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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by Chen
Broker / 企管碩士
德州 /加州地產經紀人

國、台、英語

Grace Wang
工商管理碩士
房地產經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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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您依賴的房地產投資專家

專精:房屋 商業 公寓 土地開發 物業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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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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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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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uesday, 3/2/21

（中央社華盛頓28日綜合外電
報導）美國 2019 冠狀病毒疾病
（COVID-19）疫情嚴峻，總統拜登
的首席醫療顧問佛奇今天呼籲美國民
眾，注射現有3款疫苗的任何一款，
包括剛獲準使用的嬌生集團疫苗。

美國政府 27 日批准嬌生集團
（Johnson & Johnson）單劑疫苗的
緊急使用授權，這是繼美國輝瑞大藥
廠（Pfizer）和德國 BioNTech 共同
研發疫苗以及美國製藥廠莫德納
（Moderna）的疫苗之後，第3款在
美國可施打的疫苗。

輝瑞藥廠和BioNTech的疫苗與

莫德納的疫苗都要施打兩劑，並且運
送過程必須冷凍，嬌生集團的疫苗則
可以在一般冰箱溫度下運送及儲存，
並且在今天獲得最後階段的全面注射
許可。

實驗證明，施打兩劑的輝瑞及莫
德納疫苗，防疫效力優於單劑的嬌生
疫苗，不過佛奇（Anthony Fauci）
和其他專家表示，難以相互比較，因
臨床試驗的目標不同，而且嬌生的疫
苗臨床試驗期間，正值更具傳染力的
新型變種病毒蔓延。

拜登表示，預計今年7月底前，
應有足夠的疫苗供應全美民眾。

美第美第33款可施打疫苗上市款可施打疫苗上市
佛奇呼籲注射佛奇呼籲注射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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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道）3月1日電据韓國國際廣播電台(KBS)報導，韓國“三
一運動”102週年紀念儀式3月1日在首爾鐘路塔谷公園舉行，韓國總
統文在寅在紀念致辭中表示，韓國已做好隨時與日本對話的準備，應
致力於發展面向未來的韓日關係。

文在寅稱，韓國將站在受害者的立場謀求明智的解決方案，但同
時也不能停止為韓日兩國關係面向未來發展所付出的努力。文在寅還
承諾，將為東京奧運會成功舉辦提供合作。

報導指出，文在寅通過上述發言再次重申將繼續分別對待歷史問
題和兩國關係發展問題的政策基調。

另外，文在寅在致辭中再次展現推動朝鮮半島無核化和永久和平
的決心，希望朝鮮參與東北亞防疫機制。

2018年10月，韓國大法院(最高法院)判處日本新日鐵住金公司賠

償二戰時期強徵勞工的4名韓國受害者每人1億韓元。此舉引發日本
政府強烈反應，韓日圍繞強徵勞工問題的矛盾此後持續發酵，兩國關
係緊張加劇。

2019年，韓日陷入貿易摩擦後，雙邊關係持續僵持。近來，因
“慰安婦”等問題令雙邊關係再經波折。

針對12名韓國“慰安婦”受害人對日索賠訴訟，韓國首爾中央地
方法院2021年1月8日作出一審判決，判處日本政府向每人賠償1億
韓元。此事件引發日方抗議。日本政府認為，根據國際法國家主權豁
免原則，不接受該判決，也不會上訴。

1月23日，韓法院判決生效。韓國輿論認為，即便判決生效，如
果日方不執行判決，“慰安婦”受害人也很難獲得賠償。

伊朗稱伊核協議非正式會議伊朗稱伊核協議非正式會議““時機未到時機未到””
【綜合報道】伊朗外交

部發言人哈提卜扎德表示，
伊朗認為現在還不是與美、
英、法、德等國家進行伊核
協議非正式會議的適當時機
。美國白宮發言人當天回應
稱，對伊朗方面的此番表態
表示失望。

據伊朗法爾斯通訊社消
息，哈提卜扎德當日表示，
由於時機不合適，伊朗不會
參加此前歐盟方面提出的伊
核協議相關方非正式會議。
哈提卜扎德稱：“考慮到美
國和歐洲三國近期的立場和
舉動，伊朗不認為現在是與
美國和歐洲國家舉行非正式
會議的時機。”

哈提卜扎德堅持認為，
美國必須取消對伊朗的非法
單邊制裁，並重返伊核協議
，“這個問題是不需要談判
的”。他強調，伊朗將“以
行動回應行動”，美國如果
取消制裁，伊朗也將履行伊
核協議承諾，而如果有針對
伊朗的敵對措施和行為，伊
朗也將採取應對行動。

針對伊朗方面的表態，
美國白宮發言人2月28日發
表簡短聲明稱，美國對伊朗
拒絕舉行非正式會議表示失
望，計劃與伊核問題六國磋
商下一步行動。

2015 年 7 月，伊朗與美
國、英國、法國、俄羅斯、

中國和德國達成伊朗核問題
全面協議。根據協議，伊朗
承諾限制其核計劃，國際社
會解除對伊制裁。 2018年5
月，美國政府單方面退出伊
核協議，隨後重啟並新增一
系列對伊制裁措施。 2019年
5 月以來，伊朗逐步中止履
行伊核協議部分條款，但承
諾所採取措施“可逆”。

今年2月18 日，美國國
務院發言人普賴斯表示，美
國將接受歐盟的提議，與聯
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德
國、伊朗等伊核協議參與方
討論通過外交途徑解決伊核
問題。

韓總統文在寅韓總統文在寅：：已做好隨時與日本對話的準備已做好隨時與日本對話的準備

曼谷集會衝突事件再升級曼谷集會衝突事件再升級 9090人受傷人受傷11人死亡人死亡！！
(綜合報道）泰國集會組織REDEM集合民眾在曼谷勝利

紀念碑前集會，並欲移動集會人群前往泰總理兼國防部長巴
育上將住所抗議示威。

在當天的集會過程中，警察使用高壓水槍以及催淚彈企
圖沖散集會群眾。此外還有受傷民眾在網上發文稱，被警察
用橡膠子彈射中，並附上被射傷後的圖片，引起眾多網民轉
載以及分享。

根據今早相關數據信息統計，集會致使33人受傷，其中
23人為警方工作人員，還有10人為集會民眾，傷員都已被送
往各醫院進行治療。另外還有1名警察死亡，儘管在被送往醫
院後醫生努力救其性命，但最終還是搶救無效。

國家警察總署副發言人透露，警察在集會過程中已經多

次對集會民眾發出警告，但是集會民眾不願意按照警告執行
，並且破壞警察所設路障。所以警方才會使用催淚彈和橡膠
子彈來沖散集會人群，以維護集會場地安寧。警方是以輕到
重的順序來執行任務的，而且警方有職責按照法律執行任務
。

本次事件在推特上持續發酵，出現了多個熱搜話題。對
於衝突導致一名警察死亡的事情，網友們看法不一。有些人
認為無論怎麼說警察都是在執勤過程中身亡，覺得此次的事
情示威的人實在是做得太過了；還有些人則認為警察不該為
這樣的領導賣命，希望他下輩子不要再做警察。

截止到目前，泰國媒體稱受傷人數已上升至9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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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泰國政府采購的首

批中國科興公司新冠疫苗運抵曼

谷素萬納普機場。泰國總理巴育

、副總理兼衛生部長阿努廷、中

國駐泰國大使館臨時代辦楊欣等

共同前往機場，迎接中國疫苗的

到來。

這是中國向泰國出口的第壹

批新冠疫苗，也是泰國進口的第

壹種新冠疫苗。泰國政府此前表

示，共訂購了200萬支中國科興疫

苗，將分批運抵泰國。

巴育在疫苗接收儀式上表示，

今天是具有重要意義的壹天，泰國

成功收到了第壹批疫苗。政府將努

力采購疫苗，合理安排給全國人民

接種。如果沒有意外，後續疫苗將

按計劃到達。他同時感謝有關各方

為達成疫苗進口所做出的努力。

楊欣在致辭時表示，首批中

國新冠疫苗抵泰，這是中泰抗疫合作的又壹重要新

進展。希望中國疫苗能為泰方抗擊疫情發揮積極作

用。中方願同泰方進壹步密切配合，早日徹底戰勝

疫情，推進中泰全面戰略合作夥伴關系和各領域務

實合作取得新的更大進展。

據悉，根據泰國政府安排，首批中國疫苗將優

先分配給龍仔厝、曼谷、暖武裏等13個府，接種

目標人群主要為醫護人員和其他高風險人群。

日總務省就“首相長子不當宴請”處分11人

菅義偉致歉

綜合報導 關於日本首相菅義偉長子菅正剛任

職的廣電業務公司“東北新社”進行款待的問題，

總務省認定，與正剛等人的聚餐屬於接受利害相關

人士的違法款待，宣布總計處分11人，包括對事

務次官級的總務審議官谷脅康彥等9人作出減薪及

警告的懲戒處分等。

菅義偉對擔任總務審議官時接受正剛等人逾7

萬日元款待的內閣廣報官山田真貴子提醒特別註意

。山田主動壹次性返還部分工資。

菅義偉在官邸向記者團致歉稱：“我的長子牽

涉其中，結果導致做出違反(倫理準則的)行為。非

常抱歉，向國民道歉。”

總務相武田良太也舉行記者會致歉，表示主動

返還三個月的閣僚工資，並透露計劃設立以副大臣

為首的驗證委員會，調查是否存在廣電行政被扭曲

的事實等。不過，武田在記者會上圍繞與正剛的聚

餐，否定了顧及到菅義偉的看法。

報道指，正剛兼任獲得總務省衛星廣電業務批

準的子公司的董事。總務省向人事院提交的報告中，

認定與正剛等人的聚餐屬於基於《國家公務員倫理

法》的倫理準則禁止的接受利害相關人士的款待。

指出幹部等輕易判斷不屬於利害相關人士，不慎接

受了款待及饋贈。作為防止再次發生的措施，將讓

幹部進行徹底研修並對聚餐進行嚴格的事前把關。

據報道，接受款待的有13人，但山田目前已

離開總務省、成為特別職務國家公務員，因此不屬

於該省的處分對象。剩下1名課長級人士被認為沒

有利害關系等，因此不予處分。

日本自殺率11年來首次上升
內閣任命首位“孤獨大臣”
綜合報導 日媒報道稱，日

本首相菅義偉日前決定任命內

閣府特命擔當大臣阪本哲誌擔

任第壹任“孤獨大臣”，以努

力減少該國居民的孤獨感和社

會隔離，並應對自殺率上升的

社會問題。

據消息，菅義偉在本月12日

的任命發布會上表示，日本婦女

比男子遭受隔離所帶來的影響更

多，而且自殺的人數呈上升趨勢

，因此他希望阪本哲誌“能發現

問題並全面推廣政策措施”。日

本新任孤獨大臣表示，他計劃在

2月下旬舉行壹次緊急論壇，以

聽取有關孤獨與受孤立的人們的

呼聲。

報道稱，在新冠肺炎大流行

期間，人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

加孤獨，日本的自殺率在11年中

首次出現上升。日本厚生勞動省

最新數據顯示，2020年的自殺人

數高達20919人，出現2009年金

融危機以來的首次上升。日本政

府將這樣的結果歸咎於疫情導致

的社交失效以及失業等經濟壓力

。不僅如此，女性的自殺率也是

2年來首度上升，達到6976人。

事實上，因疫情沖擊日本觀光與

零售業，許多在第壹線打工的女

性都是率先被解雇的對象。

據報道，英國於2018年成為

首個任命孤獨大臣（部長）的國

家，此前2017年的壹份報告發現

英國超過900萬人表示他們經常

或總是感到孤獨。而據經濟合作

暨 發 展 組 織 （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

opment）統計，日本的自殺率則

是G7中最高的，每10萬人中就

有14.9人自殺，大多數的原因是

健康因素與經濟問題，然而隨著

疫情持續蔓延，相關問題只會繼

續惡化。

馬來西亞檳城破獲今年最大冰毒案
5名嫌犯被捕

綜合報導 馬來西亞檳城水

警搗破印度尼西亞與檳城毒品

集團的冰毒交易，逮捕5名男子

，包括馬來西亞及印尼販毒集

團頭目，起獲價值近950萬林吉

特（1林吉特約合1.6元人民幣

）的冰毒。這是檳城今年至今

最大的壹起毒品案。

據報道，檳城總警長沙哈

布丁在記者會上介紹說，水警

部門本月17日傍晚6時30分在

進行巡邏時，在直落登布雅壹

帶海域攔截2名乘坐摩托艇的印

尼男子。根據審訊的信息，水

警18日淩晨4時突檢峇六拜工業

區居鑾河上壹處非法碼頭的小

屋，逮捕壹名馬來族男子，並

從小屋後的摩托艇上起獲130包

冰毒。與此同時，水警也在小

屋前的轎車內找到115包冰毒。

在跟進調查後，檳城水警又逮

捕壹名馬來族及華裔男子。

沙哈布丁透露，此次被捕

的5名嫌犯29歲至57歲，其中

壹名54歲的馬來族男子為檳城

毒品集團首腦，職業是漁夫，

壹名33歲的印尼男子為印尼販

毒集團首腦。被捕的印尼嫌犯

皆來自該國亞齊省，準備在檳

城附近水域交易後，把冰毒帶

回亞齊。沙哈布丁稱，此次繳

獲的毒品可供應132萬人吸食。

除了毒品，檳城警方還繳獲了

嫌犯的4輛汽車及金飾等，價值

超過18萬林吉特。

近來，馬來西亞正從毒品

市場逐漸轉換為東南亞區域內

的毒品轉運站。去年12月9日，

馬來西亞海事執法機構偵破該

機構成立16年以來最大宗毒品

案，截獲重量超過2噸、市值逾

1億林吉特的冰毒，並逮捕壹名

26歲男性嫌疑人。

馬來西亞《東方日報》稱

，該國國內毒品泛濫已經到了

非常嚴重的地步。根據馬來西

亞反毒機構的數據顯示，該國

吸毒者的數量逐年增加，從

2014年累計至今全國被記錄為

吸毒者的人數已經突破14萬人

，但真正的數量可能是所記錄

在案的數倍。馬來西亞警察總

長阿都哈密警告說，當地毒品

問題已經瀕臨失控，警隊內部

也是如此，若不及時控制，情

況就會像哥倫比亞壹樣不可收

拾。

(綜合報道）英國衛生部2月28日公佈的最新數據顯示，超過2000萬英國人已經接種了第一劑
新冠疫苗。

數據顯示，截至當地時間2月27日，英國新冠病毒疫苗第一劑接種人數達20885683人，其中
完成第二劑疫苗接種人數也達到796132人。

英國衛生大臣馬修·漢考克(Matt Hancock)在推特上發布的視頻中說，超過三分之一的英國成
年人接種了新冠病毒疫苗，這是“國家的宏偉成就”。漢考克稱，“在手臂上的每一次注射，都

是對一個生命和其他生命的保護，並意味著我們離恢復正常生活更近了
一步。” “我要感謝每一個勇敢站出來接種疫苗的人，因為我們越來
越有信心地知道，疫苗可以保護你、保護你的社區，也是我們所有人的
出路。”

英國負責新冠疫苗調配的大臣納齊姆·扎哈維(Nadhim Zahawi)在推特上表示，“政府疫苗工作
組代表全國，竭盡所能地提前購買了最有希望的疫苗，以保障我們有了最好的開端。”

英國衛生部數據顯示，新冠疫苗可將病毒感染者住院風險降低94%以上，對疫情風險“開始
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 2月28日，該國單日新增病例6035例，新增死亡144人，與2月初單日
新增病例上萬、新增死亡病例過千相比，均出現大幅下降。

10001000斤二戰遺留炸彈在英被發現斤二戰遺留炸彈在英被發現
引爆後炸出雙層巴士大小的彈坑引爆後炸出雙層巴士大小的彈坑

【綜合報道】在英國埃克塞特，一
枚重達1000公斤的二戰遺留炸彈被軍事
專家引爆，爆炸產生的巨大金屬碎片落
在了附近的房屋上，在 100 米範圍內，
一些建築物的結構被損壞了，包括窗戶
爆裂和磚砌裂縫，而巨大的爆炸還留下
了一個雙層巴士大小的彈坑。一架專業
起重機前往埃克塞特市中心清理這些碎
片，據稱，此次爆炸，使得5英里（8公
里）外的人都能聽到巨大的爆炸聲。

據報導，人們在埃克塞特大學西邊
的一處建築工地發現了這枚致命炸彈，
據信是當時德國納粹使用的一枚重達
1000公斤的“赫爾曼”炸彈。最初，在
爆炸裝置周圍設置了 100 米的警戒線，
但在2月27日下午，應皇家海軍拆彈小
組的要求，警戒線延長到了 400 米。與
此同時格倫索恩路(Glenthorne Road)附近
約2600處房屋的居民包括1400名學生被
疏散。

報導稱，當地時間 2 月 27 日晚 6 點
10分發生了受控爆炸，致使5英里（8公
里）外的人都能聽到巨大的爆炸聲，100
米內居民房屋結構受損。為了應對爆炸
的影響，大約 400 噸沙子被運到現場，
皇家海軍炸彈處理專家和皇家後勤部隊
的陸軍人員豎起了隔離牆壁。一位英國
德文郡和康沃爾郡警方的發言人說:“此
次引爆實驗讓一些 100 米範圍內的建築
物結構被損壞了，包括窗戶爆裂和磚砌
裂縫。我們正在盡一切努力，確保盡快
進行結構評估，以便居民能夠回家。”
當天晚上，警方允許那些住在附近 100
米到400米之間被疏散的住戶在下午6點
返回家中。

警方還表示此次爆炸的影響“很大
”，碎片甚至在至少 250 米遠的地方被
找到。巨大的爆炸還留下了一個雙層巴
士大小的彈坑。該部隊證實，儘管爆炸
造成大量沙塵，但對公眾健康沒有影響

。德文郡和康沃爾郡警方還發布了一段
控制爆炸的視頻，感謝那些“努力確保
所有人安全”的人。從視頻中可以看到
，在聽到巨大的爆炸聲幾秒後，房屋上
方濃煙滾滾。

當地居民克里夫·史密斯(Cliff Smith)
在社交平台上寫道:“我聽到爆炸聲，感
覺到衝擊波，桌上的東西嘩啦嘩啦響。
我向窗外望去，看到了滾滾濃煙。我相
信附近的每個人都是安全的。我現在在
聖托馬斯，距離爆炸地點約 1.5 英里
（2.4公里）。”住在埃克塞特郊區的麗
塔（Rita）說:“它讓我的窗戶都在搖晃
。”桑德拉·沃克（Sandra Walker）說:
“當炸彈被引爆時，我嚇得魂不附體。
”針對鄰居們的反饋，英國當地的委員
會熱線於2約28日開通，以幫助那些需
要支持的撤離居民進行貼心化服務。

英國新冠疫苗第一劑接種超英國新冠疫苗第一劑接種超20002000萬人萬人

法國法院以貪污罪判處前總統法國法院以貪污罪判處前總統
薩科齊有期徒刑薩科齊有期徒刑33年緩刑年緩刑22年年

（綜合報道）法國一家法院在當地時間週一就法國前總
統尼古拉·薩科齊貪腐一案作出裁決，判處薩科齊三年有期徒
刑，其中兩年獲得緩刑。

據報導，法國檢方在監聽離任後的薩科齊與其律師蒂埃
里·赫爾佐格的談話時，無意中發現了薩科齊試圖獲取機密信
息的企圖。檢方稱，薩科齊曾被指控在2007年的總統競選中
非法接受歐萊雅集團已故繼承人利莉亞娜·貝當古的資助，為
換取有關這一案件的機密信息，他曾許諾為刑事法院法官阿
齊貝爾爭取“輕鬆的摩納哥職位”。

路透社表示，薩科齊有望避免進入監獄中服刑，因為除

了兩年的緩刑外，主審法官表示同意薩科齊在監獄外佩戴電
子手銬度過不得緩刑的一年刑期。路透社稱，另一個法官的
意見將最終決定薩科齊的命運。如果佩戴電子手銬的方案未
獲批准，薩科齊將成為首位入獄服刑的法國前總統。

報導稱，雖然薩科齊已經退出政壇，但他在保守派中仍
有影響力。薩科齊有10天的時間對判決提出上訴，他在庭審
結束後一言不發地離開了法庭。本月晚些時候，薩科齊將繼
續出庭受審，他被控在2012年競選期間違反競選資金相關規
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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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向巴基斯坦出口武器
俄印“友誼小船”要翻？

綜合報導 近日，據相關媒體報道，

巴基斯坦陸軍參謀長卡馬爾· 賈韋德· 巴

傑瓦稱俄羅斯為“巴基斯坦的好朋友”

，表示本國已與俄方簽署了包括反坦克

導彈在內的武器采購協議。

在很長壹段時間，俄羅斯/蘇聯都是

印度的重要武器供應國，印度外購武器

中接近70%都來自俄羅斯，因此兩國關

系非同壹般。大家知道，印巴是宿敵，

從印巴分治到現在爆發了三次戰爭，軍

事沖突則是家常便飯，俄羅斯/蘇聯向印

度提供大量武器裝備，那自然與巴基斯

坦關系非常差。國家間關系，“沒有永

遠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隨著時

間的推移，俄羅斯與巴基斯坦共識逐漸

增多，關系也在走近。俄羅斯為何敢冒

著“得罪印度”的風險向巴基斯坦提供

武器呢？

過去很長壹段時間，俄羅斯/蘇聯采

取的都是“親印遠巴”的政策。冷戰時

期，蘇聯認為，印度所在的南亞是通往

印度洋的關鍵通道，地緣戰略價值重要

。為此蘇聯以經濟和軍事援助為主要手

段加強同印度的戰略合作關系。1953 年

蘇印簽訂了《蘇印貿易協定》。1955年

兩國簽署 《蘇印鋼鐵協定》、《蘇印航

空合作協定》等協定。1961—1964年，

蘇聯向印度提供 1.3 億美元的軍事援助。

冷戰結束後，俄印軍事合作繼續加

強。在 1994 年 12 月，俄印兩國簽訂

了《2000年前長期軍事技術合作協定》

，該協定規定俄羅斯繼續向印度出售包

括S-300 防空導彈、T-90主戰坦克以及

SU-30戰機等防務裝備，並幫助印度改良

米格-29戰機以及T-72等裝備。進入21

世紀以來，俄羅斯依然是印度在亞太和

全球的主要武器裝備供應國之壹。根據

有關數據，印度在 2000-2010 年從俄羅

斯進口的防務裝備總價值約 200 億美

元，軍事技術合作項目共 200 多個。

根據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公布

的數據顯示，2012-2016 年間印度是世

界最大武器進口國，其中源自俄羅斯

的占68%。而印俄關系在兩國官方的語

境中被稱為“擁有特權和優先權的戰略

夥伴關系”。

與印俄密切關系相比，莫斯科與伊

斯蘭堡的關系則長期冷淡。冷戰時期，

由於巴基斯坦與印度存在領土爭端和戰

爭危險，而自身的實力明顯要弱於印度

，所以巴基斯坦需要尋求外援，當時美

國也在尋找阻止蘇聯南下的屏障，所以

兩國壹拍即合建立了盟友關系。即使受

越南戰爭影響在全球逐步執行收縮政策

，美國也沒有放棄對巴基斯坦的援助計

劃。

裏根上臺後，美國對巴基斯坦的援

助數目更是有增無減。在蘇聯入侵阿富

汗以後，西方的各種援阿物資和人員更

是通過巴基斯坦源源不斷的進入阿富汗

。蘇聯解體後，盡管巴方屢次釋放出意

欲和俄羅斯接觸與合作的信號，但俄羅

斯領導人並沒有給與其過多的重視。

2010年3月，普京在會見印度總理辛格

時仍然明確表示，鑒於俄印蓬勃發展的

戰略夥伴關系，俄羅斯不會向巴基斯坦

提供軍事援助和發展軍事技術合作。

俄羅斯是印度最大的武器供應國，

印度可以獲得各種類型的先進武器。近

年，印度向俄羅斯采購了S-400防空導彈

，價值超過50億美元。俄羅斯是印度最

大的武器供應國，印度可以獲得各種類

型的先進武器。近年，印度向俄羅斯采

購了S-400防空導彈，價值超過50億美

元。

但是在“克裏米亞事件”之後，俄

羅斯與西方國家的關系急轉直下，因此

自 2014 年以來，俄羅斯加快實施 “轉

向東方”戰略，不斷深化同印太地區主

要國家間的合作關系，俄巴關系也開

始出現明顯好轉，並重啟了軍事合作

。俄羅斯在 2014 年正式解禁了自蘇聯

解體以來對巴基斯坦實行的武器禁運

和軍事制裁，並逐漸加大對巴軍售力

度。2015年8月，俄巴開始加速談判向

巴基斯坦出口米-35M 直升機事宜。

2017年8月，巴基斯坦正式接受了來自

俄羅斯的 4架米-35M直升機，總價值

約 1.5億美元。

這其中，美印關系的走近是俄巴關

系恢復的重要契機。在特朗普任職期間

，出於壓制中國崛起的勢頭和地區影響

力的增長的目的，提出“印太戰略”。

而印度作為印度洋上的唯壹大國，不但

與中國接壤，並存在領土與邊境爭端，

而且還坐擁絕佳的地理位置，因此拉攏

印度是美國能否成功實施“印太戰略”

的關鍵。

近年來，美國和印度在軍事上壹直

保持著相當親密的合作。2019年6月，

美國國防部在《印太戰略報告》中，重

申印度是“主要防務夥伴”的戰略定位

，聲稱美方將致力於把美印關系提升至

“等同於最親密盟友和夥伴關系”。

2020年後半年期間，雙方更是簽署了諸

如《軍事物資互助協議》以及《地理空

間基本交流與合作協議》等軍事協定。

顯然，美印安全合作的不斷升級沖擊了

俄印傳統安全合作，使得印度在美俄間

的戰略回旋余地相對縮小，對“俄印傳

統友誼”造成了壹定的負面影響。如就

在美印簽署 《後勤交流備忘錄協定》結

束後不久，2016年9-10月俄羅斯與巴基

斯坦首次舉行了代號為“友誼-2016”的

陸軍反恐聯合軍演。

由於俄羅斯不滿印度加入四方安全

對話，俄印2020年度峰會宣告推遲，這

也是過去20年時間裏，印度和俄羅斯之

間第壹次未能舉行年度峰會。俄羅斯此

前對印度加入“印度-太平洋倡議”和四

方安全對話等舉措持“嚴重保留”態度

，因為印方的上述舉措明顯傾向於美國

壹方。按照印方相關人士的說法，“這

是給了急於與俄羅斯建立友好關系的巴

基斯坦創造了機會”。

在此次軍事合作中，巴傑瓦披露，

兩國武器采購合同涉及的具體裝備包括

反坦克導彈、防空武器和小型武器。他

表示，俄羅斯是“巴基斯坦的好朋友”

，而在上海合作組織框架下，本國希望

發展與俄羅斯的關系，“合作不會僅限

於軍事領域”。

綜上所述，隨著美印兩國在“印太

戰略”指導軍事合作不斷深化，導致俄

印傳統關系被侵蝕，俄巴關系發展迎來

了新的機會，並且未來俄巴軍事關系可

能會邁上壹個新臺階。但雖然俄巴會有

壹些軍事合作，但俄羅斯還是會顧及印

度感受，畢竟印度向俄羅斯購買武器份

額還是非常大的，比如這幾年S-400防空

導彈、米格-29等，都是大額合同。俄羅

斯向巴基斯坦出口武器更多是為了“敲

打敲打”印度，印度也不會拋棄俄羅斯

，徹底倒向美國，俄印“友誼小船”還

不會翻。

希
臘
零
售
業
有
望
重
新
開
放

購
物
將
有
這
些
註
意
事
項

綜合報導 希臘國家公共衛生組織宣布，過

去24小時，希臘新增2147例新冠確診病例，累

計確診達182783例；新增死亡22例，累計死亡

達6343例。

對於希臘零售行業的具體開放時間，希臘

政府被指正在考慮於3月8日讓該行業重新營業

，並推出壹個新的應用程序，用於民眾在零售

店恢復營業後進行購物活動。同時，購物者前

往零售商店的購物時間可能將會被限定在3個

小時內，且每天只能發送壹次出行申請。

據報道，由於疫情依然嚴峻，阿提卡地區

為新冠肺炎患者提供的床位數量日益緊張，截

至21日，這壹地區用於收治新冠感染者的重癥

床位數量僅剩255張。

希臘衛生部宣布，為緩解衛生醫療系統的

壓力，將在本周末在該地區增加38張重癥監護

室床位。

另壹方面，對於希臘零售行業的具體開放

時間，多家媒體報道稱，政府正在考慮於3月8

日讓該行業重新營業。同時，政府也對零售業

從業者希望把冬季打折銷售期的時間延長至3

月31日持積極態度。政府希望，在確保防疫規

定得到遵守的前提下使零售部門最大限度地正

常開放。

希臘數字治理部長皮埃拉卡基斯接受采訪時

宣布，政府正在考慮推出壹個新的應用程序，用

於民眾在零售店恢復營業後進行購物活動。不過

，這個新的應用程序將僅適用於零售行業。

同時，購物者前往零售商店的購物時間可

能將會被限定在3個小時內，且每天只能發送

壹次出行申請。政府的目的是，通過對時間和

次數進行限制減少人群的流動性，以降低疫情

反彈的風險。

此外，希臘衛生部負責初級衛生保健的秘書

長西米斯托克利斯稱，希臘的新冠疫苗接種率高

於歐盟平均水平，預約人數正呈現出上升趨勢。

關於疫苗安全性，希臘國家疫苗接種委員

會主席、資深兒科教授西奧多麗都說，截至22

日，希臘共報告了5例對疫苗有嚴重過敏反應

的病例，且均已得到治療。

英格蘭中小學3月8日起復課
部分中國留學生或將返校

英國首相鮑裏斯 · 約翰遜（Boris

Johnson）在新聞發布會上宣布，英格蘭

地區因新冠疫情關閉的所有學校，將從3

月8日開始復課，英格蘭有望在6月21日

實現全境解封。這意味著從3月8日起，

英格蘭的中小學、大學部分實踐課程將恢

復開放。

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目前，劍橋大

學、利物浦大學等還未明確線下授課的具

體安排，與此同時，從留學中介反饋的信

息看，在英格蘭中小學復課後，部分中國

留學生準備3月底、4月初返回校園。

分四個階段解封
中小學3月8日復課
1月 4日，英國新增新冠陽性58784

例，達到單日最高紀錄，新增新冠死亡

病例407例。當日，英國開始實施第三

次全國性封鎖，民眾被要求居家，所有

的小學、中學和大學都保持關閉，轉為

線上教學。

根據此次公布的解封計劃，第壹階

段，英格蘭所有中小學將於 3月 8日開

學，允許兩人在戶外社交；從3月29日

開始，允許 6人以內或 2戶家庭戶外聚

會，網球場或籃球場等戶外運動設施重

新開放。中學生將被允許在佩戴口罩、

保持社交距離的情況下，參加學校舉辦

的考試。

計劃顯示，4月12日起進入第二階段

，非必需的商店、美發店、美容院、健身

房、圖書館、動物園、酒吧、餐館等重新

開放；但只允許和他人在外活動/就餐，

如進入室內則只能和自家人壹起。

第三階段從5月17日起，允許最多30

人的戶外聚會；兩個家庭可以在室內見面

；室內和室外娛樂場所如博物館、劇院和

電影院等開放；壹些大型活動，包括會議

、戲劇、音樂會、體育賽事重啟；酒吧和

餐館能在室內為客戶提供服務。

按照計劃，第四階段將從6月21日開

始，取消社交活動的所有限制。

英格蘭中小學將線下復課的消息，對

於在英國接受教育的中國低齡留學生有何

影響？新東方前途出國公關部壹工作人員

表示，部分此前在英國接受教育的中國小

留學生因為疫情已經回國，在線上課。

“從學校的角度來看，他們是歡迎中國學

生歸校的。已經有壹些學生開始著手看機

票，準備3月底、4月初返回校園。”

該工作人員還表示，目前，因為中英

直飛航班還未開通，所以返校小留學生較

少。“有家長帶著孩子轉機過去，但這是

極少數案例。解封後，若中英直航順利，

預計會有更多學生返校。”

部分高校尚未明確線下授課具體安排
數據顯示，截至北京時間2月23日上

午，英國累計確診人數達4126150人，累

計確診人數居全球第五。同時，當地時間

2月22日，英國衛生和社會保障部公布的

數據顯示，過去24小時內，英國新增新

冠肺炎確診病例10641例。

劍橋大學在讀博士楊輝告訴記者，英

國第三次封鎖後，要求酒吧、餐廳、咖啡

館、非必需品商店關閉，並禁止兩人以上

的社交活動，但對人群聚集的控制力度

有限。“網球場、籃球場等場所均已關

閉，但很多人在戶外壹起散步、社交的

現象很常見。節假日時，也會有人在宿

舍聚餐。”

楊輝表示，自2020年9月以來，學校

壹直維持著在線授課，學校服務設施幾乎

不開放。“實驗室采用預約制，每次只能

進入壹人。圖書館不開放，只能通過網絡

圖書館借書，然後到圖書館取書。”

解封的消息發布之後，楊輝收到了學

校官方下發的通知，稱3月8日起，學校

的實驗室將恢復開放，但未明確說明何時

恢復線下面授課。

利物浦大學英語專業在讀碩士研究生

田荷（化名）表示，目前還沒有收到學校

通知。她告訴記者，受疫情影響，利物浦

大學的碩士項目分為三個時間開學，她所

在的專業開學時間為第二批，比正常開學

時間約晚半年。

2020年12月初，田荷曾收到利物浦

大學下發的郵件，稱第二批返校的中國學

生需於2021年2月8日前重返英國。隨後

，學校於去年12月中旬更新這壹安排，

稱中國學生需重返英國的時間改為2021

年4月6日。“我們下半學期的開學時間

為5月10日。課表顯示，下半學期的教學

安排是‘大課’在線進行，‘小課’‘討

論課’將線下進行。但具體如何安排，仍

處於未知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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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作為美國得州最大、
建立時間最長的的電力合作公司，布
拉索斯電力合作公司（Brazos Electric
Power Cooperative Inc），於當地時間
3月1日，在該州休斯敦申請破產保護
。據悉，理由是該州電網運營商欠下
的18億美元債務。

布拉索斯電力合作公司（Brazos
Electric Power Cooperative Inc）是得州
數十家電力供應商之一，並為全州超

過66萬用戶提供電力。但在上個月，
因嚴重的暴風雪災害面臨巨大的費用
虧空。 2021 年 2 月中旬，異常寒冷的
天氣摧毀了得州近一半的發電廠，致
使430萬人連續幾日停電停暖，水管破
裂，導致眾多家庭和企業蒙受損失。
在此期間，布拉索斯電力合作公司和
其他供電商，被要求以高價購買替代
電力，並支付其他相關費用等，為此
產生了高額債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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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電商巨頭亞馬遜開始在其
送貨車上安裝攝像頭，藉此監控道路和司機。亞馬
遜聲稱此舉是為了安全考量，但一些送貨司機反映
這加重了他們工作時的焦慮。

司機們使用一款名為 Mentor 的應用，該應用
追踪他們的駕駛情況並進行評分，這一分數會進而

影響他們的薪酬。但據CNN報導，很多司機表
示這款應用不夠智能，手機掉落會被解讀為急
轉彎或剎車；即使沒有拿起手機，僅僅是收到
短信也會被認定為分心駕駛。

這款應用在蘋果應用商店的評分是1.2（滿分5
），在谷歌應用商店的評分是 1.3（滿分 5）。
一名送貨司機卡蜜兒·伊麗莎白（Kamille Eliza-
beth）在接受采訪時說道：“如果（開車時）搞
砸了一件事，我就會很害怕丟掉工作，因為他
們都會在監控中看到的。”

亞馬遜發言人黛博拉·巴斯（Deborah Bass）回
應道，司機們不會因為犯了一點點錯誤就丟掉
工作，但他拒絕透露公司在處理反饋、培訓和

紀律方面的細節。他說：“安全是亞馬遜的首要任
務。無論是在貨車上採用最先進的遙測技術和安全
技術，司機們的安全培訓項目，還是不斷改進我們
的地圖和路線技術，我們已經在安全機制上投資了
數千萬美元。”

（綜合報導）據商業內幕網3月1日報導，為了在新冠疫
情期間幫助一線工人，美國民主黨提出了一項法案，為那些疫
情期間在前線工作的無證移民提供快速的公民身份獲取途徑。

加州參議員帕迪拉在國會的第一項法案“基本工人公民權
法案”（Citizenship for Essential Workers Act），針對的是疫情

期間在醫療、農業、公交等一線行業工作的500萬無合法
身份的工人。

該法案由馬薩諸塞州參議員伊麗莎白·沃倫、德克薩
斯州眾議員華金·卡斯特羅和加利福尼亞州眾議員泰德·
利尤共同提出。

帕迪拉在一份聲明中說：“這些英雄冒著生命的危險
來維護我們的社區安全和經濟發展，他們為自己贏得了
獲取公民身份的權利。“

“我的父母曾經從墨西哥移民到美國。我的父親是一
名短工廚師，母親是家政人員，這些工作在今天的美國
是必不可少的。一線工人的尊嚴和公民身份不僅符合我

個人，也符合我們國家的最佳利益。”
根據一份情況介紹，該法案也會刺激美國經濟復甦。根據

美國進步中心的數據，無公民身份的工人每年貢獻了高達797
億美元（約合人民幣5156億元）的聯邦稅收和410億美元（約
合人民幣2652億元）的州和地方稅收。

2月，在一封由60多位經濟學家簽署的信中，建議政府為
美國無證移民提供獲得公民身份的途徑，這將促進經濟發展，
提高所有美國人的工資。

信中說：“為他們提供獲得公民身份的機會，這有助於確
保經濟發展惠及社會各個角落，包括那些處於疫情前線卻被之
前的救濟法案所遺漏的人群，在此基礎上我們才能取得未來經
濟的成功。”

拜登上任第一天就向國會遞交了一份移民法案，提出為
1100萬無證移民提供入籍途徑，在2月2日沃倫、卡斯特羅和
帕迪拉撰寫的專欄文章中，他們敦促國會在立法的基礎上，迅
速實施疫情救濟措施。

民主黨議員寫道：“現在是美國回報那些為社區和國家做
出巨大犧牲的工人的時候了。我們現在必須採取行動，保護所
有一線工人的健康、經濟安全及其他權利，包括那些無證移民
。 ”

（綜合報導）據CBC報導，儘管加美兩國
就共同的優先事項和作為長期盟友的密切關係
舉行了幾天的雙邊會議，但加美關係仍面臨挑
戰。

加拿大需要被回答的問題之一是，加拿大
是否會免受美國“購買美國貨”（Buy Ameri-
can）條款的影響，以及加拿大是否會得到美國
提供的新冠疫苗。

當 CBC 首 席 政 治 記 者 羅 斯 瑪 麗·巴 頓
（Rosemary Barton）問及拜登政府是否考慮讓
加拿大免受這些條款的限制時，美國國務卿安
東尼·布林肯（Antony Blinken）轉而強調了兩
國之間現有的貿易關係。

布林肯在周日（2月28日）接受加拿大採
訪時說：“我們是彼此最大的貿易夥伴。我們
有一個非常活躍的商業和貿易關係。我認為未
來的潛力，特別是在我們試圖建立更有彈性的
供應鏈時……會有巨大的商機。我們雙方都有
強烈的動機在一系列項目上進行合作，並確保
這種已經可以說是世界上最牢固的貿易關係進一步加強。”

但在上週二（2月23日）總理賈斯汀·特魯多和美國總統喬·拜登見面的幾個小時前，白宮
新聞秘書詹·普薩基（Jen Psaki）表示，華盛頓仍在“評估”如何應用該命令。威爾遜中心加拿
大研究所（Wilson Center's Canada Institute）所長克里斯托弗·桑茲（Christopher Sands）說，如
果布林肯想討論加美關係的力量，他應該承認保護主義政策會削弱這些關係。

桑茲說：“讓我們的供應鏈變得有彈性的是，我們沒有試圖自己做所有的事情，而是建立
了這些跨境供應鏈。而這意味著，當你遇到緊縮時，你可以去加拿大尋求幫助。你不能通過把'
購買美國貨'的條款放進去，讓供應鏈變得更有彈性，因為這意味著我們受到了國內可用供應量
的限制。”

拜登在就任總統幾天后簽署了一項行政命令
，促進購買、生產和開髮美國製造的商品，這是
他在競選總統時強調的一個重點。桑茲表示：
“在我看來，這是在宣傳他們的弱勢感，他們覺
得自己也需要解決民粹主義和民族主義情緒。”
拜登也沒有撤銷前總統特朗普推出的一項行政命
令，確保疫苗製造商在出口其他地方的劑量之前
優先考慮美國的合同。

當巴頓問布林肯時，他沒有說未來是否會允
許加拿大使用國內生產的疫苗。布林肯說：“我
們專注於讓每個美國人都接種疫苗，這是工作一
。但我們同時也在研究，如何幫助在世界各地獲
得疫苗。”隨著未來幾週疫苗生產的加速，世界
各地包括加拿大在內的疫苗獲取量也將增加。

桑茲說，雖然行政命令不像立法那樣具有約
束力，但他對官員們沒有採取更多措施向加拿大
人保證美國可以分享其供應感到失望。他說：
“‘加拿大，你向輝瑞公司訂購疫苗……美國正
致力於擴大疫苗的生產。’這話說起來容易。這

就是二戰後你會期望美國說的那種話，那種領導力。”
早在去年11月，輝瑞公司就表示，加拿大將收到從該公司位於密歇根州卡拉馬祖的工廠發

送劑量。但輝瑞公司在今年早些時候回絕了這一說法。
輝瑞加拿大總裁科爾·平諾（Cole Pinnow）本月早些時候告訴巴頓，在與前任美國政府發

生“一些不確定因素”後，公司“重新評估了我們的供應鏈計劃”，決定將加拿大的產品從比
利時Puurs出口。平諾表示，至少到6月底之前，該公司在歐洲的工廠將繼續供應劑量。

上週五（2月26日），加拿大衛生部（Health Canada）批准了牛津-阿斯利康公司的疫苗，
其中2000萬劑疫苗預計將來自美國。採購部長阿尼塔·阿南德（Anita Anand）表示，她已經收
到“積極的跡象”，美國的這批疫苗有望在今年第二和第三季度到達。

美民主黨提交法案，500萬無合法身份
一線工人可獲得公民身份

持續數日的持續數日的““加美週加美週””會議即將到來會議即將到來，，但兩國間的分歧仍然難以彌合但兩國間的分歧仍然難以彌合

美國得州最大電力合作公司申請破產美國得州最大電力合作公司申請破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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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威莎單針疫苗 重症保護率逾90%
陳薇：接種半年後加打一針增強型 保護力持續兩年

��(���

中國首個腺病毒載體新冠疫苗，是全球首個進入
臨床階段的新冠疫苗。在該疫苗的安全性上，

陳薇表示，到現在為止，接種的人群包括極端環境
下的人群，沒有發現跟疫苗相關的嚴重不良反應，
也沒有發現跟其他疫苗有不一樣的特別特殊的不良
反應。

6歲至18歲安全性數據已獲取
對於疫苗是否可對包括青少年、老年人在內的

全體人群接種，陳薇表示，去年4月12日，該疫苗
在武漢進行二期臨床試驗時，已放開年齡上限，當
時最年長的志願者是84歲的熊先生。因為是隨機雙
盲試驗，後來揭盲的時候他的抗體是陽性，給大家
很大的信心。對於年齡下限試驗，陳薇說，6歲到18
歲的臨床已經做完，6歲到18歲的安全性數據已經
獲取。

在克威莎疫苗的有效性方面，陳薇表示：“疫
苗的最大作用就是防止重症，所以一個疫苗能夠減
少重症的發病率，就是減少死亡率。我們在巴基斯
坦重症保護率能達到全部保護，在全球所有人裏

面，重症保護率能達到90%以上，這是一個可喜的
數據。”

陳薇：試驗數據將快公布
疫苗的儲運方式，關係到疫苗的可及性。陳薇

表示，國外有些疫苗需-70℃保存，這在基礎設施不
全的地方很難普及。克威莎疫苗的儲運條件是2℃—
8℃，仍需冷鏈，未來希望通過學科交叉做到非冷鏈
儲運。“我做疫苗有個理想，叫‘雙非’，非注
射、非冷鏈。”陳薇表示，目前已經在全世界做完
臨床試驗了，試驗數據馬上也會公布。

目前，中國已批准滅活、腺病毒載體兩條技術
路線的四款新冠疫苗上市，成為全球擁有疫苗路線
和種類最多的國家。陳薇表示，中國新冠疫苗研發
處於全球第一方陣，這是毋庸置疑的。對於公眾對
於國內已上市疫苗的選擇，陳薇表示，每個疫苗的
安全性、有效性都是有一定數據支撐的。“如果你
想打的次數少一點，想更快產生免疫反應，14天就
有60%多的保護率，或者你打一針就要出國或執行
任務，腺病毒載體新冠疫苗是首選。”陳薇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凱雷 北

京報道）中國首個腺病毒載體新冠疫

苗——陳薇院士團隊與康希諾合作研製的

克威莎疫苗，在2月25日獲批在內地附條

件上市，成為目前中國首個單針新冠疫

苗。陳薇院士日前接受央視訪問時透露，

觀察數據顯示，克威莎新冠疫苗重症保護

率達到 90%以上，保護力持續達半年以

上。她表示，如果6個月以後疫情還沒有結

束，根據加強試驗，打完一針疫苗6個月後

再打一針增強型，可以有10倍、20倍免疫

反應的增高，達到兩年的免疫持久性。

●●康希諾的新冠疫苗克威莎重症保護率達到康希諾的新冠疫苗克威莎重症保護率達到
9090%%以上以上，，保護力持續達半年以上保護力持續達半年以上。。圖為醫護圖為醫護
人員為接種人員注射疫苗人員為接種人員注射疫苗。。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中外腺病毒載體疫苗比較
●腺病毒載體新冠疫苗克威莎
研發方：陳薇院士團隊與康希諾合作
研製

進展：在內地獲批附條件上市；在巴
基斯坦、墨西哥獲得緊急使用

接種模式：單針接種

●黑猩猩腺病毒載體疫苗

研發方：英國牛津大學和阿斯利康製
藥公司聯合研發

進展：獲歐盟委員批准附條件上市；
在多國展開大規模接種

接種模式：兩針接種

●人腺病毒載體疫苗“衛星-V”

研發方：俄羅斯加馬列亞研究所研製

進展：在俄羅斯獲准上市；在俄羅斯
展開大規模接種，在伊朗、阿根廷、
塞爾維亞等國獲批使用

接種模式：兩針接種

整理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凝哲

陳薇院士領銜研發的中
國首個腺病毒載體新冠疫

苗，單針接種，一針起效。英國和俄羅斯同種
技術路線的腺病毒載體疫苗，均為兩針注射。
有關專家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出，克威
莎疫苗的單針模式，與外國兩針接種，主要區
別在於免疫程序設計的問題上，而單針接種模
式對於應急防控更加有利。

克威莎疫苗是首款獲批的中國產腺病毒載
體新冠病毒疫苗，也是唯一採用單針免疫程序
的新冠疫苗。

據介紹，該疫苗具有以下特點：一針起效
（唯一單針免疫程序），雙重保護（體液免
疫+細胞免疫），綠色製造（不需要培養新冠
病 毒 ） ， 穩 定 性 好 （2℃-8℃ ， 不 需
要-70℃），覆蓋變異（S基因，目前變異有
效），自主性好（獲國家發明專利授權）。根

據多國三期臨床試驗，該疫苗的數據為，單針
接種疫苗28天後總體保護效力65.28%；單針
接種疫苗14天後總體保護效力68.83%；至於
重症保護效力，單針接種28天後為90.07%，
單針接種14天後為95.47%。

據報道，俄羅斯的“衛星-V”疫苗，需要
注射兩針。英國阿斯利康是用大猩猩的腺病毒
作為載體的疫苗，也需要注射兩針。試驗數據
顯示，上述腺病毒疫苗均需要注射兩針，才能
夠達到較好的免疫效果。

專家表示，疫苗單劑還是雙劑，與疫苗研
發制定的策略有關。單針疫苗自有適宜的接種
人群。比如邊遠貧困地區，因路途偏遠、召集
不易、成本較高等原因，不太適合前後“雙
針”。又如，有臨時或緊急任務需要前往疫病
流行地區，可能也會需要單針接種。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凝哲、凱雷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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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針接種應急防控更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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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提升土地效益，加工出口區管
理處針對園區內閒置廠房規劃退場機制，未來
將要求廠商提出改善計畫，若業者無法有效活
化，經濟部將介入強制拍賣廠房，相關子法預
計在6月28日訂定完成。

立法院去年三讀通過加工出口區設置管理
條例修正草案，法案名稱改為 「科技產業園區
設置管理條例」， 「加工出口區」正式更名為
「科技產業園區」，條例也新增退場機制及管

理措施，也就是，若廠商未依計畫進行投資或
經營，經濟部可要求停止，並限期遷出。

加工出口區管理處副處長劉繼傳解釋，加
工出口區成立初期，主要產品多為加工品，如
成衣、皮革、塑膠製品、西服、金屬製品、數

位相機等，中後期才逐漸轉為生產高附加價值
產品如資訊軟體，而在產品演變過程中，部分
廠商也將生產線遷出，空留廠房在加工區。

他進一步說，為了活化閒置土地，先前
作法是鼓勵廠商自主拆除重建，截至去年為止
，有 19 家、共約 11.63 公頃廠房 「打掉重練」
，創造新台幣 380 餘億元的投資，而新法上路
後，要求廠商活化廠房的力道更強。

劉繼傳表示，6 月 28 日前會訂出子法，
初步規劃廠商要提新的投資計畫書，通過後才
能持續使用，若未提出，將展開一連串行政程
序，像是要求交出閒置廠房，或透過開罰方式
增加廠商持有成本等，最終手段則是強制拍賣
。

(綜合報道）全台水情吃緊，產業界積極節水，鋼鐵、紡織
被視為傳統產業中的用水大戶，業者透過設備改善，多次使用回
收水，藉此提升用水效能；中龍鋼鐵目前一滴水可以用4次，宏
遠用水也至少經歷兩次循環。

由於去年夏季無颱風侵台，豐水期無颱風降雨，為50多年
來首見。全台今年水情吃緊，為對抗旱象，產業界積極節水備戰
。

鋼鐵業被視為是傳統產業中的用水大戶，中龍鋼鐵透過製
程改善，以最佳調度模式節約用水量。中龍鋼鐵表示，近3年用
水回收率均達98.5%以上，每滴水可充分利用4次，整體用水量
降低至每天5萬噸，相較建廠初期須達10.5萬噸，已有明顯成效
。

中龍也推動 「福田放流水回收再利用計畫」，並在去年9月
簽訂用水契約， 「福田水案」完工啟用後，將可供應中龍每天
5.8萬噸再生水。

針對非生產用水，中鋼主管表示，綠化區停止自動灑水，

改為水車載運回收水灑水；廚
房用水、盥洗用水則是節約使
用。另外，停用游泳池、洗車
及魚池，中鋼也強調水情對生
產尚無影響。

紡織業部分，染整技術
複雜，用水量龐大，業者透過
廢水處理設備，以再生水取代
新水，藉此達到省水效果。

福懋主管指出，Nike、
Adidas等國際品牌注重製程，供應商須達到節能、省水、使用綠
電生產等條件。為符合客戶要求，福懋早已砸下重金改善生產設
備，福懋目前用水回收率達6成，且紡織品與染液的比重大幅改
善。舉例來說，先前1公斤染料需用10公斤水，現在染料與用水
比例已經達到1：5，用水效能提升。

他表示，福懋在台生產比重約占整體40%，雖全台水情吃

緊，但生產尚未受此影響。
宏遠透過再循環系統，落實水資源再回收，宏遠主管說，

透過回收設備，一滴水至少能使用兩次。其中，織布用水較潔淨
，可以使用3次以上；而染整用水成分較複雜，但經過設備過濾
後能使用兩次。

另外，宏遠製程回收水也可用於廁所等環境用水。宏遠強
調，對水資源相當重視，目前生產用水無虞，對營運未有影響。

(綜合報道）白色情人節即將來臨，台電今天表示，精心安排了一條從都市到郊區、室內外兼
具、包山包海的約會路線，可讓情侶們感情升溫。

台電今天發布新聞稿表示，這條約會路線從擁有大量互動式體驗的 「電幻1號所」作為起點
，再到遠離塵囂的 「台電北部展示館」及神秘海岸稍做休憩，享受大自然洗禮；最後前往瑞芳
「十三層遺址」，讓山城的琥珀色暖光包圍兩人世界，絕對讓情侶們感情升溫。

台電說明，位在板橋火車站附近、榮獲紅點品牌與傳播設計獎等獎項的 「電幻1號所」，是
台電首座將能源與健身房結合的 「EnerGym能源健身房」。在展區裡，情侶可以藉由挑戰能源關
卡，如彈跳、舞踏、投籃、戰繩、飛輪等互動方式，了解水、風、光、波浪及地熱的發電原理。

結束能源健身房之旅後，台電建議，可前往位在新北市萬里區的 「台電北部展示館」走走，
這裡提供淺顯易懂的電力知識，還可以到展館二樓的休憩室，遠眺野柳岬及國聖灣的美麗海景，
接著情侶也可以前往金山老街，品嚐膾炙人口的金山鴨肉，享受美味午餐。

台電指出，位在北展館約8分鐘車程距離，還有美麗的 「神秘海岸」，情侶可將導航目的地
設定在水尾漁港，從北展館出發沿著基金公路向北，經過金山分局派出所後右轉，順著路下去便
可看見木樓梯，此處便是神秘海岸的入口處，跨越木樓梯，北海岸東北角美景一覽無遺。

台電表示，這裡可見神秘海岸知名打卡景點 「一線天」，岩洞後可以看到特有的海蝕岩礁地
形，例如海蝕、豆腐岩、蜂巢岩等，往深處繼續探索，還能近距離觀賞燭臺雙嶼的美景。

台電建議，約會尾聲情侶可前往 「水湳洞十三層遺址」，附近有許多古色古香、獨具匠心的
咖啡廳及餐廳，可在此稍作休憩，欣賞曾因礦產發達繁榮一時的古城，並等待夜幕到來。

台電說明，自2019年中秋節起，每天晚上6時至9時都會點亮十三層遺址，這裡榮獲2020德
國紅點年度最佳設計大獎等殊榮，情侶來到這裡，可以吹著徐徐海風，欣賞夜幕中美麗的琥珀色
天空之城。

迎接白色情人節台電推薦浪漫約會路線

水情吃緊紡織鋼鐵業備戰一滴水用逾兩次

科技產業園區閒置廠房退場機制 子法預計6月底完成

外籍人士來台政策鬆綁 國境單位外籍人士來台政策鬆綁 國境單位：：需花時間恢復需花時間恢復
桃園國際機場國境單位桃園國際機場國境單位11日表示日表示，，雖然台灣鬆綁外籍人士來台及轉機政策上路雖然台灣鬆綁外籍人士來台及轉機政策上路，，但受各但受各

國防疫及居家檢疫措施影響國防疫及居家檢疫措施影響，，民眾想出國仍有諸多考量民眾想出國仍有諸多考量，，因此非本國籍人士的入境及轉機服因此非本國籍人士的入境及轉機服
務使用務使用，，恐需要一段時間來緩步恢復恐需要一段時間來緩步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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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志江醫學博士生平介紹毛志江醫學博士生平介紹

高昂電費的多米諾骨牌效應現在正在休斯頓市發生高昂電費的多米諾骨牌效應現在正在休斯頓市發生
ReliantReliant 公司宣布其固定費率電費政策電價格受到保護公司宣布其固定費率電費政策電價格受到保護

（（休士頓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秦鴻鈞報導））
毛志江醫學博士毛志江醫學博士，，名門之後名門之後
，，為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前為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前
委員長毛松年先生長子委員長毛松年先生長子。。
19421942年年88月月77日出生於中國廣日出生於中國廣
東三江東三江，，在台灣成長就學在台灣成長就學，，
完成了高中和大學學歷完成了高中和大學學歷，，
19651965 年畢業於國立台灣大學年畢業於國立台灣大學
。。毛醫師從小立志學醫毛醫師從小立志學醫，，來來
美國深造美國深造，，於於19711971年獲得俄年獲得俄

克拉荷馬大學克拉荷馬大學（（University of OklahomaUniversity of Oklahoma），），醫學生理學博醫學生理學博
士學位士學位。。3535歲時在德州大學休士頓健康科學中心取得醫學歲時在德州大學休士頓健康科學中心取得醫學
博士學位博士學位，，在在 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 完成住院醫訓練完成住院醫訓練
，，19811981年開始在休士頓行醫年開始在休士頓行醫，，為休士頓第一位華人醫師為休士頓第一位華人醫師，，
毛醫師擅長於各類體檢毛醫師擅長於各類體檢，，Urgent Care,Urgent Care, 老年醫學老年醫學，，抗老化以抗老化以
及幹細胞相關技術及幹細胞相關技術，，先後在休士頓的德州大學和貝勒醫學先後在休士頓的德州大學和貝勒醫學
院附屬醫院擔任內科住院醫師院附屬醫院擔任內科住院醫師，，在華盛頓特區國家健康研在華盛頓特區國家健康研
究院從事學術研究究院從事學術研究，，在神經藥理及生理學範疇著述良多在神經藥理及生理學範疇著述良多，，

並在國內外的會議上受邀發表演講並在國內外的會議上受邀發表演講。。
毛醫師在休士頓開業毛醫師在休士頓開業，，從事家庭醫學和內科醫學超過從事家庭醫學和內科醫學超過

3535年年。。喜愛讀書喜愛讀書，，談吐斯文談吐斯文，，平易近人平易近人，，喜歡幫助病人喜歡幫助病人，，
勤於實踐和思考勤於實踐和思考。。毛醫師多年貢獻僑社毛醫師多年貢獻僑社，，醫術高超醫術高超、、精湛精湛
，，救人無數救人無數。。

毛醫師還兼任毛醫師還兼任Select Medical CorporationSelect Medical Corporation屬下休斯頓三屬下休斯頓三
所醫院的醫務總監暨醫師會主席所醫院的醫務總監暨醫師會主席。。也是華裔醫師協會創會也是華裔醫師協會創會
會長會長，，目前仍為該會監事會主席目前仍為該會監事會主席。。他同時是世界廣東同鄉他同時是世界廣東同鄉
會休士頓分會顧問會休士頓分會顧問，，美國全國陳式太極拳總會副會長美國全國陳式太極拳總會副會長。。

毛志江醫師不幸於毛志江醫師不幸於20212021年年22月月2424日因新冠病毒日因新冠病毒(COV(COV--
ID-ID-1919))感染感染，，引致併發症辭世引致併發症辭世。。他的遽然離世他的遽然離世，，給休市全給休市全
僑至深的哀痛與悼念僑至深的哀痛與悼念。。

毛醫師於美求學創業成功後毛醫師於美求學創業成功後，，將父母接至美國定居將父母接至美國定居，，
三代同堂三代同堂，，晨昏定省侍奉雙親至孝晨昏定省侍奉雙親至孝，，手足自幼情感深厚手足自幼情感深厚，，
對兩位姊姊亦尊敬至深對兩位姊姊亦尊敬至深。。其夫人林琪曉於去其夫人林琪曉於去((20202020))年年33月因月因
病去世病去世，，膝下有一子一女膝下有一子一女，，長男華盛長男華盛(Dillon)(Dillon)，，長女若蘭長女若蘭
(Noreen)(Noreen)適適Brian VavraBrian Vavra。。擁有兩孫擁有兩孫，，1919歲的歲的CybilCybil和和22歲的歲的
AshtonAshton。。

（（休士頓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秦鴻鈞報導 ））兩週前兩週前，，暴風雪暴風雪
襲擊了休斯頓襲擊了休斯頓，，電力故障給休斯頓居民造成了電力故障給休斯頓居民造成了
巨大損失巨大損失。。 同時同時，，一些居民僅在這些暴風雪一些居民僅在這些暴風雪
期間就必須支付高昂的電費期間就必須支付高昂的電費。。在異常的冰冷天在異常的冰冷天
氣導致數百萬德克薩斯人斷電之後氣導致數百萬德克薩斯人斷電之後，，一些人面一些人面
臨著另一場危機臨著另一場危機：：電費高昂電費高昂。。高昂電費的多米高昂電費的多米
諾骨牌效應現在正在休斯頓市發生諾骨牌效應現在正在休斯頓市發生，，這與一些這與一些
德州客戶最近收到的瘋狂電費有關德州客戶最近收到的瘋狂電費有關。。電價的飆電價的飆
升打擊了那些選擇以批發價支付電費的人們升打擊了那些選擇以批發價支付電費的人們，，
這通常比在天氣好的情況下支付固定價格便宜這通常比在天氣好的情況下支付固定價格便宜
，，但是當電力需求很高時但是當電力需求很高時，，價格可能會飆升價格可能會飆升
。。 據稱收到大筆賬單的許多人都是僅在德州據稱收到大筆賬單的許多人都是僅在德州
運營的電力供應商運營的電力供應商GriddyGriddy的客戶的客戶。。 現在現在，，某某
些零售電力供應商無法支付他們欠些零售電力供應商無法支付他們欠ERCOTERCOT的的
錢錢，，並且已經被淘汰在電網之外並且已經被淘汰在電網之外。。 一些專家一些專家
表示表示，，政府紓困可能是唯一的解決方案政府紓困可能是唯一的解決方案。。 能能
源專家埃德源專家埃德..希爾斯希爾斯（（Ed HirsEd Hirs））教授說教授說：：對很對很
多人來說多人來說，，這是真錢這是真錢。。

希爾斯說希爾斯說：：您上兩週仍可能要為您上兩週仍可能要為$$ 22,,500500的電費承擔責任的電費承擔責任。。他說他說，，一些零售電力提供商無法從一些零售電力提供商無法從
客戶處收取費用客戶處收取費用，，因此現在零售提供商正在告知他們無法付款的狀態因此現在零售提供商正在告知他們無法付款的狀態。。 零售提供商表示零售提供商表示，，ERER--
COTCOT在停電期間單方面提高了價格在停電期間單方面提高了價格，，以激勵發電商重新上網以激勵發電商重新上網。。 希爾斯說希爾斯說：：問題在於他們已經知道問題在於他們已經知道
那些發電機將無法使用那些發電機將無法使用。。 因此因此，，在接下來的幾個月中將有一個真正的解脫在接下來的幾個月中將有一個真正的解脫。。 ERCOTERCOT欠德州發電欠德州發電
廠廠1313億美元億美元，，以用於停電期間提供的能源以用於停電期間提供的能源。。 ERCOTERCOT表示表示，，它仍在等待零售提供商支付超過它仍在等待零售提供商支付超過2020億億
美元的款項美元的款項。。 專家說專家說，，如果如果ERCOTERCOT無法拿出這筆錢無法拿出這筆錢，，則可能必須由國家來保釋則可能必須由國家來保釋。。 希爾斯說希爾斯說，，這這
是客戶需要密切注意的事情是客戶需要密切注意的事情。。

最近最近，，Reliant EnergyReliant Energy公司宣布了其固定費率電費政策公司宣布了其固定費率電費政策，，以供您參考以供您參考。。ReliantReliant 與德州和你一與德州和你一
起渡過困難時期起渡過困難時期。。德州是我們的家德州是我們的家，，ReliantReliant的客戶是我們的鄰居的客戶是我們的鄰居。。我們知道我們知道，，冬季暴風雨過後冬季暴風雨過後，，
我們社區中的許多人會感到擔憂和困惑我們社區中的許多人會感到擔憂和困惑，，我們隨時準備提供幫助我們隨時準備提供幫助。。您可以放心您的價格受到保護您可以放心您的價格受到保護
，，我們的住宅固定費率和月度計劃與實時市場價格無關我們的住宅固定費率和月度計劃與實時市場價格無關，，可以保護您免受批發電價波動的影響可以保護您免受批發電價波動的影響。。

由於兩個星期前的冬季風暴由於兩個星期前的冬季風暴，，您不會在下一份賬單中看到您不會在下一份賬單中看到22月份使用費的費率增加月份使用費的費率增加。。如果您在嚴如果您在嚴
寒期間使用比平常更多的能量來加熱房屋寒期間使用比平常更多的能量來加熱房屋，，則使用量可能會增加則使用量可能會增加。。您可以在您可以在reliant.com/wintertipsreliant.com/wintertips
上了解使用率增加的常見原因上了解使用率增加的常見原因。。

ReliantReliant 很樂意提供提供付款協助很樂意提供提供付款協助。。有時當賬單到期日臨近時有時當賬單到期日臨近時，，很難付清電費很難付清電費。。無論您是需要無論您是需要
更多時間支付賬單還是需要幫助支付賬單更多時間支付賬單還是需要幫助支付賬單，，ReliantReliant都願意為您提供幫助都願意為您提供幫助。。您甚至可以在線申請援您甚至可以在線申請援
助計劃助計劃。。您可以您可以2424//77全天候管理您的帳戶全天候管理您的帳戶 ReliantReliant的在線帳戶工具可讓您掌控一切的在線帳戶工具可讓您掌控一切。。您可以從您可以從ReRe--
liantliant帳戶訪問計劃詳細信息帳戶訪問計劃詳細信息，，跟踪使用情況和付款跟踪使用情況和付款，，設置個性化警報等設置個性化警報等。。 隨著復甦的繼續隨著復甦的繼續，，請知請知
道我們與每位準備提供幫助的客戶站在一起道我們與每位準備提供幫助的客戶站在一起。。您可以通過在線聊天或致電您可以通過在線聊天或致電11 866866 222222 71007100與我們與我們
聯繫聯繫2424//77。。有關最新的更新和恢復資源有關最新的更新和恢復資源，，請訪問請訪問reliant.com/winterstormreliant.com/winterstorm。。 自自20012001年以來年以來，，我們我們
很高興有機會為您和其他成千上萬的德州家庭提供服務很高興有機會為您和其他成千上萬的德州家庭提供服務。。請放心請放心，，我們將長期為您服務我們將長期為您服務，，並提供並提供
同樣屢獲殊榮的客戶滿意度同樣屢獲殊榮的客戶滿意度。。

在異常的冰冷天氣導致數百萬德克薩斯人斷電之後在異常的冰冷天氣導致數百萬德克薩斯人斷電之後，，一些人面臨著另一場危機一些人面臨著另一場危機：：
電費高昂電費高昂。。高昂電費的多米諾骨牌效應現在正在休斯頓市發生高昂電費的多米諾骨牌效應現在正在休斯頓市發生，，這與一些德州客這與一些德州客
戶最近收到的瘋狂電費有關戶最近收到的瘋狂電費有關

兩週前兩週前，，暴風雪襲擊了休斯頓暴風雪襲擊了休斯頓，，電力故障給休斯頓居民造成了巨大電力故障給休斯頓居民造成了巨大
損失損失。。 同時同時，，一些居民僅在這些暴風雪期間就必須支付高昂的電費一些居民僅在這些暴風雪期間就必須支付高昂的電費

Chi C. Mao, M.D., Ph.D. 
1942-2021 

Chi C. Mao, M.D., Ph.D., 毛志江, was born in Guangdong, China, on August 7, 1942, and 

completed his high school and college education in Taiwan.  He received his B.S. Degree in Zoology from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in 1965.  He came to the United States to further his education and received 

a Ph.D. degree in Medical Physiology from the University of Oklahoma in 1971, and a M.D. degree with 

honors from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Houston in 1981.  He did his residency in Internal Medicine at the 

University of Texas at Houston and at Baylor College of Medicine Affiliated Hospitals.  He taught medical 

physiology at Univ. of Oklahoma and conducted research at National Institute of Mental Health in 

Washington, D.C., in the fields of neuro-pharmacology.  He has published extensively and been an 

invited speaker at local, national a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s in a variety of subjects in the fields of his 

research and medicine.  He practiced Family Medicine and Internal Medicine in Houston for over thirty 

five years.  He was the Chief Medical Officer of Select Specialty Hospitals- Houston, L.P. including three 

campuses in the Greater Houston Region.  Dr. Mao was the founding President of Chinese American 

Doctors Association of Houston (CADAH), a well established professional association of Chinese 

American physicians and dentists, serving from 1993 to 1995.   He was named CADAH’s Doctor of the 

Year in 2012.  He also served on the CADAH Foundation Board for many years and was its president in 

2015. 

Dr. Chi Mao passed away on February 24, 2021, from COVID infection and its complications. He was 

predeceased by his wife of 47 years, Shelly, who passed away in April, 2020.  He is survived by a son 

Dillon Mao, and a daughter Noreem, son-in-law Brian Vavra, and two grandchildren, Cybil, 19, and 

Ashton,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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