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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03-TOP ONE群智貸款C6_A1

713 - 364 -7788 
832 - 498 - 7566

群智貸款

Michelle Young  
 通國、英、粵語、韓語

● 外國人貸款，保證最低
   最低利息。B1, B2, 
   J1保證通過
● 只要一年P&L盈虧表，
   不查稅表
● W2用一年VOE貸款方式
● 不查收入貸款
● Construction Loan,
   Lot Lo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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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您欲罷不能的煲仔飯

TeL:713-777-8838 
9888 Bellaire Blvd #138 Houston, TX 77036

煲來飽去位於黃金廣場燕窩城隔壁

精緻的小菜

Happy Hour 週一到週四２：３０～５:３０　凡來店內消費一個主餐便送一杯飲品
招聘：長工，企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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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報導）全球競相研發新
冠肺炎疫苗，俄羅斯副衛生部長格
列德涅夫（Oleg Gridnev）今天表示
，世界首款新冠肺炎疫苗將於12日
註冊，醫療專業人員和長者將優先
接種。

格列德涅夫表示，疫苗正進行
最後的第3階段測試，以確保疫苗安
全，會在接種者產生免疫力後判斷
有效性。俄羅斯政府先前表示，將
於10月開始大規模接種疫苗計劃，
所有費用由國家支付。

世界衛生組織表示，全球目前
約有165種疫苗處於試驗階段，當中
26種已進入臨床試驗，6種已進入3
期臨床試驗階段的疫苗當中有3種來
自中國。

（（路透社路透社））

首款新冠疫苗下周註冊首款新冠疫苗下周註冊 醫護及長者優先醫護及長者優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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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客超市

BAKERY
PRODUCE
MEAT MARKET
SEAFOOD
GROCERY

1525 S Mason Rd,
Katy, TX 77450

面包店
蔬菜部
肉部

海鮮部
雜貨部

(832) 680-2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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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休斯敦一位廿九歲非裔人士李布䒹斯
叁世是名罪犯，從二00七年來 ，他曾經被控
搶劫，酒醉駕車，十七歲時就犯了銀行詐欺，
非法持有武器等罪名，並且多次進出監獄，但
他居然有辦法虛設公司，向聯邦政府申報超過
百萬美元新冠疫情之救助款項，並用於購買名
錶，名車及到聲色場所揮霍。

布䒹斯之犯罪行為正充分顕示許多不法之
徒正在利用新冠病毒肆虐之時，趁機詐騙政府

之補助金，他們之行為， 真令人不齒。
從另一角度而言，也說明我們教育之失敗

， 許多聰明絕頂之孩童 ，因生長在不正常之家
庭環境中， 諸如單親或無父母之照顧 ，孩童時
代就已流落街頭，他們只有利用小聰明做壞事
。

疫情不斷擴散，經濟下滑，政治混亂，是
百年來之挑戰，聯邦政府面對紓困方案之發放
，也無法做到盡善盡美。

美國新冠疫情日記美國新冠疫情日記88//0707//20202020

A Houston man is accused of bilking the
government of $1.6 million allocated for
coronavirus relief. He spent the money on
expensive cars, watches and strip clubs.

29-year old Lee Price has been in trouble with the
law since he was 17 years old. In the past, he has
been charged and convicted as an adult for forgery
of a government instrument. In 2009, he was
convicted of theft and spent time in jail. Other past
records include driving while intoxicated and
robbery with threat in 2011. Most recently, Price
was charged for wire fraud and bank fraud while
being out on bond and in possession of a weapon
and tampering with a government record charge.

Price’s case really represents a lot of crooks who
are using this pandemic to cheat the federal
government. They become criminals and do
whatever they can to cheat the average people too.

It is very sad in the case of Price who at an early
age didn’t use his talent to do the right thing. A lot
of kids like him are from broken families and never
got an education.

This is a real problem in our society. Many young
people are like Lee Price. If they don’t go to
school, they never get any skills to look for a job in
order to survive. Following that path, they will

eventually join
organized crime
and continue to
steal and rob
and become a
social liability.

Price’s case
is more than his
just being a
criminal. He is
also stealing
money and
benefits from
those people
who are really
suffering in the
pandemic.

A Cheater In Our SocietyA Cheater In Our Society發的是國難財發的是國難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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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印確診數均突破12萬
菲律賓躍居東南亞第一

在國務卿蓬佩奧鄭重傳達”清潔網絡”
（Clean Network）,嚴格規範與限制中國運營
商、在線商店、應用程序、雲端服務與電纜五
大計劃後，川普總統又援引了”國家緊急法”
與”國際緊急經濟權利法”一口氣連下兩道行
政命令, 禁止美國公司與個人在45天後與中國
TikTok的母公司字節跳動與微信的母公司騰
訊進行業務往來。

川普所使用的文字很曖昧, 但意思很明白
，那就是: TikTok與微信如不在一個半月內與
中國一刀兩斷, 變成美國公司,他們將無法在這
裡存活下去。

川普在行政命令中所提到的”業務往來”
一詞含糊不清, 一般市井小民在使用TikTok或
微信兩款社群平台時，算不算是與他們有業務
往來呢？當然不算! 所以依照這兩紙行政命令
的文字來看，我們當然可以繼續使用TikTok
或微信的，但問題出在白宮也推出了極其嚴苛
的審核管理制度，一旦用戶出了違法之事，字
節跳動與騰訊公司必然會被美國政府以天價重

罰，他們敢冒這個險嗎？
所以這兩家公司最安全的選擇就是被動把

公司賣給美國人，TikTok深受美國年輕人的
歡迎,應該可以與微軟達成交易,但是微信則不
然,因為它的使用者絕大多數是海外華人,他們
使用微信最主要的功能是與國內連繫，一旦被
美國切斷了與國內的溝通管道,微信的功能必
將盡失, 所以不太可能找到美國的買主,而白宮
之所以不敢明目張膽禁掉微信是避免可能帶來
的訴訟官司，所以乾脆讓騰訊知難而退出美國
,自己把微信關掉以免後患無窮!

川普的專長就是築牆，他從上任總統的第
一天開始就在美墨邊界築牆以防範他口中所說
的墨西哥毒犯與強姦犯, 現在川普又對中國築
起另外一道牆，他冠冕堂皇的說是為了確保美
國人民的個資不被中國收集盜竊, 他拿不出石
錘的證據, 說詞也十分牽強, 但他就是不願意
說出是因為仇中忌中，以及畏懼中國新興力量
的崛起與強大, 所以我們廣大華裔選民在11月
3日不應該把票投給川普!

【李著華觀點: 川普向中國築起一道牆】
(本報訊)東南亞新冠疫情仍然嚴峻。據香港

中通社7日報導，印尼累計確診病例已升至12
萬1226例。菲律賓累計確診12萬2754例。菲律
賓確診總人數超越印尼躍居東南亞第一。

印尼政府新冠肺炎疫情官方網站8月7日公
布的最新數據顯示，印尼新冠肺炎累計確診病
例已升至12萬1226例，新增2473例。目前，有
7萬7557名患者治癒，另有5593例死亡病例。
過去24小時，新增治癒患者1912人，死亡病例
增加72例。

菲律賓衛生部8月7日發布消息稱，菲律賓
當日新增3379例確診病例，累計達12萬2754例
。此外，新增死亡病例24例，累計死亡2168例
。同時，新增治癒病例96例，累計治癒人數為
6萬6852人。

今年 3 月，菲律賓曾實施嚴格社區隔離措
施以遏止疫情傳播，但從6月起逐步放鬆全國
絕大部分地區的社區隔離措施，允許各行業逐
步復產復工。由於近期全國新冠確診病例數增
長迅速，菲政府8月2日宣布，自4日起在包括
首都馬尼拉在內的部分地區重新收緊防疫隔離
措施，為期半個月。

泰國則已超過兩個月無本土傳播病例。據
《聯合早報》7日消息，泰國教育部長納塔蓬表
示，泰國將在8月13日允許學校全面復課。納
塔蓬說，學校可在無任何人數限制或社交距離
措施下復課。他說，泰國新冠疫情管理中心已
同意針對學校復課放寬限制，預計8月10日也

將獲得總理巴育批准。
泰國公立學校自 7 月初在確診病例下降時

已允許部分復課，但學生之間需遵守1.5公尺的
社交距離，每間教室最多只能容納25人。一些
規模較大的學校也要求學生每隔一天上課，以
避免學校過度擁擠。

泰國自5月26日後無新增本土傳播病例。
泰國7日新增15例確診病例，都是在國家檢疫
中心確診，累計病例達3345例。

據柬埔寨衛生部通報，該國連續兩天無新
增確診病例，截至8月7日上午，柬埔寨累計確
診243例，累計治癒214例。

另據新華社報導，菲律賓國家統計局8月6
日公布的數據顯示，今年第二季度菲律賓國內
生產總值（GDP）同比下滑16.5％，為1981年
有紀錄以來最大同比季度降幅。

菲律賓國家統計局負責人丹尼斯·馬帕當天
表示，由新冠疫情引起的經濟大規模 「停擺」
和消費停滯是該國第二季度陷入嚴重經濟萎縮
的重要原因。

數據顯示，在受疫情影響較嚴重的幾個經
濟部門中，菲律賓交通運輸倉儲業下滑59.2％
，建築業下滑33.5％，製造業下滑21.3％。

這是自1991年以來，菲律賓首次連續兩個
季度經濟下滑。該國今年第一季度GDP同比下
滑0.7％。馬帕指出，這表明菲律賓經濟已滿足
進入技術性衰退的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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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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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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物大遷徙如期而至
肯尼亞馬賽馬拉保護區旅遊逐步恢復

綜合報導 盡管受到新冠疫情影響，壹些遊客到肯尼亞馬賽馬拉

國家保護區，興致勃勃地觀看從坦桑尼亞遷徙來的角馬。

位於肯尼亞西南部的馬賽馬拉國家保護區與坦桑尼亞的塞倫蓋

蒂國家公園隔河相望。每年7月至9月是坦桑尼亞的旱季。為了追逐

水源和青草，以角馬和斑馬為主的數以百萬計的動物從坦桑尼亞塞

倫蓋蒂向肯尼亞馬賽馬拉遷徙。動物們在往返途中需兩次渡過鱷魚

出沒的馬拉河，於10月返回塞倫蓋蒂。

新冠疫情給肯尼亞旅遊業帶來巨大沖擊。往年，動物大遷徙

時期是肯尼亞旅遊旺季，吸引世界各地遊客前來觀看。肯尼亞於 7

月 15日和 8月 1日分別恢復國內和國際客運航班，帶動旅遊業是目

的之壹。此前受疫情影響，馬賽馬拉國家保護區內多數營地都已

關閉。

導遊埃利莎· 金泰對當地媒體介紹說，目前角馬進入馬賽馬拉

國家保護區已經兩周了，現在至少有 150萬只角馬正享受著這裏的

綠色草場。

瑪萊卡營地是當前已經開放的營地之壹，滿足了政府規定的所

有重新開放條件，包括設置洗手區、餐桌間距 1.5 米等。該營地的

負責人約翰· 特穆特說：“我們營地可容納25人，上周五和周六都

住滿了。我們接待的所有遊客都來自內羅畢，他們在入住前必須檢

測體溫。”

目前，保護區內至少有200個營地和旅館正在為外國遊客的到來做

準備，其中約10個已做好接待準備。

德國單日新增病例創5月以來新高
確診人數逼近21萬

綜合報導 德國聯邦疾控機構羅伯特· 科赫研究所公布的當天該國新

增確診感染新冠病毒人數達到902人，單日新增病例數為今年5月以來

最高。截至當晚，德國累計確診感染人數已達20.95萬。

據德國“時代在線”報道，截至當地時間30日晚21時55分，德國

累計確診209543人、治愈191781人、死亡9310人。

自5月中旬以來，德國國內疫情趨於平穩，單日新增長期維持在

300-500人左右。但近兩周以來，由於屠宰場等地暴發聚集性感染等因素

，德國每日新增確診人數出現大幅上升。根據羅伯特· 科赫研究所公布

的疫情數據，截至7月28日的7天內，德國新增確診病例為3611人，與

前壹周(7月15-21日)的2809人相比出現明顯上升。

為應對暑期出遊高峰可能帶來的輸入性感染風險，德國聯邦衛生部

長施潘宣布，德國將從8月第壹周起對所有從“新冠疫情風險地區”返

程的旅客實施強制檢測。檢測費用將由醫保承擔。記者盤點發現，德國

最大空港法蘭克福機場和首都柏林的兩處機場均已設置了新冠檢測點。

此外，科隆-波恩機場、漢堡機場、萊比錫-哈勒機場、慕尼黑機場等處

亦已設置檢測點。

在經歷疫情期間的長期關閉後，8月起德國各地中小學將陸續開學

。在疾控機構擔憂暴發第二波疫情的當下，校園防疫同樣成為各界關註

的焦點。作為預防措施，柏林市當天宣布，下壹學期開學後，中小學內

的師生和工作人員必須佩戴口罩。不過，柏林市同時規定，師生在上課

時和在操場上時無需佩戴口罩，托兒所亦無需強制佩戴。

俄羅斯國防部宣布，開始測試

“別爾哥羅德”號核潛艇，它將成為

首個裝配有核動力“波塞冬”無人潛

艇的載體。報道指出，這艘載有特別

戰鬥部的核動力無人潛艇，是俄羅斯

對美國部署反導系統的有效回應，

“讓西方國家神經過敏”，“極為緊

張”。

測試深水核動力裝置
技術特性引美國註目
文章稱，2018年春，俄聯邦總統弗

拉基米爾· 普京通過議會國情咨文，向公

眾介紹了俄羅斯無人攻擊潛艇的信息

。但早在 2016年 12月，美國中央情報

局宣布，俄羅斯已經測試了深水核動力

裝置。

此裝置類似大型魚雷，是小型機器

人核潛艇。據西方軍事專家評估，其排

水量為數十噸，只有特制的潛艇載體才

能運送。2019年 2月，有消息稱，“波

塞冬”已經證明了自己的技術特性。

報道稱，無人潛艇航速和下潛深度

，即使是最為先進的“大型”水下導彈

巡洋艦也無法企及。它可獨自沿最佳航

線，到達目標點，而且航程距離不限。

如此，對北約潛艇攔截系統來說，“波

塞冬”是極為復雜的目標。

可攜帶核彈、熱核戰鬥部
“壹直處於戰鬥狀態”
據報道，無人潛艇既可攜帶普通戰

鬥部，也可攜帶核彈或熱核戰鬥部。專

家們認為，其威力足以將海軍基地炸成

灰塵，或者通過“人工海嘯”，淹沒沿

岸城市。

“別爾哥羅德”號核潛艇是“波塞

冬”的運送載體，將於 2020 年年末列

裝海軍。1992 年，俄方開始籌建這款

潛艇，20年後，按特別設計對其進行

了改裝。艇體加長了 30米，排水量增

至3萬噸。

據介紹，“別爾哥羅德”號的重要

特性是航行螺旋槳，絕對的低噪音。也

就是說，能夠靜悄悄地進入攻擊邊界，

發射“波塞冬”。各種資料顯示，壹艘

潛艇可攜帶2-6艘無人潛艇。

軍事專家亞歷山大· 日嶺向衛星通

訊社介紹，“載人潛艇當然是威力巨

大的武器，但也有局限性，即人為因

素。而‘波塞冬’可壹直處於戰鬥狀

態，在任何時候完成部署的任務。此

類型無人潛艇，可通過加載的軟件進

行控制。”

“波塞冬”讓西方“神經過敏”

美為何限制俄軍工發展？
報道認為，“波塞冬”讓美國軍

政界極為緊張。大多數西方分析師認

為，載有特別戰鬥部的核動力無人潛

艇，是俄羅斯對美國部署反導系統的

有效回應。

2020年 7月初，美國總統軍控特使

馬歇爾· 比林斯利指出，“波塞冬”和

“海燕”核動力巡航導彈是“可怕的武

器”，應將其列入《第三階段消減戰略

武器條約》框架。

此外，美方認為，還要加上“鋯

石”超音速反艦導彈。不然的話，美

國將拒絕延長《第三階段消減戰略武

器條約》。

但報道指出，很難說莫斯科會否屈

服於壓力。報道進壹步指出，華盛頓有

意限制俄羅斯軍工綜合體技術進步，原

因在於，美國沒有此類研究成果。

搜救犬反被救！
聖伯納犬腿傷受困 16人擡它下山

綜合報導 聖伯納犬原本

以山地搜救犬的形象聞名，

但近日，壹只聖伯納犬卻成

為了救援對象。它因為腿傷

而受困英格蘭地區最高峰，

當地救援隊出動16名搜救人

員，使用擔架、耗時5個小時

才順利將它帶下山。

據報道，這只名為“戴

西”(Daisy)的四歲聖伯納犬

日前跟主人壹同到英格蘭最

高 峰 、 斯 科 費 爾 峰 (Scafell

Pike)，不料 24日下山途中，

出現後腿疼痛的情況而不願

繼續行走。

沃斯代爾山區救援隊隊員

隨後出動，用擔架將戴西擡下

山。據法新社消息，共有16名

搜救隊員參與這項救援行動。

當搜救隊抵達戴西受困的地點

後，他們小心翼翼地靠近它，

並在零食的協助下評估它的狀

況並施打止痛藥。

救援隊員還說，為了讓

重達55公斤的戴西移到擔架

上，需要給它許多零食。除

此之外，這次行動與其他針

對登山者的搜救相比並沒有

太大不同。

從影片中可看到救援隊員

沿途涉過河流，還要舉著擔架

越過圍欄，當他們抵達山腳下

時，戴西終於能起來行走，甚

至還小幅度地搖搖尾巴。

對於有損聖伯納犬奔馳

雪地的形象，搜救隊員說，

“它明顯感到有點愧疚”，

也有點難為情。

聖伯納犬最早是被瑞士

與意大利交界、大聖伯納山

口的修道士培育成探路救援

犬，近幾個世紀來，聖伯納

犬因為拯救了許多民眾而享

有盛名。

意大利高鐵首日恢復全員載客
衛生部緊急下令叫停

綜合報導 日前，意大利鐵路公司、

陸路運輸公司紛紛發布公告，將逐步放

開載客量的限制，並允許全員載客。此

舉遭到了衛生部和專家的強烈反對，意

大利衛生部8月1日頒布臨時法令，要求

公共交通運輸企業必須確保乘客安全社

交距離。

據報道，根據意大利國家鐵路公司

(Trenitalia)和意大利新旅客交通鐵路公司

(Italo)公告，從8月1日起，意大利高速

列車座位將全員向乘客開放。同日，意

大利火車站、互聯網售票系統和售票網

點，已開始按100%的上座率，向乘客出

售車票。

意大利倫巴第大區新防疫法令規定

，從9月10日開始，將允許通勤列車、

公交車、有軌電車和地鐵滿員載客，並

允許不超過座位人數50%的乘客站立乘

車，但所有乘客必須佩戴口罩。

意大利總理孔特7月15日曾簽署壹

項交通法令，該法令規定，高速列車在

滿足某種條件的情況下，可適當放寬對

載客量的限制。

該法令規定，

首先，乘客上車前

應進行熱掃描和體

溫檢測；其次，乘

客必須填寫自我聲

明，保證沒有與陽

性患者有過接觸；

第三，所有乘客均

必須佩戴口罩，並

且每4小時更換壹

次新口罩。

意大利高速列車取消對載客量限制

的首日，立即遭到了醫學界的強烈不滿

，並引發社會各界擔憂。意大利高等衛

生委員會主席佛朗哥· 洛卡特裏(Franco

Locatelli)表示，鐵路公司的決定令人震

驚，需要重新考慮；拉齊奧大區衛生局

指出，鐵路部門的做法是在向公眾傳達

錯誤的防疫信息。

當地時間1日下午，意大利衛生部

長羅伯托· 斯佩蘭薩(Roberto Speranza)在

征求專家和政府內閣意見後，衛生部立

即頒布法令，要求鐵路公司必須保持乘

客安全社交距離。並再次重申，保持社

交距離和佩戴口罩具有強制性，任何單

位必須嚴格遵守法令。

意大利基礎設施和運輸部長保拉·

代· 米凱利 (Paola De Micheli)對此回應

表示，運輸部將敦促鐵路部門，爭取在8

月7日左右制定出壹套新的客運方案。

並停止繼續全員售票，已售出的車票將

由鐵路公司協調解決。

俄測試可搭載核彈無人潛艇
俄媒：西方“極為緊張”



AA77美國新聞
星期六       2020年8月8日       Saturday, August 8, 2020

（綜合報導）據南韓《朝鮮日報》7日報導，美國總統川
普被問到 「如果連任，最先要做的事情是什麼」，他回應說是
重建美國經濟，以及提高同盟國防衛費分擔金。關於同盟國，
川普反覆提到： 「他們多年來占了我們（美國）不少便宜
（ripped us off）。欠款（delinquent）不支付分擔金」， 「必須
付錢」。

在5日的採訪中，記者提問： 「第二任期最先要做的事情
是什麼」，川普稱： 「創造更好的經濟」， 「我們（美國）將
重新成為優秀的製造國，我將會從包括同盟國在內占了我們這
麼多年便宜的國家討回美國企業和貿易。」在接下來的3分多
鐘時間裡，川普一直在聲討同盟國。

川普表示： 「我們為他們提供軍事保護，他們卻在貿易和
軍事方面利用我們」， 「因為有的時候，他們不支付軍事費用
。」他還表示： 「為什麼我們要保護其他國家，還不能收取相
應的費用」， 「他們在貿易上利用我們，我們卻什麼都得不到
。」

據《朝鮮日報》報導，川普尤其就最近決定的縮減駐外美
軍一事表示： 「德國滯納分擔金。欠了我們數十億美元」，
「德國是富裕的國家，應該付錢。」川普當天雖然沒有具體提

到韓國，但輿論持續認為，在美韓防衛費分擔金的談判中，川
普可能會祭出縮減駐韓美軍的籌碼。

當天，美國國防部長艾思博出席由美國智庫主辦的 「As-

pen 戰略論壇」稱： 「我們一直主張公平的分擔金是（各國
GDP的）2％左右，坦白說我認為，國家越富有，金額就應該
越高，這是合情合理的」， 「無論在亞洲還是在其他地方，我
們都向同盟國闡明了這一標準。」

此外，民主黨準總統候選人、前副總統拜登方面的人士當
天出席同一活動表示，應恢復和加強同盟關係。拜登陣營的外
交政策首席顧問、前副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

表示： 「如果拜登當選，將給（美國）同其他民主國家的
同盟和夥伴關係重新注入活力，開始重建美國國力的基礎。」

（綜合報導）美國前白宮國家安全顧問史考克羅（Brent
Scowcroft）周五（7日）辭世，享耆壽95歲。這位前軍方將領
在福特和老布希兩位共和黨總統的時代擔任過國安顧問，他後
來批評小布希總統對伊拉克發動戰爭的政策。

路透報導，布希家族發言人周五發布聲明說，史考克羅壽
終正寢。他曾投身軍旅長達29年，官至空軍中將，對美國國家
安全政策發揮影響力數十年。

史考克羅曾參與調查雷根總統任內的 「伊朗門」醜聞，在
老布希總統（George H.W. Bush）時代策劃1991年的波斯灣戰
爭，將伊拉克部隊逐出科威特。美國贏得這場戰爭後，老布希
盛讚他的貢獻。

不過，史克克羅對小布希（George W. Bush）的外交政策
不太認同，尤其是小布希下令入侵伊拉克，推翻獨裁者海珊
（Saddam Hussein），導致美軍由2003至2011年深陷伊拉克戰
事。

縱觀近代美國政府高階政策幕僚，史考克羅或許並不為人
熟悉，但他縱橫美國政壇40餘年，前後擔任橫跨民主、共和黨
7名美國總統策士，堪稱一部活生生的近代美國政治史。

出身軍旅的史考克羅，曾任福特（Gerald Ford）與老布希
政府的國家安全顧問，1972年陪同尼克森（Richard Nixon）訪
中破冰，1975 年在越戰尾聲執行美軍撤離越南任務，隨後在
1990 年代初期蘇聯崩潰之際主導美國的俄羅斯政策，同時在
1991年波灣戰爭中負責主要戰略構思，於眾多歷史性事件中扮

演關鍵角色。
史考克羅被形容為不拘泥於黨派意識形態的溫和派共和黨

人，他自認為 「傳統主義者」，相信美國外交政策必須與盟國
和國際組織合作，因此對小布希主張的單邊主義多所批評。他
在2002年認為伊拉克和蓋達組織之間的連結太過薄弱，而且推
翻海珊不利於美國的國際反恐，會破壞世人對美國的信任，成
為少數反對美國入侵伊拉克的共和黨人，事後證明史考克羅說
法不虛。

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他兩度被老布希派遣秘訪北京，成
為史考克羅漫長政治生涯中少數的爭議。六四大屠殺一個月過
後，史考克羅銜命秘訪鄧小平，準備開始修補美中關係，12月
再度赴中，卻遭美國電視台拍到與 「六四屠夫」李鵬互相敬酒
畫面。當時美國仍對中國執行武器禁運，秘訪顯示美國口中譴
責中國違反人權，卻已準備暗渡陳倉，在美國國內飽受批評。

儘管如此，史考克羅最大的政治成就，咸認為他主導的蘇
聯政策。1979年，他在民主黨總統卡特（Jimmy Carter）任內
，促使美俄簽下《限制戰略武器條約》（Strategic Arms Limita-
tion Treaty），條約雖未獲美國國會批准，卻是近代兩大強權
首次針對限制核武進行實質討論。蘇聯垮台之際，他也選擇支
持領導人戈巴契夫（Mikhail Gorbachev） 「而非羞辱他」，最
終達成俄軍撤出東歐，以及 「統一（後的）德國」加入北約組
織的不可能任務，史考克羅因而被讚譽為 「後共黨時代蘇聯政
策的設計師」。

1991年波灣戰爭中，史考克羅將戰略目標設限於將伊拉克
部隊逐出科威特，同時選擇不推翻海珊，使這場戰爭成為老布
希最大的政治勝利。

史考克羅於1925年出生於猶他州奧格登（Ogden），是不
菸不酒的虔誠摩門教徒，1947年西點軍校畢業後加入空軍，原
夢想成為戰機飛行員，但1949年駕駛P-51野馬戰鬥機墜機輕
傷，使他揮別飛行生涯，此後進入國際關係領域，獲哥倫比亞
大學國關博士，他的語言造詣亦不凡，精通俄語與斯拉夫語。

1973 年他獲國家安全顧問季辛吉（Henry Kissinger，美中
建交的關鍵人物）挑選為副手，從此邁入政界，1975年擔任福
特總統國家安全顧問，1977年卡特勝選後離開白宮，1989年再
獲老布希青睞，重掌國家安全顧問重責。

史考克羅個性沈靜，擅長調解政府內部部門紛爭，自謂
「不擅長發想創見和新點子，但很會從一堆壞主意中挑出好點

子」。史考克羅不喜歡出風頭，也不擅社交，不爭功諉過，就
愛研究政策，老布希曾說他最信任史考克羅的原因，是因為
「他什麼都不要」。

如此的人格特質，連前總統歐巴馬（Barack Obama）都很
欣賞，對史氏讚譽有加。而史考克羅只認政策不認黨派的個性
，也讓他在2016年總統大選中選擇支持希拉蕊（Hillary Clinton
），而非現任總統川普。

縱橫美國政壇40載任7總統策士
美前國安顧問史考克羅95歲辭世

川普川普：：一旦連任一旦連任
將提高盟國防衛費分擔金將提高盟國防衛費分擔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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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護效果不好？
安倍出席活動時不再戴“安倍口罩”

綜合報導 “安倍首相放棄了‘安

倍口罩’，開始佩戴普通口罩了。”

據日本《每日新聞》2日報道，日本首

相安倍晉三1日出席公務活動時，沒有

像之前壹樣戴著被稱為“安倍口罩”

的紗布制小口罩，而是換上了壹只正

常大小的口罩。

安倍的新口罩是壹款能夠遮住鼻

子和下巴的白色無紡布口罩，據說

是福島縣制作的。有政府人士表示

，新口罩也包含了支援和振興福島的

用意。

從4月開始推行向全國發放布口罩

的計劃開始壹直到7月31日，安倍在公

開場合露面壹直佩戴被稱為“安倍口

罩”的小型布口罩。4月1日，安倍在

應對新冠肺炎的會議上，表明自己所

佩戴的口罩將向日本家庭免費發放。

安倍當時強調，“這款口罩可以用洗

滌劑清洗20次”。當有議員指出這款

布口罩“讓人呼吸困難”時，安倍面

露難色地表示“我壹直佩戴，並不覺

得呼吸困難。”這款口罩在民間也飽

受質疑和嘲諷，被指防護效果不好，

尺寸過小、比泳裝還節省布料等。

隨著口罩的產量提升，日本政府

於7月31日宣布解除轉售口罩的限制，

因此安倍才決定不再只戴“安倍口

罩”，轉而佩戴其他的普通口罩。

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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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越南中部城市峴港(Danang)近期

暴發新冠疫情。目前，新冠病毒已侵襲該市至

少4座工廠，總共危及約3700名廠內員工的健

康。

據路透社報道，近期，越南衛生當局壹共在

峴港幾座分屬不同工業園區的廠房內，發現4例

新冠病例，約有7.7萬人受雇於這些園區。

當地時間8月1日，越南市政府表示，他們

計劃對峴港的110萬人口進行測試，這是抗擊疫

情的“前所未有的措施”的壹部分。有關部門2

日表示，在峴港檢測到的病毒株具有更強的傳染

性，每個感染者可傳染5至6人。

據此前報道，越南衛生部7月25日宣布，峴

港市壹名57歲男性越南公民確診感染新冠病毒

，這是越南100天以來再次出現本土確診病例。

隨後全國包括首都河內、南部胡誌明市等多地報

告新增本土病例，多與峴港相關。衛生部30日

宣布成立壹個特別防疫委員會，集中力量應對峴

港疫情。

峴港市自7月28日起實行社會隔離措施，抵

離峴港的境內客運航班、水路客運航線以及省際

和市內固定列車客運線路等已暫停。

越南總理阮春福也在內閣會議中警告國家必

須盡速行動，抑制峴港疫情，以防其繼續擴大。

阮春福還說，“8月初”是遏止疫情的決定性時

刻。

根據越南國家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導委員會

的報告，截至8月3日6時，越南新增1例新冠肺

炎確診病例，累計確診病例621例，死亡6例。

泰國連續70天無本土新增病例
允許3類外籍人員入境
綜合報導 泰國公布新增3例

境外輸入新冠肺炎病例。截至當天

，該國已連續70天沒有出現本土

新增病例。

泰國新冠肺炎疫情管理中心發

言人表示，新增的3例系分別從阿

聯酋和印度回國的人員，均為無癥

狀感染者。

自疫情暴發以來，泰國確診病

例共3320例，其中治愈3142例，

死亡58例，仍住院治療120例。發

言人說，在全球200多個受疫情影

響的國家和地區中，泰國確診病例

數排名已下降至第110位。

當天，泰國民航局發布調整後

的有關“允許航班出入境泰國條件

”公告，宣布自4日起準許3類外

籍人員入境泰國。

這3類人員包括：持有永久居

留許可證的外籍人士及其配偶、子

女；非泰籍但持有工作許可證或合

法入境泰國工作的外籍人士及其配

偶、子女；按照泰國政府與他國簽

訂的特殊協定允許入境泰國的外籍

人士，或者獲得總理批準入境泰國

的外籍人士。上述入境人員需遵守

泰國政府的相關防疫規定。

根據公告，目前泰國仍禁止搭

載遊客的商務航班入境。入境泰國

人員需按照規定前往始發地的泰國

使領館開具證明及相關文件。此外

，旅客可從泰國出境，但需直接聯

系航空公司咨詢飛行事宜，並嚴格

遵守目的地國的相關防疫措施。

調查：日本至少 24 個地方政府
制定條例拒絕核垃圾

綜合報導 日本全國至少有24個地方政

府制定條例，對運進核電站產生的高放射

性廢棄物(核垃圾)加以限制，或拒絕成為最

終處理場。

據報道，《特定放射性廢棄物最終處

理法》於2000年成立，規定處理場選定程

序等。由於沒有壹處地方政府同意就選定

展開調查，中央政府於2017年7月公布了

標註適合處理地點的“科學特性地圖”。

此後又持續在全國舉行說明會以尋求理解

，但未能取得進展。

在日本政府公布“科學特性地圖”後

，有10個市町村制定了條例，此後越來越

多的地方提高警惕。

日本共同社從各地方政府采訪獲悉，

各地議會在《最終處理法》成立前後已開始

表決通過條例。目前已有北海道、巖手、宮

城、岐阜、京都、和歌山、島根、高知、鹿

兒島9個道府縣的地方政府制定了條例。

鹿兒島縣的12個市町村設有條例，數

量居全國之首。該縣曾有部分地方

政府表明引進處理場後又撤回，由

此引發風波。

《最終處理法》規定，為選定

處理場啟動調查“必須尊重地方首

長的意見”。對於各地制定的拒絕

條例，經濟產業省負責人表示：

“這是地方政府的表態，不能將已

有條例的地區列為侯選地。”

核垃圾是對乏燃料進行再處理

時產生的廢液，已經確定的處理方針是經

玻璃固化後深埋於地下。“科學特性地圖

”將便於運輸的沿岸附近且沒有火山等的

地區標註為適合地點，認定全國市區町村

半數以上的約900處符合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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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日至31日

地 點 上環建安商業大廈
的安盛僱傭公司

接觸者 與4至6名外傭同住

8月1日

地 點 新僱主位於將軍澳
的寓所

接觸者 僱主一家

8月4日

地 點 將軍澳九龍東智選
假日酒店

接觸者 ——

7月20至21日

地 點 北角安寧大廈陽光女
傭中心

接觸者 與13名外傭同住

7月21日至25日

地 點 灣仔駱克道的健樂
護理有限公司宿舍

接觸者 與28名外傭同住

7月30日至31日

地 點 銅鑼灣商業大廈
傭譽僱傭中心

接觸者 與4名外傭同住
過；同層另有5
人曾與確診印傭
使用同一女廁

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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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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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日初步確診印傭 日前確診印傭（編號3664）

香港新增的新冠肺炎確診個案6日連續第四天維持雙位數字，錄得95宗確診，但當

中逾四成、即39宗屬源頭不明，顯示隱形傳播鏈仍廣泛存在，而且60多宗初步確診個案

中，包括一名印傭，連同5日公布的印傭確診個案，兩人均於潛伏期內曾入住各區外傭宿

舍，先後合共與多達51名外傭同住，部分人已到新僱主家履新，連累僱主家庭也要接受

檢疫，恐已埋下社區傳播鏈。香港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直言，憂慮

外傭宿舍大爆發，變成新加坡外勞宿舍爆發翻版，認為港府應考慮為全港在宿舍居住的

外傭安排病毒檢測，以及暫停新外傭赴港等。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外傭宿舍群組恐爆疫
中招印傭新增至2人宿友達 51人 部分履職新僱主

��(���

香港 6日共新增 95 宗確診，其中 4宗輸入個
案，91宗本地感染；當中39宗源頭不明，46

宗與家庭群組、朋友聚會有關；另外有60多宗初
步確診。

外傭及新僱主全家安排檢疫
張竹君6日公布多一位印傭初步確診，該名印傭

在6月30日離開舊僱主家，7月1日至31日在位於上
環建安商業大廈的安盛僱傭公司與4至6名外傭同
住；至8月1日到新僱主位於將軍澳的寓所工作，8
月4日發燒被帶到急症室求診，然後送去九龍東智選
假日酒店居住，等候病毒覆檢結果。張竹君表示，新
僱主一家因此需要接受檢疫，與印傭曾同住的4至6
名外傭亦需安排做檢疫或檢測，至於舊僱主一家的情
況，仍需進一步調查。

由於該名印傭未能清楚講出自己曾和哪些僱主
接觸過，張竹君指衞生署須透過中介繼續調查，又
正在追尋僱主名單，署方會先為外傭做檢測，再為
僱主作檢測。

至於香港衞生防護中心5日公布的確診印傭，她
曾在7月21日至25日入住灣仔駱克道的健樂護理有

限公司宿舍，與28名外傭同住。張竹君6日與中介公
司溝通後發現，相關的28名外傭中僅得一人到僱主
寓所履新，其餘仍在宿舍留宿。

專家倡檢測7000住宿舍外傭
不過，原來該名確診印傭亦曾在7月20至21

日，入住北角安寧大廈陽光女傭中心，與另外13
名外傭同住；然後7月30日至31日再到位於銅鑼
灣糖街1至5號銅鑼灣商業大廈7樓703B室的傭譽
僱傭中心，與4名外傭同住過，同層另有5人曾與
確診印傭使用同一女廁，衞生防護中心會對上述全
部接觸者安排檢測。至於確診印傭7月26日至29
日的行蹤，中心仍在調查。

張竹君坦言，外傭宿舍環境不寬敞，又會共用
設施，加上病毒本身傳染性高，擔心香港的外傭宿
舍傳播會像新加坡般爆發。被問到將如何防止外傭
傳播，張竹君表示香港現正實施限聚令，所有人都
需要遵守，呼籲外傭假日時不應在外聚集。至於有
專家促政府為全港近7,000名住宿舍外傭做檢測，
以及暫停新外傭赴港，張竹君亦指政府相關部門會
考慮如何跟進。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高俊威）再有外傭疑在
入住外傭宿舍期間染疫，香港人力資源仲介協會主
席廖翠蘭解釋，外傭一般在約滿、轉工等待簽證手
續期間，會入住外傭宿舍，以往只逗留14天，但由
於疫情關係，航空交通受阻，留港時限獲延長，加
上入境處現時審批簽證需時長達兩個月，入住宿舍
的外傭人數激增，推算有6,000至7,000名外傭滯留
在這些宿舍。更有業內人士透露，部分面積僅300多
平方呎的外傭宿舍，容納20多名外傭，有外傭需打
地鋪睡覺。

香港文匯報記者6日到其中一家有外傭確診的
宿舍訪察，單位窗外亦晾滿衣服，似有外傭留宿。

有居於該大廈居民表示感到擔心，只好自己做足防
疫措施，或會考慮搬離。

鄰居稱唯加強消毒求安心
與宿舍同層的眼鏡公司職員Sala也是印尼人，

對有同鄉染疫感到憂心，但因為要工作也沒有辦
法，自己會做足防疫措施包括戴口罩及勤洗手，回
家後立即淋浴更衣，以免受感染。同樣於同層工作
的彭小姐也感到憂心，指通常星期日會較多外傭上
來聚集，現會加強清潔和消毒，以求安心。

廖翠蘭承認，外傭中介提供的宿舍，管理質素
參差，“以我的公司為例，宿舍已加強防疫措施，

包括外傭不能外出，需全日佩戴口罩，早晚量度體
溫及定時消毒，惟並非所有這類宿舍都有足夠空
間，聽聞有些宿舍因床位不足，有外傭需在地上睡
覺，也有宿舍沒有規管外傭外出，容許她們與社區
接觸，造成感染風險。”

業界促加快外傭簽證批核
僱傭代理協會主席張結民表示，現時外傭求過於

供，但因入境處審批新工作簽證需時約兩個月，其間
外傭只能入住宿舍等候，令宿舍需要接待的外傭較以
往倍增。他建議，入境處加快外傭簽證程序，讓外傭
能盡快到新僱主家履新，減少在宿舍逗留時間。

探擠迫染疫宿舍 同樓居民感憂心

外 傭 “ 播
疫”入屋是不少
僱主的噩夢，家
庭傭工僱主協會
主席容馬珊兒表

示，曾接獲一名僱主求助指，其
外傭每當放假便早出晚歸，與同
鄉聚會，但由於現行法例規定，
僱主不得禁止外傭放假及外出，
僱主苦無辦法防範外傭染疫，因
而出現精神衰弱。容馬珊兒建
議，政府修例容許僱主買外傭的
假期，她又認為執法部門要勤加
巡查勸喻，必要時向“犯聚”的
外傭發告票收阻嚇作用。

聚會時常不戴口罩傾偈
容馬珊兒表示，雖然印尼及

菲律賓駐港領事館及中介公司都
已經勸喻外傭減少外出，但外傭
始終想見見朋友，惟有時刻提醒
外傭遵守“限聚令”，“試過喺
假日經過銅鑼灣等地視察，見到
外傭聚集時無戴口罩傾偈。”她
希望執法部門，包括食環署等對
“犯聚”外傭嚴正執法。

何栢良倡暫停輸入傭工
香港大學感染及傳染病中心

總監何栢良指出，目前未知確診
印傭在發病前的行蹤，擔心可能
因周末參與聚會而受感染，如屬
實牽連可能好大，借鑑新加坡外
勞宿舍爆發大規模疫情，香港政
府要有危機感，應考慮暫停海外
傭工輸入安排，而僱主應與外傭
公司商討留在香港的外傭轉約
前，到酒店隔離14天，相關費用
應由僱主負擔。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

■確診外傭曾去過的北角英皇道陽光女傭培訓中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有外傭正清潔宿有外傭正清潔宿
舍舍。。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記者 攝攝

■灣仔洛克道福基大廈內有外傭宿舍，確診外傭
曾入住。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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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

席習近平近日對“十四五”規劃編制工作作出重要指示強調，要把加強頂層設計和堅

持問計於民統一起來，齊心協力把“十四五”規劃編制好。內地專家智庫接受香港文

匯報記者專訪時表示，“十四五”規劃是國家站在新時代新起點的第一個五年規劃，

又逢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港澳作為國家發展大局中重要一環，可以預見，“十四五”

規劃不僅會延續此前做法，專設港澳篇章，內容還將會更加豐富。未來五年，港澳在

國家發展中仍將發揮獨特優勢，並被賦予新的角色和定位。

專家：未來五年港澳仍發揮獨特優勢
習近平要求加強頂層設計堅持問計於民 編制好“十四五”規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提
及“十四五”規劃港澳篇，專家們一致認為，
粵港澳大灣區將是該篇章的“重頭戲”和重要
載體，並在整個國家區域發展戰略中具有重要
位置，在國家區域發展戰略中發揮重要作用。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常務副院
長郭萬達表示，整個“十四五”規劃中，港
澳篇章重要載體應該聚焦粵港澳大灣區的發
展。他說，粵港澳大灣區是港澳融入國家大
局的重要平台。去年2月18日，《粵港澳大
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公布，目前正在不斷落
實發展規劃綱要，包括近期提出的粵港澳大
灣區軌道交通方案、國家金融支持大灣區方
案等。

這位專家指出，粵港澳大灣區在國家開放
和發揮港澳獨特優勢方面，應該發揮更重要的
作用。相信粵港澳大灣區在整個“十四五”規
劃中會有所體現，有所提升和有所落實。“大
灣區的發展規劃綱要在‘十四五’落到實處，
既促進港澳發展，也促進整個大灣區世界級城
市群的建立，實現港澳和大灣區內地9個城市
之間的互聯互通。”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員張燕生
也認為，粵港澳大灣區會是“十四五”規劃的
重頭戲。因為很多涉及港澳的發展規劃要走深
走實，都會落地到粵港澳大灣區。“我個人覺
得‘十四五’規劃會細化粵港澳大灣區未來五
年在哪些重點領域設定什麼目標和任務。”

粵港澳大灣區 將成港澳篇重頭戲

■專家認為，整個“十四五”規劃中，港澳篇章重要載體應該聚焦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包括近
期提出的粵港澳大灣區軌道交通方案、國家金融支持大灣區方案等。圖為灣區城際列車。

資料圖片

習近平近日對“十四五”規劃編制工作作出重要
指示強調，編制和實施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五

年規劃，是我們黨治國理政的重要方式。五年規劃編
制涉及經濟和社會發展方方面面，同人民群眾生產生
活息息相關，要開門問策、集思廣益，把加強頂層設
計和堅持問計於民統一起來，鼓勵廣大人民群眾和社
會各界以各種方式為“十四五”規劃建言獻策，切實
把社會期盼、群眾智慧、專家意見、基層經驗充分吸
收到“十四五”規劃編制中來，齊心協力把“十四
五”規劃編制好。

賦予港澳新定位
國家發改委智庫、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首席研

究員張燕生向香港文匯報表示，“十四五”規劃是國
家在新時代新起點做的第一個五年規劃，新時代提出
要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需要方方面面高質量發
展，構建現代化經濟體系，推動依法治國等。因此
“十四五”規劃港澳篇核心問題應該是港澳在這些方
面能夠發揮什麼作用？

“我個人覺得作用可能跟過去不太一樣，比如說
開放，過去的開放，港澳更多的是和內地共同推動商
品和要素流動性開放，過去40年在這些方面取得了很
多進步，既促進了國家轉型，也推動了港澳轉型。下
一步國家要推動的則是制度性開放，就是要推動規
則、規制、管理標準、治理的現代化，那麼在這些方
面港澳能發揮哪些作用，應該會在規劃中有所體
現。”張燕生分析，“十四五”規劃應該會為站在新
起點的港澳提出一些新要求，賦予新定位。

張燕生強調，“十四五”規劃中的港澳篇章不但
會獨立成篇，而且內容可能會更加豐富，範圍更廣，
觀點會更加鮮明，“會是一個很不一樣的‘十四五’
規劃港澳篇”。

張燕生特別提到，尤其是自香港去年以來發生
“港獨”黑暴等亂局背景下，如何在“一國兩制”下
繼續確保“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又做好“一國”
的大文章應該也是重要部分。“在新時代，連產業
鏈、供應鏈和價值鏈的安全都比效率地位更高。國際
上出現全球化倒退，面對複雜的國際環境，在國家發
展中港澳如何維護法治精神，維護國家安全，維護整
體共同的利益，這些在‘十四五’規劃中也都是非常
重要的。”

反映港澳新訴求
國家高端智庫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常務副

院長郭萬達向香港文匯報表示，“十四五”規劃正逢百
年未有之大變局，大變之中非常關鍵的五年，整個國家
發展可能會面對一些外部的不確定性，此時是構築國內
國際雙循環新格局，以國內循環為主體的一個重大時期。
所以整個未來五年規劃，不僅涉及到內地的發展，也牽
動着港澳的發展。

他指出，在這樣一個面對着外部不确定性和自身
發展碰到困難的時候，港澳更需要國家的支持，更需
要融入國家的發展，更需要以國家的發展為重要支撐
來實現自身發展，解決發展中的困難，改善民生，發
展經濟，調整結構。“將港澳納入國家五年戰略發展
規劃是支持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重要體現，所
以，“十四五”規劃中，港澳應該還會設立專章，並
且是重要篇章。”

國家發改委主任何立峰此前在參加一座談會時
曾表示，將更大力度地支持港澳主動地對接國家發
展規劃。在“十四五”規劃編制當中，研究延續
“十三五”規劃綱要做法，設置港澳專章，充分體
現港澳特區的定位，充分反映港澳重要訴求和關
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京報
道）持續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導致世界經
濟嚴重衰退、國際需求大幅萎縮，中國服
務貿易亦面臨嚴峻形勢。中國商務部服貿
司負責人日前透露，今年上半年中國服務
進出口總額同比下降14.7%，總體呈現趨
穩態勢。值得注意的是，旅行服務進出口
的大幅下降（42.6%）是導致服務貿易下
降的主要因素，若剔除旅行服務，上半年
服務進出口應為增長2.1%。

上述負責人表示，服務出口表現明顯
好於進口。1—6月，中國服務進出口總額
22,272.8億元（人民幣，下同），同比下降
14.7%，其中，出口 9,127.9 億元，下降
2.2%，進口13,144.9億元，下降21.7%。

據介紹，上半年服務貿易總體呈現出
三大特點，服務貿易逆差大幅減少、知識
密集型服務貿易佔比提高以及旅行服務進
出口大幅下降，其中，服務貿易出口降幅
小於進口19.5 個百分點，帶動逆差下降
46.1%至4,017.1億元，同比減少3,440.1億
元。

作為受疫情影響最嚴重的行業之一，
旅行服務進出口大幅下降。1—6月，中國
旅行服務進出口 5,580.8 億 元，下降
42.9%，其中出口下降45.0%，進口下降
42.6%。據悉，此為導致服務貿易下降的主
要因素。剔除旅行服務，上半年中國服務進
出口增長2.1%，其中出口增長3.7%，進口
增長0.5%。

1—6月，中國知識密集型服務進出口
9,744.3億元，增長9.2%，佔服務進出口
總額的比重達到43.7%，提升9.6個百分
點。其中，知識密集型服務出口5,128.7億
元，增長9.7%，佔服務出口總額的比重達
到56.2%，提升6.1個百分點；出口增長較
快的領域是知識產權使用費、保險服務、
電信計算機和信息服務，分別增長
37.2%、18.7%、15.2%。知識密集型服務
進口4,615.6億元，增長8.6%，佔服務進
口總額的比重達到35.1%，提升9.8個百分
點；進口增長較快的領域是電信計算機和
信息服務、金融服務，分別增長31.1%、
15.7%。

中國商務部：知識密集型服貿佔比提至43.7%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中國財政部部長劉

昆6日對媒體表示，目前，1萬億元（人民幣，下同）
抗疫特別國債已發行完畢。劉昆介紹，1萬億元抗疫特
別國債已於7月底全部發行完畢。在資金下達使用方
面，7月初，扣除省級按規定留用部分後，抗疫特別國
債資金已下達至市縣基層；截至7月29日，已有5,105
億元落實到24,199個項目，主要用於基礎設施建設和抗
疫相關支出。

確保財力真正下沉到基層
據了解，中國財政部構建了覆蓋資金分配、撥付、

使用和監管全過程的制度體系，實現全鏈條、全過程監
控，確保財力真正下沉到基層，快速高效發揮作用。

受疫情衝擊、減稅降費等因素影響，今年以來財政收
支壓力加大。對此，劉昆介紹，財政部把兜牢基層保基本
民生、保工資、保運轉的“三保”底線作為今年財政工作
的硬任務，通過加大財力支持、資金直達基層、提高留用
比例、加強庫款監測、強化監督問責等舉措，增強基層“三
保”能力。“總的看，地方財政運行是正常的，是穩定
的”。

2020年抗疫特別國債是為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影響，

由中央財政統一發行的特殊國債。據傳媒報道，7月30
日，今年1萬億元抗疫特別國債發行“收官”。專家認
為，總體上看，抗疫特別國債發行並未對銀行體系、A
股市場造成流動性壓力。

劉昆此前表示，發行抗疫特別國債作為特殊時期採
取的特殊政策，是紓解企業困難和激發市場活力規模性
政策的重要內容；地方各級財政部門要加強債券管理使
用，切實提高資金效益。

開展特別國債項目績效評價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5月作政府工作報告時提出，中

央財政發行抗疫特別國債1萬億元，不計入財政赤字。
他強調，這是特殊時期的特殊舉措。新增資金全部轉給
地方，建立特殊轉移支付機制，資金直達市縣基層、直
接惠企利民，主要用於保就業、保基本民生、保市場主
體，包括支持減稅降費、減租降息、擴大消費和投資
等，強化公共財政屬性，決不允許截留挪用。

專家建議，下一步，可借助現代信息技術對資金分
配、撥付、使用、償還和績效情況等實施全程跟蹤，全
面開展特別國債項目績效評價，加強監督，確保資金
“花在刀刃上”。

華財長劉昆：萬億抗疫特別國債發行完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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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指導意見》，在智能鐵路方面，中國將運
用信息化現代控制技術提升鐵路全路網列車調

度指揮和運輸管理智能化水平。建設鐵路智能檢測
監測設施，實現動車組、機車、車輛等載運裝備和
軌道、橋隧、大型客運站等關鍵設施服役狀態在線
監測、遠程診斷和智能維護，以及建設智能供電設
施，實現智能故障診斷、自癒恢復等。

項目突破多項核心技術
中國時速600公里高速磁浮交通系統的研製，自

2016年7月開始啟動。啟動以來，成功突破了多項高速
磁浮系列關鍵核心技術。中車四方股份公司副總工程師
吳冬華具體介紹，車輛方面，自主攻克磁浮列車核心技
術，成功研製時速600公里高速磁浮試驗樣車。牽引系
統方面，自主研發世界首套基於ANPC技術的24MVA
大功率牽引變流系統，以及高速多分區牽引控制系統。

運控通信方面，建立了適合於長大幹線、追蹤運
行的全自動控制系統，並創新研發基於LTE架構、融

合低時延技術的新型通信系統。線路軌道方面，研究
提出了線路參數、軌道精度等級及軌道樑剛度等核心
技術指標，融合高鐵橋樑技術研發新型軌道樑，解決
加工、安裝、調整、救援逃生及跨江過河、穿山入城
等方面的問題。

國產磁浮樣車成功試跑
今年6月21日，由中車四方股份公司承擔研製

的時速600公里高速磁浮試驗樣車，在上海同濟大學
磁浮試驗線上成功試跑。按照計劃，時速600公里高
速磁浮工程樣機系統預計在2020年底下線，將形成
高速磁浮全套技術和工程化能力。

德國、日本、美國等多個發達國家，此前已開
始開發高速磁浮技術。其中，德國高速磁浮最高試
驗速度達到時速550公里，日本的JR磁懸浮列車實
現了時速603公里的試驗速度。吳冬華稱，中國高速
磁浮列車與日本正在試驗考核的JR磁浮列車，同屬
於當今技術最先進的新一代高速軌道交通。

中國鐵道科學研究
院方面介紹稱，高速磁浮
列車是目前可實現的、速
度最快的大型地面公共交
通工具，稱得上是當前世

界軌道交通技術的一大“制高點”。作為
一種新興高速交通模式，高速磁浮列車具
有速度快、啟動加速度大、爬坡能力強等
優點，既可以在長大幹線交通中發揮出速
度優勢，也適用於中短途快啟快停應用，
大幅提升城市通勤效率，促進城市群、市
域間的“一體化”“同城化”“通勤化”
發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帥 北京報道

當前軌道交通“制高點”

2020年8月7日（星期五）2 新聞中
國

■責任編輯：趙雪馨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 張帥張帥 北京報道北京報道））中國交通運輸部日前最新下發中國交通運輸部日前最新下發《《關於推動交通運輸領域新型基礎設施建設的指導意關於推動交通運輸領域新型基礎設施建設的指導意

見見》》((下稱下稱《《指導意見指導意見》》))，，其中明確將發展智能高速動車組其中明確將發展智能高速動車組，，開展時速開展時速600600公里級高速磁懸浮公里級高速磁懸浮、、時速時速400400公里級高速輪軌客運列公里級高速輪軌客運列

車研製和試驗車研製和試驗。。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到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到，，時速時速600600公里級高速磁懸浮列車屬當今技術最先進的新公里級高速磁懸浮列車屬當今技術最先進的新

一代高速軌道交通一代高速軌道交通，，預計到預計到20202020年底年底，，能夠形成高速磁浮全套技術和工程化能能夠形成高速磁浮全套技術和工程化能

力力，，媲美日本正在試驗考核的媲美日本正在試驗考核的JRJR磁浮列車磁浮列車。。

中國啟600公里級磁浮列車試驗
媲美日本JR磁浮列車 料年底形成工程化能力

600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

報道，北京時間8月6日12時
01分，中國在酒泉衛星發射中
心用長征二號丁運載火箭，成
功將高分九號04星送入預定軌
道，發射獲得圓滿成功。

高分九號04星是一顆光學
遙感衛星，地面像元分辨率最
高可達亞米級，主要用於國土
普查、城市規劃、土地確權、
路網設計、農作物估產和防災
減災等領域，可為“一帶一
路”建設等提供信息保障。

火箭同時搭載清華科學衛星
此次任務還搭載發射了清

華科學衛星。搭載發射的清華
科學衛星由清華大學負責研
製，將在軌對重力衛星系統設
計方法、基於雙頻GPS的精密
軌道大氣密度測量方法等理論
與技術進行飛行驗證。

執行此次任務的長征二號
丁運載火箭是中國航天科技集
團所屬上海航天技術研究院研
製的一款常溫液體兩級運載火
箭，具備不同軌道要求的單
星、多星發射能力。至此，長
征二號丁運載火箭創造了50發
全勝的優秀戰績，將百餘顆衛
星送入太空。從1990年立項到
現在，30年來，長征二號丁運
載火箭因為出色的性能和戰
績，被授予“優質火箭”和
“金牌火箭”稱號。

這次任務是長征系列運載
火箭的第342次飛行。

高
分
九
號
04
星
發
射
成
功

■■長征二號丁運載火箭成長征二號丁運載火箭成
功將高分九號功將高分九號0404星送入星送入
預定軌道預定軌道。。 中新社中新社

■■圖為在山東拍攝的國圖為在山東拍攝的國
產時速產時速600600公里高速磁公里高速磁
浮試驗樣車浮試驗樣車。。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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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Y家庭全科及急症

高 血 壓

糖 尿 病

高 血 脂

常見皮膚病

皮膚活檢

婦 科 病

兒 科 病

老年癡呆

骨質疏鬆

憂 鬱 症

感 冒

咽喉痛

鼻竇炎

腹 瀉

尿 路 炎

關節注射

動物抓咬傷

清創縫合

角膜異物清除

地址:6609 W Sam Houston PKWY S STE 98 Houston, TX 77072 (位於8號公路及百利大道東北角及Shell加油站旁廣場)

Tel:(832)433-7159

本診所自2014年起
週一、二、三、五、六： 8:30am - 5pm
週四、週日 公休 

顧瑛 醫學博士
美國家庭醫學會資格認可醫師
美國老年醫學會資歷任可醫師

主 治 急 症
體檢特價  體檢+化驗:$125
①+女科婦科、宮頸膜片+$45
②+男性前列腺表面抗原+$20

移 民 體 檢

D03FA_JY顧瑛567B_8

2020年8月7日（星期五）3 專題財
經

■責任編輯：趙雪馨

在香港國安法實施後，美國取消了香港的特殊
地位，美資大鱷亦豪賭香港聯匯脫鈎，港元

崩盤。

港股樓崩盤畫面沒有出現
但事實上，白宮期待香港股市樓市崩盤的畫

面沒有出現，美國的倒行逆施對香港金融市場幾
近全無影響，甚至促使了更多中資企業赴港上
市，資金也不斷流入香港，自今年4月中起，已
有約1,300億元（港元，下同）流入香港。當中
港交所便因近期中資科技股屢屢破頂，且交投活
躍；螞蟻集團快將在香港和上海上市，並且有望
成為全球史上“集資王”。

上面種種，都令美國總統特朗普感到既不
爽又“眼紅”。特朗普在霍士新聞的訪問中出
口術打擊港交所，聲稱美國過去的“讓利”，
導致香港從紐約及納斯達克等美國交易所，奪
走了大部分業務。他認為，“美國取消香港的
特殊待遇地位後，美國將全力以赴奪回一切，
香港將不再是一個成功的市場，更多的業務將
重投美股，而美國將會賺更多錢。”

財庫局引數據反駁特朗普
財庫局6日以數字反駁特朗普的胡言，財庫

局回應稱，以首次公開招股集資總額計，香港
在過去11年七度位列全球第一。今年截至7月
底，香港的首次公開招股集資總額達1,321億

元。今年香港證
券市場的平均每日
成交額更達 1,248 億
元，較去年全年的平均每
日成交額上升超過40%。這充
分說明了國際市場參與者對香港金融
體系的認可及信心。

香港財庫局指出，憑藉“一國兩制”的優
勢、與國際市場接軌的監管制度和基建，以及豐
富的人才資源，在國家政策支持和香港特區政府
的努力下，即使面對多方面的市場變化，香港一
直、亦將繼續是全球各地企業的首選集資平台，
以及具競爭力的國際金融中心。

港交所續企全球最高市值
投資者學會主席譚紹興6日接受香港文匯

報訪問時表示，美國取消香港的特殊待遇後，
港交所反而因近期中資科技股連番破頂，以及
大量中概股回流等憧憬，令股價不斷創新高，
相信令特朗普面臨美國兩間交易所和華爾街大
行愈來愈大的壓力。他說，因為白宮目前的對
華立場，以及針對中國公司的政策，令一些原
本可能在美國上市的中資企業，都選擇避開美
國市場，使美國無論在集資的數額，以及投行
的保薦人收入等，都大打折扣，難免華爾街對
他怨聲載道。

美國着力清除所謂“不受信任的”中國應

用程式，並揚言禁止中電信等4家公司提供往返
美國的電信服務。港股6日早段受美方言論影
響，最多曾跌過461點，低見24,641點，但尾市
跌幅收窄至171點，收報24,930點，成交1,363
億元。港交所6日曾創歷史新高388元，但其後
倒跌0.3%，收報385元，市值達4,881億元，市
值超越585億美元的芝商所，繼續企穩全球市值
最高交易所的位置。至於紐交所的母公司洲際
交易所，最新市值只為520億美元。

資深投資銀行家兼人民大學榮譽講座教授溫
天納認為，環球交易所各有分工，各國及地區均
擁有自身的國際金融中心，互不重疊，相互補
足，不存在一兩個市場壟斷的情況。只要香港證
券市場完整及完善運作，不出現變化，金融機構
與投資者不撤出，香港吸引力仍在，可從港匯偏
強及流動性高可見，故此特朗普的言論對香港市
場的實質影響不大。

中美摩擦愈演愈烈，從貿
易戰進入科技戰領域，從封殺
半導體的供應到向應用程式擴
張，6日美國表明正排除中國
的手機應用程式(App)，當中更

以TikTok事件最鬧騰。摩根士丹利最新的報
告指出，TikTok事件透出美國如何利用非關
稅措施“築牆”，加劇與中國割裂。而應對
美國的極限施壓，中國打鐵還須自身硬，應
對之道是加快科技本土化進程。

大摩認為，TikTok事件表明，美國會使
用非關稅措施，阻撓一些被視為潛在經濟或
國防競爭對手的產業及發展，預計有關政治
情緒不會很快消散，即使未來的美國大選出
現政黨輪替，但料兩黨領導人都會對中國抱
強硬立場。

力促軟件晶片產業高質發展
至於中國當如何應對？該報告指出，為了

應對美國的非關稅壁壘，中國可能會優先考慮
就業市場的穩定，而採取非關稅措施，但不太
可能針對在中國擁有深度供應鏈整合的大型美
國科技公司。故此，中國將會加快科技本土化
的進程，以國策支持企業推陳出新。國務院近
期的發文，多番強調會推出措施，來促進集成
電路和軟件產業的高質量發展，對滿足條件的
部分晶片企業，第1年至第10年免徵企業稅，
並大力支持符合條件的上述兩類企業，在境內
外上市融資，加快境內上市審核流程等。

資深投資銀行家兼人民大學榮譽講座教授
溫天納認為，中國還會推動其“內循環”概
念，料會迅速成為內地未來經濟的走向。對比
“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內循環”涉及更為
複雜的結構，簡言之，是由生產、供應、專業
服務等，全方位由內地產業支撐，但又不可以
鎖國，要有讓外資參與的空間。溫天納指出，
在全球保護主義下，內地可以充分利用龐大的
消費人口優勢，通過繁榮內部經濟、暢通及加
速大循環機制，達到刺激經濟發展的目標。

內地的“內循環”概念，將是未來數年重要
的大方向，因為“內循環”有利减少外來的衝擊
與影響，使自身的產業鏈實現自給自足。事實
上，美國一直是一個成功的內需型經濟體，七成
經濟規模來自本土消費。同時，美國出口不少高
科技產品來賺取外匯，讓經濟保持擴張。

在溫天納看來，“內循環”較內需更上
一層樓，內循環是全方位的生產、供應、專
業服務等。即一件產品的設計、生產、原
料、包裝、銷售、售後服務，甚至後勤、運
輸、會計、法律、研發等，都以內地公司供
應。但“內循環”未必會完全將外資排除在
外，故此評論不能妄言中國回到過去“閉關
自守”的模式。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紹基

“抗中”路線令美交易所華爾街生意流失
特朗普發爛渣 無阻港交所活得更好

特朗普又再發爛渣。除表示要在TikTok的交易中抽佣外，6日又出口術

打擊港交所，狂言“美國取消香港特殊待遇地位後，香港不再是一個成功

的市場”。不過，已經見慣風浪的港股，6日午後已大幅收窄跌幅，由

最多跌461點，收市僅跌171點，港交所更曾創歷史新高。業內認

為，在香港國安法實施後，白宮期待香港資產市場崩盤的畫面沒有出

現，反而促成更多中概股赴港，資金湧入、港股成交暢旺，世界最巨

型IPO螞蟻集團也避開美國市場，相信特朗普的“抗中”政策受到

了美國兩大交易所及華爾街很大壓力，才會有此言

論。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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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股港股66日一度日一度
瀉瀉461461點點，，收市收市
跌幅大幅收窄跌幅大幅收窄。。

中新社中新社

■■ 白宮期待白宮期待
香港股市樓市香港股市樓市
崩盤的畫面沒崩盤的畫面沒
有出現有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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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 學年度大學考試登記分發今放榜，高雄中學
統計錄取包括牙醫、中醫系在內，醫學系共錄取
59人，其中以市長獎、校排第一名畢業的科學班
林鎧言，學測59級分失常未能錄取心目中第一志
願台大醫學系，他說高中三年常參加科展練就輸
贏正常看得開，有壓力但也有信心，保持平常心
準備應考，發揮實力，指考再拚果然順利錄取。

身高176公分、長得相當帥氣的林鎧言，外
型乍看像是混血兒，父親是眼科開業醫師、母親
則是家管，另有一名現就讀高醫醫學系大三的姊
姊。

他說，從小就看到父親當醫師幫助病人解決
苦痛，曾有婦人深夜門診時間快結束才急著來掛
號，父親詳細幫她檢查最後發現是視網膜剝離，
趕緊協助轉診到大醫院治療，讓患者免除失明，
事後患者來感謝，讓他印象深刻，也立下跟隨父
親行醫志向。

另位同樣錄取台大醫學系的黃增稊，出生就
有心室心房中膈缺損，在12歲前都領有重大傷病
卡，但他就讀國中時因班際排球賽接觸排球，身
高達186公分的他，考上雄中後就被學長盯上，
加入排球校隊。

黃增稊說，自己從小三到高二都參加荒野協

會，接觸到環境議題讓他想成為行醫同時兼顧環
境保護的醫師，自認物慾低，有想過未來朝無國
界醫師發展，對社會做出更多貢獻。

今錄取清大化學系的雄科班吳承龍也出面受
訪，他透露因有先天疾病承受外界異樣眼光，但
他到國中學習看開與接受，自認對數理有興趣、
成績也較為突出，得知雄科班提供優異的學習環
境，憑藉著特殊生身分加分錄取，一度感到班上
同學成績優異都 「超級變態」、自己成績幾乎墊
底而沉浸在手機遊戲、自暴自棄。

吳承龍說，高一第一次段考後他怕被當轉而
認真讀書，也到補習班加強學習、力拼在高二結
束前就完成三年學業，也主動找補習班上大一微
積分，奠定數理基礎，後來果然數理成績在班上
中上段，讓他更有自信、也多投入班上活動，不
因成績落後就被排擠，成為班上一份子，雖然未
能錄取第一志願台大數學系，但對化學也有興趣
，未來將朝研究學術路線發展。

雄中校方表示，今年雄中畢業生錄取台大
112人、清大49人、交大38人、成大136人、政
大44人，其中醫學系包括牙醫、中醫共錄取59人
，台大醫學系有16人，成績斐然。另第二類組台
大電機10

【指考放榜】雄中生讀醫立志當無國界醫師

盼對社會做更多貢獻

（中央社）桃園機場規劃微旅行，各家航空公司都申請微旅
行專案航班帶旅客升空滿足搭機願望，台灣虎航昨(8/6)率先升空
後，星宇航空今(8/7)也首度飛出國旅航班，讓無法出國的國人從
空中飽覽東海岸、東沙島風光，更出動會開飛機、修飛機的董事
長張國煒親自執飛，不少星粉相當期待。星宇也規劃機加酒的行
程，精選北部奢華酒店，飛行體驗結束後再直接專車送到飯店入
住，讓旅客感覺像真的 「出國」。

今年初星宇航空開航時，張國煒平易近人地站在登機口和每
位旅客打招呼，拍照、簽名來者不拒，今星宇微出國包機航班，
旅客們也很期待和K董近距離接觸。日前甫開賣機位，一共188
個機位(含經濟艙180個、商務艙8個)就被秒殺，也自費購買2張
機票，由專業的文字與攝影記者親自上機，為民眾提供機上的第
一手消息。

今天星宇微旅行航班出發，早上8時報到櫃台開櫃，不少旅
客一早就來報到劃位，甚至還有沒買到機票的星粉特地帶著飛機
模型前來參與，只為了在星宇櫃檯前拍張照、感受氣氛。

旅客超開心：就像要出國度假一樣
祝先生一家3口，今早帶著老婆、女兒從台中開車北上，一

家人打扮相當休閒，就像是要出國度假一樣。祝太太說，當時看
到網路上在搶票，就想說來體驗看看，很幸運搶到 3 張機票，
「真的很開心」，晚上再入住晶華酒店，一家人一起度過特別、

難忘的父親節。
今年60歲的黃先生，更是帶著老婆一起搭乘商務艙。家住

桃園南崁的黃先生說， 「星宇機票比口罩還難搶！」，這趟航程
真的很特別，因為從來都沒有機會像這次這樣搭機繞一圈，還可
以在高空中俯瞰台灣景點，而且買機加酒，晚上又入住星級飯店
，價格真的很划算，帶老婆來體驗一下，也給她一個驚喜。

星粉穿 「星探者」T恤登機 出家人也來體驗
今天JX-8888航班全機客滿，甚至還有星粉穿上星宇航空的

星探者T恤一起來體驗。商務艙甚至還有2位出家師父也來搭機
，不過他們相當低調不願露臉，僅表示說是信眾買到的機票，因

為無法前往，所以轉讓給師父搭乘。
所有搭上JX-8888微旅行航班的乘客，還能拿到獨家小禮物

，包括撲克牌、飄帶、Memo紙、行李箱帶、萬用插頭等，更附
贈一張此趟飛行的航班證明，上面有機長張國煒、座艙長顏心如
的簽名。

登機前，星宇航空也大方地將所有勤務車一字展開，後方正
停著B-58201班機，許多準備搭機的旅客不停搶拍。班機正式起
飛前，星宇航空請來專業的地勤人員，像旅客解說所有勤務車的
功能，包括扶梯車、接駁車、裝卸車、電源車、全電行李小拖車
、滾帶車、航機拖車等，提供民眾近距離的專業航空科普教育。

K董細說沿途景點 經過東沙島上空 「給陸戰隊打氣」
張國煒今在飛行前親自機上廣播表示，今天飛行高度約8000

到1萬英呎，讓大家可以欣賞台灣沿岸景色。他也仔細報告航路
，飛機將從淡水河口切進台北市， 「今天能見度還可以」，能看
到台北101、松山機場，然後往南，從南澳出海，接著沿東部海
岸線到花蓮、清水斷崖、蘭嶼、恆春，然後再爬升高度到3萬5
千英尺往菲律賓方向飛去。

張國煒強調，今天最特別的是飛航的折返點，星宇選在東沙
群島折返， 「如果天氣好，大家有機會看到東沙的島礁，也給陸
戰隊打氣」。飛機經過菲律賓，飛行途中景點分在航機左右兩側
，去程跟返程大家都可以看到。他也說： 「希望大家放鬆心情，
疫情讓大家都悶壞了，讓大家有機會出國，享受星宇給大家精緻
感覺。謝謝各位搭乘。」廣播一結束，客艙立即響起掌聲表達支
持。

航程3小時 機上吃米其林燒肉
星宇航空推出JX-8888微旅行航班，今天8月7日上午11時

啟航。這趟微旅行包機，將使用B-58201、星宇航空首架引進的
飛機執飛，飛機將沿台灣東部向南往菲律賓方向飛行，並特別降
低飛行高度，若能見度良好，旅客將可自高空鳥瞰台灣，接著再
次沿著東海岸回到桃園機場，航班全程飛航時間約3小時。

在機上，旅客可享受米其林燒肉餐點、窄體客機少見的個人

獨立娛樂系統、機上免稅品7.5折等優惠。今天機上免稅品銷售
也相當熱烈，星宇透露，賣得最好的商品就屬星宇航空Logo周
邊商品，像飄帶鑰匙圈、充電線等等；正因為預購商品太多，旅
客想在機上現場購買的訂單都無法再承接。

東沙群島上空繞圈 乘客貼窗盡情搶拍
在飛行途中，張國煒果然也很盡責，一路導覽飛機航路沿途

的台灣美景，而且還很貼心地提醒左側、或右側的旅客可以往窗
外看，包括台北101、松山機場、九份、龜山島、花蓮市、清水
斷崖、台東志航基地、蘭嶼、綠島等，只要每到講一個地點，該
側旅客就立馬拿起手機、相機拍照。

最特別的是，飛機在遠離台灣本島，飛到東沙群島上空時，
張國煒此時廣播說， 「這輩子可能很少人有機會見到東沙群島，
好好珍惜，照一張相」。飛機在東沙群島上空繞了2、3圈，最
後甚至劃出一個 「8」字，滿足大家拍照慾望後，再折返，沿著
東海岸北返。

回程途中，張國煒也沒閒著，依舊盡責再次導覽，而飛機飛
到花蓮上空後，張國煒感性地向客艙廣播： 「經過花蓮以後，飛
機就要準備下降到桃園機場，希望今天的航班服務能讓你們滿意
，未來繼續支持星宇航空，我們也會堅強地走下去，渡過這個難
關。」這段廣播結束，乘客也以熱烈掌聲回應。

JX-8888自今早11：22分班機關艙門後推起飛，到下午14：
45落地桃園機場，整趟航程約3小時25分。飛機停妥機坪時，星
宇的地勤還舉著 「歡迎回家 #像極了出國」標語，迎接微行的乘
客返回桃機。

此航班經濟艙座位180個，部分機位單售 「飛行體驗」、售
價4688元，另一部分經濟艙機位與飯店業者合作以機加酒方式
販售；商務艙座位8個，全數以機加酒方式銷售，平均價格1萬
元出頭。星宇航空日前表示，已著手規劃第二班微旅行航班，飛
行日期、是否也由張國煒執飛等細節仍在討論中，希望可以趕在
8月飛第二班。

張國煒親飛東沙島！ 「給陸戰隊打氣」
奉送綠島龜山島俯瞰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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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漏油污染累犯台灣中油，遭競爭對手台亞石油提
告求償污染整治費，起因8年前台亞搶標接下中油經營到期的國
道東山加油站，發現中油隱匿污染，故意開低價讓台亞得標，待
整治完又高價搶標，台亞憤而提告，纏訟5年終在今年5月三審
定讞，中油要賠台亞1999萬元，也是加油站污染責任判決定讞
首例，學者痛批中油一錯再錯、不思改善，賠償金又是全民埋單
。

2年前中油澎湖湖西油庫漏油6.3萬公升隱匿1年才曝光，油
庫經理及管理師今年被判刑，中油遭罰2000萬；今年5月中油馬
公加油站油槽又漏油2.2萬公升。不斷漏油出包的中油，今年5
月最高法院一紙判決出爐，起因中油2012年經營東山加油站時
漏油污染，2015年遭接手經營的台亞提告求償污染整治費，5月
三審定讞中油敗訴判賠。

台亞怒批中油污染後脫身 待下一手整治完再高價搶標
國道加油站因車流量多、發油量大，是加油站業者兵家必爭

之地，高速公路局與加油業者6年合約一到，隨即公開招標，國
道東山加油站熱門搶手，據了解，2011年之前的15年期間的底
標價為120萬元，得標價從未低於180萬元，競爭激烈。

中油向高公局承租東山加油站至2012年8月31日止，高公
局公開招標，台亞以最高價得標。台亞透露，一同競標的中油以
「破天荒低價」60萬元投標讓台亞勝出，就嗅出 「事有蹊蹺」，

2012年9月1日接站首日，立即委託第三方採樣調查，結果發現

中油漏油污染嚴重，搜證後於2015年一狀告到法
院。

台北地院2017年一審時判中油勝訴，高等法
院二審改判台亞勝訴，判決中油應賠償污染整治費
1575餘萬元再加利息等共1999萬，中油不服上訴
，三審遭最高法院駁回，今年5月18日全案定讞。

2012 年底接手經營東山站 台亞：加油站土
壤及地下水已遭污染

根據高等法院民事判決指，台亞接站後調查發
現，加油站土壤及地下水已遭污染，中油測漏管及
土壤氣體抽除井確有深楬色浮油，土壞樣品的氣體
數值超標；台南環保局2012年9月17日勘查確認
中油應負污染及整治之責，周邊土壤污染源確認是
中油遺留的舊污染未處理完畢。

高公局要求國道加油站不准停供油品，台亞表示，得標後邊
售油邊整治污染，2015年解除污染場址列管，不料2018年結束
租期，中油竟以198萬高價搶標，台亞不服中油明知經營期間已
漏油污染，卻在合約到期競標時，故意以低於底標價未得標，待
台亞整治完污染，中油再以超高價搶標。

學者批：高額賠償全民埋單 應排除判決確定污染業者投標
文化大學經濟系教授柏雲昌批，中油不思改善漏油污染，只

會用公帑高價搶標，還有高額賠償金都由全民埋單，政風單位應

介入調查是否隱匿作假，建議高公局不得讓法院判決確定的漏油
污染業者再參與投標。

中油強調，尊重法院判決結果，否認 「低標脫手、高價標回
」，因業務機密不透露投標金額。

不具名的加油站業者表示，中油在一般道路或是國道經營加
油站時，常常 「很有技巧的」把污染留給下一家經營業者，讓接
手業者 「啞巴吃黃蓮，有苦說不出」的花錢整治，中油被判賠定
讞是伸張正義，希望中油有所警惕。

【【判賠首例判賠首例】】隱匿污染讓下一手花錢整治隱匿污染讓下一手花錢整治
中油賠台亞中油賠台亞19991999萬元全民埋單萬元全民埋單

（中央社）台北市政府正式同意遠雄申請大巨蛋復工了！市
府都發局上月16日核准大巨蛋第三次變更設計之後，遠雄於上
月30日提出復工申請，都發局已於昨（8/7）同意復工。

都發局表示，大巨蛋工程先前因現場79處主要構造未按圖
施工，違反《建築法》第58條規定，都發局2015年5月20日勒
令停工。遠雄巨蛋公司申請第3次變更設計，歷經7次都市設計
審議、2次環差審查、2次防火避難性能審查及通過防火避難模
擬，都發局終於在今年7月16日核准變更設計。日前遠雄巨蛋公
司會同承、監造人7月30日申請復工，由於停工原因經第3次變
更設計完成改正程序，都發局昨同意復工。

都發局表示，大巨蛋變更設計案歷經5年多審議，除了改正
未按圖施工情形，容納人數大幅下降，並增設安全梯、防火區劃
、避難面積；有關《建築技術規則》第97條安全梯問題，並列
管於使用執照前完成變更程序，未完成前將不予核發使用執照。

擅自施作消音棉遭裁處 復工後繼續處分直至拆除
至於先前遠雄擅自施作的消音棉，是否仍須拆除？都發局說

，因停工處分與消音棉處分為不同的行政處分，大巨蛋復工後，
消音棉裁處仍將持續執行。雖然遠雄公司針對消音棉處分已提訴
願，但按《訴願法》規定，提起訴願不影響行政處分執行，若不
拆除仍將連續處以怠金至拆除為止。

另外，有關監造建築師違反《建築師法》經最高行政法院判
決確定停業兩年一事，大巨蛋工程建築師於擔任監造人期間，因
簽證不實及未善盡監督承造人按圖施工責任，違反《建築師法》
規定，經提請台北市建築師懲戒委員會作成停止執業2年之懲戒
處分。建築師不服提起行政訴訟，今年7月30日經最高行政法院
判決確定，都發局將於收到法院判決書後，依《建築師法》公告
停業2年。目前遠雄公司已變更監造人為何慶祥建築師；至於設
計建築師，得於後續依工程變更設計需要申請變更。

都發局強調，市府堅守公共安全立場從來沒變，持續為市民
安全把關，依執照列管期程要求遠雄巨蛋公司依相關規定辦理。

大巨蛋復工！停工5年3個月 北市都發局正式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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