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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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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广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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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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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報道）綜合美國有線電視
新 聞 網 （CNN） 、 《 財 星 》 雜 誌
（Fortune）報導，紐約班布里奇會計
師事務所（Bambridge Accountants）
發布的最新研究顯示，2020年上半年
，共有 5,816 名美國人宣布放棄美國
公民身分，這個數字較2019年下半年
的444人增加逾10倍之多，同時也超
越去年全年的 2,072 人，另外也創下
歷年同期紀錄，前一紀錄是2016年上
半年的5,409人。 。

班布里奇會計師事務所表示，他
們是檢視美國政府每3個月公佈一次
的放棄國籍名單來進行調查。班布里
奇會計師事務所合夥人班布里奇
（Alistair Bambridge）表示，多數放
棄美國籍的人士先前就已經離開美國
，最終受夠了所有事因而下定決心捨
棄公民身分。

為何愈來愈多美國人選擇出走？
班布里奇說，這些人主要是因為受夠
了和川普有關的所有事、他處理新冠
肺炎疫情的方式、以及美國現在的政
策和政治風氣。

除此之外，許多人也相當不滿美
國的稅制。班布里奇指出，住在海外
的美國人仍需提交納稅申報表，揭露
自己的海外銀行帳戶、投資和退休金
，儘管這些人能夠拿到每名成人 1,
200 美元、兒童 500 美元的紓困補助
，但對他們來說， 「每年報稅仍太多
。」

班布里奇預期，美國人出走潮趨
勢未來可能會再增長， 「很多人都在
等 11 月大選，看看會發生什麼事，
如果川普連任，我們相信會有另外一
波放棄公民身分的出走潮。」

前景憂慮前景憂慮 美放棄公民身份人數創紀錄美放棄公民身份人數創紀錄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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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俄羅斯總統大選結束白俄羅斯總統大選結束
出口民調顯示現總統盧卡申科勝選出口民調顯示現總統盧卡申科勝選

（綜合報導）俄羅斯國防
部發布消息，俄南部軍區的一
架蘇-27戰鬥機升空在黑海上
空攔截了兩架美國偵察機。消
息稱，俄軍防空系統在黑海中
立水域檢測到兩個向俄邊境靠
近的空中目標，南部軍區防空
部隊的蘇-27戰機起飛攔截空
中目標。俄戰機機組人員在安
全距離上接近這一空中目標並

確定其為美國空軍RC-135戰
略偵察機和美國海軍“波塞冬
”（又稱為“海神”）巡邏機
。在美國偵察機離開俄邊境後
，俄戰機安全返回駐地。這是
俄戰機 24 小時內第二次攔截
美軍偵察機。

9 日，俄軍蘇-27 戰機在
黑海中立水域上空攔截一架美
國海軍的 EP-3E 型電子偵察

機。今年6月以來，美國偵察
機頻繁飛抵俄羅斯邊境地區進
行偵查。對此俄聯邦委員會議
員賈巴羅夫9日表示，俄羅斯
戰鬥機隨時準備在需要時攔截
外國飛機，俄方曾一再向美國
強調，美國偵察機的飛行使兩
國關係更加緊張，俄羅斯呼籲
美方放棄這種飛行，但美國當
局拒絕這一要求。

（綜合報導）白俄羅斯第六屆總統選舉
投票結束。根據出口民調的結果，現任總統
盧卡申科獲得近八成選票，將再次當選白俄
羅斯總統。

除現任總統盧卡申科外，參與本次總統
大選的還有“講真話”運動領袖安德烈.德米
特里耶夫、議會下院前議員安娜.卡諾帕茨卡
婭、企業家謝爾蓋.切列琴以及待業人員斯維
特蘭娜.季哈諾夫斯卡婭等4名候選人。

據白俄羅斯中央選舉委員會統計，截至
當地時間18:00，選民投票率達到了79.01%。
按照法律規定，參加投票的選民數量過半選
舉即為有效，獲得50%以上選票的候選人將當
選總統。出口民調統計數據顯示，盧卡申科

獲得了79.7%的選票，得票率排第二位的是斯
維特蘭娜.季哈諾夫斯卡婭，獲得了6.8%的選
票。安娜.卡諾帕茨卡婭、安德烈.德米特里耶
夫和謝爾蓋.切列琴得票率分別為2.3%、1.1%
和 0.9%。此外，有 9.2%的選民投票給“反對
所有候選人”。按照此前公佈的選舉日程，
白中選委應在8月19日前確認並宣布選舉最終
結果。

白俄羅斯總統任期5年，可連選連任，此
次是盧卡申科第 6 次成功獲選白俄羅斯總統
。 1994年，白俄羅斯頒布新憲法，開始實行
總統制。同年7月，盧卡申科就任白俄羅斯首
任總統，並在此後的歷屆總統大選中獲得連
任。

俄羅斯戰機俄羅斯戰機2424小時內小時內22次攔截美軍偵察機次攔截美軍偵察機

一場由貝魯特倉庫中儲存的硝酸銨所引發
的大爆炸，不但炸毀了貝魯特的半個城市, 造
成了至少137人死亡，5000人受傷以及數萬人
流落街頭,無家可歸的人間慘劇, 官方初步估計
全國損失達到卅億美元, 我用八個字來形容貝
魯特當前的慘境,那八個字就是:”哀鴻遍野,滿
目蒼夷”！

在大爆炸案發生之後,悲傷絕望的黎巴嫩民
眾紛紛向政府申出援手, 但是他們的哀求卻得
不到支助,他們無從選擇,只有走上街頭示威抗
議, 無奈的是, 因為政府實在太腐敗無能了, 在
現行體制下毫無效益可言，混亂的社會與崩潰
的經濟眼看著將使這個國家陷入萬劫不復的淵
藪之中。

曾經是法國殖民地的黎巴嫩是在第二次世
界大戰末期才宣布獨立建國, 所以只有短短的
77年歷史, 政治體制與結構雖與法國相似，但
卻因人謀不臧, 而成為派系分配政治權力的現
象，由於積習已久的政治陋規，使得推動政治
革新不易。

黎巴嫩曾經在1975至1990年發生動盪不安
的內戰, 戰後自期將創建為中東文化經貿中心,
但在短期平靜後又陷入無法平息的政治動盪,
宗教派系林立,政府官員貪污腐敗使得公共行政
無法順暢推展, 官員怠忽職守,能源危機不斷,貨
幣貶值國債高築,讓人民苦不堪言, 走上街頭的
抗爭活動不斷, 去年十月才推翻了腐敗的總理
，但依然走不出經濟與財務困境, 加上新冠疫
情影響, 造成更為嚴重的民生凋敝, 如今在大爆
炸案後, 終於把整個國家問題炸開來了, 法國總
統馬克宏在爆炸案後立即前往黎巴嫩訪問, 當
地人民期望馬克宏能協助改革黎巴嫩,馬克宏承
諾將全力援助,他特別強調, 黎巴嫩的政治必須
革新改造這個國家才會有新契機。

不過當前黎巴嫩最迫切的是經濟援助而非
政治改革,世界各國政府與人民應該在這個時候
發揮人道精神,對黎巴嫩伸出援手,大家一起捐
助他們,使他們及早度過難關！

【李著華觀點: 黎巴嫩之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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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時局

LIVE
歡迎使用
觀看高清美南國際電視新聞台

根據霍布金斯大學今天發表之疫情報告，
到今天為止，美國全國確診人數已經超過五百
萬人，其中每六十六人就有一人確診，在全世
界也是死亡人數及確診人數最多的國家， 全球
二千萬確診，我們就佔四分之一， 而在全世界
人口中我們僅佔百分之四。

近日來，一大批不戴口罩的機車騎士在南
柯達州小鎮呼嘯而過 ，他們都不願載上口罩 ,
並宣稱是憲法賦予之自由，更有數位國會議員
及俄亥俄州長也染上病毒，從上兩週開學以來
，已經有十萬學童確診，專家估計，今年年底

之前，美國將有叁十萬人喪生於新冠病毒。
美國首富比爾蓋茲今天在電視訪問中再次

質疑，我們是世界上醫療最發達及先進之國家
，主要是聯邦及地方政府之防疫工作效率太低
， 國民多不遵守戴口罩，社交距離及勤洗手之
基本法則。

我們非常痛心疫情猖獗嚴重威脅國民生命
安全之時，政客們不但束手無策， 還大放厥詞
， 大言不慚，視老百姓之生命於不顧， 何其不
幸？

( 圖片來源：路透社 )

美國新冠疫情日記美國新冠疫情日記88//1010//20202020

The United States on Sunday surpassed 5 million
confirmed cases of the coronavirus according to
data collected by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We
have both the highest number of confirmed cases
and the most deaths of any country in the world.

The world’s total confirmed cases is nearly 20
million, meaning that the U.S. accounts for 25% of
that total. And we only have around 4% of the world
’s population.

In other words, for every 66 citizens we already

have one case – such a horrible number!

Several U.S. lawmakers including Louie Gohmert,
Mario Diaz-Balart and Governor of Ohio Mike
DeWine also have confirmed cases of COVID-19.
The former head of the FDA, Dr. Scott Gottlieb
warned that the death toll could reach 300,000 by
the end of this year.

The world’s richest man, Bill Gates, said in an
interview that two of the many issues are a failure
to shut down and a lag in testing capabilities.

This is shame. We are the
richest and most medically
equipped country in the
world and we still can’t
control this pandemic. We
still are observing a lot of
people gathering at
different locations and at
functions without wearing
masks.

A lot of ordinary citizens
have lost their jobs, but
they still worry about the
virus attacking their
families. We are strongly
urging all the politicians to
act immediately to save
our people and our nation.

Coronavirus HorribleCoronavirus Horrible
NumberNumber

五百萬可怕的數字五百萬可怕的數字

駐日美軍戰機從空中掉落7斤重零件

日沖繩當局強烈抗議
綜合報導 駐日本沖繩縣美軍所屬的壹

架F15戰鬥機從空中掉落了壹塊重達3.6公

斤的金屬零件，而美軍方面在事發10個小

時後才通知沖繩縣政府，壹連串行為引發後

者強烈抗議。

據報道，此次掉落零件的F15戰鬥機隸

屬於駐日美軍嘉手納基地，掉落時間為當地

時間4日上午10時30分，但美軍方面直到

當晚8時45分，才通過沖繩防衛局將此事通

報給沖繩縣政府。

而發生事故後，駐日美軍在沒有就事故

原因進行詳細說明的情況下，繼續使用相關

機型進行訓練。

對於駐日美軍這壹連串的行為，沖繩縣

知事玉城丹尼在5日表達了抗議。他先是對

掉落零件事故本身表示，“縣民的生命正面

臨非常嚴重的危機”，隨後，對於駐日美軍

事發10小時後才對縣政府通報，他呼籲，

“希望（美軍）能迅速地告知最新情況”。

而對於美軍繼續對相關機型進行訓練，

玉城強調，“美軍應停止所有訓練，並對事

故原因進行調查後，將結果公之於眾”。

據介紹，此次事發的地點雖尚未公開，

但報道分析稱，可能是位於嘉手納基地東南

方向97公裏的海域，或者是與基地機場鄰

近的國道58號沿線地區，掉落物品則為戰

鬥機用於固定彈藥的裝置。

長期以來，駐沖繩美軍犯罪、軍機墜毀

、高空墜物和噪音騷擾等頻繁發生，沖繩民

眾不堪其擾。日美政府就駐日美軍普天間基

地在沖繩縣內搬遷達成壹致，但沖繩民眾反

對，要求徹底關閉基地或將基地遷至縣外。

印尼經濟20余年來首現負增長
官員稱三季度或改善

綜合報導 受新冠肺炎疫情沖擊

，今年二季度印尼國內生產總值與

去年同期相比下降了 5.32%。這是自

1999 年以來該國經濟首次出現季度

負增長。

在此前壹天舉行的新聞發布會

上，公布二季度經濟數據的印尼國

家統計局局長蘇哈裏揚托稱“疫情

對印尼醫療、社會和經濟狀況產生

非常負面影響，重創了消費和商業

生產活動，對家庭和企業造成嚴重

打擊”。

數據顯示，今年二季度該國居民消

費萎縮5.51%、政府支出下降了6.90%

、固定資產投資萎縮8.61%、出口下降

了11.66%。

印尼於今年3月初開始發生新冠肺

炎疫情。壹季度其GDP同比增長2.97%

，遠低於官方預估5.4%的水平。隨著

疫情加劇，該國多地於4月10日陸續實

施“大規模社會限制”措施。該舉措實

施不足兩個月，印尼經濟和民生遭受巨

大打擊。

6 月初，該國各地開始放松限

制、重啟經濟。但隨之而來的疫情

加劇，確診病例和死亡病例連續高

位增長。

據印尼衛生部6日下午通報，該國

當天新增新冠肺炎確診病例1882例，

累計確診118753例；新增死亡病例69

例，累計死亡5521例。

雖然疫情仍未得到控制，但印尼政

府已將工作重點由疫情防控轉向經濟復

蘇。自疫情發生以來，政府已撥款

695.2萬億印尼盾用於抗疫和經濟振興

；該國央行亦4次降息共100個基點以

刺激經濟。

該國經濟統籌部長艾爾朗卡稱，政

府樂觀地認為印尼經濟將在今年第三和

第四季度有所改善。

艾爾朗卡在5日舉行的會議上通報

，該國制造業采購經理人指數已從3月

份的27.5升至7月份的46.9，消費者信

心指數、零售業銷售總額、汽車銷量等

幾個指標進入7月份後亦有較大幅度改

善。

朝鮮采取措施積極防範洪澇災害
多地發布暴雨警報

綜合報導 入夏以來，朝鮮大部分地

區陰雨連綿，有些地方甚至大雨滂沱，

使得今年夏天朝鮮面臨嚴重的洪澇災害

風險。為最大限度地降低洪澇災害可能

造成的損失，朝鮮積極采取了壹系列措

施。

朝鮮勞動黨中央機關報《勞動新

聞》6日報道說，受到位於朝鮮中部地

區的梅雨鋒面影響，加上最近臺風

“黑格比”肆虐，朝鮮大部分地區降

雨量持續增大，多地已經發布了大

雨、暴雨警報。據統計，8月 1日至 4

日，黃海北道、黃海南道、平安北道

、江原道及開城市等地普降200毫米以

上大雨和暴雨。

由於近期連降大雨，大同江近日水

位逼近警戒線，朝鮮氣象部門日前發布

了洪水泛濫預警。此外，清川江等多條

河流水位也持續上漲，已超過警戒水位

，預計排水量將達到最大峰值。

《勞動新聞》報道說，面對多個

地區暴雨成災的緊急狀況，朝鮮各級

黨組織積極開展相關工作。朝鮮電力

部門在降雨較嚴重地區靈活機動地進

行供電安排，確保優先供應防洪搶險

用電，為排水設備提供安全的電力保

障。

朝鮮各地農業部門也集中力量保

護農耕地和農作物生產。報道說，平

安南道十分重視海邊的農村防洪治水

工程，著力加固海岸防波堤，確保排

水設備正常運行。黃海南道與相關單

位建立緊密聯系，實時監控各地區降

雨量，並建立

了面向各單位

的汛情通報機

制。鹹鏡南道

逐壹排查防洪

工作中的危險

要素，對水庫水

位實時監控，便

於根據汛情變化

采取相應防洪措

施。

在 首 都 平

壤市，各級黨

政行政部門和工人團體充分發揮積極

性，深入現場了解情況，為抗洪防澇

制定切實可行的對策。平壤市還出動

多臺宣傳車，向居民宣傳抗洪緊迫性

與重要性。

去年，臺風“玲玲”過境朝鮮時造

成5人死亡和部分財產損失。朝鮮今年

充分吸取去年的防洪治水經驗，通過高

層重視和各地積極參與等措施，共同應

對暴雨與洪水的襲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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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德國柏林-勃蘭登堡機場公司3日公布的最新客流量數

據顯示，8月2日，柏林兩大機場單日總客流量自新冠疫情暴發以來

首次突破31000人次。兩家機場7月客流量為69.38萬人次，是6月的

四倍多。啟用日期延宕多年的柏林新機場則已宣布將於10月 31日正

式投入運營。

其中，7月泰格爾機場客流量為46.53萬人次，舍內菲爾德機場為

22.85萬人次。盡管兩大機場客流量環比增長超過400%，但7月客流量與

去年同期相比仍減少了79%。

從8月1日起，居住在德國的旅客返程時可在柏林兩大機場免費進

行新冠檢測。機場方面表示，目前每天平均有數百人自願進行檢測。德

國聯邦衛生部長施潘已宣布，將在8月3日起的壹周內針對從風險地區

返回的旅客推行強制檢測。

柏林-勃蘭登堡機場公司日前宣布，將於10月31日如期啟用有德國

“延宕最久工程”之稱的柏林-勃蘭登堡維利· 勃蘭特機場。

維利· 勃蘭特機場的建設始於2006年，原計劃在2011年底啟用，卻

因種種原因多次被延後。今年10月31日是柏林-勃蘭登堡機場公司為其

設定的最新啟用日期。

由於疫情導致民航客流斷崖式下跌，外界曾壹度關註維利·

勃蘭特機場的啟用是否再度面臨變數。不過，柏林-勃蘭登堡機

場公司日前已正式向各國記者發出邀請，歡迎其於 10 月 25 日至

11 月 8 日前去采訪柏林新機場啟用和現有最大機場泰格爾機場

的關閉。

近期，柏林新機場已開始試運行。7 月 31 日，德國聯邦警察

在柏林新機場的辦公樓正式完工，標誌著其距離正式運營更近

壹步。

研究：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量
20年後恐達目前3倍

綜合報導 根據發表的壹份最新研究，每年流入海洋、導致海洋生

物死亡的塑料垃圾量，20年後恐達到目前的3倍。除非各國政府與企業

采取行動讓塑料制品數量劇減，才能避免這個災難。

這份由皮尤慈善信托基金會和英國壹家公司委托科學家與產業專家

所做的研究，發表在美國《科學》雜誌。研究指出，如果不采取行動，

20年後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量，將從目前的1100萬噸大增至2900萬

噸。到了2040年，累積共將有6億噸的塑料垃圾在海中漂流，相當於

300萬只藍鯨的重量。

據報道，非政府組織“國際固體廢棄物協會”指出，新冠疫情期間

，壹次性塑料制品的消費量大增。在亞洲偏遠的海灘，每天都有口罩和

乳膠手套被沖上岸；全球垃圾掩埋場也正堆滿數量空前的外賣餐盒和網

購快遞包裝材料。

研究的共同作者、皮尤慈善信托基金會高級經理溫妮表示：

“塑料汙染影響每個人。這不是妳的問題，我的問題，壹個國家

的問題，這是每個人的問題……如果我們什麼都不做，情況將變

得更糟。”

皮尤的研究提出壹系列解決方法，包括設置回收設施、擴大垃圾收

集等，可將預計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量減少80%以上。

德國柏林7月民航客流量持續回升
新機場敲定10月啟用

歐洲多國新冠疫情反彈
高峰期死亡人口同比增16萬

近日，歐洲多國新冠疫情出現反彈

。有來自德國、比利時的專家稱，其所

在國已進入第二波新冠疫情；統計稱歐

洲疫情高峰期死亡人口同比增加16萬；

意大利官方壹項推演顯示，該國感染新

冠病毒的人數或接近150萬。

歐洲多國或出現第二波新冠疫情
據報道，近期，西班牙、德國、法

國、比利時等國的新增確診病例均出現

上揚趨勢。

過去兩周，德國每天新增確診病例

接近1000例。德國醫學協會理事會成員

約翰娜(Susanne Johna)博士表示，德國第

二波新冠疫情已經開始，但比第壹波疫

情要弱。

約翰娜稱，德國目前已經處於第二

波新冠疫情中，且感染者人數正在不斷

緩慢增長。但她同時強調，這壹輪疫情

的規模，與第壹波疫情的規模不可同日

而語。德國醫院已經為第二波疫情的到

來做好了壹切準備。

不過，德羅伯特· 科赫研究所所

長威勒 7月 28 日曾表示，該研究所不

確定這是否意味著德國進入了第二波

疫情。

另壹方面，比利時病毒學家範古奇

(Steven Van Gucht)表示，目前該國新增

確診病例的數量正在穩定持續上升，表

明該國已開始暴發第二波疫情。他認為

，人們要恢復正常生活仍然需要很長時

間，或許未來人們不得不學會與新冠病

毒共存。

歐洲疫情高峰期死亡人口同比增
16萬

當地時間8月4日，歐盟統計局(Eu-

rostat)發布疫情高峰期社會人口死亡報告

指出，2020年3月至5月新冠疫情高峰期

間，歐盟成員國社會人口死亡同比增長

了大約16萬人。該數據表明，新冠疫情

將對未來歐洲疫情嚴重地區人口發展，

造成直接或間接影響。

據報道，歐盟統計局通過對 24個

成員國疫情高峰期人口死亡數據，對

比 2016 年至 2019 年同期社會平均自然

人口死亡數據，進行評估分析得出了

上述結果。

報告指出，迄今為止，歐盟成員

國受新冠疫情影響最嚴重 25個地區中

，意大利和西班牙占 21地區。其他疫

情嚴重的 4 個地區分別為法國的上萊

茵、塞納-聖但尼和塞納河畔的上塞

納 省 ， 以 及 荷 蘭 的 北 布 拉 班 特 省

(Noord-Brabant)。

此外，自3月初疫情暴發開始，意

大利社會人口死亡數據同比增長最高，

並在3月下旬達到了頂峰。

報告：意大利或有近 150 萬人感
染新冠

當地時間8月4日，意大利衛生部、

國家統計研究所(ISTAT)和紅十字會聯合

發布的新冠疫情共同調查報告指出，壹

項針對新冠病毒血清測試篩檢抽樣調查

分析結果顯示，迄今為止，意大利新冠

病毒的社會感染率為2.5%。

意大利國家統計研究所所長布拉吉

亞多表示，新冠病毒社會感染率為2.5%

，看上去似乎很低，但按此概率進行推

演，意大利全國感染新冠的人數大約為

148.2萬人，是壹個驚人的數字。

不過，調查報告同時指出，意大

利各大區新冠病毒的感染率具有很大

差異，疫情嚴重的倫巴第大區感染率

為 7.5%，而南部地區的感染率則低於

1%。

希臘將采取更多措施應對疫情
專家呼籲民眾保持警惕

希臘國家公共衛生組織5日宣布，

希臘過去24小時內新增124例新冠確診

病例，累計確診4973例，累計死亡210

例。為此，希臘當局擬宣布更多新措施

應對，另外，希臘傳染病專家也向民眾

發出呼籲，要時刻保持警惕。

希臘將采取更多限制措施
報道稱，在希臘日增新冠病例突破

三位數後，希臘政府進入“紅色警戒”

狀態。總理米佐塔基斯將再次發表全國

講話，當局也宣布不排除采取更新、更

多限制措施的可能性。

希臘政府知情人士透露，米佐塔基

斯在講話中，將要求大家遵循4月份封

鎖期間的防疫措施，聽從專家建議，做

好防疫工作，抑制病毒的再次傳播。

據稱，4日，希臘公民保護部長哈

達利亞斯剛宣布了壹系列新措施，包括

在晚上11點到早上7點，禁止從阿爾巴

尼亞經卡卡維亞口岸過境。另外，對參

加社交活動人數上限的規定延長至8月

31日，禁止所有船上活動，並有針對性

的限制工作時間等。

而希臘主要反對

黨激進左翼聯盟領導

人齊普拉斯則通過其

社交網站，指責當局

在防疫方面犯錯不斷

，政策搖擺，還將負

面結果歸咎於人民未

遵守安全措施。他表

示，“他們所有事情

都做錯了，我們又回

到了原點。”

專家：這樣下去我們會迎來第二波
疫情！

4日，希臘衛生部發言人、傳染病

專家齊奧德拉斯表示，“人們需要時刻

保持警惕，壹旦松懈疫情就很容易失控

。如果病毒保持目前的速度傳播下去，

我們很可能會在兩周內迎來第二波疫情

！所以接下來壹段日子，我們必須全力

以赴，取得抗擊病毒戰役的勝利。”

據報道，面對病例數壹再增長的情

況，希臘政府和衛生專家壹直在呼籲民

眾戴好口罩、保持社交距離。從8月4日

起，凡是乘船出行的旅客在船上任何區

域都必須佩戴口罩。

目前，希臘當局已經在公交車、地鐵

站等人員密度大的空間內加大了檢查力

度。僅在8月4日上午，檢查人員就進行

了372次佩戴口罩情況的檢查，並對22名

乘客和出租車司機進行了罰款處理。

希臘公民保護部副部長哈達利亞斯

表示，“我們最大的敵人是自滿和放松

！”他說，正是由於這個原因，才導致

了近來希臘多個地區出現病例數激增的

情況。

避免病毒傳播
澳維州養老院建“探視艙”助家人團聚

綜合報導 為了避免新冠病毒的傳播

，澳大利亞維多利亞州“多元文化”養老

院搭建了壹間特殊的“探視艙”，用玻璃

將集裝箱分隔成兩個空間，幫助養老院老

人與他們的親人，在安全的情況下見面。

據報道，在這個空間中，老人和其家

人被玻璃分隔開，但裏面安裝了麥克風和

揚聲器，幫助聽力受損的老人與家人交談

。空間裏面還配備了輪椅和舒適的椅子，

從上午10時到晚上19時開放使用。

這家養老院首席執行官萊戈(Joy Leg-

go)近日向媒體透露，“這個改造的集裝箱

允許家人進來探望老人，並在裏面聊天。

我們看到老人們臉上露出喜悅的表情，因

為他們看到自己愛的人，這真的很讓人感

動。”

目前，這家養老院沒有新冠確診病例

。但萊戈表示，新冠疫情使養老院面臨著

最具有挑戰的時期。

報道稱，維多利亞州政府30日發布的

數據顯示，該州有913例與養老院有關的

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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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聯儲首次對大型銀行提出納入資本緩衝後
的資本要求，其中高盛集團、摩根士丹利和幾家在美國運營的
外資銀行面臨的要求最為嚴苛。

美聯儲周一發表聲明稱，資本要求是根據最新的壓力測試
結果確定的。在國內金融機構中，對高盛訂立的目標最高，資
本總額至少需達風險加權資產的13.7%。對摩根士丹利的要求
為13.4%；按資產規模計算美國第一大銀行摩根大通則必須維
持該比例在11.3%。新的要求將從10月1日起生效。

在外國金融機構當中，美聯儲對德意志銀行的要求最高，

為12.3%，瑞信集團為11.4%，瑞銀則為11.2%。
美聯儲還在周一發表的聲明中證實，有五家機構的壓力測

試結果需要重新考慮，它們是：高盛集團、BMO銀行金融集
團、Capital One Financial Corp.、Citizens Financial Group Inc.和
Regions Financial Corp.。

對每家金融機構的資本要求各自適用新的資本緩衝，目的
是將年度壓力測試表現納入到行業維持充足資本的日常要求當
中，從而簡化銀行資本。

每一個總目標--例如花旗集團的10%--都包括基礎資本

要求，每家銀行均為4.5%。隨後，美聯儲再根據壓力測試表現
加上壓力資本緩衝要求。對於花旗集團來說，該比例為2.5%。
最後再考慮銀行規模、複雜性和相互關聯性因素，花旗為3%。

美國其他大型銀行的資本要求分別為：美國銀行9.5%，富
國9%，美銀美林8.5%，道富8%。

美聯儲指出，鼓勵銀行在形勢艱難時動用資本緩衝--壓力
緩沖和附加的資本比例。美聯儲和其他銀行業監管機構一再鼓
勵銀行業在當前經濟動盪階段將資本緩衝用於放貸。

（綜合報導）根據美國兒科學會最新數據，從7月16日到
7月30日，美國有超過9.7萬名兒童在返校時新冠病毒檢測呈陽
性。

目前在全美共發現超過33.8萬名兒童感染新冠病毒，許多
學校表示將採取行動保證師生安全。

英國《每日郵報》8月9日報導稱，加利福利亞州最大的
兩個學區洛杉磯和聖地亞哥，擁有總計超過7.2萬名學生，由
於該州因新冠肺炎住院人數的增加和感染率的上升，在新一學
年決定採用遠程學習。

另外，紐約市市長白思豪也保證，政府已經考察世界多地
返校的例子，以製定有效政策確保孩子們的安全，並敦促家長
需盡快為學生註冊現場指導、遠程學習或混合學習系統。

美國新冠疫情依舊嚴峻，對於家長和老師而言，把孩子送
回學校，風險巨大。

當地時間 8 月 3 日，全美各地幾十個學
區的教職人員發起遊行示威，抗議政府在
新冠疫情加重的情況下計劃開學，恢復面

對面的授課模式。
據路透社8月3日報導，當天超過35個學區的教職人員開

車上街，鳴笛抗議一些州長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間恢復課堂教
學的計劃。他們希望在網上進行教學，要求在重開學校之前，
必須確保防疫措施一切到位，包括減少每班的學生人數、提供
新冠病毒檢測，以及為學校提供足夠的輔導員和護士。

與此同時，據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的實時統計系統
顯示，截至8月9日，美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超過500萬例，也
是首個新冠肺炎確診到達500萬例的國家。

與疫情初期的平緩增長不同，在剛過去的7月，美國曾連
續數天創下單日增長記錄。截至8月8日，美國有19天的新增
病例突破了6萬例，最終將累計病例數推向500萬。

從1月21日在華盛頓州發現第一例新冠肺炎，到如今突破
500萬例，美國用了202天。

令人擔憂的是，疫情在美國沒有減緩的跡象。美國衛生官
員甚至認為，考慮到檢測的局限性以及所有感染者中多達40%
沒有症狀的事實，實際數字可能高出10倍，或接近5000萬。

哥倫比亞大學醫學院艾倫·戴蒙德艾滋病研究中心主任何
大一譴責美國民眾肆意行為以及該國對該病毒的處理。

《每日郵報》8月4日報導說，倫敦衛生與熱帶醫學院和
倫敦大學學院聯合進行的研究顯示，如果檢測和追踪系統得不
到全面改善，9月重返學校的兒童將引發第二波災難性的新冠
肺炎疫情，感染人數可能是第一波的兩倍。

報導提醒，新冠患者需要接受檢測和自我隔離，以防止學
校重新開學引起的第二波疫情。因此，不能只考慮經濟，也要
考慮貿然開學帶來的風險。

據《華爾街日報》此前報導，美國疾控中心（CDC）已經
就如何在疫情中開學發布了建議，這些建議呼籲學生保持社交
距離，要求學校採取縮小班級規模的措施等。

美國總統特朗普則在7月8日早些時候在推特上表示，他
不同意美國CDC“非常嚴格又昂貴的指導意見”。

（綜合報導）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引發的
肺炎疫情在美國持續蔓延，日前全美的感染
人數已經突破了500萬人，死亡人數也在不
斷攀升。隨著對新冠病毒研究的逐步深入，
新冠疫苗也有望問世。但是美國蓋洛普公司
公佈的一份民調顯示，超過三分之一的美國
人表示，即使免費他們也不願意接種疫苗。
更讓人費解的是，受疫情影響最嚴重的非白
人群體對新冠疫苗的抗拒情緒尤為嚴重。

據英國《每日郵報》8月10日報導，蓋
洛普公佈的民調數字顯示，即使新冠疫苗獲
得食品及藥物管理局FDA的批准，且接種也
完全免費，還是有35%的人不願意接種。有
趣的是，對於新冠疫苗的接受度在美國民主
共和兩黨中也呈現出明顯的分化，只有不到
一半的共和黨支持者稱他們願意接種新冠疫
苗，而有高達81%的民主黨支持者則表示他
們會迫不及待地排隊接種疫苗。

另一方面，如果從種族結構上來看，有
67%的美國白人願意接種新冠疫苗，而僅有
59%的非白人稱可以考慮接種疫苗。在確診
感染新冠病毒的美國人中，非白人佔了大部

分，而這些人對疫苗的接受程度竟然要低於
白人群體，這也讓外界覺得很不解。尤其是
美國黑人群體在這次疫情中，不管從感染人
數還是死亡人數在都高居各群體榜首，而這
些人卻對疫苗最抗拒。

另外民調數據也顯示，分年齡段來看，
18-29歲的美國人和65歲以上的美國人對新
冠疫苗的接受程度最高，倒是中年群體對新
冠疫苗持懷疑態度。不過另一方面，有高達
84%的受訪者表示，父母非常有必要讓自己
的孩子接種新冠疫苗。
車上寫著：上帝就是我的疫苗

當地時間8月7日，美國頂級傳染病專
家安東尼•福奇博士在接受采訪時表示：
“我們目前尚不清楚新冠疫苗的有效性，我
個人認為產生抗體的可能性在75%以上，但
是最後有效性高達98%也不是不可能，希望
大家要遵循醫療部門的建議。”

另據媒體報導，美國總統特朗普此前表
示新冠疫苗預計會在11月3日的總統大選之
前問世，食品及藥物管理局也會盡快批准疫
苗接種。

美國病例超500萬例！比爾•蓋茨痛斥美國檢測
（綜合報導）據英國媒體報

導，比爾•蓋茨在一期採訪中表
示，在美國進行有效的新冠病毒
檢測的最大障礙之一是“愚蠢”
。

蓋茨具體解釋說，大多數美
國檢測“完全是垃圾”，因為得
到檢測結果需要很長時間。據稱
美國各地的新冠病毒檢測通常需
要一周多的時間才能得到結果，
這讓依賴及時檢測數據的公共衛
生部門感到沮喪。

當被問及檢測結果的延誤時
，蓋茨說：“好吧，那太愚蠢了
。我們大多數的測試完全是垃圾
，浪費。”

這位微軟創始人兼慈善家說
，他認為有一個簡單的解決方案

：如果醫療機構能在48小時內返
回檢測結果，他們才能收到檢測
的費用。

蓋茨說：“他們賺的錢太荒
唐了，必須設置一個規定，24 小
時內可以拿到檢測結果的可以支
付一點額外費用，48 小時內出結
果支付正常費用，超過48小時出
不來檢測結果可以不支付任何費
用（如果到那時還沒有支付）。
”

蓋茨接著說，但這是不可能
改變的，因為聯邦政府制定了製
度，到目前為止，要求改變這一
制度的呼聲一直被忽視。蓋茨說
：“當我們告訴他們改變它時，
他們會說：‘據我們所知，我們
做得很好，太棒了！’我們是世

界上唯一在檢測上浪費最多錢的
國家。”

多年來，蓋茨一直警告說，
美國沒有準備好應對大規模流行
病。自從新冠病毒出現以來，比
爾及梅琳達•蓋茨基金會就為檢
測和疫苗研究提供了大量資金。

根據疫情跟踪項目收集的數
據，美國目前平均每天進行大約
73.9萬次測試。在檢測方面，總統
特朗普多次吹噓美國的成功。

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8
月9日發布的新冠疫情最新統計數
據顯示，截至美國東部時間9日9
時36分（北京時間9日21時36分
），美國累計確診病例5000603例
，累計死亡病例162441例。

美聯儲對大型銀行提出新的資本要求美聯儲對大型銀行提出新的資本要求
對高盛對高盛、、摩根士丹利最為嚴格摩根士丹利最為嚴格

超三分一美國人稱即使免費也不接種
新冠疫苗，非白人群體尤其抗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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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道）新北市農業局表示，三峽區農會慶祝
成立120週年，15、16日在北大特區舉辦農特產品聯合
行銷活動，持振興三倍券消費享加碼優惠，讓200元變
300元、500元變600元。

農業局副局長諶錫輝表示，老農會也能有新思維
，三峽農會8月15、16日舉辦農特產品聯合行銷的慶
生活動，不同以往於三峽長福橋舉辦，改在 「三峽北
大特區」大義路、學成路口綠地舉辦，期能連結舊城
區與新市鎮居民關係，更邀請外地民眾共襄盛舉。

三峽區農會總幹事張永巨表示，農會致力推廣在

地農產業百年有餘，累積各項農特產獲獎紀錄，更跳
脫傳產經營模式，輔導農民轉型精進栽培技術與品種
，為消費者提供優質農產品，也為農友開發特色加工
農產品推向國際。

農業局表示，三峽農會行銷活動現場使用三倍券
消費，可再享加碼優惠，讓200元變300元、500元變
600元。除了三倍券加值外，現場消費滿新台幣500元
可換得茶包組合農饗禮、滿1000元換有機碧螺春細麵
，現場販售在地美食老陳三豆花、童哥古早味糯米腸
、百年老店星葉水冰及金三峽牛角等。

基本工資下週審議基本工資下週審議 資方資方：：經濟不好不應為調而調經濟不好不應為調而調

三峽農會120週年慶 行銷農產三倍券享優惠

（中央社）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將於18日召開，勞方盼能調漲基本工資，資方則認為，今年
各項經濟數據表現不好，不應為了調整而調整，應等到年底，再視整體情況審議。

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將於18日召開，勞動部預訂今天晚間與勞方委員進行會前會。勞方代表
認為，雖然全球受疫情影響，但台灣經濟仍向上成長，因此認為還是應調漲基本工資。

資方代表、全國商業總會副理事長許舒博表示，每次審議基本工資是否調漲時，都會參酌經

濟成長率、失業率、就業率、企業獲利等數據資料，今年各項數據都不好，如果硬
要為了調整而調整，調幅並不會很大，甚至於沒有幫助，對整個行業的發展不見得
是好事。

許舒博指出，受到疫情影響，經濟尚未完全復甦，下半年的狀況也還不明確，
應該延到12月，觀察一整年的發展，再來研議明年的基本工資，假使經濟狀況不
好，硬要漲沒道理。日本已決定明年不調整基本工資，國也僅調漲1.5%而已

工商協進會理事長林伯豐也表示，疫情期間，政府仍在紓困，且目前經濟成長
率與消費者物價指數表現都不好，不贊成現在調高基本工資，應該等到疫情過後再
來研議。

林伯豐指出，如果政府一定要調高基本工資，那應該將本國勞工與外勞的工資脫鉤，且應讓
民間企業視員工的表現，針對資深、對公司有貢獻、有將來性的員工升薪。

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由勞資政學四方委員共同決定，每年第3季時開會決定基本工資是否需
要調整，目前基本工資為時薪新台幣158元、月薪2萬3800元。

台灣防疫建功內需回溫
6月受僱員工人數回升
（中央社）全台大解封之後，內需有感回溫，主計

總處今天公布6月工業及服務業全體受僱員工月增7000
人，為疫情爆發以來首度回升，不過以內需服務業好轉
較顯著，製造業仍持續受到疫情衝擊。

主計總處國勢普查處副處長陳惠欣表示，2019冠
狀病毒疾病疫情衝擊全球經濟，台灣因防疫表現較佳，
對勞動市場的影響比金融海嘯時期小；6月全體受僱員
工人數年減0.42%，是2010年以來同月最大跌幅，並未
超越金融海嘯時期年減3.41%的紀錄。

若觀察全體受僱員工人數的月變動情況，陳惠欣
表示，原本連4月負成長，6月是疫情以來首度轉正，
其中又以服務業好轉比較明顯，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
、住宿及餐飲業分別增加6000人及5000人。

「隨著內需經濟活動陸續重啟，相關行業逐步回溫
」，陳惠欣進一步指出，除了受僱員工人數成長，先前
受衝擊明顯的行業，如其他汽車客運業、住宿餐飲業，

6月經常性薪資也呈現月增。
陳惠欣表示，內需服務業的受僱員工人數、薪資

雖然還沒有回到疫情之前的水準，但是確實有在轉好。
不過陳惠欣也說，6月製造業受僱員工人數月減

7000人，若觀察製造業當中的各業別表現，以金屬製品
、機械設備製造業、紡織、成衣製品製造業等傳統產業
受創較深。

陳惠欣總結，6月內需服務業因解封後消費力道
回升，相關數據有改善，但製造業仍受衝擊，且將持續
受到國際第二波疫情再起、美中緊張局勢升溫等影響，
「後續製造業是觀察重點」。

主計總處今天也公布6月底全體受僱員工經常性
薪資平均為新台幣4萬2352元，年增1.41%；加計獎金
及加班費等非經常性薪資後，總薪資平均為5萬581元
，年增4.09%。

國衛院疫苗有效抑制病毒複製國衛院疫苗有效抑制病毒複製
國衛院國衛院1010日舉辦日舉辦 「「DNADNA疫苗經動物試驗證明具保護效果疫苗經動物試驗證明具保護效果」」 記者會記者會，，國衛國衛

院感染症與疫苗研究所所長廖經倫院感染症與疫苗研究所所長廖經倫，，說明國衛院以倉鼠進行動物攻毒試驗說明國衛院以倉鼠進行動物攻毒試驗，，疫疫
苗能夠有效抑制病毒複製苗能夠有效抑制病毒複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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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周文超

港商有話說
5年前，我在內地創辦了妙智科技有

限公司，去年落戶在合作區內。目前，合
作區內的港商項目發展仍面臨一些兩地制

度對接不暢造成的障礙。妙智科技是醫療
器械研發的公司。在研發過程中，公司機器

需要通關，但同一台機器反覆過關每次也要詳細核驗，
每次通關都要花30分鐘到1小時，希望未來能夠對同一
機器進行備案以便利通關。此外，我作為香港法人，在
國內申請臨床試驗需要深圳藥監局遺傳辦的審理資質，

每次都要3個月，容易與競爭對手拉開差距。
希望未來能解決資質銜接不暢的問題。

我創辦的舒糖訊息科技有限公司3年
前落地在合作區內。公司內有十餘位香港
員工，疫情期間依然有6個人堅守在深

圳。但“封關”政策延續了半年多還未見撤
銷跡象，許多員工困守在深圳很久，未來希

望兩地政府在這一方面能夠提出更成熟的銜接方案，保
證人員的通關便利。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何花

謝智衡謝智衡

何耀威何耀威

《意見》共七個部分22條重點事項，其中多
個事項涉及支持港澳科研項目，明確合

作區深圳園區要堅持制度創新和科技創新雙輪
驅動發展，對標香港及國際上最有利於科技創
新的體制機制，全方位探索構建有利於科技創
新的政策環境，包括探索促進人員、物資等創
新要素高效便捷流動，打造國際化營商環境，
對接國際科研規則，建設5G通信、生物醫藥等
新興產業標準規則示範區。

設專項資金挺港澳項目
曾堅朋介紹，《意見》提出合作區深圳園

區將全力服務香港高校和科研機構，提供優
惠、充足的科研、科技成果轉化空間，公共科
研裝置、公共技術服務平台、中試基地等設施
向香港高校和科研機構全面開放，把香港高校
和科研機構較雄厚的基礎研究能力與深圳高新
技術產業體系較發達的優勢緊密聯結起來，支
撐香港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

此外，《意見》還提出單列合作區深圳園
區專項資金，加大對港澳和國際科研項目的支
持力度。

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等多間高校和科
研機構已在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設立研究中心、
實驗室和孵化器等分支機構。對於最新出台的
《意見》，香港中文大學研究及知識轉移服務處
處長徐仲瑛教授表示，香港中文大學從合作區建
設初期就一直關注，目前已在該區成立了研究機
構開展醫療機器人及生物醫藥項目研究。

港教授：稅制知產歸屬待解決
“合作區在地理位置上與香港僅一河之

隔，與香港中文大學距離只有20分鐘左右車
程，這對很多科研人員和學生都有相當的吸引
力。”徐仲瑛稱，科研人員普遍對合作區比較
期待，具體包括在科研儀器設備的進出口、科
研人員的出入境、科研項目的支持和管理、科
研成果的轉化等方面的政策和制度方面的創新

等。他強調，香港的河套A區還在建設當中，深
圳園區的先行試驗對未來香港園區的建設和發
展有一定的參考。未來也希望合作區的成功發
展能夠進對建設深港科技創新中心作出示範和
貢獻。

香港城市大學在合作區深圳園區內也已有
實驗室落地。香港城市大學機械工程學系副教
授陸洋正在與該校材料系教授共同申請在該區
新設一個研究中心。“合作區與落馬洲相連，
在那裏設研究中心完全可以看作是校園的延
伸。城大材料系在香港高校中實力最強勁，系
主任對這個研究中心非常有興趣。”陸洋同時
強調，合作區在比如疫情這種極端情況下的通
關政策、工作人員稅制、知識產權歸屬等方面
仍面臨許多待解決的問題。此外，在這一區
域，希望能夠選擇性地開放一些國外學術性的
網站和期刊網站，類似Google Scholar等。希望
這個合作區開創一個不同於以往、真正實現深
港兩地接軌的區域。

對標港機制建產業區
設施全開放惠港高校

深圳擬推新政 撐深港科創合作區深圳園區建設

大灣區大灣區 快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花 深圳報道）日前，深圳市政府

舉行新聞發布會表示，將出台《深圳市人民政府關於支持深

港科技創新合作區深圳園區建設國際開放創新中心的若干意

見》（以下簡稱“《意見》”）支持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深

圳園區（以下簡稱“合作區深圳園區”）建設。深圳發改委

副主任曾堅朋介紹，未來合作區將全力服務香港高校和科研

機構，提供優惠、充足的科研、科技成果轉化空間，公共科

研裝置、公共技術服務平台等設施向

香港高校和科研機構全面開

放，將香港科研能力與深圳產

業優勢結合，支撐香港建設國

際創新科技中心。

《意見》涉港澳內容
◆合作區深圳園區將在科研管理上借鑒採用香港
卓越高效的制度，對接國際通行規則。

◆聚焦信息、生命、材料科學與技術領域，合作
引進一批港澳及國際化的科研項目與平台。

◆圍繞集成電路、5G通信、大數據及人工智能、
生物醫藥、新材料等深港優勢產業領域，合作開
展核心技術攻關，共建國際一流的科技創新服務
體系，並且支持在移動支付、基因科技、人工智
能等領域積極參與或牽頭開展國際標準的制定。

◆設合作區深圳園區專項資金，加大對港澳和國
際科研項目的支持力度。

◆支持福田保稅區轉型為國際一流的高科技園
區；加快皇崗口岸重建，實施福田保稅區一號通
道改造工程，便利科研人員往來深港；全面推進
交通等基礎設施跨境互聯互通，強化與大灣區其
他城市的有效對接。

◆提供優惠、充足的科研、科技成果轉化空間，
公共科研裝置、公共技術服務平台等設施將向香
港高校和科研機構全面開放。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何花

■■落地在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內落地在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內
的港企舒糖訊息科技有限公司的港企舒糖訊息科技有限公司。。

香港文匯報記者何花香港文匯報記者何花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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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0人口普查人口普查

德州將通過德州將通過P-EBTP-EBT計劃向每個兒童發計劃向每個兒童發
放放$$285285的餐費補助的餐費補助

2020年人口普查是什麽？
本次人口普查的目標是統計住在美國的所有的人

，而且在正確的地方只算壹次。《美國憲法》第1章
第2節規定每十年統計壹次人口和住宅。人口普查數
據指導6,750多億美元的聯邦資金每年如何在各州和
社區之間進行分配。

我是否必須對2020年人口普查作出回應？
是，法律要求您必須對2020年人口普查作出回

應（《美國法典》第13章 第141節和第193節）。
我們根據《美國法典》第13章第141、193和221節
的要求開展2020年人口普查。此信息收集工作已得
到管理與預算辦公室（OMB）的批準。八位數OMB
批準文號為0607-1006。假如沒有顯示這個批準文號
，我們不能開展人口普查。

我的回答是否會得到保密？
是，美國人口普查局依法保護您的信息。人口普

查局不得以任何可能識別您或您住戶的方式發表您在
表格中所填寫的答案。依據《2015年聯邦增強網絡
安全法案》，通過監察傳輸您的數據的系統，來確保
您的數據受到保護，避免網絡安全風險。所有數據都
會加密傳輸，以保護您的隱私。

《美國法典》第13章保護您的所有個人信息的
保密性。違反受訪人保密性是聯邦犯罪，會受到嚴厲
處罰，包括在聯邦監獄最高達五年的監禁、最高達
$250,000的罰款，或二者並罰。只有經授權個人才
能查閱儲存的數據，您向人口普查局提供的信息僅限
由少數經授權、並宣誓終身保護您的個人答案的保密
性的人才能使用。政府機構或法院不得根據您的回答
作出對您不利的裁決。

要獲取關於我們如何保護您的信息的更多信息，
請訪問我們的網站 census.gov，然後點擊主頁底部

的“數據保護和隱私權政策" (Data Protection and
Privacy Policy)。該網頁還包括有關此類記錄的搜集
、儲存和使用的信息。請點擊“System of Records
Notices (SORN)”，並查看“Privacy Act System of
Records Notice COMMERCE/CENSUS-5, Decen-
nial Census Program”。

誰應當完成2020年人口普查問卷表？
2020年人口普查問卷表應由擁有或租用此住所

的人來完成，或由年滿15歲且對此住戶有所了解的
人來完成。

如何更改我填答的信息？
對於單選題，單擊另壹個答案將會更改原來的回

答。
對於多選題，如果要取消已選的某個答案，只需

單擊相應的選框，即可取消對這個答案的選擇。
完成2020年人口普查問卷表需要花費多長時間

？
根據美國人口普查局的估計，完成人口普查問卷

表平均需要10分鐘。
人口普查局將如何使用我提供的信息？
根據法律，人口普查局只能使用您的答案來進行

數據統計。
完成在線2020年人口普查問卷表是否安全？

是，每次填寫在線問卷時，我們都需要向受訪者解釋
數據保密性和數據保護法律（例如，《美國法典》第
13章第9(a)節）。

依據《2015年聯邦增強網絡安全法案》，通過
監察傳輸您的數據的系統，來確保您的數據受到保護
，避免網絡安全風險。在網絡上提交的所有數據都會
進行加密處理，以便保護您的隱私權，即使您的回答
被截獲（這種情況極少發生），也無需擔心。

如需有關這方面更多信息，請查閱“數據保護和
隱私權政策”網頁 (https://www.census.gov/ privacy/
）。
是否會公布問卷結果？

是。根據法律，人口普查局只能使用您的答案來
進行數據統計。人口普查局不得以任何可能識別您或
您住戶的方式發表您在表格中所填寫的答案。美國人
口普查局會向公眾公布這項問卷調查的結果，但是問
卷調查結果將會匯總到壹個表格中再公布，其中不會
公布任何個人身份信息。

在公布信息之前，美國人口普查局會對信息進行

審查，而信息質量是必不可少的壹個審查方面（有關
美國人口普查局的信息質量準則的詳細說明，請訪
問 https://www.census.gov/about/policies/quality/
guidelines.html）。美國人口普查局在收集信息時，
同樣會進行信息質量審查，且將這項工作納入到《文
書工作減負法》的審查批準過程。

我是否必須為我的住戶中的人完成2020年人口
普查問卷表？

是的，您需要提供在此住戶居住的每個人的信息
。

德州將通過P-EBT計劃向每個兒童發
放$285 的餐費補助 這個補助的申請截止日
期延期到8月21日了 由於 COVID-19，學
校關閉，許多孩子暫時 失去了免費或折扣
早午餐。德州已獲得美國農業 部的批準，
為暫時失去免費或折扣學校早午餐的 家庭
提供超過10億美元的疫情食品福利計劃。
德 州 將 通 過 P-EBT （Pandemic Elec-
tronic Benefit Transfer）計劃向每壹位符合
條件的兒童提供285 美元的壹次性福利。
P-EBT計劃由德 州人事健康委員會（HH-
SC）和德州 教育局（TEA）共同管理。 符
合條件的兒童包括： 1. 在 2020 年 3 月 接

受 食 品 券 （SNAP）福利的 5 歲到 18 歲
的兒童 ，和 2. 21歲以下在2019-2020學
年可以 獲得學區免費或者折扣早午餐的兒
童 。 如何申請： 1. 在 2020 年 3 月 接 受
食 品 券 （SNAP）福利並且在 2020 年 5
月 17 日之前有5-18歲的孩子的家庭不需
要 申請，P-EBT福利將在5月22日之前
存入食品券的Lone Star卡中。 2. 21歲以
下在2019-20學年期間可 以獲得學區免費
或者折扣早午餐的兒童需要申請 （包括在
2020年3月獲得食品券福利並且兒童在5
歲以下或者19至21歲的孩子的家庭）。您
所在的 學區將在6月的第壹周前向您發送

在線申請鏈接。 壹旦 HHSC 收到申請並且
通過您的申請，會將 P-EBT福利的德州
P-EBT卡寄給您。 如何使用： P-EBT計
劃的使用方法與Lone Star卡壹樣， 可以直
接在超市購買食物或者種子。不可以購買
煙草，酒精類飲品，和非食物的物品。 其
他問題： 1. 對於學校關閉但是仍然發放午
餐的學區， 符合條件的家庭仍然可以申請
。 2. P-EBT計劃是壹次性補助。 3. 申請
P-EBT計劃不會影響其他福利計劃。 4.
P-EBT計劃的福利需要在壹年之內用完，
如果沒有用完，余額會清零。 信息來源於
德州人事健康委員會（HHSC）網 站

民主黨抨擊川普對緩解冠狀病毒簽署的行政命令違憲民主黨抨擊川普對緩解冠狀病毒簽署的行政命令違憲
國會控制聯邦支出國會控制聯邦支出 川普的行動將面臨嚴峻的法律挑戰川普的行動將面臨嚴峻的法律挑戰

川普簽署遞延工資稅為縮減社會保障和醫療保險關鍵資金川普簽署遞延工資稅為縮減社會保障和醫療保險關鍵資金
專家抨擊川普助富但危害社會保障和醫療保險受益人專家抨擊川普助富但危害社會保障和醫療保險受益人

佩洛西警告說此舉將危害社會保障和醫療保險佩洛西警告說此舉將危害社會保障和醫療保險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民主黨領導人
周日全面譴責川普總統，繞過了國會就簽署
的一系列緩解冠狀病毒的行政命令。眾議院
議長南希•佩洛西（Nancy Pelosi）在接受
《福克斯新聞週日》採訪時表示，她同意內
布拉斯加州共和黨參議員本•薩斯（Ben Sasse
）的看法，認為川普的舉動“違憲”。佩洛
西說，看川普的行政命令後，“我能說的是
他“不知道自己在說什麼”。佩洛西在接受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的《國情咨文
》（State of the Union）採訪時重申：“總統
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 她稱他的行為“絕對
違憲”。根據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的跟踪數據，採訪是在美
國達到500萬例確診的冠狀病毒病例前不久進

行的。 美國的死亡人數超過 162,
000，並且在不久的將來，數百萬
的人失業，就業前景不佳。

川普在周六的行政命令中聲稱
，他有權延緩工資稅，並為提高的

失業救濟金提供400美元失業資金，因為救濟
立法在國會停滯不前，福利期已經過期。川
普的行動要求各州負擔增加的失業法案的四
分之一。由於國會控制聯邦支出，因此預計
川普的行動將面臨嚴峻的法律挑戰。華盛頓
郵報導：國民就業法項目的失業專家米歇爾
•埃弗莫爾（Michele Evermore）表示，川普
針對失業採取的行動並沒有為現有的失業計
劃增加資金，而是創建了一項新的“工資損
失”計劃，各州必須從頭開始製定這項計劃
。最高民主黨人周日批評川普總統在冠狀病
毒緩解方面的行政行動“絕對違憲”和“偏
離常規”。川普在周六簽署了這些措施，並
在國會議員週五未能達成協議後迴避國會，
該措施除了提供其他救濟措施（例如臨時減

薪）外，還提供每週400美元的失業救濟。參
議院少數黨領袖查克•舒默（Chuck Schumer
）在美國廣播公司（ABC）的“本週”上說
：“川普的行動“不可行，軟弱無力，而且
過於狹窄。 ”

舒默（Schumer）和佩洛西（Pelosi）都指
出了民主黨控制的眾議院的救助方案，其中
包括延長每週600美元的增加失業率，以及許
多其他措施。白宮官員曾敦促採取更小的方
案，並警告說，每週600美元的失業救濟金過
於慷慨，以至於不能鼓勵人們重新上班。川
普在周六在新聞發布會上說：“佩洛西和舒
默已選擇代表非常極端黨和左翼激進的民主
黨人來壓抑這一至關重要的援助計劃，而我
們做不到。” 川普說：民主黨攻擊他為選舉
而資助援助的計劃，說川普錯誤地製造廣泛
的欺詐行為，並試圖“竊取” 11月的總統選
舉。當川普被問及潛在的法律挑戰時，川普
說：“我想也許他們會提起法律訴訟。”他
補充說：“他們不會贏。”

（（休士頓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秦鴻鈞報導 ））評論家指責川普使評論家指責川普使
用新冠病毒作為掩蓋川普簽署遞延工資稅為縮減用新冠病毒作為掩蓋川普簽署遞延工資稅為縮減
社會安全和醫療保險關鍵資金社會安全和醫療保險關鍵資金。。上週六上週六，，在川普在川普
總統簽署了四項行政措施後總統簽署了四項行政措施後，，批評人士爆發反對批評人士爆發反對
意見意見。。這些措施包括遞延工資稅這些措施包括遞延工資稅，，為社會安全和為社會安全和
醫療保險另外尋找關鍵資金醫療保險另外尋找關鍵資金。。雖然川普將這一舉雖然川普將這一舉
動視為對在動視為對在COVID-COVID-1919危機中掙扎的美國人的財危機中掙扎的美國人的財
務提振務提振，，但批評家們抨擊它採取了不負責任和冒但批評家們抨擊它採取了不負責任和冒
險的作風險的作風，，以執行川普長期以來打算做的事情以執行川普長期以來打算做的事情。。
眾議員戴明斯指出總統決定對社會安全和醫療保眾議員戴明斯指出總統決定對社會安全和醫療保
險進行縮減資金險進行縮減資金。。川普還簽署了一項每週提供川普還簽署了一項每週提供
400400美元的增強失業救濟金的命令美元的增強失業救濟金的命令，，低於上個月低於上個月
到期的每週到期的每週600600美元的救濟金美元的救濟金。。

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在一份聲明中警告說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在一份聲明中警告說，，此此
舉將舉將““危害危害””社會安全和醫療保險社會安全和醫療保險。。川普將這一川普將這一
舉動視為消除工資稅舉動視為消除工資稅，，但是工資稅為社會服務計但是工資稅為社會服務計
劃提供了資金劃提供了資金。。川普承諾如果連任川普承諾如果連任，，將將““終止終止””
工資稅工資稅。。川普在新澤西州的新聞發佈會上說川普在新澤西州的新聞發佈會上說：：
““如果我在如果我在1111月月33日取得勝利日取得勝利，，我計劃免除這些我計劃免除這些
稅款並永久削減工資稅稅款並永久削減工資稅。。我將延至今年年底並終我將延至今年年底並終
止稅收止稅收。”。”加州參議員哈里斯加州參議員哈里斯（（Kamala HarrisKamala Harris））
在在 TwitterTwitter 上警告說上警告說，，如果川普連任如果川普連任，，這樣的行這樣的行
動將動將““破壞當前社會安全和醫療保險系統破壞當前社會安全和醫療保險系統”。”。

納稅人利益的組織抨擊川普的行政命令是納稅人利益的組織抨擊川普的行政命令是
““救助富人救助富人，，是社會安全和醫療保險受益人的死是社會安全和醫療保險受益人的死
刑刑。。川普的薪金免稅不會給陷入困境的小型企業川普的薪金免稅不會給陷入困境的小型企業

或下崗工人帶來任何緩解或下崗工人帶來任何緩解，，它將危險地減少對社它將危險地減少對社
會安全和醫療保險的資金投入會安全和醫療保險的資金投入。”。”雇主通常預扣雇主通常預扣
工資稅工資稅，，直接發送給聯邦政府以資助社會安全和直接發送給聯邦政府以資助社會安全和
醫療保險醫療保險。。據報導據報導，，川普政府正在製定一項新的川普政府正在製定一項新的
稅制改革計劃稅制改革計劃，，以跨入美國政治中最危險的領土以跨入美國政治中最危險的領土
之一之一：：擺弄社會安全體系擺弄社會安全體系。。根據多份報告根據多份報告，，美國美國
政府正在考慮免除政府正在考慮免除1212..44％的工資稅％的工資稅，，這將要求美這將要求美
國政府為退休支票尋找新的專用資金來源國政府為退休支票尋找新的專用資金來源，，數百數百
萬美國人在此依靠退休金生活萬美國人在此依靠退休金生活。。

這將無助於失業工人這將無助於失業工人，，並且將縮減支持社會並且將縮減支持社會
服務計劃的資金庫服務計劃的資金庫。。儘管川普支持取消稅收儘管川普支持取消稅收，，但但
人民必須在某個時候償還人民必須在某個時候償還““遞延遞延””稅–但前提是稅–但前提是
他必須再次當選他必須再次當選。。經濟學家警告說經濟學家警告說，，延後發放工延後發放工
資稅不僅會削弱資稅不僅會削弱““退休安全和醫療計劃退休安全和醫療計劃”，”，而且而且
這些錢甚至可能無法到達受困工人的腰包這些錢甚至可能無法到達受困工人的腰包。。雇主雇主
有責任最終將僱員應得的稅款轉交給政府有責任最終將僱員應得的稅款轉交給政府。。目前目前
尚不清楚川普如何合法地尚不清楚川普如何合法地““終止終止””工資稅工資稅。。只有只有
國會有權改變稅收國會有權改變稅收。。但參議院多數黨領袖麥康奈但參議院多數黨領袖麥康奈
爾週六發表聲明爾週六發表聲明，，支持川普的行政行動支持川普的行政行動。。自從尼自從尼
克森克森（（Richard NixonRichard Nixon））以來的每位美國總統候選以來的每位美國總統候選
人都自願向公眾發佈了納稅申報表的副本人都自願向公眾發佈了納稅申報表的副本，，以便以便
選民可以評估其收入的數量和來源選民可以評估其收入的數量和來源，，所繳稅款所繳稅款，，
慈善捐款以及其他可能影響我們選舉他們的傾向慈善捐款以及其他可能影響我們選舉他們的傾向
的數據的數據。。川普拒絕向公眾發佈納稅申報表的副本川普拒絕向公眾發佈納稅申報表的副本
，，這種說法是荒謬的這種說法是荒謬的，，因為他只是在發佈國稅局因為他只是在發佈國稅局
已經擁有的信息已經擁有的信息。。 川普政府宣佈了聯邦所得稅改革的提案川普政府宣佈了聯邦所得稅改革的提案，， 該計劃主要側重於企業和個人的減稅該計劃主要側重於企業和個人的減稅

最高民主黨人周日批評川普總統在冠狀病毒緩解方面最高民主黨人周日批評川普總統在冠狀病毒緩解方面
的行政行動的行政行動““絕對違憲絕對違憲””和和““偏離常規偏離常規”。”。由於國會由於國會
控制聯邦支出控制聯邦支出，，因此預計川普的行動將面臨嚴峻的法因此預計川普的行動將面臨嚴峻的法
律挑戰律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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