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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
基) 香港證監會10日就有關為
證券市場引入俗稱“股票實名
制”的投資者識別碼制度及場
外證券交易匯報規定的建議，
發表諮詢總結。在投資者識別
碼制度下，持牌法團及註冊機
構，須向聯交所提交在聯交所
發出證券交易指令的客戶名
稱，以及其身份證明文件資
料。持牌法團及註冊機構亦須
依據另一制度，就聯交所上市
的普通股及房地產信託基金
(REITs)的相關場外證券交易，
向證監會匯報有關資料。

已推遲實施 讓業界作好準備
證監會表示，回應者普遍

贊同有關建議。在考慮市場意
見後，證監會將會着手落實上
述兩套制度。投資者識別碼制
度及場外證券交易匯報制度，
預期分別會在2022年下半年及
2023年上半年實施，但仍需視
乎系統測試及市場演練情況而
定。證監會指出，考慮到是次
諮詢所接獲的意見，已推遲實
施時間表，讓業界有更多時間
作好準備。

投資者識別碼制度俗稱
“股票實名制”，訂定明年下
半年才實施，主要是為了讓所
有持份者有充足時間準備，例
如提升系統，以及就收集投資
者個人資料取得同意等。

可實時監控 即時應對違規交易
“實名制”是指設立和實

施投資識別碼制度，以實名形
式進行股票交易。現時銀行及
證券行等代客落盤時，毋須輸
入客戶資料。每當證監會對交
易有所懷疑，便需向銀行及券
商等中介機構，索取客戶的記
錄。“實名制”生效後，證監
會便可實時監控，一旦發現不
正常、違規交易，能即時追蹤
及應對。立法會金融服務界議
員張華峰表示，內地股票交易
很早已有實名制度，期望當局
可給予業界充分時間準備，並
提升公眾對“實名制”的認
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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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7月民企進出口增31％
新增對外貿易經營者11萬家 民企佔95％

●●前前77個月個月，，民營企業進出口民營企業進出口
增長增長3131%%。。圖為一輛中歐班圖為一輛中歐班
列從成都國際鐵路港出發列從成都國際鐵路港出發。。

中新社中新社

中國商務部外貿司負責人表示，國際市場需求
繼續恢復。傳統市場增長平穩。對美國、歐

盟、日本等傳統市場出口合計增長22.6%，拉高整
體出口增速11.5個百分點。與新興市場貿易合作不
斷深化。對東盟、拉美、非洲等新興市場出口合計
增長26.5%，佔比較去年同期提高0.8個百分點至
49.8%，拉高整體出口增速13個百分點。

1月至7月，民營企業出口增長30.1%，佔比
較去年同期提高2.4個百分點至56.8%，拉高整體
出口增速16.4個百分點。新增對外貿易經營者備案
登記超11萬家，其中民營企業佔比近95%。此
外，機電產品出口同比增長25.5%，佔比較去年同
期提高0.5個百分點至59%，拉高出口增速14.9個
百分點。1月至 6月，跨境電商出口同比增長
44.1%，市場採購貿易方式出口同比增長49.1%，
合計拉高整體出口增速4.2個百分點。

專家：風險挑戰總體來自外部
商務部研究院國際市場研究所副所長白明表

示，得益於中國堅決有力的防疫措施，以及與中國
有較多外貿往來的歐美國家的經濟復甦，上半年中
國外貿情況出現整體向好的趨勢。“疫情嚴重影響
了很多國家國際產業鏈、供應鏈的恢復，對中國外
貿合作而言既是‘危’也是‘機’，”他說：“當
訂單來臨時，中國能迅速作出反應，用完整的產業

鏈、供應鏈爭得機會。”白明認為，自去年武漢解
封後，中國其實一直都有階段性疫情，比如青島、
大連、瑞麗、新疆等，但對外貿而言，還是今年的
深圳、廣州疫情影響最大。“從港口、航運、傳統
出口領域等來看，廣東都佔有較大外貿份額。”但
他也表示，珠三角和長三角之間很多產業都具備可
替代性，因此總體而言，近期的疫情反彈對下半年
外貿影響相對有限。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中國WTO研究院院長屠新
泉認為，中國維護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穩定的作用不
可替代，而且作用越來越突出。當前中國外貿面臨
的風險挑戰總體看來自外部，倒逼外貿企業加快轉
型升級步伐，搶抓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重構契機，把
握外貿新業態新模式發展趨勢，穩紮穩打應對機遇
挑戰。

電動工具企：跨境電商業務訂單爆滿
以寶時得為例，該企業集電動工具研發、製

造、營銷於一體，7月訂單比6月增長約30%。
“美國地區大客戶增長約32%，歐洲地區增長

約28%。”江蘇寶時得科技（中國）有限公司供應
鏈高級關務經理胡雪蓮說，7月訂單增長是因為受
疫情和船期滯後因素影響，傳統銷售旺季提前到
來，客戶提前為“黑色星期五”和聖誕季備貨。

創立20多年來，寶時得一直將海運作為出口物流

方式。但在今年4月，該企業決定選擇新的出口通
道——中歐班列。4月以來，寶時得生產的35個標箱智
能割草機分別從重慶、蘇州、義烏等地搭乘中歐班列運
往歐洲。

“公司在歐洲銷售旺季，選擇中歐班列來達成
時效要求，滿足市場促銷。”胡雪蓮說。

去年7月1日，寶時得300台吸塵器按“跨境電
商出口海外倉”貿易方式在蘇州工業園區海關申報
成功，這也是江蘇首單跨境電商出口海外倉業務。
一年來，該企業跨境電商業務發展增勢喜人，是跨
境電商等新業態引領外貿發展的一個生動縮影。

“我們跨境電商業務的全年訂單已經爆滿。”
胡雪蓮說，今年下半年整體訂單量需求旺盛，各大
客戶依舊看好中國製造。開展跨境電商業務之後，
企業在亞馬遜平台上的銷售額約佔整體銷售額的2%
左右，預計未來還會不斷發展壯大。

胡雪蓮介紹，繼在北美成功開展跨境電商業務
後，寶時得還將在歐洲等地開拓新的跨境電商業務，
“相信未來的業績也會很亮眼。”

“不盲目樂觀，也並不悲觀。”浙江萬馬高分
子材料集團有限公司營銷中心副總經理董黎麗說，
疫情雖然帶來了很多不確定性，但也給電纜材料打
入相對排他的國外市場帶來契機，隨着疫情逐步好
轉，出口國開工率逐步恢復，全年出口仍然會保持
小幅上漲。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香港文匯報記

者朱燁及新華社報道，10日，中國商

務部外貿司負責人談及1月至7月中國

外貿運行情況時表示，前7個月中國進

出口、出口、進口規模分別為21.34萬

億元（人民幣，下同）、11.66 萬億

元、9.68 萬億元，均創歷史同期新

高。從經營主體看，民營企業進出口增

速最快、勢頭強勁。前7個月，民營企

業進出口增長31%，佔我國外貿總值

的47.9%，比去年同期提升2.4個百分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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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挺反制裁法列基本法附件三
重申港有憲制責任護國家主權 支持經本地立法實施

今年6月10日，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

第二十九次會議表決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反外國制裁法》，國家主席習近平簽署主席令

予以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香港特區行政

長官林鄭月娥10日在出席行政會議前向傳媒表

示，反外國制裁法屬全國性法律，涉及外交事

項，並非香港高度自治事宜，完全符合基本法

第十八條的規定，直接納入附件三的條件。她

支持透過本地立法方式在港實施反外國制裁

法，認為相關做法較穩妥，亦可避免有另有用

心的人藉機炒作，特區政府已向中央提交意

見。在立法後，特區政府會竭力去履行憲制責

任，包括維護國家的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美國商會會長早泰娜（Tara
Joseph）在接受傳媒訪問時表示，中美關係短期內難有
明顯改善，但香港營商環境仍有優勢，企業未見有大規
模撤走，“我們希望長遠來看，常理和對話會證明一
切，我們能夠見到更光明的未來，及更緊密的關係，我
們長遠仍想留在香港發展。我們見到營商機會，目前我
們未有任何主要會員表明將會離開香港。”

美國政府早前向香港發出所謂“商業警示”，早泰
娜表示，商會一直有與當局溝通，早前亦曾與美國駐港
總領事會面，並獲對方支持美國企業繼續在港發展。

被問及反外國制裁法或透過本地立法在港實施，早
泰娜表示，他們目前所掌握相關資訊有限，會向特區政
府了解，“我們希望多與香港特區政府對話，以反外國
制裁法為例，我們不太了解相關法例，不知道會否在香
港實施，不知道何時生效及其具體意義，所以了解細節
和對話是非常重要的。”

近日部分西方國家出
於各種目的對中國公民、
企業或者其他組織採取歧
視性限制措施，在與國際
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相

背離的情況下，損害中國公民權益。《中
華人民共和國反外國制裁法》的實施，能
為國家執行反制措施提供法律基礎，令作
為反擊外國單邊脅迫、干涉和長臂管轄的
法律“工具箱”變得更加充實。

《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外國制裁法》於
今年6月10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九次會議通過。全國人
大常委會法工委負責人當日就反外國制裁
法答記者問時表示，該法例最引人注目的
就是一個“反”字，說明立法的主要目的就
是為了反制、反擊、反對外國對中國搞的
所謂“單邊制裁”，維護我國的主權、安
全、發展利益，保護我國公民、組織的合
法權益。這是一部指向性、針對性強的專
門法律，內容簡明，特點鮮明，為我國採
取相應反制措施提供法治支撐和法治保
障，這部法律也為我國在一定情況下主動
採取反制措施應對打擊外國反華勢力、敵
對勢力的活動提供了法治依據。

根據反外國制裁法第四條、第五條

的規定，反制措施適用的對象：一是國
務院有關部門可以決定將直接或者間接
參與制定、決定、實施上述歧視性限制
措施的個人、組織列入反制清單。二是
除列入反制清單的個人、組織以外，國
務院有關部門還可以決定對下列個人、
組織採取反制措施：列入反制清單個人
的配偶和直系親屬；列入反制清單組織
的高級管理人員或者實際控制人；由列
入反制清單個人擔任高級管理人員的組
織；由列入反制清單個人和組織實際控
制或者參與設立、運營的組織。上述範
圍內的個人、組織都有可能被確定為反
制措施適用的對象。

可拒簽證甚至驅逐出境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外國制裁

法》第六條規定，國務院有關部門可以據
實際情況決定對有關個人、組織採取下列
一種或者幾種措施：（一）不予簽發簽
證、不准入境、註銷簽證或者驅逐出境；
（二）查封、扣押、凍結在我國境內的動
產、不動產和其他各類財產；（三）禁止
或者限制我國境內的組織、個人與其進行
有關交易、合作等活動；（四）其他必要
措施。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提供法律基礎 打擊反華勢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有香港
政界人士和組織10日表示，外國單邊主義
的橫加干涉，香港深受其害，故支持反外國
制裁法盡快納入基本法附件三，維護香港權
益。由於反外國制裁法屬於外交事務，並非
香港的自治範圍，當中央通過一條全國性法
律時，香港就有憲制責任配合。

行政會議成員、資深大律師湯家驊10日
接受媒體訪問時表示，反外國制裁法屬於外
交事務，並非香港的自治範圍，又強調當中
央通過一條全國性法律，香港有憲制責任配
合，但中央現時是從原則性角度進行立法工
作，考慮到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有可能
需要更詳盡的條文處理，例如如何處理國際
金融機構在香港的活動等，相信特區政府會
再作檢視。

新社聯表示，支持把反外國制裁法盡快
納入基本法附件三。

新社聯理事長、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陳
勇，社區幹事朱煥釗、林玉華、周秉謙等10
日舉辦網絡請願行動，指美國政府“制裁”
香港特區政府多名官員，特區政府理應把反
外國制裁法列入基本法附件三，並盡快透過
本地立法加以實施。

陳勇表示，自鴉片戰爭近百年來，中國飽
受西方列強的侵略和欺凌，時至今日，美國發
動的大規模貿易戰制裁中國，藉故以人權、政
治干涉中國內政，全面打壓中國的崛起。為了
守護國家核心利益，國家不得不出台反外國制
裁法作出反擊，反外國制裁法強調的適用範圍
是“中國境內”，香港作為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
部分，當然也包括香港在內。外國單邊主義的
橫加干涉，香港深受其害，香港堅決支持將全
國性法律反外國制裁法納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
以維護香港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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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美國商會：
港營商環境仍有優勢

林鄭月娥10日在回應有關反外國制裁法的問題時表
示，反外國制裁法目標是維護國家的主權、安全和

發展利益。香港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一部分，
有憲制責任去履行維護國家的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
反外國制裁法屬全國性法律，涉及外交事項，並非香港
高度自治事宜，完全符合基本法第十八條列明，可直接
納入附件三的條件。

立法過程可助釐清實施程序
她表示，特區政府會竭力去履行憲制責任，包括維護

國家的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故支持將這部全國性的法
律列入附件三，然後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按基本法第
十八條，全國性法律可以透過列入附件三而適用於香港。
而在列入附件三之前會諮詢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和基本法
委員會，特區政府已經提供了被諮詢的意見。

林鄭月娥透露，特區政府提交的意見是支持應該透
過本地立法程序來進行。她認為，為確保反外國制裁法
有效全面準確實施，經本地立法實施較為穩妥，而立法
過程有助釐清相關法例在港實施的程序，更符合香港法
制要求，亦可避免外國勢力、外國政府或西方媒體藉機
炒作，企圖遏制國家發展和破壞本港國際金融中心地
位。

林鄭月娥強調，在未有反外國制裁法前，如果國家
在外交的層面需要作出任何制裁行動，特區政府一如既
往會用現有的法律來配合中央。這條法律名為反外國制
裁法，英文是Anti-Foreign Sanctions Law，“是‘反’，
不是我們做主動，國家不是主動制裁其他地方的人士或
機構，是當有人無理粗暴地制裁國家、國家的機關，或
者是中央及特區的官員，我們必須有反制的能力。”

被問及香港國安法就是由中央直接頒布實施，林鄭
月娥解釋，香港國安法是為香港而制定的維護國家安全
的法律，所以在草擬準備的過程中已經充分聽取特區政
府意見，充分考慮在香港實施時的法律程序和因素，情
況與《國歌法》及反外國制裁法等全國性法律不同，
“最終的決定在全國人大常委會，無論決定如何，我和
特區政府都會竭力執行這條反外國制裁法。”

●林鄭月娥表示，支持透過本地立法方式在港實施反外國制裁法，認為相關做法較穩妥，
亦可避免有另有用心的人藉機炒作。圖為今年6月10日，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九
次會議表決通過反外國制裁法。 資料圖片

●教協理事會一致通過並獲監事會一致支持決定解
散教協。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啟解散程序 教協多行不義終自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多年來假借

“教育專業”之名縱“獨”煽暴的香港教育專業人
員協會，自上月底被香港教育局宣布全面終止工作
關係後，曾一連四天發表褪軚聲明，以為將往日所
作所為盡數否定後就能苟延殘喘，卻偏偏成了間接
供認昔日諸多惡行的“自白書”，令社會各界更加
認清教協真面目，紛紛要求依法徹查。面對如斯局
面，教協會長馮偉華10日聯同19名理事舉行記者
會，承認“上星期的‘努力’無用……所有批評仍
然是四方八面”，因此經過所謂“理事會一致通過
及監事支持”，決定解散教協，並立即啟動相關程
序。這個擁9萬多名會員教師、有48年歷史的工
會，在這些肆意騎劫教育、毒害年輕學子的人把持
下，正走上絕路。

教協近年以不同手法推動縱“獨”煽暴的政治
倡議，又對師生洗腦，損害其守法意識，最終讓黑
暴動亂中數以千計年輕學生被捕，前途盡毀。教協
在攬炒派連串違法惡行中扮演關鍵角色，與“支聯

會”、“民陣”關係密切，又公然支援“初選”，
涉嫌將工會資金挪用於政治用途，被指有可能違反
職工會條例、社團條例和香港國安法，社會各界紛
紛要求徹查以至取締教協。

死撐有“貢獻”避提包庇“黃師”
10日，馮偉華、葉建源、田方澤、賴得鐘等教

協理事會核心成員突然舉行“大堆頭”記者會。馮
偉華交代解散教協的決定，“我哋對全盤環境、形
勢的研判，我哋認為過去一個星期的形勢仍無改
善，所有批評仍是四方八面，壓力仍然咁大，我哋
只可以講，上星期的‘努力’無用，所以要作出解
散決定。”馮偉華稱，解散教協是源於所謂“近年
社會和政治環境改變，加上一些急劇發展”所致，
又形容理事會在這環境下“已盡最大努力尋求繼續
運作的方法”，但至今未能看到前景，亦無法找到
化解危機的方案，因此“經理事會一致通過及監事
支持”，決定解散。

被問到如何回顧教協這些年來的所作所為，馮
偉華仍死撐對所謂“一直有教育專業參與”有“貢
獻”，宣稱包括“關注TSA”、“新高中學制”、
“考評參與”、“班師比改變”云云，卻對該會於
“反國教”事件、違法“佔中”、黑暴等積極參與
政治活動，放任政治進入校園，包庇“黃師”在校
荼毒學子等事實絕口不提。

承諾善待200名員工
至於解散的程序，馮偉華宣稱“將按會章及相

關法例處理解散安排”，包括盡快召開特別會員代
表大會，做好遣散安排，與商戶妥善結束合作，完
成各項財務和物業安排等，又宣稱教協擁有物業，
財政穩健，有足夠能力承擔各項遣散及還款所需，
更謂若有餘款將不排除設立所謂“額外特惠金”，
以“善待200名教協員工”。

至於在修例風波期間設立、涉用於政治的“教
協訴訟及緊急支援基金”，包括曾用作支持有計劃

在校播“獨”而被教育局“釘牌”的教師，資助其
上訴及提供緊急生活援助。馮表示，因應該基金附
屬教協，因此亦須停止運作，期望正在處理的個案
能盡快完成，其他會作個別安排，商討如何處理。

他續說，教協已即時停止處理新入會及續會申
請，並為已繳費續會的會員退款；停止就公共事務
作評論和參與；權益及投訴部不接受新個案或查
詢，並會盡快完成現有個案；所有未開始的課程及
活動將停辦並安排退款，但正在進行的活動或課
程，則會安排盡快完成；“教協會員服務有限公
司”停止代理新投保，但已投保的保單仍然有效，
請會員日後直接向保險公司查詢或索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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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司法院今天發布 「刑事審判中轉
介修復式司法多元推動方案」 ，採取因地制宜4
種模式，包括法官模式、內部專人模式、外部專
人模式及調解委員模式，各法院視具體狀況採用
或併用。

修復式司法（Restorative Justice）有別於傳
統刑事司法制度，是在犯罪發生後，另一種幫助
被害人療癒創傷、恢復平衡、復原破裂關係的機
制。即修復式司法是對因犯罪行為受到最直接影
響的人，如加害人、被害人、他們的家屬、及具
有關聯或共同利益的社區成員，提供各種談論犯
罪及說出感受的對話機會，促進當事人關係的變
化，並修復犯罪造成的傷害。

修復式司法制度，由法務部自民國99年間開
始推動，立法院於109年增訂刑事訴訟法關於偵
查及審判中轉介修復的條文。

司法院為落實相關規定，推動刑事審判中的
轉介修復，於7月29日發布 「法院辦理審判中轉
介修復式司法應行注意事項」 後，為使法院於刑

事審判中轉介修復式司法的流程更為簡潔、明確
、流暢，且得依各法院相關資源進行調整，進而
將案件順利轉介至適當的機關、機構或團體由所
屬專業修復促進者接手，在今天發布 「刑事審判
中轉介修復式司法多元推動方案」 。

方案內容鑑於各法院相關資源差異，採取因
地制宜的多元推動模式，包括法官模式、內部專
人模式、外部專人模式及調解委員模式等四種模
式，由各法院視其具體狀況而為採用或併用。

此外，為期案件能在尊重被害人及被告自主
意願、取得其等知情同意、篩選過濾適合案件的
情形下順利轉介，同時精簡程序，提高法院轉介
修復能量，明定轉介修復的 「基本告知事項」 及
「案件初步評估」 。

司法院表示，進行基本事項告知及案件初步
評估者，依各模式而有不同，法官並應確認雙方
當事人參與修復的意願，詢問相關意見，將案件
轉介上述4種模式修復。

審判中轉介修復式司法 司法院多元推動

（中央社）台北市議員耿葳發現，北市警局資料顯示，員警
接種第2劑疫苗狀況，施打率過低。市警局今天表示，會持續聯
繫市政府，並視疫苗撥配狀況，盡快安排專案協助員警施打第2
劑疫苗。

COVID-19（2019冠狀病毒疾病）疫情暫緩，國民黨籍台
北市議員耿葳指出，調閱北市警局資料發現，統計至8月初，接
種第2劑疫苗的員警，施打率過低，且有許多員警被告知因疫苗
少，所以未設專案，只能自行預約。

耿葳說，北市員警執勤時間長
，受疫情影響，勤務也較嚴峻，市
警局曾規劃專案並造冊讓員警接種第1劑疫苗，要求市警局應設
專案讓員警施打第2劑疫苗，才能保障員警安全。

對此，台北市警察局回應，北市府非常關心重視員警接種疫
苗狀況，並規劃專案在7月26日、27日於花博爭豔館安排員警
接種第2劑疫苗，約300人。

北市警局表示，經統計，員警皆有接種第1劑疫苗，以阿斯

特捷利康（AZ）占多數，約7000多人，至於施打第2劑AZ疫苗
的員警，至8月初，約1000人。

警方說，還未施打第2劑疫苗的員警，幾乎都是5月底接種
第1劑，要至8月間才能接種第2劑，會持續與北市府聯繫，後
續將視疫苗撥配至北市狀況，近期盡快安排專案並造冊讓員警施
打第2劑疫苗。

第2劑疫苗施打率低 北市警局：將設專案協助

（中央社）高雄市明霸克露橋遭沖斷。桃源區代表謝宜真今
天前往如孤島的3部落慰問，但她回程時落水。復興里長江維明
說，當時謝宜真突然踩空，掉入泥流，他上前救援卻只拉到衣服
，眼睜睜看著謝宜真被沖走。

高雄市桃源區明霸克露橋日前遭暴漲玉穗溪水沖斷，造成桃
源區復興、拉芙蘭、梅山3部落成孤島，501人受困，公路總局
第三區養護工程處積極搶通便道。

不過，下午傳出意外，謝宜真等
多人前往3個部落慰問，但在回程
時卻不慎落水。

高雄市政府消防局出動9車16
人前往現場，分為2組人員進行搜
救，1組人員於寶來2號橋架設攔截

點，另1組人員則在南橫公路沿岸搜尋。
桃源區復興里長江維明晚間還原現場狀況時表示，謝宜真等

人回程時因飄起毛毛雨，他跟另2名里長開車載謝宜真等人到明
霸克露橋斷橋附近，區民代表們再徒步走過泥地，踏上鋼梁護欄
準備離開。

不料，殿後的謝宜真突然踩空，下半身掉到泥流裡抱著鋼梁
求助。江維明說，他想上前救援卻只拉到謝宜真衣服，一時間泥

流夾帶著石頭及大木頭，就這樣，只能眼睜睜看著謝宜真被沖走
。

江維明難過地表示，到現在仍記得謝宜真跟部落民眾說：
「你們要堅強，我會幫大家把訴求送到官員手上」 ，像謝宜真這

麼好的代表，想不到回程時竟然就在他
眼前被水沖走。

台20線94K+050明霸克露橋第1、2跨大梁流失，公路總局
第三區養護工程處目前積極搶通便道中，但高雄山區午後仍偶有
強降雨，造成便道泥流，且玉穗溪土砂含水量仍高，土壤承載力
差，甲仙段也提前撤離所有施工人員及機具。

甲仙工務段提醒，里民勿進入工區或橫越荖濃溪、玉穗溪，
應配合地方政府及里辦公室規劃安置，目前已於台20線93K勤
和里及98K復興設置管制站。民眾暫勿進入管制路段內。

桃源區代表謝宜真落水失蹤 里長救人卻僅拉到衣服

防疫優先防疫優先嘉義民雄大士爺祭嘉義民雄大士爺祭 「「五不五沒有五不五沒有」」
民雄大士爺祭為全台四大普渡祭典之一民雄大士爺祭為全台四大普渡祭典之一，，嘉義縣民政處與廟方商討嘉義縣民政處與廟方商討，，今年配合防疫縮小今年配合防疫縮小

規模規模，，將採將採 「「五不五不、、五沒有五沒有」」 原則原則。。圖為圖為109109年大士爺祭活動情形年大士爺祭活動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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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
基) 香港證監會10日就有關為
證券市場引入俗稱“股票實名
制”的投資者識別碼制度及場
外證券交易匯報規定的建議，
發表諮詢總結。在投資者識別
碼制度下，持牌法團及註冊機
構，須向聯交所提交在聯交所
發出證券交易指令的客戶名
稱，以及其身份證明文件資
料。持牌法團及註冊機構亦須
依據另一制度，就聯交所上市
的普通股及房地產信託基金
(REITs)的相關場外證券交易，
向證監會匯報有關資料。

已推遲實施 讓業界作好準備
證監會表示，回應者普遍

贊同有關建議。在考慮市場意
見後，證監會將會着手落實上
述兩套制度。投資者識別碼制
度及場外證券交易匯報制度，
預期分別會在2022年下半年及
2023年上半年實施，但仍需視
乎系統測試及市場演練情況而
定。證監會指出，考慮到是次
諮詢所接獲的意見，已推遲實
施時間表，讓業界有更多時間
作好準備。

投資者識別碼制度俗稱
“股票實名制”，訂定明年下
半年才實施，主要是為了讓所
有持份者有充足時間準備，例
如提升系統，以及就收集投資
者個人資料取得同意等。

可實時監控 即時應對違規交易
“實名制”是指設立和實

施投資識別碼制度，以實名形
式進行股票交易。現時銀行及
證券行等代客落盤時，毋須輸
入客戶資料。每當證監會對交
易有所懷疑，便需向銀行及券
商等中介機構，索取客戶的記
錄。“實名制”生效後，證監
會便可實時監控，一旦發現不
正常、違規交易，能即時追蹤
及應對。立法會金融服務界議
員張華峰表示，內地股票交易
很早已有實名制度，期望當局
可給予業界充分時間準備，並
提升公眾對“實名制”的認
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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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7月民企進出口增31％
新增對外貿易經營者11萬家 民企佔95％

●●前前77個月個月，，民營企業進出口民營企業進出口
增長增長3131%%。。圖為一輛中歐班圖為一輛中歐班
列從成都國際鐵路港出發列從成都國際鐵路港出發。。

中新社中新社

中國商務部外貿司負責人表示，國際市場需求
繼續恢復。傳統市場增長平穩。對美國、歐

盟、日本等傳統市場出口合計增長22.6%，拉高整
體出口增速11.5個百分點。與新興市場貿易合作不
斷深化。對東盟、拉美、非洲等新興市場出口合計
增長26.5%，佔比較去年同期提高0.8個百分點至
49.8%，拉高整體出口增速13個百分點。

1月至7月，民營企業出口增長30.1%，佔比
較去年同期提高2.4個百分點至56.8%，拉高整體
出口增速16.4個百分點。新增對外貿易經營者備案
登記超11萬家，其中民營企業佔比近95%。此
外，機電產品出口同比增長25.5%，佔比較去年同
期提高0.5個百分點至59%，拉高出口增速14.9個
百分點。1月至 6月，跨境電商出口同比增長
44.1%，市場採購貿易方式出口同比增長49.1%，
合計拉高整體出口增速4.2個百分點。

專家：風險挑戰總體來自外部
商務部研究院國際市場研究所副所長白明表

示，得益於中國堅決有力的防疫措施，以及與中國
有較多外貿往來的歐美國家的經濟復甦，上半年中
國外貿情況出現整體向好的趨勢。“疫情嚴重影響
了很多國家國際產業鏈、供應鏈的恢復，對中國外
貿合作而言既是‘危’也是‘機’，”他說：“當
訂單來臨時，中國能迅速作出反應，用完整的產業

鏈、供應鏈爭得機會。”白明認為，自去年武漢解
封後，中國其實一直都有階段性疫情，比如青島、
大連、瑞麗、新疆等，但對外貿而言，還是今年的
深圳、廣州疫情影響最大。“從港口、航運、傳統
出口領域等來看，廣東都佔有較大外貿份額。”但
他也表示，珠三角和長三角之間很多產業都具備可
替代性，因此總體而言，近期的疫情反彈對下半年
外貿影響相對有限。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中國WTO研究院院長屠新
泉認為，中國維護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穩定的作用不
可替代，而且作用越來越突出。當前中國外貿面臨
的風險挑戰總體看來自外部，倒逼外貿企業加快轉
型升級步伐，搶抓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重構契機，把
握外貿新業態新模式發展趨勢，穩紮穩打應對機遇
挑戰。

電動工具企：跨境電商業務訂單爆滿
以寶時得為例，該企業集電動工具研發、製

造、營銷於一體，7月訂單比6月增長約30%。
“美國地區大客戶增長約32%，歐洲地區增長

約28%。”江蘇寶時得科技（中國）有限公司供應
鏈高級關務經理胡雪蓮說，7月訂單增長是因為受
疫情和船期滯後因素影響，傳統銷售旺季提前到
來，客戶提前為“黑色星期五”和聖誕季備貨。

創立20多年來，寶時得一直將海運作為出口物流

方式。但在今年4月，該企業決定選擇新的出口通
道——中歐班列。4月以來，寶時得生產的35個標箱智
能割草機分別從重慶、蘇州、義烏等地搭乘中歐班列運
往歐洲。

“公司在歐洲銷售旺季，選擇中歐班列來達成
時效要求，滿足市場促銷。”胡雪蓮說。

去年7月1日，寶時得300台吸塵器按“跨境電
商出口海外倉”貿易方式在蘇州工業園區海關申報
成功，這也是江蘇首單跨境電商出口海外倉業務。
一年來，該企業跨境電商業務發展增勢喜人，是跨
境電商等新業態引領外貿發展的一個生動縮影。

“我們跨境電商業務的全年訂單已經爆滿。”
胡雪蓮說，今年下半年整體訂單量需求旺盛，各大
客戶依舊看好中國製造。開展跨境電商業務之後，
企業在亞馬遜平台上的銷售額約佔整體銷售額的2%
左右，預計未來還會不斷發展壯大。

胡雪蓮介紹，繼在北美成功開展跨境電商業務
後，寶時得還將在歐洲等地開拓新的跨境電商業務，
“相信未來的業績也會很亮眼。”

“不盲目樂觀，也並不悲觀。”浙江萬馬高分
子材料集團有限公司營銷中心副總經理董黎麗說，
疫情雖然帶來了很多不確定性，但也給電纜材料打
入相對排他的國外市場帶來契機，隨着疫情逐步好
轉，出口國開工率逐步恢復，全年出口仍然會保持
小幅上漲。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香港文匯報記

者朱燁及新華社報道，10日，中國商

務部外貿司負責人談及1月至7月中國

外貿運行情況時表示，前7個月中國進

出口、出口、進口規模分別為21.34萬

億元（人民幣，下同）、11.66 萬億

元、9.68 萬億元，均創歷史同期新

高。從經營主體看，民營企業進出口增

速最快、勢頭強勁。前7個月，民營企

業進出口增長31%，佔我國外貿總值

的47.9%，比去年同期提升2.4個百分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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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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名人掠影名人掠影
世界名人網供圖世界名人網供圖

Photo Provided ByPhoto Provided By
World Hall of Fame networkWorld Hall of Fame network

www.famehall.com www.zzi.netwww.famehall.com www.zzi.net

第第5555屆屆AAUAAU青少年奧運會青少年奧運會(AAU Junior Olympic(AAU Junior Olympic
Games)Games)於於20212021年年77月月3030日至日至88月月77日在美國休斯日在美國休斯
敦舉辦敦舉辦，，吸引了全美吸引了全美5050個州和全部屬地運動員個州和全部屬地運動員
1600016000人參加人參加。。 20212021年年77月月2929日晚日晚，，成立於成立於18881888
年的主辦方美國業餘體育聯合會年的主辦方美國業餘體育聯合會(AAU)(AAU)亞洲區總亞洲區總
裁趙銳在休斯敦市中心裁趙銳在休斯敦市中心M&SM&S海鮮牛排館設宴款海鮮牛排館設宴款
待協會總裁兼首席執行官待協會總裁兼首席執行官 JenningsJennings ““RustyRusty””
BuchananBuchanan 一行一行。。來自費城的黃民主席來自費城的黃民主席、、來自芝來自芝
加哥的周蕙女士加哥的周蕙女士，，企業家李清洪先生和世界名人企業家李清洪先生和世界名人
網總編王福生網總編王福生、、執行總裁裴習梅等應邀出席執行總裁裴習梅等應邀出席。。

20212021年年88月月11日下午日下午22時時，，位於位於63406340 N Eldridge Pkwy Suite K,N Eldridge Pkwy Suite K, 7704177041的的
正宗粵式中餐廳綠園正宗粵式中餐廳綠園(Green Garden Chinese Restaurant)(Green Garden Chinese Restaurant)宣布正式開業宣布正式開業
大吉大吉。。風水大師黃師傅與愛妻風水大師黃師傅與愛妻CindyCindy賢伉儷邀請嘉賓和客戶前來聚餐賢伉儷邀請嘉賓和客戶前來聚餐
，，並與股東和貴賓一起手執並與股東和貴賓一起手執 ““生意興隆生意興隆””金匾接受祝福金匾接受祝福。。

20212021年年77月月2828日日，，20212021慶祝晚宴主席陳韻梅女士邀請中國人活動中慶祝晚宴主席陳韻梅女士邀請中國人活動中
心董事長彭梅心董事長彭梅，，來自芝加哥的周蕙女士來自芝加哥的周蕙女士，，來自北卡的來自北卡的Lisa HuangLisa Huang女士女士
和傅豔女士來到位於糖城的湖畔別墅做客和傅豔女士來到位於糖城的湖畔別墅做客。。

全美最大的青少年奧運會全美最大的青少年奧運會(AAU Junior Olympic Games)(AAU Junior Olympic Games)於於20212021年年77月月
3030日至日至88月月77日在美國休斯敦舉辦日在美國休斯敦舉辦，，吸引了全美吸引了全美5050個州和全部屬地個州和全部屬地
運動員運動員1600016000人參加人參加。。 20212021年年88月月77日日，，世界名人網體育部採訪團來世界名人網體育部採訪團來
到位於到位於HUMBLE HIGH SCHOOLHUMBLE HIGH SCHOOL的的Turner StadiumTurner Stadium田徑場採訪田徑場採訪。。圖圖
為世界名人網名人電視主任為世界名人網名人電視主任Tina PeiTina Pei，，體育粉體育粉Nancy XieNancy Xie採訪大會主採訪大會主
席席Paul CampbellPaul Campbell和哈里斯郡休斯敦體育局和哈里斯郡休斯敦體育局(Harris County(Harris County –– HoustonHouston
Sports Authority)Sports Authority)首席執行官首席執行官Janis BurkeJanis Burke女士女士。。

20212021 年年 77 月月 3131 日晚日晚，，美國亞裔地產協會美國亞裔地產協會 AREAAAREAA
休斯敦分會年度休斯敦分會年度MasqueradeMasquerade晚宴和晚宴和20212021理事會就理事會就
職 典 禮 在職 典 禮 在 Westin GalleriaWestin Galleria 大 酒 店 隆 重 舉 行大 酒 店 隆 重 舉 行 。。
AREAA HoustonAREAA Houston 會員會員、、凱旋地產凱旋地產(Karonsuka Re(Karonsuka Re--
alty)alty)黑馬經紀人黑馬經紀人 Susan ChangSusan Chang、、聯合地產聯合地產（（RERE--
MAX UnitedMAX United））Broker Gene FeigelsonBroker Gene Feigelson 和艾隆貸款和艾隆貸款
(ALOAN MORTGAGE)(ALOAN MORTGAGE)董事長羅敏董事長羅敏(Min Nicar)(Min Nicar)女女
士合影留念士合影留念。。

20212021年年88月月77日上午日上午1010時時，，中國人活動中心中國人活動中心，，美南河南同鄉會美南河南同鄉會，，美南美南
報業傳媒集團報業傳媒集團，，休斯敦清華校友會休斯敦清華校友會，，亞商會在中國人活動中心中心會亞商會在中國人活動中心中心會
議大廳舉行議大廳舉行 「「河南水災賑災總結新聞發布會河南水災賑災總結新聞發布會」」 聯合災募捐收到了社聯合災募捐收到了社
會各界的踴躍捐贈會各界的踴躍捐贈，，截至截至 88 月月 55 月月，， 收到社會各界捐款合計約收到社會各界捐款合計約
$$4208242082..8888美元美元，，其中中國人活動中心其中中國人活動中心$$1001110011..8888 元元，，美南河南同鄉會美南河南同鄉會
$$90459045元元，，恆豐銀行恆豐銀行$$1000010000 元元，，Egclub $Egclub $59015901 元元，，休斯敦清華校友會休斯敦清華校友會
$$36253625 元元，，亞裔商會亞裔商會$$35003500 元元。。圖為出席新聞發布會的社團代表合影圖為出席新聞發布會的社團代表合影
留念留念。。

20212021年年88月月88日下午日下午33點點，，樂廚家居公益講座系列第一講邀請有多樂廚家居公益講座系列第一講邀請有多
年製冷設備維修安裝經驗的空調專家年製冷設備維修安裝經驗的空調專家John XuJohn Xu在樂廚家居門店在樂廚家居門店((糖糖
城百佳超市商城裡城百佳超市商城裡))講解家用空調日常維修保養講解家用空調日常維修保養。。講座面向普通用講座面向普通用
戶戶，，結合實物及維修實例結合實物及維修實例，，用通俗易懂的語言分享家用空調必要用通俗易懂的語言分享家用空調必要
的保養的保養，，以及一般性的故障診斷排查及維修要點以及一般性的故障診斷排查及維修要點，，很受歡迎很受歡迎。。

20212021 年年 88 月月 99 日日，，世界世界
名人網一行陪同名人網一行陪同ParisParis來來
到到 LINBECKLINBECK 總 部 會 見總 部 會 見
ESSEXESSEX 公司總裁公司總裁 EugeneEugene
LiLi，，其主導的建築其主導的建築、、開開
發發、、醫學等領域的項目醫學等領域的項目
正在有條不紊進行中正在有條不紊進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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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時事通

李锦记集团7月27日公布，家族第三

代传人、主席李文达于26日离世，享年91

岁。

李锦记集团在讣告中称，李文达在家

人陪伴下安详离世，他成功带领李锦记从

香港走向世界，让百年品牌焕发生机，成

为国际知名酱料和调味品品牌。

有着“蚝油大王”之称的李文达一生

颇具传奇色彩，带领家族式的小工厂晋升

为世界级的调味品王国，也让李锦记家族

成为香港的标志性家族之一。对于他的离

世，香港政商界人士纷纷表示哀悼。

香港特首林郑月娥日前对李文达逝世

表示深切哀悼。她说，李文达是成功商人

及杰出工业家，将祖业发展成一家家喻户

晓的中式酱料王国，产品销售到全球，成

就卓越；他多年来致力弘扬中国传统与饮

食文化，并热心公益，关心国家发展，在

内地参与建设，扶贫助学，2018年获颁

“银紫荆星章”，“谨代表香港特别行政

区政府，向他的家人致以深切慰问”。

李文达的地位，当然也由李锦记集团

在商业上的成功，以及他个人获得的物质

财富充分彰显。尽管李锦记未曾对外公布

财报，但据业内人士估算，集团每年的营

收接近100亿美元。而2021年福布斯中国

香港富豪榜显示，李文达以174亿美元的

资产位居第6位。

李文达走了，但他身后的李锦记家族

故事，以及他对家族治理的探索，已被当

作经典载入史册，成为各类华人家族研究

文献中最常出现的案例。

李锦记这个品牌，距今已有133年的

历史，有信史可查，不是某些牵强附会的

“老字号”可比的。

19世纪80年代，李锦裳出生在广东

珠海的一个小渔村，自幼丧父的他，跟着

母亲东奔西走。

据说，母亲曾经营过一个茶水摊，以

售卖茶水和煮生蚝为生。有一次，李锦裳

因为打瞌睡，忘记了锅里煮着的生蚝，由

于煮蚝时间过长，剩下了一锅粘稠的黑色

汤汁，却意外得浓郁、鲜美。

好奇的李锦裳开始琢磨这种汤汁。为

了能让汤汁更加美味，他反复熬煮、调制

，最终“发明”了一种味道比酱油浓厚、

夹带生蚝鲜味的调味品，并为它取名为

——蚝油。

由于蚝油味道鲜美，经常被抢购一空

，李锦裳索性办起了调味铺，并取名李锦

记专门售卖蚝油。就这样，靠着制作蚝油

，李家有了一笔家业。

李锦裳1922年去世，儿子李兆南、李

兆登继承了他的蚝油生意，

当然，这还只是个小生意。

其中，李兆南就是李文达的

父亲。

在经营家业的过程中，

李兆南和李兆登改进了父亲

的工艺并开辟了新的货源，

让一个小作坊向现代企业进

行转型。特别是，李锦记的

蚝油包装开始注重品牌辨识

度。

李兆南上世纪30年代将

家族的蚝油生意带到香港，

相比广东腹地，这里局势相

对稳定，营商环境更为成熟

。也就在这个时期，李文达

慢慢登上了家族历史舞台。

1945年，李文达开始帮

父亲的忙，骑着单车给酒楼

、杂货铺送货，进一步打响

了李锦记蚝油的声誉，不少高档酒楼已经

指名道姓就要李锦记的蚝油。李文达在

1949年还到澳门创业，短短几年就在澳门

开了六家工厂。

上世纪50年代，李文达听从父亲的安

排，回到香港加入李锦记。1972年，他正

式从父亲手中接过主席一职。

尽管已经企业化运作，但这时的李锦

记，仍然是一家小公司，职工不到30人。

直到李文达接班后，李锦记才真正开始了世

界化之路，最终成就了一个“酱料王国”。

相比中国内地，香港更早搭上了全球

化的顺风车，有技术有理念，但本地市场

狭小，这始终是个瓶颈。

上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中国内地经

济局势日益稳定，李文达开始在内地市场

投放产品，同时建设工厂。1993年，李锦

记在广州黄埔设立了加工厂，此后新会和

济宁的生产基地相继投产。

在内地设立生产基地并打开销路后，

李文达又开始琢磨“内外结合”，开始向

海外发力。他先把李锦记的商标换为英文

商标，然后又引进了自动化生产设备。仅

用了几年时间，李锦记就打开了东南亚和

日本市场，随后进军北美和欧洲市场。

在李文达的掌舵下，李锦记如今在香

港占据80%以上的市场，在美国占据90%

以上的市场，而在日本的销量长期位居第

二。

同时，李锦记也从蚝油这样单一的产

品，发展出蚝油、酱油、虾酱、XO酱、

芝麻油等几十个品类，因此被称为“酱料

王国”。不仅如此，李文达还开展多元化

业务，涉及中草药制品、保健食品、物业

管理以及投资业务，业务遍及全球100多

个国家和地区。

由于李锦记和李文达的生平非常传奇

，香港TVB甚至为此拍了一部电视剧，名

为《大酱园》。

相比名动香江的家族事业，李锦记家

族内部却出过不少问题，比如被港媒热炒

的所谓“三次家变”。

第一次家变，发生在李文达的父亲李

兆南掌舵时期，当时李文达尚未接班，一

些叔叔伯伯仍有不少影响力。

上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香港

经济开始起飞，金融、旅游、地产都是热

门行业，酱料行业不被看好。一些家族成

员认为，应该考虑其他投资，还有人满脑

子想着移民，酱料生意似乎只要维持现状

就好，没必要冒险。

不过，李兆南选择支持儿子李文达做

大生意，在他的支持下，李文达最后出面

买下了叔伯们的股权，从此实现家族重整

，为李锦记此后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

第二次家变，则发生在李文达兄弟之

间，过程非常惨烈，被一些人视作华人家

族分家的著名反面教材。

李文达兄弟姐妹共8人，其中男孩为

李文达和李文乐。1987年，李文乐患癌，

并提出了分家的想法。

由于李文乐并未将全部精力放到家族

事业上，当时李兆南给出的分配比例为6:

4，即将李锦记40%的股权给李文乐，但

李文乐不满意，他要求两兄弟五五分。

当时有港媒披露，面对丈夫患癌以及

无法治愈的可能，李文乐的

妻子担心丈夫病逝后无法留

下遗产，因此多次怂恿他与

哥哥李文达分割财产。刚好

在这段时期，李文达忙于一

个重要项目，此时李文乐却

告诉哥哥自己要求分家，让

李文达大为吃惊。

多年的兄弟情谊面临崩溃，

即使李文达多次劝诫弟弟不

要急于求成，至少等自己撑

过目前的经营难关再说，可

李文乐却坚持分家，双方未

能达成协议，导致对簿公堂

。

虽然法院并未支持李文乐的

要求，但李文乐又提出了

8000万港元现金回购的方案

。最终，李文达被迫出卖了

黄竹坑厂房，并举债完成了

这笔收购。

当时，8000万港元可不是小数目，再

加上李锦记位于香港大埔的工厂正在筹建，

急需资金支持，随时可能出现现金流危机。

经过这场家变，李锦记一度陷入财务困难，

发展停滞不前，家族事业险些葬送。

更可悲的是，李文达、李文乐两兄弟

由此不相往来，两兄弟的父亲李兆南更是

遭受巨大打击，于1988年不幸去世。

此外，李锦记家族的第三次家变（未

遂），也是近来受到媒体最多关注的一次

，直接原因来自李文达的四儿子李惠森。

2008年金融海啸后，李锦记提出关闭

直销业务，这引起了李惠森的不满，一怒

之下想要自立门户。李惠森当时对媒体表

示，他觉得很不爽，“这些年我做了那么

多事情，就这么突然决定不做了”。

但在李文达的劝说下，李惠森最终回

心转意，且直销业务也得以保留。他的回

心转意，让家族没有分裂，却给了李文达

深深的触动，如何避免类似情况再次发生

，成了他的当务之急。

李文达某次表态说：“在我的经验当

中，家族要为家庭的纷争付出沉重的代价

，我的弟弟因为家族业务与我意见分歧，

以至不与我往来，我至今十分痛心难过。

”

“我不希望下一代有我这个不愉快的

经历，无论如何，都要以家族为先，没有

和谐的家庭，就不能延续家族，也没有可

延续发展的家族事业。”他说。

为此，李文达着手建立家族委员会并

打造了家族契约，部分内容包括：

A.家族委员会每三个月开会一次，每

次会议持续四天，讨论家庭内部事务。如

果有不同意见，就要投票，票数相等，就

投骰子决定。

B.不准离婚，不准搞婚外情。违反者

将被踢出委员会。据说，还有一条不准晚

婚的规定，但是这条似有争议。如此严格

的家法，皆为防堵家变而设。

C.从第五代家族成员开始，必须在外

工作至少三年才能加入公司。

目前，李文达对于家族治理的探索，

已经成为各类华人家族研究文献中最常出

现的案例之一。

在经历了惨痛的家变教训后，许多深

入研究李锦记家族的学者指出，李锦记家

族目前的传承观念是“以家族为中心”，

显著区别于绝大多数家族“以企业为中心

”的传承。

李文达曾明确提出“家族第一，企业

第二”的观念，强调“家族利益高于企业

利益”，致力于“通过家族的延续实现企

业的延续”。

上述第三次分家危机的当事人李惠森

也在多个场合强调：“许多家族公司关注

公司的延续，我们则更多关注如何让家族

延续。”

李锦记将家族的传承与企业的接掌分

离开来，并将前者放在更高的位置，意在

建立和发展家族治理结构，传承创业精神

，以期为代际持续创业提供制度上和文化

上的保证。

事实上，华人社会由于盛行财产均分

继承制度，家族积聚的财富在经历几次分

家之后或是分割过散，或是消散殆尽，家

族财富的分割成为企业持续创业和成长的

现实约束。而李锦记家族以往的经历，也

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这一情况。

由于有着惨痛的经历，李锦记家族非

常重视家族治理与家族团结。其将家族宪法

这种正式治理手段引入家族治理结构中，又

以文化价值观的强化来与之配合，将二者结

合起来治理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目前受到

了许多华人家族领域观察者的推崇。

《香港华人家族企业:本土化与国际

化》一书也给予了李锦记家族高度的评价

。该书认为，李锦记家族将正式的契约引

入家族治理，是对中国传统的大胆突破，

其深层的意义在于家族对现代契约精神的

吸纳与借鉴。

相比庞大的家族物质积累，李锦记家

族基于惨痛教训留下的“家族第一”观念

，以及对于家族治理的持续探索，或许是

一种更宝贵的家族财富。

两次家变，一次家变未遂，李锦记家族有多少痛的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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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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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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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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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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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國際製藥公司由國際製藥公司Eisai IncEisai Inc主辦的主辦的
肝癌在線教育成功舉辦肝癌在線教育成功舉辦!!

（本報記者黃梅子）亞裔人群
是最容易罹患肝癌的族群，而很多
人從來不知道自己是乙型肝炎攜帶
者，從來不註重肝臟的保養和健康
。國際製藥公司Eisai Inc為肝癌教育
信息不完善的華人社區，舉辦了一
系列的有關肝癌的在線教育活動。
休斯頓地區的在線教育活動8月7日
由德州大學休斯頓McGovern醫學院
的副教授岑瀑濤醫師主講。

岑醫師談到，改變某些生活方
式可能有助於管理肝癌風險，如果
能及時發現並籍手術切除，肝癌有
可能被治愈。不能藉手術切除的晚
期肝癌可有幾種 FDA 批準的治療選
擇 。患有糖尿病的美國亞裔人士罹

患肝癌的風險比一般人群更高。預
防比治療更重要。

當天線上有不少媒體和肝癌患

者和家屬護理人員參與，獲得了一
些關於肝癌預防和健康生活方式的
訊息。



BB66香江演藝
星期四       2021年8月12日       Thursday, August 12, 2021

中 國 經 濟 2021年8月11日（星期三）3 ●責任編輯：周文超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
基) 香港證監會10日就有關為
證券市場引入俗稱“股票實名
制”的投資者識別碼制度及場
外證券交易匯報規定的建議，
發表諮詢總結。在投資者識別
碼制度下，持牌法團及註冊機
構，須向聯交所提交在聯交所
發出證券交易指令的客戶名
稱，以及其身份證明文件資
料。持牌法團及註冊機構亦須
依據另一制度，就聯交所上市
的普通股及房地產信託基金
(REITs)的相關場外證券交易，
向證監會匯報有關資料。

已推遲實施 讓業界作好準備
證監會表示，回應者普遍

贊同有關建議。在考慮市場意
見後，證監會將會着手落實上
述兩套制度。投資者識別碼制
度及場外證券交易匯報制度，
預期分別會在2022年下半年及
2023年上半年實施，但仍需視
乎系統測試及市場演練情況而
定。證監會指出，考慮到是次
諮詢所接獲的意見，已推遲實
施時間表，讓業界有更多時間
作好準備。

投資者識別碼制度俗稱
“股票實名制”，訂定明年下
半年才實施，主要是為了讓所
有持份者有充足時間準備，例
如提升系統，以及就收集投資
者個人資料取得同意等。

可實時監控 即時應對違規交易
“實名制”是指設立和實

施投資識別碼制度，以實名形
式進行股票交易。現時銀行及
證券行等代客落盤時，毋須輸
入客戶資料。每當證監會對交
易有所懷疑，便需向銀行及券
商等中介機構，索取客戶的記
錄。“實名制”生效後，證監
會便可實時監控，一旦發現不
正常、違規交易，能即時追蹤
及應對。立法會金融服務界議
員張華峰表示，內地股票交易
很早已有實名制度，期望當局
可給予業界充分時間準備，並
提升公眾對“實名制”的認
識。

港
證
監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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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中
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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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7月民企進出口增31％
新增對外貿易經營者11萬家 民企佔95％

●●前前77個月個月，，民營企業進出口民營企業進出口
增長增長3131%%。。圖為一輛中歐班圖為一輛中歐班
列從成都國際鐵路港出發列從成都國際鐵路港出發。。

中新社中新社

中國商務部外貿司負責人表示，國際市場需求
繼續恢復。傳統市場增長平穩。對美國、歐

盟、日本等傳統市場出口合計增長22.6%，拉高整
體出口增速11.5個百分點。與新興市場貿易合作不
斷深化。對東盟、拉美、非洲等新興市場出口合計
增長26.5%，佔比較去年同期提高0.8個百分點至
49.8%，拉高整體出口增速13個百分點。

1月至7月，民營企業出口增長30.1%，佔比
較去年同期提高2.4個百分點至56.8%，拉高整體
出口增速16.4個百分點。新增對外貿易經營者備案
登記超11萬家，其中民營企業佔比近95%。此
外，機電產品出口同比增長25.5%，佔比較去年同
期提高0.5個百分點至59%，拉高出口增速14.9個
百分點。1月至 6月，跨境電商出口同比增長
44.1%，市場採購貿易方式出口同比增長49.1%，
合計拉高整體出口增速4.2個百分點。

專家：風險挑戰總體來自外部
商務部研究院國際市場研究所副所長白明表

示，得益於中國堅決有力的防疫措施，以及與中國
有較多外貿往來的歐美國家的經濟復甦，上半年中
國外貿情況出現整體向好的趨勢。“疫情嚴重影響
了很多國家國際產業鏈、供應鏈的恢復，對中國外
貿合作而言既是‘危’也是‘機’，”他說：“當
訂單來臨時，中國能迅速作出反應，用完整的產業

鏈、供應鏈爭得機會。”白明認為，自去年武漢解
封後，中國其實一直都有階段性疫情，比如青島、
大連、瑞麗、新疆等，但對外貿而言，還是今年的
深圳、廣州疫情影響最大。“從港口、航運、傳統
出口領域等來看，廣東都佔有較大外貿份額。”但
他也表示，珠三角和長三角之間很多產業都具備可
替代性，因此總體而言，近期的疫情反彈對下半年
外貿影響相對有限。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中國WTO研究院院長屠新
泉認為，中國維護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穩定的作用不
可替代，而且作用越來越突出。當前中國外貿面臨
的風險挑戰總體看來自外部，倒逼外貿企業加快轉
型升級步伐，搶抓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重構契機，把
握外貿新業態新模式發展趨勢，穩紮穩打應對機遇
挑戰。

電動工具企：跨境電商業務訂單爆滿
以寶時得為例，該企業集電動工具研發、製

造、營銷於一體，7月訂單比6月增長約30%。
“美國地區大客戶增長約32%，歐洲地區增長

約28%。”江蘇寶時得科技（中國）有限公司供應
鏈高級關務經理胡雪蓮說，7月訂單增長是因為受
疫情和船期滯後因素影響，傳統銷售旺季提前到
來，客戶提前為“黑色星期五”和聖誕季備貨。

創立20多年來，寶時得一直將海運作為出口物流

方式。但在今年4月，該企業決定選擇新的出口通
道——中歐班列。4月以來，寶時得生產的35個標箱智
能割草機分別從重慶、蘇州、義烏等地搭乘中歐班列運
往歐洲。

“公司在歐洲銷售旺季，選擇中歐班列來達成
時效要求，滿足市場促銷。”胡雪蓮說。

去年7月1日，寶時得300台吸塵器按“跨境電
商出口海外倉”貿易方式在蘇州工業園區海關申報
成功，這也是江蘇首單跨境電商出口海外倉業務。
一年來，該企業跨境電商業務發展增勢喜人，是跨
境電商等新業態引領外貿發展的一個生動縮影。

“我們跨境電商業務的全年訂單已經爆滿。”
胡雪蓮說，今年下半年整體訂單量需求旺盛，各大
客戶依舊看好中國製造。開展跨境電商業務之後，
企業在亞馬遜平台上的銷售額約佔整體銷售額的2%
左右，預計未來還會不斷發展壯大。

胡雪蓮介紹，繼在北美成功開展跨境電商業務
後，寶時得還將在歐洲等地開拓新的跨境電商業務，
“相信未來的業績也會很亮眼。”

“不盲目樂觀，也並不悲觀。”浙江萬馬高分
子材料集團有限公司營銷中心副總經理董黎麗說，
疫情雖然帶來了很多不確定性，但也給電纜材料打
入相對排他的國外市場帶來契機，隨着疫情逐步好
轉，出口國開工率逐步恢復，全年出口仍然會保持
小幅上漲。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香港文匯報記

者朱燁及新華社報道，10日，中國商

務部外貿司負責人談及1月至7月中國

外貿運行情況時表示，前7個月中國進

出口、出口、進口規模分別為21.34萬

億元（人民幣，下同）、11.66 萬億

元、9.68 萬億元，均創歷史同期新

高。從經營主體看，民營企業進出口增

速最快、勢頭強勁。前7個月，民營企

業進出口增長31%，佔我國外貿總值

的47.9%，比去年同期提升2.4個百分

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自
從曾志偉及王祖藍上場無綫後，近月
在綜藝節目進行多方面大革新，繼
《好聲好戲》、《盛．舞者》、《明
星運動會》、港姐真人秀《We Miss
Hong Kong STAY-cation 晉 級賽》
後，一共四集的全新綜藝節目《開心
大綜藝之暑假玩到盡》亦將於本周日
推出！

《暑假玩到盡》每集至少請來10
名藝人擔任嘉賓，接受主持人林盛斌
（bob）及區永權設計的各項古惑水上
挑戰，四集的水上遊戲亦會有一定程
度變化，更會加插小遊戲，讓負方有
“一鋪翻身”的機會。首集嘉賓個個
皆是玩得之人，有黃美棋、陳嘉桓、
蔚雨芯、游嘉欣、林秀怡、羅毓儀、
黃婧靈（前名：黃凱儀）、郭子豪、
楊潮凱、翟威廉以及周志康。觀乎眾
人的水着Look，女子組以陳嘉桓、蔚
雨芯及林秀怡身材最有看頭，美棋亦
不輸人，其泳衣的綁繩設計相當有心
思。至於男子組的水着造型亦競爭激
烈，楊潮凱與郭子豪的超級麒麟臂均
十分吸睛。據知，一眾藝人會分成兩
組進行男女水上混戰，四名男藝人將
分成兩組並擔任隊長，女藝人則透過
玩遊戲決定能否加入心儀隊伍，最終
子豪及志康隊成功吸引更多女組員加
入，熱身賽先贏1 Round！

香港文匯報訊 胡杏兒

和老公李乘德（Philip）於2015年

結婚，迄今育有3子，一家五口生活幸

福美滿。不過日前Philip在社交平台貼出他

湊仔的溫馨相，卻遭網民留言嘲諷他為“世

紀軟飯王”，他除了親自留言回應指他用心工

作幾十年，現經營幾間公司，生意不俗，所

以可以有時間陪伴小朋友，杏兒亦挺身用

英文發長文支持老公，直言他隨時可

以不必工作。

胡杏兒發文護胡杏兒發文護夫夫：：

可隨時退休可隨時退休
他生意成功他生意成功

胡杏兒為丈夫Philip誕下3子，杏兒在成為人妻人母後依然熱
愛演藝事業，近年更積極北上追夢，因此湊仔重任暫需交託

給丈夫，但“女主外，男主內”的方式卻引來一些網民的嘲諷。
Philip日前在社交平台上載和長子Brendan及次子Ryan的“家庭
裝”合照，豈料有網民竟留言：“你真是世紀軟飯王，厲害過袁
偉豪。日日在家帶小孩玩樂，老婆就生子前後都要回內地辛苦拍
戲。陰功。慘過生仔機器，又要生又要為生活拚搏。你的酒吧去
哪了？”

李乘德是數間公司老闆
面對外間的閒言閒語，Philip展現極高EQ，氣定神閒回應網

民質疑，表示他用心工作幾十年，現在有幾間公司，雖然員工只
是幾十人，但幸運地今年生意不俗，可以有少少時間陪伴小朋
友。他又希望對方明白家庭和小朋友是最重要的，至於他的酒吧
仍在，叫對方有空可以去喝一杯，他請！

對於老公被網民留言中傷，杏兒忍不住用英文發長文挺他，
她表示自己以前忽略過看到的任何評論或意見，而今次她發文不
是為回應任何特定的評論，而是為了回應之前見到的一些留言意
見，她認為現在是時候作出回應。她表示老公以前在社交媒體上
從不高調，但為了保護她及他們的家人，他決定公開他的社交平
台，向支持他們的人展示他們做的事情；而他不多談論工作，是
不想讓他的同事受到不公平的曝光，但自己可以向大家保證，丈
夫多年來一直努力工作，養家糊口，現時他的生意亦成功地建立
起來，亦容許他有更多的家庭時間（尤其是在夏季），所以如果
老公不想去上班，他真的可以的，不是因為她，而是他歷年來、
包括在認識她之前，他在事業上已付出不少心機和努力。

感激丈夫支持發展事業
對於丈夫花時間帶孩子，是因為丈夫知道太太一直在內地工

作，杏兒認為並非一切都與金錢有關，但對於老公支持及讓她追
求自己的事業，她是感激不盡，亦覺得好幸運有機會去證明自己
的價值和追夢。她認為大家都應支持和尊重在任何行業努力工作
的女性和男性。她又提醒網友去別人社交平台留言時要尊重他
人，如果保持積極和快樂心態，生活中也會有好事發生。Philip亦
以英文留言給老婆：“感謝李太太，自從你同我一起之
後，你的英語更好！”

李乘德因“男主內”被嘲“軟飯王”

入圍亞姐上遊艇秀泳裝入圍亞姐上遊艇秀泳裝
佳麗梁欣娟否認做第三者佳麗梁欣娟否認做第三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思穎）《亞洲小姐競
選2021》將於9月25日舉行，10日大會安排18位
入圍佳麗登上遊艇出海拍攝外景，其後遊艇特別於
中環公眾碼頭泊岸，再安排一眾佳麗在岸上見傳
媒，但1號記樂詩、2號謝雨倩和7號姚琰欣3位佳
麗因病缺席未能齊人，結果只得15位佳麗以比堅
尼泳裝出現，現場吸引20多位“龍友”舉機拍
照。

佳麗們穿上泳裝後身形無所遁形，大致都平
均見得人，但見3號林海茵的泳衣似乎不稱身有
“離罩”現象兼有小肚腩，她自言上圍有35D，大
會提供泳衣尺碼太細，而且只得一個尺碼無得選
擇，故此有“離罩”現象，為免走光已盡量束緊一
些。說到她左腳踝貼上膠布，惹來紋身疑雲，她解
釋因日前隨大隊去宿營，不幸遭蚊叮，因太痕癢而
抓損皮膚，也擔心會留下疤痕。說到她有“小肚
腩”，她指剛吃完東西，但已準備瘦身進食營養
餐，戒掉澱粉質和做運動，希望減走肚腩，同時也
有做緊緻療程修尖下巴，以最佳狀態出現。

17號梁欣娟被網民放上她與一位男士的合

照，指她是“小三”破懷別人婚姻兼曾在夜總會工
作，對此，她一概否認，坦言最初為傳聞感不快，
另一角度去想會多謝幫她製造多一單新聞，又強調
合照中的男性朋友是單身，造謠者不僅誣衊她，還
令相中男士聲譽受損，問她是否得罪人？她謂：
“也不清楚，只知該位網民之後都繼續留言攻擊我
和另一位佳麗姚琰欣，總之清者自清，問心無
愧。”目前專心參賽的她，最着緊是管理好身材，
目標是腰圍再減一英吋至24.5便理想。

吳穎衡身材最有看頭
被指上圍最澎湃的8號吳穎衡多謝大家，謙稱

其他佳麗都好強，她表示對參賽有信心，但不僅是
着重身材，其他地方都要努力。說到現場大批“龍
友”，她表示不覺尷尬，有人欣賞反而開心。

來自四川成都的10號孫伊身材瘦削，上圍平
平無奇，問到會否增肥，她以普通話回答：“平時
做模特兒都會保持好身材，有肚腩便不好看，所以
經常做運動又跑步，也有試過增肥，平日吃很多，
可是因工作太忙經常忘記進餐。”

TVBTVB推出新綜藝節目推出新綜藝節目
逾逾1010男女藝人水上混戰男女藝人水上混戰

●杏兒為李
家誕下3子。

網上圖片

●李乘德在
社交平台不時分
享他帶娃的溫馨
相。 網上圖片

●杏兒近
年常北上工
作。

●●1515位穿上泳裝的入位穿上泳裝的入
圍佳麗登上遊艇圍佳麗登上遊艇。。

●●陳嘉桓大秀本錢陳嘉桓大秀本錢。。

●●翟威廉翟威廉、、楊潮凱楊潮凱、、黃婧黃婧
靈靈、、羅毓儀和游嘉欣一組羅毓儀和游嘉欣一組。。

▼▼郭子豪郭子豪、、周志康與女組周志康與女組
員信心十足員信心十足。。

娛 樂 新 聞 ●責任編輯：李鴻培 2021年8月11日（星期三）6

●●左起左起：：林海茵林海茵、、吳穎衡吳穎衡、、孫孫
伊伊、、梁欣娟梁欣娟1010日成為傳媒焦點日成為傳媒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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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
基) 香港證監會10日就有關為
證券市場引入俗稱“股票實名
制”的投資者識別碼制度及場
外證券交易匯報規定的建議，
發表諮詢總結。在投資者識別
碼制度下，持牌法團及註冊機
構，須向聯交所提交在聯交所
發出證券交易指令的客戶名
稱，以及其身份證明文件資
料。持牌法團及註冊機構亦須
依據另一制度，就聯交所上市
的普通股及房地產信託基金
(REITs)的相關場外證券交易，
向證監會匯報有關資料。

已推遲實施 讓業界作好準備
證監會表示，回應者普遍

贊同有關建議。在考慮市場意
見後，證監會將會着手落實上
述兩套制度。投資者識別碼制
度及場外證券交易匯報制度，
預期分別會在2022年下半年及
2023年上半年實施，但仍需視
乎系統測試及市場演練情況而
定。證監會指出，考慮到是次
諮詢所接獲的意見，已推遲實
施時間表，讓業界有更多時間
作好準備。

投資者識別碼制度俗稱
“股票實名制”，訂定明年下
半年才實施，主要是為了讓所
有持份者有充足時間準備，例
如提升系統，以及就收集投資
者個人資料取得同意等。

可實時監控 即時應對違規交易
“實名制”是指設立和實

施投資識別碼制度，以實名形
式進行股票交易。現時銀行及
證券行等代客落盤時，毋須輸
入客戶資料。每當證監會對交
易有所懷疑，便需向銀行及券
商等中介機構，索取客戶的記
錄。“實名制”生效後，證監
會便可實時監控，一旦發現不
正常、違規交易，能即時追蹤
及應對。立法會金融服務界議
員張華峰表示，內地股票交易
很早已有實名制度，期望當局
可給予業界充分時間準備，並
提升公眾對“實名制”的認
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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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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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7月民企進出口增31％
新增對外貿易經營者11萬家 民企佔95％

●●前前77個月個月，，民營企業進出口民營企業進出口
增長增長3131%%。。圖為一輛中歐班圖為一輛中歐班
列從成都國際鐵路港出發列從成都國際鐵路港出發。。

中新社中新社

中國商務部外貿司負責人表示，國際市場需求
繼續恢復。傳統市場增長平穩。對美國、歐

盟、日本等傳統市場出口合計增長22.6%，拉高整
體出口增速11.5個百分點。與新興市場貿易合作不
斷深化。對東盟、拉美、非洲等新興市場出口合計
增長26.5%，佔比較去年同期提高0.8個百分點至
49.8%，拉高整體出口增速13個百分點。

1月至7月，民營企業出口增長30.1%，佔比
較去年同期提高2.4個百分點至56.8%，拉高整體
出口增速16.4個百分點。新增對外貿易經營者備案
登記超11萬家，其中民營企業佔比近95%。此
外，機電產品出口同比增長25.5%，佔比較去年同
期提高0.5個百分點至59%，拉高出口增速14.9個
百分點。1月至 6月，跨境電商出口同比增長
44.1%，市場採購貿易方式出口同比增長49.1%，
合計拉高整體出口增速4.2個百分點。

專家：風險挑戰總體來自外部
商務部研究院國際市場研究所副所長白明表

示，得益於中國堅決有力的防疫措施，以及與中國
有較多外貿往來的歐美國家的經濟復甦，上半年中
國外貿情況出現整體向好的趨勢。“疫情嚴重影響
了很多國家國際產業鏈、供應鏈的恢復，對中國外
貿合作而言既是‘危’也是‘機’，”他說：“當
訂單來臨時，中國能迅速作出反應，用完整的產業

鏈、供應鏈爭得機會。”白明認為，自去年武漢解
封後，中國其實一直都有階段性疫情，比如青島、
大連、瑞麗、新疆等，但對外貿而言，還是今年的
深圳、廣州疫情影響最大。“從港口、航運、傳統
出口領域等來看，廣東都佔有較大外貿份額。”但
他也表示，珠三角和長三角之間很多產業都具備可
替代性，因此總體而言，近期的疫情反彈對下半年
外貿影響相對有限。

對外經濟貿易大學中國WTO研究院院長屠新
泉認為，中國維護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穩定的作用不
可替代，而且作用越來越突出。當前中國外貿面臨
的風險挑戰總體看來自外部，倒逼外貿企業加快轉
型升級步伐，搶抓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重構契機，把
握外貿新業態新模式發展趨勢，穩紮穩打應對機遇
挑戰。

電動工具企：跨境電商業務訂單爆滿
以寶時得為例，該企業集電動工具研發、製

造、營銷於一體，7月訂單比6月增長約30%。
“美國地區大客戶增長約32%，歐洲地區增長

約28%。”江蘇寶時得科技（中國）有限公司供應
鏈高級關務經理胡雪蓮說，7月訂單增長是因為受
疫情和船期滯後因素影響，傳統銷售旺季提前到
來，客戶提前為“黑色星期五”和聖誕季備貨。

創立20多年來，寶時得一直將海運作為出口物流

方式。但在今年4月，該企業決定選擇新的出口通
道——中歐班列。4月以來，寶時得生產的35個標箱智
能割草機分別從重慶、蘇州、義烏等地搭乘中歐班列運
往歐洲。

“公司在歐洲銷售旺季，選擇中歐班列來達成
時效要求，滿足市場促銷。”胡雪蓮說。

去年7月1日，寶時得300台吸塵器按“跨境電
商出口海外倉”貿易方式在蘇州工業園區海關申報
成功，這也是江蘇首單跨境電商出口海外倉業務。
一年來，該企業跨境電商業務發展增勢喜人，是跨
境電商等新業態引領外貿發展的一個生動縮影。

“我們跨境電商業務的全年訂單已經爆滿。”
胡雪蓮說，今年下半年整體訂單量需求旺盛，各大
客戶依舊看好中國製造。開展跨境電商業務之後，
企業在亞馬遜平台上的銷售額約佔整體銷售額的2%
左右，預計未來還會不斷發展壯大。

胡雪蓮介紹，繼在北美成功開展跨境電商業務
後，寶時得還將在歐洲等地開拓新的跨境電商業務，
“相信未來的業績也會很亮眼。”

“不盲目樂觀，也並不悲觀。”浙江萬馬高分
子材料集團有限公司營銷中心副總經理董黎麗說，
疫情雖然帶來了很多不確定性，但也給電纜材料打
入相對排他的國外市場帶來契機，隨着疫情逐步好
轉，出口國開工率逐步恢復，全年出口仍然會保持
小幅上漲。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香港文匯報記

者朱燁及新華社報道，10日，中國商

務部外貿司負責人談及1月至7月中國

外貿運行情況時表示，前7個月中國進

出口、出口、進口規模分別為21.34萬

億元（人民幣，下同）、11.66 萬億

元、9.68 萬億元，均創歷史同期新

高。從經營主體看，民營企業進出口增

速最快、勢頭強勁。前7個月，民營企

業進出口增長31%，佔我國外貿總值

的47.9%，比去年同期提升2.4個百分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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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殘奧會港隊運動員名單東京殘奧會港隊運動員名單

▶硬地滾球

何宛淇 混合BC3級個人賽、混合BC3級雙人賽

劉慧茵 混合BC4級個人賽、混合BC4級雙人賽

廖詠彤＊ 混合BC3級雙人賽

楊曉林 混合BC2級個人賽

梁育榮 混合BC4級個人賽、混合BC4級雙人賽

謝德樺＊ 混合BC3級個人賽、混合BC3級雙人賽

黃君恒 混合BC4級個人賽、混合BC4級雙人賽

▶殘疾人射箭

危家銓＊ 男子複合弓公開組個人賽

▶殘疾人田徑

任國芬 女子T36級100米、女子T36級200米

鄧雨澤 男子T20級跳遠

▶殘疾人羽毛球

陳浩源＊ 男子WH2級單打

朱文佳＊ 男子SH6級單打

▶殘疾人馬術

鍾美娟＊ 混合III級盛裝舞步個人賽、混合III級盛
裝舞步個人自選動作賽、混合公開組盛
裝舞步團體賽

曾靝賜＊ 混合III級盛裝舞步個人賽、混合III級盛
裝舞步個人自選動作賽、混合公開組盛
裝舞步團體賽

謝佩婷 混合I級盛裝舞步個人賽、混合I級盛裝
舞步個人自選動作賽、混合公開組盛裝
舞步團體賽

▶殘疾人游泳

陳睿琳＊ 女子S14級100米背泳、女子SB14級
100米蛙泳、女子S14級100米蝶泳、
女子S14級200米自由泳、女子SM14
級200米個人四式、混合S14級4×100
米自由泳

張可盈＊ 女子S14級100米蝶泳、女子SM14級
200米個人四式、混合S14級4×100米
自由泳

許家俊＊ 男子S14級 100米背泳、混合S14級
4×100米自由泳

鄧韋樂 男子S14級 100米蝶泳、男子S14級
200米自由泳、男子SM14級200米個
人四式、混合S14級4×100米自由泳

▶殘疾人乒乓球

吳玫薈 女子TT11級單打

王婷莛＊ 女子TT11級單打

▶輪椅劍擊

余翠怡 女子A級花劍個人賽、女子A級重劍個人
賽、女子花劍團體賽、女子重劍團體賽

吳舒婷 女子A級花劍個人賽、女子A級重劍個人
賽、女子花劍團體賽、女子重劍團體賽

鍾婉萍 女子B級花劍個人賽、女子B級重劍個人
賽、女子花劍團體賽、女子重劍團體賽

註：＊首次參加殘奧會

●●輪椅羽毛球手陳浩源輪椅羽毛球手陳浩源（（上上））對即將踏上殘奧舞對即將踏上殘奧舞
台台，，感到興奮感到興奮。。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5奪港超冠
軍的傑志，將在新球季啟動“女子足球半職業
化計劃”，推動香港女子足球發展。

在該半職業化計劃下，傑志女隊會按球員
能力及表現提供每月津貼，以吸引具潛力的女
球員駐足發展。

傑志會長伍健相信，這一計劃有助加速香
港女足普及化：“現時愈來愈多女將參與足球
運動，年紀亦愈趨年輕，期望她們透過傑志提
供的專業優質訓練平台，提升技術水平，從而
帶動香港女子足球發展。”

資深教練張寶春獲委任為傑志女隊主教
練，她將領軍出戰“賽馬會甲組女子足球聯
賽”。張寶春是香港資深足球教練，球員年代
擔任守門員，曾入選香港奧運足球代表隊，近
年轉職教練，擁有亞洲足協A級教練資格，曾
先後以主教練身份帶領南華、流浪及大埔出戰
聯賽，去季則効力天水圍飛馬出任體能教練。

傑志首推半職業女足計劃
根據國際滑聯官網公布的最新一期世界

排名，中國雙人滑名將隋文靜/韓聰位居榜
首，彭程/金楊排在第三。

國際滑聯的世界排名由選手當前賽季和
前兩個賽季國際比賽的成績綜合決定，奧運

會、世錦賽、花滑大獎賽等成績都
計算在內。

平昌冬奧會亞軍組合隋文靜/
韓聰憑藉2020-2021賽季世錦賽亞

軍、2019-2020賽季四大洲花滑錦標賽冠軍
以及花滑大獎賽的好成績穩居世界第一。他
們曾兩獲世錦賽冠軍，是衝擊2022年北京冬
奧會金牌的熱門組合。兩人目前正忙碌地備
戰北京冬奧會。

隨着8日東京奧運會閉幕，韓聰9日在
微博上展望了進入倒計時的北京冬奧會，他
說：“從炙熱的盛夏，到呼嘯的冰雪，不變

的是每一位運動員心中的奧運精神。此刻，
我與隋文靜仍在冰場上夜以繼日地訓練，以
追求更好的成績，期待在北京開啟我們的新
篇章。”

新科世界冠軍、俄羅斯年輕組合米什
娜/加利亞莫夫目前積分排在世界第二，他
們在2021年斯德哥爾摩花滑世錦賽上以1.88
分優勢戰勝了隋/韓，兩人也是北京冬奧會
上中國組合的主要競爭對手。

彭程/金楊近年來逐漸成熟，和隋/韓一
起組成了中國雙人滑的雙保險，兩人是2021
年世錦賽第五名。過去的兩個賽季獲得過四
大洲錦標賽亞軍、花滑大獎賽分站賽冠軍和
總決賽亞軍，目前世界排名第三。

在男子單人滑最新一期的世界排名中，
金博洋排在第11位，日本名將羽生結弦和美
國名將陳巍排在前兩名。 ●新華社

隋文靜/韓聰登世界第一 劍指冬奧

●●隋文靜隋文靜（（右右））//韓聰於今年世錦賽獲得亞軍韓聰於今年世錦賽獲得亞軍。。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港隊今次將出戰輪椅劍擊、硬地滾球、游
泳、射箭、馬術、田徑、乒乓球及羽毛

球8個項目。今次得益於香港特區政府斥資
購入轉播權，預料屆時電視台都會播出港將
比賽。加上張家朗、何詩蓓、李慧詩、劉慕裳
及女乒隊在剛過去的奧運取得1金2銀3銅，
全港市民對運動員關注度到達前所未有的高
度。香港殘疾人奧委會暨傷殘人士體育協會
總幹事林俊英認為，對今次殘奧港將爭取成
績有正面影響：“這是非常正面的訊息，近

日見到全港關注度都提高，更喜見無論香港
運動員的表現如何，都會獲得認同，相信今
次殘奧運動員的信心會更強。”

5年前里約殘奧，香港憑梁育榮及鄧韋樂
分別在硬地滾球及游泳獲得2金，余翠怡、陳
蕊莊及吳舒婷分別在輪椅劍擊女子花劍個人及
重劍團體奪得2銀；以及吳玫薈和陳蕊莊分別
在女子乒乓球及輪椅劍擊重劍個人得2銅，最
後以2金2銀2銅收官。林俊英表示，由於不想
給運動員壓力，未有為今屆定下爭牌目標：
“大家都清楚，香港運動員每次都是全力以
赴，尤其今次比賽因疫情延遲了一年，成績就
更加難以估計。”

陳浩源把握人生唯一機會衝牌
今屆港隊另一個利好消息，就是新增的羽

毛球項目，正是港將陳浩源的強項。世界排名
第2的他被視為獎牌希望，10日難免成為傳媒
焦點。他坦承今次目標就是要衝擊獎牌：“我
2009年開始成為殘奧運動員，一直沒想過有機
會打奧運，直到2014年知道羽毛球首次成為比
賽項目，才燃起我的奧運夢，好開心可以和我
的團隊一齊出戰。儘管對於36歲的我是有點
遲，但這機會一世人只得一次，終極目標一定

是獎牌以至金牌，最想就是享受比賽之餘，也
得到好成績。”他又感謝教練劉南銘利用改裝
過的“BB學行羽毛球車”協助訓練，自言狀態
及心態都比一年前優勝。

港隊12日將閉門舉行授旗禮，屆時亦會宣
布新的獎金制度。林俊英表示：“社會大眾對
殘疾人運動員的認同及支持度愈來愈高，相信
今次獎金亦會有可觀的加幅。”港隊稍後便會
分批起程，準備前赴東京為港爭光。

市民高度關注
健兒信心更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永淦）2020殘疾人奧運會將於本月24日於東京揭

幕，香港代表團10日會見傳媒，暢談備戰及感受。今次港隊將派出24名運動

員出征，其中世界排名第 2的陳浩源，亦會在首次納入殘奧項目的羽毛球亮

相，他表示會把握這一生一次的機會衝擊獎牌甚至金牌。

●●輪椅劍擊好手余翠怡是今屆港殘奧隊的輪椅劍擊好手余翠怡是今屆港殘奧隊的““五朝五朝
元老元老””。。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 攝攝

●●硬地滾球手梁育榮硬地滾球手梁育榮（（前排右一前排右一））將第將第55度出度出
征殘奧征殘奧。。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 攝攝

●●香港傷殘健兒將前赴日本參香港傷殘健兒將前赴日本參
加本月加本月2424日揭幕的殘奧會日揭幕的殘奧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 攝攝

殘奧會將揭幕 港派隊戰8項比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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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這裏。

最低、最新的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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