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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大資深德州律師團隊……聯邦苐五巡廻上訴法院執照
美國最高法院及德州最高法院執照前休斯頓警察工會法律顧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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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11月3日登場的美國總統大選日倒數，不過關乎選戰結果的搖擺州竟還有數百萬張郵寄選票（mail ballot）尚未寄回
各地選舉辦公室等待驗票，部分州政府同意計入大選後才送達的選票，多數州限定計入當日以前送達的選票，如果選票來不及寄回
，屆時投票站可能會湧現大批選民親自投票，讓本屆大選更為混亂。

2020 年 美 國 夏 令 時
Daylight Saving Time 馬上
就要結束了！本週日 11
月 1 日凌晨 2 點，提醒觀
眾記得把時針撥慢一小時
。

夏令時即將結束 別忘調慢一小時美大選進入倒數美大選進入倒數 投票問題不斷投票問題不斷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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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
歡迎使用
觀看高清美南國際電視新聞台

當全世界正在面對另一场新冠病毒的
大戰時， 歐洲各國正展開封城措施，美國
全國各地更是嚴正以待，位于美墨邊境已
經在建造野戰醫院，對付醫院無法收留的
病患。

根據最新民意测驗，在全國投票人當
中，有百分之五十四支持拜登，百分之四
十二支持川普，但是在已經投票的七千萬
選民中，百分之六十四投給拜登，百分之
三十四投川普，女性投票選民多半支持拜
登， 而川普支持率只有百分之三十七。

一般認為拜登在團結族群上比川普更
得到信任，截至今天為止，聯邦紓困案仍
然難產，股市也因而大跌，聯儲會希望拯
救經濟的方法已经用盡。

大選在即，我們仍然要呼籲大家去投
下神聖的一票， 命運撑握在我們自己手中
， 今天我們華亞裔正處於最艱難時期，
各種謊言及攻击造成社區之不安， 大家一
定要守望相助，共同克服困難。

（图片来源：路透社）

According to the latest poll indications, Democratic
nominee Joe Biden maintains a steady lead over
President Trump nationwide.

Among all the voters, 54% back Biden, while 42%
support Trump. Biden’s lead nationally is wider
than any presidential candidate has held in more
than twenty years in the final days of the campaign.

The poll finds that among the people who have
already voted, 64% are for Biden and 34% are for
Trump. Women break sharply for Biden at 61% to

37%. Among men, 48% are for Trump and 47% are
for Biden.

The presidential approval rate in the poll stands at
42% approve to 55% disapprove.

Biden maintains advantages over Trump as the
candidate who is more likely to unite the country
and the candidate who is more honest and
trustworthy.

Today our nation is facing a major crisis. In many
ways, whoever will lead this
country is our major decision.

In Washington, the stimulus
package was delayed again.
The Fed is running out of
ways to help the economy. U.
S. stocks continued to sell off
in recent days. It was to the
market’s worst week since
late March as rising
coronavirus infections shook
investors’ confidence.

We don’t know how
accurate the polling numbers
are, but we still want to urge
all of you to go out and vote.
Every vote counts.

美國新冠疫情日記美國新冠疫情日記1010//2929//20202020
Biden Still Holds A SteadyBiden Still Holds A Steady

Election LeadElection Lead
拜登在大選中民意穩定領先拜登在大選中民意穩定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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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北韓最高領導人金正恩的前女友玄
松月最近頻頻曝光，隨侍這位獨裁者左右，傳
聞甚囂塵上，說她已篡奪金正恩胞妹金與正的
地位。

據《每日郵報》（Daily Mail）29日報導，
現年 43 歲的玄松月曾是牡丹峰樂團（Moran-
bong Band）主唱，她常陪著36歲的金正恩出訪
，甚至出席了這個月的北韓大閱兵。如今玄松
月似乎取代了金與正，緊跟在金正恩身旁，為
他執行各式任務。

10月10日北韓舉行大閱兵，透過展示洲際
彈道飛彈向外界秀軍事肌肉時，為高官帶位，
並代金正恩收下獻花的，如今已不是金與正，
而是玄松月。據韓國情報說，金正恩是在10年
前從瑞士伯恩的私立貴族學校返國後，和玄松
月有過一段情，但由於父親金正日反對，最後
只好分手。

然而，就在玄松月忙進忙出之際，32歲的
金正已1個多月都沒有公開現身。而這引發廣
泛推測，認為她聲勢竄升，已犯了哥哥的大忌

。以往在各式官方場合中，金與正都代表政府
出面，在政策上也發揮了影響力，儼然是北韓
的第二號人物。在謠言不斷傳出，金正恩健康
出問題後，她甚至被視為可能的接班人。

事實上，不只是金與正，自從 1 月起，金
正恩的另一半李雪主也消失在大眾眼前，以致
廣泛推測，她可能又生了另一個孩子。據韓國
情報披露，信金正恩夫婦已有３名子女，最小
的孩子是在2017年出生，而最大的兒子只有10
歲。這意味著萬一金正恩死亡或失能，他們都
無法接班。

今年 4 月盛傳，金恩正神秘消失了好幾星
期，而金與正隨即被各方視為可能的接班人。
雖然他在５月現身，但專家認為，種種跡象顯
示，金與正的影響力與日俱增。由於她2018與
2019年出現在韓國冬季奧運，還有金正恩和川
普在越南的峰會等一連串國際場合上，因此獲
得西方廣泛關注。到了今年，她儼然成了充滿
影響力的重量級政治人物，而這或許也是她消
失在公眾眼前的原因。

金與正消失 金正恩後宮大亂鬥
玄松月上位 李雪主好忙

遠的日子近了，再過5天就要舉行歷史性
的美國總統大選, 在疫情異常嚴峻之下,選情
已經進入白熱化的階段, ,各種有關於兩位候
選人拜登與川普的流言蜚語滿天飛,天南地北
的民調四處流竄,此時的美國,各州各城市人心
浮動, 整個社會似乎都沉迷於瘋狂的選舉氣氛
之中！

選舉當然重要, 那是民主真正的核心價值
, 尤其是這次要選出一位引領美國的人物,那
不僅會影響到民主政治的健康發展以及社會
的穩當秩序, 更將會給我們子孫後代的生活受
到深遠影響, 所以我們必須要珍愛選舉, 疼惜
選舉, 千萬別過於瘋狂而失去理智！

最近有媒體唱衰川普,宣稱川普連任的機
率十分渺茫，他如果想勝選，除非雷能夠擊
中同一個地方2次。結果沒幾天網上的媒體就
流傳出芝加哥的川普大樓連續被雷擊中3次,
以作為反制。結果這則無中生有的事情竟然
不脛而走,被廣泛的流傳出去，而且大家以訛
傳訛,在談論時津津樂道, 樂此不疲, 真是荒唐

至極！
網上的自媒體以及八卦刊物總是喜歡標

新立異傳播一些危言聳聽的言論, 非常的不負
責任, 也沒有職業的操守,讀者如果沒有判斷
真偽的能力,經常的被他們左右或誤導, 但是
又有誰能夠阻止他們的作為呢?

言論的自由往往造成了言論的氾濫, 言論
的氾濫,又造成了言論的墮落, 言論的墮落, 當
然就造成了人心的腐蝕，這種惡性循環終將
造成社會的動盪以及選舉的失真, 所以從事媒
體的人必須要有道德操守, 傳播那些未經查證
,天馬行空的新聞與言論是自甘墮落的表現！

今年大選堪稱是美國選舉史上最難預測
的一次，十月驚奇還未出現, 但誰都不能預料
未來幾天會不會有什麼重大事件發生，不要
相信民調,要相信自己的選票, 如果你還沒有
郵寄出，現在已錯失時機,你只有現在或在11
月3日那天戴著口罩親自前往投票所投下自己
的一票, 只有你的一票才是最真實，也最踏實
的!

【李著華觀點: 有一種選舉叫瘋狂】



AA44綜合國際
星期五       2020年10月30日       Friday, October 30, 2020

綜合報導 天主教教皇方濟各近日明確表態，支持同性伴侶的民事

結合（civil union），這是首次有教皇如此公開表態。方濟各的言論得到

了同性戀天主教徒支持，但也激起了教內保守派成員的不滿。

據消息，在21日於羅馬電影節首次上映的紀錄片《方濟各》（Fran-

cesco）中，方濟各說道：“同性戀者有權擁有壹個家庭……我們需要做

的是設立民事結合法律，這樣他們便可以受到法律上的保護。我支持這

種做法。”

Euronews報道將方濟各的此次表態稱為“裏程碑式的支持”，這是

羅馬天主教會首次有教皇公開支持同性伴侶間的民事結合。壹直以來，

天主教所認可的婚姻僅限於男女之間。目前壹些國家和地區允許同性婚

姻，而壹些國家和地區則只允許同性伴侶進行民事結合。在不同的國家

和地區，民事結合與婚姻的差異不盡相同。

據報道，方濟各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擔任大主教時曾支持同

性戀伴侶民事結合，但此前並沒有以教皇的身份公開表達過這壹觀點。

方濟各的言論壹出便引發了兩極化的評論。據《衛報》報道，支持

宗教環境下LGBT（指女同性戀、男同性戀、雙性戀以及跨性別者）平

等權益的Ozanne基金會對方濟各的言論表示支持，稱這將為全球各地的

同性伴侶帶來希望，讓他們知道自己的家庭是被教皇所祝福的。同時該

基金會表示，方濟各的表態將對以信仰為由而歧視和反對LGBT的人提

出挑戰。

然而，方濟各的此番言論在壹些保守派天主教信仰者看來則威脅與

動搖了該教所秉持的傳統婚姻模式，激怒了教皇在天主教會中的保守派

反對者。美國羅德島州普羅維登斯市的主教托馬斯· 托賓（Thomas Tobin

）批評方濟各的言論稱，這顯然與教會長期以來對同性結合的教義相悖

。托賓認為，該言論需要得到澄清。

教皇首次表態支持
同性伴侶民事結合

德國連續四日新增超1.1萬
累計確診超43萬

綜合報導 德國疾控機構公布的新增確診感染新冠病毒人數為11176

。自本月22日以來，德國單日新增已連續四日超過1.1萬。截至當天，

德國累計確診已超過43萬。

德國聯邦疾控機構羅伯特· 科赫研究所本月22-25日公布的單日新增

確診人數分別達到11287、11242、14714、11176。據該機構統計，截至

25日，德國疫情暴發以來累計感染新冠死亡人數已超過壹萬，達10032

人。另據德國“時代在線”實時數據，截至當地時間25日17時許，德

國已累計確診432674人。

近期，柏林在疫情持續趨緊的同時頻繁出現違反防疫規定的事件。

當地時間24日晚，柏林警方驅散了壹場原計劃有六百人參加的狂歡派對

活動。25日，約有兩千人在柏林多地參與反對防疫措施的遊行示威。由

於多人違反防疫規定，警方驅散了其中的部分遊行隊伍。25日淩晨，位

於柏林的羅伯特· 科赫研究所大樓遭到不明人士縱火破壞，建築外墻被

燒黑、窗戶遭砸碎，所幸無人受傷。

10月24-25日兩天，德國聯邦警察與柏林警方出動近千名警力，在柏林

幾條主要購物街負責監督佩戴口罩的情況，同時也檢查是否有違規舉行的

聚會活動等。警方表示，24日晚共查到約四千人未遵守防疫規定。

德國衛生政策專家勞特巴赫當天警告稱，倘若接下來兩到三周內無

法限制住人際接觸，則新增確診人數將在數周內增到“只能再次采取封

城”的地步。

意大利多地出現反宵禁示威
政府加速發放紓困補貼

綜合報導 據歐聯網援引歐聯通訊社

報道，意大利那不勒斯和首都羅馬上周

末相繼發生數千人抗議宵禁示威後，西

西裏島卡塔尼亞、坎帕尼亞大區第二大

城市薩萊諾和翁布裏亞大區特爾尼市等

多個城市，於25日晚也分別出現了反宵

禁示威活動，要求政府救助困難企業和

家庭，並對新防疫法令帶來的經濟損失

給予補償。

據報道，當地時間26日，針對意大

利多地暴發反宵禁示威活動，意大利經

濟財政部長瓜爾蒂耶裏表示，政府正在

著手落實中小企業和困難家庭的經濟補

貼問題，預計11月中旬以前發放完畢。

意大利公共市場研究聯合會主席斯

托帕尼表示，不斷升級的新防疫措施，

正在迫使餐飲業陷入更加深層次的危機

，實施宵禁將導致全國餐飲業者再次損

失27億歐元。如果企業和困難家庭無法

得到經濟補償和救助，將會產生非常嚴

重的經濟和社會後果，使得壹些民眾的

絕望和憤怒情緒超出警戒線。

意大利勞動和社會

政策部長卡塔爾佛指出

，目前政府正在研擬和

評估實施宵禁經濟補償

方案，並將很快頒布補

償法令。該法令同時會

把季節性工人和娛樂業

工人納入受助群體，以

及為困難家庭提供壹個

月的工資補償。

瓜爾蒂耶裏強調，

政府此次發放的經濟補

貼力度，較第壹波疫情

封鎖期間要大。過去幾個月雖然沒有進

行封鎖，但疫情已經使很多企業和家庭

變得非常困難。新的補貼和救助方案將

涉及35萬家中小企業和眾多家庭。社會

保障部門11月中旬須完成發放工作。

他表示，此次針對企業的補貼範圍

主要是受新防疫法令影響的中小企業和

公共服務企業。營業額超過500萬歐元

的企業補貼發放時間，將會推遲到年底

以前完成。

瓜爾蒂耶裏指出，企業補貼可分

為幾種形式，包括 3 個月的經營場所

租金稅收抵免、城市稅分期付款，以

及對員工 1000 歐元的工資補貼等。首

輪疫情申請過的企業和家庭，無需重

新申請可自動轉至企業和個人賬戶，

沒有申請過的企業和家庭應盡快提出

申請。

聯合國：上半年全球外商直接投資減半 全年或跌40%
綜合報導 聯合國貿易和

發展會議（UNCTAD）近日

發布報告稱，2020年上半年

，全球外商直接投資（FDI）

較去年同期暴跌了49%，全

年預計將減少多達40%。

據報道，UNCTAD在報

告中稱，由於全球的跨國企

業推遲投資以保存現金流，今

年上半年，流入歐洲經濟體的

FDI史上首次轉為負值，從此

前的2020億美元降至負70億

美元。同時，流入美國的FDI

減少61%至510億美元。

UNCTAD此前的報告指

出，跨國企業（MNE）利潤

的下降已經成為今年全球外

商投資的下降的壹個預警信

號。全球前5000家跨國企業

（占全球FDI的絕大部分）

已經將今年的預期收益平均

下調了約40%，壹些行業陷

入虧損。

報告稱，較低的利潤將

損害這些企業的再投資收益

，而再投資收益平均占外商

直接投資的50%以上。

數據表明，2020年的前

幾個月，新的綠地投資項目

（greenfield investment project

）公告和跨境並購（M&A）

均比去年下降了50%以上。

“今年上半年全球 FDI

減少近壹半……降幅大於比

我 們 之 前 預 計 的 全 年 降

幅。”UNCTAD 投資和企

業司司長詹曉寧在新聞發布

會上表示。

詹曉寧稱，預計今年資

金流將減少30-40%，2021年

將減少 5-10%。這些數據包

括跨境並購、新開發投資項

目和項目融資交易。

報告稱，占全球交易約

80%的工業化國家受到的打

擊最嚴重，FDI流動降至980

億美元，這是1994年以來的

最低水平。在2019年主要的

FDI接受國中，意大利、美

國、巴西和澳大利亞的FDI

下降幅度最為明顯。

值得註意的是，今年上

半年，中國的FDI流動則相

對穩定。

“事實上，根據最新

數據，今年前9個月中國的

FDI增長了 2.5%。”詹曉寧

說。他介紹道，在中國，

FDI投資大部分是在電商服

務、專業技術服務和研發

方面。

報告稱，新冠肺炎疫情

全球大流行給FDI流動帶來

了供應端、需求側和政策上

的沖擊。各國采取的遏制疫

情的封鎖措施包括對於新投

資的限制，這壹定程度上阻

礙了投資項目的增長，嚴重

衰退的經濟前景將導致跨國

企業重新評估新項目。

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

預測，在全球價值鏈重組、

資本存量補充和全球經濟復

蘇的帶動下，預計全球外商

投資流量將在2022年開始緩

慢恢復。

美國成功摧毀“殺人蜂”蜂巢
工作人員全副武裝

綜合報導 在美國華盛

頓州布萊恩鎮，壹群農業部

門的工作人員身著全身防護

裝備，成功鏟除了壹棵樹上

的“殺人大黃蜂”蜂巢。這

是美國境內發現的首個“殺

人大黃蜂”蜂巢。

據報道，華盛頓州農業廳

的昆蟲學家在該州布萊恩鎮，

發現了美國歷史上第壹個“殺

人大黃蜂”巢穴。他們發現的

蜂巢大約有壹個籃球大小，裏

面有100只到200只大黃蜂。

10月24日，身穿防護服

的工作人員將大黃蜂從蜂巢

吸進罐子中，防護服可以防

止大黃蜂約6毫米長的刺刺傷

工作人員。另外，工作人員

均佩戴面罩，以防大黃蜂將

毒液噴到他們的眼睛裏。

華盛頓州農業廳在壹份

簡短的聲明中說，此次行動

“似乎很成功”。但官員們

懷疑該地區可能會有更多的

巢穴，將繼續尋找。農業廳

計劃在26日舉行新聞發布會

，介紹具體狀況。

據此前報道，“殺人大黃

蜂”於2019年12月在華盛頓州

首次被發現，它是壹種非美國

本土的入侵物種，也是世界上

最大的2英寸大蜂，以蜜蜂和其

他昆蟲為食，最大威脅是對普

通蜂群的毀滅性傷害。盡管有

“殺人大黃蜂”之名，但它們

在亞洲每年最多殺死數十人。

據報道，美國農業廳研

究人員是利用無線電追蹤器

給幾只被捕獲的“殺人大黃

蜂”做了標記，並通過它們

找到這個蜂巢。

報道稱，“殺人大黃蜂”

通常在地面築巢，但偶爾也會

在枯樹的樹幹中築巢。



AA55美國新聞
星期五       2020年10月30日       Friday, October 30, 2020

真耶穌教會
True Jesus Church

中英安息日崇拜：週五晚上7:45週六早上10:45
中英文分組查經：週六下午1:30
英文兒童宗教教育：週六早上11:00 下午2:00

TJC

335 Avenue E,Stafford,
TX 77477

電話: (281)631-5260
網址: www.tjc.org
電子郵件: Houston@tjc.org

59

90

Av
e. 

E

（綜合報導）川普政府一名高級官員曾在2018年匿名投書
《紐約時報》，痛批川普決策魯莽和道德淪喪，還說有內閣官
員想要罷黜他。這篇爆料讓川普火冒三丈，敦促當時的司法部
長調查此事，揪出內鬼。美國大選進入倒數計時之際，前國土
安全部幕僚長泰勒28日主動發表聲明，說他自己就是投書 「紐
時」並出書炮轟川普的神祕 「匿名者」。

泰勒說，當初做出匿名投書的決定並不容易，是經過一番
掙扎，他能理解外界的懷疑，但希望外界把焦點放在論點而非
撰文者。紐時前年9月刊登以 「我是川普政府中抵抗運動的一
份子」為題的匿名投書，當時給的理由是應作者的要求，怕一

旦身分曝光，會危及他的工作。
泰勒自揭身分說，自己是共和黨人，原希望川普能夠成功

，但在危機時刻，川普經常證明自己是個沒有品格的人，而其
個人缺點導致領導上的巨大失敗，甚至令美國人因而喪命。他
表示，在政府工作期間見證了川普無法勝任總統工作，但很多
人害怕遭到報復而不敢說出真相。

2019年11月泰勒匿名出版新書《警告》，大爆白宮內幕，
今年8月表態支持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泰勒直言川普不該
連任， 「我們也不該繼續承受這種日子」。

泰勒在前國土安全部部長尼爾森任內擔任幕僚長，曾多次

參與川普邊境政策等重大國安議題相關會議，去年離開川普政
府後，創辦一個反川普的共和黨團體，並為美國有線電視新聞
網（CNN）撰稿。

川普在亞歷桑納州造勢時大罵泰勒是 「下流胚」，說他未
曾在白宮工作， 「依我之見，這傢伙應該被起訴。」川普稱，
「匿名者」是無名小卒，很早之前就因無能很快被解僱。白宮

發言人麥肯內尼亦反擊泰勒，指 「這個低階、心懷不滿的前官
員」是騙子和膽小鬼，寧願匿名而不行動，選擇洩密而不當領
導者。

（綜合報導）據美國之音報導，美國國務卿蓬佩奧29日再
次對中共當局迫害新疆維吾爾穆斯林，踐踏宗教自由的行為作
出抨擊，稱這是中共對宗教自由構成的 「最大威脅」。

蓬佩奧是在雅加達對印尼最大的伊斯蘭組織 「伊斯蘭教士
聯合會」的青年派安索青年運動演說時發表這番評論的。該組
織有成員近千萬，具有廣泛的影響。

蓬佩奧強調美國與印尼共同致力於穆斯林的宗教自由，他
還提到了印尼對於宗教的容忍，並且讚揚了印尼華僑的貢獻。

印尼是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國家。蓬佩奧說， 「無神
論的中國共產黨試圖讓全世界相信，它之所以對新疆的維吾爾
穆斯林採取殘酷的壓制手段是反恐的需要、或者是消除貧困的
需要，這要看聽眾是什麼人。」

但是，蓬佩奧說， 「我知道中國共產黨試圖讓印尼人對你
們（在新疆的）穆斯林兄弟所遭受的苦難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

蓬佩奧還稱中國官員關於維吾爾人都 「渴望放棄自己的民
族、宗教和文化特徵以趕上‘時代’，享受在中共領導下取得
的發展利益」的說法不過是一廂情願。蓬佩奧敦促印尼人不要
相信中共的謊言。

中國否認迫害維吾爾族人的指控，稱那些所謂拘留營是職
業培訓中心，其目的是為了剷除極端主義，促進經濟發展。

美國會兩黨議員推出決議案 認定新疆人權侵犯為種族滅?
印尼是蓬佩奧這次南亞之行的最後一站。之前他已經訪問

了印度、斯里蘭卡、馬爾代夫。他在印度和美國國防部長埃斯
珀與印度的外交部長和國防部長舉行了2+2會談，雙方達成了
軍事合作協定。根據協定，印度將可以分享美國的衛星情報，
與美國軍事情報系統聯網，大幅度提升印度先進武器的 「精確
度」，加強印度的軍事能力。

蓬佩奧還向馬爾代夫承諾將在該國首次設立美國大使館。
雅加達是東南亞國家聯盟的總部所在地。蓬佩奧在稍早與

印尼外長馬爾蘇迪（Retno Marsudi） 一起舉行的聯合記者會上
對中國威脅鄰國的做法進行嚴厲的批評。他說： 「我們尊重海
洋自由、主權和法治。」馬爾蘇迪表示， 「任何聲索主張都應
該以普遍認可的國際法原則為基礎」。

蓬佩奧是週三晚上抵達雅加達的。星期四上午，他會見了
印尼總統佐科·維多多，然後會見了印尼外長馬爾蘇迪。

在與馬爾蘇迪共同舉行的聯合記者會上，蓬佩奧讚揚了印
尼在抵制中國在南海 「非法的」主權要求和保護本國領土主權
方面所做的努力。

他說： 「我們遵守法律的國家拒絕接受中國共產黨在南海
的非法主張，這一點可以從印尼針對這個問題在東南亞聯盟和
聯合國展現的大膽領導角色清楚看出。我們也歡迎印尼正作出

榜樣，為保衛納土納群島周邊海上主權採取果斷行動。」
蓬佩奧說： 「這是在多邊框架下值得追求的一個事業，特

朗普政府對此非常支持。」
過去一段時間來，印尼當局大膽驅離進入納土納群島專屬

經濟區的中國海警船和漁船，總統維多多今年年初還高調前往
大納土納島視察，強調納土納群島及其海域是印尼的領土。

今年7月，美國在南海問題上的立場出現了重大調整，否
定了中國在這一爭議海域的幾乎所有主權要求。過去，美國一
直認為中國和周邊較小鄰國通過和平方法按照聯合國有關仲裁
結果解決彼此之間的主權爭端。但此後，美國宣佈不承認中國
在自己得到國際承認的水域之外的任何海洋主權要求。

蓬佩奧說，中國對馬來西亞附近的詹姆沙（中國稱曾母暗
沙）、越南附近的萬安灘（中國稱南沙群島）、文萊附近的北
盧康尼亞灘（中國稱北康暗沙），和印尼附近的大納圖納島
（中國稱曾母群島）等水域的主權要求都是不合法。

馬爾蘇迪外長表示： 「南海應該是一個穩定與和平的海域
。國際法，尤其是1982年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必須得到尊重和
實施。因此，任何主權主張都應該基於國際社會普遍認可的國
際法，包括聯合國海洋法公約。」

2016年，一個國際法庭裁定中國的九段線主張違反聯合國
海洋法公約。

蓬佩奧向世界最大伊斯蘭組織演說
呼籲別相信中共的謊言

投書紐時反川投書紐時反川 匿名者身分曝光匿名者身分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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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在日本國家天然紀念物奈

良鹿接連發生吞食塑料袋事故的情況

下，奈良縣 3家企業開發出即使吞食

也影響甚微的“鹿紙”。將其打造為

A4大小紙袋後，當地信用金庫用作客

戶用文件袋，作為保護鹿的紙袋壹事，

成為話題。

開發鹿紙的化妝品策劃公司“奈良

ism”社長松川英朗表示，這是從鹿的角

度出發制造的紙。奈良旅遊方面保護鹿

自不用說，“將通過保護鹿這壹品牌，

來保護奈良的經濟。”

從2019年開始，奈良市有多頭鹿衰

弱死亡。其胃內發現擰成繩狀纏在壹起

的塑料袋和塊狀點心袋，使鹿處於無法

進食的狀態。

鹿紙原材料為牛奶包裝的再生紙漿

和“鹿餅”中所含米糠。與普通紙相比

易溶於水，雖然耐久性較弱但動物誤食

也容易消化，對健康的傷害較小。

同時，為了把鹿的安全放到優先

位置，鹿紙表面沒有塗層。松川介

紹稱，印刷時油墨滾子和紙摩擦產

生粉末，經歷了堵塞導致機械損壞

等艱辛。

購入3000個紙袋的奈良中央信用金

庫常務理事中田照夫表示：“希望援助

地方企業。今後也將持續購入。”

李在镕“幹政案”發回重審將重新開庭

因父逝世不出席

綜合報導 曾中斷的三星電子副會長李在镕的

“親信幹政案”發回重審將重新開庭。李在镕因其父

親已故三星集團會長李健熙去世，當日不會出庭。

據報道，當地時間26日下午，首爾高等法院刑事

1部將召開李在镕涉嫌行賄等案件的發回重審準備日

期。

1月17日該案件公審後，特檢組曾以“對被告人

進行偏向性審判”為由，申請變更審判部。9月18日

，韓國大法院(最高法院)駁回了特檢組針對李在镕

“親信幹政案”審判法官鄭晙永，提出的回避申請。

本次是時隔9個月再次對此案進行審判。

因此，該案件將在現有審判部繼續審理。

雖然當天的審判被指定為公審準備日期，被告人

沒有出席義務，但法庭10月6日破例向李在镕發送了

出庭傳票。

但是，25日，李在镕父親李健熙去世，其當日向

法庭提交了不參加的理由書。

報道稱，如果法庭認為李在镕的出席是必要的，

也有可能取消當天的審判，重新制定審判日程。

2016年，李在镕卷入韓國前總統樸槿惠的“閨蜜

幹政”醜聞。特別檢查組提出，李在镕為繼承三星獲

取便利，向樸槿惠“閨蜜”崔順實控制的財團捐贈並

賄賂。其遭多項指控，被提起公訴，壹審被判決有期

徒刑，但在二審中獲緩刑釋放。

2020年9月1日，韓國檢方對李在镕提起不拘留

起訴。

李在镕出生於1968年，是已故三星集團會長李健

熙獨子。

綜合報導 聯合國前秘書長、博鰲亞

洲論壇理事長潘基文為即將到來的博鰲

亞洲論壇成立20周年紀念日撰文稱：我

們相信，更大程度的經濟合作有助於亞

洲各國實現發展目標，因此我們的初衷

是通過亞洲經濟壹體化實現共同繁榮。

潘基文說，實現這壹目標的過程不

易，但進展顯著。今天，亞洲已成為世

界上最具活力的增長引擎。亞洲各國不

僅各自保持著強勁的發展勢頭，而且密

切合作、協調配合。目前，亞洲內部的

貿易和投資占總額的壹半以上，這意味

著亞洲國家在尋求發展機會中更多地將

目光投向彼此，而不是歐美。區域和雙

邊貿易安排使亞洲各國前所未有地緊密

聯系在壹起。

不過，隨著2008年金融危機爆發，

形勢開始逆轉，單邊主義、保護主義和

逆全球化進壹步加劇。關稅再次成為部

分國家實現狹隘國家利益的武器；貿易

摩擦愈演愈烈，迫使世界各國漸行漸遠

；多邊主義面臨單邊主義的嚴重威脅。

那些長期以來主張世界和平與繁榮的國

際機構也面臨被邊緣化的危險。

潘基文強調，我們有義務、有責任

為全球化、自由貿易、多邊主義以及亞

洲和世界命運共同體響亮發聲，尤其是

現在。

20年來，博鰲亞洲論壇在推動亞洲

經濟壹體化、促進亞洲發展以及捍衛全

球化、自由貿易、多邊主義和人類命運

共同體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更重

要的是，我們要為未來20年乃至更長時

間的亞洲和世界謀劃。

“長期從事國際事務的經驗，讓我

對人類應對挑戰的能力充滿信心，但前

進道路上的挑戰也不容低估。2015年，

聯合國啟動了《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

》，其中涵蓋的17項可持續發展目標中

，沒有壹項是容易的，對於亞洲這樣多

元化的大陸尤其如此。極端貧困人口雖

已經減少了壹半，但消除極端貧困仍是

壹項艱巨任務；在許多地區，教育、醫

療、清潔飲水和衛生設施的基本條件仍

須改善，更不用說體面的工作和生活

質量了。保護地球、防止全球

變暖、應對氣候變化絕不應

是空談，隨著極端天氣和自

然災害的增多，采取行動變

得愈加緊迫和必要。”潘基

文說：“這些挑戰既要求每

個國家獨善其身，也要求各

國攜手努力。”

他表示，新冠病毒全球大

流行帶給我們壹個痛苦而發人

深省的教訓。應對如此級別和

規模的全球危機，各國需要協

調應對。多邊主義是建立全球

防疫體系不可或缺的壹部分。

弱勢國家尤其需要國際援助，

以彌補其公共衛生體系的不足

。壹旦疫苗準備進入市場，就

需要國際協作，確保人人都能

以合理的價格獲得。宏觀經濟政策、國

際貿易和跨境投資方面也同樣需要通力

合作。預計全球貿易和投資將以兩位數

的速度下滑，此時加強以規則為基礎的

多邊貿易體系、繼續支持全球化和自由

貿易尤為重要。

潘基文：更大程度的經濟合作有助於亞洲各國實現發展目標

（中央社）為運動健兒健康加分，彰化縣政
府射出三箭！彰化縣政府29日與跆拳道國手劉威
廷、台灣體育運動大學、彰化基督教醫院、彰化
秀傳紀念醫院、彰化師範大學，及白蘭氏三得利
公司，共同宣布運動防護、運動科學、運動營養
，啟動三箭齊發，守護彰化2,500名體育班學生
健康。

與會的彰化縣長王惠美強調，縣府未來將籌
募運動基金，並結合更多企業界，來支持運動選
手，讓他們為彰化、國家爭光。

親自出席的白蘭氏三得利台灣分公司資深副
總裁黃小琳表示，作為深耕彰化在地超過40年的
品牌，白蘭氏對於在地發展不落人後，我們深知
地方基層選手們，對外部專業資源的需求，公司
藉由這次由縣政府主導的運動三箭計畫，整合各
方資源，讓選手們可無後顧之憂的全力拚戰。 王
惠美29日在彰化縣立體育場為109學年度縣長盃
五人制足球錦標賽進行開球，並與跆拳道國手劉
威廷、台灣體育運動大學、彰化基督教醫院、彰
化秀傳紀念醫院、彰化師範大學、白蘭氏三得利
公司等產官學共同宣布，運動防護、運動科學、
運動營養，啟動三箭齊發，守護彰化2,500名體
育班學生健康。

在運動防護方面，包括彰基、秀傳等6家彰
化縣優質醫療團隊，也共襄盛舉，只要憑健保卡

運動員就醫，不僅享快速看診等服務，且有不同
的優惠。

在運動科學方面，由彰師大透過科學檢測分
析，了解選手身體素質、狀況，提供專業建議。
至於在運動營養方面，白蘭氏三得利公司等產業
，在選手競賽期間提供免費營養補充品，跆拳道
國手劉威廷也獲贊助。

此外，白蘭氏今年正式啟動 「偏鄉孵育 潛能
開發」公益計畫，長期贊助菁英運動員，作為選
手們備戰賽事的奧援。黃小琳分享白蘭氏雞精擁
有國家級雙認證，在科研基礎上，證實有助於消
除運動後的疲勞，更可提升免疫力，為發展中的
基層選手與征戰國內外的菁英選手重要的健康補
給。

白蘭氏也持續贊助男子 400 公尺跨欄- 「跨
欄王子」陳傑、甫於破蝶式200公尺世界青少年
紀錄的- 「台灣蝶王」王冠閎、女子拳擊 57 公
斤- 「女力神拳」林郁婷與獲得東京奧運門票的
女子桌球- 「桌球一姐」鄭怡靜等台灣菁英選手
。

白蘭氏更積極響應在地運動政策與扶持潛力
選手培育，贊助產品給予員林農工、成功高中、
彰化藝術高中、二林高中、田中高中與和美高中
等六所高中田徑隊，共超過百名選手。

彰縣府攜白蘭氏三得利彰縣府攜白蘭氏三得利
三箭齊發守護運動健兒三箭齊發守護運動健兒

（中央社）滿手航空公司哩程點數，但卻
因為疫情影響，無法換機票出國怎麼辦？華航
今（10/29）宣布，華航eMall 「華夏哩程折抵消
費現金」，將從11月起推出 「全哩程折抵購物
金」，每1000哩可折抵新台幣90元，最多可折
抵將近1萬元。

華航eMall今年3月16日開始推出 「華夏哩
程折抵消費現金」方案，首波最多可折抵 10%
，直至9月上限提升至30%。不少華夏會員紛紛
把快過期的哩程數用在eMall購物。

不過，眼看國際疫情仍嚴峻，哩程數也快

要到期卻沒機會用完。華航今表示，為回饋會
員，eMall開放使用哩程100%折抵單一品項商品
；凡單一種類商品購買金額加總達90元以上，
就可使用全哩程折抵購物金，最高可折抵9000
元。

因為疫情嚴峻，華航也投注心力在eMall商
品上，如與任天堂攜手合作，販售時下最夯的
遊戲片、健身環；亦和經濟部中企處共同推出
在地文創商品，像是由百年布莊生產原生印花
設計提袋，將傳統大溪餅食特色連結的月光盤
等。華航統計，從今年1月到9月，營業額與去

年同期相較就高出約4倍，繳出漂亮成績單。
♦長榮航空每1000哩最高可抵120元
長榮航空則是在今年6月份就宣布，長榮航

空無限萬哩遊會員可使用哩程全額支付長榮樂e
購的商品金額，不像以往哩程只能折抵部分價
格，每 1000 哩最高可折抵 120 元，全館免運費
宅配到府，自11月1日至11月30日推出全館單
件8.5折(部分商品除外)的優惠。機上免稅品預
購則是兩件商品即可享8.5折、滿三件享8折的
優惠，滿額另加贈獨家的精美禮物，結帳金額
亦適用以哩程折抵方式支付。

此外，長榮會員的哩程數也可以用來使用
在航空體驗營活動上，5000哩可以兌換一張500
元體驗營折價券，使用在長榮航空舉辦的機師
、空服、空廚體驗營。也能用哩程兌換類出國
航班的酬賓機票，搭機升空繞繞，享受機上服
務，從空中看台灣。

長榮更結合周邊企業，包括長榮桂冠住宿
券、長汎旅運現金抵用券、長榮交響樂團-國家
音樂廳音樂會票券及各項異業合作商品等，都
可以用無限萬哩遊會員的哩程數來兌換。

滿手哩程無法換機票出國 長榮、華航開放可全額折抵電商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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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搵工個案

明年就業加薪 港跑輸大灣區
人工增幅1.7%見6年低位 粵八市達5.6%顯經濟更好景

香港新冠肺炎疫情的陰霾揮之不去，陰乾香港的就業市場；相反粵澳在團結抗疫下，已走出經濟困

局，就業市場看俏。一項有關粵港澳大灣區其中十個城市的大型薪酬福利調查發現，香港就業前景跑輸

大灣區，受訪企業明年加薪 1.7%至 1.8%，是 6年來低位；遠比廣東八城市加薪 5.2%至 5.6%為低。研究

機構指出，澳門及內地已告別疫情陰影，實現通關，但香港卻仍面臨可能出現第四波疫情的困境，經濟

難以復甦，估計香港失業率或會衝破非典時水平，有機會高見 8.4%至 8.5%。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項目 香港 澳門 廣東八城

今年加薪幅度 2.2%至 2.4% 0.9%至1.5% 4.4%至5%
明年加薪幅度預測 1.7%至 1.8% 1.1%至2.2% 5.2%至5.6%
固定花紅（月工資） 1個月 1個月 2至2.8個月
非固定花紅（月工資） 0.4至1.7個月 1.1至2.4個月 4.3至4.8個月
企業流失率 7.1%至19.6% 6.6%至19.3% 11.3%至64.2%
裁員企業比例 3成 / 3成半
應屆大學畢業生 13,846 至 11,974至 5,395 至
平均月薪 16,825港元 13,592港元(折合計) 6,856港元(折合計)
資料來源：2020粵港澳大灣區薪酬及福利調查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香港與廣東省的薪酬仍有一段距離，以資訊科技
行業為例，香港的大學畢業生起薪16,500港元，廣東
起薪不足5,400元人民幣。但香港文匯報記者對比過
去約十年，香港統計處平均工資率與深圳巿人力資源
市場工資指導價位平均值，發現香港工資率在過去11
年呈“橫行”狀態，其間增長近五成半；但深圳工資
卻三級跳，由約10年前的2,750元人民幣，大幅度增
至去年的7,361元人民幣，增幅一倍六，若兩地薪酬
保持有關增幅，十幾年後深圳工資水平便與香港看
齊，甚至超越香港，港青應該北上闖闖。

粵港澳大灣區薪酬福利調查團隊亦指出，廣東薪
金雖然目前較香港低，但消費水平同樣較低，福利亦

較好，仍然有吸引力。香港人才管理協會副會長梁偉
佳指出，內地職位晉升速度飛快，機會更多，他說：
“香港的大學畢業生要升做主任可能要一段長時間，
但如果在內地，因為發展多、搶人，變成這種發展可
能跳一跳，不用五年，香港要十年做到經理，(大灣區)
可能五年便可以了。”

浸大人力資源策略及發展研究中心副中心主任葉
偉光認為，大灣區是港青發展的好去處，“內地現在
是經濟發展的引擎，而廣東省又是中國經濟發展的火
車頭之一，其中深圳、廣州等城市各有特色、發展迅
速。”他建議港青放眼大灣區，尋求職業發展新途
徑。

由香港浸會大學工商管理學院人力資源策略及發展
研究中心、華南理工大學工商管理學院人力資源

管理研究中心、香港人才管理協會及廣東省人才開發
與管理研究會合辦的“2020粵港澳大灣區薪酬及福利
調查”，以問卷形式訪問大灣區除肇慶以外的十個城
市253間機構，涉及約14萬名僱員，包括98間香港機
構（79,136名職員），12間澳門企業（680名職員），
以及143間來自廣州、深圳、珠海、東莞、佛山、中
山、江門、惠州8個城市的企業（56,331名職員）。

三成港企裁員 物管地產重災
結果發現，截至今年6月受訪港企向員工平均加

薪2.2%至2.4%，其中增幅最多為教育行業達4.5%，
而零售行業加薪幅度最低僅0.4%。受訪港企並預測明
年增幅介乎1.7%至1.8%；疫情受控的澳門，受訪企業
料明年加薪1.1%至2.2%；廣東八城市的受訪企業，明
年則會加薪5.2%至5.6%，與疫情前水平相若。

疫情之下，經濟不景氣，企業、機構壓力增大，裁
員情況增加。有三成來自香港的受訪機構承認曾經裁
員，其中房地產及物業管理行業最常見，其次為建築及
零售業，大型機構人員裁減的情況亦多過中小機構。

香港人才管理協會副會長梁偉佳指出，該項研究
只涉及今年6月前數據，最近的國泰裁員潮及延伸影
響未被記錄，相信香港就業市場當前情況更嚴峻。

根據數據顯示，粵港澳三地平均薪金調幅均受到
疫情影響，但由於內地與澳門疫情控制得力，經濟得
以復甦，薪金調幅均會在明年有所反彈。惟香港因疫
情仍未受控，確診個案遲遲未能“清零”，因此亦不
能通關引進客流、恢復經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芙釵）早前剛完成美容課程
並打算入行的何小姐，可謂生不逢時，畢業變失業。她
表示，美容業頗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行業面對停業及
削減人手的情況，部分美容院直至最近疫情緩和才開始
招聘新血，但出手十分低，普遍底薪只有八九千元（港
元，下同），行情較以往減少近二三千元。

她指，美容業是採用底薪制，屬於“多勞多
得”的行業，但是經過在網上資料搜集及到招聘會
現場搜羅統計，發現行情極低迷，“普遍底薪只有

八九千元左右，較以往減少近二三千元。”她直言
連做便利店售貨員的收入都比當美容師更理想，
“以前我做便利店都有萬三、萬四蚊一個月啦！”

雖然理解行業經營環境困難，但是仍然要為溫
飽着想，認為若未來收到美容院的錄取，但是底薪
只有幾千元的話，會先行拒絕，並打算先從事其他
收入更高的行業，例如零售、飲食業，先維持自己
的經濟能力，在儲到一筆積蓄，以及經濟恢復正常
後再重新應聘美容業。

港女搵美容工 疫情打殘底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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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人工十年超港 倡港青勇向北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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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區城市薪酬福利對比

■“2020粵港澳大灣區薪酬及福利調查”28日發
布，數據顯示香港明年就業和加薪幅度跑輸大灣區其
他城市。

■■受疫情打擊受疫情打擊，，香港明年就業香港明年就業
形勢和薪酬加幅將遠遜大灣區形勢和薪酬加幅將遠遜大灣區
其他城市其他城市。。圖為廣東求職學生圖為廣東求職學生
查看招聘信息查看招聘信息。。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科研月薪三萬追港人工
10月28日，廣州開發區

55 家民營企業在華南農業大
學舉行專場招聘會“招兵買
馬”，吸引3,000多名應屆畢
業生前往應聘，招聘會提供
就業崗位2,800多個，其中，
技術崗和研發崗所佔比率較
高，本科研發崗月薪高達3萬
元人民幣，行情甚至高於香
港。

“廣州開發區房價不算特
別高，適合年輕人居住，並且
不少名企落戶，以後會有更多
發展機會。”華農大四學生小
謝說。

華南農業大學表示，廣
州開發區多項指數居全市乃
至全國開發區第一，科技創
新能力、營商環境指數、上
市企業數量、發明專利授權
量、財稅總收入位居全國開
發區第一，是華南農業大學
畢業生就業創業的優質去向
區域。 ◆香港文匯報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

碩士生易搵工難求筍工
暨南大學碩士生許懿婷：

我個人感受來說，找工作其實
不難，難的是要真正找到自己
理想的工作崗位。現在留在廣
州就業先積累經驗。現在於暨
大香港學姐創業的公司工作，
入職三個多月來，我的工作忙
碌且充實，還真正感受到了港
青在大灣區創業、就業的福
利。這些經驗都非常不錯，對
未來職業發展也有信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若璋 廣州報道

◀香港勞工處香港勞工處
2828日舉辦招聘日舉辦招聘
會會，，吸引包括吸引包括
國泰港龍失業國泰港龍失業
者等眾多搵工者等眾多搵工
人士入場人士入場。。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記者 攝攝

深
港
10
年
薪
酬
加
幅
對
比

◆資料來源：政府統計處、深
圳市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局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雨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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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京報道）近日美國“戰略與國際研究中

心”發布涉台報告，鼓吹加強“台美關係”，並稱台灣有關機構為此份報

告的出台提供了支持。對此，國台辦發言人朱鳳蓮28日回應指出，民進黨

當局拿着台灣民眾的血汗錢收買智庫，炮製和散布“挺台”論調，是徒勞

的。此外，她亦表示，任何“去中國化”的行徑，都無法割裂兩岸的歷史

連結，都無法改變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事實。

問：立榮航空包機日前飛往東沙島途中被香港飛航區管
中心要求折返。此舉顯示大陸隨時能斬斷台灣和東
沙島之間的聯繫，導致台灣守備或補給出現困難。
這次立榮包機事件是否顯示與大陸之前的呼籲不
符？

答：關於立榮航空包機折返的情況，香港民航處已經作
了說明，建議認真查閱。

問：馬祖南竿附近傳出有大量大陸抽砂船出沒，是否大
陸解放軍在徵用民船的演練測試？

答：台灣民眾會產生這樣那樣的聯想或擔憂，這不正是
由於民進黨當局和“台獨”分裂勢力不斷進行謀
“獨”挑釁造成台海緊張複雜而造成的嗎？

問：解放軍是否計劃要拿下東沙島？

答：我們有決心、有能力挫敗一切“台獨”挑釁行徑，
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維護中華民族的整
體利益和兩岸同胞的根本利益。

問：20多艘大陸漁船因遭遇7級至10級大風，希望進入
澎湖附近島嶼避風，卻被台海巡單位強行驅離，請
問您對此有何評論？

答：多年以來，大陸方面在沿海多處設立了台灣漁民接
待站、接待點，為台灣漁船、漁民避風、補給、搶
險等提供救助。相比之下，台灣有關方面野蠻驅離
避風大陸漁船的不人道做法，十分令人憤慨。

問：民進黨陳亭妃、“基進黨”陳柏惟挑頭拋出具有明
顯“台獨”色彩的所謂“修憲”主張，請問發言人
對此有何評論？

答：一小撮“台獨”分子一而再、再而三地操縱“修憲
謀獨”，尋釁滋事，試圖從中謀取政治私利。島內
負責任的政黨和人士不應放任縱容這種罔顧民眾利
益、破壞台海和平穩定的挑釁行徑。

問：94%受訪民眾希望兩岸和平相處，有超過80%民眾
贊成兩岸要交流，贊成對抗的只有2.6%。請問發言
人如何看待這一數字？

答：支持兩岸和平發展從來都是兩岸同胞的主流民意。
儘管受到民進黨當局刻意阻撓和疫情影響，今年1
至9月，兩岸各領域交流活動以多種形式陸續開
展，兩岸貿易額、台商對大陸投資持續保持增長。
兩岸同胞要交流、要合作、要發展，是民心所向、
大勢所趨，是任何人任何勢力都無法阻擋的。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燁

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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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台
辦
：美方勿向“台獨”勢力釋錯誤信號

蔡銀彈炮製美挺台論調屬徒勞

香港文
匯報訊 美
國國務院一
周內批准兩

筆對台軍售案，計劃出售包含台灣方面要求
的100套“魚叉”岸防巡航導彈系統在內的
多項武器裝備。台灣防務部門叫囂稱，“其
中兩項飛彈與火箭都可打到大陸沿岸。”國
台辦發言人朱鳳蓮指出，這個說法充分印
證，“台獨”分裂勢力及其活動是台海和平
穩定的現實威脅。央視新聞發表評論指，民
進黨當局不斷挑釁升級謀“獨”言行，不斷
挑釁升級“以武拒統”行為，最終必然是死
路一條。挑釁謀“獨”的結果，必將是加快
統一步伐。

評論指出，美方這次計劃售台的一些進
攻性武器，將首次賦予台防務部門戰機防區
外打擊能力。美國一些政客出於反華遏華目
的，竟一而再再而三地違背一個中國原則，
無視中美三個聯合公報的規定，恣意打破對
台出售進攻性武器的禁忌，給台海局勢火上
澆油，居心險惡。

評論續指，民進黨當局企圖依賴美對台
軍售走完“以武謀獨”的最後一里路，實屬
不自量力、癡心妄想。島內有識之士不無憂
慮地說，軍購並不能解決台灣的安全問題，
反而將台灣的安全逼入絕境，因為台灣的安
全究其根本在於妥善處理兩岸關係。

美國政客向民進黨當局傾銷遠超於台灣
防衛水平的武器，就是要將台灣堡壘化、綁

架台灣打一場代理人戰爭。民進黨當局挾洋
自重，頑固堅持“台獨”分裂立場，是在冒
着燒焦台灣民眾家園的風險，消耗祖國大陸
盡最大可能追求和平統一的善意和耐心！

評論最後指，近期，解放軍東部戰區
近期多次演練，展示實戰能力和新型作戰
力量，以實際行動證明，解放軍有堅定的
意志、充分的信心、足夠的能力捍衛國家
主權和領土完整。正如習近平主席在紀念
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70周年
大會上所強調的：“我們決不會坐視國家
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受損，決不會允許
任何人任何勢力侵犯和分裂祖國的神聖領
土。一旦發生這樣的嚴重情況，中國人民
必將予以迎頭痛擊！”

��

挑釁謀“獨”必將加快統一步伐

針對台灣有關機構為美國涉台報告提供
支持一事，朱鳳蓮表示，台灣是中國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灣問題是中國內政，
不容任何外來干涉。“我們堅決反對美國同
中國台灣地區發展官方關係。”她強調，包
括智庫在內的美國各界應推動美國政府恪守
中美三個聯合公報規定，妥善處理台灣問
題，不要向民進黨當局和“台獨”勢力釋放
錯誤信號。“民進黨當局拿着台灣民眾的血
汗錢收買智庫，炮製和散布‘挺台’論調，
是徒勞的。”

“去中國化”無法割斷兩岸歷史連結
近期圍繞紀念台灣光復75周年，大陸舉

辦了學術研討會及主題展覽等多項活動。研
討會時，與會的兩岸嘉賓提出多項建議，其
中包括兩岸共享史料、共書抗戰史，共同譴
責民進黨當局推行“台獨”課綱，美化日本
殖民統治等“去中國化”行徑。對此，朱鳳
蓮表示，我們支持鼓勵兩岸史學家積極發揮
正本清源作用，加強抗戰歷史、台灣光復歷
史的研究，通過共享史料、共寫史書、共編
教材等，從學理上批判形形色色的“台獨”
史觀，增進台灣同胞國家、民族、文化認

同。
她指出，民進黨當局大搞“去中國

化”，推行“台獨”課綱，刻意歪曲中國歷
史，妄圖割斷兩岸文化連結，並以此蒙蔽台
灣民眾，造成台灣青年一代歷史記憶混淆和
國家認同扭曲，需要高度警惕。“我們已經
看到，台灣的很多教師和家長強烈反對依據
民進黨當局炮製的新課綱編寫的中學歷史教
科書。”她說，“作為一名家長，我挺心疼
台灣的孩子們，他們在教科書上‘不見《史
記》《漢書》，不知三國、南北朝，不知何
為台灣光復’，以後他們會不知道宮廟為什
麼要拜關帝聖君，不知道台北故宮博物院文
物怎麼來，無法‘知興替、明得失’。”

“台獨”勾連外力令台海形勢嚴峻
她更強調，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兩岸同

胞同屬中華民族，誰也不能剝奪台灣同胞身
為中華兒女的權利。任何“去中國化”的行
徑，都無法割裂兩岸的歷史連結，都無法改
變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事實。民進黨當局倒
行逆施、數典忘祖，必將遭到兩岸同胞的強
力反對。

此外，關於日前島內學者所稱“兩岸已

進入準戰爭狀態”，朱鳳蓮則表示，民進黨
當局與“台獨”分裂勢力勾連外部勢力，加
緊謀“獨”挑釁，是造成當前台海形勢複雜
嚴峻的根源。“我只重申一點，我們維護國
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意志堅如磐石，絕不為
任何形式的‘台獨’分裂活動留下任何空
間。”

回應不例行 堅定反分裂�
/=

島內學者列出八條證據警示
“準戰爭狀態”，兩岸關係進入四十年最嚴
峻的時刻，而台灣陸委會的回應仍然模糊
“台獨”活動推高台海風險這一事實。28日
國台辦舉行的雖是例行記者會，但發言人朱
鳳蓮對此回應並不“例行”，香港文匯報記
者注意到，與既往相比，警告不足百字卻更
直截了當，再次表明任何“台獨”的分裂活
動都將遭迎頭痛擊。

台灣學者趙建民同時也是馬英九時期的
陸委會副主任，他講到兩岸“準戰爭狀
態”，可謂警世危言。正是“台獨”當局不

斷在推高台海風險，不斷惡意對抗大陸的善
意，不斷與外部勢力加緊勾連，事實上，
“台獨”已經將台灣推向火線，這是不爭的
事實，絕非危言聳聽。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紀念中國人民志願軍
抗美援朝出國作戰70周年大會上的講話中指
出，“我們決不會坐視國家主權、安全、發
展利益受損，決不會允許任何人任何勢力侵
犯和分裂祖國的神聖領土。一旦發生這樣的
嚴重情況，中國人民必將予以迎頭痛擊！”
這段講話在兩岸同胞間反響最為熱烈。

今年以來，民進黨當局“以疫謀獨”、

推動美大型對台軍售，“挾洋拒統”的分裂
勾連的小動作可謂層出不窮。但民進黨當局
沒有想到的是，大陸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維護
“九二共識”反而更加堅定，一系列接近實
戰的軍事演練更有力回擊其所勾連的外部勢
力的干涉。

毫無疑問，發言人朱鳳蓮最新針對台海
危局的回應正是國台辦對習主席講話的堅定
遵循，“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意志堅
如磐石”！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朱燁、凱雷

■■ 朱鳳蓮在發布會上回應朱鳳蓮在發布會上回應
了多個熱點問題了多個熱點問題。。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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螞蟻效應騰訊破$600攻$815
6年半前買一手 今日升值至60萬

新東方每手10股
每股1399元史上最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
競文）再有中概股回流。已在
美國上市的內地教育集團新東
方赴港第二上市，29日起至

11月3日招股。該股計劃發售851萬股普通新
股，其中51.06萬股或6%作公開發售，連同國
際配售總集資最多119億元（港元，下同），
預計11月9日掛牌。聯席保薦人為瑞信、美林
及瑞銀。

價格等於一股美國存託股
新東方今次上市也打破港股市場不少常

規，由於這次上市是一股美國存託股代表一股
普通股，其周二美股收報168.81美元，即1,308
元。公告稱，於香港公開發售的最高招股價為
1,399港元，為港股史上每股最貴股份；另外，
每手股份以10股作買賣單位，也是港股史上每
手買賣股數最小的股份。連同手續費，每手入
場費約14,131港元。

在本次發行中，投資者只能購買普通股而
非美國存託股。完成本次香港上市後，公司香
港上市的股份將與紐交所上市的美國存託股完
全可轉換。同時，今次招股以全eIPO進行。

新東方創辦人兼董事會執行主席俞敏洪28
日表示，集團14年前登陸紐交所，現時已準備
好踏入香港資本市場。展望未來，集團將通過
繼續開發線上與線下融合(OMO)系統、持續擴
大教學內容及服務、投資於人才及技術能力，
及選擇性地尋求戰略投資及夥伴關係，以進一
步鞏固集團的市場領導地位及將增長最大化。

是次集資所得，集團將用作提升學生學習
體驗的技術投資、公司業務增長及地區擴充、
戰略投資及收購，以及一般企業目的及營運資
金需求。

美國法院駁回司法部要求將微信下架的禁
令，令騰訊股價繼續創新高，該股28日創

新高，最高曾見604元，全日升2.7%報601元，
成交近150億元，也令其市值突破5.7萬億元。撤
銷禁令的消息令大行對騰訊的看法紛紛轉好，當
中麥格理更將騰訊的目標價，由797元進一步調
升至815元，重申“跑贏大市”評級，是全行
“最牛”的看法。回顧在2014年5月“1拆5”的
騰訊，若當初沒有此舉動，28日的股價便會高達
3,005元；若麥格理給騰訊的目標價815元成真，
那騰訊將會高見4,075元，拆細前一手（200股）
的市值，高達81.5萬元。

麥格理：微信支付估值勝螞蟻
麥格理發表的研究報告指出，近月與騰訊高

層進行過多次的討論，亦就其財務及指標等與螞
蟻作比較，基於相關因素調整了對微信支付的估
算，參考螞蟻的估值，認為到2022年前，微信支
付的估值應可達到2,640億至3,460億美元。麥格
理相信，支付業務較金融服務有價值，而微信支
付估值亦較螞蟻貴。該行調整了對騰訊金融科技
方面的估算，將2020至2022年的每股盈測分別降
2%、0%及升2%，目標價由797元升至815元，重
申“跑贏大市”評級。

光大證券亦發表報告，指美國微信禁令再被
駁回，對騰訊是好消息，但騰訊的業務主要仍集
中在內地市場，海外業務體量及收入佔比小，故
實際的影響非常小。該行強調，騰訊核心業務仍
是高速增長的游戲收入，騰訊旗下由古龍正版授
權的手遊《天涯明月刀》上市首周，據Sensor
Tower商店情報數據顯示，該手遊在中國App
Store的預估收入近5,000萬美元，打破2019年
《完美世界》手遊創下的上市首周收入紀錄。該
行維持騰訊的目標價602元不變，評級為“買

入”。

螞蟻招股 孖展額逾3675億
螞蟻招股第二日繼續火爆，綜合14間銀行及

券商資料，累計為其借出孖展已增至約3,675.85
億元，相當於公開發售集資33.41億超購逾109
倍。其中中銀香港稱已錄得超過1,000億元新股
融資申請，尚餘額度先到先得；滙豐則累計借出
逾930億元孖展；恒生銀行和東亞銀行均指為客
戶提供的孖展借貸已滿額。台灣富邦人壽也稱擬
認購螞蟻集團，涉資上限7億美元。

市場大量資金被凍結，加上美國新一輪財政

刺激方案，難以在總統大選前通過，使港股再跌
78點，收報24,708點，成交額1,329億元。

除騰訊外，28日破頂的還有阿里巴巴，在
螞蟻IPO火熱、“雙11”的刺激，以及快將公布
第三季業績的憧憬，阿里再升2.5%報307.4元。
香港再有巨企上市，連帶港交所也受惠升
3.5%，收報377.6元。其他科技股也向好，小米
升1.4%，中芯升3.6%，美團更大升5.3%，推動
恒生科指逆市升1.4%報7,656點。不過，傳統藍
籌有壓力，市場質疑滙控的派息政策能否持
續，該股回吐3.4%，期待收息的平保亦跌逾
3.2%。

史上最大新股螞蟻招股，市場為之

瘋狂，亦帶挈重磅科技股創新高，28日

阿里巴巴及騰訊齊齊破頂。其中，騰訊

突破600元（港元，下同）大關，收報

601元，投行亦大幅唱高，最高目標價

予815元。計及騰訊2014年5月將股份

“1拆5”及每手買賣股數由200股減至

100股，換言之以28日的收市價，約6

年半前持有一手騰訊的話，現市值已高

達60.1萬元，可以作為一個上車盤的首

期！若815元目標價成真，當年一手騰

訊現市值將達81.5萬元，可見資本市場

的瘋狂！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紹基

■ 螞蟻集團(左圖)上市掀起科技股熱潮，微信(上
圖)被看高一線，帶動騰訊股價創新高。

2020年10月29日（星期四）2 新聞中
國

■責任編輯：趙雪馨

香港文匯報訊 綜

合記者張聰及《長江日

報》報道， 連日來，新

疆喀什疫情引發關注，

出現的大量無症狀感染者也成為了專家學者們研究的焦點。對

此，中國工程院院士、天津中醫藥大學校長張伯禮作出的最新

研判指出，新冠病毒已經變異，呈現新的特點。傳染性增強但

毒性減弱，表現為無症狀感染者越來越多，會給防控帶來較大

壓力。張伯禮也表示，全球第二波疫情已經到來，美、法、英

等國最近的單日新增病例都超過1萬，個別國家單日新增量甚

至接近中國確診患者總和，疫情嚴重程度已超過今春。

病毒變異 傳染力增毒性減
無症狀者趨增 全球第二波疫情嚴重程度超今春

張
伯
禮
:

“人民英雄”、中國工程院院士、天津中醫
藥大學校長張伯禮日前重返武漢市，再

次走訪武漢市中醫醫院等多家戰鬥過的醫院，
探望新冠肺炎康復患者，跟進科研項目，合作
培養人才。張伯禮院士表示，秋冬防疫不可鬆
懈，需充分認識到新冠肺炎疫情的複雜性。

疫情多點散發 防與流感疊加
他說，一方面，我們應對疫情掌握了很多

經驗，比如北京新發地疫情防控中，快速追蹤
明確傳染源，實施精準防控，對確診患者實施
中西醫結合治療；大連快速篩查，精準布防做
得更好；青島一千多萬人的普查五天就完成
了，反映了檢測能力的提升。從病人的救治情
況來看，重症減少、死亡率降低，意味着我們

對疾病的認識更充分了。另一方面，國內疫情
雖以多點散發為主，但需警惕新冠肺炎與流感
的疊加風險。此外，病毒已發生變異，傳染性
增強但毒性減弱，表現為無症狀感染者越來越
多，會給防控帶來較大壓力。

疫苗料年底或明年初上市
張伯禮提醒，少聚集，戴口罩，勤洗手，

多通風，這些有效的措施要繼續堅持。新冠疫
苗有望年底或明年年初上市，檢驗檢疫人員、
醫務人員等重點人群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應及
時接種。

“從全球範圍來看，第二波疫情已經
到來。”張伯禮表示，美國單日新增超過7
萬例，法國單日新增超過 3萬例，英國單

日新增超過 1萬例，個別國家單日新增量
接近中國確診患者總和，疫情嚴重程度已
超過今春。

“我們國內疫情防控有力，像武漢這樣大
規模暴發的新冠肺炎疫情不會再出現，但個別
地區小規模暴發及散點、多地發生的情況很可
能會出現。”張伯禮介紹，秋冬已至，疫情防
控不可懈怠，目前應關注兩個問題，一是圍繞
秋冬季可能出現的小規模反彈，做好人力、物
資及組織協調各方面充分準備；二是還要重視
做好康復患者的跟蹤管理。

結合調研情況，張伯禮院士針對部分患者
認識誤區進行解疑釋惑。“個別康復患者心理
壓力大，我們要做好‘心理減負’，加大心理
關懷。”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應江洪 新疆報道）
28日晚，新疆喀什地區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副主
任王希江在疫情新聞發布會上說，目前已經可
以基本排除疫情蔓延擴散的可能性。他並通報
稱，疏附縣疾控部門已對感染者的家庭、活動
場所等開展嚴格終末消殺和環境檢測。全地區
亦做好消毒培訓和物資儲備，嚴格落實重點場
所預防性消殺，確保環境安全。

截至28日晚19點，當地無症狀感染性轉
確診病例依然為22例。此外，同處南疆地區的
新疆克孜勒蘇柯爾克孜自治州和巴音郭楞蒙古
自治州也已完成全員核酸檢測，結果均為陰
性。

當晚，喀什地區行署副秘書長艾賽提．吾
拉音木通報了這次疫情發端的疏附縣站敏鄉三
村服裝加工廠情況。該廠是以吸納周邊村民就

地就業、增收致富為目的，由當地政府和有關
部門扶持三村村民私人合作投資成立。當地農
民在家門口就近就業，月收入在1,500元（人民
幣，下同）至3,000元，家庭條件得到了明顯改
善。特別是曾長期在家務農，操持家務，沒有
固定收入的當地婦女，通過自己的辛勤工作，
有了穩定的收入來源。有的夫妻同在工廠上
班，年收入超過6萬元，生活越過越好。

喀什基本排除疫情擴散可能

香港文匯報訊 據澎湃新聞報道，作為新冠肺
炎疫情暴發的“風暴眼”，武漢的經濟運行情況
備受關注。據《長江日報》28日消息，從已公布
的城市前三季度地區生產總值（GDP）來看，武
漢已重新返回全國前十。根據武漢市統計局、國
家統計局武漢調查隊發布的數據，前三季度，武
漢 GDP 總量接近上年同期九成，同比下降
10.4%，降幅比上半年收窄9.1個百分點，回升幅
度分別大於全國、全省6.8和0.2個百分點，追平
全省。

武漢市人民政府新聞辦公室27日召開前三季
度經濟運行情況新聞發布會。武漢市統計局相關負
責人在會上介紹，包括地區生產總值、第一產業增
加值、第二產業增加值、第三產業增加值、規上工
業增加值、固定資產投資、建築業總產值、社會消
費品零售總額、進出口總額、地方一般公共預算收
入在內，武漢有10項指標累計降幅較上半年繼續收
窄，收窄幅度在6.3至20.4個百分點之間。

進出口總額增速年內新高
值得注意的是，武漢三季度有6項經濟指標實

現正增長。據《楚天都市報》報道，武漢農林牧
漁業總產值同比增長8.6%。規上工業增加值連續
3個月正增長，當季轉正。固定資產投資連續3個
月正增長，三季度投資總量突破 2,200 億元
（人民幣，下同），創2019年下半年以來五個季
度新高。建築業總產值增長12.9%，領跑全省。地
方一般公共預算收入連續4個月正增長，實現由負
轉正。進出口總額連續6個月正增長，進出口總
額、出口額、進口額9月的增速均創年內新高。

武漢的“成績單”來之不易。事實上，自4月
8日零時正式解除離漢通道管控措施起，這座城市
才開啟經濟復甦之路。武漢市統計局相關負責人
表示，面對疫情、汛情等諸多不利影響，各項工
作扎實推進，經濟運行加快回升向好，市場信心
和活力明顯增強。

據《長江日報》報道，武漢針對中小微企業
和個體工商戶的紓困專項資金不斷擴容，從200億
到400億，再增加到600億、1,000億，並為這些
經濟“微單元”提供1年期無息貸款。6月至9
月，武漢新登記市場主體戶數連續4個月高於去年
同期。截至9月底，全市共有市場主體137.27萬
戶，同比增長9.81%。

此外，武漢經濟社會向好發展也得到了國內
外廣泛認可，前三季度招商引資效果顯著，實際
到位資金總額7,317.8億元，同比增長4.5%；實際
利用外資80.2億美元，下降16.9%，降幅比上半年
收窄21.3個百分點。

“但疫情衝擊造成的損失還未完全彌補，決
戰四季度、實現預期目標還存在較大的困難和挑
戰。”上述負責人坦言，下一步，武漢要聚焦高
質量發展，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在常態化疫情
防控中扎實做好“六穩”、“六保”工作，努力
完成全年經濟社會發展各項目標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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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
前
三
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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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為推動行動藝術概念打造 「藝
術公車」，台中市議員林德宇29日在議會質詢
中指出，交通局應思考如何用公車車體廣告打
造屬於台中的行動美術館，提升大眾運輸的附
加價值，觀旅局也應在外縣市投放具創意、話
題性的公車廣告，持續推廣台中觀光。

林德宇說，屏東縣政府今年6月推出10台
藝術公車，讓10幅世界名畫隨著公車走進屏東
大街小巷；第二波又跟罕見疾病基金會合作，
將10幅病友畫作登上公車車體，充分體現行動
藝術、城市美學的概念。

林德宇指出，台中市過去也曾推出迪士尼
彩繪雙節公車，但當時沒有連同車窗玻璃的部
分一同彩繪，比較可惜。他認為，交通局除了
關注硬梆梆的公車運量，也應持續思考如何應
用行動藝術，打造屬於台中的行動美術館，更
能提升大眾運輸的附加價值。

交通局長葉昭甫表示，法規上有規範公車

窗戶要從外面看得到裡面，這部分在技術上要
怎麼處理，需要研究看看。葉昭甫說，公車不
只是提供運輸服務，也是一種移動意象，負擔
資訊傳達的功能，若觀旅局或文化局有相關的
概念想法，交通局也可以來做。

林德宇表示，若台中公車上印的不再是政
令宣導或活動行銷資訊，而是畫作或藝術，將
是生活美學的提升，也是公部門的一大突破。

林德宇指出，除了台中自己的公車美學要
有所提升，觀旅局也應加強在外縣市的公車廣
告投放，透過更有創意、更具話題性的廣告，
持續推廣台中的觀光產業，吸引外縣市遊客造
訪台中。

觀旅局長林筱淇說，目前觀旅局投放的公
車廣告都是以活動內容文字，再搭配一些圖片
為主，內容較簡單，林德宇建議的部分觀旅局
會再研議。

林德宇爭取藝術公車
交通局：公車也是一種移動意象

新加坡暫停接種2款流感疫苗 馬來西亞跟進
楊志良籲緩打賽諾菲 衛福部喊沒必要

（中央社）韓國發生多起疑似接種流感疫
苗死亡案例，繼新加坡宣布暫緩接種韓國製以
及賽諾菲疫苗後，昨天馬來西亞也宣布跟進暫
緩施打這兩款疫苗。衛生署前署長楊志良昨公
開呼籲政府，應暫緩接種賽諾菲流感疫苗，等
證明安全有效後再恢復也不遲。不過，疾管署
署長周志浩表示，根據星、馬兩國的資料顯示
，兩國並無死亡或是異常案例，在徵詢專家後
評估，台灣沒有跟進的必要。

有安全疑慮 恐降低接種意願
衛生署前署長楊志良接受廣播專訪時表示

，防疫最重要的就是要打疫苗，施打疫苗就有
可能會有不良反應，今天換做是他當部長，若
賽諾菲疫苗安全有待澄清，由於目前還有國光

、東洋疫苗可施打，他會贊成緩打賽諾菲疫苗
，當證明安全有效後再恢復施打， 「如果不停
打，民心可能不安，一旦民眾降低接種疫苗意
願，對防疫並不有利。」

楊志良進一步指出，施打疫苗後出現不良
反應，可能是時序性或是疫苗所產生的，疾管
署應公布各疫苗施打總數及出現疫苗不良反應
的比率，這樣才可以有所比較，且疫苗不良反
應通報應要分級，如從死亡、住進加護病房或
是輕微症狀進行分級，這樣才可以充分了解疫
苗不良反應的情形。

緊急停打有前例 蘇揆最清楚
廣播節目主持人隨後拿出過去的報導指出

，2006年10月以色列出現4起疑似施打流感疫

苗後的死亡案例，當年打的就是 「賽諾菲」。
消息傳回台灣，衛生署立即宣布停打，而

當年的院長，就是現在的院長蘇貞昌。
對此，疾管署長周志浩昨晚緊急開記者會

澄清，他表示，當年10月23日以色列傳出4死
時，疾管署立即向以國求證，但適逢假日，為
求謹慎因此先暫緩施打，隔天以色列回覆調查
死因與疫苗無關後，只停打1 天，24 日立刻恢
復。

周志浩強調，與以國當年的狀況相比，韓
國發生疑似疫苗死亡事件時，疾管署第一時間
就掌握，但了解到批號不同，同時也徵詢專家
會議，皆認為疫苗出包的機會微乎其微，昨天
疾管署也掌握馬來西亞亦宣布停打，和星國一

樣，馬國並未出現死亡案例或是異常狀況，依
該國政府新聞稿表示 「為求謹慎」才暫緩施打
。

疾管署強調 星馬無異常案例
許多家長擔心，幼兒流感疫苗需打賽諾菲

，憂心在孩子身上出現副作用，因而不願出面
打，周志浩強調，決策是經徵詢專家意見後，
評估台灣批號與其他國家都不相同，不會有問
題，且其他歐洲國家都持續接種，因此台灣沒
必要跟進。

副署長莊人祥則表示，現在國內的賽諾菲
疫苗並沒有出現問題，未來若真的發現任何疫
苗出問題， 「當然是可以召開專家會議討論是
否停打。」

台灣一開放所有萊豬進口
柯Ｐ：就會有專門輸出來台灣的國家

（中央社）衛福部長陳時中今（10/29）在
立法院坦言不只美豬，只要符合行政命令規定
，所有含瘦肉精豬肉都能進口台灣。台北市長
柯文哲今在台北市議會備詢時，被多位議員們
問到對此事的看法，柯表示 「我覺得怪怪的」
，只要台灣開放萊豬進口，屆時就會有專門輸
出到台灣的國家及作法！柯並強調，理論上台
北市明年1月1日起萊豬零檢出。

台北市已於《台北市食安自治條例》中增
訂北市不得販售含萊克多巴胺等瘦肉精豬肉製
品，但政院本月發函地方政府，指零檢出與罰
則將牴觸中央法規。另外衛福部長陳時中今在
立法院被問到除美國外，其餘國家是否也可進

口瘦肉精豬肉時，陳時中坦言： 「其他國家如
根據命令是可以的。」

柯文哲今至台北市議會進行專案報告及答
詢。多位北市議員質詢有關萊豬一事，國民黨
籍市議員秦慧珠詢問柯： 「你有很驚訝嗎？我
們開放全世界的萊豬來台灣？」柯回答： 「我
覺得怪怪的，不知道他們在幹什麼。只要台灣
開放萊豬進口，屆時就會有專門輸出到台灣的
國家及做法。」

♦若自治條例遭中央宣告無效 柯：支持
市議會申請釋憲

另外國民黨籍市議員羅智強也詢問柯，為
了食安台北市已於《台北市食安自治條例》，

但中央政府不只開放美豬來台，搞不懂民進黨
的邏輯是什麼。柯表示： 「所有外國豬肉都來
，這樣就麻煩了，所有的進口萊豬都可以來台
，至於北市訂定自治條例強硬回擊中央做法，
這是公道問題，你可以欺騙少數人民一時，但
不能欺騙所有人民永遠，不要一直騙我們！」

羅智強另表示，中央政府又說，地方訂的
比中央更嚴，零檢出與罰則將牴觸中央法規，
這是干涉地方自治權嗎？柯表示，台北訂法規
比中央嚴格， 「在法令上地方可以這麼做，但
我不知道中央現在打算怎麼做。」羅追問柯文
哲是否要為此提出釋憲？柯表示市府有討論過
， 「但這個是市議會訂的法令，應由台北市議

會提釋憲，尊重議會職權」。
國民黨籍議員王鴻薇表示，現在民進黨中

央一黨獨大，如果明年中央硬幹要讓《台北市
食安自治條例》直接宣告無效的話，現在台中
市長盧秀燕說如果中央硬幹要去申請釋憲，屆
時若《台北市食安自治條例》被中央宣告無效
，台北市議會一定會申請釋憲，她質詢柯支持
嗎？柯表示 「我現在就支持！」

王鴻薇又問柯文哲： 「你之前說要走上街
頭，為何現在又改了？」柯表示，中央政府到
現在沒有講要怎麼管理， 「從頭到尾都在誤導
，是蓄意詐欺，我不知道中央的困難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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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merigroup
 用戶請注意

參加新計劃 2021 享受更多福利

配    眼    鏡： $200 一年
保    健    品：高達 $1200 一年
助    聽    器：$3000 一年
牙 齒 保 險 ：高達 $4000 一年

李元鐘保險 
7001 Corporate Dr. Ste 201. Houston, TX 77036 

中國城華埠大廈 

(832)500-3228

中國電動大巴加速進入歐洲市場
助力歐洲綠色出行

從雅典阿吉奧斯· 伊奧尼斯地鐵口出

發，途經26個站點，行駛至阿諾· 基普

斯利結束。9月中旬，應希臘基礎設施

和交通部之邀，來自中國的電動大巴在

試驗路線上進行了為期兩周的不載客測

試，成為雅典街頭壹道引人註目的亮麗

風景。

為改善空氣質量，歐洲的傳統燃油

與化石燃料公交逐漸被新能源汽車取代

。憑借先進的技術實力，中國制造的電

動大巴正加速進入歐洲市場。

成績單——
“第壹”“最大”“最多”
這款在希臘測試的純電動大巴由中

國汽車制造商比亞迪生產，搭載行業首

創動力電池熱管理系統，配備360度全

景影像系統和故障預警系統。希臘公共

交通組織發表聲明稱，發展新能源、推

廣電動汽車是希臘政府施政重點之壹，

電動大巴將成為改善城市環境和生活質

量的重要推動力。

希臘SKAI電視臺新聞網報道說，比

亞迪等中國客車制造商依靠先進技術不

斷擴大市場份額。10年來，中國電動大

巴在歐洲公共汽車和旅遊車市場份額穩

步上升，成為全球電動客車的領導者之

壹。截至目前，中國電動大巴足跡已遍

布歐洲 20 多國逾 100 個城市，銷量近

2000輛。

2013年，作為全歐洲第壹個純電動

大巴訂單，荷蘭西斯蒙尼克島將島上大

巴全部替換為比亞迪純電動大巴。

2018年，宇通集團將14輛純電動客

車交付冰島，成為冰島首個進口的純電

動客車品牌。2019年，先後又有20輛和

33輛宇通純電動客車交付丹麥和芬蘭。

芬蘭首次引進的33輛宇通純電動公交車

，成為現如今芬蘭唯壹正在運行的電動

巴士。市民給了這款車壹個親切的別稱

——“大海鱸”。

2019年9月，歐

洲第壹條純電動城

間車線路在法國普

羅旺斯地區艾克斯

正式啟動，這條歐

洲首創的純電動城

間車線路上的所有

車輛都來自宇通。

中國電動大巴

在歐 洲 不 斷 開 拓

市 場 ， 以 品 質 取

勝 ， 助 力 歐 洲 綠

色出行。

5月11日，北歐

最大公共交通運營

商瑞典諾比納集團

，向比亞迪追加訂

購13輛12米純電動

大巴；7月29日，宇

通客車位於法國朗

斯的歐洲配件中心

正式投運，這是目

前中國客車品牌在歐洲設立的最大配件

中心庫；8月7日，比亞迪向德國公共交

通運營商Bogestra交付首批純電動大巴

；8月17日，比亞迪與西班牙核心地面

公共交通運營商馬德裏市政交通公司簽

訂30輛純電動大巴采購協議，這是西班

牙史上最大的純電動大巴招標項目……

在英國，已有超過400輛比亞迪各

型號電動大巴，累計運營裏程超過500

萬公裏，占英國純電動大巴市場約60%

的份額，其中在倫敦市場占有率超80%

，位居第壹。“在電動大巴領域，比亞

迪掌握著新能源汽車芯片、電池、電機

、電控及充電配套、整車制造等核心技

術，擁有20多年的電池研發經驗，具備

較強競爭力。”比亞迪歐洲有限責任公

司總經理何壹鵬表示。

好口碑——
減排放、低噪音、高性能

2017年，中國中車海外電動大巴項

目在奧地利第二大城市格拉茨正式投入

運營，為格拉茨街景增添了壹抹明快的

“新能源綠”。格拉茨市市長齊格弗裏

德· 納格表示，格拉茨市每年公交燃油消

耗600萬升，電動巴士不僅可為城市省

下燃油費用，減少城市噪音，而且帶來

了更清潔的空氣。

薩爾瓦多· 蒙德羅是意大利墨西拿前

副市長兼交通部顧問，壹直以來積極倡

導並力推西西裏島零排放出行模式。

2019年5月，16輛比亞迪電動大巴登陸

墨西拿。“中國企業采用先進技術生產

的純電動大巴，極大促進了交通領域的

可持續發展，高度契合公共交通的可持

續性和科技感，我們的合作讓墨西拿成

為踐行電動化出行的先行者！”

“經過與中國企業長達5年多的合

作，比亞迪純電動大巴在北歐地區運營

裏程已超過700萬公裏。這些車輛為當

地提供更清潔、舒適、可持續的出行方

案。”瑞典諾比納集團車隊經理延斯· 拉

斯滕表示。

“在對乘客進行的市場調查中，我

們明顯感受到了純電動出行的優勢：運

營成本低，後期維護便利。乘客也對純

電動大巴的低噪音和環保性能高度贊賞

。最重要的是，為節能減排、綠色公交

事業的發展作出了巨大貢獻。”英國知

名巴士制造商ADL前首席執行官科林·

羅伯遜表示。

新機遇——
創造就業、拓展合作
2017年 4月，比亞迪在歐洲興建的

第壹座電動大巴工廠在匈牙利和斯洛伐

克邊境的科馬羅姆投產。這是中國企業

在歐洲投資興建的第壹座電動車工廠，

為科馬羅姆帶來300多個就業崗位。

在寬敞明亮的大巴工廠車間，從事

汽車行業40余年的汽車工程師加博爾忙

碌地穿梭於生產線。

“3年多前，中國企業來到這裏，

帶來了先進的電動汽車技術，也為當地

人提供了穩定和優越的工作機會，我們

都以在世界最先進的新能源客車生產企

業工作而感到自豪。在這裏，不分國別

、沒有界限，人們在為綠色未來共同奮

鬥。”加博爾說。

比亞迪在匈牙利、法國、英國、瑞

典、意大利等歐洲多個國家以各種方式

實現與當地合作夥伴、零部件供應商、

學校的本地化合作，為當地創造了大量

就業與合作機會。

事實上，比亞迪等企業，不僅輸出

產品，還積極參與多個國家和地區的新

能源車標準制定，在歐洲擁有本地化產

品研發和設計團隊。隨著歐洲國家碳排

放控制進程的加快，中國純電動車在歐

洲正迎來新的機遇。

7月中旬，102輛宇通純電動大巴開

始分批次交付挪威。今年年底，這些大

巴就能穿梭在挪威卑爾根市的大街小巷

。挪威凱奧雷斯公司首席執行官格裏· 米

裏亞姆· 奧爾森說：“有了這些大巴，卑

爾根每年可少排放約380萬千克二氧化

碳。”

基於卑爾根地形復雜、氣候多樣，

宇通安排工程師前往卑爾根進行針對性

的路譜采集，根據運營線路合理匹配動

力系統方案，優化控制策略，滿足客戶

個性化需求。宇通客車產品線工程師範

又天表示：“這批訂單的設計、生產，

包括最終交付，我們進行全程跟拍，通

過雲端進行實車查驗，提升了溝通效率

，也保證了客戶的驗車效果。”

在冰島運營了20個月的宇通純電動

客車，憑借在低溫環境下超高的續航裏

程、低電耗、低噪音、高舒適性表現，

贏得了冰島公交運營商和乘客的普遍好

評。宇通客車在冰島的合作方GT集團首

席執行官本尼迪克特· 古德森表示：“這

完全超出了我們的預期！中國企業不僅

產品很棒，售後服務支持同樣非常完善

，這些綠色客車用實力彰顯了中國制造

的可靠形象和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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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州议会的共和党实在太令我们失望了。
我们不能再让他们代表我们了。

德州州议会的共和党： 

曾经支持一项增加德州家庭医疗
费用的计划，并取消有即存在疾
病/状况者的保障，既有状况包
括癌症、糖尿病、心脏病或怀孕
等。1

削减对德州的学校数十亿美元的
资金补助。2

即使美国最近四起最致命的枪击
事件都发生在德州，他们还是削
弱了对枪支管理的法律。3

我们应该要有更好的代
表。投票反对共和党进入
德州州议会。
提前投票日期： 
即日起至10月30日  

选举日： 

11月3日，星期二

资料来源

1.  Texas GOP Platform, 2018
2.  KXAN, 10/8/17; Texas Tribune, 4/27/17
3.  NBC News, 8/6/19; Mother Jones, Mass Shooting Database, accessed 10/7/20

德州的共和党不保障
我们的权益。

此聲明，是由EVERY TOWN FOR GUN SAFETY VICTORY FUND, GUNSENSEVOTER.ORG提供。
並未经任何候选人或候选人委员会的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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