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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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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報導指出，時代雜誌
總編輯費森塔爾（Edward Felsenthal）
表示， 「他們為了改變美國人民，顯
示了同情的力量比憤怒與分裂還要強
大，並分享觀點要如何治癒正受折磨
的世界，讓拜登與賀錦麗獲得時代雜
誌2020年的風雲人物」。

報導指出，時代雜誌 10 日宣布年

度風雲人物的入圍名單中，正好顯示
了今年諸多動盪事件，其中包括了拜
登與總統川普等美國總統大選的兩位
主角、前線醫護人員和美國國家過敏
與傳染病研究院（NIAID）院長佛奇
（Anthony Fauci），以及種族正義運動
（Movement for Racial Justice）人士。

這也是在 2012 年當選當年年度風

雲人物的美國前總統歐巴馬、2016 的
川普之後，拜登也跟隨其在後，成為
當選美國總統的當年年度風雲人物。
去年獲獎的是 「環保少女」的童貝里
（Greta Thunberg），而川普自2016年
以來，每年都進入圍年度風雲人物。

另外，NBA 球星詹姆士也被時代
雜誌票選為年度運動員，而韓國天團

TBS則獲年度藝人殊榮。
時代年度風雲人物最後會由雜誌

編輯群定奪，網路票選結果可讓人一
窺讀者認為何人對今年事件最有影響
力。而今年網路票選結果由在疫情期
間，冒著生命危險於前線服務的護理
師、醫師、運送人員、雜貨店人員等
「必要工作人員」勝出。

拜登獲選時代雜誌拜登獲選時代雜誌 「「年度風雲人物年度風雲人物」」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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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alee@scdaily.com
我見我聞我思

LIVE
歡迎使用
觀看高清美南國際電視新聞台

正當新冠疫
情猖獗之時，许
多美國企業正在
南遷到德州，其
中包括特斯拉在
奧斯汀興建百億
元的大車廠 ，馬
斯克也將他創立
的太空探索公司
之太空發射站，
設在德州南湾的
南帕德島上， 他
準備以徳州為基
地為他事業之未
來大幹一場。

总部在加州
的蘋果電腦最近也在德州投資上百億元設
立手機加工廠，正在加緊製造工廠搬回美
國之計劃。

惠普電腦公司最近已經把世界總部撤
回到德州休斯敦， 領導世界金融服務市場
的嘉信理財也把總部從舊金山轉到德州達
拉斯近郊，和日本本田北美總部成為隣居
。

綜合這些大企業南遷的原因 可能有許
多因素，其中最重要的是德州地大人稀，

土地資源充沛，居住環境遠優於加州，同
樣價格可以在德州購買湖邊別墅，尤其在
新冠疫情時期，大多數人都想離開人口密
集的都市， 轉到綠地成茵的郊區住宅。

德州沒有州所得稅， 也沒有諸如加州
的工會組織，對企業是非常重要的選項。

正如德州招商官員們說得好，“ 我不
在德州出生， 但我要儘快到德州來。”

經過這次疫情之殘酷考驗，企業們對
將來之發展方向不可不精打算盤了。

Tesla’s Elon Musk decided to move his
company to Texas and build a huge factory
near Austin. His aerospace firm SpaceX’s
Starship development has also moved to
south Texas. Apple Inc. also has built a
modern factory in Austin, Texas, to start the
assembly line to make Apple iPhones.
Hewlett-Packard also has just moved their
headquarters to Spring, Texas. Nearby
Houston, the world’s leading financial
service company - Charles Schwab, has also
set up their headquarters from San Francisco
to Plano, Texas, where the Toyota Motor
North America headquarters is also located.

Why do so many Fortune 500 companies like
to move to Texas? The reason is very simple:

Texas is a very large state with very cheap
real estate prices. People can buy a lakeside
villa in Texas with one-third the price they
would have to pay in California.
Plus, Texas doesn’t have state income taxes
or strong labor unions.

This is very important for any business that is
trying to expand into the future.

As one Texan said, “I wasn’t born in
Texas, but I got here as fast as I could.”

While the pandemic is still attacking our
nation, Texas may be that huge opportunity
that many are looking f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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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20202020

Texas Welcomes NewTexas Welcomes New
BusinessBusiness

德州向企业招手德州向企业招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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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 「衛報」報導，中國與瑞士早在
2015 年 簽 署 了 5 年 再 入 境 協 議 （readmission
agreement），讓中國特工能到瑞士審訊、逮捕
中國籍嫌疑人，且入境瑞士時的費用全由瑞士
納稅人埋單。

報導指出，這起秘密協議內容首次曝光，
是因為協議於7日到期後試圖更新。瑞士曾與
超過50個國家簽署類似協議，但僅有與中國的
協議不曾公布詳細內容，甚至直到今年8月之
前，這份協議的存在都未曾公諸於世。

關注亞洲的人權組織 「保護衛士」（Safe-
guard Defenders）表示，雖然這類協議在國際相
當常見，但中國與瑞士在2015年簽署的這份並
沒有互惠條款，和瑞士與其他國家簽署的協議
「完全不同」。

保護衛士取得的英文版協議內容顯示，中
國公安部的 「專家」只有在收到邀請後，才可
以前往瑞士執行2星期的 「任務」，不過一旦
受邀，中國可以在不經瑞士同意的情況下指派
人選。

這些 「專家」可在不透露官方身分的情況
下入境瑞士，瑞士有責任維護機密。他們提供
給瑞士的報告同樣也列為機密。不論是協議本
身、中國特工的行動與身分，都十分不尋常。

保護衛士表示： 「僅有極少數的例子，這
類協議會允許他人派遣代表，協助個人遣返。
」

美國西東大學法律專家路易斯（Margaret
Lewis）表示，這項協議對中國極為有利，已經
超越一般應該情報共享的協議。她表示： 「如
果是低層級的案件像是非法拘留，公安部應該
不會特意派遣官員，公安部出動應該是為了某
些中共感興趣的人。」

保護衛士表示，除了與瑞士當局合作的部
分之外，瑞士政府不能監督中國特工的行動，
甚至因為中國特工是以非官方身分入境，很可
能持有的是觀光簽證，因此可以在申根國家四
處遊走。

這份協議的存在於 8 月首次曝光時，國際
正逐漸關注中國打壓異議分子，因此激怒瑞士
大眾。直到被曝光之前，甚至瑞士國會、外交
事務委員會都被蒙在鼓裡，不知道協議的存在
。委員會隨後表決要求協議更新時必須接受審
查。瑞士移民秘書處（SEM）辯稱，這份協議
對打擊非法移民至關重要，並表示當局對給予
中國的資訊享有控制權。協議實施以來，僅在
2016年使用了一次，當時瑞士向中國遣送了13
名中國公民，其中4名為尋求庇護者。

瑞士移民秘書處發言人對瑞士媒體表示，
僅有在祖國沒有受到迫害風險的人是協議執行
對象，因此西藏與維吾爾難民都被排除在外。
然而，這項保護措施並沒有明文記載於協議中
。

中瑞秘密協議曝光
瑞士允許陸特工入境逮人

高齡90歲的北愛爾蘭老奶奶瑪格麗特·基
娜在迎來生日的前夕接種了輝瑞公司研製的
新冠疫苗，使她成為全世界第一位注射該疫
苗的人, 她歡欣的說:”我可以在90歲接種疫
苗，你們當然也可以。”

的確如此, 不久後我們都可以像她一樣注
射了，然而這位人瑞所注射的第一針卻非比
尋常, 她的一小針，可謂人類的一大針, 堪比
飛上月球踏出一小步的太空人阿姆斯壯, 具有
里程碑意義, 老奶奶必將歷史留名！

自新冠肆虐以來, 以駭人速度在全球感染
蔓延，各國醫學家殫精竭慮投入研發疫苗工
作，不時傳來測試失敗的訊息，雖此前俄羅
斯和中國都已開始使用自研的疫苗，但他們
都沒有完成至關重要的後期測試,所以英國成
為首個注射新冠疫苗的國家，然而他們注射
的疫苗卻是由美國所研發的, 美國因對藥物控
管監督特別嚴謹,直到昨天才經由食品藥物管
理局（FDA）聽證投票，最終以 17 票比 4 票
通過並建議批准緊急使用授權, 所以美國新冠

疫苗注射反比英國晚一星期。
新冠疫苗的確是人類救星，不過開始注射,並
不代表抗疫戰爭的結束，而是最終之戰的開
啟，面對這一場歷史上從未發生過的戰役,我
們沒有任何經驗可供參考借鑑,只能遵照專家
建議勇敢接種疫苗。

在人類歷史上曾面臨過天花、麻疹、風
疹、白喉、破傷風、百日咳和小兒麻痺症等
侵犯, 後來都因發明了各種疫苗才使這些疾病
逐漸絕跡，所以新冠疫苗的出現讓我們充滿
了信心！

據健康指標和評估研究所統計，上星期
美國因新冠死了11,820 人，這個數字超過各
種疾病的死亡數, 目前美國死亡數已超過28.5
萬人, 即使照疫苗預期分配注射，到4月1日
死亡數也將升至53.9萬人,這還是戴口罩情況
下預判的數位，如不戴口罩，死亡數將達77
萬, 所以我們不能只靠接種疫苗，而應確實戴
口罩、勤洗手，並與他人保持距離, 這是保健
防疫和拯救生命的不二法寶啊!

【李著華觀點: 第一針！
人瑞的一小針,人類的一大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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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再進壹步
巴拿馬2021年起逐步取締壹次性塑料制品

綜合報導 巴拿馬總統勞倫蒂諾· 科爾蒂索於12月2日正式批準了第

187號法案，該法案要求自2021年開始以漸進方式逐步取代壹次性塑料

制品的使用。

據報道，第187號法案是由無黨派人士代表愛迪生· 布羅塞提出

的，並於此前的7月23日通過了國民議會的審議。科爾蒂索總統在簽

署該法案後向布羅塞表示了祝賀，並稱：“這項法律對於巴拿馬可

持續性經濟的發展具有重要作用，同時也為政府的環保政策和行動提

供了法律支持。”

為保護環境，巴拿馬政府曾在2019年宣布，在超市、藥店和零售店

禁止使用聚乙烯材質的塑料袋，巴拿馬也因此成為中美洲首個禁用塑料

袋的國家。

此次簽署的第187號法案是對2019年“限塑令”的補充，該法案旨

在通過推廣可重復使用、可回收或可生物降解材料制造的產品，逐步取

代壹次性塑料制品，如塑料杯、塑料盤、塑料牙簽、壹次性塑料攪拌棒

等。

科爾蒂索總統也同時宣布，巴拿馬還將參加2020年聯合國氣候峰會

，並在會上介紹巴拿馬正在開展的環保行動。巴拿馬還將同各國壹道，

共同討論如何將環境保護與經濟復蘇相結合，為發展可持續性經濟及創

造就業機會奠定基礎。

意大利犯罪率下降
數據稱銀行搶劫案同比減少逾五成

綜合報導 意大利銀行業協會(ABI)犯罪與安全研究中心日前通報，

自新冠疫情暴發來，在封城及各項防疫措施制約下，不僅社會犯罪率出

現了大幅度下降，針對金融機構的惡性犯罪較2019年同比下降幅度超過

五成。

據報道，意大利銀行業協會犯罪與安全研究中心統計數據顯示，截

至2020年第三季度，意大利累計發生銀行搶劫案共92起，較2019年同

期211起減少了56.4%。該研究中心認為，影響銀行犯罪率下降的主要原

因在於，為落實封城和防疫措施，當局投入維護社會治安的警力有所加

強。

報道指出，倫巴第大區疫情期間針對銀行的搶劫次數減少約

70%，從 2019 年的 36 起降至 11 起；馬爾凱大區針對銀行的犯罪率

下降幅度達到了 75%，從 2019 年的 4起降至為 1起；阿布魯佐大區

同類案件下降了 67%，拉齊奧大區下降了 65%，皮埃蒙特大區下降

了64%。

巴西利卡塔大區、弗留利-威尼斯朱利亞大區、莫利塞大區和瓦萊達

奧斯塔大區，在疫情期間針對銀行的犯罪次數已降至為零；而翁布裏亞

大區則從2019年的3起增加至4起，特倫蒂諾-上阿迪傑大區從2019年的

零記錄升至為1起。

報道稱，該研究中心指出，在疫情期間，從國家層面銀行搶劫案件

的風險指數，已經從2019年的1.1降至為0.5。

據介紹，根據較早前的統計資料，2007年至2019年，意大利銀行搶

劫案發案率下降了92%，從2007年的3364起降至2019年的272起。該中

心認為，近年來銀行搶劫案呈下降趨勢，與銀行和執法機構通力合作密

不可分。

該研究中心表示，意大利銀行每年安保投資約 6億歐元，包括

更新現代化安保設施等。根據意大利銀行業協會犯罪與安全研究

中心與內政部2020年 7月簽署的備忘錄，未來金融機構將進壹步加

強與警方的信息交流合作，借以有效打擊針對金融機構的各種犯

罪活動。

意大利民防部再次發布天氣預警
應對極端惡劣天氣

綜合報導 意大利緊急民防部表示，

受連日來的雨雪和強風暴等惡劣天氣影

響，目前已有多個地區相繼出現了山體

滑坡，部分地區的河流已臨近最高警戒

線。民防部門再次向受惡劣天氣影響

嚴重地區東北部的威尼托、弗留利-威

尼斯朱利亞和博爾紮諾等地發布紅色

天氣預警，呼籲當地政府、警務和消

防部門、救援組織和民眾積極做好應急

準備工作。

據報道，根據國家氣象臺預報，從7

日起的未來幾天，意大利艾米莉亞-羅馬

涅、拉齊奧、特倫蒂諾-上阿迪傑、翁布

裏亞、阿布魯佐、坎帕尼亞、莫利塞、

普利亞、卡拉布裏亞和西西裏等部分地

區，仍會受到雨雪和大風等極端惡劣天

氣的影響，民防部已向上述地區發布橙

色天氣預警。

根據民防部門的監測資料，位於貝

盧諾省、波爾紮諾自治省和特倫托自治

省的阿爾卑斯山白雲石山和多洛米蒂山

地區，目前積雪厚度已達140厘米，未

來兩天將會再增加60至110厘米，上述

地區的雪崩風險已經接近最高級別。

連日來的強降雪已導致博爾紮諾

省多個城鎮電力設施嚴重受損，並造

成局部地區停電。根據民防部門要求，

博爾紮諾地區部分風險較

高的路段，公路和鐵路從6

日起停止運營。此外，A22

高速公路博爾紮諾省維皮

泰諾市 (Vipiteno)至布倫內

羅市(Brennero)路段全部關

閉。

截至6日晚，與意大利

壹山之隔的奧地利蒂羅爾

州，大雪已經造成了多次

雪崩事件。距離意大利只

有幾公裏的壹個奧地利山

村當局已將居民撤離，雪

崩已造成多棟房屋被毀。

威尼托大區貝盧諾省5

日曾出現多起山體滑坡導

致道路中斷。該省戈薩爾

多 (Gosaldo)地區，壹輛正

在執行救援任務的消防車，在經過壹座

橋梁時大橋突然垮塌，導致消防車瞬間

跌入河中。所幸並未造成人員傷亡。

意大利波河的西側支流帕納羅河(Fi-

ume Panaro)5日起水位急速上漲，洪峰

在流經摩德納地區時，導致壹座橋梁嚴

重受損，隨時具有垮塌風險。目前當地

政府已封鎖橋梁，禁止車輛和行人通行

。5日下午15時左右，洪峰流經摩德納

省諾南托拉(Nonantola)地區時，還壹度造

成河道決堤，並導致大量農田被淹沒。

受本輪極端天氣影響，威尼斯莫西

防洪系統已經連續工作數十個小時。威

尼托大區主席紮亞(Luca Zaia)6日宣布，

該大區部分省市城鎮將進入應對惡劣天

氣緊急狀態。他警告山區隨時都有出現

雪崩或泥石流風險，呼籲民眾在惡劣天

氣情況下應避免前往山區旅行。

關口臨近英歐談判仍無果
約翰遜赴比利時能否破局？

英國於2020年1月31日正

式“脫歐”，然而英歐貿易談

判仍陷僵局。最新消息稱，英

國首相約翰遜和歐委會主席馮

德萊恩就貿易協議進行通話商

談，並無結果。約翰遜預計將

前往比利時，以嘗試在最後關

頭達成協議。

僵局難破！
英歐領導人通話未果
消息人士稱，約翰遜和馮

德萊恩7日進行電話交談大約

90分鐘後，英方要求暫停，後

來壹名歐盟官員表示，電話不

會再接通，到此為止。

二人稍後發表了簡短的書

面聲明說：“我們壹致認為，

由於雙方在漁業、公平貿易規

定以及貿易協議執行機制3大

問題上依然嚴重分歧，因此達

成協議的條件並不存在。”

不過，有消息人士透露

，約翰遜將前往比利時布魯

塞爾，以嘗試在最後關頭達

成協議。

希望渺茫？
貿易談判陷拖延狀態
英國2020年1月31日正式

“脫歐”，隨後進入為期11個

月的過渡期。若過渡期內英歐

未達成貿易協議，雙方貿易自

2021年起將回到世界貿易組織

框架下，重新實施邊檢和關稅

等安排。

分析稱，歐盟和英國目前

貿易談判要獲得立即突破的希

望已趨渺茫，外交官警告，雙

方必須在12月10日歐盟峰會召

開前達成協議。

負責英國脫歐事務的歐盟

首席談判代表巴尼耶則指出，9

日是雙方達成協議的實際期限

。然而，他在比利時布魯塞爾

和英國談判代表佛羅斯特的談

判雖然密集緊湊，但難有結果

，已陷入拖延狀態。

價值逾600萬盧比！
印度男子發現14.98克拉鉆石

綜合報導 印度中央邦的壹名

農民11月曾以200盧比的價格租了

壹塊田地，並在這塊田地裏發現了

壹顆14.98克拉的鉆石。日前，這顆

鉆石以606萬盧比的價格被拍賣。

這個名叫拉罕· 亞達夫的45歲農民

說，這起事件改變了自己的生活。

報道稱，亞達夫是在挖出混合

了鵝卵石的泥土時，發現這顆鉆石

的。當時，他覺得這顆“石頭”看

起來不壹樣，就拭去了“石頭”上

邊的灰塵，然後發現它閃閃發光。

亞達夫隨後把它拿去進行鑒定，官

員證實這是壹顆鉆石。

當地時間12月5日，這顆鉆石

以606萬盧比的價格被拍賣。當被

問及如何處理這筆錢時，亞達夫表

示，“我不會買什麼大的東西。我

沒受過什麼教育，我會以定期存款

處理這筆錢，以確保我的四個孩子

受到良好的教育。”

據報道，這不是首次有人在田

裏發現鉆石。早些時候，還有另外

3人發現了鉆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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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據《紐約時報》與美媒《CNBC》報導，美
最高法院11日駁回德州總檢察長帕克斯頓（Ken Paxton）向喬
治亞州等由民主黨總統當選人拜登勝出的4個搖擺州提告，認
定德州缺乏立場控訴其他州，為川普與其盟友企圖推翻總統大
選結果，仍再次挫敗。

美最高法院11日駁回德州總檢察長帕克斯頓向喬治亞州等
由民主黨總統當選人拜登勝出的4個搖擺州提告，認定德州缺
乏立場控訴其他州。

大法官聲明指出，依據憲法，德州缺乏立場對喬治亞州、

密西根州、賓州與威斯康辛州提告， 「關於其他州進行自身選
舉時，德州並未享有在司法認知上的利益，其他懸而未決的動
議也沒有實際意義」。值得注意的是，保守派大法官阿利托
（Samuel Alito）與托馬斯（Clarence Thomas）在不同意見摘要
中指出，他們允許帕克斯頓向最高法院提交控訴， 「但不批予
其所提的救濟方式」，也就是拒絕帕克斯頓要將4搖擺州的選
舉人票排除在外的訴求。

此次為川普與其盟友再次於最高法院的訴訟戰失利。川普
先前一在期盼選舉訴訟能在最高法院翻盤，但共和黨籍聯邦眾

議員凱利（Mike Kelly）4日向最高法院提出訴訟，希望最高法
院對賓州下達禁止令，阻止當地確認選舉結果，但最高法院8
日決定不予受理，為最高法院對川普選舉訴訟戰開出否決的第
一槍。

不過，在賓州向最高法院提訴失利後，不僅帕克斯頓向4
搖擺州提訴，在川普盟友聯手下，共有106位共和黨籍眾議員
加入德州提告行列，川普也親自參戰加入提告，強調根據跨黨
派民調，多數美國人不相信拜登能拿下306張選舉人票，全國
接近半數人民相信選舉遭竊。

（綜合報導）美國參議院今天通過國防授權法案。法案重
申協助台灣維持足夠自我防衛能力，並建立太平洋威懾倡議，
強化美國在印太防禦能力，嚇阻中國。不過法案可能遭美國總
統川普否決。

美國聯邦參議院院會今天上午先通過表決，同意限制法案
辯論以利表決後，在中午過後以84票贊成、 13票反對，通過
2021年參眾兩院共識版國防授權法案（NDAA FY21）。

這項法案日前已於眾議院表決通過，只要送交白宮經川普
簽署就能生效。川普在收到法案後，將有10天時間思考是否簽
署或行使否決權將法案退回國會。

聯邦參眾兩院2021財政年度國防授權法案，涉及超過7000
億美元美國國防預算。法案與台灣有關的部分主要在1260條以

及9724條。1260條主要是表達國會對確認台灣關係法與六項保
證為美台關係基石的意見、1260A條涉及對台軍售、1260B條
建議美台醫療安全夥伴關係，9724條則是保障台灣公民在國際
金融組織的公平僱傭規範。

除支持台灣外，國防授權法案中也確定建立 「太平洋威懾
倡議」（Pacific Deterrence Initiative）旗艦新計畫，以強化美國
在印太區域防禦態勢、能力和結盟，並提供增加攻擊潛艦的資
金。法案也制定多項制止中國惡意行為條款，包括避免中國取
得敏感國防智慧財產權、技術和數據；要求公開在美國經營的
中國軍事企業；禁止向香港警察出口管制國防物品和服務以及
管制軍需品等。

川普日前透過推特揚言，若國防授權法案不能終結 「通訊

端正法」（Communications Decency Act）第230條，他會否決
國防授權法案。

川普推文中表示， 「通訊端正法」第230條提供給大型科
技公司規避責任的空間，也對美國國家安全和選舉誠信構成嚴
重威脅， 「若允許該法存在，我們的國家永遠不會安全」。
1996年通過的 「通訊端正法」第230條讓網路平台經營商對於
他人侵權資訊或不當內容得以免責，並允許進行內容審查。

對於川普可能行使否決權，眾院軍事委員會議員已表明不
排除加開院會，推翻總統否決。根據美國憲法，若總統行使否
決權退回法案，參眾兩院重新表決，並均以2/3絕對多數通過
法案，就得以推翻總統否決權。

美參院通過國防授權法案
協助台灣維持足夠自我防衛能力

（綜合報導）一名要求匿名的美國官員，及一名消息人士
周五（11 日）向《華盛頓郵報》爆料，白宮幕僚長米道斯
（Mark Meadows）已警告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局長哈
恩（Stephen Hahn），要他在美東時間周五（台灣時間今13時
前）發出美國藥廠 「輝瑞」（Pfizer）與德國生技公司 「BioN-
Tech」共同研發的武漢肺炎疫苗的緊急接種授權，否則就請他
辭職。川普周五也以 「又大、又老、走得又慢」的烏龜來形容
FDA，要求該局停止玩遊戲，開始拯救生命， 「立即把這該死
的疫苗給批出來」。

FDA的一個外部顧問小組 「疫苗及相關生物製品諮詢委員
會」周四以壓倒性票數（17票贊成、4票反對、1票棄權） 「支
持FDA批准輝瑞疫苗緊急使用」，替FDA在美國授權接種鋪
路。FDA周五（11日）稍早表示，他們正努力盡快發出輝瑞疫
苗的緊急接種授權，預計最快下周一或二（14或15日）就能開
始對美國民眾施打。

然而白宮一名官員，及一名消息人士周五向《華盛頓郵報
》爆料，指白宮幕僚長米道斯已透過電話，向FDA局長哈恩發
出警告，從而加快了FDA的文書作業時間表。FDA原定周六上

午發出輝瑞疫苗的緊急接種授權，如今提早到周五晚間。消息
人士還說，自從本周稍早英國開始接種輝瑞疫苗後，總統川普
一直在與FDA負責人聯繫。

雖然哈恩已駁斥報導內容不實，他強調： 「FDA被鼓勵繼
續高效處理輝瑞-BioNTech疫苗的緊急接種授權申請。FDA致
力於儘快頒發這項授權，就像我們在今早聲明中提到的那樣」
。不過，有線電視新聞網（CNN）仍憂心，這項消息可能破壞
公眾對疫苗的信任。

川普聯軍出征又失利川普聯軍出征又失利
最高法院駁回德州控訴最高法院駁回德州控訴44搖擺州搖擺州

白宮要求食藥局局長今午前授權輝瑞疫苗否則辭職
川普要該局：快點拯救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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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安得拉邦現“神秘疾病”
300人嘔吐昏倒入院

綜合報導 壹種“神秘的”疾病侵襲了印度安得拉邦的埃

盧魯——約 300 名居民因癲癇發作、突然失去意識、吐白沫和

發抖而入院治療，另有壹人死亡。然而，當地衛生當局仍

然不知道這種“疾病”是什麼，也不知道是什麼引發了這些

癥狀。

據報道，這壹切始於12月5日，來自埃盧魯四個不同地區的45

人，出現了奇怪的癥狀。住院的患者包括46名兒童和70名婦女。他

們的神經系統似乎受到了影響，但病因尚不清楚。

由於印度仍在對抗新冠疫情，這些患者已完成新冠病毒檢測，

所有人檢測結果都呈陰性。

印度當地媒體引述醫師說法指出，這些病患在癥狀初期通常會

感到惡心，在孩童身上尤其明顯，接著會感到雙眼灼熱並開始

嘔吐，後來會發展成暈眩後無意識昏倒。不過，許多人送醫治療後

康復，很快就能出院。

健康專家正在從多個角度進行調查，包括空氣汙染引起的化學

中毒或牛奶汙染。

由於當地衛生當局排除了水或食品汙染的可能性，全印度醫學

研究院的壹個專家小組與埃盧魯的醫生進行探討，以診斷這壹奇怪

的健康問題。

當地衛生當局說，只有在收到送往維傑亞瓦達和維薩卡

帕特南的實驗室的腦脊液樣本報告後，他們才能知道確切的

病因。

有關官員說，他們正在提供對癥治療。“我們正在關註在

埃盧魯生病的病人的健康狀況。兩名孩子目前情況良好。我們

正在等待檢測報告。在我 25年的工作中，我從未見過這樣的病

例。”

韓國全國上調防疫響應級別 首爾加大病毒檢測力度

綜合報導 韓國政府8日起，將首

都圈和非首都圈的防疫響應級別分別上

調至2.5級和2級，為期三周。

據韓國中央防疫對策本部通報，

截至 8 日零時統計，過去 24 小時，

新 增 確 診 病 例 594 個 ， 累 計 確 診

38755 例。韓國防疫部門警告稱，若

疫情持續蔓延，下周單日新增病例

將超過900例。

當天起，首都圈防疫響應級別上調

至2.5級，禁止50人及以上規模人群聚

集，禁止酒吧、室內健身房、室內演出

場所、KTV等諸多公共場所營業。首都

圈以外地區防疫響應級別上調至2級，

禁止部分娛樂場所營業，咖啡廳不允許

堂食；21時後，餐廳只允許外賣，室內

體育設施等關閉。

韓國總理丁世均當天稱，現在是阻

止最壞情況發生的“最後機會”，為了

防止社會和經濟陷入癱瘓，需要全體國

民配合，呼籲民眾除了必要出行外盡可

能待在家中。

為遏制疫情蔓延，首爾市加大病毒

檢測力度。首爾市政府8日宣布，病毒

篩查診所運營時間將在平日和周末分別

延長至21時和18時，並重新設立“免

下車”篩查站。

針對疫苗情況，韓國保健福祉部8

日稱，已向多家國際制藥公司預定了約

6400萬美元的疫苗，可保障供應約4400

萬人。保健福祉部長官樸淩厚稱，將綜

合考慮疫苗安全等各種情況，計劃於明

年下半年啟動接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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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第四波疫情持續

惡化，10日新增112宗確診

個案，其中102宗為本地感

染個案，有 68宗個案與早前個案有關聯，34宗則源頭未

明。半個月內累計共7宗確診個案的九龍灣麗晶花園第六座

D室單位，10日再多一名患者初步確診。特區政府 10日公

布，第六座所有D室單位居民均需入住隔離營接受檢疫，第

六座其他居民、以及同樣有確診個案的第四座E室單位及第

十八座D室單位所有居民，均需接受強制檢測。據悉相關居

民 10日晚已全部隔離，被送往竹篙灣檢疫中心。事實上，

麗晶花園第六座的確診者中，最早於11月23日已出現，屬

於歌舞群組，之後接連出現同一坐向單位、亦屬歌舞群組的

市民染疫，特區政府仍後知後覺，而在處理市民強制檢測、

以及隔離居民以免病毒傳播亦多次出現甩漏。香港文匯報綜

合多位專家及議員意見，事件反映特區政府在接近一年的防

疫工作中，出現反應緩慢、措施不準及部門未配合共三大缺

失，冀政府可研究盡快改善方案，防疫漏洞才可堵塞，市民

才能重過正常生活。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麗晶大爆疫 防控多甩漏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政府專
家顧問、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
10日巡察麗晶花園第六座後，指六座已
成“疫區”，上址喉管設計與淘大花園
相似，懷疑病毒傳播方式與2003年淘大
花園爆發非典疫情相似，由於廚房、廁
所及浴室去水位直接接駁到污水渠，污
水喉管完全連接，導致第六座D室不同樓
層多個單位均有確診個案。

去水位直駁糞渠傳病毒
袁國勇10日早與衞生防護中心總監

黃加慶及環保署人員，到麗晶花園第六
座巡察約一個半小時。他視察後指出，
上址喉管設計與淘大花園相似：“廚房

去水位、廁所去水位以及浴室去水位，
全部都駁去污水糞便渠，有些不知有沒
有U型隔氣管，看不到、不知道。”他
指由於同坐向單位污水喉管完全連接，
且部分單位不確定有否安裝U型隔氣
管，懷疑病毒經由糞渠傳播，同一坐向
居民有染疫隱患。不過，他亦指與淘大
花園不同，麗晶花園的天井並非密封，危
險性應較低。

倡沖廁加洗潔精或梘液
他建議市民若家中廁所有臭味，應

立即找專業人士檢查污水渠，出現該問
題的居民如廁時也要戴口罩並打開抽氣
扇，增加空氣流動。他並建議，沖廁時

可加入洗潔精或梘液，以破壞包着病毒
的脂肪膜，降低感染機會，而漂白水接
觸有機物質後會失效，消毒液被稀釋後
氯氣量減少，效果都不及前者。

袁國勇疑污渠播疫如淘大翻版

政府信息慢措施遲
洪先生：我住在第六座，雖然不少D室住

戶，但擔憂大樓公共環境已經遭
受污染，自己同家人都可能接
觸到公共設施上嘅病毒，政
府的措施來得太遲，信息披
露亦太慢，如果不是其他居
民講都未必知麗晶六座有爆

發。

望所有鄰居去檢測
李先生：對政府抗疫措施同信息披露的速

度感到失望，上月廿幾號就開
始有（確診），為何之前沒
講？但現在擔心都沒用，惟
有自己做好防疫措施，也希
望所有鄰居都盡快去檢測。

盼防疫措施更果斷
招太：我同家人都有去做檢
測。事已至此，希望政府以後
推防疫措施時可以更加果
斷、有效，千萬不要讓疫情
在屋苑愈演愈烈，一發不可
收拾。

■圖/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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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九
龍灣麗晶花園第六座有多名居於同
坐向住戶確診，特區政府9日晚才刊
憲要求居民強制檢測。香港醫學會
傳染病顧問委員會聯席主席曾祈殷
10日晨在電台節目表示，情況令人
聯想到有可能經由喉管、排氣喉等
傳播病毒，認為要實行強制檢測及
“禁足令”，並應禁足14天，否則
無法得知有多少住戶受感染。

曾祈殷表示，得悉政府內部正
就“禁足令”的時間“紅線”討
論，認為政府只能考慮做什麼才能
保護市民，“（紅線）劃得嚴沒人
怪你。”他進一步指，若能把爆疫
地方局限不擴散，就能減輕衞生防
護中心的追蹤工作，他反問：“現
在衞生防護中心做追蹤有大把人手

嗎？”

盡快公布強檢禁足標準
政府早前公布“禁足令”框架

時指，只要求住戶有檢測結果前留
在所在處所最多7天，曾祈殷認為，
日期應該與流行病學追蹤和醫學監
察“用同一把尺”，“禁足令”時
限定為14天較理想，因可避免造成
混亂，而且不同人可能有不同發病
時間，加上大廈居民要進行兩次檢
測，故認為14天較合適。

他並建議，政府應盡快到麗晶
花園進行環境評估，並找專人實地
考察，了解為何有多人在同一坐向
確診，並盡早公布一個屋苑若有多
少戶確診就需強制檢測及“禁足
令”的標準，讓市民有心理準備。

麗晶花園第六座確診個案資料
編號

5689

5802

5979

6374

6376

6676

7112

註：六座另有一宗初步確診

資料來源：香港衞生防護中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確診日期

11月23日

11月25日

11月27日

12月1日

12月1日

12月4日

12月9日

性別

女

男

男

女

女

男

男

年齡

69

39

49

46

15

75

60

被列入
群組

跳舞群組

跳舞群組

跳舞群組

——

——

——

——

專家倡“疫樓”禁足14天

半月前已見首例確診 應變後知後覺

■九龍灣麗晶花園第六座爆疫，居民須強制檢測並撤離。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港大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視察
麗晶“疫樓”。 中通社

■麗晶花園居民輪候檢測。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缺失一 反應太遲緩 病毒傳播

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栢良指出，麗晶花園有多宗個案與跳
舞群組相關，涉及3座大廈，特區政府卻沒有做好跳舞群組的快速跟進工
作，而患者發病至確診需時5天至7天，政府卻沒有禁足，令部分人仍可
外出上班用膳，令傳播不斷發生。

何栢良直指，檢測慢是不爭事實，認為政府要“想想可以怎樣處
理”，因為即使患者進入檢疫中心後才發病，但患者在檢疫前可能已接
觸其他人，愈遲確認，只會令追蹤工作愈慢。

香港立法會衞生事務委員會主席葛珮帆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批
評，特區政府這一年的防疫工作絕對是“不夠快、反應慢”。她指，葵
盛西邨第八座及麗晶花園第六座最早期的個案，都與跳舞群組相關，可
是卻未有及早做好個案追蹤及隔離工作，令該處出現大爆發。

她續指，根據以往經驗，一旦有住宅大廈爆疫，部分居民可能會即時
搬走，增加社區傳播風險，政府雖然遲做但亦有因應問題修訂法例，要求
需接受強制檢測人士在檢測有結果前不要離開指定處所，可是今次麗晶花
園事件卻未有引用法例，她實在不理解為何政府有此決定。

對於香港衞生防護中心反應慢又未有主動公布麗晶花園疫情，直至9
日晚才向部分居民發出強制檢測要求，中心解釋是因為多區疫情都比較
嚴重。中心總監黃加慶解釋：“最初（麗晶花園）個案發病時間較早，
後來多了兩個單位，較近（時間確診）才知道。大家知道現時社區傳染
嚴重，如真的有較大型群組，現實限制是他們可能較遲知道，我們才可
以了解這地方爆發較嚴重。”

特區政府雖推行強制檢測，卻似淪為“無牙老虎”，以葵盛西邨第
八座為例，爆發疫情多日後，有多名住戶確診，政府才宣布要該座居民
接受強制檢測。在此段期間，已有居民搬走“逃亡”，成為可能播疫的
途徑。而行政會議早前通過引入禁足檢測令，但政府卻沒有動用。

葛珮帆坦言，特區政府的檢測工作令市民擔心，她舉例指，馬鞍山
耀安邨近日已出現多宗確診個案，居民雖然希望衞生防護中心可安排檢
測，但要求一直未獲中心正面回應，認為如果未能找出隱形患者，該邨
有可能成為下一個疫區。

香港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解釋，有不少大廈出現確診
個案，部分大廈有兩三個單位出現個案。如果大廈有4個不相識的單位有
確診個案，就要強制檢測，但她補充說，這亦需要看情況，包括環境污
染及風險評估等，因此並非硬指標。張竹君呼籲市民，不要等待大廈有
多少宗個案才去檢測，平日要留意個人及環境衞生，如有需要進行檢測
便要去做，因為強制檢測要安排派發及收集樣本樽，反而會較遲。

現時雖然已有禁足法例，但何栢良直指，政府雖有意引用，“只不
過那個問題就出在動員不到，或不知如何動員，那就會不會發生個情況
只有衞生防護中心同事孤軍作戰，變了要頂硬上（硬撐着）！”

他建議，特區政府高層可商討跨部門動員，因早前進行社區大型檢
測時，亦有約6,000醫護人員報名，當出現爆疫時，可以在名單上即時派
100人到現場設立採樣亭或入屋為長者採樣，相信“大把醫護人員去
做”。

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也認為，特區政府不同部門必須建立機制
互相配合，在有禁足決定後迅速行動，避免受影響者在被禁足前“雞飛
狗走”。他指出，政府在非典及豬流感疫情期間，都曾試過引用法例，
先後封鎖淘大花園E座等，與目前的情況相似，不明白政府議而不決的
原因。

缺失二 措施不得力 居民搬離

缺失三 部門欠配合 孤軍作戰



AA1010中國焦點
星期六       2020年12月12日       Saturday, December 12, 2020

要聞
文
匯2020年12月11日（星期五） ■責任編輯：何佩珊 1

針對美方日前以涉港問題為由宣布對14位

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實施所謂“制

裁”，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10日宣布中方

對美反制措施。中方決定對在涉港問題上表現惡

劣、負有主要責任的美國行政部門官員、國會人

員、非政府組織人員及其直系親屬實施對等制

裁。同時，中方決定取消美方持外交護照人員臨

時訪問香港、澳門免簽待遇。香港特區政府10

日晚亦宣布，由即日起取消美國外交護照持有人

免簽證訪港安排。特區政府發言人說：“措施生

效後，除直接過境及留在機場禁區內，所有持美

國外交護照人士訪港前，須先向中國駐外使領館

申請簽證。”香港多名政界人士10日接受香港

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完全支持國家對美國採取反

制措施。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綜合報道
市民團體“統一中華力量”兩名代表10日下午自發前往美國

駐港總領事館，抗議美國無端指責中國制定和實施香港國安法，並
對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實施所謂“制裁”。他們批評美國
在其他國家製造分裂的手段實屬“流氓無賴”，並用“打小人”的
方式敲打印有特朗普及蓬佩奧頭像的紙張。團體強調，香港是中國
的特別行政區，中國訂立法例維護自己地方的國家安全，既符合主
權原則，也是國際慣例，美國無權質疑。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子京、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團 體 美 總 領 館 打 小 人

中方取消美外交人員訪港澳免簽
對涉港問題表現惡劣者作對等制裁 特區政府港政界挺反制

香港文匯報早前報道，12月8日，美國國務卿蓬佩奧發
表聲明，無端指責中方依法制定和實施香港國安法，

宣布美方將對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實施所謂“制
裁”。全國人大常委會發言人其後發表談話，強調美方以
香港事務為藉口粗暴干涉中國內政的行徑極其卑劣，是典
型的政治霸凌和雙重標準，中方有關部門將對提出和推動
涉港議程，插手香港事務，損害國家主權安全的美方相關
人員實施對等制裁。

華春瑩促美停插手港事
據新華社報道，華春瑩10日在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

說，鑒於美方利用涉港問題嚴重干涉中國內政、損害中方
核心利益，中方決定對在涉港問題上表現惡劣、負有主要
責任的美國行政部門官員、國會人員、非政府組織人員及
其直系親屬實施對等制裁。同時，中方決定取消美方持外
交護照人員臨時訪問香港、澳門免簽待遇。

她說：“中方再次敦促美方立即停止插手香港事務，
停止干涉中國內政，不要在危險和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
遠。”

港政界批美“先撩者賤”
對於中方決定對美實施對等制裁，香港多名政界人士

10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完全支持國家對美國採
取反制措施，指出有關情況是美國“先撩者賤”，故中國
反制完全是合情合理，同時向美國發出警告，提醒他們該
懸崖勒馬、回頭是岸，不要在錯誤和危險的道路上越走越
遠。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盧瑞安表示，非常支持中國對美國
的反制措施，因為是美國先粗暴干預中國內政，所以中國
才會作出反制措施，保護國家利益，邏輯上合情合理，同
時亦展示一個清晰的態度和姿勢予美國，即中國不會懼怕
美國任何所謂“制裁”。

他指出，是次反制措施包括取消美方持外交護照人員
臨時訪問香港或澳門的免簽待遇，表明了是從國家層面進
行反制。他認為，如果美國繼續冥頑不靈，不改變其態
度，中國也可能會有進一步的措施應對。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蔡毅表示，完全支持中國反制美
國。今次是美國先挑起事件，“先撩者賤”，而且美方所
謂的“制裁”原因亦不合理。所以，是次中國反制美國的
舉措完全屬於正常，亦符合國際慣例。

他表示，中國反制措施是想傳遞一個訊息和立場給美
國，即美國應該立即停止干涉中國內政和插手香港事務，
不要在錯誤和危險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表示，絕對支持中國的反制
措施。過往美國在一段長時間一直粗暴地干預中國內政和
香港事務，對香港國安法在港實施大肆抹黑，並藉機打壓
中國。事實上，世界上每個國家和地區都有國安法，而美
國的國安法更是相當嚴厲，可見美國在處事方面是多麼蠻
橫無理，反映了美國的霸凌行為和不公義做法，凸顯其雙
重標準。因此，是次中國作出反制亦是合情合理，並向美
國發出警告，提醒他們該懸崖勒馬、回頭是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對於中方
決定對美實施對等制裁，香港法律界人士10日
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美國實施的所謂
“制裁”毫無法理基礎，更違反國際法及國際
關係基本準則，中方作出對等制裁有恰當的法
理依據。他們強調中國從不無事生非，作出反
制是維護自己國民的安全和尊嚴。

身為律師的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馬豪輝表
示，全球各國都有法例保護當地國家安全，美
國今次卻無端指責中方依法制定和實施香港國
安法。按照國際常規，各國都不應干涉別國內

政，特別是別國的國家安全事宜，因此美方今
次實施的所謂“制裁”，在法理基礎上站不住
腳，亦違反國際慣例。他強調，中國向來都不
會挑起事端，反觀美國多次粗暴干預香港內
政，中國作出反制措施只是維護自己國民安全
和尊嚴。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深圳大學港澳基本
法研究中心教授宋小莊亦表示，美方對中國進
行的所謂“制裁”毫無法理依據，因為中方包
括香港近日在處理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的案件，
及宣布4人喪失立法會議員資格等事上，都是

依足法律程序，因此美方今次明顯是胡亂干涉
中國內政，違反國際法，而中方作出的反制措
施程度或比例類近美方的“反報”，並非不合
理的“報仇”。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副主席、法學教授傅健
慈表示，任何國家都不希望被別國干涉內政，但
美國今次對中國實施所謂“制裁”明顯是雙重標
準，更如同為反中亂港分子撐腰，理應受各界譴
責。他認為中國提出的反制措施合情合理，旨在
維護國家的尊嚴和安全，又指中國向來都是禮儀
之邦，受到無端指責才會強硬應對。

法律界：中國反制恰當維護國民安全尊嚴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10日宣布中方對美反制措施。 資料圖片

12月10日，中國外交部發
言人華春瑩主持例行記者會。有
記者提問，德國《每日鏡報》8
日以《中國的戰狼》為題刊登一
篇批評報道，指責中國搞“戰狼
外交”，報道本來要配一個中文

的“權”（簡體：權）字，卻多了一點變成了
“杈”字。

該報道稱，德國聯邦議員人權委員會11月
18日舉行所謂中國人權聽證會，招致中國大使
館批評。文章引用德國綠黨反華議員鮑斯的話
說，中國實行“戰狼外交”。發言人對此有何
回應？

“我注意到你提到的德國媒體把‘權’寫
成了‘杈’，遭到了中方媒體的一片嘲笑。但
其實低級錯誤也不奇怪，因為的確現在就有一
些人，經常明明對中國一無所知，卻煞有其事
地對中國進行無中生有的指責。”華春瑩回應
道。

華春瑩表示，至於說到“戰狼外交”，我
很想問問那些指責中國搞“戰狼外交”的人，
我想大家可以回想一下，一段時間以來，中國

同個別國家之間是發生了一些事情，但是這些
事情當中哪一次、哪一件是由中方首先挑釁引
起的？哪一次、哪一件是中方在干涉別國內
政？哪一次、哪一件是中方在威脅損害其他國
家的利益？

中國不惹事也不怕事
華春瑩指出，無論是將病毒標籤化、疫情

政治化、將中國污名化，還是濫用國家安全名
義蠻橫地打壓中國企業、破壞正常的人文交流
和經貿科技合作，無論是以所謂的人權民主自
由為名干涉中國內部事務，還是公然違背國際
關係基本準則，惡毒地攻擊中國的政治制度，
甚至動輒實施單邊制裁，難道有人能擁有隨便
誹謗、攻擊、抹黑、傷害中國的權利，而中方
卻不能擁有說明事實真相的權利嗎？難道一個
公民都有依法行使正當防衛的權利，而中國作
為主權國家卻不能擁有維護自身主權、安全、
發展利益和國家榮譽尊嚴的權利嗎？難道有人
以莫須有的罪名對中國進行口誅筆伐時可以如
狼似虎，而中方卻只能做沉默的羔羊嗎？

華春瑩最後強調，這些人應該明白，中國

不是一百年前的中國了。中國從不欺凌霸凌他
人，但中國人也是有原則的，也是有骨氣的。
中國外交代表和捍衛的是佔了世界五分之一人
口的14億中國人民的利益和尊嚴。在事關中國
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和國際公平正義等大是
大非的原則問題上，中國外交必須堅決有力地
回擊一切惡意挑釁，有力捍衛國家的利益與尊
嚴，維護國際的公平與正義。中國始終堅持獨
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咄咄逼人從來不是我
們的外交傳統，但是卑躬屈膝也不是中國人的
氣節。面對霸權霸凌，毛澤東同志早就講過
“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
人”。中國不主動惹事，但也不怕事，不會被
脅迫訛詐。

“如果有些人因為中國面對毫無底線的惡
意的攻擊抹黑和謾罵作出回擊，說明事實真
相，就把中國外交稱作‘戰狼外交’的話，那
麼為了維護中國自身的正當合法權益，為了維
護中國的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為了維護國家的
榮譽與尊嚴，為了維護國際的公平與正義，就
做‘戰狼’又何妨？”華春瑩說。

■澎湃新聞

華春瑩：為國家利益做“戰狼”又何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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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内燃机车发明之后，就不断有人尝试着将其

与各种武器联系到一起，而战争之神——火炮便是

其中之一。每当人们看着军马吃力地拉拽着重炮之

时，便总有人想着应对之策，而火炮摩托化的进程

也在这时悄然展开……

虽然法国在一战期间开发的军用卡车种类完全

无法同英国相比,但是法军对于火炮机动能力的格

外重视,倒使得法军在一战中装备了多款性能优异

、各具特色的火炮牵引车。

法国陆军是世界最早对摩托化车辆产生浓厚兴

趣的军队之一。在1900年于法国本土举行的一次

工业产品展示会上,就有不下11种专为军队打造的

各色机械车辆同台展出,种类包括联络车、军官乘

用车、运兵车、医疗车、通信车、牵引车、卡车等

。这些五花八门的新鲜设计大都获得了法国战争部

的小批量订单,有一些车辆还赶上了在当年的军事

演习中亮相。不过等到这阵新鲜劲儿过去后,法军

对于摩托化车辆的装备进程就显著放缓了,于是当

一战爆发时,整个法国陆军的车辆全部加起来只有

220辆,包括91辆卡车和31辆救护车,剩下的是一些

牵引车、参谋部车辆和轻型车辆。

火炮摩托化的开端

时至19世纪末叶,和其他各国军队相似,法军火

炮的机动仍然主要是靠马匹拖行。深感于军马拉拽

重炮的千辛万苦,一位姓德波特的法国炮兵中校利

用退役后在一家军工厂供职的便利条件,在一群朋

友的帮助下搞出了一种实用型的四轮火炮牵引车设

计草案。1910年,德波特把自己的设计交给了潘哈

德公司,由后者制成了所谓的夏蒂伦一潘哈德牵引

车,该车采用40马力发动机,最大负荷15吨,满负荷

时最大速度8千米小时。

在1911年法军的萨托利演习期间,德波特把这

种四轮驱动的火炮牵引车展示到了法军摩托化车辆

测试委员会的面前,接受了包括行驶在田间地头、

爬上斜坡、跨越小障碍等科目在内的一系列测试。

虽然委员会没有当场表态,不过他们在1912年3月

要求做进一步的测评,到了7月,夏蒂伦一潘哈德牵

引车成功地拉着一门155毫米野战炮实施了战地机

动。其后又牵引一门220毫米攻城炮及其14人炮组

行进,这种重炮的自重超12吨,而火炮牵引车拖着它

在起伏不平的地面上稳当地行进着。

再保守的人也不可能无动于衷了,法军很快就

决定采购一批牵引车参加1913年的春季演习。在

这场于3月末举行的演习中,夏蒂伦一潘哈德火炮牵

引车分别进行了不间断行驶100千米和60千米的火

炮牵引演练,其表现被评定为“优异”。

夏蒂伦一潘哈德并不是法军装备的第一种火炮

牵引车,但在它出现之前,法军炮兵只尝试过用两轮

驱动的牵引车拖行较轻型的火炮,这种牵引车只具

备在公路上行进的有限机动能力,而夏蒂伦一潘哈

德采取四轮驱动方案,完全“不挑路面”,对于法军

炮兵的机动能力而言无疑是一大进步。

军方向潘哈德公司下发的第一份订单为数50

辆,于1913年8月开始交付之后第二单又追加了50

辆。在下发更多订单前,法军决定在更加复杂的条

件下对这种牵引车做进一步测试,测试的1914年 3

月恰逢大雨不断,致使夏蒂伦-潘哈德的表现难称满

意,后续订单由是被叫停。第一批50辆四驱牵引车

装备到了法军第4重炮团,该部因此成为法军中第一

支全摩托化开进的炮兵部队。1913年7月14日,这

个重炮团被选中赴巴黎参加国庆日阅兵。8月4日

法国对德国宣战时,这50辆夏蒂伦一潘哈德牵引车

就是法军中规模最大的摩托化车辆集群。

轻型火炮的福音

同样致力于四驱火炮牵引车的还有位于拉蒂尔

的法兰西自动机械公司,它在19世纪90年代造出了

世界上第一种四驱卡车,在一战爆发后则推出了一

款拉蒂尔一塔尔型火炮牵引车。这种牵引车配备1

台4缸35马力发动机,自重4吨,专门致力于牵引轻

型和中型的榴弹炮。战事既起,法军把有限的火炮

牵引车用于牵引重炮,野战炮和轻型榴弹炮则用马

拉,而拉蒂尔一塔尔牵引车的列装改变了这种局面:

只要燃料足够,野战炮兵可以迅速地部署到路线上

的任何地方。

来自美国的混血儿

在一战法军的武库中有一种著名的火炮,那就

是号称“法国小姐”的施奈德M1897型A3式75毫

米野战炮。这种火炮的机动主要大量依靠马匹,但

是西线的地貌妨碍了“法国小姐”的战场机动,为

了让这种自重1544千克的优异火炮能够最大限度

地发挥威力,法军从1915年初开始研究75毫米野战

炮的摩托化解决。

当年6月,第13炮兵团接收了10辆以美制杰弗

里卡车改成的杰弗里牵引车,成功地实现了“法国

小姐”的战地摩托化。不过这种所谓的牵引车并没

有采取传统的牵引方式,而是将75毫米野战炮直接

装载到了牵引车的后部平台上,野战炮通过安装在

车身上的一具斜板实现上下车,实际上可以说是种

火炮运载车而非火炮牵引车。1915年9月和10月,

法军陆续组成两个配备杰弗里牵引车的摩托化炮兵

营,在前线获得良好反馈后着手编装更多此类单位

。

当火炮坐上汽车

杰弗里牵引车出现后,法军就确信摩托化机动

火炮是在西线取得胜利的大关键因素,考虑到法国

野战炮多为木质路轮并不适合长途行军的现实情况

,军方希望能够具备更多类似杰弗里运载车那样的

火炮机动手段。为此,雷诺公司在1916年初完成了

一种新型平板车的设计,称为雷诺FB型火炮运载车

。该车自重14吨,最大载荷8吨,采用1台11马力发

动机,最大速度6千米小时,主要的特点在于采用了

履带式行动装置。

法军在测试后于1916年9月22日下单订购50

辆,后于 10月 27日追加订购350辆,这些运载车从

1917年3月起开始交付,到一战结束时共交付了256

辆。入役后的雷诺火炮运载车表现活跃,每8辆负责

运载一整个炮连(包括若干弹药、补给、4炮、炮兵

40-50人);适用的火炮型号除“法国小姐”外,还包

括施奈德M1913型105毫米野战炮和施奈德M1915

型155毫米榴弹炮等。

另外一种和雷诺FB型近似的车辆由施奈德公

司打造。1915年1月,西欧战场上的英国军队装备了

被称作“毛虫”的霍尔特15吨级牵引车,这种足以

拉动重炮的牵引车令法国炮兵眼馋不已。为了寻求

自己的重炮牵引车方案,法国军方向国内几家知名

车辆制造厂商发出邀约,施奈德以极大的热情参与

到其中。该公司派出自己最好的设计团队赴英国现

场取经,观摩“毛虫”展示期间,法国人意外遇上了

美国霍尔特拖拉机公司的代表,鉴于英军的“毛虫

牵引车”就是以霍尔特的75马力农用拖拉机为基

础制成,施奈德方面立即和霍尔特公司达成了合作

意向。

当年5月,施奈德从霍尔特购入75马力拖拉机

和缩小版的45马力“霍尔特婴儿”拖拉机各一辆,

进行牵引火炮的改装测试。三个月后,施奈德公司

向法军总参谋部提交使用报告,认为“霍尔特婴儿

”正适合改装火炮牵引车,于是军方出资向霍尔特

公司订购15辆“婴儿施奈德公司从1916年2月起交

付改装的火炮牵引车。

不过,尽管霍尔特拖拉机的履带和悬挂装置颇

为不错,但是作为火炮牵引车的性能却并不完全令

法国人满意,毕竟,这是一种相对功率较小的农用机

械。于是改制火炮牵引车的工程半途而废,转而以

“婴儿”底盘为基础开发一种类似雷诺FB型的火

炮运载车,由此研究出了施奈德CD型火炮牵引车,该

车自重10吨、最大载荷3吨、最大速度8千米小时

。1916年10月,法军向施奈德订购第一单50辆CD

型牵引车,后增至500辆,第一批于1917年8月交付,

由于生产进度缓慢,到一战结束时只完成了110辆。

1917年8月,法国陆军司令部发文要求将所有的

75毫米野战炮团全部改成摩托化;而到德军于1918

春季发动反攻时,法军已经编成不下20个这样的摩

托化野战炮团,当年6月达到27个,停战时已编成33

个之多。这支可畏的机动炮兵力量由8600辆火炮

运载车和运输车支撑,计有4.4万人之众,其活动范围

和反应程度大大超越马拉的传统炮团,成为一战结

束时法国陆军实力的象征，而这也戏剧性地表明了

摩托化车辆能够对传统战争产生怎样巨大的影响。

车轮上的火炮——一战法国火炮的摩托化历程

2020年12月11日（星期五）2 新聞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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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

道）中國糧食產量連續第6年穩定在1.3

萬億斤以上，中國國家統計局10日最新

發布，今年中國糧食總產量達到13,390

億斤，比2019年小幅增加113億斤，其

中，糧食進口大頭的大豆產量同比增長

8.3%，供需偏緊的玉米產量略降。專家

分析糧食安全形勢稱，糧食供求總量基

本平衡，但結構性矛盾仍突出。

中國糧產連六年逾1.3萬億斤
糧食播種面積今年止跌回升 大豆振興計劃小有成效

今年遭遇新冠疫情及部分地區洪澇災害頻發，
為確保糧食安全穩定生產，國家加大種糧補

貼、糧食最低收購價等政策支持力度，調動農民
種糧積極性，以及在大豆振興計劃政策帶動下，
糧食播種面積在連續三年下降後止跌回升。

大豆播種1.48億畝增5.9%
數據顯示，今年中國糧食播種面積17.52億

畝，比2019年增加1,056萬畝，增長0.6%，其
中，稻穀和大豆播種面積擴大較多。2020年，中
國豆類播種面積1.74億畝，比上年增加778萬畝，
增長4.7%。受大豆振興計劃政策帶動，大豆播種
面積 1.48 億畝，比上年增加 825 萬畝，增長
5.9%。

小麥庫存夠一年開支
新冠疫情後部分糧食出口國停止出口，全球

糧食供應鏈受到衝擊，有關糧食危機的擔憂升
溫。對於中國糧食安全形勢，國務院參事、國家
發改委原副主任杜鷹近日撰文表示，當前糧食供
求總量基本平衡，但結構性矛盾突出，質量安全
存在隱患。杜鷹預計到2030年前後，中國的穀物
需求將達到峰值的7.1億噸，即每年需增產100多
億斤。其中，口糧消費穩中略增，新增需求主要
集中在飼料糧上。

“小麥、稻穀作為口糧，可確保絕對安
全。”杜鷹表示，稻穀產大於需，小麥產需平衡
有餘，但專用優質小麥供給不足，每年均需進口
幾百萬噸。從庫存看，小麥、稻穀的國家庫存充
裕，小麥庫存夠一年的開支，稻穀庫存夠8個月的
開支，保證市場供應沒有問題。

飼料糧中，杜鷹指出，玉米產需長期趨緊，
今年以來玉米產量略降，價格一度上漲三成貴過
小麥，一些飼料企業寧願採購小麥做原料，進而
帶動小麥漲價，要保持90%以上的自給率不易。
至於大豆，目前對外依存度超過80%，產需缺口
有進一步擴大趨勢。另外，糧食產銷區不平衡加
劇，糧食淨調出省減少到6個，其他省份自給率大
幅下降，主產區增產壓力越來越大，對糧食流通

和儲備也提出新要求。

專家：高度重視拋荒現象
杜鷹還提醒，當前農業生產成本上升，去年

畝均淨收益除水稻微利外，小麥、玉米、大豆等
均由正轉負，農民種糧積極性下降，甚至個別地
方出現拋荒現象，當高度重視，謹防出現糧食生
產滑坡。

“疫情蔓延及防控常態化趨勢，各國增加糧
食儲備的傾向抬頭，提高了國際糧食貿易的成本
並帶來不確定性，中美經貿摩擦同樣抬高進口成
本，造成國內從業者預期不穩定和大豆玉米種植
面積的波動。”杜鷹認為，這將給中國確保糧食
安全帶來新挑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
道）2020年12月10日4時14分，中國在西
昌衛星發射中心用長征十一號遙九固體運
載火箭將引力波暴高能電磁對應體全天監
測器衛星發射升空，衛星順利進入預定軌
道，發射任務取得圓滿成功。

監測引力波伽馬暴
據介紹，引力波暴高能電磁對應體全天

監測器（Gravitational wave high-energy
Electromagnetic Counterpart All-sky Moni-
tor，簡稱GECAM）由中科院空間科學（二
期）先導專項部署，2顆小衛星採用共軛軌
道的星座布局，將對引力波伽馬暴、快速
射電暴高能輻射，特殊伽馬暴和磁星爆發
等高能天體爆發現象進行全天監測，推動
破解黑洞、中子星等緻密天體的形成和演
化，以及雙緻密星併合之謎。此外，GE-
CAM還將探測太陽耀斑、地球伽馬閃和地
球電子束等日地空間高能輻射現象，為進
一步研究其物理機制提供科學觀測數據。

作為北京懷柔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空
間科學實驗室掛牌後發射的首顆科學衛
星，中國科學院與北京市人民政府共同將
GECAM衛星命名為“懷柔一號”。為了
利於科學傳播，GECAM 暱稱為“極
目”，兩顆衛星“小極”和“小目”分布
於地球兩側，形成兩“極”之勢，猶如二
“目”，將對黑洞、中子星等極端天體的
劇烈爆發現象進行觀測，快速下傳並發布
觀測警報，引導國內外科學家利用各類望
遠鏡進行後隨觀測。

GECAM工程任務由中國科學院負責
組織實施，國家空間科學中心負責工程大
總體和地面支撐系統的研製建設，微小衛
星創新研究院負責衛星系統研製，高能物
理研究所為任務科學目標提出單位，並負
責衛星有效載荷、科學應用系統研製建
設，空天信息創新研究院負責科學數據的
地面接收。測控系統由中國西安衛星測控
中心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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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CAM衛星效果圖。 受訪者供圖

■中國國家統計局12月10日發布數據，2020年中國糧食總產量為13,390億斤，比上年增加113億
斤，增長0.9%，連續6年保持在1.3萬億斤以上。圖為河北省濼州市鄒家村村民早前在收穫小麥。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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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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1日（星期五）3 經濟中
國

■責任編輯：凌晨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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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香港市場儘管受到新冠疫情、政局

及美國再三的無理打壓等影響，但金融中心

吸引力不減，最新統計顯示，今年香港新股

集資額達503億美元，較去年增加24%，也

是自2011年以來表現最為活躍的一年，在

全球IPO榜排第二名。畢馬威對明年香港和

內地IPO市場仍持樂觀態度，預料2021年

港交所 IPO 總集資額將達到 3,500 億至

4,000億港元，可穩坐全球前三寶座，料將

完成約130至150宗新股上市，潛在返港第

二上市的中概股數目介乎50至60隻。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曉菁
■■今年香港新股集資額達今年香港新股集資額達503503億美元億美元，，較去年增較去年增
加加2424%%，，是是20112011年以來表現最為活躍一年年以來表現最為活躍一年。。圓圓
圖為畢馬威中國資本市場主管合夥人劉國賢圖為畢馬威中國資本市場主管合夥人劉國賢。。

雖然臨門失去螞蟻集團這隻全球最大IPO，惟
畢馬威的統計顯示，港交所今年總集資額仍

按年增加24%，在年結可完成共140宗新股上
市，集資總額達503億美元，在全球IPO榜排名
第二，僅次於納斯達克的535億美元。上交所、
紐交所及深交所則分別全球排名第三、第四及第
五位，集資總額分別499億美元、322億美元及
185億美元。

年內，全球首三宗最大型的新股上市均來自上
海和香港兩地。中芯國際在上交所的科創板籌集了
75億美元，其次是京東在港交所籌集了45億美元，
以及京滬高速鐵路在上交所籌集了44億美元。

今年受惠中概股第二上市
香港今年新股集資額增加，最主要原因是多

宗中概股赴港第二上市，約佔集資總額的34%。
此外，香港已成為亞洲最大及全球第二大的生物
科技新股上市市場，年內共有22家醫療保健及生
命科學公司赴港上市，集資總額達988億港元，
佔總集資額的25%；其中有14家尚未有盈利，合
共集資411億港元。

儘管目前全球不明朗的因素預期會延續至

2021年，但畢馬威仍然對香港的新股市場持樂觀
態度。在創新和新經濟型公司的生態系統不斷增
長的帶動下，港交所將繼續成為來年的主要新股
市場。該行預計2021年，香港將完成約130至
150宗新股上市，全年總集資金額將達3,500億至
4,000億港元。

新科企業成明年集資主力
畢馬威中國資本市場主管合夥人劉國賢10日

於電話會議中表示，中概股二次上市趨勢，將有
利於香港的金融行業和資本市場整體發展，而隨
着企業逐漸適應新常態以及新冠疫苗推出，全球
經濟和資本市場來年很可能重拾升軌。他料，明
年港交所集資的主要推動力之一，將來自未有營
運收入的新生物科技公司。

談及對香港IPO市場的期待，該行中國資
本市場諮詢組合夥人劉大昌表示，明年香港新
股總集資額可穩住全球前三的排名，但是否能
奪冠則視乎大型企業是否赴港上市，如部分大
型中概股可能還在考慮明年或後年赴港上市。

前景向好，市場仍擔心美國禁止該國資金投
資部分中資股及旨在限制中企上市的《外國公司

問責法案》會減低中企的上市意慾。畢馬威中國
香港新經濟市場及生命科學主管合夥人朱雅儀認
為，地緣政治不是企業尋求上市地點的主要考慮
因素，今年首11個月仍有諸多中國企業赴美上
市，亦不乏京東、網易等科技企業返港。她坦
言，雖然相關禁令的確對市場造成波動，惟從資
本市場的角度看，公司和投資者更看中市場需求
以選擇上市地點。

港今年IPO額503億美元全球第二
畢馬威：明年新股市場仍樂觀 料60中概股回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菁）內
地潮玩品牌泡泡瑪特11日掛牌，其
“盲盒”玩具大受追捧，10日晚暗盤
爆升亦叫人大呼意外。富途暗盤數據
顯示，該股高開 61 元（港元，下
同），最高見81元，收報79.25元，較
招股價 38.5 元升 105.8%，不計手續
費，每手200股可賺8,150元，成交額
達4.73億元。輝立和耀才暗盤亦高收
逾倍，輝立開盤直飆82%至70元，收
報 78.25 元，較上市價升 39.75 元或
103.25%，成交額10.3億元，不計手續
費每手賺7,950元；耀才暗盤收報77.8
元，較招股價升 102.1%，每手可賺
7,860元。

該股9日在機構投資者暗盤市場
表現也異常勇猛，成交價一度出現97
元，較招股價高152%。市場人士指，
泡泡瑪特主打IP實體玩具，不屬於互
聯網或生物醫藥等新經濟範疇，後市
表現難以捉摸，建議升幅達五成時可
沽出。該股公布分配結果，一手中籤
率為15%，抽50手穩中一手。於香港
公開發售錄得47.9萬人認購，超額認
購355.74倍。內地物業開發商大唐集
團暗盤則低開低走，輝立暗盤高位見
4.56元，收報4.52元，較上市價4.56
元低0.04元，不計手續費，每手1,000
股蝕40元。

和鉑醫藥首掛潛水11%
不過10日掛牌的兩新股表現不盡人

意。生物醫藥企業和鉑醫藥低開近4%，
全日低位收報11.02元，較招股價12.38
元低11%，成交額6.95億元。不計手續
費，每手1,000股賬面蝕1,360元。

四川地產商領地控股最高見5.75
元，收5.69元，與招股價持平，成交
4,845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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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泡瑪特主打IP實體玩具，後市表
現難以捉摸。 中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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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浙江台商（案 719）日前被證
實曾與德國確診男（案693）住過同一所防疫
旅館，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為此派員對旅館
環境進行採樣、採檢14名旅館人員，結果都是
陰性。指揮官陳時中今表示，這名台商本土感
染的可能性已經越來越低，目前台商與德國確
診男的病毒基因序列比對結果還需要多一點時
間，大概1、2周後才會出爐。

該名浙江台商 11 月 22 日返台時無症狀，
持有3日內的檢驗陰性證明，入境後留宿北部
一間防疫旅館，並於檢疫期間確診，由於Ct值
15，許多專家都認為是近期感染，亦不排除有
在防疫旅館感染的可能。由於台商入住的防疫
旅館有過1名德國確診男，2人入住時間有所重
疊，1人住在6樓，1人則住在3樓。為了解是
否是本土個案，指揮中心匡列14人進行採檢、
對2名確診者進行病毒基因序列分析，並對防
疫旅館的環境採樣。

陳時中今日受邀出席 「台灣戰疫全紀錄
Beating COVID-19」首映會，會前受訪時表示
，浙江台商沒有所謂的 「疑似」本土感染，而
是有約略的可能性，但經過調查，本土感染的

可能性已經越來越低。我們有針對旅館員工進
行採檢，但都沒有發現確診者。至於浙江台商
與德國確診男的病毒基因序列比對結果，他表
示，還需要多一點時間，大概1、2周後才會出
爐。

昨日新加坡政府宣布放寬台灣旅客入境條
件，由原先的居家檢疫7天，改為入境採檢陰
性就能放行。陳時中表示，這是新加坡基於對
台灣防疫的信任，才做出的單方面開放。另外
，近期國際間出現接種新冠肺炎疫苗受試者6
人死亡的事件，陳時中表示，這6人當中有3、
4人為對照組，換句話說也就是沒有接種疫苗
的人。6人死亡事件是對照組比實驗組多，疫
苗引起的可能性很低。

陳時中日前指出，對國際大廠簽約採購
1000萬劑新冠疫苗，由於不透露細節，被媒體
稱為 「祕密疫苗」，並揭露指出這是東洋代理
但談判破局的美國輝瑞／德國BNT疫苗，只是
代理商從台灣東洋換成了港商雅各臣。對此，
陳時中表示，沒有什麼秘密疫苗，有些疫苗都
還在洽談中。

防疫旅館沒員工確診
陳時中：浙江台商本土感染可能性低

柯P棄與中央合蓋六張犁DE基地社宅

議員轟 「陷自償率緊箍咒」
（中央社）台北市長柯文哲在第一任競選

期間開出公宅政策，發豪語8年要蓋5萬戶，事
後竟說這是做夢夢到的政治語言，近來又陷入
明倫社宅租金過高起因自償率至少要達100%而
挨轟，北市議員許家蓓則發現，市府原本向中
央承租六張犁營區共五基地，並合作規劃社宅
，原訂興建1113戶，但因租金高加上自償率，
柯已於上（11）月18日喊卡；許籲柯不要陷入
自償率緊箍咒，讓北市能夠成為更宜居的城市
；北市府都發局晚間回應，六張犁AB基地正在
施工中，因此依照溝通平台共識原則，交由中
央主導較具效益。

許家蓓說，六張犁營區共有ABCDE五基地
，其中，AB基地的土地是由台北市政府以54.7

億向國防部價購，經費分7年撥付，目前AB基
地已動工，預計興建 709 戶社宅，並於 2023 年
完工；C基地由國防部自行規劃使用；DE基地
則因議會附帶決議興建公共住宅原則上不得購
買國有土地，因此市府轉為規劃向國防部租用
土地，預計與中央合作開發DE基地興建社會住
宅。根據市府都發局評估，DE基地年租金約需
6019萬元，以社宅營運年期估算55年土地租金
約需33.1億元，規劃D基地641戶、E基地472
戶，共1113戶，僅次於南港機廠社會住宅1442
戶。亦即，若六張犁DE基地停止規劃，柯文哲
任內規劃之社宅將再減少1113戶。

此外，許家蓓發現，北市府規劃DE基地數
年，甚至早已編列2017年至2022年度連續性預

算，D基地總工程費為30.8億元、E基地為22.1
億元，去年（2019）修正為2017年至2026年度
連續性工程，每年度編列經費2000元，保留預
算科目。不過，DE基地規劃已久，現在卻因市
府評估認為該基地屬國有土地，由市府興辦社
會住宅不具財務效益而作罷，當年市府到地方
與居民召開六張犁基地興辦社宅說明會，當時
地方抗議聲不斷，民眾多次提出擔憂及質疑，
如今看來是市府邊想邊做，規劃時根本未完整
評估，只是是一味趕鴨子上架，多年後又決議
停止規劃，根本朝令夕改，浪費行政成本。

許家蓓還發現，根據都發局資料，2019年
11月25日內政部與北市府住宅政策溝通平台第
3次會議決議： 「台北市轄區內屬國有、國營事

業持有比例居多之社會住宅用地，原則由中央
先行辦理先期規劃，並評估優先順序興辦。」
亦即，未來若北市社宅基地的土地所有權比例
多屬國有，將由中央營建署住都中心規劃興辦
。而該基地原本預計由北市府與中央合作開發
，現在北市府主動決議停止規劃，也代表北市
府與中央正式 「分道揚鑣」。

許家蓓認為，柯文哲將社宅100%自償率奉
為圭臬，更因財務效益決定暫停規劃六張犁DE
基地社宅，根本就是陷入 「自償率緊箍咒」，
對此，本席提醒柯市長，莫忘當年高喊居住正
義之初衷，也呼籲都發局審慎思考興建社會住
宅之意義，避免落入自償率迷思。

【炒股風暴】復華研究員建議勿買遠百股票被退稿 重寫改買才過關
（中央社）寶佳資產執行長唐楚烈、投資

主管邱裕元遭檢廉查出，涉嫌炒作遠百股票後
再倒貨，並透過勞金局投資組組長游迺文牽線
操作勞動基金的復華投信接手遠百股票，檢廉
發現，復華投信研究員陳周倫今年中旬曾經撰
寫一份報告，認為不宜購買遠百股票，卻被高
層退稿要他重寫，他只好再出一份報告建議買
股才過關，檢廉認為，復華就是受游指示才刻
意進場接手，導致這筆交易賠錢，卻圖利了寶
佳。

檢廉查出，去年 5 月間寶佳陸續以每股 19
元不等的價格，大量買進遠百股票，最後坐擁
遠百12%股份，但今年4月開始，寶佳想出脫部
分遠百持股，卻賣不出去，邱裕元想到同是台
大同學的舊識游迺文，因此找游協助，希望能
接手遠百股票，游迺文便利用人脈，約出復華

投信投資長邱明強和基金經理人劉建賢參與飯
局討論炒股。

據了解，他們今年7月間選在位於復興南路
的私廚 「馥邑隱廚」用餐，一客高達6千元，這
場餐會的出席者還有唐楚烈的兒子，為了炒熱
氣氛，他們還叫了高檔紅酒、吞吐高檔雪茄，
整頓飯吃了6萬元，最後由沒出席的唐楚烈埋單
。

這場餐會之後，今年7、8月開始，游迺文
即繞過有權下單的勞金局交易員，擅自打電話
要求特定券商以每股24.75元的高價在開盤及盤
中下單買進遠百股票；同一時間，邱明強也指
示旗下基金經理人劉建賢等人，以勞動基金進
場用同樣價格買進遠百股票，兩邊聯手高價買
入寶佳和唐楚烈的嘉源投資公司出脫部分約上
百張的遠百股票，當天遠百收盤價果真鎖在唐

、邱指定的24.75元，順利幫寶佳出脫持股獲利
了結。

游迺文因為參加這場餐會，加上被查出有9
百多萬元不明資產，交代不清，上月27日已被
檢方收押禁見。檢廉11月10日發動第三波搜索
，將原本只是證人的唐楚烈改列被告，但唐楚
烈辯稱，自己根本不知道勞動基金進場承接，
因當時寶佳擁有遠百約 12%股份，但他只是想
賣掉約2%遠百持股，了結獲利，而非炒股，唐
還強調寶佳坐擁數十億股票操作，且自己年底
薪就上千萬元，若只是為了賺獎金就鋌而走險
，根本不划算。

而復華投信投資長邱明強和基金經理人劉
建賢，則拿出研究員陳周倫作的一份評估報告
喊冤，宣稱復華買遠百股票是經過研究，他們
認為遠百股價被低估，資產也夠，加上疫情，

內需有一定能量，才會投資遠百，並未受到游
等人指示才買股。

檢廉卻發現，這份評估報告起初根本不是
建議買股，因為陳周倫坦言，自己起初是建議
高層勿買遠東股票，結果評估報告卻被高層退
稿，要求重寫，他改成建議買股才過關。

檢方認為，復華和寶佳買賣股票的做法並
不合邏輯，且雙方的說詞避重就輕，且邱裕元
明明收到游迺文傳送要他賣股 「手腳要快」的
訊息，卻辯稱只是打嘴砲開玩笑，因此認為他
們有串供、滅證和逃亡之虞，將邱明強、劉建
賢、唐楚烈、邱裕元、陳周倫聲押禁見，法院
昨晚裁准收押4人，陳周倫50萬交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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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台北信義路永康商圈 「名店熄
燈＋1」，疫情衝擊旅遊市場，觀光客不來加速
台北市永康街商圈沒落，因不堪持續虧損，被
CNN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列入 「全球十大甜點
」、去（2019)年重返永康街商圈的台灣芒果冰
始祖 「ICE MONSTER」永康創始店決定年底
熄燈，只留下信義區松高店和西門町店苦撐奮
戰。

「再撐下去不是辦法！」，ICE MON-
STER創辦人兼廚藝總監羅駿樺表示，過去永康
街商圈超過7成都是國際觀光客，但防疫期間、
國門不開，觀光客近乎 「歸零」，即便房東善
意降租， 「每個月仍幾十萬、幾十萬的在賠錢
」。因此經過考慮，公司決定在12月16日辦完
與義大利甜點名廚 Andrea Bonaffini合作的 「聖
誕節藝術甜品」松露栗子綿花甜和新鮮甜柿挫
冰的發表會後，今年年底前從永康街商圈 「撤
退」。

ICE MONSTER首家門市創立於1997年永
康商圈，創辦人羅駿樺以台灣在地產的新鮮芒

果作成芒果剉冰、芒果冰淇淋、芒果雪酪與芒
果果醬和綿綿冰，再組合於一起研發創作出全
球第一碗芒果冰。其後不僅引發市場大量模仿
、跟進，芒果冰更與牛肉麵、滷肉飯、擔仔麵
一樣，成為 「台灣觀光美食」。CNN美國有線
電視新聞網 更將〈ICE MONSTER〉獨創的台
灣芒果冰評為 「全球十大甜點」，讓 世界都看
到台灣。

2012年ICE MONSTER轉戰台北東區在忠
孝東路四段開旗艦店，其後ICE MONSTER再
於2015年再在微風松高開新店進軍信義計畫區
，今（2020)年4月再搶進西門町開設誠品西門
店。

開在台北東區的〈ICE MONSTER〉忠孝
旗艦店，在台灣在地客人與 觀光客捧場支持下
，頭兩年生意爆好，單店月營收最高曾逼近千
萬元 ，惟自2016年起景氣下滑、東區人氣散去
，閉店潮更從大馬路邊往巷 弄內漫延， 「結市
」效應更差，所以ICE MONSTER2019年決定
重返發跡地冰康商圈。

名店熄燈＋名店熄燈＋11 台灣芒果冰始祖台灣芒果冰始祖
ICE MONSTERICE MONSTER永康旗艦店年底永康旗艦店年底 「「撤退撤退」」

（中央社）熟練的拿起電焊機具，刺眼的
閃光忽明忽滅，瞬間照亮不起眼的瓦造平房。
只有國小畢業的羅紹榮，原本從事捕魚工作，
不過在20多年前一次海釣時，意外釣起一片卡
著密密麻麻魚骨頭和垃圾的廢棄魚網，由於畫
面太震憾讓他至今難忘，當下便立志要清除所
有海洋垃圾，沒想到一撈就是20多年，這之間
又因打撈海廢的器具太不給力，羅紹榮靠著先
前工作自學經驗，在家中的小倉庫中研發出全
國第一支6爪覆網撈勾，連台大海洋研究所都搶
著跟他合作。

談起自身工作經歷，70歲的羅紹榮自嘲自
己是超級 「斜槓」老司機。他14歲先去當黑手
，17歲就自己開機車行， 「車子哪裡壞掉，聽
引擎聲就知道」，後來當兵退伍後，就到貨運
行開貨車兼搬運工，2年後又去開計程車、救護
車，直到26歲透過朋友介紹，才到嘉義東石漁
港幫忙養蚵和出海捕蝦，從此與海洋結下不解

之緣。
不過羅紹榮的事業並不順利，投資養蚵、

捕蝦事業失利的他，在嘉義欠下大筆債務，後
來輾轉打聽到有朋友在新竹從事拖網漁業生意
不錯，才又來到新竹定居，拖網的收入不錯，
直到公司解散後，他就和朋友合夥一起撈鰻苗
、魚苗以及海釣。

羅紹榮回憶，1991年新竹漁港剛啟用時，
當時漁港整片都是垃圾，連船要開進去報關都
很難走。某天友人開船出門捕魚，沒想到漁船
絞到廢棄漁網當場翻船落海，他原本不以為意
，只是當作笑話聽，不過換他某天在海釣時，
釣竿突然一陣沉甸甸，他原本喜出望外誤以為
釣到大魚，沒想到用力一拉，竟釣起一大片魚
網，上頭卡著數十，甚至上百隻魚骨頭，那驚
悚的畫面至今仍讓羅紹榮永生難忘。

「魚群被魚網纏住，活活卡在上面餓死」
羅紹榮說，先前友人不斷抱怨魚群聚集的魚礁

魚獲量驟減，原本以為是海流的因素，直到釣
到這一大片漁網，才知道魚群是被漁網纏繞而
死，加上朋友也因海洋垃圾太多而翻船落海，
靠海吃飯的羅紹榮認為，如果不好好清除這些
海底魚網、垃圾，很快的就會無魚可撈，海洋
也會因此污染耗竭，當下他就決定，在捕魚之
餘，也要幫忙清除這些海底垃圾，沒想到這一
撈就是將近30個年頭。

「在腦海中構想、自己研發」羅紹榮表示
，一開始他使用傳統的撈勾，發現常常因角度
不對，撈了半天都沒撈到垃圾，後來他靠著先
前工作的自學經驗，利用數根鐵條焊接成6爪覆
網撈勾，每個角度、弧形都考量到打撈的實際
狀況，也因這隻全台首創的覆網撈勾，讓他打
撈海廢無往不利，20多年來靠它清除上千噸海
底廢物。

不僅研發覆網撈勾，羅紹榮因打撈海廢聲
名遠播，台大、中山大學以及新竹市環保局也

搶著跟他合作，執行海洋研究、測量，羅紹榮
發現，這些頂尖大學用來採集海底泥巴、海水
的器具，常常出現 「採不到海底泥」或 「海水
撈上來就漏光了」的窘境，他也靠自己巧思，
幫忙改良採水器和採泥器，從沒學過機械原理
和力學的他，靠著自己的經驗就輕鬆完成器械
改良，讓台大也忍不住誇他是： 「台大海洋研
究所新竹分所」。

以大海為家的羅紹榮，還參與過澎湖空難
和幻象墜機打撈作業，羅紹榮說，他曾經也遇
過不可思議的事件，當澎湖空難發生時，空軍
總部請他協助打撈殘骸，作業告一段落後，他
從澎湖搭船返回新竹，跟他同船的還有在半途
撈到的無頭女屍，沒想到隔天友人就在新竹漁
港附近撈到一顆頭顱，他們將無頭女屍和頭顱
送回澎湖比對，沒想到就是同一個人，微妙的
巧合讓他不得不信冥冥之中自有安排。

斜槓老船長也是發明家
20多年打撈千噸海廢台大都說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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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幾內亞駐美大使館舉辦研討會，展示美國與幾內亞
合作機會並介紹德州新任名譽總領事李蔚華先生

聯合救災幫助社區
光鹽社成立救災中心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幾內亞駐美大使館

於2020年12月10日（星期四）上午十時（美國

中部標準時間）召開幾內亞外國投資研討會，

介紹美國- 幾內亞的投資機會並介紹德州新任名

譽總領事李蔚華先生。當天的主講人是幾內亞

共和國駐美國大使科法拉 · 楊森（Kerfalla

Yansane ), 幾內亞共和國國家促進私人投資機構

常務董事那莫里· 卡瑪拉（Namory Camara ), 幾

內亞共和國駐德克蕯斯州名譽總領事李蔚華

（Wea H Lee )先生。而由埃塞俄比亞駐德州名

譽總領事葛扎根· 科比德（Gezahgen Kebede )擔

任研討會主持人。

幾內亞的經濟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農業和礦產

生產。它是全球第二大鋁土礦生產商，並且擁

有 豐富的鑽石和黃金礦藏。幾內亞擁有豐富

的自然資源，包括全球25%或更多的鋁土礦儲

量。幾內亞還擁有鑽石，黃金和其他金屬。該

國水電潛力巨大。目前鋁土礦和氧化鋁唯一的

主要出口。該研討會為所有參與者提供 一個平

台，以獲取有關幾內亞農業綜合企業，教育，

衛生和保健的見解和最新信息，貿易與投資。

研討會的目的是促進美國- 幾內亞的投資和貿易

，尊敬的幾位發言人將重點介紹美國公司在幾

內亞的潛在投資機會如下：

幾內亞（ Guinea )是位於西非的國家，今天

的幾內亞的前身是一個法國於1890年建立的殖

民地，首都科納克里。幾內亞位於非洲西部，

北鄰幾內亞比紹、塞內加爾和馬里，東接科特

迪瓦，南界塞拉利昂和利比里亞

，西瀕大西洋，海岸線長352公

里，面積約24.6萬平方公里，為

狹長的沿海平原。全區多沼澤，

氣溫濕熱，全年6- 8個月為雨季

，年降雨量可達5000毫米，是主

要經濟作物區。中幾內亞為平均

海拔900米的富塔賈隆高原, 西非

三條主要河流- 尼日爾河、塞內

加爾河和岡比亞河均發源於此，

被稱為「西非水塔」。東北部幾

內亞，面積97000平方公里，為

平均海拔約300米的台地。全區

地勢平坦，多灌喬木樹林。布勒

地區的黃金聞名於世。主要經濟活動為畜牧業

。東南部幾內亞，為幾內亞高原,面積49374平

方公里，平均海拔500-600 公尺，有大片熱帶原

始森林，有海拔1752米的寧巴山，為全境最高

峰。尼日爾河、塞內加爾河、岡比亞河在幾內

亞發源。幾內亞的經濟主要依賴農業和礦產生

產。它是世界上第二大鋁土礦生產國，擁有豐

富的礦石和黄金礦藏。官方語言是法語，人口

總數為1200萬人。

非洲的自然資源非常豐富。這一地區的礦

產資源預計佔到了全球礦產總資源的30%,具體

包括鋁土、鈷、銅、金、石墨、鐵、錳、鎳、

磷酸鹽、鉑，以及其稀有金屬和元素。幾內亞

的自然資源豐富，幾內亞迫切需要外國投資來

改善基礎設施建設、運輸不暢的瓶頸，實現礦

業多元化的發展。幾內亞的世界競爭力排名已

從140名提高到129名。經濟以農業，水力，礦

業為主，工業基礎薄弱。糧食在2020年能自給

。鋁礬石、咖啡、可可和橡膠是經濟的主要支

柱。主要進口商品為燃料，採礦和建築設備，

大米，水泥，化工產品，電器設備等。主要出

口商品為鋁礬土，黃金，氧化鋁。

幾內亞近期因為新冠疫情短時間內對該國

的經濟發展和人民的情緒造成傷害。其鋁土礦

資源佔到全球的三分之一，另有全球最大的尚

未開採的鐵礦。幾內亞必須大力推進基礎設施

投資，也就是需要修鐵路線，橋樑，隧道。領

導人已經做好了準備，計劃與合作夥伴進行磋

商以實現經濟增長目標。幾內亞政府官員進一

步施利於外國投資公司，包括進口免稅和納稅

後免費將利潤帶出國外，表明政府和國外投資

公司將加強合作。

幾內亞駐美大使最後也在致詞時歡迎幾內

亞駐德州新任名譽總領事李蔚華先生參與研討

會。李蔚華名譽總領事在致詞時表示他很高興

有機會參與，他將利用他在美國的影響力大力

促成這項合作計劃，例如他所主持的ITC (國際

貿易中心 ），就有六千名會員，他們都是來自

世界各國及全美的工商精英，相信能對促進幾

內亞的經濟增長的合作夥伴計劃，盡到棉足之

力。

(本報訊）2021年的健保市場開放期截止日期為12月15日, 還有4天的時間。
醫療保險不僅可以在發生意外時，避免家庭陷入財務困境，而且健保計劃還

提供每年一次的預防性檢查（檢查項目根據年齡不同而定），通過預防性年度檢
查可以提早發現一些疾病的症狀，提早治療。除了每年一次預防性檢查，健保市
場個人健康保險還有不可以拒絕既有病史，賠付無上限等好處。按家庭收入也有
稅務補助。

光鹽社自2014年開始，為政府指定的協助民眾申請健保市場個人健康保險的
機構，有多名政府認證的健康保險交易市場諮詢員。疫情期間，為了更好地服務
大家，光鹽社同時提供面對面服務和遠程服務兩種方式協助大家申請健保，所有
服務免費。如果還沒有申請或者更新自己或者家人的健康保險，歡迎盡快和我們
預約，預約電話713-988-4724.

健保市場開放期健保市場開放期1212月月1515日截止日截止

幾內亞共和國駐美大使幾內亞共和國駐美大使 科法拉科法拉··楊森楊森（（KerfallaKerfalla
Yansane )Yansane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幾內亞共和國駐德克薩斯州名譽總領事李蔚幾內亞共和國駐德克薩斯州名譽總領事李蔚
華先生華先生。（。（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本報訊）袁昶黎博士介紹救災中心
光鹽健康園地

美南國際電視 STV 15.3頻道 12月15日
(週二)晚 8:00 播出

Southern TV – STV15.3 Houston 網上直
播

iTalkBB 本地華人頻道直播
光鹽社聯合救災中心成立
2017年8月底,休士頓慘遭哈維颶風之侵

襲, 許多華亞裔同胞也深陷淹水屋損,求告無門
的痛苦與禍害;幸虧休士頓40多所基督教會均
積極參與救災賑災工作。休士頓教牧聯禱會
主席許重一牧師早於2016年與光鹽社孫紅濱

博士及袁昶黎博士開會
計劃成立一救災聯盟。
大家深感除了專心依靠
神, 也要警醒守望相助,
積極準備, 以未雨綢繆。
中經林宗智弟兄努力策
劃及教牧同工會現任主
席鄭忠禎牧師大力支持,

終於在2020年10月11日成立光鹽社救災中心
。

美南光鹽健康園地孫威令長老及王皓玲
姐妺,特邀袁昶黎博士電視訪問,簡介光鹽社救
災中心的任務與組織; 並教會與社區之參與,訓
練,及募款概況。同時邀約來賓沈嘉禾姐妺略
談災民心聲,及休士頓回應組織的休兹主任介
紹主流社會救災聯盟(Houston Responds)與光
鹽社聯合救災中心合作之機制。歡迎大家屆
時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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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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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
www.hcphtx.org

OCEE 11/18/2020

H C P H T X . O R G

「「美南輕旅遊美南輕旅遊，，充電再出發充電再出發」」 線上商展線上商展

關節筋肉疾病的疼痛與困擾的視頻和關關節筋肉疾病的疼痛與困擾的視頻和關
節各部位的運動資訊節各部位的運動資訊

商展利用網路平台按地區分類介紹會員
們的旅館，周邊景點及美食， 鼓勵在地輕旅
遊，希望不僅能協助我們的會員增加生意量
，還可以促進當地光旅遊產業發展。

計畫在12/20 ，2:00pm 舉行第一次的線
上商展：

Victoria/Port Lavaca 小城風情篇
以我們的會員在 Port Lavaca 及Victoria 的

旅館為主軸，介紹當地台商，帶出當地的旅
遊景點及特色美食，鼓勵大家去體驗。感謝
會員黃峰彬先生及他的夫人張瓊文女士，前

會長／現任理事嚴杰先生的信任及大力支持
，克服重重困難為我們做開路先鋒，期待12/
20的線上商展有一個令人耳目一新的開始。
線上商展中還會簡介我們每一個會員的旅館
，敬請各位提供最新update的資料。

繼 「小城風情篇」 之後，計畫在明年二
，三月推出 「璀璨休士頓篇」 ，將介紹休士
頓中國城及周邊旅館，這會是一個更大的
project，也是2021第一個project，屆時會包
括更多會員的旅館，敬請大家熱情參與，也
懇請各位理事的幫忙和提供意見。我們希望

以一季一個商展的步調，逐步介紹大休士頓
及周邊地區各個會員的旅館，也請各位理事
，會員們幫忙推薦目前還不是我們會員的台
商旅館參加公會及我們的商展行列。

在此，要感謝葉德雲理事長及全體理事
的支持；經文處羅處長，僑教中心陳主任，
楊副主任的鼓勵；及僑委會的贊助，讓這個
商展的計畫能一步一步的實現。也要特別感
謝休士頓旅遊局專員Leo Yao ， 陳逸玲僑務
顧問，趙婉兒僑務顧問的專業技術支援及指
導及本會活動組的大力配合。懇請所有理事

會員一起合作把這次的商展辦好，讓大家都
看到我們每一位會員的努力。

線上商展歡迎大家的參加，請儘早報名
，不限會員，請轉傳fryer及報名網址給您所
有的朋友請大家一起來美南輕旅遊。

「美南輕旅遊，充電再出發」 線上商展
之Victoria/Port Lavaca 小城風情篇

報名網址：https://forms.gle/dMizYxGbi-
pRtfrhK6

休士頓中華老人服務協會 Chinese Se-
niors Association

溫馨提醒 2/15/2020 周二至 12/18/2020

周五上午十點到十一點在僑教中心後門停車
塲分送2021年月曆每人一份。請憑有效會員
証領取。數量有限先到先得發完為止。

如果您有興趣看呂汶錫医師主講的關節
筋肉疾病的疼痛與困擾的視頻和呂医師所提
供的關節各部位的運動資訊、請到我們的

website: www.csahouston.wordpress.com

正念與心理正念與心理
健康服務健康服務

下週五，12月18日，慈濟
中心將帶您一個特別的演講 大
衛 聽 其 網 路 系 列 ， C.A.F.E.
229! 。

大衛目前是一名心理健康
顧問，但在禪宗傳統中也是禪
僧10年。他對佛教的深入研究
和古老的正念實踐影響了他的
諮詢方法，使得他的洞察力在
塑造心理健康服務的未來方面

非常有價值——現在比以往更
需要。大衛的談話被恰當地稱
為"正念和精神健康服務"。

吸收他的一些智慧與我們
，並親切地RSVP這個特殊事件
。你不會想錯過的

2020 年 12 月
18 日，星期五晚上 7 點 EST

下午 6 點 CST = 下午 4 點 Pst
tzuchicenter.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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