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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

道）新一輪中國省部級高層人事調整密集

展開。自7月以來，共有涉及四個部委、

六個省份的11名正省部級高官履新，多為

年富力強、仕途歷練完整的“60後”官

員。與此同時，越來越多朝氣蓬勃又具備

多種專業背景的“70後”躋身副省部級官

員隊伍，“70後”政壇新星由個別現象漸

成規模，和“60”後高級官員隊伍形成有

序遞進的梯次結構。這些思維活躍、視野

寬闊又經驗豐富的管理能手上位，將在未

來中國經濟社會發展中發揮重要作用。

新一輪省部級高官密集調整
60後正部擔大樑 70後副部露鋒芒 梯次結構有序遞進

中央部委方面，工信部、國家市場監管總局、文
旅部迎來新的掌門人。國家市場監管總局黨組

書記肖亞慶接替65歲的苗圩出任工信部黨組書記，
其職缺由中華總工會副主席、書記處書記、黨組副書
記張工填補；在地方工作近七年的陝西省委書記胡和
平回京接替65歲的雒樹剛，出任文旅部黨組書記。
此外，另一位正部級官員——福建省省長唐登傑北上
履新國家發改委黨組副書記、副主任，排名僅次於主
任何立峰及另一名黨組副書記、副主任穆虹。

在地方，陝西、遼寧、青海、福建黨政一把手出
現調整。陝西省省長劉國中接替胡和平，升任陝西省
委書記；河北省委副書記趙一德、遼寧省委副書記劉
寧、安徽省委副書記信長星、福建省委副書記王寧分
別履新陝西、遼寧、青海、福建四省代省長。此外，
3月任上海代市長的龔正、4月任山東代省長的李干
傑，均於7月“轉正”。

60後是政壇中堅力量
此輪履新的11位正部級官員，除肖亞慶（1959

年生），都為“60後”，其中58歲的劉國中和55歲
的趙一德分別是目前最年輕的省委書記和省長。分析
人士稱，“60後”高官大都具備良好教育背景，且
青年時期適逢上世紀80年代的思想解放，因而思維
活躍、視野寬闊；同時在成長路徑多樣化的背景下，

又多有交叉任職經歷，仕途履歷更加豐富：如肖亞慶
歷經央企掌門、國務院副秘書長、國資委主任、國家
市場監管總局局長等要職，唐登傑兼具國家部委、軍
工系統及滬閩兩省任職經驗，胡和平有高校、組織系
統、地方工作經歷，張工、劉寧、信長星、王寧、龔
正、李干傑等在中央部委和地方都有鍛煉，劉國中和
趙一德曾多省交流任職，以他們為代表的“60後”
高官是中國政壇中堅力量。

70後躋身省部級漸成規模
此番趙一德繼團中央書記處第一書記賀軍科、自

然資源部部長陸昊等之後，加入“65後”正部級官
員行列，相信隨着新老交替，“65後”正部級陣容
將繼續壯大。另外值得關注的是，越來越多“70

後”官員躋身省部級，“70後”政壇新星由個別現
象而漸成規模，和“60”後高級官員隊伍形成有序遞
進的梯次結構。據不完全統計，全國已有近50名
“70後”副省部級，絕大部分擔任省級政府副職，
部分擔任省級黨委常委，也有的任職中央部門，他們
大都擁有高學歷和深厚專業技能背景。其中今年4月
履新西藏自治區政府副主席的任維，出生於1976年5
月，是目前最年輕的省部級官員。

此外，科技部最年輕的副部長、中科院院士王曦
剛剛轉任廣東省副省長。除王曦，還有多名地方高官
是兩院院士，包括身為中國工程院院士的海南省委常
委、組織部長彭金輝、山東副省長凌文，身為中科院
院士的遼寧省副省長盧柯、吉林省副省長安立佳等，
他們的專業背景將為推動地方科技創新提供助力。

特大走私團夥告破
涉案逾120億元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

國海警局近日成功破獲一起特大走私
案，對涉及採購、轉運、分銷等環節
的8個走私犯罪團夥實施“全鏈條”打
擊。經初步核查，僅2019年以來，這
些團夥涉案走私金額已達 123 億元
(人民幣，下同)。據了解，中國海警局
在行動中總共出動海警艦艇8艘、警力
600餘人，在山東省公安機關配合下，
成功摧毀這個橫跨多省市走私犯罪網
絡，斬斷多條海上走私通道，查扣萬
噸級外籍走私“母船”和國內“接駁
船”各1艘，抓獲犯罪嫌疑人50名，
查扣走私白糖6,600噸、車輛15台，凍
結贓款5億餘元。

目前，案件正在進一步偵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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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
道，記者4日從中國人力資源和
社會保障部獲悉，今明兩年中
國將持續擴大見習規模，見習
崗位總量不低於上年，提高見
習質量，把有需求的青年都組
織到見習活動中，最大程度發
揮就業見習穩定就業、促進就
業作用。

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等
七部門近日印發《關於進一步
加強就業見習工作的通知》，
提出鼓勵依託國家級經濟技術
開發區和各級開發區、產業
園、科技園等拓展見習單位，
穩定持續提供見習崗位。豐富
民營企業、國有企業、事業單
位、社會組織、政府投資項
目、科研項目等領域崗位來
源，更多募集管理、技術、科
研類崗位，滿足多元見習需
求。

就業見習是組織青年進行
崗位實踐鍛煉的就業準備活
動，見習對象為離校2年內未
就業高校畢業生、16歲至24歲
失業青年，時間為 3至 12個
月，對吸納見習的單位按規定
給予就業見習補貼。

■■自七月以來自七月以來，，共有涉及四個部委共有涉及四個部委、、六個省份的六個省份的1111名正省部級高官履新名正省部級高官履新，，多為年富力強多為年富力強、、仕途歷練完整的仕途歷練完整的
““6060後後””官員官員。。圖為廣東省惠州市夜景圖為廣東省惠州市夜景。。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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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中國國家發改委近日批覆《粵港澳大

灣區（城際）鐵路建設規劃》，擬於2025年前啟動建設13個城際鐵路和5個樞紐

工程項目，總投資4,741億元（人民幣，下同），主要由廣東省和項目沿線地市出

資，並吸引社會資本參與。

“軌道上的灣區”1小時通達
發改委批覆粵港澳城際鐵路建設規劃

按照規劃，大灣區擬構建主要城市間1小時通
達、主要城市至廣東省內地級城市2小時通

達、主要城市至相鄰省會城市3小時通達的交通
圈，打造“軌道上的大灣區”。

擬2025年前啟建13城際鐵路
規劃提出，到2025年，大灣區鐵路網絡運

營及在建里程要達到4,700公里，全面覆蓋大灣
區中心城市、節點城市和廣州、深圳等重點都市
圈；到2035年，大灣區鐵路網絡運營及在建里程
達到5,700公里，覆蓋100%縣級以上城市。

規劃提出擬於2025年前啟動建設13個城際鐵
路和5個樞紐工程項目。其中，投資規模最大的項
目是佛山經廣州至東莞城際，全長107公里，總
投資為953億元。里程最長的是深惠城際前海保
稅區至惠城南段，該線路起自深圳西麗站，終至
惠州惠城南站，全長133公里，總投資為781億
元。按照規劃，未來大灣區將布局廣州、深圳、
珠西三大客運交通樞紐。城際鐵路與高鐵、幹線
鐵路通過樞紐換乘實現互聯互通，與都市圈市域
（郊）鐵路、城市軌道交通在樞紐場站換乘銜
接。

粵已試水城鐵運營機制改革
國家發改委在批覆中強調大灣區交通與港澳

口岸銜接。按照規劃，深圳市與香港特別行政區
近期通過既有京九鐵路、廣深港高鐵銜接；珠海
市與澳門特別行政區將在珠海站、橫琴站實現高
鐵、城際鐵路與澳門輕軌銜接，並支持粵澳新通
道（青茂口岸）連接通道與廣珠城際鐵路在珠海
站內連接，以促進澳門融入國家鐵路網絡。

未來大灣區城際鐵路運營可能探索新模式。

目前內地客運運輸業務均由國家鐵路集團及下屬
公司運營。

國家發改委此次在批覆中提出，支持大灣區
探索多元化、有序競爭的運營模式。支持鐵路企
業通過委託運營、購買服務等方式參與城際鐵路
運營；亦積極支持城市軌道交通企業開展城際鐵
路運營試點。

廣東已醞釀試水城鐵運營機制改革。早前媒
體報道，今年有望開通的廣州至清遠城際、新塘
經白城至廣州北站城際（下稱新白廣城際）廣州
北站至機場T2段，將打破經營壟斷，不再交由
國家鐵路集團運營，而由廣東省企業廣東城際鐵
路運營有限公司運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重
點樞紐布局和銜接方案方面，粵港澳大灣區城際
鐵路與高鐵、幹線鐵路通過樞紐換乘實現互聯互
通，與都市圈市域（郊）鐵路、城市軌道交通在
樞紐場站換乘銜接。廣州樞紐主要場站間通過城
際鐵路環線和城市軌道交通連通，其餘樞紐內
各場站間通過城市軌道交通等方式實現連通。

批覆指出，構建粵港澳大灣區內層次分明、
分工合理、銜接高效的鐵路客運樞紐體系，促進
對外交通、城際交通和城市交通便捷銜接換乘。
廣州樞紐布局以廣州、廣州東、廣州南、佛山
西、廣州白雲（棠溪）站為主，廣州北、南沙、
新塘站為輔的“五主三輔”樞紐。深圳樞紐布局
以深圳北、西麗、深圳站為主，深圳東、福田、
深圳機場、深圳坪山站為輔的“三主四輔”樞
紐。珠西地區布局以江門、珠海鶴洲、中山北站
為主，珠海、中山、蓬江、橫琴站為輔的“三主
四輔”樞紐。此外，規劃布局魚珠、東莞西、惠

州、肇慶東、珠三角新機場站等樞紐場站。
香港文匯報記者留意到，未來的廣州站將引

入多條高鐵和城際，包括廣深港、廣汕、廣湛高
鐵，以及廣清城際，其中的廣深港高鐵目前只到
廣州南站，根據大灣區城際近期建設項目表，
2022年前將建設廣州南到廣州站的聯絡線，讓廣
深港高鐵得以直接開入市中心廣州站。

根據廣州多個樞紐站的銜接線路信息，可以
看到，規劃中的廣州至珠海（澳門）高鐵，將經
過廣州北站、白雲機場站、魚珠站、南沙站、珠
海鶴州站、珠海站等。在與港澳口岸銜接方面，
批覆也指出，深圳市與香港近期通過既有京九鐵
路、廣深港高鐵實現互聯互通。珠海市與澳門特
別行政區在珠海站、橫琴站實現高鐵、城際鐵路
與澳門輕軌銜接，做好各口岸與城際鐵路站點之
間的連接規劃，支持粵澳新通道（青茂口岸）連
接通道與廣珠城際鐵路在珠海站內連接，促進澳
門融入國家鐵路網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寶儀廣州
報道）串聯了包括陳李濟中藥文化園、
藍帶啤酒廠、羅西尼鐘錶文化博覽館等
代表性工業旅遊景點的20條廣東省工
業旅遊精品線路在廣州發布，線路範圍
涵蓋廣州、深圳等18個地市，海陸空
全方位展示廣東工業文化資源，讓遊客
在遊覽過程中感受廣東工業文明和工匠
精神。

工業旅遊是現代文明的重要成果，
是旅遊融合創新發展的重要內容。廣東
作為中國近代工業的發源地之一，廣東
省工業和信息化廳廳長塗高坤在新聞發
布會上介紹說，上世紀九十年代，珠江
水、廣東糧、嶺南衣、粵家電，廣東製
造聲名鵲起，如今廣東生產了全世界近
一半的智能手機、三分之一的液晶電
視、三成的空調，華為、廣汽、大疆等
一大批世界級製造企業傲視全球市場。

在廣東省製造業發展壯大過程中，
形成了獨具特色的廣東工業精神和工業
文化資源。目前廣東全省首批工業旅遊
資源項目共127個，其中工業遺產景觀
19處、工業博物館52個、現代觀光工
廠42個、現代工程景觀2個、工商旅綜
合體12個，既有傳統優勢產業，也有
戰略性新興產業。

127個項目中，已開展旅遊業務的
有86個，年均吸引遊客380餘萬人次，
累計帶動就業1.3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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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昌鴻深圳報道）國
家自然資源部日前印發《關於支持粵港澳大灣區
和深圳市深化自然資源領域改革探索意見的函》
（《意見》），深圳將率先探索國有土地使用權
續期路徑、利用存量建設用地開發建設住宅、分
類盤活利用存量工業用地等一系列改革。對此，
一些地產專家認為，此舉有利深圳將部分工業用
地調整用途，轉變為住宅用地，建設住宅和人才
房，以滿足市民巨大的需求。

《意見》指出，在國土空間規劃、空間用途
管制、土地利用、耕地佔補平衡、不動產登記、
土地只徵不轉等九個方面，支持廣東進一步提升
自然資源要素市場化配置程度和效率，激發市場
活力和創造力，推動自然資源領域治理體系和治
理能力現代化，助力大灣區和深圳先行示範區建
設。

《意見》鼓勵支持廣東開展各類試點，包括
支持深化自然生態空間用途管制試點，優化整合
各類審批事項；支持探索二三產業混合用地政策
和管理機制。在建設用地方面，支持廣東探索建
立省域內的建設用地交易機制。

探索國有土地使用權續期
為充分發揮深圳“雙區疊加”優勢，自然資

源部支持深圳深化自然資源領域改革探索。除前
述大灣區改革探索適用深圳市外，支持深圳市取

得相關法律授權，在國土空間規劃編制完成後，
可探索按規劃期實施總量管控模式。支持將國務
院授權廣東省批准的永久基本農田以外的農用地
轉為建設用地審批事項，由廣東省委託深圳市批
准。探索高度城市化地區公園綠地內的建設用地
不納入城鄉建設用地規模的管理新機制。探索通
過出讓合同約定土地閒置費的收取標準，以及違
約條件下收回建設用地使用權的可操作方法。探
索國有土地使用權到期後續期的操作路徑。探索
高度城市化地區耕地和永久基本農田分類保護利
用新模式。

實施方案報自然資源部審定
據了解，接下來廣東省自然資源廳、深圳市

規劃和自然資源局將根據上述要求和實際情況，
抓緊制定明確具體、可操作的實施方案報自然資
源部審定後實施。

由於深圳土地資源稀缺，目前常住人口1,300
萬，加上流動人口逾2,000萬，有巨大的居住土地
需求。但現實的問題是住房短缺，根據廣發證券
對深圳市官方數據測算，截至2016年底，深圳全
市存量住房約為4.57億平米，其中商品房只有
1.29億平米，人均僅10平米多一點，而按2,000萬
的實際人口計算，人均只有6.5平米，僅約為廣州
的1/6。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旅遊與地產
研究中心主任宋丁表示，深圳不缺產業用地不缺

寫字樓，最缺的是住宅。
對於該《意見》帶來的利好，深圳中原地產

董事總經理鄭叔倫表示，從內容看可以讓深圳將
一些工業用地轉為住宅和人才用地，但具體還要
看後續的細則。因為深圳居住用地佔建設用地比
例過低，政府一直致力於將已競拍未建成的工業
產業用地調整為居住性質，配套人才房等，今年
初深圳也出台商辦可改為租賃住房。儘管這種方
式令住宅供應量增加，但是估計量不大，沒有辦
法扭轉供不應求局面。

宋丁表示，《意見》推進廣東和深圳土地制
度的變革，增加住宅土地供應，將給予深圳更多
實驗探索的權利。未來深圳將部分工業用地轉為
住宅和人才房用地，其將可以建設更多的住宅和
人才房，以滿足巨大的產業和寫字樓員工住宅等
需求。

■■圖為深圳光明一地區將建設住圖為深圳光明一地區將建設住
宅宅。。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昌鴻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昌鴻 攝攝

規劃主要內容
◆近期到2025年，大灣區鐵路網絡運營及在
建里程達到4,700公里，全面覆蓋大灣區中
心城市、節點城市和廣州、深圳等重點都市
圈。

◆2022年前啟動深圳機場至大亞灣城際深圳
機場至坪山段、廣清城際北延線等6個城際
鐵路項目和廣州東站改造工程等3個樞紐工
程建設，規劃建設里程337公里。

◆待相關建設條件落實後，有序推進塘廈至
龍崗、常平至龍華等7個城際鐵路項目和廣
州站改造工程等2個樞紐工程實施，規劃建
設里程438公里。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廣深港高鐵直入廣州市區

■■按照規劃按照規劃，，未來大灣區將布局廣州未來大灣區將布局廣州、、深圳深圳、、珠西珠西
三大客運交通樞紐三大客運交通樞紐。。城際鐵路與高鐵城際鐵路與高鐵、、幹線鐵路通幹線鐵路通
過樞紐換乘實現互聯互通過樞紐換乘實現互聯互通，，與都市圈市域與都市圈市域（（郊郊））鐵鐵
路路、、城市軌道交通在樞紐場站換乘銜接城市軌道交通在樞紐場站換乘銜接。。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深圳可研工業用地轉建宅深圳可研工業用地轉建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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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话题

新职业上演“抢人”大战

——90%以上企业希望新职业带来发展新动
力，96%以上职场人希望学习新职业

“之前，我经常在面试中直接被拒绝。后来，在网上了解到数
字化管理师这个新职业，马上报名参加学习。”21岁的夏浩，就读
于重庆交通职业学院大数据学院物联网专业，现在是一名数字化
管理师。在大学生就业双选会中，他同时收到3家公司的邀约。

提起自己的应聘经历，夏浩直呼没想到：“以前找工作主动权在企
业，而现在主动权在我自己，我可以对工作进行对比挑选。数字化管理
师给予我的除了专业的数字化管理经验和更多的工作机会，更重要的
是增加了我面对企业时的自信心。”

在今天的就业市场，许多人像夏浩一样，通过学习提升，巧妙借
助新职业的机遇打开就业新空间。《新职业在线学习平台发展报告》
显示，新职业供需市场紧俏，96%以上的职场人希望学习新职业。其
中，提升职业发展空间、掌握新技能、为未来做准备，成为职场人士
学习新职业的主要动因。

这背后，新职业巨大的市场需求“功不可没”。2019年，人社
部等 3部门联合发布 13个新职业，并随后陆续发布各职业就业景
气现状分析报告，首批 13个新职业未来 5年人才需求规模单个均
超百万。在新职业就业双选会上，“抢人”大战的场面不时上演。

例如，人工智能人才目前缺口超过500万，国内供求比例为1∶
10，如果不加强人才培养，到2025年人才缺口将突破1000万；未来5
年，物联网行业人才需求缺口总量超过1600万人；大数据工程技术
人员所在的大数据行业，预计2020年人才需求规模将达210万，且
2025年前仍将保持30%～40%的增速，需求总量在2000万人左右……

企业的现实需求也是关键因素。报告显示，90%以上的企业希
望通过新职业培训，提升员工成长空间，给企业注入新动力。以
新职业数字化管理师为例，人社部相关就业景气现状分析报告显
示，87.23%的数字化管理师薪资是当地平均工资的 1-3 倍，按照
10∶1的比例配备数字化管理师的企业，比没有数字化管理师的企
业工作效率高出35%-50%。新职业数字化管理师的诞生成为个人
职业发展和企业数字化转型的重要抓手。

“新职业创造了非常大的就业增量，也提高了就业质量，必须
继续促进新就业形态和灵活就业的发展。”国家信息中心分享经济
研究中心副主任于凤霞说。

数字化技能受到追捧

——“00后”偏爱电子竞技运营师，“60后”偏
爱农业经理人，95%受访者认为学习新职业是走
出职业危机的关键因素

如今，新职业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但之前人们踏上新职业之

路的过程不尽相同。
路成龙是国内最早一批电子竞技运营师，他说：“在大学时

期，我就和同学们组成业余队伍，去参加国内的电竞比赛。当坐
在比赛台上的时候，就会发现，电子竞技比赛那种激情澎湃、顽
强不服输的竞技精神以及最终获得冠军的喜悦，完全不亚于传统
的体育项目。”热情和专业，让他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

而来自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来凤县的向辉，则是偶
然踏入新职业。2011年返乡创业的向辉参加了新职业农业经理人
的培训学习。经营管理能力提高了，农业技术知识更丰富了，他
创办的农园果蔬专业合作社越办越大，产值不断向前突破，还带
动周边农民增收致富，他本人也成为一名不折不扣的农业经理人。

今天，新职业面目渐清晰，前景明朗，吸引了哪些人来学习？
6月底，钉钉平台针对新职业学习群体进行抽样调查，描摹出

了这部分人群的特征。
谁在学？“80 后”、“90 后”成为新职业的市场主力军，占比

83%。本科、专科学历成为新职业学习主体，占比74%。其中，互
联网/信息技术、制造业、服务业学习新职业人数最多。值得注意
的是，95%的人认为学习新职业、提升自身发展潜力是走出职业危
机的关键因素。

学什么？数字化管理师、无人机驾驶员、人工智能工程技术
人员、农业经理人、物联网工程技术人员是用户最想学习的新职
业。其中，“60后”偏爱农业经理人，“00后”偏爱电子竞技运营
师。

在哪儿学？从地域看，广东、浙江、北京、河南、山东、陕
西、江苏、上海、河北、湖北、四川学习新职业人数最多，新职
业为城市发展注入新动能，催生越来越多“新就业城市”诞生。

在工业和信息化部教育与考试中心主任马蔷看来，积极适应
相关行业的发展现状，尽快解决日益凸显的人才供需矛盾，是推
动行业发展的当务之急。

在线学习助力“职业自由”

——线上学习新职业渐成市场主流，新职业
在线学习平台计划一年内培养超百万数字化新型
人才

相比过去“干一行爱一行”，如今，年轻人的就业观也正发生

变化。报告指出，“职业自由”成为年轻人追求的工作方式。职
业自由，即职场人士掌握多种职业技能，具有择业主动权，可
选择职业超过两种以上。

实现“职业自由”，如何扶一把？
日前，人社部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和阿里钉钉联合

推出新职业在线学习平台。这是全国首家专注于新职业数字
资源培训的线上服务平台，提供身份认证、在线学习、在线
考核、学习记录导出、电子培训证书等功能，可满足学员、
培训机构、企业组织等用户的需求，快速推进新职业人才培
养工作。

调查显示，72%的用户选择线上学习新职业，移动在线
学 习 成 为 市 场 主 流 。新职业在线学习平台打破时间和空间
的限制，计划一年内培养超过百万数字化新型人才。

据了解，首批数字化管理师、人工智能工程技术人员、
电子竞技运营师、农业经理人等 13 个新职业已完成培训资
源 上 线 工 作 ， 相 关 人 员 都 可 以 在 平 台 线 上 学 习 、 培 训 、 考
试 ， 并 可 获 得 电 子 培 训 证 书 。 第 二 批 供 应 链 管 理 师 、 网 约
配 送 员 、 人 工 智 能 训 练 师 、 全 媒 体 运 营 师 、 健 康 照 护 师 等
15 个 新 职 业 也 已 启 动 培 训 资 源 上 线 准 备 工 作 。 另 外 ， 最 新
发 布 的 包 括 区 块 链 工 程 技 术 人 员 、 互 联 网 营 销 师 等 在 内 的
第三批 9 个新职业，也开始启动上线准备。

同 时 ， 技 能 类 新 职 业 的 国 家 职 业 标 准 和 技 能 等 级 认 定
工 作 正 在 紧 锣 密 鼓 推 进 中 。 目 前 ， 农 业 经 理 人 和 工 业 机 器
人系统运维员的国家职业技能标准 已 颁 布 。 其 他 技 能 类 新
职业的技能标准开发工作已列入 《国家职业技能标准制定工
作计划 （2020-2022 年）》，预计年内基本完成。

“ 新 职 业 在 线 学 习 平 台 为 满 足 国 民 终 身 学 习 需 求 以 及
劳 动 者 技 能 提 升 和 转 换 提 供 了 平 台 和 载 体 ， 将 对 国 家 稳
就 业 、 保 就 业 起 到 重 要 作 用 。” 中 国 人 民 大 学 劳 动 人 事 学
院 院 长 杨 伟 国 表 示 。 首 都 经 贸 大 学 劳 动 经 济 学 院 副 教 授 、
中国新就业形态研 究 中 心 主 任 张 成 刚 认 为 ， 这 是 中 国 职业
技能提升基础能力建设的重大突破，堪称人力资源与 就 业 领
域 、 职 业技能提升领域的“新基建”。

对于从业人员而言，这也是重大利好。赵小龙在重庆一家
公司 BIM （建筑信息模型技术） 中心担任副主任，他说：“如何
借助 BIM 在工程项目中实现全过程、全专业、全业务的精细
化、集约化管理，如何在更加优化的建设投资下，安全、高效
建设美丽家园，是值得我为之奋斗的课题。”新职业在线学习平
台为许多像他这样的从业者提供了持续的学习空间。

“职业版图”快速刷新，“职业自由”成为不少年轻人的追求——

“解锁”新职业，谁在快充电？
本报记者 李 婕

从数字化管理师、电子竞技员，到网约
配送员、全媒体运营师，再到互联网营销
师、在线学习服务师，自2019年 4月以来，
中国已有3批共38个新职业“呱呱坠地”，不
断刷新传统“职业版图”。新职业一方面呼应
着蓬勃增长的市场需求，另一方面也对就业
者的劳动技能提出新要求。

就业市场上，哪些人瞄准了新职业？谁在
快速充电学习？哪些领域是大热门？日前，人力
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
心联合阿里巴巴钉钉发布《新职业在线学习平
台发展报告》，揭示了部分图景。

◀7 月 25 日，“才聚银川 梦圆
塞上”2020 年银川都市圈夏季大型
人才交流会在宁夏举行。来自新材
料、生物科技、能源化工、装备制
造等行业的 105 家企业提供 3500 余
个工作岗位。图为求职者在会上查
看招聘信息。

新华社记者 冯开华摄

▼7 月 24 日，在江西省吉安市
新干县潭丘乡产业就业扶贫服务中
心，江西师范大学暑期社会实践大
学生正在直播推销当地农家小吃酱
饼，助力乡村振兴。

李福孙摄 （人民视觉）

新个体·新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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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 Texas州 – 今天，Har-
ris縣行政書記官Chris Hollins宣布成
立 S.A.F.E. 選 舉 醫 療 諮 詢 委 員 會
（SEMAC），就Harris縣行政書記官
辦公室可以採取的安全的措施提供建
議，以確保整個十一月大選期間的投
票安全。SEMAC由八名Houston地
區領先的醫生，衛生保健專家和傳染
病專家組成。除了改進通過S.A.F.E.
採取的安全措施外， SEMAC將為7
月決選的選舉計劃實施提供其他建議
，以保護投票中心的選民和選務人員
的安。此外，SEMAC將為選民提供
指導，幫助自行評估健康狀況，以決
定他們是否有資格在11月申請郵寄投
票。

Harris縣行政書記官Chris Hollins
說 “我的首要任務是在確保Harris縣
居民的安全，同時共同努力遏制CO-
VID-19的傳播。”“S.A.F.E.選舉醫
療諮詢委員會將幫助我們確保11月將
比今年7月在投票中心採取更多的安
全措施，以進一步保護行使投票權人
的安全。我們知道在疫情期間，郵遞
投票是最安全的投票方式，我有責任

告知選民有關他們投票的所有可能選
擇。根據委員會的建議，我們將鼓勵
所有Harris縣居民評估自己的健康狀
況，以決定他們是否有資格申請郵遞
投票。”

S.A.F.E.選舉醫療諮詢委員會委
員
1. EDWIN ALEXANDER，B.Sc.，M.
Sc.
• 專家醫學顧問和臨床研究營運顧
問
• 醫藥醫療器械行業
2. MILTON FINEGOLD, M.D.
• Baylor醫學院病理學和免疫學名
譽教授
3. FAITH D. IHEKWEAZU, M.D., M.
S.
• 兒科胃腸病學助理教授
• Baylor醫學院Texas兒童醫院
4. ELENA M.MARKS，JD，MPH
• Episcopal 健康基金會主席兼首
席執行官
• Rice大學Baker研究所衛生政策
非住院研究員
5. DANIEL M. MUSHER, M.D.

• 傑出服務醫學
教授
• Baylor 醫學院
分子病毒學和微生
物學教授
• Houston VA醫
療中心傳染病科
6. ANAEZE OF-
FODILE II, M.D.,
M.P.H.
• 臨床轉型執行
總監
• UT MD An-
derson 癌症中心整
形外科助理教授
• Baker公共政策
研究所非住院學者
7. WELELA
TEREFFE, M.D., M.
P.H.
• 醫療首席
• UT MDAnder-
son癌症中心放射腫瘤學教授
8. JAMES VERSALOVIC, M.D., PH.
D

• Texas州兒童醫院首席主治醫師
和病理學家
• Baylor醫學院病理學和免疫學教
授

請至 HarrisVotes.com 查詢更多
信息，並在Twitter，Facebook和In-
stagram上關注@HarrisVotes。

Harris 縣行政書記官 Chris Hollins 在十一月大選前
宣布S.A.F.E. 選舉醫療諮詢委員會

中華民國前總統李登輝7月30日辭世，休士頓台灣同鄉
會、駐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及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先後
成立追思處，方便僑胞及外國友人追思及緬懷台灣人心目中
的 「阿輝伯」 及 「民主先生」 。僑界大老則紛紛在社交媒體
致哀，追憶李前總統不凡的一生。

經文處新到任處長羅復文8月2日上午在僑教中心主任陳
奕芳及副主任楊容清陪同下，拜訪休士頓台灣同鄉會在台灣
人活動中心設立的追思處。他除了在簽名簿留言追悼，祝李
前總統安息，同時感謝同為會會長宋明麗及長春會會長柯志
佳在新冠肺炎嚴峻疫情之中，迅速提供同鄉悼念李前總統的
場所。僑務諮詢委員李席舟則回憶他兩年前返臺成立福和會
，蒙李前總統親自接見並鼓勵，心裏雖不捨，但很高興他打
了一場美好的仗。

據瞭解，台灣人活動中心除了星期四不開放，每天上午10時至下午3時30分均可到訪。經文處及僑教中心接續於3日及4日
設立追思處（開放時間請查閱網站及臉書），和同鄉會一樣，追思處開放至15日為止。歡迎有意致哀的民眾不忘防疫，臨行前先
測體溫，於開放時間佩戴口罩前往各追思處致意。

台灣民主先生辭世 休士頓各界追思

休士頓台灣同鄉會設立李前總統追思處休士頓台灣同鄉會設立李前總統追思處，，羅復文羅復文（（中中））前往致前往致
意意。。

到經文處申辦領務的海外國人在追思處留言到經文處申辦領務的海外國人在追思處留言，，感念感念 「「阿輝伯阿輝伯」」 對對
台灣民主化的貢獻台灣民主化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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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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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最高法院及德州最高法院執照前休斯頓警察工會法律顧問
强大資深德州律師團隊……聯邦苐五巡廻上訴法院執照
美國最高法院及德州最高法院執照前休斯頓警察工會法律顧問
强大資深德州律師團隊……聯邦苐五巡廻上訴法院執照

理查德律師事務所 RICHARD H. COBB 
ATTORNEYS AT LAW

Office address: 1035 Daily Ashford Rd Suite 315, Houston TX 77079

資深華人法律業務經理洛先生 直線電話：
精通國 粵 英 台山語    歡迎來電洽詢

刑事： 保釋 酒駕及一切刑事案件
商業： 國際貿易  跨國追索  生意買賣  商業訴訟  地產買賣 
家庭： 離婚 監護 子女撫養費
意外： 車禍 意外傷害 醫生誤診（不成功 不收費）

服務德州46年服務德州46年

281-889-1886(中文)
281-617-0921(ENG)

LW
96733-1

 www.lanecert.com       Email: info@lanecert.com
Phone:  323-488-0011, 832-539-3333, 972-268-7129     Cell: 682-333-3292 

洛杉磯分校：1455 Monterey Pass Rd #206, Monterey Park CA 91754     
達拉斯分校：2850 W Parker Rd , Plano, TX 75075              休斯頓分校：12989 Bellaire Blvd #4A, Houston TX 77072達拉斯分校：2850 W Parker Rd , Plano, TX 75075              休斯頓分校：12989 Bellaire Blvd #4A, Houston TX 77072

疫情失業潮  留學生如何高薪上岸 快捷培訓助你成為Cisco互聯網專家 
快速實現高薪美國夢

可提供F-1各專業
留學生CPT或OPT
實習崗位，表現優
良者提供H1-B機會。

無需任何專業背景，只需800小時的學習和
訓練，就能成為Cisco互聯網專家和大數據
專家，考取IT行業最有含金量的CCIE證書，
輕松找到10萬以上年薪的工作。
老兵和低收入人員可申請免費學習

LaneCert Inc快捷培訓
是政府授權的職業培訓學校。
擁有思科網絡專家和大數據專家
兩大專家崗位的培訓，專業講師，
小班授課，幫助學生獲得CCIE認證。
學校還提供培訓，實習和就業

三位一體服務。

隨著艱苦的抗疫救助法案談判
拖延至第10天，美國民主黨人和共
和黨人終於開始妥協，因白宮似乎
在就延長失業救濟金的討價還價中
做出讓步。

即便如此，仍有一系列問題尚
未解決。眾議院議長南希-佩洛西
（Daniel D.California），參議院少
數 黨 領 袖 查 克 - 舒 默 （Chuck
Schumer），財政部長史蒂文-姆
努欽（Steven Mnuchin）和白宮辦
公 廳 主 任 馬 克 - 梅 多 斯 （Mark
Meadows）週三下午繼續就援助法
案舉行會議，舒默認為，緊隨週二
的爭吵之後，雙方都做出了“讓步
”。

據報道，川普政府團隊提議將
額外的聯邦失業保險延長至12月，
金額為每週400美元，較此前提議
的金額有所增加。參議院共和黨人
先前提出的計劃是，暫時降該金額
降至200美元，然後9月份過後起
改為70%的工資替代。

報道還稱，姆努欽和梅多斯還
提出將暫停驅逐令推遲到12月。民
主黨人則將對美國郵政服務的資助
請求從250億美元削減至100億美
元。

民主黨領導人和川普政府官員
發言人沒有立即回應對所報道提案
的置評請求。自參議院共和黨上週
發表其救助方案以來，這些讓步將

標誌著雙方在看似棘手的問題上取
得了一些初步進展。

儘管雙方有達成協議的跡象，
但民主黨和共和黨人在向州和地方
政府提供援助、為學校提供資金及
伙食、房租和抵押貸款提供援助等
方面仍然相距甚遠。舒默週三還建
議，如果不延長每週600美元的失
業救濟金，他將不會接受協議。

600美元的補充失業救濟金和
暫停驅逐令於7月下旬到期後，國
會和川普政府一直在努力達成新的
抗疫救助協議。數百萬仍然無法找
到工作的美國人目前面臨收入急劇
下降的情況，直到立法者通過救助
法案。

雙方讓步雙方讓步 抗疫救助法案談判初現曙光抗疫救助法案談判初現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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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
歡迎使用
觀看高清美南國際電視新聞台

柯羅拉多州歐羅拉市警察昨天把一家非裔
家庭因懷疑乘座的車輛是偷竊來的，把一家四
人全部用手銬壓在地上，其中還有一位六歲女
孩童，這張令人忿怒的照片，被路人拍下後廣
傳全國，立即引起全世界的重視， 這種虐待行
徑再度上演，這就是我們所說的人權嗎 ?

近半年來，非裔社區不斷發生警察暴力事
件，到目前為止，全國各地之示威暴力活動仍
然方興未艾，川普總統甚至動用軍隊對應暴力
份子，這些能解決問題嗎？

遺憾的是，警方對非裔之基本態度有其主
客觀之因素，主觀而言，非裔社區包括拉丁裔
印弟安人，在經濟條件上就先天不足，你知道
嗎，在內華達州印弟安特區到今天為止每叁個
家庭其中一家人竟然沒有自來水，也是全美新
冠疫情死亡率最高的地區。

今天我們號稱世界上最富有最尊重人權自
由之國家，如果大家看看我們每天在週遭發生
的暴力事件， 看看那些連自來水都短缺的印弟
安人我們還不汗顏而歉疚嗎 ?

美國新冠疫情日記美國新冠疫情日記88//0505//20202020

In Aurora, Colorado, police ordered a family of four
children at gunpoint to lie facedown on the ground
in a parking lot while they handcuffed two of them.
The black girls, who ranged from 6 to 17 years old,
broke down into tears as a group of white police
officers hovered over them. Police officials said that
the officers may have mixed up the family’s
license plate number as being a car that was
reported stolen, but it had been confused with a
motorcycle from Montana.

The interim police chief later publicly apologized to
the family and offered age-appropriate therapy to

the children involved in the incident.

When we watched the video of this police brutality
case, we were so angry and felt very frustrated.

Just in the last six months there have been so
many cases of police mistreatment and abuse
against African Americans linked to so many
protest demonstrations and so much related
violence all over the nation. We very much regret
that the government needs to use the army to
protect the federal government buildings. This was
a very unusual action to take.

In the United
States we have
very serious
social issues. The
poor communities
are getting poorer.
On the Native
American Indian
reservations,
even today, one
out of three
families are still
without running
water.

We claim that we
are the richest
country and the
most powerful
nation in the
world. This is so
shameful.

It is A Horrible Video PictureIt is A Horrible Video Picture令人忿怒的畫面令人忿怒的畫面



AA33全球摘要3
星期四       2020年8月6日       Thursday, August 6, 2020

寶島訊息

黎巴嫩首都貝魯特的一座倉庫發生規模
3.5級地震般的大爆炸，頓時火焰升空,濃煙滾
滾,不但倉庫與周遭建築全毀,更破壞了附近民
宅與建築, 整個城市都被波及毀壞,造成至少
100人死亡，5000人受傷的慘劇,惡耗傳出後
震驚世界，讓人十分同情!

根據黎巴嫩官方表示，這次爆炸是因為倉
庫中儲存的硝酸銨起火引爆，但川普總統則在
第一時間表示,那是遭到恐怖的襲擊, 目前沒有
任何組織或個人聲稱爆炸案為其所為,所以真
正爆炸的原因尚待釐清確認。

今年大半年以來,全世界籠罩在新冠疫情
陰影中, 各國除了嚴重疫情所造成方方面面的
災難外, 似乎沒有什麼重大事件引發世人關注,
如今貝魯特發生這麼一樁死傷慘重的爆炸案,
無論是出於意外或是遭到襲擊,黎巴嫩政府都
應該要在最快時間內查明真相，以給該國人民
與世界做一個交代,。

目前黎巴嫩官方的說詞似乎過於簡化，他

們坦承從2014年起就已把2,750公噸的硝酸
銨存放在這個工廠密集的工業區，明明知道那
是非常危險的,為何久久不把它們移開呢？在
美國, 各州都規定娛樂用的爆竹煙火必須要在
人煙稀疏的郊外才能夠販售, 目的就是為了確
保人命安全, 而黎巴嫩政府竟把威力巨大的化
學物品經年累月存放在工業區，真是膽大妄為
, 太不可思議了！

地處中東,濱瀕地中海的黎巴嫩這一次受
到新冠疫情的感染也非常嚴重, 由於疫情影響,
重挫了全國的經濟，金融體系陷入危機, 4月
份曾經發生民眾走上街頭示威抗議的活動, 由
於該國的公衛體系與醫療系物資都嚴重不足，
平時在治療新冠病患時都已捉襟見肘，這一次
還有幾個醫院也被炸毀, 所以爆炸案後對數千
名傷患當然無法做到妥善的醫療，國際紅十字
會以及各國人民應該在這個時候對他們伸出援
手, 大家一起捐助他們,使他們及早度過難關！

李著華觀點︰貝魯特悲情--大爆炸與疫情讓黎巴嫩哀鴻遍野

官方數據顯示，印尼經濟在過去20年來
首次出現季度性的萎縮，印度財政部表示，
在未來幾個月，會推出刺激經濟方案。

路透社報導，印尼是東南亞最大的經濟
體，在過去20年，都有經濟正成長。然而受
到這次新冠病毒影響，在4月至6月的收縮幅
度達到5.32％，這是自1999年以來的大幅衰
退。

這樣的表現，比路透社原本預期的 「收
縮 4.61％」 還要糟糕，並且比第一季度的
「收縮2.97％」 ，是更為衰退。

數據顯示，疫情限制了經濟的流通，家
庭不敢支出，企業推遲投資，而出口受到全
球需求和商品價格下降，當然也受嚴
重打擊。

印尼的家庭消費，約佔該國國內
生產總值的一半，第2季度與去年同
期相比，下降了5.5％，而投資下降
了8.61％。同期出口和進口分別下降
了11.7％和16.9％。

印尼第10大銀行的PERMATA銀
行經濟學家帕達達(Josua Pardede)說
： 「考慮到第二季度經濟表現放緩，
未來衰退的風險也就越來越大。」 意
即，經濟衰退還沒有見到底。

財政部長英拉瓦蒂（Sri Mulyani In-
drawati）表示，為避免進一步經濟收縮，政
府正計劃採取更多刺激措施。

據她所說，印尼政府提出695.2兆印尼盾
（478.8億美元）的經濟刺激計劃，以保護經
濟免受疫情的影響，包括為中小企業提供的
補貼貸款，以及對低收入家庭的直接現金援
助。

她在一次視訊記會上說： 「印尼今年第2
季度，出現了20年來第1次經濟緊縮，政府
已看到警訊，我們將避免第3、第4季度還出
現負增長…金融當局將全力以赴，推動經濟
成長長，至少維持住1％的增長前景。」

印尼第2季經濟自1999年以來首次萎縮

新加坡今年已出現2萬2403例登革熱病例，刷新2013年全年創下的22170例歷史最高紀錄。新
加坡國家環境局5日更新的數據顯示，截至4日，新加坡每周新增登革熱病例連續8周超過1000例。

新加坡媒體報導稱，截至8月2日，新加坡今年因感染登革熱病毒死亡人數已達20人。此前新加
坡因登革熱死亡人數最高紀錄是在2005年，有25人死亡。

新加坡國家環境局稱，除了繼續展開全島檢查行動，國家環境局也與各政府機構合作派發宣傳單
和防蚊劑，同時呼籲居民使用防蚊用品、在角落噴灑殺蟲劑和穿上長袖和長褲，並繼續清理家中積水
，防止蚊蟲滋生。

登革熱是由登革熱病毒引發的急性傳染病，主要透過病媒蚊傳播，在熱帶、亞熱帶地區流行。專
家表示，登革熱在東南亞地區長期存在，對它的治療方式已比較成熟，不會佔用太多醫療資源。

新加坡《聯合早報》援引國家環境局的話說，多種因素導致今年新加坡登革熱病例激增，除了天
氣熱、雨水多導致登革熱病毒主要傳播媒介伊蚊數量增加之外，今年採取的新冠疫情隔離措施使得除
草等活動受到影響，一些公共區域疏於維護，也有助蚊蟲滋生。

新加坡遇史上最嚴重登革熱疫情 已20人死亡

（中央社）颱風哈格比過境，造成全台1死
1傷，北市下八仙抽水站一名男職工不慎落水身
亡。勞動局今天表示，初步調查，罹災者疑似是
在清污時，遭撈污機耙齒推落至抽水井內。

颱風哈格比過境，中央災害應變中心3日晚
指出，全國颱風災情共計174件，造成1死1傷
，分別為北市下八仙抽水站齊姓男職工不慎落水
身亡，北市內湖區男騎士因樹倒自摔。

北市勞動局表示，罹災的男職工因緊急處理
垃圾撈除作業，不慎掉落至抽水井致死，經勞動
檢查處派員前往初步調查判定，當時該抽水站3
台撈污機都成運轉模式。

勞動局指出，事發當天中午左右，罹災者因
颱風豪雨造成垃圾堆積於出水口，欲進入撈污機
輸送出口排除撈污垃圾，疑似撈污機耙齒將罹災
者推落至抽水井內，直至傍晚消防人員才在抽水
井內尋獲罹災者。

勞動局表示，按照標準作業流程（SOP），
職工欲清除機械上的垃圾時，尤其對於機械之掃
除、修理或調整有導致危害勞工之虞者，應先停
止相關機械運轉。

另外，勞動局局長陳信瑜表示，本次罹災者
屬職安法適法人員，勞動局將依規定指派專人進
行慰問補助，並盡全力協助家屬辦理後續事宜。

颱風防災北市職工身亡 疑遭機器推落抽水井

（中央社）原住民團體 「原轉小教室」 成員巴奈庫穗等人不服108年期間，在二二八公園放置
桌椅等，遭北市公園處開罰3次，共新台幣7200元，興訟抗罰。北院日前判巴奈勝訴免罰。

為抗議原住民族委員會公告的原住民族土地或部落範圍土地劃設辦法排除私有地，原住民團體
「原轉小教室」 以柔性抗議方式，長期駐紮在靠近捷運台大醫院站一號出口的二二八公園內。

北市府公園處在民國108年7月16日、18日、19日，以巴奈庫穗等人，任意放置桌、椅、箱
、櫃、板架及大型傘架為由，依北市公園管理自治條例第13條規定，總計開罰新台幣7200元。

巴奈庫穗等人不服，提起行政訴訟，由台北地方法院審理。
法院認定，該繳納費用的規定，實質上阻礙本件屬社會上經濟弱勢的原住民族使用公園的傳統

公共論壇發表言論機會；本件行使言論自由的個案情節，未妨礙公眾通行或破壞公園環境設施，因
此判撤銷原處分，巴奈庫穗等人勝訴。還可上訴。

二二八公園遭罰款案 原住民團體興訟勝訴

（中央社）中國國民黨籍新北市議員黃永
昌涉嫌在議員任職時，以人頭詐領助理費。檢
調搜索與偵訊後，法院今天下午裁准檢方聲請
，黃永昌涉違反依貪污治罪條例羈押禁見，黃
妻50萬元交保。

新北市議員黃永昌是第7選區（土城、樹
林、三峽、鶯歌）第3屆市議員，連同其台北
縣第16屆縣議員、新北市第1、2屆市議員，共
擔任4屆議員任期。

新北市議會第1屆任期是2010年12月25
日起，檢調接獲檢舉，黃永昌涉嫌在2009年起
，也就是台北縣議員（新北市議會前身）期間
，以親友等人頭詐領議員助理費，於是立案展
開蒐證與調查。

新北地檢署4日指揮法務部新北市調查處

，發動搜索、約談12名被告、人頭助理、證人
的住家等處所，帶回相關卷證。

檢方偵訊後，依違反貪污治罪條例聲請羈
押禁見黃永昌、黃永昌的妻子張淑玲。其餘人
則分別以新台幣3萬至5萬元交保。至於實際涉
嫌詐領的金額，還要進一步詳細調查核對。

法院表示，新北檢針對被告黃永昌、張淑
玲聲請羈押案，院方於今天下午開庭訊問後，
裁定被告黃永昌羈押，並禁止接見通信。被告
張淑玲裁定以新台幣50萬元交保，並限制住居
，無羈押之必要。被告張淑玲已辦保完畢。

市議員公費助理補助費都由議會編列預算
支付，不是議員薪資，也非議員個人補貼。

民進黨籍新北市議員王淑慧曾涉嫌詐領助
理費約新台幣385萬元，今年6月新北檢以貪污

等罪起訴，新北地院裁定以50萬元交保。
民進黨籍新北市議員高敏慧則涉嫌詐領助

理費新台幣1181萬餘元，被依貪污治罪條例起

訴，新北地院今年1月開庭，高敏慧以新台幣
600萬元交保，限制住居、出境、出海。

新北市議員黃永昌涉詐領助理費 羈押禁見
（中央社）針對北檢偵辦立委涉收賄案，

法務部長蔡清祥今天受訪表示，法務部為行政
機關，並不處理、不涉入、不干預個案，所以
整個案件的執行情形，不是完全的了解。

法務部今天下午與媒體記者茶敘，主題為
「相驗免開刀 CT（電腦斷層掃描）就知道」

，由法醫研究所報告現況，蔡清祥於茶敘結束
後，接受媒體聯訪，做出上述表示。

媒體提問表示，前北檢檢察長（現任台灣
高檢署檢察長）邢泰釗在案子收網前，遭調離
北檢，外傳有更高層的人不希望這個案子去查
下去，且疑有涉案立委在檢調搜索前就聽到風
聲而滅證。

蔡清祥指出，沒有這樣子的聽說，邢泰釗
升任台灣高檢署檢察長，是因為他的表現非常
的優秀，他原本在台北地檢署也帶領檢察官，

辦理很多社會矚目的案件，他升任高檢署檢察
長，是適才適所，跟他辦案的情形無關的，何
況台灣高檢署，也會督導台北地檢署。

蔡清祥強調，法務部是負責法務行政，並
不處理個案，對於個案的處理，法務部是不涉
入、也不干預，所以整個案件的執行情形，不
是完全的了解。個案處理都是由承辦的檢察官
，還有審理的法官，他們來做判斷，法務部都
沒有參與個案的處理。

媒體提問，有一些辦案人員私下透露，怕
立委會反撲，例如利用職權關說，或者是干擾
法務部調查局或地檢署的人事案，法務部會如
何處理。

蔡清祥指出，法務部會做該做的事情，不
管是關說或是人事，都是依法行事。

立委涉收賄案蔡清祥：不干預個案

連戰追思李登輝連戰追思李登輝
前總統李登輝辭世前總統李登輝辭世，，享耆壽享耆壽9898歲歲。。前副總統連戰前副總統連戰（（前左前左））55日上午前往台北賓館追思會場日上午前往台北賓館追思會場

緬懷敬悼緬懷敬悼，，獻花致意獻花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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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澳大利亞山火
致約30億動物喪生或失去棲息地

綜合報導 世界自然基金會(WWF)的壹份最新報告顯示，2019年的

澳大利亞山火造成約30億動物喪生或失去棲息地。

據報道，世界自然基金會表示，這是“現代歷史上最嚴重的

野生動物的災難之壹”。這場席卷澳大利亞各州的山火，從 2019

年 9月壹直持續至 2020年 2月，造成至少 33人在山火中喪生，約有

1146 萬公頃的土地被燒焦，大批哺乳類、爬行類、鳥類動物喪生

或失去棲息地。

科學家此前曾估計，僅新南威爾士州和維多利亞州就有12.5億只動

物喪生。

此次，世界自然基金會委托10位科學家進行重新評估。負責評估的

迪克曼(Chris Dickman)教授表示，他們還不能說出確切的死亡數字，但

他指出，由於缺乏食物和庇護所，動物逃離大火和幸存的機會“可能不

那麼大”。

迪克曼還表示，根據對山火之前的動物密度推測，最終推測的數字

在30億左右，其中不包括魚類和無脊椎類動物。

報道稱，澳大利亞政府 2020 年 2 月曾表示，至少 113 種動物

需要“緊急救助”，這些動物喪失了至少 30%的棲息地，其中

包括考拉、袋鼠和部分鳥類。澳大利亞政府已經投入 5000 萬澳

元用於恢復野生動物棲息地，環保主義者還呼籲政府強化動物

保護法案。

目前，澳大利亞皇家委員會仍在就山火災害展開調查，預計將在10

月公布調查結果。

民調：大部分加拿大人
認為疫情期間應避免進行選舉

綜合報導 壹項7月底進行的民調顯示，大部分加拿大民眾認為在新

冠疫情期間應避免進行選舉活動。

由加拿大電視臺(CTV)委托民調機構納諾斯研究(Nanos Research)於7

月26日至30日對近1100名成年人進行的調查結果顯示，51%的受訪者同

意應在疫情結束或疫苗問世之前避免進行選舉；約20%表示比較同意。

表示“不同意”或“有點不同意”的約占28%。

開展這壹民調的原因是加拿大總理特魯多和財長莫諾近期卷入學生

服務助學金項目風波。作為疫情紓困措施，加政府6月下旬宣布將總額

逾9億加元的助學金項目委托給名為“我們慈善”的機構管理。但該機

構被曝光與特魯多家族和莫諾的家人關系密切。加議會道德專員已就特

魯多和莫諾有無違反《利益沖突法》展開調查。二人也為此向國民公開

道歉。

特魯多所率的自由黨在2019年 10月大選中只贏得少數政府。反

對黨魁北克集團近期揚言，可能在今年9月底議會復會時提出不信

任動議。若屆時議會進行不信任投票且自由黨失利，聯邦大選就會

被觸發。

但根據這項民調，大多數加拿大人並不希望在秋季疫情未了之時又

壹次投入大選。這壹民調同時也顯示，大部分受訪者認為議會應對助學

金項目風波進行全面調查或“關註更重要的事情”。

加拿大環球新聞電視臺5月中旬委托民調機構益普索進行的壹項調

查也顯示，72%的受訪者認為疫情期間應推遲選舉活動。

事實上，加拿大已有壹些省級和市政選舉因疫情原因被延期。在新

不倫瑞克省，原計劃於今年5月舉行的市政選舉被推遲壹年；原定於6

月中旬舉行的兩場省級補選也被延後。在不列顛哥倫比亞省，原定4月

選舉的幾場地方補選也已延期。

惠譽下調美國評級展望至“負面”
綜合報導 將美國主權信用評級展望

由“穩定”下調至“負面”，同時維持

美國長期主權信用評級為“AAA”。

惠 譽說，下調美國主權信用評級展

望至“負面”，以反映美國公共財政的

持續惡化和可靠財政整頓計劃的缺位。

惠譽認為，新冠疫情之前，債務

和赤字高企就已“腐蝕”美國的主權

信用。疫情沖擊之下，美國出臺財政

刺激等措施，進壹步推升債務。11月

總統選舉在即，財政政策走向壹定程

度上依賴於選舉結果，存在政策僵局

持續的風險。

“融資靈活性得到了聯邦儲備(委

員會)幹預以修復金融市場流動性的支

撐，但不能完全消除中期債務持續性

風險，”報告寫道，“存在不斷增加

的風險，美國政策制定者將不能充分鞏

固公共財政以在疫情沖擊過後穩定公共

債務。”

報告預計，到2021年，美國政府債

務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可能超過130%

。這壹數據預計從2023年開始穩定，但

以利率維持低位為前提。然而，“當增

長和通脹開始後，非常低的市場利率能

否維持存在不確定性”。

為應對疫情沖擊，美國國會已經出

臺總額達2.2萬億美元(約合15.3萬億元

人民幣)的經濟紓困法案，為低收入美國

民眾發放現金支票，並為受疫情影響嚴

重的中小企業增設貸款項目。同時，美

聯儲將聯邦基金利率目標區間下調至零

到0.25%的超低水平，並開啟無上限量化

寬松。

7 月 29 日，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

結束貨幣政策會議後發表聲明說，持

續的公共衛生危機將在短期內嚴重影

響經濟活動、就業和通貨膨脹，並在

中期對經濟前景構成相當大的風險。

美國經濟前景將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疫

情進展。

美聯社報道，美國國會預算局預計

，在截至今年9月30日的本財政年度，

財政赤字將達到空前的3.7萬億美元(25.8

萬億元人民幣)。在上壹個財政年度，赤

字為9844億美元(6.9萬億元人民幣)。僅

今年6月，赤字就達到8640億美元(6萬

億元人民幣)，為最高月度水平。

俄羅斯專家：政治活動應讓位於民眾健康安全
綜合報導 俄羅斯專家在接受

記者采訪時表示，俄羅斯推遲修

憲全民投票是正確決定。為了防

止疫情擴散，應避免在疫情高峰

期舉行大型公眾活動。政治活動

應讓位於民眾健康安全。

全俄修憲投票原計劃於4月

舉行，後因當時俄羅斯疫情而被

推遲至6月底 7月初舉行。俄羅

斯總統普京曾多次強調，最重要

的是人們的健康和安全，因此投

票日期必須推遲。俄羅斯中央選

舉委員會也表示，將在疫情穩定

之後擇期舉行憲法修正案全民投

票。目前全俄修憲投票已順利舉

行，俄羅斯疫情處於穩定狀態。

俄聯邦總統直屬國民經濟與

公共管理大學商學院副教授列昂

尼德· 黃認為，投票通常是在投票

點這樣的狹小範圍內進行，在疫

情高峰時舉行投票，無疑會加大

疫情傳播風險。因此延後投票，

是政府負責任的體現。政治活動

應該讓位於民眾健康安全。

列昂尼德· 黃說，從實際效果

看，俄羅斯政府延後投票的決定

獲得了民眾的理解和支持。同時

，在疫情高峰之後舉行投票也有

利於提高投票率。

俄中衛生醫療保健中心主

任醫師瓦洛佳說，在疫情期間

舉行全民投票是十分危險的，

不利於防疫工作開展。我們觀

察到這壹次俄羅斯修憲全民投

票後，沒有出現疫情反彈，這

與俄羅斯在投票期間出臺了嚴

格防疫措施有關，同時也與俄

羅斯及時出臺推遲投票的決定

有關。避免在疫情高峰期舉辦

大型公眾活動是全球慣例，除

了俄羅斯外，俄羅斯鄰國也是

這樣做的，如亞美尼亞、黑山

、摩爾多瓦等國家均推遲了原

定的政治活動投票計劃。

瓦洛佳提到，為了防止疫情

擴散，最重要的還是要避免舉行

大規模公眾活動。目前俄羅斯疫

情雖然穩定，但各聯邦主體依然

在謹慎地遵守這壹原則。

據俄新冠病毒疫情防控指揮

部29日消息，至當日俄累計新冠

病毒感染病例達到828990例。據

統計，自7月以來，全俄單日新

增病例維持在五六千左右。俄總

統普京29日表示，俄疫情目前處

於穩定狀態。

日本打造“未來車站”
消毒、送餐機器人將上崗

綜合報導 在3月啟用的東京山手線第30個新

車站“高輪Gateway站”內，東日本鐵路公司(JR

東日本)正在全力推進擁有消毒、送餐和運送行李

等功能的機器人實證試驗。

據報道，該車站被定位為機器人技術的試驗場

。為防止新冠病毒傳播，該公司還考慮使用能消毒

的機器人，為實現商用而加快測試。

JR 東日本 7 月 27 日向媒體展示了相關試

驗。消毒機器人借助傳感器和 3D 攝像頭，在

不撞到人和墻壁的情況下巡回，給扶手噴灑

消毒液。

另外，外形模仿山手線列車的機器人可以

把咖啡送到車站會議室，然後自動歸位。裝載

行李箱自動行走的機器人及適合小範圍移動的

交通工具“Personal Mobility”也在車站內緩慢

移動。

報道指出，新車站的宣傳語是“未來車站”。

為了開發新技術及乘客服務，車站從啟用伊始就投

入了活用人工智能(AI)的機器人，用來引導乘客換

乘和探查可疑物品。JR東日本打算通過不斷試驗

和試運用，推廣至各地的車站。

技術革新推進總部部長佐藤勛表示：“由

於新冠疫情導致社會形勢變化，消毒自動化

和與乘客的非接觸式物品運送機制變得重要

起來。希望員工與機器人能成為壹體，提供

新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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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美國

美國陸軍和海軍正聯手開發高超音速武器
，而陸軍4日在年度太空與飛彈防禦（Space
and Missile Defense，SMD）座談會的視訊簡
報中，首度公開了今年稍早試射高超音速飛彈
，並擊中目標的畫面。

據《動力》（The Drive）網4日報導，這
次試射名為 「飛行實驗 2」 （Flight Experi-
ment 2），而未來研製成功的飛彈將供地面部
隊和潛艦發射。短片顯示，高超音速飛彈今年
3月19日出現在夏威夷考艾島太平洋飛彈試射
場（Pacific Missile Range Facility）的發射平
台，接著就跳到先前公開的發射畫面，隨後只
見飛彈迅速擊中目標。

不過，由於事涉機密，快速能力和重大技
術 辦 公 室 （Rapid Capabilities and Critical
Technologies Office） 主 任 瑟 古 德 （Neil
Thurgood）只在影片的旁白中說，飛彈迅速發

射，但並未透露具體的速度。
而五角大廈先前曾說，美方的高超音速武

器能讓陸、海軍打擊數百，甚至數千英里外的
目標，飛速可高達17馬赫。

今年3月美國陸軍與海軍說，測試在2017
年10月 「飛行實驗1」 的成功試射上奠定了基
礎 。 據 悉 2017 年 時 ， 美 方 從 俄 亥 俄 級
（Ohio-class）核潛艦發射了高超音速飛彈原
型。

按照計畫，美國陸軍希望，能在2022年
進行完整地面系統測試，並在2023年系統發
揮初始戰力時讓系統服役。而海軍則打算先讓
高超音速飛彈武裝第五批次（Block V）維吉尼
亞級（Virginia-class ）核動力攻擊潛艦。然而
，海軍版高超音速飛彈可能要等到2020年代
後期可能才會服役。

太平洋試射 美首曝高超音速飛彈擊中目標震撼畫面

駐日本沖繩美軍hapi 一架F-15戰機，4
日上午10時30分左右在沖繩縣附近空域掉落
一個重量約3.6公斤的零件，並在同日傍晚通
報日本沖繩防衛局，目前所知暫未傳出傷亡或
物損。

日本琉球新報報導，今天得知這架F-15
戰機是駐沖繩美軍嘉手納基地所屬，駐沖繩美
國空軍在掉落零件後並沒有停飛同型機，今天
依然在嘉手納基地不斷起降。

沖繩防衛局表示，F-15戰機昨天掉落的物
品落點不詳，但根據美軍情報指出，不論掉落
在海裡或陸地上，都是在沖繩附近。

美軍推測，如果掉在海裡的話，大約是嘉
手納基地東南東方約100公里外海；如果掉在
陸地上的話，有可能在沿著國道（類似台灣的
省道）58號一帶的地區。

掉落零件目前尚未傳出造成人員傷亡或物
品損壞。

回顧過往，駐沖繩美軍嘉手納基地所屬的
一架F-15戰機，2018年2月也曾掉落過天線
；同年6月也發生F-15戰機墜機事故。

另外，美軍F/A-18戰機曾在今年2月以嘉
手納基地為據點進行訓練時，掉落過油箱外蓋
。

沖繩美軍F-15掉落逾3公斤零件 暫未傳傷亡
SpaceX的乘員飛龍(Crew Dragon)在本星期

成功的將2名太空人帶回來，當然是重要的成就
，不過對於他們本周還有另一個重要進展，就是
SN-5測試火箭跳躍成功，巨大的鋼桶在德州南
部發射台起跳，一躍就是150公尺左右，然後再
有控制的降落於著陸區。

太空飛行(Space Flight Now)報導，SN-5的
測試，是將全尺寸的燃料箱與1具猛禽發動機
(Raptor engine)的組合。根據SpaceX的說法，
可推力節流的猛禽發動機，在全功率下可產生高
達440,000磅(200噸)的推力，是有史以來推力
最強大的甲烷燃料火箭發動機。

由於只是測試用，SN-5沒有鼻錐和尾翼，
使它看起來個大鋼桶。雖然如此簡單，它仍然相
然巨大，長度達到30公尺，直徑也有9公尺，也
正因為巨大，所以SN-5安裝好幾具方向噴嘴，
以確保重心保持在中間避免翻倒。

SpaceX將測試影片全程在YouTube上直播
發表，就看到在轟然的巨響後，SN-5搖搖晃晃
的升空，飛行過程大約45秒，飛到150公尺外
的降落點，火箭底部的6支支架伸展，使SN-5
穩定的著陸。

「目標是星辰大海」 的伊隆馬斯克(Elon
Musk)，在得知測試成功後，在自己的推特上發

「前進火星的目標已愈來愈真實，進步正在加速
中。」

星艦太空船是馬斯克願景的核心，他希望能
帶領人們前往火星。馬斯克說，未來的太空船可
以一趟將100人送往火星。

SpaceX也預告將來的測試計畫，下一階段
的挑戰是設計更大的測試火箭，將會把鼻錐與鰭
片安裝裝上去，而底部的引擎也從1具增加到3
具，這樣做的難度將陡然提升，因為3具引擎造
成的底部高熱與振動都會加劇。

NASA也密切注視著SpaceX的研發動向，
NASA 的科學任務部門主管湯瑪斯·祖布森
（Thomas Zurbuchen）表示，NASA正在考慮
使用星艦火箭，作為未來重返月球的主要載具。

但是NASA自己也有研發火箭與太空船，就
是由波音公司主要承包製作的SLS太空發射系統
巨型火箭，以及獵戶座太空船(Orion space craft)
。只是這兩個研發案的進度都顯得落後，可能無
法趕在2024年完成。

原本 NASA 局長吉姆‧布萊登斯汀（Jim
Bridenstine）曾表示，SLS和獵戶座太空船，是
2024年重返月球的唯一選擇，但是他在今年4月
有些改口，說： 「SpaceX的星艦或其他運載火
箭，絕對可以改變太空探索的遊戲規則。」

SpaceX 「飛天巨桶」 SN-5測試成功 跳高150公尺

因應中國大陸崛起，印太戰略正成為新的外交熱點，印太地
區也成了中美角力的新戰場。在印太戰略中扮演吃重角色的澳洲
最近警告，區內的軍事化速度前所未見，中美爆發熱戰不再是不
可想像的事。

澳洲總理莫里森5日以視訊方式出席美國科羅拉多州亞斯本
安全論壇，指出澳洲與想法一致的盟國（美、日、印）建立印太
聯盟將是他施政的 「重中之重」 。他說： 「印太是當前戰略競爭

的中心，此處因為領土爭議導致
緊張加劇。」

對於中美的緊張與對峙，他的看法較前總理陸克文少了些戲
劇性。陸克文上周在《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撰文，指
陸美在未來3個月（美國選前）爆發武裝衝突的風險 「特別高」
。莫里森回應稱，他的政府在上個月更新的國防政策白皮書裡表
達過類似觀點，只不過表達方式與陸克文不同，也沒有後者戲劇
化。

他說： 「在《二○二○國防戰略更新》，我們承認之前被視
為無法想像、連可能都談不上的事，再也不用那樣的脈絡考慮了
」 。美聯社指，莫里森的言論顯示他認為陸美可能爆發熱戰，但
立場沒有陸克文戲劇化。

不同於華府許多人，莫里森不認為陸美陷入新冷戰，稱情況
與美蘇冷戰大相徑庭。他說，對於如何因應大陸在南海的強勢作
為、中印邊境衝突、在香港擴權，他沒有答案，但自己是樂觀主
義者，重要的是有可達成的建設性及戰略平衡。

澳總理稱陸美熱戰不再是不可想像的事澳總理稱陸美熱戰不再是不可想像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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