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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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訊）推特（Twitter Inc）執行長
杜錫（Jack Dorsey）今天表示，推特以內容
有疑慮為由，直接封鎖一篇有關美國民主
黨總統候選人拜登的兒子的新聞連結，這
麼做是錯的。

他在推特上表示： 「直接封鎖網址是
錯的，我們已經更新推特的政策並強制執
行以修復此狀況。我們的目標是嘗試加入
來龍去脈，現在我們有能力做到這一點。
」

川普競選連任團隊帳號@TeamTrump
發布影片，內容與拜登（Joe Biden）的兒
子韓特（Hunter Biden）有關，推特以新聞
真實性有疑慮需 「等候事實查核」為由，
暫時封鎖相關報導，後來已解除。

「紐約郵報」（New York Post）近日
在報導中聲稱，取得一台拜登之子韓特丟
棄的電腦，並稱電腦中存有涉及拜登父子
在烏克蘭商業事務的資訊。

推特發言人昨天稍早表示，基於公司

對遭駭資料與張貼私人資訊的相關政策，
暫時禁止川普競選連任帳號、白宮新聞秘
書麥肯內尼（Kayleigh McEnany）和紐約郵
報的帳號推文。

推特政策主管蓋德（Vijaya Gadde）昨
晚表示，公司就稍早的舉措收到外界回應
後，已經決定修改遭駭資料政策。

蓋德推文表示： 「我們不會再移除遭
駭的內容，除非它直接被駭客或他們的同
夥分享。」

（（路透社路透社））

封殺拜登電郵門報導封殺拜登電郵門報導 推特執行長認錯推特執行長認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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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
歡迎使用
觀看高清美南國際電視新聞台

離開大選不到三個星期，民主共和兩
黨正在施展渾身解數， 為大選做最後之衝
刺。

在賓州約翰城的群眾大會上，川普總
統公開向婦女們喊話 ，乞求她們的選票
， 因為救了这些社區整治治安環境 ，總
統說如果拜登獲勝， 郊區之住宅將面臨幫
派份子之擾亂，而使治安敗壞。

共和黨深知他們正在失去婦女之選票

，就在2016 年時之期中選舉 民主黨因而
奪取眾議院多數席次。

在白宮 笫一夫人梅蘭妮發出文章表示
，她已痊癒走出病痛 ，她選擇的是食物及
維他命。

我們祝福第一家庭之康复，眼見總統
大選在即， 期待國會及白宮早日批准紓困
案， 來拯救待援的國民。

In the final stage of the election, the candidates
of both parties are putting on their best shows for
the voters.

President Trump has revealed just how
desperate his political future looks at this
moment.

In Johnstown, Pennsylvania, he begged women
voters and said, ”Suburban women, will you
please like me? I saved your damned
neighborhoods!”

The President knows he has a major problem
with suburban voters, especially with women. In

the 2016 election, he won 2% over Hillary
Clinton in women voters living in the suburbs.

Two years later, in the 2018 midterm election,
Republicans lost to Democrats capturing 45% of
women voters in the suburbs.

Trump has made it clear that if Biden wins, he
claimed, with little subtlety, that roving gangs of
Antifa supporters will invade the U.S. suburban
paradises. But most women don’t buy that and
say their neighborhoods aren’t under any
particular threat.

In the White House, First Lady Melania Trump
detailed her experience battling COVID-19
which she tested positive for two weeks ago.
She has now tested negative for the virus. She
said she had body aches, cough, headaches
and was extremely tired. She chose a more
natural health route relying more on vitamins and
health food and did not take a cocktail of
medicines.

We are also very glad that both the President
and First Lady have already tested negative. The
election is only less than three weeks away.

We still urge the Congress and the White House
to reach agreement and approve the Stimulus
Package which millions of people are waiting on
for survival.

美國新冠疫情日記美國新冠疫情日記1010//1515//20202020
Trump Begged ForTrump Begged For
WomenWomen’’s Votess Votes

川普總統出招要選票川普總統出招要選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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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O計劃

李元鐘保險服務地點 

(本報訊)紐西蘭17日舉行因疫情延後的國
會大選，由於總理阿爾登在疫情期間冷靜鎮定
的領導，加上政府防疫抗疫堪稱全球模範生，
阿爾登所屬的工黨可望大獲全勝。

據近幾個月民調，工黨以平均 46%支持度
，遙遙領先最大在野黨國家黨15個百分點，在
最看好的總理人選民調，阿爾登也高居第一。
在她任內，紐國遭遇了釀成51死的基督城恐攻
、21人遇難的白島火山噴發，以及新冠肺炎疫
情等天災人禍，但阿爾登以她溫柔堅定的領導
，帶領國家走過難關，讓她人氣居高不下。

《衛報》指出，阿爾登已不需再做什麼來說服
選民了。

由於選舉結果幾乎底定，加上疫情依舊嚴
峻，導致選戰缺乏激情，且已有破紀錄的百萬
紐國選民提前投票，投票日當天恐怕也將冷冷
清清。

紐國原定9月19日大選，但因最大城市奧
克蘭爆發第二波疫情而封城，阿爾登在8月17
日宣布，大選延至10月17日。但她當時強調，
有信心讓投票日安全進行，不會二度延期。

防疫模範生紐西蘭明大選
總理阿爾登可望大勝

因應美中對立 日自民黨提議制定經濟安保法

往年這個時候，正是我們關注瑞典皇家
科學院公佈諾貝爾獎(Nobel Prize)得獎人的時
刻, 但是今年很不尋常, 由於深受新冠肺炎與
美國大選影響, 媒體的焦點都在這兩方面上，
以致於諾貝爾獎被奚落了, 相當令人遺憾。

諾貝爾獎一向被公認為全世界所有學術
與人文領域最權威，最有聲望的獎項,今年的
獎項包括物理學、化學、生理醫學、文學與
經濟學獎共有十一人獲得, 而單獨由挪威議會
所評選的和平獎則由世界糧食計劃署獲得, 淘
汰了極右派國會議員提名的川普總統, 這也不
出乎意料。

特別值得一書的是,在今年獲獎精英中,
竟有一名猶太詩人、一名猶太經濟學家和三
名猶太背景的科學家，在諾貝爾獎歷史上總
共有900多位獲獎者，其中至少有208位是猶
太裔，該裔拿走了20%的化學獎、25%的物理
獎、27%的生理與醫學獎以及41%的經濟學獎
, 猶太族裔出類拔萃無庸置疑，而今年新增數
據又這一成就增添一筆,除了 Paul Milgrom 獲

經濟學獎外,奧爾特因在丙型肝炎方面的研究
而獲得了醫學獎,安德烈·蓋斯和羅傑·彭羅斯
爵士因在黑洞方面研究獲得物理學獎，麻州
桂冠詩人Louise Gluck則以新詩獲得文學獎。

諾貝爾文學獎原本是頒發給那些窮一生
之力從事於文學、文化或文字工作的文人，
他們絕多為默默無聞做研究、追求文字藝術
和美學的作家學者，但近些年改變了評審方
向, 四年前第一次把文學獎頒給了一個從事歌
詞與音譜創作的藝人鮑勃·迪倫，迪倫是的歌
詞歌曲極具創意，詩意無窮, 而今年文學獎得
主Gluck也是新詩的高手, 她的作品並非長篇
累牘, 而是深含人生哲理的精湛短詩。

這些年來諾貝爾獎越來越接地氣，獲獎
人大多是走出知識象牙塔外，以實驗方法印
證高深學術理論的學者與文人，他們都是在
學術、人文、政經、科技與各行各業出類拔
萃的精英, 所以諾貝爾獎非常值得禮讚與肯定
,不應該被我們遺落！

【李著華觀點:被遺落的諾貝爾】

(本報訊)據共同社16日報導，日本自民黨
「新國際秩序創造戰略總部」（總部長為政務

調查會長下村博文）16日在黨總部召開會議，
報告了中期彙總。鑑於日本經濟安保國家戰略
受美中對立的巨大影響，中期彙總的核心內容
為要求制定 「經濟安全保障一攬子推進法」。
執政自民黨將於年內彙總建議並向政府提交。

擔任主席的稅制調查會長甘利明強調，
「提出建議後將在政府的所有政策中融入經濟

安全保障的觀點」，主張有必要健全一攬子推
進法。

中期彙總考慮到中國指出， 「數位監視型

和國家資本主義型的新國際秩序正在抬頭。」
其中還寫明，將主動擔負國際標準的形成工作
， 「在公正的規則下最大限度確保國家利益」
。

作為健全法律的探討課題，中期彙總中列
出強化政府的國家安全保障局（NSS）經濟班
等提升情報收集能力、創設規定民間人士接觸
尖端技術信息資格的 「安全許可制度」等。

此外，中期彙總還提及在下一代移動通信
規格 「6G」領域通過推出全球首款產品形成國
際標準，以及強化對境外資本參加防衛設施與
核電站週邊土地交易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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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利政府倡導健康飲食
西瓜、生菜當選民眾最喜愛果蔬

綜合報導 為慶祝智利國家果蔬日、促進智利民眾果蔬消費，

智利農業部、社會與家庭事務部、果蔬消費促進協會等多家機構

，攜手發起壹項大賽，選出了最受智利民眾歡迎的水果和蔬菜：

西瓜和生菜。

據統計，共有 2000 多人參與了此次投票。參選水果中，西瓜

、草莓和鱷梨位列前三，得票率分別為 18.1%、18%和 16.1%；參

選蔬菜中，生菜、番茄和芹菜得票率最高，分別為 20.2%、19.5%

和 10.5%。

智利農業部副部長皮諾切特認為，這項活動是為智利2021年負責承

辦的首個“世界果蔬年”慶祝活動造勢。智利社會與家庭事務部長卡

拉· 魯比拉則稱：“票選智利人最愛果蔬，很好地向社會宣傳了健康飲

食和果蔬消費的重要性。”

智利社會與家庭事務部下屬機構“選擇健康生活”負責人戈多伊透

露：“在智利，只有15%的成年人會按照要求，每天攝入5種不同的水

果和蔬菜。更糟糕的是，62%的兒童每天只吃壹種水果或蔬菜，這就是

我們要促進果蔬消費的原因。”

果蔬消費促進協會 5 Al Día 負責人費爾南多· 索強調：“食用

果蔬非常重要。首先，它有益人體健康，特別是在疫情期間，食

用果蔬有助於增加人體免疫力；其次，果蔬生產具有可持續性，

且對環境有利；此外，提倡果蔬消費，還有利於智利中小企業的

發展。”

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駐智利代表夏娃· 克勞利認為，果蔬攝

入量不足，可導致肥胖。她指出：“每年，智利高達80%的死亡病

例都與肥胖相關。果蔬紀念日和世界果蔬年，實際都是為提醒民眾

，要註意合理飲食。智利物產豐富，完全可以滿足人們的飲食多樣

性需求。”

意大利新增病例回落
總理：將進壹步修正防疫法令

綜合報導 意大利緊急民防部報告新增確診病例4619例，死亡39例

，較前3天略有回落。截至當地時間12日18時，意大利全國累計確診病

例增至359569例，其中死亡病例36205例。意大利總理孔特當天表示，

政府將制定更有效的防疫政策。

據報道，當地時間 12 日，孔特在出席塔蘭托醫學院奠基儀式

時致辭表示，根據意大利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專家建議，政府將

會進壹步修正防疫政策和法規，並依據專家對疫情數據的科學分

析和國情，在保障民眾健康安全的前提下，來擬定更為行之有效

的防疫措施。同時，盡量減少疫情對經濟和民眾日常生活造成的

沖擊。

根據專家建議，意大利新防疫法令將防疫隔離人員分為4大類，無

癥狀感染者、有癥狀陽性患者、無癥狀對病毒保持長時間陽性的感染者

和患者密切接觸者。在所有自我隔離者中，新法規定隔離時間最短為10

天，最長為21天。

意大利衛生部長羅伯托· 斯佩蘭紮表示，新防疫法令修正工作

將於 14 日完成，從 15 日起開始實施。屆時體溫超過 37.5 攝氏度的

人必須留在家中，並聯系私人醫生就診。公眾進入公園和公共場

所必須嚴格遵守禁止集會規定。室內外舞廳和迪斯科舞廳以及類

似娛樂場所將暫時關閉，所有室內活動場所最多不得超過 30 人參

加聚集性活動。

希臘推“疫情安全地圖”
雅典所在地區加強限制措施

綜合報導 希臘國家公共衛生組織宣

布，新增295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該

國累計確診22652例。另新增死亡7例，

累計死亡456例。目前，雅典所在地區

疫情較為嚴重，當局加強限制措施以阻

止病毒進壹步擴散。

希臘公民保護部於當地時間9日起

啟用了顯示希臘全境各地區新冠疫情嚴

重程度的“疫情地圖”。這份地圖根據

疫情的嚴重程度將希臘的每個城鎮分為

四個風險等級，並用不同顏色標記：預

備級(綠色)、監測級(黃色)、加強監控級(

橙色)和危險級(紅色)。公眾可登陸“疫

情地圖”官方網站選擇區域或填入郵政

編碼進行查看。

另外，這份地圖將根據政府醫學專

家委員會的建議每15天進行壹次更新。

目前，希臘境內疫情最嚴重的、首都雅

典所在的阿提地區的安全等級為“加強

監控級”(橙色)。

鑒於目前阿提卡地區疫情的嚴重程

度以及醫院面臨的巨大收治壓力，希臘

政府決定，從當地時間12日起，允許該

地區的健康中心為出現新冠疑似癥狀的

患者提供核酸檢測服

務，以緩減醫院的檢

測壓力。

同時，這些健康

中心的工作時間將作

出調整，從當地時間

早上7點壹直營業至

晚上10點。

為了遏制病毒

擴散，政府還決定

從 12 日起，在阿提

卡地區實施以下限

制措施：每張餐桌

最多可容納 4 人就

餐；餐廳必須將容納顧客的數量控制

在可接待人數總量的 50%以下；酒吧

、餐館、咖啡廳不得在午夜12點至早

晨 5 點期間營業；在室內辦公場所必

須佩戴口罩；讓公共部門和私營企業

40%的員工采取遠程辦公；禁止組織

超過 9 人的聚會；出租車可最多搭載

2 名乘客；私家車可最多搭載 4 名乘

客等。

隨著秋冬季節來臨，希臘政府和衛

生專家都對疫情在希臘下壹階段的發展

表示擔憂。據壹位政府消息人士稱：

“目前我們面臨的主要問題是民眾並沒

有嚴格遵守防疫措施，而不是再出臺新

的措施。從目前的情況看，希臘在疫情

防控方面的表現依然比許多歐洲國家好

得多。”

這名消息人士還透露，如果壹切順

利，第壹批新冠病毒疫苗預計將在2020

年底或2021年初面向公眾。

英國政府宣布“分級封鎖令”應對第二波疫情
綜合報導 英國首相鮑裏斯·

約翰遜在英國議會下院發表講話

，宣布“分級封鎖令”。該項新

防疫限制措施將於14日生效，

為自英國第二波疫情暴發以來的

最嚴封鎖令。

“分級封鎖令”依據疫情狀

況，將英國各地分為“中等”

“高等”“非常高”三個封鎖等

級。“中等”地區為“壹級地

區”，實施全國性的限制措施，

如社交限制“六人原則”和晚上

10點對酒吧、餐館宵禁；“高

等”地區為“二級地區”，居民

們將被禁止在室內舉辦社交活動

或在他人住處留宿；“非常高”

地區為“三級地區”，酒吧、賭

場、電影院和健身房將被關閉長

達6個月；當地人只允許因工作

、教育或醫療等必要原因出行。

宣布完封鎖令細則後，約翰

遜說：“未來幾周乃至幾個月仍

將是艱難的，會考驗這個國家的

勇氣。但我毫不懷疑，只要我們

團結起來，就會取得成功。”

12日，被英國媒體稱為“英

國十月封鎖啟動日”。約翰遜此

前警告說，第二波新冠病毒感染

“現實嚴峻”，在過去三周內感

染病例數量翻了兩番，目前住院

人數比3月份英國第壹波疫情導

致全國性封鎖之前還要多。如果

沒有進壹步的限制措施，英國國

家醫療服務體系(NHS)“可能很

快將面臨無法承受的壓力”，英

國再度處於抗擊新冠疫情的“關

鍵時刻”。

英國住房事務大臣羅伯特·

詹裏克(Robert Jennick)當日在接

受媒體采訪時稱，我們正努力與

各地市長和市議會領導人密切合

作，共同制定該項限制措施的實

施方案。

英國文化大臣奧利弗· 道登

(Oliver Dowden)表示，這些限制

措施將持續實施到聖誕節乃至之

後，在實施四周後將進行審查評

估。“我們已經回到了3月份第

壹波疫情的水平，這是壹個非常

糟糕的局面，而且可能最糟的時

候還沒有到來。新限制措施將令

人難以忍受，如果人們不遵守規

則，我們可能還需要忍受更久。

英國民眾需要振作起來，努力適

應。”

11日，英國新增新冠感染病

例12872例，12日，英國新增確

診病例13972例，累計確診病例

達 617688 例，新增死亡病例 50

例，累計死亡病例42875例。

美軍軍犬未來或戴AR護目鏡執勤
可遠程接收指令

綜合報導 美國陸軍軍犬

未來可能戴上擴增實境(AR)護

目鏡進行執勤，讓士兵可在

安全距離，遠程指揮它們搜

救或在潛在危險區域偵察危

害物與爆裂物。

據報道，這款AR護目鏡

由西雅圖壹家公司開發。贊

助研究的美國陸軍指出，這

是同類技術首度變成實際成

品，士兵將可看到軍犬看到

的壹切，再利用出現在軍犬

視線內的視覺提示下指令。

目前，軍犬搭檔最常用

手勢或雷射筆對軍犬下令，

因此無法離軍犬太遠。雖然

也可為軍犬裝上配備攝影機

的無線電，再利用聲音通訊

給予指示，但軍犬可能聽不

懂。美國陸軍表示，有些特

戰軍犬已會戴上護目鏡執勤

，AR護目鏡可能成為它們和

人類搭檔的新選擇。

美國陸軍研究院(ARL)陸

軍研究處資深科學家史蒂芬·

李(Stephen Lee)表示，新科技

提供軍方“與軍犬溝通更順

暢的關鍵工具”，“擴增實

境在犬只的運用要比人類更

加不同，AR將用於提供犬只

指令和提示。不同於人類，

AR不是用來跟狗互動用的”。

不過，開發這款護目鏡

的公司創辦人派珀(A.J. Peper)

承認，AR護目鏡還處於研發初

期，從AR技術應用於軍犬，

到實際配發部隊，還有壹段長

路要走。但初步研究顯示，前

途非常光明，將“從根本改變

軍犬未來部署方式”。

報道稱，此款AR護目鏡

都將“量身訂制”，每只參

與測試的軍犬都接受3D掃描

，讓開發團隊弄清楚光學與

電子組件的裝配位置。由於

原型機還連有電線，因此軍

犬必須系上狗鏈，研究人員

將努力在下壹個開發階段使

用無線技術，還會跟美國海

軍特種部隊合作，為他們的

軍事工作犬制造測試用原型

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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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總統大選越來越近，民主黨總統候選人
拜登近期被對手川普總統爆出 「電郵門」，讓選情充滿變數。
對於美國近期民調多數顯示，拜登支持度領先川普，英媒則分
析，大選進入倒數後，也不能排除 「10月驚奇」變數，川普仍
有5種可能會勝選。

據美媒《CNBC》報導，就在《紐約郵報》從川普親信、
前紐約市長朱利安尼（Rudy Giuliani）取得韓特（Hunter Biden
）的筆電硬碟資料報導指出，韓特過去曾將向烏克蘭天然氣公
司 Burisma引薦曾任副總統的父親，並藉此獲得商業利益。雖
然拜登早已否認相關指控，臉書與推特等社群媒體也認為其來
源可疑，故封鎖或降低相關新聞觸及率，但在歐美網路上仍引
發熱議。

英媒《BBC》16日報導，拜登的民調，在全國層面和關鍵

搖擺州，穩定地領先共和黨川普，而4年前，落選的民主黨候
選人、前國務卿希拉蕊，也曾被預測有較大的勝率，現在的預
測，對民主黨來說有股沉痛的熟悉感。

BBC也指出川普仍有機會勝選的5個原因，第一，就是川
普和拜登近日正就類似2016年希拉蕊的 「電郵門案」的 「前紐
約市長韓特烏克蘭天然氣案」進行激烈攻防，報導稱，美國部
分保守派人士認為，該事件若後續發展擴大，可能足撼動選舉
形勢，但該說法欠缺根據。BBC更指出，也可能會有另一個完
全難以預測、更震撼的選舉發展會隨時引爆。

第二， 「民調出錯」，報導指出2016年兩黨候選人的選前
民調，和選後結果出現落差，其原因是因為民調機構錯估了白
人、非大學學歷的選民人數，事後發現，這些人大多支持川普
。此外，選民填錯表格，或投票當日選舉戰欠缺人手導致排隊

冗長，也可能令美國選民卻步。
第三，總統辯論，將在22日(周四舉行)，若川普能成功展

現冷靜和總統風度，而相對拜登若又出現口誤(口誤有多次紀
錄)，那大選局勢仍有可能發生變化。

第四，在6個關鍵搖擺州，若能順利拿下賓夕法尼亞州、
佛羅里達州等，鼓勵白人、非大學學歷選民投票，則川普可能
可以藉關鍵的270張選舉人票，繼續留在白宮。

第五，拜登在最後關鍵時刻，曝光度將可能大增，而以拜
登 「守規矩」的競選風格，有可能因為 「說錯話」而使其票倉
選民不滿，因為選民結構有著錯綜複雜的利害關係，而拜登團
隊也可能因民調領先而出現差池，但BBC也指出，他們不會是
第一支面對這種情況的政治團隊。

（綜合報導）美國總統川普15日在邁阿密的市民大會上與
選民互動，並接受全國廣播公司（NBC）《今日秀》女主播賈
斯里（Savannah Guthrie）提問，被問及背負了4億美元債務時
，他霸氣地回答，這只是 「小菜一碟」（a peanut）。他強調自
己極少利用財務槓桿（under leveraged），有債務是因為一些機
構希望把錢借給我。

《紐約時報》日前發布的調查報告顯示，川普背負約4億
美元債務，而且簽署了個人擔保（Personal Guarantee）協議。
所謂個人擔保是指若公司違約，這人得向銀行或其他貸款人償

還公司貸款。
賈斯里在市民大會上向川普追問其財務狀況，川普聲稱他

積累的債務是他經營房地產業務的一個副產品。不過證據顯示
川普過去10年所賺的錢，大部分是來自他參演的NBC實境秀
《誰是接班人》（The Apprentice）。

賈斯里繼續逼問川普： 「你這是確認，你有4億美元債務
？」川普回道： 「我的意思是，這只占我的淨資產極小的一部
分。」間接承認的確背了4億美元債務。

川普說： 「你看，我的產業那麼多，占地廣大，而且非常

漂亮，地理位置又優越，看到這一切，再來看這4億美元，根
本就是小菜一碟。」

對於紐時揭露他2016與2017年繳納的聯邦所得稅極低，
大約只有750美元，加上他一直拒絕公布納稅記錄，他則辯稱
，自己已在接受稅務審計，並重施故計，指責 「國家稅務局對
我非常壞，裡面有前任政府的人。」

主持人也質疑川普是否需要向什麼國家還債？他說： 「就
我所知沒有。」此外，他否認有向俄羅斯舉債，並答應全美民
眾， 「會讓你們知道我欠誰錢」。

川普承認背負4億美元債務
堅稱只是小菜一碟

川普難連任川普難連任？？
BBCBBC大膽預測大膽預測 「「55勝選原因勝選原因」」

川普缺點空前 白宮前高官排隊批鬥 凱利率先下重手
被美國總統川普炒魷魚的白宮前幕僚長凱利（John Kelly）

告訴朋友，這位白宮主人是他生平所見過 「缺點最多的人」。
據CNN新聞網16日報導，凱利告訴朋友， 「他不誠實的

程度真是令我震驚。那不誠實，還有每段關係的交易本質－－
雖然這比甚麼都可悲。他是我這輩子見過缺點最多的人。」

就在美國總統大選前不到3星期，CNN錄製了名為 「圈內
人：來自川普前官員的警告（The Insiders: A Warning from
Former Trump Officials）」的特別節目，預定周日晚播放。而
在這節目中，川普政府前高官將輪番登場，除了凱利外，還有

前國安顧問波頓（John Bolton）、生物醫學高級研究與發展管
理局前局長卜萊特（Rick Bright），以及國土安全部前法務長
米特尼克（John Mitnick）。這些前高官將說明，為何他們認為
，川普不適任美國總統。

而認為川普不誠實，甚麼關係都存有交易本質的人，並不
只有凱利。美國副總統彭斯（Mike Pence）的首席顧問特蘿伊
（Olivia Troye）曾說，雖然川普早在2月中時，就知道新冠肺
炎可能對美國產生的影響，但他根本不想聽，因為他最關心的
，就是今年是大選年。

國土安全部前幕僚長泰勒（Miles Taylor）則說，川普其實
把政府內任何與他意見相左的人，都稱為 「深層政府」（deep
state）。而在這陰謀論中，所謂 「深層政府」，就是指那些沒
有經過民選，由政府官僚、公務員、軍事工業組織、金融業，
財團與情報機構所組成，為保護既得利益，在幕後實際控制國
家的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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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部分公共場所強制要求戴口罩
違者將遭罰款

綜合報導 韓國13日起強制要求

在部分公共場所佩戴口罩，違反者將

被處以罰款。

韓國中央防疫對策本部副本部長權

埈郁13日在記者會上介紹了相關情況

。根據新規，除了特殊人群，如未滿14

歲的兒童、由於身體原因不能戴口罩者

，以及在洗臉、吃飯等特殊情況下，要

求全民在醫療機構、使用公共交通、參

與集會等情況時必須佩戴口罩。

如果個人違反規定不戴口罩，將

面臨10萬韓元的罰款；如果相關場

所、設施的運營者，集會的組織者不

遵守規定將被處以300萬韓元處罰。

此外，不正確佩戴口罩者也將面

臨處罰，如口罩在鼻子下方等情況。

權埈郁表示，希望全民配合佩戴

口罩的措施，從當天起設立1個月的

過渡期，此期間暫不收罰金。他說，

近來輸入性病例增加，小規模集體感

染不斷，仍需要保持高度警惕。

韓國中央防疫對策本部通報，截

至當地時間13日零時，新增確診病

例102例，累計確診24805例。(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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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柬埔寨打擊假新聞委員會

13日透露，近期官方加大力度嚴查社交媒

體違法違規信息，共有145條相關信息被

處理。

柬埔寨打擊假新聞委員會當天在柬埔

寨新聞部召開月度總結會議。會議稱，這

些信息通過文字和視頻形式，在互聯網新

聞平臺，以及各類社交媒體上傳播。

今年3月 11日，柬埔寨新聞部正式

成立打擊假新聞委員會，以有效遏止網

站和社交平臺的假新聞，采取應對措施

，包括封鎖有關網站和賬號，避免公眾

產生恐慌。

柬埔寨打擊假新聞委員會稱，9月被

查處的虛假信息多涉及在疫情期間擾亂社

會秩序、尋釁滋事，以及汙蔑政府官員等

內容。

壹段時間以來，尤其新冠肺炎疫情期

間，虛假信息在社交媒體上蔓延，已經引

起柬埔寨高層關註。此前，柬埔寨首相洪

森強調，在暴發新冠肺炎疫情的情況下，

所有新聞媒體和個人都應謹慎報道真實和

準確的新聞，並要與相關政府部門核實所

報道的新聞，官方消息由衛生部發布為準

。避免傳播虛假信息，引起社會動蕩、歧

視和社會不穩定。

對於如何處理相關違法違規者，柬埔

寨新聞部新聞與影視總局局長、打擊假新

聞委員會副主席波速萬表示，新聞部、郵電部、內政部

等多個部門將密切合作，針對假新聞和假消息，加大力

度進行處理，壹些違法違規的社交媒體賬號將被封鎖，

壹些新聞網站將被撤銷執照，相關負責人移送法辦。

福島核汙水處理方法或於月內出爐

“入海”可能性最大
綜合報導 針對福島第壹核電

站核汙水的處理辦法，日本政府最

早將於10月下旬決定最終的處理

方法，據稱，最終的處理方法很有

可能是將核汙水排入大海。

據報道，所謂核汙水，就是在

冷卻核反應堆後殘留的廢水，雖然

福島核電站壹直在對相關核汙水進

行處理，但其中壹種名為“氚”的

放射性物質難以被去除，也就導致

核汙水持續堆積。

據介紹，目前，所有的核汙水

都儲存在核電站內，但預計到2022

年夏天，儲存核汙水的水箱容量將

會達到極限。

報道稱，相關人士表示，日本

政府最早將於10月下旬，就核汙

水的處理方法做出最終決定，目前

，將核汙水漸次排入大海的方法最

有可能被選中。不過，報道指出，

今後日本政府如何應對由此帶來的

輿論壓力，將是壹個新的課題。

2011 年 3月 11日，日本發生

“3•11”東日本大地震，引發巨

型海嘯及福島核災難，造成上萬人

死亡。

針對福島核電站內堆積的核汙

水如何處理，日本政府此前曾表示

，將福島核事故汙染水排放到海洋

中是安全的，並強調對人類健康造

成影響的風險“非常小”。不過，

當地部分團體已提出強烈反對。

當年罪犯將刑滿出獄，韓國人籌款2億為“素媛”搬家
綜合報導 以殘忍方式性侵8歲幼女、

最終被判入獄12年的韓國罪犯趙鬥順即將於

12月刑滿出獄，日前他表示出獄後將回到京

畿道安山市的老家，而當年的受害人(韓國

電影《素媛》的原型，以下簡稱為“素

媛”)及家人目前也居住在此，兩家相距僅1

公裏左右。消息傳出後，韓國民眾紛紛請求

政府采取措施阻止趙鬥順出獄或回到安山，

但韓國現行任何法律都無法阻止這壹切。無

奈之下，韓國愛心人士發起籌款活動，幫助

“素媛”壹家搬遷至遠離趙鬥順的地方。

據報道，曾在12年前給“素媛”提供

免費心理咨詢的韓國預防暴力虐待協會會

長申義鎮(音)醫生當天表示，“素媛”已成

為大學生，學習也很努力，但自從趙鬥順

表示將回到安山老家後，“素媛”壹家感

到寢食難安，“素媛”的父親近期還表示

：“想起12年前趙鬥順在法庭壹直盯著我

看的那種眼神，至今都感到恐懼和憤怒。”

申義鎮醫生表示，很難想象，受害者本人

又是何等恐懼。

為了避免“素媛”壹家再次近距離接觸

加害者、進而勾起他們往年傷痛，申義鎮醫

生決定面向社會發起籌款活動，用於幫助

“素媛”家人搬遷至遠離趙鬥順的地方。據

悉，籌款活動自9月23日開始以來，截至本

月12日共籌集1.94億韓元(1000韓元約合6元

人民幣)，約4000名愛心人士向“素媛”伸出

了援手。申義鎮醫生向MBC表示，籌款活動

將持續至11月30日，全部善款將用於幫助

“素媛”壹家人搬遷，剩下的善款將用於資

助“素媛”上大學以及日常生活開銷。

“犯罪受害者援助法律亟待完善”。

Money Today財經網13日稱，“素媛”壹

家是低保戶、每月領取政府救助金30萬韓

元。“素媛”的母親患病多年，家裏還欠

有銀行貸款，生活十分拮據。報道稱，雖

然犯罪受害者可以根據韓國現行《犯罪受

害人保護法》向政府申請各項援助(就業指

導、治療和護理費用、保護人身安全、提

供臨時住處等)，但由於政府預算有限，遠

不能滿足犯罪受害者的實際需要。而作為

低保戶，“素媛”壹家更是沒有能力籌集

高昂的租房費用。12年前，“素媛”就因

為政府補助款遠不足以支付醫療費用，最

後靠民眾籌集的善款完成了兩次大手術。

MoneyToday財經網13日稱，12年過去

了，加強懲治犯罪分子的諸多法案陸續出

臺，但援助犯罪受害者的相關法律條款仍

在原地踏步，亟待政府及相關部門完善。

希望素媛案永遠不會再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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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深港人籲港青投身灣區建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花 深圳報道）在

14日舉行的深圳經濟特區建立 40周年慶祝大會

上，習近平總書記講話對深圳寄予厚望，並多次提

及香港，強調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講話內容引

發居深港人熱議，有港青激動表示：“總書記講話

沒有忘了香港，中央沒有放棄香港，給港人吃了定

心丸。”採訪中多位港人稱，聽到總書記講話倍感

鼓舞，堅定看好深圳的發展前景，接下來，會鼓勵

身邊的香港年輕人來深圳，抓住發展機遇，投身大

灣區建設。

聆聽總書記講話備受鼓舞 堅定看好深圳前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
道）習近平總書記14日在深圳經濟特區建立
40周年慶祝大會的講話中令不少在深圳工作
和生活的港青備受鼓舞，“總書記談深圳不
忘港澳，我和團隊認真聆聽講話後，對港澳
政策方面印象深刻。”灣區文化傳媒集團聯
合創辦人兼粵港澳大灣區青年協會創會主席
李培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表示，總書
記的講話中提到要鼓勵更多港澳台同胞到深
圳投資興業，也希望更多港澳青少年到內地
學習、就業、生活。“這種更廣泛、包容、
全面交流的措施能更加增強港青對祖國的向

心力。”
李培表示，今年因為疫情，很多港企面

臨困境。在這個時候，中央先是推出《深圳
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行示範區綜合改革
試點實施方案（2020－2025年）》，之後總
書記親臨深圳出席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周年
慶祝大會，並在講話中支持港澳同胞融入內
地，相信可以吸引很多香港人到深圳發展，
給他們更多的出路，也幫他們指明了發展方
向。

李培還表示，相信深港融合是大勢所
趨，中央政府對港人、港企融入大灣區的支

持，不僅給港企以動力和希望，還給了我們
新的落腳點和出路，相信後續的一些政策可
以協助我們更加融入深圳，融入灣區，並且
和內地的企業合作，激勵我們重新再出發。

在深港企：
講話激勵我們再出發

“我們舒糖訊息從創立之初就在深圳，公司有11名香港員
工，一直跟隨公司成長。深圳的創新氛圍和內地廣闊

的市場給了我們發展空間。”舒糖訊息科技有限公司CEO何耀
威表示，14日上午他一字一句聽完了總書記的講話，其中的幾
個關鍵點令他深有感觸。

企業家：冀港青來灣區發展
“創新是一切的動力，匯聚人才是創新的根本。”何耀威

解釋，深圳多年來一直將高新科技作為支柱產業，匯聚了大量
的高新科技人才，同時建立了完善的產業鏈，這對於後來的創
業者非常有利。“今天上午的講話，再次強調了未來深圳對於
人才的重視。我們公司未來也希望能夠吸引更多的香港人才加
入到我們團隊。”

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到，舒糖訊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從事智慧醫療的可穿戴設備研發。經過6年發展，公司已研發
出多款產品，在內地上市銷售。目前已經接到了來自內地多個
省份的預訂單，總量超過1萬件。何耀威強調，香港缺乏實業
基礎，科創優勢目前沒有深圳明顯。香港高校每年培育大量的
高科技人才，港人完全可以到大灣區來尋找發展空間。“大灣
區內地各市近年來推出許多便利港人的措施，例如港人港稅就
是非常具有吸引力的政策。希望這些政策能夠盡快落地實施，
相信能夠吸引大量香港年輕人來到大灣區工作。”

創業者：堅定留在內地發展
90後港青曾義來到深圳工作已近5年。他創辦的共享辦公

空間708090創客匯聚集了大量的創業者。創客匯曾多次舉辦深
港兩地創業者的交流活動。14日他聽完了總書記的講話，感觸
最深的是“總書記沒忘了香港”。“香港修例風波之後，很多
傳言說‘中央要放棄香港’，這種傳言肯定毫無根據。”曾義
受訪時稱，總書記講話中多次提及了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和粵港
澳三地的融合，港人是可以放心來到內地發展的。

冀香港深圳行業標準對接
“而且我特別注意到一點，總書記提到了推進三地在行業

標準方面的銜接。”曾義解釋道，作為一名香港的測量師，在
工作中經常遇到香港與深圳行業標準不同的情況。香港的標準
是對標國際的，現在內地和香港的認證標準不同，這對於香港
專業人士投身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是不利的，希望深港兩地能夠
盡快在行業標準上實現對接。“總書記講話提到這些行業細
節，證明他對兩地的情況是非常了解，也堅定了我們在內地發
展的信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
道）14日上午，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周年慶
祝大會在廣東省深圳市隆重舉行，中共中央
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出
席大會並發表重要講話。

共青團廣東省委組織創業青年、青年科
技工作者等與全省各級團幹部一起在線收看
大會直播。他們表示，總書記講話令人備受
鼓舞，作為創業青年對參與大灣區建設充滿
信心。

來自香港的易視智瞳科技（深圳）有
限公司董事王星華表示，習近平總書記的

講話，他在兩方面的感觸最深，一是總書
記多次提到創新的重要性，特別是在當前
國際經濟環境複雜、科技產業鏈面臨巨大
挑戰的局勢下，“堅持創新是第一動
力”，這是科技創業者必須堅定貫徹的信
念。創新才能破局，創新才能生存，創新
才能發展。堅持走自主研發的科技創新路
線，用視覺智能賦能中國“智”造，是易
視智瞳的責任與使命所在。二是粵港澳大
灣區戰略的不斷深入。深圳作為大灣區的
重要引擎，在科技創新領域已積累了多年
優勢。香港作為大灣區的重要組成部分，

要在未來面向世界的科技競爭中發揮更大
作用，必須要深入融入大灣區、抱團共
贏。他希望可以盡一點微薄之力，透過創
業實踐，吸引更多香港有志青年投身到祖
國的建設中來，在更大的舞台上，盡情揮
灑自己的熱情和才華。
深圳市移動機器人公司合夥人王茂林表

示，聆聽總書記的重要講話，他對堅定不移
貫徹新發展理念的提法印象特別深刻。作為
一名在深圳創業的90後青年，他會堅持發展
是第一要務、人才是第一資源、創新是第一
動力的理念，在無人駕駛技術領域精心耕
耘，心無旁鶩地推進更多智能移動機器人的
自主核心技術攻關，為科技強國、創新強國
貢獻自己的一分力量。

灣區創客：深度融入抱團共贏

馮國佑北上發展二十年 信有更多港青內地興業

■在深圳創立舒糖訊息科技（深圳）有限公司的港人何耀威
（右一）與團隊討論業務。 香港文匯報記者何花 攝

■■1414日日，，習近平講話內容引發居深港人熱議習近平講話內容引發居深港人熱議，，有港人表示有港人表示
聽到總書記講話備受鼓舞聽到總書記講話備受鼓舞，，堅定看好深圳的發展前景堅定看好深圳的發展前景。。圖圖
為在深創辦共享辦公空間為在深創辦共享辦公空間708090708090創客匯的創客匯的9090後港青曾義後港青曾義
與公司團隊成員進行項目討論與公司團隊成員進行項目討論。。 香港文匯報記者何花香港文匯報記者何花 攝攝

■香港專業人士
（北京）協會會
長馮國佑

網上圖片

■粵港澳大灣區青年協會創會主席李培。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攝

2020年10月15日（星期四）4 要聞文
匯

■責任編輯：周文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
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周年之際，迎來多項重
大政策利好。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
廳日前印發《深圳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
行示範區綜合改革試點實施方案（2020－
2025年）》（以下簡稱《方案》），在內地
港人看來，這一方案對香港而言同樣是重大
利好，為港企港人提供更多新的發展機遇。
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14日在深圳經濟特區
建立40周年慶祝大會上的講話也令住在內地
的港人備受鼓舞，“總書記談深圳，不忘港
澳，給予我們港澳人士更多鼓勵，相信會有
更多有志青年會到內地投資興業，共享紅
利。”

在內地發展二十多年的港人、香港專業人
士（北京）協會會長馮國佑告訴香港文匯報記
者，最近幾日，他與其他在內地港人都在關注
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周年相關消息，特別是中
央發布的深圳綜合改革試點方案，“這個《方
案》不只是給深圳的‘特大禮包’，也是給港
人的‘禮包’，讓港企港人看到了更多機會，
為深圳改革開放指明方向，也為有意北上的港
人指明道路。”

馮國佑說，《方案》提出六方面改革，
其中包括完善科技創新環境制度，放寬前沿
技術領域的外資准入限制，這進一步展示出
國家科技發展和國際合作的新格局，使科技
技術有更長遠的發展。“深圳一直是香港和

國外資本進入內地的橋頭
堡，深圳經濟發展與世界
接軌的程度越緊密，市場
發揮的作用越強大，就更
有利於港資進入內地，並
發揮投資作用。”

此外，馮國佑指
出，方案還提出要建立具
有國際競爭力的引才用才
制度，賦予高端人才引進
審批許可靈活機制。在這
方面，香港各行業都有很多高端人才，這些
措施都有助於吸引他們來到深圳，發揮其應
有的作用，更好地促進兩地交流和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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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是改革開放後黨和人民
一手締造的嶄新城市，是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在一張白紙上的精彩
演繹

─經濟特區不僅要繼續辦下
去，而且要辦得更好、辦得水平
更高

─以一往無前的奮鬥姿態、風
雨無阻的精神狀態，改革不停
頓，開放不止步，在更高起點上
推進改革開放

─當前，世界經濟面臨諸多複
雜挑戰，我們決不能被逆風和回
頭浪所阻，要站在歷史正確的一
邊，堅定不移全面擴大開放

─生活過得好不好，人民群眾
最有發言權。要從人民群眾普遍
關注、反映強烈、反覆出現的問
題出發，拿出更多改革創新舉措

─努力讓人民群眾的獲得感成
色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續、安全
感更有保障

─要尊重人民群眾首創精神，
不斷從人民群眾中汲取經濟特區
發展的創新創造活力

─我們堅定不移奉行互利共贏
的開放戰略，既從世界汲取發展
動力，也讓中國發展更好惠及世
界

─要建立健全激勵機制，推動
形成能者上、優者獎、庸者下、
劣者汰的正確導向，為改革者負
責、為擔當者擔當

─永葆“闖”的精神、“創”
的勁頭、“幹”的作風，努力續
寫更多“春天的故事”，努力創
造讓世界刮目相看的新的更大奇
跡

◆資料來源：人民日報

總書記精彩論述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韓正
出席大會。
深圳前海國際會議中心燈光璀璨、氣氛熱

烈。上午10時30分，大會開始。全體起立，高唱
國歌。在熱烈的掌聲中，習近平發表重要講話。
他強調，興辦經濟特區，是黨和國家為推進改革
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進行的偉大創舉。長
期以來，在黨中央堅強領導和全國大力支持下，
各經濟特區解放思想、改革創新，勇擔使命、砥
礪奮進，在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進程中譜
寫了勇立潮頭、開拓進取的壯麗篇章，為全國改
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作出了重大貢獻。

習近平代表黨中央、國務院和中央軍委，向
經濟特區廣大建設者，向所有為經濟特區建設作
出貢獻的同志們，致以誠摯的問候！向各位來
賓，向關心和支持經濟特區建設的國內外各界人
士，表示衷心的感謝！

力推科技創新邊陲小鎮變國際都市
習近平指出，深圳是改革開放後黨和人民一

手締造的嶄新城市，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一張
白紙上的精彩演繹。40年來，深圳奮力解放和發
展社會生產力，大力推進科技創新，實現了由一
座落後的邊陲小鎮到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國際化大
都市的歷史性跨越；堅持解放思想、與時俱進，
率先進行市場取向的經濟體制改革，實現了由經
濟體制改革到全面深化改革的歷史性跨越；堅持
實行“引進來”和“走出去”，積極利用國際國
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積極吸引全球投資，實
現了由進出口貿易為主到全方位高水平對外開放
的歷史性跨越；堅持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尊
重人民主體地位，加強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
積極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實現了由
經濟開發到統籌社會主義物質文明、政治文明、
精神文明、社會文明、生態文明發展的歷史性跨
越；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人民生活水平大幅提
高，教育、醫療、住房等實現翻天覆地的變化，
率先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目標，實現了由解
決溫飽到高質量全面小康的歷史性跨越。深圳等
經濟特區的成功實踐充分證明，黨中央關於興辦
經濟特區的戰略決策是完全正確的。經濟特區不
僅要繼續辦下去，而且要辦得更好、辦得水平更
高。

特區十條寶貴經驗須不斷豐富發展
習近平強調，深圳等經濟特區40年改革開放

實踐積累了十條寶貴經驗，對於新時代經濟特區
建設具有重要指導意義，必須倍加珍惜、長期堅
持，在實踐中不斷豐富和發展。

習近平指出，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
大變局，我國正處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
關鍵時期，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
發展階段。深圳要建設好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先
行示範區，創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城市範
例，提高貫徹落實新發展理念能力和水平，形
成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擴大開放新格局，推進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豐富“一國兩制”事業發
展新實踐，率先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第一，
堅定不移貫徹新發展理念。要堅持供給側結構
性改革這條主線，堅定不移實施創新驅動發展
戰略，加大基礎研究和應用基礎研究投入力
度，培育新動能，提升新勢能。要大力發展現
代服務業，提升服務業發展能級和競爭力。要
實施更加開放的人才政策，聚天下英才而用
之。第二，與時俱進全面深化改革。黨中央經
過深入研究，支持深圳實施綜合改革試點，以
清單批量授權方式賦予深圳在重要領域和關鍵
環節改革上更多自主權。深圳經濟特區要扛起
責任，牢牢把握正確方向，努力在重要領域推
出一批重大改革措施。第三，銳意開拓全面擴
大開放。要優化升級生產、分配、流通、消費
體系，增強暢通國內大循環和聯通國內國際雙
循環的功能，加快推進規則標準等制度型開
放，率先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要
加強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開展多層
次、多領域的務實合作。第四，創新思路推動
城市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要樹立全周
期管理意識，加快推動城市治理體系和治理能
力現代化，努力走出一條符合超大型城市特點
和規律的治理新路子。第五，真抓實幹踐行以
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要拿出更多改革創新
舉措，把就業、教育、醫療、社保、住房、養
老、食品安全、生態環境、社會治安等問題一
個一個解決好，努力讓人民群眾的獲得感成色
更足、幸福感更可持續、安全感更有保障。要
尊重人民群眾首創精神，不斷從人民群眾中汲
取經濟特區發展的創新創造活力。第六，積極
作為深入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要抓住粵港
澳大灣區建設重大歷史機遇，推動三地經濟運
行的規則銜接、機制對接，提升市場一體化水
平。要繼續鼓勵引導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僑胞充
分發揮投資興業、雙向開放的重要作用，在經

濟特區發展中作出新貢獻。
習近平強調，一花獨放不是春，百花齊放春

滿園。我們堅定不移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
既從世界汲取發展動力，也讓中國發展更好惠及
世界。經濟特區建設40年的實踐離不開世界各國
的共同參與，也為各國創造了廣闊的發展空間、
分享了發展利益。歡迎世界各國更多地參與中國
經濟特區的改革開放發展，構建共商共建共享共
贏新格局。

習近平指出，經濟特區處於改革開放最前
沿，加強黨的全面領導和黨的建設有着更高要
求。要深入貫徹新時代黨的建設總要求，以改革
創新精神在加強黨的全面領導和黨的建設方面率
先示範。廣大黨員、幹部要堅定理想信念、更新
知識觀念、掌握過硬本領，自覺站在黨和國家大
局上想問題、辦事情。要激發黨員、幹部幹事創
業的熱情和勁頭。要持之以恒正風肅紀，堅定不
移懲治腐敗，堅決反對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營
造風清氣正的良好政治生態。

物質和精神文明建設交出優異答卷
習近平強調，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物質文明

和精神文明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經濟特區要堅
持“兩手抓、兩手都要硬”，在物質文明建設和
精神文明建設上都要交出優異答卷。要加強理想
信念教育，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弘
揚以愛國主義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創新為
核心的時代精神，繼續發揚敢闖敢試、敢為人
先、埋頭苦幹的特區精神，教育引導廣大幹部群
眾特別是青少年堅定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自
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要深入開
展群眾性精神文明創建活動，不斷提升人民文明
素養和社會文明程度。

會上，深圳市委書記王偉中，研祥高科技控
股集團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陳志列，中建科工集
團有限公司華南大區總工程師陸建新先後發言。

李希主持大會。丁薛祥、劉鶴、陳希、黃坤
明、王東明、董建華、何厚鏵、梁振英、夏寶
龍、何立峰和苗華出席大會。

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澳門特
別行政區行政長官賀一誠，中央和國家機關有關
部門負責同志，廣東省有關負責同志，深圳、珠
海、汕頭、廈門、海南經濟特區和浦東、濱海、
雄安新區主要負責同志，深圳對口支援、協作幫
扶地區主要負責同志，港澳台人士代表，外賓代
表，深圳各界代表等參加大會。

在深圳經濟特區建立在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40周年慶祝大會上發表重要講話周年慶祝大會上發表重要講話 強調推動經濟特區工作開創新局面強調推動經濟特區工作開創新局面

在更高起點上推進改革開放
習
近
平

習
近
平：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深圳

經濟特區建立40周年慶祝大會14日上午

在廣東省深圳市隆重舉行。中共中央總書

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會

上發表重要講話強調，要高舉中國特色社

會主義偉大旗幟，統籌推進“五位一體”

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

局，從我國進入新發展階段大局出發，落

實新發展理念，緊扣推動高質量發展、構

建新發展格局，以一往無前的奮鬥姿態、

風雨無阻的精神狀態，改革不停頓，開放

不止步，在更高起點上推進改革開放，推

動經濟特區工作開創新局面，為全面建設

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第二個百年奮

鬥目標作出新的更大的貢獻。 ■習近平在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周年慶祝大會上發表重要講話。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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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

道）中國國家統計局15日發布數據顯示，

9月中國豬肉價格同比漲幅大幅收窄，環

比轉降，拖累當月消費者價格指數

（CPI）同比漲幅下降 0.7 個百分點至

1.7%，時隔18個月再次回到“1時代”。

專家表示，通脹下降主要受豬肉價格回落

及去年高基數的影響，消費及服務價格繼

續回升；國際原油價格疲弱，拖累工業品

價格降幅超預期擴大，並不影響工業生產

繼續復甦，預計國內經濟增長繼續拾級而

上，四季度經濟表現可能好於預期。

中國豬肉降價 通脹返1時代
專家：油價疲弱無礙工業復甦 預計四季度經濟勝預期

1

CPI同比漲幅回落，主要由食品價格尤其是豬肉價格漲幅大幅收窄所推動。9月
食品價格同比上漲7.9%，漲幅回落3.3個百分
點，豬肉價格漲幅則從7月的85.7%、8月的
52.6%大幅回落至25.5%，環比也從8月上漲
1.2%轉為下降1.6%。國家統計局分析，目前生
豬生產持續恢復，存欄不斷改善，儲備豬肉投
放增多，豬肉供給有所增加，加之去年同期基
數高，帶動豬肉價格同比漲幅大降、環比由升
轉降。

消費和服務業繼續恢復
與此同時，一些消費和服務價格出現上漲，

顯示消費和服務業繼續恢復。國家統計局數據表
示，9月，隨着文娛消費逐步恢復，觀影人數增
加，電影票價格環比上漲4.1%；新學期開學，
課外教育及部分民辦學校收費有所上漲，教育服
務價格上漲1.6%；夏秋換季上新，服裝價格上

漲0.9%。此外，扣除食品和能源價格的核心CPI
同比連續三個月持平於0.5%，環比上漲0.2%，
較8月上升0.1個百分點。

在工業品價格方面，9月工業品出廠價格指
數（PPI）同比下降2.1%，降幅較8月擴大0.1個
百分點，與市場預期的降幅收窄的走勢相反。這
主要是因為生活資料價格由漲轉降，下降
0.1%；生產資料價格則下降2.8%，降幅收窄0.2
個百分點。

豬肉價或拖累明年物價
中信證券首席經濟學家諸建芳表示，隨着

生豬供給增加，豬肉價格9月開啟下行通道，
這一趨勢料至少延續到明年末，拖累明年物價
走勢。而核心CPI環比上漲，服務價格上升，
教育文化娛樂、衣着、家庭服務等非食品價格
回歸正常季節性增長，意味着居民需求繼續擴
張，可選消費有望進一步回升。

至於工業品價格降幅擴大，諸建芳認為，主
要受國際原油疲弱的影響，並不代表工業需求走
弱。9月石油產業鏈產品價格環比轉降，但黑色、
有色、煤炭等產品價格維持增長，且漲幅高於去
年水平，顯示基建、地產等需求端仍在改善。預
計疫後需求擴張的態勢不會中斷，年內PPI回升
仍有望繼續。

諸建芳預計，短期通脹難以抬頭，但由於豬
肉價格持續下降及國際油價疲弱，未來核心通脹
繼續回升，但整體通脹將持續下降，明年上半年
CPI可能處於較低水平，下半年小幅回升。

明年全球GDP料增5.2%
廣發證券首席宏觀經濟學家郭磊則強調，當

前既沒有通縮壓力，也沒有通脹壓力，預計未來
全球經濟繼續恢復，預計明年全球GDP將增長
5.2%，國內經濟也繼續好轉，服務業和全球貿
易有望在疫苗上市後急速回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征
兵 南寧報道）第十一屆泛北部灣
經濟合作論壇暨2020北部灣國際
門戶港合作峰會15日在廣西南寧
開幕。來自中國及東盟各國的政
府官員、知名專家學者、商界精
英、業界人士代表通過線上線下
融合的方式，聚焦北部灣國際門
戶港，呼籲共建國際陸海貿易新
通道，共創泛北合作新時代。
中國交通運輸部部長李小

鵬在大會視頻致辭時指出，中
國交通運輸部支持提升北部灣
港功能定位，加快建設面向東
盟、連接全球的國際航運物流
樞紐和陸海新通道國際門戶
港。我們倡議東盟各國與中方
加快推進陸上、海上、天上、
網上四位一體的“硬聯通”，
推動陸海新通道建設不斷走深
走實。與此同時，大力推進政
策、規則、標準三位一體的
“軟聯通”，努力構建中國與
東盟區域內“2 天快貨物流
圈”。

泰盼拓運輸渠道入華市場
泰國副總理兼商業部部長

朱林對此表示認同。他說，北
部灣國際門戶港是重要的物流
基地和運輸樞紐，泰國希望增
加與北部灣港的互聯互通，拓
展產品的運輸渠道，使更多的
泰國農產品出口到中國市場，
並通過這條航線進入到歐洲及
中亞地區。
中共廣西壯族自治區委員

會書記鹿心社表示，當地誠邀
泛北各方深度參與北部灣港以
及國際陸海貿易新通道沿線的
鐵路、公路、港口等基建，進
一步深化中國－東盟開放合
作，促進泛北地區繁榮發展。
當天，論壇還發布了一系

列成果，啟動了欽州國際集裝
箱碼頭統一運營儀式、中谷欽
州集裝箱多式聯運物流基地開
工儀式、北部灣國際門戶港港
航互聯服務平台上線儀式，開
通了東盟（柬埔寨）至北部灣
港水果快線，發布了廣西水運
港口發展基金等。

泛
北
部
灣
經
合
論
壇
開
幕

中
方
倡
加
快
與
東
盟
陸
海
空
網
聯
通

■■專家表示專家表示，，通脹下降主要受豬肉價格通脹下降主要受豬肉價格
回落及去年高基數的影響回落及去年高基數的影響。。圖為山西省圖為山西省
太原市市民在超市選購豬肉太原市市民在超市選購豬肉。。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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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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6日（星期五）3 經濟中
國

■責任編輯：何佩珊

美國新一輪紓困方案談判陷僵局，加上外電消息指螞蟻集團或遭美國納入

所謂的“貿易黑名單”，螞蟻集團的A+H上市大計徒添變數，令阿里巴巴15

日重挫4.3%，港股也急跌逾508點，收報24,158點。在龍頭科技股“AT-

MX”全線回吐下，恒生科指挫3.6%報7,541點，大市成交額亦減至1,305.38

億元（港元，下同）。市場人士指，15日的回吐已令港股前兩日的大部分升

幅蒸發掉，預期市場會繼續憂慮本地銀行股及科技股會受美國制裁，港股在美

國總統大選前或持續走弱。

美恫嚇制裁 港股借勢回吐
螞蟻或遭列“黑名單”恒生科指挫3.6%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紹基

香港文匯報訊 有消息稱美國政府正考慮將螞
蟻集團列入貿易黑名單，對此，中國外交部發言人
趙立堅15日表示，中方反對美國濫用國家安全概
念打壓外國公司。

趙立堅15日在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稱，中方
將繼續採取必要舉措，保護中資企業的合法權益。

據15日外電消息，美國國務院已遞交一份提
案，要求特朗普政府將螞蟻集團列入貿易黑名單。
報道說，列入“實體清單”已然成為特朗普政府打
壓中國企業的可選工具。

路透社的報道提到，螞蟻集團最近發給該媒體
的聲明強調，該公司在中國境外的業務比重僅有
5%。

此外，對於螞蟻集團IPO可能延遲的報道，螞
蟻集團發言人本周二表示，公司上市流程正在滬港
兩地有序推進，目前沒有預設的時間表，任何關於
時間表的猜測都沒有事實依據。本周三螞蟻集團再
就市場傳聞回應稱，有關戰略配售基金的細節已經
做了“完全充分的披露”，它沒有承銷自己的
IPO。

作為移動支付平台支付寶的母公司，螞蟻集團
今年7月20日曾宣布，啟動在上交所科創板和香港
聯交所主板尋求同步發行上市的計劃。

路透社稱，預計螞蟻集團首次公開募股
（IPO）規模或達350億美元，有望成為全球最大
上市案。

華外交部：繼續採取必要舉措保護中企合法權益

■有分析師認為，螞蟻在美
國的業務比重其實不高，美
國揚言將螞蟻列入黑名單，
旨在向外界釋出信息，意圖
阻止美國投資者參與螞蟻的
IPO。 資料圖片

路透社引述知情人士指出，美國國務院已
向總統特朗普提案，建議將螞蟻納入

“貿易黑名單”，螞蟻回應指不了解相關討
論。分析師認為，螞蟻在美國的業務比重其實
不高，今次建議將螞蟻列入黑名單，旨在向外
界釋出信息，意圖阻止美國投資者參與螞蟻的
IPO。螞蟻發言人則回應說，該集團的上市工
作正有序推進，並無預設時間表，市場有關集
團上市時間的猜測，均沒事實根據。

螞蟻：上市工作正有序推進
外電曾報道指，螞蟻集團的招股規模料達

350 億美元，有望成為全球史上最大型的
IPO。如今IPO有機會受美國政府阻撓，阿里
巴巴股價15日受壓，全日急挫4.3%報284.8
元。

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副主席郭思治表示，
美國國務院建議將阿里巴巴集團旗下的螞蟻集
團納入貿易黑名單，並警告美國投資者不要參
與其上市活動，拖累阿里巴巴及其他科技股大
跌，是15日港股受挫的主因。

科技股另一利淡消息來自騰訊遭執董及總
裁劉熾平減持，15日股價挫3.74%，阿里及騰
訊兩股成為15日跌幅最大兩隻藍籌。小米亦跌
3.4%，美團跌4.8%，京東及網易跌幅分別近
4%及3.66%。港交所股價亦受累，全日挫近
3%報362元。

此外，美國恫嚇與香港及內地官員有業務

往來的金融機構，亦令處於風眼的滙控及渣打
均回調約2%，友邦跌幅更達3.68%。大市方
面，15日有48隻藍籌下跌，恒指亦一舉跌穿
50天及100天線。

信達國際研究部主管趙晞文表示，港股過
去兩周多已累積了一定升幅，理論上是需要回
調的，如果市場出現壞消息，正好是調整的機
會。

大市2周累升巨 試二萬四支持
他相信，港股回調幅度不會太深，後市先

試24,000點支持力。個股方面，近日連升的風
電股金風15日曾再升18%，收市仍升逾11%，
成交亦配合，顯示炒風未完。炒風旺的還有汽
車股，比亞迪15日一度創143.5元新高，升幅
近6.7%，但獲利盤湧現使該股收市倒跌。五菱
曾爆升63.6%，收市升幅收窄至42%報 0.47
元。

無礙資金流入 結餘逾3100億
不過，美國的制裁及威嚇無礙資金繼續流

入香港。港元強方兌換保證於周三紐約交易時
段被觸發，香港金管局再接錢55.34億港元，
香港銀行體系總結餘16日增至3,101.09億港
元。

新股市場暢旺及人民幣兌美元走強，吸引
資金流向港元體系，上周二以來共有超過436
億港元資金流入港元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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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今年公費流感疫苗開打前，衛
福部長陳時中不斷呼籲民眾一定要去施打疫苗
以抗新冠， 「順時中」的結果，開打首日就創
下紀錄，不到一周，各地診所及醫院面臨斷貨
，許多民眾抱怨打不到疫苗；昨日衛福部率然
宣布停止中壯年齡層公費疫苗施打，不僅凸顯
政府公費流感疫苗準備不足，面對嚴峻的秋冬
新冠疫情，一直標榜新冠疫情超前部署的指揮
中心，顯然已經破功了！難怪陳時中被指高坐
神壇上，聽不到民怨。

今年 3 月國際疫苗標案開始時，國內疫情
正是最緊張的時刻，世界衛生組織也在3月19
日宣布新冠肺炎已經全球大流行，指揮中心若
是真的超前部署，就該在4月7日國際流感疫苗
結標之前，向藥廠預定更多的疫苗數量。

即使錯過下訂國際疫苗，但國內也還有國
光、東洋等國產疫苗藥廠。以雞蛋疫苗培養約
僅需六個月時間來看，搭配專案或緊急授權方
式向國內藥廠訂貨，就算 5 月叫貨，也是來得

及亡羊補牢，11月、12月可陸續補貨施打。
除了疫苗數量不足外，疫苗施打方式未管

控也是政府的政策失當。前兩年分別因為生產
、WHO 疫苗病毒選株太慢等問題，國人公費
流感疫苗採取分批施打，雖然接種時間稍晚，
卻可保障併發重症風險較高的幼兒與老年族群
一定有針可打。

醫界、學者早在今年 3 月就預言，國內秋
冬會面臨新冠與流感疫情雙重考驗，民眾出現
疫苗 「搶打潮」並非不可預期，就連各地診所
早就都提早戰備，及早訂貨並分流，避免出現
亂象。

然而，一向自詡各項防疫都要 「超前部署
」的指揮中心，這次卻一再錯失機會，致疫苗
不足因應需求，還未針對各族群風險高低安排
施打順序，以減少防疫缺口；指揮中心呼籲民
眾快打後又驟然宣布暫緩，更是讓人無所適從
，政府防疫部署已亂了套。

公費疫苗 「亂」 停打
神壇上的陳時中 聽不到民怨

疫情阻赴中設考場
3台商學校無法同步考英聽恐影響大學申請

第二波疫情捲土重來
陳時中：下月宣布 「秋冬專案」 緊縮嚴管

（中央社）國內今（10/16）再增4例武漢
肺炎境外移入確診，且首度出現境外生來台確
診！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13時30分召開臨時
記者會，指揮官陳時中說，4名無症狀印尼籍學
生因就學於9月30日入境台灣，檢疫期滿前採
檢確診，分別為 2 女 2 男，年齡介於 10 多歲至
20多歲，其中案532、533、535入境搭同班機。
有鑑於境外移入個案持續出現，加上國際疫情
仍有捲土重來之勢，陳時中宣布，大約11月中
旬會有 「秋冬疫情專案」，提出稍微緊縮和嚴
管的措施。

今日記者會，指揮中心發言人莊人祥、疫
情監測組組長周志浩、衛福部傳染病防治諮詢
會預防接種組召集人李秉穎也列席。有鑑於近
日不斷出現境外移入個案，法國也創疫情高峰
，疫情是否會在秋冬捲土重來，指揮中心是否
會有新作為？陳時中說，現在世界第二波疫情
之中，歐洲持續創新高，美國也沒有減緩情況
，相信非常有可能會有疫情，因此大概11月中

會宣布秋冬疫情專案，應會是稍微緊縮和嚴管
的內容措施，指揮中心會再評估情況。陳時中
說，邊境管制會是一個方向，境內加強新生活
運動的強度也會是重點。

秋冬專案境內的管制，是否針對演唱會、
商場或大型活動進行限縮？陳時中說，會看社
區情況決定強度，但各種方式都會思考，看如
何是最有效率又讓干擾降到最小。

11月中旬要公布的秋冬專案，是否為了因
應流感疫情和武肺疫情夾殺？陳時中於記者會
後受訪指出，11月中是一個時間點掌握，像流
感門急診流感就診人次預估在全年第51周會比
較高峰，所以在快到51周之前的中間點會進行
思考；第二個考量就是看國外疫情否有變化，
境外、境內都會思考是否該緊縮。

♦4名印尼高中生來台就學 首度出現境外
生確診

此外，指揮中心表示，4名個案入境迄今均
無疑似症狀，9 月30 日入境後即由校方分別安

排至國內4家防疫旅館居家檢疫，10月15日檢
疫期滿由衛生單位安排就醫採檢，並於今日確
診(4 名個案 Ct 值介於 27 至 36，血清抗體檢驗
中)。

指揮中心指出，衛生單位目前已初步掌握4
名個案接觸者共220人，包括同車接觸者104人(
其中92人為境外生，檢疫期滿前檢驗結果皆為
陰性)、同班機接觸者115人及防疫旅館工作人
員1人；其餘接觸者持續調查匡列中。

陳時中表示，針對境外學生檢疫政策，都
是全數在居家檢疫14天前採檢，但之前階段都
沒有這樣的案例，這次4名印尼學生是首度出現
檢疫期滿前採檢確診的情況；莊人祥則說，這4
位都是高中生，來自3個不同學校，其中2人同
校，確實是首次出現境外生來台確診個案。

教育部國教署晚間回應，4位印尼籍學生由
校方安排到國內4間防疫旅館居家檢疫，未進入
校園就發現確診，依學校規定，校方不受影響
故無須停課。至於境外生入境政策是否再調整

，教育部端執行隔離檢疫程序，其他則依指揮
中心入境政策辦理。

目前僅中學境外生入境需於居家檢疫完畢
後再追加一次篩檢，大學境外生則無此規定，
於檢疫期滿後即可回到校園。媒體追問，未來
是否對所有境外生落實全面篩檢，以防堵無症
狀案例？國教署僅回，高級中等以下學生依規
定完成14天居家檢疫後，需再接受病毒核酸檢
驗，確認為陰性後才可入學。意指大學仍無此
規劃。

指揮中心統計，國內截至目前累計 9 萬
8355例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相關通報(含9萬6969
例排除)，其中535例確診，分別為443例境外移
入、55例本土病例、36例敦睦艦隊及1例不明
。確診個案中7人死亡、491人解除隔離、37人
住院隔離中。

（中央社）本學年第一次高中英語聽力測
驗下周六（10/24）登場，有超過10萬人報名，
接獲爆料，受武肺疫情影響，大考中心無法派
人將試卷帶往中國，確定3所台商子女學校的高
三學生共455人，無法參加首次英聽測驗，為避
免相同劇情在明年學測重演，傳出已有部分高
三生計畫提前返台，隔離結束後再參加12/12舉
行的二次英聽測驗，明年學測也將在台灣應考
。

大考中心從2013年起到中國華東及東莞兩
所台商學校設置中國考場，辦理包括上海、華
東、東莞等3所台商子弟學校的高三生，和台灣
同步參加英聽測驗及學測考試。本學年第一次
高中英聽測驗預計下周六舉行，總計10萬6947
人報名。日前大考中心主任周兆民親自說明英
聽考試防疫措施，但他沒說的是，3所台商學校
學生將無法應試。

●北京不同意在中國設考場 台商子女沒
法參加首次英聽考

接獲台商家長爆料，上海台商子女學校的
高三學生，往年都是參加由大考中心跨海在華
東台商子女學校舉辦的英聽測驗，但受疫情影
響，今年上海台商子女學校若前往華東應試，
根據中國規定，因為跨省，考生得先隔離14天
以上，加上大考中心無法取得官方同意，在當
地設考場，3校學生已確定無法參加首次英聽考
試。

投訴家長指，英聽成績幾乎是參與個人申
請、繁星推薦、分發入學的必要成績，孩子跟
家長都很擔心，若下次英聽考試仍無法在中國
舉行，勢必提前返台隔離再應試，已聽說部分
家長做出最壞打算，為孩子預定下月底返台機
票，若返台要先隔離14天，嚴重影響學生學習
進度與權益，希望教育部正視，盡快解決。

詢問華東台商子女學校在台北辦事處指出
，往年台商子弟學校學生，都是選擇在中國參
與第一次英聽考試，想參加第二次考試再返台
，英聽測驗試卷往年都由大考中心專人押送到

中國，今年因疫情而涉及押送試卷人員隔離關
係，無法全程監視，確定台商子弟學生無法參
加第一次英聽測驗。

●台商學校台辦：盼12/12二次英聽在中國
設考場 教育部將開會研商對策

辦事處表示，目前正在與中國溝通，希望
在12月12日舉行的第二次英聽考試，可在台商
子弟學校設置考場，若無法取得中國允許，最
下下策就是所有高三學生提前返台隔離，再參
加12月的英聽測驗及明年的學測。

主辦單位、大考中心主任周兆民接受訪問
時坦承，的確無法讓3所在中國的台商學校高三
考生，在下周六時和台灣考生同步應考，大考
中心正在討論解決方案，尚無定論，但會在近
期公布。

怕洩題影響考試公平性，大考中心都有專
人押送試卷到中國，但這次卡在押送人員得隔
離檢疫，押送人員與試卷無法同時進入中國，
目前希望專案獲得中國官方審批文件，讓試卷

進入中國且在中國設置考場，但這部分都得看
中國北京的臉色。

教育部則回應，今年受疫情影響，中國相
關省市增加各種防疫措施，例如跨省市移動也
要隔離，為確保試務安全及過程不受中方防疫
措施影響，以及13萬名全體應試考生權益，教
育部已邀請3所台商學校、大考中心及相關部會
，商討今年12月第二次英聽測驗及明年1月學
測至中國設考場事宜，並分別準備及評估可行
方式，目前尚未定案。

教育部表示，今年3所台商學校計有455名
學生將報考學測及英聽，倘若因為疫情因素，
最後無法設置大陸考場，上述學生若真的需要
返台應試，3所學校在台皆有多所與其有合作學
校，可提供場地與教學資源，教育部將視學校
個別需求，提供學校及學生必要協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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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台南市六甲區市道175線因位於
泥岩破裂帶，汛期間常因地下水宣洩不及而導致
道路災害，經評估後南市府工務局決定在此開鑿
2口 「大口徑集水井」。台南市長黃偉哲16日來
到六甲175線25K＋410處視察該工程，盼下次汛
期前能完工，解決地方逾30年的道路安全問題。

黃偉哲表示，174、175線是很重要的道路，
連接東山咖啡公路以及六甲、楠西農特產品運輸
道路，也是居民對外聯繫的一條路，過去不少有
施工辦法卻成效不彰，如今想到用集水井方式，
希望能把地層中的水順著集水井排出去，避免滑
坡造成道路的損害。

六甲175線25K＋410處自1986年起每逢颱風
豪雨，常造成路面下陷、附近民宅及產業道路開
裂，嚴重影響用路安全，屬高潛示地盤滑動區。

南市府自2014年起從公路局接管養護該路段
後，委託專業工程顧問公司對該地盤滑動區進行
地滑調查及邊坡監測等評估工作，發現該路段為
典型古崩塌地形，上邊坡有烏山頭斷層及中坑斷

層通過，地質構造較為複雜，部分泥岩層中有明
顯破碎帶，造成地下水異常快速上升，泥岩層易
因泡水致強度弱化而產生滑動。

2017至2019年間針對道路路基進行地錨補強
，辦理下邊坡排樁樁身裸露處施作地錨，以期減
緩地盤滑動速率，也接續進行下邊坡擋土牆及上
邊坡擋土牆處復建作業等工程。

今年5月開工的道路邊坡災害復建工程，預
計110年5月完工，總工程費4600萬元進行道路
復建改善，首開台南先例開鑿2座直徑4.5公尺、
深度28公尺的大口徑集水井，導排上邊坡泥岩層
中之地下水，降低上邊坡因豪大雨驟升之水壓及
水位，減緩大面積塊體滑動致災影響道路安全。

目前該工程進度超前約8％到9％，黃偉哲特
別指示工務局，希望能於明年雨季前順利完工，
對居民的生命財產還有交通安全都有很大的保障
，他也感謝工務局和所有工程人員的辛苦，以及
議會的支持讓預算通過。

解決六甲解決六甲175175線崩塌老問題線崩塌老問題」」
台南首次開鑿台南首次開鑿 「「大口徑集水井大口徑集水井」」

39歲婦罹腦癌不失志以4歲腦麻兒為榜樣
「他失明癱瘓小小身體都這麼勇敢」

（中央社）訪視時，39歲阿婕（陳宜婕）
正到醫院探視血液遭細菌感染的雙胞胎長子小
棋，4歲小棋是腦麻兒，出生後不停進出醫院，
罹患4期腦癌阿婕說，小棋是她對抗疾病的榜樣
， 「孩子這樣的身體，面對疾病還是這麼勇敢
，自己的病不算什麼。」

阿婕說，她常感暈眩多年，因自己有貧血
沒放在心上，直到今年6月初開始出現嚴重頭痛
、右側手腳無力，到地區醫院就醫4次才查出罹
患4期腦癌，她除老大小棋外，還有雙胞胎老二
小翔和1歲多女兒小筠， 「醫生說明病情時，我
不知流了多少眼淚，心裡想的都是孩子，萬一
我走了，孩子怎麼辦？」

阿婕說，醫生說腫瘤有5公分，因已壓迫神
經，當時馬上轉診到醫學中心進行手術，8月中
做完30次放療，目前正吃健保標靶藥物， 「醫
生坦白說，我的癌症是神經膠質母細胞瘤，預
後普遍較差，交待不要太勞累，避免復發，我
就一切都交給上帝，只希望有更多的時間能陪
孩子。」阿婕說，她治療後留下一些後遺症，

「智力、記憶力減退，反應遲滯，有時講話會
結巴，比較嚴重的是右耳聽力大概少了7成。」

阿婕又說，她過去曾有段失敗婚姻，與前
夫育有19歲、18歲一對子女，都由前夫撫養，
但與孩子仍常互動，她與35歲先生阿欽（辜子
欽）婚後2、3年懷孕不順，就醫檢查才知她輸
卵管阻塞，花光夫妻約70萬元，接連做了5次
試管嬰兒才成功懷上雙胞胎兒子， 「產檢原本
一切正常，不料孕期約26周不正常出血，雖馬
上住院安胎，但到30周時，醫生發現小棋心跳
不穩，緊急剖腹生產。」

腦麻兒雙眼失明四肢癱瘓 「只有聽力正常
」

採訪時，阿婕（右）的腦麻長子小棋（中
）因血液感染住院打抗生素，她正幫孩子的雙
腳穿上副木，圖左為雙胞胎次子小翔。韓旭爾
攝

阿婕嘆氣又說，2 子出生時都只有 1400 公
克， 「當時小棋全身黑紫色， 醫生說他缺氧、
腦部受損，曾跟我們溝通是不是要放棄，但這

孩子是上帝賜給我們的，是好是壞我們都要接
受。」阿婕說，只是小棋雙眼失明、四肢癱瘓
，消化系統發育不全、吃東西常嘔吐，需以胃
造口管灌， 「醫生說小棋的認知和智力在評分
表是0，他只有聽力是正常，這些年來不知已進
出醫院多少次。」

阿婕說話時，次子小翔坐在哥哥身旁發出
「喀、喀」咳嗽聲，小棋聽了發出咯咯笑聲，

阿婕說，小棋對某些聲音會有反應，也開始聽
懂一些話，也認得家人的聲音。接著阿婕要小
棋拍拍手，他果然馬上拍手回應， 「其實小棋
有慢慢進步，只要給他時間，應該會越來越好
。」

阿欽說，多年來他做大貨車司機養家，阿
婕婚前原是美容師，但雙胞胎兒子出生後，她
無法外出工作，便在家中接單做原民傳統藝品
，又開班教學，夫妻每月共掙6萬多元，尚可支
應5口生活、房貸。如今阿婕罹癌，雖她有時仍
硬撐著做手工，但每月收入只剩數千元， 「我
要陪太太回診，多少也影響工作。」

學校聘56歲婆婆任時薪助理兼可照顧腦麻
孫

阿婕說，罹癌後，前段婚姻所生19歲女兒
小彤到家裡陪伴照顧她，也幫忙做手工藝品，
目前雙胞胎兒子都讀幼兒園中班，小棋唸的是
學前特教班，學校聘用她56歲婆婆阿玉婆任時
薪教師助理，在小棋上課期間幫忙打理起居、
管灌流質食物，同時也關照其他一起上課的身
障孩子。

阿玉婆說，她自幼罹小兒麻痺，走路不大
方便，領有中度身障證明，她和老伴除阿欽外
，還有一個女兒因精障長年安置機構， 「老伴
原本做農田雜工，但3年前罹大腸癌後沒法工作
，原本我在外縣市醫院做外包清潔工，去年中
孫子小棋要上學前特教班需人全程陪伴，剛好
學校也給我教師助理的工作機會，每月約 1 萬
5000元，讓我能有收入支應老伴生活、女兒安
置開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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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疫情可能致62萬人死亡 使美國損失16萬億美元
美國經濟持續低迷 經濟學家認為3年後才會等來復甦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距離美國發現第一例新冠肺炎確診

病例已經過去八個月，美國的確診及死亡人數依舊在持續增長，

超過一半的州或地區疫情甚至出現明顯反彈。據CNN13日報導

，中西部地區感染蔓延迅速，這些地區報告的陽性檢測率最高。

美國13個州新冠病毒檢測陽性率超10%，連續7天的受感染病例

仍高於50,000例。據13日報導，亞拉巴馬州、佛羅里達州、艾奧

瓦州、愛達荷州、印第安納州等至少13個州的病

毒檢測陽性率超過了10% ，疫情形勢依舊嚴峻。

CNN評論稱，如果不扭轉目前的局面，美國將可

能經歷一個“毀滅性的冬季”。自10月9日以來

，至少有10個州報告了新冠肺炎住院人數創紀錄

。此外，美國兒科學會和兒童醫院協會表示，從

9月24日到10月8日，美國兒童新冠肺炎確診病

例增加了13%，新增確診病例超過7.7萬例。 據

報導，目前已有超過21萬美國人死於新冠肺炎。

波士頓大學發現，真正的死亡人數可能要高得多

。該分析報告仔細研究了2020年2月至9月間美

國死亡人數，今年的死亡人遠遠超過了過去。

據CBS12日報導，一項研究表明，新冠肺炎大

流行將使美國人最終付出16萬億美元的代價。這

項研究發表在《美國醫學會雜誌》上，由前財政

部長薩默斯和哈佛大學經濟學家卡特勒共同撰寫

。16萬億美元中首先被計算的是新冠肺炎疫情的死亡成本。該研

究預估，新冠肺炎大流行很可能導致總共62.5萬美國人過早死亡

，並且每起死亡事件給社會帶來的總成本損失為700萬美元。

根據美國勞工部10月13日公佈數據顯示，美國9月在經濟復

甦疲軟的背景下，通脹持續低迷。同時，在新冠疫情反彈、紓困

措施受挫和美國大選面臨不確定性的情況下，通脹持續低迷，美

聯儲將在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維持超低利率水平。自從新冠疫情

暴發以來，美國經濟受到能源、服裝和旅遊相關價格大幅下滑影

響和政府無法提供第二期刺激措施的情況下，顯示美國經濟復甦

乏力，通脹可能至少在2021年之前都會保持平緩。企今，至少

有2550萬人正在領取失業救濟。流感季節臨近卻缺乏新冠病毒

疫苗、缺乏新的財政刺激措施，以及美國大選的不確定性已經導

致勞動力市場復甦放緩。

美國勞工部此次公佈的最新數據同時顯示租房市場疲軟。新

冠疫情助長了人們從市中心向郊區和其他低密度地區的遷徙，這

會導致公寓空置率上升，抑制租金增長。特別是在科技企業聚集

區域，許多企業轉為居家辦公後引發搬家潮，員工主動前往稅率

、物價、房價低得多的地區居住，對傳統住宅區房租形成壓力。

這些趨勢表明，美國最昂貴的城市租金市場發生了巨大變化。隨

著疫情遲遲得不到有效控制，美國租客正不斷從市中心搬離，導

致公寓空置率屢創新高，公寓租金持續下跌，這令不少房東承受

巨大壓力。低租金和租戶減少將導致抵押貸款還款和繳納房產稅

都變困難，地方、學區、銀行、樓市經濟復甦都受到衝擊。為了

改善不斷惡化的情況，有效控制冠狀病毒絕對是政府和每個人必

不可少的任務。

(本報訊）在疫情之下如何找出投資的通道及
解決生意上或工作上的困境並分析如何理財及投
資理財專家張南庭先生，於美國取得數學碩士學
位卻走上創業經商之路， 歷經40多年創業經營不
同的生意，尤其經營了33年 teacher supply 的生意
，也同時經營房地產投資。四十多年來除了生意
之外一直醉心鑽研股票投資，他所舉辦過的投資
講座已超過三十餘次，深受投資觀衆歡迎，他的
願望是幫助大家計劃最好的長期投資，同時分享
他的經商理念。

* 地點：線上會議平台 Zoom Online Meeting
。

* 時間：10/18/2020 3pm (Central Time/US
& Canada)

* 全程演講將以中文進行。完全免費。
會議的Zoom線上會議平台鏈接和密碼如下:
鏈 接 - https://us02web.zoom.us/j/

89987715284?pwd=ayt5ZkFVejF0bmVFVkk1ej-
Fia3J3Zz09

Meeting ID: 899 8771 5284

密碼 Passcode: 470786
One tap mobile
+ 13462487799,,89987715284#,,,,,,0#,,470786#

US (Houston)
+ 12532158782,,89987715284#,,,,,,0#,,470786#

US (Tacoma)
Dial by your location
+1 346 248 7799 US (Houston)
+1 253 215 8782 US (Tacoma)
+1 669 900 9128 US (San Jose)

+1 312 626 6799 US (Chicago)
+1 646 558 8656 US (New York)
Find your local number: https://us02web.zoom.

us/u/kdwFaxlaUG
若您有任何疑問或需要進一步的協助，請聯

絡 洪 良 冰 會 長 E-mail： nancygri@aol.com 或 電
832-818-6688 或 何 真 秘 書 長 E-mail： yaochris-
ti@yahoo.com 或電 832-866-3333。

線上會議平台鏈接和密碼線上會議平台鏈接和密碼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舉辦財經投資專題講座美南分會舉辦財經投資專題講座

2020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進入最後的戰鬥階段年美國總統大選進入最後的戰鬥階段，，然而然而，，郵件投票和大流行病郵件投票和大流行病
的襲擊給選舉過程增加了更多不確定性問題的襲擊給選舉過程增加了更多不確定性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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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健康保險市場開放註冊個人健康保險市場開放註冊

1010月月1717日慈濟美國年度慈善感恩音樂會日慈濟美國年度慈善感恩音樂會
多元文化匯聚的音樂饗宴多元文化匯聚的音樂饗宴

(本報訊 保羅·博布倫, 西梅娜·伊巴拉, 大
衛·德奧爾和更多將在 10 月 17 日 2020 慈濟美
國年度慈善音樂會上表演。

慈濟美國正在舉辦一場虛擬慈善音樂會,以
收集對COVID-19救援工作的支援,由眾多國際知
名表演者參加。

在即將於10月 17日(星期六)舉行的年度慈
善音樂會上,慈濟美國 (又稱佛教慈濟基金會) 。
將呈現以 「分開在一起」 為主題的各種表演和
演講。 它的籌款活動(同名)的靈感來自於通過
COVID-19大流行和加州野火為救災工作籌集資
金和提高認識。音樂會將免費線上舉行。tzuchi.
us/concert 下午 4 facebook.com/tzuchiusa Pdt =
下午 6 點 Cdt = 晚上 7 點 Edt。表演者包括: 。。

• 海地歌手兼詞曲作家和紐約本地人保羅·
博布倫。

• 厄瓜多歌手和。希望旅 Ny 志願者西梅
娜·伊巴拉。

• 國際獲獎的以色列歌手和作曲家。大衛·
德奧爾。

• 臺灣歌手徐怡玉和民間搖滾音樂家李守
川。

• 紐約演員和表演者。郭奧斯丁 和雅漢昌
。

• 親高爾夫球手和二胡球員查理斯王。
• 慈濟新亞合唱團,成立於2007年。
• 慈濟手語團隊。
• 來自蒙羅維亞和核桃、加利福尼亞州和

達拉斯和休斯頓的慈濟大愛學齡前學生。
"唱給人聽,敞開心扉,這(半年)是我不能做的

。我祈禱好日子到來。我為你祈禱,我的朋友。
David D'Or,2020年慈濟美國年度慈善音樂

會表演者。
由於冠狀病毒大流行的異常性質,這些才華

橫溢的藝術家將在各自地點通過直播進行表演
。作為慈濟美國的第一次直播音樂會,他們將播
放音樂和唱歌,專注於團結,內在的力量和同情。
主持當晚的節目將由艾美獎提名的記者和上午
主播KESQ在棕櫚泉,加利福尼亞州,安吉拉陳,和
慈濟的布雷登何。

"重要的是,我們所有人都在那裡為彼此,尤
其是當困難時期。

奧斯丁·庫,2020年慈濟美國年度慈善音樂
會表演者。

目標是讓盡可能多的人參與,並考慮進行慈
善捐贈,支援慈濟美國救援工作,因為我們進入
2021年。 截至10月 12日,慈濟志願者已分發了
218萬多隻外科口罩、197.8萬台N95呼吸器、

77.1萬副手套、42.6萬副面罩、26.6萬件手工布
面罩、21.6包雜貨等。我們還在為受加州野火嚴
重影響的家庭組織緊急財政援助。關於完整統
計, 請造訪HTTPs://tzuchi.us/coronavirus。

捐款可直接在音樂會直播期間通過 face-
book.com/tzuchiusafacebook.com/tzuchiusa 或
tzuchi.us/concert。 它們也可以提前作出或組織
通過最近的慈濟章。https://tzuchi.us/coronavi-
rus. 。

通過 2020年慈濟美國年度慈善音樂會的預
告片,流覽一下陣容。 。

媒體連絡人: 阿尼克·戈什,anik_ghose@tzu-
chi.us anik_ghose@tzuchi.us 。

2021年健康保險交易市場個人健康保險市場開放註冊期於11
月1日開始，至12月15日結束。許多人誤以為實行了多年的健保
交易市場已經被停止了，其實這是誤傳。《平價醫療法案》(Af-
fordable Care Act) 仍然有效，2021年民眾仍可以通過“健康保險
交易市場購買個人健康保險計劃。對特定收入民眾的稅務補貼
（tax credit)仍然存在。如果錯過了市場開放註冊期，需要發生比
較重大的家庭變化，符合特殊註冊期的條件才可以申請購買健康
保險。

為什麽要購買健康保險？
從2019年開始聯邦政府取消罰款制度，也就是說，沒有健

保也不會被罰款！但是大家都知道美國醫療賬單天價，在美國沒
有健康保險是很有風險的事情，所以壹份適合的健康保險是非常
有必要的。尤其在2020年3月開始，新型冠狀病毒肆虐全球，
這個時候為自己和家庭選擇壹份健康保險尤為重要。

為什要通過健康保險交易市場（Health Insurance Market-
place）來購買個人健康保險？

通過健康保險交易市場購買個人健康保險有如下好處：
1， 根據患者保護與平價醫療法案，通過健康保險交易市場

購買個人健康保險，收入在聯邦貧困線（Federal Poverty Level）
的100%～400% 之間的家庭或個人可以獲得保費稅務優惠（Pre-
mium Tax Credit），幫助支付保險計劃的月費。在2021年，稅務
補助仍然有效。

2，平價醫療法案規定除了原住民、非法移民、B1/B2簽證持
有者和監獄服刑者以外，合法美國居民都可以申請健康保險交易
市場的個人健康保險。

3，該醫療保險計劃的醫療賠付沒有上限
4，允許26歲的子女留在父母的醫保計劃中（必須要壹起報

稅）。
5，該醫療保險計劃接受例如有既往病史（慢性病），有任

何重大疾病，或準備作手術，妊娠等等，保險公司壹定要接受。
健康保險交易市場包括哪些服務？
在交易市場銷售的健康保險方案涵蓋下列10項基本福利：
1，住院以外的病人服務
2，處方藥
3，急救治療
4，康復治療和器材
5，住院服務
6，檢查服務
7，生產和新生兒照顧
8，預防性和健身服務和慢性疾病管理
9，精神健康和藥物成癮治療服務，包括行為矯正
10，兒科，包括牙齒和視力

如何申請？
光鹽社可以協助您申請健康

保險交易市場的個人保險，光鹽
社自2014年開始，為政府認證的
協助民眾購買健康保險交易市場
個人保險的機構，有多名政府認
證的健康保險交易市場咨詢員。

光鹽社目前已開放保險申請預約，可以通過如下方式預約。
1，接受微信服務報名。請掃碼填表。我們會在24小時之內

回復您。
2，光鹽社手機號 832-206-3429 可以接收語音和短信。
3，發電子郵件到lsahouston@gmail.com
4，辦公室電話7139884724可留言。
申請時請攜帶如下資料：

☐Healthcare.gov 帳號密碼（如果有）
☐社會安全卡
☐ EAD卡/綠卡/護照/公民紙或其他合法移民身分證明
☐ W-2稅表或收入證明
☐ 雇主地址和電話號碼
☐ 目前的保險信息
☐ 預估2020年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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