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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緻的小菜

Happy Hour 週一到週四２：３０～５:３０　凡來店內消費一個主餐便送一杯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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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1年年33月月2323日在休斯敦地產界卓有盛名的日在休斯敦地產界卓有盛名的QQQQ地產團隊地產團隊
負責人卿梅負責人卿梅(Shirley Qin)(Shirley Qin)和和Abby LinAbby Lin出席美國亞洲房地產協出席美國亞洲房地產協
會休斯敦分會會休斯敦分會(AREAA)(AREAA)在金山酒樓糖城分店舉辦的在金山酒樓糖城分店舉辦的20212021休休
斯敦房地產市場展望午餐會斯敦房地產市場展望午餐會。。

20212021年年33月月1818日日，，著名慈善家商業地產專家龔作君來到華夏中文學校糖城分校參觀著名慈善家商業地產專家龔作君來到華夏中文學校糖城分校參觀
訪問訪問，，家長會長家長會長、、義工領袖陳宇雯女士介紹了華夏糖城分校在家長義工領袖陳宇雯女士介紹了華夏糖城分校在家長、、校務委員會校務委員會、、
專業教師團隊以及社會各界善心人士的支持下專業教師團隊以及社會各界善心人士的支持下，，從無到有從無到有，，從小到大從小到大，，辛勤耕耘結辛勤耕耘結
出的累累碩果出的累累碩果。。華夏中文學校糖城分校迎賓大廳用百家姓組成的中華民族的華夏中文學校糖城分校迎賓大廳用百家姓組成的中華民族的““根根””
成為華夏人在海外推廣中華文化的使命深深感動了以培養下一代為己任的慈善家成為華夏人在海外推廣中華文化的使命深深感動了以培養下一代為己任的慈善家。。
龔作君正在將畢生的智慧和專長所創造出的財富回饋社會龔作君正在將畢生的智慧和專長所創造出的財富回饋社會，，期待他對華夏的支持儘期待他對華夏的支持儘
早落實早落實！！

20212021年年33月月2020日日，，正式宣布續選市議員的得克薩斯州斯塔正式宣布續選市議員的得克薩斯州斯塔
福市市議員譚秋晴女士在參加完亞裔集會後來到在疫情中一福市市議員譚秋晴女士在參加完亞裔集會後來到在疫情中一
直開張的川鼎直開張的川鼎TRENDY DUMPINGTRENDY DUMPING選購外賣並與東主選購外賣並與東主JojoJojo
及亞商會義工領袖陳宇雯合影及亞商會義工領袖陳宇雯合影。。

又是一年花季來臨又是一年花季來臨，，無論疫情多麼嚴重無論疫情多麼嚴重，，開放在廣漠無邊開放在廣漠無邊
大自然裡的得克薩斯州州花大自然裡的得克薩斯州州花BlueBonneBlueBonne小藍花準時在三月小藍花準時在三月
開始盛開開始盛開。。圖為世界名人網副總編兼美中醫學交流中心主圖為世界名人網副總編兼美中醫學交流中心主
任吳薇博士於任吳薇博士於20212021年年33月月2121日在藍花心臟地帶日在藍花心臟地帶BrenhamBrenham
市的花田中縱身一躍市的花田中縱身一躍，，上演美女跳花上演美女跳花

20212021年年33月月2222日日，，享譽休斯敦的摺紙藝術家享譽休斯敦的摺紙藝術家、、
影視達人傅凱影視達人傅凱Kale FuKale Fu在在Midtown Bar & GrillMidtown Bar & Grill餐餐
廳的露台在一眾好友簇擁下廳的露台在一眾好友簇擁下，，喜切生日蛋糕喜切生日蛋糕，，慶慶
祝祝6060大壽大壽。。傅凱的巨型摺紙雕塑被美國多家博傅凱的巨型摺紙雕塑被美國多家博
物館永久安置物館永久安置，，藝術成就斐然藝術成就斐然。。

愛可以分享愛可以分享！！友情也可以成為戰勝困難的利器友情也可以成為戰勝困難的利器
。。 20212021年年33月月1818日日，，在疫情期間助人無數的在疫情期間助人無數的
印心堂身心靈健康專家印心堂身心靈健康專家Alice HsiaoAlice Hsiao蕭老師將蕭老師將
客人們寄來的鳳梨酥和利是年糖分成小包分發客人們寄來的鳳梨酥和利是年糖分成小包分發
給自己的朋友們給自己的朋友們。。

20212021年年33月月1717日日，，休斯敦人在有休斯敦人在有““休斯敦的三里屯休斯敦的三里屯””之譽之譽
的華盛頓大街舉行第五屆的華盛頓大街舉行第五屆Green MileGreen Mile狂歡慶典狂歡慶典，，慶祝愛爾慶祝愛爾
蘭蘭St Patric DaySt Patric Day。。圖為世界名人網總裁圖為世界名人網總裁、、美南江蘇商會會美南江蘇商會會
長陳韻梅女士長陳韻梅女士、、國際辣媽國際辣媽HotMamaHotMama品牌創始人陳鐵梅與性品牌創始人陳鐵梅與性
感漂亮的愛爾蘭美女在綠色氣球拱門前留影感漂亮的愛爾蘭美女在綠色氣球拱門前留影。。

亞特蘭大亞裔按摩院亞特蘭大亞裔按摩院88人致命槍殺案驚醒了無數人致命槍殺案驚醒了無數
的亞裔的亞裔，，也引起了美國主流社會高度重視也引起了美國主流社會高度重視。。
20212021年年33月月2020日日，，前來採訪前來採訪OCAOCA美華協會在休美華協會在休
斯敦市中心斯敦市中心Discovery GreenDiscovery Green公園主辦的集會抗公園主辦的集會抗
議活動的世界名人網記者和美南電視新聞主播議活動的世界名人網記者和美南電視新聞主播、、
SD Talk ShowSD Talk Show主持人董子天在集會結束後上台主持人董子天在集會結束後上台
採訪美國國會得州第採訪美國國會得州第1818區資深國會議員區資深國會議員、、美國美國
國會國土安全委員會成員希拉傑克遜李國會國土安全委員會成員希拉傑克遜李(Sheila(Sheila
Jackson Lee)Jackson Lee)。。

福遍獨立學區董事會學區委員選舉福遍獨立學區董事會學區委員選舉
請投學養俱佳請投學養俱佳、、多年熱心奉獻的多年熱心奉獻的Judy DaeJudy Dae 一票一票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 秦鴻鈞報導秦鴻鈞報導



BB33
星期二       2021年3月30日       Tuesday, March 30, 2021

中國經濟

綜合經濟

中 國 經 濟 2021年3月29日（星期一）3 ●責任編輯：趙雪馨

頭兩月工業利潤同比增1.79倍
專家：國內外市場需求穩定恢復 同期基數低“就地過年”等因素共同作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中國國

家統計局27日發布數據，中國工業企業效益狀況延

續快速復甦態勢，今年1月至2月規模以上工業企業

利潤總額同比大幅增長1.79倍，比2019年1月至2

月增長72.1%，兩年平均增長31.2%。專家表示，

剔除去年受新冠疫情衝擊基數較低因素後，企業盈

利狀況仍在加速改善，經濟復甦熱度不減。

國家統計局工業司高級統計師朱虹表示，規模
以上工業企業利潤大漲，是受到國內外市場

需求穩定恢復、同期基數較低以及“就地過年”
等因素共同作用，工業生產銷售增長加快，企業
收入、利潤加速恢復，盈利水平回升明顯。

“就地過年”使企業開工時間提前
朱虹表示，去年1月至2月，受疫情衝擊影響，

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同比大幅下降38.3%，在
2019年1月至2月份利潤同比下降14.0%的情況
下，進一步拉低了基數。
今年春節期間，多地倡導就地過年，企業開工

時間明顯延長，員工到崗情況也明顯好於往年，1
月至2月份，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平均用工人數同比
增長3%，企業用工增加，有力促進生產加快，效
益提升。
此外，今年年初以來，市場需求持續回暖，工

業生產銷售均達到近年較好水平，為企業效益改

善創造有利條件。

九成行業利潤增 近六成翻倍
中信證券宏觀分析師程強分析數據指出，

即便剔除去年低基數效應，企業盈利狀況仍延
續去年下半年以來加速修復趨勢，主要受四重
因素拉動，一是國內外市場需求穩定恢復，尤
其是出口繼續提振，二是工業品價格持續上
行，三是成本費用壓力明顯緩解，四是“就地
過年”使得企業開工時間提前。

數據顯示，九成以上行業利潤增長，近六成行
業利潤翻倍。1月至2月份，在41個工業大類行業
中，38個行業利潤總額同比增加，行業增長面超過
九成。其中，有24個行業利潤增速超過100%。

裝備製造業是拉動增長主力
從兩年平均看，有32個行業利潤實現增長，

增長面達78%。

裝備和高技術製造業是帶動利潤增長的主
力，1月至2月，裝備製造業和高技術製造業利潤
同比分別增長7.07倍和3.08倍；一些行業利潤增
長可觀，比如，計算機、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製
造業利潤較去年同期增長59倍，汽車製造業增長
25倍。

展望未來，朱虹表示，工業企業效益狀況延
續快速復甦態勢，但也要看到，國際形勢依然複
雜嚴峻，國內疫情防控不容放鬆，各行業效益改
善還不平衡，部分消費品行業盈利尚未恢復至疫
情前正常水平，工業經濟全面恢復的基礎還需進
一步鞏固。

廣發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郭磊表示，出口向好
帶動中國工業生產保持強勁態勢，今年內經濟有
望保持良好增長勢頭。不過今年經濟也可能面臨
一些風險點，比如美債收益率上行可能導致市場
波動及影響國內利率，鋼鐵等行業去產能，可能
對後續投資及增長造成一定影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佛山報道）27日，由民革中央、廣
東省政協主辦的2021中國實體經濟
論壇在佛山舉行，新任的央行貨幣政
策委員會委員、中國社科院國家高端
智庫首席專家蔡昉表示，2016年我
國製造業比重達到歷史峰值，接近
33%，但如今降至27%左右。他表
示，製造業是實體經濟最重要的部
分，要穩住實體經濟，就要穩住製造
業。論壇上，多位專家亦表示，在我
國製造業整體還不強的背景下，其比
重下降是不正常現象，應採取措施阻
止這種情況發生。

人口老化 製造業成本升
蔡昉表示，從經濟學角度和國

際發達國家的發展歷程來看，發達經
濟體一般是在人均GDP在2萬美元
之後，才開始出現製造業比重下降的
趨勢。而我國還遠沒有達到這個水
平，製造業比重就下降，整體上出現
“未富先老”的局面。

“製造業出現‘早熟’現象，
事實上，和我們幾乎是發展中國家
中人口老齡化最快的國家，是有很
大關聯的。”蔡昉說，過去中國有
人口紅利，如今勞動力短缺、人口
老齡化，造成製造業成本提高，降
低了製造業的競爭力和比較優勢。

提高生產率 擴中等收入群體
至於如何支持製造業壯大，蔡

昉表示，首先要把探索我國製造業
新的優勢和挖掘傳統的潛力結合起
來，在全球貿易鏈、產業鏈、價值
鏈中，中國有一個優勢，即擁有世
界上最全的產業分類，因此，要去
挖掘不同價值鏈環節以及不同的生
產要素中的比較優勢。其次，要依
靠提高生產率來保持競爭力。“我
們要創造也要破壞，但是能否真正
做到創造性破壞，必須有好的政策
兜底。”

他還從消費端的角度表示，保
持製造業的比重，還要積極擴大中等
收入群體，這對支持實體經濟健康發
展至關重要。“中國已經有超過4億
的中等收入群體，新脫貧的1億多農
村人口未來將逐漸走向中等收入群
體，還有2.9億的農民工逐漸走向中
等收入群體，這些也是我們競爭新優
勢所在。”蔡昉說。

專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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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1月至2月份，中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利潤總額同比增長
1.79倍，延續了去年下半年以來較快增長的良好態勢。圖為工人在泉州一家潔具廠流水線
作業。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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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斯拉美國官網支持比特幣付款
律師：在中國或涉嫌違法

美國特斯拉官網宣布支持比特幣付

款，特斯拉成為史上第一家支持比特幣

購車的車企。

消息一出，比特幣價格大幅拉升，

截至北京時間昨日15：00，比特幣報價

55345美元/枚，不到兩枚比特幣就可以

購買一輛特斯拉。

此前2月8日，特斯拉在向美國證券

交易委員會(SEC)提交的公告裏稱，公司

已購買價值15億美元的比特幣。希望接

受比特幣作為其產品的付款方式，盡管

目前用比特幣付款還存在監管的不確定

性。

特斯拉支持比特幣買車
律師：在中國可能會涉嫌違法
3月24日，美國特斯拉官網宣布支

持比特幣付款，但目前只支持美國本土

的客戶使用比特幣付款，將來會考慮開

拓新的市場。

消息一出，比特幣價格大幅拉升，

截至北京時間昨日15：00，比特幣報價

55345美元/枚，幾乎1.8枚比特幣就可以

購買一輛特斯拉。

此前2月8日，特斯拉在向美國證券

交易委員會(SEC)提交的公告裏稱，公司

已購買價值15億美元的比特幣。特斯拉

表示，公司更新了投資政策，投資比特

幣使得公司的投資擁有更大的靈活性，

以進一步分散現金投資並取得最大化的

現金回報。此外，公司可能會不時或長

期購入和持有數字資產。

特斯拉CEO埃隆· 馬斯克隨後在社

交媒體上稱，今年晚些時候，美國以外

地區也可以使用比特幣支付。

不過，在中國使用比特幣購買特斯

拉汽車可能會涉嫌違法。

據第一財經報道，上海大邦律師事

務所合夥人遊雲庭在接受采訪時表示，

根據《中國人民銀行、工業和信息化部

、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證

券監督管理委員會、中國保險監督管理

委員會關於防範比特幣風險的通知》的

規定，比特幣不具有與貨幣等同的法律

地位，不能且不應作為貨幣在市場上流

通使用，各金融機構和支付機構不得開

展與比特幣相關的業務。

“特斯拉如果接受比特幣支付，其

只能收，無法通過金融機構把比特幣轉

為人民幣，從而無法對外使用，支付貨

款、發放工資、繳稅都無法完成，所以

接受比特幣不具有實操性。如果金融機

構為他們提供比特幣結算服務，將受到

《反洗錢法》的處罰。”遊雲庭說。

比特幣一會兒一個價，
怎麼支付？
雖然中國市場尚不支持用比特幣購

買特斯拉，但是好奇的網友最關心的問

題，就是比特幣購車應該怎麼支付？用

比特幣購車是不是一會兒一個價？

紅星資本局註意到，用比特幣購買

特斯拉的細則是：所有產品以美元計價

，車輛法定貨幣價格不變，如果用戶選

擇比特幣支付，需要支付和美元購車同

等價值的比特幣。此外，因為比特幣價

格是不斷流動的，所以特斯拉會在提供

比特幣價格的同時提供一個支付時間窗

口期，用戶必須在此窗口期內完成交易

，否則之前的比特幣價格就會失效，系

統就會再次提交新的比特幣價格。

換句話說，是的，用比特幣買車確

實是一會兒一個價！

馬斯克在推特上還稱，“支付給特

斯拉的比特幣將保留為比特幣，而不是

轉換為法定貨幣。”

這又是什麼意思？特斯拉靠賣車變

相收購比特幣嗎？

事實上，對特斯拉來說，投資比特

幣確實是重要的一項收入，此前有媒體

統計發現，特斯拉投資比特幣的浮盈甚

至超過了賣車的收入。

美國投行Wedbush的分析師丹尼爾

艾福斯認為，從馬斯克出面影響比特幣

，到特斯拉出資投入比特幣後，雙方顯

然已經形成了一種捆綁關系。

《福布斯雜誌》的數據也顯示：比特

幣和特斯拉存在0.615的強相關性。特斯

拉的股價也隨著比特幣的漲跌而起伏。

國產Model Y宣布漲價 上調8000
元人民幣

在特斯拉宣布在美國接受比特幣作

為支付手段的同一天，特斯拉對外事務

副總裁陶琳宣布國產Model Y價格上調

8000元人民幣，即日生效。不過已訂購

客戶不受此次調價影響。

2021年 1月1日，國產特斯拉Mod-

el Y開售，長續航版起售價為33.99萬元

，高性能版起售價為36.99萬元，在價格

上直接與國產電動車SUV形成競爭，一

度引發熱議。目前，Model Y兩款車型

的起售價已分別提高到了34.79萬元和

37.79萬元。

對於突然加價的原因，特斯拉相關

負責人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本次調

價)主要是受公司生產制造成本上漲的影

響。”該負責人還表示，對包括國產

Model 3在內的其他中國在售車型，公

司暫無漲價計劃。

在國產Model Y宣布漲價之前，特

斯拉的多款車型已經在國外先行漲價。

高盛分析師在3月18日的一份報告

中表示，對電動汽車電池需求的增長將

導致主要原材料的價格飆升，這反過來

又會使電池價格上漲約18%，影響電動

汽車制造商的總利潤，因為目前電池占

電動汽車成本的20%至40%左右。

雖然報告沒有給出鋰的具體目標價

格，但分析師們的模型預計，如果鋰價

格回到歷史高點，電池制造商的成本將

增加一倍以上；鈷的價格也將翻倍，而

鎳的價格將上漲60%。

央行：堅持“房住不炒”定位 加大住房租賃金融支持力度
綜合報導 全國主要銀行信貸結構優化調整座

談會在北京召開。會議強調，堅持“房子是用來住

的、不是用來炒的”定位，保持房地產金融政策的

連續性、一致性、穩定性，實施好房地產金融審慎

管理制度，加大住房租賃金融支持力度。

3月22日，央行在北京召開全國24家主要銀行

信貸結構優化調整座談會，總結交流經驗做法，分

析研究信貸形勢，部署推進下一階段優化信貸結構

工作。

會議認為，2020年，面對復雜嚴峻的國內外形

勢特別是新冠肺炎疫情的嚴重沖擊，金融系統認真

實施穩健的貨幣政策，合理安排信貸投放總量和節

奏，有序實施好1.8萬億元再貸款再貼現政策，讓利

實體經濟1.5萬億元，全力支持抗疫保供、保市場主

體和經濟社會發展，為我國率先控制疫情、率先復工

復產、率先實現經濟正增長提供了有力支撐。

會議指出，當前我國實體經濟恢復尚不牢固，

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信貸結構仍需調整優化。金融

系統要充分認識持續優化調整信貸結構的必要性和

緊迫性。

會議強調，下一階段，金融系統要堅持穩中求

進工作總基調，堅持用改革的辦法疏通政策傳導，

進一步提升服務經濟高質量發展的能力和水平。

一是把握一個“穩”字。總量上要“穩字當頭”，

保持貸款平穩增長、合理適度，把握好節奏。保持

小微企業信貸支持政策的連續性、穩定性，加強中

小微企業金融服務能力建設，實現普惠小微貸款繼

續“量增、價降、面擴”。推動金融系統繼續向實

體經濟合理讓利，小微企業綜合融資成本穩中有降

。堅持“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定位，

保持房地產金融政策的連續性、一致性、穩定性，

實施好房地產金融審慎管理制度，加大住房租賃金

融支持力度。

二是把握一個“進”字。圍繞實現碳達峰、碳

中和戰略目標，設立碳減排支持工具，引導商業銀

行按照市場化原則加大對碳減排投融資活動的支持

，撬動更多金融資源向綠色低碳產業傾斜。商業銀

行要嚴格執行綠色金融標準，創新產業和服務，強

化信息披露，及時調整信貸資源配置。進一步加大

對科技創新、制造業的支持，提高制造業貸款比重

，增加高新技術制造業信貸投放。

三是把握一個“改”字。堅持市場化、法治化

原則，前瞻性地綜合考量資金投放、資產負債、利

潤、風險指標等因素，持續增強金融服務實體的能

力。改善經營理念，提升金融科技水平，強化對企

業實質信用風險判斷。在管控好風險的同時，優化

內部考核和激勵措施，因地制宜增加經濟困難省份

信貸投放，支持區域協調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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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畫頁

休城新聞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道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道】】在星期六美國阿拉斯在星期六美國阿拉斯
加的一次飛行滑雪活動中加的一次飛行滑雪活動中，，一架直升機在冰川附近墜一架直升機在冰川附近墜
毀毀，，五人喪生五人喪生，，其中一位是捷克首富其中一位是捷克首富、、億萬富翁佩特億萬富翁佩特··
凱爾納凱爾納（（Petr KellnerPetr Kellner ）。）。

由凱爾納共同創立的捷克投資公司由凱爾納共同創立的捷克投資公司PPF GroupPPF Group在在
周一的一份聲明中證實了凱爾納的的去世周一的一份聲明中證實了凱爾納的的去世。。

該公司表示該公司表示：“：“ PPFPPF感到非常悲傷感到非常悲傷，，宣布……佩宣布……佩
特特··凱爾納在一次直升機墜毀事故中不幸去世凱爾納在一次直升機墜毀事故中不幸去世。”。”它補它補
充說充說：“：“他的職業生涯以他不可思議的職業道德和創他的職業生涯以他不可思議的職業道德和創
造力而聞名造力而聞名，，但他的私人生活屬於他的家人但他的私人生活屬於他的家人。”。”

現年現年5656歲的凱爾納於歲的凱爾納於19911991年合作創立年合作創立PPFPPF，，以在以在
共產主義垮台後參與捷克經濟的私有化共產主義垮台後參與捷克經濟的私有化。。根據其網站根據其網站
，，他擁有該公司近他擁有該公司近9999％的股份％的股份，，該公司在全球超過該公司在全球超過2020
家公司中擁有股份家公司中擁有股份。。

凱爾納的淨資產為凱爾納的淨資產為157157億美元億美元，，是捷克共和國唯是捷克共和國唯
一的彭博億萬富翁指數一的彭博億萬富翁指數（（Bloomberg Billionaire's IndexBloomberg Billionaire's Index
））上的個人上的個人，，該指數列出了全球該指數列出了全球500500名最富有的人名最富有的人。。

根據阿拉斯加州立部隊的一份聲明根據阿拉斯加州立部隊的一份聲明，，包括直升機包括直升機
飛行員在內的其他四人在克尼克冰川飛行員在內的其他四人在克尼克冰川（（Knik GlacierKnik Glacier））
附近的墜機事件中喪生附近的墜機事件中喪生。。一名乘客受傷嚴重但病情穩一名乘客受傷嚴重但病情穩
定定。。根據聲明根據聲明，，該直升機是該直升機是Soloy HelicoptersSoloy Helicopters擁有的空擁有的空
中客車中客車ASAS350350 BB33，，但該公司沒有在正常工作時間之外但該公司沒有在正常工作時間之外
立即回應置評請求立即回應置評請求。。

阿拉斯加州立部隊的聲明說阿拉斯加州立部隊的聲明說：“：“據信該組織一直據信該組織一直
在該地區進行直升機起降在該地區進行直升機起降。”。”聲明補充說聲明補充說，，國家運輸國家運輸
安全委員會將對墜機原因進行調查安全委員會將對墜機原因進行調查。。

使用直升機滑雪風險很大使用直升機滑雪風險很大，，涉及用直涉及用直
升機而不是滑雪纜車來進入偏遠冰川地區升機而不是滑雪纜車來進入偏遠冰川地區
。。目前尚不清楚誰將接替凱爾納擔任目前尚不清楚誰將接替凱爾納擔任 PPFPPF
的職務的職務，，PPFPPF在在20202020年年66月底擁有近月底擁有近440440億億
美元的資產美元的資產。。除了作為除了作為PPFPPF主要股東之外主要股東之外
，，凱爾納還負責監督該集團的戰略發展和凱爾納還負責監督該集團的戰略發展和
未來方向未來方向。。

週一週一，，Moneta Money BankMoneta Money Bank的股價在布的股價在布
拉格下跌多達拉格下跌多達44..33％％，，之後有所回升彌補了之後有所回升彌補了
一些損失一些損失。。 PPFPPF本月初表示本月初表示，，已承諾購買已承諾購買
捷克銀行捷克銀行 2828..44％的股份％的股份。。 PPFPPF 的另一項投的另一項投
資資-O-O22 Czech RepublicCzech Republic的股票下跌的股票下跌00..88％％。。

捷克發言人米洛什捷克發言人米洛什··澤曼澤曼（（MiloMiloššZemanZeman））對凱爾納對凱爾納
的商業成功表示的商業成功表示““高度贊賞高度贊賞”，”，並對他的慘死深表遺並對他的慘死深表遺
憾憾。。

捷克總理安德烈捷克總理安德烈··巴比什巴比什（（Andrej BabiAndrej Babišš））在推特在推特
上寫道上寫道：“：“這是令人難以置信的悲劇這是令人難以置信的悲劇。。非常抱歉非常抱歉，，我我
對佩特對佩特··凱爾納的家人表達最深切的哀悼凱爾納的家人表達最深切的哀悼。”。”

凱爾納的慈善事業集中於教育凱爾納的慈善事業集中於教育，，是捷克商業界的是捷克商業界的
傑 出 人 物傑 出 人 物 ，， 由 他 與 妻 子 雷 納 塔由 他 與 妻 子 雷 納 塔··凱 爾 內 羅 娃凱 爾 內 羅 娃
（（RenRenáátaKellnerovtaKellnerováá））共同創立和管理凱爾納家庭基金共同創立和管理凱爾納家庭基金
會會（（Kellner Family FoundationKellner Family Foundation）。）。

PPFPPF向捷克政府捐贈了向捷克政府捐贈了11億捷克克朗億捷克克朗（（合合450450萬美萬美
元元），），用於在冠狀病毒大流行初期購買呼吸機用於在冠狀病毒大流行初期購買呼吸機、、口罩口罩
和檢測工具包等和檢測工具包等。。

（（圖片來自網絡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版權歸原作者））

捷克共和國首富佩特捷克共和國首富佩特··凱爾納在阿拉斯加凱爾納在阿拉斯加
直升機墜毀事件中喪生直升機墜毀事件中喪生

3月17日，這起衝突發生在休斯
敦地區一家美容用品商店，監控攝像
機上捕捉了現場畫面。店主不僅遭到

種族歧視，還被兩名黑人打倒在地。
法庭記錄顯示，犯下這起事件的

兩名黑人女性，其中一名Daquiesha

Williams被控輕罪，而另一名
Keaundra Young被控重罪。

然而，兩名因襲擊而被指控的黑
人婦女，卻分享了他們對這次亞裔歧
視事件的看法。Williams指出他們覺
得當時在店內，商店老闆緊跟著他們
，讓她們 「覺得被歧視，因為他們剛
好是一群黑人、又是年輕女性。」

Williams認為店家只展示了對自
己有利的片段，讓人 「看起來這些憤
怒的黑人女性只是在隨機襲擊人們，
但事實並非如此。」 他也說自己從來
就沒有動手傷人。

另一名Young則指出，自己在停
車場差點撞到店經理和他父親，是因
為店裡的人手揮武器，一前一後擋住
他們的車，她別無選擇只好往前衝。

店經理李反駁，現場店家並沒有
跟著顧客，此外也指出這些黑人女性
說了許多歧視亞裔言論，還動手傷人

，監控畫面說明了一切。

亞裔美妝店主遭襲亞裔美妝店主遭襲，，加害者說話了加害者說話了：：
「「我們才被歧視我們才被歧視」」

被嗆被嗆 「「你這個亞洲小女孩你這個亞洲小女孩」」，，
休士頓亞裔女店主遭攻擊休士頓亞裔女店主遭攻擊、、鼻子破相鼻子破相

3月17日星期三，哈里斯郡北部的一家亞
洲美容用品店老闆遭到顧客的言語和身體攻擊
。商店老闆Jung Kim當時要求五位無理顧客離
開商店，因為他們在敲打店內陳列的假髮，其
中兩名顧客經警方確定是名叫 Keaundra Young
和 Daquiesha Williams的非裔女性。

這幾名顧客因被趕出店面心生不滿，再度
回到店內惹事，導致衝突升溫。根據監視器畫
面，老闆娘金至少遭受了八次拳打，其中包括
一拳打在臉上，這使她流血，瘀傷，鼻子骨折
，需要手術治療，場面時分怵目驚心。此外，
這幾名顧客甚至開始說一些種族歧視言論，例

如 「亞洲人不應該在黑人的地區開店
」 、 「你這個小亞洲女孩」 。
店主的兒子李 (Lee) 想上前勸架卻也
遭到拳腳相向，臉部還遭到抓傷。根
據他回憶，當時這幾名失控的顧客在
開車離去前，甚至意圖要開車衝撞他
和他的父親。 李指出，完全沒想到這
種事會發生在自己身上，這帶給他們
不小的心理陰影。
根據警方指出，涉案的兩名黑人
Williams被指控犯有毆打罪，Young則
被指控犯有嚴重毆打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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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籌啟旅遊業 港接種率低受阻
泰國逐步通關 布吉7月起“種苗客”免隔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的新冠
肺炎疫苗接種計劃開始至今已有一個月，截至
26日晚，共43萬名香港市民注射了最少一針疫
苗。

43萬人打疫苗 接種率僅6.6%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27日坦言，如

果接種速度未能加快，香港仍要一段長時間才
能達至“群體免疫”的目標，並透露特區政府
正研究當有一定數目市民接種疫苗後，可放寬
防疫措施，及與其他地區商討互相為已接種疫
苗的旅客提供出行上的方便。

截至26日晚，香港有43萬名市民已經接
種最少一劑新冠疫苗，佔16歲或以上的合資
格打針人口的6.6%。

林鄭月娥 27日在 fb發帖並引述專家表
示，必須要有相當比例市民接種疫苗，社會
才能達至“群體免疫”，令香港走出疫情，
惟目前的接種率低，該目標可能要一段頗長
時間才能達成。

接連有市民打針後出現不良反應甚至死亡
是市民卻步的原因之一，林鄭月娥強調，香港
至今未有接種後出現的嚴重臨床事件獲證實與
疫苗有直接關係，呼籲市民毋須擔心。“近日

因應小量復必泰疫苗有包裝瑕疵，雖然不影響
疫苗安全，但我們已應藥廠要求暫停為市民接
種復必泰疫苗，反映我們是十分謹慎，亦是以
市民健康為首要考慮。”

已接種疫苗市民 或可享旅行便利
林鄭月娥透露，特區政府正積極研究在有

一定數目市民打針的情況下，進一步調整社交
距離措施，及會與其他地區商討，是否可以互
相為已接種疫苗的旅客提供一些出行上的方
便，希望可以鼓勵更多市民盡早打針，保護自
己及親友。

林鄭：打針者達一定數 可研放寬防疫令

香港目前的接種
率約 6.6%，多名專
家直言情況並不理
想，並強調接種疫苗
是恢復正常生活的唯

一途徑，不僅可降低感染風險，不幸
感染後也可以降低出現嚴重病症的機
會。香港特區政府疫苗顧問專家委員
會成員曾浩輝27日表明，市民必須在
今年10月流感高峰期之前接種新冠疫
苗，避免兩種疫情雙重夾擊香港，產
生嚴重後果。

香港大學公共衞生學院教授潘烈
文27日在網上一個研討會上指出，全
球已有超過4.5億人接種新冠疫苗，英
國與美國接種率分別達45%和38%，
以色列更近乎 100%，相比之下香港
6.6%的接種率並不太理想。他強調，
目前供港的兩款疫苗均經過監察委員
會審批安全有效。

近期全球多地出現變種病毒，潘
烈文表示，大部分採用mRNA技術的
新冠疫苗對變種病毒仍然有效，部分
疫苗如阿斯利康雖未必對巴西變種病
毒產生有效保護力，但對其他種類的
病毒仍然有效。他建議市民接種疫
苗，以加強對不同種類病毒的防護。

67%人口接種可達群體免疫
香港大學公共衞生學院教授高本

恩強調，接種疫苗是恢復正常生活的
唯一途徑，而足夠的接種人數可使疫
情的傳播變得困難，而不適宜接種的
市民也可受惠於“群體免疫”。他相
信只要香港有67%人口接種疫苗，已
能產生“群體免疫”。由於歐美的接
種進度理想，相信最快今年夏季可以
取消防疫限制，香港也要加把勁。

●香港文匯報記者 邵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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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泰國總理巴育（Prayuth Chan-ocha）領導的經濟小
組26日批准由布吉島私人企業及商界提出的振興

方案，已完成接種兩劑新冠疫苗的海外旅客於7月1日
開始，前往布吉島旅遊時只需出示完成接種疫苗的相
關證明，以及到埗後接受新冠病毒檢測、安裝可追蹤
行程的手機應用程式，就毋須接受強制隔離。

港星“旅遊氣泡”重啟無期
布吉島最快於4月15日起進行首輪疫苗接種，1個

月後進行第2階段疫苗接種。泰國旅遊局局長育塔薩
（Yuthasak Supasorn）承諾會有最少70%布吉島居民
完成接種疫苗。上述計劃需待內閣成員通過，最快周
二（30日）作出決定。泰國政府並計劃以布吉島作為
重啟旅遊業起點，打算10月起陸續開放蘇梅島等旅遊
熱點。

香港與新加坡於去年合作建立的“航空旅遊氣
泡”，由於香港去年11月爆發第四波疫情，“旅遊氣
泡”未起動已被緊急煞停。但隨着香港近日的疫情受控，
亦有條件重啟。根據該“旅遊氣泡”的“熔斷機制”，倘
若7天移動平均數字，每日超過5宗源頭不明確診個案才
會叫停。香港文匯報翻查香港衞生防護中心資料，香港
自3月6日至今，7天移動平均數字一直低於5宗的水
平，過去7日（本月21日至27日）平均更只有0.85
宗，即有條件重啟“航空旅遊氣泡”。

香港旅遊事務署回應香港文匯報時表示，特區政府
一直致力爭取香港與海外的跨境往來逐步有序地恢復，
兩地政府一直就此保持溝通，惟未有正面回應進度如
何，也無提及重啟的時間表。

愈來愈多國家及地區有望開放旅遊，但香港旅
遊界卻未能積極回應。立法會旅遊界議員姚思榮27
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表示，與新加坡的“旅遊氣
泡”失敗後，旅遊界均趨向悲觀：“現時多間旅行
社都處於休業狀態，不會在未明朗的情況下召回員
工返工部署，因為隨時白忙一場，比如即使港人到
布吉島毋須接受強制隔離，但因為兩地政府未有互
認安排，回港時仍要接受強制隔離。”

業界望政府訂接種率目標
姚思榮認為，旅遊界悲觀的另一原因是港人接種

率偏低，難有條件與其他國家及地區商討。他促特區
政府盡快處理“疫苗護照”事宜，包括訂出通關的具
體疫苗接種率：“接種率達到多少才有條件與內地和
外國商討通關，我相信政府講得清楚、具體，也能有
效提高市民的接種意慾。”他並建議，特區政府亦應
提請中央政府商討疫苗互認問題，因現時部分國家單
方面承認某幾種疫苗，比如歐盟建議推出“數碼綠色
證書”（類似“疫苗護照”），證書自動認可的疫苗
只包括復必泰疫苗、牛津疫苗、美國莫德納藥廠的疫
苗和強生疫苗。

至於中國和俄羅斯研發的疫苗，由於未獲准在歐
盟使用，各成員國有權自行決定是否認可。姚思榮直
言，“中國疫苗如科興也是經世界衞生組織許可，中
央政府可在世衞提出要求各國對疫苗護照達成共
識。”

香港對抗新冠肺炎第四波疫情 3個多月

以來，27日終於迎來本地“零確診”，是相

隔 131天以來的首次，為香港放寬社交距離

措施及“通關”注入“強心針”。目前，世

界各地均趁疫情緩和爭相部署“通關”，泰

國政府宣布擬於7月1日起，已接種新冠疫苗

的旅客前往布吉旅遊時毋須接受強制隔離，

並承諾最少 70%布吉島居民會完成接種疫

苗。各地為重啟旅遊摩拳擦掌，但香港旅遊

業界表示港人疫苗接種率偏低，難有籌碼與

其他國家及地區商討通關，加上香港特區政

府爭取疫苗互認的工作緩慢，也阻礙旅遊業

復甦。業界促請港府釐清通關的具體條件，

以及請求中央政府向世衞組織要求各國認可

科興疫苗，讓注射該疫苗的市民享有免檢疫

出入境安排。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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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香港每天有為數不少的市民接種疫苗，但總體接種率僅
6.6%，進展不甚理想，這將直接影響香港與各地的通關計劃。圖為
眾多市民27日在中央圖書館的疫苗接種中心排隊等候接種科興新冠
疫苗。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 港 新 聞 ●責任編輯：于大海 2021年3月29日（星期一）4

●泰國布吉島7月
1日起將接受來自世
界各地已經接種疫苗的
遊客，並且毋須隔離。
圖為布吉島美麗風光。

資料圖片

通關條件：宣布設立綠色數碼證書
（Digital Green Certificate），准許持證書的成
員國居民，可在歐盟成員國及部分歐洲國家自由
流動。所有歐洲藥監局批准的疫苗獲認可，但同
時不會禁止成員國自行決定承認其他疫苗（包括
科興等中俄研發的疫苗）

通關條件：3月18日起為完成接種指定疫苗之人
士，提供豁免檢疫及檢測等入境限制

通關條件：研究來自全球旅客的疫苗護照安排，
以二維碼認可外國的疫苗護照持有人，預計下月
正式啟用

通關條件：對“疫苗護照”轉軚支持，行政改革擔
當大臣河野太郎早前表示，因應國際旅行需求，日
本“別無他法”，將考慮推出“疫苗護照”

通關條件：研究啟用“疫苗護照”，包括向當地
市民發放疫苗護照，對持疫苗護照的外籍人員入
境是否免除隔離等進行討論

通關條件：正與有意願的國家地區商討相互承認
新冠疫苗接種證明

通關條件：泰國公共衞生部疾病管制署宣布，正
計劃與已開始疫苗接種計劃的低風險國家地區，
達成“疫苗護照”雙邊協議，料該計劃3個月內
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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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姜曉通導演，王太利總監制，王太利、柳巖、

王珞嘉主演，印小天、姜超友情出演的動作喜劇網絡

電影《冒牌大保鏢》已於近日在愛奇藝超級影院獨播

上線！該片講述了由王穩重（王太利 飾）、葉明珠

（柳巖 飾）、壯壯（王珞嘉 飾）三人組建的SSS旅行

社陰差陽錯變成SSS保鏢團隊的爆笑故事。“爆笑特輯

”海報也同時曝光，高能笑點接連不斷，動作打戲燃

爽刺激，看了一眼就絕對停不下來！

王太利“炸”到露背
柳巖紅裙“甩鍋” 笑點密集停不下來

《冒牌大保鏢》於今日發布了“爆笑特輯”，以王太

利和郭震的一連串魔性笑聲高調開場，奠定了該特輯的爆

笑基調，揭秘了主創幕後快樂的秘密。特輯中曝光了王太

利的“露背裝”造型，看來一場惡戰在所難免。而柳巖身

穿紅裙“甩鍋”痛擊王太利鼻子，實在於心不忍只好把鍋

扔給王太利轉身就跑。除此之外，影片中還隱藏著兩大

“舞王”：印小天片場起舞舞姿格外妖嬈，王太利在身後

做鬼臉也渾然不知；飾演頂級殺手的斯力更由於劇情需要

，穿著病號服大跳芭蕾舞，踩著可愛小碎步的恐怖殺手誰

能頂得住？短短一支“爆笑特輯”亮點超多，揭示了劇組

主創無人能敵的快樂密碼，《冒牌大保鏢》格外迷人的喜

劇氛圍正是來源於此，密集的笑點高能不斷，令觀眾欲罷

不能！

《冒牌大保鏢》劇情圍繞著王太利、柳巖與王珞

嘉組成的旅行社展開敘事，經過一連串蝴蝶效應般的

意外事件，三人旅行社陰差陽錯變成了陳教授（何紹

宏 飾）的國際保鏢，也因此身陷殺身危機。小沖突不

斷的他們不得不緊密聯手，上演一段段驚心動魄的異

國逃亡戲碼。

王太利柳巖七年情侶背水一戰
高燃動作場面爽翻天

“今日上線”海報亦同期發布，展露了《冒牌大

保鏢》高燃動作元素的冰山一角。王太利與柳巖高高

躍起、持槍相背，將背後交給對方來保護，兩人在片

中相戀七年，這一情景酷似“史密斯夫婦”，給觀眾

留下深刻印象。而王太利身著正裝、柳巖紅裙飄逸，

兩人神情嚴肅，似乎一場激戰就要來臨，海報中飄蕩

的鈔票更呼應了影片中的“天價酬勞”情節。他們二

人必須默契協作，才能在這場性命攸關的遊戲中找到

逃生的出口。

動作喜劇《冒牌大保鏢》不僅有令人捧腹、笑到

流淚的爆笑劇情，更有緊張刺激的動作元素。冒牌

保鏢三人組將面臨頂級殺手和異國權貴的雙重威脅

，除了飆車、槍戰之外，更有百人械鬥、爆炸遇襲

等火爆大場面，超多看點帶給觀眾豐富的觀影體驗

和強烈的視覺沖擊。無論是偏愛輕松幽默的喜劇風

格，還是腎上腺素飆升的動作場面，《冒牌大保鏢

》都會滿足你！

影片《冒牌大保鏢》由北京愛奇藝科技有限公司

、兩比特（北京）科技有限公司出品，黑龍江柒月影

業有限公司、杭州戲格文化傳媒有限公司、深圳善為

影業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奧創世紀網絡影視發行有限

公司、北京戰車文化傳播有限公司、柳巖（上海）影

視文化工作室、北京黑巖星球文化傳媒有限公司聯合

出品，兩比特娛樂獨家宣發。《冒牌大保鏢》正在愛

奇藝超級影院熱播，SSS冒牌保鏢團為您“笑”力！

由港片票房冠軍導演邱禮濤執導，李

敏編劇，蔡卓妍、馬裏奧· 毛瑞爾、惠英

紅、衛詩雅、鄭希怡等主演的愛情電影

《感動她 77 次》於今日發布定檔預告和

海報，正式定檔5月14日。該片延續電影

《原諒他 77 次》原班人馬，講述了單身

女孩Eva面對舊愛的痛改前非和新戀的瘋

狂追求，以及母親盼女婚姻幸福的美好

心願，身處其間左右為難的愛情故事。

直擊都市男女情感痛點，展現當下年輕

人的愛情觀念和婚姻態度。

定檔預告回顧了電影《原諒他 77 次

》 的 劇 情 ， 分 手 一 年 的 職 場 女 孩 Eva

（蔡卓妍 飾）收到前任 Adam 的懺悔告

白，尋求第 78 次原諒的他決定痛改前非

——“如果你肯給我最後一次機會的話

，我一定不會讓你失望的。”與此同時

，研制浪漫巧克力的 NT 鄧、專程回來

關照自己的泰星Marvel（馬裏奧 飾）亦

展開浪漫追求，一句“你想和我一起侵

略時空嗎？“盡顯全新愛戀的無限可能

。而母親（惠英紅 飾）對女兒浪漫婚

禮的殷切期待，閨蜜對自己情感狀態的

關心，更讓 Eva 舉棋不定，她究竟會如

何選擇？

作為“77次系列電影”的續集，電影

《原諒他 77 次》原班人馬時隔四年重啟

“尋愛之旅”。這一次，蔡卓妍穿上了

婚紗，一如定檔海報中，她臉上洋溢著

微笑，立於兩位遮面男士之間。而其中

，“阿亮學長”馬裏奧· 毛瑞爾的傾情加

盟，成為影片的全新看點。除此之外，

雙金影後惠英紅與蔡卓妍再演母女，更

令觀眾期待值爆棚。

前任Adam 眼中的“最後一次”，是

得到Eva的“第78次原諒”，重歸於好；

新戀 Mavel 眼中的“最後一次”,是勸說

Eva讓前任成為“過去式”，重新開始。

執導過電影《拆彈專家》系列、《掃毒2

》等優質硬核影片的港片票房冠軍導演

邱禮濤，此次繼前作《原諒他 77 次》再

執導筒，攜手“老搭檔”編劇李敏延續

Eva的愛情故事。以詼諧幽默的講述方式

，揭開愛情難題的面紗，將都市男女面

對愛情和婚姻的態度層層剖開，將內心

的波瀾真實還原。當“原諒”變成“感

動”，當舊愛和新戀同時出現，當閨蜜

盤問，長輩催婚，是選擇修成正果還是

各自開始？那顆受傷的心，是否還能鼓

起勇氣再愛一次？5月14日，敬請期待。

電影《感動她 77 次》由英皇（北京

）影視文化傳媒有限公司、英皇影業有

限公司、北京聚合影聯文化傳媒有限公

司、凡魚傳媒（北京）有限公司出品。

之升（上海）影業有限公司、東方美之

（北京）影業有限公司、江蘇子禾供應

鏈管理有限公司聯合出品。

《感動她77次》
聚焦都市男女情感痛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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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勤開心見到TVB的氣氛變得朝氣勃勃，他
說：“早幾日見到志偉（曾志偉）朝早9點

就返工，我識咗佢咁多年都未見過，佢只有去打
波可以咁早，佢直頭係付出咗佢嘅生命去幫手。”
他透露TVB早在1月份已跟他洽談今次的節目，但

並非志偉找他：“其實邊個搵唔重要，每一個工作都係
緣分，咁啱我1月由內地返來，嚟緊今年大部分時間都
會喺香港，佢哋覺得呢個工作崗位好啱我做，我又覺得
幾好玩。佢哋初時想我做導師，但我又唔想我單方面畀
啲嘢佢哋，現在就畀我做主理人，我想好似大哥哥咁同
佢哋分享，我見到有啲參賽者都只有14、15歲，只係大
過我個仔1、2年。”

被參賽者叫李生覺親切
克勤又稱自己也是參加歌唱比賽出身，近幾年亦

在內地參加了很多歌唱比賽節目，可以跟參賽者分享
心得，亦希望參賽者可以跟他分享時下年輕人對音樂
的喜好及怎樣感受音樂，雙方不是導師和學生的關
係，他笑說：“佢哋叫我做‘李生’，我覺得幾
好，幾親切，如果佢哋咁細個直呼我克勤，佢
哋好似驚驚哋，叫我克勤哥，我又覺得有啲毛
管戙。”

他透露會邀請其他朋友幫手做導師，可能
是參賽者鍾意的歌手，但人選就要等大
會公布，不過他心裏有數。他續稱這個
不是單純的歌唱比賽節目，都涉及
綜藝及真人騷元素，希望做到有別

以往的歌唱節目，大家會鍾
意及希望有好收視，因大家

投放了不少時間及心
機，他笑說：
“你知TVB錢

就冇乜㗎喇！（你有冇人工？）有，夠買衫
褲鞋襪，我同TVB唔係講呢樣嘢，始終有份
情意結，現在係個革新年代，我真係希望做
到一個大家覺得好的節目。”

指囝囝沒歌唱天分
另外，克勤續稱之前已跟15位參賽者接

觸過幾次，雖未完全記得他們的姓名，但對他
們的特徵、唱腔等都略知一二，印象最深刻
當然是幾位只有14及15歲的參賽者：“好似
見到我個仔咁，不過佢哋已經大個，完全唔
係呢個年齡，我個仔就仲係好Baby，佢哋就
好大個女，我都會一視同仁，所以我返嚟第
一樣都唔想做負責畀分嗰個，做個硬倔倔嘅
導師。”

克勤又稱上星期第一次跟參賽者見面時
都有作自我介紹：“我係李克勤，唔知你識
唔識我啦，因為我個仔啲同學好多都唔識
我，所以正常地佢哋唔識我，但我話你老竇
老母應該好識我，我喺佢哋個界別都係頗受
歡迎。” 他指參賽者事前真的完全不知道
他會出現及有關賽制。問到可會讓兒子參
加唱歌比賽，克勤說：“佢冇呢個天分，
好彩，唔使我頭痛。（你唔贊成咁細個參
加？）唔係唔贊成，每個家庭處理事情都
唔一樣，第一樣要睇佢有冇天分，冇就唔
好夾硬嚟，或者未有(天分)啦，最好冇
啦。(你話14歲女仔已經好成熟，擔唔
擔心個仔難追女仔？）唔知，呢啲佢
自己條命，梗有方法嘅，船到橋
頭自然直，失敗幾次就識㗎
啦。”

講 唔講心 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梁靜儀）

李克勤27日與歌唱節目《聲夢傳奇》15位

參賽者，出席於將軍澳電視城舉行的拜神儀式，並一

起切燒豬，祈求節目順利進行。克勤以節目主理人身份首度曝光，他久未

參與製作無綫綜藝節目，表示對上一次已是8年前主持的《決戰一分鐘》，真心

希望做到一個大家覺得好的節目，故今次回來是講心唔講金。

克勤為TVB付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阿祖）新疆棉花遭外國企業
無理抵制，引發中國群星相繼終止與相關企業合作，
以及發聲表明維護祖國利益和尊嚴的立場。不少香
港藝人也站出來表明“支持新疆棉花”，展現捍
衛民族尊嚴的決心！

其中香港藝人張衞健於社交平台貼上一張
穿上李寧牌2021最新一季運動鞋、身旁還放
有兩篋行李的照片，健仔正準備與身在內地的
太太重聚，仍不忘留言支持新疆棉花：“一雙

舒適的球鞋帶着我踏上舒心的回家之
路，牽手那531天沒見的人，幸

福感滿滿，彷佛擁抱

着純潔無暇（瑕）的新疆棉花！為我們自己鼓掌。”
此外，鍾鎮濤也表示支持新疆棉花，他於社交平

台先後分享了在新疆旅遊的照片。當中有他在雪山留
影，亦有一些風土人情照片，他留言：“領略新疆可
愛的風土人情，新疆是個好地方，有着美麗的風光，
也出產着世界頂級的棉花！我支持新疆棉花！”

李易峰與HUGO BOSS“割席”
至於德國品牌HUGO BOSS在新疆棉花事件中態

度“突變”，突然刪除支持新疆棉花的聲明，內地藝
人李易峰、朱正廷、“小鬼”王琳凱27日分別通過工
作室，發表聲明與HUGO BOSS（又譯BOSS雨果博
斯）終止合約。

李易峰工作室27日凌晨發表聲明，表示終止與
HUGO BOSS的一切合作，堅定維護祖國利益，
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我們只與明
確支持和採購新疆棉花的品牌進行合作”。
隨後，樂華娛樂、果然娛樂分別發表聲
明，表示朱正廷、“小鬼”王琳凱
與HUGO BOSS終止合作。不
少網民力撐3人態度正
確：“祖國的利益
高於一切！”

響應“支持新疆棉花”
張衞健腳踏國產運動鞋回家

擔當《聲夢傳奇》主理人

女參賽者姚焯菲（Chantel）與炎明熹（Gigi）同樣
年僅14歲，被問到是否認識李克勤？Chantel說：“之前
見過3、4次，第一次見佢已經認得佢，唔使上網搵，一
開始見到佢係好驚訝，李克勤咁大個明星，之後接觸就覺
得佢好nice。佢同我哋講咗好多關於揀歌同開演唱會嘅經
驗，平時我哋好少會聽到。”Gigi亦大讚克勤非常友善親
切，覺得前輩的經驗對她們非常有用。

說到所有參賽者事前完全不知賽制，Chantel承認因此
而緊張：“我哋同觀眾一樣，可能要到最遲一分鐘先知個賽
制係點。”Gigi坦言非常緊張，因聽聞第一集就會有人被淘
汰，她驚到手震。說到她是參賽者中較為人熟悉的一位，問
到會否特別大壓力？她說：“其實多多少少都會有啲壓力，

如果發揮唔好，怕會令大家失
望。”

至於年僅 17歲的參賽者林智樂（Fe-
lix）透露在第一集中選唱了李克勤的歌曲《飛
花》，他表示因好鍾意廣東歌，覺得好多人都忘記了
上世紀80年代到2000年的廣東歌，他想唱給大家認
識。他又稱克勤都有聽過他的歌聲，更有給予意見：
“佢話幾好聽，有品味，（之後會唔會揀多啲克勤嘅
歌？）都有啲歌係，但要捱過今（27日）日比賽
先。（有冇信心？）點都要對自己有信心。”
個子不高兼戴眼鏡的他，自嘲樣子不突
出，他坦言都怕輸蝕。

事前不知賽制
姚焯菲炎明熹嘆緊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阿
祖）惠英紅雖然近期一直要忙

於演出工作，但她仍為己為人，
一盡公民責任，早前已率先去了接種

科興疫苗。惠英紅26日於社交平台分享了
她再去接種第二針疫苗後的照片，還加上

我愛香港的字樣並留
言表示給祖國母親比
心：“今天終於完成了第
二針新冠疫苗的接種，我打的
是我們國家自主研發的科興疫苗，祝願大
家都有一個健康的身體，平平安安！”

惠英紅完成
接種科興疫苗

●● 參賽者林智樂的歌聲獲參賽者林智樂的歌聲獲
克勤讚賞克勤讚賞。。

●● 姚焯菲姚焯菲((左左))與炎明熹年與炎明熹年
僅僅1414歲歲。。

●● 克勤當年也是參克勤當年也是參
加歌唱比賽出身加歌唱比賽出身。。

●●克勤希望跟克勤希望跟1515位參賽者有更多交流機會位參賽者有更多交流機會。。

●● 現在現在TVBTVB的氣氛讓克勤感的氣氛讓克勤感
到朝氣勃勃到朝氣勃勃。。

●● 張衞健晒出張衞健晒出
穿上李寧牌最穿上李寧牌最
新一季運動鞋新一季運動鞋
的照片的照片。。

娛 樂 新 聞 ●責任編輯：周文超 2021年3月29日（星期一）6

●● 李易峰強調李易峰強調
堅定維護祖國堅定維護祖國
利益利益。。

●● 鍾鎮濤曾感鍾鎮濤曾感
受新疆可愛的受新疆可愛的
風土人情風土人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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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休城社區

((美國來鴻美國來鴻))遲送的賀文遲送的賀文((美國美國)) 楊楚楓楊楚楓
33 月月2020 號週六號週六，，我不需要回美國校我不需要回美國校

區上班區上班，，大清早起床後大清早起床後，，先來個公園快步先來個公園快步
走的晨運運動走的晨運運動，，旋即返回家中旋即返回家中，，吃罷早餐吃罷早餐
後後，，又進行筆耕工作又進行筆耕工作。。我先打開電腦我先打開電腦，，瀏瀏
覽一下世界各地的新聞資訊覽一下世界各地的新聞資訊。。電腦的第一電腦的第一
步步，，就是先回到我出生地的澳門就是先回到我出生地的澳門，，停留到停留到
我己為它撰文我己為它撰文2323 年的訊報的版面上來年的訊報的版面上來。。

今天的訊報今天的訊報 「「滿堂紅彤彤滿堂紅彤彤」」 除了有國除了有國
際際、、中美港澳的新聞報導之外中美港澳的新聞報導之外，，1818 個版個版
面面，，都是刊登都是刊登 「「恭賀訊報創刊三十二週年恭賀訊報創刊三十二週年
」」 的套紅賀詞的套紅賀詞。。客戶來自澳門著名的博彩客戶來自澳門著名的博彩
娛樂集團娛樂集團，，如美高梅如美高梅、、銀河銀河、、星際星際、、永利永利
、、金沙金沙、、澳博澳博、、及仁慈堂及仁慈堂,,同慈堂慈善機同慈堂慈善機
構構、、霍英東基金公會霍英東基金公會、、中國銀行中國銀行、、工商銀工商銀
行行、、大西洋銀行大西洋銀行、、紅十字會等等紅十字會等等，，洋洋灑洋洋灑
灑灑，，喜氣洋洋喜氣洋洋。。

「「3232 周年周年」」 這個數字這個數字，，霎那間霎那間，，尤尤
似電光火石一樣似電光火石一樣，，在我的腦海中猛然一動在我的腦海中猛然一動
，，令我浮想聯翩令我浮想聯翩。。因為我是在因為我是在3232 歲的那歲的那

一年一年，，在美國休斯頓成家立室的在美國休斯頓成家立室的，，新婚過新婚過
後後，，內子將內子將3232 這個阿拉伯數目字這個阿拉伯數目字，，..貼在貼在
我書房牆壁之上我書房牆壁之上，，寓意是到了我們結婚寓意是到了我們結婚
3232 週年時週年時，，一定要較平日的一定要較平日的55 週年週年、、1010
週年的婚慶活動週年的婚慶活動，，來得更為隆重一些來得更為隆重一些，，以以
示對示對3232 的尊重的尊重。。不過我們婚慶不過我們婚慶3232 週年的週年的
日子日子，，是在是在20142014 年的年份上年的年份上，，那經己是那經己是
77 年前的舊日子了年前的舊日子了。。當日當日3232 週年的當天週年的當天
，，我倆雖然是有所庆祝我倆雖然是有所庆祝，，不過不是大張旗不過不是大張旗
鼓鼓，，而是簡樸歸真而是簡樸歸真，，僅僅僅僅 「「二人世界二人世界」」 ，，
到日本餐館食頓東洋菜便是到日本餐館食頓東洋菜便是。。因為我己過因為我己過
了了 「「登陸之年登陸之年」」 ，，很多日常生活細節很多日常生活細節，，都都
會簡單處理會簡單處理，，不想驚動身邊親友不想驚動身邊親友。。但是我但是我
有向內子承諾有向內子承諾，，到了下一個到了下一個3232 年婚禮年婚禮，，
我一定會我一定會 「「執子之手執子之手」」 ，，坐上火箭坐上火箭，，飛上飛上
太空太空 ,,來一番來一番 「「太空漫遊太空漫遊」」 以作慶祝以作慶祝！！
難忘內子當時甜滋滋地向我說難忘內子當時甜滋滋地向我說：： 「「文人多文人多
大話大話！！再來再來3232 年年，，我倆恐怕己到了我倆恐怕己到了 「「廣廣
寒宮殿寒宮殿，，再沒有活生生的親友來聽你之笛再沒有活生生的親友來聽你之笛

矣矣！！」」
今次閱報得知今次閱報得知，，原來今年的原來今年的33 月月1818

號號，，是訊報創辦是訊報創辦3232 周年的好日子周年的好日子。。一份一份
報紙報紙，，跟人生一樣跟人生一樣，，走到走到3232 歲歲，，應該己應該己
是人屆中年是人屆中年，，正是到了正是到了 「「卅年而立卅年而立」」 之年之年
，，應該是有所作為應該是有所作為，，有所貢獻的歲月有所貢獻的歲月，，何何
況訊報成立的一年況訊報成立的一年，，19891989 年年，，是中國近是中國近
代史上一個令人刻骨銘心的年代代史上一個令人刻骨銘心的年代！！訊報成訊報成
立後僅僅立後僅僅7676 天天，，中國即爆發了舉世震驚中國即爆發了舉世震驚
的的 「「 北京天安門北京天安門」」 事件事件。。可以想像得到可以想像得到
，，身處這樣一個風雲變幻的年代身處這樣一個風雲變幻的年代，，有識之有識之
士士 ..有良心良知的報界精英有良心良知的報界精英，，如何下筆向如何下筆向
市民報導這一宗北京大案市民報導這一宗北京大案、、如何月旦當年如何月旦當年
的執政者的執政者，，真的是費盡心力心血真的是費盡心力心血，，才能向才能向
市民讀者市民讀者，，導出真情實相的呀導出真情實相的呀！！

從從19891989 年開始年開始，，訊報一步一腳印訊報一步一腳印，，
走過了走過了3232 年年。。出生於澳門出生於澳門、、受教育於濠受教育於濠
江江，，於上世紀於上世紀19731973 年移民到美國的我年移民到美國的我，，
在經營中餐業務的同時在經營中餐業務的同時，，因為個人對文學因為個人對文學

新聞的酷愛新聞的酷愛，，我一直是澳門日報我一直是澳門日報、、香港文香港文
匯報匯報、、大公報大公報、、新晚報新晚報、、明報及休市美南明報及休市美南
新聞的多年海內外作者新聞的多年海內外作者。。及至及至20082008 年我年我
由美國回澳探親訪友時由美國回澳探親訪友時，，一次偶然機會一次偶然機會，，
遇上訊報主編李江先生時遇上訊報主編李江先生時，，他邀請我加入他邀請我加入
訊報每周撰寫訊報每周撰寫 「「美澳連綫美澳連綫」」 專欄專欄，，報導花報導花
旗近況及居美華人生活面貌旗近況及居美華人生活面貌，，使我有機會使我有機會
把美國及澳門的距離拉近把美國及澳門的距離拉近，，從而堅定自己從而堅定自己
「「生為馬交仔生為馬交仔，，不忘中國人不忘中國人」」 的信念的信念。。
今次拙文在今次拙文在44 月月11 號週五刊出號週五刊出，，也許有讀也許有讀
者會怪我寫得太遲者會怪我寫得太遲，，己過了報慶日子己過了報慶日子。。不不
過過，，所謂所謂 「「遲到勝過無到遲到勝過無到」」 希望訉報給我希望訉報給我
一個機會一個機會，，許我作為澳門土生土長的海外許我作為澳門土生土長的海外
移民移民，，即使接近居美即使接近居美5050 年年，，仍然是不忘仍然是不忘
鄉土鄉土、、不忘故國的情誼不忘故國的情誼，，遠從萬里之遙遠從萬里之遙，，
送上一份祝福送上一份祝福，， 「「正評務實正評務實、、報界翹楚報界翹楚」」
，，一盡訊報作者讀者的心聲一盡訊報作者讀者的心聲。。

「「中美酒樓中美酒樓」」 疫情期間不打烊疫情期間不打烊
精美地道菜色讓您重拾精美地道菜色讓您重拾 「「生生」」 之樂趣之樂趣

（本報記者秦鴻鈞 ）新冠疫情讓全世
界的人度過了一個難忘的2020年 !

宅在家的日子，雖然可照常工作，開
會，上課（網上進行），但失去了人與人
之間的密切交流，總覺得日子缺少了 「
生 」 之樂趣，過得單調乏味。而宅在家久
了，卻也發覺了過去忙亂生活中忽略的美
好～ 如 「美食」 的樂趣 !

美食，除了自己親自下㕑外，更愉快
的是 「外賣」 的樂趣 ! 同樣是花錢採購，

為什麼不品嚐一些更專業的師傅的手藝 ?
而在休士頓開業 二十年的 「中美酒樓」 雖
然位於休市西南一隅，而不少的休市大老
闆們，下班時寧可忍受塞車之不便，也要
趕到 「中美酒樓 」 買幾道李老闆的拿手菜
，再趕回Sugar Land
的家，全家老小 「大塊朵頤」 一番，這是
疫情期間最大的樂趣， 「中美酒樓」 憑其
地道的粵菜絕活，讓這些宅在家悶壞了的
人又重拾 「生」 之樂趣 !

「中美酒樓 」 由李老闆親自主㕑，所
以他的成品，絕對是 「真槍實彈」 ，絕不
馬虎，著名的招牌菜如：北京鴨、鹹魚煎
肉、南瓜芋頭炆臘味、芹菜什菇炒臘味、
玉子豆腐、滑蛋蝦仁、菜膽靈芝菇、豉椒

或白灼桂花腸、節瓜粉絲蝦米煲，以及特
別推薦的菜色如：干逼軟殼蟹、金針雲耳
蒸雞、釀三寶、西汁蝦球、羊腩煲等等，
該餐館還全天供應新推出的超值特價菜，
每道$5.5 元，歡迎品嚐。

「 中 美 酒 樓 」 位 於 Bissonnet 與
Leawood(Boone Rd. 往西一條街）交口
，地址： 11317 Bissonnet ,Houston ,TX
77099, 電話：（281 ）498-1280

（本報記者黃梅子）美
南國際電視15.3本周六即將
在《生活》節目裏推出壹個
小欄目---《修車師姐》！
這位修車師姐就是完整修車
廠的負責人徐雲，徐雲在休
斯頓可謂大名鼎鼎，她來美
國前是上海交大的物理老師
，來到美國後又獲得了貝勒
醫學院的碩士學位，對於汽
車有著豐富的知識。開辦完
整修車廠之後，經過她手的
汽車成千上萬，她只要聽壹
下發動機的聲音，就知道問

題出在哪兒。很多疑難雜癥
的汽車不知道去過多少汽修
廠都解決不了問題，只要送
到徐雲的完整修車廠，她壹
看壹摸，就能手到病除。

在美國，每個人都要開
車，每個人都有車，但是很
多人尤其是女性對汽車壹無
所知，平時不知道保養車子
，等到車子出了問題只好隨
便找個修車廠去修，如果碰
到黑心的店主獅子大開口，
自己也稀裏糊塗地只好認了
。

現在好了，您隨時可以
在美南國際電視15.3的《生
活》頻道上查到“修車師姐
”徐雲教修車的視頻，也可
以直接去完整修車廠找徐雲
咨詢。

美南國際電視15.3《生
活》節目之《修車師姐》，
本周六4月3日晚上7:30首
播，周日上午9:30、周壹晚
上8點、周二下午1:30重播
。Youtube 頻道請訂閱 STV
15.3 Houston Life.

修車師姐修車師姐 教妳修車教妳修車
———美南國際電視—美南國際電視 1515..33《《修車師姐修車師姐》》開播了開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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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整修車廠負責人

徐云  女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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