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B11

2021年10月21日 星期四
Thursday, October 21, 2021

人 物 風 采人 物 風 采

 

鄭家晴律師鄭家晴律師
專精專精:: 各種親屬移民各種親屬移民﹑﹑各種職業移民各種職業移民﹑﹑
非移民申請及簽證非移民申請及簽證﹑﹑公民入籍公民入籍﹑﹑政治庇護政治庇護
鄭律師為德州及紐約州執照律師鄭律師為德州及紐約州執照律師
做事負責有效率做事負責有效率﹐﹐個性和善親切個性和善親切
為當事人分析各種處理的可能性為當事人分析各種處理的可能性﹐﹐
尋求最適當的方案尋求最適當的方案

電話電話:: 832832--407407--00970097
Email: chengkate@ymail.comEmail: chengkate@ymail.com



BB22今日香江
星期四       2021年10月21日       Thursday, October 21, 2021

假广告

中 國 經 濟 ●責任編輯：凌晨曦 2021年10月20日（星期三）3

人民幣升穿6.4關4個月最高
跨境理財通帶動 60億國債今發行

前有跨境理財通19日正式開

通，後有國家財政部20日到港發

行60億元人民幣國債，人民幣產

品接連湧現，在岸（CNY）和離

岸人民幣（CNH）19日午間雙雙

升穿6.4關口，為時隔四個月重新

升破6.4元關口。市場對人民幣後

市走勢分歧，有聲音認為升浪未

完，年底前有機會再挑戰6.3年內

新高；但同時也有指央行會出手

防止進一步升值。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曉菁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內地
第3季經濟增長雖然低於預期，但市場
憧憬內地會因而適度放鬆一些監管政
策，並且更有利創造“降準”空間，A
股回升0.7%，帶動港股高開後持續向
上，全日升377點，收報25,787點。藍
籌友邦及科技股領漲，科指反彈3.1%
報 6,518 點，國指亦升 1.8%報 9,136
點。惟大市成交仍弱，僅1,207億元
（港元，下同）。

港股3日已累升824點，光大新鴻
基財富管理策略師溫傑指，月初已預
測大市將進入反彈期，目標是25,600
點左右，目前已經到位，後市回調的
風險增加，目前不宜高追。

他指出，恒指早前跌至23,800點
時，再跌的動力已減弱，並將迎來一波
反彈浪，目標是 25,500-26,000 點區
間。結果恒指的反彈符合其早前預期，
並一舉升穿10天、20天及50天線。但
就算指數升破上述技術指標，市場的基
本因素並沒大改變，甚至有可能為了
“屠殺”大量在26,000點左右的熊證，
故他仍維持恒指反彈至26,000點已“到
位”的預測，後市不會看得太樂觀，認
為回調的機會當大。

科技股手機股造好
友邦全日升2.3%報89.45元，推升

恒指44點。科技股美團升1.9%，也為
恒指進賬43點，小米汽車業務有進
展，刺激股價升5.4%報22.5元。騰訊
也升0.4%。視頻股及手機股更跑贏大
市，嗶哩嗶哩獲大摩看好第三季總收入
可超過指引的上限，全日飆12%，是科
指中升幅最大股份，快手亦升近一成。

不過溫傑認為，小米公布好消息
對股價的刺激只屬短線，他提醒投資
者汽車業的投資非常龐大，且屬很長
期的投資，短期難看好實質利益，僅
可炒作概念，散戶不宜因看好小米的
汽車業務而高追，重點仍是留意其手
機業務表現。

手機股有買盤吸納，比亞迪電子
急升逾一成，瑞聲升2.5%，舜宇升
4.2%。

安踏管理層將FILA的2021年增長
指引調低，遭多間大行削減目標價，
但普遍維持“買入”，消息令該股曾
挫逾6%。不過到了下午，市傳中國擬
將8月8日定為“國家體育節”，買盤
隨即低撈安踏，該股倒升3.2%收市，
同業李寧及特步也倒升2.9及7.8%。

國家外匯管理局 19 日人民幣中間價報
6.4307，下調7點子，結束3連升。但午

間開始人民幣走勢發威，CNH攀升逾300點率
先衝出6.4，CNY隨後亦一路上揚，升勢強
勁。截至19日晚8點，CNY報6.3893，CNH
報6.3824。招商銀行金融市場部首席外匯分析
師李劉陽指出，近期人民幣偏強，其中有中國
出口高景氣的因素，貿易順差帶動結匯需求上
升。

市場對後市看法分歧
對於人民幣走勢，市場人士看法存在分

歧。路透社引述一中資行交易員指出，不論從
基本面還是技術面上看，目前沒有看空人民幣
的理由；ING集團最新觀點指出，市場對人民
幣興趣增加。

不過，瑞穗銀行亞洲首席策略師張建泰認
為，中國經濟增長面臨較強阻力以及近期宏觀
數據疲軟，令部分市場人士對人民幣此次走強

感到意外，當美元/人民幣跌破6.4關口，中國
央行可能會再次出手遏制人民幣升值傾向。

星展銀行就認為，中國經濟增速持續放
緩，下調年底人民幣目標位至6.48。渣打報告
預測，人民幣可能會在第四季度重返年內的高
點6.36，同時新一輪逆周期措施可能出台，包
括進一步提高外匯存款準備金率，以防止進一
步升值。

限電效應 瑞銀下調GDP預測
事實上，在限電導致的一系列連鎖反應

下，19日天又有兩大行下調內地全年GDP預
測。瑞銀報告稱，中國經濟增長三季度放緩、
四季度因缺電和雙控限產影響，則繼續承壓，
將2021年全年GDP增速預測由8.2%下調至
7.6%。

瑞銀亞洲經濟研究主管暨首席中國經濟學
家汪濤預計，儘管近期房地產相關信貸已有邊
際放鬆跡象，今年四季度到明年初房地產銷售

和新開工可能進一步下跌；基建投資會支撐四
季度實際GDP環比折年增長率反彈至4%以
上，但其同比增速可能會進一步由4%放緩至
2.7%。

該行預計，明年一季度，缺電的影響可能
明顯消退、宏觀政策有望進一步放鬆，這應能
抵消消費和房地產活動走弱帶來的拖累，不過
經濟環比增長動能可能要到明年3月以後才會
更明顯地反彈，料2022年全年實際GDP增長
5.6%。

美銀估明年GDP僅增4%
此外，美銀時隔兩月後也再次下調中國經

濟增長預測，將GDP增速從8%下調至7.7%，
並將2022年的GDP預測從5.3%降至4%。

該行認為，缺電直接影響了內地的工業生
產，央行或會推遲出台重要的政策支持措施。
雖然9月下旬開始有紓緩政策，惟任何新措施
都需要一定時間才能發揮作用。

●● 人民幣產品接連人民幣產品接連
登場登場，，在岸和離岸在岸和離岸
人民幣人民幣1919日雙雙升日雙雙升
穿穿66..44關口關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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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價好似穩定咗
市民Marie：覺得豬

肉價錢變化唔大，都

係咁上下，但好似穩

定咗。

內地活豬
供港流程

供港活豬
養殖場

3 間持牌進
口商引入

通過兩地海關及食
環署檢查，運至上
水屠房或荃灣屠房

買手競投
（19日平均批發價約

20港元/公斤）

屠宰豬隻

零售商

市民

資料來源：香港特區政府食衞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邵昕

豬農成本價：
約20港元/

公斤

（19日零售
價約 108 港
元/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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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一年豬肉零售及拍賣價格變化

批發價

批發價跌七批發價跌七成成 港人仍食貴豬
內地肉價下調近47% 港零售商“加快減慢”拒回饋

內地養豬業產量激增，導致內地豬價上月大跌

近47%，連帶香港活豬批發價也從1月高峰大幅回

落近七成，但市民仍在“捱貴肉”。香港文匯報19

日翻查香港特區政府統計處數據發現，鮮豬零售價

同期僅輕微下調2.8%至10.6%，完全沒有跟隨批發

價同步回落，市民荷包繼續被打劫，情況與早年國

際燃油價格大瀉，但香港油站售價“加快減慢”同

出一轍。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批評，鮮豬售價

關乎民生，“好多基層可能因為豬肉太貴食唔

起”，問題比燃油更嚴峻，建議競爭事務委員會介

入調查鮮豬是否存有“合謀定價”的情況。

●香港文匯報記者 邵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
森）港人愛吃牛，近日天氣轉涼
更是涮火鍋、吃肥牛的旺季。不
過，香港活牛獨家代理商五豐
行19日宣布，21日起提高活牛
批發價，當中肥牛由每司擔
5,280元（港元，下同）大幅加
價約 8.1%至 5,710 元。 五豐行
解釋，由於內地活牛行情上漲、
養殖成本持續高企及秋冬季節內
地牛肉需求旺盛，為保障供港活
牛品質及供應而作出今次決定。
有街市檔販表示，近月無論鮮牛
肉或凍肉的來貨價，抑或倉租等
成本均上漲，只能將加幅轉嫁消
費者。

五豐行肥牛加價逾8%
五豐行表示，經與牛肉商協

商後，明天起提高活牛批發價。
肥牛由每司擔（即100斤）5,280
元調高至5,710元，加價逾8%；
“改良牛”則由每司擔4,820元
加至4,970元，加幅約3.1%。五
豐行表示，對上一次調高活牛批
發價是今年1月20日，當時肥牛
及改良牛批發價分別加價約
7.8%。

元朗鮮肉聯合會理事長莫耀
南在接受傳媒訪問時表示，香港
食物安全要求高，內地活牛供港
須由註冊農場提供，環境及牌照
要求比供應內地省市的登記農場
高，加上香港市場活牛需求少，
每日僅供應數十隻。他說，活牛
佔本地市場比重少，每隻牛屠宰成
本不低，業界甫聞加價“風聲”，
不少零售商已提早加價。

有肉檔員工認為，部分市民
吃慣新鮮肉，即使加價亦會照
吃，不會轉買凍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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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邵昕）隨着內地爆發的非
洲豬瘟疫情緩和，活豬供應趨向穩定，有業內人士透
露，內地豬價近期出現暴跌趨勢，惠及香港豬肉批發
價回落，詎料零售商沒有回饋給市民。

活豬代理之一的香港農業專區公司董事總經理鄭
嘉成19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隨着非洲豬瘟
疫情逐漸穩定，內地豬肉供應增加，豬價暴跌，現時
內地內銷的豬肉批發價已降至約15元（港元，下同）
一公斤，較3個月前降價七八港元。至於供港活豬，
豬農需要承擔交通運輸成本及過程中的損耗，使供港
活豬的成本約20元一公斤，若香港批發價大跌，內地
豬農或要蝕本。以19日香港活豬批發價為例，相當於
每公斤20港元，豬農才剛好回本。

他表示，內地內銷豬價下降，願意將豬隻銷售往
香港的豬農有所增加。內地爆發非洲豬瘟後，香港特
區政府認可的供港活豬養殖場，一度由100餘間降至
十幾間。如今疫情趨穩，持牌供港活豬養殖場恢復至
約80間，“供應多咗，本月活豬拍賣平均價最低去到
814元，是近幾年低位，或導致內地豬農蝕本，有機會
令第二日供應減少，拍賣價再次提高。”

代理商：活豬拍賣價達近年低位

內地早年爆發非洲豬瘟疫情後，供港活豬一
度大幅減少，豬肉價格也水漲船高，但隨

着內地養豬業走出豬瘟陰霾，供港活豬數量增
加，批發價也大幅回落。香港特區政府食環署
資料顯示，活豬拍賣平均價（即批發價）由今
年1月每擔3,552元（港元，下同）的高位，大
幅回落至8月的每擔2,012元，跌幅43%。

市民：感覺唔到肉價下跌咗
進入本月，豬肉拍賣價持續下降，19日

的活豬拍賣平均價為每擔1,130元，相較今年
1月驟降近七成。

然而，市民卻未能享受活豬批發價回落帶
來的福利，香港文匯報發現香港新鮮豬肉零售
價其間跌幅緩慢，甚至有橫行之勢。根據政府
統計處數據，今年8月香港新鮮豬瘦肉及豬扒
平均零售價，較今年1月數據分別下降10.6%
及2.8%，與同期活豬拍賣價跌幅存在逾30個
百分點的差距。

香港文匯報記者19日在街市訪問日日來
買餸的市民，他們異口同聲表示：“感覺唔到
供港豬批發價跌咗！”（見另稿）

肉商：“日日清”不敢大減價
對於豬肉“加快減慢”，鮮肉大聯盟副主

席關國華19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
零售價未能跟隨批發價回落，除了因為零售店
舖租金、店員人工等固定成本高企影響外，更
受屠房“日日清”政策的影響。

他表示，“日日清”政策出台後，內地豬
農擔心當日活豬供應若超出需求，出現滯售有
機會要低價清貨便“蝕到入肉”，因此不敢貿
然增加活豬數量，而零售商見價格波動較大，
亦不敢貿然減價，“日日清政策有機會因為供
應量不同，使售價忽高忽低，零售商在定價時
也會更謹慎，想睇定啲才調整售價。”

香港豬肉行總商會理事長許偉堅19日接受
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則表示，活豬宰殺有一定損
耗，零售價變動幅度未必與批發價一致，再加
上現時每日供港活豬數量不穩定，影響拍賣
價，而香港商販向來較為謹慎，即使減價也會
一步步來，“要睇定先，加價、減價都不會說
變就變，若內地來豬價錢維持低水平，零售商
也會逐漸降價。”

民建聯：競委會需介入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19日向香港文

匯報表示，豬肉是香港市民較常購買的肉類，
豬肉價格居高不下直接影響市民生活質素，認
為競爭事務委員會有需要介入，調查豬肉“加
快減慢”等情況。“疫情下大家，尤其是基層
市民經濟負擔大，長時間買唔起豬肉嚟食，比
燃油問題更值得正視。”

事實上，近兩年國際油價急跌，但香港零
售油價跌幅卻未有跟隨，引發公眾對香港油價
“加快減慢、合謀定價”的質疑，競爭事務委
員會曾多次介入調查，卻因無足夠證據，難以
判定油商合謀定價，油價昂貴的問題至今得不
到解決，今次鮮豬同遇這問題，直接影響民
生，政府不能坐視不理。

●市民普遍反映“感覺唔到豬肉平咗”。圖為
超市鮮肉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上月活豬批發價從上月活豬批發價從11月高峰大幅回落近七成月高峰大幅回落近七成，，但香港鮮豬零但香港鮮豬零
售價僅輕微下調售價僅輕微下調，，市民仍在市民仍在““捱貴肉捱貴肉””。。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
�1

肉商：大減價恐蝕本
肉檔檔主：香港規定鮮豬不可以過

夜，（肉販）怕賣唔晒要蝕錢，所以唔

敢大幅減價。不過最近豬肉零售價整

體每斤已經平咗2港元至4港元，一

嚟因為內地價錢平咗；二嚟香港進口

豬肉穩定咗，供應量都多咗。

肉價稍平多煲湯
市民洪太：豬肉價錢好似比之前平

咗少少，所以我家都捨得買肉返

去煲湯，之前成一百蚊斤真係好揦

脷，湯都少咗煲。

貨幣單位：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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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升穿6.4關4個月最高
跨境理財通帶動 60億國債今發行

前有跨境理財通19日正式開

通，後有國家財政部20日到港發

行60億元人民幣國債，人民幣產

品接連湧現，在岸（CNY）和離

岸人民幣（CNH）19日午間雙雙

升穿6.4關口，為時隔四個月重新

升破6.4元關口。市場對人民幣後

市走勢分歧，有聲音認為升浪未

完，年底前有機會再挑戰6.3年內

新高；但同時也有指央行會出手

防止進一步升值。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曉菁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內地
第3季經濟增長雖然低於預期，但市場
憧憬內地會因而適度放鬆一些監管政
策，並且更有利創造“降準”空間，A
股回升0.7%，帶動港股高開後持續向
上，全日升377點，收報25,787點。藍
籌友邦及科技股領漲，科指反彈3.1%
報 6,518 點，國指亦升 1.8%報 9,136
點。惟大市成交仍弱，僅1,207億元
（港元，下同）。

港股3日已累升824點，光大新鴻
基財富管理策略師溫傑指，月初已預
測大市將進入反彈期，目標是25,600
點左右，目前已經到位，後市回調的
風險增加，目前不宜高追。

他指出，恒指早前跌至23,800點
時，再跌的動力已減弱，並將迎來一波
反彈浪，目標是 25,500-26,000 點區
間。結果恒指的反彈符合其早前預期，
並一舉升穿10天、20天及50天線。但
就算指數升破上述技術指標，市場的基
本因素並沒大改變，甚至有可能為了
“屠殺”大量在26,000點左右的熊證，
故他仍維持恒指反彈至26,000點已“到
位”的預測，後市不會看得太樂觀，認
為回調的機會當大。

科技股手機股造好
友邦全日升2.3%報89.45元，推升

恒指44點。科技股美團升1.9%，也為
恒指進賬43點，小米汽車業務有進
展，刺激股價升5.4%報22.5元。騰訊
也升0.4%。視頻股及手機股更跑贏大
市，嗶哩嗶哩獲大摩看好第三季總收入
可超過指引的上限，全日飆12%，是科
指中升幅最大股份，快手亦升近一成。

不過溫傑認為，小米公布好消息
對股價的刺激只屬短線，他提醒投資
者汽車業的投資非常龐大，且屬很長
期的投資，短期難看好實質利益，僅
可炒作概念，散戶不宜因看好小米的
汽車業務而高追，重點仍是留意其手
機業務表現。

手機股有買盤吸納，比亞迪電子
急升逾一成，瑞聲升2.5%，舜宇升
4.2%。

安踏管理層將FILA的2021年增長
指引調低，遭多間大行削減目標價，
但普遍維持“買入”，消息令該股曾
挫逾6%。不過到了下午，市傳中國擬
將8月8日定為“國家體育節”，買盤
隨即低撈安踏，該股倒升3.2%收市，
同業李寧及特步也倒升2.9及7.8%。

國家外匯管理局 19 日人民幣中間價報
6.4307，下調7點子，結束3連升。但午

間開始人民幣走勢發威，CNH攀升逾300點率
先衝出6.4，CNY隨後亦一路上揚，升勢強
勁。截至19日晚8點，CNY報6.3893，CNH
報6.3824。招商銀行金融市場部首席外匯分析
師李劉陽指出，近期人民幣偏強，其中有中國
出口高景氣的因素，貿易順差帶動結匯需求上
升。

市場對後市看法分歧
對於人民幣走勢，市場人士看法存在分

歧。路透社引述一中資行交易員指出，不論從
基本面還是技術面上看，目前沒有看空人民幣
的理由；ING集團最新觀點指出，市場對人民
幣興趣增加。

不過，瑞穗銀行亞洲首席策略師張建泰認
為，中國經濟增長面臨較強阻力以及近期宏觀
數據疲軟，令部分市場人士對人民幣此次走強

感到意外，當美元/人民幣跌破6.4關口，中國
央行可能會再次出手遏制人民幣升值傾向。

星展銀行就認為，中國經濟增速持續放
緩，下調年底人民幣目標位至6.48。渣打報告
預測，人民幣可能會在第四季度重返年內的高
點6.36，同時新一輪逆周期措施可能出台，包
括進一步提高外匯存款準備金率，以防止進一
步升值。

限電效應 瑞銀下調GDP預測
事實上，在限電導致的一系列連鎖反應

下，19日天又有兩大行下調內地全年GDP預
測。瑞銀報告稱，中國經濟增長三季度放緩、
四季度因缺電和雙控限產影響，則繼續承壓，
將2021年全年GDP增速預測由8.2%下調至
7.6%。

瑞銀亞洲經濟研究主管暨首席中國經濟學
家汪濤預計，儘管近期房地產相關信貸已有邊
際放鬆跡象，今年四季度到明年初房地產銷售

和新開工可能進一步下跌；基建投資會支撐四
季度實際GDP環比折年增長率反彈至4%以
上，但其同比增速可能會進一步由4%放緩至
2.7%。

該行預計，明年一季度，缺電的影響可能
明顯消退、宏觀政策有望進一步放鬆，這應能
抵消消費和房地產活動走弱帶來的拖累，不過
經濟環比增長動能可能要到明年3月以後才會
更明顯地反彈，料2022年全年實際GDP增長
5.6%。

美銀估明年GDP僅增4%
此外，美銀時隔兩月後也再次下調中國經

濟增長預測，將GDP增速從8%下調至7.7%，
並將2022年的GDP預測從5.3%降至4%。

該行認為，缺電直接影響了內地的工業生
產，央行或會推遲出台重要的政策支持措施。
雖然9月下旬開始有紓緩政策，惟任何新措施
都需要一定時間才能發揮作用。

●● 人民幣產品接連人民幣產品接連
登場登場，，在岸和離岸在岸和離岸
人民幣人民幣1919日雙雙升日雙雙升
穿穿66..44關口關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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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升穿6.4關4個月最高
跨境理財通帶動 60億國債今發行

前有跨境理財通19日正式開

通，後有國家財政部20日到港發

行60億元人民幣國債，人民幣產

品接連湧現，在岸（CNY）和離

岸人民幣（CNH）19日午間雙雙

升穿6.4關口，為時隔四個月重新

升破6.4元關口。市場對人民幣後

市走勢分歧，有聲音認為升浪未

完，年底前有機會再挑戰6.3年內

新高；但同時也有指央行會出手

防止進一步升值。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曉菁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內地
第3季經濟增長雖然低於預期，但市場
憧憬內地會因而適度放鬆一些監管政
策，並且更有利創造“降準”空間，A
股回升0.7%，帶動港股高開後持續向
上，全日升377點，收報25,787點。藍
籌友邦及科技股領漲，科指反彈3.1%
報 6,518 點，國指亦升 1.8%報 9,136
點。惟大市成交仍弱，僅1,207億元
（港元，下同）。

港股3日已累升824點，光大新鴻
基財富管理策略師溫傑指，月初已預
測大市將進入反彈期，目標是25,600
點左右，目前已經到位，後市回調的
風險增加，目前不宜高追。

他指出，恒指早前跌至23,800點
時，再跌的動力已減弱，並將迎來一波
反彈浪，目標是 25,500-26,000 點區
間。結果恒指的反彈符合其早前預期，
並一舉升穿10天、20天及50天線。但
就算指數升破上述技術指標，市場的基
本因素並沒大改變，甚至有可能為了
“屠殺”大量在26,000點左右的熊證，
故他仍維持恒指反彈至26,000點已“到
位”的預測，後市不會看得太樂觀，認
為回調的機會當大。

科技股手機股造好
友邦全日升2.3%報89.45元，推升

恒指44點。科技股美團升1.9%，也為
恒指進賬43點，小米汽車業務有進
展，刺激股價升5.4%報22.5元。騰訊
也升0.4%。視頻股及手機股更跑贏大
市，嗶哩嗶哩獲大摩看好第三季總收入
可超過指引的上限，全日飆12%，是科
指中升幅最大股份，快手亦升近一成。

不過溫傑認為，小米公布好消息
對股價的刺激只屬短線，他提醒投資
者汽車業的投資非常龐大，且屬很長
期的投資，短期難看好實質利益，僅
可炒作概念，散戶不宜因看好小米的
汽車業務而高追，重點仍是留意其手
機業務表現。

手機股有買盤吸納，比亞迪電子
急升逾一成，瑞聲升2.5%，舜宇升
4.2%。

安踏管理層將FILA的2021年增長
指引調低，遭多間大行削減目標價，
但普遍維持“買入”，消息令該股曾
挫逾6%。不過到了下午，市傳中國擬
將8月8日定為“國家體育節”，買盤
隨即低撈安踏，該股倒升3.2%收市，
同業李寧及特步也倒升2.9及7.8%。

國家外匯管理局 19 日人民幣中間價報
6.4307，下調7點子，結束3連升。但午

間開始人民幣走勢發威，CNH攀升逾300點率
先衝出6.4，CNY隨後亦一路上揚，升勢強
勁。截至19日晚8點，CNY報6.3893，CNH
報6.3824。招商銀行金融市場部首席外匯分析
師李劉陽指出，近期人民幣偏強，其中有中國
出口高景氣的因素，貿易順差帶動結匯需求上
升。

市場對後市看法分歧
對於人民幣走勢，市場人士看法存在分

歧。路透社引述一中資行交易員指出，不論從
基本面還是技術面上看，目前沒有看空人民幣
的理由；ING集團最新觀點指出，市場對人民
幣興趣增加。

不過，瑞穗銀行亞洲首席策略師張建泰認
為，中國經濟增長面臨較強阻力以及近期宏觀
數據疲軟，令部分市場人士對人民幣此次走強

感到意外，當美元/人民幣跌破6.4關口，中國
央行可能會再次出手遏制人民幣升值傾向。

星展銀行就認為，中國經濟增速持續放
緩，下調年底人民幣目標位至6.48。渣打報告
預測，人民幣可能會在第四季度重返年內的高
點6.36，同時新一輪逆周期措施可能出台，包
括進一步提高外匯存款準備金率，以防止進一
步升值。

限電效應 瑞銀下調GDP預測
事實上，在限電導致的一系列連鎖反應

下，19日天又有兩大行下調內地全年GDP預
測。瑞銀報告稱，中國經濟增長三季度放緩、
四季度因缺電和雙控限產影響，則繼續承壓，
將2021年全年GDP增速預測由8.2%下調至
7.6%。

瑞銀亞洲經濟研究主管暨首席中國經濟學
家汪濤預計，儘管近期房地產相關信貸已有邊
際放鬆跡象，今年四季度到明年初房地產銷售

和新開工可能進一步下跌；基建投資會支撐四
季度實際GDP環比折年增長率反彈至4%以
上，但其同比增速可能會進一步由4%放緩至
2.7%。

該行預計，明年一季度，缺電的影響可能
明顯消退、宏觀政策有望進一步放鬆，這應能
抵消消費和房地產活動走弱帶來的拖累，不過
經濟環比增長動能可能要到明年3月以後才會
更明顯地反彈，料2022年全年實際GDP增長
5.6%。

美銀估明年GDP僅增4%
此外，美銀時隔兩月後也再次下調中國經

濟增長預測，將GDP增速從8%下調至7.7%，
並將2022年的GDP預測從5.3%降至4%。

該行認為，缺電直接影響了內地的工業生
產，央行或會推遲出台重要的政策支持措施。
雖然9月下旬開始有紓緩政策，惟任何新措施
都需要一定時間才能發揮作用。

●● 人民幣產品接連人民幣產品接連
登場登場，，在岸和離岸在岸和離岸
人民幣人民幣1919日雙雙升日雙雙升
穿穿66..44關口關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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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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寶島訊息

（中央社）法務部指出，為協助更生商家渡
過COVID-19疫情難關，今天在新竹舉辦 「更生
商品展售會」 ，並加碼持振興五倍券消費，特定
產品買一送一。

法務部與財團法人台灣更生保護會為協助更
生商家渡過COVID-19（2019冠狀病毒疾病）疫
情難關，今天下午2時在新竹市遠東巨城購物中
心噴水池廣場辦理 「歡馨五倍券 幸運草更生商品
展售會」 。

活動中，邀請更保新竹分會的更生商家、新
竹監獄及新竹看守所共同設攤，消費者持振興五
倍券消費，特定產品可買一送一，擴大消費誘因
。

法務部長蔡清祥在活動會場致詞指出，配合
行政院 「防疫、紓困、振興」 步驟，全力投入，
在紓困階段，動員財團法人犯罪被害人保護協會
、台灣更生保護會、榮譽觀護人協進會等三大司

法保護系統資源，推出司法保護緊急紓困方案，
已幫助超過1萬5000名司法保護個案及其家庭渡
過疫情難關。

蔡清祥說，在 「經濟振興」 階段，法務部與
台灣更生保護會推動更生商品振興活動，協助更
生人展出自家優質產品，每樣產品都是物美價廉
；民眾可以善用手中五倍券現場選購，一方面獲
得加碼優惠，同時也達到公益關懷及振興經濟目
的。

法務部新發布聞稿指出，法務部、台灣更生
保護會將持續藉由各項活動，協助行銷推廣更生
商品，協助更生商家爭取五倍券商機。

同時呼籲社會大眾能運用五倍券至更生商家
消費，不僅具體落實行政院推動五倍券、創造經
濟效益的目標，並以行動支持更生朋友，一起相
挺讓其走得更穩更好。

法務部辦展售會促五倍券消費 振興兼助更生商家

（中央社）基隆市議員韓世昱和他的父親、
前基隆市議員韓良圻及兄長韓東叡涉嫌貪污，檢
調今天發動搜索、約談，經檢方複訊後，諭知韓
世昱新台幣30萬交保，並向法院聲押韓良圻和韓
東叡。

基隆地檢署接獲檢舉，韓世昱與韓良圻涉嫌
藉由工程名義與他人有金錢往來，韓良圻並在擔
任市議員期間，以人頭詐領助理費，韓東叡則負
責相關財務，涉犯貪污治罪條例，估計不法所得
將近新台幣1000萬元。

檢察官上午指揮調查局北部地區機動工作站
和基隆市調查站，兵分5路前往服務處和住家搜
索，除帶回相關事證外，並將韓世昱、韓良圻、
韓東叡，及疑掛名韓良圻前助理的簡姓、楊姓男
子共5人帶至基隆市調查站偵訊。

韓世昱和韓良圻分別於晚間7時、8時40分

許移送基隆地檢署複訊，韓良圻抵達地檢署時以
外套蓋住頭部，面對媒體詢問僅說 「來澄清」 ，
2人在檢調偵訊時否認犯行。

經檢察官複訊後，認韓良圻和韓東叡涉犯貪
污重罪且有串證之虞，向基隆地院聲請羈押，韓
世昱、簡姓、楊姓男子，則分別各諭知30萬元、
5萬元、5萬元交保。

韓世昱交保後，晚間9時許步出地檢署表示
，今天七早八早就起來，是來配合調查，偵查不
公開也不清楚具體情況。韓世昱的母親說，全家
都被抄，抄得莫名其妙。

從中央選舉委員會選會網站資料顯示，韓良
圻從民國87年起連續擔任5屆基隆市議員，更自
94年起，連續3屆獲得全市議員最高票，韓良圻
卸任後，將政治衣缽交給韓世昱，韓世昱也不負
眾望當選市議員。

基市議員韓世昱涉貪30萬交保 父親、兄長聲押

（中央社）又發生商超店員遭攻擊事件，
桃園市黃姓男子因不滿超商店員及顧客提醒要
戴口罩，竟動手毆打兩人。中壢分局表示，已
將黃男依傷害等罪移送法辦，違反防疫規定部
分由衛生機關裁罰。

桃園市警察局中壢分局今天接受媒體聯訪
表示，桃園市33歲黃男，13日晚間11時許到
中壢區明德路上一間超商時，因違反政府對
COVID-19（2019冠狀病毒疾病）疫情防疫規
定，沒有戴口罩，被一名顧客及超商店員提醒
，不料黃男竟惱羞成怒，動手毆打顧客及店員
。

警方表示，根據現場監視器畫面，可看見

黃男當時與友人一同進入超商，被提醒未戴口
罩後，先是將顧客推倒在地，在收銀台內的店
員想打電話報警，也被一陣捶打。

警方指出，員警獲報抵達時黃男已離開現
場，後續到案時他坦承因未戴口罩被提醒進而
動手打人，詢後依傷害及恐嚇罪嫌移送法辦，
另有關違反傳染病防治法部分將移請衛生機關
裁罰。

屏東縣高樹鄉潘姓超商女店員日前勸導男
子戴口罩，卻遭對方痛毆，男子還直接徒手挖
雙眼，導致潘女鼻梁斷裂、雙眼受傷，沒想到
桃園又發生超商店員遭攻擊事件。

未戴口罩被提醒惱羞毆打超商店員顧客 桃園男送辦

（中央社）邱姓男子涉假冒國防部中校採購官，佯稱可提前
取得標案文件，另以買通評委等理由，向有意投標的業者詐欺
3044萬元。北檢今天偵結，依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嫌起
訴邱男。

台北地檢署新聞資料指出，邱姓男子經營手機維修、超跑租
賃業務，曾於民國89至96年間於憲兵202指揮部服役擔任上士

。
邱姓男子涉嫌自103年至106年間，冒充國防部國防採購室

中校採購官，利用政府採購網中的採購預告標案於公告屆期後下
架，廠商無從查證的特性，向有意投標的業者謊稱能提前取得國
防部未公開的標案文件。

起訴指出，邱姓男子向業者詐財的名目包括取得上船投標資
格的 「船票」 費用，及打通關節、上繳採購室長官的 「茶水費」

，金額自新台幣30萬元至600萬元不等，邱男還會以買通評選
委員等理由向業者收取現金。

北檢查出，邱男利用 「陽明山溫泉會館委外經營案」 、 「冷
凍棒棒腿等14項」 、 「佳山洞庫系統整建工程」 等8項採購案
，向6名業者詐得共3044萬元。

檢察官認為，邱男涉犯刑法冒用公務員名義詐欺取財罪，共
8罪，今天向法院提起公訴，建請法院宣告沒收不法所得。

涉假冒國防部中校採購官男子詐3044萬遭起訴

陳柏惟罷免案傳賭盤 陳家欽陳柏惟罷免案傳賭盤 陳家欽：：證據成熟就採取行動證據成熟就採取行動
台灣基進立委陳柏惟罷免案台灣基進立委陳柏惟罷免案2323日投票日投票，，外傳有人用賭盤綁選票外傳有人用賭盤綁選票，，警政署長陳家欽警政署長陳家欽（（圖圖））

2020日表示日表示，，獲得一些情資會給台中地檢署立案獲得一些情資會給台中地檢署立案，，如果有比較成熟的證據如果有比較成熟的證據，，一定會採取行動一定會採取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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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汽車轉彎時，轉向盤明明轉的大轉彎卻
變成小轉彎，轉向盤明明轉的是小轉彎卻又變成
大轉彎。

故障判定：真故障。
原因分析：轉向時發生的這兩

種現象前者稱為不足轉向，後者
稱為過度轉向，說明轉向系統出
現問題。駕駛者在汽車轉向一面
繞行一面加速時的感覺是：具有
不足轉向性能的汽車將向外側面
行進，具有過度轉向性能的汽車
將向內側行進。當行駛半徑變大
時，稱為不足轉向。當行駛半徑
變小時，稱為過度轉向。還有一
種轉向現象，最初是不足轉向，
在中途又變成過度轉向，急劇向
內側轉向。這是最危險的逆轉向

現象，易發生事故。這種情況只在個別的後置發
動機的汽車上才發生。

13、發動機冷車起動困難，起動後發動機振

動，然後趨於平穩，中低速時發動機開始抖動，
高速時有所改善。

故障判定：真故障。
原因分析：可能是火花塞故障或點火時刻過

早。如果不是火花塞的故障，即可判斷是點火時
刻過早。如果點火時刻過早，在電火花閃過的瞬
間，活塞離上止點遠，氣缸內混合氣的壓力和溫
度都不高，致使火焰形成緩慢，而火焰形成後傳
播速度也較低，在這個過程中，燃燒室內離火花
塞較遠的一部分混合氣還等不到火花塞處傳來引
火，就由於已燃混合氣的溫度輻射及膨脹而自動
燃燒起來，造成爆燃，爆燃致使發動機在中低速
時抖動嚴重。出現上述故障時，應及時到修理廠
進行修理。

14、發動機運轉不平穩，常伴有“突、突”
聲，加速時發動機動力不足，不時發出“彭、彭
”的放炮聲，排氣管冒黑煙。

故障判定：真故障。
原因分析：有可能是化油器和白金故障或點

火時刻過晚。如果點火時刻過晚，發動機活塞距
上止點很近時，火花塞才開始點火，混合氣燃燒
滯後，燃燒不完全，當活塞下行後甚至到排氣門
打開時混合氣仍在燃燒，燃燒室容積的擴大和氣
體的滯後膨脹，導致氣缸壓力不高，發動機動力
下降。部分燃燒膨脹的混合氣還可能通過進氣門
返回化油器，產生回火現象，發出劇烈的“彭、
彭”聲，燃燒不完全的混合氣由排氣管冒出黑煙
。出現上述故障時，應及時到修理廠進行修理。
（未完待續）

完整修車廠 Complete Auto Center
電話:281-564-6541

地址: 4605 Cook Road, Houston, TX77072

完整修車廠完整修車廠修車師姐徐雲專欄修車師姐徐雲專欄6565 汽車維脩大全汽車維脩大全((四四))

瑞源保險專欄瑞源保險專欄2626------
紅藍卡輔助計劃和紅藍卡輔助計劃和CC部分計劃選哪個部分計劃選哪個？？

當您拿到聯邦醫療保險(Medicare)
或俗稱紅藍卡後，那麼下一步要考慮
的就是到底是選擇紅藍卡輔助計劃
(Medicare Supplement 或 Medigap) 還
是應該選擇 C部分計劃 (Medicare Ad-
vantage) 呢？ 其實 Medicare Supple-
ment計劃和Medicare Advantage 計劃
都有它的優點和缺點，但重要的是您
要知道這兩種計劃有什麼區別？其優
缺點各是什麼？您自己需要什麼？ 然
後根據您自己的需要和預算，選擇最
適合您的保險計劃。下面就來和大家
來分享一下在選擇紅藍卡計劃時應該
問自己的幾個問題：

1) 您是否重視特定醫生，專科醫生
和醫院的選擇？

Medicare Supplement 允許您在全
國範圍內選擇自己的醫生和醫院。
Medicare Advantage 計劃要求您在計
劃醫療網絡內選擇醫生和醫院。當然
有些 Medicare Advantage 的 PPO 計劃
允許您看網絡外的醫生但是您的自費
部分會高。如果您指定的醫生不在計
劃網絡內或想隨心所欲的選擇醫生，
Medicare Advantage也許不適合您。

2) 您需要頻繁使用醫療資源嗎？
有些C 部分計劃， 雖然每月可能

沒有保費或保費很低，但通常當您看
醫生時或使用其它醫療資源時需要負
擔自付額。舉例來說，如果您每月看
兩次專科醫生，並且每次就診的門診
費為40美元，則相當於每月80美元.
但是，如果您不經常去看醫生，Medi-
care Advantage可以為您省錢。Medi-
care Supplement計劃 則需要每個月都
要支付保費，無論您是否去看醫生或
是否使用其他醫療資源。但除了每月
的保費之外，當您就診時或使用其它
醫療資源時則不需要自付費用，因此
如果您經常去看醫生或需要頻繁的使
用醫療資源，那麼 Medicare Supple-
ment計劃可能更適合您。當然Medi-
care Supplement也有不少計劃，涵蓋
面和自費額也有差異。詳情請咨詢專
業保險顧問。

3) 您的保費預算如何？
Medicare Supplement 計劃都必須

要求您向聯邦政府支付Medicare B部
分的保費。除了B部分的保費之外，
Medicare Supplement計劃 還需要每個

月另交保費，更值得註意的是Medi-
care Supplement不包括處方藥計劃，
也不包括牙齒和眼鏡的保險，所以還
需要購買額外的處方藥計劃。如需要
的話也還需另買牙齒和眼鏡的保險。
而Medicare Advantage 的保費通常較
低，有一些甚至是零保費。 還有大部
分的 Medicare Advantage 計劃是包含
處方藥的，有些計劃還包括牙齒， 眼
鏡和其它的附加福利，也就是說和
Medicare Supplement 計劃相比 Medi-
care Advantage每月總保費仍會低不少
。

4) 您經常外出或旅行嗎？
Medicare Supplement 允許您去看

美國國內接受Medicare的任何醫生或
醫療機構。因此，如果您每年經常出
差或需去外地居住，並計劃在外州拜
訪醫生，那麼Medicare Supplement計
劃也許更適合你。如果您不經常旅行
並且只需要在您的本地網絡中看醫生
，則可以考慮選擇 Medicare Advan-
tage 計劃。

每年保險公司都會推出新的計劃
，建議您在選擇具體計劃時一定要向

經驗豐富的，專業保險代理咨詢 。因
為一個經驗豐富和精通保險產品，並
對客人負責的的保險代理可以讓您省
時，省力，省心，少走彎路， 能夠根
據您的需要在眾多保險公司中幫您找
到最適合您的保險計劃。

通過瑞源保險事務所申請不收取
任何手續費，因為保費都是統一定價
的，我們代理本地區最全的醫保計劃
， Medicare Advantage， Medicare
Supplement 和 PDP（處方藥計劃）。
醫保計劃的全面性和醫保咨詢的專業
性是德州瑞源保險事務所的核心競爭
力，在本領域享有盛譽。公司創始人
張瑞女士擁有約20年的行業經驗，曾
擔任美國知名保險公司副總多年，連
續多年榮獲奧巴馬醫保“精英獎”，
是美國醫療保險協會認證會員、長期
護理保險認證專員和資深醫療保險專
員，積極義務服務社區並長期舉辦知
識類講座。張瑞女士直線電話：
214-971-8026， 微 信 個 人 號 ：
12149718026，公司Email: INFO@BENE-
FONS.COM。 公司在達拉斯和休斯頓均
有辦公室，服務全德州居民。

溫馨提醒：
紅 藍 卡 開 放 註 冊 期 ： 10/15/

2021-12/7/2021
生效時間： 1/1/2022
註：瑞源保險事務所文章未經允

許請勿轉載，歡迎個人轉發。

在我六十九歲
那年，做為老人
身體常規檢查，

第一次去做腸胃鏡檢驗，結果發現我
患有食道癌 ，超第三期近四期，而且
位置不好，離胃很近，死亡率很高。
醫生即時將檢查結果轉到世界最好的
癌症醫院（MD ANDERSON CAN-
CER CENTER) ，開始了長達數年的
先進的完善的醫療和護理：兩次長達
八小時的開刀手術，切除患癌處食道
和三分之一的 胃，開通閉塞食道，擴
大食道六次，三個週期放射性治療，
三個週期的化療，定期多種儀器複查
，直到最後的釋放，我時年七十 六歲
。

第一次手術後，回家坐在輪 椅上
身上攜帶多根管道，包括營養輸入管
道。因為賁門已經切除，為防止食液
倒流，睡時上身必須保持45 度。回
家第三天，食道接口破裂食液滲漏到
肺部 ，肺部感染，很緊急，兒子立刻
送我到腫瘤醫院急診室，人完全昏迷
，醫生將我放在救生倉 裡，告訴我兒
子，不能肯定能否救活。又經歷了八
小時的手術。當我醒來時，在病床上
突然發瘋，手腳亂動 ，像是垂死掙扎
，四周的醫務人員好不容易把我壓住
，注射藥物，才慢慢平靜下來。住在

醫院裡，一天比一天難受，要求出院
，醫生不得不給我注射鎮定藥，幾個
星期後終於出院回家。

六個多月不能口吃，只能靠管道
輸營養液。身體很虛弱，腰酸背痛，
右臂不能舉起來，不能單獨走路。生
活不能自理。頭髮脫光，體重由一百
四十多磅降到九十磅不到，專業護士
不停來家護理，時光真是不易渡! 但
時光總是不停向前。
時到今天，身體基本好轉，各種檢查
指數基本正常，無需用藥。生活基本
恢復正常。這確是個奇蹟！家人親朋
好友都無比高興。不少朋友希望我能
把我抗癌誙歷用文字寫出來讓更多的
人，特別是癌症患者分享。我的經歷
不過如此，值得寫嗎，琢磨了很久，
還是窵吧。

首先是我家庭的完美周到的護理
與至愛支撐萶我的生命和康復，特別
是在病危時大兒子及媳婦果斷及時送
往醫院急診室掄救，否則必定升天了
，日復一日， 月復一月， 年復一年
，往返醫院 ，護理我這樣一個起死回
生的老人多麼煩憂! 老伴分秒相伴恩
愛永隨。聰智、 天真、 活潑可愛的
孫輩給我天倫之樂,生命的動力。

在康復的第四年我們兩老隨同小
兒一家飛回中國。回到故里湖南漣源

月光岩下村，一個山水奇特
氣勢磅薄的山村，與親人團
聚，激動，歡快，也引發了
我深沉的鄉愁。我似乎騎在
黃牛背上聽我祖父講三國演
義和水滸的故事，教我奉公
守法的家訓，看見了我拾金
不昧的父親為村民寫春聯，
看到了我母親在門口等我高
山砍藥挑藥回家，看到了我
在艱險爽窄彎回曲卷的山道
上留下的腳印……我豈不是
返老還童了!

回到上海 看到了我與
老伴初戀時坐的石頭板凳，
登上了老丈人的亭子間老舊
房子，看到了我讀研究生從
事科技研究的科學院研究所
.....我豈不是返老回青了。

我要特別感謝我們的親
家公親家母，他們多次陪同
我們旅遊，特別是在台灣與
他們一家歡聚 渡過的美好時
光，深深的留在記憶裡。

其次是我平靜開朗樂觀
的心態支撐了我，以下講幾
個癌症醫院治療過程中 的幾
個小故事:
當腸胃鏡杆查醫生告知我有

食道癌時告我不要緊張，我含笑回答
，謝謝！我不會緊張。

從中學到大學我學的外語是俄語
，大學畢業後讀研究生自學日語，閱
讀日文科技書刊自如，也不怕與日本
專家對話，甚至敢代表中方檢驗日方
設備的缺陷，並向日方索賠成功。我
四十五歲時開始始學英語，受過三個
月的全日英語培訓，三個月後做訪問
學者去英國。我自知我學語言天資差
，特別是口語。到了倫敦去郵局寄家
報平安信，向一位英國人問路，他根
本聽不懂 ，我給他看信，他才明白我
是要去郵局。

第一次到腫瘤醫院前台登記時前
台小姐問我需要翻譯嗎，我回答她：
我的英語很差， 你能聽懂嗎？她回答
：你的英語很好。我回答：可能勝過
你的中文。她回答：我根本不會說中
國話，很高興有你這樣一位病員。然
後大家哈哈大笑。會診團隊把治療方
案告訴我很可能有生命危險，我回答
他們，我無畏有生命危險，毫不猶豫
的在協議書上簽了字。

第二次開刀從死亡甦醒過來時站
在病床的好幾位護士，其中一位問我
：你現在好嗎？我回答：可以。她笑

著說：你好厲害！我們這麼多人都 壓
不住你啊，我回答：我真幸運！能有
這麼多美女壓住我。大家哈哈大笑。
在醫院喉科檢驗室等候期間，與一位
服務員不斷聊天，也包括家事。她講
她有一位碩士兒子三十多歲了還沒有
女友，我立刻向 她說，我的一位老鄉
託我為她一位博士女兒找男朋友之事
，她想了一下說：“她學位比我兒子
高，兒子配不上。“ ，她立刻就與
兒子通話，兒子擔心自己學位低 ，攀
不上。我說：“這不應該是大問題，
我給你兒子聯繫電話，讓他們自己做
主。” 就這樣我做月老了。

還有一位年輕女護士一直銘記在
我心中。動手術期間她是我的隨身護
士，奇巧的是我轉到不同的部門，她
也是那個部門的護士。我一坐到等待
椅子上，她就會出來同我打招呼。她
服務總是熱情細心周到。這位下凡仙
女將醫務人員的愛心綻放得淋漓盡至
，給了我抗病的能量。

堅持好的心態也並非易事，需要
毅力，制定規矩，我做了一個心態開
關。每個人人生之路總不是一帆風順
， 成功、失敗 、痛苦、悲傷 --- 我
也不例外，在朋友的鼓勵下，我開了
一家公司，業務範圍包括技術諮詢、
轉讓、投資、產品出售，在美國、加
拿大、墨西哥的有關公司知道我，願
意和我的公司合作，這麼好的生意環
境，直到我生癌之日沒做成幾項。每
端回想起就責備 、心痛. “棄我去者
昨日之日不可留”，不要回想往事，
關掉心態開關。不要比名譽地位財富
，比是兩把刀子。 “亂我心者今日之
日多煩憂”，不要去想今日明日煩惱
之事，關掉心態開關。
中國有句俗語：“靜練心，動練身”
。動是康復健康的另一重要支柱。

當我在癌症醫院第一次開刀後住
在急診間，護士每天讓我坐在輪椅上
，推我在急診室外圍空間轉幾圈。出
院在家，來家服務的護士也是讓我坐
在輪椅上，推我在大廳裡轉圈，後來
在屋外圈。精力慢慢好摶，護士不再
讓我坐輪椅而是扶著我走，看著我走
，最後我能獨立行走了。

當精力不斷改善時，我設計了一
套健身操，不是太極、不是瑜伽，不
是廣場舞 ，拉丁舞，也不是美國推行
的健身操。一位老鄉居第一次看著我
做我的健身操時問，我做的是什麼操
，我回答，Crazy exercise 瘋傻操。
瘋傻操主要目標是運動身體各個主要
部位，完成瘋傻操需要二十到三十分

鐘 ，每天做二次。主要動作如下：
雙手臂從胸前向外平伸張開再平

收到胸前，張開時吸氣，收回時吐氣
；

雙手十指交叉從胸前舉起跨過頭
部，手心向上，吸氣，再放回胸前，
吐氣；

兩手臂垂直放下，左肩抬起，腰
向左側盡最大可能彎下，右肩抬起，
腰向右側盡可能彎下；

左手平伸直，左手臂彎成丁字
平放胸前，向後彎，腰、頭跟著向後
彎，換隻手換個方向；

雙手挺胸平舉，吸氣，低頭彎
腰，雙手向後摔；

蹲平行襾前腿手伏膝蓋；
雙手向後挺舉，吸氣，向前彎

腰向下 呼氣；
雙手臂放平伸開，向前轉三百

六十度，向後摶三百六十度；
雙手垂放，向前聳肩一百八十

度，向後聳肩一百八十度；
雙 手平放隨腰向右後轉，向左

後轉。
每晚睡前淋浴， 在淋浴約三十分

鐘裡我不仃的給身體各部位做按摩。
淋浴按摩結束後感覺一身輕鬆 , 睡覺
很好。

旅遊既能靜心又能練身，有利抗
癌康復健康。旅遊可近可遠。走離家
、社區 、縣市，州門、國門，這是我
，一個普通人可以做的。有條件的可
遠至太空其他星球 ，這一定是無比剌
激其樂旡窮，對我而言只能是夢幻而
已。從太空看地球 ，地球太美了，奇
特美景無處不在；人類不同的文化文
明經歷多姿多彩多美。一踏上旅途就
可盡享地球不同的美景，不同文化文
明的多姿多彩多美，勝過讀萬卷書看
千幅畫，也留下了我人生的腳印，精
神煥發，其樂無窮。寫到這裡我不禁
要向在不同的旅途上挽扶我，給我特
別愛心照顧的導遊小姐們司機們致以
最誠摯的感謝和最美好的祝福。

毫無疑問 ，必須要有個好的每天
生活作息時間表，吃得健康，喝得健
康，呼吸得健康，守之已恆。我腦海
裡已形成了一個生物鐘，自動報時報
警。

人生自古誰無死。皇帝、高官貴
族 、富豪窮人都一樣。我不過是蒼海
一粟，何時上天我並不在乎。但一想
到小輦，就想求上天保佑我，讓我能
出席孫輩們的畢業典禮授獎儀式，慶
祝他們的成功，其樂旡窮，死而後已
。

我的抗癌經歷

吳滌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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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升穿6.4關4個月最高
跨境理財通帶動 60億國債今發行

前有跨境理財通19日正式開

通，後有國家財政部20日到港發

行60億元人民幣國債，人民幣產

品接連湧現，在岸（CNY）和離

岸人民幣（CNH）19日午間雙雙

升穿6.4關口，為時隔四個月重新

升破6.4元關口。市場對人民幣後

市走勢分歧，有聲音認為升浪未

完，年底前有機會再挑戰6.3年內

新高；但同時也有指央行會出手

防止進一步升值。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曉菁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內地
第3季經濟增長雖然低於預期，但市場
憧憬內地會因而適度放鬆一些監管政
策，並且更有利創造“降準”空間，A
股回升0.7%，帶動港股高開後持續向
上，全日升377點，收報25,787點。藍
籌友邦及科技股領漲，科指反彈3.1%
報 6,518 點，國指亦升 1.8%報 9,136
點。惟大市成交仍弱，僅1,207億元
（港元，下同）。

港股3日已累升824點，光大新鴻
基財富管理策略師溫傑指，月初已預
測大市將進入反彈期，目標是25,600
點左右，目前已經到位，後市回調的
風險增加，目前不宜高追。

他指出，恒指早前跌至23,800點
時，再跌的動力已減弱，並將迎來一波
反彈浪，目標是 25,500-26,000 點區
間。結果恒指的反彈符合其早前預期，
並一舉升穿10天、20天及50天線。但
就算指數升破上述技術指標，市場的基
本因素並沒大改變，甚至有可能為了
“屠殺”大量在26,000點左右的熊證，
故他仍維持恒指反彈至26,000點已“到
位”的預測，後市不會看得太樂觀，認
為回調的機會當大。

科技股手機股造好
友邦全日升2.3%報89.45元，推升

恒指44點。科技股美團升1.9%，也為
恒指進賬43點，小米汽車業務有進
展，刺激股價升5.4%報22.5元。騰訊
也升0.4%。視頻股及手機股更跑贏大
市，嗶哩嗶哩獲大摩看好第三季總收入
可超過指引的上限，全日飆12%，是科
指中升幅最大股份，快手亦升近一成。

不過溫傑認為，小米公布好消息
對股價的刺激只屬短線，他提醒投資
者汽車業的投資非常龐大，且屬很長
期的投資，短期難看好實質利益，僅
可炒作概念，散戶不宜因看好小米的
汽車業務而高追，重點仍是留意其手
機業務表現。

手機股有買盤吸納，比亞迪電子
急升逾一成，瑞聲升2.5%，舜宇升
4.2%。

安踏管理層將FILA的2021年增長
指引調低，遭多間大行削減目標價，
但普遍維持“買入”，消息令該股曾
挫逾6%。不過到了下午，市傳中國擬
將8月8日定為“國家體育節”，買盤
隨即低撈安踏，該股倒升3.2%收市，
同業李寧及特步也倒升2.9及7.8%。

國家外匯管理局 19 日人民幣中間價報
6.4307，下調7點子，結束3連升。但午

間開始人民幣走勢發威，CNH攀升逾300點率
先衝出6.4，CNY隨後亦一路上揚，升勢強
勁。截至19日晚8點，CNY報6.3893，CNH
報6.3824。招商銀行金融市場部首席外匯分析
師李劉陽指出，近期人民幣偏強，其中有中國
出口高景氣的因素，貿易順差帶動結匯需求上
升。

市場對後市看法分歧
對於人民幣走勢，市場人士看法存在分

歧。路透社引述一中資行交易員指出，不論從
基本面還是技術面上看，目前沒有看空人民幣
的理由；ING集團最新觀點指出，市場對人民
幣興趣增加。

不過，瑞穗銀行亞洲首席策略師張建泰認
為，中國經濟增長面臨較強阻力以及近期宏觀
數據疲軟，令部分市場人士對人民幣此次走強

感到意外，當美元/人民幣跌破6.4關口，中國
央行可能會再次出手遏制人民幣升值傾向。

星展銀行就認為，中國經濟增速持續放
緩，下調年底人民幣目標位至6.48。渣打報告
預測，人民幣可能會在第四季度重返年內的高
點6.36，同時新一輪逆周期措施可能出台，包
括進一步提高外匯存款準備金率，以防止進一
步升值。

限電效應 瑞銀下調GDP預測
事實上，在限電導致的一系列連鎖反應

下，19日天又有兩大行下調內地全年GDP預
測。瑞銀報告稱，中國經濟增長三季度放緩、
四季度因缺電和雙控限產影響，則繼續承壓，
將2021年全年GDP增速預測由8.2%下調至
7.6%。

瑞銀亞洲經濟研究主管暨首席中國經濟學
家汪濤預計，儘管近期房地產相關信貸已有邊
際放鬆跡象，今年四季度到明年初房地產銷售

和新開工可能進一步下跌；基建投資會支撐四
季度實際GDP環比折年增長率反彈至4%以
上，但其同比增速可能會進一步由4%放緩至
2.7%。

該行預計，明年一季度，缺電的影響可能
明顯消退、宏觀政策有望進一步放鬆，這應能
抵消消費和房地產活動走弱帶來的拖累，不過
經濟環比增長動能可能要到明年3月以後才會
更明顯地反彈，料2022年全年實際GDP增長
5.6%。

美銀估明年GDP僅增4%
此外，美銀時隔兩月後也再次下調中國經

濟增長預測，將GDP增速從8%下調至7.7%，
並將2022年的GDP預測從5.3%降至4%。

該行認為，缺電直接影響了內地的工業生
產，央行或會推遲出台重要的政策支持措施。
雖然9月下旬開始有紓緩政策，惟任何新措施
都需要一定時間才能發揮作用。

●● 人民幣產品接連人民幣產品接連
登場登場，，在岸和離岸在岸和離岸
人民幣人民幣1919日雙雙升日雙雙升
穿穿66..44關口關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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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呂慧儀日前
在街上暈倒，病癒後19日首次見傳媒，她表示
做了身體檢查，心臟及腦部都無事，只是胃
發炎，為了健康她開始跟兒子一齊去做運
動。

當日呂慧儀、劉丹、單立文、謝嘉
怡、吳偉豪及張景淳等，到將軍澳電視城
出席《愛．回家之開心速遞》宣傳活
動，席間監製公布劇集邁向1,500集，眾
人又分組玩遊戲，剛病癒的呂慧儀亦玩
得相當投入。

呂慧儀表示希望《愛．回家》可以
拍到2,000集，談到她日前暈倒街上的經
過，她說：“嗰日湊緊仔，諗住上車拎
嘢，點知未坐低就暈，好彩有兩個媽媽朋
友扶起我，唞完冇事翌日就返工，但之後
都有去醫院做檢查，照過心臟同埋腦都
無事，只係個胃有少少發炎，呢啲都係
都市人常見毛病，飲食唔定時，我都係
第一次喺街上暈倒，醫生話可能啲神經
因子傳錯訊息去個腦，所以突然血壓低，
要她定時飲食及做運動。”

入院驗身 兒子以為去taycation
呂慧儀表示不停工休息，是因不想麻煩別

人，只好趁不用開廠景才去做身體檢查，近日
她都有捉埋兒子一齊去做運動。問到兒子可有

擔心她？她笑說：“個仔見我住
醫院，當我去Staycation，仲話
要陪我，我叫佢攞埋啲功課去
醫院畀我檢查同埋簽手冊。”

另外，無綫對於再有網
民企圖在網上煽動他人參
與抵制無綫廣告客戶及藝
人，構成滋擾、騷擾丶纏

擾、威脅或恐嚇等網絡欺凌問題，
對該台、客戶及相關人士，造成心理
傷害或財產受損，19日已就事件報
警，對此呂慧儀說：“香港人想講咩

就喺網上發表，
但無論講咩，待
人處事最緊要過
到人，過到自
己，有時一句說
話都好容易hurt
到人就無謂，
說話技巧有多
種，希望大家
和諧，唔好咁
多負能量。”

《宇宙探索編輯部》奪平遙影展三殊榮
獲獲1010位導演捐位導演捐100100萬獎勵萬獎勵

電影《宇宙探索編輯部》講述了一位中年科幻
雜誌的主編去往中國西南地區尋找外星人的

故事，影片在荒誕中不失對人類情感的關照，該
片共獲得費穆榮譽最佳影片、青年評審榮譽最佳
影片和迷影選擇榮譽三個重要殊榮。王俊凱作為
青年評審向《宇宙探索編輯部》頒出青年評審榮
譽最佳影片。而收穫費穆榮譽最佳影片的《宇宙
探索編輯部》還將獲得由程耳、陳思誠、刁亦
男、馮小剛、管虎、賈樟柯、婁燁、寧浩、王小
帥和張一白10位導演共同出資現金100萬元獎
勵，其中50萬用於導演孔大山的下一部作品發
展，50萬元用於該片的中方發行。

導演孔大山領獎時談及和平遙的淵源：“我
是在平遙認識《宇宙探索編輯部》的編劇、主演
王一通的，也是在平遙開始醞釀這部電影的劇
本，沒有平遙國際電影展，就沒有這部電影。所
以我當時就決定，將來一定要帶着這部電影回到
平遙。”孔大山言語之間不斷哽咽。

另一部電影《永安鎮故事集》則收穫費穆榮
譽最佳導演和青年評審榮譽最佳導演兩項殊榮，
評委在授獎詞中指出，“魏書鈞用一種輕鬆的姿
態，向觀眾證明了他旺盛的創造力。再一次戲謔
調侃電影創作之餘，他將電影人的自省視角引申
到更廣闊的情感層面，去關照更普世的個體存
在，展現出一位青年影人所應具備的勇氣和能
量。”借此熱度，該片導演魏書鈞執導的首部長
片《野馬分鬃》也在19日宣布定檔11月26日在
內地上映。

黃米依鄒濤奪最佳男女演員
至於剛剛踏入電影大門的黃米依憑藉電影《街

娃兒》獲得費穆榮譽最佳女演員，鄒濤憑借《日夜
江河》獲得費穆榮譽最佳男演員，費穆榮譽

評審榮譽則頒發給了《水邊維納
斯》。羅伯托．羅西里尼（Roberto
Rossellini）榮譽最佳導演頒給了印度電
影《佩德羅》的導演納泰什．赫格德，
最佳影片授予埃及電影《羽毛》，“這是
一部寓言式電影，表達出用藝術抗衡現實
的巨大能量。”

在榮譽之夜伊始，《平原上的夏洛克》
導演徐磊執導的短片《地球最後的導演》舉
行全球首映，該片由知名導演賈樟柯和寧浩
主演，講述了當電影在未來成了非物質文化
遺產，兩位曾經的大導演為了爭奪非遺傳承
人的名額展開了“激烈爭奪”。電影界人士
在觀影過程中數次鼓掌，在他們看來，這部
短片更像是向電影致敬的一封“情書”。片
中充滿了對電影衰落的調侃，荒誕之下竟
有一絲悲涼。兩位導演看似在競爭，卻道
出一種人到暮年仍對電影的熱愛。19日
下午，該短片面向公眾舉行一場慈善放
映，善款用於平遙抗洪救災工作。

此外，中國電影導演協會青葱之
夜暨第七屆青葱計劃啟動儀式，日
前在平遙國際電影展如期舉行。
至於第六屆青葱五強項目亦已
揭曉，分別是：郭容非《紅
姐》、劉子洋《惹是生
非》、田宇《豬殺》、
張旭煜《魚刺》及
朱 瀅 心 《 白
象》。

香港文匯報訊據中新網報道，第五

屆平遙國際電影展（平遙影展）18日晚揭曉各項

榮譽，被評審譽為“打開中國科幻片嶄新路徑”的中小

成本電影《宇宙探索編輯部》收獲三項榮譽成為最大贏家，

更獲10位導演合共捐100萬（人民幣，下同）作獎勵。賈樟柯、

寧浩主演的致敬電影短片《地球最後的導演》也於當晚首映。翌日

該短片亦面向公眾舉行一場慈善放映，善款用於平遙抗洪救災工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阿祖）溫碧霞
（Irene）16日專程由青島飛到山西大同出席“第
6屆成龍國際動作電影周閉幕式”擔任頒獎嘉賓，
Irene穿上一襲深粉紅晚裝，露出香肩亮麗搶眼出
場，看Irene神情自若裙襬搖曳，淡定地走紅地
毯，其實當時天氣溫度只得
零下8度，而在Irene身旁一
同走紅地毯的男明星雖已穿
上保暖西裝，也冷得騰騰
震，在嚴寒下出席盛典已不
容易，還要堅持穿上得體晚
裝，大家都盛讚Irene的專業
及耐寒。

Irene笑言當晚只是一直
忍着頂硬上：“我是夏天出
世，最愛陽光及溫暖，很怕
冷，其實當天我跟其他男明
星一樣，凍得發抖，只是一
直忍着，不停告訴自己好
暖，愈是覺得冷，就會愈
冷。”不怕冷病？她表示：
“怕呀，所以出發前吃了維
他命C，增強抵抗力，加上

也有貼暖包打底，還有之前試過在新疆零下20幾
度拍外景，所以今次還是可以的。”

Irene表示捱冷也很值得：“今屆是挑選《華
語十大經典動作電影》，向經典華語動作電影致
敬，好有意義，又可以重遇好多圈中朋友，最開

心可以跟成龍大哥敘舊，其實
之前在北京有見過面。”出席
完活動後，Irene再折返青島繼
續為揭露侵華日軍發動細菌戰
罪行的重頭大製作歷史電影
《瘋狂731》開工。

第6屆成龍國際動作電影
周早前發布了“華語十大經典
動作電影”， 分別是《俠
女》、《少林寺》、《新龍門
客棧》、《黃飛鴻之二：男兒
當自強》、《臥虎藏龍》、
《英雄》、《一代宗師》、
《師父》、《英雄本色》及
《戰狼2》10部影片。而《醉
拳》、《警察故事》、《猛龍
過江》及《長津湖》獲得了組
委會特別推薦。

現身成龍國際動作電影周閉幕
溫碧霞零下8度性感行紅地毯

受網絡欺凌TVB報警求助
呂慧儀勸喻說話不要傷害人

▶ 孔大山執導的科
幻 作 品 獲 多 個 獎
項。

◀《宇宙探索
編輯部》被評
審譽為“打開
中國科幻片嶄
新路徑”。

●●孔大山領獎時難免心情激動孔大山領獎時難免心情激動。。

▲徐磊、寧浩與賈樟柯亮相平遙影展。

▶《地球最後的導演》海報。

●● 黃米依主演黃米依主演
《《街娃兒街娃兒》》奪得奪得
最佳女演員最佳女演員。。

●●鄒濤主演鄒濤主演《《日日
夜江河夜江河》》拿下最拿下最
佳男演員佳男演員。。

● 呂慧儀表示開始
跟仔仔一起運動。 ●溫碧霞高興可以跟成龍碰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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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呂慧儀
檢查身體後
並沒大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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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升穿6.4關4個月最高
跨境理財通帶動 60億國債今發行

前有跨境理財通19日正式開

通，後有國家財政部20日到港發

行60億元人民幣國債，人民幣產

品接連湧現，在岸（CNY）和離

岸人民幣（CNH）19日午間雙雙

升穿6.4關口，為時隔四個月重新

升破6.4元關口。市場對人民幣後

市走勢分歧，有聲音認為升浪未

完，年底前有機會再挑戰6.3年內

新高；但同時也有指央行會出手

防止進一步升值。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曉菁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內地
第3季經濟增長雖然低於預期，但市場
憧憬內地會因而適度放鬆一些監管政
策，並且更有利創造“降準”空間，A
股回升0.7%，帶動港股高開後持續向
上，全日升377點，收報25,787點。藍
籌友邦及科技股領漲，科指反彈3.1%
報 6,518 點，國指亦升 1.8%報 9,136
點。惟大市成交仍弱，僅1,207億元
（港元，下同）。

港股3日已累升824點，光大新鴻
基財富管理策略師溫傑指，月初已預
測大市將進入反彈期，目標是25,600
點左右，目前已經到位，後市回調的
風險增加，目前不宜高追。

他指出，恒指早前跌至23,800點
時，再跌的動力已減弱，並將迎來一波
反彈浪，目標是 25,500-26,000 點區
間。結果恒指的反彈符合其早前預期，
並一舉升穿10天、20天及50天線。但
就算指數升破上述技術指標，市場的基
本因素並沒大改變，甚至有可能為了
“屠殺”大量在26,000點左右的熊證，
故他仍維持恒指反彈至26,000點已“到
位”的預測，後市不會看得太樂觀，認
為回調的機會當大。

科技股手機股造好
友邦全日升2.3%報89.45元，推升

恒指44點。科技股美團升1.9%，也為
恒指進賬43點，小米汽車業務有進
展，刺激股價升5.4%報22.5元。騰訊
也升0.4%。視頻股及手機股更跑贏大
市，嗶哩嗶哩獲大摩看好第三季總收入
可超過指引的上限，全日飆12%，是科
指中升幅最大股份，快手亦升近一成。

不過溫傑認為，小米公布好消息
對股價的刺激只屬短線，他提醒投資
者汽車業的投資非常龐大，且屬很長
期的投資，短期難看好實質利益，僅
可炒作概念，散戶不宜因看好小米的
汽車業務而高追，重點仍是留意其手
機業務表現。

手機股有買盤吸納，比亞迪電子
急升逾一成，瑞聲升2.5%，舜宇升
4.2%。

安踏管理層將FILA的2021年增長
指引調低，遭多間大行削減目標價，
但普遍維持“買入”，消息令該股曾
挫逾6%。不過到了下午，市傳中國擬
將8月8日定為“國家體育節”，買盤
隨即低撈安踏，該股倒升3.2%收市，
同業李寧及特步也倒升2.9及7.8%。

國家外匯管理局 19 日人民幣中間價報
6.4307，下調7點子，結束3連升。但午

間開始人民幣走勢發威，CNH攀升逾300點率
先衝出6.4，CNY隨後亦一路上揚，升勢強
勁。截至19日晚8點，CNY報6.3893，CNH
報6.3824。招商銀行金融市場部首席外匯分析
師李劉陽指出，近期人民幣偏強，其中有中國
出口高景氣的因素，貿易順差帶動結匯需求上
升。

市場對後市看法分歧
對於人民幣走勢，市場人士看法存在分

歧。路透社引述一中資行交易員指出，不論從
基本面還是技術面上看，目前沒有看空人民幣
的理由；ING集團最新觀點指出，市場對人民
幣興趣增加。

不過，瑞穗銀行亞洲首席策略師張建泰認
為，中國經濟增長面臨較強阻力以及近期宏觀
數據疲軟，令部分市場人士對人民幣此次走強

感到意外，當美元/人民幣跌破6.4關口，中國
央行可能會再次出手遏制人民幣升值傾向。

星展銀行就認為，中國經濟增速持續放
緩，下調年底人民幣目標位至6.48。渣打報告
預測，人民幣可能會在第四季度重返年內的高
點6.36，同時新一輪逆周期措施可能出台，包
括進一步提高外匯存款準備金率，以防止進一
步升值。

限電效應 瑞銀下調GDP預測
事實上，在限電導致的一系列連鎖反應

下，19日天又有兩大行下調內地全年GDP預
測。瑞銀報告稱，中國經濟增長三季度放緩、
四季度因缺電和雙控限產影響，則繼續承壓，
將2021年全年GDP增速預測由8.2%下調至
7.6%。

瑞銀亞洲經濟研究主管暨首席中國經濟學
家汪濤預計，儘管近期房地產相關信貸已有邊
際放鬆跡象，今年四季度到明年初房地產銷售

和新開工可能進一步下跌；基建投資會支撐四
季度實際GDP環比折年增長率反彈至4%以
上，但其同比增速可能會進一步由4%放緩至
2.7%。

該行預計，明年一季度，缺電的影響可能
明顯消退、宏觀政策有望進一步放鬆，這應能
抵消消費和房地產活動走弱帶來的拖累，不過
經濟環比增長動能可能要到明年3月以後才會
更明顯地反彈，料2022年全年實際GDP增長
5.6%。

美銀估明年GDP僅增4%
此外，美銀時隔兩月後也再次下調中國經

濟增長預測，將GDP增速從8%下調至7.7%，
並將2022年的GDP預測從5.3%降至4%。

該行認為，缺電直接影響了內地的工業生
產，央行或會推遲出台重要的政策支持措施。
雖然9月下旬開始有紓緩政策，惟任何新措施
都需要一定時間才能發揮作用。

●● 人民幣產品接連人民幣產品接連
登場登場，，在岸和離岸在岸和離岸
人民幣人民幣1919日雙雙升日雙雙升
穿穿66..44關口關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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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再清在交接儀于再清在交接儀
式上引燃北京冬奧式上引燃北京冬奧
會火種燈會火種燈。。 新華社新華社

●短道速滑國家隊亮相。 新華社

冬奧會冠軍武大靖領軍
的新一屆短道速滑國家隊日
前在北京首鋼園亮相，他們
即將參加21日在北京舉辦的
新賽季首站世界盃賽，隨後
將出國參加本賽季剩餘三站
世界盃賽，爭取獲得滿額奧
運資格。

自2020年短道速滑世錦
賽因新冠疫情取消以來，中
國隊在近兩年的時間裏“消
失”在公眾視野，一直進行封閉
訓練。新賽季開賽在即，中國隊
在日常訓練地首鋼園舉行了
2021-2022 賽季出征儀式。武大
靖、任子威、范可新和韓雨桐等
共計12名運動員隨後站在國旗下
宣誓。

這12人是今年6月底開始的5
次隊內選拔賽中男、女隊綜合排
名前六名的選手，他們將代表中
國隊參加世界盃北京站和日本站
兩站比賽。隨後的匈牙利站和荷
蘭站比賽的參賽名單將根據前兩
站成績進行微調。本季全部四站
世界盃賽也是奧運資格賽。

值得關注的是，新一屆國家隊
的主教練是韓國人金善台，短道速
滑名將安賢洙則是隊中的技術教
練，他曾分別代表韓國隊和俄羅斯
隊獲得過6塊冬奧會金牌。兩人隨

隊參加了當天的出征儀式。
中國國家體育總局冬季運動

管理中心主任倪會忠在出征儀式
上表示，新一屆短道速滑國家隊
隊員，全部是通過“積分制”脫
穎而出的優秀運動員，其中既有
征戰過索契、平昌冬奧會的老
將，也有首次為國出戰世界盃的
新人。他說：“我們堅持將積分
制貫穿於運動員選拔全過程，讓
運動員一步步在眾目睽睽之下走
向國內國際賽場。這樣一支通過
層層選拔，新老結合的短道速滑
國家隊值得我們所有人的期
待。”

冬運中心副主任于海燕在接
受媒體採訪時說，在世界盃賽
上，中國隊的目標是“爭取拿下
滿額冬奧會參賽席位”。

●新華社

19日，北京冬奧會火種在希臘首都雅典的帕納辛奈科體

育場，由希臘奧委會交接給北京冬奧組委。北京冬奧組委特

別代表，北京冬奧組委副主席于再清從希臘奧委會主席斯皮

羅斯卡普拉洛斯手中接過了火種。

短道速滑國家隊
將參加四場資格賽

于再清在致辭中表示：“2008年3
月30日，我們在這接過北京奧

運會的火種，並與全世界人民一道，
舉辦了一屆無與倫比的奧運會。13年
來，我們大力弘揚奧林匹克精神，積
極推廣奧林匹克文化，傳播奧林匹克
知識，中國奧林匹克運動實現了極大
發展。此刻，我們又將接過北京冬奧
會的火種。承載着奧林匹克精神的火
種，將再次在長城內外展示傳遞，在
中國大地上綻放和平和友誼的光
芒！”

當天的儀式從中午12時許開始，
按照慣例，先升旗並奏響奧林匹克會
歌、中國以及希臘國歌，在現場進行
演奏的是希臘著名的雅典愛樂樂團。
隨後，扮演最高女祭司的希臘知名女
演員克桑西喬治烏手持橄欖枝引領着
其他女祭司走進體育場。然後入場的
是火炬手，2004年雅典奧運會亞軍、
希臘前女子水球運動員莫賴蒂祖。

莫賴蒂祖一手拿着橄欖枝，另一
手拿着正在燃燒冬奧火種的“飛揚”
火炬，跑過一個直道後將火種傳遞給
了第二棒火炬手，中國前自由式滑雪
空中技巧運動員李妮娜。李妮娜曾在
2006年都靈冬奧會和2010年溫哥華冬
奧會上獲得銀牌，並在2005至2009年
三次收穫世錦賽冠軍。

火炬傳遞的最後一棒交到了希臘

越野滑雪和冬季兩項運動員亞多普盧
手上，這位即將年滿43歲的老將仍然
奮戰在賽場上，並且已經獲得了北京
冬奧會越野滑雪的參賽資格。亞多普
盧接過火炬後，跑向了祭司中間的火
種盆，隨後點燃火種盆，完成了體育
場內的火炬傳遞。

希臘和中國是好朋友、好夥伴
在一段女祭司們的舞蹈後，希臘

奧委會主席卡普拉洛斯和北京冬奧組
委副主席于再清先後致辭。卡普拉洛
斯表示，中國與希臘有着數千年的歷
史和密切的聯繫。奧運火種不僅將傳
遞和平與友誼，同時還將帶去希臘對
中國的尊重以及美好祝願。卡普拉洛
斯還在現場用中文說：“希臘和中國
是好朋友、好夥伴。”“北京正在創
造歷史，成為第一個舉辦過夏季奧運
會和即將舉辦冬季奧運會的城市。我
們非常高興，在這將奧運火種交接給
你們，我們也成了歷史的一部分。”
卡普拉洛斯說。

致辭結束後，最高女祭司再次點
燃火炬並將火炬交給卡普拉洛斯，後
者再將火炬移交給于再清，標誌着火
種交接儀式順利完成。按照計劃，北
京冬奧會火種將保存在火種燈中，由
北京冬奧組委代表團帶回中國。

●新華社

中國隊前兩站世界盃名單
男隊：孫龍、任子威、安凱、李文龍、于松楠、武大靖

女隊：徐愛麗、張雨婷、曲春雨、范可新、韓雨桐、郭奕含
●●亞多普盧跑向亞多普盧跑向
聖火盆聖火盆。。新華社新華社

●●莫賴蒂祖與中國前女子自由式滑莫賴蒂祖與中國前女子自由式滑
雪空中技巧運動員李妮雪空中技巧運動員李妮娜娜（（前右前右））進進
行火炬傳遞行火炬傳遞。。 新華社新華社

●●于再清在交于再清在交
接儀式上展示接儀式上展示
北京冬奧會火北京冬奧會火
種燈種燈。。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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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郭正謙）東京奧運金牌得
主張家朗近日馬不停蹄公開亮相，19日應香港海洋公
園的邀請，與一眾香港劍擊隊成員出席“海洋公園水
上同樂日”，更獲贈水上樂園永久入場證，首度與父
親同台出席活動的張家朗表示父母不時向自己分享作
為運動員的經驗，對從小養成頑強的心理質素很有幫
助。

張家朗這個星期頻頻亮相人氣大增，19日又獲
邀出席“海洋公園水上同樂日”，與張小倫、蔡俊
彥、吳諾弘、連翊希、朱嘉望、教練Greg等劍擊隊
成員，以及單車運動員梁寶儀及蔡曉鋒到近期大熱
景點水上樂園與公眾見面，今次活動更有張家朗父
親張子倫擔任特別嘉賓，與兒子同台分享感受。

任職海洋公園高級項目經理的張子倫曾是籃球
運動員，他談及育成奧運金牌選手心得時就表示最
重要是讓年輕人多作嘗試：“張家朗小時候我們什
麼都讓他嘗試，他自接觸劍擊後就很喜歡這項運

動，到中四時更堅持要轉為全職運動員，那時候我
們給了他兩年時間，要求他打出成績，所以他非常
努力。”

而張家朗表示父母在他成為運動員之後不時分
享心得，在心態處理上給自己很大啟發：“以前比
賽輸了也會發脾氣，爸爸會告訴我應該如何處理情
緒和調整心態，希望我能汲取教訓和經驗。”這位
奧運冠軍在場上雖然威風八面，不過小時候卻很
“小膽”：“小時候一年會去幾次海洋公園，不過
不太敢玩機動遊戲，最喜歡的是看動物。”

霍震霆望爭取辦全運開幕禮
同場的港協暨奧委會會長霍震霆則期望能爭取到

2025全運會更多賽事的主辦權，當中包括開幕典禮，
而對於設立香港文化體育及旅遊局的建議，霍震霆表
示會與港府商討如何增加對運動員的支持，又希望未
來與海洋公園有更多合作。

經過調整，中國男足（國足）於10月18
日在蘇州進行回國後首次室外訓練，球隊備戰
重心也正式轉向12強賽第5輪對阿曼的主場比
賽上。和此前在西亞備戰一樣，中國隊本階段
蘇州備戰仍講求節奏。為了確保訓練質量，全
隊計劃將在中、阿比賽前與部分國內球隊進行
教學賽。

經過近10小時飛行，搭載着國足一行的包
機於10月14日下午飛抵上海。雖然全隊成員入
境後第一時間接受了各項防疫檢查，但由於全員
核酸檢測結果直到當晚才全
部產生，因此全隊被轉運到
蘇州賽區駐地酒店時已經是
北京時間15日凌晨。考慮到
全隊成員此前在西亞連續駐
留48天，中國足協與國足教
練組決定，全隊在抵達蘇州
後休整3天。利用這段時
間，國腳們一方面調整時
差，一方面自行進行身體調

節訓練。
按照計劃，中國隊於18日下午在駐地酒

店附近的太湖足球基地2號、3號場地內進行
回國後的首次室外訓練。目前隊中除在中、沙
比賽中造成左大腿肌肉拉傷的張琳芃外，其餘
絕大多數球員都能參加此次合練。

和以往各階段訓練一樣，中國隊此次“首
練”仍將以“喚醒”內容為主，結合12強賽
前4輪比賽的情況，以李鐵為首的中國隊教練
組近期也作了一番深入的技戰術內容的總結，

並將結合11月兩輪比賽對手
的特點，進一步完善本隊的
備戰計劃。

雖然受疫情影響，中國
隊很難在本階段集訓期間落
實國際熱身賽，但為了檢驗
備戰效果，教練組仍提出安
排熱身的申請。從目前情況
來看，部分中超隊有望與國
足進行教學賽。 ●中新網

首度與父親同台
張家朗感激雙親常疏導情緒

國足蘇州備戰12強賽

●國足在蘇州進行備戰。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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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蒂亚洲城AMA云端厨坊！

打造多元美⻝，

⽜⾁⾯、⻧⾁饭、中餐快炒等
只要

就可开店!!

$11K

AMA云端厨坊让您
⽤⼩厨房打⼤市场

346 -998 -8000

宅经济持续发烫，
掌握餐饮外送的4⼤趋势要点！

       现今⼤多的外送服务，仍是外送员须在店等候餐点完成后再送⾄消费者⼿中。
但更有效率的流程应该要整合内⽤及外送的POS系统，智能化处理所有订单，且拥
有更妥善的外送动线规划，集中餐点让外送⼈员到达后随即取餐⽴即送⾄消费者家

⻔⼝，除了提升效率外，更达成零接触外送服务。

       随着地价的飙升，商家的室内空间该如何规划？不论是厨房、柜台、座位
区、外送区等等，业者更应好好思考如何更有效地运⽤空间，让效益最⼤化。

⽽近年兴起的“云端厨房”，借由共享的概念，落实到设施、服务、空间当

中，让餐饮租⾦不需如传统店⾯⼀次投⼊⾼额资⾦，并强调商家的外送能⼒有

如微型配送中⼼，省去⼤半的空间与成本，且更能专注于厨房规划与餐点品

质，透过外送服务与消费市场连结，这也是现今正当道的云端厨房优势之⼀。

       不同于以往的外送平台，店家与店家处于竞争的状态，云端厨房让各品牌
站在同⼀阵线，彼此形成伙伴的关系，聚集多家进驻厨房的商家，透过智能平

台将菜单⼀同推送给消费者，能⼀次订购多家餐厅的餐点，互相提升曝光度，

吸引更多不同以往的客群，并搭配⾏销活动，创造双赢的餐饮⽣态圈。

       外送趋势⽔涨船⾼，我们都帮您布局好了！除了与第三⽅的外送平台合作
外，AMA KITCHEN更提供签订安全协议的“专约司机”负责帮您执⾏外送服
务，并整合内外⽤的POS系统及App，让商家能更轻松管理订单，对消费者来
说，能⼀次买⻬多间商家的餐点，且仅需⽀付⼀次运费，不仅仅带来便利的使

⽤体验，更能提⾼客⼾的黏着度。

       ⽽在室内空间的规划上，我们以友善外送流程的厨房空间为主，规划许多
共享的设施资源以达到共赢的“聚集经济”，让商家能更专注于⻝品品质与出

餐时间，让您零负担跟上最新的餐饮趋势 - 云端厨房。

      在讲求快速的时代，现代⼈对于数位体验的依赖性⾼涨，除了关⼼“哪个品牌的
餐饮品质最好？”外，更着重“哪个品牌能给我最佳的订购体验与外送服务？”。

AMA KITCHEN云端厨房创造⼀次订购多间商家的餐点，且仅需⽀付⼀次运费的体
验，对业者来说节省了⼈⼒成本，⽽对于消费者来说更是提升了外送的便利性！

      优异的外送品质与服务会提升消费者对于平台使⽤的黏着度，根据普华永道的数
据显⽰，“有73% 的客⼾认为体验是他们购买决策的重要因素，仅次于价格和产品
质量。”这说明了创造⾼质量体验是品牌成功不可或缺的条件之⼀。

      随着时代的进步，越来越多⾼科技⼯具实现，⽆⼈机与⾃动驾驶汽⻋也逐渐实践
于送餐服务中，也可能在近年内落实更完整的零接触外送。所以在现阶段，我们建

议业者可以好好优化您的送餐及外送体验、动线、整合线上线下系统，⾯对市场转

变时才能临危不乱跟上最新趋势！

疫情延烧加速了外送产业间的变化，根据富⽐⼠的预估，到2025年整体

外送市场将达到2,000亿美元的规模，可观的外送成⻓曲线，可以⻅到消

费者受到Covid影响进⽽改变的消费⾏为是永久性的，相信在未来的餐饮

市场中“外送服务”会是业界的⼀⼤重点，⽽在将来还会有哪些变⾰，

今天带您从产业端谈谈外送服务的现今趋势与未来发展:

1.优化外送流程，零接触配送

2.创造⾼质量的外送体验

3.落实共享概念，市场进⼊“云端厨房”的商业模式

4.“聚集经济”效益，店家不再单打独⽃

AMA KITCHEN 云端厨房有感提升外送体验，成功落实“聚集经济”

云端厨房逆势成⻓，落实共享经济！

征招中餐餐馆加⼊

外送餐饮服务、智能点餐服务

联合营销共赢、共享设备空间

西休斯顿最佳开店地点

AMA 云端厨房

扫码了解更多

a m a  k i t c h e n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

美國亞裔商會和美南新聞集團組織召開美國亞裔商會和美南新聞集團組織召開
世界乒乓球錦標賽聯合新聞發佈會世界乒乓球錦標賽聯合新聞發佈會

所有出席新聞發佈會會的貴賓於會後合影所有出席新聞發佈會會的貴賓於會後合影。。

「「亞商會亞商會」」 會長喻斌談門票會長喻斌談門票
價格及入座價格及入座。。

「「休士頓西南管理區休士頓西南管理區」」 主席李雄主席李雄（（立者立者 ））致詞致詞。。

「「休士頓西南管理區休士頓西南管理區」」 主席主席
李雄李雄（（立者立者））致詞致詞。。

(( 右起右起 ））國際乒乓球聯盟首席財務官國際乒乓球聯盟首席財務官
Michael Brown,Michael Brown, 哈里斯郡休士頓體育局哈里斯郡休士頓體育局
副局長副局長Chris MasseyChris Massey在會議上發表談話在會議上發表談話

並回答記者提問並回答記者提問。。

世乒賽組委會成員徐建勳律世乒賽組委會成員徐建勳律
師發言師發言。。

美南報系集團董事長李蔚華美南報系集團董事長李蔚華
先生致詞先生致詞。。

美南報系集團董事長李蔚華美南報系集團董事長李蔚華
先生致詞先生致詞。。

出席大會的幾位主講人出席大會的幾位主講人（（右起右起）） 「「亞商會亞商會」」 喻斌會長喻斌會長，，
「「休士頓西南管理區休士頓西南管理區」」 主席李雄主席李雄、、 「「美南報業傳媒集團美南報業傳媒集團

」」 董事長李蔚華董事長李蔚華、、..國際乒乓球聯盟首席財務官國際乒乓球聯盟首席財務官MichaelMichael
BrownBrown，，哈里斯郡休士頓體育局副局長哈里斯郡休士頓體育局副局長Chris MasseyChris Massey，，

世乒賽組委成員徐建勳律師世乒賽組委成員徐建勳律師。。

由美國亞裔商會和美南新聞集團組織召開的由美國亞裔商會和美南新聞集團組織召開的20212021世界世界
乒乓球錦標賽新聞發布會於乒乓球錦標賽新聞發布會於1010月月1212日上午在美南新聞日上午在美南新聞

集團電視演播廳舉行集團電視演播廳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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