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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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13/21

（綜合報導）路透社報導，席斯堤（Carl
Heastie）表示，紐約州眾議會司法委員會將獲授權
訪問證人、傳喚文件及評估證據。席斯堤在聲明
中說： 「與州長有關的指控內容很嚴重。」

席斯堤表示，與掌控眾議會的民主黨同志會
談後，決定展開調查。與此同時，紐約州檢察長
詹樂霞（Letitia James）早已宣布會領導另一項調查

。
法新社提到，席斯堤授權

調查是最終彈劾成立的第一步
。紐約州議會要彈劾成功，需
要獲得眾議會簡單多數及參議
會2/3多數通過，上次發生此事
是在1913年。

63 歲 的 古 莫 （Andrew
Cuomo）否認所有指控，指控

他性騷擾的女性大多是前助理。紐約州首府阿爾
巴尼（Albany） 「時代聯合報」（Times Union）9
日報導，提出最新指控的女性是一名姓名未曝光
的助理，她宣稱古莫去年以公事為由把她叫到官
邸後伸出鹹豬手。

時代聯合報昨天報導，古莫否認對她毛手毛
腳，還說 「我從來沒有做過那樣的事」，並說報

導描述的細節 「令人揪心」。
古莫上週在記者會上曾表示，若他的言行曾

被 「誤解為討厭的調情」，他 「真的很抱歉」，
但他否認曾不當碰觸或向任何人求歡。

古莫性騷醜聞在紐約政壇掀起波瀾，連古莫
的民主黨同志都呼籲他下台，包括紐約市長白思
豪（Bill de Blasio）。白思豪今天表示，古莫 「不
能再當州長」。

古莫先前表示他不會辭職，並懇請民眾等到
調查結果出爐再下判斷。

古莫的長期政治對手白思豪今天說，最新的
指控內容令人不安。白思豪告訴媒體： 「具體指
控州長把手下職員叫到私人地方然後性攻擊的說
法，完全令人無法接受。對我來說這令人作嘔，
而他不能再當州長。」

紐約州長涉性騷紐約州長涉性騷 白思豪籲下台白思豪籲下台

路透社路透社

今年夏令日光節約時間將於3月14日(
星期天)凌晨2時開始實施，時間需往前撥
快一小時，別忘了睡前撥鐘。

日光節約時間3月14日 別忘調快一小時

（綜合報導）3 月 5 日，負責
新冠疫情工作的美國副總統彭斯對
記者承認，“我們現有檢測（工具
）不足，不能滿足檢測需求的預期
增長。”儘管在一天前（4日），
他還絕口不提短缺問題。

但是一天后（6日），美國衛
生與公眾服務部長亞歷克斯·阿扎
（Alex Azar）在 ABC 新聞的節目
中卻堅稱，“檢測設備沒有短缺，
也從來沒出現過短缺”，明顯與彭
斯口徑不一。

阿扎還說，“到本週末，我們
將在美國各地的公共衛生實驗室、
私人實驗室和商業實驗室進行超過
120萬次的測試，而且這一數字還
在以百萬計的規模迅速擴大。”

另據《紐約時報》消息，同一
天（6日），阿扎陪同川普在白宮
簽署 83 億美元針對新冠病毒的緊

急支出法案，他當時對記者
說：“我只是想說明，在檢
測方面，我們已經向華盛頓
州和加利福尼亞州提供了他
們要求的所有檢測。我們整
個星期都在談論的試劑盒的
生產和運輸，完全按計劃進
行。”

他說，美國疾控中心已
經向州和地方政府實驗室運
送了能夠檢測 7.5 萬人的材
料。此外，與疾控中心合作
的 私 營 承 包 商 Integrated
DNA Technologies已經向私
營部門和醫院分發了足夠
70 萬次檢測的材料。 “剩
餘的批次今天上午已經送達
疾控中心進行質量檢測，我
們預測，這個週末就可以用
了。因此，下週將繼續生產多達

400萬檢測試劑。

相互矛盾相互矛盾 美副總統彭斯承認檢測試劑短缺美副總統彭斯承認檢測試劑短缺

((路透社路透社))

今年夏令日光節約時間
將於 3 月 8 日(星期天)凌晨 2
時開始實施，時間需往前撥
快一小時，別忘了睡前撥鐘
。

日光節約時間3月8日 別忘調快一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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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alee@scdaily.com
我見我聞我思

幾內亞共和國駐休斯敦名譽總領事
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One year after WHO declared the
COVID-19 outbreak a pandemic,
Dr. Anthony Fauci told a reporter
that there could be an unprece-
dented fight to stop the virus. He
never imagined at the time that we
would lose more than one-half mil-
lion lives in our country.

It has now been just over a year
now that we as a media company
have witnessed so many tragedies
in our community and all over the
nation. Many people have not only
lost their loved ones, but many of
them have also lost their business-
es and all their life’ s work and
savings.

Up until today many people still don
’t understand how a strong nation

like America just couldn’ t fight
this battle and have so many loss-
es in our country.

A year later most of the nation is
open for business. We all hope the
pandemic is under control. We
want to see students go back to
school. People can go back to
work and grandparents can visit
their grand kids again. Finally, life
can get back to normal.

President Biden just spoke to the
nation. He promised that before
May 1, all the people over 18 will
be vaccinated.

Thank you Mr. President. We really
appreciate what you have done for
us.

0303//1212//20212021

Better Days Are AheadBetter Days Are Ahead

美國疾病專家福其在新冠疫情發生後的週年
談話中，非常傷感地說，我真的沒有料到 美國
有五十三萬多人喪失了寶貴生命， 雖然當初我
預期會非常嚴重，但是也想不到會如此悲慘。

整整一年了，我們目睹了多少悲劇發生在我
們大家的左右隣居及社區內，眼看多少企業，不
論大小都遭到诸多困難，有的因而倒閉，畢生储
蓄和努力付之流水。

為什麼美國如此強大的國家，因病毒而不堪
一擊，我們對於國家領導人之任性感到萬般遺憾
， 聯邦和地方之不協調，個人之自私自利，多
少人在悲慘之生活中掙扎。

一年之後，我們的社會變了，大家對疫情之
恐襲造成心理上無法接受之負荷，生活在沒有希
望的氛圍中，全美大部分地區已經全面開放，大
家關闭太久了，希望上天赐福，將病毒掃出地球
，重回正常之生活環境。

拜登總統在向全國國民之演说中，保証在五
月一日之前，全國十八歲以上國民都可以登記接
種疫苗。

疫情週年之後疫情週年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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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英國媒體多日來被33歲女子莎拉
艾佛厄特（Sarah Everard）失蹤案占據版面，
她的遺體已在肯特郡被尋獲。這起案件目前落
網嫌疑人是一名在職警察，讓英國社會震驚。

英國廣播公司（BBC）報導，莎拉上週3
日晚間從朋友公寓離開後，獨自走路回家，路
上和男友通話，但接著就下落不明。朋友家距
離她家的走路時間大約為50分鐘。

警方調閱監視器畫面後發現，莎拉在晚間
9 時左右離開朋友家，最後一次現蹤是晚上 9
時30分左右在倫敦的克利普罕區（Clapham）
，當時正走在一條大馬路上。從畫面中可看到
她身穿綠色外套、有菱格紋的藍色運動長褲、
運動鞋，戴著白色毛線帽與口罩，正在與人通
話。

警方表示，目前尚不清楚她最後有沒有返
抵位於伯立克斯頓（Brixton）的住家。經過搜
索後，警方 10 日在肯特郡一處林地發現遺體
，之後證實為莎拉艾佛厄特。

48 歲的倫敦都會區警察局（Metropolitan
Police Service）員警庫任茲（Wayne Couzens）
9日因綁架與謀殺莎拉等罪嫌遭逮捕，12日晚
間遭到起訴。一名 30 多歲女子也因為涉嫌協
助犯案遭到逮捕。

由於嫌犯的身分是在職警察，更因為雖然

稱不上是光天化日，但莎拉走路回家的時間其
實稱不上太晚、她失蹤的克利普罕區治安也不
差，但她竟然遭遇不幸，引發社會恐慌。

庫任茲的鄰居接受英國獨立電視台（ITV
）訪問表示，他和妻子及2名孩子同住， 「看
起來就像一個正常、普通的家庭，沒有什麼奇
怪的地方。」鄰居並說，警方在庫任茲家中的
花園挖掘。

英國首相強生（Boris Johnson）表示，對
事件深感震驚，並對莎拉的親友致上誠摯的哀
悼之意，將儘快找出真相。

女性的人身安全成為英國最近熱門社會議
題，不少女性在社群網路分享夜歸的嚇人體驗
，標註 「她只不過是走路回家」（#SheWas-
JustWalkingHome）。

一名獨居在倫敦的女性發文表示，更令人
難過的是莎拉其實做到了每樣該注意的事情。
她穿著明亮的顏色、可以迅速逃跑的平底鞋，
在回家路上打電話給男友，而且專挑明亮的大
馬路走，但依舊遭遇不幸。

倫敦都會區警察局表示，庫任茲在 2018
年9月加入警局，原本轄區在布倫來（Bromley
），去年 2 月調職到國會與外交保護小隊
（PaDP），基本工作是在倫敦的多處大使館
巡邏。他在莎拉失蹤時間沒有執勤。

英國女子走路返家遭綁架殺害
警察涉案引發震驚

拜登在上任總統整整50天後簽署了1.9兆
美元新冠疫情紓困法案, 他並選在黃金時段向
全美發表了第一次正式演說。 拜登宣示在五月
一日前讓所有美國成年人都能接種疫苗, 並迅
速提振美國經濟，安全重啟學校, 並在七月四
日美國獨立日時能讓美國從病毒中脫離出來,
他更在演說中義正辭嚴的譴責暴民最近對亞裔
的仇恨犯罪, 拜登的言詞正像黑暗中放出的亮
光,給美國帶來了新契機, 更給亞裔帶來了溫暖
！

拜登的確是一位勤政愛民的好總統, 他在
上任之前曾昭告:“美國回來了, 我們已準備好
領導這個世界!” 那是多麼令人期待的宣告, 因
為在經過川普四年的亂政後, 不但遭受新冠疫
情重挫, 更在意識形態、宗教、族群、社會和
政治上造成了分裂，他偏執狹隘的美國第一 與
單邊主義思維已使美國失去領導世界的優勢,
更使共和黨分崩離析,在國會兩院皆淪為在野黨
, 最後也失去政權, 更慫恿暴民到國會暴動, 寫
下民主政治齷齪的一頁, 所以拜登在上任後,萬

民期待他能”牛”轉乾坤, 讓美國重回正軌。
在過去的50天內, 拜登的確沒有讓美國民

眾失望, 他的團隊穩健紮實的處理疫情, 無論在
態度、政策與方法上都獲得了大家的肯定, 從
他每天都在自己衣服口袋中攜帶一張書寫著美
國疫情死亡人數的小紙條即可證明他是多麼關
切疫情與人民疾苦, 這也就是為什麼他念茲在
茲, 把疫情當作施政首要完成的目標。

拜登尊重科學與醫學, 催生新疫苗的誕生,
宣導並強化疫苗的接種，尤其是督促執政黨在
國會立法通過了歷史性的紓困法案, 那都是在
挽救美國, 拯救經濟以及把陷入危境的企業與
國人拉拔出來, 並讓大家儘速回復正常的工作
與生活, 絕非如共和黨所指控的具有政黨的權
謀！

根據最新的 Politico 民調顯示, 有超過 79%
的美國選民支持這一次的紓困法案, 所以拜登
政府在落實該法案的條文時具有正當性, 相信
拜登政府絕對可以善用充分的資源來治癒這樣
一個龐大又多元化的國家。

【李著華觀點 : 黑暗中放出亮光
疫情 365 天後拜登給美國帶來新契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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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疫情數據小幅回升
疾控機構警告疫情或趨於惡化

綜合報導 德國疾控機構公布的新增確診感染新冠病毒人數已連續

第二天破萬，同時該國用於監測疫情嚴重程度的指數亦小幅回升。德國

疾控機構負責人當天表示，預計首先發現於英國的變異毒株不久後將成

為在德國傳播的主要新冠毒株，屆時要想遏制病毒傳播將更為艱難。他

警告稱，德國疫情已出現趨於惡化的信號。

德國疾控機構當天公布的新增確診人數和死亡人數分別為10580

人、264人。“平均每十萬人七日累計新增確診數”從前一日的64.7回

升至65.4。德國“時代在線”實時數據顯示，截至當地時間5日23時33

分，德國累計確診2491975人、治愈2291660人、死亡72285人。截至當

天，德國已接種7082562劑疫苗，其中2346388人接種了第二劑。

針對當前疫情數據出現反彈，德國疾控機構羅伯特· 科赫研究所所

長威勒當天在柏林舉行的記者會上警告稱，預計不久後，首先發現於英

國的B117新冠變異毒株將成為德國境內傳播的主要毒株，屆時要想遏制

住病毒傳播將更加艱難。他表示，目前已經出現了疫情趨於惡化的演變

信號。

威勒再次呼籲德國民眾繼續堅持遵守防疫規定，同時積極接種疫苗

。他強調，德國市面上的各款疫苗都是安全且有效的。

日前，德國總理默克爾與各州州長達成共識，將在本月內分五步走

，小幅“解封”零售業和公共文化體育活動。

對此，德國衛生部長施潘當天亦提醒公眾，在“解封”進程中仍需

保持警惕。他為當前采取分步驟“解封”的策略辯護稱，如果不敢於冒

“解封”的風險，對於政治家而言同樣是不負責任的。他認為，新規的

重點在於引入了“緊急制動”機制，從而使得某一地區疫情急劇反彈時

，可以快速回撤到“解封”前的狀態。

多國政要名流接種中國疫苗
綜合報導 近日，又有一批中國新冠

肺炎疫苗運抵世界多地，多國政要及知名

人士接種中國疫苗。

本月2日，現年80歲的“球王”貝

利在位於巴西聖保羅州海濱城市瓜魯雅

的家中接種了第一劑新冠疫苗。據貝利

的新聞秘書處透露，他接種的是北京科

興中維生物技術有限公司研發的新冠病

毒滅活疫苗“克爾來福”，這種疫苗也

是巴西第一款用於全國範圍內廣泛接種

的新冠疫苗。

接種疫苗後，貝利在自己的社交媒體

上發文說：“今天是難忘的一天，我接種

了疫苗！疫情還沒有結束，我們要遵守規

定，保護生命，畢竟現在很多人都沒有接

種。請註意洗手，盡量居家，出門時不要

忘記戴口罩，還要記得保持社交距離。如

果我們能夠為他人著想，並互相幫助，疫

情一定會過去的。”

匈牙利總理歐爾班上月28日通過社

交媒體宣布，他當天在首都布達佩斯接

種了中國國藥集團生產的新冠疫苗。

“接種啦！”歐爾班在其社交媒體賬號

上說。這行文字下面配有3張照片，一

張是他接種的畫面，第二張是醫生展示

中國國藥集團新冠疫苗，另一張顯示完

成此次接種的註射室。歐爾班此前對媒

體說，他對中國新冠疫苗很有信心，最

信任中國疫苗。

匈牙利總統阿戴爾則於上月26日接

種了中國國藥集團生產的新冠疫苗。據匈

通社報道，阿戴爾在接種中國疫苗後再次

呼籲民眾盡快登記接種疫苗。

當地時間2月25日下午，塞內加爾總

統薩勒在總統府接種由中國國藥集團研發

的新冠疫苗。當天接種該疫苗的還有塞內

加爾經濟、社會與環境理事會主席伊德裏

薩· 塞克，部分政府官員和總統辦公室人

員等。薩勒在接種疫苗後說，塞內加爾國

內疫情仍很嚴峻，接種疫苗是唯一可以戰

勝新冠疫情的防疫措施。他本人和政府官

員接種疫苗就是為給民眾做出示範，他呼

籲民眾珍惜並接種來之不易的新冠疫苗。

2月18日，津巴布韋副總統兼衛生部

長奇溫加在首都哈拉雷接種了中國援助的

疫苗並領取接種證書，成為津巴布韋首位

接種者。隨後，衛生部副部長曼圭羅等官

員和威爾金斯醫院的醫護人員陸續接種。

奇溫加在接種疫苗後對媒體說，他和其他

衛生官員率先接種，就是為了展示津政府

對中國疫苗充滿信心。

2月10日，柬埔寨在首都金邊多家醫

院正式啟動中國國藥集團新冠滅活疫苗接

種工作。柬埔寨王家軍副總司令兼陸軍司

令洪馬內當天接種疫苗後對媒體表示，柬

埔寨接種首批新冠疫苗意義重大，感謝中

國在柬防疫困難時伸出援手。“我對中國

疫苗非常有信心，鼓勵大家接種，這對疫

情防控非常重要。”

此外，還有赤道幾內亞總統奧比昂、

智利總統皮涅拉、秘魯總統薩加斯蒂等至

少8位外國領導人公開接種了中國新冠疫

苗。

秘魯逾32萬人接種疫苗
總理保證所有老年人都將接種

綜合報導 秘魯衛生部當地時間8日發布的新冠疫情數據顯示，該國

新增3291例新冠確診病例，其中過去24小時新增病例為1790例，另有

1501為補增，累計確診病例達到1374467例；單日新增死亡病例119例，

累計死亡47973例。目前仍有14960人住院，已有1282228人康復。

秘魯內閣總理維奧萊塔· 貝穆德斯8日保證稱，所有老年人都將接種

新冠疫苗，無論是屬於社會醫療保險體系還是其他社會保障項目。

秘魯總理指出，政府將參考秘魯國家身份和公民身份登記處的

數據，為所有人接種疫苗，並感謝地方、地區和中央政府的所有公

務員，特別是衛生部門的公務員，因為在疫情困難時期，他們繼續

履行職責。

同時，生產部長何塞· 路易斯報告稱，截至當地時間8日下午4點，

秘魯已有325596人接種了至少一劑新冠疫苗，其中包括2月份接種疫苗

的一線衛生人員，以及3月8日開始接種的老年人以及武裝部隊和秘魯

國家警察。

生產部長指出，衛生部下令為武裝部隊提供17500劑輝瑞疫苗，為

國家警察提供17500劑輝瑞疫苗。

根據秘魯政府的新冠疫苗接種計劃，第一階段包括在衛生部門工作

的人員、60歲以上的公民、消防員、保安人員、市政保安、保潔人員、

醫學生，以及國家警察、武裝部隊、紅十字會和投票站成員。

第二階段的目標是降低高危人群的發病率和死亡率，第三階段有望

減少社區內的病毒傳播，並產生群體免疫。在這一階段，年齡在18歲至

59歲之間的公民將接種疫苗。

加拿大將設新冠疫情紀念日 多倫多等地取消“居家令”
綜合報導 在加拿大出現首

例新冠病毒感染相關死亡病例

一周年之時，加拿大政府宣布

將今年3月 11日設為該國的新

冠疫情全國紀念日。

加總理賈斯廷· 特魯多在一

份聲明中表示，設立這一紀念

日旨在緬懷因新冠疫情而逝去

的人們，並記住疫情帶來的巨

大影響。

加拿大在去年1月 25日報

告該國首例新冠病毒感染者，3

月8日出現首例相關死亡病例。

去年3月 11日，世衛組織宣布

新冠肺炎為大流行病。

目前加拿大累計報告病例

數約89.07萬例，康復約83.81萬

例，死亡22276例，活躍病例仍

有30332例。

在累計病例數居全國之首

的安大略省，多倫多等幾個地

區從3月8日起取消實施了52天

的“居家令”，從而使“居家

令”在該省全面解除。不過，

多倫多和毗鄰的皮爾地區仍處

於該省封禁級別最高的“灰色

封鎖”狀態中，“非必要”零

售店及一些戶外活動等可重新

有限度開放，但餐飲業堂食、

健身房等仍被禁止。

記者當日在多倫多市中心

看到，因商場等室內場所必須

遵守限制人數的防疫規定，一

些重新迎客的大小商場大排長

龍。市政廳廣場的溜冰場吸引

了不少年輕人結伴而來。

不過，安大略省在這一天

報告逾1600例新增病例，是一

個多月以來的最高點。該省累

計病例數約31萬例，占全國的

34.8%。

累計病例數占全國32.9%的

魁北克省同樣在繼續逐步放寬

各地防疫限令，但蒙特利爾及

周邊地區仍維持宵禁等嚴格措

施。

安格斯· 裏德(Angus Reid)

研究所公布的一項最新民調顯

示，66%的受訪者表示希望盡快

接種新冠疫苗，這一比例顯著

高於去年9月的39%。但對加政

府在獲取疫苗和分配疫苗方面

的表現持批評態度的受訪者均

超過半數。

加衛生部長帕蒂· 哈伊杜7

日接受加媒采訪時表示，推行

“疫苗護照”已被列入七國集

團(G7)成員國的議程。

目前已有4款新冠疫苗獲加

政府批準上市使用。在經歷去

年底至今年初的疫苗供應延誤

後，加官方近期表示，對於疫

苗在3月份達到計劃供應量抱有

信心。

90分鐘繞地球一圈！
世界首家太空酒店預計2027年營運

綜合報導 美國一家太空建

設公司日前宣布，將於 2025 年

開始，在近地軌道動工興建世

界第一間太空酒店，酒店將設

有主題餐廳、電影院、水療中

心與容納多達400人的房間，樂

觀估計2027年就能開始營運。

據報道，這個名為“旅行

者”的太空酒店由美國軌道組裝

公司(OAC)承建。

從OAC發布的資料可見到，

每90分鐘環繞地球一次的“旅行

者”是一個大圓環，站體由數個

“環”構成，通過旋轉產生的人

工重力與月球表面的重力水平相

似。

“旅行者”最外側會附掛24

個模塊，部分由美國門戶基金會

運營，提供空氣、水電與宇航員

住艙，還有各式各樣長期居住所

需的基礎設施，部分則出售給官

方太空機構、私人企業做實驗或

當成前往火星的訓練中心，人們

還可以購買模塊用於建造私人別

墅或高級酒店。

OAC表示，由於太空探索技

術公司的“獵鷹9號”和“星艦”

飛船等可重復使用的運載工具，

建造空間站的成本或在太空酒店

住一晚的成本越來越低，但目前

還沒有披露建造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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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總統拜登今天在四方安全對話領袖視訊
峰會上表示，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至關重要，美國致力於與四
方安全對話成員、合作夥伴與區域所有盟邦合作，以實現穩定
。

美國、日本、印度與澳洲 「四方安全對話」領袖視訊峰會
今天上午舉行。拜登（Joe Biden）在致詞時並說，美、日、印
、澳四國組成非常重要的團體，因為它致力於切實可行的解決
方案與具體成果。

拜登也談到昨天簽署的 「美國救援計畫」（American Res-
cue Plan）紓困方案。他表示，這項法案讓美國人民得以度過

疫情大流行，並啟動經濟、復甦經濟，讓最需要協助的人獲得
有意義的幫助。

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日前上修美國經濟預測，
從原先的 3.2%上修至 6.5%，高出一倍以上。對此，拜登認為
「至關重要」，因為經合組織還預測美國的經濟成長將是今年

全球成長的主要驅動力，美國的貿易夥伴也將因此受益。為實
現這個目標，必須專注於增加內需和推動可持續的全球成長。

拜登表示： 「我們面對重大的議程，但我對前景感到樂觀
。四方安全對話對我們在印太的合作至關重要。」他期望在未
來幾年與成員緊密合作，其他國家領袖也表達類似的意願，期

望在印太地區展開合作。
今天出席四方安全會談的除了拜登、日本首相菅義偉、澳

洲總理莫里森（Scott Morrison）、印度總理莫迪（Narendra
Modi）外，美方的參與者還有副總統賀錦麗（Kamala Harris）
、國務卿布林肯（Tony Blinken）、白宮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
（Jake Sullivan ）、白宮防疫協調官齊安茲（Jeff Zients）、白
宮印太事務協調官康貝爾（Kurt Campbell）與白宮南亞事務資
深主任古哈（Sumona Guha）。

美FCC：華為中興通訊等5家中企構成國安威脅

美日印澳領袖峰會美日印澳領袖峰會
拜登拜登：：印太地區必須自由開放印太地區必須自由開放

（綜合報導）美國聯邦傳播委員會（FCC）今天根據2019
年保護美國通訊網路相關法律，認定5家中國企業對美國構成
國家安全威脅。

FCC表示，這5家中國公司包括華為（Huawei）、中興通
訊（ZTE）、海能達（Hytera）、杭州海康威視（Hikvision）
及大華科技（Dahua Technology）。

路透社報導，2019 年 「安全可信通訊網路法」（Secure
and Trusted Communications Networks Act）要求FCC列出 「經
發現對美國國安構成令人無法接受的威脅」的電信設備與服務

製造商名單。
FCC代理主席羅森沃賽爾（Jessica Rosenworcel）在聲明中

說： 「這份名單提供有意義的指引，將確保在全國建設次世代
網路之際，不會重蹈覆轍或採用會危及美國國家安全或人民安
全保障的設備或服務。」

2019年安全可信通訊網路法所採用的標準來自國防授權法
，美國在2019年將華為和海康威視等中企列入經濟黑名單。

FCC去年正式將華為和中興通訊列為通訊網路國安威脅，
此舉意味禁止美國企業動用83億美元政府資金向這兩家公司購

買設備。
華為今年2月向美國聯邦第五巡迴上訴法院遞狀，對FCC

的做法提出異議。華為今天拒絕對FCC再度點名的舉動置評。
其他4家中企也未發表評論，或路透社尚無法取得聯繫。

FCC去年12月確定規範，要求採用中興通訊和華為設備的
營運商 「拆除並更換」設備，並已制定補償計畫，以補貼規模
較小的營運商拆換設備費用。美國國會議員當月批准為補償計
畫撥出19億美元。

紐約州長涉性騷 議會准彈劾調查、白思豪籲下台
（綜合報導）美國紐約州長古莫遭6名女性指控性騷擾或

做出不當行為，紐約州眾議會議長席斯堤今天表示，已授權司
法委員會對此展開 「彈劾調查」。紐約市長白思豪則稱古莫不
應該再當州長。

路透社報導，席斯堤（Carl Heastie）表示，紐約州眾議會
司法委員會將獲授權訪問證人、傳喚文件及評估證據。席斯堤
在聲明中說： 「與州長有關的指控內容很嚴重。」

席斯堤表示，與掌控眾議會的民主黨同志會談後，決定展
開調查。與此同時，紐約州檢察長詹樂霞（Letitia James）早已
宣布會領導另一項調查。

法新社提到，席斯堤授權調查是最終彈劾成立的第一步。

紐約州議會要彈劾成功，需要獲得眾議會簡單多數及參議會2/
3多數通過，上次發生此事是在1913年。

63歲的古莫（Andrew Cuomo）否認所有指控，指控他性
騷擾的女性大多是前助理。紐約州首府阿爾巴尼（Albany）
「時代聯合報」（Times Union）9日報導，提出最新指控的女

性是一名姓名未曝光的助理，她宣稱古莫去年以公事為由把她
叫到官邸後伸出鹹豬手。

時代聯合報昨天報導，古莫否認對她毛手毛腳，還說 「我
從來沒有做過那樣的事」，並說報導描述的細節 「令人揪心」
。

古莫上週在記者會上曾表示，若他的言行曾被 「誤解為討

厭的調情」，他 「真的很抱歉」，但他否認曾不當碰觸或向任
何人求歡。

古莫性騷醜聞在紐約政壇掀起波瀾，連古莫的民主黨同志
都呼籲他下台，包括紐約市長白思豪（Bill de Blasio）。白思豪
今天表示，古莫 「不能再當州長」。

古莫先前表示他不會辭職，並懇請民眾等到調查結果出爐
再下判斷。

古莫的長期政治對手白思豪今天說，最新的指控內容令人
不安。白思豪告訴媒體： 「具體指控州長把手下職員叫到私人
地方然後性攻擊的說法，完全令人無法接受。對我來說這令人
作嘔，而他不能再當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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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次接受業者招待
日本總務省高級官員遭撤換

綜合報導 日本總務省總務審議官

谷脅康彥，日前剛因接受首相菅義偉長

子任職公司“東北新社”招待遭懲處，

隨後又被曝光曾受日本電信電話集團

NTT招待。經調查後，日本總務省8日

宣布谷脅將調職。

據報道，日本總務相武田良太8日

公布了關於NTT公司款待總務省幹部

問題的中期調查報告。其中認定，總務

審議官谷脅康彥接受款待3件，總計約

10.7萬日元(約合人民幣6414元)，國際

戰略局長卷口英司接受款待1件，均存

在違反日本國家公務員倫理準則的重大

嫌疑。

報道稱，谷脅被以“導致對行政

的信賴掃地”為由，8日被調任“官

房付”，事實上被撤換。

日本放送協會(NHK)稱，谷脅擔

任的總務審議官在總務省內是相當於

事務次官級的幹部，為僅次於大臣、

副大臣與大臣政務官的一般公務員最

高職等。

日本總務省打算就寫入中期報告的

4件款待之外是否存在違法款待情況，

繼續展開調查。結果將向人事院報告，

並就處分作出正式決定。

NTT 的項目計劃和董事遴選需

要總務省的批準。總務省稱，谷脅

和卷口兩人認識到 NTT 是國家公務

員倫理準則中，禁止款待的“利害

相關方”。

另外，有關總務省，此前媒體曝光

了菅義偉長子任職的“東北新社”違法

款待問題，包括谷脅在內共計11人剛

剛受到減薪等處分。

對於在野黨要求撤換總務相武

田的要求，菅義偉在參院預算委員

會上表示拒絕稱，“通過切實調查

查明真相是責任所在。希望他重振總

務省。”

日本民調：
77%受訪者反對外國觀眾入境日本看奧運

綜合報導 據報道，該社

於近日進行的一項民調顯示

，有 77%的日本受訪者反對

外國觀眾入境日本觀看東京

奧運會。

據報道，該調查於3月5日

至3月7日通過電話形式進行，

有效回答人數為1066人。

結果顯示，有45%的受訪者

支持東京奧運會在有觀眾的形式

下舉辦，而支持閉門舉辦的受訪

者則為48%。

關於東京奧運會舉辦期間，

是否應該讓外國觀眾入境，有

77%的受訪者表示反對，支持率

僅為18%。

3 月 3 日，國際奧委會、

國際殘奧委會、東京奧組委、

日本政府和東京都政府代表參

加的五方會議一致決定，關於

海外觀眾能否入境日本觀看奧

運會的問題，將在 3月底做出

決定。

受新冠疫情影響，原定於

2020年7月舉辦的東京奧運會與

殘奧會，分別延後到2021年7月

23日及8月24日開幕。

菲律賓連續4天確診超3000例
醫院增加病床以應對

綜合報導 菲律賓3月 5-8日連續4

日新增確診人數超過3000，其中首都大

馬尼拉地區已連續一周以上日確診超千

人。菲政府正檢討確診人數激增原因，

各大醫院增加病床以應對。

7 日，菲研究機構 OCTA 公布報

告，首都大馬尼拉地區過去一周日

均新增 1025例，比前一周日均數增長

42%。

8日，菲律賓總統發言人哈裏· 洛

克表示，國家首都地區的病例數量確

實出現了激增，尚不明確是否與菲衛

生部調整了統計方式有關。菲前衛生

部長曼努埃爾· 戴裏特博士認為，公

眾遵守公共衛生協議意識降低，以及

外出頻率增加，可能是新冠病例持續

激增的原因。

洛克呼籲菲律賓人繼續遵守公共

衛生協議，戴口罩、洗手和保持社交

距離。

8日，菲衛生部長杜克表示，去年

三月菲加強社區隔離以來，國家醫療保

健機構不斷提升應對疫情能力。目前，

全國醫院仍有足夠設施可接收新冠病人

，其中包括60%的 ICU病床、65%的隔

離病床、75%的普通病房病床，以及

77%的呼吸機。

8日，菲著名醫院菲律賓大學-菲律

賓總醫院(UP-PGH)的醫務主任 Gerar-

doGapLegaspi博士為該院病床緊張辟謠

，表示該院經過調整已恢復了為新冠患

者提供150張床位的能力；重癥監護室

設施也有保障。

應對新冠疫情，3月以來馬尼拉市

為醫療一線人員進行了免費的棉簽測試

和疫苗接種。因應確診數據反彈，馬尼

拉市長伊斯科· 莫雷諾(IskoMoreno)8日下

令該市警察局、交通局和描籠涯，嚴格

檢查公共衛生協議執行情況。

根據相關法令，該市餐飲場所在社

區全面隔離期間，必須嚴格遵守公共衛

生協議；營業用水量限制在通常量的

50%；酒吧關閉；只供應已備案的食品

和飲料；嚴格限制客人用餐期間飲酒量

；體溫高於37.5攝氏度及出現新冠癥狀

人員不得進入。

在大馬尼拉CBD馬卡蒂市，市長

艾比· 比奈(AbbyBinay)8 日宣布，該市

兩家餐廳酒吧因用餐人數超過規定、

用餐者違反社交距離規定等，日前被

關閉。

據菲衛生部數據，3月8日全菲新確

診 3356 例，累計確診 597763 例，死亡

12521例，康復545912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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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韓國政府日前表示，韓美已就簽署第

11份《防衛費分擔特別協定》達成“原則性協議”，

將在分別完成內部報告程序後對外公布相關內容並草

簽協定。韓方稱協定“合理、公平且雙方都可以

接受”，美方則稱，韓國的分攤金額有所提高。

韓國外交部宣布，“韓美兩國談判代表以此前的

談判過程為基礎談判簽署第11次韓美SMA協定，並

達成了原則性協議”。韓方稱，政府將盡早正式簽訂

防衛費協議，填補一年以上的協定空白，並進一步鞏

固韓美同盟關系，加強韓美聯合防衛態勢。

美國國務院政治軍事事務局表示，該協議包括“協商

增加”韓方的分攤金額，但並未提供任何細節。此外據

《華爾街日報》報道，雖然韓國外交官拒絕公開具體協定

內容，但透露此次協定的有效期可能持續到2026年。

韓媒指出，有觀點認為，考慮到韓美正在協調

溝通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和防長奧斯汀下周的訪韓行

程，屆時韓美或正式公布防衛費分擔談判的詳情。

韓美2019年9月開始就新一輪防衛費分擔進行

談判，曾於2020年3月底就13%的漲幅達成臨時協

議，但被美國時任總統特朗普否決。

2021年2月5日，韓美旨在簽訂第11次韓美防

衛費分擔特別協定的第8次會議，以視頻會議方式

舉行。這也是拜登政府上臺後，韓美兩國舉行的第

一次相關會議。

日前，韓國外交部韓美防衛費分擔談判大使鄭

恩甫前往美國華盛頓，從3月5日起同美國國務院防衛費分擔談

判代表唐娜•威爾頓進行了第9輪談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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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 11日高票表決通過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

制度的決定》，香港各建制派政黨及政團11日發表

聲明支持，認為將能落實“愛國者治港”的重要原

則，為特區政治制度的健康發展奠定基礎。立法會

必定積極配合，盡快完成相關的工作，令香港在新

的規定下順利舉行各項選舉。立法會亦同步進行工

作，包括盡快修訂《議事規則》，糾正過去立法會

出現的種種亂象，確保立法會有效運作，妥善履行

基本法賦予的職責。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香港各大商會
11日支持全國人大高票通過完善香港選舉制度
的決定，相信人大通過擴大選舉委員會的組成
和職能，並優化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
等，能確保“愛國者治港”，有助提升香港治
理效能，令政府得以聚焦發展經濟改善民生。

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袁武表示，人大通過
擴大選舉委員會的組成和職能，優化行政長官
和立法會產生辦法等，對確保由“愛國者治
港”、維護香港繁榮穩定和國家發展利益將發
揮關鍵作用。期望特區政府能推動社會各界全
面配合是次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相關工作，並
根據人大常委會稍後公布的基本法附件修訂細
節，盡快啓動本地立法和相關條例修改，以及
向公眾加強宣傳推廣和解說，詳細講解立法的

相關規定和具體內容。
香港地產建設商會表示，完善香港選舉制度

是維護國家主權、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
重要基石。全面落實“愛國者治港”，將有助於
提升香港的治理效能，政府得以聚焦發展經濟改
善民生，為社會帶來長治久安，為香港在國際金
融、航運和創科各領域上續創佳績。

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史立德指，歡迎
人大為完善香港選舉制度而作出的9項決定，特
別是設立一個資格審查委員會，審查並確認各
級選舉候選人的資格，這能徹底堵塞漏洞，確
保所有參選人皆符合相關法律要求；今次完善
選舉制度的核心是擴大選舉委員會的職能和增
加界別，讓香港的政治體制吸納不同人士的聲
音，體現了社會的整體利益。

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副會長兼秘書長陳勁
表示，完善香港選舉制度，使管治權牢牢掌握
在愛國者手裏，堵塞了外國勢力妄圖利用選舉
漏洞將香港作為棋子，把賣國者塞進各級架
構。決定落實後，香港將重塑各級政權架構，
提高管治效能，有助排除過去的干擾，積極投
入國家發展大局，利用香港所長發展經濟，積
極改善民生，讓市民大眾感受到回歸帶來的幸
福感。

全港各區工商聯指，全國人大這一決定，
符合“一國兩制”方針，符合香港特區實際情
況，確保愛國愛港者治港，有利於維護國家主
權、安全、發展利益，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
定。為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發展適
合香港特別行政區實際情況的民主制度。

香港中小型企業總商會表示，人大的決定可
解決困擾香港多時的政治爭拗，令社會各界重新
聚焦於各項民生議題。深信中小企業在更穩定的
環境中，可以發揮更大活力，為經濟發展作出更
多貢獻。

香港專業及資深行政人員協會指，全國人
大通過擴大選舉委員會的組成和職能，優化行
政長官和立法會產生辦法等，對確保由“愛國
者治港”、維護香港繁榮穩定和國家發展利益
將發揮關鍵作用。期望特區政府推動社會各界
全面配合是次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相關工作，
並盡快啓動本地立法和相關條例修改，以及重
視聆聽社會各界意見，加強公眾解說工作，妥
善處理未來一年各項選舉安排，具體落實“愛
國者治港”。

商界：完善制度聚焦經濟民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子京）香港多個團體
11日歡迎全國人大高票通過完善香港選舉制度
的決定，並希望在中央政府的領導下，特區政
府盡早完成本地法律制度的配套執行，將主要
力量匯聚到發展經濟方面。

“香港再出發大聯盟”表示，決定中提出
了完善特區選舉制度的三個核心內容，是以制
度的形式保障“愛國者治港”的原則能在香港
得到有效實施，是香港特色的新民主選舉制
度。同時，改革內容具有更廣泛的參與和代表
性，更符合香港的實際情況。

大聯盟希望香港特區政府能配合決定的內
容以及全國人大常委會修改後的附件一和附件
二來修改本地的法律，以堵塞香港選舉制度的
漏洞，維護選舉的公平和公

正。
香港廣東社團總會指，相信在中央政府的

領導下，香港社會能凝聚共識，特區政府盡早
完成本地法律制度的配套執行，提升行政、立
法、司法的效能，將主要力量匯聚到發展經
濟、改善民生上，再續香港金融中心的驕傲和
優勢。

香港福建社團聯會表示堅決支持人大決
定，並積極動員在港鄉親踴躍簽名支持，希望
香港能夠重回正軌。我們感激國家對香港不離
不棄，並相信在香港選舉制度完善後，
香港繁榮穩定能得到保證。

團體盼速完成配套 合力振經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書蘭）全國人
大11日通過關於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
度的決定，香港多位法律界人士11日表示，
決定將“愛國者治港”法律化、規範化，是
合憲合法的重要決定，有效堵塞香港選舉制
度的漏洞和缺陷，遏止反中亂港勢力，推動
適合香港實際情況的民主政治制度發展。

香港中律協表示，以愛國者為主體的香港
特區選舉制度及原則，體現於憲法、基本法及

香港國安法，今次決定是合憲合法的重要決
定，將“愛國者治港”原則及要求法律化、規
範化。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副主席、法學教授
傅健慈指，人大決定合憲合法，有效堵塞香
港選舉制度的漏洞和缺陷，改善行政立法關
係，遏止反中亂港勢力，重塑高效管治團
隊，推動適合香港實際情況的民主政治制度
發展。

法律界：適合港民主政制發展

愛國者治港
落 實

建制派立法會議員11日發表聯合聲明，批評反
中亂港勢力和本土激進分離勢力，利用香港

選舉制度的漏洞和缺陷，阻撓特區政府依法施政，
刻意對抗中央，煽動社會仇恨及製造動亂並鼓吹及
支持分離主義，勾結外國勢力，妄圖通過選舉掌控
香港立法會主導權，奪取香港管治權。

全國人大11日表決通過的有關決定，有助消
除存在的隱患和風險，確保以愛國者為主體的
“港人治港”為“一國兩制”發展打造更穩固的
制度保障，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李慧琼：決定及時有必要
民建聯主席李慧琼在記者會上表示，全國

人大今次的決定，堵塞了現行選舉制度的漏
洞，是有必要和及時，並體現了“愛國者治
港、反中亂港者出局”的原則。被問及選舉委員
會重構及擴權，會否影響民建聯的選舉部署時，
她強調，個人位置不是優先考慮，亦不是重要的
考慮。民建聯會努力爭取直選議席，還會爭取選
委會的席位，更希望黨友加入不同的法定機構、
諮詢架構以發揮所長。

麥美娟：集中處理經濟民生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麥美娟表示，過去十多

年，香港圍繞着政治事件不斷空轉，近兩年更受
黑暴及疫情影響，民生事務已“傷到入骨”，打
工族正叫苦連天。今次決定結束香港長期以來的
政治爭拗，確保政府和議會可以集中精力處理

經濟民生問題。

葉太：糾正選舉制度上缺失
新民黨主席葉劉淑儀歡迎及支持全國人大的

有關決定，認為既能糾正以往選舉制度上的缺
失，與時並進，確保達至“愛國者治港”的目
標，讓香港政局由亂及治，“一國兩制”行穩致
遠。新民黨一如以往，積極培養更多愛國愛港、
年輕專業的政治人才，為香港服務。

陳健波：聚焦解深層次問題
立法會保險界議員陳健波表示，立法會“六

人組”支持全國人大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決定。
過去，立法會受到各種拉布及拖延手段牽制，攬
炒派事事政治化，阻撓特區政府有效施政，令立
法會效能大為降低，有負市民期望。他期待能盡
快完成有關的本地立法工作，再聚焦解決各種深
層次問題。

鍾國斌：杜絕社會亂象重現
自由黨黨魁鍾國斌對全國人大的決定理解、明

白及支持。近年香港被反對派弄得五勞七傷，中央
制定有力措施杜絕社會亂象重現，實為當務之急。

梁美芬：愛國者能參政議政
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表示，全國人大

有關決定高瞻遠矚，有望解決香港的深層次矛
盾，相信完善選舉制度後，能吸引更多符合愛
國者準則的政治人才參與政府和議會的工作，
將來治港的愛國者不會局限於現時的建制派政
黨，任何有能之士符合愛國者的條件都能參政

議政。

●●建制派立法會議員發表聲明建制派立法會議員發表聲明，，認為全國人大會議表決通過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決定能落實認為全國人大會議表決通過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決定能落實““愛國者治港愛國者治港””的重要原則的重要原則，，為特區政治制度的健康發為特區政治制度的健康發
展奠定基礎展奠定基礎。。 中新社中新社

立會積極配合 修議規除隱患
建制政黨政團：盡快完成相關工作

香 港 新 聞 2021年3月12日（星期五）4 ●責任編輯：趙雪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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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委員會選舉委員會

選
舉

提
名

香港特區候選人資格香港特區候選人資格
審查委員會審查委員會

一人一票無記名投票，
須獲選舉委員會全體委員
過半數支持

獲至少 188 名選
委 會 委 員 聯 合 提
名，且選委會五個
界別中每個界別參
與提名的委員不少
於15名

職責：負責審查並確認
選舉委員會委員候選人、
行政長官候選人和立法會
議員候選人的資格

相關候選人須符合資格
條件：

（1）香港基本法

（2）香港國安法

（3）全國人大常委會
關於基本法第一
百零四條的解釋
和關於香港特區
立法會議員資格
問題的決定

（4）香港特區本地有
關法律的規定

工商、金融界

專業界

基層、勞工和宗
教等界

立法會議員、地
區組織代表等界

港區全國人大代
表、港區全國政
協委員，有關全
國性團體香港成
員的代表界

1,500名委員組成

分5界別

部分議員
功能團體
選舉議員

分區直選
議員

立法會立法會
（（由由9090人組成人組成））

文 匯 要 聞2021年3月12日（星期五） ●責任編輯：趙雪馨 1

重 構 後 的 香 港 民 主 選 舉 制 度 框 架

愛國者治港
落 實

重建香港選制架構 民主政制開啟新篇
全國人大高票通過決定 設審委會審查確認候選人資格

十三屆全國人大四次會

議11日以高票表決通過《全

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完善香

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的決

定》，以對選舉委員會重新

構建並增加賦權為核心，構建符合香港實際情況的新的民主選舉制度。

選委會由過往的4個界別、1,200人擴增至5個界別、1,500人，負責

提名行政長官候選人、立法會議員候選人，及負責選舉行政長官候任

人、立法會部分議員。決定還提出，設立香港特別行政區候選人資格

審查委員會，負責審查並確認選委會委員候選人、行政長官候選人和

立法會議員候選人的資格。全國人大授權全國人大常委會根據決定修

改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 ●香港文匯報綜合報道

●●十三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表決通過十三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表決通過《《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的決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的決定》。》。 新華社新華社

▶▶全國人大全國人大1111
日高票通過關日高票通過關
於完善香港選於完善香港選
舉 制 度 的 決舉 制 度 的 決
定定。。 路透社路透社

決
定
草
案
高
票
過
掌
聲
雷
動
半
分
鐘

十三屆全國人大四
次會議11日下午舉行閉
幕會。會議表決《全國
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完善
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
度的決定（草案）》，

該決定以2,895 票贊成、0 票反對、1 票
棄權，獲得高票通過。表決結果一出現
在大屏幕上，現場立即響起了經久不息
的熱烈掌聲，掌聲淹沒了工作人員宣讀
表決結果的聲音。

閉幕會共有十項表決議程，其中第
五項議程為表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
於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的決定
（草案）》。當“贊成：2,895 票、反
對：0 票、棄權：1 票”的表決結果顯示
在大屏幕上的瞬間，現場掌聲熱烈、經
久不息，甚至淹沒了工作人員宣讀結果
的聲音。掌聲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整整
持續了近30秒，為閉幕會全場最持久的
一次。

十項表決議程結束，全國人大常
委會委員長栗戰書發表講話。當他提
到會議作出關於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
選舉制度的決定、全體代表高度贊同
時，現場又響起熱烈掌聲。“表達了
包括香港同胞在內的全國各族人民維
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維護
香港憲制秩序的堅定決心。”栗戰書
話音未落，現場再度響起長時間掌
聲。●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

�����

李克強：堅持“愛國者治港”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馬靜北京報道）中

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11日下午在北京人民大
會堂出席記者會並回答中外記者提問。談及全
國人大就完善香港選舉制度作出決定時，他表
示，決定很明確，就是要堅持和完善“一國兩
制”的制度體系，始終堅持“愛國者治港”，

也是為了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李克強表示，我們明確提出，要繼續全面

準確地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
度自治方針，嚴格依照憲法和基本法辦事，落
實好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
行機制，全力支持特區政府和行政長官依法施

政。
李克強說，去年香港受到了多重衝擊，

我們希望香港各界能夠攜起手來盡早戰勝疫
情，實現經濟恢復性增長，改善民生，保持
香港長期繁榮穩定。中央政府會繼續全力給
予支持。

是次決定是繼制定實施香港國安法
後，中央政府完善香港特區法律

和政治體制的又一重大舉措。獲高票通
過的《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完善香港
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的決定》中指出，
香港特區實行的選舉制度，包括行政長
官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是香港特區政
治體制的重要組成部分，應當符合“一
國兩制”方針，符合香港特區實際情
況，確保愛國愛港者治港，有利於維護
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保持香港
長期繁榮穩定。

選委會擴至1500人 立法會增至90席
為完善香港特區選舉制度，全國人

民代表大會根據憲法第三十一條和第六
十二條第二項、第十四項、第十六項的
規定，及香港基本法、香港國安法的有
關規定，作出了9條決定。

決定表明，完善香港特區選舉制
度，必須全面準確貫徹落實“一國兩
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
針，維護憲法和香港基本法確定的香港
特區憲制秩序，確保以愛國者為主體的
“港人治港”，切實提高香港特區治理
效能，保障香港特區永久性居民的選舉
權和被選舉權。

決定明確，香港特區設立一個具
有廣泛代表性、符合香港特區實際情
況、體現社會整體利益的選舉委員
會。選舉委員會負責選舉行政長官候
任人、立法會部分議員，以及提名行
政長官候選人、立法會議員候選人等
事宜。

選舉委員會由工商、金融界，專業
界，基層、勞工和宗教等界，立法會議
員、地區組織代表等界，香港特別行政
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全國
政協委員和有關全國性團體香港成員的
代表界等五個界別共1,500名委員組

成。
決定規定，香港特區行政長官由選

舉委員會選出，由中央政府任命。
行政長官候選人須獲得選舉委員會

不少於188名委員聯合提名，每個界別
參與提名的委員不少於15名。選舉委
員會以一人一票無記名投票選出行政長
官候任人，行政長官候任人須獲得選舉
委員會全體委員過半數支持。

在立法會方面，決定規定，香港特
區立法會議員每屆90人。通過選舉委
員會選舉、功能團體選舉、分區直接選
舉三種方式分別選舉產生。

授權常委會修改基本法附件一及二
決定規定，設立香港特別行政區候

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負責審查並確認
選舉委員會委員候選人、行政長官候選
人和立法會議員候選人的資格。同時，
香港特區應當健全和完善有關資格審查
制度機制，確保候選人資格符合香港基
本法、香港國安法、全國人大常委會關
於香港基本法第一百零四條的解釋和關
於香港特區立法會議員資格問題的決定
以及香港特區本地有關法律的規定。

決定授權全國人大常委會根據決定
修改香港基本法附件一《香港特別行政
區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和附件二《香
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的產生辦法和表決
程序》。

決定明確，香港特區應當依照決定
和全國人大常委會修改後的香港基本法
附件一和附件二，修改香港特區本地有
關法律，依法組織、規管相關選舉活
動。

決定並規定，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應
當就香港特區選舉制度安排和選舉組織
等有關重要情況，及時向中央政府提交
報告。

決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國務院總理
李克強出席記
者會並回答中
外記者提問。

中新社

行政長官候任人

行政長官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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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美國看天下 從地球中抽絲剝繭以簡馭繁 洞悉天下真理掌握世界趨勢

在疫情期間領導紐約度過新冠難關的抗疫英雄在疫情期間領導紐約度過新冠難關的抗疫英雄
郭莫州長在兩星期前因瞞報該州養老院新冠死亡郭莫州長在兩星期前因瞞報該州養老院新冠死亡
人數而被聯邦調查局調查人數而被聯邦調查局調查,,現在又連續遭到三位女現在又連續遭到三位女
子指控涉嫌性騷擾子指控涉嫌性騷擾,,各界要求他下台的聲浪不斷各界要求他下台的聲浪不斷,, 郭郭
莫堅不辭退莫堅不辭退,,認為自己沒有做錯事認為自己沒有做錯事,,而是被冤枉的而是被冤枉的。。

郭莫到底冤不冤枉郭莫到底冤不冤枉？？如果照他的說法與陳述如果照他的說法與陳述,, 他他
從沒有對任何女子採取過非禮逾距的舉動從沒有對任何女子採取過非禮逾距的舉動,,也從未也從未
有過性侵犯行為有過性侵犯行為,,他在公開場捧住女子的面頰只不他在公開場捧住女子的面頰只不
過是一種親切的禮節罷了過是一種親切的禮節罷了。。

這樣的解釋雖然牽強這樣的解釋雖然牽強,, 但比起川普與其他政治人但比起川普與其他政治人
物被人指控歷歷的性侵犯惡行輕多了物被人指控歷歷的性侵犯惡行輕多了,, 但不同的是但不同的是,,
指控郭莫的女子皆曾為州長下屬指控郭莫的女子皆曾為州長下屬，，都是州政府女僱都是州政府女僱
員員,, 這就牽扯到郭莫利用州長權勢地位強迫女下屬這就牽扯到郭莫利用州長權勢地位強迫女下屬

屈服長官的意圖屈服長官的意圖,,這種有權位關這種有權位關
係的係的,,縱使在私人企業也會被嚴縱使在私人企業也會被嚴
究究,,前幾年的前幾年的#MeToo#MeToo 運動中就運動中就
曾因此讓許多大企業權勢人物曾因此讓許多大企業權勢人物
下台下台,,甚至入獄甚至入獄，，郭莫現在似乎又郭莫現在似乎又
喚醒了這個運動的復甦喚醒了這個運動的復甦。。

紐約州前州長史匹特玆曾因紐約州前州長史匹特玆曾因
嫖妓醜聞被迫辭職下台嫖妓醜聞被迫辭職下台,,險些遭險些遭
到刑事指控到刑事指控,, 現在紐約州總檢察現在紐約州總檢察
長詹姆斯已對郭莫展開獨立調長詹姆斯已對郭莫展開獨立調
查查,, 而紐約州議會也發佈聲明將而紐約州議會也發佈聲明將
通過立法褫奪州長在疫情期間通過立法褫奪州長在疫情期間
的緊急權力的緊急權力,, 而與郭莫州長勢不而與郭莫州長勢不
兩立的紐約市長白思豪更是對兩立的紐約市長白思豪更是對
他狠狠補刀他狠狠補刀，，痛批其行為猥瑣痛批其行為猥瑣、、
墮落墮落,,今後將無法再從政今後將無法再從政,,郭莫現郭莫現
在正處於政治的風口浪尖在正處於政治的風口浪尖,,不過不過
民主黨高層似乎沒有對他嚴正民主黨高層似乎沒有對他嚴正

處置處置,, 拜登總統在大選期間也曾遭受前女助理性侵拜登總統在大選期間也曾遭受前女助理性侵
犯指控犯指控,, 所以拜登對於郭莫的遭遇應感同身受所以拜登對於郭莫的遭遇應感同身受,,先前先前
拜登在組閣時曾準備延攬郭莫出任司法部長拜登在組閣時曾準備延攬郭莫出任司法部長,,不過不過
未來恐怕已不會有這樣的規劃了未來恐怕已不會有這樣的規劃了。。

郭莫強力表態他不會辭職的主因是紐約州不能郭莫強力表態他不會辭職的主因是紐約州不能
沒有他沒有他,,他羅列一系列理由他羅列一系列理由,,包括犯罪率持續上升包括犯罪率持續上升，，
無家可歸者不斷增多無家可歸者不斷增多，，人們正在搬離這裏………人們正在搬離這裏………

郭莫似乎在為自己壯膽郭莫似乎在為自己壯膽,, 但看在他的政敵眼裡但看在他的政敵眼裡,,
他的談話荒唐又有趣他的談話荒唐又有趣,,因為在政治這個行業裡因為在政治這個行業裡,,人人人人
都自信無比都自信無比,, 從沒有從沒有””非你不可非你不可””的道理的道理！！郭莫現在郭莫現在
的政治前景晦黯不明的政治前景晦黯不明,,將來可否柳暗花明將來可否柳暗花明？？真的很難真的很難
逆料啊逆料啊！！

非
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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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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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lingual Poems by William Marr回音壁 ECHOING WALL, BEIJING
One answerOne answer
to each callto each call

Happy and contentHappy and content

though the faint voice I hearthough the faint voice I hear
is from my worldly selfis from my worldly self
not from Godnot from God

有求必應

而我們並不在乎

我們聽到的回音

只是模糊卑微的自己

不來自上帝

曾被封為英國王室薩塞克斯公爵夫人的梅根曾被封為英國王室薩塞克斯公爵夫人的梅根
與夫婿哈裏王子在與夫婿哈裏王子在CBSCBS黃金時段接受影視天后黃金時段接受影視天后
溫弗瑞的專訪播出後引起了軒然大波溫弗瑞的專訪播出後引起了軒然大波,,由於梅根由於梅根
揭露了王室中許多不為人所知的驚人內幕與情揭露了王室中許多不為人所知的驚人內幕與情
節節,,尤其是她因為在王宮裡被種族歧視尤其是她因為在王宮裡被種族歧視,,生活孤生活孤
獨無依獨無依,,竟曾有自殺念頭竟曾有自殺念頭,,這與外界對於她成為這與外界對於她成為
公爵夫人後的想像有巨大差距公爵夫人後的想像有巨大差距,,這一位灰姑娘現這一位灰姑娘現
形親身說法後形親身說法後,,已使英國王室的惡名再次暴露於已使英國王室的惡名再次暴露於
外外,,影響所及影響所及,,使皇家陷入了自使皇家陷入了自19361936年君主退位年君主退位
事件以來最大的危機事件以來最大的危機。。

梅根雖畢業於美國名校西北大學梅根雖畢業於美國名校西北大學，，但出身背但出身背
景複雜景複雜,,六歲父母離異六歲父母離異,,她曾任模特兒與演員她曾任模特兒與演員,,還還
曾離過婚曾離過婚，，年齡也比哈裏還大年齡也比哈裏還大,,種種背景與英國種種背景與英國
王室所要求的成員條件相距甚大王室所要求的成員條件相距甚大,,只因為博得了只因為博得了

哈裏王子的傾心而讓梅根成為哈裏王子的傾心而讓梅根成為
其中一員其中一員,,可是當她懷著美麗可是當她懷著美麗
夢想進入那個看似尊榮富貴夢想進入那個看似尊榮富貴,,
但卻神秘無比的皇宮後才深切但卻神秘無比的皇宮後才深切
感到自己的孤獨和痛苦感到自己的孤獨和痛苦,,當她當她
在受訪時談到在懷上第一胎在受訪時談到在懷上第一胎
時時，，有王室成員對未出世孩子有王室成員對未出世孩子
的膚色擔憂的膚色擔憂，，讓她膽心自己的讓她膽心自己的
孩子拿不到王子或公主封號孩子拿不到王子或公主封號，，
她邊擦拭淚水邊說她邊擦拭淚水邊說：”：”我當時都我當時都
不想活了不想活了。。那個清晰那個清晰、、真實真實、、可可
怕的念頭時常出現腦海怕的念頭時常出現腦海。。我還我還
記得哈裏如何安慰我記得哈裏如何安慰我,, 我去向我去向
王室尋求幫助王室尋求幫助，，想去疏解負面想去疏解負面
情緒情緒，，但卻被冷漠地拒絕了但卻被冷漠地拒絕了!!””

是的是的,,這就是英國王室的殘這就是英國王室的殘
酷現實的一面酷現實的一面,,只因為梅根太只因為梅根太

天真天真,,才對王室抱有期望才對王室抱有期望,,不過她應該感到非常不過她應該感到非常
慶幸的是慶幸的是,,她擁有一位真心深愛她她擁有一位真心深愛她,,並且自始至並且自始至
終都力挺她的丈夫終都力挺她的丈夫,,而且他們一起做出明智的決而且他們一起做出明智的決
定定,,早早離開了那個爾虞我詐的深宮王室早早離開了那個爾虞我詐的深宮王室。。

其實英國王室當初如果能以寬大心胸接納具其實英國王室當初如果能以寬大心胸接納具
有黑膚色的梅根是會具有融合多民族意義的有黑膚色的梅根是會具有融合多民族意義的，，
但他們卻放棄了機會但他們卻放棄了機會,,一切依舊延續保守的傳一切依舊延續保守的傳
統統,,由於王室只有虛位尊榮而沒有實權由於王室只有虛位尊榮而沒有實權，，在民主在民主
發展的過程中發展的過程中,,將來的存廢必然再度引起爭論將來的存廢必然再度引起爭論,,
已經成為美國一介平民的哈里王子夫婦現在已已經成為美國一介平民的哈里王子夫婦現在已
不再接受英國納稅人的錢供養不再接受英國納稅人的錢供養，，他們完全可以他們完全可以
自食其力在美國度過一個自由自在的生活自食其力在美國度過一個自由自在的生活,,那才那才
是真正的解脫呢是真正的解脫呢!!

名不經傳的波特蘭拓荒者隊小將安芬尼名不經傳的波特蘭拓荒者隊小將安芬尼••西西
蒙斯原本在蒙斯原本在 NBANBA 知名度並不高知名度並不高,, 但是在今年但是在今年
NBANBA明星賽明星賽(All-Star Game)(All-Star Game)灌籃比賽中灌籃比賽中,, 卻因飛卻因飛
天一扣的勇武表現奪下冠軍天一扣的勇武表現奪下冠軍,, 雖然他曾試圖在高雖然他曾試圖在高
空中親吻籃框未遂空中親吻籃框未遂,, 但驚人的飛天暴扣功夫叱吒但驚人的飛天暴扣功夫叱吒
風雲風雲,, 為今年明星賽留下經典一頁為今年明星賽留下經典一頁。。

今年今年NBANBA明星賽因疫情關係明星賽因疫情關係, NBA, NBA把原先三把原先三
天的明星周末精簡為一天天的明星周末精簡為一天,, 所以球技所以球技、、三分射與三分射與
灌籃賽分別在明星賽前與中場舉行灌籃賽分別在明星賽前與中場舉行,, 參加人數減參加人數減
少少,, 其中最受人矚目的莫過於三分球賽其中最受人矚目的莫過於三分球賽,, 金山勇金山勇
士隊柯瑞不負眾望士隊柯瑞不負眾望,,第三度贏得冠軍第三度贏得冠軍,, 鞏固了鞏固了
NBANBA當今第一神射手地位當今第一神射手地位，，原本信心十足原本信心十足,, 準備準備
強力挑戰他的公牛隊拉文因為演出失常強力挑戰他的公牛隊拉文因為演出失常,, 在第一在第一
回合即遭淘汰回合即遭淘汰，，未能創下未能創下 NBANBA 首位贏得灌籃與首位贏得灌籃與
長射冠軍的記錄長射冠軍的記錄,,扎克扎克••拉文之前曾兩度獲得灌拉文之前曾兩度獲得灌

籃冠軍籃冠軍,, 今年首次入選明星隊今年首次入選明星隊,, 表表
現得還不錯現得還不錯,, 不過最神勇的是詹不過最神勇的是詹
姆斯明星隊的安戴托昆波姆斯明星隊的安戴托昆波,, 這一這一
位去年明星賽的隊長今年因穫得位去年明星賽的隊長今年因穫得
球迷的投票數輸給杜蘭特球迷的投票數輸給杜蘭特,, 所以所以
被得票最高的詹姆斯以第一優先被得票最高的詹姆斯以第一優先
遴選為隊友遴選為隊友,, 他以他以 100100%%的命中率的命中率
((1616 投投 1616 中中)) 創下創下 NBANBA 明星賽紀明星賽紀
錄錄,, 遠在遠在 19681968 年時葛瑞爾也有完年時葛瑞爾也有完
美紀錄美紀錄，，但當時他僅是但當時他僅是 88 投投 88 中中，，
所以安戴托昆波紮實多了所以安戴托昆波紮實多了,, 能在能在
熠熠生輝的熠熠生輝的 NBANBA 眾星中脫穎而眾星中脫穎而
出出,, 不愧不愧MVPMVP。。

傳統傳統 NBANBA明星賽只重進攻明星賽只重進攻,, 沒沒
有防守有防守,,是不折不扣大秀場是不折不扣大秀場 ,, 可謂可謂
精彩有餘精彩有餘,, 刺激不足刺激不足,, 所以自從所以自從

20182018年起不再分東西區年起不再分東西區，，改以球員名字為隊名改以球員名字為隊名，，
由球迷投票數最多的東區和西區球星任隊長由球迷投票數最多的東區和西區球星任隊長，，再再
由兩位隊長依序挑選隊友由兩位隊長依序挑選隊友，，當然十位先發明星都當然十位先發明星都
經票選產生經票選產生，，球迷票佔球迷票佔 5050%%、、球員與媒體票各佔球員與媒體票各佔
2525%%，，1414位後補則由教練選出位後補則由教練選出。。

去年因去年因 NBANBA 傳奇明星布萊恩特搭機失事身傳奇明星布萊恩特搭機失事身
亡亡，，所以明星盛會成了紀念布萊恩特追思會所以明星盛會成了紀念布萊恩特追思會,, 再再
次更改賽制次更改賽制,, 以前三節得分較高者分數再加上以前三節得分較高者分數再加上
2424 分分((布萊恩特的球衣號碼布萊恩特的球衣號碼))作為全場獲勝分數作為全場獲勝分數，，
今年前三節領先的詹姆斯隊總分數是今年前三節領先的詹姆斯隊總分數是 4040++6060++
4646==146146 分分,, 所以再加上所以再加上 2424 分即為獲勝分數分即為獲勝分數((170170
分分),), 這是相當具有紀念價值的分數這是相當具有紀念價值的分數,, 而這一次明而這一次明
星所贏得獎金全捐作慈善之用星所贏得獎金全捐作慈善之用，，也展現了也展現了 NBANBA
關懷社會的愛心關懷社會的愛心！！

在經過眾議院兩次覆審投票後在經過眾議院兩次覆審投票後,, 11..99兆美元兆美元
新冠疫情紓困法案的最終版本終於在民主黨戮新冠疫情紓困法案的最終版本終於在民主黨戮
力同心下強行通過力同心下強行通過,, 儘管共和黨全力阻擋儘管共和黨全力阻擋,, 全全
部投出反對票部投出反對票,, 但民主黨眾志成城但民主黨眾志成城,, 解救了紓解救了紓
困案困案,, 使普羅眾生受惠使普羅眾生受惠,, 非常值得美國人民感非常值得美國人民感
謝喝采謝喝采！！

這一次紓困案是去年自疫情爆發以來這一次紓困案是去年自疫情爆發以來，，美國美國
國會所通過的第六項與冠狀病毒有關的立法國會所通過的第六項與冠狀病毒有關的立法,,
由於金額巨大由於金額巨大、、範圍廣泛以及影響深遠範圍廣泛以及影響深遠,,皆屬空皆屬空
前前,, 堪稱為拜登上台後第一樁歷史性勝利堪稱為拜登上台後第一樁歷史性勝利,, 他他
將快速簽署成法將快速簽署成法。。對照兩個月前束綑紓困案對照兩個月前束綑紓困案,,拒拒
絕簽字的川普絕簽字的川普,, 兩位總統的政治格局與領導能兩位總統的政治格局與領導能
力高下立判力高下立判,,拜登不愧為關心民瘼的總統拜登不愧為關心民瘼的總統。。

這次紓困案除讓絕大多數美國人獲得這次紓困案除讓絕大多數美國人獲得11,,400400

美元補助金美元補助金，，失業者可多領每周失業者可多領每周
300300元元,, 並延領至並延領至99月月,, 企業主也得企業主也得
到金援到金援,, 而各州市政府與教育單位而各州市政府與教育單位
也獲得也獲得 200200 億抗疫資金億抗疫資金，，學校重新學校重新
開放也提供了開放也提供了12501250億美元億美元,,而且研而且研
發單位也獲得發單位也獲得 9090 億元以安心進行億元以安心進行
新冠疫苗研究新冠疫苗研究,, 所以紓困案可以讓所以紓困案可以讓
美國方方面面得到解救美國方方面面得到解救,, 但是但是 共和共和
黨卻堂而皇之黨卻堂而皇之,,反對紓困案反對紓困案,, 他們認他們認
為民主黨主導的紓困案以左翼議為民主黨主導的紓困案以左翼議
題為優先考量題為優先考量,,具一黨之私具一黨之私,, 且資金且資金
龐大龐大,, 既不能救援既不能救援，，也不可紓困也不可紓困，，更更
不能滿足家庭之所需不能滿足家庭之所需。。

共和黨的論點很難令人接受共和黨的論點很難令人接受,,
不過從最高法院大法官任命不過從最高法院大法官任命、、彈劾彈劾
川普案以及這次的紓困案川普案以及這次的紓困案,, 我們都我們都

看到了兩黨的政治角力看到了兩黨的政治角力,, 每一次投票都充滿了每一次投票都充滿了
政黨權謀政黨權謀,, 而不以全民福祉考量而不以全民福祉考量。。

拜登上任之始曾高舉政黨和諧大旗拜登上任之始曾高舉政黨和諧大旗,, 期盼期盼
創造兩黨合作的時代創造兩黨合作的時代,, 但現在顯然落空了但現在顯然落空了,, 所所
幸民主黨在參眾兩院都佔優勢幸民主黨在參眾兩院都佔優勢,, 只要獲得民意只要獲得民意
支持支持,, 也不需顧慮共和黨反對也不需顧慮共和黨反對,, 更何況明年就更何況明年就
要舉行期中選舉要舉行期中選舉,, 就讓那些反對大法官任命就讓那些反對大法官任命、、反反
對彈劾川普對彈劾川普,,以及反對紓困案的共和黨議員們以及反對紓困案的共和黨議員們
好好向選民交待清楚你們反對的理由好好向選民交待清楚你們反對的理由,, 再由選再由選
民來投票決定他們的前途吧民來投票決定他們的前途吧!!

現在紓困法案既過現在紓困法案既過,, 拜登政府以及各州市政拜登政府以及各州市政
府如何積極有效並公平公正的分配這一大筆龐府如何積極有效並公平公正的分配這一大筆龐
大的救濟資金以幫助真正陷入苦境的民眾與企大的救濟資金以幫助真正陷入苦境的民眾與企
業是主政者當務之急業是主政者當務之急,, 且讓我們拭目以待之且讓我們拭目以待之!!

自從緬甸軍方在二月初發動政變自從緬甸軍方在二月初發動政變，，強行逮捕強行逮捕
民選政府包括翁山蘇姬在內的全國民主聯盟領民選政府包括翁山蘇姬在內的全國民主聯盟領
導人後導人後，，為鞏固政權為鞏固政權,, 不惜以軍警力量鎮壓數十不惜以軍警力量鎮壓數十
萬走上街頭抗議的民眾萬走上街頭抗議的民眾，，迄今已有近百人慘死槍迄今已有近百人慘死槍
下下,, 在世界環顧之下在世界環顧之下,, 緬甸軍政府的暴行依然沒緬甸軍政府的暴行依然沒
有平息跡象有平息跡象。。

就在緬甸軍警大肆鎮壓抗暴民眾之際就在緬甸軍警大肆鎮壓抗暴民眾之際,, 據路透據路透
社報導社報導,, 在緬甸東北部克欽邦首府密支那在緬甸東北部克欽邦首府密支那（（MyitMyit--
kyinakyina））的一個抗議現場中的一個抗議現場中，，一位身著白色長袍的一位身著白色長袍的
修女因不忍心看到武力鎮壓的慘景修女因不忍心看到武力鎮壓的慘景，，於是勇敢走於是勇敢走
到最前方到最前方,,向全副武裝的警察雙膝跪下向全副武裝的警察雙膝跪下,,並頻頻磕並頻頻磕
頭祈求他們不要向群眾開槍頭祈求他們不要向群眾開槍，，這位修女還說道這位修女還說道::””
就讓我為他們而死吧就讓我為他們而死吧！”。！”。當修女說完後當修女說完後,, 竟有兩竟有兩
位警察良心發現位警察良心發現,,雙手合十向修女下跪求寬恕雙手合十向修女下跪求寬恕,,

這是多麼感人的一幕啊這是多麼感人的一幕啊！！
但是過了不久但是過了不久，，其他的警察竟舉槍其他的警察竟舉槍

朝修女身後的群眾開槍朝修女身後的群眾開槍，，並當場擊斃並當場擊斃
一位示威男子一位示威男子,,人世間的仁慈與殘酷人世間的仁慈與殘酷
轉瞬之間在修女眼前出現轉瞬之間在修女眼前出現,, 真是令人真是令人
感慨系之感慨系之。。

緬甸群眾的抗議活動現已遍布各緬甸群眾的抗議活動現已遍布各
大城市大城市,, 軍政府迄今沒有向群眾妥協軍政府迄今沒有向群眾妥協
退讓的意圖退讓的意圖,, 聯合國的譴責與規勸產聯合國的譴責與規勸產
生不了作用生不了作用,, 倒是拜登總統以行政命倒是拜登總統以行政命
令成功阻止了緬甸軍政府企圖從紐令成功阻止了緬甸軍政府企圖從紐
約聯邦儲備銀行提走約聯邦儲備銀行提走1010億美元民選億美元民選
政府早前所存放的資金政府早前所存放的資金。。貪婪的緬甸貪婪的緬甸
軍政府高層在資金遭到拜登政府凍軍政府高層在資金遭到拜登政府凍
結後束手無策結後束手無策,,為了獲得美國的諒解為了獲得美國的諒解,,
緬甸軍政府近日竟聘雇了國際掮客緬甸軍政府近日竟聘雇了國際掮客

透過種種管道告知美國透過種種管道告知美國,,軍政府是因為不滿翁山軍政府是因為不滿翁山
蘇姬越來越親近中國蘇姬越來越親近中國，，而他們並不想當中國的魁而他們並不想當中國的魁
儡儡,,所以才推翻了翁山蘇姬所以才推翻了翁山蘇姬,, 軍政府真正想投靠軍政府真正想投靠
的則是美國的則是美國。。

其實緬甸軍政府所編織的謊言不過是想欺騙其實緬甸軍政府所編織的謊言不過是想欺騙
美國美國,, 讓他們取走那筆被扣押的巨款罷了讓他們取走那筆被扣押的巨款罷了,, 不過不過,,
除非真正還政於民除非真正還政於民,, 否則軍方休想從美國竊取出否則軍方休想從美國竊取出
那一筆緬甸的民脂民膏那一筆緬甸的民脂民膏。。

民主是普世價值民主是普世價值,, 也是時代潮流也是時代潮流,, 緬甸軍政府緬甸軍政府
可以用槍支統治於一時可以用槍支統治於一時,, 卻沒法使用武力長治久卻沒法使用武力長治久
安安,, 緬甸人民的抗暴運動必然是前仆後繼的緬甸人民的抗暴運動必然是前仆後繼的,, 絕絕
不會因受挫而終止不會因受挫而終止,, 當越來越多的修女與和尚走當越來越多的修女與和尚走
上街時上街時,, 緬甸軍政府不還政於民都難了緬甸軍政府不還政於民都難了!!

共和黨最近面臨嚴重內訌危機共和黨最近面臨嚴重內訌危機,, 因參議院少因參議院少
數黨領袖麥康奈爾在彈劾川普案未成功後批評數黨領袖麥康奈爾在彈劾川普案未成功後批評
川普要為煽動暴民攻擊國會負起責任川普要為煽動暴民攻擊國會負起責任,,於是川普於是川普
重砲回擊重砲回擊,, 稱麥康奈爾是沒有領導才能的二流政稱麥康奈爾是沒有領導才能的二流政
治人物治人物。。這是非常嚴重的詆毀這是非常嚴重的詆毀,, 兩人關係已從如兩人關係已從如
膠似漆變成水火不容膠似漆變成水火不容,, 政治之無情由此可見一政治之無情由此可見一
斑斑,, 而他倆內訌是共和黨衰頹的開端而他倆內訌是共和黨衰頹的開端,,有淪為長有淪為長
久在野黨的危機久在野黨的危機,,誠非政黨政治之福誠非政黨政治之福。。

經過川普魯莽粗暴的四年執政經過川普魯莽粗暴的四年執政,,歷經最高法院歷經最高法院
大法官提名爭議大法官提名爭議,,以及川普兩次被彈劾紛擾後以及川普兩次被彈劾紛擾後,,由由
於共和與民主兩黨壁壘分明於共和與民主兩黨壁壘分明,,所以美國民眾對當所以美國民眾對當
前的政黨政治十分氣餒前的政黨政治十分氣餒，，根據最新蓋洛普民調數根據最新蓋洛普民調數
據據，，認為這兩大政黨能代表民意的僅有認為這兩大政黨能代表民意的僅有3333%,%,而希而希
望出現第三黨的竟超過望出現第三黨的竟超過6262%,%,這是一個警訊這是一個警訊,, 相信相信

從兩年後的期中選舉開始可能會逐從兩年後的期中選舉開始可能會逐
漸浮出第三黨的力量漸浮出第三黨的力量。。

由於這次彈劾未能把川普逐出政由於這次彈劾未能把川普逐出政
壇壇，，使他能留在共和黨使他能留在共和黨，，未來無論他未來無論他
是否會被紐約州起訴而喪失參政權是否會被紐約州起訴而喪失參政權
利利,, 但他的影響力和號召力仍在但他的影響力和號召力仍在,,會會
形成一股與麥康奈爾為首的建制派形成一股與麥康奈爾為首的建制派
抗爭勢力抗爭勢力，，原本支持共和黨的金主原本支持共和黨的金主
們在各種選舉中深怕壓錯了寶而面們在各種選舉中深怕壓錯了寶而面
臨痛苦抉擇臨痛苦抉擇。。

川普的迷思是一直留戀著曾在大川普的迷思是一直留戀著曾在大
選中獲得選中獲得 74007400 多萬票的支持多萬票的支持。。其實其實
民意如流水民意如流水，，尤其在一月六日發生尤其在一月六日發生
國會暴動後國會暴動後,, 川普的支持度早已下川普的支持度早已下
滑滑,, 更何況他在選敗後堅不認輸更何況他在選敗後堅不認輸,,散散

播不實謠言播不實謠言,, 並威脅喬治亞州官員舞弊護航等行並威脅喬治亞州官員舞弊護航等行
徑已聲名狼藉徑已聲名狼藉,,喬州兩名現任聯邦共和黨參議員喬州兩名現任聯邦共和黨參議員
在他強力輔選下卻雙雙落敗在他強力輔選下卻雙雙落敗，，也正因此而使麥康也正因此而使麥康
奈爾的領袖權位也從奈爾的領袖權位也從””多數黨多數黨””跌落為跌落為””少數黨少數黨””,,
一葉知秋一葉知秋,, 川普激情負面輔選策略已徹底失效川普激情負面輔選策略已徹底失效,,
他的擁護者只剩下那一群逐漸流失的藍領川粉他的擁護者只剩下那一群逐漸流失的藍領川粉,,
20222022年期中選舉共和黨若想靠他助選以重奪參年期中選舉共和黨若想靠他助選以重奪參
議院控制權議院控制權,,無疑是請鬼拿藥單無疑是請鬼拿藥單,,還不如紮實走麥還不如紮實走麥
康奈爾路線較符合民眾期待康奈爾路線較符合民眾期待。。

共和黨最大隱憂就是充斥政治邏輯混亂的自共和黨最大隱憂就是充斥政治邏輯混亂的自
私政客私政客,, 缺乏公認的領袖缺乏公認的領袖。。在兩次彈劾案中挺身在兩次彈劾案中挺身
而出的聯邦參議員羅姆尼堪稱為共和黨良知而出的聯邦參議員羅姆尼堪稱為共和黨良知,, 共共
和黨因為有像他這樣的人物而給人民帶來信心和黨因為有像他這樣的人物而給人民帶來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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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百課程為升學及生涯精設，新的人生今天就啟航
疫情阻止不了您追夢，讓休斯頓社區大學HCC成為您飆昇美好未來的發射台！

HCC西南校區學科種類
數碼及信息技術 | 基礎科學 | 健康科學 | 

工商業 | 視覺及表演藝術 | 其他各類學科

課程詳情，請訪網站：HCCS.EDU

報名方式：
HCCS.EDU/VIRTUALLOBBY 
HCCS.EDU/APPLY 
713.718.2000
713.718.2277

師資雄厚、學費低廉的HCC有數百門優質課程供您選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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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迅速在科技、健康、高級製造、工程及商貿等
熱門行業覓得高薪火熱的職位。學習兩年可獲副學士學位（A.A.S./A.S.），學分可轉
入四年制大學，只需再讀兩年就能取得學士學位，在職場更勝一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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