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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道】白宮宣布，擴大美國各家銀行交易俄
羅斯公債的限制，驅逐包括涉嫌從事間諜活動的10名
外交官，並制裁被控試圖介入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的
32名人士。

拜登（Joe Biden）今天傍晚在白宮公開說明這項
制裁。拜登透露，本週稍早和蒲亭（Vladimir Putin）通
話時已預告美國將會有所動作。

他表示，美方不尋求與俄羅斯展開升級緊張與衝突
的循環，希望能有一個穩定、可預測的關係。但如果俄
羅斯繼續干涉美國民主，他會採取進一步行動回應。

拜登指出，直接、面對面的溝通，對於建立更有效

關係至關重要，因此他向蒲亭建議今年夏天於歐洲舉行
峰會，以討論雙方皆面臨的一系列議題。

拜登也在通話中向蒲亭表達對近來俄羅斯在烏克蘭
邊境加強軍力的擔憂。他重申美國對烏克蘭主權與領土
完整的承諾，也強力敦促蒲亭不要採取任何軍事行動。

白宮稍早發出聲明表示，今天的制裁令傳達一道訊
息，亦即若俄羅斯持續或升高顛覆性國際行動，美國將
採取具戰略與經濟衝擊的方式，讓俄羅斯付出代價。

目前的制裁主要是針對俄羅斯情報單位涉及在
2016 與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期間操弄選情，同時也是
回應俄羅斯對美國與美國盟友的惡意網路活動。

拜登拜登：：不願升高與俄衝突不願升高與俄衝突

（（網絡照片網絡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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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ursday morning another
mass shooter killed eight people
in Indianapolis. Since March 16
when eight people were killed at
the Atlanta
SPAs, the U.S. has had at least
45 mass shootings.

There have been at least 147
mass shootings in 2021 accord-
ing to GVA, a non- profit based
in Washington, D.C.

The shootings have included
since April 15, the cities of Pen-
sacola, Florida, Washington, D.
C., Baltimore, MD, Chicago, Illi-
nois, Wichita, Kansas, Seattle,
Washington, Koshkonong, Mis-
souri, Waterbury, Connecticut,
Fort Worth, Texas -- all over the
nation,

Today President Biden ordered

flags to be lowered to half-staff
again, calling gun violence an
“epidemic” the country must
address now. He said “gun vio-
lence pierces the very soul of our
nation,” and urged Congress to
act.

The shooting is the latest in a se-
ries of high-profile mass shoot-
ings that have rocked the nation.

We need to get back to the fun-
damental problem we are facing
that is for gun control. And edu-
cating Congress to pass gun re-
form legislation remains an uphill
climb for Democrats in the face
of stiff Republican opposition.

It is very sad when our communi-
ty is still facing the pandemic and
people don’ t feel safe in their
lives when they never know

which guy-man will open fire at
any time and anywhere.

Our society really is sick now. All

of us need to work together to
find the s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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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Society Is Really Sick NowOur Society Is Really Sick Now

位於印第那波羅斯的聯邦快遞
公司今天凌晨再度發生槍擊案，八
名員工成為槍下寃魂，這名兇手是
前員工，他在行兇後也自刎身亡。

美國全國二O二一年統計，共
有一百四十七個兇殺案，單就三月
份就有四十五宗大型兇殺案，
其中包括在佛羅里達 、巴爾的摩
、 支加哥、 肯薩斯 、西雅圖等地
都有兇殺案之頻發。

拜登總統再次下令全國下半旗
致哀，他非常沉痛地指出，兇殺事
件已經成為了流行病， 他決定要
為嚴重的槍支暴行，採取行動去制
止。

今天我們的社會真的生病了，

新寇病毒帶來的禍害更加大了全國
之犯罪率，無故槍殺無辜 已經成
為不可收拾的趨勢。

我們要積極呼籲，所有國民大
家共同來面對目前的危機，在家庭
和社會兩方面都要加强教育並且要
立即啟動槍支管制之法律。

國會諸位因為以保障國民憲法
之權利，遅遅未能立法，致使槍支
氾濫已經到了人人有槍之地步。

我們老百姓已處在生活之水深
火熱之中，治安又如此敗壞，這個
社會真的病入膏肓了。

我們的社會真的生病了我們的社會真的生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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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日本政府決定以海洋排放方式處置福島核電站
事故核廢水。此事在國際上特別是在東北亞和太平洋地區國家引
起嚴重關注，事件仍在發酵，引發了國際輿論諸多質疑。

2011年3月11日下午，日本福島縣附近海域發生9.0級特大
地震，地震引發的巨大海嘯襲擊了福島第一核電站，造成核電站
1至3號機組堆芯熔毀。這是自蘇聯切爾諾貝利核事故之後最嚴
重的核事故。在這一災難中，福島第一核電站1、3、4號機組還
發生氫氣爆炸，機組建築上部被炸飛，5號和6號機組因當時處
於停運檢修狀態而逃過一劫。

此次日本政府日方在沒有窮盡安全處置手段，也未與攸關國
家充分溝通協商並未經各方專家共同會診研究的情況下，就獨自
貿然作出向大海排放廢水的決定，實屬膽大妄為。

目前國際和地區輿論對日本決定向大海排放核廢水至少有四
大嚴重質疑。
其一，日本為何選擇在此時宣布將向大海排放福島核廢水？

核污染被認為是懸在人類頭上的達摩克利斯劍，1986年發生
的切爾諾貝利核電站事故後造成的惡果，包括核廢料與核場地的
處置等問題，直到今天也沒有完全解決，如果福島核廢水處理再
不慎重，將給人類頭上懸掛第二柄達摩克利斯劍，這是絕不可以
的。

日本當局一直都在研討福島核電站的廢水處理問題，據報導
，日本之前評估過五種排污方式，包括蒸發釋放、電解排放、地
下掩埋、注入地層和稀釋入海，但主要因經費問題，日本當局一
直傾向於選擇簡單省事省錢的向大海排放方式。然因這一做法缺
乏全面、嚴謹、充分的科學依據和安全保障，一些專家認為如果
將核廢水排入大海，人類通過攝取魚貝類後會對人體產生不良影
響，國際上擔憂和爭議較大，日本政府對這些情況是了解的，因
此內心是發虛的，一直都不敢正式決定向大海排放福島核廢水。

此次日本內閣選擇在4月13日作出決定並對外官宣，從時間
點上來看很不尋常。韓國媒體指出，日本政府強行決定向大海排
放核污水，是在4月16日美國總統拜登和日本首相菅義偉在白宮
舉行美日首腦會談之前的前三天，美日顯然事先達成了共識。有
分析認為，日本這樣做實際是一種拉大旗作虎皮，是日本企圖通
過投靠美國，美國企圖利用日本強化國際戰略同盟的一種卑鄙的
交易。
其二，究竟誰在為日本決定向大海排放核廢水“背書”？

菅義偉政府敢於冒險決定向大海排放福島核電站的核廢水，
顯然得到了一定的國際背書，進行了一系列私下謀劃和協同。

國際原子能機構的做法耐人尋味，作為世界核電強國之一的
日本，長久以來在國際原子能機構都有很大的影響力。有關資料
顯示，在國際原子能機構正規預算分配率方面，日本為8.2%，僅
次於美國的25%和中國的11.6%，位居第三。美日兩國的預算分
配率相加高達33.2%，話語權很大。

特別是，在現任總幹事格羅西之前領導國際原子能機構的總
幹事是日本的天野之彌，他在 2009 年 12 月首次獲任，之後於
2013年和2017年兩次連任，2019年7月18日去世，共擔任了10
年的國際原子能機構總幹事，並認為是國際上權威的核能專家。
天野之彌雖已去世，但其餘威和影響力仍在。阿根廷外交官格羅
西是2019年12月3日接替天野之彌出任總幹事的，由於日本是
國際原子能機構的預算分配大戶，加上又有美國的支持，格羅西
和國際原子能機構對日本的態度也就不難理解了。

雖然美方的表態在字面上看似有些模糊，但實際上美方的態
度是很明確的，作此文字模糊的表態主要是為了避免美國日後被
動和採取“雙重標準”。東京心知肚明，只要美國對其排放核污
水默認，國際上也就很難形成反對勢力。華盛頓支持日本這一決
定的原因毫不復雜，美國在國際上從來都是“雙重標準”，只要
華盛頓認為符合美國戰略利益和需要，美國就會睜一隻眼閉一隻

眼。自福島核電站事故以來，美國連續10
年禁止進口日本福島產的食品，但現在美
國因為要利用日本強化國際反華戰略同盟
，自然會與日本做交易，偏袒日本，無視
國際輿論。
三是日本得到了其他西方國家和美西方輿
論的默許認可和暗中配合。

日本政府的決定在國際和地區層面遭
到強烈反對，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任命的3
名獨立專家也發表聯合聲明，對日方決定
排放核廢水入海深表遺憾，稱此舉可能影
響太平洋地區數百萬人的生活，對人權保
障構成極大威脅。太平洋島國論壇、中國
、俄羅斯、韓國、菲律賓和朝鮮等有關各
方對日方決定深表關切，呼籲日本應採取
一切必要措施，避免對海洋特別是全球生
態環境造成危害。國際民間輿論和環保組
織更是強烈反對日本的冒險做法，要求日
本當局改變決定，至少在同利益攸關方和
國際機構協商一致之前，不得擅自啟動核廢水排海。

但從迄今為止的表態和報導看，美國之外的其他西方國家特
別是歐洲大國和西方主流媒體，對日本的核污水排放決定少有質
疑和反對聲音，有的甚至隻字不提，這些都並非巧合。一方面是
因為這些國家的當局和媒體認為日本遠在東北亞，日本的核污水
排放與它們無關，另一方面是由於這些國家與日本在政治、外交
和戰略利益上立場一致，而日本也必定事先做好了各種工作。這
也再次表明當今世界嚴重缺乏公平正義和道義。
其三，日本決定向大海排放核廢水的危害有多大？

對於日本向大海排放核污水的決定，目前國際上大致分成了
兩大類，一類認為日本這樣做的現實、直接和長遠的危險性和危
害性都非常大，但另一類則採取默認、默許和不持異議的態度，
或者對此危害輕描淡寫，這顯然有失公允了。

至於這樣做的危險和危害性究竟有多大，目前國際上也不無
爭議，至少看法不盡相同。有專家認為，國際原子能機構和美國
有保留地支持日本向大海排放核污水，是有一定科學依據的。但
所謂的依據主要是日本所公佈的研究和論證證據。

由日本專家學者及政府官員組成的關於多核素去除裝置處理
水對策小委員會（ALPS小委員會）稱，含有62種放射性物質的
ALPS處理水，在排放前將再次進行ALPS處理，處理前約72 %超
標的核污水經過二次ALPS處理後，除氚以外，其他各類放射性
物質的濃度總和將低於法定的排放限制值。至於目前暫無有效方
法清除的氚，將把濃度稀釋到每公升1500貝克勒爾（Bq/L）後
再排放入海，符合有關標準，因此對環境和人是安全的。

東京電力公司稱，他們設置了事故放射性廢水淨化處理裝置
，其中包括鍶和銫吸附裝置、反滲透膜除鹽裝置、多核素去除裝
置（ALPS）等，可以去除廢水中的大部分放射性核素。

國際原子能機構專家組評估報告明確指出，如果福島核電站
含氚廢水排入海洋，將對周邊國家海洋環境和公眾健康造成影響
，同時現有經過處理的廢水中仍含有其他放射性核素，需進一步
淨化處理。聯合國原子能輻射效應科學委員會報告也認為，福島
核電站事故核廢水對海洋生態環境的影響需持續跟踪觀察。德國
海洋科學研究機構指出，福島沿岸擁有世界上最強的洋流，從排
放之日起57天內，放射性物質將擴散至太平洋大半區域，10年
後蔓延全球海域。綠色和平組織核專家指出，日核廢水所含碳14
在數千年內都存在危險，並可能造成基因損害。
其四，日本有何權力單方面作出向大海排污的決定？

一些國家特別是太平洋地區國家對日本政府的決定提出了一

系列質疑和反對，特別是對日本事先不與攸關國家認真溝通就擅
自作出決定和宣布提出了嚴厲批評，認為日本這樣做是極不妥當
、極不負責任和極不道德的。從科學的角度講，日本在可以有五
種核污水處理方式的情況下選擇最簡單、最省錢但很不安全的方
式排污水，僅技術層面就涉及到一系列有待破解的疑問。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4月16日在例行記者會上就日本政
府決定向大海排放核污水提出了一系列質疑，並明確表達了中方
的立場態度。趙立堅強調，核廢水排海不能成為第一選項，更不
能成為唯一選項。日本應對全人類負責，對子孫後代負責，重新
審視並收回錯誤決定。日本應誠懇面對各國一致反對的聲音，自
覺接受包括中方在內國際社會的實質參與和監督，讓福島核廢水
處置問題完全在陽光下運行。

韓國《韓民族日報》發表的評論指出，一直主張自己是原子
能爆炸受害國的日本竟然決定向大海傾倒含有大量放射性物質的
污水。日本在發生史上最嚴重的福島核電站事故後，在沒有向日
本市民和周邊國家道歉、也沒有承擔責任的情況下，打著美國支
持的旗號，強行排放污水的行為表明，日本無視殖民統治和戰爭
的責任，甚至抹去相關記憶的掌權者們的態度並沒有改變。

福島核污水排放是世界性嚴重問題
《韓民族日報》的這篇評論指出，反對日本不透明的排污決

定不是韓日矛盾問題，不是地緣政治問題，而是全世界都要共同
思考的嚴重環境問題。東京電力公司表示計劃將放射性物質的濃
度降到標準之下後再進行排放，但並沒有公開準確信息。對於這
些問題，除國際原子能機構外，世界衛生組織（WTO）或國際
環境組織以及有關國家和地區的專家都應參與其中，並加以科學
驗證。

新加坡《聯合早報》的評論提出，對於福島核污水的處置，
國際社會須要組成第三方科學考察和審核組，尤其是利益相關方
須派出專家，從科學上把關，檢查核污水中放射性核素的種類、
濃度、總量，以及審查特定放射性核素與沈積物、海洋生物等海
洋環境關鍵要素相互作用的情況，評估向大海排放核污水對人類
社會和地球環境的短、中、長期結果和後果，並向國際社會作出
解釋。

日本決定向大海排放核廢水絕不僅僅是日本自己的事，而是
涉及全球生態環境特別是海洋環境安全的大事，是廣泛和長久涉
及諸多國家與無數人生命安全的大事，日本政府必須認清自身責
任，秉持科學態度，履行國際義務責任，嚴肅認真對待，而休想
糊弄過去。

福島核廢水入海決定福島核廢水入海決定 遭國際質疑遭國際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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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有望當默克爾接班人？
德國保守派聯盟舉行關鍵討論

綜合報導 距離9月26日德國聯邦議院選舉僅剩6個月時間，德國總

理默克爾的保守派聯盟黨支持率卻一直滑落。如今，聯盟黨挑選總理候

選人的壓力越來越大，他們於4月11日進行了關鍵討論。

據報道，默克爾 60歲的長期盟友拉謝特(Armin Laschet)2021 年 1

月接任基督教民主聯盟(CDU)主席。一般來說，在9月大選前，拉謝

特將是領導基民盟及其巴伐利亞邦姊妹黨基督教社會聯盟(CSU)的第

一人選。

然而，基民/基社聯盟近期處理新冠肺炎疫情危機的方式，使他們的

支持率受到重挫。一些人呼籲拉謝特“靠邊站”，讓更有魅力的54歲基

社盟主席索德爾(Markus Soeder)帶頭。

報道稱，11日，拉謝特在聯合記者會上表示：“索德爾和我在今天

之前已討論了很久。我們都聲明有意願角逐總理。”拉謝特還表示，

“團結非常重要。”很快就會敲定由誰擔任候選人。

德國國會一名消息人士表示，索德爾當天也說：“如果基民盟願意

支持我，我會做好準備。如果不願意這樣做，我們將沒有怨恨地繼續合

作。”

報道指出，基社盟議會黨團領袖杜布林德表示，決定性時刻將在

“未來兩周”來臨。

基民盟議會黨團領袖布林克豪斯則說：“我們現在對於讓整件事迅

速進行，抱持極大興趣。”他還指出，第一步是與兩黨領袖討論，未來

如何打造一條共同路線。

“中央社”報道稱，基民/基社聯盟最可能以閉門方式選出候選人。

拉謝特告訴德國第二電視臺(ZDF)，保守派會挑出“最適合我們選舉計

劃”的那個人。但索德爾日前接受“明鏡周刊”訪問時堅稱，候選人必

須“被全體人民，而不只是被黨接受”。

據報道，愛好《星際迷航》和花哨服飾的索德爾，在民調中屢屢擊

敗拉謝特。德國第一電視臺近期調查顯示，54%德國人認為索德爾會是

個好候選人，而支持拉謝特的只有19%。

希臘5.5萬名師生申報新冠自我檢測
近200人呈陽性

綜合報導 希臘衛生部的統計數字顯

示，希臘當天新增1718例新冠確診病例

，累計確診295480例。因新冠病毒而死

亡的人數在24小時內增加52人，累計死

亡人數為8885人。

據報道，希臘周末陽光明媚，溫度適

中，民眾紛紛趁著周末允許跨市出行的機

會出門購物或者進行悠閑活動。在雅典市

中心商業圈，不少消費者在商店門前等候

入內購物或者在門口取貨。

雅典南郊也有大批市民到海灘漫步享

受陽光，不少人還下海遊泳。在武利亞格

邁尼Kavouri海灘等地，幾乎到了人滿為

患的程度。但大多數民眾都能自覺佩戴口

罩，以及保持社交距離。

希臘衛生政策教授莫西亞洛斯表示，

在零售業開放後，雅典市中心商圈人頭湧

動的情況不可避免，但他更擔心希臘民眾

在復活節期間返鄉，到時新冠病毒傳播的

風險很大。

另一方面，在4月12日，希臘高中將

會在師生進行病毒自測的情況下重新開放

。希臘藥房已經從8日開始為符合條件的

人群發放測試盒。目前已經有5.5萬名教

師和學生進行申報，其中有193名學生和

教師自測結果呈陽性，預計該數字還會進

一步上升。

克裏特大學的肺

病學教授紮納基斯早

前表示，由於從本周

起推行病毒自測措施

，因此到4月 20日，

每天新增病例預計將

有3000-4000左右。

根據規定，希臘

高中教師和學生每周

一和周四都必須進行

自我檢測。16-18歲的

高中學生和高中教師

可以憑社保號碼AM-

KA優先到藥店免費領取。對於未成年學

生而言，需其父母出示稅號領取自測盒。

自測結果必須在專設平臺進行申報。

如果測試結果是陰性，家長或者監護人應

將申報打印或者手抄並簽署，學生在學校

隨身攜帶該證明，並向班主任及任課老師

出示。沒有攜帶測試證明的學生將不能回

校上課，也不能進行遠程學習。

測試結果呈陽性的師生應盡快進行第

二次核酸測試，並以第二次測試的結果作

為請假證明。截至4月9日，約有195萬

個新冠病毒自測盒已經運抵希臘。其中

160萬個自測盒被分發到全國各地約100

個供應藥房的倉庫。大約35萬個自測盒

存放在阿提卡和塞薩洛尼基的兩個中央倉

庫。

泛希臘制藥協會主席瓦爾塔斯表示，

希臘絕大多數藥店都已經收到了自測盒。

領取人必須出示他們的社保號碼AMKA

和身份證件。藥劑師把社保號碼輸入到專

門的平臺，以檢查他們是否有資格參加病

毒自測。難民必須出示他們的健康保險號

碼，而外國公民必須申請臨時AMKA。

針對部分國際學生和“黃金簽證”投

資者子女沒有社保號碼AMKA以及稅號

AFM的情況，希臘當局將提供臨時的社

保號碼以領取測試盒，或者可以到所在地

區的指定地點進行測試和申報。

外交風波發酵
土耳其凍結意大利7000萬歐元交易

綜合報導 在意大利和土耳其之間的外交爭議事件發生後，土耳其

暫停了從意大利萊昂納多公司購買價值7000萬歐元直升機的交易。

當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會見到訪的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

和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時，三人面前，卻只放了兩把椅子，遠處

則是沙發。最終，馮德萊恩坐在了側面的沙發上。此事引發的外交

風波持續發酵。

8日，意大利總理德拉吉稱，他“不認同”埃爾多安對馮德萊恩的

“不當行為”。土耳其外長恰武什奧盧稱，德拉吉關於土耳其總統的言

論是“民粹主義論調”，並且不可接受，土耳其外交部宣布召見意大利

大使。

據意大利媒體報道，土耳其當局要求意大利政府正式道歉，不

會滿足於通過外交渠道做出澄清。意大利《共和報》刊登的文章稱

：“在沒有收到意大利方面答復之前，土耳其當局開始放出威脅性

信號。”

因此，目前這筆價值7000萬歐元的采購訓練直升機的交易被凍結，

該交易本應該在未來幾天內簽署。另外三家意大利公司也收到警告，包

括正在土耳其建造發電廠的大型電力工程公司Ansaldo Energia。

2020年意大利旅遊消費銳減530億歐元
為十年最低

綜合報導 意大利民防部報告新增新

冠確診病例9789例，死亡358例。截至

12 日 18 時 ， 意 全 國 累 計 確 診 病 例

3779594例，死亡病例114612例，治愈病

例3140565例。

據 報 道 ， 意 大 利 農 業 聯 合 會

(Coldiretti) 和國家統計研究所發布最

新統計報告指出，受新冠疫情影響

，2020 年，意大利遊客消費銳減 530

億歐元，其中 1/3 損失影響了飯店、

酒吧、披薩店、餐館和農場消費，

並影響了節假日的街頭食品和紀念

品的銷售。

意大利農業聯合會通報數據顯示，

2020年，意大利旅遊消費創造了歷史最

低點，較2019年下降了44.8%，另外商

務旅行消費下降了67.9%，假期食品消費

下降了58%，為至少十年以來旅遊消費

最低水平。

意大利聯合聖保羅銀行研究部門

12日發布《托斯卡納地區市場監測

報告》顯示，2020 年，普拉托地區紡

織品和服裝總出口量較2019年減少了

23.4%，損失金額高達5.1億歐元。其中

對瑞士出口量減少33%，對法國和德國

均減少10%。

報告指出，2020年，托斯卡納地區

出口額約為162億歐元，較2019年同期

減少43億歐元，下降幅度為20.9%，第

二季度下降降幅高達48.7%。下半年形勢

有所反彈，第三季度較2019年同期下降

8.7%，第四季度下降8.5%。

意大利旅遊部長加拉瓦利亞(Mas-

simo Garavaglia)表示，意大利將在 6月

2 日“共和國日”全面解封。未來幾

天，政府將開始逐步規劃開放的時

間，將於4月20日至6月 2日期間逐步

解禁，到 6 月 2 日實現全面解封。當

然，這一切都將根據科學數據和感染

情況分析進行。

加拉瓦利亞說，對於旅遊業而言，

封鎖措施每周都在損失國民生產總值

GDP，對此，意大利負擔不起，正在努

力至少在五月份實現重啟海灘。無論如

何，需在意大利共和國日之前重新開放

市場。

加拉瓦利亞表示，逐漸解封是政

府的承諾，在逐漸解封的初期，依舊

采取嚴格的附加措施，然後逐漸規範

化一些規則，並於 4 月重新開放餐館

業務。

意大利衛生部長斯佩蘭紮(Roberto

Speranza)表示，從4月 20日起，某些限

制措施將可能消失，但在四月仍須保

持最大限度的謹慎。未來幾周內，隨

著紅色疫情防疫區的減少，以及疫苗接

種量的增加，將讓意大利更有信心展望

未來。

斯佩蘭紮指出，夏天會與最近幾個

月有很大不同，他對此抱有樂觀態度。

如果大多數人接種了新冠疫苗，那麽今

年夏天就可以獲得更多自由。關於夏季

佩戴口罩問題，則是必須維護的基本規

則，絕不會輕易改變，但疫苗最終將改

變這場噩夢。

加勒比海島國火山噴發上萬人撤離

空氣中彌漫硫磺氣味

綜合報導 拉丁美洲加勒比海島國聖文森特

和格林納丁斯的蘇弗裏耶爾火山9日噴發，火山

灰噴灑高度達約10公裏，當地房屋、汽車和道

路覆蓋著薄薄的一層灰燼。隨著火山活動加劇，

超過16000名居民被疏散。

據報道，蘇弗裏耶爾火山噴發時，火山灰噴

灑高度達約10公裏，促使附近一些居民緊急疏

散。火山在10日早上還繼續噴出灰燼和發出巨

響，錄像顯示，街道空蕩蕩，空中盡是煙霾。

人口10萬多人的聖文森特和格林納丁斯上

一次經歷火山噴發在是1979年。當時的火山噴

發造成大約1億美元的損失。1902年，蘇弗裏耶

爾的噴發活動造成1000多人喪生。

該國應急管理組織10日表示，在過去的幾

個小時裏，火山冒出的“濃煙”越來越多，並警

告住在附近的居民做好“緊急撤離”的準備。

早些時候，該機構在其社交網站頁面上表示

，“空氣中彌漫著強烈的硫磺氣味”，並敦促居

民小心。

聖文森特和格林納丁斯總理拉爾夫•岡薩維

斯表示，目前還不清楚火山還會噴發出多少火山

灰，已有3200多人在避難所避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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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開始為老年人接種新冠疫苗

兼顧防疫成課題

綜合報導 據日本共同社報道，日

本以65歲及以上老年人為對象的新冠

疫苗接種，於12日啟動。這是首次為

非醫務人員的普通居民進行接種。據

共同社調查，12日至少有39個都道府

縣的市區町村計劃實施接種。對象總

數為約3600萬人，政府計劃在6月底

前將所需數量送達各市區町村，史無

前例規模的接種工作正式啟動。

目前新冠疫情“第四波”正在蔓

延。住院患者增多，導致醫療一線負

擔加劇，產生疫苗接種相關醫務人員

不足的擔憂。為順利推進接種，需要

與防疫做到兼顧。

接種使用美國輝瑞公司的疫苗，原

則上以3周為間隔接種兩次。為盡可能

減少重癥與死亡人數，政府把重癥化風

險較高的老年人定為優先對象。

據報道，相關疫苗在5日起的一

周，已向日本各都道府縣配送，但數

量限於共100箱，每箱約500劑，共計

約 5 萬劑。在 26 日起的一周向所有

1741個市區町村各配送1箱之後，接

種工作將全面展開。

面向醫務人員的率先接種對象為

約480萬人，完成第二次接種的人目前

僅有1成左右。接種工作不得不應對

同時以醫務人員和老年人為對象推進

的困難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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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柬埔寨新一輪社區疫情感染

形勢依然嚴峻，首都金邊日增確診病例數居

高不下，為避免醫院超負荷運轉，當地官方

將學校、會展中心等設施改造為收治中心。

根據柬埔寨衛生部12日通報，該國當

天新增報告277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新增

治愈出院60例。新增確診病例均為“2.20”

社區感染事件相關聯病例。從地區分布來看

，金邊市疫情最為嚴重，該市新增203例。

此外，柴楨省新增43例、幹拉省新增23例

、菩薩省新增4例、波羅勉省新增2例、西

哈努克港新增1例、茶膠省新增1例。

柬埔寨衛生部表示，從病例分布來看，

金邊市和鄰近幹拉省的多家工廠成為新冠肺

炎病毒溫床，出現大規模群體性感染。目前

，相關工廠和工人宿舍已被當局緊急封鎖，

工人和居民被禁止進出，接受14天居家隔

離觀察，以阻止疫情進一步擴散。

鑒於新增確診患者人數迅速上升，金

邊醫療機構難以滿足收治需求，繼近期征

用學校收治患者後，柬埔寨官方決定借用

位於金邊市中心的鉆石島會展中心，改造

成為收治中心，估計可以收容至少5000名患者。

根據柬埔寨誌願醫生協會在社交媒體發布的消息，

改造工作自10日晚起，目前已完成組裝數以百計的病床

，預料將在不久後投入使用並收治輕癥患者。

截至4月12日，柬埔寨累計確診4515例，累計治愈

2212例，累計死亡30例。“2.20”社區感染事件累計確

診3982例。

新增病例連續33天增長
印度再成全球疫情第二嚴重國家

綜合報導 印度衛生部數據顯示，

該國新冠確診病例累計達到13527717

例，超過巴西，再次成為全球疫情第

二嚴重的國家。

印度新冠累計確診病例數上一次

超過巴西是在2020年9月7日，當時印

度單日新增病例9萬例，使全國病例數

達到4204613例。

目前，印度新冠病毒感染人數已

連續33天增長。具體來看，過去24小

時，印度新增新冠病毒感染病例為

16.89萬例，連續6天刷新印度自疫情

暴發以來的單日最高增幅紀錄。

其中，首都新德裏和馬哈拉施特

拉邦等10多個邦或地區的確診病例數

增長迅猛。疫情最嚴重的馬哈拉施特

拉邦過去24小時新增確診病例63294例

，累計確診病例已超340萬例。

首都新德裏也是印度疫情最嚴重

的地區之一，過去24小時新增確診病

例10732例，累計確診已超71萬例。

近兩個月以來，印度現存確診病

例數增長了超100萬例。各項數據表

明，印度第二波疫情反彈正在持續

加劇。

面對不斷惡化的疫情，印度全國

各地都已經加強了疫情防控措施，部

分地區還重啟或收緊了封鎖和限制措

施。

包括首都新德裏、馬哈拉施特拉

邦、北方邦、中央邦、古吉拉特邦、

旁遮普邦在內的等多個地區，已陸續

宣布實施宵禁措施。

除了收緊疫情防控政策外，印度

政府正在力推新冠病毒檢測和疫苗接

種等工作。

日本首現接種2次疫苗後仍感染病例
東京等地收緊防疫

日本東京都新增確診新冠病毒感染

者306人，累計感染人數達為126284人

。截至11日，日本累計確診506895人，

累計死亡9409人。

【東京等地實施“準緊急事態宣
言”】

因新冠疫情持續惡化，繼大阪府、兵

庫縣、宮城縣3地之後，4月12日東京都的

部分地區、京都府京都市和沖繩縣那霸市也

正式開始實施“蔓延防止重點措施”。該措

施被稱為“準緊急事態宣言”，餐廳等商家

在晚間8點之後將不得進行堂食營業，拒不

遵守的將被處以20萬日元以下的罰款。

東京都的“蔓延防止重點措施”實施

期為4月12日至5月11日，實施範圍包括

東京都23個中心城區，以及西部郊區的八

王子市、立川市、武蔵野市、府中市、調

布市、町田市6個市。京都市和那霸市的

“蔓延防止重點措施”將於5月5日結束。

【日本首現接種2次疫苗後仍感染
病例】

日本石川縣立中央醫院一名50多歲的

女性醫務人員，在完成全部2次新冠疫苗接

種後，仍然感染了新冠病毒，這是日本首次

發現接種2次疫苗後感染的病例。在此之前

，日本另一名20多歲的女性醫務人員在2月

下旬接種第一劑疫苗6天後確診感染。

石川縣這名女性分別於3月13日和4月

3日接種了美國輝瑞公司的新冠疫苗，不久

後其家人確診感染，其本人在進行篩查後也

於4月10日確診感染，但是沒有癥狀。

日本厚生勞動省稱，接種疫苗會降

低感染風險，但並不意味著可以絕對阻

斷感染。石川縣政府則稱，這名女性感

染後沒有出現癥狀，可以認為是疫苗起

到了降低重癥化風險的作用，不過也有

可能她在接種疫苗前就已經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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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陽波 西安報道）日
前，由亞洲開發銀行和陝西省生態環境廳聯合主
辦的碳捕集、利用與封存（CCUS）技術高級培
訓班暨產業研討會，在西北大學舉行。會議邀請
了國內外CCUS領域的34位專家學者，通過線上
線下的形式，向參會的一百多家政府機構、科研
院所和企業授課培訓，與會人員亦就“CCUS產
業發展”和“應對氣候變化”等話題進行了深入
交流與研討。

中國生態環境部應對氣候變化司綜合處處長
丁輝在致辭中表示，“碳達峰”、“碳中和”目
標的提出，為中國應對氣候變化、綠色低碳發展
提供了方向指引。未來，生態環境部應對氣候變
化司將進一步構建促進CCUS發展的政策體系和
技術體系，探索和培育CCUS發展的新技術和新
的經濟範式，開展經濟可行的大規模全流程
CCUS工程示範，進一步加強CCUS領域的國際
合作。

逾百政企聚西安 研討減排新技術

文 匯 要 聞2021年4月17日（星期六） ●責任編輯：于大海 1

應對氣候變化不應成政治籌碼
中法德領導人峰會 同意加強綠色合作習

近
平
：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16日下

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同法國總統

馬克龍、德國總理默克爾舉行中法德領導人

視頻峰會。三國領導人就合作應對氣候變

化、中歐關係、抗疫合作以及重大國際和地

區問題深入交換意見。

同美國氣候特使克里視頻會見
韓正：期待美方維護《巴黎協定》

		
/1

◀ 習近平同法國總統馬克龍、德國總理默克爾就合作應對氣候變化、中歐關係、抗
疫合作以及重大國際和地區問題深入交換意見。 新華社

習近平強調，我一直主張構建人類命運共
同體，願就應對氣候變化同法德加強合

作。我宣布中國將力爭於2030年前實現二氧
化碳排放達到峰值、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
這意味着中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
將完成全球最高碳排放強度降幅，用全球歷史
上最短的時間實現從碳達峰到碳中和。這無疑
將是一場硬仗。中方言必行，行必果，我們將
碳達峰、碳中和納入生態文明建設整體布局，
全面推行綠色低碳循環經濟發展。中國已決定
接受《〈蒙特利爾議定書〉基加利修正案》，
加強氫氟碳化物等非二氧化碳溫室氣體管控。
應對氣候變化是全人類的共同事業，不應該成
為地緣政治的籌碼、攻擊他國的靶子、貿易壁
壘的藉口。中方將堅持公平、共同但有區別的
責任、各自能力原則，推動落實《聯合國氣候
變化框架公約》及其《巴黎協定》，積極開展
氣候變化南南合作。希望發達經濟體在減排行
動力度上作出表率，並帶頭兌現氣候資金出資
承諾，為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提供充足的
技術、能力建設等方面支持。

習近平：推外資公平盼相向
習近平指出，當前，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

球蔓延，世界經濟復甦任務十分艱巨。中歐關

係面臨新的發展機遇，也面臨各種挑戰。要從
戰略高度牢牢把握中歐關係發展大方向和主基
調。中方將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為包括法、
德企業在內的外商投資企業營造公平、公正、
非歧視的營商環境，希望歐方也能以這樣的積
極態度對待中國企業，同中方一道做大做強中
歐綠色、數字夥伴關係，加強抗疫等領域合
作。中方反對“疫苗民族主義”，反對人為製
造免疫鴻溝，願同包括法、德在內的國際社會
一道，支持和幫助發展中國家及時獲得疫苗。
中方願同國際奧委會合作，向準備參加奧運會
的運動員提供疫苗。

馬克龍：合促疫苗公平分配
馬克龍表示，法方歡迎中方宣布力爭於

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這一重大承諾體現了
中方主動承擔重要責任。法方願同中方一道，
推進法中、歐中經濟關係進一步發展，攜手幫
助非洲實現綠色發展，並就幫助發展中國家減
緩債作出共同努力。疫苗不應成為大國競爭的
工具，法方願同中方就疫苗公平分配加強合
作，就伊朗核等地區問題加強協調。

默克爾：推動歐中投資協定
默克爾表示，德法中三國加強合作應對氣

候變化非常重要。中國宣布國家自主貢獻目標
既具雄心，也富挑戰，對全球應對氣候變化非
常重要，歐方願同中方加強政策溝通與對接。
中國率先恢復經濟增長對世界是好消息。德方
重視中國實施“十四五”規劃給德中、歐中合
作帶來的重要機遇，願同中方深化互惠互利的
經貿合作，就數字經濟、網絡安全等問題加強
溝通，對各國企業一視同仁，避免貿易壁壘。
希望雙方共同努力，推動《歐中投資協定》盡
快批准生效。

三國領導人一致認為，要堅持多邊主義，
全面落實《巴黎協定》，共同構建公平合理、
合作共贏的全球氣候治理體系，推動領導人氣
候峰會取得積極、平衡、務實成果；加強氣候
政策對話和綠色發展領域合作，將應對氣候變
化打造成中歐合作的重要支柱；統籌辦好昆明
《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五次締約方大會、格
拉斯哥《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二十六
次締約方大會、馬賽第七屆世界自然保護大會
等重要多邊議程，打造全球環境治理新格局；
支持“新冠肺炎疫苗實施計劃”，促進人員健
康安全有序往來，維護產業鏈順暢穩定，推動
國際經貿合作早日恢復正常；支持發展中國家
能源供給向高效、清潔、多元化方向發展。

楊潔篪、王毅、何立峰等參加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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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法德領導人 16 日舉
行視頻峰會，就合作應對氣
候變化等問題交換意見。中
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
研究員副院長許勤華對此表

示，在新冠疫情衝擊、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升
級、中國與歐美貿易限制措施加碼的背景
下，中國領導人在氣候、碳中和及能源領域
釋放極大的改革開放決心，體現大國擔當。

為與歐美合作創窗口
許勤華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訪問指出，

疫情衝擊下，中國領導人提出2060年前實現
碳中和的目標，幾乎是要求中國徹底改變經
濟結構，對中國的經濟社會發展將產生顛覆
性影響。“在內外經濟存在極大不確定的情
況下，中國提出這一目標，體現中國勇於肩
負大國重任、志在零碳的決心，同時也表明
中國在事關全球發展的關鍵問題上堅持開放
共贏的擔當。”

許勤華表示，中國在氣候變化問題上始
終堅持開放的態度。美國總統拜登將在22日
至23日召開全球氣候危機峰會，中國領導人
雖然還沒明確表態是否參加，但中國在氣候
問題上已拿出了對外合作的極大誠意。“目
前全球對氣候治理方面仍有很多技術、目標
的不確定性，為中國與歐美氣候合作創造了
窗口。”許勤華說，中國政府重視與歐美國
家在氣候變化和綠色低碳領域的對話交流與
務實合作，並在碳市場、低碳城市、適應氣
候變化等領域開展合作。

或助破西方技術封鎖
許勤華表示，氣候外交應當是未來一段

時間中國對外交往的重要內容，也是突破西
方技術封鎖的一個通道。中國與歐美國家應
重視在氣候適應能力、低碳技術、碳中和等
新領域的具體合作和知識產權保護，形成低
碳領域的競爭性合作夥伴。“技術合作是走
出氣候挑戰的出路，中國在與歐美貿易限制
措施加碼的背景下，中國與歐美國家從氣候
領域合作打開高端科技合作的通道。”許勤
華認為，中國與西方國家科學家在氣候問題
上存在共識，並且在高端精細化設備製造、
學術成果等方面渴望分享交流。

●香港文匯報記者海巖北京報道

▲▲習近平習近平1616日在北京同法國德國領導人舉行視頻峰會日在北京同法國德國領導人舉行視頻峰會。。 新華社新華社

● 韓正同美國總統氣候問題特使克里舉行視頻
會見。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國際貨幣基金
組織（IMF）總裁格奧爾基耶娃15日表示，中國
經濟實現高質量增長有助於降低碳排放。

格奧爾基耶娃當天在中國人民銀行與IMF共
同舉辦的綠色金融和氣候政策高級別線上研討會上
說，中國持續推動經濟向消費驅動轉型，並支持服
務業和高科技部門擴張，這將降低經濟增長的能源
需求和碳密度，從而降低實現氣候目標的難度。她
指出，碳定價是目前最有效、性價比最高的減排方

法。她對中國通過徵收煤炭稅、為能源部門引入全
國碳排放交易制度等做法以減少碳排放表示歡迎。

易綱：綠色金融當“加速器”
中國人民銀行行長易綱在研討會開幕式上致辭

時表示，國際社會在應對氣候變化上正在形成廣泛
共識。中國已宣布2030年前碳達峰、2060年前碳中
和的戰略目標。這要求經濟全面、系統性轉型。在
此過程中，綠色金融可發揮“加速器”的作用。

IMF總裁：中國高質量增長助減排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政
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韓正16日在北京通過
視頻方式會見來華訪問的美國總統氣候問題特使
克里。

韓正表示，氣候變化事關全人類福祉。中國實
施積極應對氣候變化國家戰略，是全球生態文明
建設的重要參與者、貢獻者、引領者。去年習近
平主席宣布中國力爭於2030年前二氧化碳排放達
到峰值、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以及提高國家自
主貢獻力度的新舉措。中國應對氣候變化，態度
是堅決的、行動是有力的。我們將腳踏實地實現這
些目標。

韓正指出，中美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
家和最大的發達國家，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有很
多共同利益。中方重視與美國開展應對氣候變化
對話合作，歡迎美國重返《巴黎協定》，期待美
方維護《巴黎協定》，承擔起應盡責任，作出應
有貢獻。應對氣候變化，應遵循共同但有區別的
責任原則。中方願與美方發揮各自優勢，保持對

話合作，與各方一道共同推進落實《巴黎協
定》。

克里表示，應對氣候變化這一全球性挑戰，
美中合作至關重要。中方為應對氣候變化作出了
巨大努力。美方願與中方加強溝通，深化合作，
加緊落實《巴黎協定》目標，共同為應對氣候變
化危機作出更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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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智英（73歲）

壹傳媒集團創辦人

組織未經批准的集結：

參與未經批准的集結：

判囚12個月

李柱銘（83歲）

民主黨創黨主席、資深大律師

組織未經批准的集結：

參與未經批准的集結：

判囚11個月
(緩刑24個月)

何俊仁（69歲）

民主黨前主席、執業律師

組織未經批准的集結：

參與未經批准的集結：

判囚12個月
(緩刑24個月)

李卓人（63歲）

立法會前議員、工黨副主席

組織未經批准的集結：

參與未經批准的集結：

判囚12個月

吳靄儀（72歲）

立法會前議員、公民黨成員、
執業大律師

組織未經批准的集結：

參與未經批准的集結：

判囚12個月
(緩刑24個月)

何秀蘭（66歲）

立法會前議員、
“民主派會議”前召集人

組織未經批准的集結：

參與未經批准的集結：

判囚8個月

梁國雄（64歲）

社民連副主席、立法會前議員

組織未經批准的集結：

參與未經批准的集結：

判囚18個月

區諾軒（33歲）

“議會陣線”成員、立法會前議員

組織未經批准的集結：

參與未經批准的集結：

判囚10個月

梁耀忠（67歲）

街工前主席、立法會前議員

組織未經批准的集結：不予起訴

參與未經批准的集結：

判囚8個月
(緩刑12個月)

黎智英（73歲）

壹傳媒集團創辦人

參與未經批准的集結：

判囚8個月
(總刑期14個月)

李卓人（63歲）

立法會前議員、工黨副主席

參與未經批准的集結：

判囚6個月
(總刑期14個月)

楊森（63歲）

民主黨前主席

參與未經批准的集結：

判囚8個月
(緩刑12個月)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黎智英等9被告
涉2019年8月18日非法集會判刑一覽

黎智英等3被告涉2019年8月31日非法集會判刑一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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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胡雅文

肥黎3罪囚14月 訟棍緩刑獲放生放生
兩宗組織參與非法集會案 攬炒10人判刑6至18月

涉嫌干犯香港國安法被還柙的壹傳媒創辦人黎智涉嫌干犯香港國安法被還柙的壹傳媒創辦人黎智

英等英等 1010名攬炒政棍名攬炒政棍，，1616日就前年日就前年 88月月 1818日及日及 88月月 3131

日組織及參與未經批准集結兩案接受判刑日組織及參與未經批准集結兩案接受判刑。。法官胡雅法官胡雅

文在判刑時批評文在判刑時批評，，一眾被告凌駕法律一眾被告凌駕法律、、衝擊法治衝擊法治，，有有

預謀下蓄意違法預謀下蓄意違法，，引來潛在暴力風險引來潛在暴力風險，，性質嚴重性質嚴重，，判判

監是唯一選項監是唯一選項，，最終最終1010人全部判囚人全部判囚66個月至個月至1818個月個月。。其中其中，，黎智英及李卓人因兩案三黎智英及李卓人因兩案三

罪罪，，同因部分刑期同期執行而監禁同因部分刑期同期執行而監禁 1414個月個月。。不過不過，，胡官胡官““放生放生””包括法律界的李柱包括法律界的李柱

銘銘、、吳靄儀吳靄儀、、何俊仁在內的何俊仁在內的55名被告名被告，，判以緩刑不用即時做判以緩刑不用即時做““監躉監躉”。”。官司纏身的黎智官司纏身的黎智

英英1616日首度判監後日首度判監後，，再被加控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及意圖妨礙司法公再被加控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及意圖妨礙司法公

正罪正罪，，66月月1515日再訊日再訊。。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葛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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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犯死不悔改眾犯死不悔改 抹黑法庭打壓抹黑法庭打壓

針針對對““88．．1818””非法集會案非法集會案，，現年現年7373歲的歲的
黎智英與另外黎智英與另外88名攬炒政棍當日在名攬炒政棍當日在““民民

陣陣””於香港銅鑼灣維園發起的集會後於香港銅鑼灣維園發起的集會後，，帶領人帶領人
群非法遊行到中環遮打道群非法遊行到中環遮打道。。其中其中，，區諾軒及梁區諾軒及梁
耀忠早前認罪耀忠早前認罪，，黎智英黎智英、、李卓人李卓人、、李柱銘李柱銘、、梁梁
國雄國雄、、何俊仁何俊仁、、吳靄儀吳靄儀、、何秀蘭不認罪受審何秀蘭不認罪受審，，
本月本月11日被裁定組織未經批准的集結罪日被裁定組織未經批准的集結罪，，以及以及
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的集結罪成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的集結罪成。。同時同時，，黎智黎智
英英、、李卓人及楊森因參與前年李卓人及楊森因參與前年88月月3131日由灣仔日由灣仔
至中環的非法遊行至中環的非法遊行，，在本月在本月77日承認明知而參日承認明知而參
與未經批准的集結罪與未經批准的集結罪。。

法官：判監是唯一選項
法官胡雅文就“8．18”案判刑指出，參

考2019年的經驗，大量群眾聚集時情緒容易
高漲，具風險爆發暴力事件，警方亦擔心有
激進分子潛藏群眾內伺機干犯暴力行為，故
事前已反對遊行，惟眾被告在明知反對下
照樣舉辦遊行，更以其各人“名氣”做隊
頭吸引及引領群眾，蓄意違法，性質嚴
重。

胡官強調，眾被告是有預謀下犯案，
以“流水式疏散”為名，呼籲市民“逼
爆維園”，顯然絕非偶然。由於參與人
數龐大，構成風險觸發潛在暴力，判監
禁是唯一選項。胡官續說，就組織未經
批准集結控罪，李卓人、梁國雄及區諾
軒的角色“非常出眾”，既出席“民
陣”事前記者會，更呼籲人“逼爆維
園”，故以18個月為量刑起點，其餘6人
包括黎智英則以15個月為量刑起點。至於
第二項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控罪，眾
被告罪責均等，均以12個月為量刑起點，
全部刑期同期執行。

胡官認為，因各被告認罪、沒有案底、
“具備良好品格”、“長期社區服務”及年老
等，給予不同程度的減刑或判處緩刑。其中，
黎智英及李卓人同被判囚12個月，李柱銘判囚
11個月，但緩刑24個月。梁國雄由於有“前
科”而被判得最重，須入獄18個月。

被告凌駕法律衝擊法治
至於“8．31”案的判刑，法官胡雅文表示，

當日的遊行雖然和平進行，但根據2019年的經
驗，群眾聚集容易引致情緒高漲，引來潛在暴力
風險。當日，警方禁止了所有集會遊行，但黎智
英、李卓人及楊森3名被告無視禁令及警方在場
警告，有計劃地參與其中。

胡官指出，當天的遊行以“宗教活動”為
名，卻遊行往警察總部，可見遊行的真正矛頭是
警方，加上3名被告都是“名人”，他們“鶴立
雞群”的參與其中，無疑是鼓勵了群眾跟隨，更
令群眾相信自己可因而免受刑責。

胡官強調，該3名被告決意參與示威，作
出違法行為，態度猶如視自己凌駕於法律之
上，直接衝擊法治及執法者，必須判處即時監
禁的阻嚇性刑罰。

胡官最終以12個月監禁為量刑起點，考
慮到3人認罪、沒有案底及年齡因素，黎智英
及楊森准減刑至8個月，其中楊森獲准緩刑12
個月，李卓人則減刑至6個月。

由於黎智英及李卓人另涉及“8．18”案，
胡官下令本案其中2個月刑期與“8．18”案的
12個月刑期分期執行，即兩人各共須入獄14個
月。據了解，黎智英、李卓人、李柱銘，今次是
首次被判處監禁，只不過李柱銘不用即時受刑。

●●押解被告的囚車離開香港西九押解被告的囚車離開香港西九
法院法院。。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黎智英等一眾攬炒政棍
在“8．18”及“8．31”非法
集會中“知罪不認罪”，百
般狡辯推卸責任。吳靄儀在
16日庭上聲言自己“致力捍

衛司法獨立及司法公正”。同樣獲判緩刑的何
俊仁和楊森在庭外更態度囂張、大放厥詞，抹
黑法庭是在配合國安法透過嚴刑“打壓和平示
威”，反映涉案眾政棍仍試圖對抗法律的制
裁，對其所犯罪行毫無悔意。

接受採訪 大放厥詞
在整個審訊過程中，各被告均顯得毫無悔意，

反誣香港特區政府“政治檢控”。在判刑前，何俊

仁仁、、李卓人及何秀蘭分別接受李卓人及何秀蘭分別接受““黃媒黃媒””專訪時紛紛專訪時紛紛
美化自己的罪行美化自己的罪行，，更大發更大發““豪言壯語豪言壯語”。”。

何俊仁在訪問中聲言““成世人我都未食過
阿公嘢、食阿公飯、着阿公衫，唔同佢客氣喇我，
我今次使到佢盡嘞！”李卓人稱：“我60幾歲，
已經砌咗成世，家先至要坐監，已經係賺咗40
幾年。”何秀蘭則稱自己當坐監是“火星之旅”，
更在昨日開庭時接受傳媒採訪時稱政府可以困住他
們，但不可以禁錮他們的思想云云。

淡化罪行 爭相卸責
黎智英等人在“8．18”案中被法庭裁定罪成

後才“知衰”，在“8．31”案中認罪，而各被告
求情時就爭相卸責、淡化自己的違法行為。

資深大律師余若薇16日替黎智英求情時聲
稱，黎智英當時只是“扶着”橫額領頭，行使
“和平示威權利”，並非扮演“主動角色”，
包括沒有號召群眾參與，在集結期間也沒發表
任何言論，又稱當日的參與人數多寡與黎智英
無關。代表梁國雄的大律師則稱，梁國雄當日
“只”參與約1小時，又稱無論遊行合法與否，
交通均“必然受阻”，是“無可避免”的代價
云云。

在兩案判刑後，獲緩刑的何俊仁及楊森在
法院外發表“政治演說”，其中楊森更聲言是
次法庭量刑“完全從一個非常負面的角度去看
待事件”，只看到破壞秩序、影響社會安寧的
一面云云。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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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秦鴻鈞報導 ））美國國稅局局長雷蒂格美國國稅局局長雷蒂格（（CharlesCharles
RettigRettig））說說，，由於資源不足由於資源不足，，國稅局試圖對富人徵稅時國稅局試圖對富人徵稅時，，我們的我們的
確遭到了打擊確遭到了打擊，，美國國稅局美國國稅局（（IRSIRS））一直在努力向公司和最富有一直在努力向公司和最富有
的美國人徵收稅款的美國人徵收稅款。。自自20102010年以來年以來，，美國國稅局美國國稅局（（IRSIRS））失去了失去了
2121,,000000名員工名員工，，考慮到通貨膨脹考慮到通貨膨脹，，其預算下降了約其預算下降了約2020％％。。 同期同期
查稅審計人員下降了三分之一查稅審計人員下降了三分之一，，導致導致20192019年個人查稅審計率是年個人查稅審計率是
2020年來最低的年來最低的。。雷蒂格說雷蒂格說，，公司和富人之間應該繳納的稅款與國公司和富人之間應該繳納的稅款與國
稅局所收取的稅款之間的差距稅局所收取的稅款之間的差距 ““每年可能超過每年可能超過11萬億美元萬億美元”。”。

預算與政策優先中心的高級稅務法律分析師雅各比告訴雅虎預算與政策優先中心的高級稅務法律分析師雅各比告訴雅虎
《《金融時報金融時報》》說說：：預算削減極大地影響了預算削減極大地影響了IRSIRS收入收入。。每年都有大每年都有大
量的稅款沒有被徵收量的稅款沒有被徵收，，因為人們沒有遵守稅法因為人們沒有遵守稅法，，而美國國稅局也而美國國稅局也
無法對此進行監管無法對此進行監管。。 截至截至20192019年年55月月，，美國國稅局未能從年收美國國稅局未能從年收
入超過入超過2020萬美元的個人那裡收取超過萬美元的個人那裡收取超過385385億美元的稅收億美元的稅收。。美國國美國國
稅總署稽查長最近在一份報告中表示稅總署稽查長最近在一份報告中表示，，年收入超過年收入超過150150萬美元的萬美元的
納稅人平均僅支付其應交美國國稅局的納稅人平均僅支付其應交美國國稅局的3939％的款項％的款項。。雷蒂格說雷蒂格說：：
我們大約有我們大約有66,,500500名一線收入代理人名一線收入代理人，，他們基本上處理最複雜的他們基本上處理最複雜的
個人和公司事務個人和公司事務。。他們中的每一個都致力於高收入個人他們中的每一個都致力於高收入個人，，最惡劣最惡劣
的案件或最大的公司的稅收的案件或最大的公司的稅收。。

在拜登的在拜登的1515％最低稅率下將支付最高稅的公司包括以下公司％最低稅率下將支付最高稅的公司包括以下公司
，，其淨收入列在下面供您參考其淨收入列在下面供您參考：：
蘋果淨收入蘋果淨收入：：699699..33億美元億美元，，微軟微軟：：513513..11億美元億美元，，伯克希爾伯克希爾••哈哈
撒韋撒韋（（Berkshire HathawayBerkshire Hathaway）：）：425425..22 億美元億美元，，字母字母 (Alphabet)(Alphabet)：：
402402..77億美元億美元，，FacebookFacebook：：291291..55億美元億美元，，JP Morgan ChaseJP Morgan Chase：：291291..33
億美元億美元，，亞馬遜亞馬遜：：213213..33億美元億美元，，英特爾英特爾：：209209..00 億美元億美元，，美國銀美國銀

行行 ：： 178178..99 億 美 元億 美 元 ，， VerizonVerizon：： 178178 億 美 元億 美 元 ，，
United HealthUnited Health：：154154億美元億美元，，JohnsonJohnson＆＆JonsonJonson：：
177177..11 億美元億美元，，Procter GambleProcter Gamble：：138138..55，，億美元億美元
WalmartWalmart：：135135..11 億美元億美元，，Home DepotHome Depot：：128128..77
億美元億美元。。

稅收差距大稅收差距大，，大於國稅局的估算大於國稅局的估算。。 儘管儘管
美國國稅局做出了最大努力美國國稅局做出了最大努力，，但一些最富有的但一些最富有的
美國人仍能通過複雜的逃稅形式來避免向山姆美國人仍能通過複雜的逃稅形式來避免向山姆
大叔支付應納稅所得額的五分之一大叔支付應納稅所得額的五分之一，，這是美國這是美國
國家經濟研究局國家經濟研究局（（NBERNBER））的最新報告的最新報告。。對於對於
最高的最高的00..11％最富有的美國人％最富有的美國人，，IRSIRS的估計表明的估計表明
這幾乎使稅收差距翻了一倍這幾乎使稅收差距翻了一倍。。該論文發現該論文發現，，收收
入最高的前入最高的前 00..11％的最富有的美國人未報告收％的最富有的美國人未報告收
入比以前的估計高入比以前的估計高11..88倍倍，，而收入最高的前而收入最高的前11％％
的未報告收入則比原始計算的高的未報告收入則比原始計算的高11..33倍倍。。

這些最富有的美國人採用兩種先進的逃稅這些最富有的美國人採用兩種先進的逃稅
策略策略 -- ““隱藏海外財富和轉嫁業務隱藏海外財富和轉嫁業務”” -- 在最在最
富有的人群之間造成了巨大的稅收差距富有的人群之間造成了巨大的稅收差距。。 雷蒂雷蒂
格認為格認為，，為縮小稅收差距為縮小稅收差距，，美國國稅局需要投美國國稅局需要投
資更先進的監管技術資更先進的監管技術，，並僱用更多有經驗的審並僱用更多有經驗的審
查查稅員查查稅員。。在最近的在最近的20222022年年11..5252萬億美元預算要求中萬億美元預算要求中，，總統拜總統拜
登總統要求為登總統要求為IRSIRS追加追加1212億美元的資金億美元的資金，，主要是為了使該機構可主要是為了使該機構可
以集中更多資源來審核富有的納稅人和公司以集中更多資源來審核富有的納稅人和公司。。 額外的資金將使額外的資金將使
該機構的該機構的20222022財年預算比財年預算比20212021財年的財年的120120億美元的基本預算增億美元的基本預算增

加加1010％％。。大部分資金大部分資金（（約約99億美元億美元））將用於增加資源將用於增加資源，，以監督公以監督公
司和富裕美國人的納稅申報司和富裕美國人的納稅申報，，並確保申報合規並確保申報合規。。 拜登政府和民拜登政府和民
主黨立法者正在針對富裕的美國人和公司徵收更高稅率有關的幾主黨立法者正在針對富裕的美國人和公司徵收更高稅率有關的幾
種不同稅收措施種不同稅收措施，，來增加查稅審計資金來增加查稅審計資金。。

拜登試圖廢除並取代川普的拜登試圖廢除並取代川普的20172017年減稅和就業法年減稅和就業法
拜登稅改第一部分是將公司稅率從拜登稅改第一部分是將公司稅率從2121％提高到％提高到2828％％

中國城康明藥局 本周收到moderna疫苗
歡迎社區民眾電話預約

美國國稅局一直在努力向公司和最富有的人徵收稅款
拜登要為IRS追加12億元使IRS可以審核富人和公司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2017 年 12 月，川普前總統簽署
《減稅和就業法》（TCJA）成為法律，代表了三十年來最重大
的稅法改革。 拜登總統現在正試圖廢除並取代川普的一項標誌
性成就-2017年《減稅和就業法》。 拜登（Biden）和他的民主
黨希望進行的一系列稅費改革將實質上摧毀2017年稅法。 與川
普不同的是，拜登擁有詳盡的替代方案，加上推翻從未獲得多數
支持的法律的紮實理由。 拜登稅制改革的第一部分是將公司稅
率從21％提高到28％，這意味著將營業稅收入恢復到歷史水平
。拜登希望美國的跨國公司在國內繳納更多的稅款。 這些高稅
收將為拜登的“美國就業計劃”中的一些基礎設施計劃提供資金
。拜登會對富人徵收更高的稅款，包括 收入超過40萬美元的家
庭的較高所得稅稅率。以幫助為即將到來的“美國家庭計劃”中
的社會計劃提供資金。拜登會將遺產稅豁免門檻降低至350萬美
元，並將遺產稅稅率從40％提升至45％。

共和黨人和商業團體正在抨擊這些提議的加稅措施，因為這
扼殺了政府的工作範圍。在TCJA生效之前，美國公司稅稅率高
達35％，因為許多其他國家降低了稅率，削弱了美國的稅率。稅
收政策中心發現，將稅率從35％降低到21％確實可以提高效率
。但是分析還發現，TCJA中的許多其他變化構思不當，存在實
質性缺陷，會大大減少聯邦收入。 在TCJA之前的兩年中，新業
務組的年增長率為6.8％，在後兩年中，年增長率為4.7％。大型
跨國公司在減稅後確實匯回了近1萬億美元，但其中大部分用於
股票回購，沒有證據表明它能按預期增加投資。國會預算辦公室

估計減稅措施將使聯邦政府損失1.5萬億美元的收入。兩年後，
收入損失比預期嚴重。 拜登本質上將消除《減稅和就業法》。
TCJA將營業稅率從35％降低到21％，但是一些稅務專家認為這
太過分了。將公司稅率提高到28％是可以的。此次加稅在未來十
年內每年可增加約730億美元，在未來十年內每年可增加1210億
美元。國會可能不會批准28％的稅率，
但可能會批准至少25％的稅率。

TCJA包括旨在減少將利潤轉移到稅
率較低的其他國家/地區的更改，但鮮有
證據證明行之有效。拜登希望收緊這些
規定，以便美國的跨國公司在國內繳納
更多的稅款。拜登希望阻止淨收入超過
20億美元的美國公司使用合法的稅收優
惠來支付其收入的不足15％的稅款。拜
登希望對年收入超過 1 億美元的公司徵
收15％的最低稅。但是他現在將淨收入
門檻提高到了 20 億美元。只有大約 200
家大公司的淨收入超過20億美元，也許
只有四分之一的公司要繳納15％的最低
稅。 拜登希望確定今年晚些時候會尋找
的個人稅率的變化，包括 收入超過40萬
美元的家庭的較高所得稅稅率。 TCJA
將最高個人稅率從 39.6％降至 37％。拜

登希望將其恢復到39.6％，低收入工人首當其沖地遭受了工作和
收入損失。

對於收入在 100 萬美元或以上的家庭，資本收益率將從低
20％的範圍上升到最高收入率，拜登希望將其提高到39.6％。和
TCJA將遺產稅豁免門檻從545萬美元提高到1140萬美元。拜登
會將其降低至350萬美元，並將遺產稅稅率從40％提升至45％。
他還要求遺產所有人在擁有者去世後，為現在免稅的資產支付資
本收益。對中等收入納稅人的減稅幅度仍將保持。TCJA的壽命
可能很短，不到五年。許多選民不會錯過它。

（（休士頓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秦鴻鈞報導 ））位於中國城位於中國城
王朝商場側面的王朝商場側面的 「「康明藥局康明藥局」」，，從本周開從本周開
始始，，會收到會收到modernamoderna疫苗疫苗，，社區民眾歡迎社區民眾歡迎
打電話到打電話到713713--772772--77007700 預約預約，，即可從容即可從容
施打疫苗施打疫苗。。

康明藥房也歡迎沒有保險的社區民眾
來接種。如果是有聯邦政府紅藍卡的長輩
，無需排隊等候，會有藥劑師專門給長輩
接種。

成立於 2004 年的康明藥房至今服務
社區已超過17個年頭。 藥房除提供各種

處方用葯及非處方用葯外，還經營各式醫
療用品及器材。 藥房提供送葯到府服務
多年， 廣受社區民眾的喜愛。 康明藥房
作為美國最大的獨立零售藥房(GNP)網絡
中的一員， 已連續多年被評為5星級藥房
。 藥房接受各類醫療保險。 取藥到康明
， 健康伴您行。

康明藥房的地址：9630 Clarewood
Dr. Suite A3, Houston, TX 77036. 藥房電
話： 713-772-7700

拜登政府和民主黨立法者正在針對富裕的美國人和公司徵收更高稅率有關的幾種不同稅拜登政府和民主黨立法者正在針對富裕的美國人和公司徵收更高稅率有關的幾種不同稅
收措施收措施，，來增加查稅審計資金來增加查稅審計資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