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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59號公路中高層公寓，2臥2衛，2臥半2衛

˙近Westheime 3房2.5衛房，售$189K

Lance Chau
(713)271-9898

貸款: 買房、重貸、出租房貸款、抵押兌現、不查收入
Fast Easy Mortgage

Lchauemail@yahoo.com
RMLO NMLS 246133

6120 Westline Drive Houston, Texas 77036

Venture Equity 房屋買賣/貸款/投資/商業

永創佳業 1031物業延稅交換

（中央社）美國副總統賀錦
麗今天說，她與瓜地馬拉總統賈
麥岱在打擊貪腐以阻止中美洲人
移居他鄉的議題上，有了一次
「扎實」的對話，她也直率地要

這些移民別再前往美國。
路透社報導，自美國總統拜

登與賀錦麗（Kamala Harris）今年
一月就任以來，美國每個月在與
墨西哥邊境拘留的移民人數達到
20年來最高點。

賀錦麗在與賈麥岱（Alejan-
dro Giammattei）的聯合記者會上
說： 「別過來，別過來。美國會
持續執行我們的法律，確保我們
的邊境安全。如果你們來到我們
的邊境，會被遣返。」

賀錦麗還說，美國的反貪腐
任務小組將與瓜地馬拉檢方合作
，懲治當地的貪腐犯罪者。

拜登政府先前指出，貧窮和
暴力促使中美洲人民以前所未見
的數量湧入美國，但貪腐才是根
本原因。

美國政府先前就提過反貪腐
任務小組，賀錦麗這次給出更多
細節，她說，這個小組將綜合司
法部、國務院和財政部的資源。

民主黨籍的賀錦麗這次造訪
瓜地馬拉，是上任以來首度正式
出訪，在規劃過程中，出現了關
於打擊貪腐的歧見，華府接待的
反貪人士也遭賈麥岱抨擊。

賀錦麗與賈麥岱會談3小時後

召開聯合記者會，她在會上說：
「我們有了扎實、坦率且詳盡的

對話。」賈麥岱則表示，兩人談
了美國關切的瓜地馬拉發展議題
。

賀錦麗說： 「（賈麥岱）總
統和我討論了反貪腐及司法獨立
的重要性。」美國當局先前批評
瓜地馬拉最高法院一名資深法官
被拔職一事，賈麥岱則稱這是依
據合法程序。

在移民議題上，賈麥岱宣布
為那些從美國、墨西哥被遣返的
移民成立一所新的處理中心，以
提升效能。他還說，問題焦點應
放在創造繁榮上，因為多數移民
是因為太窮才離開。

賀錦麗訪瓜地馬拉 要移民別再赴美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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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俠天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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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ice President Kamala Harris made her first international trip to
Guatemala and Mexico to address the root cause of undocumented
migration.

One of the serious problems is armed violence according to the NGO,
Doctors Without Borders. 62% of migrants arriving at the U.S.
southern border said they were exposed to a violent situation during
the two years prior to leaving their home country. According to the
Mexican government, at least 200,000 guns are trafficked from the U.
S. to Mexico each year.

The agenda of Vice President Harris’s visit is focused on economic
development, climate change, food insecurity and strengthening the
rule of law.

We urge President Biden to pay more attention to economic issues. If
the local people have hope and a future, they might not take a big risk
to come to America.

Even today we are still facing a money challenge of our own. But still
millions of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still want to come to America to
seek the American dream.

Time is very critical. Right now our backyard has caught on fire. We
need to give them help. This is the only way we can improve our
undocumented migration.

0606//0808//20212021

Our Backyard Is On FireOur Backyard Is On Fire

副總統何錦麗在空軍二號
專机出了點小故障之後，今天
到達瓜地馬拉訪問，她的主要
任務是如何解決邊境的非法移
民大量走進美國的問題，她在
会見该國總統時說，瓜地馬拉
是個物產資源豐富的國家，我
們願意共同合作，让國民看見
未來的希望。

拜登總統任命何錦丽副總
統專責處理日愈棘手的非法移
民問題，其中包括非常嚴重的
持槍和暴力問題。

我們的後院起火了，長久
以来，多少希望到美國尋求美
國夢的人， 徙步行走數月，

希望來到美國，也有許多人半
途喪生荒野，被偷渡客出賣，
這幕幕悲劇多半是因住在國民
不聊生。

今天我們必須要從根本解
決美國後院的問題，是在於經
濟發展能让国民活在希望之中
。

雖然美国目前仍然處在非
常艱難之时刻，全世界千千萬
萬的人還是希望能到美國來找
尋未來，我們呼籲拜登總統在
善待已經到了美國的非法移民
，更重要的是為他們國家解決
嚴重的失業犯罪問題。

美國後院起火美國後院起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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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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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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今年首季GDP環比增長1.2%
連續三個季度環比增長

綜合報導 巴西地理統計局(IBGE)公布的數據顯示，巴西今年第一季

度國內生產總值(GDP)比去年第四季度增長1.2%，為連續三個季度環比

增長，該國GDP已恢復至2019年第四季度新冠疫情暴發前的水平。

數據顯示，今年第一季度，巴西GDP達到2.048萬億雷亞爾(1美元約合5.17

雷亞爾)，同比增長1%，這是該國GDP連續四個季度同比下跌後的首次增長。

在各行業中，今年第一季度，巴西農業表現不俗，環比增長5.7%，

同比增長5.2%，成為拉動巴西經濟復蘇的主力。此外，工業環比增長

0.7%，同比增長3%；服務業環比增長0.4%，但同比下降0.8%。

外貿方面，今年第一季度，巴西出口環比增長3.7%，同比增長0.8%

；進口環比增長11.6%，同比增長7.7%。

此外，家庭消費環比下降0.1%，同比下降1.7%。政府消費環比下降

0.8%，同比下降4.9%。不過，投資環比增長4.6%，同比增長17%。

根據巴西地理統計局公布的數據，巴西2015年和2016年經濟分別下

降3.5%和 3.3%。2017年、2018年和 2019年巴西經濟分別增長1.3%、

1.8%和1.4%。受新冠疫情影響，2020年巴西經濟再次陷入“衰退”，跌

幅達到4.1%，創歷史最低。

業內人士表示，盡管巴西GDP連續三個季度環比增長，但仍然無法

抵消新冠疫情在2020年第二季度造成的9.2%的創紀錄跌幅。在過去12

個月中，巴西GDP累計同比仍下降3.8%。

據巴西金融市場的最新預期，2021年巴西經濟將增長3.96%。巴西

經濟部日前將2021年巴西經濟增長預期從3.2%上調至3.5%。

德國疫情小幅反彈
衛生部長稱需提早防範第四波疫情

綜合報導 德國官方用於評價新冠疫情嚴峻程度的“平均每十萬人

七日累計新增確診人數”連續多日下降後，2日出現小幅反彈。德國衛

生部長施潘當天警告稱，如果想要避免今年秋季像去年同期一樣暴發新

一波疫情，則應當盡早開始為防範第四波疫情做準備。

德國疾控機構羅伯特· 科赫研究所當天公布的新增確診人數和新增

死亡人數分別為4917人、179人，平均每十萬人七日累計新增確診人數

從前一天的35.2回升至36.8。據德國“時代在線”實時數據。截至當地

時間2日20時，德國累計確診3696105人、死亡89469人。德國衛生部門

公布的數據顯示，截至當天，德國已接種5150劑次新冠疫苗，15604092

人實現完全接種，占總人口的18.8%。

德國去年夏季疫情可謂“風平浪靜”，然而進入10月後，疫情形勢

急轉直下。對此，德國聯邦衛生部長施潘當天在德媒采訪中表示，他將

采取與去年不同的做法，此時此刻便未雨綢繆，為秋季可能出現新一波

大規模疫情、新增確診人數激增做好準備，具體做法包括提前研究可能

存在的風險，並製定防範第四波疫情的策略。施潘表示，他為此已經開

始同公共衛生專家和羅伯特· 科赫研究所方面舉行會談。

他表示，德國聯邦政府正致力於向疫苗生產商提前預訂6-7億劑疫苗，

以便未來五年內再度暴發大規模疫情時供德國國內和世界其它國家使用。

世衛組織稱非洲或面臨第三波疫情
多國放寬防疫限製措施

世界衛生組織官網最新數據顯示，截

至歐洲中部時間5日15時27分，全球累計

新冠確診病例172242495例，累計死亡病

例3709397例。另據美國約翰斯· 霍普金斯

大學最新統計數據顯示，截至北京時間6

日9時23分，全球累計確診病例172856274

例，累計死亡病例3718377例。

美洲：美國因新冠住院青少年人數
上漲

據約翰斯· 霍普金斯大學最新公布的

數據，美國累計確診病例33356868例，

累計死亡病例597363例。

當地時間4日，美國疾病控製與預

防中心發布的研究報告指出，美國因新

冠住院的青少年人數在今年1月和2月有

所下降，在3月和4月再次上升。

報告顯示，今年1月至3月，共有204

名美國青少年的住院主因或與新冠有關，

其中約三分之二的住院青少年是非洲裔或

西班牙裔等少數族裔。報告認為，美國的

少數族裔青少年受到的疫情威脅更大。

美國疾病控製與預防中心主任瓦倫

斯基表示，對青少年染疫住院人數深感

擔憂。瓦倫斯基認為，接種疫苗可以避

免這種令人憂心的現狀並最終結束疫情

。今年5月，美國正式批準該國12歲至

15歲的青少年接種輝瑞新冠疫苗。

路透社報道稱，美國和英國幾家主

要航空公司負責人、英國倫敦希思羅機

場首席執行官和美國旅遊協會負責人定

於7日舉行視頻會議，以推動取消美國

和英國之間的旅行限製。不過據知情人

士透露，美國政府官員3日在與英國官

員的通話中表示，白宮方面沒有打算取

消旅行限製。

歐洲：意大利研究所確認送檢含新
冠病毒抗體的血液樣本

希臘國家公共衛生組織當地時間4

日發布的疫情數據顯示，希臘單日新增

1112例確診病例，累計確診407857例；

新增死亡34例，累計死亡12218例。

希臘政府發言人佩洛尼當日稱，鑒

於目前希臘疫情有所緩和以及流行病學

數據的良好變化，下周有望宣布解除更

多防疫封鎖措施。不過佩洛尼強調，病

毒仍然存在，每個人都必須保持警惕。

據希臘官方統計，截至當地時間3日，

該國共有5888281人已經接種新冠疫苗，其

中2204220人完成疫苗接種。希臘政府當前

目標是在6月底前為50%的人口至少接種一

劑疫苗。此外，希臘針對難民群體的疫苗

接種工作已於3日展開。從下周開始，該國

更多的難民營將設置疫苗接種點。

據報道，世界衛生組織已要求意大利

米蘭國家腫瘤研究所將此前采集的含有新

冠病毒抗體的血液樣本送檢。當地時間4日

，米蘭國家腫瘤研究所確認此事屬實。該

所媒體負責人表示暫時無法透露進一步信

息，但未來幾天將就此事發布新聞公報。

去年11月，米蘭國家腫瘤研究所科

研人員公開發表的研究顯示，2019年 9

月采集的居民血液樣本中發現新冠病毒

抗體，這表明新冠病毒可能早在2019年

夏天就已經在意大利傳播。

亞洲：印度首都放寬防疫封鎖措施
印度首都新德裏首席部長凱傑裏瓦爾5

日宣布，鑒於新德裏地區的新冠疫情已得到

控製，過去24小時當地新增確診病例不到

500例，政府決定將進一步解除防疫封鎖措

施。這些措施包括：從本月7日開始，允許

約半數的商店和購物中心隔天營業；新德裏

地區的地鐵列車以50%的載客量恢復運營；

政府和私人辦公室允許50%的員工上班等。

據通報，該國單日新增確診病例

120529例，累計確診28694879例；新增

死亡3380例，累計死亡344082例。

當地時間5日，中國援助的新冠疫苗及

註射器抵達東帝汶。東帝汶副總理阿曼達

表示，面對來勢洶洶的新冠疫情，東帝汶

民眾急需疫苗保護，中國這批疫苗援助非

常重要、非常及時。東帝汶衛生部長貝洛

認為，中國及時提供了大量醫療物資援助

，有力支持了該國抗擊疫情。

4日當天，尼泊爾正式批準在其國內

緊急使用中國科興新冠疫苗。目前，尼

泊爾生物醫學私人有限公司已經啟動了

進口科興疫苗的申請工作。該公司負責

人稱，將盡快完成科興疫苗的進口、運

輸和分發工作，與尼泊爾政府及民眾攜

手抗擊疫情。今年2月，尼泊爾批準緊

急使用中國國藥集團新冠疫苗。

非洲：世衛組織稱非洲或面臨第三
波疫情

當地時間3日，世衛組織非洲區域辦

公室發布新聞簡報稱，非洲過去兩周的新

冠確診病例數與前兩周相比增加了20%，

有14個國家的新冠疫情呈上升趨勢。

簡報顯示，新冠疫苗運抵非洲的速度持

續放緩，這將導致該地區疫情繼續惡化。本

周，非洲國家布基納法索僅從“新冠肺炎疫

苗實施計劃”接收了11.5萬劑疫苗，而盧旺

達和多哥各接收了約10萬劑疫苗。

目前，50個非洲國家共接收了4860萬

劑疫苗，其中3140萬劑已得到接種。近20

個非洲國家已經用完所獲疫苗的三分之二

或更多。約2%的非洲人口至少接種了一

劑新冠疫苗，而全球比例是24%。

世衛組織警告稱，非洲正面臨潛在的

第三波疫情，非洲各國必須緊急提高重癥

監護能力，以防止衛生設施不堪重負。

運動受損、幻覺
……加拿大數十人患罕見病 病因不明
綜合報導 來自加拿大同一個省份的48

名患者出現了令人困惑的癥狀，包括失眠、

運動功能受損和產生幻覺。這仿佛是一種新

出現的疾病，困擾著加拿大的醫療機構，並

引起了一些世界頂級神經學家的註意。

加拿大新不倫瑞克省人口約77萬。在

過去的六年裏，數十人感染了這種疾病，

6人死亡。

這種疾病首次被發現是在2015年，當

時新不倫瑞克省的神經學家阿裏爾· 馬雷

羅發現一名患者出現了奇怪的混合癥狀，

包括焦慮、抑郁、快速惡化的癡呆、肌肉

疼痛和可怕的視覺障礙。

但直到2021年3月份，新不倫瑞克首

席醫療官的一份備忘錄被泄露給媒體後，

有關該疾病的信息才被公開披露。

據報道，患者們的年齡從18歲到84歲

不等，他們主要生活在新不倫瑞克的兩個

地區：蒙克頓和阿卡迪亞半島。馬雷羅說

，測試顯示了患者腦萎縮和神經功能障礙

等異常，但沒有一個結果可以互相聯系起

來，形成明確的診斷。

他搜索了醫療資料，並咨詢了世界各地

的同行。最後，他說，只有一個結論是合理

的：“這是我們以前沒見過的(疾病)。”

2021年4月，在首例病例出現六年後，

新不倫瑞克和加拿大首都渥太華的衛生當局

組建了一個由神經學家、流行病學家、環境

學家和獸醫組成的團隊，進行調查。

醫學調查人員說，潛在的病因已經被

篩選到四五個。

英屬哥倫比亞大學神經學家卡什曼博

士表示，研究的一個方向是，這種疾病可

能是由一種藍綠藻產生的毒素引發，與帕

金森癥和阿爾茨海默癥等疾病有關。

他說，另一個潛在的患病原因可能是

患者長期接觸軟骨藻酸。這是一種神經毒

素，在新不倫瑞克省海岸的貝類中發現。

20歲的加布裏埃爾·科米爾是這一疾病最

年輕的患者之一。當她兩年前開始上大學時，

突然莫名其妙地出現疲勞等癥狀。由於不能輕

易閱讀，也不能走路去上課，她被迫輟學。

不知道哪裏出現了問題，放大了人們對

這種疾病的恐懼。科米爾說，在被誤診為單

核細胞增多癥後，急診室的醫生告訴她，她

沒有任何問題。隨著她的健康狀況惡化，出

現了不由自主的抽搐、記憶衰退和幻覺，她

的病例最終被轉移給了一位神經學家。

如今，她住在新不倫瑞克省北部農村

，並拄著拐杖走路。“我剛剛開始了生命

中最美好的一章，然後它就消失了，”她

說。“我不知道自己是會死，還是會帶著

這些癥狀度過余生。”

此外，也有其他醫學專家質疑該疾病

的新奇性。美國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的神

經學教授格施文德是世界上研究罕見神經

疾病的頂尖專家之一，他沒有研究過這種

疾病患者的病例或屍檢。但他警告說，有

時，病癥看起來像是一種新疾病，結果卻

只是一種尚未確診的已知疾病。

綜合報導 南非環境事務部

發言人詹姆斯· 布蘭特· 斯蒂恩2

日在例行記者會上對外通報：在

各界的幫助下，南非搜捕隊員歷

經近三個月時間終於將此前“逃

亡”的80余條鱷魚重新捕獲。

今年3月3日，位於南非開普

敦的博尼維爾(Bonnievale)地區一

鱷魚養殖場發生大規模鱷魚集體逃

逸事件，超過80條尼羅鱷從養殖

場逃脫進入附近河流。由於這批逃

脫的尼羅鱷長度均在1.2米至1.5米

之間，身形較大且攻擊性極強，這

一事件引發了南非社會的擔憂。

斯蒂恩證實，事件發生後，

經過近三個月緊張搜捕，南非搜捕

隊員在各界的協助下，基本將逃逸

的鱷魚抓獲。其中51條鱷魚被實

施“安樂死”，32條被活捉後重

新放歸養殖場。

但斯蒂恩表示，目前仍有兩

條鱷魚尚未“歸案”，但搜捕隊

員已經基本掌握其行蹤。在此情

況下，搜捕隊員將繼續保證每周

至少展開一次夜間巡邏，以防止

鱷魚傷人。斯蒂恩還指出，肇事

的鱷魚養殖場全部設施已被有關

部門重新嚴格檢查，破損的圍欄

也得到及時修復。

此外，南非政府針對該事

件發生原因的調查仍在進行中

，以確定該事件中是否存在違

法行為，以致鱷魚大規模逃脫

事件發生。

南非：歷時近三個月
近百條近百條““逃亡逃亡””鱷魚歸案鱷魚歸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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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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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官員週一表示，在美國與北約部
隊開始撤出以來，塔利班組織的叛亂愈演愈
烈，已佔領了兩處地區。在北部的法里亞布
省(Faryab)，政府軍已壓制不住塔利班的攻勢
，只能放棄當地重鎮卡薩爾(Qaysar)。

戰爭很無聊(War is boring)報導，阿富汗
安全部隊經過數天的激烈戰鬥，週六還發生
一起攻擊警察局的的汽車炸彈襲擊，導致數
名警察死亡，損傷過大的安全部隊逃到附近
村莊的高地防禦。

該省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人士說，這幾
天的戰鬥很不樂觀，恐怕每天都有約有 100
名士兵的被殺、受傷或被俘。

除了卡薩爾即將失陷以外，另一名官員
周一表示，塔利班於週日晚上控制了古爾省
(Ghor)西部的沙赫拉克地區(Shahrak)。

古爾省省長阿卜杜勒·扎希爾·法札達(r
Abdul Zahir Faizada)在接受廣播公司採訪時說
，為了避免平民傷亡，政府軍已戰術性地從
地區中心撤退。

法札達補充說，星期日的戰鬥，造成 7
名安全部隊死亡，另有 3 人受傷。

自 5 月 1 日，美國和其他北約軍隊陸續
撤出阿富汗以來，至少有9個區落入塔利班
手中。阿富汗有34個省和388個區。區是二
級行政單位，比省低一級。

美軍前腳走 阿富汗兩處地區立即遭塔利班佔據

美聯社指出，美國東岸新英格蘭地區已
經成為全美各州的防疫典範，該地區6個州
超過60%民眾至少接種過1劑疫苗，即便當
地擴大疫苗接種順位的速度較慢，但是專家
指出當地政府更專注在讓脆弱族群優先施打
疫苗，現在疫苗接種率甚至超越全美平均。

美聯社指出，美國新英格蘭地區（New
England）成功對抗新冠病毒的經驗或許能夠
成為其他州的典範。新英格蘭地區一共包含
緬因州、新罕布夏州、佛蒙特州、麻州、羅
德島州、康乃狄克州等東岸6個州。

以麻州為例，麻州衛生官員上周才宣布
州內沒有一座城市處於新冠高風險狀態，羅
德島州的新冠住院數降至8個月來新低，佛
蒙特州、新罕布夏州過去7天的平均每日新
冠死亡數降至不到1人。

波士頓布里翰婦女醫院（Brigham and
Women's Hospital）急診醫師佛斯特（Jeremy
Faust）表示，5 月底陣亡將士紀念日（Me-
morial Day）後他才意識到，新冠肺炎已經
不再是他工作的重心，因為2次值班他都沒
有遇到新冠患者。當地最繁忙的波士頓醫學
中心（Boston Medical Center）也是同樣狀況
，急診護士拉巴貝拉（Kerry LaBarbera）說
同一個周末她只遇到2名新冠患者，她描述
過去一年半來就像經歷了龍捲風，為了活下
去拚命堅持，然後就克服了，她說現在感覺
像是 「剛剛發生了什麼事？」

美聯社指出，新英格蘭地區成為防疫典
範在於當地疫苗接種率更高，尤其6個州的
居民，至少接種過1劑疫苗的比例全部都超
過60%，讓當地新病例、住院數、死亡數快
速下降。這個數字高於全美的50%，更遠高
於南部由阿拉巴馬州、路易斯安那州、密西
西比州等組成的深南部（Deep South）州，
當地只有35%民眾接種過1劑疫苗，

根據《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
追蹤的疫苗數據，新英格蘭6州佔全美完整
接種疫苗比例前6名，全部超過50%，目前
全美完整接種疫苗比例為42%。

前美國疾病管制暨預防中心（CDC）主
任佛利登（Thomas Frieden）指出，新英格
蘭地區做對了一件事是：它擴大疫苗接種資
格的速度比美國其他地區還要慢，但是它更
專注在讓脆弱族群施打疫苗。

Boston.com報導，除了第一線醫護人員
之外，麻州將街友收容所、監獄等列為第一
順位接種名單，比高齡長者還要前面，多數
州民甚至直到4月才有機會接種疫苗。

除此之外，耶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
（Yale School of Public Health）流行病學系
主任柯博士（Dr. Albert Ko）表示，整個疫
情期間，新英格蘭地區的主管機關聽從公衛
專家建議，將防疫置於經濟發展之前，也有
助疫情降溫。他說新冠散播初期，當地疫情
真的非常嚴重，那段經歷在當地居民心中留
下了很大印記。

儘管新英格蘭地區疫苗接種率名列前茅
，但是布朗大學（Brown University）公衛學
院院長吉哈（Ashish Jha）仍提醒 「工作還沒
結束」，貧困區域的疫苗接種率仍低，還有
種族不平衡問題，需要加把勁。

目前全美每日平均新增確診數約為 1.5
萬例，平均新冠死亡數降至約430人，據約
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全球疫情統計，目前全美累積確診人數超過
3,337萬人，死亡人數將近60萬人。

現在新英格蘭地區的醫院已經開始處理
其他疾病患者，即使新冠病例下降，但是醫
院繁忙不減，因為疫情延後醫療照護的患者
一波波返回醫院。

不急著擴大疫苗接種 美東岸竟成防疫模範生

美國司法部今天宣布，殖民
管線公司先前遭網路攻擊，被迫
向駭客支付 440 萬美元贖金後，
當局已成功追回其中 230 萬美元
贖金，對這起美國史上最具破壞
性的網攻給予一記重擊。

司法部副部長摩納可（Lisa
Monaco）說，調查人員已經追回
63.7 個比特幣，目前市值約 230
萬美元。

全美最大燃料管線營運業者
殖民管線公司（Colonial Pipeline
）系統上個月遭遇網路攻擊，導
致美國東岸加油站出現燃油嚴重
短缺問題，殖民管線共向駭客支
付 75 個比特幣，當時價值約 440
萬美元。

摩納可說，司法部已 「找到

並追回」殖民管線所支付的大部
分贖金， 「今天，我們反敗為勝
， 撂 倒 『黑 暗 面 』 （Darkside
）」。摩納可指的是外界普遍認
為是這起網路攻擊背後的駭客團
體。

摩納可並未詳細說明當局是
如何從黑暗面手中追回這筆贖金
，但分析人士認為，其中可能涉
及美國聯邦調查局（FBI）調查
人員與美國軍方的網路戰行動。

根據今天提交的宣誓書，
FBI 擁有解鎖駭客比特幣錢包的
密鑰；目前尚不清楚 FBI 如何取
得這把密鑰。

殖民管線公司與全球最大肉
品供應商的美國子公司 JBS USA
相繼遇駭後，白宮上週敦促企業

高層和商界領袖加強安全措施，
以防受到勒索軟體攻擊。

聯邦調查局副局長阿巴特
（Paul Abbate）今天在記者會中
說，黑暗面是總部設於俄羅斯的
網路犯罪組織。

阿巴特表示，FBI 已在追蹤
超過 100 種勒索軟體。至少有 90
家美國企業深受黑暗面所害，包
括製造商和醫療保健產品供應商
。

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Gina
Raimondo）昨天表示，拜登政府
正在研究抵禦勒索軟體攻擊的所
有選項，而拜登本月會晤俄羅斯
總統蒲亭（Vladimir Putin）時，
也會討論相關議題。

美最大輸油管商遇駭案 FBI追回230萬美元比特幣

美國今天批准了治療阿茲海默症的藥物Aduhelm，這是將近
20年來治療這種疾病的第一種新藥，也是第一種因應阿茲海默症
所引起認知能力退化的藥物。

Aduhelm獲得批准是意料中事，但也具有爭議性，因為食品
暨藥物管理局（FDA）去年11月召集的獨立專家小組認為，並
無足夠證據證明這種藥物的療效，因此建議不予批准。

食品暨藥物管理局人員卡瓦佐尼（Patrizia Cavazzoni）說：
「Aduhelm是第一種針對阿茲海默症病理生理學基本病因研發的

藥物，這個病因就是大腦中的β 類澱粉蛋白質斑塊。」
無論有何爭議，食品暨藥物管理局還是以 「加速批准」程序

予以處理。當管理局認為某種藥物可能比現有藥物更具真實療效
時，便會如此處理，不過Aduhelm仍有不確定性。

這種藥物曾進行第3期人體試驗，其中一項試驗產生了減少
認知能力退化的結果，但另一項試驗無此結果。

近20年來首次美批准阿茲海默症新藥Aduhel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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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總統稱“建國五原則”
正面臨日益嚴峻挑戰

綜合報導 印尼總統佐科6

月1日在茂物總統行宮主持“班

查西拉”( Pancasila)紀念日活

動時稱，作為印尼立國之本的

“班查西拉”正面臨跨國激進

意識形態日益嚴峻的挑戰。

“班查西拉”是指由印尼

開國總統蘇加諾於1945年6月

1日提出的包括神道、人道、

民族、民主、正義五個方面的

建國原則，又稱印尼“建國五

原則”，其核心要義是印尼是

統一的多元族群、多元宗教、

多元文化的國家。每年的6月

1日，印尼都要舉行隆重儀式

慶祝“班查西拉”紀念日。

身著加裏曼丹島傳統服裝

的佐科當天以視頻方式主持了

今年的紀念活動，儀式現場在

印尼外交部班查西拉大樓外庭

院舉行。

佐科在主持活動時說，跨

國激進意識形態正利用快速演

進的全球化、技術進步和世界

互動，滲透進印尼的各個地區

、各個階層和各個年齡段的人

中，體現多元包容價值觀的

“建國五原則”正面臨日益嚴

峻挑戰。

佐科說，全球化和世界各

地的互動並不一定會增加共識

和團結，必須意識到隨之而來

的也有日益加劇的包括價值觀

和意識形態之間的競爭。

佐科認為，激進的跨國意

識形態正以各種方式和策略進

入印尼社區生活的各個領域。

因此，佐科強調必須通過

特殊方式讓國民增加對“班查

西拉”國家意識形態和價值觀

的了解。他說，必須充分利用

每年6月1日“班查西拉”紀

念日的機會，增強國民對“班

查西拉”價值觀的認識。

佐科要求所有印度尼西亞

人民團結一致並積極采取行動

，以實現“班查西拉”的價值

觀。

此前，佐科在社交媒體推

文稱，印尼國家在“班查西

拉”所蘊含價值觀的指導下經

歷了各個時代。如今，更要堅

持這些價值觀，團結合作戰勝

新冠疫情。

中國科興疫苗獲世衛緊急使用認證
符合安全有效等國際標準

綜合報導 世界衛生組織批準

將中國北京科興中維生物技術有限

公司研製的新冠滅活疫苗“克爾來

福”列入緊急使用清單，確認該疫

苗符合安全、有效和生產領域的國

際標準。

世衛組織緊急使用評估項目主

要考察新冠疫苗的質量、安全性、

有效性、風險管理方案，以及冷鏈

儲藏需求等實際使用方面的適應性

。另有一支獨立的技術咨詢組負責

開展風險利弊評估，針對是否要將

某種疫苗列入緊急使用清單，以及

疫苗在使用過程中所必須滿足的條

件提出獨立建議。

在對科興公司克爾來福新冠疫

苗開展評估的過程中，由來自世界

各地的專家所組成的評估小組實地

考察了疫苗的生產設施，評估小組

表示，該疫苗是一種滅活疫苗，易

於儲藏和管理，在資源相對匱乏的

環境中尤其如此。

與此同時，世衛組織免疫問

題戰略咨詢專家組也已完成了對

克爾來福新冠疫苗的評估。基於

現有證據，專家組建議向18歲以

上的成年人接種該疫苗，共分為

兩次接種，接種間隔在二到四周

之間。

針對疫苗有效性的研究結果顯

示，該疫苗在51%的接種者中成功

預防了有癥狀感染，並在100%的

接種受試者中成功預防了重癥感染

和住院。

專家組表示，參與該疫苗臨床

試驗的60歲以上人口數量較少，但

從目前正在使用該款疫苗的多個國

家所收集到的數據，以及相關的免

疫學支持研究均顯示，該疫苗對於

老年群體可能起到保護效果，同時

也沒有理由認為該疫苗對於青年和

老年群體在安全性上存在差別，因

此，世衛組織在疫苗使用建議中並

未設置接種年齡上限。

此前，由中國國藥集團生產的

新冠疫苗已獲得了世衛組織的緊急

使用許可。

除兩款中國疫苗外，世衛組織

此前已向多款新冠疫苗頒發緊急使

用認證，其中包括美國輝瑞製藥有

限公司和德國生物新技術公司聯合

研發的新冠疫苗，英國阿斯利康製

藥公司和牛津大學聯合研發的兩個

版本阿斯利康疫苗，美國強生公司

旗下楊森製藥公司研發的新冠疫苗

以及美國莫德納公司研發的新冠疫

苗。

依靠進口疫苗受掣肘
日本出臺研製國產疫苗戰略

綜合報導 據報道，為確保東京奧運會順利舉行

和日本經濟早日復蘇，日本政府加速新冠疫苗的接種

計劃，決定提前為職場員工和學生接種。由於擔心依

靠進口疫苗會受掣肘，當局也出臺以研製國產疫苗為

主的疫苗戰略。

據報道，日本當局初期由地方負責疫苗接種工

作，後來發現進度太慢，因此在奧運會賽區東京和大

阪，調動軍醫為65歲以上的居民接種。由於日本65

歲以下的人仍活躍於職場，當局現在決定以職場作為

接種中心。

日本內閣秘書長加藤勝信6月1日在記者會上說

，為了加速接種工作，當局將同企業合作，讓員工和

家屬提前接種。當局將同時在校園展開打疫苗計劃。

這兩個計劃最快可在6月21日啟動。

日本目前采用的是輝瑞和莫德納這兩款進口疫苗

。此前，歐盟國家曾因為自身貨源不足，延後交付對

日本的供應。

為了將來不受製於外在因素，日本政府6月1日

出臺了新的疫苗戰略，重點是研製國產疫苗。首相菅

義偉說：“打造國產疫苗，是因為建立一個完整的疫

苗體製對於危機管理是極其重要的。”

日本除了要研發疫苗，也試圖成為亞洲區的疫苗

臨床試驗據點。

隨著疫苗接種持續擴大，日本民眾對於外出消費

更放心。6月1日是東京和大阪等地防疫緊急令延長的

首日，商場、遊樂場和電影院反而解禁，立刻引來人

潮。有媒體分析指出，日本有望在9月份完成50%人

口接種，屆時將出現消費大反彈。

尼
泊
爾
首
都
地
區

封
鎖
措
施
延
長
至6

月14

日

綜合報導 尼泊爾加德滿都谷地三市

負責人聯席會議2日決定，為防控新冠肺

炎疫情，將谷地內的封鎖措施延長至6月

14日。

在加德滿都谷地原先的封鎖措施

下，食品雜貨店等都不能營業。根據

當天的決定，之後這些店鋪可以在每

天9時前開門營業；一些建設施工工程

也可以在特定條件下進行作業。不過

，官方將繼續嚴控公私車輛和人員的

日常流動。

加德滿都谷地的本次封鎖開始於今

年4月29日，後經歷了多次延長。除了

加德滿都谷地，尼泊爾著名的奇特旺地

區也在2日決定將現行封鎖措施延長至6

月10日。

此外，尼泊爾官方正逐漸放松對國

際商業航班的管製。6月 1日，尼泊爾

民航局發布公告說，從6月 1日至30日

，允許相關航空公司執飛加德滿都往返

伊斯坦布爾、多哈、新德裏的每周定期

航班。

據尼泊爾衛生與人口部1日公布的數

據，過去24小時，全國新增5285例新冠

病毒感染病例，累計達566587例；新增

68例死亡病例，累計達7454例。目前，

尼泊爾加德滿都、比爾根傑等地區也出

現了毛黴菌病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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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及記者李理報

道，中國駐美大使館華盛頓當地時間5日發佈通

知，就搭乘臨時包機意願開展摸底調查。通知

稱，將首先面向全美符合條件的未成年中小學留

學生開放登記。

中國包機優先接小留美生
駐美使館開展搭乘意願調查及開放登記 高中生：救命稻草

根據駐美大使館的通知，目前大多數海外留學人員仍然
選擇留在當地。同時考慮到有一些留學人員、特別是

未成年的小留學生面臨無法解決的實際困難，需要返回
中國，中國有關部門正在積極考慮對疫情嚴重國家一些確
有困難、急需回國的留學人員，採取逐步、有序方式，作
出開通臨時航班和包機等相應安排。

機票隔離費用自理
通知指出，根據公開、透明、公平原則，首先面向全

美年齡未滿18周歲（以登記日為準）、父母未陪伴在旁、
長期或短期在美留學的中小學留學生開放登記。如安排臨
時航班和包機，將根據可能的航空運載量，從保護弱小原
則出發，按照登記人員年齡從小到大順序排序，優先安排
小留學生乘機回國。

根據安排，機票和回國隔離費用自理。自願承擔回國
過程中的各種可能風險，並自覺接受乘機過程及抵達目的
地後的各項檢疫安排。除未成年留學生外，監護人等其他
人員不能陪同乘機。截止時間為美東時間2020年4月6日晚
6時（北京時間4月7日晨6時）。

家長：兒子回家最後希望
一名名叫“惠子”的留美高中生表示，最近美國每天

確診數字都是四位數起跳，她確實有點後悔沒有早點回中
國，在家裡的母親更是心急如焚。包機回國消息一出，她
第一時間就在母親的催促下做了登記。“這就像救命稻
草，我現在的安全感已經被打破了，我相信祖國做事的效
率，很快就能讓我們回國。”她還特意在自己的社交媒體
上寫道：“感謝祖國，感恩生為中國人，我們要加油。”

一名兒子在蘭道夫馬克高中唸書的家長表示，她的兒
子是住校生，學校現在停課，孩子沒有辦法自己照顧自
己。家長為了確保兒子能回來，四月份定了各個時段五張
機票，加起來十幾萬元人民幣，但結果是全部被取消。現
在有了包機安排，她表示，簡直是幫助自己兒子早日回家
的最後一絲希望。

中國民用航空局飛行標準司副司長韓光祖6日介紹，
從3月4日到4月3日，民航共安排11架次臨時航班，協助
在伊朗、意大利和英國的1,827名中國公民回國，接回人員
主要以留學生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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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駐美
大使崔天凱華盛頓時間5日在《紐約時報》刊
文指出，圍繞疫情中美兩國間有一些不和諧的
聲音。“但現在不是相互指責的時刻，現在我
們需要團結合作、互幫互助。”

齊引領疫苗研發攻關合作
這篇題為《同舟共濟 定克時艱》的文章

說，此時此刻團結至關重要。要保持清醒、明
辨是非，對那些企圖煽動種族主義和歧視仇
外、把別國或別的種族當成替罪羊的愚蠢言行
說不。因為這樣的言行不僅會嚴重破壞中美當
前合作抗疫的努力，也將埋下猜疑甚至對抗的
禍根，將兩國的人民拖入險境，甚至殃及全
球。

文章表示，中方始終負責任地通報疫情信
息。中國建立了新冠肺炎疫情網上知識中心面
向所有國家開放。中美兩國衛生部門和防控專
家也一直保持着密切溝通。

文章認為，作為世界最大的兩個經濟體，
中美應該引領治療技術和疫苗研發國際攻關合
作，充分探討治療藥物技術共享，聯手幫助缺
乏醫療條件的國家，推動完善全球衛生治理。
此外，還要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穩市場、
保增長、保民生，確保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開
放、穩定、安全。

華企全力生產美採購物資
文章介紹說，中方盡己所能，為包括美國

在內的有關國家提供支持，而位於美國疫情

“震中”的紐約州正是重點支持對象。目前，
中方正協助美政府在華採購抗疫物資。中國企
業加班加點，生產、交付紐約與全美採購的醫
療物資。華為向紐約州和華盛頓特區捐贈了數
萬件防疫物資。中資企業總計已向美捐贈150
萬隻口罩、20萬個檢測盒、18萬個手套及許多
其他防疫物資。

文章稱，不久前，中國也遭受了疫情的迎
頭痛擊，因此我們對美國人民的苦痛感同身
受。我們搏鬥過，付出了巨大犧牲，所以深知
這裡及世界各地抗擊疫情的艱難。我們銘記，
在最困難的時候世界各地的朋友給了我們慰藉
和幫助，其中很多是美國人，很多是紐約人。
現在我們也願真誠回報他們的善意，與他們共
渡難關。

崔天凱：中美需團結合作互幫互助

■■中國駐美大使館將安排包中國駐美大使館將安排包
機機，，優先接未成年留美學生回優先接未成年留美學生回
國國。。圖為中國留美學生與當地圖為中國留美學生與當地
同學和老師交談同學和老師交談。。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紐約市史坦頓島醫護人員收到紐約市史坦頓島醫護人員收到
美國華人團體及華人企業捐贈的美國華人團體及華人企業捐贈的
口罩口罩。。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香 港 新 聞 ●責任編輯：李岐山 2021年6月8日（星期二）4

專家排除變種毒株4月前輸入
建議近一個月數千高風險區抵港者測抗體 揪出走漏個案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日前感染 N501Y變種病毒株的 17歲女

生，繼母親染疫後，其 20歲胞姊也證實確

診變種病毒株，她4日被送往檢疫中心，同

日出現病徵。至今母女三人中招，感染源

頭仍是謎，專家已排除是受4月或之前的輸

入個案傳染，但仍然要比對不同基因排

序，才能鎖定具體感染源頭。另有專家建

議，特區政府考慮回顧式追蹤近一個月從

高風險地區抵港並完成檢疫的數千人，檢

測他們的抗體及病毒，從而發現走漏個

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悅琴、文
森）繼送樓、送車之後，已接種新冠疫
苗的市民有機會得到黃金、戲飛、家電
及禮券。恒基兆業集團7日公布“疫苗
接種鼓勵計劃”，擬抽獎送出999足金
共300両(約11,250克)，和逾百萬元旗下
商場或超市消費購物禮券，頭獎可獨得
價值超過百萬元的足金60両，加上系內
煤氣公司同期推出300萬元的疫苗推廣
活動，送出獎品總值近1,000萬元(港
元，下同)。

據恒基公布，凡在香港完成接種兩劑
新冠疫苗並年滿18歲的香港居民，包括永
久居民、非永久居民以及該集團的員工均
可參加抽獎。抽獎活動預計於6月下旬開始
接受網上登記，由7月起每兩星期舉行一次
電腦抽獎，共送出獎品總值逾630萬元。

抽獎活動分6輪進行，首5輪抽獎活
動，每次送出“金獎”名額20個，各可得
999足金一両，最後一輪則會作大抽獎，頭
獎為999足金60両，價值逾100萬元。除
了黃金，市民亦有機會得到指定商場電子
購物禮券及指定超市零售現金券。

此外，恒基為鼓勵員工盡快接種疫
苗，9月底前若員工接種率達70%，已
接種疫苗的員工每人可得 1,000 元獎
金；若接種率達85%，已接種疫苗的員
工每人可再得2,000元獎金。員工於9月
底前，每接種一劑疫苗後可獲得兩天有
薪假期，完成接種兩劑共可獲得四天有
薪假期。

同系的煤氣公司亦將送出50個特別
大獎，獎品是價值一萬元的購物禮券，

另設價值1,000元購物禮券予2,500名幸
運兒；完成接種兩劑疫苗的員工可享有
一天有薪特別假期。

領展送餐飲券小型家電
此外，領展公司今年10月底會舉行

抽獎，9月初開始接受登記，獎品包括
5,000元中式酒樓餐飲現金券共400份，
及小型家庭電器，總值逾200萬元，活動
的詳情將稍後公布，不便上網的市民可
到商場的客戶服務櫃台登記抽獎。自今
年3月下旬起，領展已向接種疫苗的香港
員工提供兩天有薪假期。

英皇贈送兩萬張戲票
英皇集團也宣布旗下英皇戲院向香

港總商會贈送兩萬張戲票，以抽獎形式
送出，於全港英皇戲院通用。凡於今年
8月31日或之前年滿18歲、在港完成接
種兩劑新冠疫苗的香港身份證持有人均
可參加。英皇集團亦為完成接種疫苗的
員工提供額外兩天疫苗假期，及每位獲
3,000元旗下業務購物消費禮券以作感
謝，該集團亦積極籌備員工外展接種服
務，希望為員工提供便利。

安老業界亦擬舉辦大抽獎措施。安老
服務協會主席陳志育7日在電台節目上指，
業界正探討在短期內公布疫苗假期或推出
大抽獎等措施，鼓勵員工接種疫苗；並指
現時員工每月可獲200元強制檢測津貼，
但已打針員工會失去津貼，建議政府將用
於檢測及相關津貼的資源轉為鼓勵員工打
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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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為更具針對性地
從源頭堵截病毒，尤其是N501Y變種病毒株輸港，繼續
對菲律賓、印度、巴基斯坦及尼泊爾實施地區性航班
“熔斷機制”，至今已逾一個月，外籍傭工來港無期，
勞工短缺嚴重。香港僱傭代理協會主席張結民7日表
示，自從有關機制實施後，約5,000名菲律賓外傭受影
響未能來港，並指菲律賓政府近日已將4個月內會出境
的外傭，列為最優先接種新冠疫苗群組，期望特區政府
可容許已接種疫苗的外傭盡早來港，紓緩外傭市場供不
應求的壓力。

張結民7日在電台節目上表示，相信現時香港外傭
市場仍有5,000名至6,000名勞工短缺，有不少僱主急用
人，轉而聘請本地完約或斷約外傭，以致薪金被炒高，
現時平均月薪達5,000元(港元，下同)至6,000元，最高
更可達9,000元，雖約有兩千多名完約外傭於市場搵
工，但供不應求情況仍嚴重。他指出，目前仍未出現外
傭不斷轉工選擇僱主的情況，因為近半年入境處在審批
斷約外傭工作簽證方面非常嚴謹，如果外傭轉工超過一
次，即使找到新僱主，如沒有合理的離職原因，處方很
多時都不會批出新工作簽證。

商界鼓勵市民打針舉措（續）
恒基兆業集團

●7月起每兩星期舉行一次電腦抽獎，送出獎品總值
逾630萬元

○首五輪抽獎活動，每次送出20個“金獎”，各
可得999足金1両

○恒基地產7大商場通用的H·COINS商場電子購
物禮券1,000元，名額100個

○恒基兆業地產集團旗下指定超市零售現金券
1,000元，名額100個

●9月舉行最後一輪大抽獎

○頭獎一名︰999足金60両，價值逾100萬元
○二獎兩名︰999足金30両，價值逾港幣50萬元
○三獎八名︰999足金10両，價值逾港幣17萬元
○商場電子購物禮券1,000元︰名額100個
○指定超市零售現金券1,000元︰名額100個

煤氣公司

●8月至9月分5次進行抽獎，送出獎品總值300萬元

○特別大獎1萬元購物禮券，名額50個
○價值1,000元購物禮券，名額2,500個

得獎者可在煤氣客戶中心、煤氣烹飪中心、煤氣
Flame餐廳，及好氣Fun使用購物禮券

領展

●今年9月初開始接受登記，10月底舉行抽獎，送出
獎品總值逾200萬元

○5,000元中式酒樓餐飲現金券共400份
○小型家庭電器

英皇集團

●兩萬張英皇戲院戲票贈予香港總商會以抽獎形式送
出，於全港英皇戲院通用

合景泰富集團及龍湖集團

●啟德“尚‧珒溋”公布推出“已接種新冠疫苗人士
優惠”

○已接種一劑或以上新冠疫苗者，可專享額外1%
折扣優惠，本周四生效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悅琴

僱傭代理促准已接種菲傭赴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文）提高
新冠疫苗接種率、助香港走出“疫境”
“人人有責”，除了大企業舉辦百萬抽
獎、派發十萬購物禮券、甚至抽樓、抽
股……鼓勵更多市民接種疫苗外，小商
戶也能盡綿力。其中，位於土瓜灣馬頭
角道的恒達熱水系統設計有限公司擬以
抽獎方式，送出10部電熱水爐予已接種
兩劑疫苗的香港文匯報讀者，擬要求參
加者出示本報報頭及針卡便合資格參
加，具體參與辦法將稍後公布。

負責有關活動的吳小姐接受香港文
匯報訪問時，引述公司老闆郭恒達指，

希望透過抽獎活動激勵市民接種疫苗，
讓香港社會盡快回復正常運作，重拾昔
日的繁華。由於郭老闆閱讀本報後，了
解到不少企業正採取不同方法鼓勵市民
接種疫苗，他亦希望盡自身所能為疫苗
防疫出錢出力。

恒達公司擬捐出10部10加侖港產柏
林牌電熱水器，以抽獎形式贈予已接種
兩劑疫苗的香港文匯報讀者。

有關熱水器售價為4,800港元，不包
含安裝，中獎者亦可根據自身情況兌換
不高於該價格的同品牌小型熱水器。具
體參與辦法將稍後公布。

恒基系送千萬獎品鼓勵打針

小商戶熱水爐贈香港文匯報已針讀者

●感染變種病毒株的17歲女生，其20歲胞姊也證實確診，該女患者在5月29日曾到荃灣荃新天地商
場。 中通社

●確診變種病毒株女患者在5月29日，曾到
荃灣如心廣場商場一期及二期。 中通社

●同日到訪荃灣荃新天地二期NAMCO，店舖
7日如常營業。 中通社

7日香港新增7宗確診個案，6宗為輸入個案，有4宗
來自印尼，包括3名外傭；其餘兩宗分別來自阿聯酋

和美國。唯一的本地個案為20歲女子（個案11860），
為一名學生，是早前公布帶有N501Y變種病毒株17歲
女生的胞姊。她於上月23日及29日到訪多個商場及食
肆，包括K11 Musea、西九龍中心、如心廣場、南豐紗
廠等。她與胞妹及母親也未有接種疫苗。

香港理工大學醫療科技及資訊學系副教授蕭傑恒7
日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17歲確診女生攜帶的病毒株，
經基因分析確認屬英國發現的變異類型（Alpha）病毒
株，與4月份在港出現的輸入個案相比，有十多個不同
基因突變，相信兩者並沒有直接關係，病毒已經過多代
傳播。

防疫難度較外傭群組更大
蕭傑恒指，Alpha病毒株流傳最廣泛，在全球多地

都有出現，包括印尼、日本和台灣。至於該女生感染的
病毒株究竟來自何地，他表示各地區也有機會，正嘗試
取得不同地區的病毒株作比對；一旦發現相近病毒株，
則可再追查是否有相關的輸入個案。他強調，追蹤女生
的感染源頭和堵截傳播鏈如同“與時間比賽”，認為今
次防疫工作難度較上次外傭群組更大。

對於少女一家會否揭開香港第五波疫情序幕，他表
示，有待觀察是否有其他本地個案感染Alpha病毒株，
一旦有則顯示社區可能有多條傳播鏈並行，病毒已在社
區擴散，第五波疫情亦會爆發。

何栢良倡引入雙軌檢測
香港大學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栢良則建議政府

引入雙軌檢測，即要求旅客剛抵港及在檢疫期尾聲時，
分別做兩次抗體測試；他並建議政府考慮回顧式追蹤，
覆檢近三四星期從高風險地區抵港、完成檢疫的2,000至
3,000人，檢測他們的抗體及病毒，相信政府有能力應
付，若發現有人抗體呈陽性，則反映有個案走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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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前立委林益世被控涉貪污收
受地勇負責人陳啟祥6300萬元案，高院更一
審明天宣判，此案請託行為是否為公務員職
務上行為，林益世有無實質影響力？將影響
成罪與否及刑度輕重。

台灣高等法院更一審審理範圍僅林益世
收賄新台幣6300萬元部分，林益世之前開庭
時表示，他沒有犯罪，地勇公司及中聯公司
均是民營公司，以立委職權是管不到的，且
一審台北地院認定他恐嚇時任中鋼公司總經
理鄒若齊、中聯董事長翁朝棟等人有誤，這
是筆錄漏載。

比對一審及二審的判決理由，一審認定
，林益世只是向中鋼和中聯經營階層恐嚇，
並非直接對經濟部施壓，不構成貪污罪，且
林益世的影響力來自豐沛地方勢力和黨政關
係，與立法委員職權無關，因此林益世的請
託行為並非職務行為，不構成違背職務收賄
罪，依刑法公務員假借職務權力恐嚇得利罪
，判刑5年6月。

案經上訴，二審台灣高等法院則認定，
林益世犯行與他的職務具有密切關連性，林
益世為地勇公司協助爭取爐下渣原料契約的

續約，並向地勇公司收賄6300萬元，已構成
貪污治罪條例的違背職務收賄罪，採用實質
影響力說，不採一審的法定職權說，撤銷一
審判決，改依貪污治罪條例的違背職務行為
收受賄賂罪，判刑12年。

經上訴最高法院認為判決理由不備等為
由，撤銷二審判決，發回高院由更一審合議
庭審理，明天將宣判。

全案緣於，林益世被控在立法委員任內
，協助地勇公司爭取中鋼持股的中聯公司轉
爐石契約及其下游中耀企業爐下渣契約，收
受地勇負責人陳啟祥6300萬元，又在行政院
秘書長任內索賄 8300 萬元，另 1580 萬元財
產來源不明。

最高法院107年8月底，將收賄6300萬
元部分發回更審，僅就財產來源不明罪部分
，判刑2年定讞；林益世被控索賄8300萬元
，連同洗錢部分，判決無罪定讞。

林益世因2年徒刑定讞入獄服刑，去年
4月間獲假釋出獄，高院更一審決定不接押
，裁定他限制住居、限制出境，每週赴警局
報到。

林益世被控貪污收賄6300萬元案 更一審9日宣判

（中央社）政大1名男學生日前墜樓死
亡，警方初步了解，死者留有遺書，自稱遭
網路霸凌，不堪壓力所致。政大今天表示，
對此深表沉痛與遺憾，已請師長加強關懷每
名學生。

台北市警消6日凌晨獲報，指文山區木
新路1處民宅有墜樓事件，派員到場發現墜
樓男子已明顯死亡。根據警方初步了解，死
者為政大黃姓男大生，死前留有遺書，自稱
近來遭受網路霸凌事件，不堪壓力所致。

有網路貼文指稱，黃姓男大生先前疑因
租屋問題爭執，在政大交流社團發文批評女
同學；後來有其他學生在政大Dcard板發文
貼出疑為黃姓男大生的黑歷史，導致他飽受
批評。

政治大學指出，對於年輕生命的消逝，
學校深表沉痛與遺憾，第一時間已對當事學
生周遭同學、親屬進行關懷，不論背後原因
為何，身為教育單位都難以接受與承擔。

政大表示，已與各學院、系所溝通，請
導師、系所人員在疫情肆虐的非常時期，努
力與每名學生進行更縝密連結，讓學生感受
到師長關懷，學校會一直與學生站在一起，
無論何時何地都能提供及時協助。

對於學生的心理健康、課業或經濟需求
，政大指出，學校有資源能讓大家安心，期
許所有學生在此時刻，多對身邊同學、朋友
表達關懷，成為在關鍵時刻溫柔接住傷痛的
力量。

政大男學生墜樓亡 留遺書稱不堪網路霸凌壓力

（中央社）高檢署今天表示，各地檢署查緝疫
情假訊息犯罪專責小組成立以來，已偵辦假訊息案
138件、165人；因應疫情嚴峻，高檢署將持續督導
檢察機關偵辦假訊息與醫療暴力案件，維護治安。

台灣高等檢察署新聞稿指出，各地方檢察署自
民國109年3月2日至今年6月7日，共偵辦散播疫
情假訊息案998件、1230人，包括今年5月間各地
檢署成立 「疫情期間查緝假訊息犯罪專責小組」以
來，所偵辦的138件、165人。

新聞稿表示，為維護醫療環境與醫護人員執業
安全，高檢署已函令所屬地檢署，對轄內醫療暴力
案件，從嚴從速偵辦；被告犯罪情節重大者，向法
院聲請羈押；案件偵查終結時，參酌具體個案情節

，從重求刑。
高檢署指出，1名王姓男子今年5月8日恐嚇急

診室醫師與護理師，士林地檢署日前已起訴王男，
並請法院依累犯規定加重其刑。

此外，確診武漢肺炎的洪姓男子5月31日在雙
和醫院持刀砍殺醫護人員，新北地檢署當天立即分
案偵辦，並以視訊方式訊問證人，迅速保全犯罪證
據。

高檢署表示，武漢肺炎（2019冠狀病毒疾病，
COVID-19）疫情嚴峻，將持續強化督導檢察機關
從嚴從速查緝散播疫情假訊息與醫療暴力案件，並
再次呼籲民眾切勿任意散播疫情假訊息與對醫護人
員施以醫療暴力，以共同維護社會安定。

查緝疫情假訊息 高檢署：專責小組已偵辦165人

（中央社）鄭姓男子涉嫌在全台6 處據點，成立地下期貨投
注站，以台灣證券交易所發行量加權股價指數為投注標的，吸引
賭客下注，案經刑事局循線偵辦，日前逮捕鄭男等17人，依賭
博等罪嫌送辦。

刑事局偵查第六大隊第六隊今天表示，刑事局中部打擊犯罪
中心於今年4月初接獲情資指出，45歲鄭姓男子涉嫌在全台，北
中南等處經營地下期貨投注站，媒介民眾下單投注地下期貨，經
蒐證後報請雲林地檢署檢察官指揮偵辦。

案經刑事局偵查第
六大隊第六隊與台北市警察局刑警大隊、台中市警察局霧峰分局
與高雄市警察局刑警大隊等單位，共組專案小組偵辦，查出投注
站位於新北市中和區、台中市北區、雲林縣斗六市、嘉義縣六腳
鄉、台南市安平區及高雄市三民區等地。

辦案人員經跟監蒐證後，於5月13日持搜索票，前往6處投
注站搜索，帶回鄭姓男子與同夥等17人偵辦，並查扣手機、筆
電、存摺、期貨交易手冊、下注單等證物。

警方查出，犯罪集團以台灣證券交易所發行量加權股價指數
為投注標的，以作多或作空，漲、跌1點計價新台幣200元來輸
贏，提供下注簽賭，再居中每單位抽佣150至200元，吸引賭金
博奕，業者並未將委託單下至期交所，因此客戶與業者間屬賭博
行為。

警方全案訊問後，依違反期貨交易法、賭博等罪嫌，將鄭男
等17人移送雲林地檢署偵辦。

經營地下期貨投注站刑事局逮主嫌等17人送辦

官員立院備詢官員立院備詢 保持安全距離保持安全距離
立法院第立法院第1010屆第屆第33會期第會期第11次臨時會次臨時會88日舉行日舉行，，行政院長蘇貞昌行政院長蘇貞昌（（前排右前排右22））率官員列席率官員列席，，議場內議場內

座位都有加裝透明隔板並保持距離座位都有加裝透明隔板並保持距離，，加強防疫加強防疫。。

鼓勵在家防疫鼓勵在家防疫 消基會籲補助水電費消基會籲補助水電費、、規費祭優惠規費祭優惠
消基會消基會88日召開日召開 「「鼓勵在宅抗疫鼓勵在宅抗疫，，要有優惠配套要有優惠配套」」 視訊記者會視訊記者會，，呼籲公私部門檢討呼籲公私部門檢討

減免或優惠水電上網通訊費用及各項規費減免或優惠水電上網通訊費用及各項規費、、手續費手續費、、服務費服務費。。

疫情嚴峻 餐飲業者受影響疫情嚴峻 餐飲業者受影響
受到受到COVID-COVID-1919（（20192019冠狀病毒疾病冠狀病毒疾病，，武漢肺炎武漢肺炎））疫情影響疫情影響，，不少店家暫停營業不少店家暫停營業。。台北市台北市88日近日近

中午用餐時段中午用餐時段，，餐飲業者一邊整理工作台一邊備料餐飲業者一邊整理工作台一邊備料，，與昔日餐廳人來人往的景象形成對比與昔日餐廳人來人往的景象形成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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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秦鴻鈞報導）美國聯儲局承諾
將會在未來 3 年維持低利率水平，直至通貨
膨脹率持續上升以及勞工市場改善。聯儲局
主席鮑威爾 (Jerome Powell) 表示，會維持利
率不變，直至實現最大就業及 2% 平均通脹
目標。他呼籲國會通過新一輪支持經濟方案
，又說如果不加強財政支持，經濟活動將會
受 影 響 。 美 聯 儲 維 持 聯 邦 基 準 利 率
0%-0.25%不變，美聯儲主席鮑威爾表示，將
致力使用所有的工具來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對
經濟造成的衝擊。聯儲局決策官員普遍預期
，直至 2023 年都不會加息，即利率將會保
持在接近零的水平。在此同時，歷史新低利
率導致美股瘋狂飆升新高。

委員會將力爭使通貨膨脹率適度地高於
2％ ， 美聯儲決定，將短期利率維持在接近
於零的水平，並每月購買至少 1,200 億美元
債券。一方面支持在2021年開始強勁增長的
經濟，另一方面支持在30年期按揭利率仍維
持在3%左右的情況下的市場運作。美聯儲的
借款利率處於歷史低位，這使得借錢變得更
加容易，同時也降低了人們存錢的意願。非
常低的銀行存單利率導致人們不太願意把錢
存入銀行，人們開始進入股票市場或其他金融投資項目，包括
選擇保險公司投資項目。

最近，人們注意到所有的雜貨基本食品必需品的價格都大
幅上漲，漲幅超過10%，讓人認為高通脹率即將到來。 人們應
該如何保護自己免受經濟損失。顯然，隨著通貨膨脹率不斷飆
升，將錢存入銀行會導致損失。 低利率也導致一切物價上漲，
房價和租金也隨之上漲，使得銀行儲蓄利息無法比擬。

以下是消費者如何利用美聯儲的接近零利率政策，可以從
中獲益的一些方式。目前，30年期固定利率住房抵押貸款的平
均利率為3.159%。個人借款人的利率是根據他們的信用評分和
其他財務憑證確定的。 如果您是典型的借款人，監控平均抵押
貸款利率的趨勢以了解您可以預期為房屋貸款支付的費用仍然
是值得的。 以下是 6 月 7 日星期一的平均抵押貸款利率：30
年期固定抵押貸款 3.159% ，20 年期固定抵押貸款 2.938% ，
15 年期固定抵押貸款 2.413%。

將已有抵押貸款再融資，再融資可以幫助減少住房和其他
高利率抵押貸款的支付。如果消費者以較低的利率為現有債務
進行再融資，他們可以為自己省錢。這可能是騰出現金的最好
方式。根據Bankrate網站的數據，自從去年央行將基準利率調
整到接近零的水平以來，信用卡利率已經降到了16%以下的平
均水平。其它短期借款利率現在甚至更低。金融專家建議：現
在是考慮轉用成本較低的貸款的好時機，比如利用個人貸款來
合併和償還高利息信用卡債務。

美聯儲未來 3 年將利率維持在近 0% 來支持經濟
銀行提供非常低再融資利率現在是再融資抵押貸款的好時機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當我們進入夏
季對抗潮濕悶熱的天氣時，人們有必要打
開空調，讓室內的生活更加舒適。打開空
調時，空調消耗大量電力，這意味著它花
費大量能源費用。關於空調的設定溫度，
有兩種不同的看法：一種策略是抱怨空調
設置太冷，另一種策略是因為有人將其設
置得太高而使溫度不舒服。沒有人喜歡在
家裡放鬆時出汗，就像沒有人喜歡在七月
穿羊毛衫一樣。在夏季設置空調的理想溫
度，讓每個人都感到舒適，同時防止您的
能源費用賬單飆升得太高。 專家稱 78 華
氏度是夏季月份家居舒適度和節能效果的
神奇數字。

根據 ASHRAE（美國采暖、製冷和
空調工程師協會），夏季熱舒適的理想溫
度介於 23.5oC (74.3oF) 和 25.5oC (78oF)
之 間 。 因 此 ， 將 溫 度 設 置 為 24oC
(75.2oF) 可以節省電費並提供良好的舒適

度。 將吊扇與空調一起使用還可以幫助
提高空調的設置溫度。78 華氏度應該適合
您家庭的大多數成員。 根據能源供應商
Direct Energy 的說法，78 華氏度也達到了
讓每個人保持涼爽和控制能源費用之間的
最佳平衡點。 為額外的省錢，在晚上每
個人都睡著時將空調保持在 80 到 82 華氏
度之間。當我們睡覺時，因為我們的體溫
會下降，所以理論上我們可以忍受更高的
溫度。輕便的睡衣，再加上只蓋一張床單
，會為額外的省錢有所幫助。

Direct Energy 建議在無人在家時將溫
度設置為 88 華氏度，尤其是當您外出度
假並攜帶寵物時。 但是，如果您家中有
寵物，請記住寵物的最佳室內溫度：鳥類
和許多小型哺乳動物無法忍受高於 85 華
氏度的室內溫度。狗不應處於高於 82 華
氏度的室內溫度。 調整室內78 華氏度是
您的能源賬單的最佳空調設置。

如果您或您的其他家庭成員覺得 78
華氏度仍然太熱，有一些保持涼爽的提示
： 穿輕便、寬鬆的衣服。 當你在房間裡
時，使用吊扇。 避免在白天使用烤箱。
睡前洗個涼水澡。 如果這些都不起作用
，請嘗試每天將空調降低 1 度，直到每個
人都找到最舒適的溫度。如果空調位於家
中較熱的區域，即使家中其他地方已經冷
卻到華氏 78 度或更低，它也會不斷要求
空調泵送冷空氣。盡量避免將空調安裝在
以下位置： 陽光直射的區域； 直接在通
風口上方； 廚房，往往是陽光充足、溫
高的房間，會給出虛假的高讀數； 在門
窗附近，陽光和環境熱量可能會產生虛假
的高讀數。

不要擔心在與空調相同的房間內運行
吊扇。風扇冷卻人，而不是空氣，並且不
會影響空調讀數。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家
居舒適度和節能效果。

夏季設置空調的最佳家居舒適度和節能效果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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