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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國地產

E-mail: chentoby@ymail.com

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 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
E-mail: gracewang71@yahoo.com

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 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
R01-TOP USA-TOBY  富國地產_C57_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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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疫情期間，全美其他餐館都在
奮力掙扎，披薩店卻生意興隆。幾
十年來，披薩一直是外賣的代名詞
，而這一點在人們害怕或被禁止在
店內就餐時更為重要。並且披薩很
便宜，這在大蕭條以來最為嚴重的
經濟衰退時期十分受用。

金融服務公司晨星的分析師霍
茨稱：“棒約翰的數據表明，價值
和便利性很可能成為一個強有力的
組合，甚至是在後疫情環境中。”

自8月6日公佈第二季度財報以
來，棒約翰的增長勢頭並未減緩。
截至6月28日的三個月裏，新冠病
毒持續傳播，全美陷入封鎖，但該
披薩連鎖店北美門店的銷售額卻增
長了28%。該品牌7月的銷售也很
強勁，其北美和國際市場銷售額分
別增長了30%和14%。

為滿足市場需求，該公司最近
還宣佈推出一項新產品，並表示將

招聘3萬名新職員，以滿足消費者
們激增的需求。

不僅如此，另一品牌達美樂披
薩也宣佈將招聘2萬名員工，並推
出了兩款新產品。該公司上月表示
，開業至少一年的門店第二季度的
銷售額增長了16%。

達美樂公司首席執行官埃裏森
表示，消費者們正購買更多披薩，
為的是能留一些在冰箱裏。 “他們
考慮的不僅僅是當晚的晚餐，還會
為第二天做打算。”

另外，在疫情之前就陷入困境
的必勝客公司的銷售額也在增長，
不過增速比競爭對手要慢。

霍茨預測，達美樂和棒約翰的
成功還會繼續。 “在可預見的未來
，在我們從疫情不確定時期過渡到
經濟不確定時期的時候，這兩家連
鎖店很可能成為更廣泛餐廳品類的
領跑者。”

疫情下外送披薩店銷售額不降反增疫情下外送披薩店銷售額不降反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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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看高清美南國際電視新聞台

本月初和曾經擔任休斯敦市府律師哈佛法
學院畢業, 也曾參選市長的何濱談到有關移民及
華亞裔之處境時, 我希望能聘請他擔任社區之法
律顧問, 對於我們目前遭到的一些不公平之待遇
能出來仗義直言, 他欣然接受。

何濱律師曾經參加過休士頓上屆市長之選
舉,他也是美國眾議員格林多年好友,我們曾經在
家裡為他舉辦募款餐會 ，雖然他未選上, 但對
我們之挺身支持,至今還记心中。

今天我們的社會正在面臨前所未有之困境,

警察開槍射殺平民之事還在不斷上演, 許多城市
之燒搶亂象繼續上演 ，執法者對於非裔及移民
社區使用暴力, 社會之撕裂越來越深。

十五年前我和一批社區領袖成立了非營利
性質的國際貿易及文化中心, 多年來我們對近萬
名的中小企業進行許多服務, 但對法律援助尤其
是公民權益方面深感不足, 此次得到好友何濱大
律師之首肯 ,我們正在籌組包括民主共和兩黨之
律師顧問團, 希望這支團隊為國際華亞裔效力,
這也是我們多年來之願望 .

美國新冠疫情日記美國新冠疫情日記88//2626//20202020

About one month ago I was talking to our good
friend and former Houston City Attorney, Mr. Jim
Hall. I asked him to become a legal adviser for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to assist our community
with legal matters. I am very happy that he agreed
to serve and try to help the people now facing legal
issues.

Mr. Hall ran for mayor of the city in the last term. At
the time, we had a fund raising party for him at my
house with a group of our friends and we had the
opportunity to talk with him about many issues,

including civil rights and discrimination in our
community.

Today our community is facing unprecedented
challenges, especially in the African American,
Latino and Asian groups because of police
brutality. Many cities are experiencing unrest and
rioting. The residents are being charged in so many
unfair cases, but the people just don’t have
resources to fight for their rights.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was established
fifteen years ago with the
support of a group of our
community leaders and
businessmen. We are very
proud that in the past few
years we have been be of
service to many local and
international businesses
and to build bridges to
them.

Today we really
understand that justice
needs to be served. We
are inviting more than
fifteen attorneys to serve
on our legal advisory
board. We are building a
legal team to protect our
community.

We Are Organizing AWe Are Organizing A
Legal Assistance GroupLegal Assistance Group

我們社區需要法律援助我們社區需要法律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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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島訊息

川普總統與彭斯副總統在北卡州舉行的共和
黨全代會上正式被提名代表該黨力拼連任，由於
選戰只剩兩個多月，所以川普與拜登兩陣營立馬
進入短兵相接的對決,由於川普最近民調有逼近拜
登的趨勢,所以雙方勝負難測,未來任何重大事件
都可能牽動各自的選情。

而就在這幾天，川普陣營連連出事，不但他
的前任國師班農涉貪被捕，他最依重的核心資深
智囊凱莉安‧康威竟晴天霹靂宣佈辭退,再加上川
普的姪女與姊姊連番對他批駁，以及前聯邦參議
員佛萊克為首的20多位共和黨精英公開倒戈力
挺拜登,在眾叛親離下, 川普陷入四面楚歌的困境
。不過他面無懼色,在第一天大會上依然具有必勝
信念,對拜登火力四射,他再次強調自己會輸的唯
一原因就是民主黨使用了郵寄投票的舞弊,偷竊了
他的勝利！

川普的論點相當站不住腳, 因為郵寄投票在
美國行之多年, 極少發生舞弊,民主黨怎可能去操

控郵寄投票呢!? 反倒是川普新近提名的郵政總局
局長狄喬伊上任以後的種種”反改革”措施才是
明目張膽的協助川普打亂郵寄投遞績效，為川普
佈下不服輸的藉口,若不是國會的強力監管,他們
的為非作歹真的會讓今年總統大選出現不可預期
的嚴重後果!

現在有一種論調是:川普在四年前的選前民調
也是輸給希拉蕊的, 在選前大家都不看好川普會
贏, 而今年情況也與四年前相似, 所以川普最後一
定可以反敗為勝。

我相當不以為然, 因為在四年前川普是一位
政治素人, 大家對於他的施政能力一無所知,相當
多的人投票給他是想要給他一個機會做做看, 如
今他已經做了四年，政治實力早已顯現無遺, 肯
定他或否定他的人早有定見, 諸多民調也顯露出
來, 所以今年投票與四年前完全不同, 最後決定勝
負的因素有可能是兩黨投票率的高低來決定！

李著華觀點︰川普彭斯拚連任--與拜登民調拉近輸贏由投票率決定

阿富汗北部與東部發生暴雨和洪災，土石流
與洪水造成至少68人死亡、數百座房屋被摧毀
。

半島電視台報導，官員們說，由於洪水氾濫
摧毀了帕爾旺省(Parwan Province)首府查里卡爾
市(Charikar)的大部分地區，目前已知68人喪生
，90人受傷，而且罹難人數很可能還會再增加。

帕爾旺省女發言人瓦希達·沙卡爾（Wahida
Shahkar）週三表示，這場天災超出了地方政府
的能力，希望中央政府迅速介入。

帕万省 Shahrak-Malimin 村的居民艾哈邁
德·揚（Ahmad Jan）說，大多數人仍然被困在

房屋的廢墟下，村子裡50多座房屋已完全損壞
，實在不知死傷人數。暴雨來的時候是清晨，所
以大多數人都在睡覺。

阿富汗總統阿什拉夫·加尼已下令，向帕爾
旺和其他省份提供 援助，同時向遇難者家屬表
示慰問。

阿富汗的夏季經常在北部和東部出現大量降
雨，同時導致洪水氾濫，每年都會災情，至少造
成數百人死亡。

本月早些時候，山洪暴發襲擊東部省份楠格
哈爾的一個村莊時，包括15名兒童在內的16人
喪生，數十座房屋被摧毀。

阿富汗洪災阿富汗洪災 數十人喪生數十人喪生 百所房屋被毀百所房屋被毀

法國國防部長佛羅倫薩·帕利（Florence
Parly）週三表示，由於土耳其和希臘之間的爭
端，加上北非地區能源資源爭奪也日益惡化，
法國正與義大利、希臘和塞浦路斯，一起在東
地中海地區進行軍事演習。土耳其則警告說，
他在地中海東部是不會讓步的，安卡拉會採取
一切必要措施，維持在黑海、愛琴海和地中海
的權利。

路透社報導，安卡拉本月將其奧魯其雷斯
號(Oruc Reis)科學調查船，派到東地中海水域
後，土耳其和希臘的緊張局勢立即升級，雅典
表示，土耳其在該區域沒有海上權限，屬於違
反國際法。

對此，法國顯然是支持希臘，帕利說：
「東地中海正在變成一個緊張地區，尊重國際
法是各國都應尊守的共識。」

法國會派出3架飆風戰鬥機，和一架配有
直升機的軍艦，做為聯合軍事演習的主要角色

。
最近幾個月，由於安卡拉在北約、利比亞

和地中海採取的行動，法國和土耳其之間的關
係明顯惡化，其中的利益又特別的錯綜複雜，
大致分成希臘與土耳其的海上權利矛盾、土耳
其與法國的北非天然氣利益的矛盾，以及土耳
其與北約安全網的矛盾。

法國總統馬克龍（Emmanuel Macron）
呼籲，歐盟應該對塞浦路斯以外的天然氣儲量
，及其大陸棚的範圍之爭，表示對希臘、塞浦
路斯的聲援，並望歐盟推動對土耳其的進一步
制裁。

歐盟在此問題上各有立場因此存在分歧，
德國希望調解安卡拉和雅典之間的矛盾，在周
二，安卡拉、雅典的外交部長分別與德國外交
部長海克斯·馬斯（Heiko Maas）會談，並同
意用對話的方式解決，然而雙方又都表示，他
們將繼續捍衛自己在該地區的權利。

法國發起東地中海軍演 針對土耳其

（中央社）新竹縣湖口鄉中勢村107年底
村長選舉中，女子葉美秀以1票之差險勝，對
手提當選無效之訴。一審重新驗票後，葉女輸
給對手1票，被判當選無效，高院今天駁回上
訴，全案確定。

判決指出，葉美秀與男子李麟盛參加民國
107年間舉行的新竹縣湖口鄉中勢村第21屆村
長選舉，同年11月24日開票結果，李男得票
總計980票、葉女得票總計981票，僅差1票
，新竹縣選舉委員會公告葉女當選。

李麟盛指控，開票的第247投開票所，他
的得票數為534票，卻被寫成531票，與選委
會公告資料不符，應屬唱票及計票人員作業疏
失，向法院提起當選無效之訴。

新竹地方法院重新勘驗選票後，查出第
247號投開票所的票袋內，李男的得票應為534
票，另外，34張無效票內有2張爭議票，法院
依中選會發布的 「公職人員選舉選舉票有效與
無效之認定圖例」 實質審認後，其中1張應為
葉女的有效票，另1張應為無效票。

法院依第247號投開票所的勘驗結果及爭
議票的審認結果，再加計無爭議的第246號投
開票所的各票數後，認定葉女的得票總計為
982票，低於李男得票總計983票，葉女當選
票數不實，判決當選無效。

葉女不服提起上訴。台灣高等法院審理後
，認定葉女上訴無理由，今天判決駁回。全案
確定。

重新驗票只輸1票 新竹縣一村長當選無效確定

（中央社）前台東縣長黃健庭被控收取藥
商回扣案，最高法院今天依違反稅捐稽徵法判
刑2個月定讞。對此，黃健庭回應，心中冤屈
外人無法體會，欲加之罪令人無奈。

民國95年7月20日，調查局中部機動組發
動大搜索、約談，黃健庭張姓助理涉嫌勾結美
時等3家藥商，向衛生署與中央健康保險局施
壓，同意健保給付特定用藥。

台中地檢署依貪污和商會法等罪起訴黃健
庭，求處有期徒刑10年。官司歷經纏訟14年
，貪污案從一審到最高法院均判無罪，商業會
計法部分，最高法院今天則依違反稅捐稽徵法
判2個月定讞。

黃健庭獲悉判決結果後表示， 「欲加之罪

令人無奈」 ，企業端如何做帳，他無從干涉，
更從來沒有想幫助逃漏稅。

他質疑，主事的企業主管早獲無罪判決，
但自己的判決拖延至今，卻仍被認定幫助企業
逃漏稅捐， 「對我極為不公」 。

黃健庭說，這場官司光一審就延滯5年之
久，心中冤屈外人無法體會。 「所幸我有信仰
支撐著我，台東鄉親認識我、信任我，使我得
以贏得1次立委、2次縣長選舉，並在台東交出
可以見證的治理政績」 。

他也表示， 「很遺憾，2個月的判決不能
上訴」 ，這場官司是上帝的磨練，雖然這個結
果令人失望，司法沒有還給完全的清白， 「但
我選擇放下、往前走，相信上帝掌管一切」 。

涉助企業逃漏稅遭判2月 黃健庭：欲加之罪令人無奈

（中央社）澎湖 「傳奇」 娛樂漁業船，昨天
搭載乘客前往南方四島的東西吉廊道潛水，其中
一名江姓女潛水客遭海流漂離，所幸在東吉東海
域被澎湖海巡隊救起，海巡將這名潛水客交給娛
樂船，虛驚一場。

澎湖海巡隊是昨天傍晚5時許接獲第13巡
防區指揮部葉姓船長報案指出， 「傳奇」 娛樂漁
業船搭載27名乘客前往南方四島的東西吉廊道
潛水，其中一名江姓女潛水客不見蹤影，請求協
尋。

澎湖海巡隊所屬10038與2031艇馳往搜尋
、空偵機也加入搜尋行列，海巡依地形、潮汐、
海流等判斷，研判潛水客可能的流向擴大搜尋，
終在東吉嶼東方2.6浬處海域發現失聯的潛水客
，及時救起，所幸身體無恙，立即將潛水客送至
娛樂船。

獲救的31歲江姓女潛水客向海巡人員表示
，此次隨團參加潛水活動，無法順利下潛，想回
到娛樂船上，但因海流狀況不佳，將她帶往外海
，幸經熟悉水文的海巡人員順利將她平安救起。

女潛水客遭海流漂離 幸被澎湖海巡隊救起

（中央社）苗栗縣頭份國中旁的社區停車場
，今天有民眾發現疑似軍方爆裂物，警方接獲通
報趕往現場拉起封鎖線，並疏散附近居民，經通
知軍方前往查看，確認是廢鐵解除危機，虛驚一
場。

警方指出，社區的清潔人員上午打掃環境時
，在停車場內空地角落發現2枚紡錘形不明物體
，唯恐是爆裂物，嚇得趕緊報警；巡邏員警獲報

趕往查看，懷疑是軍用物品，立即在現場拉起2
道封鎖線，並通報軍方前往確認。

等待軍方人員到達前，警方為了安全起見，
也請鄰里長協助疏散附近住戶。警方表示，經軍
方憲兵隊人員到場，研判該疑似爆裂物為事業廢
鐵，確認沒有危險後，已由憲兵隊帶走，結束一
場虛驚。

社區停車場疑有軍方爆裂物 2枚廢鐵虛驚一場
（中央社）基隆地檢署偵辦3名少年施用

內含PMMA（俗稱強力搖頭丸）咖啡包致死案
，經向上溯源，逮捕以陳姓男子為首的販毒集
團，檢方偵查終結，依販賣第二級毒品罪嫌起
訴陳男等共3人。

基隆地檢署今天表示，林姓少年5月23日
被人發現在家中死亡，周姓和鄧姓少年兩人也
在6月10日陳屍在各自家中，3名死者經檢察
官會同法醫相驗後，發現死因為施用毒品PM-
MA過量死亡。

基隆地檢署檢察長柯麗鈴6月23日召開基
隆地區緝毒執行小組會議，除宣示強力掃蕩

PMMA毒品外，並指示緝毒專組檢察官林秋田
組成專案小組全力查緝毒品來源。

全案經檢警向上溯源，發現陳姓、吳姓和
劉姓男子等人5月間共組販毒集團，由陳男出
資向綽號A峰的姓名不詳男子，以每次購買10
包方式，取得內含毒品PMMA（列為PMMA
類即甲氧基甲基安非他命）成分的咖啡包。

陳男再將毒品咖啡包交由吳姓和劉姓男子
，轉交死者林姓少年、許姓和陳姓少年，以每
包新台幣600元價格賣給死者周姓及鄧姓少年
，涉案少年賣出後，每包交回300元給陳男，
剩餘300元則為少年的報酬。

強力搖頭丸害3少年喪命 檢起訴販毒集團3男

蘇貞昌表揚績優調解委員蘇貞昌表揚績優調解委員
「「108108年調解案件榮獲中央各獎項績優人員表揚大會年調解案件榮獲中央各獎項績優人員表揚大會」」 2626日在台北舉行日在台北舉行，，行政院長蘇貞昌行政院長蘇貞昌

（（右右22））出席頒獎出席頒獎。。



AA44世界形勢
星期四       2020年8月27日       Thursday, August 27, 2020

I01-John Lee李元鐘保險2567B_16

已發表19萬字保險專欄，
www.johnleeins.com 歡迎索取

7001 Corporate Dr. #201. Houston, TX 77036（華埠大廈）
電話: (832) 500-3228請找謝經理

李元鐘保險
我們擁有最多美國政府認證的
各項保險專業證照、得獎無數

美國保險碩士、台灣淡江保險學士

美國及台灣前十大保險公司理賠專員

汽車、房屋、商業、人壽、醫療、老人保險

真耶穌教會
True Jesus 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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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JC

335 Avenue E,Stafford,
TX 77477

電話: (281)631-5260
網址: www.tjc.org
電子郵件: Houston@tjc.org

59

90

Av
e. 

E

芬蘭擴大邊境管控範圍
將對德國等10國恢復旅行限制
綜合報導 芬蘭政府表示，將重新對德國等10個國家實行旅行限制

，以阻止新冠病毒的傳播。

芬蘭內政部長奧希薩洛表示，從8月24日開始，對冰島、希臘、馬

耳他、德國、挪威、丹麥、愛爾蘭、塞浦路斯、聖馬力諾和日本的遊客

加強限制，只允許必要旅行者入境，從這些國家返回的遊客將被要求進

行兩周的自我隔離。

6月，芬蘭政府規定，將在兩周內每10萬居民中新增新冠病例最多

為8至10例的國家列為安全目的地。

隨著第二波疫情蔓延多個國家，芬蘭已經逐漸將壹些國家從其安全

目的地名單中刪除。

根據歐洲疾病預防和控制中心的數據，截至當地時間18日，芬蘭14

天內每10萬居民中新冠肺炎病例為5.2例，是歐洲感染率最低的國家之

壹。

但最近幾周，芬蘭新冠病例數量壹直在上升，據衛生部門統計，芬

蘭目前累計有7776例確診病例，334例死亡病例。

芬蘭交通和通訊部長哈拉卡說，最近從馬其頓北部斯科普裏飛往芬

蘭圖爾庫三架航班的旅客中，發現了43例新冠確診病例，當局正考慮暫

停兩地交通往來。

此外，芬蘭總理桑娜· 馬林18日表示，由於自己出現了疑似感染新

冠病毒的輕微癥狀，她將接受新冠病毒檢測。

歐盟指美國不能以伊核協議參與方身份
“快速恢復”聯合國對伊朗制裁

綜合報導 在美國20日正式通知聯合國安理會將“快速恢復”聯合

國對伊朗制裁後，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博雷利強調，美國已於

2018年單方面退出伊核協議，因此不能以伊核協議參與方身份“快速恢

復”聯合國對伊朗制裁。

當地時間20日深夜，博雷利就美方舉動發表聲明。2015年伊朗與美

國、英國、法國、俄羅斯、中國和德國達成伊核協議後，聯合國安理會

通過第2231號決議予以核可，同時在決議中設立“快速恢復制裁”機制

，即如果認定伊朗違反伊核協議，可快速恢復此前聯合國對伊朗實施的

制裁。

博雷利在聲明中表示，自己註意到美國有關聯合國安理會第2231號

決議“快速恢復制裁”機制的通報，但經“反復回憶”，美國已於2018

年5月單方面退出伊核協議，且隨後未參加任何涉及伊核協議的活動，

因此不能被視為伊核協議參與方，不能以此“快速恢復”聯合國對伊朗

制裁。

博雷利同時強調，伊核協議是國際核不擴散體系的壹大支柱，為地

區安全做出貢獻。作為伊核協議聯合委員會協調員，他將繼續竭盡全力

維護伊核協議並確保各方全面落實協議。

今年6月，英國和身為歐盟成員國的法國、德國也曾發表聯合聲明

，強調任何單邊啟動“快速恢復制裁”機制的企圖都會對聯合國安理會

造成嚴重影響，而且與當前維護伊核協議的努力背道而馳，因此三國不

會支持這類決定。

目前根據聯合國安理會第2231號決議，聯合國對伊朗的武器禁運

將於今年10月到期。8月 13日至14日，聯合國安理會就美國提出的

延長對伊朗武器禁運的決議草案進行書面投票，結果決議草案未獲

通過，而壹旦美國“快速恢復”聯合國對伊朗制裁，將單方面延長

對伊朗武器禁運。

希臘要求所有返校學生戴口罩
雅典壹警察局出現疫情

希臘國家公共衛生組織(EODY)21日

宣布，過去24小時，希臘新增209例新

冠肺炎確診病例，全國累計確診8138例

，累計死亡238例。隨著新學期的臨近

，希臘官員稱，將要求所有學生在學校

期間佩戴口罩；另外，雅典壹警察局有

在押人員確診感染新冠病毒，導致多名

警察等被隔離。

多措並舉，加強校園防疫
希臘教育部日前宣布，9月7日將如

期開學。教育部長凱拉梅烏斯8月20日

表示，已經采納專家委員會的建議，包

括幼兒園在內的所有返校學生，在校期

間都需要佩戴口罩。

希臘內政部長塔基斯· 塞奧佐裏卡科

斯8月21日接受采訪時說，市政當局將

為所有學生和教職員工免費提供口罩。

盡管不需要承擔購買口罩的費用，

但此前有報道稱，不少希臘家長對要求

孩子在校內佩戴口罩的規定表示不滿，

認為戴口罩會導致呼吸困難等健康問題

的出現。

另外，還有人在社交平臺上宣稱佩

戴口罩會對健康產生危害，呼籲家

長不要讓孩子佩戴口罩回校。目前

，希臘警方網絡犯罪小組正對此展

開調查。

鑒於此，希臘教育部稱，佩戴

口罩對於學生、教師和其他工作人

員而言，都是最有效的保護措施。

另外，相對於高年級的學生，幼兒園和

小學低年級學生使用口罩的難度更大，

未來將要求教師重點教育低齡學生，如

何正確使用口罩。

除了要求佩戴口罩外，希臘政府還

聘用了清潔人員，對校園樓、操場等區

域進行清潔、消毒，以確保學生的健康

得到最大保障。

雅典壹警察局現疫情引關註
最近壹段時間，希臘警務人員接連

被感染的新聞受到廣泛關註。8月20日

，雅典市中心奧莫尼亞警察局宣布，壹

名關押在該警局的阿爾巴尼亞籍男子，

其新冠病毒檢測結果呈陽性。

據報道，感染者當時被羈押在位於

雅典奧莫尼亞廣場的警局，等待被遣返

回國。20日早上，他說身體不適，隨後

被送往索蒂利亞醫院，之後確診感染新

冠病毒。

警方透露，該男子原本被拘押在附

近的 Exarchia轄區，但由於那裏已經人

滿為患，所以19日才將其轉移到奧莫尼

亞警察局。

據警方表示，該男子曾待過的兩個

地方均已完成全面消毒工作，與其接觸

過的4名奧莫尼亞警局警官和兩名Exar-

chia警官將接受新冠病毒檢測。另外，

這6名警察和人數不詳的關押者將被隔

離兩周。

此前，在雅典Aghios Panteleimonas

分局也發生過類似事件，壹名羈押在此

的索馬裏籍男子被確診感染新冠病毒，

導致14名警察被隔離。

英國首相呼籲中小學生9月開學復課
英各界深感擔憂

綜合報導 英國首相鮑裏

斯.約翰遜呼籲家長們在9月

份暑假結束後，讓中小學生

們重返校園，他表示學生不

到校上課會對身心健康造成

極大危害。然而，由於病毒

檢測系統和追蹤系統不夠完

善，也讓英國各界對於政府

開學復課的決定表示擔憂。

首相約翰遜當天發表聲

明表示，“學生在學校感染新

冠病毒的風險非常小，如果再

不上學，這對學生的發育、健

康和幸福都會造成很大的危害

。”約翰遜還表示，“沒有什

麼比重返校園對孩子的未來生

活影響更大。”

此外，英國首相府也要

求家長拋開擔憂，9月份學

校全面重新開放的時候把孩

子送回學校。

就在約翰遜發表此番言

論前幾個小時，英國高級公

共衛生官員發表聯合聲明稱

，比起暴露在病毒當中，遠

離學校更有可能傷害兒童。

然而，英國社會各界對

於政府開學復課的表態還是

深感擔憂的。

英國最大的反對黨工黨

領導人基爾· 斯塔默表示，重

新開放學校的決定具有“極

大的風險”，因為教育部最近

幾周壹直在處理中高考成績的

爭議問題，而不是制定中小學

如何安全復課的計劃。

英國全國教育界工會也

警告稱，需要動用更多的教

師來應對因開學而增加的疫

情風險。工會還指責政府

“瀆職”，沒有為教師和學

生們提供任何應變計劃，而

病毒檢測及追蹤系統也尚未

部署到位。

與此同時，英國自由民主

黨發言人蕾拉· 莫蘭也呼籲政

府盡快升級病毒檢測及追蹤系

統，以便在學校全面開放之前

提供所必需的衛生健康保障。

此外，最新調查數字顯

示，目前60%的英國學生家

長仍然擔心，讓孩子開學重

返校園可能會增加感染新冠

病毒的風險。

英國今年3月20日起實

施封鎖措施，學校停課，5

月開始逐步放松防疫限制措

施，6月1日以後少量學生開

始復課。

據英國衛生部23日發布

的數據顯示，6月份部分小

學及幼兒園復課後，英格蘭

地區總共有70名學生和128

名教職員工感染新冠病毒。

國際最新研究：
到 2050 年全球海洋食物年產量或增逾兩千萬噸

綜合報導 中國有句諺語

叫“靠山吃山，靠海吃海”

。壹項國際最新研究稱，到

本世紀中葉，全球“靠海吃

海”的比重或將大幅增加。

國際著名學術期刊《自

然》最新發表壹項可持續性

研究的論文指出，到2050年

，全球海洋食物年產量或增

加2100萬-4400萬噸，這將占

到本世紀中期餵養98億人口

所需肉類總增幅的12%-25%。

在可持續糧食生產中實現這

壹增長將取決於各種因素，

包括政策改革、技術創新和

未來需求。

據了解，隨著全球糧食

需求不斷增加，是否能在不

犧牲其他生態系

統服務的前提下

提高供給壹直有

待明確，尤其是

考慮到用地擴張

對氣候變化和生

物多樣性產生的

潛在影響。野生

漁場和養殖漁場(

海水養殖)供應的海洋食物只

占當前全世界食用肉產量的

17%，但對全球糧食與營養安

全或具有重要作用。

論文通訊作者、美國加

州大學聖塔芭芭拉分校克裏

斯托弗· 科斯特洛(Christopher

Costello)和同事通過利用4702

個野生漁場的數據模擬未來

產量，並預估全球的海水養

殖潛力。他們利用結合經

濟管理和飼養約束等因素

的生物經濟模型，計算野

生漁業、有鰭魚類養殖和

雙殼貝類養殖這三個最大

海洋食物領域在 2050 年的

全球食物供應量，並通過

將這些供給預測與需求情景

相對比，還計算出今後海洋

食物的可能產量。

其研究結果顯示，野生漁

業、有鰭魚類養殖和雙殼貝類

養殖這三個領域，尤其是兩個

海水養殖領域，都能可持續地

生產比今天多得多的食物。在

納入政策改革和技術進步的情

景中，海產品產量有望在2050

年最多提供預計全球人口所需

肉類增幅的1/4。

論文作者認為，這項研

究還表明，未來的海產品構

成可能會發生巨大變化：雖

然野生漁場在今天占據主導

地位，但到 2050 年，高達

44%的海洋食物可能都將來自

海水養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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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美國

若是要展現美國的混亂，那白人警察從
背後開7槍，在3個孩子面前重傷他們的父親
，導致這名非裔男子癱瘓，時機真是再好不
過了。

《每日郵報》（DailyMail）25日的分析
指出，這一切都發生在共和黨全代會前夕。
而在全代會中，美國總統川普則嚴正警告支
持者，民主黨對手拜登打算耍詐，贏得11月
的總統大選。共和黨說，民主黨要是贏得勝
利，將是美國墜入無法無天的深淵。

美國歷經川普4年荒腔走板的執政後，
如今除了猖獗的新冠肺炎疫情外，還要面對
種族緊張，以及經濟衰退等問題。分析指出
，這或許是美國近代史上最重要，也最烏煙
瘴氣的一場選舉。老實說，無論是民主或共
和黨，對他們卯力要拱入白宮的人選都不是
滿懷熱情，衷心支持。

許多共和黨人對川普充滿懷疑，但對民
主黨挑戰者拜登心存疑慮的人也不少。儘管
拜登在民調中領先，但在新冠肺炎封城期間
，待在德拉瓦州家中地下室好幾個月的他卻
顯得很茫然。若是78歲的拜登11月贏得大選
，他將成為美國史上最老的總統。

不過，拜登可以稍微放心的，就是以往
黨內痛批他色鬼、種族主義者密友，還有軟
弱無能的人，如今都奉他為美國民主的救世
主。像是曾厲言批評拜登的加州參議員賀錦
麗，如今卻成了他的競選搭檔。

顯然民主黨堅守一個簡單的戰略，那就
是強調拜登不像川普，是個高尚正派的人，
並不計一切代價聯手先幹掉川普。至於黨內
有甚麼歧見，都等到11月3日打贏選戰後再
說吧！

川普拜登比爛 美大選烏煙瘴氣 選民被迫做無奈抉擇

美國威斯康辛州基諾沙郡非裔男子布萊
克23日遭警察連開7槍後癱瘓，當地連續數
晚爆發嚴重動亂。25日晚，基諾沙郡街頭突
然爆發槍擊案，3人中彈，其中2人死亡。

基諾沙郡警方表示，25日晚至26日凌晨
的暴亂中，在當地一處加油站附近發生槍擊
事件，造成2死1傷。該郡警長貝斯（David
Beth）稱，槍擊案據說是示威者和一群保護
店家的武裝男子之間爆發衝突的結果，警方
和聯邦調查局正就此事展開調查。

布萊克遭警方開槍打傷後引發暴亂威州
州長艾弗斯25日宣布該州進入緊急狀態，增
派國民兵前往基諾沙郡維持治安。該郡25日
晚起開始實施宵禁，但仍有大批示威者聚集
在法院門前抗議，並對警察投擲石塊和爆竹
，警方則使用催淚彈等裝備驅散人群。

29歲的布萊克23日遭警察朝背部連開7
槍，當時布萊克的3個孩子就在附近。布萊
克因脊椎中彈已呈癱瘓狀態，其家人委託的
律師表示，將對警方提出民事訴訟求償。

美威州抗議黑人遭警開槍致殘引發槍擊 2死1傷

共和黨全代會（RNC）被川普視為拉抬選情
的大力丸，他在這場大拜拜期間，更把總統被賦
予的權力，以及白宮資源利用得淋漓盡致，川普
和其政府官員，把傳統上壁壘分明的競選活動與
治理國家分際破壞殆盡，只為跳脫基本盤，擴大
吸票，包括較不挺他的婦女和有色人種。

川普27日將在白宮南草坪發表接受提名演說
，這已打破先例。第一夫人梅蘭妮亞25日在玫瑰
園演說，以及川普家人輪番在白宮上陣，為他在
RNC發聲，都引發違法疑慮。

25日稍早，RNC播出川普以預錄影片，使用
行政命令特赦非裔男子龐德（Jon Ponder）。因
搶銀行入獄的龐德，創辦協助更生人融入社會的
「給囚犯希望」 組織。稍後，RNC會場又播放一
群 「新美國人」 的歸化公民宣誓儀式影片，由國
土安全部代部長沃爾夫主持，川普也在場。這群
新公民都是有色人種，川普的用意不言可喻。

針對川普一連串行徑，華盛頓大學法學教授
克拉克痛批川普和共和黨，濫用白宮成為政治舞
台，不道德程度前所未見。

濫用職位權力政府機構搶選票 川普黨政不分挨批

美國共和黨全國黨代表大會進入第二天。重
頭戲之一是第一夫人梅蘭妮亞發表演說，她全力
為丈夫川普護航，稱川普是一個 「真實的人」 。
她也不迴避新冠疫情，向失去親人的民眾表示慰
問，感性地說： 「這個看不見的敵人席捲了我們
美麗的國家，影響了我們所有人。我對所有失去
親人的人表示最深切的同情，為那些生病或遭受
痛苦的人祈禱。」

不同於之前的砲聲隆隆，梅蘭妮亞在白宮玫
瑰花園的演說多了溫情與溫度，並全力為丈夫護
航，稱： 「我知道許多人感到焦慮與無助，我要
大家知道，你們並不孤單。川普會不眠不休，直
到每一個人都受到照顧為止。」

梅蘭妮亞也以妻子的視角回應了外界對川普
的不滿。 「正如你們在過去5年看到的，他不是一
個傳統的政治家。他不只是說說而已。他要求行
動，他就會得到結果。我們都知道川普從不掩飾
他對事物的感受，不管你喜不喜歡，你總是知道

他在想什麼。如果你告訴他這是不可能的，他只
會更加努力地工作。這人百分之百城市，所以我
們比之前更需要我丈夫的領導，讓他帶領我們再
次邁向最繁榮的經濟體以及最強大的國家。」

她也為美國的種族衝突做出回應。稱 「像你
們所有人一樣，我已經就我們國家的種族動盪作
出反思。我們必須牢記，我們美國擁有多元及悠
久的歷史，正是多元性讓美國強大。但我們仍有
許多值得互相學習的地方。」

白宮一位官員表示，川普幕僚事先並未看過
她的講稿。美國輿論對梅蘭妮亞這次表現給予正
面評價。《紐約時報》指出，梅蘭妮亞就疫情表
達同情心發揮了獨特的作用，試圖以更加善解人
意的方式重塑川普的形象。

50歲的梅蘭妮亞是美國歷史上第二位在國外
出生的第一夫人，她是斯洛維尼亞人。2005年，
她與川普結婚，並於次年入籍美國。

川普最佳化妝師用溫情感性取代隆隆砲聲梅蘭妮亞演說博得滿堂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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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岐山

全國人大常委會日前通過決定，港澳

律師通過考試後可於粵港澳大灣區試點執

業，從事特定範圍的內地法律事務。多位

香港及深圳法律界人士25日通過視頻連

線的方式，共同研討港澳律師可在粵港澳

大灣區從事律師職業試點工作等熱點問

題。他們表示，人大常委會的決定能突破

目前合夥聯營的限制，拓寬港澳律師的發

展機遇，相信香港律師可利用語言和熟悉

普通法的優勢，處理大灣區對外的法律事

務，同時與內地同業優勢互補，組成更具

競爭力的法律團隊，承攬與經濟相關的基

建法律事務，以促進大灣區建設、國家高

質量發展及與國際經貿規則迅速對接。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港澳律師灣區執業優勢互補
港深專家視頻論壇議熱點問題 盼速對接國際經貿規則

由“點新聞”舉辦的“港澳律師可在灣區執業 法
律界點睇”論壇25日晚開播。

陳曼琪：助外資流進國家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中律協創會會長陳曼琪

表示，隨着中國擴大改革開放，愈來愈多經貿項目
需與國際規則接軌，而香港律師應善用熟悉普通法
的優勢，協助國家處理國際貿易的法律事務，開拓
生物科技和電子商貿等市場，同時加深對內地法系
的了解，助外來資金流進國家。

她指出，雖然目前香港有逾萬名律師和900多
間律師行，但現時香港律師與內地律師合夥聯營，
也僅能提供涉香港方面的法律服務，故參與合夥聯
營的香港律師只有55位，而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必能
突破現時的樽頸。

梁美芬：助兩地人員互相學習
基本法委員會委員、香港城市大學法律系副教

授梁美芬認為，內地的大陸法與香港的普通法在民
商事方面較接近，但考試必不可少，因這有助兩地
法律人員互相學習，令雙方日後合作更暢順，又指
考試不必局限於筆試形式，且除了專業外，品格和

愛國情操亦應成為考試標準之一。

馬恩國：港律師北上能展所長
香港法學基金交流會主席、執業大律師馬恩國

表示，香港律師具兩文三語的能力，一直接受普通
法的訓練，亦對內地法律有一定認識，具能讓國家
進一步邁向國際的優勢。

馬恩國又指出，很多深圳企業計劃在港上市集
資，他們須由內地法體制跨入香港的普通法體制，
屆時香港律師就能發揮所長。

傅健慈：營造更國際化環境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副

主席傅健慈亦認為，此決定打破兩地聯營律師事務
所的限制，亦是內地和港澳三地法律溝通的突破，
有助內地營造一個更國際化更具競爭力的營商環
境。

丁煌：灣區法律需求不言而喻
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副

主席丁煌則指，大灣區的人口是香港的十倍，法律
服務的需求不言而喻，若港澳律師把握機遇，法律

服務這塊“餅”將會發大10倍。

王壽群：內地進一步向港澳開放
另外，深圳會場的嘉賓、華商林李黎聯營律師

事務所執行合夥人王壽群指出，港澳律師可在大灣
區執業，是內地向港澳進一步開放的表現。

她認為，這一決定將有助於增強港澳律師對到
內地執業的認同、對內地法律的了解，且內地龐大
的市場將幫助港澳律師擴大執業範圍。

■左起：傅健慈、馬恩國、陳曼琪、梁美芬及丁煌均認為，香港律師若與內地同業優勢互補，就能促進
大灣區建設。 點新聞直播截圖

■法律界期待港澳律師盡快可於大灣區開展業
務。圖為三地律師在探討業務。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
圳報道）在深圳特區成立40周年之
際，中國首艘油電混合、豪華雙體客船
“大灣區一號”輪今日將迎來首航。香
港文匯報記者提前在蛇口郵輪母港登輪
體驗，打卡深圳新地標，領略大灣區改
革開放的海上魅力。未來，還將開通港
珠澳大橋海上遊等服務於大灣區海域濱
海觀光航線，促進大灣區交流往來。

據招商蛇口國際郵輪母港有限公
司船務管理中心副總經理沈文紅介
紹，輪船採用的新一代船舶直流組網
電力推進系統，由招商工業與中車集
團聯合研發，在國內尚屬首條混合動
力直流組網電推船舶，開創了採用永
磁發電機的全球先例。

沈文紅表示，通過央企聯合攻
關，輪船在芯片、混合動力直流組網
電力系統等重要設備方面實現“中國
製造”。船舶採用混合動力，確保了
其更加經濟、綠色環保，排放達到
“零排放、零污染、超低噪音”標
準。在設備成本大幅降低的同時，也
有效推動了郵輪國產化製造進程。

遊船上設有觀光遊覽區、展覽
館、中庭、科技商店、多功能間、劇
院等休閒娛樂區域。

其中展覽館為船舶建造領域首
創，主要展示深圳市改革開放以來取
得的主要成就，為旅客開啟海上視角
觀看深圳改革開放的發展變遷。

據沈文紅介紹，“大灣區一號”遊
船將於9月1日正式上線運營，首期
“深圳灣海上遊”航線由蛇口郵輪母港
始發，途經深圳灣超級總部基地、後海
片區、人才公園、紅樹林生態公園等深
圳兩點片區，航程時長100分鐘至180
分鐘不等，充分滿足市民海上聚餐、觀
光、娛樂的不同時間段需求。未來，還
將開通港珠澳大橋海上遊等服務於大
灣區海域濱海觀光航線，對於促進大
灣區文化交流往來，推動商務交流和
產業資源協同發展，完善灣區郵輪旅
遊目的地布局，以及全面打造粵港澳
大灣區合作示範區具有重大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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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灣區一號大灣區一號””輪外觀輪外觀。。 記者郭若溪記者郭若溪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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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京報道）25日上午，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中美全面經濟對話中方牽頭人劉鶴

應約與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財政部長姆努欽通話。雙方同意

創造條件和氛圍，繼續推動中美第一階段經貿協議落實。有專家

對香港文匯報表示，此次通電話對於推動中美第一階段經貿協議

落實釋放出積極信號，“希望美國能尊重現實，最佳方法是與中

國合作，一味打壓只能是兩敗俱傷。”

中美同意續落實經貿協議
劉鶴與萊特希澤姆努欽通話

在劉鶴與萊特希澤、姆努欽的通話
中，雙方就加強兩國宏觀經濟政

策協調、中美第一階段經貿協議落實等
問題進行了具有建設性的對話。雙方同
意創造條件和氛圍，繼續推動中美第一
階段經貿協議落實。

專家：美須尊重現實與華合作
商務部研究院國際市場研究所副

所長白明對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此
次通話具體內容雖然沒有披露，料涉
及總結和展望兩方面，尤其是未來應
該如何履行經貿協議、如何解決結構
性問題等，都是題中應有之義。不難
發現，一些美國高官曾在不同場合對
中國履行協議表達過肯定態度。從現
實情況來看，中方也為推動協議落實
盡了很大的努力，比如在美國所謂的
“強制轉讓技術”方面，中國已經在
新的外商投資法內加入了“行政機關
及其工作人員不得利用行政手段強制
轉讓技術”一條。

至於特朗普的“陰晴不定”，白
明則認為，這與臨近選舉之際特朗普關
注“將業績轉化為選票”有密切關係。
此外，他表示，疫情對中美雙方推動第
一階段經貿協議的落實，影響也是顯而
易見的。“比如中國市場的需求量還沒
有完全釋放，美國的供應鏈跟不上，還
有國際物流的延遲受阻等。”他說，
“這些都是落實協議的障礙。”

白明同時強調，兩國在體制、機
制上有很大的不同，歷史、文化、習慣
亦不相同，很多問題並非簡單的談判就

能解決。“每個國家都有發展高科技產
業的需求，不能因為懼怕中國‘搶飯
碗’就限制、打壓中國發展。”他說，
“如果美國不改變固有態度，未來雙方
談判的困難和阻力依然會很多。”白明
續指，對特朗普而言，最明智的做法是
放棄對中國極限施壓的態度，與中國發
展互利共贏的關係。

出口企業盼美言而有信
泰達潔淨董事長宋逍告訴香港文

匯報記者，中美雙方若能持續推動第一
階段經貿協議的落實，有利於中美兩
國，同時也有利於全世界，能夠有效穩
定市場、穩定預期，“推動中美經貿關
係重回正軌，將為世界各國處理經貿摩
擦提供典範。”香港文匯報記者在採訪
中了解到，泰達潔淨主要從事濾芯濾材
出口，目前其在北美和南美洲的訂單日
益活躍，趨勢向好。

中國中小商業企業協會副會長、
加美潤滑油總裁葉文賢說，“出口美國
的保鮮潤滑技術產品‘柯賽德’（kro-
neseder）系列，在中美貿易戰和疫情
中受影響比較大，一段時間內難有較大
突破。”他續對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
如果中美第一階段經貿協議得到更高程
度地持續落實，將會更大程度地激發我
們開拓國內外兩個市場的信心。他同時
希望，磋商是嚴肅的、認真的、平和
的，其中的內容、準則和框架一旦被簽
字確認，就要共同執行好，共同維護
好，必須做到約束有力，言而有信，言
而必信。

凱悅萬豪兩大集團加大布局華酒店
在新冠肺炎疫情爆發的2月份，萬豪國際

集團中國區 380 多家酒店的入住率僅為個位
數；5月初，中國區酒店全部恢復營業；6月
起，中國區酒店已有八成恢復盈利；7月份，
中國區酒店入住率超過六成。

凱悅5年在華再開300家
這是萬豪國際集團近日公布的一組數據。在這家全球最大

的酒店管理集團看來，中國市場正引領全球酒店業復甦，總體
趨勢向好。

無獨有偶，總部位於美國芝加哥的凱悅酒店集團近日在
上海宣布，攜手首旅如家酒店集團，在華推出全新的中高端
酒店品牌“逸扉酒店”。

雖然一誕生就身處疫情危機，但“逸扉酒店”今年仍計
劃在上海、南京、成都等城市開出5家，並已與相關投資者
和加盟商簽署近30份合作意向書，今後5年的目標是在中國
開出300家。

據介紹，“逸扉酒店”將主要顧客人群鎖定商務出差人
士，而萬豪旗下酒店則多定位於休閒度假。兩大酒店管理集
團不約而同地看好中國酒店業發展前景，說明中國疫情防控
卓有成效。

萬豪全球簽約中國佔三成
統計顯示，今年上半年，萬豪國際集團亞太區新簽約酒

店數量同比增長三成，佔集團全球酒店新簽數量的近一半，
而來自中國市場的新簽約酒店就佔到全球酒店新簽數量的近
三分之一。尤其引人關注的是，目前萬豪在中國市場還有300
家酒店正在簽約籌備中，顯示出中國市場的巨大發展潛力以
及中國經濟應對疫情的強大韌性。

萬豪國際集團大中華區總裁李雨生表示，目前中國國內
遊客已佔到酒店消費客群的95%。隨着疫情在中國得到有效
控制，會議和團體活動的限制政策逐漸放寬，酒店業的生存
環境正不斷改善，疫情爆发初期的“至暗時刻”正在過去。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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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國防部
25日晚間就美U-2高空偵察機擅闖我演習禁飛區發
表談話指出，美U-2高空偵察機25日擅自闖入中國
人民解放軍北部戰區實彈演習禁飛區活動，嚴重干
擾中方正常演訓活動，嚴重違反中美海空安全行為
準則及相關國際慣例，極易引發誤解誤判甚至造成
海空意外事件，是赤裸裸的挑釁行動，中方對此堅
決反對，並已向美方提出嚴正交涉。中方要求美方
立即停止此類挑釁行動，以實際行動維護本地區和
平穩定。

此前，解放軍某部隊、山東省海洋及漁業監督
監察總隊、山東青島市海事局及江蘇連雲港市海事
局21日聯合發布，解放軍於8月22日至8月26日，
在青島至連雲港以東海域進行大型實彈射擊演習，
其間禁止船舶進入臨時禁航區。

美U-2高空偵察機，外號“蛟龍夫人”（Drag-
on Lady），是美國空軍一種單座單發動機的高空偵
察機，能不分晝夜於70,000英尺高空執行全天候偵
察任務。U-2於1955年首飛，1956年服役，雖然至
今服役已經六十多年，但部分U-2改進型號仍然在使
用。

除美國外，台灣亦曾裝備U-2飛機，並在上世
紀六七十年代用於對大陸進行偵查，而解放軍亦曾
多次擊落台灣的U-2飛機。

新華社逾3萬字長文 逐條批蓬佩奧涉華謊言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新華社8

月24日播發題為《蓬佩奧涉華演講的滿嘴謊
言與事實真相》的3.1萬字長文，逐條批駁美
國國務卿蓬佩奧在涉華演講中的謊言，並以
“事實說話”，通過詳盡的數據和事例澄清事
實真相。

“言論+事實”謊言逐條駁
文章指出，日前，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在加

利福尼亞州尼克松總統圖書館發表演講，全盤
否定中美關係，惡意攻擊中國共產黨領導和中
國政治制度，挑撥中國共產黨與中國人民的聯
繫，並對中國內外政策進行無端指責，散布
“中國威脅論”，妄圖挑動拼湊國際反華聯
盟，遏制中國發展。

文章強調，蓬佩奧言論無視歷史，罔顧現
實，充斥着強烈意識形態偏見和冷戰思維。蓬
佩奧的言論不僅遭到中國人民的譴責，也遭到
美國內和國際上理性人士的批評和反對。

文章採取“蓬佩奧言論+相關事實”的形

式，集中駁斥了蓬佩奧涉華演講中對中國政治
制度、內外政策、防疫措施等方面的無端攻
擊。

如在政治制度上，文章指出，中國實行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人民當家作主是社會主義
民主政治的本質特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制
度堅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
治國有機統一，不斷加強人民當家作主的制度保
障。

文章特別強調，中國依法保障宗教信仰自
由。中國各族人民中信仰各種宗教的公民近2
億人，有38萬多宗教教職人員和14萬多處依
法登記的宗教活動場所。以多種語言文字翻譯
出版發行伊斯蘭教、佛教、基督教等宗教典
籍。

文章引用詳實數據指出，西藏自治區有藏
傳佛教活動場所1,787處，住寺僧尼4.6萬多
人。新疆維吾爾自治區有清真寺、教堂、寺
院、道觀等宗教活動場所2.48萬座，平均每
530位穆斯林群眾就擁有一座清真寺，教職人

員2.93萬人，學生可在伊斯蘭教經學院接受本
科教育，《古蘭經》《布哈里聖訓實錄精華》
等出版發行達176萬餘冊。

在涉香港問題上，針對蓬佩奧稱“香港民
主自由受到壓制”，文章澄清謬誤指出，回顧
150多年的英國殖民統治，沒有民主，沒有一
任港督是由港人民主選舉產生，絕大部分時間
立法機構成員更是直接由港督任命。與之形成
鮮明對比，香港回歸以後，根據基本法，香港
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
審權，港人依法當家作主、自行管理特區高度
自治範圍內事務，香港居民前所未有地享有廣
泛的民主權利和自由，這是任何不抱偏見的人
都會承認的事實。

文章引述《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
約》《歐洲人權公約》等指出，世界上100多
個國家的憲法都規定，行使基本權利和自由不
得危害國家安全。近一年多來香港局勢的發展
充分表明，國家安全得不到維護，香港的繁榮
穩定就無從談起。

■25日劉鶴應約與美國貿易代表萊特希澤、財政部長姆努欽通話，雙方同意繼續推動中美第一階段經貿協議落實。圖為太原
市民在超市選購美國進口牛肉。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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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话题

8 月 4 日是个大晴天，中国作协
会员、四川省昭觉县委宣传部副部长
阿克鸠射又一次来到“悬崖村”——
四川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支尔莫乡
阿土列尔村。

他 6 年里 40 余次来“悬崖村”，
每一次来，村里的新变化都令他欣
喜，“这次我看到，村民们忙着搞旅
游，搞种植，对未来生活充满了希
望。”

“我有幸参与、见证了这个彝家
山寨发生的巨大变化，还用手中的
笔，书写了许许多多‘悬崖村’的故
事。”阿克鸠射说。

走下悬崖搬进楼房

阿土列尔村，坐落于古里拉达大
峡谷深处，其中，阿土列尔村的一个
村民小组勒尔社，位于悬崖之上，曾
经在很多年里，村民主要是靠踩着藤
条和木棒编成的藤梯来维系和外界的
联系。

为改善“悬崖村”的出行条件，
2016年，凉山州和昭觉县拨款将藤梯
改造为钢梯，出行条件得到很大改
善。去年 10 月，本报记者到“悬崖
村”实地探访时看到，有了钢梯，路
好走多了，水电、通讯都有了保障，
幼教点、医疗点也有了，小娃娃在村
里免费进幼教点，大娃娃到山下读小
学，条件不比县城差，慕名而来的游
客也越来越多。

今年 5 月，“悬崖村”又传出好
消 息 —— 村 里 84 户 建 档 立 卡 贫 困
户，通过易地扶贫搬迁，迁入县城集
中安置点的新家。

“村民搬新居那几天，我一直跟
他 们 在 一 起 ， 就 跟 自 己 搬 新 家 一
样。我跟了这个村子这么多年，亲
眼看着这个村子从藤梯到钢梯再到
楼 梯 的 历 程 ， 打 心 眼 里 为 村 民 高
兴。”回忆起当时的情形，阿克鸠射
仍然兴奋不已。

为迎接这个大喜日子，有的村
民穿上了民族盛装，有的特别兴奋，
早上 4 点就睡不着觉了，还有的村民
直播搬家过程。

在安置点，楼房错落有致，超
市、健身器材一应俱全。搬家那天，
志愿者帮村民安装好政府赠送的家具
和电视等电器，干净整洁的新房，顿
时充满了生活气息。

“ 村 民 某 色 拉 博 ， 搬 进 城 没 多
久，妻子就在县医院为他生下了小女
儿，我去他家庆贺，大家都喜气洋洋
的，真称得上是双喜临门啊！”阿克
鸠射乐呵呵地说。

搬进了城，日子还得过得更好。
安置点为新居民们搭建了就业服务咨
询点，县人社局工作人员提供就业咨
询服务，开展劳动技能培训。

这段时间，村民某色伍哈没事就
围着社区转，希望能找寻到一个适合
的铺面，“安置社区入住的居民越来
越多，我想开个小卖部，既方便邻
居，又能有收入。”

同时，老家的土地也不能丢。已
搬迁的贫困户在村里的土地，可以去
管理经营，也可以将其流转给别人经
营，或入股合作社统一经营，也能得
到一份收入。

某色伍哈和老婆商量好了，将
来，老婆和孩子在城里工作、学习，
他留在山上继续种庄稼、养牲畜、搞
民俗旅游。

某色拉博是个攀爬高手，他原来
是个放羊的村民，现在到“悬崖村”
的旅游公司上班，每个月能拿到三四
千元的工资，日子过得红火多了！

难忘第一次爬“悬崖村”

看到村民幸福的新生活，阿克鸠
射常常会想起自己第一次去“悬崖
村”时的情形。那是在 2013 年的 2
月里的一天，因工作需要，他来到
了向往已久的阿土列尔村和古里拉
达大峡谷。

“越往上，路越来越难走，几乎
每走一步都要手脚并用地趴在悬崖峭
壁上。在悬崖上回头看，让人心惊肉
跳头晕不已。离出发点牛觉社越来越
远了，公路像一条白绸带似地缠绕在
山脚下。”阿克鸠射第一次爬上“悬
崖村”后，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抬头是悬崖峭壁，低头是深沟险
壑，有的地方能下脚的空间还不到半
个脚掌大，阿克鸠射爬得心里直打
鼓，但想想山上的村民常年靠此出
行，咬咬牙，擦擦汗，他硬是爬上了
山。

后来，阿克鸠射把这次到访“悬崖
村”和古里拉达大峡谷的经过，写成
了 8 万余字的系列报道《探寻昭觉古
里拉达秘境》，于 2013 年 3 月刊发，向
外界讲述了“悬崖村”的故事。

“‘猴子喝醉酒’的故事，就是
我第一次去‘悬崖村’时听说的。”
阿克鸠射说。

村里一位名叫某色日冲老人给他
们讲起了这个故事，原来，有一年冬
天，趁着一个好天气，某色日冲老人
把玉米酒糟晒到院子里后，一家人就
出去翻地干活了。可傍晚回来的时

候，发现有一群猴子把他晒的玉米酒
糟给偷吃了，东倒西歪地酒醉在他家
院子里，直到第二天才纷纷散去。

阿克鸠射记得，讲起这个故事，
某色日冲老人深深地吸了一口兰花
烟，脸上写满了慈祥的笑容。

渐渐地，阿土列尔村和古里拉达
大峡谷引起了外界关注，“悬崖村”
的名字传开了，阿克鸠射也与“悬崖
村”结下了不解之缘。

从 2013年 2月起，阿克鸠射 40多
次到“悬崖村”，在一次又一次爬藤
梯、攀钢梯的过程中，把自己“变”
成了“悬崖村”人。

“我亲历了‘悬崖村’修建钢梯
的过程，记录了银行、网络、电力走
进‘悬崖村’的激动时刻，见证了

‘悬崖村’发展产业、脱贫致富的历
程，也见证了村民陆续搬迁至集中安
置点的新家，开启新生活。”阿克鸠
射说。

最让阿克鸠射自豪的是，2019
年 3 月，他的报告文学作品 《悬崖
村》 问世，此后获评四川省第十五
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
和 2019 年 度 “ 中 国 好 书 ”。 目 前 ，

《悬崖村》 彝语版准备出版，部分被
翻译成 5 种少数民族文字在 《民族文
学》 上发表。《悬崖村》 还走出了国
门，用阿拉伯语在埃及等 12 个国家
出版发行。

国旗最鲜艳最醒目

2018 年，“伟大的变革——庆祝
改革开放 40 周年大型展览”举行，
其中有两张照片讲述了“悬崖村”的
故事：一张是“悬崖村”的藤梯，两
位村民在爬山途中休息；一张是“悬崖

村”的钢梯，10 余人在钢梯上行走，一
些人还在欣赏沿途风景。通过这两张
照片，观众看到了“悬崖村”之变。

这两张照片的拍摄者，就是阿克
鸠射。仅钢梯修建过程中，他就跑了
4次现场。

“两张照片的拍摄时间相差近 4
年，基本可以折射出‘悬崖村’的变
化 。”阿 克 鸠 射 说 ，“ 悬 崖 村 ”的 故
事，不仅折射出大凉山扶贫的急与
难，也成为观察四川脱贫攻坚的一
扇窗口。

这里的基层党员干部发挥了带头
作用，在钢梯修建过程中也是如此。

阿克鸠射记得，为了低价买到修
建钢梯的钢管，乡干部在钢材市场上
演了一出砍价的戏。乡长先去砍价，
乡党委书记再接着砍价。“两位乡干
部轮流上，卖钢材的老板被‘压价谈
判’整得有些‘脑壳大’。他们又打
起了‘感情牌’，把‘悬崖村’的视
频和图片放给老板看。老板看两位乡
干部这么诚恳地为村民办事，非常感
动，终于给了个优惠价。”

“悬崖 村 ” 的 内 生 动 力 被 激 发
了。村民们用自己的肩头将钢管和
扣件背上了山，亲手建起了 2556 级
钢梯。

在钢梯特别险峻的一段，钢管围
住一块挑空探出的巨石，搭建了一个
可以眺望峡谷的“观景台”，那是“悬崖
村飞人”某色拉博爬到悬崖顶上用绳
子把自己吊下去，然后左手抓着绳子，
右手拿着打孔机慢慢地打孔完成的。

“那天特别热，在底下看的人都
捏着一把汗，好在拉博胆大心细，活
儿干得漂亮。”阿克鸠射说，完工
后，拉博问村里：“修这个平台我出
了大力，能不能用我的名字？”村里

同意了，从此，“悬崖村”的崖壁
上，就多了这个以村民名字命名的地
方——“拉博站”。

“一朵朵绚丽的焊花在大山深处
盛开，直到太阳滑向谷底，而那满
天的红霞仿佛是被‘悬崖村’的焊
花点燃的。这是‘悬崖村’献给未
来的一束束礼花！”阿克鸠射用诗一
般的语言，描绘着记忆中修建钢梯
时的情景。

有了方便出行的钢梯，有了脱贫
政策的指引，“悬崖村”的村民奔忙
在致富奔小康的道路上：俄底来格种
上了经济作物青花椒、脐橙，某色拉
博成了“悬崖村”的攀岩领队……乡
亲们的生活蒸蒸日上。

村民的思想观念也在变。山下的
“悬崖村”小学，给孩子们的成长插
上了翅膀。新一代的“悬崖村”人，
不仅能走出大凉山，也会走向成都、
上海、北京，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

12岁的陈木黑希望长大以后成为
飞行员，可以为家乡多航拍一些照
片。老师何强问他：“你在天上怎么
能找到我们的村子呢？”孩子们七嘴
八舌地讨论后，得出的结论是：凭国
旗，“国旗是学校里最鲜艳、最醒目
的标志”。

阿克鸠射说，这些孩子的眼睛里
都闪烁着光芒，他们曾受邀去天安
门广场观看过升旗仪式：清晨的天
空霞光万道，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的
景象，映亮了每个孩子心中最深沉
的爱国情怀……

“今天，‘悬崖村’已经闻名全
国，让这里闻名的，已经不是藤梯，
而是‘悬崖村’发生的巨变。透过

‘ 悬 崖 村 ’， 可 以 看 见 大 凉 山 的 未
来。”阿克鸠射说。

透过“悬崖村”这个彝家山寨，可以看见大凉山的未来——

从藤梯、钢梯到楼梯
本报记者 叶晓楠

““悬崖村悬崖村””的老藤梯的老藤梯。。 ““悬崖村悬崖村””的钢的钢梯梯。。

““悬崖村悬崖村””村民迁新居村民迁新居。。

新居里的楼梯新居里的楼梯。。

本文配图均本文配图均
为阿克鸠射摄为阿克鸠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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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NP 敦促客戶做好應對潛在影響
的準備,因為颶風蘿拉正向墨西哥灣沿
岸移動。

客戶應制定應急計劃,尤其是當您
依靠電力購買維持生命的設備時。

CenterPoint能源公司一直在密切
監測預報,並準備準備颶風蘿拉的潛在
影響,預計颶風蘿拉將在週三晚些時候
或週四早些時候登陸。公司鼓勵客戶
制定應急計劃,特別是如果客戶依靠電
力購買維持生命的設備。

"颶風是不可預知的,這使得很難
預測到對電力系統的影響,"Center-
Point能源分銷運營副總裁蘭迪·普賴
爾說。根據事件的嚴重性,客戶應做好
停機的準備,並且資源至少兩周或更長
時間內無法供電。

CenterPoint Energy 建議客戶根
據以下準則做好不提供服務的準備

作為對 COVID-19 的回應,Cen-
terPoint Energy 實施了大流行性防備
計畫,以幫助確保向家庭和企業提供安
全、可靠的能源和服務。在發生颶風
時,公司將繼續採取 必要步驟 ,保護客

戶、員工、承包商和社區的安全和福
利。

"我們致力於安全有效地恢復我們
的電氣傳輸和配電系統,同時採取必要
的安全措施,防止 COVID-19 的傳播
。我們要求客戶遵守社會疏遠準則,不
要接近工作的員工和承包商,"普賴爾
補充道。

該公司敦促客戶遵循風暴前和風
暴後重要的電力和天然氣安全提示。

遠離倒下的電線 10 英尺遠。尤
其要注意可能隱藏在洪水中的下線,並
像對待通電一樣對待所有被沖毀的線
路。

如果您遇到洪水,並且水已經上升
到家中的電源插座上方,請先聯繫有執
照的電工,然後再打開主斷路器或嘗試
恢復供電。

所有被淹沒在水中的電器和電子
設備至少需要徹底乾燥一周。然後,讓
合格的維修人員檢查它們,然後再打開
它們。嘗試修理洪水損壞的設備可能
會導致觸電或死亡。嘗試重新啟動它
可能會導致進一步的損壞和昂貴的維

修。
如果空調系統的外部單元

已下水,則控制裝置中可能積
聚了泥漿和水。由合格的空調
技師檢查設備。

不要 關閉在儀錶處的天
然氣服務;這樣做可以讓水進
入天然氣管道。相反,只有在
您選擇關閉每個產品時,才能
關閉每個設備的天然氣。

警惕天然氣的氣味。如果
你聞到煤氣味,立即步行離開
該地區,並告訴其他人也離開。

如果你聞到煤氣味,不要打開或關
閉燈,抽煙,打火柴,使用手機或操作任
何可能導致火花的東西,包括手電筒筒
或發電機。

請勿嘗試打開或關閉天然氣閥。
一 旦 安 全 離 開 該 地 區, 請 致 電
888-876-5786,CenterPoint Energy
將派遣訓練有素的維修技術人員。

如果您的家被洪水淹沒,請致電有
執照的水管工或燃氣用具技術人員檢
查您的電器和燃氣管道,以確保它們處

於良好運行狀態,然後再致電 Center-
Point Energy 重新連接服務。這包括
室外燃氣用具,包括泳池加熱器、燃氣
格柵和燃氣燈。
在清理碎屑、挖掘您的財產或定位地
下天然氣管道和其他地下公用線路之
前,請撥打 811,即全國範圍內的挖掘
前呼叫號碼。
請注意您的天然氣表的位置。當碎屑
被放入重物拾取時,請確保將碎屑放置
在遠離儀錶的位置。在許多地區,儀錶
可能位於路邊附近。如果碎屑靠近煤
氣表,垃圾收集器使用的機械化設備可

能會拉起收集器,損壞它並造成潛在的
危險情況。如果發生這種情況,請立即
離開該區域,並撥打 CenterPoint En-
ergy 888-876-5786。
有關停電的最新資料: 。

註冊電源 警報服務以 提供有關
個別中斷的資訊; 。

關注 @cnpalerts, 並存 取一般中
斷位置的中斷追蹤器;以及。

存 CenterPointEnergy.com/
StormCenter 取 CenterPointEnergy.
com/StormCenter,取得電力和天然氣
安全提示和其他資源。

*個別恢復時間會有所不同。

CNP 敦促客戶做好應對颶風蘿拉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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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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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LTON FINEGOLD, M.D.
Baylor醫學院病理學和免疫學名譽教
授

FAITH D. IHEKWEA-
ZU, M.D., M.S.
兒科胃腸病學助理教
授
Baylor 醫 學 院 Texas
兒童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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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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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AEZE OFFODILE II, M.D., M.P.H.
· 臨床轉型執行總監

UT MD Anderso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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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LELA TEREFFE, M.D., M.P.H.
· 醫療首席

UT MDAnderson癌症中心放射腫瘤
學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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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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