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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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MLS#270061 RMLO 

2020年10月24 星期六
Saturday, October 24, 2020

煲
來
飽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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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馬來西亞主權財富基金一馬
發展公司（1MDB）的海外貪瀆調查案，華爾街
巨擘高盛集團一家子公司今天認罪和解，同意支
付超過29億美元罰金。

馬來西亞高盛公司（Goldman Sachs Malaysia
）在紐約布魯克林聯邦法院表示，將對違反 「海
外反腐敗行為法」（FCPA）認罪。作為認罪的
一部分，該公司承認 「明知且故意」串謀，違反
美國的反賄賂法律。

高盛在2012年和2013年三筆債券承銷業務
中，為馬來西亞政府籌資65億美元；今天的和
解方案解決了美國當局對這家銀行所扮演角色的
調查。馬來西亞政府聲稱，一馬募資過程中有大

筆資金遭挪用。
根據和解條件，高盛將遭罰23億美元，並

吐回約6億美元的不當所得。
美國司法部表示，此一和解創下歷來違反

「海外反腐敗行為法」所施加的最大罰金金額。
馬來西亞政府7月間已表示，針對高盛涉入

一馬貪瀆弊案部分，已與高盛達成一項39億美
元的和解協議。

這起醜聞發生於馬來西亞前首相納吉（Na-

jib Razak）任內。納吉於2009年成立了一馬公司
。美國司法部估計，2009年至2014年間，這項
基金的高層官員及其同夥挪用了45億美元，以
支付房地產，藝術品和其他奢侈品費用。

2018年11月，美國司法部起訴涉入醜聞的
兩名前高盛銀行家萊斯納（Tim Leissner）和黃
宗華（Roger Ng）。

（（路透社路透社））

一馬洗錢案一馬洗錢案 高盛遭美國開罰高盛遭美國開罰838838億天價億天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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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
歡迎使用
觀看高清美南國際電視新聞台

距離大選僅剩十一天，全球都在關注
美國總統週四晚上之大辯論，主題從疫情
、经濟、 氣候變遷到國家安全。

在九十鐘之辯論過程中， 雙方表現比
上一次平和了許多， 在主持人非常犀利之
詢問下，双方回答問題上可以说是南轅北
轍，當問到疫情如何控制時， 川普非常肯
定的回答疫苗一定會在年底前出現， 並且
已做好动員軍方迅速發放到全國各地， 拜
登指控川普治國不力，致使二十二萬国人
喪生， 如果他當選總統會立即實施全國戴
口罩，以及制定一套全國通用的開放商業
及學校之方案。

雙方在辯論中互相指控拿了
蘇俄、烏克蘭及中國大陸之好處
，當問到如何处理和中國大陸未
來關係時 ，拜登非常堅定表示將
會遵循國際關係模式並將重返巴
黎氣候協定。

在振興经濟方案，拜登主張
大力發展太陽能源， 並希望二 0
二五年前能達到功效， 此主張對
依頼石油、天然氣之賓州、德州
及俄亥俄州是不利之消息。

在移民政策上，川普堅持緊

缩移民名額，築建高牆，他把非法移民之
父母和孩童分別拘留，被民主黨認為是一
種非常不人道的行為。

截至今天為止，在華府擱置的经濟紓
困方案還在國會和白宮間踢皮球 ，全國各
地之中小企業已有六分之一倒閉， 航空公
司正在裁員， 近三分之一之旅館已在關閉
之中。

新冠病毒真的重創了我們的社會， 大
部分國民都處於憂慮不安之中，我們呼籲
執政諸公 ，少些政治口水， 還是以民生
為重 ，才會得人心。

( 图片来源： 路透社）

Only eleven days to go. President Trump and
challenger Joe Biden took the stage tonight at the
final presidential debate. Topics included,
“Fighting COVID-19,” “the American family,”
“climate control,” “national security” and
“leadership.”

Both candidates attacked each other on racial
justice and immigration.

Biden accused Trump of pouring fuel on every
single racist fire - every single one. Trump said
that, “with the exception of Abraham Lincoln,
nobody has done what I’ve done for black
Americans.”

Biden noted that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had
commuted over 1,000 sentences -- more
commutation than any president before him.

Trump accused former Vice President Joe Biden of
allowing murderers and rapists to come into the
country and released them into the population. He
argued that it’s ridiculous to expect migrants to
return to court for deportation proceedings.

On the Paris Accord climate issue, Trump said, “I
took us out because we were going to have to
spend a trillion dollars and we were treated very
unfairly.”

Joe Biden said he will rejoin the Paris Climate
agreement if he’s elected President.

On the immigration policy, the cages in question are
enclosures where migrant children have been held.
Trump said the cages were built by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but the difference was that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detained apprehended
immigrant children with their parents, while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separated children from their
parents.

On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Biden attacked
Trump on a comment he made over disinfectants
and the coronavirus. “What did the president say?
He said, don’t worry it’s going to go away and
be gone by Easter. Don’t worry. Maybe inject
bleach.”

Trump replied that he was only kidding on that.

Trump tried to raise an allegation made against Joe
Biden’s son saying that he received $3.5 million
dollars from a Russian businesswoman.

Generally speaking, tonight’s debate was
peaceful. Both sides controlled their time and
manner.

Today, most Americans are still seriously
concerned about the economy and the pandemic.

Who can solve the problems and lead the country
and the world? We just need to wait eleven more
days.

美國新冠疫情日記美國新冠疫情日記1010//2323//20202020
Whole World Watched TheWhole World Watched The
Final Presidential DebateFinal Presidential Debate

美國大選美國大選 世界沸騰世界沸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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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元鐘保險服務地點 

(本報訊)北韓第一夫人李雪主自今年1月出
席公開活動以後，至今神隱9個月，又有傳聞
指她可能遭到金正恩處決，不過另外也有傳聞
指，她可能是在照顧金正恩姑姑金敬姬、生病
，或者專注於女兒的教育等3種說法。

英國《太陽報》（The Sun）報導，李雪主
並未出席10日朝鮮勞動黨75週年黨慶的大規模
閱兵儀式，她過去都會參加。

報導指出，李雪主自今年1月25日偕同金
正恩出席農曆春節表演活動後，至今已經神隱9
個月，未出現在大眾視線前。當時她就坐在金
正恩姑姑金敬姬的隔壁，那也是金敬姬自夫婿
張成澤2013年遭肅清處決後，睽違6年首度現
身。

如今李雪主消失 9 個月，報導說有傳聞指
，她可能生病，要不然就是在肅清行動中遭到
金正恩處決。

不過由脫北者經營的 「每日北韓」（Daily
NK）網站 22 日報導，匿名消息人士指出，針

對李雪主神隱，北韓社會內目前盛傳3種傳聞
，第一種最為普遍的說法是，李雪主在照顧高
齡74歲、身體狀況不佳的金敬姬。謠言指，在
處決張成澤後，金正恩對金敬姬的 「情感」就
不斷上升，並且將她視為 「家族長輩」般對待
，對她特別照顧。

第二種說法是李雪主正在努力教育可能就
讀小學一年級或二年級的女兒。NBA前傳奇球
星 「小蟲」羅德曼（Dennis Rodman）2013 年
訪問北韓後爆料，金正恩與李雪主育有一名名
叫 「珠愛」（Ju-ae）的女兒。

部分北韓人相信，李雪主會親自教育女兒
，以培養她成為國家領導人的女兒。

第三種傳聞指李雪主因忙於照顧住院的金
敬姬，加上還要教育女兒，因此身體出狀況。

不過南韓專家則認為，由於新冠肺炎疫情
全球大爆發，李雪主可能為了保護孩子，因此
避免出席公開活動。

遭金正恩處決？
李雪主神秘消失9個月

今年總統大選最後一場辯論會在田納西
州和平完成, 由於上一場辯論雙方搶話造成了
凌亂,所以這次以麥克風消音來控制，兩人都
遵守辯論規則,因此在程序上井條有序，但在
實質內容方面卻了無新意,雙方不過在強化自
己所堅持的論點罷了。

選前一場辯論賽原有助於選民對兩位候
選人的條件、資質、政見與抱負做最後的考
核, 而以選票做出仲裁, 不過今年特別不同, 因
為疫情,各州皆舉行通訊與提前投票，據統計
已有4870萬人在辯論會前投了票, 所以辯論結
果能影響投票行為有限,而拜登這一次的表現
又相當穩健, 一句話都沒說錯, 而且他更機警
避開了川普對他兒子郵電門的指控, 從辯論後
各主流民調數據來看, 幾乎都是拜登領先, 所
以川普並未讓這場辯論使他的選情翻盤, 現在
離投票只剩 11 天, 川普只能期待有奇蹟與驚
喜出現了。

這場辯論的核心問題圍繞著新冠病毒的
疫情。川普說，他得了這個病，也接受了治

療，好得非常快，現在免疫了,他還表示，美
國抗疫做得非常好，目前疫情正得到控制,病
毒正在消失，他維持一向的偏見，把病毒歸
咎於中國, 強調他提前開放美國經濟的苦衷。

但拜登指出，造成如此多美國人死亡的
人根本不應再做總統, 他也說, 他要關閉的是
病毒，而不是美國與經濟,他同時拿出口罩，
強調戴口罩的重要性，並稱如果當選，會要
求全體民眾任何時候都佩戴口罩，因為那可
以挽救生命, 他也說抗疫應聽從專家意見，他
指責川普想終止歐巴馬醫改, 卻又拿不出更好
計劃來。

此外，兩人辯論還涉及移民、種族、氣
候變化、國家安全與領導統禦等議題,雙方各
說各話, 凸顯出兩人間的分歧, 拜登還指著川
普說:”你知道你是什麼品格的人,我知道我是
什麼品格的人, 大家也都知道!”

這一場辯論下來, 川普顯然並未說服那些
還沒有下決心投票給他讓他連任的人。

【李著華觀點:最後的爭辯
人民以選票做仲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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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司法部對谷歌提起反壟斷訴訟
谷歌：訴訟存缺陷

綜合報導 美國司法部聯手11個州對谷歌公司提起反壟斷訴訟，

指控該公司非法利用其市場力量壓制競爭對手，在互聯網搜索和搜

索廣告領域維持非法壟斷地位。谷歌隨後回應稱，反壟斷訴訟存在

“嚴重缺陷”。

據報道，這起訴訟案是1998年起訴微軟壟斷軟件市場以來，美國司

法部采取的最引人註目的反壟斷案。訴訟源自司法部對谷歌和另外三家

科技巨頭蘋果、亞馬遜和“臉書”歷時壹年的調查。

司法部的訴狀形容谷歌是“壟斷的互聯網看門人”，並稱由母公司

Alphabet擁有的谷歌利用盤根錯節的“排他性”交易，壓制了搜索業務

的競爭者。

美國司法部長巴爾也指出，調查人員發現，谷歌並未在其搜索引擎

的質量上競爭，而是通過向手機制造商和其他公司付款來獲得成功。

“如果我們讓谷歌繼續其反競爭方式，我們將失去下壹波創新者。”

隨後，谷歌首席法律事務官沃爾克(Kent Walker)發表聲明說，反壟

斷訴訟存在“嚴重缺陷”。

沃爾克指出，“人們使用谷歌是因為他們選擇這樣做，而不是因為

他們被迫這樣做，或者是因為他們找不到其他替代選項。這起訴訟不會

對消費者有任何幫助。”

路透社分析稱，壹直以來，美國總統特朗普和共和黨人指責谷歌壓

制保守派聲音，司法部選擇在美國大選前起訴谷歌，可能被視為“政治

姿態”。此次參與訴狀的各州檢察長都是共和黨人。另壹部分州預計晚

些時候也將對谷歌提起訴訟。

司法部副部長傑弗裏· 羅森則表示，由於科技市場瞬息萬變，因此

有必要迅速采取行動。他否認即將舉行的大選與這起訴訟的時機之間有

任何關系。

巴西新冠肺炎確診病例累計近530萬例

衛生部長確診
綜合報導 巴西衛生部公布的數據顯示，當天巴西新增新冠肺炎確

診病例24818例，累計確診5298772例；新增死亡病例566例，累計死亡

155403例；累計治愈4756489例。

截至目前，巴西累計確診病例數位列全球第三，僅次於美國和印度

，而累計死亡病例數則居全球第二，排在美國之後。疫情最嚴重的聖保

羅州累計確診病例達1073261例，死亡病例達38371例。此外，米納斯吉

拉斯州和巴伊亞州累計確診分別超34萬例和33.9萬例，裏約熱內盧州和

塞阿拉州累計確診各逾29.3萬例和26.6萬例。而首都巴西利亞所在的聯

邦區累計確診也超過20.7萬例。

巴西衛生部新聞辦公室21日發布消息稱，巴西衛生部長愛德華多·

帕佐埃羅(Eduardo Pazuello)確診新冠肺炎。他目前在首都巴西利亞的壹

家酒店內進行隔離，有低燒和身體不適等癥狀。帕佐埃羅成為巴西聯邦

政府內閣中第12位確診感染新冠肺炎的部長。此前，巴西政府機構安全

部長、礦產和能源部長、教育部長、公民和社會行動部長、科技創新部

長、總統府民辦主任、總統府秘書長、旅遊部長等曾確診新冠肺炎。

俄法總統討論納卡沖突
亞阿停火協議難帶來和平？

綜合報導 亞美尼亞與阿塞

拜疆日前就就納戈爾諾-卡拉巴

赫(納卡)地區沖突達成新壹輪停

火協議，但雙方20日繼續指責

對方違反協議、發動襲擊，使

該地區和平被戰事陰雲所籠罩

。另壹方面，俄羅斯總統普京

與法國總統馬克龍就該地區局

勢進行討論，籲亞阿雙方遵守

停火協議。

報道稱，盡管亞阿於17日

達成停火協議，但雙方沖突仍

在持續。阿塞拜疆國防部報告

稱，在幾個地區發生了戰鬥，

包括納卡地區。亞美尼亞官員

也報告稱，20日又發生了炮擊

，並稱南部沖突地區的戰鬥尤

其激烈。

亞美尼亞官員說，雙方沖

突已造成至少有772名軍人死亡

，而阿塞拜疆沒有公布軍隊死

亡人數。

另壹方面，持續發展的納

卡沖突也引發多方關註。俄羅

斯克裏姆林宮新聞局發布消息

稱，俄羅斯總統普京和法國總

統馬克龍20日通話，就納卡地

區局勢進行討論，普京向馬克

龍介紹了防止軍事行動進壹步

升級的措施。

消息稱，“雙方對納卡沖

突發展情況進行了詳細討論。

普京介紹了防止軍事行動進壹步

升級以及盡快恢復政治外交解決

納卡問題談判的措施。雙方強調

了亞阿遵守10月10日和17日達成

的停火協議的重要性。”

另據報道，亞美尼亞與阿

塞拜疆外長預計將在美國華盛

頓特區與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舉

行會談。不過，美國國務院尚

未就此置評。

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9月27

日在納卡地區爆發新壹輪沖突

，雙方均指責對方違反停火協

議，率先發動軍事進攻。10月

10日，阿塞拜疆和亞美尼亞外

長在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的見

证下签订人道停火协议。但不

到一天后，和平就再次被炮声

打破。

10月17日，亚美尼亚和阿塞

拜疆宣布达成新的停火协议，同

意从当地时间18日零时开始实施

停火，但不久后双方便再次指责

对方破坏停火、发动攻击。

纳卡地区位于阿塞拜疆西

南部，居民多为亚美尼亚族人

。苏联解体后，阿塞拜疆和亚

美尼亚因纳卡地区归属问题爆

发战争。1994年，双方就全面

停火达成协议，但两国一直因

纳卡问题处于敌对状态，武装

冲突时有发生。

希臘多地新冠疫情加速蔓延
當局或擴大封鎖區域

據報道，當地時間17日傍晚，希臘

衛生部的統計數字顯示，該國當天新增

482 例新冠確診病例，累計確診增至

24932例；新增死亡病例10例，累計死

亡為500例。鑒於疫情持續蔓延，該國

政府或將擴大疫情封鎖區域。

希臘多地疫情蔓延加速
據報道，從16日起，希臘日增確診

創下自2月底以來的新高，北部的科紮

尼成為全國首個，也是目前唯壹壹個被

標記為新冠疫情“紅色”危險級別的地

區，目前當地已開始實施封鎖措施。

對此，科紮尼副市長吉利亞吉迪斯

表示，導致科紮尼被實施封鎖措施的因

素很多，如天氣轉冷、市民防疫松懈等

。他說，幾天前，科紮尼市政府因當地

確診病例激增，成立了壹個特別委員會

以商討對策，封鎖措施的實行是順理成

章的結果。

吉利亞吉迪斯呼籲市民共同合作，

遵守各項防疫規定，以使科紮尼在14天

後順利解封。同時，他還稱，若無有效

的措施支持當地經濟，科紮尼市將進入

最糟糕的時期。

報道稱，近兩周以來，希臘

塞薩洛尼基、弗西奧蒂達、佩拉

、卡斯托裏亞等地的疫情正快速

蔓延，這已引起希臘公民保護部

和衛生部專家委員會的註意。消

息透露，如果疫情持續發展，這

些地區可能會實施和科紮尼相同

的封鎖措施。

阿提卡大區將被封鎖？尚無
定論

此外，目前疫情嚴重的阿提卡大區仍

處於新冠疫情“橙色”加強監控級，雖

然希臘當局希望避免實行封鎖和交通禁

令，但對於是否封鎖阿提卡大區，目前

各方尚無定論。

有報道稱，雖然希臘總理米佐塔基斯

表示將遵循專家建議，在必要時將“毫

不猶豫地”對阿提卡大區實行封鎖，但

公民保護部副部長哈達利亞斯表示，阿提

卡大區目前比其它大區離“紅色”危險

級更遠，但必須保持警惕。

希臘政府發言人佩特薩斯此前更是

明確表示，目前沒有可能封鎖阿提卡大

區。他稱，當局會根據收集的數據和歐

盟的指示，聽從專家意見，在必要時封

鎖局部地區。

雅典近郊壹養老院發生集體感染
另壹方面，當地時間16日晚，首都

雅典南郊格利法達市的壹所療養院出現

了新冠確診病例，該療養院的5人當晚

已被送往醫院。據稱，這是希臘疫情暴

發以來的第9起養老院傳染事件。

格利法達市副市長阿克裏沃斯表

示，療養院負責人稱，傳染源是院內

的壹名員工。在希臘國家公共衛生組

織進行的前兩次檢測中，該療養院情

況正常，但在第三次檢測中，出現了

確診病例。

遊客違規闖原野看花豹 南非克魯格國家公園稱將重罰

綜合報導 由於最近發生

的意外事件，全球知名的南

非克魯格野生動物國家公園

再度重申遊客必須遵循規則

按照規劃路線開車，否則將

面臨南非幣2000元(約 812元

人民幣)罰款，或被禁止再度

進入園區。

9 月 27

日有部分遊

客轎車駛離

規定道路進

入原野，原

因是想仔細

觀察壹頭花

豹是如何將

獵物拖入灌

木叢林裏，

以及如何享用“大餐”。這樣

的行為引起其他遊客註意，錄

像存證後交予園方處理。

據報道，按照規定，遊

客車輛必須在指定的道路上

行駛。因為，不遵守規定不

僅會危及人們的生命安全，

也會幹擾野生動物的生態，

進而破壞大自然野生環境。

此外，遊客最常見的違

規行為還有違反車速限制，

以及隨意下車遊覽。

園方表示，不遵守規則

的遊客會被處以南非幣2000

元罰款，或者被懲罰禁止再

度進入園區。目睹遊客犯規

的其他遊客應盡可能拍照、

取得車輛牌照號碼、事發區

域、時間和日期等，回報給

管理部門。這些信息將有助

事後恰當處理。

克魯格國家公園前身成立

於1898年，後於1926年正式成

為國家公園，占地約19485平方

公裏。因為野生動物種類繁多，

數量龐大，每年吸引全球約200

萬遊客造訪，觀賞動物在大草原

上的各種生態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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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距離11月3日美國大選僅剩11天，川普總統
與民主黨對手、前副總統拜登22日舉行選前的最後一場面對面
辯論，中國問題再度成為彼此駁火的焦點。拜登表示會在貿易
和金融領域，要求中國大陸 「遵守國際規則」。川普則稱自己
對陸態度強硬，而大陸正為此付出代價。但兩人亦相互指責在
大陸謀求私利，彼此針鋒相對，火花四射。

控陸疫情 川普斥正在付出代價
對川普來說，新冠疫情導致美國經濟和性命重大損失，仍

是他競選連任的最大弱點。在回應辯論會主持人、美國NBC
白宮特派員維爾克（Kristen Welker）提問時，川普表示，對於
美國疫情嚴峻，他願承擔全部責任，但又稱這不是他的錯，而
是 「中國的錯」，還強調自己對中政策成就，包括正在讓大陸
支付數十億美元的關稅稅金。

拜登則表明，會與盟邦合作施壓大陸，要求陸方在各個領
域尊重國際規則，例如確保其不再強逼在當地做生意的美企技

術轉移。他並說，大陸、俄羅斯及伊朗都在干預美國選舉，若
他當選總統，會令這些國家付出代價。

盟邦合作 拜登要陸守國際規則
在辯論全球氣候變化的議題時，川普指責《巴黎氣候協定

》從2030年才會開始對大陸的碳排放施加限制，這對美國極不
公平；他還稱大陸、印度及俄羅斯（空氣） 「骯髒」。至於拜
登，他表示一旦勝選，將會帶領美國重返《巴黎氣候協定》，
並要求陸方對氣候變化負起責任。

咬電郵門 轟拜登10％股份大人物
川普目前全國民調平均落後拜登約8％，為扭轉選情劣勢

，他也猛咬上周才爆出的拜登父子 「電郵門」。川普指責拜登
在擔任副總統期間，讓次子韓特在烏克蘭和大陸靠商業交易大
賺特賺。他直指有報導說，10％的股份給了 「大人物」（the
big guy）， 「你（拜登）就是那個大人物。」川普甚至稱，
「拜登曾從俄羅斯收受350萬美元（似是先前針對韓特的指控

），…我認為你欠美國人民一個交代。」
拜登試圖反擊，表示兒子與海外的交易並無 「不道德」

（unethical），至今調查從未發現有任何違法行為，並強調
「我一生中沒有從外國收取過一分錢」，反指川普才必須面對

諸多質疑，包括在大陸開設的銀行帳戶，並指責川普所屬公司
在大陸尋求豐厚的商業利益，以及遲遲未公開自己的繳稅紀錄
。《紐約時報》日前報導指，川普近年來最多只繳了750美元
的所得稅。

陸設帳戶 川普坦言是尋找商機
川普則稱，他2013年在中國開設了一個銀行帳戶，跟許多

人一樣在大陸尋找商機，但2015年宣布競選總統之前他就放棄
使用那個帳戶。相較之下，拜登的兒子與中國大陸的交易發生
在拜登擔任副總統期間。川普強調， 「我不從中國撈錢、不從
俄羅斯撈錢。」他重申交過 「數百萬美元的稅」，並且會 「盡
快公布」納稅單。

（綜合報導）波士頓學校委員會日前舉行網路會議，該會
主席洛克托（Michael Loconto）在華裔家長發言時，懷疑忘記
關上麥克風，嘲笑該名家長的名字，引起會議上其他委員及多
名州市議員強烈不滿。周四早上，洛克托在多名市議員要求下
辭去主席職位。

受疫情影響，委員會周三晚舉行網路會議，討論波士頓學
校在2021至2022學年暫停一年入學考試，委員會最終通過該
議案。洛克托在會議席間，趁主持人提到一名華裔家長名字並
邀請發言時，嘲笑道， 「就像Shin-Nee-Ya，Sha- Nay-Ya，
Sha-Nay-Nay，Boo Boo和David一樣，對嗎？」

頓時，洛克托意識到自己忘了關上麥克風，馬上道歉，解
釋自己正在和房間內其他人說話，並說， 「我在談論兒童讀物
（I was talking about a children’s book）。」

周四早上，市長候選人Michelle Wu和多名市議員要求洛
克托辭職。洛克托在聲明中表示歉意，補充說， 「對我的行為
負全部負責任」。他指， 「我在周四的清晨反思昨天晚上在會
議發生的事，以及我的言論對委員會的人、員工、學校委員會
其他成員和社區造成傷害，我做出的決定是，我的評論不應沒
有任何後果，並通知市長立即辭去學校委員會職務。」

市長華殊（Martin J. Walsh）已接受洛克托辭任。華殊在聲
明中說， 「我們每個人都不希望一生中被人定義，我想沒有人
會比我更了解這一點。洛克托為波士頓民眾作出貢獻，但我們
不能接受我們的成員貶低其他社區成員。」

曾在東波士頓任職教師的伊莎比-佐治（Essaibi-George）
有份出席當日會議，她說，自己的父親於1972年從突尼斯移民
美國，她認為，學區家庭來自不同背景，洛克托的評論反映出

歧視問題比想像中嚴重，而不僅僅是口頭疏忽。
波士頓華埠議員弗林（Ed Flynn）說，洛克托的評論帶有

種族主義，辭職是正確決定。校監卡塞利厄斯（Brenda Cassel-
lius）表示，對洛克托的言論感到不安和失望，波士頓教師工會
主席Jessica Tang則發聲明說，工會同意洛克托辭職是適當決定
。她認為，嘲諷文化和對別人身份的評論是不可接受，只會進
一步加劇對新移民的刻板印象。

事實上，洛克托不是第一次在公開會議上，發表具爭議言
論。在今年6月，學校委員會舉行另一場網上會議，當主持人
介紹一位越南裔傳譯員後，洛克托說， 「謝謝Tran先生，我想
你與另一位Tran先生沒有關係吧？」洛克托所指的Tran先生，
為委員會內另一位越南裔成員Quoc Tran。

公開嘲笑華裔家長名字
波士頓校委員會主席辭職

美總統大選倒數美總統大選倒數1111天天
辯論最終戰辯論最終戰 川普拜登比賽罵中國川普拜登比賽罵中國

川普外交再發功！蘇丹同意與以色列關係正常化 兩個月內第三國
（綜合報導）美國總統川普周五（23日）於白宮宣布，東

非國家蘇丹將開始與以色列關係正常化。這是繼阿拉伯聯合大
公國及巴林後，過去兩個月內第三個與以色列結束敵對關係、
關係正常化的阿拉伯國家。川普更透露，還有至少5個阿拉伯
國家，希望與以色列建立關係。

路透報導，川普日前決定，如果蘇丹向死於 「1998年美國
大使館爆炸案」恐攻的美國人，支付3.35億美元（約95.95億
元台幣）的賠償，華府會將蘇丹從 「支持恐怖主義的國家」名
單中剔除，蘇丹允諾、轉帳後，為達成這次協議清除障礙。

1998年美國大使館爆炸案是指，1998年8月7日，美國駐
坦尚尼亞第一大城三蘭港（Dar es Salaam）的大使館，及駐肯
亞首都奈洛比的大使館，幾乎同時遭遇汽車炸彈襲擊。這兩起
恐攻共造成224人不幸遇難，超過4500人受傷，被認為是由賓

拉登領導的恐怖組織 「基地」（蓋達）成員所為，這也第一次
引起了世人對賓拉登和 「基地」的注意。而蘇丹前元首的巴席
爾（Omar al-Bashir）過去長期支援、贊助 「基地」，而於
1993年8月被美國列入 「支持恐怖主義的國家」名單。在川普
將蘇丹剃除後，這份名單上僅剩伊朗、北韓、敘利亞三國。至
於統治蘇丹長達30年的獨裁者巴席爾，也於去年4月的政變中
，遭到軍方逮捕。

川普周五與蘇丹總理哈姆杜克（Abdalla Hamdok）、以色
列總理納坦雅胡（Benjamin Netanyahu）通電話。三國隨後發
表聯合聲明，指蘇丹及以色列同意關係正常化，結束交戰狀態
。雙方會先開展經貿關係。據美國高層官員透露，有關正式建
交的問題會在稍後解決。

納坦雅胡形容，與蘇丹關係正常化將為該地區揭開 「新時

代」，以色列與蘇丹官員很快就會會面，討論商業及農業合作
。巴勒斯坦自治政府則批評蘇丹同意與以色列關係正常化，是
在巴勒斯坦背後再插刀。

向來被阿拉伯世界視為宿敵的以色列，在美國穿針引線下
，先後於8月13日、9月11日，宣佈與阿拉伯聯合大公國關係
正常化、與巴林達成和平協議。有分析認為，阿聯與以色列建
交是出於對伊朗的恐懼，而以阿建交將成伊朗 「噩夢」，因為
以阿正式破冰後，勢將促使其他阿拉伯國家邁向承認以國之路
，造就以色列成為大贏家，也進一步鞏固中東諸國圍堵伊朗的
布局。

在這之前，以色列已與兩個阿拉伯國家關係正常化，分別
是1979年與西邊鄰國埃及，以及1994年與東邊鄰國約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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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在連續9天無新增確診新冠

肺炎病例後，柬埔寨20日再現兩例確診病

例，患者為境外輸入。

柬埔寨衛生部當天上午發布消息稱，柬

埔寨19日新增兩例境外輸入確診病例。壹

對柬埔寨夫婦從伊拉克回國後被確診感染新

冠肺炎，同機106名乘客被隔離。

本月初，柬埔寨疫情出現反復，針對疫

情防控出現的新問題，柬埔寨全面加強對隔

離人員的監管工作，並安排監督員將開展定

期上門檢查，防止居家隔離人員隨意外出，

違規外出者將面臨處罰。自10月10日後，

柬埔寨連續9天無通報新增病例。

根據柬埔寨衛生部介紹，19日新通報

的這對柬埔寨夫婦，育有壹名孩子。他們從

伊拉克經韓國，10月18日抵達金邊國際機

場。第壹次核酸檢測呈陽性反應，目前在俄

羅斯醫院接受治療。

柬埔寨衛生部說，同機106名乘客的核

酸檢測均呈陰性反應，目前分別在隔離酒店

和隔離點，隔離醫學觀察14天。

值得註意的是，目前持續的洪澇災害為

柬埔寨帶來雙重考驗。自本月以來，新壹輪

強降雨覆蓋柬埔寨大部分區域，造成大量受

災民眾流離失所，數萬間房屋被淹，超過

3.7萬人被政府轉移到安全地帶，如此便產生大量人群聚

集的情況。對此，柬埔寨首相洪森強調，轉移到安全地區

的受災民眾要嚴格落實防疫措施，保持安全社交距離，預

防新冠肺炎傳播。

日本定於26日召開臨時國會
首相菅義偉將發表施政演說

綜合報導 日本內閣官房長官加藤

勝信表示，日本政府將於26日召開臨

時國會，會期暫定為41天。據稱，日

首相菅義偉屆時將發表其上任以來的

首次施政演說。

據報道，此次臨時國會的時間暫

定為10月26日至12月5日，會期為41

天。菅義偉計劃在首日發表施政演說

，之後，參眾兩院的各黨派代表將對

其演說內容進行質詢。目前，眾議院

的質詢時間暫定為28日和29日，參議

院為29日和30日。

報道稱，此次臨時國會對於剛成

立不久的菅義偉政權來說，將是壹次

重要的論戰機會。預計執政黨方面將

會對《日英經濟合作協定》的承認案

及新冠疫苗接種相關法案等10項法案

進行調整。

另壹方面，以立憲民主黨為首的

在野黨，則計劃在“日本學術會議風

波”和當局的新冠疫情對策等問題上

，對執政黨進行追究。

10月 1日，日本學界頂級機構日

本學術會議向內閣提交了105名換屆會

員推薦名單，但最終菅義偉任命99人

，有6名學者被排除。按此前慣例，日

本學術會議推薦的名單壹律獲內閣批

準，這是首次出現首相拒絕任命推薦

人選，隨即引發軒然大波。

疫情嚴峻
印度政府預測2021年2月

半數人口或染新冠
綜合報導 印度新冠疫情持續蔓延，該

國衛生部最新疫情數據顯示，印度累計確

診病例逼近760萬例。日前，印度聯邦政

府壹個負責疫情預測的委員會發布預測報

告稱，到2021年2月，印度13億人口中，

或有至少壹半人感染新冠病毒。

“我們的數據模型估計，印度目前

約有30%的人口被感染，到2021年2月，

這個數字可能會上升到50%，”坎普爾的

印度理工學院教授、委員會成員瑪尼德

拉· 阿格拉瓦爾稱。他同時表示，到2021

年2月以後，印度的新冠感染率將會下降。

據報道，該委員會由病毒學家、科

學家及其他專家組成，其對病毒傳播情

況的估計，遠高於印度聯邦政府的血清

學調查。後者的調查結果顯示，截至

2020年9月，印度有大約14%的人口受到

感染。

不過，阿格拉瓦爾表示，血清學調

查可能無法得到絕對正確的抽樣結果，

因為相關調查的人口規模基數太大。與

之相對的是，委員會10月18日發布的預

測報告主要基於數據模型。

阿格拉瓦爾說，“我們已經開發出

壹種新的模型，它明確地將未報告的病

例考慮在內。因此，我們可以將感染者

分為兩類——已被報告的病例和未被報

告的感染病例。”

該委員會警告說，如果不采取預防

措施，實際情況或更糟。而如果不采取

保持社交距離和戴口罩等措施，印度壹

個月內的感染病例可能會激增至260萬。

日本核汙水入海計劃引韓國不滿
濟州島知事稱將起訴

綜合報導 近日，日媒報道稱，日

本政府打算把大量儲存的福島第壹核

電站核汙水排入大海。對此，韓國政

府和民間均表現出不滿，強烈要求日

本立刻停止該項計劃的準備。

韓國濟州島知事元喜龍(音譯)20日表

示，如果日本向大海排放福島核電站汙水

，將向國內外法庭提起訴訟。

元喜龍稱：“作為韓國濟州島知事，

我有義務保護韓國領海和國民的安全。”

他表示，日本政府應立即停止核

汙水排放的相關準備工作。另外，應

透明地提供與核汙水相關的所有信息

和資料，並就汙水處理方案(與他國)進

行協商。

元喜龍強調，如果日本政府拒絕此要

求，濟州島將動用壹切手段來應對。

他補充道，日本國民也反對排放

汙水，將召集代表韓日沿岸居民的

“居民原告團”，在兩國法庭上以日

本政府為對象提起民事和刑事訴訟，

同時還將向國際法庭提示訴訟。

此外，韓國外交部20日透露，日

本對向大海排放核汙水壹事的立場是

“尚未作出決定”。韓國政府正在關

註相關動向，同時以國務調整

室為中心進行應對。

此前，韓國外交部曾表示

，政府將繼續把保護國民健康

和安全放在首位，密切關註日

方的汙水處理活動，並與國際

社會加強合作，攜手應對。

另壹方面，20日，韓國民

眾在位於首爾鐘路區的駐韓日

本大使館前試圖傳遞“福島核

電站汙水排放決定抗議書”，

反對日本將核汙水排放至大海，敦促

日本政府撤回該項決定。

據日本共同社報道，關於福島第

壹核電站含有放射性物質氚的汙水處

理方式，日本政府“基本決定排放入

海”。這壹決定最快將於10月內舉行

會議最終敲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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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龍執 國泰縮 相關企業隨時冇得撈

備受黑暴及新冠備受黑暴及新冠

肺炎疫情摧殘的國泰集肺炎疫情摧殘的國泰集

團團，，重組方案日前出爐重組方案日前出爐，，宣布宣布

即時停止營運有即時停止營運有3535年歷史的國泰年歷史的國泰

港龍航空港龍航空，，隨即觸發漣漪效應隨即觸發漣漪效應，，與與

國泰港龍有業務往來的企業亦瀕臨業國泰港龍有業務往來的企業亦瀕臨業

務危機務危機，，隨時爆發第二波裁員結業潮隨時爆發第二波裁員結業潮。。其其

中中，，一間有六成生意來自國泰港龍的航空膳食一間有六成生意來自國泰港龍的航空膳食

公司公司，，早前已有外判員工被裁撤及需放無薪假早前已有外判員工被裁撤及需放無薪假，，在在

2121日國泰港龍停運消息甫傳出日國泰港龍停運消息甫傳出，，即有該膳食公司的員工被要求停工即有該膳食公司的員工被要求停工。。

同時同時，，與國泰港龍有關的飛機維修公司及機艙清潔公司亦受影響與國泰港龍有關的飛機維修公司及機艙清潔公司亦受影響，，

工會擔心國泰港龍停運將連累整個產業鏈工會擔心國泰港龍停運將連累整個產業鏈，，再多再多22,,000000名名

員工飯碗不保員工飯碗不保。。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高俊威高俊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國泰航空的重組
方案公布後，22日陸續向被裁員工派發“大信
封”，即使有得留低，員工也要簽新的僱傭合約，
接受減薪最多36%的待遇條件，限期前仍未簽署新
合約的員工會被視作解僱處理。

國泰航空22日繼續派發“大信封”，後勤職
員、機艙服務員及機師等22日晨已陸續收到通
知。其中，國泰港龍劃上句號，航班全部取消。在
港龍工作逾10年，現懷有4個月身孕的空中服務
員 Joey 22日在電台節目上表示，她與幾名懷孕員
工至今未收到公司通知，未知會否有特別安排。

與公司度時艱 不料慘遭離棄
“懷孕同事暫時未收到（解僱通知）。正常

來說，同事昨日（指21日）已全部收到解僱信。
有消息傳出公司會酌情處理，等（懷孕員工）生
產後放完產假才解僱。我完全無想過（公司）會

結束我們 ，這是很無良心的公司才會做得出來，
是涉及2,000多個機組人員同家庭。以前有事嗰時
就同公司共度時艱，家就選擇咁離棄員工。”
她說，自己過往大半年未能工作，預計生活將會
十分困難。

在港龍任職空姐逾10年的Kat亦指心情仍很沉
重，“有想過會（被裁員）沒有了工作，但一覺睡
醒成間公司無咗，這樣是同事最傷心。”她認為，
現時很難找到航空業工作，可能會應徵其他類型的
工作。

工會：員工未必簽新約
港龍航空空勤人員協會聲稱，一直以來與管理

層就重組方案保持聯絡，但資方為“自保”停運港
龍，事前未有與員工討論替代方案，突然於21日作
出宣布停運國泰港龍的決定，工會對此表示愕然，
而公司並無承諾日後市況好轉會優先聘請被裁員

工，工會會收集會員意見再決定下一步行動。
國泰空中服務員工會主席王思敏亦稱，按慣

例，管理層若有與勞工福利相關的重大決定會事先
通知工會，但今次裁員，工會是當日早上才知悉。
工會早前提出員工若自願離職，應獲相等於3至4
個月工資的賠償、不與強積金對沖，但最終員工只
獲相等於一個月工資的賠償。

她說：“（員工）失去理想職業，（賠償方
案）不是慷慨的事情。”

即使有得留低，員工也要簽新的僱傭合約，接
受減薪最多36%的待遇條件。王思敏稱，新合約條
款沒有列明有效年期，很多同事正考慮不簽新約，
即使簽都希望新合約能列明有效期是兩三年，否則
當航空業重回正軌時，難以追上原先應有待遇，
“受疫情影響才令公司生意不好，一般預期2024年
已經可以回復疫情前水平，所以我們覺得這個合約
年期不應該是永久，應該有一個期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有航空公司結
業，也有航空公司想來港大展拳腳。深圳東海航空
董事長黃楚標成立的大灣區航空就正在招聘七種經
理級職位。黃楚標表示：“看到（國泰裁員）也
不舒服，（影響）那麼多家庭，維修、飛
行、地勤等，若是合適人選和人才，我
們一定想要。”該公司尤其想招攬機
師，他透露由於大灣區航空仍未獲香
港的營運許可證，故當遇到合適機師

會先聘用，然後到深圳東海航空工作。
國泰港龍停運後，航權將交還特區政府，

黃楚標接受香港傳媒訪問時明言，大灣區航空
有興趣申請，“有合適的航權、時刻當然想
要、想競爭，當然東南亞、內地都想要，大灣
區航空定位香港是大灣區主要（航班）出發
點，我樂觀的，灣區經濟是中央大力支持。”

大灣區航空今年7月向香港民航處提交申
請營運許可證，估計審批時間至少一年。

黃楚標擬接收港龍人才航權

■21日港龍地勤人員在國泰與港龍的登機櫃位前行
走的這一幕已成追憶。 資料圖片

■■國泰裁員國泰裁員、、港龍停運港龍停運，，
航班大縮水航班大縮水，，替國泰集團替國泰集團
清潔的供應商也面臨裁員清潔的供應商也面臨裁員
壓力壓力。。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黃楚標 資料圖片

香港民用航空事業職工
總會副主席李永富

22日在接受電台節目訪問時表示，
一直關注國泰重組方案，對國泰港龍即時停止

營運感到愕然，並直言在疫情下整體航空業務正在收縮，加
上航空業行頭狹窄，被裁減的國泰港龍員工及相關後勤人員
要轉工並不容易，與國泰港龍相關的產業鏈亦受連累。

漢莎膳食：謹慎規劃運營
他透露，一間有六成生意來自國泰港龍的航空膳食公

司早前已裁減不少外判員工，亦有員工需放無薪假，故很
多員工均擔心未來能否維持生計。同時，如飛機維修公司
及機艙清潔公司等均會與國泰港龍有業務往來，故國泰港
龍停運將影響整個產業鏈，估計涉及約2,000名員工。

李永富其後向香港文匯報證實，該飛機餐公司是德國
漢莎航空膳食服務公司。該公司在港聘用約900人，21日
國泰港龍停運消息甫傳出，即有部分處理飛機餐的員工收
到電話通知指，當日不用上班。漢莎亦有申請政府的第一
期保就業計劃，獲批1,650萬元（港元，下同）工資補
助，承諾受薪僱員人數618人。

漢莎航空膳食服務高級人力資源經理馮偉明回覆香港

文匯報查詢時僅表示，將繼續密切留意市場動向，並謹慎
規劃運營方針，以減輕疫情對行業和業務影響。

除該公司外，現時香港機場的航空膳食供應商還包括
國泰航空飲食服務公司及佳美航空膳食公司。香港機場管
理局網頁顯示，三家供應商每天共可生產19.8萬份膳食，
並提供製作及包裝航機膳食，膳食運送後勤服務及儲存膳
食用具等的航機膳食服務。

中機服務：帶來巨大影響
在飛機維修及機艙清潔方面，據悉，向國泰港龍提供

有關服務的均是中國飛機服務公司，國泰港龍佔其業務約
三成至五成生意。該公司21日向員工發出的內部通告指，
國泰港龍是公司主要客戶之一，其停運對公司業務毫無疑
問帶來巨大影響。公司會盡最大努力與所有相關利益者保
持密切聯繫，探索合作機會，以減少對員工的影響。

事實上，航空相關行業是疫情下直接受影響的重災
區。中國飛機服務公司於今年3月曾指業務及收入受疫情
影響大跌，需裁員約200人。而多家與航空相關公司均需
申請政府保就業計劃，包括從事飛機維修的香港飛機工程
公司，在第一期保就業計劃獲批1.65億元補貼，承諾受薪
僱員人數逾6,000人。

懷孕空姐半天吊懷孕空姐半天吊 或放埋產假才炒人

■■國泰的空姐隨時會接到國泰的空姐隨時會接到““大大
信封信封””。。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屠龍屠龍””恐再砸恐再砸20002000人飯碗人飯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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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教育健康教育 安居樂業安居樂業 脫貧致富脫貧致富

香港文匯報訊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

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10月 22日召開會

議，聽取“十三五”規劃實施總結評估匯

報。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主持會議並發

表重要講話。習近平指出，“十三五”以

來，黨中央團結帶領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

民，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

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堅持穩中

求進工作總基調，堅定不移貫徹新發展理

念，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推

動高質量發展，有力有序化解發展不平衡

不充分的矛盾問題，沉着冷靜應對外部挑

戰明顯上升的複雜局面，堅決果斷抗擊新

冠肺炎疫情的嚴重衝擊，堅定朝着既定目

標任務前進，“十三五”規劃實施順利，

主要指標總體將如期實現，重大戰略任務

和165項重大工程項目全面落地見效，規

劃確定的各項目標任務即將勝利完成。

﹁十
四
五
﹂將
為
香
港
確
定
新
目
標

習近平強調，經過“十三五”時期的發展，我
國經濟實力、科技實力、綜合國力躍上新的

台階，經濟運行總體平穩，經濟結構持續優化，
農業現代化穩步推進，脫貧攻堅成果舉世矚目，
污染防治力度空前加大，生態環境明顯改善，全
面深化改革取得重大突破，對外開放持續擴大，
共建“一帶一路”成果豐碩，人民生活水平顯著
提高，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加快推
進。尤為重要的是，在“十三五”的實踐中，中
國共產黨領導和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優勢進一步
彰顯，新發展理念更加深入人心，廣大黨員幹部
政治品質和鬥爭精神鬥爭本領得到錘煉，全國各
族人民精神面貌更加奮發昂揚，為開啟全面建設
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提供了有力政治保證
和強大奮進力量。

推動高質量發展 構建雙循環格局
會議指出，要全力做好“十三五”規劃收官

和“十四五”規劃編制工作，腳踏實地、乘勝前
進，緊盯脫貧攻堅任務不鬆勁，保持污染防治定
力不動搖，繃緊防範化解重大風險這根弦不放
鬆，推動民生改善不懈怠，圓滿完成“十三五”
規劃各項目標任務，確保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奮鬥目標。
會議強調，各方面要將精力更加集中到貫徹

黨中央部署、謀劃推動“十四五”發展上來，要
胸懷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
有之大變局，深刻認識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變化帶
來的新特徵新要求，深刻認識錯綜複雜國際環境
帶來的新矛盾新挑戰，深刻認識“十四五”時期
我國將進入新發展階段的重大判斷，貫徹落實新
發展理念，緊扣推動高質量發展，着力構建以國
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
發展格局。要乘勢而上、奮力前行，推動“兩個
一百年”奮鬥目標有機銜接，為全面建設社會主
義現代化國家開好局、起好步。
會議還研究了其他事項。

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務委
員會 10 月 22
日召開會議，

聽取“十三五”規劃實施總結評
估匯報。全國港澳研究會會員、
南開大學台港澳法研究中心執行
主任李曉兵向香港文匯報表示，
“十四五”規劃中央將為香港確
定新的發展目標，為香港轉型和
產業布局作出部署。料將涉及粵
港澳大灣區、國安法實施後香港
特區政府管治走向軌道、深度融
入國家發展大局等內容。李曉兵
表示，香港各界也應該認真學習
規劃綱要內容，不要將其視為可
有可無的東西。

李曉兵表示，粵港澳大灣區
依然會是“十四五”規劃綱要港
澳篇章的重頭戲，相信國家會在
產業布局、科創中心建設、融
合發展、深港聯動等方面重點
着墨，作出系列指引，明確具
體目標。此外，“十三五”提
到的深化與內地合作，融入國
家發展大局，依然在“十四五”
期間會有所延續。“香港在未來
五年面臨着產業轉型，發展科技
創新才是香港命脈所在，相信國
家在這個規劃綱要中會對此有所
體現。”

李曉兵指出，“十四五”
規劃綱要制定於香港國安法實
施之後，綱要應該也會對國安
法實施之後，推動香港特區治
理走向軌道、特區政府本身建
設、青少年教育、香港特區憲
制秩序重塑等有所強化。李曉
兵認為，特區政府和相關部門
未來也應該注重落實國安法提
出的落實憲制責任。

期待未來五年香港華麗轉身
李曉兵指出，“十四五”

規劃更多是為香港未來發展指
明方向，設定目標，在實際行
動中依然需要特區政府和各部
門去探索。過去幾年，香港在
落實規劃綱要一些內容時不是

很好，那就應該找找原因，作出調整和
優化。“事實上，這也是一種責任，可
以不斷調整，但是絕不能當成可有可無
的東西。香港社會也應該積極學習規劃
內容，至少應該理解這個規劃對香港的
重要性。”

“國家還是期待在未來五年，香港能
實現一個華麗轉身，改變以前政治生態，
鞏固提升傳統優勢，布局新的產業，確定
新的發展目標，讓香港未來發展提到一個
新的高度。”李曉兵說，關鍵在於香港社
會能積極對接國家戰略，將規劃綱要落到
實處。不能偏安一隅，關起門來自娛自
樂，更不能再浪費時機，錯過國家的發展
機遇。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

基礎建設基礎建設

新華社新華社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聽取“十三五”規劃實施總結評估匯報

應對外部挑戰抗擊疫情衝擊
各項目標任務即將勝利完成

習
近
平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子京）國家將迎來“十三
五”規劃收官和“十四五”規劃開啟，香港社會各界
22日表示，過去五年，國家基本完成了“十三五”規
劃，並在經濟社會發展方面取得了顯著成就。展望“十
四五”規劃，他們認為，國家將持續做好“一帶一路”
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兩大規劃，香港應爭取在國家“十
四五”規劃中，進一步發揮自身優勢，配合和融入國家
新一輪發展。

全國政協提案委員會副主任、九龍社團聯會理事
長王惠貞表示，國家“十三五”時期的發展，可以說
經濟社會發展方面都取得了顯著成就，特別是在持續
保增長同時加強環保減耗，保證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
山，為了人民世代福祉作出很大的貢獻。

她指出，過去五年，香港繼續發揮了國際橋樑作
用，積極參與共建“一帶一路”，同時配合粵港澳大
灣區建設，相信香港未來的發展離不開國家這個堅強
後盾。香港應當更努力發揮金融、人才等各種優勢，
積極配合國家“十四五”規劃。

在科技領域加大發展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島各界聯合會會長蔡毅

表示，國家基本完成了“十三五”規劃目標，但在目
前複雜的國際形勢環境下，做好“十四五”規劃對國
家來說非常重要。在他看來，重點在於實現雙循環，

提升內動力。
他認為，香港要把握機會，在國家“十四五”規

劃中進一步發揮作用，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中。更重要
的是，香港必須維護好自身的社會穩定，才能在國家
發展中更好地發揮自身優勢。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專業人士協會創會主席簡松

年表示，在“十三五”收官之年，回望當初規劃，再
看今日成績，可說是完全達標且非常成功。他相信
“十四五”規劃的主軸將在於“自力更生”，並因應
科技主導世界的大潮流，在科技領域上加大發展，特
別是有華為、中興被封殺的前車可鑑，國產芯片的發
展已是刻不容緩。

努力轉變現有發展模式
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各界文化促進會執行主席馬

浩文表示，“十三五”規劃中，我們看到了國家“一
帶一路”和粵港澳大灣區兩大規劃，從規劃一步一步
走到成形，相信這兩大規劃將在“十四五”中獲得持
續推動。目前複雜的國際貿易環境將轉變國家未來的
發展方向，特別是推動高新科技產品進一步轉為內部
研發生產。
他強調，在國家未來規劃發展中，香港要保持國

家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應當努力轉變現有的發展模
式，加入更多的金融科技產品，以提升競爭力。

香港各界：港應在“十四五”發揮自身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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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責任編輯：周文超

國務院辦公廳近日印發《香港法律執業者和澳門執業律師在粵港澳大灣區內地九市

取得內地執業資質和從事律師職業試點辦法》（以下簡稱《辦法》），對試點工作涉及

的報名、考試、申請執業、業務範圍、執業管理和組織實施等作出規定。合資格港澳法

律執業者可按要求考取粵港澳大灣區內地九市內地執業資質和從事律師職業，試點期限

為三年。取得律師執業證書（粵港澳大灣區）的人員，可以在粵港澳大灣區內地九市

內，辦理適用內地法律的部分民商事法律事務（含訴訟業務和非訴訟業務）。

港澳律師考取證書可入灣執業
試點期限三年 辦理適用內地法律部分民商事法律事務

■香港文匯報記者

表一：參加考試所需資格
1.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政區永久性居
民中的中國公民

2.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擁護《中華
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中
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3.依據香港特別行政區有關法律，經香港特別
行政區高等法院認許，在律師、大律師登記
冊上登記，且未被暫時吊銷執業資格的律
師、大律師，或者在澳門律師公會有效確定
註冊的執業律師

4.具有累計五年以上律師執業經歷

5.職業道德良好，未有因不良名譽或者違反職
業道德受懲處的記錄

6.能用中文書寫法律文書，能用普通話進行業
務活動

表二：可辦理的部分民商事法律事務
訴訟案件

為位於大灣區內地九市的高級、中級、基層
人民法院和有關專門人民法院受理的民商事
案件

案件範圍參照取得國家統一法律職業資格並
獲得內地律師執業證書的港澳居民可以在內
地人民法院代理的民事案件範圍執行

非訴訟業務（滿足以下條件之一）

當事人為自然人的，戶籍地或者經常居住地
在大灣區內地九市內；

當事人為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的，住所地或者
登記地在大灣區內地九市內；

標的物在大灣區內地九市內；

合同履行地在大灣區內地九市內；

產生、變更或者消滅民商事關係的法律事實
發生在大灣區內地九市內；

大灣區內地九市內仲裁委員會受理的商事仲
裁案件。

該《辦法》指出，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
務委員會關於授權國務院在粵港澳大灣區內

地九市開展香港法律執業者和澳門執業律師取得內
地執業資質和從事律師職業試點工作的決定》，在
廣東省廣州市、深圳市、珠海市、佛山市、惠州
市、東莞市、中山市、江門市、肇慶市開展試點工
作，符合條件的香港法律執業者和澳門執業律師通
過粵港澳大灣區律師執業考試，取得內地執業資質
的，可以從事一定範圍內的內地法律事務。

與內地律師有相同權利義務
《辦法》規定，符合條件的人員可以報名參

加粵港澳大灣區律師執業考試（見表一）。考試合
格的人員，經廣東省律師協會集中培訓並考核合格
後，可以向廣東省司法廳申請粵港澳大灣區律師執
業，由廣東省司法廳頒發律師執業證書（粵港澳大
灣區）。取得律師執業證書（粵港澳大灣區）的人
員，可以在粵港澳大灣區內地九市內，辦理適用內
地法律的部分民商事法律事務（含訴訟業務和非訴
訟業務）（見表二）。持有律師執業證書（粵港澳
大灣區）人員辦理有關法律事務，與內地律師享有
相同的權利，履行相同的義務。
《辦法》指出，取得律師執業證書（粵港澳大灣

區）的人員，可以受聘於粵港澳大灣區內地九市的
內地律師事務所或者大灣區內地九市的香港、澳門
與內地合夥聯營律師事務所，可以成為大灣區內地
九市的內地律師事務所合夥人。取得律師執業證書
（粵港澳大灣區）的人員，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
律師法》接受廣東省司法廳及所在地司法行政機關
的監督管理，加入所在地的地方律師協會，參加年
度考核，同時是中華全國律師協會會員，接受律師
協會的行業管理。

《辦法》指，取得律師執業證書（粵港澳大
灣區）的人員，不能保持報名條件或者申請律師執
業條件的，由廣東省司法廳註銷其律師執業證書
（粵港澳大灣區）；有違法違紀行為的，由有關司
法行政機關、律師協會依法依規給予行政處罰、行
業處分。

司法部負責組織實施執業試
《辦法》強調，司法部負責組織實施粵港澳

大灣區律師執業考試，做好命題、評卷等工作，加
強對考試工作的監督，確保考試公平公正和組織嚴
密；指導廣東省司法廳認真做好組織實施報名、報
名資格初審、培訓、考務等具體工作。試點期限為
三年，自《辦法》印發之日起算。

■合資格港澳法律
執業者可按要求考
取粵港澳大灣區內
地九市內地執業資
質和從事律師職
業。圖為內地法
院。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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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盧靜怡 廣州
報道）22日，《粵港澳大灣區中醫藥高
地建設方案（2020-2025年）》（以下
簡稱《方案》）在廣州發布，標誌着大
灣區中醫藥高地建設正式啟動。《方
案》提出，在CEPA允許港澳中醫師赴
內地開展短期行醫的基礎上，推動港澳
中醫師在內地公立醫療機構執業，吸引
港澳年輕一代到大灣區執業創業，同時
鼓勵香港註冊中成藥進入大灣區市場。
不少香港中醫師讚賞新政，破除中醫師
北上發展的隱形屏障。香港食物及衞生
局局長陳肇始在會上表示，香港現時有
約一萬位中醫師，每年有約200位新註
冊中醫師。希望推動相關中醫師人才培
養，配合未來中醫醫院以至大灣區整體
中醫藥的發展。

22日，國家衞生健康委黨組成員、
國家中醫藥管理局黨組書記余艷紅在
《方案》發布會議上表示，粵港澳大灣
區建設是習近平總書記親自謀劃、親自
部署、親自推動的重大戰略，中醫藥高
地建設是大灣區整體建設的重要組成部
分，獨具特色和資源優勢。她表示，
《方案》的發布標誌着大灣區中醫藥高
地建設正式啟動，這是貫徹落實習近平
總書記在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周年慶祝
大會重要講話精神的具體行動。她指，
《方案》將有力推動港澳融入國家發展
大局，有力提升大灣區健康水平。

香港首間中醫院正在籌建
香港文匯報記者梳理發現，《方

案》內容詳實，多項主要任務中，特別列
明了港澳醫療機構、中醫藥院校、中醫師
人才、專業社團、企業等參與大灣區中醫
藥高地建設的路徑。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
肇始表示，特區政府會在多方面配合《方
案》的落實，包括加緊建設中醫醫院及推
動相關人才培養計劃。她說，特區政府正
籌備興建香港首間中醫醫院，目前正開
展預審招標程序，期望今年年底前可通
過公開招標程序挑選一間非政府機構作
為中醫醫院的承辦機構。中醫醫院將設
有約400張病床，提供資助的住院和門
診服務。

陳肇始表示，將在CEPA基礎上並
按照新公布的《方案》，推動鼓勵香港
註冊中醫師在內地公立醫療機構執業，
讓香港中醫師可直接在國家醫療體系從
事臨床和研究工作或參與培訓，以促進
兩地中醫師交流，同時讓香港的中醫
師，尤其是年輕一代的中醫師，有機會
到大灣區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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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2020美國大選早期投票於美國大選早期投票於20202020年年1010月月1313日拉開大幕日拉開大幕，，在最新在最新pollpoll民調領先民調領先55個百分點的個百分點的
TX-TX-2222 國會選區民主黨候選人施瑞庫卡尼國會選區民主黨候選人施瑞庫卡尼 Sri KulkaniSri Kulkani2121 日下午兩點在日下午兩點在 Smart FinancialSmart Financial
CenterCenter早期投票點投票早期投票點投票。。施瑞用中文呼籲華人及早投票行使自己的權利施瑞用中文呼籲華人及早投票行使自己的權利，，尊重科學尊重科學，，及及
早結束疫情早結束疫情，，讓德州的民選官員裡出現第一個亞裔國會議員讓德州的民選官員裡出現第一個亞裔國會議員。。圖為施瑞的支持者們在現圖為施瑞的支持者們在現
場舉牌支持他場舉牌支持他。。

20202020 年年 1010 月月 1515 日日，， 剛剛在今年五月獲得剛剛在今年五月獲得 MS TexasMS Texas 稱號的稱號的 Eileen DongEileen Dong 主持的主持的 HOPE PYXHOPE PYX
GlobalGlobal聯手世界名人網聯手世界名人網、、VeteransVeterans商會商會、、Gregory J Connata Associates,LLPGregory J Connata Associates,LLP律所舉行家家庭暴力律所舉行家家庭暴力
意識月活動意識月活動 (Domestic Violence Awareness Month),(Domestic Violence Awareness Month),同時慶祝西裔傳統月同時慶祝西裔傳統月。。圖為圖為Eileen DongEileen Dong身著身著
墨西哥大花裙與墨西哥大花裙與polopolo馬在陽光草地下留影馬在陽光草地下留影。。

20202020年年1010月月1717日日，，德州文藝復興節第三週主題為浪漫羅馬德州文藝復興節第三週主題為浪漫羅馬(Roman Romance),(Roman Romance),著名房著名房
地產經紀人地產經紀人Anna WangAnna Wang與何冰與何冰、、陳鐵梅陳鐵梅、、Nancy XieNancy Xie在園中喜相逢並合影在園中喜相逢並合影。。今年今年1010月月
33日至日至1111月月2929日的九個週末和感恩節週五日的九個週末和感恩節週五，，德州文藝復興節來自全世界的頂級藝術家德州文藝復興節來自全世界的頂級藝術家
們將為數十萬遊客帶來互動式們將為數十萬遊客帶來互動式、、能參與的世界上最大的文藝復興節活動能參與的世界上最大的文藝復興節活動，，今年因應疫今年因應疫
情會強制戴口罩情會強制戴口罩，，限制進園人數限制進園人數，，在各處頻繁持續消毒在各處頻繁持續消毒，，設立設立COVIDCOVID1919病毒測試病毒測試，，
確保觀眾體驗不變確保觀眾體驗不變，，節目更加豐富多彩節目更加豐富多彩。。

20202020年年1010月月2121日下午日下午33--44時時，，美華博物館寶藏上路美華博物館寶藏上路(MOCATREASURES ON THE ROAD)(MOCATREASURES ON THE ROAD)聯聯
手萊斯大學趙氏亞洲研究中心手萊斯大學趙氏亞洲研究中心Anne ChaoAnne Chao教授主持線上講座教授主持線上講座，，邀請原休斯敦台北協會董事邀請原休斯敦台北協會董事、、休休
斯敦同源會前會長斯敦同源會前會長、、華埠小姐選美主席華埠小姐選美主席Linda WuLinda Wu、、美南新聞傳媒集團董事長李蔚華先生一同介美南新聞傳媒集團董事長李蔚華先生一同介
紹休斯敦亞裔美國人檔案館紹休斯敦亞裔美國人檔案館(HAAA)(HAAA)收集的在華裔美國人的旅程中揭示不為人知的故事收集的在華裔美國人的旅程中揭示不為人知的故事，，記錄記錄
和保存亞裔和亞裔美國人在休斯敦的經歷和保存亞裔和亞裔美國人在休斯敦的經歷，，旨在通過他們的視角發展對歷史的更廣泛理解旨在通過他們的視角發展對歷史的更廣泛理解，，並並
繼續以跨國視角向亞洲研究發展繼續以跨國視角向亞洲研究發展。。

20202020年年1010月月1717日日，，VV力健身房在力健身房在StaffordStafford舉行盛大的剪彩開幕儀式舉行盛大的剪彩開幕儀式，，邀請著名旅美畫家張要邀請著名旅美畫家張要
武先生武先生、、著名房地產經紀人王秀玲著名房地產經紀人王秀玲Anna WangAnna Wang、、德州地產副總裁王迪德州地產副總裁王迪DavidWangDavidWang等一同見證等一同見證
歷史歷史。。

20202020美國大選早期投票美國大選早期投票1010月月1313日正式展開日正式展開，，為了國家民族的前途為了國家民族的前途，，美國各地各族裔的公民都抓住這美國各地各族裔的公民都抓住這
一難得的機會投出自己的珍貴的一票一難得的機會投出自己的珍貴的一票，，行使自己的權利行使自己的權利。。 20202020年年1010月月1717日日，，住在住在The WoodlandThe Woodland的何的何
芙蓉芙蓉GraceGrace在位於在位於22352235 Lake Robbins Dr.Lake Robbins Dr.的的South County Community CenterSouth County Community Center的早期投票點排隊投票的早期投票點排隊投票，，沿沿
途途100100碼以外插滿了共和黨碼以外插滿了共和黨、、民主黨和其他候選人的牌子民主黨和其他候選人的牌子，，甚至有人將特朗普總統真人身高的肖像也甚至有人將特朗普總統真人身高的肖像也
搬來現場吸引選民的眼光搬來現場吸引選民的眼光。。

20202020年年1010月月1111日上午世界名人網特邀記者日上午世界名人網特邀記者、、在社交媒體上以美國玫瑰姐姐著稱在社交媒體上以美國玫瑰姐姐著稱、、有數百萬粉絲過億點讚的有數百萬粉絲過億點讚的
網紅兼明星御用化妝師譚冰冰女士來到網紅兼明星御用化妝師譚冰冰女士來到Wing Over HoustonWing Over Houston航展做直播宣傳航展做直播宣傳。。圖為譚冰冰在向粉絲們展示最圖為譚冰冰在向粉絲們展示最
大起飛重量達大起飛重量達5858萬萬55千磅的千磅的C-C-1717環球霸王環球霸王IIIIII戰略軍用運輸機低空掠過戰略軍用運輸機低空掠過Drive-InDrive-In的車群的場景的車群的場景。。

中國花樣游泳冠軍獲得者中國花樣游泳冠軍獲得者、、國家級運動健將李婧教練及體育管理專業人士楊碩國家級運動健將李婧教練及體育管理專業人士楊碩
先生在休斯敦地區開設的藍色傳奇游泳學校先生在休斯敦地區開設的藍色傳奇游泳學校（（Blue Legend Swimming AcademyBlue Legend Swimming Academy））
20202020年年1010月月1010日在糖城舉行開池儀式日在糖城舉行開池儀式。。學校成立於學校成立於20142014年致力於教授專業游泳年致力於教授專業游泳
和水上項目和水上項目，，為上前名的華裔兒童青少年及成人提供了游泳教學培訓服務為上前名的華裔兒童青少年及成人提供了游泳教學培訓服務，，學學
生在休斯頓社區競速游泳比賽和德州花樣游泳比賽中獲得多次冠軍及全美花樣生在休斯頓社區競速游泳比賽和德州花樣游泳比賽中獲得多次冠軍及全美花樣
游泳比賽前三名的優異成績游泳比賽前三名的優異成績。。

德州本地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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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中台灣電影中心新建工程於
2018年4月3日開工，迄2020年10月22日實際
工程進度達90％，台中市府新聞局長黃國瑋23
日表示，預定於2020年底竣工。

黃國瑋表示，因應政策調整，原文化部與
市府合建國家漫畫博物館將另擇址，中台灣電
影中心以全棟建物整體營運的概念，再定位以
「影視」為核心，並結合 「動畫」與 「漫畫」

元素來重新升級，以影視動漫產業聚落為營運
目標。

新聞局指出，正向文化部提出中台灣電影
中心場館興建升級補助計畫，新聞局已於 9 月
22日至該部簡報說明，待該部核定補助4.45億
元，即可補足工程資金需求。

中台灣電影中心未來營運將由中市府主導
，採促進民間參與公共建設法OT模式引入民間
經營活力，以影視作為經營主題，規畫為9座電
影院，其中2座將做為藝術電影、獨立電影、國
片的放映廳。

此外，並以 「動畫」及 「漫畫」為輔來經
營，未來整體營運將包含放映展演、展覽互動
、新創工作、商業展演等功能。目前促參前置
作業已委託台灣世曦工程顧問公司辦理中，預
計2021年6月進行招商公告，2021年底前完成
招商。

市議員楊正中今日在質詢指出，中台灣電

影中心之國漫館計畫生變，造成該工程產生
4.45億經費缺口，恐造成工期延宕。台中市影
視發展計畫不明確，空有場地卻難吸引相關產
業到訪，要求新聞局妥善規劃相關計畫，並加
強與臺中影視發展基金會之業務交流。

楊正中說，原中台灣電影中心規劃與文化
部合作設置國漫館，今年五月份文化部卻表達
「不符需求將另覓地點」，欲以台中市府 「分

手」。後續新聞局提報新計畫後，才終於挽回
文化部，將國漫館留在台中。

中台灣電影中心工程經費17.1億，地方政
府自籌15億；另外原國漫館由文化部分擔4.45
億進行，楊正中質疑，國漫館地點改置他處後
，是否會影響工程進度？而經費缺口又何來？
能否爭取中央經費或由市府出錢，目前未來前
途未明。

楊正中說，國漫館是否設立於台中或另覓
他處，只要是能夠培養台中在地青年人都是美
意 。但新址選於帝國糖廠，當初由區段徵收
開發，並由台糖取得7.7公頃；另外1.17公頃
則由市府取得，現已全數賣掉並做財務決算。
質疑土地所有權非台中市政府，何來無償撥用
？

楊正中表示，影視產業環境潛藏不確定風
險，影視園區並非只單純有地、有影棚就能運
作，後續仍需持續挹注經費、人才及軟體，始

能永續經營，若沒有足夠的產業能量，易造成
未來園區營運不符合經濟效益且面臨難以生存
之窘境。

他指出，前朝為輔助影視產業也成立 「台
中市影視發展基金會」，但該基金會投資及補
助辦法與考績制度卻未周延，2018年被審計處

糾正。
市府有多項建設正在興建，楊正中表示，

如上位者未能妥善規畫，恐是生得起，未來卻
養不起，要求新聞局加強與影視發展基金會的
業務交流，整合現有資源以健全中部地區影視
發展，才能吸引相關產業到訪台中。

中台灣電影中心年底竣工
中市府朝影視結合動畫、漫畫

旅遊泡泡破滅！ 陳時中：
帛琉檢疫太嚴今年成行機率低

（中央社）台灣與帛琉的 「旅遊泡泡」告
吹！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上周和昨（10/23）
都針對帛琉旅遊泡泡開會討論。不過，衛福部
長陳時中今（10/24）出席健康論壇活動時表示
，帛琉旅遊泡泡可能暫緩，因帛琉檢疫措施非
常嚴格，即便是低風險國家的台灣到帛琉仍要
居家檢疫7天且採檢，這樣的檢疫措施對旅遊團
來說有困難，且帛琉醫療人員相對少，對方怕
有狀況會難以控制，因此今年成行機率相對小
。

針對帛旅遊泡泡，衛福部長陳時中、外交
部次長曾厚仁昨（10/23）出席 「2020臺灣全球
健康論壇」時，陳時中稱雙方還在談，原本我

方有一個比較大的期待，但該國醫護人員有他
們的擔心之處，所以還在持續洽談。曾昨也說
，台灣方面不管是衛福部跟外交部都準備好了
，但現在帛琉對於有沒有能力做百分之百的防
疫，不是那麼有把握，所以能否在11月實施帛
琉泡泡，現在還是未定數。

但陳時中今出席 「2020臺灣全球健康論壇
」時表示，帛琉旅遊泡泡可能暫緩，交通部、
各單位都做好準備，但帛琉檢疫措施非常嚴格
，中、高風險國家出發地要先自主管理14天，
管理前、後都要採檢一遍，到帛琉也要有2至3
次採檢。

陳時中說，雖台灣是屬於低風險國家，但

到帛琉仍要居家檢疫7天，前、後都需採檢，旅
遊團要這樣有困難，且帛琉也考量醫療量能，
醫療人員相對少，如有狀況會難控制，所以並
不想放寬檢疫措施，現在推動恐怕還太早，今
年成行機會相對小。

陳時中指出，當初選擇帛琉因為是邦交國
且感染個案幾乎沒有，加上國人也想出國散散
心，但他仍強調，每個國家狀況不同，都會謹
慎處理，且除了特別情況才會推旅遊泡泡，這
還是屬於非必要的風險。

韓國流感疫苗接種出現多起死亡，而國內
流感疫苗施打今年有26 例有不良反應，其中1
位有急性心肌炎住院，其中是否有包含賽諾菲

的疫苗？陳時中說，搔癢、局部疼痛等輕微症
狀的不良反應中有賽諾菲，但另一例較嚴重者
，現在也比較沒問題了。

有關公費流感疫苗搶打潮，台北市長柯文
哲昨稱分批施打就不會有現在的情況。陳時中
今表示，當時是希望趕快打完，但今年有流感
和武漢肺炎，才讓大家比較急，導致施打量大
，事先有設想到、也有呼籲用預約方式分流，
但50歲以上64歲以下者的行動力還是快，怕會
失衡，才做出暫時緩打的改變。

迎最美區間車前夕 3老車接連故障！
台鐵：4年內淘汰990輛舊車

（中央社）剛爆發斷軌爭議的台鐵，今
（10/24）將迎史上最美區間車900型電聯車，
昨卻連發生三起老車故障事件。台鐵今晨表示
，故障車已徹底檢修，因車齡已超過20年，零
件停產、取得困難導致故障率升高；預計4年內
將引進 1307 輛新車，淘汰 990 輛舊車，達到車
隊更新和車種單一化目標。

台鐵表示，針對昨（10/23）全台三起列車
故障事件，台鐵局對於因此造成行車延誤及旅
客不便，深感抱歉。昨日故障車輛分別為272次
、439 次推拉式自強號與 1122 次 EMU600 通勤
電聯車，車齡均已超過 20 年，台鐵每日行駛
1100多列次，為改善車隊車齡老舊致妥善率不
佳，除加強現有車輛檢修作業，更透過爭取行

政院核定台鐵 「十年購車計畫」，逐步朝向車
隊更新及車種單一化的目標，以提供更穩定安
全舒適的旅運服務。

台鐵指出，故障車輛目前均已返回維修段
徹底檢修，2車型係分別於1996年及2001年引
進，迄今已使用超過20年，相關零組件逐漸老
化，且部分零組件面臨原廠停產，取得日益困
難，致故障機率逐漸升高。為減緩車輛老化所
面臨之故障情形，台鐵局持續修訂檢修作業
SOP、加強落實檢修作業與人員訓練，並改善
供料問題後，車輛故障件數由去年（2019年）
平均每日約0.9件降至今年約0.8件。

900型電聯車首批2列共20輛今也將首度抵
台交車。台鐵表示，未來除持續加強現有車輛

檢修作業效率與品質，為有效解決車輛逐漸老
化問題，在交通部的支持下，行政院業於2015
年核定台鐵 「十年採購車輛計畫」，預計2020
年到2024年陸續引進1307輛新車，包括通勤電
聯車、城際電聯車、電力機車、柴電機車等，
並將配合逐步汰換990輛老舊車輛，以達成車隊
更新及車種單一化的目標。

台鐵表示，今(24)日抵台之EMU900型通勤
電聯車即為台鐵 「十年採購車輛計畫」子計畫
之一，預計新購車輛陸續上線營運後，將可有
效降低車輛故障情形。另外，在新購車輛尚未
全面取代老舊車輛之前，台鐵局仍將持續加強
檢討維修作業程序，滾動檢討檢修作業SOP，
以及強化檢修人員技能，並鼓勵國內廠商自行

開發零組件，以增加維修料件來源及降低料件
成本與交貨時間，持續提升運輸服務之安全性
及可靠性。

台鐵也指出，除持續積極提升行車安全行
與可靠性外，台鐵擔負提供大眾運輸的社會責
任，本業營運面臨虧損，有需要透過開拓附屬
事業增益收入包括資產開發、台鐵便當、文創
商品、鐵道旅遊等，改善營運財務結構，因此
，配合今日新車抵台活動也同時由附屬事業中
心發表行銷新車的相關文創商品，希望使運輸
本業與附業相輔相成，達成企業化經營的目標
，也讓社會大眾了解台鐵局除持續積極推動安
全管理改革外，亦努力亟思營運虧損之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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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雲林縣首屆 「西螺大橋藝術長廊
藝陣文化祭」今晚（23日）登場，近千名民眾持
火把在千里眼、順風耳神像帶領下走上西螺大橋
，彰化縣溪州鄉端也有民眾持火把走向橋中央，
晚上8點45分在橋中的聖火台相會。

晚會由雲林子弟、前雲門舞集團員趙敦毅表
演 「威武雲立方」開場， 「即將成真」團體表演
火焰秀，演出橋段精彩刺激，民眾驚呼連連。晚
會前免費供應滷肉飯及烤乳豬。

縣長張麗善率一級主管出席，縣議員廖偉晴
、李明哲、廖秋萍、游淑雲、黃凱、二崙鄉長鍾
福助、西螺農會總幹事廖錦富、西螺鎮代副主席
廖秀娟等人都到場參與持火把漫步西螺大橋。

張麗善表示，混亂的時代更需要宗教安定人
心，因此選在大甲媽祖、白沙屯媽祖遶境都會經
過的西螺大橋舉辦藝陣文化祭，另一個原因是西
螺大橋是台灣的著名地標，雲林縣有豐富的文化
底蘊，雲林不是文化沙漠是深藏不露。

晚間八點十分張麗善等人點燃竹製的火把，
民眾扶老攜幼拿著崙背鄉悠紙生活館特製的螢光
棒火把，在千里眼、順風耳神像帶領下徒步到第
16拱，與彰化溪州端前來的民眾相會，共同點燃
聖火。

文觀處長陳璧君表示，今晚彰化縣府、南投
縣府也派員共襄盛舉，明天（24日）將由西螺七
崁武術文教基金會主辦的西螺七崁武術嘉年華登
場，從早上六點半到晚上七點半有一連串活動，
晚上將施放武術天燈；後天（25 日）有 20 多家
來自外縣市廟宇陣頭共襄盛舉，在西螺街上遶境
，晚上將在西螺大橋旁施放煙火。

西螺七崁武術文教基金會表示，明天（24日
）一大早6點半 「貓踏路跑」登場，8點半舉辦
以七崁武術或風光為主題的創意著色比賽、七崁
文化藝術展風華、走讀 「西螺七崁武術」紀錄片
發表會、親子趣味闖關遊戲活動。

下午2點起推出 「生活武術‧地方產業」，
西螺鎮埤頭社區、二崙鄉崙西社區提供傳統茶飲
與小吃品嘗，同時舉行彩繪DIY、市集、七崁武
術論壇、生活武術大體驗。

下午2點半將有 「獅陣」與 「後場」聯演，
讓隱藏在舞台聚光燈背後的後場推手走上舞台。
下午3點半一年一度 「西螺七崁武術大會師」登
場，將有西螺七崁各武館師父、學校武術團體表
演傳承的七崁武術，重頭戲 「天燈祈福佑七崁」
活動於晚間6點登場，將放1顆2.5公尺高的大天
燈，７顆1.5公尺高中型天燈。

千人持火把走西螺大橋千人持火把走西螺大橋11公里公里
雲彰縣民相會於橋中雲彰縣民相會於橋中

（中央社）北市各大商圈受疫情影響，今
年人潮不如預期，為振興經濟，北市產發局商
業處舉行一系列活動期盼帶動買氣，但北市議
員王鴻薇今判，商業處先前砸了70 萬，找來6
組網紅到商圈一日遊，結束後於個人網路社群
分享心得，但這些網紅 「根本不紅」，有的臉
書追蹤數不到千人，更有人發文按讚數僅雙位
數，分享數還掛零，市府作法浪費公帑，花錢
達不到效益，未來若要再請網紅，務必嚴格審
核。

北市議會下午進行財政部門質詢，王鴻薇
說，商業處花錢促銷商圈，她認為這是應該的
，但她發現近日有一場商圈旅行促銷活動，商
業處花70萬找來6名網紅到場一日遊，之後於
個人臉書、IG發文分享心得，但她事後檢視這
些成效，發現受邀網紅不但按讚數不高，就連
發布文章也乏人問津。

王鴻薇指出，當中一組受邀網紅 「姊妹旅
行」的文章，只獲得27 個按讚數、1 個留言數
，另一位網紅 「卡夫卡旅行」的文章，按讚數

也僅有94個，留言數同樣只有1個，這樣的
成效對商圈推廣會有助益？質疑商業處根本
沒有把錢花在刀口上。
此外，王鴻薇表示，北市曾在世大運期間

，找 「蔡阿嘎」、 「阿滴英文」、 「冏星人
」等網紅代言，這些網紅追蹤按讚數都超過
百萬，而且當時每人價碼都在 9.8 萬元左右

，這次商業處花70萬得到這種成效，還不如找
柯文哲代言，或是找她、議員羅智強或呱吉幫
忙算了。

檢視該場活動露出訊息，商業處本次找來
的 6 組網紅，分別為 「77 涵」、 「城市記憶」
、 「卡夫卡愛旅行」、 「小乳絲」、 「姊妹旅
行」及 「爆肝護士」，這6組網紅總按讚數初步
計算約50萬，當中有幾組按讚數來到20萬，不
過也有幾組名氣較低，按讚數不到千人，此外

活動相關文章，按讚數也有未達三位數的情形
。

商業處長高振源表示，本案是希望透過特
色營造的方式，帶領大家體驗旅遊商圈的過程
，他們是以美食為主找相關網紅，希望宣傳效
果能擴大；對於網紅遭質疑不夠紅，高反駁，
這些網紅有的是部落客，且商業處事後統計，
整體觸及率還是達到23萬左右。

但王鴻薇不滿這樣回覆，直言總觸及率不
代表全部都正面，也不代表全部都看得到，質
疑該名單是否廣告公司（外包廠商）找來？商
業處坦言 「是」，再質疑： 「網紅挑選過程商
業處有檢視？」對此高無法回答。

王鴻薇最後要求，市府未來找網紅，要有
一個審核機制，如果是這樣的成效，根本不用
70萬，只要7萬就可以做出同樣成果。

北市府花70萬找6組網紅促銷商圈
最糟僅27個讚！議員批：根本不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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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下車投票在Harris縣創造了歷史
Texas 州最高法院裁定支持 Harris 縣免下車投票計劃，投票人一致認可

（本報訊）Texas州最高法院已裁定支持Harris縣歷史性的

“免下車投票”計劃，駁回偏黨派試圖廢棄80,000多張選票的企

圖。Texas歷史上第一次，提供選民在2020年11月大選中進行免

下車投票，這也是最安全，便捷和合法的投票方式。該計劃於7

月份進行了首次測試，選民將他們的經驗評為10分中的9.7分。

免下車投票是安全，便捷的，不同於傳統室內投票的另一種

方式。Harris縣的選民投票率創歷史新高，將近有10％的選民選

擇以在自己安全和舒適的車內進行投票，而不是以傳統式的室內

投票。受益最多的人是那些有小孩的父母和有免疫力低的親屬，

實際上，Harris縣的任何選民都可以在本縣內的十個免下車投票

地點之一使用這項服務。

Harris縣行政書記官 Chris Hollins的聲明：

“再次，法律站在我們這邊。法院維持“免下車投票”作為

一種便捷的投票方式合法性的決定，突顯了今年十一月的民主選

舉。如此清晰的黨派政治企圖削弱一個縣的投票運作是前所未有

的。- 這個縣為其選民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多選擇投票方式。

Texas州選舉法明確允許我們的十個免下車投票地點作為投

票站，同時，本辦公室在製定免下車投票計劃時特別諮詢了Tex-

as州國務卿。我希望Harris縣的選民今年秋天繼續使用免下車投

票，而且在將來的選舉中仍然有此選擇。

點擊此處獲取2016年提前投票記錄

點擊此處獲取有關免下車投票投票的更多信息請至Harris-

Votes.com查詢更多信息，並在Twitter，Facebook和Instagram上關

注@HarrisVotes。

休士頓台商會線上商機媒合助台新創產業發展
(本報訊）休士頓台灣商會、駐休士

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及休士頓華僑文
教服務中心10月18日晚間在線上合辦 「i
台灣線上開講-投資台灣講座」，邀請南
瓜虛擬科技有限公司、奇翼醫電股份有
限公司及唯醫生技股份有限公司等三間
經濟部中小企業處G Camp輔導之新創公
司與美南地區僑臺商商機交流。活動吸
引達福地區台灣商會會長方芸芸、美南
臺灣旅館公會會長何怡中及美南臺灣旅
館公會青年團團長蔡維妮等70餘位僑臺

商及青商報名參加，經文處處長羅復文
、經濟組組長徐炳勳、科技組組長李君
浩、文教中心主任陳奕芳及副主任楊容
清均出席共襄盛舉。

休士頓台灣商會會長張智嘉期透過
本次座談結合台美兩地資源，促進台美
雙邊經濟交流。羅復文表示希望藉此契
機將僑臺商的人才、資金及熱情和台灣
新創技術結合起來，協助台灣新創企業
發展。陳奕芳肯定商會克服疫情及空間
限制，運用新科技舉辦美南首場線上商

機交流座談會。
三家企業依序進行業務簡報後，由

休士頓大學陳建賓教授就各企業產品特
性、市場進入及資金募集與廠商交換意
見，其後由李君浩分析休士頓地區產業
現況及各產品發展潛力。亞裔健康教育
協會前會長施惠德醫師亦針對奇翼與唯
醫兩家生技公司產品就就醫學實務面提
出寶貴意見。與會僑臺商與業者互動熱
烈，商會表示將繼續協助有意願投資僑
臺商與企業聯繫，共創雙贏。

（本報訊 ）時間：10/24 週六下午2:00
主辦人：廖于萍理事
A. 上半場講題：
Secure Act 對於退休帳戶的改變
內容包括：
1. 合格退休帳戶的最低必需領取金額
2. 繼承的傳統退休帳戶
3. 合格的捐贈抵減額
4. Roth退休帳戶與傳統退休帳戶的不同與HSA的應用
主講人：朱婷會計師
德州大學會計碩士畢業，為德州註冊會計師長達15年

，有全美四大會計事務所經驗，專精稅務申報與交涉、公司
成立、帳務管理等.

B. 下半場講題：
退休計劃面臨的風險與應對策略。 內容包括：
1. 那些因素或風險將會影響到未來的退休生活規劃
2. 退休時資產投資組合與提領金額的調配
3. 不受股市影響的退休計劃及其稅務優勢
4. 退休規劃是否應考慮長期看護的可能性
主講人： 廖于萍理財顧問
從事保險理財行業28年， 先後於MetLife及MassMutual

任職。專精於小型企業及個人省稅退休計劃，長期護理計劃

及各類年金投資計劃等。
世華工商婦女會北德州分會 is inviting you to a scheduled

Zoom meeting.
Topic: Secure Act & 退休規劃
Time: Oct 24, 2020 02:00 PM Central Time (US and Can-

ada)
Join Zoom Meeting
https://us02web.zoom.us/j/83034515171?pwd=cFRXVF-

FyMFVmUzcrNzMydXVLd0s2QT09
Meeting ID: 830 3451 5171
Passcode: gfcbw

世華工商婦女企管協會北德州分會世華工商婦女企管協會北德州分會Zoom MeetingZoom Meeting講座講座

奇翼醫電介紹新創產品奇翼醫電介紹新創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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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1) 在家投票。

查看申請投票的截止日期， 

以及在 11 月 3 日或之前將選票返還何處。

2) 提前投票。

提前瞭解投票的日期和地點， 

以避免擁擠和排長隊。

3) 11月3日當天安全投票。

查看在何處投票，因為您平常投票的 

地點可能不開放。請佩戴口罩， 

必要時攜帶身份證，投票後請進行消毒。

不論您選擇郵寄選票還是親自投票， 

AARP 樂齡會都會幫助您瞭解所需資訊， 

確保您安全投票。

請訪問 
chinese.aarp.org/election2020  
瞭解安全投票的不同方式、當地截止日期以及更多資訊。

安全投票， 
為自己發聲！
今年的選舉與往年不一樣。 
但您依舊可以進行投票，為自己發聲。 

您的一票將可能影響很多重要事項， 
比如加強社安福利和聯邦醫療保險、 
降低藥品價格以及保護您和家人的健康。

怀念交大校友傅文斗先生怀念交大校友傅文斗先生

免下車投票在免下車投票在HarrisHarris縣創造了歷史縣創造了歷史

(休士頓, Texas州）–– Tex-
as 州最高法院已裁定支持 Harris
縣歷史性的“免下車投票”計劃
，駁回偏黨派試圖廢棄80,000多
張選票的企圖。Texas歷史上第一
次，提供選民在2020年11月大選
中進行免下車投票，這也是最安
全，便捷和合法的投票方式。該
計劃於7月份進行了首次測試，選
民將他們的經驗評為10分中的9.7
分。

免下車投票是安全，便捷的
，不同於傳統室內投票的另一種

方式。Harris縣的選民投票率創歷
史新高，將近有10％的選民選擇
以在自己安全和舒適的車內進行
投票，而不是以傳統式的室內投
票。受益最多的人是那些有小孩
的父母和有免疫力低的親屬，實
際上，Harris縣的任何選民都可以
在本縣內的十個免下車投票地點
之一使用這項服務。

Harris 縣 行 政 書 記 官 Chris
Hollins的聲明：

“再次，法律站在我們這邊
。法院維持“免下車投票”作為

一種便捷的投票方式合法性的決
定，突顯了今年十一月的民主選
舉。如此清晰的黨派政治企圖削
弱一個縣的投票運作是前所未有
的。- 這個縣為其選民提供了前
所未有的多選擇投票方式。

Texas州選舉法明確允許我們
的十個免下車投票地點作為投票
站，同時，本辦公室在製定免下
車投票計劃時特別諮詢了Texas州
國務卿。我希望Harris縣的選民今
年秋天繼續使用免下車投票，而
且在將來的選舉中仍然有此選擇

。
點擊此處獲取2016年提前投

票記錄
點擊此處獲取有關免下車投

票投票的更多信息

請至 HarrisVotes.com 查詢更多
信息，並在 Twitter，Facebook 和
Instagram上關注@H

【本報訊/鄧潤京】2020年 10月 18日，休
斯敦交大校友會的老學長傅文鬥（Wendell Few
）先生永遠地離開這片熱土，享年101歲。

1919年6月，傅文鬥先生在鎮江出生。祖籍
在江西樟樹，家裏有多個兄弟姐妹。兩個哥哥
之後，他排行第三。傅先生求學的年代正值祖

國多災多難。1937年抗戰爆發，唐山淪陷，交
通大學遷至貴州平越縣。當時，新入學的同學
旅途十分艱辛，特別是沿海壹帶的學生。據
1939年入學的老校友、建築大師楊裕球回憶：
“從上海去貴州，其間大部分地區都已淪陷，
交通阻斷，困難重重。”傅同學從上海乘船到
香港，轉搭英國船到越南海防，換乘火車經滇
越鐵路到昆明，再換乘汽車，經貴陽到平越。

平越人民把孔廟、福泉山、中小學、老考
場讓給了交大，還騰出不少民房作教室和宿舍
。傅先生是國立交通大學在平越的艱苦環境中
培養出來的交大學子。

陳納德（Claire Lee Chennault），是美國陸
軍航空隊中將，飛行員，抗戰時在中國領導美
國飛虎隊抗擊日寇。傅文鬥先生當時在昆明當
了兩年陳納德將軍身邊的翻譯官。

傅先生在1947年離開中國去美國。先後去
過舊金山、紐約，後定居休斯敦。1957年獲得
工程師執照並創辦自己的工程公司，名為：
Conroe Engineering Co.

1979年1、2月份鄧小平副總理和夫人卓琳
女士訪美，在休斯頓參觀訪問期間，接見了時
任全美華人協會休斯頓分會會長的傅文鬥先生
等愛國華人華僑代表。1979年9月25日，傅先
生應中國政府的邀請，以會長身份赴北京參加

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三十周年的慶典活動。
中美建交，中國第壹個總領事館準備設在

休斯頓。當時找到了全美華人協會休斯頓分會
長傅文鬥先生。傅先生積極參與了選址和購地
的工作，休斯敦總領館的那塊地當時是他直接
參與談判的。現在看來那是壹筆很好的交易。

2011年3月，傅文鬥向西南交通大學揚華教
育基金會捐贈了$2500美元，實際支持母校的教
育事業。

自2005年休斯頓交大校友會的成立以來，
傅先生成了休斯頓交大人最活躍的成員之壹，
風雨無阻。2015年，休斯頓交大校友會在達拉
斯開年會，當時天降暴雨，很多人因此不能與
會。已是96高齡的傅先生自己開車從Conroe出
發，他的出現，驚呆了所有與會者。2016年 11
月份，休斯頓西南交大校友會要聚餐，當時的
休斯頓西南交大校友會會長楊立軍發出電子郵
件之後，傅先生幾乎在第壹時間就打電話表示
要參加。從電話中可以感受到他的壹片熱心。

“人生苦短, 轉眼就是百年”。仙人駕鶴西
去，他的音容笑貌卻長久留在交大人的心中。
並以“交大人”這個稱謂而自豪。

TexasTexas 州最高法院裁定支持州最高法院裁定支持 HarrisHarris
縣免下車投票計劃縣免下車投票計劃，，投票人一致認可投票人一致認可

楊立軍楊立軍（（左壹左壹）、）、錢虹錢虹（（右二右二）、）、尹德蘭負責協辦傅文鬥尹德蘭負責協辦傅文鬥（（左二左二））百歲生辰慶典百歲生辰慶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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