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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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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您欲罷不能的煲仔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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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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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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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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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休斯敦九月二十四日專訊）幾內亞駐
美國大使楊森今天轉達一份孔戴總統之正式外交

文件，頒佈任命美南傳媒及休斯敦
國際貿易中心主席李蔚華為幾內亞
駐休斯敦名譽總領事，並將在近期
正式成立總領事館，為幾內亞開展
在美南各州之文化教育經濟交流工
作。

楊森大使在信函中表示，奉孔戴總統去年到
美國歷史性之正式訪問，我們非常欣慰奉告，徵

得美國國務院之同意正式任命閣下為幾內亞駐休
斯敦名譽總領事，並享有有關之外交特權。

我們在此表示熱烈之祝賀並感謝您對促進和
幾內亞合作之意願，並期盼早日訂定今後開展工
作之計劃。

李蔚華總領事為美南傳媒集團及國際貿易中
心創辦人，並擔任國際區區長，當去年九月十六
日孔戴總統率同二十四名部長接受李總領事之歡

迎宴會，商談德州與非洲雙方合作事項。
幾內亞位於西非西岸，北鄰幾內亞比紹，西

瀕大西洋人口一千七百萬人，經濟以農業礦業為
主，其中鋁礦存量世界第一，是西非三大河流發
源地，可耕地六百萬公頃，其中百分之八十未開
墾，農業發展條件得天獨厚。

推動非洲及德州经貿文化關係推動非洲及德州经貿文化關係
幾內亞總統孔戴任命美南集團主席李蔚華為駐德州休斯敦名譽總領事幾內亞總統孔戴任命美南集團主席李蔚華為駐德州休斯敦名譽總領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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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發新商家

免費刊登商家地址電話免費刊登商家地址電話

Free Listing
Free Listing

廣告版位，自即日起

     
廣告版位，自即日起

HOUSTON

開始預約開始預約

2021年
休士頓黃頁

開始召集廣告 

2021年
休士頓黃頁

開始召集廣告 

歡迎來電咨詢

TEL 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FAX 傳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lient's Name 客戶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mail 電郵   

2021 Houston Travel Guide AD as below. 
Please SIGN the proof & return with payment befor deadline, Thank You

   休士頓黃頁廣告稿如下: 簽名後寄回此稿,  
   同時支付全額廣告費(恕不接受口頭訂單), 謝謝！

9/30Deadline
截稿時間:

Note 備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微信：AD7133021553
Email：cla@sc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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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
歡迎使用
觀看高清美南國際電視新聞台

任命一位女士繼任剛去世的美國自由派大
法官金斯伯格，這項行動在十一月三日大選迫
近之時 ，

引發了政黨及白宮間之緊張情勢，如果大
法官之任命成功，美國最高法院將把保守派大
法官佔有絶對優勢 ，也會導至今後在最高法院
之判決對自由派造成致命的傷害。

在白宮記者會上， 川普總統被問到是否可
以讓白宮政權順利交接時，他回答這要看當時
之情形而定 ，他對於目前已經在進行的通訊投

票表示極度不滿 ，但是共和黨方面保证，如果
民主黨勝出，一定會和平移交政權。

我們號稱是世界民主政治之典範，令人擔
憂的是總統之談話和大法官之仼命 ，正在考驗
我們全體選民之智慧。

國家面對之挑戰也是對世界和平的隱憂，
我們不知道在大選前政客們還有什麼險招，希
望大家拭目以待，疫情加上選情是二十一世紀
之大不幸。

美國新冠疫情日記美國新冠疫情日記99//2525//20202020

President Trump will nominate a woman as a
successor to the late Justice Ginsburg who died
last Friday of pancreatic cancer at age 87. With
only six weeks remaining before the election,
Republicans are pushing to move quickly on a
successor while Democrats want to keep the seat
open until after the election. Replacing the liberal
icon with a conservative jurist could further
entrench the high court’s rightward shift.

During a news conference, President Trump was
asked if he would commit to a peaceful transfer of
power whether he won or lost in November. He

replied, "Well, we will have to see what happens. I
have been complaining very strongly about the
ballots. The ballots are out of control, but
Congressional Republicans say they are
committed to a peaceful election process and
transfer of power if the Democrats win.”

Today our nation faces a lot of serious challenges.
With the national election coming soon, we as the
model for free democratic nations can't even
agree on what our leader said about the transfer
of power. When Republicans rush to nominate a
new justice for the Supreme Court, conservatives

and liberals will be
out of balance for
the important
issues that face our
country like the
Affordable Care Act
and the abortion
issue and we will
be faced with very
different results
from the highest
court in the land.

We urge the
Congress,
especially the
Senate, to make
the right decision
and to watch out
for the majority
interests of the
people.

The Battle On Capitol HillThe Battle On Capitol Hill大法官之任命大法官之任命 考驗選民之智慧考驗選民之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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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將在下月初訪韓
後，訪問日本並與日本、澳大利亞、印度舉行
「四方安全對話」（QUAD，Quadrilateral Se-

curity Dialogue）會議。不過，南韓外長康京和
25 日在出席亞洲協會（Asia Society）主辦的視
訊會議上，就韓方加入由美國主導的 「QUAD
」表明消極立場。

「QUAD」是由美、日、印、澳組成的多
邊安全協商機制，旨在於印度-太平洋地區牽
制大陸。但據韓聯社25日報導，康京和表示，
忽略他國利益美日印澳四國同盟的任何構想都
不是好主意，韓方未收到加入 「QUAD」的提
議。

康京和說，韓方願就特定事宜與各方進行
對話，但應認真思索（think very hard）為此結
盟是否有利於國家安全利益。她強調，韓方已
做好與遵循國際規範、持包容開放態度的任何
一方就具體事宜進行溝通的準備。

被問及南韓與陸美兩國均保持良好關係是
否有現實可行性時，康京和表示，選擇特定國
家無助於國家利益，韓美同盟是安全框架的
「錨樁」（anchor），大陸是韓方第一大貿易

夥伴。
南韓《朝鮮日報》25日也報導說，共享自

由民主等主要價值觀的美日印澳四國同盟
「QUAD」預計將在此次會議上鞏固對抗大陸

的同盟，探討應對戰略。在南韓缺席的情況下
，美國與對陸戰線成員國鞏固同盟關係的場面
將在日本上演。對此，南韓外交界有言論稱：

「南韓在中美之間一直持執著於保留立場，因
此缺席了主要多方協議體」， 「稍有不慎可能
會在美國盟國之間淪為孤家寡人。」

蓬佩奧將於10月7日對南韓進行為期兩天
一夜的訪問，期間可能會公開發表對陸施壓言
論。據推測，他與康京和會晤時，可能會要求
南韓積極協助反陸政策。據南韓外交消息人士
稱，美國正在構思將南韓等國納入 「QUAD」
的 「QUAD PLUS」體制。上月底，大陸派負
責外交事務的政治局委員楊潔篪訪韓，間接轉
達了 「不要站到美國那一邊」的訊息。

《朝鮮日報》指出，南韓政府不顧美國的
施壓，仍堅持 「安全站美國，經濟站中國」的
模糊立場。對此，一位前任高層外交官表示：
「上月，政府沒有出席美日韓防長會議，與美

日的關係愈發疏遠」， 「相反，加強了與中朝
俄的聯繫。」

蓬佩奧訪韓期間，可能還會拜訪南韓總統
文在寅。預計雙方還會圍繞青瓦台最關注的重
啟與北韓對話等問題，進行詳細商討。文在寅
23日在聯合國大會發表主旨演講時重提簽署終
戰宣言的問題，而蓬佩奧將在10月10日北韓勞
動黨建黨75周年之前來訪朝鮮半島，時間頗為
巧合，且外媒普遍猜測北韓屆時會在閱兵式上
展示洲際彈道飛彈（ICBM）等新型武器。預計
蓬佩奧此番訪問可能會向北韓釋放某種信息，
要求北韓對挑釁保持克制，敦促北韓回到對話
中來。

加入美日印澳同盟對話？韓態度消極
不願在陸美間選邊站

川普真的是愛上了白宮不想走了, 他批評
郵寄投票不公,再次拒絕承諾選輸後會和平移
交權力，他說他要視情況而定, 潛台詞就是:
他贏了就承認選舉,輸了就否認選舉, 這在美
國歷史上聞所未聞, 他把厚黑學發揮得淋漓盡
致, 使民主選舉蒙羞, 讓偉大之國（Land of
Greatness）更加墮落,而不是更加偉大!

其實川普口中一再批評的郵寄投票所滋
生的選舉欺詐，根本就是無中生有的事，因
為這種方式在美國行之多年，從未發生過重
大舞弊, 也沒有證據顯示存在欺詐問題,反而
可以提高投票率, 今年因疫情關係, 為避免病
毒感染, 各州採取郵寄投票合情、合理、合法
也不違憲，川普卻一再質疑那是民主黨對他
所施展的政治陰謀, 真是滑天下之大稽,試想
怎麼可能會有任何一位選務主管願意違法為
拜登作票呢?

反倒是川普所任命郵政總局長原本企圖
使郵寄延遲,但在遭到國會聽證監督後已放棄
了歹念, 所以選務應該是可以正常運作的。

在廿年前總統大選時共和黨人喬治布希
在與民主黨籍前副總統高爾對決時曾引發爭
議，結果由最高法院大法官做出布希獲勝的
裁決,當時支持高爾的大法官金斯伯格不幸在
幾天前去世, 她在臨終前還留下遺言不希望由
川普提名她的繼任者, 但川普卻急於提名一位
保守派大法官以便在大選結束時護衛他過關
，光是他的這個自私自利的理由,共和黨就不
應該在大選之前順從他的心意, 可惜現在就連
代表該黨良心的羅姆尼竟也同意大選之前任
命大法官,使最高法院內保守派與自由派大法
官人數比例變成6比3,屆時最高法院如果受理
選舉爭議訴訟，極有可能作出偏向川普的終
審裁決！

其實川普一再表現出拒絕移交權力的信
息已引起美國民眾的厭惡感, 而支持拜登的選
民更會凝聚向心力把票投出來, 因為大家都知
道,唯有讓拜登的選舉人票遙遙領先川普才可
以避免這一場總統大選的危機!

【李著華觀點: 愛上了白宮,川普真不想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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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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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在西方國家不斷對白俄羅

斯施加政治和軍事壓力背景下，俄羅斯

全力表明對白總統盧卡申科的支持。據

俄羅斯塔斯社20日報道，白俄羅斯自8

月份大選以來，反對派每周末都會在全

國舉行遊行示威活動。20日當天，數萬

人繼續在明斯克舉行遊行示威。同時，

白反對派領袖季哈諾夫斯卡婭21日將參

加在布魯塞爾舉行的歐盟外長會，討論

對白制裁措施。俄外交部發言人紮哈羅

娃19日表示，歐盟對白可能實施的制裁

違背了恢復穩定、建立對話以及緩解白

國內緊張局勢的初衷。白外長馬克伊稱，

白方已經準備好針對歐盟國家制裁的反

制清單，正在等待歐盟做出相關決定。

白內務部發言人20日宣布，前壹天參

加全國11場非法集會的人數不超過900人

。執法人員拘留了430名示威者，其中45

人仍在拘留中。而在全國舉行的14場支持

政府的集會則共有5.6萬人參加。同時，為

了應對20日反對派舉行的抗議活動，白強

力部門在明斯克總統官邸獨立宮前部署了

裝甲車輛和水炮。附近的廣場也部署了大

量的安全部門人員，並設置了鐵絲網。

白政治分析人士表示，城市中的抗

議活動正進壹步減弱，每天上街的人越

來越少。但西方國家已經意識到白國內

的抗議活動正在減少，國家經濟正在復

蘇。因此，抗議活動的策劃者將盡壹切可能

使行動激化，讓抗議活動變得更加激進。

白警方19日拘押部分明斯克“女性遊

行”的參與者後，反對派媒體公布了1000

多名安全部門官員的個人數據，並宣稱隨

著逮捕行動的持續，將會繼續發布數據，

並呼籲安全官員辭職。對此，白安全部門

表示，將盡快查出這些信息的泄露者，並

追究法律責任。

塔斯社報道稱，俄羅斯總統新聞秘

書佩斯科夫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俄

總統普京反復表示，俄白在聯盟國家框

架下的互信和尊重水平保證了兩國完全

互不幹涉彼此事務，同時還可以就迫切

問題交換意見。

俄國防部表示，在俄白“斯拉夫兄

弟情-2020”演習框架下，兩國特種部隊

當天在與波蘭鄰近的壹演習場進行了聯

合空降行動演練。此前，俄白兩國軍人

還演練了封鎖居民點、追蹤和消滅假想

恐怖分子的課目。這壹演習將持續到25

日。俄駐白大使19日表示，該演習不是

嚇唬任何人，這是對來自白鄰國的威脅

做出的明確反應。

“颶風級”氣旋風暴侵襲希臘
多地停電停課停航

綜合報導 截至當地時間9月18日下午，希臘西部的伊薩卡、凱法

利尼亞、紮金索斯等島嶼和部分大陸地區已經受到氣旋風暴“伊亞

諾斯”的強烈影響，局部地區出現了大面積停電、洪水、學校停課和輪

渡停航。

雅典國家天文臺已更新了危險天氣現象緊急公告。預計風暴在當地

時間19日淩晨到達首都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地區和埃維亞島等地，屆時這

些地區將有暴風雨。風暴將從當地時間19日中午起逐漸減弱。

根據雅典國家天文臺(EMY)的氣象數據，當地時間9月18日4點前

後，希臘西部海域的平均風速達到了90公裏每小時，氣旋“伊亞諾斯”

以最大風速超過80公裏每小時的大風襲擊了伊薩卡島、凱法利尼亞島、

紮金索斯島和西亞該亞地區。目前伊薩卡島，凱法利尼亞島，紮金索斯

島和希臘西部的三個大區，學校已封閉。

紮金索斯島和凱法利尼亞島上的許多村莊出現了用電問題。其中，

在凱法利尼亞島聖埃菲西米亞地區，許多道路被倒下的的樹木阻斷。消

防隊出動近40次，抽走道路上的積水，移除道路上的樹木，並將掉落的

電力電纜歸位。伊薩卡島上風雨交加，壹處主電路觸水起火，導致島上

從18日淩晨起停止了供電，多處民居和商店被淹沒。

“伊亞諾斯”襲擊了希臘西部的港口，損失較嚴重。過去24小時內

，壹艘帆船在紮金索斯島港口沈沒，聖埃菲西米亞港口和伊薩卡以東的

巖石灘處也有船只被沖上了岸。其中停靠在伊薩卡島的那艘船上有2名

乘客，目前已被救助，身體狀況良好。往返於西部各島嶼之間的輪渡，

目前已停運。

陸地地區也同樣面臨風雨交加天氣的影響。在過去的32小時內，愛

奧尼亞地區的降雨達到了186毫米，遠高於同期的123毫米。

根據最新數據，雅典國家天文臺更新了2020年9月16日危險天氣現

象的緊急公告，等級為4。

澳遭史上最嚴重預算赤字
經濟下滑比例僅次於二戰時期

綜合報導 澳大利亞聯邦政府將在未來16天內，公布澳大利亞有史

以來預算中最大的財政赤字，據稱，其經濟下滑百分比僅次於二戰時期

政府開支水平。

報道稱，由於新冠疫情，澳大利亞經濟遭遇嚴重打擊甚至出現惡

化，澳大利亞聯邦政府於7月對財政赤字的估值約為1840億澳元。

為應對赤字，澳大利亞聯邦政府的每月110億澳元的留職補貼將從10

月初開始逐步取消，這可能會造成數百萬澳大利亞人面臨失業的風險。

但與此同時，澳大利亞聯邦政府還將準備在預算計劃中通過投資基

礎設施項目、快速減稅以及發放補貼等措施來應對失業率可能激增的威

脅。其中，為了使經濟保持穩定，政府將主要通過稅收激勵措施，減少

繁文縟節來鼓勵澳洲民眾重新就業，以希望能增加新的工作機會。

由於澳大利亞政府的財政計劃將包括減稅以增加公共支出，澳大利

亞研究所對總理莫裏森施加了壓力。該研究所稱，“稅收是對我們社會

的壹種投資。如果今天政府采取了嚴格的減稅措施，那麼明天它們就會

要求降低服務質量。”

德勤經濟研究所的經濟學家理查森說，“問題的關鍵在於確保這些

錢最後都能花出去。對於基礎設施之類的項目，妳知道錢將花在哪裏，

這些是要優先考慮的。而減稅也是需要花錢的地方。”

前景難預測
投資者選擇暫不增加對希臘銀行股票投資

綜合報導 在希臘首次秋季線上推介

會上，高盛和花旗銀行的立場說明許多

投資者選擇暫時不增加對希臘銀行股票

的投資，原因是目前仍有大量問題懸而

未決，行業前景難以預測。

據報道，希臘四家系統性銀行的股

票仍然“陷於”極低的估值之中，自2020

年年初以來平均損失了其價值的64%，僅

略高於2019年5月行業指數所記錄的歷史

低點。

盡管希臘銀行行業在第二季度極度

困難的經濟形勢下表現出了壹定的韌性

，但在新冠疫情導致的突然停擺之後，

不良貸款的證券化又開始加速。

報道稱，希臘銀行業曾在2019年帶

領了雅典證券交易所交易量的歷史性大漲

，取得了最高超過50%的國際收益，這也

這使得今年的希臘股票市場面臨了不小的

壓力。

但2020年年初以來的連續幾個月中

，銀行業的股價僅在很有限的範圍內波

動，且壹直保持30%以上的跌幅，貿易

活動也長期持續減少。目前來看，銀行

業或許無法再對希臘的證券交易起到預

計的引領作用。

報道稱，投資者的關註點主要集中

在四個問題上：第壹，如何在經歷第二

季度的嚴重衰退後，讓經濟——特別是

旅遊業——重新開始發展；第二，經濟

社會強勁復蘇的預期是否現實；第三，

被暫停的貸款將迎來怎樣的命運；第四

，目前的種種支持性政策，是否會造成

巨大的貸款赤字。

財富基金服務的分析師薩卡列裏斯

表示：“(希臘)許多經濟領域對旅遊業的

依賴，明年整體形勢的不確定性，以及屆

時經濟復蘇程度的不確定性，都使投資

者對希臘的銀行業猶豫不決。”

令人稍微放心的是，希臘銀行業第

二季度的資產負債表，顯示了其資產的

韌性和穩定趨勢。

Wood＆Co金融服務研究聯席主管布盧

古裏斯表示，他認為阻礙投資者股票投資

的主要因素，其壹是對2021年經濟形勢

的不確定性，其二是對延期償付的180

億歐元貸款到期之後未知的擔憂。此外

，如果2021年的經濟不及預期，則可能

導致風險成本進壹步提升，而盈利依舊

慘淡。他指出，目前對於希臘股票較低

的估值表明，這些擔憂已經被市場考慮

在內。

薩卡列裏斯表示，除了延期償付帶

來的不確定之外，投資者也對銀行的商

業計劃進展和信貸機構的質量存疑。同

時，由於MSCI將希臘銀行從世界主要銀

行名單中移除，希臘的銀行越來越難吸

引到投資者的註意力。

據報道，2019年底，多數分析師預

測，2020年希臘將成為歐元區經濟發展

最為強勁的國家，因而許多投資者因為

看好希臘在2020至2021年間的經濟復蘇

，而選擇了購買希臘銀行的股票。但由

於新冠疫情，希臘經濟得以復蘇甚至迅

速發展的時間段已經被推遲到了2022年

甚至2023年以後，這也解釋了投資者的

負面情緒。

前大眾汽車公司老板的4妻13子開啟遺產爭奪戰

綜合報導 “為了 10 多

億歐元！”德國《圖片報》

報道，前大眾汽車公司老板

皮耶希被稱為“大眾全球汽

車帝國的締造者”。去年 8

月，他與妻子烏爾蘇拉壹起

在德國南部羅森海姆的壹家

餐廳用餐時突然倒地，意外

去世。現在，他的 4位遺孀

和13個孩子正在為巨額遺產

而戰。

皮耶希與初婚妻子科琳

娜育有四個女兒和壹個兒子

。隨後，他與其表弟的前妻

瑪琳生了三個兒子。他後來

又和家裏的前任保姆赫瑪有

了壹雙兒女。1982 年，他遇

到最後壹任妻子烏爾蘇拉

。烏爾蘇拉也是壹名保姆

，本來是皮耶希雇來照顧

自己孩子的，兩年後，他

們結了婚，並育有三個孩

子。

德國《商報》稱，這起

離奇的遺產爭奪事件，源

於 皮 耶 希向烏爾蘇拉贈送

1600多萬歐元被其中的壹個

兒子發現，他委托律師要求

遺產管理者調查此事。此外

，家人還發現，皮耶希的名

貴手表等收藏品不翼而飛，

銀行對賬單等也出現了壹些

問題。

更不可思議的是，繼承

人們發現皮耶希的遺囑竟有

不同版本。其中，2003年8月

8日的版本內容非常全面，但

沒有明確提到烏爾蘇拉為繼

承人；另壹個 2015 年 4月 24

日的版本則與前壹個版本完

全不同，其中將壹半資產劃

歸給烏爾蘇拉，另壹半資產

則平等分配給所有子女。然

而，律師發現，雖然新遺囑

上有簽名，但沒有寫地址，

而且沒有現場證人。這意味

著這份遺囑是無效的。因為

汽車大亨生前居住在奧地利

，根據當地法律，遺囑需要

有簽名和地址及證人。

目前，皮耶希的4位遺孀

和13個子女正各自聘請律師

，爭奪遺產。皮耶希的遺產

非常豐厚，僅2017年出售的

保時捷股份，就高達11億歐

元。奧地利法律專家認為，

如果皮耶希遺囑無效，那麽

遺產最後會根據奧地利的法

定繼承權利來分配，2/3的財

產分配給孩子，1/3分配給遺

孀。所有孩子無論是否婚生

，都是平等的。在13個孩子

中，只有壹人宣布願意繼承

他的事業。

西方國家向白俄施壓
白外長:反制歐盟制裁清單已備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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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紐約市一名員警日前因涉嫌替北京從事
間諜行為被捕，自今年6月美中互關領事館後，再掀兩國外交
戰煙硝味。對此，美國國務卿蓬佩奧首次公開指控陸駐紐約領
事館其實窩藏大量間諜，並透露美還會逮捕更多陸特務。

據《紐約郵報》（New York Post）報導，自紐約警員被爆
竟然替大陸蒐集藏人資訊的間諜後，曾任美國中央情報局的蓬
佩奧（Mike Pompeo）表示，這些藏在領事館內的陸間諜，

「涉及太多超越外交紅線的行為，根本像是間諜行為」。
報導指出，紐約警員竟為陸間諜，令人回想起今年6月時

華府指控陸駐休士頓領事館窩藏竊取疫苗等科研成果，要求關
閉；作為對等報復，隨後北京也要求美駐武漢關閉。對此，蓬
佩奧表示 「這是法律術語，不是什麼間諜小說用語。這是非常
取決於數據、分析性的、基於事實的解析」。

報導指出，除了紐約領事館之外，舊金山領事館也被美點

名為間諜窩，其職員被美方控涉嫌竊取矽谷商業機密，或者紐
約地區的維吾爾族與其他異議份子的資訊。對此，蓬佩奧表示
這些間諜行為還可以延伸到聯合國紐約總部，並表示川普政府
正盯緊在此地的外交官行為。

另外，對於紐約警員為陸間諜一事，蓬佩奧強調 「絕對有
」其他類似案例，並表示在司法部門持續追查下，預料會查出
更多案例。

（綜合報導）美國智庫學者指出，全球各地對中國的觀感
最近轉為負面，民主國家結盟對付中國的可能性明顯升高，如
果拜登當選美國總統，歐美將可能協調對中政策。

「德 國 馬 歇 爾 基 金 會」（German Marshall Fund of the
United States）柏林辦公室學者巴爾金（Noah Barkin）表示，
從疫情期間中國官員攻擊性和散佈假訊息的作為來看，中國似
乎再也不在乎他國的觀感。不過，中國動作愈大，引來的反抗
也更大，愈來愈多國家透過修改外資規定的方式防止中資併購
，並阻止中國利用 「一帶一路」基礎建設計畫擴大影響力。

這位亞洲專家接受德國《世界報》（Die Welt）專訪時分
析，中國摧殘維吾爾人文化、升高對香港的壓迫、用高科技監

視人民和違反國際法在南海擴軍，對外擴張的野心愈來愈明顯
，全球各地、尤其在人民享受自由的社會對中國的觀感轉為負
面，中國在他們眼中突然成了威脅，為經濟、地緣政治、軍事
和意識型態等領域帶來挑戰。

連向來怕起衝突的歐盟，近來也改變對中國的態度，去年
在官方文件中首度稱中國為 「體制對手」，在貿易問題上更積
極捍衛歐洲利益，而且人權問題在雙邊關係的重要性也在增加
。

巴爾金指出，歐盟與美國對中國問題的想法接近，與歷任
總統相比，美國總統川普對中國特別強硬。不過，川普同時也
是歐美合作的絆腳石，他鄙視歐洲盟邦，威脅對歐洲發動貿易

戰，導致歐洲國家普遍不信任他。
美國 11 月初將舉行總統大選，目前民主黨候選人拜登

（Joe Biden）在民調中領先。
巴爾金表示，民主國家團結起來對付中國的可能性正明顯

升高，如果白宮主人換人，將打開歐美協調對中國政策的窗口
。

成立於1972年的 「德國馬歇爾基金會」是美國智庫，總部
設於華盛頓，並在柏林、巴黎、布魯塞爾、安卡拉等地設立辦
事處；創立目的為感謝馬歇爾計畫對西德的支持，成立宗旨為
「推廣美國和歐洲的了解和合作」。

美國大選—智庫：若拜登勝選
將打開歐美協調對中政策窗口

控陸紐約領事館是控陸紐約領事館是 「「間諜窩間諜窩」」
蓬佩奧蓬佩奧：：還有更多特務被捕還有更多特務被捕

美新規擬限制國際學生留美不得超過4年
（綜合報導）美國國土安全部9月24日宣布一項擬議中的

新規，打算縮短外國學生、交流訪問學者和外國媒體代表留美
的時間，其中留學生最長居留期不得超過4年。

根據擬議的新規，留學生簽證（F簽證）最長期限為4年
。即使學生修讀的課程需更長時間完成，也須重新申請簽證。
來自中東、亞洲及非洲等國的學生，簽證期限則為2年。至於

交流訪問學者簽證（J簽證），最長期限同樣為4年，但準備離
境時間會由60天減至30天。對於外國媒體代表（I簽證），國
土安全部也計劃修改規定，留美期限最長不得超過240天。

加州野火濃煙 恐造成逾1,200人死亡
（綜合報導）美國西岸今年慘遭野火肆虐，史丹佛大學研

究員指出，野火濃煙中的有毒微粒可能造成超過1,200人死亡
，是官方野火死亡人數的將近50倍之多。

研究員表示，濃煙中的有害微粒能進入人體肺部和血液，
提高心臟病、中風和早逝風險。在8月1日至9月10日間，野
火濃煙造成的空氣汙染可能導致逾1,200人喪命，數字甚至可
能高達3,000人。

位在美國西岸的加州、俄勒岡與華盛頓州，今年夏季發生
多場森林野火，單單加州便有360萬公頃土地化為焦土，將近
7,200棟建築物損毀，至少造成26人歸西。

值得一提的是，研究範圍僅涵蓋加州65歲以上民眾，實際
死亡人數可能高於史丹佛大學的估計。65歲以上長者可能已經
有糖尿病和呼吸道疾病，格外容易遭受有毒微粒影響。

史丹佛大學副教授柏克（Marshall Burke）表示： 「這些是
隱藏的死亡數字，65歲以上的長者可能已經有病痛，空氣汙染
讓他們更加衰弱。」

史丹佛研究員依據2019年一份分析空氣品質不良對65歲
以上長者死亡和進急診室數據的研究，來估算野火濃煙可能造
成的死亡人數。兩份研究的空氣品質皆衡量空氣中的PM2.5汙
染。PM2.5是野火濃煙的主要汙染物。

PM2.5 可能深入肺部和血液，造成人體發炎。專家認為
PM2.5汙染提高罹患心臟病和中風的風險。即便是健康的年輕
民眾，PM2.5可能引起眼睛和肺部不適，造成呼吸困難。

2019年的研究發現，PM2.5濃度每立方公尺增加1微克，
接下來3天每百萬名65歲以上長者的死亡人數便增加0.7人，
進急診室者增加2.7人。

鑑於加州65歲以上民眾大約有600萬人，研究員依據上述
方法，估算野火濃煙可能導致1,200人喪生，4,800人進急診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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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島核事故傳承館對外開放
欲將記憶與教訓留給後世

綜合報導 日本福島縣的“東日

本大地震和原子能災害傳承館”在

福島第壹核電站所在的雙葉町對外

開放。據稱，該館旨在將核事故的

記憶及教訓留給後世，傳達核事故

發生後的混亂及重建足跡，防止事

件被遺忘。

據報道，該館建在遭受海嘯襲

擊的地區，為壹棟地面三層建築，

建設花費約53億日元(約合人民幣

3.4億元)。

報道稱，場館內分為6個區域，

按照時間順序介紹大地震及核電站

事故的發生和重建的過程。福島縣

政府為開館收集了約24萬份相關資

料，館內還有29名講解組成員，他

們將講述自身的親身經歷。

此外，與該館相鄰、由日本中

央政府和福島縣政府建設的“重建

祈念公園”的部分區域，從20日起

也將開放。

2011年 3月 11日，日本東北部

海域發生強烈地震並引發特大海嘯

，共造成約1.6萬人遇難、2533人失

蹤。受地震、海嘯雙重影響，福島

第壹核電站大量放射性物質泄漏，

釀成嚴重的核事故。

有意牽制？
駐韓美軍司令：2021年難以移交作戰指揮權
綜合報導 在韓國政府加速推進文在寅總

統任期內接管戰時指揮權的情況下，駐韓美

軍司令羅伯特· 艾布拉姆斯就目前韓國軍隊執

行作戰指揮權的能力，向韓國軍方有關人士

表明了懷疑的態度。有分析認為，如果11月

美國大選後朝鮮半島安保局勢再次動蕩，今

後圍繞作戰指揮權的移交時間，韓美間有可

能再次出現隔閡。

韓國政府消息人士20日透露，艾布拉姆

斯最近表示：“考慮到韓國軍隊的訓練準備

態勢等，明年也難(以移交作戰指揮權)。”

分析稱，這意味著艾布拉姆斯認為，隨

著受新冠疫情的影響，韓美聯合軍演規模被

縮減，韓國軍隊目前對接管作戰指揮權的準

備尚不充分。

韓國軍方相關人士表示：“2020年以來

，美軍對接受未來聯合司令部檢驗評價的韓

國軍隊的能力，流露出否定的態度。”

在8月28日結束的韓美聯

合軍演中，由於新冠疫情的影

響，美國本土增援兵力大幅減

少，因此只進行了作戰指揮權

移交之後，韓國軍隊主導的未

來聯合司令部運用檢驗的預演

。原定於2020年進行的第二

階段“完全運用能力”檢驗，

也將於2021年重新進行。

9月11日，艾布拉姆斯

在美國戰略國際問題研究中心主辦的視頻會議

上，對於戰時指揮權移交壹事表示：“有了許

多進展，但說實話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他強

調：“未來聯合司令部的三個階段檢驗，只是

司令部需要具備的各種軍事能力之壹而已。”

分析認為，美國方面對戰時作戰指揮權的

移交，多少有些否定的態度，可能是為了牽制

最近韓國政府加速接管作戰指揮權的動向。

另壹方面，8月，韓國總統文在寅提名陸軍

參謀總長徐旭為新任國防部長官，徐旭9月18日

宣誓就職。青瓦臺相關人士表示：“此次人事調

整的訊息是基於韓美同盟的作戰權移交。”

據悉，韓國政府在總統文在寅就任後，

把大選承諾“任期內移交”調整為“提前移

交”，但在非官方場合，壹直以2022年接管

戰時作戰指揮權為目標，與美方進行磋商。

報道指出，韓國執政圈最近也提到了美

國推遲移交作戰指揮權的可能性，主張需要

迅速接管作戰指揮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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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泰國爆發6年來最大規模

的抗議集會活動。據泰國媒體 19 日報

道，壹些泰國民眾和社團組織當天在曼

谷舉行大規模抗議活動，表達對政府的不

滿，呼籲當局遵從民意，回應民眾訴求。

此次集會從19日延續到20日，示威人群

在曼谷王家田廣場駐紮壹夜後，於20日

上午遊行至王家田廣場旁的大皇宮，向曼

谷大都會警察局局長遞交請願書，隨後宣

布從19日開始的大規模抗議集會活動結

束。示威領袖“企鵝”帕裏特•奇瓦拉克

稱，本月23日和24日將繼續在曼谷舉行

抗議集會活動。

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報道，

19日的集會活動主要由青年學生發起，集

會地點從最初的法政大學擴大到了附近的

王家田廣場區域。集會現場四處懸掛著抨

擊政府的漫畫，還有示威者以行為藝術的

方式諷刺政府。集會組織者稱參與人數

近 10 萬，而泰國警方則估計人數約為

1.8 萬。20 日清晨，部分示威組織者將

壹塊圓形牌匾放進曼谷大皇宮附近的

草地上，牌匾上印著“國家屬於人民”的

字樣。示威人群表示，1932年泰國變成

君主立憲制國家時，就曾在此放置紀念牌

匾，但近年來該紀念牌匾被另壹塊宣揚王

權的牌匾所替代。

據泰國警方透露，警方 19 日當天

出動了數千警力維護集會秩序和安全，

並對集會現場周邊的數條道路實行交

通管制。泰國總理府當天也是戒備森

嚴，周邊道路均被警方封鎖並設置了

路障。泰國總理兼國防部長巴育在 17

日的公開電視談話中呼籲民眾不要參

與示威集會活動，以免加劇新冠病毒

傳播的風險。但巴育 18 日表示，自己

並非“威脅任何人”，也不是施壓，

僅僅是關心民眾健康。

近兩個月來，泰國多地陸續出現以

年輕人為主的抗議集會活動，他們的主

要訴求包括解散國會、重新起草憲法、

停止恐嚇人民等，也有越來越多的抗議

群體提出改革君主制。《紐約時報》報

道稱，19日的抗議集會是泰國2014年政變、軍政府上臺以來

最大的壹次民眾集會。在泰國，對君主制的批評將受到長期

監禁的懲罰，泰國近代以來的19部憲法均重點強調了國王至

高無上的地位，任何人不得控訴。泰國刑法第112條更是明

確指出，批評王室的人將受到秘密審判和長期監禁。2014年

以來，上述法律得到了越來越多的執行。 法新社稱，爆

發大規模抗議集會活動的原因有二：今年年初，在泰國年

輕人中廣受歡迎的反軍政府政黨未來前進黨被法院以接受

非法捐款為由解散，引發不滿；此外，新冠疫情導致泰國

經濟增速放緩，社會貧富差距進壹步拉大，也讓很多年輕

人感到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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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網販攻擊武器 粉嶺兩母子落網

極端黑暴組織在修例風波
中不斷升級武器裝備，更向
“本土恐怖主義”發展，由汽
油彈發展到遙控炸彈及真槍實
彈。自香港國安法實施後，作

為香港國安委成員的香港警務處、海關，都加強
堵截槍支彈藥和有可能危害國家安全的物品。

修例風波警方共破九案
根據香港國安法，以脅迫中央人民政府、

香港特區政府或國際組織或者威嚇公眾以圖實
現政治主張，組織、策劃、實施、參與實施或
者威脅實施造成或者意圖造成嚴重社會危害的
恐怖活動，即屬犯罪。換言之，若在有以上目
的非法集會中使用軍火致嚴重傷亡，有可能干
犯“恐怖活動罪”。

自去年6月修例風波至香港國安法實施
前，警方偵破9宗涉及攬炒黑暴的槍械案件，
檢獲大批不同類別的大殺傷力槍械，若這些槍
械被攬炒黑暴趁大型公眾活動場合中使用，後
果不堪設想，過往執法機構引用《火器及彈藥
條例》、《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和《進出
口條例》等法例處理有關案件。但香港國安法
實施後，黑暴“港獨”分子將面臨國安法的打
擊。

擁武干犯“恐怖活動罪”
根據香港國安法中“恐怖活動罪”的定

義，包括為脅迫中央政府、香港特區政府或
國際組織或者威嚇公眾以圖實現政治主張，
組織、策劃、實施、參與實施或者威脅實施
造成或者意圖造成嚴重社會危害的恐怖活

動，即屬犯罪。
涉及的罪行包括（一）針對人的嚴重暴

力；（二）爆炸、縱火或者投放毒害性、放射
性、傳染病病原體等物質；（三）破壞交通工
具、交通設施、電力設備、燃氣設備或者其他
易燃易爆設備；（四）嚴重干擾、破壞水、
電、燃氣、交通、通訊、網絡等公共服務和管
理的電子控制系統；（五）以其他危險方法嚴
重危害公眾健康或者安全。為有關人員、組織
提供培訓、武器、信息、資金、物資、運輸、
技術等支持、也即屬犯罪。

根據香港國安法，觸犯有關條例，情節嚴
重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
或者沒收財產；其他情形處五年以下有期徒
刑、拘役或者管制，並處罰金。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被捕母子包括49歲姓蔡婦人，她報稱任採
購員，其23歲姓呂兒子則在理工大學就

讀一年級，兩人涉嫌“無牌管有槍械及彈
藥”、“未經許可輸入戰略物品”及“藏有攻
擊性武器”被扣查。

美網站郵購違禁武器
據了解，姓呂男生透過不同渠道，從美國

等地網站以郵購形式，購置槍械配件等違禁物
品入港，再透過社交網站售賣，而買家其實有
“特殊背景”。這種方式與早前有組織罪案及
三合會調查科搗破“屠龍小隊”等黑暴組織的
槍彈供應鏈如出一轍，懷疑有人已經由呂手上
購得部分武器，幕後很有可能是試圖東山再起
的暴恐分子殘餘勢力。

新界北總區重案組探員經情報蒐集及深入
調查，鎖定目標人物，並於24日凌晨約2時突

擊搜查粉嶺欣盛苑欣耀閣一個目標單位，檢獲
一支胡椒球槍、一支伸縮棍、兩把30厘米長
軍刀、3支氣槍、一件避彈衣及15個防毒面
罩。

其中，搜獲的胡椒球槍是香港黑市首次
發現，但暫未搜獲胡椒球槍所用的彈丸，這
把胡椒球槍是美國製TCP PepperBall，國外
售價約400美元，彈匣可裝上6顆胡椒球，射
程達150呎，近距離被擊中會造成受傷。雖
然在美國部分地區可合法出售或網售，但在
香港是受管制物品，市民無牌買賣、持有或
使用均屬違法。

由於早前警方已裝備胡椒球槍對付暴徒，
警方不排除有人購置胡椒球槍，企圖混水摸魚
開槍傷人後嫁禍警方，而此伎倆與去年黑暴
“屠龍小隊”購置與警槍同口徑的手槍、
AR15長槍中空彈一樣，都是計劃在示威遊行

中射擊警員或市民，然後抹黑警隊“濫暴”來
掀仇恨、製造更大混亂。

警疑有槍彈流出市面
由於案中還檢獲避彈衣，警方恐防有人已

經管有槍彈，正全力追查買家身份。據了解，
警方的調查方向指向潛藏的極端黑暴組織，加
上煽暴文宣近日煽動10月1日發動“遍地開
花”，聲言會在重要節日搞“大動作”，令案
情更加嚴重。

據悉，警方高度重視案件，已調動更精
銳力量，調查涉案武器的去向和買家網絡，
相信會有更多人被捕。警方提醒市民，根據
香港法例第二百三十八章《火器及彈藥條
例》，無牌管有槍械屬嚴重罪行，違例者可
被判處最高刑罰為監禁14年及罰款港幣10萬
元。

首檢胡椒球槍 疑圖趁集會襲警傷民嫁禍警隊

警方海關力堵槍械流港

■ 在美國網站發
售的胡椒球槍。

網上截圖

▲重案組探員在涉案單位拘捕報
稱是採購員的女戶主。

▲重案組探員拘捕涉嫌在網上販賣武器的男子，他報稱是學生。
■ 警方展示檢獲的胡椒球槍、軍
刀、伸縮棍、氣槍、避彈衣及防
毒面罩等證物。

=� ���

攬炒派組織“民陣”24日申請於下月一日在港島遊行，主題是要為中槍暴徒“報

仇”、要求釋放因潛逃而被內地刑拘扣查的 12名黑暴“港獨”分子等。香港文匯報

日前獨家披露，黑暴分子將配合“民陣”的遊行，再搞暴力“抗爭”。警方發現有人

由美國等地郵購槍械、軍刀、避彈衣等，再在網上出售給圖再搞事的黑暴狂徒，令10

月1日的非法遊行風險陡增。警方重案組鎖定一名理大男生，24日凌晨突擊搜查其粉嶺住宅，拘捕他和母親，並起出

刀槍及軍用級防毒面具，更首次發現美製胡椒球槍。警方相信已有部分武器被轉售，初步懷疑幕後涉及極端黑暴組織

的餘孽，不排除購刀槍用來在公眾活動中襲擊警員、市民，然後嫁禍警隊。 ■香港文匯報記者蕭景源

香港國安法實施以來，街頭公然宣揚
“港獨”和煽動暴力的活動日漸偃旗息鼓。
但隨着新學年開啟，宣“獨”宣暴活動在一
些香港校園裡又現抬頭之勢。近日，部分
“黃師”趁開學之際，大肆發表煽惑學生仇
視特區政府和社會的言論，令廣大香港學生
和家長憂心不已。

香港社會苦“黃師”之害久矣！近年
來，香港部分教師違背職業道德，在課堂上
散佈反中亂港勢力砲制的種種歪理邪說：有
幼兒園“黃師”用漫畫向無辜稚子灌輸“警
察是壞人”的偏頗觀點；中小學通識科“黃
師”選擇充斥着仇恨國家、歪曲歷史內容的
書籍作教材教授學生；更有大學“黃師”直
接參與策劃實施重創社會的非法活動。

正是這些“黃師”們種種教唆仇恨，灌輸
“港獨”、暴力思想的言行，將一些青年學生
引入歧途，進而催化出香港街頭頻頻失控的暴
力場面。從非法“佔中”到旺角暴亂，再到修
例風波期間“黑暴”橫行，一張張出現在非法
活動中的年輕面孔令人痛心疾首。香港警方日
前公佈的最新數據顯示，修例風波以來共拘捕
逾萬人，其中四成是學生。立法會議員陳健波
表示，很多本地家長要送子女去外國讀書，是
因為擔心他們在本地大學學壞，被“黃毒思
想”洗腦，前途盡毀。

十年樹木，百年樹人。放任學生被“黃
師”所謂“違法達義”“公民抗命”等歪理
荼毒，不僅僅是誤人子弟，更會破壞香港社
會繁榮穩定的根基。隨着香港國安法的頒布
實施，香港社會正經歷着由亂到治的轉變，
一些“黃師”也依法受到了處理。但新學年
之際，有學校默許“獨暴”文宣充斥校園，
還有個別“黃師”組織抹黑香港國安法普法
教育，甚至喊話美國製裁香港。這些惡劣行
徑表明，清除香港教師隊伍中害群之馬的工
作刻不容緩。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就力促
特區政府教育局公布“黃師”名單，好讓學
生和家長能夠放心。

教育是百年大計，香港社會各界有責任確
保青年學子接受正確的教育，免受“港獨”、
暴力思想荼毒。香港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日前表
示，港府在教育上的角色不單是提供資源，從
學製到課程、從老師培訓到學生考核，特區政
府都有不可或缺的責任。希望各位老師繼續與
特區政府攜手，為香港培育優秀的下一代。我
們相信，有香港國安法的護佑、有廣大愛國愛
港教育工作者的支持，“黃師”決不可能在香
港校園興風作浪下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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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鄒珍貴、

俞鯤 武漢報道）中國四款新冠肺炎

疫苗正在境外進行III期臨床試驗，

國藥集團中國生物技術股份公司董

事長楊曉明24日在第十三屆中國生

物產業大會上透露，中國生物的新

冠肺炎疫苗III期臨床試驗目前正在

阿聯酋、巴林等地進行，目前試驗

情況顯示安全性良好，疫苗對全球

多地的新冠病毒感染可以起到保護

作用。他也表示，公司位於武漢、

北京的兩個車間，均已獲得新冠疫

苗生產許可證，兩車間合計年產量

可達3億劑。

中國疫苗對多地病毒起效
4款疫苗邁III期臨床試驗 試驗入組者達4.2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帥 北京報道）在
北京2022冬奧會迎來倒計時500天之際，中國
國際航空公司“冬奧冰雪號”攜載今年初曾援
鄂抗疫的北京醫療隊醫護代表，重返“英雄之

城”武漢。9月23日，援鄂醫護代表前往曾援助
過的武漢協和醫院，並參觀了雷神山醫院。香
港文匯報記者跟隨採訪獲悉，雷神山醫院目前
處於封閉維保的狀態，若新冠疫情出現明顯反
彈，其或將隨時啟用。

“親人們終於又回家啦！”見到半年後重返
武漢的北京醫療隊醫護代表，新冠治癒患者朱敏
格外激動。今年初，在感染新冠的父親去世當
日，朱敏亦被查出感染新冠病毒。她說，彼時感
覺天都塌下來了，“幸運有北京醫療隊醫護人員
的精心救治和不斷鼓勵，自己才堅持下來，最終
戰勝病毒。支援武漢的醫護人員就是我的家人，
是武漢人的家人。”

北京安貞醫院援鄂醫療隊成員張春玲和郝
國雲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今年支援武漢時是
她們第一次來武漢，從1月27日到3月31日的
60餘天裏，每天都是圍繞醫院與住宿地“兩點
一線”，忙於照顧感染者。今次再來武漢，看
到大街上車水馬龍，熱鬧非凡，感到曾經的辛
苦非常值得。

北京援鄂醫護代表還專門參觀了雷神山醫
院。參與建設雷神山醫院的中建三局一公司技
術部主任王亮向香港文匯報記者介紹，年初，
雷神山醫院僅用 12天便迅速建成，醫院設立

“三區兩通道”，清潔區、半污染區和污染
區之間有嚴格的換氣次數及送風、排風量
控制，3個區域之間形成負壓，保證空氣
按照設定方向流通，同時醫護通道和病患
通道嚴格分離，可杜絕病毒交叉感染。
作為全功能呼吸系統傳染病專科醫院，
雷神山醫院產生的廢氣、污水、醫療
垃圾都會經過全程封閉處理，其中污
水處理系統消毒時長是國家標準的3
倍，建設者還為醫院地下基礎鋪設了
HDPE防滲膜，可有效阻隔新冠病
毒傳播。

集中出現300患者即啟用
復旦大學附屬華山醫院感染

科主任張文宏醫生也表示，新
冠肺炎疫情反彈風險會始終存
在。王亮向香港文匯報介
紹，目前，雷神山醫院處於
封閉維保狀態，萬一疫情反
彈，如集中出現了三百位
以上新冠患者，屆時雷神
山醫院能夠快速重啟投入
應用。

現處維保狀態 武漢雷神山隨時候命

當日，中國生物向武漢市捐贈了10萬人份（20萬
支）新冠肺炎滅活疫苗，用於武漢抗疫一線人

員及馳援武漢的醫護工作者的自身防護，楊曉明代
表公司向武漢市副市長陳紅輝遞交了捐贈書。
24日上午，第十三屆中國生物產業大會在武漢揭

幕，楊曉明在大會上透露，中國目前有四款新冠肺炎
疫苗進入III期臨床試驗，這其中就包括中國生物旗下
的武漢生物和北京生物各一款。他表示，此前中國生
物總共進行了2,240人的一期二期臨床試驗，因為中國
內地目前已經沒有本土病例，中國生物的新冠肺炎疫
苗目前正在阿聯酋、巴林等地進行III期臨床試驗。試
驗入組人數已經達到42,000人，其中有15%為阿聯酋

和巴林當地受試者，另外入組的還包括多國受試者，
中國生物計劃在秘魯和阿根廷再啟動兩組臨床試驗，
以充分驗證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目前的試驗情況來看，疫苗的安全性良好，楊曉明

續稱，從III期臨床試驗的分析來看，接種滅活疫苗的
受試者血清可以與來自英國、奧地利、俄羅斯、武漢、
北京新發地、重慶、青島等國家和城市採集的流行株產
生交叉中和保護，表明疫苗對全球多地的新冠病毒感染
可以起到保護作用。他表示，中國的新冠肺炎疫苗離最
後的獲批上市只剩一個III期臨床試驗的距離。

京漢2廠合計年產量達3億劑
楊曉明表示，中國生物全球最早獲得批准新冠病

毒滅活疫苗的臨床試驗，在開發新冠病毒疫苗的路徑
選擇上有自身的邏輯，中國生物選擇開發滅活型疫
苗，是基於疫情爆發時可以獲得病毒毒株的條件和在
疫苗生產工藝、研發團隊等因素下的綜合考量，總的
目標是疫苗的開發必須快速、有效、安全，且可以足
量供應。他舉例說，這就如同生紅薯種到地裏可以繼
續生長，而把生紅薯煮熟，它就失去生長和繁殖能
力，滅活就是讓病毒失去毒性和繁殖能力。
楊曉明透露，位於武漢、北京的兩個車間，均已

獲得新冠疫苗生產許可證，兩車間合計年產量可達3億
劑。“北京車間還將進一步擴產至年產6億劑，未來兩
個工廠將達到年產量10億劑的規模”。

疫苗立項一日內可獲回覆
中國國家藥監局藥品審評中心首席審評員王濤則

透露，作為監管部門，在新冠肺炎疫苗的研發過程
中，國家藥監局啟動應對突發公共衞生事件應急處理
所需藥品的特別審批機制，對疫苗企業的監管進行提
前介入，企業對疫苗項目進行立項評估階段，只要企
業提出要求，24小時內即可得到回覆。在臨床前研究
階段，鼓勵企業對研究計劃、數據結果和報告進行滾
動提交，藥監局對資料進行同步審評，企業疫苗研發
獲得臨床試驗批准的速度之快前所未有，他表示，臨
床前研究階段，研究做完之日就是審評完成之時。
但他也強調，快速的同時，監管部門對安全性堅持

嚴格標準，臨床試驗中出現的任何疑似感染情況，都會
被視作存在嚴重安全性問題而叫停。王濤表示，國家藥
監局從疫情期間開始發布的多個疫苗開發指導原則體現
的監管要求被國外業界普遍接受和認可，疫苗的III期
臨床試驗需要一年以上時間才能完整地完成，藥監局將
繼續幫助中國企業順利完成境外的III期臨床試驗。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9月24日在武漢舉
行的第十三屆中國生物產業大會上，“共和國勛章”獲
得者、國家衞健委高級別專家組組長、中國工程院院士
鍾南山表示，新冠肺炎疫情在今冬明春會繼續存在或發
展，而大規模接種疫苗需要1年至2年時間。
鍾南山院士建議，如果發現局部地區疫情後，社區層

面應聯防聯控，社區全民核酸檢測，追蹤密切接觸者，以及
隔離核酸檢測陽性的無症狀患者。特別是對無症狀感染者，
必須採取隔離措施，因為他們在出現症狀前5天和後5天傳染
性非常強。
針對大家關心的預防策略，他介紹，完成大規模接種疫苗

需要1年至2年的時間，目前，中國與40多個國家保持合作，並
已經獲批在巴西、俄羅斯等國家開展III期臨床試驗，4款疫苗已
與國際合作進入臨床III期試驗。
鍾南山院士介紹，目前，全球新冠肺炎確診病例超2,900萬

例，死亡人數超過90萬例。他提醒大家繼續堅持佩戴口罩、勤洗手
的良好衞生習慣。
第十三屆中國生物產業大會由湖北省政府和中國生物工程學會等

20家國家級學會、協會聯合主辦，大會主題為“科技抗疫產業賦能”。
這是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中國舉辦的最高規格的生物產業峰會。
日前，世衞組織在例行發布會上表示，全球有近200種新冠疫苗進

入臨床試驗，中國有幾個候選疫苗處於領先階段，一些疫苗已經被證明
有效。

鍾南山：
疫情將延續至春天

香港文匯報訊 據
新華社報道，第五屆新
農民新業態創業創新大
會24日在江蘇省南京
市召開，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李
克強作出重要批示。
批示指出：農村

創業創新是增加農民就
業和收入、繁榮鄉村產
業的重要途徑。近年
來，我國農村創業創新
蓬勃興起，新型農民不
斷成長，新業態大量催
生，為增進農民福祉、
打贏脫貧攻堅戰、推動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發揮
了重要作用。各地區各
相關部門做了大量工
作。要堅持以習近平新
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思想為指導，認真貫徹
黨中央、國務院決策部
署，以實施鄉村振興戰
略和創新驅動發展戰略
為引領，圍繞做好“六
穩”工作、落實“六
保”任務，深入推進
“放管服”改革和大眾
創業萬眾創新，強化政
策扶持和指導服務，進
一步優化農村創業創新
環境，吸引各類人才返
鄉入鄉創業創新，促進
農民就地就近創業就
業，加快培育農村發展
新動能，持續拓展農民
就業空間和增收渠道，
為推動農業農村現代化
提供更有力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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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目前有四款疫苗進
入III期臨床試驗。圖為國
藥集團職員正對疫苗樣品
進行雜質檢測。 資料圖片

▲楊曉明（右）代表中國
生物向武漢市捐贈10萬人
份新冠肺炎滅活疫苗。
生物產業大會組委會供圖

■■楊曉明在第十三屆中國生物產業大會上介紹新冠肺楊曉明在第十三屆中國生物產業大會上介紹新冠肺
炎疫苗試驗情況炎疫苗試驗情況。。 香港文匯報記者俞鯤香港文匯報記者俞鯤 攝攝

■■武漢雷神山醫院隨時可以再啟用武漢雷神山醫院隨時可以再啟用。。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帥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帥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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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浙江平湖，有這樣一個同

窗微信群，五年來，群裏每人每

月發紅包。而這“紅包雨”背後

的故事令人動容。 ■中國之聲

2002年，因為一場車禍，年輕教師陳永豐
的生命永遠定格在了28歲。這位被同學們親
切稱為“大哥哥”的老師，雖然永遠離開了大家，
但在學生們心中陳老師的影響卻久久不息。

每人每月捐三十元
夏雨平是曹橋中學99級學生，陳永豐是她的初中班主任。

陳老師的言傳身教一直深深影響着她。大學畢業後她也成為一名老
師，這些年夏雨平一直緬懷着陳老師，總想找機會有所報答。

五年前，夏雨平偶然得知陳老師父母生活較為困難，於是她和幾
個同學商量，建了微信群“致青春．讓愛永恒”發起眾籌，每人每月捐
出三十元人民幣，幫助陳老師父母減輕生活壓力。

到今年，夏雨平的“眾籌群”已成立5年，群成員從最初幾人變成 72
人，大家眾籌為陳老師父母養老。從2016年開始，他們每
年都會定期去看望陳老師父母，希望能讓兩位痛失愛子的老
人感受到溫暖。

“這就是教育的力量”
同學們說，師恩難忘。他們希望把這份愛心堅持下

去。延續這份情感，也讓兩位痛失愛子的老人知道，還有
人一直記掛着他們的兒子。

曹橋中學前校長宋金華說：“陳永豐是一個有精神力量
的人，他無形中感染了學生，把善意植根在他們心中，這才
喚醒了他們如今的行為。這就是教育的力量！”

對此，網友紛紛發表看法：“暖人心，
有真情！”“陳老師師恩長存”“有的人死
了，他還活着！”“情深義重，滿滿的正
能量”“願這份愛永遠傳遞下去，祝福陳
永豐老師父母及72名學生一生平安”。

微
信
群
紅
包
雨

師
恩
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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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秋節將至，又到賞月時。天文專家表
示，今年中秋月“十五的月亮十六圓”，最圓
時刻出現在10月2日（農曆八月十六）凌晨5
時5分。

中國天文學會會員、天津市天文學會理
事史志成介紹，每逢農曆初一，我們看不到月
亮，叫“新月”，也叫“朔”；到了農曆十五
左右，我們可以看到圓圓的月亮，稱為“滿
月”，也叫“望”。

根據農曆曆法規定，“朔”所在這一天
為每月初一。但同是初一，“朔”可能發生在
凌晨，或者上午、下午，也可能發生在晚上，
而且每個朔望月本身也有長有短。這樣，月亮
最圓時刻的“望”最早可發生在農曆十四的晚
上，最遲可出現在農曆十七的早上。但由於

“朔”一定在農曆的每月初一，“朔”之後平
均起來要再經過 14 天 18 小時 22 分才是
“望”，所以月亮最圓時刻的“望”以出現在
農曆十五、十六這兩天居多，其中又以出現在
農曆十六為最多。

史志成說，今年中秋節與國慶節“喜相
逢”，同時出現在10月1日這一天。今年農曆
八月中“望”的時刻出現在10月2日凌晨5時5
分，所以中秋月是“十五的月亮十六圓”。

“雖然中秋月圓在十六，但十五的月亮
肉眼看起來很接近正圓，如瑤台鏡、白玉盤一
般，圓潤飽滿，晶瑩剔透，令人賞心悅目。只
要天氣晴好，10月1日晚，注定會是一個‘花
好月圓’的美妙夜晚。”史志成說。

■新華社

農婦唐艷麗農婦唐艷麗：：
雙腳跑出全村銷路雙腳跑出全村銷路

八月十六凌晨 中秋月最圓

“我是一個農民，我深知農民
的疾苦。做了農民，就要做最優秀的
農民，用生態發展的思維來引領我們
的農業生產，用科學知識來研發種植
高質量產品，用現代營銷手段爭取
市場，希望通過我們的努力，能讓
大家有一個安全的菜籃子、放心的
米袋子，更讓父老鄉親有一個鼓鼓
的錢袋子。”來自於哈爾濱市道外
區民主鎮光明村的唐艷麗，是兩家
合作社、一個米業公司、兩個食品
廠、一個貨運代理等幾個企業的負
責人，更是“全國農合之星優秀人
物”。而對於老鄉們來說，這個衣着
樸素、笑容憨厚燦爛的姑娘，卻是鄉
親們擺脫貧困、走向富裕幸福生活的
主心骨和領路人。

帶領村民砌近百個地窖
十八年前，因公婆病重、孩子年幼，唐

艷麗放棄了教師的職業，忍痛割愛辭職回家
務農，照顧家庭。唐艷麗帶領幾個姐妹，背着
菜、扛着鍋，到處跑市場，上門找經銷商，僅
2003年一年，就為當地農民銷售大葱180噸、
白菜200噸、胡蘿蔔近千噸。為了秋菜能賣上
好價錢，唐艷麗帶領周邊村民砌起了大小不同

的近百個地窖。秋菜儲存過冬，到春天再賣
出，價格翻一番，不僅解決了村民賣菜難的問
題，家家都能不同程度增產增收。

利用閒置房屋建民宿
積累了一定銷售經驗，唐艷麗開始研究科

學種植，並籌備成立合作社。成立的家庭農場
和食品加工企業解決了當地300個農民工就
業，短工人數達到2,000人次以上。

2019年唐艷麗自籌資金成立沃農嘉食品
有限公司，擁有最具規模的生產加工車間和最
先進的生產線，其中乾菜生產和淨菜加工是省
內獨家項目，菜品直達送到家，免洗，免切，
打開包裝，按照附帶烹飪方法下鍋烹飪即可。

唐艷麗引領村民把村裏閒置的房屋利用起
來，改建成特色民宿。如今的唐艷麗家庭農場
是一個美麗的果菜園，遊客能夠體驗到最淳樸
的農村生活，品嚐到最地道的農家風味，還可
以租種一塊菜地，根據喜好選擇蔬菜的品種，
體驗自己種植的快樂。2016年至今已接待近2
萬人次，實現了生態農業與當地旅遊資源相結
合。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欣欣 哈爾濱報道

■■經營綠色生態農業經營綠色生態農業，，是唐艷麗的畢生追求是唐艷麗的畢生追求。。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欣欣香港文匯報記者王欣欣攝攝

■到今年，夏雨平的“眾籌群”
已成立5年，群成員從最初
幾人變成 72人，大家眾
籌為陳老師父母養
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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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日（星期五）3 經濟中
國

■責任編輯：趙雪馨

世界變局中的中國經濟與香港未來營商

座談會24日在京舉行，商務部外國投資管

理司副司長孟華婷在會上表示，儘管今年受

到新冠疫情的影響，港資港企對內地投資的

比重仍在增加，足見港資港企對內地經濟充

滿信心。她又提到，有關部門也出台了一些

規定，如外商投資准入負面清單中內地與港

澳有更加優惠的可按相關規定執行，盡力保

障內地對港澳開放程度保持最高水平；而國

家正在構建的新發展格局也為港資港企提供

更多發展機遇。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靜北京報道

商務部：對港澳保持最高度開放
國家新發展格局提供更多機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馬靜北京報道）中
國香港（地區）商會執行委員兼秘書長陳嘉
賢在出席座談會時表示，國家在促進國際貿
易和投資方面，雖然面臨着模式的改變，但
是香港依然有許多成功經驗，繼續利用多種
優勢，促進國家國際貿易和投資發展。

專業服務平台促進效率
陳嘉賢表示，今年新冠疫情帶來挑戰，

同時也迎來了前所未有的機遇。國際貿易和
投資本質涉及市場行為，是市場的開放。相
信香港的經驗也值得留意。作為一個交易平
台，除了有開放的營商環境，聚集大批貿易
商和頻繁的商貿活動外，還要有良好、可信
賴的支持服務包括銀行、法律等，可以促進

交易效率，減低交割風險。海外的買家和賣
家，透過香港的平台可以找到合作夥伴，利
用香港的金融及專業服務確保交易順利和安
穩地進行。香港專業服務業既了解內地企業
需要，也能提供優質的服務，為國家發展提
供更全面的貢獻。

香港特區政府駐京辦主任梁志仁在致辭
中表示，香港作為一個高度開放型的經濟
體，與內地發展和世界經濟深度融合。國家
及各個地方政府給予香港企業許多支持，外
商投資法為香港企業提供法律保障，穩定外
資的辦法也在陸續推出，這些鼓勵更多港資
港企在內地發展，香港企業正好可以在國家
新格局發展中發揮優勢，未來也有很多發展
空間。

孟華婷介紹，香港地區一直是內地吸收外資的重要
來源，去年香港地區投資所佔的比重接近70%。

今年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對香港同胞以及港資企業
生產生活都造成了一定衝擊。儘管這樣，香港仍有不
少投資者在今年加大了對內地的投資力度。

今年1-8月，香港地區對內地投資額同比增長了
7.9%，在內地吸收外資的總額比重進一步上升到了
73%。以行動彰顯了香港投資者對內地經濟發展的堅
定信心，也有力地支持了國家吸引外資工作。

提到今年起實施的外商投資法，孟華婷表示，國
務院常務會議審議通過的配套實施條例中專門作出規
定，香港地區的投資者在內地投資，參照執行外商投
資法及實施條例。她指出，立法只是第一步，外商投
資法及其條例的全面的施行，市場化、法治化、國際
化營商環境的全面構建需要過程，歡迎廣大香港投資
者和香港企業能提出建議，共同促進外商投資法全面
落實。

設投訴機制 重視港企意見
穩外資方面，孟華婷介紹，商務部近期修訂出台

了外商投資企業投訴工作辦法，要求各地要健全外商
投資的投訴工作體系，設立投訴工作機構。如果香港
投資者、港資企業認為自己的合法權益受到政府行政
行為的侵害，可以向各級投訴工作機構反映，申請協
調解決。認為營銷環境哪裏存在問題，也可以向投訴
工作機構提出反訴的建議。

積極落實粵港澳大灣區發展
提到外商投資准入負面清單，孟華婷特別指出，今

年是自2014年之後連續第4年修訂外資准入制度，進一
步削減了外資准入限制。其中在負面清單說明裏，專門
規定了內地與港澳有更加優惠的可以按照相關規定執
行，這項規定保障了內地對港澳的開放程度始終處於最
高水平。比如說香港服務提供者可以在內地投資互聯網
數據中心業務，可以在內地設立獨資的醫療機構，這些

領域在內地都有很大發展前景，而目前對於其他國家的
投資者仍存在限制或者禁止性要求。

此外，商務部積極貫徹落實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
劃綱要，出台了一系列支持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措施，
涵蓋消費、流通、貿易、投資和經濟合作等各個領
域。今年商務部也在抓緊落實這些措施，比如在廣
東、中山、江門、惠州、肇慶4個地區成立跨境電商
綜合試驗區，支持粵港澳大灣區進一步完善跨境電商
的產業鏈和生態圈。

商務部還成立了重點外資項目工作專班，會同有
關地方和部門為所有的外資企業和重點外資項目提供
點對點服務。專班成立以來，與許多港資企業建立了
密切的聯繫，幫助企業解決困難和問題。

孟華婷最後表示，國家提出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
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這對
港資港企都有很多發展機遇。歡迎香港投資者和香港
企業共同參與新發展格局的構建，在新發展格局的形
成過程中獲得更大更好的發展。

港具優勢和經驗吸引外資

■ 左圖為商務部外國投資
管理司副司長孟華婷，上圖
為中國香港（地區）商會執
行委員兼秘書長陳嘉賢。 ■世界變局中的中國經濟與香港未來營商座談會嘉賓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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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球，民眾
殷切期盼何時有疫苗可施打。衛福部長陳時中
昨在立院公布，我國 9 月 18 日已與國際平台
「COVID-19 疫苗全球取得機制」（COVAX

）簽約，10月初會付訂金，目前無法確定何時
拿到疫苗，有信心COVAX會公平分配。CO-
VAX目前有9支新冠疫苗進入第三期臨床試驗
，大陸製疫苗就占 4 支，但陳時中說，確定不
會選擇中國製疫苗，目前也沒規畫公費購買中
國製疫苗；至於國產疫苗若順利，明年5、6月
可望產出。

已與COVAX簽約 等待公平分配
台灣基進黨立委陳柏惟昨質詢，政府已核

准 3 家國內廠商進行新冠疫苗第一期試驗，台
灣已有辦法自製疫苗嗎？行政院長蘇貞昌回稱
，台灣除鼓勵國內廠商研發，也爭取和國際合
作。陳時中補充說，9 月 18 日已與 COVAX 簽
約，10月初會付訂金，目前國產疫苗進程也不
錯。陳柏惟追問若有疫苗且數量有限，優先施
打名單為何？陳時中說，政府有預防接種委員
會排施打順序，和以前打其他疫苗的順序差不
多，希望能讓6成的人施打。

初期可獲得劑量 約我人口3趴
民眾黨立委邱臣遠質詢，目前已有156國加

入 COVAX，是否簽約就保證能拿到疫苗，何
時可拿到？會不會因國際干擾拿不到疫苗？陳
時中說，確定時程 COVAX也不知道，可掌握
的疫苗都還沒確定，目前該平台政治力干預不

多，他對公平分配疫苗有信心，且確定不選擇
大陸製疫苗。官員表示，我國簽署有疫苗選擇
權的合約，價碼較高。

國民黨立委林為洲質詢時，指前疾管局長
蘇益仁曾質疑台灣排名166順位，很可能最後買
不到疫苗。陳時中酸說，申請截止後共有156國
參與，排名第166名是 「魔神仔」，還沒出來。

林為洲再問和 COVAX 簽約可買多少劑量
？能否依照人口比例？陳時中說，合約沒清楚
載明能買多少劑量，COVAX 稱公平地把疫苗
分配給參與國家的3％人口，是估計的數量，但
屬保密階段；至於何時能買到，連 COVAX都
不知道，這純粹是賣方市場，推估明年中才可
能變成買方市場，但未來會和世界各國同時買
到疫苗。

國民黨立委溫玉霞質詢，若排不到 CO-
VAX的疫苗，在安全前提下，可能向大陸買疫
苗嗎？陳時中強調，安全是最優先考量，目前
沒規畫公費購買中國製疫苗，過去對岸的藥物
與疫苗問題很多， 「那邊不敢注射的人也很多
，還講到我們這邊來」。

國產3疫苗一期試驗 明年中上市
至於國產疫苗何時產出，陳時中說，有 3

家已向衛福部申請臨床實驗通過，現已進入第
一期臨床試驗，整體時程要看實驗反應，時間
無法完全掌握，若順利，希望明年5、6月能提
供疫苗。

貴不貴 買不買得到 都不重要

阿中拒買大陸疫苗

渣男全都錄｜4星康華飯店主管噁當偷拍狼

魔爪伸10員工裙底還升官
（中央社）位於台北市松江路四星級康華

飯店，竟爆發主管性騷擾多位女員工的惡行！
北市議員徐立信今（9/25）下午召開記者會，
指控康華飯店王姓協理長期性騷擾女員工，人
數近10人，離譜的是女員工向公司反映後，雖
召開性平會將該名主管記2大過，但事後該主管
又從襄理升至協理，行為也沒收斂，甚至打算
調動受害同事上班時間，最後大家忍無可忍，
才將此事公諸於世。

徐立信下午與2名被害女員工一同召開記者
會，並出示蒐證影片，從片中清楚可見，該名
王姓協理趁女員工整理東西時，從背後把手伸
進女員工裙底偷拍，甚至不避諱開閃光燈，行
為相當囂張。

被害人 A 女表示，王姓協理除拿手機偷拍
，也會把小型針孔攝影機黏在皮鞋上，她為保
護自己，將手機放在置固位置蒐證；另一位被

害人B女也哭訴，自己是員工也是受害者，發
生這些事情，她連老公、孩子也不敢說，但明
知對方有偷拍行為，導致每次工作整理房務，
都只敢蹲著、跪著，避免遭到偷拍。

♦被害人求助無門：惡狼主管被記2大過後
竟還升官

A 女還透露，據她了解，整個公司應該近
10 名女性受害，她坦言這些影片都是2 年前拍
攝，當時也向公司檢舉，但內部開性平會後，
雖將該名王姓協理記2大過，但沒隔多久就升官
；最近雖未拍到新影片，但仍發生同事被撫摸
臉頰的情形，求助無門之下，只能尋求議員幫
忙。

徐立信表示，據他了解，目前該飯店約有
20名員工，其中有10個受害人，過去大家不敢
站出來，就是害怕工作飯碗不保；近日他赴該
飯店詢問這名協理，對方坦承有這些事，因此

今天將事件公開，希望相關單位、警方依法行
政。

徐立信還指出，除了讓這名主管升官，康
華飯店疑似有其他袒護行徑，因為這些受害女
員工原本上班時間是早上9點到下午5點，但最
近這名王姓協理竟想將這些人的班改成晚班，
也就是下午2點上到夜間10點，這樣任意調動
上班時間等於變相打壓員工。

♦僱主未盡保護員工責任 北市勞動局：
最高可罰30萬元

與會的勞動局科長施貞夙說，勞動局先前
未收到有關此事任何申訴，如當事人願意提供
資料，該局將進行查察；從目前已知訊息來看
，員工若遇到性騷擾，僱主應善盡保護責任，
但目前看來僱主並無立即有效措施，可依《性
平法》裁罰10萬至50萬罰鍰。

此外，施貞夙說，根據被害人陳訴，事發

後公司有調動職務的情形，這可能也違反《性
工法》36條規定，可依法裁罰2萬至30萬元，
並建議勞工可向勞動局申訴。

中山分局偵查隊副隊長闕育任則說，該起
陳情案件沒有報案紀錄，就目前情況來看，該
協理恐觸犯《刑法》妨礙祕密罪與《性騷擾防
治法》不當觸摸，中山分局會積極聯繫陳情人
；由於此案屬告訴乃論，需當事人提出相關告
訴，他們才能對加害者做偵處。

目前未連繫上遭指控的王姓協理；康華飯
店則回應，2年前確實有發生性騷擾，事後公司
有召開性平會，將該男記2大過並扣薪，但近期
未再有人申訴、反映類似情形，公司內部會再
做了解。

差很大？北市停機車每日計次20元
議員：共享機車格每格權利金年僅18元

（中央社）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推共享機車
以減少自有機車數量，另今年9月開賣路邊機車
停車月票400元可停到飽，也減輕車主停車費負
擔；但機車月票設籍北市的機車有94萬輛，全
市機車停車格20萬個，一位難求。市議員吳沛
憶今表示，交通局把2.2萬個機車格供共享機車
業者使用，市府僅收共40萬元土地使用權利金
、平均每格年收18元，相較一般機車族日收20
元，兩者差很大。對於是否檢討權利金，交通
局長陳學台未置可否。

議員吳沛憶今質詢表示，交通局推出的機
車月票以每車每天收費20元、上班族每月上班
20天計，訂出400元的票價；全市20萬個機車

格，市府規劃最多2.2萬機車格供三家共享機車
業者停放機車，市府向業者年收竟僅40萬元權
利金，平均每車格一年僅收18元，機車族每天
計次收20元，但業者年收18元，實在不符合比
例原則。她說，機車月票制上路一個月，僅售
出約1200張，月票沒有優惠以致售票不佳，籲
市府都應檢討。交通局長陳學台允諾，機車月
票制於實施3個月後將檢討。但對於是否檢討共
享機車權利金，陳未置可否。

北市議員游淑慧也發現，北市推共享運具
並未使機車數下降，車籍北市的機車不減反增
，此外，目前上線服務的共享機車為1.2萬輛，
估業者一年的營收達8百多萬元，市府一年還僅

收業者權利金40萬元，究竟是鼓勵還是圖利？
游認為共享運具的權利金過低，她要求市府檢
討。陳學台說，市府是鼓勵業者及民眾，非圖
利民眾。

吳沛憶說，今年上半年會期他已向市長柯
文哲反映共享機車權利金收費不合理，當時柯
指示交通局研究，交通局卻認為毋須調整。但
她發現，部分公有停車場提供汽車月租有優惠
，但機車卻 「算好算滿」。她以洛陽停車場及
萬華國中地下停車場為例，月租是日租收費上
限的對折，但路邊機車月票採計次並以每月上
班日足日20天計算，沒有折扣，她認為這是機
車月票難獲機車族青睞的原因，籲市府檢討調

降機車停車月費。
交通局長陳學台表示，目前政策是推廣共

享機車，因此才未規劃調整權利金。至於機車
月票，因本月才推出，將會在三個月後檢討。
停管處長李昆振則說，機車月票是針對路邊停
車，無法與路外停車場相比。

吳沛憶另發現，市府推機車停車收費制，
但許多公有停車場未提供機車停車，目前北市
有327座公有停車場，僅100場規劃機停。陳學
台說，這可以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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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從治療 「鴨掌男孩」改變其一生
，到疫情期間指導帛琉病毒採檢，長期深耕國際
醫療的新光醫院，即使疫情期間，仍不間斷提供
帛琉人道國際醫療服務，憑藉高超的醫療與人道
醫療服務，首次參加2020年全球知名的 「國際醫
療旅遊雜誌」評比，一舉拿下 「最佳國際病患服
務獎」，讓國際看見台灣的醫療水準。

2007 年 成 立 的 IMTJ(International Medical
Travel Journal) 「國際醫療旅行雜誌」，是全世界
具有公信力的國際醫療雜誌，每年辦理相關醫療
年會，評選具有國際醫療水準的醫院辦理競賽評
比，原訂今年在西班牙公布最終得獎名單，因為
疫情改為線上公布。

今年第一次參賽的新光醫院的 「國際醫療服
務中心」，在第一階段與全世界醫療單位競爭通
過初選後，最後與IMTJ多項獎項的常勝軍，來
自黎巴嫩的 Clemenceau Medical Center（和美國
Johns Hopkins欽點合作的醫院）雙雙進入入圍決
選名單，而過去 IMTJ 的獎都只會選一名 winner
贏家，這次因為分數太接近，難分高下，最後新

光醫院獲得 highly recommended，也就是第二名
成績，同獲 「最佳國際病患服務獎」Excellence
in customer service 項目大獎。

新光醫院副院長洪子仁表示，得知獲獎真的
相當興奮，一方面，因為該獎是與全世界最頂尖
的醫療院所一起競爭，得獎證明醫院的醫療水準
獲得國際肯定。另一方面也顯示，台灣的國際醫
療水準具有前進世界舞台的實力。

對於這次能獲獎，洪子仁認為，最大原因還
是來自於長期深耕帛琉、緬甸的國際醫療服務，
即使疫情期間，只要兩國當地有病患飛機立刻從
機場直飛，當晚就送進醫院治療，完全無縫接軌
，且患者術後病患返國，仍有定期回診性的義診
服務，照顧完全沒中斷。

新光醫院從 2012 年至今，目前已收治超過
4000多位來自帛琉島轉診住院患者，兩年前開始
，緬甸服務人次也將近300，洪子仁表示，期許
未來透過長時間累積的信任關係，使得台灣醫療
繼續被國際看見。

見證台灣國際醫療實力見證台灣國際醫療實力
新光醫院獲國際知名雜誌大獎肯定新光醫院獲國際知名雜誌大獎肯定

（中央社）台北市交通局2017年起分階段
在松智路、長春路、北平東路試辦路邊停車格
位智慧化，分為地磁、停車柱兩種。停車柱內
建的智慧化設施可偵測車牌自動開單、提供電
子支付繳停車費；地磁可偵測車輛，讓開單員
知道有車停入可到場開單。市議員許家蓓發現
，地磁準確率可達9成5以上，但停車柱準確率
從6成到99%不等，若停車柱無法自動偵測車牌
資訊，需賴人工開單或民眾自主以手機開單，
市府卻擬自明年起耗資近2億元以8年時間佈建

500個，納稅錢恐白花，市民將成白老鼠。
許家倍質疑，地磁一個只要5千元，停車柱

需接電、一支要價12萬元，且每柱一年維修費
1.2萬元，若故障會影響車主權益，反而有反效
果，此外，停車柱的車牌辨識率介於61%到99%
，市府何以要編列1.9億元，但僅用於500個停
車格？她質疑是今年7月台北市長柯文哲拍板定
案、要求先上路再滾動修正，交通局才趕辦此
項業務，因而編列該筆8年連續性預算1.9億元
。

許家蓓說，台南市府也使用車柱式的智慧
停車位服務，但是採 BOT 方式與業者合作
，將於今年底前完成 2 千格位，業者估花 5
億元，20年後設備回歸南市府。若北市府在

8年期間政策改弦易轍該如何處理？許籲北市府
慎重研議此政策，不應浪費人民的納稅錢，還
把人民當白老鼠。

交通局長陳學台表示，目前地磁及停車柱
都是北市提供場域供業者實驗，市府未出資。
地磁僅是輔助開單員即時獲知有車輛停入停車
格，可前來開單，仍需人工開單，不智慧，因
此不考慮埋設。至於停車柱，內建攝影機，可
辨識車牌，還可自動開單，民眾也可以自動繳
費。陳說，科技日新月異，市府也需滿足市民

的服務需求，未來人力開單應漸減少，將由智
慧方式取代。

陳學台說，停管處編列明年度該筆智慧停
車位預算是屬服務購買性質，將於大同區及萬
華區擇500停車格裝設停車柱，市府是以買服務
的概念，由廠商出設備，但須合乎要求，包括
提供即時停車資訊、車牌辨識、自主刷卡繳費
，還有科技執法，例如限時車格超時就可開罰
。

停管處長李昆振說，該處正在草擬委外契
約，也會要求準確率，並將規範辨識率95 %以
上，且後台還有人工校正，可減低失誤，業者
也要保證妥善率，否則依約可扣款等處分，但
該筆預算還須議會審議通過。

北市擬8年砸2億買500個智慧停車柱
遭疑浪費納稅錢、把市民當白老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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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这种鱼能上树
往返高山大海之间

“鳝王”

“多年前，我们在中部山区做野

外勘测时，曾看到过几次花鳗鲡，但

这些年就很少再遇到。”海南省测绘

地理信息学会副会长陈奋回忆说，以

前他们做项目勘测“偶遇”花鳗鲡的

地方，一般都在山间溪流，“这种鱼

外形独特，很容易辨认，它们出现的

溪流水底清浅、水温清凉。”

陈奋所提到的花鳗鲡，属于国家

二级水生野生保护动物，它是鳗鲡类

中体型较大的一种，外形与硕大的鳝

鱼有几分相似，因此也被称为“鳝王

”。此外，还有人称它为“什刀”(

黎语发音)或“花鳗”。

“最大的花鳗鲡能长到 2 米多长

，发育时间在十年左右。”海口畓榃

湿地研究所项目主任林树浩介绍，今

年 7月 23日，他们海口五源河国家湿

地公园进行鱼类监测项目时，曾发现

花鳗鲡，他们现场还拍摄了照片和视

频资料。

在视频中，一条约半米长的花鳗

鲡匍匐在河沟石头上，清澈浅显的水

流从其头部流向尾部位置，它周边除

了连片石头，还有杂乱生长的野草。

仔细观看可以发现，这条花鳗鲡身体

大部分裸露在水面上端，略扁的头部

沉入水中，正张开犹如U型的嘴巴，

一开一合，吞入流淌而过的河水，在

阳光照射下，其表面皮肤愈显光滑。

这是海口畓榃湿地研究所第二次

在五源河国家湿地公园发现花鳗鲡。

“2019 年 7 月，我们就曾在五源河国

家湿地公园首次发现花鳗鲡存在。”

林树浩介绍，花鳗鲡白昼隐伏于洞穴

及石隙中，夜间外出活动，捕食鱼、

虾、蟹、蛙及其他小动物。

大海—高山—大海

从中部山区到城区湿地公园，都

能看到花鳗鲡身影，是否说明这种鱼

广泛存在？对这一问题的答案是否定

的。

“目前，由于环境污染、河道工

程、人工捕捞等原因，国内花鳗鲡这

种天然大型成鱼几尽绝迹。”林树浩

介绍说，而之所以在不同地方能发现

这种鱼，是因为它的生存环境从高山

到大海，跨越区域比较大。

作为一种典型降河洄游鱼类，花

鳗鲡生长于河流中，成熟的个体会顺

河游入海中，入海繁殖。换言之，花

鳗鲡并非纯粹的淡水鱼，它在淡水和

海水中都能生存。

性成熟后的花鳗鲡，便由江河的

上、中游移向下游，群集于河口处入

海，到海洋中产卵繁殖。孵出的幼体

呈透明的柳叶状(俗称为柳叶鳗)，慢

慢向大陆浮游，在进入河口前变成像

火柴杆一样的白色透明鳗苗(俗称为

鳗线或玻璃鳗)。然后再逆流而上，

返回大陆淡水江河溪流中发育成长。

这种洄游，可以满足它们在生命

各个阶段所需要的环境条件，使个体

的生存和物种的繁荣得到保证。因此

，不管是在中部山区的溪流，还是靠

近入海口的五源河湿地公园，花鳗鲡

的出现，实际是在遵循这一物种天生

的“迁徙轨迹”在移动——从高山到

大海，它们要在这迁徙过程中，完成

生命历程。

两栖动物，还能上树

据《海南鹦哥岭淡水鱼类图鉴》

中介绍，花鳗鲡出生在位于菲律宾南

、斯里兰卡和巴布亚新几内亚之间的

深海沟中，一经成熟化，浑身透明的

幼鱼便会溯游几千公里，抵达南亚、

我国南部沿海等地的河口，上溯到河

流中上游的山间溪涧、水库等水域生

活。经十年左右的生长发育后，成熟

的个体会顺河返回海中，洄游几千公

里，回到出生的大洋深处交配、产卵

，随后死亡。

在海南，花鳗鲡带有浓厚的神秘

色彩。它的神秘不仅因为其繁殖特性

，还有关于它的很多民间传说。根据

有关古籍记载，海南白马王庙供奉的

神灵，据说是两千多年前闽越王郢的

第三个儿子。他在除去黎族人聚居的

溪头坝子附近深潭中一条经常出水袭

击百姓的巨鳝——花鳗鲡的时候，英

勇地与之同归于尽。后来，当地百姓

为了纪念替他们除害的三王子，尊之

为“白马王”，立庙称“广应”，春

秋祭祀。

花鳗鲡在海南民间还被称为过山

龙，因其浑身异常滑腻，力大无比，

徒手极难抓获，而且凭借其身上的黏

液不仅实现了皮肤呼吸，夜里还能爬

到陆地和树上捕食小猪仔和椰子蟹。

2010 年，在五指山的溪头坝子的水满

河畔，就出现过花鳗鲡捕食居民鸡鸭

的事件。

《海南鹦哥岭淡水鱼类图鉴》

指 出 ， 20 世 纪 60 年 代 ， 海 南 野 生

花 鳗 鲡 数 量 很 多 。 中 国 科 学 院 院

士 曹 文 宣 说 过 ， 他 们 在 60 年 代 来

海 南 调 查 鱼 类 资 源 的 时 候 ， 碗 口

粗 的 鳗 鲡 很 常 见 。 近 年 由 于 过 度

捕 捞 、 水 环 境 污 染 、 拦 河 建 修 水

库 及 水 电 站 等 ， 阻 断 了 花 鳗 鲡 的

正 常 洄 游 通 道 ， 花 鳗 鲡 的 自 然 资

源 日 趋 枯 竭 ， 因 此 被 列 为 国 家 二

级水生野生保护动物。

【形态特征】

体近圆筒形，尾部稍侧扁。背鳍

起点距臀鳍起点大于头长，背鳍起点

距鳃孔小于距肛门的距离。背、臀鳍

发达，与尾鳍相连，胸鳍短而圆，无

腹鳍。体背部密布黄绿色斑点。

【生态习性】

降河洄游性鱼类。主要栖息于江

河、水库中。主要以鱼、虾、贝类等

为食。性成熟个体在繁殖季节入海产

卵。

【分布区域】

鹦哥岭南北麓为主。

在海南，有一种鱼的“生存迁徙路径”十分有趣——它

们生于大海，长在高山，最后会再回归大海。这一路跨越山

水，它们以自带的生存习性为“导航方向”，完成路途漫漫

的迁徙。这种鱼就是花鳗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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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非營利組織為社區服務亞洲非營利組織為社區服務，，幫助他們被統計幫助他們被統計
在在20202020 年人口普查中年人口普查中

一名婦女與人口普查局的合作專家交談。照
片由Immigrant Social Services提供。

隨著秋天的開始，許多學生已經紛紛開學。
但是教學樓和操場都很安靜，因為他們的課堂已
經虛擬化了。COVID-19 已從許 多方面改變了今年
的發展方向，甚至改變了2020 年人口普查的時間
表。儘管受到干擾，但非營利組織仍在繼續努力
，直到最後期限，以使他們的社區全部被統計上
。這些非營利組織看到了準確統計所服務對象的
好處，這些好處包括獲得公平的社區資源份額以
及政府為亞裔美國人提供的資金。

甚至在COVID-19 發生之前，許多當地非營利
組織就已經在其社區中充當可信賴的發聲者，以
宣傳2020 年人口普查。最近，這些非營利組織已

成為集體的生命線，可以覆蓋各種地理區域、年
齡、種族和亞洲語言的人們。從鄉村到城市，從
大學生到老年人，這些組織通過提供重要服務如
送餐和定期電話通話，來幫助人們適應新的常態
，以了解他們最迫切的需求。

美國人口普查局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
依賴這些本地組織來充當其特定種族和語言社區
的可信賴代表。通過合作關係，人口普查局提供
了資源來幫助和支持這些當地非營利組織，將
2020 年人口普查推廣活動納入其常規計劃和服務
。

像 Immigrant Social Services （ISS ）的執行董
事Beatrice Chen 和她的團隊是必不可少的，因為
他們提供幫助給有需要的社區：在紐約的唐人街
的中國移民。最近幾週，她的團隊一直在孩子們
回到學校時向他們的家庭分發護理包和教育工具
包，其中包括2020 年人口普查資料，甚至還向當
地學校捐贈了口罩。“ 我們將繼續與當地學校合
作，以確保在前所未見的新學年開始期間滿足孩
子及其家庭的需求，” Chen 說。

早在紐約實行居家令時，ISS 便與難以統計的
、無法上網且需要中文幫助的家庭進行定期檢查
，並通過他們的課後活動項目分發了人口普查宣
傳單。Chen 的團隊利用任何機會傳達了以下的信
息：人口普查對於他們社區的健康和福祉至關重

要，並且它將在未來十年中產生直接而廣泛的影
響。

Chen說：“ 對於紐約的亞裔美國人社區，我
們希望最大限度地利用我們應得的資源。” “ 並
且（人口普查）是允許人們在美國發表意見的具
體示例。”

同時，Keiro ——一位位於洛杉磯並服務在洛
杉磯的日本老年人的非盈利性組織，從今年二月
起就開始了2020 年人口普查的重要推廣。他們依
靠人口普查和健康數據來清楚地了解人口老齡化
。該數據使組織能夠調整其服務以更好地為其客
戶提供支持。

“ 我們以前專注於以設施為基礎的護理中心
，但此後我們開始轉向為在家中老齡化的人們提
供服務。這就是我們許多計劃與社區中心和教堂
合作的原因。” 在Keiro 工作的Brandon Leong 說
。隨著社區中心和教堂的關閉，Keiro 轉向了在線
和遠程推廣。他們繼續用日語共享人口普查信息
，並通過Zoom 等技術幫助老年人保持聯繫。

2020 年人口普查合作夥伴組織，例如Asian
Pacific Network of Oregon（APANO ），加入了全
州聯盟，進一步擴大了這一信息。這個總部位於
波特蘭的非營利組織參加了“ We Count Oregon
” 運動，以提高人們的意識並激發人們自我回覆
。

APANO 電話佈告員在Zoom 上見面，並且在
“ 人口普查精神週” 中打扮成自己最愛的角色。

在八月時，他們還在Facebook 頁面上還舉辦
了專門的“ 亞裔及太平洋島民普查行動日” ，以
創造一個空間，讓大家分享他們的移民故事來揭
示準確反映這個社區的多樣化代表的需求。人口
普查局報告，截至 9 月 23 日，俄勒岡統計了 9
7.7 %的人口 。這絕非易事，因為野火已經燒毀了
該州的部分地區。APANO 的團隊還撥打了10,000
多個電話，以鼓勵俄勒岡人今年對2020 年人口普
查做出自我回覆。

“ 如果我們不知道人們的存在，就無法為他
們提供服務。這就是人口普查很重要的原因。在
分析人口普查數據時，我們要確保如果發現某些
群體沒有得到服務，我們會想出一種方法來幫助
他們。 ” APANO 人口普查公平經理 Marchel
Hirschfield 說。

這些組織做出了持久的貢獻，即在照看自己
的鄰居時動員了所有人參與2020 年人口普查。向
他們表示感謝的一種方法是我們都完成了人口普
查。這是您最後一次通過在線，電話或郵件填寫
表格的機會。訪問2020CENSUS.GOV/ZH-HANT 獲
取有關2020 年人口普查的更多中文信息。要通過
電話用您的語言回覆，請致電 844-391-2020
(Mandarin) or 844-398-2020 (Canto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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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僑社朋友踴躍参加現塲直播。鏈接:  

 https://youtu.be/E2gxkRDk-Do 
 (請注意字母的大寫和小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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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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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