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輝瑞疫苗有效率逾90
輝瑞疫苗有效率逾
90%% 美媒
美媒：：安全性存疑
（路透社
路透社）
）

（本報訊）據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
News）消息，輝瑞公司的 3 期臨床試驗於 7 月
下旬開始，已經招募了 4.3 萬多名研究參與者
。一些參與者接種了疫苗，而其他人接種了安
慰劑。疫苗試驗依賴一定數量的感染髮生，如
果接受安慰劑的研究參與者中報告的感染比實
際疫苗多，則表明疫苗是有效的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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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月 9 日，美國製藥巨頭輝瑞公司及其德
國合作夥伴 BioNTech SE 表示，早期分析表明
新冠疫苗在預防症狀性疾病方面的有效性超過
90％。這一發現超出了預期，並引起了積極的
樂觀情緒，同時也帶來許多警告。這是因為該
製藥商尚未發布有關其初步分析的完整細節。
清晰了解輝瑞公司約 90％的療效聲明也

很重要。最初的分析僅包括 94 例確診的新冠
病例的數據，這意味著尚無證據證明這種疫苗
可預防感染。
目前尚不清楚接種疫苗的人士是否會傳染
。不過，未解決的問題不應該使人們對研究結
果感到興奮，這似乎表明該疫苗可能具有將嚴
重疾病轉化為類似於普通感冒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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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新冠疫情日記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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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期間特向退役官兵們致敬 We Say Thank You To
All Veterans

According to data from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Texas has surpassed 1 million COVID-19 infections
and has become the first U.S. state to record such a
staggering number of cases. This represents about
one-tenth of the nation’s more than 10 million
positive tests that were reported from the Lone Star
state.
Texas also reported more than 10,000 new cases
for the second day in the row.
El Paso County is among the hardest hit in the
country. The report also showed that more people in

根據霍布金斯大學發表之統計， 德州
今天確診人數已超過一百萬人， 居美國之
冠， 目前全國確诊人數是一千萬人，徳州
就佔了十分之一， 這是非常恐怖之數字
。 我們還有全世界最大最好的醫療中心
， 也抵擋不了這個兇殘的病毒。
今天是美國退伍軍人節， 我們要特别
向為國在各種戰疫中犧牲奉獻的官兵們致
以最高的敬意，今天當疫情還在不斷蔓延
擴散的時候， 我們更需要照顧那些生活在
困苦的退役軍人們。

Մ↛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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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川普總統不承認自己败選
而開啟了法律爭奪戰， 拜登在無法得到白
宮正常之幫忙下， 正在緊鑼密鼓進行籌備
工作， 在未來七十天之空窗時間会有什麼
變化， 實在難予預料。
世界正在密切關注我們的政情發展，
川普總統挾著七千多萬票之人氣看來不會
鬆手， 我們目睹疫情嚴重，經濟下滑、社
會不安， 值此艱難時期也許只有自求多福
了。
( 图片来源：路透社）

Texas prisons have contracted the virus than in any
other prison system in the country.
We feel so sad that Texas has suffered so much,
even though we have the largest medical center in
the world. But we still can’t rescue them all.
White House political affairs director Brian Jack has
tested positive for the coronavirus. This adds to a
growing list of individuals in President Trump’s
orbit who have contracted the virus.
Today is also Veterans Day. We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salute all the
service men and women for their
sacrifice for our country. In this
pandemic time a lot of veterans
also need help.
Today President Trump still
denies the outcome of the 2020
election. But this cannot change
an undeniable reality: Joe Biden
won decisively ending up with
over five million votes ahead of
Trump.
We all hope the political dispute
in D.C. will be ended as soon as
possible. We don’t want to see
many of our citizens still losing
their battle with the vir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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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協峰會開幕 李顯龍：

美陸對抗恐成東南亞挑戰
(本報訊)第 37 屆東協峰會 12 日在越南河內
正式開幕，新加坡總理李顯龍於視訊中表示隨
著美國與大陸的關係日趨緊張，強權間的角力
恐成東南亞未來最大的挑戰，而東協是否能團
結，將是因應兩強對立的關鍵。
受到新冠疫情的影響，主辦國越南決定每 2
年 1 次的東協會議，今年改用視訊的方式舉行
。柬埔寨總理洪森更因為接觸疑似感染者，目
前自我隔離而由副總理兼防長的狄班(Tea Banh)
出席。
「外交家」指出，在為期 4 天的會議中，
南海議題、貿易、疫情與美陸角力，恐成今年
重點，而李顯龍演說更聚焦在疫情之上。
越南總理阮春福在開幕式表示，區域不穩
與健康危機成為今年東協的大挑戰。 「由於不
可預期的國家行動，試圖爭奪權力與挑戰國際
多邊主義而產生的摩擦，加劇非傳統安全的問
題，也讓和平與安全受到嚴峻的威脅」。
他呼籲，此時此刻各國比過去以往更需要
和平、穩定與發展。由於疫情大流行，民眾的
生活與經濟受到嚴重破壞，各國應該建立信賴
，讓人們得到需要的照護與保護，以克服難關
。
李顯龍則表示，有鑒於疫情的嚴峻程度，
當疫苗成功問世後，東協有必要確保疫苗能以

就在新冠疫情於美國造成另一波感染之
際,突然傳來美國輝瑞（Pfizer）與德國 BioNTech 聯手開發出新冠疫苗,可望明年 3 月底提
供足夠疫苗讓美國人全面接種, 其效力超過
90%，屆時可根本改變全球新冠疫情。
這個消息對絕大多數人而言,的確是佳音
捷報,但對川普總統則不然, 他賭氣指控那是
民主黨與 FDA 聯手的陰謀，他們故意推遲在
選後才發佈消息, 故意抹殺他的功勞。雖然川
普的指控就像他痛陳這次選舉舞弊一樣沒有
明確證據, 不過他為了搶救選情,早於五月中
旬投入了數十億美元成立了”神速任務”小
組（Operation Warp Speed）, 他召集了製藥菁
英輝瑞與莫德納和強生等公司投入研發,宣示
要在大選前研製出第一支新冠疫苗。怎奈造
化弄人,疫苗遲遲未出,反被俄羅斯搶先宣稱已
批准了全球第 1 支新冠疫苗，但俄國虎頭蛇尾
, 讓世人空歡喜一場。
毫無疑問,新冠疫情已徹底改變人類生活
秩序與工作方式，而唯一可阻止疫情肆虐傳

播的就是疫苗，因此研發疫苗已取代核武軍
備,成為世界競爭的頭條項目,各國無不投入巨
大經費與資源以搶先拔得頭籌, 如今輝瑞一馬
當先，雖無法在大選中搶救川普選情,但必將
在未來拯救世界萬千生命。
目前全球已超過 5000 萬確診患者, 美國又
以 1000 萬確診病例和近 25 萬人死亡居世界首
位,專家預估,接下來幾個月美國將持續陷入痛
苦,在疫苗推出前，每天平均將新增 10 萬多名
新感染者以及近千人死亡, 那是多麼驚心動魄
的。
總統當選人拜登已承諾要扭轉川普領導
下危機管理不善的時代, 準備調動聯邦資源，
開展更多檢測、個人防護裝備和進行病毒追
蹤以降低感染率和死亡率, 拜登已任命一個由
專業人士組成的冠狀病毒顧問委員會，以迅
速行動來向公眾強調他的務實, 他也宣佈疫苗
上市後將公平有效分配,讓美國人人免費施打
，拜登的德政濟世救人,必將青史留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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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穩定、可負擔的方式為各國使用。唯有
「疫苗多邊主義」，以區域合作的方式將疫情
長遠影響降低到最小。
他提到新加坡支持全球各項疫苗計畫。目
前世界衛生組織的 「新冠疫苗全球取得機制」
(COVAX)，便有許多東協國家的加入。李顯龍
呼籲東協與外部夥伴合作，促進疫苗生產與分
配，以滿足區域的需求。
李顯龍還承諾將捐 10 萬美元(約新台幣 291
萬元)給東協的新冠疫情應對基金，以協助會員
國採購防疫醫療物品與設備。
就經濟方面，歷經數年協商， 「區域全面
經濟夥伴協定」可望於 15 日簽署。不過，隨著
美國與中國大陸的日漸緊張，東協不論是政治
還是經濟都面臨更多壓力。這不僅考驗東協的
團結，東協國家也可主動扮演增加大國互信與
合作的角色。
但面臨反恐、網路安全等全球議題，李顯
龍認為東協必須持續提供中立平台，使各國能
在此共同商討、合作並解決區域與全球問題。
據 「外交家」報導，東盟與美國的峰會預
計於 14 日召開；不過，目前仍不確定美國總統
川普是否會出席線上會議。此外，東協也分別
和大陸、南韓、印度、日本舉行會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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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首相約翰遜上議院遇挫
脫歐法案中爭議性內容被否
綜合報導 英國首相約翰遜
在英上議院遭遇嚴重挫折，其脫
歐法案中的爭議性內容被否決。
與此同時，英歐代表在倫敦繼續
就雙邊貿易協定進行談判。
據路 透 社 報 道 ， 9 日 ， 英
國 上 議 院 以 433 票 贊 成 、 165
票反對的結果刪除了脫歐法案
中的壹個關鍵條款。在後續投
票中，預計其他相似條款也將
被刪除。
據了解，該條款允許約翰遜

南非新冠肺炎治愈率接近 92%
綜合報導 截至南非當地時間 11 月 6 日，南非新冠肺炎確診病例達
到 732414 例，死亡病例達 19677 例。目前，南非新冠肺炎確診病例總數
依舊排名非洲首位。
不過，據南非衛生部公布的數據顯示，此間共有 671579 例治愈病
例，從而使得南非新冠肺炎的康復率接近 92%，達到 91.7%。
自 9 月以來，南非新冠肺炎疫情發展情況整體趨緩，確診病例
總數在世界範圍的排名持續下降，為此南非政府於 10 月 1 日下調針
對疫情的“封鎖令”等級，並逐步放開各項禁令，意在加快經濟復
蘇腳步。
不過，南非的疫情防控仍面臨較大壓力，除民眾出現的松懈情
緒，日 前 連 續 發 生 的 多 起 聚 集 性 感 染 事 件 ， 為 南 非 防 控 前 景 蒙 上
陰 影 。 目 前 ，南非新冠肺炎確診病例日均增長水平仍保持在 1000 例
以上。
為此，南非總統辦公室主任傑克遜指出“個別民眾的行為過於
草率”，任何防控措施的松懈都面臨疫情卷土重來的風險，保持良
好衛生習慣和社交距離是南非最終取得抗擊疫情勝利、加速經濟復蘇
的關鍵。對於外界關註的是否會重新提升“封鎖令”等級，傑克遜指出
，南非總統拉馬福薩將於近期聽取內閣關於疫情的報告，並根據實際情
況對疫情相關政策作出調整。
5 日，中國駐南非大使陳曉東在出席向旅南僑胞捐贈抗疫物資儀式
時指出，南非每日新增感染人數目前繼續維持高位，形勢不容樂觀，針
對當前及可能暴發的第二波疫情，華僑華人應做好防護。

澳維州 7 天無新增新冠病例
墨爾本將向新西蘭人開放邊境
綜合報導 澳 大 利 亞 維 州 已 連 續 7 天 無 新 增 新 冠 確 診 病 例 。 對
此，維州州長安德魯斯表示，他將宣布有關解除限制的“進壹步
措 施 ” 的 細 節 。 此 外 ， 從 11 月 9 日 開 始 ， 墨 爾 本 將 向 新 西 蘭 人 開
放邊境。
安德魯斯在 6 日的記者會上贊揚了維州目前的疫情防控情況，並稱
該州將在 8 日放寬限制。
他指出，針對墨爾本 25 公裏的活動限制或將放寬，目前公共場所的
人數上限也可能會增加。他還稱，將能夠提供有關“未來幾周和幾個月
情況將如何”的信息，並補充稱，8 日發布的聲明將包括“使我們更接
近疫情下生活常態的重大舉措”。
他表示：“我們需要帶著承諾和警惕繼續前進，7 天零新增對我們
而言是壹個很棒的鼓勵。”
此外，安德魯斯還宣布，新西蘭居民從 11 月 9 日起可以直飛墨爾本
。他表示：“我已經寫信給總理，請他促成此事，我認為這壹點都不困
難。墨爾本機場會非常希望這些航班著陸。航空公司也會為此做出實際
的改變，以實現航班的互通。”
另壹方面，目前對於新西蘭人來說，前往墨爾本與新南威爾士有相
同的政策，即單向隔離，前往上述地點的人返回新西蘭必須進行兩周的
強制隔離。
新西蘭新冠疫情應對部長稱，“新西蘭的邊境政策還沒變，任何前
往維州的新西蘭人，返回後都需要隔離”，“在保證安全的情況下，政
府正與澳大利亞就旅行安全圈進行討論。”

政府單方面推翻脫歐協議中關於
北愛爾蘭的部分內容。不過，如
果約翰遜仍有機會恢復這些有爭
議的措施。
據美國廣播公司(ABC)報道
，英國上議院的議員對該法案進
行了猛烈抨擊。前保守黨領袖霍
華 德 (Michael Howard) 表 示 ， 他
對政府的行為感到“失望”。
他說：“我投票支持英國
脫歐，我從來沒有對那次投票
感到後悔或不滿。”“但我希

望我投票選出的獨立主權國家
能夠在世界上昂首挺立，信守
承諾，維護法治，履行條約義
務。”
另壹方面，英國和歐盟的談
判代表 9 日在倫敦會面，尋求在
貿易談判僵局中取得突破。分析
人士認為，英歐須在 11 月中旬
前達成協議才能確保有足夠時間
走完各自法律程序。
據此前報道，英國今年 1 月
31 日正式脫歐，隨後進入為期

11 個月的過渡期。若過渡期內英
歐未達成貿易協議，雙方貿易自
2021 年起將回到世界貿易組織框
架下，重新實施邊檢和關稅等安
排。
對此，約翰遜 8 日曾表示，
脫歐協議的“大綱”很明確，協
議“有待完成”。但他同時堅稱
，如果與歐盟的最後階段談判未
能成功，英國也已經做好了充分
準備。歐盟方面也表示，不會不
惜壹切代價達成協議。

疫苗利好提振美歐股市
道指暴漲逾 800 點
綜合報導 在輝瑞制藥宣布新冠疫苗
能有效阻止 90%的感染後，投資者們押
註全面經濟重啟指日可待。美東時間周
壹，道瓊斯指數收盤大漲。
當天，道瓊斯工業指數收漲 834.57
點或 2.95%，報 29157.97 點；盤中壹度漲
逾 1600 點，或近 5.7%。標普 500 指數上
漲 1.17%，報 3550.5 點；而科技股權重較
大 的 納 斯 達 克 指 數 則 下 跌 1.53% ， 報
11713.78 點。
周壹上午，輝瑞制藥宣布，與德國
生物科技公司 BioNTech 共同開發的新冠
mRNA 疫苗能有效阻止 90%的感染。輝
瑞預計在今年年底前將生產 5000 萬劑新
冠疫苗。
約翰· 霍普金斯大學的疫情追蹤數據
顯示，截至北京時間周二 04：40，美國
確診新冠肺炎案例達 1004 萬人，死亡近
23.8 萬人。
財富管理公司 Baird 市場策略師安東
內利（Michael Antonelli）在接受路透社
采訪時表示，大選帶來的不確定性正在
消退，疫苗的消息則進壹步激發了投資
者的熱情，所有受益於經濟重啟的公司
都是今天的大贏家。
“不過這並不意味著，我們現在就
走出疫情困境了。而是疫苗排除了最糟

糕的情況，即疫情完全失去控制，我們
不得不再次實施全國性封鎖，”安東內
利表示，“市場看的是未來，是明年第
壹、二季度。”
雖然疫苗研究仍在進行中，並且需
要獲得批準，但輝瑞和 BioNTech 表示，
到目前為止，他們尚未發現嚴重的安全
隱患，並預計將在本月晚些時候尋求美
國緊急使用許可。
此外，上周六喬· 拜登贏得美國總統
大選，也讓圍繞選舉的不確定性逐漸淡
化。拜登在競選時承諾，將重點應對新
冠疫情，並讓這個深度分裂的國家團結
起來。
道富全球顧問歐洲投資策略主管卡薩
姆 （Altaf Kassam） 在 接 受 《 華 爾 街 日
報》采訪時表示，拜登親市場的那部分
是，他將帶來更清晰的外交政策，和更少
的動蕩；而市場此前擔心的增稅和加強監
管，由於國會掌握在兩黨手中，則不會發
生，這是市場近期壹直走高的原因。
具體來看，此前受疫情沖擊最嚴重
的板塊領漲，如旅遊公司、零售商和銀
行等。其中，嘉年華郵輪公司上漲 39%
，美國航空集團上漲 15%，科爾百貨漲
20%，美國銀行漲 14%。不過今年迄今，
這四只股票依舊下跌了至少 20%。

加拿大宣布

2026 年讓 98%的加拿大人接入高速互聯網

與此同時，在疫情期間大漲的科技
股表現落後。Netflix 收盤跌 8.6%，家居
用品生產商 Clorox 下跌 11%，視頻通訊
軟件 Zoom 下跌 17%，互動健身平臺 Peloton Interactive 下跌 20%。即便經歷了周
壹的下跌，這些股票今年依然累積上漲
了至少 45%。
其他市場也受到疫苗消息的影響。
歐洲主要股指暴漲。截至收盤，歐洲斯
托克 50 指數漲 6.35%。德國法蘭克福股
市 DAX30 指 數 上 漲 615.95 點 ， 漲 幅 為
4.94%，報收於 13095.97 點。法國巴黎股
市 CAC40 指數報收於 5336.32 點，上漲
7.57%。
國際油價大幅收漲，美油漲幅超
過 8% 。 截 至 收 盤 ， 紐 約 12 月 原 油 期
貨 收 漲 3.15 美 元 ， 漲 幅 8.48% ， 報
40.29 美元/桶。布倫特 1 月原油期貨收
漲 2.95 美 元 ， 漲 幅 7.48% ， 報 42.40 美
元/桶。
國際金價則重挫近 5%，較上個交易
日下跌近 100 美元，壹度跌破 1850 美元/
盎司，完全抹去了上周漲幅。截至收
盤 ，紐約商品交易所黃金期貨市場交投
最活躍的 12 月黃金期價 9 日比前壹交易
日下跌 97.3 美元，收於每盎司 1854.4 美
元，跌幅為 4.99%。

綜合報導 加拿大政府在 2019 年的
預算中就為這項計劃留出了資金，準備
在今年 3 月份開始落實。但是由於新冠
疫情的暴發，計劃不得不推遲。然而，
又是因為新冠疫情迫使大量人員不得不
長時間居家，也使得人們對高速互聯網
接入的需求變得更加強烈。在這種情況
下，加拿大政府決定將原定計劃的目標
提高，並在 2030 年之前實現該國全部人
口都能接入高速互聯網。
加拿大雖然是發達國家，但由於地
廣人稀，電信運營商均為私營企業，因
此壹直未能讓高速互聯網在人口較少的
農村地區入戶普及。據加拿大廣播電視
和電信委員會統計，目前只有 40.8%的
農村人口接入了高速互聯網。
加拿大政府定義的高速互聯網，是
指下載速度不低於 50Mb/秒、上傳速度
不低於 10Mb/秒的接入速度。

美國新聞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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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黨最鷹派學者都唱衰
斷言一權威會讓川普準時搬出白宮
（綜合報導）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正試圖以法律
戰翻盤大選結果，但共和黨最鷹派的法律學者之一、加州大學
柏克萊分校韓裔法學教授柳約翰(John Yoo)斷言難以翻盤，並
表示憲法會讓川普在明年 1 月 20 日中午 12 時搬出白宮。
柳約翰曾在前總統小布希(George Walker Bush)時期擔任副
助理司法部長，並且掌握遠較職稱為高權力，包括批准美軍對
反恐戰爭中俘獲的戰俘使用酷刑審訊，還替小布希政府竊聽計
畫找到法源依據，頗受爭議。

儘管川普拒絕接受選舉結果，但柳約翰昔日老闆小布希是
最早祝賀拜登(Joe Biden)當選的共和黨巨頭之一，他也和小布
希有類似看法， 「我認為川普完全有權利嘗試和要求各州確認
投票結果，這樣也會讓全國都對選舉結果有信心。」
不過柳約翰以過去相似案例認為這些法律戰或重新計票不
會改變結果： 「選舉系統性舞弊從以往來看都非常難以證明，
一般來說重新計票也不會導致票數變化太大。川普靠法律戰翻
盤機率大概最多只有 10%。因為他不只要推翻 1 個州的結果，

還必須看到喬治亞、亞利桑那、賓夕法尼亞的普選票都有重大
變化，這是非常、非常不可能出現的。」
柳約翰認為川普只是困獸猶鬥，他說： 「川普當然可以說
他不會離開白宮，不承認敗選，但事實上就是依據憲法修正案
，他從 1 月 20 日中午起就不再是總統。他能在選舉計票上發動
法律戰，但沒有理由可以讓他違反憲法。無論怎麼努力，屆時
川普都會成為 1 位普通美國公民。」

蓬佩奧：台灣非中國一部分 美對台承諾跨越黨派
（綜合報導）美國國務卿蓬佩奧今天表示，台灣非中國一
部分，過去 35 年美國兩黨政府所遵循的政策也承認這件事。蓬
佩奧說，美國對台承諾跨越黨派，兩黨都了解台灣是民主典範
。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今天上午接受電台節
目修伊特秀（Hugh Hewitt Show）訪問，談論諸多中國、台灣
相關議題。
主持人提及蓬佩奧過去擔任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局長
與目前任職國務卿期間，皆曾表示美國對台有清楚承諾，且會
持續維護相關承諾。他詢問蓬佩奧，在中共部分激進派人士主

張必要時應武統台灣之際，他是否認為北京該意識到美國對台
承諾是跨越黨派。
蓬佩奧回應表示，談論這議題用詞正確很重要，台灣非中
國一部分，前總統雷根（Ronald Reagan）政府為制定對台政策
所做的工作也承認（recognize）這件事，過去 35 年美國兩黨政
府皆遵循這些政策。
蓬佩奧說： 「我確實認為這（美國對台承諾）是跨越黨派
，我認為這項理解的核心意義是，這（台灣）是民主典範，而
中國必須履行其對台灣人民的承諾，這是兩黨都能同意的事。
」

蓬佩奧指出，只要中國跟台灣仍無法找出解決方案，他就
希望這個情況能持續下去。他強調，美國必須履行對台灣的承
諾，美方對台有一系列義務， 「你有看到我們為了協助台灣
（增進）防衛能力所做的軍售宣布，這些都是為了兌現中國與
台灣人民間所做的承諾」。
已故總統雷根 1982 年針對台灣安全提出 「六項保證」
（Six Assurances），包含美國未同意設定終止對台軍售的日期
、未同意就對台軍售議題向中國徵詢意見、不會在台北與北京
之間擔任斡旋角色、未同意修訂 「台灣關係法」、未改變關於
台灣主權的立場、不會對台施壓並要求台灣與中國進行談判。

拜登施政成敗 取決喬州參院席次
（綜合報導）拜登在總統大選勝出後，過渡團隊已針對新
冠疫情、經濟、健保、氣候變遷等備妥政策計畫。不過，拜登
政見支票能兌現多少，端賴參院由誰控制而定。目前共和黨在
參院取得 50 席，民主黨掌控 48 席，明年 1 月喬治亞州 2 席參議
員決戰的結果，將是拜登施政成敗的關鍵。
共和黨籍的阿拉斯加州參議員蘇利文，11 日擊敗民主黨支
持的獨立參選人葛羅斯連任，北卡羅萊納州參議員蒂利斯也驚
險獲勝，讓共和黨坐穩參院半數；參院掌控權大戰，將由明年
1 月 5 日的喬治亞州延長賽定江山。民主黨若 2 席全拿，兩黨將
各取 50 席，加上副總統賀錦麗手握決定性 1 票，表決時民主黨
可望占上風。
倘若一切依照民主黨的如意算盤走，拜登幕僚指出會推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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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規模經濟刺激方案，提供州和地方政府數千億美元，擴大失
業補助，並對小型商家提供新一回合紓困。在稅務上，拜登政
府有機會推動對大企業和富人增稅，用來重建道路橋樑，加速
轉型綠能產業，協助民眾負擔健保開銷等。
不過，只要共和黨在喬治亞州拿下至少一席，拜登政府要
想達到政策目標，就必須耗費更多程序，和參院多數黨領袖麥
康奈談條件，敲定妥協方案。對超級富人加稅、擴大歐記健保
等議題要贏得共和黨支持，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
拜登的過渡小組正依據經濟情勢和參院掌控大戰，研擬多
項應急計畫，同時陸續對內閣人事展開布局。競選團隊的政策
主管費德曼表示，拜登政府已就可能情勢、包括喬治亞決戰的
結果進行推演。

自 1992 年以來，喬治亞州就是紅州，儘管將重新驗票，但
拜登的領先優勢不太可能被逆轉。不過因紅藍勢均力敵，參議
員殊死戰不僅會燒錢，還會殺到刀刀見骨。民主黨參院領導人
舒默表示，取得參院多數，是扭轉拜登施政的關鍵助力。
只要參院過半，民主黨便可通過法案，拜登政見中高門檻
的基礎建設，教育和氣候變遷等政策，大規模的刺激經濟方案
才有機會實現。
參議員桑德斯傳出接觸勞工界領導人，包括全美最大工會
勞聯-產聯總裁川卡，為爭取勞工部長尋求支持； 「黑人的命
也是命」運動（BLM）共同創辦人庫洛斯，也致函拜登和賀錦
麗要求會面，希望為非裔的大力支持獲得回報，如何取捨也會
讓拜登傷透腦筋。

亞洲時局
星期五

韓聚集性感染事件頻發
政府擬提高疫情防控等級

為避免沖擊民眾心理和經濟
大馬政府無意再實行全國封鎖
綜合報導 盡管仍舊
面對新冠疫情的沖擊，
但馬來西亞政府認為無
須再像今年 3 月般實行全
國封鎖措施，以避免對
人民的心理健康和國家
經濟造成負面沖擊。
據報道，馬來西亞 5
日新增 1009 起新冠確診
病例，日增病例連續三
天破千。鑒於馬來西亞
新冠疫情日趨嚴重，該
國總理穆希丁此前表示
，他已指示國家安全理
事會研究是否收緊當前
社交與體育活動的防疫
條例。
馬來西亞總理府(特

別任務)部長莫哈末禮端
表示，目前馬來西亞的新
冠疫區分為紅、黃、綠區
，壹些地方被列為紅區之
前是“橙區”(20 起病例
以上)，政府正審核有關
收緊管制橙區的必要性。
“任何出入紅區的人都必
須遵守特定的標準作業程
序，因此我們落實更嚴厲
的有條件行管令和強化行
管令。”
不過，他也表示，
“完全封鎖(措施)無須再
落實，因為國家危機管
理機制已成功控制新冠
病毒的散播。“若再封
鎖，將對人民的心理健

康和經濟造成負面沖擊
。政府應通過良好的防
疫措施來制定平衡的管
制。”
此外，主管法律與
國會事務的總理府部長
達基尤丁也說，馬來西
亞政府可以根據新冠疫
情狀況，再次向國家元
首提出對全國或特定地
區頒布緊急狀態令的建
議。
報道稱，穆希丁 10
月時曾覲見馬來西亞國
家元首要求頒布緊急狀
態令，以便在全國防疫
期間推遲選舉，但被否
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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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疫情增新變數
金邊全市學校再次停課

綜合報導 韓國中央防疫對策本部通報，
截至當天 0 時，韓國單日新增新冠確診病例
100 例，日增病例連續 3 天保持三位數。報道
指出，頻頻發生的聚集性感染事件，使韓國
本土疫情持續蔓延，該國衛生部門考慮提高
疫情防控等級。
據報道，新增的確診病例中，包括 71 例
社區感染病例，其中首爾市 32 例、京畿道 18
例。目前，韓國累計確診新冠病例達 27653 例
，累計死亡 485 例。
報道稱，由教會及集會引發的聚集性感
染事件不斷發酵，導致韓國單日確診病例數
呈現增長態勢。目前，韓國當局正努力控制
與私人聚會及養老院有關的本土疫情。
然而，盡管各地政府可根據當地疫情情
況，實施相應的防疫措施，但韓國衛生當局
擔心，如果疫情曲線不盡快拉平，恐需要提
高疫情防控等級。
據稱，韓國中央防疫對策本部已於7日宣布
正式實施新版保持社交距離政策。根據新版分級
標準，韓國大部分地區維持1級疫情防控。
依據防疫規定，在 1 級防控狀態下可以聚
會或舉行其他聚集活動，參加 500 人以上大型
活動必須戴好口罩，相關工作人員須對公共
設施周期性消毒、換氣。
某地防控級別上調至1.5級後，地方政府可
采取措施禁止100人以上的聚集活動，體育場館
的觀眾人數須控制在可容納人員上限的30%以下
，禁止某些社會組織舉行聚餐活動等。

2020年11月13日

綜合報導 由於與匈牙利外長有直接接觸
的壹位柬方人員被確診感染新冠肺炎，柬埔寨
官方 9 日開始采取包括關停文化娛樂場所、停
止學校復課等壹系列應對措施。
本月初，匈牙利外交與對外經濟部長西亞
爾托結束對柬埔寨的訪問後，在泰國被確診感
染新冠肺炎。柬埔寨衛生部 9 日消息稱，已追
蹤到 944 名接觸者，其中壹位柬埔寨政府安保
人員隔離的第 4 天被確診感染新冠肺炎。
此前較長壹段時間，柬埔寨出現確診病例
均為輸入性病例。鑒於此，正在隔離中的柬埔
寨首相洪森要求全面提升防控措施。
為了遏制疫情擴散，柬埔寨政府 9 日緊急
下令，首都金邊和幹拉省公立和私立學校暫時
停課兩周，同時關閉全國博物館、KTV、夜店
、電影院等文化和娛樂場所。
此前，柬埔寨全國公立學校於本月2日全面
復課。柬埔寨政府衛生、教育等部門多次提醒，
校方務必嚴格落實防疫措施，保持好衛生且健康
的校園，避免學校成為疫情的“溫床”。
據介紹，柬埔寨政府已租下金邊索卡酒店
，以讓數百名曾與匈牙利外長接觸的官員，接
受隔離觀察。接觸者將分別於 11 月 9 日、14 日和 18 日接受三
次核酸檢測。
此外，柬埔寨衛生部9日通報2例新增輸入性確診病例。患者
分別為29歲和38歲柬埔寨男子。他們從日本轉機韓國，10月26日
抵達柬埔寨。隔離第13天接受第二次核酸檢測，結果呈陽性。目
前正在金邊俄羅斯醫院接受治療。截至11月9日上午，柬埔寨累
計確診新冠肺炎病例297例，累計治愈288例。

旅日 20 年熊貓將回國
日本用這種方式“讓它永遠留下”
綜合報導 熊貓旦旦於 2000 年來到日
本，經歷 2010 年和 2015 年兩次租借延期
，如今終於要在近期回到中國。9 日，日
本發售了以旦旦為主題的郵票集，園長
稱，希望以這種方式讓旦旦永遠留下。
綜合日本《朝日新聞》、富士電視
臺消息，雌性大熊貓“旦旦”今年 24 歲
，即將正式結束長達 20 年的旅日生活，
於今年內返回祖國。日本神戶市和日本
郵政為感謝旦旦長久以來的付出，發售
了以它為主題的紀念郵票，並於 9 日在神
戶市立王子動物園舉辦發行儀式。
郵票集共 10 張，含稅 1400 日元（約
合人民幣 88 元），主題定為“感謝旦旦
”，囊括了旦旦在雪中漫步、吃胡蘿蔔
的樣子，以及飼養員拍的特寫等，展現
了旦旦各種不同表情和可愛姿態。神戶

市立王子動物園園長上山裕之說：“想
通過郵票集這種形式，永遠讓旦旦留下
。現在它回國的日期還未敲定，但我們
動物園日後，也將壹直策劃向旦旦表示
感謝的方案。”
據此前報道，旦旦回國消息壹經公
布，大批日本遊客帶著孩子去動物園與
旦旦惜別。因疫情須限制入園人數，動
物園用搖號的方式抽取遊客進園
參觀。
2000 年 ， 為 了 給 經 歷 過
“阪神大地震”的日本民眾增
加正能量，神戶市以“中日共
同飼養繁殖研究”的名義向中
方租借雌性、雄性大熊貓各壹
只，取名“旦旦”、“興興”
。第壹代“興興”因不適合繁

殖 ， 於 2002 年 返 回 中 國 ， 另 壹 只 雄 性
大熊貓前往神戶市立王子動物園成為
第 二 代 “ 興 興 ” ， 後 不 幸 於 2010 年 在
園方的取精手術中意外死亡。日本大
熊貓保護協會稱，旦旦返回中國後，
日本國內的大熊貓數量還有 9 只。神
戶市立王子動物園擬請求中方再借壹
只新的大熊貓。

台灣新聞

基隆田徑場老舊破爛形同廢墟
改建工程卻遲遲拖延 嚴重影響市民生活
（中央社）基隆市立田徑場啟用逾 40 年，因
潮濕多雨天候加上年久失修，體育場內部殘破不
堪，被市民夠硬 「好像廢墟」，對此，基隆市政
府於 5 月辦理工程說明會指出，改建工程除了把
主建築、停車場拆除重建外，連同周邊運動服務
設施都將一併改善，原本預計 2021 年底前完工，
總經費已規畫 4 億 1600 多萬，但半年來歷經 3 度
流標，工程遲遲毫無動靜，令民眾難掩失望。
據了解，市立田徑場是基隆市唯一大型運動
競賽場所，1979 年興建完成至今已使用 40 年以上
，孕育無數國手的搖籃，每天從早到晚有上千名
民眾到此運動；市府發現，主結構雖無危險，但
室內設施龜裂漏水，看台外部懸臂有混凝土掉落
，不利民眾使用。
市議員張顥瀚指出，基隆市能運動的場域並

不多，大多數的民眾都會到田徑場跑步、打球，
更有人會去練舞，若場館持續因施工封閉，會嚴
重影響市民使用育樂器具的影響。
教育處長林祝里表示，流標後召開檢討會議
，分析原因為目前全台缺工，讓營造廠不敢投標
，目前市府已在辦理第 4 次招標，預計 13 日開標
作業審慎樂觀，她認為也有可能因為工程設計壓
縮工期，減少民眾不能使用田徑場的空窗期，這
點也會影響廠商的投標意願，此外，若第 4 次招
標順利，工程預計將在 2022 年 7 月完工。
市府也為讓民眾有替代的運動場域，施工期
間開放市民體育活動中心室內網球場供民眾免費
使用，同時協調周邊的成功、信義、中正國中以
及東信國小延長開放時段，平日至晚上 10 點、假
日全日開放，基隆女中則假日開放至下午 5 點。

指揮中心解密東洋疫苗破局2關鍵
只買200萬劑還需中國授權
（中央社）東洋原宣布代理授權 BNT 武漢肺炎疫苗卻突然
喊卡，股票連漲多天讓外界質疑內線交易。東洋董事長林全今
（11/12）澄清，希望外界不要說東洋買空賣空炒股票，他最痛
恨坑殺股民，已主動向櫃買中心立案調查內線交易。林並說，聽
到政府說東洋沒有授權書，感覺被 「吃豆腐」，聽了心裡不高興
，且認為指揮中心是考量政治才不願採購。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發言人莊人祥表示，所有發言都依照
事實，也依雙方洽談過程描述，對於 「吃豆腐」的說法有點不解
。他也首度說明政府的疫苗採購計畫，不會僅向單一廠商購買 3
千萬劑，115 億元的經費約有半數透過 COVAX（武肺疫苗全球
購買計畫）購買，而我方透過 COVAX 買，每劑價格換算台幣約
436 元。
如此換算，以半數經費 57.5 億元全用來買 COVAX 疫苗，估
計可買到 1318 萬劑，若需施打 2 劑，等同僅 659 萬人可接種。對
照先前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中曾說，初期會以醫護等高風險族群
優先，這數量顯然不夠讓全台民眾都打。
台灣東洋日前甫宣布正式取得德國 BioNTech SE 的 COV-

ID-19 疫苗有條件授權的授
權書，可與台灣主管機關
協商完成最多 3 千萬劑的疫
苗，沒想到最後卻因無法提出正式授權書而破局。
莊人祥說，指揮中心採購疫苗原本就是多元的，不可能單一
廠商就下 3000 萬劑或 1000 萬劑的訂單，尤其是德國 BNT 武肺疫
苗，必須於-70℃冷藏及冷鏈的需求，因此在與東洋談的過程中
，很早就已告知東洋採購的數量不可能太多，大約是 200 萬劑，
而不論是東洋或 BNT 都知道指揮中心要採購的數量。
莊人祥指出，東洋很早就知道指揮中心的採購數量，因此不
知道東洋為何要說是因為不清楚指揮中心的數量才導致授權破局
；至於價格，東洋也有向指揮中心提出，但確切金額應由東洋說
明，最後 BNT 給予東洋的授權也過期了。
指揮中心是否會與東洋繼續合作爭取 BNT 疫苗？莊人祥說
，陳時中昨（11/11）於例行記者會上已說，若東洋拿不到授權
，此採購案即告一段落，但指揮中心仍感謝東洋與 BNT 洽談武
肺疫苗授權一事。
此外，對於政府不願採購原因，林全僅說因政府也有很多政
治因素考量，對此莊人祥說，指揮中心是希望 BNT 可以直接授
權東洋，但東洋最後才說，看起來還是必須取得上海復星醫藥

（代理大中華區包括台灣 BNT 疫苗）的授權。
目前政府預計撥款 115 億元用於武漢肺炎疫苗採購，外界關
心款項比例如何分配，對此莊人祥解釋，其中約 5 成是採購 COVAX 及國外疫苗廠提供的疫苗，另約接近 5 成或不到 5 成是購買
國產疫苗。
莊人祥說，採購 COVAX 疫苗有一定的價格，1 劑約是美金
15 元（折合台幣約 436 元），但這必須根據採購疫苗的數量或不
同的定價再去付錢，這都簽有保密協定，無法對外詳細透露；指
揮中心同時也和各疫苗廠洽談採購事宜，只是這部分未對外說明
。目前只有東洋對外說明，這可能與東洋是上市上櫃公司有關，
指揮中心也能理解。
陳時中日前受訪時曾指出，德國 BNT 疫苗一劑要 20 元美金
，也不便宜，還要連 2 劑，初步看來價格比 COVAX 定價要高一
點。
外界質疑，指揮中心把所有的經費都投注在 COVAX，可能
無法讓國人於明年第一季即施打武肺疫苗。莊人祥強調，即使採
購 COVAX 疫苗，仍可能於明年第一季取得，並讓國人施打，況
且，指揮中心也沒有把所有經費都用在 COVAX 疫苗，這應是外
界的誤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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栗戰書：維護港憲制秩序又一重要立法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十三屆全
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三次會議 11 日上午在北京
人民大會堂閉幕。會議表決通過了《全國人民
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
會議員資格問題的決定》。全國人大常委會委
員長栗戰書在會議完成有關表決事項後作了講
話。栗戰書強調，會議審議通過關於香港特別
行政區立法會議員資格問題的決定，這是全國
人大常委會堅持和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
系，依法維護國家安全、維護香港特別行政區
憲制秩序的又一重要立法。常委會組成人員在

審議中一致認為，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決定是
必要的、適當的。

確保港公職人員符合法定條件
栗戰書指出，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
是香港特別行政區公職人員的重要組成部分，
必須真誠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
區。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決定，確立香港特別
行政區立法會議員因宣揚或者支持“港獨”主
張、拒絕承認國家對香港擁有並行使主權、尋

求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事
務，或者具有其他危害國家安全等行為，不符
合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
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
定要求和條件，一經依法認定，即時喪失立法
會議員的資格。同時明確上述規定適用於在原
定第七屆立法會選舉提名期間被依法取消參選
資格的第六屆立法會議員，以及今後參選或出
任立法會議員遇有上述情形的。
他指出，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這項決定，符
合包括香港同胞在內的全體中國人民的根本利

益，有利於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有
利於香港長治久安和繁榮發展，有利於香港治理
機構正常運轉和社會穩定，有利於香港社會凝聚
正能量、齊心協力提振經濟、保障民生。要全面
準確實施香港基本法、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
安全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解釋、決定，推進特
別行政區本地立法，落實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
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確保香港公職人員符
合法定條件和要求，維護憲法和基本法確定的特
別行政區憲制秩序，確保“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
遠。

全國人大常委會一致通過決定 港府將修例 今後參選者適用

定明議員資格

即失議席
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重點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及香港文
匯報記者鄭治祖報道，十三屆全國人大常
委會第二十三次會議 11 日表决通過關於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資格問題的決
定，指明香港特區立法會議員一經認定有
宣揚或支持“港獨”主張、拒絕承認國家
對香港擁有並行使主權、尋求外國或者境
外勢力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事務等行為，
即時喪失立法會議員資格，而決定適用於
原定舉行的香港特區第七屆立法會選舉提
名期間因相關情形被香港特區裁定提名無
效的第六屆立法會議員，及今後參選或者

■1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栗戰書主持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三次會議閉幕會，會議表決
通過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資格問題的決定》。 新華社

出任立法會議員者。特區政府隨後宣布， 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 因上述情形被香港特別行政區依法裁定提名無效的
依據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於早前被
選舉主任 DQ 的楊岳橋、郭榮鏗、郭家麒
及梁繼昌即時喪失立法會議員資格。行政
長官林鄭月娥並透露，特區政府會因應有
關決定，理順及修訂所有涉及公職人員的
本地法例。

據新華社報道，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
務委員會第二十三次會議審議了《國務院關
於提請就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資格問題作出
決定的議案》。上述議案是應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
長官的請求而提出的。

經依法認定違要求 由港府宣布
會議認為，為了全面準確貫徹落實“一國兩
制”方針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
法》，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維護香港
長期繁榮穩定，必須確保香港特別行政區有關公職
人員包括立法會議員符合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

行政區的法定要求和條件。
為此，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同意國
務院 2020 年 11 月 7 日提出的議案，根據《中華人
民共和國憲法》第五十二條、第五十四條、第六
十七條第一項的規定和《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
別行政區基本法》、《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建
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
和執行機制的決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
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的有關規定以及《全
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中華人民共和
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的解
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香港
特別行政區第六屆立法會繼續履行職責的決
定》，作出如下決定：
一、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因宣揚或者
支持“港獨”主張、拒絕承認國家對香港擁有並行使
主權、尋求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事
務，或者具有其他危害國家安全等行為，不符合擁護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效忠中華人
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定要求和條件，一經依
法認定，即時喪失立法會議員的資格。
二、本決定適用於在原定於2020年9月6日舉
行的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七屆立法會選舉提名期間，

第六屆立法會議員。
今後參選或者出任立法會議員的，如遇有上
述情形，均適用本決定。
三、依據上述規定喪失立法會議員資格的，
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宣布。

時候放棄把關的角色？”
她強調，不相信這十幾名議員集體請辭後，香
港特區會面對一個“橡皮圖章”的立法會。過往，
特區政府提交立法會的議案，並非一面倒全體建制
派支持的。此前，建制派就曾因政府的立法建議不
夠好或不受業界歡迎而反對議案通過，故所謂“橡
皮圖章”的說法對建制派亦不公道，特區政府仍需
要努力爭取每位議員的支持。
至於在攬炒派“鬧辭”後，政府會否要繼續
推“爭議性議案”。林鄭月娥表示，各政策局對
於本立法年度的工作都有各自安排，會做的不會
刻意收起，有爭議性的工作也會繼續推。

‧宣揚或者支持“港獨”主張
‧拒絕承認國家對香港擁有並行
使主權
‧尋求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干預香
港特別行政區事務
‧或者具有其他危害國家安全等
行為
‧不符合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
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效忠中
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的法定要求和條件
適用範圍

‧在原定於2020年9月6日舉行的香港
特別行政區第七屆立法會選舉提名期
間，因上述情形被香港特區依法裁定
提名無效的第六屆立法會議員
‧今後參選或者出任立法會議員的人

理順修訂本地法例 交立會審議
據香港文匯報報道，香港特區政府隨後宣
布，依據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在原定今年 9
月 6 日舉行的第七屆立法會選舉提名期間，被依法
裁定提名無效的楊岳橋、郭榮鏗、郭家麒和梁繼昌
4名第六屆立法會議員，即時喪失議員資格。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同日會見傳媒時
表示，政務司司長已去信立法會主席，要求他按全
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安排立法會秘書根據《立法
會條例》第三十五條第一款，宣布 4 人議席自今年
7月30日起出缺。
她還透露，因應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特
區政府日後會理順及修訂本地法律，包括為公職人
員訂明具體的宣誓儀式、監誓人的安排和違反誓言
的處理機制及後果，並會盡快完成有關法例草擬工
作並提交予立法會審議，以落實基本法第一百零四
條和《解釋》的憲制責任。

攬炒派自棄“把關”仍有建制睇實政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攬炒派餘下15
名立法會議員 11 日稱會集體“鬧辭”，有人就聲
言立法會此後將成為“橡皮圖章”。行政長官林
鄭月娥 11 日在記者會上表示，今次是攬炒派自己
放棄“把關”的角色，並指出特區政府過往提出
的議案，並非獲得全體建制派一面倒的支持，特
區政府仍需要努力爭取每位議員的支持，立法會
不會變成“橡皮圖章”。
在記者會上被問及攬炒派“鬧辭”後，立法
會會否因為失去其聲音而變成“橡皮圖章”，林鄭
月娥回應說，該問題應該問每位“鬧辭”的議員，
攬炒派若認為自己是“把關者”，“為何願意在這個

即時喪失立法會
議員資格的情況

她強調，特區政府提交的每項法律修訂或撥
款申請，都經過深思熟慮，為了香港的經濟發展
和民生改善而提出，當然希望獲得通過，從而令
政府推展的工作有更高效率。她亦否認會趁現時
立法會板塊有利就加快推動某些工作，一些大型
項目始終需要時間做前期可行性研究，如果今年
度內處理不完，下個會期又要重新來過。
林鄭月娥還表明，即使 15 名攬炒派議員“鬧
辭”而令議席出現空缺，也不會舉行立法會補選，
因為立法會延任任期餘下八九個月，加上受疫情影
響，不適合進行大型換屆選舉。目前，立法會仍有
過半數議員可履行立法會職能。

喪失資格後處理方法
‧依據上述規定喪失立法會議員資格
的，由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宣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根茂

港府着手規範其他公職人員宣誓
在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11日舉行的記者會上，香港文匯報
記者問到是次全國人大常委會的決
定的有關規範，會否擴展至區議員
等其他公職人員時，林鄭月娥回應
時表示，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只規定了香港特區行
政長官、主要官員、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議員、
各級法院法官和其他司法人員等公職人員的宣誓情
況。至於其他公職人員的宣誓涉及香港國安法第六
條的規定，特區政府正進行相應工作，有消息會及
時公布。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

■香港市民 11 日來到政府總部門口集會
日來到政府總部門口集會，
，開香
檳慶祝“
檳慶祝
“攬炒派
攬炒派”
”議員被取消議員資格
議員被取消議員資格。
。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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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必需品熱銷 消費者：現在買東西理性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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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績靚

消費轉型潛力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俞晝 杭州報

道）進入 11 月 11 日，一年一度的雙 11 購
物狂歡季迎來最後一役。11 日，京東宣
布，自 11 月 1 日起至 12 日零時，“京東
11．11 全球熱愛季”累計下單金額突破
2,715 億元（人民幣，下同）；11 日零時

播
現場直

■ 11 日 ， 一名記
者用 4 部手機直
播杭州天貓雙 11
全球狂歡季紀錄
之夜活動。
之夜活動
。
中新社

19 分，蘇寧宣布全場景生態渠道用時 19
分 鐘 ， 實 時 成 交 額 破 50 億 元 ； 12 日 零
時，天貓宣布，自 11 月 1 日起，“2020 年
天貓雙 11 全球狂歡季”成交額突破 4,982
億元。

作為疫情後最大的消費季，已經邁入第十二個年頭
的雙 11，繼續點燃着全民的消費熱情，展現了新

發展格局下中國市場的消費潛力。
阿里巴巴的數據顯示，從商家到消費者，從外貿
工廠到田間地頭，從直播生態到物流體系，從線下商
業到技術保障，從國內到海外，許多前所未有的新角
色參與了今年的雙11，衣食住行全方位滿足。
京東雙 11“開門紅”活動中，60 萬顆雞蛋 30 秒賣
空，10 萬份火鍋肉卷 1 分鐘搶光，100 萬片牛排 5 分鐘
內售完。
京東數據顯示，在“超級百億補貼”、“超省百
億消費券”的優惠加持下，京東超市 10 分鐘成交額同
比增長超700%，京東生鮮5分鐘同比增長超600%，糧
油米麵、飲用水、牛奶、嬰幼兒奶粉、紙尿褲等民生
必需品的成交額同比增長均超過10倍。
“90 後”小朱在朋友圈晒出了她的雙 11 購物單，
不禁感慨道，“年輕的時候看到折扣低的商品，總有
一種‘不買好像虧了’的心態，結果買回家一直放到
過期都沒拆開來用。自從有了孩子，再加上疫情，讓
我有了更強烈的存錢慾，現在買東西理性多了。”
“猶記得去年雙 11 掐着表秒殺雅詩蘭黛的化妝品
套裝，今年就變成蹲點搶女兒的奶粉和紙尿褲了。”

巧用消費券 百元玩一天

像小朱這樣精打細算的消費者並不少。杭州銀泰百
貨的一名工作人員說，在杭州的本地論壇裏，甚至有不少
網友策劃起了“100元吃喝玩樂一整天”的活動。“通過
疊加餐飲券、9.9元觀影特惠、密室逃脫等玩樂券、各類
霸王餐和一元美食專區等各類權益（優惠），兩個人在銀
泰享用一頓午餐，喝杯奶茶後去看電影，吃過晚飯再玩一
次密室逃脫，一整天下來，花費不超過100元。”
“雙 11 開啟第一天，銀泰喵街 App 上 3 萬張吃喝
玩樂券就被秒空了，其中 1 元搶購的奶茶售出了 18 萬
杯。”
談及火爆的秒殺速度，該工作人員笑稱“現在的
年輕人越來越會過日子了”。

大龍燚火鍋公眾號推送的最新一篇文章，是今年
的雙11搶購攻略——零點零元、大額滿減、承包一年
小火鍋……極大的活動力度吸引網友們紛紛在底下留
言稱“該囤火鍋了”。

兩波預售期 帶升銷售量

要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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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1

台
11，
， 消費者更
電商後 ■今年雙 11
青睞下單生活必需品。圖為京
青睞下單生活必需品。
東公司北京總部，
東公司北京總部
， 員工 11 日
在數據室內工作。
在數據室內工作
。
路透社

熬夜“剁手”保健品
“囤啥不如囤健康”

再過兩小
時，第二波雙 11
購物狂歡季就要
開始了——小馮躺
在床上，反覆刷新
手機，再次檢查購物
車裏要下單的物品。
除少數日常用品外，
大部分是給自己和爸媽
加購的鈣片、蛋白粉、
維生素、護肝片等營養保
健品。“囤啥都不如囤健
康。”
今 年 雙 11， 保 健 品 熱
銷。京東健康 11 月 1 日零點
過後，活動開場不到10分鐘，
營養保健品類成交額同比增長
超 4 倍，全天成交額同比增長超
200%。
天貓醫藥雙 11 第一波銷售數
據顯示，多燕瘦酵素果凍、小仙
燉燕窩等瞄準年輕消費者的單品受
到熱捧，增幅均超 100%；膠原蛋
白、黑芝麻丸等商品銷量也大幅增

“今年雙11的活動時間同往年不同，京東和
淘寶都從11月1日就拉開了購物季的序幕。”大
龍燚副總裁雷星說：“往年的預熱階段，消費
者只能看不能買，很容易被其它平台截留。而
今年因為有兩波預售期，可以幫助商家提前鎖
定目標消費者。”
據悉，預售期的效果明顯——僅在 1 日
至 3 日，大龍燚的銷量就超過了去年雙 11
的六成。
如今，大龍燚天貓店在平時每天都有直
播，雙11更是採用了“大V+總裁直播”的
11 月 1 日零時至 11 日中午
形式，KOL、員工、老闆輪番上陣。這也
12時，2020年天貓雙11全球狂歡
是今年電商行業的一個新趨勢——不僅淘
季已經誕生了102個成交額破億的
系平台（阿里巴巴淘寶體系平台）有多
產業帶，其中超過 10 億元（人民
名總裁直接上陣直播，京東也推出了
幣，下同）成交額的產業都有 10
“總裁天團帶貨”。
個，“中國製造”迎來一波新增長。
雷星表示，今年雙 11 活動時間
拉長，讓消費者擁有了更多理智思
“工人上廁所都用跑的”
考的時間。
作為浙江義烏市澤熙日用品廠的
“往年的衝動型消費被取而
廠長，方昊這幾天忙到顧不上吃三
代之，消費者捂緊了錢袋子，花
餐。在第一波銷售中，澤熙為天貓雙 11
錢主要以提高生活品質為
準備的 100 萬件貨品全部賣光，其中有
主。”
一款淘寶 C2M 定製款黏毛器，一口氣賣
雷星並稱，“今年很多
了 20 多萬件。“太瘋狂了！”11 月 4 日零
家庭選擇在線上購買火鍋底
時，方昊加開了 3 台機器，工廠 13 台機器
料和調料，在線下購買海
日夜運轉，“工人連上廁所都用跑的。”
鮮、肉丸、蔬菜等涮品，
這是澤熙第一次參與天貓雙11，這家經營
既節省了外出用餐的費
十幾年的外貿工廠，希望抓住這個疫情以來最大
用，也讓聚餐變得更溫
馨、更自在。”

文匯

中國焦點

長。

老字號產品“年輕化”
此外，今年雙 11 期間，不少老
字號品牌也藉着“養生”的東風，為
年輕人定製了購買門檻更低、食用方
式更便捷的營養保健品。以老字號品
牌同仁堂為例，今年雙 11，即使像
蟲草這樣的高端滋補品，公司也特別
開發出了 1 克蟲草這樣的入門級產
品，低客單價，更適合年輕消費者。
北京同仁堂健康藥業股份有限
公 司 電 商 COO 趙 子 強 說 ， “90
後”、“00 後”與上一代人的健康
觀念大為不同——上一代是“治和
補”，而年輕一代則是“養和防”。
“往年公司以銷售燕窩、蟲
草、海參等高端滋補品和禮盒為主，
隨着年輕消費群體的養生意識越來越
強，我們開始着重針對這個群體開發
新產品。”
“尤其是經歷了疫情，預防式
養生更是深入人心，也帶來了創新型
健康產品的爆發。”

義烏外貿企轉內銷
庫存賣空 加速加產
的內需爆發機會，快速打
開國內市場，為代工工廠
的轉型做準備。
“今年的疫情導致國
際供應鏈受到嚴重衝擊，
工廠也因此損失了 1,000
萬（元）的外貿訂單，這
對於我們而言打擊是巨大
的。”
■方昊
網上圖片
方昊說：“（我們）
忙的背後，是生意的回暖、是生活的回歸。”
澤熙的轉變也是義烏小商品產業帶千萬商家
數字化轉型的縮影。今年8月份，義烏中國小商品
城攜近百中小商家，正式進駐天貓，主營家居類
商品，打造涵蓋箱包、玩具、服裝等 10,000 款商
品的全品類旗艦店，相當於把“義烏小商品城”
搬到了線上。
義烏商城集團負責人表示，疫情之下，讓遠
銷海外的“義烏好貨”也能受到國內消費者的認
可，是義烏商家們的心聲。

專家：吸引工廠數字化轉型

■ 義烏小商品產業的商家紛紛數字化轉
型。圖為當地一間工廠橫幅寫着
圖為當地一間工廠橫幅寫着“
“備戰七
個月，
個月
，只為天貓雙十一
只為天貓雙十一”。
”。
網上圖片

今年 4 月份，阿里巴巴時隔 11 年重啟“春雷
計劃”，旨在幫助中小企業應對疫情影響，實現
數字化升級。
數字經濟智庫高級研究員翁一說，隨着天貓
雙 11“戰報”出爐，未來將吸引更多產業帶商家
開闢數字化轉型增長的新賽道。
“國內外雙循環互促、新消費全面復甦的新
形勢下，數字化轉型成為產業帶工廠增長的新引
擎。”

中國

中國社會
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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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企高交會聚焦“雙循環”借力微信號銷售超預期

港玩具附編程教程賣火內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花 深圳報道）

■鯤雲科技首席運營官王少軍展示其芯片
產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何花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
花 深圳報道）位於河套片區
的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簡稱
“合作區”）內的香港企業和
項目今年首次組團參展高交
會。許多合作區內的企業都與
香港高校聯合進行技術攻關和
人才培育。從事芯片設計的鯤
雲科技在展會上展出了其自主
研發的數據流AI芯片。該產品
主要應用於智慧城市、智能生
產線、智能安防等領域的服務
器上。鯤雲科技首席運營官王
少軍博士在受訪時強調，公司
已經與香港城市大學建立了一
個聯合實驗室，共同研究AI芯
片領域應用，同時也與城大建
立了聯合科研和教學任務。
“我們和城大一起在電子
工程系開設了一門課程。這門
課就是幫助學生來理解先進的
人工智能芯片應該怎樣設
計。”王少軍介紹，鯤雲科技
研發團隊主要來自香港和深
圳。“公司 CTO‘首席技術
官’和首席科學家都是香港
人。很多研發人員往返兩地，
設立在合作區方便兩地交
流。”
目前芯片行業是美國禁令
的重點領域，雖然鯤雲科技芯
片設計技術並不依賴國外，目
前尚未受到禁令衝擊，但未來
仍不排除在製造環節被限制的
可能。“內地芯片行業要自力
更生，就要進行生態布局。人
才培養是第一位。”王少軍強
調，鯤雲科技與城大進行人才
的聯合培養就是要建立生態，
將芯片設計的行業基礎打牢
固。

鯤雲科技與城大共育芯片人才

疫情下，歐美市場下滑，“雙循環”不僅是
國家戰略，也成為了港企的必然選擇。11日，
第22屆中國國際高新技術成果交易會（簡稱
“高交會”）在深圳開幕，展會特設“香港
展區”。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發現，多數港
企參展的目的都是為了接洽內地客戶。許多
原本是靠外銷訂單生產的傳統製造業港企，
現今卻加入了自主研發產品，從水土不服到
銷路打開，一批港企已
逐漸適應了“雙
循環”格局。

大灣區

■原本靠外銷訂單生產的傳統製造業港
企，現今自主研發產品
現今自主研發產品，
，在內地打開銷
路，融入內地
融入內地“
“雙循環
雙循環”
”格局
格局。
。圖為高交
會香港展區。
會香港展區
。 香港文匯報記者何花 攝

快線

“在內地，樂高很受家長歡迎，這個市場相當龐
大。我們的產品就是靠多年的積累和大數

據，開發出讓孩子感興趣的玩具。”在香港展區，
參展商香港愛達科技創始人楊偉嘉展示了公司自主
研發的樂高教具系列產品。

從代加工轉向自主研發生產
首次參加高交會的愛達科技，原本是一家傳統
玩具廠，與高新科技並不沾邊。楊偉嘉的父親早期
在東莞投資開廠，30 年來一直都在接歐美訂單，做
玩具代加工。“近年來，歐美訂單逐年下滑。今年
疫情，幾乎減半。物流受阻，中美貿易戰，所有的
因素都對我們不利。轉做內地市場是必然的。”楊
偉嘉介紹，在市場調研中，他發現樂高編程課程在
內地很受歡迎。從去年開始，公司招聘了設計和研
發團隊，開始開發針對內地市場的產品。初期做內
地市場，楊偉嘉坦言“水土不服”。
“香港傳統玩具企業的優勢在於生產，研發的
經驗不足。初期我們也不知道內地需要什麼樣的產
品，仍然延續歐美人的思維，走了一些彎路。”愛
達科技內銷負責人韓雪講述，歐美人對於玩具的功

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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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

能定義就是“玩”，而內地家長則更偏重於讓孩子
“有所學”。她舉例，在英國，一款有人工智能語
音功能的“陪讀娃娃”相當受歡迎，而這款產品在
內地卻遇冷。相反，內地的樂高編程火熱，而歐美
人並不買單。
“找準了產品定位後，市場的開拓也費了一番
功夫。”韓雪說，現在內地家長對教育相當重視，
市場潛力很大。但現在內地產品豐富，很多家長購
物貨比三家。想要贏得家長青睞，產品要有足夠的
說服力。“經過專業人士評測的產品，打開市場就
容易。而很多新媒體尤其是微信公眾號專門做產品
評測。在公眾號進行軟文植入，已經取得了不錯的
效果。”韓雪舉例，產品通過“企鵝爸爸”等微信
公眾號和小紅書等社交網站的達人推薦，今年的銷
量已超預期。

香港孵化技術灣區實現轉化
本次高交會同樣吸引了大量香港高校孵化團
隊。港科大孵化的一清創新團隊將學校實驗室中的
無人駕駛前沿技術帶到了灣區進行轉化。該團隊在
高交會展出了3款無人駕駛物流車。其中一款“雪獅

■責任編輯：趙雪馨

■愛達科技創始人楊偉嘉展示其公司玩具產品
愛達科技創始人楊偉嘉展示其公司玩具產品。
。
香港文匯報記者何花 攝
載人接駁無人車”剛剛研發成功。產品使用了激光
雷達裝置，融合了視覺與三維數據處理算法和深度
學習、多傳感器融合。在戶外行人、車輛混合的複
雜場景都可以成功感知避障。目前已經在華為松山
湖等辦公園區應用。
“無人駕駛應用場景先要在大型辦公園區落
地，然後才是上路。”一清創新團隊負責人盧福海
表示，內地對高新科技產品的接受度很高，市場規
模超千億元人民幣，已經吸引了大量科技公司布
局。疫情後，無人配送物流在內地更是掀起了新一
輪投資熱度。

2020年11月12日（星期四）

擋不住強監管壞消息 阿里大瀉9.8%

如火如荼的“雙 11”購物活動
圓滿結束，成交額較去年增近
40%。惟近日中國監管方就《關於
平台經濟領域的反壟斷指南》展開
諮詢，電商平台或受波及，消息拖
累 阿 里 巴 巴 股 價 11 日 大 瀉
9.804%，連跌第三日。阿里巴巴副
總裁、天貓平台營運事業部總經理
劉博 11 日回應稱，相信這一指南是
針對全行業而非阿里巴巴，暫未有
時間分析研究指南及評估後續影
響。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曉菁

截至11日（11月11日）零時30分，阿里
旗下天貓兩輪雙 11 成交額累計突破

3,723 億元（人民幣，下同），較去年總成
交 額 增 38.7% 。 而 至 11 日 00： 09， 京 東
“11.11 全球熱愛季”下單金額已突破 2,000
億元。小米亦公布戰績，11 日一開始僅 9 分
44 秒，小米天貓官方旗艦店支付金額突破 5
億元，至 19 分 32 秒，全平台支付金額突破
15 億元。截至 11 日 03：25，其在全中國區
新零售全渠道總支付金額突破 100 億元，超
過去年的交易紀錄。
中國國家市場監督管理總局周一發布
《關於平台經濟領域的反壟斷指南（徵求意
見稿）》，出台該文件是“為預防和制止平
台經濟領域壟斷行為，引導平台經濟領域經
營者依法合規經營”，並“禁止經營者達
成、實施壟斷協議；壟斷協議分為橫向壟斷
協議、縱向壟斷協議、軸輻協議”等。文件
的出台，意味着阿里巴巴、騰訊、美團（等
互聯網巨頭將面臨更加嚴格的監管。
就中國擬展開互聯網平台的反壟斷，劉
博11日於線上記者會坦言，幾乎是與大家同
時收到相關反壟斷指南的消息，只是整個團
隊仍然聚焦“雙11”活動，沒有多餘的時間
研究和評估具體內容。被問及是否會取消

■ 天貓在11月1日0:00至11月11日0:30實時成交額破3,723億元人民幣，超過2019年天貓雙11的總成
交額2,684億元。
彭博社
“二選一”（即商家只能在一個電商平台銷
售），他認為這是一個“偽命題”，在過去
十多年電商和互聯網領域陸續有新政策出
台，阿里巴巴和天貓對各類政策，始終都會
持歡迎和擁抱的態度。

促銷活動頻 消費者購物疲勞

在雙11狂歡節前，官媒屢次呼籲反消費
主義，網易旗下網易嚴選則適時宣布退出雙
11，並抨擊雙11是“鼓吹過度消費，為銷售
數字狂歡”。劉博十分反對“過度消費”的
說法，反覆強調集團始終提倡理想消費，不
會鼓勵消費者一味追求超出能力之外的消
費。而網易似乎也只是玩起了“文字遊
戲”，一邊宣布退出雙11，一邊卻漫天發放
優惠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道）中國購買
力一次次創新高不可否認，但亦有人在過多、多久的購
物狂歡中開始疲勞。
這次雙 11 的提前，預付款在 10 月下旬支付，尾款
在雙 11 期間支付，消費者因此打趣自己是“尾款
人”。但不少消費者卻因購物時間拉長而心生反悔，
“一
時衝動交了預付款，現在東西不是很想要，尾款乾脆不付
不要了”有買家如此坦言。
還有人表示，現在電商一年四季都有各種活動，
三八女王節、618中年大促、99划算節、國慶大惠等等
令人應接不暇。白領姚小姐告訴記者，“實際上只要經
常網購，會發現一年365天基本上隔三岔五都有促銷，
而且很多時間都有很便宜的商品。”

疫情令直播帶貨成新趨勢

部分商品雙11漲價

電商直播亦成為今年雙11的焦點。淘寶
內容電商事業部負責人俞峰分享稱，疫情令
更多線下商家通過直播加大生意額，今年 3
月至 6 月，平台商家開通數量同比增長
220%，消費者 UV(Unique Visitors) 同比增
長 160%左右。他預計，目標 2 至 3 年內，直
播的成交額可佔據平台總成交的三成左右。

11 日微博上還有個熱門話題“我雙 11 不買東西的
原因”，話題發起當天就有超 400 萬閱讀和近 3,000 個
討論，很多人都透露了今年雙 11 並沒有購物，有些稱
搞不懂雙 11 複雜的規則，有些稱錢都花在以前的幾次
大促上，還有人稱發現雙 11 要買的商品在漲價。總
之，購物狂潮的背後也透露出消費者的疲態和回歸理性
的思索。

劉博：集團提倡理想消費

雙 變傷心日 電商銷情報捷惟股價失陷

天貓雙11成交增近四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
道）疫情後首個“雙11”正如火如荼進行
中，從已公布交易額的各大電商數據來
看，毫無懸念，數據再次打破之前紀錄。
不過，今年特殊之處在於，儘管成交額刷
出新高，但多個電商巨頭股價不漲反跌。
業內分析指，電商股價下跌或許和中國國
家市場監管總局的一份反壟斷文件出台，
以及監管部門約見互聯網平台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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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貓京東蘇寧齊刷新紀錄

疫情期間人們養成上網購物習慣，
助推了今年“雙 11”。天貓在 11 月 1 日
0:00至11月11日0:30實時成交額破3,723
億元（人民幣，下同），數字已超過了
2019 年 天 貓 雙 11 的 總 成 交 額 2,684 億
元。京東在 11 月 1 日 0:00 至 11 月 11 日 0:
09，累計下單金額已突破 2,000 億元，同
樣超過去年的 2,044 億元，創新高。蘇寧
易購僅用 19 分鐘，蘇寧全場景生態渠道
GMV 就破 50 億元；11 月 1 日 0:00 到 11
日 1:00，蘇寧易購線上訂單量同比增長
72%。拼多多一如既往地沒有公布成交
額，但從這家網站卯足勁百億元補貼數
碼產品來看，無疑也是在衝刺新紀錄。
電商的成交熱火朝天，但它們的股
價卻在背道而馳，無論美股、港股甚至A
股，多個電商股價紛紛跳水下跌。截至
11 月 11 日凌晨美股收盤，阿里巴巴跌
8.26% 、 京 東 跌 5.63% 、 拼 多 多 跌
2.87%。11 月 11 日港股收盤，阿里巴巴
跌 9.80%、京東跌 9.20%；11 月 11 日 A
股收盤，蘇寧易購跌1.89%，電商物流的
順豐控股也跌2.73%。
業內認為，電商的股價齊跌和一份
特別的文件有關。11 月 10 日，國家市場
監管總局就《關於平台經濟領域的反壟
斷指南（徵求意見稿）》公開徵求意
見。網經社電子商務研究中心特約研究
員、上海正策律師事務所董毅智律師表
示，指南直接點名“平台經濟”和“反
壟斷”兩個關鍵點，長期以來，電商大
促期間，平台“二選一”總是成為詬
病。這次選擇雙 11 之際發布指南，實際
上對平台起到了警示作用。
另外，上周五，國家市場監管總
局、中央網信辦、稅務總局聯合召開規
範線上經濟秩序行政指導會，阿里巴
巴、騰訊、京東等 27 家主要互聯網平台
企業代表悉數與會，會議強調互聯網平
台企業不得濫用市場優勢地位排除限制
競爭，並透露“雙 11”後將依法查處一
批違法案件，密集出台一批規章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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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理新冠疫苗遭指沒授權書

林全爆內幕：政府吃我豆腐
（中央社）德國 BNT 新冠肺炎疫苗進口破
局，負責代理的台灣東洋董事長林全昨出面表
示，政府說東洋沒授權書是 「吃我豆腐」，
BNT 願提供 3000 萬劑疫苗，但要得到授權需先
付權利金，但若政府要的數量很低，東洋也開
不了口協商。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發言人莊
人祥表示，當初談的量是 200 萬，若東洋願協
助談，那很感謝，若沒成功，也沒什麼好說。
台灣東洋 10 月 12 日宣布取得 BNT 在台代
理權，準備爭取 3000 萬劑疫苗，卻在 11 月 3 日
宣告破局。指揮中心指，因東洋拿不出直接授
權書和合約，讓外界質疑東洋炒股。
林全表示，疫苗本該由政府出面談，但輝
瑞在台的銷售權在大陸的公司手上，政府不可
能和他們談，只有民間企業可以去談，他們也
知道作這件事可能吃力不討好，但希望台灣在
疫苗也能有不錯表現，因此抱著政府能讓他們
做就做的心態。
林全說，原評估台灣最多可達到 3000 萬的
劑量，BNT 也同意照此數量來提供，但政府一
開始提的數量非常低，讓東洋根本開不了口，
因為授權要先付訂金，如果不知道能賣多少，

怎麼承擔風險，後來評估後認為做不下去，因
為就算不能為疫苗賺錢，但也不能讓公司虧錢
。
東洋表示，採購洽商中，為解決過往授權
關係，必須有三方協議，並沒有所謂的 「三方
授權」。而台灣東洋ㄧ再向疾管署保證最終將
會是台灣東洋與 BNT 之間的 「供貨合約」來
完成交易。
莊人祥說，要買的疫苗是多元的，不可能
一家買 3000 萬，加上疫苗有冷鏈問題，很早就
說訂購的量不會太多，這點東洋也知道。至於
價格，則不便說明。他強調發言都是依照依照
雙方交涉的過程作事實描述。由於上海復星醫
藥集團已取得大中華地區代理權，東洋代理破
局是否與政治因素有關？他說，我們當然希望
德國 BNT 直接授權。
針對外界質疑有內線交易，林全強調，自
己對內線交易深惡痛絕，但東洋在談授權，不
只公司的人知道，也有外部的人知道，他不敢
保證有沒有內線交易，希望檢方趕快查個清楚
。

黃珊珊揪學姊吃麵嗆政院 不值得原諒
丁怡銘急買百碗冠軍牛肉麵贖罪
（中央社）台北市長柯文哲今（12 日）親
自赴行政院出席院會，向行政院長蘇貞昌提出
美豬進口的溯源及管理問題，會後行政院發言
人丁怡銘回應，台北市辦牛肉麵節今年冠軍
（店家）用的就是含有萊克多巴胺（瘦肉精）
的美牛，此說法引發業者抗議。台北市副市長
黃珊珊今天結束議會質詢後親自跑一趟位於新
北的奪冠業者店內吃牛肉麵，以行動聲援，市
府副發言人 「學姊」黃瀞瑩、市府產發局長林
崇傑同行表達支持。新北市前市長朱立倫也帶
藍營議員到場吃麵力挺。
丁宜銘今晚也在臉書貼文表示，他在院會
後表示，雖然美牛的飼養過程中飼料裡添加了
萊克多巴胺，但牛隻在食用代謝後，不僅肉品
中已無法檢出，只要合乎聯合國標準，民眾食
用絕對安全無虞。國人食用美國牛肉、牛排等
已經是國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業者出示的零
檢出也證明，肉品的安全得到層層把關。丁今
晚跟立委羅致政去皇家牛肉麵的老店，除了為
今天記者會造成困擾向陳老闆致歉，也親自下
訂一百份紅燒牛肉麵。貼文最後呼籲冠軍牛肉
麵也邀請大家 「買起來！」。
台北市副市長黃珊珊今下午在議會答詢時
表示，牛肉麵節冠軍得主是已連莊兩年奪冠的
業者，行政院沒來查證就發言， 「廠商用的是
美牛，但不一定是萊牛，牛肉麵節舉辦多時，
我們也使用很多的紐、澳國家及台灣的牛肉，
行政院完全用政治角度抨擊廠商非常不值得原
諒，傷害冠軍的商譽，這是嚴重的侵權行為」
。晚間質詢結束後，黃趕往位於新北板橋新海
路的麵店吃麵，她不僅送上寫著 「力挺到底」
的紅包，還請在場記者吃牛肉麵。離場前，黃
用紅包內的 2 萬 2 千元包下 100 碗牛肉麵，以 5
天時間請每天到店的前 20 位民眾免費品嘗牛肉
麵。
有媒體詢問黃珊珊，行政院發言人丁怡銘
買牛肉麵卻被爆料說是用公帳，雖然丁強調自

己沒有打統編，黃有何看法？黃說，既然他
（丁）已經跟店家道歉，就看店家要不要原諒
他，但是報公帳這件事情，這是公務使用嗎？
黃調侃說 「我沒有打統編」，各人做的事情要
各自承擔。
黃珊珊說： 「今天發生這樣的事情，我也
很抱歉，我們開了六次會，今天市長做出陳述
內容，希望跟行政院作理性溝通，其實就是一
個公共政策的討論，最後因為什麼原因牽累到
店家，我覺得對他們很不好意思，所以今天特
別來做一些補償。因為他們的確是非常優質的
商家。」她表示，不管怎樣，報公帳也好，只
要是得獎的店家，希望大家能多多光顧。
記者又問，行政院解釋，用 「萊牛」兩個
字指的是吃萊克多巴胺飼料的牛，而不是肉本
身含有萊克多巴胺，黃珊珊能否接受如此解釋
？黃說，這個事情對人民來說， 「就是指台灣
所有的牛都有萊克多巴胺嗎？台灣所有販售牛
肉的店家都要關門嗎？跟牛排館一樣嗎？如果
要再這樣解釋，就是越描越黑，就說清楚講明
白，而不是曾經用過萊克多巴胺，牠就是萊牛
」。
黃珊珊強調，台灣人都知道為什麼要開放
， 「但請你（中央）好好源頭管理、清楚標示
，這有這麼難嗎？為了不要源頭管理、不清楚
標示而做這麼多動作，我真的不懂。如果能夠
花那麼多時間去解釋，那為什麼不好好去做源
頭管理？我們讓店家生意興隆比較重要」。她
認為，公共政策可以有不同意見的討論空間，
但不該用國家的力量去傷害無辜的店家。
朱立倫今晚 6 時許親赴開業 28 年的新北市
板橋皇家傳承牛肉麵另一處門市用餐。他坐下
來吃第一口麵便說 「力挺、力挺！力挺我們新
北之光牛肉麵店！今天（政府）因為要進口萊
豬，而用萊牛來打我們冠軍的牛肉麵店，結果
完全是被冤枉的，真的很不應該」。朱更替牛
肉業者抱屈： 「要一家一家澄清也是很辛苦，

尤其今天受到扭曲打壓，很多莫名其妙受到波
及，民眾會去懷疑的。而且不是只有牛肉麵店
，還有牛排館所有周邊的店家，牛肉店、牛排
館人家不知道，通通都受到影響。」
媒體問朱立倫，為什麼願意第一時間過來
支持？朱說，雖然現在不是當市長， 「但這邊
是我們的新北，我是老市長，剛才陳老闆趕快
秀出他兒子出生跟我合照的照片。這就好像我
們的家人一樣。今天家人被打、家人被汙衊，
自己人當然第一時間晚餐就要來這邊吃」。朱
籲新北市民，今晚若沒時間來這邊吃，明天中
餐、晚餐來這邊吃，且也不只要挺皇家傳承牛
肉麵，也要挺其他好的店家，更要多幫幫這些
那麼好的牛肉麵店。
今年主辦台北市牛肉麵節的北市牛肉麵交
流發展協會理事長鄭正中，及紅燒組冠軍店家
皇家傳承總經理陳家斌，還有番茄組冠軍牛將
軍小吃店老闆廖國斌等人，今下午赴北市議會
抗議政院輕率指稱店家用萊牛，並高喊 「行政
院道歉」，抨擊政府此舉是 「轉移風頭」，以
國家機器黑店家，籲政院召開記者會更正、道
歉、澄清，另對於業者商譽受損，也不排除循
法律途徑討公道。
陳家斌今出示肉品檢驗證明書說，店內使
用的所有肉品食材，包括台牛、澳洲牛及美牛
，若是進口肉品，也都是依政府的法令並領有
（進口）證明，且瘦肉精檢驗結果都是零檢出
、未檢出，政院今卻以皇家傳承店家照片公開
指稱北市牛肉麵節冠軍店家也使用萊牛， 「這
是國家機器對店家抹黑指控」，令他們感到詫
異與遺憾。陳家斌也說，店家粉專平白被捲入
美豬美牛爭議，因此也被民眾留言做不實指控
，希望政院能對其說法提出證明。
皇家傳承牛肉麵新海總店黃姓店長表示，
店內所採用的牛肉都有定期檢驗，對於官方不
實的說法，公司不排除透過法律途徑捍衛名聲
。

「牛將軍」老闆廖國斌則轟政院發言人用
惡劣、濫殺方式讓小店無辜受害，強調他用的
美牛都是中央核准、檢驗的合法進口肉品，美
豬爭議與小店家有何關係？籲政府出來道歉。
《蘋果》晚間致電牛將軍詢問店內使用的牛肉
產地，店方表示，牛肉從美、澳進口，雖沒自
行送驗，但貿易商有提供檢驗文件，未檢出萊
劑。
鄭正中說，美牛不等於萊牛，店家不應被
做為操作的工具，但政院為美豬議題扯牛肉麵
店業者下水，實在莫名其妙，政府要轉移風向
，卻讓所有的牛肉麵店家都受到影響。被問及
若政府沒道歉，下一步會採何行動？鄭說，該
協會嚴正要求政院致歉，還廠商清白，否則會
動員所有牛肉麵業者向政府抗議，還其清白；
對於政院損及業者商譽部分，也會循法律途徑
還其權益。
台北市牛肉麵交流發展協會也聲明，店家
販賣牛肉麵時皆依國家法令辦理，行政院在沒
知會、沒查證的情況下，在記者會指稱參與台
北市牛肉麵節店家使用萊劑美牛，本協會認為
店家不該作被操作的工具，嚴重影響牛肉麵店
家聲譽，協會鄭重要求行政院應該道歉。
協會也說，牛肉麵是台灣最具代表性的美
食，協會推廣牛肉麵產業不遺餘力，自 2015 年
起由台北市政府輔導協會辦理牛肉麵產業系列
推廣活動，來自全國各地知名牛肉麵業者齊聚
台北共襄盛舉，呈現出牛肉麵多元美味特色，
同時展現台北帶領牛肉麵產業蓬勃發展，以扶
植產業自立自主與提升競爭力，藉由評比活動
，讓民眾認識台灣牛肉麵的不凡魅力，也希望
大家多多關注台北市美味牛肉麵，小小店家不
該成為政治鬥爭工具， 「請為牛肉麵留下嘴饞
口水，不要政治口水」。

綜合經濟
星期五

2020年11月13日

Friday, November 13, 2020

A11

進博會展商看好 5G 大規模商用
競相展示新應用
走進進博會 4 號科技場館，記者首
先看到的就是 5G 這兩個大字。在此後的
采訪中，記者更是感覺到了 5G 大規模商
用化將會普及到人們生活的方方面面。
進博會三步走
“目前，采用高通驍龍 8CX 移動計
算平臺的聯想筆記本已經具備 5G 的連接
能力，這意味著妳拿著筆記本，無論在
家裏還是在外面，都可以通過 5G 網絡隨
時隨地保持工作內容和雲端同步。”高
通展臺工作人員向記者描述 5G 應用的場
景時如是說。
“我們是第三次參加進博會，從第
壹屆我們就開始參加了。2018 年中國 5G
還沒有商用，進博會的場館裏沒有 5G 網
絡，當時我們展示的是商用之前的工程
測試樣機。到了去年 11 月份，中國 5G
商用壹個月，國內好多領先的手機廠家
用我們 855 芯片做了第壹批 5G 手機，大
多是旗艦級的手機。到今年已經大規模
商用壹年，在我們展臺上可以看到非常
豐富的 5G 的終端產品。”上述高通展臺
的工作人員向記者說道。
高通中國區董事長孟樸非常看好 5G

商用，他表示：“今年的進博會更具特
殊意義，在中國推動國內大循環為主體
、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
局上，高通作為壹家處於‘雙循環’結
合部的跨國企業，願意與中國合作夥伴
協同並進、繼續推動中國的 5G 部署與應
用，持續以科技賦能產業夥伴，推動多
領域數字化轉型，助力中國經濟高質量
發展。”
10 月 22 日，工信部新聞發言人、運
行監測協調局局長黃利斌公開表示，截
至 9 月底，累計建設 5G 基站 69 萬個，目
前累計終端連接數已超過了 1.6 億戶。
工業和信息化部信息技術發展司負
責人李穎此前表示，下壹步工信部將積
極推動基礎電信企業加快獨立組網建設
，加大共建共享力度，努力構建高質量
、經濟高效的 5G 網絡。
從“單打”變“雙打”
值得壹提的是，工業和信息化部新
聞發言人、信息通信發展司司長聞庫回
應 5G 相關問題時表示，5G 除了面向單
獨客戶“單打”，還要和 5G 垂直應用的
各行各業“雙打”。

“過去我們說 2G、3G、4G 更多是
為了服務個人通信，那麼到 5G 的時候，
因為它具有大容量、高帶寬、低時延這
些特點，所以 5G 可以在很多垂直領域有
非常廣的應用。”高通方面人士向《證
券日報》記者介紹稱：“我們可以預想
5G 能實現工廠無線化、汽車無線化，還
可應用到醫療、能源領域等多行業。”
在進博會的科技裝備展館，記者觀
察到多數參展商品更趨向於數字化和智
能化，而 5G 的大規模商用化無疑是這些
商家的福音。
“我們這次展出的是公司開發的壹
個平臺叫 OpenBlue，它是壹個數字化平
臺，而 5G 則是實現這個平臺運作的壹個
很重要的支撐。”江森自控展臺工作人
員向記者表示，“因為 5G 是壹個快速通
訊和快速數據互換的手段，運用 5G，我
們就能在設計互聯網或者物聯網平臺時
，為其添加要求更高、容量更大、速度
更快的功能。”
在這次進博會的技術裝備館中，有
多家公司看好 5G 的大規模商用，其中，
在 AGC 的展臺上，記者看到了將 5G 技
術運用到跑車上的產品。“我們這次展

出的產品經過測驗能夠讓時速 120 公裏
的跑車完整的接收 5G 信號。”壹位 AGC
展臺工作人員如是說。
“以前用 4G 或者是用 3G、2G 都能
用的材料，但是在 5G 就不能用了，由於
5G 信號的頻率提升，導致波長變短，其
抗幹擾能力變差，繞過障礙物能力也變
差，這就要求配套材料對信號產生的影

響越小越好。”上述工作人員表示。
AGC 株 式 會 社 執 行 董 事 、 AGC 集
團中國總代表上田敏裕對記者表示：
“5G 是 壹 個 可 以 給 世 界 帶 來 巨 大 變
化的基礎設施，公司以新基建的形式
， 把 5G 產 業 作 為 壹 個 重 要 目 標 來 實
施與推廣，希望未來可以與更多的中
國企業合作。”

深市首只萬億市值股誕生 千億市值股紮堆創新高
昨日五糧液市值破萬億大關，成為深市第壹只
市值破萬億元的股票。截至收盤，五糧液收報
259.41 元，市值 10069 億元。
昨日還有多只白酒股創出歷史新高，包括酒鬼
酒、山西汾酒、洋河股份、瀘州老窖等。

平有望進壹步提升。
方 正證券認為，白酒行業基本面見底，報表業
績環比改善明顯，後續增長在低基數上逐季加速。
2021 年春節將繼續延續今年中秋的邏輯（出國不暢
、旺季拉長、消費集中等因素），再疊加業績基數
低，白酒的業績將呈現更高彈性。因此，白酒板塊
機構看好四季度
未來幾個季度的業績會呈現逐季加速的態勢。
食品飲料板塊行情
包括上述五糧液、瀘州老窖等千億市值白酒股
分析人士指出，隨著大部分上市公司三季報的 在內，昨日有 22 家千億市值股票在盤中或收盤刷
出爐，加上海外因素有望塵埃落定，A 股市場劇烈 新歷史高點，它們主要分布於大消費、新能源汽車
波動將減少。在全面註冊制預期下，白馬股估值水 、家電等行業。

千億市值股紮堆創新高
這些股價創新高的千億市值股票多為機構抱團
重倉股，其中部分股票獲外資青睞。比如美的集團
，曾經就因為外資持股觸及“限購線”而上熱搜。
此外，寧德時代、洋河股份、恒立液壓、匯川技術
等股票的北向資金持股比例較高。
比亞迪 AH 股昨日繼續大漲，雙雙創出歷史新
高。近期公司新能源汽車銷量持續爆發。比亞迪股
份 10 月營運數據公布，比亞迪共銷售汽車 47732 輛
。其中新能源汽車銷量達 23217 輛，去年同期為

12567 輛。
在 2008 年 底 比 亞 迪 股 價 處 於 低 點 時 ， 巴 菲
特的伯克希爾哈撒韋公司以每股 8 港幣(大約 1
美元)的價格投資了比亞迪的港股比亞迪股份 2.3
億 美 元 ， 占 比 公 司 10% 的 股 份 。 按 照 港 股 最 新
價 197.2 港元粗略計算，巴菲特在比亞迪上賺了
近 24 倍。
今年比亞迪 A 股累計漲幅已經超過 288%，此
外公牛集團、長城汽車、傳音控股等十幾只股票漲
幅翻倍。漲幅較小的為招商銀行，年內漲幅不足
20%。

PPO計劃

李元鐘保險服務地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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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中華老人服務協會 2020 年 12 月份會員通告
I. 第四季會員慶生會: 11 月 14 日、星期六
、上午 10:00 在僑教中心後門停車塲舉行。10、
11、12 月生日的“壽星”和“非壽星”會員請在
11 月 11 日前憑有效會員証打電話 713-480-4885
、或用 Line、WeChat、Message 向會長報名登
記。我們將會為“壽星”準備禮物和蛋糕一份
。“非壽星”會員可領取禮物一份。如果沒有
預先登記恕當天就不能領取禮物或蛋糕。當天

請依照交通指揮的義工指示停車。不用下車、
請戴上口罩、並出示會員証。我們的義工會為
您服務。
II. 醫學講座:關節筋肉疾病的疼痛與困擾
。 12 月 6 日 、 星 期 日 、 下 午 2:00 至 4:00 在
Zoom 會議室。歡迎大家踴躍參加。
隨著年齡，關節、肌肉及骨骼多年的使用
損耗，關節筋肉的疾病成為許多人面臨的困擾

。關節僵硬很常見，雖然大多是發生在年長者
身上，不過任何年齡層的人都可能發作。您想
要知道關節筋肉疾病有那些嗎? 如何診斷，有那
些治療方式及減緩疼痛跟預防的伸展運動?
主講人: 呂汶錫醫師是一名美國認證的運動
醫學及家庭醫學科醫生. 他專精於頸椎, 肩膀, 手
肘, 手腕, 臀, 膝, 腳踝等各部肌肉骨骼類疾病. 呂
醫師將為您講解如何免除關節筋肉疾病的疼痛

。歡迎大家踴躍參加!
Text Box: 時間: 2020 年 12 月 6 日, 星期日,下
午 2-4 點
ZOOM 網 上 會 議 室 鏈 接: https://us02web.
zoom.us/j/81156555299
會議號碼 Meeting ID: 811 5655 5299
或撥打: +1 346 248 7799 US (Houston)

休士頓僑青視訊分享美國夢 盼協拓臺美關係

林富桂分享人生經驗
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 11 月 7 日下午舉辦
「美南地區僑界青年線上座談會」 ，由中心主
任陳奕芳主持，邀請僑務顧問林富桂律師及聖
湯馬士大學教授葉耀元以 「青年逐夢及職涯規
劃」 及 「如何透過公眾外交拓展臺美關係」 為
題進行演講。活動吸引北美洲台灣同鄉會副會
長周建佑丶休士頓台灣語文學校校長王凱平丶
阿肯色台灣同鄉會會長陳啟天、僑務促進委員

美南地區僑界青年線上座談會召開情形

黃美倫，以及美南臺灣旅館公會青年團團長蔡
維妮等逾 30 位青商及僑胞報名參加。駐休士頓
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羅復文及中心副主任
楊容清也出席共襄盛舉。
羅復文致詞時，提出 passion、aspiration 及
innovation 三項生活態度和青年共勉。林富桂則
請張園立、陳第元及余氤夢三位僑界新生代，
各就不同的背景及機緣，分享當初來美國追夢

，最後美夢成真的過程。林富桂也分享自己棄
商從法的過程，百折不撓最終達成 「美國夢」
；她鼓勵大家依照羅復文給的建議，努力尋夢
並邁向成功的道路。
葉耀元強調透過公眾外交，也就是軟實力
來促進台美關係的重要性。他認為台美人民互
相交流，建立良好的基層關係及對台灣良好的
印象，由下而上會反映在國會議員對台灣事務

的態度及決策。他鼓勵所有在美國的台灣人，
不論世代都應該走入美國主流社會，廣結人脈
，才能幫助臺灣拓展對美關係。
楊容清也把握提問前的簡短時刻推廣 「全
球僑胞服務數位平台 Line 總機」 。最後林富桂
及葉耀元等人就僑青們所提出的問題一一作答
，雙方互動熱烈，美南僑青對人生規劃的重視
及台美關係未來的關注令人印象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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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觸者追踪是一種簡單且全程保密的方法。
公共衛生署一直以來使用這種方法來減緩傳染
病的傳播速度，避免疫情爆發。
我們都應儘自己的一份力量，回答幾個簡單的問
題來協助衛生署抗擊新冠.

如果您的COVID-19檢測結果呈陽性或
曾與確診患者接觸：
哈里斯郡衛生署會與您聯繫。
如果您收
到來自 832 927 7575 的電話，請一定要接聽！
如果收到來自346 229 1960 的短信，請及時回复！
衛生署追踪信息都是全程保密
而且不會問關於移民、個人銀行或者社安號等個人信息。

!

575
(832) 927-7

更多關於新冠病毒的最新信息，請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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