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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gkate@ymail.com

www.houstonimmigrationsolutions.com

(中央社)美國民主黨總統當選人拜登今天表示
，他已與聯邦參議院共和黨籍多數黨領袖麥康奈
通話，兩人同意儘速會面。

拜登告訴記者： 「儘管我們在許多事情上意
見分歧，有些事情是我們可以合作的。我們同意
儘速會面。」

麥康奈（Mitch McConnell）今天稍早打破11
月3日總統大選以來的沈默，祝賀拜登和副總統
當選人賀錦麗（Kamala Harris）勝選。

麥康奈在參院議場承認民主黨贏得總統寶座
。美國選舉人團昨天正式投票，確認拜登為下任
總統。

據美聯社報導，美國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計畫本週會晤拜登提名的國務卿人選布
林肯（Antony Blinken）。這可能是將卸任的川普
政府與拜登新政府國安團隊的首次內閣層級交接
接觸。

兩名孰悉這項計畫的人士表示，蓬佩奧和布
林肯暫時安排17日在國務院會面。

拜登與參院共和黨領袖麥康奈通話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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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各地的州
議會今天投下選舉
人票 ，拜登以三
百零六票對二百三
十二票確定他為下
届總統 ，依照憲
法，將在六個星期
後在參眾兩院大會
中正式宣佈總統當
選名單。

拜登總統當選
人在事後發表談話
称，是我們展現新
頁的時候了， 他
再度重申美國民主
仍然長存， 不管
川普如何利用其權勢來翻轉大選結果， 川
普總統仍然不承認败選，並在推特上再度
宣稱這是選舉無效， 就連他忠誠的政治伙
伴司法部長巴爾已經提出辞呈，準備十二
月二十三日走人， 在此眾叛親離的局面下
，川普之表現實在令人失望 ，而影響了美
國在世界上所享有之自由民主聲望。

今天，美國全國正在和新冠病毒赛跑
，啟動首批疫苗接種 ，拉开了自一九五〇
年代小兒麻痹症疫苗以來最緊急的大規模

免疫接種行動。
負責分發工作的佩納將軍表示首批三

百萬劑疫苗將在本週末前送達全國各地。
今天的情勢十萬火急， 全國正在全力

動員如何早日接種疫苗 ，已經有三十萬人
喪生 ，大於整個二次大戰傷亡的總合 ，
這是我們最悲慘的歲月 ，大家需要攜手共
進來戰勝病毒。

華府白宮的政治紛爭 ，今天也應該落
幕了 ，我們大家應該共同來珍惜這個國家
和土地。

President-elect Joe Biden spoke to the nation
and declared that, “It is time to turn the page
” on the 2020 election after the Electoral Col-
lege formally cast its votes for him to replace
President Donald Trump on January 20, 2021.
Biden said, “Wethepeople voted. Faith in
ourinstitutionsheld. The integrity of ourelec-
tions remainsintact. And so, now it is time to
turn the page. To unite. To heal.”

The president has refused to concede while
he and his allies have undermined faith in the
country’s democratic system of governance.
He tweeted about a “Rigged Election” and
massive fraud.

Today in Washington, D.C., Attorney General
William Barr resigned and will depart next
week. Mr. Barr recently acknowledged that the
department had found no widespread voter

fraud.

The U.S. has started giving the first doses of
the Pfizer coronavirus vaccine as the nation
surpassed 300,000 virus-related deaths. U.S.
Surgeon General Jerome Adams called the
roll out, “Just tremendous and I am smiling
bigger than I’ ve smiled in a long time be-
cause it has been a hard year for so many
people out there.”

The first doses of the vaccine were injected
Monday to most of the city’ s healthcare
workers.

We are so glad that help is really on the way.
All of the people are looking for a better tomor-
r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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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15//20202020

It Is Time To Turn The PageIt Is Time To Turn The Page

大勢底定大勢底定 全民沸騰全民沸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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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英國首相鮑裏斯· 約翰遜9

日飛赴比利時布魯塞爾，與歐盟委員會

主席烏爾蘇拉· 馮德萊恩共進晚餐，試圖

從最高層面“推壹把”，爭取在年底前

按期達成英國與歐盟未來關系協議。

但這頓三小時的“飯局”吃下來，

效果卻是“咫尺天涯”。

馮德萊恩事後發表聲明說：“我們

就壹系列待解決問題所取得的談判進展

開展了生動有趣的討論，得以清晰理解

對方立場。彼此依然相去甚遠。”

雙方決定，再多給彼此談判團隊四

天時間，13日再就是否還有必要繼續談

判做最終決定。

法新社援引英國政府消息人士的說

法，稱雙方談話“坦誠”，但立場存在

“巨大溝壑”。本周內，雙方打過兩通

“冗長”電話，再加見面“餐敘”，卻

毫無“突破”。

歐盟談判代表米歇爾· 巴尼耶和英國

代表戴維· 弗羅斯特在過去8個月的談判中

已經多少拉近了立場。但雙方強調在幾個

關鍵問題上難以讓步，包括如何保障雙方

企業在歐洲市場獲得“公平競爭環境”、

設立履約監督和爭端解決機制、愛爾蘭與

英國北愛爾蘭邊界安排、漁業資源分配。

英方多次聲明如果年底前不能就英歐

未來經貿關系達成協

議，則不惜“無協議

脫歐”。歐盟則表示

，可以將過渡期談判

推延至明年。

不過，歐洲問題

專家告訴新華社記者

，雙方的強硬表態既

是出於現實利益和原

則性問題的需求，也

是壹種談判策略，向

對方施壓，希望得到

更多好處。

約翰遜在出發去布

魯塞爾前告訴英國議會，“還有機會談成

壹筆好交易”，只是堅稱不管協議能否談

成，英國都能實現“強大繁榮”。

復旦大學歐洲問題研究中心主任丁

純說，歐盟的底線之壹是英國不能無代

價或者代價極低實現脫歐，以免給其他

成員國樹立“壞榜樣”；約翰遜政府則

需要在其承諾的所謂“英國完全行使主

權”問題上對民眾有所交代。從經濟和

貿易體量而言，英國更依賴歐盟，但畢

竟當了47年歐盟成員國，經濟利益彼此

高度融合，協議能否達成以及具體安排

對雙方都有潛在深遠影響，從高層“通

話”“飯局”及“延時談判”等互動來

看，可以肯定的是雙方都有達成協議、

避免“硬脫歐”的意願。

上海外國語大學英國研究中心主任

高健認為，約翰遜政府面臨保守黨和議

會“內鬥”壓力，同時新冠疫情嚴重打

擊英國經濟，而美英自貿協議看似無望

迅速落地，其手中可打的“牌”不多，

也恐怕擔負不起“無協議脫歐”導致市

場混亂、進壹步損害本國利益的後果。

目前雙方更有可能“求同存異，擱置爭

議”，在期限內先達成某種原則性協議

，細節問題延後再談。

調查稱德國國際形象有所提升
綜合報導 記者從德國聯邦外貿與投資署了解到，今年以來，多項

國際調查表明，德國作為投資目的地等方面的國際形象有所提升。

其中，德國今年10月在法國市場研究機構Anholt-Ipsos國家品牌指

數(NBI)中位列榜首。這是德國連續第四年位居該組織在五十個國家的年

度調查中的榜首。德國已有六次在調查中獲得此項殊榮。調查的標準包

括出口、移民和投資及文化與治理。

“我對德國作為投資地在國外享有的積極評價感到非常高興。”德

國聯邦經濟與能源部部長Peter Altmaier表示，“這表明我們設定了正確

的路線。我們將以此為基礎，而不是止步不前，繼續致力於為德國和歐

洲的數字和綠色經濟創建可持續投資的正確框架。”

美國商人對德國的信心亦有所提高。10月公布的德國美國商會(Am-

Cham)年度調查中，將德國作為投資地的分數評為1.8級，較2019年有所

提升。

今年7月，德國連續第三年在蓋洛普(Gallup)年度全球最受人青睞的

國家/地區民意調查中名列榜首，今年更以領先第二名的美國10個百分

點。

此外，在《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的最新全球國家排名中，德國排

在瑞士、加拿大和日本之後，位居全球第四，同時也是歐盟範圍內最受

歡迎的國家。

德國聯邦外貿與投資署(GTAI)總經理羅伯特· 赫爾曼(RobertHermann)

向記者表示，2020年對於世界各地的人們和企業來說都是艱難的壹年。

但他強調，德國在控制新冠疫情以及保護和恢復經濟方面已經取得了進

展。“我們認為，德國取得相對成功的關鍵原因之壹就是堅決的國際主

義。我們希望越來越多的外國公司來德國開展業務。這將有助於我們克

服當前危機和增進我們共同繁榮的努力。”

巴西現寵物狗感染新冠病毒病例
專家：不會傳播病毒

綜合報導 近日，巴西巴拉那州聯邦大學研究人員在庫裏提巴市的

兩只寵物狗的唾液中檢測出新冠病毒。對此，專家分析稱，盡管寵物狗

的檢測結果呈陽性，但它們不會像人類那樣患上新冠肺炎疾病，也不會

傳播這種疾病。

報道稱，第壹只被檢測出感染病毒的寵物狗是壹只成年雄性法國鬥

牛犬。它的主人於11月中旬被確診感染新冠病毒。這只狗的主人註意到

狗的鼻腔中有少量分泌物，並對此進行了病毒檢測，結果顯示其中含有

新冠病毒。而在第二次檢測中，未發現狗有感染新冠病毒的跡象。

第二只被檢測出感染的寵物狗是壹只成年雄性混合犬種，它的主人

也感染了新冠病毒。研究人員稱，這只狗的主人總共養了4只狗，它們

都有輕度的打噴嚏癥狀，但接受檢測後發現只有1只感染了新冠病毒。

研究人員指出，盡管寵物狗的新冠病毒檢測結果呈陽性，但這些動

物不會像人類那樣患上新冠肺炎疾病，也不會傳播這種疾病。

研究協調員、巴西巴拉那州聯邦大學教授亞歷山大· 比昂多解釋稱

，“壹些物種對病毒的抵抗力很強，例如豬和禽類。還有壹些抵抗力壹

般，例如狗和貓。這類動物有可能感染病毒，但不會患上同種疾病，且

能夠在幾天內清除這種病毒感染。”

他表示，目前有些文獻表明貓能夠向其他貓傳播新冠病毒，但沒有

資料提到狗與狗之間是否會傳播病毒。通常情況下，這些動物是通過與

人類接觸，才感染上這種病毒的。因此，比昂多建議新冠患者應與這些

動物保持距離，並在與它們接觸時佩戴口罩。

國際最新研究：珊瑚與共生藻類關系變化可助白化珊瑚恢復
綜合報導 施普林格· 自

然旗下國際學術期刊《自然-

通訊》最新發表壹篇生態研

究論文稱，珊瑚與共生藻類

的關系可以幫助白化珊瑚在

持續溫暖的水域中恢復過來

，但只有在當地沒有強烈的

人類幹擾的情況下才可以。

這項研究可能對管理珊

瑚和預測它們對未來氣候變

化的反應產生影響。

該論文指出，氣候變化

造成的海洋熱浪越來越頻繁

，對世界上的珊瑚礁構成嚴

重威脅。氣候變暖導致珊瑚

將生活在其組織內提供營養

的共生藻類排出，這將導致

白化，使珊瑚更容易受到饑

餓、疾病和死亡的影響。雖

然有些藻類跟其他藻類相比

能讓珊瑚更耐高溫，但此前

的研究表明，白化珊瑚需要

水溫恢復正常，才能重新獲

得藻類並恢復。

論文通訊作者、加拿大

維多利亞大學朱莉婭· 鮑姆

(Julia Baum)及其同事在 2015

年至 2016年熱帶海洋熱浪期

間研究了太平洋基裏蒂馬蒂

環礁的珊瑚。該環礁受到的

人類幹擾呈現出壹定的梯度：

壹端是村莊和基礎設施，另

壹端則幾乎沒有人類幹擾。

熱浪來臨前，環礁“受幹擾”

壹端的珊瑚寄居著耐高溫的

藻類，而受幹擾較少地區的

珊瑚則含有對熱敏感的共生

體。熱浪持續兩個月後，以

耐熱藻類為主的珊瑚，如預

期的那樣，白化的可能性較

小。壹些包含對熱敏感藻類

的珊瑚白化了，但在海水仍

然溫暖的時候又意外地恢復

了。

這種效果以前未曾有記

錄，而且只在沒有強烈本地

幹擾的地區觀察到，這似乎

是因為珊瑚將熱敏藻類排出

，以更耐高溫的物種取而代

之。

論文作者認為，這項研

究表明，珊瑚可能有多種途

徑在長期熱浪中生存下來：

它們有可能能夠抵禦白化或

從白化中恢復過來，這些途

徑受其共生關系的影響。測

試這些途徑如何受到珊瑚-共

生體組合和人類幹擾模式的

影響，有助於在未來的長期

熱浪中管理珊瑚礁。

英歐“飯局”未解分歧
“無協議脫歐”代價難擔

為確保新冠疫苗接種
意大利急聘1.6萬名醫護人員

綜合報導 意大利民防部10

日的新冠疫情數據顯示，過去24

小時，新增確診病例16999例，

新增死亡 887 例；累計確診達

1787147例，死亡62626人，治愈

1027994人。目前，意大利衛生

系統正急聘1.6萬名醫護人員，

以確保疫苗接種。

據報道，意大利全國醫師聯

合會(FNOMCEO)主席阿內利(Filip-

po Anelli)表示，過去壹天，在抗

疫壹線工作的醫生又有4人不幸殉

職，迄今，全國衛生系統已有246

名醫生因感染新冠病毒病逝。目前

，國家衛生系統依然面臨著醫護人

員極度短缺的壓力。

意大利國家新冠病毒應急委

員會主任阿庫裏(Domenico Ar-

curi)表示，針對醫護人員短缺問

題，政府內閣會議已批準國家衛

生系統緊急招聘1.6萬名醫護人

員，其中包括3000名醫生，1.2

萬名護士和1000名負責後勤保

障工作的醫務者，借以保障新冠

疫苗接種工作順利進行。

阿庫裏在新冠病毒疫情視頻

例行記者會上說，衛生部已經發

布醫護人員招聘公告，從12月

11日起，全國各地衛生主管行政

機構將開始接受報名，12月 21

日以前將會確定具體招聘細則。

2021年1月對應聘者進行考核評

審，被錄用醫護人員可優先接種

新冠疫苗，並陸續上崗工作。

根據意大利衛生部的指導意

見，醫療機構已開始著手為疫苗

接種工作做準備。疫苗接種將實

施小組負責制，每組由5人組成

，其中包括1名醫生和4名護士

。疫苗接種小組實行輪班制，負

責全天候為民眾提供新冠疫苗接

種相關服務。

阿庫裏表示，2020年全國大

約有上萬名醫學院應屆畢業生，

以及正在醫療機構的醫學院實習

生和退休醫護人員，均可參加此

次公開招聘。除退休人員為臨時

聘用制以外，其他被錄用者均納

入國家衛生系統管理體系。

阿庫裏強調，在完成第壹階

段疫苗接種工作後，衛生部將會

安排讓更多的社區家庭醫生、兒

科醫生和藥劑師共同參與疫苗接

種工作，將疫苗接種工作逐步擴

展至全國社區，為疫苗接種者提

供最大便利。

阿庫裏指出，根據最近壹周

疫情監控數據數據分析，整體疫

情發展趨勢正在不斷向好。未來

能否保持新增病例數持續下降，

做好聖誕和新年的防疫工作是關

鍵。他呼籲民眾節日期間仍需遵

守防疫規則，佩戴口罩和保持安

全社交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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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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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14 日開始分批接種首批輝瑞疫苗，
但冬季疫情仍持續惡化。據 World meter 網站
統計，截至台灣時間 15 日晚間，全美累計
1700萬人染疫、死亡人數逼近30.1萬。加州成
全美疫情震央，在過去24小時內出現3.3萬名
新症；紐約市長白思豪也警告，很可能二度封
城，希望大家做好準備。

自上周末開始，聖瓦金谷（San Joaquin
Valley）地區有1/10的居民新冠肺炎檢測結果
呈現陽性，讓醫院不堪負荷。美聯社報導，全
美因新冠死亡的人數突破 30 萬，約相當於賓
州第2大城匹茲堡（Pittsburgh）的人口，也是
越戰陣亡美軍人數的5倍多；疫情慘烈程度，
相當於造成2900多人死亡的911恐怖攻擊連續
發生至少100天。

紐約市長白思豪14日表示，當地正經歷5
月以來最慘烈的一波疫情。新冠疫苗廣泛分發

前，必須阻止病毒傳播，若其他措施無效，唯
有全面封鎖。不過他也說，本次封鎖時間應該
會比上次更短， 「我們希望只需要數周，目前
正進行相關準備」。

紐約長島猶太醫療中心（Long Island Jew-
ish Medical Center）重症護理師林賽（Sandra
Lindsay）則是全美首位正式接種新冠疫苗的人
。她透露， 「這跟接種其他疫苗沒什麼不同。
今天我覺得充滿希望、也很安心…希望這個非
常痛苦的時期邁向終點。大家要有信心，疫苗
安全無虞」。

美國代理國防部長米勒同日也在華府近郊
的華特里德國家軍事醫學中心（Walter Reed
National Military Medical Center）接種輝瑞疫
苗。此外，加拿大和阿拉伯聯合大公國也在14
日開始給本國國民施打新冠疫苗。

美國新冠死亡人數突破30萬 疫情震央在這州

雖然美媒先前普遍預測民主黨拜登為總統
當選人，但俄羅斯總統普丁仍表示 「還沒準備
好承認拜登勝選」，引起外界關注。不過在14
日選舉人投票結果仍由拜登以306張票勝出後
，普丁正式祝賀拜登勝選，並準備好與拜登政
府接觸合作。

據《今日俄羅斯》報導，克里姆林宮透過
新聞稿指出，普丁表示自己已準備好與總統當
選人拜登接觸合作，期盼他的任期成功。普丁
表示，即使美俄之間存在分歧，但仍能協力合
作解決世界上許多問題。

在拜登在關鍵搖擺州勝出後，即使川普陣
營一再主打選舉舞弊叢生，但美媒普遍預測拜
登為總統當選人，此後世界各國國家領導人紛
紛向拜登表達祝賀。中國大陸雖然並未與西方
國家同一時間向拜登祝賀，不過在11月13日
媒體追問之下，中國大陸外交部終於向拜登表
達祝賀，此後全球主要強權國家僅剩下俄羅斯

尚未表態，故備受關注。
普丁曾於11月22日時在俄國電視台的演

說中表示， 「我們將與任何一位獲得美國民眾
信賴的人一起展開工作」； 「但是，獲得這樣
信賴的候選人，其勝利需要得到反對黨的同意
，或是其勝選來自於合法的方式取得」。另外
提到美俄關係時，普丁表示 「沒甚麼好破壞的
，它已經毀了」。這次也是美國總統大選以來
，普丁最詳細的一次表態。

先前外界普遍認為在川普執政之下，俄羅
斯更容易玩弄美國於股掌之間。美國白宮前國
家安全顧問波頓（John Bolton）曾在新書 「事
發之室－白宮回憶錄」（The Room Where It
Happened : A White House Memoir）指出，俄
羅斯總統普丁認為若川普擔任美國總統，俄羅
斯完全有足夠能力挺身對抗美國、捍衛國家利
益，且可要將川普玩弄於股掌之上可謂易如反
掌。

不再期盼川普翻盤 普丁正式向拜登祝賀勝選

美國海軍有68艘潛艦，規模比中方的約66艘
略勝一籌。單就數量來說，北韓估計擁有71艘潛
艦，目前名列第1。

據《海軍新聞》（Naval News）網報導，現
今就規模而言，中方名列第3，而俄羅斯以64艘
名列第4。然而，未來10年，這排名可能出現重
大變化。在2030年以前，中美的排名可望互換，
而解放軍的潛艦可能比美國多出約10艘。這將一
舉讓中方超前北韓和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潛艦
隊。

最近提交美國國會的年度長程 「海軍造艦計
畫」（Plan for Construction of Naval Vessels）顯示
，未來30年美國海軍將打造更多潛艦，1年將造3
艘維吉尼亞級（Virginia-class ）核動力攻擊潛艦
。這樣一來，到2022年時，美國將有70艘潛艦，
而時至2051年時，則會有92艘。

不過，由於汰舊比換新快，因此在潛艦數量
增加前，2025—2030年前會出現減少的狀況。也
就在這時，北京造新艦的投資可望值回票價。而

在2030年前，大約是2026/7年時，美國海軍將徹
底汰換4艘由俄亥俄級核（Ohio-class）潛艦改裝
成的核動力巡弋飛彈潛艦（SSGN），其中部分將
由武裝更多巡弋飛彈的第5批次維吉尼亞級潛艦
所取代。

而各方對解放軍未來將有幾艘潛艦眾說紛紜
，2030年中方會有76艘潛艦的推算來自2020年3
月 18 日美國政府提出的 「中國海軍現代化」
（China Naval Modernization）報告。有鑑於中方
在基礎建設砸下重金，因此這說法很容易被接受
。

中方已擴建打造核潛艦的渤船重工造船廠，
新型攻擊潛艦和彈道飛彈潛艦可望很快就會出現
。事實上，已有人觀察到新潛艦將出現的跡象。

解放軍有許多潛艦都是柴電動力型，和美軍
的核動力潛艦相比，它們的體型較小，航程也較
短。然而，它們卻很適合用來執行中國大陸周邊
淺水域的軍事行動。此外，它們打造起來也比較
容易，造價又相對低廉。

不必等到2030 陸將超美擁世界最大潛艦隊

在選舉人團14日投票後，拜登仍以306票之姿準備入主白宮，總統川普要翻盤機會微乎其微。對
於連任失利，雖然傳聞川普稱將在拜登就職當日就宣布競選2024年總統大選，不過美媒《Political》
分析指出，川普近期向外界透露有意競選2024年總統大選的真正目的並非尋求重返白宮，反而是為
了確保 「受關注」的方式。

報導指出，根據2名知情人士透露，川普已花費數日，向數十位甚至更多政治上的盟友尋問 「未
來兩年如何保持在華府政治對話圈內」，並表明他計畫再次競選總統，不過競情仍艱困的話，不必到
2024年，2022年他就不會再選下去。

另外根據近替川普打2場選戰的共和黨人們透露，實際上，川普在此時向旁人討論競選2024大選
目前只是興趣，但他彷彿真的正在發起競選一樣，且他最後仍可能將那些挑逗選民胃口的言詞，轉成
真正行動。不過，一旦正式參選，也意味川普勢必將面臨一堆他所不願意面對的事務，例如公司財務
公開、建立競選相關的基礎建設，也可能再次面臨吞敗。

不過，單單藉由放話競選2024測水溫、而並沒有實際上執行競選計畫或成立競選團隊的話，確
實可以替川普在未來2年內增加關注。對川普而言，受到關注有助於維持他的事業，特別是自他當選
總統後損失了上百萬美元；此外，受到關注也有助於他未來數年內必須還清的債務，甚至讓有心要調
查川普過度吹捧資產的調查人員們失信。

報導稱，川普在2016年大選前早已試過此一策略，他曾在1980年代末期就透露他有興趣參選，
但最後退出。一名前任白宮幕僚透露， 「放話競選讓他成為總統候選人，也讓他成為檯面上選項之一
，並藉此持續獲得關注」。

川普真心要選2024？美媒透露他3字真正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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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65%新冠患者無法立刻住院

首爾將建“集裝箱病床”
綜合報導 據報道，由於新冠

疫情在韓國再度擴散後，大部分

確診患者需要等待壹天以上才能

被收入病房，首爾市政府為緩解

床位短缺的問題，已著手開始建

造“集裝箱病床”和生活治療中

心。

據了解，首爾大約65%的確

診患者在確診感染新冠病毒後，

需要等待壹些時間才能被醫院收

治。

首爾市市民健康局長樸柔美

(音譯)12 月 8日通過線上發布會

，公布了等待住院治療的患者情

況。她表示，“12月8日新確診的

214名患者中，還有140人正在等

待病床安排”，“總體來看，下

午和晚間確診的患者需要到次日

才能獲得收治”。

以12月7日為準，共有65%的

確診患者無法及時被收治到生活

治療中心，只有三分之壹的確診

患者可以立刻住院。

報道指出，隨著確診患者增

加，首爾的可用病床數量已經告

急。截至12月 7日，首爾傳染病

定點醫院的病床占用率已經達到

82.6%，62 張重癥患者病床也幾

乎被占滿，只剩余6張空床。另

外，首爾市 8個生活治療中心的

1597張病床中，也只剩157張可用

病床。

12月5日，首爾市頒布“晚九

點後壹切暫停”的高強度防疫指

南，要求商店和超市在夜間全部

關門停業，但蔓延的疫情仍遲遲

得不到控制。於是，首爾市開

始大力增加病床數量，計劃首

先於10日前，在首爾醫療院總

部建成第壹批使用集裝箱改裝

的病床。

樸柔美表示，“集裝箱移

動病房可以發揮比生活治療中心

更多的功能，並將為其配備負壓

設施和醫療設備”，“將盡可能

設在醫院旁邊，使患者能夠接受

最好的治療”。

報道稱，首爾市正在建造的

集裝箱病房將設在首爾醫療院總

院、分院和西北醫院等地，共計

有150多個床位。其中設在首爾醫

療院總院的48張病床將首批投入

使用，用來收治輕微癥狀和中度

癥狀的確診患者。壹個集裝箱病

房可收治2至3名患者。

此外，關於醫療界提議將會

議中心改成醫院的方案，樸柔美

表示，“為應對確診患者激增的

情況，我們將考慮壹切可能性，

盡力增加病床數量”。

韓國將成立獨立反腐機構
專查高官

綜合報導 韓國國會通過《高級公職人員犯罪調

查處法修正案》，將成立壹個獨立於檢方的新機構

調查高級官員腐敗等。

多年來，韓國檢方屢遭詬病“權力過大”。根

據韓國法律，檢察廳隸屬法務部，但實際運作中，

擁有絕對獨立性，壟斷調查權、公訴權等；警察辦

案也須通過檢方審查。

文在寅政府自上臺後，主張推進檢察改革，成

立獨立於檢方的高級公職人員犯罪調查處(簡稱公調

處)是改革核心之壹。去年底，韓國國會通過《高級

公職人員犯罪調查處法》，今年修訂該法案。

10日下午，國會通過《高級公職人員犯罪調查處法

修正案》，對公調處檢察官的年限資格、任期進行調整

等。這意味著，公調處將進入實際啟動階段。

公調處調查對象包括總統、國會議員、大法院

院長、總理等高級公職人員；對警察、檢察官、法

官等，公調處可以直接起訴。法案規定，總統和總

統府青瓦臺不能幹涉公調處工作。

據青瓦臺消息，韓國總統文在寅10日下午表示

，公調處曾被無限期推遲成立，感到非常遺憾。他

稱，公調處成立“雖然有些晚，但現在能兌現承諾

，感觸頗深”。

文在寅表示，設立公調處的意義在於，形成權

力機關間的制衡，保證司法公正等。他稱，希望其

余程序順利進行，爭取於2021年正式成立公調處。

公調處的設立引發輿論爭議。韓國大檢察廳曾

公開表達反對立場。在野黨批評執政黨是“立法暴

舉”，質疑公調處無法保持中立，只能發揮青瓦臺

下屬機構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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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馬來西亞衛生部發布數據

顯示，截至當日中午12時，馬來西亞在

過去24小時內新增確診病例創下新高，

達到2234例。自11月24日以來，馬來西

亞單日新增確診病例再度突破2000例。

馬來西亞人口最多、經濟最發達的雪

蘭莪州是當日新增確診病例最多的州屬，

達到1428例，占總新增病例逾六成。

馬來西亞衛生部總監努爾· 希沙姆

9日指出，馬來西亞目前加大對外籍

勞工檢測力度，這成為馬來西亞近期

確診病例顯著增加的重要原因。為此

，馬來西亞政府9日宣布將重啟已關

閉近5個月、被稱為“低風險新冠肺

炎隔離與醫療中心”的馬來西亞版

“方艙醫院”並擴大規模，用於收治

無病癥或輕微病癥的外籍人士。

努爾·希沙姆表示，目前馬來西亞確

診病例中有接近95%屬於無癥狀或輕微

癥狀病例，只有5%左右患者病癥較為嚴

重。他相信隨著“方艙醫院”重啟並承擔輕癥或無癥狀

患者後，普通醫院將有足夠能力承擔較重患者的治療。

馬來西亞版“方艙醫院”設在雪蘭莪州的沙登農業

博物館，曾於今年4月中旬到7月中旬投入使用。“方

艙醫院”重開後，首批將設立650個床位並視情況逐步

增加。努爾稱，預期本周內就將有首批患者轉入“方艙

醫院”。

截至目前，馬來西亞累計新冠肺炎確診病例

78499例，累計治愈66236例，累計死亡396例。

近600人住院1人死亡：
WHO專家抵印調查不明疾病
綜合報導 印度南部安得拉

邦埃盧魯市近期暴發壹種不明

原因的神秘疾病，已有近600人

住院治療，壹人死亡，住院患

者的血液樣本中發現了鉛和鎳

的痕跡。日前，世界衛生組織

兩名專家已經抵達當地，對這

壹疾病展開調查。

報道稱，印度埃盧魯市及

其周邊地區 12 月 6 日爆發了

未知的疾病，癥狀包括癲癇

發作 3 至 5 分鐘，幾分鐘內記

憶力喪失、突然暈厥、頭痛和

背部疼痛。

據報道，由印度國家營養

研究所、化學技術研究所和全

印度醫學科學研究所的專家組

成的專家小組，正在對采集到

的水樣、食物、尿液和血液樣

本進行檢測。

印度安得拉邦衛生官員稱，

德裏的全印度醫學科學研究所小

組團隊測試了10個血液樣本，發

現了鉛和鎳的痕跡。目前，又有

20個樣本被從安得拉邦送往德裏

接受測試。研究團隊還在測試該

地區的牛奶樣本。報道還稱，這

只是初步數據，需要等待

進壹步研究的結果。

另壹方面，世衛組織

的專家也在對埃盧魯以及

其周邊地區進行調查，收

集包括食物來源等在內的

信息。

報道指出，令專家感

到困惑的是，數百名患者

之間似乎沒有任何共通的聯

系。所有患者新冠病毒和其

他病毒性疾病(如登革熱，基

孔肯雅熱或皰疹等)檢測結果

均呈陰性。

另外，患者並不都住在同

壹地區。他們來自不同年齡段

，其中包括約70名兒童，幾乎

沒有老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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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及記者李理報

道，中國駐美大使館華盛頓當地時間5日發佈通

知，就搭乘臨時包機意願開展摸底調查。通知

稱，將首先面向全美符合條件的未成年中小學留

學生開放登記。

中國包機優先接小留美生
駐美使館開展搭乘意願調查及開放登記 高中生：救命稻草

根據駐美大使館的通知，目前大多數海外留學人員仍然
選擇留在當地。同時考慮到有一些留學人員、特別是

未成年的小留學生面臨無法解決的實際困難，需要返回
中國，中國有關部門正在積極考慮對疫情嚴重國家一些確
有困難、急需回國的留學人員，採取逐步、有序方式，作
出開通臨時航班和包機等相應安排。

機票隔離費用自理
通知指出，根據公開、透明、公平原則，首先面向全

美年齡未滿18周歲（以登記日為準）、父母未陪伴在旁、
長期或短期在美留學的中小學留學生開放登記。如安排臨
時航班和包機，將根據可能的航空運載量，從保護弱小原
則出發，按照登記人員年齡從小到大順序排序，優先安排
小留學生乘機回國。

根據安排，機票和回國隔離費用自理。自願承擔回國
過程中的各種可能風險，並自覺接受乘機過程及抵達目的
地後的各項檢疫安排。除未成年留學生外，監護人等其他
人員不能陪同乘機。截止時間為美東時間2020年4月6日晚
6時（北京時間4月7日晨6時）。

家長：兒子回家最後希望
一名名叫“惠子”的留美高中生表示，最近美國每天

確診數字都是四位數起跳，她確實有點後悔沒有早點回中
國，在家裡的母親更是心急如焚。包機回國消息一出，她
第一時間就在母親的催促下做了登記。“這就像救命稻
草，我現在的安全感已經被打破了，我相信祖國做事的效
率，很快就能讓我們回國。”她還特意在自己的社交媒體
上寫道：“感謝祖國，感恩生為中國人，我們要加油。”

一名兒子在蘭道夫馬克高中唸書的家長表示，她的兒
子是住校生，學校現在停課，孩子沒有辦法自己照顧自
己。家長為了確保兒子能回來，四月份定了各個時段五張
機票，加起來十幾萬元人民幣，但結果是全部被取消。現
在有了包機安排，她表示，簡直是幫助自己兒子早日回家
的最後一絲希望。

中國民用航空局飛行標準司副司長韓光祖6日介紹，
從3月4日到4月3日，民航共安排11架次臨時航班，協助
在伊朗、意大利和英國的1,827名中國公民回國，接回人員
主要以留學生為主。

��(���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駐美
大使崔天凱華盛頓時間5日在《紐約時報》刊
文指出，圍繞疫情中美兩國間有一些不和諧的
聲音。“但現在不是相互指責的時刻，現在我
們需要團結合作、互幫互助。”

齊引領疫苗研發攻關合作
這篇題為《同舟共濟 定克時艱》的文章

說，此時此刻團結至關重要。要保持清醒、明
辨是非，對那些企圖煽動種族主義和歧視仇
外、把別國或別的種族當成替罪羊的愚蠢言行
說不。因為這樣的言行不僅會嚴重破壞中美當
前合作抗疫的努力，也將埋下猜疑甚至對抗的
禍根，將兩國的人民拖入險境，甚至殃及全
球。

文章表示，中方始終負責任地通報疫情信
息。中國建立了新冠肺炎疫情網上知識中心面
向所有國家開放。中美兩國衛生部門和防控專
家也一直保持着密切溝通。

文章認為，作為世界最大的兩個經濟體，
中美應該引領治療技術和疫苗研發國際攻關合
作，充分探討治療藥物技術共享，聯手幫助缺
乏醫療條件的國家，推動完善全球衛生治理。
此外，還要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穩市場、
保增長、保民生，確保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開
放、穩定、安全。

華企全力生產美採購物資
文章介紹說，中方盡己所能，為包括美國

在內的有關國家提供支持，而位於美國疫情

“震中”的紐約州正是重點支持對象。目前，
中方正協助美政府在華採購抗疫物資。中國企
業加班加點，生產、交付紐約與全美採購的醫
療物資。華為向紐約州和華盛頓特區捐贈了數
萬件防疫物資。中資企業總計已向美捐贈150
萬隻口罩、20萬個檢測盒、18萬個手套及許多
其他防疫物資。

文章稱，不久前，中國也遭受了疫情的迎
頭痛擊，因此我們對美國人民的苦痛感同身
受。我們搏鬥過，付出了巨大犧牲，所以深知
這裡及世界各地抗擊疫情的艱難。我們銘記，
在最困難的時候世界各地的朋友給了我們慰藉
和幫助，其中很多是美國人，很多是紐約人。
現在我們也願真誠回報他們的善意，與他們共
渡難關。

崔天凱：中美需團結合作互幫互助

■■中國駐美大使館將安排包中國駐美大使館將安排包
機機，，優先接未成年留美學生回優先接未成年留美學生回
國國。。圖為中國留美學生與當地圖為中國留美學生與當地
同學和老師交談同學和老師交談。。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紐約市史坦頓島醫護人員收到紐約市史坦頓島醫護人員收到
美國華人團體及華人企業捐贈的美國華人團體及華人企業捐贈的
口罩口罩。。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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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就業保就業嘥彈藥嘥彈藥 超市超市疫境自肥疫境自肥

百佳(港元) 惠康(港元)

9月平均 94.9 95.6

14日 95 97.9

百佳(港元) 惠康(港元)

9月平均 45.4 45.1

14日 46.9 46.9

百佳(港元) 惠康(港元)

9月平均 17.8 20.1

14日 17.9 25/一包；
50/4包

◆註：9月平均售價

來自“超市價格關

注組”的統計；

14 日售價則是香

港文匯報格價

◆整理：香港文匯報

記者 文森

百佳(港元) 惠康(港元)

9月平均 19.8 -

14日 20.9 -

百佳(港元) 惠康(港元)

9月平均 33.4 -

14日 33.5 /一份； -
53.5 /兩份

百佳(港元) 惠康(港元)

9月平均 22 -

14日 21.9 -

百佳(港元) 惠康(港元)

9月平均 21.9 -

14日 22.5 -

百佳(港元) 惠康(港元)

9月平均 - 12.3

14日 - 14.9/一支；

19.9/兩支

香港第四波新冠肺炎疫情愈演愈烈，多個行業大受打擊，特區政府擬推出第四輪防疫抗疫

基金，最快本月底向立法會申請撥款，社會各界都希望今輪能更精準支援受疫情打擊的行業及

基層。香港文匯報記者梳理過去三輪措施發現不少效果遜預期，甚至是“嘥彈藥”。其中上一

輪基金下的保就業計劃要求兩大超市獲資助後回饋市民，但記者14日巡察發現兩大超市多項貨

品的整體售價普遍呈V形反彈，即一度減價，其後又疑上升；其次，惠康承諾部分產品“凍

價”，惟記者發現其他訂價較低的超市以此為標準價，雙雙將產品調升至“凍價”水平，使市

民無得揀一律捱貴貨。 ■香港文匯報記者 芙釵、文森

金鳳5公斤泰國頂級香米

潔霸超濃縮洗衣粉2.5公斤

灣仔碼頭韮菜豬肉水餃(180克)

可口可樂330毫升8罐裝

根據惠康超市的“凍價”政策，金象牌5公斤頂
上茉莉香米鎖定售價為75元（港元，下同）或以
下，香港文匯報記者14日巡察發現，惠康有履行承
諾將售價定為73.9元，唯其多間對手超市卻將該款香
米的售價調升至75元。此外，獅球嘜花生油3支裝鎖
定價為88元，記者發現多間超市亦同時定價88元。

“凍價”變各間標準價
“超市價格關注組”召集人兼民建聯副秘書長

顏汶羽指出，“凍價”變成各間超市的標準價，有
“合謀定價”之嫌，他以香港文匯報“格價”的該
款金象牌香米為例指出，自惠康“凍價”後，關注
組發現其他原本訂價較低的超市，也一致調升至75
元。“最慘係金象牌的競爭對手金鳳也加價，令市
民被迫一定要捱貴米。”也有一些超市刻意對某些
貨品加價，並在一星期後減價，造成優惠的假象，
他坦言：“超市唔加價邊有得減價？”

此外，關注組也發現上輪保就業計劃推出前
後，超市貨品售價呈V形反彈，反映超市即使在不
受疫情影響生意的情況及得到政府資助下，對市民
的回饋微乎其微，甚至是零。

香港文匯報記者根據關注組於9月統計到的超市

貨品平均售價，與14日的定價比較，發現貨品售價
普遍不跌反升，以金鳳5公斤泰國頂級香米為例，9
月的平均售價介乎94.9至95.6元，但14日卻加價至
95元至97.9元；潔霸超濃縮洗衣粉2.5公斤，也由9
月的45.1至45.4元，升至一致定價為46.9元。

“抽獎”僅極少數受惠
顏汶羽認為，政府要求超市回饋市民，但回饋

方案卻未能真正惠及市民，他以百佳的抽獎為例，
百佳共派發20萬份獎品，包括超市現金券，但香港
單單貧窮人口已經有140萬，派發禮品的數目僅佔
貧窮人口的七分之一，以全港700萬人口計算，則
只有三十五分之一的極少數市民受惠。

他指出，超市在疫情下生意上升，政府容許他
們申請資助等同“倒錢落海”，“政府一度表示財政
資源緊絀，因此更應集中資源幫助受影響行業。”他
建議，第四輪防疫抗疫基金推出時，應先對準有需要
行業，對超市這類不太受疫情影響的行業，即使准許
他們申請，也應該加入更多條件以免超市取巧，例如
要求申請資助的超市全場七折優惠，讓所有市民得
益。香港文匯報記者14日曾向惠康超級市場查詢貨
品定價政策，惟截稿前未獲回覆。

工聯會九龍東總幹事兼勞工顧問委員會勞方代
表鄧家彪表示，政府三輪防疫抗疫基金側重保企
業，並一廂情願地相信僱主會將所有資助，全數惠
及僱員，但事與願違，不少僱主領取資助後，要求
員工停薪留職，變相令員工無糧出，那麼有關資助
便由僱主袋袋平安。

鄧家彪舉例，有僱主在收到資助後要求員工放
無薪假、減薪或減工時，令員工無法得到“保就業
計劃”下最多9,000元的薪金津貼，“無法理解為何
政府能夠容許僱主要求僱員放無薪假。”他指出，
錢到僱主手後，他們怎樣運用不得而知，“聽過有
公司攞嚟當股息發畀股東及老闆。”

他建議，政府訂立僱主使用薪金津貼的準則，
避免僱主從資助中自肥。他又指，政府審理僱主的
資助申請時較“手鬆”，但對僱員則諸多規管，直

言“根本就信僱主唔信員工，當員工係賊！例如要
求僱員提供工作證明、強積金戶口等。”

倡津貼直發僱員不經僱主
他透露，一些旅遊巴、學童巴士司機為得到工

作證明，被僱主要求瓜分相關資助，否則拒絕簽署
工作證明，“好多打工仔無得揀，唯有將部分資助
上繳畀僱主，令僱主又賺多一筆。”

他建議，政府效仿澳門做法，利用僱員的稅
單、工作證等文件證明身份，毋須僱主提供僱員
證明，並直接向僱員發放現金津貼，而不是經僱
主發放資助。“好似受到重擊的民航業為例，民
航業從業員都有禁區證，員工申請資助時提供禁
區證已能夠證明身份，確保公帑用喺僱員身
上。”

老闆袋袋平安 員工放無薪假

香港工聯會副理事長梁芳遠表示，政府過去三
輪防疫抗疫基金對基層從業員設立諸多申請門檻，
使人望而卻步。以最受疫情打擊的旅遊業為例，情
況最顯著。首先，基金資助並不包括“本地遊導
遊”及“出境導遊”，“這些旅行團都是旅行社老
闆搞的，點解旅行社又可以攞到錢，本地團及出境
團的從業員就唔得？”她認為，政府對僱員及旅行
社的申請人有雙重標準。

她又指，一些小型旅行社收到的資助金額遠比
旅行社過去兩三年的生意還要多，“不少旅行社與行
家夾錢合租辦公室，能夠慳一筆。一間辦公室可以容
納最多八家小型旅行社運作，現在租金又低，2,000
元便能夠租到一間辦公室，佢哋叫晒員工停薪留職，
唔使出糧、辦公室又平租，攞到嘅資助慢慢搣。”

從事導遊近10年的May，去年受修例風波影
響，去年下半年的入境、出境旅行團都被迫取消，
令其收入大幅下滑，僅能夠依靠本地旅行團支撐生

計，然後又受疫情影響，本地旅行團亦因為需要配
合政府防疫措施而叫停。

妻考保安牌 夫兼清潔工
她指，由於去年已經考獲保安牌照，但並不適

應保安員的工作，開工兩星期已經熬出病來；同樣從
事導遊的丈夫亦已經轉行到廣華醫院當兼職清潔工。

她表示，政府的資助不足以維生，“現在慳得
就慳，會等超市減價或有優惠券才去掃貨，以前點
會咁計住計住？”她停業期間曾到工聯會報讀甜點
課程，希望能夠轉行到酒店或甜點店做兼職廚師，
但一直沒有找到職位空缺；即使是普通文員的空缺
也買少見少。

對於政府即將推出第四輪防疫抗疫基金，她直
言與其派錢給從業員，不如在提供津貼的同時，亦
針對行業提供更多培訓課程，包括語言、保安等，
讓從業員自我增值，才能夠維持香港導遊質素。

“玩”V形反彈“零”回饋市民
嘥彈藥

1

逾一年無團出 從業員“食穀種”

各界籲續精準資助 免益僱主損員工市民未受惠

潔而亮檸檬去污液 500毫升

李錦記舊庄特級蠔油255克

藍威寶即用裝 500毫升

絲潔萬用紙標準4卷裝

超市格價多反彈

超市格價多反彈

■■ 香港兩大超市獲政府抗疫基金資助後按要求香港兩大超市獲政府抗疫基金資助後按要求
須回饋市民須回饋市民，，但記者但記者1414日巡察發現兩大超市多日巡察發現兩大超市多
項貨品的整體售價普遍呈項貨品的整體售價普遍呈VV形反彈形反彈，，即一度減即一度減
價價，，其後又疑上升其後又疑上升。。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嘥彈藥

2

嘥彈藥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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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為便利瘖啞人士報案，全國22
個地方政府警察局自7年前起設置簡訊報案專
線，但須收費。警政署今天說，經協調5大電
信業者，民眾明天起撥打110聽語障人士簡訊
報案專線免付費。

警政署今天發布新聞稿表示，為便利瘖啞
人士報案，自民國102年起，在全國22個地方
政府警察局設置簡訊報案專線，但當初建置時
，未比照110電話報案免收簡訊費用；近期接
獲身障團體及民間社團反映，簡訊報案應比照
110電話免付費。

為更符合民眾需要，警政署說，經協請國
家通訊傳播委員會邀集5大電信業者會商，包
括中華電信、亞太電信、台灣大哥大、台灣之
星及遠傳電信等，說明簡訊報案等同110電話
報案，協調業者基於企業社會責任及公益精神
，免收相關簡訊費用，並獲允諾支持。

警政署說，自今年 12 月 16 日起，民眾撥
打110聽語障人士簡訊報案專線免付費。

警政署表示，目前除110電話報案外，民
眾還可利用視訊或簡訊方式報案，盼提供多元
報案管道，維護民眾人身安全。

110聽語障簡訊報案 警署：16日起免費

（中央社）基隆市府都發處拆除組張姓組
長，涉嫌串通產發處張姓女承辦人，洩漏聯合
稽查行程給一家按摩院業者，檢方發動搜索，
經複訊後上午向法院聲押禁見，法院今晚裁定
兩人收押禁見。

檢方調查，基隆市政府都市發展處使用管
理科拆除組張姓組長，不僅對應即報即拆的施
工中違章建築，刻意拖延不拆，並涉嫌夥同產
業發展處工商管理科張姓女承辦人，將公共安
全聯合稽查行程洩漏給基隆市忠一路一家按摩
院業者，讓業者得以事先得知消息，關門以規
避稽查受罰。

據了解，這間按摩院多次遭裁罰後曾變更
負責人，至今仍未改善卻持續營業，基隆地檢
署懷疑其中涉有不法，昨天指揮法務部廉政署
北部地區調查組，搜索市府產發處工商管理科

和都發處使用管理科等共20處，檢方除帶走聯
合稽查表等資料外，並同步約談涉案公務員、
業者及相關人等共17人。

經檢察官漏夜偵訊後，認定張姓組長和張
姓女承辦人涉犯圖利等罪嫌重大，所犯為最輕
本刑5年以上重罪，且有串證及逃亡之虞，上
午向基隆地院聲請羈押禁見，基隆地院晚間7
時許裁定兩人收押禁見，至於是否涉及行收賄
，基隆地檢署仍將持續追查釐清。

都發處使用管理科長傅俊昇今天表示，忠
一路這家按摩院原核准建築用途屬住宅類，經
公共安全聯合稽查後，曾至少3次遭查獲作為
按摩院使用，因涉及建築法第73條規定，未經
核准違規使用，市府曾依建築法相關規定，裁
罰新台幣6萬元至30萬元罰鍰。

涉洩漏聯合稽查行程 基市府拆除組長收押禁見

（中央社）寰宇國際公司利用網路社團誘騙
被害人下載ENAI投資APP，誆稱投資虛擬貨幣
可保證獲利高達30%，7月謊稱遭駭客攻擊劫走
資金，至少432人被害、財損上億元，刑事局逮
29嫌送辦。

刑事局今天舉行破案記者會，偵查第七大隊
副大隊長張文源表示，165反詐騙諮詢專線於今
年7至8月間彙整分析發現，有大量被害人向警
察機關報案稱遭寰宇國際貿易有限公司所推出的
ENAI投資商品詐騙，後交偵七隊深入調查並報
請桃園地檢署檢察官指揮偵辦。

據調查了解，以41歲施姓男子為首的吸金詐
騙犯罪集團，利用虛設寰宇國際公司，於今年初
起透過臉書社團或交友軟體等方式誘導被害人，
誆稱只要下載 「ENAI 智能搬磚對沖套利」APP
，小額即可投資虛擬貨幣，且僅需每天打開外掛
程式，機器人即可自動在交易所進行比特幣對沖
搬磚套利，並保證每週獲利20%至30%。

信以為真的投資人便依ENAI的LINE客服指
示匯款至指定帳號，ENAI初期也佯裝正常出金
，誘使被害人投入更多資金以獲取更大利潤。

此吸金詐騙集團透過多名人頭擔任空頭公司
負責人方式，向第三方支付業者申請代收代付服
務後，取得虛擬帳戶交易平台帳號，供訛詐不特
定被害人匯款使用，最後再透過臨櫃或ATM提

款方式將贓款領出。
寰宇國際公司直到7月6日無預警對外公告

，稱其公司網站相關系統遭到土耳其駭客攻擊，
且ENAI的會員資金全數被劫走，後續相關事宜
將交愛酌客公司接手，投資人才驚覺受騙而向警
方報案。

經初步清查，統計今年初迄今，已知受害者
共有432人，詐騙金額共計新台幣1億6527萬餘
元。

其中台中鄭姓男子財損400多萬元，為單一
受害最高金額案例；另宜蘭縣27歲彭姓女子也於
4至6月間陸續投入20多筆金額，財損超過200萬
元。

刑事局歷經數月追查、過濾，見時機成熟，
分別於7月23日、8月6日、9月9日、11月25日
持搜索票和拘票，偕共辦單位執行4波勤務，分
別至雙北市、桃園市、新竹市和台中市等涉案公
司和犯嫌住處等28處搜索，當場查扣持用手機、
電腦、合約書及公司帳冊及帳戶等證物一批。

並帶回空頭公司負責人等14名犯嫌返局偵詢
，並拘提施男、另一名主嫌34歲李男及協助提領
贓款或洗錢等15名犯嫌，全案詢後將29人依涉
違反銀行法、刑法詐欺罪及洗錢防制法等罪解送
桃園地檢署偵辦，法院裁定施男和李男羈押，其
餘人則以數萬元至30萬元不等金額交保。

寰宇假投資吸金上億元 警逮29嫌送辦

（中央社）監察委員調查愛滋感染者器官捐贈案遭質疑洩密，監察院已針對洩密事實移由
檢察機關調查。台北地檢署接獲監察院來函後，已簽分他字案辦理。

2019年11月台灣團結聯盟在監察院外舉行記者會，公布監察院第5屆監察委員張武修、高
涌誠針對愛滋感染者器官捐贈案，約詢台北市長柯文哲的訪談錄音與逐字稿，並陸續在You-
Tube發布11部訪談影片，引發監察院洩密疑雲。

時任監察院長的張博雅要求徹查，並由前監委高鳳仙主查，雖曾提交紀律委員會討論，但
因缺乏具體事證，沒有定論；直到第6屆監委上任後，又有外部人士向監察院陳情洩密案，因
此才改由監委林國明、賴鼎銘繼續調查。

監察院12月8日舉行院會時，由調查的監委將全案做成調查報告並列為機密案件，院會中
決議將全案函送檢調，盼透過檢察官釐清案情。

當時查案的監委高涌誠昨天表示，跟他一點關係也沒有。另名當時的查案監委張武修則說
，監察院針對這件事沒有調查權，才希望請檢調調查，但沒有針對人， 「因為這件事沒有嫌疑
犯」。

據了解，北檢日前接獲監察院來函告發洩密疑案，昨天已交由檢察官簽分他字案辦理。

監委調查愛滋器捐案遭疑洩密北檢分案辦理

王美花答詢南部水情狀況王美花答詢南部水情狀況
行政院長蘇貞昌行政院長蘇貞昌（（左左）、）、經濟部長王美花經濟部長王美花（（右右））1515日列席立法院會備詢日列席立法院會備詢，，王美花答詢南部水王美花答詢南部水

情狀況情狀況。。

蘇貞昌立院答詢美國萊豬開放進口議題蘇貞昌立院答詢美國萊豬開放進口議題
行政院長蘇貞昌行政院長蘇貞昌（（右右）、）、農委會主委陳吉仲農委會主委陳吉仲（（左左））1515日列席立法院會備詢日列席立法院會備詢，，接受立委接受立委

提問美國萊豬開放進口等議題提問美國萊豬開放進口等議題。。

賴清德賴清德：：政府已採購疫苗政府已採購疫苗 110110年可望施打年可望施打
副總統賴清德副總統賴清德（（後中後中））1515日到雲林縣北港朝天宮參加日到雲林縣北港朝天宮參加 「「悲心廣行悲心廣行」」 水陸大法會水陸大法會，，他致詞時他致詞時

提到提到，，國際疫情嚴峻國際疫情嚴峻，，政府已向各國藥廠採購疫苗政府已向各國藥廠採購疫苗，，110110年可望施打疫苗年可望施打疫苗，，也呼籲民眾做好公共也呼籲民眾做好公共
衛生措施衛生措施，，兩層保護力兩層保護力，，讓疫情早日止息讓疫情早日止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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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據路透社統計，12月14日美國死
于冠狀病毒的人數超過30萬人，受災最嚴重的國家，死亡人數
驚人。自感恩節以來，每日冠狀病毒病例和死亡人數屢創紀錄，
每日死亡人數第二次超過 3,000 人。 經過 27 天，美國的 COV-
ID-19總死亡人數從25萬上升到了30萬，這是自大流行開始以
來最快的5萬死亡人數。一些模型預測，在春季和夏季廣泛使用
疫苗之前，死亡人數可能達到500,000。最近幾週，南達科他州
和北達科他州的人均死亡人數居全美之首。美國最近越過了1600
萬例確診病例-世界上最多。 根據路透社的分析，美國報告每十
萬人中有91人死亡，按人均計算，是世界第七大死亡事件，是
加拿大的2.5倍。 美國的醫院中充斥著COVID-19患者，威脅著
醫療系統和醫療服務提供者不堪重負。 有超過108,000例住院的
COVID-19患者，這是自1月份在該國檢測到首例冠狀病毒病例
以來的最高水平。

美國在14日推出了第一批疫苗接種。 隨著開始使用由輝瑞
公司和BioNTech SE開發的疫苗，美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疫苗接
種運動開始了，輝瑞公司及其德國合作夥伴BioNTech生產的珍
貴冷凍小瓶疫苗週一開始運抵該國各地的醫院。 裝在乾冰中以
保持超凍溫度，本週日將近300萬劑分批分批運輸，其中第一批
通過卡車和飛機從美國輝瑞製藥公司位於密歇根州卡拉馬祖的工
廠運往全國各地，每週都會有更多的輝瑞BioNTech疫苗到貨。
注射疫苗會提高人們的免疫力，可能會導致暫時發燒，疲勞和疼
痛，迫使醫院錯開員工的疫苗接種。據美聯社-NORC公共衛生
研究中心最近進行的一項調查顯示，只有一半的美國人說他們想
接種疫苗，而大約四分之一的人不願意接種，其餘的則不確定
。 被視為全球最嚴格的醫療監管機構的FDA表示，輝瑞BioN-

Tech 疫苗看上去安全且具有強保護性-並
在上週舉行的為期一天的公開會議上將其
背後的數據展示給科學家和消費者。

全美養老院總計11萬人染疫死亡，因
此，聯邦食藥監局 (FDA) 專家要養老機構
第一批接種，也將其推到疫苗接種的最前
線。目前，許多持懷疑態度的居民和不願
接種疫苗的工作人員拒絕注射疫苗。 養老
院佔全美死亡人數的40%，使得人們擔心可
能會因為疫苗使用再次面臨危險。聯邦食
藥監局在一項對近4.4萬人的持續研究中發
現，輝瑞公司（Pfizer）的疫苗對不同年齡
的受試者都是安全的，具有90%以上的有效
率，包括老年人和那些有健康問題的人。
但養老院中，質疑依然存在。到目前為止
，工作人員的質疑最為嚴重。 美國護士基
金會（American Nurses Foundation）等組織
的內部調查顯示，許多長期護理機構的工
作人員都對疫苗非常擔心，以至於他們拒
絕接種。 他們說：我不會當試驗品的。

去年大約就有30%的工作人員和20%的居民沒有接種流感疫
苗，那種情況同樣令人擔憂。考慮到新冠非常容易傳播，特別是
在社區環境中，因此專家們認為，要想讓疫苗產生效果，全美大
約70%的人都需要接種疫苗。一些養老院中，多數助理以及其他
前線工作人員都由有色人種擔當。此外，一些少數族裔也對疫苗
表達了不信任。 聯邦政府正試圖通過一個2.5億美元的廣告項目

緩和人們的擔憂，廣告最終投放的對像是醫療工作者和弱勢群體
。廣告會宣傳疫苗將如何幫助戰胜新冠疫情，就像戰勝天花、麻
疹和脊髓灰質炎那樣。 美國頂尖傳染病科學家福奇說: 醫學的其
中一項最偉大的勝利就是疫苗的接種。

14日受災最嚴重的美國死于冠狀病毒的人數超過30萬人
許多護理機構的人員都非常擔心疫苗以至於他們拒絕接種
傳染病科學家福奇說: 醫學的最偉大的勝利就是疫苗的接種

1212月月1414日美國死于冠狀病毒的人數超過日美國死于冠狀病毒的人數超過3030萬人萬人，，受災最嚴重的國家受災最嚴重的國家，，死亡人數驚死亡人數驚
人人。。隨著疫苗開始推廣隨著疫苗開始推廣，， 1212月月1414日美國開始使用由輝瑞和日美國開始使用由輝瑞和BioNTechBioNTech開發的疫苗開發的疫苗
進行的歷史性接種運動進行的歷史性接種運動。。

美國新冠肺炎疫情持續升溫，使弱勢族群更形困難。臺灣
同鄉會達拉斯分會為展現愛心，並分享台灣防疫成就，日前募
集鄉親善款，並和達拉斯當地教會 Shiloh Missionary Baptist
Church合作，於12月12日在教會停車場發放防疫物資及口罩
，吸引許多社區居民及僑胞前來領取，場面熱絡溫馨。

活動當日，志工們一大早抵達現場，進行場地佈置和包裝
物資的前置工作，發放的物品內容包括了各類應景的食品罐頭
、台式小餐包及臺製醫療口罩，以及印有TAIWAN字樣的帆布
環保袋。同時還附上一封英文慰問信，表達台灣同鄉會對社區
民眾的歲末關懷之意，闡述台灣的防疫佳績、世界有目共睹，
傳達Taiwan can help. Taiwan is helping的意念。中午十二時，發
放活動正式開始，長長的車隊在志工的引導下，井然有序、緩
緩前進到定點，立刻就有志工協助將物資放到後車廂。雖然天
氣寒冷，但眾人熱情不減，共發放了300份 「愛心福袋」，讓
領取的民眾能健康開心地和家人共度平安的節日。

此次存放物資的環保袋上印有大幅臺灣圖形及Taiwan can
help. Taiwan is helping的字樣，讓社區居民瞭解來自台灣的關愛
。在美國疫情嚴峻的時刻，達福台灣同鄉會凝聚台美兩地的愛
心，將這股暖流回饋給社區，也傳達臺灣協助國際抗疫的良善
形象。

達拉斯鄉親脤濟弱勢達拉斯鄉親脤濟弱勢 協助防疫看見台灣協助防疫看見台灣

志工引導民眾領取物資志工引導民眾領取物資社區民眾領取物資大喊台灣防疫讚社區民眾領取物資大喊台灣防疫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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