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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政府美政府：：不應強迫公部門職員返工前接種疫苗不應強迫公部門職員返工前接種疫苗
【中央社】根據美國拜登政府明天將公布的

指南，美國政府工作人員在返回工作崗位前，不
應被要求接種2019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
疫苗，或被迫透露自身接種狀態。

路透社報導，指南指出，員工可以主動透露
接種資訊，聯邦機構也可以根據員工是否已接種
疫苗等考量來制定各自的安全守則。

在路透社看過的這20頁備忘錄中，負責監督
聯邦人力的3個機構代理主管也呼籲各單位，考
慮對部分員工做出較具彈性的安排，包括永久兼
職遠距上班，或在正常辦公時間以外工作。

疫情期間遠距上班的美國政府人員正準備重
返工作崗位。美國勞工部今天也發布緊急規定，
以保護在醫療環境中的工作人員。

聯邦政府聘用了逾400萬名人力，是全美最
大雇主。根據明天將發布的備忘錄，近6成聯邦
員工在疫情期間遠距工作，遠高於先前的3%。

這份指南要求各機關於下週前遞交草擬提案
，並於7月19日前提供比較詳細的最終計畫，包
括重啟日期。

這份備忘錄由白宮管理及預算局（Office of
Management and Budget）、人事管理局（Of-
fice of Personnel Management） 和 總 務 署
（General Services Administration）代理主管簽
署。

白宮管理及預算局副局長米勒（Jason Miller
）發表聲明說，這份指南凸顯一事，即各機關計
畫重啟辦公室之際，員工安全乃優先考量。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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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ident Biden met the leaders of the world’s advanced economies
in Falmouth, England, and tried to restore a transitional relationship
with the American alliances.

In the meantime, the gathering nations will pledge to donate one

billion doses of vaccines to the world.

Biden has sought to rest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alliances
after four years of being fractured under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As Prime Minister Merkel said, “We are happy that the American
President is present here. Being able to meet Joe Biden is obviously
important because he stands for the commitment to multilateralism
which we were missing in recent years. We will find the values based
on multilateralism which will lead to disputes with Russia, and in some
aspects also with China.”

We are so glad President Biden is taking action to address the world’
s issues, especially in this pandemic period. So many countries are
suffering and these are really global issues.

We just can’t avoid the problems and just isolate in our own
backyards.

We also hope the G-7’s powerful economies can find the solutions
to fight for our common future.

This is a global village and nobody can deny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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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ltilateralism Is BackMultilateralism Is Back

拜登總统和七個经濟主體首
腦在新冠疫情之後首次聚會，討
論國際经濟相關問題及面對中國
大陸崛起之新情勢。

七國高峯會議是二次大戰以
來對主要國家之重大挑戰和考
驗，拜登和英、法、加拿大領
䄂親切問候，是想消除川普時代
對歐洲盟邦造成之隔閡，並決定
共同捐贈十億支疫苗救助相關国
家。

德國總理默克說出了大家的
心聲，我們當然高興迎接拜登總
统之來訪，因為他代表了近幾年
來我們所缺乏的國際多邊主義，
她認為只有在此架構之下，才能
面對中俄兩國之纷爭。

我們非常深切的體會到，全
人類面臨的是個國際多邊關係的
問題，尤其是過去一年多來，新
冠病毒對世界各國之侵襲，沒有
一個國家能倖免，這充分說明，
上屆美國政府所實施之鎖國脫離
國際社會之做法，是一條絕對不
可行之路。

我們非常希望拜登總統決心
重返國際社會，以溝通代替對抗
，共同解決世界面對之窘境。

老實說，我們只有一個地球
，大家都住在地球村，唯有共亨
資源，共患難求生存，才能不让
那些自私自利的政客得逞。

重返國際多邊主義重返國際多邊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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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G77峰會聚焦重建峰會聚焦重建““後疫情世界後疫情世界””

（綜合報導）牛津大學奧里爾學院有150多名講師拒絕再給
學生們上課，以此抗議該學院做出不移除一尊備受爭議雕像的決
定，而雕像上的人物是殖民主義者塞西爾·羅得斯(Cecil Rhodes)
。

《每日電訊報》稱，作為抵制活動的一部
分，這些講師還承諾退出所有由奧里爾學
院贊助的講座、研討會和會議，並停止面
試學生和招募學者。上個月，這些講師指
責奧里爾學院存在“體制性的種族主義”
，原因是該學院的管理機構決定，不移除
教學樓外牆的羅得斯雕像。
英國《獨立報》指出，在學生們的要求下
，去年6月奧里爾學院的管理層啟動了一
項有關羅得斯的獨立調查，但學院在三週
前最終決定不繼續推進拆除雕像的工作，
理由是涉及的成本和時間表安排會帶來
“重重障礙”。在決定公佈後，牛津大學
的一些學者發表聲明稱，羅得斯仍被授予
雕像“榮譽”，這是牛津大學的“恥辱之
源”。
現在一封給該學院的公開信寫道，“只有
所有的學院都這樣做（拆除雕像），（牛

津）大學才能有效而可信地根除種族主義，並解決殖民主義的持
續影響。奧里爾學院決定不移除塞西爾·羅得斯的雕像，這對我
們所有人都是一種傷害。儘管學生們投票支持移除，儘管早些時
候學院管理層表示希望移除這座雕像，但奧里爾學院現在決定不

移除。奧里爾學院固執地留戀一座歌頌殖民主義的雕像，以及它
為學院創造的財富，我們覺得別無選擇，只能放棄所有可自由支
配的工作和善意的合作。”

學生辦公室主席沃頓勳爵(Lord Wharton)批評了這些講師，
稱如果抵制活動讓現在或未來的學生“在任何方面處於不利地位
”，那將是“完全不可接受的”。

英國前兒童和家庭事務大臣蒂姆·勞頓(Tim Loughton)指責這
些講師表現出“令人難以置信的傲慢”。他說：“這是一群學者
的學術勒索，他們認為自己的政治觀點應該凌駕於他人之上，如
果不按他們自己的意願行事，那麼無辜的學生都將成為他們抵制
活動的受害者。”

除了奧里爾學院，牛津大學麥格達倫學院(Magdalene Col-
lege)中央公共休息室使用者（指研究生）以壓倒性的票數支持移
除陳列在那裡的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畫像，原因是擔憂其“殖
民主義聯繫”。

英國教育大臣加文·威廉姆森對此強烈譴責，稱這一舉動
“荒謬絕倫”，英國首相約翰遜隨後表示“完全認同威廉姆森的
意見”。自那以後，威廉姆森一直受到英國大學和學院聯合會
(University and College Union)的批評。該聯合會表示，這些言論
“分散了人們針對本屆政府指導下，在高等教育領域所發生的災
難性、系統性失敗的注意力”

（綜合報導）七國集團（G7）峰會11日在英國西南部康沃
爾郡卡比斯貝開幕。這是新冠疫情暴發後，七國集團領導人首次
舉行面對面會議。與會各方當天下午舉行圓桌會議，重點探討全
球經濟疫後復蘇。

重點討論4項議題
“能夠親眼見到大家的感覺太棒了，這種感覺難以用語言表

達。”英國首相約翰遜在開幕致辭中表示，隨著全球從新冠大流
行中逐漸恢復，七國集團需要就建立一個更清潔、更綠色的世界
團結一致，同時避免2008年金融危機後出現的社會各領域復甦
不平衡的錯誤。 G7峰會為各國總結新冠疫情經驗教訓、重建更
美好世界“提供了契機”。

本次峰會為期3天，重點討論4項議題，包括引導全球經濟
從新冠肺炎疫情中復蘇、加強對未來大流行病的抵禦能力、通過
倡導自由和公平貿易促進未來的繁榮發展、共同應對氣候變化和
保護地球的生物多樣性等。

捐贈計劃“杯水車薪”
在首日會議上，G7領導人同意，將向全球提供超過10億劑

新冠疫苗，擴大疫苗生產，並推進世界在疫情之後儘快復甦。
美國政府9日承諾，將捐贈5億劑輝瑞疫苗給“新冠肺炎疫

苗實施計劃”（COVAX）。歐盟成員同意在2021年底前捐贈至
少1億劑疫苗。英國承諾，將在未來一年捐贈至少1億劑剩餘疫
苗，包括從接下來幾週開始捐贈500萬劑疫苗。

世衛組織對G7成員國願意分享疫苗的承諾表示歡迎，但強
調共享疫苗雖然至關重要，但何時共享同樣重要。

此前，越來越多的人呼籲富裕國家與較不發達國家分享新冠
疫苗。不過，相對於全球疫苗需求的巨大缺口，捐贈計劃不過是
“杯水車薪”，全球有近40億人依賴COVAX計劃，但COVAX

目前只分發了8100萬劑。
第一天會議結束後，英國女王伊麗

莎白二世與查爾斯王子等王室成員，在
康沃爾郡會見了G7領導人，並共進正
式晚餐。從G7峰會組委會發布的照片
上可以看到，所有與會領導人人都沒有
戴口罩，但保持了人際距離。

被批承諾多於行動
多個組織當天在康沃爾郡多地舉行

抗議活動。抗議者舉著“停止空洞承諾
”“抵制七國集團”等標語，抗議七國
集團在氣候變化、環境保護、疫苗分配
、社會公平等領域“承諾多於行動”，
沒有採取切實措施應對全球性挑戰。

來自蘇格蘭的蕾切爾·普林格爾帶
著兩個孩子在本次峰會媒體中心所在地
法爾茅斯參加抗議活動。她表示，七國
集團在包括應對氣候變化等領域沒有盡
到發達國家應承擔的責任，“從來沒有
兌現過承諾”。

峰會期間，會場周邊和英國首都倫
敦等地每天都會舉行抗議活動。據報導，英國警方在會場周邊部
署了大約6000名警力。

相關酒店染疫關閉
英國天空新聞頻道10日報導，康沃爾郡一家接待G7峰會安

保和媒體工作人員的酒店因多人感染新冠病毒而暫時關閉。
據報導，位於康沃爾郡聖艾夫斯的裴登奧爾瓦酒店有13人

感染新冠病毒。聖艾夫斯是一座海濱小鎮，距G7峰會召開地卡
比斯貝1.6公里。康沃爾郡大多數酒店因G7峰會而客滿。入住裴
登奧爾瓦酒店、為G7峰會德國代表團提供安保服務的工作人員
說，他們可能自購帳篷到海灘過夜。

牛津大學爆發牛津大學爆發““文化戰爭文化戰爭””要求拆掉殖民者雕像要求拆掉殖民者雕像，，150150多名講師罷工多名講師罷工



AA44綜合國際
星期日       2021年6月13日       Sunday, June 13, 2021

原住民寄宿學校話題發酵
加拿大瑞爾森大學或再度更名

綜合報導 隨著原住民兒童寄宿學校

話題的升溫和發酵，位於加拿大多倫多

市中心的瑞爾森(Ryerson)大學正面臨著

極可能再度改名的命運。

這座有著73年歷史的高校，以早年

安大略省的教育體系設計者艾格頓· 瑞爾

森(Egerton Ryerson)命名。瑞爾森是對加

拿大構建公立教育製度影響深遠的教育

家，但他也提出了印第安人應在單獨的

寄宿機構中接受教育的建議。這被認為

是為其後的原住民寄宿學校體系提供了

藍圖。

加拿大卑詩省(又譯不列顛哥倫比亞

省)的印第安原住民部族5月底公布，在

一處原住民寄宿學校舊址發現了215名

從未被官方記錄在案的該校學生的遺骸

。此事震動加拿大社會，輿論再度聚焦

對過往殖民黑暗歷史的追問與反思，各

地民眾連日來以不同方式表達震驚與悲

痛。

6月6日晚，在多倫多一場呼籲清查

原住民寄宿學校歷史的遊行中，示威者

將瑞爾森大學校園中的瑞爾森雕像拉倒

，進行毀損後將其拋入安大略湖中。

瑞爾森大學校長拉赫米隨後發表聲

明表示，雕像不會被修復或替換。

6月7日，記者在該校看到，雕像基

座尚在，但它及其後建築墻壁、周邊

地面均遭塗汙。示威者用噴塗寫下呼

籲徹查寄宿學校、批評“白人至上主

義”等字句，其中亦夾雜粗言穢語。

人們在基座周圍放置了逾百雙童鞋及

各式玩具等，以呼應各地對罹難原住民

兒童的悼念。

瑞爾森大學的原住民教職員工和學

生數百人近日參與聯署，呼籲學校更名

並移除瑞爾森雕像。一些校內刊物已宣

布將易名。

為推動與原住民的和解，瑞爾森大

學於2010年設立原住民教育委員會。去

年9月，校方又專設立工作組，清查瑞

爾森與寄宿學校的關系等。該工作組在

瑞爾森雕像被推倒後表示，將按計劃進

度推進工作，並於今秋向校方提交有關

校名、紀念原則和元素等的建議報告。

1948年創立時，這所學校名為瑞爾

森技術學院；1966年，它更名瑞爾森理

工學院；1993年，它升級為綜合性大學

並改名瑞爾森理工大學；2002年易名瑞

爾森大學。

事實上，這並非瑞爾森的紀念物第

一次成為反對目標。2020年 7月，有反

對種族歧視的示威者曾對它潑漆。近日

，安大略省議會也應議員要求移走了瑞

爾森肖像。

瑞爾森也並非唯一被針對的目標。6

月初，愛德華王子島夏洛特敦市響應示

威者的要求，已將加拿大聯邦締造者之

一、首任總理麥克唐納的雕像移除。原

住民寄宿學校製度正是始於麥克唐納當

政時期。其雕像在過去一年來以來已屢

次遭受反對種族歧視的示威者汙損。

加總理特魯多近日呼籲天主教教會

承擔其在加拿大原住民兒童寄宿學校問

題中的責任，並公布與寄宿學校相關的

檔案記錄。聯合國人權高級專員辦公室

亦發表多位聯合國人權專家聯署聲明，

要求加官方與天主教教會及時徹查原住

民寄宿學校兒童遺骸事件。教皇方濟各

發表講話時，對加拿大原住民寄宿學校

兒童遺骸事件表示“痛苦”和“震驚”

，但並未作出道歉。

加拿大聯邦成立後，逐步設立原住

民兒童寄宿學校系統，以圖對原住民強

製“同化”。據不完全統計，逾15萬名

原住民孩童被送入長期與世隔絕的寄宿

學校。數千名孩子受到虐待而死亡。寄

宿學校系統延續百余年。直至1996年，

最後一所寄宿學校才被關閉。

法國反壟斷監管機構
對谷歌公司處以2.2億歐元罰款

綜合報導 法國反壟斷監管機構表示對谷歌公司處以高達2.2億歐元

罰款，原因是監管機構認為谷歌濫用數字廣告相關領域的主導地位。

法國反壟斷監管機構與谷歌公司達成和解協議，和解協議內容於7

日對外公布。根據該協議，除了同意支付2.2億歐元罰款，谷歌還同意

終止其數字廣告業務方面設置的一些“自我偏好”做法，並同意對一些

廣泛使用的在線廣告服務進行調整。

谷歌還承諾通過改善其廣告管理系統服務和第三方操作，提高在線

廣告業務質量，讓競爭對手更容易使用其在線廣告工具。

法國反壟斷監管機構表示，谷歌對其專有廣告技術給予優惠待遇，

向其廣告服務器及銷售平臺發送業務的“不公平做法”損害了競爭對手

的利益。

法國反壟斷監管機構負責人德席爾瓦當天發表聲明稱，處罰谷歌的

決定具有“非常特殊的意義”，調查揭示了谷歌在其網站和應用程序廣

告服務器方面巨大優勢的基礎上，通過在線廣告服務領先於競爭對手的

過程。

德席爾瓦指出，這些做法損害了正在發展中的在線廣告市場的競爭

，並使得谷歌保持並擴大了市場主導地位。有關處罰決定將使所有參與

者重新建立公平的競爭環境，出版商有能力充分利用其廣告空間。

新聞集團、法國《費加羅報》和比利時羅塞爾媒體集團2019年向法

國反壟斷監管機構提出針對谷歌的相關投訴。按照法國反壟斷監管機構

披露的消息，相關新聞機構的業務因谷歌的行為受到影響。

德席爾瓦透露，由於法國反壟斷監管機構與谷歌達成和解，罰款金

額有所減少，但她沒有透露更多細節。

俄羅斯對等回應加拿大製裁
宣布禁止9名加公民入境

綜合報導 俄羅斯外交部發言人紮哈羅娃宣布，俄方決定無限期禁

止9名“參與製定和實施反俄路線”加拿大公民入境。此前於3月，加

拿大曾以俄反對派人士納瓦利內事件為由，對俄羅斯進行製裁。

據報道，俄外交部的這份聲明指出：“加拿大政府2021年3月24日

捏造借口，以所謂迫害因不法行為被判刑的納瓦利內為由，對俄羅斯公

民實施非法製裁。”為對此作出回應，俄方決定無限期禁止9名加拿大

籍人士入境俄羅斯。

報道稱，被禁止入境俄羅斯的加拿大公民包括加拿大司法部長兼檢

察總長戴維· 拉梅蒂。

據媒體此前報道，3月24日，加拿大宣布因納瓦利內事件對俄製

裁，製裁的對象包括俄安全局局長在內的9名高級官員。在此之前，美

國、歐盟就納瓦利內事件對俄做出了製裁。

納瓦利內是俄知名反對派人士。2020年，他在乘機前往莫斯科的途

中突然陷入昏迷，疑似中毒，隨後飛機緊急迫降在鄂木斯克。當地醫生

稱，未在納瓦利內體內發現毒藥痕跡。納瓦利內後被專機接到德國柏林

一家醫院接受治療。治療期間，德國、法國、瑞典等國實驗室稱納瓦利

內遭受了“諾維喬克”類神經毒劑襲擊。對此，俄方予以否認。

2021年1月17日，納瓦利內從德國返回俄羅斯時，俄執法機構以其

多次違反緩刑規定為由將其逮捕。2月2日，莫斯科市地方法院判處納瓦

利內3年半監禁。

希臘完全接種疫苗者或享“特權”
專家籲民眾積極接種

希臘國家公共衛生組織宣布，過去24

小時，希臘新增808例新冠肺炎患者，目

前累計確診410166例；新增死亡24例，累

計死亡12301例。

完全接種疫苗者或享“特權”
希臘發展和投資部部長阿佐尼斯· 喬

治亞季斯7日對媒體表示，該國目前共有

398名新冠肺炎重癥患者在醫院ICU病房

內接受治療。這些患者此前均未接受過新

冠疫苗註射。

隨著疫苗接種工作在希臘各地的開展，

需要使用呼吸機的患者數量一直呈下降趨勢，

盡管重癥病例減少的速度依然較為緩慢。

喬治亞季斯表示，希臘或許在不久的

將來，會為已經完全接種疫苗的人士提

供更多的便利。但是這一願望實現的前

提是，該國接種疫苗的人數已經達到一定

數量。

他表示，兩到三周後，完全接種疫苗

的人群或許就能開始享受屬於他們的“特

權”。屆時，希臘的疫苗供應數量也將更

加充足。他說：“我們需要確定人們沒有

接種疫苗，是因為他們不願意接種，而不

是無法預約造成

的。”

盡管喬治亞

季斯並沒有具體

說明完全接種疫

苗的人士將享受

何種“特權”。

不過有媒體報道

稱，這些人將能

享有的便利包括

：長途旅行時無

需進行強製性病

毒檢測，以及前

往餐廳和咖啡廳時能在室內就餐等。

另外，希臘當局近日發布了一張互動

地圖，該地圖可顯示新冠感染率以及新冠

疫苗在希臘各地區的接種情況。該地圖將

每周更新一次。

專家敦促民眾積極接種疫苗
以抵抗新一波疫情
雅典和比雷埃夫斯醫院聯合會主席瑪

蒂娜· 帕格尼接受電視臺采訪時，呼籲60

歲以上的民眾盡快接種新冠疫苗，以避免

迎來新一波疫情。

她說，目前希臘的免疫率約為22%。

目標是6月底達到50%，8月底達到75%，

9月初達到80%。

她警告說，如果希臘的疫苗接種率不

能大幅度提升，再加上夏季期間年輕人可

能會大量聚集導致“新冠派對”出現的幾率

極高，那麼希臘將很可能迎來第四波疫情

。她強調：“我們必須意識到，如果我們

疏忽大意，不接種疫苗，我們就無法擺脫

疫情大流行。”

阿根廷首都地區華人超市出現關店潮
向內陸遷移

綜合報導 據阿根廷華人網

報道，阿媒報道稱，受需求下

降及通脹導致的供貨影響，在

阿根廷，許多華人超市開始撤

出首都市中心。

事實上，這種情況已有數月

，但尤以今年上半年為甚。業內組

織認為今年下半年在上述區域不會

有起色，並承認僅在上述區域內就

已流失了近250個工作崗位。

華人超市代表表示，從

2020年至今，全國範圍內幾乎

50%的商家都存在營業降至最

低甚至直接關門的情況。如今

大概有6千家華人超市尚不知

能否像疫情前一樣恢復運營。

業內人士表示，銷售的下

降同樣也由於完全缺乏官方援

助，也就是說在疫情以來的一

年內沒有收到政府的工作及生

產緊急援助（ATP），後者已

在其他行業幫助支付部分薪資

；目前也沒有獲得生產恢復計

劃（REPRO）援助的資格。

某華人超市工會的負責人

表示：“在經歷了2020年的關

店潮後，今年的情況更為加劇。

在布市境內，尤其是在市中心，

這一情況還將持續數月。”

“在疫情之前，布市約有3000

家華人超市營業，如今我們也

不知道還有多少還在堅持，但

我們估計有50%關店或面臨全

國性行業問題。除了向內陸轉

移，我們別無選擇。”

該名負責人表示，僅在

2020年全國就有約200家華人

超市關門。“消費下降導致商

家難以為繼，除此之外還要承

受高額的開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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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柬埔寨政府發布發展數字經

濟長期政策，提出爭取在 2035 年實現數字

化轉型。

根據當天公布的《數字經濟和數字社會政

策框架》，柬埔寨將在未來 15年(2021 年至

2035年)致力於實現5大“數字發展目標”，即

建設數字基礎設施、建立數字系統信心、培養

數字公民、推行電子政務，以及推動數字商業

。有關政策框架也製定了139項措施，以落實

上述5大目標。

目前，柬埔寨發展數字經濟上仍面對諸多

艱難挑戰，包括數字經濟基礎設施落後、缺乏

ICT(資訊和通訊技術)人才、公共和私人領域對

數字技術普及應用不足、網絡費用緩慢和高昂

等。

根據政策框架，柬埔寨政府將成立國家

數字經濟和數字社會理事會，以協調各相

關部門有效執行措施，同時監督和評估效

率和成果。

柬埔寨首相洪森在這份政策框架的序言中

指出，該框架將成為柬埔寨實現數字化轉型目

標的路線圖，協助國家和人民迎接第4次工業

革命，同時適應新冠疫情後的經濟社會發展新

常態。

上述政策框架還與柬埔寨政府願景相切合

，即提出於2030年晉身成為中等收入國家，於

2050年晉身成為高收入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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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累計確診破3.5萬例
金邊將於7月完成接種目標

綜合報導 柬埔寨新一輪新冠社區疫情仍在

蔓延，與此同時，首都金邊加速推進疫苗接種

計劃，該市計劃在7月實現所有成年人接種新

冠疫苗目標。

根據柬埔寨衛生部通報，該國當天新增報告

678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新增治愈出院557例，

新增死亡12例。新增確診病例中，49例為境外輸

入確診病例，629例為社區傳播感染病例。截至

目前，柬埔寨全國累計確診已經超過3.5萬例。

據柬埔寨官方通報，金邊市普森芷區區長

韓達樂確診感染新冠肺炎。韓達樂7日接受新

冠病毒檢測采樣，結果呈陽性反應，目前病情

平穩，正在居家隔離治療。與他有過直接和間

接接觸史的多名高級官員和區政府官員，均已

接受病毒檢測，結果均呈陰性反應。

金邊市新冠疫苗接種工作正在加速推進，

金邊市市長坤盛8日對媒體稱，該市全民接種

疫苗工作於5月1日啟動，至今已有11區正在

有序進行接種工作，其余3區將於6月10日啟

動，即隆邊區、水凈華區和仙市區，這是接種

工作的“最後一站”。最後3區第二劑接種工

作預計7月初結束，這意味著金邊即將實現建

立群體免疫屏障。

目前金邊市人口逾228萬，18歲以上人口

有167萬。據柬埔寨官方新冠疫苗接種工作計

劃，截至目前，約160萬市民已接種第一劑，

其中約100萬人已完成兩劑接種。

奧組委主席稱
將徹底管理媒體人士行動：

不能住民宿
綜合報導 東京奧運會和殘奧

會組委會主席橋本聖子8日在東京

的理事會上表示，作為新冠防疫措

施，有意徹底管理海外來日的媒體

相關人士的行動。橋本還透露，希

望6月中旬啟動對日本奧運相關人

士的疫苗接種。

考慮到入境後14天的隔離期

間，她稱：“為保證其不去事先登

記的外出地點以外的地方，將利用

衛星定位系統(GPS)等進行嚴格的

行動管理。”

關於住宿地點，橋本強調：

“僅限奧組委可監督的賓館，不能

住宿在民宿或朋友家中。入住的賓

館將從約350多家集中到約150家

。”

關於奧運醫療體製，橋本稱

“醫生(所需人數的)9成左右、護

士8成左右的確保已有眉目”，表

示考慮大致在本月內確保其余人員

。她說明稱：“將以不會妨礙新冠

應對的形式構建體製。”

橋本還透露，希望6月中旬啟

動對日本奧運相關人士的疫苗接種

，還稱對媒體相關人士的接種也是

“重要論點”。

此外，橋本表示期待疫情下參

加奧運會的運動員有出色表現，呼

籲稱：“希望日本的各位能對克服

時艱匯聚一堂的運動員表示贊賞。

”

預計理事會上將匯報奧運會籌

備情況等。據奧組委稱，這將是7

月23日奧運開幕前最後一次理事

會。

印度研究機構報告顯示
疫情致印度7500萬人跌入貧困

綜合報導 新冠肺炎疫情嚴重傷害了印

度經濟，而在過去一年多，印度的貧困人

口也大量增加。據美國皮尤研究中心的報

告顯示，印度至少有7500萬人的生活跌入

貧困，總貧困人口達到1.34億人。

皮尤研究中心的報告顯示，因為疫情

，印度貧困人口急劇增加，累計已經有1.34

億人生活在貧困線以下，貧困人口占到了

全國人口的9.7%。這比印度政府2019公布

的6.7%的貧困率增長了3個百分點。

皮尤研究中心的貧困標準是，在印度

每天生活費低於2美元約合12.8元人民幣，

就屬於貧困人口。從去年3月開始，新冠疫

情不斷加重，印度經濟受到重創。減薪和

失業讓很多印度民眾感到生活艱難。

新德裏市民 瑞娜· 德維：我們家太窮

了，家裏有兩個孩子，兒子6歲，女兒10

歲，上學都要花錢，沒有錢只能待在家裏

。丈夫的工作也丟了，現在閑在家裏。

新德裏市民 約蒂：我家裏還有3個妹

妹和1個弟弟，還有母親。全家的生活費都

指著我，一家人住在租的房子裏。

印度經濟監測中心4月的調查顯示，因

為疫情，97%的家庭收入都明

顯下降。 皮尤研究中心的數

據顯示，曾經躋身中產階層

的3200萬人，疫情中因為收

入下降，每天的收入不足10

美元，最終與該階層無緣。

進入2021年，印度經濟

持續低迷，特別是3月以後第

二撥疫情襲來，令印度經濟

雪上加霜，印度經濟監測中

心的數據顯示，4月和5月就

有 2270萬人失業。 印度央行的 （RBI）

的數據顯示，隨著第二撥新冠疫情繼續對

印度各地民眾的生活以及企業造成影響，

印度的消費者信心指數從3月的53.1降至5

月的48.5，創下新低，而100是消費者信心

指數高低的分水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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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源村黨支
部書記、主任魏
成芳介紹，馬源

村是一個土客籍雜居的村莊，
在數百年來共處中，從矛盾叢
生到守望相助。今天的馬源人
成立了“鄉風文明積分銀
行”，將鄉村旅遊、環境管

護、殯葬改革、垃圾分類等內容納
入積分範圍，達到一定積分，可兌
換生活用品。

引入企業經驗 帶領村民脫貧
此外，馬源村每年開展“最美馬源

人”評選活動，並以此為抓手，結合人
居環境、勤勞致富、孝老愛親等內容，
深入推進“一會兩評活動”。同時，出
台鄉村旅遊、產業發展、主題黨日、垃
圾分類、紅白喜事等系列制度，讓村民

行有規範、做有標準，實現家風與鄉風
同步文明。

“伴隨國家振興鄉村的政策下
沉，家鄉基礎設施越來越好，未來將
會有更多的人回歸創業，反哺家
鄉。”謝小民此觀點得到了井岡山拿
山鎮草莓基地負責人甘忠明認同。他
早年在華潤集團從事資產併購工作，
也接觸過華潤的水果銷售及其超市體
系。返鄉之後，拿山鎮、村兩級幹部
將其當作寶，多次邀請其幫忙開拓農
產品銷路，帶領貧困戶脫貧。在他的
指導下，拿山鎮草莓基地採取精細
化、科學化種植，並通過層層篩選，
成為華潤萬家超市的供應商。該基地
現有規模350畝，吸收貧困戶144戶，
帶動周邊勞動力近2萬人次，貧困戶戶
均增收1萬元以上。

井岡山葛田鄉古田村村民謝炎軍，
是一位“85後”的返鄉創業者，在家鄉
開展紅色研學遊。他說：“紅色旅遊給
我們村民帶來了很大變化，不僅增加收
益，還讓大家更加自信了。同時，我的
創業隊伍在慢慢壯大，一些兒時玩伴已
陸續回鄉創業。”

馬源村地處黃洋界腳下，四周環山，溪流穿村而過。1927
年10月6日，毛澤東率秋收起義部隊輾轉來到井岡山，

先行拜訪馬源女婿袁文才，受到袁文才等人歡迎，從而落腳井
岡山。次日，袁文才陪同毛澤東上茅坪安家，經過馬源村的石
橋，該石橋被當地人譽為“紅軍橋”。
馬源村現有11個村民小組19個自然村，計259戶1,065人，

建檔立卡貧困32戶112人（已全部脫貧）。據馬源村村委會統
計，在2017年（井岡山宣布在全國率先脫貧“摘帽”）之前，全
村人均收入約4,200元（人民幣，下同）；2019年、2020年全村
人均收入約11,000元。2019年，馬源村入選全國鄉村治理示範村
鎮，獲評江西省4A級鄉村旅遊點。

昔日貧窮落後 今別墅拔地起
“65後”謝小民早年在鄉鎮企業上班，後發現新

機遇，於2000年下海，赴東莞從事木工刀具行業。在
他的記憶裏，井岡山作為革命老區，既聲名遠
播，但也欠發達。“成年之後，我在家時間不
多，村子給我的印象就是貧窮落後。交通不
便，田不多，山不富，也沒有什麼產業。人們

走的是泥巴路，住的是磚瓦房，家境更差的則住土坯
房。房子沒有規劃，牲畜棚亂七八糟，露天廁所味道

難聞。每年春節一過完，村裏就只剩下老弱婦
孺，根本留不住年輕人。”
2017年清明節，謝小民回老家掃墓，映入眼簾

的是：小樓別墅拔地而起，休閒廣場迴盪歡聲笑語，
道路、用水、廁所、用電、垃圾分類均升級改造。
“自己還能在菜地種蔬菜，這比一般城裏人的生活條
件還要好！”

此次清明之旅，讓謝小民決定回鄉開辦民宿，投入了10
多萬元裝修房子，主要接待中老年旅居養老。他說：“雖說，
我在東莞一年能賺幾十萬元，但這個行業前景不是很好，加上
我又年紀大了，就總想着回來發展。我之前就想利用家鄉的
‘紅綠古’三色資源做民宿，但因為村裏基礎設施不行，這個
想法就沒有落地。”

借力紅色資源 農戶入社共贏
僅一年，馬源村首座民宿建成，前三個月接待了1,000

人次，還因接待量有限，半個月推掉了200多
人的訂單。謝小民還發起成立鄉村旅遊合作
社，在當地政府的扶持下，吸納70多戶
農戶入社，裝修統一風格、設施統一配
置、客源統一安排。如今，全村共有研
學床位900餘張，普通民宿床位200餘
張。僅2019年，全村共接待研學旅遊學
生兩萬餘人和鄉村旅遊遊客一萬餘人，
參與接待農戶戶均增收近3萬元，實現村
集體經營性收入8萬餘元。

在打造馬源紅色研學基地、鄉
村民宿等富民增收產業的同時，馬源
村還培育了太空蓮和黃桃種植等綠色
產業，讓留守中老年勞動力在家門口
就業，讓他們在人生舞台發揮餘熱。
謝小明說：“真的要感謝黨和國
家的政策，讓我們
的腰包更鼓了，我
們更有笑容了。”

井岡山主要經濟數據（2016年-2020年） 單
位
：
人
民
幣

地區生產總值：由62.88億元增長至75.47億元，年均增長4.67%

財政總收入：由7.3億元增長至10.66億元，年均增長9.59%

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29,215元增長至39,398元，年均增長7.76%

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8,577元增長至12,872元，年均增長10.68%

鄉村自治教化民風

烈士後代敢創烈士後代敢創新新
帶動全村開民宿帶動全村開民宿

● 甘忠明反哺家鄉，開發草莓基
地，帶動貧困戶增收。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逍攝

● 謝小民開辦的民宿。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逍攝

編者按：在井岡山上，堅定的共產

黨人高擎火炬前行；在中央蘇區和長征途中，

黨和紅軍一次次絕境重生；在寶塔山下，中國

革命事業從低潮走向高潮、實現歷史性轉折……中國五大革命聖地——江西井

岡山、江西瑞金、貴州遵義、陝西延安、河北西柏坡，鐫刻着中國共

產黨百年奮鬥光輝，是全社會共同的精神財富。中國共產黨成立

100周年之際，香港文匯報推出“革命聖地今昔看 ”

系列報道，通過當地民眾講述親身經歷，展示

這些紅色聖地的今昔變化，以及幹部群眾

繼承發揚光榮傳統、建

設美好家園的新成就。

今日井岡山茨坪挹翠湖公園 土地革命時期井岡山茨坪村落

●謝小民與外
公袁文才塑像合
影。香港文匯報

江西傳真

“1927年 10月，‘井岡

雙雄’袁文才和王佐打開山

門，將革命火種引進茅坪

鎮，在革命道路上起到了帶頭作用。如

今，國家政策越來越好，我也應該與時俱進，做好新

時代的農民，帶動周邊鄉親致富。”革命烈士袁文才

（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創始人之一）之外孫、井岡山茅

坪鎮馬源村村民謝小民，在外漂泊近20年後，於2017

年返鄉打造村裏第一家民宿，年收入在高峰期破40萬

元（人民幣，下同），並帶動其他村民在家門口就業。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逍江西報道

井
岡
山

之特別報道 革命聖地今昔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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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岡山井岡山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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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起如何增進香港人對共產黨、對
國家的認識，霍震寰認為，要讓香港人特
別是年輕人多些思考，怎樣發揮自己的作用
參與國家的發展，為國家作出一些貢獻。

在香港接受教育的霍震寰指，港英政府時期
的教育，不鼓勵港人認識共產黨和愛國，加上早
期內地有社會運動，港人又不是很了解，少數人
對共產黨有偏見，再加上受到西方的影響，令部
分人對國家不那麼支持。“一些年輕人批評內地
這樣那樣，事實上，國家現在儘管可能還有些未
完善的地方，但相比以前，變化已經很大，而且
一直往前進步。”

霍震寰憶述，曾經與香港一位大學校長談起大
學生到內地交流計劃，這位校長說自己大學裏的一位
工程系學生，去貴州的貧困山區進行工程項目前，一
時害怕內地有酸雨，一時擔心在內地食物中毒；然而
當他去了之後，整個人的想法都改變了，感覺到自己
可以為國家作出一些貢獻。

應多思考怎樣為國家獻力
“怎樣讓香港年輕人與內地多點溝通，未必

安排去內地很繁華的地方，讓他們覺得那裏好過
香港，而是真的去認識香港人要怎樣參與國家的

發展、幫助國家的發展。”霍震寰覺得香港人一
直對國家很有心，“我記得當年內地大水災，看
到很多人捐錢、很團結。所以大家應該對國家有
更多的認識，多思考怎樣為國家發揮自己的作
用。”

本身熱愛中華武術的霍震寰，亦認為可以從
中華文化等軟實力入手，逐漸加強香港年輕人對
國家的認同感和自豪感。武術作為中華文化的一
部分，亦應在世界上得到更好地推廣。

“我覺得武術是很容易為人接受的，而且大
灣區有很多武術文化資源，例如佛山出了葉問、
黃飛鴻等武術大家，與廣州都是武術之鄉，城市
之間可以加強合作，將中華武術打造成為一個香
港年輕人了解中華文化的途徑，從而喚起他們的
國家情懷。”

活用灣區武術資源 喚起港青國家情懷

霍震寰：國家一直政治穩定 才可集力訂目標獲巨大成就

“全世界都要脫貧，但沒有多

少國家做得到，只有我們國家做得

到。脫貧很不容易，大家很佩服中

國共產黨領導的工作。”港區全國

人大代表、霍英東集團行政總裁霍

震寰近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談

及國家脫貧攻堅的成就，他如此堅

定有力地說道。他認為，正因為國

家一直以來保持政治穩定，才可以

集中力量訂好目標，才可以在短時

間取得巨大的成就，讓

很多人覺得是奇跡。

●香港文匯報記者

沈清麗、歐陽文倩

早在1973年，霍震寰已經跟隨父親霍英
東到內地扶貧，他對照內地今昔直言

“確是日新月異”。當年內地比較封閉，許
多方面條件都差，看到一些大型水利工程沒
有機械鑿牆，全都靠人力，吊起一個人飛過
去鑿。這讓他十分佩服中國人民艱苦奮鬥、
自力更生的精神，覺得中國人很偉大。

“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我們國家各
方面變化都很大，卻仍然會有人批評這樣那
樣，殊不知我們國家能夠取得今日成就非常
難得。”霍震寰說：“國家發展那麼快，組
織能力都是黨貫徹下來的。我們一個好處就
是政治穩定，可以做些長遠規劃，像今年兩
會通過‘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
綱要，國家可以集中力量訂好目標。就像脫
貧的目標，當時很多人都覺得沒可能做到，
但今年全面完成了。”

武漢封城證國家執行力強
他以去年武漢抗疫為例：“中央政府對

武漢實施封城，當時我們覺得如何封城？過
千萬人口的城市如何與外面隔離？生活如何
處理？但是，我們國家真的可以調動全國力
量去處理，才讓人看到組織能力很重要，國
家執行能力很強。”

對於香港少數人依然對共產黨有偏見，
霍震寰指，霍英東集團在內地公司的很多員
工都是共產黨員。據他觀察，這些人都有崇
高理念、願意全心全意奉獻，在公司也都是
優秀人才，為公司發展、為國家建設作出了
貢獻。“其實國家有很多這樣有理想、有能
力的人才，他們起了表率作用，萬眾一心奮
發圖強建設國家，我覺得國家將來一定
好。”

切身體會人大工作量“多了很多”
身為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霍震寰每年到

北京參加兩會，也切身體會到人大的工作量
“多了很多”，落實了許多之前未能完成的
立法工作和法律條文，“感受到大家做事更
加認真了。”

國家近年不單是經濟得到發展，環境、
民生方面都得到了很好的改善，人民的幸福
感與日俱增。到2035年，中國人均國內生
產總值要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平，霍震寰
認為這很了不得，對國家未來的發展更有信
心。

現在國家很重視科技發展，中央對香港
一直都很支持和愛護，給予香港很多建設性
規劃，以及很大的發展空間，尤其是科技創
新方面，還先後出手落實香港國安法和完善
香港選舉制度。霍震寰認為，我們國家具制
度優勢，然而西方卻視為是對他們的挑戰，
因而香港攬炒派就被西方利用作為阻礙中國
發展的卒子。對此，我們要堅決挫敗西方勢
力及香港攬炒派的圖謀，倘若香港沒有一個
安定的社會環境，經濟也就沒有辦法發展。

在香港，說起與中國共產
黨最親密的愛國商人，自然會
想起已故全國政協副主席霍英
東。在上世紀五十年代，他敢
於突破西方國家對中國的禁
運，支持祖國抗美援朝；在八
十年代，他更是大力支持內地
改革開放。

霍震寰憶及，父親霍英東
經歷過日佔時期、港英政府的
很多高壓手段。“作為中國
人，父親知道國家不強大，人
民就會受苦。所以他很希望能
夠做些事，幫到自己人，希望
國家強大，人民可以更加幸
福。”

在祖國抗美援朝時，西方
國家對我國實施全面禁運，對
此，霍英東在香港組織船隊，
為祖國運送大量急需物資。霍
震寰說，父親當時感覺到，國
家剛剛解放很短時間，就要面
對這麼大困難，他對自己能發
揮作用感到很值得。之後他在
香港因工程生意到內地，對國
家發展的認識也更加多了。

在內地改革開放之初，霍
英東率先到內地投資興業，在
廣東投資第一個項目是中山溫
泉。霍震寰說：“鄧小平先生
提出改革開放，但怎樣做，大
家都不知道，都是摸着石頭過
河，幸好內地官員對我父親很
信任。投資中山溫泉，要求一
年內要開業，大家都覺得無可
能，當時內地物資樣樣缺乏，
又是實行計劃經濟，如何取得
資源都不容易。”

“中國人做什麼都可成功”
霍震寰說：“當時工人習慣‘做

又三十六，不做又三十六’，我父親
就大膽提出是否可以給獎金，一給獎
金大家都很拚命。因為中國人做事很
勤勞，他覺得我們中國人做什麼事都
是可以成功的。改革開放現在看好像
很容易，當時是要跨過很多不同的難
關，共產黨有這個能力，才有幾十年
翻天覆地的變化。”

霍英東一生酷愛體育，在他四方
斡旋下，幫助中國恢復在國際體育組
織的合法地位，更慷慨解囊設立霍英
東體育基金獎勵優秀運動員。在他離
世後，其靈柩更蓋上了國旗。說起霍
英東被官方形容為“中國共產黨的親
密朋友”，霍震寰說：“這是非常難
得的、很高的榮譽，難能可貴一生人
有這麼多的機會為國家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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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都要脫貧
只有我們國家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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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年8月9日，霍英東先生為中國女排
隊員頒發獎章。 資料圖片

●2018國際武術聯合會詠春拳大賽
在廣東佛山舉行。 資料圖片

●佛山“武術之鄉”享譽
海內外。 資料圖片

●霍震寰近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談及國家脫貧攻堅的成就。他認為，正因為國家一直以來保持政治穩
定，才可以集中力量訂好目標，才可以在短時間取得巨大的成就，讓很多人覺得是奇跡。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掃碼看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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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耶穌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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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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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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休士頓//秦鴻鈞報導秦鴻鈞報導】】美國勞工部週四報告稱美國勞工部週四報告稱，，20202020 年年 55
月至月至 20212021 年年 55 月期間通脹率升至月期間通脹率升至 55%%，，高於預期高於預期，，是是 20082008 年以年以
來的最大漲幅來的最大漲幅。。 通貨膨脹是一種表達價格上漲的奇特方式通貨膨脹是一種表達價格上漲的奇特方式。。 幾幾
乎每天乎每天，，食品食品、、衣服衣服、、機票等的價格都在變動機票等的價格都在變動。。 在過去十年中在過去十年中
，，對於典型的美國人來說對於典型的美國人來說，，通貨膨脹率平均每年低於通貨膨脹率平均每年低於 22%%。。 但突但突

然之間然之間，，20212021 年通脹上升得非常快年通脹上升得非常快
。。 最新的政府數據顯示最新的政府數據顯示，，物價較上物價較上
年同期上漲年同期上漲 55%%，，引發對經濟過熱的引發對經濟過熱的
擔憂擔憂。。 由於積極的刺激措施和早期由於積極的刺激措施和早期
的疫苗接種的疫苗接種，，美國經濟的反彈速度美國經濟的反彈速度
比歐洲比歐洲、、日本和世界其他地區快得日本和世界其他地區快得
多多。。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數根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的數
據據 ，， 美 國 在美 國 在 20212021 年 前 三 個 月 的年 前 三 個 月 的
GDPGDP 增長是所有主要經濟體中最快增長是所有主要經濟體中最快
的的。。但通脹將成為美國和全球政策但通脹將成為美國和全球政策
制定者的擔憂制定者的擔憂。。

對於普通美國人來說對於普通美國人來說，，從穀物和從穀物和
雞蛋到汽車和木材等各種商品價格雞蛋到汽車和木材等各種商品價格
上漲的影響上漲的影響，，再過再過 66 到到 1212 個月的通個月的通
貨膨脹率升高將證明是極其痛苦的貨膨脹率升高將證明是極其痛苦的
。。去年春天幾乎沒有人旅行去年春天幾乎沒有人旅行，，導致導致
航空公司和酒店大規模縮減服務航空公司和酒店大規模縮減服務、、
裁員和降價裁員和降價。。現在經濟正在重新開現在經濟正在重新開
放放，，人們又開始旅行人們又開始旅行，，酒店價格比酒店價格比
一年前上漲了一年前上漲了 1010%%，，機票價格上漲機票價格上漲

了了 2424%%。。 大約三分之一大約三分之一 55 月通脹增長的是由於二手車價格飆升月通脹增長的是由於二手車價格飆升
，，在過去一年中上漲了近在過去一年中上漲了近 3030%%。。由於人們不想坐飛機或乘坐公共由於人們不想坐飛機或乘坐公共
交通工具交通工具，，對二手車的需求很大對二手車的需求很大。。目前目前，，交通運輸比一年前增長交通運輸比一年前增長
了了 1111%%。。

洗衣機和烘乾機洗衣機和烘乾機（（增長增長 2727%%）、）、家具家具（（增長增長 99%%））和自行車和自行車

（（增長增長 1010%%））等家用電器的情況也類似等家用電器的情況也類似。。隨著需求反彈隨著需求反彈，，天然氣天然氣
價格也大幅上漲價格也大幅上漲（（比去年比去年 55 月上漲月上漲 5656%%）。）。汽車和自行車的價格汽車和自行車的價格
上漲往往是短暫的上漲往往是短暫的，，因為公司最終會生產更多因為公司最終會生產更多。。但是但是，，包括租金包括租金
在內的服務價格上漲通常會持續數年在內的服務價格上漲通常會持續數年。。租金在過去一年小幅上租金在過去一年小幅上
漲漲 11..88%%，，但在過去四個月中每月上漲但在過去四個月中每月上漲 00..22%%。。隨著暫停驅逐令到隨著暫停驅逐令到
期和房東適應更高的房價期和房東適應更高的房價，，而人們返回在大流行中放棄的城市而人們返回在大流行中放棄的城市，，
今年夏天的租金可能會更高今年夏天的租金可能會更高。。

工廠最終將生產更多的家具工廠最終將生產更多的家具、、洗衣機洗衣機、、汽車和電腦芯片汽車和電腦芯片。。經經
濟面臨的問題是需要多長時間濟面臨的問題是需要多長時間。。如果通脹過高如果通脹過高，，美聯儲可能提高美聯儲可能提高
利率以試圖減緩經濟增長並防止美國上一次出現在利率以試圖減緩經濟增長並防止美國上一次出現在 19701970 年代末年代末
和和 19801980 年代初的惡性通貨膨脹年代初的惡性通貨膨脹。。擔心通脹的美國人可以購買一擔心通脹的美國人可以購買一
些國庫通脹保值證券些國庫通脹保值證券。。通貨膨脹上升時最大的輸家是窮人通貨膨脹上升時最大的輸家是窮人，，因為因為
他們將大量收入用於購買基本必需品他們將大量收入用於購買基本必需品。。 他們沒有很多可以削減他們沒有很多可以削減
的的。。 當房租當房租、、食物和交通同時上漲時食物和交通同時上漲時，，尤其痛苦尤其痛苦。。

從事固定合同的企業也蒙受巨大損失從事固定合同的企業也蒙受巨大損失，，因為他們無法將更高因為他們無法將更高
的價格轉嫁給客戶的價格轉嫁給客戶。。退休人員和有大量儲蓄的人也往往會受到影退休人員和有大量儲蓄的人也往往會受到影
響響，，因為通貨膨脹使他們的錢變得不值錢因為通貨膨脹使他們的錢變得不值錢。。 當民主黨在當民主黨在 33 月份月份
通過拜登總統的通過拜登總統的 11..99 萬億美元救助計劃時萬億美元救助計劃時，，一些經濟學家表達了一些經濟學家表達了
擔憂擔憂，，認為這會導致經濟過熱認為這會導致經濟過熱，，導致物價上漲導致物價上漲。。拜登還提議在基拜登還提議在基
礎設施上花費礎設施上花費 44 萬億美元萬億美元，，但他希望通過增加稅收來抵消大部分但他希望通過增加稅收來抵消大部分
支出支出，，這應該可以抑制通貨膨脹的影響這應該可以抑制通貨膨脹的影響。。 儘管如此儘管如此，，利率仍處利率仍處
於歷史低位於歷史低位。。美國政府現在借錢很便宜美國政府現在借錢很便宜，，而且美國聯邦年度預算而且美國聯邦年度預算
中用於償還債務的資金非常少中用於償還債務的資金非常少。。 財政部長耶倫財政部長耶倫（（Janet L. YellenJanet L. Yellen
））在上週末表示她預計今年的通脹率將達到在上週末表示她預計今年的通脹率將達到 33%%

商業管理論壇商業管理論壇--股票講座股票講座

過去一年通貨膨脹率達到 5%是 13 年來最快的速度
財政部長耶倫在上週末表示今年的通脹率將達到 3%

（本報訊）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和國建會聯
合舉辦的 「商業管理論壇」於6月5日（星期六）下午1時到3時
在 GoToWebinar線上會議方式舉行，邀請到股票專家張南庭先
生主講，吸引超過130人，零時差跨國同步在美國和台灣熬夜聽
講，與會共襄盛舉。

美南國建會會長朱光立首先感謝大家的支持和撥冗與會。世
華美南分會會長孫玉玟在致詞中感謝講師張南庭，人在台灣凌晨
二時排除時差，為大家分享在疫情下，找出投資通道，分析理財
及股票投資的議題。孫會長另外也感謝全體國建會辛勞人員，也
很開心透過網上看到從世界各地世華分會的姐妹們來支持這個活
動。

張南庭於美國取得數學碩士學位走上創業經商之路， 四十
多年來鑽研股票投資，舉辦的投資講座場場爆滿，講座中不少是
資深學員。活動上張南庭教大家看股市分時走勢圖，在五顏六色
的的技術線圖中看出股價的走向，如何看技術線圖主要結構，學
會看均線，分析投資心理學，股價強弱必須靠均線判斷等等，由
淺入深講解股票投資。

張南庭提到，股市有落有起，不要一朝怕蛇咬看到什麼都怕
；應採分散風險的投資方式，各股皆購買一些，投資組合要選對
不可以亂買，應該在一段時間之後作為一次評估並加以調整，例
如今年很多散戶在市場操作控制局面，根據統計有增加到55%，

所以應採沈穩觀察方式。買進賣出都有一個規則，
不要隨便更改或盲從。當賣則賣，有些人因為擔心
要扣稅而拖住，結果跌落損失更大，張南庭說他個
人經驗和建議，可以先賣掉1/3，分散損失。

改變觀念做長期投資，張南庭例舉自己85%都
是十年以上的投資, 例如 Apple, Amazon 和 Google
微軟等當初都是幾元買進，現今都是上百元一股。
當然也可短線操作買進賣出賺價差的，缺點就是風
險相對高很多，會大賺也會大賠，建議如果短期投
資利用閒錢以及一次不要買超過三個股票，集中注
意力, 股票的操作是有風險的，如何將風險降到最
低，投資方向和百分比的分配及組合相當重要；幫
助投資人瞭解SP 股票和QQQ的操作，依走勢圖分
析和講解，有關晶片股部份仍是市場看好。

張南庭說美國在疫情下無限印鈔票大撒錢，國
債接近$29兆，每年光是支付國債利息即需$3780億
美元，大家都擔心會不會造成通貨膨脹？他解說，
大規模寬鬆貨幣救市，導致資產規模急遽擴張，雖
有助恢復金融信心，但有可能引發影響金融穩定，目前還通貨膨
脹已經開始上升, 大家要注意Fed. 會先縮小每月$120B 的QE, 接
著會漲利息，會影響股市和房地產等等，美元將面臨縮水的壓力

，現在台幣升值,和美金到了1：27.7。
會議安排問與答互動，民眾提問踴躍欲罷不能，最後張南庭

總結建議大家，投資股票應用自己多餘的閒錢，最好勿借錢來投
資股票，這樣即使投資不利也不會嚴重影響生活。

股票專家張南庭精闢演講股票專家張南庭精闢演講

財政部長耶倫財政部長耶倫（（Janet L. YellenJanet L. Yellen））在上週末表示她預計今年的通脹率將達到在上週末表示她預計今年的通脹率將達到 33%%

AA88
星期日       2021年6月13日       Sunday, June 13, 2021

休城社區


	0613SUN_A1_Print.pdf (p.1)
	0613SUN_A2_Print.pdf (p.2)
	0613SUN_A3_Print.pdf (p.3)
	0613SUN_A4_Print.pdf (p.4)
	0613SUN_A5_Print.pdf (p.5)
	0613SUN_A6_Print.pdf (p.6)
	0613SUN_A7_Print.pdf (p.7)
	0613SUN_A8_Print.pdf (p.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