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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簽署備忘錄 打擊日益
打擊日益抬頭的仇外心態
（路透社
路透社）
）

美國總統拜登簽署備忘錄，指示聯邦機構加強打擊日益抬頭的仇外心態
，特別是禁止將新冠病毒與特定地理位置做連結，如在病毒加上 「中國」 與
「武漢」 等地標，避免種族歧視所造成的反撲。
據《南華早報》報導，拜登在備忘錄中表示， 「煽動性與排外性的言詞
導致亞裔美國人與太平洋島國民眾、家庭、社群以及商業遭到仇視、處於險
境之中」 ，這是不能接受的。
拜登進一步指出，透過政治領袖的行動，或者以病毒起源的地理標籤作
為病毒命名的參考，這些行為反而強化了排外情緒；聯邦政府有必要認識到
自身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拜登說，此類的言論不僅激起了毫無根據的恐懼
、永久抹黑了亞裔與太平洋島國居民，更增加了對其的霸凌、騷擾，以及仇
恨犯罪。
備忘錄指出，行政部門與機構必須確保官方行為、文件與聲明 「不會展
現或造成針對亞裔美國人以及太平洋島民的種族歧視、仇外心理以及狹隘心
理」 。
拜登在備忘錄中也特別點出，將近 2 百萬的亞裔美國人與太平洋島民提
供了醫療以及其他服務，替美國減緩新冠疫情傳播有所貢獻。

富 國 地 產 值得您依賴的房地產投資專家
買的稱心，賣的放心，售屋高價又快速

Top USA Investment 54 Sugar Creek Center Blvd., #300 Sugar Land, TX 77478

◆糖城Tang City Plaza 店鋪出
租，1F&2F請來電洽詢
◆Warehouse 出售，位於
◆休斯頓商業中心, 繁華地段獨立旺
Rosenberg，近59號高速
鋪1萬1千平方尺, 大型獨立停車場，
33,885呎，地大5.50AC，售
$1,800,000。
交通便利, 視野好。適合家居相關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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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by Chen
Broker / 企管碩士
德州 /加州地產經紀人

國、台、英語
E-mail: chentoby@ymail.com

品零售。可租, 可售！請電Grace。

Cell: 832-235-5000

另有多單位公寓樓出售，請電洽！ E-mail:

專精:房屋 商業 公寓 土地開發 物業管理

Grace Wang

工商管理碩士
房地產經紀人
gracewang71@yahoo.com

Cell: 713-459-2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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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動員 戰勝病毒

National Emergency For
COVID-19
COVID19

President Biden announced that he has
ramped up the coronavirus vaccine allocations
and distribution program including the purchase of 200 million more vaccine doses and
increased distribution to states by one million
doses next week. With these additional doses
there will be enough to fully vaccinate 300 million Americans, nearly the entire U.S. population.
We are very happy that the new administration is taking such great steps and implementing a national strategy to beat COVID-19. It is
based on science and not politics. We also
are very glad to see that the United States has
returned to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Led by Dr. Fauci, we are going to work with all
the members to fight this worldwide crisis.
We are also urging that the vaccines should
go to all nations as soon as possible. We will
also need to vaccinate the seniors group
through the local pharmacies. However we

拜登政府正在動員所有國家力量，計
劃在百日內為半數國人種植新冠疫苗， 來
拯救全國面臨的重大危機，總統在記者會
沉痛表示，因疫情嚴重到二月底可能有五
十萬人會失去寶貴生命， 目前為止 ，每
十六個國人就有一位確診， 這是多么可怕
的數字。
在疫苗之供應上，也出現非常緊張的
狀態，總統今天再次簽署行政命令，將責
成聯邦救災中心緊急動員在全國各地設置
疫苗中心， 全面啟動支援種植疫苗工作，
同時聯邦政府在國防法案下全面投入各種
防疫設備之生產工作。
我們欣見美國重返联合國下的國際衛
生組織， 美國代表福其博士已經面告該組

Մ↛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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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ed to get it to them, we just need to let them
have it.
Another very important rule is that everybody
needs to mask up for the next one hundred
days.
Pfizer and Moderna, makers of the two vaccines that have been authorized for emergency use, have promised 200 million doses--enough for 100 million people by the end
of March.
We also need a more ambitious goal to vaccinate more people. It is possible. The biggest
difference is that this administration has
changed all the vaccination plans to keep the
people’s spirits up.
Time is a very central issue in this critical time.
We all need to work with nation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to fight and win the battle.

織將全力配合，共同解決全球面對之疫情
危機。
值此緊急特別時期，我們要大力呼籲
政府在對那些特定族群施打之後，應該立
即在全國各大中小醫療機構及數十萬家藥
行，展開全民式的施打工作， 只要有身份
證明者都可立即施打， 根據拜登總统之估
計，在一百天內就有半數國人接種 ，在暑
假以前也會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種上疫苗，
整個情勢可能就會好轉。
拜登總統之醫療團隊上週起開始全面
動員， 並且由福其博士以專業方式向國人
發表談話，他再度呼籲大家必要時要戴雙
層口罩，嚴格保持距離，及勤洗手，我們
大家務必遵從規定，全民動員共抗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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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著華觀點︰疫政優先-拜登把美國人的生命放在第一位
拜登總統公開宣布,為了充實美國新冠疫
苗的數量，他的政府將向輝瑞和 Moderna 製
藥廠各增購 1 億劑疫苗,以便在夏季結束前讓
三億美國人得到接種,雖然距離全民接種的計
畫尚遠, 但已讓美國人充滿了信心和期待。
拜登從政經驗豐富, 他的新政思維是疫政
優先與疫政第一，他把美國人的生命放在第
一位考量,所以還未上任總統就已承諾將在
100 天任內實現全美 1 億次注射新冠疫苗的目
標, 並在入主白宮後立即公佈了長達 200 頁的
抗疫藍圖，宣佈將由科學家與醫學家來領導
這項被他稱為”戰時”的防疫計畫。 拜登新
政府對疫政的積極主動與川普舊政府對疫情
的消極輕忽態度明顯不同, 為了修復和彌補舊
政府的貽誤缺失, 拜登殫精竭慮, 視平時為戰
時, 並把新冠疫苗當成戰時物資來分發,所以
他的新政府如何去完整的處理與分配疫苗遠
比獲得疫苗資源還要重要, 而評鑑一位政治人
物的重要指標即是他是否有卓越分配資源的
能力, 相信拜登是經得起考驗的！

由於這是美國第一次碰上全國範圍內注
射新疫苗的情況，所以各州普遍存有疫苗焦
慮感, 由於前政府宣導不力, 仍有相當多的人
恐懼疫苗並排斥注射, 也有人不知如何預約接
種, 此外更有人為優先獲得疫苗的接種而做出
極端行為。
根據 CDC 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的數據,目
前美國每天發放的疫苗超過 100 萬支，這個
數量還在不斷增加,若以每百人接種疫苗率而
言, 美國居世界第一,在 4 月份前，雖疫苗生產
力不會擴大，但到時制藥公司將按時交付美
國 2 億劑, 應可達成拜登設定的 1 億次注射目
標。目前美國的疫情依然險峻, 儘管自一月中
旬以來七天平均感染率有下降趨勢, 但拜登警
告美國人,到 2 月底美國新冠病毒死亡人數將
達 50 萬人, 這個數字令人不寒而悚, 為克服新
冠病毒威脅, 民眾除了要注射疫苗外，更要遵
照政府各項防疫規定, 因為那不僅是在珍惜自
己的生命, 也是在尊重他人的人權，我們真的
不可等閒視之!

新冠死亡數破10萬英相強生向人民道歉：將負全責
日媒：北京威嚇台灣是對拜登政府的露骨挑釁
日本讀賣新聞社論指出，美
國拜登政府上台 2 天之內，中國
以空前規模、共 28 架軍機飛入
台灣的防空識別區誇耀軍力，這
是對美國新政府的露骨挑釁。
讀賣社論以 「中國威嚇台灣
」 、 「對美國新政府的露骨挑釁
」 為題指出，拜登政府上台 2 天
，中國發動 28 架戰鬥機、轟炸
機等進入台灣的防空識別區炫耀
軍力。中國的舉動顯然意在牽制
美國，要拜登政府勿介入台灣問
題，這可說是威脅地區安定的危
險挑釁。
報導指出，中國軍機頻頻飛
越台灣海峽中線，兩岸難保不會

發生偶發性的衝突，中國應立刻
停止這樣的舉動。
一般認為，中國軍方的各種
行動都是預想台灣發生緊急狀況
時該如何做。中國增強軍力，想
在建軍 100 年，也就是 2027 年
武力侵犯台灣時防止美軍介入。
社論指出，中國國家主席習
近平日前在國際會議演說時批評
，國際上搞新冷戰是將世界推向
分裂甚至對抗。習近平此言是在
暗批美國，但無謂地升高緊張的
不正是中國嗎？拜登政府延續川
普政府的對中強硬路線是對的。
拜登總統就職典禮主辦單位
邀請台灣的駐美代表出席，這是

台美 1979 年斷交後，台灣的駐
美代表首度正式受邀出席美國總
統就職典禮，明確展現美國加強
對台灣的關注。
針對中國軍機進入台灣的防
空識別區一事，美國國務院發表
聲明要求中國停止對台灣在軍事
、外交、經濟上的施壓。美國也
強調持續協助台灣維持自我防衛
能力的立場。
社論指出，中國威嚇台灣，
是一種動搖東亞安全保障的行為
。美國對此做出因應，中國竟指
美國 「干涉內政」 ，中國的主張
很不合理。

英國新冠死亡人數於昨（26）日突破 10
萬大關，針對英國邁入可怕里程碑，英國首
相強生（Boris Johnson）昨日鄭重向全國人
民道歉，他表示會 「負起全部責任」 ，對於
逝去的人們深感抱歉，但也強調政府已經盡
了全力。
綜合英國廣播公司（BBC）、英國《太
陽報》（The Sun）報導，英國於 26 日新增
1, 631 例新冠死亡病例，總計自疫情爆發開
始，英國一共有 100,162 人死於新冠肺炎，
跨越 10 萬沮喪關卡。
針對英國死亡人數破 10 萬人，英國首相
強生昨日晚間在記者會上神情凝重地對著全
國民眾致歉， 「我很遺憾必須告訴你們，今
天英國新冠死亡人數已經突破 10 萬人」 ，
「很難去計算這個沮喪數字所隱含的悲痛，
包含逝去的生命歲月、無法出席的家庭聚會
、以及許多親戚錯失了告別的機會。」
強生對每個失去摯愛的人 「致上最深切
的哀悼」 ，他表示將會對政府在疫情期間所
做的決定 「負起全責」 ， 「我們已經竭盡所
能減低痛苦及降低生命損失，我對每一個逝
去生命的人深表歉意。」
強生也表示，當度過這場危機，英國將
會更團結，以紀念那些逝去的人，並對那些

奉獻生命、站在第一線拯救別人的無私英雄
致敬。
不過變種病毒蔓延全境，英國新冠病歿
人數恐難馬上減緩，英格蘭首席醫療官惠提
（Chris Whitty）昨天警告， 「很不幸地，我
們將看到更多死亡案例。」 他說變種病毒將
讓政府難以鬆綁封城措施，坦言英國內閣甚
至擔憂封城措施無法壓制這個具有超級傳染
力的病毒株。
針對英國衝破恐怖死亡里程碑，病歿人
數於秋冬兩季暴衝，BBC 記者垂格勒（Nick
Triggle）評論，政府要負很大的責任，包括
太慢實施如同 3 月進行的封城措施，英國政
府對病毒檢測及疫調等準備也嚴重不足。
不過他也指出，英國本身的客觀問題也
是因素，包括人口老化、高肥胖率、身為全
球往來交通樞紐的地位，都是英國無法從疫
情中倖免於難的原因。
儘管如此，英國國民保健署（NHS）首
席執行官史帝文斯（Simon Stevens）也捎
來好消息，他說新冠重症患者的治療方式一
直有新進展，他預期未來 6 至 18 個月，或許
會進入一個新冠病毒更容易治療的世界，現
階段則須仰賴降低感染及施打疫苗等雙重方
式控制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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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絕向媒體付費
谷歌威脅從澳大利亞撤出搜索服務

澳政府稱谷歌在澳大利亞基本不用面臨
市場競爭。澳政府的邏輯是，因為科技
平臺從想要閱讀新聞的人群中獲得客戶
，科技巨頭就應該向新聞編輯部門的勞
動支付“公平”的費用。此外澳大利亞
政府還認為，陷入困境的新聞事業需要
財政支持。根據政府提供的數據，自

預測今年首季經濟負增長
綜合報導 加拿大央行宣布，將繼續維持基準利率即隔夜拆借利率
在 0.25%的有效下限，直至實現年通脹率 2%的目標。
加央行表示，由於新壹波新冠疫情迫使各個政府重新采取限制措
施，諸多國家的經濟復蘇已經中斷。疫苗逐步上市，加之進壹步的財政
及貨幣政策支持，推動了中期增長的前景。但目前的不確定性依然很高
，前景仍高度依賴於病毒蔓延的情況和疫苗有效分發的時間表。
加央行認為，加拿大經濟 2020 年年末之前恢復勢頭強勁，但疫情及
重新實施的封鎖措施令經濟受挫。目前預測 2021 年首季度國內生產總值
(GDP)增長為負值。在 2020 年加拿大實際 GDP 下降 5.5%後，央行預計該
國 2021 年可實現 4%的經濟增幅，2022 年則增長接近 5%，2023 年約增長
2.5%。
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通脹率在最近幾個月已升至加央行設定的
1%至 3%這壹目標區間的低端，但衡量核心通脹率的指標仍低於 2%。央
行表示，將繼續推行量化寬松計劃，直到經濟復蘇走上正軌。
加拿大統計局同日公布的數據顯示，2020 年 12 月該國 CPI 同比增長
僅 0.7%，較 11 月 1%的同比增幅略有下降。其中，航空運輸價格出現
14.5%的下降，食品價格的增幅則降至 1.1%，都拖累了整體 CPI。但住房
價格上漲 1.6%。
2020 年的 CPI 全年平均也僅上升 0.7%。這壹數字是 2009 年經濟衰退
以來最低的。而 2019 年的 CPI 增幅為 1.9%。
為應對新冠疫情，加央行從去年 3 月起連續三次降息，將基準利率
由 1.75%壹路下調至 0.25%，並維持至今。

哈薩克斯坦疫情高風險地區增加

大規模疫苗接種成首要任務
綜合報導 中亞國家哈薩克斯坦疫情形勢趨緊，1 月 21 日新增確診人
數創近壹個月來最高，各州市高風險地區增加。
據哈衛生部數據，截至 22 日，該國累計確診新冠肺炎病例和具有新
冠肺炎癥狀但實驗室病毒檢測結果呈陰性的肺炎病例逾 22.1 萬例。盡管
哈各地近日已不同程度升級隔離限制措施，但上述兩種肺炎病例的單日
新增確診人數仍持續走高，過去 24 小時達 1526 例，創下近壹個月來的新
高。
目前，在哈全國 3 個直轄市和 14 個州中，高風險的疫情“紅區”已
增至 7 個，包括：首都努爾蘇丹市、阿克莫拉州、巴甫洛達爾州、阿特
勞州、庫斯塔奈州、北哈州、西哈州等。卡拉幹達州、阿拉木圖州、最
大城市阿拉木圖市屬於中等風險的“黃區”，其余地區為低風險的“綠
區”。
關於當前疫情形勢，哈總理馬明指出，哈薩克斯坦全國範圍內的新
冠肺炎基本傳染數已達到 1.1，傳染病床使用率為 32%，重癥監護病床使
用率為 23%。他同時要求地方政府“壹旦地區疫情形勢惡化，必須采取
相關限制措施”。
馬明強調，當前的首要任務是組織開展大規模疫苗接種，政府將確
保疫苗不間斷供應。他要求衛生部同地方政府保障醫療機構為自 2 月 1
日開始實施的大規模接種疫苗做好準備，所有接種點都應配備必要的疫
苗儲存設備，並對醫務人員進行培訓。
哈衛生部長阿列克謝· 措伊日前曾表示，哈本輪疫情的高峰有可能
在今年 3 月底到來。保守估計，屆時單日新增病例或將達到 3000 例。若
疫情得不到控制，實際單日新增病例或可達 6000 至 9000 例。

裏森也不甘示弱，稱澳大利亞不會屈從
於谷歌的“威脅”。莫裏森堅持表示，
澳政府今年仍致力於推動這些法律在議
會獲得通過。
雖然澳大利亞遠不是谷歌的最大市
場，有人還是將這項擬議中的法案視作
全球範圍內的壹次試驗，以測試政府如
何監管大型科技企業。
普通澳大利亞人對這番對峙在網上
表現的態度則困惑和憤怒兼有。壹些人
壹直在爭論他們是否可以通過其他引擎
獲取信息，另壹些人則不知道如果谷歌
撤回搜索服務的話，今後是不是也不能
用 Gmail、谷歌地圖和谷歌家庭服務了
——谷歌公司尚未對此明確表示。

德國柏林壹醫院發生變異毒株聚集性感染
綜合報導 德國柏林壹間醫院因院內
發生新冠病毒變異毒株聚集性感染而實
施全面封鎖，病患和醫護人員全部進入
隔離。據德媒報道，該醫院內目前已有
20 人確診感染變異毒株。
據柏林-勃蘭登堡廣播公司和柏林
《每日鏡報》等媒體報道，發生變異
毒株聚集性感染的是維萬特斯醫療集
團旗下的柏林洪堡醫院。截至當天下
午 ， 該 院 已 有 14 名 病 人 和 6 名 工 作 人
員確診感染了首先在英國發現的
“B.1.1.7”變異毒株。由於確診人數不
斷上升，該院所在的賴尼肯多夫區衛
生部門已對洪堡醫院實施封鎖，院內
病患和醫護人員均被隔離，同時停止
接收新的病人。
該區衛生部門負責人拉沙伊德表示
，人們需對此次聚集性感染事件的影
響範圍保持關註。他表示，尚不清楚
該事件將對柏林市的整體防疫形勢造
成何種影響。
德 國 疾 控 機 構 23 日 公 布 的 新 增 確
診感染新冠病毒人數和新增病死人數
分 別 為 16417 人 、 879 人 。 據 德 國 “ 時
代在線”實時數據，截至當地時間 23 日
晚 21 時，德國累計確診 2135352 人、治愈
1794786 人、死亡 52452 人 。 截 至 當 天 ，
德國已接種 1632777 劑新冠疫苗，163424
人已接種第二劑疫苗。
針對德國政界目前關於“解封”時

間表的討論，該國權威病毒學家、柏林
夏裏特醫學院病毒研究所長德羅斯滕日
前接受德媒專訪時表達了對德國春季至
夏季疫情發展的擔憂。他表示，壹旦年
長者和部分高危人群已接種疫苗，屆時
將會面臨經濟、社會、政治甚至法律層
面的壓力，要求結束防疫封鎖措施。
他表示，如果這樣做的話，會在短
時間內出現大量新增確診病例，“在最
糟糕的情形下，將不會是每天新增 2 萬-3

莫斯科醫生帶新冠患者打太極：
練習呼吸加速康復

萬例，而是 10 萬例。”
德羅斯滕指出，盡管這時的新增確
診病例多為年輕人，重癥率低於年長
者 ，然而倘若被感染的年輕人數量龐大
時，仍將導致醫院重癥病床超載、眾多
病人死亡。
他表示，如果現在就能將新增確
診人數盡量降低的話，那麼某種程度
上可以避免上述“最糟糕情形”的出
現。
綜合報導 俄羅斯莫斯科壹處臨時改
造的醫院中，醫生帶著新冠肺炎患者打
太極。
受新冠疫情影響，莫斯科壹家溜冰
場被改造成了臨時醫院以收納更多的新
冠患者。醫生兼太極教練亞歷山大· 阿利
耶夫（Alexander Aliev）表示，“我們在
這使用的是抗擊肺結核和其他肺部疾病
的方法。我們使用太極來達到呼吸練習
，再加上醫療輔助設備，可以加快患者
的康復速度，以最大限度地減少康復過
程中的並發癥和康復後可能遺留的並發
癥。”
“我確信這是有幫助的。妳只需要
掌握這些動作。” 參與其中的患者表示
，所有這些東方呼吸技巧都是有益的，
“它們會讓妳變得健康” 。
俄羅斯新冠疫情防控指揮部發布的
數據顯示，過去 24 小時俄羅斯新增確診
新冠病毒感染病例 21887 例，累計確診
3655839 例，死亡 67832 例。首都莫斯科
過去 24 小時新增確診 3458 例，累計確診
904352 例，死亡 12759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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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央行維持 0.25%基準利率

壹個測試。
臉書去年也威脅說，如果實施相
關法案，將阻止澳大利亞用戶在臉書
上分享新聞。臉書周五重申了這壹姿
態。臉書執行官西蒙•米爾納（Simon
Milner）叫屈道，臉書幾乎沒有從其平
臺的 新 聞 內 容 中 獲 得商業利益。本周
早些時候，美國貿易代表也敦促澳大
利亞政府撤銷試圖“明顯損害兩家美
國公司”的法律。
不過上周四，谷歌卻同意向法國新
聞出版機構支付搜索結果中顯示的新聞
片段的費用，此前法國媒體就版權法延
伸出的相關要求進行了討論。
對於谷歌的回應，澳大利亞總理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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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澳大利亞正計劃出臺壹項
全球範圍內尚無先例的法律，要求谷
歌、臉書以及其他科技公司為其新聞
內容向媒體付費。谷歌對此反應強烈，
警告或撤回包括搜索引擎在內的部分在
澳服務。
谷歌是澳大利亞最大的搜索引擎，

2005 年以來澳大利亞平面媒體的廣告收
入下降了 75%。
不過谷歌方面對此表示拒絕。英國
廣播公司（BBC）22 日報道稱，谷歌澳
大利亞總裁梅爾•席爾瓦（Mel Silva）
22 日在參議院聽證會上表示，這樣的法
律根本“行不通”，“如果這成為法律
，我們將別無其他現實選擇，只能在澳
大利亞停止谷歌搜索服務”。
梅爾•席爾瓦認為，如果谷歌要為
鏈接和搜索結果付費，這不符合網上信
息的自由流動共享或“互聯網的運作方
式”。谷歌上周證實，向本地約 1%的用
戶屏蔽了搜索結果中的澳大利亞新聞站
點，而這是對澳大利亞新聞服務價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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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暫停美國境內油氣鑽探許可 石油業者震驚

美國新科總統拜登將暫停在美國境內，包
括土地和水域的石油、天然氣的鑽探與土地租
賃，因為新政府將要迅速採取行動，以應對氣
候變化問題。環保團體當然對這項政策表達支
持，不過石油業者就很不高興，表示會造成上
千人失業。
美聯社報導，2 名瞭解拜登政策的不具名
人士說，政策將在近期宣布，不過計劃還在修
改，一些政策細節仍在微調。
拜登早在競選期間，就說過當選之後就要
停止石油業者對國有土地的鑽探許可，因為石
油和天然氣對環境和氣候有不良影響，因此現
在的政策與宣示都算兌現競選承諾。
環保團體相當欣慰拜登的舉措，認為這是
減緩氣候變化所必須採取的行動。環保組織
「生物多樣性中心」 執行主任基蘭·薩克林
(Kierán Suckling)說： 「化石燃料行業對地球
造成了巨大破壞，從鑽探時期就開始了。政府
早該將破壞環境的水壓裂頁岩氣給永久結束。
」
相對的，石油工業團體對此表示震驚，他
們稱拜登在就職的第一天，就已經中止了美國
與加拿大的 「拱心石 XL」 (Keystone XL)輸油
管道，當時就引起加拿大方面的不滿，同時也
結束了數千個工作機會。
奧克拉荷馬州石油聯盟主席布魯克·西蒙
斯（Brook Simmons）說： 「這恐怕只是開
始，未來情況會變得更糟。我要提醒政府，物
理、化學和供需定律仍然有效。一但石油和天

然氣價格上漲，物價與燃料成本也都上漲，對
經濟必然是衝擊。」
代表西方各州石油和天然氣鑽探商的 「西
方能源聯盟」 主席凱瑟琳·絲克瑪（Kathleen
Sgamma）說，石油行業會採用法律戰，將在
法庭上質疑該行政命令是否有效。
她說： 「勝負還沒確定，目前左派環保主
義者在白宮掌握政策，但是地方可不一定。在
猶他州、懷俄明州和北達科他州，拜登都輸給
了前總統川普。」
拜登可能會建立一個白宮環境司法辦公室
，處理空氣污染、水污染和工業廢料受害者的
上訪。他還表示會制定具有科學意見的聯邦環
法規，並宣布將會參加 4 月 22 日的 「世界地
球日」 ，今年地球日峰會由美國主持。
美國地質調查局表示，美國開採的的石油
和天然氣，約占美國年銷耗量的四分之一，相
當年每年產生 5 億公噸的溫室氣體。
不過，拜登的行政命令只對聯邦土地有效
，私人土地的探油就無法阻止，新墨西哥州商
會會長羅布·布萊克（Rob Black）表示，暫停
租賃不會減少人們對石油的需求，只是把產油
區從聯邦土地轉移到新墨西哥州和德州的私人
土地裡。這 2 州是美國的產油大州，而德州只
有 2％的土地是聯邦政府控制的，至於新墨西
哥州也只有三分之一的土地是聯邦的。
拜登政府已承諾投入數十億美元，以幫助
美國擺脫石油、天然氣和煤炭等化石燃料，拜
登表示，美國要往清潔能源轉型。

拜登上任首次與普丁通話 劈頭就來算總帳

美國總統拜登上任後，26 日首次與俄羅斯
總統普丁通話，並直接向普丁表達對於美國聯
邦機構遭大規模駭客攻擊，以及俄羅斯知名的
反對派領袖納瓦尼（Alexei Navalny）遭下毒等
一連串事件的關切。
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報導，白
宮發言人莎琪（Jen Psaki）表示，拜登與普丁
討論一系列兩國事務，包括拜登政府所希望的
延長新戰略武器裁減條約（New Start）、俄羅
斯對烏克蘭的侵略、美國資訊科技公司 SolarWinds 旗下網路管理產品遭疑為俄羅斯的駭客
利用入侵美國聯邦機構、俄羅斯隊駐阿富汗美
軍祭出賞金、莫斯科當局干預美國大選等事務
。
莎琪表示，針對俄羅斯軍事行動，拜登也

拜登上任首民調出爐關鍵數據曝黨內地位確立
美國總統拜登 20 日就職後首 2 個民調結果出
爐，數據顯示，美國民眾對他的執政滿意度高達
56%、63%，比前總統川普過去 4 年來曾經獲得
的支持度還要高，其中超過 9 成的民主黨人滿意
他至今的執政表現，顯示拜登已經鞏固了自己在
民主黨中的地位。
據雅虎新聞（Yahoo News）報導，民調機
構 「早晨諮詢」 （Morning Consult）25 日公布
拜登上任後的首場民調，數據顯示 56%的美國受
訪者認可拜登至今的執政表現，34%不滿意。同
一 天 ， 國 會 山 莊 報 與 哈 瑞 斯 民 意 調 查 （The
Hill-Harris）也公布首份民調，拜登執政滿意度
為 63%，不滿意度為 37%。
值得注意的是，拜登首份民調結果數據比這
2 間民調機構過去 4 年來對川普進行的民調結果
都還要高，以 「早晨諮詢」 做的民調為例，川普
獲得最多支持的時期落在 2017 年 3 月，當時他的
滿意度為 52%；川普在國會山莊報與哈瑞斯民意

表明美國將堅定地捍衛自身國家利益。CNN
指出，從拜登與普丁首次對話的議題來看，
顯示從上任政府以來華府與莫斯科之間早已
陷入齟齬。拜登先前在大選辯論中指控前總
統川普對俄羅斯過於軟弱，根本就是 「普丁
的魁儡」 ，而報多位官員表示拜登希望對普
丁採取更強硬立場，並已下令行政機構檢視
與俄羅斯相關的議題以及可能施加的制裁方
案。
不過在核武裁減議題上，拜登比較持開
放態度，而普丁也向拜登表示俄羅斯已將將
延長新戰略武器裁減條約 5 年的法案提交國會
。New Start 預定 2 月 5 日到期，其中限制美、
俄雙方各自部署的戰略核子彈頭不得超過 1550
枚。

除了普丁之外，拜登同日也與北約秘書長
史托騰柏格（Jens Stoltenberg）、法、德以及
英國等領導人討論俄羅斯問題。
普丁曾在去年美國大選結束、川普連任明
顯失利並發動一連串訴訟戰時表示， 「美俄關

川普看見沒？全球民調：3分之2認地球陷氣候危機
美國前總統川普完全不信氣候變遷，認為
這是騙局，甚至退出巴黎氣候公約。但根據聯
合國進行的史上最大氣候議題民調，3 分之 2 受
訪者都認為，全球的確陷入氣候緊急狀態。

聯合國開發計畫署（UNDP）進行的這項氣
候民調，共調查 50 國 120 萬人，範圍史無前例
。結果顯示，全球民眾都支持對政治人物發出
明確訊息，要求他們儘速採取必要行動。

根據民調，較年輕
的族群對氣候變遷愈
憂心，14 至 18 歲青少
年中有近七成、也就
是 69％認為，當前面
臨氣候緊急情況；其中又有超過 60％同意，此
議題存在嚴重世代分歧。
在化石燃料（如煤、石油、天然氣）為主

調查中獲得最高滿意度的時期是 2020 年 4 月，滿
意度為 52%。
另外，民調數據也顯示，拜登上台後大量簽
署行政命令、推翻川普舊令，有助於他鞏固在民
主黨人間的地位， 「早晨諮詢」 的數據顯示，高
達 91%的民主黨人認可他至今的執政表現，只有
4%民主黨人不認可。相較之下，川普就任之初
的民調顯示，當時有 83%的共和黨人認可他的執
政表現。
拜登在獨立選民間的表現也比川普好， 「早
晨諮詢」 的民調顯示，49%獨立選民認可他的執
政表現，比川普 4 年前的數據多出 8 個百分點。
不過這只是拜登上任之初的民調快照，他本
人也承認，新冠肺炎疫情最嚴峻的時刻還在前頭
，除了死亡人數可能在 2 月突破 50 萬人，美國經
濟目前仍處在嚴重損害狀態，儘管拜登已經下令
要解決疫情，但礙於更為分裂的國會狀態，他預
計實施的刺激方案尚未幫助到美國民眾。

係已經沒什麼好破壞的，已經毀了」 。不過去
年 12 月 14 日選舉人投票結果正式出爐，仍由拜
登以 306 張票勝出後，普丁正式祝賀拜登勝選
，並準備好與拜登政府接觸合作。
要溫室氣體排放主要來源的國家當中，反倒有
過半民眾支持使用可再生能源。其中美國希望
採用綠能的比重達 65％，澳洲 76％，俄羅斯則
為 51％。
而在部分因人為毀林，引發溫室氣體排放
大幅升高的國家，民眾也支持採取保護森林措
施，其中巴西支持度 60％，印尼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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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專家以身試藥 證疫苗安全有效

A6 1

外媒高度關注習近平達沃斯致辭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國家主
席習近平 25 日晚在北京以視頻方式出席世界經
濟論壇“達沃斯議程”對話會，並發表題為《讓
多邊主義的火炬照亮人類前行之路》的特別致
辭。國際媒體對此予以高度關注。

系，不搞割裂貿易、投資、技術的高牆壁壘。
新加坡《聯合早報》文章稱，習近平在對話
會上呼籲摒棄意識形態偏見，並指出“各國歷史
文化和社會制度各有千秋，沒有高低優劣之分，
關鍵在於是否符合本國國情”。他說，差異並不
可怕，可怕的是“傲慢、偏見、仇視”，可怕的
是“想把人類文明分為三六九等”，可怕的是
“把自己的歷史文化和社會制度強加給他人”。
此外，土耳其安納多盧通訊社報道指出，習
近平在講話中稱，國際社會應致力於克服發達國
家和發展中國家發展鴻溝，彌合南北差距。

國際合作與多邊主義的重要性。
據美國《商業內幕》雜誌網站消息，習近平呼
籲維護和踐行多邊主義，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並同時指出“新冷戰”思維的危害性。他說，在國
際上搞“小圈子”、“新冷戰”，排斥、威脅、恐
嚇他人，動不動就搞脫、斷供、制裁，人為造成
相互隔離甚至隔絕，只能把世界推向分裂甚至對抗。
半島電視台網站消息說，習近平強調，要尊
重和包容差異，不干涉別國內政，通過協商對話
解決分歧。“歷史和現實一再告訴我們，當今世
界，如果走對立對抗的歧路，無論是搞冷戰、熱
戰，還是貿易戰、科技戰，最終將損害各國利
益、犧牲人民福祉。”
據《印度時報》報道，習近平在致辭中指出，
反對恃強凌弱，“不能誰胳膊粗、拳頭大誰說了
算”。習近平說，各國應該在相互尊重、求同存異
基礎上實現和平共處，促進各國交流互鑒，為人類

從研發到上市歷 330 天
國藥疫苗主要關鍵節點
文明發展進步注入動力。此外，報道也提及要發揮

世界衞生組織作用、推進世界貿易組織和國際金融
●從啟動科技攻關到獲批臨床試驗
貨幣體系改革、落實應對氣候變化《巴黎協定》等。

98 天
維護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順暢穩定
●從進入臨床到武漢、北京兩個所先後

中國生物董事長楊曉明：9個月抽了60管血 接種後無異常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報道稱，中國將繼續促
做完一期/二期臨床試驗，用了 78天
進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維護全球產業鏈供
●再從三期臨床試驗入組啟動，到附
習近平在致辭中表示，要解決好這個時代面
應鏈順暢穩定，推進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
臨的四大課題，即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摒棄
據俄羅斯衛星通訊社消息，習近平表示中國
件上市獲批，用了 168 天
意識形態偏見、克服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發展
將繼續積極參與國際抗疫合作。中國迄今已向
鴻溝和攜手應對全球性挑戰。
150 多個國家和 13 個國際組織提供抗疫援助，為
據路透社報道，習近平說，世界經濟復甦勢
有需要的國家派出 36 個醫療專家組，積極支持
反對“新冷戰”思維
頭仍然很不穩定，前景存在很大不確定性，應加
並參與疫苗國際合作。“中國將繼續同各國分享 針對在疫
疫苗研發從來不是簡單的事，而是以命相搏。這次新冠疫苗研發也
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以及鞏固二十國集團作為
美聯社在報道中指出，習近平呼籲世界各國
疫情防控有益經驗，向應對疫情能力薄弱的國家
的諸多技術路
是這樣嗎？
全球經濟治理主要平台的地位。報道還援引致辭
團結一致應對新冠疫情、氣候變化等全球性挑
和地區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促進疫苗在發展中
中，中國生物
內容稱，要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堅定維護多邊
戰，以推動全球經濟可持續復甦。
國家的可及性和可負擔性，助力世界早日徹底戰
什麼最終選擇
是的，我是去年 3 月 23 日最早接種我們研發疫苗的人，作為最
貿易體制，不搞歧視性、排他性標準、規則、體
多家外媒報道稱，習近平在講話中多次強調
勝疫情。”
活這一技術
早一批“以身試藥”者，接種新冠滅活疫苗後沒有任何異常情況，
線，楊曉明指出，中國生物新
就是打針的地方稍微疼一點。因為接種後要定期檢測抗體，我在 9
滅活疫苗具有技術安全性、防
個月時間裏已經被抽了約 60 管血，因為要定期觀察的血液指標比較
有效性、人群普適性、儲運便
多。打第一針後的第二個星期就能檢測到抗體，打第二針後 2 周左右就能檢
性和產能可及性等特點，安全
測出較高的抗體水平。
非常好，有效性數據超過了臨
一百年來，中國生物製品工作者的獻身精神不斷傳承延續。其中，“以
研究預設的目標，冷鏈儲運條
身試藥”就是一個傳統。新冠滅活疫苗臨床試驗中，累計有幾萬名入組受試
符合全球大多數國家的國情，
者接種疫苗，其中很多是生物製品人。
能充足，能夠滿足大範圍的接
為助力新冠病毒滅活疫苗早日上市，中國生物在2020年3月底啟動了志願
使用。
接種，包括國藥集團四級企業黨政主要負責人在內的數十名志願者擼起袖子，
▲ 去年
去年4
4 月，第一位志願者在河南省焦作市武陟
楊曉明並表示，有別於過
自願參加了人體預測試。中國生物人有句話：做敢給自己家人打的疫苗。這是
縣疾病預防控制中心，
縣疾病預防控制中心
，接種由國藥集團研製的新
的滅活疫苗生產技術，中國生
我們的追求，也是我們的自信。
型冠狀病毒滅活疫苗。
型冠狀病毒滅活疫苗
。
資料圖片
採用先進的細胞培養技術、純
工藝技術及質量控制方法，生
◀ 中國生物董事長楊曉明去年 3 月 23 日就接種了
效率高，質量控制指標完全達
國藥中生研發的新冠疫苗。圖為去年 9 月楊曉明出
國際先進水平。
席 2020 中關村論壇全球科學與生命健康論壇。
“2020 年 7 月中國生物新
資料圖片
作為疫苗研發第一梯隊，短時間內拿出疫苗，靠的是什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京報道）中國與新西蘭 26 日以視頻方式簽署兩國
疫苗獲批緊急使用以來，在
願、知情、同意的前提下，對
自貿協定升級議定書，中新自貿關係在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基礎上
從全球經驗看，過去一種疫苗從研發到上市，一般需要 10 年以
風險暴露人群累計完成數百萬
進一步提質增效。其中，新西蘭出口中國的所有乳製品，2024
年前都將免徵關稅。
上，投入 10 個億以上。速度快一些的，也需要 5 年到 6 年時間。所
次的新冠疫苗緊急接種工作。
近期，英國發現的變異新冠病毒備受關注，新冠疫苗對變異後的病毒
以，新冠疫苗 330 多天能夠上市，我們可以說是一個奇跡。這次新
有專家對香港文匯報表示，在
RCEP 基礎上，簽署兩國自貿協定升級議定書，不僅有
中 7 萬多人赴海外一百多個國家
是否有效？
冠滅活疫苗的研發速度之所以能夠這麼快，關鍵在於依靠國家強大
發病的疫區工作，在同一工作
助於提升兩國間相互開放的水平，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夯實了 RCEP 的國家基礎。
的制度優勢。整個疫苗的研發過程得到了國家很多部委的大力支持，包括科
從我們目前收集到的數據看，全球不同地方分離出來的病毒，我們
活環境下，接種疫苗者中沒有
技部、衞健委、藥監局、工信部等。各部門採取應急狀態的研發和審批程
滅活疫苗產生的抗體全部可以覆蓋。
例報告。”楊曉明說。
序，很多技術路線並行開展，各疫苗研發審評機構將審評程序由“串聯”變
國家藥監局審評通過的分析數據顯示疫苗保護效力為 79.34%，高
此外，他指出，疫苗的可
前，新西蘭已對從中國進口的 100%商品實
雙邊進出口總額從2008年的44億美元增長至2020
“並聯”，使得疫苗研發、審批時間最大限度縮短。
於世界衞生組織50%的指標。一般來說，多數疫苗有效率超過70%即可
性也是非常重要的參考指標。
施零關稅，中國對從新西蘭進口的 97%商品
年的181億美元，年均增速14%。
同時，中國生物在內部推行了最激烈的競爭。武漢生物所和北京生物所
在中國上市。在呼吸道疾病疫苗普遍保護率相對較低的情況下，我們的新冠疫
可及性方面，滅活疫苗有着自
實施零關稅。此次升級後，中方將對從新西蘭進
承接研發課題後，在同一個賽場的兩條賽道上展開競賽，這個新機制上的改
苗屬於“優等生”。
專家
：
夯實RCEP基礎
的儲運便捷性優勢，儲運條件
口的部分木材和紙製品也實施零關稅。根據新西
革，最大限度激發了科研人員的競爭動力，也為疫苗研發“雙保險”打下了
2020
年底，國家藥監局批准中國生物的滅活新冠疫苗附條件上市。“附條
2℃－8℃，這與中國以及許多
蘭政府的說法，大部分產品的保護性關稅將在一
商務部研究院國際市場研究所副所長白明認為，
基礎。
件上市”相當於給企業留了“家庭作業”，主要是持續監測觀察抗體的持久性
家現有的疫苗儲存條件和運輸
年內取消，奶粉則在三年內取消。“這意味着，
較之2008年，目前中新兩國的進出口總額增加了大
以小鼠的動物試驗來說，為了更快找到合適的注射劑量，我們一改通常
等。對於疫苗的安全性，接種者不用擔心。2021
年
1
月
13
日，國務院聯防聯控
件一致，不需要重構冷鏈體系
到 2024 年 1 月 1 日，新西蘭出口到中國的所有乳
約三倍，當時中國的開放水平很低，現在隨着全球
的試驗方式，改為三組不同劑量的試驗同時進行。這就需要研究團隊加班加
機制發布會介紹，中國已累計開展重點人群新冠病毒滅活疫苗接種超1,000萬劑
製品都將免徵關稅。”
經濟環境的變化和中國開放能力的提升，需要升級
施，可大規模降低成本。
點，把一天當作幾天用。
次，證明新冠病毒滅活疫苗具有良好的安全性。
版的自貿協定。“一方面將原有的規則進一步升級，
■新華每日電
兩年內開展後續談判
另一方面也增加了一些新的內容，比如電子商務、
■中國-新西蘭自貿協定升級議定書正式簽署，圖為視頻簽字儀式惠靈頓現場。
新華社
中國商務部稱，下一步雙方將盡快履行相關
政府採購、環境保護、競爭政策等。”他說，“以
國內程序，使中國—新西蘭自由貿易區升級協定
前沒有觸碰的領域，現在我們有條件可以加上了。”
盡早生效實施。根據協定，貿易方面，中國將在
他認為，升級版中新自貿協定，不僅僅是規模擴大，
RCEP 基礎上，進一步擴大航空、教育、金融、
更重要的是水平提升。
養老、客運等領域對新西蘭開放。雙方還約定在
此外，他強調，在疫情全球肆虐的情況下，
升級議定書生效後兩年內，以負面清單方式開展
新西蘭受國際產業鏈、供應鏈停擺的影響較大，
服務貿易的後續談判，進一步提高開放水平。
此時密切與中國合作，將給新西蘭帶來更多機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 26 日在例行記者會
會。“比如服務業、健康養老等領域，對新西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中國
趙志國介紹，2021年將根據5G國際標準R17、
上也表示，中新自貿協定升級議定書正式簽署，
而言，都是實實在在的利好。”當然，他也表
工業和信息化部新聞發言人田玉龍 26 日在國新辦
R18等版本的導入進程，加快網絡切片、邊緣計算、
將推動疫情形勢下各自國家經濟復甦和發展，體
示，開放是相互的。新西蘭因為擁有乳製品、肉
發布會上表示，2020年中國新建開通5G基站超過
5G增強等關鍵技術的研發和部署，加快定製化、經
現了中新雙方以實際行動支持多邊主義和自由貿
製品、羊毛等原材料，從國際產業鏈、供應鏈的
60 萬個，終端連接數突破 2 億，實現內地所有地
濟型5G芯片、模組、終端等關鍵產品和器件研發及
易的堅定決心。
角度來講，是中國的“上游”。“擴大從新西蘭
級以上城市覆蓋。據悉，2021 年工信部計劃新建
產業化進程，進一步加大產業短板弱項的攻關力度，
據悉，中新自貿協定於2008年4月簽署並於同
的進口，一方面有助於改善中國的生態環境，另
5G基站60萬個，在實現地級以上城市深度覆蓋的
保障供應鏈產業鏈的安全，持續組織開展5G毫米波
年10月1日實施。2016年11月，雙方啟動自貿協定
一方面可以使我們在國際採購中更主動，有更多
基礎上，加速向有條件的縣鎮延伸。
試驗，超前謀劃、系統布局產業未來發展。
升級談判。2019年11月，雙方宣布完成升級談判。
選擇空間和自由。”白明說。
中國加工組裝企業立訊精密近日遭到美國337

各國歷史文化和社會制度各有千秋

“主要負責人參加，做敢給自己打的疫苗”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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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多人接種後赴海外疫區 錄零染病報告

Q

中國新西蘭升級自貿協定
華對新保護性關稅一年內取消 奶粉關稅三年內取消

“團隊加班加點，把一天當作幾天用”

Q

“對於疫苗的安全性，接種者不用擔心”

A

Q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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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部：今年5G基站再開60萬個
實現更多層次5G網絡覆蓋

自貿協定升級議定書部分內容
貨物領域：

■新增部分木材和紙製品的市場開放，進一步
優化原產地規則、技術性貿易壁壘、海關便利
化等貿易規則。

服務貿易領域：

■中方在 RCEP 基礎上，進一步擴大航空、
教育、金融、養老、客運等領域對新方開放。

投資領域：

■新方放寬中資審查門檻，確認給予中資與
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
（CPTPP）成員同等的審查門檻待遇。

規則領域：

■雙方承諾在電子商務、競爭政策、政府採
購、環境與貿易等領域增強合作，其中環境
與貿易章節超出了 RCEP，就提高環境保護
水平、加強環境執法、履行多邊環境公約達
成了較高水平的合作條款。

工作許可：

■新方在特色工種工作許可安排中，將中國
公民申請量較大的漢語教師和中文導遊赴新
就業的配額在原有基礎上增加一倍，分別提
高到300名和200名。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燁

提到 2021 年 5G 建設規劃，工信部信息通信
管理局局長趙志國表示，將引導地方政府加大對
5G 網絡建設的支持力度，進一步落實 5G 站址、
用電等相關政策，通過推進 5G 虛擬專網等多種方
式，按需做好工業、能源、交通、醫療、教育等
重點領域的網絡建設，實現更廣泛、更多層次的
5G網絡覆蓋。

加大產業短板弱項攻關
提升應用創新能力方面，趙志國指出，將培
育 5G+增強現實、5G+虛擬現實、沉浸式遊戲等
新興消費模式，推進 5G 融入健康、養老、家政等
生活服務，不斷增強人民群眾的獲得感和幸福
感，加快利用 5G 技術改造傳統行業的網絡，優化
生產流程，打造遠程操控、質量檢測、智能物流
等典型場景，助力企業降本提質增效，實現綠色
節能發展。

調查（美國《1930 年關稅法》第 337 節的規定，
美國國際貿易委員會可以對進口貿易中的不公平
行為發起調查並採取制裁措施）。工信部運行監
測協調局局長黃利斌回應，作為產業主管部門，
我們積極支持電子元器件和精密加工企業高質量
發展，我們堅決保護知識產權，同時也反對濫用
權利，打壓正常商業競爭的霸凌行為。他指出，
中國電子信息產業發展既有賴於本土企業的壯
大、崛起，也離不開有效的國際合作。針對上述
337調查申請，相關企業已發布公告，並開展積極
的應對。下一步，工信部將會同有關部門指導相
關企業加強應對，維護好企業的合法權益。
回應芯片行業缺貨潮問題時，黃利斌表示，
隨着社會智能化程度的不斷提升，集成電路作為
智能設備最關鍵的組成部分，需求持續旺盛，特
別是疫情帶動了線上交流需求，對數據中心服務
器和智能終端芯片的需求快速上升，全球主要集
成電路製造生產線均出現產能緊張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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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话题
解码消费新品牌

本报记者

国产小家电闯出大市场

销量逆势增长，爆款层出不穷，转型高端市场——

2020 年 上 半 年 ， 中 国 家 电 市 场 零 售 额 规 模 达
3690 亿元，在疫情影响下同比降 14.13%。在绝大多
数电器品类都陷入“量额齐跌”的境遇时，国产小
家电异军突起，成为唯一没有下降的品类，甚至与
上年同期相比实现了逆势增长。其中，许多新锐国
产小家电品牌表现亮眼，不仅在销量上迅速攀升，
在天猫 V 榜等销售榜单中“霸榜”，也在产品形象上
树立了国产小家电的新高度。
是什么让国产小家电取得了上佳的市场成绩？
如果说电商营销渠道的成熟、疫情催生的“宅经
济”，都是小家电逆势增长的外因，那么，内因又是
什么？在产品研发和市场定位上，国产小家电品牌
做出了哪些努力？
2020 年 8 月 20 日，浙江宁波的博菱电器厂区内，工人们正加班加点赶出口小家
电订单。
陈张坤摄 （人民视觉）

创造超出消费者想象的需求

谭涵文

今年 24 岁的小李，是一位小家电“深度用户”。
他这样概括小家电的“魔力”：“这些小家电既超越
我们想象，又恰好命中我们的需求。”
小李的感触，某种意义上就是国产小家电成功
的秘诀：生产超出用户认知又真正击中用户潜在需
求的实用产品。其中的典型案例，就包括近年来发
展最快的国产小家电品牌之一——小熊电器。
2020 年的“双 11”，小熊电器全网销售额突破
3.18 亿元，净新增消费者数量高达 2380 万。在煮蛋
器、打蛋器、电热饭盒、电烤炉 4 大品类中都拿下了
全网销售额第一。日常场景中，深入挖掘用户细微
需求，成为小熊的“制胜法宝”。
和许多生活在北京的“上班族”一样，吃不吃
早饭一度成了小李的一个两难：“好好做顿早饭吧，
有点奢侈，因为想多睡会儿。不吃或者吃快餐吧，
又不太健康。烦。”直到他用上了小熊电器的明星产
品：煮蛋器。煮蛋器不止能煮鸡蛋，而且是个有自
动预约功能的蒸煮器。
“前一天晚上把自己想吃的蒸煮食材放进去，早
上起床定时启动，洗漱收拾之后早餐就自动做好
了 ， 也 不 用 我 看 火 ， 省 时 省 力 还 健 康 。” 小 李 说 ，
“最重要的是小巧、便宜，每次我租约到期换个地儿
住，收拾带走也方便，或者干脆再买一个也不心
疼。”
与小李一样，家住湖南长沙的陈女士也是小家
电的受益者。已为人母的她，非常在意家庭清洁对
孩子健康的影响，但工作一天还要干家务，常常让
陈女士感到疲惫。此前陈女士也购买过蒸汽拖把、
吸尘器、扫地机器人等，但她依然认为这些工具没

小熊电器的明星产品多功能煮蛋器。
小熊电器的明星产品多功能煮蛋器
。

有完全满足她的需要，“总觉得这些产品还是差了一
小截”。
高端定位助力高品质生活
这时，国产品牌添可的“智能洗地机”进入了
陈女士视野。“买添可的洗地机也是看中了它拖扫
一体，一遍搞定。最喜欢的还是它的自清洁功能，
在大众的固有认知中，小家电虽然功能新
不用再洗抹布或者拆下滚刷之类的零部件。”
奇 ， 但 似 乎 难 以 真 正 成 为 家 庭 主 力 军 。“ 廉 价 ”
“在中国老百姓的传统习惯里，除了扫地、吸尘 “ 鸡 肋 ” 也 一 度 是 困 扰 小 家 电 品 类 发 展 的 刻 板 印
之外，还要再拖一次地，也就是吸一次拖一次。于
象。
是我们想，能不能把这两者合二为一？就是这种差
而近几年国产小家电品牌的新锐们，纷纷扛起
异化的思考，推着我们去开发产品，满足中高端消
面向高端、助力消费升级的大旗，誓要完成国产品
费者的需求。”添可品牌创始人钱东奇表示。
牌市场形象的转型。
找准用户痛点，让添可迅速走红。2020 年“双
在个人护理小家电领域，口腔护理是近年销售
11”中，添可全渠道成交额突破 4.1 亿元，比 2019 年
额蹿升的主要品类，以电动牙刷为例，德国和日本
同期取得了超 40 倍的增长。
品牌长期以来占据着这一品类的高端市场。以往中
国品牌的策略常常是先从国外品牌薄弱的低端市场
入手。但罗曼却反其道而行之，选择正面迎战国际
时尚元素赋予产品社交属性
品牌云集的高端市场。
“我们的目标是打造中国高端个人护理品牌。”
线上市场是国产小家电的生命线。奥维云网数
罗曼品牌总监王元威告诉记者，这并非他们脑袋一
据显示，中国小家电市场销量线上比重从 2014 年的
热，而是深思熟虑的结果。“大家都追逐同一个国外
24%猛增到 2020 年上半年的 83%。
大牌的时代过去了。从长远来看，未来的消费趋势
“小家电的热销一方面受益于‘宅经济’，另一
是不断个性化、定制化，每个消费者都希望产品能
方面得益于‘数字经济’。”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
更加符合自己的品位和偏好，不想跟别人重复。我
市场营销学系教授符国群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
们要抓住的是这个趋势。”
示，后者使图片的展示、生活方式的分享以惊人的
为了在高端市场打造出差异化，罗曼选择与阿
速度在不同人群中扩散。“这一背景下，在影响消费
里巴巴合作，通过大数据对用户精准画像。其明星
者购买决策的因素中，他人的推荐、产品外观颜值
产品“小果刷”就是这样设计出来的。不仅在产品
等因素，就被大大强化了。”
的颜值上推陈出新，推出了独特的牛油果绿配色，
特性决定玩法。对小家电来说，想要卖得好， 而且将家用美容仪器中常见的洁面刷与电动牙刷主
就要促成更多线上消费；想要提升线上消费，就要
体结合，满足了消费者多元化需求，也拓宽了电动
为产品融入更多社交属性。
牙刷产品的使用场景。事实证明罗曼的选择是对
于是，国产小家电品牌纷纷牵手时尚元素，将
的 。 这 款 产 品 在 2019 年 的 “ 双 11” 上 市 ， 一 举 爆
小家电开拓的新消费场景打造为一种颇具仪式感的
红，随后不断迭代升级，保持了长久的销售热度。
生活方式。这使得小家电成为用户分享生活理念、
而在家居清洁领域，添可直接与国际大牌戴森
传达个人品位的一个出口，从而引发了小家电在社 “短兵相接”。其洗地机、吸尘器，在价位区间上与
交媒体中的自发式传播，进一步拓宽了客户群体， 戴森几乎重合，主攻高端市场的决心尽显。“戴森是
让不做饭的人也开始购买炊具，享受小家电的使用
非常值得学习和尊敬的竞争对手。但添可要做的不
乐趣。
仅是如戴森一样成为一个创新驱动的国际知名品
比如小熊电器充分利用品牌商品数量繁多的特
牌，更是要通过智能科技的应用提升人们的生活质
点，与知名动画作品“MyLittlePony”联名推出系列
量，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钱东奇说。
特殊设计产品，包含电饭煲、养生壶、电烤箱等多
国产小家电敢于冲击高端市场，背后是研发投
个品类，在产品配色、机身设计上下足功夫，使得
入带来的底气。罗曼专门成立了罗曼爱牙实验室，
产品的精致度与辨识度极高。此外还与艺术家联
对口腔特征、产品技术等展开研究，定期与多家国
名，赋予小家电更丰富的文化元素，让小家电具备
际知名口腔医疗机构保持交流。添可研发设计团队
了家居配饰的性质。
历时 5 年，经历 3 代，才成功解决了洗地机噪音、水
而专注于口腔护理的国产个人护理小家电品牌
渍的残留问题，带来具有突破性创新的产品。
罗曼，则顺应互联网医疗的风口，推出与丁香医生
应当看到，目前国产小家电在核心技术上还有
联名的冲牙器，不仅在设计上亮眼，更为产品增添
很长的路要走。“大多数小家电运用的是既有技术，
了专业性背书。罗曼还给旗下的电动牙刷产品赋予
或是对既有技术的组合，其创新或独特性主要体现
昵称“小果刷”，成功让产品拥有了独树一帜的记忆
在 ‘ 快 速 创 新 ’‘ 设 计 创 新 ’ 等 方 面 。” 符 国 群 表
点与传播力。
示，这显然不是长久之计。
除了落实到产品设计和功能上，国产小家电品
与欧美小家电成熟市场相比，中国小家电保有
牌也在输出其企业文化，用产品背后的生活理念赢
量较低，蕴藏着极富潜力的市场。但这块巨大的蛋
得用户的认同感，激发其分享欲。
糕依然需要过硬的技术创新与周全的配套服务才能
“添可产品定位的路线是‘白科技’——不对技
吃得下。“未来，相关厂家应围绕‘顾客更美好生
术进行炫耀式展现，而是将技术隐藏在功能之后， 活’进行创新，将产品融入消费者的生活，让产品
关注消费者生活的细微需求。为用户打造生活中的
助力消费者应对各种生活挑战，这或许是中国小家
‘小确幸’。”钱东奇表示。
电品牌的长远生存之道。”符国群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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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峰教授即將與司法部對簿公堂
【本報訊/鄧潤京】據美國華人聯
合會官方微信公眾號的報導，上週麻
省理工學院（MIT）著名華裔教授陳
剛被捕，震動各界華人，大量華裔科
學家被司法部“嚴打”一事再次衝擊
，人社區。實際上，早在一年多前，
堪薩斯大學（堪薩斯大學）華裔教授
陶 峰 受 司 法 部 “ 中 國 計 劃 （China
Initiative）”的打擊而被捕。由於美
國政府對陶教授採用“創新版”的起
訴手法涉嫌過多牽強和不公，陶教授
表示絕不妥協，一定會抗爭到底。關
於此案的庭審不久即將開始。屆時，
陶峰將成為第一位挑戰司法部“中國
計劃”並同時對薄公堂的華裔教授。
從陳霞芬，郗小星，到今天的陶
峰，陳剛，我們社區的命運和美國司
法公正和進步一直息息相關。
該些案件已經引起了華人，介入
和民權組織的極大關注。包括 UCA 內
部的許多組織要求拜登政府重新審查
司法部“中國計劃”，並適時予以取
消。目前，陶峰教授即將成為司法部
“中國計劃”下被指控的華裔教授和
科學家之間不與政府妥協，認罪而進
入庭審的第一位。他是否能打贏這場
官方司，既對他及他家人影響巨大，
對陳剛教授的案子，對未來的許多類
似案例都將息息相關。
陶教授的案子到底是怎麼回事？
為什麼會引起美國各界如此關注？其
意義何在？
•案件預測
2019 年 8 月 21 日，司法部承認
並承認了陶峰。起因是政府懷疑他在
堪薩斯大學擔任終身副教授期間，未
在學校要求填寫的年度利益衝突表格
中註明他為中國的大學工作。聯邦檢
察官據稱陶峰涉嫌犯堪薩斯大學，能
源部和科學基金會，據稱他犯下十項
重罪，其中包括七項電信欺詐騙局
（電匯欺詐）和一項項目欺詐罪（程
序欺詐），過渡刑期可達 150 年。
陶峰教授認為自己與中國的合作
與堪薩斯大學的教職沒有利益衝突，
不存在需要填表申報的問題。陶峰下
定決心把這個官司打到底，為自己在

法庭上討個清白。他的律師最近向法
官呈遞的要求法官直接把該案件恢復
的要求，改為獲准後，陶教授就進入
了準備上庭庭審階段，月底前法庭將
確定開庭時間。
•為什麼重要？
自從司法部啟動“中國計劃”以
來，大部分被指控的眾多被告由於種
種原因，已和政府達成了認罪協議
（請討價還價），而陶教授是第一個
堅持自己沒有做錯任何事，不和政府
因為美國的司法制度建立於法律司法
先例（先例）上，所以，陶教授官司
的輸贏對以後類似案件的判決將具有
重大意義。
如果陶教授勝訴，所謂“中國計
劃”將會元氣大傷，甚至影響到該項
目未來的去留。聯邦檢察官所使用的
針對華裔科學家不合理的新指控理論
和手段將難以為繼。反之，如果陶教
授敗訴，除了對自己一家的毀滅性打
擊之外，司法部“中國計劃”就可以
取代一起訴新理論和實踐廣泛應用到
更多華裔學者身上。
•律師的爭辯
他是幾年前天普大學物理系主任
郗曉星教授以及美國國家氣象局科學
家陳霞芬的辯護律師。在這幾年前兩
起的案件中，澤登博格逐步政府撤銷
對這兩位科學家的指控，打贏了兩次
起在華人社區的冤假錯案。
在陶案中，澤登博格認為司法部
門想藉用陶峰案形成新的欺詐模式，
讓政府“不必出示任何盜竊知識產權
或違反出口管制的證據”就可以輕易
地對華裔專業人士犯下刑事訴訟如果
政府在此案中勝訴，任何教授或其他
僱員對雇主或項目單位有疏忽，不實
或替代的填表陳述，將無法克服被用
人單位的譴責和懲戒，還很可能要他
認為這是“政府極大的濫權，影響的
將交替是大學教授”。
律師認為，司法部有意把本來應該是
陶教授和他學校之間的事，或者本應
是一種行政追究責任或民事關係的事
情罪責化，刑事化了。見到一個案子
就直接以最嚴峻的刑法處之，實有嚴

打，執法面譜化，選擇性執法和
過度執法之嫌。已經嚴重損害華
裔科學家的基本生存權益。陶教
授案和最新的 MIT 陳教授案也有
許多相似之處，故陶案每月後的
結果對陳案會有很大的影響。
何謂司法部“中國計劃”？
2018 年 11 月 1 日，時任司法
部長塞申斯（Jeff Sessions）宣
布“中國計劃”出籠，隨即成立
了司法部工作小組，由該小組全
面協調司法。部內部以及與其他
聯邦執法機構之間的工作。
“中國計劃”最初關注的重點是
涉及中國的經濟間諜犯罪，保護
知識產權等領域。其後，重點漸
進地轉向了高校和科研機構中的
華裔學者，引發了一系列華裔科
學家被指控或被解僱例如，2021
年 1 月 14 日司法部對麻省著名的
華裔教授陳剛進行審判。2020 年
5 月 11 日，司法部發布了對前埃
默里大學（埃默里大學）李曉江
教授一案的審判結果。 2019 年 4
月，得克薩斯大學 MD 安德森癌
症中心解雇了數名華裔科學家。
隨著司法部“中國計劃”的實施
以及其轉向學術界，美國學術界
，轉變社區和民權組織開始發出
異議聲音，要求改革或終止“中
國計劃”的呼聲越來越高。
•華人社區能做點什麼？
他們一家花完了一直不多的
積蓄，四處借錢已借到沒人可藉
的地步了。面對庭審，將還要再
花費約五十萬美金。陶太太為了
官司費，一個人在醫院第一線做成三
份工，而陶教授早已被校方停發工資
，可謂家破人未亡。陶教授一家再也
承擔不起又是一個四五十萬美金。現
在是華人社區出手幫助這筆巨額官司
費的時刻了。
幫助陶教授就是幫助我們自己！
今天發生在陶教授身上的事，明天也
可能發生在你我身上。UCA 全身全美
華人社區繼續發揮在陳霞芬和郗小星
案件時所表現出的慷慨解囊，關注同

陶教授夫婦

陶峰教授
胞的精神，幫助陶教授一家渡過難關
。 https：//www.gofundme.com/f/
Legal-Defense-Fund-for-Franklin-Tao
UCA 會長薛海培說，“華人社區
永遠要有福共享，更要有難同當。”
幾年前我們曾成功發起“雪利酒的聖
誕節禮物”，幫助陳霞芬打官司，今
天 我 們 也 應 該 發 起 “ A Lunar New
“我們需要通過這些案例來抱團取暖
，讓華人社區真正成為一個相互關愛

的溫馨大家庭和命運共同體。”
為了讓華人社區募捐的資金有個
公開，透明和合理的使用，陶峰教授
專門成立了富蘭克林法律保護基金
（justiceforfranklintao.com） ， 並 由
有公信力的華人擔任該基金的指導和
顧問。所有募集的資金都由該基金來
統一管理並定期向社會公佈基金募集
資金和使用情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