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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輪擱淺蘇伊士運河 全球航運擬改道
路透社

（綜合報導）巨型貨輪 「
長賜輪」擱淺在埃
及的蘇伊士運河，阻礙諸多貨輪通行。全球航運
巨擘馬士基集團和德國的赫伯羅德輪船公司表示
，正研議蘇伊士運河以外的選項，包括繞道非洲
。
400 公尺長的長賜輪（MV Ever Given）本月
23 日晚間擱淺，阻礙了蘇伊士運河（Suez Canal
）這條主要貿易航道的通行，導致上百艘船擠在
運河兩端。
救援專家警告，移動這艘巨輪可能需要數天
到數週時間。
總部位於丹麥哥本哈根的馬士基集團

（Maersk） 發 言 人 包 奧 阿 里 亞 斯 （Concepcion
Boo Arias）在電子郵件中告訴法新社： 「
我們正
密切關注貨輪脫淺的最新進度，並尋找所有可能
的替代方案。」
她說，其中一個可行的方法，是繞經非洲南
端的好望角（Cape of Good Hope）。
蘇伊士運河大大縮短了亞洲和歐洲間的航程
，以新加坡到荷蘭鹿特丹航線為例，相較於繞經
非洲，從蘇伊士運河通行，可縮短 6000 公里航
程及約兩週航行時間。
包奧阿里亞斯說，有 9 艘馬士基集團貨輪和
兩艘合作夥伴的船 「
停泊在那個區域，等待運河

重新開放」。
她補充道，全球供應鏈所受影響，將取決於
蘇伊士運河要多久才能開放。
同時，赫伯羅德輪船公司（Hapag-Lloyd）
獲報，蘇伊士運河航運中斷波及旗下 5 艘貨輪，
正研議是否可能改採繞經好望角的路線。
總部設在德國漢堡（Hamburg）的赫伯羅德
輪船公司在聲明中說： 「
目前沒有任何明確跡象
顯示長賜輪會在何時脫淺。」
根據專家所言，國際海上貿易約 10%取道蘇
伊士運河；2020 年，近 1 萬 9000 艘船航經這條水
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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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要全力支持楊安澤
我見我聞我思
Wealee@scdaily.com
03/
03
/26
26/
/2021

曾經參加過民主黨總統提
名大選的亞裔楊安澤在他败選
後曾經說過, 「我們亞裔美國人
要以前所未有之方式來展示我
們作為美國人的品質。」 這個
令人深省的感言，让他決心在
紐約市長竞选中奮力一戰。
我在美國生活之几十年光
景中，曾經參與過無數之政治
活動，從地方到聯邦都曾經看
過政客們之起落，然而我的總
結仍然是選票和鈔票之結合才
能穩操勝券。
曾經走過千山萬水的楊安
澤，他以另類之政見羸得了不
少的掌聲和選票，但是他還是

敗下阵來， 我們見到
他的堅定毅力，再次
出馬參選紐約市長，
他的參選代表我們生
活在美國的亞裔族群
，更彰顯了我們可以
成為世界第一城的掌
舵人。
當我們今天面對
新冠疫情，仇视亞裔
之歪風不斷蔓延，對
於楊安澤之競選我們
更耍大力支持，除了
發動在紐約市的親朋
好友投下一票之外，更要大家
慨慷捐款。

楊安澤若能當上巿長，他
代表了我們亞裔美人對社會之

極大貢獻，也能給我們掦眉吐
氣之一天。

We Need To Give Andrew
Yang Full Our Support
the convention Mr.
Yang wrote, “We as
Asian Americans need
to try our best to represent our American
charter.” This word
really mean a lot for
our Asian community.

幾內亞共和國駐休斯敦名譽總領事

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Asian American Andrew Yang attended the
Democratic presidential convention and after

In the last several
years, from my experience in politics, we
saw many politicians
speaking up and down
about what makes
them successful are
two important issues.
One is vote, one other
is money. Without these two elements they
can’t be a success.

We witness that Andrew Yang went through
some very rough times and traveled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miles in his campaign.
Even though he lost, Mr. Yang stood back
and decided to run for mayor of the biggest
city in the world, New York City.
We applaud what he is doing, not only for himself,
but also for our Asian community.
Today our nation is facing a very tough time,
including hate crime in our community. We
need to have somebody to stand up and
speak out for our justice and our hope.
All of us need to give our full support to Andrew Yang, not just for the vote, but also
need to donate money to make sure he can
become mayor. His success will represent
how Asians can contribute to our nation.

要聞 3
星期六

【李著華觀點: 睿智之言
拜登首場記者會 】

2021年3月27日

Saturday, March 27, 2021

A4

搗彈留退路
金正恩缺席北韓試射
(本報訊)北韓官媒朝中社 26 日證實，該國
25 日試射了兩枚新型戰術飛彈，精準命中在東
部 600 公里外海域設置的目標，這也是北韓相
隔 1 年再次試射飛彈。值得注意的是，這次北
韓最高領導人金正恩並未到場視察，外界稱這
可能是為了降低對美國的挑釁。
北韓表示，新型飛彈利用現有戰術導彈技
術，把搭載彈頭重量提升到高達 2.5 噸。據南
韓韓聯社報導，北韓這次試射的飛彈，可能是
1 月在勞動黨八大閱兵式亮相的 「伊斯坎德爾
KN-23」戰術短程彈道飛彈的改良版。
這款飛彈使用固體燃料，發射準備時間只
需 10 至 15 分鐘，擁有超強的機動性。試射距
離幾乎是 2019 年 5 月，北韓進行的 KN-23 初
次試射距離 240 公里的 2.5 倍。但南韓與日本軍
方認為，試射距離應為 450 公里及 150 公里，

北韓媒體可能有誇大之嫌，但與先前試射仍有
大幅進步。
北韓官媒報導，金正恩並未視察這次的試
射計畫，而是由勞動黨中央軍事委員會副委員
長李炳哲負責監督。李炳哲指出，這次試射對
提升國家軍力和遏制半島的各種軍事威脅具有
重大意義。
南韓總統文在寅 26 日強調， 「希望不要
有任何讓對話變得困難的事發生」，他並表示
會在非核化原則下，以世界最高水準的飛彈維
持南韓的防禦能力。文在寅也呼籲，現在是努
力延續南韓、北韓及美國對話的時刻。
對於金正恩缺席這次試射，北韓官媒 26
日稱，金正恩當天在平壤視察一處住宅區工地
。外界解讀，金正恩沒有親臨試射現場，降低
挑釁程度的意圖明顯。

修補關係 歐盟峰會拜登露臉
拜登舉行了上任總統 65 天以來的第一次記
者會, 成為過去百年來上任最久才開記者會的
總統,但也無傷大雅,川普四年前才上任 27 天就
開了首次記者會, 那又能證明什麼呢? 何況拜登
幾乎天天都在媒體上現身,他的施政理念與作法
,公諸於天下,開不開記者會對市井小民而言是
毫無感覺的。
拜登的首次記者會,我認為最大意義是證明
他身體健康無慮 ,尤其是他明確表態將競選
2024 年連任,破除了外界對他只做一任，將傳承
給賀錦麗的詭論,保守派媒體經常以他的高齡,
揶揄他記性不好,上階梯摔跤等等,那是相當不
厚道的評論,要知道,拜登從 29 歲當選為美國歷
史上最年輕的參議員之一,到現在已在政壇翻轉
近 50 年,什麼問題都碰到過了,在記者會上也不
太可能會被刁鑽的記者考倒的！
在記者會上拜登談到最多的就是疫情，那
是他上任後最成功的施政,所以在記者會之始他
就開宗明義說道:”我們提前 40 多天實現百日接
種 1 億劑新冠疫苗,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接
近我們的目標，甚至離我們相距甚遠。”拜登

更提出在 4 月 30 日前完成 2 億劑接種的新目標,
那是原定目標的兩倍,他的企圖心讓美國人無比
振奮。
在談到 1.9 萬億美元紓困刺激計畫時，拜登
認同專家們的評估,美國今年 GDP 增長將超過
6%,他說:”我們看到經濟出現了希望,我可以對
美國人民說，援助在這裏，希望在路上。” 他
也強調將推動一項價值 3 萬億美元的就業基建
計劃以重建美國的基礎設施實體與技術，那將
讓美國擁有足夠的競爭力並創造大量的高薪工
作。
在記者會上拜登也分別就邊境移民危機、
解決槍支暴力、美軍從阿富汗撤退、朝鮮發射
導彈,以及中美關係等發表他的觀點, 拜登調美
國重視自由和人權價值,希望與中國競爭而不是
對抗,不過他不容許中國超越美國成為世界第一
大國。
由於拜登政府以中國侵犯新疆人權為由,採
取了制裁行動,干涉了中國內政, 顯然無助於兩
國交往,而且會付出沉重代價,這是拜登必須三
思的！

(本報訊)自 3 月起，第 3 波新冠疫情席捲
歐洲，歐盟領袖 25 日召開視訊峰會，針對疫
苗大戰，歐盟執委會主席馮德萊恩要求藥廠
阿斯特捷利康，必須履行對歐盟的供貨承諾
，否則將禁止出口疫苗到其他區域。歐盟也
同意，在區域內加快 AZ 疫苗製造。特別的是
，為彰顯歐盟與美國的跨大西洋聯盟合作，
美國總統拜登也受邀與會，是繼 11 年前歐巴
馬之後的第二人。
馮德萊恩表示，製造 AZ 疫苗的阿斯特捷
利康，必須加快腳步，趕上承諾歐盟的供貨
，阿斯特捷利康必須先履行合約，再來談出
口疫苗到世界其他地方， 「我們希望對歐盟
公民解釋，他們能得到該有的配額。」
大多數領導人都支持收緊疫苗出口，法
國總統馬克洪表示， 「這代表歐盟不再天真
了。」他說，只要藥廠不遵守對歐盟的承諾
， 「我們就必須封鎖所有疫苗出口。」德國
總理梅克爾也力挺歐盟，指出歐盟不但要供
應自己所需，還得向世界出口，反例就是美
國和英國。」

會後記者會上，各國則強調疫苗供應鏈
的重要性，決定擴大歐盟內部疫苗的產能。
聯合聲明指出，加快生產，運送和配發疫苗
，對克服疫情至關重要且緊急。相較其他成
員國的強硬立場，荷蘭總理呂特和比利時總
理德克羅，態度略為保留，兩人都希望，禁
止出口這種事永遠不要發生。
世界衛生組織和英國，近來指控歐盟威
脅封鎖出口，等同於實施 「疫苗民族主義」
，馮德萊恩舉數據反駁稱，歐盟是出口最多
疫苗的地區，自去年 12 月起，已向 33 國輸出
7700 萬劑疫苗，其中英國就進口了 2100 萬劑
。
拜登則成為這場峰會的神祕嘉賓，歐洲
理事會主席米歇爾告訴拜登，對美國回來了
相當高興，歐盟將堅守對美歐跨大西洋聯盟
的承諾。馮德萊恩表示，美國與歐盟有意在
疫苗生產上加強合作。拜登在歐盟峰會露臉
，希望修補前總統川普與歐盟的緊繃關係。
川普曾片面退出巴黎氣候協定和伊核協議，
令歐盟領袖跳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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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打消民眾疑慮
歐洲國家官員帶頭接種阿斯利康疫苗

英國首相鮑裏斯· 約翰遜接種由英國
阿斯利康制藥公司與牛津大學聯合研發
的新冠疫苗，說他接種後“沒有任何感
覺”。法國、斯洛文尼亞和德國一些官
員也在當天接種阿斯利康疫苗，以期讓
民眾對這款疫苗放心。

都沒有”，呼籲民眾盡快接種。
路透社報道，英國創單日接種新
冠疫苗數量最高紀錄。截至當天，全
國幾乎一半成年人接種了至少第一劑
疫苗。
出於對接種後血栓風險的擔憂，歐
洲多國先前暫停使用阿斯利康疫苗。歐
洲藥品管理局 18 日發布的調查結果顯示
，阿斯利康疫苗不會增加接種者整體的
血栓風險，沒有證據顯示已有血栓病例
與特定批次或特定工廠生產的阿斯利康
疫苗有關。法國、德國和意大利隨後宣
墨西哥政府證實，美國將在下周向 布，自 19 日起恢復使用這款疫苗。西班
墨西哥運送 270 萬劑阿斯利康疫苗。
牙、葡萄牙和其他幾個歐盟國家也將恢
復接種。
[英首相打疫苗]
據美聯社報道，法國總理讓· 卡斯泰
約翰遜在倫敦聖托馬斯醫院接種第 、斯洛文尼亞總統博魯特· 帕霍爾和總理
一劑阿斯利康疫苗，說“真的一點感覺 亞內茲· 揚沙以及德國一名州長 19 日接

烏克蘭質疑烏客機失事報告
會向國際法院起訴伊朗嗎？
綜合報導 烏克蘭外交部副部長葉夫根尼· 葉寧表示，烏方與伊朗就
烏航波音客機被擊落一事仍有達成妥協的可能，因此，還談不上向國際
法院起訴。
據報道，伊朗塔斯尼姆通訊社發布了伊朗民航組織有關調查 2020 年
一架烏克蘭飛機在德黑蘭附近失事的最終報告。烏克蘭外長庫列巴稱，
伊朗關於 2020 年在德黑蘭附近烏克蘭波音飛機失事的報告“偏頗”，並
稱基輔與國際夥伴一道不允許該國逃避對該罪行的責任。
葉寧被問及，德黑蘭已經結束相關調查，烏克蘭是否準備向國際法
院起訴伊朗。他回答稱：“至於起訴問題，言之尚早。目前與伊朗達成
庭外和解的可能仍存在。”
烏副外長表示，烏克蘭與伊朗下一輪談判將在基輔進行。他說：
“日期還有待商定。”
2020 年 1 月 8 日，烏克蘭國際航空公司一架執飛基輔的波音 737-800
客機在從德黑蘭機場起飛後不久即墜毀，176 人死亡。
伊朗軍方 2020 年 1 月 11 日稱，烏克蘭波音飛機被無意擊落，錯誤在
於人為因素：飛機從伊朗軍事目標附近飛過並被誤認為“敵對目標”。
同時，伊朗指出，當時預計美國將發起襲擊，因此，該國防空系統處於
全面戰備狀態。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表示，希望伊朗完全承認錯誤、公
開道歉、懲罰責任人並支付賠償金。

意大利新冠疫苗接種率達 10%

老年群體顯成效

綜合報導 意大利民防部報告該國新增新冠肺炎確診病例 13846 例，
死亡 386 例。截至當地時間 22 日 18 時，意全國累計確診病例 3400877 例
，死亡病例 105328 例，治愈病例 2732482 例。
據報道，意大利國家衛生院 22 日發布最新報告指出，接種新冠疫苗
的積極效果已經開始凸顯，養老院的感染率和死亡病例正在減少。國家
衛生院認為，這是使用新冠疫苗所產生的第一個積極效果。
意大利國家衛生院這份報告主要針對 833 家養老中心，從 2020 年 10
月 5 日至 2021 年 3 月 14 日進行的連續調查，涉及 30617 名老人。其中 345
家養老院的 15398 名老人，都屬於生活不能自理的重點照顧對象。報告
稱，接種疫苗使這些養老院的老人和護理人員，感染率、隔離人數和死
亡病例，已經大幅度下降。
隨著意大利衛生部頒布的疫情防疫區劃分法令生效，撒丁島白色疫
情防控區，從 22 日起將直接升級為橙色疫情防控區。在全國新劃分的疫
情防控區中，目前共有 11 個橙色疫情防控區和 10 個紅色疫情防控區。
根據新的疫情防控區劃分，全國餐飲門店在 4 月 6 日前都將無法開
門營業。意大利農業種植聯合會警告稱，未來 2 周的封鎖措施，將使市
場蒙受 32 億歐元的經濟損失。
意大利衛生部副部長西萊裏(Pierpaolo Sileri)表示，根據衛生部疫苗
接種計劃，到 2021 年 6 月，意大利將會為超過 4000 萬人接種新冠疫苗，
至少三分之二的意大利人在 6 月底前，能夠完成第一劑疫苗接種。7 月份
，將有 70%至 80%的人將完成第一劑疫苗接種，並實現群體免疫。
報道指出，迄今意大利已接種疫苗 7841399 劑，占已到貨疫苗總數
的 81.9%，其中 2489051 人接受了兩劑疫苗，5352348 人已完成 1 劑疫苗接
種。意大利 16 歲以上可接種人口約為 5100 萬人，目前已有 10%的群體接
種新冠疫苗。

種了阿斯利康疫苗。
意大利總理馬裏奧· 德拉吉和德國總
理安格拉· 默克爾證實，有意接種這款疫
苗。
“我還沒有預約（接種），但我的
年齡屬於允許接種範圍，我會接種阿斯
利康疫苗。”現年 73 歲的德拉吉 19 日在
一場新聞發布會上說，他的兒子已經在
英國接種這款疫苗。
[墨西哥“借”疫苗]
墨西哥外交部長馬塞洛· 埃布拉德 19
日說，美國將在下周向墨西哥運送 270
萬劑阿斯利康疫苗。
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尚未批準阿
斯利康疫苗在美投入使用。
據美聯社報道，墨西哥一直難以獲
得足夠劑量的新冠疫苗，眼下只註射了

500 萬劑疫苗，接種人數約占總人口的
4%。
美國政府先前拒絕為墨西哥、加
拿大和歐盟等盟友提供在美國生產的
疫苗。墨西哥總統洛佩斯· 奧夫拉多爾
曾直白地抱怨美國囤積疫苗，“地球
上最強大的國家，我們的鄰居，比我
們做得還糟”。一些非政府組織批評
美國政府的新冠疫苗采購策略，希望
白宮明確設定疫苗采購上限，與他國
分享疫苗。
美國宣布，將分別向墨西哥和加拿
大提供 250 萬劑和 140 萬劑疫苗。但根據
安排，墨西哥和加拿大預計將在今年晚
些時候“歸還”相應數量的新冠疫苗。
“我們正在借出一部分多余的阿斯
利康疫苗。”一名不願透露姓名的美國
政府官員說。

希臘推出新冠自檢工具
具

征募私立醫生抗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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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707 例新冠
肺炎患者，目前累計確診 238830 例，當
日新增死亡 69 例，累計死亡 7531 例。希
臘政府已宣布將與私立衛生部門進一步合
作，以防國家醫療系統崩潰。
據報道，根據希臘國家公共衛生組織
的數據，在 3 月 21 日新增的 1514 例病例
中，9 例來自境外輸入，剩下的為本土新
增病例。另據當地媒體 protothema 報道，
位於希臘中部弗西奧蒂斯州的馬萊西納
(Malesina)小鎮，18 天內有 10 人因感染新
冠病毒失去生命。
2 月 28 日，馬萊西納就已處於紅色警
戒狀態。由於該地新增感染病例過多，希
臘公民保護和危機管理副部長尼克斯· 哈
爾達利亞宣布對該地實行一系列限制禁令
。目前，馬萊西納地區仍有 50 名患者正
接受治療。
另一方面，希臘衛生部長基基利亞斯
22 日在一份聲明中說：“數周以來，衛
生部一直在呼籲私立醫院醫生積極參與抗

擊新冠疫情。”考慮到情況
緊急，“為滿足同胞們治療
的需求，衛生部正在阿提卡
和其他地區征募來自私立醫
療系統的醫務工作者，包括
病理學家、肺科醫生和全科
醫生。”
這項征募行動涉及 206 名在希臘國有
醫療保險機構 EOPYY 註冊的醫生，年齡
在 60 歲以下，為期一個月。根據希臘國
家廣播電視公司 ERT 的報道，拒絕征募
令的人員將面臨 3 個月監禁處罰。
由於雅典及周邊地區之前配置的新冠專
用重癥病床已經全部投入使用，希臘政府
已宣布將與私立衛生部門進一步合作，以
防止國家醫療系統在重壓之下崩潰。這些
合作包括，將增加私立醫院用於收治新冠
肺炎患者，並在醫院中的復蘇室和手術室
增加配有呼吸機的床位。
希臘政府宣布，將從 4 月起免費發放
居民可以使用的新冠病毒自行檢測工具，
以應對國內感染者居高不下的嚴峻疫情，

緩解醫療機構的壓力。民眾可憑借社保號
碼 AMKA 到藥店獲取。
據報道，這套工具可以通過鼻腔和唾
液采集樣本，比鼻咽拭子的快速檢測更容
易獲取樣本。這些檢測工具將在藥店發放，
擁有安全碼的人每月可獲得 4 個檢測套裝
。希臘總理辦公室在聲明中表示，這項新
工具有助於更好地實施疫情監控和預防，
並稱這套檢測設備的有效性在 95%-97%。
此外，希臘貿易和消費者保護協會秘
書長帕納約蒂斯· 斯塔普利迪斯日前接受
Mega 電視臺采訪時說，希臘的理發店和
美甲店已經恢復營業，公園和考古遺址也
已經重新開放。但是，這些活動對疫情產
生的影響，將會需要花數天的時間來追蹤
計算。

攜帶 18 個國家的 38 顆衛星
俄“聯盟”號火箭發射升空

綜合報導 俄國家航天集
團網站上的轉播顯示，“聯
盟-2.1a”運載火箭已攜帶 18 個
國家的 38 顆衛星，從拜科努爾
發射場發射升空。
據報道，俄“聯盟-2.1a”
運載火箭曾計劃於 3 月 20 日進
行發射工作，但根據委員會的
決定，被推遲了兩天。俄羅斯
衛星通訊社火箭航天領域消息
人士表示，原因是發射設施的
電源系統發生電壓跳變，必須
重新檢查火箭系統。
最新消息稱，“聯盟-2.1a”
運載火箭已從拜科努爾發射場發
射升空，將把 18 個國家的 38
顆衛星送入太空。
這是 2021 年俄羅斯第四次
航天發射任務，據俄國家航天
集團總裁羅戈津表示，2021 年
計劃進行 29 次航天發射任務。
此 外 ， 45 年 來 ， “ 聯
盟 -2.1a” 運 載 火 箭 首 次 將 配
色從傳統的灰橙色改為白藍
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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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場記者會大秀即席答問 一洗瞌睡喬汙名
一洗瞌睡喬汙名！
！
拜登長談 1 小時沒忘詞 發豪語拚連任
（綜合報導）美國總統拜登 25 日舉行上任來的首場正式記
者會。外界關切 78 歲高齡拜登的健康狀況，加上他遲至現在才
開記者會，這次表現格外引人注目。拜登在記者面前談了一個
多小時，看似準備充分，時而看著資料，冷靜回答提問，與共
和黨籍前總統川普的咄咄逼人大異其趣。
拜登也首度透露打算尋求連任，且仍會考慮選賀錦麗當副
總統競選搭檔，還戲稱自己想念川普。
拜登總統的首場記者會可謂千呼萬喚始出來。他的 15 位前
任，均在上任 33 天內舉行完整的記者會，拜登的首場記者會距
離他宣誓就職已 64 天，讓他成為 100 多年來最晚舉行記者會的
新任美國總統。
拜登已創下最高齡美國總統的紀錄，外界始終有傳聞，他

是否打算只當一任。面對記者提問，拜登先是笑說， 「我的前
任需要這樣做。我的前任，天呀，我真想念他（川普）。」接
著表示，他 「已在計畫競選第二任」，且 「非常期待」賀錦麗
會繼續與他搭檔， 「她是很棒的夥伴」。
但被問到是否有自信在 2024 年再戰勝川普時，拜登說，
「我完全沒考慮過這個問題」；他還稱，到時候不一定是川普
來競選，甚至共和黨是否還存在也 「猶未可知」！
保守派批評人士曾預言，高齡總統拜登無法勝任工作。過
去拜登頻繁忘詞口誤，川普因此嘲諷他為 「瞌睡喬」，甚至質
疑他患有老年失智症。3 月 19 日早上，拜登搭乘 「空軍一號」
專機準備前往亞特蘭大，登機時不慎連續摔倒 3 次，讓外界又
懷疑他可能健康狀況不佳。

拜登這次與媒體的互動，部分在於為了反駁上述揣測。拜
登在講台上按照 1 份名單點了 10 位記者，回答了他們的提問。
在國內問題上，他基本上是即席答問，但在敏感的外交政策問
題上，包括與阿富汗和中國有關的問題上，拜登似乎是在照著
底稿念。
路透形容，拜登看似準備充分，並冷靜回答提問，與川普
的咄咄逼人形成強烈對比。當年媒體在質問川普時，也沒有在
客氣的，而這樣的互動常常充滿火藥味，甚至導致川普發飆。
相較之下，媒體在面對拜登時溫和許多，並未提出過多挑
戰性問題。《華盛頓郵報》因此形容，拜登的記者會 「相當無
趣」，但這其實不算壞事，倒是記者們反而顯得不盡責了。

數兆美元拚科技 不讓大陸超車
（綜合報導）美國總統拜登 25 日在記者會上，誓言不讓中
國超越，為此將公布一項價值數兆美元的基礎設施方案，藉以
確保美國增加對有前景新科技的投資，例如量子運算、人工智
慧（AI）和生物科技等。另外他表示，儘管會遭到共和黨人反
對，他仍希望能夠在氣候危機、槍枝改革和移民等棘手問題上
取得進展。
拜登表示，應對疫情和恢復美國經濟，仍然是最緊迫的問
題。他預定 26 日在賓州匹茲堡，宣布一項大規模重建美國科技
和實體基礎設施方案，期望以此提升美國競爭力，並創造大量
就業機會，保持美國綜合實力的 「增長與擴張」。

他指出，中國在基礎設施方面的支出達美國的 3 倍，而
「關鍵在於誰能真正的掌握未來，這涉及到科技、量子運算等
一系列議題，其中也包括醫療領域。我們要進行真正的投資。
」
拜登說，他的目標是把美國在研究和開發（R&D）方面的
投資，從目前占國內生產毛額（GDP）的 0.7％左右，回復到
上個世紀 60 年代占 GDP 近 2％的水平。
針對美墨邊境非法移民潮，拜登承認目前美國拘留未成年
非法移民的設施 「擁擠不堪」，這種狀況 「不可接受」。他說
政府正在重建移民體系，擴建收容未成年非法移民的設施，並

與墨西哥協商，促其接收更多非法移民家庭。
拜登上台後，迅速取消川普政府打擊非法移民的政策，批
評人士指稱，此舉導致大批拉丁美洲難民再次北上，但拜登強
調做法沒有問題。拜登稱移民潮具有季節性，指責前總統川普
削減預算等措施，增加了美國移民執法的困難和壓力。
拜登說，他期望任內在氣候變遷、移民改革、槍枝管制和
選民投票權等四大挑戰方面都取得進展，但這取決於兩黨合作
和選民意願。他認為，移民、槍管等都是困擾美國的長期問題
，但並未給出推進移民改革和槍管立法的時間表。

拜登嗆中俄 美要證明民主有效
（綜合報導）美國總統拜登 25 日舉行上任以來的首場記者
會，再將矛頭指向中國，強調將確保美國在中美競爭中勝出，
也會持續在台灣、香港及南海等議題向中國問責。他並批評中
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稱對方與俄羅斯總統普丁一樣偏好專制，
而現今世界正在面臨著 「民主與專制之戰」，美國必須證明民
主有效。
決砸大錢確保美競爭獲勝
拜登說： 「中國有一個總體目標，那就是成為世界上領先
國家，最富有國家，以及最強大國家。但這不會在我當家（執
政）時發生，因為美國將繼續發展。」他誓言砸下巨資，以確
保美國在世界兩大經濟體之間的競爭中獲勝。
拜登表示，他上任後與習近平首次通話時表明，美國並不
尋求 「對峙」，但美中存在 「激烈競爭」。他稱向習說： 「只
要你和你的國家繼續明目張膽侵犯人權，我們就會不遺餘力呼

籲全世界注意中國的問題，並要求你的國家說清楚，講明白，
到底發生了什麼事。習近平也明白這一點。」
他又說，美國將與盟友合作，讓中國對其在台灣、香港、
南海問題上的行動，以及對待新疆維吾爾族的行為負責，並要
求中國遵守公平貿易規則。
拜登還談到，他正在重建全球民主聯盟，將在美國召開民
主峰會。上月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曾承諾，會邀請台灣出席預定
年底舉辦的民主峰會。
拜登也再次提到對習近平的瞭解，重覆 2 月初接受媒體專
訪時對習的評價，稱 「他骨子裡沒有一丁點民主，但他是個聰
明人。他和普丁一樣，認為專制是未來的潮流、民主在一個愈
來愈複雜的世界無法發揮作用。」拜登還形容，目前正處於
「21 世紀民主與專制政體之間的戰鬥」，因此美國 「必須證明
民主有效」。

譴責北韓違反安理會決議
另外，針對朝鮮試射彈道飛彈，拜登譴責其違反聯合國安
理會決議，並警告若事態進一步升級，美國將採取相應措施。
但他同時表明，為了推動北韓去核化，不排除與平壤進行接觸
。
北京回應別陷入零和博弈
針對拜登記者會上有關中國的說法，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
春瑩 26 日回應，競爭不奇怪，關鍵是要良性競爭，而不是 「你
死我活、零和博弈」。
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接受 CNN 專訪時也說： 「我們的目
標，是滿足中國人民對追求更好生活的與日俱增渴望。我們的
目標不是與任何國家競爭，或取而代之」， 「這從來不是我們
的國家戰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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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萬億要交 13 萬億遺產稅
三星“掌控一族”傷腦筋

自去年三星集團前會長李健熙去世
，為支付高達 13 萬億韓元的巨額財產稅
，三星電子副會長李在镕、新羅酒店社
長李富真、三星旗下服裝公司第一毛織
執行副總裁李敘顯等三星集團的“掌控
一族”需要向韓國的金融機構進行數千
億韓元規模的無擔保融資。

的融資需求’。所以，最終不得不申請
無擔保融資。”據了解，李在镕的股票
（去年大約價值 2100 億韓元）是其確切
的收入來源，可能憑此得到數千億韓元
的無擔保融資。
據了解，三星集團前會長李健熙通
過股票、美術品、不動產等留下了價值
22 萬億韓元的遺產。他的妻子及子女為
了繼承這些遺產需要向韓國政府繳納 13
萬億韓元的繼承稅。即便是通過 6 年分
期支付的形式來交稅，三星集團的“掌
控一族”們今年也必須要繳納 2 萬億韓
元的繼承稅。但是由於管理權問題，這
麼多的股票很難一下子出售，美術品也
不可能用來進行實物支付。

以股票擔保進行融資？
韓各證券機構均無法籌到相應資金
當初三星集團的這些“掌控一族”
原本打算通過以股票擔保的形式進行融
資，但是韓國國內沒有一家證券公司能
夠滿足他們的融資需求。這主要是因為
最近韓國國內個人投資者通過質押股票
進行融資的投資行為正在增加，韓國的
證券公司基本上已經達到了融資上限。
深陷 13 萬億“遺產稅困境”
據李在镕身邊的知情人士透露：
保住經營權和得到足夠資金成兩難
“李在镕兄妹以及洪羅喜（李健熙的妻
4 月 30 日是李健熙家人進行遺產稅
子）之前向相關證券公司進行過詢問， 申報的最後日期，隨著最後期限越來越
但得到的答復都是‘無法滿足如此巨大 近，三星集團的“掌控一族”們正在為

如何才能籌措到這麼多的錢而發愁。
據了解，三星集團方面通過韓國畫
廊協會、美術品鑒定委員會等 3 個機構
對李健熙擁有的 1.2 萬余件美術品進行了
價格鑒定。但是，由於 13 萬億韓元以上
的繼承稅的財源無法確保，“掌控一族”
們只能進行無擔保融資。韓國財經界相
關人士表示：“由於這些人持有股份的
比例並不高，他們要轉讓三星電子、三
星物產、三星生命等核心企業的股份不
是件容易的事，用美術品等作為抵押也
太現實。所以他們現在面臨的最大難題
是如何確保守住經營權的同時，找到足
夠的資金去繳納天價繼承稅。”
據了解，李健熙留下的遺產被認為價值
超過22萬億韓元。由於當初李健熙是突然中
風住院，並一直昏迷不醒。所以到目前為止
，李健熙的遺產分配問題都尚未對外公布。
根據韓國繼承法規定，他的妻子洪羅喜將繼
承李健熙九分之三的遺產，李在镕等3個子
女各繼承九分之二的遺產。
另外，韓國繼承稅的最高稅率為
50%，但是對於大企業的主控人員而言
，稅率將達到 60%。所以，李健熙家屬
將承擔 13 萬億韓元的繼承稅。另外，如
果采取分期付款的形式，每年都必須繳
納相應的利息。所以，李健熙家人每年
至少要支付 2 萬億韓元的遺產繼承稅。

的股份分紅。去年，三星電子給李在镕的股
份分紅為1250億韓元，給洪羅喜的分紅為
1600億韓元。李健熙在世時的股份分紅為
7400億韓元。李富真和李敘顯沒有持有三星
電子的股份，所以沒有三星電子的分紅。
即便以股份分紅用來抵扣遺產稅，
每年 2 萬億韓元的金額對於李健熙的家
人而言也是一筆巨大的負擔。尤其是李
在镕在過去 4 年裏處於無薪酬狀態，除
了股份分紅之外沒有其他收入。
李在镕即便現在想通過出讓股份來
籌集資金繳納繼承稅，都不是件容易的
事。他現在持有的三星電子股份只有
0.7%，三星物產的股份為 17.3%，三星生
命的股份為 20.8%。他從李健熙那裏繼
承的三星電子的股份為 4.2%，三星生命
的股份為 20.8%。
財經界相關人士表示：“如果李在镕
在這個時候出讓自己手中的股份，很有可
能引來外資系投機資本的攻擊，這樣可能
會危及到他對三星集團核心企業三星電子
、三星生命、三星物產的控制權。”

轉讓美術品也成巨大的難題
很多聲音要求三星集團無償捐贈
自去年 12 月開始，韓國美術館協會
藝術鑒定委員會、韓國藝術品價格鑒定
協會和韓國藝術鑒定研究中心在首爾利
姆美術館對李健熙的一系列收藏作品進
過去 4 年處於無薪酬狀態
行鑒定評估，這引起了人們的廣泛猜測
李在镕入來源主要為股份分紅
，它們可能在不久的將來會被賣掉。
遺產稅的財源首先考慮的是繼承人
如今，鑒定工作基本完畢，李健熙

的全部收藏達 13000 件，在他的收藏中
有 30 件國寶，82 件不可估值的珍品，以
及 3500 件現當代藝術品（其中 2200 件是
韓國藝術，1300件來自西方），總價值達3
萬億韓元，相當於26.6億美元。莫奈、安
迪· 沃霍爾、畢加索、賽· 托姆布雷、阿爾貝
托· 賈科梅蒂等藝術家的作品赫然在列。
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藝術品鑒定專家
說：“自李健熙購買這些作品以來，其中
一些作品的價格可能已經大幅飆升。”另
一位參與評估項目的藝術專家認為：“倘
若將這些傑作放在同一個空間，那很容易
成為世界五大藝術博物館之一。”
據了解，三星“掌控一族”曾考慮
向海外市場出讓一部分李健熙擁有的美
術品，大概可以籌集 2-3 萬億韓元的資金
。比如，李健熙擁有著名畫家莫奈的名
畫《睡蓮》，這幅畫或能夠賣出 1000 億
韓元的價格。但是，最近韓國國內有很
多聲音要求三星集團把李健熙手裏的這
些美術品贈予美術館或者博物館——主
要是為了防止讓《睡蓮》再流傳到海外
。但是如果三星集團無償轉讓的話，就
沒有資金來繳納高額的繼承稅。
有一些人提議，如果三星集團繳納一
部分美術品的話，為了防止這些寶貴的文
化財產流到海外，可以以此來抵扣部分遺
產稅。韓國國會議員李光宰在去年11月已
經向國會提議修改相關法案，但是現在韓
國國會還沒有進行審議。這一建議也在韓
國引發爭議，部分人認為，這讓三星集團
的“掌控一族”享受了特權。

日本首都圈解除緊急宣言 變異病毒加速蔓延引擔憂
綜合報導 日本首都圈 1 都 3 縣全面解除緊急事
態宣言，但專家仍擔憂新冠疫情復燃。另一方面，
日本境內檢出感染變異病毒的確診人數，正在加速
增加。
據報道，日本政府解除了對首都圈 1 都 3 縣
，即東京都、埼玉縣、千葉縣、神奈川縣的緊急
事態宣言。但仍有部分專家擔憂，解禁後疫情會
復燃。
另外，根據日本共同社 20、21 兩日實施的電
話輿論調查結果顯示，有關首都圈 1 都 3 縣緊急事

歡然
取⽔

誠摯地邀請您
參與這場屬靈盛宴
親臨現場或是線上加⼊

04.03.21

11:30AM - 12:30PM
2:00PM - 3:00PM
335 AVENUE E,

真耶穌教會休⼠頓教會
靈恩佈道會

335 Avenue E,Stafford,
TX 77477

YOUTUBE.COM/C/TRUEJESUSCHURCHHOUSTON/LIVE

E

59

STAFFORD, TX 77477

90

電話: (281)631-5260
網址: www.tjc.org
電子郵件: Houston@tjc.org

Ave
.

真耶穌教會
True Jesus Church

態宣言解除的決定，認為“過早”的回答占 52.2%
，認為“適當”的回答占 27.9%，認為“過晚”的
回答占 12.9%。 另一方面，變異病毒仍在日本加
速蔓延。日本厚生勞動省表示，除了機場檢疫之外
，截至 3 月 16 日，在日本境內查到的變異病毒病例
有 399 例，分布在 26 都道府縣。
截至 3 月 2 日，檢測到變異病毒病例 165 例，截
至 9 日有 271 例。16 日以後，宮城縣、福岡縣等首
度查到有人確診感染變異病毒。民調顯示，對於各
地確認變異病毒感染者，包括“一定程度”在內感

TJ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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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不安的回答升至 82.2%。
據報道，相較於原本的病毒，兒童感染變異病
毒的比例偏高，最近還發生包含老人在內的集體感
染病例，重癥者及死亡人數可能增加。
日本國立感染癥研究所所長脅田隆字表示，尚
未充分掌握疫情全貌，有必要進行解析。如果兒童
之間容易傳染或兒童容易傳染給大人，目前所實施
的防疫對策有必要改變。
在日本，3 月有老人因參加活動，發生集體感
染變異病毒的情況。在千葉縣，一群白天唱卡拉

OK 的老人中有 12 人集體感染變異病毒，其中一人
為重癥。有些老人在唱歌時未戴口罩。
在北海道劄幌市食品相關業者主辦的集會活動
中，員工及參加者共有 13 人確診感染英國報告的
變異病毒，其中也包括老人在內。東京醫科大學教
授濱田篤郎表示，如果英國報告的變異病毒蔓延，
老人更易感染，致死率可能變高。
此外，民調顯示，對於日本政府新冠疫苗接種
計劃是否順利推進的問題，65.6%的回答認為進展
遲緩，28.9%認為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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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必泰質控差 停接種零補救
專家批藥廠卸責 倡速提供另一批次疫苗



(

復必泰新冠疫苗在港開打兩周已累
積出現 57 宗藥瓶有裂痕、稀釋時有液體
噴出、瓶蓋鬆脫或瓶身有污跡個案，而
北京科興新冠疫苗至今未發現有類似的
包裝瑕疵問題。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
長崔俊明 25 日形容，復必泰疫苗在短時
間內出現多宗包裝有問題個案的情況罕
見，瑕疵比例偏高，並批評藥廠品質控
制有問題，且欠缺責任感，在停止接種
計劃後未向特區政府提供任何應急方

●崔俊明表示，復必泰疫苗在短時間內出現多宗包裝有問題個案的情況罕
見，瑕疵比例偏高，並批評藥廠品質控制有問題。
美聯社

●香港教育局九龍塘教育服務中心的復必泰疫苗接種中心，25 日仍然關閉
暫停接種疫苗。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次疫苗供香港使用。

崔

俊明 25 日接受電台訪問時指出，包裝最常
見的問題是用作固定藥瓶膠塞的金屬環鬆
脫，估計是由於德國藥廠需生產過千萬甚至逾億
劑疫苗，令機器出現疲勞，導致蓋上金屬環時的
壓力不足，但這些包裝瑕疵上的問題憑肉眼也可
察覺，還有紅外線儀器探測到藥瓶形狀是否有改
變，質疑藥廠的品質控制未能在疫苗出廠前發現
問題。

“若在美發生，藥廠敢叫停嗎？”
他其後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形容，供港復
必泰疫苗在短時間內出現逾 50 多宗包裝有問題個
案，情況罕見，必須正視，又引述英美有藥劑師
也曾反映，當地的復必泰疫苗也有同樣的包裝問
題，但藥廠只叫停香港的疾苗接種，質疑：“如
果喺美國發生呢件事，( 藥廠 ) 夠唔夠膽即刻叫
停？”
崔俊明批評，藥廠沒有考慮事件對港人的信
心打擊，“最理想方法是在叫停疫苗接種後，提
供應急方案，但今次香港無應變方案。”他促請
藥廠盡快完成調查並解釋原因，以及提供新一批
次無問題的疫苗供香港使用，令香港的疫苗接種
計劃可繼續進行，挽回市民對疫苗的信心。
在復必泰疫苗抵港時，一般不設驗收程序確保
質素，崔俊明解釋，由於該款疫苗對溫度敏感，須
儲存在攝氏零下70度的環境中，即場抽查可能會令
溫度上升，或影響疫苗質素，未必可行，所以疫苗
接種中心的注射員肩負把關重任，在進行接種前，
在場藥劑師、護士等前線醫護人員會監察疫苗的狀
況，例如有否變色及樽身有否污跡等，如發現會即
時匯報，及棄置有問題疫苗。

專家不建議現階段
“溝針”
香港大學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栢良則估
計，復必泰疫苗的包裝瑕疵相信只是隨機性出現
瑕疵，不涉及系統性的廠房生產問題，否則全球
多個國家及地區都會受到影響。
他認為，藥廠的調查不需太長時間，應該可
盡快解決問題。而市民接種第一劑疫苗後，在 19
日至 42 日再接種第二劑，不會影響保護作用。他
亦不建議市民現階段“溝針”，轉打科興 。
香港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未有正面回應
會否就今次事件向藥廠追究，僅表示仍等待藥廠
的調查報告，現時去揣測情況是言之尚早，要看
現有在港批次的疫苗是否確有問題，如果真的有
問題，藥廠必須盡快向香港提供沒有問題的疫
苗。
香港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被問及科興疫
苗有否出現包裝瑕疵問題時表示，科興疫苗也有
恒常報告機制，未留意到科興疫苗有包裝問題。
香港文匯報 25 日向復必泰疫苗代理商復星醫
藥查詢，25日截稿前仍未有回覆。

陳肇始：暫未知復星何時完成調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已接種首劑
復 必 泰 疫 苗 的 巿 民 原 訂 最 快 27 日 可 打 第 二
針，但現變成打針無期。香港食物及衞生局
局長陳肇始 25 日表示，暫時未知復星何時完
成調查，希望對方能盡快回覆相關調查結
果，之後再由公務員事務局負責的控制中

心，檢視整體安排。
陳肇始認為，現時討論有否需要銷毀全部批
次疫苗，是言之尚早，重申要先了解香港現存
的疫苗是否有問題。衞生署會與藥廠緊密聯
繫，如有問題，會要求對方盡快向香港補發無問
題的疫苗。

59 歲行山漢猝死
7 天前打復必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出現
第二宗接種復必泰疫苗後幾天死亡的個案，
死者為一名 59 歲男子，於 25 日上午許被行
山人士發現倒臥在西貢麥理浩徑二段陷入昏
迷。
飛行服務隊直升機將他送往東區醫院，
搶救無效不治。
衞生署表示，根據資料死者死前 7 天（3
月 18 日）在彩虹道羽毛球中心社區疫苗接種
中心接種復必泰新冠疫苗，接種後逗留在接
種中心觀察期間並沒有不適記錄。

﹁

衞生署接獲呈報後已即時聯絡醫管
局，正就該宗事件獲取更多資料，以進行
調查及評估。衞生署會按既定機制，將個
案交由新冠疫苗臨床事件評估專家委
員會進行因果關係評估。
據了解，死者姓李，25 日獨自行
山，估計從西灣村出發往東壩方向。
警方表示，報案人行山至上
址，發現身穿灰衫黑褲的事主昏迷
倒地，當時仍有呼吸，但送院搶救
後不治。

曾做頸部皮膚手術
李家超“見紅”無關接種
香港文匯報訊 《蘋果》25 日報道
稱，於周一接種第二劑科興疫苗的香
港保安局局長李家超 25 日上午現身伊
利沙伯醫院，前頸“疑似出現紅
疹”。保安局發言人 25 日在回應傳
媒查詢時表示，李家超於較早前經
私家醫生進行了頸部扁平疣皮膚
手術，皮膚現紅是手術後的過渡
期反應。
保安局發言人表示，李
家 超 25 日 是 到 伊 利 沙 伯 醫
院作一般例行覆診，並
強調保安局局長接種
第二劑新冠疫苗後，
完全沒有任何不良
反應或不適，每
日如常工作，並
沒有休假。

第
二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

范鴻齡批 黑醫護 抹黑政府抗疫

案，建議藥廠盡快提供無問題的另一批

批

抵港
苗
疫
第
二
興 批、約 100 萬劑的科興
科 新冠疫苗 25 日午順利由

北京運抵香港，工作人員隨即
進行檢查及核對，以確保疫苗
符合冷鏈運輸標準及產品規格。連
同上月抵港的 100 萬劑疫苗，合計
共約200萬劑科興疫苗供應香港。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黑醫護”
組織“醫管局員工陣線”
先後杯葛和惡意中傷特區
政府推出的“安心出行”
應用程式，以及新冠疫苗
接種計劃等防疫措施。香
港醫管局主席范鴻齡 25 日
不點名批評有醫護人員不
斷作出破壞政府防疫政策
的行徑，並強調所有評論
都要基於理性與科學，又
透露將視乎情況研究是否
作出紀律行動。
范鴻齡 25 日出席醫管
局大會後主動向記者表
示，留意到有一小撮醫護
作出號召市民杯葛“安心
出行”應用程式、抹黑國
產疫苗及整個疫苗接種計
劃等行為，這些惡意行為
令人反感及憤慨。他重
申，醫管局絕不認同相關
立場及行動，嚴肅敦促員
工不要再發表失實言論。
對有“黑醫護”誣衊
科興疫苗，范鴻齡強調，
新冠疫苗臨床事件評估專
家委員會評估後認為，香
港至今沒有打針後死亡的
個案與疫苗有直接關係，
而所有批評應有科學理據
支持，“香港現時批准的
兩款疫苗由顧問專家委員
會，根據科學及數據作詳
細評估後向建議使用，政
府沒有辦法以政治或其他
理由干預他們（委員
會）。”
被問及醫管局會如何
跟進發表失實言論的員工
時，范鴻齡表示，醫管局
會視乎涉事員工的行為有
否違反醫管局人事條例，
再決定是否作出紀律行
動。
醫護人員是新冠疫苗
接種計劃下最先打針的優
先群組之一，醫管局至今
有約 1.2 萬名職員已接種
首劑疫苗，佔全體員工約
14%，其中選擇復必泰疫
苗與科興疫苗的分別佔六
成及四成。為免打針後集
體出現副作用影響工作，
同部門員工需要分批打
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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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CEP 料明年生效 中方三成出口零關稅
商務部：技術準備有序推進 逾八成約束性義務已可實施

●王受文（左三）在吹風會上表示，RCEP實施技術準備有序推進。

香港文匯報記者朱燁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京報道）中國商務部副部長兼國際貿易談判副代
表王受文 25 日在國務院政策例行吹風會上透露，RCEP 實施技術準備有序推進，中
方已經充分作好準備，在協定生效時將全面履行協定義務，其中有 613 條約束性義
務可以立即實施，佔全部的 87%。他更指，《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簡稱
RCEP）生效後意味着中國出口將近 30%可以實現零關稅的待遇。“RCEP 巨大的
市場開放和規則方面的承諾將會推動本地區所有成員國經濟的增長和發展，所有國
家都會受益。”
RCEP 進行核准，表
王受文表示，中國率先對
明了中國政府對 RCEP 早日生效的高度重視
和全力支持。同時，RCEP成員也決定每兩個月左
右就召開一次 RCEP 臨時聯合委員會會議，相互
通報各成員在 RCEP 協定核准工作方面所取得的
進展。大家明確表示，努力爭取在今年之內完成
對RCEP協定的核准工作，目標是2022年1月1日
RCEP能夠正式生效實施。

去年對RCEP出口逾七千億美元

們吸引外資有 10%來自於 RCEP 的成員國，所以
RCEP 生效之後就意味着中國出口的將近 30%可
以實現零關稅的待遇”，他說，“也將促進中國
對標國際高水平的經貿規則，加快制度性開放，
推動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的新體制。”

中日電子機械化工等互降關稅
在 RCEP 之前，中國已與東盟、韓國、澳洲
和新西蘭達成了自貿協定。商務部國際經貿關係
司司長余本林指出，RCEP的達成使得成員國之間
有了新的自貿關係和新的降稅承諾。比如，東盟
顯著擴大了對中國零關稅產品的範圍，印尼、菲

李克強江蘇考察民企 倡以減稅政策增研發投入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25 日上午在
江蘇省常州市考察，首站來到恒立液壓股份有
限公司。

與當地企業家就新政“站談”
這家民營企業是中國液壓行業的標杆企業，
被行業認定為製造業“單項冠軍”企業。李克強
走進生產車間，詳細了解企業研發製造、市場份
額以及開展國際合作等情況。李克強說，液壓系
統對製造業十分重要，過去在這方面中國存在一
些短板，現在你們通過合作創新取得一定突破。
希望你們繼續堅持合作創新，始終瞄準全球和全
行業先進水平。正像你們企業名字“恒立”寓意
的那樣：不僅要永恒立起來，而且要勇敢立在潮
頭。不光有恒心，更要做成恒業。

在這家公司，李克強還與十幾家當地企業負
責人就提高製造業企業研發費用加計扣除比例政
策“站談”。此前一天，李克強剛剛召開國務院
常務會議，部署實施提高製造業企業研發費用加
計扣除比例等政策。這一今年結構性減稅中力度
最大的政策，預計可在去年減稅超過 3,600 億元
（人民幣，下同）基礎上，今年再為企業新增減
稅800億元。
多位企業負責人表示，受這項政策激勵，他
們都準備今年加大研發投入。一位企業負責人對李
克強說，他們企業今年計劃加大研發投入 3 至 5
倍。
“這個好！”李克強讚許道，“你們投得越
多，稅收抵扣越多，我們就越高興，這會有效激
勵企業創新，促進產業升級。我們就是要通過稅
收優惠、市場化的辦法，公平普惠地撬動企業和

全社會增加研發投入。不光要四両撥千斤……”
一位企業負責人馬上接話道：“還要四両撥
萬斤！”
在一片笑聲中，李克強表示，我們會扎扎實
實推進這項政策，一定讓企業今年就能受惠。

●李克強25日在江蘇常州一家民營企業考察。
網上圖片

去年跨境電商零售進口破千億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京報道）近日，
中國商務部等六部門印發了關於進一步擴大跨境電
商零售進口試點的通知，試點範圍擴大至所有的自
貿試驗區、跨境電商綜試區、綜合保稅區、進口貿
易促進創新示範區、保稅物流中心所在城市。商務
部新聞發言人高峰25日表示，2020年，中國跨境
電商零售進口的規模已經突破了1,000億元。此次
擴大試點範圍，主要是從更好滿足人民美好生活需
要出發，推動跨境電商進口更好地發展。
高峰指出，自 2018 年 11 月開展跨境電商零
售進口試點以來，各相關部門和地方積極探索，
不斷完善政策體系，在發展中規範，在規範中發

展。同時，風險防控和監管體系也在逐步健全，
事中事後監管有力有效，具備了更大範圍內複製
推廣的條件。

更多消費群體“不出境買全球”
他表示，當前，中國整體的消費需求、特別
是在中西部地區、三四線城市的消費需求不斷提
升，對優質進口產品的需求旺盛，更多的消費群
體願意“不出境、買全球”。
此次擴大試點範圍，主要是從更好滿足人民
美好生活需要出發，推動跨境電商進口更好地發
展。比如，今後相關區域所在的城市，只要符合

海關監管要求即可開展業務，便利企業根據發展
需要靈活調整業務布局，便於消費者更加便捷地
購買跨境商品，有利於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
決定性作用，同時着力強化事中事後監管，深化
有效市場和有為政府的結合。
他透露，下一步，商務部將會同相關部門，
督促各試點城市嚴格落實相關政策要求，促進跨
境電商零售進口規範健康持續發展，帶動更多的
境外優質商品進口，進一步豐富國內市場供給，
推動形成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更高水
平的動態平衡，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
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律賓、柬埔寨、緬甸、馬來西亞等均對中國新增
了降稅產品，主要包括汽車及零部件、摩托車、
化工、機電、鋼鐵製品等等。此外，他強調，
RCEP 為中國新增了日本這個重要的自貿夥伴。
“中日雙方在機械裝備、電子信息、化工等諸多
領域產品將相互降低關稅。”
余本林續指，RCEP 將使中國的進口企業
享到實惠。“企業將以更低的成本進口先進技
術、重要設備、關鍵零部件、日用消費品、醫
藥和護理設備，以及進口設計研發、節能環保
等生產性服務，更好地滿足國內市場消費升級
需求。”

美借審查打壓中國科企 商務部促尊重市場規律

王受文透露，商務部已經會同有關部門梳
理了 RCEP 協定中涉及到的 701 條約束性義務，

包括關稅減讓、海關程序簡化、原產地規則技
術準備、產品標準、服務貿易開放措施、投資
負面清單承諾、知識產權全面保護承諾以及行
政措施和程序合規等一系列領域的義務。目
前 ， 其 中 的 613 條 已 準 備 好 ， 現 在 就 可 以 實
施，佔到全部需要履行的約束性義務的 87%。
“剩餘 13%的義務，我們在 RCEP 生效時就能
夠實施。”
他表示，去年，中國對 RCEP 成員國的出口
規模達到了 7,007 億美元，佔中國出口總額的
27%；從 RCEP 貿易夥伴的進口額去年達到了
7,779 億美元，佔到中國總進口的 37.8%。“我

●RCEP 生效後意味着中國出口將近 30
30%
%可以實現零關稅
待遇。
待遇
。圖為江蘇連雲港港貨櫃碼頭
圖為江蘇連雲港港貨櫃碼頭。
。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京報
道）近來，美國商務部向中國多家通訊供
應商發傳票，稱要進行“安全審查”。面
對美國對中國科技企業的持續打壓，中國
商務部新聞發言人高峰 25 日回應稱，我們
希望美方正視業界的呼聲，尊重市場規
律，理性、客觀、公正地對待中國企業，
避免將供應鏈安全問題政治化。他當日亦
回應伊核問題表示，伊核問題全面協議是
聯合國安理會核可的多邊協議，理應得到
完整、有效執行。
高峰表示，中方已經多次指出，全球
數字經濟繁榮依賴開放、高效、可靠的信
息通訊供應鏈。“我們反對美方泛化國家
安全概念，干擾中國信息通訊企業的正常
經營；反對美方無視國際經貿基本規則，
擾亂正常的市場秩序，威脅全球信息通訊
產業鏈、供應鏈的安全和穩定。”
“我們注意到，一段時間以來，美國半
導體業界多次向美國政府表達重大關切，擔
憂有關行政令對中美信息通訊產業發展造成
嚴重影響。”他說，“我們希望美方正視業
界的呼聲，尊重市場規律，理性、客觀、公
正地對待中國企業，避免將供應鏈安全問題
政治化。”他更指，中方有決心有能力，堅
決維護中國企業的合法權益。
有記者提問指出，美國拜登政府已“告
知”北京方面將對伊朗石油實施特朗普時代
的制裁。對此，高峰強調，伊核問題全面協
議是聯合國安理會核可的多邊協議，理應得
到完整、有效執行。他表示，中方一貫堅持
獨立自主的對外政策，堅持互相尊重主權、
互不干涉內政和平等互利等國際關係基本準
則，一貫堅決反對美方援引其國內法，對其
他國家實施單邊制裁和所謂的“長臂管
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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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是一樁慘絕人寰的屠殺案, 一名喪心病
又是一樁慘絕人寰的屠殺案,
狂的 21 歲屠夫手持 ARAR-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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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州的一家超市掃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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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包括一位到場執勤的員警
生亞裔被謀殺後又一凶殘的命案,, 短短一星期
生亞裔被謀殺後又一凶殘的命案
18 條人命成為槍下冤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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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命案發生後
外, 當然又把問題歸到槍支管控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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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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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不願看到大規模槍擊成為新常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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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登總統在命案發生後悲戚說道
國會立即通過槍枝改革法案,, 他說
國會立即通過槍枝改革法案
他說,,他不想再等

緬甸軍方自從二月初政變奪權，
緬甸軍方自從二月初政變奪權
，強行逮捕包
括翁山蘇姬在內的全國民主聯盟政府領導人後，
無視各國的譴責與制裁,, 以武力鎮壓國內人民爭
無視各國的譴責與制裁
取民主的活動,, 已槍殺了兩百多民眾
取民主的活動
已槍殺了兩百多民眾,, 似乎沒有
收手打算,, 勇敢的緬甸人民近日在第一大城仰光
收手打算
舉行大規模靜坐示威,, 他們點燃燭火表明對民主
舉行大規模靜坐示威
和平的企求,, 內心的哀傷
和平的企求
內心的哀傷、
、悲戚與憤怒之情溢於
言表,, 只是當權者無動於衷
言表
只是當權者無動於衷,, 繼續他們的暴行。
從緬甸當前的局勢來看,, 軍政府為鞏固非法政
從緬甸當前的局勢來看
權, 他們是不會向人民屈服的
他們是不會向人民屈服的,, 長久下去
長久下去,, 人民死
傷數目會越來越多,, 情況也會越來越糟
傷數目會越來越多
情況也會越來越糟,, 軍政府
近來更自導自演,, 對包括華商在內的公司企業進
近來更自導自演
行縱火和打砸搶的手法以取得戒嚴鎮壓的理由，
這樣荒誕不經的政府令人唾棄不恥,, 只是手無寸
這樣荒誕不經的政府令人唾棄不恥

非馬雙語詩

具有寬大胸襟的拜登總統在上任之初就向
國會提交了《2021 年美國公民法案
年美國公民法案》
》, 其中最引人
注目的就是將允許 1200 萬非法移民獲得臨時合
法身份，
法身份
，並允許 12
12..5 萬中南美洲難民從墨西哥進
入美國尋求政治庇護審理,, 由於人道的考量
入美國尋求政治庇護審理
由於人道的考量,, 讓
人產生美國門戶洞開的錯覺而引發嚴重的邊界
危機,, 大批未成年孩童在人蛇集團安排下闖入美
危機
國, 給拜登帶來尷尬的政治情境
給拜登帶來尷尬的政治情境，
，他的移民政策
面臨嚴峻挑戰，如不審慎處理
如不審慎處理,, 後患無窮。
美國是一個移民大熔爐的國家,, 也正因為不斷
美國是一個移民大熔爐的國家
接納新移民才造就了這個國家的偉大。
接納新移民才造就了這個國家的偉大
。當然循正
規管道申請移民美國力是合法正道的,, 但在特殊
規管道申請移民美國力是合法正道的
環境背景下如何處置非法移民問題,, 就成為當政
環境背景下如何處置非法移民問題
者施政的優先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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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c
由於美國憲法第二修正案
(Second Amendment)明訂了人民擁有
Amendment) 明訂了人民擁有
槍支的保障條文,,除非參眾兩院修
槍支的保障條文
憲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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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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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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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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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街或小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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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次嚴重
，一次比一次恐怖
一次比一次恐怖，
，這些殺手
這些殺手,, 從落魄人
物到種族主義者、
物到種族主義者
、極端分子
極端分子,, 或精神病患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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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們行兇的武器就是槍枝
嚴格,, 當然也就成為致命的凶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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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之方就是透過國會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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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槍支暴力已成為美國的頑疾
決,悲劇還會再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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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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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個亮點
了一絲希望，
了一絲希望
，加上民主黨掌控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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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案已不是問題
且讓我們拭目以待之!!
鐵的緬甸人民根本無法也無力起來
抵抗軍政府暴政！
國際上現在支持緬甸人民的國家
越來越多,, 聯合國與東盟雖軟弱無
越來越多
權, 但已呼籲緬甸軍政府保持最大的
克制,,要求釋放翁山蘇姬
克制
要求釋放翁山蘇姬,,一向支持緬
甸發展的歐盟已暫停對緬甸 2 億歐元
的資金援助。
的資金援助
。美、英和加拿大也分別
對緬甸將領採取旅行禁令和資產凍
結，韓國也暫停與緬甸的防務交流
韓國也暫停與緬甸的防務交流，
，
並凍結軍售談判。耐人尋味的是
耐人尋味的是,,原本
與翁山蘇姬以及緬甸軍方都保持友
誼關係的印度在最初表達關切後,, 現
誼關係的印度在最初表達關切後
卻一直保持沉默,, 事實上投機的印度
卻一直保持沉默
自上世紀 90 年代開始即在與雙方之
間搖擺不定，
間搖擺不定
，在緬甸問題上
在緬甸問題上,, 並不能
看出印度代表的民主價值觀是什麼。
鄰近的泰國與緬甸的情況相當類似,,在 2014 年
鄰近的泰國與緬甸的情況相當類似
經歷了一場軍事政變，文人政府盈拉被趕下台後
流亡海外，
流亡海外
，已落腳香港經商
已落腳香港經商,, 儘管泰國國內持續
不斷的抗議活動仍在繼續，但大權在握的泰國將
軍們依然掌握著絕對話語權,, 對於緬甸採取事
軍們依然掌握著絕對話語權
不關己的態度是相當正常的。
現在最令人擔心的就是緬甸軍方繼續濫殺無
辜，使生民塗炭
使生民塗炭,, 緬甸長治久安的希望就是軍方
還政於民,, 恢復民選政府領導
還政於民
恢復民選政府領導,, 除此之外別無他
途, 但國際如何聯合一致
但國際如何聯合一致,, 支持緬甸民主運動則
是非常難解的問題！

美國在 1948 年首度通過了難民
法, 一口氣接納了 35 萬名歐洲的戰
爭難民,, 並於 1975 年西貢淪陷後
爭難民
年西貢淪陷後，
，
再次接納了 12 萬 5 千名越南難民
千名越南難民，
，
這些難民來到美國後獲得妥善照
料, 這才是美國偉大的精神 , 不過
由於川普上任 4 年極力反對接納難
民, 大批中南美洲瓜地馬拉、洪都拉
斯和薩爾瓦多難民搭乘大篷車從墨
西哥闖關被阻，
西哥闖關被阻
，鎮守邊境的戌衛人
員為遏止難民，
員為遏止難民
，以催淚瓦斯、胡椒噴
霧和毒氣罐為武器攻擊難民，
霧和毒氣罐為武器攻擊難民
，場景
悲慘,, 損傷了美國的形象與價值觀。
悲慘
拜登上任後,, 為體現美國的人道
拜登上任後
精神與人權關懷,, 徹底取消了川普
精神與人權關懷
政府的種種強硬政策,, 新制定了親子團聚計畫
政府的種種強硬政策
新制定了親子團聚計畫,,
並取消原本難民必需留在墨西哥等待批准的規
定, 拜登的原意很好
拜登的原意很好,, 但卻造成美國門戶洞開的
錯覺,, 所以在 2 月就擁入了十萬多名尋求庇護的
錯覺
難民,, 儘管拜登已向他們喊話不要再硬闖入關
難民
儘管拜登已向他們喊話不要再硬闖入關,,
但成效並不大。
目前有關難民申請的積壓案件實在太多,,至今
目前有關難民申請的積壓案件實在太多
仍有 128 萬件案件懸而未決
萬件案件懸而未決，
，拜登所設想的移民
制度，
制度
，可能要費數月甚至數年才能落實
可能要費數月甚至數年才能落實,, 由於突
如其來的邊境問題讓美國人民的觀瞻與感覺很
不好,,加上共和黨在國會裡的極力反對
不好
加上共和黨在國會裡的極力反對,,很可能讓
拜登的移民法無法過關,,並影響到明年民主黨的
拜登的移民法無法過關
中期選舉,,現在拜登政府已面臨了嚴峻的考驗與
中期選舉
艱難的抉擇。

全美亞裔上週末發出前所未有怒吼之聲,, 各
全美亞裔上週末發出前所未有怒吼之聲
大城市不但同步舉行遊行示威, 發出了
大城市不但同步舉行遊行示威,
發出了”
”亞裔的
命也是命”
命也是命
”的聲音
的聲音,,憤怒的亞裔群眾高舉“停止對
亞裔仇恨”
亞裔仇恨
”
、”我們就是美國的樣子
我們就是美國的樣子”
”與“ 不再為
亞裔暴力保持沉默”
亞裔暴力保持沉默
”等等標語
等等標語,, 那種同仇敵愾的
場景十分悲戚,, 讓人不勝唏噓！
場景十分悲戚
身在美國的亞裔真是太委屈了,, 平心而論
身在美國的亞裔真是太委屈了
平心而論,, 亞
裔在各族裔中表現的十分突出,,尤其是亞裔的下
裔在各族裔中表現的十分突出
一代,, 行行業業都出類拔萃
一代
行行業業都出類拔萃,, 成為佼佼者
成為佼佼者,, 但亞
裔卻受到了不平等待遇,, 由於川普在總統任內
裔卻受到了不平等待遇
不當言行,,頻頻稱 COVID不當言行
COVID-19
19 為中國病毒
為中國病毒,, 更以
功夫諧音把新冠取名為功夫流感(kung
功夫諧音把新冠取名為功夫流感
(kung flu),直接
flu),直接
造成亞裔被仇視,, 而那一位在亞特蘭大開槍殺
造成亞裔被仇視
死了 6 位亞裔女性的白人屠夫曾在自己的社群

媒體中寫過 ”武漢肺炎是支那進
媒體中寫過”
口的病毒”
口的病毒
”(IMPORTED VIRUS
FROM CHY-NA）
CHY-NA）,所以他明顯
的受到了川普的影響,, 川普成為
的受到了川普的影響
比 COVIDCOVID-19
19 更惡劣的病毒
更惡劣的病毒,, 他
故意煽動民族仇恨,, 導引劣質的
故意煽動民族仇恨
美國人仇視亞裔的暴行，
美國人仇視亞裔的暴行
，所以川
普必須向全美華裔道歉！
根據聯邦官方罪犯統計,,2017
根據聯邦官方罪犯統計
年針對亞裔的種族動機事件僅占
所有仇恨犯罪的 2%，2018 年的報
告總數降至 5 起，2019 年僅為 1
起, 但是去年第一季反亞裔仇恨
犯罪數量幾乎是過去兩年事件總
和的兩倍,, 從 3 月到 5 月，美國共
和的兩倍
接到 2583 起反亞洲事件的報告
起反亞洲事件的報告,,
超過 70
70%
% 的事件涉及言語騷擾
的事件涉及言語騷擾，
，
其次是因種族原因故意迴避和身體攻擊,,自從冠
其次是因種族原因故意迴避和身體攻擊
狀病毒大流行開始以來，
狀病毒大流行開始以來
，反亞裔騷擾和暴力報
告中有 68
68％以上是亞裔婦女
％以上是亞裔婦女,,這些種族歧視的行
為, 就如同暴徒進攻國會一樣
就如同暴徒進攻國會一樣,, 其罪魁禍首當然
就是川普,, 他的白人至上主義思維嚴重裂解了
就是川普
美國,, 所以我要再重複一次
美國
所以我要再重複一次,, 川普必須要向全美
華裔道歉！
難能可貴的是,, 拜登總統與賀錦麗副總統這
難能可貴的是
一次都與亞裔站在反抗仇視亞裔的陣線上,,拜登
一次都與亞裔站在反抗仇視亞裔的陣線上
上任總統以來,, 他以蒼生為念
上任總統以來
他以蒼生為念,, 不僅關心美國疫
情, 也關注亞裔心情
也關注亞裔心情,, 他是一位好總統
他是一位好總統,,我們真的
很慶幸,, 相信在拜登領導下
很慶幸
相信在拜登領導下,,美國正朝向多元和
諧的目標前進,, 將來不僅
諧的目標前進
將來不僅”
”黑人的命也是命
黑人的命也是命”
”, 而
且”亞裔的命也是命
亞裔的命也是命”
”啊！

由於亞裔受到白人仇恨殺害與歧視,伊州聯邦
由於亞裔受到白人仇恨殺害與歧視,
參議員•
參議員
•達克沃斯鬱鬱寡歡
達克沃斯鬱鬱寡歡,,她頻頻為亞裔發出
不平之鳴,,除強力要求司法部長和聯邦調查局局
不平之鳴
長徹底對亞裔仇恨犯罪調查起訴外,,更向白宮發
長徹底對亞裔仇恨犯罪調查起訴外
出最後通牒:: 在亞太裔未獲拜登政府更多任命
出最後通牒
前，她將拒絕投票確認白宮提出的候選人
她將拒絕投票確認白宮提出的候選人,, 達克
沃斯的諍言獲得夏威夷參議員廣野慶子的支持
響應 ,兩位亞裔女議員給拜登政府帶來了威脅！
達克沃斯這次震怒不是沒有道理,,因為明明亞
達克沃斯這次震怒不是沒有道理
特蘭大開槍殺死 6 位亞裔女性的事件是仇視亞
裔的暴行，
裔的暴行
，但官方似乎只想以一般刑事案件處
置,這將無助於阻止白人至上主義者再對亞裔犯
案, 所以司法部長在被達克沃斯嚴重關注後不得

不慎重處置。
至於達克沃斯抗議拜登內閣是 20
年來唯一沒有亞太裔成員的政府,, 她
年來唯一沒有亞太裔成員的政府
憤憤不平的說::”得知你們有賀錦麗
憤憤不平的說
得知你們有賀錦麗，
，
我們為她感到驕傲，
我們為她感到驕傲
，但你們卻不需要
其他亞太裔入閣，這是一種侮辱。”
其實拜登這次參選曾把泰國出生
的達克沃斯列人女副手名單之一,, 在
的達克沃斯列人女副手名單之一
組閣時拜登也一度考慮由華裔楊安
澤出任商業部長,,但最後未能成真
澤出任商業部長
但最後未能成真,,拜
登選中的華裔貿易談判代表戴琪雖
非部長,,但也是內閣中重要成員
非部長
但也是內閣中重要成員,,不過
除了戴琪,,再也沒有其他亞太裔閣員。
除了戴琪
在前三任總統時,,華裔趙小蘭先後
在前三任總統時
在布希與川普內閣擔任勞工部長和
交通部長,, 歐巴馬執政時曾延攬芝加
交通部長
哥華裔女律師陳遠美出任白宮公共聯絡室主任
並兼任第一夫人幕僚長,,而曾獲諾貝爾獎的朱棣
並兼任第一夫人幕僚長
文出任能源部部長,, 擔任過華盛頓州長的駱家輝
文出任能源部部長
出任商務部長,, 後並出使中國
出任商務部長
後並出使中國,, 此外
此外,, 華裔盧沛寧
也在歐巴馬時期擔任過勞工部副部長,,董繼玲出
也在歐巴馬時期擔任過勞工部副部長
任過小布希總統時期的商務部副署長,,相比之下
任過小布希總統時期的商務部副署長
相比之下,,
拜登所任用的華裔顯然不多。
由於達克沃斯向白宮抗爭後,,拜登已承諾將聘
由於達克沃斯向白宮抗爭後
請一位高級亞裔太平洋島民聯絡員，以確保該社
區聲音得到進一步代表,, 在得到白宮承諾後
區聲音得到進一步代表
在得到白宮承諾後,, 達
克沃斯終於軟化態度,,不再杯葛
克沃斯終於軟化態度
不再杯葛,,否則在參議院兩
黨議員 50 比 50 勢均力敵下拜登的人事案將很難
過關的!!
過關的

“和平工作團
和平工作團”
”(Peace Corps) 的知名度並不高
的知名度並不高,,
一般人對它了解也不多, 但這個由美國政府所運
一般人對它了解也不多,
營的機構卻默默在落後國家工作著，
營的機構卻默默在落後國家工作著
，一批又一批
美國年輕志願者付出他們的青春和活力為美國
展開對國際社會援助的工作,, 他們付出精神和作
展開對國際社會援助的工作
為十分令人敬佩,, 難能可貴的是
為十分令人敬佩
難能可貴的是,, 這個和平團已
成立工作了 60 年之久。
推動世界和平的工作如沒有政府做強力後盾
似乎是很難成功的,, 有鑑於此
似乎是很難成功的
有鑑於此,, 具有遠見的甘迺
迪總統於 1961 年 3 月以行政命令組建了這個以
美國青年為主幹的工作團,, 並獲得國會通過授
美國青年為主幹的工作團
權, 所以這與民間社團大不相同
所以這與民間社團大不相同,, 換言之
換言之,, 和平工
作團是一個具有法定效力的組織,, 報名參加者必
作團是一個具有法定效力的組織
須是年滿十八歲的美國公民,, 簽訂兩年服務合
須是年滿十八歲的美國公民

虎

TIGER

你一皺眉

嚇呆了的眼睛們

而你只不過

所有的耳邊

對著越張越大的

張嘴打了個哈欠

便呼呼響起風聲

血盆大口

伸一下懶腰

竟視若無睹不知走避

在鐵柵欄裡

蓄勢待撲—

李著華觀點

如受催眠

when you frown
all ears hear
a roaring gust
the instance you strike a pose

同, 分別參加文化
分別參加文化、
、教育
教育、
、公衛
公衛、
、
醫療、
醫療
、工程
工程、
、貿易
貿易、
、技藝或農耕等
項 目,
目, 在 合 約 期 間 不 能 隨 意 退
出, 正因為具有約束力
正因為具有約束力,, 在過去
一甲子,, 工作團已向全世界 140
一甲子
多個國家派出了 25 萬名志工，他
們默默的在為那些國家提供服
務, 幫助他們的人民提高生活素
質與文化水準,, 當然
質與文化水準
當然,, 這些志工
服務期滿回國後,, 可以優先獲得
服務期滿回國後
申請聯邦政府公開的職缺待遇,,
申請聯邦政府公開的職缺待遇
以示政府對他們的回饋。
和平工作團過去這些年來因
為川普政府的政策改變,, 不再重
為川普政府的政策改變
視全球化的多元目標，
視全球化的多元目標
，尤其是美
國片面退出了”
國片面退出了
”巴黎氣候協定
巴黎氣候協定”
”
以及”
以及
”伊朗核協議
伊朗核協議”
”
，那明顯標誌著美國獨善其身
，那明顯標誌著美國獨善其身
的作為，
的作為
，這當然也影響了和平工作團的運作
這當然也影響了和平工作團的運作,, 尤
其是去年又因為遇上了新冠疫情,, 川普政府於是
其是去年又因為遇上了新冠疫情
明令取消了和平工作團的一切活動,, 並從世界各
明令取消了和平工作團的一切活動
國召回這些志工,, 所幸川普沒有連任總統
國召回這些志工
所幸川普沒有連任總統,, 否則
他極有可能藉著疫情,,從此取消掉這個組織。
他極有可能藉著疫情
拜登在上任總統後,,立即宣布美國重返巴黎協
拜登在上任總統後
定以及世界衛生組織,, 他也格外重視和平工作
定以及世界衛生組織
團, 白宮已公告將在五月重新啟動這個日漸式微
的組織。
的組織
。事在人為
事在人為,, 在和平工作團成立六十年之
際,欣見其獲得了新生契機
欣見其獲得了新生契機,, 我們有理由相信
我們有理由相信,, 在
拜登執政下,, 和平工作團必將繼續與世界接軌
拜登執政下
和平工作團必將繼續與世界接軌，
，
建立國際友誼,, 並完成其核心使命
建立國際友誼
並完成其核心使命!!

Bilingual Poems by William Marr
to pounce
all eyes freeze
at the approaching
blood-thirsty mouth

as a matter of fact
you merely
stretch
and yawn
inside the c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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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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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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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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3.718.2 2 7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