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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您家的感覺

服務人員專業、友好
及時解決問題

免費WiFi、室內冰箱
本地電話、報紙、咖啡和茶

房間寬敞、整潔
免費早餐新鮮、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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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uston, TX 77042

(713) 785-3899

Josie LinJosie LinJosie Lin
休斯頓資深千萬經紀

購屋 |商業 |投資 |⽣意    ⼀站式服務  

聯⽲地產
中國城中國城中國城
亞洲城亞洲城亞洲城

全新蒂凱佳苑精品公寓
24.2萬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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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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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進華⼈新⽣活圈前進華⼈新⽣活圈前進華⼈新⽣活圈

1,000 ~ 8,000平⽅英呎

美國總統拜登1日再廢前總
統川普一項舊政，宣布暫停在阿
拉斯加 「北極國家野生動物保護
區」 開採石油與天然氣的租約，
這也是拜登政府試圖阻止在這片
793萬公頃土地開採油氣的最新
措施。

美國內政部表示，已通知獲
得租賃合約的企業停止開發的決
定，並需等待徹底的環境評估後
，才能決定北極國家野生動物保
護區的租約是否應 「另訂合約、
失效或採取額外的減損措施」 。

拜登去年競選總統時，承諾
保護北極國家野生動物保護區。
但川普政府則趕在今年1月卸任

前，不顧環團與原住民團體反對
，標售該保護區的租約。

白宮氣候顧問麥卡錫表示，
拜登相當感謝內政部的迅速行動
，也指出川普政府倉促拍賣石油
和天然氣租約，恐對這個特殊的
地區造成永久性的改變。

環保人士一向大力捍衛北極
國家野生動物保護區，稱這對保
育北極熊和其他脆弱野生動物而
言至關重要，對於在這個地區捕
獵北美馴鹿的原住民而言亦然。

石化業者則認為當地蘊藏數
以十億計桶的原油，阿拉斯加州
州政府與多名議員也大力支持開
採行動。擁有北極國家野生動物

保護區9個租約的 「阿拉斯加工
業開發暨出口管理局」 對於這項
決定表示失望，稱沒有任何理由
相信租約拍賣時未做足環境評估
。

阿 拉 斯 加 州 長 鄧 里 維
（Mike Dunleavy）則發表聲明
，稱石油和天然氣的租約仍有效
，聯邦政府不應收回。他並強調
，反對這種攻擊阿拉斯加經濟的
行為，將盡一切必要手段撤銷聯
邦政府令人震驚的踰矩行動。此
事不僅中央與地方槓上，民主黨
與共和黨也為此點燃戰火。

再廢川普舊政 拜登暫停北極石油開採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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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the recent COVID-19
outbreak causing hundreds of
local transmissions per day, the
founder of Foxconn, Terry Kuo,
wanted to buy 10 million doses of
Pfizer vaccine to distribute in
Taiwan. Kuo and his Yonglin
foundation want to split the cost
with Foxconn Technology.

According to the report,
Shanghai Fosun Pharmaceutical
Chairman Guo Guangchang also
has been involved in the
negotiations. The Taiwan
government said that all requests
for vaccine from overseas would
have to pass through the central
government. Some of the local
governments run by the KMT
have expressed a willingness to
buy vaccine from China.

The COVID-19 pandemic is
getting serious in Taiwan. Some
specialists have called for a full
lockdown in Taiwan because the
medical system in Taipei and
New Taipei is overloaded with
the COVID cases.

Taiwan’s Central Epidemic
Command Center announced
that they have signed an
agreement to purchase 10 million
doses of COVID-19 vaccines
from two local firms. So far only
1.5 % of the population has been
vaccinated.

The head of Sun Yat-sen
Professor Chang Ya-Chung also
announced that they intend to
donate ten million vaccine doses
to Taiwan. Five million would be
BioNtech vaccines and another

five million would be
Chinese-manufactured
Sinopharm vaccines.

This is a very critical time for the
Taiwan people’s survival. The
current government is still using

political reasons to try and block
the vaccine from being imported
which is unbelievable

“Taiwan can help” now has
become, “Taiwan Needs Help."

0606//0202//20212021

““Taiwan Can HelpTaiwan Can Help”” BecomesBecomes
““Taiwan Needs HelpTaiwan Needs Help””

鴻海創辦人郭台銘已經向台灣
民進黨政府提出申請， 準備購買
一千萬個輝瑞疫苗來拯救疫情漸逐
嚴重的國民，他是透過上海復興藥
廠和民進黨人士進行這項救災行動
，其他包括佛光山、新竹科學園區
都加入了這項搶救疫情之大行動。

郭台銘認為政治應該是為経濟
服務，但是民進黨政府要所有申請
必須有政府之批准，有些國民党執
政的縣市長主張要從中國大陸進口
疫苗。

在此同時，民進黨政府已經簽
訂購买一千萬劑當地生産之疫苗。

國民黨孫文学校張亞中校長同

時宣稱要捐献一千萬個疫苗，其中
五百萬來自中國大陸之疫苗。

今天臺灣之疫情已經面臨極大
之挑戰，我們呼籲民進黨政府應該
學習新加坡政府，全面開放民間社
團和企業，進口世界衛生組織核准
的疫苗來拯救台灣同胞。

非常遺憾，近日來新冠疫情在
台灣擴散以來，我們仍然看見許多
媒體，還不斷散播不實訊息， 不
顧人民之生死存亡，應該立即取消
不必要之法令規章，救災救命為優
先。

這场疫情之直轉急下，讓執政
者面臨了生死存亡之危機。

台灣疫情告急台灣疫情告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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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護照已在各國談論一年多了，現終
於現實，在歐盟落地,歐盟正式向國民發出
全新數碼綠色通行證，下月1日只要持有輝
瑞／BNT、Moderna、阿斯特利康（AZ）
以及作強生（J&J）等四款歐盟認證的新冠
疫苗旅客，就可壓直接通關上路了, 真是既
方便又安全, 非常值得肯定與推廣。

過去的一年,世界陷入了新冠疫情的災
難之中, 隨著多種新冠疫苗的研製出台並在
各國廣泛注射以來, COVID-19 疫苗護照
(Vaccine passport)的概念方興未艾, 疫情嚴
重的歐盟是最先推出數字綠色證書,要求境
內旅行者必須提供符合規定的醫療證明、檢
測結果與疫苗注射證明等文件才可入境通關
的,英國也在國內試行疫苗護照以確保國人
的健康。 此外, 許多國家也都如火如荼推行
疫苗護照中, 不過在美國因為少許由共和黨
執政的州長以侵犯個人隱私與妨害個人自由
為由,極力阻止反對,讓拜登政府無法推行這
個健民的政策。

其實疫苗護照只是單純記載個人的疫苗
注射日期、地點、疫苗品種與號碼等資料以

證明自己已完成了新冠疫苗接種罷了，而且
又不需公告外界週知,所以何來侵犯隱私妨
害自由之說呢? 自己如沒有接種過疫苗就到
各地旅遊會有感染的風險,那是不負責任的
態度。

早在1885年天花流行高峰期，到各地
旅行的人都會被要求出示接種過疫苗的證明
。到了1950年代，飛往南美和非洲的美國
旅客更要攜帶一張由世衛組織所簽發的黃色
紙條，以證明自己已接種過黃熱病疫苗才能
入境,在進入1990年代，這張黃卡疫苗證所
記載的資料還包括小兒麻痹症、腦膜炎、肝
炎、麻疹和肺結核的疫苗接種證明，這些都
是為了確保健康的做法, 當然與個人隱私是
毫無相干的。

在大多數國家新冠疫情即將終結前, 全
面推行疫苗護照勢在必行, 為防止疫情在全
球傳播,WHO世衛組織應做出完整統籌規劃
,制定統一標準格式, 並授權各國自行核發減
少偽製證照的弊端,疫苗護照利多於弊, 主政
者不應有政黨考量,基於健康理由, 全球應讓
疫苗護照落地上路通行無阻!

李著華觀點︰落地上路-疫苗護照終於通行

現任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Elizabeth
II)於1952年6月2日繼位，因為今年將是她
的就任70周年。為了慶祝這個特別的日子
，英國將舉行為期4天的慶祝活動。

美聯社報導，白金漢宮星期三宣布了公
共活動和社區活動的時間表，是一系列的慶

祝活動，從明年起，將有一場為期4天的特
殊假期，直到週末結束。

這將是自新冠肺炎大流行開始以來，英
國進行的第一場較盛大的公開活動，著名的
白金漢宮衛兵將會全部出動，1400人都會
出來遊行。

紀念在位 70 週年的
主儀式，會在聖保羅大
教 堂 (St. Paul’ s Ca-
thedral)舉行，隨後還將
有一場現場音樂會，被
稱為 「皇宮白金派對」
(Platinum Party at the
Palace)，英國政府表示
，將會有重量級的國際
明星到場，不過現在還
沒有公布身份。

1952 年 2 月 6 日，
英王喬治6世過世，時
年27歲的伊麗莎白在當
年6 月 2 日正式加冕。

英國女王在位 70 週年 將舉辦4 天的慶祝活動

以色列國會今天選出資深工黨成員赫佐格
（Isaac Herzog），成為以色列第11位總統。與此
同時，國會在野黨議員正忙著組成聯盟，以取代執
政多年的總理尼坦雅胡。

法新社報導，60歲的赫佐格擊敗校長出身的裴
瑞茨（Miriam Peretz），成為現任總統李佛林
（Reuven Rivlin）的接班人。李佛林在2014年當選
這個由國會決定、儀式性為主的職位。

國會今天選舉總統之際，以色列各黨派的政治
人物正抓緊時間協商，試圖組成一個新政府，終結
尼坦雅胡（Benjamin Netanyahu）連續在位12年的
局面。

以色列總統權力有限，主要是在國會大選後跟
政黨領袖開會，以及指派人選組成政府。實際握有
行政權力的人是總理。

但總統可以進行特赦。尼坦雅胡被控詐欺、受
賄與背信，現正面臨審判，總統可能扮演重要功能
。

赫佐格將於7月9日就任。他出身以色列最有
聲望的家族之一，2003年首度獲選進入國會。但他
最近負責領導準政府機構 「以色列猶太事務局」
（Jewish Agency for Israel），這個單位聚焦於和
猶太移民及他鄉猶太人的關係。

以色列工黨老將赫佐格當選總統 將掌握特赦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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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耶穌教會
True Jesus 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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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JC

335 Avenue E,Stafford,
TX 77477

電話: (281)631-5260
網址: www.tjc.org
電子郵件: Houston@tj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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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正式承認
在納米比亞實施種族屠殺

綜合報導 德國政府正式承認，其殖民部隊在 20世紀初對納米比

亞的赫雷羅人和納馬人犯下了種族滅絕的罪行。

據德國媒體報道，1884 年到 1915 年期間，納米比亞是德意誌

帝國的殖民地——德屬西南非洲。在此期間，德意誌帝國的軍隊

殘酷鎮壓了當地民眾的反抗，成千上萬人遭到殺害。1904 年至

1908 年期間，德國軍隊被派至埃雷羅鎮壓當地起義。史學家普遍

認為，當時居住在該地區的約 8萬赫雷羅人中有多達 65000 人喪生

，約2萬納馬人中至少有1萬人喪生。

德國政府於 2015 年開始與納米比亞政府就所謂的“面向未來

的德國殖民統治重新評估”進行談判。在持續了五年多的談判中

，赫雷羅族和納馬族的代表密切參與了談判。

德國外交部長馬斯在 28日一份聲明中表示：“我們現在將正

式把這些事件稱為種族滅絕。”聲明稱，這場持續了五年多的談

判的目的是“找到一條通向真正和解的方式，以緬懷受害者”。

馬斯還在聲明中表示，鑒於德國的歷史和道德責任，“我

們請求納米比亞和受害者後裔的寬恕”。作為“承認德國造成

的不可估量困難的姿態”，德國將設立一個總額為 11 億歐元的

基金，用於當地的社會福利項目，改善受害原住民地區社區的民

生發展。

據悉，馬斯將於 6 月初前往納米比亞簽署該聲明。德國總統

施泰因邁爾將在納米比亞議會面前為德國的罪行正式道歉。

英國75%新病例
由印度發現的變異毒株所致

全面解封恐將受阻

綜合報導 英國衛生大臣漢考克(Matt Hancock)表示，國內四分之

三的新冠肺炎新病例是由印度發現的變異毒株所引起，而且英格蘭

在防寬封城措施後疫情有反彈跡象。英格蘭原定6月 21日全面解封

“可能要等一等”。

據《衛報》消息，引起關註的變異毒株B.1.617.2 與全英各地熱

點地區病例數的增加有關。英國公共衛生部(PHE)周四發布的數據

顯示，迄今為止，英國已確診該型變異毒株引起的病例 6959 例，

高於前一周的 3424 例。PHE 稱某些受影響地區的住院人數正在上

升。同日，英國共有 3542 人檢測到新冠病毒呈陽性的結果，這是

自4月 12日以來的最高數字。

漢考克指出，最新統計是英國約75%的新確診病例與印度發現的

變異毒株有關，政府放寬防疫措施前已預計確診病例數將回升，有

關方面會繼續保持警惕，他呼籲公眾要完成接種兩劑新冠疫苗。漢

考克指出，疫苗“切斷了病例和住院之間的聯系”，他強調疫苗能

有效預防這種變種病毒。

然而，專家警告說，這種聯系還沒有中斷，因為只有 44%

的成年人完全接種疫苗，並且疫苗沒有提供 100%的住院防護

。專家們表示，接種兩劑疫苗可以很好地抵抗該型毒株，但是

與肯特郡發現的變異毒株相比，疫苗的保護就有些弱，尤其是在

第一劑之後。

英國首相府方面對此表示，“我們可能需要等待”計劃於 6

月 21 日在英格蘭解除早前發布的所有防疫封鎖措施。首相府方面

稱，暫時沒有數據顯示英格蘭要延後完全解除防疫限製，但隨著

該型變異毒株所引起的確診病例數的上升，政府做決定前可能要

稍為等待。

哈薩克斯坦向世衛組織
提交國產疫苗註冊申請

綜合報導 據哈官方介紹，哈本國產

新冠疫苗“QazVac”三期臨床試驗已接近

尾聲，並向世衛組織提交國產疫苗註冊申

請。

哈總統托卡耶夫當日在同世衛組織總

幹事譚德塞舉行視頻會議時表示，哈國產

新冠疫苗“QazVac”三期臨床試驗已完成

90%，根據初步數據顯示，該疫苗臨床試

驗有效率可達96%。目前，哈相關部門正

在為該疫苗通過世衛組織註冊開展工作。

譚德塞對哈國產疫苗的研發表示歡迎

，他表示，世衛組織未來或考慮將該款疫

苗列入緊急使用清單。

就該款疫苗試驗進展，哈教育和科學

部科學委員會生物安全問題科研中心主任

昆蘇魯· 紮卡利亞日前介紹稱，三期臨床

實驗將於7月9日結束。疫苗需註射兩針

，期間相隔需要21天。

另據哈總理馬明近日在介紹本國疫情

形勢時指出，哈疫情形勢趨穩，總體疫情

級別由“紅區”降至“黃區”。馬明表示

，疫苗接種速度穩步上升，截至目前，全

哈已使用疫苗約300萬劑，其中，接種第

一劑疫苗人數達200萬人，第二劑疫苗接

種者近百萬人。對此，馬明強調，當前抗

疫工作首要任務是繼續擴大疫苗接種範圍

，政府正采取措施增加疫苗儲備，擴大接

種點數量，加快接種速度。

哈衛生部長阿列克謝· 措伊日前表示

，該國近一周確診患者人數較4月底、5月

初減少4000人，近一個月發病率下降20%

。據此，阿列克謝· 措伊認為，如接種疫

苗有效率不低於95%，6月至9月患病人數

約為6.1萬人。

為有效避免疫情傳播，哈衛生部衛生

流行病監督委員會表示，所有入境人員(包

括疫苗接種者)需提供3日內核酸檢測陰性

報告。此外，哈在全國範圍內推廣的

“Ashyq”健康應用程序，已有約7000家

參與該項目的中小企業復工復產，活躍用

戶達150萬人。

截至當日，哈薩克斯坦累計確診新冠

肺炎病例和具有新冠肺炎癥狀但實驗室病

毒檢測結果呈陰性的肺炎病例已超43.6萬

例。過去24小時上述“兩種肺炎”新增確

診逾1800例。

另據哈國家公共衛生中心消息，截至

27日，首都努爾蘇丹、阿拉木圖市、阿克

莫拉州、阿特勞州、卡拉幹達州為疫情風

險等級“紅區”，西哈州、科斯塔奈州、

巴甫洛達爾州、北哈州為疫情風險“黃

區”，其他地區為“綠區”。

世貿組織：全球貨物貿易正持續恢復
綜合報導 世界貿易組織

發布的數據顯示，全球貨物

貿易自去年第二季度出現短

暫深度下滑後，今年將呈現

持續恢復態勢。

世貿組織發布的最新

一期《貨物貿易晴雨表》

顯示，全球貨物貿易景氣

指數高於基準點 100，達到

109.7。這意味著全球貨物

貿易廣泛恢復和貿易規模

加速擴大。

世貿組織表示，全球貿

易趨勢與該組織今年3月的年

度貿易預期基本一致。世貿

組織當時預計，今明兩年全

球貨物貿易量將分別增長

8.0%和4.0%。

世貿組織同時指出，盡

管短期內貿易前景相對積極

，但全球各地區表現並不均

衡。從貿易類別上看，服務

貿易仍然疲弱。世貿組織警

告，目前全球各地區特別是

貧窮國家新冠疫苗接種滯後

，新冠疫情復燃會破壞貿易

恢復進程。

根據全球貨物貿易景氣

指數的編製規則，數值100為

其基準點。如果某一次指數

為100，意味著全球貨物貿易

增長符合中期趨勢預期。指

數大於100表示該季度全球貨

物貿易增長高於預期水平，

反之則顯示全球貨物貿易增

長低於預期水平。

世貿組織2016年7月首次

發布全球貿易景氣指數，通

過采集主要經濟體的貿易統

計數據，就當前世界貿易的

短期發展走向提供早期信號

，為貿易政策製定者和工商

界提供更為及時的國際貿易

信息。

法國再度發生女警察遇襲事件
襲擊者被警方擊斃

綜合報導 法國再度發生

女警察遇襲事件。遇襲女警

察身受重傷，而襲擊者被警方

擊斃。

當天的女警遇襲事件發生在

法國南特附近的城鎮埃德爾河

畔拉沙佩勒。28日上午10點左

右，一名襲擊者持刀沖入警察

局，將一名女警察刺傷。法國

內政部長達爾馬寧在視察事發

現場時表示，遇襲女警察身受

重傷，但她有望幸存下來。

警方稱，襲擊者還

偷走了受害女警察的槍，

並向圍捕他的警察開槍

。有多達 250 名警察和

憲兵追捕這名襲擊者，

並爆發槍戰。該襲擊者

最終被警方擊斃，有兩

名警察在追擊過程中受

輕傷。圍捕過程持續了數小時

，警方要求當地居民避開相關

地區，並嚴格遵守警方指示。

南特地方檢察官當晚召開

記者會透露，襲擊者在刺傷女

警察後，還潛入附近的公寓樓

綁架了一名婦女兩個多小時。

他表示襲擊者當時的精神狀態

並不穩定。

達爾馬寧表示，法國國家

反恐檢察官目前還沒有介入調

查，但他透露襲擊者有宗教極

端化傾向，同時已被診斷患有

嚴重精神分裂癥。襲擊者現年

39歲，他曾因暴力犯罪被判刑

8年，今年3月出獄。輿論認為

其個人背景很復雜。

正在南非訪問的法國總統

馬克龍對遇襲女警察表示慰問

。法國總理卡斯泰向參與抓捕

襲擊者的警察和憲兵表示感謝

，他表示法國政府和他本人都

堅定支持遇襲女警察。

法國最近接連發生襲警案。4

月23日，法國一名49歲女警察

在伊夫林省朗布依埃的警察局

被一名持刀襲擊者殺害，襲擊

者來自突尼斯，現年37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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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美國

美國白宮今天表示，巴西肉品加工商
JBS美國子公司在遭網路攻擊後通知華府，
他們已收到據信源自俄羅斯的贖金要求。

白宮發言人尚皮耶（Karine Jean-Pierre
）表示，JBS遇駭導致澳洲和北美營運大受
影響後，接獲 「可能設在俄羅斯的犯罪組織
」 勒贖，要求支付贖金。

尚皮耶說，針對此事，白宮正與俄羅斯
政府直接交涉，並傳達訊息說，一個負責任
的國家不會窩藏勒索軟體罪犯。

根據工會官員說法，JBS今天暫停美國
境內所有工廠的牛隻屠宰作業。而前一天，
這起駭客攻擊導致澳洲營運停擺。

業界分析師表示，今天已經看到相關影
響。根據美國農業部數據，美國肉品加工商

的牛隻屠宰量比上一週少了22%，比去年同
期少了18%。豬肉處理作業同樣停工。

美國農業部表示，出貨給批發商的大盒
裝特選和上選美國牛肉，每盒價格飆升逾
1%。

JBS是全球最大肉品加工商，他們於今
晚表示，公司 「在解決這起駭客攻擊上做出
大幅進展」 。根據聲明內容，公司 「絕大部
分的」 牛肉、豬肉、禽肉和熟食廠將於明天
恢復作業，平息糧食價格上漲的關切。

過去數年來，勒索軟體已演變為迫切的
國安問題。一些幫派，當中多數講俄語，發
展出軟體讓檔案加密，接著要求被害方透過
加密貨幣支付贖金，取得鑰匙來解碼、重新
使用檔案。

全球最大肉商遭網攻 白宮：駭客疑源自俄羅斯

美國西維吉尼亞州為了鼓勵民眾擁躍接
種新冠疫苗，提出了 「種疫苗抽大獎」 的獎
勵辦法，獎品有獵槍、運動卡車，頭等大獎
是100 萬美元，而且是每周抽獎。

美聯社報導，共和黨籍的州長吉姆·加
斯蒂斯 (Jim Justice) 週二宣布這項獎勵計劃
的更多細節。首批獲獎者將於 6 月 20 日公
佈。

據州政府的說法，獎品相當豐富，而且
各個年齡層都有，比如12~25歲的在學居民
，可以抽到四年獎學金。其他大獎還有福特
F-150 運動皮卡、25 個州立公園周末度假
套餐，5個終身狩獵和捕魚許可證，5把狩獵
步槍，最大獎項則是 100 萬美元。

每個西維吉尼亞州州民只要接種疫苗，
都有資格抽獎，活動將持續到 8 月 4 日。

美國西維吉尼亞州 「種疫苗抽大獎」 特獎100萬美元

美國財政部長葉倫（Janet Yellen）和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劉鶴今天舉行視訊會議。美國
財政部表示，葉倫在會談中，向劉鶴強調 「坦率解決關切問題」 的重要性。

路透社報導，美國財政部聲明表示： 「葉倫談到（總統）拜登與（副總統）賀錦麗政府
支持經濟持續強勁復甦的計畫，以及在符合美國利益的領域中合作，同時坦率地處理關切問
題的重要性。」

美中高層會議 葉倫向劉鶴強調坦率解決關切問題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今天表
示，美國將在未來2週宣布如何銷售、配發先前向
全球承諾的8000萬劑2019冠狀病毒疾病（COV-
ID-19）疫苗。

路透社報導，布林肯在與哥斯大黎加總統阿瓦
拉多（Carlos Alvarado）舉行的聯合記者會上指出
，美國總統拜登政府將著重在疫苗的公平分配，且
分配過程不會附加政治條件。

拜登昨天表示，除了他原已計劃給其他國家
6000萬劑阿斯特捷利康（Astrazeneca Plc）疫苗
外，政府將分送至少2000萬劑輝瑞（Pfizer）/Bi-
oNTech、莫德納（Moderna）及嬌生（Johnson
& Johnson）疫苗。

首度以國務卿身分造訪拉丁美洲的布林肯表示
： 「我們將在接下來2週的某個時間點宣布配送和

銷售這些疫苗的程序。」
布林肯指出，屆時將披露此一程序的標準和細

節。
拉丁美洲與全球多處都在防堵疫情，各界無不

施壓拜登政府分享疫苗，以協助遏制從印度乃至巴
西的疫情繼續惡化下去。這些地方的衛生專家擔心
，全新、傳染力更強的冠狀病毒變異病毒株恐削弱
現有疫苗的效力。

美國疫情前景隨著疫苗接種普及而趨樂觀後，
利用美國疫苗貨源援助他國的承諾，便成了華府抗
衡中國、俄羅斯疫苗外交的核心。

阿瓦拉多則強調，哥斯大黎加希望能盡快聽到
疫苗配送的消息。

世界銀行（World Bank）今天稍早也敦促美國
釋出多餘疫苗。

美國務卿：2周內公布8000萬劑疫苗分配細節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今天表
示，美國將在未來2週宣布如何銷售、配發先前向
全球承諾的8000萬劑2019冠狀病毒疾病（COV-
ID-19）疫苗。

路透社報導，布林肯在與哥斯大黎加總統阿瓦
拉多（Carlos Alvarado）舉行的聯合記者會上指出
，美國總統拜登政府將著重在疫苗的公平分配，且
分配過程不會附加政治條件。

拜登昨天表示，除了他原已計劃給其他國家
6000萬劑阿斯特捷利康（Astrazeneca Plc）疫苗
外，政府將分送至少2000萬劑輝瑞（Pfizer）/Bi-
oNTech、莫德納（Moderna）及嬌生（Johnson
& Johnson）疫苗。

首度以國務卿身分造訪拉丁美洲的布林肯表示
： 「我們將在接下來2週的某個時間點宣布配送和

銷售這些疫苗的程序。」
布林肯指出，屆時將披露此一程序的標準和細

節。
拉丁美洲與全球多處都在防堵疫情，各界無不

施壓拜登政府分享疫苗，以協助遏制從印度乃至巴
西的疫情繼續惡化下去。這些地方的衛生專家擔心
，全新、傳染力更強的冠狀病毒變異病毒株恐削弱
現有疫苗的效力。

美國疫情前景隨著疫苗接種普及而趨樂觀後，
利用美國疫苗貨源援助他國的承諾，便成了華府抗
衡中國、俄羅斯疫苗外交的核心。

阿瓦拉多則強調，哥斯大黎加希望能盡快聽到
疫苗配送的消息。

世界銀行（World Bank）今天稍早也敦促美
國釋出多餘疫苗。

美國務卿：2周內公布8000萬劑疫苗分配細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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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保監：警惕中小銀行爭搶房貸份額
保持對違規業務高壓態勢 防亂象回潮

中國房地產融資日益收緊，

中國銀保監會1日表示，銀行業房

地產貸款增速創8年來新低，房地

產金融化泡沫化勢頭得到遏制。

不過同時，一些地方中小銀行利

用大型銀行退出的時機，爭搶房

地產貸款市場份額，房地產貸款

增速較快，房地產貸款集中度有

所上升。下一步，銀保監會將保

持房地產金融監管政策的連續

性、穩定性，避免房價大起大

落，保持對違規業務的高壓態

勢，防範化解好房地產業務風

險，防止亂象回潮。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北京報道

銀保監會副主席梁濤於通氣會上表示，截至
今年4月末，銀行業房地產貸款同比增長

10.5%，增速創8年來新低，同期銀行業金融機
構房地產貸款集中度總體同比下降0.5個百分
點，連續7個月下降，“資金過度流入房地產市
場的情況初步扭轉。”
對於房地產貸款集中度的監管新規，銀保監

會統信部副主任劉忠瑞說，從目前執行的情況
看，政策實施的效果初步顯現，截至4月末，銀
行業金融機構房地產貸款集中度總體同比下降了
0.5個百分點，六家國有大型銀行全部實現同步
下降，其他各類銀行機構的集中度總體上也呈現
下降趨勢。
不過劉忠瑞同時指出，“一些地方中小銀行

利用大型銀行房地產貸款集中度壓降的時機，爭
搶房地產貸款的市場份額，房地產貸款的增速較
快，房地產貸款集中度有所上升，銀保監會高度
重視這一問題。”對新增房地產貸款佔比較高的

銀行實施名單制管理，督促落實房地產金融調控
的要求，合理控制房地產貸款增速。

新增房貸佔比高銀行實施名單制
今年以來，不少熱點城市房價進一步上漲之

後，多地監管部門對流入房地產市場的違規經營
貸展開排查。
劉忠瑞指出，在排查中發現一些企業和個人

通過種種方式規避監管要求。
他表示，有的拆入資金全款買房後，申請經

營貸款償還買房資金；有的借款人將個人經營性
貸款資金在多家銀行賬戶間流轉套現，以掩蓋買
房的最終目的；有的編造交易背景、虛構貸款用
途等。

挪用經營貸借款人納徵信記錄
“一些銀行貸前審核不到位，貸後資金管理

不足。一些中介機構協助包裝貸款材料、提供過

橋資金，協助借款人繞過銀行審批條件。”劉忠
瑞稱，下一步將會同住建部、人民銀行密切關注
政策執行的效果和排查結果，對自查不力被監管
查實、故意隱瞞問題或發現問題未及時處理問責
的銀行和中介機構，依法依規從嚴採取監管措
施，對確認挪用經營貸的借款人不僅要壓縮授信
額度、收回貸款，同時要納入徵信系統記錄；並
及時總結工作經驗，完善長效機制，將防止經營
貸違規流動房地產作為常態化監管工作。

房地產信託餘額持續下降
銀保監還發布數據指，截至4月末，房地產

信託餘額同比下降13.6%，自2019年6月以來呈
持續下降趨勢；理財產品投向房地產非標資產的
規模持續下降，相關理財產品餘額同比下降
36%；銀行通過特定目標載體投向房地產的資金
規模持續下降，相關業務規模同比下降26%，為
連續15個月下降。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莊程敏) 雖然
中國加強調控房地產市場，然而樓價仍
呈持續攀升狀態。中指研究院1日發布
5月百城價格指數顯示，5月中國100個
城市新建住宅平均價格為每平方米
16,006元（人民幣，下同），按月升
0.34%，漲幅較上月擴大0.11個百分
點。從漲跌城市個數看，80個城市按
月上漲，17個城市按月下跌，3個城市
與上月持平。按年來看，中國100個城
市新建住宅平均價格較去年同期上漲
4.08%，漲幅較上月擴大0.03個百分
點。
中指研究院披露，5月中國100個

城市二手住宅平均價格為15,810元/平
方米，按月上漲0.5%，漲幅與上月持
平。從漲跌城市個數看，71個城市按
月上漲，26個城市按月下跌，3個城市
與上月持平。按年來看，中國100個城
市二手住宅平均價格較去年同期上漲
3.64%，漲幅較上月擴大0.06個百分
點。

重點城市推盤量續處高位
從市場表現來看，新建住宅方面，

5月重點城市整體推盤量仍居今年高
位；上海新開盤項目所屬區位較好，整
體去化率有所提升。二手住宅方面，5
月百城二手住宅平均價格按月、按年繼
續上漲，部分城市市場熱度有所上升，
調控趨嚴環境下深圳二手房市場降溫。
實際上，針對今年初中國樓市急劇

升溫的調控組合拳不斷打出，不過分析
人士預計上漲慣性仍會維持一陣，下半
年漲幅預計逐步收窄，全年在5%左
右。路透社指， 11家接受調查的分析
機構對2021年中國住宅均價的預估中
值為上漲5%，變動預測從1%至11%不
等；而在四個月前進行前次調查中，分
析人士對今年房價變動的預估中值為上
漲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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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保監會稱將保持房地產金融監管政策的連續性、穩定性，避免房價大起大落。 資料圖片

● 上月中國100個城市新建住宅平均價格漲幅
較4月擴大0.11個百分點。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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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興疫苗獲世衞批准緊急使用
推薦18歲以上人士注射兩劑 歐盟亦啟批准使用審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

哲 北京報道）2021 年 6 月 1

日，科興生物研製的新冠病毒

滅活疫苗克爾來福通過了世界衞生組織（WHO）評審，正式列入世界

衞生組織緊急使用清單（Emergency Use Listing，EUL）。WHO免

疫戰略諮詢專家組（SAGE）推薦科興疫苗用於18歲及以上成年人，

採用兩劑注射，間隔時間為2周至4周。科興方面表示，此次通過

WHO審評，標誌着新冠疫苗克爾來福在全球40餘個國家和地區獲得

認可的基礎上，進一步得到國際衞生機構的認可。歐盟藥品管理局也

已於近日啟動對科興新冠疫苗的滾動審查程序，這是克爾來福疫苗在

獲得歐盟批准使用過程中邁出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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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藥首批供應世衞疫苗下線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及澎湃新聞報道，6月1

日，中國生物北京生物製品研究所生產的首批供應世衞
組織的“新冠肺炎疫苗實施計劃”（COVAX）新冠疫
苗下線，這也是首批供應COVAX的中國新冠疫苗。據
介紹，此次下線的新冠疫苗實現了四處換新：一是採用
全新全英文的包裝；二是疫苗瓶上有“VVM”標籤，能
夠監測環境溫度的變化；三是疫苗外觀、包裝特別印刷
國際監管的二維碼；四是應世衞組織要求，補充完善了
疫苗的說明書。

中國生物黨委書記朱京津在下線儀式上表示，今年5
月7日，國藥集團中國生物的新冠疫苗成為全國首個通
過了世衞組織緊急使用認證的新冠疫苗，為向COVAX
供應新冠疫苗創造了條件。
COVAX是指由全球疫苗免疫聯盟、世界衞生組織

和流行病預防創新聯盟共同提出並牽頭進行的項目，擬
於2021年底前向全球提供20億劑新冠肺炎疫苗，供應給
“自費經濟體”和“受資助經濟體”，已有100多個國
家和地區加入。

2020年10月8日，中國同全球疫苗免疫聯盟簽署協
議，正式加入“新冠肺炎疫苗實施計劃”。

據北京生物製品研究所所長王輝介紹，2020年底作
為中國第一家疫苗生產企業向世衞遞交了應急使用的申
請材料，經過4個月的嚴格審核，包括技術審評、現場
檢查、相關問題的答覆，5月7日被納入世衞應急使用清
單。

外交部：為全球抗疫作中國貢獻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6月1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表

示，中方一貫支持“新冠疫苗實施計劃”，已宣布向其
提供1,000萬劑疫苗，有關企業正全力做好疫苗的供應工
作。向“新冠疫苗實施計劃”供應的首批疫苗正式下
線，正是中方以實際行動踐行疫苗“全球公共產品”承
諾的又一重要體現。
汪文斌強調，中方將繼續支持有關企業加強同“新

冠疫苗實施計劃”的溝通協調，為全球早日戰勝疫情繼
續作出中國貢獻。

WHO緊急使用清單程序是為應
對突發公共衞生事件，將

新產品或未通過預認證的產品納入採購
範圍的技術審評程序。全球新冠疫情爆
發後，WHO修訂了緊急使用程序指南
（Emergency Use Listing Procedure），
通過EUL評審成為各國為COVAX（新
冠肺炎疫苗實施計劃）提供疫苗的先決
條件。

世衞：使用收益大於已知風險
據介紹，科興於2020年10月10日

正式向WHO提交納入緊急使用清單申
請，按照WHO的要求先後提交了臨床
研究資料、非臨床研究資料、質量和藥
學研究資料等，供其對疫苗安全性、有
效性和產品質量進行持續評價。2021年
2月，WHO檢查組對科興新冠疫苗生產
線進行了現場檢查。2021年 4月 29日
SAGE對科興疫苗進行了系統審查，並
對其在人群中的使用得出結論：“整體
上，使用科興新冠疫苗的收益大於已知
風險，推薦使用。”
此外，歐盟藥品管理局（European

Medicine Agency，EMA）也已於近日啟
動對科興新冠疫苗的滾動審查程序，這
是克爾來福疫苗在獲得歐盟批准使用過
程中邁出的第一步。

數百批次生產證明質量可靠
科興控股董事長、總裁兼CEO尹衛

東表示，首先要感謝巴西、土耳其、印
尼、智利等國家的合作夥伴，並對主持
和參與疫苗研究的各國機構和研究者及
所有志願者表示衷心感謝。“此次通過

WHO審評，標誌着科興新冠疫苗在全
球40餘個國家和地區獲得認可的基礎
上，進一步得到國際衞生機構的認可。
新冠疫情仍在全球持續蔓延，科興期待
進一步參與全球疫情防控，充分發揮中
國新冠疫苗作為全球公共產品的價值，
為全球戰勝新冠疫情作出貢獻。”
據了解，科興新冠疫苗於2020年6

月在中國率先獲批緊急使用，2021年2
月5日在中國獲批附條件上市。迄今為
止，克爾來福疫苗已在全球40多個國家
和地區獲批使用，生產質量管理體系先
後接受了中國、巴西、印尼、智利、新
加坡、沙特阿拉伯等國的藥監部門以及
世界衞生組織的檢查，數百批次的規模
化生產證明疫苗生產過程可控、質量可
靠。

累計向全球供貨量超6億劑
2021年4月1日，克爾來福疫苗原

液車間（三期）建成投產，投產後科興
的新冠疫苗年產能超20億劑。截至目
前，科興已直接或間接向包括中國在內
的全球近40個國家和地區提供新冠疫
苗，全球累計供貨量超過6億劑（含半
成品）。另據不完全統計，全球已累計
接種克爾來福疫苗超4.3億劑。科興疫苗
已成為國內供應最多的新冠疫苗，也是
出口量和接種量最大的中國新冠疫苗，
其安全性和有效性在全球各地陸續得到
驗證。科興表示，將繼續推進克爾來福
疫苗的生產供應和各項研究，保證質量
安全，努力滿足全球疫情防控需求，為
全球新冠疫苗的可及性和可負擔性作出
積極貢獻。

●6月1日，科興生物研製的新冠病毒滅活疫苗克爾來福正式列入世界衞生組織緊急使用清單。圖為巴西聖保羅州政
府5月31日公布中國科興疫苗令該州塞拉納市新增有症狀病例數下降80%，住院人數下降86%，新增死亡病例數下
降95%。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政治
局5月31日下午就加強中國國際傳播能力建設進
行第三十次集體學習。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
主持學習時強調，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
音，展示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是加強中國
國際傳播能力建設的重要任務。要深刻認識新形
勢下加強和改進國際傳播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
性，下大氣力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建設，形成同中
國綜合國力和國際地位相匹配的國際話語權，為
中國改革發展穩定營造有利外部輿論環境，為推
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作出積極貢獻。
復旦大學張維為教授就這個問題進行講解，

提出了工作建議。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認真聽取了
他的講解，並進行了討論。

加強頂層設計和研究布局
習近平在主持學習時發表了講話。他指出，

我們黨歷來高度重視對外傳播工作。黨的十八大
以來，我們大力推動國際傳播守正創新，理順內
宣外宣體制，打造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媒體集群，
積極推動中華文化走出去，有效開展國際輿論引

導和輿論鬥爭，初步構建起多主體、立體式的大
外宣格局，中國國際話語權和影響力顯著提升，
同時也面臨着新的形勢和任務。必須加強頂層設
計和研究布局，構建具有鮮明中國特色的戰略傳
播體系，着力提高國際傳播影響力、中華文化感
召力、中國形象親和力、中國話語說服力、國際
輿論引導力。

加快構建中國話語和敘事體系
習近平指出，要加快構建中國話語和中國敘

事體系，用中國理論闡釋中國實踐，用中國實踐
升華中國理論，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範
疇、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鮮明地展現中國故
事及其背後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要加強對中
國共產黨的宣傳闡釋，幫助國外民眾認識到中國
共產黨真正為中國人民謀幸福而奮鬥，了解中國
共產黨為什麼能、馬克思主義為什麼行、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為什麼好。要圍繞中國精神、中國價
值、中國力量，從政治、經濟、文化、社會、生
態文明等多個視角進行深入研究，為開展國際傳
播工作提供學理支撐。要更好推動中華文化走出

去，以文載道、以文傳聲、以文化人，向世界闡
釋推介更多具有中國特色、體現中國精神、蘊藏
中國智慧的優秀文化。要注重把握好基調，既開
放自信也謙遜謙和，努力塑造可信、可愛、可敬
的中國形象。

深入開展各種形式人文交流
習近平強調，要廣泛宣介中國主張、中國智

慧、中國方案，中國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有
能力也有責任在全球事務中發揮更大作用，同各
國一道為解決全人類問題作出更大貢獻。要高舉
人類命運共同體大旗，依託中國發展的生動實
踐，立足五千多年中華文明，全面闡述中國的發
展觀、文明觀、安全觀、人權觀、生態觀、國際
秩序觀和全球治理觀。要倡導多邊主義，反對單
邊主義、霸權主義，引導國際社會共同塑造更加
公正合理的國際新秩序，建設新型國際關係。要
善於運用各種生動感人的事例，說明中國發展本
身就是對世界的最大貢獻、為解決人類問題貢獻
了智慧。
習近平指出，要深入開展各種形式的人文交

流活動，通過多種途徑推動中國同各國的人文交
流和民心相通。要創新體制機制，把我們的制度
優勢、組織優勢、人力優勢轉化為傳播優勢。要
更好發揮高層次專家作用，利用重要國際會議論
壇、外國主流媒體等平台和渠道發聲。各地區各
部門要發揮各自特色和優勢開展工作，展示豐富
多彩、生動立體的中國形象。

加強高校學科建設和人才培養
習近平強調，各級黨委（黨組）要把加強國

際傳播能力建設納入黨委（黨組）意識形態工作
責任制，加強組織領導，加大財政投入，幫助推
動實際工作、解決具體困難。各級領導幹部要主
動做國際傳播工作，主要負責同志既要親自
抓，也要親自做。要加強對領導幹部的國際傳
播知識培訓，發揮各級黨組織作用，形成自
覺維護黨和國家尊嚴形象的良好氛圍。各
級黨校（行政學院）要把國際傳播能力
培養作為重要內容。要加強高校學科
建設和後備人才培養，提升國
際傳播理論研究水平。

習近平:加強和改進國際傳播 展真實立體全面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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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话题

唐鎏金双凤纹带盖银盒 镇江博物馆供图

▲唐龟负论语玉烛酒筹鎏金银筒
◀唐银鎏金酒令筹

镇江博物馆供图

镇江博物馆

西津渡旁访吴风
本报记者 尹晓宇

江苏镇江西津渡，是长江边上一个著名的千
年渡口。三国时期，这里曾驻有孙权的东吴水
师。历代文人留下了不少与西津渡有关的诗词名
篇。

镇江博物馆就坐落在西津渡旁，原馆舍为英
国领事馆旧址，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改扩
建后的镇博是一座花园式的博物馆，秀雅的建筑
与蓊郁的草木相映成趣。

镇江博物馆珍藏着4万余件 （套） 从新石器
时代至明清时期的文物，其中国家一级文物 103
件 （套）。馆内常设青铜器、陶瓷器、金银器、
工艺品、佛教文物等专题展览。

青铜器映照古吴遗韵

西周及春秋时期吴国青铜器是镇江博物馆的
特色馆藏之一。吴国青铜器在形制、纹饰、铸造
工艺上受到中原地区青铜文化影响，又具有独特
的地域风格。

走进青铜器展厅，镇江出土的各式青铜器映
入眼帘。与庄重浑厚的中原青铜器相比，吴国青
铜器更显轻巧清秀，其合金配方中铅的含量大于
锡，色泽也有别于其他地区的青铜器。

1976年出土于镇江丹阳司徒公社西周窖藏的
青铜凤纹尊，是镇博馆藏青铜器中的国宝级文
物。尊是商周时期重要的祭器和酒器。青铜凤纹
尊高 30 厘米，口径 41 厘米，通体纹饰华丽精
美。口沿下有一组连续的鸟纹，腹部以云雷纹作
底，主体为两对大凤鸟纹，凤鸟展翅挺立，眼睛
炯炯有神。凤鸟之间点缀着两只小型动物纹饰，
形似蛙或龟，专家推测为一雌一雄，可能是族
徽。

青铜凤纹尊的造型、纹饰与陕西扶风出土的
丰尊颇为相似，但器型更开阔，纹饰细节有所不
同。它体现了吴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融合，表明当
时吴国青铜器铸造水平不亚于中原。

西周鸳鸯形尊是吴国青铜器风格的典型代
表。全器素面无纹饰，整体作鸳鸯形，造型逼真
写实，富有生活气息。鸳鸯体型丰腴，昂颈平
视，头顶一冠，背部设一喇叭形口，双脚并立，
与后部一螺旋形支柱共同支撑全器。商周青铜器
中有不少仿鸟兽形状的器型，如鸟尊、牛尊、虎
尊、象尊等，而用江南水乡的鸳鸯作尊的形制则
较为少见，体现了浓郁的地方特色。

黑釉瓷见证汉代风俗

陶瓷展厅展出文物近200件，年代跨度从新
石器时代晚期到清代，以两周时期几何印纹硬
陶、原始瓷、六朝青瓷、清代官窑瓷器为大宗。

展柜里有一件东汉时期的黑釉小罐，现在看
起来其貌不扬，但在当时却是稀罕物件。黑釉瓷
是在青瓷的基础上发展而来，出现时间约略在东
汉中晚期，通常以氧化铁作呈色剂，早期的黑釉
瓷器成功作品发现不多，到两晋时期才臻于成
熟。

这件黑釉瓷罐出土于镇江丹阳一座汉墓中，
高3.7厘米，口径3.5厘米，十分小巧。罐胎紫褐
色，釉层丰厚，釉面滋润，色黑如漆。小罐颈部
有两个对称穿孔，可以系绳悬挂，专家推测为鸟
食罐。该墓葬中还出土了一件银错金铜带钩，有

“永元十三年五月丙午日钩”铭文，东汉永元十
三年即公元101年。纪年铭文的发现，使这件小
罐成为目前国内发现最早的有纪年可考的黑釉瓷
器。

汉代有养鸟的风气，李商隐的《义山杂纂》中
说：“至汉而养鹦鹉者纷纷矣。”作为养鸟标配的鸟
食罐，不单有喂鸟的功能，还成为养鸟人炫耀的资
本。这个黑釉瓷罐，正是汉代养鸟之风的佐证。

元代青花云龙纹瓷罐是瓷器展厅里引人注目
的精品。罐腹饰有云龙纹，采用先刻后画的工艺
制成，是制瓷工匠弃刀用笔过渡时期的佳作。龙

小头细颈，身肢矫健，四爪强劲，腾跃于云中，
活灵活现。此罐出土时，罐内装有一批元代银
器，其中一只银盘刻有阿拉伯文回历纪年铭文，为
回历七百一十四年一月，即元仁宗延祐元年

（1314 年），它为考证此罐大致的年代提供了依
据。

金银器镌刻大唐盛景

金银器展厅里，一件件精美文物镌刻着古代
镇江的繁华印迹。镇江是大运河的重要流经地，
唐代以来，随着大运河的繁荣，镇江的经济文化
日益发达。“安史之乱”后，唐王朝的经济重心
南移，南方逐渐成为金银器制作中心，尤其是镇
江等地，金银器工艺十分高超。

镇江丁卯桥是出土唐代金银器的三大著名窖
藏之一。丁卯桥附近曾是码头，大批货物在这里
集散。1982年在丁卯桥发现的唐代窖藏中，金银
器多达 956 件，总重量达 55 公斤，器型包括酒
器、食器、盛器及女子梳妆用的发钗、手镯等。

经专家鉴定，这批金银器均为晚唐遗物。不
少器物的底部、侧面或是不显眼的位置上，都錾
刻着“力士”铭文，专家推断“力士”可能是当
时金银器的一个品牌，有名牌商标的含义。从这
些金银器的纹饰可以发现，晚唐金银工艺品已将
外来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很好地融合。细密繁
复、象征性较强的波斯风格纹饰被吸收消化，加
入了中国人喜爱的鱼纹、凤纹等纹饰。

鎏金双凤纹带盖银盒是这批文物中的珍品。
银盒通体鎏金，盖面高高隆起，似一朵覆盖的莲
花。盖面锤刻花纹以衔草翱翔的双凤为主体，周
围环绕8对飞雁，并间以缠枝莲纹和鱼子纹。盖
口沿和盒身上腹部均刻有8对奔鹿，下腹部錾刻
8朵牡丹团花。高圈足一周刻10只大雁，足边缘
刻变体莲瓣纹带。

此银盒造型华丽端庄，錾刻的花鸟动物纤毫
毕现，神态生动，体现了唐代金银器制造的高超
水平。双凤、对雁、雌雄双鹿和莲花、牡丹等图
案寓意百年好合、富贵团圆，反映了古人的吉祥
观念。盒外底部刻有“力士”“伍拾肆两壹钱贰
字”字样，标明品牌及银盒重量。

“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请人伴十分；敏而
好学，不耻下问，律事五分……”这是唐代的酒
令，来自丁卯桥出土的一套银鎏金酒筹筒。这套

酒筹筒是跟酒旗等酒宴文物一起出土的，由龟形
座和圆柱形筒两部分组成，造型奇巧，纹饰繁
美。龟背中央设双层仰莲，上承圆柱形筒。筒盖
周饰卷边荷叶纹，顶纽饰莲花。盖侧饰鸿雁及卷
草纹、流云纹，盖纽与边沿有银链相扣。筒身正
面錾双线长方框，内书“论语玉烛”四字，两边
一龙一凤盘绕，衬着缠枝花叶和卷云纹。

酒筹筒内盛放着 50 根长方形酒筹，上面刻
有 《论语》 文句和饮酒规定。如“有朋自远方
来，不亦乐乎，上客五分”，就是说朋友来了，
大家都高兴，酒筵上的贵客都喝半杯酒，主人不
用喝。这组酒宴行令专用器在唐代出土文物中属
首次发现，反映了大唐盛世热闹多彩的酒文化，
2013年被列入《第三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

工艺品折射文人雅趣

工艺品展厅的近百件文物以明清时期为主，
分为金属、漆艺螺钿、丝绸、雕镂、文房用品、
玉石杂件六大类，展现了中国传统工艺的精湛技
艺和审美格调。

宋代是团扇极盛时期，也是扇面绘画发展相
对成熟时期。

南宋周瑀墓出土的雕漆镂空团扇，浑圆光
润，工艺精巧，是难得一见的宋扇珍品。

周瑀是宋代的一位太学生，墓中随葬的团扇
应是他生前所爱之物。扇柄头部刻有“君玉”二
字，或为周瑀之号。扇面呈椭圆形，细木杆为
轴，竹篾丝为骨，左右两侧各以月牙形扇托托护
扇面。扇面裱纸施杮汁，素面无纹。扇柄采用脱
胎和剔犀两种髹饰工艺制成，形似橄榄，中间略
粗两端稍细。柄把镂空，透雕 3 组如意云头纹
饰，镂空花纹可围绕杆轴自由转动。扇柄表层髹
黑漆，约5毫米宽的镂空刀口处可看到十多道红
漆，每道间以黑漆，细若发丝。这件团扇所用的
镂空雕漆工艺在以往出土的文物中极为少见，是
国内考古发现年代最早、保存最完善的雕漆器
之一。

清陈鸣远手制紫砂笔筒、象牙八仙上寿臂
搁、齐白石刻青田狮子钮大石印……琳琅满目的
工艺品吸引了不少参观者驻足欣赏，赞叹不绝。

目前，镇江博物馆正在进行改扩建工程，未
来将展示镇江近现代史，还将设立青少年活动中
心、小影院等，拓展公共教育服务。

清乾隆粉彩过枝花福寿纹瓷盘 动脉影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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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彤 医学博士

開跑了！即日起接受預約

刊登黃頁請掃二維碼聯系Nicole

美南國建會的2021年科學,工程,和
技術研討年會（Science,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Seminars, SETS）將於
6月舉行第42屆年會。今年的主題是信
息安全。在COVID-19大流行中, 駭客一
直在尋找有關病毒數據和疫苗開發的研
究。根據新聞報導, 全世界的執法機構已
警告政府和私人企業, 網絡威脅正隨著冠
狀病毒在各大洲之間的傳播而增加。除
了偷取COVID-19研究數據, 各個企業也
面臨新的挑戰。由於大量員工在家中工
作, 企業網絡攻擊的偵測和預防任務變得
更加艱鉅。SETS將從三個方向討論網絡
安全: 專業領域, 職場, 和日常生活。在專

業領域, 我們將由休斯頓大學的黃壽萱教
授籌劃。黃教授本人是信息安全領域的
專家, 他計劃召集網絡安全學術研究人員
一起討論這領域的議題。在會計師和生
物醫學座談會上,美國國稅局官員和休斯
頓醫學院的人工智能中心主任將討論美
國職場信息安全法規。在日常生活中, 大
多數的人天天使用手機, 電腦, 這些3C產
品。信用卡, 銀行帳號, 到電子支付資料
都存在這些3C產品中。我們的3C產品
安全嗎? 如何在使用3C軟體時, 做到保
護個人資料, 不被盜取, 是每個人關心的
事情。為此我們特地邀請了 Lodrina
Cherne, Cybereason 的首席安全倡導者

講解手機網絡衛生和化解個人網絡威脅
。

其他的座談會主席也邀請了多位來
自台灣的重量級演講嘉賓： 環保座談會
邀請了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廢物管理處的
賴瑩瑩處長; 生物醫學座談會特邀衛生福
利部雙和醫院副院醫師的賴鴻政醫師；
健康座談會請到了中國醫科大學骨科教
授李光申醫師。

SETS 第一個座談會將於 6/4 開始。
請登錄美南國建會網站 (ACAP-USA.
org)註冊每一個座談會。在註冊後您將
收到會議鏈接。請在第一次會議之前下
載 GoToWebinar,以便參加會議。

美南國建會將於6/4舉辦座談會

國泰萬通金控公司（那斯達克代碼：CATY）宣佈，其附屬
公司國泰銀行與美國匯豐銀行（HSBC）達成收購和承接協議，
收購匯豐銀行10家位於加州的零售業務分行，以及與美國匯豐
銀行在西岸的大眾零售銀行業務和零售商業銀行業務相關之貸款
及存款。

國泰萬通金控執行主席鄭家發表示： 「這項交易擴展了我們
在北加州及南加州的分行網絡。在我們不斷發展之際，能夠為客
戶提供更便捷的銀行服務，對我們來說是重要的一步。」

國泰萬通金控總裁兼首席執行長劉昌明表示： 「我們在加州
的歷史源遠流長，很高興能在這裡進一步推進我們的服務。這項
交易擴大了我們的網絡，讓我們在未來能更周全地服務社區及客
戶。」

根據收購和承接協議的條款，國泰銀行將收購匯豐銀行的
10家分行，並購買和承擔額外的存款負債和資產，包括與匯豐
銀行在西岸的大眾零售銀行業務和零售商業銀行業務相關之房屋
貸款、零售商業銀行貸款和個人貸款。

國泰銀行不會收購或承擔與匯豐銀行的經紀業務、私人銀行
和高淨值業務、或非零售商業銀行業務有關的貸款或資產。這項
交易預計將在2022年第一季度完成，但須待監管部門批准。截
至2021年3月31日，收購的貸款總額約為8億美元，存款總額
約為10億美元。協議並沒有披露財務條款。不計算一次性交易
成本和重組費用，這項交易預計對國泰萬通金控在一般公認會計
原則（GAAP）的2022年，每股收益產生約2.0%的增量。

Wachtell, Lipton, Rosen & Katz擔任國泰銀行的法律顧問。
關於國泰萬通金控

國泰萬通金控是國泰銀行的控股公司；國泰銀行為加州立案
的銀行。國泰萬通金控網站為cathaygeneralbancorp.com。國泰
銀行成立於1962年，提供廣泛的金融服務；目前在加州設有38

家分行、在紐約市設有10家、華
盛頓州4家、芝加哥3家、德州2
家、馬裡蘭州1家、麻州1家、內
華達州1家、新澤西州1家、香港1
家，並在北京、上海及台北設有代
表處。國泰銀行網站為 cathay-
bank.com。
前瞻聲明

本新聞稿中的陳述，除歷史事
實的陳述外，含有包括在 1995
《私人證券訴訟改革法案》（Pri-
vate Securities Litigation Reform
Act）中有關管理信念、預測，以
及未來結果和活動的預設所適用條
款的含義範圍內的前瞻聲明。這些
前瞻聲明可能會使用包括但不限於以下字眼： 「旨在」 、 「預計
」 、 「相信」 、 「能夠」 、 「繼續」 、 「可以」 、 「估計」 、
「預期」 、 「希望」 、 「打算」 、 「或」 、 「計劃」 、 「項目

」 、 「預測」 、 「潛在」 、 「可能」 、 「樂觀」 、 「尋求」 、
「應當」 、 「將」 ，以及這些用詞的變化和類似表達。前瞻聲明
是根據預估、信念、預測，以及管理的預測，並且不是對未來業
績的擔保。這些前瞻聲明受到某風險和不確性的影響，可能會導
致實際結果和我們過往經驗及我們對目前的期待或預測有顯著差
異。這些風險和不確定性以及其他因素包括但不限於：國泰萬通
金控在預期時間內或完全實現擬議交易的預期成本節約、規模經
濟和/或收入，以及業務特許權提升的能力；是否能在預期的時
間範圍內或根本上獲得政府對擬議交易的批准；擬議交易結束的
其他條件是否能得到滿足；高於預期的交易成本；擬議交易後的

存款損耗、運營成本、客戶流失和業務中斷，包括維持與員工和
客戶關係的困難，可能比預期的要大；當地、區域、國家和國際
的經濟和市場狀況及事件，以及它們可能對國泰萬通金控和匯豐
銀行的客戶、資產和負債的影響；國泰萬通金控成功管理上述項
目以及國泰萬通金控向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提交的文件中規定的
所有其他因素的風險，包括其截至2020年12月31日的10-K表
年度報告，特別是該文件中有關風險因素的討論。未來任何時期
的實際結果也可能與本新聞稿中討論的任何過去結果有所不同。

鑑於這些風險和不確定性，讀者不應過度依賴任何前瞻性聲
明。任何前瞻聲明僅陳述該聲明作成之日的意見，且除法律另有
規定，國泰萬通金控不承擔，更新或審視任何前瞻聲明以反映發
生於該聲明作成之日後的情況、發展或事件，或突發任何未預期
事件的義務。

國泰銀行將收購美國滙豐銀行10家分行
及其在西岸的部分貸款及存款

由國際貿易中心在衣索比亞
駐華盛頓大使館 及 埃塞俄比亞
駐德克薩斯州休士頓名譽總領事
的支援下組織--場投資論壇
2021年6月9日，星期三 上午10
時 - 上午11時 （CST）

與菲蘇姆大使閣下和美國前
負責非洲事務的助理國務卿蒂博
爾·納吉大使的虛擬討論
事件描述

埃塞俄比亞的經濟增長在二
十年中達到了兩位數。公路、鐵
路、貨運設施、機場和清潔能源
等基礎設施投資巨大，支撐了經
濟增長增加私營機構對經濟的參
與。最近，它通過了一項10年國
家發展計劃，該計劃將促進該國

的高增長軌跡，並在2030年之前
使衣索比亞成為非洲財產的燈塔
。該計劃確定的優先投資部門包
括農業和農產品加工、製造業、
旅遊資訊和通信技術、採礦和能
源。

2021年6月9日星期三上午
10時，我們與菲蘇姆大使閣下和
美國前負責非洲事務的助理國務
卿蒂博爾·納吉大使進行虛擬討
論。在本次討論中，我們的榮譽
演講者將為美國公司提供在衣索
比亞的高光商業和投資機會。

如有疑問，請聯繫詹妮弗·
Lopezz@scdaily.com，
281-983-8152

埃塞俄比亞投資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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