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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by Chen
Broker / 企管碩士
德州 /加州地產經紀人

國、台、英語

Grace Wang
工商管理碩士
房地產經紀人

54 Sugar Creek Center Blvd., #300 Sugar Land, TX 77478
買的稱心，賣的放心，售屋高價又快速

值得您依賴的房地產投資專家

專精:房屋 商業 公寓 土地開發 物業管理 

◆西北區75個單位Condos出售，地點佳
，入住率高，現收租金，高報酬近8%，
售$3,990.000。

◆糖城Tang City Plaza 店鋪出
    租，1F&2F請來電洽詢
◆Warehouse 出售，位於
    Rosenberg，近59號高速
    33,885呎，地大5.50AC，售
    $1,800,000。

◆休斯頓商業中心, 繁華地段獨立旺
鋪1萬1千平方尺, 大型獨立停車場，
交通便利, 視野好。適合家居相關產
品零售。可租, 可售！請電Grace。 另有多單位公寓樓出售，請電洽！

Thursday, 3/4/21

給您家的感覺

服務人員專業、友好
及時解決問題

免費WiFi、室內冰箱
本地電話、報紙、咖啡和茶

房間寬敞、整潔
免費早餐新鮮、健康

緊鄰中國城  交通購物方便
2930 W Sam Houston Pkwy S

Houston, TX 77042

(713) 785-3899

Josie LinJosie LinJosie Lin
休斯頓資深千萬經紀

購屋 |商業 |投資 |⽣意    ⼀站式服務  

聯⽲地產
中國城中國城中國城
亞洲城亞洲城亞洲城

全新蒂凱佳苑精品公寓
24.2萬起

凱蒂亞洲城商圈旺鋪
招商中
與休斯頓⼤學 ,  休斯頓社區⼤學 ,  HMart,  鮮芋仙 ,  85C,
海底撈 ,添好運 ,  Kura等名店為鄰

(713) 630-8000(713) 630-8000(713) 630-8000

前進華⼈新⽣活圈前進華⼈新⽣活圈前進華⼈新⽣活圈

1,000 ~ 8,000平⽅英呎

美國總統拜登表示，至
今年5月底將有足夠疫苗，提
供給所有美國成年公民接種
。這比他之前宣布的目標提
前了2個月，也大約是拜登就
任百日的時候。

拜登透露，為加快疫苗
生產，當局引用《國防生產
法》，由美國生物醫學高級
研究與發展管理局（BARDA
）提供2.69億美元資金，讓
全 國 製 藥 龍 頭 默 克 藥 廠
（Merck & Co.）新增設施，
並協助生產嬌生（Johnson
& Johnson）研發的新冠疫苗
。

拜登還宣布，各州教師

現在可以到當地藥局報名接
種疫苗，政府的目標是在拜
登上任後100天內讓學校全面
復課。他也強調，我們 「正
從接手的爛攤子中取得進展
…今天的成果是我們邁出的
一大步，但我必須承認，這
場戰鬥還遠遠沒有結束」 。

僅管嬌生是全球最大醫
療保健製造商，但該廠在疫
苗方面的經驗與默克有明顯
差距，也不具備大規模疫苗
生產能力。嬌生表示，默克
是第9間加入其全球生產商網
路的藥廠；嬌生疫苗的優點
則是只需接種1劑，且可於一
般冷藏溫度下保存。

拜登：5月底前可為成年公民接種新冠疫苗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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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中原律師
DANIEL LEE

C.Y. LEE LEGAL GROUP, PLLC

www.leelegalgroup.com

11122 Bellaire Blvd., Suite 103, Houston, TX 77072
(Tues-Thur 9:00am-5:00pm)

1305 Prairie St., Ste. 300, Houston, TX 77002
(Mon-Fri 9:00am-5:00pm)

A02_LEE李中原律師C_16

Of Counsel Mark Thering and Of Counsel Glenn Loethen.

精通國語、英語
粵語、西班牙語

休士頓最佳律師  獲獎無數

歡迎來電預約:
832-632-4639
英語、國語、粵語、西班牙語

資深出庭辯護律師

刑事事故/車禍意外/人身傷害
家庭法/離婚官司/子女扶養
商業/房產糾紛/各類案件

專
精

為服務華人社區已於美南新聞大樓一樓設有辦公室

manager.v@houstondivorcenow.com
E-mail:

法學博士 ATTORNEY AT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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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alee@scdaily.com
我見我聞我思

LIVE

歡迎使用 觀看高清美南國際電視新聞台

本月中旬德州遭遇百年来罕見之雪災
，來自世界各地之好友們紛紛電詢並表示
慰問，全世界的媒體铺天蓋地的報導休斯
敦之悲慘場景，缺水缺電、缺食物、簡直
是人間地獄。

事實上我們的處境也並非如電視晝面
上的悽慘，當冰雪來臨時，州及地方政府
已經事前開放了各大會議中心，為那些沒
暖氣的市民提供安身之地，政府也在第二
天發放食物及飲用水，聯邦政府立即宣布
德州為重災區，聯邦緊急應變中心立即搭
起帳篷，開始接受受災人士的申報補助，
沒有保險的市民政府將支付一切修理的費

用，請問政府還不夠照顧人民之苦痛嗎？
回顧此次之災難，首先是全球氣候暖

化造成之大变化，德州天氣從未遭到如此
的寒冬，加上德州之獨立電网無法得到来
自東西兩岸的援助，因而造成無法挽救的
窘境。

州政府及議會已痛定思痛，並立即展
開責任追究工作，對於老舊的基礎建設盡
快更新，保证今後不再發生缺水缺電之危
機。

近日來各级政府及社區己重返正軌，
德州天氣也出現了耀陽天，政府規劃之救
災工作也已展開。

Friends from around the world sent their re-
gards to us about the winter storm in Texas
last week.

The world media also reported the tragedy
that hit our communities: out of power and wa-
ter, people lining up for food.

Right before the storm hit our state, city and
county governments had already opened the
warming centers. In many locations people
could spend the night there. In the last few
days President Biden announced that Texas
is a disaster area and that the federal govern-
ment would immediately open up disaster
centers and reach out to help affected people
in the area.

When we review this disaster, we find that the

State of Texas did not prepare for such winter
temperatures. And because of the changes
caused by global warming and the lack of sol-
id infrastructure, the winter temperatures went
down under seventeen degrees. We just can’
t meet the challenge.

In Austin, Governor Greg Abbott and state
representatives went into an emergency meet-
ing in an effort to try and find an answer to
what happened and resolve the situation for
any future problems.

Today the beautiful sunshine came back to
Texas again. We still have confidence and are
looking forward to a better future for our com-
munity.

大俠行天下日記大俠行天下日記 我見我聞我思我見我聞我思0303//0303//20212021

Are We Getting Better?Are We Getting Better?

我們在復原之中我們在復原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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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在美國針對亞裔的仇恨犯罪頻傳，
加州一位84歲亞裔耆老在早晨獨自散步時竟
無端被歹徒強行推倒後腦溢血而亡, 相當不幸
, 而這起命案只不過是近日亞裔遭受眾多種族
仇恨犯罪的事件之一, 真是令人髮指, 日前在
紐約舉行的一個亞裔集會上包括紐約市長白
思豪與參議院民主黨領袖舒默等多名參眾兩
院議員都出席, 他們力挺亞裔,強烈反對那些
針對亞裔的仇恨犯罪。

毫無疑問的是, 自從年新冠病毒肆虐美國
,被川普前總統散播偏見,污指為中國病毒之後
, 亞裔在美國的處境相當艱難,已經從”被歧
視” 惡化成”被仇恨”的對象！

當然美國現在所存在的最大危機之一就
是潛伏著族群不平等的憂慮, 偏激的白人至上
主義者是美國社會上的最大的病毒，川普執
政的四年, 恣意煽動民族仇恨, 因為防疫不力,
而以功夫諧音把新冠病毒取名為功夫流感
(kung flu), 極盡歪曲醜化中國之能事，由於領
導人不當言行而導緻美國人仇視亞裔的暴行
節節上升, 根據官方的統計, 僅僅在去年下半

年,全美竟多達2500起反亞裔的仇恨事件發
生, 比起非洲裔黑人被歧視的情況嚴重的太多
太多了, 只是因為亞裔的知識水準與文化素質
高過非裔黑人，總是隱忍不發, 不願多做反抗
罷了, 但一昧的忍氣吞聲終造成了被歧視與仇
恨事態愈加的嚴重。

所幸政黨輪替後, 拜登快馬加鞭努力修補
川普前朝所造成的傷害，他甫上任就發布備
忘錄譴責與打擊反亞裔及太平洋島人的歧視
與仇外行為, 更禁用具有挑釁與歧視意味的中
國肺炎一詞，拜登以具體行動表明團結和諧
概念,在他領導下,美國正朝向多元和諧的目標
前進, 將來不僅”黑人的命也是命”, 而且”
亞裔的命也是命”！

疫苗是可以消滅新冠病毒的，但卻不能
消除人們心中仇恨亞裔的病毒,應對當前反亞
裔的險惡情勢, 我們應該識時務, 遠離右翼極
端份子的聚會場所, 到公共場所時要格外提高
警覺,年長者不要再單獨外出散步, 這是最安
全的自保之道啊！

李著華觀點︰疫苗消除不了仇恨亞裔的病毒!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2日報導，根
據最新衛星圖顯示，北韓近日新添建築物，
試圖隱匿美國情報單位指稱為儲藏核武的設
施。報導指稱，美國國會議員與盟邦都期盼
拜登能盡快公布具體而明確的對北韓戰略；
如今傳出北韓新添建築以隱匿核設施，恐讓
拜登公布對北韓新政的急迫性大幅提升。

根據2月11日拍攝的衛星照片，美國密
德伯里國際研究學院表示，在2020期間，北
韓在Yongdoktong的設施新建建築物，目的
可能是為了隱匿地下通道的出入口。該通道
可能通往儲藏核武的設施。

密德伯里國際研究學院的專家路易斯表
示，地下通道的入口於2019年12月才被人
發現，而新添貌似建築物的結構，則於2021
年被發現。先前美國情報單位指控，Yong-
doktong疑似為北韓核武的儲藏設施。如今
最新衛星圖則再次證實美國安官員與專家長
期以來的主張，也是眾所皆知的事實，即北
韓持續在全國各地積極研發核武，並營建各
種工事來藏匿其不斷擴張的核武庫。

美國國會議員與前情報官員認為，由於
美國情報官員仔細監控平壤核計畫的各設施
，故該處新建的工程肯定引起美情報機構的
注意。

報導引述美政府內部消息，國會與美國
盟友無不期盼拜登能盡快公布北韓政策的具
體細節。目前推測，拜登將在完成政策審查
的數周內公布具體作為。不過，衛星照證實
北韓的核武計畫仍持續推展，這不僅加劇情
勢的急迫性，過長的政策審查過程也會因事
態新發展，而讓拜登推動去核化的目標與作
為複雜化。

目前拜登只承諾與區域盟國一同合作，
共同解決北韓核武問題，卻還沒發表具體政
策措施。迄今官員只有含糊不清的聲明，重
申美國 「去核化」 的立場。

白宮發言人莎琪(Jen Psaki)2月表示，拜
登認為北韓核彈道飛彈與核擴散形成對世界
和平與安全的威脅，並破壞全球核不擴散制
度。

北韓新添建築隱匿核武設施 CNN分析對拜登政策影響
「日本放送協會」 （NHK）報導，日本海上

自衛隊3日派出護衛艦，參與海上保安廳的可疑船
隻應變演訓，由於這是8年來海上自衛隊首次派出
護衛艦參演，可能進一步升高釣魚台周邊的緊張
局勢。

根據報導，該演習於九州周邊海域進行。海
上自衛隊派出 「澤霧號」 護衛艦（DD-157）和
「蒼鷹號」 飛彈快艇（PG-826），以及2架直升
機，海上保安廳則出動2艘巡邏船。儘管該演習並
未對外公開，但NHK表示，演習的想定為發現可
疑船隻接近重要設施，海上自衛隊和海上保安廳
便以無線通訊共享情報，協同追蹤可疑船隻，並
迫使其停船。

雖然海上保安廳每年皆會進行此類演習，但
這是海上自衛隊8年來首次派出護衛艦參演。日本

防衛省關係人士表示，這有助於增加海上自衛隊
護衛艦十分缺乏的近海監視任務經驗。海上自衛
隊最高階官員海上幕僚長山村浩2日才在記者會中
表示，考慮到東海的緊張局勢，與海上保安廳共
同行動的重要性正不斷上升。

由於允許中國大陸海警在必要時使用武器的
《海警法》已在2月實施，讓日本對大陸海警近期
於釣魚台附近的活動相當緊張。日本政府目前主
要讓具有警察權的海上保安廳進行第一線應對，
海上自衛隊則在後方進行警戒與監視。不過對海
上執法領域十分熟悉的明治學院大學副教授鶴田
順指出，由於中國大陸動作頻頻，對海上保安廳
來說，像這類在與海上自衛隊合作下行使警察權
的訓練 「十分重要」 。

準備支援釣魚台？日海自護衛艦參與海上保安廳演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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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01-John Lee李元鐘保險2567B_16

已發表19萬字保險專欄，
www.johnleeins.com 歡迎索取

7001 Corporate Dr. #201. Houston, TX 77036（華埠大廈）
電話: (832) 500-3228請找謝經理

李元鐘保險
我們擁有最多美國政府認證的
各項保險專業證照、得獎無數

美國保險碩士、台灣淡江保險學士

美國及台灣前十大保險公司理賠專員

汽車、房屋、商業、人壽、醫療、老人保險

真耶穌教會
True Jesus Church

中英安息日崇拜：週五晚上7:45週六早上10:45
中英文分組查經：週六下午1:30
英文兒童宗教教育：週六早上11:00 下午2:00

TJC

335 Avenue E,Stafford,
TX 77477

電話: (281)631-5260
網址: www.tjc.org
電子郵件: Houston@tj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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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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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魯衛生部發布新冠疫情數據顯

示，新增7641例新冠確診病例，其中過

去24小時新增病例為4606例，另有3035

為補增，累計確診病例達到1316363例；

單日新增死亡病例 191 例，累計死亡

46094例。目前仍有14492人住院，已有

人1218409康復。

25.6萬名醫護人員已接種第壹劑疫苗
秘魯外貿旅遊部長克勞迪婭· 科內霍

26日稱，截至當地時間26日下午4點，

秘魯已有約25.6萬名衛生部門工作人員

接種了新冠疫苗。

克勞迪婭部長重申，弗朗西斯科· 薩加

斯蒂總統承諾，在盡可能短的時間內，

繼續為更多人口接種疫苗。

她說：“盡管發生了很多事情，但

政府沒有停止疫苗接種工作，並仍然堅

持在本屆政府任期結束前(編者註：2021

年7月28日)，為1000萬人接種疫苗的目

標。”

關於向貧困家庭支付政府補助金，

克勞迪婭解釋說，26日開始向第2組家

庭發放這筆錢。

秘魯從厄瓜多爾進口 200 噸醫用
氧氣

秘魯生產部長何塞· 路易斯· 奇科馬

26日報告稱，秘魯從厄瓜多爾進口了200

多噸醫用氧氣，用於Amazonas大區北部

新冠肺炎患者的護理。

除此之外，秘魯還將從智利進口

960 噸醫用氧氣，第壹批 40 噸氧氣於

26 日晚運抵秘魯南部 Santa Rosa 邊境

地區。

衛生部報告，由於第二波疫情新冠

肺炎患者數量激增，醫用氧氣短缺，秘

魯每天有110噸醫用氧氣的缺口。

2020年秘魯財政赤字占GDP8.9%
經濟財政部長瓦爾多· 門多薩表示，

秘魯2020年的財政赤字相當於其國內生

產總值(GDP)的 8.9%，這是自20世紀80

年代末前總統阿蘭· 加西亞第壹屆政府以

來，最糟糕的結果。

由於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經濟大

幅收縮，政府增加了公共支出，使財政

收入幾近崩潰。

秘魯的公共債務從2019年占國內生

產總值的26.8%上升到2020年的35%，預

計2021年將繼續上升(36.4%)，2022年至

2023年達到峰值(37%)。

另壹方面，門多薩預計，2021年，

秘魯的財政赤字將約占國內生產總值的

4.8%，經濟預計將增長10%。

門多薩認為，在第二波疫情期間，

弗朗西斯科· 薩加斯蒂總統領導的過渡政

府將預算集中在衛生服務上，以“防治

疫情，購買疫苗，並采取壹切必要措施

減輕秘魯人民的痛苦”。

門多薩預計，到2021年年中，相當

壹部分人口將接種疫苗，以便“開始更

強勁的經濟復蘇”。

紀念猶太人在德1700周年
德國總統稱誠實面對歷史始終是該國責任

綜合報導 為紀念德國最早有文字記載的猶太人活動1700周年，德

國今年將舉行壹系列紀念活動。在21日舉行的啟動儀式上，德國總統施

泰因邁爾表示，當回顧1700年的猶太人在德史，保持誠實“始終是我們

的責任所在”。他表示，猶太人在德國不僅經歷過解放和繁榮，更遭受

了羞辱、隔離和剝奪權利，這裏曾發生過背叛壹切文明價值的大屠殺，

數以百萬計的歐洲猶太人喪生，猶太文化也遭到毀滅。

公元321年，羅馬帝國君士坦丁大帝頒布詔書，允許猶太人在科隆

擔任公職。這份詔書被認為是最早關於有猶太人在今天的德國境內生活

的書面證明。

施泰因邁爾當天在科隆的猶太會堂內出席了紀念猶太人在德1700周

年活動的啟動儀式。他表示，無論是在哲學、文學、藝術還是音樂、科

學、醫學和商業領域，猶太人都在書寫和塑造德國歷史、點亮德國文化

上發揮了關鍵作用。

施泰因邁爾表示，當回顧這1700年的歷史時，德國人必須保持誠實

，只有這樣才能為今天和未來而汲取教訓。“這是我們的責任所在，並

始終是這樣”。

施泰因邁爾表示，在發生了背叛壹切文明價值的大屠殺，數以百萬

計的歐洲猶太人在此期間喪生、猶太文化也遭到毀滅後，著名猶太學者

利奧· 拜克曾認為“猶太人在德國的時代已經永久結束了”。然而，施

泰因邁爾表示，今天，猶太人又回來了，這要歸功於那些從前蘇聯國家

來到德國的猶太移民，以及那些被德國所吸引的以色列年輕人。他形容

這是德國收到的“令人驚喜的禮物”。

施泰因邁爾亦坦言，猶太人在德國如今仍面臨威脅，反猶主義正在

越來越公開地出現。他特別提到了此前在德國壹名罪犯出於仇恨選擇在

猶太節日襲擊猶太禮拜堂的案件。

施泰因邁爾強調，德國的猶太人“是我們中的壹份子”“是我們共

同的身份認同的壹部分”。他呼籲德國人站出來，堅定反對那些質疑這

壹點的人。

德國累計確診超過240萬
將為教師提前接種疫苗

綜合報導 德國累計確診感染新冠病毒人數已超過240萬。為因應多

個州復課帶來的防疫壓力，德國聯邦衛生部當天與各州衛生部達成

壹致，將提前為中小學和幼兒園教職工接種新冠疫苗。

德國疾控機構公布的新增確診人數和新增死亡人數分別為4369人、

62人。德國“時代在線”實時數據顯示，截至當晚23時許，德國累計確

診2400521人、治愈2197956人、死亡68803人。德國政府用於制定“解

封”時間表的重要指標“平均每十萬人七日累計新增確診數”連續三日

反彈，當天升至61。

截至當天，德國已接種5068829劑疫苗，其中3312351人接種了第壹

劑、1756478人已接種第二劑。

從22日起，德國至少有10個州的中小學和幼兒園開始復課，令教職工

的防疫風險受到關註。德國聯邦衛生部當天為此與各州舉行了協商。

德國各州衛生部長聯席會議主席、巴伐利亞州衛生部長霍勒特舍克

在會後向德媒表示，聯邦和各州已壹致同意，將中小學和幼兒園教職工

從當前全民接種疫苗排序的第三序列提前至第二序列。

談及采取這壹步驟的必要性，德國聯邦衛生部長施潘表示，由於十

個州開始復課，將有數百萬人走出家門，與此同時傳播性更強的新冠病

毒變異毒株正在德國持續擴散，因此為更多人接種疫苗是必要的。

秘魯逾25萬名醫護接種首劑疫苗

疫情造成嚴重財政赤字

加拿大審批通過阿斯利康新冠疫苗
綜合報導 加拿大聯邦政府宣布，審

批通過英國藥企阿斯利康公司(Astra Ze-

neca)和牛津大學合作研發的新冠疫苗，

以及由印度血清研究所生產的阿斯利康疫

苗。

這是繼美國輝瑞公司(Pfizer)和德國生

物新技術公司(BioNTech)聯合研發的新冠

疫苗，以及美國莫德納公司(Moderna)的

新冠疫苗之後，第三種獲準在加拿大上市

使用的新冠疫苗。加衛生部批準阿斯利康

疫苗可用於18歲以上人群。

與前兩款均為mRNA(信使核糖核酸)

疫苗不同，阿斯利康疫苗屬於腺病毒載體

疫苗，也需註射兩劑。它可在2攝氏度至

8攝氏度的冷藏溫度下保存至少半年，更

加易於儲存和運輸。加官方數據顯示，該

疫苗有效率約為62%。

加拿大總理特魯多在渥太華對媒體表

示，加方已訂購200萬劑印度版阿斯利康

疫苗，且將在幾周之內獲得首批100萬劑

。另外，加拿大早前已向阿斯利康預訂

2000萬劑新冠疫苗。特魯多表示，到3月

底，加拿大預期將獲得超過650萬劑已審

批通過的3款疫苗。

加拿大政府迄

今已向全球多家藥

企累計預購逾4億

劑新冠疫苗。目前

，強生公司和諾瓦

瓦克斯公司的兩款

疫苗仍在等待加官

方審批。

目前加拿大已

完成逾177萬劑疫

苗接種。該國輿論

批評特魯多政府，

認為加拿大的疫苗

接種進展在西方國家中偏慢。

特魯多還透露，在與加政府合作下，

魁北克壹個研發機構已利用木纖維成功開

發出可降解非醫用口罩，這壹成果在全球

居領先地位。研發人員正在開發可完全生

物降解的醫用級別口罩。

截至2月26日晚，加拿大累計報告新

冠病例約86.15萬例，單日新增3252例；

康復約80.9萬例，死亡21915例，尚有活

躍病例30516例。

自1月初以來加拿大新增病例數出現

明顯下降，但近來部分地區疫情出現輕微

反彈。在累計病例數最高的安大略省，日

增病例數已連續6天上升。該省已宣布在

部分地區“緊急剎車”，重新實施

“封城”。新斯科舍省也在哈利法克斯

等地收緊防控舉措，包括限制餐飲業營業

時間、叫停體育賽事和文藝演出、限制室

內外聚集人數等。

加首席公共衛生官譚詠詩警告，變異

新冠病毒令防疫更為困難。目前加拿大已

報告近千例變異新冠病毒感染病例。

狗曾跟隨首批移民到北美？
美洲最古老家犬骸骨揭秘

綜合報導 據最新研究，

人類最好的朋友——狗可能曾

跟著第壹波移民遷移到北美。

科學家表示，他們發現美洲最

古老的家犬骸骨，其時間可以

追溯到1萬多年前，這意味著

狗可能是跟著第壹波移民到達

美洲大陸。

據報道，壹般認為，人類

是在冰河時代尾聲，約在3萬

到1.1萬年前，從西伯利亞借

道今日的白令海峽到達北美地

區。自古以來，狗和人類活動

息息相關，而研究犬只的基因

可以為人類定居歷史提供最佳

時間佐證。

美國紐約水牛城大學主持

的壹項最新研究，對於在阿拉

斯加東南部發現的骨骸線粒體

DNA進行分析。研究團隊原本

以為發現的是熊骨，但在進壹

步檢視後，發現這塊骨骸是犬

只股骨的壹部分，這只狗在大

約10150年前生活在這個區域

，和歐洲犬只到美洲以前在那

裏生活的犬只有共同的遺傳譜

系。

水牛城大學和南達科他

州立大學演化生物學家林奎

斯特(Cecilia Lindqvist)表示：

“由於狗狗是人類屯墾的幫

手，我們的數據提供的協助

不只在時間方面，也在關於早

期移民和狗狗進入美洲大陸的

地點方面。”

林奎斯特表示，這項發表

在《皇家學會報告》生物科學

版的研究發現，支持人類是從

西伯利亞抵達北美的理論。林

奎斯特說：“阿拉斯加東南部

可能曾經是壹個無冰的停靠點

。現在根據狗(骨骸)，我們認

為，早期人類經過這個地區的

遷移可能比過去懷疑的更為重

要。”

報道稱，林奎斯特表示，

她的研究發現，支持狗狗事實

上是和第壹波移民遷徙到北美

的理論。她還稱：“我們也有

證據顯示，海岸側的冰蓋在至

少約17000年前開始融化，內

陸走廊卻是要等到大約13000

年才可以通行。”

“而基因證據顯示 ，

16000多年前的第壹波美洲人

走海岸路線似乎比較可能。我

們的研究也顯示，我們在沿

海發現的狗骨骸是參與第壹

波遷徙移民人類所養狗狗的

後代。”林奎斯特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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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美國

人類與新冠病毒的賽跑正如火如荼進行
。美國總統拜登2日表示，至今年5月底將有
足夠疫苗，提供給所有美國成年公民接種。
這比他之前宣布的目標提前了2個月，也大約
是拜登就任百日的時候。

拜登透露，為加快疫苗生產，當局引用
《國防生產法》，由美國生物醫學高級研究
與發展管理局（BARDA）提供2.69億美元資
金，讓全國製藥龍頭默克藥廠（Merck & Co.
）新增設施，並協助生產嬌生（Johnson &
Johnson）研發的新冠疫苗。

嬌生於2月底取得新冠疫苗緊急使用授權
（EUA）後，一直受限於生產瓶頸，於是拜
登政府居中撮合這2家競爭藥廠，達成罕見的
合作協議。拜登表示， 「我想感謝嬌生和默

克藥廠在這場全國危機中挺身而出，不愧是
優秀的企業公民。這表示到5月底，我們擁有
的疫苗將足夠為每個美國成年人接種」 。

拜登還宣布，各州教師現在可以到當地
藥局報名接種疫苗，政府的目標是在拜登上
任後100天內讓學校全面復課。他也強調，我
們 「正從接手的爛攤子中取得進展…今天的
成果是我們邁出的一大步，但我必須承認，
這場戰鬥還遠遠沒有結束」 。

僅管嬌生是全球最大醫療保健製造商，
但該廠在疫苗方面的經驗與默克有明顯差距
，也不具備大規模疫苗生產能力。嬌生表示
，默克是第9間加入其全球生產商網路的藥廠
；嬌生疫苗的優點則是只需接種1劑，且可於
一般冷藏溫度下保存。

美國加速抗疫 拜登：5月底前可為成年公民接種新冠疫苗

美國德州州長艾波特（Greg Abbott）今
天宣布將解除強制戴口罩的規定，並表示受
到疫情限制的商業活動可以 「百分百」 開放
。

法新社報導，艾波特說： 「在將近半年
時間，大多數商業活動僅開放75%或只有
50%，同時在這段期間，有太多德州人被排
除在就業機會之外。」

共和黨籍的艾波特在對勒波克商會
（Lubbock Chamber of Commerce）的演說
中說： 「有太多小型企業老闆付不出帳單。
」 「這個情況該結束了，現在該是讓德州
100%開放的時候。」 聽眾此時爆發掌聲和歡
呼。

他說： 「每個想開門做生意的企業都應
該開放。」

艾波特表示，他能夠解除這些限制，是
因為已經擁有疫苗，以及較佳的篩檢與治療
， 「德州如今擁有能保護德州人免染病毒的
工具」 。

8個月前，全美人口第2多的德州實施強
制佩戴口罩的規定。

艾波特說，他廢除了先前有關2019冠狀
病毒疾病（COVID-19）的命令與限制，這項
行政命令將於明天生效。

美國疾病管制暨預防中心（CDC）主任
瓦倫斯基（Rochelle Walensky）昨天才警告
說，現在還不是鬆綁重要防疫措施的時機。

美德州州長解除口罩令 商業活動百分百開放

德州一個聯邦陪審團今天裁決，美國電腦晶
片巨擘英特爾（Intel）侵害VLSI Technology專
利，應賠償22億美元。英特爾表示會提上訴。

發言人莫斯（William Moss）回覆法新社詢
問時表示： 「英特爾強烈反對今天陪審團的判決
。我們打算上訴，也有信心可以翻盤。」

根據法庭文件，VLSI Technology是在2019

年初控告英特爾侵犯晶片快取記憶體與電壓調節
器兩項專利。

訴訟主張，英特爾 「故意無視」 這兩項專利
，甚至不讓員工知道那兩項專利。

VLSI Technology是從荷蘭恩智浦半導體公司
（NXP ）取得晶片權利。記者詢問VLSI對裁決看
法，並未獲得回應。

英特爾敗訴 侵害VLSI晶片專利判賠22億

美國商務部對自18國進口的普通鋁合金
板展開反傾銷調查，最終判定結果今天出爐
，德國面臨的稅率高達242.8%；台灣產品反
傾銷稅率為17.5%，低於去年10月初步裁定
的18.02%。

路透社報導，美國前總統川普去年3月啟
動反傾銷和反補貼調查。普通鋁合金板可應
用在建築外牆、卡車車身和街頭招牌等。

在終判出爐的數小時前，美國參議院才
以84票贊成比15票反對，通過羅德島州州長
雷蒙多（Gina Raimondo）出任商務部長的人
事案。

根據美國商務部國際貿易局（ITA
）公布的資料，台灣的反傾銷稅率終判
為17.5%。德國業者面臨的稅率最高，
從49.4%到242.8%不等。美國自德國
進口最多鋁板，2019年進口額達2.866
億美元。

美國第2大鋁板進口來源巴林的反
傾銷稅率為4.83% 、反補貼稅率高達
6.44%。美國2019年從巴林進口價值
2.412億美元的鋁板。

國際貿易局發布的資料，載明美國
向各國進口鋁板課徵的反傾銷和反補貼

稅率，除了德國、巴林和台灣，還有巴西、
克羅埃西亞、埃及、希臘、印度、印尼、義
大利、阿曼、羅馬尼亞、塞爾維亞、斯洛維
尼亞、南非、韓國、西班牙、土耳其。

印度鋁板的反傾銷稅率達47.92%、印尼
32.12%、韓國為5.04%、南非為8.85%。

部分業者終判反傾銷稅率為0%，如韓國
的諾貝麗斯韓國有限公司（Novelis Korea
Limited）和蔚山鋁廠（Ulsan Aluminum）、
希臘的Elval Colour S.A.、義大利的Laminaz-
ione Sottile S.p.A.等。

美對鋁板反傾銷調查終判出爐台灣稅率17.5％
美國總統拜登今天撤銷提名譚登掌管白宮管

理及預算局，譚登曾發出貶損國會議員的推文，
使得她的任命案遭遇強烈反彈，這是拜登的提名
人選首度在國會踢到鐵板。

拜登今天發出簡短聲明說： 「我已經接受譚
登（Neera Tanden）讓她退出白宮管理及預算局
（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局長提名
程序的要求。」 拜登又說，他打算安排譚登在他
的政府任職。

路透社報導，拜登決定撤回譚登的任命案，
反映民主黨人在聯邦參議院取得的優勢薄弱。

民主與共和兩黨在參議院各占50席，副總統
賀錦麗可以打破僵局，投票贊成譚登的任命案。
但在溫和派的民主黨聯邦參議員曼欽（Joe
Manchin）表明不會投票給譚登後，這就不是一
個選項。

曼欽倒戈讓白宮與譚登必須趕緊尋找一名共
和黨支持者，即使昨天在最後一刻與共和黨聯邦
參議員穆考斯基（Lisa Murkowski）會面，他們
最終還是找不到人。

拜登去年11月挑選左傾智庫美國進步中心

（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執行長譚登掌
管白宮管理及預算局時，共和黨人指出她曾在推
特發表尖銳評論，像是稱參議院共和黨領袖麥康
奈 （Mitch McConnell） 是 「 莫 斯 科 米 奇 」
（Moscow Mitch），影射他為俄羅斯工作，或
稱共和黨聯邦參議員柯林斯（Susan Collins）
「愚昧無知」 。

譚登的支持者說，前共和黨籍總統川普執政
4年也曾出言不遜，現在反對者卻因為譚登過去
發出刺耳難聽的推文懲罰她，簡直是偽善、有性
別歧視。

50歲的譚登是印度裔美國人，曾任職於前民
主黨籍總統柯林頓與歐巴馬的政府，她本來可望
成為首位率領白宮管理及預算局的有色人種女性
，管理4兆美元的聯邦預算。

根據白宮公布的信件，譚登在寫給拜登的信
中承認，她的任命案豈止是一場苦戰。她寫道：
「很遺憾的，現在情勢似乎明朗化，任命案無望

獲得確認，我不希望因為持續考量我的任命案，
讓您的其他優先事務失焦。」

遭強烈反彈 拜登撤銷提名譚登掌白宮預算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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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樹清：撐內地企業赴港上市
灣區“理財通”將採更多新措 中資金融機構不執行美制裁

談及“十四五”期間銀保監會支持香港國際金
融中心地位時，郭樹清表示，香港作為世界

上的重要金融中心，在過去40多年內地改革開放
過程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絕大多數外商
直接投資和絕大部分的外資是通過香港進來的。
現在資本市場的外資，如“滬港通”、“深港
通”、“債券通”也是通過香港進來的。

“在今後的發展過程中，香港可以為內地企
業上市融資、發債融資提供支持，無論是外債、
美元債、外幣債種，還是人民幣、港幣等各種形
式，我們都支持，我們也支持銀行業、保險業機
構到香港去上市，支持更多的香港銀行業、保險
業機構到內地發展，希望以後能夠繼續保持這個
態勢。”郭樹清還指出，大灣區發展規劃，金融
領域佔很大比重，會有很多新舉措。特別是在理
財方面，“理財通”會有更多新舉措，正在研究
論證規劃，都會逐步實施。

美國政府此前針對有關中國企業和個人採取
制裁措施，對中國金融市場和金融系統會否產生
影響？郭樹清回應說，堅決反對美國制裁，中國
的金融機構及在港中資金融機構不會執行美國的
制裁。郭樹清同時強調，制裁無礙開放，中國考
慮繼續放寬中外資金融機構的合作，進一步降低
外資准入門檻。

“每一個國家都有自己的主權，這是國際社
會早已達成的共識，中國和美國一樣，都是主權
國家，我們都有自己的主權。中國金融業的管
理，以及金融機構的行為規範，必須按照中國的

規則辦，就像
在美國的金融機構
按美國的規則來辦一
樣。”郭樹清說，“美國對
中國的內政進行了很多干預，
這些干預毫無依據，沒有道
理，也站不住腳。我們堅決反
對，中國銀保監會和整個銀行
業、保險業系統都不會執行美國的法律和法規，
必須執行中國的法律法規。”

進一步降低外資准入門檻
郭樹清同時強調，在香港的金融機構，包括

中資機構、外資機構，肯定要遵守香港的法律和
法規，“我們不會執行美國的制裁，我們也堅決
反對這種制裁，認為這種制裁是毫無約束力的。
但是，我們願意和他們合作，和美國的金融機
構、企業、中介機構合作。”

過去三年內地批准100多家外資銀行保險機構
設立，郭樹清表示，鼓勵更多的外資進入中國，
進一步降低外資准入門檻，實現和中資一樣的待
遇。對於外資入華是否會破壞干擾中國的金融體
系，郭樹清稱，根據現在掌握的情況，外資機構
在中國的經營，總體上還是嚴格按照中國法律來
辦事，無論是外資的總資產、貸款，還是存款，
都是絕對額上升，佔比下降，對中國的市場競爭
影響非常有限，中國將繼續鼓勵外資金融機構進
入中國共同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

道）今年全國兩會召開在即，中國人民

銀行黨委書記、中國銀保監會主席郭樹清

3月2日在國務院新聞辦發布會上重申，

將進一步降低外資金融的准入門檻，“十

四五”將繼續支持內地企業和金融機構赴港

上市發債融資，並在大灣區推動“理財通”等

方面實施更多新舉措。郭樹清並預計，香港今年

有望從過去兩年經濟衰退中走出，“今年香港經

濟增速一定會由負轉正，有一個很好的前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海巖北京報道）去年
螞蟻集團暫停上市，中國對金融科技公司、互聯
網平台涉足金融業務展開整頓。中國銀保監會主
席郭樹清2日在國務院新聞辦發布會上明確表
示，互聯網平台開展的金融業務，必須和其他金
融機構一樣，要有充足的資本，必須同樣滿足資
本金充足率要求。

“做生意是要有本錢的，做金融的更得需要
本錢。”郭樹清說，要求互聯網平台只要做同樣
的金融業務，就要有同樣的資本充足率。但是，
“考慮歷史的原因，給了他們一個過渡期，因為
過去一些金融機構服務小微企業特別是低端客
戶，要求比較低，提供助貸，出資只有2%、
3%，我們不想影響這些客戶，讓這些客戶還能
繼續穩步得到貸款。”

郭樹清說，有的項目過渡期到今年年底，有

的到明年年底，甚至可以研究再長一些。“最多
兩年，都回到正軌上來，所有機構都要接受資本
約束的要求。”

郭樹清在發布會上還說，互聯網平台在中國
參與金融，在全世界來看，規模和範圍都是最大
的，特別是對中小微企業提供數字信貸、數字保
險和其他方面的服務做得很好，世界領先的有很
多創新，“我們是鼓勵這些創新的。”

“互聯網平台旗下也有民營銀行，如螞蟻集
團旗下的網商銀行、騰訊旗下的微眾銀行、四川
的新希望銀行和小米旗下的新網銀行等，我們都
鼓勵發展，但是也必須按照金融規則實行統一監
管。”他表示，“我們不認為有什麼限制、不允
許他們發展的金融業務，但是做任何業務比如保
險、信託、租賃等金融業務，都必須按照行業相
同的規則進行監管。”

互聯網金融業務亦須資本充足率達標

●銀行業不良資產認定和處置大
步推進，2017年至2020年累計
處置不良貸款8.8萬億元（人民
幣，下同），超過之前12年總和。

●影子銀行得到有序拆解，規模較歷
史峰值壓降約20萬億元。

●金融違法犯罪行為受到嚴厲懲治，不
法金融集團風險逐步化解，一大批非法

集資案件得到有序處置，互聯網金融風險
形勢根本好轉。

●外部風險衝擊應對及時有效，金融體系保
持較強韌性。

●房地產金融化泡沫化勢頭得到遏制，2020年房地
產貸款增速8年來首次低於各項貸款增速。

●地方政府隱性債務增量風險已基本控制，存量風險化解正
有序推進。

●大中型企業債務風險平穩處置，到2020年末，全國組建債委會2萬家，

市場化法治化債轉股落地金額1.6萬億元，500多家大中型企業實施聯合授信試點。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防範化解金融風險
主要內容

●金融槓桿率明顯下降，金融
資產盲目擴張得到根本扭轉。
2017年至2020年，銀行業和
保險業總資產年均增速分別為
8.3% 和 11.4% ，大體只有
2009年至2016年間年均增速
的一半。

●●““十四五十四五””將將
續支持內地企業赴續支持內地企業赴
港上市港上市。。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規則銜接加速

港融灣區落後
合作需換“自動門” 要素流動期更暢

加
速
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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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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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觀點
2021 年 是 “ 十 四

五”規劃開局之年，也
是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

設的關鍵之年。廣東省省長馬興瑞在作
政府工作報告時指出，粵港澳大灣區作
為國家重大戰略全面實施，賦予廣東重
大歷史使命。經歷了2020年非凡的疫情
大考，廣東使出自己的“九個全力”、
“十個千方百計”等組合拳，在民生、
經濟、創新發展、深化改革、擴大內需
方面交出了有力答卷。

在做好大灣區共建發展這篇文章
上，廣東持續加碼在基礎設施互聯互
通、規則銜接、機制對接方面開啟領跑
之勢。比如，推動“灣區通”工程、深
交所創業板註冊制、廣州期貨交易所等
重大改革落地實施。

另一邊，澳門在防控新冠肺炎疫情方
面卓有成效，與鄰近的廣東珠海合作開發
橫琴也駛入快車道。澳門在融灣共建方面
勇往直前，跑出了自己鏗鏘有力的步伐。
現如今，澳門民眾對參與大灣區共建的獲
得感、認同感、歸屬感與日俱增。

遺憾的是，香港在融灣進程中不斷經
歷着中美經貿鬥爭、“修例風波”、新冠
疫情等一波又一波的風險挑戰和考驗。在
防控疫情和強化粵港粵澳聯防聯控方面，
情況很不理想。在恢復有序通關方面，遲
遲未能有新進展，更令一些行業陷入停滯
期。期待香港防疫控疫能早日實現一個根
本性好轉，在融入灣區、共享機遇方面奮
起直追，重新煥發東方之珠的風采。

之 灣區銜接篇

灣區內各行業的規則銜接，正在以看得見的
速度從“玻璃門”向“自動門”突破。

多行業准入灣 灣區人同等化
今年1月1日，《關於香港工程建設諮詢企

業和專業人士在粵港澳大灣區內地城市開業執業
試點管理暫行辦法》（下稱《辦法》）正式施
行。這份由廣東省住房和城鄉建設廳聯合香港特
別行政區發展局去年底聯合發布的文件，通過備
案形式允許取得香港工程建設諮詢企業和專業人
士在大灣區內地城市開業執業，備案實行“一網
通辦”，一次辦理即可在大灣區9市執業。廣東
省住建廳相關負責人介紹，建築師、結構工程
師、造價工程師、監理工程師、房地產估價師、
規劃師等6個專業已開展執業資格互認。截至去
年11月底，已有1,630名香港專業人士取得內地
註冊執業資格，其中有151名在廣東辦理執業註
冊。

這個《辦法》只是過去兩年來粵港澳大灣區
在規則銜接方面的一個小縮影。越來越多的港澳
醫療、法律等領域專業服務人士可在大灣區內地
城市便利執業，港澳居民還可以參加事業單位編
制內崗位的公開招聘。隨着廣東“灣區通”工程
的推進，“灣區人”在教育、就業等方面的“同
等化”進程不斷提速，政務、商事等服務逐步實
現“一網通辦”“跨境通辦”。

期設職能部門 助影視業突圍
從標準互認到規則銜接，從機制創新到政策

互通，粵港澳大灣區內資本、技術、人才、信息
等關鍵要素加速流轉、進一步融合，為港澳發展
注入源源不斷的生機與活力。

在灣區融合不斷提速的同時，跨區域、跨制
度協作機制的障礙依然不少。

剛剛過去的2021年電影春節檔，紅紅火火
的票房成績提振不少行業人士對灣區的影視產業
振興發展的信心。憑借港產片製作成長為灣區影
視頭部企業的廣東昇格傳媒總裁楊麗告訴香港文
匯報記者，對人流、物流、資金流密集匯聚的影
視產業來說，大灣區疫情防控聯動如果能早日取
得突破，粵港生產要素可以順暢流動，粵港兩地
組“CP”扛穩差異化特色發展大旗，就一定能
在中國電影產業巨大發展紅利中贏得豐厚發展前
景。

在楊麗看來，香港的電影雖然已經走過它的
黃金時期，但是香港影視的工業化程度以及專業
方面十分成熟和完備，用香港的專業團隊能夠減
少電影各方面成本的30%，是其得天獨厚的專業
優勢。

昇格通過和香港寰宇等影視企業的合作，將
兩地的制度障礙和藩籬摸索清楚。楊麗說，正是
因為粵港之間本身就存在文化相親的優勢，同時
昇格團隊熟悉了解內地的政策、機制問題，所以
在引進、製作、出品等前端就能規避許多港產片
“水土不服”的內容。

楊麗認為，灣區影視產業要真正突圍，除了
新工業體系的意識覺醒和建設之外，在內容前端
層面，希望政府層面能夠在大灣區的框架下設置
一個可一站式地為影視專才流動、資金流動、政
策機制對接方面提供諮詢、解決方案的職能部
門。

“因為香港疫情原因，很多合作夥伴已經一
年多沒見過面，轉向了‘雲’上合作。”楊麗期
望，粵港能夠早日通關，只有雙方合力才能共同
推動現有政策制度下的“玻璃門”向“自動門”
的轉換。與此同時，楊麗也信心滿滿指出，這些
項目的發展過程也能實現影視動漫行業與實體製
造行業的雙利共贏局面。

《粵港澳

大灣區發展規

劃綱要》發布

兩年以來，粵港

澳三地不斷加速

磨合、共融發展。

隨着相關部委不斷聯

合印發實施方案和意

見，大灣區融合發展的規

則銜接開始加速。比如，港

澳籍律師大灣區執業、首次招

錄港澳籍公務員、“跨境理財通”

豐富灣區民眾理財選擇等，為不少行業

融合開啟“加速度”新篇章。但遺憾的是，

受疫情拖累，香港融入灣區的整體速度較灣區其他

城市，就明顯緩慢了許多。 ●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若璋廣州報道

●受疫情拖累，香港
融入灣區的整體速度較

灣區其他城市明顯緩慢。圖
為深圳港青創業社區平台。

資料圖片

中 國 專 題2021年3月3日（星期三） ●責任編輯：周文超 1

大灣區合作成果一覽
交通

2018年9月23日，廣深港高鐵香港段正式
運營，全線開通

2018年10月23日，港珠澳大橋開通

2020年8月26日，蓮塘口岸正式開通啟用

稅務

2019年6月22日，廣東省財政廳、廣東省
稅務局聯合印發《關於貫徹落實粵港澳大灣
區個人所得稅優惠政策的通知》，明確“對
在大灣區工作的境外（含港澳台）高端人才
和緊缺人才，按內地與香港個人所得稅稅負
差額給予補貼”的標準和範圍，包括明確
15%的稅負差額補貼標準等六個方面

科研

2019年6月，廣東省建立了省財政科研資金
跨境使用機制，建立科研綠色撥付通道

2019年7月30日，順利撥付香港科技大學
省級科研資金316.96萬元，成為首例港澳高
校參與省級科研資金科技計劃的成功案例

2019年12月19日，首批10家粵港澳聯合
實驗室正式授牌；2020年11月25日，第二
批10家聯合實驗室授牌。主要分布在人工智
能、新材料、先進製造、生物醫藥、環境科
技等領域

文旅

2019年9月5日，廣東省人社廳印發了《香
港、澳門導遊及領隊在珠海市橫琴新區執業
實施方案（試行）》，港澳導遊獲准在珠海
橫琴執業

2020年12月1日，《珠海經濟特區港澳旅
遊從業人員在橫琴新區執業規定》實施，減
少執業壁壘

金融

2020年5月14日，中國人民銀行等四部門
發布《關於金融支持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意
見》，推出5個方面、26條措施，進一步推
進金融開放創新，深化內地與港澳金融合作

2020年6月29日，中國人民銀行、香港金
管局、澳門金管局聯合發布，決定在粵港澳
大灣區開展“跨境理財通”業務試點

2020年7月31日，廣東省發布5個方面80
條金融舉措，深化內地與港澳金融合作

法律

2020年8月1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國
務院在粵港澳大灣區內地九市開展香港法律
執業者和澳門執業律師取得內地執業資質和
從事律師職業試點工作，符合條件的港澳律
師通過考試，可以從事一定範圍內的內地法
律事務

廣東已有取得國家法律職業資格的165名香
港居民、14名澳門居民，成為執業律師

人才

2020年6月24日，廣東省人力資源和社會
保障廳印發《粵港澳大灣區（內地）事業單
位公開招聘港澳居民管理辦法（試行）》，
為港澳青年提供更多就業機會和更好工作條
件

2020年12月13日，深圳首次招錄港澳籍公
務員，共有5個職位；廣東省2021年公務員
招錄中，共有5個職位定向招港澳人士

教育

2021年1月25日，廣州明確爭取年內正式
設立香港科技大學（廣州）

2021年2月3日，廣東明確推進香港城市大
學
在東莞、香港公開大學在肇慶、香港理工
大學在佛山的合作辦學相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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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中国

进口货“五彩缤纷”

——菜鸟进口清关量达 2019年春节同
期的2倍；进口“洋酒”、巧克力、时尚饰品
销售额分别同比增长10倍、3.3倍、4.2倍

一边是异国民俗风情展示、异域风情歌舞表演等活动为节日增添
气氛，让市民不出国门也能实现万国“微旅行”；一边是南非马鲁拉
护肤礼盒、澳大利亚Aussie深海鱼油礼袋、比利时西丽精酿啤酒礼
盒，各个国家馆拿出“看家好货”，让万国好礼尽收囊中……

在与进博会主会场仅一条马路之隔的绿地全球商品贸易港，这个
春节颇有“全球”特色。现场不仅有进博同款年货礼盒供市民体验、
购买，更有进店有礼、满额赠送、线上商城限时秒杀等丰富多彩的活
动，消费者强大的购买力也展露无遗。

以护肤品类来说，绿地贸易港数据显示，整个春节期间，娇韵诗
美白套装、海蓝之谜精粹液、赫莲娜黑绷带、SK-II神仙水、希思黎
全能乳液等商品在线上线下销售累计环比增长6.5倍。

线下热闹非凡，线上，更多消费者也买出了进口货的“五彩缤
纷”。

阿里巴巴数据显示，春节进口消费热度高，跨境物流成亮点。香
港地区收货量是2019年农历同期的3倍；澳门地区发货量是2019年
农历同期的近30倍；大年三十到初六，菜鸟进口清关量达到2019年
春节同期的2倍。

哪些进口货热销？进口“洋酒”和巧克力表现抢眼。
天猫国际数据显示，2月4日-2月15日期间进口洋酒销售额同比

增长10倍，英国和日本的威士忌、日本梅酒、法国白兰地、荷兰力
娇酒等品类热销，年货酒水选择可谓“放眼”全球。

进口巧克力、珠宝饰品等礼品消费也走俏。2 月 4 日-2 月 15
日期间，天猫国际进口巧克力销售额同比增长 337%，迪拜巧克
力、瑞士巧克力礼盒、日本生巧礼盒热销。京东大数据显示，春节
期间消费占比增长最快的品类为珠宝首饰、美妆、钟表及其它礼
品类。这其中，进口的时尚饰品增长4.2倍，拉动了珠宝首饰类的
快速增长。

分析指出，今年春节，许多“90后”“00后”初掌年货置办权，
年货消费呈现年轻化、时尚化等趋势。而在进口消费上，则体现为品
类越来越多元、来源地更趋丰富。

中国市场需求旺盛

——三四线城市进口消费增势快，“50
后”同样展现强大购买力

细看今年春节数据，还会有新的发现。即使在许多人就地过年背
景下，进口酒水消费者中有一半以上来自三四线及以下城市，这些区
域的消费者越来越“洋气”了。

这正是近年来中国消费市场变化的一个映射。
“进口消费市场正在持续下沉。”绿地全球商品贸易港集团总经理

薛迎杰介绍，疫情发生以来，民生商品的刚性消费需求显著，特别是
肉类、米面油等品类出现了井喷式的增长，进口民生商品在一线城市
以外的区域也颇受欢迎。

去年，来自南非的牛肉在哈尔滨、济南、贵阳、宁波等地的绿地
贸易港销售超过3万份。出于源源不断的市场需求，第三届进博会期

间，绿地又与南非牛肉工厂签订了9000万美元牛肉产品的采购意向
协议，约为该工厂2至3年的产量。此外，进口品质商品也在一线城
市之外增长迅速。作为“进博同款”的阿根廷皮包，在济南、哈尔
滨、宁波等地贸易港收获颇丰，去年售出近1.5万个。

从一二线到三四线城市的下沉轨迹，享受中国超大市场规模红
利，这些特征在进口商品中体现明显。

中国食品土畜进出口商会发布的《中国进口食品行业报告（2020
年）》显示，2019年，中国进口食品增长迅速，进口总额达908.1亿
美元，比2018年净增长172.4亿美元，同比增长23.4%。

以水果及制品为例，2019年进口额达99.5亿美元，2015-2019年
间，年均复合增长率达15.3%。2019年，水果及制品进口额排名前十
位的省市中，北京、上海、广东、浙江等经济发达省市占据高位，但
除排名前十的省市之外，其他省市进口额增速同样高达61.16%。

买进口仍然还只是年轻人的“专属”吗？
“进口消费人群正持续扩大，有消费力的老年消费者逐步涌现，

对进口商品同样青睐。”薛迎杰观察到，“50后”展现出对进口民生商
品的强大购买力，进口肉类、水果、乳制品等“刚需”产品在绿地优
选G-Super进口超市热销，如新西兰牛肉、波兰牛奶等商品在春节销
售期间尤其受欢迎。

从民生商品到品质消费，从一二线到三四线市场，从“00后”
到“50后”，中国市场商机无限。

孕育更多市场互动

——对中国需求的信心，让更多好物争
相来华；更多商家进入，丰富着市场选择

蜜饯糖果、糕点饼干、美妆卫护、母婴用品、汽车家居……全球

品牌物产源源不断来到中国，正是市场需求超强磁力的体现。
数据显示，春运以来，中欧班列（重庆）进口货物93列、4126

辆，较去年增加了173.5%。
特殊时期，进口年货的“安全”抵达殊为不易。不仅新冠病毒核

酸检测不可少，针对进口冷链食品，有关部门还明确实行专用通道进
货、专区存放、专区售卖，严格查验检验检疫证明、核酸检测报告、
消毒证明和产品追溯信息，全面防控疫情风险。

虽然受疫情影响，2020年中国货物进口额为14.23万亿元，进口
需求保持稳定。海关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粮食、肉类等农产品进口
量分别增加了28%和60.4%。

“我国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为扩大进口提供了有力支撑。在疫情
影响下，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更加明显，进口需求稳定。”海关
总署新闻发言人、统计分析司司长李魁文说。

市场的变化，国内外进出口贸易商有感触。
“国内消费市场快速回温，进口商品市场也有显著反弹。”薛迎杰

认为，一方面，国内消费结构不断优化，消费潜力不断释放，肉类、
水果等进口需求继续保持高位，美妆产品、个护用品、服饰箱包等升
级类消费品持续热销，扩大了进口需求；另一方面，受疫情影响，出
境游大幅减少，境外消费回流也对进口消费产生一定的带动作用。

“我们贸易港内许多海外客商在短短几天就接到来自全国十余个
城市的订单，更有客商销售猛增七八成，靠着中国消费市场复苏走出
疫情影响。”薛迎杰说，作为进口商，他感受到这次疫情之后，海外
生产商、品牌商更愿意投入中国的怀抱，对中国市场消费力更有信心
了。

在扩大开放、扩大进口的背景下，购物车、餐桌上的进口货，是
中国买全球的写照，也是更好生活的注脚。

近年来，越来越多外国商家看准商机，推开中国市场的大门，也
丰富着中国市场上的进口选择。“拥有全球最具成长性的内需市场，
牢牢把握扩大内需、扩大开放的重大机遇，未来可期。”一位进口贸
易商表示。

喝德国的精酿啤酒、品尝比利时的巧克
力、搭配法国进口饰品、送上新西兰保健套装，
甚至还有卢旺达的辣椒酱、南非的奶酪饼……
这个牛年春节，同样少不了全球好物的添彩助
兴。

与以往不同的是，当初掌年货置办权的
“90后”“00后”消费者遇上就地过年，进口产
品消费也萌动着不少新意。

在疫情全球蔓延的特殊背景下，中国持续
同世界分享市场机遇，持续扩大开放，进口货
物在中国的旅程，也成为今天观察中国市场与
世界互动的参照。

进口“洋酒”、巧克力、时尚饰品热销，跨越万里——

全球好物相伴中国节
本报记者 李 婕

22 月月 1515 日日，，游客在浙江义乌中国进口商品城孵游客在浙江义乌中国进口商品城孵
化区采购食品化区采购食品。。 龚献明龚献明摄摄 （（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22月月66日日，，在湖北省通城县一进口商业中心在湖北省通城县一进口商业中心，，小小
朋友在机器人引导下购买进口产品朋友在机器人引导下购买进口产品。。

刘建平刘建平摄摄 （（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22月月1515日日，，““义新欧义新欧””中中欧班列从义乌铁路西站驶出欧班列从义乌铁路西站驶出。。 龚献明龚献明摄摄 （（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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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鄧潤京】中美兩國之間的貿易戰
、科技戰應該對生活在休斯敦普通華人的生活
沒什麼影響吧。非也。川普政府看中國不順眼
，腦門一拍，立即關閉了中國駐休斯敦總領事
館。並且限定館員72小時離境。一瞬間使生
活在休斯敦的華人成為“被遺忘的角落” 。

有總領館在的時候，辦簽證、辦公證認證
、辦旅行證件都方便很多。同時也產生許多邊
際業務。當中國留學生、訪問學者遇到需要領
事保護，至少投訴有門。每年春節，這個中國
一年當中最火紅的節日，也會由總領事館帶來
許多來自家鄉的問候。忙忙碌碌當中，使人們
想起來，該過節啦。給自己放放假吧。 2021
的春節，在休斯敦就顯得格外冷清，和家鄉的
聯繫減弱了很多。這還不算，碰巧遭遇了百年

不遇的暴風雪寒流。室內停水斷電，室外白雪
皚皚。以往遇到天災，休斯敦總領館的總領事
會帶隊參與救災。今年春節那幾天，最常見的
情景是，點燃蠟燭，抱著棉被，自求多福吧。

被遺忘的感覺並不好，而事實上，還是有
人想到了休斯敦。自從休斯敦總領事館被關閉
之後，其原來的全部業務轉移到了華盛頓的中
國駐美大使館。春節前夕，2021年2月10日
，美國德州潮州會館劉義安會長、休斯敦越棉
寮華裔聯誼會翁作華會長分別收到了來自中國
駐美國使館公使銜參贊兼總領事鍾瑞明的敬香
信。

信中提到，得知本頭公廟、天后廟將舉行
祈福敬香儀式。因疫情風險，駐美國大使館無
法派人專程赴休斯敦參加儀式活動，現擬委託

孫偉根名譽會長代表使館敬香。
信中還提到，衷心祝愿該會會務牛年蒸蒸

日上，不斷取得新的進展！祝各位鄉親身體健
康，家庭幸福，事業進步，萬事如意！

還有，春節前夕，中國駐美國大使館給休
斯敦中國人活動中心寄來了一些口罩，濕巾。
以表示對中心各位董事、執委和工作人員的慰
問。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並親自致信活動中心
董事長靳敏表示節日問候。

近一段時間以來，休斯敦的日子並不好過
。即遭到天災，又遇到人禍。聯邦政府也宣布
本地區為災區。不過，休斯敦這座城市原本就
是從牛仔的基礎上發展出來的。牛仔天生就是
在與大自然的搏鬥中成長。黑暗總會過去，明
天一定會到來。

來自家鄉的問候

中國駐美國使館公使銜參贊兼總領事鍾瑞明致德中國駐美國使館公使銜參贊兼總領事鍾瑞明致德
州潮州會館劉義安會長的敬香信州潮州會館劉義安會長的敬香信

中國駐美國使館公使銜參贊兼總領事鍾瑞明致越中國駐美國使館公使銜參贊兼總領事鍾瑞明致越
棉寮華裔聯誼會翁作華會長的敬香信棉寮華裔聯誼會翁作華會長的敬香信

第三屆“華文創想曲”
作文大賽吸引了海外46個
國家、10000多名華裔青少
年積極參與。去年秋 季，
我們華夏中文學校組團參加
了此頂比賽。在老師 們的
積極配合和努力下，在學生
的認真 參與和家長的積極
支持下，我們125位學生共
計126篇參賽作品在上萬篇
參賽作品中脫穎而出！這一
突破性成績包括1個特等獎
（收錄在75篇電子版獲獎
作品文集中），31個一等
獎，45個二等獎，和49個
習作獎！熱烈祝賀獲獎的學
生和老師！

特等獎的消息我們在去
年底已經公佈，是陳曉英老
師的學生邱冠雄寫的《機場
接舅舅的奇遇》，這是上萬
篇作品中的44篇特等獎之一,更值得一提的是陳曉英老師的十名參賽學
生全部榜上有名。其中特等獎l名，一等獎7名，二等獎3名。 。呂雅
莉老師的學生章可風的兩篇作品同獲二等獎。這一次的大賽對參賽年齡
要求是25歲以下，王美琴老師看到了這個年齡對一些已畢業學生是個

難得的機會，花時間和精力聯繫並指導了11位學生投稿參加大賽，並
喜獲不菲的成績。老師們的傾心鼓勵和指導，讓學生們收穫豐厚。同時
熱烈祝賀華夏中文學校榮獲大賽組織獎！重在參與，下一次的大型活動
，期待更多的老師學生一起參加！

2020＂華文創想曲＂全世界華裔青少年作文大賽 華夏中文學校學生榮獲佳績 可喜可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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