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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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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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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比世雜誌(Forbes)8日公佈美國前400
大富豪榜，亞馬遜執行長貝佐斯(Jeff Bezos )
連3年稱霸；總統川普(Donald Trump)名次退
步，因為川普旗下辦公大樓、飯店和渡假村營
運受疫情衝擊。

富比世美國前400大億萬富豪總財富達
3.2兆美元，再刷新紀錄。儘管疫情重創經濟
，180多萬美國人丟了飯碗，但這些全美最富
有的人依然日進斗金。

美國籍的Zoom執行長袁徵身家達110億
美元，是這次新入榜的18名億萬富豪之一。
在因疫情而必須居家辦公的此一時期，視訊會
議服務平臺Zoom無處不在。

川普的排名則從去年275名掉到352名，
財富從去年的31億美元縮水至25億美元。

富比世副主編杜蘭(Kerry Dolan)接受路透
電視訪問時表示，這份年度排行榜可一窺美國
最有權勢的人。

「身在這個社會中，我們人人都應該知道
，這些最大的公司是由何人指揮，他們怎麼運
用自己的財富。」

依然日進斗金依然日進斗金 貝佐斯連貝佐斯連33年膺全美首富年膺全美首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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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
歡迎使用
觀看高清美南國際電視新聞台

近月來，全國各
地由於警察射殺黑人
事件，大小城市示威
不斷，而且上演擄搶
燒火事件， 尤其是西
雅圖波特蘭，更有暴
徒劃地為營，火燒警
察局，長期佔領街道
，商家無法营業 ，造
成對社會治安嚴重影
響。

川普總統多次要
動用更多之軍人來平
息動亂，但遭國防部
長埃斯特之反對而作
罷，各地暴亂有其長
久以來之因素，黑人
被歧視，尤其警察長
期以來對他們施暴已
是不爭之事實，許多不良少年及犯罪份子因缺
乏家庭及學校教育，輟學後又無一技之長，當
面对生活現實情況，只有偷竊、販毒維生，因
而造成了嚴重的社會問題。

對一般平民百姓而言，社會治安非常重要
，做點小生意也需要安定之社區環境， 如果每
天不是被偷就是被搶，日子怎么過下去！

最近加州議會通過給予黑人之賠償，雖未

簽署為法，但此舉將會衝擊政府財政及對其他
族裔之公平性。

大選在即民主黨如何處理這些棘手問題有
待觀察，但共和黨打出社會安定牌將會爭取一
些選民支持。

我們的民主選舉已經早變味了，為了爭取
选民，大家都在演戱，尤其面對大眾及媒體，
幕前及幕後可以說兩種不同的選舉語言，只要
得到選票，違背良心又如何呢 ?

美國新冠疫情日記美國新冠疫情日記99//0909//20202020

In the last six months, because police brutality has
created so much social unrest and incited
demonstrations all over the United States,
especially in Portland and Seattle, many people
went to the streets and burned police stations and
interrupted local businesses and attacked the
security personnel.

The President wanted to use more U.S. military
force to calm down the rioting, but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refused to do it.

For a lot of ordinary citizens and small businesses,
a peaceful environment with security and safety is
really needed to do business.

A bill creating a task force to study how reparations
could be implemented statewide has passed in the
California Assembly. If this bill becomes law, that
will have a big influence on American politics.

The President is
using the social
safety issue to try
and gain support
from those voters
who have become
very tired of all the
community unrest.

Democratic
challenger Vice
President Biden
really needs to face
this problem. The
2020 election is
coming in less than
two months. Our
future depends on a
leader who can help
us with today’s
problems and lead
us into the future.

Safety Is The BestSafety Is The Best
Political SloganPolitical Slogan

川普總統打安定牌川普總統打安定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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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島訊息

幾十年來領土紛爭不斷的中印兩國現在
又起新糾葛,印度軍隊趁機非法越界進入兩國
邊境西段班公湖南岸地域，並對空鳴槍，這
是兩國停火協議45年來的第一槍，印度向中
國求戰的野心十足，此時此刻,中國應該正式
對印抗戰, 不能再姑息容忍了！

領土是一個國家的神聖主權, 中印兩國邊
界長2000公里，總面積超過12萬平方公里，
由於地理環境錯綜複雜, 所以從西段、中段到
東段都存在著領土糾紛, 從一九六二年兩國首
次發生邊界戰爭後，關係開始惡化,雖曾訂出
實際控制線(LAC),互不侵犯, 但一九七五年雙
方再次對打,造成死亡事件，後來兩國於一九
九三年及一九九六年簽署協議，承諾互不使
用武力威脅，並在解決問題前，能維持實控
線之現狀。

但在兩個月前印軍再次越界，中方被動
防衛, 兩軍在喜馬拉雅地區爆發衝突，雙方以

石頭, 拳頭和棍棒大打出手，死傷慘重，中國
曾向印度抗議,希望他們遵守協議,不要再挑釁,
但印度總理莫迪卻宣誓在國土上絕不妥協,中
印兩國態度很明顯,中國希望以和止戰，印度
則是以戰逼戰，企圖從戰爭中搶下中國邊界
的領土。

中印原本有悠久政商關係,但由於領土紛
爭而失和，印度政府兩個月之前竟命令禁用
中國的抖音、微信以及阿里巴巴旗下的UC瀏
覽器等59款應用社交軟件, 那是對中國非常不
友善的絕裂舉動，如今他們在疫情那麼嚴重
的情況之下, 竟又挑起國界糾紛,似有向美國天
好之意, 近年來印度急於與美、日、韓建立四
方機制, 並和菲律賓改善關係以壯大聲勢, 但
是若與中國開戰，還是得靠自己的戰力, 而中
國對於印軍的一再挑釁求戰，除了迎戰與抗
戰, 真是列無選擇啊!

李著華觀點︰中國應該對印抗戰

英國新冠肺炎疫情再起，英國政府宣布
，自9月14日起，英格蘭地區將禁止6人以
上集會，違者最高將罰3,200英鎊。

英國新冠肺炎疫情激增，自6日以來，已
經新增8,396例確診病例，昨（8）日單日新
增 2,460 例，根據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全球疫情統計
，截至今（9）日13時，英國境內累計354,
932例，逾4,000人喪命。

針對疫情再起，英國政府昨日宣布，自9
月14日起，英格蘭地區將禁止6人以上集會
，這個社交距離新禁令同時適用於室內與室
外聚會，不過學校、工作場所不受限，婚禮
、葬禮以及運動賽事如果有遵守防疫準則，
也不在新禁令管轄範圍之內。

此外，一般家庭人數如果超過6人，也不
會受到新禁令影響。英國首相強生（Boris
Johnson）預計當地時間周三會發布豁免名單
。

英國政府指出，違反禁令者，頭一次將
被罰100英鎊，再犯者每一次罰金將倍增，
最高恐被罰3,200英鎊。

英國政府首席醫療專家日前警告，英國
年輕人過度鬆懈，導致疫情復燃，現在每10
萬人中就有20人染疫。

強生日前表示， 「我們現在必須採取行
動防止病毒擴散」 ， 「民眾遵守規定相當重
要，記得一些基本原則，勤洗手、戴口罩、
和他人保持距離，如果有症狀，就要進行病
毒檢測。」

新冠大爆增新冠大爆增 英格蘭將禁英格蘭將禁66人以上集會人以上集會 恐重罰恐重罰33,,200200英鎊英鎊

捷克參院議長維特齊率團訪台引起討論風潮
，但捷克知名鋼琴製造商佩卓夫稱陸客戶因擔憂
遭制裁而臨時取消價值700萬元訂單；不過，捷
克億萬富豪柯瑪瑞克表示，將透過家族基金包下
這筆訂單，並將這批鋼琴捐給捷克當地學校。

據外媒MBS與捷克當地媒體報導，柯瑪瑞克
（Karel Komárek）表示，他與妻子發現此一問題
後，決定盡快包下這批遭取消的佩卓夫鋼琴
（Petrof），並將捐給捷克內學校，希望這些鋼琴
成為捷克驕傲與團結的象徵。

佩卓夫鋼琴總裁佩卓夫瓦（Zuzana Ceralová
Petrofová）表示讚揚柯瑪瑞克的慷慨義舉，表示
「就我個人來看，這對柯瑪瑞克而言是一筆完全
計畫之外的支出，但他果斷做出決定，讓我感到
驚訝」 ，且也很榮幸看到自家鋼琴能給捷克學子

們使用。
佩卓夫瓦先前表示，北京與周邊地區的客戶

向他們致信表示，在大陸有傳聞稱政府要對捷克
與其商品實施制裁，且他們沒有能力支付罰款，
只能要求暫停交貨；且在雙邊關係前景不明之下
，佩卓夫在大陸的代理商只能觀望，也不清楚佩
卓夫的員工能否順利拿到大陸簽證，以便參加10
月底舉行的上海國際樂器展覽會。

柯瑪瑞克今年身家高居捷克第3。根據美國富
比世（Forbes）官網，51歲的柯瑪瑞克身價約38
億美元（約新台幣1123億元），1990年代以石
油暨天然氣事業起家，2010年成立自己的投資集
團。KKCG目前在娛樂、資訊科技、地產和生物醫
學產業都有投資。

議長訪台讓捷克鋼琴商丟700萬訂單 富豪下豪語：我全包了

（中央社）彰化縣大城鄉民代表會主席王
宏銘涉恐嚇廠商取財已遭收押，檢方持續追查
，發現鄉長蔡鴻喜竟也向廠商索賄，檢方以涉
犯貪污治罪條例帶回蔡鴻喜訊問後聲押，法院
今天傍晚裁准。

彰化地方檢察署8月偵辦大城鄉代會主席王
宏銘涉嫌透過地方人士，教唆黑道恐嚇施作太
陽能輸電工程廠商以利取得金錢，金額疑高達
新台幣千萬元，經專案小組持續調查，發現大
城鄉長蔡鴻喜也向廠商索賄。

彰化地檢署昨天指揮法務部廉政署中部地
區調查組、調查局彰化縣調查站發動第四次偵
查作為，兵分多路搜索涉嫌人住所及辦公室，
另向金融機構調取可疑金流資料，並傳訊證人

及提解在押涉案人共11人到案說明。
檢方調查發現，蔡鴻喜疑利用公所核准道

路挖掘許可路權機會，分別自民國108年1月到
109年5月間，透過李姓、黃姓共犯，向轄區施
作電纜管路工程（輸送太陽能發電電力到變電
所的電纜管路）的黃姓公司負責人索賄，期間
分3次，索賄數10萬元到百萬元不等。

索賄黃姓共犯、李姓居中協調者因行賄黃
姓廠商先前已遭檢方向法院聲請羈押禁見獲准
，彰化地檢署昨天循線發動第四次搜索，涉嫌
人蔡鴻喜等11人到案說明，經檢察官訊問，認
為蔡鴻喜涉犯貪污治罪條例，且有逃亡、勾串
證人及滅證之虞，今天上午向法院聲請羈押禁
見，法院傍晚裁准。

涉向施工廠商索賄 彰化大城鄉長遭收押

（中央社）台灣高等檢察署檢察長邢泰釗
今天表示，統計資料顯示國家安全法、國家機
密保護法案件判決刑度偏低，檢調投入大量人
力、物力偵辦，但嚇阻作用有限。

高檢署今天於法務部舉行媒體茶敘，由檢
察長邢泰釗針對科技偵查、毒品、金融、國家
安全等4項重點工作進行報告。

邢泰釗指出，經統計民國104年至109年8
月間的國家安全法判決有罪確定案件，發現判
處有期徒刑 6 個月以下的共 104 人，比例達
59.1%；同期間，國家機密保護法判決有罪確定

案件，則均為6月以下徒刑或拘役。
邢泰釗說，檢調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偵辦

國安案件，定罪率高達99%，但判決刑度偏低
，嚇阻作用有限。他舉例，洩漏漢光演習或飛
彈機密，最後可能判刑不到6個月，顯然情重法
輕。

邢泰釗表示，高檢署已成立偵辦重大危害
國家安全及社會秩序案件督導小組，由他擔任
召集人，將落實國安案件督導工作，並定期舉
辦國安案件專精研習會。

國安案件情重法輕 邢泰釗：嚇阻作用有限

（中央社）司法院今天指出，去年已對石
木欽案展開行政調查，數名被指與涉案當事人
餐敘的法官、前法官已逾懲戒權或行政懲處期
間，所以未移送監察院，收到監察院調查報告
後將進一步調查。

前公務員懲戒委員會委員長石木欽長期與
涉訟當事人不當接觸，遭監察院彈劾。監察委
員王美玉、高涌誠今天說，調查後發現有司法
檢調人員涉案，要求行政院、司法院2個月內
查處並對社會揭露。

司法院晚間表示，去年接獲最高檢察署函
送石木欽案資料，立即展開行政調查，約詢退
休法官顏南全，並核對最高檢察署資料（包含
翁茂鍾記事本），認為顏南全於民國90年至97
年間多次參與翁茂鍾餐敘，已違反法官守則、
法官社交及理財自律事項規定。

不過，依顏南全行為時有效的公務員懲戒
法第25條第3款規定，考量該顏南全涉不當飲
宴行為，已逾10年的懲戒權行使期間，司法院

因此不移送監察院。
司法院指出，另約詢優遇法官謝家鶴、法

官洪佳濱、洪昌宏等人，並核對最高檢資料，
查出他們於91年至99年間，曾參與有翁茂鍾
在場的球敘及餐宴，但大多僅參加一次，且他
們均非翁茂鍾所涉案件的承審法官，即使違反
法院組織法 「言行不檢」 ，均已逾公務人員行
政懲處權行使期間，故不予移送監察院。

司法院表示，經行政調查結果，司法院所
屬退休、優遇或現職法官，除石木欽外，並沒
有人涉及購買翁茂鍾所經營公司股票牟利的情
形。收到監察院正式調查報告後，就調查報告
之內容，為必要之進一步調查及處理。

司法院強調，司法的廉潔正直乃獲取人民
信賴的基礎，對於司法人員的操守，將以最高
道德標準要求，若有違法犯紀行為，將採零容
忍立場，徹底清查，不因職務高低而有差別待
遇，司法院將嚴肅面對此案，公正處理，維護
司法公平正義形象。

石木欽案 司法院：多法官已逾懲戒或行政懲處期

（中央社）前澎湖縣議員成萬貫在任內涉以父親、弟媳及親家等人名義詐領助理費，澎湖地
院今天宣判，成萬貫有期徒刑12年，犯罪所得全數沒入。全案可上訴。

澎湖地院判決指出，成萬貫因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共同犯利用職務機會詐取財物罪，各
處有期徒刑8年、7年10個月，應執行有期徒刑12年，褫奪公權4年，各犯罪所得新台幣458萬餘
元及371萬餘元，全數沒入，或追徵其價額。

至於成萬貫的父親、李姓親家與弟媳等3人則依與公務員共同犯利用職務詐取財務罪，分處有
期徒刑1年2個月至1年10個月不等，褫奪公權1至2年，銀行帳戶存摺與印章均查扣。

判決書指出，成萬貫利用澎湖縣議員身分得以聘用公費助理，自民國99年3月起至103年12
月底，提供成父等3人帳戶存摺與文件至縣議會，詐領助理費；103年12月至107年12月再虛報
成父、親家等2人資料詐領，但實際並未聘任。

判決書表示，成萬貫在議員任內先後詐取公費助理補助費458萬餘元及371萬餘元，合計達
829萬餘元，由成本人或其配偶領取花用。

澎湖前議員成萬貫詐領助理費一審判刑12年

經長王美花經長王美花：：雙邊或複邊協定雙邊或複邊協定台灣都要爭取台灣都要爭取
經濟部長王美花經濟部長王美花99日表示日表示，，無論是雙邊協定或複邊協定無論是雙邊協定或複邊協定，，台灣一定要盡量爭取台灣一定要盡量爭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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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確診病例突破30萬例
全法多地學校發現確診病例
綜合報導 法國新冠肺炎疫情呈持續反彈趨勢，3日單日新增確診病

例繼續突破七千例，官方累計確診病例突破30萬例。全法多個地方的學

校發現確診病例，其中壹些學校因此關閉。

當晚發布的疫情數據顯示，法國3日單日新增確診病例7157例，法

國官方累計確診病例由此突破30萬例，達300181例。根據統計數據，8

月10日法國累計確診病例突破20萬例，這意味著在不到壹個月的時間

裏，法國確診病例增加了10萬例。

法國新冠住院患者與重癥患者人數繼續呈上升趨勢，目前有4625名

患者住院治療，比前壹天增加11人，3日單日新增住院患者307人；重

癥患者為464人，比前壹天增加18人，3日單日新增重癥患者55人。正

在調查中的聚集性感染病例為383起。法國新冠肺炎死亡病例現為30706

例。

法國中小學校已於9月1日正常開學，開啟新學年。學校是否發生

病毒傳播的情況備受外界關註。3日全法多地學校報告有確診感染病例

，根據官方防疫措施壹些學校關閉，防範病毒擴散。

巴黎衛生部門3日稱，巴黎十六區壹所小學當天發現兩例確診病例

，均為學生感染。他們所在的兩個班級當天停課。這是新學年開始後在

巴黎發生的首宗由於報告確診病例而停課的事件。

法國南部普羅旺斯地區的城鎮佩利薩訥，當地壹所小學因發現兩例

確診病例而於3日起關閉。這兩名感染者均為學生，且來自同壹家庭。

這所學校有270名學生，當地教育部門已將情況通知學生家長，表示計

劃於兩周後復課，要求家長將孩子留在家中，如發現孩子有感染癥狀應

立即聯系醫生。

法國南部城市馬賽的壹所小學3日發現1例確診病例，感染者為學

校老師。這所學校當天也宣布關閉。馬賽市政府方面表示，會對學校人

員展開病毒檢測，並對學校進行消毒。如果該學校沒有發現病毒進壹步

傳播的跡象，將可能於本月7日復課。

國際最新研究：
可再生能源采礦或加劇生物多樣性威脅

綜合報導 施普林格· 自然旗下國際學術期刊《自然-通訊》最新發表

的壹項環境研究論文指出，隨著更多礦區開始為可再生能源生產提供材

料，未來生物多樣性受到的威脅或將進壹步增加。

該論文稱，生產可再生能源對於緩解氣候變化來說必不可少。不過

，目前全球能源消費只有17%來自可再生能源。制造這方面需要的技術

和基礎設施會增加許多金屬的產量，而這可能會對生物多樣性構成潛在

威脅。

論文通訊作者、澳大利亞昆士蘭大學勞拉· 桑特(Laura Sonter)和同事

繪制出全球礦區地圖，並評估這些礦區與生物多樣性保護區的重合。

他們發現，采礦可能會影響到約5000萬平方公裏的地表，而82%礦區

都面向可再生能源生產所需的材料。分析礦區與保護區的空間交叉

，他們發現8%的礦區與國家劃定的保護區重疊，7%與生物多樣性關鍵

地區重疊，16%與剩余荒野(被認為是阻止多樣性喪失的優先保護重點地

區)重疊。

論文作者還發現，為可再生能源生產提供材料的待投運礦區占更大

比例(接近84%)，而已運行礦區的這壹比例在73%左右。他們還觀察到，

相比面向其他材料的待投運礦區，面向可再生材料的待投運礦區在分布

上顯得更密集。

論文作者認為，增加礦區範圍和密度將對生物多樣性構成額外威脅

，如果不進行戰略規劃，對生物多樣性的這些新威脅或將超過氣候變化

減緩所能避開的威脅。

俄反對派人士納瓦利內“中毒”事件
“秘密對話”公開

綜合報導 俄羅斯“反對派”人士納

瓦利內疑似中毒後昏迷，德國政府發言

人呼籲莫斯科對此立刻進行解釋。當地

時間 9 月 4 日，白俄羅斯全國電視臺

（ONT）將似乎是柏林與華沙之間有關

納瓦利內中毒壹事的對話錄音公布於眾

，其中，“德方代表”說：“中毒與否

並不重要，‘戰爭’期間，所有方法都

是好的。”

據俄羅斯衛星網報道，白俄羅斯總

統盧卡申科9月3日對俄羅斯總理米舒斯

京表示，在德國總理默克爾發表講話之

前，白俄方面截獲了德國和波蘭之間的

壹些對話，對話內容證實，有關俄羅斯

反對派人士納瓦利內中毒的消息是偽造

的。白俄羅斯總統表示，將把相關信息

移交給俄方。

白俄羅斯全國電視臺9月 4日晚間

在節目中公布了對話錄音。白俄羅斯

全國電視臺主持人表示，已經將白俄

情報機關截獲的這壹信息轉交給了俄

羅斯聯邦安全局。錄音中“柏林代

表”說：“似乎壹切進展順利，有

關納瓦利內的材料已經準備就緒，將

把材料轉送給總理府。“華沙代表”

問道：“確實是中毒？”“柏林代表”

說：“目前情況下，這並不重要。正

在‘打仗’，而‘戰爭’期間，所有

方法都是好的。”

“華沙代表”說：“需要‘說服’

普京不要介入白俄羅斯局勢。最有效

的方法是用俄羅斯國內問題纏住他，

這樣的問題多的是！更何況最近俄羅

斯要舉行選舉，地方選舉近在咫尺。”

“柏林代表”說：“這也是我們正在

做的。”“華沙方面”說：“說實話，

不是很順利。盧卡申科總統很難纏。

他們很專業，很有組織。很明顯，俄

羅斯站在他們壹邊。官員和軍方都忠

於總統。我們還在努力。”隨後“華

沙代表”便表示電話裏不便細談，答

應見面時再說。

2020年 8月，納瓦利內在西伯利亞

疑似中毒後昏迷，之後被送往柏林接受

治療。9月2日，德國政府發言人聲稱檢

測結果表明納瓦利內“被諾維喬克

（Novichok）神經毒劑毒害”，呼籲莫

斯科對此立刻進行解釋，稱將很快與歐

盟和北約軍事聯盟分享測試結果，壹道

商討對策。

俄羅斯克裏姆林宮發言人當地時間9

月3日表示，沒有理由指責俄羅斯毒害

反對派人士納瓦利內，也沒有理由就此

案對俄羅斯實施制裁，甚至也沒有討論

實施新制裁的可能性。克裏姆林宮發言

人德米特裏· 佩斯科夫（Dmitry Peskov）

表示，俄羅斯否認任何有關毒害納瓦利

內的指控，並警告其他國家不要草率下

結論。同時，他指出俄羅斯方面還沒有

收到德國的醫療檢測細節，包括藥物、

毒藥、重金屬和膽堿酯酶抑制劑的檢測

結果。

世衛組織：
未來新冠疫苗應優先為特定人群接種

綜合報導 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德

塞表示，未來新冠疫苗正式投入使用後

，由於初期供應量有限，首要任務是為

所有國家的特定人群接種，而不是壹些

國家的所有人。

譚德塞在當天的例行記者會上說，

我們都希望未來幾個月會有關於新冠疫

苗的好消息。壹旦獲得安全有效的疫苗

，初期供應量應該是有限的，因此必須

優先考慮為關鍵部門從業人員和高風險

人群接種，包括老年人和有基礎疾病人

群。這不僅在道德責任和公共衛生職責

上有必要，在經濟上也是如此。未來隨

著疫苗產量增加，所有人都能獲得接種

疫苗的機會。

譚德塞介紹說，目前有9種新冠候

選疫苗得到了流行病防範創新聯盟（CE-

PI）的支持，其中7種正在開展臨床試驗

，如果成功，將納入COVAX全球疫苗機

制。此外，世衛組織還正在就4種有希

望的候選疫苗展開討論，並評估是否將

其他9種目前仍處於早期研發階段的候

選疫苗納入CO-

VAX。

COVAX 全

球新冠疫苗計

劃由世衛組織

主導，目標是

2021 年 年 底 前

在全球範圍內

提供至少 20 億

劑安全有效的

新冠疫苗。這

壹計劃包括聯

合采購和分擔

多種新冠疫苗

風險的國際機制，無論哪種疫苗將來

被證明安全有效，參與國都能夠及時

獲得這些疫苗，不論是中低收入國家

還是高收入國家。

譚德塞說，目前已有 78個中高收

入國家和經濟體確認將加入 COVAX

，包括德國、日本、挪威等，且這壹

數字還在不斷增加。譚德塞此前介紹

說，已有 172 個國家和地區表示加入

世衛組織主導的 COVAX 全球新冠疫

苗計劃。

世衛組織首席科學家蘇米婭· 斯瓦

米納坦則表示，目前新冠疫苗仍處於

早期研發階段，還需經過多項測試。

預計到2021年年中，新冠疫苗將開始進

入各國。

挑戰阿基米德定律？
《自然》最新論文稱發現“反轉浮力”

綜合報導 國際著名學術

期刊《自然》最新發表壹篇

物理研究論文稱，科學家報

告了壹種在懸浮液體層下面

反向漂浮的迷妳船，展現出

顛覆傳統認知、挑戰阿基米

德定律的不同尋常的浮力。

在重力的作用下，容器(

如燒瓶)中的液體通常會落

至容器底部。但是在特定

情況下，垂直振動液體可以

使之浮於某低密層(如空氣層)

之上。

該論文通訊作者為法國

巴黎高等物理化工學院、巴

黎文理研究大學、法國國家

科學研究中心、朗之萬研究

所伊曼紐爾· 弗爾特(Emmanu-

el Fort)，其及同事通過實驗

研究發現，這種垂直振動還

可以使浮力在懸浮液體的下

層發生反轉——仿佛重力倒

轉，他們在實驗中向容器內

註入矽油或甘油等液體，接

著垂直振動容器，將空氣註

入容器底部，直到液體開始

懸浮，像模型船這樣的物體

便可在懸浮液體的下表面反

向漂浮。

論文作者解釋說，垂直

振動引發了這種明顯的反重

力效應。不僅如此，他們還

發現液體下部的空氣氣泡會

下沈而不是上升，這是壹種

在之前實驗中觀察到過的相

關的反重力效應。

這項“反轉浮力”的實

驗觀察，挑戰了人們對於液

體-空氣界面的直覺理解，或

有助於未來進壹步研究液體

邊界行為。

《自然》同期發表同行

專家觀點文章指出，該研究

論文的觀察結果違反了阿基

米德原理，即浸在流體中的

物體受到豎直向上的浮力，

其大小等於物體所排開流體

的重力。其研究表明，這種

浮力會映射在懸浮液體層的

下界面，並使用同時浮在懸

浮液體層上層和下層的兩只

船證明了這壹點。但是，這

不僅僅只是壹種海上奇景，

這種現象或許在運輸氣體或

流體中被困材料方面，具有

實際應用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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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美國

美國總統選戰白熱化，新冠疫苗問題也
成攻防焦點。川普總統一心希望疫苗趕在11
月3日大選前問世，以協助他逆轉勝。但民主
黨總統候選人拜登7日質疑川普將疫苗變成政
治工具，導致民眾不信任疫苗。川普則反批
拜登發表 「不計後果的反疫苗言論」 ，要求
對手道歉。川普又預告，疫苗最快10月就會
問世。

川普7日在白宮的勞動節記者會上表示：
「這並非什麼疫苗競賽，也不是政治謊言。
美國研發的疫苗是非常安全有效的。」 他還
說，據目前疫苗研發進展來看，1個月內將會
取得重大的成果。

拜登稍早則在賓州對媒體說，希望明天
就能看到疫苗，即便這會導致他敗選，但又
稱 「我擔心如果我們真的有了好疫苗，人們
會不願意接種」 ，因為川普在病毒問題上一
再做出錯誤陳述和不實之詞， 「正在損害公
眾的信心」 。拜登說，希望在未來的疫苗問
題上有透明度，尊重科學事實。

數天前，民主黨副總統候選人賀錦麗曾
表示，如果疫苗在大選前就可接種，她不會
相信川普關於疫苗安全性和有效性的說法。

對此，川普在記者會上回擊說，拜登和

賀錦麗發表 「不計後果的反疫苗言論」 ，這
會破壞科學，對美國來說太危險了，在他看
來他們根本無能力處理疫情。川普說， 「他
們這番言論會破壞我國的希望，我要求他們
對此立即道歉」 。

美國染疫人數已接近630萬例，死亡近
19萬人。川普被外界批評無力應對疫情，對
他的選情造成衝擊，川普因此一心希望疫苗
趕在11月3日大選前問世，但又遭質疑拿疫
苗當政治籌碼。

美國製藥大廠輝瑞（Pfizer）上周表示，
新冠疫苗的後期試驗最快可望10月出爐，若
結果良好，將立即尋求批准及問世。不過，
為了緩解大眾對疫苗安全及有效性的擔憂，
輝瑞、Moderna及德國生技公司BioNTech等
，預定本周發表聯合聲明，承諾會先證明疫
苗有效才上市。

CBS News最新民調顯示，美國公眾對
新冠疫苗的信心大幅下降，僅有21％的選民
表示疫苗上市後會選擇立刻施打，高達79％
的人則表示就算有疫苗也不會立即接種，他
們直覺認為，若疫苗趕在今年上市，就代表
著未經過足夠測試就倉卒批准。

疫苗成大選主軸 川普拜登鬥嘴鼓

美國總統大選至今已剩下不到2個月，總
統川普不僅在全國民調上以10%差距落後民
主黨候選人拜登，外媒也傳出在募款列車減
速停滯下，川普競選經費僅剩下當初募來的
1/3，而川普本人也表示為了贏得連任可不惜
自掏腰包， 「無論花多少錢都可以」 ，但卻
意外透露選舉團隊經費確實被迫縮緊荷包的
事實。

據美媒《紐約時報》報導，川普競選連
任團隊早在今年1月至7月間募得11億美元
，但至今已花掉8億美元，如今只剩下當初募
款經費的1/3。報導稱，川普競選團隊的經費
中，有上百萬用於打廣告，其中在美式足球
超級盃的廣告中，川普團隊就重砸了1100萬
美元的廣告，但其多設計在討得川普歡心或
者打擊對手，更勝於贏得選民認同。

報導也指出，川普競選經費的支出運用
，可追溯至前任競選團隊總幹事帕斯凱爾
（Brad Parscale），不過他也因先前在奧克
拉荷馬州杜爾沙（Tulsa）造勢活動的人數遠

不如預期而遭 「降級」 為數據與數位業務資
深顧問，而競選副總幹事的史泰平（Bill St-
epien）已升為競選總幹事，他上任後開始
「勒緊褲腰帶」 ，縮減競選人員旅行與廣告
費用。對此，川普在搖擺州之一的北卡羅來
納州造勢行程中，被媒體詢問是否需要自掏
腰包舉行造勢，川普表示 「如果我必須花自
己的錢，我會花。無論任何代價，我們必須
贏」 。而他本人7日也在推特上辯解，他的團
隊為了處理 「中國病毒」 的家新聞，被迫花
了很多錢，並強調現在支持率是4年前的3倍
，並重申自將為自己連任提供資金，但也質
疑是否有此必要。

相反地，川普的對手拜登雖然最初競選
資金不足，但8月募款成績卻高達3.65億美
元，不僅跌破外界眼鏡，更打破先前單月紀
錄。美媒《Politico》報導，這個數字不僅是
川普7月寫下的1.65億美元紀錄的兩倍，也
超越歐巴馬2008年9月籌得的1.93億美元。
川普並未對外宣布他8月募款數字。

競選經費快燒光又缺金主 川普一句話透露實情 正值美國新冠疫情仍未減緩之際，德國IZA
勞動經濟學研究所一份研究報告指出，在8月舉
行的全美重機盛事、第80屆史特吉斯摩托車節
（Sturgis Motorcycle Rally）對於美國當前而言
，可能是一場 「超級傳播事件」 ，並因將此花費
122億美元公衛預算。不過穿當地的南達科塔州
州長、同時也是總統川普鐵粉的諾姆不僅大力支
持活動，並認為這根本是一份虛假的報告。

據美媒《國會山莊》報導，於8月7日至16
日素有美國重機界年度大會師之稱的史特吉斯摩
托車節可能是新冠疫情爆發以來規模最大的活動
，當時估計有46萬人參與這場盛事，包含參加的
36萬台重機車主。

IZA報告指出，研究人員追蹤並匿名化處理了
參加活動的手機資訊後，發現參與者的手機訊號
從非居住區到人潮眾多的餐廳、酒吧、零售賣場

、娛樂場所、旅館，以及露營場等戶外場所。
研究人員指出，超過26.6萬起新冠確診病例

與這場大會有關，而衛生官員也指出在11個州內
，已確定至少有260起病例與大會相關。美聯社
先前報導指出，大會的參與者大部分都沒遵守如
戴口罩或保持社交間距等防疫措施。

IZA報告表示， 「吉斯摩托車節恐怕是許多
『最糟糕的疫情傳播情境』 之一，其中多數被視

為 『超級傳播』 行為同時發生，如長時間的活動
、參與者距離緊密、在人口眾多的城市舉行，以
及不遵守防疫規定」 。

不過，南達科塔州州長諾姆（Kristi Noem）
駁斥了這份報告的內容，認為該報告是建立在虛
構而非科學，它偽裝成學術機構，根本就是攻擊
那些吉斯摩托車節參與者們的自由。

美36萬人重機大會師 恐釀疫情超級傳播

美國司法部8日針對女作家卡羅爾（E. Jean Carroll）控告
川普一案，破天荒地提出由該部接替川普私人律師，替總統辯護
。此舉隨即引來排山倒海的批評聲浪，指司法部不應用納稅人的
錢為川普的個人利益服務；該單位介入，也可能影響本案的判決
結果。

現年76歲的專欄作家卡羅爾於去年秋天提起訴訟，指控川
普曾於1990年代在曼哈頓Bergdorf Goodman百貨公司的更衣
室性侵她，還發表針對她的誹謗言論。事後川普一概否認上述指

控，稱卡羅爾 「說謊」 ，
還說 「她不是我喜歡的類
型」 、 「我這輩子都沒見
過她」 。

司法部則主張，雖然卡羅爾聲稱受到川普性侵一案，是在川
普就任總統前發生，但她指控川普誹謗，則是在川普出任總統之
後，因此該單位引用《威斯特福法》（Westfall Act），主張
「國家就是被告」 ，並應由政府律師在誹謗案中替總統辯護。

法界人士指出，司法部為川普出頭，勢必導致法院進一步拖
延此案的審理進度，甚至可能撤銷訴訟。美國有線新聞網（CNN
）法律分析師、德州大學教授弗拉迪克（Steve Vladeck）則說
，司法部的要求被一旦獲得批准，這宗誹謗案就不可能繼續進行
，因為據現行法律規定，不可能以誹謗罪起訴聯邦政府。

公器私用！美司法部介入川普個人訴訟案遭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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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8日上午日上午，，全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全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圖圖
為為““共和國勛章共和國勛章””獲得者鍾南山抵達人民大會堂獲得者鍾南山抵達人民大會堂。。 新華社新華社

香港文匯

報 訊 （ 記 者

劉凝哲 北京

報道）“共和

國勛章”獲得

者鍾南山院士在8日舉行的全國抗擊新冠肺炎

疫情表彰大會上發言指出，儘管新冠肺炎疫情

鬥爭取得階段性勝利，但仍不能鬆懈，必須慎

終如始。他表示，將與全國及世界醫務工作者

攜手，在病毒溯源、切斷傳播、快速診斷、藥

物研製、重症救治及疫苗研發等方面持續攻

堅，努力為全球抗疫事業、構建人類衞生健康

共同體作出更大貢獻。

鍾南山：欣逢盛世 當不負盛世
張伯禮珍藏榮譽努力工作 張定宇跑得更快搶回生命 陳薇科技抗疫不負眾望

鍾南山是中國呼吸疾病研究領域的領軍人物，他
敢醫敢言、勇於擔當，提出的防控策略和防治

措施挽救了無數生命，在非典型肺炎和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中作出巨大貢獻。在表彰大會上，習近平總
書記親自為他授予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榮譽勛章－
“共和國勛章”。

鍾南山：尊重科學 尊重事實
在發言中，鍾南山表示，今年伊始，新冠肺

炎疫情肆虐，廣大醫務工作者全身心投入疫情防
控阻擊戰，在病毒分離、社區聯防聯控、支援湖
北、中西醫並重及重症救治等方面不懈努力、攻
堅克難。在黨中央堅強領導下，在全國人民同舟
共濟共同奮鬥下，中國僅用1個多月時間初步遏制
疫情蔓延勢頭，用3個月左右時間取得武漢保衛
戰、湖北保衛戰的決定性成果，疫情防控阻擊戰
取得重大戰略成果，贏得了全國上下及國際社會
的尊重和讚揚。

鍾南山說，“健康所繫，性命相託”就是醫者
的初心；保障人民群眾的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就
是醫者的使命。

“有幸親歷了國家醫療衞生事業由弱而強蓬
勃發展、蒸蒸日上，目睹了共和國從貧窮落後不

斷走向繁榮富強，我由衷感到驕傲和自豪，也由
衷感恩黨和人民的培養，倍加珍視難得的人生際
遇和幹事創業舞台，欣逢盛世當不負盛世。”鍾
南山說。

在當日下午中國工程院舉行的座談會上，鍾
南山談及對科研工作的兩點重要體會。

他說，作為一名資深院士，深受老院士們尊
重科學、尊重事實、用事實說話的精神影響，這
是他取得成績非常重要的原因。同時，要注重科
研成果的轉化，光出論文是不夠的。作為醫學研
究者，哪怕在最高學術雜誌上發表也得多想一
想，對於醫學的診治到底有什麼指導作用。

張伯禮：無上榮光 忐忑不安
“我覺得這份榮譽太重了”，“人民英雄”稱

號獲得者張伯禮院士在座談會上坦言，這樣的無上
榮光，讓他心情一直難以平靜，甚至忐忑不安。
42,000多名馳援武漢的醫務人員以及十幾萬武漢的
醫務工作者共同戰鬥才能取得勝利，他們有人甚至
犧牲生命，作出的貢獻更大。

張伯禮說，他會將這個榮譽珍藏起來，更加努
力地去工作。從眼前來說做好今秋冬可能出現的第
二波疫情防控，從長遠來說更好的為人民健康服

務，為健康中國服務。

張定宇：漸凍患者 奮戰一線
在四位獲表彰的英雄中，武漢市金銀潭醫院院長

張定宇，還有另一個特別的身份－漸凍症患者。表
彰大會的現場視頻顯示，張定宇步履蹣跚走入人民大
會堂。雖然自己身患絕症，但張院長在疫情最嚴重的
時候一直奮戰在一線。“我必須跑得更快，才能從病
毒手裏搶回更多病人。”張定宇的這句話曾讓全國網
友淚目，更闡釋了一位醫者堅定的使命感。

陳薇：危機感更深 責任感更重
“人民英雄”國家榮譽稱號獲得者陳薇院士在座

談會上表示，“人民英雄”的稱號特別沉甸甸，這肯
定不是屬於我個人的。“今天習主席給我授獎章前說
了一句話：你為軍隊爭了光。我覺得這是我作為軍人
分內的事情，也是盡了作為工程院院士的本分。”她
表示，雖然國內疫情已經防控得非常好，但國際上和
美國每天還有4萬多的感染病例，從3月份到現在每天
還有4,000多例的死亡病例，抗疫依然任重道遠。這次
在抗疫過程中，中國也暴露出很多短板和不足，也使
醫學界有更深的危機感和更重的責任感。今後，要把
科技抗疫鮮明的主線落在行動中，不辜負各界期望。

��$
雖然鍾南山院

士已年逾八旬，但
平常仍然每周四雷
打不動接診患者。
由於看的都是疑難

雜症，在他看來，一位病人就是
一個課題。“有幸”在鍾南山處
看過病的病人或者家屬，無不對
他精湛的醫術和高尚的醫德欽佩
不已。廣州市民潘劍明去年曾帶
患病的父親前往鍾南山處看病，
目睹看診全過程，他說，鍾南山
院士醫病更能醫心，對待病人真
正如家人一般。

“鍾南山院士診室”位於廣
州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門診三
樓1號診室，有三個單間，鍾南山
就在裏面的小單間坐診看病。門
診小單間的布置很簡單，只有一
張辦公桌，一架檢查病床，牆上
掛着一個查看X光照片的白板。

潘劍明的父親潘鴻善老先生
當時肺部和呼吸道受到感染，剛
開始在廣醫二院番禺分院呼吸科
主任何夢璋處看診。何夢璋是廣
州呼研所鍾南山團隊成員，也是
鍾院士的得意門生。由於求醫時
間較遲，潘老先生已錯過最佳治
療機會，病情惡化較快，出現多
種併發症，呼吸和進食困難。何
醫生推薦他們前往他的導師鍾南
山院士處求診，希望能夠最大程
度緩解病情。

去年 7 月中旬，在家人的陪
同下，潘老先生終於見到了鍾南
山院士，一進門就下意識地拱起
雙手行了一個拱手禮。“我以前
只能在電視和報紙上看到你，你
的健康養生方法也讓我很受用，
即便沒病我也想來看看你。”即
便因病說話不方便，潘老先生一
見到鍾南山居然滔滔不絕。

“我父親精神輕鬆了，甚至
還和鍾院士講起來自己的‘威水
史’。”潘劍明回憶說，經過鍾南
山院士診治，父親精神好了很多，
平時他不愛吃藥，但家屬只要說是
鍾院士開的藥，一定會喝。“幾個
月之後，我父親安詳地走了，但在
這段時間內，他是很平靜很開心
的，內心是陽光的，這都是鍾院士
帶來的效果。”■香港文匯報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

■■張伯禮張伯禮。。 新華社新華社

■■張定宇張定宇。。 新華社新華社

■■陳薇陳薇。。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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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書記20字概括抗疫精神

生命至上 舉國同心 捨生忘死 尊重科學 命運與共

為保人民生命安全 我們什麼都可豁出來
出席全國抗疫表彰大會 強調制度優勢 民族力量 大國擔當

“為了保護人民生命安全，我們什麼都可以豁
得出來！”習近平說。

堅持把人民生命安全健康放首位
習近平強調，偉大抗疫精神，同中華民族長期

形成的特質稟賦和文化基因一脈相承，是愛國主
義、集體主義、社會主義精神的傳承和發展，是中
國精神的生動詮釋，豐富了民族精神和時代精神的
內涵。我們要在全社會大力弘揚偉大抗疫精神，使
之轉化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
民族偉大復興的強大力量。

李克強主持大會，栗戰書宣讀主席令，王滬
寧宣讀表彰決定，汪洋、趙樂際、韓正、王岐山
出席。

10時整，大會開始。解放軍軍樂團奏響《義
勇軍進行曲》，全場起立高唱國歌。國歌唱畢，
全場肅立，向新冠肺炎疫情犧牲烈士和逝世同胞
默哀。

在雄壯的《向祖國英雄致敬》樂曲聲中，習
近平為國家勛章和國家榮譽稱號獲得者一一頒授
勛章獎章，並同他們親切握手、表示祝賀。隨
後，4位國家勛章和國家榮譽稱號獲得者受邀到主
席台就座。

習近平等為受表彰的個人和集體代表頒獎。
在全場熱烈的掌聲中，習近平發表重要講

話。他表示，當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肆
虐，中國人民對疫情給各國人民帶來的苦難感同
身受，對被病魔奪去生命的人們深感痛惜，向正
在爭分奪秒抗擊疫情、搶救生命的人們深表敬
意，向不幸感染病毒、正在接受治療的人們表示
誠摯的祝福。

習近平指出，新冠肺炎疫情是百年來全球發
生的最嚴重的傳染病大流行，是新中國成立以來
我國遭遇的傳播速度最快、感染範圍最廣、防控
難度最大的重大突發公共衞生事件。我們堅持人
民至上、生命至上，以堅定果敢的勇氣和堅忍不
拔的決心，同時間賽跑、與病魔較量，迅速打響
疫情防控的人民戰爭、總體戰、阻擊戰，取得武
漢保衛戰、湖北保衛戰的決定性成果，進而又接
連打了幾場局部地區聚集性疫情殲滅戰，奪取了
全國抗疫鬥爭重大戰略成果。在此基礎上，我們
統籌推進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工作，抓緊恢
復生產生活秩序，取得顯著成效。中國的抗疫鬥
爭，充分展現了中國精神、中國力量、中國擔
當。

習近平強調，面對突如其來的嚴重疫情，黨
中央堅持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
位，第一時間實施集中統一領導，中央政治局常
委會、中央政治局召開21次會議研究決策，領導
組織黨政軍民學、東西南北中大會戰，提出堅定
信心、同舟共濟、科學防治、精準施策的總要
求，明確堅決遏制疫情蔓延勢頭、堅決打贏疫情
防控阻擊戰的總目標，周密部署武漢保衛戰、湖
北保衛戰，因時因勢制定重大戰略策略。在黨中
央的堅強領導下，全國迅速形成統一指揮、全面
部署、立體防控的戰略布局，有效遏制了疫情大
面積蔓延，有力改變了病毒傳播的危險進程，最
大限度保護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

讚揚醫務人員逆行出征捨生忘死
習近平指出，面對突如其來的嚴重疫情，中

國人民風雨同舟、眾志成城，構築起疫情防控的

堅固防線，我們舉全國之力實施規模空前的生命
大救援，武漢人民、湖北人民識大體、顧大局，
為阻斷疫情蔓延、為全國抗疫爭取了戰略主動，
作出了巨大犧牲和重大貢獻。面對突如其來的嚴
重疫情，廣大醫務人員白衣為甲、逆行出征，捨
生忘死挽救生命，是最美的天使，是新時代最可
愛的人。面對突如其來的嚴重疫情，我們統籌兼
顧、協調推進，經濟發展穩定轉好，生產生活秩
序穩步恢復。面對突如其來的嚴重疫情，中國同
世界各國攜手合作、共克時艱，為全球抗疫貢獻
了智慧和力量，以實際行動幫助挽救了全球成千
上萬人的生命，以實際行動彰顯了中國推動構建
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真誠願望。

習近平指出，青年是國家和民族的希望。在
這次抗疫鬥爭中，青年一代的突出表現令人欣
慰、令人感動。世上沒有從天而降的英雄，只有
挺身而出的凡人。青年一代不怕苦、不畏難、不
懼犧牲，用臂膀扛起如山的責任，展現出青春激
昂的風采，展現出中華民族的希望。讓我們一起
為他們點讚。

習近平強調，在這場同嚴重疫情的殊死較量
中，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以敢於鬥爭、敢於勝利
的大無畏氣概，鑄就了生命至上、舉國同心、捨
生忘死、尊重科學、命運與共的偉大抗疫精神。
生命至上，集中體現了中國人民深厚的仁愛傳統
和中國共產黨人以人民為中心的價值追求。舉國
同心，集中體現了中國人民萬眾一心、同甘共苦
的團結偉力。捨生忘死，集中體現了中國人民敢
於壓倒一切困難而不被任何困難所壓倒的頑強意
志。尊重科學，集中體現了中國人民求真務實、
開拓創新的實踐品格。命運與共，集中體現了中
國人民和衷共濟、愛好和平的道義擔當。

積累堅實國力從容應對驚濤駭浪
習近平指出，抗疫鬥爭偉大實踐再次證明，中

國共產黨所具有的無比堅強的領導力，是風雨來襲
時中國人民最可靠的主心骨；中國人民所具有的不
屈不撓的意志力，是戰勝前進道路上一切艱難險阻
的力量源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所具有的顯著
優勢，是抵禦風險挑戰、提高國家治理效能的根本
保證；新中國成立以來所積累的堅實國力，是從容
應對驚濤駭浪的深厚底氣；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所具有的強大精神動力，是凝聚
人心、匯聚民力的強大力量；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所具有的廣泛感召力，是應對人類共同挑戰、建設
更加繁榮美好世界的人間正道。

習近平最後強調，一個民族之所以偉大，根
本就在於在任何困難和風險面前都從來不放棄、
不退縮、不止步，百折不撓為自己的前途命運而
奮鬥。從5,000多年文明發展的苦難輝煌中走來的
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必將在新時代的偉大征程
上一路向前，任何人任何勢力都不能阻擋中國人
民實現更加美好生活的前進步伐！

會上，“共和國勛章”獲得者鍾南山，全國
抗擊新冠肺炎疫情先進個人、全國優秀共產黨
員、北京協和醫院感染內科主任醫師劉正印，全
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先進集體、全國先進基層黨
組織代表、武漢市青和居社區黨總支書記桂小妹
發言。

會前，習近平等會見了國家勛章和國家榮譽
稱號獲得者，全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先進個人、
先進集體代表等，並同大家合影留念。

習
近
平

習
近
平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及中新社報道，全

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會8日上午在北京人

民大會堂隆重舉行。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

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向國家勛章和國家榮譽

稱號獲得者頒授勛章獎章並發表重要講話。習近平強調，抗擊新冠肺炎疫情鬥爭取

得重大戰略成果，充分展現了中國共產黨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顯著優勢，充

分展現了中國人民和中華民族的偉大力量，充分展現了中華文明的深厚底蘊，充分

展現了中國負責任大國的自覺擔當，極大增強了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的自信心和自豪

感、凝聚力和向心力，必將激勵我們在新時代新征程上披荊斬棘、奮勇前進。

生命至生命至上上
舉國同心舉國同心

在新冠疫情突襲8個多月後，
全國抗擊新冠肺炎疫情表彰大會
在人民大會堂隆重召開。14億中
國人中的抗疫代表聚集在這裏，
接受黨和國家的隆重表彰。代表

們回憶起曾經的悲痛，分享治癒的喜悅，燃起前
行的鬥志。

大會在莊嚴的國歌聲中開始，隨後進入默哀
環節。在現場肅穆的氣氛中，人們低頭靜默，深
切哀悼那些在抗擊疫情過程中犧牲的醫務人員、

幹部職工，不幸逝世的患者。
一分鐘默哀結束後，雄壯的《向祖國英雄致

敬》樂曲響起，莊嚴的禮兵手捧共和國勛章、國
家榮譽稱號獎章，行進到儀式現場。習近平總書
記為國家勛章和國家榮譽稱號獲得者一一頒授勛
章獎章，並同他們親切握手、表示祝賀。隨後，4
位國家勛章和國家榮譽稱號獲得者受邀到主席台
就座。現場氣氛熱烈，全場響起經久不息的熱烈
掌聲。

沒有從天而降的英雄 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習近平總書記發表的重要講話，引人共鳴，催

人奮進。“全國人民都‘為熱乾麵加油’！”“廣
大醫務人員是最美的天使，是新時代最可愛的
人！”“為了保護人民生命安全，我們什麼都可以
豁得出來！”“世上沒有從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
身而出的凡人”……講話中不斷湧出的精彩語句，
令現場的人們一會兒會心一笑，一會兒又強忍住眼
眶中的淚水。總書記最後說，“讓我們更加緊密地
團結起來，大力弘揚偉大抗疫精神，戮力同心、銳
意進取，奮力實現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決戰脫
貧攻堅目標任務，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
的新征程上創造新的歷史偉業！”話音剛落，潮水
般的掌聲響徹整個會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

總書記講話引共鳴振人心：
全國人民“為熱乾麵加油！”
��

■■習近平向習近平向““共和國勛章共和國勛章””獲得者鍾南山獲得者鍾南山（（前排右二前排右二），“），“人民英雄人民英雄””國家榮譽稱號獲得者張伯禮國家榮譽稱號獲得者張伯禮（（前前
排左二排左二）、）、張定宇張定宇（（前排右一前排右一）、）、陳薇陳薇（（前排左一前排左一））頒授勛章獎章頒授勛章獎章。。 新華社新華社

：：

■■國家勛章和國家榮譽稱號獲得者乘坐禮賓車從住
地出發，在國賓護衛隊的護衛下，前往人民大會
堂。 新華社

慶祝復刊72周年香港《文匯報》APP隆重上線
香港文匯報訊《文匯報》於1938年在上海創刊，1948年9月9日在香港復刊。

今天是香港《文匯報》復刊72周年紀念日。為慶祝復刊72周年，香港文匯報APP隆
重上線，新版文匯網亦於9日正式上線，致力於用更豐富的新聞信息和資訊內容服務
廣大讀者受眾。

新版文匯網網址：www.wenweip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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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中国

▲在中国移动“5G 乐园”展台，
工作人员正在展示AR演唱会玩法。

◀瑞士展台，工作人员正在向
参观者介绍瑞士布莱泽咖啡豆。

▲韩国展台，工作人员正在整理韩国
传统服饰，供参观者免费试穿。

本报记者 徐佩玉摄

关 爱 健 康

首次设置公共防疫专区，两款新冠
疫苗亮相

“听说有新冠疫苗实物！”“是吗？那得去看看！”不少前来参
观的游客排长队进入综合展区后，第一个寻找的就是公共卫生防
疫专区。

今年服贸会上有两家企业带来了新冠灭活疫苗。
作为“国家队”的国药集团带来了预防用的新冠灭活疫苗，

通过人自身免疫力产生抗体。还带来了治疗用的特异性免疫球蛋
白，是用康复者血浆制作出来的。工作人员耐心地向每一位前来
问询的参观者介绍着情况。

目前，国药集团的新冠灭活疫苗已进入最后的Ⅲ期临床试验
阶段，正在阿联酋、摩洛哥、阿根廷等国家和地区紧锣密鼓地展
开，入组接种5万人，样本人群现已覆盖115个国家。

现场问得最多的，就是老百姓什么时候能用上疫苗？“乐观的
话，预计今年底之前能够上市。”这句话，国药集团工作人员不知
道重复了多少次。

“中国的疫苗研发完，将作为全球公共产品供应海外。作为中
央企业，国药集团义不容辞。目前已经有三四十个国家向中国提
出意向采购需求。”国药集团相关负责人表示。

隔壁，科兴控股也带来了多款疫苗产品。有中国首支通过
WHO 预认证的甲肝灭活疫苗孩尔来福，出口全球 10 余个国家，
并被多国作为儿童免疫规划用疫苗；全球首创的预防用生物制品1
类新药EV71疫苗益尔来福；国内最全面的流感类系列疫苗——三
价和四价季节性流感疫苗，中国首个人用禽流感疫苗和全球首支
甲流疫苗；还有水痘、腮腺炎等减毒活疫苗。

其中，只有约10厘米长的管身、0.5毫升的容量，摆在展台上甚
至有些不起眼，却是全场最受关注的产品——新型冠状病毒灭活疫
苗克尔来福，引来了络绎不绝的参观者。

取名克尔来福，寓意着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对人类的伤害。科
兴控股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尹卫东告诉本报记者：“目前我们
已经完成了Ⅰ期和Ⅱ期临床研究。根据目前进展，今年10月就可
以观察III期临床研究结果。我们希望能早一个月是一个月，争取
年底或者更早时候能给公众提供疫苗。”目前，科兴中维公司正与
多个国家的合作伙伴积极推进III期临床研究，已经在巴西圣保罗
州和印尼西爪哇省万隆市正式启动III期临床研究。

虽然克尔来福还未正式上市，但已于6月获批用于紧急使用。
“7月22日，北京市率先启动新冠病毒疫苗的紧急使用，使用的正
是科兴中维的克尔来福。”北京科兴中维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品牌与
公共关系总监刘沛诚介绍，目前年产3亿剂以上产能的新冠灭活疫
苗生产车间已经建成并投产。更重要的是，科兴已经获得多个国
家的意向性订单。今年8月，科兴已与印尼签署协议，约定供应
4000万剂的新冠疫苗半成品，并达成2021年全年疫苗半成品供应
的意向，这是中国目前人用疫苗单笔最大订单。

今年，是服贸会首次设置公共防疫专区，以展示中国面对新
冠肺炎疫情做出的努力。

除了最受关注的新冠灭活疫苗，北京邦维高科特种纺织品有
限责任公司还带来了透湿量更好、断裂强力更强、可重复使用的
防护服；同仁堂的“世界抗疫地图”，直观展示中医药支援国际
抗疫的成果；还有礼来制药带来了治疗糖尿病的度拉糖肽和治
疗斑块型银屑病的依奇珠单抗注射液……一系列公共卫生防疫
领域的新技术、新产品，因与公众自身息息相关而受到了广泛
关注。

科 技 感 十 足

走进“微缩5G世界”，集中展示服
务机器人

VR游戏、AR演唱会、城市无人车、VR试衣镜……走进5G
通信服务展馆，仿佛走进了“微缩5G世界”。

在中国电信的5G新城市展区，一台柠檬黄的小车相当显眼。
原来，这是一辆无人零售车，依托5G技术实现了无人驾驶，可以
在公园景区内自由走动，招手即停；中国移动打造了一个“黑科
技”5G乐园，既能玩VR游戏，还能看AR演唱会；中国联通的
VR试衣镜里，琳琅满目的漂亮衣服刺激着年轻女孩的购物欲……
科技感十足的产品，总是能吸引人们的注意。

这不，工商银行的机器人“小融”，身边就围了不少人。
“你可以帮我送瓶水吗？”“当然可以，姐姐请稍等。”

“你会唱歌吗？”“下面我就给大家带来一首‘野狼Disco’！”
“小融”奶声奶气的回答，逗笑了大家。
在本届服贸会上，随处可见形态各异的机器人，还首次设立

了室外展馆对机器人进行集中展示。
在服务机器人展馆，不仅有能炒菜的机器人，还有能做手术的

机器人，甚至还有“鲨鱼”——博雅工道（北京）机器人科技有限公司
带来的自主巡游仿生机器鱼，在偌大的水池中，铝合金做的仿生鲨
鱼摆动着尾鳍。旁边的3台显示屏上，就能以“鲨鱼”的第一视角在水
下一探究竟。

喜爱乒乓球的人，一定不能错过新松的庞伯特发球机器人。
全球首台拟人发球机器人亮相服贸会，不仅能够精准控制乒乓球
的速度、旋转、落点以及频率，还能通过双目视觉系统和人工智
能等技术为训练者提供专业的数据分析，堪称“魔鬼教练”。

此外，瑞士ABB集团带来了垃圾分拣机器人，华为带来了5G
洗地机器人“小迪”，京东带来了智能初筛机器人，行深智能带来
了巡检机器人……本届服贸会，可谓是科技感十足！

“服务机器人近年来呈现出迅猛增长态势，因此今年服贸会首
次对服务机器人进行了集中展出。”中国电子学会副秘书长梁靓介
绍，本届服贸会上展示的手术机器人、外骨骼机器人、无人配送
车、炒菜机器人等，深入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将更好地服务于
人们的生产生活。

“参加服贸会，是中国服务机器人行业加入整个服务贸易大平
台的重要举措。全球的服务贸易，不仅需要理念共享，还要产品
共享、技术共享。中国是一个很大的市场，我们欢迎国际的好技
术、好应用落地到中国，希望服贸会成为国际交流、国际合作、
国际贸易的大平台。”梁靓表示。

国 际 范 儿 浓

融通世界、促进交流，服务贸易凸
显魅力

瑞士的巧克力、阿塞拜疆的石榴汁、乌拉圭的牛奶、摩尔多

瓦共和国的葡萄酒……记者在服贸会的国别和省区市专区饱餐了
一顿。

餐饮、旅游、文化等贸易是服务贸易的重要版块。融通世
界、促进交流、让生活更美好，这类贸易往来充分体现了服务贸
易的魅力。

瑞士布莱泽咖啡已经有98年历史，却是第一次走进中国。“我
们希望通过服贸会这个平台来探一探中国市场，以便更好地进入
中国。”现场工作人员告诉本报记者，此次带来的商品99%都是首
次进入中国。“这几天卖得最好的是巧克力，咖啡豆卖得也不错，
还有瑞士当地的可乐、曲奇、啤酒、红酒、威士忌……”说话
间，已经有不少参观者掏出手机扫码购买。

有着“南美洲瑞士”之称的乌拉圭，则是带来了当地的乳制
品、羊毛和纸浆。

现场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服务贸易是乌拉圭的主要产业之
一，在服务贸易的各个领域，乌拉圭都在寻求与中国的合作机
会。乌拉圭大使馆对服贸会十分重视，特地带来了当地最具特色
的展品以及图片、视频等宣传品，希望借此机会扩展与中国的合
作，也欢迎更多中国游客去乌拉圭旅游。

手持木棒，围绕着铜碗滑动，碗里装着水和花瓣，仔细聆
听，铜碗正在发出悦耳的声音，可以静心解压。“解压啊，这个
好，得来一个！”。这是在尼泊尔展台发生的一幕，主角正是尼泊
尔的颂钵。

“感觉在逛小型博物馆”，这是不少人走进尼泊尔展台的第一
感受。唐卡、手工羊绒围巾、孔雀窗等尼泊尔传统手工艺品都能
在这里见到。

据介绍，此次带来的唐卡均由尼泊尔当地手工艺人制作，制
作一副唐卡短则需要1年时间，长则3至5年。“此次参加服贸会，
我们主要是为了展示尼泊尔文化，希望能让更多人了解并喜爱尼
泊尔文化。”工作人员表示。

此外，韩国、泰国、日本、瑞士、立陶宛、摩尔多瓦、阿塞
拜疆等国家也在这里展示各国在金融、文化、旅游等领域的特色
服务，共同绘制出一幅地域风情十足的画卷。

9月4日—9日，本届服贸会虽然只有6天，但更多精彩将走出
展馆，走进市场，融入生活，让人们共享更好的服务！

聚焦更好的生活，新技术、新产品、新服务纷纷亮相——

走！带你去逛服贸会
本报记者 徐佩玉

▲科兴中维研发的新冠灭
活疫苗实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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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紀人壽保險公司自成立 30 年以來, 一直提倡以客戶為
主的市場開拓,提供優良獨特的保險產品,宣導以客戶服務至上的
經營理念,得到主流市場經紀人推崇,在美國保險界享有盛名.

2020 年是新世紀另一里程碑, 正式晉升 Billion (十億) 美元公
司行列. 總資產逾十億四十萬美元, 法定資本額近一億一千萬美
元。 2020 年截至六月三十日的第二季財報,新世紀集團的稅前的
獲利達一千八百十四萬美元,稅後淨利猛增達到了一千四百九十
萬美元.

從繼豐收的 2019 年之後, 新世紀人壽保險公司 2020 年的財
務持續快速成長. 2020 年前六個月總收入逾二億八千萬美元比同
期的 2019 年二億七千萬美元,成長了百分之三. 而單單 2020 年
的前六個月的稅後盈餘就達到了一千二百八十九萬美元,己遠遠
超越同期 2019 年的稅後盈餘七百零八萬美元, 下半年仍持續樂
觀, 公司團隊估計 2020 將再破紀錄,成長可望達到一倍.

我們的人壽及健康保險的現有年保費己經超過四億六千萬美
元, 年金總存也超過六億五千萬美元. 長年被美國最有權威的
AMBest 評估公司極度肯定, 升級為 B++財務穩固很好級.

再者, 2017 更被知名休士頓商業雜誌 (Houston Business
Journal) 統籌, 跟據各大保險公司年度保費總金額, 新世紀人壽保
險公司在休士頓排名第三大人壽保險公司, 跟隨 American Gen-
eral 及 American National Insurance Co. 之後.

新世紀在銀髮族市場提供老人醫療補助險(Medicare Sup-
plement) 己有二十多年. 這些年來,新世紀遵守一貫的紀律,提供
最穩定保費,最優價值產品給長者,所以新世紀在保險業贏得尊重
及信賴. 自 2008 年的金融風暴, 許多大保險公司面臨了投資失利
, 加上人口的老化現象, 人口統計估計每天就有一萬個美國民眾
到達 65 歲. 年長者人口數字統計將由 2016 年的五千四百萬人到
達 2025 年的七千四百萬人. 所以自 2012 年起多家大保險公司
Aetna, AFLAC, AARP, CIGNA, CSI, and Equitable 參 積極進入
這個老人醫療補助險市場,並用極高佣金來吸引主流市場大經紀
人來取得市場佔有率. 然而在如此競爭的環境之下, 新世紀仍能
保持領導地位全歸功於客戶為主的產品, 專業的審核,合理穩定的
保費,及迅速的理賠和優良的客戶服務. 三年前由美國老人醫療補
助險(Medicare Supplement)協會單位主辦的老人醫療補助險
(Medicare Supplement) 會議, 新世紀排在全美老人醫療補助險
有效保費的第七名暨各大保險公司United Health, Blue Cross,
Mutual Omaha, Aetna, Conseco and Cigna 之後.
新世紀更在全國打響名聲.

2019 年底的老人醫療補助險保單年保費超越二億七千四百
萬美元. 我們估計 2020 年此保單年保費仍將遠遠超越此數字. 銷
售的範圍含蓋美南,美中,及美東.其中更著重於德州,密西西比州,
喬治亞州,南卡卅,賓州,俄亥俄州,伊利諾卅. 目前新世紀有接近十
五萬個年長者客戶.新世紀提供老人醫療補助險的標準計劃 A,C,
F,G,高自付額計劃 F.著眼於更多的大保險公司競爭者進入銀髮族
市場, 本公司的管理階層決定開發更加多樣化的保險產品,再加上
歐氏健保(OBAMA care)的製定以及醫療費用每年高漲,本公司覺
得這正是一個絕隹的機會, 所以於 2010開創了 under age 健康
保險產品. 我們的創新,高效率,高品質的健康保險產品 提供 65 歲

以下的年輕保戶另一個新的保險選項
. 這個健康產品於 2016 年為公司帶來
新年保費二千四百萬美元, 2017 年新
年保費超過六千萬美元, 2018 年新年
保費超過八千四百萬美元, 2019 年新
年保費逾一億美元. 2020 年預計將再
刷新記錄,新年保費越一億二千萬美元
.

基於歐氏健保(OBAMA care)的
眾所皆知高保費及高自付費(deduct-
ible),我們的新產品注重客戶對醫療費
用的了解, 供給客戶資料及訓練鼓勵
他們如何去找便宜又有品質的醫療服
務, 如此我們的醫療保險不僅保費低(
通常 30%至 60%厎於歐氏健保)並且
自付費低. 比如 MRI 的費用大都是在
三百美元至三千美元,如果你到醫院
照 MRl,費用大概會超過一千五百美元
,可能你要自付.如果你有我們公司最
新的健康保險(2 units),公司可以供給
資料為你自由選擇費用低且品質不錯
的 MRl, 比如在這種情況下,你可以找
到品質不錯的四百美元費用的 MRl,而
且公司的 MRl 理倍在這種情況下剛好
是五百美元.如此不僅你的 MRl 費用
足夠,而且還剩下一百美元放在你自已
的口袋裡. 公司這個新產品在主流社
會愈來愈受到大眾喜愛, 因此我們預
期公司新的健康保險產品將會繼續突
飛猛進成長.

新世紀的固定利率年金有三年及
五年兩種計劃.利率優惠且固定不變.
由於經濟仍存不確定傳變數, 受到許
多年長保戶推從. 2017 年新的年金保
單保費逾九千六百萬美元, 2018 年新
的年金保單保費四千二百萬美元,年金
保單成長放緩是由於受到銀行短期
CD 影響. 基於 2019 年利率再走低,
2019 年新的年金保單保費回升至七
千一百萬美元. 足見新世紀的固定利
率年金仍受推從.

新世紀提供人壽儲蓄,老人醫療補
助險(Med Sup), 年金,職業意外險,小
額人壽險,及年紀 65 歲以下的健康醫
療險.此外,更有商業房地產貸款如購物中心,公寓,辦公大樓等.新
世紀是全美唯一華人擁有的人壽保險公司.

目前在美國 50 州經營客戶接近二十萬,業務代表超過五千人
. 財務穩固,資產雄厚.

最後我謹代表新世紀敬祝華人同胞在新冠疫情期間,身體健
康, 安 全 平 安, 新 世 紀 樂 於 為 華 人 同 胞 服 務 請 ‧ 來 電
281-368-7257.

新世紀人壽保險公司 2020 第二季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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