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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月工業企業利潤同比增92%
汽車高端製造業增幅大 下游行業利潤復甦較慢

中國經濟持續復甦，推動企業利潤快速

增長。中國國家統計局27日發布數據顯示，3

月份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總額同比增長

92.3%，由於去年同期基數抬高，這一增速較

1-2月回落86.6個百分點。一季度累計，工業

企業利潤同比增長 1.37 倍，兩年平均增長

22.6%，超出疫情前水平，但下游行業、居民

消費相關行業利潤復甦較慢。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北京報道

國家統計局工業司高級統計師朱
虹表示，生產銷售均實現高速

增長，有力推動企業利潤擴張，是企
業盈利增加的主要原因之一。一季
度，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
24.5%，營業收入增長38.7%。與此
同時，企業運營效率明顯提升，利潤
率達到歷史較高水平，期內工業企業
營業收入利潤率為6.64%，同比提高
了2.76個百分點。利潤率改善的一個
重要原因在於，單位成本和費用持續
下降。

國企首季利潤增長近2倍
分企業類型看，國有控股企業利

潤增長最快，且增速進一步提升，一
季度同比增長1.99倍，增速較1月-2

月加快17個百分點。
私營企業利潤增長最慢，但增幅

回落幅度較大，同比增長91.9%，回
落44.8個百分點；外商及港澳台商投
資企業和股份制企業利潤同比分別增
長1.61倍和1.29倍，分別回落58.1個
和40.2個百分點。

需求回暖利原材料製造業
受去年同期低基數作用，41個工

業大類行業中，有39個行業利潤一季
度實現同比增長，近四成行業利潤翻
番。大宗商品價格上漲、需求持續回
暖帶動原材料製造業利潤大增，成為
拉動工業利潤增長最強的行業板塊。
一季度原材料製造業利潤同比增長
4.34倍，兩年平均增長40.7%。

中信證券宏觀分析師程強指出，
受大宗商品漲價、經濟復甦進程不一
致等影響，各行業利潤復甦分化。一
方面，裝備製造業和高技術製造業保
持良好增長態勢，受內外需持續回
暖、投資穩定恢復等因素推動，汽車
製造業利潤同比增長8.43倍，計算
機、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製造業同比
增長1.41倍，專用設備製造業同比增
長1.46倍，這些行業利潤增長較快且
兩年複合增速在20%以上。另一方
面，靠近下游、臨近居民消費市場的
行業，利潤復甦較慢，尚未回到2019
年同期水平，包括紡織業，皮革、毛
皮、羽毛及其製品和製鞋業，紡織服
裝、服飾業，傢具製造業等行業。

招商證券首席宏觀經濟學家謝亞

軒分析認為，一季度國有企業利潤維
持高增速，主要受益於在原材料製造
業集中度較高，而非國有企業的增速
出現回調。

原材料漲價增中下游成本
從行業看，原材料製造業受益於

需求恢復和大宗商品價格上漲，計算
機通信和電子設備、汽車製造主要受
益於全球電子、汽車產業鏈修復，化
學纖維製造受益於疫情防控。結合當
前對全球流動性、加工製造業恢復、
疫情疫苗進展的判斷，以上行業景氣
度有望貫穿全年。

同時原材料價格上漲及財稅政策
扶持力度下降的疊加，可能對中下游
帶來成本壓力。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章蘿蘭上海報道） 貝恩公司
27日在此間發布的《2021年
中國私募股權市場報告》披
露，去年中國私募股權市場
交易額和交易量齊升，在亞
太地區的私募交易市場格局
中佔據主導地位。

期內中國私募股權的交
易金額高達970億美元，貝恩
公司全球合夥人、大中華區
私募股權和兼併收購業務主
席周浩認為，投資者對於中
國私募股權市場持愈加樂觀
的態度，預計增長勢頭有望
延續。

三重因素推動強勢反彈
貝恩研究發現，三重因

素推動中國私募股權市場實
現強勢反彈。首先，相較於
亞太地區其他國家，中國率
先有效控制住國內新冠疫
情，具備復工復產的先發優
勢。其次，各類成長型投資
持續在私募股權市場中發揮
中堅力量，形成有力支撐。
最後，收購型基金通過聯合
收購的方式，把握少量的超
大型交易機會，成為市場反
彈的動力之一。

報告顯示，2020年大型
收購交易頻發，且覆蓋多個
行業。通訊、媒體和科技
（TMT）行業交易數量位居
首位，醫療行業的交易量佔
比同比增長最高。成長型投
資繼續主導市場，交易量顯
著增長，私人投資公開股票
（PIPE）交易和收購型交易
額佔比均有所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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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中國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顯示，一季度，中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利潤總額同比增長1.37倍，

比2019年同期增長50.2%，兩年平均增長22.6%。圖為廣東省惠州市一家企業的生產車間內，工人正
在作業。 中新社

● 周浩（右）認為投資者對於中國私
募股權市場愈加樂觀。

香港文匯報記者章蘿蘭 攝

有無接種疫苗/檢測規定：沒有

有否使用“安心出行”：沒有

堂食時間：下午6時前

每枱人數上限：2人

入座上限：50%

宴會人數上限：20人

有無接種疫苗/檢測規定：員工每14天
檢測一次，對客人無相關要求

有否使用“安心出行”：可使用“安心
出行”，或“填紙仔”

堂食時間：晚上10時前

每枱人數上限：4人

入座上限：50%

宴會人數上限：20人

有無接種疫苗/檢測規定：所有員工至
少已打一針，在店內劃出“特定範圍
C區”；對客人無相關要求

有否使用“安心出行”：C區人士必
須使用，不能以“填紙仔”取代

堂食時間：該區延至午夜12時前

每枱人數上限：該區6人

入座上限：50%

宴會人數上限：20人

有無接種疫苗/檢測規定：所有員工
已打兩針並過了14天，劃出“特定範
圍D區”；客人也接種最少一針

有否使用“安心出行”：D區人士必
須使用，不能以“填紙仔”取代

堂食時間：該區延至凌晨2時前

每枱人數上限：該區8人

入座上限：75%

宴會人數上限：100人

食肆四級制(表一)

資料來源：香港食物及衞生局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齊打針 打齊針 食肆限令漸放寬
��(���

香港“疫苗氣泡”將於29日實施，港人打一針可以在多個處所通行。關閉多時的酒

吧、卡拉OK、派對房間、夜總會及麻雀館等場所，在疫苗保障下獲有條件重開，食肆則

將分四級制，員工及客人若均已接種疫苗，堂食時間最長延至凌晨 2時，及最多 8人一

枱，三五知己宵夜也無問題，宴會人數更放寬至最多 100人。香港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

肇始27日在記者會上表示，香港特區政府已修改相關法例，賦權處所或聚集活動的負責人檢查員工及訪客的疫苗接種記錄，政府

並正研發相關應用程式，方便負責人核實疫苗接種記錄，如任何人提供虛假資料，例如向食肆出示不屬於自己的“針卡”，可被

定額罰款5,000元（港元，下同）。飲食業界普遍對有關措施表示歡迎。 ●香港文匯報記者 費小燁、高俊威A
類

陳肇始27日在記者會上表示，過去兩周全球
疫情仍嚴峻，變種病毒株更已擴散至世界各

地，幸香港第四波疫情明顯受控，且至今並未發
現變種病毒株在社區擴散。在考慮到香港的抗疫
能力與疫苗接種計劃已穩步展開後，決定以“疫
苗氣泡”為基礎，由29日開始有條件地放寬社交
距離措施，直至下月12日，以回應各行各業和市
民期望盡快恢復正常生活的訴求，行政會議已通
過相關法例修訂。

食肆實行四級制
她強調，政府以“疫苗氣泡”為基礎調節社

交距離措施，是以感染風險作考慮，有公共衞生
理據支持。其中，食肆會按有否採取指定防感染
措施、員工及顧客接種新冠疫苗的情況，制定
ABCD四類食肆，以釐定其營業時間及每枱上限
人數（表一）。

陳肇始表示，若CD類食肆員工因健康理由
未能接種疫苗，可填寫申報表格及提交醫生證明
書，並以每隔7天接受鼻腔和咽喉合併拭子樣本
核酸檢測取代打針。但若員工作出虛假聲明，將
屬未有遵從有關要求，需要負上刑責。

同時，所有進入該類食肆的15歲或以下小
童，只要同行成年人有使用“安心出行”應用程
式，小童可豁免掃碼；65歲或以上的長者，以及
沒有成年人陪同的15歲或以下人士，也可以繼續

使用“填紙仔”進入。
陳肇始表示，香港食環署會繼續加強巡查餐

飲處所，確保各項規定及措施獲嚴格遵行，特區
政府亦會視乎疫情發展及第一階段在“疫苗氣
泡”下社交距離措施的落實情況，考慮在第二階
段進一步放寬食肆和其他處所的營運限制，並檢
討和適當地調節有關措施細節。

餐飲業普遍歡迎
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在接受香港文

匯報訪問時表示，若食肆希望延長營業時間及多
做生意，自然會選擇盡量配合政府措施，相信酒
樓、宴會廳等大型食肆會較積極配合。至於茶餐
廳、粉麵店等中小型食肆均以2人及4人一枱為
主，可能只會維持現有的防疫措施。

香港餐務管理協會會長楊位醒指出，現時食
肆只容許4人一枱及幾乎沒有宴會舉行，對酒樓
的生意造成巨大打擊，認為“疫苗氣泡”是好的
方向，讓大型酒樓的生意有轉機。他直言，食肆
在執行措施時或會出現困難，例如需與員工商討
接種疫苗，但希望員工明白注射疫苗是保障自己
與家人健康，對社會也有得益。

香港工聯會轄下飲食業職工總會名譽會長郭
宏興表示，接種疫苗對自己及家人均有好處，愈
多人接種可更快達至群體免疫，對整體社會有
利，希望員工積極考慮接種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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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費小燁）香港將於29
日起生效的最新社交距離措施，亦容許酒吧或酒
館、派對房間、卡拉OK場所等6類處所有條件
重開，前提是處所內所有員工及訪客均已接種至
少一劑疫苗，及所有訪客均須使用“安心出
行”。

行政會議27日並通過讓婚禮、商務會議、宗
教聚集等根據參加者接種疫苗的情況而放寬聚集
人數上限。由持牌旅行社舉辦、並已獲香港旅遊
業議會登記的本地旅行團亦可復辦。

未能接種者須交醫生證明
香港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27日在記者會

上指出，酒吧或酒館、夜店或夜總會、浴室、派
對房間、卡拉OK場所及麻雀天九耍樂處所6類

處所，如確保所有員工及訪客均已接種至少一劑
疫苗，可以重開，但仍有人數限制（表二）。若
員工因健康理由未能接種疫苗，可填寫申報表格
並提交醫生證明書，同時必須每隔7天接受鼻腔
和咽喉合併拭子樣本核酸檢測。

香港酒吧業協會主席錢雋永回應新措施時表
示，歡迎政府放寬酒吧復業，但反對顧客必須
“打針”入場，相信酒吧復業後生意只有以往的
10%，更會有酒吧老闆寧願結業。

本地遊方面，香港旅發局27日表示，將盡快
推出第二輪“賞你遊香港”。至於去年12月因疫
情而暫停的首輪“賞你遊香港”約100個旅行
團，預計最快可於下月內恢復出團。旅行社會陸
續聯絡有關團友，通知最新安排，所有參加者均
須遵守政府的最新防疫要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費小燁）香港
特區政府27日宣布將在“防疫抗疫基
金”下向派對房間及出租以收取租金或報
酬的本地遊樂船隻發放額外資助，每間合
資格處所或每艘合資格遊樂船將獲發一次
過4萬元（港元，下同）資助。額外資助
的受惠對象須自去年11月22日起持續停
業，並已在上一輪“美容院、按摩院及派
對房間資助計劃”成功獲批資助。基金已
預留5,460萬元作發放額外資助用途。

香港食環署亦宣布第四輪“防疫抗疫
基金”下的餐飲處所資助計劃及商營浴室
牌照持有人進一步資助計劃，由即日起至
5月27日接受申請，他們可按相關食肆牌
照上所訂明的樓面面積，獲得10萬元至
50萬元的一次性資助，預計可惠及約
1,100間酒吧或酒館、卡拉OK場所及夜
總會，涉及約2.5億元資助款項；商營浴
室持牌人則可獲一次性10萬元資助，預
計可惠及約50間持牌商營浴室。

港“疫苗氣泡”明實施 酒吧歌廳旅社有條件重開

6類處所復業員工至少接種一劑

港府發放額外資助

B
類

D
類

●●香港特區政府公布香港特區政府公布，，食肆食肆2929日起將以日起將以““疫苗氣泡疫苗氣泡””為基礎為基礎，，
採用採用44種運營模式種運營模式，，按程度放寬營業限制按程度放寬營業限制。。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C
類

重開處所

▶酒吧或酒館

▶夜店或夜總會

▶浴室

▶派對房間

▶卡拉OK場所

▶麻雀天九耍樂處所

要求

▶所有員工及訪客均已接種至少一劑疫
苗

▶所有訪客均使用“安心出行”

安排

▶營業時間至凌晨2時（麻雀天九耍樂

處所至午夜12時）

▶顧客數目上限為最高容納量的一半

▶酒吧或酒館、夜店或夜總會每枱人數
上限2人

▶派對房間及卡拉OK場所每個房間最
多4人

群組聚集

▶宗教聚集

▶婚禮

▶就周年股東大會等按照條例或規管性
質文書舉行的商務會議

要求

▶16歲或以上人士須至少完成接種第
一劑新冠疫苗

安排

▶除了宗教禮儀以外沒有供應食物或飲
品的婚禮，人數上限由20人放寬至
室內地方50人、室外地方100人

▶商務會議人數上限由20人放寬至室
內地方50人、室外地方100人

▶宗教聚集人數上限由處所通常容納量
的 30%，放寬至室內 50%及室外
100%

旅行團

▶由持牌旅行社舉辦、並已獲香港旅遊
業議會登記的本地旅行團

要求

▶員工必須已完成接種第一劑疫苗

安排

▶每團人數連同前線工作人員在內不多
於30人

香 港 新 聞 ●責任編輯：于大海 2021年4月28日（星期三）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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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島訊息

（中央社）刑事局去年破獲史上最多走私
制式子彈案，國際開發公司陳姓負責人以進口
合法霰彈為由，夾帶10萬200顆制式子彈欲出
售賺取暴利，其中多為9毫米子彈，雄檢依槍
砲罪起訴陳男。

刑事局去年底宣布破獲史上最多走私制式
子彈案，查出某國際開發公司以進口合法霰彈
為由，夾帶10萬200顆制式子彈，以9毫米子
彈占多數，公司陳姓負責人遭逮後否認涉案，
辯稱是軍火商寄錯，高雄地檢署依槍砲彈藥刀
械管制條例起訴陳男。

檢方起訴指出，在高雄經營精品公司的39
歲陳男去年8月間受嘉義市體育會射擊委員會
委託代理，向內政部警政署遞件申辦進口射擊
運動槍支彈藥，取得從賽普勒斯共和國進口的8
萬3300顆RC牌霰彈，但陳男卻以合法掩護非
法，趁機夾藏 9 毫米子彈 9 萬 9700 顆及

380AUTO子彈500顆，合計私運進口子彈10萬
200顆。檢警獲報後，去年10月29日報請海關
人員開箱查驗，並當場搜出陳男未申報的10萬
多顆子彈，檢警並於隔天在桃園市某間飯店內
拘提陳男到案，警方詢後依違反槍砲彈藥刀械
管制條例罪嫌把陳男移送高雄地檢署偵辦。

陳男落網後辯稱是軍火商寄錯，檢警查出
RC牌霰彈標準包裝盒是一箱10盒，但遭查獲
的貨櫃卻是上下2盒是霰彈，中間夾帶6盒非法
9毫米子彈，從包裝夾帶方式及數量均屬刻意裝
填，難認是誤裝導致。

另外，陳男落網後一度刪除與軍火商電子
郵件，還要求重開發票偽造不實運費資料，檢
方據此認為陳男為圖牟利，竟走私龐大數量子
彈，若子彈流入民間恐造成嚴重社會秩序問題
。且陳男湮滅罪證，足證他毫無悔悟之心，檢
方建請高雄地方法院重判，以昭炯戒。

史上走私最多制式子彈 貿易商進口10萬顆遭起訴

（中央社）財政部台北國稅局蔡姓稅務員
涉嫌在民國107、108年間，以 「空襲警報」 等
語暗示中間人傳話給知名店家，國稅局將突襲
查緝有無漏開發票，新北檢方今天偵結，依洩
密罪嫌起訴。

檢方查出，蔡姓男子為台北國稅局大安分
局稅務員，107年2月1日當天，他得知國稅局
的同事將前往轄區執行查緝商家漏開發票勤務
，竟致電給某管理顧問公司柯姓負責人，以
「空襲警報」 等語暗示，柯男隨即打電話給某

知名小籠湯包店，以利規避稽查。
隔年1月7日，蔡男則是以通訊軟體LINE

，通知一家記帳士事務所鍾姓負責人，暗示：
「今天颱風要來，請做好準備喔」 、 「明白嗎
？」 ，鍾男趕緊通知客戶、某知名枇杷膏業者
，稅務員將前往稽查。

蔡男在偵查中坦承犯行，但他稱沒有拿到
任何好處，檢方查無蔡男有收賄對價關係，因
而依洩密罪嫌起訴蔡男等3人。

稅務員暗語助店家躲稽查 依洩密罪起訴
（中央社）台北市警察局松山分局中崙派

出所遭黑衣人闖入砸電腦，今天證實監視器影
像遭前所長許書桓刪除，分局長和正、副所長
因此下台，諸多疑點仍待司法調查還原真相。

台北市警察局長陳嘉昌今天上午率員赴台
北市議會警政衛生委員會進行專案報告，會中
證實前中崙派出所長許書桓疑誤刪監視器影像
，經還原影像後，已將許書桓和副所長顏敏森
依涉湮滅證據及縱放人犯之嫌函送台北地檢署
偵辦。

隨後，市警局下午也緊急召開記者會說明
，松山警分局長林志誠因案發後第一時間未完
全了解狀況和對外說明清楚，他今天自請處分
，也決定將他調整為內勤職務。

此案緣起於松山警分局一名楊姓員警16日
凌晨在中崙派出所附近路口和人起口角糾紛，
他隨即返回警局閃躲，不料這群黑衣人竟闖入
警分局一樓的中崙所並砸毀電腦，徐男等人當
下致歉和寫悔過書就離去未送辦，基層不滿者
21日晚間上網發文爆料此事才曝光。

據市警局調查了解，案發當時值班者的顏
敏森在許書桓16日上午8時上班後便向其報告

此事，許書桓當晚7 時許要格式化USB以下載
監視器資料作為備份查案，疑因操作不當誤格
式化電腦紀錄，導致當晚7時前的監視器畫面因
此遺失。

直到臉書 「靠北警察」 爆料文於21日晚間
曝光此案後，林志誠立即交代警分局督察組清
查、回覆，許書桓也向林志誠報告此事。

松山警分局22日也接連召開兩場記者會對
外說明，當天下午也協請市警局科技偵查隊查
看監視器影像，涉案兩嫌與楊姓員警還上演握
手和解戲碼。

市警局啟動調查後便將中崙派出所電腦進
行查扣，經市刑大帶回監視器檔案進行修復，
於25日中午完成，經查還原影像發現，除24日
原先送辦7嫌外，還另有3嫌涉案，25日併案
送辦，共計查獲10嫌。

由於松山警分局22日記者會稱徐男等人是
不慎碰倒電腦螢幕而非故意毀壞，且監視器是
受台電公司15日停電影響，林書桓16日上班後
忘做復電重啟設定，才沒錄到事發畫面。媒體
質疑警分局先前說法和市警局調查有所抵觸。

黑衣人闖中崙派出所疑點 真相待司法調查

（中央社）交通部長王國材今天指示台鐵
，加速辦理太魯閣號事故後續補賠償。台鐵說
，5月分區與罹難者家屬說明，台鐵代位求償給
予補償金，金額比照普悠瑪事故每名罹難者新
台幣1570萬元。

台鐵說，太魯閣號事故發生第一時間，台
鐵已發給罹難者家屬10萬元慰問金及250萬元
補償金，目前正簽辦280萬元濟助金。

太魯閣號事故造成49人罹難、200多人受
傷，目前仍有10人住院。王國材今天分別到新
北市的慈濟醫院及桃園市的敏盛醫院慰問傷者

。一名傷者表達出院後仍會有行動不便的問題
，希望能在家中裝設爬梯機，王國材長立即指
示台鐵局盡速處理。

王國材也指示台鐵，加速辦理後續補賠償
作業。

台鐵說，5月會分區與罹難者家屬說明，因
太魯閣號事故涉及對違規廠商的訴訟，考量司
法程序曠日費時，將由台鐵替罹難者家屬代位
求償，由台鐵先給予補償金，金額比照普悠瑪
事故時，台鐵給予罹難者家屬的賠償金，每名
罹難者是1570萬元。

太魯閣號事故台鐵代位求償擬每名罹難者1570萬

台鐵局長交接台鐵局長交接
交通部台灣鐵路管理局局長交接暨宣誓典禮交通部台灣鐵路管理局局長交接暨宣誓典禮2727日舉行日舉行，，由交通部長王國材由交通部長王國材（（中中））監交監交，，

台鐵代理局長祁文中台鐵代理局長祁文中（（左左））將印信交給新任台鐵局長杜微將印信交給新任台鐵局長杜微（（右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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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月工業企業利潤同比增92%
汽車高端製造業增幅大 下游行業利潤復甦較慢

中國經濟持續復甦，推動企業利潤快速

增長。中國國家統計局27日發布數據顯示，3

月份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總額同比增長

92.3%，由於去年同期基數抬高，這一增速較

1-2月回落86.6個百分點。一季度累計，工業

企業利潤同比增長 1.37 倍，兩年平均增長

22.6%，超出疫情前水平，但下游行業、居民

消費相關行業利潤復甦較慢。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北京報道

國家統計局工業司高級統計師朱
虹表示，生產銷售均實現高速

增長，有力推動企業利潤擴張，是企
業盈利增加的主要原因之一。一季
度，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
24.5%，營業收入增長38.7%。與此
同時，企業運營效率明顯提升，利潤
率達到歷史較高水平，期內工業企業
營業收入利潤率為6.64%，同比提高
了2.76個百分點。利潤率改善的一個
重要原因在於，單位成本和費用持續
下降。

國企首季利潤增長近2倍
分企業類型看，國有控股企業利

潤增長最快，且增速進一步提升，一
季度同比增長1.99倍，增速較1月-2

月加快17個百分點。
私營企業利潤增長最慢，但增幅

回落幅度較大，同比增長91.9%，回
落44.8個百分點；外商及港澳台商投
資企業和股份制企業利潤同比分別增
長1.61倍和1.29倍，分別回落58.1個
和40.2個百分點。

需求回暖利原材料製造業
受去年同期低基數作用，41個工

業大類行業中，有39個行業利潤一季
度實現同比增長，近四成行業利潤翻
番。大宗商品價格上漲、需求持續回
暖帶動原材料製造業利潤大增，成為
拉動工業利潤增長最強的行業板塊。
一季度原材料製造業利潤同比增長
4.34倍，兩年平均增長40.7%。

中信證券宏觀分析師程強指出，
受大宗商品漲價、經濟復甦進程不一
致等影響，各行業利潤復甦分化。一
方面，裝備製造業和高技術製造業保
持良好增長態勢，受內外需持續回
暖、投資穩定恢復等因素推動，汽車
製造業利潤同比增長8.43倍，計算
機、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製造業同比
增長1.41倍，專用設備製造業同比增
長1.46倍，這些行業利潤增長較快且
兩年複合增速在20%以上。另一方
面，靠近下游、臨近居民消費市場的
行業，利潤復甦較慢，尚未回到2019
年同期水平，包括紡織業，皮革、毛
皮、羽毛及其製品和製鞋業，紡織服
裝、服飾業，傢具製造業等行業。

招商證券首席宏觀經濟學家謝亞

軒分析認為，一季度國有企業利潤維
持高增速，主要受益於在原材料製造
業集中度較高，而非國有企業的增速
出現回調。

原材料漲價增中下游成本
從行業看，原材料製造業受益於

需求恢復和大宗商品價格上漲，計算
機通信和電子設備、汽車製造主要受
益於全球電子、汽車產業鏈修復，化
學纖維製造受益於疫情防控。結合當
前對全球流動性、加工製造業恢復、
疫情疫苗進展的判斷，以上行業景氣
度有望貫穿全年。

同時原材料價格上漲及財稅政策
扶持力度下降的疊加，可能對中下游
帶來成本壓力。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章蘿蘭上海報道） 貝恩公司
27日在此間發布的《2021年
中國私募股權市場報告》披
露，去年中國私募股權市場
交易額和交易量齊升，在亞
太地區的私募交易市場格局
中佔據主導地位。

期內中國私募股權的交
易金額高達970億美元，貝恩
公司全球合夥人、大中華區
私募股權和兼併收購業務主
席周浩認為，投資者對於中
國私募股權市場持愈加樂觀
的態度，預計增長勢頭有望
延續。

三重因素推動強勢反彈
貝恩研究發現，三重因

素推動中國私募股權市場實
現強勢反彈。首先，相較於
亞太地區其他國家，中國率
先有效控制住國內新冠疫
情，具備復工復產的先發優
勢。其次，各類成長型投資
持續在私募股權市場中發揮
中堅力量，形成有力支撐。
最後，收購型基金通過聯合
收購的方式，把握少量的超
大型交易機會，成為市場反
彈的動力之一。

報告顯示，2020年大型
收購交易頻發，且覆蓋多個
行業。通訊、媒體和科技
（TMT）行業交易數量位居
首位，醫療行業的交易量佔
比同比增長最高。成長型投
資繼續主導市場，交易量顯
著增長，私人投資公開股票
（PIPE）交易和收購型交易
額佔比均有所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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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中國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顯示，一季度，中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利潤總額同比增長1.37倍，

比2019年同期增長50.2%，兩年平均增長22.6%。圖為廣東省惠州市一家企業的生產車間內，工人正
在作業。 中新社

● 周浩（右）認為投資者對於中國私
募股權市場愈加樂觀。

香港文匯報記者章蘿蘭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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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高端製造業增幅大 下游行業利潤復甦較慢

中國經濟持續復甦，推動企業利潤快速

增長。中國國家統計局27日發布數據顯示，3

月份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總額同比增長

92.3%，由於去年同期基數抬高，這一增速較

1-2月回落86.6個百分點。一季度累計，工業

企業利潤同比增長 1.37 倍，兩年平均增長

22.6%，超出疫情前水平，但下游行業、居民

消費相關行業利潤復甦較慢。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北京報道

國家統計局工業司高級統計師朱
虹表示，生產銷售均實現高速

增長，有力推動企業利潤擴張，是企
業盈利增加的主要原因之一。一季
度，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
24.5%，營業收入增長38.7%。與此
同時，企業運營效率明顯提升，利潤
率達到歷史較高水平，期內工業企業
營業收入利潤率為6.64%，同比提高
了2.76個百分點。利潤率改善的一個
重要原因在於，單位成本和費用持續
下降。

國企首季利潤增長近2倍
分企業類型看，國有控股企業利

潤增長最快，且增速進一步提升，一
季度同比增長1.99倍，增速較1月-2

月加快17個百分點。
私營企業利潤增長最慢，但增幅

回落幅度較大，同比增長91.9%，回
落44.8個百分點；外商及港澳台商投
資企業和股份制企業利潤同比分別增
長1.61倍和1.29倍，分別回落58.1個
和40.2個百分點。

需求回暖利原材料製造業
受去年同期低基數作用，41個工

業大類行業中，有39個行業利潤一季
度實現同比增長，近四成行業利潤翻
番。大宗商品價格上漲、需求持續回
暖帶動原材料製造業利潤大增，成為
拉動工業利潤增長最強的行業板塊。
一季度原材料製造業利潤同比增長
4.34倍，兩年平均增長40.7%。

中信證券宏觀分析師程強指出，
受大宗商品漲價、經濟復甦進程不一
致等影響，各行業利潤復甦分化。一
方面，裝備製造業和高技術製造業保
持良好增長態勢，受內外需持續回
暖、投資穩定恢復等因素推動，汽車
製造業利潤同比增長8.43倍，計算
機、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製造業同比
增長1.41倍，專用設備製造業同比增
長1.46倍，這些行業利潤增長較快且
兩年複合增速在20%以上。另一方
面，靠近下游、臨近居民消費市場的
行業，利潤復甦較慢，尚未回到2019
年同期水平，包括紡織業，皮革、毛
皮、羽毛及其製品和製鞋業，紡織服
裝、服飾業，傢具製造業等行業。

招商證券首席宏觀經濟學家謝亞

軒分析認為，一季度國有企業利潤維
持高增速，主要受益於在原材料製造
業集中度較高，而非國有企業的增速
出現回調。

原材料漲價增中下游成本
從行業看，原材料製造業受益於

需求恢復和大宗商品價格上漲，計算
機通信和電子設備、汽車製造主要受
益於全球電子、汽車產業鏈修復，化
學纖維製造受益於疫情防控。結合當
前對全球流動性、加工製造業恢復、
疫情疫苗進展的判斷，以上行業景氣
度有望貫穿全年。

同時原材料價格上漲及財稅政策
扶持力度下降的疊加，可能對中下游
帶來成本壓力。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章蘿蘭上海報道） 貝恩公司
27日在此間發布的《2021年
中國私募股權市場報告》披
露，去年中國私募股權市場
交易額和交易量齊升，在亞
太地區的私募交易市場格局
中佔據主導地位。

期內中國私募股權的交
易金額高達970億美元，貝恩
公司全球合夥人、大中華區
私募股權和兼併收購業務主
席周浩認為，投資者對於中
國私募股權市場持愈加樂觀
的態度，預計增長勢頭有望
延續。

三重因素推動強勢反彈
貝恩研究發現，三重因

素推動中國私募股權市場實
現強勢反彈。首先，相較於
亞太地區其他國家，中國率
先有效控制住國內新冠疫
情，具備復工復產的先發優
勢。其次，各類成長型投資
持續在私募股權市場中發揮
中堅力量，形成有力支撐。
最後，收購型基金通過聯合
收購的方式，把握少量的超
大型交易機會，成為市場反
彈的動力之一。

報告顯示，2020年大型
收購交易頻發，且覆蓋多個
行業。通訊、媒體和科技
（TMT）行業交易數量位居
首位，醫療行業的交易量佔
比同比增長最高。成長型投
資繼續主導市場，交易量顯
著增長，私人投資公開股票
（PIPE）交易和收購型交易
額佔比均有所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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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
恩
料
私
募
股
權
市
場
續
增
長●中國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顯示，一季度，中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利潤總額同比增長1.37倍，

比2019年同期增長50.2%，兩年平均增長22.6%。圖為廣東省惠州市一家企業的生產車間內，工人正
在作業。 中新社

● 周浩（右）認為投資者對於中國私
募股權市場愈加樂觀。

香港文匯報記者章蘿蘭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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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lsey-Seybold is now scheduling VIRTUAL and IN-PERSON appointments!

Jennifer Lai, M.D.
Pediatrics

Mandarin

• Tanglewood Clinic 

Guiying Hu, M.D.
Hematology/Oncology

Mandarin

• Berthelsen Main Campus
• Spring Medical and 

Diagnostic Center

Frank Hua, M.D.
Internal Medicine

Mandarin

• Spring Medical and 
Diagnostic Center

Wayne Tie, M.D.
Ophthalmology

Mandarin

• Berthelsen Main Campus
• Clear Lake Clinic

Kuangzoo Huang, M.D.
Family Medicine

Mandarin

• Meyerland Plaza Clinic

Jia Lee, O.D.
Optometry

Mandarin

• Spring Medical and 
Diagnostic Center

Tri Lee, M.D.
Endocrinology

Cantonese

• Berthelsen Main Campus
• Kingwood Clinic
• Meyerland Plaza Clinic

Jeanie Ling, M.D. 
Ophthalmology
Ophthalmic Surgery
Glaucoma Specialist
Mandarin
• Berthelsen Main Campus
• Tanglewood Clinic

Jeannette Ouyang-Latimer, M.D.
Infectious Disease

Mandarin

• Berthelsen Main Campus
• West Grand Parkway Clinic

Emily Sou, M.D.
Dermatology

Cantonese and Mandarin

• Tanglewood Clinic

Eileen Wu, M.D.
Orthopedic Surgery

Mandarin

• Spring Medical and  
Diagnostic Center 

• The Woodlands Clinic

Chen Xie, M.D.
Ear, Nose, and Throat

Mandarin

• Berthelsen Main Campus
• Clear Lake Clinic

Beth Yip, M.D., F.A.A.P.
Pediatrics

Cantonese and Mandarin
• Pearland Clinic

Whether you’re new 

to Kelsey-Seybold or 

a current patient, you 

have a choice of where 

you can safely get care. 

Call our 24/7 Contact 

Center at 713-442-0000 

to schedule a same-

day or next-day virtual 

Video Visit or, for non-

respiratory illnesses, an 

in-person appointment 

at a Kelsey-Seybold 

Clinic near you.

We welcome new patients and accept more than 50 health insurance plans, including Aetna, 
Blue Cross Blue Shield, Cigna, Humana, KelseyCare, and UnitedHealthcare.

24/7 appointment scheduling: 713-442-0000
kelsey-seybold.com

Alan Chang, M.D., F.A.C.O.G.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Cantonese and Mandarin

• The Woodlands OB/GYN  
and Women’s Health

Amy En-Hui Chen, M.D.
Family Medicine

Mandarin

• Meyerland Plaza Clinic

Yee-Ru (Amy) Chen, D.O.
Family Medicine

Cantonese, Mandarin,  
and Taiwanese

• Downtown at The Shops at  
4 Houston Center

Charlene Crockett, M.D.
Pediatric Ophthalmology

Mandarin

• Berthelsen Main Campus
• Tanglewood Clinic

Philip L. Ho, M.D.
Urology

Mandarin

• Clear Lake Clinic
• Berthelsen Main Campus
• Spring Medical and 

Diagnostic Center

Joyce Holz, M.D.
Gynecology

Mandarin

• Berthelsen Main Campus

據報導，休斯頓的安全網醫院將不再要求
員工接種COVID-19疫苗，而要等到至少有一
種獲得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的完全批准。

目前，唯一可分發的疫苗種類已獲得“緊
急使用授權”，而根據FDA的說法，如果“沒
有足夠的，經批准的和可用的替代品”用於系
列疾病或威脅生命的疾病，則應該給予緊急授
權。

報導稱，LBJ 和 Ben Taub Hospital 醫院的
醫務人員中大約有75％已完全接種了疫苗。

緊急使用授權並不是什麼新鮮事物。正式
批准藥品或疫苗需要花費更多時間，尤其是在
申請過程中。

但是，儘管該地區的其他醫院也拒絕接種
疫苗，但哈里斯衛生系統，包括 LBJ 醫院和
Ben Taub l醫院，是迄今為止唯一援引緊急使用
理由的機構。

FDA的完全批准有時可能需要數年的時間
，儘管專家希望在今年夏天能夠完成。

Houston Methodist Hospital是該地區第一家
要求員工接種疫苗的醫院，並告訴員工如果他
們拒絕接種疫苗，他們可能會被解僱或停職。

Houston Methodist Hospital 首 席 執 行 官
Marc Boom 博士在信中寫道：“我們首先為新

僱用的僱員以及現在100％符合要求的高管
和管理人員使用了這種疫苗。

同時強調，決定接種這種疫苗並不容
易，特別是最近強生公司停止疫苗發行，
證明了對疫苗的監控程度。

休斯頓衛理公會的其他高管也表示，
這種疫苗已經被科學證明是安全的。

休斯頓衛理公會執行副總裁羅伯塔·施
瓦茲（Roberta Schwartz）說：“這不是實
驗性疫苗。”緊急使用授權並不意味著該
疫苗是實驗性的。這是一種經過批准的安
全有效的疫苗。 ”

紀念赫爾曼醫院在向休斯敦公共媒體
發表的聲明中說，醫院領導者“支持CO-
VID-19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但是該
醫院並沒有強制要求員工注射疫苗。 ”紀
念赫曼醫院公關部總監喬治·科瓦維克說
“在不久的將來，紀念赫爾曼公司員工將
必須使用 COVID-19 疫苗，但目前還沒有
這個要求，。 “雖然我們還沒有確切的日
期”

CHI St. Luke's Health 在向休斯敦公共
媒體發表的聲明中也採取了類似的態度：
“我們相信疫苗接種很重要，並且我們強烈敦 促員工接種針對COVID-19的疫苗。”

要求員工全面注射疫苗 休斯頓多家醫院還在等FDA最後批

英格蘭公共衛生署今天公佈資訊顯示，接種一劑疫苗後若感染2019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
，傳染給家庭接觸者的可能性降低近半，也可以減少至少6成的有症狀感染風險。

英格蘭公共衛生署（Public Health England）的研究有助了解疫苗一個重大未知數，也就是疫苗能
阻止病毒傳播的程度。這項研究成果並可能強化英國首相強生（Boris Johnson）計劃在6月結束英國封
鎖的理由。

英國衛生大臣韓考克（Matt Hancock）表示： 「我們已知道疫苗可以挽救生命，這項研究是最全面
的真實世界數據，顯示疫苗也減少這種致命病毒的傳播。」

新的研究顯示，與未接種疫苗的人相比，施打一劑美國輝瑞藥廠（Pfizer）和德國BioNTech共同研
發的疫苗或阿斯特捷利康公司（AstraZeneca）疫苗而在3週後染疫的人，將病毒傳給家庭接觸者的可能
性降低38%到49%。

注射疫苗還能防止接種者出現有症狀的感染，在施打一劑這兩種疫苗4週後，這種風險降低約60%
至65%。

公共衛生署表示，這項研究包括來自2萬4000個家庭的5萬7000多名接觸者，這些家庭有接種疫
苗後仍確診的病例；對照組則是未接種疫苗染疫患者的約100萬名接觸者。

英國是全球施打疫苗速度最快的國家之一，接種第一劑疫苗的人超過3380萬，1/4的成年人已接受
兩劑疫苗注射。

研究：打一劑疫苗後染疫 家中接觸者感染風險減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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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時事通

休城社區

（本報記者黃梅子）在美國，車
禍時常發生，有些人傷勢嚴重，甚至
危及生命；有些人受了輕傷，簡單治
療一下就好了；而有些人表面上身體
沒有受傷，也沒有痛覺，而後遺癥卻
很嚴重，甚至因為延誤診治，失去性
命的都有。

在休斯頓從醫多年的脊椎醫生Dr
Le，用仁心仁術和先進的儀器，治愈
了十多萬身患各類疾病的病人，尤其
對車禍受傷、運動受傷和各類痛癥的
治療，有著豐富的診斷經驗和明顯的
治療效果。李醫生說，很多華人對於
輕微碰撞，只是自己搽點藥酒或貼個
膏藥，抗一抗就過去了，根本不當回
事，等到一段時間以後，才感覺到身
體出了問題，這就是車禍後遺癥，輕
微碰撞，恐釀成健康的隱患。李醫生

可以為車禍患者免費治療
，只要您有車保險號碼，
李醫生診所可以幫您聯系
保險公司，聯系律師，您
不要花一分錢，既能治病
而且還省心。

李醫生介紹說：有位
30 多歲的男性工程師，
出車禍後，既沒有受傷，
也沒有任何癥狀，所以，
就沒有看醫生。然而，在

車禍後的一個多月，就出現了頭痛、
耳鳴、頸椎不能轉動等癥狀，導致無
法入睡，睡前要吃止痛藥和安眠藥才
能勉強入睡，無法正常工作。可他自
己卻沒有把這些癥狀跟車禍聯系起來
。

病人經介紹來請李醫生治療。李
醫生得知他一個多月前出過車禍，只
是輕微地碰撞了一下，當時沒有任何
不適，就沒有看醫生。李醫生為他檢
查後，發現其頸椎神經因車禍受傷，
才導致他頭痛、耳鳴，也影響了他的
睡眠。

李醫生為他治療3次後，頸椎就可
以轉動了，頭痛癥狀明顯減輕。隨後
他堅持每周看一次，一個多月後，癥
狀就全部消失了。

車禍後遺癥 差點延誤病情的青年
李醫生說，發生車禍沒有及時看

醫生的例子很多，這裏再舉一個病例
：一位從臺灣來美的20多歲男子，撞
車後也是沒有癥狀、沒有痛覺，因此
就沒有看醫生。車禍2年後的一天，突
然感到腰部疼痛，並越來越痛，痛到
無法直腰。

李醫生向病人了解了他的情況後
，也診斷為車禍後遺癥。為他治療幾
次後，但未見好轉，癥狀沒有減輕。
莊醫生根據自己多年的經驗，以其特
有的職業敏感，感覺這位病人不是一
般的車禍後遺癥。以往類似的傷情，
治療幾次都會好轉，這個病人為什麼
沒有好轉的跡象呢？

李醫生再次為病人仔細地做了檢
查和詢問，懷疑其體內有腫瘤，於是
建議他馬上到專科醫生那裏作檢查，
以免貽誤了治療。病人聽從了莊醫生
的建議。結果經MR檢查後發現，體內
真的有個瘤子，是早期癌癥。經過西
醫的癌癥治療後，病情得到了有效的
控制。後來繼續來找李醫生治療他的
腰痛病。經過李醫生細心地治療，腰
痛已經好了，並回臺灣玩去了。

車禍後請及時看醫生！
李醫生說，很多人發生車禍後，

有僥幸心理：我既沒痛，又沒傷，幹
嘛要去看醫生呀；有些人則怕麻煩，
認為車禍不嚴重，或者自我感覺良好
，我不用去找這個麻煩了。

李醫生說，發生車禍後，無論自
己感覺如何，要盡早找醫生檢查、診
斷，越早找醫生，對傷害的治療越有
利。如果傷及腦部，最重要的是把握
好車禍碰撞後 “黃金時間”，盡快找
有經驗的醫生檢查、治療。如做腦部X
光檢查、腦部斷層掃描，了解患者是
否有腦震蕩、腦出血、腦腫脹等情況
；而身體則要做X光檢查等，來判斷內
臟是否有損傷、身體是否有骨折等。
通過各種檢查，進行對癥治療，使受
傷的部位得以盡快恢復健康。

避免不適當的治療導致二次損傷
李醫生或說，由於有些傷者不懂

得應對車禍後的傷勢，特別是有些人
出現疼痛癥狀後，以為找個推拿師，
來推拿按摩一下，減輕痛感或腫脹。
這是不懂得中醫常識的做法。在急性
發炎期，或骨折時，懂得這方面常識
的醫生是不會為傷者做按摩推拿的。
如果按摩推拿，反而會造成血管擴張
，加劇炎癥和紅腫，甚至會加重傷害
，造成“二次損傷”，增加治療的難
度，甚至會延誤治療。李醫生獨家牽

引療法，包您一次就減輕疼痛80%！
大多數治療腰椎病的西醫和中醫都是
采用推拿療法，配合藥物或針灸，有
一定療效，但都遠遠比不上牽引療法
。如果您出了車禍，找李醫生，他可
以幫你免費治療！不用你自己掏一分
錢，全部由保險公司買單！不管是你
的過錯還是對方的過錯導致的車禍，
只要汽車買了保險，你把保險號告訴
給李醫生，由他負責免費將你治好！

如果不是車禍，只是腰椎或頸椎
問題，有些保險是可以支付治療費用
的。如果沒有保險，自費也不過100元
左右，誰都承受得起！

李醫生獨家牽引療法，包您一次
就減輕疼痛80%！大多數治療腰椎病
的西醫和中醫都是采用推拿療法，配
合藥物或針灸，有一定療效，但都遠
遠比不上牽引療法。

請打電話給李醫生免費諮詢。中
文請與queen chen 聯繫。

Texas Spinal care
電話：713-278-2225

網址：http:txspinalcare.com
診所地址：2600 S Gessner RD, Suite

120, Houston, TX77063
診療時間：每周一至五全天。

別讓車禍後遺癥成為終身傷害別讓車禍後遺癥成為終身傷害！！李醫生免費幫您治療李醫生免費幫您治療！！

瑞源保險專欄瑞源保險專欄77為何年金堪稱美國為何年金堪稱美國““養老保險箱養老保險箱”？”？如何聰明買年金如何聰明買年金？？
美國很多人希望退休後有長期穩定

的收入，更加從容地安享退休生活。而
當前大量印錢的背景下，通脹前景堪憂
，現在的儲蓄存款等到退休時購買力可
能大打折扣。因此，有規劃地購買年金
（Annuity），就是一種非常聰明的方
式，好比開了一個“養老保險箱”。

什麼是年金？
年金是個人與保險公司之間的一個合同
，是由保險公司提供的退休儲值工具，
投保人存入保費後，保險公司就按合同
定期提供退休收入。

誰適合購買年金？
年金的適用面很廣，特別適合以下

人群：擔心未來股市大跌、希望保護本
金的人，擔憂銀行利息太低無法抵禦通

貨膨脹的人，打算未雨綢繆規劃退休生
活的人，等等。

在您有多余閑錢時
1. 年金是一個大容器，既可以把稅

後的錢放在年金裏，也可以把現有的
401k、403B、IRA 或 SEP IRA 放在年金
中。如果您計劃退休，可以把前公司的
雇員退休賬戶（401k）裏的資金轉到年
金，或個人退休賬戶（IRA）的錢也可
以轉到年金來。這種rollover 或 trans-
fer 只是換個地方，不牽涉提前領取的
問題，因此不會有稅的問題，更不會有
罰款。您可以根據自己的需要而購買合
適的年金來實現退休永久收入的補充。

2. 購 買 年 金 年 金 可 以 延 稅
（tax-deferral），放進年金賬戶裏面

的資金收益只要不取出就不用交稅，直
到領取的時候再交稅。這樣帶來的好處
非常多，通常情況下退休後的稅率會比
工作時候要低；而且因為延稅，利滾利
最終的收益比年年交稅高。

3. 利用年金分散投資，降低風險。
通常情況下，固定指數年金都保證本金
，而且收益也不錯。相比之下比裸投股
市的風險就安全多了。

在您需要用錢時
1. 可以設置在一月後或者多年後發

放紅利作為終身的收入。
2. 除了投保人獲得終身的退休收入

，還可以指定受益人，如果投保人在領
取年金之前就去世了，受益人可以領取
全部的本金和累積收益。當然如果投保

人去世時賬戶裏面還有沒有領取完的余
額，受益人也可以領取。

3. 幫助保護您的資產免受債權人的
侵害。因為您在年金裏的資金是付給保
險公司的，錢暫時屬於該公司，所以債
權人不能動用您年金的資金。大部分州
法和法院判決也保護這些年金。

市面上年金種類繁多，為正確選擇
適合您的品種，請與我們經驗豐富的專
業顧問聯系。瑞源保險事務所創始人張
瑞女士擁有約20年美國保險行業經驗
，曾任美國知名保險公司副總多年，是
百萬圓桌協會會員（世界第一壽險理財
專 業 人 士 的 最 高 組 織 ） ， 電 話 ：
214-971-8026，微信：12149718026，
Email: INFO@BENEFONS.COM 。

【本報訊/鄧潤京】肆虐全球
的新冠病毒給人類帶來了不可估量
的損失，而另外一種病毒也不可小
覷。那就是面對科學抗疫的歪曲事
實、推卸責任、轉移焦點、栽贓陷
害。

自從川普總統發明“武漢肺炎
”、“中國病毒”這些詞彙以來，
世界上響應的人還是不少。泰國國
際日報就是其中一家。不過，有倒
行逆施的，必然有勇往直前的。泰
國“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會長王
志民日前公開發表《交涉函》。針
對該報拾川普牙慧一事，認為“是
對嚴謹科學的踐踏，也是對新聞媒
體形象的抹黑“。

王會長的聲音會給當地抗疫工
作帶來積極的影響。

科學用語仍需嚴謹

泰國泰國““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會長王志會長王志
民日前公開發表民日前公開發表《《交涉函交涉函》。》。

王志民會長的泰文簽名王志民會長的泰文簽名。。
泰國和統會常務理事鬱鄧麟泰國和統會常務理事鬱鄧麟，，李東石將軍李東石將軍，，中國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田組長中國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田組長，，泰國泰國
和統會會長王志民和統會會長王志民，，王志民夫人王志民夫人，，中國國家安全部部長助理高玉棟中國國家安全部部長助理高玉棟。。

依據醫學研究證明，COVID-19
疫苗可有效防止人們感染 COVID-19
。這些疫苗不僅減少了感染的機會，
而且還有助於減輕被感染人的疾病嚴
重程度。但並非 100%不會被感染。

如果您已經完全接種疫苗。為了
保護自己和他人, 您仍然應該繼續採
取以下的防護措施: 戴口罩，與他人
保持至少 6 英尺的距離，並避開人群
和通風不良的地方。目前使用的疫苗
似乎對在美國流行的 COVID-19 變異
體有效。但是隨著冠狀病毒的繼續突
變、可能會出現更具抵抗性的異變體
、並非疫苗已經功效減褪、而是因為
可能會出現更新的變種。雖然打了疫
苗、仍然應該提高警覺、不要掉以輕
心。況且目前並非全民都有接種疫苗
。

新舊會員換証: 本會每週一至週
五上午十點到十一點在僑教中心後門
停車分發營養午餐並辦理新舊會員換
証。舊會員可以郵寄換証。支票台頭
請寫 CSA。寄 Chinese Seniors As-
sociation 地 址: 10303 Westoffice
Drive, Houston, TX 77042。會費六十
歲以上個人$25 兩年,夫婦$45。未滿

六十歲個人$35 兩年。還沒有換証的
會員請盡早辦理。以免不能參加本會
所舉辦的任何活動，也將停寄活動通
告。有慈心人士捐贈紙尿褲中號和大
號兩種給本會。如果會員家中有長輩
需要、還沒有領過的會員、請到僑教
中心後門停車向義工登記或發短信到
電話(713)480-4885 登記。將另通知
領取日期。先到先得送完為止。
活 動 專 欄

I. 目前因為普遍接種疫苗、新冠
病毒的疫情有所趨緩但還沒完全結束
。為了安全起見、今年第一季和第二
季的慶生會將一起舉行。

第一季和第二季會員慶生會: 6 月
26 日、星期六、上午 10:00 在僑教
中心後門停車舉行(如果六月份疫情改
善、僑教中心開門營業將考慮在室內
舉辦)。一月至六月(1,2,3,4,5, 6 月)生
日的“壽星”和“非壽星”會員請在
6 月 3 日至 6 月 22 日,每週一到週五
上午十點至十一點到僑教中心後門停
車憑有效會員証向義工報名登記。或
發短信到電話 713-480-4885、附上
會員號碼、那一年到期、名字,生日。
報名登記。我們將會為“壽星”準備

禮物和蛋糕一份。 “非壽星”會員可
領取禮物一份。我們必須預先知道人
數以便準備足夠的數量。如果沒有預
先登記恕當天就不能領取禮物或蛋糕
。當天請依照交通指揮的義工指示停
車。不用下車、請戴上口罩、並出示
會員証。我們的義工會為您服務。

II. iPad、 iPhone 班 ： 本 會 的
iPad、iPhone 班備有不同學習的課程
。每班級一期共五週、每週兩次, 每
次兩小時。如果需要週一到週五上午
十點到十一點要可僑教中心後門停車
預先教您在家中如何使用 Zoom 視頻
上課 。

iPad 和 iPhone 第 I 班: 將於 6/2/
2021 開班到 7/2/2021。每週三和週
五上午 9:00 至 11:00 在 Zoom 視頻
上課。你可知道 iPad 和 iPhone 設定
的所有功能嗎? 這課程將幫助你了解
數碼技術並逐步引導你認識裝置的基
本功能、如何操控裝置、協助你迅速
掌握訣竅。讓裝置隨時處於最新狀態
、並純熟地使用你的 iPad 和 iPhone
。

iPad 和 iPhone 第 II 班(LINE): 將
於 7/14/2021 開班到 8/13/2021 每週

三 和 週 五 上 午 9:30 至 11:30 在
Zoom 視頻上課。 。學習一般通用的
應用軟件如 Message、行事曆使用、
以及如何創立 LINE 帳號以及設置和
使用。如何加入新朋友與群組、訊息
發送、語音訊息、視訊通話、自訂表
情、群組聊天。讓你一步步輕鬆詳細
的了解如何應用 LINE內多元功能做
行銷。

以上班級每班人數有限、請早報
名。每班收費 35 元。有興趣的會員
請於開班前、週一至週五上午十點到
十一點到僑教中心後停車場繳費報名
。並即時教您如何使用Zoom 上線。

III. ESL 英文班: 由 Steven O’
Brian 老師教學。每週一和周四上午
9:30 至 11:30 在 Zoom 視頻上課。有
興趣參加的會員, 報名請電吳傳芬
832-244-2851 或 Ben
281-933-4518

IV. 您希望長命百歲身體健康嗎?
本會為您舉辦系列健康促進講座(主講
人: 鄧雅如)請踴躍參加
1) 5 月 26 日,星期四,下午兩點至三點
半 Zoom 線上視頻, 主題：成為好心
人

我們都是有心人，更希望成為好
心人，您吃很多魚油來保護心臟嗎？
是不是體重正常心臟就沒有問題呢？
是不是什麼油脂都不能吃呢？您知道
芹菜菠菜怎麼保護您？維他命Ｃ怎麼
幫助你嗎？很多天然的食物，還有生
活中好習慣，都可以幫助我們成為好
心人，同時也一起學習好心飲食小秘
訣，還有健康烹飪示範。

時間: 2021 年 5 月 26 日, 星期四
,下午 2 至 3:30 點
ZOOM 網上會議室鏈接:
https://us02web.zoom.us/j/
6453799793
會議號碼 Meeting ID: 645 379 9793
密碼: 1234567

V. 本會一日遊: 如果六月份疫情
有所改善、將會重新舉辦一日遊。視
情況而定再另行email 通知,並公佈於
中華老人服務協會網站 www.csa-
houston.wordpress.com 請到網站閱
覽最新資訊。

VI. 營養午餐: 每週一至週五上午
十點到十一點在僑教中心後門停車場
分發。
祝母親節快樂、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休士頓中華老人服務協會2021 年 5 & 6 月份會員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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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月工業企業利潤同比增92%
汽車高端製造業增幅大 下游行業利潤復甦較慢

中國經濟持續復甦，推動企業利潤快速

增長。中國國家統計局27日發布數據顯示，3

月份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總額同比增長

92.3%，由於去年同期基數抬高，這一增速較

1-2月回落86.6個百分點。一季度累計，工業

企業利潤同比增長 1.37 倍，兩年平均增長

22.6%，超出疫情前水平，但下游行業、居民

消費相關行業利潤復甦較慢。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北京報道

國家統計局工業司高級統計師朱
虹表示，生產銷售均實現高速

增長，有力推動企業利潤擴張，是企
業盈利增加的主要原因之一。一季
度，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
24.5%，營業收入增長38.7%。與此
同時，企業運營效率明顯提升，利潤
率達到歷史較高水平，期內工業企業
營業收入利潤率為6.64%，同比提高
了2.76個百分點。利潤率改善的一個
重要原因在於，單位成本和費用持續
下降。

國企首季利潤增長近2倍
分企業類型看，國有控股企業利

潤增長最快，且增速進一步提升，一
季度同比增長1.99倍，增速較1月-2

月加快17個百分點。
私營企業利潤增長最慢，但增幅

回落幅度較大，同比增長91.9%，回
落44.8個百分點；外商及港澳台商投
資企業和股份制企業利潤同比分別增
長1.61倍和1.29倍，分別回落58.1個
和40.2個百分點。

需求回暖利原材料製造業
受去年同期低基數作用，41個工

業大類行業中，有39個行業利潤一季
度實現同比增長，近四成行業利潤翻
番。大宗商品價格上漲、需求持續回
暖帶動原材料製造業利潤大增，成為
拉動工業利潤增長最強的行業板塊。
一季度原材料製造業利潤同比增長
4.34倍，兩年平均增長40.7%。

中信證券宏觀分析師程強指出，
受大宗商品漲價、經濟復甦進程不一
致等影響，各行業利潤復甦分化。一
方面，裝備製造業和高技術製造業保
持良好增長態勢，受內外需持續回
暖、投資穩定恢復等因素推動，汽車
製造業利潤同比增長8.43倍，計算
機、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製造業同比
增長1.41倍，專用設備製造業同比增
長1.46倍，這些行業利潤增長較快且
兩年複合增速在20%以上。另一方
面，靠近下游、臨近居民消費市場的
行業，利潤復甦較慢，尚未回到2019
年同期水平，包括紡織業，皮革、毛
皮、羽毛及其製品和製鞋業，紡織服
裝、服飾業，傢具製造業等行業。

招商證券首席宏觀經濟學家謝亞

軒分析認為，一季度國有企業利潤維
持高增速，主要受益於在原材料製造
業集中度較高，而非國有企業的增速
出現回調。

原材料漲價增中下游成本
從行業看，原材料製造業受益於

需求恢復和大宗商品價格上漲，計算
機通信和電子設備、汽車製造主要受
益於全球電子、汽車產業鏈修復，化
學纖維製造受益於疫情防控。結合當
前對全球流動性、加工製造業恢復、
疫情疫苗進展的判斷，以上行業景氣
度有望貫穿全年。

同時原材料價格上漲及財稅政策
扶持力度下降的疊加，可能對中下游
帶來成本壓力。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章蘿蘭上海報道） 貝恩公司
27日在此間發布的《2021年
中國私募股權市場報告》披
露，去年中國私募股權市場
交易額和交易量齊升，在亞
太地區的私募交易市場格局
中佔據主導地位。

期內中國私募股權的交
易金額高達970億美元，貝恩
公司全球合夥人、大中華區
私募股權和兼併收購業務主
席周浩認為，投資者對於中
國私募股權市場持愈加樂觀
的態度，預計增長勢頭有望
延續。

三重因素推動強勢反彈
貝恩研究發現，三重因

素推動中國私募股權市場實
現強勢反彈。首先，相較於
亞太地區其他國家，中國率
先有效控制住國內新冠疫
情，具備復工復產的先發優
勢。其次，各類成長型投資
持續在私募股權市場中發揮
中堅力量，形成有力支撐。
最後，收購型基金通過聯合
收購的方式，把握少量的超
大型交易機會，成為市場反
彈的動力之一。

報告顯示，2020年大型
收購交易頻發，且覆蓋多個
行業。通訊、媒體和科技
（TMT）行業交易數量位居
首位，醫療行業的交易量佔
比同比增長最高。成長型投
資繼續主導市場，交易量顯
著增長，私人投資公開股票
（PIPE）交易和收購型交易
額佔比均有所上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貝
恩
料
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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續
增
長●中國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顯示，一季度，中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利潤總額同比增長1.37倍，

比2019年同期增長50.2%，兩年平均增長22.6%。圖為廣東省惠州市一家企業的生產車間內，工人正
在作業。 中新社

● 周浩（右）認為投資者對於中國私
募股權市場愈加樂觀。

香港文匯報記者章蘿蘭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馬浚
偉（馬仔）主持的清談節目《緣來自咖啡
2》邀來張瑪莉（Mary）出任嘉賓，兩人互
相欣賞，馬仔表示：“睇過好多關於Mary嘅
訪問、報道，知道佢成長經歷真係好艱難，很不
容易，佢嘅分享令我深深感動，有兩個時刻更幾乎

流眼淚，不過
係喜悅同溫暖，
唔係傷感。此一刻可以
見到佢積極生活、工作，真係
好佩服好欣賞佢，衷心祝福Mary每樣事情都
平安順心。”

張瑪莉笑言與馬仔聊天就好像兄弟姊妹，願意真心分享自己的
經歷：“之前聽過好多關於馬仔嘅嘢，尤其留意到佢好學不倦，呢個
節目能夠帶出好多正能量信息，真係好啱每個人嚟睇。傾談之下，感
覺我哋人生裏面好多經歷都不是偶然的。”

馬浚偉深受
張瑪莉經歷感動

電影發生於七十年代初的香港貪污
極盛時期，講述林家棟邀請古天

樂加入初成立的廉政公署，一同合力
對付黑社會大哥跛豪（梁家輝）及總
華探長徐樂（吳鎮宇）。家棟跟古
仔過去已多次合作有一定的默契，在
《金》中亦有大量對手戲，反之與家
輝及鎮宇則未有正面衝突場面及
較少交流。但由於電影中位位影
帝級人馬，戲味上已很陽剛澎
湃，家棟為了增添喜感，特
別與古仔商量炮製搞笑的
hehe位：“其中有場戲與
古仔 Say Hi，特別陰柔
點，拍一場吃早餐戲就拿
走他隻碟，帶些曖昧的感

覺，也讓電影出來感覺輕鬆和生
活化一點。”
《金》片屬警匪鬥智鬥力電

影，當中不乏動作場面，家棟也有一場被百多名臨
時演員追打的戲份，導演許悅銘又特別想營造困獸
鬥的場面，家棟直言拍攝時亦步步驚心，因為動作
指導伍允龍要求他踢一位武術演員頭部，接連對方
頭要撞爆玻璃，但現場是類似工地環境，家棟穿的
是皮鞋：“所以我好大壓力，怕踢完對方個頭再撞
玻璃，玻璃碎會插入頸的動脈位置，我自己撞玻璃
反而不會怕，都即時問王晶（監製）有沒有買保
險！”

遇鄭則仕勾起回憶
家棟今次最開心是跟另一位影帝鄭則仕（Ken哥）

合作，他坦言令自己的回憶返晒嚟。“Ken哥太太林
燕明是我在無綫訓練班的同班同學，跟她都幾老友，
見到Ken哥會想起一齊拍劇集《笑傲在明天》，感覺
仍好深刻！”此外，家棟又表示為求多一些喜劇效
果，與古仔在戲中輪流“爆肚”，更特別“針對”晶
女郎常鈺詞來玩，當然事前有問過王晶可否這樣去
“玩”，而晶女郎常鈺詞也非常之玩得！

林家棟林家棟
““爆肚爆肚””
加插笑位加插笑位

五大影帝合演 陽剛味太重

蔡依林
公然摸周興哲胸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芬）台灣天后蔡依林（Jolin）21
日起一連舉辦5場台北加演場，26日迎來壓軸場。這5天來不
斷放送“彩蛋”的蔡依林，從更新曲目、耗資400萬新台幣打
造6套全新造型、首跳《Stars Align》，都讓歌迷驚喜不已。最
後一晚她請來有“台版金秀賢”之稱的周興哲做壓軸嘉賓，並與
他深情對唱情歌，之後又伸手摸對方的胸膛，引來全場尖叫！
周興哲表示難得與天后同台，高呼：“夢想成真！”Jolin就

表示好欣賞他的音樂才華，希望下一張專輯可以合作。
演出後Jolin進行慶功並接受訪問，除了談及心情外，還分享

日前推出《Stars Align》MV的拍攝過程，其間她一直叫導演快一
點，因上次拍《怪美的》MV連拍3天，但拍攝當天卻依舊拖過時
間，令她氣沖沖地問導演“現在幾點”？她笑道：“我臉很臭地
說，導演是唯一、獨家享受到我臭臉的人。”不過她解釋因為
與導演非常熟悉，所以才會有這樣的反應。

●●家棟與古仔在戲中輪流家棟與古仔在戲中輪流““爆肚爆肚””搞笑搞笑。。

●●家棟今次最開心是可跟影帝鄭則仕合作家棟今次最開心是可跟影帝鄭則仕合作。。

●同門師兄
妹楊偲泳、林
婷與林家熙。

●●蔡依林新歌蔡依林新歌MVMV日前赴台南取景日前赴台南取景。。

●●張瑪莉笑言與馬仔聊張瑪莉笑言與馬仔聊
天天，，就好像兄弟姊妹就好像兄弟姊妹。。

●●家棟表示要以少許陰柔的一面去表現角色家棟表示要以少許陰柔的一面去表現角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阿祖）集林家棟、古天樂（古

仔）、梁家輝、吳鎮宇及鄭則仕五大

影帝合演的電影《金錢帝國：追虎擒龍》

將於29日公演，戲中家棟與古仔飾演剛成

立的ICAC（廉政公署）反貪要員，但由於全

男班陽剛味太重，家棟與古仔特別度出一些

輕鬆及生活化的笑位加插戲中，家棟笑

說：“睇艷舞的場面又不輪到我倆，

唯有以少許陰柔的一面去表現角

色，盡量添加一些喜

感！”

●家棟表
示新作當中
不乏動作場

面。

林
家
棟

林
家
棟

●導演郭文
奇（中）坦言跟
林家棟和古天樂兩
個影帝合作，好
大壓力。

娛 樂 新 聞 ●責任編輯：趙雪馨 2021年4月28日（星期三）6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阿祖）電影《惡行之外》日前舉行
開鏡拜神儀式，兩大影帝古天樂（古仔）、
林家棟率領一眾實力派演員包括張繼聰、王敏奕
（Venus）、車婉婉、孫佳君以及一眾生力軍演員林
家熙（Locker）、楊偲泳、林婷、陳紫萱、鄧月平等參
與，此外林嘉欣亦將會在片中特別演出。
古仔、家棟上一次合作飾演拍檔，今次在《惡行之外》分

別飾演父親，各自為了自己子女的生死，展開一次血淚交織的正
面交鋒。古仔透露：“今次我的角色要為我的女兒報仇，家棟就為
個仔擋架，勢成水火。”郭文奇導演直言：“作為新導演，同兩個影
帝合作好大壓力，不過有信心！”
近日人氣急升的林家熙（Locker），戲中飾演林家棟與車婉婉兒子。

今次與兩個同門師妹楊偲泳、林婷一同上陣，Locker說：“好彩我們幾個本
來都好熟，大家知道有份一起演這部戲，出演前已私下溝通研究為角色劇本
做定功課。”Locker不時感激老闆古仔給予機會新人，其間在旁聽着的家棟突
然起身搞笑地展現父愛，問Locker：“老竇緊要，還是老闆（古仔）緊要？”
Locker識趣地回答：“老竇！”而飾演輕度弱智的楊偲泳有不少動作戲，最激
烈的一場就是被影帝林家棟追打。第一次參演電影的林婷飾演患有小兒麻痹症的
女生，開鏡當天即要面對父親古仔演出，她表現淡定順利完成。對於這個“父
親”的感覺，林婷說：“比我想像中善良好多；可能以往被古生酷酷的外形影
響，一直都以為他惡惡哋，接觸後原來好親民！”
至於實力派的張繼聰、王敏奕在戲中演古仔的警隊拍檔，孫佳君飾演經常

吸毒、販毒的母親，全程處於情緒高漲狀態。阿聰和Venus被問到有沒有興趣
自薦唱主題曲，他們笑說：“有‘我最喜愛的男歌手’在這裏，點同古仔爭
呀！除非有5至6首插曲，我們先有機會分到一小段唱吓！”向來熱愛揸電單
車的阿聰，問到會否出動私伙追兇，阿聰說：“這太有創意啦！一係我試吓揸
電單車開工啦，如果古仔不鬧我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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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月工業企業利潤同比增92%
汽車高端製造業增幅大 下游行業利潤復甦較慢

中國經濟持續復甦，推動企業利潤快速

增長。中國國家統計局27日發布數據顯示，3

月份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總額同比增長

92.3%，由於去年同期基數抬高，這一增速較

1-2月回落86.6個百分點。一季度累計，工業

企業利潤同比增長 1.37 倍，兩年平均增長

22.6%，超出疫情前水平，但下游行業、居民

消費相關行業利潤復甦較慢。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北京報道

國家統計局工業司高級統計師朱
虹表示，生產銷售均實現高速

增長，有力推動企業利潤擴張，是企
業盈利增加的主要原因之一。一季
度，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
24.5%，營業收入增長38.7%。與此
同時，企業運營效率明顯提升，利潤
率達到歷史較高水平，期內工業企業
營業收入利潤率為6.64%，同比提高
了2.76個百分點。利潤率改善的一個
重要原因在於，單位成本和費用持續
下降。

國企首季利潤增長近2倍
分企業類型看，國有控股企業利

潤增長最快，且增速進一步提升，一
季度同比增長1.99倍，增速較1月-2

月加快17個百分點。
私營企業利潤增長最慢，但增幅

回落幅度較大，同比增長91.9%，回
落44.8個百分點；外商及港澳台商投
資企業和股份制企業利潤同比分別增
長1.61倍和1.29倍，分別回落58.1個
和40.2個百分點。

需求回暖利原材料製造業
受去年同期低基數作用，41個工

業大類行業中，有39個行業利潤一季
度實現同比增長，近四成行業利潤翻
番。大宗商品價格上漲、需求持續回
暖帶動原材料製造業利潤大增，成為
拉動工業利潤增長最強的行業板塊。
一季度原材料製造業利潤同比增長
4.34倍，兩年平均增長40.7%。

中信證券宏觀分析師程強指出，
受大宗商品漲價、經濟復甦進程不一
致等影響，各行業利潤復甦分化。一
方面，裝備製造業和高技術製造業保
持良好增長態勢，受內外需持續回
暖、投資穩定恢復等因素推動，汽車
製造業利潤同比增長8.43倍，計算
機、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製造業同比
增長1.41倍，專用設備製造業同比增
長1.46倍，這些行業利潤增長較快且
兩年複合增速在20%以上。另一方
面，靠近下游、臨近居民消費市場的
行業，利潤復甦較慢，尚未回到2019
年同期水平，包括紡織業，皮革、毛
皮、羽毛及其製品和製鞋業，紡織服
裝、服飾業，傢具製造業等行業。

招商證券首席宏觀經濟學家謝亞

軒分析認為，一季度國有企業利潤維
持高增速，主要受益於在原材料製造
業集中度較高，而非國有企業的增速
出現回調。

原材料漲價增中下游成本
從行業看，原材料製造業受益於

需求恢復和大宗商品價格上漲，計算
機通信和電子設備、汽車製造主要受
益於全球電子、汽車產業鏈修復，化
學纖維製造受益於疫情防控。結合當
前對全球流動性、加工製造業恢復、
疫情疫苗進展的判斷，以上行業景氣
度有望貫穿全年。

同時原材料價格上漲及財稅政策
扶持力度下降的疊加，可能對中下游
帶來成本壓力。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章蘿蘭上海報道） 貝恩公司
27日在此間發布的《2021年
中國私募股權市場報告》披
露，去年中國私募股權市場
交易額和交易量齊升，在亞
太地區的私募交易市場格局
中佔據主導地位。

期內中國私募股權的交
易金額高達970億美元，貝恩
公司全球合夥人、大中華區
私募股權和兼併收購業務主
席周浩認為，投資者對於中
國私募股權市場持愈加樂觀
的態度，預計增長勢頭有望
延續。

三重因素推動強勢反彈
貝恩研究發現，三重因

素推動中國私募股權市場實
現強勢反彈。首先，相較於
亞太地區其他國家，中國率
先有效控制住國內新冠疫
情，具備復工復產的先發優
勢。其次，各類成長型投資
持續在私募股權市場中發揮
中堅力量，形成有力支撐。
最後，收購型基金通過聯合
收購的方式，把握少量的超
大型交易機會，成為市場反
彈的動力之一。

報告顯示，2020年大型
收購交易頻發，且覆蓋多個
行業。通訊、媒體和科技
（TMT）行業交易數量位居
首位，醫療行業的交易量佔
比同比增長最高。成長型投
資繼續主導市場，交易量顯
著增長，私人投資公開股票
（PIPE）交易和收購型交易
額佔比均有所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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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中國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顯示，一季度，中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利潤總額同比增長1.37倍，

比2019年同期增長50.2%，兩年平均增長22.6%。圖為廣東省惠州市一家企業的生產車間內，工人正
在作業。 中新社

● 周浩（右）認為投資者對於中國私
募股權市場愈加樂觀。

香港文匯報記者章蘿蘭 攝

●●鄧薇在今次亞錦賽獲戰略鄧薇在今次亞錦賽獲戰略
性保護未有登場性保護未有登場。。 新華社新華社

●●李雯雯潛力無限李雯雯潛力無限。。新華社新華社

●●國家隊在日本展開操練國家隊在日本展開操練。。 微博截圖微博截圖

●●石智勇近況大勇石智勇近況大勇。。 新華社新華社

●●國家女足奧運比賽地點公布國家女足奧運比賽地點公布。。 新華社新華社

99天天66人人99次破次破88項舉重世界紀錄項舉重世界紀錄
本年度舉重亞錦賽早前在

烏茲別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落幕，

中國國家舉重隊在這9天的比賽中，

合共取得30枚金牌、16枚銀牌和3枚

銅牌，其中有 10枚奧運級別總成績金

牌，並有6人合共9次打破8項世界紀錄，

出色的表現難免會令人聯想到，國家舉重隊

能否打破新世紀以來每屆奧運會必然只獲 5

金的“魔咒”。 ●香港文匯報記者 楊浩然

由1984年起，中國舉重體育健兒全面參加奧運會，
至今9屆比賽除1988年和1992年未能取得金

牌，其餘7屆皆順利有選手奪金，其中自2000年以來，
單屆奪金數目皆為5枚；值得注意的是，2008年北京奧運
會國家舉重隊曾贏得8枚金牌，但由於有3位女將數年後未
能通過尿樣覆檢，最終該屆奪金數目也變為5枚。
在本屆亞錦賽過後，種種跡象似乎皆表明國家隊有望

於今屆東京奧運會中打破5金魔咒；事緣本次亞錦賽男女總
共有20個項目，有7項國家隊沒有參賽，當中有6項是非奧
運項目；而在這次亞錦賽，國家隊派出男、女各10名奧運備
戰重點隊員參賽，最終在12項被打破的世界紀錄中，當中8項
是由國家隊成員所打破，足證國家隊隊員的實力。
根據亞錦賽的成績，國家隊在東奧有望奪金的運動員眾

多，其中在里約奧運會69公斤級決賽中奪冠的石智勇，在今次
亞錦賽除依然包攬3枚金牌，更以169公斤的成績打破由他本人
保持的抓舉世界紀錄，而總成績363公斤則追平了世界紀錄。
至於現年已37歲的呂小軍，於本屆男子81公斤級比賽則和同

是國家隊成員、現年23歲的李大銀鬥至叮噹馬頭，兩人面對抓舉
173公斤的世界紀錄毫無懼色，先是呂小軍把紀錄推到174公斤，
李大銀及後更把紀錄拉高至175公斤，但由於李大銀為破此紀錄拉
傷，呂小軍結果以挺舉199公斤，總成績373公斤收穫雙金，李大銀
僅以175公斤獲抓舉冠軍，但已足以證明兩人實力。

無懼只能選4男4女參戰
在男子96公斤級別比賽，田濤亦證明了自己的進步，他成功包攬所

有3枚金牌，並首次戰勝伊朗名將兼奧運冠軍莫拉蒂。至於在女子87公
斤以上級比賽，“00後”小將李雯雯只用了5次試舉，便將3項自己保持
的世界紀錄全部刷新，其中抓舉、挺舉兩項世界紀錄各提高1公斤。
若然和上屆里約奧運會相比，目前國家舉重隊的整體實力肯定更

強，雖然根據比賽規則國家隊只能選擇4男4女參戰，但目前看來已
穩奪東奧門票的石智勇、李雯雯和鄧薇相信皆是奪金大熱，再加上呂
小軍、田濤等近期表現出色的戰將，國家隊絕對有望打破5金魔咒。

中國女排隨隊官員27日接受採訪時表示，
中國女排正在日本東京按照“閉環”管理的要
求備戰與日本女排的東京奧運會測試賽。

鑒於目前東京的防疫形勢，賽事主辦方為
國家隊採取了嚴密的防疫措施。在所入住的酒
店，中國女排單獨住在一個樓層，外人不得進
入。在其他樓層，還有部分其他客
人。

國家隊的人員每天需要按照事先
確定的行程活動，一日三餐和訓練的
時間都要提前安排好。在約定的時
間，會有專人負責為國家隊開電梯，
那段時間有一部電梯專門由國家隊使
用。除了用餐、訓練等集體行動之
外，國家隊的人員不能離開所在樓
層，也不能接受客人的來訪。組委會
特意提醒國家隊，不能接待訪客。萬
一有外人混上了國家隊居住的樓層，
測試賽將面臨被取消的風險。

這次測試賽最早計劃有男、女各4支隊伍
參加。由於目前的疫情形勢，改成了男、女各
兩支隊伍，中國女排和中國男排將分別迎戰日
本女排和日本男排。稍晚抵達的中國男排與中
國女排同住一個酒店，但被安排在不同的樓
層。根據相關要求，兩支中國隊之間也不能相

互“串”。在測試賽開始之前，日本男、女排
也將入住這個酒店。

在用餐方面，組委會為中國女排安排了單
獨使用的餐廳，在這裡提供自助餐。據中國女
排隨隊官員介紹，中國女排和中國男排的餐廳
也是分開的。

抵達日本之後，中國女排已經在主教
練郎平的率領下開始了正常訓練，26日和
27日的場地訓練都在訓練館進行。26
日，除了場地訓練之外，中國隊還在所在
酒店的健身房進行了身體訓練。在國家隊
約定的時間，主辦方安排健身房由國家隊
單獨使用，此前對器材進行了消殺處理。

中國女排隨隊官員告訴記者，國家隊
現在接觸不到外人，全隊的生活和訓練都
在有序進行。除了抵達機場時接受了核酸
檢測之外，每天早上早餐之前國家隊都要
接受快速的核酸檢測。拿到陰性結果之
後，隊伍再集體下樓用餐。 ●新華社

東京奧運會足球比賽賽程於日前公布，
中國女足首場與巴西隊的比賽將在遠離東京
的宮城體育場舉行。

據透露，分在F組的國家隊與巴西隊的
比賽將在當地時間7月21日下午5點開始，
宮城體育場位於2011年日本東北大地震受災
地區宮城縣，球場可容納49,000多人，曾經
是2002年世界盃的賽場之一。

國家隊的第二場比賽依然在宮城體育場
舉行，開賽時間是7月24日下午5點，對手
是贊比亞。小組第三場對荷蘭的比賽，國家
隊將移師橫濱國際體育場，開賽時間是7月
27日晚上8點半。橫濱國際體育場是日本可
容納人數最多的體育場之一，1998年3月落
成啟用，共設有73,237個座位，該球場也是
2002年世界盃足球賽決賽的舉辦場地。

東京奧運會女足比賽共有12支球隊參
加，分三組進行小組賽。根據規則，每個小
組的前兩名以及兩個成績最好的第三名晉級
淘汰賽。這是國家隊第6次參加奧運會女足
比賽，是亞洲參加奧運會次數最多的女足隊
伍。自1996年女足成為奧運會正式比賽項目
以來，國家隊僅缺席了2012年倫敦奧運會。

●新華社

中國桌球新星顏丙濤日前以局數7：13不敵2005
年世錦賽冠軍梅菲，止步本次桌球世錦賽16強。近
兩個賽季不斷實現突破的顏丙濤今年年初力奪大師賽
冠軍，本次以10號種子身份出戰世錦賽正賽。他首
輪以局數10：6擊敗古爾德，是5名中國球手中闖過
首關的唯一一人。

16強比賽遭遇擁有9個排名賽桂冠的梅菲，21歲

的顏丙濤一直比分落後，前兩節過後以6：10處於被
動。26日的最後一節較量開始後，顏丙濤也未展現出
“反彈”跡象，被梅菲連勝兩局拿下“賽點”。中國
小將接下來以單桿71分的表現追回一局，但也只不過
是稍微拖緩了對手前進的腳步。38歲的梅菲最終以局
數13：7拿下，將與世界第一卓林普爭奪4強席位。

●新華社

顏丙濤止步桌球世錦賽16強

國
家
女
足

國
家
女
足
東
奧
鬥
巴
西
地
點
公
布

東
奧
鬥
巴
西
地
點
公
布●●顏丙濤顏丙濤（（右右））不敵不敵

梅菲出局梅菲出局。。 新華社新華社

採“閉環”管理備戰測試賽

國家男女排不能互“串”

●●田濤在今屆亞田濤在今屆亞
錦賽贏得輕鬆錦賽贏得輕鬆。。

新華社新華社

體 育 新 聞 ●責任編輯：凌晨曦 2021年4月28日（星期三）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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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休城畫頁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

方便社區居民接種新冠疫苗方便社區居民接種新冠疫苗，，
共同守護社區健康共同守護社區健康

為什麼要接種為什麼要接種COVID-COVID-1919疫苗疫苗?? 答案是答案是::
可以產生保護力可以產生保護力,, 減少感染減少感染

當群體中大多數的人都接種了疫苗當群體中大多數的人都接種了疫苗，， 將可將可
以大幅降低以大幅降低COVID-COVID-1919的傳播的傳播

活動現場採取不下車的接種方式活動現場採取不下車的接種方式，，請注意個人防護請注意個人防護，，佩戴口罩佩戴口罩，，坐在車坐在車
裡等待現場人員的協調調度裡等待現場人員的協調調度。。

人人接種疫苗以便達到群體免疫人人接種疫苗以便達到群體免疫。。使疫情早日結束使疫情早日結束，，
讓大家回復正常生活讓大家回復正常生活。。

休士頓亞裔健康教育協會休士頓亞裔健康教育協會,, 華人聖經教會華人聖經教會 針對針對1616歲及以歲及以
上人群上人群，，將採取不下車的現場接種方式將採取不下車的現場接種方式

光鹽社光鹽社，，休士頓華裔護理協會休士頓華裔護理協會，，中華老人服務協會中華老人服務協會
聯合舉辦的疫苗免費接種聯合舉辦的疫苗免費接種

殷正男醫師診所舉辦的疫苗免費接種活動殷正男醫師診所舉辦的疫苗免費接種活動


	0429THU_B1_Print.pdf (p.1)
	0429THU_B2_Print.pdf (p.2)
	0429THU_B3_Print.pdf (p.3)
	0429THU_B4_Print.pdf (p.4)
	0429THU_B5_Print.pdf (p.5)
	0429THU_B6_Print.pdf (p.6)
	0429THU_B7_Print.pdf (p.7)
	0429THU_B8_Print.pdf (p.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