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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by Chen
Broker / 企管碩士
德州 /加州地產經紀人

國、台、英語

Grace Wang
工商管理碩士
房地產經紀人

54 Sugar Creek Center Blvd., #300 Sugar Land, TX 77478
買的稱心，賣的放心，售屋高價又快速

值得您依賴的房地產投資專家

專精:房屋 商業 公寓 土地開發 物業管理 

◆西北區75個單位Condos出售，地點佳
，入住率高，現收租金，高報酬近8%，
售$3,990.000。

◆糖城Tang City Plaza 店鋪出
    租，1F&2F請來電洽詢
◆Warehouse 出售，位於
    Rosenberg，近59號高速
    33,885呎，地大5.50AC，售
    $1,800,000。

◆休斯頓商業中心, 繁華地段獨立旺
鋪1萬1千平方尺, 大型獨立停車場，
交通便利, 視野好。適合家居相關產
品零售。可租, 可售！請電Grace。 另有多單位公寓樓出售，請電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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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德納疫苗是全球目前進入臨床試
驗的25個疫苗之一。志願接種的三萬人
不會知道他們打得是真疫苗還是安慰劑
。每個人必須接種兩劑，第一劑與第二
劑之間相隔28天，接下來科學家將密切
追蹤受試者，確認哪一個組別有效又安
全。

美國國家過敏與傳染病研究院
（NIAID）院長佛奇表示，一旦疫苗問
世，官員必須克服民眾對疫苗的懷疑。
在接連幾週確診人數激增後，有徵兆顯
示疫情可能在高點轉趨穩定。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報導
，佛奇（Anthony Fauci）告訴 CNN記
者布利澤（Wolf Blitzer），需要有個陣
營在社區互動和推廣。

美國生技公司莫德納（Moderna）
和美國國家過敏與傳染病研究院共同研
發的疫苗，今天起將展開首次第3階段
臨床試驗。佛奇稱之為疫苗研發的 「關
鍵時刻」 ，並說他對進展 「審慎樂觀」
。

他說： 「我們試圖瞭解是否真的有
效。」 「必須花上好幾個月來判定。」
「從一月初連是什麼病毒都不知道，到

第3階段的試驗，可謂是創紀錄的速度
。 」

在接連幾週的病例數激增，有一些
徵兆顯示，美國 2019 冠狀病毒疾病
（COVID-19，新型肺炎）疫情可能已
在高點趨於穩定。

據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統計，7天單日新
增病例數平均不到6萬6000人，儘管數
據依然高得嚇人，卻是美國10天來的最
低點。

從亞利桑那州、德州與佛羅裡達州
的疫情趨勢可以看得更清楚。這些州在
缺乏有效安全規範的情況下重新開放，
自6月以來疫情快速傳播，然而新增病
例數已趨緩甚至最近稍微減少。

美國生技公司莫德納（Moderna）
與美國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共同合作，
在27日展開新冠疫苗第三階段試驗，也
是疫苗臨床發展最後階段，在美受試者
將達三萬人，規模之大，高居全球之冠
。莫德納疫苗進入試驗以來，政府已註
資9.55億美元。

研發創記錄 進入疫苗第3階段試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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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會參眾兩院目前正在為第四波聯邦
紓困方案進行最後之協商， 其中包括對商業、
學校、 醫療及普通老百姓在疫情受災之援助。

紓困案中將會給予小商業無償薪水貨款，
聯邦失業保險金每週從六百元降為二百元， 對
低收入人士每人一千二百元現金支票，將有一
億五千萬人受惠。

我們對政府給予疫情受災人士之及時雨感
到十分欣慰，但是這些究竟不是解決之道。世
界上有哪些國家能像美國一樣不斷發放現金及
紓困貸款 ，只有我們生活在此的民眾有此福份
。

截至目前為止，全球已經有一千六百四十
萬人確疹，六十五萬四千人死亡，而美國已有
四百二十萬人確診，近十五萬人死亡，和政府
當初預估差二倍之多。

聯邦政府已經浪費了太多時間，我們呼籲
把疫情管控工作盡快交還給醫療專家， 福其博
士再度提出警告， 如果我們再無法有效控制疫
情方法，後果將更不堪設想。

川普總統今天將飛抵西德州石油城為他募
款，我們更希望他到美墨邊境探望生活在貧窮
線下的國民。

美國新冠疫情日記美國新冠疫情日記77//2929//20202020

Senate Republicans presented an
outline for another stimulus
package to help businesses,
schools, health care facilities and
everyday Americans amid the
ongoing COVID-19 pandemic.

The fourth stimulus package
proposed by the Congress calls
for more forgiveness loans for
small business and federal
unemployment insurance at $200
per week instead of $600 per
week. Money to help schools
reopen, personal protection gear
for healthcare workers and a
moratorium on outstanding
evictions among other types of
aid. A second round of stimulus
checks would put $1,200 into the
hands of more than 150 million
Americans.

We are so glad the fourth stimulus bill is working in
Congress for those people and businesses that
need it the most. Not many countries in the world
can do something like this, but this kind of
economic aid is not the final resolution.

Up until this date there are sixteen million, four
hundred thousand confirmed cases in the world of
the coronavirus and six hundred and fifty thousand
people have lost their lives. In America alone, we
have had one hundred and fifty thousand deaths.

This is more than double what we had originally
estimated.

After almost five months now, we think the federal
government needs to take more dramatic
measures to coordinate with local governments and
let the medical professionals take over the stage.
They are the ones who can make the right
decisions -- not the politicians.

President Trump will be in west Texas today to
meet with his supporters. We really want him to
visit the U.S.-Mexico border towns to witness how
the local poor people are suffering now.

More Stimulus Money IsMore Stimulus Money Is
On The WayOn The Way

及時雨救助災民及時雨救助災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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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島訊息

TikTok是一款深受年輕人喜愛的短視頻影音
手機軟體，在全球擁有超過10億的活躍用戶，是
中國在境外最成功的社交應用程式，在美國年輕
人中具有深遠影響力，但在中美關係處於劍拔弩
張之際它將被迫抖出美國,成為繼華為之後的政治
犧牲品。

TikTok是中國科技字節跳動公司所研發擁有
，由年輕企業家張一鳴於北京市海淀區創立，在
中國名為抖音,到海外則稱之為TikTok, 所以他們
算是一對若即若離的雙胞胎,估計市值已超過
1000億美元。

儘管TikTok影響力巨大，在海外發展極為成
功, 但他們相當明白國際市場環境的險惡, 所以一
直想方設法與國內的抖音切割, 包括把伺服器資
料庫移到海外也聘用了美國的CEO執行長, 並且
大動作退出香港市場以示與中國無關,但TikTok卻
無法不承認北京市的母公司,這大慨就是他們逃避
不了的原罪吧！

TikTok的挫折,先是被印度強令下架，莫迪政
府雖聲稱禁令是出於國安考慮，其實是對中印邊

境摩擦的報復舉動，所以他罔顧TikTok在印度已
擁有超過2億的用戶。

川普總統近日在談論這款應用程式時也毫不
遮掩將其與反對中國的政策綑綁在一起,國務卿蓬
佩奧明示，為確保中國無法獲取美國公民的資料
, 必對TikTok和微信等嚴查嚴辦,白宮幕僚長也認
為查禁勢在必行,FBI局長克裡斯多夫•雷則稱,中
國間諜和盜竊是對美國最大的威脅,必須嚴防。

從這些政治人物的言談中可知TikTok和微信
在美已危如累卵,有人以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保障
個人的言論與群社自由為由,辯解TikTok和微信不
會被禁，那是不識政治之現實與險惡的窺管之見
, 川普為了掩飾抗疫無力，並搶白自己的選情,在
選戰只剩90多天的時間內,他的一切舉措,從甩鍋
撒館, 到挑釁南海, 不都是針對中國而來嗎!

對川普而言,禁不禁TikTok和微信, 他唯一會
顧慮的是會不會影響到他的選情, 鑑於TikTok擁
有大批年輕選票, 這大概是川普現在不敢動手禁
TikTok的主因吧！

李著華觀點︰TikTok 將被抖出美國

性騷案變成兩國外交糾紛！南韓駐紐西蘭大
使館的某位外交官，2年多前涉嫌性騷當地男性
職員，結果僅受輕微處分。紐國媒體近日公開該
名外交官照片，還稱南韓以 「外交豁免權」 為由
，拒絕配合調查，甚至連紐國總理阿爾登也為此
案主動致電南韓總統文在寅，讓南韓當局頗為尷
尬。

南韓《中央日報》29日報導，阿爾登前日晚
間致電文在寅，雙方談到外交官性騷案。此案發
生於2017年底，某駐紐外交官至少3次強行觸碰
使館男性職員的身體，不僅撫摸其臀部，甚至在
男職員提出申訴後，再次在使館電梯內觸摸他的
手和腰部。該名職員控訴， 「雖然我已向使館提
出申訴，但高層卻沒有任何動作，害我之後又被
性騷」 。

事後，南韓外交部解釋，該名官員在內部調
查中承認碰觸職員，但否認性騷。此後外交官被

調回國，遭減薪1個月，接著又調往菲律賓擔任
總領事。

今年2月28日，威靈頓地方法院向該名外交
官發出逮捕令，此案也重新受到關注。紐國媒體
報導， 「南韓政府拒絕配合逮捕令」 ，還搬出
「外交豁免權」 、 「無罪推定原則」 回應，但紐
國媒體持續提出質疑，不僅公開該名外交官的相
貌、工作地點等，還痛批 「南韓包庇涉嫌性犯罪
的外交官」 。

如今，事態像滾雪球般越鬧越大。青瓦台官
員表示，據外交慣例，不便公開雙方談話內容；
但《中央日報》猜測，阿爾登很可能向文在寅要
求韓方配合調查。南韓外交部發言人金仁澈則回
應， 「我們並未使用豁免權來保護特定人物」 ，
關於配合調查的情況，他說， 「正與紐方溝通」
。

南韓駐紐西蘭外交官涉嫌 「性騷男職員」 紐國總理火大 「告御狀」
菲律賓能源部長周三表示，杜特蒂總統

（Rodrigo Duterte）已經同意成立研究委員會
，來討論國家核能政策，他頗感欣慰的表示
「菲律賓已朝向利用核電，邁出了重要一大步

」 。
路透社報導，菲律賓在過十多年來，一直

是世界上經濟增長最快的國家之一，隨著經濟
發展，電力需求也跟著飆升，尋求新的電力也
成了重要課題。對此菲律賓能源部長阿方索·庫
西（Alfonso Cusi），一直熱情地主張使用核能
，這是需要勇氣的，因為公眾擔心在這個自然
災害頻發的國家，核能是否保持安全。

也正因為核電在菲律賓仍有疑慮，所以杜
特蒂在此之前，並未表示完全支持庫西的核電
提議。

然而，在7月24日發布的行政命令中，杜
特蒂同意在成立了一個委員會，進行核電應用

的優劣評估，表明至少他從原本的否定，改
成開放態度。

菲律賓有一座從未使用過的核電廠，是
1976 動工的巴丹核電廠 (Bataan nuclear
power plant)，預計功率621百萬瓦，建造費
用為23億美元(當年幣值)，於1984年完成，
是東南亞唯一的核電設施，但從未使用過。

受到1979年的三哩島核電事故影響，當
時電廠就停工許久，之後馬可仕政權受到民
眾唾棄，政局動蕩而決定核電廠封存。長期
以來，小部分的菲律賓有智之士都希望核電
廠應該啟用，但是人微言輕，其中庫西就是
長期主張核電的人物。

庫西對於杜特蒂的決表示歡迎，認為這是
「朝著實現菲律賓核能計劃的重要一步」 ，他

進一步解釋： 「它(核能)將幫助使我們免受電價
波動的影響。」

該委員會將在考慮經濟、安全和環境影響
的情況下，評估在菲律賓的電力結構中，增加
核能的可行性。

如果得到通過，可能建造新核電廠，或者
先從修復巴丹核電廠開始。只是電廠已年代久
遠，許多決策公文要上溯自與馬可仕時代，政

令恢復的難度可能比電廠本身還難。
儘管菲律賓先前沒有核能政策，但是菲律

賓的能源部門，一直在與俄羅斯國家原子公司
Rosatom進行談判，主要是商討小型核電廠在
偏遠小島部署的可行性研究。

菲律賓可望使用核電 「已邁出重大一步」

（中央社）桃園市李姓男子因違反居家檢
疫規定遭裁處新台幣100萬元，因不願繳納被
行政執行署桃園分署拘提到案，向桃園地院聲
請管收3個月獲准，為全國違反居家檢疫拒繳
罰金被管收首例。

桃園分署下午發布新聞稿表示，22歲李男
在2月29日自中國廈門入境後，竟然在居家檢
疫期間4度外出，因此遭桃園市政府衛生局在3
月12日開立裁處書，裁罰100萬元，並移至集
中檢疫所安置，由於李男未在期限內繳交罰款
，遭移送法務部行政執行署桃園分署調查追討
。

桃園分署說，李男雖然提起訴願，但未在
期限內繳納罰金，4月14日遭移送桃園分署執
行，桃園分署受理後先執行李男的薪資及銀行
存款債權，但僅徵到2737元，因為無其他財產
可供執行，與家人也少有聯絡，後續多次通知
李男都置之不理，執行人員也找不到李男。

桃園分署指出，期間李男還打電話嗆書記
官， 「財產都已移轉掉，你們扣不到，我不會

去，也不想繳，隨便你們」 。桃園分署立即聲
請桃園地方法院裁定拘提李男，經4度前往拘
提、歷時1個月，終於在昨天上午7時整，在桃
園區某社區內，將準備與老闆及友人出門上工
的李男拘捕到案。

桃園分署表示，李男在製作筆錄時，對銀
行資金及實際住所都拒不報告，不但說要等訴
願結果讓他滿意後再繳納罰鍰，甚至嗆說，
「政府是很缺錢嗎」 ，讓執行官聽了直搖頭。

桃園分署昨天下午向地院聲請管收李男，
法官認為李男慣用高價手機及高電信資費，4個
月內又2次出國旅遊，且李男在居家檢疫前，
其銀行存款帳戶即匯入33筆款項，合計達109
萬元，但在被警方查獲後，相關帳戶就未再使
用，因此裁定准予管收3個月，隨即解送至桃
園看守所附設管收所。

執行官表示，3個月期滿後，若有其他理由
可再聲請管收，至於100萬的罰款，也可在李
男工作後透過查扣薪資方式償還。

違反居家檢疫遭罰百萬 桃園男子拒繳成管收首例

（中央社）基隆市政府都市發展處建築管
理科黃姓男子涉嫌向建商收取 「快速單」 費用
，不法獲利百萬元，經檢察官複訊後向法院聲
押黃男，基隆地院今天下午召開羈押庭，裁定
羈押禁見。

基隆地院表示，黃男所犯為最輕本刑5年以
上有期徒刑，且有事實足認有勾串共犯之虞，
因此裁定羈押禁見。

檢方指出，黃男藉審照及勘驗機會，利用
建商急於及早取得使用執照心態，向建商收取
「快速單」 費用，涉嫌違反貪污治罪條例。

基隆地檢署昨天由主任檢察官謝雨青、陳
彥章、張友寧及檢察官何治蕙、翁健剛、林姿
妤共同指揮法務部調查局桃園市調查處，兵分

多路持搜索票至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
園市等地搜索建設公司、跑照業者辦公室及相
關涉嫌人住所共20處。

檢調除查扣相關帳冊資料外，同步約談涉
案承辦人、跑照業者、建設公司員工及相關證
人共21人到案，經6名檢察官漏夜偵訊後，認
定黃男每次收取快速單費用介於新台幣40萬至
50萬元，累積至少有100萬元。

檢方指出，黃男因涉嫌收賄及財產來源不
明罪嫌重大，且有串證及逃亡之虞，上午向基
隆地院聲請羈押，另外，建管科楊姓男子請回
，其餘建設公司員工及跑照業者分別以3萬至
50萬元不等金額交保。

涉收賄百萬元 基隆建管科承辦人羈押禁見（中央社）文化部前司長朱瑞皓涉嫌收受新台幣78萬餘元
賄賂與不正利益，協助業者取得2279萬餘元補助案及採購案。
台北地檢署今天依收賄等罪嫌起訴朱男等4人。

北檢起訴對象，分別是朱瑞皓、台北市出版商業同業公會理
事長盧欽政、前副理事長周均亮以及高姓會計人員。

盧欽政、周均亮不僅涉嫌行賄朱瑞皓，還涉嫌與高姓會計人
員以不實憑證，向文化部詐欺165萬餘元補助款，涉嫌詐欺罪。
檢察官以盧、周兩人主動利誘高官同流合污，犯後態度不佳，實
非文化界表率，各求刑6年、4年。

起訴書指出，朱瑞皓於民國98、99年間投資失利，又因提
供酒店女子生活費及購車款項，入不敷出而積欠信用卡款項、信
貸，再婚後育有2子，債務及生活壓力沉重。

朱瑞皓擔任文化部人文及出版司副司長時，結識盧欽政、周
均亮。盧、周男得知朱男債務壓力沉重，104年間向朱男表示：
「你有困難我們都會協助」 ，朱男當場應允，隨後在副司長、司
長任內，陸續收受現金、機票、住宿等賄賂與不正利益共78萬
餘元。

朱瑞皓則協助盧欽政等人取得 「104年出版界雜誌案」 、
「106年美國書展案」 、 「107年越南書展案」 等，共計2279萬
餘元補助款及採購案。

起訴書指出，朱瑞皓多次
以急用、母親醫藥費等名目收
賄，賄款用來支付房屋貸款、
信用卡帳單。

起訴書提到，朱瑞皓出身
基層，一路深受國家栽培，位
居高津，為12職等高階文官，
僅因己身經濟困頓，不思節制
而以權謀私，將國家重要補助
案、採購案交由特定廠商，再
將廠商當成個人提款機，有需
要就開口索賄。

檢察官認為，朱瑞皓另涉
嫌在傳統藝術中心副主任任內
收受回扣180萬元，先前已遭
另案起訴，顯見朱男犯罪情節
重大，惡性非輕，但朱男偵查
中自白有助釐清事實，若審判中仍持續協助審理，建請法院處以
適當之刑。

文化部4月20日發新聞稿指出，文化部在107年4月接獲檢

舉，指涉案朱男與受補助機構人員出國並接受招待，文化部前部
長鄭麗君在第一時間指示政風處啟動行政調查，後續並主動移請
法務部廉政署調查，鄭麗君也在107年7月1日將朱男調離原職
。

文化部前司長涉收賄78萬餘元 北檢起訴
故宮院長吳密察接受廣播專訪故宮院長吳密察接受廣播專訪

國立故宮博物院長吳密察國立故宮博物院長吳密察（（圖圖））2929日上午接受廣播日上午接受廣播 「「周玉蔻嗆新聞周玉蔻嗆新聞」」 專訪專訪，，他笑說他笑說，，過去過去
故宮最高曾經每年有故宮最高曾經每年有500500多萬參觀人次多萬參觀人次，， 「「可以想像根本沒有參觀品質可以想像根本沒有參觀品質」」 ，，現在去故宮反而參觀現在去故宮反而參觀
品質最好品質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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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johnleeins.com 歡迎索取

7001 Corporate Dr. #201. Houston, TX 77036（華埠大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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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元鐘保險
我們擁有最多美國政府認證的
各項保險專業證照、得獎無數

美國保險碩士、台灣淡江保險學士

美國及台灣前十大保險公司理賠專員

汽車、房屋、商業、人壽、醫療、老人保險

真耶穌教會
True Jesus Church

中英安息日崇拜：週五晚上7:45週六早上10:45
中英文分組查經：週六下午1:30
英文兒童宗教教育：週六早上11:00 下午2:00

TJC

335 Avenue E,Stafford,
TX 77477

電話: (281)631-5260
網址: www.tjc.org
電子郵件: Houston@tj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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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時政府確認未來布魯塞爾機場乘客
可“預通關”入境美國

綜合報導 比利時副首相兼財政大臣德克羅接受比利時媒體采訪時

表示，比利時政府已與美國政府簽訂協議，美國海關官員將入駐布魯塞

爾機場(BRU)，對前往美國的乘客預先辦理入境通關手續，即乘客可

“預通關”入境美國。

德克羅當日接受比利時荷蘭語國家廣播電視臺的采訪時表示，上周

比利時政府與美國政府正式簽訂“預通關”協議，壹旦付諸實施，來自

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護局的30名官員將入駐布魯塞爾機場，對飛往美國首

都華盛頓、紐約等地的乘客預先辦理查驗證件等入境通關手續，乘客抵

達美國後壹般無需再接受檢查。

德克羅沒有透露“預通關”的具體實施時間，不過列舉了種種好處

，包括將大大節省乘客入境美國的時間，而且為航班飛赴美國沒有海關

服務的機場創造了條件，比如紐約拉瓜迪亞機場(LGA)現無海關服務，

“預通關”實施後，航空公司就可加派從布魯塞爾飛往拉瓜迪亞機場的

航班。

22日晚些時候，布魯塞爾機場發言人接受媒體問詢時表示，現在工

作剛剛開始，機場將與航空公司和合作夥伴壹道研究具體操作事宜，還

無法給出落實“預通關”的時間表。

目前全球可辦理“預通關”入境美國手續的機場不多，在歐洲僅有

愛爾蘭都柏林機場和香農機場，其它機場集中在加拿大及阿魯巴、巴哈

馬、百慕大等加勒比海島，另有壹家是阿聯酋阿布紮比國際機場。

由於可以明顯提升往來美國的客流量，各機場為爭取“預通關”待

遇展開激烈競爭。2015年，布魯塞爾機場與英國倫敦希思羅機場、荷蘭

阿姆斯特丹史基浦機場、日本東京成田國際機場、西班牙馬德裏機場等

其它9家機場壹道成為美方候選機場，最終憑借“歐洲心臟”、歐盟及

北約總部等優勢勝出。

面對蝗蟲威脅
巴西南裏奧格蘭德州擬派數百架飛機應對

綜合報導 近日，巴西南裏奧格蘭德州遭受蝗災威脅，壹個面積為

30平方公裏的蝗蟲群正在接近該州，引起了當地農業部門等的警惕。

據報道，南裏奧格蘭德州農業畜牧業和農村發展局(Seapdr)局長菲略

表示，根據應急計劃，將在與阿根廷和烏拉圭接壤的邊境地區安排70架

飛機、全州境內安排400架飛機，以應對蝗蟲群。據介紹，這種農業飛

機可通過噴灑殺蟲劑來對抗害蟲。

報道稱，該項應急計劃為期21天，由Seapdr與巴西農業、畜牧業和

供應部(Mapa)合作制定而成。菲略表示，“這需要壹個非常龐大的組織

結構，我們必須采用各種快速有效的方式，有100多名技術人員為我們

提供支持”。

據介紹，當地時間20日，這群蝗蟲仍在阿根廷境內，距離南裏奧格

蘭德州的巴拉杜誇拉伊市115公裏，但到22日，這壹距離已縮短至110

公裏。佩洛塔斯聯邦大學的壹項預測數據顯示，考慮到風向正處於由北

向南的狀態，蝗蟲群可能不會進入南裏奧格蘭德州境內。

盡管蝗蟲群可能不會進入巴西，但巴拉杜誇拉伊市市長喬利仍感到

憂慮，他表示，“目前正處於牧草生產淡季，如果蝗蟲襲擊了牧場，那

麼牲畜就會因為缺少糧食而體重下降，從而影響整個經濟”。

該市農村雇工和家庭農業勞動者工會(Sintraf)主席羅德裏格斯也

表示，“我們不希望(蝗蟲)到達任何壹個國家，無論是我們國家還是

其他國家。”

綜合報導 當地

時間7月26日中午，

在華沙地鐵施工現場

發現的二戰未爆炸彈

被成功發掘並轉移，

周邊數千名被疏散的

居民可返回家中。

據華沙市政府新

聞發言人透露，該炸

彈長兩米，重250公

斤，將被工兵送往訓

練場並引爆。

未爆炸彈於7月

25日在華沙地鐵二號

線施工現場被發現，

當晚及第二天上午華

沙警方陸續疏散了附

近數千居民。

創歷史新高！
挪威北極圈群島測得21.7攝氏度高溫

綜合報導 挪威氣象研究所通報，當

地時間25日，位於北極圈內的斯瓦巴群

島氣溫創下歷史新高，達到21.7攝氏度

，當地每年此時氣溫通常都在5至8攝氏

度之間。

氣象學家吉斯勒佛斯（Kristen Gisle-

foss）表示，斯瓦巴群島連續2天午後都

測得21.2攝氏度氣溫，僅略低於1979年

記錄到的21.3攝氏度。然而，當地時間

傍晚6時左右，氣象站記錄到21.7攝氏

度，創下歷史新高。

根據科學研究，北極圈內全球暖化

速度是地表其他地方的2倍。斯瓦巴群

島距離北極1000公裏，其中最大島嶼為

斯匹次柏根，是群島中唯壹有人定居的

島嶼。

這波熱浪預料將延續到27日，氣溫

遠高於以往北極圈最熱月份7月均溫。

斯瓦巴群島每年這段期間的氣溫通常在5

到8攝氏度之間。

斯瓦巴群島從 1 月開始氣溫就比

正常高出 5 攝氏度，緊鄰極圈的西伯

利亞地區 7月中氣溫壹度飆升到 38攝

氏度。

挪威氣候研究中心2019年2月曾表

示，斯瓦巴群島從70年代初期開始，平

均氣溫已躍升3到5攝氏度，若全球溫室

氣體排放量持續增加，預料到2100年氣

溫恐上升10攝氏度。

研究中心補充表示，升高的氣溫可

能會讓支撐許多建築物、道路和機場的

凍土解凍，還可能引發更多雪崩和滑坡

現象。

報道稱，以北極熊棲息地聞名

的斯瓦巴群島上有壹座煤礦場，挖

掘所有能源中最會助長全球暖化的

煤礦，也有為了“世界末日”做準

備的種子庫，從 2008 年開始收集並

儲存世界上的農作物，以防全球發

生大災難。

英國防大臣：
全面審視國防外交政策，應對太空挑戰

綜合報導 英 國 國 防 大

臣 本 · 華 萊 士 （Ben Wal-

lace） 表 示 英 國 政 府 正 重

新 審 視 其 外 交 、 安 全 及

國 防 政 策 ， 將 會 大 幅 提

升 應 對 來 自 俄 羅 斯 及 中

國 在 太 空 領 域 挑 戰 與 威

脅的能力。

此前英國方面本周四曾

對俄羅斯近期的壹次衛星

實驗表達關註，稱此次實

驗是俄羅斯壹次具有“武

器性質”的行為。隨後美

方也曾表示俄羅斯似乎是

在“實驗在軌反衛星武器”。

不過對於英美的指控和猜

測，俄羅斯國防部方面都

予以駁斥。

華萊士在《星期日電

訊 報 》 上 寫 道 ， 本 周 我

們 被 提 醒 俄 羅 斯 在 原 本

屬 於 和 平 領 域 的 太 空 ，

試 驗 具 有 武 器 特 性 的 衛

星 ， 這 對 英 國 的 國 家 安

全構成威脅。

另據《衛報》報道，

近幾周英俄關系壹直處於

較為緊張的局勢之中。英

國議會情報與安全委員會

（ISC）7 月 21 日發布的壹

份調查報告顯示，俄羅斯

幾次試圖幹預英國大選，

同時正試圖網絡入侵英國

的疫苗研究部門。據悉該

報告有壹份高度涉密的內

部版本提交給了英國首先

約翰遜及相關高級官員。

而據俄羅斯衛星通訊

社此前報道，報告發布不

久後，俄羅斯方面予以回

擊。克裏姆林宮發言人佩

斯科夫回應指出，俄羅斯

從未幹預過任何國家，包

括美國、英國和其他國家

的投票進程。我們不會這

樣做，也不會不容忍其他

國家幹涉我們政治事務的

企圖。

眼下，英國的對外政

策 整 體 正 呈 現 不 斷 變 化

的 趨 勢 。 據 英 國 《 每 日

郵 報 》 報 道 中 披 露 ， 首

先 約 翰 遜 正 著 手 修 改 英

國 叛 國方面的法律以應對

來自俄羅斯等方面的外部

威脅。

波蘭華沙發現二戰未爆炸彈
已成功轉移已成功轉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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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美國

雖然澳洲近期不論在針對大陸電信巨擘華
為、香港國安法以及南海爭議，立場皆與美方
一致，讓美國國務卿蓬佩奧盛讚澳洲勇於抵抗
北京壓力；不過正訪問美國的澳外長潘恩仍在
會談時向蓬佩奧強調，澳洲並非所有事情都和
北京看法一致，但也不代表事事都與美同調，
「我們和大陸的關係很重要，我們無意傷害，

但我們也不願做出與我國利益違背之事」 。
據路透社報導指出，澳洲外長潘恩

（Marise Payne）及國防部長雷諾茲（Linda
Reynolds）在疫情之下仍赴美會晤美國務卿蓬
佩奧（Mike Pompeo）與國防部長艾斯培。蓬
佩奧在會後記者會上表示，對於澳洲勇於對抗
大陸予以讚賞其勇氣，美澳將繼續合作，針對
大陸違法聲張的南海主權重新伸張法治；

潘恩表示，美奧雙方已同意組成工作小組
監督打擊與疫情相關的假新聞，並研究在疫苗
研發方面，擴大防疫合作。不過談到對陸政策
上，她表示澳洲與陸的關係非常重要， 「我們
無意傷害」 ；澳洲並非所有事情都與北京看法
一致，也並非事事都與美國同調， 「我們也不
願做出與我國利益違背之事」 。

潘恩強調，澳美在自由、繁榮與安全的亞
太地區享有共同利益，在許多議題上也大致立
場相同，包括大陸議題， 「但不是事事都有共
識。那是一段可敬關係的一環，是一段超過
100年 『夥伴情誼』 的關係一環」 。不過她並
未進一步闡述與美國之間的差異，僅表示澳洲
會依據國家利益與安全，自行做出決定與判斷
。

蓬佩奧剛讚敢抗北京 澳外長：無意傷害對陸關係

美澳舉行第30屆年度會議，發表聯合聲明
聚焦共同抗疫，印太安全與雙邊區域合作等議
題，美澳外長、防長重申台灣在印太區域扮演
的重要角色，表達與台灣維繫強健非官方關係
的意願，並支持台灣成為以觀察員等身份，有
意義的參與國際組織。美澳兩國宣佈成立對華
軍事合作計畫，中心選在達爾文市。

根據媒體報導，美澳還達成了針對北京的
“絕密防禦合作框架”，並加強在南海的聯合
軍事演習及在導彈和超高音速防禦技術的合作
。

雙方發表聲明表示，美澳兩國將"加強軍事
合作，組成堅不可摧的同盟，應對北京的挑戰
。雙方在會中談及新冠病毒疫情衝擊，及北京
借疫情損害印太區域國際秩序及區域穩定，包
括在香港、台灣、新疆及南海等作為。聲明表
示，美澳雙方一致強調，近期事件強化他們支
持台灣的決心，也重申兩岸分歧應透過和平方
式並依循兩岸人民意願解決，不應訴諸威脅或
恫嚇。雙方也承諾加強與台灣的捐助協調關係
，提供太平洋島國發展援助。

美澳發聲明，紐西蘭總理阿爾登也表示，
紐西蘭跟北京之間有3個歧見，包括港區國安

法、新疆維吾爾族人的處境，以及台灣參與
WHO，對作為紐西蘭人的我們來說很重要。

據聯合聲明，美澳雙方對 「損害"一國兩制
、違背中英聯合聲明」 ，表達深度關切。重申
支持香港人民9月6日能透過公平、自由選舉
，選出立法會議員。

美澳會談也涉及華為。蓬佩奧在記者會表
示：澳州先於我們意識到像華為、中興通訊
（ZTE）等無法被信任設備商所帶來的威脅，
我們期待各國一起成為"乾淨的"擁有5G的國家
。

大陸駐澳洲大使館發言人表示，澳美日前
雙部長會期間發表聯合聲明，在涉及香港、新
疆、南海等問題上對中國無端指責和攻擊。其
有關言論罔顧事實，干涉中國內政，我們對此
表示堅決反對和拒絕。大陸將繼續堅定維護國
家主權、安全和正當權益，堅定維護地區和平
穩定。任何對華施壓的圖謀都絕不會得逞。

此外，美國眾議院外委會議員約霍已正式
推出 「防止台灣遭侵略法案」 ，法案強調大陸
必須和台灣和平談判，授權總統若大陸使用武
力，美國可以軍事回應。不過，草案具有5年
落日條款也引發關注。

美澳達成“絕密防禦合作框架” 中心竟然選擇在這裡

美國佛羅里達州甘迺迪太空中心，正在準備
一枚擎天神5型火箭，它將在台北時間7月30日
清晨4點發射，將火星探測車 「毅力號」 (Per-
severance)送往火星，進行新一輪的火星調查任
務。這一趟最特別的是，毅力號還帶著一片
1000年前掉落地球的火星隕石，因此可以說，
這將是一趟 「火星隕石的返家之旅」 。

科學警報(Sciencealert)報導，隨著毅力號出
發的火星隕石，名叫賽伊-烏哈米爾 Sayh al
Uhaymir 008（或稱：SaU 008），是1999年在
阿曼被發現的，之所以認為它來自火星，是因為
科學家分析困在隕石中的微小氣泡，其氣體組成
比例與火星的大氣條件完全匹配。

英國自然歷史博物館地球科學組的卡洛琳·
史密斯（Caroline Smith）說： 「這塊小石頭形
成於大約4.5億年前的火星，到了大約在60萬~
70萬年前，火星被一顆小行星或是彗星撞擊，
使部分火星岩石被噴入太空，然後在太陽系裡漂
流著。經過一段很久很久的時間，被地球引力所
捕捉而降落在地球上。我們不知道隕石來到地球
的確切的時間，但大概在1000年前。」

毅力號之所以帶著這枚隕石，其實是研究的

參考物，質譜分析議會比對火星的物質，然後再
和車上的9個樣本進行對照，而火星隕石就是9
個樣本之一。

當然，NASA其實還有其他校準儀器的方法
。但是，正如去年第50屆月球與行星科學大會
上發表的一篇論文所說，將SaU 008隕石給帶上
，提供了 「獨特的教育和公共宣傳目的」 。

這真的有故事性，媒體可以輕易的形容成火
星隕石的返家之旅，這是宣傳的一部份，但是科
學研究要是有更多的故事來宣傳，比較能夠吸引
大眾的支持與關注。

新興的民間太空企業SpaceX，也是宣傳的
好手，當年獵鷹重型火箭測試發射，就將1輛特
斯拉跑車擔任酬載物，這比放個單純的壓艙塊來
的有趣多了。

毅力號將會登陸在火星傑澤羅隕石坑(Jeze-
ro crater)附近，雖然火星隕石不一定來自這個隕
坑，但是此處的地質條件可能與火星隕石類似。

傑澤羅隕石坑直徑49公里，在過去，火星
可能有大量的液態水時，它或許是一個湖，假如
經是湖，那麼毅力號就能調查可能的生物存活的
痕跡。

火星隕石將返回火星 毅力號探測車即將發射

美國新冠疫情持續延燒，迄今已有逾435萬人確診、約15
萬人死亡，多州都實施強制戴口罩、維持社交距離等措施。不過
，上週末紐約仍有1場盛大的戶外音樂會，大批觀眾涉嫌違反社
交距離規定，其中還包括擔任DJ的高盛行政總裁。紐約州長郭
謨對此表示 「震驚」 ，還說將徹查是否有人違反防疫措施。

紐約南安普敦（Southampton）25日舉行1場名為 「安全無
恙」 （Safe & Sound）的戶外慈善音樂會，主辦方聲稱這是全美
國巡迴演唱會的首場活動，會場可容納約600輛車。高盛行政總
裁索羅曼（David Solomon）還以 「D-Sol」 之名，親自擔任音

樂會DJ約1小時，美國電音
組合The Chainsmokers則擔
任表演嘉賓。

根據主辦單位網站上的
描述，他們將在各大城市的
大型停車場等戶外場地，為參加民眾提供停車位，讓他們在戶外
欣賞音樂表演，同時還會供應食物、飲料。

紐約州長郭謨在社群媒體推特上批評： 「影片顯示，上周六
在南安普敦舉行的音樂會出現違反社交距離措施的行為，我感到

十分震驚。」
郭謨還表示，衛生部門將對這場慈善音樂會展開調查，了解

是否有人違反政府的社交距離要求。至於主辦方則發布聲明，指
他們曾與衛生部門協調，確保音樂會按照美國疾病管制暨預防中
心（CDC）的指引舉行。

美國疾病管制暨預防中心（CDC）中心主任瑞菲爾德（Robert Redfield）接受採訪時首度承認
，美國對來自歐洲的新冠病毒威脅認識太慢，因此造成疫情大爆發。

瑞菲爾德告訴美國廣播公司（ABC），歐洲的新冠病毒流入美國，早在美國發現問題之前就已
發生。美國政府發現威脅，並對歐洲發布旅行禁令之前，已經有2至3個星期之久，每天都有
60000人從歐洲前往美國，這種情況也成為導致美國疫情爆發的一大主要因素。

美國疾控中心主任：美疫情爆發是因為太晚發現來自歐洲的病毒威脅紐約音樂會違反社交距離令 高盛總裁也在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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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化的北大令我站得更高站得更高
港拔萃尖子邱敬甯北上就讀兩年 歎選擇明智

��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除了
學校的活動，邱敬甯還熱衷公益，是“代代傳
習”教育公益組織的創始人和首席運營官。“我
小學讀的是很基層的那種，一路過來有一些心
得，很希望能用我現在的資源和技術去做一些
事，為香港中小學生提供完全免費及非牟利性質
的服務。”
邱敬甯表示，過去半年一直在做以教育公平

為目標的慈善機構，也到內地一些城市進行了調
研。希望通過內地、香港、英美頂尖高校的導師
經驗，為一些少數族裔及貧窮家庭的學生提供教
育服務，幫助他們找到適合的學習方式及技巧。

此外，邱敬甯還利用假期在東南亞各國進行
支教服務，教授這些國家學生中文和英文。

提及香港近兩年來的形勢，邱敬甯表示，香
港年輕人從小所接受的教育都偏向西化和自由
化，缺乏民族意識、國家觀念的熏陶，國家意識
比較薄弱。
“一些市民尚不知道自己反對的是國安法本

身，還是把自己對民生的擔憂，對政策的不滿與國
安法混為一談，一起反對，這樣的反對是沒有意義
和針對性的。還有人對中央政策心存誤解，把對生
活的具體的不滿變成一種對國家的污名化和不理
解。缺乏對如何讓香港更好的理性討論。”

創建公益組織 籲教育公平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

靜 北京報道）又是一年高考放

榜季，今年有近4,000名考生以

DSE成績直接報讀內地院校，創7

年新高。兩年前，同時收到倫敦政

治經濟學院、香港大學法律系、北京

大學錄取通知書的拔萃書院優等生邱

敬甯，毅然選擇入讀北京大

學。兩年過去了，邱敬甯越發覺

得當年的選擇是正確的。開放自

由的學習環境、優秀的導師和同

學、豐富多彩的實踐活動，讓自己

理想中的學習和生活全部都得以實

現。

兩年前的DSE考試，邱敬甯
取得37分的高分，同時獲

得三所知名大學的錄取通知，最
終她選擇了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
院。“選擇大學不能純粹去看排

名，還需要考慮學校的文化氛圍和風格，更要按
照自己的實際情況作出選擇。無論是當年作選
擇，還是現在回過頭看，我都認為北京大學是正
確的選擇，是我理想中的學習和生活的風格。”
即將在北京大學開始大三生活的邱敬甯說。

“各領域都能找到頂尖人才”
談及北大求學感受，邱敬甯說，北大是一所

多元化和能讓人開闊視野的大學。“無論你癡迷
學術科研，還是熱衷校園活動，或者期待更多社
會實踐機會，北京大學都能提供多元化的選擇。
在這裏，集聚了全國乃至國際優秀人才，無論哪
個領域都能在自己的身邊就找到頂尖的人才，導
師、師兄師姐都會教給你很多有用的東西。國際
性會議很多，導師也會利用自己的人脈，邀請不
同國家的專家和人才交流。這些都是北京大學所
獨有的。”
邱敬甯說，兩年前選擇大學時，自己就希望能

有不一樣的生活。“不是那種站在高考的人生路
口，一眼就能看到未來路的那種。當時我們學校很
多優秀的學姐，都是傳統地選擇香港大學的法律或
者醫學專業，畢業後選擇一個穩定的職業。我更想

要的還是一種不一樣的生活。”邱敬甯說，如果兩
年前選擇北京大學還有一點青春無畏的浪漫情懷，
那麼這兩年求學則讓自己充分感受到一種站在巨人
的肩膀上的力量，“北京大學給了我一個站得更
高，擁有更多探索空間的環境”。

接受採訪時，邱敬甯剛從四川省偏遠地區進
行教育公平化社會調研返京。她的日程每天都安
排得很滿。她是國際關係學院辯論隊的主力隊
員，又是港澳台學生會成員，還是北京大學模擬
聯合國大會副秘書長，同時身兼一些社會調研項
目工作，除了上課，還要準備辯論賽、籌備各種
國際會議。“感覺很充實，收穫也很多。閒暇之餘
還乘坐高鐵到其他城市感受不同風貌，這兩年感覺
國家發展速度很快，最近調研也能感受到在偏遠地
區教育的數字化都已經發展很快。”

邱敬甯2018年到北京就讀時，正逢國家港澳
居民居住證政策出台。“在北京生活很便利，國家
出台很多政策保障，有居住證乘坐高鐵、使用共享
單車都很方便。”

夢想做外交官
談及未來，曾有過外交官夢想的邱敬甯說，

本科畢業後更多會考慮考研，北大依然是讀研院
校的首選。就業方面如果國家政策允許，自己還
希望實現外交官夢想，作國際公務員或者回香港
政府考公務員也是一種可能。“還是希望能找到
一個能充分發揮自己作用的工作。”

■■20182018年邱敬甯作為北京年邱敬甯作為北京
大學新生入學大學新生入學。。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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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毅：美國蠻橫無理 中國將理性回應

打造新型多邊亞投行
推動全球及成員共同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據中新社報道，在28日外
交部例行記者會上，有記者提問，據報道，27
日，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發表國情咨文時表
示，菲將繼續奉行獨立外交政策，不會在中美
之間選邊站隊，不會同意美重返菲軍事基地，
在南海問題上不會同中國對抗。他還表示希望
中國新冠病毒疫苗研發成功後優先向菲方提
供。中方對此有何回應？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表示，任何國家

都有奉行獨立外交政策、基於國家利益自主發展
對外關係的權利。杜特爾特總統的有關政策主張
符合菲律賓人民的根本利益，符合地區國家的共
同期待，符合和平發展的時代潮流。
他強調，中方在南海問題上的立場是一貫

的、明確的。事實證明，妥善處理這一問題對
中菲雙方有利，對地區和平穩定有利。我們讚
賞杜特爾特總統有關表態，願同菲方繼續通過
雙邊友好協商妥善處理海上爭議，共同維護南
海和整個地區的和平穩定。
汪文斌進一步指出，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

來，中菲雙方同舟共濟、守望相助，抗疫合作已
成為兩國關係的新亮點。菲律賓是中國的友好鄰
邦，我們願在疫苗方面優先考慮菲方需求。

中
方
願
優
先
考
慮
菲
方
疫
苗
需
求

習近平在致辭中強調，2013年年底，我代表中國提議籌建亞洲基
礎設施投資銀行，推動亞洲地區基礎設施建設和互聯互通，深

化區域合作，實現共同發展。開業4年多來，亞投行堅持國際性、
規範性、高標準，實現良好開局，從最初57個創始成員，發展到今
天的來自六大洲的102個成員，朋友圈越來越大、好夥伴越來越
多、合作質量越來越高，展示了專業、高效、廉潔的新型多邊開發
銀行的嶄新形象。
習近平指出，全球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實踐表明，人類是休戚

與共、風雨同舟的命運共同體，唯有相互支持、團結合作才是戰勝
危機的人間正道。解決經濟全球化進程中出現的矛盾，各國應該努
力形成更加包容的全球治理、更加有效的多邊機制、更加積極的區
域合作。亞投行應該成為促進成員共同發展、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
同體的新平台。

就辦好亞投行提四建議
一是聚焦共同發展，把亞投行打造成推動全球共同發展的新型多

邊開發銀行。亞投行應該致力於服務所有成員發展需求，提供更多高質
量、低成本、可持續的基礎設施投資，既要支持傳統基礎設施，也要支
持新型基礎設施，為促進亞洲及其他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提供新動力。

二是勇於開拓創新，把亞投行打造成與時俱進的新型發展實踐平
台。亞投行應該創新發展理念、業務模式、機構治理，通過靈活多樣的
發展融資產品，促進互聯互通，推動綠色發展，支持技術進步。

三是創造最佳實踐，把亞投行打造成高標準的新型國際合作機
構。亞投行要把遵循國際通行標準、尊重普遍發展規律同適應各成員自
身發展的實際需要有機結合起來，創造國際發展合作最佳實踐。

四是堅持開放包容，把亞投行打造成國際多邊合作新典範。要
堅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則，順應世界經濟格局調整演變趨勢，同更多
發展夥伴開展合作，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推動經濟全球化朝着更
加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方向發展。
習近平最後強調，中國始終支持多邊主義、踐行多邊主義，以

開放、合作、共贏精神同世界各國共謀發展。中國將繼續同各成員
一道支持亞投行、辦好亞投行，為國際社會應對風險挑戰、實現共
同發展作出更大貢獻。

習
近
平
：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國家主席習近

平28日在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第五屆理事會年會視

頻會議開幕式上致辭。習近平向會議表示祝賀，積極評

價亞投行不斷發展壯大，指出亞投行應該成為促進成員

共同發展、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新平台。各成員

要聚焦共同發展、勇於開拓創新、創造最佳實踐、堅持

開放包容，把亞投行打造成推動全球共同發展的新型多

邊開發銀行、與時俱進的新型發展實踐平台、高標準的

新型國際合作機構和國際多邊合作新典範。中國始終支

持和踐行多邊主義，以開放、合作、共贏精神繼續同各

成員一道支持和辦好亞投行，為國際社會應對風險挑

戰、實現共同發展作出更大貢獻。

香港文匯報訊據中新社報道，亞投行第二任行長選舉
結果28日出爐，首任行長金立群獲得連任。7月28日，在
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第五屆理事會年會上，本屆理事會主
席、中國財政部部長劉昆宣布，根據《亞投行行長選舉規
則》和《亞投行行長選舉程序》對第二任行長的選舉結果，
理事會以鼓掌通過的方式，選舉金立群為亞投行第二任行
長。金立群將於2021年1月16日就任，任期5年。

在金立群就任首任行長期間，亞投行成員數量從創始
時的57個增加到100多個。亞投行始終保持三大國際信用
評級機構——標準普爾、穆迪和惠譽給予的AAA最高信用
評級，並保持穩定的評級展望。聯合國高度肯定亞投行對
發展使命作出的貢獻，授予亞投行聯合國大會永久觀察員
地位。
金立群表示，展望未來十年，亞投行將繼續擴大投

資，從核心的基礎設施領域，伸延到面向未來的基礎設
施，聚焦應對氣候變化，加強亞洲地區互聯互通，動員
私營資本，縮小亞洲和其他地區的數字鴻溝。

金立群連任亞投行行長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
國際熱核聚變實驗堆（ITER）計劃
重大工程安裝啟動儀式7月28日在
法國該組織總部舉行。中國國家主
席習近平致賀信。
習近平指出，科學無國界，創新

無止境。國際科技合作對於應對人類
面臨的全球性挑戰具有重要意義。國
際熱核聚變實驗堆計劃承載着人類和
平利用核聚變能的美好願望，計劃實
施以來，中方始終恪守國際承諾，中
國企業和科研人員勇挑重擔，與國際
同行齊心協力，為計劃的順利推進貢
獻了中國智慧和中國力量。十多年來

的積極探索和實踐充分證明，開放交
流是探索科學前沿的關鍵路徑。
習近平強調，當前，全球正面臨

新冠肺炎疫情帶來的嚴峻挑戰，人類
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攜手前行、
共克時艱。中方願繼續同各方加強科
研交流合作，合力突破重大關鍵科學
和技術，推進全球科技創新，為增進
各國人民福祉、實現全球可持續發展
不斷作出新貢獻。
國際熱核聚變實驗堆計劃是當

今世界規模最大、影響最深遠的國
際大科學工程，中國於2006年正式
簽約加入該計劃。

習近平函賀ITER計劃
重大工程安裝啟動儀式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國外交部網站消息，7月
28日，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在與法國外長勒
得里昂通話時就中美關係發表了看法。王毅表示，
當前，中美關係引起國際社會普遍擔憂，根本原因
是美國國內一部分政治勢力，出於拉抬選情的政治
考量和維持單極霸權的需要，不惜全面否定中美關
係的歷史，毫無道理地對中國進行全方位打壓，不
斷挑釁中國的核心利益，攻擊中國人民選擇的社會
制度，污衊與中國人民血肉相連的執政黨。這些行
徑喪失了國與國交往最起碼的禮儀，突破了國際準
則最基本的底線，是赤裸裸的強權政治，如果歸結
為一個詞，那就是“霸道”。

警惕美政客把世界引向新冷戰
王毅表示，值得警惕的是，美國國務卿蓬佩奧

前幾天發表演講，試圖重新挑動意識形態對立，把
世界引向一場新的冷戰。世人彷彿看到已經掃入歷
史垃圾堆的麥卡錫主義企圖捲土重來，如果任由這
種陰謀論得逞，不僅中美關係將陷入對抗的深淵，

世界將陷入分裂的危機，人類的前途命運也將陷入
危險的境地。王毅表示，近幾年美國打着“美國優
先”旗號，在單邊主義道路上越走越遠，一再背棄
自身的國際承諾和國際義務，嚴重衝擊國際法和國
際秩序。本屆美國政府退出的國際條約數量已經超
過美國以往任何一屆政府。美國甚至在國際社會最
需要團結抗疫的關鍵時刻，不顧國際社會反對，宣
布退出世界衞生組織，逃避作為大國本應肩負的道
義和責任。美國已經成為現行國際秩序的最大破壞
者，站到了歷史潮流和國際社會的對立面。

中美應理性溝通維護關係穩定
王毅表示，面對橫衝直撞、蠻橫無理的美國，

中國將作出堅定而又理性的回應。
首先，中方將堅決反制侵害中方正當權益的

惡劣行徑。中國從來不會主動挑起事端、始終保持
最大限度的克制。不久前，美國強行關閉中國駐休
斯敦總領事館，對中國的主權和尊嚴發起挑釁，我
們當然要作出正當和必要反應。這完全符合外交慣

例，也是世界上所有主權國家的應有權利。
第二，中美應當進行理性溝通。我們決不會

聽任少數反華分子顛覆中美幾十年交流合作的成功
積累，也決不會允許以意識形態偏見破壞中美關係
今後發展的進程，美方肆意挑動對抗和分裂的做法
同今天中美利益深度交融的現實大相逕庭，同世界
各國人民的共同願望更是南轅北轍。我們願從中美
兩國人民和世界人民共同利益出發，通過平等溝通
交流，力爭維護中美關係的穩定。
第三，國際社會應當共同維護團結與合作。

我們相信各國都能作出正確和明智判斷，不被美國
少數政治勢力裹挾，共同防止世界被拖進衝突對抗
的新冷戰，共同防止全球化的進程被粗暴打斷。縱
容霸凌保證不了自身安全，反而會讓霸凌者得寸進
尺。各國應行動起來，抵制任何單邊和強權行徑，
捍衛世界和平與發展的大局。
王毅說，我們對世界的未來仍充滿信心，因

為任何倒行逆施都不得人心，也不可能持久，和平
與合作必將成為時代和人民的選擇。

■■77月月2828日日，，中國國家主席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在亞洲基礎設施投資習近平在亞洲基礎設施投資
銀行第五屆理事會年會視頻銀行第五屆理事會年會視頻
會議開幕式上致辭會議開幕式上致辭。。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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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正值主汛期，南方多地防
汛形势依旧严峻。

防汛救灾刻不容缓，各方力量都
积极行动起来。入汛以来，全国消防
救援队伍共参加各类抗洪抢险救援
7961 起，出动消防指战员 9.57 万人
次。解放军、武警官兵走上防汛抗洪
一线，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社会救
援力量也积极参与，为抢险救灾出人
出力。这当中，许多众志成城、战胜
洪灾的故事，令人感动。

群众被困水中，叶建
能主动请缨，要求下水救
人……

7月7日，暴雨令江西省上饶市出
现严重汛情。下午 3 时，上饶市水文
局发布洪水蓝色预警；两个小时后，
升级为洪水黄色预警；到了晚上 10
时，又调整到洪水橙色预警。一天之
内连升三级的洪水预警让人们的心都
悬了起来。

提心吊胆的一夜过后，上饶市鄱
阳县抗洪前置点指挥部接到了被洪水
围困群众的求救电话。原来响水滩乡
负责采购物资的工作人员一大早就出
了门，没成想河水会迅速漫过河堤，
在街上形成齐腰深的积水，结果被困
在了超市附近。

消防员叶建能和三名同事紧急出
动，带着绳索和救援设备，沿街搜寻
被困人员。

“看，那边电线杆上有个人！”在
街拐角，一名受困群众紧紧抱着电线
杆，急得满脸是汗。湍急的水流已经
淹过腰的位置，他随时可能因体力不
支而被卷走。

电线杆周围没有任何大型建筑物
可以借力，周围的水流又形成了一个
小旋涡，贸然过去救援很危险。但时
间紧迫，顾不得许多了。“我们把救
援绳的一端锚定在我们这边的一堵墙
体上，另一端扔给被困的群众，让他
绑在电线杆上，这样强行拉起一条救
援通道。”叶建能回忆道。

可是，被困群众在水中支撑了太
久，体力几乎消耗殆尽，仅仅靠这条
摇摇晃晃的绳索，他很难自己蹚过
来。叶建能主动请缨，要求下水救
人。“看着那么湍急的大水，其实当时
我也很害怕，但是想到这是去救一条
人命，硬撑着也必须完成救援任务。”

穿上救生衣，又带上一件给受困
群众的救生衣，叶建能抓着绳索下了
水。

水流冲击下，绳索摇晃得厉害，
叶建能脚下稍有不稳就会被冲走。“只
能慢慢地移动，感觉不长的一段路走
了特别久。”终于，叶建能抓到了受困
人员的胳膊，帮他穿上救生衣，搀扶
着他一起爬回了岸边安全的区域。

忙完了响水滩乡救援，叶建能
和队友不敢有丝毫停歇，立即又随
抗洪小分队赶往昌州乡，开始了新
的救援……

为了救人，情急之下，
张林铆足了劲猛地一拽，
徒手拆下了这扇窗……

受连日降雨影响，7月16日至17

日，湖北省恩施市清江河水位持续
上涨，两岸主干道积水达 2 米左右，
整个城区几乎都泡在了水里。清江
沿岸的官坡社区更是大面积进水，
积水深达数米。在工商银行小区 3
楼，就有 20 多人被困在楼上，其中
不少是老人和孩子。怎么办？

接到求助信息后，恩施军分区战
备建设处参谋张林带着民兵队员刘继
伟和李星，跳上皮划艇，朝被淹的小
区划去。

雨仍在下，三人到了现场才发现
水位已经涨到了二楼窗台的位置，救
援难度很大。很多二楼住户的窗户上
装了铁丝防盗网，从这一层直接翻窗
进楼救人行不通。张林当即决定，由
刘继伟控制稳定皮划艇，自己和李星
搭成人梯，直接爬到三楼位置，跳进
楼里救人。

张林奋力爬到三楼的一个窗台，
才发现这扇窗从外面还是打不开。没
时间再犹豫了，手头上也没有其他工
具，情急之下，张林铆足了劲猛地一
拽，徒手拆下了这扇窗！由于用力过
大，只听“哐”一声巨响，拆下的窗
户框一下子重重砸到了张林的头上。

“怎么样，什么情况？”队友着急
地朝张林喊道。

“没事的，没破皮、没出血！”张
林用手捂了一下头，顾不得疼痛，就
身手敏捷地从窗口翻了进去。

张林打开反锁的房门，进入楼道
挨个找到被困的群众，组织大家从这
处被他徒手开辟的生路有序撤离。

皮划艇承重有限，一次载人不能
过多。张林和队友们首先救了一名70
多岁的老奶奶和一名 6 岁的小孩。张
林站在屋里，抱着孩子从窗口往外面
递，李星站在皮划艇上，高高地伸着
手接。一趟趟往返，楼内被困的20多
人，终于陆陆续续地被成功救出。

这一整天，恩施军分区派出搜
救的 58 名现役干部和民兵都在忙碌
着，直至过了午夜，一艘艘皮划艇
依然来回穿梭着。到 18 日 0 时，官
坡社区已有一百多名受困群众获救。

距离被困群众只有70
米时，皮划艇无法靠近，
顾浩波决定蹚水救人……

“要不是他们及时赶到，我们一

家人就被大水淹没了！”7 月 10 日，
湖南省娄底市娄星区政府部门回访
洪灾受困人员时，80 多岁的谢姓老
人激动地说。

6 月，湖南省进入主汛期，强降
雨频发。6月10日，娄底市突然降下
暴雨，娄星区涟滨街涟滨新城、水
木华庭附近、老八一橡胶厂等地内
涝严重。凌晨，娄星区月塘街老菜
市场有两名群众被困，娄底市消防
队接警后立刻出动，前往搜救。

顾浩波参加了搜救任务，他是
娄底市消防救援支队涟滨特勤站指
导 员 。 菜 市 场 周 围 有 许 多 老 旧 平
房，排水不畅，有几处地势低洼的
平房已快要被水完全淹没了。离两
名 被 困 群 众 的 房 屋 只 有 70 米 的 距
离，皮划艇无法快速靠近。“水涨得
太快了，没有更多思考时间，我们
决定蹚水把人救出来。”顾浩波说。

顾浩波拿起一根长木棍，“扑
通”跳下救生艇。顾浩波用木棍探
查着水下情况，用最大力气在水中
前 进 。 还 有 一 名 队 员 和 他 一 起 下
水，他们相互搀扶着向被困群众的
平 房 走 去 。 洪 水 冲 击 着 他 们 的 身
体，水流越来越急，他们脸上沾满
了水，分不清是雨水、积水还是汗
水。洪水的冲击越来越猛烈，他们
前进两米，就被洪水往后推一米。
就这样，进进退退，缓慢前进。

终于，他们走到了被困群众谢
奶奶的家里。房间里的积水有一米
多 深 ， 锅 碗 瓢 盆 都 漂 浮 在 水 上 。

“快，快救人！”水已经淹过了床，
谢奶奶和她的儿子坐在水中，谢奶
奶的儿子瘫痪在床，不能移动。顾
浩波蹲在床边，一边安抚二人，一
边小心翼翼地把谢奶奶的儿子背到
自 己 背 上 ， 同 行 的 队 员 背 起 谢 奶
奶，向搜救艇方向赶去。

谢奶奶的儿子很重，顾浩波背
起来有些吃力。由于怕滑下去，谢
奶奶的儿子不自觉地勒住了顾浩波
的脖子，顾浩波呼吸变得沉重，每
迈一步都更费力。走回搜救艇的 70
米，顾浩波和队友足足花了 12 分 35
秒。被救后，谢奶奶和儿子都没有
受伤。

刚 坐 下 歇 口 气 ， 队 友 喊 了 一
声：“你的脚在流血！”顾浩波这才
发现脚在流血，怪不得刚才救人时
脚底阵阵发麻。

谁最美？谁最累？为了兄弟姐妹！
——南方多地全力以赴防汛救灾纪事

李 贞 孙 旭

7月17日，武警湖北总队恩施支队官兵紧急转运群众。 周敦杰摄

7月11日，武警江西总队机动支队官兵在鄱阳县江家岭村昌江圩堤传递沙袋，封堵管涌。
曹先训摄（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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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0:00-00:30

00:30-01:00

01:00-01:30 中國緣  (重播) 生活 (重播)

01:30-02:00 生活 (重播)

02:00-02:30

02:30-03:00

03:00-03:30

03:30-04:00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04:00-04:30

04:30-05:00

05:00-05:30

05:30-06:00 中國緣  (重播) 

06:00-06:30 洋言洋語 (重播) 生活 (重播)

06:30-07:00

07:00-07:30

07:30-08:00

08:00-08:30

08:30-09:00

09:00-09:30

09:30-10:00

10:00-10:30

10:30-11:00

11:00-11:30

11:30-12:00

12:00-12:30 記住鄉愁 (重播)

12:30-13:00 洋言洋語 (重播)

13:00-13:30 中國緣  (重播) 

13:30-14:00 生活 (重播)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14:00-14:30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記住鄉愁

14:30-15:00 記住鄉愁 (重播) 洋言洋語

15:00-15:30

15:30-16:00

16:00-16:30

16:30-17:00

17:00-17:30

17:30-18:00

18:00-18:30

18:30-19:00

19:00-19:30

19:30-20:00 中國緣 生活

20:00-20:30 生活 (重播) 外國人在中國 

20:30-21:00

21:00-21:30

21:30-22:00

22:00-22:30 記住鄉愁 (重播)

22:30-23:00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23:00-23:30

23: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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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輿論場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今日關注 (重播)

遠方的家 (重播)

美南大咖談  (重播)

中國地名大會  (重播)

中國文藝

海峽兩岸

今日關注

中華醫藥  (重播)

體育報導 中華醫藥

美南新聞聯播 (直播)

中國文藝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美南大咖談  (重播) 轉轉發現愛 (重播)

今日環球央視國際新聞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轉轉發現愛

中國輿論場 (重播)

國家回憶

光鹽健康園地  (重播) 遠方的家 (重播) 體育報導 (重播) 中華醫藥  (重播)國家回憶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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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大咖談 (重播)

光鹽健康園地 遠方的家

光鹽健康園地 (重播)

中國文藝 (重播) 國家回憶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海峽兩岸 (重播)

體育報導 (重播)轉轉發現愛 (重播)

中國輿論場

中國地名大會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海峽兩岸 (重播)

今日關注 (重播)

中國地名大會  (重播)

中國輿論場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國家回憶  (重播)

中國輿論場  (重播)

中國文藝 (重播)

美南大咖談  (重播)

光鹽健康園地  (重播) 遠方的家 (重播)

轉轉發現愛 (重播)

體育報導 (重播) 中華醫藥  (重播)

中國地名大會

今日亞洲  (重播)

今日亞洲  (重播)

今日亞洲 (重播)

今日亞洲

中國文藝  (重播)

轉轉發現愛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今日關注 (重播)

海峽兩岸 (重播)

繼七月初
捐贈口罩給休
士頓市政府、
國會議員、警
消人員和多家
療養院之後，
北美洲台灣商
會聯合總會暨
金城銀行於七
月二十四日再
次捐贈口罩給
Stafford 市 政
府，由代理市
長 Wen Guer-
ra 和多位市議
員代表接受。
新型冠狀病毒
（COVID-19
）在休土頓造
成嚴重傷亡，
這波疫情不但
對耆老的傷害
力强，年輕人
也深受其害。過去數週德州疫情持續升高，北美洲
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名譽總會長暨金城銀行董事長吳
光宜表示，配戴口罩絕對是避免傳染的最重要方法
之一，為保護自己和親友，請大家一定配合各項防
疫措施，希望所有人都能平安健康渡過此次災難。

這次捐贈口罩經由金城銀行董事也是Stafford
市議員譚秋晴女土協調並連繫，Stafford多位市議
員Cecil Willis, Ken Mathew, Virginia Rosas, Don
Jones, 以及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何仁傑組長等均
於現場見證。

捐贈口罩的行動代表在美國的臺灣僑胞對社區
的關懷，也是金城銀行對社區的回饋。金城銀行在

疫情蔓延期間，協助許多商業客戶獲得薪資保障計
劃貸款（Paycheck Protection Program），並採
取多項措施以保護客戶和員工的健康， 以確保提
供客戶專業和高品質的金融服務。金城銀行的網路
銀行、電子銀行和免費使用提款卡 /借記卡提取現
金（金城銀行每月最多可報銷$100的自動提款機
服務費）等服務，希望能協助客戶渡過這波疫情並
滿足您的銀行需求。如果您有任何疑問或需求，或
需要申請網路銀行、電子銀行或現金管理服務, 請
致電（888）320-3838。或請參閱本行資訊網站
www.goldenbank-na.com 。金城銀行休士頓百利
總行的地址是9315 Bellaire Blvd. Houston, Texas
77036。

（休斯頓Texas州） – 今天，Harris縣行政書記官Chris
Hollins正式向州長Greg Abbott發出要求延長11月大選的提前
投票期限的請求。州長之前曾因應COVID-19疫情的需要，將7
月政黨決選的提前投票期限延長。縣行政書記官Hollins力求允
許選民提前於2020年10月13日開始親自投票，延長投票期限
以為選民提供更多選擇，並且減少在擁擠的投票中心感染冠狀病
毒的可能性。

Harris縣行政書記官Chris Hollins說：“Harris縣正在即時
確認COVID-19病例，而我的辦公室正在努力的為在疫情下籌備

11月的選舉工作 。”沒有選民應
該在自我健康和行使基本投票權之
間做出選擇。我們知道，郵遞投票
是最安全的投票方式– 親自投票是
另一個安全的投票方式。因此延長提期投票期限是正確的做法，
以便選民可以安全，並且方便的通過投票發出聲音以表達自己的
意見。”

在7月的政黨決選中，有154,313位Harris縣選民參與提早
投票或是通過郵遞方式投票。Harris縣行政書記官辦公室正在為

11月的選舉做準備，並正在探索各種不同的投票方式，以確保
選民在選舉日之前可以有多種選擇，以維護其安全並避免排長隊
。

請至HarrisVotes.com查詢更多信息，並在Twitter，Face-
book和Instagram上關注@HarrisVotes。

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暨金城銀行捐贈口罩于北美洲台灣商會聯合總會暨金城銀行捐贈口罩于 StaffordStafford市政府市政府

Harris縣行政書記官Chris Hollins已正式要求州長Abbott延長11月的提前投票期限
州長Abbott針對COVID-19的擔憂延長了7月初選的提前投票期限並承諾將在11月的大選中採取以下行動


	0730THU_A1_Print
	0730THU_A2_Print
	0730THU_A3_Print
	0730THU_A4_Print
	0730THU_A5_Print
	0730THU_A6_Print
	0730THU_A7_Print
	0730THU_A8_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