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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A11

12046

Thursday, 3/25/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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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人員專業、友好
及時解決問題

免費WiFi、室內冰箱
本地電話、報紙、咖啡和茶

房間寬敞、整潔
免費早餐新鮮、健康

緊鄰中國城  交通購物方便
2930 W Sam Houston Pkwy S

Houston, TX 77042

(713) 785-3899

Josie LinJosie LinJosie Lin
休斯頓資深千萬經紀

購屋 |商業 |投資 |⽣意    ⼀站式服務  

聯⽲地產
中國城中國城中國城
亞洲城亞洲城亞洲城

全新蒂凱佳苑精品公寓
24.2萬起

凱蒂亞洲城商圈旺鋪
招商中
與休斯頓⼤學 ,  休斯頓社區⼤學 ,  HMart,  鮮芋仙 ,  85C,
海底撈 ,添好運 ,  Kura等名店為鄰

(713) 630-8000(713) 630-8000(713) 630-8000

前進華⼈新⽣活圈前進華⼈新⽣活圈前進華⼈新⽣活圈

1,000 ~ 8,000平⽅英呎

美國官員24日證實，北韓
繼上周公開批評韓美聯合軍演後
，21日向西部海域發射2枚短程
巡弋飛彈。這是近1年來北韓首
度試射飛彈，也是美國總統拜登
就任後的首次，似有意試探拜登
的底線。不過拜登回應，這顯示
平壤的行為並無改變，他也不覺
得北韓是故意挑釁。

《華盛頓郵報》引述知情人
士報導，過去北韓經常試射飛彈
，向華府與首爾示威。上周國務
卿布林肯和國防部長奧斯汀出訪
日韓，布林肯19日返回阿拉斯
加與大陸外交高層楊潔篪、王毅
面會後，北韓就在21日試射2
枚短程飛彈。拜登回應提問表示

， 「我們了解，（平壤的）情況
沒什麼明顯改變」 ，媒體問他是
否認為北韓在挑釁，拜登說，
「不是，根據國防部說法，一切
如常，他們沒有造成新的問題。
」 韓國聯合參謀本部24日也表
示，這是北韓自2020年4月14
日以來首次發射飛彈。美韓聯合
軍演後、 「2+2」 會談登場前，
北韓領導人金正恩胞妹金與正才
警告美方，若未來4年想要 「安
穩睡覺，就不要製造麻煩」 。

韓國政府消息人士指出，由
於北韓發射的不是彈道飛彈，因
此並未違反聯合國安理會決議。
美國官員也說，這屬於北韓的
「正常測試」 ，華府會繼續嘗試

與平壤接觸。
華郵報導指出，依過往經驗

看來，北韓試射飛彈後通常會大
肆宣揚，這次卻無聲無息，讓美
、韓官員感到相當困惑，專家認
為，平壤可能是想藉試射低強度
武器，試探拜登政府的反應。北
韓此舉也為拜登政府帶來新的壓
力，要盡快制定對朝策略，白宮
國安顧問蘇利文下周將和日韓官
員商討相關議題。

值得注意的是，北韓官媒朝
中社23日報導，金正恩與中國
國家主席習近平22日互通口信
，金正恩呼籲加強與中國的團結
合作，以應對 「敵對勢力」 的挑
戰。

韓美軍演後 北韓試射飛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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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shooting in Boulder, Colorado, left 10
people dead, including a store manager and
a police officer. The shooting suspect,
21-year-old Ahmad Al Aliwi Alissa, is ac-

cused of opening fire Monday
afternoon at the King Scoopers
store in Boulder killing people
ranging in age from 20 to 65.

The motive of the killer isn’ t
immediately known, but police
believe he was the only perpe-
trator.

In the last week alone the Unit-
ed States has seen at least sev-
en shootings in which at least
four people were injured or
killed.

President Biden said he was
devastated by the killing of the

10 people and urged action on gun control.
Congress has tried to address these prob-
lems before. The House passed two gun bills

on March 11th, less than two weeks ago. The
bills would expand background checks on all
commercial gun sales.

This is very sad in our country that with easy
access to guns there will be mass shootings.
These shootings will cost lives in red states or
blue states, cities or suburbs.

This tragedy comes back to the fundamental
issue of education and economic conditions,
especially in the difficult time of this pandem-
ic. Many people are out of a job and many
people are still suffering.

We need to take immediate action as a na-
tional emergency issue from community to
Congress to find ways to prevent these mass
shootings as soon as possible.

0303//2424//20212021

Our Society Is SickOur Society Is Sick

位於柯羅拉多州波德
市再度發生暴徒亂槍在市
場掃射事件，十名無辜寃
死槍下，這也是上週來連
續發生的最大傷亡事件，
其中也包括八人死亡的亞
特蘭大亞裔槍殺事件。

一年來的嚴重疫情正
在让全美進入史無前例的
治安恐佈時代，警方已經
在波德市逮捕了行兇的年
輕退役士兵，雖然對他行
兇目的還未明朗，據稱他
是一名回教徒。

我們非常痛心全國各
地不斷有類似屠殺無辜之
事件不斷上演，此足以說

明治安之敗坏已經到了非
常嚴重的地步。

拜登總統對此事件之
哀傷可從他的演說中表露
無遺，他並且要求國會立
即重審有關槍技管理條例
，並要進一步限制擁有攻
擊性之武器。

這是全國國民覺醒之
時刻了，我們不能再對槍
支氾濫視而無睹，為了我
們和下一代之安全和幸福
，我們要團結起來共同修
法，加强社會及學校教育
，才能來拯救社會之亂象
。

我們的社會生病了我們的社會生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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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樁慘絕人寰的屠殺案, 一名喪心病狂
的21歲屠夫手持AR-15步槍走進科羅拉多州
的一家超市掃射, 槍斃了10位無辜者, 其中還包
括一位到場執勤的員警, 這是亞特蘭大發生亞裔
被謀殺後又一凶殘的命案, 短短一星期 18條人
命成為槍下冤魂, 真是令人痛心疾首。

在命案發生後, 我們除關注兇手犯案動機外
, 當然又把問題歸到槍支管控上。 這是一個老
生常談的問題, 但因為一直無解, 所以我們還是
要談。科州國會議員內古斯語重心長地說，他
不願看到大規模槍擊成為新常態,但種種跡象表
明，這些悲劇恰恰是新常態產物。

拜登總統在命案發生後悲戚說道, 他將要求
國會立即通過槍枝改革法案, 他說,他不想再等
一分鐘，更不用說一個小時了。

但拜登所說的話國會議員聽到了嗎？
由 於 美 國 憲 法 第 二 修 正 案 (Second

Amendment) 明訂了人民擁有槍支的保障條文,
除非參眾兩院修憲刪除，否則各州不可能違憲
禁槍。由於槍支牽連到巨大利益，除非政治人

物能摒棄已身利益，拿出勇氣,真心誠意立法嚴
控嚴管黑槍,才可避免黑槍氾濫成災！

這麼多年來, 由於槍枝氾濫，三不五時就會
發生槍擊案，無論在商場、餐館、教堂、工作
室、電影院、大街或小巷,幾乎沒有一個地方安
全, 而發生槍擊案的原因不論是隨機殺人、仇恨
屠殺或是恐怖襲擊，似乎一次比一次嚴重，一
次比一次恐怖，這些殺手,從落魄人物到種族主
義者、極端分子,或精神病患者，他們行兇的武
器就是槍枝,如果政府管控槍枝不嚴格, 當然也
就成為致命的凶器,所以治標與治本之方就是透
過國會立法,在槍枝上做出釜底抽薪的管制，才
可遏止槍支氾濫。

槍支暴力已成為美國的頑疾, 槍支管控不解
決, 悲劇還會再發生。拜登在擔任參議員時曾在
1994年率領通過對攻擊武器和大容量彈藥彈匣
的10年禁令, 那也是他36年參議員生涯的一個
亮點, 現在拜登管控槍支的決心讓我們看到了一
絲希望，加上民主黨掌控國會, 通過控槍法案已
不是問題, 且讓我們拭目以待之!

李著華觀點︰科羅拉多哀愁--槍支嚴控此其時也

以色列兩年內第4場大選出口民意調查顯
示，總理尼坦雅胡的聯合黨會是國會最大黨，
前教育部長班奈特領導的聯盟可能在支持與反
對尼坦雅胡陣營之間成為 「造王者」 。

獨立新聞媒體 「中東之眼 」 （Middle
East Eye）報導，第11、12、13頻道3個以色
列電視網出口民調顯示，71 歲的尼坦雅胡
（Benjamin Netanyahu）的右翼聯合黨（Li-
kud）將拿下以色列國會（Knesset）120席中
的31到33席，遠超過排名第二的中間派未來
黨（Yesh Atid）的16到18席。

據出口民調，尼坦雅胡與盟友可望囊括53
到54席；未來黨為首的反尼坦雅胡陣營估共可
獲得59席。這使得班奈特（Naftali Bennett）
領導的政黨聯盟 「右傾」 （Yamina）獲7到8
席可能成為 「造王者」 。

若開票結果與出口民調一致，則尼坦雅胡
與反尼坦雅胡陣營都得爭取班奈特支持，才能

跨過組閣門檻61席。班奈特曾是尼坦雅胡盟友
，後來雙方關係緊繃。

班奈特和尼坦雅胡一樣，都具有立場強硬
民族主義意識形態。不過班奈特於選戰期間已
暗示，若有機會出任總理，他不惜與政敵合作
。

23日這場投票是史無前例的兩年內第4場
大選，最終結果預料於26日左右揭曉。如果選
後再陷僵局，以色列不無可能被迫進行第5場
選舉。

倘若尼坦雅胡成功組成聯合政府，將會誕
生以色列史上右翼色彩最濃厚政府，極右派種
族主義猶太教拉比卡哈尼（Meir Kahane）的
追隨者可能入閣。

23日投票率未若以往，晚間6時之前約有
51.5%登記選民完成投票，去年3月上一場選
舉同一時間有56.3%選民完成投票。以色列大
選上一次出現這麼低投票率是在2009年。

以色列兩年內第4場大選 出口民調：小黨造王

先前與妻子一同 「背刺」 英國王室的哈利王子（Prince
Harry），宣布已找到離開家族後的第一份新工作，將加入美國
新創心理輔導公司 「要更好」 （BetterUp），擔任該公司的第一
任影響力總監（Chief Impact Officer），年薪上看百萬美元。

哈利王子23日在聲明稿中表示，他在他至今的人生中，學
到了 「將痛苦轉化為達成目標的力量」 ，並認為他和 「要更好」
創辦人兼執行長羅比夏克斯（Alexi Robichaux）有共同的想法，
就是 「應主動照顧自己的心理健康」 ，以及 「希望幫助他人充分
發揮潛能」 。

位於美國加州矽谷的 「要更好」 也宣布，該公司高興且興奮
地歡迎哈利王子，稱他是 「真正的世界公民」 ，畢生都在關注全
球民眾的心理健康等需求，並強調哈利王子的影響力和新想法，
將讓公司 「充滿活力」 。

「要更好」 公司創立於2013年，市值約17億美元（約新台

幣 485 億元）。《每日郵報》
（Daily Mail）指出，雖然影響
力總監位列公司高層，但由於哈
利王子僅有軍旅與王室公職經驗
，並未在私人企業工作過，因此
他在 「要更好」 將沒有下屬，也
沒有直屬上司，但將能在備有沙
發、遊戲、拳擊沙袋、狗員工的
新辦公室中工作。公關專家布考
斯基（Mark Bukowski）透露，
在發布此消息後，相關廣告效果
已開始浮現，顯示哈利王子充分擔當了 「招牌」 的工作。

雖然 「要更好」 拒絕透露哈利王子的薪水，但《每日郵報》
指出，在矽谷其他公司的類似職位，年薪可上看百萬美元。除此

之外，哈利王子和妻子梅根（Meghan Markle）先前還分別與影
音龍頭Netflix及音樂巨擘Spotify簽署鉅額合約，確保在失去王
室支援後，仍能 「自力更生」 。

落入凡塵第一步 哈利王子要靠心理輔導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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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發表19萬字保險專欄，
www.johnleeins.com 歡迎索取

7001 Corporate Dr. #201. Houston, TX 77036（華埠大廈）
電話: (832) 500-3228請找謝經理

李元鐘保險
我們擁有最多美國政府認證的
各項保險專業證照、得獎無數

美國保險碩士、台灣淡江保險學士

美國及台灣前十大保險公司理賠專員

汽車、房屋、商業、人壽、醫療、老人保險

真耶穌教會
True Jesus Church

中英安息日崇拜：週五晚上7:45週六早上10:45
中英文分組查經：週六下午1:30
英文兒童宗教教育：週六早上11:00 下午2:00

TJC

335 Avenue E,Stafford,
TX 77477

電話: (281)631-5260
網址: www.tjc.org
電子郵件: Houston@tj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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臉書將更新社團安全措施：
若社團屢次違規將被下架

綜合報導 美國社交媒體平臺“臉書”(Facebook)宣布，將更新社

團安全措施，包含推薦給用戶安全的社團、減少違規社團被優先推

廣的方式，以及針對違規用戶和社團的新規定。措施將於未來幾個

月內推出。

據報道，“臉書”發布新聞稿稱，該公司致力於讓用戶在社團中安

全地探索和交流，互相分享興趣與生活體驗，因此“臉書”已采取行動

，遏止散播有害的內容，例如仇恨言論和不實信息，並讓特定社團的運

作難度提高或不易被其他用戶發現。若有社團屢次違反規定，“臉書”

會將該社團撤下。

“臉書”也針對政策執行增加更多細微的調整。當某個社團違反規

則後，在推薦內容中，將出現在較下方的位置，以減少用戶發現該社團

的可能性。針對低質量的貼文，“臉書”也會大幅調降其在動態消息的

顯示順序。

此外，“臉書”公司認為，違規的社團與成員應被減少優先推

廣與觸及，若社團持續違規，限制將持續增加，直到違規內容完

全被移除。在嚴重傷害的狀況下，該公司會直接移除這些社團與

成員。

報道稱，當某些用戶在社團中屢次違規，“臉書”會禁止這些用戶

在一段時間內，在任何社團中發布貼文或評論。這些用戶將不能邀請其

他人加入任何社團，也不能建立新的社團。“臉書”表示，會持續努力

來維護及加強社團安全，並將繼續投資建置社團的安全措施，確保用戶

在平臺上安心交流及尋求支持。

另外，自2017年起，“臉書”用戶可通過桌面計算機，使用實體安

全性密鑰登入賬號，防止黑客竊取信息。“臉書”2021年3月19日宣布

，即日起，啟用雙重驗證的用戶可通過行動裝置，設定安全性密鑰登入

“臉書”。

意大利一寵物貓感染變異病毒
將重啟阿斯利康疫苗接種

意大利民防部報告新增新冠確診病

例24935例，死亡423例。截至18日18時

，意全國累計確診病例增至3306711例，

死亡病例103855例。

意大利舉行全國哀悼，向在疫情中

去世的民眾默哀；該國將重啟阿斯利康

疫苗接種；意大利發現寵物貓感染變異

新冠病毒。

意大利舉辦全國性哀悼
據報道，意大利總統馬塔雷拉3月17

日正式批準國會通過一項法案，將每年3

月18日定為“新冠遇難者紀念日”。3月

18日，意大利舉行全國性悼念活動，包

括意大利總統府、總理府在內的國家公

共建築降半旗，向疫情中的逝者致哀。

意總理德拉吉18日上午專程赴首輪疫

情最嚴重城市之一的貝加莫市，出席了

紀念活動。德拉吉表示，貝加莫承載著

整個國家的痛苦。這是充滿悲傷、同時

又充滿希望的一天。他承諾，再也不會

發生脆弱人群與老年人像去年那樣得不

到充分幫助和保護的情況。

德拉吉指出，貝加莫人民的表現是

整個意大利的榜樣。盡管目前疫苗接種

工作面臨重重困難，但國家會確保接種

工作繼續推進下去

，人們已經迫不及

待地想再次昂起頭

，釋放自己的能量

，讓這個國家變得

更美好。

重啟阿斯利康
疫苗接種

針對阿斯利康

疫苗，歐洲藥品管

理局 18日發布的初

步調查結果顯示，

這款疫苗“益處大

於風險”，但不排

除其與極少數血栓病例有關。

根據歐洲藥品管理局的建議，意大

利總理德拉吉18日傍晚宣布，從19日起

，意大利將重啟阿斯利康疫苗的接種工

作。

寵物貓感染變異病毒
此外，意大利皮埃蒙特動物預防研

究所瓦萊達奧斯塔實驗室日前在一只寵

物貓體內，檢測出首先在英國發現的變

異新冠病毒。

報道稱，被感染的寵物貓是一只8歲

的雄性貓，該貓生活在皮埃蒙特大區諾瓦

拉省的一個家庭。在貓的主人呼吸道癥狀

發作10天後，寵物貓開始出現癥狀。

遵照衛生部門的意見，諾瓦拉獸醫

部門及時對寵物貓進行了病毒采檢，診

斷出其感染了在英國發現的變異病毒。

皮埃蒙特大區衛生預防負責人格裏

格裏奧說，寵物貓身上的病毒由主人傳

染，但沒有科學證據表明，寵物貓會將

病毒再次傳染給人類。

研究：新冠疫情導致的教育中斷
或持續影響巴西經濟15年

綜合報導 巴西經濟部經濟政策局發布了一份宏觀財政報告，稱在

新冠疫情期間關閉中小學校，可能會對巴西經濟產生深遠而持久的影響

，影響或持續約15年。

據報道，該部門指出，這些影響將反映在國內生產總值、勞

動教育、生產力以及社會不平等加劇等方面。其認為，疫情可能

會延續到 2022 年底，使目前年齡在 5 至 20 歲之間的學齡人口中的

大部分人出現 3 年的教育中斷。報告寫道，其“造成的損失不可

估量。”

根據報告，由此造成的影響會在疫情結束後持續約15年，即一直持

續到2038年。報告指出，“因此，今天停課的學校將會在‘明天’造成

一個更貧窮的國家”。

報告提出了兩種方案來解決這個問題，一是縮短教育年限，二是在

疫情結束後再額外進行幾年的學習，以彌補這三年的中斷。

另一方面，該報告還強調，新冠疫情對於學生教育的負面影響在

人口中分布不均。由於遠程教學替代了面對面教學，對於收入越低

的家庭，線下停課的影響往往就越大，因為阻礙遠程學習的因素與

收入密切相關。

報告補充道，一臺能聯網的電腦和一個適合遠程學習的居住環境，

是數百萬低收入家庭無法達到的條件。盡管有條件進行遠程學習的兒童

可能也會有一些教育缺陷，但貧困兒童受到的損害更大，因為他們在

2020年被剝奪了任何形式的受教育權利。

希臘政府擬逐步放松防疫措施
民眾3月底可預約多種疫苗

希臘國家公共衛生組織宣

布，過去24小時希臘新增3073

例新冠確診病例，累計確診增

至 230317 例；新增死亡 45例

，累計死亡7297例。

政府擬逐步放松防疫措施
希臘總理米佐塔基斯此前

披露了希臘解封的初步路線圖

。同時，他對疫情走向表示樂

觀，並預測在未來10天內，第

三波疫情將趨於平緩。

報道稱，目前希臘政府的

疫情應對計劃主要基於兩個方

面。一是與私營醫療部門合作

，加強國家健康系統的運營；

二是尋找社會減壓的途徑，同

時制定新的防疫措施。

報道指出，從下周末起

，出行禁令的框架有望放松

，預計政府和專家計劃將宵

禁時間調整為每日 21時。此

外，目前向 13033 短信平臺

發送代碼為“6”的出行申

請時，民眾外出只能步行運

動，隨後政府有可能允許民

眾移動至居住地市的其他區

域進行體育鍛煉。

希臘政府也在討論開放古

代遺跡的方案，但目前看來可

行性不大。

民眾3月底開始可預約多
種疫苗

在疫苗接種方面，希臘

初級衛生保健秘書長塞米斯

托裏科斯表示，“3月底開始

，預約輝瑞及莫德納疫苗的

系統將與預約阿斯利康疫苗

的系統合並。屆時，所有人

都能夠預約各類疫苗，公民

能夠決定自己想做什麼。”

不過，報道指出，“公

民能夠決定自己想做什麼”

並不是指公民可以選擇接種

疫苗的品牌種類，而是指公

民可以自行決定是否要接種

疫苗。

科學家發現120億年前“宇宙網”
數十億矮星系現蹤

綜合報導 科學家透過模

型探索約120億年前宇宙初期

的樣貌，首次看到氫氣光亮絲

線構成的“宇宙網”。不僅於

此，他們還發現宇宙網的亮光

，來自先前未被觀測到的數十

億個矮星系。

據報道，被觀

察到的“宇宙網”

是哈勃超深場的一

部分。哈勃超深場

是目前為止宇宙中

觀測到的最深處。

科學家很久以

前就透過宇宙模型

推論有“宇宙網”

的存在，但先前從

未直接觀測到或捕

捉到影像。大部分

星系，包括我們所在的星系，

都是在“宇宙網”上誕生。

這些光亮的細絲是產生星系

的氣體，只存在於宇宙大爆炸後

的10至20億年間，而現在，透

過歐洲南方天文臺“極大望遠鏡

”(Very Large Telescope)8個月

觀測加上長達1年的數據處理，

“宇宙網”終於現蹤。

但科學家表示，最大的驚

喜不在發現“宇宙網”本身，

而是模擬顯示，“宇宙網”的

亮光來自數十億個先前看不見

、未被發現的矮星系。

該相關研究成果發表在

《天文與天體物理學》期刊，

標誌著首次觀測到“宇宙網”

本身發出的光。

天文學家先前都只能透過

類星體間接觀察“宇宙網”的

局部面貌。類星體強大的輻射

就像汽車的車頭燈，照出光沿

線的氣雲。但那些區塊並非宇

宙網絡的全貌。

由於這些星系的光亮太過微

弱，現今器材無法獨立偵測，但

發現它們存在，就可能增強並挑

戰現有的星系形成模型。

法國原子能委員會研究人

員達迪表示，這項發現非常重

大，對人們了解星系的形成非

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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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美國

美國印太司令提名人阿
基里諾表示，中國併吞台灣
的威脅 「比想像更近」 。美
國參議員柯頓並警告，俄羅
斯入侵克里米亞正是在俄羅
斯舉辦冬奧之後數天，而中
國將在明年主辦冬奧。

目前擔任太平洋艦隊司
令的阿基里諾（John Aquili-
no）今天出席參議院軍事委
員會提名聽證會，台灣面臨
來自中國軍事威脅是許多參
議員關注的焦點。

對於前白宮國家安全顧
問麥馬斯特（H. R. McMas-
ter）日前出席參議院軍事委
員會聽證會時警告，台灣是

中國下一個最大目標，是最
重大引爆點的說法，阿基里
諾贊同這個的說法並表示，
針對台灣的軍事威脅是現在
最讓人感到擔憂的。

至於現任印太司令戴維
森（Philip Davidson）日前在
參議院聽證會上發出警告，
擔憂中國解放軍攻台威脅可
能在未來6年內發生，阿基里
諾不願對這個時間點做出回
應，表示從現在到2045年，
各式評估都有，但 「這個問
題可能比大家想像地更迫在
眉睫」 ，也因此美國迫切需
要在短期內部署 「太平洋威
懾 倡 議 」 （Pacific Deter-

rence Initiative）這類的威嚇
力。

阿基里諾表示，中國將
併吞台灣視為首要任務，因
為中國共產黨的復興處於危
急關頭。從軍事角度看，台
灣所處的戰略位置至關重要
，全球2/3貿易可能因此受到
影響，美國作為盟國與夥伴
的夥伴地位也會受到威脅。

共和黨籍參議員柯頓
（Tom Cotton）也提出警訊
指出，俄羅斯2014年入侵克
里米亞是在俄羅斯主辦索契
（Sochi）冬季奧運之後數天
，而中國將在2022年2月主
辦冬季奧運。

美準印太司令：陸犯台威脅可能比想像更近

NASA表示，登陸在火星表面的 「毅力號
」 （Perseverance）運作情況良好，將進行下
一個更有挑戰性的工作，就是要釋放車上的小
直升機 「獨創號」 (Ingenuity)，目前將根據火
星天氣情況進行飛行前測試，要是一切順利，
將於4月8日起飛，俯看紅色星球。為記念這
個里程碑式的成就，獨創號上頭還載有萊特兄
弟家族(Wright brothers)提供的帆布，這片帆
布是當年萊特兄弟造飛機的布料。

美聯社報導，獨創號只有1.8公斤，飛行
高度可能只有5公尺、最大飛行距離300公尺(
因為火星空氣稀薄，升力有限)看起來像普通
航空系學生的畢業成果展，但是這架小直升機
可是將會在火星上飛行的，代表了人類的又一
項技術成就，與首架成功在火星上游移的 「旅
居者號」 (Sojourner,也譯逗留者號)可以相提
並論。

獨創號還特別攜帶著一小片別開生面的紀
念物。NASA星期二透露，獨創號裝有一小片
1903年萊特兄弟飛機同樣的帆布，意味著飛
行者號與獨創號同在。

噴射動力實驗室(JPL，NASA旗下負責製
作太空船的單位)行星科學主管鮑比·布萊恩
（Bobby Braun）說，獨創號將在4月8日嘗
試首次火星動力控制飛行，而在1903年，地
球的首次動力飛行是由萊特兄弟達成的。

這小塊帆布是從萊特兄弟的家鄉-俄亥俄
州代頓市的卡里隆歷史公園(Carillon Histori-
cal Park)所取得，就是從飛行者號左下機翼取
下一塊郵票大小的平紋細布。策展人史蒂夫·
盧克特（Steve Lucht）說，此事有得到萊特
兄弟的曾孫女和曾外孫女的同意與祝福，使它
踏上了4億公里的火星之旅。萊特兄弟一生未
婚，萊特家的後人，是他們的小妹凱薩琳的後
代。

獨創號的飛行難度不亞於飛行者號的首飛
，光是操作都不容易。從地球傳播無線電指令
到火星平均需要12分鐘半，因此獨創號在接
到起飛命令後，一切都靠AI進行。如果這難
度那還不夠的話，雖然火星的重力只有地球的
三分之一，但是大氣層的密度只有地球的百分
之一，另外，火星很冷，夜間溫度會降
至-90°C，這會凍結電子設備。

這意味著獨創號必須在夜間保持溫暖，不
要讓設備凍壞，這並不容易，因為火星能取得
到的陽光只有地球上的一半，取電只有一半，
卻要花許多電力保暖，還要提供足夠的電力來
飛行，所以JPL對於獨創號能否成功飛行也沒
有把握。

總之，獨創號將在4月8月起飛，如果真
的成功，將以每秒1 公尺的速度爬升，然後以
3公尺的飛行速度盤懸約30秒，然後著陸。

火星直升機 「獨創號」 4月起飛 載有萊特兄弟的祝福

中國近年積極推動 「一帶一路」 計畫，美國
智庫外交關係協會呼籲華府加強應對，發揮美國
科技、資本等優勢提出替代方案，以防北京取道
基礎建設不斷拓展國際影響力。

外交關係協會（CFR）贊助的獨立工作小組
今天發表報告指出，中國2013年發起的 「一帶一
路」 計畫對美國經濟、政治、氣候變遷、安全及
國際衛生利益構成重大挑戰。

報告寫道，美國毫無作為與中國日益強勢，
造成美國落入經濟與戰略困境。世界各地存有基
礎設施融資與建設需求，中國在美國退出競爭時
以 「一帶一路」 填補空缺，現況如持續下去，北
京可能成為全球貿易中心、制定重要技術標準、
影響多國政治決策、加強投射軍事力量。

工作小組呼籲美國雙管齊下，施壓中國改變
「一帶一路」 作為且提供有效替代方案，促進永

續基礎建設，堅持高環保與反腐敗標準，確保美
國企業能在公平競爭環境中運作，協助他國維護
政治獨立性。

2019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武漢肺炎
）大流行衝擊全球經濟，報告表示，疫情令人更

加關切 「一帶一路」 引發的債務永續性問題，美
國因應作為也更具迫切性。

工作小組建議美國採取顧及4層面的策略，
降低 「一帶一路」 經濟風險、強化美國競爭力、
增強多邊因應作為、維護美國在這項基礎建設計
畫沿線國家的安全利益。

具體做法包括美國引領各國因應 「一帶一路
」 引發的債務危機，提出高品質、高標準的替代
方案；聯邦研發融資計畫加碼1000億美元，加強
參與國際標準制定組織；和盟邦與夥伴重振世界
銀行（World Bank），設法改善並加入跨太平洋
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TP）。

工作小組也建議美國為中國可能破壞 「一帶
一路」 沿線國家關鍵基礎設施制定應變計畫，投
資維護海底電纜安全，培訓與他國合作防範駭客
攻擊的 「網路外交官」 。

報告結論寫道： 「美國不能也不該對稱回應
『一帶一路』 ，企圖在金額或建設上比拚。反之
，美國應著重能力範圍內的領域，獨自或與理念
相近的國家提出具說服力的替代方案。」

對抗一帶一路 美智庫籲華府提替代方案

法庭文件顯示，涉嫌在美國科羅拉多州波爾德（Boulder）
超市瘋狂濫射，導致10人喪生的21歲嫌犯艾利薩（Ahmad Al
Aliwi Alissa）趁被捕前，脫掉一身衣服，並要求和母親說話。

據《太陽報》（THE SUN）23日報導，他在進行大屠殺式
攻擊前，和家人有過節。而執法官員也在調查，是否因為心理衛
生問題，才導致他犯案。執法人員周二進入艾利薩位於丹佛郊區
阿瓦達（Arvada），價值80萬美元（近2,300萬台幣）的家中
調查，而1名鄰居說，他們是好人，另1名鄰居則拒絕發表談話
。

不過，據《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報導，早

在2018年時，艾利薩就在警局有
案底。1次是涉及3級攻擊的輕罪
，1 次是非法傷害罪（criminal

mischief）。執法官員說，他因為和聯邦調查局（FBI）正在調
查的對象有關，也已受到關切。

而據嫌犯34歲的哥哥告訴《野獸日報》（The Daily Beast
），弟弟 「非常反社會」 。他說，弟弟在高中時期就說自己 「被
追蹤」 ，並擔心有人 「在他後面」 找他。他的哥哥還透露，當艾
利薩和妹妹在餐廳吃飯時說，有人在停車場找他，但她出去察看
時，根本就沒人。 「我們不知道，他滿腦子在想甚麼。」

艾利薩因射殺10名年齡從20—65歲不等的民眾，如今已被
控犯下10起一級謀殺案。據《紐約郵報》（New York Post）

23日報導，隨著他被捕，犯案細節也一一浮現。
就在霹靂小組攻堅，進入金蘇柏（King Soopers）連鎖超市

後，隨即發現波爾德警官塔利（Eric Talley）的屍體，只見他頭
部中彈。不久之後，右大腿中彈，血流不止的嫌犯艾利薩就投降
了。據口供書顯示，當時艾利薩已脫掉所有的衣服，只穿著內褲
。後來他原本穿的綠色戰術背心，牛仔褲和長袖T恤，還有隨身
攜帶的步槍與半自動手槍，稍後都在現場發現。而除了武器和衣
服外，現場還發現了一輛黑色的賓士（Mercedes）C轎車，登
記的名字據信是他的兄弟。

當警方問艾利薩，是否還有任何共犯時，他並未回答，只要
求和母親說話。警方說，沒有跡象顯示，他當時喝醉或嗑藥。此
外，嫌犯也說，他並沒有服用任何藥物。

美瘋狂濫射被控10謀殺罪 嫌犯被捕急找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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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港上市 李彥宏：回家了
首掛股價持平 大市氣氛轉差 削弱“打新”熱情

李彥宏23日在雲敲鑼視頻中表示，百度回到
香港二次上市，“是再次出發，是二次創

業”，百度初心不變，以技術搭建溝通橋樑、用科
技使複雜世界簡單化。他把自己比喻為一名旅行
者，稱他和百度的旅途起點在中國，美國納斯達克
只是其中一站，最終會回到中國，因“根在中
國”。因此，他認為“今天終於達成願望，回到中
國香港上市，我們回家了”。

百度此次上市集資約237億元，是繼去年6月
京東之後，香港最大一起在美上市中國公司回歸
案。招股期間共獲近40萬份申請，超購112倍。
23日受大市調整影響，開報254元，較招股價252
元，升2元或0.79%。該股曾一度高見256.6元，
但午後股價表現轉差，更曾經“潛水”，低見
251.6元，至收市前才略為回升。百度23日最終收
報252元，無起跌，成交37.02億元，公司市值
7,128.68億元，在四大互聯網公司中最小。

港股失守28500 後市料續試底
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副主席郭思治認為，百

度在美國市場買賣已久，另外港股投資者近期較
為保守，影響對二次上市公司“打新”熱情，現
在反應算正常。23日港股高開低走，收跌388
點，報28,497點，各主要行業均下行。郭思治表
示，23日大市成交額1,665.84億元，資金動力不

足，反映市場的心態較為保守。3月整體的形勢仍
然是從高位下行的趨勢，呈現反覆試底形態，可
能再向下探本月低位。但是他認為，股市處於調
整期，現在的變化仍在正常範圍內。

百度23日的股價雖然表現平平，但事實上其
市值已較去年3月低谷期上升了兩倍多，其中一
半升幅是在過去三個月裏取得的，百度對人工智
能(AI)領域的押注終於開始在雲計算和電動汽車等
領域獲得回報。

百度曾經與阿里巴巴和騰訊在中國互聯網形
成三足鼎立之態，但在移動時代被甩在了後面；
移動時代，微信等超級應用(App)形成的封閉生態
系統削弱了百度搜索服務的效果。為了跟上競
爭，在過去十年裏，百度已向從自然語言處理到
語音交互的多個領域投入了數以十億美元計的資
金，轉型成一家人工智能公司。

其他新股方面，嗶哩嗶哩（B站）23日截止
公開招股。消息指，B站定價為每股808元，較招
股價上限為988元，低180元或18.22%，定價較
周一美股收市價折讓約2.6%。B站將發行2,500萬
股，其中3%公開發售，集資逾200億元（若招股
價為每股808元），將於3月29日上市。

科技股捱沽 科指挫2.5%跑輸
另一方面，23日科技股沽壓沉重，恒生科指

23日挫213點或2.51%，收報8,295點。小米將於
今日公布業績，雖然標普道瓊斯指數表示小米被重
新納入指數，不過其股價23日收市仍跌1.1元或
4.11%，收報25.65元。至於同樣於24日公布業績
的騰訊，23日下跌5元或0.79%，收報628.5元。
美團23日大挫16.8元或5.24%，收報303.8元。阿
里巴巴下跌1.2元或0.52%，收報230元。

金利豐證券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几23日接受
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隨着內地持續加強對科技
企業的監管，短期內相關股份仍有下行壓力，而恒
指亦可能因而進一步下跌。他續指，從技術走勢來
看，28,200點是恒指一個重要的位置，若失守，恐
怕會進一步跌至100天線（約27,855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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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度百度2323日舉行網上上市儀式日舉行網上上市儀式。。
官網視頻截圖官網視頻截圖

赴港第二上市的百度23日掛牌，股

價反覆平收252元（港元，下同）。

百度2005年登陸美國納斯達克，時隔

16年後在港上市，成功掛牌後，港交

所也聚齊了百度、阿里巴巴、騰訊和京

東等中國四大互聯網公司，4 公司市值

合共12.74萬億元，佔23日港股總市值

52.24萬億的24.3%。百度董事長兼首席

執行官李彥宏23日於網上上市儀式表

示，香港有創新的沃土，百度有創新的

文化，赴港上市是開始新的征程，是百

度的“二次創業”。

●香港文匯報記者 岑健樂

●●李彥宏李彥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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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
訊 ( 記者 莊程
敏) 香港經濟過
去兩年受社會事
件及疫情打擊，
港交所主席史美
倫23日出席香港
經濟峰會2021時
表示，香港作為
亞洲金融中心地
位有增無減，港交所連接中國及世界的
角色愈來愈重要，疫情提升市場對生物
科技及新經濟企業關注，港交所將繼續
透過主要上市及二次上市引入更多生科
及新經濟企業，為市場注入新動力，並
建立亞洲區最蓬勃的生科及新經濟相關
的金融生態系統。

史美倫指出，環球經濟正從疫情中
復甦，過程漫長及充滿挑戰，但復甦的
方向明確，疫情亦令市場對可持續發展
的關注增加。港交所一直積極推動資本
市場及企業參與ESG，其中，該所去年
成立可持續性及綠色交易平台，她形容
該平台發展理想，由去年底成立至今，
已有超過40隻綠色債券加入該平台。港
交所的3年戰略規劃進展理想，並會繼
續積極尋求機會，進一步提升港交所在
國際資本市場的競爭力，推出更多產品
及更有效投資渠道，提供投資中國及亞
洲相關資產的一站式服務，吸引更多環
球資本。談及港交所上月公布投資新成
立的廣州期貨交易所7%股權，史美倫
稱，此舉凸顯出港交所連接中國與世
界，以及支持內地期貨市場國際化的信
心與決心。

港金管局：力爭債券南向通
香港金管局總裁余偉文出席同一場

合時表示，歡迎內地資本市場越來越開
放，相信在金融業具有競爭力的香港肯
定會受惠。內地持續開放金融市場，以
債市為例，債券通 2017 年推出，至
2019年月均交易量按年倍增，去年高基
數下仍升 80%，今年首兩月亦再漲
40%，反映外資偏好經香港投資內地，
所以金管局正與有關部門緊密溝通，爭

取盡快推出南向通部分，並為中央結算系統
(CMU)升級，為未來更多債券交易作準備。

余偉文續指，疫情影響下，香港銀行業無論
資本、流動性以至貸款質素等指標全數優於其他
國際金融中心，加上法律和會計等專業服務的優
勢，配合國際認同的普通法，令香港金融業不只
可靠，更建造了一個具競爭力的生態系統，是未
來發展的基石。

●史美倫 中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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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考察福建三明沙縣醫藥衞生體制改革等情況

習近平將出席慶祝大會並講話
中共中央今年舉辦八大活動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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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

道）今年是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中

共中央23日召開2021年首場新聞發布會

介紹相關慶祝活動安排。中央宣傳部分管

日常工作的副部長王曉暉在發布會上介

紹，今年中央將舉辦八項慶祝活動，其中

包括以中共中央名義，隆重舉行慶祝中國

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會上中共中央

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

將發表重要講話；同時將以中共中央名

義，向為黨作出傑出貢獻、創造寶貴精神

財富的黨員授予“七一勳章”，習近平簽

發證書，頒授勳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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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記者何德花、新華社及
央視新聞報道，23日，正在福建省考察調研的
習近平總書記，先後來到三明市沙縣總醫院、
夏茂鎮俞邦村、沙縣農村產權交易中心，了解
當地開展醫藥衞生體制改革、推進鄉村振興、
深化林權制度改革等情況。

“要很好總結科技特派員制度經驗”
22日下午，習近平來到武夷山市星村鎮燕

子窠生態茶園，察看春茶長勢，了解當地茶產
業發展情況。總書記到訪的茶園，正是武夷山
市星村鎮星村村民楊文春所耕種的。23日上
午，楊文春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電話採訪時興
奮地表示，習近平總書記得知在科技特派員團

隊指導下，突出生態種植，不僅提高了茶葉品
質，還帶動了茶農增收，多次稱讚。習總書記
指出，要很好總結科技特派員制度經驗，囑咐
廣大科技特派員要真抓實幹，要深入田間地
頭，去作業寫論文，把論文寫在田間地頭上。

這片茶園，也是廖紅教授的科研基地。在
這裏，她採用“夏種養分高效大豆、冬種油
菜”的間作方式，讓茶園減少病蟲害的發生，
從而降低了化肥和農藥的施用，是“無化肥無
農藥”生態茶園示範點。一路上，廖紅教授向
總書記詳細匯報茶園套種大豆和油菜的耕種模
式。習近平總書記聽後非常高興，多次稱讚這
種科學有效的方法是中國首創，值得大力推
廣。

2002年，時任福建省省長的習近平在對南
平市向農村選派幹部的工作進行專題調研後，
在《求是》刊文《努力創新農村工作機制》，
指出南平市的這種做法是對新形勢下農村工作
機制的創新。同年10月，科技部總結福建南平
科技特派員實踐經驗，在寧夏、陝西、甘肅、
青海、新疆等西北五省區開展科技特派員試點
工作。2019年是科技特派員制度推行20周年，
習近平總書記作出重要指示指出，科技特派員
制度推行20年來，堅持人才下沉、科技下鄉、
服務“三農”，隊伍不斷壯大，成為黨的“三
農”政策的宣傳隊、農業科技的傳播者、科技
創新創業的領頭羊、鄉村脫貧致富的帶頭人，
使廣大農民有了更多獲得感、幸福感。

考察朱熹園囑重視挖掘中華文明精華
22日下午，習近平來到朱熹園，了解朱熹

生平及理學研究等情況。原福建省南平市政協
主席張建光向總書記詳細匯報了朱熹園的建設
情況。23日上午，張建光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
採訪時表示，他向總書記介紹了朱子在武夷山
創辦武夷書院的情況，以及研究、教育等情
況。總書記對朱子的思想有很濃厚的興趣，也
非常熟悉朱子。總書記曾在多次場合談到了朱
子的思想，還專門問起了朱子的“民本思
想”。總書記說，朱子的“民本思想”，跟我

們強調的“以人民為中心”有很多一致的地
方。總書記特別強調，我們有像朱子文化這樣
優秀的傳統文化，我們更應該堅持以人民為中
心，要從傳統文化裏汲取營養，來增強文化自
信，我們要進一步挖掘朱子文化的人文價值底
蘊，堅持創造性地轉化，創新性發展。

張建光說，在朱熹園，總書記指出，如果
沒有中華五千年文明，哪裏有什麼中國特色？
如果不是中國特色，哪有我們今天這麼成功的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我們要特別重視挖掘
中華五千年文明中的精華，弘揚優秀傳統文
化，把其中的精華同馬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
結合起來，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
路。張建光曾任武夷山市市長、市委書記，是
武夷山申報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的親歷者。在
朱熹園，習近平總書記還愉快地同他談起了當
年武夷山申報世界文化與自然遺產的情形。上
世紀九十年代末，“奇秀甲於東南”的武夷
山開始申報世界遺產。時任福建省委副書
記的習近平十分關注申報的進展，並積極
協調推動有關工作。1999年12月1日，
武夷山正式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入
世界自然和文化遺產名錄，實現
了福建省世界遺產零的突
破，時任代省長的習
近平致信祝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王玨北京
報道）中央軍委政治工作部主任助理
李軍少將23日在中共中央新聞發布
會上表示，根據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
有關部署，在建黨百年慶祝活動中沒
有安排閱兵。解放軍全軍官兵將在戰
鬥崗位上，慶祝黨的百年華誕、守護
祖國和人民安寧。他並透露，今年將
建成開放駐香港部隊展覽中心等重點
軍史場館，依託紅色場館、革命舊址
開展情景教育，把好作風帶進新征
程，把好作風弘揚在新時代。

軍隊四活動迎接建黨百年
李軍介紹，迎接建黨百年，軍

隊慶祝活動有四方面內容：第一，鍛
造絕對忠誠。軍隊的慶祝活動，重在
鑄牢維護核心、聽黨指揮的思想根
基，黨史學習教育覆蓋全體官兵，激
勵全軍進一步增強對黨的信賴擁戴，
更加堅定自覺地忠誠核心、維護核
心、看齊核心，堅決聽習主席指揮、
對習主席負責、讓習主席放心。

第二，感悟思想偉力。將召開
全軍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理
論研討會，舉辦強軍論壇，不斷深化
理論研究和宣傳闡釋，從中感悟黨的
創新理論的思想偉力和實踐威力。

第三，賡續革命精神。將在中
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舉辦“在黨的
旗幟下前進”主題展覽，全新再版
《星火燎原》叢書，建成開放海軍博
物館部分基本陳列和駐香港部隊展覽
中心等重點軍史場館，依託紅色場
館、革命舊址開展情景教育，把好作
風帶進新征程，把好作風弘揚在新時
代。

第四，矢志強軍奮鬥。將以中
央軍委名義表彰全軍優秀共產黨員、
優秀黨務工作者和先進黨組織，推出
“最美新時代革命軍人”等先進典
型，拍攝《守島人》、《長津湖》、
《革命者》等軍事題材電影，營造
“聽黨指揮、奮鬥強軍”的濃厚氛
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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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曉暉表示，中國共產黨已經走過了一百年的
光輝歷程，已經由一個只有50幾名黨員的小

黨，發展成為擁有9,100多萬黨員的世界上最大的
馬克思主義執政黨。他介紹，根據中央批准的方
案，建黨百年慶祝活動主要包括八大方面內容：

一是開展貫穿2021年全年的黨史學習教育。
總的要求是學史明理、學史增信、學史崇德、學史
力行，教育引導黨員幹部學黨史、悟思想、辦實
事、開新局。

二是舉行慶祝大會。將以中共中央名義，隆重
舉行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會，中共中央
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將發表重
要講話。

習近平將頒授“七一勳章”
三是開展“七一勳章”評選頒授和全國“兩優

一先”評選表彰。將以中共中央名義，向為黨作出
傑出貢獻、創造寶貴精神財富的黨員授予“七一勳
章”，由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
席習近平簽發證書，頒授勳章；評選表彰全國優秀

共產黨員、全國優秀黨務工作者、全國先進基層黨
組織；向健在的黨齡達到50年、一貫表現良好的
老黨員頒發“光榮在黨50年”紀念章。此外，組
織開展走訪慰問獲得黨內功勳榮譽表彰的黨員、生
活困難黨員、老黨員、老幹部和烈士遺屬、因公殉
職黨員幹部的家屬等活動。

四是舉辦“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大型主題展
覽，全面、系統、生動、立體地展示中國共產黨百
年的光輝歷程、偉大成就和寶貴經驗。

五是舉辦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型文
藝演出，邀請黨和國家領導人、獲得功勳榮譽表彰
的代表、基層黨員和群眾代表等各界人士來觀看。

開展群眾性主題宣傳教育活動
六是召開理論研討會和座談會。包括慶祝建黨

100周年理論研討會，全國優秀共產黨員、優秀黨
務工作者、先進基層黨組織代表慶祝建黨100周年
座談會，老黨員老幹部座談會和黨的建設歷史經驗
研討會以及各界人士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
座談會等。

七是創作推出一批文藝作品和出版物。製作播
出大型文獻專題片和專題節目，創作推出一批戲
劇、音樂、舞蹈、電影、電視劇等各類優秀文藝作
品。推出一批重點黨史著作和理論文章，編寫推出
《中國共產黨的100年》等重點出版物。此外，還
將發行紀念郵票、紀念封和紀念幣。

八是開展群眾性主題宣傳教育活動。將在全國
城鄉廣泛開展“永遠跟黨走”群眾性主題宣傳教育

活動。各地圍繞黨史重要事件、重要活動和重要遺
址舊址等組織開展豐富多彩的慶祝活動。

活動確保隆重熱烈務實節儉安全有序
王曉暉表示，各項慶祝活動都將嚴格執行中央

八項規定及其實施細則精神，嚴格落實疫情防控有
關要求，確保隆重熱烈、務實節儉、安全有序。

建黨100周年慶祝活動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玨

●開展貫穿2021年全年的黨史學習教育

●隆重舉行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
大會

●開展“七一勳章”評選頒授和全國“兩
優一先”評選表彰

●舉辦“不忘初心、牢記使命”大型主題
展覽

●舉辦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大型
文藝演出

●召開理論研討會和座談會

●創作推出一批文藝作品和出版物

●開展群眾性主題宣傳教育活動

●●33月月2323日日，，中共中央在北京舉行中共中央在北京舉行
20212021年首場新聞發布會年首場新聞發布會，，介紹中國介紹中國
共產黨成立共產黨成立100100周年慶祝活動有關周年慶祝活動有關
情況情況，，並答記者問並答記者問。。 中新社中新社

●●33月月2323日日，，習近平在沙縣總醫院了解當地習近平在沙縣總醫院了解當地
開展醫藥衞生體制改革情況開展醫藥衞生體制改革情況。。 新華社新華社

●●33月月2323日日，，習近平在夏茂鎮俞邦村考察習近平在夏茂鎮俞邦村考察
時時，，同村民親切交流同村民親切交流。。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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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话题

日前，由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委员会办公室指导、人民网主办
的全国两会“健康中国人”圆桌论坛邀请相关人士，深入探讨中
老年群体疾病预防相关议题，呼吁全社会关注中老年群体疾病预
防，助力健康中国建设。

中国老龄人口中“小老人”居多

据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国家卫健委规划
司司长毛群安介绍，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出生率降低和人口的预
期寿命延长等因素，中国的人口老龄化具有基数大、占比高、增
速快的特点，对经济运行全领域、社会建设各环节、社会文化多
方面，乃至于国家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都具有深远的影响。

“中国人口老龄化的态势，虽然绝对值很高，但是目前来讲还
是年轻老人比较多，也就是‘小老人’比较多。”全国政协委员、
国家老年医学中心主任王建业表示，一般认为80岁以上为高龄老
人，90 岁以上为长寿老人，目前中国 70 岁左右及以下的人比较
多。

“今年两会期间，我们重点聚焦如何实现和推进健康老龄化，
特别要关注到深度老龄化给社会带来的问题。”为此，王建业提出
两点建议：一是将老年医学专业纳入住院医师规范培训轮转项
目，为社会储备老年临床医学人才；二是关注老年人健康，缩短
老年人带病生存年限，特别是要关注即将到来的深度老龄化会给
社会带来的问题。

王建业说：“目前中国人均预期寿命是77岁，但据研究，中国
人均健康寿命仅为68.7岁，8年多时间处于带病生存状态。中国目
前的老龄人口结构以70岁以下的年轻老人为主，10年后我国将进
入深度老龄化社会，在这样的背景下，实现和推进健康老龄化对
于缓解社会和家庭压力至关重要。”

提倡中老年人接种适宜的疫苗
“中国接近 75%的老年人群至少患有一种慢性病，1/5 老年人

患有3种及以上的慢性病。”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慢病中心主任
吴静说，慢性病已经成为影响居民死亡的主要原因和主要疾病负
担，2019年中国因慢性病导致的死亡占总死亡的88.5%，其中因心
脑血管病、癌症、慢性呼吸系统疾病而死亡的比例为80.7%，防控
工作面临巨大的挑战。

“面对多病共患、多病共存的情况，我们的防控应该关口前移、
预防先行、多病共减、多病共管和多病共防。”吴静表示，中国对于
慢性病的综合防控措施也适用于中老年人群。简单来说，中国对慢性
病的防控有“3、3、3”措施，即面向3类人群——全人群、高危人
群、患病人群，关注3个环节——控制高危因素、早诊早治、规范化
管理，运用3种手段——健康促进、健康管理、疾病管理。

“在综合防控当中，‘预防为主’作为中国长期以来的卫生方
针，从未变过。”吴静说，“预防为主”虽然只是4个字，落实下去
却是系统的社会工程。

“预防为主的落实应该是全链条的，包括预防的理念、知识、
能力、条件以及预防的行为等。”吴静表示，通过医防结合可以把
很多疾病限制在可控范围之内，例如提倡中老年人接种适宜的疫
苗，如肺炎、流感或者带状疱疹疫苗，有助于提升中老年人的整
体健康水平。

“我认为最重要的还是健康教育，业界常说健康教育是‘社会
疫苗’，因为很多疾病是年轻的时候、中年的时候就已经有了。所
以从娃娃开始就要抓这个问题。”王建业说，要整体提升全民的健
康素养，具体包括饮食、运动、个人习惯、杜绝不良嗜好等方方
面面。

对此，中华预防医学会专职副会长兼秘书长梁晓峰表示，中
老年人群疾病预防要从健康的生活方式入手，培养及时就医的意
识。同时，卫生系统、社会系统、服务系统都要为老年人创造适
合养老的社会环境。

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中心首席专家王华庆表示，在保障中
老年人健康方面，“预防先行”非常重要，而疫苗因其效果明显、
成本效益高、操作便利，是非常经济有效的疾病预防措施。

“一个疫苗要发挥巨大的作用，最好的办法就是保证疫苗接种
的公平性。”王华庆表示，这就意味着让更多种类的疫苗纳入国家

免疫规划，免费给应种的人群接种，从而提高疫苗的可及性。

社区能起到居民健康守门人的作用

目前，一些城市已将中老年人接种的疫苗纳入了免疫规划，
为其提供流感疫苗、肺炎疫苗的接种服务。比如，广州将65岁以
上的户籍老年人，纳入了免费接种流感疫苗的范畴。而其他非免
疫规划内的创新疫苗的引入，也为中老年人的健康生活提供了进
一步的保障。

梁晓峰指出，相比于儿童预防接种服务体系，成人预防接种
服务体系仍有待完善。中老年人疫苗接种需要医生、护士“跟得
上”，还要有大量的志愿者“跟得上”，这需要很大的社会组织力
量。近年来医疗科技发展迅速，很多类似带状疱疹疫苗、宫颈癌
疫苗等创新的成人疫苗已经在国内上市，社会各界应共同努力让
中老年人知道并接种创新疫苗，从而达到预防疾病、提高健康水
平的目的。

北京医院皮肤科主任常建民提出，除了慢性病的困扰，中老
年人因免疫力随年龄增长而不断下降，也容易成为众多其他疾病
的易感人群。除了大家熟知的流感和肺炎，老年人或免疫功能低
下者也是带状疱疹的发病高风险人群。带状疱疹的发病率和严重
程度随年龄增长而增长，50岁以后尤为明显。“接种疫苗是有效的
预防控制手段，能在 50岁及以上中老年群体中产生超过 90%的保
护效力。”常建民说。

推进健康老龄化，离不开老百姓身边的“健康管家”——社
区医院。全国政协委员、北京丰台区方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
吴浩表示：“公立医院的职责在于医疗，疾控部门的职责在于预防
和科学研究，如果让这两者结合，我觉得可能是在社区卫生服务
中心形成交叉点、融合点。”

吴浩认为，社区作为百姓身边的“健康顾问”，能够为大众提
供如慢病管理、接种疫苗等服务，更多起到医防融合的居民健康
守门人的作用。

据统计，2019年末中国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达到2.54亿，占总人口比例18.1%，65岁及以上老年人口达到1.76
亿，占总人口的12.6%。预计“十四五”期间，中国老年人口将超过3亿人，从轻度老龄化进入中度老龄化阶段。

健康是保障中老年群体生活和参与社会的重要基础，也是健康中国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积极应对人口老
龄化已成为国家战略。

1月12日，72岁的聂振景在北京东方时尚驾驶学校顺利通过各科目考试，取得了驾驶证。这也是全国首位取得小
汽车驾驶证的70岁+学员。为更好适应老龄化社会发展的新需求，2020年11月，公安部发布新措施——“放宽小型汽
车驾驶证申请年龄，取消申请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轻便摩托车驾驶证70周岁的年龄上限”，让70周岁以上老
人也能圆“驾驶梦”。图为喜领驾照的聂振景和老伴准备驾车回家。 本报记者 贺 勇摄

在音乐鼓点声中，80 岁的李玲踩着猫步，手中折扇半掩面，
身姿端庄。她是甘肃省最早的一批时装模特，虽然已到耄耋之
年，依然活跃在舞台上。图为在甘肃广播电视大学，李玲 （右
一） 进行模特表演。

新华社记者 马希平摄

预计“十四五”期间，中国老年人口将超过3亿人

医防相融 托起健康夕阳红
本报记者 王美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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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城銀行以其優良營運及管理，連續榮獲
鮑爾財務公司(BAUER FINANCIAL，INC)最高
五星評級；而依據聯邦金融管理機構之銀行表
現報告(Uniform Bank Performance Report)，
金城銀行2020年的平均資產投資報酬率高居所
有總行位於休士頓市的華資銀行之冠。

金城銀行2021年度股東年會已於三月十八
日下午在休士頓總行召開，會中除推選下一屆
董事會成員外，並發佈2020年之財務和營運報
告。董事長吳光宜先生首先感謝所有股東對於
金城銀行的一貫支持，並對全體董事、管理團
隊以及同仁們的努力致謝。 吳董事長表示
，2020年是很艱困的一年，不論企業或個人都
深受影響。金城銀行為幫助中小企業渡過這段
艱難困境，並配合政府和美國小型企業管理處
（US Smal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推出二
梯次的薪資保障計劃（Paycheck Protection
Program），已經協助許多客戶和社區朋友獲得
免償還薪資補助。金城銀行2020年總資產額11
億5仟萬美元，稅後淨利超過1仟5佰3拾萬美
元。做為一家永續經營的銀行，金城銀行堅持
業務品質的價值與管理。秉持穩健和永續發展
的理念，我們以穩健且謹慎的策略和作業流程
，同時致力發展網路銀行和商業現金管理服務
，更推出商業支付處理服務。我們在德州和加
州努力耕耘，為客戶提供更多金融服務選擇。
出席股東隨即在會中推選現任的八位董事會成

員(吳光宜、楊明耕、曾柏樺、Al Duran、譚秋
晴、吳俊賢、林懿明和吳國駒) 繼續擔任金城
銀行下一屆董事，更推舉吳光宜先生為董事長
，並聘任楊明耕先生、曾柏樺先生和Mr. Al
Duran三位副董事長。

林懿明執行長表示,金城銀行致力打造完
整的金融服務平台，同時努力提升競爭力，並
採取穩定可持續的策略。金城銀行在南加州塔
斯汀(Tustin)和阿罕布拉市(Alhambra)已經設有
分行，在爾灣和羅蘭崗也設有貸款辦公室；新
設立的羅蘭崗分行是南加州第三家分行，位於
Colima Rd. 和Albatross Rd. 交接，與商場內
許多知名商家比鄰，商場交通便利、停車方便
。北加州貸款辦公室則設在灣區的伯靈格姆市
(Burlingame)，位處高科技事業雲集的矽谷
(Silicon Valley) 區域， 靠近舊金山國際機場。
這二個新據點，希望能服務及開發更多加州的
客戶，銜接並串聯德州和加州兩地業務，將金
城銀行的服務網絡拓展至更多華人社區。

金城銀行堅定創造優質的客戶體驗，以幫
助客戶實現財務上的成功。林懿明執行長說:
「金城銀行在追求金融業務發展的同時, 始終

以企業經營的長期價值為核心, 將企業的社會責
任結合金融本業, 為企業、客戶和社會的永續發
展而努力。我們期許金城銀行和社區一同邁向
永續未來，並成為德州暨南、北加州市場首選
的金融策略夥伴。」

金城銀行是社區的銀行，具備彈性和便利
，更瞭解客戶的需求，能提供更專業和貼心的
服務。金城銀行有35年社區銀行的經驗， 管理
團隊更秉持兢兢業業的態度，努力為客戶提供
量身訂做的存款和貸款服務，希望能幫助客戶

的業務蒸蒸日上。有關本行最新資訊請參閱網
站 www.goldenbank-na.com 。金城銀行休士
頓百利總行的地址是9315 Bellaire Blvd. Hous-
ton, Texas 77036，電話:888-320-3838。歡迎
光臨惠顧。

金城銀行召開2021年股東會
羅蘭崗分行暨北加州貸款辦公室提供客戶更緊密的服務

Harris 縣將於今年5月啟用新的投票機
Verity Duo 機器結合觸控屏投票

的簡便性和精準性，並確保選民可
驗證的紙質投選記錄。 Verity Duo
打印出易於閱讀的投選總結以進行
確認，掃描儀直接從該投選總結中
計票，而不是黑匣子條形碼。
主要特點：

•方便標記和打印設備: 選民在
觸控屏上標記選票，並在內置的印
表機上打印，易於查看您的投選選
項。

•適用選民的正確選票: 數以千
計的選票可以輕鬆的以電子方式進
行管理，而無需花費打印紙張選票
的費用和復雜性。

•簡易使用: 專為隱私和獨立投

票而設計-適用於所有選民。完全符
合聯邦無障礙要求。

•更好的投選記錄: Duo提供的
投選記錄，其中包含競選項目，候
選人姓名和其隸屬政黨，逐字清晰
的雙語投選總結，並由該投票人驗
證核實的內容製表，而不是電子條
形碼。
在Harris 縣進行親自投票

1. 確定投票資格: 攜帶您的照片
識別證至投票站。

2. 投票密碼: 領取並輸入個人投
票密碼。

3. 流覽選票: 選擇您的選項
4. 選票總結: 查閱並打印您的選

票。

5. 掃描選票: 當您在屏幕上看到
飄揚的美國國旗時，您已完成投票
。

選民登記截止日: 2021 年 4 月
1 日，星期四。郵遞選票申請截止
日 (收件日, 非郵戳日): 2021 年 4 月
20 日，星期二。

郵遞選票收件截止日: 2021 年
5 月 1 日 星期六 (選舉日) 晚間 7 時
。

提前投票所開放時間:
4月19日至4月24日 : 7 AM

– 7 PM
4月25日 : 12 PM – 7 PM
4月26日 : 7 AM – 10 PM
4月27日 : 7 AM – 7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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