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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03-TOP ONE群智貸款C6_A1

713 - 364 -7788 
832 - 498 - 7566

群智貸款

Michelle Young  
 通國、英、粵語、韓語

● 外國人貸款，保證最低
   最低利息。B1, B2, 
   J1保證通過
● 只要一年P&L盈虧表，
   不查稅表
● W2用一年VOE貸款方式
● 不查收入貸款
● Construction Loan,
   Lot Loan

NMLS#270061 RMLO 

Saturday, 5/22/2021

（中央社）在經過11天的武裝衝突後，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武
裝組織 「哈瑪斯」（Hamas）終於協議停火。但遭受最猛烈火箭攻
擊的阿什克隆（Ashkelon）和史德洛特（Sderot）地方首長對此
「十分失望」，稱雖然知道不可能，但 「希望哈瑪斯遭到消滅」。

以色列安全內閣20日與哈瑪斯達成協議，停火於當地時間21
日凌晨2時（台灣時間同日上午7時）生效，獲得國際社會的歡迎
。但也有許多以色列人表達不滿，遭猛烈攻擊的阿什克隆市長葛蘭
（Tomer Glam）失望地告訴《以色列時報》（The Times of Israel）

，說雖然知道不太可能，但他們本來 「希望哈瑪斯遭到消滅」。
同樣遭受猛烈攻擊的史德洛特市長戴維迪（Alon Davidi），更

痛批以色列 「沒有理由停火」，強調以軍雖獲得不少戰果，但並不
足以改變局勢；他失望地表示，似乎沒有人想打敗哈瑪斯，認為
「只靠空襲和砲擊永遠無法獲得決定性勝利」，強調雖然他並非盲

目尋求戰爭，但以色列政府 「應找到能讓人民恢復正常生活的方法
」。

哈瑪斯政治局二把手哈雅（Khalil al-Hayya）21 日在加薩

（Gaza）宣布在衝突中 「獲得勝利」，稱以軍未能摧毀該組織的軍
事基礎設施，其武裝人員仍在地底隧道中 「驕傲地大步行進」；以
色列總理尼坦雅胡（Benjamin Netanyahu）同日也在記者會中表示
，以軍11天以來的行動 「讓哈瑪斯付出慘重代價」，並強調目前
公開的資訊還不代表所有戰果， 「公眾還無從得知，就連哈瑪斯自
己都不清楚」。

1111天武裝衝突天武裝衝突 以巴終於協議停火以巴終於協議停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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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百課程為升學及生涯精設，新的人生今天就啟航
疫情阻止不了您追夢，讓休斯頓社區大學HCC成為您飆昇美好未來的發射台！

HCC西南校區學科種類
數碼及信息技術 | 基礎科學 | 健康科學 | 

工商業 | 視覺及表演藝術 | 其他各類學科

課程詳情，請訪網站：HCCS.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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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資雄厚、學費低廉的HCC有數百門優質課程供您選擇，線上教學或校園安全上課靈
活可變，最快數月就能獲取文憑證書，迅速在科技、健康、高級製造、工程及商貿等
熱門行業覓得高薪火熱的職位。學習兩年可獲副學士學位（A.A.S./A.S.），學分可轉
入四年制大學，只需再讀兩年就能取得學士學位，在職場更勝一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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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alee@scdaily.com
我見我聞我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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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U.S. Labor Department
issued a statement last week
reporting that the number of

unemployment claims rose by
another 2.4 million total since
mid March. There were already

thirty million eight hundred sixty
thousand unemployment claims
that brought the unemployment
rate to 14.7 %. This is the
highest number since the Labor
Department started keeping
records in 1948.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O) also released information
today stating that there are more
than five million confirmed
coronavirus cases in the world.
More than three hundred twenty
thousand have lost their lives.
Two-thirds of the cases are in
the United States, Russia, Brazil
and India.

When the world began to face
this catastrophic pandemic, we
didn’t have a very effective way
to control the disease. But on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tage, the

politicians still point their fingers
at each other, even though the
United Nations could not even
come up with any solution to help
the world.

In conclusion: America and many
nations all over the world are
partially open for business. Last
Friday, in Congress, the U.S.
House passed a three trillion
dollar stimulus bill, but in the
Senate, the Republicans do not
agree to pay more
unemployment money because a
lot of people don’t want to go
back to work.

Today, millions of scientists and
medical teams are working on
new vaccines to rescue the
world. We need to be united
around the world to fight our
common enemy.

0505//2121//20212021

Unemployment Rate Still HighUnemployment Rate Still High

美國勞工部今天公佈，上星期
又有二百四十萬人申請失業救濟金
，從叁月中旬以來總共有叁千八百
六十萬人登記失業，即便全國各地
已經局部開放商業活動。根據勞工
統計局發布之數字，單單四月份就
有二千萬個職位被裁減，以致失業
率沖上百分之十四點七的高峰，也
是自一九四八年有記錄以來之最高
水準 。

世界衛生組織在今天的發布會
上公告全球，受到新冠病毒確診病
例已超過五百萬人次，共有叁十二
萬八千人喪生，美國、蘇俄、巴西
及印度已占有叁分之二的確診人數
。

當我們目睹全球遭受如此慘烈

之病毒肆虐，但目前全球仍然處在
束手無策之窘境，川普聲稱要退出
國際衛生組織，在世界政治舞台上
相互推責，指控二百多個國家組成
之聯合國，在如此緊急之疫情下，
更是群龍無首，讓許多貧困地區遭
受到飢寒和病毒交迫之痛苦中。

在疫情和經濟複甦雙重之考量
下，包括美國在內的大部分國家都
已經開放各種工商業之活動，但是
公衛專家們對此表示高度關注，並
預言疫情會捲士重來。上週五在民
主黨操控之衆議院通過的叁萬億紓
困案，今天在共和黨佔多數的參議
院正在熱烈之討論中，但他們堅決
反對提高失業補助金，有的失業者
每月可以領到比工資更高的失業金

，也就不再願意返回工作崗位。
全世界各地之醫療科技人員正

在爭分奪秒加緊硏製新冠病毒之疫

苗， 這也是世界人民在期盼的大
事，唯有疫苗之發現才能挽救世界
經濟。

失業人口繼續上升失業人口繼續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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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哈利王子透過 Apple TV+系列專
訪，對英國王室投下 「真相核彈」，指控當妻
子梅根有自殺的念頭時，他們全都默不吭聲，
並刻意忽視。此外，他更痛批父親查爾斯說，
當他還小時，就令他飽受痛苦。

不過，據《每日郵報》（Daily Mail）21
日報導，就在孫子哈利再度接受爆炸性電視專
訪幾小時後，95歲的女王仍笑容可掬，透過視
訊向在白金漢宮（Buckingham Palace）的賓客
致意。儘管哈利不顧女王警告，把家務事私下
處 理 的 忠 告 拋 諸 腦 後 ， 她 仍 從 溫 莎 城 堡
（Windsor Castle）透過視訊，滿面笑容地歡迎
外國大使與官員。

另一方面，哈利接受這次專訪後，首度露
面的威廉卻是一臉鐵青。威廉當天造訪了愛丁
堡，要聽蘇格蘭足球總會對心理健康的提案。
而在弟弟重砲攻擊家人後，他表情嚴肅，並不
太可能加以置評。

哈利在 「你看不到的我」（The Me You
Can't See）5 系列專訪中，對主持人歐普拉
（Oprah Winfrey）直言，他和妻子梅根都覺得
，他們遭親人拋棄，而這正是他們去年遠離英
國，定居美國加州的 「最大原因」。

「當然，現在我絕不會接受霸凌，保持沉
默，」哈利說， 「我以為家人會幫忙，但每一
次詢問、要求，警告，管它是什麼，換來的都
是緘默，還有徹底的忽視。我們花了4年，設
法讓它行得通。我們想盡辦法，想要待在那兒
，繼續扮演那角色，做那工作，可是梅根陷入
了掙扎。」

哈利強調，那感覺就好像被家人困住，除
了離開，別無選擇。然而，當他做出決定時，
家人還告訴他， 「你不能這麼做」。哈利並質
問，那要糟到甚麼地步，他才能這麼做？他說
，梅根連命都不想要了，應該不必走到那一步
。

而王室評論員說，哈利放手痛批家人，將
激怒白金漢宮（Buckingham Palace），讓他們
夫妻與家族間的巨大裂痕有增無減。

英國王室專家鄧皮爾（Phil Dampier）說
，哈利預定夏天要返回英國，7月1日和哥哥
威廉一起，為已故母親黛安娜的雕像揭幕，但
如今他是否會成行，令人深感懷疑。他並強調
，尤其是哈利擺明，倫敦是引發他焦慮的扳機
後，更讓人懷疑，屆時他會不會返回英國。

哈利火力全開重砲批王室
女王軟回應威廉氣炸

好不容易才風平浪靜一陣子的紐約州長郭
莫現在又出事了，他遭舉報在去年十月出版的
著作 《美國危機：從新冠肺炎疫情中汲取的領
導教訓》（American Crisis: Leadership Lessons
from the Covid-19 Pandemic）是濫用州府資源
才完成,高達 510 萬元的版權費是非法收入, 他
必須接受調查懲處，現在郭莫又陷入了另一場
政治危機。

才子李敖大師生前曾說過: “談戀愛是以
自欺始，以欺人終;搞政治則是以欺人始，以自
欺終。” 這句李大師所鑄造的名言似乎也適用
於郭莫及許多政治人物。

出身政治世家的郭莫, 少年得志,傳承了他
父親的政治事業, 父子兩人先後擔任紐約州長,
創造了傳奇, 他還一度成為美國總統儲備人選
，在去年新冠戰役中勇敢帶領紐約人度過難關
打造出硬漢形象,如今卻從山峰跌到谷底, 實不
可思議 。

回顧郭莫第一次被揭露瞞報紐約州養老院
新冠死亡人數時，他曾堅稱是因為信息遲緩,來
不及更新數字，但在疫情期間他每天不止一次
電視實況報告, 何來信息遲緩之說呢! 當時他說

紐約州養老院新冠死亡率在全美僅排名第 46,
表示他對老人防疫工作做的好, 但後來流出一
段被人秘密錄音的談話則顯示，郭莫之所以沒
有實報死亡人數是擔心川普對他批評, 所以他
顯然是好大喜功自欺欺人。

接踵而來的是一位女性指控遭他性騷擾,
起初大家不以為意, 但當州府兩位前任女職員
又出面指控他後, 郭莫開始受到黨內質疑, 尤其
是他的政治死敵紐約市長白思豪更痛批他行為
猥瑣墮落不適任州長, 紐約州議會民主黨籍議
員也聯名呼籲他辭職, 但都被郭莫拒絕, 他堅持
要等紐約州總檢察長任命的獨立調查報告。

可是報告未出爐, 竟又有第三、第四、第
五、第六, 甚至第七位女子連續指控他非禮, 最
後參議院多數黨領袖舒默終於向他討閥施壓，
逼迫他下台以免影響民主黨的聲譽, 而且連一
直呵護他的拜登總統都呼籲他如果真有犯錯就
該辭職。

現在郭莫的言行相當低調,但政治這條路他
顯然已經走不下去了, 自行辭退或許是他免於
牢獄之災最好的選擇了吧!

【李著華觀點 : 美國危機與郭莫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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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將開啟全面解封新階段
恢復經濟活動時間表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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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67例

新冠確診病例，累計確診達371693例；新增死亡病例55例，累計死亡達

11266例。

報道稱，希臘將進入全面解封的新階段。隨著旅遊季的到來，也意

味著在經歷了6個月的封鎖後，希臘再次向全球遊客敞開大門。

希臘政府宣布，從5月14日起，進一步放寬限製措施。具體包括：

將延遲宵禁開始時間。民眾出行時將不必再向短信平臺發送申報信息。

取消零售店采取的預訂-店外取貨和預約-店內購物的銷售模式；不過，

店鋪經營者需要嚴格遵守防疫要求。取消跨地區出行的限製等。

希臘發展和投資部部長喬治亞季斯還介紹了恢復經濟活動的時間表。

具體計劃包括，5月14日，賭場和婚介所恢復經營；24日，電子遊戲室

恢復營業；31日，健身房恢復營業等。

希臘教育部還宣布，從5月17日起，學校師生和行政人員每周需要

病毒檢測的次數，將從目前的兩次減少為一次。

按照規定，師生和學校行政人員都將可以前往藥店憑借社保號碼AMKA

(或臨時社保PAMKA)領取自檢試劑盒。檢測結果在官方平臺進行申報。若檢

測結果為陰性，則需要將證明打印出來，並在返校時隨身攜帶。

結果若是陽性，除了必須在官方平臺申報外，還需前往公立檢測機

構再次免費檢測。如果復檢結果為陰性，可當場獲得一張陰性證明返校

，而對於復檢結果仍為陽性的人員，則必須按照防疫要求進行隔離。

巴以暴力沖突加劇：
以媒稱雙方將停火 哈馬斯否認

巴以沖突仍在持續，已

造成超200人死亡，其中包

括60余名兒童。有以色列媒

體18日報道，巴以之間將從

5月20日開始實現停火。然

而，哈馬斯政治局成員否認

了這一消息。

超200人喪生！
沖突仍在持續
目前，巴以沖突持續已

超過一周，局勢還在升級。

當地時間18日，哈馬斯宣稱

，向位於以色列中部和南部

的六個空軍基地發動了火箭

彈襲擊。以媒體當天也報道

說，上述地區響起了防空警

報。不過，目前沒有關於本次

襲擊造成人員傷亡的報道。

以色列軍隊新聞處則發

布消息稱，以色列戰鬥機對

哈馬斯位於三個街區的基礎

設施，進行打擊。加沙地帶

衛生部門官員18日還證實，

以色列戰機當天轟炸了加沙

城裏瑪勒區的一些目標，致

使加沙城內唯一能夠進行新

冠病毒檢測的實驗室無法正

常運轉。

另據以色列媒體報道稱

，加沙地帶武裝組織18日向

以色列南部發射火箭彈，造

成兩名外國公民死亡。消息

稱兩人為泰國公民。

截至 5 月 18 日，大約

3350枚火箭彈從加沙地帶射

向以色列，其中大約500枚

落在加沙地帶。目前，以色

列有10人死亡，約50人重傷

。另一方面，以色列空襲造

成的巴勒斯坦死亡人數已達

到212人，死者中有61名兒

童。

雙方即將停火？
哈馬斯官員否認
近日，多家以色列媒體

在未透露消息來源的情況下

，稱巴以雙方可能在兩至三

日內達成停火協議。

以色列電視臺消息稱，

埃及提議從5月 20日 6時起

，在中東沖突區實行停火製

度，報道稱哈馬斯方面表示

同意。有以色列媒體還援引

一名以官員的話稱，現在的

局面是雙方都感到疲倦，因

為任何一方都無法取得決定

性勝利。

不過，哈馬斯政治局成

員伊紮特· 裏什克隨後在社交

媒體上寫道，“對面媒體有

關哈馬斯同意於周四(5 月

20日)停火的報道是不正確

的……未達成任何停火協議

或具體停火日期。”

目前，尚未收到以方對

該消息的置評。

俄對華牛肉出口增26倍
線上交易前景廣闊

綜合報導 俄羅斯出口中心總經理維羅妮卡· 尼基申娜向記者表示，

2021年第一季度，俄羅斯對中國牛肉出口額達到去年同期的26倍。

尼基申娜說，雖然有新冠疫情帶來的困難，俄羅斯仍在系統性地增加與中國

的業務和貿易聯系。2021年第一季度，俄中貿易額達到280億美元，較去年同期

增加15%；俄對華非原料非能源類商品出口額為40億美元，同比增加40%。

尼基申娜說：“在各國都在經歷的不易時期的取得這種創紀錄的數

字，很大程度上與我國向中國市場的食品和農產品出口有關。我國農業

生產者在這方取得了很好的成績。舉例來說，今年第一季度，我國對中

國市場的牛肉出口達到去年同期的26倍。”

尼基申娜指出，俄對華禽肉產品出口也增勢良好。她還表示，預計

今年糖果糕點的對華出口額也將出現顯著增長。她說：“2021年第一季

度的出口額增幅為17%。第一季度出口了6噸巧克力糖果糕點。”

此外，14日，尼基申娜還對媒體表示，100多家俄羅斯企業進駐中

國電商平臺俄羅斯食品官方旗艦店，營銷商品。

尼基申娜說：“去年，借助俄羅斯食品官方旗艦店，通過在線貿易我們在糖

果、巧克力、面粉、冰激淩等系列俄羅斯食品推廣方面，取得了很好的發展。目

前，已有107家俄羅斯企業進駐俄羅斯食品官方旗艦店，營銷商品。”

她說：”我們還計劃在微信平臺上開設一個企業賬號，希望這會有助於提

高俄羅斯出口產品在中國消費者中的知名度，因為微信非常受歡迎。“

尼基申娜表示，對俄羅斯出口來說，線上交易這一渠道前景廣闊。

她說：“去年，中國在線零售總額同比增長了15%，我們預計，到2024

年，中國的網上零售額將達到數萬億美元，對我們來說，這是打開中國

市場的最有效方法。”

亞馬遜被曝有意90億美元收購米高梅
加強流媒體服務

綜合報導 據報道，亞馬遜公司正在

討論收購米高梅電影公司（Metro-Gold-

wyn-Mayer movie studio，MGM），這將是

該公司迄今為止向娛樂領域最大的推進。

據Variety報道，交易價格為約90億美

元。

據The Information援引不願透露姓名

的知情人士的話稱，製作了詹姆斯· 邦德

（James Bond）系列電影的著名好萊塢公

司米高梅將幫助加強亞馬遜的電影工作室

和流媒體服務。The Information稱，目前

尚不清楚亞馬遜與米高梅的談判情況，有

可能不會達成任何協議。

米高梅和亞馬遜拒絕對該報道置評。

據報道，2020 年末，米高梅聘請了

顧問考慮出售。該公司還與蘋果公司

和網飛公司就將其最新的詹姆斯· 邦德

電影直接引入流媒體平臺進行了討論

，但後來該公司表示將致力於在影院

上映。

在亞馬遜，長期擔任高管的 Jeff

Blackburn將重返公司，此前他曾短暫離職

，加入矽谷風險投資公司 Bessemer ven-

ture Partners。布萊克本將負責亞馬遜的整

個娛樂部門，包括Prime Video流媒體服務

、亞馬遜工作室和

視頻遊戲流媒體網

站Twitch。

米高梅的歷史

可以追溯到20世紀

20年代，Marcus low

的Metro電影公司與

好 萊 塢 傳 奇 人 物

Louis B。 Mayer 經

營的電影公司合並

。米高梅公司在 20

世紀下半葉經歷了

多次財務困境。數

十年來，它的所有

者分別是時代公司（Time Inc。）、CNN

創始人 Ted Turner 和已故億萬富翁 Kirk

Kerkorian。

據華爾街日報2020年 12月21日的報

道，一些知情人士說，該公司當時的市值

約為55億美元，以非公開交易的股票和包

括債務計算。

過去幾年，米高梅曾多次考慮出售該

公司，但潛在買家此前因米高梅尋求的價

格而卻步。一位知情人士說，米高梅希望

，目前的過程將吸引好萊塢傳統玩家以外

的國際媒體公司、私募股權投資者和空頭

支票公司的興趣。

美高梅的最大股東、紐約對沖基金

Anchorage Capital Group近年來由於業績不

佳和客戶流失而面臨壓力。

米高梅探索出售可能之際，正值一

場內容爭奪戰，以填補新一波流媒體

視頻服務的空缺。米高梅的投資者表

示，該公司擁有豐富的圖書資源，這

可能使其成為一個頗具吸引力的收購

目標。

俄方宣布繼續將無畏級
大型反潛艦升級改造為護衛艦

綜合報導 俄羅斯軍事工業委員會部委

會成員、政府海洋部委會成員弗拉基米爾· 波

斯佩洛夫接受采訪時表示，1155型（無畏

級）大型反潛艦的升級工作將在“沙波什尼

科夫元帥”號護衛艦檢修後繼續進行。

波斯佩洛夫說：“（俄軍工部門）在

‘沙波什尼科夫元帥’號上裝備了‘口

徑’現代打擊導彈系統和一系列其他裝

備，對艦載通訊、導航、目標指示系統等

進行了更新。實際上給了該艦第二次生命。4

月該護衛艦被交付太平洋艦隊。計劃中還

包括對該系列的第二艘艦船進行檢修。”

據此前俄媒的消息，俄太平洋艦隊

“沙波什尼科夫元帥”號護衛艦完成了升

級改造後的工廠測試計劃，已加入該艦隊

的常備戰力編成。

“沙波什尼科夫元帥”號作為大型反

潛艦於1985年下水，1986年加入蘇聯海軍

戰鬥編成。該艦用於打擊敵核潛艇以及保

障己方潛艇的行動和保衛其他水面艦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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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總統拜登20日在白宮簽署旨在打擊新冠
疫情下反亞裔仇恨犯罪的《反新冠仇恨犯罪法》。這項法案經
拜登簽字生效後，7天內美國司法部長應指定相關官員或人員
在法律適用期內，加快對仇恨犯罪的審查，並向聯邦、州、地
方或部落執法機構報告此類犯罪行為。

由民主黨參議員廣野慶子和華裔眾議員孟昭文起草的《反
新冠仇恨犯罪法》，分別在國會參、眾兩院以壓倒性票數通過
。拜登在簽署儀式上，形容仇恨和種族歧視為長期困擾和折磨

美國的 「醜陋毒藥」。美國副總統賀錦麗、華裔眾議員趙美心
、孟昭文等，出席了法案簽字儀式。

拜登說， 「過去一年，有太多亞裔美國人每天早上醒來時
，打心底擔憂自己的安全，…他們成為新冠疫情的替罪羊，被
攻擊、指責和騷擾，生活在恐懼中。」

法案提到今年3月造成6名亞裔女性遇害的亞特蘭大連環
槍擊案，並援引數據指出，2020年3月19日至2021年2月28日
，全美50個州及哥倫比亞特區，發生近3800起因新冠疫情引

發的歧視亞裔案件或事件。
拜登說， 「現在的重要問題是仇恨犯罪被低估。造成這種

局面主要有兩方面原因，一是州和地方執法部門缺乏資源和培
訓，無法準確識別並向聯邦相關機構報告仇恨犯罪。二是亞裔
族群在通報所遭受的仇恨犯罪時，存在語言和文化障礙。」

《反新冠仇恨犯罪法》要求司法部為州、地方和部落執法
機構就如何建立仇恨犯罪線上報告機制，發布更明確的指導意
見。

即將告別口罩與社交距離
加州6月恢復正常生活

拜登簽法案拜登簽法案 打擊反亞裔仇恨犯罪打擊反亞裔仇恨犯罪

（綜合報導）加州最高衛生官員蓋里（Mark Ghaly）今天
宣布，6月15日開始，加州解除大部分防疫限制，包括社交距
離與口罩規定，形同回到一年多前沒有疫情的生活。

蓋里今天在記者會宣布 「在可見的未來，我們不再需要過
去採取的這些措施」，準備在一個月後解除營業場所人數限制
，取消社交距離規定，打過疫苗的人在多數的場合都不必戴口
罩。

從去年底疫苗問世至今，人口約4000萬的加州已經注射了
3600 多萬劑 2019 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疫苗，過半數

人口至少打完1劑，已經完整接種疫苗的約1570萬人，占全體
人口約40%，

隨著疫苗普遍施打、染疫大幅下降，加州政府預定6月中
旬解除去年設下的4個等級防疫層級，最顯著的就是餐廳商家
等營業場所不再需要限制人數，可以取消社交距離的限制。

口罩規定方面，加州將遵照疾病管制暨預防中心（CDC）
頒布的規定。CDC上週宣布，完成疫苗接種者在大多數的場所
都可以不必戴口罩，除了飛機、巴士、醫院和監獄等特定場合
。

屆時加州也將解除大部分的旅行限制。不過針對1萬人以
上的大型活動，加州官員建議主辦單位，要求參與者提出疫苗
施打證明或陰性檢驗報告，無法提出以上證明的人需要戴口罩
。

2020年3月疫情在美國爆發以來，加州最早宣布全境關閉
非必要活動的一州，但也是全美疫情最嚴重的地區之一。迄今
累計375萬人染疫、6萬人死亡。

美韓峰會：勿對立 文在寅盼美中設法合作
（綜合報導）美國總統拜登與韓國總統文在寅21日在白宮

舉行峰會，儘管文在寅一直希望藉此推動美朝對話以及改善朝
鮮半島僵局，但因新冠疫情、經濟復甦以及其它危機，華府淡
化了此事有任何快速進展的可能性。

文在寅是繼日本首相菅義偉後，拜登上台以來第二位面對
面會談的外國元首。拜登將優先推動與韓國廣泛的區域安全合
作（特別是因應中國的挑戰），以及加強半導體產業和新冠疫
苗代工。

據韓聯社報導，有關韓國關切的朝鮮無核化問題，拜登政
府希望以務實外交路線，說服平壤放棄核武，顯然美國對於重
啟與朝談判不若韓國積極。

不過為了拉攏韓國，美國可能同意把3年前文在寅與金正

恩為實現朝鮮半島無核化而達成的《板門店宣言》，寫入美韓
峰會聯合聲明。分析指美國可能以更靈活的態度與平壤打交道
，同時支持韓國政府所作努力。

青瓦台官員透露，這次峰會韓國也可望廢除《美韓飛彈指
南》，拿回飛彈的自主權。該指南於1979年簽署，當時韓國為
獲得飛彈技術，決定在美方控制下引進飛彈，如今反而成了限
制軍事發展的枷鎖。《美韓飛彈指南》經4次修訂，其中兩次
在文在寅任內，這次則爭取予以廢除。

雙方另一個歧異點是對中國的立場。美方希望聯合聲明強
化對抗中國的措詞，但韓國不願激怒北京，所以聲明可能只會
輕描淡寫，出現類似 「南韓同意與四方安全對話（Quad）合作
」之類的軟性敘述。

韓國外長鄭義溶稱，美中兩國對韓國都非常重要，希望兩
國設法合作，而非對立。

在疫苗合作方面，美韓兩國衛生部長22日將廣泛討論疫苗
互換協議，解決疫苗供不應求問題，以及通過技術轉讓，將韓
國打造成全球疫苗生產樞紐。

韓國將與美國的莫德納、諾瓦瓦克斯簽署加強疫苗代工諒
解備忘錄。其中三星生物製劑負責代工生產莫德納疫苗，SK代
工生產諾瓦瓦克斯疫苗。

美韓領袖也考慮在中東和歐洲等地共建核電廠。韓國核電
產業在價格競爭力、品質、設施管理等方面具有優勢，美國則
具備核電廠的開發和設計技術。雙方可望在興建核電廠深化合
作。



AA88亞洲時局
星期六       2021年5月22日       Saturday, May 22,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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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90

Av
e. 

E

 

9:45am 英語崇拜 

10:00am 國語崇拜/粵語主日學 

11:00am 國語主日學 

11:15am 粵語崇拜/英語主日學 

1:30 pm 中文學校(粵語(暫停)、國語(網上教學)) 

 

曉市頓華人浸信會 
CHINESE BAPTIST CHURCH 

900 Brogden Road, Houston TX 77024 
Tel:713-461-0963 Web: www.cbchouston.org 

蔡啟遠代理主任牧師、楊建牧師、 
徐英牧師、 王浩詒牧師、  
李鄭嘉惠兒童事工主任  

印度疫情有好轉跡象？
專家：陽性率太高 仍可能更糟

綜合報導 印度新增新冠確診病例

28.1萬例，是20多天以來首次單日新增

確診少於30萬例。新增病例的下降似

乎為疫情好轉帶來了一絲希望，但世衛

專家表示，印度的檢測陽性率高達20%，

顯示疫情的嚴峻程度可能仍被低估。

根據印度衛生部17日公布的數據

，在過去24小時內，印度新增新冠病

例281386例，是這一數字20多天以來

首次降至30萬例以下，累計確診人數

接近2500萬。另外，當天有4100余人

因疫身亡，累計已有27.4萬人死亡。

美聯社報道說，孟買上星期的新增

病例數下降了近70%。孟買有2200萬人

口，在達到每日新增1.1萬例的峰值後

，該市現在每日新增病例數不到2000

例。此外，印度首都新德裏似乎也出現

了改善的跡象。

但是，現在說情況好轉似乎還為時

過早，因為孟買和新德裏只代表了印度

的部分地區。

印度籍世界衛生組織首席科學家蘇

米婭· 斯瓦米納坦(Soumya Swaminathan)

在接受印度媒體采訪時表示，印度仍有

許多地區的疫情尚未達到峰值。她指出

，印度全國的新冠病毒檢測陽性率高達

約20%，這意味著情況可能會更糟。

斯瓦米納坦稱，“當看到較高的測試

陽性率時，顯然我們的檢測量還不夠”，

絕對數字並不意味著任何東西，必須在測

試量和檢測陽性率的背景下考慮。

印度的檢測能力一直令人擔憂，從城

市到鄉鎮再到農村，檢測一直難以跟上步

伐。美聯社援引密歇根大學流行病學教授

慕克吉(Bhramar Mukherjee)說，印度上個

月病例增加了兩倍多，報告的死亡人數增

加了6倍，但是檢測人數只增加了1.6倍。

此外，印度的疫苗接種進度也令人

擔憂。據《華盛頓郵報》報道，在過去

的六周裏，印度每天的疫苗接種數量下

降了大約一半，從4月2日的420萬下

降到5月上旬的200萬。

面對新冠病例激增，印度已在3月決

定限製新冠疫苗出口，並開始進口俄羅斯

衛星五號疫苗以緩解疫苗短缺問題。政府

此前承認印度的疫苗短缺至少將持續到7

月。此前數據稱，迄今為止，只有約10%

的印度人至少接種過一劑新冠疫苗。

世界經濟論壇
取消8月新加坡特別年會
綜合報導 世界經濟論壇宣布，受近

期旅行的不安全性等因素影響，原定於3

個月後在新加坡舉行的特別年會將不再

舉辦。世界經濟論壇表示，其下一屆年

會將於2022年上半年舉行。具體舉辦地

點和時間將取決於下半年的全球形勢。

世界經濟論壇總部位於瑞士日內瓦，

是致力於推動公私合作的國際組織。世界

經濟論壇年會(又稱“冬季達沃斯”每年年

初在瑞士阿爾卑斯山小鎮達沃斯舉行，吸

引全球各界重要領袖參與。受全球新冠疫

情形勢影響，世界經濟論壇取消了1月的

線下年會，改為舉辦線上“達沃斯議程”

對話會。其原計劃今年5月在新加坡舉辦

一次線下特別年會，後又延至8月舉行。

世界經濟論壇17日當天在聲明中表

示，過去數月來，世界經濟論壇一直在

籌備原定於3個月後在新加坡舉行的特別

年會。“遺憾的是，盡管新加坡政府給

予了大力支持，但是近期旅行的不安全

性、疫苗推廣的不同速度、圍繞變異病

毒的不確定性等諸多因素結合在一起，

使我們難以將全球商界、政界和公民社

會的領袖匯聚在一起，舉辦一場原定規

模的全球盛會。”

“這是個異常艱難的決定，因為我們

的合作夥伴不僅有線上會議的訴求，更有

現場會面的強烈願望，以致力於塑造一個

更有韌性、更包容、更可持續的世界。”

世界經濟論壇創始人兼執行主席克勞斯· 施

瓦布(Klaus Schwab)當天表示，“無論如何

，每個參會嘉賓及工作人員的健康和安全

是我們的重中之重。”

世界經濟論壇強調，將繼續推動更

多的合作夥伴參與論壇的工作項目，通

過公私合作解決全球的重大議題。

中國艦艇編隊協助救援印尼失事潛艇
獲殘骸位置信息等

綜合報導 由兩艘中國海軍艦船以

及中科院深海所“探索二號”科考船組

成的中國艦艇編隊，已於5月初相繼抵

達印尼相關海域，協助救援印尼失事潛

艇。截至目前(5月 18日)，中國艦艇編

隊已完成第一階段的勘測任務，取得階

段性成果。

據中國海軍南拖195編隊指揮員曹

鵬介紹，此次在印尼海域協助救援印尼

失事潛艇，是由中國海軍遠洋救生船

863船、遠海救助拖船南拖195船以及中

科院深海所“探索二號”科考船組成的

中國艦艇編隊具體執行。

截至5月18日，在中國軍方和印尼

軍方的合作下，“探索二號”船搭載的

載人潛水器“深海勇士”號先後完成了

13個潛次的勘測任務。據“探索二號”

船TS2-7航次首席科學家陳傳緒介紹，

通過這些潛次的勘查作業，比較全面地

掌握了“南伽拉”號潛艇水下的情況，

通過潛載測深側掃設備獲得了失事潛艇

主要殘骸部件精確的形態及位置信息；

對失事潛艇散落的艇艏、艦橋、艇艉進

行了細致地水下拍攝，基本摸清了三個

主要部位的水中狀態、地形外貌及由此

形成的海底沖擊坑，同時新發現一處前

期未被探明的散落的疑似潛艇艏翼和多

處中小尺寸的潛艇部件。

同時，“深海勇士”號也從海底回

收了一些失事潛艇的零散物品。特別是

在第六次下潛作業中，“深海勇士”號

跟“探索二號”船協同作業，成功回收

了重達700公斤的救生筏。對於這些打

撈上來的物品，“探索二號”船上的

科學家迅速地進行清洗、整理。“探

索二號”船TS2-7航次領隊助理、對外

聯絡專員張維佳介紹說，在做好疫情

防控的前提下，對於相關勘查數據、

水下圖片、視頻以及打撈上來的物品等

，中方都毫無保留地及時、穩妥移交給

印尼軍方。

同時，為了更加有效地進行業務交

流，在中國駐印尼大使館的協調下，印

尼軍方、中國軍方、中國駐印尼使領館

、“探索二號船”科考團隊等多方，建

立起線上溝通的機製，通過定期舉行視

頻會議的形式，對於打撈過程中的相關

技術問題進行高效透明的溝通。

據介紹，印尼海軍“南伽拉”402

號潛艇於4月21日在巴厘島以北海域執

行訓練任務期間失聯，後被確認墜入約

839米深的海底。中國迅速派出艦艇編

隊赴任務海域展開協助救援行動。

中國駐印尼大使館國防武官陳永靖

表示，這是中、印尼雙方進行的一次重

大人道主義救援行動，對鞏固和深化兩

國全面戰略夥伴關系，促進兩軍互信互

助與合作意義重大。面對深海打撈這一

世界性難題，中、印尼雙方相關部門和

任務船只保持緊密溝通與協作，取得水

下勘測階段性成果。

當前，中國艦艇編隊已從水下目標

勘查階段轉入打撈攻堅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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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失業率微跌 打工仔仍苦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聶曉輝）香港新冠肺炎

疫情於農曆新年後持續紓緩，港府統計處20日公
布的最新勞動人口統計數字亦進一步下跌，經季
節性調整的失業率由今年1月至3月的6.8%，下跌
0.4個百分點至6.4%，失業人數近25萬人；同期間
的就業不足率亦跌0.5個百分點至3.3%。與消費及
旅遊相關行業（即零售、住宿及膳食服務業）合
計的失業率亦錄得跌幅。工聯會權益委員會主任
丘燿誠20日直言，失業率微跌不能反映工友被減
薪凍薪以至放無薪假的情況，有工會反映有工友
因家庭財政困難弄至離婚甚至露宿街頭。工聯會
建議政府應趁經濟現回穩苗頭加大救失業力度，
包括發放緊急失業/停工現金津貼，優化正推行的
措施，切實及加快推出臨時性職位。

政府統計處20日公布的數據顯示，今年2月
至4月的總就業人數較1月至3月增加7,900人，達
362.2萬人；同期失業人數（不經季節性調整）減
少約12,300人，達24.7萬人；就業不足人數則大
幅減少約21,800人至12.6萬人。

與1月至3月比較，2月至4月期間大多數主要
經濟行業的失業率（不經季節性調整）均見下
跌，其中建造業和零售、住宿及膳食服務業有相
對明顯的跌幅。就業不足率的下跌主要見於建造
業，零售、住宿及膳食服務業，運輸業和藝術、
娛樂及康樂活動業。

餐飲服務失業率跌至12.1%
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在評論最新失業數

字時表示，隨着本地疫情減退，勞工市場近期有
所改善，其中餐飲服務活動業的失業率由13.3%跌
至 12.1%，建造業的失業率亦由 11.5%跌至
10.9%。展望未來，考慮到許多勞工密集行業的業
務收益仍然遠低於衰退前的水平，勞工市場需更
長時間才能達至顯著的復甦。然而，假如本地疫
情持續受控，勞工市場的壓力會在未來一段時間
逐步紓緩。

他強調，社會必須齊心協力，令疫情受控，
並積極參與疫苗接種計劃，才能創造更有利的條

件來恢復以消費者為導向及與旅遊相關的活動。
毅知顧問公司董事總經理周綺萍在接受香港

文匯報訪問時指出，最新失業率較對上一個期間
跌0.4個百分點，與上一個月的跌幅相若，已比預
期跌得略少，“之前政府放晒風話跌幅大，我原
本預計最理想會跌至6.2%。”

改善失業率 須靠正常通關
她認為，最新失業數字與市況吻合。由於疫

情受控、食肆逐步開放，預計隨着疫情受控與
“疫苗氣泡”的推行，下月公布的失業率可進一
步下跌，惟首要是疫情不要像台灣般大反彈。

周綺萍透露，私人市場的職位空缺數量亦較
最差時增加5%至10%，除了資訊科技、清潔消
毒、藥業與出口貿易業外，就連金融等資本市場
行業亦有反彈，反映經濟與勞動市場最壞的日子
可謂已經過去，但要失業率跌穿6%水平，就要靠
恢復正常通關後，內地旅客帶動香港商務與消費
旅遊等行業才成。

不過，丘燿誠認為，最新失業率雖微跌0.4個
百分點至6.4%，但失業大軍仍高達247,500人，同
期就業不足人數達126,600人，餐飲及消費旅遊相
關行業失業率維持於12.1%及9.9%的高水平。與去
年1月疫情爆發前比，失業人數多約一倍，加上大
學、中學生畢業在即，勞工市場緊張情況將加劇，
在政府救失業“放軟手腳”下，失業人士徬徨無
助。

精準援工友 推動快打針
他表示，不少失業工人三餐不繼，甚至被迫

露宿街頭，依靠短期食物援助人次亦急升45%。
一日未清零及通關，就業市場復甦路也漫長，特
區政府應多鼓勵市民接種疫苗，早日達群體免
疫，重啟經濟，市場環境才能真正改善。

同時，工聯權委會促請政府精準及加強援助
失業人士，包括即時發放緊急失業/停工現金津
貼；創造更多職位；容許以個人名義申領綜援；
提升再培訓名額及津貼。

45%康復者出院12周條氣不順
小部分肺活量僅常人三分一小部分肺活量僅常人三分一 1515%%回家回家3636周仍未好轉周仍未好轉

香港新冠

肺炎疫情爆發

以來，累計逾

1.1萬宗確診個案，大部分患者已康復出院，整體死

亡率僅 1.8%，但其中 60歲以上長者的死亡率高達六

成，即使是年輕患者，在康復後肺部機能亦大不如

前。香港醫管局傳染病中心發現，近一半患者入院後

肺功能異常，而小部分人康復三個月後肺功能只剩三

分之一，更有康復者出現精神或心理問題。香港醫管

局臨床傳染病治療專責小組暨傳染病中心醫務總監曾

德賢 20日表示，部分患者的身體機能未能回復正常

水平，需經過數月調理才能逐漸恢復，影響日常生

活。 ●香港文匯報記者芙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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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芙釵）新冠肺炎
康復者除肺功能受影響要跟進外，部分更出
現心理問題，醫管局為復康者提供心理狀況
篩查，發現22%病人出現抑鬱及焦慮等情
況，主要是因染疫感到連累他人，亦感到會
受歧視等，甚至有患者住院時出現精神紊亂
情況，有被迫害的幻覺，但不敢與其他人傾
訴，九龍西聯網部門經理（臨床心理科）胡
潔瑩呼籲市民撇除歧視和不必要的好奇心，
對康復者多加包容。

胡潔瑩20日表示，聯網去年2月起邀
請近2,600名新冠肺炎康復者接受篩查服
務，最終190名患者完成評估，調查發現約
22%的復康者有抑鬱、焦慮等情況，患者面
對的壓力為其他傳染病中所少見，當中受

精神困擾的復康者以女性為多，而住院時
間長及較害怕染疫的患者，則較易出現心
理問題。

自責累親友 受孤立感焦慮
她指出，有患者認為自己感染病毒連累

親友、同事需要接受隔離，故感到自責，且
覺得會被朋友孤立而出現焦慮，而且有患者
表示看到鄰居對自己投以奇異的目光，甚至
帶有歧視目光不斷搭話試探自己是否確診
者，因而感到有無比的壓力。

同時，有確診者因為是不明源頭個
案，對周遭環境感到恐懼、無助和擔心，
害怕外出會再度染疫，因擔心廁所不夠清
潔而整天上班也不敢往如廁，影響生活和

健康。

醫者倡密切接觸者多包容
她還表示，有一名確診者曾因病情嚴重

曾送入深切治療部治療，原本沒有任何精神
病史，但當送往深切治療部後疑因擔心病情
而產生壓力，開始出現精神紊亂，出現被迫
害的幻覺，但怕被人標籤而一直沒有和任何
人說起，至出院後依然耿耿於懷，擔心會被
其他人誤會為重症精神病。

胡潔瑩說，患者確診也是無妄之災，認
為家人應給予鼓勵和支持，市民亦要對康復
者多加包容，減少不必要的好奇及收起歧視
眼光，避免給予他們太大壓力，影響身心，
而醫管局會跟進病人情況及提供情緒支援。

22%康復後抑鬱焦慮

瑪嘉烈醫院早前為逾1,300名新冠肺炎康復者進行檢查，包括
驗血、肺部功能檢查、肺部X光、電腦掃描等，發現16%接

受肺功能測試的康復者中，有45.5%在出院後12周肺活量仍低於
常人水平，其中小部分更只有正常的三分之一。雖然情況隨後有
一定改善，但仍有近15%出院超出36周後仍未改善，有可能影響
日常生活。

肺部鈣化纖維化靠訓練改善
曾德賢引述一名64歲確診女士入院後，送往深切治療部接受

治療，但其健康狀況大致良好，經過四周便有好轉，但出院後兩
個月，其肺活量仍未達正常80%水平，經過8個月才恢復至
89%。他解釋，普遍康復者肺部受到破壞，包括鈣化、纖維化
等，因此會感到呼吸困難，但通過進行呼吸訓練及進行增加肺活
量運動，情況會逐漸改善。

同時，康復者在進行肺功能檢查後，發現約45.5%人在出院
12周後，擴散肺活量低於標準的80%，即肺部受破壞；有15%人
出院超過9個月仍低於標準。

年紀大的病人情況較嚴重，但有機會好轉。曾德賢說：“上
樓梯、急步追巴士的情況都不能處理，因有氣喘情況，特別是早
期病人，年紀較大，他們的肺部情況是比較嚴重，肺功能測試顯
示，他們的肺功能下降，有部分只剩三分之一，但隨時間會好
轉。”

14%兩個月後肝功能異常
院方之後定期為康復者進行驗血，以掌握他們的肝功能情

況，發現53%人在入院後兩星期肝功能異常，部分人有急性肝
炎；亦有14%人在出院後兩個月，肝功能仍有異常。曾德賢提
醒，本身患有慢性病，如糖尿病、高血壓等人士的肝腎功能已受
影響，因此從肺炎康復後更需要注意生活習慣和飲食。

香港曾出現世界首宗復陽個案，該確診男子第一次確診後身
體未有製造抗體，導致二次感染。曾德賢表示，雖然該男子身體
沒有抗體，但身體記憶B淋巴白細胞會產生抗體，當患者二次感
染後會迅速產生抗體。根據醫學文獻，新冠肺炎康復者接種一劑
復必泰疫苗後10天，較未曾確診、接種兩劑疫苗的人士有較多中
和抗體，還有文獻指出現時的疫苗對部分變種病毒株仍有一定功
效。

●●染疫病人出院後染疫病人出院後33個月的肺活量仍然低個月的肺活量仍然低
於正常水平於正常水平。。 合成圖片合成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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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間醫院爆疫 當局未施管控
疫情急速升溫，連續六天本土確診破

百，“前線”各地的醫療院所仍傳出採檢人
潮湧入急診室、排擠到其他重症患者和緊急
傷患的情況。除了有輕症病患不願轉移至
“加強版集中檢疫所”、佔用醫院急診床位
之外，也傳出重症病患沒有急診床位，為避
免在室內執行插管發生飛沫傳染，急診醫師
只能在戶外插管。與此同時，守在一線的醫
護人員成高風險族群。截至20日，共有11
間醫院出現院內人員確診，其中，台北市7
間醫院27例、新北市2間醫院15例、高雄
市1間醫院1例、花蓮縣1間醫院1例，總計
11間醫院共44人確診。但是，當局卻拒絕
承認醫院感染的嚴重情況，聲稱“院內確診
與院內感染不同”，也未有對相關醫院進行
出入管控。

高風險區人群 四圍走增風險
在疫情集中爆發的台北萬華區和新北

板橋區，民進黨當局未有足夠措施，在第
一時間減少當地民眾向其他區域流出，導
致疫情在島內其他縣市陸續蔓延開來。連
日來官方發布的足跡調查顯示，因為當局
缺少規範只靠口頭呼籲，不少高風險地區
居民仍然四處走甚至跨地區走親訪友。由
於沒有全面停止返工，許多爸媽因此將停
課在家的小孩送到南部老家給老人帶，也
成為潛在風險。

中時新聞網的報道甚至爆料，在“雙
北”先行於17日暫停八大娛樂服務行業
營業後，因為當局未有相應的措施，有不
法色情行業從業者第一時間南下“開
張”，成為疫情傳播的巨大風險。

篩檢率過低 民眾求檢無門
截至5月16日，台灣每1,000人中只

進行了約0.8次檢測。面對外界疾呼全台
都應設快篩站，疫情指揮中心卻表示，疫
情盛行率低，地區若用快篩，10陽性個
案恐怕只有3人真的確診，卻得因此耗費
檢驗、醫療資源。

儘管“雙北”（台北市和新北市）等
縣市都已陸續開設快篩篩檢站，但有民眾
表示，因為額滿且不是高風險區民眾，因
此排不到篩檢。島內醫學專家就指出，檢
驗能力如果出現瓶頸，將無法及時隔離確
診者，社區傳播就很難被完全阻斷，台灣
確診個案數字也難以收斂。

大陸願盡全力助台胞渡難關
蔡當局抗疫不力怪大陸 國台辦：請停止嫁禍於人的政治操弄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中央社及聯合新聞網報道，台灣在

過去六天裏，每日連續新增逾百例本土病例。在新冠肺炎疫情嚴峻挑

戰下，民進黨卻宣稱，大陸再度啟動“對台認知作戰”，通過散播不

實信息，打擊民進黨當局威信，延遲疫情和緩速度，將予以查辦。國

台辦發言人朱鳳蓮20日應詢表示，這些說法再次驗證民進黨當局這種

子虛烏有、蓄意捏造、轉移焦點、嫁禍於人的慣用伎倆。

香港文匯報訊 據英國廣播公司（BBC）報道，新
加坡和中國台灣本月疫情惡化，文中表示，台灣過於強
調邊境管控，卻疏於防範島內疫情。同時，疫苗接種率
過低，也是一大隱憂。

報道中指出，在爆發新型冠狀病毒疫情時，台灣是
全球第一波實施邊境管制，禁止外國訪客入境的地區之
一，這些嚴格的邊境控管措施目前仍在實施。然而，台
灣民眾卻開始掉以輕心，當局也是如此。

台灣大學林先和副教授表示，醫院停止積極進行新
冠病毒篩檢，即使是對於新冠肺炎常見的發燒症狀，也
是如此。根據牛津大學網站“用數據看世界”（Our
World in Data），2月中旬，台灣每千人僅進行0.57次
篩檢。相較之下，同一時期的新加坡是6.21次，英國則
是8.68 次。

林先和告訴BBC：“一般假設即使民眾出現症狀，
感染COVID-19的可能性基本上是零。”這種想法是基
於相信病毒沒辦法突破台灣嚴格的邊境管制措施入侵。

“醫師沒有嚴肅看待，醫院也沒有警覺性，他們沒有進
行大量的疫調。這絕對是某種程度上的掉以輕心。”
這點在台灣放寬航空公司機組員居家檢疫規定尤其

明顯，原本是14天，後來減為5天，最後縮短到3天。
沒多久，便爆發諾富特群聚疫情，病毒定序結果，很多
是源自英國的病毒變異株B.1.1.7。
這個英國變異病毒株蔓延至社區，最後來到了萬華

區的茶室。
新加坡國立大學副教授庫克（Alex Cook ）表示，

台灣的情形“反映了過於強調邊境管制，而疏於採取防
範疫情在島內蔓延的措施”。
新加坡國立大學公共衞生學院院長張毅穎說，近期

台灣和新加坡的疫情飆升，也給其他確診數下降的國家
上了一課，“當我們看到歐洲或美國鬆綁防疫措施時，
我認為他們應該要十分謹慎，看看其他國家發生了什麼
事，台灣和新加坡最近的疫情，正意味着，我們不能放
鬆警戒。”

BBC：抗疫掉以輕心 台灣疫情惡化

520這天 民眾想聽蔡英文一聲道歉
5月20日，蔡英文在嚴峻疫情中

迎來執政滿第五周年之際，被中國國
民黨歷數“五大缺失”，被民眾黨羅
列“四大罪狀”，還被要求公開向全
民道歉。在一片指責聲中，蔡英文未
如往年發表“520”講話。專家指，

由於近來不利事件，台當局決定緊閉其嘴，顯示出蔡英
文的心虛。

蔡當局“五大缺失”“四大罪狀”
國民黨20日在臉書上發文，細數蔡執政以來的“五

大缺失”：缺水、缺電、缺疫苗、“黑道治台”、“食
安破功”，希望蔡英文能在520當天，為自己的執政不
力向全民道歉。另外，民眾黨19日召開記者會點出台當
局“四大罪狀”：大停電歷史重演、防疫造神疫情失
控、水情臨渴掘井、台鐵改革完全跳票。中時社論指
出，520這天，人民想聽蔡英文一聲道歉。

蔡英文今年“520”為何如此低調？中國國民黨政
策會副執行長、前民代吳育升20日接受中通社記者採訪
時透露，原本民進黨是有準備要發表“520”特別演說
的，想在就職成功的第五周年之際，好好地“吹牛一

番”。但由於短短一周之內的兩次大停電和疫情的連續
爆發，民進黨察覺苗頭不對，馬上就緊閉其嘴、不敢講
話，相信蔡英文個人也應該非常尷尬、洩氣和心虛。

吳育升補充指出，蔡英文之所以低調，關鍵因素在
於她沒有辦法把最近一連串失敗的原因，嫁禍給大陸，
所以她只有勉強在防務部門抱怨防疫期間解放軍軍機侵
擾。這剛好顯示出，這是蔡英文就任以來最心虛、最理
不直氣不壯的一次“520”。

吳育升強調，蔡執政以來，除了利用美國“反中”
而獲得國際宣傳，獲得美國“青睞”，獲得一些購買美
國過時武器的資格外，對台灣社會而言沒有任何好處。
她沒有積累治理的經驗和解決問題的能量。

炒作兩岸關係緩和執政危機
在面對多重挑戰的情況下，蔡英文會否再借炒作兩

岸關係來緩和執政危機？吳育升給出了肯定的答案，兩
岸關係一定是民進黨長期的策略和戰術戰略。不過，台
灣社會已經逐漸清醒，大家會從兩岸問題回到台灣自身
的經濟、環境和人民的健康等問題，這些只要不是大陸
造成的，台當局再多挑釁兩岸關係都沒有用。

●中通社

��

朱鳳蓮表示，廣大台灣同胞期待的是
科學有效的疫情防控措施和相關保

障。民進黨當局應該多把心思放在如何用
科學、專業的態度防控疫情上，停止玩弄
政治把戲，採取切實有效措施盡快控制
疫情，切實保障廣大台胞的生命健康、
利益福祉。防疫為重，生命至上。兩
岸同胞是血脈相連的一家人，我們對
廣大台灣同胞面臨的嚴峻疫情感同身
受，願意盡最大努力幫助他們盡快渡
過難關。

蔡當局至少五方面安排滯後
彭博通訊社專題文章指出，台灣對

防疫成就的自滿，侵蝕了台灣的防線，並
指出台灣想要抑止這波本土疫情，可能還
要等上一段時間。面對不斷嚴峻的疫情，
香港文匯報根據島內媒體報道梳理，民進
黨當局至少在5個方面的安排，仍然滯後
於疫情進展。

●台灣在過去六天裏，每日連續新增逾百例本土病例。外媒指，台灣想要抑止這波本土疫情，可能還要等上一
段時間。20日仍有不少民眾前往傳統市場採購，較難落實人流管制與保持適當社交距離。 中央社

至今未禁堂食 縣市各自安排
不少國家和地區的經驗均顯示，餐飲

堂食是播疫高風險途徑，民進黨當局卻至
今未有要求高風險的區域暫停堂食。台北
市和新北市20日自行宣布，傳統市場、
夜市等飲食攤只能外帶、外送。島內不少
連鎖餐飲集團，如王品、摩斯漢堡等，也
均是自行宣布全面暫停堂食。

輕症居家隔離 社區埋隱患
民進黨當局出台所謂指引，建議輕症、

無症狀不需積極治療的確診病患，可以居家
隔離，將醫院病床留給重症病患，但是卻沒
有同步要求同住者隔離，對於居家隔離的密
切接觸者，也未有跟進措施。台中市就發現
有一名確診女童的母親，在居家隔離14天
時間裏不斷外出，導致衍生出大量密切接觸
者群體。

香港文匯報訊 據台灣流行疫情指揮中心20
日宣布，新增本地新冠肺炎確診病例286例，境
外移入病例9例，確診個案中新增1例死亡，至
今累計15例死亡個案。自11日來，全台本土確
診病例累計達1,577例。其中最多地區為新北
市 157 例，台北市 87例，桃園市 17
例。

台增286宗本土確診
新北最多

●台北市20日宣布，傳統市場跟夜市飲食
攤一律外帶外送；新北市也表示，市場及夜
市一律改成外帶外送，不得內用。但其他縣
市尚未禁止堂食。 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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恆豐銀行於上周五及周日分別舉辦恆豐銀行於上周五及周日分別舉辦
慶祝慶祝2323周年行慶晚餐及高爾夫球賽周年行慶晚餐及高爾夫球賽

（本報記者秦鴻鈞 ）恆豐銀行於今年
5月14日（上周五）舉行慶祝23周年行
慶晚餐及於5月16日（周日）舉行高爾夫
球賽,每場皆有貴賓及董事、經理級120人
以上參加，盛況空前。

上周五的23周年行慶晚宴，在休市
Galleria 區著名的 Pops Bros， Steak-
house舉行。因為疫情，恆豐銀行外地的
分行代表因為疫情無法參加，僅本地總行
及分行的經理級以上代表參加，加上貴賓
，約120人左右，場面極大為熱烈。其中
最特殊的客人莫過於前 「台北經文處」 陳
家彥處長夫人黃惠榆女士率婷婷玉立的女
兒出席盛會。而現任 「台北經文處」 羅復
文處長也率美麗的夫人和女兒出席盛會，
為全場生色不少。當天最搶眼的莫過於23
周年慶大蛋糕，大家都興高采烈的趕到象
徵行慶的蛋糕前照相留影。其中最引人注
目的莫過於吳文龍董事長一家三代的留影
。包括：吳董事長和夫人、女兒、女婿，
孫子、孫女。令全場充溢了喜慶的氣息，
而在全場人酒足飯飽之際，包括吳董事長
和羅復文處長及所有董事聚集合切行慶大
蛋糕，更把全場喜慶的氣氛帶到最高潮，
給每一位與會者留下歡喜難忘的記憶！

喜慶的氣氛依然延續，兩天後這批歡
樂的隊伍又重聚於密蘇里市附近的Qual
Valley Golf Course 高爾夫球場，雖然當
天下著連綿細雨不斷，這些高爾夫球的愛
好者依然興高采烈，絲毫不受天候影響。
球員中除了以吳董事長為首的恒豐 「高爾
夫球」 高手團隊外，更有不少來自各地的
名人，包括： 「台北經文處」 羅復文處長

，張家華組長，越南總領事Nguyen Trac
Ba, 「美國味全公司」 休士頓分公司經理
李樂罡（Jerry Lee ),以及最令人驚嘆的遠
來自德州 Port Lavaca 的 「台塑美國公司
」 副總吳堯明，還有新增 「高爾夫球課」
的 「台灣松年學院」 院長許勝弘，也趕來
參加。因為有 「高爾夫球課」 使該校本學
期新增了十名學員。120餘名球員浩浩蕩
蕩的在微雨中乘球車出發，蔚為奇觀！

但僅打了三個洞，雨中爆增的閃電及
雷聲，為了球員的人身安全， 「恆豐銀行
」 吳董事長當即決定球賽中止，全體又重
回鵪鶉谷高爾夫球場俱樂部二樓，展開第
二回合最熱鬧的抽獎及聚餐活動。當天共
抽出105個獎項，而全場僅120餘人，幾
乎人人有獎，皆大歡喜，全場樂翻天，隨

著抽獎者和公佈者的宣佈，驚喜、驚嘆聲
此起彼落，好不熱鬧！獎項包括：50元，
100元，200元，300元，500元，888.88
元，999元...不等。其中以 「台北經文處
」 所送的三項大獎，吳董事長個人的 「塑
膠公司」 捐的$888.88元， 「恆豐銀行」
捐的$999元， 「美國味全公司」 捐贈的十
個大禮包， 「松年學院」 捐的現金獎— 今
年 「秋季班」 的二張學費；以及由 「True
Mark International 」 公司捐的五百元現金
獎最引人注目，全場驚喜聲不斷，個個人
臉上洋溢著喜慶的微笑，這是 「恆豐銀行
」 行慶最令人難忘的一幕！而吳文龍董事
長最後的致詞更引來全場的歡聲雷動：感
謝各個人和公司的捐款，使今晚的頒獎和
聚餐圓滿舉行，我們已走過23年，度過

今年的疫情，能迎來明年更豐盛、美好的
明天！大家大發財！

恆豐銀行自1998年建行以來，歷經
多次外部環境的起伏動盪，但都能平穩度
過並保持持續上升的趨勢，這都得益於恆
豐銀行長期以來堅持優質內部控制管理機
制。這要歸功於吳文龍董事長出身化學工
程專業，所以對數字非常敏感，在多年的
銀行經營中，始終保持用數字嚴格審視管
控企業良好運轉的好習慣。通過數字顯示
，可以幫助經營者，投資者公眾，能非常
清晰瞭解一個企業的經營品質及成長狀況
。

恆豐銀行作為社區銀行，自1998年
建行以來，始終堅持” 誠信為本，專業為
責” 的經營理念，在長期的經營實踐中，
秉承試信，責任，堅持不懈，不斷創新的
價值觀，使企業發展穩健強勁，2021年再
次被Houston Business Journal 評選為總
部設立在休士頓地區的年度增長最快的營
利性公共和私人中型企業前50名。

根據恆豐銀行2021第一季的財報，
稅前收入1176萬元，資產報酬率（ROA )

1.79%，投資報酬率（ROE )16.2%。而
三月份單月稅前收入超過437萬元，這也
是恆豐銀行建行以來，單月度收入最高的
一次。吳文龍董事長表示：從第一季度的
經營業績看，今年，將會是恆豐銀行又一
個豐收年。恆豐銀行在努力經營市場業績
的同時，也將繼續不遺餘力的支持社區的
發展，以盡社區銀行應盡之社會責任。

恆豐銀行成立於1998年5月18日，
從臨時組合屋，38位員工的開始，經過
23年的兢兢業業的努力至今，總資產已突
破21億大關，目前已成為步入大型銀行
的標準，員工超過238人，擁有總行和分
行 20 處，及一個 loan production office
的本地創立之大型華資銀行，在德州的休
士頓，達拉斯，內華達州及南加州共四個
區域都設有分行。恆豐銀行大樓，除已成
為休士頓中國城的地標式建築外，也帶動
了中國城的經濟繁榮。在未來，恆豐銀行
將繼續秉持以心服務，服務至心的原則，
堅持誠信為本，專精為責，繼續為廣大民
眾提供專業優質的金融服務。

恆豐銀行董事長吳文龍恆豐銀行董事長吳文龍（（前排中前排中））與該行眾與該行眾
董事與貴賓董事與貴賓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羅復文處長羅復文處長（（後後

排左三排左三））合影合影。（。（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恆豐銀行董事長吳文龍恆豐銀行董事長吳文龍（（左二左二），）， 「「台北經文台北經文
處處」」 羅復文處長羅復文處長（（左一左一））與與 「「恆豐銀行恆豐銀行」」 眾董眾董
事合切事合切2323周年行慶蛋糕周年行慶蛋糕。（。（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出席高爾夫球賽貴賓羅復文處長出席高爾夫球賽貴賓羅復文處長（（左左），），幸運幸運
抽到紅包抽到紅包，，，，與恆豐銀行董事長吳文龍與恆豐銀行董事長吳文龍（（右右））

合影留念合影留念。（。（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恆豐銀行恆豐銀行」」 董事長吳文龍董事長吳文龍（（中中））率出席的董事率出席的董事、、員工與貴賓員工與貴賓 「「台台
北經文處北經文處」」 羅復文處長羅復文處長（（右四右四））比賽前合影比賽前合影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恆豐銀行恆豐銀行」」 出席董事長吳文龍出席董事長吳文龍（（後排中後排中））董事董事、、員工與員工與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羅復文處長羅復文處長（（後排右四後排右四））
在比賽前合影在比賽前合影。（。（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休士頓台灣松年學院休士頓台灣松年學院20212021年春季年春季
學期結業典禮學期結業典禮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

所有出席貴賓於禮成後合影所有出席貴賓於禮成後合影。。

「「松年學院松年學院」」 院長許勝院長許勝
弘致詞弘致詞。。

「「美福藥局美福藥局」」 藥劑師藥劑師Dr.Dr.
Thomas Yuen-Hsun Lu(Thomas Yuen-Hsun Lu(
呂岳勳呂岳勳））作專題演講作專題演講：：
「「健康用藥與生活健康用藥與生活」」 。。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羅復文處長羅復文處長（（中中））頒發院長及老師們證書後合影頒發院長及老師們證書後合影。。 「「松年學院松年學院」」 董事長董事長
陳美芬致詞陳美芬致詞。。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羅復羅復
文處長在結業典禮上文處長在結業典禮上

致詞致詞。。

「「僑教中心僑教中心」」 陳奕芳陳奕芳
主任致詞主任致詞。。

20212021年年 「「國慶籌備會國慶籌備會」」
主任委員劉志忠致詞主任委員劉志忠致詞。。

20202020年年 「「國慶籌備會國慶籌備會」」
主任委員何怡中致詞主任委員何怡中致詞。。

第一商業銀行吳炳輝總第一商業銀行吳炳輝總
經理致詞經理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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