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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03-TOP ONE群智貸款C6_A1

713 - 364 -7788 
832 - 498 - 7566

群智貸款

Michelle Young  
 通國、英、粵語、韓語

● 外國人貸款，保證最低
   最低利息。B1, B2, 
   J1保證通過
● 只要一年P&L盈虧表，
   不查稅表
● W2用一年VOE貸款方式
● 不查收入貸款
● Construction Loan,
   Lot Lo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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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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 13
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我們尊重美國人民的
選擇，我們向拜登先生和哈里斯女士表示祝賀
。

有記者提問，我們注意到近日已有更多國

家領導人和國際組織負責人祝賀拜登勝選，包
括聯合國祕書長也通過發言人公開向拜登表示
祝賀。中方對此有何評論？

汪文斌表示，我們一直在關注美國國內和
國際社會對這次美國總統選舉的反應。我們尊

重美國人民的選擇，我們向拜登先生和哈里斯
女士表示祝賀。同時我們理解美國大選的結果
會按照美國的法律和程序作出確定。

中方中方：：向拜登先生和哈里斯女士表示祝賀向拜登先生和哈里斯女士表示祝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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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州確診人數今天超過一百萬人，成
為德州後的第二名，專家們預測十二月中
旬加州才會到達高峰期。

新冠疫情目前確診及死亡人數在全國
再創新高， 芝加哥及休士頓已經呼籲市民
不要外出，除了上學、上班及工作等特殊
情況之外，希望大家留在家中，這是九天
來連續確診人數每天都在十萬人以上。

當疫情進入緊急狀態時， 拜登總統當
選人今天任命他原來做資深顧問克莱為將

來白宮總管家，他盛讚克萊是極有協調能
力的最佳人選。

在此同時，川普總統正在猛烈地在六
大州展開法律攻防戰， 希望能找到失去的
總統寶座。

我們的國家正遭受嚴重的疫情挑戰，
但是華府的政治大戲還在上演， 什麼民間
疾苦早已抛在腦後， 我們看不到任何具體
政府施政，我們這些平民百姓只是無语問
蒼天了。

Today California became the second state to reach
one million COVID-19 cases following Texas.

The new forecast showed that cities in California will
have significant case growth into mid-December.

Official COVID-19 cases and hospitalizations in the
nation are piling up at record rates and many
experts fear daily deaths will soon follow.

The mayor of Chicago Lori Lightfoot issued a stay at
home advisory encouraging residents to stay at
home and only leave for school, work or other
essential needs.

We are marking the ninth straight day the U.S. has
topped over 100,000 daily infections with a new
record of 140,000 cases being set. Nearly 1,900
people died on Wednesday.

Facing the national crisis, President-elect Joe
Biden is moving forward with his transition plan and
named long-time aide Ron Klain as White House
chief of staff. Biden said, “His deep, varied
experience and capacity to work with people all
across the political spectrum is precisely what I
need in the White House.”

In the meantime,
Trump
administration
officials are
underway to six
battleground states
that Democratic
president-elect Joe
Biden won closely.

It is so sad when we
watch so many more
lives being lost in
recent days, yet the
political fighting still
goes on in D.C.

We are urging all
people to go back to
your neighbors or to
your community and
help those people
who are really
struggling.

美國新冠疫情日記美國新冠疫情日記1111//1313//20202020
We Are Helpless NowWe Are Helpless Now無語問蒼天無語問蒼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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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O計劃

李元鐘保險服務地點 

(本報訊)本世紀以來，從美國新政府上台到
韓美總統會談至少需要一個半月的時間。因為
，美國新政府需要時間討論朝鮮半島政策並整
理相關方針。根據往例，南韓總統文在寅和剛
當選美國總統的拜登很可能在明年3月前後舉
行首次元首會談。

《朝鮮日報》報導，現任美國總統川普就
任後的首次韓美元首會談於2017年6月30日在
白宮召開，距離他上任約5個月的時間，距離
文在寅政府上台約一個半月的時間。美國前總
統歐巴馬和南韓前總統李明博的首次會談於
2009年4月2日舉行，距離歐巴馬上任約兩個半
月的時間。而美國前總統小布希上台47天後的
2001年3月7日，在白宮與南韓前總統金大中舉
行了首次會談。

有輿論分析，大陸可能會在拜登政府的首
次韓美元首會談之前舉行中韓會談。外交界有
觀測認為，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可能會在12月
中旬前突擊訪韓。換言之，大陸有可能在拜登
政府上台之前，出面鞏固和南韓的關係。此外
，還可能以南韓計劃年底前在首爾舉行的中日
韓首腦會談為契機，由大陸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率先訪韓。但這其中的變數是日本首相菅義偉
是否訪韓。

此前，南韓政府宣稱習近平確定年內訪韓
，最近又退了一步。當天，韓國外交部長康京
和在從美國回國的途中，被記者問及習近平訪
韓事宜時，她說，目前還沒有進行具體日期的
協商，雙方正基於新冠疫情穩定後儘快訪韓的
原則持續進行協商。

韓媒：韓美總統最快明年3月會晤
習或先外交出擊

成功觀測微中子奪諾貝爾獎 小柴昌俊94歲辭世

在聯邦與地方選務官聯合聲明此次大選
並未發現舞弊證據,是美國史上最可靠的選舉
後,川普的去職已成定局,他所提出的法律訴訟
不可能扭轉選局，國務卿蓬佩奧聲稱一定會
把政權移交給第二任川普政府的談話也將成
為歷史笑柄。

川普這次大選失敗了, 但我們不能低估他
的實力,他獲得了7200萬張選票的支持, 這是
美國史上所獲得的第二高票, 只可惜比拜登少
了500萬張，何況在選舉人團票上輸了拜登,
由於獲得 47%的民意支持，顯示有近一半的
美國人是擁護他的, 他的支持者仍然認他是一
個傳奇的戰士，一個反抗媒體和文化精英的
圖騰,在民氣可用下, 他應展現可曲可伸的大
度,蓄積自己的能量, 給共和黨的未來一個豐
富的想象力。

川普的人格特質很另類，他有三次婚姻
與六次破產的紀錄, 更被 26 位女性指控過性
騷擾與侵犯，一生共累積了4000多起大小訴
訟, 他還有九億美元債務與三億元未償貸款，

他的報稅記錄也充滿了疑雲, 在這樣的窘境與
困局下, 他還能在四年之後東山再起逐鹿中原
嗎?

這似乎要端視他未來的官司與運道了，
畢竟他現在身為總統，擁有分配國家資源的
權力, 更具有官司訴訟的豁免權，一旦走出白
宮, 這兩權都沒了，他還能夠維持高人氣嗎
？ 我不認為會存在什麼”川普主義”, 我也
看不出川普的施政有完整體系或思維 ，在過
去四年中, 各界對他的政治風格與施政方式見
仁見智,褒貶毀譽皆有之，但是他的單邊獨大
與壓縮移民的政策顯然與美國立國精神背道
而馳, 而他主張的“法律與秩序”則言過其實
，層出不窮的族群紛爭也不可能讓美國更加
偉大，現在他所展現出來高人氣的”川普現
象”能夠維持多久？真的很難預測！

常言道,民意如流水, 或許只需要一年的
時間我們就可以知道他能不能夠在政壇、商
場或媒體界站有一席之地了，現在我們別低
估了川普，但也別高估了川普！

【李著華觀點: 別低估川普，也別高估川普!】

(本報訊)日本東京大學特別榮譽教授小柴
昌俊，成功觀測到 「微中子」、開創微中子天
文學新領域，2002年獲諾貝爾物理學獎，12日
晚間因為衰老在東京都內醫院離世，享耆壽94
歲。

日本放送協會（NHK）、日本經濟新聞報
導，小柴出身愛知縣豐橋市，1951年東京大學
理學部畢業後繼續就讀東大研究所，1953年碩
士畢業後赴美國羅徹斯特大學（University of
Rochester）留學，1955年取得博士學位後，在
芝加哥大學（University of Chicago）擔任研究
員，1962年返回日本，1970年起擔任東京大學
理學部教授。

他在東大任教期間在日本岐阜縣神岡礦山

下設置觀測設施 「神岡探測器」（Kamiokande
），成功觀測到微中子（neutrino），寫下世
界創舉。

小柴在研究方面的成就，開創了微中子天
文學的新領域，2002年獲諾貝爾物理學獎殊榮
。小柴得意門生之一的東京大學宇宙線研究所
所長(木尾)田隆章，因為成功發現小柴觀測到
的微中子具有質量，在2015年獲諾貝爾物理學
獎。

小柴家人表示，小柴在家人照顧下走完人
生旅程，接下來預計由家人與親戚舉行葬禮，
等一切都平靜下來時，再對外界公布接下來的
相關事項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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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新增新冠確診超2.8萬例
當局將實施防控新規

綜合報導 意大利緊急民防部報告該國

新增新冠確診病例28244例，死亡353例。

截至當天18時，該國累計確診已近76萬例

，死亡病例逾3.9萬例。為避免全國封城，

當局擬實施“紅橙綠”三級防控新規。

據報道，當地時間3日下午，意大

利總理府召集大區政府再次舉行防疫工

作視頻會議，就最新防疫法案條款進行

磋商和修正。意緊急民防部長博雷利、

新冠病毒應急委員會負責人阿庫裏、大

區及自治區事務部長博恰和衛生部長斯

佩蘭紮以及大區政府主席和負責衛生系

統的官員共同出席了會議。各方就避免

實施全國性封鎖措施，采用三色分級制

進行疫情防控達成了新的共識。

意大利衛生部副部長贊帕會後向媒

體表示，針對不同地區制定不同的防疫

措施是壹項非常復雜的工作，但這種嘗

試的目的，在於可以避免整個國家經濟

陷入癱瘓。中央政府不會直接進行全國

性大範圍封鎖，將采取“紅橙綠”三級

制疫情防控措施。

報道稱，根據中央

政府與大區政府達成的

共識，新防疫法令將於

11月 5日起生效，有效

期至12月 3日。法令規

定，將在全國範圍繼續

實施宵禁，確保生產型

企業正常運營。關閉高

中學校、博物館、遊戲

廳等經營場所，初中、小學和幼兒園繼

續保持開放。

法令要求，根據不同地區的疫情風

險指數劃分為紅色、橙色和綠色三級制

疫情防控區，並采取不同的防疫措施。

綠色地區為疫情低風險區，將實施晚22

時至次日淩晨5時宵禁，周末關閉所有

大型購物中心和商場。

橙色地區為疫情中風險區，要求餐

廳、酒吧等餐飲營業場所全天關閉，商

店、美發店等可保持繼續營業，晚22時

至次日淩晨5時實施宵禁。並對居民出

行實施管控，凡外出者必須隨身攜帶自

我聲明。

紅色地區為疫情最高風險區，將實

施軟封城措施，停止所有非必要的商業

活動，關閉商店、餐廳、酒吧、美發店

等。此外，還將實施出行管控，居民外

出必須隨身攜帶自我聲明。對紅色地區

的封鎖時間至少持續15天，衛生部和國

家衛生院等機構每周進行綜合評估，以

確定是否繼續延長封鎖時間。

拒疫情高風險區人員往來？
意大利小鎮用水泥墩封路
綜合報導 意大利紅色疫情高風險地區倫巴第、皮埃蒙特大區等已

實施封鎖措施。盡管警方采取了嚴厲處罰政策，但仍有大量居民赴郊外

度假，或前往非封鎖地區走親訪友。為嚴控疫情高風險地區人員往來，

意大利壹個小鎮用水泥墩強行封路。

據報道，意大利琴察省奧托內市毗鄰紅色疫情高風險地區倫巴第和

皮埃蒙特大區。新防疫法令實施後，仍有壹些外來人員光顧該市走親訪

友，壹些在疫情高風險區工作的人回到家鄉小住。

無奈之下，奧托內市長貝西亞下令用水泥墩封鎖了進入小鎮的道路

。貝西亞說，鄰近的倫巴第和皮埃蒙特大區有很多居民在鎮內擁有第二

套房產，因此經常會有許多人閑暇時前來居住。

他還說，奧托內老年人所占人口比重較高，疫情暴發之初的教訓至今仍歷歷

在目，市政府不能再犯錯誤和低估風險，必須加強對老年群體的健康安全保護。

貝西亞強調，封鎖道路會阻斷前來奧托內觀賞阿爾卑斯山脈森林的

遊客，使當地經濟蒙受巨大損失。但是，居民的生命安全遠比經濟收入

更重要。等到周邊地區解除封鎖後，奧托內會同時解除對道路的封鎖。

11月8日，意大利內政部通報，警方在過去1天，累計進行了上萬

次設卡和巡視性防疫執法檢查，全天共有994人因違反防疫規定被罰款

，110名新冠確診患者違反隔離規定，被警方提請檢察機關公訴。在被

檢查11654家企業中，139家企業被罰款，52家企業被勒令停業。

秘魯總統遭彈劾下臺
政局不穩引擔憂

秘魯國會以涉嫌貪腐為由，投票通

過對總統比斯卡拉的彈劾議案，解除其

總統職務。這已是他第二次遭國會彈劾

，並就此下臺。

分析人士指出，秘魯總統頻繁被彈

劾有府院之爭等深層次原因，已引發不

利於國家政治經濟穩定和抗擊新冠疫情

的擔憂。比斯卡拉被罷免激起不少政商

界人士和民眾不滿，並可能對定於明年4

月舉行的大選產生影響。

兩度彈劾
此次罷免總統危機主要是由秘魯聯合

黨提出彈劾總統動議引發的。今年10月，

該黨指控比斯卡拉2014年出任南部莫克瓜

省省長期間涉嫌收受政府工程承包商賄賂

款，因此不具備繼續任職的道德品質。11

月2日，秘魯國會通過彈劾比斯卡拉的動

議，要求他9日接受國會質詢並自我辯護

，然後由國會議員討論表決。

比斯卡拉在國會辯論前的陳述中說，

反對派提出的證據是“虛假”和未得到證

實的，在沒有確鑿證據和法律依據的情況

下，國會不能以“德不配位”為由彈劾總

統，否則就是侵犯其“正當程序權”。

這是比斯卡拉近來第二次遭遇彈劾危

機。9月10日，國會中6個黨派幾十名議

員發起對比斯卡拉的彈劾動議，理由是他

涉嫌阻礙國會就壹名流行歌手受聘為政府

文化顧問所引發的爭議進行調查。該彈劾

案在9月18日的國會表決中未獲得三分之

二多數票支持，比斯卡拉免遭罷免。

府院之爭
分析人士認為，比斯卡拉接連兩次

遭遇國會彈劾，表面理由雖然是涉嫌腐

敗，但其實還有更深層次的原因。

府院之爭是秘魯政治的常態。2016年

大選後上臺的總統庫琴斯基就曾兩次遭遇

彈劾並最終於2018年3月辭職。接替庫琴

斯基的比斯卡拉沒有任何政黨背景，上臺

後面臨諸多難題，尤其是他推出的禁止已

經定罪的官員再度競選公職、限制議員的

司法豁免權、修改憲法法院法官選舉程序

等反腐敗改革在國會遭遇反對。去年9月

30日，時任部長會議主席(總理)德爾索拉

爾為修改憲法法院法官選舉程序在國會發

起信任動議，但國會未對動議進行討論，

德爾索拉爾因此辭職。

德爾索拉爾辭職後，比斯卡拉宣布

解散國會，新國會於今年1月底選舉產

生。但僅7個多月後，新國會就開始彈

劾總統，有分析認為，這在壹定程度上

可能是因為比斯卡拉的改革措施影響到

了國會議員的利益。比斯卡拉自己也曾

表示，自他上任以來，他的政府采取壹

切行動打擊腐敗，並以正確、幹凈、透

明的方式行事，影響了壹些組織和集團

的利益。他說，有人因政治和經濟利益

推動彈劾動議。

此外，國會試圖推遲定於明年4月舉

行的總統和國會選舉也被認為是其推動彈

劾的原因之壹。秘魯部長會議主席馬托斯

近日就明確指責秘魯聯合黨發起總統彈劾

動議的目的是推遲2021年大選。

引發擔憂
接連發生的總統彈劾危機在秘魯引

起很大爭議。有意見認為，彈劾總統不

利於國家政治經濟穩定和抗擊新冠疫情

，如果比斯卡拉有問題，應該在其卸任

後處理。9月的彈劾程序進行期間，有民

調顯示，近80%的民眾支持比斯卡拉完

成總統任期。

經濟界人士擔憂，持續不斷的彈劾

動議會對秘魯投資項目和企業產生影響

。秘魯經濟研究所專家叠戈· 馬塞拉表示

，盡管彈劾總統屬於國會權力範圍之內

，但這無助於秘魯經濟的復蘇。他說，

新冠疫情給秘魯帶來了100年來最嚴重

的經濟危機，新的政治緊張局勢將使壹

切更加復雜。

比斯卡拉因其反腐敗改革在民眾中人

氣很高，最近的民調顯示，盡管其支持率

受到涉腐指控影響有所下降，但仍超過

50%。國會表決罷免總統後，壹些地方政

府表示不接受國會這壹決定，首都利馬和

胡寧、塔克納、瓦努科等省主要城市的市

民當晚走上街頭舉行抗議集會和示威遊行。

不過比斯卡拉接到國會罷免決定後

表示，他接受這壹決定，不會對國會的

行動提起任何法律訴訟。根據秘魯憲法

，總統不能履行職責時，應由副總統接

替。由於秘魯副總統阿勞斯去年10月已

辭職，國會主席梅裏諾將接替總統職位

。有分析認為，梅裏諾成為總統後，大

選被推遲的可能性將大大增加。

希臘新冠確診病例超6萬
全國性封鎖仍在持續

綜合報導 希臘衛生部發布統計數據顯示，該國當天新增新冠確診病例

2384例，累計確診已超6萬例；新增死亡病例41例，累計死亡為866例。

據報道，希臘於7日啟動了新壹輪全國封鎖，隨後，該國民眾於8日向當局

發送了逾100萬條短信申請出行。對此，希臘政府發言人佩特薩斯表示，全國封

鎖的目的，在於限制群眾活動以阻止新冠病毒傳播，但民眾的這種濫用申請的行

為是在規避封鎖。他表示，民眾若繼續無視禁令，當局將出臺更嚴厲的措施。

希臘商業和消費者保護協會秘書長斯丹姆普利迪斯表示，發送申請

出行的短信雖然沒有具體數量限制，但系統能夠通過識別手機號碼來確

認是否批準出行。他表示，系統可能會回復某些用戶“不行”，實際上

是拒絕那些濫用申請系統的人外出遊玩。

另壹方面，由於希臘在整個11月都將進行全國範圍的封鎖，除超市

和食品商店外的零售商店也至少需要關閉3周。對此，希臘商業與企業

聯合會要求政府采取幹預措施，禁止超市和食品商店銷售電器、家居用

品等產品，以避免出現不公平競爭。

據介紹，希臘投資與發展部長喬治亞迪斯已經簽署了相關的部長級

決定。銷售禁令從11月11日起生效。

此前，希臘商業與企業聯合會指出，在零售商店關閉之際，如果超

市和食品商店售賣相關耐用商品，將令更多的中小商戶雪上加霜，形成

不公平競爭的局面，“使新冠疫情變成超市和食品商店盈利的工具”。

“花園大道”漸成南非居住新熱點
綜合報導 南非知名地產

機構帕姆· 戈爾丁公司日前發

布的壹項調查表示：以旅遊

業聞名的“花園大道”正成

為南非新的居住熱點地區。

8日，該公司區域部經理

斯蒂芬· 默裏接受采訪時指出

，作為國際旅遊勝地，位於

南非東海岸的“花園大道”

目前正吸引著越來越多的南

非本地民眾

和外國人來

此定居，其主

要原因為“尋

求更好的生活

方式”。

“ 該 地

區的吸引力

正在不斷增

加，”默裏

指出，隨著

“花園大道“的走紅，作為

“花園大道”中心的南非小

城喬治目前正以其便利的交

通條件和良好的自然和居住

環境，有望成為南非新的城

市熱點。

默裏說，數據顯示，過

去的兩年中，喬治房地產至

少有壹半的交易人群來自該

地區以外，購買人群主要集

中為南非的西開普省、豪登

省、姆普馬蘭加和東開普省

，而海外購房者則主要來自

美國、德國、英國等國家。

他特別指出，喬治的房地產

價格相對低廉，“入門級”

水平只有65萬至170萬蘭特左

右(約合人民幣26至68萬元)。

此外，同為“花園大

道”沿線的另外壹座海濱小

城奈斯納同樣受到南非本地

民眾和外國人的青睞。由於

毗鄰大西洋和印度洋，奈斯

納以其優美的海景和豐富的

物產，成為南非當前最重要

的旅遊熱門城市。默裏指出

，盡管今年遭受新冠肺炎疫

情沖擊，但奈斯納的房地產

銷售不降反升，“人們來此

居住的主要原因是，他們渴

望在海岸旁建造自己的夢想

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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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總統川普周五發表媒體說他敗選後的首
度公開談話，他在白宮玫瑰花園先是大讚最近新冠疫苗研發獲
得突破，接著說，除非紐約州長古莫（Andrew Cuomo）不擋
路，否則當地不會獲得疫苗。

據 CNBC新聞網和《紐約郵報》（New York Post）13 日
報導，川普承諾最快4月時，政府將會在全美各地分發新冠疫
苗。可是由於古莫不信任，因此不會給紐約州。

「最快4月，全美各地民眾都會得到疫苗，除了像紐約州
等地，基於政治理由的地方外，州長決定這麼說——而從政治
上來說，我認為不好，從健康的觀點來看，我認為很糟——但

他想要在疫苗上慢慢來。」
古莫先前不斷貶低相關疫苗，說在川普手下它已政治化，

並需要紐約州政府二度審核。就在美國輝瑞（Pfizer）大藥廠宣
布，疫苗研發出現重大突破後，古莫周一隨即發表評論說，川
普推出疫苗有 「瑕疵」，甚至說， 「我們不能讓這疫苗計畫按
照川普和他政府設計的方式繼續下去」。而川普周五反唇相譏
道， 「他不信任疫苗的來源，這些來自全世界一流的公司、最
棒的實驗室，但他不信任是在這白宮，在這政府治下的事實。
」

不過，古莫聞言，隨即透過MSNBC回應道，只要川普給

紐約州疫苗，他馬上就會分發。他強調，政府一發疫苗，紐約
州就會著手分發，絕不會有任何延誤，並說川普說的話沒一句
是真的。

川普威脅不提供紐約州新冠疫苗後 州長古莫回應
然而，古莫也坦承，過去4年來，他都直言不諱，反對川

普的許多政策，並直指這次美國總統選舉川普在紐約州大輸，
而州檢察官也在調查這位白宮主人的逃稅案。古莫說，川普對
紐約州有意見，喜歡把矛頭對準紐約，那是他的問題，也是他
個人的信用問題。

（綜合報導）《華盛頓郵報》披露，美國總統當選人拜登
的交接團隊正考慮延攬美國前第一夫人、前國務卿希拉蕊．柯
林頓出任美國駐聯合國大使，認為此舉可望提升後川普時代的
美國威望和地位。

報導引述拜登團隊內部消息人士透露，他們正討論將希拉
蕊列入出任美國駐聯合國大使的可能人選。希拉蕊可能被提名
的消息傳出時，拜登正試圖改變世界各國領導人對美國的觀感

。拜登說： 「我要讓他們知道，美國回來了。我們將重返賽場
。」

當過8年美國第一夫人的希拉蕊於2000年當選紐約州聯邦
參議員，2009至2013年在歐巴馬第一任政府擔任國務卿，2016
年代表民主黨問鼎白宮，結果輸給了川普。

日前有傳言指拜登可能任命前總統歐巴馬為駐英國大使，
唯這則消息沒頭沒尾，恐屬空穴來風。不過相較於歐巴馬，希

拉蕊擔任聯合國大使似乎更有可能。曾擔任4年國務卿的希拉
蕊，外交經驗豐富，且具備更高的姿態在聯合國代表美國。另
有分析稱，競選期間希拉蕊曾就美國國防等話題發表意見，暗
示她將重返政界，至於是國防部、聯合國大使還是其他職位，
目前不得而知。

（綜合報導）一向被外界視為立場親美國總統川普的《福
斯新聞》在大選中因率先預測關鍵戰場亞利桑那州將由民主黨
拜登奪下，隨後如美聯社等多家媒體跟進，惹火川普並嗆《福
斯》叛變。對此，據美媒《Axios》報導，川普已向身旁友人透
露，他有意打造自己的數位媒體帝國，除了可挖角川粉等保守
派觀眾之外，還可以藉此對同為保守派媒體的《福斯》報一箭
之仇。

報導指出，一名消息人士表示 「別懷疑，川普要毀了《福
斯》」，並指出雖然先前外界預估川普可能會成立自己的有線
電視台，但要建立電視台系統花費龐大且耗時；相反的，靠著
直播數位媒體頻道，不僅更便宜，也更容易起步。消息人士透
露，川普會在新平台上，花大量時間批評《福斯》。

報導指出，觀看川普的數位媒體內容只需每月收少許費用
，可能特別針對川粉們；由於《福斯》在過去已累計大量川粉

與保守派閱聽大眾，一旦川普自己成立數位平台，預期讓原本
在《福斯》的川粉們跳槽。

此外，報導稱川普近期抱怨《福斯》訪問民主黨人次數比
過去還要高，但已準備要與福斯分道揚鑣的川普，近期多次接
受其他如《一個美國新聞台》（One America News）與《極限
新聞》（Newsmax）等保守派媒體後，同樣刺激它們的閱聽率
。

拜登擬延攬希拉蕊 任聯合國大使

川普選後復仇川普選後復仇 承諾全美都會有新冠疫苗承諾全美都會有新冠疫苗 紐約州要等等紐約州要等等

有仇必報！傳川普將成立媒體帝國 揚言要毀了《福斯》新聞

（綜合報導）美國總統川普與部分共和黨人，在大選後不
斷放話稱多州爆發選舉舞弊，因此訴諸司法抗爭。不過國土安
全部麾下的網絡安全暨基礎設施安全局（CISA）等政府和民間
選舉安全單位，12日卻狠狠打臉川普。它們發表聯合聲明指出
，沒有證據顯示，大選有任何作弊或投票系統遭破壞情事。
CISA此舉疑引來政治施壓，2名主管被辭職，局長克雷布斯也
透露，自己烏紗帽恐不保。

這份鐵定惹川普不開心的聲明，由 「美國選舉基礎設施政
府協調委員會」發表，旗下的政府部會與民間單位包括CISA、
全國州選舉主管協會、全國州務卿協會、以及美國選舉協助委

員會等。
聲明強調，今年大選是 「美國史上最安全的選舉」，在最

終結果公布前，各地官員正對選舉過程進行審查和複核， 「此
程序將可識別並糾正任何錯誤。」CISA 助理局長柯拉斯基堅
定表示， 「沒有證據顯示，任何投票系統刪除或丟失、更改選
票，也無證據顯示，任何投票系統遭到任何形式的損害。」聲
明說，對選舉過程有許多毫無根據的指控和謬誤訊息， 「但我
們可掛保證，我們對選舉的安全和公正有極大信心。」

在聲明出爐的幾小時前，川普才在推特轉推右派媒體 「一
個美國新聞網」毫無根據的陰謀論說法，聲稱投票軟體 「刪除

」川普在全美獲得的270萬張選票，並且在賓州等州，把原本
投給川普的幾十萬張選票轉給拜登。

不過巧合的是，國土安全部之後掀起人事大地震，負責國
際事務的助理部長波伊德女士，以及CISA助理局長韋爾12日
雙雙遞辭呈。韋爾在給同事的辭職信中暗示，並非自願辭職，
離開令他傷心欲絕，且發生得太快。波伊德則形容，自己是傷
感地離去，顯見2人可能是因政治壓力 「被辭職」。

英國媒體則引述消息來源談話稱，白宮對CISA先後否定
選票遭更改、選舉舞弊等陰謀論相當不滿，局長克雷布斯已向
親近人士透露，自己可能也會被炒掉。

打臉陰謀論 國土安全部2主管被辭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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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監獄開設咖啡館 為服刑人員提供“重生”機會
綜合報導 在泰國大城，有壹家名為

“Coffee and coff”的咖啡館，它不只提供

飲品和休憩空間，更為壹群曾經誤入歧途

的受刑人員提供“重生”的機會。

離曼谷約壹個多小時車程的大城是知

名旅遊勝地，以古跡出名。不過大部分人

不知道，在這裏有壹間監獄開設的咖啡館

叫做“Coffee and coff”。“coff”取自手銬

英語“Handcuff”的諧音。咖啡館外觀和內

部裝潢也以監獄的鐵欄桿形象為主，但設

計時尚，不會讓人感覺到冰冷。

走進咖啡館，身穿白色制服的工作人

員熟練地沖泡咖啡、幫客人點餐。如果不

說，沒有人會知道，工作人員其實是正在

服刑中的人員。

據報道，這是泰國司法部2018年初開

始的壹項職業培訓計劃。由於新冠疫情影

響觀光業，泰國司法部希望持續並擴大這

項計劃，讓監獄成為知名觀光景點，吸引

民眾造訪。

根據司法部的規劃，未來全泰國143間

監獄中有72間將發展成為觀光景點，每座

監獄都可以發展自己的特色，有的以餐飲

為主，有的以手工產品為主。

大城監獄職業培訓部門負責人察柴表

示，“coffee and coff”從2018年初開業。

開設咖啡館的目的是培養受刑人員擁有壹

技之長，出獄之後有機會從事正當工作。

除了咖啡館，大城監獄轄下還有壹間餐館

，工作人員以女性受刑人為主。

報道稱，大城監獄選出已經服刑壹段

時間、剩下刑期不長、沒有越獄意圖的犯

人，讓他們學習專業的咖啡沖泡和餐點制

作技能，過壹段時間再讓他們學習顧客服

務，獄方發現受刑人和民眾接觸後，行為

變得更溫和。

察柴指出，咖啡館收入有5成用於受刑

人的專業技術培訓。大城監獄還和壹些咖啡

館建立合作關系，獄方支持受刑人服刑期滿

後到這些咖啡館工作，也有不少受刑人出獄

後找到咖啡館或是和餐飲相關的工作。

24歲的帕南育因為販毒入獄，目前已

經服刑2年3個月。入獄前的他沒有正當工

作，每天只是渾渾噩噩過日子，到咖啡館

後開始學習壹技之長，讓他覺得未來的日

子開始有了希望。

帕南育說：“我好像已經長大了，要好好

做人，出去後就想讓這些技能派上用場，不讓

自己的生活繼續走上以前的老路。”

帕南育表示，自己會用在咖啡館累積

的經驗，做壹些更有意義的事情，希望社

會能夠給他們壹個新的機會。“因為我並

不是壞人，只是曾經犯過錯，現在知道對

錯是非，也在努力改正曾經犯過的錯誤，

囚犯也壹樣是人，我也可以當好人，希望

社會能夠給我機會。”

37歲的納帕參則是因為吸毒入獄，家裏

還有壹個孩子等著他回家，入獄前曾經在餐

廳裏工作。他說，打算出獄之後利用在咖啡

店裏學習到的手藝，自己開壹間咖啡店，

“在監獄期間有時間反省自己曾經做過的

錯事，出去以後會改過自新，不會再走以

前的錯路，不讓關心我的人失望。”

日本擬延長針對大型活動的限制措施

或持續至2021年初

綜合報導 為遏制新冠疫情進壹步

擴散，日本政府此前針對職業棒球賽等

活動，出臺了限制措施。該措施的原定

截止期限為11月底，但考慮到新冠感

染者有所增加等情況，日本政府打算延

長到2021年2月底，目前已開始進行協

調。

報道稱，在新冠疫情持續蔓延的背

景下，日本政府此前針對壹些活動出臺

了限制措施，規定職業棒球賽和日本職

業足球聯賽等可容納1萬人以上的活動

現場，場內人數不得超過可容納人數的

壹半。

鑒於新冠感染者有所增加，日本專

家小組會議提出緊急建議，認為“如果

不采取適當的對策，很可能會出現疫情

急速擴大的事態”。考慮到上述情況，

日本政府打算將原定11月底到期的限

制措施延長到2021年2月底，目前已開

始進行協調。

另壹方面，日本政府認為，如

果感染風險較低，可對個別活動放

寬限制。例如電影院，按照現行的

限制措施，場內人數不得超過可容

納人數的壹半，但在放寬限制後，

將被允許滿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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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臺風“環高”(Vamco)正在逼近菲

律賓。菲律賓當局下令，當地時間11日，東部沿

海社區數千名居民在臺風“環高”登陸前迅速撤

離。幾周前，菲律賓剛剛遭受2020年以來最強氣

旋的襲擊。

報道稱，“環高”的持續風速為每小時125公裏

，陣風速度高達每小時155公裏，是2020年襲擊菲律

賓的第21個熱帶風暴。

10月底，菲律賓首都馬尼拉東南部的島嶼省份

卡坦端內斯省和附近的阿爾拜省，遭受了臺風“天

鵝”的襲擊，造成25人死亡，6人失蹤。

“我們只恢復了1%，然後又來了壹個臺風。我

們現在正感受到強烈的狂風和大雨。”菲律賓卡坦

端內斯省省長約瑟夫· 卡亞說道。

據氣象預報，臺風“環高”將於當地時間11日

晚上在菲律賓波利略島登陸，並將在12日襲擊首都

馬尼拉以北的稻米生產主要省份後，離開菲律賓主

島呂宋島。

波利略市長克裏斯蒂娜 · 博斯克表示，沿

海社區的居民已被命令離開家園，預計會有三

米高的風暴潮出現。但她同時也強調，如何確

保防止新冠病毒在疏散中心傳播，仍然是壹項

挑戰。

報道稱，在襲擊菲律賓後，“環高”預計將前

往越南。越南氣象部門預計“環高”將於當地時間

15日抵達越南中部地區，帶來強降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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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國務院港澳事務辦

公室發言人12日發表談話指出，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

會部分反對派議員在11日全國人大常委會作出有關決

定後宣布所謂“總辭”，再次表明了其與中央頑固對

抗的立場，是對中央權力和基本法權威的公然挑戰，

我們對此予以嚴厲譴責。

港澳辦：“鬧辭”公然挑戰中央權力
嚴厲譴責反對派議員 指再次表明其與中央頑固對抗立場

發言人表示，擔任公職人員必須符合法定條件和要求，違法者
必須承擔法律責任，這是任何一個法治社會的基本準則。全

國人大常委會作出有關決定，明確經依法認定不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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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法定要求和條件的立法會議員即時喪失議員資格，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據此宣布郭榮鏗等4位立法會議員喪失立法
會議員資格，這些舉措都是為了維護法治和特別行政區憲制秩
序，有利於立法機構有序運作和社會穩定，得到了香港廣大市民
的擁護和支持。但立法會部分反對派議員卻把全國人大常委會履
行憲制權力污衊為“政治打壓”，將議員職務作為政治操弄工
具，策動所謂“總辭”，並有15名反對派議員參與。

斥暴露罔顧市民利益
發言人說，這幕鬧劇充分暴露了部分反對派議員為了政治私

利而罔顧市民利益的本性，再次表明了其與中央對抗的頑固立
場，實際上是挑戰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解釋和決定，對
抗中央對香港的全面管治權。我們要正告這部分反對派議員，如
果想以此鼓動激進抗爭，並乞求外部勢力干預，再次將香港拖入
亂局，那是打錯了算盤。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維護香
港大局穩定的意志堅定不移，撥亂反正的決心毫不動搖。我們注
意到，還有一部分被標籤為“反對派”的議員沒有被綁架上“總
辭”的戰車，而是選擇繼續履行議員職責，這樣的明智之舉值得
肯定。

盼留任議員依法履職
發言人表示，部分反對派議員辭職鬧劇不會對立法會的正常

運作帶來影響。立法會減少了一些搗亂破壞的力量，只會更好地
發揮建設性作用。我們希望，留任的立法會議員依法履職，在防
控疫情、復甦經濟、紓解民困等方面更加積極作為，更有效地審
議通過廣大市民關注的民生福祉方面的政策措施，與社會各界一
道齊心協力維護國家安全，維護香港的整體利益，維護香港的長
期繁榮穩定，從而為“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發揮應有的作
用。

15
攬
炒
議
員
交
辭
職
信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書蘭）
“DQ4”喪失立法會議員資格，另
外15名攬炒派立法會議員隨即“鬧
辭”，並於12日向立法會秘書處遞
交辭職信。其中，除了民主黨許智峯
和“香港本土”毛孟靜的辭職分別於
12日和13日生效外，其他人的辭職
將延至12月1日才生效，同時聲言議
會工作“到此為止”。有建制派議員
揶揄，有關人等延遲生效辭職只為多
賺薪津。立法會主席梁君彥則表示，
會從法、理、情去處理有關人等的薪
津問題。

13人延至下月1日生效
15名攬炒派立法會議員12日向

立法會秘書處遞交辭職信，除了許
智峯、毛孟靜外，民主黨的胡志
偉、涂謹申、林卓廷、鄺俊宇、黃
碧雲及尹兆堅，公民黨的譚文豪，
“街工”梁耀忠，工黨張超雄，
“專業議政”莫乃光、李國麟、葉
建源、邵家臻13人的辭職將於下月
1日生效。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何俊賢 12日
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質疑，胡志偉
等攬炒派聲稱要所謂“義無反顧”
“馬上辭職”，但結果大部分人辭職

的生效日期都延到下個月，質疑有關人等只是想
“賺多個月人工”。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克勤則在facebook發帖
揶揄︰“議員辭職，係可以即時生效！點解要等
多兩個星期？因為糧支最重要！逗多大半個月糧
先！成5萬銀呀，大佬！”

社會普遍關注“DQ4”及15名“鬧辭”者
的薪津及交還辦事處的情況，梁君彥表示，有關
問題“是要做，但不急於一時，會從法、理、情
去處理”。立法會一般會給予離職議員14天時
間交還立法會議辦，並會着秘書處與他們溝通，
盡量提供方便。

他續說，處理有關事宜的立法會行政管理委
員會本月16日的會議議程已滿，加上是次議員
辭職生效日期不一，相信立法會秘書處處理需
時，而行管會在開會前亦要就全國人大常委會的
決定徵詢法律意見。

立會少了攬炒派 會議進度更理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全國人大常

委會日前就香港立法會議員資格作出決定後，15
名攬炒派議員隨即“鬧辭”。在12日的立法會會
議上，除了表明不會辭職的“熱血公民”鄭松
泰，其他攬炒派議員均不在席，其間無人點算法
定人數，最後只用了約3小時便完成審議《2019
年道路交通法例（泊車位）（修訂）條例草
案》。多名建制派議員在會後接受香港文匯報訪
問時表示，由於12日再無攬炒派議員拉布，故大
家都能善用時間、理性辯論。未來，他們會繼續
善用機會，向政府建言獻策。

該條例草案旨在為路旁泊車位引入新一代停
車收費錶，讓駕駛者能以八達通以外的電子方式
繳費、同時接受以流動應用程式遙距購買泊車時
間，及可透過程式提供實時資訊，助駕駛者尋找
空置泊車位。

更新咪錶未能解決泊車位不足
香港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表示，當局計劃

在年底分批安裝新一代咪錶，落實推動智慧城
市，亦會要求更多公眾及私人停車場更新“車輛
進出監控系統”，以便自動更新實時資訊。新一
代咪錶將透過運輸署的“香港出行易”流動應用

程式及網頁發放實時資訊，至今可涵蓋約400個
停車場。

民建聯議員柯創盛提出，條例草案只能更新
咪錶，未能處理泊車位不足的情況，為工作時需
駕車的市民構成不便，希望政府撥出部分空置官
地，短期內開放予市民泊車。民建聯議員黃定光
亦要求政府增加深水埗、旺角的泊車位，避免部
分司機違泊並佔用行車線。

鄉議局主席、立法會議員劉業強表示，政府
於1998年引入易泊卡電子收費咪錶，惟系統並不
理想，遂於2004年全面改用八達通咪錶，但新的
支付方式愈來愈多，希望政府汲取經驗，因應市
場和科技趨勢，適時完善系統。

最後，條例草案在37票贊成、1票反對下通
過。

民建聯議員葛珮帆會後向香港文匯報表示，
攬炒派近年不斷借點算法定人數的方式拉布，更
經常在發言期間借題發揮、辱罵官員，令議員無
足夠時間審議政策內容。大部分攬炒派議員12日
缺席會議，她形容是次會議運作從未如此正常，
很多議員終於有時間就議案向政府提出要求、建
議及批評，重回理性議政。

工聯會議員郭偉强表示，攬炒派平日在立法

會全日拉布，大幅限制議員發言時間，而議員12
日都能充分議事，毋須花時間反駁攬炒派的歪
理。他強調，香港先後受黑暴和疫情影響，面對
艱難時期，無論攬炒派是否離開議會，建制派和
政府都應加倍努力，解決社會各種經濟及民生問
題。

新民黨議員容海恩形容，12日會議進度“重
見光明”，予人煥然一新的感覺，因為各議員都
能互相尊重，善用議會空間作理性辯論，並期望
日後議會仍能延續這片光明。雖然多名攬炒派議
員12日無參與會議，但仍在會議廳外作出損害議
會尊嚴的舉動，希望他們自重。

政法界：
鬧辭後參選會DQ

■ 立法會12日續會，大部分泛民議員沒有列
席。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本土”毛孟靜到立法會遞交辭職信，13日生效。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民主黨其他議員遞交辭職信的生效日期比同黨許智峯晚大半個月。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在全國人大常委
會表決通過關於香港立法會議員資格問題的決定後，
攬炒派議員即“鬧辭”。多名政法界人士批評，攬炒
派議員此舉是在公然挑戰人大常委會決定、無視憲
法、不服國家對香港的主權和管治權，是自毀議政機
會和前途。有關人等日後若再次參選，一定會被取消
參選資格。

全國人大常委譚耀宗表示，留意到國務院港澳辦
及中聯辦對“鬧辭者”的譴責，而“鬧辭者”則對全
國人大常委會的決定表達強烈的反對意見，顯示他們
與中央對抗的心態。他認為，如果“鬧辭者”未來準
備參選，這種行為如何能說服選舉主任認為其會擁護
基本法及效忠香港特區。雖然“鬧辭者”可以嘗試報
名參選，但認為他們很難合資格參選立法會。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吳秋北直言，“鬧辭者”所為
完全是“碰瓷”、是鬧劇，更背離了選民的囑託和民
主原則。同時，“鬧辭者”已明確表達了他們對抗中
央、拒絕愛國的做法，並繼續與被DQ的4人綑綁在
一起，相信亦沒資格再做議員。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副主席、法學教授傅健慈表

示，攬炒派政棍是“一國兩制”的最大破壞者，所謂
“鬧辭”根本是一場鬧劇及政治表態。他們為一己政
治私利而辭職，是在自毀議政機會和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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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浦東開發開放30周年慶祝大會12日

上午在上海市舉行。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

在會上發表重要講話強調，要抓住機遇、乘勢而上，全面貫徹黨的十九

大和十九屆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會精神，科學把握新發展階段，

堅決貫徹新發展理念，服務構建新發展格局，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

調，勇於挑最重的擔子、啃最硬的骨頭，努力成為更高水平改革開放的

開路先鋒、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排頭兵、彰顯“四個自信”

的實踐範例，更好向世界展示中國理念、中國精神、中國道路。

習近平強調，30年前，黨中央全面研判國際國內
大勢，統籌把握改革發展大局，作出了開發開

放上海浦東的重大決策，掀開了我國改革開放向縱
深推進的嶄新篇章。黨中央對浦東開發開放高度重
視、寄予厚望，強調以上海浦東開發開放為龍頭，
進一步開放長江沿岸城市，盡快把上海建成國際經
濟、金融、貿易中心之一，帶動長江三角洲和整個
長江流域地區經濟的新飛躍，要求浦東在擴大開
放、自主創新等方面走在前列。進入新時代，黨中
央繼續對浦東開發開放提出明確要求，把一系列國
家戰略任務放在浦東，推動浦東開發開放不斷展現
新氣象。新征程上，我們要把浦東新的歷史方位和
使命，放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世界百年
未有之大變局這兩個大局中加以謀劃，放在構建以
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
發展格局中予以考量和謀劃，準確識變、科學應
變、主動求變，在危機中育先機、於變局中開新
局。

助穩定全國產業鏈供應鏈
習近平指出，要全力做強創新引擎，打造自主

創新新高地。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經濟主戰
場、面向國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加強
基礎研究和應用基礎研究，打好關鍵核心技術攻堅
戰，加速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力轉化，提升產業鏈
水平，為確保全國產業鏈供應鏈穩定多作新貢獻。
要在基礎科技領域作出大的創新，在關鍵核心技術
領域取得大的突破，更好發揮科技創新策源功能。
要深化科技創新體制改革，發揮企業在技術創新中
的主體作用，同長三角地區產業集群加強分工協

作，突破一批核心部件、推出一批高端產品、形成
一批中國標準。要積極參與、牽頭組織國際大科學
計劃和大科學工程，開展全球科技協同創新。

在改革系統集成上率先試
習近平強調，要加強改革系統集成，激活高質量

發展新動力。要聚焦基礎性和具有重大牽引作用的改
革舉措，在政策取向上相互配合、在實施過程中相互
促進、在改革成效上相得益彰，推動各方面制度更加
成熟更加定型。要在改革系統集成協同高效上率先
試、出經驗，探索開展綜合性改革試點，統籌推進重
要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從事物發展的全過程、產業
發展的全鏈條、企業發展的全生命周期出發來謀劃設
計改革，加強重大制度創新充分聯動和銜接配套，放
大改革綜合效應，打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的一
流營商環境。

習近平指出，要深入推進高水平制度型開放，增
創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要着力推動規則、規制、
管理、標準等制度型開放，提供高水平制度供給、高
質量產品供給、高效率資金供給，更好參與國際合作
和競爭。要更好發揮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臨
港新片區作用，對標最高標準、最高水平，實行更大
程度的壓力測試，在若干重點領域率先實現突破。要
加快同長三角共建輻射全球的航運樞紐，提升整體競
爭力和影響力。要率先實行更加開放更加便利的人才引
進政策，積極引進高層次人才、拔尖人才和團隊特別
是青年才俊。

建國際金融資產交易平台
習近平強調，要增強全球資源配置能力，服務構建

新發展格局。要更好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
增強資源配置能力，提高對資金、信息、技術、人才、
貨物等要素配置的全球性影響力，努力成為國內大循
環的中心節點和國內國際雙循環的戰略鏈接，在長三
角一體化發展中更好發揮龍頭輻射作用。要完善金融
市場體系、產品體系、機構體系、基礎設施體系，建
設國際金融資產交易平台，提升重要大宗商品的價格
影響力，更好服務和引領實體經濟發展。要發展更高
能級的總部經濟，成為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價值鏈的重
要樞紐。

習近平指出，要提高城市治理現代化水平，開創
人民城市建設新局面。要堅持廣大人民群眾在城市建
設和發展中的主體地位，探索具有中國特色、體現時
代特徵、彰顯我國社會主義制度優勢的超大城市發展
之路。要把全生命周期管理理念貫穿城市規劃、建
設、管理全過程各環節，把健全公共衞生應急管理體
系作為提升治理能力的重要一環，着力完善重大疫情
防控體制機制，毫不放鬆抓好常態化疫情防控，全方
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

會上，浦東新區區委書記翁祖亮，上海外高橋
集團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劉宏，中國科學院上海藥
物研究所原所長陳凱先先後發言。李強主持大會。
丁薛祥、劉鶴、陳希、何立峰出席大會。中央和國
家機關有關部門負責同志，上海市和浦東新區有關
負責同志，江蘇、浙江、安徽和深圳經濟特區、河
北雄安新區有關負責同志，以及各界代表等參加大
會。

當天上午，習近平等還參觀了“在國家戰略的
引領下——浦東開發開放30周年主題展”，親切會
見了參加慶祝大會的部分代表並同大家合影留念。

習近平對浦東提五要求
1.全力做強創新引擎，打造自主創新新高地

2.加強改革系統集成，激活高質量發展新動力

3. 深入推進高水平制度型開放，增創國際合作和
競爭新優勢

4.增強全球資源配置能力，服務構建新發展格局

5. 提高城市治理現代化水平，開創人民城市建設
新局面

來源：新華社

促關鍵核心技術大突破 增強全球資源配置能力

浦東要全力創新浦東要全力創新
服務新發展格局服務新發展格局

習
近
平

習
近
平
：：

浦東從一片灘塗蛻變為今日的
現代化新城，始終有“香港”的影子
伴隨。多位浦東開發初期的老領導表
示，均對港人貢獻有着深刻的記
憶。

引港批租經驗 土地滾動開發
30年來，浦東累計吸引實到外資1,029.5億美

元，集聚170個國家和地區的3.62萬家外資企業、
350家跨國公司地區總部，全球500強企業中346家
在浦東有投資項目。而在其中港人港資的貢獻一直
被提及。

著名的“浦東趙”趙啟正曾經表示，1990年5
月3日，浦東開發辦正式辦公，上午八點半，第一
位來訪者是港商姚偉權，老家浦東的他在港聽聞浦
東開發，立刻飛來上海，要在家鄉投資辦廠。此後
港商在浦東投資獨佔鰲頭，有不少外資也是透過香

港進入內地。
趙啟正還特別提到，梁振英、劉紹鈞、簡福飴

為上海引入香港土地批租的經驗，年輕的開發辦副
主任黃奇帆領銜，浦東的官員設計出了以土地資本
和現金資本相結合，實現土地滾動開發的良性循環
方案，一定程度上緩解了開發初期資金的匱乏。

港資項目金額 長期列前三位
現任上海市公共關係協會會長的胡煒，在浦

東工作超過11年，是當年第一批浦東建設者中最
資深的“老開發”，並一直主管招商引資工作。
據他回憶，港資在浦東投資的資金、項目數、金
額始終列在前三位，許多年還保持第一。同時，
近年來港商的投資也在不斷轉型升級，從最初最
為集中的地產，逐漸發展到金融、現代服務等領
域。

令胡煒印象最深刻的莫過於，在招商引資方面

浦東專門學習香港，“惜土如金”，並在內地所有
特區中率先提出“金融先行”。由此，全國第一個
金融貿易區、第一家外資銀行、第一家外資保險公
司等一系列“第一”都在浦東誕生。

回首往事，不少人仍認為香港依然是浦東之
師。特別是香港的市場經濟運行經驗讓浦東獲益良
多，至今，現代服務業、投資環境建設、法律意識
等方面仍然需要繼續向香港學習借鑒。有鑒於此，
改革開放仍然應該是“進行時”。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帆 上海報道

灘塗蛻變新城 港人始終伴隨
��$

■習近平等參觀“在國家戰略的引領下—浦東開發
開放30周年主題展”。 新華社

■■習近平在浦東開發開放習近平在浦東開發開放
3030周年慶祝大會上發表重周年慶祝大會上發表重
要講話要講話。。 新華社新華社

生產總值從1990年的60億元躍升

到2019年的1.27萬億元人民幣

財政總收入從開發開放初期的11

億元增加到2019年的逾4,000億

元人民幣

以全國1/8,000的面積創造了全國

1/80的國內生產總值、1/15的貨
物進出口總額

誕生了第一個金融貿易區

誕生了第一個保稅區、第一個自

由貿易試驗區及臨港新片區

誕生了第一家外商獨資貿易公司

2019年城鄉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達到71,647元人民幣

人均預期壽命從1993年的76.10

歲提高到84.46歲

城鎮人均住房建築面積從1993年

的15平方米提高到42平方米
來源：央視新聞

■■19891989年年99月攝的上月攝的上
海陸家嘴地區全景海陸家嘴地區全景。。

昔昔

浦東30年成就

■■高樓林立的今日上海高樓林立的今日上海
陸家嘴地區全景陸家嘴地區全景。。今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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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視點及

記者張聰報道， 12日下午，天津市

疾控中心發布消息稱，位於津南區的

金福臨冷凍食品批發市場一冷庫內排

查發現1份混檢樣品陽性，目前該市

場已被封控。據悉，此前通報的天津

靜海區比目魚外包裝陽性的貨物正是

從該市場進貨。記者在採訪中獲悉，

位於津南區的金福臨冷凍食品批發市

場，是全天津最大的冷凍食品批發市

場。

津進口比目魚包裝檢出新冠病毒
涉事市場已被封控 4暴露人員隔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劉凝哲北京報
道）中國國家衞生健康委副主任李斌12日
在國新辦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表示，專家
認為，在目前全球疫情加速蔓延的形勢
下，中國面臨的境外輸入病例導致本地傳
播風險增大，冬季將處於疫情零星散發狀
態，局部地區可能發生聚集性疫情。同
時，冬季其他呼吸道傳染病進入高發期，
中國疫情防控工作一刻不能放鬆。他表
示，下一步將完善外防輸入政策，對入境
人員境外核酸檢測全覆蓋，加大對進口冷
鏈食品的檢驗檢疫力度等。

李斌表示，在加強秋冬季防控方面，
國家衞健委印發新冠肺炎防控方案（第七
版）、診療方案（第八版）及18個技術配
套文件。全面總結武漢保衛戰和黑龍江、
吉林、北京、大連、烏魯木齊等地局部聚
集性疫情處置經驗，制定《新冠肺炎聚集
性疫情處置指南》《不同場景不同情形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應對實操指南》。派出工
作組和專家組，協調核酸檢測和重症救治
等力量，指導協助新疆喀什做好疫情處置
工作。指導天津、上海等地區做好病例流
調溯源和疫情處置工作。

針對冬季疫情防控的下一步工作，李
斌表示，將加快推進核酸檢測能力建設，
在繼續做好密切接觸者等8類人群應檢盡
檢工作的基礎上，進一步開展發熱病例、
進口冷鏈食品從業人員、隔離場所工作人
員和進口貨物從業人員等重點人群以及醫
療機構、農貿市場、冷鏈食品相關環境等
的核酸檢測，實現早發現、早報告、早預
警。

進口冷鏈食品“傳毒”案例不斷發
生，引發各界關注。海關總署進出口食品
安全局局長畢克新表示，中國已累計抽查
50個國家140家進口冷鏈食品生產企業，
對查出問題的22家企業採取了暫停或者撤
銷其註冊資格等措施。截至11日24時，
全國海關共抽樣檢測樣本873,475個，其
中檢出核酸陽性結果 13 個，其他的
873,462個樣本均為陰性。

在口岸邊境的防控方面，國家移民局副
局長尹成基表示，中國目前已經關停了46個
陸地口岸、66條邊民通道，並且加強了值守
看管，嚴防境外人員繞關避卡入境，並且從
嚴限制仍在運行的陸地口岸及邊民通道的人
員通行，僅保留貨物運轉功能。

冬季或發生聚集性病例
將加強進口冷鏈食品檢疫

11日下午，天津市衞健委接到報告，靜海區台頭鎮傑群水產批發店的1份大比目魚外包裝塗抹
樣本核酸檢測結果呈陽性。經溯源，該貨物來自金
福臨冷凍食品批發市場的張某某水產經營部。隨
即，津南區疾控中心緊急行動，採集其貯存在津鑫
永利冷庫（與金福臨在同一大院）進口大比目魚的
外包裝、內包裝及食品表面塗抹樣本，進行混合檢
測。經檢測，其中1份結果為陽性，其餘511份均為
陰性。目前，該市場已被封控。經初步流行病學調
查，判定4名暴露人員，均已實施集中隔離，核酸檢
測結果均為陰性。

對冷鏈食品經營者啟摸底排查
據了解，天津金福臨海產冷庫總容量達到4.5萬

噸，共有商戶359戶，其中涉及進口冷鏈食品的有55
戶。從8日下午開始，津南區市場監管局緊急要求市
場暫停經營，對市場內進口冷鏈食品經營者開展摸
底排查。同時，配合津南區疫情防控指揮部，對從
業人員、庫存貨品，以及市場環境開展核酸檢測。

記者調查發現，冷鏈屢次成為疫情風險點有多
種原因。首先，新冠肺炎病毒耐低溫的特性使其在
冷鏈食品表面更易存活。天津市衞生健康委副主
任、天津市疾控中心主任顧清介紹，此前研究證實
新冠病毒在零下二十攝氏度的條件下仍可存活，冷
庫環境溫度較低，適合病毒長期存活。其次，各地
在進行進口冷鏈疫情防控工作時，雖然會結合全球
疫情最新形勢全面收集信息，科學確定抽檢商品種
類和批次，但進口冷鏈食品數量多，抽檢難以發現
所有病毒。記者在多地調查發現，受封存場地、檢
測能力、消毒設施、人員配備等因素限制，難以做
到對所有批次取樣檢測。

冷鏈防疫須堅持人物共防
此次涉事的天津海聯冷凍食品有限責任公司冷

庫面積7,500平方米左右，最大倉儲量約1,200噸。
公司總經理張彥起表示，公司按照國家有關規定和
要求進行防疫，但此前沒有強制規定冷庫企業對貨
品全面消殺。

國務院應對新冠肺炎疫情聯防聯控機制9日向全
國印發《進口冷鏈食品預防性全面消毒工作方
案》，要求在進口冷鏈食品首次與我境內人員接觸
前，實施預防性全面消毒處理。海關、交通、衞
生、市場監管等各部門各司其職。業內人士表示，
按照《進口冷鏈食品預防性全面消毒工作方案》要
求，在進口冷鏈食品首次與我境內人員接觸前實施
預防性全面消毒處理，可以從源頭上最大程度降低
新冠病毒通過進口冷鏈食品輸入風險。

天津市衞生健康委新聞發言人何鵬表示，針對
冷鏈食品導致的疫情傳播，必須始終堅持人物共防
策略，如果源頭管控工作存在疏漏，就會增加疫情
局部傳播的風險，增大防控成本。

何鵬建議，冷鏈相關從業人員要增強個人防護
意識，避免皮膚直接接觸可能被污染的冷鏈食品。
裝卸工人在裝卸來自有疫情發生地區的進口冷鏈食
品時，務必全程規範戴好口罩，避免貨物緊貼面
部、手觸摸口鼻。穿戴多個防護用品時，務必確保
防護口罩最後摘除。

■從8日下午開始，津南區市場監管局緊急要求市場暫停經營，同時配合津南區疫情防控指揮部，對從業人員、庫
存貨品，以及市場環境開展核酸檢測。圖為工作人員對進口冷凍品進行核酸檢測。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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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Y家庭全科及急症

高 血 壓

糖 尿 病

高 血 脂

常見皮膚病

皮膚活檢

婦 科 病

兒 科 病

老年癡呆

骨質疏鬆

憂 鬱 症

感 冒

咽喉痛

鼻竇炎

腹 瀉

尿 路 炎

關節注射

動物抓咬傷

清創縫合

角膜異物清除

地址:6609 W Sam Houston PKWY S STE 98 Houston, TX 77072 (位於8號公路及百利大道東北角及Shell加油站旁廣場)

Tel:(832)433-7159

本診所自2014年起
週一、二、三、五、六： 8:30am - 5pm
週四、週日 公休 

顧瑛 醫學博士
美國家庭醫學會資格認可醫師
美國老年醫學會資歷任可醫師

主 治 急 症
體檢特價  體檢+化驗:$125
①+女科婦科、宮頸膜片+$45
②+男性前列腺表面抗原+$20

移 民 體 檢

D03FA_JY顧瑛567B_8

2020年11月13日（星期五）2 新聞中
國

■責任編輯：李鴻培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視點及

記者張聰報道， 12日下午，天津市

疾控中心發布消息稱，位於津南區的

金福臨冷凍食品批發市場一冷庫內排

查發現1份混檢樣品陽性，目前該市

場已被封控。據悉，此前通報的天津

靜海區比目魚外包裝陽性的貨物正是

從該市場進貨。記者在採訪中獲悉，

位於津南區的金福臨冷凍食品批發市

場，是全天津最大的冷凍食品批發市

場。

津進口比目魚包裝檢出新冠病毒
涉事市場已被封控 4暴露人員隔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劉凝哲北京報
道）中國國家衞生健康委副主任李斌12日
在國新辦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表示，專家
認為，在目前全球疫情加速蔓延的形勢
下，中國面臨的境外輸入病例導致本地傳
播風險增大，冬季將處於疫情零星散發狀
態，局部地區可能發生聚集性疫情。同
時，冬季其他呼吸道傳染病進入高發期，
中國疫情防控工作一刻不能放鬆。他表
示，下一步將完善外防輸入政策，對入境
人員境外核酸檢測全覆蓋，加大對進口冷
鏈食品的檢驗檢疫力度等。

李斌表示，在加強秋冬季防控方面，
國家衞健委印發新冠肺炎防控方案（第七
版）、診療方案（第八版）及18個技術配
套文件。全面總結武漢保衛戰和黑龍江、
吉林、北京、大連、烏魯木齊等地局部聚
集性疫情處置經驗，制定《新冠肺炎聚集
性疫情處置指南》《不同場景不同情形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應對實操指南》。派出工
作組和專家組，協調核酸檢測和重症救治
等力量，指導協助新疆喀什做好疫情處置
工作。指導天津、上海等地區做好病例流
調溯源和疫情處置工作。

針對冬季疫情防控的下一步工作，李
斌表示，將加快推進核酸檢測能力建設，
在繼續做好密切接觸者等8類人群應檢盡
檢工作的基礎上，進一步開展發熱病例、
進口冷鏈食品從業人員、隔離場所工作人
員和進口貨物從業人員等重點人群以及醫
療機構、農貿市場、冷鏈食品相關環境等
的核酸檢測，實現早發現、早報告、早預
警。

進口冷鏈食品“傳毒”案例不斷發
生，引發各界關注。海關總署進出口食品
安全局局長畢克新表示，中國已累計抽查
50個國家140家進口冷鏈食品生產企業，
對查出問題的22家企業採取了暫停或者撤
銷其註冊資格等措施。截至11日24時，
全國海關共抽樣檢測樣本873,475個，其
中檢出核酸陽性結果 13 個，其他的
873,462個樣本均為陰性。

在口岸邊境的防控方面，國家移民局副
局長尹成基表示，中國目前已經關停了46個
陸地口岸、66條邊民通道，並且加強了值守
看管，嚴防境外人員繞關避卡入境，並且從
嚴限制仍在運行的陸地口岸及邊民通道的人
員通行，僅保留貨物運轉功能。

冬季或發生聚集性病例
將加強進口冷鏈食品檢疫

11日下午，天津市衞健委接到報告，靜海區台頭鎮傑群水產批發店的1份大比目魚外包裝塗抹
樣本核酸檢測結果呈陽性。經溯源，該貨物來自金
福臨冷凍食品批發市場的張某某水產經營部。隨
即，津南區疾控中心緊急行動，採集其貯存在津鑫
永利冷庫（與金福臨在同一大院）進口大比目魚的
外包裝、內包裝及食品表面塗抹樣本，進行混合檢
測。經檢測，其中1份結果為陽性，其餘511份均為
陰性。目前，該市場已被封控。經初步流行病學調
查，判定4名暴露人員，均已實施集中隔離，核酸檢
測結果均為陰性。

對冷鏈食品經營者啟摸底排查
據了解，天津金福臨海產冷庫總容量達到4.5萬

噸，共有商戶359戶，其中涉及進口冷鏈食品的有55
戶。從8日下午開始，津南區市場監管局緊急要求市
場暫停經營，對市場內進口冷鏈食品經營者開展摸
底排查。同時，配合津南區疫情防控指揮部，對從
業人員、庫存貨品，以及市場環境開展核酸檢測。

記者調查發現，冷鏈屢次成為疫情風險點有多
種原因。首先，新冠肺炎病毒耐低溫的特性使其在
冷鏈食品表面更易存活。天津市衞生健康委副主
任、天津市疾控中心主任顧清介紹，此前研究證實
新冠病毒在零下二十攝氏度的條件下仍可存活，冷
庫環境溫度較低，適合病毒長期存活。其次，各地
在進行進口冷鏈疫情防控工作時，雖然會結合全球
疫情最新形勢全面收集信息，科學確定抽檢商品種
類和批次，但進口冷鏈食品數量多，抽檢難以發現
所有病毒。記者在多地調查發現，受封存場地、檢
測能力、消毒設施、人員配備等因素限制，難以做
到對所有批次取樣檢測。

冷鏈防疫須堅持人物共防
此次涉事的天津海聯冷凍食品有限責任公司冷

庫面積7,500平方米左右，最大倉儲量約1,200噸。
公司總經理張彥起表示，公司按照國家有關規定和
要求進行防疫，但此前沒有強制規定冷庫企業對貨
品全面消殺。

國務院應對新冠肺炎疫情聯防聯控機制9日向全
國印發《進口冷鏈食品預防性全面消毒工作方
案》，要求在進口冷鏈食品首次與我境內人員接觸
前，實施預防性全面消毒處理。海關、交通、衞
生、市場監管等各部門各司其職。業內人士表示，
按照《進口冷鏈食品預防性全面消毒工作方案》要
求，在進口冷鏈食品首次與我境內人員接觸前實施
預防性全面消毒處理，可以從源頭上最大程度降低
新冠病毒通過進口冷鏈食品輸入風險。

天津市衞生健康委新聞發言人何鵬表示，針對
冷鏈食品導致的疫情傳播，必須始終堅持人物共防
策略，如果源頭管控工作存在疏漏，就會增加疫情
局部傳播的風險，增大防控成本。

何鵬建議，冷鏈相關從業人員要增強個人防護
意識，避免皮膚直接接觸可能被污染的冷鏈食品。
裝卸工人在裝卸來自有疫情發生地區的進口冷鏈食
品時，務必全程規範戴好口罩，避免貨物緊貼面
部、手觸摸口鼻。穿戴多個防護用品時，務必確保
防護口罩最後摘除。

■從8日下午開始，津南區市場監管局緊急要求市場暫停經營，同時配合津南區疫情防控指揮部，對從業人員、庫
存貨品，以及市場環境開展核酸檢測。圖為工作人員對進口冷凍品進行核酸檢測。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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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行政院發言人丁怡銘指獲台北
國際牛肉麵節冠軍的皇家傳承用萊牛，不少店
家無辜受波及，台東曾三度獲牛肉麵節清燉組
冠軍的阿牛牛肉麵店客人瞬間少7成、台北牛
將軍小館生意掉一半，花蓮尤大廚牛肉麵店則
出現 「一桌都沒有」慘況。

阿牛牛肉麵老闆林秀源曾三度獲得台北牛
肉麵節冠軍，2020年10月回到故鄉台東開店，
許多饕客及嘗鮮客慕名而來，未料竟受 「萊牛
」不實傳聞衝擊，高朋滿座的小店生意大跌，
客人紛紛打電話詢問他的牛肉是否含有萊克多
巴胺，客人說看了新聞後，都不敢上門光顧。
他強調未用萊牛，用的都是澳洲牛。

台東阿牛澄清 未用美牛
「政治的事，不要影響我們小老百姓做生

意嘛！」原來，同為冠軍得主的皇家傳承陳老
闆12日午間就想向林秀源訴苦，林秀源晚上才
接到電話， 「你知不知道這回事？你家用什麼
牛？」遭受池魚之殃的兩人互吐苦水，成了失
言風波最大受害者。

花蓮尤大廚 一桌都沒有
曾參選台東立委的台灣民眾黨陳允萍昨探

視林秀源，林澄清並出示證明，店裡所使用食
材，都是安全無虞的。陳允萍表示，丁怡銘發
言不當引發民眾恐慌，也造成商家商譽受損，
他將協助蒐集相關事證，並視情節對丁提出侵
權告訴。

近花蓮東大門夜市的知名牛肉麵店尤大廚
，11日店內仍滿桌，12日晚上卻 「一桌都沒有
」，老闆尤傳景很納悶，看電視才恍然大悟，
原來被丁怡銘失言掃到。他說，尤大廚牛肉麵
開了3年，從沒遇過如此景況，小生意不容易
， 「一句失言，真的會害到很多人，實在太不
應該了。」

台北牛將軍 錯愕又氣憤
台北牛將軍小館牛肉麵生意也直接掉一半

，老闆廖國斌指出， 「好不容易參加牛肉麵節
得到冠軍，已因疫情影響生意，政府又片面指
稱業者使用萊牛，行政院沒幫助提升經濟，還
把小店家捲入戰爭，令人錯愕、氣憤。」

萊牛風暴 紅燒組安慰清燉組
冠軍麵店躺著中槍 蒸發7成客

怕武界壩事件在安全空窗期重演

全台水庫閘門電源一律關閉
（中央社）武界壩閘門放水致死案至今滿2

個月，台電雖提出多項改善措施，但因檢察官
要求 「保全現場證據」，武界壩設備無法更動
，其他水庫也因等候確認肇因據以進行安全改
善，為防全台水庫近2個月來進入 「安全空窗期
」，水利署要求全台95座水壩，包括水利署、
台水公司、台電管轄的水庫水壩等，閘門電源
平日一律全數關閉，需開啟閘門時才准通電，
杜絕因電路設備故障 「閘門無預警開啟」重演
。

由於武界壩電動閘門在9月13日2度自動開

啟，造成無預警放水，進而導致4死悲劇，事發
後台電初判是設備提早劣化，內部多次檢討改
善措施，但因南投檢察官要求、最終調查報告
出爐前應 「保全現場證據」，所以台電不敢更
動武界壩相關設備，其他各水庫則等候檢察官
最後確認肇因，也要根據調查報告出爐後再進
行安全改善。

為此武界壩事件發生至今滿 2 個月，全台
95座水庫的安全措施改善，尤其閘門部分，形
同安全空窗期，水庫主管機關水利署表示，為
杜絕因電路設備故障 「閘門無預警開啟」重演

，已通令95座水庫的管理單位，包括台電、台
水、水利單位、地方政府等，與閘門設備相關
的電源，平日一律關閉，需開啟閘門時才准通
電。

水利署表示，武界壩初判是設備提早劣化
故障，導致電動閘門自動開啟無預警放水，因
此只要平日閘門電源全關，即便設備突故障，
但未通電，閘門就不會放水，以此方法可完全
杜絕憾事重演，之後若檢察官調查報告出爐，
屆時再依據調查報告做後續改善；台電則表示
，遵照辦理水利署平日閘門電源全關的要求。

而台電因應武界壩事件，目前檢討改善項
目包括研擬新增閘門一開啟立即發布警示燈、
警報聲，一改事發時低水位才發警報，新增警
示燈警報聲同步與其他值班室或控制室 「連動
警示廣播」；訂定 「水力電廠緊急應變作業辦
法」，增訂 「立即關閉閘門」緊急應變SOP；
開啟閘門放水前1小時，針對水庫下游民眾發布
手機細胞簡訊示警，沿岸增設警示牌等，其中
增設警示牌9月30日已完成，轄下水壩10月底
也已加裝完警示燈、警示鈴。

藍營豬顫抖片遭農委會批造假
民間團體:該屠宰場確實有宰萊豬

（中央社）國民黨臉書貼文小豬顫抖影片
，遭農委會直指造假，並喊出移送法辦，隨後
拍攝影片的美國動保團體表示，有清楚告知沒
使用萊克多巴胺(瘦肉精)證據，但國民黨聲明有
向 「台灣動物社會研究會」(簡稱動社)查證，對
此動社表示，不同意民進黨說這是假消息。

根據媒體報導，拍攝影片的美國動保團體
，授權國民黨使用這段影片時，已清楚告知沒
有使用萊克多巴胺的證據，而國民黨則發出4點

聲明，其一就是強調，事前亦向國內已使用該
影片的動社查證，證實該屠宰場有使用萊劑。

動社副執行長陳玉敏表示，國民黨公布影
片前一天，該黨助理有打電話給她，說從網站
看到這段影片，想要求證，這跟美國動保團體
當初告訴動社、影片不是指這豬使用萊劑是一
致的，所以國民黨、美國動保團體、防檢局這
三方沒人說錯，只是解讀不同。

不過昨天農委會說影片造假，國民黨助理

有問她，影片如果第一句為 「這是有萊克多巴
胺豬隻的屠宰場」，陳玉敏認為，這句話沒講
錯，這屠宰場確實有接受萊豬屠宰，國民黨從
這地方去說，指被餵萊劑的豬容易出現狀況，
並用影片畫面去連結。

陳玉敏表示，民進黨如果要說這是假消息，她
不會同意，這影片大家各自解讀，她也有科學
報告，顯示豬隻會有這狀況，說這不是萊劑造

成的問題，沒人有證據。
此外，陳玉敏說，萊劑對豬隻或對人的影

響，台灣研究都相當不足，國民黨也沒說影片
中的豬是萊劑造成的，她尊重政府法律跟政策
，但從她的角度看片，國民黨沒有造假的行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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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隨著AI人工智慧科技飛速發展，
相關應用已出現在人類世界的各個角落，例如美
國法院廣泛運用 「COMPAS」系統來幫助法官評
估被告再犯風險，作為量刑依據，2019年愛沙尼
亞甚至還提出了 「AI法官」的構想。

AI能不能代替人類處理複雜的法律問題，坐
上審判席呢？中央研究院法律學研究所特聘研究
員李建良認為，這可以從兩個層次來討論，一是
AI技術的可能性，二是倫理、規範上是否可行。

要討論AI技術能力，就要先定義何謂 「好的
判決」？李建良分析，社會對判決的評斷標準分
為檢視 「判決結果」及 「判決理由」。若重視結
果，AI法官其實是有能力透過大量數據歸納、分
析而做出判決。

李建良認為，但若重視判決的過程，以目前
的AI技術還給不出合理的解釋，也無法因個案背
後不同的風俗民情做出多重考量的判斷。此外，
AI可能在資料學習的過程中，複製並強化人類社
會性別、種族等議題的偏見與不平等。不過，理

性、客觀的確是AI的優點，且AI技術未來仍有
很大突破空間，李建良認為AI在法律上對人類的
幫助很值得期待。

制度上是否可開放，李建良認為，必須從更
重要的規範及倫理角度來討論。2013年，美國威
斯康辛州法院參酌 COMPAS 風險指標，判處被
告Eric Loomis 6年刑期，Loomis上訴最高法院，
要求說明 COMPAS 演算過程。這個案子不但突
顯AI法官可能帶來的價值問題－演算法黑箱，讓
人難以檢視判決過程；同時可能造成 「因襲性」
問題，意即AI法官從相似案件資料中推斷被告可
能犯案，但忽略個別主體差異。如此一來，是否
會弱化法律判決過程中，翻轉與改變社會價值的
責任與意義？

目前的AI技術，尚無法高度涉入複雜的法律
系統，但是當有一天，AI技術更加成熟，我們會
不會為了科技提供的 「客觀公正」而放棄或犧牲
人類社會的基本價值？李建良認為這是 「AI法官
是否可行？」最核心、也最困難的問題。

AIAI法官能否勝任法官能否勝任
技術可行人情難判技術可行人情難判

（中央社）探勘非洲查德油氣歷經17年的
努力，台灣中油將在12月初運回第1桶油，但
外界質疑中油引進中國 「華信能源」資金平分
油田持股，恐引來華信侵門踏戶、企圖介入油
田經營。中油今(11/13)強調，截至目前為止，
中油都是該礦區的主要負責人，此情境始終沒
有改變過。外傳海南華信可能會破產並將股權
轉賣，中油表示目前掌握的狀況並無此訊息。
中油另估算12月初運回台第一船油，約100萬
桶油，成本約300萬美元。

2003 年中油成立查德礦區工作小組，於
2006年標下查德奧瑞油田探勘權，此是中油首
次以國際礦區經營者角色進行油氣探勘並進入
開發生產的礦區，但中油在查德探勘花了很長
時間、耗費極大成本，經營績效一度遭質疑，
期間還一度將 35%股權賣給中資企業 「海南華
信」，創下台灣國營企業與中國國企共同經營

公司的首例。
但華信吃下股權後，積極介入中油查德子

公司經營，外界質疑中油將股權賣給中資企業
根本引狼入室，近日又傳出華信能源宣告破產
，有意將查德油田權益賣給中國金帝能源集團
，中方覬覦至今不曾稍減。面對外界各種質疑
，今天上午中油副總張瑞宗、探採事業部副執
行長范振暉召開記者會對外說明。

♦台灣中油：不僅是主要經營人 且有最
後經營權

張瑞宗表示，油氣探勘屬於高風險、高投
資事業，國際油公司通常會尋求合作公司共同
分攤風險，而將礦區部分權益轉讓，海南華信
仍為持有中油查德礦區 35%權益的合作公司，
截至目前為止中油都是該礦區主要負責人，此
情境始終沒有改變過，雖然出資的公司會提供
意見，但在國際探採上，中油是主要經營人且

有最後的經營權，所以沒有受其箝制。
范振暉指出，三個契約都有明訂中油是經

營人，此契約的位階相當於法令，若要更動契
約，須簽到總統簽准，法律雖然可以變更，但
只要沒有犯大錯，經營權是被契約保障的，投
資各方的彼此權利義務均須所有投資單位採一
致決，才能變動，中油目前是主要經營人，各
項相關權益受絕對的保障，油田產出將依持股
比率分配。

♦第一批油船運回台 成本約300萬美元
外傳華信能源破產，是否影響中油在查德

礦區的權益，張瑞宗表示中油目前仍是查德礦
區的主要經營人，經查目前無此訊息。范振暉
則表示，若投資公司付不出應付的費用，一段
時間付不出來，他的權益有一段時間是給其他
可支付出費用的公司，華信能源目前應付款都
有支付、如常運行。

媒體詢問，中油在查德的投入成本高，12
月初運油回台的成本也相對較高，運油回台的
意義為何？張瑞宗表示，中油前後派遺150名人
力赴查德礦區，今年雖有疫情影響，至今在當
地仍有15名人員，投入成本高了一點，但中油
開發查德礦區主要是穩定國家能源安全為初衷
，增加國家的油氣權益。

范振暉補充說，一開始中油投入約2億美元
左右，華信能源則是一半即1億美元，華信之後
再加碼1000萬美元，華信能源支付一半的費用
再加1000萬元；至於運回台灣的成本，12月初
回台的第一船載運量約200萬桶油，其中100萬
桶是中油的，運費依照船運的距離遠近計算，
從西非、美國運回台灣每桶油成本為3美元，從
中東運台回每桶油成本為1美元，初估12月初
這次運回台的第一船油，成本約300萬美元。

中國大股東想染指 中油強調我們仍是礦區主要負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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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里斯郡公共衛生部門啟動COVID-19抗體隨機調查
調查將有助於確定為預防疾病而進行的下一步戰鬥

（本報訊 ）為了更好地了解哈里斯郡可

能已經感染了COVID-19的人數，哈里斯郡公

共衛生(HCPH)的官員將對隨機選擇的家庭進

行調查。

該調查將通過抗體，人體免疫系統抵抗

感染的蛋白質的存在來鑑定過去感染過COV-

ID-19的人。同意參加調查的郡居民將接受這

些抗體的檢測。

HCPH外聯小組將於2020年11月15日至

12月15日上午8點至下午5點在不同的縣地

區，訪問隨機選擇的住所，尋找願意參加調

查的居民。只有團隊接觸的家庭才有資格參

加，自願參加。外聯小組將穿著黃色背心，

以識別身份，並攜帶身份證。

將要求參與者提供調查問題的答案，並

提供將被檢測是否存在抗體的血液樣本。一

旦完成，該調查將幫助決策者和衛生專家了

解社區對病毒仍然脆弱的程度以及無症狀或

輕度病例的發生頻率。

按照HCPH，官員調查的目的是：

了解是什麼導致COVID-19在某些地區傳

播。

了解COVID-19如何在哈里斯郡傳播。

了解社區之間COVID-19傳播和感染率的

差異。

確定在大流行期間採用的遏制策略的有

效性。

確定沒有症狀的哈里斯郡居民感染COV-

ID-19的百分比，以及

改善公共衛生信息，以幫助阻止COV-

ID-19的傳播。

“這項調查是當地居民幫助公共衛生工

作者抗擊這種病毒的一種非常重要的方式，

”哈里斯郡衛生保健中心(HCPH)執行主任，

地方衛生主管機構醫學博士、博士Umair A.

Shah醫生說。 “通過發現疾病的廣泛程度，

我們可以製定策略來幫助我們控制COVID-19

的傳播。”

使用血液樣本的抗體測試，與醫療服務

提供者通常用於檢測活性感染的鼻拭子測試

不同。可以對目前沒有症狀的人進行抗體測

試，以了解他們過去是否感染過病毒。

該計劃的合作夥伴包括Katherine B. Ensor

博士，貝勒醫學院，休斯敦衛生部和美國疾

病控制與預防中心。

HCPH是德克薩斯州哈里斯郡轄區的當地

公共衛生機構。它提供各種公共衛生活動和

服務，旨在改善哈里斯郡社區的健康和福祉

。

在推特Twitter @hcphtx上關注HCPH，並

在臉書Facebook上關注我們。

世華美南分會身心靈健康講座 「我決定要活120歲」
（本報訊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於休

士頓時間11月29日 星期日晚上7:30-9:30 將主辦身心靈健
康講座 「我決定要活120歲」

是由美國達福科技公司董事長陳文燦先生主講.
陳文燦先生Charlie W. Chen，美國達福科技公司DFW

Technology, Inc.創辦人/董事長兼執行長，僑務諮詢委員，
德州李查森市國際大使，榮獲德州李查森市2019年度市民
獎，國際佛光會達拉斯協會督導，德州李查森市2015 年商
會主席，北德州台灣商會榮譽會長。

陳文燦先生將講述身心靈健康，長壽活力和生命轉化的
古老智慧，尤其是提供對於希望在任何年齡過上充實，充滿
活力有意義生活的人的正確方針，找到真實的自我，從個人
的小我覺醒到整體的大我，在健康與快樂中引導我們圓滿更
豊富的一生。在華人社會裡，口頭上常祝福長者 「呷到百二
十歲」。一個口頭禪，大家都說著，但卻很少人真正去想去
做。我們可以活得比以往更久、而且能活得快樂和滿足直到

最後時刻。120歲的圓滿人生，人人有希望。
陳文燦先生於2018年初，接觸到這本由韓國著名道家

導師 李一指先生的英文新著 「我決定要活 120 歲」(I’ve
Decided to Live 120 Years)。他讀了這本書並在兩年內參加了
許多鍛練課程，把他的觀念轉了個180度。從準備退休的心
態，覺悟到人生才剛過上半場，更重要的下半場正要剛始而
已。從此更加珍惜時間鍛練身心靈的健康成長，並快樂地努
力去積極擴展事業，有了更明確的人生目標。並經由原著同
意，發心義務把它譯成中文，在2019年底出版 (中英文版現
在Amazon均可訂閱) 。這是一本他深覺值得盡全力翻譯以分
享華人大眾的一本好書。本書不僅啓發您為什麼要活得久，
也以更實際的行動和生動的例子，分享如何活得久，活得有
意義有目的。陳文燦先生個人更是覺得 「三生有幸」：生涯
有意思，生活有目的，生命有意義。

日期: 11月29日 星期日
美中（德州）晚上 7:30-9:30 美東（華府）晚上 8:

30-10:30
美西（加州）下午 5:30-7:30 巴西（南美）下午 10:

30-12:30
或是 11月30日 星期一
泰國 早上 8:30-10:30 台灣 早上9:30-11:30
日本 早上10:30-12:30 南非 下午3:30-5:30
請在線上註冊報名(Use the Link to the online registration

form)， 以 下 是 註 冊 表 格 的 鏈 接 ： https://forms.gle/ge-
Beo1tLptbKXhWr8

Zoom線上會議鏈接和密碼將在專題演講開始前兩天發
送給所有報名者.

咨詢或需要協助請洽:
會長 洪良冰 Nancy Chen Tel: 832-818-6688 /Email: nan-
cygri@aol.com
秘書長 何真 Christi Yao Tel: 832-866-3333 /Email: yao-
christi@yahoo.com

COVID-19

#12OSDAF

COVID-19

#12OSDAF

Pronto estaremos en su vecindario para 
proporcionar pruebas gratuitas de 
anticuerpos del COVID-19 a hogares 
seleccionados al azar

Si su hogar es seleccionado, le 
pedimos que participe para poder 
ayudarnos a aprender más acerca 
del COVID-19

Haga su parte para ayudar 
a detener el contagio del 

COVID-19

#DetengaElContagio

We will be in your neighborhood soon to 
provide free COVID-19 antibody testing to 
randomly selected households

If we knock on your door please 
agree to participate to help us learn 
more about COVID-19.

Do your part to help stop 
COVID-19

#StopTheSpread

我们将会在您的社区里随机选择住户，
免费检测新冠抗体.

如果我们上门，希望您可以同意参与检测，
帮助卫生署收集更多关于新冠病毒的信息.

共尽一份力 抗击新冠病毒

#抗击新冠

我們將會在您的社區裡隨機選擇住戶，
免費檢測新冠抗體.

如果我們上門，希望您可以同意參與檢測，
幫助衛生署收集更多關於新冠病毒的信息.

共盡一份力 抗擊新冠病毒

#抗擊新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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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哈裡斯縣哈裡斯縣 20202020 財產稅報表在郵件中財產稅報表在郵件中
稅務局提供多種安全便捷的支付選項稅務局提供多種安全便捷的支付選項

休士頓市推出餐廳和膳食計劃休士頓市推出餐廳和膳食計劃，，
由由 CARESCARES 法案資金提供法案資金提供

哈裡斯縣稅務評估師-安哈裡斯貝內特宣佈，
近100萬財產稅報表的2020年在郵件中。 所有物
業稅的繳納在2021年 1月31日之前到期。 物業稅
報表亦可在網上www.hctax.netwww.hctax.net。

Bennett 說： 「我鼓勵業主在收到房產稅帳單
后審核，並在 2021 年 1 月 31 日最後期限之前選擇

最方便的安全付款方案。
財產稅可以通過現金、支票、貨幣訂單或信

用卡支付。 信用卡/轉帳卡或免費電子支票付款可
在線 撥打 www.hctax.net 或電話電話 713-274-
（CARD）2273。 支票和定單可以郵寄到郵政信箱
4622，休斯頓，TX 77210-4622

如果業主需要幫助，他們可以致電稅務局，
或要求辦公室預約討論他們的情況。 我們來幫忙
，"貝內特說。

業主可向業主 tax.office@hctx.net， 以申請在
場預約。

請致電 713-274-8000 瞭解更多資訊，並關

注 Facebook @HarrisCountyTACOffice、 Twitter
@HarrisCountyTAC 和 Instagram @hctaxoffice 的哈
裡斯縣稅務局。

市議會本周批准了一項220萬美元
的救援計劃，以幫助當地餐館，併為受
COVID-19影響的休斯頓人提供膳食。西
爾維斯特·特納市長的健康公平反應
（H.E.R.）工作隊將與當地餐飲公司Le
蒙德廚房合作開展救濟計劃。Lemond
廚房將帶領 15 家當地餐館和餐飲公司
生產並交付多達 20，000 份餐點，至年
底。

"COVID-19繼續影響休斯頓人滿足
基本需求和養家糊口的能力，"市長西爾
維斯特·特納說。"該計劃將不僅支持當
地餐館及其員工在充滿挑戰的一年結束
時，還將為遭受經濟困境的休斯頓人提
供急需的膳食。

要獲得該計劃的一部分，餐廳和膳
食接受者必須位於 31 個郵政編碼之一
，包括城市的完整社區和其他社區，這
些郵政編碼是 H.E.R. 專責小組根據 CDC
社會脆弱性數據在今年春天確定的。這
些郵政編碼包括：

77003， 77004、 77009、 77011、
77012、 77016、 77020、 77021、 77022
、 77026、 77028、 77029、 77033、
77036、 77040、 7704 77051、 77053、
77060、77071、77072、77074、77076
、 77078、 77081、 77087、 77088、
77091、77093、77099 和 77489。

"檸檬家族企業始於1959年，在那
裡我長大，我的妻子和商業夥伴梅林
達·沃特金斯-馬丁在英畝之家出生和長
大，"萊蒙德廚房行政主廚雷吉·馬丁說
。"Lemond Kitchen 能夠與餐廳其他經營

者合作，為社區居民和其他受影響的休
斯頓人服務，這是真正的榮幸。 災難發
生後，我們一直參與社區外展活動，包
括卡特裡娜颶風、麗塔颶風和哈威颶風
。 代表城市和市長的H.E.R工作隊應對
COVID-19大流行這一新的挑戰，是我們
相信我們的父母為我們做好準備的使命
。

Lemond Kitchen 將與當地機構和組
織合作，確定弱勢休斯頓人接受符合以
下資格的膳食：居住在已識別的郵政編
碼中，是老年人、高風險和/或回家的
成年人、殘疾人、有 18 歲以下子女的
家庭、低收入或失業者。

"在COVID-19之前，我們把公平獲
得優質食品確定為休斯頓面臨的主要挑
戰，而大流行只會加劇這一問題，"首席
復原官、市長H.E.R.工作隊負責人瑪麗

莎·阿霍（Marissa Aho）說。"金融城及
其合作夥伴正在繼續尋找創造性的解決
方案來應對這些挑戰，該計劃就是一個
很好的例子。我們將實現雙重目標，支
持位於受 COVID-19 影響不對的社區中
的餐館，並為位於這些社區中的弱勢休
斯頓人提供高品質的膳食。

參與的餐廳包括布魯克斯家庭食品
，伯恩斯原始燒烤，酷跑的牙買加燒烤
，多娜瑪麗亞，埃斯特的卡瓊咖啡館和
靈魂食品，喜馬拉雅餐廳和餐飲，朗斯
特德餐飲，露西爾的1913年，雷的真坑
燒烤棚，海鮮天堂，席爾瓦納的餐飲，
和維拉海鮮。

救濟基金是向休斯頓市提供的4億
美元 CARES 法案資金的一部分。

有關詳細資訊，請造訪http://www.
lemondkitchen.com/hers-program.

聯繫：
瑪麗·本
頓 通信辦公室主任
：832.393.0830
手機：713.208.6229
Mary.Benton@houstontx.gov

阿達奧爾特加
新聞秘書辦公室
： 832-393-0800
手機： 832-547-3240
Ada.Ortega@houstontx.gov

Tejal Patel
新聞幹事/副新聞秘書
辦公室： 832.393.0808
手機： 832.459.9706
Tejal.Patel@houstontx.gov



Joint Chinese College Alumni Association of Southern USA 

美南⼤專院校聯合校友會 
Presents 

2020 佳節美食烹飪, 裝飾及⾳樂 

2:00 - 4:00 PM Sunday, November 15  Central Time (US and Canada) 
Join Zoom Meeting 

https://us02web.zoom.us/j/82924091935?pwd=UVM5NHRTREIxc3lmdzlUSUp-
Hd2R2UT09


Meeting ID: 829 2409 1935

Passcode: 972022


主講⼈  
 孫⽟玟   何怡中   孫雪蓮  

 

歡樂的感恩及耶誕佳節即將到來, 想了解如何透
過烹飪, 有趣的裝飾和⾳樂來增添節⽇氣氛嗎? 

• 學習如何準備節⽇菜單。 
• 學習如何烹飪感恩及耶誕⼤餐。 
• 學習如何擺設有趣的節慶裝飾。 

Please register by November 13, 2020. 

E-mail: Annie Yen <annieyen1207@yahoo.com> 

Lisa Sun <lisasun1118@gmail.com> 

Stella Hsieh <dasagwa@gmail.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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