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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聯邦政府交通部長趙小蘭請辭
，成為美國國會騷亂事件後首位辭職的內閣成員
。

據美國《國會山報》消息，趙小蘭在致交通
部工作人員的一封信中說，總統的支持者衝進國
會大廈，美國經歷了一場令人痛苦且完全可以避
免的事件。事件令她感到困惑，以至難以袖手旁
觀。趙小蘭稱她將於下週一（11日）辭職，但她
的團隊將繼續協助候任總統拜登的交通部長完成
權力過渡。

趙小蘭丈夫是參議院多數黨領袖麥康奈爾，
麥康奈爾昨（6）日曾嚴厲批評特朗普支持者的行
為。自特朗普就職以來，趙小蘭一直擔任交通部
長，她也曾在小布什政府中擔任勞工部長八年。

共和黨全國委員會全體成員強烈譴責在美國國會大廈發生的暴力行為共和黨全國委員會全體成員強烈譴責在美國國會大廈發生的暴力行為
（綜合報導）華盛頓消息– 共和黨全國委員會的成員

發表了以下聲明：
“共和黨全國委員會的成員強烈譴責今天在華盛頓特

區美國國會大廈及其周圍發生的暴力事件。
我們目睹的這些暴力場面並不是愛國主義的行為，而

是對我們國家及建國原則的攻擊。
我們的開國元勳建立了法治國家，而不是無政府狀態

。我們呼籲所有相關人員聽取執法人員的意見，並幫助恢
復我們國家首都的秩序。”

不滿騷亂不滿騷亂 美交通部長趙小蘭辭職美交通部長趙小蘭辭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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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川普在白
宮前面向他的支
持者發表了非常
煽動的演說後，
大批群眾繼續前
往國會山荘，強
行進入國會大廈
， 一批暴徒開始
打破門窗， 佔領
国會參眾兩院会
场， 一名女子欲
破門而入遭警方
撃斃， 華盛頓於
晚間六時全面戒
嚴 。

今天在國會
山荘上演的悲劇
是美國民主政治史上恥辱的一頁， 世界各
國領袖立即發表譴責暴力之聲明 ，這是暴
徒襲擊國會的暴行。

此次暴徒事件是因川普總统不滿選舉
結果 ，教唆支持者向國會發起攻佔， 此
種行徑激起大多數國民之憤怒 ，也導致共
和黨在喬治亞州參議員選舉中雙雙敗北。

這此不幸之事件， 也暴露美國民主制
度之缺點 ，在位四年的川普總统因不滿選

舉結果， 六十二次在法庭中遭到否決，
他公然發表激烈虚假之言論， 譲暴徒們佔
領了國會大厦。

今天我們大家都體會到一個元首之怪
異行為對國家造成之傷害。

參眾兩院於今天凌晨通過確認拜登以
三百零六票當選為下屆美國總統。

所幸國會諸公重啟大會， 让憲法精神
再得伸張， 譲我們大家手牽手，共同保佑
我們熱愛的國家。

Pro-Trump rioters stormed Capitol Hill in
Washington, D.C. yesterday right after a rally
in front of the White House where President
Trump urged his supporters to fight against
the ceremonial counting of the Electoral Col-
lege votes for President-elect Joe Biden’ s
win.

In the late afternoon hundreds of Trump sup-
porters pushed through barriers set up around
the Capitol and broke into the building. The
doors to the House and Senate were locked
shortly after the House floor was evacuated by
the police, including Vice President Mike
Pence who was to perform his role in the
counting of electoral votes. A woman was shot
dead on the Capitol grounds after she tried to
break down a door of the building.

The Senate floor was cleared of rioters and as
of 3:30 pm police had successfully squeezed
them away from the building toward Rotunda.

Washington D.C. declared a curfew of 6:00
pm and it took to roughly 5:40 pm for the
building to be once again secured.

Both the House and the Senate came back
and reconvened the meeting until early in the
morning. Vice President Mike Pence made
Joe Biden’s victory official this morning after
long hours of objections from Republican law-
makers.

We saw many of the insurrectionists attacking
the Capitol on live TV. They marched through
the halls and even posed for pictures in legis-
lators’ offices. They held up cameras when
someone bashed in a window. One of the re-
porters said, “We are witnessing a forceful
attempt to overthrow the U.S. government.”

This is really a sad day for our nation. As for-
mer Republican president George Bush said,
the violent assault on the Capitol was under-

taken by, “People whose passions
have been inflamed by falsehoods
and false hopes. Insurrection could do
grave damage to our nation and repu-
tation.”

Deaths reported across the nation
have set a record high and we are fac-
ing the biggest challenge in recent his-
tory. While in Washington, Senator
Mitt Romney said, “This is what the
president has caused today, this insur-
rection.”

We all need to be united to overcome
the obstacles for this great democratic
nation which all of us lo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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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1//0707//20212021

The Darkest Day In OurThe Darkest Day In Our
NationNation

暴徒佔領國會山莊暴徒佔領國會山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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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大批川普粉絲6 日下午攻進美國
國會大廈，闖進參議院、霸佔主席台，畫面播
送到全球各地，讓國際社會 「驚呆了」，包括
英國首相強生、澳洲總理莫里森等向來和川普
友好的國際領袖，以及各國元首都嚴厲譴責暴
力行為，強生更痛批川粉行為 「相當可恥」，
呼籲美國和平轉移政權。

路透社報導，6日大批川粉闖進美國國會
大廈引發的國會大亂鬥 「震驚全世界」，多國
領袖嚴厲譴責暴力，呼籲政權和平轉移。

川普粉絲攻入國會這個民主殿堂，讓全世
界都震驚了，各國領袖聯袂譴責暴力行為，英
國首相強生痛批 「可恥」。
綜合路透社、半島電視台報導，向來與川普友
好的英國首相強生（Boris Johnson）隨即發布
推文，稱在美國會上演的畫面 「相當可恥」。
他說美國支持世界各地的民主， 「現在對美國
至關重要的是要和平、有序地轉移政權。」

在國際議題上一向支持美國的五眼聯盟重
要成員澳洲也對周三的暴力行動感到遺憾，澳
洲總理莫里森（Scott Morrison）在推特描述美
國會上演的畫面 「令人憂心」， 「我們譴責這

些暴力行為，期待美國依照美國偉大的民主傳
統，將政權和平轉移給新當選的政府。」

法國總統馬克宏（Emmanuel Macron）則
發布影片，痛批美國會發生的動亂 「很不美國
」，強調他對美國民主仍有信心。

德國外交部長馬斯（Heiko Maas）表示美
國會動盪畫面將激勵反對民主的人士，他更呼
籲川普應該及支持者最終應該接受美國選民的
決定，呼籲他們 「停止踐踏民主」。

瑞典總理勒夫文（Stefan Lofven）的推文
中，譴責川普的意味更直白、濃厚，他痛批國
會暴動是 「對民主的攻擊」， 「川普總統及許
多國會議員應該為這次事件承擔重大責任，選
舉總統的民主程序應該獲得尊重。」

歐洲聯盟執行委員會（European Commis-
sion）主席范德賴恩（Ursula von der Leyen）
更直接表態期待和拜登合作， 「我相信美國政
府及民主的力量，政權和平轉移是核心，拜登
贏得了大選。我期待和擔任下一界美國總統的
他一起合作。」

川粉攻陷國會驚呆全世界
英相痛批可恥 多國籲和平轉移政權

在川普總統號召慫恿下,他的支持者公然衝
進民主法治最高殿堂的國會大廈以阻礙議員們
進行拜登贏得總統大選的認證程序, 結果暴徒與
警察發生嚴重衝突，造成四人死亡的悲劇，華
府風聲鶴唳,實施宵禁,暴動的罪魁禍首川普應被
彈劾下台!

位於國會山莊的國會大廈是美國立國200多
年來最足以為傲的立法所在地, 匯集了全美 50
州的民意代表,但當他們正在行使最神聖的總統
認證時, 暴徒竟佔領了他們的講臺，使他們成為
驚弓之鳥,嚇得落荒而逃，非常難以想像這一幕
場景會發生在民主法治的美國,這在美國歷史上
前所未見,堪稱美國之恥!

在川普短短四年掌權下,美國真是變了, 雖
然他口口聲聲要讓美國再度偉大 ,實則處處踐踏
法律與秩序, 做些讓美國墮落的事,從這次國會
暴力事件讓我們清楚看到川普的白宮是那麼的
強行霸道, 三權分立的精義在他手下竟變成以
“行政”煽動極端暴力去攻擊“立法”， 而此
時的“司法” 卻在混亂中噤若寒蟬, 視若無睹,

更不必奢談伸張正義, 現在擺在眼前的狀況不就
是”行政已亂, 立法已弱, 司法已死” 嗎!!

這次的暴動除了主謀川普外, 助紂為孽的共
和黨少數參眾議員應該要被全民嚴厲的譴責,因
為他們灌輸了民眾不正確的態度,誘導了群眾的
盲從躁進, 如果一個在選舉中失敗的人可以靠著
暴力奪得政權, 總統選舉的意義將喪失殆盡,以
後每4年一次的大選都會淪為今天這種亂象,所
以為了杜絕後患,國會應立即嚴懲川普,以儆效尤
,至於那些不夠格的參眾議員在下一次的選舉中
選民應把他們徹底淘汰出局,選民的職責真的太
大了, 如不能選賢與能, 一昧以政黨傾向為依歸,
那麼將來一定還會再出現一個讓民主蒙羞,使美
國顏面盡失的川普!

現在我們只能寄望即將上任的拜登新政府
能夠引以為鑑, 正本清源,確實力行法治與秩序,
讓美國重新走回正確的軌道, 這才是美國之幸，
人民之福!

【李著華觀點 :攻佔國會
暴民踐踏民主殿堂川普應被彈劾下台】



AA44綜合國際
星期五       2021年1月8日       Friday, January 8, 2021

加拿大連續發生政界人士罔顧
防疫警示出境旅行事件

綜合報導 加拿大內陸省份阿爾伯塔省省長傑森· 肯尼在2021年第壹

天下令，除非因公出差，否則該省省議員不得離開加拿大。

這壹行政命令緣於該省政務廳長特蕾西· 阿拉德曾於2020年12月與家

人赴夏威夷度假，而此事在年底被加拿大廣播公司曝光。肯尼對媒體表示

，自己為沒有向議員們厘清出行規則承擔責任。他說，已要求所有出境度

假的該省官員立即返回。阿拉德亦向公眾道歉，並表示自己並無惡意。

加拿大政府自2020年3月13日起已發出警示，呼籲國民不要進行

“非必要”旅行。各級官員亦反復呼籲民眾在疫情期間各盡其責，取消

“非必要”的出境旅行。但近期有多樁類似事件被曝光。

安大略省財政廳長羅德· 菲利浦在12月中旬省議會休會後便與家人

赴加勒比海島度假。在他離境後，其社交平臺賬號仍在帖文中發布他在

工作場合或家中拍攝的照片及視頻。此事被媒體披露後引發輿論嘩然。

菲利浦於2020年最後壹天飛回多倫多，並即刻引咎辭職。

聯邦眾議院議員、反對黨新民主黨的妮基· 阿什頓最近赴希臘探望

壹位病重的家人。該黨1日發出聲明表示，雖然同情阿什頓的處境，但

她不能再擔任影子內閣“評論員”之職。

中部省份薩斯喀徹溫省公路廳長哈格雷夫近日飛赴美國加州棕櫚泉

，進行壹筆售房交易。他承認此次出行是錯誤判斷，但亦稱這是壹次必

要的行程。該省省長表示，哈格雷夫將繼續留任現職。

魁北克省壹位省議員也被民眾舉報，目前仍與妻子在巴巴多斯度假

。他向媒體回應稱，對自己出行的決定感到後悔，卻亦辯解稱巴巴多斯

目前是“全球最安全的地方之壹”。

南非重回最嚴厲封鎖等級？
南非總統府否認

綜合報導 針對外界“南非將重回最嚴厲等級疫情封鎖令”的傳聞

，南非總統府發言人儂賽巴(Nonceba)4日在例行記者會上予以否認。

當前，南非正處於第二波新冠肺炎疫情高峰，抗疫形勢不容樂觀。

特別是聖誕、新年假期期間，南非新冠肺炎感染人數激增，引發外界擔

憂。日前有傳聞稱，南非政府正考慮將針對疫情的“封鎖令”重新調回

最嚴厲的五級水平。

對此，儂賽巴直言上述傳聞是“徹頭徹尾的假新聞”。他表示，自

2020年12月28日南非總統拉馬福薩宣布重新將疫情“封鎖令”等級升

至三級以來，南非政府目前尚無任何調整疫情“封鎖令”等級的計劃。

目前，在新的三級“封鎖令”下，南非政府嚴格執行禁酒令和每日

21時至次日6時的宵禁令。據南非政府公布的數字顯示，在剛剛過去的

新年假期中，南非交通事故率、人員意外受傷率等顯著下降，從而分擔

了目前處於飽和狀態的醫療系統的壓力。

不過，南非酒業協會發表聲明稱，自2020年12月28日重啟“禁酒

令”以來，在隨後不到壹周的時間內，南非境內私自銷售酒類制品的違

法行為有所增加。

南非酒業協會負責人西巴尼· 孟加迪(Sibani Mngadi)表示，當前盡管

南非民眾在很大程度上能夠自覺遵守相關防疫法規，但仍然不能避免非

法銷售酒類制品行為的發生，目前已發生數起非法販賣酒類制品事件。

因此，南非酒業協會呼籲，南非執法部門有必要在處理非法酒類銷售方

面采取更加嚴厲的措施。

為防疫情蔓延
希臘未來壹周將重回嚴格封鎖

綜合報導 據歐聯網援引歐聯通訊社

報道，希臘衛生部1月3日傍晚的統計數

字顯示，希臘當天新增390例新冠確診病

例，累計確診140099例；新增死亡病例

36例，累計死亡人數為4957人。當天，

希臘開始采取為期壹周、更為嚴厲的封鎖

措施，以減輕衛生系統壓力，同時為學校

復課做準備。

據報道，希臘政府規定，從1月3日

開始至1月11日，希臘民眾除工作、看病

、購物的必要原因外，原則上必須留在家

中，遛寵物和運動只能獨自在住所附近進

行；宵禁時間延長至每天晚上9點至次日

淩晨5點(工作和健康原因除外)。

在節日期間開放的商業機構，包括書

店、理發店、美容院、美甲店等將再度關

閉；暫停零售商店“訂購-取貨”運營模

式；暫時關閉教堂；禁止打獵和釣魚。

希臘政府壹再強調，做出嚴厲封鎖壹

周的決定是出於“預防原因”，因為民眾

在聖誕節和新年期間對防疫的放松，新冠

病毒很可能會在節後快速傳播，引起第三

波疫情。

希臘政府

發言人佩特薩

斯稱，希臘學

校的所有年級

將在1月11日

同步復課。屆

時，教堂、書

店、理發店、

美容院等場所

也可以重開。

雅典大學

傳染病學教授

、政府專家委

員會成員尼古

拉斯· 西普薩斯在受訪時形容，“我們在

新冠大流行時期已經走了70米，現時處

在最後30米的階段，這也是最痛苦、最

黑暗的時候”。他警告，1月和2月將是

非常艱難的兩個月。

在提到希臘政府再度采取嚴厲封鎖措

施時，西普薩斯表示，在過去的15天裏

，節日期間民眾流動頻繁，人口密度大的

首都雅典及周邊地區存在病毒大規模擴散

的嚴重風險，所以直到1月15日，希臘當

局都應該處於最高戒備狀態，尤其是在阿

提卡地區。

西普薩斯還稱，只有當新冠疫苗接

種率達到70%時，群體免疫才能建立，

但這取決於民眾接種的意願以及疫苗

的供應情況。即使開始接種疫苗，但

在完成群體免疫目標之前，希臘民眾

還必須佩戴口罩。

美國被拒！
英國法官裁決不將阿桑奇引渡至美國

2021年1月4日，英國倫敦中央刑事

法院裁定，鑒於“維基解密”創始人阿

桑奇的健康等面臨潛在風險，不將他引

渡到美國。

英法官表示，美國可能會對此提出

上訴，而阿桑奇預計將繼續被拘留。

美國要求被駁回！
當天上午，阿桑奇身穿海軍藍西

裝、戴著深綠色口罩，到達法院。法院

外，仍有阿桑奇的支持者到場舉行抗議

，壹名男子還呼喊著“釋放朱利安· 阿桑

奇”。

聽證會上，英國倫敦地方法院法官

作出裁決，不應將阿桑奇引渡到美國。

接下來，英國內政大臣普麗蒂· 帕特爾將

做出最終決定。

路透社此前指出，不管此次裁決結

果如何，敗訴的壹方可能會向倫敦高等

法院提出上訴，案件最終或移交英國最

高法院。這也意味著，這起案件的判決

可能還要拖延壹段時間。

阿桑奇的律師羅賓遜此前也指出，

阿桑奇案的訴訟過程將持續很多年，1月

4日的宣判只是開端。

十年波折
從激怒美國，到“蝸居”使館
逾十年前的2010年，澳大利亞人阿

桑奇創建的“維基解密”網站，公布了

大量美政府關於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的

機密文件，引起巨大轟動和爭議。

在公布的文件中，還包括了壹段美

軍在伊拉克射殺無辜平民的視頻。視頻

中，美軍阿帕奇直升機在巴格達對地面

行人瘋狂射擊，導致18人喪生。這壹系

列文件使美國的國際聲譽受損，也使阿

桑奇成了美國的“眼中釘”。

同樣在2010年，瑞典指控阿桑奇在

該國涉嫌性侵，並向英國提出引渡他，

使其處境雪上加霜。盡管在被英國警方

逮捕後，阿桑奇否認所有指控，但英國

最高法院仍裁定，可將他引渡至瑞典。

2012年 6月，阿桑奇在保釋期間，

進入了位於倫敦的厄瓜多爾使館尋求庇

護。由此，開啟了其近7年在厄使館的

“蝸居”生活。庇護期間，他的活動空

間局限於壹個不足20平米的房間，陪伴

他的是壹只名為“詹姆斯”的貍花貓。

而這樣的日子，在2017年莫雷諾擔

任厄瓜多爾總統後，更加不好過。後者

指認阿桑奇泄露不利於厄政府的信息，

多次掐斷其網絡。最終，雙方矛盾加劇

，厄政府於2019年4月撤銷了對他的政

治庇護，英國警方在使館將其逮捕。

健康惡化
多方籲美國予以赦免
在阿桑奇被英國警方逮捕後，瑞典

於2019年11月宣布，撤銷對他涉性侵指

控的調查；但美國則繼續窮追不舍，以

十多項罪名對其提起指控，並要求將他

引渡到美國。若罪名成立，他或面臨最

高175年監禁。

“總統先生，今天，我鄭重請求您

赦免朱利安· 阿桑奇”。2020年 12月初

，聯合國壹名人權專家發表致美國總統

特朗普的公開信。

在信中，聯合國酷刑問題特別報告員

梅爾策指出，其曾與兩名獨立的醫生對阿

桑奇進行探視，稱“他的健康嚴重惡化，

已經到了面臨生命危險的程度。”

事實上，早在2019年5月，“維基

解密”就曾發布消息稱，阿桑奇因健

康情況嚴重惡化，已被緊急轉移到英

國貝爾馬什監獄的病房。他的律師塞

繆爾森更是表示，阿桑奇已經無法與

他進行正常交談。隨後，阿桑奇壹度被

保外就醫。

目前，包括美國國家安全局前承包

商雇員斯諾登、美國議員等，都曾呼籲

特朗普赦免阿桑奇。這位曾公開解密美

軍醜聞的風雲人物，結局究竟會如何？

短時間內，或仍無法得到答案。

國際空間站裂痕由微型隕石造成？
俄航天集團這麽說

綜合報導 據報道，俄羅斯國家航天集團總裁德米特

裏· 羅戈津表示，國際空間站俄羅斯服務艙上的裂痕，可能

是由微型隕石或技術原因造成。

據報道，羅戈津表示：“在國際空間站上確實發現，

外殼有些地方受到某種作用，這可能是微型隕石的撞擊，

它們極小極小。就是說，存在肉眼不可見的裂縫和小孔。(

原因)也許是某種技術損傷……這不足為奇。”

羅戈津還表示，拿國際空間站裂痕情況制造恐慌的人

小題大做。

2019年9月，國際空間站曾查出有空氣少量泄漏的情況。

2020年8至9月，漏氣速度從每24小時270克加快到1.4千克，

值守宇航員曾兩次關閉各艙艙門進行密封性檢查，並在俄羅斯

艙隔離數天。漏氣點位置最終被鎖定在俄羅斯“星辰”號服務

艙的中轉隔艙，10月在該隔艙找到壹個長4.5厘米的裂縫。宇

航員多次試圖封堵裂縫，但未能完全止住空氣泄漏。

報道稱，俄航天集團表示，該漏氣點對國際空間站和

考察組都不構成危險。俄羅斯航天集團早前表示，2021年2

月，等下壹艘“進步”號貨運飛船向國際空間站帶去專門

的修理包後，將徹底封堵上“星辰”號服務艙中轉隔艙引

起漏氣的裂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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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3名消息人士透露，就在川粉暴動，闖入美
國國會大廈之際，包括美國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
還有美國財長梅努欽（Steven Mnuchin）在內的內閣閣員一度
研議，動用憲法第25條修正案，罷黜總統川普。

美國總統認證上演世紀大亂鬥 川粉中槍到院前不治

據CNBC新聞網7日報導，不過，他們當時認為，啟動流
程，將副總統彭斯（Mike Pence）扶正可能需要花超過一星期
，緩不濟急，效用沒那麼大。其次，現任內閣閣員是否能在沒
有參議院認可的情況下，就此進行投票。第三，他們也擔心，
迫使川普下台可能進一步刺激川粉，引發緊張，使他成為極右

派的英雄，長期的壞影響比短期的好影響更大。
一名知道相關討論的前政府高官說，如今整個計畫就是讓

時間用完， 「這總統會有報應的，但不必要在接下來的13天內
算帳」。目前人在海外的梅努欽拒絕評論，而一名國務院官員
則否認曾有相關對話。

（綜合報導）美國第46任總統拜登在前所未見的一連串驚濤駭浪中，終於確認產生！在極
端川粉攻陷國會引發流血衝突事件，以及共和黨冗長杯葛的波折後，美參眾兩院聯席會議拖延
了一天後終於由副總統彭斯確認，民主黨籍前副總統拜登以306張選舉人團票對232票擊敗川普
，當選下任美國總統。川普隨後發表聲明說，儘管不同意大選結果，但承諾於政權交接將有序
進行。

川普不認敗選 聲明承諾有序交接
美國國會6日下午起舉行聯席會議，認證各州總統選舉人團投票結果。在一波三折歷時近

15個小時後，身為參議院議長的副總統彭斯於美東7日凌晨3時宣布拜登勝選，他及副總統當選
人賀錦麗的4年任期將於1月20日正式開始。

川普在聲明中表示， 「雖然這代表著總統歷史上最偉大的第一個任期的結束，但這只是我
們讓美國再次偉大之戰的開始。」

但在川普發文願意交接權力幾小時前，國會山莊遭到大批川普極端支持者攻破，數以百計示威
者衝入國會大廈打砸辦公室，與持槍警察發生暴力衝突，導致1名女性遭國會駐衛警槍擊身亡
，3人送醫後不幸喪生。衝突造成至少14名警察受傷，52名示威者被逮捕。

煽動示威暴動 拜登怒批等同叛亂
在CNN播出示威影片中還出現參加民眾手持中華民國國旗的畫面。同日，全美多州首府

議會設施也遭到示威者衝擊。華盛頓市長鮑澤先宣布宵禁，再延長公共緊急狀態15天，一直持
續到下任總統就職第二天。

衝突源於川普號召支持者集結，他在白宮外向數以萬計前來抗議的支持者發表談話，宣稱

選舉 「被偷竊」，被 「操縱」，煽動示威者遊行到國會大廈。 在示威者衝撞國會後，川普繼續
堅稱自己勝選。CNN引述知情人士指，川粉暴動有人喪命後，在多名白宮幕僚和共和黨議員遊
說下，川普才同意錄製影片呼籲示威者和平回家。但川普其後又在推特發文為示威者辯護，令
數名白宮高官感到震驚，推特也立刻將其賬號停權12小時。

侵害民主殿堂 共和黨人挺不下去
動亂發生一小時後，總統當選人拜登發表談話 「我們的民主正經歷前所未有攻擊」，譴責

示威者為 「暴徒」，形容他們的行為是 「叛亂」， 「不是在抗議、是在製造混亂和暴動」，必
須立即終止，讓民主程序繼續進行。拜登還呼籲川普上全國電視發表談話， 「實現他的誓言，
捍衛憲法，並要求結束這一包圍」。主持聯席會議的副總統彭斯也正式和川普決裂，無視於川
普先前要他退回選舉人團結果，稱 「暴力從來不會贏」，國會騷亂是美國歷史上 「黑暗的一天
」。

美東時間6日晚間8時，隨著華府宵禁開始，國民兵和警方強制清場，極端川粉陸續從國會
山莊撤離，國會聯席會議復會。13名共和黨參議員和上百名共和黨眾議員計畫反對大選結果，
準備對大約6個不同關鍵州的投票結果進行辯論和投票。然而，川普支持者的攻擊行動，讓一
些共和黨人改變心意，只對亞利桑那州和賓州的投票發起挑戰，但均告失敗。

閣員忍無可忍 醞釀提前趕走川普
在國會事件發生後，據CNN報導，越來越多共和黨人認為，川普應在1月20日之前就被趕

下台。不僅民主黨議員揚言發動彈劾，據《ABC》引述多位消息來源報導，川普內閣多位成員
也忍無可忍，討論援引美國憲法第25條修正案提罷免，亦即視川普無法履行權力與職責而讓其
下台，並讓副總統彭斯立即作為代理總統承擔總統職務。目前仍不清楚相關討論進展。

美國歷史上黑暗的一天
暴亂壓境 國會確認拜登當選總統

嚴重了嚴重了 蓬佩奧等閣員研議蓬佩奧等閣員研議
動用第動用第2525條憲法修正案拔掉川普條憲法修正案拔掉川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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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新北市一名陳姓媽媽，上月20日在電子信箱中
突然發現數十封信用卡消費紀錄，檢查信用卡就在皮夾中，直覺
是遭人盜刷立即申請爭議款項並停卡，事後拿出手機帳戶檢查才
赫見，竟是10歲兒子偷刷信用卡爆買手遊點數，一個月就刷了
126筆近30萬元的費用，她嘆 「兒子打了也沒用」，趕緊與信用
卡及遊戲商是否能協調退款。

發卡銀行對此回應，為讓持卡人即時掌握信用卡交易資訊，
盡速發現可疑交易，嚴格遵守主管機關規範，提供簡訊、APP推
播等交易通知，經調查發現刷卡有連續寄發多封簡訊，主動通知
持卡人確認消費明細，並無未通知持卡人情況。

銀行指出，關於超額刷卡一事，為提供持卡人更便利的信用
卡服務，發卡銀行會根據持卡人的信用以及往來狀況，在不調整
信用額度的情況下，彈性開放授權，這是業界常見的做法，而接
獲持卡人詢問，後續也亦根據國際信用卡組織相關規範，協助客
戶進行爭議款處理。

陳女表示，日前在電子信箱中突然發現數十封信用卡消費紀
錄，自己很確定信用卡在錢包內，認為是遭人盜刷，立即停卡並
申請爭議款項，事後才發現自己手機能夠變換兒子的帳號，而帳
號綁定自己的信用卡，一問之下才驚覺兒子偷刷信用卡。

陳女說，兒子在12月偷刷了126筆總額289920元費用，其
中《第五人格》11天狂刷81筆，就花了20多萬元，還包括《極
速領域》、《全民槍戰》與《絕地求生》等遊戲，查出總金額一
看當場傻眼。

陳女指出，平時就沒有在體罰兒子，嘆說 「打了也沒用」，
認為兒子犯錯做父母的當然要負起責任，但這張信用卡以往都是
千元以下的消費，12月4日、5日與6日分別被兒子爆刷21筆、

17筆與33筆費用，消費異常狀況，
信用卡公司不僅沒有來電詢問提醒
，甚至在卡片被刷爆時，還直接將
信用額度從20萬元調高至30萬元，
又多白白損失10萬元。

此外遊戲公司部分，陳女說明
，自己一一向遊戲公司客服寄信尋
求協調方式，遊戲公司多半回應，
因該帳號虛擬幣皆使用完畢，也無
法申請退款，家中無故多了30萬元
的開銷不知如何是好，才向消保官
尋求協助。

陳女表示，得知是兒子偷刷信
用卡後，先是向信用卡公司說明這
並非自己的消費，而信用卡公司則
回應付款給遊戲公司，需與遊戲公
司聯繫，而遊戲公司多半說明用點
數用完則無法退費，只好轉而向消
保官申訴尋求協助。

新北市主任消保官王治宇說明
，依據 「網路連線遊戲服務定型化
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中規
定，無行為能力人未經過法定代理人購買點數時，若法定代理人
不同意時可備妥證明文件並提出申請，經業者確認後需退還消費
者未使用遊戲費用。

代理《第五人格》遊戲的龍邑股份有限公司行銷部蘇姓經理

說明，經查詢發現該玩家在短時間內儲值大筆金額，除了用在自
己帳號上也送禮給其他玩家，但主要是該玩家虛擬幣已全數使用
完畢，無法退款，就遊戲公司立場而言，若退款當作沒有這筆交
易存在，一旦有先例後，若往後被有心人士用這樣方式來退款，
對遊戲公司並不太公平。

辣媽收辣媽收126126封電郵悲劇了封電郵悲劇了
1010歲兒闖禍歲兒闖禍！！瘋手遊月刷瘋手遊月刷3030萬萬

背靠莒光號車門搭車 男摔落鐵軌慘死台鐵要賠518萬
（中央社）一名領有身心障礙手冊的陳姓男子，去年7月9

日晚上從彰化火車站搭乘521車次莒光號南下時倚著車門站立，
但隔天凌晨0時，陳男卻被台鐵員工發現他倒臥花壇車站第一月
台下方身亡，陳男認為台鐵列車門未關緊，導致陳男摔落，事後
聲請國家賠償。彰化地院審理後，一審認為台鐵有疏失，判決台
鐵須賠償陳男雙親共518萬餘元，仍可上訴。

判決書記載，警方調查，陳男於108年7月9日下午7時40
分在彰化車站搭乘521車次莒光號南下。列車在花壇站前南美路
平交道時，車廂車門均為關閉狀態，卻在花秀路平交道時顯示陳
男站立開啟之車門口，經過花壇站後之明德街平交道後，開啟之
車門即無死者影像。

死者父親認為，所有列車在行駛中，車廂門都是絕對關閉的

，無法私自隨意開啟，也不該是能輕易開啟，除非是車廂門故障
，才會讓兒子因臨近車廂門時，因列車行駛中產生的顛簸不慎跌
落車廂門外，造成兒子死亡，因此提出國賠聲請

但台鐵抗辯時表示，員工在列車進出各站時，均有確認各車
門關閉狀態，該輛列車在花秀路平交道影像顯示該車門為關閉狀
態，陳男當時背倚靠車門旁，其站立方向正對且可直眼平視 「危
險！禁止站、坐車門口」、 「車輛行駛中請勿開啟車門」等警示
，右側並設有 「請勿在車廂間通道佇留」之警示，且陳男當時雙
手交叉置於前揹背包上方。列車於行駛中及進站前、後均會廣播
因列車搖晃，請旅客應站穩並握好扶手、注意列車行進間勿 隨
意開啟車門及倚靠或站立車門口等應遵守相關事項。陳男違法站
立於車廂出入口通到處，且可能因其隨意開啟車門而不慎摔落，

並非人員之過失或設施故障所致，已盡安全維護義務。
法官審理後則痛批，台鐵自認車廂老舊不符成本效益，未安

裝車輛行進中封鎖車門系統，把契約之外部成本惡質性內部化，
罔顧人命只求經營績效之經營方式相當不足取，且本件車門隨意
開啟事件並非第1件，10幾年來臺鐵依然故我，罔顧大眾運輸之
企業責任，且不圖改進外，欲將行車設備不良之行車風險以標語
或廣播提醒乘客注意而豁免，事故發生後又以被害人與有過失圖
減輕責任，豈有此理，揆之人道理、國法均有不容，抗辯不足採
信。法官認定陳男父母求償有理，判決台鐵彰化車站須賠償陳男
父母分別245萬1264元及273萬2432元。仍可上訴。

韓國2020年出生人數創新低

人口首現負增長
綜合報導 韓國行政安全部發報告

稱，韓國去年出生人口數創歷史新

低，首次出現死亡人數大於出生人數

現象。

近年來，韓國備受低生育率困

擾。根據測算，若要維持韓國人口

總數恒定，總和生育率應達到 2.1

。但 2018 年韓國總和生育率僅為

0.98； 2019 年 總 和 生 育 率 下 降 至

0.92，這創下自 1970 年有記錄以來

的最低值。

據韓國行政安全部3日報告，2020

年韓國出生人口約27.58萬名，同比減

10.65%；死亡人口約30.78萬名，同比

增3.1%。

韓國死亡人口數自2011年至2018

年持續增長，在2019年小幅下降後，

2020年再次反彈。

由於2020年死亡人數大於出生人

數，導致韓國首次出現人口負增長現

象。截至去年12月31日統計，韓國登

記人口數約為5182.9萬名，同比減少

約2.08萬名。

從 17 個道、市統計來看，去年

只有 5 個地區人口出現增長。包括

首爾、京畿道、仁川在內的首都圈

人口達 2603.8307 萬人，占全國總人

口的50.2%。

單人家庭增多。數據顯示，去年

韓國單人家庭數首次超過900萬，同比

增加6.77%。單人家庭在全國家庭中占

比達到39.2%。

人口老齡化現象也愈發嚴重。從

年齡段分析，年齡在50歲至59歲的人

口最多，占比達16.7%。

韓國行政安全部表示，在出生率

迅速下降的情況下，政府需要采取根

本性的改革措施解決問題。

日本新增新冠確診3158例
當局考慮再次進入緊急狀態

綜合報導 據日本放送協會(NHK)

報道，日本國內新增新冠確診病例

3158例，累計確診已超24.5萬例；新增

死亡病例60例，累計死亡為3621例。

鑒於疫情持續蔓延，日本政府正考慮

再次進入緊急狀態。

據報道，當天的新增確診病例中

，東京都最多，達816例；神奈川縣次

之，為365例；此外，大阪府、千葉縣

和埼玉縣也都超過了200例。

鑒於疫情形勢持續惡化，首都圈1

都3縣(東京都、埼玉縣、千葉縣和神

奈川縣)的知事已於1月2日與日本經濟

再生擔當相西村康稔見面，要求中央

政府再次宣布進入緊急狀態。

對此，日本首相菅義偉、厚生勞

動相田村憲久和西村康稔於1月3日進

行了商議，考慮再次宣布進入緊急狀

態，並將實施較此前更為嚴格的限制

措施。目前，具體的計劃仍在討論當

中。

報道稱，菅義偉計劃於1月4日召

開記者會，並在會上就疫情應對策略

進行詳細說明。

日本曾在2020年 4月 16日宣布全

國進入緊急狀態，後因疫情趨緩，全

國緊急狀態於2020年5月25日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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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柬埔寨官方消息稱，去年該國

農作物總產值突破50億美元。

柬埔寨農林漁業部當天發布報告說，2020

年該國農業領域實現豐收，大米和其他農作物

產量共1847萬噸，總產值突破50億美元。其

中，非大米農作物產值達21.7億美元。

柬埔寨農林漁業部指出，除大米外，柬

埔寨主要農作物包括木薯，去年產量1204萬

噸，產值11億美元；腰果產量24萬噸，產值

4億美元；芒果產量174萬噸，產值5億美元

；香蕉產量47萬噸，產值4億美元；龍眼產

量19萬噸，產值 1億美元；胡椒產量1萬噸

，產值4250萬美元。

另據柬埔寨國家銀行消息，去年柬埔寨

經濟因新冠肺炎疫情而遭受重創，主要經濟

領域如成衣和制鞋業、旅遊業和建築業陷入

萎縮，導致經濟負增長(-1.9%)，然而壹些領

域特別是農業依然表現強勁，幫助抵消疫情

對該國經濟造成的沖擊。

柬埔寨相關專家分析稱，農業領域表現亮

眼的其中壹個主要原因是該領域吸納了因疫情

而失業的大量工廠工人作為勞動力，從而提高

農產品產量。

柬埔寨農林漁業部預測，柬埔寨和中國自

由貿易協定生效後，將帶動柬埔寨農產品出口

至中國市場，同時吸引更多外國企業投資柬埔

寨農業領域。

日本民調：
過半受訪民眾反對將福島核汙水排入大海

綜合報導 《朝日新聞》社於2020年11

月至12月進行了壹項針對福島核汙水排放

的民意調查。近日公布的結果顯示，有55%

的受訪民眾反對將核汙水排入大海。

據報道，此次民調的對象為3000名

日本民眾，其中，共有2126人進行了有

效回答。

報道稱，針對是否應該將核汙水排

入大海，有55%的受訪者表示反對，另

有32%的受訪者表示贊成。

從民眾群體來看，內閣支持層的反

對比例為50%，自民黨支持層的反對比

例也高達47%。

從性別來看，男性表示贊成的為

44%，與表示反對的46%相差不多；而女

性表示贊成的僅為22%，遠低於表示反

對的62%。

此外，針對日本政府目前為止在福

島核事故問題上的應對表現，有67%的

受訪者表示不滿意；表示滿意的僅為

20%。

2011年3月11日，日本

發生“3· 11”東日本大地震

，引發巨型海嘯及福島核災

難，造成上萬人死亡。

目前，日本所有用於冷

卻核反應堆的核汙水，都儲

存在核電站的專用水箱內，

但預計到2022年夏天，儲存

核汙水的水箱容量將會達到

極限。

此前，相關人士表示，

日本政府曾計劃在2020年10

月下旬，就核汙水的處理方

法做出最終決定，即把核汙

水漸次排入大海。消息壹出

，立即遭到日本國內漁民、福島當地民

眾及國際社會的抗議和譴責。當月末，

日本政府表示，暫不做出最終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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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選”圖控立會惡意濫權否決財案 謀癱香港政權

53顛覆者落網 國安利劍再亮
由“佔中三丑”之一、香港大學法律系前副教授戴

耀廷等攬炒派中人於去年 3月發起及實施的所謂“35+

公民投票初選計劃”，謀取攬炒派奪取立法會 35個以

上議席，更公布所謂的“攬炒十步曲”，濫用基本法賦

予議員的權利，籌謀兩次否決財政預算案，以此癱瘓香

港特區政府施政和管治，達到令特區政府停擺的目的。

在香港國安法實施後，戴耀廷及其他攬抄派中人繼續所

謂“初選”、持續犯案。香港警方國安處展開刑事調

查，並於6日晨以涉嫌“組織及策劃顛覆國家政權罪”

及“顛覆國家政權罪”，拘捕戴耀廷等“攬炒奪權”團

夥共53人，及凍結與案有關的160萬港元，拘捕行動仍

在持續中，並不排除會有更多人被捕。

■■香港文匯報記者蕭景源

策劃及組織者（6人）

1 戴耀廷︳“35+初選”發起人、香港大學法律系前副教授

2 區諾軒︳

“35+初選”協調人
立法會前議員

3 趙家賢︳

民主黨東區區議會副主席
“民主動力”召集人

4 關尚義︳

“民主動力”司庫
何謝韋律師事務所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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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香
港國安法第
二十二條規
定，任何人
組 織 、 策

劃、實施或者參與實施，以
武力、威脅使用武力或者其
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
權行為的，即屬犯罪；其中
第三款定明的罪行為：嚴重
干擾、阻撓、破壞中華人民
共和國中央政權機關或者香
港特別行政區政權機關依法
履行職能。

國安法還規定，對首要
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處無
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
刑；對積極參加的，處3年
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對
其他參加的，處3年以下有
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被捕的53人（年齡23歲至64歲），包括45男8女，分別來自民
主黨、公民黨、社民連、“人民力量”、“議會陣線”以及

攬炒派區議員、地區組織等攬炒政團。其中戴耀廷、區諾軒等6人
涉嫌“組織及策劃顛覆國家政權罪”，其餘47人“涉嫌參與顛覆國
家政權罪”。53人中，有52人將會被通宵扣查，而區諾軒因剛由日
本回港，被捕時正在指定酒店強制隔離檢疫，暫時獲准保釋及繼續
在酒店隔離。據悉，警方已扣起區諾軒的旅行證件，保釋期間禁止
離境。

許智峯黃之鋒等亦涉案
據了解，當日有參與計劃的前民主黨立法會議員許智峯和“獨

人”羅冠聰、張崑陽三人，因已畏罪潛逃國外，現被警方國安處通
緝；有份參選的前“香港眾志”秘書長黃之鋒、“人力”主席譚得
志也在拘捕名單中，但因兩人分別在獄中服刑及還柙候審，警方稍
後會採取拘捕行動，但6日已經持搜查令搜查他們的住所。

香港警務處國安處高級警司李桂華6日會見記者時表示，警方
這次行動是針對一個涉嫌有組織干犯香港國安法第二十二條第三項
“顛覆國家政權罪”的攬炒團夥。

是次行動由國安處統籌刑事總部、各總區重案組及機動部隊人
員，6日清晨共動員1,000人，持法庭手令搜查72個處所及拘捕53
名目標人物，包括香港民意研究所的辦公室及20多個區議員辦事
處，並向4間“黃媒”發出由高等法院法官簽發的“物料提交
令”，要求有關機構就案件助查。

根據警方調查和掌握的事實顯示，戴耀廷去年3月開始公開倡
議所謂的“35+公民投票初選計劃”，目標是要在2020年在立法會
奪取35個或以上議席，目的是要令香港特區政府癱瘓。

有關人等於4月提出具體方案，包括“攬炒十步曲”，當贏
得“初選”者進入立法會後，就實施兩度否決2020年財政預算
案，從而逼迫特區行政長官辭職，達到令香港特區政府停擺的目
的。

國安法實施後繼續犯案
該團夥為了配合策略投票，至去年6月該計劃進入具體實施，

包括進行資金眾籌，至6月30日深夜香港國安法正式實施，該團夥
仍在7月繼續搞選舉工程，包括“民意研究”、大規模宣傳、舉辦
論壇等，及於7月11日和12日舉行“初選”，其後高調宣布“初
選”結果和相關分析。

李桂華表示：“這意味着該計劃已經由概念變為實質的行動，
該團夥有決心實施該計劃，並有豐富資源支持計劃，計劃的目標也
很明確，就是逼迫特首辭職，令整個特區政府停擺、不能運作，明
顯違反香港國安法第二十二條第三項，嚴重干擾特區政府運作。”

他強調，香港國安法去年6月30日深夜生效，而有關團夥去年3
月公布計劃，香港國安法沒有追溯權，但該團夥實施的“初選”一連
兩天在7月11日、12日進行，13日公布結果和配票安排，顯示他們的
違法活動在國安法實施後仍然持續，所以警方依法採取拘捕行動，並
不排除會有更多人被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蕭景源）據了解，香港警方在6日行動中
凍結了與案有關的160萬元（港元，下同）。調查發現，攬炒團夥策
劃者戴耀廷等人，將眾籌來的資金分派給每名參與“初選”者，每人
獲得贊助金額由4,000元至29萬元不等，有操控選舉之嫌。

參與者獲資助 承諾輸了不參選
李桂華向記者表示，本案中有兩點值得關注。首先，該計劃得

到贊助，參與“初選”者獲得贊助金額有多有少，而大部分參與
“初選”候選人皆簽署了聲明，若輸了不會參與立法會選舉，令人
質疑“這是否一個公平、誠實的選舉目的”，因此警方會調查該筆
資金的運作及分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所謂
“35+”計劃，是惡意扭曲和濫用法例賦予
立法會議員的權力達至“攬炒”的目的。
香港警務處國家安全處高級警司李桂華指
出，涉案的犯罪團夥早前對外發布的信息
及宣傳內容，均表明要不理任何理由、一
心地要否決所有議案，目的是要令行政長
官辭職、癱瘓特區政府，令政府不能運
作，明顯不符合基本法第七十三條規定的
議員權力，這就是他們犯法的“癥結”所
在。

攬炒派聲稱否決財政預算案是基本法
賦予立法會議員的權力，李桂華指出，議員
有權對政府的預算案投反對或贊成票，但目
的不應該為推翻政權，若只為令政府停擺、
令政府不能運作，就是違反香港國安法，並
舉例說：一個人開車本身並沒問題，但其開
車之目的是要去打劫就肯定違法。所以議員
投反對票，要由其最終目的和意圖，由整件
事完整地來判斷是否合法。

指有違法意圖有具體實施
有人聲稱，涉案人的行動並沒有成

功，充其量只是“發表個人言論和主
張”，“難以斷定”他們違反國安法，更
質疑警方今次行動是為阻止他們將來再參
選立法會議員。李桂華駁斥指，僅僅發表

主張不會被拘捕，但涉案者已經具體實施
停擺政府的計劃，無論是否成功，只要有
違法意圖和行動，就已經構成犯罪。警方
拘捕相關人等，是基於他們在7月進行的
違法行動，警方對政治沒有興趣，而拘捕
行動沒有任何政治因素。

有人又質疑警方的行動是否意味着在
香港不能進行“初選”，李桂華指出，

“初選”本身並沒有問題，其他國家及地
區政黨亦會在選舉前進行初選，以選出合
適候選人，但絕不會以停擺政府作為初選
計劃的最終目標；以停擺政府進行的“初
選”計劃，就會干犯香港國安法中第二十
二條第三款“嚴重干擾、阻撓、破壞中華
人民共和國中央政權機關或者香港特別行
政區政權機關依法履行職能”。

警國安處：議員有權否議案 無權癱政府

涉操控選舉 凍資160萬
■■ 警察在楊雪盈議員辦事處搬警察在楊雪盈議員辦事處搬
走證物走證物。。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記者記者攝攝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攝攝

5 鍾錦麟︳西貢區議會主席、新民主同盟成員 6 吳政亨︳“初選三不投”發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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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日日，，河北石家莊啟動全員核檢河北石家莊啟動全員核檢。。石家石家
莊所有小區居民被要求居家隔離莊所有小區居民被要求居家隔離33天天，，並並
在在33天內以社區為單位接受核酸檢測天內以社區為單位接受核酸檢測。。圖圖
為小區市民排隊進行核酸採樣為小區市民排隊進行核酸採樣。。 中新社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記者顧大鵬及中新社報道，短短5日，河北省本地新冠確診病例過百

宗。根據通知，擁有1,100萬常住人口的石家莊所有小區居民被要求居家隔離3天，並在3天

內以社區為單位接受核酸檢測。作為河北此輪本土疫情暴發的“中心”，石家莊一夜之間按下

“暫停鍵”。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
社報道，美國《外交政
策》雜誌 4 日刊載文章
《疫情重塑中國經濟》指
出，中國抗擊新冠肺炎疫
情的經驗能為其他國家了
解如何應對疫後世界提供
借鑒。文章稱，中國是
2020 年唯一一個經濟實
現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
最新指標表明，中國經濟
復甦的腳步正在加快。
“中國經濟表現如此出色
的一個最重要因素是對疫
情的控制。”
文章同時指出，儘管

目前中國經濟與衞生狀況都
恢復得相當不錯，防疫措施
也有所放鬆，但人們依然保
持謹慎，許多消費習慣正在
發生改變。疫情暴發以
來，中國消費者乘火車出
行的次數與外出就餐的次
數都在減少，而網購的次
數在大大增加。2020年第
三季度，中國的教育、文
化和娛樂服務消費比去年
同期下降20%左右，而電
子商務和外賣消費卻得到大
幅度增長。
文章分析說，疫情給

中國鐵路交通帶來結構性影
響，一方面是由於廣泛使用
視頻會議導致商務旅行減
少，另一方面是旅遊習慣的
改變。其他行業也都可能面
臨類似的轉變。一些企業可
能會因此被迫退出市場，另
一些則可能會調整自己的業
務模式來適應環境的變化。
這場疫情是一場持續時間足
夠長、強度足夠大的社會經
濟實驗，可能會對消費者的
習慣造成長久的影響。
文章最後指出，由於

中國正處於抗疫後期階段，
其經驗對其他國家了解如何
應對後疫情時代具有借鑒意
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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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莊防控措施

核檢：
6日至8日，全市1,100萬民眾全員核
酸檢測

流調：
協調醫務人員、公安幹警、鄉鎮幹部
組建104支流調隊，完成新華、正
定、槁城、新樂市18,521人的排查工
作，全部落實相關管控措施

居民：
全市小區、農村開始實行封閉環管
控，3天內不允許出入

醫院：
病房實施封閉式管理，禁止一切探視

機場：
從6日起，出行旅客需憑72小時內有
效核酸陰性證明方可登機

火車站：
石家莊、邯鄲、邢台等地進京火車票
暫停發售，出行旅客需憑72小時內有
效核酸陰性證明方可乘車

汽車站：
石家莊客運總站暫時停運，6日至16
日所有網購票將會在1至5個工作日
內原路退回

地鐵及公交：
石家莊地鐵全天行車間隔將調整為20
分鐘，市區大部分公交車間隔時間增
長至20分鐘以上

高速公路：
●京港澳高速（G4）、京昆高速
（G5）、首都環線高速（G95）、黃
石 高 速 （G1811） 、 保 阜 高 速
（G1812）等多條高速路段禁行或上
下道口雙向勸返

●首都環線高速（G95），張承高速承
德段，豐寧站、鳳山站、南關站、西官
營站張家口方向，大灘站雙向關閉

學校：
全市中小學、幼兒園當日起停止線下
教育教學

超市商貿：
採取網訂店送、無接觸交易等措施，
提供採購便利服務

餐飲外賣：
外賣烹飪食品中心溫度不得低於70攝
氏度，網絡平台、餐飲商戶採取“無
接觸方式”送餐

■■綜合香港文匯報記者顧大鵬

及石家莊媒體報道

6日清晨，石家莊主城區路面空空蕩蕩，不見昔日
早高峰時熙攘的人流、車流。

根據中國國家衞健委公布數字，截至5日24時，河
北全省已新增本土確診病例39例、尚在醫學觀察本地
無症狀感染者78例。石家莊市藁城區全域被調整為高
風險地區，成為全國目前唯一高風險地區。

主城區的臨街店舖大多暫停營業。據一名5日上夜
班的外賣送餐員介紹，5日晚至6日早上，他僅接了7個
訂單。“正在等我們小區通知做核酸的具體時間，馬上
我也要回家了。”

位於裕華路的一座大型商場海悅天地大門緊閉，負責
該商場保潔工作的高順新正在對商場外部的垃圾桶進行消
殺。據他介紹，5日起，商場內陸續有商家暫停營業，6日
整個商場全部停業，具體開業時間另行通知。雖然停止營
業，但他們會繼續做好商場內外部的消殺工作。

交通全管控 居民囤食材
此外，石家莊客運總站宣布暫時停運，6日至16日

所有網購票將會在1至5個工作日內原路退回。石家莊
火車站和機場出行旅客，需憑72小時內核酸證明乘車
登機，全市所有社區農村閉環管控。因疫情防控需要，
京港澳高速、京昆高速、首都環線高速等河北境內多條
高速禁止上道、勸返車輛。

石家莊市內的公共交通也採取了戰時狀態：自6日9
時起，石家莊地鐵全天行車間隔將調整為20分鐘，首末班
車時間不變。香港文匯報記者在石家莊地鐵東里站上車前
往石家莊火車站，地鐵內只有零星乘客，大多數座位閒
置。到石家莊旅遊的張春生（化名）表示，他將乘坐6日
的火車回青島老家。“這兩天所到之處都比較有秩序。”

6日，石家莊開始對所有小區實施閉環管控。一些小
區內的便利店並未停業，居民可以購買到日常生活物
資。石家莊天山熙湖小區業主張光明表示，近幾日他和
家人都不外出，所以儲備一些食材。“買了夠三四天吃
的菜，價格跟以前一樣。我們配合政府做核酸檢測，耐
心等待就好。”

抽調外地三千醫護支援
在6日晚的疫情通報記者會上，石家莊市副市長孟

祥紅介紹，從凌晨開始，已組織省市醫療機構、第三方
機構等19,754人，對石家莊市進行全員核酸檢測。截至
6日下午5時，累計採樣200萬人份，送檢593,757人，
發現陽性樣本7例。

石家莊市衞健委副主任張東生表示，河北省衞健委
緊急從外地抽調1,000名醫務人員，1月6日下午已經到
位，1月7日還要支援2,000名醫務人員。

所有小區居民居家隔離所有小區居民居家隔離33天天 啟動全民核檢啟動全民核檢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及新華社報道，北京衞
健委負責人表示，1月1日至2日，北京全市共接種新
冠疫苗73,537劑，未發生嚴重不良反應。

上海市政府新聞辦6日亦表示，至1月4日，上海
已累計接種32.6萬人。上海已接種新冠疫苗人群的安
全性監測數據顯示，在用的新冠疫苗安全性良好，迄今
無嚴重異常反應報告。

北京市衞生健康委提示，到目前為止，任何疫苗
的保護效果都不能達到100%，少數人接種後仍可能不
產生保護力或者發病。

目前，人群免疫屏障尚未建立。因此，接種疫苗
後仍需要做好戴口罩、勤洗手、開窗通風、保持社交
距離等個人防護措施；必要時仍應配合相關部門進行
核酸檢測。

京滬逾40萬人接種疫苗

■■ 66日日，，在石家莊一高速上道口在石家莊一高速上道口，，當地警方在疏導當地警方在疏導
並勸返車輛並勸返車輛。。 中新社中新社

■■6日清晨，石家莊主城區不見了昔
日早高峰時熙攘的人流、車流。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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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莊防疫升級 全城按下暫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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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特朗普政府禁用的被特朗普政府禁用的
88種中國應用程式種中國應用程式

紐交所再反口 三中資電訊股除牌
特朗普“倒數反撲”禁用支付寶等8種中國應用程式

紐交所政策搖擺 損投資者信心
紐交所日前決定撤回要將中國三

大電訊股摘牌的決定，然後又短短一
日反口，在美國財長姆努欽施壓後，
又重新決定推進對三家中資電訊商的
摘牌進程。紐交所作為世界上最大交

易所之一，但在政策上亦出現這種隨意性、不確定
性，真讓人大開眼界。其實，此舉除玩殘投資者外，
也讓它賠上聲譽，大損投資者信心。

任期餘下兩周的美國總統特朗普，卸任前仍小動
作多多。不單施壓要紐交所重新考慮將三大中資電訊
股除牌的決定，更在6日簽署行政命令，禁止美國民眾
與中國8個支付軟件應用程式做交易，當中包括支付寶
及微信支付，但市場都未有認為，有關禁令會有很大
的影響力。有美資投行的分析員表示，今次紐交所反
覆無常的決定，顯示美國政治角力嚴重，特朗普一派
希望在餘下任期內，盡量為下一任總統拜登製造難

題，甚至埋下地雷，然而繼任的拜登似乎亦已在動用
影響力制止特朗普的肆意妄為。雖然拜登上台後，有
權力撤回大量由特朗普簽署的行政命令，但特朗普亦
可借此確立其“堅定反華”的形象，以圖下一屆再角
逐總統寶座。若拜登輕易將特朗普的“反華”措施撤
銷，則可能要面臨反華勢力的攻訐。

該分析員指出，其實過去的美國新任總統在上任
後，都會推翻若干由上一任留下的措施及行政命令，
例如特朗普便推翻了奧巴馬推出的醫保法案；奧巴馬
上任後，也迅速取消布什政府多達200項包括氣候變
化、墮胎等領域的行政措施和命令。他相信，拜登今
次也不例外，但特朗普的做法牽涉市場運作，會令很
多投資者無辜蒙受損失，而紐交所在今次事件中，罕
見地被牽扯進入政治漩渦，也令市場質疑其獨立性，
事件恐損害該交易所的百年聲譽。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紹基

■特朗普簽
署的多項行
政命令，拜
登曾表明就
職後將會推
翻。

資料圖片

紐交所5日突然“轉軚”，收回要將中移
動、中電信及中聯通ADR從該所摘牌

的決定。不過，特朗普末日政府死心不息，
彭博引述消息稱，美國財長姆努欽曾致電紐
交所總裁，告知他不同意該所撤回三家電訊
股退市的決定，報道並指紐交所又重新考慮
推進決定。紐交所到6日晚果然再反口，宣
布推進摘牌決定，並承認第二次逆轉是根據
美國財政部外國資產控制辦公室及監管機構
的最新指導，即截至1月11日，美國民眾無
法與這三家公司進行某些交易。

這意味美國投資者本周五（8日）後不能
買賣上述三隻中資電訊股。

另一方面，尚餘10多天任期的美國總
統特朗普，在刁難中國公司上仍賣力，6
日再簽署行政命令，禁止在美國使用支付
寶、微信支付等8種中國支付應用程式，
並有意在下台前落實。

受紐交所第二次反轉的消息影響，中移
動ADR 6日晚早段曾急跌3.7%。截至北京時
間6日晚11:30，中移動ADR跌2.27%；中聯
通ADR跌1.46%；中電信ADR跌2.79%。

決定反覆兒戲 美高層從中作梗
路透社6日報道指，紐交所上演第二次

反轉，令外界對特朗普政府發布的規定感到
困惑，並引述消息指，紐交所第一次反轉可
能是美國財政部有人在背後發功，促使紐交
所撤銷摘牌決定。彭博6日晚引述消息人士
指，紐交所第一次反轉讓財政部、國務院和
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官員們頗為不解，並使得

特朗普政府最高層官員頗為惱怒，財長姆努
欽、白宮幕僚長Mark Meadows、國家安全
顧問 Robert O’Brien和國家經濟委員會主任
Larry Kudlow都過問了此事。

GFM資產管理公司董事總經理Tariq
Dennison表示，在特朗普總統任期的最後日
子，這一劇情突變凸顯出，美國禁止投資35
家被視為與軍方有聯繫的中國企業這一禁令
的實施和影響均尚不明朗。

港股表現穩 成交續超2千億元
不過，特朗普末日政府的行為，也讓市

場人士更加看清他一向視規則和制度如無
物、任意妄為的本質，6日港股對紐交所重新
考慮推進決定已沒有太大反應，大市依然向
上，恒指收報27,692點，再升42點，成交連
續兩日逾2,000億元（港元，下同），達到
2,187億元。

光大新鴻基財富管理策略師溫傑表示，
港股6日走勢，反映美國制裁部分中資股所產
生的負面因素，已逐漸被市場消化，原因包括
美國現階段制裁的中國企業及股份，其在美國
及美股市場的市佔率甚低，對有關企業及股份
影響有限。另外，紐交所的“反轉再反轉”，
也使得市場覺得有關命令可以隨時改變，這使
得相關政策的威脅性大幅降低。

對於紐交所重啟對內地三大電訊股ADR
退市的程序，他認為，雖然股價早前已跌至
低殘水平，欠缺大幅上升的動力，但股份仍
可在低位借機反彈。中移動6日回升1.2%，
聯通及中電信更升逾3.5%。

總統任期剩下十多日的特朗普死雞撐飯蓋，再簽行政命令禁用支付寶等8

種中國應用程式；紐交所6日又再反口，宣布將中移動、中聯通及中電信三家

公司的ADR除牌，下周一（11日）正式生效，玩殘投資者。受消息影響，中

移動ADR早段曾急跌3.7%。紐交所“反轉再反轉”的奇葩表現，外電指出，

市場對特朗普政府發布的規定感到困惑，同時亦反映華府內部在對華政策

上，存在嚴重分歧，政策的隨意性、任意性及不確定性都很大，市場無所適

從。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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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北京

3萬億元

廣東深圳、廣東廣州、重慶

2萬億元

江蘇蘇州、四川成都、湖北武漢、浙江杭州、天
津、江蘇南京、浙江寧波、江蘇無錫、山東青島、
河南鄭州、湖南長沙、廣東佛山

1萬億至2萬億元

福建泉州、安徽合肥、福建福州、江蘇南通

近期宣布超萬億元

廣東東莞、山東濟南、陝西
西安

等候入會

ＧＤＰ

（單位：人民幣）

中國21省市GDP超萬億
更多中心城市壯大 專家：多點開花利經濟均衡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2020年遭遇新冠疫

情“黑天鵝”，中國仍是全球

唯一實現經濟正增長的主要經

濟體，官方預計全年國內生產

總值（GDP）突破 100萬億元

（人民幣，下同），人均GDP

連續兩年超過1萬美元。近日，

多個二三線城市宣布2020年地

區生產總值超過萬億元，正式

躋身“萬億俱樂部”，全國

GDP萬億城市增至21個。有專

家指出，過去經濟資源過多聚

集在少數中心城市，隨着更多

中心城市發展壯大，多點開

花，更有利經濟均衡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
及中通社報道，美國國務院當
地時間1月5日公布消息稱，美
國和台灣民進黨當局將於北京
時間1月7日透過視頻進行“政
治軍事對話”。國務院台辦發
言人朱鳳蓮6日應詢表示，民進
黨當局“倚美謀獨”、甘當棋
子，只會給島內帶來深重災
難。對於台美將舉辦所謂“政
治軍事對話”，朱鳳蓮指出，
我們一貫堅決反對台美之間進
行任何形式的官方往來和軍事
聯繫。我們敦促美方恪守一個
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
規定，停止向“台獨”分裂勢
力發出錯誤信號。

同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
華春瑩也對此表示譴責，她指
出，美方這麼做將嚴重違反一
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
報的規定，中方對此堅決反對
並予以強烈的譴責。

華春瑩稱，台灣問題事關
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涉及
中國核心利益，是中美關係中
最重要最敏感的問題。中方敦
促美方切實恪守一個中國原則
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規定，立
即停止與台灣進行任何形式的
官方往來和軍事聯繫，以免進
一步損害台海穩定和中美關
係。中方將根據形勢的發展作
出必要的反應，堅決地捍衛國
家的主權安全利益。

台灣東海大學政治系教授
宋興洲指出，拜登上台後將有
三大首要任務，分別為控制美
國日趨嚴重的疫情，改善美國
的外交關係與重新試圖確立美
國在全球的領導地位，處理與
台灣的關係優先級較低；因此
拜登不會因此次台美對話受到
太多影響。

學者：特朗普旨在製爛攤子
台灣大學政治系榮譽教授

張麟徵接受採訪時表示，美國
國務院此時宣布將與台灣當局
進行政治軍事對話是特朗普離
任前的瘋狂，想要製造混亂給
即將上任的總統大選當選人拜
登留下一個“爛攤子”，民進
黨當局不必見獵心喜。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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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2019年末，中國已有17座城市GDP超過
1萬億元。同時，“萬億俱樂部”後備軍的

陣容也很龐大，泉州、東莞、濟南、合肥、福
州、南通、西安7座城市，2019年GDP都超過了
9,000億元，其中泉州距離萬億只差53億元。

西安濟南東莞入會在即
疫情衝擊下，多數城市在2020年前三季度僅

錄得GDP輕微增長，不過四季度經濟復甦步伐明
顯加快。近日，泉州、合肥、福州、南通四座城市
官宣，2020年GDP已經突破萬億元，市場預計後
備軍中多數城市也有望在2020年轉正。

陝西省會西安，2020 年前三季度 GDP 為
7,075.31億，實際增速4.5%，位居7大準萬億城市
之首；濟南作為山東省會城市，前三季度GDP增
速快速從上半年的0.7%提升到3.1%，按照增長趨

勢及對比2019年GDP數據看，GDP邁上萬億台階
幾率較高。

至於對出口依賴較大的東莞，前三季度GDP
增速僅為0.2%，市場預計四季度經濟增速要達到
7.5%以上，才能實現全年GDP超萬億元目標，有
一定難度。

南北東西差距繼續擴大
中國國家信息中心預測部首席分析師祝寶良認

為，GDP總量是衡量一個國家以及區域綜合實力
的指標之一。疫情下中國經濟實現正增長，城市批
量跨上GDP萬億的台階，顯示中國經濟整體實力
提升，區域經濟實力增強。GDP萬億是一個城市
發展的重要階段，GDP萬億規模的城市，具有一
定的經濟實力和輻射帶動能力，是區域中心城市和
增長的引擎。過去經濟資源過多聚集在少數中心城

市，隨着更多中心城市發展壯大，多點開花，更有
利經濟均衡發展。

不過，值得關注的是南北差距、東西差距繼續
拉大。此前17座萬億GDP城市中，北方城市只有北
京、天津、青島、鄭州4個，南方城市佔據13席。
如果2020年泉州、東莞、濟南、合肥、福州、南
通、西安7個城市加入“萬億俱樂部”，北方萬億
GDP城市數量增加到6個，南方則有18個。

祝寶良分析指，從萬億俱樂部成員看，北方主
要是京津直轄市以及山東、河南的大型城市，西部
主要是重慶、成都和西安，東北無一城入榜，而江
浙、廣東等東部和南部省份已形成都市聚集圈。

數據顯示，南北差距拉大，2012年至今，北
方經濟佔全國比重已從43%左右下降到35%左右，
南北方人均GDP差距已從0.97擴大到1.3倍，統籌
區域協調發展任重道遠。

■■上海浦東陸家嘴上海浦東陸家嘴。。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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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日立冷氣深耕台灣超過半世紀，而且身為全台最
大變頻空調製造廠，更是一直大力支持在台舉辦的國際相關體育
賽事，像昨（7日）正式宣布第13屆 「日立慈善盃女子高爾夫菁
英賽」今日起至10日在桃園東方球場愛心開打，日立冷氣社長
菊地正幸與總經理羅淮正也親自到場為選手打氣。

開啟台灣慈善公益賽事先河
雖然全球仍在對抗疫情，但幸好在台灣的日立慈善盃為世界

首場職業高爾夫賽事，而今年仍能在台順利舉辦，讓本地的高爾
夫球選手累積世界積分，特別是去年奪冠的台灣好手陳宇茹，到

底今年能否完成連霸挑戰就相當受萬眾矚目，也期盼今年能再把
冠軍獎杯留在台灣。

而日立慈善盃多年來都是以 「幫助公益團體」和 「創造國內
職業高爾夫選手的培育環境」為比賽宗旨，結合了體育與慈善兩
大理念，以開啟台灣慈善公益賽事先河，而且更作為業界表率拋
磚引玉，實行 「您捐多少，日立就捐多少」，將門票收入總額加
碼再捐贈至十大公益團體，屆時民眾也能利用接駁巴士前往會場
，而活動至今捐款總額已累計突破7000萬元，讓日立慈善盃更
純粹且溫暖。

將關懷面向延伸至偏鄉教育
另外，日立冷氣不僅大力支持在台舉辦的國際相關體育賽事

，更將關懷延伸，從公益、教育等其他面向著手，像長期贊助國
際自由車環台賽、台北羽球公開賽、Challenge Taiwan鐵人3項、
嘉義市國際管樂節、台灣燈會等，讓世界看見台灣，同時也前進
偏鄉學校捐贈空調產品，以提升學生的生活及學習環境，對慈善
公益的投入備受肯定，也讓其5度榮獲 「天下企業公民獎」外商
企業組第1名，讓大家都能體會到 「享受幸福溫度、呼吸最好空
氣」的理念。

（中央社）萊豬進口惹爭議，中央研究院
前院長李遠哲以 「糖也是毒，只要少吃就沒事
」比喻萊劑，國民黨革實院長羅智強在臉書質
疑 「李遠哲，挺萊豬挺到頭殼壞去？」並嗆問
陳時中，李遠哲說萊劑跟糖一樣，算不算 「散
佈不實謠言」，要不要快點提告？

行政院長蘇貞昌稱 「台灣豬」名氣可比日
本 「松阪豬」，遭國民黨新北市議員葉元之打
臉，指松阪不是地名而是部位，痛批不懂豬肉
，還硬宣傳。台北市長柯文哲7日指出，蘇貞
昌提出豬肉品質的比較，與萊豬、松阪豬之到
底有什麼關係，蘇的講話邏輯很奇怪、難懂，
自己也搞不清楚。

民進黨前祕書長羅文嘉認為，民進黨真正
要做的除了請求國人諒解，何不利用機會跟社
會更全面、深入的溝通對話，既非仰仗國會多
數，也非依靠網宣技術。

羅智強說，李遠哲與前衛生局長楊志良都
是科學人，楊反萊豬，李卻為護航萊豬，將萊
劑比喻為糖，告訴大家少吃就沒事。請問李遠
哲，糖是否被160幾個國家列為禁藥？糖份在
食品中皆有明確標示，萊劑是否有比照？

羅智強說，蘇偉碩只一句萊豬有毒就被查
水錶，李遠哲說萊劑跟糖一樣，算不算 「散佈
不實謠言」，陳時中要不要快點提告？衛福部
要不要嗆關李遠哲三年？

李遠哲挺萊豬被嗆
羅文嘉籲綠別再大內宣

（中央社）屏東一架輕航機昨天疑似撞山
壁，陷在70度陡坡，晚間尋獲飛機殘骸，機上
林姓教練（58歲）與陳姓學員（24歲），被發
現時已明顯死亡，搜救人員漏夜攀赴失事現場
，設法接運罹難遺體者下山，經過一番努力，
終於在凌晨2時許順利將兩名罹難者遺體運送下
山，交由警方及家屬處理後續事宜。其中，陳
姓學員燒成焦屍，父親悲喊： 「跟爸爸回家！
」

消防人員抵達墜機第一現場的影片曝光，
當時機身整個焚燒，年輕陳姓學員因遭汽油潑
灑到，整個人燃燒，且燒成焦屍，難以辨別五
官，一度，令消防員不知如何搶救，替他保留
比較完整的屍體。至於教練則拋甩飛出飛機外

，被發現時已無生命跡象。現場輕航機殘骸散
落，凌亂不堪。

輕航機飛行基地人員指出，機場是合法的
，今天飛安協會將抵達鑑定，釐清是天氣、機
械、還是人為操作因素導致事故。他不諱言，
昨天天氣不太好，這趟航程預計20分鐘，起飛
後15分鐘要回報狀況，地勤人員均無接獲回報
，呼叫也無反應，地勤人員開始緊張，展開搜
救。

據了解，該輕航機是在昨天下午2時多自高
樹起飛，依規定應於起飛後15分鐘後，就要透
過無線電回報狀況，但是當時沒有回訊。經無
線電聯絡，也未回應，不久即開始搜尋，並通
報119協助搜尋。

屏東縣消防局昨下午4時多接獲通報出動三
地門、瑪家、萬巒、鹽埔等4分隊及特搜大隊、
第一大隊各式消防車輛10車及警義消40人，沿
隘寮溪附近溪域尋找，漏夜在賽嘉附近山區搜
尋。晚間10點20分尋獲輕航機，機體起火， 機
上2人也已明顯死亡。

墜毀的輕航機被發現的地點，位在高樹鄉
口社溪北端一處飛行場的東南方約4公里處的山
林。根據氣象局的資料顯示，下午14時至15時
山地門氣溫約在17度左右，雖然沒有明顯降雨
，但相對溼度高達 95%，所以墜機現場的產業
道路都是泥濘路面，因此增加搜救難度。

根據林姓教練的家屬表示，林男除了擔任
飛行教練外，平時還在高雄圓山飯店擔任空調

維修的工作，昨日原本是要去上班執勤，但不
知為何又跑去飛行。

凌晨2時許，搜救人員順利載運兩名罹難者
的遺體下山，林姓教練的妻子難過的坐在車上
等候，接著在救難人員協助下將遺體移到廂型
車上。

另名罹難陳姓學員的父親，見到兒子的遺
體時，也是強忍悲傷呼喊著兒子名字，並說著
： 「回家了！跟爸爸回家了！」場面也令人鼻
酸。

兩名罹難者遺體，都在家屬陪伴下先送往
殯儀館安置，待白天時再由檢警進行勘驗調查
。

開3天短命夜市遭勒停3個月
中市府駁復業攤商下跪陳情

屏東輕航機墜機2死
烈火燒屍！家屬悲喊：跟爸爸回家了

（中央社）打著 「全台最乾淨的夜市」之台中總站夜市，去
年10月雙十連假試營運，短短3天引爆人潮，市府一查發現該攤
商尚未取得合法營業許可就偷跑營業，開罰6萬元並勒令停業至
今，業者依照經發局要求針對交通疏導等問題補件申請，沒想到
去年底收到駁回公文，今天近百名業者冒著低溫到台中市政府前
廣場拉白布條陳情，3人激動下跪跟盧秀燕喊話： 「盧市長救救
我們，給我們一口飯吃！」

位於台中捷運舊社站附近的總站夜市，去年10月因為尚未
取得營業許可證就是營運，遭市府勒令停業至今，該夜市攤商自
救會代表今天齊聚市府廣場，拉起白布條，齊聲高喊 「盧市長救
救我們，給我們一口飯吃！快過年了！」講到激動處3人還下跪
哭訴生活陷入困境，高呼 「我們要見市長！」

張姓攤商說，去年投資50萬元設備費用準備經營，沒想到
才經營3天就不能營業，停業3個月期間曾向親友借貸，但現在

已經借貸無門，生活陷入困
境，連小孩的註冊費都繳不
出，希望盧市長幫幫她們，
讓他們好過年。

方姓攤商則說，業者這段時間已經設置停車場，政府說要改
善的都改了，現在又說還有噪音、光害問題不給開幕，希望市府
秉公處理，讓夜市盡快開幕營運。

對於業者跪求陳情，台中市政府經發局市場科股長涂茜文出
面受理陳情，表示會將業者的訴求轉述給相關單位，她並重申總
站夜市去年8月7日依 「台中市攤販集中區設置管理自治條例」
申請營業許可，業者卻於10月9日至11日就先違法營業才遭勒
令停業，目前該局依業者提送最新的計畫書仍然補正不全，無法
解決地方反映的噪音、光害、交通等問題，如營業勢必影響周邊
環境及交通，所以依規駁回設置申請，但強調 「業者不服可於文

到後30天內提出訴願。」
總站夜市葉姓業者則無奈表示，總站夜市當初跟地主承租

1800坪土地10年，預計招商300攤，每個月要負擔100多萬租金
，從開始申請至今已經3個多月，為了改善市府要求交通問題，
改善計畫書已經提到租用1000多坪土地可供200台汽車停車，還
有專人指揮交通，但眼見快要過年卻又遭駁回，讓他們很無奈，
她說目前將向市府提起訴願，也想問問市府官員 「請告訴我們，
到底要怎麼改善才可以讓我們核准營業？」

日立慈善高球賽開打
門票總收入再加碼 捐贈10大公益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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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經濟

經濟觀察：中國綠色稅制效用在黃河流域顯現
綜合報導 從水資源稅改革試點到實施環境保

護稅法、資源稅法，綠色稅制體系近年來在中國不

斷擴容、效用漸顯。在黃河流域，綠色稅制正助力

生態保護和經濟高質量發展。

2017年12月起，山西、內蒙古、山東、河南

、四川、陜西、寧夏以及北京、天津開展水資源稅

改革試點。期間，采取差別征稅政策。

既抑制不合理用水需求，又不影響社會基本用

水需要。對居民和壹般工商業企業稅額標準基本沒

有改變，正常用水負擔不會增加。對合理的農業生

產取用水量予以免稅，超過限額的部分從低征稅。

對超采區取用地下水、超計劃用水加倍征稅，在超

采區取用地下水的高耗水企業負擔將有所增加。中

央財經大學教授樊勇表示，如此規定能夠發揮稅收

杠桿作用，調節用水需求。

據河南新鄉用水大戶河南金天化工有限公司總

經理王道勇介紹，過去壹直取用地下水，由於處於

超采區，稅額標準較高。後來改變用水結構，改為

使用地表水，每年能直接減少稅收成本100多萬元(

人民幣，下同)。下壹步，將繼續改進用水工藝，

提高用水效率。

國家稅務總局數據顯示，水資源稅改革試點推

進以來，黃河流域水資源稅試點省份超過7000戶納

稅人不再抽采地下水，關停自備井超1.25萬余眼；

2019年地下水漏鬥區面積減小44.7平方公裏，2020

年超采區地下水計稅取水量較改革前減少6.4%；稅

收調節作用發揮明顯。

2018年1月1日起，中國開始實施第壹部專門

體現“綠色稅制”的單行稅法——環境保護稅法，

環境保護稅也壹同落地，成為新稅種。

“多排多繳，少排少繳，不排不繳”的環境保

護稅，推動企業向綠色、生態、健康、循環利用轉

型。在內蒙古鄂爾多斯，廣納煤業集團調整作業方

式，壹年內因粉塵排放量減少就享受環保稅優惠

460萬元，綠色稅收的正向激勵作用顯現。

據統計，2020年黃河流域省份納稅人申報的主

要大氣汙染物二氧化硫、氮氧化合物排放量分別下

降9.0%、16.2%，主要水汙染物化學需氧量、氨氮

排放量分別下降18.1%、16.2%，有近700家企業由

直接向外排放汙染物改為接入管網集中處理。

2020年9月資源稅法實施，引導企業加大技術

研發投入，促進資源節約集約利用、經濟高質量發

展。黃河流域能源礦產資源豐富，煤炭產量占全國

總產量的70%以上。

根據有關規定，資源稅法施行3年內，對充填

開采置換出來的煤炭，資源稅減征50%。在山西，

西山煤電(集團)有限責任公司是全國最大煉焦煤生

產基地。近年來，這家公司實施矸石充填開采項目

，以企業年充填量60萬噸測算，預計可享受減稅

1122萬元，在有效治理煤礦采空區、保護地下水、

減少地質災害的同時，很大程度解決了周邊村莊的

環境汙染及搬遷問題。

國家稅務總局財產和行為稅司有關負責人表示

，將持續落實好各項綠色稅收政策，鞏固綠色稅制

改革成果，拓展綠色稅收調節的範圍和力度，推動

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取得更大成效。

貨幣政策將更加精準有效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為2021年的貨幣

政策走向定下基調：要繼續實施積極的

財政政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保持對經

濟恢復的必要支持力度，政策操作上要

更加精準有效，不急轉彎，把握好政策

時度效。穩健的貨幣政策要靈活精準、

合理適度。

“這讓市場吃下了壹顆‘定心丸’。”

招聯金融首席研究員董希渺表示，中央

經濟工作會議強調保持宏觀政策的連續

性、穩定性、可持續性，這有助於穩定

市場信心和預期。

2020年以來，為應對疫情沖擊，我

國出臺了較多臨時性、階段性的措施，

政策力度前所未有。截至目前，我國已

推出涉及9萬億元貨幣資金的貨幣政策

應對措施，前10個月金融部門向實體經

濟讓利約1.25萬億元。貨幣供應量、社

會融資規模等關鍵指標均明顯高於2019

年同期水平。

從前期的政策效果看，當前我國經

濟社會已全面恢復發展，2020年前三季

度經濟增速轉正。第二、三季度GDP分

別增長3.2%和4.9%，消費、投資、出口

等經濟指標全面向好，供給基本恢復，

需求加速改善，就業民生較好保障，市

場預期總體穩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

測，2020年我國將成為主要經濟體中唯

壹正增長的國家。

隨著疫情對我國經濟沖擊逐漸減

弱，經濟活動逐步恢復正常，部分經

濟指標持續向好，有的政策已經順利

完成階段性任務，是不是意味著 2021

年這些階段性政策就要退出？結合中

央經濟工作會議精神，董希渺認為，

2021 年，我國仍將實施積極的財政政

策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宏觀政策既不

會大幅度收緊，也不會進壹步滑向寬

松。

“不能出現‘政策懸崖’。”中國

人民銀行副行長劉國強近期在談到下壹

步政策時表示，有關政策總體上要繼續

保持松緊適度，政策調整要基於對經濟

狀況的準確評估，從而避免政策突然中

斷造成很多方面無法適應，“不能倉促

，不能弱化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效果，

要把實體經濟服務好。”

在提到貨幣政策時，中央經濟工作

會議強調了八個字——靈活精準、合理

適度。中國民生銀行首席研究員溫彬認

為，貨幣政策要“靈活”，主要是由於

當前我國仍然面臨著復雜形勢和多種風

險挑戰，需要根據經濟形勢適時調節，

尋求多種目標的平衡。

從外部來看，世界經濟形勢依然復

雜嚴峻，復蘇不穩定、不平衡的問題突

出。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預測，2020年全

球經濟增速為-4.4%，恢復至疫情前水平

仍需時日。從內部來看，2020年我國經

濟發展取得了突出成績，但也面臨不少

挑戰和問題。“六穩”、“六保”任務

仍然艱巨。這意味著2021年宏觀經濟面

臨的不穩定不確定因素仍然較多，需要

財政、貨幣等各項宏觀政策繼續協同發

力。

“‘精準’主要是因為我國經濟

社會還在恢復發展中，還有壹些短板

領域和薄弱環節，如制造業、中小微

企業、科技創新等，需要更多結構性

、直達性貨幣政策的支持。”溫彬進

壹步表示。

2020年12月21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

會議決定，延續普惠小微企業貸款延期

還本付息政策和信用貸款支持計劃。

2020年，為加大金融對實體經濟支持，

幫助小微企業渡過難關，央行出臺了兩

項直達貨幣政策工具，對地方法人銀行

實行普惠小微企業貸款階段性延期還本

付息給予壹定激勵，並對地方法人銀行

發放普惠小微企業信用貸款提供優惠資

金支持。目前看，政策實施取得顯著效

果，惠及小微企業310多萬戶，對緩解

企業資金壓力、保市場主體保居民就業

發揮了積極作用。

幣政策工具，體現了宏觀調控政策

的連續性、穩定性和可持續性。”溫彬

認為，2020年二季度以來，我國經濟增

長率先企穩回升，第三、第四季度進壹

步延續復蘇向好態勢。但對小微企業經

營者而言，仍面臨壹定的困難和壓力，

2021年外部環境還存在很大的不確定性

，經濟復蘇基礎還不牢固，特別是對小

微企業等薄弱領域還需要加大金融支持

力度。因此，政策延期有助於小微企業

渡過難關，也有助於保市場主體保居民

就業目標的進壹步實現。

“合理適度”則是指貨幣信貸增長

要與經濟發展所需相壹致，保持貨幣供

應量和社會融資規模增速同名義經濟增

速基本匹配。“既不讓市場缺錢，也不

讓市場的錢溢出來。”在談到下壹步貨

幣政策走向時，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易綱

表示，將盡可能長時間實施正常貨幣政

策，保持正常的、向上傾斜的收益率曲

線，為經濟主體提供正向激勵。

溫彬預計，下壹階段貨幣政策將更

加靈活地平衡穩增長、降成本、控杠桿

、防風險等多重目標，科學把控力度、

節奏和重點，同時，做好政策銜接和跨

周期調控，“不急轉彎”，防止政策中

斷帶來的意外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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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休士頓台灣松年學院

松年學院於2003年為長輩設立的一所非營利
教育機構，主旨是追求豐盛的生命，全人的健康
生活;活到老、學到老;愛與服務。松年學院為社區
長輩提供一處 「活到老、學到老、學有樂、活得
好」 的場所、也提供學員生活豐盛的經驗 「熱愛
及珍惜這塊土地」 ，我們歡迎年齡50歲以上認同
學院宗旨者即可申請入學。學院為一學年兩學期
制，凡研習修滿規定學分頒發榮譽學位。

學院的學員老師來自台灣，本地，日本，越
南，香港，中國等地。春季開學課程有: 晨間運動
( 養生氣功太極每天早上9:00-9:30 ) 。HTISC合唱
團 (名聲樂家詹硯文指揮)。日文高，初級班， 西

班牙文會話班。實用英文。文化傳統(台灣俗語，
客家文化)。專題系列(醫學諮詢，漫遊中東，社會
新知)。電影欣賞(古今中外精典電影介紹)音樂欣賞(
介紹古今音樂名曲作家及演奏)。氣道書法。插花(
池坊，草月及各學派名家指導)。橋牌。園藝。油
畫。國畫。手工藝。電腦。舞蹈。氣功/太極拳。
瑜珈。高爾夫球，娛樂。午餐﹙需要付費，社團
活動﹚。每月有一次的戶外教學，每學期有國內
外的旅遊。(因COVID-19疫情課程稍有變更不便之
處敬請原諒)

松年學院春季學期將於2021年1月14日(星期
四)上午10時開學，學院為鼓勵許多長輩走出來學

習，增加許多新知識及結交新的朋友擴充生活使
晚年更豐富過的更充實。

學院是集合許多各行各業熱心人士和學有專
精的老師，藉由教導學習互相切磋，啟發學習興
趣，發揮才能與潛力使生活更加多采多姿。您若
喜歡使您活得更好，生命更有意義，松年學院是
您唯一的選擇，來加入松年學院您會獲得喜樂笑
逐顏開，認識更多的朋友，學習新知使您延年益
壽，歡迎加入我們的行列。

松年學院地址在 9720 Town Park Dr. #104，
Houston，Texas 77036(Tel. 713-272-8989)。報名
費:$20.00(終身一次)。學費$120.00(所有課程都能

選修)。學員聯誼會$15.00。午餐費$150.00。我們
也提供學習獎學金者，申請者:a)必須選修2/3課程
以上者，免收學費。b)介紹新學員加入註冊者每人
積點30分，累積滿120點者，免收學費。另外有
許多長輩雖然有意要出來學習，但因交通問題沒
有辦法解決成為困擾，我們也呼籲我們的學員老
師在您的周圍鄰居若有意來松年學院就學者，我
們可共安排合伙同乘計劃(Carpool)，請事先與學院
連絡以便安排。辦公室時間:星期一至星期四9:
00am-4:00pm 報名電話713-272-8989。

休士頓中華公所休士頓中華公所 共同主席徐朗及關邦健共同主席徐朗及關邦健交棒給新屆主席黃泰生及江麗君交棒給新屆主席黃泰生及江麗君

休士頓台灣松年學院休士頓台灣松年學院20212021秋季秋季
學期開學招生學期開學招生

休士頓中華公所休士頓中華公所110110年元旦升旗典禮年元旦升旗典禮

感謝您長年多方支持松年學院，感謝您對本
學院教學及對社區耆老的支持和貢獻。松年學院
自2003年創校以來，我們努力為社區長輩提供一
個終身學習，全人身心靈健康，樂於實踐愛心，
關心和服務他人的場所。松年學院是集合許多各
行各業熱心人士和學有專精的老師，藉由教導學

習互相切磋，啟發學習興趣，發揮才能與潛力使
生活更加多采多姿。2021年春季學期開學典禮將
於2021年元月十四日上午10時假學院的Daily Hall
舉行，我們面對COVID-19我們將有現場和LINE 的
開學典禮( LINE 請加入松年學院會務專用群組，我
們在9:50am開始歡迎進入) 。10:00AM: Spring Se-

mester Opening Ceremony , 我們誠執地邀請您來
參加分享參與終身學習，鼓勵更多的長輩學習使
生命更加充實，希望能高興地見到您。再次、誠
摯地祝福您!

我們有新的課程:高爾夫球課，歡迎您報名參
加!

專題演講Keynote Speech:
「希望之春」 Spring of Hope.

主講人 Speaker :陳建賓博士 Dr, Chien-Ping
Chen (休士頓大學維多利亞分校經濟學教授)

12:00PM: Lunch box, Fellowship & Registration
午餐聯誼註冊 Adjournment

因應休士頓地區新冠
肺炎疫情嚴重，休士頓中
華公所110年元旦升旗典禮
以視訊方式舉行。當日僑
務委員黎淑瑛、陳美芬、
張世勳及吳光宜等僑務榮
譽職人員、僑團負責人、
僑胞及僑青等近百人上線
參加，駐休士頓辦事處處
長羅復文、休士頓華僑文
教服務中心主任陳奕芳、
副主任楊容清也出席共慶
元旦。

升旗典禮由秘書長陸
忠主持，在播放美國國歌
、中華民國國歌及國旗歌
後，公所共同主席徐朗及
關邦健分別致詞，一致感
謝團隊及各僑團在嚴峻疫
情中的支持。羅復文表示

，別開生面的升旗典禮讓
人感受到疫情的嚴重，但
不減對國家的熱愛，希望
疫情緩解後能儘速恢復辦
理實體活動；他鼓勵僑胞
接種疫苗，注意健康。陳
奕芳認為，由於大家通力
合作，才能順利辦理線上
升旗典禮；僑胞這一年來
遭逢疫情的多重打擊，仍
然記得參加升旗，表達對
中華民國政府及台灣的支
持，令人感動。

隨後進行頒獎，陳奕
芳代表僑委會表揚 109 年
辦理雙十國慶活動有功僑
團及個人，她同時說明各
僑團活動事蹟，共有25個
僑團及個人獲頒感謝狀。
休士頓FASCA青年志工大

使團指導老師許健彬及戴
珮青也偕手頒發2020年美
國總統志工服務獎給10位
僑青，表彰他們在疫情期
間仍舊協助僑社辦理活動
、推廣台灣文化的熱忱；
他們愉快的展示獎狀，向
大家問好。

中華公所在典禮中以
預錄方式播出新、舊公所
主席交接短片，徐朗及關
邦健在中華公所主席聯誼
會會長林國煌監交下，交
棒給新屆主席黃泰生及江
麗君。羅復文隨即代表僑
委會委員長童振源頒發感
謝函給徐朗及關邦健，頒
發賀函給黃泰生及江麗君
；他期許中華公所在新團
隊領導下再創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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