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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道】美國總統拜登在記者會上，誓言不讓中國超越
，為此將公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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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目前佔國內生產毛額（GDP）的0.7％左右，回復到上

個世紀60年代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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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實力保實力 拜登誓言數兆美元拚科技拜登誓言數兆美元拚科技

（（網絡照片網絡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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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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verybody in their lifetime all has
memorable events that include
your family activities, your memo-
ries, your family photos and your
family’s roots. Through all your
life there are up and down sto-
ries. This is a very important re-
cord for your family’s next gen-
eration to remember and to be re-
viewed by family members and
friends.

Today, Southern News Group
has teamed up with Amazon to
create a personalized historical
chronicle about your family in ei-
ther Chinese, English or Spanish
and we will help you publish a
book about your family’s history
to be handed down to future gen-

erations to tell your story.

In the last several years we as a
news media company have re-
corded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daily news stories through our
new media TV and daily newspa-
per. This is a record of our com-
munity we want to archive all into
a permanent database to be-
come part of history.

We are here to announce that we
are working for all of you to pub-
lish a book about the story of
your lifetime and we will team up
with you to create a chronicle of
world culture together.

0303//2727//20212021

To Create A Chronicle Of World CultureTo Create A Chronicle Of World Culture
Southern News Group Teams Up With Amazon In Publishing ProjectSouthern News Group Teams Up With Amazon In Publishing Project

在每一個人的人生經歷中
，都有自己在生活中可以留下
的記憶， 它可能是家庭親友相
聚的珍貴照片、生日派對、婚
喪喜慶、自己保留下來的珍貴
日記、家庭的族譜 創業和奮鬥
的経歷，當你走在你人生的高
峰或底谷，太多可以为你一生
留下記錄，為你今後之子孫後
代及世人永遠閲讀和欣賞。

今天美南傳媒開啟了這項文化
工程，結合最新的數位科技及

新媒體將以中文、英文及西班
牙文和亞馬遜網站為大家留下
歷史之記錄，為您的生活經歷
出版一本屬於你自己的書。

多少年來，我們奔馳在新
聞傳播事業之大道上，全國各
地之同仁們每天向社會大眾傳
遞數十萬字的訊息，從電視、
報紙 、YouTube、 TikTok 、
抖音、 臉書和讀者及觀眾，今
天我們決定把這些可貴之資訊
全部數位化，透過大數據存庫
永久保留，成為中華文化之一

部份。
今天，美南新聞集團出版

社正式成立，我們決定和大家
一起將各位之作品 收藏及人生
記錄完整和永遠地存放在亞馬
遜之數據庫中，並將你的書推
銷到世界上每一角落。

我們要非常謹重的宣佈，
這項打造世界文化長廊之工程
已經正式啟動，希望結合大家
之力量，為自己及世界留下珍
貴之記憶。

我們一起打造世界文化長廊我們一起打造世界文化長廊
--美南傳媒和亞馬遜的出書計劃美南傳媒和亞馬遜的出書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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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華輿訊 據意大利歐聯網報導，歐
盟和英國矛盾制約貿易，直接反映在意大利商品對英
出口上。官僚主義和行政障礙嚴重妨礙了歐洲與英國
的貿易往來，並導致意大利對英商品出口出現了26%
的歷史性下滑。

據報導，意大利國家統計局的數據分析結果顯示
，2021年意大利對英國商品出口下降了26%，對英國
出口的商品均出現大幅下滑。

意大利對英國出口最多的商品是食品，以及運輸
工具、服裝、機械、電器和五金製品等。英國脫歐直
接危及了意大利與英國商品貿易，導致意大利商品和
農產品對英出口減少了34億歐元。 2020年，意大利
食品對英出口排名第四，僅次於德國、法國和美國。

繼葡萄酒之後，意大利在英國最暢銷的農業食品
中排名第二，諸如意大利番茄衍生商品、麵食、奶酪
、醃製肉類、橄欖油和帕爾馬火腿等，均為英國市場
的搶手貨。

意大利市場和消費者協會表示，歐洲對英出口商

品有可能因邊境管制問題而陷入危機，這種歐盟和英
國的緊張局勢，可能會導致商品運輸和邊檢延誤，特
別是對食品貿易尤為有害。

意大利市場和消費者協會認為，自荷蘭海關官員
沒收來自英國旅行者和卡車司機的火腿三明治和其他
食品的案件發生後，在歐洲出口到英國的商品問題上
，都可以看到海關程序層面上出現延誤，加強管制和
官僚主義而導致的運輸成本增加。

意大利市場和消費者協會說，意大利對英出口受
影響最大的主要是中小型企業。諸如園藝領域的特殊
性而引發關注，首先是植物檢疫證書問題，沒有相互
認可的植物檢疫護照，使商品交易變得更加複雜化。

歐盟和英國植物檢疫和衛生要求協議，從7月1
日起可能情況會變得更加複雜。因為英國當局將逐步
完成邊境管制，隨之而來的便是拖延和官僚主義。

意大利市場和消費者協會指出，葡萄酒是意大利
農業食品對英出口的主要項目，很可能未來在對英出
口方面會遇到更多麻煩，尤其是在標籤方面。

（綜合報導）榜鎮傳出燃油將斷貨的消息後
，3月24日中午開始，當地民眾紛紛前往搶購燃
油。

榜鎮當地人茂敏稱，如果榜鎮內的燃油斷貨
的話，做與機械相關的商家為了不停工，因此才
會出現這樣一個燃油搶購潮。此外，3月24日中
午有消息傳出，Denko 油店關門，將不再出售燃
油。因為沒有燃油的話，我們的工作就無法繼續
，並且對於每天都要騎摩托車的人來說，沒有油
是非常的不方便。因此就引發搶購潮。

3 月 24 日中午 1 點左右開始，Denko 油店暫
停出售燃油，因此當地民眾擔心會出現燃油斷貨
的情況。

一名加油店的商人稱，3月24日中午，當地
民眾們一窩蜂的湧入店內搶購燃油，我們店裡所
有的油都賣出去了。事實上，完全沒有燃油要斷
貨的情況，燃油價格也沒有上漲，甚至燃油價格
有下滑的趨勢。

截至目前，榜鎮內，1升柴油的價格為850緬
幣，1升92號汽油的價格為875緬幣，1升95號汽
油的價格為925緬幣。

目前，緬甸全國范圍內仍然在爆發反對軍方
的示威遊行活動，因為 3 月 24 日，民眾們舉行
“沉默”示威，店鋪關停營業，也無人走上街頭
，因此孟邦榜鎮就有消息傳出說燃油將斷貨。

歐盟與英國矛盾制約貿易歐盟與英國矛盾制約貿易
意大利對英出口額下降意大利對英出口額下降 2626％％

緬甸局勢難料緬甸局勢難料，，民眾紛紛前往搶購燃油民眾紛紛前往搶購燃油

（綜合報導）烏克蘭外交部長庫列巴證實了這一消息
。 “我要感謝印度政府的第一批供貨。但事實上，現在印
度的疫苗出口已經暫停”，他說，“我不會說得太詳細，但
這是事實。”

與此同時，庫列巴沒有對據稱印度大使館抗議印度疫苗
製造商在烏克蘭受到誹謗一事作出回應。當地時間星期三，
烏克蘭議會國民健康、醫療救助和衛生保險委員會主席拉杜

茨基在社交媒體上寫道:“烏克蘭外交部收到了印度大使館
的一封信，信中強調稱不能接受對印度疫苗製造商以及印度
向烏克蘭供應阿斯利康疫苗的誹謗行為。”

庫列巴稱，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已經指示他和衛生部長
馬克西瑪·斯捷潘諾夫說服印度夥伴，向他們證明烏克蘭政
府沒有參與敗壞印度疫苗供應商信譽的行為，並儘一切可能
讓印度向烏克蘭運送下一批疫苗。

在一場新聞發布會上，庫列巴稱“對阿斯利康疫苗的批
評是沒有根據的”，他還說“針對阿斯利康疫苗的有針對性
的信息攻擊已經在不同的國家展開”。

據烏克蘭媒體早前報導，烏克蘭衛生部24日通報稱，
當地時間3月23日，烏南部敖德薩市一名女軍人在接種印度
產阿斯利康疫苗兩天后死亡。同日，烏克蘭衛生部還通報了
另一名接種阿斯利康疫苗後死亡的男子。

印度威脅烏克蘭印度威脅烏克蘭：：暫停供應新冠疫苗暫停供應新冠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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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所未見：歐洲過去20年間
幹旱比以往兩千年更嚴重

綜合報導 英國《自然· 地球科學》雜誌近日在線發表一項氣候學調

查研究，英國劍橋大學科學家們重建了歐洲過去2000年裏的幹旱事件，

結果顯示，歐洲過去20年間的幹旱期比過去2110年裏人為氣候變化造成

的幹旱期更加嚴重。

長時間的幹旱會對環境和社會造成巨大影響。譬如，歐洲在2003年

、2015年和2018年經歷的夏季熱浪對整個歐洲的糧食和衛生系統構成了

不小的壓力。然而，由於缺乏在高質量氣象觀測數據開始保存前的可靠

幹旱記錄，研究人員一直難以理解這些幹旱事件的發生原因和頻率，以

及它們與既往幹旱事件的差別。

鑒於此，劍橋大學研究人員尤爾夫· 伯恩特根及其同事，此次通

過對中歐地區在過去2110年裏生長的147棵橡樹的27080個年輪進行

分析，重建了歐洲過去2000年裏的幹旱事件。他們分析了這些年輪

的氧、碳同位素組成(樹木對水和熱脅迫的響應會讓這些同位素組成

發生系統性改變)。通過將現生樹木以及從老建築和考古遺址取出的

原木的記錄相結合，研究團隊能夠判斷公元前75年開始的任何一年

是否發生過幹旱事件。

研究團地的分析顯示，在過去的20年裏，歐洲幹旱事件的高同比增

長率是前所未見的，幾乎與晚古小冰期(公元6世紀左右)和文藝復興時

期(公元16世紀初)相當。

研究人員認為，歐洲大陸上方的大氣環流和急流的位置是該地區歷

史上幹旱事件的主要誘因。這些環流模式隨目前氣候變化的持續改變可

能是歐洲近來幹燥炎熱夏季增多的原因。

而稍早時間一項源自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的研究則認為，源自樹木

年輪數據的“幹旱圖譜”可以證明，從20世紀初開始，人類活動和幹旱

風險之間或存在關聯。

英歐疫苗爭奪激化
互指對方限制出口和疫苗民族主義

歐洲的疫苗爭奪戰越演越烈，歐盟

表明將開始審查，最終可能拒絕授權阿

斯利康冠病疫苗出口到英國，直到阿斯

利康履行合約對歐盟交貨為止。

英歐“疫苗爭奪戰”激化
歐盟一位匿名高級官員告訴彭博社

，阿斯利康未履行與歐盟的合同，因此

在歐洲工廠生產的任何疫苗和成分都將

保留給當地使用。

阿斯利康之前通知布魯塞爾，第一

季度將只能向歐盟提供3000萬劑疫苗，

不到合約承諾的一半，這使歐盟和英國

之間的疫苗紛爭加劇。雙方互指對方實

施出口限制和民族主義，這給英歐剛在

2020年12月達成的脆弱脫歐後貿易關系

框架，構成了威脅。

歐盟委員會上周說，將限制向那些

“不尊重互惠精神”，或疫苗接種率已

達高水平的國家出口疫苗。

截至上周六，歐盟成員國平均每100

人只註射了10.4劑疫苗，英國為每100人

註射了42.7劑。英國是在歐盟制造的疫

苗的最大接收國，從歐盟出口的4200萬

劑疫苗有1000萬劑去了英國。

歐盟領導人本周開會時，將討論和

決定是否實施出口限制。據彭博社報道

，意大利和法國等對於實施出口禁令持

開放態度；其他如愛爾蘭、比利時和荷

蘭則敦促要謹慎行事，並警告這會對歐

洲公司造成影響。

在倫敦，英國防長華萊士警告，如

果歐盟因為疫苗交付延誤而禁止阿斯利

康出口，結果只會“適得其反”。他指

出，全世界都在關註歐盟如何應對阿斯

利康疫苗供應不足的問題，稱這關系到

布魯塞爾的聲譽。

大規模臨床試驗顯示
阿斯利康疫苗有效性79%
數 據 分 析 公 司 Airfinity 為 英 國

《衛報》進行的分析報告顯示，如果

歐盟對冠病疫苗實施出口禁令，這將

拖慢英國的疫苗接種計劃兩個月，而

人口更多的歐盟的接種計劃只會加快

一個多星期。

Airfinity總裁漢森說：“出口禁令會

造成雙輸的後果，並將影響全球擴大生

產規模。實施禁令意味著歐盟短期內可

稍微增加劑量，但不會從根本上改變疫

苗的供應，歐盟可能很快仍得依賴疫苗

進口。”

他指出，如果英國為反擊而限制原

料出口，這不僅將影響歐盟和英國，也

會顯著拖慢整體疫苗生產。

另一方面，在智利、秘魯和美國

針對 3萬多人進行的大規模臨床試驗

顯示，阿斯利康疫苗預防冠病的有

效性高達 79%，而且不會提高血栓的

風險。

分析員說，最新數據應能消除一

些人對阿斯利康疫苗有效性和可能副

作用的疑慮。這款疫苗曾被懷疑可能

引發血凝，歐洲至少17國和其他多國

一度暫停使用，直到上周四歐洲藥品

管理局宣布它安全有效、好處高於潛

在風險之後，德國、法國、意大利等

才恢復使用。

阿斯利康在最新臨床試驗結果出

爐後說，它打算在數周內在美國尋求

緊急使用授權。這款疫苗已在50多個

國家和地區獲準有條件銷售或緊急使

用。

微軟宣布重開總部辦公室
並持續推進線下辦公

綜合報導 微軟公司當地時間周一表示，將於下周開始重新開放總

部辦公室，並實施“混合工作場所”計劃，在大流行期間遠程工作一年

後，將更多員工帶回世界各地辦公室。

據報道，此舉是大型科技公司中宣布的第一個正式“重啟”計

劃。在過去的一年裏，這些公司在可行的情況下讓大部分員工保持

遠程辦公。

“我們的做法是以數據為導向，以研究為支撐的，”這家在全球擁

有約16萬名員工的科技巨頭在推特上說。

“截止到今天，經過一年多的時間，大多數微軟員工都已經實現了

遠程辦公，我們在全球的幾個工作地點已經達到了滿足或超過政府要求

的階段，可以容納更多的員工，”微軟執行副總裁庫爾特· 德爾本尼

（Kurt DelBene）在一篇博客中說。

“目前，微軟在21個國家的工作站點已經能夠通過混合模式容納更

多的員工——占我們全球員工總數的20%左右。3月29日，微軟也將在

我們華盛頓州雷德蒙德總部和附近的校園開始進行這種轉變，” 德爾

本尼表示，混合模式將可以靈活地允許部分員工繼續遠程辦公，同時在

條件允許的情況下將部分員工帶回辦公室。

關於“數字美元”鮑威爾表態：
比特幣更適合投機

美國時間周一，美股三大股指全部收

漲，道指和標普500指數分別收漲0.32%

和0.7%，納指漲幅最大，收高1.23%。科

技類股周一領漲美股大盤，科技龍頭股蘋

果、亞馬遜和特斯拉股價漲幅在 1%至

2.5%，這主要得益於10年期美債收益率

在周一跌破1.7%。截至發稿，10年期美

債收益率下降近4個基點，報1.69%。

鮑威爾：不急於推出數字美元 比特
幣更適合投機

美聯儲主席鮑威爾在國際清算銀行的

會議上針對數字貨幣發表了講話，他認為

推出數字貨幣對金融系統來說是重要的一

步，需要精心準備，目前美聯儲還不著急

發行數字美元。他還表示，以比特幣為代

表的私人加密貨幣更適合投機，相比於美

元，它更像是黃金的替代品。比特幣價格

在周一下跌超過3000美元，處於5.47萬

美元附近。

美國2月成品房銷量下滑 供應短缺
助推房價上漲

在數據面上，美國2月份成品房銷售

量為622萬套，環比下降6.6%。分析認為

，成品房供應短缺，是銷量不佳的重要原

因，同時也令2月份的房價同比增長了近

16%，2月美國房價

中位數為31.3萬美元

，創下有史以來同月

最高價。

歐盟或阻止新冠
疫苗運往英國 英鎊
匯率下跌

歐洲三大股市在

周一漲跌不一，其中

倫敦和法蘭克福股市

小 幅 收 高 0.26% 和

0.25%，巴黎股市則

收跌0.49%。德意誌

銀行上調了汽車制造商保時捷和大眾汽車

的目標股價，兩家公司股價均漲超7%，

推動歐元區汽車板塊領漲。另外，就在土

耳其總統埃爾多安罷免央行行長之後，土

耳其貨幣裏拉匯率在周一暴跌至歷史低位

，導致對土耳其有業務需求的歐元區銀行

類股普遍下挫。此外，由於新冠疫苗供應

短缺，歐盟正試圖阻止將阿斯利康疫苗運

往英國，英鎊兌歐元跟隨消息下跌至近一

周低位。

價格企穩 國際油價22日小幅上漲
原油價格在周一小幅上漲，4月交貨

的美國WTI輕質原油期貨報收每桶61.55

美元，5月交貨的布倫特原油期貨報收每

桶64.62美元。歐洲各國近期再度收緊防

疫措施，導致原油期貨在上周遭到拋售，

不過市場對燃料需求在今年晚些時候回暖

抱有信心，支撐了油價。

市場風險偏好打壓黃金價格
黃金價格周一小幅下跌，4月交貨的

黃金期貨報收於每盎司1738.1美元。分析

認為，美元走弱沒有提振金價，表明目前

黃金市場需求非常疲軟，投資者更偏向於

股票等風險類資產。

最新研究發現：
小鼠大腦或可直接代謝酒精

綜合報導 施普林格· 自然

旗下專業學術期刊《自然-代

謝》最新發表一篇研究論文顯

示，在小鼠中，酒精中毒對行

為的影響或許是大腦而不是肝

臟產生的酒精分解產物(代謝

物)引起。這一研究結果對酒

精可能會如何影響大腦提出了

新的見解，有望用來更好地調

控酒精對行為的影響。

該論文指出，酒精對人和

小鼠行為的影響(如運動功能

障礙)被認為是由酒精分解過

程中產生的代謝物引起的。其

中一種代謝物是醋酸鹽，醋酸

鹽由肝臟中含量豐富的乙醛脫

氫酶 2(ALDH2)產生。肝臟產

生的醋酸鹽會通過血流到達大

腦，並在大腦中通過抑制性神

經遞質GABA的信號轉導損害

運動功能。

美國國家酒精濫用與中毒

研究所神經科學綜合實驗室、

巴爾的摩馬裏蘭大學診斷放射

學和核醫學系、安徽醫科大學

附屬第二醫院麻醉科、中國科

學技術大學神經科學系等科研

人員組成的論文作者通過合作

，在3個人腦樣本和11只小鼠

中觀察到的現象發現：ALDH2

會在小腦(小腦是控制平衡和

運動協調能力的腦區)的星形

膠質細胞內表達，當ALDH2

從小腦的星形膠質細胞內去除

時，小鼠不會出現酒精攝入導

致的運動功能障礙。

一般來說，酒精攝入會使腦

內醋酸鹽和GABA水平升高，但

去除星形膠質細胞內的ALDH2

可以避免這種水平升高。相比之

下，去除肝臟中的ALDH2未能

影響腦內醋酸鹽或GABA的水平

。以上研究結果顯示，大腦和肝

臟產生的醋酸鹽在影響運動功能

方面的能力有所不同。

論文作者總結提醒稱，酒精

代謝或許能在腦內進行直接調控

，進而有望發現改變酒精影響的

新靶標，並治療酒精使用障礙。

不過，後續仍需開展進一步研究

確定在小鼠體內觀察到的這些機

制是否也存在於人體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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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夏辦東京奧運支持率略升 日方或允500名誌願者入境

綜合報導 多名相關人士透露，關於與東京奧

運會和殘奧會有關的住在海外的外籍誌願者，日本

方面正在探討允許約500人通過特別措施入境。另

一方面，共同社實施的日本全國電話輿論調查結果

顯示，希望東京奧運會和殘奧會在今夏舉辦的受訪

者有所增加。

據報道，日本政府和東京奧組委等鑒於新冠疫

情，計劃原則上放棄接納居住在海外的外籍誌願者

。但在總數超過2000人之中，對於具備與比賽及

奧運運營相關專業知識和經驗的約500人，日方認

為必要性較高。

2020年決定奧運延期之前的計劃中，預計約8

萬人的奧運誌願者中，1成為外籍人士。居住在國

外的日籍誌願者預計可以入境。

日本政府、奧組委、東京都、國際奧委會

(IOC)及國際殘奧委會(IPC)20日決定，放棄接納來

自海外的普通觀眾。關於如何對待誌願者，也在推

進具體討論。另一方面，謝絕參加的誌願者超過了

1000人，但奧組委認為不會影響奧運運營。

此外，共同社20、21兩日實施的日本全國電

話輿論調查結果顯示，希望東京奧運會和殘奧會在

今夏舉辦的受訪者占23.2%，較今年兩次調查持續

的1成多有所好轉。另一方面，認為應取消的受訪

者占39.8%，較上次增加4.6個百分點。變異新冠病

毒的出現是原因之一，可見對舉辦奧運的否定意見

根深蒂固。

2月實施的上次調查中，要求再次延期的受訪

者達到近半數的47.1%，此次為33.8%。再次延期

的可能性已遭否定，今後的走向將是今夏舉辦或者

取消。

在日本，今夏舉辦東京奧運的支持率，在2020

年12月為31.6%，但在感染者驟增的2021年1月減半

至14.1%。在奧組委主席森喜朗(當時)做出蔑視女性

發言後不久的2月，為14.5%。雖然在橋本聖子就任

主席1個月後實施的此次調查中，較上次增加了8.7

個百分點，但舉辦奧運的氛圍仍未大幅回升。

關於今夏舉辦情況下接納觀眾的方式，53.9%

的受訪者認為應限制人數，39.8%認為應無觀眾，

僅有3.2%認為應照常。東京奧組委、國際奧委會

(IOC)等代表參加的五方磋商20日決定，放棄接納

來自海外的觀眾。日本國內觀眾人數上限將參照政

府的活動限制方針，在4月內確定方向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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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東京奧運會和殘

奧會組織委員會在東京都內召

開理事會會議，為推進男女平

等而新選出的12名女性理事也

首次聚集一堂，一同決定將制

定借奧運之機使日本成為具有

真正多樣性社會的“建設所有

人更易生活社會的東京2020宣

言”(暫名)。

據報道，會上聽取了體育

總監小谷實可子領導的“性別

平等推進小組”迄今所探討舉

措的相關報告。關於表彰式的

頒獎嘉賓，表明了考慮男女比

例平衡的方針。

奧運馬拉松金牌得主高橋

尚子、殘奧高山滑雪金牌得主

大日方邦子、宣傳阿伊努文化

的“登別ASIR之會”代表芳賀

美津枝等，為推進男女平等而

新選出的12名女性理事首次聚

集一堂。

高橋積極表示：“現在的

東京奧運與社會上大家的想法

有些距離。希望發布能令奧組

委、運動員、社會三者緊密結

合的信息。”芳賀表達抱負稱

：“有許多人不知道阿伊努文化和歷史。希望借

助奧運會和殘奧會的機會使大家有所了解。”

理事會會議之前，新理事之一的日本體育和

性別學會會長、中京大學體育科學院教授來田享

子面向幹部職員發表了題為“奧林匹克憲章與性

別平等”的演講。

據此前報道，奧組委前主席森喜朗因蔑視女

性發言而辭職。新主席橋本聖子主導增加女性理

事，本月3日的評議員會議上選出了12人。女性

理事達到共計19人，占比從原來的約20%升至約

42%，達成了橋本提出的“40%”目標。

日半導體巨頭工廠起火：
一把火讓汽車巨頭減產百萬輛？

綜合報導 由於日本半導體巨頭瑞薩電子的那珂

工廠火災導致部分停產，使用該公司產品的各家汽車

廠商22日加緊確認影響。三菱日聯摩根士丹利證券估

算稱，2020年起的半導體不足加上此次火災，2021年

度上半年國內汽車巨頭減產共計將達165萬輛。

據報道，估算的具體減產量為豐田汽車65萬輛、

本田29萬輛、日產汽車27萬輛。該證券公司高級分析

師杉本浩一指出“處於不可避免將減產的狀況”。

豐田就火災影響表示“正在詳查”。本田稱：

“停產如果長期化，或將產生影響。”受半導體不足

等影響，本田2月剛剛把2020財年(2020年4月至2021

年3月)四輪車銷量預期下調了10萬輛。

野村證券認為，由於瑞薩出貨停滯，4～6月國內

汽車巨頭的全球產量或將減少120萬輛(含國內40萬

輛)。

官房長官加藤勝信在記者會上表示，鑒於那珂工

廠停產，“支援采購替代的制造設備等，將為早日恢

復采取切實努力”。考慮到擴充國內生產體制等，他

強調“還將探討供應鏈(采購及供應網)強韌化等對策

的強化”。

半導體因第五代(5G)移動通信系統和電動汽車(EV)

的普及而需求驟增。2020年年10月旭化成位於宮崎縣延

岡市的半導體工廠發生火災，以及2月美國遭寒潮侵襲

也產生影響，跨行業的全球爭奪戰愈演愈烈。

據稱，瑞薩在控制汽車行駛的微控制器領域市場

占有率居首。2011年東日本大地震時那珂工廠停產，

汽車巨頭被迫大規模減產。豐田在大地震以後增加半

導體庫存，平時會備足1～4個月的用量。其他公司也

已升級災害對策，但減產很有可能無法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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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制裁律所成員在港執業受關注

港政法界促律政司把好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理 北京報道）近日，英方以所謂“新疆人權問題”為借口，對中國有關個人和實體進行

單邊制裁。中國外交部26日一早發出公告，對英方惡意傳播謊言與虛假信息的9名人員和4個實體實施制裁。內地專家

指出，中國今次硬氣制裁，震懾了那些企圖抹黑中國的人，以警示其放棄傲慢與偏見，回歸理性、客觀與中立。

中方決定制裁的英方9名人員是：圖根哈特
（董勤達）、鄧肯-史密斯（施志安）、奧布

萊恩、奧爾頓、勞頓、加尼、肯尼迪、尼斯、芬
利。這九人裏有七人是國會議員，另有兩人是學
者和律師。鄧肯-史密斯是前保守黨領袖，而圖根
哈特一直擔任下議院外事委員會主席。 被中方制
裁的“中國研究小組”、“維吾爾獨立法庭”、
埃塞克斯園大律師事務所等4個實體，此前接連炮
製了大量有關“種族滅絕”的涉疆謊言。

值得關注的是，今次被制裁的還包括“亂港黑
手”之一的人權律師尼斯，作為英國大律師，他曾為
亂港“頭目”梁天琦寫信求情。他是此次被制裁實體
“維吾爾獨立法庭”的主席，還是號稱“關注香港發
展的人權組織”的亂港外國勢力“香港監察”贊助人。

禁入境內地港澳 凍結在華財產
中國外交部宣布，自即日（26日）起禁止有

關人員及其直系家屬入境（包括香港、澳門），
凍結其在華財產，禁止中國公民及機構同其交

易。中方保留採取進一步措施的權利。
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26日在例行記者會中表

示，英方基於謊言和虛假信息，以所謂新疆人權
問題為借口，對中國有關個人和實體實施單邊制
裁，公然違反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粗暴
干涉中國內政，嚴重損害中英關係。

華春瑩指出，中國的反制行動他們不應該感
到有任何意外，因為之前中方反反覆覆跟他們說
明事實真相，但是他們寧可選擇極少數反華勢力
炮製的謠言謊言，而不願意相信中國政府反反覆
覆跟他們說的事實真相，寧願選擇無視新疆地區
2,500多萬各族人民安居樂業的這種事實。在這種
情況下，為了維護中國的利益與尊嚴，我們必須
要對他們侵犯中國主權的行為堅決地說不，要做
出反應。

華春瑩說，“既然我們反反覆覆、耐心地、仁
至義盡地去跟他們交流，他們聽不進去，我想最好的
方式就是用他們聽得懂、記得住的方式，以其人之道
還治其人之身。”她稱，中方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

利益的決心堅定不移，我們正告英方不要在錯
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否則中方將作出進一步
堅決的反應。

專家：學者對華勿戴“有色眼鏡”
國際資政智庫執行主任王首偉告訴香港文匯

報記者說，被中方宣布制裁的人員和組織均存在
嚴重的涉疆、反華言行，惡意傳播謊言與虛假信
息，詆毀中國形象。

王首偉說，中國今次硬氣制裁，不僅樹立了國
際威信，更震懾了那些企圖抹黑中國的人。他表
示，一些英國議員對中國抱有偏見而淪為大國戰略
博弈的工具，成為遏制中國崛起的馬前卒，對此他
感到很遺憾。對於有律師和學者被列入制裁名單，
王首偉認為，對涉疆等中國問題的研究，要通過
事實數據的搜集、整理與分析，需要實地調研，
進而得出科學的結論。被制裁的人士抱有反華意
圖與偏見，戴着“有色眼鏡”觀察中國，今次
被制裁實在是情理之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中國
外交部26日宣布制裁的英方9名人員和4
個實體中，包括埃塞克斯園大律師事務所
（Essex Court Chambers），香港文匯報發
現，該事務所的多名成員在港有法律業務，
或在司法機構擔當職務。香港多名政法界人
士26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是次
國家採取制裁行動是西方勢力“先撩者
賤”，而有關國家來港工作的法律界人士需
尊重香港法律法規，以港人利益為依歸，要
求律政司亦要做好把關工作。

埃塞克斯園大律師事務所此前受“疆
獨”組織世界維吾爾大會等委託，撰寫有關
在新疆維吾爾“人權狀況”的“法律意
見”，有關的法律意見稱中國政府在新疆行
為構成所謂“種族清洗罪行”云云。由於英
國與香港的大律師均為個人執業，目前未知
中方是否制裁整個事務所的所有成員。

香港文匯報記者發現，香港終審法院

非常任法官郝廉思（Lord Lawrence Col-
lins）是Essex Court附屬仲裁分支掛牌擔
任仲裁員，但不直屬該事務所。香港國際
仲裁中心前主席、御用大律師祈文輝
（Matthew Gearing）則將在5月加入Es-
sex Court及申請在香港執業，還有不少成
員參與香港不少案件。

合作夥伴要以港利益為依歸
身為律師的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周浩鼎

表示，中央政府作出決定，特區政府必須
執行，而有關國家的法律界人士來港工
作，應該本着服務港人，以港人的利益為
依歸，而非以英國政客的意願。同時，律
政司應對來港工作的外國法律界人士做好
把關工作。

身為大律師的新民黨立法會議員容海恩
表示，相信願意來港服務的海外法律界者都
是尊重“一國兩制”、基本法及香港的法律

體制，以香港人利益為依歸，但認為律政司
應做好把關，慎選合作夥伴。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主席、大律師馬
恩國表示，今次屬國家層面的決定，香港
特區政府必須執行。他建議日後在聘用海
外非常任法官，或與律師事務所合作前，
應事先了解當事人的言行，以進一步保障
國家安全、利益不受影響。

國際仲裁員由爭議雙方協商
香港律政司前司長、現任國際仲裁中心

主席的袁國強接受媒體查詢時，無直接評論
祈文輝會否受影響及日後不能到港，但表示
仲裁程序是爭議雙方不公開協商選出仲裁
員，爭議方的自主權是國際仲裁重要原則。
他書面回覆說：“國際仲裁中心會繼續在適
用法律框架下支持這一原則。”

香港文匯報26日向律政司及司法機構
查詢，至截稿前未有收到回覆。

�� 「
攬
炒
外
力
﹂奧
爾
頓
同
李
宇
軒
關
係
密
切

“中國研究小組” 保守黨人權委員會

“維吾爾獨立法庭” 埃塞克斯園大律師事務所

4個實體：

◀ 中國外交部指
被制裁人員和實體無視

新疆各族人民安居樂業的
事實。圖為中外記者早前在
新疆墨玉縣職業技能教育
培訓中心採訪拍攝。

資料圖片

中方制裁英國9人4實體
包括國會議員及亂港律師外交部正告勿在錯路上越走越遠

尼斯 網上圖片鄧肯-史密斯圖根哈特

制裁名單
9名人員：

圖根哈特（Tom Tugendhat 董勤達）
議員、英國下議院外事委員會主席

鄧肯-史密斯（Iain Duncan Smith 施志安）
議員、前保守黨領袖

奧布萊恩（Neil O'Brien）
議員、“中國研究小組”成員

奧爾頓（David Alton）
議員、“奧爾頓修正案”提出者

勞頓（Tim Loughton）
議員、“奧爾頓修正案”提出者

加尼（Nusrat Ghani）
議員、“奧爾頓修正案”提出者

肯尼迪（Helena Kennedy）
議員、國際律師會人權研究所主任

尼斯（Geoffrey Nice）
人權律師、“維吾爾獨立法庭”主席

芬利（Joanne Nicola Smith Finley）
紐卡斯爾大學“中國研究者”

來源：香港文匯報記者李理根據公開資料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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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政府26日對9名
英方人員及4個實體實施制
裁，包括英國上議院議員
奧爾頓（David Alton）。
2019年11月，奧爾頓就以

所謂“國際獨立選舉監察小組”的名義，糾
集一幫國際反華分子抵港“監察”香港的區
議會選舉，而負責邀請他們來港的正是十二逃犯之一、在深圳
服滿刑期後押送返港待審的亂港分子李宇軒。奧爾頓在港期
間，除親自會見攬炒派參選者並對香港的選舉大放厥詞外，更
公然煽動港人要“盡快直選行政長官”。

與歐加議員“監察”區選
香港文匯報記者翻查資料發現，奧爾頓是英國反華亂港組

織“香港監察”（Hong Kong Watch）贊助人之一，近年來，
他多次在雜誌、報刊及網絡上發表亂港言論，文中充滿醜化香
港警隊形象、鼓動香港年輕人上街“示威”的言論。

2019年11月，香港黑暴活動的幕後策劃組織“攬炒團
隊”成員、“香港故事”頭目李宇軒等人邀請一批由國際反華
政客及學者拉雜而成的所謂“國際獨立選舉監察小組”，聲稱
來港“監察”區議會選舉，小組成員除奧爾頓外，還包括本月
22日被中國政府宣布制裁的歐洲議會議員萊克斯曼（Miriam
Lexmann，斯洛伐克籍），以及加拿大下議院華裔議員趙錦榮
（Kenny Chiu）、英國保守黨人權委員會裴倫德（Luke de
Pulford）等10個國家共19人。

大肆抹黑香港國安法
在港期間，奧爾頓在李宇軒的陪同下舉行記者會，肆意

抹黑香港的政治、特別是選舉制度，慫恿港人要盡快舉行直
選“挑選自己的領導人”，企圖挑撥中央政府與香港特區的
關係。在投票當日，這個非法“監察小組”更是兵分三路，
四處為攬炒派參選者鼓勁打氣。

在去年香港國安法實施前後，奧爾頓無視國安法是保障
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需要，在英國議會、各種媒體和訪問中
對香港國安法大肆抹黑和攻擊。因此，他這次被中國政府制
裁實罪有應得。 ●香港文匯報記者 齊正之

奧爾頓奧爾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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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民黨油尖旺區議員

余德寶

油尖旺區議員

陳梓維

●去年6月30日在fb發表“香港國安法已於11點生
效，‘一國兩制’正式壽終正寢”的言論。

●去年7月多次為攬炒派所舉辦的非法“初選”作宣
傳，並到街站為立法會前議員姚松炎拉票。

●多次炒作“8．31”謠言，更到太子站向市民收集白
花，企圖持續散播所謂“太子站打死人”的謠言。

●余德寶身為公職人員，曾在旺角為區內一家售賣
飯糰的“黃店”做宣傳，鼓吹所謂“黃色經濟
圈”，被指涉嫌觸犯公職人員行為失當罪。

●多次現身暴亂前線，更利用自己的地區辦事處，
收集暴亂物資。

●余德寶日前在社
交媒體上表示會
宣誓，並聲稱
“民主派”在區
議會中仍然佔有
優勢，不想把區
議會拱手相讓給
建制派，聲稱要
幫忙補位支援被
DQ或選擇離開
同事的街坊和社
區。

●去年6月30日在fb揚言“國安來臨，香港
滅亡。我們還懼怕什麼？全力爭取全面獨立
調查委員會！”

●去年設置街站反對香港國安法，更發表“中
共無視香港法律體制，在港強制推行國安
法，嚴重破壞‘一國兩制’。……進一步證
明中國是一個獨裁及不守信用的國家”等荒
謬言論。

●去年參與“5．27三罷”，反對立法會審議
《國歌法》。

●陳梓維聲稱，區內
街坊一致認為他要
宣誓，並“讚揚”他
“不畏強權”，處事
認真。他更聲言自
己“新移民”的身份
成為中央的“眼中
釘”，所以決定宣
誓。

●過往言行●宣誓“理據”

離島區議員

梁國豪

離島區議員

王進洋

落實“愛國者治

港”原則是香港社會的

共識，亦是社會發展需

要。香港特區政府早前

向立法會提交《2021年公職（參選及任職）（雜項修訂）條例草

案》，其中規定區議員須宣誓擁護基本法及效忠香港特區，草案通

過後，特區政府將安排區議員宣誓。多名攬炒派區議員日前陸續表

示會宣誓，但明言宣誓的目的是為保留議席、用資源幫“手足”，

以及“唔益對家”等，反映有關人等即使宣誓亦非真心。

香港文匯報整理有關人等的宣誓“理據”以及過往言行，

發現有關人等均涉反中亂港等惡行。多名政界人士接受香港文

匯報訪問時質疑他們非忠誠宣誓，特區政府必須警惕這些“忽

然愛國者”，並希望他們反省錯誤、痛改前非，停止政治凌駕

民生的做派，為香港市民做實事，相信若他們做到這些，在完

善香港選舉制度相關法例後，依然會有很大的參政空間。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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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尖旺區議員

李傲然

沙田區議員

趙柱幫

東區區議員

曾健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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攬炒區員所謂
宣誓“理據”及言行

●涉去年6月30日在特區終審法院
外及7月1日在灣仔區，公然舉行
或組織、煽惑他人明知而參與未
經批准集結對抗香港國安法，被
控一項煽惑他人明知而參與未經
批准集結罪。

●一開始表明傾
向會宣誓，稱
沒理由向對方
“ 主 動 投
降”。

●去年煽動並參與“5．27三罷”，
在沙田開設反香港國安法街站，在
fb上張貼“‘國安惡法’通過在即
攜手對抗刻不容緩”的圖片，並稱
辦事處會開放向“手足”提供必要
的支援。

●去年7月為非法“初選”作宣傳，
更在fb上聲言“沒有暴動 只有暴
政 為港抗共 退無死所”。

●於2019年9月在fb上稱，“支持
美國制裁香港及中共的高官子，強
烈要求一眾港共高官子女放棄美國
籍，重投中國懷抱。”

●趙柱幫接受媒體訪問
時稱透過“街坊民
調”做決定，發現
500 名“受訪者”
中，超過450名支持
他宣誓，而他個人亦
傾向宣誓，因不願意
主動向建制派拱手相
讓議席，更聲言街坊
明白宣誓並非“向政
權跪低或認輸……喺
呢度我唔想退縮，依
然會繼續堅持”。

●曾到“賢學思政”街站現場協助，
該組織的核心成員早年曾是前“眾
志”秘書長黃之鋒的助手，經常與
攬炒派區議員合作設置街站煽暴。

●去年曾經與超過370個議員聯署，
宣稱香港國安法會“摧毀”“一國
兩制”，把香港的未來推向萬劫不
復的深淵，必須立即撤回。

●李傲然早前接受
傳媒訪問時稱，
希望利用區議員
之職，跟進民
生、社區等問
題，“不想區議
會淪為立法會，
只餘下一把聲
音。”

●曾經參與籌組充滿“港
獨”色彩的所謂“香港
公民議政平台”，並聲
稱平台是促進跨區民生
議題，但實際目的是企
圖形成一個“在野影子
議會”，以聚集攬炒派
的政治力量向政府施
壓，以及向社會攬炒。
該平台被民政事務局局
長徐英偉指違法，後來
因內訌而宣布解散。

●梁國豪接受傳
媒訪問時稱，
會繼續宣誓，
並聲言：“如
果越來越黑暗
的地方，只要
有一點光，或
者在心裡面知
道自己在黑
暗，已經很足
夠。”

●參選區議會時，
曾被選舉主任詢
問對“港獨”的
立場，他當時聲
稱香港“有足夠
條件成為一個國
家”，又辯稱自己
從未表示要透過政治
達到“港獨”目的。

●曾發表“終止服務聲明”，聲
言“基於良知為由，本人將拒
絕接受所有‘支持廿三條立
法’的市民的求助；不論民意
逆轉，不論白色恐怖。從今天
起，直到永遠。”

●早前身穿黑衣到法院外聲援47
名參與非法“初選”的攬炒派
時，一度高叫“港獨”口號，
並要求在場者給予回應。

●王進洋早前曾表明辭職
意向，宣稱“不希望被
區區四萬港元和虛而不
實的議席，綁了我的
翼，令我只在框框內飛
得較高，而不是真的向
正確方向飛往直前”。
但事隔三周，他接受傳
媒訪問時卻突然改口
風，稱考慮到一旦離任
後，資源會落到“對
家”手中，而且沒有公
職人員身份後難以與政
府部門接洽，將來服務
居民會感到吃力。他日
前在社交平台fb上揚言：
“我最後決定留低，宣
誓。留下來，多個工具；
口號雖然是旗幟，但現在
來說，也只是其次。”

愛國者治港
落 實

勸反對派聚焦民生 走正路
梁志祥：服務香港造福市民

民建聯議員梁志祥表示，反對派為政治私利一
直將議會變成宣示政治立場的平台，終日拉布及拖
特區政府後腿，令特區政府施政不彰，社會、民生
及經濟均受到直接打擊，甚至散播「港獨」思潮，
直接影響國家安全。未來，一眾反對派應好好利用
參政空間，堅定地走服務香港、造福市民的正路。

劉業強：做實事勿負民期望
身為新界鄉議局主席的劉業強表示，新冠肺炎

重創香港經濟，當前香港最重要的是經濟復甦，讓
市民有工開，安居樂業。未來，反對派依然有機會
循選舉進入議會，希望他們一旦當選，就應當專注
做實事，專注改善民生，不要再凡事政治化，虛耗
議會時間及浪費議席，辜負市民期望。

4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針對反對派未來可以
發展的方向，多名建制派立法會議員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
時給出建議。他們表示，過去反對派政治立場先行，終日
在議會內惹事生非，在落實完善選舉制度後，晉身議會的
反對派應更關注民生，堅定地走服務香港、造福市民的正
路，以建設性用權服務香港，不辱政治參與真義。

張宇人盼議會返正軌
自由黨主席張宇人表示，議員獲

選民支持進入議會，就應該做好議員
本身的責任，而非站在所謂的「道德
高地」，通過搞亂議會秩序、拉布等
行為來表達某些政治理念，令議會運
作出現困難。他期望日後議會能夠重
回正軌，反對派行回正路、做實事，
以建設性用權服務香港，不辱政治參
與真義。



AA88
星期日       2021年3月28日       Sunday, March 28, 2021

休城社區

（（本報訊本報訊））她五歲喪父她五歲喪父，，幼年漂伶幼年漂伶，，少年求學少年求學，，工作於美國工作於美國
。。

她本科畢業後獲得美國她本科畢業後獲得美國New Jersey RUTGERSNew Jersey RUTGERS全額獎學金完全額獎學金完
成成MBAMBA學位學位。。

她在她在19831983年就獲得會計師執照年就獲得會計師執照，，在金融服務業浸潤多年在金融服務業浸潤多年，，
是供職於多家知名大型企業的金領是供職於多家知名大型企業的金領。。

她曾獲休斯敦領導人才獎她曾獲休斯敦領導人才獎（（Leadership of HoustonLeadership of Houston），），是休士是休士
頓最有影響的頓最有影響的2525名女性之一名女性之一。。

她是斯坦福市她是斯坦福市（（StaffordStafford））自自18531853年成立年成立166166年有史以來的第年有史以來的第
一位華裔女市議員一位華裔女市議員。。

她還在她還在20212021年被市長及年被市長及StaffordStafford全體市議員推舉為第一位美全體市議員推舉為第一位美
籍華裔副市長籍華裔副市長。。

她就是譚秋晴她就是譚秋晴（（Alice ChenAlice Chen），），一個雖然已經做祖母卻永遠一個雖然已經做祖母卻永遠
十八歲的精緻女孩十八歲的精緻女孩！！

譚秋晴的人生勵志而堅定譚秋晴的人生勵志而堅定，，一如她的名字一如她的名字【【秋晴秋晴】：】：湛藍又湛藍又
高遠高遠，，清澈而亮麗清澈而亮麗！！

華人驕傲華人驕傲：：一個湖南湘妹子的勵志人生一個湖南湘妹子的勵志人生
關於譚秋晴的故事關於譚秋晴的故事，，始於那個視她為掌上明珠的父親始於那個視她為掌上明珠的父親：：譚開譚開

雲雲。。譚開雲出生於湖南省湘潭縣的名門旺族譚開雲出生於湖南省湘潭縣的名門旺族，，畢業於湖南大學農畢業於湖南大學農
經系經系，，是一位專門研發紅茶農經專家是一位專門研發紅茶農經專家。。他在他在19491949年被派去台灣年被派去台灣
出差考察紅茶出差考察紅茶，，隨後戰事爆發再也沒能回到大陸隨後戰事爆發再也沒能回到大陸。。壯闊歷史中的壯闊歷史中的
現實如微塵一粒現實如微塵一粒，，是如今的我們無法想像的是如今的我們無法想像的。。父親壯年抑鬱而終父親壯年抑鬱而終
後後，，譚秋晴被送到時任台灣嘉義市市長的外祖父那裡撫養長大譚秋晴被送到時任台灣嘉義市市長的外祖父那裡撫養長大，，
之後她憑藉優異的成績考入台灣東吳大學之後她憑藉優異的成績考入台灣東吳大學。。本科畢業後她又獲得本科畢業後她又獲得
美國美國New Jersey RUTGERSNew Jersey RUTGERS本科的全額獎學金完成了本科的全額獎學金完成了MBAMBA學位學位
。。

19801980年她作為金融分析師就職於休斯敦年她作為金融分析師就職於休斯敦EXXONEXXON公司公司，，同時同時
獲得了獲得了CPACPA會計師執照會計師執照。。為了發揮自己的公關特長為了發揮自己的公關特長，，上世紀八上世紀八
十年代譚秋晴還接受了朋友的邀請十年代譚秋晴還接受了朋友的邀請，，負責休斯敦西南獅子城的開負責休斯敦西南獅子城的開

發管理發管理，，成績驕人成績驕人。。之後她再轉入金融服務業之後她再轉入金融服務業，，幫助了幫助了
無數家庭和個人無數家庭和個人。。同時同時，，她也是一個傳媒人她也是一個傳媒人，，主持過眾主持過眾
多赫赫有名的電台電視節目多赫赫有名的電台電視節目（（譚姐姐時間譚姐姐時間）！）！譚秋晴從譚秋晴從
小生活在台灣小生活在台灣，，但她心中卻沒有海峽的阻隔但她心中卻沒有海峽的阻隔，，她堅信血她堅信血
濃於水濃於水，，堅信海外的中國人只有團結起來堅信海外的中國人只有團結起來，，才能進入主才能進入主
流社會流社會，，才能展現我中華民族的卓越和優秀才能展現我中華民族的卓越和優秀。。
譚秋晴在上世紀的九十年代大力協助組織休斯頓的譚秋晴在上世紀的九十年代大力協助組織休斯頓的

““知青聯誼會知青聯誼會””成立大會成立大會；；19921992年她和國稅局年她和國稅局IRSIRS合作合作
，，召集華人會計師義工團隊召集華人會計師義工團隊，，在亞裔社區首次提供免費在亞裔社區首次提供免費
雙語報稅服務雙語報稅服務。。 19951995年年，，她擔任她擔任UNITED WAYUNITED WAY華人社華人社
區主席區主席，，負責募款及提供社區服務負責募款及提供社區服務。。冥冥之中冥冥之中，，她已經她已經
在從政之路上蓄勢待發在從政之路上蓄勢待發。。 20012001年年，，譚秋晴被甄選參加譚秋晴被甄選參加
休斯敦領導人才培訓休斯敦領導人才培訓；；20052005年年，，她應邀擔任休斯敦亞裔她應邀擔任休斯敦亞裔
商會的年度晚宴主席商會的年度晚宴主席。。此外此外，，作為作為PBSPBS（（休斯敦第八頻休斯敦第八頻
道公益電視台道公益電視台））董事會中唯一的華裔董事董事會中唯一的華裔董事，，休斯頓知名休斯頓知名
電台電視主持人電台電視主持人，，譚秋晴還曾成功地舉辦了各種亞裔主譚秋晴還曾成功地舉辦了各種亞裔主
題的慈善募款節目題的慈善募款節目。。 20062006年年，，為休斯敦選區的美國國為休斯敦選區的美國國
會眾議員會眾議員Al GreenAl Green先生擔任亞裔助理先生擔任亞裔助理。。長達十二年的政長達十二年的政

府工作經驗為譚秋晴夯實了從政之路府工作經驗為譚秋晴夯實了從政之路，，也奠定了她從政的決心也奠定了她從政的決心。。
這一次這一次，，讓我們共同選擇支持華裔自己的候選人讓我們共同選擇支持華裔自己的候選人！！
20072007年年，，譚秋晴再度被選為亞洲商會董事會主席譚秋晴再度被選為亞洲商會董事會主席；；20082008年年

，，她申請華府專線她申請華府專線（（FEMAFEMA），），為受到卡翠娜颶風嚴重破壞的中為受到卡翠娜颶風嚴重破壞的中
國城商家及上千位同胞溝通救災國城商家及上千位同胞溝通救災，，並組織雙語義工奔走忙碌並組織雙語義工奔走忙碌。。同同
年年，，她榮獲休斯頓婦女雜誌她榮獲休斯頓婦女雜誌 TOPTOP 5050 INFFENCE WOMAN ININFFENCE WOMAN IN
HOUSTONHOUSTON；；20092009年年，，她獲得少數族裔基督教領袖獎她獲得少數族裔基督教領袖獎；；20102010年年
，，譚秋晴協助斯坦福市譚秋晴協助斯坦福市（（STAFFORDSTAFFORD））的老市長的老市長 Leonard ScarLeonard Scar--
cellacella 籌辦得州第一所中英雙語國際學校籌辦得州第一所中英雙語國際學校；；20142014年年，，譚秋晴當選休譚秋晴當選休
斯頓社區大學斯頓社區大學（（HCC FoundationHCC Foundation））理事理事；；20162016 年她擔任休斯頓年她擔任休斯頓
華裔會計師協會會長華裔會計師協會會長；；20172017年年，，她當選斯坦福市她當選斯坦福市（（STAFFORDSTAFFORD
））城市商業發展計劃委員會委員城市商業發展計劃委員會委員；；20182018年年，，譚秋晴還榮獲譚秋晴還榮獲AIGAIG全全
國傑出經理人第一名國傑出經理人第一名。。譚秋晴一串串驕人的履歷為她譚秋晴一串串驕人的履歷為她20192019年當年當
選斯坦福市選斯坦福市（（StaffordStafford））議員奠定了群眾基礎議員奠定了群眾基礎；；並且作為斯坦福市並且作為斯坦福市
（（StaffordStafford））自自18531853年成立年成立166166年來的第一位華裔女市議員年來的第一位華裔女市議員，，這位這位
政治素人獲得了群眾及市政首領及各界的高度認同政治素人獲得了群眾及市政首領及各界的高度認同；；20212021年年，，她她
被全票推選為副市長被全票推選為副市長。。

很多華裔家庭都親切稱譚秋晴為很多華裔家庭都親切稱譚秋晴為““譚姐姐譚姐姐”。”。當選以來當選以來，，
譚秋晴為斯坦福市學區樂隊募集譚秋晴為斯坦福市學區樂隊募集7500075000元資金元資金，，將樂隊將樂隊192192名高名高
中學生帶到中學生帶到sugar bowlsugar bowl現場表演現場表演，，他們代表德州的精彩表演不僅他們代表德州的精彩表演不僅
為自己增長了閱歷還感動了全國觀眾為自己增長了閱歷還感動了全國觀眾。。她還協助華裔小型企業在她還協助華裔小型企業在
疫情期間申請政府疫情期間申請政府PPPPPP及及EIDLEIDL政府補助貸款及資金政府補助貸款及資金，，最近最近，，譚譚
秋晴還一直在幫助華裔孩子獲得更好的教育資源秋晴還一直在幫助華裔孩子獲得更好的教育資源。。目前目前，，斯坦福斯坦福
明星重點學校明星重點學校（（STEMSTEM））已經錄取了已經錄取了6060多位優秀的華人子弟多位優秀的華人子弟。。兩兩
年來年來，，她為斯坦福市她為斯坦福市（（StaffordStafford））社區謀福利社區謀福利，，為華裔積極發聲為華裔積極發聲。。
大家都說大家都說：”：”20212021 商會傑出社區服務獎頒給商會傑出社區服務獎頒給”” 譚姐姐譚姐姐”” 真是名真是名
至實歸至實歸！！從庚子年伊始到現在從庚子年伊始到現在，， 我們華裔一直在被現實發生的我們華裔一直在被現實發生的
各種變化所衝擊各種變化所衝擊。。譚秋晴譚秋晴20212021參選的施政綱領是取消城市房產參選的施政綱領是取消城市房產

稅稅；；加強和健全的財政政策加強和健全的財政政策；；為所有斯塔福德居民提供優質公共為所有斯塔福德居民提供優質公共
服務服務；；支持協調和促進更多新的商業發展機會支持協調和促進更多新的商業發展機會；；支持斯塔福德市支持斯塔福德市
公立學校為學生提供良好的教育環境公立學校為學生提供良好的教育環境；；為為SMSDSMSD創建暑期工作計創建暑期工作計
劃和國際學生劃和國際學生。。為了未來為了未來，， 我們需要開拓更廣大的視野我們需要開拓更廣大的視野。。所以所以
，，這一次我們需要一起行動這一次我們需要一起行動，，共同選擇支持華裔自己的候選共同選擇支持華裔自己的候選
人人----譚秋晴譚秋晴！！

華裔義工招募中華裔義工招募中：：華裔少年華裔少年志在天下志在天下
多年的社區服務和從政經歷讓很多華裔家庭對譚秋晴並不陌多年的社區服務和從政經歷讓很多華裔家庭對譚秋晴並不陌

生生，，在很多華裔家長的心中在很多華裔家長的心中：“：“譚姐姐譚姐姐””為華裔孩子未來的從政為華裔孩子未來的從政
樹立了鮮活的榜樣樹立了鮮活的榜樣。。當然當然，，這也和譚秋晴浸潤教育行業這也和譚秋晴浸潤教育行業，，持續關持續關
注華裔教育有莫大的關係注華裔教育有莫大的關係。。自從計劃參加自從計劃參加 20212021 年斯坦福市年斯坦福市
（（StaffordStafford））競選以來競選以來，，譚秋晴一直想能夠提攜到華裔青年譚秋晴一直想能夠提攜到華裔青年。。本次本次
義工的招募義工的招募，，她希望能多招華裔青少年參加她希望能多招華裔青少年參加，，她很想把自己多年她很想把自己多年
的從政的經驗和華裔青年共同分享的從政的經驗和華裔青年共同分享。。作為華人從政的先行者作為華人從政的先行者，，她她
希望更多華裔下一代出來從政希望更多華裔下一代出來從政，，打入政界為華人爭取更多公平的打入政界為華人爭取更多公平的
權益權益。。四月份前三個週六和周日下午有時間的華裔青年四月份前三個週六和周日下午有時間的華裔青年，，如果有如果有
興趣參加義工活動興趣參加義工活動，，請聯繫譚秋晴競選辦公室請聯繫譚秋晴競選辦公室Coco WenCoco Wen，，電話電話
：：83264886058326488605，，所有義工都會得到課外活動學分所有義工都會得到課外活動學分。。屆時屆時，，譚姐姐譚姐姐
也會安排專人為華裔青少年作相關培訓也會安排專人為華裔青少年作相關培訓。。

這一次，讓我們共同選擇支持
華裔自己的候選人！

譚秋晴譚秋晴

譚秋晴譚秋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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