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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8月外貿增23.7%創10年新高
企業面臨物流原材料價格等挑戰 商務部：加強跨周期調節

23.7% 10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商務部11日披露數據顯示，今年前8

月中國外貿形勢穩中向好，進出口總額創歷史同期新高，進出口增速亦分別達

到10年來同期最高水平。商務部外貿司負責人表示，當前世界經濟形勢複雜，

廣大外貿主體仍面臨海運物流不暢、部分原材料價格較高等挑戰，下一步要加

強跨周期調節，努力使外貿保持在合理區間。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被譽為「中國諾
獎」的世界級科學大獎——未來科學大獎12
日在北京公布2021年獲獎名單，袁國勇、裴
偉士，張傑，施敏分別獲得「生命科學獎」、
「物質科學獎」和「數學與計算機科學獎」三
大獎項，單項獎金100萬美元。

香港大學袁國勇、裴偉士憑藉發現了冠狀病
毒（SARS-COV-1）為導致2003年全球重症
急性呼吸綜合症（SARS）病原，以及由動物
到人的傳染鏈，為人類應對MERS和COV-
ID-19冠狀病毒引起的傳染病產生了重大影響
的貢獻摘得「生命科學獎」。

上海交通大學教授張傑因其通過調控激光與
物質相互作用產生精確可控的超短脈衝快電子
束，並將其應用於實現超高時空分辨高能電子
衍射成像和激光核聚變的快點火研究的貢獻獲
得「物質科學獎」。

知名半導體專家施敏獲得數學與計算機科學
獎。他對金屬與半導體間載流子互傳的理論認
知作出的貢獻，促成了過去50年中按「摩爾
定律」速率建造的各代集成電路中如何形成歐
姆和肖特基接觸的關鍵技術。

從SARS到新冠研究貢獻重大
據澎湃新聞報道，袁國勇和裴偉士的研究小

組於2003年治療了中國香港第一例重症急性
呼吸綜合症（SARS）患者，並從臨床標本中
分離出冠狀病毒（SARS-COV-1），為設計
診斷和病症鑒定提供了必要信息。

袁國勇對野生蝙蝠中SARS類冠狀病毒的持
續研究，大大擴展了我們對人畜共患病宿主、

跨物種傳播障礙、發病機制、與疾病和診斷的
認識。鑒於蝙蝠衍生的類似SARS的冠狀病毒
的高流行率，他們的研究預測了類似SARS的
流行病可能再次出現，並強調了公共衞生防備
的重要性。正如所料，蝙蝠冠狀病毒HKU4/5
被認為是引起了流行性中東呼吸綜合症的
MERS-CoV病毒的前身。

從 2003 年的全球重症急性呼吸綜合症
（SARS）到2019新型冠狀病毒肺炎（COV-
ID-19），袁國勇和裴偉士的研究對我們認識
和治療這種新興傳染疾病作出了重大貢獻，對
這些疾病的應對提供了證據和策略。

資料顯示，袁國勇，1956年出生於中國香
港，1998年獲得香港大學博士學位。現為香
港大學教授。裴偉士，1949年出生於斯里蘭
卡，1981年獲得牛津大學博士學位。現為香
港大學教授。

世界級民間大獎 單項獎金百萬美元
未來科學大獎是中國首個世界級民間科學大

獎，由未來論壇於2016年創立，下設生命科
學獎、物質科學獎、數學與計算機科學獎三個
獎項，單項獎金 100 萬美元，每個獎項由四位
捐贈人共同捐贈。有包括諾貝爾獎得主、圖靈
獎得主、菲爾茲獎得主以及數十位美國、法
國、德國等國的科學院、工程院院士，參與未
來科學大獎的提名與評議過程。2016年至
今，未來科學大獎共評選出24位獲獎者，獲
得了科學和社會領域的廣泛認可。他們均是來
自生命科學、物理、化學、數學、計算機等基
礎和應用研究領域極具成就的科學家。

「中國諾獎」揭曉 袁國勇裴偉士膺生命科學獎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上觀新聞報道，於未來科
學大獎中獲「物質科學獎」的張傑院士是此次
唯一未來科學大獎境內獲獎人。他1958年出生
於中國山西，1988年在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
獲得博士學位，此前任上海交通大學校長，目
前也是中國科學院物理研究所教授。
據悉，張傑是利用強激光束與物質相互作用
高效產生方向與能量可控的高強度快電子束
（–100 kev 到 10 mev）的開拓者之一。自上
個世紀90年代以來，張傑院士領導中科院物理
所和上海交通大學的聯合研究團隊，在快電子
束產生和應用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突破，包
括高效率產生遠離麥克斯韋分布的超短脈衝快

電子束，實現對快電子束發射方向與能量的精
確調控，實現表面自生電磁場對快電子束的引
導和聚焦以及超高時空分辨的兆電子伏特電子
衍射與成像等。
對於抓住新科技革命的機遇，張傑認為，誰
佔有最多最全的數據，誰有最高、最快、最好
的數據分析能力，誰能最有效地利用與開發數
據的價值，誰就將成為新科技革命的主導者。
目前，中國已產生和佔據最多的數據量，但在
處理和應用數據，也就是雲計算與算法方面，
與美國仍有差距。
他預見，未來十年科技競爭的制高點將在製
造業和物聯網應用上。

●●11月月--88月進出口增月進出口增
長長2323..77%%，，為為1010年來年來
同期最高水平同期最高水平。。圖為圖為
工人在河北省一家板工人在河北省一家板
栗加工廠包裝車間包栗加工廠包裝車間包
裝出口栗仁裝出口栗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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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9月11日0-24
時，內地新增境外輸入病例26例，本土病例
20例(均在福建，其中莆田市19例、泉州市1
例)，含1例由無症狀感染者轉為確診病例(在
福建)，12日仙遊縣楓亭鎮（全鎮）疫情風險
等級調整為高風險地區。目前，國家衞生健
康委已派出工作組赴福建莆田市指導疫情處
置工作。
莆田市教育局當日已要求全市學校暫停線
下教學，改為線上教學。此次疫情累計報告
新冠病毒核酸陽性24例，其中6例確診、18
例無症狀感染者。根據專家初步判段，莆田
此次疫情病毒株係德爾塔（Delta）毒株。

至少形成4代傳播涉及2家庭
流調信息顯示，福建莆田最初的5例感染者
為一家四口和兒子的同學。9月10日，福建莆
田市仙遊縣楓亭鎮一小學在對在校學生進行
新冠病毒核酸檢測時，發現2名學生（為親兄

弟）核酸檢測結果呈陽性，立即擴大核酸篩
查，又發現4人（1名學生和3名家長）核酸
檢測結果呈陽性。
經專家研判，其中1名學生家長林某傑（病

例6）疑似為本次疫情源頭，即新加坡入境人
員導致的傳染鏈條。這6例確診病例已涉及2
個家庭的3名小學生、3位家長，已形成4個
代際的傳播：新加坡入境人員病例6（第一
代）傳給其兒子病例5（第二代），病例5傳
給其同學病例1（第三代），病例1又傳給了
其父母病例3、4和親兄弟病例2（第四代）。

莆田人員暫緩返校 全省師生周內核檢
為應對疫情，福建省莆田市要求在莆人員

原則上非必要不離開本市，嚴格限制人員聚
集，暫停棋牌室、影劇院、網吧、枱球廳、
酒吧、博物館、培訓機構等有關室內公共場
所的運營活動。
此外，福建省教育廳、省衞生健康委員會

12日聯合印發《關於進一步做好秋季學期學
校疫情防控工作的通知》，要求莆田市等涉
疫區域人員暫緩返校，9月19日前全省師生員
工完成核酸檢測工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新冠病
毒變異株仍在全球流行，中國疫苗研發進展備受關
注。國藥集團中國生物首席科學家張雲濤日前表
示，研發抗擊變異株的疫苗是國家戰略，是底線思
維方式。目前，已有針對變異株的疫苗做儲備，公
眾接種的新冠滅活疫苗仍然非常有效，未來在對特
殊人群接種加強針時，仍會沿用滅活疫苗，這對於
抗擊國際當前主要流行的德爾塔株、貝塔株仍非常
有效。他表示，國藥有望在明年中期獲得相關數
據，推動針對變異株疫苗的上市。

國藥集團日前發布了四款二代新冠疫苗，其中包括
兩款針對變異株的新冠滅活疫苗，一款廣譜重組蛋白
疫苗、一款mRNA疫苗。對於變異株疫苗的研發，
張雲濤日前在接受央視訪問時表示，疫苗研發必須經
過嚴格臨床前研究，獲得臨床批件以後，還要系統進
行Ⅰ、Ⅱ、Ⅲ期臨床。由於中國疫情防控較好，現在
沒有大規模病例，所以臨床研究要安排在海外進行。
獲得臨床批件以後，國藥將加速在海外開展變異株疫
苗的臨床研究工作，希望能在明年中期獲得相關數
據，推動針對變異株的疫苗上市。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據浙江
省氣象颱預計，今年第 14號颱風
「燦都」將於13日在舟山到寧波一
帶沿海登陸或穿過舟山群島（颱風級
或強颱風級）。12日上午，中央氣
象颱先後發布颱風橙色預警及暴雨黃
色預警。
中國氣象局颱風與海洋氣象預報

中心首席預報員高拴柱表示，「燦
都」將嚴重影響浙江中北部沿海地
區，且持續時間長。浙江、上海及福
建、江蘇等地需提前做好防颱風各項
應急準備工作，尤其是浙江寧波和舟
山、上海、杭州灣等受影響嚴重的地
區，更需提前做好防範措施，保證安
全。其中突現新冠肺炎疫情的福建將
面臨防颱風抗疫情雙重考驗。

長三角鐵路停運
為應對颱風，長三角鐵路部門根據

颱風變化動態調整列車運行，部分線
路停運。截至12日12時，計劃停止
運營的線路有：13日杭甬高鐵、杭
深線寧波至溫州段、金颱鐵路全部停
運；13日12時至15日10時，蕭甬線
普速列車全部停運；13日、14日蕭
甬線市域列車全部停運。另外，上海
中心氣象颱亦12日10時發布颱風藍
色預警信號。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因
特大暴雨災害停運的鄭州地鐵1號
線、2號線一期、城郊線12日恢復
載客運營。這是鄭州地鐵全線網因
災停運逾50天後，率先恢復載客運
營的部分線網。
此前鄭州地鐵方面消息稱，該市
地鐵線網自9月12日起分兩批次恢
復運營。3天後的9月15日，2號線
二期、3號線、4號線、5號線將恢
復載客運營；14號線一期因設備更
換等，暫不具備恢復運營條件。
據悉，8月22日以來，交通部門
委託兩家安全運營評估單位，組織
專家對鄭州地鐵線網空載運行線路
開展了恢復運營專項安全評估，至9
月4日完成了6條線路(1號線、2號
線、3號線、4號線、5號線、城郊
線)專項安全運營評估，出具了「具
備恢復運營條件」的評估報告。
鄭州地鐵方面表示，將密切監測
客流變化，適時組織備用列車上線
運行，全力保障市民乘客出行。

福建增20本土確診 莆田暫停線下教學

國藥變異株疫苗料明年中獲臨床數據

張傑獲「物質科學獎」唯一境內獲獎人

鄭州地鐵部分線網重開鄭州地鐵部分線網重開

●●鄭州地鐵首批鄭州地鐵首批33條線路恢復載客運條線路恢復載客運
營營。。 中新社中新社

數據顯示，1月-8月中國進出口、出口、進
口金額分別為24.78、13.56、11.22萬億元

（人民幣，下同），創歷史同期新高。8月當
月，進出口、出口、進口金額分別為 3.43、
1.9、1.53萬億元，創單月新高。

對新興市場出口佔比增至49.8%
與此同時，進出口延續去年4季度以來的高增
長勢頭。從同比看，1月-8月，進出口、出口、
進口分別增長23.7%、23.2%、24.4%，均為10
年來同期最高水平。從兩年平均增速看，進出
口、出口、進口分別增長 10.8%、11.2%、
10.3%，保持兩位數增長。
商務部引述數據指，貿易結構持續優化提
升，出口繼續向價值鏈高端攀升。1月-8月，中
國對新興市場出口佔比提高 1 個百分點至
49.8%，拉高整體出口增速12.5個百分點；機電
產品出口增長23.8%，佔比提升0.3個百分點至
58.8%；民營主體出口增速高於整體5.1個百分
點，佔比提升2.2個百分點至57.1%，拉高整體
出口增速15.5個百分點。

外貿高增長，有力拉動經濟增長。上半年，
出口增量佔GDP增量的比重達27.9%，創10年
來新高。1月-8月新增備案登記的外貿經營者
12.73萬家，跨境電商等新業態帶動一大批小微
主體成為新型外貿經營者；前7個月，進出口環
節稅收1.2萬億元，佔全國稅收收入的10.2%。
今年以來外貿增長超預期，為中國經濟穩中
加固爭取了窗口期。粵開證券研究院副院長羅
志恒分析認為，外貿保持韌性，源於中國刺激
政策立足供給側，保市場主體，保外貿主體，
在全球經濟產業不確定的背景下保障供應鏈產
業鏈穩定，疫情推動訂單回流，海外生產需求
支撐中國出口。

航運堵物料缺漲價快用工難
羅志恒指出，當前外貿企業面臨「航運
堵」、「物料缺」、「漲價快」、「用工難」
四大憂慮。企業調研普遍反映物流成本高、訂
艙難、運費高，外貿企業的經營成本大幅增
加。
外貿企業生產用的關鍵物料供應保障不足，

一方面，美國等發達經濟體加大了對戰略產業
與敏感行業的限制與保護，另一方面，疫情對
供應鏈的影響持續性也超出預期，特別是半導
體芯片短缺衝擊了企業生產。
與此同時，大宗商品上漲推動工業品原材料
漲價，擠壓出口商生產端的利潤。而疫情後勞

動力市場結構性缺工問題突出，外貿企業特別
是加工貿易企業，面臨的用工荒更加嚴峻。
羅志恒預計，未來外貿出口將逐步回落到疫

情前的常態，回落速度取決於穩外貿措施落實
的效果。政策層面要做好跨周期調節，未雨綢
繆，防範房地產和出口共振下行帶來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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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8月至2021年8月）

同比增長同比增長

資料來源：海關總署、商務部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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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燦都」或登陸浙江
東南沿海嚴陣以待

●●莆田多地出省出市的公共莆田多地出省出市的公共
交通已暫停交通已暫停。。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疫情發生後疫情發生後，，莆田組織了莆田組織了11,,100100名核酸檢測人員名核酸檢測人員，，對仙遊對仙遊
縣楓亭鎮進行擴大核酸檢測縣楓亭鎮進行擴大核酸檢測。。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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