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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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川普政府指令年內停止驅逐全美租客川普政府指令年內停止驅逐全美租客
智庫阿斯彭研究所(Aspen Institute)最

近的一份報告指出，超過2000萬租房者生
活在因新冠肺炎導致失業的家庭中，並得
出結論稱，未來幾個月還有數百萬人面臨
被驅逐的風險。
川普政府發佈指令，到2020年底停止驅逐
某些租戶，以防止新冠病毒的傳播。

川普政府的這一行動源於川普總統8
月初發布的一項行政命令。它指示聯邦衛
生官員考慮採取措施暫時停止驅逐。美國
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簡稱 CDC)隨後
在週二宣佈，任何房東都不得將任何未能
支付租金的“被監護人”逐出住宅。

政府高級官員解釋說，美國疾病控制
和預防中心主任擁有廣泛權力，可以採取
合理必要的行動，防止傳染病的蔓延。

行政命令所涵蓋的租戶必須符合四個
標準。他們必須:

—夫妻共同申報的收入不超過 198,
000元，或單身申報的收入不超過99,000
元。

—證明他們曾尋求政府援助以支付租
金。

—肯定地宣佈他們由於新冠疫情造成
的困難而無法支付租金。

—肯定如果他們被驅逐，他們可能會
無家可歸。

官員們表示，地方法院仍將解決租賃
者和土地所有者之間關於禁令是否適用於
特定案件的糾紛。

白宮副新聞祕書布賴恩·摩根斯坦
(Brian Morgenstern)表示，週二的聲明意
味著，那些因新冠疫情而難以支付房租的
人將不必擔心被驅逐，也不必擔心疾病傳
播或暴露於該病的風險。

8月1日，川普的民主黨競爭對手喬·
拜登(Joe Biden)呼籲國會頒佈一項“廣泛
的緊急住房支持計劃”，以防止驅逐，並
支撐房東。今年3月，國會通過了一項史
無前例的2.3萬億美元的新冠救助計劃，
暫停了大多數聯邦補貼住房的拆遷，但這
項暫停已經到期，國會和白宮在新的救助
法案上陷入了長達數月的僵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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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
歡迎使用
觀看高清美南國際電視新聞台

德州埃文市一名匿名之種族歧視份子昨天
發出一封死亡恐嚇信, 要让華裔及印裔滾回你們
的國家， 因為你們搶了美國人的飯碗，寫信人
甚至揚言將在公共场所對亞裔進行無預警的射
殺行動，市警局已展開調查，希望抓到寫信的
罪首。

這項社群信訊震撼了達拉斯地區的亞裔社
區， 也敲響了我們當前對亞裔族群歧視的警鍾
。

包括總統及國會議員大選，參選的各路人

馬也已經開始在亞裔
社區積極活動， 不外
是爭取鈔票和選票，
在德州地區也有數位
亞裔角逐國會及地方
民意代表。

我們要大聲疾呼，
這是我們亞裔社區行
動的時候了，我們必
須認真評估參選人之
政見和品德， 慎重考
慮你的捐款和選票。

多少年來， 許多政
客多半是在選舉时期
才想到我們，因為我
們有許多慷慨的捐款
人，他們在來訪時候

，好話說盡， 當選後就忘記了他們對選民之承
諾。

亞裔移民到達美國後，由于他們的勤奮努
力，多半都稍有成就， 中小企業當然是希望政
府能鬆綁法令，少徴稅， 才能為企業營造有利
之環境，更希望能有良好之治安环境。

不幸的是， 目前我們所處之社會正在遭遇
前所未有之挑戰， 加上新冠疫情之肆虐， 亞裔
族群投票群可以在此時此刻發揮積極作用，我
們一定要團結起來，投下神聖的選票。

美國新冠疫情日記美國新冠疫情日記99//0202//20202020

A letter was sent it to an Irving, Texas, resident in
which the writer threatens to “shoot mercilessly “
immigrants of Chinese and Indians who work in the
IT technology field because, “they steal our jobs.
” This person is openly threatening to shoot up a
swimming pool area, a playground and a business.

The Irving police department is asking anyone who
has received such a letter to “not to open it if
possible,” so as to preserve any forensic evidence.

This disturbing letter is threatening violence and
has police on alert. People in the Asian community
are directly being targeted and are under threat.

As the election time is getting closer, all the
politicians are starting to come into our community
to ask for donations and votes, including many
Asians. For the decent candidates running for
public office, this is the time we need to express
our opinions to these politicians and tell them what
we need in our community. Actually, the truth is,
many of them will never come back to us when the
campaign is over.

More than half of the Asian population came to this
country in the last forty years. They came here as
refugees and students or because their relatives
were already here. They are very hard workers who
have created small businesses and raised their

next generation to become very
outstanding professionals. This is a
great contribution to America.

Today in America we are facing a
very unstable society with so much
social unrest and riots together with
the challenges of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The Asian community
especially is facing the biggest
difficulty because some people are
blaming Asian immigrants for the
problems.

The presidential and congressional
elections are coming soon. We as
Asian voters need to make the right
decision to pick our leader.

Now Is The Time To ActNow Is The Time To Act亞裔社區是我們行動時刻了亞裔社區是我們行動時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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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島訊息

威斯康辛州基諾沙市白人警察連開7槍射殺
黑人男子布萊克所引發的抗議示威活動又造成了
另一場暴動與騷亂，一名十七歲伊州白人少年里
滕豪斯手持AR15半自動步槍在現場示威,並四處
向人群掃射，致使兩人死亡,周圍民眾驚慌躲避,警
察對里滕豪斯瘋狂的開槍舉動視若無睹, 還放任他
神情淡定的離去………. 。

川普總統針對基諾沙市事件做了評論，他認
為警察已盡到責任,他指責暴動擾民破壞治安, 但
他拒絕譴責里滕豪斯殺人的行為，還為他辯護,稱
其如果不開槍，可能會被殺死, 明示白人少年的行
為是出於自衛。

川普總統以上的言論令人失望與憤怒，因為
他故意漠視不提造成這次基諾沙市動亂的主因是
白人警察連開7槍射殺手無寸鐵的無辜黑人男子
所造成的, 試想,如果沒有這個”惡因”, 怎麼可能
會有一連串的”惡果”呢！那位開槍的白人警察
若不是腦殘,就是故意製造事端, 他欲置人於死地,

罪無可逭,應處以極刑，但是川普對此卻噤聲不語
！

川普試圖為這位白人少年所謂“治安維持者
”的行為找理由, 也找藉口, 里滕豪斯的律師則說
，這位少年只是在政府缺位時，挺身而出保護家
園的一個民兵。如果這個理論成立, 並且獲得法官
的認定, 撤銷了檢察官對他提起的一級故意殺人罪
名的話, 將來我們的街道上必將會有層出不窮的人
民警察, 他們不須獲得授權就可以自己執行任務,
到時候我們的法律將蕩然無存矣!

我們的社會需要的是公平、公道、人權、正
義與問責, 沒有了這些文明社會的普世價值，必將
使我們回到洪荒時代沒有法治的叢林世界, 美國現
在最大的悲哀在於川普總統缺乏領袖的風範與資
質, 為了選戰他寧可激化族群的對立,放棄一切的
原則與做人的道理, 如果他再次當選總統, 那將是
美國人的悲哀與世界的不幸！

李著華觀點︰人民警察嗎?!川普總統縱容下美國法律已蕩然無存

日本官房長官菅義偉2日下午召開記者會，
正式宣布出馬競選自民黨總裁（黨魁）。菅義偉
表示，將盡全力好好繼承且更進一步推動安倍總
裁盡心盡力推動的政策，包括安倍經濟學。

菅義偉表示，面對新冠肺炎疫情，在陣頭指
揮的安倍首相中途退任，他深知安倍心中的遺憾
。但國難當前，不允許政治空白，且刻不容緩，
為了要跨越此危機，為了早日讓所有國民能安心
生活，身為1名政治家，且是支持安倍政權的1
人，在思考現在能做
的事時，經過深思熟
慮決定參選自民黨總
裁選舉。

菅義偉指出，他
在官房長官任內致力
推動洪水對策、水壩
水路調整，防止河川
氾濫。另外，他查覺
日本手機的費用比其
他國高，推動手機降
價，他今後仍將堅持
以往的信念，聽取現
場的意見，大膽實行
。

他還強調，自己
是在秋田縣深雪的農

村長大的，成為國會議員後一心推動地方改革，
今後仍將致力創造有活力的地方。在官房長官任
內推動的招攬海外觀光客，促進日本商品出口等
政策今後也將繼續。安倍政權的改革不能停，他
仍將繼承安倍經濟學，今後還需要國民的協助。

菅義偉目前已獲得黨內7派閥中的5大派閥
的支持，在394票的國會議員票中穩占優勢。自
民黨2日決定總裁選舉將於8日公告，14日投開
票。之後召開臨時國會指名新總裁為日本首相。

菅義偉宣布競選自民黨總裁 全力繼承安倍的政策

俄羅斯北方的西伯利亞，長期以來是廣大
的凍土層，近年來，時常發現有巨大的圓型天
坑，科學家很早就懷疑，那是地底甲烷氣體爆
發所致，新的觀察記錄則確定了這一點，觀察
小組發現一個如饅頭的膨脹土堆，然後崩塌成
為50公尺深的大圓坑。

據 《西伯利亞時報》報導，早在2014年
，就持續回報在西伯利亞，有許多的圓型大坑
洞，一開始大家尚不清楚原因，之有科學家提
出假設，認為永凍土下的甲烷因為持續的暖化
而在釋放，隨後科學家在天坑裡發現殘留的甲
烷。

最近，科學家偶然發現在西伯利亞，有一
種圓型土丘，大小與天坑很類似，於是持續觀
察，然後在某一天，土丘變成巨大的天坑。因
此這證明了，當地下甲烷開始解凍，並且往地
表釋放時，它先會堆積在土地下，然後逐漸抬

升泥土，膨脹成巨大的土丘，隨著甲烷愈來愈
多，土丘也愈來愈高，但由於底部已是完全空
洞化了，於是某一下，土丘崩潰，甲烷逸散，
留下巨大的圓坑。

分析從1970年到現代的歷史圖像，2017
年的一項研究發現，西伯利亞天坑在最近幾年
有所擴大，數量也在大量增加，這表明永久凍
土的融化已是持續發生的事情，這將是可怕的
災難，因為北極甲烷庫的大量釋放，會造成更
惡化的溫室效應。

甲烷的溫室效應能力是二氧化碳的84倍
，因此釋放大量的這種氣體，會引發惡性反饋
循環，使當前的全球暖化危機更加嚴峻。

除此之外，科學家還擔心，如果融化的永
久凍土裡，釋放出我們一無所知的古老疾病，
將會發生什麼瘟疫危機。

西伯利亞天坑揭密地底甲烷爆發形成

（中央社）前台北市體育處（現改制為體
育局）處長孫清泉被控收受業者賄賂協助優先
承租場地。北檢107年間處分不起訴，全案再
議後高檢署命北檢提起公訴。北檢今天依貪污
罪起訴孫男。

孫清泉原為台北市大安區區長，民國99年
3月轉任體育處長，任期到101年3月。他被控
利用民間團體申辦體育活動的機會，收受業者
賄賂，協助業者取得公園用地優先承租權，並

減免租金、保證金，業者取得場地使用權，再
轉租攤商牟利。

台北地檢署調查後，認為孫清泉犯罪嫌疑
不足，107年8月處分不起訴。由於本案為貪污
案，檢察官不起訴後依職權送請台灣高檢署再
議。

高檢署審核後認為，北檢原處分理由違背
經驗及論理法則，撤銷不起訴處分並命令北檢
起訴。北檢今天依貪污治罪條例起訴孫男。

前北市體育處長涉收賄 北檢改貪污起訴

（中央社）花蓮縣卓溪鄉八通關古道今天
傳出1名19歲杜姓男子墜落200公尺深山谷，
消防人員獲報後，由空勤載往山區大分山屋，
救難人員再徒步前往失事的土葛大崩壁附近救
援。

花蓮縣消防局表示，下午近1時接獲民眾報
案，指一支9人登山隊伍，從南投入山橫越八通
關古道，預計從花蓮卓溪鄉下山。行經土葛大
崩壁東側時，19歲杜姓男子墜落200公尺深的
山谷。

由於山區訊號不佳，救難人員尚未抵達失
足現場，墜谷男子目前狀況不明。

花蓮縣消防局第三大隊指出，為爭取救援
時間，申請空勤直升機將救難人員分兩批次載
送到可降落的大分山屋，救難人員再徒步2小時
才能抵達土葛大崩壁附近。

八通關古道近來山難意外頻傳，7月至今累
計第6起；7月4日57歲女山友墜谷受傷、20
日77歲男山友高山症發作、25日60歲女山友
墜谷頭部撕裂傷、8月13日40多歲李姓山友在
多美麗駐在所附近摔落百米邊坡，7月26日66
歲男性登山客在石洞營地附近摔落百米深谷，
皆由花蓮縣消防局及空勤總隊及時救援。

八通關古道傳山難 19歲男墜深谷救難人員馳援

（中央社）法務部行政執行署今天表示，
提升民眾超商繳款便利性，16日起針對稅款案
件，提高四大超商代收稅款金額，以新台幣3
萬元為上限。

行政執行署指出，只要欠繳金額在3萬元
以下的國稅或地方稅案件，民眾都可持執行分
署寄發下方印有條碼的傳繳通知，在繳款期限
內，就近至統一、全家、萊爾富及來來（OK）
四大超商繳款，且免收手續費，也可依四大便
利商店開放的非現金支付工具臨櫃繳納滯納稅

款。
行政執行署提醒民眾，超商據點眾多，繳

款省時又省力。如果未在通知單記載的繳款期
限內自動繳清案款，就會被執行分署依法扣押
存款、薪資或查封車輛等財產，希望民眾不要
輕忽，以免遭到後續強制執行或影響信用。

非現金支付工具包含信用卡、ICASH2.0、
icashPay、OPEN錢包、FamiPay ，由各家便
利商店業者提供，實際開放工具或可使用之發
卡機構信用卡仍以各便利商店臨櫃收取為主。

行政執行署催繳稅款 16日起超商代收上限3萬
（中央社）國防部軍備局生產製造中心主

任朱建群少將，任202兵工廠長期間，涉嫌指
示屬下作假帳，浮報詐領3000萬元獎金，新北
地檢署今天偵查終結，依貪污罪起訴朱建群等4
名軍士官。

檢方與台北調查處調查，軍備局生製中心
202兵工廠負責國軍各式火砲、彈藥及保修零件
的生產與研發。國軍雲豹等甲車配置的自動滅
火系統，原向民間廠商招標採購，但成本過高
。

朱建群於2015年擔任202廠廠長期間，任
務是督導 「甲車自動滅火系統」 的開發自製案
，以降低採購成本。

依國軍內部規定，只要年度經費賸餘達一

定門檻，就能呈報依序給予聘僱人員、軍職人
員發獎金。

起訴書指出，2015年間，202兵工廠賸餘
不如預期，朱建群擔心影響全廠獎金發放，他
涉嫌指示王姓上校工務長、帥姓上校會計主任
、林姓士官長作假帳，以自製甲車自動滅火系
統名義，交運35套滅火系統。以此納入決算虛
增賸餘。

實際上，自製滅火系統當時尚未開發完成
，但此一假帳因此虛增新台幣4000多萬元賸餘
，達成當年度發獎金門檻，藉此詐領軍備局當
年度獎金3000萬元，朱建群等人也因此分得獎
金。

浮報詐領兵工廠獎金軍備局少將主任遭起訴

（中央社）法務部長蔡清祥今天表示，廉政署會與私部門合
作，一起做好反貪腐工作，朝聯合國反貪腐公約強調的 「操守標
準的制定」 、 「利益衝突迴避」 、 「加強透明度」 三大區塊努力
。

法務部廉政署與台北巿政府產業發展局今天共同舉辦109年
外商及企業誠信論壇，主題為 「投資透明臺灣法遵接軌國際」 ，

邀請通訊產業、金融服務業、
生技產業等進駐台北市科技廊帶企業，一起討論誠信問題，藉以
凝聚私部門反貪腐共識。蔡清祥於致詞時，做出上述表示。

台北巿副市長黃珊珊致詞時指出，台北市秉持 「開放政府、
全民參與、公開透明」 信念，凝聚政府與企業間的誠信共識；市
府的重大開發及採購案成立廉政平台，目前平台運作中的有：北

投士林科技園區地上權招商案、捷運環狀線第二期興建工程等。
黃珊珊表示，積極強化國外企業在台北投資作業透明化，從

民國105年9月起至今年7月為止，已協助47家企業落地，投資
金額新台幣109億元（3.65億美元）。

凝聚公私部門協力合作共識，落實法令遵循及企業誠信，進
而尋求最大商機、促進貿易發展，共創公、私雙贏局面。

蔡清祥：廉政署攜手私部門 合作反貪腐

陳吉仲接受廣播專訪陳吉仲接受廣播專訪
農委會主委陳吉仲農委會主委陳吉仲（（圖圖））22日上日上Hit FmHit Fm 台北之音台北之音 「「周玉蔻嗆新聞周玉蔻嗆新聞」」 節目節目，，就就 「「美豬開放美豬開放！！

陳吉仲戴頭盔急拆彈陳吉仲戴頭盔急拆彈」」 主題進行訪談主題進行訪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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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新冠疫情反彈英國調整入境政策
遊客急忙返鄉

綜合報導 歐洲新冠疫情再度嚴峻，英國新增多國隔離檢疫名單，

旅客為了避免檢疫，紛紛搶著購票回國，盡管更改行程價格高昂，也只

能咬牙下單。

據英國廣播公司(BBC)報道，從英國夏令時間22日清晨4時起，從

克羅地亞、奧地利，以及特立尼達和多巴哥返國的旅客必須居家隔離檢

疫14天。

英國自7月3日公布入境免隔離國家名單，被悶壞的民眾紛紛出國

過暑假，但隨著歐洲疫情再度升溫，英國政府開始將許多國家踢出免隔

離名單，包括西班牙、盧森堡、比利時、法國、荷蘭等都陸續被移出英

國旅行安全名單。

由於幾乎每周都有變動，英國當局提醒旅客隨時註意政府旅遊建議

，並要知道疫情期間出遊，壹定會有受幹擾風險。

根據歐洲疾病預防管制中心，截至21日，英國的感染速度為每10

萬人新增21.2例確診。相較之下，克羅地亞為每10萬人新增47.2病例，

奧地利為33例。

由於英國9月新學期即將上課，目前仍在海外度假的學童如果返國

後必須隔離14天，勢必會錯過開學，許多父母趕著帶孩子回國。

壹對來自英國白金漢郡、正在克羅地亞旅遊的夫婦花了3小時車程

到另壹個城市搭機，趕在期限之前抵達英國。

他們表示，由於下周壹還要上班，不得不花100英鎊租車，再花300

英鎊購買新機票。兩人對於政府改變政策感到理解，但也希望能提早獲

知警告，因為政府發布通知後，僅給他們不到24小時應對。

因應暴增的英國旅客，克羅地亞第2大城斯普利特(Split)也加開2個

航班，至少有500名英國旅客搭上這2架返鄉班機，全都是搶在最後壹

分鐘購票的旅客。

克羅地亞旅遊當局信息顯示，截至21日，有17000名英國旅客前往

該國度假。

德國延長旅行警告
將加強執行返程居家隔離
綜合報導 德國聯邦政府宣布，將針對歐盟、申根國家和英國以外

的全球其他國家的旅行警告有效期從8月31日延長至9月14日。德國聯

邦衛生部長施潘當天表示，將在不久後放棄對所有從高風險地區返程旅

客實施免費檢測的做法，改為加大對這部分人士遵守居家隔離要求的監

督力度。

隨著本月德國中小學逐步開學、度假季臨近尾聲，連日反彈的新冠疫情

引發各界擔憂。據德國“時代在線”報道，截至當地時間26日20時36分，

德國累計確診感染新冠病毒237852人、治愈210597人、死亡9434人。

德國聯邦政府26日宣布，維持對出於旅遊目的或非極端重要理由前

往外國(除歐盟國家、申根區國家和英國外)的旅行警告至2020年9月14

日。德媒指出，這壹旅行警告涉及到全球約160個國家和地區。

德國聯邦政府表示，延長旅行警告的理由是全球範圍內新冠疫情仍

處在快速發展中。該國聯邦疾控機構羅伯特· 科赫研究所表示，德國當

前大量新增確診病例出現在那些從海外高風險地區返回的旅客群體中。

德國聯邦衛生部和各州衛生部日前已達成壹致，將在今夏旅遊季結

束後停止為從高風險地區返程的旅客免費實施強制新冠檢測的做法，而

改為對這部分人實施強制居家隔離。

施潘表示，目前已開始對居家隔離的實施情況采取抽查，今後將加

大抽查力度，“這不是提出壹項請求，而是實施壹項政府法令”。

國際空間站發生漏氣事件
查找漏氣源頭有多難？

綜合報導 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

(NASA)和俄羅斯聯邦航天局8月20日發

布聲明稱，國際空間站發生輕微漏氣，泄

漏點可能在美國艙段，3名宇航員本周末

將查找漏氣原因。聲明中說：航天局及其

國際夥伴2019年9月首次發現艙內空氣泄

漏率略高於標準。同時，這次漏氣沒有對

駐站成員或國際空間站構成威脅。

今年4月，俄羅斯“聯盟MS-16”飛

船順利升空入軌，把2名俄羅斯宇航員

、1名美國宇航員送抵國際空間站，執行

駐站任務，開展科研活動並對空間站進

行維護。作為國際空間站的第63批科考

組的成員，三人將在國際空間站駐守196

天。如今，這次駐守進入下半程，卻意

外發生了漏氣事件。

宇航員關閉各艙艙門
查找漏氣源頭
目前，國際空間站由美國和俄羅斯

等16個國家聯合建造，共有十幾個加壓

艙段，宇航員可以通過加壓艙段從美國

艙段到達俄羅斯艙段。按照計劃，空間

站全體宇航員分別關閉各艙艙門，然後

集中到俄羅斯艙段待三天，直到24日晚

間，同時與飛行管理中心聯合進行閉艙

壓力檢查，以查出漏氣源頭，預計初步

結果在下周末前就能出爐。有消息人士

透露，國際空間站24小時損失大約220

克空氣，相當於美國某個艙段外殼上有

壹個大小約0.1毫米的孔。

這並不是國際空間站第壹次發生漏

氣。2018年8月，對接在國際空間站上的

“聯盟MS-09”飛船出現漏氣，宇航員在

飛船軌道艙的艙壁上發現長度近2毫米的

裂縫，當時進行了緊急修補，漏氣原因至

今沒有查明。美國航空航天局官員說，這

次漏氣不如2018年的漏氣事件嚴重。

部分國家的航天器允許壹定的空氣
泄露率，超標則有危險

中國航天科工集團二院研究員、國

際宇航聯空間運輸委員會副主席楊宇光

說，載人航天器無論是飛船還是空間站

，都需要進行加壓以保證航天員能夠維

持正常的生命。負責這個功能的叫環控

生保系統，不同國家對於環控生保系統

的設計不壹樣，比如美國過去在航天器

的設計中，允許航天器有壹定的漏率。

環控生保系統中對於大氣的控制，除了

要維持其中的氧氣以及二氧化碳的濃度

控制等，其中還有壹些有害的氣體，也

就是說，航天器的內部大氣環境有壹定

漏率的話，其實有利於有害氣體排出。如

果漏率在比較小的範圍內，就是安全的，

比如這次國際空間站的漏率達到每天220

克空氣，這樣的壹個漏率其實不會對航天

員產生威脅。但是如果漏率再大的話，有

可能加快氣體消耗的速度，其實是不太有

利的，所以應當進行檢查、排除。

載人航天歷史上發生過嚴重甚至致
命的漏氣事故

楊宇光介紹，前蘇聯和俄羅斯的和

平號空間站，有壹艘“進步M-34號”貨

運飛船，它在與和平號空間站對接的過

程中，和和平號空間站的壹個艙發生碰

撞，導致艙段嚴重受損，被撞出壹個大

的裂縫，使艙段失壓，因此，和平號當

時的宇航員把這壹艙段的艙門關閉，後

來，這個艙段永久性失去了內部的壓力

，不再適合航天員居住。

除此之外，在載人航天歷史上發生

過因為失壓造成航天員死亡的事故，

1971年，蘇聯的“聯盟11號”飛船在返回

大氣層過程中，因為壹個閥門錯誤地打開

，導致裏面三名不穿艙內航天服的宇航員

在很短時間內因為失壓而死亡。不過，相

對來說國際空間站漏氣的漏率都非常低，

所以不會影響到宇航員的安全。

查找漏氣點難度不小
楊宇光說，主要難點在於國際空間

站非常龐大，有400多噸、十幾個艙段

，裏面的整個生活空間比壹家大型客機

的內部空間還要大，而發生泄漏的可能

是壹個小孔，因此是比較難發現的。國

際空間站的各個艙段之間都有具備氣密

性的艙門，所以把這些艙門關閉以後，

可能就更容易發現漏氣的艙段。

地中海局勢緊張：
默克爾籲支持希臘 土耳其或將被制裁

綜合報導 據歐聯網援引

希臘歐聯通訊社報道，歐盟

外長28日峰會開始討論對土

耳其實施制裁的問題，以回

應土耳其在東地中海的挑釁

行動。德國總理默克爾表

示，在希臘與土耳其的爭端

中，所有歐盟國家都有義務

支持希臘。

據報道，歐盟外交與安

全政策高級代表博雷利呼籲

土耳其放棄單方面行動，並

敦促土耳其政府與歐盟進行

談判。他稱，各方達成了對

土耳其實施制裁的意向，德

國外長馬斯也表示，必須在9

月份的歐盟峰會上討論制裁

措施。

德國總理默克爾較早前

表示，在希臘與土耳其的

爭端中，所有歐盟國家都

有義務支持希臘。她說，

“我壹再試圖避免事態進

壹步升級，而且與兩國不

斷對話。那裏的分歧涉及

專屬經濟區的劃界，只能

共同解決，這是德國正在

努力實現的目標。”她已

經與法國總統馬克龍廣泛

討論了這個問題。

希臘外交部長鄧迪亞斯

表示，希臘得到了所有歐盟

夥伴的壹致支持。他說，

“我認為希臘從這次會議

中得到了應有的結果，即

如果土耳其不緩和緊張局

勢並重新開始對話，制裁就

會到來。”

鄧迪亞斯還稱，博雷

利已提出了未來對土耳其

實施制裁的方案，這些方

案將於 9 月 24 日提交歐洲

理事會。

進入 8 月以來，土耳其

與希臘因東地中海地區的

能源勘探問題起新沖突。8

月初，土耳其稱希臘與埃

及簽署的專屬經濟區海洋

管轄權協議“無效”，並

隨後派出“奧魯奇拉伊斯

號”勘探船到東地中海、

卡斯特羅裏佐島以南海域

進行震波探測，並且出動 5

艘軍艦護航。希臘也在該

海域集結了多艘艦艇。雙

方沖突壹觸即發。

綜合報導 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州將建立壹個

新的國家公園，這所新公園將保護新州南部高地的

壹個重要考拉棲息地，州政府希望能借此在某種程

度上穩定不斷下降的考拉種群數量。

據報道，占地3558公頃的Guula Ngurra國家公

園將是139種物種的家園，其中包括20多種瀕危物

種，如考拉、黑鸚鵡、火紅鴝鹟等。

新州環境廳長基恩(Matt Kean)23日表示，由於

去年夏天毀滅性的森林大火，考拉棲息地的喪失和

損毀，大量考拉的生存受到威脅。

基恩說，“除非保護樹木，否則無法保護考拉

，而且沒有比加固和擴建我們國家公園更好的保護

樹木的方法了。我想確保我們的孩子以及他們的孩

子，在未來的很多年裏都能看到野生的考拉。”

此前，澳大利亞國會壹項調查指出，如果政府

不立即采取行動保護考拉及其棲息地，新州的考拉

可能會在2050年滅絕。

澳大利亞新州將建國家公園
以保護考拉棲息地以保護考拉棲息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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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美國

美國社群媒體巨擘臉書和推特9月1日表
示，曾介入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的俄羅斯網
攻組織再度出手，創立近20個假帳號，吸引
網友進入左翼假新聞網站，目的就是 「洗資訊
」 （Information Laundering）。這是首次有
公開證據顯示，該組織試圖重演4年前的故技
，協助現任總統川普連任。情報官員則警告，
除俄國外，大陸可能帶來更嚴重的網路威脅。

《紐約時報》報導，美國情報單位近來多
次警告，多國積極企圖干涉11月的美國大選
，莫斯科情報機構還會散布陰謀論，並透過網
站或社群媒體，達到分化選民的目的。雖然近
期白宮一直淡化俄方干預大選的可能性，如今
臉書和推特都證實，他們接獲聯邦調查局
（FBI）通知，指俄方確實試圖干預大選。

臉書、推特還發現，克里姆林宮支持的
「網路研究中心」 （I.R.A.），本次干預行動

規模雖較4年前小，但卻多了個新招：透過網
路徵才，聘請真正的美國人在 「和平數據」
（Peace Date）網站撰文散播假消息，同時放
上電腦合成的編輯大頭照，讓網站看起來更具
可信度。

1名成功應聘網站寫手的美國人透露，他

曾多次撰文質疑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是否能
代表該黨的進步價值、是否值得左翼選民的支
持等，之後收到網路轉帳的稿費。該網站設立
於2019年10月，今年3月開始刊登寫手文章
，主題涵蓋種族歧視、環保、資本主義等，還
有部分文章批評拜登 「太過右派」 。

另有2名情報官員透露，4年前極度活躍
的I.R.A.角色出現轉變，近日該組織在臉書或
推特上的行動幾乎毫無遮掩，似是刻意想被發
現。自上屆大選迄今，臉書已封殺12次I.R.A.
相關行動。

對此，拜登競選陣營發言人羅素回應，俄
方行動 「證明2個不變的事實：俄羅斯試圖干
預大選、幫助川普；臉書是俄方執行計畫的主
要平台」 。他還強調，正因川普拒絕討論這個
問題，臉書更有責任確實把關，以 「確保該平
台不會被用來破壞美國的民主根基」 。川普政
府官員則宣稱，民主黨故意誇大俄方威脅，都
是為了傷害川普名譽。

上月 30 日，美國情報總監雷克里夫
（John Ratcliffe）則告訴福斯新聞台， 「中國
、而非俄羅斯，才是最大的威脅」 。不過，目
前尚無具體證據顯示北京試圖干預本屆大選。

臉書推特證實 俄羅斯再度干預美國總統大選

美國各大學秋季新學期開學，新冠肺炎疫
情蔓延校園，至今全美已經有超過2.5萬名大
學生染新冠，當中知名公立大學南卡羅萊納大
學、阿拉巴馬大學分別爆出上千名學生確診。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報導，秋季
新學期開始，部分美國大學開放校園讓學生上
課，不過新冠疫情也隨之散播，至今全美有
37州的大學通報校內有確診病例，總共超過
2.5萬名師生染疫。

當中至少2所公立大學有上千名學生確診
，歷史悠久的南卡羅萊納大學（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至今有1,017名學生染疫，是
全美確診人數最多的學府之一，該校的確診人
數於8月29日突破千人，當天學校通報新增

302例確診。
阿拉巴馬大學（University of Alabama）

先前也傳出，開學才2周就已經有1,063人病
毒檢測結果呈現陽性。

此外，密蘇里大學（University of Mis-
souri）至今已有424名學生染疫，該校10天
前、也就是8月24日才復課。不過密蘇里大學
指出，學校昨日僅新增9名病例，顯示疫情已
趨緩。

美國感染新冠肺炎總人數於8月31日超過
600 萬人，根據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全球疫情統計
，截至今（2）日晚間6時，全美有超過607
萬人染疫，逾18萬人喪命。

美知名大學再爆上千人染新冠 全美2.5萬師生確診

華爾街日報報導，由於新冠疫情影響，美國經濟收縮，政府擴大經濟刺激方案和支出等因素影
響，今年美國政府的債務將首次超過美國經濟總量。這是二次世界大戰以來首次出現的現象。

報導表示，根據現在的發展趨勢，美國今年的債務將在九月底正式超過美國的經濟規模。這將
是美國二次世界大戰以來首見，也是美國經濟的一個重大里程碑。

美國國會辦公室預期將在今日向聯邦政府提及債務超過美國經濟的警訊。

2戰以來首次 美國今年債務超過經濟規模

距離11月大選只剩2個月，民主黨候選人拜
登領先川普總統，但差距已縮小。由於川普始終
未肯定表態，一旦輸掉連任會怎麼做，引發民主
黨憂慮，川普屆時可能會出奧步，引發憲政危機
。上周民主黨兩位國會議員為此致信給國防部，
確認萬一發生此事，軍方能保證有序轉移政權。

據一項由市調機構Opinium Research進行
的最新民調，約半數（47％）受訪者擔心，選舉
結果萬一對川普不利，他可能會拒絕認輸。若區
分黨派，為此憂心忡忡的民主黨選民高達75％，

川普支持者則只有30％憂心此事發生。
反過來說，約41％挺川普選民擔心，拜登輸

了會不認帳，但拜登支持者只有28％認為有這可
能性。

川普近幾個月來，不斷對鐵粉傳達關於選舉
弊端的訊息，包括大肆抨擊通訊郵票破壞投票公
正性，甚至引發外國勢力干預。他上月曾表示，
「我們會輸掉這場選戰的唯一方式，就是選舉作

弊。」

民調：七成五拜登支持者憂心川普輸了會不認帳

《紐約時報》記者爆料美
國總統川普去年11月突赴醫
院檢查，可能得接受需要麻醉
的治療，更有反川人士稱，他
經歷了 「一連串小中風」 ，高
齡74歲的川普健康狀況再受
關注。儘管白宮稱川普赴醫院
只是例行健檢，不過當時已經
有消息人士透露，川普此行不
尋常，並未走一般的例行程序
。

2019年11月，川普突然
赴馬里蘭州的華特里德國家軍
事 醫 學 中 心 （Walter Reed
National Military Medical
Center）進行檢查，白宮當時
表示，此行是川普年度例行健
康檢查的一部分。

《 紐 約 時 報 》 （New
York Times） 記 者 施 密 特
（Michael Schmidt）在即將

出版的新書《Donald Trump
v. The United States: Inside
the Struggle to Stop a Presi-
dent》中透露，川普當天前往
醫院前，白宮西廂曾要求副總
統彭斯待命，如果川普要進行
需要麻醉的手術，彭斯將暫時
接手總統職權。當然彭斯後續
並未繼任總統，不過施密特指
出，川普當天赴醫院的行程至
今仍是個謎。

事實上，當時美國有線電
視新聞網（CNN）就已經引述
熟知內情的人士指出，川普赴
華特里德醫院並未走總統進行
例行醫學檢查的程序。一般來
說，如果醫院要接待一名
「VIP」 ，所有醫護人員都會

預先收到VIP要來的一般通知
，告知他們醫院某些設施將關
閉。

不過當天並非所有醫護人
員都有收到通知，顯示川普此
行並非例行性拜訪，而且是在
最後一刻才成行。

消息人士指出，為川普進
行檢查的一小群醫護人員可能
是他到訪前才接獲通知。

針對被爆料中風、彭斯準
備接班，川普昨日痛罵 「假新
聞」 ，即便如此，他過去這一
年來的身體狀況確實令人關注
，5月他出席美國陣亡將士紀
念日（Memorial Day）紀念
儀式時，才被拍到站不穩、身
體前後搖晃的畫面，6月他為
西點軍校畢業生致詞時，又被
拍到用雙手捧水杯喝水，以及
小心翼翼地走完斜坡等畫面，
遭網友譏笑身體狀況不佳、可
能有帕金森氏症。

有內情？川普赴醫院遭爆走不尋常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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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園修葺一新 災區如期開學
江西安徽補充學校受損設施 消殺消毒

當日，江西省九江市永修縣三角中學、中心
小學646名學生全部到校報到。學校環境

乾淨整潔，幾乎看不出洪水淹過的痕跡。學校
舉行了開學第一天的升旗儀式，全體師生高唱
國歌。儀式後，各班班主任在粉刷一新的教室
裏進行“開學第一課”主題教育，學生們的校
園生活正式重啟。

學生測溫出示健康碼入校
三角中學校長余院平表示，開學第一天，

師生的精神面貌都很不錯，各項工作已經開始
走向正軌。他回憶道，學校之前在水裏已經浸
泡一個多月，最深處接近4米。不到十天前學
校還是一片狼藉：淤泥垃圾滿地，綠化植物枯
死，教學樓牆面脫落，桌凳七零八落，水電、
圍牆等設施不同程度毀壞。為如期開學，在縣
委、縣政府的統一調度下，重點受災鄉鎮學校
災後重建和保障開學工作組與老師們在一起，
全面開展師生、房屋、教學設備、課桌等問題
排查，倒排時間表，加快恢復學校正常辦學條
件。

江西鄱陽湖也是今年的重災區。7月以
來，鄱陽縣遭遇洪澇災害侵襲，全縣共有22個

鄉鎮（街道）、97萬餘人受災，受損學校達
173間。“鄱陽鎮中心學校下屬的鄧家小學、
昌江中學、桂湖小學受災較嚴重。據統計，這
幾所學校共有 25套多媒體教學設施受損，
10,000餘套圖書、800餘套課桌椅被淹。”鄱陽
鎮中心學校校長周俊才說：“水退到哪，我們
就清掃到哪。為迎接新學期的到來，學校組織
人員將校園修整一新，並進行嚴格的消毒消殺
工作。教育部門為學校下撥了新的課桌椅，受
損的多媒體教學設施也在陸續安裝更換。”9月
1日一早，鄱陽縣鄱陽鎮鄧家小學的教師和安保
人員便等候在校門口，引導學生們測量體溫、
出示健康碼後有序進入學校。沉寂了兩個多月
的校園，重現瑯瑯書聲。

安置學校災民轉移其他場所
當日，安徽巢湖市夏閣鎮中小學和幼兒園

共19所學校也全部開學，2,200多名學生正常
進校上課。今年7月，安徽巢湖遭遇百年一遇
的超高水位，位於巢湖北岸的夏閣鎮沿河聯圩
出現漫堤，形成100多米的缺口，直至8月31
日才成功堵口復堤合龍。夏閣鎮沿河聯圩內30
多個村莊、1.5萬畝農田曾一度被淹。全鎮

21,000多人受災。
巢湖市夏閣鎮學區管委會主任張治偉表

示，今年洪災過程中，該鎮中心幼兒園被淹，
另有5所中小學在抗洪過程中作為受災民眾的
臨時安置點。為保證作為安置點的學校正常開
學，並為學校開學留下充足準備時間，當地政
府在8月10日前後，就開始將沒能歸家的剩餘
近百名災民統一轉移到當地養老院等場所安
置。受災安置民眾全部搬走後，學校教職工及
政府相關協助部門員工第一時間對學校進行垃
圾清理、衞生打掃、校舍恢復以及全面消殺等
工作。

巢湖市夏閣鎮中心幼兒園園長郭慧梅回
憶，7月19日那天一直下大雨，晚上約10點左
右她和愛人趕到幼兒園，把電腦、洗衣機等學
校用品全部架到課桌上面。但第二天發現教室
還是進水了，後來最高時有1米多深，課桌和
洗衣機等全部泡了水，長達十多天。“操場上
的樹都淹死了，（教室裏）牆上都發霉了。”
洪水退後，學校裏又髒又臭。為如期正常開
學，從8月12日開始，幼兒園聘請了10個保潔
員打掃了四五天，接着學校教職工又打掃了好
幾天並反覆消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逍、趙臣 通訊

員 鄭文斌、朱水泉 江西、安徽連線報道）今

年暑期，江西、安徽等地遭遇嚴重洪澇侵

襲，不少學校受損。災後生產自救的同時，

趕在9月1日開學之前整修好所有受災學校也

尤為迫切。據香港文匯報記者9月1日在江西

九江、安徽巢湖這兩個重災區了解到，為迎

接新學期到來，當地組織人員將校園修整一

新，並進行嚴格的消毒消殺工

作。當地教育部門也為學校補

充更新受損的教學設施，保證

了如期開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盧靜怡、黃寶儀
廣州報道）9月1日，全國首家開辦港澳子弟
班的公立小學廣州市越秀區朝天小學如期開
學。清晨7點半不到，已經有家長帶孩子到
學校門口排隊。為了減少人流，學校安排不
同年級的學生分批次返校。校門外地面貼上
了醒目的黃色膠帶，為排隊學生標註出1米
的安全距離。學生準備進門前，還有專門的
老師向每一位孩子的手部噴灑洗手液。學生
們入校門時，會踩過一張浸泡過消毒水的地
毯清潔鞋底，同時有一台紅外測溫儀監測學
生體溫。

“儀器+人工”測溫雙重保障
“開學前14天，家長已經按照學校規

定，每天為孩子監測體溫。”一對孖女今年
新入讀學校港澳子弟班一年級的何先生感
言，目送孩子正式走入小學，進入人生新階
段，他覺得很感動。何先生表示認可內地的
教育水平和學校的防疫措施，孩子在廣州的
港澳子弟班求學，能享有更加安全、平靜的
學習環境。

港澳子弟班家長劉同學媽媽則認為，內
地疫情逐漸受控，學校防疫也做得到位，讓
家長和學生很安心。“校門口有紅外線測溫
儀，進門後老師還會測一次，有雙重保
障。”她還表示，今天開學為孩子準備了老
師要求的健康包，包括兩個到三個口罩，酒
精濕紙巾等，也特別叮囑孩子吃飯前後要注
意清潔。

每周五請專業人士入校消毒
朝天小學校長孔虹說，儘管廣州已經屬

於疫情低風險地區，但目前學校仍按照上半
年嚴格的防疫措施開展工作。“教室每天會
進行紫外線消毒，學生下午放學後，我們會在
晚上8點對教室進行消毒。而每周五下午我們
也會請專業的清潔工人進校全面消毒。”

“學生進入教室，老師會組織進校晨檢
工作，確保學生體溫正常。在中午午睡過
後，老師還會再一次進校午檢。”孔虹表
示，一旦發現小朋友身體有不適，會及時和
衞生保健老師報告，並且通知家長處理。

第一課：合唱國歌
港澳子弟班學生開學第一課，是合唱國

歌。隨後，老師仔細教導學生防疫知識。教
室和走廊也張貼了不少生動活潑的防疫資
料。港澳學生家長何先生說，看到香港第三
波疫情仍未完全平復，更感到孩子在內地港
澳子弟班求學機會的珍貴。他認為，內地學
校尤其是港澳子弟班細緻的防疫措施，值得
香港校園借鑒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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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永修縣建昌小學舉行開江西省永修縣建昌小學舉行開
學典禮學典禮。。 永修縣委宣傳部供圖永修縣委宣傳部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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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京報道）美國助理國務卿史達偉於當地時間8月31

日稱，已解密里根時代的對台“六項保證”，“這些保證至今仍有效”，並將與台灣

建立新的雙邊經濟對話。對此，國台辦新聞發言人馬曉光回應指出，美方所謂的“六

項保證”嚴重違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和美方對一個中國原則的承諾，是非法、無效

的。“我們對此堅決反對。民進黨當局挾洋自重、倚美謀‘獨’無異飲鴆止渴，必將

自食惡果。”

中方：台倚美謀“獨”飲鴆止渴
美稱解密對台“六項保證”擬建新雙邊經濟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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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全面深化改
革委員會主任習近平1日下午主持召開中央全面深
化改革委員會第十五次會議並發表重要講話。他
強調，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
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是根據中國發展
階段、環境、條件變化作出的戰略決策，是事關
全局的系統性深層次變革。要繼續用足用好改革
這個關鍵一招，保持勇往直前、風雨無阻的戰略
定力，圍繞堅持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
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推動更深
層次改革，實行更高水平開放，為構建新發展格
局提供強大動力。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
員會副主任李克強、王滬寧、韓正出席會議。

善於運用改革思維
習近平在講話中指出，構建新發展格局，我

們是有顯著制度優勢和堅實改革基礎的。黨的十
八大以來，我們圍繞落實新發展理念、推動高質
量發展、擴大對外開放推出一系列重大改革舉
措，形成了一系列理論成果、制度成果、實踐成
果。要運用好這些改革成果，在抓落地見實效上
加大力度、加快進度、拓展深度，使各項改革朝

着推動形成新發展格局聚焦發力。
習近平強調，當前形勢下，構建新發展格局

面臨不少新情況新問題，要善於運用改革思維和
改革辦法，統籌考慮短期應對和中長期發展，既
要在戰略上布好局，也要在關鍵處落好子。要加
快推進有利於提高資源配置效率的改革，有利於
提高發展質量和效益的改革，有利於調動各方面
積極性的改革，聚焦重點問題，加強改革舉措的
系統集成、協同高效，打通淤點堵點，激發整體
效應。要把構建新發展格局同實施國家區域協調
發展戰略、建設自由貿易試驗區等銜接起來，在
有條件的區域率先探索形成新發展格局，打造改
革開放新高地。要加強改革前瞻性研究，把握矛
盾運動規律，守正創新、開拓創新，更加積極有
效應對不穩定不確定因素，增強鬥爭本領，拓展
政策空間，提升制度張力。

聽取農村改革匯報
會議審議通過了《關於推進對外貿易創新發展

的實施意見》、《關於新時代振興中西部高等教育
的若干意見》、《關於規範民辦義務教育發展的實
施意見》、《關於進一步規範醫療行為促進合理醫
療檢查的指導意見》、《關於進一步推進生活垃圾
分類工作的若干意見》。會議還聽取了黨的十八屆

三中全會以來農村改革進展情況匯報。
會議指出，當前，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單

邊主義、保護主義抬頭，我們決不能被逆風和回
頭浪所阻，要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堅定不移擴
大對外開放，增強國內國際經濟聯動效應，統籌
發展和安全，全面防範風險挑戰。推進對外貿易
創新發展，要落實新發展理念，緊緊圍繞構建新
發展格局，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深化科
技創新、制度創新、業態和模式創新，加快提升
貿易質量，穩定產業鏈供應鏈，培育外貿新動
能，深入推進貿易便利化，優化外貿發展環境。

會議強調，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一些長期
制約農業農村發展的體制機制障礙逐步得到破
解，基礎性關鍵性制度更加完善，農業農村優先
發展的制度框架和政策體系初步形成，為打贏脫
貧攻堅戰提供了重要制度支撐。要堅決守住土地
公有制性質不改變、耕地紅線不突破、農民利益
不受損這三條底線，繼續抓好重點領域和關鍵環
節改革。要把保障糧食安全放在突出位置，健全
糧食安全制度體系，加快轉變農業發展方式，在
探索現代農業發展道路上創造更多經驗。要完善
農村產權制度和要素市場化配置，激發農村內在
活力。要健全農業支持保護制度，引導農業發展
由增產導向轉為提質導向。要大力實施鄉村振興

戰略，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
要注意加強改革系統集成，推動各項制度相互銜
接、形成合力。要實事求是、因地制宜，依法依
規、穩妥慎重，把握好各項工作的時度效，扎扎
實實為民辦事、為民造福。

會議指出，要做好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
改革任務落實情況的總結評估，把總結評估同謀
劃“十四五”時期改革思路結合起來，同匯聚深
化改革的強大力量結合起來，全面展示改革取得
的重大成就和寶貴經驗，堅定各方面深化改革的
決心和信心，為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
家新征程積勢蓄力。

習近平：推動更深層次改革 實行更高水平開放

史達偉表示，美國將與台灣建立新的雙邊經濟
對話。台美經濟對話將聚焦半導體、醫療、

能源及其他領域，其中科技將是核心。美方表示，
這項倡議旨在加強美國和台灣的關係，並在面對來
自中國大陸日益加大的壓力之際為台灣提供支持。

專家：美國旨在掌控台灣
對此，北京聯合大學台灣研究院教授朱松嶺對

香港文匯報表示，美國目前正值總統選舉如火如荼
的時期，而特朗普的選情卻不甚樂觀。他認為，美
國此時加強打“台灣牌”的力度和頻度，一方面是
為了拉攏選票，尤其是通過台灣開放美牛和含瘦肉
精豬肉的市場爭取美國農業州的選票，另一方面也
是為了進一步將台灣控制在自己手中。

朱松嶺提醒，美國與台灣之間加強科技合作，
勢必會影響中美之間的科技合作。“美國一方面限
制打壓中國大陸的科技企業出口，另一方面又為

‘台積電’提供美國訂單。”他說，“這些舉動很
明顯是要遏制中國的科技發展，遏制兩岸間的科技
合作，這也是美國的戰略之一。”但他同時也表
示，美國為台灣畫出的“大餅”並非如台當局想像
的那樣“順利”。台當局開放的美國牛肉、含瘦肉
精豬肉的進口，是否能順利執行，還要看島內民眾
的抵制力度。

外交部：違反國際關係準則
華盛頓方面還表示，已解密了里根時代向台灣作

出的“六項保證”。所謂“六項保證”，指1982年里
根政府對台灣作出的六項承諾，但美方從未正式公布，
具體內容包括：美國未同意設定停止軍售台灣的日期；
未同意就軍售台灣一事先與中國大陸進行協商；不會
在中國大陸與台灣之間擔任斡旋的角色；不會修訂“台
灣關係法”；未改變美國對於台灣“主權”的立場；
不會迫使台灣與中國大陸進行談判。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對此表示，世界上只
有一個中國，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一個中國原則是中美建立和發展外交關係的政治基
礎和根本前提。美國當年單方面制定的所謂“與台
灣關係法”以及美方所謂對台“六項保證”嚴重違
反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規定，嚴重違
反國際關係基本準則，粗暴干涉中國內政，是完全
錯誤和非法、無效的，中國政府從一開始就堅決反
對。美方應該遵守的是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

合公報規定，而不是什麼“與台灣關係法”或“六
項保證”。

華春瑩強調，台灣問題事關中國主權和領土完
整，涉及中國核心利益。任何人都不能低估中方捍
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堅定決心和意志。我們敦
促美方恪守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規
定，停止提升美台實質關係，停止與台灣進行任何
形式的官方往來，不要在錯誤和危險的道路上越走
越遠。

■台當局開放美國牛肉、含瘦肉精豬肉的進口，遭島內民意抵制。圖為國民黨1日發動22個縣市同步舉
行“拒絕瘦肉精豬肉，捍衛全民健康”記者會。 中央社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及外交部網站消
息，中國駐印度使館發言人嵇蓉參贊1日就中印
邊境局勢答記者問時表示，中方已向印方提出嚴
正交涉，要求印方嚴格管控和約束一線部隊，切
實遵守承諾，立即停止一切挑釁行為，立即撤回
非法越線人員，立即停止任何導致局勢升級和複
雜化的舉動。

記者提問：據報道，印軍在班公湖以南地區多
個地點越過中印邊界實際控制線。請問中方有何評
論？

嵇蓉回應稱，8月31日，印軍破壞前期雙方
多層級會談會晤達成的共識，在中印邊界西段班

公湖以南地區、熱欽山口附近再次非法越線，公
然挑釁，造成邊境局勢再度緊張。印方行徑嚴重
侵犯中方領土主權，嚴重違反兩國相關協定協議
和重要共識，嚴重破壞中印邊境地區和平安寧。
印方所做所為與雙方一段時間以來推動現地局勢
緩和降溫的努力背道而馳，中方對此表示堅決反
對。

外交部：中國從未佔過別國一寸土地
嵇蓉表示，中方已向印方提出嚴正交涉，要

求印方嚴格管控和約束一線部隊，切實遵守承諾，
立即停止一切挑釁行為，立即撤回非法越線人員，

立即停止任何導致局勢升級和複雜化的舉動。
1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主持例行記者

會。印度廣播公司記者問：中印相互指責對方採取
了挑釁性舉動，我們也搞不太清楚了。你能給我們
講清楚嗎？

華春瑩：印方的說法和中方可能不一樣，但
事實和真相只有一個。新中國成立70多年來，中
國從未主動挑起過任何一場戰爭和衝突，從未侵佔
過別國一寸土地。事實上，中國邊防部隊一貫嚴格
遵守實際控制線，從未越線活動。印方應該尊重事
實，本着維護中印關係大局的善意，採取切實行
動，同中方共同維護邊境地區的和平安寧。

中方促印度立即停止一切挑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奕霞 濰坊報道）由國

務院台辦、山東省政府共同主辦的第26屆魯台經貿
洽談會1日在濰坊“線下+雲端”舉辦，這也是魯台
會首次創新線上模式開幕。國務院台辦副主任裴金
佳在致辭中表示，目前大陸規模以上工業台企已經
全部復工復產，台商台企在大陸發展基本穩定。

據了解，為幫助廣大台資企業應對疫情影響，
分享大陸發展機遇，拓展內需市場，本屆魯台會還
特別設立台資企業精品展區暨台資企業拓內銷專
場，232家台企參展。此外，“海峽兩岸雲上博覽
會”報名參展的企業總數達1,546家，創魯台會舉
辦以來最高紀錄。

魯台會雲端首開 助台企拓內銷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9月3日是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利75
周年紀念日。當天上午，習近平等黨和國家領
導人將同首都各界代表一起，在中國人民抗日
戰爭紀念館向抗戰烈士敬獻花籃。屆時，中央
廣播電視總台將進行現場直播。

紀念抗戰勝利75周年
習近平等將敬獻花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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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话题

谁家有返贫风险，第一时间掌握

“现在的收入不比出去打工少，还不耽误照看孩子。”谈
到如今的生活，铜仁市江口县凯德街道黑岩村村民杨再平有
许多话想说。

杨再平今年 53 岁，夫妇俩此前常年在外务工，家里 4 个
孩子上学，日子过得紧巴巴。2018 年，大女儿突发疾病，全
家顿时陷入困境。

杨家原是当地小康之家，但因突发变故收入骤减、支出
骤增。这样的家庭，在贫困山区并不少见。如何精准监测预
警，及时作出反应，防止非贫家庭和已脱贫家庭返贫？

第一步就是确定监测对象。铜仁防贫预警监测机制聚焦三
类人群：已脱贫不稳定户、收入低于国家扶贫标准 1.5 倍的边
缘易致贫户、因疫情或其他原因收入骤减或支出骤增户，采取

“群众申请、入户调查、部门比对、村民小组评议、村民代表审
议、村级公示、乡镇复核、县级备案”的程序进行识别，通过驻
村工作队和网格员实现监测对象全覆盖。

“变故发生时，多耽搁一天就多一分返贫风险。试想，这
边已经病重住院、等着缴费，那边还要申请、评议、投票、
公示……哪还等得起呢？”江口县县委书记杨华祥的话道出
了防贫预警监测“反应快、能救急”的必要性。

如何让群众尽快拿到救急钱、救命钱？江口县对监测程
序进行了简化。“在村里，谁家过得‘老火’（当地方言，指
家庭困难、收不抵支），大家一目了然，心里有数。”黑岩村
扶贫干部介绍，简易程序省去了评议、审议等耗时较多的环
节，现场核实后，只要符合条件，立即启动动态帮扶，“一
户一策”制定防贫方案。“部门或村组干部发出预警，驻村
工作队直接入户调查，经过乡镇审定、县级备案，三五天内
就能完成认定。”江口县扶贫办主任王天华说。

上学要交费，有教育局监测；看病贵不贵，医疗保障局
有本账；低保金是否发到位，民政局来兜底；护林员岗位工
资入账，自然资源局即时更新……对于监测对象情况，当地
实行监测台账动态管理，全部数据联网，扶贫干部从手机就
能登录系统，掌握监测户收支状况。系统监测，部门预警，
备案及时，信息共享，一旦大额支出等因素产生的返贫致贫
风险出现时，预警会第一时间发出。

“成为监测户后，民政部门第一时间就给我安排了低保，
教育部门免除了孩子们在校期间的所有费用，女儿看病自费
部分也由政府负担。”如今的杨再平，经村里介绍在县城开
上了出租车，每月能挣四五千元。妻子在红心猕猴桃产业园
护理果树，每月也有千把块收入。

三重防线，避免监测户滑向贫困

预警本身不是目的，而是为后续帮扶铺路，实现精准发
力。为此，铜仁市建立起 “三重防线”，让监测户在得到

“救急钱”后，还能获得稳定收入来源。
第一重防线，整合、用足现有脱贫政策，通过产业扶

贫、就业培训、创业支持、医疗救助、教育资助、住房保
障、民政救助等资源，防止监测户致贫返贫。

江口县德旺乡净河村的杨爱军，与妻子及岳母共同生
活，育有两个孩子。原本日子过得还不错，但 2019 年 3 月，
妻子刘前会确诊为癌症，需长期化疗，丈夫为照顾妻子停止
外出打工，一家五口有返贫之虞。发现刘前会医疗费用自付
部分过大，卫生部门发出预警，杨家被纳为监测对象。

经过低保评议后，杨家被民政部门纳入民政重点保障对
象，杨爱军还被安排在护林员岗位工作，每年有万余元收
入，加上入股领取扶贫产业收益分红，一家人的基本生活有
了保证。

公益资源构成了防致贫返贫的第二重保障。公益资源能
够补足政策空白点，破解财政资金难以投向非贫对象的诸多
障碍。刘前会患病后，驻村工作队帮助他从社会公益力量筹
集善款 2 万余元，解决了治疗自付费用。

政策资源、公益资源都力有未逮怎么办？县、乡、村三
级防贫救助资金池构筑起防致贫返贫的第三重保障。

黑岩村建档立卡贫困户李月明一家人本已脱贫，但妻子
周树英罹患髋关节结核病，治疗过程中产生了大笔自付费

用。为防止李月明一家因病返贫，防贫救助资金池为其拨出
1 万余元补助医疗费，加上低保金、公益捐款、村集体经济
分红、民政临时救助等项收入，解了燃眉之急。

筑牢防线，离不开稳定的现金流。在铜仁，从农业基
地、各种产业园到旅游景点，在“龙头企业+合作社+农户”

“村集体经济+基地+农户”等组织模式下，土地、劳动、资
金等要素充分涌流，为有致贫返贫风险的群众提供了稳定收
入 。“ 土 地 入 市 有 租 金 ， 就 业 入 企 拿 薪 金 ， 资 金 入 股 分 股
金。”万山区扶贫开发办公室主任王尧说，这三“金”是全
方位保障监测户不返贫、能增收的关键。

“政策、公益、防贫救助三道防线，实现了政府主导与社会
参与的结合。特别是对因病、因残、因灾等意外变故返贫致贫
的家庭，及时落实相关救助政策、提供就业机会、保障其基本
生活，非常重要。”国务院扶贫办有关负责人说。

有产业有就业，稳定脱贫有底气

建立起防致贫返贫的长效机制，根本上还是要靠自我造
血功能的提升。

“增收也好，防返贫也好，归根结底要靠产业。”铜仁市
万山区区委副书记王春介绍，万山区作为资源枯竭型城市，
走出了一条产业原地转型、城市异地转型的路子。

在昔日汞矿区原址上，一座主打工业怀旧风的主题小镇
“ 朱 砂 古 镇 ” 涅 槃 重 生 ， 从 前 破 败 的 职 工 宿 舍 区 成 了 步 行
街，锈迹斑斑的厂房焕然一新，曾堆满矿渣的巨大矿坑里绿

意 盎 然 ， 被 彩 灯 装 点 起 来 的 废 弃 矿 洞 里 游 人 如 织 ……2019
年，万山区朱砂古镇接待游客 220 万人次，实现景区收入 1.4
亿元，数百位矿区居民和贫困户在景区就业、开店、经营观
光车、入股领取分红，把废矿区变成了聚宝盆。

铜仁市还实施“留雁行动”，推进就业扶持，引导重点人
群就近就业，实现了贫困户、易地扶贫搬迁户、易致贫边缘
户“三类人群”每个有劳动力家庭至少 1 人就业创业。

有了产业就有了就业，飞出去的“大雁”还会飞回来。
在万山区旺家花园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数据标注公司、服
装厂、苏绣工坊等一座座“扶贫微工厂”建立起来，幼儿
园、中小学一应俱全，熙熙攘攘的文化娱乐金街为搬迁群众
提供了 5000 余个就业岗位，让搬迁群众“楼上安居、楼下乐
业”。

在外务工两年后返乡的安永军就是一只“归雁”。25 岁
的他来自思南县一个易地扶贫搬迁户家庭，曾面临因学致贫
的风险，如今已和姐姐一起搬进旺家花园，成了全国最早一
批拿到数据标注师上岗证的人。每天，姐弟俩离家步行 2 分
钟，就可以到达扶贫微工厂内的大数据标注公司上班，一天
收入 300 余元。

万 山 区 黄 道 乡 的 杨 元 桃 ， 是 当 地 产 业 扶 贫 的 “ 领 头
雁”。铜仁山多地少，光照条件差，发展蔬菜种植缺技术、
缺设施。2015 年，她回乡从事蔬菜种植，建立起大棚蔬菜基
地，引进来自山东寿光的种植技术，带动了 200 多户贫困群
众就业增收，被当地群众亲切地称为“菜姐”。

筑好巢，有雁栖。“铜仁市把产业帮扶、就业帮扶、综合
保障、扶志扶智等帮扶措施结合起来，这样的经验、做法值
得总结推广。”国务院扶贫办有关负责人表示。

图①：万山区旺家花园易
地扶贫搬迁微工厂产业园内，
贵州景航服装有限公司员工正
在参与劳动技能竞赛活动。

彭 俊摄（人民视觉）

图②：江口县德旺乡坝梅村大力发展
乡村生态旅游，建设生态乐园，壮大村集
体经济。图为游客在生态乐园游玩。

李 鹤摄（人民视觉）

图③：江口县凯德街道梵瑞社区易地扶贫搬迁点。
李 鹤摄（人民视觉）

图④：万山区将产业扶贫项目基金作为贫困户股金
入股万仁新能源汽车项目，为入股企业的贫困户分红，
带动750名贫困人口脱贫增收。图为万仁汽车总装车间。

彭 俊摄（人民视觉）

①① ②②

③③

④④

脱贫之后如何防止返贫？贵州省铜仁市创新防贫预警机制——

不让贫困卷土重来
本报记者 汪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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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份選舉希望能選出一位個 “能將國家放在首位並可以與兩邊政黨一起工作的領導人”
11月大選的關鍵時刻。由於對在

疫情高峰期間影響投票過程的擔憂，
11月份選舉我們希望能選出一位個
“能將國家放在首位並可以與兩邊政
黨一起工作的領導人，並非個人或政
黨利益”。

50歲以上選民是2020年大選的
主力?

近十年來，50歲以上選民一直是
美國大選的主力，其投票人數一直超
過任何其他年齡層。從各方面來看，
50歲以上選民有望在今年11月再次
成為最有影響力的人。尤其疫情對美
國人的健康，工作，財富和生活方式
產生了災難性的影響。然而這是否會
影響到公民的投票意願？

投票的重要性以及50歲以上選民
的決心

一些政治專家認為，大多數50歲
以上選民的觀點是：儘管我們投票的
方式可能會改變，但他們投票率將繼
續保持強勁，並且將繼續保持其作為
有力決策者的地位。至於疫情是否可
能降低投票率，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
於今年秋天新冠狀病毒感染的程度和
死亡率。

日前通過兩邊政治人物不斷進行
的發佈新聞（從白宮到全國各地的州
長乃至某些市長），選民更瞭解政府
官員是如何影響他們的日常生活，進
而意識到未來領導者的重要性，甚至

更可能增加11月份本來就很高的投票
率。

在疫情高峰期間進行的民意測驗
顯示，許多美國人擔心健康危機將在
11月大選產生影響。在4月的一項民
意調查中，年齡在50歲以上的選民中
有 67％的人表示，他們擔心COV-
ID-19對選民投票率的影響。

Harris縣 7月的數據顯示，在政
黨決選的240萬合格選民中，Harris
縣行政書記官Chris Hollins寄出郵遞
投票申請表給了近38萬 (376,840名)
65歲以上的註冊選民，以方便更多的
人無需離開家就能投票，有近11萬
人 (94% from65+) 已申請郵遞投票。
這是一次極其重要的選舉， 我們希望
無論各年齡層的選民，或是否親自投
票，他們都將找到一種方式來記錄他
們的意見。

雙方黨派一直在爭論關於擴大推
動郵遞投票的使用範圍。一方說有必
要保護選民的投票權，另一方則認為
這樣的系統會助長不正當的弊端。

斯坦福大學研究人員的一項研究
表明，“聲稱通過郵件投票從根本上
使一方比另一方更具優勢。”科羅拉
多州，夏威夷州，俄勒岡州，猶他州
和華盛頓州進行了充分的郵遞投票選
舉，而加利福尼亞州，北達科他州和
內布拉斯加州這三個州允許該縣選擇
郵遞投票。該研究發現，通過郵遞投

票“適度增加了選
民參與投票，但沒
有使任何一方受益
”。

雖然只有少數
幾個州自動將選票
郵遞給他們的選民
，但每個州都有規
定允許缺席投票。
美國三分之二的州
不要求選民出示缺
席投票的理由；三
分之一則需要藉口
。專家認為，各州
將接受對冠狀病毒
的關注，將其作為
要求缺席投票理由
但不是能是唯一的
正當理由。 40個州
和哥倫比亞特區也
鼓勵民眾進行提前
投票，以方便選民
避免人潮在擁擠的時段進行投票。

2020年，50歲以上的選民本已
具有巨大影響力，甚至比平時更為明
顯。65歲以上的選民擅長通過郵遞投
票。因此，我認為50歲以上選民的美
國人將決定誰是下任美國總統。”

選舉後對未來民眾的長期影響
在COVID-19通過後，總統將不

僅要面對重創的經濟，恢復對政府和

社會制度的信心，還要面對第二波疾
病。其中許多決定將由競選州級辦公
室的人以及被選為代表我們參加國會
的人做出決定。

11月，選民將在全國86個參議
院中選出整個美國眾議院，三分之一
的參議院，11名州長和數千名州議員
。

某些比賽的結果將產生長期影響

。下屆美國參議員可能會任命一位或
多位最高法院法官。州立法者將會監
督人口普查後的政治轄區的重新劃分
，這可能會改變未來十年政治力量的
權利平衡。

但是貫穿種族的一個話題是，當
國家從疫情中反彈時，各黨派對政府
的未來方向將持不同意見。

HarrisHarris 縣行政書記官辦公室華裔選民外聯專員芮久玟縣行政書記官辦公室華裔選民外聯專員芮久玟

休士頓亞裔健康教育協會, 9/13 下午2-4點 健康講座 "悶出病來"
疫情時期如何維護心理精神健康
疫情對成年人除了改變工作習慣等種種挑

戰外，對於有青少年和學齡小孩的家庭如何照
顧。對年長者的“心病”如何化解

為正確且有效面對新冠疫情、休士頓亞裔
健康教育協會邀請到相仼議題的專家為您講解
。

時間: 2020 年 9 月 13 日, 星期日,下午
2-4 點

ZOOM 網上會議室鏈接:

https://us02web.zoom.us/j/86571163308
會議號碼 Meeting ID: 865 7116 3308
Passcode: 182763
或撥打: +1 346 248 7799 US (Houston)
主辦單位: 休士頓亞裔健康教育協會

1. 主題: 疫情期間兒童和青少年的心理健康
講員: 柴宏醫師
精神病學和神經病學-精神病學醫師，畢業於浙
江醫科大學。目前在休士頓有三處
不同地點的診所。有 25 年的經驗。專長包括兒

童和青少年精神病學，成人精神病
學，兒童/青少年精神病學。曾獲得了 3 個獎項
。
2. 主題: 疫情對成年人心理健康的影響
講員: 權煜醫師
專業精神科醫師， 畢業於上海醫科大學， 在
Albany Medical Center, NY 完成精神科住院醫
生訓練， 在 UTMB Galveston 完成精神科專科
訓練，目前在是休斯頓明湖地區私人執業醫生
。

3. 主題: 疫情對學童會造成那些影響
講員: 謝齡慧 School Counselor
講員謝齡慧是美國公立學校認証的心理諮商師
（Licensed School Counselor）。
她獲得休士頓浸信會大學學校心理諮商師碩士
學位，曾就職於美國公立小學多年，
擔任中文和 ESL 老師和 ELS 主仼。目前是
Harmony School of Innovation-Sugar
Land 高中的學校心理諮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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