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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by Chen
Broker / 企管碩士
德州 /加州地產經紀人

國、台、英語

Grace Wang
工商管理碩士
房地產經紀人

54 Sugar Creek Center Blvd., #300 Sugar Land, TX 77478
買的稱心，賣的放心，售屋高價又快速

值得您依賴的房地產投資專家

專精:房屋 商業 公寓 土地開發 物業管理 

◆西北區75個單位Condos出售，地點佳
，入住率高，現收租金，高報酬近8%，
售$3,990.000。

◆糖城Tang City Plaza 店鋪出
    租，1F&2F請來電洽詢
◆Warehouse 出售，位於
    Rosenberg，近59號高速
    33,885呎，地大5.50AC，售
    $1,800,000。

◆休斯頓商業中心, 繁華地段獨立旺
鋪1萬1千平方尺, 大型獨立停車場，
交通便利, 視野好。適合家居相關產
品零售。可租, 可售！請電Grace。 另有多單位公寓樓出售，請電洽！

2020年11月24日 星期二
Tuesday, November 24, 2020

布林肯獲美國務卿提名布林肯獲美國務卿提名
海恩斯掌海恩斯掌CIACIA

（綜合報道）拜登（Joe Biden）昨天
中午宣布多項外交、國安人事任命，包含提
名布林肯（Antony Blinken）出任國務卿、
國安幕僚蘇利文（Jake Sullivan）任白宮國
安顧問，及前國土安全部副部長馬約卡斯
（Alejandro Mayorkas）任國土安全部長等
。

此外，拜登也提名美國中央情報局
（CIA）前副局長海恩斯（Avril Haines）擔
任國家情報總監，她將成為首位接掌美國情
報系統的女性；聯合國大使與總統氣候變遷
特使則分別由職業外交官湯瑪斯-葛林斐德
（Linda Thomas-Greenfield）、前國務卿
凱瑞（John Kerry）出任。

拜登指出，在國安與外交政策上他沒有
時間可浪費，需要一個 「上任第一天就能讓
美國重返談判桌主導位置、協助世界重整旗
鼓面對當前巨大挑戰，並促進美國安全、繁
榮與價值的團隊」 。

根據美國法律，總統重大人事提名案仍
須獲得參議院確認同意，才能正式生效。

布林肯外交資歷豐富，熟稔歐洲事務
。 1993年他首度進入國務院任職，擔任歐
洲暨加拿大事務助卿特別助理。之後他則先
後擔任前總統柯林頓（Bill Clinton）首席外
交政策撰稿人、歐洲事務首席顧問與國安會
成員。

布林肯跟在拜登身邊近20年，是他最
貼身的外交幕僚。拜登擔任參議院外交委員
會主席期間，布林肯曾任委員會幕僚長；
2009年初拜登以副總統之姿首度入主白宮
，布林肯則擔任他的國安顧問長達4年。

前總統歐巴馬（Barack Obama）第 2
任期間，布林肯先是在2013年升任美國副
國安顧問，2015年則獲提名擔任國務院第2
把交椅副國務卿的職位。歐巴馬卸任後，布
林肯轉往私部門發展；拜登今年角逐總統大
位，布林肯又回鍋擔任他的資深外交顧問。（（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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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alee@scdaily.com
我見我聞我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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歡迎使用
觀看高清美南國際電視新聞台

全國各地之疫
情有如野火燎原，
即將到來的感恩節
將繼續寫下令人傷
感的日子， 不顧福
其博士的勸告，成
千上萬的國人仍然
要踏上回家之路。

在華府，川普
總統仍然不願承認
選敗，律師們還在
做最後掙扎，在德
拉瓦州的拜登團隊
正在積極進行接掌
大政的準備，据稱
，將任命華裔楊安澤出任商務部部長。

國會參眾兩院和白宮仍然無法達成刺
激經濟復甦方案， 到十二月底，許多接受
失業救濟金即將到期，最近幾天，在各主
要大城市出現了許多領取免費食物之汽車
長龍。

在德州南邊城市阿爾巴索，在新冠疫
情奮戰近九個月的䒹特醫生，終于抵擋不
住病毒之傳播，昨天因病去世， 同時染病
的妻子尚在隔離加護病房，這真是人間悲
劇。

全世界之目光正在注視美國之動向，
全國人民也在熱盼疫苗來解救災難， 我們
極端鄙視那些贪恋權位的政客， 他們讓美
國蒙羞，譲人民受苦受難， 我們一定要把
這些人掃進歷史的垃圾堆中。

美南报业电视集团发行人 李蔚华
邮件: Wealee@scdaily.com

（ 图片来源： 路透社）

It is like a wildfire. The whole nation is under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People ignore Dr. Fauci’s
advice. Still waiting to catch a plane to go back
home and be united with family before Thanksgiving
holidays.

In Washington, President Trump has not answered
questions from the press since election day. He is
still attempting to overturn the results of the election
and has refused to admit his defeat.

The head of the government’s effort to develop a
vaccine, Dr. Moncef Slaoui, said today that the first
Americans could be receiving the vaccine as early
as the second week of December.

It is very sad to see the very long lines in major
cities waiting to receive food for the upcoming
Thanksgiving holiday. In El Paso, Dr. Gary Wright, a
beloved doctor passed away from COVID -19. He

had been seeing 100 patients every day.

In Delaware, President-elect Joe Biden was going
full-speed ahead to name his cabinet members,
including the appointment of Andrew Yang as the
first Asian-American to head the Department of
Commerce.

Today the world is watching how we will handle this
unprecedented political dispute. As the model
democratic system on earth, this is very shameful.

Many people are suffering and many have lost their
jobs. Yet, many greedy politicians still work only to
preserve their own political power and interests. We
really don’t know how history books will record
their behavior.

大俠行天下日記大俠行天下日記 我見我聞我思我見我聞我思1111//2323//20202020

Helpless, Sad, AngerHelpless, Sad, Anger
And GreedAnd Greed

無助無助 憤怒憤怒 和貪婪和貪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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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時局

（綜合報導）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主辦
的“賞櫻會”風波再起，“要求逮捕安倍”
話題衝上日本推特熱搜高位。

據日本共同社、《讀賣新聞》23 日報導
，由於“賞櫻會”前一天的晚宴費用涉嫌違
法，包括時任安倍第一秘書等多人，正在接
受東京地方檢察院特蒐部的調查，特蒐部正
在謹慎探討可否立案。

該消息隨即引發日本網友熱議，“要求
逮捕安倍”話題一路衝上熱搜，目前推特上
已有超10萬網友參與。

《讀賣新聞》報導，2013年至2019年，
安倍政府均會在“賞櫻會”前一晚舉辦名為
“前夜祭”的大型宴會。 “前夜祭”由政治
團體“安倍晉三後援會”主辦，該團體的代
表則由時任安倍第一秘書擔任。

共同社指出，由於為支持者提供“前夜
祭”的餐飲費用，安倍等人被檢舉，涉嫌違
反《公職選舉法》和《政治資金規正法》，
東京地方檢察廳特蒐部已向安倍的秘書及支
持者，以自願方式詢問情況。

報導稱，晚宴於 2018 年 4 月在東京的酒
店舉行，安倍的支持者等約800人參加，餐飲
費為每人 5000 日元（約合人民幣 316 元）。
檢舉書中指出，安倍與後援會幹部涉嫌合謀

，餐飲費人均至少1.1萬日元，但只是各收取
了5000日元，提供了差額約6000日元。

報導指出，安倍迄今仍否認相關疑點，
表示“費用由參加者自己負擔，一概沒有後
援會的收入及支出。會費由酒店方面設定。
”

早在2019年11月，安倍就身陷“賞櫻會
”醜聞，因被指無限制地邀請“安倍後援會
”相關人士，日本在野黨批評他“以公謀私
”，並要求其辭職。日本朝野各方在國會就
相關話題進行了多次交鋒。

今年5月，圍繞安倍“賞櫻會”涉嫌違法
問題，日本全國約660名律師和學者向東京地
方檢察院遞交訴訟書，正式對安倍及其後援
會幹部共3人提起訴訟。

針對“賞櫻會”引發的大量爭議，日本
現任首相菅義偉今年9月表示，將以他就任首
相為契機，自2021年起停辦“賞櫻會”。

據了解，日本政府從1952年起在首都東
京新宿御苑舉辦賞櫻會，邀請社會各界代表
與首相一起欣賞櫻花，費用由政府承擔。

安倍執政期間，賞櫻會預算大幅增加。
日本內閣府數據顯示，2014年賞櫻會支出大
約3000萬日元，2019年增至5500萬日元，參
加人數從大約1.4萬人增至1.8萬人。

““逮捕安倍逮捕安倍””衝上日本熱搜衝上日本熱搜

川普總統在大選前已決定一旦輸了，將不
承認敗選，現在他果然做出一連串挑釁法律的
行為，但因證據不足，力有未逮,畢竟美國民主
根基深厚,法律規範嚴謹，絕非政治人物可輕易
動搖，眼看川普的法律力道薄弱, 籌碼已用盡,
他想翻盤的成功機率小於零, 現在該是他認輸的
時候了。

選舉是爭取人民認同最公平方式，川普與
律師團隊一再宣稱這次大選作弊，但各州選務
機關都說並無任何普遍或系統性的欺詐，國土
安全部網絡安全和基礎設施局局長克雷布斯也
表明這次大選是美國史上最安全選舉, 但他發表
言論後立刻被川普開革。

隨着川普提出的法律挑戰一一被推翻撤案
，他偏執的言論不減反增, 依舊在製造分歧、抹
黑事實、煽動個人崇拜, 不顧一切的利己敘述，
威脅着民主的核心，他顯露出自負與憤怒，他
的律師竟妄稱選舉官員操縱選舉，投票系統軟
件被共產黨國家操縱介入, 他們篡改了多米尼計

票系統……, 各種天馬行空的指控無證無據, 助
長了陰謀論，破壞了美國人對選舉和民主的信
心,這已不再是共和黨或民主黨的問題了。

·現在川普最後的絕招只剩下策反少數由共
和黨掌控的州議會立法機關選出支持他的”選
舉人”以在最終投票時否決選民在11月3日投
票時所做作出的選擇,變成立法機關否決了全民
投票的結果, 那顯然是違法的行徑, 因為一旦人
民投票，立法機關就無權否決人民的選擇，根
據憲法，各州立法機關的“憲法義務”與選民
一樣，必須尊重人民的投票。

此外,憲法還賦予國會決定選舉日期的權力,
今年是11月3日, 所以任何州在11月3日以外的
某一天選擇其選舉人的名單，將違反聯邦法律
，因此該選票不予計算。

川普應該識時務,一昧的拖延時間只會讓美
國的政治權力無法順暢和平的轉移, 也嚴重的違
反了美國的基本價值觀, 也不符合美國的共同利
益，瞻前顧後,川普真的該認輸了!

【李 著 華 觀 點 :
川普籌碼用盡-該認輸了】

東京奧運允許多少觀眾入場？
日政府：2021年春決定

綜合報導 據日本放送協會(NHK)報

道，日本首相菅義偉和國際奧委會主席巴

赫在東京舉行會談，雙方就加強合作以成

功舉辦東京奧運會達成了壹致。此外，日

本政府方面表示，目前正在就觀眾人數上

限進行討論，最遲將在2021年春季作出

最終決定。

據報道，當天，菅義偉和巴赫壹致表

示，為了成功舉辦壹屆安全且安心的東京

奧運會，今後雙方將密切合作。

菅義偉還表示，日本政府正在“允許

觀眾入場觀賽的前提下”，對新冠疫情防

疫措施進行討論。

據介紹，關於觀賽人數上限，日本中

央政府將與東京都政府和東京奧組委協

商，並在2021年春季作出最終決定。此

外，賽會期間，外國人進入日本後，原則

上可免除14天的隔離，同時還可以自由

使用公共交通工具。

對於觀賽人數壹事，日本奧運大臣橋

本聖子表示，“到底能允許多少觀眾入場

，我們將就此事積極進行準備”。當天，

巴赫也在記者會上談及此事，稱“我認為

允許適當人數的觀眾入場是可行的，不過

安全仍是最優先事項”。

受新冠疫情影響，原定於2020年7月

舉辦的東京奧運會，延後到2021年7月23

日開幕。

印尼兩省警察廳長
因抗疫執法不力被解職

綜合報導 印尼雅加達省警察廳

長納娜· 蘇賈納(Nana Sudjana)和西爪

哇省警察廳長諾維安蒂(Rudy Novian-

ti)因執行防疫衛生規定不力被解除職

務。

據報道，印尼國家警察總長伊達

姆(Idham)此前壹天下令解除了前述兩

人職務，並調任東爪哇省警察廳長法

迪爾· 伊姆蘭(Fadil Imran)為雅加達警

察廳長，任命總警長助理艾哈邁德·

多菲裏(Ahmad Dofiri)為西爪哇省警

察廳長。

印尼國家警察總署發言人尤沃諾

(Yuwono)稱，蘇賈納與諾維安蒂兩人

被解職的原因是“未能執行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衛生規定”，但他並未列舉

具體案例。

此前，印尼成立了國家層面的疫

情防控和經濟復蘇工作委員會，該國

警察總長和國民軍總司令均兼任該委員

會副主席。總統佐科專門發布總統令授

權軍隊和警察聯合執法，要求對違反防

疫衛生規定的人員實施處罰和制裁。

印尼社會普遍認為，導致前述兩

名警察廳長被解職的直接原因是，本

月10日該國激進組織捍衛伊斯蘭陣

線(FPI)領導人裏齊耶克(Rizieq)流亡

沙特阿拉伯近3年後返回印尼，接連

發生的數場嚴重違反防疫衛生規定的

大規模人員聚集。

10日裏齊耶克返抵雅加達國際

機場當天，上萬名其支持者湧向機場

，造成通往機場的高速路及機場抵達

大廳癱瘓數小時，數十班航班延誤或

被迫取消。許多聚集人員未佩戴口罩

，更談不上保持社交距離。

此後數日，裏齊耶克又相繼舉辦

了包括女兒婚禮、宗教祈禱等幾場成

千上萬人參加的大規模聚集活動，出

現了大量不戴口罩、沒有保持社交距

離等違反防疫衛生規定的行為，引發

印尼社會對新冠病毒又壹輪大範圍傳

播的擔憂。

印尼總統佐科亦於16日要求總

警長和國軍總司令“不僅僅呼籲公眾

遵守衛生規則，而應對違反衛生規則

的人堅決采取行動”。

據印尼防疫部門數據，首都雅加

達在連續壹段時間單日新增確診病例

少於千例後，於本月13日開始又連

續重上千例。

17日，印尼全國單日新增確診

3807例，累計確診474455例；新增

死亡97例，累計死亡15393例。

疫情讓日本夫妻關系改善？
關於婚姻他們最常說的是“忍”！

綜合報導 日本壹家大型保險公司“明

治安田生命”公開了壹份對1600多名已婚人

士問卷調查的結果。結果顯示，19.6%的受訪

者認為“新冠肺炎疫情讓夫妻關系得到改善”

，這壹數字是回答“關系惡化”的三倍。

據報道，對於夫妻關系因疫情變好的原

因，回答最多的理由是“有更多的時間交流

和聊天”，占到62.5%。由於疫情，許多日

本人不得不在家工作。很多女性受訪者稱，

“可以幫助自己的人在旁邊，安心壹些。”

“丈夫能夠幫忙做家務、帶孩子了。”

調查顯示，77.8%的受訪者認為自己目

前“夫妻和睦”，其中20多歲的受訪者中該

比例為84.8%，40多歲的為68.5%，50多歲至

70多歲的為84.1%。

聊天多少，似乎是夫妻和睦與否的重要

指標。認為自己“夫妻和睦”的受訪者中，

夫妻在平時和節假日平均每天的聊天時間分

別為146分鐘和273分鐘，而“不和睦”的夫

妻的平均聊天時間只有53分鐘和83分鐘。

從夫妻聊天的內容來看，大多是與孩子

有關的話題，而在“和睦”的夫妻中，“電

視新聞”、“假日的安排”等也是常聊的話

題。

在各類回答中，“謝謝”是受訪者最希

望對方對自己說的壹句話。不過男女稍有差

別，47.2%的男性和67.3%的女性希望對方對

自己說“謝謝”。

此外，當人們遇到“如果有來生，妳還

願意跟他/她結婚嗎？”這種靈魂拷問時，受

訪者中選擇“我願意”的只有44%。其中男

性為49.1%，女性為38.8%。即使在“和睦”

的夫妻中，這壹比例也只有54.1%。

在被要求用壹個漢字來概括婚姻生活

時，回答最多的是“忍”，其次是“樂”

“愛”。調查稱，這是“忍”字連續第二年

榮登榜首，尤其在50多歲的受訪者中，選擇

“忍”的比例更高。

柬
埔
寨
官
方
：

絕
不
讓
網
絡
賭
博
卷
土
重
來

綜合報導 針對近期網絡上出現的相關流

言，柬埔寨內政部發言人喬速比17日接受中新

社記者采訪表示，對於禁止網絡賭博，柬埔寨

政府決心不變，絕不讓網絡賭博卷土重來。

喬速比指出，禁止網絡賭博最終是為了保

障國家安全和公共秩序。2019年柬埔寨全面取

締網賭，政府從來沒有考慮過要重新開放。現

在不會開放，未來更不會開放。

“以洪森首相為首的政府立場堅定，絕不

讓網賭卷土重來。”喬速比說，網賭危害國家

安全，對經濟社會發展沒有任何利好，相反網

賭衍生的洗黑錢等各類犯罪，不利於國家經濟

發展。此外，網賭制造社會不安，政府不可能

重新開放網賭。

今年柬埔寨國會審議通過博彩法草案。喬速

比表示，政府擬定新法，是為了鼓勵國內投資者

在柬埔寨設立擁有賭場和完善設施的“綜合休閑

娛樂中心”，借此進壹步推動旅遊業發展和創造

大量就業機會。網上將博彩法與重新開放網絡賭

博相關聯的有關猜測“完全是憑空想象”。

2019年8月18日，洪森頒布政令，停止頒

發網絡賭博執照，禁止在柬埔寨從事線上賭博

活動，境內網絡賭博執照年底失效，不再更新

使用。洪森指出，網絡賭博危害國家安全，還

有可能成為洗黑錢的目的地，全世界都在打擊

洗黑錢和恐怖融資活動。柬埔寨政府已作全面

評估，如繼續開放網賭，有實力的大型企業不

會到柬埔寨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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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社保局赤字達280億歐元
衛生部長籲註意防疫

綜合報導 據報道，意大利國家社會保障局日前稱，在發放第二波新

冠疫情救助款後，累計赤字已達280億歐元。另壹方面，針對輿論關註的意

大利能否在疫情之下度過壹個正常的聖誕和新年的問題，衛生部長表示，

社會輿論更應關註如何抗擊和戰勝疫情，呼籲民眾做好防疫工作。

據報道，意大利皮埃蒙特大區衛生部門15日表示，在過去24小時

，新增確診病例3682例，新增死亡45例。截至當地時間15日18時，累

計確診已達125465例，其中死亡病例5046例，現存病例71229例，治愈

病例49190例。目前，大區醫療系統僅有的370張重癥監護病床，已有

360張被患者占用，重癥監護病床全面告急。

意大利衛生部長斯佩蘭紮(Roberto Speranza)指出，根據疫情通報數

據，目前全國單日新增死亡病例依然徘徊在500至600例之間。此時談論

度過壹個正常的聖誕節，似乎還為時過早。

斯佩蘭紮強調，現在我們應該談論的是，如何能夠給予醫生和護士

們更多的喘息空間，以及維系國家衛生系統的正常運轉，確保每壹個患

者都能夠得到及時有效的治療。

斯佩蘭紮表示，面對如此嚴峻的疫情，現在討論如何放寬防疫措施

、如何與親友共進聖誕晚餐等問題，顯然還有些不適合時宜。我們應謹

記解禁夏季旅遊所付出的沈重代價，要把如何做好防疫工作，遏制病毒

進壹步擴散，最大限度減少患者的死亡數量放在首位。

另據報道，意大利國家社會保障局(INPS)日前向國家財政部提交壹份報告

顯示，根據政府指令，國家社會保障局在發放第二波新冠疫情救助款後，累計

赤字已經達到280億歐元。目前，國家社保支付系統已經出現財務壓力。

意大利國家社會保障局公告指出，在支付第二波新冠疫情社會救助款中，

社保局新增財政赤字20億歐元。根據財政部規定，抗擊新冠疫情救助款由國家

財政負擔，將納入自然災害專項救助款，不會影響民眾的社會福利發放。國家

社會保障局將會按時支付退休人員和所有民眾的社會福利保障。

隨著澳大利亞南澳大利亞州本地新冠

肺炎病例不斷增多，南澳州政府宣布當地

將重歸封鎖狀態，並取消所有國際航班。

澳總理莫裏森也將向南澳州派遣國防部隊

和疫情追蹤小組，支援當地抗疫。

南澳州重歸封鎖狀態：邊境關閉，
限制措施重啟

據報道，為應對阿德萊德北部郊區暴

發的疫情，南澳州已重新實施了壹系列疫

情限制措施。南澳州長馬歇爾稱，“我們

現在正面臨著迄今為止最大的考驗。但我

想向所有南澳民眾保證，我們正在夜以繼

日地工作，以控制疫情的暴發。”

報道稱，最新的限制政策已於17日

生效。體育館、娛樂中心和咖啡館將關

閉，預計將持續兩周；社區體育比賽和

訓練將暫時取消，但戶外健身活動可以

繼續。葬禮參加人數限制在50人，教堂

最多可容納100人；學校將繼續開放。

政府建議南澳民眾不進行不必要的

旅行，在無法保持社交距離的地方戴上

口罩。另外，從阿德萊德入境的國際航

班已經暫停。

在24小時內，南澳已經有效地對西

澳、塔州、北領地和昆州關閉了邊境。

維州對來自南澳的遊客

實施了更嚴格的限制，

而新州州長貝雷吉克利

則稱，新州政府正在密

切關註情況。

總理派部隊支持南
澳抗疫

據報道，莫裏森將

向南澳派遣國防部隊和

疫情追蹤小組，支持快

速檢測，努力保持國內邊境開放，並希

望挽救國家內閣在聖誕節前取消疫情限

制的計劃。聯邦政府還在南澳建立了壹

個老年護理響應中心。

莫裏森說：“南澳行動十分迅速，

他們對此作出了反應，並快速追蹤病例

數量。在未來的日子裏，這將是對南澳

防疫系統的壹個強有力的考驗。”

據報道，11月15日，南澳州報告近

3個月來首例本地感染病例，16日病例

數有所增加，截至17日，已有超20例本

地確診病例。

南澳疫情暴發與維州相似？
專家給出分析

南澳州衛生部門主管斯柏裏16日稱

，此次聚集性感染事件與壹間用來隔離

海外返國旅客的旅館有關，其中壹名染

疫者就在這間旅館工作。

對此，南澳大學的生物統計學和流

行病學教授埃斯特曼說：“南澳和此前

維州第二波疫情有很多相似之處。同維

州壹樣，他們都是從壹家隔離酒店開始

暴發的。同樣的，也都是家庭聚集性感

染。所以，這壹切都非常似曾相識。”

不過，墨爾本大學人口與全球衛生

學院院長巴克斯特認為，南澳州並沒有

吸取維州的經驗教訓。她表示，對澳大

利亞而言，酒店隔離仍是其最大的風險

來源。

澳大利亞南澳州暴發疫情：
將再次封鎖、總理派部隊支援

秘魯新總統任命內閣成員
能源和礦業部長待定

綜合報導 秘魯新總統薩加斯蒂任命內閣成員，其中僅能源和礦業

部長待定。

據報道，新內閣成員包括部長會議主席(總理)比奧萊塔· 貝穆德斯、

外交部長伊麗莎白· 阿斯泰特、經濟和財政部長瓦爾多· 門多薩、國防部

長努裏婭· 埃斯帕爾奇及外貿和旅遊部長克勞迪婭· 科爾內霍等。

秘魯國會本月初以涉嫌腐敗為由，投票通過對時任總統比斯卡拉的

彈劾案，並解除其總統職務，由時任國會主席梅裏諾接任。隨後，秘魯

爆發大規模抗議示威活動，導致上臺不到壹周的梅裏諾15日宣布辭職。

據秘魯憲法規定，當總統不能履行職責時，由副總統接任。由於秘魯副

總統職位自2019年10月起壹直空缺，總統職務由國會主席接任。

秘魯國會16日舉行全體會議，議員薩加斯蒂當選新壹任國會主席，

並按憲法程序17日宣誓就任總統，任期至2021年7月。薩加斯蒂隨後表

示，國會和政府將竭盡所能讓民眾恢復希望，表明新的領導機構是“有

責任心和可以信任的”。

現年76歲的薩加斯蒂畢業於秘魯國立工程大學，在秘魯公共部門和

世界銀行等多個機構擔任過職務，2020年3月首次當選國會議員。

另據秘魯官方媒體安第斯通訊社18日報道，薩加斯蒂確認將以視頻方式

出席於11月20日舉行的亞太經合組織(APEC)第二十七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

德國再度修改傳染病防治法
加碼防疫措施將有法律依據

綜合報導 德國聯邦議院通

過了第三版傳染病防治法。新

法將允許德國政府在新冠疫情

期間采取包括入境人員數字登

記健康情況、實施快速抗原檢

測、壯大公共衛生部門等措施。

德國衛生部長施潘當天表示，

此次修法為德國聯邦政府和各

州采取必要的防疫措施提供了

法律授權。

這是德國自疫情暴發以

來頒布的第三版傳染病防治

法。18 日當天，在柏林聯邦

政府區和國會大廈壹帶有近

萬人集會抗議，反對當天的

修法以及政府實施的防疫政

策。由於示威者拒絕離場，

警方當天罕見地動用了高壓

噴水車驅散人群。據德媒報

道，當天還有部分抗議者闖

入聯邦議院議員辦公區域，

試圖騷擾即將前去投票表決

修法的議員。柏林警方截至

當晚共逮捕365人。

盡管存在反對聲，但德國

聯邦議院當天還是以多數票通

過了第三版傳染病防治法。新

法明確了各州在何種條件下才

能限制人們的基本權利，即需

要根據“平均每十萬居民過去

七天的新增感染數”這壹核心

指標來確定防疫封鎖措施的合

理性。而當要采取更為嚴厲的

限制措施，如限制集會、宗

教、出行等自由，以及限制

探訪養老院等場所時，則需要

滿足“較為溫和的措施已無濟

於事”的條件。

新法的重要調整還包括：

今後無論是否擁有醫療保險者

都可以接種疫苗、接受新冠檢

測；今後為高風險人群發放

N95口罩將有法律依據；今後

還將對若幹特定醫院富余的病

床床位建立壹本總賬，以確保

這些床位被協調用於新冠病患

救治。

施潘表示，新法樹立了明

確的標準，以快速應對德國當

前攀升的新增確診人數。他表

示，新冠大流行的強烈不確定

性要求政策層面具備靈活性，

新法的出臺正是為了提供了這

樣的基礎。

德國疾控部門18日公布的

新增確診人數為17561。據“時

代在線”實時數據，截至當地

時間18日22時許，德國累計確

診853930人、治愈546372人、

死亡13538人

科學家發現猴子新品種！長著白眼圈、已瀕臨滅絕
綜合報導 科學家在緬

甸發現了壹種猴子新品種

——波巴葉猴。這種壹直

“ 隱 居 ” 野 外 的 猴 子 長

著“白眼圈”，身上的毛

呈新潮的“奶奶灰”色。

目前，其在野外的數量僅

有 200 到 250 只，瀕臨滅絕

，科學家呼籲采取措施保

護這壹新品種。

英國《衛報》指出，據

11 月 11 日發表在學術期刊

《動物學研究》上的研究顯

示，波巴葉猴(Trachypithecus

popa)得名於緬甸的壹座死火

山，該地為它最大的棲息地

，約有100只生活於此。研究

稱，波巴葉猴已經存在了至

少100萬年。

事實上，根據從

野生猴子糞便中提

取的 DNA，科學家

們壹直懷疑緬甸或

存在壹種猴子新品

種，但很難找到證

據。而證明這個新

品種存在的第壹個

證據，來自英國倫敦自然歷

史博物館。基因分析顯示，

該博物館保存的、采集於壹

個多世紀前的標本，來自壹

個猴子新品種。

隨後，野生動植物保護

國際(FFI)在仰光的研究員、

資深作者弗蘭克· 蒙伯格和同

事壹起，把在森林裏收集到

的壹種猴子糞便樣本，與博

物館的樣本進行了匹配，才

揭示了此前不為人知的波巴

葉猴，以及其仍在野外生存

的情況。

2018年，這些“隱居”

的猴子被拍攝到。影像顯示

，波巴葉猴的腹部呈灰褐色

和白色，前爪為黑色，像戴

了壹副“黑手套”。其尾巴

有近壹米長，長度超過身長

，其體重約為8公斤。

然而目前，在野外只剩

下200到250只波巴葉猴，專

家將建議將這種猴子列為極

度瀕危物種。弗蘭克· 蒙伯

格表示：“如上所述，波

巴葉猴已瀕臨滅絕。”他說

，在整個活動範圍內，它們

受到了狩獵和棲息地喪失的

威脅。

FFI緬甸項目壹位靈長類

動物學家 恩 威 · 溫 表 示 ，

“迫切需要更多的實地調查

和保護措施，FFI 和其他組

織將把這類葉猴從滅絕(邊

緣)拯救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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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據《洛杉磯時報》23日報導，美
國加利福尼亞州州長加文•紐森（Gavin Newsom
）及其家人正在接受檢疫隔離。州長辦公室週日
晚表示，州長紐森的三個孩子接觸了一名加州公
路巡警，這名警官的新冠病毒檢測呈陽。州長、
州長夫人和四個孩子的護衛工作是由加州公路巡
警部門提供的。

州長辦公室表示，州長和他的家人周五晚上
得知可能已經接觸了新冠病毒感染者之後，週日
早上接受了病毒檢測，結果均呈陰性，他們將繼
續定期接受檢測。

紐森週日晚在推特上表示：“值得慶幸的是

，今天全家人的檢測結果都是陰性。但根據當地
的指導意見，我們將隔離14天。我們感謝保護我
們家人的所有警官，也感謝每一位在這次疫情中
堅守的一線工作人員。”

州長辦公室稱，在得知州長一家接觸了感染
新冠的警官後，衛生專業人員建議州長家人等到
週日再進行檢測。出於安全考慮，沒有透露可能
接觸病毒的是哪些孩子。

報導提到，11月6日，州長紐森曾參加一家
高檔餐廳舉行的戶外晚宴，慶祝他的朋友和顧問
50歲生日，這公然違反了該州的新冠病毒指導方
針，後來紐森為此道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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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近日美國佛羅里達州野生動
物聯合會和基金會分享一段視頻，當地男子理
查德.威爾班克斯（Richard Wilbanks）為解救
寵物狗徒手與短吻鱷搏鬥，勇敢行為令網友驚

嘆不止。
視頻顯示，這位老大爺站在池塘里竭盡全

力地掰開鱷魚的嘴巴，還一邊叼著煙斗，一邊
痛苦地咆哮著。

小狗也嗷嗷嗷直叫，沒多久
小狗從鱷魚口中逃出來，一
下子跳到岸上，看起來好像
只受輕傷。
後來理查德告訴美國有線電

視新聞網，當時他們在池塘
邊散步，那隻鱷魚突然像導
彈一樣從水里冒出來，迅速
咬住小狗並把它拖進水里。
理查德回憶說“我從沒想過

鱷魚能跑那麼快，太快了”
，然後他也趕快跳進水里，
把鱷魚拉出來。

池水沒過理查德的膝蓋，小狗逃出去後，
理查德為了擺脫鱷魚，依然站在水里與它扭打
在一起。

理查德透露自己的手被鱷魚咬碎了，小狗
也被鱷魚穿刺，但所幸最後活了下來。

當被問及是否考慮過自己的安全問題時，
理查德表示小狗就像自己的孩子，他願意為小
狗冒任何風險。

自此之後，理查德和妻子路易絲.威爾班
克斯（Louise Wilbanks）帶著小狗出去散步，
都會用皮帶拴住它，並確保它離水面至少10英
尺（約3米）遠。

路易絲希望人類不要去破壞鱷魚的棲息地
，她解釋說儘管那裡有鱷魚出沒，但人類要與
鱷魚共享大自然，畢竟它們是野生動物。

據悉，在美國鱷魚襲擊事件時有發生。 5
月1日，南卡羅來納州58歲女子辛西婭.科弗特
（Cynthia Covert）去基窪島朋友家，本想靠近
池塘看看鱷魚，不料卻被鱷魚拖至水里咬死。

（綜合報導）11月23日，英國製藥企業阿斯利
康（AstraZeneca）公佈，基於英國與巴西的臨床試
驗的中期分析顯示，該公司與牛津大學合作研發的
候選疫苗AZD1222，在預防新冠病毒方面平均有效
性達 70%，在較少劑量的方案中該疫苗的有效性達
90%，全劑量方案的有效性則為62%。

本月早些時候，美企輝瑞（Pfizer）與莫德納
（Moderna）先後宣佈各自的候選疫苗有效性超過
90%。

今年9月，因一名患者出現“出現劇烈副作用”
，阿斯利康曾一度叫停AZD1222疫苗全球第三期臨
床試驗。次月，阿斯利康疫苗試驗又出現一起令人
揪心的事件：一名巴西志願者死亡，但目前尚不清
楚該志願者接種的是疫苗還是安慰劑。經歷了一波
三折後，阿斯利康此次稱，並未發現與疫苗相關的
嚴重安全事件。

英國衛生部長漢考克表示，阿斯利康疫苗90%有效性的消息“令人鼓舞”，他們已訂購1
億劑。英國首相約翰遜也表示，這是“振奮人心”的消息。

“冷藏存儲6個月”“2021有能力生產30億劑”
阿斯利康23日表示，根據獨立數據安全監控委員會鑑定，該公司的AZD1222疫苗的有效

性達到了主要目標，能夠在接種兩劑疫苗14天或更長時間後預防新冠病毒，且目前尚未發現與
疫苗相關的嚴重安全事件。

阿斯利康稱，該公司AZD1222疫苗平均有效性70%的數據基於兩項接種方案得出。一種接
種方案顯示，當AZD1222疫苗以半劑量接種後，間隔至少一個月再以全劑量接種，有效性為
90%。另一種接種方案則顯示，兩次間隔至少一個月的全劑量接種的有效性為62%。

而阿斯利康這項有效性分析基於英國 II / III 期臨床試驗和巴西 III 期臨床試驗數據，這兩
國共有23000人參與到試驗中，其中包括131名新冠病毒感染者。阿斯利康稱，他們的臨床試驗
也在美國、日本、俄羅斯等國家進行，全球有多達6萬名參與者。

值得注意的是，阿斯利康稱AZD1222疫苗可以在冷藏條件下（2至8攝氏度/ 36至46華氏
度）存儲、運輸至少6個月。相比之下，美企莫德納的候選疫苗只能在冷藏溫度中保存30天，
在零下4華氏度（約零下20攝氏度）中才能保存至少6個月。而輝瑞公司的疫苗存儲方面更是
“硬傷”，其疫苗在零下94華氏度左右（約攝氏度零下70度）能存儲15天。離開此環境後，

輝瑞疫苗在冷藏溫度下最多只能
存儲5天。

阿斯利康對自家的疫苗十分有
信心，稱正在尋求各國監管部門
的相關批准，並表示2021年產能
將達到30億劑量。

“這些發現表明，我們已經擁
有一支有效的疫苗來拯救許多生
命。讓人興奮的是，我們發現其
中一項接種方案可以達到 90%的
有效性。”AZD1222疫苗臨床試
驗首席研究員安德魯•波拉德
（Andrew Pollard）教授說道。

在外企接連公佈他們的候選新
冠疫苗有效性之際，中國工程院
院士鐘南山本月16如指出，國外

輝瑞疫苗能阻止90%的感染，其實廣東乃至中國對疫苗的研發也在差不多水平，但有了第一階
段試驗結果才能公佈。鐘南山希望，未來在生物醫藥領域，基礎研究、臨床研究、產業化能夠
更緊密結合起來，形成一個比較好的機制。
歐洲股市受提振

阿斯利康試驗數據出爐後，英國衛生部長漢考克、首相約翰遜接連發來“賀電”。
據英國《天空新聞》23日報導，漢考克表示，牛津大學與阿斯利康疫苗的消息“令人鼓舞

”，數據表明，在合適的劑量下，他們的疫苗有效性可以達到90%。
漢考克稱，英國衛生部已經訂購了1億劑阿斯利康疫苗。他還特別提到，阿斯利康疫苗比

輝瑞疫苗更易於管理，因為前者的存儲條件不需要在零下70攝氏度，“這確實是個好消息。”
約翰遜也說道，“試驗證明牛津疫苗是如此有效，這是令人難以置信、振奮人心消息。雖然還
有進一步的安全檢查，但這些都是非常棒的結果。感謝牛津大學和阿斯利康製藥公司的傑出科
學家們，以及所有參與試驗的志願者們。”

阿斯利康疫苗有效性的消息似乎並未在該公司股價上體現。此前，輝瑞稱其新冠疫苗能阻
止90%感染之際，公司股價一度大漲15%，美股三大股指也站上歷史高位。但截至目前，阿斯
利康美股盤前跌近0.9%。

不過，歐洲股市23日開盤普漲，德國DAX指數漲0.63%，英國富時100指數漲0.62%，歐洲
斯托克50指數漲0.72%。

輝瑞、莫德納之後，阿斯利康
公佈新冠疫苗有效性：平均70％

護衛警官新冠檢測結果陽性，
加州州長一家人因此隔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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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元鐘保險服務地點 

（中央社）蘋果公司 11 日發表搭載自行研發處理器 M1 的
Mac系列新品，讓ARM架構筆電成為市場關注焦點。品牌業者
認為，當ARM架構電腦效能提升到大家可接受的程度時，就會
考慮採用。

市場研究機構TrendForce指出，透過搭載M1處理器，使
MacBook自原本Intel X86架構處理器轉為ARM架構處理器以後
，可望大幅減少耗電量並延長使用時間。M1 各項功能與macOS
Big Sur作業系統也將持續強化蘋果旗下產品之間的互通性，提升
使用上的便利性與運算速度。

目前M1僅搭載於13.3吋的MacBook Air與MacBook Pro，
TrendForce 預計明年可能推出的 14 吋與 16 吋 MacBook Pro 也將
使用M系列處理器，在產品線愈趨完整及產品效能顯著提升下
，預估2021年MacBook出貨量將年增10%至1710萬台、創歷史
新高。

電腦品牌廠宏碁共同營運長高樹國先前受訪表示，樂見

ARM架構電腦越來越成熟，因為會為終端使用者帶來更多選項
，讓產品光譜變得更均勻，但目前宏碁沒有規劃自行開發晶片，
主要著眼點還是能否創造更多價值。

不過，高樹國也坦言，現在 X86 架構電腦越來越省電，
ARM架構電腦效能越來越強，當ARM架構效能提升到大家可
以接受的程度時，就是宏碁採用的時候。宏碁已有部分產品採用
ARM架構晶片，例如內建5G傳輸能力的高階Spin筆電，以及採
用高通和聯發科晶片的Chromebook。

華碩共同執行長許先越提到，ARM架構晶片可以大幅改善
續航力，英特爾應該有感受到這方面的壓力，針對省電改善追得
很快，就看ARM架構和X86架構兩大陣營如何爭取消費者認同
。

許先越說，原本X86陣營用戶對於ARM架構PC接受度不
高，需要時間發酵，但5G會成為另一個助力，因為ARM架構
晶片很容易就能搭配高通數據機使用。他認為英特爾也會非常努

力捍衛原有領域，可以拭目以待。
蘋果設備管理平台Jamf指出，蘋果並非第一次更換處理器

架構，從PowerPC到現在的Intel系列、未來的Apple Silicon，外
界一點也不擔心蘋果應該要如何協助開發者打造新的Apple Sili-
con程式，反而將焦點放在效能、機器學習與資訊安全等特色。
這些特色正好是過去10年來蘋果發展iPhone與 iPad的強項，而
這些iOS設備已經廣泛的使用於消費者與企業之中。

Jamf觀察，在台灣擁有近千台以上蘋果設備做為辦公用途
的企業並不在少數。以企業主來看，使用蘋果設備長期節省下來
的資訊人力部署成本，遠低於採購其他平台的成本。

Jamf指出，當蘋果決定把原本搭載Intel晶片的Mac 電腦換
成Apple Silicon後，原本醫療業在iPad上才能使用的輔助診斷系
統、金融業所用的業務管理程式或製造業的物料追蹤系統等，全
部都能在Mac上原生執行，不再需要額外開發，卻增添人工智慧
、機器學習等未來性，同時還保障設備的資安要求。

ARM架構筆電來勢洶洶品牌業者伺機而動

防疫需求仍在 藥用酒精原料
關稅減半再延長3個月

（中央社）藥用酒精原料關稅減半措施原訂26
日截止，財政部表示，考量秋冬疫情升溫、國際原料
價格高及國內防疫需求仍在，將再延長實施3個月至
2021年2月26日，也呼籲業者，勿將原料製成非藥用
酒精產品及外銷。

隨年初以來2019冠狀病毒疾病, COVID-19疫情全
球肆虐，國際藥用酒精原料價格也大幅上漲，為適度
降低進口成本，確保國內藥用酒精供應穩定，財政部
關務署2月27日起啟動機動降稅機制，業者只要能取
得衛福部核發的證明文件，關稅可由20%減半為10%
，一次延長以3個月為期，至今已二度延長。

隨最近一次藥用酒精原料關稅減半措施期間將
於26 日截止，財政部日前已完成評估，考量3項原
因，研議再延長實施3個月至明年（2021年）2月26
日，並報行政院核定。

此為第3度延長，整體機動降稅期間前後加計將
長達12個月，未來將再視疫情發展及疫苗進展，滾
動調整降稅措施。

財政部官員說明，首先，進入秋冬，更是疫情
好發季節，且國際疫情再起，酒精防疫必要性再度升

高，其次，國際藥用酒精原料價格依舊居高不下，再
者，雖然國內疫情相對控制良好，但相關防疫措施仍
在繼續，民眾對酒精需求仍在，因此認為有必要再延
長實施降稅。

據財政部關務署統計，累計機動降稅以來，藥
用酒精原料進口已達92萬公升，因碰上疫情，規模
明顯高於往年。

另一方面，雖放寬藥用酒精原料關稅可減半，
但衛福部也限制，業者必須遵守兩項規定，首先，不
能將進口藥用酒精原料用來製成其他產品，其次，製
成的藥用酒精不能外銷，只能供國內使用。

據了解，先前有地方政府衛生局在稽查時發現
，有廠商違規以享有關稅減半優惠的藥用酒精原料製
成其他產品，進而通報衛福部及海關，由於這已違反
輸入規定，關稅需恢復成20%課徵，因此已對廠商補
稅。

財政部呼籲，請廠商遵守相關輸入規定，衛福
部及地方政府將持續進行後市場管理，海關也會配合
相互進行資料勾稽，確保沒有違規外銷情形。 金馬金馬5757 消失的情人節奪消失的情人節奪55獎大贏家獎大贏家

第第5757屆金馬獎頒獎典禮屆金馬獎頒獎典禮2121日在國父紀念館順利落幕日在國父紀念館順利落幕，，最佳劇情長片由最佳劇情長片由 「「消失消失
的情人節的情人節」」 奪得奪得，，加上最佳導演加上最佳導演、、最佳原著劇本最佳原著劇本、、最佳剪輯與最佳視覺效果最佳剪輯與最佳視覺效果，，一一
共拿下共拿下55獎獎，，成為最大贏家成為最大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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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家跨國公司負責人表示多家跨國公司負責人表示，“，“雙循環雙循環””戰戰
略是外資企業的重大機會略是外資企業的重大機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攝攝

外企看好“雙循環”加大對華投資
深信新發展格局下中國經濟將持續增長 跨國公司亦從中獲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敖敏輝
廣州報道）在21日舉行的2020年
“讀懂中國”平行論壇上，“雙
循環”格局下，新製造如何推動
中國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成為
與會嘉賓熱議的話題。中國國際
經濟交流中心首席研究員張燕生
表示，凡是大國都是“內循環”
為主體，凡是開放的大國都是
“雙循環”相互促進。“雙循
環”作為一個長期戰略部署，未
來30年，中國將推動大國戰略，
將做一個負責任的大國。

對於一些人擔心中國會不會
由於“內循環”而與世界脫鈎。
張燕生說，未來，只要看三個基
本事實就可以。第一，“雙循
環”新發展格局下，未來關稅率
會進一步下降，非關稅率會進一
步取消，貿易投資便利化會進一
步加快，服務業的開放會進一步
擴大。第二，“雙循環”是否推
動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的現代
化，並且與國際高標準制度相銜
接。第三，中國未來的科學技
術、人才、創新會更加地開放創
新、開放合作、開放共享，還是
相反？新製造、新基建如何落
地？張燕生表示，新基建和軟基
建（創新環境、法治環境）和老
基建是三維一體。事實上，老基
建的重要性絕不亞於新基建。
“比如國家發改委最近批准了粵
港澳大灣區城市之間快速軌道交
通1小時經濟圈核心區、半小時經
濟圈。”展望未來30年，張燕生
認為，中國要講好三個故事，一
是創新的故事，二是法治的故
事，三是高端的故事，三個故事
將為新基建、新製造創造一個更
好的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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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三里屯太古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黃寶儀

廣州報道）中國正構建“雙循環”的新發展

格局，跨國公司的解讀和真金白銀的投資被

認為是重要風向標。21日，在2020年“讀

懂中國”國際會議上，多家跨國公司負責人

一致表示，中國國內大循環不僅有助於保護

中國經濟不受外部市場波動影響，更高水平

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和相關舉措，亦有助於推

動未來經濟更可持續發展，這讓他們對中國

經濟強勁復甦和未來增長潛力深信不疑。英

國太古股份、羅氏製藥等跨國公司巨頭還宣

布了一攬子在華投資計劃。

太古股份有限公司在華已布局航空、飛機工程、
房地產開發與管理、飲料和食品等行業，包括

香港、內地在內總投資已超過4,500億元（人民幣，
下同）。

公司主席施銘倫對於中國在今後給外資企業帶
來的機遇如數家珍：“今年早些時候生效的外商投
資法，加大了對投資者的保護力度，確保太古等外
資企業擁有更公平競爭舞台和更優質營商環境；外
商投資負面清單也在不斷縮短，允許外資進入更廣
泛的行業。另外，京津冀、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
等國家級區域一體化戰略，也將培育極具活力的商
業環境和投資機會。”

太古：灣區是投資重點
他介紹，太古正醞釀多項計劃擴大在中國的投

資組合：上海浦東的新低層零售地產項目“前灘太
古里”明年即可開業；北京三里屯“太古里”西區
擴建項目正順利推進；在廈門修建的大嶝島新機
場，太古已承諾投資興建新的飛機工程設施；太古
亦計劃在鄭州投資6億元建一家產能更高、技術更
先進更環保的可口可樂瓶裝廠。

除了上述傳統業務，太古也在尋找新的機會。
“我們最近入股了一家總部設在上海的醫療保健企
業，雖然處於學習階段，但這與我們在中國的長期

投資策略具有協同效應。”施銘倫說，2019年太古
在香港投資當地首家食品級塑料回收企業。接下
來，太古有意將這項業務引入包括大灣區在內的內
地市場。“大灣區對外國投資者獨具吸引力，我們
核心業務總部在香港，大灣區必然成為我們投資戰
略的特別重點，我們正在着手尋找新的機會，擴大
投資。”

羅氏製藥：加速在華研發投入
總部位於瑞士的羅氏製藥，扎根中國26年。

“我們在華業務伴隨着中國的發展，取得了長足進
步。如今中國推進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實現經濟
高質量發展，再次讓我們充滿信心，對中國市場堅
定不移。”羅氏製藥中國區總裁周虹說。

周虹指，中國的改革和對外開放新舉措，對企
業來說是實實在在的機會。“以往，我們的創新藥
進入中國市場，要比歐美晚5年以上。中國通過新
藥評審審批改革與國際接軌，外國創新藥進入國內
僅比美國晚數月，甚至快於歐洲。”

疫情期間，羅氏甚至通過跨國視頻會，定下未
來10年在中國的戰略和目標，決定加速在中國的研
發投入，升級為全球獨立的研發中心，希望把全球
的新技術引進來的同時，通過中國本土科學家的創
新，向全球推出創新藥物。

來自德國的全球最大汽車電子提供商博世集
團，同樣加大在華投資力度，瞄準新基建，融入
“雙循環”。博世汽車電子事業部中國區總裁喬治
．安德睿說，未來，博世注重中國市場的同時，更
要透過在中國的創新，開發解決方案，實現戰略升
級，從重賣產品到重賣解決方案。

博世：打造本土化團隊及公司
“中國正構建新發展格局，作為跨國公司，我

們也要通過轉型升級來跟上步伐，並成為我們的
『新常態’。”喬治．安德睿說，博世集團要加大
在中國的創新研發，打造本土化團隊和公司，向全
球提供解決方案。目前，除了蘇州之外，博世正在
廣州、重慶等地建立多個創新中心。

與會跨國公司負責人表示，雖然疫情將持續對
全球經濟帶來嚴峻挑戰，但他們共同見證了中國在
這個時期展現出的非凡韌性。作為全球經濟增長的
引擎，中國在後疫情時代的復甦將至關重要，“雙
循環”戰略將讓外國投資者對中國經濟強勁復甦和
未來可持續增長的潛力充滿信心。

北京新世紀跨國公司研究所所長王志樂指出，
中國正在從政策導向型的開放，邁向以規則等制度
性為基礎的開放，必將帶來營商環境的進一步改
善，對跨國公司來說是重大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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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僑青線上盡覽臺灣文化美南僑青線上盡覽臺灣文化 收穫滿滿收穫滿滿

當選總統拜登的稅收計劃可能使大型公司離開美國當選總統拜登的稅收計劃可能使大型公司離開美國
為擺脫經濟衰退並支持復甦拜登將先提高失業福利為擺脫經濟衰退並支持復甦拜登將先提高失業福利

（本報訊）為期4週的
「2020 年海外青年導覽臺灣線

上文化研習營」於11月21日圓
滿結束；這項由休士頓華僑文
教服務中心主辦、休士頓臺灣

同鄉會協辦的線上課程，吸
引50名美南地區8至12年級
在學青少年報名參加。駐休
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
長羅復文及文教中心主任陳
奕芳分別於始業式中，鼓勵
學員體驗傳承臺灣文化的融
合與多元，進而發揮力量在
海外發揚光大。
此次活動規劃美食、廟宇
民俗、原住民、太極晨運及
本土語言等 5 個最具代表台
灣特色的單元，讓學員們在
短短4週12小時的課程中認
識臺灣文化的精髓。老師們
以自製的投影片、短片、線

上遊戲等不同教學方式與學員
互動，增添線上課程的活潑及
趣味。僑務顧問陳逸玲特別在
美食單元中示範肉燥飯烹煮過
程，獲得熱烈迴響；廟宇文化

單元360度盡覽高雄三鳳宮，向
學員們娓娓道出廟宇建築設計
；臺灣原住民 16 族的分佈區域
、各族圖騰意涵等內容都激發
大家對台灣原民文化的好奇心
；學習臺語更是課程中一大亮
點，學員們跟著老師練習繞口
令、諺語及歌謠，在哼唱中加
深對臺灣文化的印象。

在結業式中，老師分享同
學們繳交的自製臺灣美食短片
、三太子圖繪面具、原住民圖
騰創意設計、繞口令與歌謠短
片及太極宣傳摺頁設計等成果
，並頒發全勤證書及參賽優勝
獎勵。陳奕芳對學員們的表現
讚不絕口，並感謝志工的付出
與辛勞。家長們也表示課程安
排緊湊，子女參加課程後，對
臺灣文化產生濃厚興趣，期待
明年繼續報名參加。

注意假日旅行安全注意假日旅行安全
【【本報訊本報訊】】旅行增加了獲得和傳播旅行增加了獲得和傳播COVID-COVID-1919的機會的機會。。待在家裡最安全待在家裡最安全，，但是如果您但是如果您 必須必須
旅行旅行，，注意所涉及的風險注意所涉及的風險。。機場機場，，汽車站汽車站，，火車站和休息站是火車站和休息站是 COVID-COVID-1919可以傳播的所有地可以傳播的所有地
方方。。每種旅行都有不同的挑戰每種旅行都有不同的挑戰，，並且可能並且可能 降低您的風險和暴露於降低您的風險和暴露於COVID-COVID-1919的風險的風險。。在旅在旅
行或過夜之前行或過夜之前，，請確保您請確保您 檢查設施要求的檢查設施要求的COVID-COVID-1919預防措施預防措施。。

（（休士頓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秦鴻鈞報導 ））當根據川普總統的要求得出計票結當根據川普總統的要求得出計票結
果時果時，，喬治亞喬治亞，，賓夕法尼亞州和密歇根州都聲稱拜登戰勝了川普賓夕法尼亞州和密歇根州都聲稱拜登戰勝了川普
。。 政治問題穩定後政治問題穩定後，，人們現在關注拜登的稅收政策人們現在關注拜登的稅收政策，，尤其是美尤其是美
國富人國富人。。拜登為了在健保拜登為了在健保、、氣候變遷氣候變遷、、基礎建設和教育領域提出基礎建設和教育領域提出
的政見籌措財源的政見籌措財源，，他提出他提出1010年內規模近年內規模近33..22兆美元的增稅計劃兆美元的增稅計劃。。
為擺脫經濟衰退並支持復甦為擺脫經濟衰退並支持復甦，，拜登將先採取立即性的措施拜登將先採取立即性的措施，，包括包括
提高失業福利等提高失業福利等，，將由下任財政部長來決定優先順序將由下任財政部長來決定優先順序。。美國財政美國財政
部負債累累部負債累累，，拜登拜登（（BidenBiden））希望找到財政資源來挽救該國的經希望找到財政資源來挽救該國的經
濟濟，，同時同時，，他想保護大多數美國人他想保護大多數美國人。。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的加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的加
稅政策只是加在每年收入在稅政策只是加在每年收入在4040萬美元以上的富人身上萬美元以上的富人身上。。

他將針對如電商巨擘亞馬遜這樣的大型科技公司增稅他將針對如電商巨擘亞馬遜這樣的大型科技公司增稅，，這些這些
公司財報上多年來都顯示獲利公司財報上多年來都顯示獲利，，但卻幾乎不在美國繳稅但卻幾乎不在美國繳稅；；另外另外，，
拜登也打算把總部設於美國的跨國企業在海外收入的最低稅率提拜登也打算把總部設於美國的跨國企業在海外收入的最低稅率提
高高11倍倍。。拜登欲將公司稅自拜登欲將公司稅自2121%%提高至提高至2828%%，，根據拜登競選團隊根據拜登競選團隊
估計估計，，這將使美國在這將使美國在1010年內增加年內增加73007300億美元的稅收億美元的稅收；；針對收入針對收入
超過超過100100萬美元的納稅人萬美元的納稅人，，拜登計畫在拜登計畫在1010年內透過對資本利得年內透過對資本利得
增稅增稅，，使稅收增加約使稅收增加約80008000億美元億美元。。在拜登的稅收計畫當中在拜登的稅收計畫當中，，還還
包括提高對富人稅收的減免上限設定在包括提高對富人稅收的減免上限設定在2828%%，，也將針對淨收入也將針對淨收入
超過超過11億美元億美元，，但卻沒有繳納聯邦及所得稅的企業但卻沒有繳納聯邦及所得稅的企業，，設定最低設定最低
1515%%的稅率的稅率；；另外另外，，還包括提高境外無形資產所得還包括提高境外無形資產所得、、境外獲利境外獲利、、
削除房地產資本利得稅收漏洞削除房地產資本利得稅收漏洞、、提高個人所得稅最高稅率等提高個人所得稅最高稅率等，，總總
計規模將上看計規模將上看33..22兆美元兆美元。。

當選總統拜登當選總統拜登（（Joe BidenJoe Biden））承諾對美國最富有的公司提高承諾對美國最富有的公司提高
稅收稅收。。 貝萊德貝萊德（（BlackRockBlackRock））前董事總經理珀爾前董事總經理珀爾（（Morris PearlMorris Pearl
））寫道寫道，，拜登稅收計劃可能是該國有史以來最先進的計劃之一拜登稅收計劃可能是該國有史以來最先進的計劃之一
。。 億萬富翁商人卡斯提馬蒂迪斯億萬富翁商人卡斯提馬蒂迪斯 (John Catsimatidis)(John Catsimatidis)對此表示反對此表示反
對對。。 作為紅蘋果集團作為紅蘋果集團 (Red Apple Group)(Red Apple Group) 的首席執行官的首席執行官，，除了除了

擁有和經營能源擁有和經營能源，，房地產房地產，，金融和保金融和保
險行業的資產外險行業的資產外，，還擁有紐約市最大還擁有紐約市最大
的連鎖超市的連鎖超市。。 先前總統先前總統20172017年的減年的減
稅措施將公司稅率從稅措施將公司稅率從3535％改為目前％改為目前
的的2121％％，，為全球最高之一為全球最高之一。。拜登希拜登希
望將稅率提高到望將稅率提高到2828％％，，仍低於第二仍低於第二
次世界大戰和川普減稅之間的任何時次世界大戰和川普減稅之間的任何時
候候。。拜登還支持所謂的拜登還支持所謂的““亞馬遜規則亞馬遜規則
”，”，其中涉及年收入超過其中涉及年收入超過11億美元的億美元的
公司的淨年最低稅率降低公司的淨年最低稅率降低1515％％。。這這
是一種防止是一種防止NetflixNetflix，，星巴克星巴克（（StarStar--
bucksbucks）） 和該規則的同名公司因突破和該規則的同名公司因突破
和特殊例外優惠而逃稅的方法和特殊例外優惠而逃稅的方法。。 對對
於個人於個人，，拜登有望將年收入超過拜登有望將年收入超過4040
萬美元的人的所得稅稅率從萬美元的人的所得稅稅率從3737％提％提
高到不到高到不到4040％％，，並提高美國最高收並提高美國最高收
入者的資本利得稅稅率入者的資本利得稅稅率。。 卡斯提馬卡斯提馬
蒂迪斯說蒂迪斯說，，美國政治的問題在於美國政治的問題在於，，政政
客不知道如何有效削減成本客不知道如何有效削減成本，，而只知而只知
道如何道如何““提高提高，，提高提高，，提高提高”” 稅收稅收
。。

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的加稅政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的加稅政
策只是加在每年收入在策只是加在每年收入在4040萬美元以上的富人身上萬美元以上的富人身上，，但是經濟專但是經濟專
家的最新報告指出家的最新報告指出，，如果拜登當選如果拜登當選，，8080%%的美國人收入將受到影的美國人收入將受到影
響響，，到到20302030年年，，美國平均家庭收入將下降美國平均家庭收入將下降65006500美元美元。。20212021年年
的家庭收入將馬上減少的家庭收入將馬上減少13681368美元美元。。拜登的能源政策計劃目標是拜登的能源政策計劃目標是
減少全國碳排放量減少全國碳排放量，，這將大量增加能源成本這將大量增加能源成本。。 「「拜登的提高個人拜登的提高個人

所得稅和工資稅的計劃所得稅和工資稅的計劃，，將把聯邦的稅率從將把聯邦的稅率從4040%%以下提高到以下提高到
5050%%，，這些是在州的所得稅之上這些是在州的所得稅之上。。」」 報告說報告說，，這個計劃將傷害小這個計劃將傷害小
生意生意、、他們的員工以及消費者他們的員工以及消費者。。目前獲得減稅政策好處的目前獲得減稅政策好處的8080..44%%
的美國人會受到影響的美國人會受到影響。。另外另外 「「美國企業研究所美國企業研究所」」 報告報告，，拜登的計拜登的計
劃將對劃將對 「「每一個每一個」」 收入水平的家庭加稅收入水平的家庭加稅，，全美全美9595%%的家庭會在的家庭會在
20212021年平均多繳稅年平均多繳稅13681368美元美元。。

拜登為了在健保拜登為了在健保、、氣候變遷氣候變遷、、基礎建設和教育領域提出的政見籌措財源基礎建設和教育領域提出的政見籌措財源，，他提出他提出1010
年內規模近年內規模近33..22兆美元的增稅計劃兆美元的增稅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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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僑青學習成果豐碩，作品琳瑯滿目

駐休士頓辦事處臺灣書院新聞稿駐休士頓辦事處臺灣書院新聞稿

美國經濟前景與美國經濟前景與 中美經濟關係中美經濟關係

臺灣旅美音樂家感恩節獻禮
《讚頌》音樂會11月20日線上播出
。

駐休士頓辦事處臺灣書院與美國
藝文機構共同策畫《讚頌》(Songs
of Gratitude) 感恩節音樂會，邀請由

臺灣旅美青年音樂家組成的新亞室內
樂協會 (New Asia Chamber Music
Society)擔綱演出，音樂會將在美國
中部時間20日晚間7點(臺灣時間11
月21日上午9點)播出，在美國疫情
嚴峻的此刻，除表達感恩節精神，也

向無私奉獻的醫護人員致意。
此次音樂會由休士頓亞洲協會德

州中心(Asia Society Texas Center)、
米勒戶外劇場(Miller Outdoor The-
atre)，及波士頓中華表演藝術基金會
共同協辦。音樂會全長50分鐘，曲目

呼應美國感恩節精神，納入了捷克作
曲家德佛札克弦樂四重奏《美國》、
捷克作曲家Josef Suk《輓歌》、美
國作曲家John Corigliano創作之弦樂
四 重 奏 《Snapshot》 ， 及 Amy
Beach浪漫時期所譜寫之升F小調鋼

琴五重奏 Piano Quintet in F sharp
minor Op. 67)第四樂章，另也加入臺
灣作曲家蕭泰然創作之《原住民組曲
》。

新亞室內樂協會創立於2010年
，團員出身於美國著名音樂學府，如
茱莉亞及柯蒂斯音樂學院。2011年創
團首演於卡內基音樂廳票房告捷並曾
被《紐約音樂會評論網》讚譽為 「由
一群極具專業、擁有極佳天賦的青年
音樂家所組成」 。該團嘗試汲取經典
名曲精華、融合東西方文化精粹、並
與音樂藝術組織合作，希望為聽眾創
造新的音樂會體驗。

協會總監林維洋表示，這次的音
樂會主要由臺裔音樂家擔綱演出，他
將和大提琴家陳南呈、小提琴家吳天
心、小提琴家Emilie-Anne Gendron
以及鋼琴家董菲菲攜手，共同詮釋這
些動人的曲目。

《讚頌》感恩節音樂會美國中部
時間20日週五晚間7點(臺灣時間11
月21日週六上午9點)播出，歡迎全
球音樂愛好者屆時到新亞官網(https://
newasiacms.org/events/songsof-
gratitude) 或臉書聆賞，上述各美國
當地合辦單位的官網也可收看。

選舉後/大流行
後世界中的脫鉤和技術競爭

進入 2021 年，我們繼續看到
COVID-19對各國和地方經濟的影響
，以及對世界各國的影響。美國經濟
部分重新開放後，失業率居高不下，
病毒病例再次上升，選舉後的中美政

策也不確定。
儘管美國參議院多數党尚未決定

，但即將上任的拜登政府正在制定一
項大流行計劃，有關疫苗的報告令人
鼓舞，華爾街對此持樂觀態度。這些
都轉化為更快的經濟增長嗎？拜登政
府對於中美貿易意味著什麼？國際旅
遊和教育在2021年會回來嗎？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安德森預測

將在即將到來的虛擬網路研討
會中介紹對這些問題和拜登經
濟政策的初步評估。

2020年12月3日，星期四
10： 00 .m. 至 11： 00 .m.
PST
Conducted in Mandarin Chinese 中
文演講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安德森預測
經濟學家威廉·余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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