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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03-TOP ONE群智貸款C6_A1

713 - 364 -7788 
832 - 498 - 7566

群智貸款

Michelle Young  
 通國、英、粵語、韓語

● 外國人貸款，保證最低
   最低利息。B1, B2, 
   J1保證通過
● 只要一年P&L盈虧表，
   不查稅表
● W2用一年VOE貸款方式
● 不查收入貸款
● Construction Loan,
   Lot Lo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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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713-777-8838 
9888 Bellaire Blvd #138 Houston, TX 77036

煲來飽去位於黃金廣場燕窩城隔壁

精緻的小菜

Happy Hour 週一到週四２：３０～５:３０　凡來店內消費一個主餐便送一杯飲品
招聘：長工，企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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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失業潮  留學生如何高薪上岸 快捷培訓助你成為Cisco互聯網專家 
快速實現高薪美國夢

可提供F-1各專業
留學生CPT或OPT
實習崗位，表現優
良者提供H1-B機會。

無需任何專業背景，只需800小時的學習和
訓練，就能成為Cisco互聯網專家和大數據
專家，考取IT行業最有含金量的CCIE證書，
輕松找到10萬以上年薪的工作。
老兵和低收入人員可申請免費學習

LaneCert Inc快捷培訓
是政府授權的職業培訓學校。
擁有思科網絡專家和大數據專家
兩大專家崗位的培訓，專業講師，
小班授課，幫助學生獲得CCIE認證。
學校還提供培訓，實習和就業

三位一體服務。

（綜合報導）美國商務部宣布，禁
止美國民眾從9月20日起下載中國大陸
騰訊旗下的微信（WeChat）通訊軟體
以及字節跳動海外短片視頻 App 抖音
（TikTok）。

商務部官員表示，禁止美國新下載
TikTok的禁令可能仍然被總統川普取消
；母公司字節跳動業正競相就其美國業
務的命運達成協議。字節跳動已經與甲

骨文公司和其他公司進行了談判，以創
建一個新公司TikTok Global，旨在解決
美國對其使用者資料安全性的擔憂。但
字節跳動仍需川普的批准才能避開美國
的禁令。

商務部官員表示，他們直到 11 月
12 日不會禁止 TikTok 的額外技術交易
。這給了字節跳動更多的時間，就是否
可以為其美國業務達成交易。該部門表

示，這些行動將 「通過消除對這些應用
程式的使用，並顯著減少其功能來保護
美國的用戶。」

一名高級商務官員告訴路透，商務
部的命令將禁止WeChat與TikTok兩個
應用程式，禁止蘋果（Apple Inc.）和谷
歌（Google）的應用程式商店及其他任
何企業，在 「美國境內可接觸到的」任
何平台提供這2款app下載服務。（（路透社路透社））

美商務部美商務部2020日起禁下載日起禁下載WeChatWeChat與與TikTokTikT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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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
歡迎使用
觀看高清美南國際電視新聞台

德州休斯敦赫里斯郡警長根紮勒今午和亞
裔社區領袖進行一場視讯對話，就廣泛的治安
及社會問題交換意見 。

根紥勒警長是我們多年來的老朋友 ， 他是
在休斯敦出生的墨西哥裔家庭， 父母皆是新一
代的移民， 由於他在艱難的環境中克服困難，
在休斯敦大學畢業 ，從基層警察開始 ，曾當選
為市議員 ，四年前就任警長， 管理五千名員警
，每年預算五億五千萬美元。

警長在對話中首先對疫情在社區造成之不
幸表示高度之關切， 他保證將盡力來幫助社區
之安全。

他特別呼籲，希望亞裔社區之青年也能加
入警衛之工作， 他們更需要有雙語能力的人到

國際移民社區工作。
對於家庭暴力事件之激增 ，他們也設有婦

女中心， 除了幫助解決家庭糾紛也設有心理輔
導中心， 希望大家廣加利用。

根紮勒警長說 ，我們就是人民之保姆 ， 是
為人民服務的隊伍， 他特別提醒在颱風时期要
準備好應急食品及照明設備， 要大家慎防到銀
行後有人跟隨打劫。

在此疫情猖狂時期 ，許多家庭面臨经濟困
難， 諸如缴不了房租， 他們都會尽量幫助。

這位警長來自社會底層之墨裔家庭， 他對
我們國際移民社區特別瞭解和同情 ，他將應邀
每週接受美南電視之專訪， 和大家相互溝通。

美國新冠疫情日記美國新冠疫情日記99//1818//20202020

Our old friend Sheriff Ed Gonzales met with a
group of Asian Community leaders recently and
talked about the issues facing all of us.

Ed is a native-born Houstonian. He is from a
Mexican immigrant family. As a poor kid, his life is
a success story for all of us. After he graduated
from the University of Houston, he joined the
Houston Police Department (HPD) and later

became City of Houston councilman and later was
elected to the position of Harris County Sheriff.
Under his command, he led a police force of five
thousand with a $550 million budget.

Ed urged the international and immigrant
community to join his team in order to better serve
our community.

Under his
supervision Harris
County also has
opened a Women’
s Center Medical
Clinic and provided
many other social
services to local
residents.

As a first generation
of Latino descent,
Sheriff Gonzales is
our leader. His
success story will
pave the way for
many youth in the
new generation.

Hi Ed, we are so
very proud of you.

Dialogue With SheriffDialogue With Sheriff
GonzalesGonzales

和警長的對話和警長的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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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梅根與夫婿哈利王子已在加州展開
新生活，並踏入演藝界，成為網飛（Netflix）
電視製作人。然而，王室專家說，近幾個月來
他們所享有的自由並沒有成為定局。

據《快報》（Express）18日報導，王室專
家費茲威廉姆斯（Richard Fitzwilliams）說，梅
根夫婦是特例，要是女王趁明年3月底前，重
新展延她在山均漢姆（Sandringham）從中安排
的協議，他們就可以繼續維持不必工作王族的
身分。

梅根夫婦 1 月初投下震撼彈，宣布他們將
淡出王室。儘管他們想在世界各地繼續代表英
國王室和女王，但已同意放棄執行王室任務的
權利。雖然他們仍保有王室頭銜，但不能冠上
「殿下」（HRH）兩字。梅根夫婦想卸下全職

工作王族的身分，追求財務獨立，還有和寶貝
兒子亞契長住美國的自由。

然而，英國王室和梅根夫婦當初達成協議
，說要有12個月的觀察評估期，以確保這安排
對大家都好。許多王室評論員認為，女王會安
排這段過渡期，其實是想敞開王室大門，讓梅
根夫婦萬一後悔，還能有回頭的機會。

雖然女王沒有拔掉哈利王子的軍中榮譽頭
銜，但決定要他明年3月更換新頭銜前，不要
使用它們。一名王室消息人士說，當初王室會
設12個月的觀察期，是因為王室核心成員淡出
並沒有前例，他們希望以務實的態度，藉此了
解甚麼可行，甚麼不可行，讓梅根夫妻做出最
好的決定。

梅根哈利別以為自由了
女王6個月內可改變心意

日本新首相菅義偉內閣首次民調支持率高過安倍

今年美國總統大選詭異多端, 是選舉史上
最難預測的一次，以目前各種名調來看, 如果
明天舉行選舉, 拜登將會勝出,但是明天並不
選舉, 變數還很多,選情非常難預測, 尤其是川
普擅長選舉, 各種花招噱頭百出,具有逆轉民
調的功夫, 所以大家不必太相信民調。

就我個人的觀察, 這一次的總統大選總體
說來, 並非川普跟拜登在競選, 而是川普跟川
普自己在競選, 因為拜登是很傳統的一位候選
人, 雖然年事已高, 卻能從民主黨眾多幹才中
脫穎而出, 他的政治才幹無庸置疑, 川普一再
攻擊拜登才能平庸,德不配位, 我看這8個字用
在他自己身上才最貼切。

今年因碰上新冠疫情, 所以欠缺了總統大
選激烈競爭的場面, 在拜登還沒有出面造勢參
選之前，就因為川普在處理疫情的不斷出槌
而使拜登的民調節節高升, 兩人差距達到兩位
數以上,所以好長的一段時間內等於是川普在
唱獨角戲,自己跟自己在選, 偏偏他沒有把握

時機, 為拯救經濟而淡化疫情, 不相信科學,不
尊重專家建議,提早開放的結果造成疫情擴散,
”法律與秩序”光說不練,現又寄望以疫苗來
挽救選情, 像是在做豪賭, 可是他認賭不服輸,
所以今年選局必然十分混亂!

目前有兩位對大選有獨特研究的教授做
出了大膽預測, 美利堅大學的 Allan Lichtman
以他設定的十三個指標確定拜登當選，因為
他從1984年開始預測大選，近四十年命中率
100%，成功預測對所有的大選。另一位石溪
大學的 Helmut Norpoth 則篤定川普會以 91%
的機率勝出,而且他還精算出川普得到362張
選舉人票，拜登只得到176票, 兩人相差十分
懸殊,不過他往年預測並非全對, 在過去六次
大選中有一次不準, 那就是小布希在2000年靠
著佛羅裡達州勝出的那一次,但除此之外,他用
自己所設計的模型倒推從 1912 年以來的 108
年所有總統選舉，竟只錯過一次,看來這一次
大選也將變成這兩位教授的”神對決”啦！

【李著華觀點:誰能預測誰勝出?】

(本報訊)日本新首相菅義偉16日正式組閣執政。日本各媒體民調顯示，菅內閣的支持率超過
安倍前內閣，算是罕見的特例。

《朝日新聞》16、17日的電話民調顯示，菅內閣的支持率為65%，不支持率為13%。由於調
方法不同，也無法單純比較，但安倍第2次剛執政的內閣支持率為59%。

以性別來看支持率，女性為68%、男性為62%，可看出與以男性支持者為多的安倍內閣之間
的差異。以年齡來看，所有的世代都超過6成，安倍內閣時則是以30歲以上的支持者較多。可
看出菅義偉受到廣泛年齡層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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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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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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亞廉價航空虎航運營
近13年後正式結束運營

綜合報導 維珍澳洲(Virgin Australia)公司決定結束旗下運營近

13 年的廉價航空虎航(Tigerair)。航空公司在 10 日晚的聲明中表示

，做出這壹艱難的決定，主要是因為疫情封鎖給旅遊業帶來毀滅

性的打擊。

據報道，“不可否認，對於旅遊業的每個人來說，這都是艱難的時

刻。”虎航在聲明中稱：“可悲的是，在近13年的運營後，我們下了這

個艱難的決定，終止虎航這壹品牌。自2007年11月23日提供了從墨爾

本至黃金海岸的首個航班以來，我們為澳大利亞的超過3000萬用戶提供

了可負擔的航空旅行。”

據航空公司介紹，已經預定了虎航機票的用戶，可以使用旅行積分

來訂購維珍澳洲運營的航班。

實際上，自維珍澳洲進入自願接管程序後，新東家Bain Capital上個

月已宣布了關閉虎航的決定。維珍航空表示，“目前沒有足夠的客戶需

求來支持兩個品牌”，但將保留虎航的航空運營商證書，保證未來有

“在國內市場能夠支持它的情況下”恢復它的選擇。

運營澳洲首府城市至重要偏遠地區中心且總部位於墨爾本的

虎航，曾是澳航(Qantas)旗下廉價航空公司捷星(Jestar)的唯壹直接競

爭對手。

對於虎航的結束，不少澳大利亞常飛客在網上分享了使用虎航的回

憶，並感嘆其超低價機票的結束。

壹名名為“Sam Wikinson”的用戶在社交媒體推特(Twitter)上表示：

“虎航，在過去的幾年中妳為我節省了不少錢，通常妳比其他航空公司

更可靠。”

希臘提出壹攬子國防及經濟計劃
總理強調國民自信

綜合報導 希臘總理米佐塔基斯在出

席首屆塞薩洛尼基Helexpo論壇時，就希

臘政府施政方針發表講話。他強調，希

臘人民必須要有“自信”。其間，米佐

塔基斯重點講述全面提升希臘國防能力

，大規模增購軍備的計劃。

據報道，原定在9月中旬舉行的塞

薩洛尼基國際博覽會是希臘規模最大、

最具影響力的年度盛會之壹，但由於新

冠疫情而不得不取消，取而代之的是由

希臘國家展會商TIF Helexpo組織的論壇

。根據希臘衛生當局的建議，12日晚的

論壇活動只有50人參加，而且全程佩戴

口罩和保持距離。

米佐塔基斯在演講中重申，希臘政

府未來的施政目標是使希臘社會擺脫新

冠疫情的危機和影響，並保持國家經濟

增長的勢頭。

他說，新冠危機襲擊全球，在痛苦

和缺乏安全感的時候，希臘人必須有壹

種新的自信，壹種新的民族樂觀主義精

神，共同應對動蕩和困難。

米佐塔基斯還指出，除新冠疫情外

，土耳其對整個地中海地區的威脅是希

臘政府需要面對的首要問題。他宣布希

臘將全面提升國防能力。

同時，對於經濟和民生方面，米佐

塔基斯稱，為緩解新冠疫情對社會和經

濟的打擊，早前希臘政府已經采取了壹

系列措施。在 2020 年剩余的幾個月和

2021年，希臘政府將繼續致力增加企業

流動性，帶動投資，保護弱勢群體和提

高中產階級的收入。

另外，在吸引海外投資和刺激地方

投資項目方面，米佐塔基斯稱，在未來

壹年裏，希臘政府將致力實現勞動力市

場現代化改革；引入新的債務清算規則

；制定新的土地規劃；簡化投資許可證

獲取程序，特別是針對可再生能源項目

投資；重組國家醫療保健系統；實施新

的公共采購制度，減少官僚主義，增加

透明度等。

米佐塔基斯說，自信的希臘國民

是希臘國家的主要力量，希臘政府將

從國防和經濟兩個方面入手，帶領希

臘人和希臘國家從不確定走向確定，

從混亂走向安穩，並且有所進步和充

滿希望。

但希臘主要反對黨激進左翼聯盟則

嚴厲批評米佐塔基斯的施政演講，稱

“這種自信可能僅存於米佐塔基斯先生

的星球，因為目前在希臘，不安全感占

主導地位”。

激進左翼聯盟批評政府，未增加雇

用教師和公共衛生系統員工，也沒有進

行大規模病毒測試，而且缺少永久性的

經濟扶助措施和沒有增加民眾收入的實

際措施。

哈薩克斯坦累計確診逾13.6萬
周末仍實行隔離限制措施

綜合報導 據哈薩克斯坦衛生部14日發布的最新數據，該國過去24

小時新增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和具有新冠肺炎癥狀但實驗室病毒檢測結果

呈陰性的肺炎病例129例，保持了最近壹段時間以來的趨緩勢頭。截至

14日，哈上述“兩種肺炎”累計確診136513例。

數據顯示，哈過去24小時新增新冠肺炎確診病例52例，新增具有

新冠肺炎癥狀但實驗室病毒檢測結果呈陰性的肺炎病例77例，在世界衛

生組織的統計中，該肺炎屬於新冠肺炎。

在哈各州市中，大部分新增確診病例人數已控制在了個位數。在全

國範圍內防疫舉措有所緩和的情況下，新增確診病例仍是兩位數的阿特

勞州14日將隔離限制措施再延長2周至9月28日。

盡管疫情趨緩，仍將保持“周末隔離”。哈國家首席衛生醫師葉

斯瑪加姆別托娃表示，針對商場、封閉式市場、健身房和桑拿房等

人流量密集場所實施的周末隔離限制措施仍將繼續。上述場所周末

將停止營業。采取該舉措的目的是保持疫情穩定並進壹步降低確診人數

增長率。

哈首都努爾蘇丹、最大城市阿拉木圖等多地已開始就應對第二輪疫

情進行相關部署。針對有可能出現的第二輪疫情，葉斯瑪加姆別托娃強

調，當前的疫情形勢仍保持相對穩定，尤其是與6、7月份相比，因此

“暫時還沒有強化隔離限制措施的相關決議，但壹切都取決於疫情形勢

的最新變化”。

據哈通社報道，哈俄雙方近日就哈留學生返俄復學事宜進行了溝通

和討論。根據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的說法，哈薩克斯坦留學生返俄復學

問題有望在壹個月內解決。

高溫幹燥森林大火蔓延
巴西這地還下起了“黑雨”

綜合報導 位於南半球的巴西，在

2020年冬天因出現不尋常的氣候現象、

人類行為等因素，多地發生高溫、森林

火災、氣候幹燥、空氣質量差等問題，

有的地方還下起了“黑雨”。

森林火災主要影響亞馬孫和潘塔

納爾濕地兩個巴西生物群系。單是在

潘塔納爾濕地，消防隊的滅火行動已

經持續月余，專家估計，至少 12%的

生態體系已經被毀滅。除了生物群系

被毀外，濕地的森林火災也造成許多動

物死傷。在滅火行動中，至少壹名誌願

消防員喪生。

巴西東南部大西洋叢林(Mata Atlan-

tica)也發生了森林火災。自9月開始，聖

保羅州每天平均出現65處新的火災地點

，較2019年同期紀錄多出6倍。

森林火災引起的濃煙加劇了巴西各

地空氣汙染問題，比如潘塔納爾濕地森

林火災引起的濃煙，甚至隨風飄到1000

多公裏外的巴西南部巴拉納州府古裏提

巴。

巴西國家太空署(Inpe)公布的衛星圖

像指出，亞馬孫和

潘塔納爾濕地森林

火災的濃煙，在巴

西領土蔓延超過

3000公裏，從中西

部馬托格羅索和南

馬托格羅索開始，

現在已經抵達巴西

南部，造成最南端

的南大河州下起

“黑雨”。

氣候幹燥也

加劇火勢蔓延。

2020 年，潘塔納

爾濕地遭遇近47年來最長的旱季。巴

西農業研究機構英伯拉帕(Embrapa)研

究人員指出，拉尼娜現象(La Niña)，

可能是導致濕地生物群系出現歷史性

幹旱的主因。此外，強風也加重了火

勢的蔓延。

巴西國家氣象研究所(Inmet)已經

在中西部、東北部、聖保羅州和米納

斯吉拉斯州，發布低濕度、火災和健

康風險的警報。根據研究所，這些地

方相對濕度介於 12%到 20%之間，民

眾應當多喝水，保持皮膚水分，避免

在壹天中最熱的時候曬太陽，保持環

境濕潤等。

除了幹燥天氣外，巴西多地出現高

於平均水平的氣溫。比如馬托格羅索州

首府庫亞巴，13日氣溫高達攝氏達42.7

度，創下近百年來最高溫。

颶風“薩利”將登陸美國
大西洋近50年來首現五大氣旋

綜合報導 熱帶風暴“薩

利”迅速升級為颶風，緩慢

穿過溫暖的墨西哥灣水域，

預計15日將登陸美國。美國

密西西比州和路易斯安那州

向低窪地區的居民發出強制

撤離命令，阿拉巴馬州長已

宣布該州進入緊急狀態。

與此同時，另有4個熱帶

氣旋正穿越大西洋。這標誌

著近50年來，大西洋首次同

時出現5個熱帶氣旋。

據報道，密西西比州命

令其沿海賭場在當地時間14

日下午晚些時候關閉。當天

，密西西比州長裏夫斯對居

民說：“我們將在這場風暴

中首當其沖。”他警告沿海

地區的降雨可能超過20

英寸(約合50.8厘米)。

在颶風來臨之前，

從路易斯安那州到佛州

的沿海社區的學校，都

取消了課程。

9月14日，“薩利”

迫近墨西哥灣沿岸，風速

迅速增強，達到至少每

小時100英裏，可能帶

來高達2英尺(約合61厘

米)的降雨，以及嚴重

的洪災。

目前，“薩利”正

向路易斯安那州東南端移動

，然後將在當地時間15日深

夜或16日淩晨，在密西西比-

阿拉巴馬州州際線附近登陸

，可能帶來漫長、緩慢和毀

滅性的降雨。“薩利”移動

的速度緩慢，可能給密西西

比河三角洲，帶來更長時間

的降雨，並將風暴潮推上岸。

據氣象學家克羅茨巴赫

說，包括“薩利”在內，目

前共5個熱帶氣旋正在大西洋

盆地攪動，分別為“波萊特”

(Paulette)、“雷內”(Rene)、

“泰迪” (Teddy) 和現在的

“維姬”(Vicky)，這是歷史上

第二次出現這種情況。

目前，颶風“波萊特”

正在遠離百慕大；壹度成為

熱帶風暴的“雷內”，據預報

14日將轉為殘余低壓。此外，

氣象預報員稱，“泰迪”於當

地時間14日早上轉為熱帶風暴

，預計將在本周晚些時候轉為

颶風；熱帶風暴“維姬”正在

佛得角群島東部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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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總統大選至今已剩下不到50日，根據美
國數家民調公司顯示，一度民調呈現2位數落後的美國總統川
普至今逐漸拉小與民主黨對手拜登的差距，不過曾讓川普入主
白宮的關鍵搖擺州，如今民調顯示全為拜登領先。

據美媒《CNBC》報導，根據 「真清晰政治」17日發布的
全國民調，目前仍以拜登以5.8個百分點領先川普，不過雙方
差距已較兩周前的7.2縮小。而民調FiveThirtyEight網站指出，
拜登以6.7百分點領先川普，同樣在兩周前是以7.3百分點領先
，可見川普與拜登的差距正逐漸縮小。

另外，《經濟學人》以及路透社的民調中，拜登也以9個

百分點領先川普，不過通常顯示川普表現更好的、同時也是川
普最愛的民調公司 「拉斯穆森報導」（Rasmussen）指出，在
16日公布的民調顯示川普首次以1百分點領先拜登。

不過，根據共和黨在追蹤關鍵搖擺州的民調後，發現拜登
在密西根州、威斯康辛州、賓州、佛羅里達州、北卡羅萊納州
以及亞利桑那州等搖擺州民調全數領先，這些搖擺州是川普
2016年大爆冷門的關鍵戰局，讓他在選舉人團票上以306票擊
敗232票的希拉蕊，如今全數落後對川普無疑是一大警訊。

報導指出，隨著經濟、醫療健保以及新冠疫情等議題逐漸
成為雙方陣營的焦點，也讓民調出現變化。急著想恢復美國經

濟動力的川普，近期一再宣稱他在危機期間 「做得很好」，並
強調疫苗可在大選前在全國分配發放，不過此一說法已遭美疾
管中心主任芮斐德（Robert Redfield）否認，並認為起碼要到
明年第二季或第三季才可能。

另外，雖然近期資深記者伍華德（Bob Woodward）的新
書 「盛怒」（Rage，暫譯）雖然透露川普在疫情早期就知道病
毒很危險，讓外界指控他有隱瞞疫情之虞，不過近期民調也顯
示新書爆料內容對民調影響有限，報導指出從此可見川普的支
持者多為 「鐵粉」，難以動搖其投票意向。

（綜合報導）隨著美陸齟齬加深之際，總統川普再次將造
成全美667萬人確診、近20萬人病歿的新冠病毒為 「中國病毒
」，不過美眾議院於17日通過一項決議，譴責與新冠病毒大流
行相關的反亞洲言論，包括美國總統川普常用的 「中國病毒」
等措詞。

據路透社報導，該項決議由眾議員孟昭文（Grace Meng）
提出，並以243對163通過決議，其中反對票雖然全數來自共
和黨，但仍有19名共和黨議員支持決議。這項決議是呼籲所有
公家機關與官員譴責並反對任何形式的 「反亞洲情緒」，譴責

種族歧視或仇外心理，並呼籲執法部門調查所有形式的仇恨犯
罪。孟昭文也在推特上表示， 「通過HRes908決議文傳達了一
個訊息，即為這種偏執、仇恨與仇外情緒不會被容忍」。

該決議文也提到，美國衛生官員早已表示稱新冠病毒為
「中國病毒」是極度不洽當且不正確的，並建議美國領導人對

抗不實訊息與歧視。許多利益團體與研究人員指出，自新冠疫
情在美爆發以來，至少有上萬亞裔族群曾遭大量口語或肢體攻
擊與歧視。

另外，根據 「Stop AAPI Hate」平台，截至8月全美已收到

有52583起反亞裔歧視通報案件，其中華裔佔大宗的40%，韓
裔為15.7%。另有匿名記者指出，相關因新冠病毒的亞裔歧視
也連累學童，在課堂上遭其他同學嘲弄他們有接觸新冠，還在
大庭廣眾下被噴消毒劑。

不過，該決議僅是表達了民主黨領導的眾議院的意圖，不
會送交共和黨領導的參議院審議，也不會送交白宮讓川普簽署
或否決。而共和黨眾議員麥卡錫（Kevin McCarthy）表示，考
慮這項不具約束力的決議浪費了議員們的時間，眾議院應該把
精力集中在如何與大陸進行最佳競爭等更大的問題上。

譴責川普 「中國病毒」！
美眾院通過決議 反對因新冠歧視亞裔

20202020美大選美大選》》川普全國民調差距雖縮小川普全國民調差距雖縮小
但關鍵戰局又有大麻煩但關鍵戰局又有大麻煩

佛州民眾百貨公司快閃脫口罩 參加者：散播自由花粉
（綜合報導）美國佛羅里達州周二有民眾舉行快閃活動，

在一家百貨公司集體脫下口罩，並巡遊一圈，強調戴口罩與否
屬個人自由，最終他們被職員趕走。有人把現場影片上社群媒
體後被瘋傳，獲得超過3,200萬次點。

事發於佛羅里達州羅德岱堡（Fort Lauderdale）一家Target
百貨公司內。周二晚上，十多名巿民進行快閃活動，一起脫掉
口罩，並在百貨公司內巡遊一圈，呼籲其他民眾加入隊伍。

推特上一段影片顯示，快閃活動參與者以年輕人為主，但
不乏中年人。他們播着樂隊Twisted Sister的歌曲《We’re Not
Going to Take It》（我們不會接受），揮舞手中口罩，並呼叫
「脫掉你的口罩吧」。店內其他客人沒有響應，更有人用粗口

辱駡他們是笨蛋（fxxking idiot）。直至周四，該影片已累計獲
得超過3,200萬次點。

快閃活動參與者尼爾遜（Chris Nelson）拍下情況，把影片

放上YouTube。他表示，為了慶祝 「燒掉你的口罩日」（Burn
Your Mask Day），決定到百貨公司 「散播自由花粉」。影片
顯示，他們一行人隨音樂節拍搖動身驅，有人發言道， 「假如
我們團結，我們便可以毋須戴口罩，這是個人選擇的問題。」
另一人呼應道： 「現在不戴口罩，是否呼吸也暢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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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環境受挑戰？
日本將在年底前提導彈防禦新計劃
共同社報道，日本首相安

倍晉三當天發表聲明，說日本

必須增強防禦能力，將在今年

年底前提出壹項新計劃，以應

對國家面臨的導彈威脅。

【強防禦】
安倍說，日本的安全環境

更加受到挑戰，可能面臨來自

朝鮮的彈道導彈威脅。“我認

為有必要加強防禦從而降低日

本遭受彈道導彈或其他襲擊的

可能性。”

為挫敗可能發生的上述襲

擊，日本政府決定制定壹項導

彈防禦新計劃。

日本2017年12月決定從美

國引進兩套陸基“宙斯盾”導

彈防禦系統，最早2025財年完

成部署。受日本東北部秋田縣

和西部山口縣民眾反對部署

“宙斯盾”系統、日本政府近

年就部署事宜多次出現數據差

錯等因素影響，日本防衛大臣

河野太郎6月 25日宣布放棄上

述部署方案。日本政府打算9月

底前確定替代方案的基本方向。

安倍8月 28日宣布因健康

問題辭職，執政黨自由民主黨

定於本月14日投票選出新任黨

總裁。分析人士認為，安倍

在離任前提出導彈防禦計劃

議題，足見他的重視，說明

他希望劃定這壹議題今後的討

論方向。

日本拓殖大學訪問學者、

防務專家武貞秀士說：“導彈

防禦是安倍未解決的壹大議題

……安倍發表這份聲明旨在為

新的防禦政策奠定基礎並把他

的政治遺產留給下屆政府。”

【遭反對】
安倍堅稱討論導彈防禦符

合日本憲法和國際法。他說：

“日本的專守防衛政策將不會

改變。”

法新社報道，即使以威懾

和防禦的名義，日本可能具備

打擊能力依然存在爭議。

自民黨執政盟友公明黨強

烈反對任何攻擊性的軍事擴張

，認定導彈防禦計劃的高額成

本可能招致反對。

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

後奉行“專守防衛”的基本軍

事戰略，且在防務領域依賴美

國。安倍政府2015年9月強行通

過新安保法，解禁集體自衛權

，從根本上改變了這壹政策，

引發日本國內、亞洲國家乃至

國際社會擔憂。隨著日本2018

年年底通過新版《防衛計劃大

綱》、防務開支連創新高，

“專守防衛”理念實質上已遭

架空。

韓國計劃逐步
“松綁”首都圈防疫管控

綜合報導 韓國政府13日宣布，將

逐步“松綁”首都圈加強版防疫管控

措施，但將在中秋假期加強防控。

自8月以來，韓國疫情出現明顯

反彈，韓國全國社交距離限制措施升

為二級，首都圈啟動加強版防疫管控

，如首爾禁止連鎖咖啡廳堂食、禁止

餐廳21時後到店就餐等。

近日，韓國確診病例增長態勢趨

緩。據韓國中央防疫對策本部消息，

截至13日零時統計，過去24小時新增

121例，累計確診病例22176例。當天

新增病例中，本地感染99例，這是自

8月14日以來社區感染病例首次降至

100例內。

韓國總理丁世均13日說，疫情蔓

延速度有所放緩，綜合考慮中小企業

實際困難等因素，決定在未來兩周分

階段放寬首都圈加強版防控措施，將

首都圈級別下調至與全國其他區域壹

樣的二級防控水平。

但丁世均強調，小規模感染仍

頻發，且近來感染途徑不明病例超

20%，公眾仍需嚴格遵守防疫指南

。據韓國防疫部門消息，首爾市物

流中心、大田市保健品會議、忠清

南道養老院等聚集感染確診病例持

續增加。

丁世均表示，中秋假期可能是疫

情的又壹個轉折點，故決定從9月28

日起再制定兩周的特殊防疫期，將強

化節假日期間的防控。

印尼首都雅加達二度實施“大規模社會限制”
綜合報導 因疫情持續惡化，印尼首都

雅加達14日起第二次實施暫定為期兩周的“大

規模社會限制”措施。此時距該省放松首次限

制、重啟經濟過去了3個月又1周時間。

按雅加達省省長阿尼斯簽發的省長令

，該限制措施包括：戶外活動聚集人數不

能超過5人；除救災、執法等特殊部門外，

雅加達所有政府和企業辦公室只允許最多

25%員工到場上班，其余實行居家辦公。如

發現新冠感染患者，整棟辦公大樓將關閉

至少3個工作日；市場、購物中心及衛生醫

療、金融、能源、物流等11個特許運營行

業只允許接納容量上限的50%；禁止餐館

和咖啡館堂食，允許提供外賣；關閉大型

宗教活動場所，居民區宗教場所允許在

50%容量限制下開放；網約摩托車在遵守防

疫規定前提下允許載客，私家車最多只允

許承載50%容量，且每排只能坐1位乘客；

取消市區單雙號限行；包括獨立廣場、海

濱公園、野生動物園、縮影公園、天文館

在內的27處知名旅遊景點、博物館、藝術

館、公園被關閉。

與4月10日首次實行“大規模社會

限制”措施不同的是，此番政府要求所

有新冠感染者必須到政府指定隔離場所

集中隔離，如有患者拒絕將交由衛生執

法人員強制執行。此前無癥狀或者輕癥

陽性感染者可以在家中自我隔離。

今年3月2日，雅加達省發現該國首

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4月10日，該省

開始實施“大規模社會限制”措施。因

承受不了經濟和社會雙重壓力，6月8日

起該省開始采取“新常態過渡期”措施

，除電影院、夜總會、學校等少數場所

外，其余行業均在限制人數條件下逐步

開放。當天雅加達新增確診89例、累計

確診8121例。

此後該省疫情迅速惡化。特別是8月份

以來，雅加達單日新增確診病例數不斷刷新

紀錄。14日新增確診879例，累計確診55099

例，占印尼全國確診病例數近四分之壹。

印尼衛生部14日下午通報，該國當

日新增確診病例3141例，累計確診超22

萬例、達221523例；新增死亡118例，

累計死亡8841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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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第三波疫情爆發後，社會各界均擔憂失業率

會再次上升，香港政府統計處17日發表的最新數字

顯示，今年6月至8月份的失業率為6.1%，與上次公

布的失業率相同。不過，同期就業不足率就由3.5%

升至3.8%（見另表），為“非典”後高位，就業不

足人數急增約1.3萬人，反映打工仔“保得住‘飯

碗’卻要放無薪假”的情況普遍。其中，餐飲服務活

動業、運輸業、保險業和教育業的就業不足情況明顯

惡化。有餐飲業認為，“健康碼”才能有效打救經濟

民生，希望政府盡快推出讓內地旅客赴港刺激經濟。

就業不足率3.8% 非典後最傷
失業率維持6.1% 餐飲業盼推“健康碼”吸客振經濟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文森

78%打工仔收入減 工聯倡八招保飯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家好）工聯會立法會

議員陸頌雄與勞顧會勞方代表鄧家彪17日發布工
聯會第六次“香港就業狀況及求職信心指數調
查”，有78%受訪者表示過去一個月收入減少，
高達32%人表示完全沒有收入，有50%受訪者表
示目前失業，失業超過半年的比率達24%，近七
成受訪者認為政府的扶貧工作不足。工聯會向政
府提出八項建議，包括降低申領失業綜援門檻、
盡快推出“健康碼”及增加短期及臨時職位等。

是次網上調查於本月12日至16日進行，共訪
問1,490名香港市民，其中864名為女性，626名
為男性。受訪者從事的行業以零售/服務/娛樂
（13%）及飲食（13%）佔最多，其次是旅遊/酒
店（10%）及交通/物流運輸（9%）。

陸頌雄指出，是次收集所得數據依然令人憂
慮，指出有74%受訪者過去一個月工作受到影
響，被裁員的佔 10%，停工或放無薪假的佔
40%，減薪或只發底薪的有12%，而轉做其他較
低收入工作的也有12%，只有29%回覆表示工作
不受影響。

被問及收入減少的幅度時，有78%受訪者表
示過去一個月收入減少，其中完全失去收入的有
32%，收入減少一半的有17%，減薪一成至四成
的有29%。市民收入大減，影響家庭生活質素同
時亦影響市道消費，打擊本地經濟。

對是否有信心在未來三個月內可找到一份全職
工作時，52%受訪者表示沒有信心，表示有信心的
只有12%，反映市民對就業前景的看法較為悲觀。

在失業情況方面，鄧家彪表示，有50%受訪
者表示現正失業，失業超過半年的比率高達
24%，反映不少市民已進入長期失業的狀況，統
計處《綜合住戶統計調查按季統計報告》亦反映
了此一情況。

另外，不少市民希望政府推出健康碼，免除跨
境兩地14天隔離的要求。71%受訪者表示非常同
意“健康碼”可促進人流、物流，有助經濟復甦。

工聯會向政府提出八項建議，包括降低申領
失業綜援門檻；即時推出失業或停工現金津貼，
上限9,000港元，為期6個月；制訂完善的失業援
助制度；增加短期及臨時職位；設立求職津貼，
為求職者提供每月3,000港元的無須資產審查津
貼，為期三個月。

失業率數據
期間

9/2019-11/2019
10/2019-12/2019
11/2019-1/2020
12/2019-2/2020
1/2020-3/2020
2/2020-4/2020
3/2020-5/2020
4/2020-6/2020
5/2020-7/2020
6/2020-8/2020

*為臨時數字

資料來源：香港政府統計處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失業率

3.2%
3.3%
3.4%
3.7%
4.2%
5.2%
5.9%
6.2%
6.1%
6.1%*

就業
不足率

1.2%
1.2%
1.2%
1.5%
2.1%
3.1%
3.5%
3.7%
3.5%
3.8%*

與今年5月至7月份比較，香港總就業人數增加約3,400人，
達至364萬人，但再多約5,800人加入“失業大軍”，整體

有24.8萬人失業；就業不足者急增13,200人，達至14.9萬人。

失業綜援個案年升57.3%
在就業市場低迷下，社署17日公布的8月份整體領取綜援的

個案較7月份增加245宗，按月升幅為0.1%。失業綜援個案更上
升2.1%，達18,754宗，按年增加約57.3%。失業類別個案的申請
數字則輕微下降0.9%。

香港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評論最新失業數字時表示，儘
管“保就業”計劃繼續提供支援作用，不過，由於本地第三波疫
情於七八月份廣泛干擾經濟活動，因此今年6月至8月份的勞工
市場仍然嚴峻。他指出，與消費及旅遊相關行業（即零售、住宿
及膳食服務業）合計的失業率微升0.1個百分點至10.9%，為受
“非典”沉重打擊後的高位；有關行業的就業不足率更再度急升
0.9個百分點至5.9%。其中，餐飲服務活動業的失業率和就業不
足率分別高企於14.4%及8.3%；建造業的失業率和就業不足率亦
高企於11.1%和8.1%。

羅致光表示，雖然本地疫情開始逐步緩和，但全球疫情仍在
反覆上升中，整體經濟狀況依然疲弱，勞工市場在短期內仍將面
對壓力。

52800人失業逾半年 年升120%
工聯會權益委員會主任唐賡堯表示，今年4月至6月份長期失

業（持續失業達6個月或以上）人數已增至52,800人，較去年同
期急增超過120%，絕大部分導遊領隊連同去年起的黑暴事件已失
業超過一年。疫情下，不同行業放取無薪假或開工不足者更不計
其數，政府必須盡快救亡。他建議政府放寬申請綜援的資產限額
規定，豁免失業者持有的保險“現金價值”計算在資產限額內；
同時向沒有強積金戶口的自僱人士發放一次性7,500港元津貼；以
及向受疫情影響重災行業從業員每人派發一萬元津貼等。

佳寧娜控股集團董事會主席及執行董事馬介欽表示，香港經
濟在過去一年受到中美貿易摩擦、社會事件的影響，加上現今受
疫情衝擊，許多行業進入“寒冬”，尤其是餐飲業。該集團在港
經營酒樓及連鎖茶餐廳。他直言，疫情爆發以來，店舖營業額全
線暴跌，酒樓下跌50%；茶餐廳、麵包房也下跌超過40%，“第
三波疫情推限堂食令，情況更慘，酒樓只餘10%生意。”

他指出，疫情初期，已關閉五間茶餐廳分店，人手自然也裁
減不少，幸政府其後推出“撐企業、保就業”措施，集團才“捱
得住”，不用進一步關閉分店。他會繼續申請新一輪的“保就
業”計劃，但認為補貼金額終只能解燃眉之急，“若考慮中小企
業長期穩定發展，‘健康碼’須盡快出台，讓內地客赴港以增加
客源和令經濟更活躍起來。”

暴疫重創零售 旺角吉舖處處

受 黑 暴 及 疫 情 雙 重 打
擊，香港零售業飽受重創，
零售業失業率攀升至近年新

高，以往商業區一舖難求的情況亦
再不復見。香港文匯報記者17日

到黑暴重災區旺角訪察，發現短短幾段街道
已有近30家吉舖。有正清貨減價的藥店職員
表示，黑暴及疫情令生意暴跌八成，希望政
府延續“保就業”計劃能保住打工仔的飯
碗，並盡快推出“健康碼”讓旅客重臨，重
啟經濟。

旺角西洋菜街一帶向來是市民和旅客購
物消閒熱點，過去無論日夜均人流如鯽，區
內舖面即使租金高企仍求過於供。不過，自
去年黑暴肆虐，旺角成為暴徒搗亂的重災區
後旅客銳減，店舖生意受創，埋下香港經濟
低迷的伏線。今年初新冠疫情驟至，店舖生
意進一步受打擊，不少商舖難逃結業厄運，
導致大量員工失業。

香港文匯報記者17日到旺角訪察發現，

由亞皆老道至登打士街的一段西洋菜街，以
及附近山東街、豉油街，發現已有近30家店
舖空置，部分吉舖閘外張貼招租告示。結業
的除藥妝店、小食店、找換店和體育用品店
外，連大型的電器連鎖店、老牌服裝店也未
能倖免。不少商場小店亦結業。

另外，以買賣手機聞名的先達廣場和有
不少美容店的銀城廣場等，均有多家吉舖待
租。

藥店冀延續“保就業”計劃
山東街一家藥店正清貨減價，職員方先

生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去年至今生
意大跌八成，老闆要關閉多家分店維持整體
營運，員工難免受影響，幸政府有“保就
業”計劃，才保住其他員工飯碗，故期望該
計劃一直延續，老闆能繼續經營才不會影響
員工生計。

不過，方先生指港人消費意慾薄弱，生
意難有起色，冀“健康碼”出爐，讓旅客重

臨消費。
弼街一家以大減價招徠的日用品店，職

員表示該店以短期租約形式經營，至今營業
兩個月，不知何時結業。她直言市道不景，
不易覓職，對前景當然感到擔心，不過，作
為打工仔也沒有什麼辦法，只能見步行步。

洗衣街一家售賣地毯及聖誕用品的店
舖，已於上址經營13年，門外掛上“全場清
貨，再見街坊”的紅底黃字橫額，負責人徐
先生表示，該店暫時結業，主要是租金不減
反加，難以經營，盼能於同街覓得合適舖位
繼續營業。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

��$

■徐先生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方先生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今年6月至8月份的失業率為6.1%，但同期就業不足率則升至3.8%，見2003年“非典”後
高位。圖為旺角西洋菜南街一帶不少店舖受疫情影響生意要結業，人流疏落冷清。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以買賣手機聞名的旺角先達廣場，均出現不
少吉舖待租。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亞皆老街一間原為連鎖電品店的巨舖，現仍
未有人承租，市面更見冷清。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工聯會向政府提出八項建議，促支援失業者及保打工
仔就業。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家好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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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長沙考察先進製造文化產業
了解創新高校思想政治工作 關注傳承弘揚優秀歷史文化

習近平的紅色足跡
2020年9月16日 湖南省郴州市

參觀“半條被子的溫暖”專題陳列館。

2020年7月22日 吉林省四平市

參觀四平戰役紀念館。

2019年9月16日 河南省新縣

在鄂豫皖蘇區首府烈士陵園瞻仰革命烈士紀念
碑、紀念堂，遠眺英雄山上“紅旗飄飄”主題
雕塑，參觀鄂豫皖蘇區首府革命博物館，會見
當地紅軍後代、革命烈士家屬代表。

2019年9月12日 北京市香山

在香山革命紀念館參觀《為新中國奠基》主題
展。

2019年8月20日 甘肅省張掖市高台縣

瞻仰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紀念碑和陣亡烈士公
墓，參觀中國工農紅軍西路軍紀念館，向革命
先烈敬獻花籃。

2019年5月20日 江西省贛州市于都縣

瞻仰中央紅軍長征出發紀念碑，察看中央紅軍
長征出發地舊址原于都縣城東門渡口，參觀中
央紅軍長征出發紀念館。

2017年12月13日 江蘇省徐州市

參觀淮海戰役烈士紀念塔、淮海戰役紀念館。

2017年10月31日 上海市、浙江省

參觀上海中共一大會址，重溫入黨誓詞；在浙江
嘉興南湖瞻仰紅船。

2017年6月21日 山西省呂梁市

向晉綏邊區革命烈士敬獻花籃，瞻仰晉綏邊區
革命紀念館，參觀晉綏邊區革命政府、晉綏軍
區司令部舊址。

2016年7月18日 寧夏回族自治區將台堡

瞻仰紅軍長征會師紀念碑，參觀紅軍長征會師
紀念園、紀念館。

2016年4月24日 安徽省金寨縣

在金寨縣紅軍廣場向革命烈士紀念塔敬獻花籃，
瞻仰金寨縣紅軍紀念堂，參觀金寨縣革命博物
館。

2016年2月2日 江西省井岡山市

參觀井岡山烈士陵園，參觀井岡山八角樓革命
舊址群，看望革命烈士後代和先進人物代表。

2015年6月16日 貴州省遵義市

在烈士陵園向紅軍烈士紀念碑敬獻花籃，參觀
遵義會議會址和遵義會議陳列館。

2015年2月14日 陝西省銅川市

向陝甘邊革命根據地英雄紀念碑敬獻花籃，參
觀了陝甘邊革命根據地照金紀念館，考察了當
年紅二十六軍和陝甘邊區游擊隊在山崖上利用
天然洞穴修建的薛家寨革命舊址。

2014年10月31日 福建省古田鎮

出席全軍政治工作會議，接見會議代表，參觀
古田會議會址、紀念館，瞻仰毛主席紀念園，
同老紅軍、軍烈屬等代表座談，和基層官兵等
同吃“紅軍飯”，觀看“紅色印跡——紅軍標語
展示”等。

2013年11月25日 山東省臨沂市

在華東革命烈士陵園向革命烈士紀念塔敬獻花
籃，參觀沂蒙精神展，聽取沂蒙地區革命戰爭
歷史介紹，並會見當地先進模範和當年支前模
範後代代表。

2013年7月11日 河北省西柏坡

參觀西柏坡紀念館。

資料來源：央視新聞

��$

考察第一天 總書記的關注點
16日，習近平總書記赴湖南

考察。這是今年以來第11次國內
考察。第一天他專門去了位於湘

南的汝城縣文明鄉沙洲村。4年前，
總書記就曾動情講述過發生在這個村

裏的一個故事。這是一次有故事的踏訪，也是
一次釋放豐富信息的考察。透過習近平湖南之
行第一天的行程，可以讀到豐富信息。

“解剖麻雀”式調研抓關鍵
當天下午，總書記的考察內容很多，從產

業到生活，從衞生室到小學，從紀念館到服務
中心……但地點基本上集中在同一個村。這一
幕，似曾相識。

去年4月15日，習近平曾換乘三種交通工
具、歷經7個小時專門到重慶石柱縣中益鄉華
溪村考察。總書記當時用了一個詞——“抽
查”，“就是想實地了解『兩不愁三保障』是
不是真落地。”總書記對教育、醫療、住房安
全等看得格外仔細。

今年4月，習近平在陝西安康市平利縣老縣
鎮錦屏社區考察時，也曾做過一次“解剖麻雀”
式的調研。他實地察看產業扶貧情況，到搬遷戶

家中走訪，還去了衞生院、中心小學。這幾次考
察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對標“兩不愁三保
障”，瞄準突出問題和薄弱環節進行調研。

“不怕路遠，哪怕一天只看一個點，也要
看到真貧。只有看到中國貧困的真實狀況，我
們才能作出正確的決策。”這樣的理念，總書
記一以貫之。

收官之年決戰脫貧攻堅
今年是決戰脫貧攻堅的收官之年，精準扶

貧是打贏這場硬仗的重要方略。而“精準扶
貧”的重要思想，正是七年前習近平總書記在
湖南考察時提出的。2013年11月3日，習近平
在湘西花垣縣十八洞村說，“把工作要做細，
實事求是、因地制宜、分類指導、精準扶
貧。”精準扶貧的理念由此傳遍全國。

今年以來，面對新冠肺炎疫情這一道“加
試題”，總書記重申，鄭重承諾必須如期實
現，沒有任何退路和彈性。他尤其強調，要鞏
固脫貧攻堅成果，要接續推進全面脫貧與鄉村
振興有效銜接。

從2013年到2020年，從湘西十八洞村到
湘南沙洲村，兩個普通的湖南村莊在中國脫貧

攻堅戰的宏闊戰局中熠熠生輝，成為總書記指
揮這場戰役的重要落子。

“半條被子”：與人民風雨同舟
四年前，在紀念紅軍長征勝利80周年大會

上，總書記既講了沙洲村“半條被子”的故事，
也講了這個故事留給今人的啟示：同人民風雨同
舟、血脈相通、生死與共，是中國共產黨和紅軍
取得長征勝利的根本保證，也是我們戰勝一切困
難和風險的根本保證。

早在2011年在湖南調研期間，習近平就提出
這樣的論斷：革命傳統資源是我們黨的寶貴精神
財富，每一個紅色旅遊景點都是一個常學常新的
生動課堂，蘊含着豐富的政治智慧和道德滋養。
沙洲村的“半條被子”就是這樣的生動課堂。這
也是總書記專程來此的深意。

過去的8個多月，中國展開了一場驚心動魄的
抗疫大戰，經受了一場艱苦卓絕的歷史大考。在這
樣的背景下重溫“半條被子”的故事，激發的是更
強烈的共鳴，得到的是更深刻的啟示。今年以來，
總書記多次強調，中國共產黨根基在人民、血脈在
人民。“必須堅持人民至上、緊緊依靠人民、不斷
造福人民、牢牢植根人民。” ■央視新聞客戶端

16日，習近平總書記赴湖南考察調研。他在郴州市汝城縣文明瑤族鄉沙洲瑤族村“半
條被子的溫暖”專題陳列館、村服務中心和衞生
室、沙洲現代農旅示範基地、文明瑤族鄉第一片
小學，以及村民家中，了解當地開展紅色教育、
發展扶貧產業、鞏固脫貧成果等情況。在參觀專
題陳列展時，習近平指出，“半條被子的故事”
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的初心和本色，當年紅軍在
缺吃少穿、生死攸關的時候，還想着老百姓的冷
暖，真是一枝一葉總關情！老百姓也由此理解了
什麼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今天，我們
重溫這個故事，仍然倍受感動。要用好這樣的紅
色資源，講好紅色故事，搞好紅色教育，讓紅色
基因代代相傳。

考察瑤族村：“我來也是受教育”
在沙洲瑤族村，習近平還走進“半條被子的

故事”主人公徐解秀的後人——村民朱小紅家
中。朱小紅告訴習近平，他在景區當講解員，家
裏還開了農家樂，已經脫貧，生活越來越好。習
近平強調：“因為有老百姓的支持，我們黨才有
了光榮歷程、輝煌事業。你們家裏的變化也說明
一個道理，共產黨堅持為民本色，說到做到。”

隨後，習近平步行來到村子廣場，他對圍攏
過來的村民們說，中國共產黨人自己有一條棉被
也可以分半條給老百姓。建黨近百年不忘初心，
老百姓把共產黨看成是自家的黨，是老百姓的
黨。我今天到這裏來，也是受教育。我作為一名
共產黨員、作為一名共產黨的負責幹部，本身也
要不斷受教育、不斷受洗禮、不斷受啟示，履行
好我的職責，同14億中國人民在一起、同9,000
多萬黨員在一起，把我們國家建設得更好，讓我
們的老百姓更加開心、更加幸福。

調研馬欄山文創園嶽麓書院
17日，習近平來到了湖南省長沙市。他先後

來到山河智能裝備股份有限公司、馬欄山視頻文
創園、湖南大學嶽麓書院，考察當地發展先進製
造業和文化產業、加強和創新高校思想政治工
作、傳承弘揚優秀歷史文化情況。

習近平調研的嶽麓書院，位於湖南省長沙市
湘江西岸，是中國古代著名四大書院之一。書院
始建於北宋開寶九年（公元976年），一千餘年
來，這所譽滿海內外的著名學府，歷經宋、元、
明、清時勢變遷，迨及晚清（公元1903年）改制
為湖南高等學堂，1926年正式定名為湖南大學。

“千年學府，絃歌不絕”，嶽麓書院現在是全國
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習近平在長沙考察的馬欄山視頻文創產業
園，目前已經聚焦了各類文創企業2,000餘家，愛
奇藝、西瓜視頻、新浪、銀河酷娛等知名企業相
繼落戶。作為湖南省“創新引領、開放崛起”的
試驗田，近年來，馬欄山園區極其重視知識產權
體系的建設，通過建成知識產權服務平台，成立
馬欄山視聽節目國際版權交易中心、中國“V”鏈
數字資產交易中心和版權保護中心，舉辦版權保
護論壇等措施，積極創建國家版權保護示範區。

習近平考察的山河智能裝備股份有限公司，
是中南大學何清華教授領銜於1999年創辦，以長
沙為總部，以裝備製造為主業，在國內外具有一
定影響力的國際化企業集團 ，擁有員工5000餘
人 。作為國家高新技術企業代表，先後被授予
“國家認定企業技術中心” 、 “國家創新型試
點企業” 等稱號 。2020年1月24日，山河智
能與武漢蔡甸施工中心取得聯繫，1月24日馳援
火神山醫院後 ，又於1月28日將援建雷神山醫
院的設備運抵武漢，迅速投入使用。雷神山醫院
開建後，山河智能聯合湖北金剛山河對雷神山醫
院建設工地提供免費設備。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視點報道據新華視點報道，，

正在湖南考察調研正在湖南考察調研

的習近平總書記的習近平總書記，，

1717日來到長沙市日來到長沙市。。

他先後來到山河智他先後來到山河智

能裝備股份有限公能裝備股份有限公

司司、、馬欄山視頻文馬欄山視頻文

創園創園、、湖南大學嶽湖南大學嶽

麓書院麓書院，，考察當地考察當地

發展先進製造業和發展先進製造業和

文化產業文化產業、、加強和加強和

創新高校思想政治創新高校思想政治

工作工作、、傳承弘揚優傳承弘揚優

秀歷史文化情況秀歷史文化情況。。

■■習近平總書記習近平總書記1717日在湖南省日在湖南省
長沙市考察調研長沙市考察調研。。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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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民家門口逛故宮
民警鄉村辦攝影展

因拍攝故宮而出名的河南民警蘇唐

詩又做了件大事，17 日，他把“故

宮”搬進了村裏，讓村民足不出戶“逛

故宮”，體驗紫禁城春夏秋冬四季之

美。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蕊
河南報道 受訪者供圖

正值紫禁城600周年生日之際，蘇唐詩的“看
見，不一樣的故宮”攝影展由中共虞城縣委、

虞城縣人民政府結合脫貧攻堅，在河南省虞城縣郭
土樓村的文化廣場開展。此次展覽分春夏秋冬四個
部分，共40幅作品，寒來暑往，四季交替，訴說着
穿越百年的厚重與靜美。文化廣場前一位農村大爺
帶着孫子“逛故宮”，“太和殿”前，人們紛紛在
巨幅太和殿前拍照留念。村裏的老人激動地說：
“一輩子沒去過北京，沒想到在自己家門口就可以
逛一回故宮，還能在金鑾殿前拍個照！”

6年拍出3萬餘美圖
展覽現場，蘇唐詩還把一張張故宮照片送給了村

民，老人們、青年們開心地笑了。蘇唐詩表示，家鄉
很多鄉親父老沒去過北京，看看紫禁城是他們的願
望。“今天，能夠通過我個人的攝影作品，讓他們在
自己家門口領略紫禁城的恢弘氣象，感受中國傳統文
化的博大精深，讓紫禁城在600周年生日之際步入民
間，走進最基層，倍感自豪和幸福。”

蘇唐詩是河南虞城縣一名基層民警，他憑藉熱愛和
熱情、專注和專業，完成了連專職古建攝影師都幾乎很
難完成的任務。在6年時間裏，他往返商丘和北京40多

次，拍出3萬多張圖片。蘇唐詩幾乎熟悉故宮每個角落
的光線，記得每一種花開的時間，他拍出的紫禁城遼闊
細膩、磅礡魔幻、陰晴雨雪、寂靜歡喜……

據介紹，這是蘇唐詩攝影創作以來的首次展
覽，他表示，“雖然以後的路還長，但為百姓創作
的信念更加堅定了。”虞城是國家級貧困縣，2019
年5月該縣順利脫貧摘帽，貧困縣退出專項評估居
河南省第2位，縣域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排名從
2016年的全省第52位上升到2019年的第15位。物
質生活改善了，文化生活需求自然上升，本次攝影
展正是為滿足村民文化生活需求而舉辦。

單霽翔為畫冊寫序
今年年初，河南省商丘市虞城縣公安局民警蘇

唐詩拍攝的故宮照片刷爆網絡。他出版的《看見，
不一樣的故宮》畫冊收穫了素未謀面的前故宮博物
院院長單霽翔為他畫冊寫的序。在序言中，單霽翔
寫道：“我被眼前這些有關故宮的照片所打動，我
看到了已然落下神壇，走入人間的太和殿廣場，格
局恢宏依舊，卻多了些和藹可親；我看到了曾經深
不可測的皇宮庭院裏，一個穿着紅衣服的小女孩，
在媽媽面前撒歡奔跑……”

奶爸醫生孩子“塞”途人 原來是為救老人
近日，安徽阜陽一位66歲老人突然倒地不

起，醫生張雲鵬抱孩子恰巧路過，立刻上前，一
個動作讓網友紛紛點讚。

張雲鵬是安徽阜陽市五院老年科的一名醫
生。事發當天，他帶着孩子出門買藥，發現路邊一
名老人，坐在電瓶車上沒有反應，一位小女孩在旁
邊大喊“救命”。張雲鵬下意識停下腳步，在現場
觀察情況。1分鐘後，老人突然昏厥、不停抽搐，
來不及多想，張雲鵬趕緊把懷裏的孩子“塞”給離
他最近的一位女士後蹲地救人，並喊大家一起幫
忙。

張雲鵬招呼熱心市民找來筷子，放進老人嘴
裏，一方面為了開放氣道防止窒息，另一方面防止

老人再次咬傷自己，還有幾位熱心市民幫忙按住老
人，並不停拍打他的手臂，以刺激他恢復意識。終
於在120趕到的前1分鐘，老人慢慢停止抽搐，眼
神也逐漸恢復正常，所有人都鬆了一口氣。

這時，張雲鵬才從一旁女士手中接過已經哇
哇大哭的孩子，不停地安撫。事後，張雲鵬回憶
說，當時自己一心想着救人，一位大姐離他最近，
就順手把孩子交給了她，“不是親戚朋友，就是過
路的大姐”。

據了解，幫忙抱孩子的王女士是附近文具店
的老闆娘。王女士說，在120趕到之前，張雲鵬
一直在幫老人做心肺復甦，當時自己離他最近，
就幫他抱着孩子，孩子哭鬧很厲害，她的脖子被

抓破了好幾道印子。但王女士表示，不在意。由
於搶救及時，獲救老人洪大叔已脫離危險。

張雲鵬和好心人的舉動，網友們紛紛點讚：
“醫護人員的下意識行為值得讚揚”“在家能帶
娃，出門能救人”“有使命感的醫護人員”。

■中央廣電總台中國之聲

■■攝影展現場熱鬧非凡。

■■農村大媽在“太和殿”前留影。

■■農村大爺帶着孫子逛“故宮”。

■■蘇唐詩蘇唐詩（（左左））向村民介紹自己的攝影作品向村民介紹自己的攝影作品。。

■■一位農村大爺騎着單車從展覽照片前經過一位農村大爺騎着單車從展覽照片前經過。。

■ 張雲鵬
急忙之下把
懷裏的孩子
“塞”給路
人，義無反
顧蹲地去救
人。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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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Y家庭全科及急症

高 血 壓

糖 尿 病

高 血 脂

常見皮膚病

皮膚活檢

婦 科 病

兒 科 病

老年癡呆

骨質疏鬆

憂 鬱 症

感 冒

咽喉痛

鼻竇炎

腹 瀉

尿 路 炎

關節注射

動物抓咬傷

清創縫合

角膜異物清除

地址:6609 W Sam Houston PKWY S STE 98 Houston, TX 77072 (位於8號公路及百利大道東北角及Shell加油站旁廣場)

Tel:(832)433-7159

本診所自2014年起
週一、二、三、五、六： 8:30am - 5pm
週四、週日 公休 

顧瑛 醫學博士
美國家庭醫學會資格認可醫師
美國老年醫學會資歷任可醫師

主 治 急 症
體檢特價  體檢+化驗:$125
①+女科婦科、宮頸膜片+$45
②+男性前列腺表面抗原+$20

移 民 體 檢

D03FA_JY顧瑛567B_8

2020年9月18日（星期五）3 經濟中
國

■責任編輯：周文超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紹基

港匯續強又再觸及7.75強方兌換保證，香

港金管局17日再承接4億美元沽盤，向市場注

入31億元（港元，下同），預計下周一銀行體

系的結餘會增至2,140.57億元。事實上，港元

體系自從4月以來錄得超過1,300億元的淨資金

流入，反映香港國安法的立法及實施，美國取消

予香港所謂的特殊待遇等，並無影響到香港吸引

資金的能力，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仍然穩固。

資金6個月淨流入千三億
實施國安法 美國連串打壓無礙香港

金管局近日連續3日入市壓港匯，事實上，港匯
自今年4月以來一直逞強，金管局至今已44次

入市承接美元沽盤，累計已向銀行體系注入約1,400
億港元資金，令銀行體系結餘突破2,100億元大
關。之前很多聲音指，在訂立香港國安法後，資金
會大量撤走，但無論是香港國安法出台、香港被美
國多方面制裁，抑或是聯匯制度被揚言會受狙擊，
都影響不了資金流入香港的步伐。

金管局發言人17日表示，隨着季結臨近，加
上新股上市帶動資金需求，港元拆息比前些時候略
為上升，但仍處於較低水平。預料利息水平會繼續
主要受本地資金供求情況影響。港元體系自從4月
以來錄得超過1,300億港元的淨資金流入。香港銀
行體系流動性充裕，外匯及貨幣市場保持有序運
作。金管局會繼續監察市場情況，按照聯繫匯率制
度保持貨幣及金融穩定。

美聯儲議息後維持利率不變，美國聯邦公開
市場委員會最新的預測亦顯示至少在2023年底前
聯邦基金目標利率都可能處於目前水平。金管局發
言人指，這是市場預期之內的決定，這個政策方向
已反映在其8月公布的美國貨幣政策框架的檢討結
果裏。

美經濟差 繼續低息
雖然資金繼續湧入香港，但美國聯儲局不單

繼續奉行超低息政策至2023年，更重申將容忍通
脹一段時間，市場認為聯儲局的說法間接印證美國

經濟表現強差人意，不只美股大幅波動並倒跌，港
股也受累而最多跌過474點。

A股17日午喘定後，恒指收市前跌幅收窄，
全日挫384點收報24,340點，成交額1,180億元。
恒指科指跑輸大市，跌1.7%報7,301點，反而石油
股受惠油價升而逆市造好。

滙控7連跌 瀕穿30元關
重磅股騰訊跌1.4%，阿里巴巴挫1.9%，小米

更挫6.4%，是表現最差藍籌。金融股表現更令人
失望，一浪低於一浪的滙控，17日再挫2.7%報
30.9元，相較09年供股價28元，只差2.8元。滙控
七連跌後，已累挫6.4%，市值回落至6,393億元。
另外，友邦亦挫2.4%，港交所跌1.2%。

耀才證券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許繹彬表示，
雖然資金一直流入香港，但相信與資金部署抽新
股，以及美元繼續走弱有關，有關資金未必一定流
入市場，加上巨型新股招股前，市場一般會出現拉
鋸局面。此外，由於港股自今年3月低位21,139
點，至今已累積升超過3,500點，基金可能需評估
明年的疫後經濟情況，故恒指第四季再漲的幅度已
經很有限。

其他股份方面，多隻股份遭股東減持或配股
“抽水”，被主要股東減持的ESR挫5.3%，大額
配股的新高教則跌7.4%。石油股逆市上升，中海
油升2.2%，是藍籌中表現最好，中石油升0.8%，
惟中石化先升後倒跌0.3%。

■■熱錢持續流入香港熱錢持續流入香港，，惟惟
對股市支持不大對股市支持不大。。 中通社中通社

傳
快
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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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
上
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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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孔雯瓊上
海報道）又一互聯
網初創平台擬赴港
上市。市場消息
指，內地短視頻
APP快手正尋求在
香港進行IPO，集
資額有望達50億美元。據悉，快手背後的財
團包括騰訊和阿里系，公司估值目前已達500
億美元。對於上市傳聞，快手回應稱暫不予
置評。

據外媒The Information消息人士稱，快
手尋求最早在本年內或明年初於香港進行
IPO，公司估值500億美元，較去年同期翻
倍，發行規模和發行時間等細節可能仍會變
動。

視頻流量極高 3億用戶使用
快手擁有巨大的流量商業價值。據快手

大數據研究院發布的官方數據，自2019年7
月至2020年6月，有3億用戶在快手發布作
品，直播日活達1.7億。快手遊戲短視頻日活
超過9,000萬，二次元日活逾5,000萬，電商
日活突破1億。2020年8月，快手電商訂單量
超5億單，過去12個月其電商累計訂單總量
僅次於淘寶天貓、京東、拼多多。

內地研究機構時常將快手和其在內地最
大的競爭對手抖音作比較。東方證券認為，
快手和抖音兩個平台在變現方式上存在差
異，抖音流量集中度高在廣告變現方面做得
更好，快手流量集中度低，但用戶和創作者
信任度、互動性更高，在直播打賞變現、直
播電商方面走得更快。

直播交易規模僅次淘寶
網經社電子商務研究中心預測，從直播

交易規模的市場份額來看，2020年快手佔
25%的市場份額（僅次於淘寶直播的
40%），約為2,500億元（人民幣，下同）；
抖音佔20%，約2,000億元。中信證券分析得
出，從2019年1月至2020年6月，儘管抖音
月活用戶數（MAU）始終保持超過快手1億
左右的優勢，但快手、抖音雙方的MAU 環
比增速互有勝負。

另從快手發展歷程來看，2011年3月公
司成立，最初做GIF動圖生成工具。2012年
轉型進軍短視頻領域，2013年至2016年採取
了自然增長策略，至2016年底，抖音上線並
在用戶數量一年趕超快手。有了競爭對手
後，快手開始發力，2019年快速搭建架構，
定下3億日活用戶（DAU）目標，並在2020
年初達成目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
香港證監會17日公開譴責東亞銀行沒
有依監管規定分開存放客戶證券，並
罰款420萬港元。東亞17日發聲明回
應，董事會並不認為上述事件對該行
或其任何附屬公司業務或運作有任何
重大不利影響，又指該等違規行為涉
及處理兩個外部託管賬戶中的證券，
而該兩個賬戶已於2016年結束，亦無
造成任何客戶損失。

證監會表示，在接獲金管局轉介
及東亞自行報告有關事件後進行調
查，發現東亞在2003年 4月 1日至
2016年12月5日期間，沒有將分別存
放於兩名外部保管人所維持的賬戶內
的客戶證券與自營證券分開保管，又
指雖然東亞在其內部電子會計記錄內
已識別出有關客戶證券，但該行沒有
遵守有關持牌法團須將客戶證券保管
在被指定為信託賬戶或客戶賬戶的獨
立賬戶內的監管規定。

東亞違規
遭證監罰42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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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勞保年改原預定今年底前登場
，但年改方向包括溯及既往及調整所得提代率
曝光後，勞工強烈反彈。勞動昨聲明，勞保年
改沒有具體時間表，行政院長蘇貞昌今也表示
，政府不倒，勞保就不會倒。對於政院部會表
態，網友不領情狂酸， 「詐騙掏空集團不倒，
人民百姓不會好」。

行政院長蘇貞昌今(18)日赴立院，被問到勞
保年金改革。他說，勞工是對國家有重大貢獻
，政府對勞工非常尊敬與感謝，對勞保一定會
負起最後的責任，請勞工朋友知道，政府如果
沒有倒，勞保就不會倒。

聽到閣揆掛保證，網友不領情也不相信，
「問題是老百姓會先倒啊！」、 「不會倒，但

卻要多繳很多，也只能領個幾毛，那跟倒有什
麼兩樣？」、 「前幾天不是天天說要倒了，怎
麼會碰到毒豬進口又变成政府不會倒了」、
「他是說勞保不會倒，又沒說不會減勞工退休

金。不會提高勞保費」、 「詐騙掏空集團不倒
，人民百姓不會好」。

勞動部昨晚也發出聲明指出，考量近期社
會對勞保年金改革意見分岐，差異過大，原訂
最快年底前提出改革方向規劃暫緩，目前無任
何具體期程。勞動部長許銘春說，請大家放心
，政府會掖注財源，一定負起最後的給付責任
。

對於勞動部長先放風聲勞保年改，卻又改
口延期沒有時間表，網友紛紛留言， 「笑死，
連方案都沒提就縮了」、 「縮了 說好的烏紗帽
」、 「所以咧？我們要謝主隆恩嗎？」、 「先
放點風聲，看看風向。反彈不大就繼續黑白修
。反彈大就龜縮」、 「勞保年改動到綠營基本
盤了，心生恐懼了」、 「有萊豬的前車之鑑，
只怕會先斬後奏」、 「勞保年金比基本工資還
低，生活早就發生問題了！還有被打折的空間
嗎？」

年底勞保年改為何喊卡？
網酸：動到綠營基本盤了

觀光部落嘉年華今起登場
林佳龍：安心旅遊努力推到10月底

（中央社）第七屆台灣部落觀光嘉年華於9
月18日至20日，於松山文創園區五號庫盛大展
開，交通部長林佳龍今致詞時表示，交通部推
出安心旅遊，會努力推到10月底，鼓勵大家休
假到部落旅遊，體驗特殊文化和生態。

台灣部落觀光嘉年華今起日至20日登場，
相較於過往，今年除結合原住民族委員會、勞
動部勞政部營建署、行政院農業委員林務局等
單位，以及觀光局轄區內原住民國家風景區管
理處，共同展現其推動部落觀光旅遊成果，配
合脊梁山脈旅遊年，以山林為主題，展現16族
的部落風貌及文化藝術風采，並推薦各種部落
經典遊程供大眾選擇。

交通部長林佳龍表示，，觀光旅遊是一種
體驗經濟，越在地越國際，國際觀光客來台，
我們會告訴他們台灣特色，台灣最大特色就是
美麗寶島的原住民族，也是南島文化發源地，
隨台灣民主化，原住民稱呼也在變化，到現在
，原住民是這個土地的主人，有了解和尊重，
台灣是多元族群可以和平共榮的寶島，也是台
灣觀光和國際行銷最大特色。

林佳龍說，台灣部落觀光嘉年華每個部落
和原住民族，都有特殊文化，都將表現在所有
攤位的呈現，台灣觀光對國際遊客來說，美食
是最被感受到特色，還有風景，結合在地特色
體驗，部落觀光結合特有生態文化，最有賣點

。
林佳龍強調，現在面臨疫情期間，年推山

脈旅遊，到部落去旅遊最安全，也有出國感覺
，平常大家住都市，觀光局推出的安心旅遊會
努力把它到十月底，還有一點時間，大家休個
假，到部落去旅遊，一定會有療癒，也可以體
驗到特殊文化或生態。

台灣部落觀光嘉年華為期3天，規畫許多主
題區，包括品嘗道地美食的 「原汁原味-美食區
」、適合親子共創DY手作體驗的 「原來如此-
故事手作區」、景區部落及步道介紹、商品展
售的 「部落文創伴手禮區」、展示各機關協助
部落成果的 「成果展示-政府單位區」、現場展

售部落遊程的 「歡迎來作客-旅行社區」，並邀
請張文松先生以畫展方式呈現台灣部落特色文
化，細刻畫部落服飾的 「16族油畫展區」。

另現場3天也安排了許多精彩活動，如各部
落的歌舞表演、集戳章拿好禮、現場抽獎等多
項精彩活動，並邀請泰雅原舞工坊、新世紀文
化藝術團以及知名歌手梁文音、羅美玲現場演
出，透過繪畫、樂舞、美食和工藝，讓大家看
見台灣原住民多元的魅力，在台北就能搶先體
驗台灣原住民族部落的熱情，到部落作客。

藝起求生｜大火+疫情讓紙風車虧7千萬
李永豐：工地秀尾牙全面開張養活自己

（中央社）今年6月6日，正值疫情管制逐
漸解封之際，紙風車劇團位於新北市八里的道
具存放工廠遭遇祝融肆虐，累積28年的舞台道
具全付之一炬，損失高達5千萬元；加上上半年
因疫情而取消的場次，兩者累積虧損高達7千萬
元。但即便如此，紙風車劇團仍決定要靠自己
的力量站起來，不設專戶募款，僅向政府申請
補助和向銀行貸款。執行長李永豐說： 「我要
讓從事表演藝術的工作者知道，從事這行是絕
對可以養活自己的！」

紙風車劇團位於八里區渡船頭路7之7號的
「風之藝術工作室」，其中存放劇團的燈光、

音響、服裝、道具、佈景等，遭遇大火後引發
各界關注。因原址為違建、無法重建，包括新

北市、桃園市政府等都積極爭取紙風車劇團設
址，文化部長李永得則提出希望未來籌建文化
倉儲物流園區，讓文化界可有效率解決道具庫
存等儲存問題。

火災發生後，因各界關心紙風車劇團營運
的聲音很多，劇團聽聞有人利用假帳號詐騙民
眾的愛心，因此只有被動在官網上公告帳號，
並呼籲大家進場看戲或申辦紙風車認同卡的方
式支持。日前李永豐和導演吳念真搭高鐵南下
，還遇到熱心民眾下車前，快速遞給他們一份
用衛生紙包著的數張千元大鈔表達支持，讓他
們相當感謝。

李永豐說，火災發生後，有許多地方政府
、企業、銀行表達幫忙意願，甚至有企業直接

開口說要捐1千萬元，都被他婉謝。李解釋，只
靠捐款來維持劇團並不健康，他想要讓從事表
演藝術工作的人知道， 「從事這行絕對可以衣
食無憂、養活自己」，在疫情下還有很多非營
利組織比紙風車更需要錢，因此他決定不設專
戶募款， 「靠自己能力賺錢、養活自己」；
「如果想要幫忙紙風車，就走進劇場來看戲」

， 「所以紙風車現在工地秀、尾牙，全面開張
！」

要靠自己的力量，除了演出外也要靠銀行
、政府幫忙。在文化部長李永得牽線下，由高
雄銀行出面提供給紙風車劇團 5 千萬元、利率
1%的中長期貸款。另外2千萬多元的缺口，紙
風車也已向文化部申請急難紓困，正等待最後

的審議結果。
大火燒掉倉庫後，紙風車目前已在八里另

外找到租用的臨時廠房，各項道具也在加緊
「做回來」。任建誠說，目前包括基隆、新北

、桃園等縣市政府都有表達希望紙風車能來設
倉庫的意願，各場地都有優缺點，需要從長計
議；他評估至少要花2、3年以上來重建。

任建誠說，紙風車仍沒有放棄推出吸引民
眾進場看戲的作法， 「今年對所有藝文團體是
很混亂的一年，會以變動的態度面對變動的環
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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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台灣有許多弱勢兒童沒有機會到
育樂場所遊玩，甚至被遺忘在看不見的角落，樂
飛樂園秉持著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的想法，
特與長期耕耘公益活動的基隆市議員張秉鈞、陳
宜攜手傳遞溫暖，免費邀請玩遊樂區，現場更提
供基隆世紀蛋糕餐盒，及市議員張秉鈞贈送的60
個櫻桃蛋糕毛巾，讓參與活動弱勢兒童、家屬和
照顧者都相當開心。

張秉鈞說，為了讓基隆弱勢家庭子女有機會
來親子遊樂園玩耍，特邀基隆家扶中心、基隆區
伊甸基金會帶著弱勢家庭及身心障礙兒童參加，
盼能讓所有參與者都能留下難忘的回憶，感受到

社會的溫暖。
張秉鈞同時表示，透過活動的舉辦，現場能

看到孩童臉上洋溢著幸福的笑容，心中更是滿足
欣慰。未來將號召更多團體共同舉辦活動，一起
來為這群小天使們爭取更多創造美好童年回憶。

陳宜希望透過社會責任的力量，除了幫助弱
勢孩童吃飽穿暖接受教育 之外，也應助他們擁有
育樂的權利，她說，孩子和家長到遊樂園玩，能
暫時放下平日辛苦重擔，對孩子而言，是最大的
幸福。有機會和自己的孩子一起來玩 一方面促進
親子之間的情感，也讓彼此擁有共同美好的回憶
。

基隆育樂場所攜手市議員辦親子公益活動基隆育樂場所攜手市議員辦親子公益活動

邀請弱勢孩童暢玩樂園邀請弱勢孩童暢玩樂園

（中央社）我國將於明年1月1日開放含萊
克多巴胺（瘦肉精）美豬、30月齡以上美牛進
口，中央畜產會今再度邀集各地養豬協會於台
北商討百億養豬基金運用8大方向，中華民國養
豬協會常務監事林承德說，今天的重點就是希
望能雙贏，產業能生存，政府也保有立場，看
今天是否能有結論，但至少希望達成全國毛豬
交易均價65元以上。

林承德表示，豬農最憂心的就是價格，而
當豬價崩盤時，政府要直接出手，由中央畜產
會進行屠宰冷凍，但政府在豬隻屠宰方面進行
調整時，不能委託冷凍廠處理，因屠宰數量有
限，應該找一家 「專門」配合的冷凍廠，不然
當需處理的屠宰數量比冷凍廠多500頭豬時，相
對市場就少500頭，市場就會失衡，無法幫助豬
農。

♦農委會：尚未聽說有豬農打算領錢離牧
是否有豬農打算退出養豬圈？林承德表示

， 「目前沒有聽到」，因應氣候變遷等各方面
導致豬隻養不好，退出是自己競爭力不夠，當
然有一些小型的養豬場可能想要拿一筆錢離牧
，但政府的政策中沒有這一個選項。

農委會副主委黃金城則說，今天就是針對
上周三（9/9）提到的百億基金8大用途再進行
細節討論確認，如希望穩定豬隻拍賣價維持在
70至80元間，豬隻死亡保險500頭以下保費政
府吸收，500頭以上從原本政府補助3至7成，

再向上提高1成，來到4至8成間，頭數越高政
府補助越少。

黃金城也說，若豬農的豬養得好，育成率能達9
成，成本可能不到60元，但全台養豬不分飼養
狀況好壞，平均成本則來到65元，所以要讓拍
賣價維持在65元以上。

由於豬隻數量影響價格，需求旺季如中元
節、端午節不須進行調節處理，但每年農曆年
過完有常態性淡季，天氣也不熱，飼養狀況好
，豬隻會有過剩情形，除了控制台糖的豬隻供
應量外，還有出口、淘汰母豬等作為，但出口
會有數量上的限制，如淡季每日最多1000頭、
旺季不超過1000頭，目前常態性供應澳門分切
肉及小乳豬。

黃金城坦言，若拍賣價低於65或70元，對
豬農就沒有利潤， 「誰願意做沒有利潤的（生
意）？」，假設1頭豬100公斤，成本65元，賣
70 元，養一頭豬才賺 500 元，還是要維持合理
利潤給豬農，但維持價格 「不採收購模式」。

♦中央畜產會：任何經貿談判必須保護養
豬業

會議於今13時結束。除了上述的穩定豬價
問題，黃金城受訪時表示，最主要的問題在於
未來養豬產業的永續發展遭遇到的困境，剛好
透過這次機會處理解決，如污水處理、養殖登
記證、養豬頭數過多如何去化及出口等狀況。

黃金城說明，過去豬農在養殖登記證面臨
到地方政府換證時，因考量民眾對於養豬場有
味道等觀感不佳狀況，導致每4年換證不順利，
農委會答應未來1個月內跟地方政府協調，將程
序簡化；至於污水排放，經處理後能排放到農
田灌溉，而非排放到大排內，也希望未來1個月
跨部會會議與環保署做協調。

中央畜產會董事長林聰賢則說，養豬產業
對民生不可或缺，在畜牧業中產值也非常高，
最重要的結論就是政府在談論任何經貿談判時
，一定要保護養豬產業，而這次也提出具體相
關政策如百億基金，所以業者目前遇到的困難
，還是在於行政流程的限制，希望跨部會一次
談養豬產業困境，大家也希望如同口罩有國家
隊一樣、養豬產業也建立國家隊，把台灣豬當
成西班牙伊比利豬品牌推動。

中華民國養豬協會副理事長楊杰表示，該
會立場還是不支持、甚至反對瘦肉精等帶有健
康疑慮的肉品進入台灣市場，但仍感謝政府重
視養豬產業，願意挹注資源協助提升競爭力、
改善設備，但最重要還是產業永續經營，希望
透過這次總統積極處理經營窘境，如用地、畜
舍、證照變更等問題，使地方跟中央在政策上

能協調一致，讓產業能交棒2代、3代。
♦消費者如何辨識？ 「產地是美國 心裡

就有數」
有媒體提問，開放後不論美豬是否含瘦肉

精皆可進來，消費者怎麼辨識？黃金城回應：
「只要看到（產地是）美國心裡就有數了。」

林承德補充 「意思（是）美國（豬）不能吃」
，黃金城則立刻再回 「我不能這樣講，但加拿
大產品不含瘦肉精，所以標加拿大就沒有瘦肉
精問題，由於無法區分美豬到底有沒有含瘦肉
精，所以標示美國，消費者就有選擇的權利」
。

黃金城也說，肉品進口來台後，進入到那
些中盤商，中盤商再販售給哪些加工場，加工
後的產品跑到哪些商店、路邊攤、餐廳，未來
會有一個追蹤平台可控管，因業者要進行肉品
流向申報，但最重要的還是產品要標示豬肉來
源，如美國、加拿大還是西班牙進口。

由於豬肉非管制商品，過去加拿大不含瘦
肉精豬肉進來台灣，也沒有數量管制，且到岸
價格每公斤只有61.3元，但台灣豬仍維持國內
90%占比。黃金城認為，明年美豬進入台灣，也
會是同樣狀況。

開放美豬牛｜豬協今北上開會護生計
盼豬價可保證每公斤破65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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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I03-ITC_形象_C_80

辦公室招租  Office for Rent
●位置極佳，近中國城5分鐘.
●環境高雅，安全安靜，包水電，免費高速網絡，辦公傢具
●有大型停車場。
●Great location, 5 minutes drive from Chinatown.
●Safe and quiet work place with water and electricity, 
    free high-speed Internet, office furniture. 
●There has a large parking lot.

舉辦活動最佳地點  Event rental
●場地寬敞 設備齊全 
●有大型停車場。
●The great location to host various of events in Chinatown area.
●Spacious place with a large parking lot.

辦公室招租  Office for Rent
●位置極佳，近中國城5分鐘.
●環境高雅，安全安靜，包水電，免費高速網絡，辦公傢具
●有大型停車場。
●Great location, 5 minutes drive from Chinatown.
●Safe and quiet work place with water and electricity, 
    free high-speed Internet, office furniture. 
●There has a large parking lot.

舉辦活動最佳地點  Event rental
●場地寬敞 設備齊全 
●有大型停車場。
●The great location to host various of events in Chinatown area.
●Spacious place with a large parking lot.

1010//3131國慶晚宴取消通知國慶晚宴取消通知
(本報訊)感謝大家對國慶系列活動的支持，因疫情一直沒有緩解

跡象，為遵守德州政府室內集會規定，減少病毒感染機會。國慶籌
備會決定取消原訂於10月31日在Lambo Ballroom舉行的國慶晚宴活
動。其餘國慶系列活動仍將按原計劃舉行並利用YouTube Live現場直

播與全球僑胞分享我們休士頓全僑慶祝雙十國慶的喜悅和熱情。竭
誠歡迎您上網參與並轉傳我們的活動連結。

20202020年十月十一日下午兩點健康食療講座預告年十月十一日下午兩點健康食療講座預告

親愛的會員，
大家好！附寄上十月十一日健康食療講

座 "食在好健康、提升免疫力” 海報和預告
視頻。請點擊以下鏈接、了解健康食療講座

大綱預告。
https://youtu.be/ut0fYqNoC3g
因為疫情時期、十月十一日健康食療講

座將會在網路上進行。您可以在家上網參加

講座、並可以直接向主講人提問。請在十月
十一日下午兩點點擊以下鏈接:

https://youtu.be/E2gxkRDk-Do
請大家踴躍参加。

 休⼠頓全僑慶祝中華民國 109 年雙⼗國慶活動⼀覽表 
 

活 動 項 ⽬ ⽇ 期 時 間 地 點 主辦單位/社團 負責⼈ 

國慶系列活動開幕典禮 9/12 (星期六) 10:00am 僑教中⼼前廣場 國慶籌備會 何怡中 

國慶返國致敬團授旗典禮 9/12 (星期六) 11:00am 僑教中⼼前廣場 
世界華⼈⼯商婦⼥企管協會美南分會 

華僑救國聯合總會美南休⼠頓分會 

洪良冰 

李迎霞 

國慶名家書法繪畫藝術聯展 9/12 ~ 9/27 
10am ~ 4pm 

開幕 9/12, 11:30am 
僑教中⼼展覽室 休⼠頓台灣松年學院 許勝弘 

雙⼗台灣特⾊美⾷網 9/13 (星期⽇) 2pm ~ 4pm Campbell Learning 
Center 世界華⼈⼯商婦⼥企管協會美南分會 洪良冰 

國慶醫療講座 9/19 (星期六) 2pm ~ 3pm 僑教中⼼ 203室 安良⼯商會休⼠頓分會、世界廣東同鄉會 江麗君 

國慶寶島露天電影院 9/25 & 9/26 6pm ~ 10:30pm 僑教中⼼後停⾞場 國慶籌備會、美南台灣旅館公會 何怡中 

國慶盃⾼爾夫球賽 9/26 (星期六) 1pm ~ 5pm 
El Dorado@Quail Valley 

Golf Court 休⼠頓台灣松年學院、恆豐銀⾏ 許勝弘 

國慶寶⽯能量講座 9/27 (星期⽇) 1pm ~ 3pm 僑教中⼼⼤禮堂 休⼠頓台灣同鄉聯誼會 馮啟豐 

國慶⼩花博 9/27 (星期⽇) 3pm ~ 5pm 僑教中⼼⼤禮堂 三民主義⼤同盟、國⽴師範⼤學校友會 ⿈以法 

國慶壁報展－我愛台灣 10/1 ~ 10/31 10am ~ 4pm 僑教中⼼⽂化⾛廊 休⼠頓中⽂學校聯誼會 林琬真 

雙⼗中秋賞⽉健⾏ 10/2 (星期五) 6pm ~ 8pm Oyster Creek Park & Trail 美南藝⽂社、糖城臺聯會 王妍霞 陳煥澤 

國慶花藝展覽 10/3 & 10/4 10am ~ 4pm 僑教中⼼⼤禮堂 休⼠頓台灣松年學院 許勝弘 

國慶休台愛⾶揚 10/8 ~ 10/31  
YouTube.com, 

Lambo Ballroom 休台姊妹會 Amy Coburn 

國慶升旗典禮 

國慶茶會 
10/10 (星期六) 10:00am 僑教中⼼前廣場 

國慶籌備會 
協辦：榮光會、FASCA、同源會、中華公所、北⼀⼥校友會 

華僑協會、⼤專校聯會、糖城臺聯會、重型機⾞俱樂部 
何怡中 

影⾳多媒體競賽 

看⾒台灣∼發現台灣之美 

10/10 (星期六) 頒獎典禮 

競賽⽇期：9/1 ~ 9/30 

11:00am 僑教中⼼前廣場 休⼠頓華商經貿聯誼會 ⿈春蘭 

國慶寶島客家⽂物⾵情展 10/10 ~ 10/20 
10am ~ 4pm 

開幕 10/10, 11:30am 
僑教中⼼展覽室 休⼠頓客家會 馮啟豐 

雙⼗養⽣健⾝體操 10/10 (星期六) 11:15am 僑教中⼼前廣場 中華⽂化養⽣班 (德藝隊) 許三妹 

國慶健康講座 10/11 (星期⽇) 2pm ~ 4pm 僑教中⼼⼤禮堂 中華⽼⼈服務協會 趙婉兒 

國慶職場精英論壇 10/17, 10/24, 10/31  網路視頻 JCCAA 美南⼤專校聯會 劉美玲 

國慶特刊    國慶籌備會 何怡中 

 

 休⼠頓全僑慶祝中華民國 109 年雙⼗國慶活動⼀覽表 
 

活 動 項 ⽬ ⽇ 期 時 間 地 點 主辦單位/社團 負責⼈ 

國慶系列活動開幕典禮 9/12 (星期六) 10:00am 僑教中⼼前廣場 國慶籌備會 何怡中 

國慶返國致敬團授旗典禮 9/12 (星期六) 11:00am 僑教中⼼前廣場 
世界華⼈⼯商婦⼥企管協會美南分會 

華僑救國聯合總會美南休⼠頓分會 

洪良冰 

李迎霞 

國慶名家書法繪畫藝術聯展 9/12 ~ 9/27 
10am ~ 4pm 

開幕 9/12, 11:30am 
僑教中⼼展覽室 休⼠頓台灣松年學院 許勝弘 

雙⼗台灣特⾊美⾷網 9/13 (星期⽇) 2pm ~ 4pm Campbell Learning 
Center 世界華⼈⼯商婦⼥企管協會美南分會 洪良冰 

國慶醫療講座 9/19 (星期六) 2pm ~ 3pm 僑教中⼼ 203室 安良⼯商會休⼠頓分會、世界廣東同鄉會 江麗君 

國慶寶島露天電影院 9/25 & 9/26 6pm ~ 10:30pm 僑教中⼼後停⾞場 國慶籌備會、美南台灣旅館公會 何怡中 

國慶盃⾼爾夫球賽 9/26 (星期六) 1pm ~ 5pm 
El Dorado@Quail Valley 

Golf Court 休⼠頓台灣松年學院、恆豐銀⾏ 許勝弘 

國慶寶⽯能量講座 9/27 (星期⽇) 1pm ~ 3pm 僑教中⼼⼤禮堂 休⼠頓台灣同鄉聯誼會 馮啟豐 

國慶⼩花博 9/27 (星期⽇) 3pm ~ 5pm 僑教中⼼⼤禮堂 三民主義⼤同盟、國⽴師範⼤學校友會 ⿈以法 

國慶壁報展－我愛台灣 10/1 ~ 10/31 10am ~ 4pm 僑教中⼼⽂化⾛廊 休⼠頓中⽂學校聯誼會 林琬真 

雙⼗中秋賞⽉健⾏ 10/2 (星期五) 6pm ~ 8pm Oyster Creek Park & Trail 美南藝⽂社、糖城臺聯會 王妍霞 陳煥澤 

國慶花藝展覽 10/3 & 10/4 10am ~ 4pm 僑教中⼼⼤禮堂 休⼠頓台灣松年學院 許勝弘 

國慶休台愛⾶揚 10/8 ~ 10/31  
YouTube.com, 

Lambo Ballroom 休台姊妹會 Amy Coburn 

國慶升旗典禮 

國慶茶會 
10/10 (星期六) 10:00am 僑教中⼼前廣場 

國慶籌備會 
協辦：榮光會、FASCA、同源會、中華公所、北⼀⼥校友會 

華僑協會、⼤專校聯會、糖城臺聯會、重型機⾞俱樂部 
何怡中 

影⾳多媒體競賽 

看⾒台灣∼發現台灣之美 

10/10 (星期六) 頒獎典禮 

競賽⽇期：9/1 ~ 9/30 

11:00am 僑教中⼼前廣場 休⼠頓華商經貿聯誼會 ⿈春蘭 

國慶寶島客家⽂物⾵情展 10/10 ~ 10/20 
10am ~ 4pm 

開幕 10/10, 11:30am 
僑教中⼼展覽室 休⼠頓客家會 馮啟豐 

雙⼗養⽣健⾝體操 10/10 (星期六) 11:15am 僑教中⼼前廣場 中華⽂化養⽣班 (德藝隊) 許三妹 

國慶健康講座 10/11 (星期⽇) 2pm ~ 4pm 僑教中⼼⼤禮堂 中華⽼⼈服務協會 趙婉兒 

國慶職場精英論壇 10/17, 10/24, 10/31  網路視頻 JCCAA 美南⼤專校聯會 劉美玲 

國慶特刊    國慶籌備會 何怡中 

 

 

 

 

 

 

 

 

 

 

 

 

 

 

 

時間:2020 年 10 月 11 日，星期日，下午兩點至四點 

地點:僑教中心大礼堂 

歡迎踴躍参加。現塲直播鏈接: https://youtu.be/E2gxkRDk-Do 

                        (請注意字母的大寫和小寫) 
 

慶祝中華民國 109 年雙十國慶健康食療講座 
 

主題:“食” 在好健康、提升免疫力。 

主講人: 鄧雅如女士(德州合格社區健康工作者 Community Health Worker) 

主辦單位: 休士頓中華老人服務協會  
 

壓力過度，季節交替常常造成人體免疫力下降，其實不當的飲食也會傷害人體的自

我保護機制。特別目前在疫情期間增強免疫可以抵抗病毐的感染。優質的飲食不代

表要傷荷包，從日常的飲食習慣上實踐幾個健康的原則，也能增強人體免疫力。 

良好營養和飲食的十大好處: 

1. 不良飲食會減少幸福  2.不健康是要付出昂貴的代價 

3. 幫助您控制健康體重  4.維持您的免疫系統 

5. 延緩衰老的影響   6.提供你能量 

7. 降低患慢性病的風險  8.健康飲食對您的情緒有積極影響 

9. 提升你精神集中  10.健康的飲食習慣可以延長您的壽命 

 

 

 

 

休士頓兒童合唱團招收新團員休士頓兒童合唱團招收新團員
休士頓兒童合唱團成立於1989年，三

十多年來曾數次為美國總統獻唱，並造訪
世界十多個國家，同時數次參與紐約
Carnegie Hall 的演出，甚獲好評。指揮
Stephen Roddy 先生歡迎喜愛歌唱的孩子們
一起來歡唱喔！凡是上小學二年級和三年

級的孩童們不必參加甄試可直接參與初級
班的訓練課程；四年級至八年級的的學生
，可經甄試通過後參加菁英班的團練。

練 唱 地 點 ： St. Matthew Lutheran
Church, 5315 Main St. Houston, TX77004.

練唱時間：初級班週日下午2:15-3:15

；菁英班週日下午2:00-4:00.
詳情請上網 www.houstonchildren.org

或電話聯絡713-650-3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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