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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8月13日（星期六）中 國 經 濟3 ◆責任編輯：周文超

5家國企啟動自美退市
中證監：資本市場常態 尊重企業商業考慮

正當中美關係緊張及審計談判陰霾揮之不去之際，更多中

國公司自願選擇撤離紐交所以規避風險。中石油等5家大型國

企12日宣布自願啟動自美退市計劃，中國證監會就此回應表示，上市

和退市都屬於資本市場常態，目前的退市計劃不影響企業繼續利用境

內外資本市場融資發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 蔡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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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中證
監與香港證監會聯合公告，宣布原則上同
意優化滬深港互聯互通交易的假期安排，
由於內地和香港公眾假期的差異，令投資
者現時在某些共同交易日，均不能經滬深
港股通進行交易。有關建議，令互聯互通
交易在香港和內地股市均為交易日的日子
下都可進行。香港證監會行政總裁歐達禮
表示，今次的優化安排可令投資者通過滬
深港股通，更好地管理投資，並將支持互
聯互通機制進一步發展。有關安排需6個
月時間準備，待監管當局批准、市場準備
就緒後便會實施，實施日期將適時公布。

兩地公眾假期差異影響交易
香港的結算周期為T+2(交易日後兩

個工作天)、內地結算周期為T+1，加上
內地和香港公眾假期不同，令滬深港股
通每年都有若干天，出現兩地皆有開
市，但由於股份結算日處於對方市場假
期，結果令滬深港股通要被迫暫停。

聯交所特別舉出今年5月9日(周一)
的佛誕翌日假期做例子，表示即使對上
一個交易日5月6日(周五)兩地都為開市
日，但因為內地未將5月9日訂為公眾假
期，按A股T+1交易結算周期，結算日
照樣為5月9日。由於港股休市令資金無
法結算，導致5月6日的北向交易要暫
停。新例之後，5月6日的北向交易依然
可維持，北向交易結算款項會改為在5月
10日(周二)香港復市後處理。

再以2021年為例，倘改用新例，北
向的滬深股通將增加6個交易日(相當於
現有交易日天數的3%)，南向港股通更可
增 11個交易日(相當於現有交易日的
5%)。由於兩地假期安排每年都有差異，
所以新例使交易日數增加多少每年都會
有不同。此外，即使修訂假期安排，但
A股及港股都有各自停市的日子，境外
投資者同樣無法經互聯互通買賣股票，
仍然存在一定持倉風險。

歐冠昇：提高跨市場投資便利
港交所行政總裁歐冠昇表示，優化

滬深港通交易日曆安排，將進一步提高
互聯互通下跨市場的投資便利，方便香
港及國際投資者投資內地市場，同時為
內地投資者提供更多參與市場的機會。
直言假期安排一直是外資參與滬深港股
通的關注事項，MSCI於3年前擴大A股
權重後，也將滬深港股通假期交易安排
視為進一步擴大權重所需處理的四大議
題之一。

5家擬從美自願退市國企情況
公司
中國人壽
中國石油
中國石化
中國鋁業
上海石化

資料來源：彭博社

在美上市
2003年
2000年
2000年
2001年
1993年

籌資規模
33.2億美元
29億美元
3.448億美元
4.12億美元
1.71億美元

市值
980億美元
1,350億美元
710億美元
106億美元
39億美元

中石油、中石化、中鋁集團、中國人壽及上海
石化等在內的多家國企12日於港股收市後分

別宣布將其美國存託股（ADR）自美國退市。中
石油H股12日收報3.52元（港元，下同），升
1.149%；中石化H股收報3.73元，升1.913%；中
鋁H股收報2.92元，升2.817%；中國人壽H股收
報11.76元，升0.341%；上石化H股收報1.27
元，升2.419%。

國企提前退市 金融戰恐升級
不過，值得一提的是，中石化、中鋁及中國

人壽，在今年5月已被美國證交會列入“預定摘
牌名單”，按美《外國公司問責法（HF-
CAA）》，相關企業如連續3年無法符合審計查
察要求將須退市，國企提前行動，令外界關注中
美金融戰或會升級。

中證監網站發布有關部門負責人答記者問表
示，已注意到有關情況。上市和退市都屬於資本
市場常態。根據相關企業公告信息，這些企業在
美國上市以來嚴格遵守美國資本市場規則和監管

要求，作出退市選擇是出於自身商業考慮。
負責人表示，這些企業都在多地上市，在

美上市的證券佔比很小，目前的退市計劃不影
響企業繼續利用境內外資本市場融資發展。

中證監強調，尊重企業根據自身實際情況、
按照境外上市地規則作出的決定。中證監將與境
外有關監管機構保持溝通，共同維護企業和投資
者合法權益。

公告顯示，中國人壽與中國鋁業計劃於8月
22日左右向美國證交會遞交一份25表格，以將
其存託股自紐交所退市；中石油及中石化則計
劃於8月29日或前後提交該表格。退市預計在
25表格遞交10日後生效。

至於自願從紐交所退市的原因，上述公司
普遍指出，目前美國存託股的交易量與公司H
股全球交易量相比較低。此外由於不同上市地
監管規則差異，導致所涉及的行政成本較高。

其中，中石油稱，截至8月9日，在紐交所上
市的存託股數量佔公司H股總量約3.93%，佔公
司總股數約0.45%。考慮到存託股佔公司H 股及

總股數比重很小，交易量與公司H股全球交易量
相比較低，同時由於不同上市地監管規則差異，
導致繼續維持存託股在紐交所上市的披露義務需
要公司付出較大的行政負擔，以及公司從未使用
紐交所二次融資功能且聯交所和上交所具有較強
可替代性，可滿足公司正常經營的籌融資需求，
為更好維護投資者利益。經綜合評估，公司董事
會批准存託股從紐交所退市。

存託股換H股在聯交所交易
中石油續指，存託股從紐交所退市後，公司

繼續保留聯交所和上交所作為公司股票的交易市
場。存託股持有人可以將存託股換回 H 股在聯
交所交易。

於近年中美關係緊張及兩國就會計審計談
判僵持下，美國啟動針對中概股的“金融制
裁”，紐交所去年中已經將中國三大國有電信
商即中移動、中聯通及中電信除牌。另外，美
國證交會又將包括阿里巴巴、京東及百度等約
159家中概股列入“預定摘牌名單”，其中有
153家更已被轉入“確定除牌名單”。

加快中概股回流作主要上市
為應對美國的除牌風險，阿里巴巴、嗶哩

嗶哩多家中概股此前已申請將香港轉為主要上
市地，完成後將擁有紐交所及港交所雙重主要
上市地位。雙重主要上市的目的是，即使公司
在美國退市，也不會影響公司在香港聯交所的
上市地位。中證監主席易會滿近日在《求是》
上撰文稱，面對複雜嚴峻形勢，將推進資本市
場改革開放，進一步推動提升香港市場承接境
內企業上市能力。

2022年8月15日（星期一）香 港 新 聞4 ◆責任編輯：何佩珊

▲九龍灣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護養院有1名院友
及3名員工確診。圖為雅麗氏何妙齡那打素護養
院。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單日新冠病毒確診個案再次突破5,000
宗。圖為中環流動檢測站為市民提供服務。

中通社

無針5歲童確診一日後危殆入ICU
疑出現併發性腦炎 盧寵茂籲速帶子女打針

相隔逾4個月，香港單日新增的新冠

肺炎確診個案重上5,000宗以上水平，13

日再多5,308宗新冠肺炎確診個案（包括

160宗輸入個案），變異病毒株BA.4或BA.5個案進一步增至佔整體18.9%。香港

衞生防護中心表示，目前的確診宗數已較一個月前增一倍，疫情仍呈升勢。疫情升

溫下，再多一名未接種疫苗、過往健康的5歲9個月女童染疫。她確診一日後病情

突急速轉差，目前情況危殆，香港醫管局懷疑可能與新冠病毒引發腦炎有關。香港

醫務衞生局局長盧寵茂表示，近期確診兒童入院有上升趨勢，而第五波期間，兒童

染疫後入深切治療部的幾率和死亡率比流感高兩倍，腦神經系統併發症約15%，甚

至出現腦炎。他呼籲家長盡快帶子女打針，以應對冬季可能出現的另一波疫情。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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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張弦）香港特區政府
早前將海外及中國台灣入境人士的檢疫期，由
7天改為“3+4”，即3天強制酒店檢疫，另加
4天醫學監察。

香港醫務衞生局局長盧寵茂13日表示，
在縮短酒店檢疫日數後，預計抵港人士會增加
六成至八成。被問及會否改為“0+7”、即零
天酒店檢疫，盧寵茂表示要視乎數據和疫情發
展，若新冠病毒即時繁殖率回落至低於1，屆
時社交距離措施或入境檢疫措施，就有調整的
空間。

盧寵茂13日接受多個電台及電視台的節目
訪問時強調，調整政策並非“躺平”，只是希望
更加精準抗疫。目前，“3+4”新檢疫安排運作

總體順利。以往抵港者要在酒店檢疫7天，代價
高但達不到預期效果，“（現在）3+4亦是7
日，只不過後幾日變作醫學監察。”在檢疫政策
改為“3+4”後，指定檢疫酒店房間流轉加快，
變相增加房間供應，可讓更多人來港，預計抵港
人士會增加六成至八成。

循序漸進調整屬負責任做法
被問及會否進一步將檢疫安排改為“0+

7”，他表示需要有數據的支持，同時要考慮疫
情發展，而循序漸進調整政策才是負責任的做
法。

目前，香港防疫政策的考慮因素是數據及疫
情走向，其中一個指標是新冠病毒的即時繁殖

率，有關數值已由 7月的 1.8 下跌到現時的
1.07，單日確診數字上升速度也較之前緩慢，但
他呼籲市民不要鬆懈，如果病毒繁殖率回落至低
於1，確診個案會開始減少，屆時社交距離措施
及其他防疫政策，也會有較大空間調整。

對有展覽業界人士對於“黃碼”人士不能參
與展覽活動感到不滿，盧寵茂表示理解，但強調
特區政府需要考慮活動人流，同時要有數據證明
傳播風險低才會調整安排。“我們考慮一籃子因
素，會不會出現群組爆發？除了考慮人數，也要
考慮活動、環境、條件等，我們會整體去判
斷……我們檢討每件事都要用數據說話、要更精
準，不要一旦取消（措施）後發現原來風險很
高，又再收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金文博、文森）香
港教育局日前就“紅黃碼”安排向學校發出
指引，局長蔡若蓮13日重申，“紅黃碼”安
排平衡了同學的學習需要，主要是讓“黃
碼”的同學，包括完成疫苗接種及滿14天，
在完成快速抗原測試後有機會回到學校學
習。香港醫務衞生局局長盧寵茂13日接受電
視台訪問時透露，正檢討可否放寬“黃碼”
人士進入展覽、髮型屋等。

蔡若蓮13日出席一公開活動時指出，學
校在有關安排上需要留意，因為“黃碼”的
同學不能在學校除下口罩，也不應參加任何
除下口罩的活動，如果上全日課需要在校內
用膳的話，亦要在一個獨立的地方，每一次
用膳後亦須進行徹底清潔，所以學校需要考
慮自身環境、校舍情況，各方面安排配合得
到，才安排同學回校。學校亦有責任確保
“黃碼”的同學必須申報，以及確認符合能
夠回校的條件。

鑑於疫情仍然嚴峻，她呼籲家長把握暑
假時間，盡快安排子女接種疫苗，提高保護
能力。

盧寵茂：檢討放寬“黃碼”範圍
盧寵茂在電視節目訪問中透露，正檢討

可否放寬“黃碼”人士進入展覽、髮型屋
等，又提醒“黃碼”人士在醫學監察期間不
得參與除口罩的集體活動（包括聚餐），即
使到訪朋友寓所聚餐無須查核“疫苗通行
證”，但已違反了醫學監察的要求。

盧寵茂：入境檢疫改“0+7”需數據支持 蔡
若
蓮
：
﹁紅
黃
碼
﹂平
衡
學
生
學
習
需
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紅黃碼措施實施
至今，單日有29名正接受醫學監察的“黃碼”人
士確診，在撇除“復陽”個案後亦佔整體輸入個
案約20%。香港醫務衞生局13日表示紅黃碼運作
暢順，已進行超過4,800萬次比對及28,000次轉
碼。就確診者未能取得紅碼，局方解釋有關人士
有可能是因為“紅碼”推出前已確診，而“安心
出行”應用程式未有更新最新版本，或者接受核
酸檢測、申報快速測試陽性結果時，使用不同的
身份證明文件及號碼。

未獲“紅碼”或涉不同原因
特區政府13日表示，紅黃碼實施至今運作暢

順，過去數天“安心出行”熱線接獲相關的查

詢，已全部妥善處理。對個別確診者未能成功獲
取“紅碼”，政府解釋可能涉及不同原因，例如
相關人士是在“紅碼”推出前已確診、“安心出
行”程式未更新至3.4.0或以上版本，或流動裝置
未連結至網絡，又有可能是他們曾在接受核酸檢
測、申報快速測試陽性，或者作出入境申報及接
種疫苗時，使用了不同的身份證明文件及號碼
等。確診者在成功自我申報前，“疫苗通行證”
會維持為“紅碼”。已接種至少兩劑新冠疫苗的
確診人士，如連續兩天快速測試呈陰性，只要透
過系統申報，其“紅碼”就會轉為“藍碼”。至
於未接種或只接種了一劑新冠疫苗的確診者人
士，在隔離地點完成14天的隔離期後，“紅碼”
亦會將自動回復為“藍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新冠肺炎
疫情升溫，仍有人無視強制檢測公告。特區政府
多個部門13日兵分兩路，到牛頭角淘大花園B
座及長沙灣宇晴軒第一座進行突擊執法行動，共
發現59人未按公告要求進行病毒檢測，佔受檢
人數逾一成。兩幢大廈共21人合共被罰款21萬
元（港元，下同）。

香港創新科技及工業局13日聯同秀茂坪警
區和衞生署，在牛頭角淘大花園B座進行執法
行動，行動中共檢查253名受檢人士，其中29
人違反強制檢測公告，其中4人被定額罰款1萬
元。
香港地政總署13日則聯同深水埗警區和衞

生署，在長沙灣宇晴軒第一座進行執法行動，共

檢查331名受檢人士，30人違反強制檢測公告，
其中17人被定額罰款一萬元。

政府發言人表示，會繼續嚴格執法，提醒任
何相關人士如未有遵從強制檢測公告即屬犯罪，
可處定額罰款1萬元，並會收到強制檢測令，要
求該人士於指明期間內接受檢測。不遵從強制檢
測令即屬犯罪，並可罰款5萬元及監禁6個月。

香港13日新增5,308宗新冠肺炎確診個案，是
自4月1日以來的高位。

相隔4個月再現逾5000確診
香港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

君13日在疫情簡報會上表示，整體確診個案呈上
升趨勢，雖然上升速度不如3月高峰期時快，但
也要提防，“你看一個月前，可能我們（單日確
診個案）2,000多宗，現在都5,000多宗，其實都
是上升中，但速度上就不像以前般（快），未打針
的人士盡快打針，以及遵守防疫措施，包括
‘紅、黃碼’，佩戴手帶等。”

張竹君：BA.5成世界多地區主流
同時，懷疑帶有BA.4及BA.5病毒株的個案

比例逐漸增加至18.9%。被問到是否代表該病毒
將成為主流病毒株，張竹君表示，根據世衞資
料，BA.5在世界多個地區有機會成為主流，香港
亦不例外，加上有關病毒的傳播力更高，因此呼
籲市民要盡快求醫及檢測。

香港醫管局總行政經理（醫療成效及科技管
理）關慧敏則表示，局方會視乎疫情走勢，調配
人手和病床，若果入院人數持續增加，非緊急手
術及檢查服務或需再調整。

疫情升溫下頻頻出現兒童重症個案，一名5
歲9個月的女童一直健康狀況良好，其同住家人
也沒有確診。12日，該名女童持續發燒，快速檢
測呈陽性，即晚前往屯門醫院急症室求醫，但其
病情急轉直下，須轉至兒童深切治療部接受治
療，目前情況危殆。關慧敏形容，“女童的情況
轉差得很快。”正檢查女童會否出現併發性腦
炎，因為早前也有未接種新冠疫苗的兒童一旦受

感染，較高機會併發腦炎。
13日又新增19名3歲以下幼兒因確診入院治

理。關慧敏呼籲家長，要盡快帶子女接種疫苗，
為最有效預防重症的方法，目前接種年齡限制已
降至6個月大，香港兒童醫院兒童社區疫苗接種
中心亦會在明日起，接受經網上預約打科興疫
苗。

盧寵茂：幼兒接種率不理想
盧寵茂在接受電視台訪問時表示，目前幼兒

的疫苗接種率並不理想，他強調11歲以下兒童確
診新冠肺炎，出現重症的風險比季節性流感更
高，“在第五波疫情中，11歲以下小孩（感染新
冠）其實嚴重性比季節性流感高，重症要入深切
治療部的幾率和死亡率是高兩倍，腦神經系統併
發症達到約15%，有個別個案的腦炎非常嚴重。
希望家長們盡快帶小孩打針，尤其我們估算冬季
可能有另一波疫情。”

部分家長對接種疫苗仍然持觀望心態，他強
調，科興疫苗使用的滅活技術十分成熟，若從現
在開始打針，到冬季就可完成接種三針，可趕及
下次疫情反彈前完成接種。至於復必泰疫苗使用
全新技術，兒童配方的劑量不同，供應比較緊
張，重新採購亦有一定流程，政府正在處理合
約，他呼籲家長不應等復必泰兒童配方，指接種
三針科興疫苗，保護力與復必泰相若。

特區政府專家顧問、港大兒童及青少年科學
系講座教授劉宇隆表示，兒童未完成接種疫苗，
並感染新冠病毒，就有可能患上急性腦炎，病情
亦不易控制。由於女童在短時間內，出現發燒及
抽筋，目前接受插喉治療，初步磁力共振結果顯
示，她出現急性壞死性腦炎，情況令人擔憂。

撇除“復陽”“黃碼”確診者佔整體輸入20%

兩廈59人違強檢公告 21人各罰款一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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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休城社區

【美南新聞泉深】德克薩斯州哈里斯郡第
四區（Harris County Precinct 4)專員傑克·卡格
爾（Commissioner Jack Cagle）於2022年8月
15日訪問美南新聞傳媒集團，休斯頓國際管理
區區長、美南新聞傳媒集團董事長、國際貿易
中心主席李蔚華先生舉行了親切的接見。

李蔚華董事長帶領卡格爾專員參觀了美南
新聞傳媒集團展覽廳、數字化圖文處理中心、
全自動數碼印刷車間和包裝車間、美南環球劇
坊、國際貿易中心等。

李蔚華董事長與卡格爾專員在美南國際電
視台直播間進行了電視訪談，討論休斯頓國際
管理區和西南管理區的安全問題、兩區的商貿
發展、兩區的城市美化和多元民族、多元文化
的少數族裔的文化娛樂等問題。

李董事長介紹說，1999年至2009年期間
，也是美南新聞集團發展最快的時期。美南新
聞集團於1999年以每平方英尺$2.2（現在已漲
了10倍以上）買下6.2英畝的土地，建立了美
南新聞中心和國際貿易中心（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兩棟大樓。兩棟大樓的落成對休
斯頓華人社區，甚至是美國主流社會產生了深
遠的影響，各界人士在這裡舉辦各項活動。國
際貿易中心支持贊助本地多達8000多個中小企
業運作，提供經濟服務，促進經濟發展。

李蔚華區長說：“二十年前這裡是一片未
開墾的荒地，我們建議成立一個國際管理區，
吸引多元民族、多元文化的人士來這裡投資、
建設、做生意、工作、生活。德州州長任命我
為國際區區長至今已有17年。現在國際區的百
利大道馬路寬敞，兩邊大樓林立，生意興隆，

繁華似錦，這是我們新移民共同努力的結果。
看到國際區有無數成功的範例，作為休斯頓國
際區的區長，我感到無比的自豪。”

他說，美南新聞傳媒集團每年舉辦德克薩
斯國際農曆新年遊園會 （Texas International
Lunar Festival），至今已舉辦了26屆。每屆都
有休斯頓市長、美國國會議員、各國駐休斯頓
總領事、德州眾議員、著名歌星影星以及大休
斯頓地區數千名來自不同國家和地區的觀眾出
席。每年美國 ABC 電視台（Chanel 13）和
FOX News到達現場進行實況採訪和報導。

卡格爾專員說休斯頓國際區和西南區今年3
月1日才劃分到他所管理的第四區，他對這兩
個區以前不太了解，隨後立即帶團隊於3月16
日首次考察訪問這兩個地區的城市建設，走訪
各個社區、企業單位、農場、學校、診所、教
會、餐館、超市等，了解他們的情況，詢問他
們的要求，爭求他們的意見。這也是哈里斯郡
專員首次訪問以亞裔為主的兩個少數族裔社區
。卡格爾專員說他很高興看到美南新聞傳媒集
團在過去40多年的發展和建設中所取得如此巨
大的成就，有自己的新聞中心、數字化圖像文
字處理中心，全自動數碼印刷車間和包裝車間
、電視台和演播廳等，條件比較優越，希望今
後第四區在多方面加強與美南新聞的合作，在
這裡舉辦各項活動。

在電視訪談中，李蔚華區長提到，國際區
和西南區（唐城）的治安問題一直纏繞著這裡
的商家和顧客，打砸搶事件經常發生，新上任
的專員有什麼新舉措來製止這些犯罪活動？

卡格爾專員說：“我在這個崗位上任職近

12年，我的主要工作是把安全放在
第一位，集中在法律實施上。對於
雇主，只有安全了，才能做好生意
；對於顧客，只有安全了，才有更
大的吸引力。他提到一位女士告訴
他，在唐城吃飯不敢戴項鍊和首飾
，生怕被搶。我知道這裡的警力有
限，我們要加大警務的開支，一方
面要多安排警察在這裡執勤，增加
警力；另一方面也要在街頭安裝錄
像設施，增加威懾力，把犯罪活動減少到最少
，要讓業主有安全感，顧客有安全感。

李區長說國際管理區和西南管理區是少數
族裔最多的地區，也是休斯頓經貿發展最快的
區域，有業主想在這裡開餐館，專員新上任如
何讓這些業主成功開業，如何在這裡促進經貿
的發展？

卡格爾專員說：“我們的主要目標是把這
個區管理好，目的是為民服務，發展經濟，增
加就業，創造財富。國際區和西南區就是最好
的範例，這裡發展迅速，經濟繁榮、生意興隆
。” 他接著說：“如果小生意業主和顧客有什
麼問題可以直接打電話832-927-4444，儘管
我不能直接回答，但我們有專人回答您們的任
何問題。”

李蔚華區長提到國際區是一個多元民族、
多元文化的少數族裔之地，但仍然缺乏多元民
族、多元文化的展示場地，專員有什麼舉措來
豐富少數族裔的文化生活？

卡格爾專員說，他管理的第四區有46各公
園，有的公園有湖，下雨時可以蓄水，減少和

免除水災，不下雨時可以美化環境。公園裡可
以舉辦各種活動，也是散步、騎車、運動、健
身之地，可以滿足部分文化娛樂生活。他說第
四區正在投資百萬美元興建國際區寶塔（Pa-
goda)。這座寶塔由著名華裔設計師李兆瓊（C.
C Lee) 設計，建在國際管理區藝術層公園（Art
Storey Park）內，是國際區的標誌性建築物，
將於9月10日破土動工。

李董事長提到美南新聞集團每年舉辦德克
薩斯州國際農曆新年遊園會，至今已舉辦了26
屆，專員有什看法？

卡格爾專員說，他看到了舉辦這項活動的
一些照片，非常精彩，很有吸引力，希望一直
辦下去。他說國際農曆新年是亞洲主要的節日
，吸引無數亞裔人士來這里相聚，慶祝這一盛
大的節日，等再辦下一屆的時候，他要親臨現
場，看舞龍舞獅表演，中國舞蹈表演，中國功
夫表演，中國樂器表演，這是中華民族的傳統
文化，值得推廣。

哈里斯郡第四區專員卡格爾訪問美南新聞傳媒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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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島訊息

德州本地新聞

高醫槍擊案奪1命，藍綠齊聲譴責，也展開
治安議題攻防戰。藍營痛批，高雄又淪 「慶記之
都」 ，市長參選人柯志恩直斥市長陳其邁失職。
陳其邁震怒下令緝凶，案發4小時火速逮補凶嫌
，綠營肯定市府表現，並反嗆藍營見獵心喜，過
度選舉化。

「陳其邁市長您失職了！」 柯志恩直批，陳
其邁曾非常自豪說，高雄改善槍擊比例6都第1
，如今救命醫院竟淪為致命槍擊現場；每次工安
意外、每聲槍響都是城市的悲傷，請給人民一個
心安的生活，這才是責任所在。

高市議會國民黨團總召童燕珍表示，市府該
把肅槍作為重要工作，不要又讓 「慶記之都」 標
籤貼回高雄。國民黨議員李雅靜狠酸，若不是受
限選舉文宣品30元標準規定，有考慮募款買防
彈背心當選舉文宣品送給民眾使用。

陳其邁案發後，前往高醫慰問家屬及醫護，

並指示警方最短時間內逮捕嫌犯，務必嚴懲緝凶
。他強調，自己是醫師出身，對醫療現場暴力行
為更加重視，感謝警方迅速在4小時逮補凶嫌，
也展現市警局打擊犯罪的決心跟效率，他並指派
民政局全力協助受害家屬善後。

高市議會民進黨黨團總召鄭光峰認為，台灣
槍枝氾濫有待檢討，日前才發生南投、新北等槍
擊案，政府須加強查緝槍械，藍營也不該就單一
事件過度渲染，將事情放大、刻意選舉化。對於
警方火速破案，則給予高度肯定。

民進黨高市議員黃文益痛批，柯志恩為選市
長看好戲，格局太小將不被大多市民認同，奉勸
柯要中立。藍營則不該在此時見獵心喜、見縫插
針，若導致人心浮動，更不可原諒。警方4小時
破案，讓人民安心，但有關槍枝管制須加把勁，
這點可再檢討。

高雄不平靜 藍綠為治安攻防

新冠疫情持續2年多，嘉義市長黃敏惠17日
宣布陸續推出4大振興方案，投入近8000萬元
預算，包括輕稅減租、消費振興、觀光振興、藝
文振興等，要與民間各界一起拚經濟、顧民生、
搶商機。

嘉市府指出，消費振興項目包括 「滿千送百
」 、嘉義市購物節等，尤其2022購物節起跑不
到3周，累計發票登錄金額已超過1億元、發票
登錄數量也超過10萬筆，為擴大經濟效益，購
物節加碼延長到10月10日，除原先抽輕豪宅大
獎以外，大獎再添一輛百萬休旅車。

觀光振興方面，市府加碼推動觀光振興
4000萬元團旅補助，預估可補助6萬人次至嘉義
旅遊，帶來近1.5億元觀光產值。

為協助立案演藝團隊在疫情期間維持藝文能
量不中斷，市府推出3計畫共700萬元， 「全嘉
在藝起plus計畫」 依演出內容每團補助3至6萬
元不等， 「全嘉在藝起2.0計畫」 編列300萬元
經費，預計補助20團。 「工藝再加計畫」 350萬
元，預定媒合嘉市5組特色工藝師與設計師合作
。

輕稅減租方面，除查定課徵娛樂稅減徵30％
、房屋稅及使用牌照稅協助減免外，包括公有零
售市場攤位、市場用地、果菜市場場地使用費等
都減收30％到20％不等。

黃敏惠說，振興經濟更是刻不容緩，也感謝
議會在預算審查上給予支持，一起為嘉義市奮鬥
。

嘉市府拚經濟 推4大振興方案

台南市議會無黨聯盟、國民黨團不滿民進
黨團15日籲請市長黃偉哲發放至少1000元防
疫津貼，質疑選前加碼福利政策是政策買票，
17日齊聲痛批 「選舉到了就編預算、騙選票」
，主張退回市府明年度市政總預算，編足全額
補助65歲以上長者健保費預算，再送議會審查
。

台南市長黃偉哲昨天低調表示，總預算已
送到議會，議會還沒開始審，尊重議員訴求。
民進黨團發言人呂維胤回應 「相當遺憾」 ，呼
籲兩黨團爭取任何福利，應基於台南財政考量
，實際進行預算審查，不應以總預算為要脅。

國民黨團、無黨聯盟同聲質疑，黃偉哲原
本未編列65歲以上長者健保補助費預算，卻在

選前加碼補助3000元，民進黨團日前又提發
放防疫津貼，既然可以這裡發3000元、那裡
發1000元，無黨聯盟總召林暘乙主張，六都
僅台南未全額補助65歲以上長者健保費，黃偉
哲任內未達舉債上限，且有108億元剩餘款，
因此總預算案要求納入全額補助65歲以上健保
費項目，合情合理。

國民黨團總召李中岑說，國民黨市長參選
人謝龍介主張65歲以上長輩免健保費，市府打
折又打折，希望市府編滿編好，不要為選舉騙
選民。無黨籍市議員陳昆和說，長者健保費不
該政治化，要制度化，以往民代爭取65歲以上
長者免健保費，市府說財政困難，選舉到，又
拋出福利，無黨跟國民黨會爭取老百姓權益。

台南市議會無黨、國民黨團主張退回總預算

高市府新聘美女主播張硯卿擔任發言人，她的父親張緒中
10年前擔任中華電信工會幹部時，曾調解勞資雙方糾紛，因當
時勞工局黃姓官員當場指責勞工浪費行政資源，張緒中看不下去
，上網指控黃姓官員太官僚、惱羞成怒等言論，黃姓官員10年
後才看到此文章，因此怒告妨害名譽，但檢方認為罪證不足，偵
結處分不起訴。

張緒中2012年4月24日參與勞資糾紛調解時，黃姓官員為
主席，但黃姓官員指責勞方為何不一次申請？浪費行政資源等言

論，讓張緒中相當不滿，並在
2012年9月上《苦勞網》發表文
章 「強烈譴責高雄市政府勞工局
官員，官僚斥責弱勢派遣勞工」
，指責黃姓官員太官僚、不斷威脅興訟等言論。

沒想到黃姓官員近日才看到文章，一氣之下怒告張緒中妨害
名譽。張緒中開庭時稱，他發表文章是在提醒像中華電信這種大
公司不要剝削派遣勞工，文章提到股長在勞資爭議會議中口吻很

官僚， 「事後還提告報復我，我覺得有這樣的官員在勞工行政裡
，不能幫助勞工，且用制度上的優勢威脅勞工，對勞工造成非常
大的傷害」 ，並坦承文章是他親筆撰寫。

檢方認為張緒中的文章只是針對當天會議情況表達評論和看
法，並非謾罵與攻擊，認定罪證不足，偵結不起訴。

高市府美女發言人父親嗆官員挨告不起訴

帕金森病（PD）的標誌之一是在腦中積累稱為α-突觸核
蛋白的蛋白質。二十多年來，α-突觸核蛋白一直是研究人員
，臨床醫生和製造商關注的焦點。但α-突觸核蛋白的功能尚
不明確。由百瀚和婦女醫院，哈佛幹細胞研究所以及Broad研
究所的研究人員領導的一項新研究為研究α-突觸核蛋白的作
用帶來了希望，揭開了一個與PD和相關病症有關的新功能，
研究結果發表在Cell期刊上。

通訊作者Vikram Khurana博士表示：“我們的研究為一
種已知處於帕金森病和相關疾病發展中心的蛋白質提供了新的
見解。”他是百瀚和婦女醫院及哈佛醫學院神經病學系運動障
礙科主任以及 Ann Romney神經系統疾病中心的首席研究員
。 “這是一種被當前療法所靶向的蛋白質，但其功能一直難
以捉摸，傳統上認為α-突觸核蛋白在與細胞膜的結合和被稱
為囊泡的運輸結構中發揮了作用，但我們的研究表明α-突觸
核蛋白正在扮演著雙重角色。”

Khurana及其同事的最初線索來自α-突觸核蛋白毒性的
酵母和果蠅模型，並通過對人類細胞，病人來源的神經元和人
類遺傳學的研究得到證實。研究小組發現，與囊泡相互作用的
α-突觸核蛋白的同一部分也與“P體”結構結合，P體是細
胞中通過信使RNA（mRNA）調節基因表達的機制。在誘導多
能幹細胞衍生的神經元中，從具有α-突觸核蛋白基因突變的
帕金森病患者身上產生的P體，其生理結構和功能會喪失，並
且mRNA調節異常。來自患者死後大腦的組織樣本中也發生
了同樣的情況。人類基因分析支持了這些發現與疾病的相關性
：在P體基因中積累突變的患者似乎患帕金森病的風險更高。

作者將α-突觸核蛋白描述為一種“切換開關”，可調節
兩種非常不同的功能：囊泡運輸和基因表達。在疾病狀態下，
這種平衡被打破。這些發現對PD治療的發展具有潛在的意義
。作者指出，需要更清楚哪些P體機制部件可能是治療干預的
最佳目標。正在進行的遺傳研究旨在確定哪些患者可能最適合
這種干預，以及這種新發現的途徑在多大程度上有助於對整個
帕金森病患者的疾病風險和疾病進展的研究。

論文主要作者，百瀚Ann Romney神經系統疾病中心神經
病學系的Erinc Hallacli博士表示：“如果我們想要能夠開發針
對α-突觸核蛋白的治療方法，我們需要了解這種蛋白質的作
用以及降低其水平或活性的潛在後果。這項研究提供了重要信
息，以填補我們對該蛋白質的知識空白，這對臨床轉化非常有
益。”
關於美國麻總百瀚

麻總百瀚（Mass General Brigham）由美國波士頓的麻
省 總 醫 院 （Mass General Hospital） 與 百 瀚 和 婦 女 醫 院
（Brigham and Women's Hospital）所創立，這兩家分別是哈佛
醫學院規模最大的教學醫院和美國頂尖的學術醫學中心。麻總百

瀚總共有16家成員機構，其中包括我們世界知名的醫學中心、
排名靠前的專科醫院以及美國規模最大、最優秀的康復系統之一
。
為加強全球的醫療服務，我們的各家醫院前所未有地統一作為一

個單一醫療保健系統一起共同行動。隨著這一變化，麻總百瀚將
帶領我們的系統開展國際化合作，促進與同樣在改變世界的領先
醫療機構的合作。

百瀚和婦女醫院揭開了帕金森病標誌物α-突觸核蛋白的雙面角色

Vikram KhuranaVikram Khurana博士博士
百瀚和婦女醫院及哈佛醫學院神經病學系運動障礙科主任百瀚和婦女醫院及哈佛醫學院神經病學系運動障礙科主任

Ann RomneyAnn Romney神經系統疾病中心的首席研究員神經系統疾病中心的首席研究員雙面的雙面的α-α-突觸核蛋白突觸核蛋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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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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ileen Wu, M.D.
Orthopedic Surgery

Mandarin

• Spring Medical and  
Diagnostic Center 

• The Woodlan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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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 these Medicare Advantage plans: 
KelseyCare Advantage, WellCare Texan Plus, Aetna Medicare Advantage, and Humana Gold Pl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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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River Oaks Clinic

美南時事通

一段夏夜的美麗回憶記
2022夏令營龍學天下中文學校醫學中心總校結業典禮

（作者：臧娜）2022年8月12日，龍學天下
中文學校醫學中心總校夏令營結業典禮在學校禮
堂舉行。寬敞、高聳的禮堂內，演職人員忙碌著
佈置現場，家長們手持節目單魚貫而入，考慮到
疫情因素，學校要求一個家庭只安排一位家長代
表入場，但長長的右側家長觀禮席已經高朋滿座
，熱鬧非常。熱情而富有節奏感的迎賓曲調烘托
下，各個班級的“龍學”娃和他們的老師在家長
們的歡呼聲中陸續入場，校長王榕依次介紹主班
老師。一曲終了，接下來的開場舞和《弟子規》
表演延續了熱絡的會場氛圍，直到傳統的Yoyo表
演登場，會場熱度一度躥升。孩子們小小年紀，
卻能將一枚碩大的Yoyo玩得上下翻飛，卻神情鎮
定；領隊老師Joy技藝精湛，飛舞著水辮，高舉
著YoYo, 洋溢著酷炫的青春氣息。

接下來的主題教學活動展演是此次結業典禮

的重頭戲。按照王榕校長在夏令營開營之初的課
程設計規劃，教師們以記敘文、說明文、議論文
為總體脈絡，用多種活動形式幫助學生理解三種
文體的要求和特點，並將疫情主題植入其中，引
導學生用中文自由表達自己對這一歷史性事件的
所思所想。舞台劇《三隻小豬》改編自同名經典
童話故事，舞台上，三隻小豬用不同的方法對待
新冠病毒，代表了當下各個地區抗擊疫情的不同
態度和方法，引人深思。表演中，孩子們用稚氣
的聲音說出的“三十六計，走為上計”，“鼓起
腮幫子”，令人忍俊不禁。童聲合唱《童年》，
以它經久的旋律帶動全場觀眾擊節、共鳴。八年
級學生的相聲表演，妙語如珠，將一串串成語運
用得巧妙得當，體現了堅實的語言文化素養。

進入說明文板塊，《蔬菜歌》《洗手七字訣
》的歌舞表演，在少先隊隊歌改編曲的音樂律動

中，讓觀眾們體驗著行進感和力量感，並深深地
記住了“沒有健康，一切都無從談起”的至理名
言，奶聲奶氣中透著認真勁兒，他們的語言感受
力在節奏的律動中得以提升和塑造。

議論文板塊由幾場各具風格的辯論賽組成。
高年級學生的辯論賽氣氛嚴肅卻不失趣味，孩子
們身著專業辯手服裝，圍繞“疫情期間網課與實
體課的利與弊”唇槍舌劍，據理力爭。 “網絡不
好怎麼上網課？”“找網絡好的地方呀！”“網
上不能舉辦這樣的辯論賽怎麼辦？”“網上也可
以舉辦網絡辯論賽呀！”“汽油漲價了，開車上
學很費錢”。一串串有趣的對話和看似奇葩卻蠻
有道理的論據，讓人對這些原本頑皮的“龍學”
娃刮目相看，原來腹中有乾坤。最終，“巧言善
辯隊”贏得比賽，網課勝出。還有低年級學生的
搞笑版辯論賽，圍繞主題“疫情上網課成績不好

是否和老師有關”展開。孩子們雖然年齡小，但
卻能夠用他們喜歡的詼諧方式辯證地表達自己的
觀點，可圈可點。

回顧“龍學”醫學中心總校結業典禮，不論
是王榕校長帶領“龍學”娃齊唱“龍學”校歌的
旋律之美，還是最後師生們共同演繹廣場舞的熱
烈場景，都一次次牽動著觀眾們的心緒。這些高
質量的節目和場外同步展示的書法、手工、繪畫
、刺繡作品一起，向來賓們完整呈現了“龍學”
的日常教學過程和成果，水到渠成，自然而然。
正如校歌唱到的那樣，“交一些陌生的朋友，找
一段美麗的回憶”；“龍學是我家，龍學是我家
，所有的快樂請把我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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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8月13日（星期六）中 國 經 濟3 ◆責任編輯：周文超

5家國企啟動自美退市
中證監：資本市場常態 尊重企業商業考慮

正當中美關係緊張及審計談判陰霾揮之不去之際，更多中

國公司自願選擇撤離紐交所以規避風險。中石油等5家大型國

企12日宣布自願啟動自美退市計劃，中國證監會就此回應表示，上市

和退市都屬於資本市場常態，目前的退市計劃不影響企業繼續利用境

內外資本市場融資發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 蔡競文

中國中國
人壽人壽

中國中國
石油石油

中國中國
石化石化

中國中國
鋁業鋁業

上海上海
石化石化

滬
深
港
通
交
易
日
將
增
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中證
監與香港證監會聯合公告，宣布原則上同
意優化滬深港互聯互通交易的假期安排，
由於內地和香港公眾假期的差異，令投資
者現時在某些共同交易日，均不能經滬深
港股通進行交易。有關建議，令互聯互通
交易在香港和內地股市均為交易日的日子
下都可進行。香港證監會行政總裁歐達禮
表示，今次的優化安排可令投資者通過滬
深港股通，更好地管理投資，並將支持互
聯互通機制進一步發展。有關安排需6個
月時間準備，待監管當局批准、市場準備
就緒後便會實施，實施日期將適時公布。

兩地公眾假期差異影響交易
香港的結算周期為T+2(交易日後兩

個工作天)、內地結算周期為T+1，加上
內地和香港公眾假期不同，令滬深港股
通每年都有若干天，出現兩地皆有開
市，但由於股份結算日處於對方市場假
期，結果令滬深港股通要被迫暫停。

聯交所特別舉出今年5月9日(周一)
的佛誕翌日假期做例子，表示即使對上
一個交易日5月6日(周五)兩地都為開市
日，但因為內地未將5月9日訂為公眾假
期，按A股T+1交易結算周期，結算日
照樣為5月9日。由於港股休市令資金無
法結算，導致5月6日的北向交易要暫
停。新例之後，5月6日的北向交易依然
可維持，北向交易結算款項會改為在5月
10日(周二)香港復市後處理。

再以2021年為例，倘改用新例，北
向的滬深股通將增加6個交易日(相當於
現有交易日天數的3%)，南向港股通更可
增 11個交易日(相當於現有交易日的
5%)。由於兩地假期安排每年都有差異，
所以新例使交易日數增加多少每年都會
有不同。此外，即使修訂假期安排，但
A股及港股都有各自停市的日子，境外
投資者同樣無法經互聯互通買賣股票，
仍然存在一定持倉風險。

歐冠昇：提高跨市場投資便利
港交所行政總裁歐冠昇表示，優化

滬深港通交易日曆安排，將進一步提高
互聯互通下跨市場的投資便利，方便香
港及國際投資者投資內地市場，同時為
內地投資者提供更多參與市場的機會。
直言假期安排一直是外資參與滬深港股
通的關注事項，MSCI於3年前擴大A股
權重後，也將滬深港股通假期交易安排
視為進一步擴大權重所需處理的四大議
題之一。

5家擬從美自願退市國企情況
公司
中國人壽
中國石油
中國石化
中國鋁業
上海石化

資料來源：彭博社

在美上市
2003年
2000年
2000年
2001年
1993年

籌資規模
33.2億美元
29億美元
3.448億美元
4.12億美元
1.71億美元

市值
980億美元
1,350億美元
710億美元
106億美元
39億美元

中石油、中石化、中鋁集團、中國人壽及上海
石化等在內的多家國企12日於港股收市後分

別宣布將其美國存託股（ADR）自美國退市。中
石油H股12日收報3.52元（港元，下同），升
1.149%；中石化H股收報3.73元，升1.913%；中
鋁H股收報2.92元，升2.817%；中國人壽H股收
報11.76元，升0.341%；上石化H股收報1.27
元，升2.419%。

國企提前退市 金融戰恐升級
不過，值得一提的是，中石化、中鋁及中國

人壽，在今年5月已被美國證交會列入“預定摘
牌名單”，按美《外國公司問責法（HF-
CAA）》，相關企業如連續3年無法符合審計查
察要求將須退市，國企提前行動，令外界關注中
美金融戰或會升級。

中證監網站發布有關部門負責人答記者問表
示，已注意到有關情況。上市和退市都屬於資本
市場常態。根據相關企業公告信息，這些企業在
美國上市以來嚴格遵守美國資本市場規則和監管

要求，作出退市選擇是出於自身商業考慮。
負責人表示，這些企業都在多地上市，在

美上市的證券佔比很小，目前的退市計劃不影
響企業繼續利用境內外資本市場融資發展。

中證監強調，尊重企業根據自身實際情況、
按照境外上市地規則作出的決定。中證監將與境
外有關監管機構保持溝通，共同維護企業和投資
者合法權益。

公告顯示，中國人壽與中國鋁業計劃於8月
22日左右向美國證交會遞交一份25表格，以將
其存託股自紐交所退市；中石油及中石化則計
劃於8月29日或前後提交該表格。退市預計在
25表格遞交10日後生效。

至於自願從紐交所退市的原因，上述公司
普遍指出，目前美國存託股的交易量與公司H
股全球交易量相比較低。此外由於不同上市地
監管規則差異，導致所涉及的行政成本較高。

其中，中石油稱，截至8月9日，在紐交所上
市的存託股數量佔公司H股總量約3.93%，佔公
司總股數約0.45%。考慮到存託股佔公司H 股及

總股數比重很小，交易量與公司H股全球交易量
相比較低，同時由於不同上市地監管規則差異，
導致繼續維持存託股在紐交所上市的披露義務需
要公司付出較大的行政負擔，以及公司從未使用
紐交所二次融資功能且聯交所和上交所具有較強
可替代性，可滿足公司正常經營的籌融資需求，
為更好維護投資者利益。經綜合評估，公司董事
會批准存託股從紐交所退市。

存託股換H股在聯交所交易
中石油續指，存託股從紐交所退市後，公司

繼續保留聯交所和上交所作為公司股票的交易市
場。存託股持有人可以將存託股換回 H 股在聯
交所交易。

於近年中美關係緊張及兩國就會計審計談
判僵持下，美國啟動針對中概股的“金融制
裁”，紐交所去年中已經將中國三大國有電信
商即中移動、中聯通及中電信除牌。另外，美
國證交會又將包括阿里巴巴、京東及百度等約
159家中概股列入“預定摘牌名單”，其中有
153家更已被轉入“確定除牌名單”。

加快中概股回流作主要上市
為應對美國的除牌風險，阿里巴巴、嗶哩

嗶哩多家中概股此前已申請將香港轉為主要上
市地，完成後將擁有紐交所及港交所雙重主要
上市地位。雙重主要上市的目的是，即使公司
在美國退市，也不會影響公司在香港聯交所的
上市地位。中證監主席易會滿近日在《求是》
上撰文稱，面對複雜嚴峻形勢，將推進資本市
場改革開放，進一步推動提升香港市場承接境
內企業上市能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林子棠）露雲娜
（Rowena）和師弟歐信希定於10月11日在
香港文化中心舉行演唱會，15日在有關記者
會上，二人公布邀得賈思樂和李樂詩擔任表
演嘉賓。

Rowena還自爆13歲開始暗戀賈思樂，
覺得對方很靚仔，站在身旁會心跳加速，但
隨着年紀增長現在已經不會，但很享受與這
位老拍檔在舞台上的時間。他們透露演唱會

將有兩大焦點，分別是互爆對方秘密及有快
歌勁舞。

歐信希更即場被師姐要求邊做運動邊唱
歌考體能，他獻唱了《憑着愛》。成功過關
的歐信希自言一直有健身，體重亦由最高峰
的 80公斤減至 62公斤，尚有2公斤就達
標。

而Rowena表示沒有設定減磅目標，但
會保持步行10多層樓梯練氣，日子有功下，
她開心指牛仔褲和胸圍都要換過，並非上圍
縮水，而是瘦背不跌cup！問到屆時的歌衫
會否展現修身成果？歐信希表示設計師已告
知他所有歌衫皆貼身，還被粉絲要求除衫；
曾被指有10吋事業線的Rowena則封後門
稱，雖然老公不介意、但粉絲不喜歡她穿得
太低胸。

鑑於紅館早前發生嚴重意外，他們表示
舞台只在後方設有大銀幕、不設升降台、亦
沒有什麼機關；Rowena再補充指會相當安
全，自己連斗零高跟鞋也不會穿，因曾試過
鞋跟攝罅隙。

◆◆李雪健自言要演到演不動為止李雪健自言要演到演不動為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曉芳 北京報道）第十二

屆北京國際電影節15日舉辦“天壇獎”評委會媒體

見面會，李雪健、郭帆、柯文思、秦海璐、吳京五位

評委分別接受記者提問並介紹電影節情況。評委會主

席李雪健表示，合格的演員要具備人品、藝品、作

品，用角色跟觀眾交朋友。英國導演柯文思在見面會

說，北影節“天壇獎”入圍影片來自世界各國，體現

了國際性，“很多好片讓評選工作充滿挑戰”。秦海

璐談到好表演要真摯、發自內心的，她也反問演員為

什麼要迎合市場？李雪健倡用電影角色跟觀眾交朋

友。

被露雲娜考體能 歐信希邊唱邊運動

““天壇獎天壇獎””評委評委
論 演 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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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屆北京國際電影節第十二屆北京國際電影節““天壇獎天壇獎””評評
委會媒體見面會現場委會媒體見面會現場。。 記者馬曉芳記者馬曉芳 攝攝

◆◆ 秦海璐秦海璐（（左左））反問演員為反問演員為
什麼要迎合市場什麼要迎合市場？？

◆◆第十二屆北京國際電影節第十二屆北京國際電影節““天壇獎天壇獎””評委會評委會
與媒體合影與媒體合影。。 記者馬曉芳記者馬曉芳 攝攝

金雞百花雙料影帝李雪健曾在獲獎感言時
說：“苦和累都讓一個好人焦裕祿受了，

名和利都讓一個傻小子李雪健得了。”在當天
的見面會上，李雪健亦回憶了這段感言，他很
感動三十多年過去焦裕祿精神仍流淌在年輕人
血液裏，很欣慰當代年輕人心中洋溢的民族精
神。李雪健說，《焦裕祿》、《橫空出世》等
影片的成功是“沾了英雄們的光，是導演和集
體創作的結果”，他又提到要用角色跟觀眾交
朋友。當被問及是否會繼續演藝事業時，李雪
健說：“要演到演不動為止”。

電影《流浪地球》導演郭帆在見面會說，
中國電影工業化發展快速，很有成效。本次以
影迷心態做評委，好看是電影的標準。他認
為，電影表達的核心是人文情感，“電影好不
好看就是看共情有沒有”。秦海璐表示，好的
表演是沒有設計的表演，每個人被打動的點不
同，“真摯的表演是發自內心的，演員要了解
並控制自己，用自己的認知和能力展現出最好
的狀態”。她說，好的作品是由內而外表達理
念，觀眾會通過作品看到導演和演員的真誠，
演員要從基本創作出發，立足藝術和自身呈現
作品。

英國導演讚北影節影片多樣性
英國導演柯文思說，在北影節看到影片多

樣性很驚訝，電影節從一千多部影片中選出的
16部入圍影片來自世界各地，不僅有美國影片
還有伊拉克等很多國家的電影，“選片委員會
做得非常好，太多好片讓評選工作充滿挑戰，
北影節已成為全球性的電影節。”

郭帆承諾給吳京片酬
吳京在見面會表示，每個人對電影的理解

不同，自己帶着一顆學習的心來擔任評委，
“從我擅長領域跳出來，去學習其他類型的電
影，評選標準是電影中真實與虛構尺度的把
握”。他說，自己也在深思中國電影與國際電
影用何種具體方式接軌，使中國文化在被翻譯
到國外時不會被誤解。

另外，在北影節天壇獎評委見面會上，有

記者問吳京參演《流浪地球2》會有片酬嗎？導
演郭帆表示：“第一集預算特別有限，京哥不
但沒拿片酬，還投了一筆錢作幫忙。第二集我
抱着感恩心態，說片酬一定要給，但是預算又
緊張了，但是一定會給。”他還透露李雪健也
參演了這部影片。吳京則笑言：“每次遇到郭
帆，預算都不夠，這次又不夠了。”但他明白
在疫情下拍電影確實特別困難，因為疫情被困
在某一個地方的時候，製作費都在暴漲。而他
很榮幸跟郭帆合作拍戲，形容是很回味的經
歷。
本屆北京國際電影節主題為“同心．篤

行”，活動包括“天壇獎”評獎、北京展映、
電影嘉年華、大學生電影節、閉幕式暨頒獎典
禮等九個主體板塊，而為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5
周年，還特別設置了“光影浪潮香港電影新動
力”單元，精選《半邊人》、《少林寺》與
《黃飛鴻》三部修復經典，以及由新晉導演執
導的四部佳作《麥路人》、《殺出個黃昏》、
《一秒拳王》及《我的非凡父母》。這7部電影
風格迥異，新舊紛呈，代表着港片承傳的力
量，為觀眾帶來一場視聽盛宴。今年“天壇
獎”全球報名影片數量達到1,450部，本屆“天
壇獎”將於8月20日揭曉。

2022年8月16日（星期二）娛 樂 新 聞6 ◆責任編輯：樓軒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芬）韓國長壽女團少女
時代為慶祝出道 15 周年，推出第七張正規專輯
《FOREVER 1》，其主打歌〈FOREVER 1〉MV於
8月5日發布，外界反應熱烈，MV於30小時內已破千
萬觀看，網友紛紛留言表達對歌曲與MV的喜愛。然
而，近日開始有日本網友在社交平台上發文質疑MV
中的15周年標誌涉嫌抄襲了東京迪士尼樂園15周年
的標誌，引來了熱議。負責是次少女時代MV的導演

申熙源（譯音）最終於14日晚打破沉默，並發文道
歉。
申熙源表示事前不知道設計來自於日本迪士尼，

在沒有查證前就擅自用作拍MV，向相關人士獻上最
真心的道歉，並承諾日後製作前會更細心查證，不會
再發生同類事件，並再一次向少女時代、SM娛樂及
粉絲道歉。至於SM娛樂在香港文匯報截稿前未有就
事件作出回應。

少女時代MV標誌涉抄襲 導演申熙源公開道歉

◆◆少女時代新歌少女時代新歌MVMV在在3030小時內有超過千萬點擊小時內有超過千萬點擊。。 ◆◆日本迪士尼的原創標誌日本迪士尼的原創標誌。。◆◆歐信希接受露雲娜歐信希接受露雲娜（（左左））的挑戰的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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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家國企啟動自美退市
中證監：資本市場常態 尊重企業商業考慮

正當中美關係緊張及審計談判陰霾揮之不去之際，更多中

國公司自願選擇撤離紐交所以規避風險。中石油等5家大型國

企12日宣布自願啟動自美退市計劃，中國證監會就此回應表示，上市

和退市都屬於資本市場常態，目前的退市計劃不影響企業繼續利用境

內外資本市場融資發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 蔡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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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中證
監與香港證監會聯合公告，宣布原則上同
意優化滬深港互聯互通交易的假期安排，
由於內地和香港公眾假期的差異，令投資
者現時在某些共同交易日，均不能經滬深
港股通進行交易。有關建議，令互聯互通
交易在香港和內地股市均為交易日的日子
下都可進行。香港證監會行政總裁歐達禮
表示，今次的優化安排可令投資者通過滬
深港股通，更好地管理投資，並將支持互
聯互通機制進一步發展。有關安排需6個
月時間準備，待監管當局批准、市場準備
就緒後便會實施，實施日期將適時公布。

兩地公眾假期差異影響交易
香港的結算周期為T+2(交易日後兩

個工作天)、內地結算周期為T+1，加上
內地和香港公眾假期不同，令滬深港股
通每年都有若干天，出現兩地皆有開
市，但由於股份結算日處於對方市場假
期，結果令滬深港股通要被迫暫停。

聯交所特別舉出今年5月9日(周一)
的佛誕翌日假期做例子，表示即使對上
一個交易日5月6日(周五)兩地都為開市
日，但因為內地未將5月9日訂為公眾假
期，按A股T+1交易結算周期，結算日
照樣為5月9日。由於港股休市令資金無
法結算，導致5月6日的北向交易要暫
停。新例之後，5月6日的北向交易依然
可維持，北向交易結算款項會改為在5月
10日(周二)香港復市後處理。

再以2021年為例，倘改用新例，北
向的滬深股通將增加6個交易日(相當於
現有交易日天數的3%)，南向港股通更可
增 11個交易日(相當於現有交易日的
5%)。由於兩地假期安排每年都有差異，
所以新例使交易日數增加多少每年都會
有不同。此外，即使修訂假期安排，但
A股及港股都有各自停市的日子，境外
投資者同樣無法經互聯互通買賣股票，
仍然存在一定持倉風險。

歐冠昇：提高跨市場投資便利
港交所行政總裁歐冠昇表示，優化

滬深港通交易日曆安排，將進一步提高
互聯互通下跨市場的投資便利，方便香
港及國際投資者投資內地市場，同時為
內地投資者提供更多參與市場的機會。
直言假期安排一直是外資參與滬深港股
通的關注事項，MSCI於3年前擴大A股
權重後，也將滬深港股通假期交易安排
視為進一步擴大權重所需處理的四大議
題之一。

5家擬從美自願退市國企情況
公司
中國人壽
中國石油
中國石化
中國鋁業
上海石化

資料來源：彭博社

在美上市
2003年
2000年
2000年
2001年
1993年

籌資規模
33.2億美元
29億美元
3.448億美元
4.12億美元
1.71億美元

市值
980億美元
1,350億美元
710億美元
106億美元
39億美元

中石油、中石化、中鋁集團、中國人壽及上海
石化等在內的多家國企12日於港股收市後分

別宣布將其美國存託股（ADR）自美國退市。中
石油H股12日收報3.52元（港元，下同），升
1.149%；中石化H股收報3.73元，升1.913%；中
鋁H股收報2.92元，升2.817%；中國人壽H股收
報11.76元，升0.341%；上石化H股收報1.27
元，升2.419%。

國企提前退市 金融戰恐升級
不過，值得一提的是，中石化、中鋁及中國

人壽，在今年5月已被美國證交會列入“預定摘
牌名單”，按美《外國公司問責法（HF-
CAA）》，相關企業如連續3年無法符合審計查
察要求將須退市，國企提前行動，令外界關注中
美金融戰或會升級。

中證監網站發布有關部門負責人答記者問表
示，已注意到有關情況。上市和退市都屬於資本
市場常態。根據相關企業公告信息，這些企業在
美國上市以來嚴格遵守美國資本市場規則和監管

要求，作出退市選擇是出於自身商業考慮。
負責人表示，這些企業都在多地上市，在

美上市的證券佔比很小，目前的退市計劃不影
響企業繼續利用境內外資本市場融資發展。

中證監強調，尊重企業根據自身實際情況、
按照境外上市地規則作出的決定。中證監將與境
外有關監管機構保持溝通，共同維護企業和投資
者合法權益。

公告顯示，中國人壽與中國鋁業計劃於8月
22日左右向美國證交會遞交一份25表格，以將
其存託股自紐交所退市；中石油及中石化則計
劃於8月29日或前後提交該表格。退市預計在
25表格遞交10日後生效。

至於自願從紐交所退市的原因，上述公司
普遍指出，目前美國存託股的交易量與公司H
股全球交易量相比較低。此外由於不同上市地
監管規則差異，導致所涉及的行政成本較高。

其中，中石油稱，截至8月9日，在紐交所上
市的存託股數量佔公司H股總量約3.93%，佔公
司總股數約0.45%。考慮到存託股佔公司H 股及

總股數比重很小，交易量與公司H股全球交易量
相比較低，同時由於不同上市地監管規則差異，
導致繼續維持存託股在紐交所上市的披露義務需
要公司付出較大的行政負擔，以及公司從未使用
紐交所二次融資功能且聯交所和上交所具有較強
可替代性，可滿足公司正常經營的籌融資需求，
為更好維護投資者利益。經綜合評估，公司董事
會批准存託股從紐交所退市。

存託股換H股在聯交所交易
中石油續指，存託股從紐交所退市後，公司

繼續保留聯交所和上交所作為公司股票的交易市
場。存託股持有人可以將存託股換回 H 股在聯
交所交易。

於近年中美關係緊張及兩國就會計審計談
判僵持下，美國啟動針對中概股的“金融制
裁”，紐交所去年中已經將中國三大國有電信
商即中移動、中聯通及中電信除牌。另外，美
國證交會又將包括阿里巴巴、京東及百度等約
159家中概股列入“預定摘牌名單”，其中有
153家更已被轉入“確定除牌名單”。

加快中概股回流作主要上市
為應對美國的除牌風險，阿里巴巴、嗶哩

嗶哩多家中概股此前已申請將香港轉為主要上
市地，完成後將擁有紐交所及港交所雙重主要
上市地位。雙重主要上市的目的是，即使公司
在美國退市，也不會影響公司在香港聯交所的
上市地位。中證監主席易會滿近日在《求是》
上撰文稱，面對複雜嚴峻形勢，將推進資本市
場改革開放，進一步推動提升香港市場承接境
內企業上市能力。

2022年8月13日（星期六）體 育 新 聞5 ◆責任編輯：李鴻培

新一季港超聯賽將於本月27日揭幕，足總12日先公布
全季聯賽賽程，未包括菁英盃、足總盃及復辦的高

級組銀牌賽。足總同時也宣布10支港超球隊主場，一如香
港文匯報周一報道，香港U23會移師到將軍澳運動場；標
準流浪也因為深水埗升班，將主場由深水埗運動場遷移到
斧山道運動場。

票價不低於上季的80元
今季港超聯賽揭幕戰27日下午在香港仔運動場舉

行，由主隊冠忠南區迎戰香港U23；同日黃昏東方龍獅假
旺角主場對和富大埔。值得留意的是，今季聯賽開賽時間
只有3個時段，分別是下午3時、黃昏6時、港會主場則一
律安排在下午4時30分開賽，未見有球賽編排在晚間進
行。至於大部分球會倡議足總應安排雙料
娛樂以減少球會支出，則似乎胎死腹中。
足總暫時尚未公布門票定價，根據消息所
知各球會已有共識，票價不會低於上季的
80港元正價及30港元特惠票。

根據各隊組軍形勢，今季港超大概可
分為3個檔次：爭霸分子為傑志及理文；東
方龍獅、冠忠南區、標準流浪3隊為第2檔
次；餘下的晉峰、香港U23、業餘軍港
會、“升班馬”和富大埔及深水埗實力旗
鼓相當。由於今季聯賽不設降
班，預料爭霸分子跟下游隊伍
將會強弱分明，差距亦更明
顯。足總刻意安排傑志對理文
在最後一輪聯賽對陣，動機非
常明顯。

港超首周聯賽只安排3場
賽事，傑志對深水埗及晉峰對
港會都延期至9月18日舉行。
下月亦有東方龍獅出戰亞協
盃，加上香港U20代表隊及國
際足協編定的國際賽期，因此
賽程也已作出相應調整。

港超賽程公布 兩循環決出冠軍盟主

千呼萬喚的“2022至 23球季

香港超級聯賽”賽程終於曝光！香

港足球總會12日在開季前的兩星

期，對外公布全季聯賽賽程，同時

透露聯賽已放棄過去兩季加設第3循環“爭標

組”及“護級組”的模式，恢復舊有賽制，以

兩循環累積分數最多一隊為冠軍。被視為爭標

大熱的傑志及理文，亦被刻意安排在明年5月7

日的煞科日碰頭。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黎永淦

港超聯賽8、9月賽程
日期 開賽時間 對賽隊伍 地點

8月27日 15:00 冠忠南區 對 香港U23 香港仔運動場

18:00 東方龍獅 對 和富大埔 旺角大球場

8月28日 15:00 理文 對 標準流浪 將軍澳運動場

9月3日 15:00 和富大埔 對 晉峰 大埔運動場

18:00 理文 對 冠忠南區 將軍澳運動場

9月4日 15:00 深水埗 對 港會 深水埗運動場

9月18日 15:00 深水埗 對 傑志 深水埗運動場

18:00 晉峰 對 港會 青衣運動場

英國桌球公開賽
當地時間11日進入
資格賽第三日較量，

香港名將吳安儀用實力演繹“誰說女子不如
男”，淘汰前世錦賽冠軍杜靴迪挺進正賽。
遺憾的是，上演復出首秀的“80後”國家隊
老將梁文博以2：4告負，成為本次資格賽首
位被淘汰的中國球員。至此，本次資格賽已
出戰的12名中國選手中已有包括丁俊暉在內
的11人晉級正賽。

當日，共有3位中國選手登場亮相，其
中杜靴迪與吳安儀的“男女世錦賽冠軍德
比”成為當日賽事的一大看點。

今年52歲的杜靴迪是1997年的世錦賽冠

軍，“90後”吳安儀曾3次獲得女子桌球世
錦賽冠軍。在這場男女對戰中，吳安儀先聲
奪人，前兩局以2：0領先，但杜靴迪連扳3
局，率先進入賽點。吳安儀沉着應戰，再勝
兩局，最終以4：3晉級正賽，成為第一位擊
敗男子世界冠軍的桌球女選手。

2022年英國公開賽資格賽於當地時間8
月9日至14日進行，採取7戰4勝制，所有參
賽球員都將進行一輪資格賽，勝者進入正
賽。世界排名前16位的球員將在正賽期間
（9月26日至10月2日）進行資格賽。

中國軍團共有28人參加本次英國公開賽
資格賽，創造參加排名賽人數的新高。因趙
心童和顏丙濤分別排名世界第6和第15位，

斯佳輝、吳易澤、白朗寧和雷佩凡的對手均
是世界排名前16的選手，因此這6人的資格
賽也將在正賽期間進行。 ◆中新社

吳安儀贏男女大戰 闖英國賽正賽
當地時間11日晚，在女子網球協會WTA1000級別多倫多

站女單第三輪賽事，中國新星鄭欽文以7：5、5：7、6：2淘汰
前美網冠軍、加拿大選手安達絲古，首次晉級WTA1000級別
賽事單打8強。

第一盤開局，鄭欽文出師不利被對手破發，以0：2落後。
第三局鄭欽文保發止住頹勢，並在第六局破發成功，將比分扳
平為3：3。關鍵的第12局，鄭欽文完成破發，以7：5先下一
盤。第二盤，鄭欽文在5：4領先的情況下連丟三局，被對手扳
回一盤。決勝盤中鄭欽文一直處於領先，最後三局中完成兩次
破發，順利拿下比賽。這是繼今年年初WTA250墨爾本站之
後，鄭欽文職業生涯第二次挺進巡迴賽女單8強。

賽後鄭欽文還表示，自己能夠頂住壓力拿下比賽提升了信
心，“我覺得這場比賽能贏下來，對我來說還是非常重要的。
因為今天在打得不是很好的情況下，還能贏下來，對我來說也
是信心上的一個飛
躍，尤其是觀眾都
在支持對手的時
候，對我來說是非
常不容易的，贏下
這場比賽我真的非
常開心。”

接下來，鄭欽
文將在8強賽對陣
去年的賽會亞軍比
莉絲高娃。

◆新華社

鄭欽文再捷 首晉WTA1000賽8強

有多名中國女足國腳官宣留洋，開啟職
業生涯新旅程。當地時間11日，西班牙馬德
里CFF俱樂部宣布，中國女足運動員唐佳麗
加盟。據悉，馬德里CFF俱樂部與唐佳麗所
屬的上海盛麗俱樂部簽訂了一份為期一年的
租借合同。唐佳麗將身披10號戰袍，成為首
位征戰西甲女足聯賽的中國球員。

27歲的唐佳麗司職中場，曾先後効力中
國女子超級聯賽球隊江蘇蘇寧隊和上海農商銀
行隊（後更名為上海盛麗）。從2021年7月
起，唐佳麗以租借形式加盟英超球隊熱刺，直
至上賽季結束。她也是首位出現在英超女足聯
賽賽場上的中國球員。她還作為中國女足國腳
在今年年初的亞洲盃上隨球隊奪得冠軍。

除唐佳麗外，中國女足核心球員王霜職
業生涯中第三次留洋──加盟美國球隊路易
斯維爾競技。另外，“00後”小將楊淑慧加
盟女足俄超聯賽的莫斯科火車頭；在今年亞
洲盃、東亞盃上均表現不俗的新秀張琳艷，
正式租借加盟瑞士草蜢足球俱樂部。

◆中新社

多名中國女足國腳官宣留洋

爭標雙雄傑志與理文賽程

輪次 傑志對賽球隊 理文對賽球隊

1 深水埗（客） 流浪（主）

2 南區（主） 南區（主）

3 理文（客） U23（主）

4 流浪（客） 傑志（主）

5 U23（客） 港會（客）

6 大埔（主） 東方（客）

7 東方（主） 晉峰（主）

8 港會（主） 大埔（主）

9 晉峰（客） 深水埗（客）

10 深水埗（主） 流浪（客）

11 U23（主） 港會（主）

12 流浪（主） 南區（客）

13 港會（客） 大埔（客）

14 東方（客） 晉峰（客）

15 大埔（客） 東方（主）

16 南區（客） U23（客）

17 晉峰（主） 深水埗（主）

18 理文（主） 傑志（客）

註：根據香港足總已公布賽程排序

◆鄭欽文首次打入WTA1000級別賽事的8
強。 美聯社

◆◆吳安儀淘汰吳安儀淘汰
杜靴迪杜靴迪，，晉級晉級
英國公開賽正英國公開賽正
賽賽。。 WSTWST圖片圖片

◆◆南區南區（（紅衫紅衫））對香港對香港
UU2323將為新一季港超揭將為新一季港超揭
開戰幕開戰幕。。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球迷球迷2727日起終可不必再愁無日起終可不必再愁無
賽可看賽可看。。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理文（黃衫）對傑志首
循環聯賽將於10月29日
上演。 資料圖片

理文理文煞科日硬撼傑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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