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發行人 李蔚華/Publisher: Wea H. Lee 社長 朱勤勤/President: Chin Chin Chu 副社長 朱幼楨/Vice President: Emerson Chu 副社長 秦鴻鈞/Vice President: Christi Chin 總編輯 蓋 軍/Chief Editor: Jun Gai
商業廣告：ad@scdaily.com 設計部：art@scdaily.com 編輯部：editnews@gmail.com 會計部：acccounting@scdaily.com 分類廣告：cla@scdaily.com 美南新聞網站：www.scdaily.com 美南電視15.3：https://scdaily.com/tv
美南黃頁：https:scdaily.com/yellow_pages 美南新聞電子報 e-paper:www.scdnews.com 分類廣告專頁Classified AD: www.scdaily.com/classified ads 美南微信公眾號：美南網ID:today-america 國際貿易中心：http://www.itchouston.org

AA11

12047

地址: 4151 Southwest Freeway, Suite 600, Houston, TX 77027
(位於59號公路Weslayan出口，距中國城十分鐘車程)

鄭家晴律師事務所
電話: 713-627-3000  

鄭律師親自提供免費電話諮詢

德州及紐約州執照律師
SMU法學博士(J.D.) (Not Board Certified)

精辦各種
移民相關案件 

A10-CHENG,CHIA-CHING 鄭家晴_C5_A1

chengkate@ymail.com

www.houstonimmigrationsolutions.com

Friday, 1/22/21

（綜合報導）福斯新聞（Fox News）報導，拜登20日宣
誓就職後，馬上就在白宮橢圓形辦公室簽署17道行政命令，
推翻川普舊政，他尤其積極讓美國重返各大國際組織，包括
停止退出世界衛生組織（WHO）程序、重返巴黎氣候協定等
，拜登新政府致力於打擊石化能源，預計未來將全面改革環
保法規以應對全球氣候變遷。

拜登昨（20）日簽署的行政命令中，也包含撤銷批准
「基石XL」輸油管建設計畫。 「基石XL」輸油管建設計畫

10年前就提出，全長1,700英里的輸油管從加拿大南部亞伯達
省（Alberta），貫穿美國蒙大拿州（Montana）、南達科他州
（South Dakota）、內布拉斯加州（Nebraska）、堪薩斯州
（Kansas）、奧克拉荷馬州（Oklahoma），最終連接至德州
墨西哥灣沿岸地區（Gulf Coast），預計每天可運送80萬桶原

油，至2021年，預計將能為美國創造1.1萬個工作機會，全年
創造16億美元收入。

計畫最初提出時，歐巴馬政府就已經駁回計畫許可，後
續川普於2017年簽署行政命令，加速推動計畫，長久以來拜
登已經表態，將會撤銷川普的許可令。

福斯新聞指出，拜登與杜魯道在政治上的信念一致，在
川普執政4年後，預計美國與加拿大的關係將能回歸正常，
不過拜登甫上任，輸油管議題已經成為影響兩國關係的麻煩
。

另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報導，新任白宮發言
人莎琪（Jen Psaki）昨日在首場白宮記者會上宣布，拜登上任
後的第一通外國元首熱線對象將是加拿大總理杜魯道，兩人
預計22日通話。

拜登新政拜登新政 上任第一天推翻川普舊令上任第一天推翻川普舊令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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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矚目及重兵駐守的華盛頓國會
大廈，新任總統及副總統正式宣誓就職來
領導這個支零破碎的國家 ，他們在中午十
一時分別手扶百年聖經宣誓，將忠於美國
憲法為民服務。

拜登在就職演說中重申，我們的民主
再度得到伸張， 他期盼大家團結起來，結
束國家面臨的困境， 他誓言打敗那些白人
至上、境內暴徒及政治極端份子。

總統就職大典， 除了川普及年邁無法
出席的卡持總統外，其他前任總統都全部
到齊，他們和共和黨前總統共
同慶賀美國新總統的誕生。

拜登在就職之後， 立即前
往白宮辦公室發佈多項行政命
令， 其中包括美國立即重返國
際衛生組織及氣候變遷組織，
新冠疫情及移民條例。

今天我們做為華裔美人，
也是這個偉大國家的一份子，
多少年來， 我們遠離故鄉來追
尋美國夢， 我們對美國有多一
份不可逃避的責任， 我們已經
把這塊土地做為我們安身立命

的家 ，這個國家的前途和我們息息相關。
在拜登總統施政願景中， 他對於那些

包括亞華裔在內的弱勢群體將會大力拉拔
和幫助，也會將滯留在美國九年以上的非
法居民給予居留權， 這是何等之大事。

我們大家應該共同來支持新政府之施
政，也殷盼美國再度對國外包括中國大陸
在內的留學生及各項交流， 請美國再度打
開大門，為全世界人民共謀福利和發展，
也是我們共同來書寫美國歷史的新頁。 President Joe Biden and Vice President Ka-

mala Harris were sworn in at the U.S. Capitol.
Harris has made history as the first Black
Asian and female Vice President.

In his inauguration speech, the new president
pledged to unite a fractured nation. He said,
"Today on this January day, my whole soul is
in this: bringing the American people together
and uniting our nation, and I ask every Ameri-
can to join me in this cause."

Hours after he was inaugurated as the 46th
president, Joe Biden signed 17 executive or-
ders to begin overhauling the nation's ap-
proach to the pandemic and to undo some of
the controversial policies of former President
Trump. Biden also reversed many of Trump's
attempts to withdraw from the Paris Climate
Accord and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ere Dr. Anthony Fauci
will lead a U.S. delega-
tion to return to the world
’s leading health orga-
nization and join in their
meetings.

Today we as the Asian
American community will
give full support to the
new Biden administration
including new immigra-
tion initiatives that will al-
low many people to le-
galize their status and
help those people who
need it the most.

On the coronavirus pan-
demic, Biden wants one million people to get
the vaccine shot each day for 100 days so
that 100 million people will eventually be vac-
cinated.

We also hope that President Biden will
change our foreign policy and repair the
soured U.S. relationships around the world.

When all of us came to this land, our goal was
to find a better life. We love this country. This
is our home. We settled down. Our families
are here and we need to contribute our best
efforts and do our part to unite together for our
future.

Today we have a new leader in our country.
We are teaming up to write a new chapter of
American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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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1//20212021

The Inauguration Of Joe Biden AndThe Inauguration Of Joe Biden And
Kamala HarrisKamala Harris

We Should Write An American StoryWe Should Write An American Story
療傷止痛療傷止痛 歷史新頁歷史新頁

賀拜登賀拜登 賀錦麗當選正副總統賀錦麗當選正副總統



AA33要聞3
星期五       2021年1月22日       Friday, January 22,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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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全球矚目及重兵駐守的華盛頓國會
大廈，新任總統及副總統正式宣誓就職來
領導這個支零破碎的國家 ，他們在中午十
一時分別手扶百年聖經宣誓，將忠於美國
憲法為民服務。

拜登在就職演說中重申，我們的民主
再度得到伸張， 他期盼大家團結起來，結
束國家面臨的困境， 他誓言打敗那些白人
至上、境內暴徒及政治極端份子。

總統就職大典， 除了川普及年邁無法
出席的卡持總統外，其他前任總統都全部
到齊，他們和共和黨前總統共
同慶賀美國新總統的誕生。

拜登在就職之後， 立即前
往白宮辦公室發佈多項行政命
令， 其中包括美國立即重返國
際衛生組織及氣候變遷組織，
新冠疫情及移民條例。

今天我們做為華裔美人，
也是這個偉大國家的一份子，
多少年來， 我們遠離故鄉來追
尋美國夢， 我們對美國有多一
份不可逃避的責任， 我們已經
把這塊土地做為我們安身立命

的家 ，這個國家的前途和我們息息相關。
在拜登總統施政願景中， 他對於那些

包括亞華裔在內的弱勢群體將會大力拉拔
和幫助，也會將滯留在美國九年以上的非
法居民給予居留權， 這是何等之大事。

我們大家應該共同來支持新政府之施
政，也殷盼美國再度對國外包括中國大陸
在內的留學生及各項交流， 請美國再度打
開大門，為全世界人民共謀福利和發展，
也是我們共同來書寫美國歷史的新頁。 President Joe Biden and Vice President Ka-

mala Harris were sworn in at the U.S. Capitol.
Harris has made history as the first Black
Asian and female Vice President.

In his inauguration speech, the new president
pledged to unite a fractured nation. He said,
"Today on this January day, my whole soul is
in this: bringing the American people together
and uniting our nation, and I ask every Ameri-
can to join me in this cause."

Hours after he was inaugurated as the 46th
president, Joe Biden signed 17 executive or-
ders to begin overhauling the nation's ap-
proach to the pandemic and to undo some of
the controversial policies of former President
Trump. Biden also reversed many of Trump's
attempts to withdraw from the Paris Climate
Accord and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ere Dr. Anthony Fauci
will lead a U.S. delega-
tion to return to the world
’s leading health orga-
nization and join in their
meetings.

Today we as the Asian
American community will
give full support to the
new Biden administration
including new immigra-
tion initiatives that will al-
low many people to le-
galize their status and
help those people who
need it the most.

On the coronavirus pan-
demic, Biden wants one million people to get
the vaccine shot each day for 100 days so
that 100 million people will eventually be vac-
cinated.

We also hope that President Biden will
change our foreign policy and repair the
soured U.S. relationships around the world.

When all of us came to this land, our goal was
to find a better life. We love this country. This
is our home. We settled down. Our families
are here and we need to contribute our best
efforts and do our part to unite together for our
future.

Today we have a new leader in our country.
We are teaming up to write a new chapter of
American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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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1//20212021

The Inauguration Of Joe Biden AndThe Inauguration Of Joe Biden And
Kamala HarrisKamala Harris

We Should Write An American StoryWe Should Write An American Story
療傷止痛療傷止痛 歷史新頁歷史新頁

賀拜登賀拜登 賀錦麗當選正副總統賀錦麗當選正副總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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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變異病毒致秘魯確診病例持續增加
經濟受重創

綜合報導 近期，受新冠變異毒株的

影響，秘魯新增確診病例持續增加，新冠

死亡病例也呈上升趨勢。

據報道，當地時間1月15日，秘魯新

增死亡病例116例，是自2020年9月27日

之後的最高紀錄，目前秘魯的新冠肺炎死

亡率超過3%。

與此同時，新增確診病例也在迅速增

加：從1月14日開始，秘魯單日新增確診

病例超過 4000 人，14 日新增確診超過

7000例，與2020年9月的紀錄相似。

另壹個受變異毒株影響的是ICU床位

的占用率。自1月4日以來，入住ICU的

重癥患者超過1600多人，與2020年6月的

記錄相似。另壹方面，每日的治愈病例數

有所減少，每日不到2000人康復。

專家警告說，如果政府不加緊采取措

施，隨著ICU病床剩余量的減少，秘魯衛

生系統將再次崩潰。對此，衛生部長表示

，已經購買了更多呼吸機，未來幾日將為

全國各地區醫院發放。

為遏制疫情蔓延，秘魯交通通信部

(MTC)17日正式暫停飛行時間超過8小時

的國際航班，具

體的目的地是法

國、荷蘭、西班

牙和英國，禁令

有效期至 1 月 31

日。

另壹方面，

新冠疫情重創秘

魯經濟。

在勞動力市

場方面，僅在首

都利馬，2020 年

就有 30%的年輕

人失業。專家強調，年輕人失業嚴重的壹

個原因是，由於服務和貿易等雇用青年勞

動力最多的部門受到疫情重創。

秘魯工人聯合中心(CUT)主席塞薩

爾· 巴贊指出，雖然恢復就業將取決於防

治疫情，但政府必須立即制定方案，使年

輕人重新融入勞動力市場。

秘魯中央儲備銀行(BCR)表示，根據

BCR經濟研究經理阿德裏安· 阿瑪斯的預測

，在大範圍接種新冠疫苗、出臺刺激性貨

幣、財政政策和政治穩定的前提下，秘魯

經濟2021年下半年或可恢復增長。

阿德裏安· 阿瑪斯指出，2020年11月

和12月的數據顯示，秘魯經濟正在復蘇

。2020年12月秘魯經濟收縮幅度可能在

1%到2%之間。

BCR董事會同意繼續實施擴張性貨

幣政策，將基準利率維持在0.25%。BCR

預測2021年初的通貨膨脹率將處於目標

範圍內。

巴西批準緊急使用
中國和英國兩款新冠疫苗

綜合報導 巴西國家衛生監督局(Anvisa)宣布，批準中國和英國兩款

新冠疫苗在該國緊急使用。聖保羅州當天有100多人接種了獲批的中國

疫苗。

巴西國家衛生監督局評審委員會經過近5個小時的討論，通過投票

壹致批準中國和英國兩款新冠疫苗在巴西緊急使用。壹款是由中國北京

科興中維生物技術有限公司(Sinovac)和巴西聖保羅州布坦坦研究所(Insti-

tuto Butantan)合作研發的中國科興新冠滅活疫苗“克爾來福”(Coro-

naVac)；另壹款是由牛津大學與英國阿斯利康制藥公司(AstraZeneca)和巴

西奧斯瓦爾多· 克魯茲科基金會(Fiocruz)合作研發的新冠疫苗。

聖保羅市54歲女護士莫妮卡· 卡拉桑斯(Monica Calazans)成為巴西新

冠疫苗接種的第壹人，她當天下午在聖保羅大學臨床醫院接種中國疫苗

。卡拉桑斯供職於巴西埃米利奧· 裏巴斯傳染病研究所(Instituto Emilio

Ribas)，現年54歲，患有糖尿病，屬於新冠高風險人群。

巴西衛生部長愛德華多· 帕祖洛(Eduardo Pazuello)17日宣布，巴西政

府將從18日開始向各州分發已儲備的600萬劑中國疫苗，並於20日起開

始全國疫苗緊急接種。此前，巴西政府宣布已與布坦坦研究所簽訂協議

，計劃購買1億劑中國疫苗。

據巴西媒體報道，巴西原計劃於1月16日從印度進口的在印度生產

的200萬劑英國疫苗因故推遲。

據巴西衛生部公布的數據，截至17日，該國當天新增確診病例

33040例，累計確診8488099例；新增死亡病例551例，累計死亡209847

例；累計治愈7411654例。

歐盟更新清單
將敘利亞新任外長列為制裁對象

綜合報導 歐盟更新制裁清單，將去年11月走馬上任的敘利亞外長

費薩爾· 梅克達德列為制裁對象，至此敘利亞已有289名個人和70家實

體遭歐盟制裁。

歐盟理事會當日發布公告稱，鑒於梅克達德近期被任命為敘利亞外

長，歐盟決定將他列入制裁清單，凍結他在歐盟司法管轄範圍內的財產

並禁止入境歐盟。

去年11月16日，敘利亞政府通報時任敘副總理兼外長瓦利德· 穆阿

利姆去世，享年79歲，其後時任敘利亞副外長的梅克達德被任命為新外

長。

歐盟理事會公告顯示，計入15日被列為制裁對象的梅克達德，自

2011年歐盟對敘利亞發起制裁，10年來敘利亞已有289名個人和70家實

體被列入“黑名單”，當中既包括敘利亞政府高官、敘利亞央行等機構

，還包括歐盟眼中與敘利亞政府關系密切的商人或公司。

此外，歐盟對敘利亞實施武器禁運，禁止向敘利亞出口“可用於內

部鎮壓或監聽攔截網絡和電話通信”的技術或裝備，並且不顧敘利亞壹

再重申“早在2014年就銷毀了所有庫存化學武器”，指控敘利亞科學研

究中心是敘政府研發化學武器的主要機構，將該中心及其部門負責人、

科研專家等列為制裁對象。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及現任敘利亞問題特使裴凱儒多次呼籲

解除針對敘利亞的單邊強制性措施，並得到絕大多數聯合國會員國

支持。

希臘要求1442名難民立即離境
該國史上最大規模遣返？

綜合報導 希臘移民和庇護

部長帕納約蒂斯· 米塔拉基斯發

布公告稱，已向歐盟委員會和歐

盟邊境管理局提出請求，要求依

照已簽訂的歐盟-土耳其聯合聲

明，立即遣返希臘境內1442名

不滿足國際保護條件的難民。

2016年歐盟-土耳其聯合聲

明中曾明確指出，截至2016年3

月 20日，仍未獲得國際保護資

格的難民，將“不再擁有通過土

耳其進入希臘的資格”，且希臘

有權向土耳其遣返不滿足國際保

護條件的難民。2020年 1月至2

月期間，希臘曾依照聯合聲明的

規定，向土耳其遣返了139名難

民。

2020年3月以來，土耳其停

止對難民的邊境管控，並以限制

新冠疫情傳播為由，拒絕接收被

遣返的難民。

2021年1月14日，希臘移民

和庇護部長帕納約蒂斯· 米塔拉

基斯(Panagiotis Mitarakis)表示，

根據衛生部報告，在新冠疫情流

行10個月後，目前希臘方面已

經完成了對即將遣返的難民的

COVID-19快速篩查，為這些難

民的安全返回創造了必要的條件

。他強調稱，希臘在移民政策中

奉行嚴格但公正的原則，采取有

關政策中包含的壹切必要步驟，

尊重歐洲價值觀和國際法規則。

希臘移民和庇護部已經向歐

盟委員會和歐盟邊境管理局

(FRONTEX)提出請求，要求依照

已簽訂的歐盟-土耳其聯合聲明

，立即遣返希臘境內1442名不

滿足國際保護條件的難民，其中

包括萊斯沃斯(Lesvos)的955人，

希俄斯(Chios)的 180人，薩摩斯

(Samos)的 120 人和科斯(Kos)的

187人。

報道指出，如果這壹請求獲

得歐盟方面的批準，並得到土耳

其方面的配合，此次遣返將成為

史上最大規模的遣返行動。

公告敦促土耳其方面遵守聯

合聲明中的有關內容，限制開往

希臘海岸的船只，並積極接收遣

返難民。同時，公告也指出，歐

洲需要在新的《移民和庇護公約

》中完善共同機制，準備好必要

的法律武器，以保護第壹入境國

免受難民潮的沖擊，同時限制偷

渡等非法行為。

塞爾維亞總統將親自赴機場
接收100萬劑中國新冠疫苗

綜合報導 塞爾維亞總統

武契奇的辦公室發布消息稱，

塞爾維亞獲得壹百萬劑中國醫

藥集團有限公司(國藥集團)開

發的新冠疫苗。

公告寫道，武契奇將親自

前往機場，迎接塞爾維亞航空

公司的壹架飛機。這架飛機正

是“從中國向塞爾維亞運來

100萬劑國藥集團疫苗”的飛

機。

塞爾維亞總理布納比奇此

前表示，貝爾格萊德已與不同

疫苗廠家達成800萬劑疫苗的

采購協議，夠400萬人接種。

武契奇則指出，該國當局打算

為80%的國民接種新冠疫苗。

塞爾維亞人口約為700萬人。

據塞爾維亞國家抗疫指揮

部成員介紹，與美國輝瑞和俄

羅斯加馬列亞中心的新冠疫苗

壹樣，中國國藥集團的新冠疫

苗也將先進行臨時註冊，然後

正式註冊。

另據報道，2020年3月，

新冠疫情在塞爾維亞暴發後，

總統武契奇向民眾發表電視講

話，稱塞爾維亞疫情嚴峻，急

需援助，他們將希望寄托在中

國。隨後，中國派出醫療專家

組赴塞協助抗疫，並向塞運送

大量醫療物資，幫助塞爾維亞

人民有效抗擊了疫情，獲得塞

方高度評價和贊譽。

中國生產的新冠疫苗投入

使用後，印尼、土耳其、秘魯

、匈牙利、埃及等多國已訂購

相關疫苗，據數據，全球50多

個國家和地區已有意向訂購中

國新冠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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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就在川普結束美國總統任期前幾天，快馬加
鞭埋下法律地雷，使新總統拜登更難達成移民改革的目標。

據CNN新聞網20日報導，拜登概述了野心勃勃，將翻轉
川普行動的移民議程。例如，他誓言將撤銷那些向移民封鎖美
國的政策，並停建邊界圍牆。不過，好幾名官員說，川普政府
打定主意，不會讓他們好過。一名國土安全部（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官員說，前政府想盡辦法要讓這變得很棘
手。

一名了解相關規劃的消息人士說，川普任內的移民官了解

，一旦拜登上台，就會採取焦土政策，撤銷相關規定，因此他
們在最後一刻，仍致力完成川普交辦的事項。其中包括和部分
州與市政當局達成協議，在新政府採取或修改移民政策前，需
要和轄區商量。而這看來賦予地方執行移民政策的決策權，延
遲了新政策的推行。

不過，目前還不清楚，這些協議是否合法，或能不能強制
執行。一名國土安全部（DHS）官員說，近幾個星期來，美國
移民暨海關執法局（ICE）高層官員都在追蹤，那些需要由拜
登政府撤銷的措施。而拜登政權過度團隊成員也坦承，有準備

要廢棄目前的作法。
兩名國土安全部官員說，移民暨海關執法局拚命想撤銷如

採集不合作者DNA的政策，但他們並不清楚，這些政策是否
經過簽署。

此外，在川普政府執政接近尾聲前，白宮根本不顧是否取
得土地，仍力促相關聯邦機構為築牆提供資金，而這似乎是要
趁拜登上台前占用資金，讓新政府難以辦事。

（綜合報導）美軍航艦羅斯福號為首的第9航艦打擊群正
部署於印太，打擊群司令表示儘管中國海軍正在擴大艦隊規模
，但在執行任務時並無對區域內的美軍艦艇有更尋釁之舉。

過去4年美國在川普當總統期間與中國貿易戰，並在政經
等全方位升高與北京對立，去年甚至還久違派遣雙航艦到南海
演習，讓外界以為美中兩軍劍拔弩張。

羅斯福號（USS Theodore Roosevelt, CVN 71）航艦打擊群
正按原訂期程，部署於第7艦隊轄區。

美國海軍研究協會新聞（USNI News）報導，指揮第9航
艦打擊群的海軍少將韋瑞西莫（Douglas Verissimo）承認中國
人民解放軍的海軍規模正在擴大，但他表示，與之前於2017及

18年部署此地相比，他看不出美國海軍在中方附近執勤時有何
不同。

韋瑞西莫19日與媒體通話時說： 「彼此大部分互動時都非
常專業，舉止也都可預期。我們顯然在責任區與日本海上自衛
隊密切合作，在責任區裡也與其他國家的部隊攜手。除了中方
的海上力量正在增強外，我沒看到有何與過去顯著不同的地方
。」

「就戰術層面來看，我看不出我們在海上接近對方、經過
彼此和溝通時有何顯著不同。」

美軍印太司令部在新任總統拜登就職前發布新聞稿，稱羅
斯福號打擊群15日與日本海上自衛隊聯合演習。

中國 「環球時報」指出，雙方2014年簽署中美關於海空相
遇安全行為準則諒解備忘錄，之前還通過了 「海上意外相遇規
則」，雙方也曾按照相遇規則進行過演練。儘管雙方的海空相
遇安全行為準則諒解備忘錄並不具有國際法意義上的約束力，
雙方是自願遵守，但實際的約束力還是存在。

環時引述中方專家認為，這次韋瑞西莫的表態或許也是美
國海軍釋放的一個信號—即使兩國關係不睦，中美海軍間的關
係也沒有外界想的那麼差，兩軍有改善關係的基礎，但仍需謹
慎觀察。

美航艦打擊群司令：
美中海軍互動無顯著不同

從拜登政府人事看美中關係 學者：競爭定位清晰

【【拜登新政拜登新政】】川普最後一刻埋雷川普最後一刻埋雷
拜登移民政策難過拜登移民政策難過

（綜合報導）國策研究院今天舉辦座談會，學者林正義分
析，從美國新政府相關人事安排可看出，美國對中國的戰略競
爭定位仍清晰，其中新任印太事務協調官康貝爾在中國議題上
就屬於強硬派。

國策研究院等研究機構上午舉辦 「拜登就職後美中台關係
與印太安全局勢」座談會，由國策研究院董事長兼院長田弘茂
主持，中央研究院歐美研究所研究員林正義、國防安全研究院
軍事戰略暨產業所長蘇紫雲、台灣智庫諮詢委員張國城等人出
席。

林正義表示，美中關係不只涉及美國前總統川普（Donald
Trump）、新總統拜登（Joe Biden）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而是兩個大國在未來4年能否改善已落到低谷的關係；而美國
新任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在參議院外交委員會聽
證會特別提到，美國能夠勝過中國，這顯示美中的戰略競爭定
位仍然清楚。

林正義也提到出任白宮新設的 「印太事務協調官」職位的
康貝爾（Kurt Campbell）指出，康貝爾從前總統李登輝時期就
與台灣有所接觸，對台海有很深的了解，而且在中國議題上屬

於強硬派，期待在康貝爾擔任此職位期間，拜登政府在美中相
關議題上除了克制，也不怕對抗。

蘇紫雲則提出 「韌實力」說法，推測拜登政府對中國大陸
將採取安全、現實且 「七分軍事、三分科技與貿易」等彈性圍
堵的方式，在氣候變遷等非傳統安全議題與北京當局對話，但
在軍事、核武等傳統安全議題上維持強硬態度。

張國城說，中國未來可能不斷用軍機繞台等 「和平邊緣」
策略，讓台美感受兩岸 「不和平」的一面，製造危機意識，以
利 「兩岸和平協議」誕生，而美國政府後續態度值得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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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日本氣象廳消息稱，

入冬以來，以日本海壹側為中心的

地區連降大雪，特別是在2021年1

月上旬，降雪量和低氣溫均創下有

統計數據以來的紀錄。

1月上旬期間，西日本的日本

海壹側為往年的4.4倍，這是自開

始進行統計的1961年以來的最高紀

錄。由於大雪的影響，車輛等受困

的情況接連不斷。

另壹方面，1月上旬的平均氣

溫也低於往年。北日本的平均氣溫

比往年低3.8度，創下1985年以來

的最低氣溫。西日本也比往年平均

氣溫低3度。

據氣象廳預測，20日前後，冬

季氣壓分布或會再度增強，日本海

壹側有可能還會出現大雪和大風天

氣。氣象廳呼籲民眾註意最新的氣

象信息。

另外，1月21日以後寒流將會

減弱，以東日本和西日本為中心，

氣溫或將大大高於往年。因此，人

們要謹防雪崩和屋頂積雪滑落等造

成事故。

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會見王毅
綜合報導 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在

馬尼拉會見到訪的中國國務委員兼外

長王毅。

王毅向杜特爾特轉達習近平主席的親

切問候。王毅表示，中方高度贊賞總統閣

下為推動中菲關系轉圜並持續不斷發展作

出的壹系列政治決斷和展現出的戰略遠見

。我此訪希向菲方傳遞三點信息：

壹是中方全力支持菲方抗擊疫情。

團結協作是戰勝疫情最有力武器。中菲

在抗擊疫情中相互支持、互施援手，兩

國人民友誼在共同抗疫中進壹步升華。

中方理解疫苗是菲方當務之急，決定向

菲方先無償援助壹批疫苗，並將指導企

業同菲方盡快推進疫苗采購合作。菲律

賓是中國的好朋友、好兄弟，中方願盡

己所能為菲方抗疫提供幫助。

二是中方大力支持菲方盡快實現經濟

復蘇。中方將持續參與菲方提出的“大

建特建”規劃，積極推進重大項目合作

。近年來，雙方已成功完成11個項目，

12個正在或即將實施，其他項目也在

積極商談。中方願根據菲方需要加快推

進有關合作，助力菲經濟復蘇，推動兩

國合作在後疫情時期得到進壹步加強。

三是中方堅定支持菲方維護國家

主權和民族尊嚴。我們願同菲方攜手

合作，在國際和地區舞臺上堅定維護

各自正當權益，維護發展中國家共同

利益，維護國際公平正義。

王毅說，相信在兩國元首戰略引領

下，中菲關系壹定會不斷穩定健康向前

發展。

杜特爾特請王毅轉達對習近平主席

的誠摯問候。杜特爾特表示，菲中保持

密切高層交往，為兩國關系紮實向前發

展提供了戰略指引。菲方將堅定落實雙

方就發展菲中全面戰略合作關系達成的

重要共識。菲方非常感謝中方為菲抗擊

疫情提供的大力支持，尤其是及時贈送

疫苗，期待同中方加強疫苗合作。中國

在推動地區經濟復蘇方面發揮著重要作

用。感謝中方為菲基礎設施建設所作的

重要貢獻。菲方願同中方加強合作，早

日實現經濟復蘇，使菲人民盡早受益。

我相信中國說到做到，言出必行。菲方

也將堅定維護兩國友好大局，我們對中

國和菲中關系發展充滿信心。

同日，王毅還同菲律賓外長洛欽

舉行會談，同菲前總統阿羅約以視頻

連線方式共同出席“中國—菲律賓馬

尼拉論壇”啟動儀式和“中菲相知獎”

設立儀式。雙方宣布啟動兩國必要人

員往來“快捷通道”。

冷冷冷！
1月上旬日本多地降雪量和低氣溫創紀錄

日
本
阪
神
大
地
震2

6

周
年

疫
情
下
追
悼
儀
式
規
模
縮
小

綜合報導 導致6434人遇難的1995年日

本阪神大地震已過去26年。如今，新冠疫

情蔓延勢頭不止，在采取各種防疫措施後得

以舉行的追悼儀式上，到場的人們在地震發

生時刻——清晨5點46分進行了默哀。

疫情下旨在繼承震災記憶和教訓的講述活

動大減，縣內各地的追悼儀式不得不中止或縮

小規模，也有遺屬因擔憂感染而放棄參加活動

，在各自地點追憶地震發生的“那壹天”。

神戶市中央區“東遊園地”公園按慣例

舉行了“1･17集會”，今年用燈籠擺成“加

油”字樣，為了分散到場者，部分燈籠從16

日起點燃。還把到場者的移動路線分開，入

口放有消毒液。

在地震中失去了初中時代同學的神戶市

東灘區公司職員齋藤啟(55歲)稱，“今年本

來不打算來，但隨著這壹天的臨近，心情越

發難以平靜，心想無論如何也得來”，並表

示“這是想忘也忘不掉的特別的日子，回想

那壹天對我的人生而言是很重要的事”。

遺屬代表、日本舞蹈師範加賀翠(65歲)

地震時失去了當時6歲的長女櫻子。按慣例她應在會場致

悼詞，但今年把悼詞登載在該市官網上。其中寫道：“請

到我的夢裏來，想看看妳32歲的模樣。如今、在全世界都

非常艱難的時刻，請守護我們。”

造訪東遊園地的加賀平靜地表示：“壹轉眼已過去26

年，得到了人們的各種支持。壹個人的話會很寂寞，但來

到這裏遺屬們可以共享同樣的心情。”

文在寅：樸槿惠身體差我也擔心

但國民不同意赦免她綜合報導 據韓聯社

報道，韓國總統文在寅

18日舉行新年記者會，

他表示，現在談特赦前總

統還為時尚早。

目前，韓國前總統李

明博、樸槿惠雙雙入獄。

文在寅表示，兩位前總統

被羈押，這對國家而言也

是非常不幸之事。“聽說

兩人年事已高，身體都不

好，我很擔心，但現在談

赦免為時尚早。”

文在寅說，案件審理

剛結束，國政壟斷和腐敗，

給國家和人民都造成了巨

大的損失和創傷。但是，

（樸槿惠和李明博）否定

過去的錯誤，又不承認判

決結果，在這種情況下要

求赦免他們，“國民不會

容許，我也很難接受”。

不過，文在寅也提出，

到了合適的時機，會再考慮

此事，但前提是國民就赦

免達成共識，屆時實施赦

免將有利於團結國民。

1月14日，韓國最高

法院對樸槿惠親信幹政案

和受賄案作出最終裁決，

判處其 20年有期徒刑，

罰款180億韓元，追繳35

億韓元。加上此前幹涉選

舉案被判2年，樸槿惠刑

期累計為 22年。若無特

赦和假釋，樸槿惠最晚將

在 2039年，以 87歲高齡

的身份出獄。

至此，歷時4年零2個

月的“親信幹政”風波正

式畫上句號，樸槿惠的三

起案件也全部結案，她因此

具備被總統特赦的資格。

（中央社）全台跨年活動唯
一突破舊有思維，創新打造港灣
「2+1」舞臺，並將海事工作平

台船 「宏禹一號」打造為華麗光
雕秀中的海上焦點，2021高雄跨
百光年系列活動從 12/24 起開啟
序章，讓高雄民眾參加一系列活
動表演，一再驚艷；連續11天節
目，有交響樂團、原鄉合唱團、
九天技藝團等展演，鋪陳至跨年
夜達到高潮，跨百光年用行動證
明，跨年不僅是一場演唱會，而
是述說高雄港灣歷史、地景、科
技與藝術的時空展演，高雄人可
說是完成了一場全民讚嘆的華麗
演出。

活動從藝術發想、策劃、執
行到呈現成果，充分展現出團隊
工作的行動力，從高雄市副市長
史哲臉書公布宣傳影片讓人驚豔
，可說是天天有爆點、時時有驚

喜，將近半個月活動中，用光束
照耀港都，還有全台最大的聖誕
樹、和瘟押煞科儀送（燒）王船
，以及 「音樂築港特展」、 「老
電視看高雄事特展」替高雄人回
憶成長歲月。

走在高雄港灣邊，海上舞台
光束射向天際，閃耀著不同顏色
的光芒，把愛河灣當成一個大型
展演舞台，結合海、陸、空三大
場域，用建築光影、海上光束，
配合無人機展演，接連排出星星
、雪花、鯨魚、工人、漁婦等美
麗圖案，結合絢爛的聲光饗宴，
相當吸睛。跨百光年的這道光成
為世界之光，讓高雄被全世界看
見，展現高雄的城市力量。

高雄 「2021跨百光年」首度
在高雄港灣舉辦，首創3大舞台
，打造跨百、跨海、跨界的璀璨
聲光饗宴。23組歌手樂團組成超

強演唱會卡司於港灣兩處舞台相
互較勁，主打創作的高雄流行音
樂中心戶外舞台，由橫掃2020年
金曲獎、金音獎的阿爆等歌手盡
情躍動音符，而對岸的蓬萊舞台
則有高雄獨家壓軸演出的 ELLA
陳嘉樺熱情舞蹈與高歌，另外
「海上舞台」高懸空中的鏡球

（Disco Ball）與LED光幕上旋轉
的高雄一百主視覺，呼應愛河灣
臨岸大樓的光影展演，象徵著高
雄由港而生的歷史與延續。

揮別 2020，高雄更名的 100
周年精彩程度有目共睹，不僅讓
市民驚豔，更承載繼往開來的歷
史意義，猶如2021年凌晨響起的
「百年大港花火」，綿延港區的

絢麗花火，用夜空中綻放的美好
，訴說百年來的築港歷程，並迎
向未來的美好前程。

高雄高雄20212021跨百光年跨百光年
璀璨光雕點亮港都未來璀璨光雕點亮港都未來

海上的嶄新風景 跨年活動大彩蛋：宏禹一號
（中央社）全國最大海上作業平台船 「宏禹一號」，外觀打

破一般人對船隻印象，高聳參天、重達萬噸，有如一座海上移動
城堡，替台電獨力完成首件離岸風電海事工程，更憑藉著船上的
大力手臂，在南方澳大橋橋拱斷裂之際快速成功支援拆除工作而
聲名大噪；之後更在高雄新地標大港橋組裝中擔任最重要關鍵功
臣角色，今年還未滿十歲的宏禹一號已在工業、觀光、文化等層
面嶄露頭角，正如同高雄伴隨著海港璀璨花火綻放，帶出高雄展
望未來，扎根工業放眼文化的無限可能性。

宏禹一號由四隻紅白相間有如大柱子框出的平台範圍，加上
停放在中間的大型吊車，與其說是船，還更像海上有工地建案正
在進行，但對此疑惑，宏禹一號的船東──宏華營造總經理陳宗
邦早已見怪不怪，他說： 「沒錯，平底船正是把一個大型工廠載
到海中央！」，在孤立無援的海面上憑藉著自身的萬能性，把一
支支海上風機豎立於海面上。

猶如海上變形金剛，起初是宏華營造為了參與離岸風力發電
國產計畫所購入的平台船，因應政府開出 「2025年綠電比例達

20%」的能源轉型藍圖，離岸風電被視為最重要的經濟產業轉型
及能源轉型的雙引擎，過往工程多半仰賴國外技術能力，但陳宗
邦估算，風力發電的海事工程成本超過整體三成，是台灣最應該
、也是最容易國產化的部分，更是 「台灣繼半導體之後，對得起
下一代人的產業」。

回想起5年前台灣第一個獨立自主完成的海氣象觀測塔，看
來規模不大，但須在東北季風吹襲中，將長55公尺、重達三百
公噸的鋼管牢牢插進台灣海峽中，期間必須毫不間斷地連續敲打
一萬多下方能完成，宏禹一號僅花了21天即完工，可謂正式宣
告── 「台灣也有完成離岸風電海事工程之能事」。

離岸風電工程尚未開始時，宏禹一號處於待機狀態，交通部
長的一通求助電話，展開了一場情義相挺的援救計畫。停泊在高
雄港的宏禹一號足足花了52小時抵達南方澳，當時震驚社會大
眾的南方澳大橋斷裂新聞，在搶救人命後面臨更大挑戰是如何快
速遷移斷裂橋面，好讓正值漁季的漁民能順利出海捕撈作業，以
免對漁民生計造成影響！

原先公路總局評估搭設高橋逐段拆除，航道必須全面淨空5
個月以上時間方可完工，但宏禹一號先靠近橋邊就定位，4支錨
樁下錨，拉住拱橋，再利用船上的大型吊車，從上方將斷裂的橋
拱逐一拆除，不到24小時就讓作業人員切除橋墩。迅捷的速度
讓漁船可以快速進出港，減少漁民的損失，回想起當時的情況，
相關人員都倍感欣慰，因為只讓南方澳封港24小時，可謂是將
損失降到最低，宏禹一號完成了不可能的任務！

從宜蘭的這趟 「神救援」完美經驗後，場景轉移回高雄，宏
禹一號肩負的任務是興建亞洲最長的旋轉橋！興建初衷是為串連
亞洲新灣區、駁二特區及30公頃的蓬萊倉庫群，結合水岸輕軌
，供550人及自行車同時通行，完成南台灣最美麗的水岸觀光廊
道，未來僅要步行上橋即可觀賞海港夕陽美景。此外，橋身也是
一大看點，以海豚、貝殼為寓意，與其說是交通建設，不如說是
藝術品更為恰到好處，長約一百公尺的橋身，由四格模組，加上
為了讓遊艇碼頭航道暢通，特別設計可旋轉橋身，只要旋轉九十
度，遊艇就可自由進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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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英國御用大
律師David Perry受壓未能赴港為案件出庭，不
少法律界專業人士都狠批政治壓力干預司法獨
立，並質疑英國有心削弱香港司法制度。

香港前刑事檢控專員、英國資深大律師江
樂士批評，是次事件是對刑事司法的衝擊、對
香港檢控制度可恥的干預，也是以政治原因對
著名的英國御用大律師施壓。更差的是英國外
相藍韜文誤解今次案件涉及香港國安法，惟案
件只涉及非法遊行。他直斥，身為事務律師的

藍韜文，未查清事實便向Perry“開火”實在丟
臉，應立即撤回言論，並向Perry誠懇道歉。江
樂士認為，藍韜文暫停英國與香港的逃犯移交
協議，及宣布重新審視英國法官為香港終審法
院服務等事，明顯有心削弱香港司法制度。

湯家驊：蓄意破壞港法治
行政會議成員、資深大律師湯家驊批評，

英國蓄意破壞香港法治和司法獨立，藉以自圓
其說“‘一國兩制’失敗”的行徑可恥，早前

英國外相表示重新考慮是否容許英國法官參與
香港終審法院審訊，用意明顯是削弱香港司法
獨立的形象，而英國前任及現任外相分別以
“不道德檢控”為名，試圖阻礙Perry赴港的行
為更是對特區法庭施壓，影響司法公正及破壞
平等對壘等基本法治原則，“想不到一向以建
立法治自豪的大英帝國竟然淪落到今天變為政
治凌駕法治之地，實在令人側目。”
英國倫敦Crown Office Chambers的Fred-

erick Simpson日前亦向英國《金融時報》投
稿，指Perry受到不合理的謾罵，認為Perry備
受推崇，可以信賴他會公正行動，認為香港律
政司勇於委聘Perry其實是令人欣喜的。

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等攬炒頭目前年組織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的案件即將開審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等攬炒頭目前年組織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的案件即將開審，，香港律政司早前委聘英香港律政司早前委聘英

國御用大律師國御用大律師David PerryDavid Perry代表控方出任案件檢控官代表控方出任案件檢控官，，但英國政客隨即猛烈批評但英國政客隨即猛烈批評，，令令PerryPerry坦言關注坦言關注。。律政司律政司

2020日表示日表示，，基於公眾利益及審訊日期臨近基於公眾利益及審訊日期臨近，，已委聘另一名律師處理已委聘另一名律師處理。。律政司司長鄭若驊批評針對律政司司長鄭若驊批評針對PerryPerry的攻的攻

擊非常不公平擊非常不公平、、偏頗偏頗，，認為香港社會不應低估外國給香港的壓力認為香港社會不應低估外國給香港的壓力，，但律政司會盡力抵抗但律政司會盡力抵抗，，不受其影響不受其影響。。有法有法

律界及政界人士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律界及政界人士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事件顯示外國勢力干預香港司法獨立事件顯示外國勢力干預香港司法獨立，，手段無所不用其極手段無所不用其極，，令令

人擔心其他英籍法官亦可能因英國施壓而影響審訊人擔心其他英籍法官亦可能因英國施壓而影響審訊，，事件佐證香港要盡快作出相應司法改革事件佐證香港要盡快作出相應司法改革，，發展適合香港發展適合香港

特區的普通法特區的普通法，，以捍衛香港司法獨立以捍衛香港司法獨立，，免受外國勢力干預免受外國勢力干預。。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律政臨陣換檢控官
港司法豈容英決定

英政客施壓 阻御用大狀Perry赴港接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治祖）英國
御用大律師David Perry事件令社會擔
憂其他英籍法官日後也會受壓，並影響司
法公正。香港文匯報20日向司法機構查
詢，目前非常任法官和海外非常任法官中
有多少名英籍法官，司法機構回應指“沒
有備存有關法官及司法人員的國籍的資
料”。不過，有司法界人士向香港文匯報
透露，每位入職的法官均需填報出生地、
國籍等基本資料，坦言司法機構不可能沒
有相關資料。有法律界人士認為公眾有知
情權，司法機構應交代。

司法機構：沒有備存資料
司法機構20日回覆香港文匯報查

詢時表示，司法機構沒有備存有關法官
及司法人員的國籍的資料，並指根據基
本法第九十條，終審法院和高等法院的
首席法官，應由在外國無居留權的香港
特區永久性居民中的中國公民擔任。其
他法官及司法人員，則沒有有關國籍的
規定。

不過，有司法界人士向香港文匯報
透露，每位入職的法官均需填報出生
地、國籍等基本資料，坦言司法機構不
可能沒有有關國籍的資料。

大律師龔靜儀表示，國籍問題或成
為外國勢力操控香港法官的隱憂，加上
這些法官受薪公帑，市民應有知情權，
司法機構亦應提高透明度。

大律師容海恩則表示，無論立法會
議員和其他公職人員都需要提交履歷表
予當局，包括其國籍資料，考慮到公眾
知情權，若司法機構有備存相關資料就
應公開，並坦言公開國籍對公職人員而
言並無不妥。

大
律
師
倡
公
開
法
官
國
籍

David Perry “ 唯利是
圖”，大律師可以“行為守
則”抗拒此案。

一位鼎鼎大名的英國御用大律師赴港辦理一件案件，竟
然在英國引起如此大量不公平、偏頗的攻擊和意見。我希望
大家看清楚此事，不要低估外國給我們很多人的壓力，我們
必須盡最大的能力抵抗這些壓力，不受其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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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視聘請英
國御用大律師檢控
“民主派人士”是
公關突破。

是否需要委聘外國律師還是
香港的律師或大律師時，特區政
府考慮的因素永遠都是以香港的
律師或大律師為先。但因應某些
案件的複雜程度，或對香港法律
的發展會有幫助的話，有時候不
僅是檢控方，可能辯方亦會申請
委聘外國大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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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樂士：可恥干預 英該道歉

律政司在聲明表示，委聘Perry後有不斷來
自英國社會的壓力和批評，當中一些片面

的批評將案件與香港國安法混為一談，而Perry
亦對有關壓力及豁免強制檢疫的安排“表示關
注”，並指審訊在沒有他的情況下應如期進
行。律政司指出，基於公眾利益及審訊日期臨
近，已委聘另一名律師處理。

鄭若驊：力抗外國施壓保公平
律政司司長鄭若驊20日在立法會大樓見傳

媒時被問到Perry面對什麼壓力時表示，自香港
高等法院批准以ad hoc admission（“專案認
許”方式），讓Perry處理有關案件的檢控工作
後，英國很多媒體報道很多不同的壓力、批
評，是針對Perry的，非常不公平，“客觀上亦
可理解，有些人會有一個反應。”

她坦言對事件感到驚訝︰“何以一位鼎鼎
大名的御用大律師，在作為大律師處理案件所
應該做的工作時，他會遭受如此不公平的攻

擊？所以我希望大家看清楚此事，不要低估外
國給我們很多人的壓力，我們必須盡最大的能
力抵抗這些壓力，不受其影響。”至於事件會
否提升至外交層面，鄭若驊指，並非香港官員
所能評論，但強調律政司會堅守基本法第六十
三條的憲制責任，不偏不倚、無畏無懼、公平
公正、客觀專業地進行檢控工作。

陳曼琪：應拓適合港情普通法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中律協創會會長

陳曼琪認為，律政司的處理是捍衛香港司法獨
立的必須舉措。她指出，在大國博弈及錯綜複
雜的國際形勢下，香港特區政府司法系統絕不
能成為維護國家安全的缺口，“為維護國家統
一、領土完整、安全及發展利益，我們必須發
展適合香港特區的普通法，必須捍衛中國香港
的司法獨立免受外力干預施壓，不能將只適合
外國社會形勢的案例、甚至是容易受壓的司法
‘外援’引入香港普通法。”

龔靜儀：外籍司法人員有顧慮
執業大律師龔靜儀表示，外國勢力用政治

手段干預香港司法或涉嫌妨礙司法公正，更可
能引發寒蟬效應。她質疑處理同類政治案件的
主控官及主審法官，也會因受到外國政府施壓
而有“後顧之憂”，若法官因國籍和海外資產
淪為“負擔”，難保香港司法權不受外國勢力
操縱，擔心外國勢力日後會以更多手段掣肘不
合其心意的律師及香港司法人員，因此司法機
構應檢視現況，相信有利香港日後在探討司法
改革時對症下藥。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表示，英國政客和
官員向赴港的英籍司法人員施壓，正顯露英國粗
暴干預香港的司法制度，質疑英國會否容許外國
以同樣方式對待自己，直斥這是雙重標準。她認
為今次事件或反映香港司法制度較依賴外籍檢控
官，亦令人擔憂其他英籍法官日後也會被施壓，
因此香港必須培養更多本地的專業司法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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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21年1月9日望奎縣出現無症狀感
染者以來，多地出現與之有關聯的散發
疫情，呈現一地集中傳播、跨地區傳播
的態勢。截至1月19日24時，此輪疫情
望奎縣累計報告確診病例151例，無症
狀感染者229例。望奎縣16名黨員幹部
和公職人員被追責問責。

■黑龍江望奎縣副縣長、縣疫情防控
工作指揮部副指揮長王淑謐 免職
黨內嚴重警告

■黑龍江望奎縣副縣長、縣疫情防控工
作指揮部副指揮長趙國利 免職 黨內
警告

■黑龍江望奎縣委常委、政法委書
記、縣疫情防控工作指揮部副指揮
長孫智勇 黨內警告處分

■黑龍江望奎縣衞健局黨組書記、局
長陳麗瑤 免職 黨內嚴重警告

聚集爆疫 主官主責
從2019年12月31日武漢衞健委第一次發布新
冠疫情通報，至2020年3月23日以武漢市為
主戰場的全國本土疫情傳播基本阻斷，湖北省
累計確診病例67,800例（武漢50,005例），死
亡病例3,153例（武漢2,517例）。湖北省委書
記蔣超良、武漢市委書記馬國強被中央免職，
此外湖北省對瞞報謊報、臨陣逃脫、截留物資
等5類情形從嚴從快查處，截至2021年1月，
全省共處分廳局級幹部34人，縣處級幹部592
人，其他失職失責黨員、幹部數千人。

■湖北省委書記蔣超良免職

■湖北省委副書記、武漢市委書記馬國強 免職

■湖北省衞健委黨組書記張晉 免職

■湖北省衞健委主任劉英姿 免職

2020年5月，吉林省舒蘭市一洗衣女工確診新
冠肺炎，短時間內確診病例持續增加，最終致
43人確診，超過8,000人被隔離。6名官員免
職。

■吉林舒蘭市委書記李鵬飛免職

■吉林市衞健委副主任劉世軍 免職

■吉林舒蘭市衞健局局長岳曉燕免職

■吉林舒蘭市公安局黨委副書記耿建軍免職

■吉林舒蘭市疾控中心主任劉韓印免職

■吉林市豐滿區疾控中心主任徐子彪免職

2020年6月，北京豐台區新
發地農產品批發市場發生聚
集性感染事件，累計報告新
發地聚集性疫情相關確診病
例335例。6名相關負責人
工作嚴重失職失責受處理。

■北京豐台區副區長周宇
清免職

■北京豐台區花鄉黨委書記
王華免職

數
千
幹
部
摘
烏
紗

專責系統 責無可卸

把關不嚴報負數
湖北荊門市統計上報2020年2月19日新冠肺
炎確診病例為“-107”，經查，荊門市相關
部門和人員在統計上報新冠肺炎確診病例數據
工作中，把握政策不準、履職盡責不力、審核
把關不嚴，造成嚴重不良影響。

■湖北荊門市委書記張愛國誡勉

■湖北荊門市政府市長孫兵 誡勉

地方消極 罪大惡極

院內爆疫 停職停牌

以權謀私 無視法紀

失職失責必追究，不換思想就換人。自新冠肺

炎疫情爆發以來，數千名中國公職人員因防控缺

位、抗疫不力被摘“烏紗帽”。從省委書記、市委

書記等高階地方主官等到居委會主任、村書記等基

層“芝麻小幹部”，從政府、社區到醫療衞健系

統、司法領域等各個層面，只要存在疫情防控作風

漂浮、敷衍塞責、消極應付，給抗疫帶來嚴重隱患

的失職瀆職行為，都受到了嚴厲問責。迅疾凌厲的

吏治風暴，喚醒了官員的擔當精神，壓實了抗疫責

任、順應了民眾呼聲，從而凝聚起磅礴的抗疫合

力，成為今年以來內地在短時間內快速控制多輪區

域性爆發疫情、成功恢復生產生活秩序的重要因

素。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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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給領導領口罩
2020年2月1日下午，武漢
市紅十字會借用的武漢市國
際博覽中心臨時倉庫處，一
男子提出一箱3M口罩，放
入汽車後備箱。司機稱，領
取的物資是給領導配的。該
汽車號牌顯示是武漢市政府
辦公廳公務用車。

2月4下午，武漢市紀委監
委發布消息，武漢市嚴肅查處了市防疫應急物資儲備倉庫違規
發放口罩問題，相關事件中，還有武漢市發改委黨組書記孟武
康和武漢市政府辦公廳副主任黃志彤被誡勉談話。

■湖北武漢市統計局黨組成員、副局長夏國華 免職 黨內嚴重
警告政務記大過

2. 確診後拒隔離
違反防疫規定，在本人及其家人確診後，不服從集中隔離、入
院治療等措施，並違規出入公共場所。

■湖北省司法廳原巡視員陳北洋 留黨察看並降為一級調研員
退休待遇

1. 官員一問三不知
督查組：現在收了多少人？

湖北黃岡市疾控中心主任陳明星：這個我不太清楚。

督查組：最多容納多少人？

湖北黃岡市衞健委主任唐志紅：（打電話）你趕緊把數字
告訴我……（掛電話）他馬上就來。

CCTV記者：剛才在問具體床位的時候，您一直在查資
料、打電話問，您掌握這個情況嗎？

唐志紅：是啊，我是在問收治多少病人，我問多少病人，
因為每天都在變化。

CCTV記者：現在有多少例病人？

唐志紅：這我不知道，我搞不清楚。

CCTV記者：您覺得這是很細節的問題？

唐志紅：我只知道有多少張床位，
你非要問我收治多少病人。

■湖北黃岡市衞健委主任唐志紅 免職

■湖北黃岡市疾控中心主任陳明星 免職

2. 物資滯後阻一線
2020 年 2 月 2 日，處於抗疫一線的武漢金銀潭醫院醫生
在朋友圈發出防疫物資告急的消息，媒體跟進報道發
現，當地紅十字會公布、分配收到的捐贈物資的流程嚴
重滯後。

■湖北省紅十字會黨組成員、專職副會長張欽 免職，黨內
嚴重警告、政務記大過

■湖北省紅十字會黨組成員陳波 黨內嚴重警告、政務記
大過

■湖北省紅十字會黨組書記、常務副會長高勤 黨內警告

■湖北省紅十字會其他責任人員按照幹部管理權限由有關
黨組織依紀依規處理

1. 黑龍江哈爾濱醫科大學
2020年4月，黑龍江哈爾濱市哈爾濱醫科大學爆發聚集性感染事
件。一名87歲老年患者引發“鏈式”傳播，最後致62人感染。
黑龍江啟動問責追責機制，對哈爾濱市和哈爾濱醫科大學18名
相關責任人進行了集中處理。

■哈爾濱市副市長陳遠飛 政務記過

■哈爾濱醫科大學副校長傅松濱 黨內警告、政務記過

■哈爾濱市衞健委主任丁鳳姝 黨內警告、政務記過

■哈爾濱市道外區副區長趙琪政務記過

■其餘14人也受到相應黨紀政務處分

2. 遼寧瀋陽兩家醫療機構
2021年1月遼寧瀋陽出現由入境人員在解除隔離後發病，通過醫
院就診活動和家庭社區活動，導致的疫情傳播，涉事的瀋陽皇
姑秀水門診部、瀋陽譜康醫院有限公司在執業過程中，未嚴格
執行落實相關規定、未按要求採取有效的疫情防控措施，導致
新冠疫情傳播。據瀋陽市衞健委通報，醫院至少已經有1傳21
的傳播規模。

■對上述兩家機構給予吊銷《醫療機構執業許可證》的行政處
罰，依法履行相關程序

■對相關人員，將依據相關法律法規，繼續調查處理

■被問及疫情，唐志
紅需打電話詢問。

視頻截圖

■2020年2月1日，媒體拍到一名男
子取走武漢紅會一箱口罩。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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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過去2020日港股通十大淨流入股份日港股通十大淨流入股份
排位排位
11

22

33

44

55

66

77

88

99

1010

股份股份
騰訊騰訊
中移動中移動
中海油中海油
中芯國際中芯國際
思摩爾國際思摩爾國際
美團美團
聯通聯通
中國電信中國電信
信達生物信達生物
舜宇光學舜宇光學

淨資金流入淨資金流入
525525..3535億元億元
378378..5757億元億元
173173..4747億元億元
123123..3131億元億元
6969..7474億元億元
6969..3232億元億元
5656..9090億元億元
4848..1515億元億元
3131..6565億元億元
3030..1515億元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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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水大時代秘揭
美資撤退提供低撈機會 內地基金跑步南下掃貨

近日港股氣勢如虹近日港股氣勢如虹，，恒指恒指2020日再逼近三萬點日再逼近三萬點，，成成

交連續兩日超過交連續兩日超過33,,000000億港元億港元。。近期港股大升的幕後推近期港股大升的幕後推

手手，，是內地基金集資後來港掃貨是內地基金集資後來港掃貨，，統計顯示統計顯示，，港股通港股通

今年來今年來1313個交易日個交易日，，已錄淨流入已錄淨流入22,,056056億港元億港元。。中央中央

堅定落實堅定落實““房住不炒房住不炒””政策下政策下，，內地大量閒資游資湧內地大量閒資游資湧

入各類理財產品入各類理財產品，，基金成為最大熱門題材基金成為最大熱門題材，，有有““炒股炒股

不如買基不如買基””之說之說，“，“百億日光基百億日光基””頻現頻現，，也催生了更也催生了更

多新基金發行多新基金發行。。之前特朗普迫令美資出清中資股之前特朗普迫令美資出清中資股，，剛剛

巧為內地基金提供低價撈貨機會巧為內地基金提供低價撈貨機會，，短時間就獲得不俗短時間就獲得不俗

回報回報，，有內地券商更豪言有內地券商更豪言：“：“跨過香江去跨過香江去，，奪取奪取（（港港

股股））定價權定價權”。”。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倪夢璟倪夢璟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道）北水大量南下炒港股，
內地的機構投資者和券商都雄心勃
勃，甚至打出“跨過香江去，奪取
定價權”的半開玩笑式口號。不少
內地散戶亦看好今年港股市場，認
為內資機構大舉進入估值窪地，確
實很有可能掌握若干港股的定價
權。但亦有較為謹慎的散戶表示，
A股還沒玩明白，手裏又有幾個錢
敢去陌生陣地“送人頭”？

隨着南向資金兇狠搶籌港股，不
少內資機構近日都情緒高漲，紛紛發
表信心十足的豪言。國盛證券表示，
南向資金已是港股最重要增量和壓艙
石。未來，南向資金將重複過去數年
北向資金影響A股的歷程，搶奪港股
定價權。華創證券則在1月19日晚的
電話會議海報上，直接打出“跨過香
江去，奪取定價權”的口號。

有內地股民表示，既然機構敢
於喊出奪回定價權，就表示從美股
市場退回來的中概股，大概率主要
由港股市場來承接，因此港股具備
了戰略定位的意義，會繼續看好。
有股民大膽預料，此前港股被外資
掌握着定價權，但隨着國際環境變
化，外資大量拋售港股，並造成價
值窪地，如有國內公募基金大規模
募資買爆，說不定真有奪回定價權
的可能性。

股民仍疑慮 憂“千里送人頭”
不過，心存疑慮的股民同樣不在

少數。有人指，南下爭奪定價權此前
上演過多回，但最終熱鬧開場“然後
就沒有然後”，甚至還有最壞結果成
為“千里送人頭”慘敗而歸。還有人
稱，“每一屆公募基金經理在被外資
收拾之前都有一個搶奪港股定價權的
夢，畢竟基民一下子眾籌出這麼多錢
來是個人都會浮想聯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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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創證券在電話會議海報上，直接打出
“跨過香江去，奪取定價權”的口號。

中央堅定落實“房住不炒”政策，內
地大量資金近期頻頻投資各類理財

產品，基金成為最大熱門題材。2021年開
局僅9個交易日，內地公募基金發行總額
就逼近3,000億元（人民幣，下同）大
關，有22隻新基金吸金規模過百億元，
其中不少在上市首日就被搶購一空，被網
民戲稱為是“百億日光基”。這些新發行
的基金，半數以上產品都將港股納入投資
範圍。多位業內人士指出，美國政府將多
家中資企業列入黑名單，令其在港股市場
的價格大跌，促使內地基金大舉南下掃
貨。

公開數據顯示，2020年內地公募基金
發行達到3.16萬億元，首募規模達百億元
的新基金多達40隻。踏入2021年，基金
市場的熱潮持續升溫，自1月4日至1月
14日的9個交易日內，公募基金發行的總
規模近3,000億元，其中有7隻百億爆款
基金，首募規模超過50億元的基金亦達
到15隻。最引人矚目的是1月18日發行
的“易方達競爭優勢企業”，據內地媒體
計算，其認購規模高達2,398.58億元，是
公募基金歷史上首隻認購規模超過2,000
億元的基金。包括南方阿爾法、博時匯興
回報等基金均公告“一日售罄”，火爆程
度可見一斑。

儲蓄向資本市場大轉移
“大量的居民儲蓄向資本市場大轉移

的意願非常強烈，甚至可以說是跑步入
場。”前海開源基金首席經濟學家楊德龍
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表示，2021年
“既是A股的投資大年也是港股的投資大
年”，科技與消費料將是2021年市場的
兩大主線。“在房地產嚴格調控之下，對
於普通居民來說，通過買基金入市來分享
資本市場成長那是必然的。”他相信，隨
着越來越多的資金通過買基金入市，機構
資金還會繼續趁市場調整時去買好股票如
行業龍頭股，“通過買入優質股票和基
金，才是抓住A股市場黃金十年的最好策

略。”
特朗普政府此前將大批中資公司列入

“黑名單”，其中包括三大電訊商這樣的
重磅股，導致它們的股價跌到相對低位，
對內地的機構投資者和散戶都具有較大吸
引力。

楊德龍指出，港股現在之所以受到內
外資的歡迎主要的原因仍然是估值比較
低，現在A級股溢價整體上超過了35%，
部分股票溢價率甚至達到100%以上，
“也就是A股比同樣的H股貴了一倍。這
樣的話有些資金去港股抄底也是可以理解
的，又加上國內居民儲蓄向資本市場大轉
移帶來了更多的增量資金，那這些資金不
僅會流入到A股也會流到港股，這是一個
很強的溢出效應。”他建議投資者同時可
以買A股和港股，也可以通過配置港股通
的標的來獲取一個估值差價。

近年基金回報勁引起關注
著名經濟學家宋清輝則表示，近期基

金熱度如此之高，或與2021年A股市場出
人意料的紅紅火火有關，直接帶熱了基金
的熱度。除此之外，基金火爆的原因還與
近年來基金收益持續良好有關，其賺錢效
應本身就吸引了大量的關注度。根據測
算，2019年偏股混合型基金平均回報率達
到45%，去年更達到55.91%，大幅超出
指數和個股的中位數漲跌幅，而2019年
個股的中位數漲跌幅是15%左右，2020年
個股的中位數漲跌幅22.38%，在這種強
烈的對比之下，“越來越多的股民棄股從
基，或者通過公募基金進入股市。”他認
為在“北水南湧”大背景下，2021年港股
相對A股或會更有吸引力。

根據證券業協會數據，證券公司截至
2020年前三季度客戶交易結算資金餘額為
1.56萬億元，同比增長22%，較前年同期
約31%的升幅放緩。安信證券引述人民銀
行2019年調查數據指出，股票基金類資
產在城鎮居民總資產中的佔比不到2%，
資產配置結構仍有較大調整空間。

2021年1月21日（星期四）2 新聞中
國

■責任編輯：凌晨曦

中方：望美盡快推兩國關係返正軌
回應美候任國務卿擬聯多國對華施壓 外交部：聚焦合作管控分歧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及中通

社報道，中國外交

部發言人華春瑩20

日表示，中方對美

政策是一貫的、明

確的。希望美國新

一屆政府同中方相

向而行，推動中美

關係盡快回到正確

發展軌道。

美國當選總統拜登提名的國務卿布林肯當地時間
19日在參議院舉行的提名確認聽證會上表示，

特朗普政府對中國採取較強硬的立場是正確的。同
時，對前國務卿蓬佩在諸多中國問題上的立場也
表示認同。不過，布林肯強調，有別於特朗普政
府，他將更加着重於與其他民主國家合作，聯合向
北京施壓。布林肯稱，所有國家中，中國對美國的
利益構成了最大挑戰，這種對峙的關係不僅有對抗
性，同時也具有競爭性。他指出，美國要與盟友合
作，參與並領導國際機構，增加實力，應對中國。

20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主持例行記
者會。有記者就布林肯上述表態提問。對此，華
春瑩表示，關於布林肯先生在參議院聽證會上涉
及到中國問題的一些表態，我想作三點回應：

致力發展與美共贏關係
首先，中國的內外政策和戰略意圖是公開透

明的，中方堅定不移走和平發展道路，始終是世
界和平的建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和國際秩序
的維護者。

第二，中方在中美關係、台灣、涉港、涉疆等
問題上的立場是一貫、明確的。中方致力於同美方

發展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關
係，同時將堅定維護自身主權、安全、發展利益，
我們堅決反對美方利用有關問題干涉中國內政，損
害中方利益，抹黑中方形象。

第三，我們希望美方正確看待中國和中美關
係，同中方相向而行，聚焦合作，管控分歧，推
動中美關係重回正確的軌道，向前發展，這符合
中美兩國的共同利益，也是國際社會的普遍期
待。

分歧下存廣泛合作空間
有記者提問稱美國白宮國安會“印太協調

員”提名人坎貝爾近日表示，中美關係如沿着當
前道路走下去，將進入非常可怕的境地。雙方應
暫停針鋒相對的做法，設立合適的接觸渠道和機
制，並採取一些溫和步驟，向對方發出改善關係
的積極信號。中方對此有何評論？

華春瑩說，中方一貫認為，一個良好的中美
關係符合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也是國際社會的
共同期待。中美之間雖然存在分歧，但擁有廣泛
共同利益和合作空間，並對世界和平與發展負有
特殊責任。

“中方對美政策是一貫、明確的。”華春瑩
說，我們致力於同美方實現不衝突不對抗、相互
尊重、合作共贏，同時堅定捍衛國家主權安全發
展利益。希望美國新一屆政府同中方相向而行，
加強對話，管控分歧，拓展合作，推動中美關係
盡快回到正確發展軌道，更好造福兩國人民和世
界人民。

特氏執政表現 歷史自有公論
另有記者問，歐洲智庫歐洲對外關係委員會

19日發布的針對歐洲11個國家、1.5萬民眾的民調
結果顯示，多數歐洲人認為，美國的政治體制已
經破裂，經過特朗普4年執政後的美國已不可信
任。中方對此有何評論？

華春瑩說，這充分說明是非自有曲直，公道
自在人心。無論蓬佩奧之流如何撒謊、欺騙、散
布仇恨和對抗，如何大搞“謊言外交”“恫嚇外
交”“脅迫外交”，大家心中都有一面鏡子，都
會作出正確的判斷。

“對本屆美國政府執政期間的表現，大家心
中自有一杆秤，歷史也會作出公正評價。”她
說。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表示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表示，，希望美國新一屆政府同中方相向而行希望美國新一屆政府同中方相向而行，，
推動中美關係盡快回到正確發展軌道推動中美關係盡快回到正確發展軌道。。圖為圖為20172017年的美國西部國際年的美國西部國際
安防產品展覽會安防產品展覽會，，人們在觀看中國企業的監控無人機人們在觀看中國企業的監控無人機。。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美國新任總統拜登當地
時間20日正式就職，他提名
的幾位重要閣員於19日一致
對中國作出強硬表態。外界
關注這是否意味着新政府將
延續特朗普政府對華強硬政

策？美國問題學者指出，這種高調表態
包含政治因素，相信拜登內閣的真實對
華政策要經過一段時間才能定型。

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美
國研究中心主任王勇表示：“拜登內
閣之所以有此表態，首先和前任總統
特朗普執政4年破壞了中美關係的基礎
有關。他在美國樹立了中國是強大競
爭對手，甚至是挑戰美國的敵人的概
念，令美國公眾對中國的整體印象變
得負面。”

王勇接着說：“第二，這和參眾
兩院對中國的強硬聲音也有很大關
係。主張對華強硬，已成為美國精英
層和政客中的主流聲音。”

“第三，這也和內閣提名過程有
關。因為內閣成員的審核主要在參議
院進行，當中有着很多共和黨的強硬
聲音，這使得上述官員在對華政策表
態中一定要展示強硬，顯示‘政治正
確’，以獲得批准。”王勇認為，
“政治因素是一方面，這些內閣官員
一旦獲得任命，相信其具體的對華政
策會有相當大的不同。屆時，拜登政
府的政策將考慮到美國國家利益等因
素，拜登重點關注的氣候變化、衞生
抗疫等方面也離不開和中國的合作。
相信經過一段時間，拜登內閣的真正
對華態度才會逐步定型。”

專家料日後將調整對華政策
“特朗普對華實行‘焦土政策’

‘三光政策’，把所有強硬的牌都打
完了，並給繼任政府埋了很多雷，給
拜登及其團隊帶來很大壓力。”王勇
續指，“若拜登政府後退，就會被批
評對中國軟弱。但我認為，拜登政府
最終還是會清算特朗普的內外政策，
包括對華政策，都會有較大調整。”

對華表態強硬的布林肯會成為
“蓬佩奧第二”嗎？王勇認為“應該
不會”，“布林肯這番表態主要是為
了上台而在政治上突出的高聲調。相
信未來在對華政策上，他還是會更多
回到美國過去幾十年的對華立場。”

■中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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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匪夷所思！北部某國小1名小6男童疑似第二性
徵過於早熟，且小小年紀即是 「智慧性罪犯」，一個月內竟懂得
用話術騙出教室並性侵2名低年級學弟得逞，地點分別在校內外
的廁所。然而學校卻刻意封鎖消息，不但對老師下封口令，還反
倒要求學生上廁所務必結伴同行，讓校內議論紛紛。隨著內部一
封給家長委員的信件曝光，才將整件離譜性霸凌案件揭發開來；
家長痛批學校粉飾太平；校方坦承確有此事，下學期將派專人陪
伴；教育局則說，已召開緊急因應小組，針對該生有進行分工監
控與輔導，讓其他學生安心，且已讓個案請假到本學期結束，避
免再發生偏差行為。

據了解，涉連續犯下兩起性侵害案件的小6男童，原本就讀
於其他縣市學校，於5年級下學期突然轉來北部某國小，原因為
何，校方保密至極；而其家庭功能健全，個性相當活潑好動且能
言善道， 「下手」對象專挑低年級學生，較為柔弱且易控制，校
內老師曾向家長透露，該童性早熟可能是家長疏於管教，看太多
A片導致。

據了解，小6男童去年12月9日（周三）下課就隨機挑選一
對小1兄弟檔，到社區公園廁所內對其中一人性侵得逞，另一人
則害怕拍打門呼救，案件因此曝光，被害人家長得知後相當憤怒
，要求校方加強管控。

沒想到事隔不到一個月，今年1月7日（周四）課後輔導時
，已有前科的小6男童躲過輔導老師監控，竟假借 「教務處外找
」名義，到班級當老師面前騙出一名資源班小2男童，並強行拖
拉到廁所，意圖猥褻，不過兩人脫下褲子撫摸性器官時，不到三
分鐘，老師已接獲通報趕到現場人贓俱獲，而其小小年紀 「智慧
型犯罪」過程不禁令人懼怕。

校內家長爆料指出，他曾跟老師求證，這名小6生其實是累
犯，而且是課後班，專門針對低年級、資源班的孩子下手，他本
月初趁課後輔導時間去資源班，向老師騙稱 「教務處或某某老師
外找」，該師不疑有他，讓其帶出一名小2學生後，被拖到廁所
欲進行猥褻動作， 「目前聽到過程說法很多，有脫下褲子摸生殖
器，也有逼口交等，但即使沒有侵入也構成性侵了。」

「學校完全沒有告知這件事！」 家長不滿說，小朋友回家
有提到，老師叮嚀他們上廁所一定要結伴同行，起初還以為怕地
溼滑倒，後來得知實情， 「完全無法想像小孩送到學校可能被同
學性侵！」校方既然不願說明，家長們只好自力救濟，在Line群
組裡互相告知，讓自己的小孩在校要提高警覺。經了解，目前學
校是讓這名學生在家休息。

該名家長認為，這名小6學生已經是累犯，之前已有性侵過
另一名學生，代表第一次輔導與學校政策對他無效，因為國小是
義務教育，他還是會留在學校，但不可能有老師全程盯著他，學
校又想粉飾太平，不想鬧大， 「學校只為了保護這一個孩童，
把其他人都暴露在危險裡！」 希望有更多家長可以知道此事，
可以提醒自己的孩子，在學校怎麼保護自己，否則這位當事人升
上國中以後，難保自己小孩不會碰到他。

記者掌握從校長傳給家長委員信件中，曝光 「個案會議」內
容提到，為使其他學生在校內安心學習，猶如將該名小6男童當
成 「校園重刑犯」嚴加看管，從他一踏入校門開始，家長先帶至
健康中心服藥抑制過動，接著由行政人員全天候輪班進入班級協
助導師，盯緊該生，不讓他有獨自一人或與其他學生接觸機會，
連要到指定地點集合，都要有蓋章說明表單才可以准許移動。放
學後，再由專人陪伴到輔導處等待家人親自帶回。

信件中分工細膩，納入社工師與心理師對該生進行輔導，也
向教育、社會與衛生局尋求資源協助，連警政單位夜間與假期都
要打電話到家中聯繫，確認該生有成人家屬陪伴在旁，如果家長
需晚些接該生回家，學校最近派出所可支援照護，直到父母一方
前來接回。

校長坦言，學校是一個教育單位，在要顧及所有孩子狀況下
，沒有說得很詳細讓所有家長知道；不過校內有因應策略，有教
導孩子保護自己安全，比如外人不可接觸自己身體、如廁遇到困
難要大聲呼救或按求救鈴等，都已加強教育宣傳。

校長表示，已有專業心理師與社工師入校協助輔導該童，目
前該童請假在家，下學期開始會有專人陪伴， 「畢竟擔心這個孩
子、也擔心其他的孩子」；醫生也有開出新的處方，降低他（負

面）行為的產生。至於性平調查結果於未來兩周內就會出爐，屆
時會再召開一次性平會議，討論後續管教輔導策略，主要目地是
要讓他恢復到原來的生活，好好地學習。

該校所屬教育局證實，學校於去年得知發生校外 「生對生」
疑似性平事件後，立即進行相關通報，展開對學生調查及輔導，
同時在集會上宣導性平教育及安全教育，續於去年12月22日召
開性平會議討論後續作為。

教育局說，今年1月7日再發生校內生對生疑似性平事件，
校方當日知悉後立即通報，兩案確定為同一行為學生，該校續於
1月11日召開性平會議併案進行性平調查，並針對疑似行為學生
所發生性平事件召開個案會議，討論校內各處室分工及輔導策略
。

教育局指出，針對疑似行為學生，將與輔諮中心提供校方所
需相關專業輔導資源，並請學校加強師生性平教育，強化性平意
識以自我保護，該校已召開校內緊急因應小組及學生獎懲會議，
決議對行為人進行管教事宜，請導師協助照護行為人，安排學校
專業輔導人員及心理師進行諮商輔導，並陪同接受專業治療；另
請專業社工師至家中了解，並協助家長運用管教策略。

針對疑似被行為學生，也請專輔老師進行輔導諮商協助心理
復健、每日陪伴被行為孩子放學等待家長，提供相關經費協助後
續專業心理治療，並引進校外社工協助家長因應等。

教育局補充說，目前疑似行為學生請假到本學期結束，學校
針對該生回校後避免再次發生偏差行為，除安排相關專業輔導、
校內行政分工外，本局將持續提供相關輔導資源予以協助。

律師廖芳萱表示，該名小6生若年滿12歲，且對未滿14歲
的被害人進行妨害性自主行為，依據《刑法》可處7年以上有期
徒刑，但仍會酌量減輕；但若小6生未滿12歲則無刑事責任，僅
能對法定代理人請求民事賠償及慰撫金。

人本教育基金會執行長馮喬蘭表示，這起保密事件發生後，
在性平會處理階段時，照理來說家長委員不會知道細節，但問題
在於 「不應該有非處理這起事件的人士知道此事」，或是 「有知
道的人告訴了其他人」，因此覺得這件事情變得有點遺憾。

（中央社）苗栗縣頭屋鄉53歲陳姓男子21
日下午1時許接獲不明來電，對方稱陳男兒子
因購買毒品沒付錢，要將他斷手斷腳，陳父護
子心切，趕緊領了近66萬元欲交款，幸好頭屋
分駐所警員機警上前關心陳男，並協助聯繫陳
兒確認安全，陳男才恍然大悟自己受騙，不禁
在所內落下男兒淚，感謝警方守住他的辛苦錢
。

陳姓男子昨日下午接獲不明來電，對方稱
陳男29歲的兒子因購買毒品沒付錢，現被挾持
，要求陳男付清款項才能贖回兒子，陳男心慌
意亂之際先到銀行臨櫃領取49萬元，擔心行員
詢問，又到超商ATM領取16萬9000元，開車
準備前往頭份市某KTV前交付贖款。

陳男因擔心兒子遭撕票，途中行經頭屋分
駐所時便停車，巧遇巡邏員警陳傑彥、劉仲恩

返回分駐所，看見陳男待在車上躊躇不安，立
即上前詢問，並將陳男帶進所內安撫情緒。

案經頭屋分駐所副所長巫仁雙指示先連絡
當事人，員警協助陳男聯繫上在台中從事科技
業工程師的陳兒，陳姓父子通完電話後，陳男
恍然大悟自己成了詐騙集團的肥羊，緊張情緒
頓失，不禁落淚感謝警方及時守住他辛苦賺來
的血汗錢，情緒也逐漸平穩。

警方為進一步追查詐騙集團車手，一度希
望對方更改交付贖款的地點，但詐騙集團很奸
詐，聽到要換地方察覺有異便立即切斷電話。
苗栗警分局分局長楊贊鈞呼籲，接獲疑似詐騙
電話請立即撥打165查證，或以110報案電話向
警方報案及查證，以免誤入詐騙集團陷阱而遭
受損失。

詐團來電嗆要斷兒子手腳
父急領66萬贖人遇警幸運保住

蛇精纏繞猛男！徒手摸滾燙棍

鐵沙掌試煉目的曝光
（中央社）走江湖賣膏藥，幻術吸睛，其中奧妙扣人心弦！

在高雄一處市集，直擊一對男女，展示棺材裡的 「發財蛇精」，
卻不是賣招財聖物，反倒由男子徒手摸高溫鐵棍， 「嘶！」一聲
冒出大量白煙，手掌又紅又腫，觀眾看得心驚膽顫，他才緩緩拿
出一罐藥膏塗抹，原來葫蘆裡賣的是藥！高雄市衛生局表示，在
這種場合賣藥 「一定是違法，將派人前往查緝！」

在去年12月26日下午3時許，抵達位於高雄市鳳山區國泰
路的台糖市集，經由其他攤位指引，來到賣財神觀音項鍊的唐裝
男擺攤處，卻發現唐裝男消失無蹤，同一攤改另一組年約60歲
上下的男女擺攤。

奇怪的是，賣藥男在開賣前，完完全全不講藥膏，反倒從蛇
籠裡面抓出一尾蛇，放任牠在地面滑行，再擺出一只小棺材，告
訴觀眾這就是傳說能發財的蛇精，還隨機拉客人掀起棺木蓋讓他
們見證蛇精的模樣。

同時間，旁邊的火爐正燒烤一根鐵棍，待人潮聚集近50人
時，賣藥男突然拿起燒得滾燙火紅的鐵棍，以衛生紙碰觸，衛生
紙立即起火燃燒，他大嚷： 「溫度超過 500 度，有人敢摸嗎？
2000元給你！」之後一個弓箭步，左手拿棍，右手快速連刷過鐵
棍2下，鐵棍馬上冒煙，他表情痛苦，伸出右手朝觀眾繞一圈，
記者直擊其小拇指側邊早燙紅腫。

記者和圍觀群眾為他的 「鐵沙掌」感到不可思議，也替他紅
腫的手感到憂心，他卻不著急緩緩拿出一罐白藥膏，挖出一大坨
抹在手掌紅腫處，抹上藥膏後，臉上痛苦表情才舒緩。

一旁女主持人一搭一唱： 「全台灣僅剩林老師表演這個功夫，表
演這個，一定要靠這罐藥膏…這罐藥膏歷史30年了，可以從頭
抹到腳底，皮膚癢可以抹，筋骨痠痛可以抹，撞到瘀青可以抹，
新舊傷都能抹！」賣藥男也保證，等一下若起水泡，一顆水泡自

罰1000元。
賣藥男之後用藍色抹布擦掉手掌上的藥膏，將手掌伸給圍觀

的人查看，此時，他手掌上原有的紅腫幾乎消失，且未出現嚴重
燙傷後起水泡的現象，觀眾對於藥膏的療效點頭稱奇。

賣藥男趁勝追擊，大力推銷藥膏是合法工廠製造，還挖出來
給大家塗看看， 「1罐500元，3罐1000元」。記者細數共5位男
女掏錢購買，至於棺材內的蛇精，應只是吸引人潮的招數。

一名大學材料系教授觀察影片後分析指出，其實，只有鐵棍
的中間是高溫，也就是衛生紙碰觸燒起來的地方，但鐵棍二端溫
度不高，賣藥男手持鐵棍的一端，再用另一隻手快速碰觸鐵棍的
另一端，卻不是碰觸衛生紙燒起來的中間部位。當手快速碰觸鐵
管的另一端時噴出的不是水氣，因為水蒸氣是白色，更像是鐵管
裡的灰塵。

【童版性霸凌】駭人！小6男童成智慧型性侵狼

闖廁連續蹂躪2學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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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定調貨幣政策穩字當頭
加力支持小微企業

1月15日舉辦的國新辦發布會再次

向市場釋放了貨幣政策未來走向的關鍵

信號。在此次發布會上，中國人民銀行

副行長陳雨露表示，“2021年，穩健的

貨幣政策會更加靈活精準、合理適度，

繼續保持對經濟恢復必要的支持力度”、

“會堅持穩字當頭，不急轉彎”。而針

對下壹步降準和利率下調的空間，中國

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司司長孫國峰也做出

回應稱，“當前利率水平是合適的”、

“不論與其他發展中國家相比還是與我

國歷史上的準備金率相比，目前的存款

準備金率水平都不高”。

記者也從發布會獲悉，央行將繼續

用好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和精準滴灌的

信貸政策，加大對小微企業發展的金融

支持力度。與此同時，穩妥實施好房地

產金融審慎管理制度，加大住房租賃市

場發展的金融支持。

金融對實體經濟支持力度加大
金融統計數據就是金融系統的“成

績單”。陳雨露介紹的多個數據顯示，

在2020年，金融體系對實體經濟支持力

度明顯增強。

貨幣、信貸增長基本實現年度目標。

2020年末，廣義貨幣供應量（M2）同比增

長10.1%，比上年末高1.4個百分點；人民

幣貸款累計新增19.6萬億元，比上年多增

2.8萬億元；社會融資規模存量同比增長

13.3%，比上年末高2.6個百分點。

信貸結構優化，制造業企業、中小

微企業貸款持續發力，金融對實體經濟

重點領域的精準支持力度加大。2020年

，制造業中長期貸款余額增長35.2%，

比上年高20.3個百分點，增速已連續14

個月上升。普惠小微貸款增長30.3%，

比上年高7.2個百分點。同時，房地產調

控政策效果逐步釋放，房地產貸款余額

增速已連續29個月回落。

實體經濟融資成本明顯下降。2020

年末，全國企業貸款加權平均利率為

4.61%，比上年末下降了0.51個百分點，

創2015年有統計以來的最低水平。

值得註意的是，去年金融系統千方百

計降低企業融資成本，圓滿實現向實體經

濟讓利1.5萬億元的目標。據孫國峰介紹

，通過深化貸款市場報價利率，LPR改革

引導貸款利率下降讓利5900億元。再貸款

再貼現支持發放優惠利率貸款讓利460億

元。債券利率下行向債券發行人讓利1200

億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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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項直達工具讓利

3800億元。“銀保監會還通過督促銀行減

少收費、支持企業重組和債轉股等方式，

引導銀行讓利，這部分讓利預計約4200億

元。”孫國峰表示。

貨幣政策要穩字當頭“不急轉彎”
1月15日，央行開展5000億元MLF

操作和20億元逆回購操作，這是本月央

行第三次進行20億元逆回購操作。縮量

續作的操作也引發了市場對於未來貨幣

政策是否會收緊的擔憂。

孫國峰強調，當前疫情變化和外部環

境存在諸多的不確定性，國際經濟金融形勢

仍然復雜嚴峻，經濟恢復基礎尚不牢固，貨

幣政策在有力支持實體經濟的同時要處理好

恢復經濟和防範風險的關系。因此，2021年

貨幣政策要穩字當頭，不急轉彎。

針對下壹步降準和利率下調的空間

，孫國峰在發布會上也做出回應。他表

示，在觀察利率水平的時候，應當更多

關註實際發生利率的變化。2020年12月

企業貸款利率為4.61%，比2019年末下

降0.51個百分點，處於歷史最低水平，

降幅大於LPR同期降幅。“目前經濟已

經回到潛在產出水平，企業信貸需求強

勁，貨幣信貸合理增長，說明當前利率

水平是合適的。”孫國峰稱。

談及未來央行是否考慮降準，孫國

峰也表示，2020年人民銀行3次下調存

款準備金率，共釋放長期資金約1.75萬

億元。目前金融機構平均存款準備金率

為9.4%，其中超過4000家的中小存款類

金融機構的存款準備金率為6%，不論與

其他發展中國家相比還是與我國歷史上

的準備金率相比，目前的存款準備金率

水平都不高。

東方金誠首席宏觀分析師王青認為

，1月央行實施全面降準的可能性較小

，接下來壹段時間貨幣政策將持續處於

“觀察期”。“首先，在央行持續通過

大規模MLF操作向銀行體系註入中長期流

動性的背景下，當前中長期流動性已進入

較為寬松的狀態，央行降準的迫切性下降。

其次，春節前市場資金面趨緊，央行可通

過加大逆回購操作規模、拉長期限等其他

公開市場操作對沖。最後，全面降準會釋

放較為強烈的貨幣寬松信號，與當前經濟

形勢及政策目標不相符合。”王青表示。

結構性工具將繼續“精準滴灌”
展望2021年，貨幣和金融政策也將進

壹步引導資金流向實體經濟的重點領域和

薄弱環節，體現“有保有壓”：支持小微

企業等實體經濟的體制機制完善，同時實

施好房地產金融審慎管理制度。

去年小微企業融資取得了“量增、

價降、面擴”的顯著效果，截至2020年

年底，普惠小微企業余額15.1萬億，同

比增長30%。2020年全年共支持3228萬

戶的經營主體，比上年增加524萬戶。

“下壹步，人民銀行將繼續用好結構性

貨幣政策工具和精準滴灌的信貸政策，

發揮好全國應收賬款融資平臺、動產和

權利擔保統壹登記平臺的支持作用，加

大對小微企業發展的金融支持力度。”

陳雨露表示。

值得註意的是，日前舉行的國務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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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民生銀行首席研究員溫彬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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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壹步，人民銀行將認真貫徹落

實十九屆五中全會、中央經濟工作會議

部署，堅持‘房住不炒’定位，租購並

舉，因城施策，保持房地產金融政策連

續性、壹致性、穩定性，穩妥實施好房

地產金融審慎管理制度，加大住房租賃

市場發展的金融支持，促進房地產市場

平穩健康發展。”中國人民銀行金融市

場司司長鄒瀾表示，他還透露，按照

“租購並舉”的方向，將加快研究金融

支持住房租賃市場的政策。近期將公開

征求社會意見。

特斯拉將創新服務模式 在華推進基礎服務、充電網絡建設
綜合報導 智能電動汽車正以不可逆轉之勢沖向

世界，在中國市場呈現出逆勢增長的良好發展趨勢。

記者獲悉，特斯拉中國制造Model Y在上海正

式開始交付。這是繼中國制造Model 3後，特斯拉

上海超級工廠第二款面向中國用戶生產、交付的車

輛。特斯拉方面對記者表示，這標誌著特斯拉在中

國的發展進入全新階段。據了解，特斯拉中國制造

ModelY還將在中國各城市陸續開始交付。

特斯拉中國區總經理王昊接受記者采訪時透露

，盡管遭遇疫情的嚴峻挑戰，特斯拉各項業務取得

了長足進步，在全球生產超過50萬輛，交付近50

萬輛。特斯拉還開啟了整車出口業務，讓中國智造

不僅跑遍中國，還供應全球。

據悉，特斯拉上海超級工廠不僅是中國首個外

資整車制造項目，也是特斯拉首個海外生產基地，

成為特斯拉“加速世界向可持續能源轉變”的源動

力。未來，特斯拉還將在中國投入更大精力，推進

基礎服務和充電網絡建設，創新服務模式，為消費

者提供極致的電動出行體驗。

據王昊介紹，特斯拉上海超級工廠堅持本地化

生產，不斷提高零配件的國產化率；疊代工廠設計

和制造經驗，及時更新優化現有工藝流程，實現高

效和環保生產。2020年，為讓智能電動汽車行駛在

中國各地，特斯拉在中國開放了超過720座超級充

電站，超級充電樁突破5700個，“川藏線”、“絲

綢之路”中國段也被打通。

特斯拉計劃在上海投資4200萬元人民幣，建設

壹座集研發、生產於壹體的超級充電樁工廠，於2021

年第壹季度投產，初期規劃年產10000根超級充電樁(

主要為V3超級充電樁)。王昊認為，高效實用的充電

設施建設思路、手把手培養和認證的充電樁安裝供應

商，對全行業發展產生了重要參考意義。

王昊告訴記者，2020年，特斯拉中國加大了在

軟件、電子、材料、車輛、設計、Autopilot自動輔

助駕駛等領域的人才招募，以培養更多可持續能源

和科技領域人才，並廣泛吸納和培養中國人才，為

中國新能源汽車產業的長遠發展貢獻力量。

2021年，特斯拉將持續紮根、投資中國市場，

並通過不斷完善在中國市場的生產、銷售、售後和

基礎設施建設，吸引更多中國消費者接受電動汽車

，助力中國早日實現碳達峰、碳中和。

據了解，特斯拉在中國53個城市開設了超過

180家體驗店與服務中心，希望促進更多中國消費

者接受純電動汽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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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新年伊始，馬上行動，為學業和生涯重新啟航
疫情阻止不了您追夢，讓休斯頓社區大學HCC成為您飆昇美好未來的發射台！

HCC西南校區學科種類
數碼及信息技術 | 基礎科學 | 健康科學 | 

工商業 | 視覺及表演藝術 | 其他各類學科

2021年1月19日春季開學
報名從速，登記方式：

課程詳情，請訪網站：HCCS.EDU

HCCS.EDU/VIRTUALLOBBY
HCCS.EDU/APPLY
713.718.2000
713.718.2277

師資雄厚、學費低廉的HCC有百餘項優質科目供您選擇，線上教學或校園安全上課靈
活可變，最快數月就能獲取文憑證書，快速在科技、健康、高級製造、工程及商貿等
熱門行業覓得高薪火熱的職位。學習兩年可獲副學士學位（A.A.S./A.S.），學分可轉
入四年制大學，只需再讀兩年就能取得學士學位，在職場更勝一籌。

光鹽社健康講座

如同使用網絡銀行ㄧ般, 通過
下載我們的行動銀行應用程式,

您就可以輕鬆全天候管理您的
銀行帳戶。或者您也可以從手機應
用商店中搜尋到美南銀行手機行動
銀行的資訊。當您從電腦中找到美
南銀行網頁

swnbk.com，註冊行動銀行的
應用時，務請必需確認行動軟件註
冊網頁是通過美南銀行的網上銀行
註冊。

什麼是行動銀行?

行動銀行是由銀行或其他相關
的金融機構所提供的服務，允許客
戶使用智慧手機或平板電腦裝置應
用軟件可遠端操作管理自己的帳戶
和金融交易.

行動銀行的服務

讀取帳戶餘額
查看最近帳戶交易記錄
自動應付帳單管理
付款更動或編輯帳單管理

帳戶間轉帳
行動支票存款

使用行動銀行是否安全?

行動銀行應用軟體不會在您的
手機上直接儲存個人或銀行詳細資
料，任何銀行資訊的讀取是經由安
全資料管理中心取得。這意味著您
的手機本身將永遠不會保存任何個
人銀行資訊。

美南銀行美南銀行 行動銀行的服務行動銀行的服務

20212021年海外青年英語服務營將於年海外青年英語服務營將於22月月11日開始受理報名日開始受理報名

ZOOM 網上會議室鏈接:
https://us02web.zoom.us/j/87299627556
或撥打: +1 346 248 7799 US (Houston)

會議號碼: 872 9962 7556

主辦單位: 光鹽社
本活動免費，歡迎所有社區人士踴躍參加! (開放

現場問答) 。

我們了解到，有些人可能會對現在接種美國境內
現有的COVID-19疫苗有所擔心。雖然越來越多的CO-
VID-19疫苗已在迅速開發中，但仍必須遵守常規的流
程和程序， 以確保任何授權或批准使用的疫苗的安全
性。根據當前所知，COVID-19免疫接種將保護您避免
感染 COVID-19及幫助建立保護的更安全方法，亦是幫
助阻止這一全球流行病的重要工具。除了在公眾場所
佩戴口罩, 勤洗手和保持社交距離以外, 疫苗也有利於
降低您感染病毒或將其傳播給他人的機率。

林承興醫師是休士頓Methodist醫院
過敏和免疫學的主治醫師。他獲得美國
過敏和免疫學委員會以及美國內科醫學
委員會的認證。目前正在德州農工大學
醫學院攻讀臨床和轉化科學醫學碩士學
位。林醫師經常研究和發布有關各種過
敏和免疫疾病。他專注於多種過敏和免
疫學學會的公共教育。

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與教育部、客家委員會及原住民族
委員會合作辦理的 「海外青年英語服務營」 ，2021年活動將
於2月1日開始受理報名，今年採行海外志工 「遠距教學」 搭
配國內志工實體教學方式辦理，美南地區分配名額為16名(含
客籍2名)。

活動時間自2021年7月5日至7月23日止，活動內容包
括海外志工先期線上培訓課程、配合國內志工於6月28日至
7月9日間共同備課及7月12日至23日每日1至2小時與國內

志工進行同步遠距教學服務，凡經錄取全程參與活動，並完
成心得感言且無違反主(承)辦單位或服務學校之各項規定之學
員，將由主辦單位頒發40小時之中英文服務證明。

歡迎就讀11年級以上且於2021年11月30日前年滿17足歲
，但未滿25足歲之海外青年(以護照所載年齡為準)報名參加
，並以英語為母語，能以簡單中文溝通，且具高度從事志願
服務者為優先錄取對象，報名簡章及表格請至僑務委員會網
站(http://www.ocac.gov.tw) 首頁>僑生服務>青年研習>英語服

務營下載運用(https://www.ocac.gov.tw/OCAC/Pages/Detail.
aspx?nodeid=5798&pid=22279221)，並於3月31日(臺灣時間)
前備齊相關文件(報名表、個資蒐集、處理及利用告知事項文
件、出生證明影本、僑居國護照影本及在校期間所有學期成
績之正式成績單)，送（寄）至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
(10303 Westoffice Dr. Houston, TX 77042)，相關詳情請洽僑教
中心張小姐：713-789-4995 分機 113，電子郵箱： lor-
rainec@houstonoca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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