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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道】繼得克薩斯州和加利福尼亞州之後，2
日，佛羅里達州成為美國第三個新冠肺炎累計確診病例
超過100萬的州。而目前，全世界累計確診病例超過百
萬的國家也不過12個。

就在佛羅里達州病例數突破百萬的前一天，該州州
長德桑蒂斯舉行了26天來的首次疫情發布會。會上德桑
蒂斯重申，反對強制關閉企業和佩戴口罩等與疫情相關
的限制措施。他還再次強調了在來年春季繼續開放學校
的必要性，

據美媒報導，除了佛羅里達州，美國多州同樣因為

防疫措施不到位，導致疫情一再反彈。其中，懷俄明州
是美國人口最少的州，人口密度極低，但新冠病毒檢測
陽性率卻接近33%。事實上，在剛剛過去的11月，美國
多項疫情數據刷新了歷史最高紀錄

有美媒分析稱，在失控的疫情面前，美國社會仍被
政治和文化上的嚴重分裂所困，迄今無法就採取全國統
一的防疫措施達成共識。專家紛紛警告，如果美國聯邦
政府和州政府之間仍無法做到步調一致，各州繼續各自
為政，更艱難的日子還在後面。

（（網絡照片網絡照片））

美三州確診超百萬美三州確診超百萬
專家專家：：更艱難日子還未到更艱難日子還未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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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湾區各大小
城市今天開始加強新
的禁令，以防禦迅猛
的新冠疫情 ，主要城
市將率先從週末實施
居家令。
舊金山卫生局長柯菲
表示， 我們醫院的病
床已經接近飽和狀態
。
一項民意調查顯示，
一半以上的美國人承
認他們的親人或朋友
感染新冠病毒或因而
去世，這充分証明此
次疫情在各階層之嚴
重性。

新冠疫苗之出現
為疫情帶來了曙光， 但是許多國民還是抱
著存疑的態度，拉丁裔只有百分之三十四
表示有信心，為了增強大眾之信心 ，前總
統奥巴馬 、小布希、 及克利頓都願意接
受種植。

總統當選人拜登稍早時宣稱 ，在他上
任之後會立即要求全體國民戴口罩至少一
百天，他並將任命福其博士繼續擔任防疫

工作的主角。
在華府 民主和共和兩黨正在加緊草擬

经濟刺激方案， 希望下週一在眾院提出審
查， 以便早日通過，來拯救許多中小企業
及地方政府之财政困難。

總之， 在拜登進入白宮之前， 川普
總統在其不到兩個月之任期之內， 正不斷
颁佈不同之行政命令， 也是令拜登非常憂
心的難題。

Ahead of a California statewide mandate, the San
Francisco Bay Area government issued a
stay-at-home order. The order applies to the
Northern California counties of Alameda, Contra
Costa, Marin and Santa Clara. The combined cities
and counties of San Francisco and the city of
Berkeley cover more than 5.8 million people.

The Bay Area order will go into effect beginning
Sunday and will remain in effect until January 4,
2021. Under the new order, retail businesses can
remain open, but must operate at 20% capacity and
will be required to write down and enforce plans to
ensure patrons wear masks and that maximum
capacity rules are followed. Restaurants must close

outdoor operations and convert them into takeout
and delivery only. Some businesses will be required
to close, including bars, wineries, movie theaters
and hair salons and nail cutting services.

In Washington, D.C., both parties are behind a $908
billion plan to help the devastated economy. It
includes nearly $300 billion for small business, $180
billion for unemployed workers and $160 billion for
state and local and tribal government. The plan won
’t help everyone who needs aid.

President-elect Biden is already facing a lot of
challenges before he even gets into the White
House on January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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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2//0505//20202020

Bay Area UnderBay Area Under
Stay-At-Home OrderStay-At-Home Order

舊金山區實施禁足令舊金山區實施禁足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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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印度快報》、俄衛星通訊社12月5日報導，印度哈里亞納邦衛生部兼內政部
部長阿尼爾.維吉（Anil Vij）在接種印度巴拉特生物技術公司（Bharat Biotech India）生產的“
Covaxin”新冠病毒疫苗幾天后，仍然感染新冠病毒。

維吉在推特上寫道：“我的新冠病毒檢測結果呈陽性，已住進阿姆巴拉（Ambala Cantt）醫院
。所有和我有過接觸的人都要接受檢測。”

報導說，維吉自願參加了巴拉特公司的新冠疫苗人體試驗，該試驗已為超過25000人提供了試
驗劑量。

現年67歲的他，接受疫苗注射不到兩週便在體內檢測出了新型冠狀病毒。
據介紹，維吉患有糖尿病，最近接受了大腿骨折的手術。
印度衛生部門官員說，維吉受到了醫生們的密切照顧，他的健康狀況還不錯。
對於出現接種新冠疫苗後仍感染的情況，巴拉特公司表示，他們的疫苗為兩劑注射，藥在整

個注射過程完成後才能起作用，整個間隔時間是28天。也就是說，在註射第二劑兩週後才能確定
疫苗效果。

印度官員在接種新冠疫苗後仍感染印度官員在接種新冠疫苗後仍感染，，疫苗公司回應疫苗公司回應

奧地利前財長因多項貪腐罪名被判處奧地利前財長因多項貪腐罪名被判處88年有期徒刑年有期徒刑
（綜合報導）據奧地利國家廣播電視台當地

時間12月4日晚報導，奧地利前財政部長卡爾－
海因茨.格拉塞爾因收受賄賂、偽造證據、挪用公
款等多項罪名一審判處8年有期徒刑。

報導稱，指控涉及2004年6月的6萬套奧地
利聯邦公共住房私有化項目。由於格拉塞爾提前
透露關鍵信息，某財團僅以9.61億歐元——比競
爭對手多100萬歐元的價格中標。奧地利自由黨
前副秘書長瓦爾特.梅施貝格和掮客彼得.霍格格
爾同樣參與了該項交易。三人共收取了占到成交
價1%的佣金，也就是960萬歐元。梅施貝格和霍

格格爾也分別被判入獄7年和6年。此外，格拉塞
爾在林茨終點站大樓項目上還收取了20萬歐元的
賄賂。

據悉，維也納刑事法院進行了將近三年的訴
訟，被告多達15人，其中一人現已過世。奧地利
政府方面已要求這些人員賠償共計近1000萬歐元
。不過，此次的一審判決並非最終判決，最高法
院將擁有最終的決定權。格拉塞爾和他的律師如
今已經宣布，將提起上訴。

格拉塞爾現年51歲，在2000年2月至2007年
1月擔任奧地利財務部長。

英國無協議脫歐風險增加英國無協議脫歐風險增加
分歧太大談判暫停分歧太大談判暫停

（綜合報導）正在密切進行的歐盟和英國
的脫歐談判已告暫停，在該談判中除其他外將
討論貿易協定。兩位談判代表，歐盟的巴尼耶
（Michel Barnier）和英國的弗羅斯特（David
Frost），尚未就協議條款達成協議。

巴尼耶在推特上發表聲明說，在某些關鍵
點上分歧仍然太大，因此已經採取了“停頓”
措施。巴尼耶和弗羅斯特將向他們的政治領導
人通報談判進展的現狀。

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和英國首相約翰
遜將在周六下午討論事態。

英國脫歐談判的壓力每天都在增加，因為
如果沒有達成協議，英國將在1月沒有進一步
協議的情況下離開歐盟，這在所有領域對英國
與歐盟之間的關係都具有深遠的影響。這意味
著，許多產品將要繳納進口稅。

英國已於今年1月正式離開歐盟，但有一
個過渡期，到今年12月31日結束，在這之前
，英國還可以根據歐盟成員國的規則執行所有
規定。

荷 蘭 媒 體 NOS 的 記 者 斯 佩 克 斯 科 爾
（Thomas Spekschoor）說：“艱難的決定必須
由政治首腦做出。”他預計約翰遜和馮•德萊
恩之間的對話不會取得突破，他說：“對此沒
有什麼可期待的。他們以前互相交換過意見，
通常會提出一些官樣文字，如'我們進行了很
好的交談'和'我們正在研究如何擺脫這種情況'
等等。”

本周初，人們仍然希望本週末就倫敦與其
餘27個歐盟成員國之間的關係達成協議。斯
佩克斯科爾說：“這不會實現。毫無疑問，他
們將在未來幾天繼續進行對話，看看是否還有
談判的餘地，但看來現在還沒有。”

談判必須在1月1日之前達成協議。在這
之後，英國徹底不再是歐盟的成員。

即使短期內達成協議，議會也幾乎沒有時
間作出批准或不批准的決定。如果沒有達成協
議，則雙方都必須遵守世界貿易組織（WTO
）的貿易規則。這意味著，許多產品將徵收進
口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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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元鐘保險
我們擁有最多美國政府認證的
各項保險專業證照、得獎無數

美國保險碩士、台灣淡江保險學士

美國及台灣前十大保險公司理賠專員

汽車、房屋、商業、人壽、醫療、老人保險

德國將啟動100億歐元未來基金
支持初創企業

綜合報導 記者從德國聯邦外貿與投資署獲悉，德國聯邦議院當天

通過了為初創企業提供的100億歐元的未來基金項目。這些資金將主要

提供給有拓展計劃的創業者使用。

據悉，德國明年將有24億歐元的資金通過復興信貸機構、歐洲投資

基金和高科技創業基金流向風險資本投資者和公司。到2030年將提供總

計100億歐元的資金，由此可吸引至少200億歐元的私人投資。

據了解，投資者評價德國聯邦政府的計劃是壹個積極的信號。他們認為

公共機構甚至可以通過這種工具獲利，盡管其擁有較高的投資風險。

德國聯邦外貿與投資署總經理Robert Hermann對此表示歡迎。他向

中新網記者表示，這是壹個令人振奮的消息：長期以來，商業倡導者壹

直在呼籲年輕的德國公司更好地利用國內的風險投資——德國的現任政

府和議會現在解決了這壹需求。如此大的數目表明，在當前經濟動蕩中

，也有重大的積極的變化。“對於創新的年輕公司來說，這個可能是考

慮擴展到德國的絕佳時機。”

德國聯邦外貿與投資署是德國聯邦政府對外貿易和對內引資的機構

。該機構為進入德國市場的外國公司提供咨詢和支持，並協助在德成立

的企業進入外國市場。

意大利新增死亡病例持續攀高
疫情重創房地產經濟

綜合報導 意大利緊急民防部27日疫情報告顯示，過去24小時，意

大利新增新冠確診病例28352例，新增死亡病例827例。這是意大利連續

4天新增死亡病例接近或超過800例。

據報道，截至27日18時，意大利累計確診病例1538217例，死亡病

例53677例。

目前，意大利平均病毒傳染指數已降至1.08，其中10個大區已降至

1以下。倫巴第大區主席豐塔納表示，倫巴第大區終於迎來了疫情向好

局面，他們將有機會重啟商業活動。他感謝倫巴第大區所有民眾為遏制

疫情蔓延所做出的犧牲和努力。

意大利衛生部長斯佩蘭紮27日宣布，從29日起倫巴第、皮埃蒙特

和卡拉布裏亞大區，將從紅色疫情高風險地區調降為橙色中度疫情風險

區；利古裏亞和西西裏，將從橙色中度疫情風險區調降為黃色疫情低風

險區。

另外，根據意大利聯合聖保羅銀行和市場調查機構聯合發布的房地

產交易數據分析報告顯示，受新冠疫情影響，意大利房地產市場交易量

第壹季度減少了15.5%，第二季度再次下挫27.2%，第三季度下降幅度開

始出現平緩趨勢。預計第四季度的下降幅度將會維持在17.1%至18.7%之

間，2020年全國房屋交易量有望達到61.2萬套。

調查分析報告指出，預計到2022至2023年，意大利房地產市場才會

出現緩慢復蘇趨勢。在此之前，意大利全年房產交易量將會維持在60萬

套以下水平，預計2021年全年房地產交易量將會下降至49.5萬套左右。

調查分析報告表示，預計2021年房地產價格將會表現出持續走低趨

勢，尤以商業房地產價格下降幅度表現最為明顯。預計首都羅馬2021年

房地產價格下跌幅度最大，而米蘭房價有望在2022年增長0.9%，2023年

增長1.6%。

科學家證實發現第二顆“迷妳月球”：
約小汽車大小

綜合報導 壹支天文學家

組成的隊伍發現了壹顆暫時環

繞地球旋轉的小行星，它也是

第二顆被發現的“迷妳月球”

。研究指出，“2020 CD3”直

徑約0.9至1.5米，英媒稱其約

壹輛小汽車大小。2020 年 5 月

，它已經遠離地球。

此前於2020年2月，天文

學家就發現，有壹顆小行星

以地球為中心運轉。由英國

貝爾法斯特女王大學博士後

研究員費多雷特(Grigori Fedo-

rets)帶頭，組成壹支23位全球

天文學家小組，對這個物體

進行長時間的深入調查。

據報道，相關研究於11月

24日被發表在了《天文學雜誌

》上。該團隊確認，這壹小行

星是自然物體而非太空垃圾，

並正式將其命名為“2020 CD3

” 。 這 是 繼 14 年 前 發 現

“2006 RH120”後，第二次發

現“迷妳月球”(Minimoon)。

“2020 CD3”已在 2020

年5月遠離地球，天文學家估

算得知，它曾是壹顆繞著地

球運轉的“迷妳月球”。它

的直徑約 0.9 至 1.5 米，英國

《每日郵報》形容其約有壹

輛小汽車大小。它不僅停留

在地球周圍的時間比預期長

，旋轉速度也較慢，約每3分

鐘旋轉壹次。

英零售業兩大品牌壹天內先後倒閉
2.5萬員工前途未蔔未蔔

綜合報導 擁有230多年歷史的英國

零售業巨頭德本漢姆(Debenhams)宣布，

由於公司在申請破產保護後，壹直未能

找到接盤買家，因而最終不得不關門倒

閉。壹天前，另外壹家英國知名零售商

阿卡迪亞集團也宣布啟動破產清算程序

。短短24小時，兩大百貨零售集團先後

倒閉，25000個工作崗位岌岌可危。

當天早間，德本漢姆表示，因為壹

直未能找到買家，公司不得不準備關門

，並從當天開始進入破產清算階段。這

也意味著，當擁有124家連鎖店鋪的德

本漢姆全部關門停業的時候，所有12000

名員工都將面臨失業的風險。

公司管理層表示，由於新冠疫情的

長久影響和重組業務前景的“高度不確

定性”，公司別無選擇，只能破產清算

，但仍繼續尋求整體或部分收購報價。

擁有232年歷史的英國百貨連鎖企

業德本漢姆多年來壹直在苦苦掙紮，因

為消費者開始轉向在線購物，到店客流

日益下降。遏制新冠病毒蔓延而實施的

封鎖限制措施則成為了壓垮公司的最後

壹根稻草。今年4月，該公司申請破產

保護，並尋求買家接盤。從5月份以來

，公司已經削減了實體店中6500個工作

崗位。

隨著與英國運動

時尚品牌JD Sports的

收購談判失敗，德本

漢姆被迫在1日當天

決定清盤。JD Sports

打消收購德本漢姆的

意圖，原因之壹是德

本漢姆最大的租賃經營合作夥伴阿卡迪

亞集團，已在11月30日晚間宣布倒閉。

旗下擁有Topshop和伯頓等品牌的零售業

巨頭阿卡迪亞集團(Arcadia)已經啟動破產

清算程序。該企業13000名員工的飯碗岌

岌可危。

24小時內，英國百貨零售業遭受了

有史以來最沈重的打擊，兩家知名零售

商先後倒閉，25000名員工面臨下崗的風

險。

數十年來，這兩大零售商都是英國

各地購物廣場和商業街的領軍人物，總

共經營著近600家商店。而今年以來，

英國零售業可謂禍不單行，除了疫情沖

擊以外，還得努力應對電商競爭。根據

最新的零售業數據，今年英國零售業將

失去超過23萬個工作崗位。

英國財政大臣裏希.蘇納克1日當天下

午在議會表示，政府隨時準備為兩家零

售商的全體雇員提供支持。

英國零售業工會表示，正在尋求

與兩大零售商的管理人員緊急會晤，

並呼籲他們“妥善處理好員工的未來

安排”。此外，工會還指出，政府需

要出臺復蘇規劃，“以便使零售業重

新振作起來”。

英國零售經濟咨詢公司首席執行官

理查德· 林表示，在商業街越來越不景氣

的時刻，阿卡迪亞和德本漢姆的倒閉

“絕對是毀滅性的”。“鑒於龐大的物

業組合、受影響的就業崗位數量以及對

整個行業的沖擊，這場倒閉的後果和影

響無以復加。”他指出，兩大零售商未

能擁抱變革的時代，企業內部發展腳步

滯後是根本癥結所在，而疫情的影響加

速了其最後破產的結局。

歐盟初步認定亞馬遜破壞公平競爭
或處以巨額罰金

綜合報導 歐盟委員會執行

副主席兼競爭和反壟斷事務專員

瑪格麗特· 韋斯塔格日前表示，

歐盟對美國電商巨頭亞馬遜公司

涉嫌不正當競爭的第壹階段調查

結束，初步認定亞馬遜公司違

反歐盟反壟斷規則，破壞了公

平競爭環境。分析認為，歐盟

有可能在明年作出最終裁決，

亞馬遜公司或被處以占其全球

營業額10%的罰金。據美國有線

電視新聞網估計，罰金最高可達

370億美元。

韋斯塔格在壹份聲明中說，

調查人員通過對亞馬遜平臺在歐

洲市場的8000萬筆交易記錄和1

億件商品進行采樣分析後發現，

第三方賣家的產品和交易數據可

以詳細、實時地反饋到亞馬遜零

售業務算法中。正是基於這些算

法，亞馬遜可以優化自己的產品

、價格、庫存和供應鏈管理。歐

盟認為，亞馬遜扮演了“參賽選

手”和“裁判員”的雙重角色，

導致第三方賣家處於劣勢。數據

顯示，在亞馬遜平臺的某些品類

中，亞馬遜公司自營產品只占該

品類總量的約10%，卻獲得了超

過50%的銷售額。

去年7月，歐盟委員會啟動

對亞馬遜的調查。調查人員認定

，亞馬遜公司通過制定壹系列規

則，為自有零售商和使用其服務

的賣家提供優惠，從而使第三方

賣家對該平臺產生過度依賴，無

法自由選擇交易平臺。歐盟表示

，將很快對亞馬遜公司開展第二

階段調查。

據統計，在過去 5 年，歐

洲電子商務銷售額幾乎翻番，

2020 年 1 月至 11 月銷售額已達

7200 億歐元。亞馬遜在歐洲電

子商務領域扮演重要角色，超

過 70%的法國消費者和 80%的

德國消費者在過去壹年內曾在

亞馬遜平臺購物。今年第二季

度，亞馬遜線上銷售同比增長

48%，其中歐洲地區增幅最為

明顯。歐洲消費者聯盟總幹事

莫妮克· 戈恩斯認為，人們在疫

情防控期間越來越依賴電商

平臺，“如果亞馬遜等公司

濫用市場優勢地位，打壓其平

臺上第三方賣家，剝奪消費者

的選擇權，對消費者是非常有

害的。”

歐盟此前曾對谷歌等美國科

技公司處以數十億美元罰款。歐

盟委員會計劃在12月公布壹系列

競爭政策新規，以更好監管在各

自領域占支配地位的大型企業。

歐洲媒體認為，亞馬遜公司最終

可能尋求和解，避免被判違規和

繳納高額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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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元鐘保險服務地點 

菲提速“陪都”新克拉克建設 杜特爾特任命阿羅約為顧問
綜合報導 菲律賓著手布局後疫情時

代經濟發展，提速“陪都”新克拉克建

設。菲律賓文官長梅地亞爾蒂宣布，杜

特爾特總統任命菲前總統阿羅約為“陪

都”新克拉克項目建設總統顧問。

今年10月下旬至11月上旬，菲首都

馬尼拉所在地呂宋島連續遭遇5個臺風

，首都地區城市功能受影響。11月 18

日，杜特爾特簽署行政命令，明確將在克

拉克自由港特區的新克拉克市(New clark

city)建設首都地區以外的國家政府行政中

心(NGAC)，以備首都馬尼拉發生緊急情

況或災難時，保障政府服務之需。

據新克拉克官網介紹，菲國家政府

部門未來將部分遷往新克拉克，該市願

景是到2030年建成為壹個現代化、可持

續發展的大都市，與馬尼拉市並列為

“首都雙城”。

阿羅約在壹份聲明中感謝杜特爾特的

任命。她說：“這是壹項偉大艱巨的事

業，是我擔任總統期間提出的計劃之壹

。感謝杜特爾特總統的信任，讓我能夠

再次對這項經濟刺激計劃提供建議。”

克拉克市位於呂宋島邦板牙省(Pam-

panga)，前身為美軍空軍基地。1993年

美將其歸還給菲政府，菲辟其為克拉克

自由港特區，總面積為4300公頃，主要

發展休閑度假村、高爾夫球場、大型體

育設施，以及出口加工業等。在新冠疫

情暴發前，該特區有千余家企業入住，

約14萬名工人。

新克拉克城計劃總投資140億美元，

其中克拉克國際機場擴建是杜特爾特政

府“大建特建”基礎設施旗艦項目，建成

後年運輸旅客量將由目前420萬人次增加

到1200萬人次，將緩解馬尼拉國際機場的

壓力，帶動整個呂宋島大發展。目前，馬

尼拉到新克拉克市通勤高鐵也正在建造中

，建成後兩地車程時間僅40分鐘。

克拉克所在地邦板牙省為阿羅約的家

鄉。26日，菲總統發言人哈裏·洛克聲明，

阿羅約作為前國家元首，在她的家鄉有很高

威望，她的智慧和豐富的經驗有助於推動將

新克拉克建設為亞洲新大都市。

阿羅約是菲前總統奧斯達多·馬卡帕加

爾的女兒。她曾就讀於美國華盛頓喬治敦大

學，有金融學學士、經濟學碩士和博士學位

，與美國前總統比爾·克林頓是同班同學。

阿羅約於2001年1月20日，在叛亂

中接替前總統埃斯特拉達擔任總統職務

，成為菲律賓第14任總統，並於2005年

6月獲選連任。2010年6月卸任總統後，

阿羅約繼續從政，並連續三屆當選邦邦

牙省第二區女議員。2018年7月23日，

阿羅約被選舉為菲第25任眾議長，成為

菲歷史上首任女性眾議長。

2017年10月，阿羅約宣誓成為杜特

爾特領導的菲律賓執政黨民主人民力量

黨(PDP-LABAN)成員，支持杜特爾特政

府發展好菲中關系，並與菲華人關系密

切。她多次表示，中國是菲律賓經濟發

展最重要的夥伴之壹。菲律賓感謝中國

對菲律賓發展的支持，願學習中國在短

時期內實現經濟社會快速發展的成功經

驗，加強經貿、基礎設施建設等合作，

促進人文交流，增進兩國人民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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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據印度中央統計局27日公

布的數據，印度2020—2021財年第二季

度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長率為-7.5%。這

是印度經濟連續第二個季度負增長。

印度 2020—2021 財年 (2020 年 4 月

至 2021 年 3月)的第二季度為 2020 年的

七月、八月和九月。數據顯示，這壹

期間的印度制造業、農業和電力行業

分別同比增長 0.6%、3.4%和 4.4%；服

務業、采礦、建築以及貿易等領域則

繼續下跌。

據公開報道，印度本財年第壹季度

的GDP增長率為-23.9%，是印度自1996

年開始發布季度經濟增長數據以來，經

濟下跌最嚴重的壹次。《今日印度》報

道說，連續兩個季度下跌，意味著印度

經濟已經陷入了技術性衰退。

新德裏電視臺報道說，新冠肺炎疫

情是導致此次技術性衰退的主因。不過

，我們也要註意到，此前有機構預測第

二季度GDP將下跌8.8%，中央統計局公

布的實際數據是好於這個預期的。

也有不少印度經濟家表示，隨著新

冠病毒疫苗研發不斷取得新進展，市場

消費需求會日益增強，從而帶動經濟復

蘇。他們預計本財年第三季度(2020年十

月、十壹月、十二月)的經濟增長率

為-3%，而到了本財年第四季度(2021年

壹月、二月、三月)，經濟增長率可達到

0.5%。

由於新冠病毒疫苗對經濟復蘇極為

重要，印度總理莫迪28日正在實地考察

幾個新冠病毒疫苗的研發工作。

日本巨型奧運五環完成檢修後歸位
將展示至奧運會結束

綜合報導 在完成安全檢

查和維修後，此前從東京臺場

海濱公園撤走的奧運五環紀念

標誌重新歸位。預計該五環標

誌將展示至2021年8月奧運會

結束，計劃每晚亮燈。

據報道，當地時間1日上

午9點前後，五環標誌由駁船

裝載，出現在東京臺場海濱公

園附近的海上。看到該情形的

造船業人員小島隆行期待地表

示：“上次東京奧運會時在國

立競技場觀看了足球比賽。希

望(五環標誌的重新設置)能推

升奧運氛圍。”

該五環標誌長約33米、寬

約15米，重約69噸，2010年1

月時放置於臺場。在東京奧運

會確定延期之後，於8月暫時

被送回制造該標誌的橫濱市工

廠內進行維修。工廠將其部分

拆解後對各部件劣化情況和亮

燈用輸電設備等進行了確認，

標誌背面也新增了5色塗裝，

外觀也進行了維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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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一存 北京報道）

中央依法治國辦公室副主任、司法部部長、全

國普法辦公室主任唐一軍4日在京表示，香港

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憲法適用於香港。

內地一直大力支持和積極配合香港開展各種形式的普法教育活動，增強中小學生的憲

法意識。近年來，內地與香港在司法領域的交流合作不斷深化，完成香港法律學生法

律資格考試和內地實習等相關工作，為深化大灣區法治合作提供保障。他還表示，中

國加強青少年法治教育，並納入國民教育體系。

司法部長：國家憲法適用於香港
憲法和基本法構成憲制基礎 冀增強中小學生憲法意識

廣東中學生18歲成人禮獲贈《憲法》

香港文匯報訊 據澎湃新聞報道，4日，外
交部發言人華春瑩主持例行記者會。有記者就
美國司法部圍繞孟晚舟的言論和計劃提問。此
前有報道稱，美司法部說孟晚舟可以部分認罪
換取回國請求通過。華春瑩表示，我不知道你
從哪裏得到這個消息，但的確好像是有相關報
道。坦白說，我看到這個報道就想起了2013年
法國阿爾斯通公司高管皮耶魯齊的遭遇。皮耶
魯齊的遭遇在他寫的《美國陷阱》裏有非常詳
細的描繪。

敦促加方立即放人
華春瑩指出，你剛才提到的傳聞、細節和

情節，跟皮耶魯齊的遭遇幾乎是完全一模一樣

的。中方在這個問題上，立場已經非常清楚：
孟晚舟女士是無辜的，她沒有犯下任何美國、
加拿大方面所指控的罪行。孟晚舟事件的性質
是十分清楚和明確的：完全是美方出於打壓中
國高技術企業發展的政治目的，而加拿大在其
中扮演了非常不光彩的角色，這是一起徹頭徹
尾、地地道道、嚴重的政治事件。中方再次敦
促美方立即撤銷對孟晚舟女士的逮捕令和引渡
請求，敦促加方立即釋放孟晚舟女士，讓她早
日平安地回到祖國。

據《華爾街日報》消息，知情人士透露，
美國司法部正與遭加拿大警方拘押的華為首席
財務官（CFO）孟晚舟討論一項協議，該協
議將允許她從加拿大返回中國，以換取她承認

部分控罪。消息人士稱，按照被告的律師和司
法部的代表最近數周以來曾商討過的“擱置法
庭判決協議”，孟晚舟須承認幾項指控，以換
取美國放棄繼續調查，被釋放回國。報道指，
檢察官通常只會與公司達成此類協議，甚少是
個人；而在此類協議下，孟晚舟將要承認部分
控罪，若她合作，檢察官會同意延緩並撤銷相
關控罪。知情人士表示，孟晚舟目前仍拒絕接
受該協議，認為自己未做任何違法之事。美國
司法部及加拿大官方也未就此作出回應。

駐加大使電話慰問
2018年12月1日，孟晚舟在溫哥華國際機

場被加拿大警方“應美國發布的逮捕令”拘

押，美國要求加拿大引渡孟晚舟；孟晚舟方積
極抗爭的法律程序自此開啟，至今無定論。隨
之而來的是中加關係遭遇嚴重困難。

據中國駐加拿大大使館網站消息，11月30
日，駐加拿大大使叢培武同孟晚舟通電話表達
親切慰問。叢大使強調：中國政府維護中國公
民和企業正當合法權益的決心堅定不移，將繼
續敦促加方認真對待中方的嚴正立場和關切，
糾正錯誤作法，盡快作出將你釋放的正確決
定，並確保你平安回到中國。華為加拿大公司
11月30日發表聲明稱，在過去的兩年中，華為
對孟晚舟的清白充滿信心，並相信加拿大司法
系統將得出這一結論。華為將繼續支持孟晚舟
追求正義與自由。

部分認罪換取回國？外交部：孟晚舟是無辜的

4日是中國第七個國家憲法日，國新辦就相關
普法工作情況舉行發布會。唐一軍在會上

指出，香港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憲法適用於
香港。憲法和香港基本法共同構成香港的憲制基
礎。中共十九屆四中全會決定強調，加強對香港、澳
門社會特別是公職人員和青少年的憲法和基本法教
育、國情教育、中國歷史和中華文化教育，增強香
港、澳門同胞國家意識和愛國精神。他表示，中央有
關部門一直大力支持和積極配合香港政府及社會各界
開展各種形式的憲法和基本法的宣傳教育活動。

深化大灣區法治合作
“近年來，內地與香港在司法領域的交流合

作不斷深化。”唐一軍介紹，司法部保持並深化同
香港律政司、懲教署、律師會、委託公證人協會等
香港司法法律界組織和人員的溝通交流，完成香港
法律學生法律資格考試和內地實習等相關工作，為
深化大灣區法治合作提供保障。

同時，法律服務開放政策逐步完善。目前，
司法部正積極穩妥地推進港澳執業律師在大灣區內

地九市取得內地執業資質和從事律師職業的試點相
關工作。

在司法協助方面，區際司法協助體系逐步形
成。今年是香港基本法頒布30周年，亦是《關於
內地與香港特別行政區相互執行仲裁裁決的安排》
生效20周年，兩地創造性地構建起以八項司法協
助安排為支柱、若干司法文件為補充的中國特色區
際司法協助體系，豐富了“一國兩制”的實踐內
涵。

推進青少年法治教育
同一場合，唐一軍在回應加強青少年普法教育

時表示，法治教育納入國民教育體系，加強教育融
入。司法部會同教育部制定了青少年法治教育大綱，
深入推進青少年法治教育，同時加強法治教育師資培
養，深入推進依法治校，通過教育引導、實踐養成和
制度保障，培養青少年的規則意識和法治習慣。

他還表示，在即將開展的“八五”普法中，將
進一步把青少年作為重點對象，要加強青少年法治教
育，不斷提升全體公民法治意識和法治素養。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
12月4日是國家憲法日，當天，由共青團廣東省
委員會、廣東省學生聯合會主辦的2020年廣東
省中學生18歲成人禮儀式在東莞中學松山湖學
校盛大舉行。當天，參加成人禮的中學生領取
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加強憲法學習。

從“十四五”到2035年，恰是廣大18歲中
學生人生中最美好的年華，青年人面臨建功立
業的難得機遇。在活動現場，共青團廣東省委
副書記武一婷代表團省委、省學聯向全省廣大
18歲中學生寄語：希望全省每一名即將邁入18
歲人生新旅程的中學生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作照亮他人的“小燈
塔”，堅定傳承五四精神、堅決擁護國家憲
法、勇於擔當“民族復興”使命、積極擁抱

“灣區時代”歷史機遇，在第二個百年奮鬥目
標征途裏以紅色之我、守法之我、青春之我、
奮鬥之我奏響青春凱歌。

活動當天，主會場的東莞中學松山湖學校
高三全體同學奏唱國歌，認真學習習近平總書
記對青年的寄語精神，佩戴成人紀念徽章、領
取《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聆聽師長教誨，
接受來自父母精心準備的成人禮物，並向老
師、家長鞠躬行感恩之禮。

活動最後，全場559名新進成人共同宣讀神
聖激昂的“成人誓詞”，莊重許下為實現中華
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奮發圖強、砥礪
前行的承諾，誓言將用自己的青春為全面建設
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
標而不懈奮鬥。

■■廣東省中學生廣東省中學生1818歲成人禮儀式在東莞中學松山湖學校舉行歲成人禮儀式在東莞中學松山湖學校舉行，，參加成人禮的學生獲贈參加成人禮的學生獲贈《《中華人民共和中華人民共和
國憲法國憲法》。》。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4日是中國第七個國家憲法日。圖為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第二中學舉辦“憲法晨讀”活動，學生們
跟網絡直播一同朗讀《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部分章節。 中新社



AA77香港瞭望
星期日       2020年12月6日       Sunday, December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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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2月5日（星期六）4 新聞香
港

■責任編輯：李岐山

駱惠寧：將禍國亂港者 逐出管治架構
在“國家憲法日”座談會致辭：劃清底線標準和政治規矩

	����

香港特區政府主辦、香港中聯辦及勵

進教育中心共同支持的2020年“國家憲

法日”網上座談會4日舉行，香港特區行

政長官林鄭月娥、香港中聯辦主任駱惠

寧發表視頻致辭。林鄭月娥表示，維護

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乃國家憲法

根本宗旨，也是“一國兩制”不能觸碰

的底線，香港社會對國家憲法和基本法

的認識仍有不足，當前急切要做的是對

特區的憲制秩序和政治體制正本清源，

撥亂反正。駱惠寧致辭時則強調，愛國

是憲法規定的中國公民的神聖義務，香

港特區必須始終堅持愛國者治港。全國

人大常委會上個月通過關於香港特別行

政區立法會議員資格問題的決定，進一

步劃清了“愛國者治港”的底線標準和政

治規矩，確保所有從政者擁護憲法基本

法、效忠國家和特區，將禍國亂港者驅逐

出特別行政區管治架構。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冶祖）香港特區
政府4日主辦2020年“國家憲法日”網上座談
會，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發表視頻致辭。她指
出，香港回歸祖國23年多，社會對國家憲法和
基本法的認識仍有不足，更有別有用心的人故
意扭曲中央和特區的關係，甚至將“一國”和
“兩制”對立起來。她強調，對特區的憲制秩
序和政治體制正本清源、撥亂反正是當前急
務，希望社會各界積極響應憲法、基本法和香
港國安法的推廣工作，特區政府亦會繼續大力
推動相關法律在不同層面的宣傳教育，特別會
把公職人員、教師、青年人方面的推廣工作，
做得更深入、更到位，確保“一國兩制”行穩
致遠。

林鄭月娥表示，追本溯源，香港特別行政
區是根據憲法第三十一條設立，特區實行的制
度是根據憲法制定。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
要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須依照憲法和
基本法辦事。她坦言，香港回歸祖國23年多，
社會對國家憲法和基本法的認識仍有不足，加
上別有用心的人故意扭曲中央和特區的關係，
甚至將“一國”和“兩制”對立起來，令香港
社會產生不少爭拗、矛盾，甚至對立。她舉
例，當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決定從國家層面訂立
香港國安法，並根據基本法第十八條納入附件
三在香港執行時，就被錯誤形容為“破壞香港
的高度自治”；當全國人大常委會應特區行政

長官請求從憲制層面處理特區立法會“真空
期”和議員資格問題時，又會被誣衊為“干預
香港事務”。

她重申，在今年的施政報告中指出，當前
其中一項急切要做的事，是對特區的憲制秩序
和政治體制正本清源，撥亂反正。

國安法為港發展創新機遇
林鄭月娥認為，要正本清源，公眾教育至

為重要，特區政府舉辦了一系列的公眾教育活
動，特別為教育下一代，為學校整合了有關資
料，並向學校提出有關“國家憲法日”的活動
建議，例如利用網課時段向學生講解憲法的由
來和重要內容、鼓勵學生在家參與由教育局舉
辦的“2020‘國家憲法日’網上問答比賽”
等。

她說，自去年6月開始，香港社會經歷了
不少挑戰。連串的暴力事件，加上外部勢力干
預，不但對香港的社會安全和經濟造成嚴重破
壞，亦對國家安全構成嚴重威脅。香港國安法
不僅為保持香港社會的繁榮和穩定提供堅實的
基礎，亦為香港特區的經濟發展創造新機遇，
注入新動力。遺憾的是，過去香港以至國際社
會有部分人士對於香港國安法存有一些誤解，
甚至造成爭議，別有用心的人亦都會趁機進行
炒作。

林鄭月娥強調，特區政府在推動認識憲法

和基本法的同時，也必須加強對香港國安法的
宣傳教育，嚴肅、認真地向公眾灌輸有關知
識。她希望社會各界人士，積極響應憲法、基
本法和香港國安法的推廣工作，讓年輕一代更
了解並遵守法律，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的義務，
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她表示，特區政府的教育和宣傳工作亦應
包含憲法和基本法。除了是次座談會外，特區
政府有關政策局及部門會繼續大力推動憲法和
基本法在不同層面的宣傳教育工作，特別是把
公職人員、教師、青年人方面的推廣工作，做
得更深入、更到位。

林鄭：港憲制秩序急須正本清源

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香港特別行政區的
“根”和“源”。今年是特區第四年舉辦

“國家憲法日”推廣活動，主題是“憲法與國
家安全”。由於疫情關係，座談會改為以網上
直播的形式進行。

駱惠寧致辭時，首先對特區政府以及勵進
教育中心在疫情之下，為舉辦此次“國家憲法
日”活動所作的努力表示感謝。他說，我們國
家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中取得的舉世矚目成
就，充分證明我們國家以憲法為基石構建的國
家制度和治理體系，是經得起大風大浪考驗
的，具有強大的生命力和優越性。香港與內地
在抗疫方面的密切合作，也充分體現了“一國
兩制”的顯著制度優勢。

強調始終堅持愛國者治港
他說，此時舉辦“國家憲法日”活動，讓

我們再次深刻認識到憲法對於國家治理和特別
行政區管治的重大意義，深刻認識到學習憲
法、遵守憲法、維護憲法的重要性。借此機
會，他與大家分享三點感想：第一，憲法和基
本法共同構成特別行政區的憲制基礎，香港社
會必須充分認同與尊崇憲法。第二，憲法承載

維護國家安全的重要功能，香港特區必須切實
維護國家安全。第三，愛國是憲法規定的中國
公民的神聖義務，香港特區必須始終堅持愛國
者治港。

駱惠寧指出，憲法之所以規定公民有維護
祖國安全、榮譽和利益的義務，是因為憲法作
為具有最高效力的法律載體，凝聚着全體中國
人民對祖國的無限熱愛，愛國主義是憲法所展
示出來的我們偉大民族精神的核心。“香港從
來與祖國同前途共命運，只有愛祖國，才能真
正愛香港；只有在愛國者管治之下，香港才能
有長遠的安定與發展。”

他批評，近些年來，香港部分參選和當
選特別行政區公職的人員，公開宣揚“港
獨”主張，拒絕承認國家對香港擁有並行使
主權，尋求外國或境外勢力干預香港事務，
完全與“愛國者治港”的憲制要求相悖離。

盼公職人員全面貫徹憲法
他指出，全國人大常委會上個月通過關於

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議員資格問題的決定，
進一步劃清了“愛國者治港”的底線標準和政
治規矩，確保所有從政者擁護憲法基本法、效

忠國家和特區，將禍國亂港者驅逐出特別行政
區管治架構。

“這個決定為立法會議員資格立下了管長
遠的規矩，也從深層次構建了特別行政區公職
人員對國家的認同和情感，有利於落實憲法確
立的愛國主義精神，彰顯憲法在香港特別行政
區的至上權威。”

駱惠寧指出，憲法權威的樹立有賴於全社
會憲法意識與憲法觀念的養成。他期望，特別
行政區政府和公職人員應當帶頭深入開展憲法
宣傳教育，大力弘揚憲法精神，切實增強憲法
意識，推動憲法在特別行政區全面貫徹落實。

勉青少年認識和尊崇憲法
他特別提到，廣大青少年是香港未來的希

望，應當緊密結合中國近現代歷史特別是香港
百年屈辱史，深刻認識憲法形成和發展的過
程；緊密結合“一國兩制”實踐取得的巨大成
就和面臨的挑戰，深刻認識憲法是香港前途命
運和自身未來發展的根本保障。

他說，只要全社會切實尊崇和有效實施憲
法基本法，“一國兩制”事業就能劈波斬浪、
行穩致遠。

駱 惠 寧 金 句
◆香港有些人只尊重原有法律制

度的基本不變，而漠視特別行

政區憲制基礎的根本改變，這

是近些年香港出現一些亂象的

思想根源。

◆只有認同和尊崇憲法，認同和尊

重憲法和基本法共同構成特別行

政區的憲制基礎，才能破解近年

來“一國兩制”實踐遇到的新情

況新問題新挑戰。

◆香港國安法的許多規定還需要轉

化為完善的制度機制，成為廣

大市民自覺遵守的行為準則，

得到香港行政執法司法機關的

切實執行。

◆香港從來與祖國同前途共命運，

只有愛祖國，才能真正愛香港；

只有在愛國者管治之下，香港才

能有長遠的安定與發展。

◆特別行政區政府和公職人員應當

帶頭深入開展憲法宣傳教育，大

力弘揚憲法精神，切實增強憲法

意識，推動憲法在特別行政區全

面貫徹落實。

■■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在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在20202020年年““國家憲法日國家憲法日””網上座談會上發表視頻致辭網上座談會上發表視頻致辭。。 視頻截圖視頻截圖

◆憲法和基本法
共同構成特別
行政區的憲制
基礎，香港社
會必須充分認
同 與 尊 崇 憲
法。

◆憲法承載維護國
家安全的重要功
能，香港特區必
須切實維護國家
安全。

◆愛國是憲法 規
定的中國公民
的神聖義務，
香港特區必須
始終堅持愛國
者治港。

駱
惠
寧
分
享
三
點
感
想林鄭：港憲制秩序急須正本清源

■■林鄭月娥發表視頻致辭林鄭月娥發表視頻致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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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拜登將修正川普執政路線改善川普處理海外經濟關係的方式
美國聯邦資金到期及疫情救濟困難五千萬美國人要挨餓

【【休士頓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秦鴻鈞報導】】美國大選拜登當選已經確定美國大選拜登當選已經確定，，國際國際
間的焦點轉為關注拜登上台後的施政風格與政策路線間的焦點轉為關注拜登上台後的施政風格與政策路線，，對未來國對未來國
際局勢可能帶來什麼影響際局勢可能帶來什麼影響。。拜登上台後拜登上台後，，面臨的是經過川普四年面臨的是經過川普四年
翻攪後的世局翻攪後的世局，，無論是國內政治或整個國際社會無論是國內政治或整個國際社會，，都和四年前大都和四年前大
不相同不相同。。川普臨下台前還屢下猛藥川普臨下台前還屢下猛藥，，試圖不讓拜登改變他的試圖不讓拜登改變他的 「「政政
績績」」 ，，但拜登當然不願但拜登當然不願 「「川規拜隨川規拜隨」」 ，，如何走出一條新路如何走出一條新路，，就成就成
為他的挑戰為他的挑戰。。到現在為止到現在為止，，拜登的經濟團隊逐漸成形拜登的經濟團隊逐漸成形，，他們計劃他們計劃
改善川普政府處理海外經濟關係的方式改善川普政府處理海外經濟關係的方式。。儘管即將上任的拜登政儘管即將上任的拜登政
府正試圖改變其中的重要部分府正試圖改變其中的重要部分，，川普發出的川普發出的““美國優先美國優先””信息很信息很
可能對美國經濟政策走向產生持久影響可能對美國經濟政策走向產生持久影響。。拜登希望敦促盟友一起拜登希望敦促盟友一起
合作合作，，並迫切要求在國內實施更積極的計劃並迫切要求在國內實施更積極的計劃，，以幫助受到全球貿以幫助受到全球貿
易傷害的美國人易傷害的美國人。。拜登及其新經濟團隊不同意川普的策略拜登及其新經濟團隊不同意川普的策略，，包括包括
廣泛使用關稅來推進美國利益並對抗傳統盟友和國際組織廣泛使用關稅來推進美國利益並對抗傳統盟友和國際組織。。拜登拜登
呼籲美國加強與傳統盟友的關係呼籲美國加強與傳統盟友的關係。。

最近最近，，拜登曾多次宣稱美國已經回來了拜登曾多次宣稱美國已經回來了！！綜合國際媒體與專綜合國際媒體與專
家的觀察分析家的觀察分析，，拜登上任後在外交政策上拜登上任後在外交政策上，，首先將修正川普的美首先將修正川普的美
國優先路線國優先路線，，改採多邊主義改採多邊主義，，以恢復美國在國際上的領導角色以恢復美國在國際上的領導角色。。
川普任上主動退出川普任上主動退出《《巴黎氣候協定巴黎氣候協定》、》、世界貿易組織世界貿易組織（（WTOWTO））
、、世界衛生組織世界衛生組織（（WHOWHO）、）、伊朗核武協議等國際組織或協約伊朗核武協議等國際組織或協約，，
拜登都會依照優先順序與難易程度拜登都會依照優先順序與難易程度，，逐一恢復倡議或重新加入逐一恢復倡議或重新加入。。
拜登競選期間已多次說明拜登競選期間已多次說明，，他把中國定位為美國最大的競爭對手他把中國定位為美國最大的競爭對手
，，但不是最大的威脅但不是最大的威脅。。由於美國社會反中聲浪高漲由於美國社會反中聲浪高漲，，在國會及輿在國會及輿
論壓力下論壓力下，，拜登在姿態上仍會維持強硬拜登在姿態上仍會維持強硬，，但處理的基調則會修正但處理的基調則會修正
川普的鷹派路線川普的鷹派路線，，改為改為 「「穩定競爭穩定競爭」」 、、 「「倚重盟邦倚重盟邦」」 、、 「「局部合局部合
作作」」 、、並強化美國的競爭力等為主並強化美國的競爭力等為主。。他不會排斥與中國的合作他不會排斥與中國的合作，，
但將以增強美國競爭力但將以增強美國競爭力，，及重建與美國盟友關係為前提及重建與美國盟友關係為前提。。

根據拜登以前的主張和他的新聞表達談話根據拜登以前的主張和他的新聞表達談話，，拜登的中國政策拜登的中國政策
和世界條約與環境政策可能包括以下條款和世界條約與環境政策可能包括以下條款：：11..他將逐步恢復與中他將逐步恢復與中

國的經濟與戰略對話國的經濟與戰略對話，，及高層之間的及高層之間的
互動互動，，可能率先恢復中美的人文可能率先恢復中美的人文、、教教
育與學術交流育與學術交流。。22..重啟美中貿易談判重啟美中貿易談判
、、逐步取消懲罰性關稅逐步取消懲罰性關稅。。高科技出口高科技出口
禁令仍維持一段時間禁令仍維持一段時間，，但將調整做法但將調整做法
，，以強化自身產業競爭優勢為首要以強化自身產業競爭優勢為首要。。
33..不會阻擋中美金融體系更進一步融不會阻擋中美金融體系更進一步融
合合，，因這是華爾街需要的因這是華爾街需要的，，這也意味這也意味
拜登不會與中國打金融戰拜登不會與中國打金融戰。。44..會延續會延續
川普的印太戰略川普的印太戰略，，南海航行自由政策南海航行自由政策
不會改變不會改變，，但會避免出意外但會避免出意外，，對香港對香港
、、新疆人權問題則持續施壓新疆人權問題則持續施壓。。55..在氣在氣
候變遷候變遷、、新能源新能源、、疫情控制疫情控制、、反核擴反核擴
散等議題上散等議題上，，尋求與中國合作尋求與中國合作，，並在並在
GG2020及多邊組織架構下設法維持美中及多邊組織架構下設法維持美中
共治共治。。66..謹慎打台灣牌謹慎打台灣牌，，避免過度刺避免過度刺
激北京激北京，，讓台海軍事緊張降溫讓台海軍事緊張降溫。。

拜登需要迅速解決的另一個頭痛拜登需要迅速解決的另一個頭痛
問題是美國疫情持續惡化問題是美國疫情持續惡化，，美國聯邦美國聯邦
政府臨時預算資金即將到期政府臨時預算資金即將到期，，新一輪新一輪
支出法案卻遲遲未通過支出法案卻遲遲未通過。。1111月月3030日日，，
據美國廣播公司報導據美國廣播公司報導，，美國國會在大美國國會在大
批議員任期將滿之際批議員任期將滿之際，，在未來一周多在未來一周多
時間面臨著許多亟待解決的問題時間面臨著許多亟待解決的問題。。據據
美國最大的飢餓救濟組織美國最大的飢餓救濟組織““餵養美國餵養美國””的數據顯示的數據顯示，，20202020年有年有
50005000多萬人多萬人，，也就是近六分之一的美國人面臨飢餓問題也就是近六分之一的美國人面臨飢餓問題。。全國全國
有約有約22002200萬兒童在疫情前就依賴政府發放的免費和少量的午餐萬兒童在疫情前就依賴政府發放的免費和少量的午餐
，，有孩子的家庭更容易面臨食物不足也是事實有孩子的家庭更容易面臨食物不足也是事實。。有色人種的社區有色人種的社區

尤其脆弱尤其脆弱，，他們遭受食物不足的可能性是其他人的兩倍他們遭受食物不足的可能性是其他人的兩倍，，農村社農村社
區也更有可能面臨食物不足區也更有可能面臨食物不足。。因此因此，，有很多因素導致脆弱的社區有很多因素導致脆弱的社區
目前受到的衝擊目前受到的衝擊，，不僅是健康危機不僅是健康危機，，還有糧食危機還有糧食危機。。

「「聖誕聖誕、、新年假期將屆新年假期將屆，，注意假日旅行安全注意假日旅行安全」」

拜登說拜登說：‘：‘美國像以前一樣回來了美國像以前一樣回來了’’ ，，拜登上任後在外交政策上拜登上任後在外交政策上，，首先將修正川首先將修正川
普的美國優先路線普的美國優先路線，，改採多邊主義改採多邊主義，，以恢復美國在國際上的領導角色以恢復美國在國際上的領導角色

【本報訊】哈里斯郡衛生署於日前表示：聖誕、年節假期將屆，又
到了一年一度的旅遊旺季，旅行增加了獲得和傳播COVID-19的機會。
待在家裡最安全，但是如果您 必須旅行，注意所涉及的風險。 機場，
汽車站，火車站和休息站是 COVID-19可以傳播的所有地方。 每種旅
行都有不同的挑戰，並且可能 降低您的風險和暴露於COVID-19的風險
。 在旅行或過夜之前，請確保您 檢查設施要求的COVID-19預防措施
。

在您旅行之前請注意：： •COVID-19是否在您的目的地傳播
？ •您與可能因COVID-19患嚴重疾病的風險增加的人住在一起嗎
？ •您因COVID-19患嚴重疾病的風險增加了嗎？ •您的目的地
對旅行者有要求或限制嗎？

如果您生病或周圍有其他人過去14天被感染了COVID-19，請
勿旅行。 如果您決定旅行，請採取措施保護自己和他人免受COV-
ID-19的侵害： •在公共場合戴口罩，保持鼻子和嘴巴遮蓋 •避免
與不是你家的人保持距離至少6英尺（2米）（約兩臂長），以防
止緊密接觸。 •經常洗手或使用洗手液（至少60％的酒精） •避
免觸摸眼睛，鼻子和嘴巴

降低風險 •汽車短途旅行，沿途停站數少 •與家人同住的房
屋或小木屋（例如，度假屋）

中度風險 •與不在您家裡的人一起乘汽車或房車旅行 •沿途
一站或多站的長途汽車或房車旅行 •長途火車或公車旅行 ••直飛/直
航

高風險 •有中途停留的航班 •乘坐遊輪或內河船旅行 •旅館或多
單位旅館（例如住宿加早餐旅館） •住在家人或朋友的家裡 •房屋或
小木屋中有不是您家裡的人 •與許多人共用的空間和共用浴室設施（例
如，宿舍式旅館）

員工COVID-19響應小組（SCRT）的感恩節旅行安全檢查清單
在你走之前： •考慮您要去哪里以及存在哪些風險和限制（CDC

COVID數據跟踪器） •考慮如何到達目的地以及乘坐每種交通工具的
風險 （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知道您的旅行風險） •考慮旅行時需要注意
準備哪些安全事項。例如，口罩，洗手液，紙巾。 •如果您生病/暴露
在外/在返回時呈陽性，請準備在家工作 ; 事先與您的主管交談，以了解
您是否能夠在家中工作。離開辦公室之前，隨身攜帶工作所需的所有必
需品。 確保您可以在工作時將工作筆記本電腦/平板電腦連接到家庭網
絡 居家辦公 •在出發前的幾天/幾週內採取安全行為，以保護您所拜訪
的人， 尤其是免疫力低下的人和老年人。鼓勵那些拜訪您的人也這樣做
。 （CDC 如何保護自己和他人 •注射流感疫苗

在旅途中和到達目的地時： •如果您符合以下任何條件，請勿旅行
或參加任何面對面的假期活動： （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知道什麼時候推遲
旅行，以免傳播COVID-19） •盡可能避免接觸過多人群•在公共場合
一定要戴口罩 •盡可能與家人和朋友在戶外度過假期。 如果不能在戶
外，請限制 出席的人數，並鼓勵戴口罩。 •避免近距離接觸問候。 例
如擁抱，親吻，握手 •保持社交距離，即使與朋友和家人 •參加低風
險和中等風險的假期活動 •避免高風險活動 •經常洗手/消毒

这个感恩节
保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共同抗击新冠病毒

请避免大型聚会
保持社交距离
出行戴上口罩

更多关于新冠的信息和指南 请登录哈里斯郡卫生署网  www.hcphtx.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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