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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新增 8187宗新冠病毒阳性病例

　　华夏早报香港讯（记者 
罗明荣）香港特区政府卫生署
卫生防护中心 15 日公布，截
至当日零时，香港新增 8187
宗新冠病毒阳性病例。
　　卫生防护中心传染病处首
席医生欧家荣表示，新增的病
例中，8023 宗为本地病例，
其中 2323 宗为核酸检测阳性
病例，5700 宗为快速测试阳
性病例。另有164宗输入病例。
　　香港医院管理局总行政
经理何婉霞表示，现时共有

2812 名确诊病人留医，其中
361 人为新增的确诊病人。过
去一天，新增 6 宗死亡病例，
涉及 2 男 4 女，年龄介乎 73
岁至 95 岁，其中 5 人没有完
成接种三剂新冠疫苗。
　　同日，香港特区政府医务
卫生局局长卢宠茂在网志中重
申，新冠肺炎绝非普通流感，
第五波疫情暴发至今，香港确
诊病例总数接近 157 万宗，超
过 9500 人死亡，平均死亡率
约 0.6%，而历年季节性流感

平均死亡率仅 0.1%。
　　卢宠茂也指出，除了死亡
率外，许多事实及指标数据均
说明新冠疫情并非如季节性流
感般轻微。新冠病毒传播力较
流感强、感染人数多、变异快
且免疫逃逸能力强，大约 10%
至 20% 的新冠患者会受病毒中
长期影响，引发后遗症。
　　他认为，企图说明新冠疫
情发展到现在已与季节性流感
相若，是以偏概全，令市民对
疫情麻痹，不利精准抗疫。

年底前澳门将举办超 35场会展助力行业复苏

中秋彩灯耀香江

　华夏早报香港讯（记者 金
松）10 日是中秋节，香港各
处张灯结彩，街头充满欢声笑
语，洋溢着节日气氛。
　　在港岛中环街市的露天中
庭，一棵高 5 米、由约 200 个
灯笼组成的许愿树映入眼帘，
与绿草地上的巨型玉兔、月亮
等装饰相映成趣。此处成为市
民拍照的热门打卡点。
　　市民杨女士与家人一起赏
灯，选购月饼、水果等节庆食
品。她说：“许愿树很有特色，
希望大家身心安康！”

　　夜幕降临，香港维多利亚
公园的大型灯饰逐渐亮起。高
7 米的中式帆船造型彩灯，还
有鹦鹉、骏马、鲤鱼等多组不
同主题彩灯，璀璨夺目。
　　公园的另一端，三个高 3
米至 4.5 米的球体装置，在灯
光颜色和亮度的变化下，分别
呈现出满月、山峦和兔子的形
态，展示月兔相融的温馨场景。
　　这是结合了四川自贡彩灯
传统工艺与现代艺术的《圆月
故事》彩灯光影展，是本次特
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中秋

彩灯展的一大亮点。
　　据了解，7 日至 12 日，
康乐及文化事务署在维多利亚
公园、东涌文东路公园和大埔
海滨公园举行“壬寅年中秋彩
灯展”，庆祝中秋佳节以及香
港回归祖国 25 周年。
　　在位于尖沙咀海滨的香港
文化中心露天广场，设置了名
为“无间拥抱”的光影艺术装
置。作品中两只兔子在水池上
相拥而立，四周伴以心形灯箱，
配合光影效果，别具创意。

今年第二季香
港工业生产指
数同比升 2.7%

　　华夏早报香港讯（记者 
向垣洪）香港特区政府统计
处 14 日公布临时数据显示，
2022 年第二季整体制造业的
工业生产指数同比上升2.7%，
上季则录得同比下跌 1.3%。
　　就制造业的主要行业而
言，今年第二季的生产量录
得同比升幅的行业主要有食
品、饮品及烟草制品业 ( 上升
1.1%)，以及纸制品、印刷及
已储录资料媒体复制业 ( 上升
1%)；录得跌幅的行业有金属、
电脑、电子及光学产品、机械
及设备业 ( 下跌 2.7%)，以及
纺织制品及成衣业(下跌 1%)。

　　华夏早报澳门讯（记者 
潘利求）澳门下半年大型会展
盛事不断，9 月至 12 月期间
将举办超过 35 场会展活动，
助力多行业复苏，推广澳门宜
游宜商形象。
　　据澳门贸易投资促进局介
绍，将相继开展的活动主要
包括：9 月 28 日至 29 日举行
“第 13 届国际基础设施投资
与建设高峰论坛”，10 月 20
日至 22 日同场同期举行“第
27 届澳门国际贸易投资展览
会”“澳门国际品牌连锁加盟

展 2022”和“2022 年葡语国
家产品及服务展（澳门）”，
11月 11日至 13日举行“2022
粤澳名优商品展”，以及 12
月 9 日至 11 日举行“2022 年
澳门国际环保合作发展论坛及
展览”。
　　由贸促局举办的“齐齐
葡—葡语国家及澳门产品特色
市集”将于第四季度开展3场，
助力葡语国家产品及澳门特色
产品的中小企推广品牌及销
售，促进会展活动与社区经济
的联动。

　　此外，将于 11 月底至 12
月初举办的“中国（澳门）国
际高品质消费博览会暨横琴世
界湾区论坛”，将以“一会展
两地”形式在横琴粤澳深度合
作区和澳门举行，有助促进区
域内会展联动发展。
　　贸促局表示，会展活动结
合同期举办的其他盛事活动，
可发挥“旅游 + 会展”优势，
带动零售、餐饮、酒店等周边
行业回暖。同时，拉动商务旅
客进入社区消费，促进社区经
济。

国家统一是台湾前途所在、台湾同胞福祉所系

　　华夏早报北京讯（记者 
王芳）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
14 日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
示，为包括广大台湾同胞在内
的全中国人民谋福祉是我们始
终不变的初心。国家统一是台
湾前途所在、台湾同胞福祉所
系。按照“一国两制”实现两
岸和平统一，广大台湾同胞将
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
　　有记者问：我们注意到，
《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
事业》白皮书五个章节中，有
一章专门阐述和平统一后对台
湾和台湾民众的利好。这是在

释放什么信号？朱凤莲作上述
表示。
　　她说，统一后，两岸经济
合作机制、制度更加完善，产
业链供应链更加稳定通畅，长
期困扰台湾经济发展和民生改
善的众多难题可以在两岸融合
发展中得到解决，为广大台胞
提供巨大机遇。台湾同胞的文
化创造力将得到充分发扬。台
湾同胞的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
等将得到充分尊重，台湾同胞
的私人财产、宗教信仰、合法
权益将得到充分保障。台湾同
胞在国际上发展空间更大，更

加安全，更有尊严。
　　朱凤莲表示，民进党当局
蓄意攻击抹黑“一国两制”，
煽动所谓“恐中拒统”“抗中
保台”，纯粹是为了政治私利。
若其一意孤行谋“独”挑衅，
将把台湾民众推向灾难的深
渊。广大台湾同胞已对此有了
越来越清楚的认识。希望越来
越多台湾同胞为了民族大义、
台湾前途和自身利益福祉，积
极参与到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
正义事业中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