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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期中選舉前，各界預測民主黨可能輸掉眾議院及參議院，不過
民主黨眾院議長裴洛西（Nancy Pelosi）8日深夜表示，民主黨候選人
表現 「超乎預期」 ，她的說法並非空穴來風，英國《衛報》（The
Guardian）評論，民主黨本屆上演大 「驚奇」 ，連共和黨資深議員都感
嘆 「絕對不是共和黨浪潮」 。

裴洛西8日深夜發布聲明，大讚民主黨眾議院候選人表現 「超乎預
期」 ， 「雖然許多選戰太激烈還無法分出勝負，但顯然全國各地的眾議
院民主黨人及候選人表現大大超乎預期。」

雖然有可能必須交出議長槌，不過裴洛西的說法並非自我安慰，
《衛報》評論，目前來看共和黨的期中選舉表現不佳，共和黨人搶著攀
越 「藍色高牆」 ，這股 「紅潮」 （red wave）並未如外界預測般拿下參
眾兩院，目前兩院選情仍不明兩，這樣的結果 「令人驚訝」 。

尤其選前民調顯示，比起墮胎權及民主是否已死，選民更在意通膨
及經濟議題，這導致多方預測包括新罕布什爾州（New Hampshire）參
議員何珊（Maggie Hassan, D-NH）、紐約州長侯可（Kathy Hochul）
在內等原本地位穩固的民主黨人可能翻船，不過兩人都順利連任。

這場選戰中最令人驚訝的莫過於競選賓州參議員的民主黨人費特曼
（John Fetterman）擊敗代表共和黨出征的知名外科醫生奧茲
（Mehmet Oz），另外立場極端的科羅拉多州共和黨眾議員波柏特
（Lauren Boebert）也可能敗給民主黨的佛里希（Adam Frisch）。

據美國 「國會山莊報」 （The Hill）報導，共和黨資深參議員葛蘭姆
（Lindsey Graham）接受美國國家廣播公司（NBC）專訪時坦言，本屆
選戰 「絕對不是共和黨浪潮」 ，他感嘆共和黨未能提前取得勝利，他原
本預期參院能提早拿下51、52席。

民主黨 「驚奇」 裴洛西讚：表現超預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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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llions of voters went to the poll stations to
cast their votes in the midterm election on
Tuesday with the hope of expressing their
opinions and dissatisfaction with the vote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exas Governor
Greg Abbott still won a big victory. Many
Republicans still took the lead in the Texas races.

Asian candidates, including State
Representatives Hubert Vo and Gene Wu and Ft.
Bend County Judge J. P. George, were all
re-elected.

This midterm election was the first time we
set up a voting poll location at the Chinese Civic
Center. Recently our community hosted many
events there to support the candidates and most
of the attendees were first-time voters.

We have repeatedly called on our community
to go out and vote and to exercise our right.

Today we are facing many challenges. We
should take hold of our own future and destiny
and just not wait for our participation. 1111//0909//20222022

Asian Americans Arouse Passion In The Midterm ElectionAsian Americans Arouse Passion In The Midterm Election

在一場激烈競爭之美國期
中選舉中 ,數以百萬計的美國人
投下了一票,他們出現在各地校
舍、圖書館及社區中心之投票
站，希望用選票來表示他們的
意見和不滿情緒，也正在考驗
這個大國的民主選舉。
在德州州長艾伯特之保衛

戰中，他仍然贏得大勝，許多
共和黨在德州參眾議院仍仍居
於領先地位。
華亞裔競選連任的州議員

吳元之、福邊郡郡長喬治及越
裔州議員武荷白仍然繼續當選
連任。

我們感到非常興奮的是在
此次期中選舉中，華亞裔激起
了非常罕見的熱情，除了在休
斯敦中國人活動中心設有投票
所之外，華亞裔社區先後舉辦
了許多次之政見及助選集會，
而且許多參與者都是首次投票
。
我們一再呼籲，不論你屬

於任何黨派，貴在於參加行使
投票權，來彰顯我們成為選民
之力量。
置此経濟面對挑戰，兩黨

對立加深之時，我們更要在此
時撐握自己的前途和命運。

華亞裔掀起激情華亞裔掀起激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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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會眾議院和參議院控制權”驢象之
爭” 雖然投票日已結束，但仍然懸而未決
，因為關鍵的選舉結果不斷傳出,現在包括
內華達州、喬治亞州、威斯康星州和亞利
桑那州尚未有最後的結果，由於共和黨人
希望的紅色浪潮未實現，所以兩黨依舊勢
均力敵,尤其是喬治亞州因為雙方差距不大
，得票都未過半，所以必須要等到12月再
進行決選，哪一方控制國會還為時過早, 但
是我們必須確定的是:無論你的立場與觀點
如何，你一定要接受選舉的結果，因為尊
重選舉結果就是敬重民主。

選舉是爭取人民認同最公平的方式，
也是檢驗真理與正義的正當途徑, 選舉代表
了尊嚴和榮譽的準則,歷年來的美國期中選
舉(Midterm elections亦稱為中期選舉) 都
受到重視，不過由於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
出現紛爭, 所以大家都憂慮會不會又有人質
疑這次期中選舉的公正性 ? 2020年川普與
他的支持者已妖魔化了大選,撼動了美國的
基本價值觀, 川普的言行顯露出權力使政治
人物墮落，他總是籠統控訴選舉舞弊,但卻

拿不出別人系統欺詐的確鑿證據，他對大
選的指控已嚴重破壞公眾對選舉制度的信
心, 更裂解了美國的團結,這是美國的不幸,
美國已經不再偉大，再提起”美國偉大”
這四個字, 許多美國人應該感到汗顏才對！

今年由於兩黨黨員與支持者對於2020
總統大選的結果以及去年一月六日國會暴
動觀點與看法南轅北轍,所以對對方產生相
當高的仇恨值,在同仇敵愾的心情之下,人們
越來越擔心可能發生政治暴力, 所幸全美各
地都沒有發生重大干擾事件或問題, 使選舉
順利圓滿完成，那的確是相當難能可貴的!

朋友們,現在中期選舉已過，我們都應
平心靜氣等待投票最後結果的到來，請遠
離意識形態的危險懸崖，並保持良好的心
態,如果你支持的政黨候選人沒有獲勝，不
需氣餒, 雖然投票日已結束，因為那不是世
界的末日,世界並不會因此終結,如果你支持
的候選人順利當選, 在為他歡呼慶幸後也要
鞭策督促他在任期內努力的工作以不辜負
眾多選民對他的期待!

義大利在今天下午發生一起規模約5.6
的地震，震央在亞得里亞海上，但很靠近
陸離，離羅米尼(Rimini,威尼斯以南130公
里 )僅35公里，因此整個義大利中部都有明
顯的搖憾感，包括聖馬利諾(San Marino)、
威內托(Veneto)、特倫特(Trentino)都有規模
2~4不等的地震回報，甚至300多公里外的
首都羅馬，都有地震感覺。

亞得里亞海沿岸的感受特別明顯，房

屋明顯晃動了幾秒鐘，有一些房屋受到輕
微損壞，但沒有傳出人員傷亡。

擔心地震造成鐵軌受損，馬爾凱
(Marche )中部地區部分地區的學校關閉，
安科納市(Ancona )周圍的火車停駛。

義大利地球物理與火山研究所（INGV
）表示，此次地震震源深度為7公里，屬標
準的淺層地震。

義大利中部發生規模5.6 地震 搖晃傳到羅馬

著名好萊塢影星西恩•潘(Sean Penn)是最堅定
的烏克蘭支持者，他正在烏克蘭拍攝紀錄片，並且
拜訪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Volodymyr Zelenskyy)，
甚至把自己的奧斯卡小金人轉借給他，並許下約定
「當你贏了戰爭以後，來加州把小金人還我」 。

「火爆浪子」 西恩潘是個性情中人，他在俄烏
戰爭爆發後，嚴詞痛批俄羅斯侵略，甚至在今年奧
斯卡獎期間，呼籲影藝學院應該聲援烏克蘭，頒個
終身成就獎給演員總統澤倫斯基， 「如果影藝學院
沒這樣做，我會把自己的小金人給砍了。」

演藝學院當然沒聽西恩潘的，而他也沒有砸毀
自己的小金人，這顯得有些尷尬。現在西恩潘找到
更好的方式來聲援他心目中的英雄，在周二訪問基
輔期間，他將自己的小金人借給了澤倫斯基。

西恩潘獲邀與澤倫斯基見面，兩人一見如故，
相當豪邁的握手與拍肩，在坐定後，西恩潘將自己
的小金人暫借給給澤倫斯基，並且說： 「這只是一
個象徵性的、不重要的小事情….最重要的是，當你
贏了，請把它帶回馬里布(Malibu，加州城市，西恩

潘所居之地)。」
總統辦公室表示，澤倫斯基感謝西恩潘的支持

，將會授與西恩潘功績勳章，以表彰他對烏克蘭的
支持，爭取到國際對烏克蘭的協助。

這是西恩潘在戰爭爆發後，第3度前往烏克蘭
，他要繼續拍攝與這場戰爭有關的紀錄片。

澤倫斯基後來在他的夜間電視演講中說，自從
俄羅斯入侵當天以來，西恩潘一直在盡一切努力幫
助我們，以獲得國際支持。

隨後，澤倫斯基帶著西恩潘前往 「勇氣路」
(Alley of Courage)，那裡有西恩潘留下的簽名牌匾
，而且該牌匾的日期為 2 月 24 日，即俄羅斯入侵
之日。勇氣路在8月落成，鋪著許多烏克蘭的支持
者，將他們的簽名牌匾鑲在地上，還包括前英國首
相強生(Boris Johnson,)、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
(Ursula von der Leyen)、拉脫維亞總理卡林斯(Kris-
janis Karins)、波蘭總統杜達(Andrzej Duda)，捷克
總統齊曼(Miloš Zeman)等人。

金獎影帝西恩潘拜訪基輔 出借小金人給澤倫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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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智庫：
英國或將增稅以填補400億英鎊預算缺口

綜合報導 英國智庫“決議基金會”(Resolution Foundation)指出，

盡管英國前首相特拉斯的減稅計劃出現急轉彎，但英國仍面臨

400 億英鎊(約合 460 億美元)預算缺口，需要通過增稅及減少支出

填補。

該基金會的研究主任詹姆斯· 史密斯說，雖然最近的焦點是

“後特拉斯時代”經濟狀況的改善，但核心問題仍然是增長疲軟、

借貸成本上升和代價高昂的減稅政策，這些都導致至少有 400億英

鎊的財政缺口需要填補。

該基金會估計，至少需要 300億英鎊的增稅和支出削減，才能

確保到2026-2027財政年度債務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例下降。

該基金會表示，英國財政大臣的選項“菜單”包括削減投資支

出，這可能會節省 100億英鎊，但可能對增長產生不利影響。政府

也可以選擇“緊縮方案”，削減本已緊張的部門預算。因伴隨英國

通貨膨脹達到40年來最高水平，政府部門預算實際已在下降。

研究表明，若英國政府不根據明年的物價上漲提高福利和養老金，

也可節省90億英鎊。

英國原定於 10月 31日發布的秋季預算案，被推遲到 11月 17日

發布。史密斯說，公共服務也有可能進壹步收縮，但這些措施是

有限的。這意味著秋季預算很可能涉及增稅，而不僅僅是削減開

支。

阿根廷首次出現
“超級真菌”感染病例
綜合報導 阿根廷衛生部發布通告稱，該國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市

近日發現兩例感染“超級真菌”（俗稱耳念珠菌，學名耳道假絲酵母菌

）的確診病例。這是阿根廷首次發現此類傳染病。

通告說，兩位感染者均為男性，年齡分別為72歲和75歲，先後

於10月18和 28日，在布市兩家不同醫院接受外科手術時，在其體液

中發現“超級真菌”。通報指出，兩位患者在確診前，沒有相互接

觸史，其中壹人是從國外返回阿根廷轉院接受治療的重癥病人。目

前，此二人正在接受隔離治療。通告強調，“超級真菌”感染致死

率高，主要是通過接觸受汙染的環境或被感染者而傳播。糖尿病患

者、慢性病人以及免疫功能低下者是感染高風險人群。此外，此種

菌類生存能力強，很難用壹般消毒方法殺滅，且廣譜抗真菌藥物對

其作用不大。最好的防控方法是隔離確診病例，阻斷感染鏈條，同

時，對確診患者接觸過的環境進行反復消毒。目前，阿根廷國家級

和布市地方防疫機構的專家已召開緊急會議，研究防控可能出現的

“超級真菌”疫情。

“超級真菌”於2009年在日本首次被發現，其感染致死率高達60%

，被世界衛生組織列入對人類健康構成嚴重威脅的真菌名單。近年來，

全球有40多個國家和地區發現“超級真菌”感染病例。自2012年以來，

美國、巴西、智利、秘魯和哥倫比亞等美洲地區國家均報告有此類感染

病例出現。

加拿大要求撤出關鍵礦產公司投資？
三家鋰礦股這樣回應

綜合報導 “公司投資的項目在阿根

廷，資源並不在加拿大境內。”11月3

日，針對加拿大要求三家中國公司剝離

在加關鍵礦產公司投資的說法，盛新鋰

能董辦的工作人員對第壹財經說。

有媒體報道稱，加拿大工業部以所

謂國家安全為由，要求三家中國公司剝

離其在加拿大的關鍵礦產公司的投資。

三 家 公 司 分 別 是 ： 中 礦 資 源

（002738.SZ）旗下中礦(香港)稀有金屬

資源有限公司（下稱“香港中礦稀有”）、

盛新鋰能（002240.SZ）香港孫公司盛澤

鋰業國際有限公司、以及藏格礦業

（000408.SZ）旗下子公司 Zangge Min-

ing Investment(Chengdu)Co Ltd。

另外有報道稱，中礦資源在今日早

間針對這壹消息在電話會議回應稱，公

司子公司在今日淩晨收到相關通知，該

事項僅對Power Metals 交易產生影響，

對於Tanco的經營不會產生影響。

受消息面影響，今日早盤，中礦資

源跌超9%，而藏格礦業和盛新鋰能開盤

短暫下挫之後，又快速拉升。

在互動易平臺上，已有多位投資者

向三家公司詢問該情況對上市公司的影

響。對於上述說法，第壹財經致電上述

三家公司進行核實。

“目前還沒有收到正式通知，公司

也在核實這個事情，對公司影響不大。

“上述盛新鋰能董辦的工作人員對第壹

財經稱，該公司相關投資的資源，並不

在加拿大境內。

藏格礦業工作人員也對第壹財經表

示，目前公司在解決這個事情，後續如

有情況將以公告為準。

午間，中礦資源也披露關於投資加

拿大動力金屬公司的進展。公告稱，全

資子公司香港中礦稀有以自有資金150

萬加元認購加拿大上市公司Power Met-

als Corp.( 下稱“動力金屬公司”或

“PWM”)增發的 750 萬股股票，約占

PWM本次增發完成後總股本的5.72%。

香港中礦稀有與PWM簽署Case湖項目的

全部鋰、銫、鉭產品的包銷協議。

而加拿大創新、科技和經濟發展部

依據《加拿大投資法》的規定，主動就

上述交易發起國家安全審查。

11月3日，香港中礦稀有收到加拿

大創新、科技和經濟發展部《關於中

礦（香港）稀有金屬資源有限公司投

資入股Power Metals Corp.國家安全審查

結果告知函》：香港中礦稀有應在本

告知函簽發之日 90日內出售其持有的

PWM股票；終止與PWM簽署的《包銷

協議》；香港中礦稀有提名任命的董

事辭職。

中礦資源稱，動力金屬公司的礦權

尚處於初級勘探階段，香港中礦稀有出

售其持有的動力金屬公司股票、以及

《包銷協議》的終止，不會對公司2022

年以及未來的業績產生重大影響。

另外，公司在加拿大投資的Tanco已

經履行了加拿大國家安全審查程序。加

拿大創新、科技和經濟發展部對香港中

礦稀有投資入股PWM的國家安全審查結

果不會對Tanco產生影響。

根據中礦資源三季報：2022年前三

季度，該公司實現營業收入54.89億元，

比上年同期增長293.51%；實現歸屬於上

市公司股東的凈利潤20.51億元，比上年

同期增長578.53%；實現歸屬於上市公司

股東的扣除非經常性損益的凈利潤19.99

億元，比上年同期增長585.46%。

在電話會議中，中礦資源曾表示，

公司所屬加拿大Tanco礦山12萬噸/年的

鋰輝石采選生產線，改擴建至18萬噸/年

的建設項目已於今年三季度完成。

藏格礦業三季報顯示：2022年前三

季度，該公司實現營業收入57.13億元，

比上年同期增長172.11%；凈利潤41.66

億元，比上年同期增長404.89%。今年前

三季度，藏格礦業加大了氯化鉀和碳酸

鋰產品的生產，其中，氯化鉀產量同比

增加 18.63%，碳酸鋰產量同比增加

44.95%。

盛新鋰能三季報顯示：該公司前三

季度實現營業收入19.79億元，同比增長

311.14%；實現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凈

利潤5.43億元，同比增長700.62%。

法國智庫：霍亂病例增加向世界示警
綜合報導 法國國際關系與戰略研究

所網站發表題為《霍亂如何提醒我們世界

的現狀？》的文章，作者是安妮· 塞內基

耶，全文摘編如下：

到2022年底，霍亂將成為壹個焦點

……這令人驚訝嗎？事實上，這壹疾病的

卷土重來是過去兩年所發生事件合乎邏輯

的後續。

目前，接種疫苗可以預防霍亂。盡管

如此，防止這種疾病傳播的最佳辦法仍然

是確保安全的飲用水供應，並建立廢水系

統以防止前者受到汙染。霍亂的獨特之處

在於，防治這種疾病是跨領域治療方法的

完美代表。要想在這壹問題上取得成功，

就必須將獲得醫療手段、必要藥物、水、

減貧以及（缺乏基礎設施的）貧民窟的快

速城市化等因素結合起來。這也是為什麼

霍亂被認為是評判極不公平和社會發展不

足的壹個絕佳指標。

過去兩年間新冠肺炎大流行肆虐，對

許多人造成了損害。對壹些人而言，可持

續發展目標的指標已經失去了長達十年的

進步。霍亂病例的再增加表明，疫情大流

行對衛生的影響遠遠不止於新冠病例，其

影響可能會持續整十年。

2022年，氣候變化成為“點燃”霍亂

病例數量的火花之壹。過去五年間，只有

大約20個國家報告了霍亂病例，而今年卻

有29個國家報告了本國發現霍亂病例，包

括海地、馬拉維和敘利亞。幹旱、洪水和

颶風，破壞了飲用水的獲取以及凈化消毒

的可能性。似乎這還不夠，極端天氣事件

導致成千上萬人在衛生條件極為惡劣的情

況下背井離鄉或跨越國界。這些遷徙的終

點無論是難民營還是貧民窟情況都是壹樣

的：獲得飲用水是壹項日常任務，清理廢

水也是如此。由於家務勞動通常由同壹個

人（母親或女兒）完成，這加速了本就受

到全球經濟低迷背景刺激的疾病的傳播。

氣溫上升也推動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

家疾病的發展，但不僅如此。近年來，波

羅的海夏季溫度的升高揭示了非毒素性霍

亂弧菌（它不會引發霍亂，但會引起胃腸

炎等癥狀）的傳染性病原體的存在。

氣候變化和新冠疫情大流行並非造

成目前衛生狀況的所有原因。我們的分

歧、我們對“糾正歷史”的渴望、對權

力和霸權的渴望，直接令民眾在衛生方

面更加脆弱。高強度的沖突（如俄烏沖突

）以及大量被遺忘的沖突（也門、尼日利

亞北部），對疾病的決定因素（獲得水和

醫療，或貧困）也具有同樣的影響。這些

因素解釋了敘利亞內戰和也門內戰導致的

中東病例激增，以及尼日利亞的疫情，該

國在2021年暴發了非洲20年來最大規模的

霍亂疫情，原因是該國北部因持續不安全

而無法獲得治療。

今年的霍亂疫情並沒有被提前預料到

，盡管所有指標都表明疫情會擴散。事實

上，在2021年，霍亂病例數量已經開始上

升，此前用於應對霍亂的許多資源都被轉

移，以滿足應對新冠疫情大流行的需要。

為了滿足需求並確保所有國家都有疫苗，

策略是將雙劑疫苗接種方案轉變為單劑。

這種做法很可能會減弱效果，但也許有助

於克服疫情高峰。

英國壹女子在自家花園發現狒狒狼蛛
手掌大小攻擊性極強

綜合報導 英國壹位名叫

Sarah Rodmell的女士在自家花

園裏發現了壹只手掌大小的亮

橙色狼蛛，被嚇了壹大跳。

這只令人毛骨悚然的毒蜘

蛛最先被附近的壹些建築工人

發現，他們非常害怕，於是敲

開了Sarah家的門，想讓她處理

壹下這只蜘蛛。Sarah 表示：

“他們不想碰它，也不想靠近

它。”其實 Sarah 也很

害怕蜘蛛，但她發現這

只蜘蛛還是比較平靜的

，所以就拿了壹個盒子

出去試著抓住它。

30 歲的 Sarah 做了

壹些調查，發現這只巨

大的蜘蛛是來自南非的

具有攻擊性的狒狒狼蛛

。她表示：“我13歲的

女兒查找了壹些資料，想要知

道這只蜘蛛的品種，我們覺得

她的結論是正確的。她仔細地

觀察了這只蜘蛛，發現它的背

上有非常獨特的圖案，所以認

定它是狒狒狼蛛。Sarah稱當時

的情況有點難以想象。“它就

在我廚房的盒子裏待著。每次

我走進廚房的時候，我就會想

，天哪，我家裏居然有壹只狼

蛛！”她說道。

橙色狒狒狼蛛遍布非洲大

陸，具有令人難以置信的防禦

性和快速咬傷能力。人們應該

主動遠離大多數狼蛛，它也不

例外。Sarah說：“這種狼蛛具

有很強的攻擊性，它們會直接

咬人，毫不猶豫。我三歲的兒

子想給它取名為Dobby，並把

它當作寵物養著。”

關於這只狼蛛是如何來到

Sarah家的花園的，至今仍是個

謎。在抓到這只蜘蛛後，她聯

系了朗伯勒的壹家寵物店，很

快就有工作人員來取走了它。

Sarah補充說：“我在Facebook

上發了壹個帖子，詢問是不是

有人丟了寵物，不過這種可能

性很小，畢竟這種動物是很罕

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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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期中選舉結果於9日陸續公布，共和
黨料會以些微過半優勢奪得國會眾議院的控制
權，在參議院方面，民主黨與共和黨暫以48席
比48席打平，兩黨皆有可能拿到參院控制權，
但最終結果可能得等到12月喬治亞州舉行決選
才會底定。共和黨原本預期的 「紅色海嘯」 並
未出現，對該黨來說只能算是 「小勝」 。

眾議院改選全部435個議席，過半數門檻
為218席，國家廣播公司（NBC）推算共和黨
取得220，民主黨則有215席。參議院改選100
個議席中的35席，據CNN推算，加上兩黨原
有未改選的議席，民主黨與共和黨暫以48席比
48席打平。共和黨若要成為參院多數黨，必須
拿到51席。

選前不乏民調預測共和黨將能取勝，甚至
出現國會參眾兩院大贏 「紅色海嘯」 ，但開票
顯示共和黨戰果不如預期，連民主黨本身都感
意外；隨著紐約州與賓州的州長選舉、羅德島
州的聯邦眾議員選舉、科羅拉多州與華盛頓州
的聯邦參議員選舉均由民主黨勝出， 「藍州」
（民主黨執政）出現崩盤純屬多慮。

尤其是，關鍵州賓州的聯邦參議員席位由
紅轉藍，民主黨候選人、賓州副州長費特曼擊
敗由前總統川普力挺的名醫奧茲，將過去4年
由共和黨控制的席位搶到手中，更是讓白宮裏
的氣氛有所好轉。原本神情緊繃的白宮人員開
始露出笑容，有人說，民主黨表現比預期好。

美國總統拜登9日早上也在推特貼出一張
照片，顯示他正拿著手機與人通話，高興地向
勝選的民主黨人表示祝賀。

民主黨奪得賓州議席後，與共和黨在參院
的席次以48比48打平，剩下還有4個關鍵搖擺
州，包括喬治亞、威斯康辛、亞利桑那及內華

達，這4州因兩黨候選人得票太接近，仍屬勝
負難料。若民主黨能拿到其中2州的議席，仍
可以50對50，繼續掌握參院控制權。

在喬治亞州，民主黨候選人暫以不到2萬
票領先共和黨候選人，但得票率未過半，可能
須12月6日再進行決選，換言之，參院選舉結
果屆時才能底定。

國會眾議院共和黨領袖麥卡錫則宣布，
「我想感謝全國數以百萬計的支持者，我們顯

然會奪回眾院。」 麥卡錫與民主黨籍眾院議長
裴洛西雙雙在加州選區成功連任，但共和黨取
得眾院控制權，麥卡錫料將取代裴洛西成為新
任眾院議長。

另外，友台派議員已確定幾乎全數當選，
唯一連任失利的是眾院 「台灣連線」 主席夏波
（Steve Chabot），他因俄亥俄州選區重劃而
不敵親民主黨對手。

在佛羅里達州，共和黨現任州長德桑提斯
（Ron DeSantis）以近20個百分點的差距擊敗
民主黨挑戰者，對中國政府持強烈批評立場的
共和黨聯邦參議員盧比歐也以逾16個百分點擊
敗對手，當選連任，鞏固了佛州從 「紫色州」
（搖擺州）轉為 「紅州」 的趨勢。而德桑提斯
普遍被認為有志在2024年問鼎白宮。

另據愛迪生研究公司（Edison Research）
進行的期中選舉出口民調顯示，通貨膨脹和墮
胎問題是美國選民最關注的課題。在每10名選
民中，有大約6人對於美國最高法院6月24日
推翻保障婦女墮胎權的 「羅訴韋德案」 ，感到
不滿意或憤怒，也有大約6成選民認為墮胎應
該合法。此次期中選舉，密西根州、加州及佛
蒙特州都通過保障墮胎權的公投。

美國期中選舉 共和黨可望奪下眾院

美國總統拜登的民主黨今天取得關鍵搖擺州賓州的聯邦參議
員席次，為民主黨保住在國會上議院微弱優勢增添希望。

法新社報導，根據媒體 9 日預測，賓州副州長費特曼
（John Fetterman） 擊 敗 由 前 總 統 川 普 力 挺 的 名 醫 奧 茲
（Mehmet Oz），當選賓州聯邦參議員。

這是美國期中選舉最為激烈的戰場之一。
費特曼曾於5月中風，奧茲的競選團隊把費特曼的健康問題

當作選戰中主打的重點，聲稱
在醫學上來說，費特曼不適合
擔任公職。費特曼的醫生上月
發表公開信，稱費特曼足以承
擔公職的 「一切職責」 。

費特曼將接替有近12年資歷、宣布退休的共和黨籍參議員
杜美（Pat Toomey），這次在賓州翻盤也使得民主黨保住參議
院控制權的希望增加。

53歲的費特曼身穿招牌帽T，在匹茲堡對歡呼的群眾說：
「我們堅守戰線…我們做到該做的事。」

他表示： 「這場選戰是為了賓州每個群體的未來，為了每個
小城鎮，或是任何感覺被遺漏的人，也為了每個失去的工作、每

間關閉的工廠。」
美國媒體在9日預測費特曼可望勝選。目前選票開出93%，

他以50.3%得票率領先對手的47.3%。
民主黨在或許可說是全國最重要的賓州勝選，也替高低起伏

不斷的參院大選劃下戲劇性的句點。
民主與共和兩黨都在這裡砸下數百萬美元選舉經費，企圖奪

下這個關鍵席次。雙方攻防逐漸變得愈來愈具敵意，奧茲陣營拿
費特曼的健康問題開刀，民主黨則攻擊奧茲的醫療生涯疏失，以
及缺乏政治經驗與賓州根基。

奪下賓州後，民主黨確保至少48席次，共和黨則確保47席
次，另有5席不相上下，尚未分出勝負。

民主黨奪搖擺州賓州參院席次 川普力挺候選人落敗

億萬富豪馬斯克（Elon Musk）買下推特後
，賣出他公司特斯拉的價值39.5億美元（約新
台幣1260億元）股票，特斯拉股價今天跌至2
年來最低點。

路透社報導，在美股今天午盤交易時，特
斯拉（Tesla）股價下跌6.1%，至179.66美元

，跌至2年來最低點。
美國財經媒體CNBC也報導，在馬斯克揭

露他賣出大量特斯拉股票後，特斯拉股價今天
下跌6%，跌至2020年11月以來最低點。

據報導，特斯拉股價今年迄今已下跌49%
。相較一年前，馬斯克的財富縮水近乎腰斬。

馬斯克賣掉39.5億美元股票 特斯拉股價跌至2年低點

美國期中選舉共和黨表現未若預期，前總統川普背書的候選
人接連敗北，最受矚目勝利則是川普2024年最可能的黨內對手
佛州州長迪尚特連任。本來想大肆宣揚功勞的川普難以發揮。

CNBC報導，川普昨晚在他佛州私人渡假村海湖俱樂部
（Mar-a-Lago）開趴，廣邀記者去報導他引頸期盼的共和黨期
中選舉壓倒性勝利。

稍早川普發布長達4頁採訪通知，詳述自己多麼盡心盡力幫
助拉抬共和黨選情。清單臚列的功績從他替沒沒無聞州務卿候選
人背書，到幫共和黨參議院選戰募到數億美元款項。川普週末期
間在大型集會中宣讀共和黨候選人名單，並且發表了一場儼然像
是他2024年重披戰袍角逐總統大位的競選演說。

他要傳達的訊息很明確：川普是共和黨領袖、預期的共和黨
勝選應該歸功於川普。近數週幫候選人站台輔選時，他暗示自己
將會參選，幾乎承認他推遲啟動本來想要在期中選舉之前就展開

的2024年選戰。
但是晚間選舉結果陸續開出

後，川普欽點候選人接連敗北
。

賓州聯邦參議員是全國最受矚目席次之一，據國家廣播公司
新聞網（NBC News），川普支持的知名外科醫師奧茲
（Mehmet Oz）敗給民主黨的費特曼（John Fetterman）。

在密西根州，川普支持的狄克森（Tudor Dixon）和卡拉莫
（Kristina Karamo）分別輸掉州長和州務卿選舉。

在亞利桑那州，最引人注目的川普門徒、前主播雷克（Kari
Lake）在州長選戰中落後民主黨的霍布斯（Katie Hobbs）；川
普支持的參議員候選人馬斯特斯（Blake Masters）則落後民主
黨現任議員凱利（Mark Kelly）。不過NBC認為預測這兩場選舉
結果言之過早。

當然，川普這邊也傳出一些好消息。據NBC，俄亥俄州參
議員候選人范斯（J.D. Vance）擊敗民主黨對手萊恩（Tim Ryan
），拿下全美競爭最激烈席次之一。范斯今年稍早嬴得共和黨初
選，很大程度上歸功於對俄州基層選民有著無與倫比影響力的川

普對他力挺。
在北卡羅來納州，NBC預測川普支持的巴德（Ted Budd）

將擊敗民主黨的畢斯利（Cheri Beasley）拿下參議員。政治光譜
上的深紅州阿拉巴馬，共和黨的布里特（Katie Britt）也嬴得參
議員。

川普於美東時間晚間10時剛過不久在海湖俱樂部發表談話
說： 「獲得我們背書的布里特選得好的不得了。」 但是他只說了
不到5分鐘的話。

然而，共和黨最令人矚目的勝利不是來自川普門徒，而是他
2024年最可能的黨內對手佛州州長迪尚特（Ron DeSantis），
據NBC，他以近20個百點的差距連任成功。

川普在賓州選舉集會中曾經給迪尚特起了 「羅恩‧迪道貌岸
然」 （Ron De-Sanctimonious）綽號。雖然拒絕替對方背書，
但佛州居民川普昨天告訴記者，他把票投給這位現任州長。

儘管如此，海湖俱樂部開趴慶的功並不包括迪尚特勝選。
數週以來把自己描繪成共和黨期中選舉選戰主角的川普，昨

晚看起來沒有準備什麼要對死忠支持者傳達的訊息。

共和黨選情未若預期川普：贏歸功於我輸不能怪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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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新辦發布白皮書：北斗是中國首個實現全球組網運行航天系統

北斗覆蓋全球15億用戶
躋身世界一流導航系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11月4日發布《新時代的中國北斗》白皮

書並舉行新聞發布會。中國衛星導航系統

管理辦公室主任、北斗衛星導航系統新聞

發言人冉承其表示，新時代的中國北斗進

入規模應用發展快車道，中國已建成北斗

地基增強系統全國“一張網”，具備向行

業和大眾用戶提供實時米級、分米級、厘

米級或者事後毫米級的高精度定位服務能

力。目前，這張網已為230多個國家和地

區超過15億用戶提供了北斗加速定位和北

斗高精度服務，總服務次數已經達到2萬億

次，日服務次數接近30億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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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皮書指出，北斗系統星間星地一體組網，
是中國首個實現全球組網運行的航天系

統，顯著提升了中國航天科研生產能力，有力
推動中國宇航技術跨越式發展。中國從自身實
際出發，因應世界衛星導航發展趨勢，從星座構
型、技術體制、服務功能等方面創新系統設
計，攻克混合星座、星間鏈路、信號體制設計
等多項核心關鍵技術，在全球範圍實現一流能
力。北斗系統服務性能優異、功能強大，可提供
多種服務，滿足用戶多樣化需求。其中，向全球
用戶提供定位導航授時、國際搜救、全球短報文
通信等三種全球服務；向亞太地區提供區域短報
文通信、星基增強、精密單點定位、地基增強等
四種區域服務。

定位精度局部地區可達2至3米
“新時代的中國北斗，服務優質多樣，全球

範圍常態化實時監測，北斗系統對外承諾的服務
指標是10米定位精度，做到今天已經實現了5米
甚至更優，在局部地區可以達到2-3米的定位精
度”，冉承其說，北斗全球系統已經是世界一流
的衛星導航系統，服務性能全面優於設計指標。
獨具特色的國際搜救、全球短報文通信、區域短
報文通信、星基增強、地基增強、精密單點定位
等六大特色服務，性能優越，真正實現了“人有
我優，人無我有”。

與美歐導航系統合作取得良好進展
在國際合作方面，白皮書指出，中國不斷推

進北斗產品、服務和產業國際應用的深度和廣
度，加速北斗規模應用國際化進程，助力全球經
濟社會發展和民生改善，增進世界人民福祉。提
升北斗產品國際貢獻。推動芯片、模塊、終端等
北斗產品加速融入國際產業體系，對接國際需

求、對標國際水準、發揮特色優勢，融入本地產
業，服務轉型升級，促進經濟社會發展。

冉承其表示，中國北斗與美國GPS、俄羅斯
格洛納斯、歐洲伽利略系統都有專門合作渠道，
取得良好進展。北斗已在全球一半以上的國家和
地區得到應用，比如在沙特阿拉伯，已經應用於
測量測繪地理信息的採集、城市市政基礎設施建
設、沙漠人員或者車輛定位重要領域，當地用戶
都認為北斗非常好用。在塔吉克斯坦，基於北斗
系統的大壩變形監測，對薩雷茲湖大壩進行實時
連續監測，精度達到毫米級，保證了大壩安全和
當地人民生命安全。在黎巴嫩，北斗高精度技術
成功運用到黎巴嫩貝魯特港口碼頭的施工測量。
非洲布基納法索政府將北斗高精度用到醫院的建
設精確測繪過程中，特別是在新冠肺炎疫情當
前，縮短一半以上的建造時間，6天就完成了施
工測量，為疫情防控作出巨大貢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
京報道）《新時代的中國北斗》白皮書
指出，面向未來，中國將建設技術更先
進、功能更強大、服務更優質的北斗系
統，建成更加泛在、更加融合、更加智
能的綜合時空體系，提供高彈性、高智
能、高精度、高安全的定位導航授時服
務，更好惠及民生福祉、服務人類發展
進步。中國衛星導航系統管理辦公室主
任、北斗衛星導航系統新聞發言人冉承
其表示，預計在2035年全面建成時空
體系，“到那時候，我們希望無論是在
水下、地面、室內、空中、深空甚至遙
遠的太空，都有北斗，都有中國的時空
體系”。

擬明年發射3至5顆衛星
冉承其介紹，北斗三號在軌30顆衛

星運行狀態良好，星上300餘類、數百
萬個器部件全部國產，性能優異。北斗
三號在軌衛星，加上超期服役的北斗二
號，中國北斗共有45顆衛星在軌提供服
務。他表示，要繼續確保系統的穩定運
行和性能提升，在把天上的衛星管好用
好，把地面系統管好用好的同時，積極
推動備份衛星系統建設，確保系統更加
可靠。目前，已安排備份衛星的投產或
者研製，明年計劃要發射3-5顆衛星，
進一步強化星座，確保系統的穩定運
行。

白皮書指出，中國將構建國家綜合
定位導航授時體系，發展多種導航手
段，實現前沿技術交叉創新、多種手段
聚能增效、多源信息融合共享，推動服
務向水下、室內、深空延伸，提供基準
統一、覆蓋無縫、彈性智能、安全可
信、便捷高效的綜合時空信息服務。

談及下一代北斗，冉承其表示，系
統本身性能會進一步提高，同時要和新
興技術進一步融合，比如移動通信、低
軌通信、傳統慣性導航等深度融合。在
星座上，現在是中軌和高軌衛星，未來
考慮把低軌星座納入進來，構建一個高
中低軌的導航星座。除提供可靠、性能
更好的定位導航服務以外，希望通過高
中低軌星座的融合以及跟移動通信、低
軌通信的融合，提供一張高精度、高可
靠強大的時空網。“我們特別希望建成
以後，5厘米、2厘米的定位精度、5毫
米、2毫米的定位精度，全世界用戶都
能分享到”，冉承其表示，目前已就此
在技術上進行很好的論證，方案也是完
善的，對未來的建設充滿信心。

▼▼20222022年年1111月月44
日日，，國務院新聞國務院新聞
辦發布辦發布《《新時代新時代
的中國北斗的中國北斗》》白白
皮書皮書。。 新華社新華社

◆◆中國不斷推進北斗產品中國不斷推進北斗產品、、服務和產業國際應用的服務和產業國際應用的
深度和廣度深度和廣度，，加速北斗規模應用國際化進程加速北斗規模應用國際化進程，，助力助力
全球經濟社會發展和民生改善全球經濟社會發展和民生改善，，增進世界人民福增進世界人民福
祉祉。。圖為早前湖南國際會展中心圖為早前湖南國際會展中心，，觀眾在北斗衛星觀眾在北斗衛星
導航系統成果展上參觀導航系統成果展上參觀。。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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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11月出生於山東章丘
1996年—2000年，就讀清華大學生物科學與技術系，獲學士學位
2000年—2004年，就讀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系（師從施一公教授），獲博士學位
2005年—2007年，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系從事博士後研究
2007年—2017年，任清華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也是當時清華大學最年輕的教授和博士生導師）
其間：2011年8月獲國家傑出青年科學基金資助；
2014年，37歲的顏寧帶領平均年齡不到30歲的團隊，首次解析了人源葡萄糖轉運蛋白GLUT1的
晶體結構和工作機理，攻克了已經折磨生物學家們整整50年的膜蛋白難題
2017年4月，受聘成為普林斯頓大學分子生物學系首位雪莉·蒂爾曼（Shirley M. Tilghman）終身
講席教授；同年5月起，任清華大學兼職教授
2019年，當選美國國家科學院外籍院士，2021年4月當選美國藝術與科學院外籍院士
截至2018年12月，顏寧以通訊作者身份在國際最有影響力的頂級學術期刊《自然》《科學》《細
胞》上發表22篇論文，其中兩篇被《科學》“年度十大進展”引用

◆資料來源：百度百科

顏 寧 簡 歷

春江水暖鴨先知 知名科學家宣布歸國

辭美終身教職寧
將領軍深圳醫科院

深圳醫學科學院發展目標

在諸多公開報道中，
顏寧優雅、時尚，經常
活躍在微博中與網友互
動，自我定位為“娛樂
博 主 ” 而 非 “ 科 普 博

主”，坦言自己欣賞《人生大事》裏的演員
朱一龍。

2016年9月，中央電視台製作的《開講
啦》欄目邀請顏寧做客，她語言犀利活潑、
幽默風趣，金句頻出：“科學的世界對性別
是沒有偏向性的。”“為什麼女科學家前面
一定要加個‘女’字呢？”“我要把‘女為
悅己者容’改成‘女為己容’。”節目播出
後，顏寧的微博“粉絲”數從幾千漲到幾十

萬，成了名副其實的“網紅”。顏寧很坦然
地表示，如今科普環境良莠不齊，只有成為
網紅，才可以為更多事件發聲。

翻看顏寧的微博可以發現，她極少晒榮
譽，也很少提那些晦澀難懂的專業術語，而
是發自己的生活日常照，積極表達思想與網
友互動。2019年4月30日，美國國家科學院
院士名單發布時，還在睡夢中的顏寧被鬧鐘
叫醒，看着各路好友發來的祝賀信息，她不
緊不慢地回應了句：“等等，先刷個牙。”
隨後又在微博上自我調侃提名刊登的照片表
情，說是自己對着手機擠眉弄眼做出來“最
慈祥”的微笑了。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 深圳報道

科學家另一面：
“娛樂博主”犀利幽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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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 (東莞) 材料基因高等理
工研究院院長 張書彥

女，1982年生，廣東省珠江
人才計劃引進創新創業團隊帶頭
人，廣東省自然科學傑出青年基
金獲得者。2016年從英國回國。
牛津大學完成博士學位，又在盧
瑟福實驗室攻讀博士後，後成為
英國散裂中子源工程實驗室最年
輕的首席科學家、歐洲散裂中子
源科技委員會委員，是英國散裂
中子源工程實驗室“30年以來第
一位華人首席科學家”

華南理工大學華南軟物質科
學與技術高等研究院教授，
博士生導師 殷盼超

男，1987年生，入選福布斯
中國醫療、健康和科技組30位30
歲以下精英榜。2017年從美國回
國，回國前是美國橡樹嶺國家實
驗室研究員

睿心醫療創始人 鄭凌霄

男，北航本科畢業，美國約
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取得機械工
程博士學位。在美從事生物仿真
研究十餘年。2017年底，從美國
來到深圳創業，深圳孔雀計劃引
進人才。推出的心血管智能診斷
平台是全球首個全自動化“形態
學功能學”冠心病影像分析系統

◆整理：香港文匯報
記者 敖敏輝、郭若溪

��

春江水暖鴨先知。中共二十大開啟了中國向第二個
百年目標奮進的新征程，向來得風氣之先的粵港

澳大灣區這一池春水，也因為顏寧的歸來，再次率
先迎得人才戰略部署上的先機。

“我的夢想就是經過幾代人的共同努力，在10
年、20年之後，在世界生物醫藥的版圖上，深圳將
會佔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在那個時候，希望當大家
說起生物醫藥的大灣區，首先想到的就是東半球的
這裏。”顏寧還現場公布了人才招聘郵箱，“歡迎
大家與我們一起打造生物醫藥的深圳。”

她表示，她已經走過了吸納學習、證明自己的階
段，人生的第三階段，她想把自己的所學所感傳遞、幫
助、扶持更多人，去打造一方平台，支持更多優秀的學者
做出真正原創性的突破，同時探索科研成果轉化的合理機
制。

根據官方公布的方案，正在籌建中的深圳醫學科學
院，目標是在本世紀中葉成為全球著名醫學研究機構。

“2022深圳全球創新人才論壇”由深圳市委、市政府
主辦，線上邀請了包括顏寧在內的7位嘉賓發表演講，顏
寧以《歸去來兮》為主題，分享了她一路走來的心路歷程
和對人生階段的看法。在她看來，第一個階段是吸納，努
力學習充實自己；第二個階段是證明，努力工作去獲得認
可；第三個階段就是輸出，把自己的所學所感傳遞給更多
人，幫助更多人，扶持更多人。

醫科院全新機制 全球招聘
根據公開報道資料，2009年以來，顏寧以通訊作者

身份在國際最有影響力的頂級學術期刊《自然》《科
學》《細胞》上發表了22篇論文，其中兩篇被《科學》
“年度十大進展”引用。

“在科研上不斷探險是我最癡迷的遊戲，是我生命
的底色。”顏寧提到，經過了過去幾十年的積累，現在
的她終於比較有信心主動地進入到了第三個階段，“那
就是去打造一方平台，去支持更多優秀的學者，應對人
類面對的各種健康威脅，挑戰生物醫學的難題，做出真
正原創性的突破，回饋社會。”而就在此時，深圳向她
伸出了橄欖枝，令她再一次強烈感受到了那種向着夢想
努力的興奮和愉悅。

2019年，《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支持深圳建設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的意見》中明確提出，要求
建設全新機制的醫學科學院。2021年3月，深圳市政府
正式印發《深圳醫學科學院建設方案》（下稱方案），
“全新機制”初露端倪。

根據方案，深圳醫學科學院由市政府設立，登記為
市政府舉辦的事業單位，實行黨委領導下的院長負責
制。理事會是深圳醫學科學院的決策機構，院長是深圳
醫學科學院的法定代表人，面向全球招聘，由理事會聘
任，實行任期制，全面主持深圳醫學科學院的工作。不
定編制，不定級別，實行社會化用人制度。資金來源由
政府專項資助、社會資助、轉化收益三部分組成。

深圳醫學科學院將聚焦解決“以健康為中心”的重大
科學和關鍵技術問題，主動布局醫學科技重點領域和關鍵
技術，主要建設整合型醫學科技協同創新平台、開放型醫
學科技資源管理平台、引領型醫學科技基礎支撐平台、創
新型醫學科技人才培育平台、智能型醫學科技戰略研究智
庫。

打通科研成果轉化順暢聯繫
“這是一所集科研轉化、學生培養、經費資助等

若干功能於一體的新型研發機構。”顏寧在演講中還
用一個自己的實驗室和藥企合作探索藥物機制的例子
表示，基礎研究與藥和醫密不可分，她的實驗室與世
界著名藥企有緊密合作，這是現代製藥業的一個大趨
勢，而“從病床到實驗室，再到製藥公司，再回到病
床，打通這個端到端的順暢聯繫，也正是深圳醫科院
的一個重要使命。”

“我的夢想就是經
過幾代人的共同努力，
在 10 年、20 年之後，
在世界生物醫藥的版圖
上，深圳將會佔有重要
的一席之地。”

—顏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道）當今世界，科技競爭日

趨激烈，深刻影響國家前途命運。剛剛

閉幕的中共二十大上，習近平總書記在

二十大報告中明確指出，必須堅持科技

是第一生產力、人才是第一資源、創新

是第一動力，並首次把教育、科技、人

才三大戰略進行“三位一體”統籌安

排，共同服務創新型國家建設。總書記

的話音剛落，深圳便有好消息傳出。中

國知名結構生物學家顏寧在11月1日舉

行的“2022深圳全球創新人才論壇”上

透露，她即將辭去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

職，以全職身份回國，協助深圳創建深

圳醫學科學院，任創始院長。

◆到2025年，以深圳醫學科學院為中
樞和橋樑的深圳醫學科技協同創新共
同體基本建成，部分重點領域研究取
得進展，針對重點人群和重大疾病的
防治技術獲得階段性突破，醫學科技
創新能力得到提升。

◆到2035年，以深圳醫學科學院為核
心引擎的粵港澳大灣區醫學科技協同
創新體更加成熟定型，重點領域研究
取得重大進展，針對重點人群和重大
疾病防治關鍵技術獲得顯著突破，醫
學科技創新能力顯著增強。

◆到本世紀中葉，深圳醫學科學院成為
全球著名醫學研究機構，粵港澳大灣
區醫學科學競爭力、創新力、影響力
全球卓著。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若溪

◆◆顏寧在顏寧在““20222022深圳全球創新人才深圳全球創新人才
論壇論壇””上上，，以以《《歸去來兮歸去來兮》》為主題為主題
發表演講發表演講。。 香港文匯報深圳傳真香港文匯報深圳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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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广告

焦点话题

▶今年，钟书阁西
南地区首店落地成都高
新区，以其精美的装饰
和独特文创产品、文化
活动吸引了大量的读者
前来阅读。图为读者在
阅读选购书籍。
祝纯健摄 （人民视觉）

▲近日，知名潮玩
泡泡玛特全球旗舰店落
户上海南京路，吸引不
少消费者前来打卡。

王 初摄 （人民视觉）

增加体验类服务，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

“首店经济”又升级了
本报记者 徐佩玉

不少消费者发现，品牌线下店、特别是最新亮相的“首店”变得更有趣了。除了销售商
品，还能个性化定制、体验各类运动或小游戏。

“首店”是指国际国内品牌在一个区域内首次开设的门店。近期，众多“首店”竞相绽
放，增加了体验服务，为消费者提供了新去处。在“首店经济”带动下，多地线下商圈实现零
售额上涨，消费释放新活力。

首店带动消费热潮

近期，中国多地再度迎来一批全
国首店及以上的高级别首店。

在上海——淮海路上，中国首家
Nike Style零售概念店开业；静安寺商
圈里，普拉达香水美妆中国首店在芮
欧百货亮相；在虹桥，上海天空万科
广场成为“首店收割机”，为消费者带
来更多的打卡好去处。

在福建厦门——国潮糕点铺泸溪
河新店开业，以招牌桃酥、爆浆麻
薯、绿豆冰糕等美食吸引了众多消费
者前来排队购买。国内知名茶饮品牌乐
乐茶福建首店正式入驻中华城，不少消
费者直呼“终于盼到了！厦门也有乐乐
茶了”。

在湖南长沙——宜得利家居、银
座小野寺、绿茶等首店相继开业，长
沙五一广场人流如织。湖南省商务厅
数据显示，在“首店经济”带动下，
国庆期间长沙市51家重点商贸流通监
测企业 7 天共实现零售额 86240.3 万
元，同比上涨8.84%。

在安徽合肥——位于大溪地现代
城 市 广 场 的 猫 LIVEHOUSE 门 店 开
业。

作为合肥第一家集音乐现场、艺
术展、时尚发布会为一体的大型综合
体，该门店为合肥的夜生活增色添
彩，不仅带动了客流，也满足了市民
不断升级的消费新需求。

在 山 东 济 南 ——TOMFORD、
GUCCI、LANCOME、YSL等8家一线
美妆精品店相继入驻恒隆广场，均为
山东首店或济南首店，吸引了大量消
费者前来试妆。

济南市民李欣然说，如今济南的
品牌首店越开越多，商品种类越来越
全面、购物场景越来越多元，大大提
升了购物体验。“一些过去只能在一线
城市购买的品牌，如今也在家门口开
业了，太方便了！”

近年来，国际知名品牌陆续在中
国开设首店，新兴国潮品牌地区首店
也越开越多。

啥是“首店经济”？商务部研究院
区域经济合作研究中心主任张建平对
本报记者表示：“‘首店经济’是指在
区域经济发展进程中，一个区域充分
发挥自己的区位优势和特有资源优
势，吸引国际国内品牌在本区域首次
开设门店，使企业的品牌影响力、品
牌价值和区域经济发展、区域资源配
置实现最佳结合，并且能够带动整个
区域经济的发展，产生辐射力和影响
力。”

2021 年，国内最终消费支出对经
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 65.4%，成为中
国经济增长第一拉动力。与此同时，
消费升级趋势明显，消费者对品牌、
商品、服务等的追求和要求更高。
“‘首店经济’实际上是适应消费升
级趋势和市场发展需要所产生的经济
现象。”张建平说。

体验式服务成亮点

9月30日，中国首家Nike Style零
售概念店——NIKE淮海潮流体验店在
上海“TX 淮海”开业。在新店外墙
上，装饰着近 250 名耐克会员和本地
艺术家共同创作的手绘swoosh图案。

这家体验店也是耐克首个“拼配
实验室”，能够满足所有手工达人升级
改造单品、增添个性化和表达创意的
需求。

“这不仅仅是一家零售商店，更
是新世代的运动潮流创作空间”——
耐克这样定义这家首店的意义。耐克
大中华区市场发展副总裁兼总经理门
立俊介绍，今年 7 月，耐克加速在华
数字化转型，这家门店是转型后的首
家零售概念店，通过创新沉浸式购物
体验、产品和服务，可以“让每个人
都能参与贯穿线上和线下的‘破圈共
创’”。

记者梳理发现，近期开业的首店
大多加入了体验式服务，以更好满足
消费者个性化的消费升级需求。

在安徽省合肥市港汇广场京东电
器超级体验店里，全息投影、时空隧
道、扭曲空间、3D魔方屏等吸引着消
费者目光。作为一座拥有前沿科技、
京东自营的全渠道零售大型消费电子
主题购物中心，京东超体合肥店无处
不透露着满满的科技感和潮流范。

京东电器超级体验店合肥店负责
人介绍：“我们用沉浸式互动的形式，
打破传统家电门店束缚，增加电器卖
场的可逛性及购物乐趣，帮助消费者
了解产品功能，通过场景体验打通消
费者与产品之间的互动通道。”

餐饮企业也在尝试拓展新的用餐
场景。呷哺呷哺旗下新烧烤品牌“趁
烧”首店日前在上海开业。

据悉，“趁烧”首创“烧肉+酒
茶+欢乐”多元化业态，在门店气氛
上下足功夫，门店被布置成居酒屋、
夜店等时尚风格，现场推出大量互动
游戏、体育赛事转播、限时优惠等活
动，让身处其中的消费者有更多欢
乐体验。此外，“趁烧”主要以 90
后、95 后、00 后为主要消费群体，
根据这类群体的消费习惯，营业时
间有别于传统餐饮店，从中午 11 时
营业至深夜 2 时，以满足年轻消费者
各种用餐场景和时间需求，打造商
务餐叙、生日庆祝聚餐、深夜加班
后放松场所、宵夜聚会餐等多元场
景。

新一批首店的开业，为消费者解
锁了消费新场景、增加了购物新体
验，吸引了更多市民前来一探究竟。
如今，首店销售的已不是纯粹的商品
和服务消费，体验功能占据了更多空
间。张建平分析，目前国内消费已经
呈现出线上线下相融合的发展趋势，
特别是线上消费正在发挥引领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对线下首店的
体验需求更加凸显。

助力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上海被视为“首店经济”的标杆
城市。全球知名美妆集团雅诗兰黛旗
下高端专业护发品牌艾梵达在上海开
设中国内地首店，欧莱雅旗下高端品
牌 凯 芮 黛 上 海 首 店 落 户 …… 近 年
来，众多全球知名品牌选择在上海
开设首店。

上海市商务委数据显示，2021
年，全市新设首店首次突破千家，超
过3000个国际国内品牌在沪举办新品
首发、首秀、首展。今年1—9月，上
海市新增首店 703 家，新增数量保持
全国领先，发布50个网络新品牌。预
计今年全年将引进首店超过 800 家。
超过 15%消费者因为新品首发活动而
前来购物，时尚潮流、功能款式、消
费方式等成为吸引消费者的重要因素。

“这一方面说明国际品牌对中国市
场非常有信心，把首创式的商业模式
放在这里。另一方面也表明上海具备
了首店落地、迅速拓展市场的基础条
件。”上海市商务委主任顾军说。

这与上海着力打造国际消费中心
城市的规划分不开。去年 9 月，上海
发布 《上海市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实施方案》。文件提出，力争到“十四
五”末率先基本建成具有全球影响力、
竞争力、美誉度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首店经济”正是重要助推器之
一。张建平说：“一个城市要打造国际
消费中心城市，必然需要汇集国内外
知名品牌，既包括成熟的大牌产品和
服务，也包括新势力品牌。大量开设
首店，有利于形成品牌的集聚效应和
规模效应，进而带来消费的规模效
应。首店数量越多，城市消费规模效
应越大，消费者选择更加多元，不同
层级的消费需求都能够更好地得到满
足，进而提升城市消费能力，助力打

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放眼全国，首店遍地开花，助

力 多 地 推 进 国 际 消 费 中 心 城 市 建
设。如何更好发挥“首店经济”促
消费作用？张建平建议，首先要为
企业打造好的营商环境，包括相关
部门的快速核准审批、政企之间顺
畅的沟通机制、投资者和消费者权
益的充分保护等。此外，应充分发
挥自由贸易试验区优势作用，提升
贸易便利化水平，为全球知名品牌
开设中国首店创造有利条件。

据了解，上海已明确，未来，将
继续加大制度和政策创新供给，加快
集聚国际国内品牌和时尚要素资源，
吸引更多的国内外品牌在沪首发全球
新品、落地品牌首店、设立企业总
部，培育壮大从“首发”到“首店”
到“总部”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生态
链。北京、广州等地也提出，将大力
发展首店经济，提升品牌消费的丰富
度、时尚度，打造国际消费中心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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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泉深】新冠疫情帶來的恐
懼漸漸在人們心裏退去，生活恢複正常，
藝術舞台再次繁榮！在周潔曉慧舞蹈學校
的師生及家長會的共同努力下，《第九屆
精品薈萃》于11月6日下午2點在休斯頓
Match- Midtown Arts & Theater Center
隆重上演!

這台晚會由周潔曉慧舞蹈學校主辦，
美中國際藝術教育聯盟(Sino- US Arts
Education Alliance)、Sino US Performing
Arts Organization( 中國風藝術協會) 、
Shanghai Zhou Jie Dance School(上海周
潔藝校)協辦，學校家長會承辦，並得到了
休斯頓僑界各方人士的關懷和支持。

周潔生前好友、著名電影表演藝術家陳燁女士
，史塔福市市議員譚秋晴女士，中國人活動中心董
事長陳珂先生，休斯頓國際區區長、美南新聞傳媒
集團董事長李蔚華先生，休斯頓大學亞美研究中心
主任鄒雅麗教授，首屆中美舞蹈大賽“宏侖杯”的
贊助者劉渱女士也從加拿大趕來，中央民族大學校
友創業聯合會副秘書長張羨岷女士、亞裔商會前主
席Austin Zhao先生、中華總商會前會長孫鐵漢先
生、東北同鄉會前會長李秀蘭女士，以及好友Di-
ana Sun, Gina Li等親臨現場觀看了全場的演出並給
予老師和孩子們高度贊許！

陳燁、譚秋晴、陳珂、李蔚華分別上台致賀詞
。陳燁滿含熱淚地說道：“正值我的好妹妹周潔去
世一周年之際，學校上演這台晚會，讓我看到了全
校師生和家長為中國文化藝術傳播的不懈努力，看
到了傳承還在繼續，看到了周潔身前為之努力的願
望還在繼續。這台晚會是對J & H舞蹈學校的創辦人周潔最好的
紀念！”周潔的丈夫陳先生特意從上海趕來，欣慰地說：“這是
周潔最願意看到的場景，周潔的遺願就是我的願望，我會和你們
一起努力！”演出結束後劉渱從小演員中找到那位表演“俏花旦
”的舞者說：“看著你的表演我如恍然隔世一般，這眼神、這表
演像極了小時候的周潔！看了兩個小時的表演我仍然意猶未盡
......”。

周潔曉慧舞蹈學校一年上演兩台高藝術質量的“精品薈萃”
和“年度彙演”舞蹈晚會！兩台晚會不少于70個的原創作品都
是老師根據學生們的自身條件“量體裁衣”而編排的，這樣驚人
的創作力量和充分挖掘學生潛在藝術能力的教學特色也是眾多舞
蹈學校的學生享受不到的！本次第九屆“精品薈萃”共展示了
41個作品。舞種涵蓋古典舞,民間舞,芭蕾舞,當代舞；舞蹈形式分
別有獨舞、雙人舞、群舞。

策劃、舞台總監、主持、燈光、音響、海報設計、紀念衫設
計、攝像、攝影等等工作一如既往的全部由家長和學生們承擔。

“小舞者委員會”的委員最小
的才十二歲，佩服她們的自信
、勇敢和責任心！家長們都說
：老師們對學生們傾情盡心地
教學使孩子們受益匪淺，也感
動了我們家長，組織這樣一台
晚會來作為家長和孩子們對老師的感恩和報答，讓老師們歇下來
，穩穩當當地坐下來欣賞孩子們的表演。每年的節目流程中都有
學生們特別准備的“Secret Program”給老師們帶來驚喜和感動
.

涓涓流淌的小溪之流終將彙成浩瀚的海洋！周潔曉慧舞蹈學
校一如既往地致力于中華文化在異國他鄉的傳播。學校各教學課
程，無論是基礎課、藝術團、大師班、夏令營、參加各項賽事、
還是精品秀，就像一條條的溪流，而老師、學生、家長們每個人
傾情的付出和幫助正是那彙流入海的水渠!“精品薈萃”運作以
來深得僑界和家長、學生們的喜愛。本次專場是小舞者的精品彙

報和老師們原創
作品的精彩展示
，也是給海外華
裔青少年搭建學
習、展示、傳承
中華文化的平台
，更是一場傾注
愛心和深情的中西舞蹈對話和盛宴!

周潔曉慧舞蹈學校（總校、Katy分校）2023春季報名已開
始！咨詢電話：713-516-5186；832-606-8809 ；www.jh-
dancing.com; Email：jh@jhdancing.com

周潔曉慧舞蹈學校第九屆精品薈萃在Match- Midtown Arts & Theater Center隆重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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