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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by Chen
Broker / 企管碩士
德州 /加州地產經紀人

國、台、英語

Grace Wang
工商管理碩士
房地產經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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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您依賴的房地產投資專家

專精:房屋 商業 公寓 土地開發 物業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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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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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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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1月19日 星期二
Tuesday, January 19, 2020

（綜合報道）美國新型冠狀病毒
疫情爆發將近一年，如今約40萬人
染疫死亡。紐約時報指出，白宮不願
統一全國防疫策略、州長們拒衛生專
家於門外與無盡的錯誤資訊內耗，造
就今日的疫情泥淖。

紐時一篇專文回顧過去近一年時
間裡，美國是如何讓自己走入疫情深
淵。專文指出，政治兩極對立與排斥
科學觀點，使得幾乎整個大流行期間
美國都沒法遏止住疫情，最顯著與嚴
重的危害竟是出自聯邦層級。

總統川普聲稱病毒自會 「消失」
、與自己最高層科學家意見相左，最
失敗的莫過於放棄責任、不凝聚抗疫
所最需的全國一致努力，而把關鍵與
重大決策下放給各州，以為各州自己

就能逐退疫情並重啟經濟。
但州長們與負責因應危機的地方

官員卻把衛生專家晾在一邊、無視衛
生專業與自家幕僚的警告，平白浪費
美國已為數不多的防疫籌碼，有些竟
還出現顧問群裡塞入的是更多商界代
表而非醫師。

距離去年1月21日西雅圖北部出
現美國首例新型冠狀病毒確診已近一
年，一幅美國防疫全然失敗的景象清
晰浮現：染疫病死人數邁向40萬大
關，確診、住院與病死紀錄屢創新高
，如今還得面臨疫情爆發以來最險峻
的時刻。雖然已撐到疫苗登場救援，
但堪稱川普政府防疫最有可書之處的
疫苗計畫，又遇配送缺乏聯邦協調等
大麻煩。

紐時紐時：： 美自釀防疫失敗美自釀防疫失敗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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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當世界各地角落遭受新冠疫情不斷
肆虐之時, 美洲大陸亦遭到病毒之空前浩
劫， 正是哀嚎遍地之時， 我們非常悲慟
地送走了華裔醫療專家王大熙博士及名雕
刻藝朮家王维力先生。

王大熙教授係何明通教授之夫人， 雙
人結縭已超過半個世紀 ，他們皆是上一代
留美学生之表率 ，終身服務於安德森癌症
硏究中心 ，取得了無數学術及癌症研究之
成就奬， 王博士出生書香世家 ，早年畢
業於台灣師範大學 ，来美後獲奧立崗大學
博士學位， 終身致力於學術及醫療研究工
作， 外曾祖父翁同龢曾任晚清重臣 ，父
親王祖祥早年留美曾任國民政府内部司長
。

王教授最重要是熱心助人， 凡是要到
安德森癌症醫院去治療的華人同胞， 她都
會盡全力幫助， 可謂是菩薩心腸的大善人
。

就在上週離世的雕塑家王维力更是世
界級的藝術家， 早年畢業於中央藝術學院
， 曾經為孫中山 、宋慶齡塑像， 来美後
更為老布什等美國政界 ，電影藝人塑造數
百座銅像 ，在諸多藝術館 機場及廣場所

陳列收藏， 最難得可貴的是 ，王老師近
年來在他位於休斯敦國際區的私宅， 免費
教授中外學生每週定期教授雕塑課， 每年
並帶領學生們走遍世界各大山川 ，尤其是
大陸河山让大家體驗中西文化之精髓， 多
年前我們有幸參加王老師之師生作品大展
， 台上下多半是金髪碧眼的老外 ，他們
對王老師真是做到尊師重道的感人場面，
王老師多年來通過藝術來傳遞中華文化，
他是真正的文化交流大使。

今夜又不斷傳來新冠疫情之惡耗 ，窗
外寒風再起， 想到
王博士和王老師離
我們遠去， 心中再
次激起悲慟之情 ，
在她們一生中已經
走完了精彩的人生
旅程， 就如詩句中
所說 ，他們沒有帶
走一片彩雲 。但願
她們在天國中永遠
微笑， 因為他們已
經為社會尽力了。

When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attacked our
nation, two of our most prominent Chi-
nese-Americans in Houston, Texas, passed
away.

Professor Daisy Wang Ho was a long time re-
searcher and professor at Texas MD Ander-
son Cancer Center. Dr. Wang came from Tai-
wan in the early 60’s after she earned her
PhD degree. She married Dr. Ben Ho and
they moved to Houston. Since then, they were
married more than one-half century. Daisy
had such a warm heart for helping the people
who needed to be in the hospital. Many peo-

ple were also assisted by her grandfather
Weng Tonghe (1830-1904). He was a Chi-
nese Confucian scholar and imperial tutor who
lived in the Qing Dynasty. In 1856 he came to
the prestigious Hamlin Academy. In the last
fifty years Dr. Wang was involved in many
community service activities and donated her
time and money to help many needy people.

In the same week we also lost one of the most
famous sculptor artist, Willy Wang. He gradu-
ated from the sculpture department of Beijing
Central Academy of Fine Art in 1962 and
moved to America in 1981.

His works included a marble sculpture of Ma-
dame Sun Yat-Sen, a bronze cast of the late
President George Bush, a bronze bust of Cary
Grant and “Jesus Healing” for the Method-
ist Hospital.

Aside from his active artwork, Mr. Wang also
devotedly taught art classes in his Houston
studio free-of-charge. He also went on tours
with many of his students and traveled to dif-
ferent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Many years
ago we attended one of his student’s party
and display of all their artworks. Willy Wang
was really the East and West culture ambas-
sador in our community.

We are so very sad that both of them have left
us and gone to Heaven. They should be very
satisfied. They both had full lives because of
their contribution to our society.

We send our condolences to both of their fam-
ilies. All the people really loved th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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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8//20212021

Remembering two Chinese-Remembering two Chinese-
American celebritiesAmerican celebrities

寒風凄雨寒風凄雨 聞人離去聞人離去
---- 追悼王大熙博士及藝術家王維力追悼王大熙博士及藝術家王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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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時局

（綜合報導）韓國首爾高等法院對李在
鎔“親信干政”案二審重審宣判，判處其2年
零6個月有期徒刑，李在鎔當庭被捕。韓聯社
稱，2年半的刑期基本成定局，即便上訴，翻
盤的可能性也不大。除“親信干政”案外，
李在鎔還因涉嫌非法繼承經營權，遭到起訴
。

李在鎔現年52歲，是三星電子副會長、
三星集團實際掌門人。 2016年11月，他捲入
“親信干政”案，並遭到檢方調查，距今已

有4年時間。
韓聯社稱，如果不滿意獲刑2年半的判決

結果，檢方和李在鎔任何一方都可以提請上
訴，但最高法院很可能維持原判。此前，
2019 年 8 月 29 日，最高法院全體法官出庭，
就李在鎔“親信干政”案作出終審判決，判
處案件發回重審。

根據檢方指控，2017年2月，李在鎔涉嫌
向韓國前總統朴槿惠和崔順實行賄，以助其
繼承經營權，行賄金額高達298億韓元。

三星掌門人獲刑三星掌門人獲刑22年半年半 韓媒韓媒：：他上訴也很難翻盤他上訴也很難翻盤

拜登將於 1 月 20 日”登基”上任美國總統,
這原本應是一個喜氣洋洋的日子，然而華府現在
卻處於危境之中,一副如臨大敵的狀態,由於兩週
前川普總統煽動盲目支持者暴力進攻國會殿堂，
為防範暴民再次逞凶,美國特勤局把拜登就職典
禮的維安工作做了最周密準備, 堪稱美國史上最
嚴格的一次, 華盛頓特區幾乎成為軍事管制區！
這次的維安做得滴水不漏,國防部從全美各地徵
召來了兩萬五千名國民警衛隊士兵駐守戒備，這
一規模相當於美國目前駐防在伊拉克和阿富汗軍
人總數的5倍,在美國史上唯有南北戰爭爆發前林
肯就職總統的那一次可以相提並論，在國會山莊
外處處圍起鐵網與圍欄，整個華府劃分為紅區與
綠區, 大部分地區都封鎖,嚴格管控進出人員, 猶
如中東的巴格達一般緊張,白宮及國會附近所有
公園關閉，地鐵公交系統關閉,區內8條大道禁行
，連首都共享單車也停止服務,為防止警衛軍兵
變, 聯邦調查局一再嚴檢他們的背景,為舉辦一個
慶典, 卻造成了草木皆兵,真是何苦來哉呢!

20日典禮當天，卸任總統川普將不參加交接
典禮，他的魯莽全然打破了美國150多年來形成
的權力交接的象徵儀式,這也是川普最後一次對
規則的藐視，他也將成為自19世紀60年代以來
第一位怠慢就職典禮的卸任總統。

不可否認，在美國政治裂痕的背後是歷史遺
留下來的大量問題,在扭曲現實的政治深處,各種
故事都變成了指責、藉口和意識形態辯護的武器
,如今我們看到了國會暴動與大流行病所導致政
治和族裔分裂的國家,讓我們失去了曾經擁有的
共同價值觀, 那是十分令人遺憾的！
據 FBI 的情資,有大約 4000 人組成的武裝團體將
要到華盛頓示威以阻止這一次就職典禮,並誓死
捍衛川普”被偷走的總統職位”, 他們的言行舉
止蠻橫無理, 從最近陸續被揭露出的國會暴動視
頻看來, 這些被川普慫恿鼓惑的暴民實在太凶殘
了，非用國法嚴懲他們不可啊!!

【李著華觀點 : 如 臨 大 敵 ---
總 統 就 職 禮 維 安 歷 史 上 最 嚴】

（綜合報導）巴西衛生部長愛德華多.帕
祖埃洛當地時間17日表示，在該國監管機構
批准中國科興中維生物技術有限公司和英國
阿斯利康製藥公司研發的新冠疫苗在巴西緊
急使用後，該國將於20日開始啟動“世界上
最大的新冠疫苗接種運動”。

帕祖埃洛在一場新聞發布會上說，在批
准使用上述疫苗後，衛生部將從18日7時起
通過軍用運輸機向27個州分發目前已獲得的
600萬劑疫苗，全國范圍的接種計劃將從20日
開始。

報導稱，帕祖埃洛是在巴西衛生監督局
宣布批准緊急使用科興和阿斯利康疫苗後立
即發布上述消息的。他表示，疫苗使用的批
准邁出了全球最大的新冠疫苗接種運動的第
一步。巴西最終可以每天為100萬人接種疫苗
。
報導還稱，儘管巴西全國范圍內的接種將從
20日開始，但聖保羅政府還是希望提前用一

種具有像徵意義的方式啟動這場運動，一名
公共衛生系統中的護士已經成為巴西首個新
冠疫苗接種者。根據當地媒體的報導，她是
來自聖保羅大學臨床醫院54歲的重症監護室
護士莫妮卡.卡拉桑斯。

聖保羅州長若昂.多利亞負責監督與中國
科興疫苗合作的聖保羅州布坦坦研究所，他
說國家衛生監督局的決定是科學的勝利。多
里亞在推特上寫到：“這是科學的勝利。生
命的勝利，巴西的勝利。”他嚴厲批評極右
翼總統博索納羅自大流行開始對疫情嚴重性
不屑一顧的態度。

巴西衛生部確認，政府將在全國27個州
之間按比例分配所有獲得的疫苗，同時考慮
到每個地區優先人群的比例。

報導指出，巴西是世界上新冠病毒死亡
病例第二高的國家，感染病例僅次於美國和
印度排名第三。截至目前，巴西累計確診病
例達840萬例，死亡病例逼近21萬。

每天每天100100萬人萬人！！巴西將啟動全國新冠疫苗接種巴西將啟動全國新冠疫苗接種

綜合報導 日本首相菅義偉在首相官邸召開

新冠病毒感染癥對策總部會議，宣布繼首都圈

之後，追加對大阪府、京都府、兵庫縣、愛知

縣、岐阜縣、栃木縣和福岡縣7府縣發布“緊

急事態宣言”。

“宣言”將從14日持續至2月7日，措施

與已發布“宣言”的首都圈壹樣，概括起來有

四條：壹是要求餐飲店縮短營業時間至晚8時

，二是通過遠程辦公使通勤人數減少7成，三

是呼籲民眾避免晚8時以後不必要和非緊急的

外出，四是對體育、音樂會等大型活動進行人

數限制。

鑒於首都圈發布“宣言”後晝間人流量

並沒有明顯減少，菅義偉此次還呼籲民眾不

管晝間還是晚間都要減少不必要和非緊急的

外出。

關於入境政策，菅義偉宣布除特殊情況外

，將在“宣言”期間暫停批準所有國家和地區

的外國人入境。

據日本廣播協會(NHK)統計，截至當地時

間13日19時10分，當天日本新增新冠肺炎確

診 5845 例，累計確診首度超過 30 萬例，達

304015例。累計確診數從去年12月下旬首超20

萬例以來，僅僅三個多星期新增確診數就達到

了10萬例。此外，多地醫療資源供給已呈“告

急”狀態，僅東京目前就有約7000名感染者在

等待住院。

因天氣原因
印尼暫停搜尋墜落客機黑匣子工作

綜合報導 印度尼西亞當局表示，

由於天氣原因，將暫停搜尋墜落客

機黑匣子的工作。

當地時間1月9日14時 40分，

印尼三佛齊航空公司從雅加達飛往

該國西加裏曼丹省首府坤甸的SJ182

航班波音737-500客機，起飛4分鐘

後與地面失聯，後被發現墜毀於雅

加達北面千島群島海域。該航班上

共有50名乘客和12名機組人員。

當地時間12日下午，印尼海軍

救援隊的潛水員在事發海域水下約

23米處，發現了失事飛機的壹個黑

匣子——飛行數據記錄器，並將它

打撈上岸。但另壹個捕捉飛行員通

信和駕駛艙聲音的黑匣子，尚未找

到。

印尼搜救機構負責人稱：“天

氣仍然很不好，因此為了潛水員的

安全，並沒有進行以水下為重點的

行動。”盒子上的定位信標都因撞

擊力而脫落。

印 尼 國家運 輸安 全 委 員會

(KNKT)負責人賈約諾稱，被找回的

飛行數據記錄器“狀況相對良好”

。這個盒子正在進行幹燥處理，內

容應該在五天內可以下載。

印尼總統佐科接種中國產新冠疫苗
綜合報導 當地時間 13 日 9

時 45分左右，印尼總統佐科在

雅加達總統府獨立宮接種了新

冠疫苗，成為該國接種新冠疫

苗“第壹人”，並啟動了世界

第四人口大國印尼新冠疫苗接

種計劃。

印尼各大電視臺和網絡媒體

現場直播了佐科接種疫苗過程。

直播畫面清晰顯示佐科醫療團隊

展示為佐科註射的是中國科興公

司生產的新冠疫苗。

該國衛生部長、國民軍總

司令、總警長及宗教、企業、

醫療、勞工、青年、演藝等各

界代表隨後亦在總統府接種同

樣疫苗。

佐科在疫苗接種觀察30分鐘

後，狀態良好地發表電視講話稱

，疫苗接種對於打破新冠病毒傳

染鏈非常重要，它為所有印尼公

民提供健康保護和安全，這將有

助於加速經濟復蘇。他敦促國民

接種疫苗後，仍應繼續遵守防疫

衛生規程，包括戴口罩、勤洗手

和保持社交距離。

按印尼政府此前公布的計

劃，該國從13日起在全國各地

開始新冠疫苗接種。壹線衛生

工作者、執勤軍警、社區工作

者、宗教場所人員等被列為首

批接種者；2022 年 3 月前，超

1.8 億國民將免費接種新冠疫

苗。

首批在印尼接種的新冠疫

苗為中國科興公司生產。總數

300 萬劑中國科興成品疫苗已

於上月分兩批運抵印尼並分發

至該國各省。兩天前，印尼食

品和藥物監督管理局批準該疫

苗緊急使用。12日，1500 萬劑

半成品散裝疫苗已抵印尼國有

疫苗生產廠家。

據印尼媒體報道，該國衛生

部門已通過多種渠道訂購了3億

劑新冠疫苗。

印尼是東南亞新冠疫情最

嚴重的國家，自去年 3 月 2 日

發現首例確診病例以來，疫情

始終未能得到緩解和控制。目

前，其確診和死亡病例數均居

東南亞國家最高。疫苗接種被

視為該國最終擺脫疫情最有效

的途徑。

印尼官方13日下午通報，該

國當天新增確診11278例，累計

確診858043例；新增死亡306例

，累計死亡24951例。其單日新

增確診病例數和死亡病例數雙雙

創下疫情發生以來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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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新天地”教主李萬熙被判無罪
惹怒了網友

綜合報導 以涉嫌“妨礙防疫

法”遭起訴的韓國“新天地”教會

會長李萬熙，13日被壹審法院宣判

無罪。這壹判決引起韓國網民及部

分團體的強烈質疑與不滿，稱“韓

國司法系統已腐爛不堪”。

去年8月，李萬熙以涉嫌妨

礙防疫法等罪名遭韓國檢方逮

捕起訴，11月獲準保釋。據韓

聯社13日報道，水原地方法院

當天在宣判時表示，防疫當局

要求“新天地”教會提交設施

情況和教徒名單的舉動，只能

看作是資料收集，不能被視為

流行病學調查工作，因此不能

按違反“傳染病預防法”來處

罰。法院表示，根據“傳染病

預防法”開展流行病學調查工

作，旨在掌握傳染病患者規模

、追蹤感染源等信息，調查涉

及患者信息、發病日期和場所

、感染原因等內容。而防疫當

局要求“新天地”教會提交的

內容，並不屬於法定意義上流

行病學調查工作的範圍。

李萬熙現年89歲，檢方去年

7月首次傳訊他時，就曾傳出其身

體不適、恐不能長時間受訊的消

息，然而韓聯社TV13日拍到壹個

有趣的畫面：從出席庭審到走出

法庭全程坐輪椅的李萬熙，到家

後頓時站起來“直立行走”。

韓國《東亞日報》稱，向

檢方舉報李萬熙的“新天地”

受害者連帶組織當天召開記者

會強烈譴責法院的判決，稱這

對於受害者家屬來說“是壹次

沈重的打擊”。韓國網民也幾

乎壹邊倒地譴責法院的判決。

在韓聯社相關報道下，點贊數

最多的留言是“韓國最大的積

弊就是司法部”“司法部是此

次疫情擴散的主犯”“可見法

官以及司法部都已腐爛不堪”。

除“妨礙防疫案”被判無罪

外，對於檢方指控李萬熙涉嫌貪

汙教會資金52億韓元用於建造私

人居所，以海外演講等名義貪汙

教會資金6億韓元，以及涉嫌妨礙

公務，法院則判定其有罪，並判

處3年有期徒刑、緩刑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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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HL購入8架波音777貨機
因應國際快遞市場快速發展

綜合報導 德國快遞巨頭DHL公司與波音公司宣布，DHL快遞將再

購入8架全新波音777貨機。此舉旨在進壹步擴大其洲際航空網絡，以滿

足國際快遞市場的快速發展和不斷提升的客戶需求。首批貨機將於2022

年交付。

總部位於德國波恩的DHL是德國郵政敦豪(Deutsche Post DHL)集團

的組成部分，後者是全球領先的物流企業之壹。

“在全球化與數字化不斷發展，以及近期貨量高峰期間旺盛的

運輸需求等因素的推動下，去年第四季度，我們全球電商貨量增長

超過40%。”

DHL快遞首席執行官John Pearson表示，盡管當前的疫情危機給人

們的工作生活等方面按下了暫停鍵，但全球貿易並未停滯不前。他表示

，電子商務是未來大勢所向，因此，DHL順勢而為，投資增購8架新型

貨機，為2021年提前謀劃，早做準備。

據介紹，波音777貨機是目前全球最大、航程最長的雙引擎寬體貨機

，航程可達9200公裏(4970海裏)，最大有效載荷超過102噸，將有效助力

DHL快遞顯著降低洲際航班運營成本。波音公司在此前發布的《2020年

全球航空貨運市場預測》中指出，未來20年內，對全新貨機和改裝貨機

的需求將顯著增加，全球貨機機隊數量增長將超過60%。

DHL快遞於2018年購買了14架全新波音777貨機，截至目前已接收

10架，並在去年貨量高峰期間發揮了重要作用。雙方還簽署了另外4架

波音777貨機的意向訂單。

目前，DHL快遞擁有超過260架專機，並與17家航司進行合作，每

天有600多架次航班往返於全球220個國家和地區。

世行專家憂疫情加重債務負擔
全球恐面臨金融危機

綜合報導 世界銀行經濟學家擔心，

如果新冠疫情遲遲不終結，全球恐將面臨

金融危機。

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萊因哈特接受

彭博社采訪時指出，新冠病毒大流行曠日

持久，可能會使家庭和企業的資產負債表

不堪重負，並演變成金融危機。

她說：“這起初並不是金融問

題……這首先是壹場衛生危機，但是它

有壹些元素已經演變成經典的資產負債

表問題。”

萊因哈特強調，不要將預期中的經濟

反彈與復蘇混為壹談。她說，世行預測人

均收入到2021年年底仍將低於疫情前的

水平，這意味著任何有關復蘇的說法都是

“誤導性的”。

北半球大片地區目前的新增確診病例

仍在創紀錄。萊因哈特說：“……我很擔

心，這種情況持續的時間越長，個人、家

庭、企業和國家的資產負債表受到的壓力

就越大。”

在13日結束的美國經濟協會年度虛

擬會議上，與會經濟學者重點討論的課題

之壹是，新冠危機將導致全球債務負擔加

重，不平等現象將加劇，長期而言可能阻

礙全球經濟增長

。

根據國際金

融協會的數據，

2020 年全球債務

增加逾15萬億美

元，達到創紀錄

的277萬億美元，

相當於世界經濟

產值的365%。家

庭、企業、政府

均背負了更多債

務。

曾獲得諾貝

爾 經 濟 學 獎 的

經濟學家斯蒂格利茨指出，壹些新興

市場經濟體和較貧窮國家將債臺高築

，可能引發“足以危害全球的債務危

機”。

新冠疫情也加劇了在各國內部以及國

與國之間的不平等問題，而窮人受到的沖

擊尤其嚴重。在美國，非裔和西班牙裔的

新冠死亡率明顯高於白人，失業的大多是

休閑和服務業等行業的低薪工人，白領員

工則得以繼續在家辦公。

斯蒂格利茨說：“這場大流行病暴露

了不平等的嚴重程度，並在許多方面加劇

了這些不平等。”

富裕國家如美國通過大量政府援助，

減輕了國民受到的沖擊，但貧困國家卻無

法做到這壹點。據報道，世界各國為抗擊

疫情沖擊，共撥出了12.7萬億美元作為公

共開支以提振經濟，而全球46個最不發

達國家在這筆開支中所占的比率僅為

0.002%。

綜合報導 秘魯衛生部長馬塞蒂排除了私營實體在新冠疫情緊急情

況下，能獨立進口和銷售新冠疫苗的可能性，並表示2021年不會允許這

樣的做法。

據報道，馬塞蒂解釋說，不同疫苗的註冊和批準是在緊急情況下進

行的，與任何其他產品的銷售方式不同。馬塞蒂說：“新冠疫苗是壹種

緊急疫苗，我們還不知道它背後的所有信息，我們不知道我們是否需要

每年接種壹次或幾次疫苗，我們還沒有這方面的信息。”

當被問及私營實體2021年是否能獨立購買和使用新冠疫苗時，部長

回答說：“這是不可能的，因為任何人都要承擔所有風險，包括為每個

接種疫苗的人投保，並為可能發生的任何後果提供醫療護理。”

馬塞蒂稱，在目前的緊急情況下，“已經獲得批準”的私人實驗室

，只能向國家出售新冠疫苗。等對疫苗有了更多的了解，緊急情況結束

後，將再討論其他市場幹預措施。

當天，經濟財政部長瓦爾多· 門多薩報告說，秘魯政府將支付9400

萬索爾，用於購買新冠疫苗，這些疫苗將於2021年1月運抵秘魯。

此外，利馬商會(CCL)表示，由於新冠疫情，導致遠程工作和遠程

教育普及，秘魯涼鞋進口成倍增長，因為人們需要在家裏保持舒適。利

馬商會稱，2020年12月，秘魯進口了價值170萬美元的1072263件涼鞋

，與上壹年同期相比進口量增加了375.13%，進口額增加了270.55%。

利馬商會指出，涼鞋購買量增加的原因之壹是，人們更喜歡在家穿

舒適的涼鞋，而不是他們在辦公室、學校等場所穿的正裝鞋。

意大利活力黨反對復蘇計劃退出內閣
政府或面臨重組

綜合報導 意大利政府內

閣以壓倒性多數批準了復蘇

計劃預算草案。13 日下午，

意大利前總理倫齊領導的活

力黨因反對該草案，宣布退出

本屆政府，意大利政府將面臨

重新組閣。

據報道，當地時間13日18

時20分，意大利前總理、活力

黨領袖倫齊舉行新聞發布會，

宣布活力黨籍3名內閣成員已

遞交辭呈，該黨正式退出本屆

政府。

倫齊表示，這場危機已經

持續幾個月，我們需要尊重民

主規則，並堅持本黨主張。

對此，意大利總理孔特警告

說，活力黨壹旦決定退出政

府，將不能參與下壹次政府內

閣重組。

孔特表示，他已經接受活

力黨內閣成員提出的辭呈。

鑒於活力黨退出本屆政府，

執政黨聯盟已失去國會多數

席位，接下來是總統馬塔雷

拉指定臨時過渡政府總理，

還是由議會對本屆政府進行

信任投票，將由總統馬塔雷

拉和參議兩院及各政黨領袖

進行磋商。

對於政府所面臨的危機，

倫齊否認活力黨想要促使國會

提前大選。他表示，意大利應

該在2023年舉行正常大選。如

何解決這場政治危機，關鍵取

決於總理孔特。

倫齊領導的活力黨宣布

退出本屆政府後，孔特政府

第壹大執政黨五星運動黨代

理黨魁科裏米(Vito Crimi)表示

，目前應該是各政黨共同承

擔責任，有效遏制疫情的歷

史時刻。任何政黨都應該以

國家大局為重，放棄己見，

共同應對疫情為國家和社會

所帶來的危機。

意大利執政聯盟第二大政

黨民主黨領袖、拉齊奧大區

主席津加雷蒂表示，活力黨

的表現對國家而言，是壹個

嚴重的錯誤決定。當前意大

利正在面臨著史無前例的新

冠疫情危機，每天都有數百

人因疫情而死亡。現在是各

政黨和全國民眾最需要加強

團結的時刻。他呼籲各方為

了國家和人民的利益，避免

疫情進壹步惡化，應盡壹切

展開對話和化解分歧，並達

成政府重組協議。

巴黎香榭麗舍大街將變花園？
法國斥資2.5億歐元改造

綜合報導 法國巴黎市長近日表示，耗資2.5億歐元

的香榭麗舍大街改造工程將繼續進行，但這壹雄心勃勃

的計劃不會在巴黎舉辦2024年夏季奧運會之前實現。

巴黎市長伊達爾戈表示，這項於2019年公布的改造

方案，將把巴黎市中心1.9公裏長的區域變成“壹個非凡

的花園”。自2018年以來，香榭麗舍大街委員會壹直致

力於對香榭麗舍大街及其周圍環境進行重新設計，可能

於2030年改造完成。

委員會稱：“在過去的30年裏，這條傳奇大道已經

失去了往日的光彩，巴黎人逐漸拋棄了它。香榭麗舍大

街連遭幾次打擊，包括‘黃背心’運動、罷工、衛生和

經濟危機。”

該委員會主席讓-諾埃爾· 萊因哈特在2019年表示：

“香榭麗舍大街經常被稱為世界上最美麗的大道，但我

們這些每天在這裏工作的人，對此壹點都不確定。”

委員會就該如何改造進行了公眾咨詢，改造計劃包

括減少壹半車輛行駛空間，將街道變成行人區和綠地，

以及種植樹木以改善空氣質量。

建築師菲利普· 奇安巴雷塔表示，在新冠疫情重創國

際旅遊業之前，香榭麗舍大街上每天約有10萬名行人，

其中72%是遊客，22%是工作人員。

他還說，這條八車道的大街平均每小時有3000輛車

通過，汙染程度比巴黎繁忙的環城公路還要嚴重。

秘魯官員:
私人診所2021年不能購買和銷售新冠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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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臉書公司
悄悄恢復了美國總統特朗普
的臉書賬戶和Instagram賬戶
。國會騷亂之後，特朗普在
這兩個社交平台上的賬戶被
凍結。

報導稱，當地時間1月
15 日晚些時候，特朗普在
這兩個平台上的賬戶被恢復
。 RT稱，Instagram及其母
公司臉書方面均未對這一突
然舉動做出任何解釋。

儘管如此，自這些賬戶
恢復以來，還未觀察到任何
活動的跡象，目前尚不清楚

特朗普是否真的再次重新控
制了這些賬戶。

1 月 6 日下午，一群在
華盛頓抗議“大選舞弊”的
特朗普支持者衝進美國國會
大廈，正在進行的國會參眾
兩院聯席會議確認大選最後
結果的程序被迫中止。議員
們被緊急疏散，抗議者與軍
警武裝對峙並發生衝突，警
方當場開槍，至少4名示威
者在衝突中死去。包括前總
統小布什和多名共和黨議員
在內的眾多美國政客和各大
媒體都指責示威者是“暴徒

”，並直言正是特朗普煽動
了這一“暴亂”，“罷免特
朗普”的呼聲高漲。

國會騷亂後，包括推特
、臉書在內的多家社交媒體
對特朗普發出“禁令”。臉
書首席執行官扎克伯格1月
7日宣布，將在臉書及其照
片分享網站Instagram屏蔽特
朗普至少到1月20日其任期
結束為止。 1月6日，臉書
和推特曾分別凍結特朗普賬
號24小時和12小時。

（綜合報導）美國當選總統拜登將於週三（1月20日）上
任，而他選出的最優秀的副手中只有少數人到位。

民主黨人的內閣成員正在等待參議院的批准，他們將在周
二（1月19日）舉行第一次確認聽證會。

拜登的財政部長人選珍妮特.耶倫將於美國東部時間週二上
午10點與參議院金融委員會會面。這位長期擔任經濟政策制定
者的候選人對在立法者面前作證並不陌生，她將成為歷史上第
一位同時領導財政部、美聯儲和白宮經濟顧問委員會的人。她
也將是第一位領導財政部的女性。在經濟陷入困境之際，這一
角色將賦予她對美國財政政策的廣泛權力，但拜登的大手筆支
出複蘇計劃和增稅建議將受到共和黨的審查。

前總統奧巴馬手下的國家安全副顧問、首位擔任中情局副
局長的女性艾薇兒.海因斯將接替2001年9月11日襲擊事件後
設立的工作，協調美國17個情報機構的工作。

共和黨和民主黨參議院消息人士表示，海因斯將面臨有關
她對國家安全挑戰的看法的問題，從俄羅斯到網絡戰。她的聽
證會也將於美國東部時間週二上午10點舉行，並由參議院情報
特別委員會舉行。

參議院的國土安全和政府事務小組將採訪前聯邦檢察官、
古巴移民亞歷杭德羅.馬約卡斯，他將在監督拜登的邊境安全和
應急機構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拜登正準備在周三上任時向國會提交一份全面改革移民法
的提案，這是兩黨總統長期以來所追求的立法成果。馬約卡斯
將領導的國土安全部有大約24萬名員工，涉及從邊境巡邏和海
關執法到網絡安全、備災和救援等領域，包括美國海岸警衛隊
和特勤局。聽證會定於美國東部時間週二上午10點舉行。

國務卿提名人安東尼.布林肯定於美國東部時間週二下午2
點在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舉行聽證會，他曾是該委員會的幕

僚，拜登曾是該委員會主席
。作為拜登最親密、服務時
間最長的政策助手之一，布
林肯將面對共和黨人的提問
，這些共和黨人曾指責拜登
在關鍵的外交政策挑戰上對
中國態度表現軟弱。拜登曾
發誓要與特朗普的“美國優
先”方針一刀兩斷，包括如
果伊朗恢復遵約將重新與伊
朗達成核協議，達成巴黎氣
候協定並繼續留在世界衛生
組織。

退役陸軍將軍勞埃德.奧
斯汀在奧巴馬政府下領導美
國中央司令部，將成為第一
位黑人國防部長。他將於美
國東部時間週二下午 3 點在
參議院軍事委員會聽取他的
競選。他還需要眾議院放棄一項法律，該法律要求退役軍人出
任防長必須滿足退役至少7年的條件。眾議院將於美國東部時
間週四下午2點舉行聽證會。

拜登的2020年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提名對手，前印第安納州
南本德市市長皮特.布蒂吉格，被提名為交通部長。該部門負責
監管航空、公路、車輛、管道和公交。

拜登提議立即花費200億美元（約1299億人民幣），幫助
在新冠疫情中乘客數量大幅下降的美國公交系統。他還希望在
州際旅行中要求戴口罩，並在基礎設施、氣候和就業計劃上整

體花費2萬億美元（約13兆人民幣）。這些支出將需要國會批
准。 布蒂吉格的聽證會將於美國東部時間週四上午10點由參
議院的商業、科學和交通小組舉行。

曾在奧巴馬政府中與拜登並肩作戰的前白宮助手丹尼斯.麥
克多諾是新一屆政府領導退伍軍人事務的人選。他的選擇讓一
些退伍軍人的擁護者措手不及，因為他從未在武裝部隊中服役
。該部門包括一個擁有1000多個設施的龐大衛生機構。他在參
議院退伍軍人事務委員會的聽證會將於美國東部時間1月27日
下午3點舉行。

（綜合報導）去年選舉日結束後，就有美媒預測，特朗普在白宮的最後時刻會無拘無束地
行使總統權力，盡情地進行報復和自我保護：特赦、解僱，以及頒布總統行政令。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18日援引消息報導，在一連赦免包括涉嫌殺害平民的黑水僱
員、自己親朋好友在內的數十人之後，有約100人將在特朗普任期最後時刻獲得赦免和減刑。

知情人士表示，最後的一批名單將於當地時間19日發布，主要包括特朗普的政治盟友、白
領罪犯、知名說唱歌手等，但預計名單中不會出現特朗普本人的名字。

就在不久前，有美媒爆了一個大料。 《紐約時報》在17日報導稱，隨著特朗普下台在即，
越來越多的人試圖接近特朗普謀求赦免或減刑，以至於特朗普最後的赦免名額已經形成了利潤
豐厚的“叫賣市場”。

有三名知情人士告訴CNN，特朗普準備在任期的最後一天（當地時間19日），宣布總計
大約100項赦免和減刑，其中包涉及白領罪犯、知名說唱歌手等人。但截至目前，名單中預計
不會出現特朗普本人的名字。 （觀察者網注：白領罪犯，white collar criminals，指以獲取錢財
為動機的非暴力犯罪者。）

此前，《洛杉磯時報》等美媒曾報導稱，因非法持槍於去年12月被判入獄10年的說唱歌手
李爾.韋恩（Lil Wayne）和因非法攜帶武器於2019年11月被判入獄46個月的說唱歌手柯達.布萊
克（Kodak BlacK），均在特朗普的赦免名單中。

其中兩名消息人士透露，白宮在上週日（17日）舉行了一次會議，以確定赦免名單。
在大選結果出爐後，特朗普一直在推出赦免和減刑名單：去年12月22日，赦免包括4名殺

害伊拉克平民的黑水公司承包商的15人，並減免另外5人的部分或全部刑期；12月23日，赦免
包括他的親家公查爾斯•庫什納在內的26人，並減免另外3人的部分或全部刑期。

值得注意的是，特朗普的赦免大計在1月6日國會大廈騷亂前後突然暫停。幾名白宮官員助
手們向CNN表示，特朗普在之前幾天特別關注選舉人團投票結果，這妨礙了他對赦免做出最

終決定；原本他們預計會在1月6日之後恢復赦免，但特朗普在被指責煽動騷亂後退縮了。
按照最初的計劃，特朗普還將有兩份赦免名單：一份在上週末發布，一份在本週二發布。

但現在計劃有變，白宮官員們預計本週二發布的名單中的人，將獲得特朗普最後的赦免。除非
在最後一刻，特朗普還決定赦免自己陷入爭議的盟友、家人，或者他自己。

此外，知情人士還稱，最後一批赦免中，將包括具有包含刑事司法改革意義的赦免，以及
向更具有爭議性的政治盟友發放的赦免。

然而截至目前，特朗普本人的名字並不在名單之中。 CNN稱，特朗普原本有赦免自己、
他的孩子和私人律師朱利安尼的計劃，但1月6日的國會騷亂和眾議院的第二次彈劾使得這件事
變得複雜起來。

一名知情人士表示，白宮的助手和顧問敦促特朗普不要自我赦免，因為這會使外界認為他
犯了什麼罪；其他引人注目的名字，如正在英國關押的阿桑奇和特朗普前顧問班農（Steve
Bannon）也不在赦免名單中。

但他也警告，在特朗普於20日中午正式卸任前，名單是可變的，具體會發生什麼仍不得而
知。

至於原因，CNN提到了《紐約時報》17日的報導。報導指出，有幾位與特朗普關係密切的
人士，對外收集大筆款項，以換取幫助有需要的人尋求赦免的機會。

根據相關文件及30多名遊說者和律師的敘述，特朗普身邊一些人吹噓自己能“直接與特朗
普聯繫”，向那些想要獲得赦免的人收取費用，替他們遊說“爭取”赦免名額。證據顯示，赦
免遊說的交易已經為特朗普身邊的一些參與者帶來至少數万美元的利潤。

“一切都是交易。他（特朗普）喜歡赦免，他喜歡幫助一些會覺得欠他人情的人。”有消
息人士稱，特朗普最後的赦免名額儼然已經形成了“叫賣市場”，因此直到最後一刻，赦免名
單都會有可能發生變動。

拜登內閣成員僅少數到位，大多將在
周二參加聽證會等候參議院批准

在任最後一天在任最後一天，，特朗普還要赦免或減刑約特朗普還要赦免或減刑約100100人人

臉書悄悄臉書悄悄““解封解封””特朗普賬號特朗普賬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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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聞

GarminGarmin捐款百萬捐款百萬 挺台灣長跑運動員挺台灣長跑運動員
（中央社）Garmin今天宣布，捐贈新台幣100萬元給台灣首

屆 「長明賞」，力挺台灣長跑運動員；同時宣布成立 Garmin
Run Club，進一步以科學數據深化路跑訓練，首年目標累積破萬
人次跑者參與。

智慧穿戴裝置品牌 Garmin 自 2003 年推出全球首支 Fore-
runner運動錶款，以科技深耕跑步領域，至今陪伴台灣跑者累積
超越1億公里的距離。Garmin今天宣布，力挺台灣長跑運動員，
捐贈100萬元給台灣首屆 「長明賞」，獎勵在長跑運動具卓著貢
獻的運動員，將台灣長跑運動推向國際。

台灣長跑競技網及社會永續發展推廣協會設置台灣首個年
度長跑獎項 「長明賞」，向台灣 「傳奇」馬拉松選手陳長明致敬
，希望提升台灣長跑在國際田徑界的地位，也獎勵在國際賽事獲
殊榮或對台灣長跑成績有重大突破的運動員，同時擬定全國馬拉
松紀錄基金條例作為遴選基準，選拔台灣長跑年度最佳男、女運
動員各一人，以及提供破馬拉松全國紀錄獎勵。

Garmin攜手由跑界 「最速總經理」王冠翔及奧運馬拉松選
手張嘉哲共同創辦、被稱作運動員品牌加速器的 「國手匯」推動
「長明賞」獎項，支持台灣選手跑向國際賽事舞台，為台灣長跑

環境貢獻心力。
Garmin今天也宣布，Garmin Run Club （GRC）正式成立

，首年目標累積破萬人次跑者參與，邀請黃毓軒擔任總教練，針
對不同程度的跑者設計 「為期18週的實體訓練課程」，提供從
運動流程的正確認知、跑姿、基礎有氧、核心肌力、變速、間歇
、到跑後放鬆等循序漸進的課程內容，搭配Garmin Forerunner系
列產品體驗，期望使用者透過精準的科學化指標數據，有效率地
紀錄並達成訓練目標。

（中央社）壽險公會統計，去年（109）壽險業初年度保費
收入7837億元，年減近3成，其中傳統型年減32.9%，投資型年
減13.7%，買氣皆衰退。

據壽險公會統計，去年（109）壽險業總保費收入達新台幣3
兆253億元，年減7.9%，初年度保費收入7837 億元，年減28.7%
，續年度保費收入2兆2416億元，年增2.5%。

進一步將初年度保費收入區分為傳統型及投資型，去年全
年傳統型初年度保費收入5765億元，年減32.9%，投資型初年度
保費收入2071億元，年減13.7%。

壽險公會分析，傳統型保單初年度保費收入年減逾3成，受
到4因素影響，第一，去年初及年中2度調降保單責任準備金利
率、利變型保單宣告利率走低，傳統型保單買氣不佳；第二，金

管會明定壽險業宣告利率應考量固定收
益債券利息收益率，更貼近實際債市利
率，且保單的合約服務邊際利潤（CSM
）不得為負。

第三，失能扶助險損失率攀高，
金管會考量準備金不足將影響公司清償能力，將採政策緊盯，因
此業者 109 年度陸續停售失扶險；第四，2019 冠狀病毒疾病
（COVID-19，武漢肺炎）疫情，致使傳統型保單銷售減弱。

進一步檢視傳統型保單初年度保費收入各險別銷售情形，
壽險、傷害險以及年金險銷售皆衰退，更以壽險年減36.5%最多
，唯健康險逆勢成長7.7%。

至於投資型保單初年度保費收入年減逾1成，壽險公會表

示，主要受3因素衝擊，包含第一，疫情影響；第二，金管會為
控管風險，針對銷售主力的目標到期債券基金投資型保單擬訂新
管理措施，規定基金投資的所有債券須達BBB+級以上，若投資
BBB+級的債券，最多不能逾基金淨值40%，以致連結保單的基
金收益減少；第三，去年度銷售主力公司業績減少，連帶投資型
保單業績減弱。

壽險業去年初年度保費年減近3成傳統保單買氣不振

補助5G建設 NCC：助涵蓋率至85%提升數位競爭力
（中央社）國民黨團對NCC補助業者5G建設有

疑慮，NCC表示，前瞻三期預算可讓業者從5年建1
萬6000個基地台，縮短為2年半建3萬9000個，涵蓋
率可從5年50%提升到85%，盼提升數位競爭力。

立法院19日將處理中央政府前瞻基礎建設計畫第3
期特別預算案，國民黨等在野黨團對其中NCC拿公
帑補助業者5G建設有疑慮，由於朝野意見分歧，不
排除進行表決。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今天發布新聞稿
表示，5G建設進度已是國際競爭議題，網路建設攸
關台灣數位競爭力及國際產業供應鏈的重整，也具有
區域安全戰略部署的意義；NCC藉由前瞻基礎建設
計畫第3期預算 「加速、加量」推進台灣5G網路建
設，有利產業數位轉型發展多樣化的應用服務。

NCC指出，業者原規劃5年建置1萬6000多個
基地台，在前瞻三期預算挹注下，可以縮短為2年半
建置3萬9000多個基地台，使電波人口涵蓋率大幅提
高，由目標5年達50%提升到85%，希望藉由公私協

力，提升數位競爭力。
NCC 指出，2015 年至 2017 年 4G 啟動前期，

NCC就鼓勵業者網路建設；2017年起全力完成 「數
位國家、智慧島嶼」的政策目標。2019年行政院核
定 「台灣5G行動計畫」，NCC為提升國際競爭力與
數位轉型，藉由前瞻基礎建設第3期計畫，提供誘因
加速發展5G數位建設。

NCC補充，5G帶來的加值應用服務是目前各
國數位國力發展的重點，世界各國陸續積極提供資金
鼓勵研發及相關應用。NCC督促業者配合國家目標
，加速在大眾交通樞紐，或重要產業發展區域建置
5G基礎建設，提高網路服務品質、優化使用者體驗
。

NCC指出，提出的 「補助5G網路建設計畫」中
，鼓勵業者採用國產設備，目標為前瞻第3期後5G
業者新建的設備，國產品牌比率達 4 成。規劃透過
5G國產品牌自主資安技術組成5G國家隊，與國際大
廠組成供應鏈夥伴關係。

驗驗2020件口罩件口罩33件含鉛卻難稱不合格件含鉛卻難稱不合格 消基會籲訂標準消基會籲訂標準
消基會消基會1818日公布日公布，，20202020年年1212月間在雙北市購樣月間在雙北市購樣2020件口罩件口罩，，有有33件外層驗出鉛件外層驗出鉛

含量每公斤含量每公斤66到到1111毫克毫克，，鉛會影響中樞神經發育卻無標準鉛會影響中樞神經發育卻無標準，，建議參考國際標準訂定建議參考國際標準訂定
每公斤每公斤11毫克毫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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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顧
大鵬 石家莊報道）16日0時
至10時，河北新增32例本土
確診病例，分別在石家莊市
藁城區（29例）、新樂市（2
例）、裕華區（1例）；新增
無症狀感染者9例，均在石
家莊市藁城區。

河北省人民政府副省長
徐建培介紹，第二輪核酸檢
測從檢出陽性人員的區域分
布看，仍然集中在石家莊市
和邢台市，其中，藁城區特
別是增村鎮仍然是石家莊市
疫情的重點地區，南宮市仍
然是邢台市疫情的重點地
區，這些地方也是當前全省
疫情處置的重中之重。

河北省疾病預防控制中
心應急辦主任、流行病學專
家師鑒表示，此次檢測結果
呈現了兩個特點。

一是仍然呈現了高度聚集
性：石家莊市檢測出的陽性感
染者集中在藁城區的增村鎮，
其次是與之相連的西關鎮，兩
者佔藁城區病例總數的91%，
佔石家莊總病例數的81%。邢
台市疫情仍只局限於南宮市。

二是感染範圍沒有進一
步的明顯擴大，石家莊市陽性
感染者大多數來自於隔離醫學
觀察場所，邢台市陽性感染者
全部來自於隔離醫學觀察點。

石家莊續封閉管理
徐建培表示，按照分區

分級精準防控原則，適時調
整防控措施。石家莊市、邢
台南宮市，繼續封閉管理至1
月19日，廊坊市固安縣繼續
實施封閉管理至1月25日；
邢台市除南宮市外的其他地
區，從1月16日起，有序恢
復正常生產生活；廊坊市除
固安縣外的其他地區，繼續
實施封閉管理至1月18日。

關於石家莊市、邢台南
宮市和廊坊固安縣第三輪全
員核酸檢測的安排，已經組
織了三次專家論證，待最後
研究確定後即向社會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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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農村防控 保障生活必需
引導群眾少串門不聚集 有序返鄉減跨區流動

中央農辦
農業農村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任芳頡 北京

報道）近期，河北、黑龍江等地農村地

區相繼出現聚集性疫情，吉林亦出現了

超級傳播事件，在這場疫情中，“農

村”“村民”成為高頻詞。為此，中央

農辦、農業農村部近日印發通知，強調

各級黨委農辦、農業農村部門做好農村

地區疫情防控工作，並抓好農業生產和

農產品供給。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到，

目前，河北省和東北各地均已加強農村

地區疫情防控，通過強化監測預警、控

制人員流通、宣傳防控知識等多種手

段，堅持人、物、環境同防，築牢農村

防疫“最後一公里”。

��(���

通知指出，要充分發揮農村基層組織作用，引導
農民群眾少串門、不集聚，自覺主動做好疫情

防控工作。有序引導農民工返鄉回鄉，減少人員跨
區流動。同時，加強農村地區防疫物資儲備，暢通
農村物流配送渠道，保障農村生活必需品和疫情防
控需要。

疾控專家認為，農村地區疫情防控能力和意識
相對薄弱，且春節臨近，農村地區人員流動性加
大，加之冬天有利於呼吸道傳染病傳播，疫情防控
形勢更加嚴峻。但中國國家衞健委疾病預防控制諮
詢委員會專家吳浩認為，農村開放的條件也有其優
勢，這種環境下一般不利於病毒傳播。與此同時，
農村鄰里關係更親近，更容易發揮熟人模式，督導
落實個人防護措施。

“坐在家裏看電視，一律不許出村，一律不許
串門……”自石家莊藁城區、邢台南宮市發生新冠
狀病毒感染肺炎疫情以來，遍布河北各地農村的大
喇叭不斷響起“防疫之聲”，河北省滄縣大官廳鄉
黨委書記劉文通稱，全鄉各村大喇叭每天至少廣播3

小時疫情防控知識，把疫情資訊、防控科普知識等
內容傳遞到每家每戶。

河北啟生活必需品應急供應
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到，目前河北多地已對村

莊實行嚴防嚴控政策。唐山市林西鎮在全鎮所有農
村卡口、企業商舖和省界道路檢查站，利用大數據
對人員出入信息快速準確登記。保定市大激店村則
利用網格化管理對全村近8,000名村民進行排查，對
來自中高風險地區的返村人員及時上報並妥善隔離
安置。為保障中高風險地區農產品供應，河北省啟
動生活必需品應急供應和市場保供機制，全省及周
邊省（市）全力支援石家莊和邢台，確保百姓“菜
籃子”貨豐價穩，全力保障農產品供應。

南宮5天建成1500套集中隔離房
定點隔離是切斷疫情傳播途徑的關鍵措施之

一，河北省南宮市經過5天建成首批1,500套集中隔
離房，其中，每間面積為18平方米，配備單人床、

電暖氣、馬桶、洗手盆等設施，被子、牙膏、牙
刷、熱水壺等生活用品及無線網絡一應俱全。據
悉，南宮市計劃建設隔離房一共6處，共計6,500
套。一期自1月10日開始建設，佔地1.5萬平方米。
目前首批1,500套已經全部建成，剩餘預計一周內將
全部完工。

黑龍江籲旅外者就地過節
黑龍江亦發布《農村地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倡

議書》，號召村民積極動員家人在工作地或就學地
過節，外地返鄉人員嚴格執行疫情防控要求主動隔
離。減少不必要外出，不串門、不聚餐，共同營造
科學防治、理性應對的社會氛圍。

“我們往往認為城市的病毒傳播風險大，忽略了
農村，等發現時它可能已經開始了二代或三代傳
播。”吳浩表示，農村疫情防控要做到早發現，起到
監測作用，要向全社會告誡，病毒隨時隨地在我們身
邊，要做好自我防護和自我監測，而不是認為農村是
病毒的法外之地。

■■目前目前，，河北省及東北各地均已加強農村地區疫情防控河北省及東北各地均已加強農村地區疫情防控。。圖為北京某農村對進村人員進行健康登記圖為北京某農村對進村人員進行健康登記。。 中新社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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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頓首個冠狀病毒疫苗超級站點上週末接種行動出包，引
發民怨，許多預約接種疫苗民眾，排對等待了幾個小時後被拒之
門外，隨後休士頓衛生局發了一條推文說明，因為該站點無法容
納龐大排隊的人潮。

許多民眾對於預約卻沒能接種感到憤怒，一名符合資格的當
地民眾哈里斯指出： 「當我們聽到沒有疫苗的消息時，我都無法
形容當時我跟其他排隊人們的憤怒。」 他認為有些還不符合1A
或1B期施打資格的民眾也來排隊，導致把原本分配好的數額占
掉了。

根據接種現場的視頻顯示，週六 Minute Maid 公園內人群眾

多，體育場的屋頂是敞開的。此次接種行動也是節制到目前為止
，休斯頓衛生署（Houston Health Department）託管的最大新

冠疫苗分發站點。據休斯頓市長西爾維斯特·特納（Sylvester

Turner）說，星期六有近6,500人接種了疫苗。他也承諾未來將
會解決流程上的問題。

據休斯頓衛生部稱，那些未接種疫苗的人將被重新安排，確
保能施打到疫苗。

休斯頓首個大型疫苗接種點休斯頓首個大型疫苗接種點，，週末接種出包週末接種出包

倒數倒數1313天收緊邊關天收緊邊關！！11//2626起入境美國起入境美國
須出示須出示33天內新冠肺炎陰性證明天內新冠肺炎陰性證明

圖源：休士頓衛生署推特)圖源：休士頓衛生署推特)

美國疾病管制暨預防中心CDC宣布，自本月26日
起，搭機入境美國旅客必須出示3天內新冠肺炎檢驗陰
性證明，未能提供證明的旅客者，將被拒絕登機，此外
也呼籲旅客在入境後的5天之內再次檢測、並居家隔離7
天。

新冠肺炎爆發一年以來，美國已經累計38萬人死亡
，比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珍珠港事件或911恐怖攻擊還嚴
重。且雖然疫苗已經上市，但疫情仍然沒有緩解跡象。
近來，英國變種病毒也在全球範圍內被發現，有鑑於此
，為確保國家安全，美國祭出了抗疫一年以來難得嚴謹
的防疫措施，也就是必須有三天內採陰的檢驗報告。

儘管疫情肆虐全球，但CDC全球移民檢疫處主任塞
特龍（Martin Cetron）表示，美國入境旅客不減反增，

特別是年底旅遊人潮激增，2020年12月1日至28日期
間，平均每日有76,000名旅客入境美國，是去年6月的
4倍。

CDC也呼籲，雖然祭出更嚴格的邊境措施，但並不
足以緩解疫情，呼籲民眾勿忘戴口罩、社交距離、勤洗
手的重要性。

另一方面，美國衞生部也宣布，當局將會向各州釋
出目前有的新冠疫苗存貨，讓所有65歲或以上民眾、慢
性病患者都能注射疫苗。截至1月12日，美國已經有
932萬人注射過新冠病毒疫苗。

「「西南管委會西南管委會」」 上周三舉行常務委員綫上會議上周三舉行常務委員綫上會議
警局代表報告警局代表報告20202020年年1212月的犯罪統計數據月的犯罪統計數據

一男子攜槍及一男子攜槍及500500發子彈被捕事件顯示華府形勢危險發子彈被捕事件顯示華府形勢危險
軍方部署軍方部署22萬名武裝士兵進駐華府首度有軍隊駐紮國會萬名武裝士兵進駐華府首度有軍隊駐紮國會

（（休士頓休士頓//秦鴻鈞報導秦鴻鈞報導 ））美國當選總統拜登的就職禮即將於美國當選總統拜登的就職禮即將於
20212021年年11月月2020日週三舉行日週三舉行，，美國首都華盛頓及各州首府將保安美國首都華盛頓及各州首府將保安
措施全面升級措施全面升級。。聯邦調查局聯邦調查局（（FBIFBI））先前已警告先前已警告，，就職典禮之前就職典禮之前
，，華府與全美華府與全美5050州首府可能會出現武裝抗議行動州首府可能會出現武裝抗議行動。。國會警察上國會警察上
週五傍晚就拘捕一名維吉尼亞州男子週五傍晚就拘捕一名維吉尼亞州男子，，他駕駛一輛小型貨車試圖他駕駛一輛小型貨車試圖
通過警方檢查站時通過警方檢查站時，，被發現攜帶槍枝以及超過被發現攜帶槍枝以及超過500500發子彈及彈匣發子彈及彈匣
，，而且並未持有有效的就職典禮證件而且並未持有有效的就職典禮證件。。上週五傍晚上週五傍晚66時半過後不時半過後不
久久，，一名男子名叫比勒一名男子名叫比勒（（Wesley Allen BeelerWesley Allen Beeler））駕車接近國會山駕車接近國會山
莊以北的檢查站時莊以北的檢查站時，，由於持有的就職典禮證件並非由官方發出由於持有的就職典禮證件並非由官方發出，，
隨即被警員截停隨即被警員截停。。

針對有人因藏槍被捕針對有人因藏槍被捕，，民主黨眾議員拜爾指出民主黨眾議員拜爾指出，，這宗事件顯這宗事件顯
示危險是真實的示危險是真實的，，華府形勢緊張華府形勢緊張。。 聯邦調查局已警告聯邦調查局已警告，，週末在週末在
全美全美5050州的州議會都可能有特朗普支持者武裝示威州的州議會都可能有特朗普支持者武裝示威，，指本土極指本土極
端分子會對週三的正副總統就職禮構成威脅端分子會對週三的正副總統就職禮構成威脅，，而周日危險程度最而周日危險程度最
高高，，由全美各地派往華盛頓特區的國民警衛軍也增至由全美各地派往華盛頓特區的國民警衛軍也增至22萬萬55千人千人
，，全力避免本月全力避免本月66日的國會暴動重演日的國會暴動重演。。專責總統保安的特勤局則專責總統保安的特勤局則
在華盛頓設立紅色和綠色區域在華盛頓設立紅色和綠色區域。。其中其中 「「紅區紅區」」 ，，包括白宮包括白宮、、國家國家
廣場和國會山莊一帶的道路將封閉廣場和國會山莊一帶的道路將封閉，，只准許獲授權車輛通過只准許獲授權車輛通過。。至至
於於 「「綠區綠區」」 ，，只容許區內居民和商戶的車輛進出只容許區內居民和商戶的車輛進出，，所有進入的人所有進入的人
都要出示證明都要出示證明。。 據報聯邦調查局已接獲情報據報聯邦調查局已接獲情報，，指全國指全國5050個州的個州的
首府上週六開始會有武裝示威首府上週六開始會有武裝示威，，示威浪潮週日更會波及首都華盛示威浪潮週日更會波及首都華盛
頓頓。。 目前密歇根州目前密歇根州、、加州加州、、賓夕法尼亞州賓夕法尼亞州、、維珍尼亞州維珍尼亞州、、華盛華盛
頓州及威斯康辛州頓州及威斯康辛州，，已啟動國民警衛軍已啟動國民警衛軍；；馬里蘭州馬里蘭州、、新墨西哥州新墨西哥州
及猶他州則宣布進入緊急狀態及猶他州則宣布進入緊急狀態。。

特勤局的情資顯示特勤局的情資顯示，，極右翼團體可能在拜登就職典禮前在各極右翼團體可能在拜登就職典禮前在各

州首府和華盛頓特區發動武裝抗議州首府和華盛頓特區發動武裝抗議；；軍方因軍方因
應可能的威脅將部署至少應可能的威脅將部署至少22萬名國民兵萬名國民兵，，目目
前已有前已有62006200人進駐國會山莊人進駐國會山莊；；國會建築內國會建築內
1313日可見武裝士兵到處席地而睡日可見武裝士兵到處席地而睡，，成為內成為內
戰結束以來首度有軍隊駐紮國會戰結束以來首度有軍隊駐紮國會。。執法人員執法人員
和國會議員已聽取潛在威脅的簡報和國會議員已聽取潛在威脅的簡報，，其中包其中包
括一個有括一個有44千人的團體預謀阻止民主黨人進千人的團體預謀阻止民主黨人進
入國會入國會。。 華府警察局長康提表示華府警察局長康提表示，， 「「可以可以
預期超過兩萬國民兵將駐紮華盛頓特區預期超過兩萬國民兵將駐紮華盛頓特區。。」」
代理司法部長羅森代理司法部長羅森(Jeffrey Rosen)(Jeffrey Rosen)也提出警也提出警
告告，，稱潛在的國內恐怖主義者可能發動攻擊稱潛在的國內恐怖主義者可能發動攻擊
。。 「「我們將不會容忍任何阻礙政權和平移我們將不會容忍任何阻礙政權和平移
轉的人士轉的人士，，以及試圖強行佔領政府大樓的群以及試圖強行佔領政府大樓的群
眾眾，，暴力暴力、、蓄意破壞等違法行事蓄意破壞等違法行事。。」」 聯邦調聯邦調
查局也對華盛頓特區及查局也對華盛頓特區及5050個州府提出武裝個州府提出武裝
示威警告示威警告，，其中包括三宗針對國會的潛在攻其中包括三宗針對國會的潛在攻
擊事件擊事件。。

國民兵在國會大廳和走廊席地而睡國民兵在國會大廳和走廊席地而睡。。
共和黨眾議員沃茨共和黨眾議員沃茨(Mike Waltz)(Mike Waltz)和哈茲勒和哈茲勒
(Vicky Hartzler)(Vicky Hartzler)1313日晚間訂購多盒披薩日晚間訂購多盒披薩，，親親
自分發給國會內的國民兵享用自分發給國會內的國民兵享用。。 在就職典在就職典
禮的維安方面禮的維安方面，，特勤局將主導調度特勤局將主導調度FBIFBI、、國國
民兵民兵、、司法部法警局司法部法警局(US Marshals)(US Marshals)和地方和地方
執法人員和其他聯邦機構執法人員和其他聯邦機構，，但特勤局仍仰賴但特勤局仍仰賴FBIFBI蒐集並提供情報蒐集並提供情報
，，同時需要其他單位配合設立路障並畫定巡邏區域同時需要其他單位配合設立路障並畫定巡邏區域。。 考量新冠考量新冠

肺炎疫情和維安肺炎疫情和維安，，此次就職典禮不對公眾開放此次就職典禮不對公眾開放，，只有獲得入場券只有獲得入場券
的貴賓才能進入的貴賓才能進入；；華盛頓紀念碑華盛頓紀念碑(Washington Monument)(Washington Monument)則因為則因為
持續的威脅持續的威脅，，未來兩週暫停開放未來兩週暫停開放。。

特勤局的情資顯示特勤局的情資顯示，，極右翼團體可能在拜登就職典禮前在各州首府和華盛頓特區極右翼團體可能在拜登就職典禮前在各州首府和華盛頓特區
發動武裝抗議發動武裝抗議；；軍方因應可能的威脅將部署至少軍方因應可能的威脅將部署至少22萬名國民兵萬名國民兵，，目前已有目前已有62006200人人
進駐國會山莊進駐國會山莊

（（休士頓休士頓//秦鴻鈞報導秦鴻鈞報導 ））休士頓西南區休士頓西南區
管理委員會於上周三管理委員會於上周三（（11月月1313日日））召開常召開常
務委員綫上會議務委員綫上會議，，由出席的警局代表分別由出席的警局代表分別
從不同的角度提供了從不同的角度提供了20202020年年1212月的犯罪統月的犯罪統
計數據計數據。。內容大致摘要如下內容大致摘要如下：：

HPDMidwestHPDMidwest，，South GessnerSouth Gessner 和和WestWest--
sideside的節拍涵蓋了西南管理區的節拍涵蓋了西南管理區。。 為了保險起為了保險起
見見，，休斯頓警察局休斯頓警察局 (HPD)(HPD) 強烈建議業主對自強烈建議業主對自
己的貴重物品進行分類並拍照己的貴重物品進行分類並拍照。。項目說明以及項目說明以及
型號和型號和//或序列號將很有幫助或序列號將很有幫助。。 機動車輛的盜機動車輛的盜
竊繼續增加了從汽車中偷竊的催化轉化器的數竊繼續增加了從汽車中偷竊的催化轉化器的數
量量。。與銷售毒品相比與銷售毒品相比，，幫派銷售催化轉化器賺幫派銷售催化轉化器賺
的錢更多的錢更多。。催化轉化器的貴金屬催化轉化器的貴金屬（（鉑鉑，，鈀和銠鈀和銠
））的售價為的售價為650650美元美元。。 HPD South GessnerHPD South Gessner
的官員幫助安排了的官員幫助安排了HillcroftHillcroft和和5959號地下通道的號地下通道的
無家可歸者營地的清理工作無家可歸者營地的清理工作。。 HPD MidwestHPD Midwest
的官員幫助移走了的官員幫助移走了FondrenFondren和和5959號西北角空號西北角空
置地帶的無家可歸者營地置地帶的無家可歸者營地。。 同時同時，，HPDHPD
WestsideWestside的官員正在與哈里斯縣防洪區合作的官員正在與哈里斯縣防洪區合作

，，研究研究92009200鎮公園的無家可鎮公園的無家可
歸者營地歸者營地。。該財產由該財產由HCFCDHCFCD
擁有擁有，，在在HPDHPD可以繼續通知可以繼續通知
無家可歸者撤離該財產之前無家可歸者撤離該財產之前
，，HCFCDHCFCD必須是申訴人必須是申訴人。。
休斯頓消防局的倫納德休斯頓消防局的倫納德··陳陳
（（Leonard ChanLeonard Chan））進行了更進行了更
新新。。撥打撥打HFDHFD的大部分電話的大部分電話
都與都與EMSEMS有關有關（（緊急醫療服緊急醫療服
務務//救護車救護車）。）。關於關於 COVCOV--
ID-ID-1919 疫 苗疫 苗 ，， 請 勿 致 電請 勿 致 電
99--11--11。。 HPDHPD 和和 HFDHFD 不接不接
種疫苗種疫苗。。 邀請公眾參加以下邀請公眾參加以下
虛 擬 會 議虛 擬 會 議 ：： HPD SouthHPD South
GessnerGessner將在將在11月月1919日星期日星期
二中午二中午1212點主持其積極互動點主持其積極互動
計劃計劃（（PIPPIP））虛擬會議虛擬會議。。發言發言
人是人是HPDHPD金融犯罪部門的金融犯罪部門的Vu QuangVu Quang官員官員。。
會議的主題將提醒我們的社區會議的主題將提醒我們的社區，，危險在於通過危險在於通過

電話散佈個人信息以及通過互聯網和電話進行電話散佈個人信息以及通過互聯網和電話進行
欺詐的危險欺詐的危險。。「「西南管委會西南管委會」」 執行長李成純如主持執行長李成純如主持 「「公共安全公共安全」」 會議會議。。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圖為HPD WestsideHPD Westside 的警官們蒞會報告治安現況的警官們蒞會報告治安現況。。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