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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國地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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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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透社路透社））

至少3/4選民將有資格收到2020年大選的郵寄選票，這
是美國曆史上最多的一次。

《紐約時報》11日報道，疫情是導致美國人投票方式迅
速轉變的原因。由於擔心病毒可能在投票站傳播，許多州不得
不在緊急狀態下作出調整。儘管總統川普對此提出了抗議，但
今年秋天的郵寄投票將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容易進行。

所有州都允許一定程度上的郵寄投票，但在一些州更容易
。

加利福尼亞、內華達、佛蒙特、科羅拉多、夏威夷、俄勒
岡、猶他、華盛頓等8個州和華盛頓特區的每一位註冊選民都
將在大選前收到一張選票。加州、華盛頓特區和佛蒙特州是今
年秋天首次採取這種做法。

在南卡、印第安納、肯塔基、路易斯安那、密西西比、紐
約、田納西、得克薩斯8個州，選民們仍然需要一個除了新冠
病毒以外的理由來進行缺席投票。這意味著這些州的許多選民
將需要親自到投票站投票，除非最後一刻規則發生改變。

佛羅里達大學研究美國選舉的教授Michael P.McDonald
說，最近的選舉趨勢都表明，與2016年相比，今年秋天的投
票率將有所上升，郵寄投票的廣泛使用將打破以往的紀錄。

川普一直強烈批評郵寄投票，稱直接向選民發送選票會損
害選舉的公正性。更廣泛地說，一些共和黨人在沒有證據的情
況下堅稱通過郵寄投票有利於民主黨人。

創新高創新高 七成美選民可郵寄投票七成美選民可郵寄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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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
歡迎使用
觀看高清美南國際電視新聞台

出生在加州南灣現年五十五
歲的參議員賀錦麗( 中文名由舊
金山僑領所取），今天被民主黨
總統候選人拜登提名為副總統侯
選人。賀錦麗的父親是牙買加移
民，在史坦福大學任教， 母親
是印度外交官，女兒是癌症研究
專家。她在一九八六年獲豪伍大
學政治學系學士，一九八九取得
加州大學法學士，她一路從奧克
蘭市檢查官到加州檢察總長，於
二O一七年當選美國參議員，由
于她的母親來自印度，她和妹妹
經常回到印度探親， 她將於下
週的民主黨大會中正式提名為副
總統候選人，也是第一位具有非
裔、亞裔的女副總統候選人。

拜登在聲明中說，我相信她是最佳人選，
來幫忙我和川普、潘斯競爭，讓我們的國家從
明年二O二一元月重新開始， 賀錦麗誓言協助
他成為叁軍總司令。

今天我們整個社區對賀錦麗提名為副總統
興奮不已，她的父母都是笫一代移民，可以說
是真正的新美國人，以她多族裔之背景和拜登
之搭配可說是天作之合，這也更充分顯示美國

絕對是人人皆可出人頭地的國家， 不論你來自
任何國家，你都有機會成為政壇巨星及領導人
。

生長在舊金山南灣的她，和當地華人社會
關係十分緊密，她在多次競選公職時也得到華
人選民之大力支持。

歷史總是會記載我們移民社區在美洲大陸
的奮鬥歷程，希望賀錦麗的當選，再度証明公
道自在人心，讓我們共同來支持她吧 !

美國新冠疫情日記美國新冠疫情日記88//1212//20202020

Joe Biden has chosen Senator Kamala Harris as
his running mate. She made history again as the
first Black Asian American woman to grace a
presidential ticket.

Biden, who played a central role in Barack Obama
’s history making journey to the presidency in
2008, now presents himself to voters as a
transitional figure choosing Harris as a way to
shape the future of the party.

Harris grew up in the San Francisco Bay Area. Her
background includes being the daughter of
Jamaican and Indian immigrants and now
embodies the new American story.

We are very excited that Kamala Harris is the one
who can represent the immigrant community and
write a new chapter in the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President Trump has
attempted to brand Harris
as a big raiser of taxes, a
proponent of socialized
medicine and one of the
most liberal members of
the U.S. Senate.

Given the nation’s
current focus on race
relations and criminal
justice issues, her
background is a natural fit
for the position.

As Joe Biden has said,
Harris has long been a
fearless fighter for the little
guy.

African Asian AmericanAfrican Asian American
Kamala Harris Will BeKamala Harris Will Be
Vice President NomineeVice President Nominee

賀錦麗賀錦麗----------首位首位
非裔亞裔副總統候選人非裔亞裔副總統候選人



AA33全球摘要3
星期四       2020年8月13日       Thursday, August 13, 2020

寶島訊息

即將獲得民主黨提名為總統候選人的拜登終
於宣佈了自己的副手人選, 果不出所料，人選就
是不久前在一個新聞發佈會上他手中拿著一個筆
記小抄上的名字哈里絲(Kamala Harris)，當時拜
登在小抄上寫著幾行字:”不會挾怨、曾經與我
和妻子打選戰、天資聰穎、對選舉幫助很大、非
常尊重她”。

以上就是拜登對哈里絲的考核, 也是拜登最
後決定從眾多符合條件的女性人選中選擇哈里絲
的原因, 拜登願意忘掉在初選期間哈里絲對他的
嚴詞批判, 執意選擇這位為小人物而奮戰不懈的
無畏鬥士,顯見拜登具有寬闊的胸襟，能夠容納
異己, 一起聯合打選戰,一起拯救美國的未來，絕
非川普口中所譏諷的"遲慢的喬拜登"（slow Joe
）和"騙子的卡瑪哈里絲"（phony Kamala）的組
合, 更非川普所說的，讓美國男人感到被侮辱了
人格, 反而是凸顯了川普所具有的大男人沙文主
義者的優越心態！

哈里絲雖然只有55歲, 但出生書香世家, 父

親是一位教授, 母親是一位研究癌症的學者, 她
的學經歷豐富,涉足政法領域，從政生涯完整,政
治光譜為中間偏左, 屬於民主黨內進步的自由派
, 她曾坦任過加州檢察官與檢察總長，並從2017
年起成為加州的聯邦參議員，在他從政的經歷裡
面創造了無數的”第一”殊榮,她在國會中的問
政犀利敏銳，口才便給,，溝通無礙,舉凡政經貿
易、金融法規以及就業發展等都有亮麗不俗的成
績, 去年在大法官卡瓦諾任命聽證會上的表現尤
其突出,她義正辭嚴的質詢給美國人留下深刻的
印象。

哈里絲另一項卓越條件是，她有非洲裔與亞
裔的肯景, 再加上是女性, 所以一旦擔任副總統
對於族群的融合以及兩性的平等具有指標意義,
而且一旦拜登健康出現問題的時候, 以哈里絲的
專業和能力, 足以直接上位成為黑人女總統領導
美國, 所以拜登這一次以哈里絲做為副手的確是
一個相當穩當的抉擇!

李著華觀點︰惺惺相惜救美國-拜登選擇哈里絲讓美國帶來新契機

全球進入新冠疫苗研發大賽、各國都期盼
自家疫苗早日問世之際，俄羅斯11日自行宣布
自主研發疫苗成功，並命名該疫苗為 「史普尼
克V」 ，但該疫苗進入人體實驗階段不到兩個月
，專家質疑沒有臨床試驗資料，且根據官方文
件，疫苗僅經過38人試驗且還有疼痛、腫脹等
副作用，讓世界衛生組織（WHO）隨即表示，
任何WHO核准的候選疫苗，需要經過嚴格安全
資料審查。

據路透社報導指出，這支疫苗尚未實施大
規模試驗，故未有數據資料證明是否有效，讓
免疫學家與傳染病專家認為可能是魯莽舉動。
英國華瑞克商學院（Warwick Business School

）藥物研究專家阿里（Ayfer Ali）表示，俄國實
質上是在進行大規模人體臨床實驗，並表示批
准如此快速，可能意味未發現疫苗可能出現的
不良反應。

據英媒《每日郵報》報導，普丁剛宣布通
過的疫苗 「史普尼克V」 ，即使宣稱經過 「所有
必要的檢測」 ，但官方文件指出，該疫苗僅經
過38人健康成人志願者的測試，並有144起不
良反應紀錄，其中一份申請註冊的文件指出
「疫苗並未經過臨床研究，以便進一步研究流
行病學上的影響」 ；此外，在經過檢測後的第
42天，其中31位志願受檢測者出現疼痛、腫大
以及高溫症副作用。

報導也指出，雖然普丁自稱已讓女兒親自
注射後有產生抗體，但外界仍質疑疫苗產生足
夠抗體的能力。

美國也對俄羅斯疫苗的試驗結果表達懷疑
。白宮顧問康威（Kellyanne Conway）在接受
福斯電視台專訪時表示，美國食品暨藥物管理
局（FDA）訂定了標準，而從俄國聲明中領略
到的是， 「這跟我們差得遠了」 。

對此，世衛發言人賈撒列維克（Tarik
Jasarevic）也表示，WHO與俄羅斯衛生當局
保持密切聯繫，並就可能的WHO疫苗預審持
續討論，任何疫苗的預審包括嚴格審查和評估
所有必要的安全與效力資料。

僅測試38人 俄羅斯疫苗搶先問世但WHO要再查

泰國的學生上街遊行，要求就現在的君主
制政體進行改革，並列出10點呼籲，其中包括
對現任總理的專斷獨裁的批評，也要求刪除
「對王室輕蔑可判罰重刑」 的法律。總理巴育
（Prayuth Chan-ocha）表示，學生的抗議者走
得太遠了。

半島新聞台報導，周二晚上，舉著反政府
標語的抗議學生們，聚集在曼谷的泰國商會大
學(University of the Thai Chamber)，呼籲進行
政治改革，指責現在的政府是政變上台的，不
符民主制度，認為總理巴育早該辭職。

學生們舉著標語牌，上面寫著： 「敢鎮壓
我們，你就會和我們一起同歸於盡」 有些人舉
著泰國激進主義者山羅·特勞瓦特（Siam Thi-
rawut）的照片，他於2019年失踪，被認為遭
到政府逮補。

抗爭學生人數大約3,000~4,000人，他們
主要集中在泰國商會大學，高呼 「民主萬歲」

。並且有學生領袖出面演講。
演講者表示，巴育是在2014年政變中上台

，至今已6年了，卻仍然沒有恢復民主，他必須
結束軍事統治。

同時，法政大學的抗議者也發出了要求皇
家改革的10點呼籲，主要是對君主制的角色和
權力提出質疑。泰國 有嚴格的尊崇皇室法律，
禁止侮辱或誹謗國王，最高可判處15年徒刑。

宮廷官員拒絕評論學生的抗議活動，也不
對君主制有提任何感想。

總理巴育對記者表示，他很關切這場抗議
活動，他知道有很多人都希望國家好，而不僅
僅只有年輕人這樣想。他覺得學生提的要求有
些這真的太過分了。

6月，他警告抗議者不要提出以修改君主制
為主訴求的示威活動，他同樣表示，已經對國
王瑪哈·瓦希拉隆功（Maha Vajiralongkorn）勸
告過，不要以王室保護法逮捕任何人。

泰國學生要求改革君主制 總理警告 「走太遠」

（中央社）嘉義市政府吳姓機要人員藉由負
責路面整修工程機會，涉嫌收受廠商現金，檢方
今天向嘉義地方法院聲請羈押，法官考量被告手
機刪除與廠商的對話訊息，疑湮滅證據，裁定羈
押。

嘉義市政府回應，市府員工的廉能與廉政是
最基本要求，支持檢方調查釐清真相。現已進入
司法程序，靜待調查結果。

嘉義地方法院庭長兼發言人洪嘉蘭表示，被
告吳姓男子雖否認犯行，但依現有證據來看，法
官認為被告犯罪嫌疑重大，且所犯為重罪，有逃
亡可能，加上與證人熟識，有串證之虞，以及湮
滅證據疑慮，因此裁定羈押禁見。

吳姓被告羈押庭於下午召開，承辦檢察官陳
靜慧親自蒞庭，檢方認為被告犯罪嫌疑重大，有
逃亡、勾串共犯、證人之虞，且掌握被告疑收賄
不法事證，被告手機還刪除與廠商的LINE對話
訊息，顯有湮滅證據之虞。

嘉義地檢署發布新聞指出，廉政署接獲吳姓
公務員等人涉貪情資，組成專案小組偵辦後，昨

天由專案小組持搜索票至嘉義市政府、吳姓被告
辦公室及黃姓被告等廠商住處執行搜索共23處
，扣得相關事證，並傳喚吳姓等被告及相關證人
共32人。

吳姓被告於民國107年3月辦理退休，108
年1月嘉義市政府以機要人員回聘，目前在嘉義
市工務處擔任專員、溫姓被告為嘉義市政府約僱
人員，在工務處任職，2人長期負責路面整修等
工程；另外，被傳喚的黃姓、廖姓等7名被告，
則是分別標得工務處路面整修工程的廠商。

檢方、廉政署幹員調查發現，吳姓、溫姓被
告藉由承辦路面整修工程等機會，竟涉嫌收受得
標廠商交付的新台幣數萬元至數十萬元不等現金
、茶葉、咖啡豆禮盒等賄賂。

嘉義地檢署陳靜慧等檢察官訊問吳姓等被告
及相關證人後，除了聲押吳姓被告外，溫姓市府
約僱人員及黃姓廠商等被告，犯罪嫌疑重大，惟
無羈押必要，溫姓被告以5萬元交保、黃姓被告
以50萬元交保，另廖姓等6名被告分別以2萬元
至10萬元交保。

嘉市府機要涉索賄 疑刪廠商對話訊息滅證遭羈押

（中央社）工黨主席鄭昭明被控遭中國吸收
，引介當時正服役的兒子鄭智文向對方分析台灣
軍情，還收受禮金及名錶，台南地院今天分別判
處父子兩人10個月、1年徒刑，緩刑3年。全案
可上訴。

台南地方法院今天宣判，鄭昭明意圖危害國
家安全，違反國家安全法，判處有期徒刑10個
月，緩刑3年，緩刑期間交付保護管束，且在判
決確定日起1年內，向公庫支付新台幣20萬元。

鄭智文意圖危害國家安全，違反國家安全法
，判處有期徒刑1年，緩刑3年，緩刑期間交付
保護管束，判決確定日起1年內，向公庫支付30
萬元。

合議庭認定鄭昭明及鄭智文父子，因個人私

利而協助中國大陸地區官員吸收台灣現役軍人，
發展組織，嚴重影響國家安全及破壞部隊紀律，
但兩人坦承一時失慮及犯行，頗具悔意，相信經
此教訓後，已收警惕之效，無再犯之虞。

台南地院判決資料顯示，鄭昭明長期頻繁往
返兩岸及參與交流事務活動，鄭智文是鄭昭明的
次子，歷任參謀本部飛彈指揮部中校監察參謀官
、聯勤司令部監察組中校參謀、聯勤中部地區油
料處處長等軍中要職，民國102年7月以軍備局
中校身分退伍。

鄭昭明於98年11月引介鄭智文與中國福建
統戰部人員相識，對方希望鄭智文有機會再引介
其他軍中現役同仁。

工黨主席父子共諜案 坦承犯行一審獲緩刑
（中央社）前桃園縣平鎮警分局4名警察

被控民國101年間為求績效栽槍，涉違法搜索
、偽造證據等，經最高法院駁回上訴定讞。警
政署今天表示，嚴禁各地警局匿報案件、造假
績效，違者嚴懲。

前桃園縣平鎮警分局4名警察被控在101
年間為求績效栽槍，涉嫌違法搜索、偽造證據
、縱放人犯。二審判4人5年4月至6年3月不
等刑期，案經最高法院駁回上訴定讞。司法院
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去年已判4人撤職，並停止

任用3年。
警政署今天發布聲明稿表示，各警局主管

應勇於承擔轄區治安責任，且嚴禁各單位有匿
報案件、造假績效，違者嚴懲，同時追究考監
責任，避免影響民眾對警察的支持與信賴。

警政署指出，為強化警察專業，自104年
4月起，對外減少協辦業務有20餘項；自107
年起，取消專案評比計畫共52項，將持續滾動
檢討、修正，盼減輕警察工作負擔，提高工作
效能，讓員警可專注治安與交通工作。

桃園警栽槍求績效遭判刑 警政署：嚴禁造假績效

（中央社）有媒體報導指稱，前彰化市長邱建富涉入桃色糾
紛；邱建富今天澄清，他不曾跟對方碰過面，如真有桃色糾紛，
他會退出政壇，一切都是有心人要阻止他選彰化縣長。

目前擔任民主進步黨彰化縣黨部主任委員的前彰化市長邱建

富，有媒體報導指稱，邱建
富在擔任市長時，以安插工
作為由，和一名未謀面的女
子進行電話性愛，後來邱建
富到台南出差，想約女子出
來見面，女子拒絕，2人因

此鬧翻，此事在地方政壇傳開，邱建富也因此這名女子被提告利
用權勢或機會猥褻罪。

邱建富今天接受媒體聯訪時澄清，他沒有和對方見過面，一
切都是在他擔任市長時，對方說母親生病需要醫藥費，希望能購

買她的畫，於是匯了新台幣3萬元給對方，但女子又說父親過世
需要喪葬費，他又匯了3萬元，但沒有收到畫，才發現上當受騙
。

邱建富指出，他沒有見過對方，但對方曾說只要50萬元就
可以擺平此事，他決定要站出來揭發，懷疑幕後有高人指點，要
阻止他參加下一屆的彰化縣長選舉。

有媒體嘗試致電向媒體爆料的女子，但女子未接電話；檢方
則說，邱建富仍有案件在彰化地方檢察署偵辦中，偵查內容無法
公開。

涉入桃色糾紛前彰市長邱建富：有心人操作非事實

蔣萬安陪同李眉蓁市場拜票蔣萬安陪同李眉蓁市場拜票
高雄市長補選倒數高雄市長補選倒數，，國民黨候選人李眉蓁國民黨候選人李眉蓁（（前中前中））1212日上午在立委蔣萬安日上午在立委蔣萬安（（前右前右））陪同陪同

下下，，到小港區二苓市場拜票到小港區二苓市場拜票，，沿途向攤商與民眾握手請託沿途向攤商與民眾握手請託，，尋求支持尋求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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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開始實施半價就餐優惠計劃

綜合報導 全英國消費者外出就餐可享受半價優惠，這是英國政

府在逐步解除疫情封鎖後、推出的壹項旨在促進餐飲業恢復計劃的壹

部分。

“外出就餐幫助他人”半價就餐優惠計劃規定，消費者不需要任何

憑證，於周壹至周三在7.2萬余個餐飲場所可享受優惠額上限為每人10

英鎊的優惠。該優惠沒有最低消費額度，但不包括酒類，也不適用於外

賣。註冊參與該計劃的餐飲企業，憑賬單從英國政府財政部獲取優惠部

分的財政補償。

英國財政大臣裏希· 蘇納克表示，“該計劃的首要目標是通過

刺激需求和吸引顧客，來保護 180萬廚師、服務員和餐館老板的工

作。”他強調，餐飲旅遊業是英國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但受到新

冠肺炎疫情的沈重打擊。“現在，讓我們安全地享受夏天吧，到妳

最喜歡的地方展示妳的支持，我們將支付壹半的費用”，裏希· 蘇

納克稱。

據英國政府數據顯示，今年3月新冠疫情暴發以來，約80%的餐飲

企業停止了日常經營，約有140萬員工暫時停工休假，為所有行業中停

工人數之最。7月4日部分解除疫情封鎖復工後，由於受到“安全社交距

離”等規定限制，餐飲業整體復蘇乏力。

半價就餐優惠計劃吸引了英國眾多餐飲企業參與，包括“披薩

快遞”“Costa 咖啡”“麥當勞”和“Nando’s”等在內的大型連鎖

餐廳。“外出就餐幫助他人”餐廳搜索網站自上周上線以來，點擊量已

超過330萬次。

法國今年上半年貿易逆差達340億歐元

商品出口下降21.5%
綜合報導 法國海關公布的最新統計數據顯示，由於新冠肺炎疫情

沖擊，法國今年上半年貿易逆差達340億歐元，商品出口與去年同期相

比下降21.5%。

數據顯示，在今年上半年法國的貿易逆差在經季節性變化和工作

日修正後的數據為340億歐元，而去年上半年的貿易逆差為290億歐

元。法國第二季度的出口下降28.9%；法國貿易赤字在今年5月為74.6

億歐元，在6月進壹步擴大至79.6億歐元。法國海關方面表示，目前

法國貿易進口額達到去年平均水平的85%，而貿易出口額為去年平均

水平的75%。

根據法國海關數據，法國今年上半年商品出口與去年同期相比下降

了21.5%，甚至比金融危機最嚴重時期的降幅還要大。由於金融危機影

響，法國2009年上半年商品出口的下降幅度為20.8%。

數據還顯示，法國大多數類別商品貿易均有所下降，特別是航空業

和汽車業的降幅明顯。升幅明顯的領域是法國的藥品貿易：今年上半年

藥品出口增長10.1%，藥品進口增長16.6%。不過法國與歐洲國家的貿易

已在5月顯示出改善的跡象。

法國負責貿易事務的部長級代表雷斯特當天表示，上述數據

“並不令人意外”，法國正在經歷的危機規模是巨大的。他說，

政府計劃於本月底提出的壹攬子經濟刺激計劃中將包括對法國商

品出口的支持。

另外，法國國家統計和經濟研究所7日公布的經濟數據顯示，今年6

月法國工業產出環比增長12.7%，超出外界預期，但相比5月工業產出環

比增長19.9%的數值要低。

法國5月啟動“解封”後，經濟活動逐漸恢復。然而近期新冠病毒

在法國傳播呈加速趨勢，6日報告新增確診病例1604例。《金融時報》

認為，疫情反彈可能使法國的經濟復蘇“步履蹣跚”。

雅典酒店價格下跌
防疫措施導致遊客取消度假計劃

綜合報導 根據在線定價平臺Trivago

於7月13日至23日進行的酒店價格調查

報告，自2019年7月以來，雅典酒店客

房平均價格降幅超過了20%。包括首都

雅典在內的阿提卡地區，酒店價格持續

下跌，原本計劃前往的遊客未曾露面，

許多潛在遊客也宣布，如果必須戴口罩

或接受新冠病毒檢測，就取消出國旅行

計劃。

調查顯示，希臘酒店均價從過去的

107歐元降至84歐元，雅典也因此成為

歐洲六個酒店價位最便宜的城市之壹，

與裏斯本酒店價位持平，但高於莫斯科

(49歐元)、華沙(56 歐元)、伊斯坦布爾

(58歐元)和馬德裏(78歐元)。

歐洲最貴的五個目的地是蘇黎世

(168歐元)、倫敦(126歐元)、巴黎(125歐

元)、都柏林(119歐元)和雷克雅未克(117

歐元)。

酒店房價跌幅比例最大的是阿姆斯

特丹(140歐元降至98歐元，30%)、其次

為巴塞羅那 (141 歐元降至 99 歐元，

29.8%)、都柏林(164歐元降

至 119歐元，27.4%)和雷克

雅未克(156歐元降至 117歐

元，25%)。與雅典壹樣，倫

敦和伊斯坦布爾的酒店價格

同比下降了20%。

報道稱，很明顯，新

冠疫情的擴散導致歐洲各

地再次加強防疫措施，出

國旅行因此受限，遊客們

抱怨不斷。市場研究公司

YouGov 最近的壹項調查顯

示，至少有壹半的英國、

法國和德國遊客寧願取消

旅遊計劃，也不願在旅遊目的地接受

病毒檢測、強制佩戴口罩，以及回國

後再接受隔離。

調查還指出，在定期出國度假的德

國人中，三分之二的人表示如果必須接

受檢測，他們會取消出國計劃，有超過

壹半的法國遊客也稱，如果必須在公共

場合戴口罩，他們也會選擇取消度假計

劃。

在丹麥、德國、瑞典和英國，三

分之二的受訪者表示無法忍受在公共

場所佩戴口罩，同樣比例的丹麥人和

瑞典人寧願不旅行也不願在封閉空間(

如公共交通工具上)戴口罩。壹半的德

國人和60%的英國人則同意在封閉的空

間裏戴口罩。

綜合報導 沙特阿拉伯國家

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公司）發

布業績報告，該報告顯示，受

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沙特阿拉

伯國家石油公司2020年上半年

利潤暴跌50%。

美聯社報道稱，沙特阿美9

日發布業績的報告顯示，該公

司今年上半年凈利潤約為232億

美元（約合人民幣1616億元）

，較去年同期相比下滑近50%

，而第二季度的收益為66億美

元，較去年同期減少181億美元

，降幅高達73%。

實際上，早在本月業績報

告公布之前，沙特阿美上半年

的收益已受到明顯沖擊。數據

顯示，其第壹季度的利潤同比

下降了 25%，今年 3月沙特阿

美的股價壹度跌至7.20美元。

在原油期貨價格方面，目前倫

敦布倫特原油期貨價格維持在

每桶 45 美元左右，總體遠低

於疫情前水平，但較今年4月

每桶大約 20 美元的低點有所

回升。

對此，沙特阿美公司的

首席執行官阿明· 納賽爾表示

，公司確實受到了新冠病毒

的影響，疫情造成的全球需

求減少，導致油價下跌，這

使公司的經營遭受了壹定的

沖擊。不過，納賽爾也提到

：“憑借公司低成本的生產

模式及出色的運營能力，沙

特阿美在今年上半年仍舊實

現了穩固的盈利。”

作為國有控股企業，沙特

阿美公司的財務健康對沙特阿

拉伯的穩定極為重要，目前該

公司表示，將繼續履行全年分

紅750億美元的承諾，並將支付

第二季度約187.5億美元股息的

股息分紅。

針對公司未來的發展，納

賽爾充滿信心，“隨著各國逐

漸開始放松防疫限制，並計劃

重振經濟，能源市場將回歸原

有的軌道。我們將會通過這次

疫情變得更加強大，利用對業

務的持續投資，達到更長期、

更穩健的發展。”

受疫情影響
沙特國家石油公司上半年利潤暴跌50%

大蒜上“長出”戒指！
原是9個月前種菜時弄丟
綜合報導 美國壹名12歲女孩曾在2019年10月種植大蒜時，

丟失了壹枚祖母贈送的、有重要意義的戒指，且遍尋不獲。然而想

不到的是，9個月後，戒指失而復得。戒指在被找到時，還剛好

“長”在壹棵大蒜的莖上，令人驚奇不已。

據報道，庫珀(Madison Cooper)今年12歲，來自美國緬因州。

在2019年10月，她曾到園藝教育中心Chewonki基金會參與活動，

並在種植大蒜時，不小心丟失了壹只有重要意義的戒指。這枚戒指

是庫珀祖父送給祖母的情人節禮物，在祖父離世後，祖母就將戒指

送給了她。

庫珀說，當她告訴祖母戒指丟失時，祖母很傷心，但仍安慰庫

珀事情已經發生了，這不是她的錯。但是對於丟失戒指，庫珀依然

感到很驚訝和愧疚。

此後，她們壹直沒想過可以找回戒指，直至9個月後的上周，

Chewonki基金會的導師馬歇爾(Hannah Marshall)去收割大蒜時，竟

在其中壹棵大蒜中發現了“閃光的東西”。

起初，她以為“這壹定是垃圾”，但再仔細確認時，看到了壹

枚戒指套在大蒜的莖上。馬歇爾稱，“這完全是巧合，可能是大蒜

從庫珀等義工幫忙擺放的稻草中長出時，剛好卡住了戒指。”

之後，基金會職員聯絡了庫珀，庫珀也與祖母壹起順利地取回

戒指。此次失而復得的經歷讓她們都非常開心，庫珀祖母更相信這

是壹個好兆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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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美國

美國總統川普上周簽署行政命令，禁止短
影音社群應用程式TikTok之後，可能導致Tik-
Tok被AppStore與GooglePlay的應用程式商店
下架，而廣告商在該TikTok刊登廣告也可能被
視為非法。

川普6日簽署行政命令，稱應用程式Tik-
Tok與微信（WeChat）對美國國家安全構成威
脅，要求禁止國際版抖音TikTok的母公司 「字
節跳動」 必須在45日內達成出售業務的協議，
否則該應用程式將遭下架。行政命令也禁止美
國人或企業與該公司進行生意往來，不過內容
卻未具體說明該如何禁止生意往來。

路透引述白宮文件指出，華府考慮封殺
TikTok 在美運作的關鍵手段是禁止 Tiktok 在
app商店上架、禁止商家在TikTok賣廣告、甚
至限制用戶接受下載TikTok的服務條款。

華盛頓智庫 「戰略與國際研究中心 」
（CSIS）的網路安全專家詹姆斯．劉易斯
（James Lewis）表示： 「如果TikTok想要繼
續成長，這些規則會是巨大的阻礙。」 但他也
補充，美國政府可能無法阻止美國用戶從外國
網站上下載TikTok。

TikTok正計畫最快在11日對川普政府提起
聯邦訴訟，認為這項行政命令所援引的 「國家
安全理由」 豪無根據且沒有給予公司回應的機
會，違背美國憲法，白宮則未對此訴訟發表相
關評論。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回應相關問題時
表示，美國對非美國企業如TikTok的打壓是濫
用國家力量的霸凌行徑，並呼籲美國停止對有
關企業的無理打壓和歧視性限制。

TikTok恐被蘋果Google下架 商家也不得在TikTok登廣告

曾是全球影音出租連鎖店霸主的百視達
（Blockbuster），在巔峰時期曾擁有超過6萬
名員工和9千家商店；但自數位化電影興起後
，因無法跟上時代潮流慘遭淘汰；目前全球最
後一家百視達位在美國奧勒岡州（State of Or-
egon）本德市（Bend），並傳出將和 「Airbnb
」 合作推出 「DVD套房」 ，只要花費4美元
（約台幣119元），就可以享受美味的爆米花
、電影和沙發床。

根據《CNN》報導，百視達業者在網路崛
起、實體出租商店逐漸倒閉，以及與競爭對手
Netflix和Redbox的交鋒中失利的情況下，全
球店面關到剩下最後一家；店長珊蒂（Sandi-
Harding）為了感謝當地人能讓最後一間百視達

營業至今，特別和Airbnb合作，以90年代風格
打造出全新的DVD套房。

珊蒂表示，原本因疫情肆虐而以為將腰斬
的計劃能得以實現，真的感到很開心；而在提
供休閒娛樂的同時，他們也將遵守政府對於疫
情的所有規範，消費者只需花費4美元，就能
享受電影、披薩、爆米花和沙發床， 「每個人
都因為疫情被困在家裡，我們認為回到90年代
的環境中享受一些家庭時光會很有趣。」

根據報導，這樣的合作方案，民眾可自8
月17日開始預訂，並於9月18、19、20日入
住；珊蒂說， 「想要找到以前那種小電視還真
是一個挑戰，但我們絕對要讓它成為一鳴驚人
的夜晚！」

全球最後一間百視達蛻變 「DVD套房」
4美元就可享受電影、爆米花和沙發床

美國總統川普11日接受福斯運動廣播電台
（Fox Sports Radio）訪問，除談及他與大陸國
家主席習近平的關係，還提到香港現在的情況。
川普形容香港的問題 「有點棘手」 ，因為它 「連
接」 大陸。

在訪問過程中，主持人問及最近數月北京實
施《香港國安法》、威脅到香港自治，還有壹傳
媒創辦人黎智英遭到拘捕，川普的看法為何？結

果他並未像白宮國家安全顧問歐布萊恩那樣，對
黎智英被捕一事表示 「深感困擾」 ，反而抱怨香
港因享有 「大量的激勵措施」 ，所以把很多美國
原本可以賺的錢都賺走了。

川普也談及香港的政治狀況，他表示： 「你
知道，它（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當（我
們）看地圖時，（會發現）它接壤中國，所以在
一些特定的立場上有點棘手」 。

因 「跟大陸連在一起」 川普形容香港政治問題 「有點棘手」

近日台美關係持續升溫。
美國軍事戰略專家亨澤克
（Michael Hunzeker）與戴維
斯（Brian Davis）10日在著名
軍事網站 「Defense One」 發
表評論指出，台灣應停止繼續
向美國購買 「錯誤」 的武器，
並大幅整頓後備力量；美國政
府也不應允許軍火公司左右美
台關係的發展。

在 美 國 喬 治 梅 森 大 學
（George Mason University
）沙爾政策與政府學院擔任助
理教授的亨澤克與他指導的博
士生戴維斯聯合投書指出，美
國除探討如何協助台灣，更應
該明確告訴台灣，美方希望對
方怎麼做，以強化自身防衛能
力。因此作者認為，美國應該
要求台灣做到以下3件事。

首先，台灣應停止將稀少

的國防預算虛擲在昂貴的傳統
武器上。去年台灣花費20億
美元（約台幣 587 億）購買
108輛M1AT戰車，還投入潛
艦國造（IDF）計畫。作者認
為，這種坦克 「體積巨大，無
法在台灣的許多道路上行駛，
也難以躲避敵機偵查」 ；至於
IDF計畫，可能耗費50億美元
，占台灣年度國防預算近半，
這 「將造成台灣在長時間、高
強度戰爭中難以支撐」 。

其次，台灣必需投入大量
資源和政治資本，把創新的
「整體防衛構想」 （ODC）化
為現實。作者表示，這個由前
任參謀總長李喜明提出的概念
在2018年獲得蔡政府的大力
宣揚，但後續缺少實際執行。

第三，作者認為，台灣必
須徹底革新 「龐大但日益空洞

的後備力量」 。理論上台灣有
250萬後備軍人，但這些人不
僅訓練不足，也缺乏裝備。

最後，作者強調，美國應
明確告訴台灣，美國對台灣的
保護，會受到台北的選擇影響
；美國應該讓台北清楚知道，
美方期待台北採取哪些行動，
同時也應該停止銷售 「昂貴又
不適合的武器」 給台灣，美國
軍火公司是否缺少訂單，也不
應成為美台關係的發展關鍵。

文章也指出，台灣是美國
值得擁有的盟友及合作夥伴，
但 「真正的友誼是建立在誠實
的態度上」 。為推動美台安全
關係持續發展，雙方應該 「就
台灣真正需要的國防改革，進
行坦率的商討」 。

美學者：台灣應停止向美亂買 「無用武器」
台美友誼應以 「誠實」 為根基

身為維護法治的執行者竟然觸法
！美國洛杉磯警局一名警察去年10
月辦案時，竟藉機撫摸一名女死者胸
部，被隨身的攝影機記錄下。

根據《哥倫比亞廣播公司》
（CBS News）新聞的報導，34歲的
女 子 伊 麗 莎 白 巴 傑 特 （Elizabeth
Baggett），去年10 月底被發現死亡
，當時到場的兩名員警中、其中一名
叫做羅哈斯（David Rojas）的員警，
當時竟關掉隨身錄影機，並撫摸死者
的胸部；但員警並不清楚，他們所使
用的錄影機關機後，仍會持續錄影2分鐘，洛杉
磯警方是在調查這起案件時，意外發現這些片
段！

羅哈斯事後被要求留職停薪並以重罪起訴
，根據洛杉磯地區檢察官辦公室一份聲明指出
， 「羅哈斯被指控犯下違反國家安全法規的罪
行，該法規禁止 『未經授權與人類遺骸進行性
接觸』 」 。警方發言人穆爾（Michel Moore）
也表示， 「這起事件令人極為不安，並不代表

洛杉磯警察局的價值觀」 。
包 括 死 者 的 母 親 珍 妮 巴 傑 特 （Janet

Baggett）也聲稱， 「對羅哈斯的行逕相當不滿
，這位員警對其他人根本不尊重」 ！洛杉磯警
察保護聯盟（LA Police Protective League）一
般都會為員警提供法律協助，不過，聯盟早已
表示，不會在任何刑事訴訟中為羅哈斯辯護，
而羅哈斯被洛杉磯警察局內務部門逮捕後，准
許他以2萬美元交保，但如果罪名成立，他最高
可被判監禁3年。

關機也沒用！洛杉磯員警非禮女屍被捕 最高監禁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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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業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敖敏輝 深圳、廣州連線報
道）香港太平紳士、原香港律師公會會長林新強也表示，業界
對此非常振奮，相信相關政策可以更好促進粵港澳大灣區的融
合。但希望准入門檻可以適當降低，讓一定數目的香港律師可
以實現。他指，讓香港律師通過考國家的司法考試到內地執
業，難度很大，從過去的情況來看，通過內地司法考試的，大
部分是“新港人”，本土成長的香港人通過考試的寥寥無幾，
如果想吸引香港本土的年輕律師去考試，需要降低門檻。此
外，香港還有許多資深的大律師，若是資深律師，有一定年
紀，就算考取簡化版的內地司法考試都有困難，但他們的經驗
比較豐富，希望可以研究讓這些律師在某一個特批的領域提供
法律服務。

而對於港澳律師究竟通過什麼形式的考試獲得相關資格，
香港麥家榮律師行合夥人趙志鵬律師表示，鑒於兩地不同的法律
制度和考評體系，希望內地對香港律師設置的特定考試，可以更
多地從實踐型或操作性角度入手，加入兩地法律實操上的比對，
而非傳統的理論性考試（如選擇題、論述題等）。其次，在考試
形式方面，也可以增加面試的比例，更多考察該律師的邏輯思
維、語言表述等方面，而非固定在傳統答卷上。

為落實《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及
2019年修訂的《〈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

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服務貿易協議》
《〈內地與澳門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
排〉服務貿易協議》，促進粵港澳大灣區建
設，發揮香港法律執業者和澳門執業律師的專
業作用，全國人大常委會授權國務院在廣東省
廣州市、深圳市等灣區九市開展試點工作，符
合條件的香港法律執業者和澳門執業律師通過
粵港澳大灣區律師執業考試，取得內地執業資
質的，可以從事一定範圍內的內地法律事務。
具體試點辦法由國務院制定，報全國人民代表
大會常務委員會備案。試點期限為三年，自試
點辦法印發之日起算。

港澳業者：擴服務範圍
對此，大灣區的法律界人士紛紛表示期

待，但希望在考試方面，適當降低門檻，讓更
多香港律師有機會到內地執業。

全國首家粵港聯營律師事務所——華商林
李黎聯營律師事務所執行合夥人王壽群表示，

港澳律師到內地執業有一定市場需求，“因為
中國越來越國際化，在國際化的過程中需要國
際人才，特別是能做海外業務的國際人才，香
港律師是英美法系律師，對國際規則比較熟
悉，語言能力也比較強，有國際經驗，如果能
夠允許更多香港律師在內地執業，是很好的事
情，這也是‘一國兩制’下法律制度進一步融
合的體現。”她表示，內地客戶在海外的投資
多是通過在香港設立窗口，到全球投資；香港
本地的律師更熟悉中國文化，機會更多。

她指，以前香港律師到內地的路徑是通過
內地司法考試，拿到執業資格，再通過實習考
核拿到證書。現在的路徑會簡單一些，通過考
試掌握了一些內地的法律知識，提供一些內地
的法律服務，相當於擴大了原有的服務範圍，
讓香港律師有更多發揮空間。

加快灣區法服規則對接
中銀—力圖—方氏（橫琴）聯營律師事務

所高級合夥人、澳門律師李煥江表示，去年中
央在扶持法律界的政策上，已公布了允許港澳

律師通過特定考試取得粵港澳大灣區內地九市
執業資質，從事一定範圍內的內地法律事務。
此次決定，為港澳律師在大灣區發展開闢了更
大空間。

他介紹，現時港澳律師在內地，無論是依
法提供法律顧問還是開設代表處或合夥聯營，
僅提供涉港澳方面法律服務；內地法律事務僅
可由相關內地律所內地律師提供。全國人大常
委會此次決定將拓寬符合條件的港澳律師在內
地執業範圍，加快粵港澳大灣區法制建設和法
律服務規則對接。

他舉例，在一些繼承案件中，根據澳門法
律，有些財產僅由被繼承人的配偶和子女繼
承，但如果按照內地法律，則還包括其父母，
且有些內地案件雖然程序上是使用內地訴訟
法，但實體法上可能使用港澳法律；因此，港
澳律師的參與將會給客戶帶來更多元分析和選
擇。

他期待盡快制定相關試點辦法，除了可以
讓港澳律師到大灣區為民商事個案提供法律服
務，也可以承接涉港澳刑事案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書蘭）全國人大常委會11日審
議通過決定，批准港澳執業律師或大律師在通過考試後，可
在粵港澳大灣區九個內地城市提供民事、商業及仲裁等法律
服務。香港法律專業人員協會11日發聲明指，是次決定回應
了早前香港法律界的建議，相信此舉能促進兩地法律專業人
員有更多合作，提升兩地仲裁服務質素。

全國人大常委會11日審議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
員會關於授權國務院在粵港澳大灣區內地九市開展香港法律執
業者和澳門執業律師取得內地執業資質和從事律師職業試點工
作的決定》。香港法律專業人員協會表示，強烈支持今次人大
常委會放寬香港律師和大律師赴大灣區九個內地城市執業資
格，認為現時大灣區先行一步嘗試引進及完善新的仲裁模式，
將可為全國其它城市法院處理涉外案件提供參考和累積經驗。

同時，香港一向因擁有獨立司法制度、公正嚴謹的法官及
法律專業人才而備受稱譽，法律教育亦非常成熟，相信放寬現
有限制，令香港律師和大律師更容易獲取在大灣區內地城市執
業的資格，能吸引更多合資格的法律專業人員到大灣區執業。
協會相信粵港兩地法律專業人員可在大灣區規劃下，探討促進
更多合作，包括進一步完善司法互助，執行對方的仲裁裁決，
進而提升粵港兩地間仲裁服務的質素。

港法專協：
提升兩地仲裁服務

■■業界期待港澳律師在大灣區開展業務業界期待港澳律師在大灣區開展業務。。圖為早前三地律師在橫琴探討業圖為早前三地律師在橫琴探討業
務務。。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 攝攝

港澳律師執業 粵 市降門檻
將試點資格考試 業界：給客戶更多元選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李望賢、敖敏輝 北

京、深圳、廣州連線報道）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

十一次會議11日表決通過，授權國務院在廣東省廣州

市、深圳市、珠海市、佛山市、惠州市、東莞市、中山

市、江門市、肇慶市開展香港法律執業者和澳門執業律

師取得內地執業資質和從事律師職業試點工作。受訪港

澳律師表示，此舉將極大深化粵港澳律師行業合作，拓

寬了港澳律師發展機遇及融入大灣區發展勢頭。對於今

後推出的港澳律師大灣區執業資格考試，港澳業界期待

透過創新做法，能夠更有針對性和可操作性。

望考試增實踐性內容

9
要聞

文
匯2020年8月12日（星期三） ■責任編輯：何佩珊 1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

報道）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一

次會議11日下午閉幕，表決通過多個重

要決定。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當日簽署

主席令，根據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授予

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鬥爭中作出傑出貢

獻的人士國家勛章和國家榮譽稱號的決

定，授予鍾南山“共和國勛章”，授予

張伯禮、張定宇、陳薇（女）“人民英

雄”國家榮譽稱號。

鍾南山膺共和國勛章
張伯禮張定宇陳薇獲人民英雄國家榮譽稱號

蕭亞慶任工信部長 胡和平任文旅部長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總書
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近日對制止
餐飲浪費行為作出重要指示。他指出，餐飲浪費
現象，觸目驚心、令人痛心！“誰知盤中餐，粒
粒皆辛苦。”儘管我國糧食生產連年豐收，對糧
食安全還是始終要有危機意識，今年全球新冠肺
炎疫情所帶來的影響更是給我們敲響了警鐘。

習近平強調，要加強立法，強化監管，採取

有效措施，建立長效機制，堅決制止餐飲浪費行
為。要進一步加強宣傳教育，切實培養節約習
慣，在全社會營造浪費可恥、節約為榮的氛圍。

公款餐飲浪費得到有效遏制
習近平一直高度重視糧食安全和提倡“厲行

節約、反對浪費”的社會風尚，多次強調要制止
餐飲浪費行為。2013年1月，習近平就作出重要

指示，要求厲行節約、反對浪費。此後，習近平
又多次作出重要指示，要求以剛性的制度約束、
嚴格的制度執行、強有力的監督檢查、嚴厲的懲
戒機制，切實遏制公款消費中的各種違規違紀違
法現象，並針對部分學校存在食物浪費和學生節
儉意識缺乏的問題，對切實加強引導和管理，培
養學生勤儉節約良好美德等提出明確要求。

黨的十八大以來，各地區各部門貫徹落實習

近平重要指示精神，採取出台相關文件、開展
“光盤行動”等措施，大力整治浪費之風，
“舌尖上的浪費”現象有所改觀，特別是群眾
反映強烈的公款餐飲浪費行為得到有效遏制。
同時，一些地方餐飲浪費現象仍然存在，有關
部門正在貫徹落實習近平重要指示精神，制定
實施更有力的舉措，推動全社會深入推進制止
餐飲浪費工作。

習近平：制止餐飲浪費 糧食雖豐收 疫情敲警鐘

根據2016年開始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
勛章和國家榮譽稱號法》規定，國家勛章和

國家榮譽稱號為國家最高榮譽，由國家主席向獲得
者授予。2019年9月17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簽
署主席令，根據主席令，授予于敏、申紀蘭、孫家
棟、李延年、張富清、袁隆平、黃旭華、屠呦呦
“共和國勛章”。9月29日，首次中華人民共和國
國家勛章和國家榮譽稱號頒授儀式在人民大會堂舉
行。

敢醫敢言 強調嚴控
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授予抗擊新冠肺炎疫情鬥

爭中作出傑出貢獻的人士國家勛章和國家榮譽稱號
的決定指出，新冠肺炎疫情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發生
的傳播速度最快、感染範圍最廣、防控難度最大的
一次重大突發公共衞生事件。在這場嚴峻的疫情防
控鬥爭中，湧現出一大批可歌可泣的先進典型和感

人事跡。廣大醫務工作者、科研工作者、人民解放
軍指戰員、公安幹警、社區工作者、基層幹部、志
願者等群體，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人民戰爭、總體
戰、阻擊戰取得重大戰略成果作出了重要貢獻。

為了隆重表彰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鬥爭中作出
傑出貢獻的功勛模範人物，弘揚他們忠誠、擔當、
奉獻的崇高品質，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
委員會第二十一次會議決定：授予鍾南山“共和國
勛章”。授予張伯禮、張定宇、陳薇（女）“人民
英雄”國家榮譽稱號。

此前關於“共和國勛章”和國家榮譽稱號建議
人選的公示中指出，鍾南山長期致力於重大呼吸道

傳染病及慢性呼吸系統疾病的研究、預防與治療，
成果豐碩，實績突出。在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後，敢
醫敢言，提出存在“人傳人”現象，強調嚴格防
控，領導撰寫新冠肺炎診療方案，在疫情防控、重
症救治、科研攻關等方面作出傑出貢獻。

抗擊疫情 貢獻重大
公示中還指出，張伯禮在新冠肺炎疫情發生

後，主持研究制定中西醫結合救治方案，指導中醫
藥全過程介入新冠肺炎救治，取得顯著成效，為疫
情防控作出重大貢獻。

張定宇在收治首批7名不明原因肺炎患者後，

立即組建隔離病區，率先採集樣本開展病毒檢測，
組織動員遺體捐獻，為確認新冠病毒贏得了時間，
作為漸凍症患者，他衝鋒在前，身先士卒，為打贏
湖北保衛戰、武漢保衛戰作出重大貢獻。

陳薇在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後，聞令即動，緊急
奔赴武漢執行科研攻關和防控指導任務，在基礎研
究、疫苗、防護藥物研發方面取得重大成果，為疫
情防控作出重大貢獻。

據黨和國家功勛榮譽表彰工作委員會辦公室負
責人此前介紹，國家勛章和國家榮譽稱號一般每5
年授予1次，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逢五、逢
十”周年時進行，有需要時可以及時授予。

鍾南山
共和國勛章

張伯禮
人民英雄

張定宇
人民英雄

陳 薇
人民英雄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及中新社報道，十三
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一次會議11日下午經表
決，決定任命蕭亞慶為中國工業和信息化部部長，胡
和平為中國文化和旅遊部部長。

官方簡歷顯示，蕭亞慶，男，漢族，1959年9月
生，河北新樂人，1982年8月參加工作，1981年12
月加入中國共產黨，曾任國務院副秘書長、機關黨組
成員，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主任、黨委副
書記，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局長、黨組書記等職。

胡和平，男，漢族，1962年10月生，山東臨沂
人，1986年8月參加工作，1982年6月加入中國共產
黨，曾任清華大學黨委書記，浙江省委常委、組織部
部長，陝西省委書記、省長等職。

此外，當日的會議也表決任命王家勝為全國人大
監察和司法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任命宋普選為全國人

大教育科學文化衞生委員會副主任委員；任命劉粵軍
為全國人大社會建設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免去羅東川
的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審判委員會委員、知識產權
法庭庭長、審判員職務。

華融原董事長賴小民受賄逾17.88億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2020年8

月11日，天津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公開
開庭審理了中國華融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原董事長賴小民受賄、貪污、重婚一案。

天津市人民檢察院第二分院起訴指控，
2008年至2018年，被告人賴小民利用擔任中
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辦公廳主任，中國
華融資產管理公司黨委副書記、總裁，中國
華融資產管理股份有限公司黨委書記、董事
長，華融湘江銀行股份有限公司黨委書記
（兼）等職務上的便利，為有關單位和個人
謀取利益，或利用其職權、地位形成的便利
條件，通過其他國家工作人員職務上的行
為，為他人謀取不正當利益，直接或通過他
人索取、非法收受相關單位和個人給予的財

物，共計折合人民幣 17.88 億餘元（人民
幣，下同），其中1.04億餘元尚未完成收受。
2009年底至2018年1月，賴小民利用職務便
利，夥同他人非法佔有公共資金共計人民幣
2,513萬餘元。此外，賴小民在合法婚姻關係存
續期間，還與他人長期以夫妻名義共同居住生
活，並育有二子。依法應當以受賄罪、貪污罪、
重婚罪追究其刑事責任。

庭審中，公訴機關出示了相關證據，賴
小民及其辯護人進行了質證，控辯雙方在法
庭的主持下充分發表了意見，賴小民還進行
了最後陳述並當庭表示認罪、悔罪。人大代
表、政協委員、新聞記者及各界群眾旁聽了
庭審。庭審結束後，法庭宣布休庭，案件擇
期宣判。

■蕭亞慶 資料圖片 ■胡和平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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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废污染举报持续上升

历时近两个月，清挖出超过12万吨黑色黏稠物……在宁夏中
卫市的美利林区，一则群众举报让 14 个地块的工业固废前不久

“浮上地面”，总面积达到12万平方米，相当于17个足球场。
近年来，固废污染举报持续上升。生态环境部近日公布的全

国环保举报情况显示，2019年各类举报中，固废污染占6.8%，较
2017 年提高 4.8 个百分点。具体来看，一般工业固废污染举报占
23.6%，危险废物占23.2%，矿渣尾矿占13.7%。

举报攀升的背后，是快速增长的工业固废产生量。日前发布
的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显示，2017年，一般工业固体废物
产生量为38.68亿吨。而在2016年，这一数据刚刚超过30亿吨。

生态环境部此前发布的 《2019年全国大、中城市固体废物污
染环境防治年报》同样反映了这一趋势。年报显示，发布2018年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信息的大、中城市为200个，一般工业固体
废物产生量达15.5亿吨；对比来看，发布的城市较上年少了2个，
但一般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增加了2.4亿吨。

分地区看，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工业固废产生强度较高。2017
年，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内蒙古、山东、河南七省份一般
工业固废产生量占全国工业固废产生量的 40%以上。2018年一般
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排在前三位的省 （区、市） 是内蒙古、辽
宁、山东。具体到城市，内蒙古鄂尔多斯产生量居首，达到
7516.6万吨，辽宁鞍山、四川攀枝花分别以5820.2万吨、5613.7万
吨排名第二、第三；前10位城市产生的一般工业固体废物总量为
4.6亿吨，占200个城市产生总量的近三成。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是我国冶金和煤电产业最主要的集聚区，
工业固废的产生与堆存已成为制约区域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难
题。”工信部相关负责人说。

业内人士指出，当前中国工业固废产生量占到固废产生总量
的八成以上，主要包括尾矿、煤矸石、粉煤灰、冶炼废渣、炉
渣、脱硫石膏、磷石膏、赤泥和污泥等，对环境和安全影响大。
如大宗工业固体废物中含有的药剂及铜、铅、锌等多种金属元
素，随水流入附近河流或渗入地下，将严重污染水源。干涸后的
尾砂、粉煤灰等遇大风形成扬尘，煤矸石自燃产生的二氧化硫会
形成酸雨，对环境造成危害。尾矿库、赤泥库等超期或超负荷使
用，甚至违规操作，会带来极大安全隐患。

综合利用水平有待提高

工业固废，来源于工业生产活动，其本身可利用价值并不
低。专家指出，相较于废水、废气，工业固废更容易实现资源化
利用。经过适当的工艺处理，工业固废可成为工业原料或能源，
如制成水泥、砂石骨料等建筑材料，也可从中提取金属和稀有金
属，或制造肥料、土壤改良剂等。

关于工业固废利用，此前有多部国家相关文件提出，到 2020
年，全国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达到73%。

目前，利用情况如何？根据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公报，
2017年，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为53.3%；生态环境部的年
报显示，2018年，200个大、中城市的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
量占利用处置总量的比率仅为41.7%。

从可以利用到实现利用，这中间显然还有不少工作可做。山
东东顺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江嘉伟认为，相比固废处置
量，资源利用类废物收储量显得有些杯水车薪，资源利用率还有
很大提升空间。主要问题在于资源利用技术还需持续升级，只有
提升技术、降低成本，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固废资源利用的需求。

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潘家华看来，中国工业固废综合

利用率低还与相关行业科技创新政策支持不够、投入不足等因素
有关，由于工业固废综合利用产品成本高、利润空间小，如果没
有相应政策要求和资金激励，企业往往会缺乏压力和动力去主动
消化固废、实现循环再利用。此外，社会各界对绿色生活、环保
生产的认识不到位也是长期存在的情况，大众对固体废物认识不
足、对综合利用产品缺乏信任等原因，制约了综合利用产品的市
场应用。

区域间的不平衡也是一大问题。业内人士分析指出，东部沿
海地区工业固废产生量小，由于经济发达、市场需求高，综合利
用率普遍较高；煤电、矿业等产业集中的山西、陕西、内蒙古、
宁夏等中西部地区，工业固废产生量大，但由于经济发展水平有
限，市场需求不足，综合利用率偏低。

“史上最严”固废法出炉

为提高工业固废处置和利用水平，一系列新举措加快出台。
日前，工业和信息化部发布 《京津冀及周边地区工业资源综合利
用产业协同转型提升计划 （2020-2022年）》，提出到2022年，区
域年综合利用工业固废量 8 亿吨，主要再生资源回收利用量达到
1.5亿吨，产业总产值突破9000亿元。

工信部相关负责人指出，具体来看，主要聚焦协同利用工业
固废制备砂石骨料、推进大宗冶金与煤电固废协同利用、壮大工
业固废高值化利用产业规模、提高废旧金属利用水平、推动废旧
高分子材料高效利用、加快退役动力电池回收利用、推进资源综
合利用产业集聚发展、推动生产系统协同处理城市废弃物等方面
任务。

在山东威海，“无废城市”建设成为其近年来的重点工作。威
海市生态环境局局长毕建康介绍，威海大力推进固体废物源头减
量、资源化利用和无害化处置，2019年10月，威海印发《威海市

“无废城市”建设试点实施方案》，确定了59项建设指标和81项具
体任务。在固废治理方面，相关部门先后出台绿色园区、绿色工
厂、绿色供应链评价办法，推动工业绿色发展；颁布实施 《威海
市危险废物管理办法》，强化危险废物闭环管理；还在南海新区建
成工业固体废物处置中心，年处理、处置危险废物及一般工业固
体废物 13.7万吨，形成了平常与应急相兼顾，集焚烧、填埋及综
合利用为一体的综合处置能力。

包括威海在内，目前全国共有16个“无废城市”试点，各地
纷纷加快推进工业固废处置与综合利用工作：深圳提出到 2035
年，一般工业固体废物综合利用率达到 98%；包头将于年底完成
工业固体废物物联网监控平台建设；重庆建设“固体废物虚拟产
业园”，打造智慧型固体废物全链条循环利用新模式……

在法律层面，也有新动作。新修订的 《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
治法》将于2020年9月1日起施行。其中，单独有一章谈到工业固
体废物，强化产生者责任，增加排污许可、管理台账、资源综合
利用评价等制度。从法律责任来看，对违法行为实行严惩重罚，
提高罚款额度，增加处罚种类，强化处罚到人，同时补充规定一
些违法行为的法律责任，被称为“史上最严”的固废法。

“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战略决策，到循环
经济产业链的打造，再到‘无废城市’理念的提出、固废法律及
政策的出台，我国的资源循环利用在理念、行动和实效上都取得
了长足进步。未来还需要多提供政策支持、企业做到绿色生产、
科研机构提供技术保障、老百姓提高环保认知，多方协同发
力。”潘家华说。

一年产生近40亿吨，累计堆存量超过600亿吨——

让工业固废“变废为宝”
邱海峰 李嘉贝

“埋不了、烧不掉、没人要”，工业固体废
物规模不断扩大。近年来，随着化工、钢铁、
煤电、有色金属等行业的发展，工业固废产生
量持续攀升，年产生量近40亿吨，累计堆存量
超过600亿吨，这一规模相当于去年全国钢材
产量的 50 倍、粮食产量的 100 倍；占地超过
200万公顷，约为北京、上海面积之和。如此
大规模的工业固废该往哪里去？为何得不到妥
善处理和利用？有什么治理良方？

▶山东青岛惠城环保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专
业从事固废、危废处理处置服务并将废物进行有效循
环再利用的环保型高新技术企业。图为科研人员在研
发空间杀菌剂。 俞方平摄 （人民视觉）

▲近年来，山西省大同市云冈石窟景区利用当地开
山废石、石材厂废料、工矿淘汰机具等，进行景区美
化、建设服务设施，走出一条固废利用的创新之路。图
为云冈石窟景区内用废弃锅炉加热板制成的乘凉亭。

柴 婷摄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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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本週開始,休斯頓獨立學區與休斯頓食品銀行合作,於8月5
日在NRG體育場黃色地段舉辦社區食品配送活動。

營養服務工作人員預計將分發5 000個食品包以及5 000包
學生餐。家庭食品套餐將包含多達 60 磅的食物,而每個學生餐套
餐將包含一周的早餐和午餐。

我們鼓勵您利用這個機會。發行時間為8月14日下午2時至
7時、8月21日、8月28日。出席者必須通過南大街的黃色地段

主入口進入。
在最終分發期間(僅8月28日)家庭還將收到T-Mo-

bile、Reliant和Kroger捐贈的學慣用品。
隨著家庭的到來,營養服務工作人員將直接將食物放在汽車

後備箱中,以盡量減少接觸。步行到 NRG 的參與者必須遵守物理
疏遠要求。

社區食品套餐可供所有人使用。對於學生餐,司機必須有孩

子在車上或出示任何學區的入學證明(成績單、學生證等)或出生
證明。

有關我們的膳食計劃,請造訪www.HoustonISD.org/Nutri-
tion。

金城銀行以其優良營運及管理，連
續榮獲鮑爾財務公司(BAUER FINAN-
CIAL，INC)最高五星評級；2019年業
務穩健成長，財務亮麗。為了業務持續
穩定成長，並擴大營運範圍，金城銀行
特別聘請林懿明執行長加入管理團隊，
相信以他的專業知識及豐富的社會歷練
，可以奠定金城銀行更紮實的基業。

林懿明執行長在金融業服務近三十
年，歷經銀行各個部門，尤其專精拓展
新營運據點，開發新業務和金融商品，
對於徵信、貸款和中小企業等業務更有
獨特見解，並培訓許多優秀員工。林懿
明執行長任職於國泰銀行北加州區域總
監期間，成功設立多個分行，並創造超
過二十億美元資產，是公司最大的區域
中心。林執行長以其敏銳的市場分析能
力和經驗，帶領團隊屢創佳績。

金城銀行現在已經不只是社區銀行
，服務據點涵蓋德州和加州；為因應金
城銀行的持續擴展，董事會特別聘任林
懿明先生為金城銀行執行長，並擔任銀
行董事。林執行長除了主導銀行日常營
運管理，將更專心致力於金城銀行的營
運版圖擴展及策略規劃。林執行長表示
，金城銀行已經創行35週年，不但深
耕社區，更有廣泛客戶基礎；金城銀行
豐富的公司文化和資源更是邁入下一個
里程碑最大的動力。對於未來領導規劃
，林執行長強調: 「員工是公司最大的

資產，團隊合作才能創造雙贏
。未來我將致力於建立一個具
備競爭力和執行力的團隊，大
家同心協力，為銀行下一個35
週年共同努力，也為社區和客
戶創造更大的利益。」

金城銀行在疫情期間，捐
贈醫療口罩給療養院、弱勢團
體、休士頓市政府、Stafford
市政府、Sugar Land市政府、
國會議員和警消人員等；也贊
助《送餐一萬份，致敬一線英
雄》 (Asian Americans Salute
Frontline Heroes) 的活動，希
望經由這些活動，傳達金城銀
行對於社區的關懷。林懿明執
行長加入金城銀行即刻投入服
務行列，為感謝第一線工作人
員，捐贈口罩給位於合作路休
士頓消防局第十分局, 由消防
局S. Matejowsky隊長和輪值隊員代表
接受。 Matejowsky隊長表示疫情期間
勤務更加艱難和頻繁，感謝金城銀行的
支持和肯定，捐贈的口罩更是提供所有
隊員更多保障，也可以增強社區安全，
她代表所有隊員感謝金城銀行對社區的
貢獻。

金城銀行以客為尊，一直都是採取
穩紮穩打的營運策略，不躁進，亦不隨
波逐流；提供合宜的金融產品以服務客

戶和社區為宗旨。我們對於銀行的未來
發展設有明確目標和方向。金城銀行有
35年社區銀行的經驗，在林懿明執行
長和管理團隊領導下，一定能開展營業
版圖，再創佳績，並幫助客戶的業務蒸
蒸日上。有關本行最新資訊請參閱網
站 www.goldenbank-na.com 金城銀
行休士頓百利總行的地址是9315 Bel-
laire Blvd. Houston, Texas 77036，電
話:888-320-3838, 713-777-3838。
歡迎光臨惠顧。

金城銀行歡迎執行長林懿明先生加入管理團隊
捐贈口罩於休士頓消防局第十分局

HISD 社區於8月5日在NRG體育場黃色地段舉辦社區食品配送活動

林懿明執行長林懿明執行長

吳光宜董事長吳光宜董事長、、林懿明執行長和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羅復文處長捐贈林懿明執行長和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羅復文處長捐贈
口罩給糖城市政府口罩給糖城市政府

林懿明執行長捐贈口罩給休士頓消防局第十分局林懿明執行長捐贈口罩給休士頓消防局第十分局,,由消防局由消防局S. MatejS. Matej--
owskyowsky隊長和輪值隊員代表接受隊長和輪值隊員代表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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