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穗深均現確診 民眾排隊接種
市民：新冠威脅一直在 盡快打針為上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在深圳福田崗廈臨時接種點
在深圳福田崗廈臨時接種點，
，民眾
正在等候打疫苗。
正在等候打疫苗
。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 攝

敖敏輝 深圳、廣州報道）連日

(

來，廣州深圳相繼通報確診個
案，許多市民聞訊，馬上趕去接

種疫苗，5 月 22 日，香港文匯報記者走訪深圳多個接種點均發現，排隊接
種的場面十分火爆，很多以前「懶」得打針的市民，也都起了個大早，在
35℃的高溫天氣下，來到社康排起了長龍。福田僑香社康工作人員表示，
當天早上的 300 針很快就打完了，不少人中午還在社康排隊。

5月22情 防日，深圳市鹽田區新冠肺炎疫
控指揮部發布最新疫情通

報，深圳市鹽田區新增一例境外輸入關聯
新冠肺炎無症狀感染者，係在對 5 月 21 日
確診無症狀感染者穆某相關重點人群進行
排查時發現。46 歲男患者許某，居住在鹽
田區公園路 15 號，工作場所為深圳市鹽田
港西作業區。經初步排查，許某與穆某曾
登臨同一艘國際貨輪共同作業，近 14 天兩
人日常主要活動區域為上班港區和居住場
所附近。初步判定，兩人均為境外輸入關
聯新冠肺炎無症狀感染者。
在福田區崗廈新冠疫苗臨時接種點，前
來接種新冠疫苗的市民有序排隊。市民溫
先生表示，雖然深圳有確診，但是屬於境
外輸入關聯病例，相信政府也可以在短時
間內控制住。「不過疫情的出現和反覆，
也說明新冠肺炎的威脅一直都在，要想保
全自己和家人，就要盡快接種疫苗，否
則，一旦疫情到來，真的會讓自己和家
人，面臨極大的風險。」
「市民的接種熱情很高，一天忙碌下
來，難得有個歇息的時間。」每天早上 8

時前，接種點就要開始清點疫苗庫存，準
備接待前來接種的市民。據了解，隨着接
種需求擴大，臨時接種點也在陸續增加，
從人員調配、物資保障到場地規劃、標識
設置、網絡接入等各環節，一天之內，一
個臨時接種點便可搭建完成。

穗龍津街錦龍匯鑫閣升至中風險
5 月 22 日凌晨，廣州市衞生健康委員會
網站發布《廣州市荔灣區龍津街錦龍匯鑫
閣疫情風險等級調整通告》，按照省級防
控指揮部相關指引，經廣州市新冠肺炎防
控指揮辦醫療防治組風險等級評估及市指
揮部同意，自 2021 年 5 月 22 日起，該市荔
灣區龍津街錦龍匯鑫閣由低風險地區調整
為中風險地區，其他地區風險等級不變。
至此，全國中風險地區增加至23個。
據了解，匯鑫閣正是 21 日確診患者郭某
的居住社區，自當日凌晨起，社區已經發
出通知，根據上級部署，匯鑫閣實施封
樓，所有居民禁止出入，接受核酸檢測採
樣。22 日，匯鑫閣小區已經拉上警戒線，
有武警值守。小區內居民仍可進出，但需

要掃碼及測溫。

廣州 341 關聯者核檢陰性
廣東派出省市區多級力量，大量核酸檢
測、消殺人員前往確診個案的軌跡場所，這
些場所均已封閉管理，其中，多間茶餐廳所
在的兩家大型商業綜合體城光薈、和業廣
場，大樓已經全封鎖，所有人員撤出。包括
城光薈和和業廣場兩個場所一樓空地在內，

周小川釋數字人幣誤解：

不想取代美元亦不與第三方支付「內鬥
內鬥」
」
清華五道口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
「中國數字貨幣設計的目的和努力的方向
就沒有想取代美元的儲備貨幣地位和國際
上支付貨幣的地位。」中國金融學會會
長、清華大學五道口金融學院名譽院長周
小川 22 日表示，外界對數字人民幣有頗多
誤解，發展主要是立足於國內支付系統的
現代化，跟上數字經濟和互聯網時代的步
伐，提高效能，降低成本，特別是為零售
支付系統服務。周小川同時強調，數字人
民幣與現有第三方支付亦非「內鬥」或
「誰取代誰」的關係。

服務零售支付系統

央行與第三方支付
「一條船」
在數字貨幣與人民幣國際化方面，周小
川認為，人民幣支付系統的現代化、數字
化對於提高人民幣的地位、提高人民幣跨
境使用會有一定程度的幫助，但也不是太
大的幫助。周小川表示，人民幣國際化更
多是取決於體制、政策的選擇和改革開放
進展，而不是取決於技術上的因素。
對於外界有關數字人民幣有意取代支付
寶、微信等第三方支付角色的猜測，這位
中國央行原行長直言此為「妄議」。周小
川說，DC/EP 的研發隊伍是由人民銀行組
織，由主要商業銀行，包括工農中建等，
還有電信營運商和幾大第三方支付機構共
同參與研發，「大家都是在一條船上」，
即便有不同意見，也在一條船上，不是

「內鬥」或「誰會取代誰」的說法。
此外，對於數字人民幣「可控匿名」的議
論，周小川表示，支付系統必然要在保護隱
私和反洗錢、反恐、反毒品和反跨境賭博之
間取得一個平衡。數字人民幣提出「可控匿
名」的概念，就是要在保護隱私和反洗錢反
毒品交易中間找到一個平衡點，可以再深入
研究平衡點究竟在哪，但不要借此刻意地貶
低或攻擊數字人民幣的進程。

經99.87度）發生6.4級地震，震源深度8千
米；5 月 22 日 02 時 04 分在青海果洛州瑪多
縣（北緯 34.59 度，東經 98.34 度）發生 7.4
級地震，震源深度17千米。
在雲南漾濞地震發生的10個小時內，連續
發生地震398次，其中4.0級以上13次，最大
震級6.4級，當地村民稱「整晚都在震」。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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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為避震從家門口一直逃離到玉米地，直
到天亮。截至22日15時，此次地震造成3人
遇難，32人受傷，救災工作有序推進。
瑪多地震的震中位於瑪多縣黃河鄉，距
離瑪多縣城 38 公里，震中海拔高度 4,258
米。震後當地氣溫一度降到零度以下，並
下起了冰雹，不過救災帳篷裏已經準備好
了毛毯、電爐等物品。
雲南大理漾濞 21 日晚間發生 6.4 級地震
後，中國地震台網中心組織專家對雲南漾
濞近期地震活動進行分析研究，認為目前
已經構成前—主—餘型地震序列，原震區
近幾日發生7 級以上地震的可能性不大，存
在發生5級至6級地震的可能。
此外，中國地震台網專家表示，雲南地
震和青海地震本身沒有關聯，但從兩個地
震的力源上來看，還是有一定的關係。中
國青藏高原主要是受到印度板塊的碰撞擠
壓作用，近期印度板塊的活動有增強的態
勢，中國勢必會受到一定的影響，西部一
帶地震活動會有所增強。

星形貌與地質構造特徵、火星表面土
壤特徵與水冰分布、火星表面物質組
成、火星大氣電離層及表面氣候與環
境特徵、火星物理場與內部結構等。
天問一號探測器自 2020 年 7 月 23 日
發射以來，在地火轉移飛行、環火軌
道運行期間，環繞器配置的中分辨率
相機、高分辨率相機、礦物光譜分析
儀、磁強計等 7 台科學載荷陸續開機
探測，獲取科學數據。
在火星表面工作期間，「祝融號」
火星車將按計劃開展巡視區環境感
知、火面移動和科學探測，通過配置
的地形相機、多光譜相機、次表層探
測雷達、表面成分探測儀等 6 台載
荷，對巡視區開展詳細探測。同時，
環繞器將運行在中繼軌道，為火星車
巡視探測提供穩定的中繼通信，兼顧
開展環繞探測。
◀22日，在北京航天飛行控制中心，
一名工作人員正在拍攝火星車駛離着
陸平台畫面（下圖）。上圖為火星車
駛離陸平台模擬圖。
新華社

攜手共建人類衞生健康共同體

雲南漾濞青海瑪多先後地震致 3 死 45 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譚旻煦 雲南報
道）21 日晚至 22 日凌晨期間，中國雲南漾
濞、青海瑪多分別發生 6.4 級、7.4 級地
震。截至發稿時，漾濞地震共造成3 人死亡
32人受傷，瑪多地震造成13人受傷。
據中國地震台網測定，5 月 21 日 21 時 48
分，雲南大理州漾濞縣（北緯 25.67 度，東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記者
從中國國家航天局獲悉，根據遙測數
據判斷，5 月 22 日 10 時 40 分，「祝融
號」火星車已安全駛離着陸平台，到
達火星表面，開始巡視探測。
天問一號任務的科學目標是研究火

將首先用於跨境零售使用
周小川特別談到，在人民幣國際化中，數
字貨幣、跨境人民幣支付系統的技術方面的
因素，對人民幣國際化有支持，但不應過於
高估。數字人民幣會首先用於跨境的零售使
用，包括旅行者、商務訪問的使用及零售網
購等。而從更廣泛的領域看，批發金融交
易、貿易、匯款等方面要實現人民幣國際
化，還需要在政策體制方面不斷向前邁進。
周小川強調，從資產負債表的角度來看，
發行貨幣是央行的負債，央行要保證它是可
兌現的。「不要把人民幣國際化看作好像可
以憑空創造一種資產，而要從資產負債表的
角度考慮作出的承諾，承擔的義務。」

22 日 18 時公布的消息，截至當日下午 2
時，荔灣區錦龍社區疫情涉及所有重點區
域 重 點 人 群 已 採 樣 85,450 份 ， 已 完 成
74,946 份核酸檢測，結果均為陰性。目
前，流行病學調查正在不斷深入，累計追
蹤密切接觸者和次密接人員 349 人，其中
在廣州的 341 人已落實核酸檢測，結果均
為陰性，並全部集中隔離。目前，病例溯
源工作正有序推進。

「祝融號」
抵火星表面
開始巡視探測

快評
央視

周小川當日出席「2021 清華五道口全球
金融論壇」發表題為「數字貨幣和電子支
付系統」的主題演講。周小川在演講中列
舉外界對 DC/EP（數字人民幣）的三個誤
解：一是中國的數字貨幣要替代美元的儲
備貨幣地位和國際上支付貨幣的地位；二
是把數字貨幣與人民幣國際化密切掛鈎；
三是 DC/EP 和 e-CNY（電子人民幣）想取

代現有第三方支付的角色。
周小川對此說，DC/EP 的發展主要是立
足於國內支付系統的現代化，跟上數字經濟
和互聯網時代的步伐，提高效能，降低成
本，特別是為零售支付系統服務，其設計的
目的和努力的方向就沒有想取代美元的儲備
貨幣地位和國際上支付貨幣的地位。

廣州在龍津街道設立了 8 個大型核酸檢測
點。22 日，當地再在學校、廣場等場地增
加核酸檢測點，接受檢測的居民範圍亦稍有
擴大。另外，其他認為有檢測必要的市民，
亦紛紛來到現場登記檢測。在和業廣場、城
光薈廣場，大部分附近市民帶着一家老少前
來參加核酸檢測，其中，學生、老年人群體
比前一日明顯增加。
據荔灣區新冠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揮部

香港文匯報訊 5 月 21 日，習近平主席應邀以視頻方式出席全球健
康峰會，並發表題為《攜手共建人類衞生健康共同體》的重要講
話。習主席的重要講話立足當下、放眼未來，清晰闡明推進全球抗
疫合作的五點意見，鄭重宣布支持全球抗疫合作的五大舉措，贏得
了國際社會的高度讚譽，為國際社會團結抗疫凝聚了廣泛共識。
央視發表快評文章指出，世紀疫情突如其來，嚴重威脅人類生命
安全和身體健康，給人類社會的繁榮發展蒙上巨大陰影。在這場史
無前例的抗疫鬥爭中，中國始終同各國同舟共濟、共克時艱，得到
很多國家支持和幫助，也向 80 多個有急需的發展中國家提供疫苗援
助，向 150 多個國家和 13 個國際組織提供了抗疫物資援助，最大限
度落實緩債倡議，開展了大規模的全球人道主義行動，彰顯了守望
相助的磅礡力量，推動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不斷向實踐深化發展。
方向決定成敗。「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堅持科學施策，
統籌系統應對」「堅持同舟共濟，倡導團結合作」「堅持公平合
理，彌合
『免疫鴻溝』
「
」堅持標本兼治，完善治理體系」
，習主席重要
講話中這五點主張切中時弊、把脈開方，既是中國抗疫成功經驗的
深刻總結，又是幫助全球妥善應對疫情威脅的治病良方，為築牢國
際防疫屏障指明了正確前進方向，必將促進全球早日戰勝疫情、恢
復經濟增長。
文章強調，中國始終是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
際秩序的維護者，在這場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的全球戰役中，發揮了不
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也將繼續為全球抗疫作出中國貢獻。習主席在重
要講話中宣布的五大舉措，充分彰顯中國既對本國人民生命安全和身
體健康負責，也對全球公共衞生事業盡責的大國擔當，為世界各國做
出了表率和典範，也為人類戰勝危機、走出困境注入了強大正能量。
文章最後指出，大敵當前，誰都無法獨善其身，人類沒有其他退路，
只有加強團結、深化合作、科學施策、攜手並肩，共同推動構建人類衞
生健康共同體，才能徹底戰勝疫魔，守護好人類健康的美好未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