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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03-TOP ONE群智貸款C6_A1

713 - 364 -7788 
832 - 498 - 7566

群智貸款

Michelle Young  
 通國、英、粵語、韓語

● 外國人貸款，保證最低
   最低利息。B1, B2, 
   J1保證通過
● 只要一年P&L盈虧表，
   不查稅表
● W2用一年VOE貸款方式
● 不查收入貸款
● Construction Loan,
   Lot Loan

NMLS#270061 RMLO 

Saturday, 2/20/21

（綜合報導）美國於19日正式重返《巴黎氣候協定》
。儘管美國又重回《巴黎氣候協定》的懷抱；但自川普於
2017年揚言要退出該協定起，迄今已近4年。各國領導人無
不期盼華府能採取具體行動，展現與簽約國和解的誠意。

報導中指出，雖然全球領導人普遍認同美國此舉；但
美國已缺席近4年，其更期盼華府設下2030年前碳排放目
標，來展現美方和解並解決氣候變遷危機的誠意。

拜登在就職典禮上表示， 「地球哭喊出生存的渴望。
這聲呼喊再也猛烈而明白不過」。結束就職典禮後，他馬
上簽署行政命令撤銷前總統川普撤出《巴黎氣候協定》的
命令，而在做出這樣表白近1個月後，美國正式重返該協定
。

早在 2017 年，川普就揚言退出《巴黎氣候協定》；

2019年，美國正式宣布退出該協定，並於2020年11月4日
正式生效。從生效離開到重返其中，中間相隔約107天。

當美國退出時，人們普遍擔心其他國家會尾隨美國之
後放棄與氣候變遷搏鬥，但沒有任何一個國家這樣做。問
題的癥結點還是在川普4年來毫無作為。雖然全美各城市、
州政府與企業努力減少碳排放，卻缺乏聯邦政府的支持。
不管是退出100天還是4年，結果都是一樣，即全球最大經
濟體拒絕拯救氣候變遷。

目前，拜登政府承諾將於4月公布減碳目標。聯合國環
境規劃署(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執行主任
安德森(Inger Andersen)期盼，美國採取具體行動證實其在全
球的領導地位，將該目標化為深具意義的減碳，進而帶動
其他國家的仿效。

（（路透社路透社））

展現誠意展現誠意 美國正式重返美國正式重返《《巴黎氣候協定巴黎氣候協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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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alee@scdaily.com
我見我聞我思

LIVE

歡迎使用 觀看高清美南國際電視新聞台

百年罕見的風雪, 近日橫掃德州大地
，這兩天來， 德州最大城休斯敦正遭受著
冰雪的蹂躝 ，美南新聞廣場上的LED 屏
漆黑了，大楼前的噴水池也凝固成了小型
冰雕， 隣近的中國城已經兩天沒有開市
，因為地區內的電力已經中斷了。

氣候炎熱的德州，每年唯有非常短暫
的一二週下些露霜，更難得有結薄冷或飄
雪花之時刻，想不到近日來有如此兇猛之
暴風雪把大家在無電酷寒之家中度過。

德州州艾伯特和各市市長對此也無可
奈何，据說是主要發電廠被結凍了，無法
供電，由於沒有電力供應， 每家𥚃 的暖氣

、電視、 電燈 、手機全部停擺。
德州休斯敦号稱是世界能源之都，每

年五月舉辦世界能源大會， 數十萬從業人
員及能源公司聚集一堂 ，是世界上最大的
能源大會， 令人不解和諷刺的是 ----休斯
敦既然缺電了。

德州參議員好友本德可建議在十天內
立即檢討為何富裕的德州連供電都出了問
題?

一年來，我們真是禍不單行，病毒、
停電、 停水、 歇業， 這是多麼可怕的埸
景， 何況是在世界強國的美國?

More than 22 million people across the south-
ern states were under a hard freeze early this
week. In the meantime, the electricity short-
age has broadened to encompass food, water
and health crises. Since last week 16 Texans
have died from the winter storm.

Since Monday morning the Southern News
compound was in the dark without water and
power. Our outside LED sign had no power
and no picture, the water fountain had frozen
over and the whole Chinatown and Interna-
tional District area had closed down for busi-
ness.

Texas Governor Greg Abbott continued to
slam the Electric Reliability Council of Texas
(ERCOT) for what he says was a failure to
prepare the state for the winter storm.

This storm has left thousands freezing in the
dark without running water.

This is a shame that while we live in America,
we also live in the energy capital of the
world-Hou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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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2//1919//20212021

We Are Out Of Power In TheWe Are Out Of Power In The
Energy Capital Of The WorldEnergy Capital Of The World

世界能源之都休斯敦缺電了世界能源之都休斯敦缺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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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美國國務卿布林肯18日與日、澳
、印外長在 「四方安全對話」（Quad）框架
下舉行視訊會議，據日媒 19 日報導，日本外
相茂木敏充在會上就允許對外國船隻使用武器
的中國《海警法》表示嚴重關切，四國外長針
對強烈反對中國試圖憑藉力量單方面改變現狀
達成共識。

布林肯與日本外相茂木敏充、澳洲外長佩
恩及印度外長蘇杰生出席會議，會議持續了約
1個半小時。日本共同社報導說，美日印澳外
長在會上確認，為實現 「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
洋」構想，將與東協（ASEAN）和歐洲各國
增進合作。考慮到中國的海洋活動，除了支援
「航行自由」和守護領土外，四國還將推進在

完善基建、反恐措施等廣泛領域的合作。
據NHK報導，茂木大臣在會談中指出：

「現存國際秩序仍在受到挑戰，共享基本價值
的日美澳印4國的作用顯得更加舉足輕重。」
他以此對中國頒布實施《海警法》，允許負責
海上警備的海警局使用武器表示了嚴重關切。

此外，4國外長還就北韓局勢和新冠疫情
對策交換意見；針對發生軍事政變的緬甸，4
國外長一致認為緬甸有必要儘快恢復民主政治
體制。茂木介紹稱，已強烈要求緬甸軍方釋放
翁山蘇姬等人。

茂木大臣對記者團表示： 「布林肯國務卿
主辦的這次會談，表達了拜登政府努力打造自
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區的高度承諾，我們對
此給予肯定。首腦層面的4國合作至關重要，
關於這一點，我們當然也達成了共識。」

4國計劃快的話本月內就以線上方式舉行
4國首腦會談，目前正在進行相關協調。四國
外長會議在2019年9月和去年10月舉行，此次
為第三次。上次就外長會議確認了大致每年定
期舉行一次的方針。

共同社報導說，著眼於擴張軍力的中國，
日本重視擁有民主、法治等共同基本價值觀的
四國機制。拜登1月底在與日本首相菅義偉的
首次電話首腦會談上也表示，將推進日本與前
川普政府致力於的印度太平洋構想。

美日印澳 「Quad」 外長會談
就反對大陸改變現狀達成共識

依然生活在新冠疫情陰影之中的德州，這
個星期竟遭逢了百年難遇的嚴寒天候肆虐, 從
星期一開始全州籠罩在暴雪低溫之下，由於電
力基礎設施遭到破壞，造成電力極度匱乏以及
網路頻繁中斷,數百萬人生活在冰天雪窖的日子
中,拜登總統已宣佈該州進入緊急狀況,聯邦政
府將給予特殊援助以讓該州及早恢復正常狀況
。

氣象科學家多年前早已確認，惡劣頑強的
天氣是由於全球暖化所造成的惡果，而這次德
州極寒天氣即是由“極地渦旋” (polar vortex)
所形成的結局,德州由於長期缺乏應對冬季嚴寒
天氣的能力,所以才會在疾風暴雪與冷鋒寒流突
然襲擊時措手不及, 面臨種種困境,而其中最讓
人不解的莫過於長時間的斷電與斷網,根據州長
艾伯特的陳述,德州這次所有的能源都被零下寒
凍的天氣影響到了，包括風能和太陽能可再生
能源以及靠燃煤發動的能源和靠天然氣驅動的
能源都因為系統設備被凍結而無法運作。

從州長的陳述似乎說明了德州平時並未認

真確實在能源系統方面做周全的檢查與防備,
而主控全州的ERCOT電力公司又是一個獨立
的系統, 一旦發生跳電，鄰近各州想要協助供
電都愛莫能助, 所以在經歷過這次慘痛教訓後,
聯邦政府應該重新檢討，是否要把德州納入全
美電力體系之中，這才是長久確保德州州民能
源不虞匱乏之計。

就在這次德州遭受天寒地凍之際, 由該州
選出的聯邦參議員克魯茲竟攜家帶眷到墨西哥
旅遊度假, 這是非常不可取的,若不因為被民眾
拍到照片上傳到媒體,克魯茲也不會在第二天就
匆匆趕回來,克魯茲說他是因為想要做一個好父
親,趁著女兒因學校不必上課,才帶著出遊, 這個
理由對任何一個父親都具有正當性,但就是不適
用於克魯茲, 他不是才指責過奧斯汀市長在疫
情期間到外地旅行嗎？為什麼別人不可以,他就
可以？正如他對暴民進攻國會以及川普彈劾案
的包庇態度, 克魯茲顯然太不接地氣了,不能與
民眾在冰冷天氣中共患難,克魯茲未來政治前景
堪虞！

【李著華觀點 :暴雪德州--氣候暖化造成歷史性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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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上眼罩进门，做完手术又戴着

眼罩离开，晓雯（化名）至今都不

知道在长沙哪个别墅捐的卵。只记

得躺在手术台上，冰凉的钢针，手

臂般长，刺穿阴道、卵巢。先是像

平常打针那样刺痛一下，之后是坠

胀疼，不知被取走多少个卵子，疼

得汗浸透了衣背。

一时冲动消费带来身体永久的伤

痛。然而，这种代价并没让晓雯还

清欠下的5万多元贷款。今年6月从

长沙一所高校毕业的她，临毕业前

被迫打了裸条，至今仍欠着网贷。

为还贷承受捐卵之痛的女大学生

，晓雯不是个例。也想通过捐卵还

贷的赵萌（化名）曾在捐卵机构见

过不少同龄女孩。捐卵机构负责人

告诉她，“大部分女生都是欠了贷

款才来做的。”

15分钟，不知道取了多少个卵子

手术进行了半麻，“麻药从肛门

塞进去，我当时还找医生多要了两

颗栓剂（麻醉用）。”晓雯记得，

取卵过程很短，不到 15分钟，“疼

”。

晓雯第一次从网贷平台借到2000

元，再经过几家网贷平台和私人借

条周转之后，欠款累计到5万多元。

2018年 4月，大三下学期，晓雯备战

考研，想彻底还清贷款。想起在网

上看过介绍捐卵还清贷款的文章，

她私信了作者。很快，对方推给她

一个中介微信。

加了中介微信后，晓雯按要求发

送了照片和身高、体重、学历、血

型等信息。中介告诉她，“医学生

殖中心”会给不孕不育客户提供捐

卵者资料，客户挑中后会线下见面

“考察”。在一家咖啡店，晓雯通

过了“面试”。如果取卵顺利，她

可以拿到4万元酬金，前后仅需15天

左右。

月经期第二天，晓雯飞去捐卵机

构所在地广州体检，体检合格后开

始打促排卵的针，一连打 10天。吃

住都在酒店里，每天餐补 60元，还

被要求加鸡蛋牛奶。不过，晓雯打

针后，卵泡发育不理想。2018年下半

年到 2019 年初，她连续三次前往广

州打针促卵，又飞去上海进行第四

次尝试，都没合格。

2019年 4月，毕业在即，晓雯等

不了，与中介商量后改成盲捐。盲

捐不与客户对接，无需面试与挑选

，但报酬不高。第五次，在长沙，

晓雯被带到一处别墅。中介安排司

机接送，上车后给她戴上眼罩，禁

止带手机。盲捐完成后，她到手2万

元。

“不到万不得已，我不会那么做

。”捐卵同样被昆明大四学生赵萌

视为救命稻草。“我是学医的，知

道捐卵伤害有多大，根本不可能像

网上说的取几颗卵子那么简单。”

赵萌是护理专业学生，了解捐卵

危害：促卵针可能引发卵巢过度刺

激综合征，取卵手术的穿刺针会在

卵巢上留下创口，可能导致感染，

引发多种并发症，出现积水、休克

，还可能导致不孕，甚至死亡。

在 2018 年初，每天赵萌都要还

贷近一万元。

临近还款日，催债信息一直不停

，手机只能调成静音，“每震一下

，心特别慌。”“如果回复信息晚

了，对方电话立刻打过来，不听你

说什么，直接开骂，两三分钟都停

不下来。如果

不理或不接，

就威胁爆通讯

录。”

赵 萌 想 到

了捐卵，“我

在网上搜到捐

卵广告，在文

末留了微信，

一天有五六个

中介来加我。

”

赵 萌 前 往

上海一家中介

机构，对方称

愿付 3 万多元

酬金。“先做

检查，结果身

体不太好，捐

不了卵。”在

捐卵机构租住

的公寓里，赵

萌看到，一屋

子都是年轻女

孩。“从打扮

、年龄看，跟

我差不多。”

捐卵机构负责

人 告 诉 她 ，

“大部分女生

都是欠了贷款

才来做的。”

“挺庆幸身体不太好，没有捐成

卵。”赵萌说，即便捐卵成功，也

还不清贷款，还伤了身体。

北京朝阳医院生殖医学中心医生

马帅表示，市场上所谓“捐卵”是

违法的，国家禁止卵子买卖。2003年

卫生部修订《人类辅助生殖技术规

范》指出，禁止任何组织和个人以

任何形式募集供卵者进行商业化的

供卵行为。

“非法取卵只追求卵子数量，而

忽略捐卵对女生身体健康的影响。”

马帅指出，除了在安全上面临高风险

，“很多伦理方面风险也需要引起重

视。这些卵子卖给不同的人，生出来

的男孩女孩再相遇，有可能出现近亲

结婚等情况。此外，若没有对捐卵者

进行严格的遗传病筛查，捐卵将可能

扩大遗传病的遗传范围。”

去试药、去夜总会面试、去裸贷

“如果试药的钱能及时到账，我

就不捐卵了。”为考研暂停兼职后

，晓雯更加入不敷出。经人介绍，

她去长沙某大医院给高血压药做试

药，经历了体检等流程，一个月后

到手 4000 元。不过，为医院试药的

周期太长了，晓雯急着用钱，等不

起。

2018年初，各贷款平台都不再对

晓雯放款。“你知道那种面临崩盘

的感觉吧？”

她去借“714高炮”和私人借条

周转。“714”是期限 7天和 14天的

高利息贷款，常包含高额“砍头息

”和高额“逾期费”。晓雯借 8000

元，到手只有5000多。

晓雯回忆，见面后，放贷人立刻

用手机助手同步了她的通讯录，如果

违约不还钱，就威胁“爆”通讯录，

即给通讯录上所有人打电话、发短信

，逼借贷人还钱。晓雯表示，私人借

条利息涨得特别快，一个月下来，几

千元借款累积滚到三四万。

赵萌对此深有体会。还款压力最

大时，她同时找了 20个放贷人借钱

周转。“我借一万元，到手只有7000

元，放贷人说那 3000 元是利息，一

个月后要还一万。而合同上借款金

额写的却是两万。”放贷人告诉赵

萌，如果不违约，实收一万；如果

违约，借条则变成两万。“我想我

应该不会违约，最后，太高估了自

己。”逾期的赵萌被软禁在放贷人

公司一宿，在答应求父母出面还钱

后才被放行。

“每天一宿一宿地睡不着，睁眼

闭眼都是钱。”晓雯说，“每次跟

家里打电话就想哭，觉得对不起爸

妈。”

最绝望时，晓雯想去夜总会，面试

通过后，临场还是放不开，退缩了。

毕业前，经同学介绍，晓雯打了

裸条。裸条也叫裸贷，借款人用手

持身份证的裸体照片替代借条。如

果违约，放贷人以公开裸体照片或

与借款人父母联系等手段要挟，逼

迫借款人或其家人还款。

“怪当初我冲动消费”，晓雯说

，“后悔，但后悔没用。”目前，

还剩一万余元借款尚未结清。对她

而言，这是一颗定时炸弹。

入坑只因一部苹果手机、一张健身

卡

如果不是大二那年丢了手机，晓

雯自认为大学生活会无忧无虑。

晓雯家庭条件不错，父母每月会

准时转两三千元生活费。她学设计

专业，常在外面机构兼职代课。

2016 年 12 月底，晓雯不慎丢失

手机，随后花 7000 元买了一部苹果

手机，手头开始拮据。由于家教严

，晓雯没告诉父母。有朋友推荐试

试“分期乐”，“专门针对学生的

，利率低。”晓雯记得，“申请后

有人来学校面签，App里有学信网认

证接口，让我登录后就通过了认证

。”

天眼查显示，“分期乐”在2013

年成立于深圳。12月上旬，记者下

载其安卓版App时发现，该软件 230

条评论中，有不少“骗人”“利息

高”等字眼。“分期乐”App首页显

示为“专注于年轻人分期购物App”

，提供分期贷款和还款服务。

今年 5月 6日，新华社《禁令之

下，校园贷披马甲依然横行》一文

，公开批评乐信旗下平台“分期乐

”违规向在校大学生发放贷款的事

例。

第一次借的 2000 元，晓雯选择

分三期还。大二恋爱后，开销越来

越大，借钱频率也明显增多。借着

借着这家额度没了，晓雯就换另一

家平台注册、借钱，还上一家借款

。连换几家网贷平台之后，再也借

不出一分钱来，所有平台都拒绝再

借钱。

晓雯因为一部手机掉进网贷的坑

，而赵萌则是因为一张健身卡，也

经历过“拆东墙补西墙”，到最后

所有平台都借不出钱。大一时，赵

萌想减肥，打算找朋友借钱办一张

1000元健身卡。比她大一届的朋友是

网贷平台“爱又米”的代理，推荐

她下载“爱又米”App，分期还款。

1000元的借款，赵萌分期12个月

，一个月还款200多。“想得太简单

，当时觉得分期后还款并不多。”北

京中闻律师事务所宋晓旭指出，这明

显超过正规校园贷的利息了。

据官网介绍，“爱又米”是爱财

科技集团旗下品牌。记者用“爱又

米”为关键词在黑猫投诉平台上搜

索，结果显示335条。浏览投诉内容

发现，“高利贷”“砍头息”等是

高频词。

12 月初，记者下载“爱又米”

App，很快接到来自杭州的电话。对

方自称为“爱又米”客服。记者以

在校大学生身份询问“能不能通过

平台审核？”“客服”称，平台不

允许向未毕业学生放款，“但一般

来说毕业信息不作为一个重要的考

评依据”。“客服”建议记者，当

平台要求更新毕业信息时，“把毕

业时间更改一下。只要不写在 2019

年 7月之后毕业，就可以（取现）。

”

当时为何所有网贷平台突然停止

放款？晓雯解释说，这说明个人征

信“花了”。每办理一次贷款，网

贷平台都会查询一次个人征信报告

，如果查询记录过多，就叫征信

“花了”。网贷平台据此认为借款

人经济紧张，从而拒绝借款申请。

此刻摆在借贷人面前通常有两条

路，一是向父母坦白，靠他们“上

岸”，二是找私人借贷，能拖一天

是一天，企图靠兼职等翻身。

绝大多数人选择了后者，结果滑

向更深渊。“只要沾了，就脱不了

身。”晓雯说。

“在高利贷眼中，学生没钱不要

紧，年轻的肉体本身就是钱。”知

乎大V“半佛仙人”在杭州从事风控

管理，因与不少网贷平台有业务往

来，他得以一睹非法校园贷的套路

和现状。“受害者普遍共性是虚荣

和单纯。”

2019年 9月，捐卵未遂的赵萌，

欠款加利息累计到 30多万，最终被

“爆”了通讯录。闻讯赶来的父母

对她打骂过后，拿出所有积蓄并借

了银行贷款，才助她还清贷款。

另一边，尚未还清贷款的晓雯忧

虑不安，“说出我的遭遇，别让更

多同学陷进来。”

采访中，记者感受到晓雯对未来

非常恐惧不安：不知道自己的裸照

哪一天就会被公开在网络上，不知

试药有无后遗症，不知取卵手术会

不会影响生育，更不知捐出的那些

卵子变成多少个生命，将来会不会

存在近亲结婚等伦理风险……

不知道陷入这种恐惧的还有多少

女大学生。

晓雯的境遇给出警示，大学生要

克制冲动，理性消费。此外，除了

嗜血的非法贷款机构，那些非法取

卵机构也是帮凶，亟需监管重视。

捐卵还贷的女大学生

15分钟，不知道取了多少个卵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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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南 新 聞 網 站 隆 重 推 出 5 大 板 塊 提 升 ,

 為 客 戶 ，  讀 者 提 供 了 更 好 的 瀏 覽 體 驗 。

（綜合報導）《紐約時報》18日報導，儘管拜登新政府誓
言恢復傳統的大西洋聯盟，聯手歐洲制衡中國大陸與俄國；然
而，歷經川普時代的波折，美國傳統盟友如今期盼的是更平衡
的關係，透過對話增加來減少分歧，恐讓昔日愛侶回不去了。
最明顯的證據便是拜登就職的2週後，法國總統馬克宏提到與
莫斯克對話的重要性，並表示俄國是歐洲的一分子，不可輕易
迴避，歐洲需強大到能捍衛自身利益。

2020年12月，歐洲與中國大陸簽署《中歐全面投資協定》
；然而，就在幾天前，拜登的國安顧問蘇利文(Jake Sullivan)才
在推特上向歐洲喊話，呼籲雙方及早展開 「初期磋商」共議中
國大陸議題。

報導分析，儘管白宮領導換人當家，但歷經川普時期的激
盪，歐洲正針對中國大陸與俄國議題，打造屬於自己的政策旋
律；這未必與拜登目標相符合，從而為拜登重建與歐洲昔日盟
友聯盟新添不少挑戰。

拜登19日於慕尼黑安全會議上發表談話。由於該會議群集
來自歐洲與美國的領導人與外交官，拜登出席有助於鞏固作為
跨大西洋團結者的聲譽。2年以前，拜登出席該會議時，曾對
川普政府對美國與歐洲牢固的關係造成的損害表達遺憾。當時
，他矢言 「這終將過去，我們會回來，美國將再次肩負起我們
的領導責任」。

如今拜登重申此一承諾，呼籲建立更統一、合一的西方陣
線，以因應俄國與中國大陸帶來的反民主威脅。然而，報導認
為，如果拜登強調的 「領導責任」意味著重返美國的傳統假定
「我們決定你跟從」；那麼，許多歐洲盟友認為這樣的世界已

經告別了，歐洲很難再度扮演美國 「僚機」的角色。
從歐盟與北京的投資貿易協定、馬克宏的談話，再再凸顯

出歐洲對於如何管理美國與2大競爭對手的關係，有自己的利
益與戰略思考，這讓拜登面對的外交情勢複雜化。

歐洲理事會(European Council)外交關係研究主任夏皮羅
(Jeremy Shapiro)認為，拜登對俄國的鷹派立場，加上將中國大
陸捲入其中，等於定義一場全球性的新權威主義冷戰。但這讓
許多歐洲領導人感到憂慮，更有專家指出，歐洲國家對此路線
表現出的冷淡遠比拜登政府官員期盼的還深。

前情報官員，現任新美國安全中心的肯道爾─泰勒表示，
這股趨勢反映出美國不能 「僅刷一下存在感」，就想要穩固傳
統聯盟；不過，她仍對美國與歐洲重拾往日甜蜜深具信心。柏
林馬歇爾基金會訪問學人史佩克(Ulrich Speck)則補充，歷經川
普時期的冷若冰霜，雙方如今應有所升溫，但迄今仍未出現。

拜登一上台就祭出多項政策試圖和解並團結歐洲，包括重
新加入《巴黎氣候協定》、強調多邊主義與人權，更誓言重新
加入2015年伊朗核協議；不過，重整美歐聯盟以抗陸、俄難度
更高。

北京固然是華府的競爭對手，但長期以來更是歐洲的關鍵
貿易夥伴。歐洲領導人與北京的關係是複雜的，融合競爭與合
作，很難一刀切成敵人與朋友。至於俄國，對歐洲人來說他是
擁有核武的鄰居，擁有屬於自己的金融與感情影響力。

另一方面，英國過去長期扮演美國最可靠的外交夥伴，如
今卻已吻別歐盟，這讓美國協調與英國、其他大陸盟友的效率
降低。甚至，美國不論是外交還是戰略，未必都與歐洲同步。

就德國而言，可預料梅克爾的大位將由拉謝特繼承。相較
於拜登，拉謝特較傾向俄國與中共。他曾質疑美方指控俄國發
動政治假情報與駭客行動，也堅定支持德國經濟應走向出口導
向經濟，而這有賴中國大陸的配合。此外，德國堅持啟用北溪
2號管線，而拜登卻認為這將導致歐洲分裂，進而容易讓俄國
敲詐，這些都成為美國與德國的矛盾點。

無視美國制裁，俄國仍持續鋪設北溪2號管道。梅克爾認
為北溪2號應該是商業行為，不該淪為地緣政治口水。德國人
主張，歐盟的能源法規與新管道設置，已大幅削弱俄國操縱能
力。甚至，相較於歐洲對天然氣的依賴程度，俄國更需要這筆
收入。

儘管如此，拜登政府仍深具信心。美官員指出，要協調動
盪不安的歐洲從來不是容易的事情；不過，歐洲領導人歡迎美
國重返領導，特別是中國大陸對歐洲的威脅，已較5年前更為
明顯。

至於與中國大陸簽署的投資協議，歐洲官員辯稱這是為了
歐洲企業能獲得同等機會進入大陸市場，而此一機會美國已經
在2020年的美國與大陸的貿易協議中取得。歐盟官員指出，歐
洲沒有理由受到不公平環境的困擾，即使是美國也不例外。

事實上，歐洲認為與北京的投資協議設定更高的貿易標準
，而這最終有利於美國和歐洲處於更有利而強大的態勢，進而
對中共採取更果斷的政策。美國前貿易談判代表柯特勒(Wen-
dy Cutler)也認為， 「歐洲與北京的協議讓跨大西洋兩岸一同合
作因應中國大陸變得更為複雜，但美方不該排除它」。

排隊提水吃罐頭 德州如第三世界

拜登矢言聯手歐洲制衡陸拜登矢言聯手歐洲制衡陸、、俄俄
但昔日愛侶回不去了但昔日愛侶回不去了

（綜合報導）美國中、南部多州近日遭冬季風暴侵襲，造
成至少47人死亡。受創嚴重的德州連日出現大停電，發電廠輸
配電18日起逐步恢復運作，一度多達450萬戶家庭和企業停電
，已大幅減少至約30萬戶，但停水問題仍未解決，目前德州約
有半數人口、逾1400萬人供水受到影響。

暴風雪襲擊下，德州多處水管破裂導致供水系統中斷，第
一大城休士頓民眾，被迫頂著風雪排隊提水，媒體形容當地出
現 「缺水、缺電、缺食物」等第三世界國家才會看到的景象。
極寒天氣中大規模停電停水，讓德州居民怨聲載道，痛批州長

艾波特領導無方。
艾波特表示，德州所有發電廠的輸配電已恢復，但因電線

斷落等因素，仍有數十萬戶停電。艾波特說，早在風暴來襲前
，就指示官員要為酷寒天氣供電作好準備。

德州官員下令該州700萬人，也就是全州人口的大約四分
之一，在飲水之前必須先把自來水煮開，原因是基礎設施受損
和管線凍結。艾波特警告，危機仍未解除，預計全州最快要到
20日，氣溫才會開始回升，提醒居民注意防止水管凍結或破裂
。

德州氣溫一度降至攝氏零下18度，創下逾30年來最低溫
。受嚴寒及停電影響，德州的食品供應鏈也受到衝擊，部分超
市因停電關門，居民不得不靠囤積的罐頭食品度日。有些超市
推出限流措施，顧客需大排長龍才能進入超市採購。就連公益
性質的食物銀行也被迫停擺，志工坦言，幾十年來不曾見過如
此景象。

斷水斷電亦阻礙當地醫院運作，首府奧斯汀有多間醫院超
過負荷，表示無法再接收大量病人，而休士頓兩家社區醫院連
續兩天取消非緊急手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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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00万年前，一颗巨大的小行星撞

击地球，结束了恐龙对地球长达数亿年

的“统治”，众多哺乳动物才得以登上

历史的舞台，进而角逐“地球霸主”的

宝座。

作为哺乳动物的一员，古猿依靠先

天的肢体优势，以及后天进化速度极快

的大脑脱颖而出，走在了争夺霸主之路

的最前端。

而后，经过数百万年的进化古猿变

成了人类，进一步进化的肢体以及聪慧

的大脑，让人类能够制造出更加先进的

工具，摆脱了茹毛饮血的生活方式。最

主要的是，依靠着先进的工具人类终于

问鼎“地球霸主”的宝座，开启了辉煌

的文明之路。

18世纪60年代，得益于机器的发明

和普及，人类的生产力有了飞跃的发展

，标志着人类文明走上了发展的快车道

。以至于仅仅数百年后，人类就完成了

进入宇宙乃至踏足月球的壮举，实现了

千百万年的梦想。

有了先进科技的加持，人类的目光

开始不仅仅停留在“现在”，部分科学

家开始“回头看”，研究起人类的进化

历程。

随着对人类的进化史、生物的进化

史、地球历史的深入研究，一个令人震

惊的实事开始摆在人类的面前：如果将

地球46亿年的历史压缩成24小时，那么

人类从诞生到现在，所耗费的时间差不

多只有1分钟左右。

在震惊于地球的古老和人类的短暂

时，一个不可忽视问题开始出现在人们

的心中：人类是地球上第一批智慧生物

吗？或者说人类文明是地球上第一个文

明吗？史前文明是否存在呢？

经常关注科学方面消息的朋友应该

知道，目前科学界主流说法认为“史前

文明”是不存在的，“史前文明理论”

是不科学的。

而科学界之所以会这样认为，凭借

的不是胡乱的猜测，而是切实的证据。

目前在地球上没有发现任何一处确凿的

史前文明遗迹。最主要的是，在世界各

地发现的矿床或者石油井中，也没有发

现任何被开采或者使用过的痕迹。

当然了，虽然说科学界对于“史前文

明理论”予以否认，但是仍然有许多人坚

信史前文明的存在，他们认为目前找不到

史前文明的遗迹，或者矿床没有开采过的

痕迹很有可能是因为史前文明距今极为久

远，远到时间抹去了一切痕迹。

但是这个说法遭到了许多科学家的驳

斥，因为如果史前文明真的存在过，即便

是时间将他们遗留的建筑抹去了，但是还

会有许多痕迹能保持几亿年甚至是十几亿

年前不会消失。

以人类为例，如果说人类此时此刻突

然从地球上消失，那么能保存十几亿年的

痕迹至少有三种，也就说如果人类消失之

后，又出现了新的智慧生物，那么凭借着

三种痕迹，新的智慧生物一定会发现人类

曾经在地球上存在过，下面就来看看是哪

三种痕迹能证明人类存在过吧。

一、化石

我们都知道化石是研究古生物最好

的途径，那么化石究竟怎么形成的呢？

其实很简单，当生物死亡的时候，他们

的躯体如果能在巧合之下被砂石泥土掩

埋，那么经过一万年以上的岁月变迁，

被泥沙掩埋的躯体中有机物会被逐渐分

解，剩下的部分比如说骨骼、外壳等，

会跟周围的沉积物一起石化，就变成了

我们熟悉的化石。

假如人类突然灭绝，后来的智慧生

物，如何知道我们的存在？

而化石之所以能够成为研究古生物最好

的帮助，不仅仅是因为化石能够相对完

整的呈现出生物的身体结构，主要原因

在于它的保存期限极长。

根据科学家的计算，如果地下埋了

一个化石，只要不改变这块区域的环境

，并且没有地震等大型的地质活动，那

么这块化石少说能保存几十亿年。

可能你会觉得非常不可思议，但是

事实就是如此，要知道目前人类发现的

最古老的化石距今大约37.7至42.9亿年

。

所以说假如地球人类突然灭绝，只

要灭绝方式不是凭空消失，那么一定会

在地球上留下非常非常多的化石，毕竟

目前世界总人口有70多亿。

假如人类突然灭绝，后来的智慧生

物，如何知道我们的存在？

所以说如果人类灭绝之后地球又诞生了

智慧生命，那么只要他们的文明程度发

展到跟人类现在差不多，那么他们知道

人类的存在几乎是一种必然。

同理，如果人类诞生之前地球上有

过史前文明，那么即便是他们距离我们

几十亿年，我们依然应该发现他们的化

石，但是迄今为止一无所获，这种情况

唯一合理的解释就是史前文明并不存在

。

二、地层扰动

人类建造的各种大型建筑、地下工

程、钻井活动等等，都会对地下数米甚

至数千米的地层造成不可逆转的“破坏

”，这种破坏不仅包括地下遗留的金属

和各种非金属物体，还包括对原有沉积

地层序列的打乱，从而在地层中留下

“扰动”的痕迹。

即便是经过漫长的岁月，那些遗留

的金属和非金属物体以及被地质活动所

降解，抹去了大部分物质遗存，但是对

地层原始叠加序列的破坏却是永远都不

会被消除的。也就是说地层中永远都会

遗留被“扰动”的痕迹。

时至今日，科学家们仍然能够在地

层中找到几十亿年前，古代水底生物对

于沉积物的扰动痕迹。所以如果人类突

然灭绝，那么后来的智慧生物一定能够

在底层中发现扰动的痕迹。

他们根据这些痕迹，完全能够判断

出人类当时的文明发达程度、灭绝时间

、灭绝原因等关键信息。

同理，如果史前文明存在的话，人

类早就应该在地层中发现他们扰动的痕

迹。可现实是，人类在地层中发现了大

量几十亿年前虫子的扰动痕迹，从来没

有发现过智慧生物的扰动痕迹。由此，

“时间”几乎没有办法成为借口。

三、放射性物质“铀”

提到放射性物质，估计大部分的人

都会首先想到“铀”。因为“铀”元素

是目前在自然界中能够发现的最重的元

素，并且它还拥有极长且稳定的半衰期

，大约数十万年~45亿年。

也正是因为“铀”的这种特性，科

学家们才将它放在“旅行者一号”身上

，企图让宇宙中可能存在的外星文明发

现它时，能够通过测量“铀”的衰变程

度，来判断“旅行者一号”的制造时间

，从而大体推断出地球的位置。

其实“铀”在刚被人类发现的时候

，因为它稳定不褪色，所以一般用来给

瓷器上色。直到人类发现了核裂变进入

核能时代，才将“铀”作为一种核能燃

料。

不过“铀”并不是从铀矿中开采出

来之后立马就能使用的，因为铀矿中的

“铀235”丰度不同，所以还需要对它

进行提纯处理才能使用。

假如人类突然灭绝，后来的智慧生

物，如何知道我们的存在？

所以说，因为“铀”的半衰期极长，所

以如果人了突然灭绝，那么只要后来的

智慧生物发展到核能时代，就一定能通

过世界各地发现的提纯过的“铀”，或

者铀矿中的“铀”，知道人类曾经存在

过，甚至还能从中知道人类大约什么时

候灭绝的。

同理，如果史前文明存在，并且发

展到了核能时代，现在一定能在某地发

现核废料，或者衰变程度很厉害的“铀

”，但是目前为止并没有发现，只能说

明史前文明不存在。

总而言之，如果人类突然灭绝，那

么后来的智慧生物肯定能从以上三个方

面发现人类的存在，而如果存在史前文

明的话，人类也能从以上三个方面知道

他们的存在。

假如人类突然灭绝，如何知道我
们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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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營機構承辦10接種中心

收三期測試補充資料 一致認同效益大於風險

專家開緊急綠燈 薦港用科興疫苗
��(���

新冠肺炎疫情肆虐香港逾一年，特區政府
已向三間藥廠預購新冠疫苗，分別是北

京科興、復星/BioNTech疫苗、以及牛津/阿
斯利康疫苗，其中供應最可靠的科興疫苗因未
能出示在國際權威醫學刊物刊登的第三期臨床
報告，遲遲未獲香港特區政府批准使用，令一
眾市民心急如焚。

劉澤星：科學審批無受壓力
由香港行政長官委任的香港疫苗顧問專

家委員會上周三（10日）就科興疫苗於港緊
急使用開會，認為科興疫苗安全有效，惟要
求科興提供更多數據。科興於上周六（13
日）至周一（15日）提交補充資料，委員會
16日開會討論後一致決定推薦批准在香港緊
急使用。
委員會召集人劉澤星在會議後會見傳媒時

表示，12名委員進行歷時約兩小時的會議，研
究新、舊數據及作出討論後，一致認為接種科
興疫苗的效益高於其可能風險，故會撰寫報告
推薦予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批准作緊急使
用，希望可以在一兩天內交報告予政府。
他重申，過程中未受到政府在內的任何

壓力，眾委員均以科學眼光審批應否讓科興疫
苗在香港緊急使用，他說：“科興疫苗通過世
衞的標準，且目前全球已有近1,200萬人接
種，出現吉巴氏症及面癱等嚴重副作用的比率
比背景發病率低。”

兩針有效率逾62% 副作用低
根據科興第三期臨床數據，18歲至60歲

人士的疫苗有效率整體為50.66%，相隔28天
後接種第二針，有效率升至62.3%，主要副作
用包括打針位置疼痛(60.9%)、頭痛(50%)、肌
肉痠痛(19%)、肚瀉(15%)、作悶(13%)、嘔吐
(2.8%)、出紅疹(1.4%)，相關症狀只出現一兩
天；嚴重副作用如吉巴氏綜合症、面癱等比率
較低，分別有兩人接種後出現吉巴氏症、44
人有面癱，遠低於背景數據發病率。

委員會將再開會決定哪些年齡群組注
射，例如接種在60歲以上人士，需要有委員
會監察，科興疫苗在第一、二期臨床研究顯
示，對60歲以上人士安全。劉澤星強調“唔
係以長者做白老鼠”。
對於科興第三期數據未有在國際期刊刊

登，另一位委員會成員、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
教授許樹昌表示，科興已向期刊提交數據，
“相信佢一定出到（期刊）”，但過程需時，
認為香港不應“等咁耐”。他又指，不會比較
不同疫苗的有效率。被問到委員會成員會否接
種科興疫苗，以提升市民的信心，許樹昌指：
“唔應該將呢啲問題政治化”，劉澤星則指，
如有疫苗，醫護人員為首批接種的人士，他本
人視乎“邊隻到港先，就打邊隻”。

特區政府發言人16日晚表示歡迎顧問專
家委員會就申請認可的疫苗作出建議，強調政
府會確保疫苗符合安全、效能和質素的要求，
以及按照《預防及控制疾病（使用疫苗）規
例》（第599K章）相關要求及程序嚴格審批
作緊急使用，方會安排市民接種。為加強公眾
對疫苗的信心，政府疫苗接種工作會繼續以科
學實證為根據及公開透明為原則，適時透過不
同渠道向市民提供有關疫苗的最新資訊，並公
布專家就疫苗提供的意見，讓市民掌握有關疫
苗的正確和全面的資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香港特區政府即
將安排市民接種新冠疫苗，全港18區各區至少設立
一間疫苗接種中心，個別地區的接種中心更多於一
間，料下月陸續啟用，屆時全港將有逾20間接種中
心。據了解，政府早前已招募私營機構或醫院，承
辦10間接種中心，另有7間由醫院管理局營運。有
醫管局消息指出，該7間接種中心較大機會於下月1
日後同時啟用，選址是類似體育館等的大型場地，
醫管局正招聘退休醫護、兼職醫護為市民接種疫
苗，盡量減少由公立醫院抽調人手。

護士時薪約300 醫生時薪700
據了解，政府早前已招募私營機構或醫院承辦

10間接種中心，涉及沙田、大埔、將軍澳、葵涌、
荃灣、油尖旺、黃大仙、灣仔、屯門及東涌地區；
並已由康健國際醫療集團、卓健醫療、盈健醫療、
百本醫護等私營組織承辦，聖德肋撒醫院、浸會醫
院、港安及仁安醫院亦有參與。

醫護誠信同行、香港醫務行政學院、香港牙

醫學會、香港護士總工會及華員會護士分會則透過
“香港創新醫療學會”，共同承辦灣仔疫苗接種中
心，料下月中投入服務，而有關團體亦正招聘醫
護，協助屆時的接種工作。據其招聘網頁，登記護
士及註冊護士時薪250元（港元，下同）及300
元，醫生時薪則高達700元。醫護誠信同行主席林
哲玄表示，預計需招聘200人或以上，強調是次計
劃完全屬非牟利，政府撥款亦盡可能分予同事。
而承辦將軍澳接種中心的康健國際醫療集團

營運總監梁國齡指出，早於半個月前已開始招聘
人手，現時至少已有三四十名護士及數名醫生，
正待疫苗一到埗就可“埋班”工作；又指將軍澳
接種中心會設15個注射站，估計高峰期一日可為
2,500人接種。

醫局7間中心料3月1日後啟用
此外，有醫管局消息人士透露，7間由醫管局

營運的接種中心，較大機會於3月1日後同時啟
用，位置是在類似體育館等大型場地。該消息人士

指出，醫管局透過自選兼職計劃（Locum）聘請醫
護做“外援”，亦不時聯絡退休醫護，為市民接種
疫苗，局方再視乎招募情況決定是否需要從醫院撥
出人力資源，但相信在接種中心啟用初期，也需有
一定的醫管局醫護協助，以免出岔子。不過，醫院
聯網希望不會影響到現有公院服務，故會盡量減少
由傳染病科、急症室等部門抽調人手。
據一份前線醫護提供的文件，醫管局招募的

醫護人員包括一名主管，兩人在詢問處工作，15
人負責打針，2人於休息室觀察市民接種後反應，
另需10名至12名病人服務助理，每人每天工作12
小時。文件並提到每人會有一小時用膳時間，但
人工不包“飯鐘”，時薪是240至270元。文件又
指，該疫苗接種中心有15個接種間，料每名市民
需4分鐘接種疫苗。

消息人士還透露，病人服務助理可以協助護
士工作，觀察市民接種後反應，幫忙量體溫、血
壓、解答查詢。由醫管局抽調的人手將會獲發津
貼，料較大機會以特別酬金計劃（SHS）計算。

翹首以待的北京科興新冠疫苗終於獲香港疫苗顧問專家委員會“開綠

燈”推薦緊急使用。科興日前提交第三期臨床測試補充資料後，專家委員會

16日召開會議，一致認為科興疫苗的效益比起“可能風險”為高，將會撰寫

報告及推薦予香港食物及衞生局局長批准作緊急使用。委員會召集人劉澤星

透露，科興第三期臨床數據顯示，18至60歲人士的疫苗有效率整體為50.66%，相隔28天打第二劑科興疫苗，有效

率提升至62.3%，符合世衞的標準。他強調，從來無受政府在內的任何壓力，委員均以科學眼光審批，但目前仍未

能確定科興疫苗運抵香港的時間表。特區政府發言人16日晚回應時表示，歡迎顧問專家委員會就申請認可的疫苗作

出建議，食物及衞生局局長會考慮有關建議，盡快就批准認可疫苗作緊急使用作出決定。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新冠病毒疫苗顧問專家委員會召集人劉澤星(左)、顧問專家
委員許樹昌16日召開記者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科興工作人員檢查自動包裝線上科興工作人員檢查自動包裝線上
新冠病毒滅活疫苗標籤新冠病毒滅活疫苗標籤。。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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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威）香
港特區政府疫苗顧問專家委員會16日開
會後決定向政府推薦科興疫苗可作緊急
使用。有安老業人士形容此消息期待已
久，期望長者接種後會有保護作用，可
減低感染病毒風險。有跨境運輸業人士
就希望跨境司機可獲安排盡快接種，令
現時極為嚴格的出入境限制可有放寬空
間。

安老業：長者打好過唔打
安老事務委員會委員李輝16日在接

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期待科興疫苗
獲批准可緊急使用已久，因科興疫苗屬於
滅活疫苗，技術比較成熟，且流感疫苗也
是採用滅活疫苗技術，長者接種時的程序
亦與打流感針相似，科興疫苗亦不像其他
疫苗會出現儲存及需要稀釋等問題，使用
時較為方便。
她並指，長者感染新冠病毒會對身

體造成很大傷害，而接種疫苗後會有一
定保護作用，且雖然疫苗或會產生副作
用，但機率不高，在權衡效益及風險
後，相信長者接種會比不接種為佳。

陸路客貨運輸業議會主席蔣志偉向
香港文匯報表示，因跨境司機行業老
化，部分年紀較大或有長期病患，擔心
接種疫苗後會出現副作用，故起初有點
抗拒，不過接種疫苗已是大勢所趨，對
保障身體健康亦有好處，加上很多內地
司機接種內地滅活疫苗後身體也沒有問
題，現時大家多已接受。

他提到，內地對跨境司機的出入境
限制一直收緊，現時更是每日一檢，十

分嚴格，而接種疫苗更可能成為日後入境的必須條
件之一。他期望當司機都已接種疫苗後，現時嚴格
的出入境限制可有放寬空間，令司機到內地工作時
更為便捷，也希望司機不會再被視為帶病毒進內地
的人而受到歧視。

疫苗 科興 BioNTech/復星 阿斯利康/牛津

有效率數據 50.66%-62.3% 95% 70.4%

研發技術 滅活 信使核糖核酸 腺病毒載體
(mRNA)

常見副作用

-疲倦 4.2% 62.9% 76%

-發燒 2.8% 14.2% 24%

-肌肉痛 2.1% 38.3% 35%-53%

-頭痛 50% 55.1% 31%-65%

-發冷 無 31.9% 14%-35%

-作嘔 2.8% 1.1% 27%

試驗年齡 18歲至60歲 18歲至55歲 18歲至55歲

效果 有效率較低， 有效率較高， 有效率中等，
副作用較小 副作用明顯 副作用較大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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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病毒來源 未來繼續探討
世衞專家組：新冠病毒聯合溯源總結報告達成共識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及中通

社、環球網報道，世界衞生組織15日表

示，新冠病毒溯源國際專家組已與中方

同行就聯合溯源總結報告達成共識，特

別是在該報告的主要結論、發現及建議

等關鍵內容。專家組組長彼得·安巴雷克

強調，未來仍需進一步研究以獲取更多

證據，並據此探討有關新冠病毒來源的

所有假設。

中國－世衞聯合專家組主要觀點
1.無證據表明2019年12月前病毒就在武
漢傳播

●武漢2019下半年未出現未被識別新冠病毒循
環，同期湖北4,500多份早期樣本回顧，也未有
相關發現。

2.無法確定新冠病毒是如何傳入華南海鮮
市場的

●許多早期病例與華南海鮮市場有關，只能證明該
市場是病毒傳播點之一，但武漢其他地域或有傳
播情況。在華南海鮮市場檢測的動物樣本中，沒
有發現陽性。

3.水貂、貓等也可能是新冠病毒宿主
●分子流行病學的溯源研究結果表示，蝙蝠、穿山甲
身上發現的冠狀病毒還不足以認定上述兩種動物所
攜帶的病毒成為新冠病毒的直接祖先。水貂或貓等
動物，也可能是潛在的宿主。

4.新冠病毒循環或早於最初發現病例數周
●不排除全球有地區存在漏診，從不同國家的研究數
據發現，新冠病毒的循環，可能比最初發現病例的
時間早了幾周，部分疑似陽性樣本的檢出時間甚至
早於一些相關首發病例報告，這也提示不排除一些
地區存在漏診的情況。

5.蝙蝠所攜病毒並非新冠病毒直接祖先
●蝙蝠、穿山甲身上發現的冠狀病毒被認為和新冠
病毒關係密切，但目前為止，這種關聯性還不足
以認定上述兩種動物所攜帶的病毒成為新冠病毒
的直接祖先。可能有其他動物物種是潛在宿主。
武漢採樣的新冠病毒基因序列與蝙蝠身上新冠病
毒存在高度相似，但武漢新冠疫情不太可能是由
蝙蝠傳人。

資料整理：香港文匯報

中國－世衞聯合專家組日前因開展新冠病毒
溯源工作受到國際廣泛關注，並引來英美

政府及當地媒體的“酸言酸語”，間接污名化
專家組調查結論。世衞組織（WHO）總幹事譚
德塞則在2月15日世衞組織例行發布會上指
出，國際專家組中有10人分別來自10個機構，
代表10個不同國家，從而重申了調查的權威
性。世衞組織傳染病學家范克高夫亦表示，專
家們近期剛剛返回各自的國家，就兩份報告開
展工作：一份較簡短的總結性報告，以及一份
更長的報告。

定期對各種假設展開評估
世衞組織新冠病毒溯源專家組組長安巴雷克

則在記者會上表示，聯合專家組武漢行程的最後
一天，國際專家組和中國專家已就總結性報告達
成一致，特別是該報告的主要結論、發現及建議
等關鍵內容。未來幾天，專家組將與中方同行一
起首先完成中期報告，之後幾周內再撰寫詳細報
告，包括報告的技術細節、背景、研究方法等描
述性部分。專家組目前並不排除任何有關新冠病
毒來源的假設，未來還將根據新的證據和研究的
進展定期對各種假設展開評估。“我們是在合

作，所以這不是一方對另一方結論的話語權多少
問題，更多的是對我們聯合得出的關鍵發現、結
論和建議達成一份共識文件。”

“達成絕對一致幾乎不可能”
世衞組織衞生緊急項目負責人瑞安更是客觀

表示，“根據我的經驗，在每一點上都達成絕對
一致，對科學界來說幾乎是不可能的。我們能做
的是依照我們面前的證據，得出結論。”

世衞組織派出的國際專家組於1月14日抵達
武漢，與中方專家組成聯合專家組，共同開展新
冠病毒全球溯源中國部分工作。專家組前往華南
海鮮市場、武漢病毒研究所等各個場所進行調

查，並沒有發現有確切證據證明新冠肺炎病毒首
發地是在華南海鮮市場。俄羅斯專家表示中國實
驗室設備精良，很難相信新冠肺炎病毒會從此地
洩漏。

實驗室洩漏可能性為零
2月9日下午，世界衞生組織同中國專家組

成的新冠肺炎病毒源頭調查組，在武漢正式召開
新聞發布會。在這次發布會上，世界衞生組織指
出，新冠肺炎病毒可以由動物直接傳播給人類，
也可以由中間宿主傳播。食物鏈也是傳播途徑，
尤其是冷凍食品更是給傳播提供了適宜環境，但
是就目前來看，實驗室洩漏的可能性基本為零。

●世界衞生組織專家組組長彼得·安巴雷克強調，未來仍需進一步研究以獲取更多證據，並據此探討
有關新冠病毒來源的所有假設。圖為1月30日世界衞生組織專家組探訪武漢華南海鮮市場。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
國常駐聯合國副代表耿爽15日在聯合國
大會維和特委會一般性辯論上發言，呼
籲聯合國維和行動支持抗擊新冠疫情。

耿爽說，新冠疫情同地區熱點、族
群矛盾、恐怖主義等威脅相互影響、相
互作用、相互疊加，給國際和平與安全
帶來新的衝擊和挑戰。抗擊新冠疫情是
當前國際社會最緊迫任務，聯合國維和
行動要把支持抗疫作為最重要的工作，
在授權範圍內盡可能地為駐在國抗疫行
動提供安全和後勤保障。

他說，維和行動旨在實現和平與鞏
固和平，要始終以推動政治解決作為維
和行動的重中之重。保護平民、促進人
權、婦女賦權的責任應主要由東道國承
擔。維和行動可以應東道國要求在上述
領域提供建設性幫助，但不能取代東道
國的努力，不能侵蝕其他聯合國機構授
權。

他還呼籲加強維和人員的安全保障
並積極打造強有力的夥伴關係。他說，
維和行動不可能“零風險”，但應盡量
把安全風險降到最低。成功的維和行動
有賴於各利益攸關方的共同努力，聯合
國大會、安理會、聯合國秘書處、東道
國、出資國、出兵國要各司其職，各盡
其能，協調行動，為提升維和績效共擔
責任。

耿爽說，中國是聯合國維和行動的積
極參與者和重要貢獻者，是聯合國第二大
維和攤款國和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第一大出
兵國，已經累計派出維和官兵4萬餘人次。
中方將繼續同國際社會密切合作，推動提
高聯合國維和行動效力與效率，為維護國
際和平與安全發揮更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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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央視、新華社及中通社
等報道，由匈牙利政府派出接運中國新冠疫苗的
包機於北京時間16日凌晨飛抵北京，並在機場完
成裝箱後啟程返航。這是中方向匈牙利出口的首
批新冠疫苗。匈牙利外交部新聞和國際事務大臣
塔馬斯．門澤爾當地時間15日介紹，此次匈方包
機將裝載55萬劑新冠疫苗回國，可為27.5萬人完
成接種。匈牙利總理歐爾班當地時間12日在接受
電台採訪期間再次點讚中國疫苗，稱中國疫苗能
幫助匈牙利在疫苗接種上領跑其他歐盟國家。

這是歐爾班近期第二次點讚中國疫苗，此前他
在中國—中東歐國家領導人峰會上稱讚中國科學界
為研製新冠疫苗所付出的努力，稱從匈牙利相關機
構收到了有關中國疫苗“非常令人放心”的報告。

赤道幾內亞總統接種中國疫苗
赤道幾內亞總統奧比昂15日在首都馬拉博

接種了中國國藥集團研發的新冠疫苗。在總統府
聽取醫護人員講解疫苗接種注意事項後，78歲的
奧比昂接種了新冠疫苗，並獲得疫苗接種證書。
奧比昂表示，接種疫苗是免遭新冠病毒致死的保
護屏障，政府正在採取措施盡快實現疫苗接種全

民覆蓋。他表示，中國不僅是赤道幾內亞最好的
朋友，也是非洲最好的朋友。中國提供的疫苗挽
救了非洲人民的生命，“我祝賀並高度讚賞中國
這一善舉”。

中國政府向赤道幾內亞捐贈的一批中國國藥
集團新冠疫苗10日運抵馬拉博。

多米尼加政府15日宣布該國新冠疫苗接種
計劃。據介紹，多米尼加將在2月底前獲得首批
新冠疫苗，並展開疫苗接種工作。多米尼加總統
阿比納德爾在發布會上表示，“我們採購了中國
科興公司生產的疫苗，該疫苗有效性高，這家公
司在疫苗生產方面擁有豐富經驗，科興疫苗有望
於本月底前運抵多米尼加。”

津巴布韋總統舉行儀式接收中國疫苗
津巴布韋總統姆南加古瓦15日下午在總統

府舉行儀式，代表津政府簽署交接證書，正式接
收中國政府援助的新冠疫苗。在簽署交接證書
前，姆南加古瓦致辭說，中國將津巴布韋列入首
批疫苗援助國，體現了兩國是好朋友、好夥伴。
中國在自身也需要疫苗的情況下，仍然不忘向津
巴布韋等發展中國家提供疫苗援助，詮釋了中國

在全球抗疫事業中發揮的值得稱讚的作用。這批
疫苗將為津巴布韋抗疫事業帶來新的曙光。他代
表津方對來自中國的疫苗援助表示由衷感謝。

這批新冠疫苗15日清晨由津巴布韋航空專
機運抵首都哈拉雷，這是津巴布韋獲得的首批新
冠疫苗。這批中國國藥集團生產的新冠疫苗可滿
足10萬人、每人2劑的接種需求。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當地時間15
日，塞爾維亞總統武契奇向中國赴塞爾維亞抗疫專
家組和中國華大集團專家授勛，以感謝他們在塞爾
維亞抗疫工作中的貢獻。武契奇當天在首都貝爾格
萊德舉行的國慶日慶祝活動中，授予9名支援塞爾
維亞抗疫的中國醫療專家“金質功勛獎章”，授予

幫助塞爾維亞修建“火眼”病毒檢測實驗室的華大
集團專家“一等塞爾維亞國旗勛章”。

此次接受授勛授獎的共計170人，大多來自
醫務系統，其次是警務人員、教育工作者、藝術
工作者、媒體工作者和企業家等。其中20名外國
人被武契奇授勛授獎，包括中國援塞醫療隊9人。

在接受表彰的7名記者中，2名來自外國媒體，中
國中央廣播電視總台駐當地記者是其中之一。

武契奇在講話中表示，感謝這個時代的英
雄，他們無私地為塞爾維亞奉獻，不求回報。
“他們的名字將被永遠寫在讚美、勇氣和榮譽書
中。”

匈牙利等多國領袖讚中國疫苗

塞爾維亞總統向中國抗疫專家授勛

●中國援助赤道幾內亞的一批新冠疫苗於2月10
日順利運抵首都馬拉博，圖為赤幾副總統曼格
（前右）、中國駐赤幾大使亓玫（前左）等在機
場交接中國新冠疫苗。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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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事天地

最近，各个国家关于世界军事火力

值的排名纷纷公布，俄罗斯、中国美国

等大国的名字不出意外地排在各国前列

。而一向以贫穷著称的印度也强势地挺

入了前四，紧随这些军事大国之后。

很多人对此感到意外，一个到处都

是贫民窟的国家，它的军事研发能有多

厉害？真的可以和俄军中的精英部队比

肩吗？其实大家的猜疑都没错，印度确

实很穷，穷得没钱管百姓，没钱搞科研

，只有钱买武器。

现在的印度，活脱脱就是一个“买

”出来的军事大国，每年都有大量的国

家开支用于军事采购，那么这条“买买

买”的道路可行性有多少，又有多少人

愿意买账呢？

“万国牌”军队

众所周知，印度曾是英国的殖民地

，被压迫了几百年，直到1947年才建立

属于自己的国家，迎来真正的独立。然

而独立后的印度也没有如同新中国一样

迅速崛起，反而因为殖民分治留下印巴

问题而争端不断，民生不振。

看着周边的国家不断崛起发展，

“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看着外界风

云变幻，“美苏对峙”，两阵营军备竞

赛不断升温，印度政府的心也再也无法

平静，开始变得躁动。俗话说得好“只

要拳头硬，一起的都搞定”，印度将自

身发展的第一步踩在了军事建设上。

为了加强本国的军事实力，遏制周

边力量威胁，印度将大量本该投入到民

生建设中的资金用于武器装备的购买之

上，成了世界军火市场的购买主力军。

据统计，印度现役军队的武器装备有近

八成都是依靠进口，每年的军费开支更

是高达几百亿，大到几十亿航母军舰，

小到几千几百的弹药手枪，印度大手一

挥，全部进口，毫不吝啬。

所以这样一支佩戴和装备世界各国

武器的印军被称为“万国牌”军队一点

也不为过。就是凭借这样强大的购买能

力，让印度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武器进

口国，并且远远甩出其他国家几条街。

作为它武器主要供给国的俄罗斯，

美国和以色列都从中捞到了不少油水，

仅俄罗斯一国，就已经向印度出口了价

值千亿美金的军备物资，成功将手伸进

了财神爷的口袋。毫不夸张地说，只要

印度在军火市场一转，屁股后面就会糊

上一群军火商，大家都像饿狼看到了肉

一样兴奋。毕竟做什么能有卖军火赚钱

，卖给谁能有卖给印度

赚钱。

按理说，这样一支投

入了无数金钱精力，集

合百家之长的军队，必

然是无坚不摧，精英中

的精英。但很遗憾，在

印度军队身上，我们并

没有看到这一点，除了

军事实力排名直线上窜

，战斗力方面似乎并不

尽如人意。

绣花枕头

印度和巴基斯坦一直

摩擦不断，大大小小的

冲突不计其数，可真正

占到上风的却并不多，

甚至很多时候还吃了巴

基斯坦的亏，被打得灰

头土脸，这实在不符合

常理。

要知道，巴基斯坦的

军费开支都不足印度的十

分之一，正常的情况下，

巴基斯坦面对印度不说没

有还手之力，但也不应该

如此轻松。何况在两国的

多年对抗中，印度还开了外挂，有美国

的帮扶援助，即使如此都没有威慑住巴

基斯坦，也可以窥见印度真实的军事水

平并没有自己宣传的那么高了。

除此之外，印度在中国的藏南地区

几经试探，甚至还在中印之间的边境爆

发过冲突，虽然每次主动挑衅都是印度

士兵，但最终的结果却都是他们自己灰

溜溜地撤军服软，没有在我们手中讨到

半点好处。

如果印度真的有那么厉害，为什么

只敢悄悄试探，又为什么被轻易降服？

那这么多的进口武器，这么高的军费开

支，印度为什么实力不显，还是一个看

着光鲜好看，实际却不顶大用的“绣花

枕头”呢？

其中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不能物尽

其用，以印度从俄罗斯购进的k90主战

坦克为例，由于缺少相关的养护经验和

关键零件，很多k90坦克都是在休眠状

态，根本没有投入使用。

而且这一情况在印度十分常见，很

多武器购买过来不是用坏了就是不能使

用，最终白花花的银子全部都变成废铜

烂铁，即使多年以后可以养护使用，也

因为技术的革新威力大减，迅速贬值。

除了养护和配件的问题，印度军队投资

管理的费用也极其高昂。

因为国家对于军事发展的重视，印

度军方的地位也被拔得很高，这样一来

很多大佬依仗手中权力大贪特贪，截留

了很大一部分经费。

上行下效，有样学样，高层不干净

，底下的官员也不会老实，所以印度军

队内部从上到下，蛀虫一堆，贪腐成性

，对于军事研发和士兵训练就显得十分

薄弱。再好的武器没有素质一流的军队

也只会让明珠蒙尘，暗淡无光。

更何况无论是俄罗斯还是美国所出售

的武器都不可能是最尖端最具杀伤力的，

大部分时候售卖的都是自己已经淘汰或者

即将淘汰的武器，只有对一些军事科研并

不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有吸引力。

这样综合起来，印度军队就只是空

有其表，内里却满是污秽和辛酸。花费

了大价钱进口的所谓“先进武器”，其

实并不先进，只能唬一唬没有并不发达

的小国，对于军事大国来说并没有太大

威胁。

日积月累的内部矛盾

无论怎样，印度的军事实力还是得

到了一定提升，国际话语权也日益变大

，付出还是得到了回报。然而凡事有利

有弊，印度在军事上取得了成就，在民

生建设上却栽了大跟头。

由于国家走“军事强国”路线，将大

量的钱财精力都放到了军工发展，军火购

买上面，国家的基础公共设施建设和社会

福利保障制度就被弄得一塌糊涂。

不用说和发达国家一家实现免费医

疗、免费教育这种优渥的制度，印度连

民众最基本的温饱和住房问题都无法解

决。

据相关数据显示，仅孟买一座城市

就有大大小小2000多个贫民窟，其中最

大的达哈维占地面积仅1.75平方公里，

里面却住着几百万无家可归的平民。这

就相当于在一片园区里住了一个城市的

人口，而且没有摩天大楼，没有卫生设

施，甚至水电和温饱都成了昂贵且不可

触及的奢望。

这还是在孟买最大的城市，有着世

界级的大港口，享受着极大的政府便利

，往来其间的都是数不清的豪商富贾。

如果是在其他不知名的地区呢？更加落

后更加贫穷，百姓又会过着什么样不堪

的日子呢？

每天伴着他们的是脏乱和贫穷，是

无数富人的白眼和驱逐。印度政府一掷

千金地购买军火，本国的民众却过着饥

寒交迫，暗无天日的生活，谁又可以忍

受。所以现在印度国内的分歧越来越大

，民众对于政府的愤怒与日俱增。

现在的百姓也许还会相信政府，仇

恨外敌，但当他们连活下去都成奢望的

时候还会如此听话吗？如果一旦有一个

反抗的声音响起，必然会有千百人响应

，什么舆论导向，什么“军事强国”都

没有丝毫的作用。

印度政府针对于民众的这种愤怒的

情绪，想到的不是安抚，不是发展经济

，改善民众的生活水平，而是转移国内

矛盾，将他们痛苦的根源推向他国，制

造“军事威胁”“军事欺压”的舆论。

倘若印度政府还一意孤行，可能最终他

们不会被外敌打败，却会被本国的劳苦

群众推翻。

一个主权国家重视军事发展是十分

必要的，但是不能因此走上偏执的道路

，不然会造成国家发展不均衡，可持续

性低。

任何国家政策的出发点都是为了增

强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如果最终

因此将民众陷于水深火热之中，那么国

家政策的制定和实行又有什么意义，又

有多少人会全心全意地拥护呢？印度就

是弄错了重点，导致了本末倒置，所以

才会有今天进退维谷的困境，让百姓为

他们的盲目和草率买单。

而且军事发展最重要的步骤是自主

创新，是打造一支属于自己的高科技团

队，研发出别人没有先进的武器，这样

才能给本国提供强有力的保障，立于不

败之地。

如果只单纯地靠买，依赖他国，就

永远都会走在别人的后面，无法做到真

正的自主强大。一旦和供应国产生利益

纠纷还会受制于人，被他国胁迫，无法

发出自己的声音，维护自己的利益。

因此从长远来看，如同印度这种财

大气粗的“买买买”道路实在是不可取

，如果想长久发展还是要从内部着手，

安稳团结内部然后再谋求外部的发展，

将两者的顺序和平衡点把握好。

这是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个政权

都需要考虑和遵循的，只有这样做才能

实现真正的国家富强，百姓安乐，也只

有这样做才会让“军事大国”的地位名

副其实，牢牢稳固。

印度：一个靠“买”出来的军事大国

中 國 新 聞 ●責任編輯：李鴻培 2021年2月17日（星期三）2

今年票房已破百億 快遞包裹增逾兩倍

“全買好了，再晚一點就沒好位置了。”早在春
節前夕，就有不少人在朋友圈秀出了過年的

第一計劃：影院刷片。在春節假期頭三天，電影票的
照片也在微信朋友圈被不斷刷屏。截至發稿時為止，
2021年春節檔總票房已突破65億元（含預售），超
過2019年春節檔總票房59.05億元創下新紀錄，總觀
影人次超過2.29億。

業內人士一致認為，是“就地過年”的號召
成就了史上最強春節檔。實際上，自去年以來，隨
着內地疫情被逐步控制，公眾被壓抑的線下觀影需
求也被不斷釋放。今年，不少消費者又不得不將原
本用於旅遊度假的預算轉移到更多的本地消費上。
影院觀影這一老少咸宜的項目成為首選。
如果說2020年下半年的電影院排片還是以

“去庫存”為主，今年的春節檔，中國國產影片給
觀眾提供了更加多元的選擇。從票房排名前幾位的
影片來看：《唐人街探案3》、《你好，李煥
英》、《刺殺小說家》、《侍神令》、《人潮洶
湧》、《拆彈專家》、《新神榜：哪吒重生》、
《熊出沒．狂野大陸》，溫情牌和IP路線兼而有
之，基本滿足了不同年齡層次的需求，其中也包括
香港演員劉德華、劉青雲、陳偉霆等參演的影片。
得益於中國對疫情的防控得當，今年伊始，對

防疫要求較高的影院就迎來了人氣全面反彈。來自
國家電影局的統計，元旦當日，中國票房達到6.01

億元，創下近10年來最高紀錄。以至於美國著名文
娛網站Deadline在採訪過多位業內人士後得出結
論：“2021年，中國電影票房將保持領跑全球影業
的趨勢。”亦有不少媒體認為，電影院熱鬧起來，
電影票房“暖起來”，也是中國經濟復甦步履堅實
的清晰信號。

百億快件需時短去年42天
“新年好！春節期間受資源變化影響，你的

快遞時效預計增加，敬請諒解！”這是“順豐快
遞”App界面給用戶的最新提示。與電影院人氣與
節假日成正比不同，過年是快遞業傳統的淡季，根
據歷史經驗，春節初一到初七平均每天的業務量不
到日常水平的一成，然而今年卻是例外。為保廣大
用戶能夠順利收到年貨，郵政EMS、順豐、京東
物流、中通、圓通、申通、韻達、百世、德邦和極
兔等品牌快遞企業春節不打烊，預計全行業在崗人
數超百萬人，成為“留守人士”最多行業。

同樣在2月16日，中國國家郵政局郵政業安
全中心統計數據顯示，2月11日（除夕）至15日
（正月初四），全國郵政快遞業累計攬收和投遞快
遞包裹3.65億件，同比增長224%。實際上，今年
以來，國內快遞包裹的投寄量也出現了報復性反
彈。今年國內第100億個快件的誕生僅用了38
天，比2020年整整提前了42天，而“就地過年”

的號召同樣也是關鍵性因素。
人員流動困難，貨物往來就更頻繁。一方面，

各電商平台每年此時的“網上年貨節”照例拉動了
年初兩個月的消費。數據顯示，從1月20日“網上
年貨節”啟動以來，全國網絡零售額已超過5,100
億元，全國快遞業務量同比平均增長三成以上。更
重要的是，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到，很多無法回鄉
過年的消費者，選擇了給家人網購或者郵寄年貨，
從塑封包裝食品到海鮮，還有手機等電子產品，這
使得食品、服裝、日用品成為快遞包裹的主流。
實際上，今年以來，除了電影和快遞以外，

餐飲、本地旅遊、娛樂休閒等行業的人氣均大大超
過往年，“一位難求”是普遍現象。而專家認為，
中國作為2020年唯一實現GDP正增長的主要經濟
體，國民經濟的穩步增長勢必帶來了消費能力強勁
釋放，春節長假正是一個巨大的出口。炙手可熱的
電影票房，展現的不僅是老百姓“就地不將就”的
過年熱情，亦是內需市場全面復甦的信號。

專家料今年消費增速將達13%
交銀金研中心高級研究員劉學智在接受香港

文匯報記者採訪時表示，2021年中國的供給、需
求料雙雙顯著反彈，消費增速將顯著回升，增速有
望達到13%左右，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或
超60%。

就地過年催谷 內需牛氣沖天 煮水、燙杯、
沖沏，幾分鐘的時
間，一壺飄香四溢
的茶便泡好了。
“來，趁熱嚐嚐，

祛濕的。”香港企業家林諾謙熱情
地招呼着。

今年32歲的林諾謙來自香港新
界。2014年底，受香港一家公司委
派，他來到廣州開拓內地市場。轉
眼6年多過去了，他創立了自己的
公司，為高端企業家和機構性投資
者提供投融資方面的服務。

最初作出來內地的決定時，林
諾謙心裏還是有所顧慮的。

“當時兩地不單單是金融體
系，在法律法規、市場環境等方面
的差別其實還蠻大的。”他說，
“來到廣州之後，發現這邊進步非
常快，有些方面已經超過了香
港。”

廣州落地生根 擬迎家人團聚
短短幾年，港青林諾謙在廣州

“落地生根”，有了自己的資產和
房子，愛上了廣州的飲食和文化。
“爸爸差不多要到退休的年紀了，
我計劃把家人接過來。”

今年春節，多地出台政策鼓勵就
地過年，林諾謙也響應號召，減少長途
旅行。“我留在廣州，過些天要和幾個
朋友聚會，拜訪一下企業家客戶，一起
準備新一年的工作。”他說。

回不了家，當然也有遺憾，但
林諾謙對政府“就地過年”的倡議
表示認同和支持。“只有嚴格管控
才能保障國家的安全。”他說，

“我個人非常支持國家的防疫政策。”
新年新期待，林諾謙最大的心願是疫情

盡快過去，企業家和商家能夠熬過寒冬，經
濟盡快得以恢復。同時，他也期待去更多內
地城市旅遊。

元旦跨年時，林諾謙和朋友們去了吉林
長白山看天池。“第一次去那麼冷的地方就
非常幸運地看到了天池，感覺特別壯觀。”
他說，“年輕人有機會應該多去看祖國的大
江大河。就算不出國門，各種氣候的城市都
能在國內找到，都非常值得我們去探索。”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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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帆 上

海報道）人山人海的街道──這是很多

人對於今年春節的第一印象。其中，電

影院是人流最為集中的場所之一，人氣

也帶來了實時的經濟效益，據專業平台

“燈塔數據”資料顯示，截至16日上

午9時30分，中國電影市場2021年度

總票房（含預售）突破百億元（人民

幣，下同），而春節檔貢獻了其中的六

成。以電影引領的內需消費大力提振，

也為中國經濟全面復甦開了個好頭。
●●中國電影院在這個春節迎來爆棚人氣中國電影院在這個春節迎來爆棚人氣。。圖為北京廣安門電影院圖為北京廣安門電影院，，市民陸續進入放映廳市民陸續進入放映廳。。 中新社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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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Y家庭全科及急症

高 血 壓

糖 尿 病

高 血 脂

常見皮膚病

皮膚活檢

婦 科 病

兒 科 病

老年癡呆

骨質疏鬆

憂 鬱 症

感 冒

咽喉痛

鼻竇炎

腹 瀉

尿 路 炎

關節注射

動物抓咬傷

清創縫合

角膜異物清除

地址:6609 W Sam Houston PKWY S STE 98 Houston, TX 77072 (位於8號公路及百利大道東北角及Shell加油站旁廣場)

Tel:(832)433-7159

本診所自2014年起
週一、二、三、五、六： 8:30am - 5pm
週四、週日 公休 

顧瑛 醫學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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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股牛勁十足 舊經濟股翻身
林鄭：港金融中心地位穩固 展現強勁動力

港股牛年開好局，16日首個交易日雙紅盤。恒指

高開逾500點，收市也升573點，收報30,746點，在A

股及港股通休市下，成交仍高達2,204億港元，牛勁十

足。16日藍籌升幅榜首5位皆是舊經濟股，分析師認

為，科技股已經炒高，下一輪資金將輪換到舊經濟股，

炒作經濟復甦概念，料牛年大市還會繼續衝高，股民可

留意尚落後的本地零售、收租股及銀行股。金市16日亦

新春後復市，香港特首林鄭月娥在金銀業貿易場新春開

市儀式表示，過去一年，全球投資市場在疫情下備受考

驗，但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穩固，展現了強勁動

力，有長足的發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紹基

16日港股及
金市新

春復市，林鄭月娥
首次以行政長官身
份以視像形式出席
金銀業貿易場的開
市儀式，她在致辭
中指出，過去一
年，全球投資市場
在疫情下備受考
驗，香港的國際金
融中心地位穩固，

展現了強勁的動力，有長足的發展。她在講話中
引用“春到枝頭已十分”來形容香港是福地，亦
相信香港在新一年能跨越各種嚴峻的考驗，開創
明天。她說，今年是牛年，牛象徵勤勞，也代表
生產和增值，市場持續暢旺又稱為“牛市”，希
望牛年為貴金屬貿易帶來更多商機。

陳茂波：續力促金融業發展
香港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亦以視像方式在港交所

的開市儀式上表示，過去一年，香港金融市場展現

出無比韌力，在風雲變幻的政經環境中保持金融穩
定，並在股市的成交額、總市值及首次公開招股集
資金額等多個方面取得佳績，展示香港金融市場的
堅實基礎，及香港作為全球領先的國際金融中心的
競爭力。他說，特區政府會繼續大力推動金融業發
展，在新時代、新國際政經格局下，把握好國家的
發展戰略，讓香港的金融業持續蓬勃發展。

許正宇：金融科技成新趨勢
香港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在金銀業貿

易場新春開市儀式視像致辭中亦稱，疫情鼓勵了大
家更靈活地運用創新科技，而金融科技亦已經成為
業界發展不可或缺的新趨勢。新一年開始帶來新希
望，除了金融市場持續有好表現，也祝願香港早日
戰勝疫情，希望大家支持政府將開展的疫苗接種工
作，為重啟經濟以及大家可盡早過正常生活打好基
礎。

港股16日大升逾500點，恒指收報30,746點，
見2018年6月中以來最高。有基金人士透露，不少
中資基金趁着“北水”暫停的日子，在當日大量掃
入港股，特別是尚算落後的傳統經濟股，主要因為
科技股累積升幅龐大，資金正換馬至傳統經濟股，

炒作經濟復甦概念。此外，在“北水”暫停下掃
貨，也不用擔心股價會被搶得太高，相信有關基金
會在接下來的幾天繼續類似行動。

市場料將有萬億北水掃港股
目前全球各地的疫苗接種工作已陸續展開，

市場預計經濟將逐步恢復，資產價格更會水漲船
高。中國證券報旗下新媒體《券商中國》引述中
金報告表示，市面現有1,095隻公募基金可投資港
股，涉資2.67萬億元人民幣。當中涉及港股的基
金產品有642隻，總規模或達1.96萬億元人民幣，
若當中將50%投資港股，推算有1萬億元人民幣可
以南下掃貨。

恒生科指16日雖然升2.7%報10,694點，但復
甦概念股升幅更狂，如恒指升幅榜首五位，都是
舊經濟股，“三桶油”中石油、中海油、中石化
分別爆升13.2%、9.5%及8.1%。旅遊相關股成炒
作重點，炒作兩地快將通關，卓悅飆升32.5%、莎
莎升17.8%、翠華升14.8%。連業務差勁的思捷及
國泰，也分別升7%及5.6%。資金亦流向銀行股，
主要相信經濟復甦有助銀行盈利，滙控罕見大漲
近8%。九倉置業也勁升一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樂）
16日是港股於牛年首個交易日，由
於新冠肺炎疫情持續，港交所16日
早於網上直播新春開市儀式，並由港
交所主席史美倫及港交所代理集團行
政總裁戴志堅主持敲鑼儀式。

史美倫當日身着大紅中式服
飾，戴志堅則佩戴紅底領帶，一派喜
氣洋洋。他們先為雄獅點睛，再敲響
銅鑼，宣告牛年正式開市。恒生指數
高開502點，盤中高見30,793點，創
2018年6月以來新高。截至收盤，恒
生指數大漲573點，漲幅1.9%，報
30,746點。

史美倫表示，過去一年香港以
至全球面對不少挑戰，但香港金融市
場表現理想，保持強韌。2020年是
港交所豐收的一年，香港IPO市場表
現活躍，集資額創十年新高。她稱，
交易所推出連串市場微結構的優化措
施，加速科技創新的步驟，藉以提升
國際金融中心的競爭力與吸引力。

未來仍具挑戰 將保持競爭力
她同時指出，新一年市場仍具

挑戰，宏觀環境仍有較多不確定因
素，但“有危亦有機”，隨着疫苗的
推出，經濟有望逐步復甦。香港及港
交所在連接全球投資者及市場方面所
扮演的角色將會越來越重要。港交所
將不斷提升、保持競爭力，繼續鞏固
香港作為亞洲金融樞紐的地位。

史美倫表示，踏入牛年，代表
新開始，牛於金融市場來說，屬好兆
頭，象徵財富、勤奮、堅韌及進取，
祝願香港及本地金融業在牛年能“牛
轉生機，萬象更新”。

史美倫續指，疫情令市場更重
視可持續發展，因此港交所未來會繼
續積極推動資本市場，參與及協助企
業，實現可持續發展的目標。此外，
港交所作為上市公司，亦會以身作

則，致力履行社會責任。

續吸更多新經濟生科股赴港
戴志堅則表示，近年香港已經建立亞洲最

蓬勃的生物科技及新經濟公司的金融生態體
系，為香港經濟帶來新力量，相信今年新股集
資市場仍然暢旺，港交所會繼續透過主要上市
及第二上市，引入更多新經濟及生物科技企
業，為市場帶來新的投資機會。

港交所16日一度觸頂，高見553.5港元，
最終收報548港元，升13港元或2.43%。

史
美
倫
：
港
交
所
連
接
全
球
角
色
吃
重

●●林鄭月娥稱林鄭月娥稱，，相信香港在相信香港在
新一年能跨越各種嚴峻的考新一年能跨越各種嚴峻的考
驗驗，，開創明天開創明天。。

●●港交所港交所1616日早於網上直播新春開市儀式日早於網上直播新春開市儀式，，史美倫及戴志堅主持敲鑼儀式史美倫及戴志堅主持敲鑼儀式。。
港交所供圖港交所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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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邦中小企業商業貸款 (SBA Loans)  

商業貸款 (Commercial & Industrial Loans)  

商業房地産貸款 (Commercial Real Estate Loans) 

商業公寓住宅貸款 (Multi-Family Real Estate Loans) 

海外信用保證基金 (OCGF) 

與金城銀行攜手完成夢想並邁向成功 

 歡迎洽詢 

Bill Chen 陳啟輝   Christina Cheng  鄭蓓蓓 

SVP/Lending Officer  SVP/Lending Officer 

專線電話: 713-596-6968   專線電話: 713-596-6823 

Billc@goldenbank-na.com CCheng@goldenbank-na.com 

9315 Bellaire Blvd., Houston,  Texas 77036 

Phone: 713-777-3838 

www.goldenbank-na.com 

聯邦中小企業署優先審核銀行                

(SBA Preferred Lender) 

 

（中央社）新北市板橋警察分局於
今（19 日）上午 10 時起，分別到板橋
、後埔、沙崙等派出所駐地辦理布達儀
式，由分局長劉炯炫親自主持布達典禮
。原板橋派出所所長楊建良榮陞新北市
政府警察局二線三星警務正，遺缺由原
三重分局光明派出所所長劉圳鎮調任；
原後埔派出所所長張森維調派新店分局
江陵派出所所長，遺缺由原永和分局秀
朗派出所所長林志偉調任；原沙崙派出
所所長高裕傑調派土城分局清水派出所
所長，遺缺由三峽分局橫溪派出所所長
柳明宇接任。

板橋派出所警務員兼所長劉圳鎮，

劉所長是中央警察大學行政警察學系77
期畢業，歷任新北市政府警察局三重分
局督察組巡官、交通警察大隊蘆洲分隊
分隊長、蘆洲分局成州派出所及集賢派
出所所長、三重分局光明派出所所長等
職務。

後埔派出所巡官兼所長林志偉，林
所長是中央警察大學刑事警察學系 78
期畢業，歷任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
察大隊偵查組偵查員、新店偵查隊偵查
員及分隊長、新店分局安和派出所、永
和分局新生派出所及秀朗派出所所長等
職務。

沙崙派出所巡官兼所長柳明宇，柳

所長是中央警察大學刑事警察學系第82
期畢業，歷任新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
察大隊偵查組偵查員、三峽分局橫溪派
出所所長等職務。

劉炯炫在儀式中期勉板橋、後埔及
沙崙派出所所屬同仁，給予新任所長最
大的支持，並秉持局長理念 「社區警政
、人民最大、基層優先」。警察工作要
做好，一定要聽聽市民的意見，志工、
民防、義警，都是警察的好夥伴，社區
警政需要由在地的里長、議員、立委向
我們反應與聯繫，更需要你們一起來監
督我們。讓我們大家一起為新北治安努
力，打造一個 「安居樂業」的新北市。

（中央社）春節假期才剛結束，宜蘭就傳
出2死1傷的不幸重大車禍，林姓男子在19日
下午駕駛自小客車以時速近百的速度在路上狂
飆，結果撞上走在路上的2名行人，因撞擊力
道猛烈，一名路人當場身亡，另一人送醫急救
後也宣告不治，至於肇事的林姓駕駛，也有多
處傷勢，在加護病房內觀察救治。

今（19）日下午1點半左右，45歲的林姓
男子駕駛一輛黑色自小客車，在員山鄉坡城路
高速行駛，因車速極快，引來路人側目，正當
目擊路人不禁說出 「車子開這麼快，不怕會撞
到人嗎？」，林姓男子的車輛就直接撞上走在
路上的兩名行人。

因撞擊力道非常大，1名路人當場被撞飛
後摔進距離約50米遠的路旁圳溝中，當場失去
生命跡象，另一人則是被撞到彈了起來，整個

人撞破肇事車輛副駕駛座的擋風玻璃後，卡在
車身之中。

宜蘭縣政府消防局勤指中心獲報後，先從
員山、宜蘭分隊出動救護人車前往救人，搶救
人員抵達現場後發現事態嚴重，緊急呼叫派遣
第3輛救護車前往支援。

救難人員將3名傷者緊急送往醫院急救，
但被撞飛後掉入溝圳的男子因嚴重氣血胸，在
下午3點15分宣告不治，但身份不詳，仍有待
警方協助釐清；另一名被撞進車輛中的59歲林
姓男子，則是右腳開放性骨折、全身多處擦傷
，在下午4點18分也宣告急救無效；至於肇事
的45歲林姓男子，則是胸部、頸部等多處疼痛
，在加護病房內觀察治療。

至於這起車禍的肇事原因，則有待警方進
一步調查釐清。

轎車時速近百撞路人
1人摔進副駕亡 1人卡50米外圳溝死

中和獅子會消防衣捐贈
充實消防戰力回饋社會

（中央社）新北市中和獅子會感念消防人員救災辛勞，故熱
心公益募款捐贈新北市政府消防局16套消防衣，並於消防局9樓
禮堂舉辦 「新北市中和獅子會捐贈第七大隊消防衣捐贈典禮」，
由消防局黃局長德清代表受贈，並頒發感謝狀予中和獅子會賴禎
洲會長。

新北市中和獅子會長期熱衷投入公益活動，對於地方事務更
是全心投入，不遺餘力。賴會長表示，消防衣屬消防人員必備的
救災裝備，唯有完整的裝備才能使消防人員專心致力於各項災害
搶救工作，守護民眾生命財產安全，故特別捐贈消防衣褲16套
給消防局第七大隊（價值約30萬），用以強化救災安全防護效

能，使消防弟兄能更為全心投入救災，無後顧之憂。
消防局黃德清局長表示，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對

於新北市中和獅子會熱心協助消防工作奉獻善行之舉，消防局亦
將秉持取之於社會、用之於社會精神，不斷持續精進與突破，為
每一位新北市民打造一個 「安居、安全、安心」的三安城市。

板橋警3所長布達 分局長勉勵傾聽市民聲音

（中央社）買東西可以心動不馬上行動，但如果看上心儀的
正妹不馬上行動，恐被捷足先登被把走！有一名純情男網友煞到
超商一名長髮正妹，卻遲遲不敢採取行動，只偷偷拍下正妹一張
背影照片，然後將照片PO到臉書社團寫著 「在線等，搭訕大法
」，熟料照片PO出6小時卻有網友回應 「妹子被把走了」。

這名純情男網友將偷拍到的正妹背影照PO到臉書社團 「爆
廢公社公開版」，照片中只見一位身材纖細、看似年僅20歲左

右的長髮店員，忙著在影印機前面印東西，原PO對這位正妹店
員相當心動，卻不敢採取行動，只好在拍到照片後PO上網表示
「在線等，求搭訕大法！不要幹話，什麼褲子脫掉衝上去！」。

沒想到照片PO出6小時，就有一名網友PO文，還附上一張
店員正面照： 「果真有網友替我找上門了我是不是要再去超商一
趟，買個什麼東西，然後搭訕她。」

其他網友在底下回應表示 「結果妹子被網友把走了」、 「結

果是不是那個網友搭訕成功」、 「我要是你就讓她坐月子」、
「原來已經被搶先一步了」、 「謝謝你幫她脫單了」、 「把地址

給出來，你不敢我們幫你上」。但是也有眼尖的網友發現，2張
照片女店員的鞋子跟褲子不一樣，2張照片應該不是同一天拍的
。

純情男煞到長髮正妹店員求搭訕大法 上線6小時被把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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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屏東市瑞光夜市
將於3月吹起熄燈號，民眾不捨
少了一個走逛處，中央商圈近日
釋出訊息，有意爭取舊時 「熊電
」（台語：商展）進駐，屏東縣
政府表示樂觀其成，但所有配套
仍待協調。

在地經營超過20年的瑞光夜
市，因地主已將土地以2億元價
格賣給開發公司，導致100多個
攤商預計在3月21日遷離，不僅
攤商面臨生計斷炊的可能，民眾
也少了迺夜市去處。

立刻有人聯想，去年屏東市

廣東路上的萬福宮整修完畢後，
廟方申請懷舊商展，連續封路2
天，讓許多6、7年級生重溫舊夢
；張姓民眾說，當時特地現場體
驗，每個攤位都排隊， 「幾乎是
被人潮推著走」，有攤商保守備
料，幾個小時就賣光光，驚呼真
的很久沒看過如此人潮。

屏東市平和里長伍靜華直言
，有人提議不如將 「熊電」原汁
原味搬來中央商圈，包括廈門街
、民權街都非常適合；她進一步
表示，2處街廓都是臨時攤，白
天販售成衣、美食、3Ｃ產品與

雜貨，待下午收攤，夜市便可接
續進駐，可望帶來人潮與商機。

伍靜華說，中央市場已有60
歲月，是屏東市首座公有市場，
過去第一、三商場曾是屏東人時
尚中心，其餘商場則是南北雜貨
集散地，每天都吸引婆媽採購日
常用品，但隨著民眾消費習慣改
變與環境變遷，老市場逐漸凋零
，消費人口也變得小眾。

屏縣府城鄉處長李怡德認為
，中央商圈屬於市場用地，只要
主管機關屏東市公所同意，擬妥
配套，縣府樂觀其成。

瑞光夜市3月熄燈
商圈爭取熊電

泰山首座社宅 210戶
2023年完工

（中央社）新北市長侯友
宜18日主持泰山中山段青年社
會住宅開工動土典禮，基地占
地約3600平方公尺，共計興建
210 戶，預計將在 2023 年完工
，也將達到萬戶社宅目標。他
表示，這是泰山區首座青年社
會住宅，緊臨機捷泰山貴和站
及捷運新莊丹鳳站，步行僅需
5 分鐘即可到達，交通十分便
利。

侯友宜表示，青年社宅採
用綠能建築的智慧社區，將提
供公共托育、公共托老及非營
利幼兒園及店舖等多元設施，
融入社區機能需求，提供民眾

在泰山能有個便宜又能安居樂
業的好地方，預計將在2023年
完成，將達成萬戶社宅目標，
彰顯居住正義。

城鄉局表示，該地原為德
隆紡織工廠變更為商業區所捐
贈的公益住宅，將興建地下 3
層、地上15層，其中1樓規畫
店舖及非盈利幼兒園，2 樓則
托育中心及托老中心，3 樓以
上為住宅空間，而地下空間將
設有汽車位105格、機車位222
格和自行車位33格。

城鄉局指出，建物內設有
空中綠廊、半戶外景觀平台、
空中廊道、風雨走廊，可提供

居民良好的互動、休憩交流環
境，再加上多元的社會福利設
施，讓不同年齡層與身心障礙
的承租戶皆可舒適入住，打造
成友善、包容的全齡化社區。

截至去年底為止，目前新
北市社宅已完工近7000戶，再
加上目前新店民安、土城永和
、土城大安、三峽國光二期、
泰山中山、中和安邦等社宅都
在興建中，累積達約9000戶，
再加上準備規畫中的板橋江翠
段，預計在2023年可以達到萬
戶社宅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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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休城工商

休士頓市主要供水系統（TX1010013
）已發出開水通知。在2021年2月16日
中午開始的北極冬季天氣活動中，水壓
低於德克薩斯州環境質量委員會要求的
最低20 PSI。

不要先把水煮沸就喝水。將所有水
煮沸至少兩分鐘。使用前要冷卻。建議
沒有電煮沸水的個人使用瓶裝水飲用。

休斯頓公共工程公司已收到低水壓
的報告，我們要求社區節約該地區的水
資源。

客戶應在凍結、水管爆裂或漏水後
關閉主水管連接。如果您無法關閉水路
連接，請致電 311 （713.837.0311），休
斯頓水務將引導您完成關閉水連接的步
驟。

關於恢復估計的細節：金融城預計
壓力今天當天將有所好轉，並在2月18
日星期四結束一天之前將壓力穩定回到
操作範圍。

如果您對此事有疑問，您可以聯繫
311或寄送電子郵件waterquality@hous-

tontx.gov

有關受影響區域的 Google 地圖的鏈
接：HTTP：//bit.ly/boilwaternotice2021

TCEQ 需要此強制通知和以下資訊。
由於分配系統壓力降低，德克薩斯

州環境質量委員會要求休斯頓主水系統
（TX1010013） 通知所有客戶在消費前
煮沸水（例如洗手/洗臉、刷牙、喝水
等）。兒童、老年人和免疫系統衰弱的
人特別容易受到有害細菌的侵害，所有
客戶都應遵循這些指示）。

為確保所有有害細菌和其他微生物
的銷毀，飲用、烹飪和製冰用水在用於
飲用水或人類消費之前，應先煮沸和冷
卻。水應被煮沸，然後煮兩分鐘。

個人可以購買瓶裝水或從其他合適
的水源獲得飲用水或人類消費用水，而
不是煮沸。

當不再需要燒開水時，公共供水系
統官員將通知客戶飲用水或人類消費用
水是安全的。

一旦開水通知不再生效，公共供水
系統將通知客戶，以類似本通知的方式
撤銷開水通知。

請與飲用此水的所有其他人分享此
資訊，尤其是那些可能沒有直接收到此
通知的人（例如，公寓、療養院、學校
和企業中的人）。您可以通過在公共場
所發佈此通知或用手或郵寄分發副本來
做到這一點。

請參閱下面有關城市供水系統和提
示的最新資訊。請將任何水或廢水問題

報告給 3-1-1。
低壓
休斯頓的水和廢水系統在緊急壓力

水準下運行，並經歷全系統的低水壓。
如果您有水，請僅出於健康和安全原因
使用。

無水
如果沒有水，這可能表明家裡的私

人水管被凍結了。溫度超過冰點后，解
凍冷凍水管的最佳方式是：

打開櫃門，傳播暖空氣
使用吹風機、熱燈或便攜式空間加

熱器
不要使用明火或丙烷火把（火災危

險）
滴水水龍頭
請不要滴水龍頭，這將導致較低的

水壓，我們的城市。休斯頓的水系統不
同於其他系統，因為我們不使用水塔來
向系統施加壓力。我們使用地面儲油罐
和泵。由於天氣惡劣，其中一些設備已
經損壞。

如何關閉水主要連接
房主可能會選擇在凍結、破裂水管

或漏水后關閉其主要供水連接。
識別關閉閥位置
板材有兩個閥門，一個位於房子。

這可以在外牆或車庫中找到。另一個閥
門可以在街邊的水錶上找到。

較舊的碼頭和梁基關閉閥位於地下
水計箱中。

關閉水
您可能需要一個可調扳手或鉗子來

幫助關閉閥門。家庭將有一個門或球閥
：

球閥轉動桿 90 度（閥門關閉時，
槓桿垂直於管道。閥門打開時將並行）

門閥（在老家常見）：順時針輕輕
轉動手柄（右），直到完全關閉。（您
將逆時針開啟手柄，將水重新開啟）

如何在儀錶盒中關閉水？

請 不 要 自 己 關 水 。 請 致 電 311
（713.837.0311）， 讓休斯頓水路引導
您通過步驟， 你可以採取關閉你家的水
。

運輸和排水更新
道路，特別是橋樑和立交橋仍然危

險。除非緊急情況，否則請不要旅行。
如果您必須旅行，請在車內多留一條毯
子、手電筒筒、食物和水，以防您滯留
。

休斯頓水提示
防止因水管結冰而漏水：
冰凍天氣前
將暴露在家庭外部或未加熱區域的

管道包裹起來
取出連接到外部水龍頭的花園軟管
關閉灑水系統
在寒冷的天氣
在外牆旁邊的水槽下打開櫥櫃門
不要滴水龍頭，這降低了休斯頓水

系統的水壓
在未加熱的車庫中，關閉洗衣機的

水
保護過去凍結的管道
不回家？

將水龍頭外排幹或將家庭供暖系統保
持在低位

西班牙合作夥伴
請在寒冷天氣前關閉灑水系統，以

防止潛在的管道破裂和光滑的當地街道
。

租賃物業提示
房東必須保持出租物業達到《休斯

頓住房條例》（第10-363條）規定的
標準。當室外溫度為華氏 20 度時，加
熱設備必須保持最低 70 華氏度（比地
面高出 3 英尺）。要舉報涉嫌違規行為
，請撥打 311。

要報告漏水、樹木倒下、燈光閃爍
或其他問題，請致電 311，713.837.0311
。

更新了沸水通知和提示更新了沸水通知和提示

「「新冠對兒童和青少年的衝擊新冠對兒童和青少年的衝擊」」 線上醫學講座線上醫學講座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於2/20

星期六上午10點在Zoom Meeting線上，特別邀請
希望診所小兒專科吳善美醫生舉行一個特別的醫
學講座，主題是 「新冠對兒童和青少年的衝擊」
。內容相當實用精彩，大家千萬不要錯過此次難
得的活動。

吳善美醫師表示，疫情至今已有一年。身為
兒科主治醫師，在第一線觀察到許多學齡兒童與
青少年的生理及心理變化。本次演講將以實例和
說故事的方式呈現疫情對孩童的衝擊並給予實際
建議指導如何陪伴孩子順利度過艱難時期。

日期: 2/20/2021 (星期六) 上午十時。
登記連結: https://forms.gle/98Wy6iFyhdyUKtQs5

（請事先登記，我們會將會議連結email給您，
也可以參加抽獎喔）

詢問電話：會長孫玉玟 281-777-7783，或理事
裴俊莉 713-517-1566。

（本報訊）連日的寒冬，幾場的冰雪，斷續的停電，爆破的
水管，各個情景都驚嚇到不知所措的我們，面對這些突如其來的
意外，我們也只有謙卑的學習與萬全的準備，以面對千變萬化不
可預知的未來。

達福地區急難救助協會線上專題演講與座談 - 您不能不知
道的Covid-19疫苗，將在2月21日(週日)美中晚間7:00照常舉行
，附上專題演講連接網，我們届時見。

達福地區急難救助協會 is inviting you to a scheduled Zoom
meeting.

Topic: 您不能不知道的Covid-19疫苗 - 蔣學聖醫生
Time: Feb 21, 2021 07:00 PM Central Time (US and Canada)
美東時間：2月21日（星期日），6:00pm

美中時間：2月21日（星期日），7:00pm
美西時間：2月21日（星期日），5:00pm

台灣時間：2月22日（星期一），9:00am
Join Zoom Meeting
https://us02web.zoom.us/j/82030045162?pwd=MmswcHoy-

REs2OUVYN05BcVYyWDBuQT09
Meeting ID: 820 3004 5162
Passcode: 546898

達福地區急難救助協會達福地區急難救助協會:: 22月月2121日日((週日週日))線上專題演講與座談線上專題演講與座談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星期三德州因嚴酷的寒冷冬天，德
州南部部分地區將散佈更多的冰雪。德州州長阿伯特（Greg Ab-
bott）週二對NBC表示：阿伯特州長已呼籲對電網運營商的停電
進行調查。他說：在過去的48個小時中，由於我們的州面臨空
前的的嚴寒冬季，太多的德州人家中沒有電力和熱能，這是無法
接受的。德州的所有領導人都在全天候工作，以恢復電力供應。
休斯頓市長特納說，週二在休斯頓地區，大約130萬客戶沒有電
，其中很大一部分客戶自週一早上以來一直沒有電。他呼籲電網
機構，提供者和發行者要迅速採取行動恢復供電，特別是對於年
長者或有孩子的人。 他們需要恢復供電，在30年來最冷的時刻
，沒有人能想到超過24小時沒有供電。截至星期三上午7:45，德
州有280萬客戶仍沒有電用。NBC新聞採訪了六位德州人，他們
都說他們主要關心的一個問題是：供電提供熱量。

國家氣象局周二說，嚴峻的冷空氣將在美國大片地區保持根
深蒂固，預計本週將有另一輪雪和冰襲擊南平原，中南部，大西
洋中部和東北。 國家氣象局說，嚴酷的寒冷覆蓋了德州和俄克
拉荷馬州的大部分地區，阿肯色州的所有地區以及路易斯安那州
和密西西比州的大部分地區。 週二上午，阿肯色州費耶特維爾
的溫度為-20度。 路易斯安那州的巴吞魯格只有20度。 在孟菲
斯，它在星期二早上7點測得1度。在大休斯頓的加爾維斯敦，
過去兩天的氣溫低於冰點，導致全市家庭和企業的供水線中斷，
促使當局敦促居民限制用水。

一場冰暴過後，奧斯汀能源公司在周三早上報告說，客戶應

該準備在周三停電，並且“可能更長一些。德州電力可靠
性委員會 (ERCOT) 負責監督德州90％的能源生產，該委
員會在周二晚上表示，它正在努力盡快恢復電力。 ER-
COT的首席執行官馬格尼斯在星期二說，德州人們在極
端寒冷期間不得不停電的時間是“可怕的”和“無法接受
的”。達拉斯再次受到冬季暴風雨的警告，到週三將積聚
2至5英寸的冰雪。此外，風暴在周三晚上在密西西比河
下游的低谷，田納西州的谷地和俄亥俄州的谷地中散佈冰
雪。

全國大部分地區的嚴冬天氣促使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
在周二警告未來幾天內新冠病毒疫苗的運送“普遍延誤”
。官員說，自周四以來，冬季天氣在全國至少導致30人死
亡。這些死亡中有許多是在德州。上週四，在冰冷的沃思
堡高速公路上，六人在高速公路車禍中死亡，週二，一名
婦女和兒童因涉嫌一氧化碳中毒而死亡。官員們說，因為
停電了，受害者在在車庫汽車裡開著暖氣取暖。警長辦公
室稱，在週末俄勒岡州克拉克馬斯縣有4人死於一氧化碳
中毒，因為該州也停了電。官員呼籲公眾小心使用燃氣發電機，
提醒他們切勿在室內使用燃氣發電機，並避免使用爐灶或烤箱或
用車庫內的汽車保暖怠速運轉保暖，即使車門打開也是如此。休
斯頓消防局局長佩納說：一氧化碳中毒並不需要花太多時間，吸
入少量一氧化碳可能導致中毒和致命。

南達拉斯的單身母親海曼說：“我們最需要供暖。我的房屋

恆溫器溫度為39度。二十小時沒有熱量，沒有壁爐，沒有食物
。西南奧斯汀市現年43歲的沃倫說：我們現在連續約36小時沒
有電。我們需要熱量。今天早晨我們家大約是40-43度。我和我
的女友只希望有幾個小時的電力就可以給房子供暖。這是我們最
大的需要。對我們各級政府領導人感到非常失望。這完全是領導
層的失敗。

美國南部和德州地區迎來了嚴酷的寒冷冬天
星期三上午7 點鐘德州有280萬客戶仍沒有電用
疾控中心警告未來幾天新冠疫苗的運送普遍延誤

在在3030年來最冷的時刻年來最冷的時刻，，沒有人能想到超過沒有人能想到超過2424小時沒有供電小時沒有供電。。截至星期三上午截至星期三上午77::4545，，
德州有德州有280280萬客戶仍沒有電用萬客戶仍沒有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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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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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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S/AS），學
分可轉入四年制大學，只需再讀兩年就能取得學士學位（BS），在職場更勝一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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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琉璃工房限量水晶
獨家提供華美銀行客戶

*禮品優惠截止日為3/31/2021。有其他條件限制。欲獲得禮品，需開設合格支票、儲蓄或定存帳戶（優惠不適用於商業支票帳戶），並存入$20,000以上新資金，不得為現有華美銀行存款。提前解約定存帳戶可能須繳罰
金。詳細規範、費用與條件請參閱開戶細則或洽各華美銀行分行。禮品數量有限，送完為止，將在開設合格帳戶時發送。遠端開立的合格帳戶，客戶須親自前往華美銀行分行領取禮品。開立帳戶前，請先洽詢您鄰近的
華美銀行分行，確認您希望開立的帳戶符合優惠資格，並預約領取禮品的時間。每人僅限一份禮品。本廣告單所示非實際尺寸。

掃描二維碼瞭解詳情

金牛賀新歲，喜迎豐收景。現在開立合格存款帳戶，

即可獲得琉璃工房限量版新年開運水晶。
*

*開立存款帳戶並存入$20,000以上新資金。優惠截止日 3/31/21。

詳情請上網 eastwestbank.com/2021 或致電 888.819.88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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