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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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ATAN
ARC專業
旅行社

全球郵輪★全球簽證★護照更新

T07_ALL AM TRAVEL王朝旅遊1234567C_8

2021 王朝旅遊董事長親自帶隊

aaplusvacation.com 6918 Corporate Dr, A14, Houston(中國城敦煌廣場側)

23
週年

713-981-8868
★ 申請簽證  ★ 認證 ★ 公證 

代理Gate1旅遊 Viking/Globus 遊輪 廉价机票 埃及 歐洲 亞洲 澳紐 南美/中美洲 非洲等全球旅遊團

★★精選夏季團重啟★★
★首選黃石、坎昆全包團 讓您樂在其中

★阿拉斯加“午夜陽光”、夏威夷陽光充沛

★西雅圖星光號火車    令您流連忘返

9/6-9/15/2021 10天美國中部精選遊
$1488/人包含早餐酒店及小費

太空中心門票$19.95   自然博物館門票$10 

印度驚現 Delta 變種病毒的變異株
「Delta+」 ，目前境內已經發現40病例，
「Delta+」 具有傳播性更強、和肺部細胞受

體結合能力更強、可能降低抗體反應能力等
3大特色，印度指 「Delta+」 最初是在歐洲
偵測到，目前這隻病毒株已經蔓延至英國、
美國等10國。

綜合《印度斯坦時報》（Hindustan
Times）、新德里電視台（NDTV）報導，印
度政府昨（22）日宣布，境內出現 22 例
「Delta+」 （Delta Plus）變種病毒確診案例

，分別分散在西部的馬哈拉什特拉省（Ma-
harashtra） 、 北 部 馬 德 雅 省 （Madhya
Pradesh）及南部克勒拉省（Kerala）。

不過消息人士今（23）日透露， 「Del-

ta+」 病例不只出現在這3個省，目前印度已
經發現超過40起相關病例。

印度衛生部指出，從Delta進一步突變
而 來 的 「Delta + 」 變 異 株 又 被 稱 為
「B.1.617.2.1」 或 「AY.1」 ，具有傳播性更
強、和肺部細胞受體結合能力更強、可能降
低單株抗體反應能力等3大特性。

印度衛生部已經建議發現病例的省份即
刻升級防疫措施，包括禁止民眾群聚、進行
大規模篩檢、疫調與追蹤病毒蹤跡、以及讓
優先族群接種疫苗。

不只印度，印度政府證實，包括美國、
英國、葡萄牙、瑞士、日本、波蘭、尼泊爾
、中國、俄羅斯等9國都已經偵測到 「Del-
ta+」 病毒。

Delta變種病毒再升級已蔓延10國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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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中原律師
DANIEL LEE

C.Y. LEE LEGAL GROUP, PLLC

www.leelegalgroup.com

11122 Bellaire Blvd., Suite 103, Houston, TX 77072
(Tues-Thur 9:00am-5:00pm)

1305 Prairie St., Ste. 300, Houston, TX 77002
(Mon-Fri 9:00am-5:00pm)

A02_LEE李中原律師C_16

Of Counsel Mark Thering and Of Counsel Glenn Loethen.

精通國語、英語
粵語、西班牙語

休士頓最佳律師  獲獎無數

歡迎來電預約:
832-632-4639
英語、國語、粵語、西班牙語

資深出庭辯護律師

刑事事故/車禍意外/人身傷害
家庭法/離婚官司/子女扶養
商業/房產糾紛/各類案件

專
精

為服務華人社區已於美南新聞大樓一樓設有辦公室

manager.v@houstondivorcenow.com
E-mail:

法學博士 ATTORNEY AT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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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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nce Governor Abbott signed
the legislation allowing
permitless carrying of a
handgun in public, people 21
and older who can legally
posses a handgun will no
longer need a state-issued
license to carry one outside
their homes or vehicles.

Opposed by police groups, the
Republicans delivered a major
win to conservative activists
who fought for a long time
against the state’s handgun
license requirement.

For now, Texans must clear a
background check, pass a

safety course and they need to
be able to shoot their weapon
to get a license to carry a
handgun in public.

Democratic leaders call the
governor’s action
“Unconscionable.” Molly
Bursey, the volunteer leader
for the Texas Chapter of
Moms Demand Action also
said that Abbott is “full of
empty promises.”

We really regret that the new
legislative bill will bring more
tragedy to our community,
especially in urban areas
where most of the people live.

We are predicting that just in
the Houston area alone this
year we will have at least 500
victims killed at gunpoint.

When a lot of people are
carrying guns in public in a
crowded city, anybody at any
time could open fire with their
weapons. For sure, more
murder cases will happen in
the future.

We really don’t know why
the lawmakers wanted to see
more tragedy in our
community.

0606//2323//20212021

Texans Can Carry Guns InTexans Can Carry Guns In
Public SoonPublic Soon

州長培瑞簽署法案，允
許二十一歲以上的德州人自
九月一日起可以自由帶槍上
街，他不顧警察團體及民主
黨人士之激烈反對，把手槍
在公共場合合法化，此案之
簽署代表了共和黨保守派及
來弗槍協會之重大胜利，他
們認為這是憲法第二修正案
賦予之權利，批評者說，一
群危機人物隨時可以在大街
上行兇。
我們對於允許大家公開

持槍之法令，持有高度之憂
慮和不安，近年來多少國人
死於槍殺事件，以休斯敦市
而言，預估被槍殺之市民會
超過五百人以上。
德州媽媽協會表示高度

不滿，她們說，州長曾經在
阿爾帕索大屠殺案之後表示
要加強槍枝管控， 但是他
如今却放任大家持槍上街。
談到對槍支安全的防範

，居住在大城市以外的州民
，大部分是共和黨支持者，
大部分家庭都有槍械來維護
居家安全，而集中居住在大
都會的州民，多半是経濟上
的弱勢群體，發生槍殺事件
尤其嚴重而被槍殺的受害者
多半是在大都會地區。
我們非常憂心九月一日

之後不知有多少人會持槍上
街，一言不合掏槍自衛或公
開行兇將會變成家常便飯，
這世界還能安寧嗎？

德州人將允許攜槍上街德州人將允許攜槍上街



AA33全球摘要3
星期四       2021年6月24日       Thursday, June 24, 2021

參與紐約市長競選的華裔楊安澤在初步計
票落後已宣佈敗選, 這是他在兩年內兩度參選
失利, 原本他是拜登新政府商務部長的熱門人
選, 但最終未能如願, 政治這條路他走的備極艱
困。

在參選總統大選之前楊安澤是一位年輕的
律師與企業家, 雖然才華洋溢，但知名度不高
，直到一馬當先宣布參選民主黨總統候選人後
才廣為人知, 尤其是他提出的向每位美國成年
人每月發1000元的驚人承諾立刻獲得迴響和
支持, 使他在民主黨內支持度超越4%而獲得
參加電視辯論資格，可惜初生之犢的他未獲青
睞 , 入鏡發言機會不多 , 在新罕布夏州初選
不理想後即退出, 隨後轉身投入CNN擔任政治
評論員, 為參選紐約市長做暖身動作。

華裔參政所面臨的最大困境就是知名度與
身份認證的問題。 三十多年前我在達拉斯專
訪了第一位參選德拉瓦州副州長的華裔教授吳
仙標(S. B. Woo), 我記憶最深刻的就是, 他對我
說, 參選最重要的是要把知名度打出去, 先讓
人記得你的名字, 所以他在開始參選時就先以

自己姓氏的諧音Woo來做宣傳, 打出了 Who
’s Woo 的文宣, 果然引起大家好奇,想要知
道”吳是誰”, 吳仙標後來經過努力後順利當
選, 並在後來代表民主黨參選過聯邦參議員和
眾議員, 當選德拉瓦州眾議院主席,是亞裔在美
參政的先軀。

楊安澤的知名度頗高, 但這次參選市長正
遭逢亞裔廣泛受到歧視之際, 客觀環境對他相
當不利, 他對於身為亞裔的身份認證未能被大
家認可, 加上對紐約市政不熟悉, 警務和犯罪對
策了無新意, 所以媒體對他嚴厲批評, 除了
CNN外, 紐約主流媒體全不支持他, 反觀他的
幾位競爭對手都都各自獲得不同媒體背書, 而
他竟被每日新聞報以漫畫譏諷是紐約的遊客,
使他民調一直往下掉, 終於敗陣下來。

楊安澤雖兩戰兩敗, 壯志未酬,但他是一位
不畏懼失敗的勇者，以他的領導才能與學識,
下一次無論再參與任何選舉都還會有獲勝機會
, 相信他也不會輕易放棄再次角逐，在美華裔
都會給他最大的支持和鼓舞, 加油! 楊安澤。

李著華觀點︰勇者-楊安澤挑戰紐約雖敗不懼

新出現在印度的德爾塔變異病毒株已經
有 9 個省，目前有 160 個病例，目前有 45 個
在英國發現的阿爾法變異病毒株，6 例感染一
種發現於陸地的β變異病毒株。

印尼新生國家健康中心上映省，爪哇衛生

研究院 20 日，南蘇
門省（南蘇門省）、
爪哇島的雅達、萬丹
爪哇（萬丹）、東爪
哇（東爪哇） ）及中
爪哇省（Central Ja-
va）、加里曼丹島的
中 加 里 曼 丹 省
（Central Kalimantan
）和東加里曼丹省
（East Kalimantan）
，以及蘇拉威西西島
（Sulawesi）的哥羅
塔洛（ Gorontalo）
Delta變種病毒株。

生醫中心病毒株7
例，感染三角洲變種病毒株的2019冠狀病毒
病患者有160例，中爪哇省有80例，主要在
古突史縣（Kudus），東爪省10例，雅加達5
例。並有 33 例感染 Alpha 變種病毒株，4 例
Beta 變種病毒株。

印尼至少9個病毒株省出現了Delta例子

日本東京奧運會就在即，東京都新增了 619
例車輛，增加了 18 例，同時增加了 18 例，近
18 例再次出現單日增加了 600 例，2019 例冠狀
病毒疾病可能出現反彈劃。

日本送協會（NHK）轉播東京都上次單日新
增600例2019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是
5月28日的614；最近一周平均每天新增422例7
例，是前一周平均的109.9%，已連續4天過去一
周平均來得增加。

東京都已累計病例數已突破17萬，來到17
萬75例，其中包括2213例死亡案例；3名患者人
數較晚減少1人，總數44人。

每日新聞報導，東京都每日更新 501 例，增
加了 118 例，已可檢測疫情擴大的預兆。

琉球新報導，目前尚存在“緊急事態宣言”

的沖繩縣，今天新增9例日本沖繩實例，連續7
天生成百例，連續20天生成低生命同天（例如本
週三）於上週三）。

沖繩縣最近一周每10萬人口增加了保持數持
續下降到40.24人，儘管如此，也有減少持續的
複發。

沖繩縣專用病床使用率為77.7%，帶病床使
用率為32.3%。沖繩縣累計病例數2萬328例。

此外，NHK 政府、政府負責提供防疫建言的
日本生勞動省專家會議，今天將針對停止“東京
緊急事態厚聲明疫情”的都等地進行分析。

會中所呈現的資料，到22日為止的整個一周
內新增場景，前一周的約0，是84倍，可以看到
還原日本；現在全境可以繼續發布 「緊急事態宣
言」 的沖繩縣，也是過去的減少。

東京時隔近一天再結束600例似有反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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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01-John Lee李元鐘保險2567B_16

已發表19萬字保險專欄，
www.johnleeins.com 歡迎索取

7001 Corporate Dr. #201. Houston, TX 77036（華埠大廈）
電話: (832) 500-3228請找謝經理

李元鐘保險
我們擁有最多美國政府認證的
各項保險專業證照、得獎無數

美國保險碩士、台灣淡江保險學士

美國及台灣前十大保險公司理賠專員

汽車、房屋、商業、人壽、醫療、老人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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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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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

巴西累計新冠
死亡病例數破50萬

綜合報導 巴西衛生部公布的數據顯示，當天巴西新增新冠肺炎確

診病例82288例，累計確診17883750例；新增死亡病例2301例，累計死

亡突破50萬例，達到500800例；累計治愈16183849例。

巴西衛生部長馬塞洛· 凱羅加(Marcelo Queiroga)19日在推特上向因新

冠肺炎去世的患者家屬和親友致以慰問，並表示將盡全力使該國民眾在

最短時間內完成新冠疫苗接種。

巴西自去年3月12日出現首例新冠死亡病例以來，在一年多的時間

裏該國死於新冠肺炎的人數突破了50萬。其中，死亡人數達到10萬、20

萬、30萬和40萬分別用時149天、152天、76天和36天。而死亡人數從

40萬到50萬用時為51天。

目前，巴西成為全球第二個新冠肺炎死亡病例數超過50萬例的國家

，居全球第二，僅次於目前累計死亡病例數超過61萬的美國。而印度累

計死亡病例超38萬，居全球第三。

據巴西各州衛生廳的統計數據，在過去7天內，巴西日均新增確診

病例72007例，比兩周前數據上漲了16%；日均新增死亡病例2073例，

比兩周前數據上漲了27%。從3月17日到5月10日，巴西連續55天日均

新增死亡人數超過2000人。其間，在截至4月12日的一周內，巴西日均

新增死亡人數最多，達到3125人。

據巴西媒體統計，截至19日20時，巴西已有逾6270萬人接種了新

冠疫苗，占該國人口總數的29.61%。其中，2424萬人已完成第二劑接種

，占該國人口總數的11.45%。

無懸念勝選
伊朗當選總統萊希面臨三大挑戰

分析人士指出，在缺乏有力競爭者

的情況下，萊希贏得伊朗總統選舉毫無

懸念。但他上臺後將面臨諸多問題，重

振伊朗經濟、防控新冠疫情、擺脫美國

製裁將是最為急迫的三大挑戰。

當選毫無懸念
根據伊朗內政部公布的計票結果，

萊希獲得近1793萬張選票，大幅領先其

他總統候選人，輕松贏得總統選舉。

事實上，早在5月25日伊朗內政部

宣布候選人名單時，輿論就已普遍預測

萊希將當選。在592名登記參選的伊朗

公民中，僅有包括萊希在內的7人通過

伊朗憲法監護委員會的資格審查。而伊

朗第一副總統賈漢吉裏、前議長拉裏賈

尼、前總統艾哈邁迪-內賈德等其他熱門

人選未通過資格審查，無緣參加總統角

逐。萊希是伊朗政界保守派重量級人物

，在入圍者中擁有絕對優勢，加上此後

又有3人退出角逐，因此萊希當選早已

懸念不大。

此外，美國2018年5月單方面退出

伊朗核問題全面協議，導致促成該協議

達成的魯哈尼政府國內威望受到打擊，

伊朗總統魯哈尼所屬的改革派民意支持

率下降，而萊希所屬的保守派則因此得

勢。這也成為他能夠最終順利當選的一

個重要原因。

面臨三大挑戰
分析人士認為，伊朗目前面臨諸多

問題，萊希上臺後將面臨以下三個主要

挑戰。

首先是重振伊朗經濟和解決通貨膨

脹問題。美國單方面退出伊核協議後，

重啟並新增了一系列對伊製裁措施，對

伊朗經濟發展造成嚴重沖擊，導致伊朗

外匯短缺、貨幣貶值，國內通貨膨脹不

斷加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今年4月發

布的數據顯示，去年伊朗通脹率為36.5%

，而今年這一數字將升至39%。

物價不斷攀升也使伊朗民眾生活愈

發艱難。有分析指出，伊朗經濟蕭條，

通脹和失業率高企，導致民眾不滿情緒

不斷累積。新政府可能需要及時出臺措

施解決經濟問題。

其次是控製伊朗目前依然嚴峻的疫

情。伊朗衛生部公布的數據顯示，該國

18日新增新冠確診病例10100例，累計

確診病例已超過300萬例。在伊朗8000

多萬人口中，只有約90萬人接種了第二

劑新冠疫苗，占比僅為約1%。

嚴峻的新冠疫情導致不少民眾失

業，進一步加劇了民眾生活的艱辛。

伊朗議會研究中心一項研究顯示，有

多達 643 萬伊朗人可能會因新冠疫情

失業，這一數字相當於全國近 25%的

勞動力人口。

第三是擺脫美國的製裁。這是萊希

面臨的最核心問題，因為正是美國製裁

導致伊朗經濟陷入困境，並加劇了醫療

資源短缺，使伊朗在疫情面前變得更加

脆弱。

德黑蘭大學亞洲研究中心主任哈米

德· 瓦法埃認為，萊希上臺執政在外交方

面的重點問題就是解除美國製裁，但這

絕非易事。今年4月起，伊核協議相關

方代表在維也納就美伊恢復履約問題開

始會談，至今已持續兩個多月仍未達成

共識。

有分析人士指出，萊希一貫對美強

硬，上臺後如保持強硬立場，伊核談判

取得成果的可能性將變小。即便萊希上

臺後積極推動談判，美國考慮以色列等

中東地區盟友的態度，也不太可能徹底

解除對伊製裁。因此無論怎樣，雙方要

達成協議都不容易。

法國超八個月宵禁正式解除
一些限製措施仍保留

綜合報導 法國正式解除已持續八

個多月的宵禁，但衛生部長奧利維耶·

韋蘭警告說，新冠疫情尚未結束，隨

著印度發現的德爾塔變異新冠病毒在

世界範圍內的傳播，法國仍將保留一

些限製措施。

據報道，現階段，法國所有1000人以

上的活動，無論在室內或室外舉行，參與

者都必須持有“健康通行證”，證明已完

成新冠疫苗接種，或48小時內的新冠檢測

呈陰性，或感染新冠病毒已痊愈。在公共

交通、商店、公司等封閉空間仍必須佩戴

口罩，在一些人口密集的戶外空間也必須

佩戴口罩，例如市場、體育場、公交候車

亭、在商店門口排隊或所有集會活動中。

一些地區的規定更為嚴格，例如吉倫特省

要求每天12點到19點之間在波爾多的兩條

主要街道上必須佩戴口罩。

法國的商業、餐飲、文化、體育等各

種機構仍受到量規限製，6月30日進入解

除限製第四階段後將對量規給予進一步放

寬或解除。法國的舞廳已經關閉15個月，

尚無重新開放的確切時間表，法國政府將

於21日就衛生議定

書與業界協商，目

標是在 7 月重新開

放。

奧利維耶· 韋蘭

20日通過《星期天

報》宣布，將繼續

加強“檢測-警報-

保護”機製。今夏

將在度假勝地的海

灘、露營地、酒店

、體育館等地免費

發放新冠自我檢測工具，預計在接下來的

兩個月內將發放800多萬份，希望通過加

強自我檢測來擴大篩查規模；將部署抗疫

調解員，負責為度假者提供關於檢測、隔

離、接種疫苗的建議；從7月初開始，將

試行對新冠感染者回溯性追蹤以查明病毒

傳播鏈；未來幾天，將在機場和港口部署

嗅探犬。此外，法國政府將對印度發現的

德爾塔變異新冠病毒感染者加強監控，如

果有關人員拒絕遵守醫保機構的衛生指示

，可能被強製隔離。

截至20日下午，法國新冠感染確診

患者總數達5757311例，單日增加1815例

，病亡患者總數達110767例，單日增加

14例。法國全國發病率（每周每10萬居

民中的確診數）19日下降到30例以下，

是自2020年 8月 17日以來首次，20日更

進一步下降到 27.3 例。與此同時，新冠

檢測陽性率下降到1%，幾乎是歷史最低

水平，2020年 7月初檢測陽性率曾為1%

，但當時進行的新冠檢測數量遠低於現

階段。

意大利61歲的老船長卡普羅因感染新冠肺炎不幸在海上去世

綜合報導 意大利61歲的

老船長卡普羅因感染新冠肺炎

不幸在海上去世。受多國防疫

政策影響，他的遺體遲遲無法

妥善安葬，在海上隨船漂流了

兩個月，直至近日才被運送回

國。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20日報道，老船長的

悲劇在最近一年的國際海運行

業並非個案，體現出疫情之下

航海人員的艱難處境。

卡普羅於今年3月底抵達南

非約翰內斯堡，通過新冠病毒檢

測後由德班港登上意大利“自由

號”集裝箱船，開啟了為期25

天的亞洲之旅。沒想到，老船長

在啟航後不久就出現咳嗽、胸痛

、呼吸急促和肌肉酸痛等明顯新

冠癥狀，到4月7日已離不開病

榻。由於船上人手不充裕且未配

備專職醫療人員，老船長在重病

之中只能自救。得知卡普羅患病

，其家人數次與船運公司方面

聯系，要求公司出面協調，幫

助船長在附近國家尋求治療。

然而，求助未得到回應。卡普

羅於4月13日不幸去世。

卡普羅去世後，他的遺體

更是經歷了一段艱難歷程。

“自由號”所屬船運公司在一份

聲明中稱，意大利外交部以及各

使館向多個東南亞國家申請下船

，以便妥善處置卡普羅的遺體，

但遭到印度尼西亞、新加坡、馬

來西亞、泰國、越南、韓國和菲

律賓等國家拒絕。CNN稱，卡

普羅從去世到船只返航，一共在

海上耽擱了6周之久，這一期間

老船長的遺體就被存放在船上一

個冷凍倉內。經過這番延誤，水

手當中已有數人感染新冠。據意

大利《民族報》報道，染疫人員

包括大副和二副。在船運公司宣

布了“不可抗力”之後，“自由

號”終於在本月14日將卡普羅

的遺體帶回了意大利塔蘭托港。

卡普羅的家人已向意大利檢

方提起申訴，要求當局對船運公

司進行“深度調查”。卡普羅的

家人對媒體表示，“他離開意大

利時明明還很健康，我們不知道

他是在哪裏被感染了”。在家人

看來，如果老船長能夠及時下船

接受治療，完全可避免這一悲

劇。據國際運輸工人聯合會的

統計，從去年3月起，至少有10

名海員在航行途中意外去世，

屍體卻被迫“漂”在海上；由

於無法靠港上岸，超過20萬海

員在海上被困長達數月，有些

船員已在海上漂了一年多。今

年3月的一份行業調查顯示，

高達67%的海運從業者出現了

一定的精神健康問題，如抑郁

或自殺傾向。

從受害者變成殺人犯
希臘血案出現驚天逆轉
綜合報導 日前轟動希臘全國的一起“入室搶劫殺人案”水落石出，殘

忍真相曝光後令人唏噓。32歲飛行員阿納格諾斯托普洛斯承認自己虛構

入室搶劫情節並且殺害了20歲的妻子卡羅琳。從受害者變成殺人犯的阿

納格諾斯托普洛斯19日被防暴警察押往雅典法庭。

據報道，在案發後的 37天裏，阿納格諾斯托普洛斯一直聲稱 3

名悍匪深夜闖入屋內，綁住夫妻二人，搶掠超過1萬歐元現金和首

飾，而且還用槍指向嬰兒，導致妻子在與匪徒打鬥時被堵塞口鼻、

窒息死亡。該案在整體治安狀況良好的希臘社會引起極大震動。

在刑偵工作中，希臘警方發現此案頗為蹊蹺，所謂劫匪毫無蹤跡

——警方始終無法在案發現場或者在死者遺體上找到任何外來者

的毛發或指紋等DNA證據，案件中的諸多細節也令警方對作為唯

一目擊者的男主人阿納格諾斯托普洛斯產生懷疑。而對電子設備

的技術分析成為破案的關鍵。

警方技術人員發現，女死者在案發時佩戴著智能手表，它所記錄

的脈搏停止時間比男主人聲稱的匪徒入室搶劫殺人時間更早；在聲

稱“被匪徒捆綁不能動彈”的時間裏，男主人手機上安裝的健身應

用數據顯示，那個時段他一直都在移動之中，有走路、上樓梯等運

動記錄。在鐵證面前，阿納格諾斯托普洛斯終於承認是他殺害了妻

子，殺人原因據他所說是與妻子因生活瑣事發生爭執，妻子威脅要

帶孩子離開他。民眾紛紛譴責殺妻兇手殘暴冷血，要求為女死者伸

張正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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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美國

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Lloyd Austin）今
天說，他支持軍中指揮鏈不該參與起訴性侵
犯及其他相關案件的做法，這項立場有別於
歷任防長。

支持者及議員們長年呼籲，讓軍事將領
退出起訴性侵犯案件決策程序，稱這些人會
傾向睜隻眼閉隻眼。

美軍的性侵犯及騷擾大多未被檢舉，五
角大廈處理的方式近來也受到檢視。

奧斯汀聲明指出： 「我們會與國會合作
修訂統一軍事司法法典（Uniform Code of

Military Justice），讓軍隊指揮鏈不再參與起
訴性侵犯及相關罪行。」 奧斯汀是首位支持
這項作法的美國國防部長。

奧斯汀說，他也贊成軍隊指揮鏈不參與
家暴等其他相關罪行的起訴程序。

他說，會將這項由五角大廈性侵犯獨立
委員會做出的建議報告給總統拜登（Joe
Biden）。

2018年五角大廈調查推估，那年共有2
萬500名男女軍人經歷某種類型的性侵。

美防長籲修軍法典 指揮鏈不參與起訴性侵犯決策

美國聯邦眾議院議長裴洛西的副幕僚長
哈米爾（Drew Hammill）今天在推特表示，
裴洛西本週將決定是否成立特別委員會，以
調查1月6日發生的國會大廈暴動事件。

路透社及其他美國新聞媒體今天稍早引
述熟悉內情人士報導，裴洛西（Nancy Pelosi
）已決定要成立調查委員會。

不過哈米爾推文說，裴洛西將於本週做

出決定。他說，裴洛西仍傾向組成跨黨派的
調查委員會，但參院共和黨議員反對在國會
外成立跨黨派任務小組。

今年1月6日，時任總統川普在白宮外發
表一番激烈談話後，數以百計川普支持者闖
進國會廈大廈，企圖阻止國會認證拜登當選
美國總統。這起暴力攻擊造成5人喪生，包
括一名國會大廈員警。

是否成立小組調查國會大廈暴動 裴洛西本週決定

美國執法單位查封兩個伊朗國營新聞媒體，
分別是新聞電視台（Press TV ）和全球衛星電視
台Al-Alam；葉門叛軍組織 「青年運動」 的馬拉
西電視台（Al-Masirah TV）也遭查封。

連進上述網站後，畫面顯示 「美國政府已查
封此網站，作為執法行動的一環」 ，上頭還有美
國聯邦調查局（FBI）和商務部的封鎖印。

新聞電視台是伊朗主要的英語廣播電台，
Al-Alam則是伊朗主要的阿拉伯語新聞台。

Al-Alam母公司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廣播電視
台（Islamic Republic of Iran Broadcasting，IRIB
）報導，巴勒斯坦廣播媒體 「巴勒斯坦今日」

（Palestine-Al Youm）和一個阿拉伯語宗教文化
頻道等網域也遭查封。

在伊拉克，與獲伊朗撐腰團體及與黎巴嫩軍
政分支 「真主黨」 （Hezbollah）有關的網域，也
遭美國司法部凍結。

IRIB指控美國打壓言論自由，並和以色列、
沙烏地阿拉伯一起 「封鎖暴露美國同盟在此地區
罪行的媒體組織」 。

葉門 「青年運動」 在其政治分支網站上，譴
責 「美國這種沒收版權的竊盜行為」 。

他們說： 「美國政府查禁馬西拉電視台網站
不僅無正當理由，甚至未事先通知。」

美採取執法行動 查封伊朗國營新聞網站

阿富汗總統甘尼（Ashraf Ghani）3天後
將訪問白宮，美國政府今天敦促終結阿富汗
境內暴力，並指責阿富汗民兵 「塔利班」
（Taliban）須為暴力負上大部分責任。

國務院發言人普萊斯（Ned Price）告訴
記者： 「我們敦促各方認真進行協商，擘畫
阿富汗未來的政治藍圖。」

他說： 「我們持續呼籲終結主要由塔利
班造成的暴力。」

塔利班今天掌控阿富汗與塔吉克共和國
（Tajikistan）邊境的主要口岸，安全部隊棄
守哨站，一些人越境逃離。

拿下極北口岸謝爾罕班達（Sher Khan

Bandar），是美國5月間啟動最後階段撤軍
以來，塔利班的最大斬獲。塔利班與喀布爾
當局的和平談判現正陷入僵局。

普萊斯表示： 「暴力必須止息，我們仍
認為這個伊斯蘭共和國與塔利班之間達成和
解，才是結束40年戰爭的唯一方法，才能替
阿富汗人帶來他們尋求的和平。」

美軍正加緊撤離阿富汗，自開始撤軍以
來，塔利班的攻擊行動便有增無減；不過五
角大廈昨天暗示，為對抗塔利班攻擊，撤軍
速度可能故意減緩，但仍會維持9月11日全
數撤軍的目標。

塔利班奪阿富汗邊境口岸美籲終結暴力認真協商

美國司法部今天宣布創設5個全新專責小組，
打擊槍枝販運問題。美國暴力犯罪飆升，總統拜
登明天也將宣布相關打擊措施。

法新社報導，這5支專責小組將於30天內設
立完畢，焦點放在紐約、芝加哥、洛杉磯、舊金
山和華府等主要城市，這幾處的殺人案件數量於
過去1年半來大幅增加。

司法部長賈蘭德（Merrick Garland）發表聲
明說，結合聯邦檢察官、特種警察與地方夥伴，
「槍枝走私打擊部隊將調查、阻斷各大網絡，避

免犯罪槍枝流入社區，引發悲劇後果」 。
明天，民主黨籍總統拜登將宣布政府在打擊

犯罪上的相關策略。共和黨一再批評拜登，未能
妥善解決犯罪率上升的問題。

美國兇殺案犯罪率多年來持續下滑，2020年
卻上升約25%，並在2021年來到歷年最高。

路透社報導，據 「槍枝暴力檔案」 （Gun Vi-
olence Archive）彙整的資料顯示，截至今天為止
，美國今年已看到297起大規模槍殺案，奪走超
過2萬800條性命。

白宮發言人莎琪（Jen Psaki）在記者會上談
及這項議題時說： 「我們認為，暴力犯罪的主要
驅動力就是槍枝暴力。」

莎琪說，總統拜登認為， 「其中很大一部分
是實施槍支安全管制措施，即使國會目前在這方
面毫無作為」 。她指的是共和黨籍聯邦參議員出
手擋下一項旨在加強管制武器購買的法案。

美犯罪率飆升 司法部宣布打擊非法槍枝販運計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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惡意競投遊戲卡拍到8732萬被喊停
玩家司法拍賣平台“撿漏”USB手指搶到近4萬

二次元文化在內地的受眾愈來愈廣，帶動相關產品價格不斷攀升，甚至掀起炒

賣風。6月21日，安徽滁州中院在阿里拍賣上公開拍賣一張“青眼白龍”《遊戲

王》純金遊戲卡，開拍半小時就從法院評估的80元（人民幣，下同）爆炒至8,732

萬元天價，結果法院以惡意炒作為由中止拍賣。有不少網友認為，該卡當前市值逾

20萬元，法院事前明顯嚴重低估其實際價值。隨後6月22日，屬同一執行人的

USB儲存手指，評估價為50元，又被喊出近4萬元天價，最終亦遭到當局叫止。

●香港文匯報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道

243萬人圍觀，7.7萬人設置提醒，1.8萬人參與拍賣。引發如此轟動的阿里司法拍品，
竟然是一張小小的被嵌在玻璃罩中的遊戲卡。該卡
是遊戲王20周年時官方限量抽選發售500張的青眼
白龍純金紀念卡，在2019年2月發售價達22萬日圓
(折合約1.29萬元人民幣)。由於該卡是遊戲王IP下
最經典的招牌形象，深受二次元玩家喜歡，在圈內
被視為無價之寶。據介紹，該卡持有者為某貪污案
件涉案人張雨傑，其曾利用工作之便貪污近7,000
萬元。

“撿漏”不成群起抬價
滁州中院給這張遊戲卡命名為“被執行人遊戲

卡牌1張”，底價80元，估價100元，保證金僅
100元。惟從日本拍賣網站的成交價格來看，該卡
市值應在20萬至30萬元人民幣左右。因此早在拍
賣進行前一周，懂行情的二次元達人都已經按捺不
住內心的狂喜，紛紛奔走相告，各自準備去法拍上
“撿漏”。該場拍賣原定於6月21日下午4時至22
日4時進行，但開拍後半小時內，價格從80元一路
狂飆到8,732萬元。之後法院中止拍賣，理由是
“拍品與實際競拍價格嚴重不符，可能存在惡意炒
作與競價行為”。

不少網友認為，之所以會造成這種現象，顯然
是法院工作人員不識貨，開出的底價過低。有人笑
稱：“100元的估價，說不定其中80元是玻璃框的
價格。”另外，目前內地不少二手交易平台上存在
大量該卡的盜版，價格亦在80元左右，評估者可
能不知正版和盜版的差別。

上海博群律師事務所律師李曉曦向香港文匯報

記者表示，通常情況下，拍品拍賣前，都需要進行
鑒定、評估等工作，這些一般由法院交由專業評估
機構進行。“就算是二次元拍品也不會是很難估
價”。不過，“如果這個東西經過評估後真的只有
20萬到30萬元市場價，那這個8,700多萬元的惡意
很明顯了。”

律師：惡意競拍或有刑責
上海正策律師事務所律師董毅智指出：“儘管

二次元拍品的品類比較特殊，但它也是有一個場外交
易的市場，大家對其都有公認的價值。”他亦表示，
炒高到逾8,700萬元是明顯的惡意競拍行為了，可能
承擔相應的刑事責任，很多參與拍賣的人並不懂得相
關規則。

值得一提的是，6月22日，屬同一執行人的評
估價為50元的USB儲存手指，又被喊出近4萬元
天價，同樣遭到拍賣中止。從拍品介紹來看，只有
寥寥數語，“使用年限不明，長久未使用，無任何
配件及說明書，能否正常使用不詳。”然而，有指
創出如此天價是因拍品所有者的背景，而且是數碼
產品、二次元產品深度愛好者，遂令市場傳言“或
許盤裏有虛擬貨幣”，造成爭奪。

今日拍賣遊戲機恐出事
據了解，該執行人的另一批拍品會在6月23

日下午進行，包括3個鍍金鑲鑽PS4手掣、五億限
定版PS4 Pro遊戲機及《戰神4》限定版PS4 Pro
遊戲機等，這些遊戲產品同樣被加持有濃烈的二次
元屬性，目前圍觀人數和報名參加人數同樣上升迅
速，不排除拍賣當日再出現離譜高價的場景。

●青眼白龍遊戲黃金卡開拍半小時就爆炒至
8,732萬元人民幣。 網路截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
海報道）原油價格持續上漲，A股石
油股22日走強，滬深三大指數均升。
當中，上證綜指收報3,557點，漲28
點或0.8%；深圳成指報14,696點，漲
55 點或 0.38%；創業板指報 3,281
點，漲11點或0.35%。兩市共成交
10,113億元（人民幣，下同）。

油價料明年見100美元
多重刺激下，國際油價大漲創逾

2年半新高，全球原油需求正快速恢
復，不少機構紛紛看多原油，投行上
調油價預期。美國銀行認為，目前原
油庫存低於5年平均水平，被壓抑的
旅行需求和供應面投資受限，可能會
在明年將原油價格短暫推高至每桶
100美元。大宗商品貿易商托克也預
計，石油價格可能在未來12個至18
個月內突破每桶100美元。消息刺激
昨日A股石油行業整體拉升3%。其
中，通源石油漲11%，中國石油漲
5%，中曼石油、和順石油漲4%，貝
肯能源、中海油服、中國石化漲超
3%。

另外，農牧飼漁、船舶製造等股
也漲超2%；工藝商品、軟件服務、
電子信息、鋼鐵、券商等少數股收
跌。概念板塊中，可燃冰、工程機
械、轉基因等漲超3%；鴻蒙概念領
跌。

業界籲留意恐高心理
百瑞贏分析，當日市場整體表現

較為不錯，個股和指數都沒有拖後
腿，但是板塊漲跌榜還是出現了變
化，21日大漲的科技股22日幾乎都
在跌幅榜上“趴”着，為短線過快衝
高後的回踩消化，但更多可以看出現
在市場的恐高心理，資金偏好於高低
位切換，所以熱點延續性不強，投資
者操作上應注意配合當前市場節奏，
切忌跟風追漲追高。

先正達進入科創板輔導期
至於數年前被中國化工集團430

億美元收購的瑞士農化巨頭先正達，
正式進入上海科創板上市輔導期。據
先正達在科創板上市輔導備案顯示，
先正達於2019年註冊於上海，註冊
資本 111.45 億元，由 Syngenta AG
（瑞士先正達）、安道麥股份有限公
司及中國中化集團有限公司農業業務
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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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言儲存虛擬貨幣的USB儲存手指，喊出
天價後遭中止拍賣。 網路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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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黨以來外事工作發展
1921年至1949年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

黨的外事工作從無到有、由小到大，為實現新民主主義革命目標，為新

中國發展建設和外交外事事業打下了堅實基礎。

1949年至1978年 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

黨的外事工作主要任務是衝破西方敵對勢力對新中國的孤立、遏制、包

圍和威脅，維護民族獨立、國家主權和安全，爭取有利於社會主義建設

的國際和平環境。

1978年至2012年 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

黨的外事工作主要任務是配合國家經濟建設，為改革開放營造良

好合作環境、周邊環境、安全環境、輿論環境，構建對外關係新

格局。

2012年黨的十八大以來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

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導下，黨和國家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

變革。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習近平總書記以大國領袖的戰略遠見和使

命擔當，着眼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帶領我們不斷開創新時代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新局面，黨的外交外事工

作取得了舉世矚目的重大成就。中國國際地位和影響力提升到前所未

有的高度，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不斷為人類發展進步作出新的

更大貢獻。

昔慨嘆弱國無外交 今主動推進全球化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事
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

日前在《求是》撰文指出，黨的外事
工作是我們黨百年來波瀾壯闊奮鬥史
的重要內容，是黨和國家總體工作的
重要組成部分，見證了中華民族從站
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的偉大飛躍。
文章稱，一百年來，黨的外事工作在
各個歷史時期，堅定維護國家利益和
民族尊嚴，為我們黨的發展壯大、國
家的富強、民族的復興作出了重要貢
獻。

國務院參事、全球化智庫
（CCG）創始人兼理事長王輝耀接
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表示，“回顧這
一百年來黨的外交事業，我切身感受
到的一個特別大的變化，就是原來我
們是全力做好自己國內的事，到現在
我們能夠同時積極地參與全球治理，
推動全球化。”

昔日神秘國度 今日會議熱點
談及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中國外

交事業和自己的親身經歷與體會，王
輝耀感慨良多，他猶記得上世紀八十
年代初剛出國時，外國人一般都對中
國沒什麼了解，只知道中國是一個很
遙遠的國度。在很多外國人印象中，
中國封閉落後。而現在，在中國共產
黨領導下的中國，在外界眼中早已成
為一個不可或缺的重要大國。

早些年，重要的國際會議上有關
中國的主題可謂少之又少。現在，常
常出席各種重要會議論壇的王輝耀發現，無論是達沃斯年會也好，
還是慕尼黑安全會議或巴黎和平論壇也好，有關中國的話題已經幾
乎貫穿於每一個大小論壇之間。“這說明國際上對中國的了解需求
和溝通意願大大增強，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

在這位知名專家看來，中國共產黨作為執政黨，慢慢意識到開
放包容和推動全球化是中國發展的一大重要方向。王輝耀說：“過
去，中國是被動地參與全球化，而現在則是主動積極地參與全球
化，這是一個質的轉變與飛躍。特別是中共十八大以來，外交工作
取得了歷史性、開創性成就，進入了全方位大國外交的新時代。”

談及百年來中國共產黨的外交外事工作經驗與啟示，王輝耀認
為，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不衝突，不對抗，睦鄰友好，特別是
不尋求世界霸權，這既是我們一貫堅持的基本方針，也會繼續堅持
下去，這很重要。

堅持和平發展 絕不尋求稱霸
王輝耀強調，中國的崛起是和平的崛起，不靠掠奪，不靠戰

爭，也不靠欺壓別的國家，我們靠的是既辦好自己的事情，同時也
能幫助別的國家。比如，面對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
行，中國及時向世界伸出援手。王輝耀相信，未來中國還會繼續堅
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不會搞衝突和對抗，也絕不會尋求稱霸世
界，中國走的是一條和平發展的康莊大道。

在王輝耀看來，儘管國際形勢日益變化，但全球化的大趨勢卻
未曾改變，國家間的相互依賴在不斷增強，資金、技術、商品、人
才在全球範圍內流動，面對全球問題的威脅，沒有一個國家能獨善
其身。因此，合作是各國面對共同挑戰首選方式，所有國家都應當
致力於國際合作，現有的國際機制應通過改革與時俱進。中國作為
一個有擔當的大國，將在這一進程中繼續扮演重要的角色，為全球
治理作出更大的貢獻。

王輝耀認為，中國的發展是和世界各國的發展同步的。在這個
世界各國共生、共存、共發展的新時代，擴大交流與合作是包括
中國在內的所有國家的共同選擇。中國的發展不是威脅，而是共
進。

當前，世界大變局加速演進，國際關
係持續深度調整，國際形勢不穩定性不確
定性上升，世界進入動盪變革期。世界主
要力量加快戰略調整，國際環境中“變”
“亂”交織的因素更趨突出。然而，放眼
未來，王輝耀認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和新型國際關係，維護和踐行多邊主義，
契合時代發展潮流，符合各國共同利益，
必將贏得國際社會越來越多理解和支持。
他相信，和平與發展仍是時代主題，繁榮
穩定、合作共贏仍是國際社會人心所向。

今年是中國共產黨百年華誕，也是全
面貫徹落實“十四五”規劃和2035年遠景
目標開局之年。楊潔篪日前在《求是》撰文
時指出，要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
會主義思想和習近平外交思想為指導，統籌
國內國際兩個大局、發展安全兩件大事，立
足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
展格局，實現高質量發展，高舉構建人類命
運共同體旗幟，堅持正確的歷史觀、大局觀
和角色觀，增強機遇意識和風險意識，準確
識變、科學應變、主動求變，在危機中育先
機、於變局中開新局，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
現代化國家全力營造良好外部環境。

展望當前及未來的國際形勢和中國的外
交政策取向，王輝耀表示，中國現在正處於
上升期，國際社會更加關注中國，多元立體
全方位的中國更需要做好多元立體全方位的
外交，包括政治、經濟、文化、民間等方方
面面多元立體全方位的外交。而且，中國作
為後崛起大國更需要秉持謙虛姿態，需要跟
國際社會進一步加強溝通，團結和結交更多
朋友，形成更廣泛的朋友圈。

儘管未來中國外部環境可能面臨的挑
戰和任務十分艱巨，但王輝耀表示，事在
人為。他說，中國和平發展的戰略機遇期
不是天上掉下來的，是需要自己爭取的，
只要中國有所作為，在解決好內部問題的
同時做好多元立體的全方位外交，堅持擴
大開放，中國的戰略機遇期還可以延長很
長時間。

當今世界，百年變局與世紀疫情交織疊加；當今中國，正迎來中國共產黨成立

百年和“十四五”開局，並向着新中國成立百年的目標奮進。回首建黨百年來外交

外事工作發展歷程，過去，舊中國是弱國無外交，而如今，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新

中國，早已逐漸躋身世界大國行列，成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從提出和平共處五項

原則到如今主動參與全球化、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國外交不斷飛躍發展，

全方位外交成果斐然，世界對中國的需要大大增強，中國國際地位和影響力提升到

前所未有的高度。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

隨着中國實力的不斷增強，國
際上有關“中國威脅論”等雜音一
直不絕於耳。2019年，王輝耀應邀
參加了在加拿大舉辦的國際公共辯
論會─芒克辯論，主題是“中國
是否會對自由世界秩序造成威

脅”。 辯論的正方，即認為“中國是威脅”的是兩位
美國鷹派代表：前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麥克馬
斯特，美國哈德遜研究中心中國戰略研究主任、“右
派”大佬白邦瑞。辯論的反方，是王輝耀和新加坡國
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院長馬凱碩。

王輝耀還記得，當時不少現場觀眾都對中國和
平崛起持消極態度，現場局勢對王輝耀所在的反方
極為不利。在長達 3 小時的激辯中，王輝耀和馬凱
碩據理力爭，用事實反駁“中國威脅論”，對正方
提出的各種問題和對中國的種種質疑進行了有力反
擊，最終說服現場觀眾。在第二次投票結束後，他
們最終獲得本場辯論的勝利。

採訪中，談起這次辯論的經驗，王輝耀認為，首
先，要把中國推動全球化和參與全球治理的客觀成績
告知世界。其次，在解釋中注重敘述的方式方法，以
別人聽得懂的方式解釋中國。另外，要增加中國聲音
的多元性。中國形象是立體且複雜的，因此注定要用
多元的手段表現中國形象，構建立體化、多元化的話
語體系。同時，在解釋中國的過程中應側重共同利益
的陳述、選取容易被接受的客觀數據等方式。

當前和今後對外工作方向
（一）發揮元首外交戰略統領作用，通盤考慮、綜合運籌對外工作。

（二）推動全方位對外開放合作，服務構建新發展格局。

（三）堅持系統觀念，深化完善全方位外交布局。

（四）堅定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

（五）推動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

資料來源：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求

是》文章“中國共產黨建黨百年來外事工作的光輝歷程和遠大前景”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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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駁“中國威脅論”
辯倒美鷹派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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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家預計中國會繼續堅持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圖為習近平2017年與“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的
外方代表團團長及嘉賓合影。 資料圖片

●全球化智庫（CCG）創
始人兼理事長王輝耀

受訪者供圖

百百年變局見證年變局見證中國外交新時代中國外交新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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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速览

“荒芜”变“宝地”，大幅缓解水资源短缺——

海水淡化作用大

“这里是国内最大的海水淡化基地。”天津国投津能发电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国投北疆）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自豪地介绍。

17 年前，国投北疆所在地还是天津远郊一片荒芜的盐碱滩
涂。企业采用“发电—供热—海水淡化—浓海水制盐—土地节约
整理—废弃物资源化再利用”的循环经济模式，一步步将脚下的

“荒芜”发展成集海水淡化、发电工程、浓海水制盐、供热、土地
整理开发和废弃物资源化再利用等多位一体的“宝地”。

“现在，国投北疆一期海淡工程项目制水能力20万吨/日，目
前企业总制水量约 8万吨/日，分别为自用水量3万吨/日、外供市
政水量约2万吨/日、外供工业用水量约3万吨/日，另有两个用水新
用户正在进行管网建设，已形成意向水量5万吨/日。”该负责人说。

海水淡化到底“牛”在哪里？为何如此受重视？
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介绍，我国沿海11个省 （区、市） 创

造了55%的国内生产总值，而水资源总量仅占全国的27%，成为经
济社会发展的瓶颈制约。特别是55个沿海地级以上城市中有51个
为缺水城市，12个海岛县全部为缺水县，水资源供需矛盾十分突
出。“海水淡化是重要优质增量水源，对缓解沿海地区和海岛水资
源短缺、保障水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从国际看，海水淡化已得到大规模利用。全球海水淡化产能
从2000年的不足0.3亿吨/日已发展到2020年的1亿吨/日，年均增
幅超过7%。海水淡化造水成本从上世纪70年代10美元/吨下降到
目前不足1美元/吨。

从国内看，目前全国已建成海水淡化工程123个，海水淡化能
力超过160万立方米/日，是世界上少数拥有海水淡化技术的国家
之一，具备规模化发展的技术条件和产业基础。

“但我们也要看到，我国海水淡化规模化利用水平与国内日益
增长的需求还有一定差距。”上述负责人说，“海水淡化总体规
模相对较小，关键技术与国际先进水平仍有差距，不少地方海
水淡化水入网存在一定障碍。此外，还存在相关标准规范不衔
接、激励措施不足等问题。”

国家发改委、自然资源部此次联合发布的 《行动计划》提出
明确目标：到2025年，新增海水淡化规模125万吨/日以上，其中
沿海城市新增海水淡化规模105万吨/日以上，海岛地区新增海水
淡化规模20万吨/日以上；海水淡化关键核心技术装备自主可控，
产业链供应链现代化水平进一步提高；海水淡化利用发展的标准
体系基本健全，政策机制更加完善。

强化技术研发、设备升级改造——

破解自主创新难题

海水淡化，难在哪儿？
“前些年，海水淡化设备关键技术长期被国外大公司垄断。设

备和技术受制于人，是我们发展的瓶颈之一。”国投北疆有关负责
人介绍，国投北疆一期海水淡化工程建设时，采用了最先进的以
色列 IDE公司热法低温多效海水淡化技术，设备运行稳定，但制
水单位成本较高。设备运营以来，企业通过优化运行方式、运行
药剂替代、设备升级改造、关键技术创新等措施，逐步降低了制
水单耗，提高海水淡化的运行效率。

“例如海水淡化装置原设计中是没有 pH调节装置的，其出水
pH维持在5.5-6.5之间，无法满足外供生活水pH>6.5的要求。”该
负责人说，“企业自主设计并安装了 pH调值装置，彻底解决海淡

产品水pH问题，并成功申报国家发明及实用新型专利。”
“发达国家在海水淡化基础研究、技术研发、装备开发等方面

指标领先。”中国海水淡化与水再利用学会理事长高从堦介绍，
“比如美日研发的反渗透膜，以通量大、寿命长、脱盐率高等优势
占据国际绝大部分市场；美国、瑞士研发的能量回收装置以 95%
以上的高回收率和高稳定性占据绝对优势；德国、丹麦研发的高
可靠性海水高压泵在国内市场呈碾压态势等。”

此次 《行动计划》 对破解“卡脖子”技术难题、加强自主创
新方面作出了相关具体安排。

自然资源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行动计划》提出将开展超大型
膜法、热法脱盐淡化和浓盐水高值化利用科技创新，建设国家海
水资源利用技术创新中心，重点突破反渗透膜组件、高压泵、能
量回收装置等，推动相关装备、材料的技术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同时，建设大型海水淡化试验场，提高定制试制、检验检
测、过程研究、验证评估、技术熟化、定型认证和标准化等服务
能力。此外，在4-6个城市、5-10个工业园区分别开展海水淡化
利用示范，因地制宜建设 10 万-30 万吨/日大型海水淡化示范工
程。

“《行动计划》的发布实施对于尽快掌握海水淡化关键核心
技术装备具有重要意义。”高从堦说，“建议有关部门针对

《行动计划》 提出的核心任务部署重点专项，保障技术研发、
集成示范等任务落地实施，瞄准领域前沿，强化基础研究，夯
实科技创新根基。”

“以需定质，以需定供，按需分配”——

确保淡化海水有用户

海水淡化，要突破技术难关，还要打通供应路径。
国投北疆海水淡化就面临供水不畅的挑战。“国投北疆拥

有高品质的淡化水产品，最优用户为大型工业化工企业。但

由于规划调整等原因，国投北疆周边没有优质的大型工业化
工企业。”企业负责人说，“临近区域的部分企业有用水需求，
但缺少供水管网，导致国投北疆淡化水目前只能以低价、计
划的方式销售，未能实现‘高品质供水’与‘高品质需求’的良好
契合。”

海水淡化利用具有较强公益性，既需要市场积极参与，也离
不开政府规范引导。自然资源部有关负责人介绍，《行动计划》以
需求为牵引、强化供给培育，将重点从以下几方面推进海水淡化
规模化利用。

首先，明确海水淡化水的定位。《行动计划》要求沿海缺水地
区将海水淡化水纳入区域水资源规划和水资源统一配置，并逐年
提高海水淡化水在水资源中的配置比例，作为生活补充水源、市
政新增供水及重要应急的备用水源。

其次，多措并举推进海水淡化应用。《行动计划》提出，具备
条件的地区要充分利用好已建海水淡化工程产能，规划实施一批
新建海水淡化工程及配套管网设施，扩大工业园区海水淡化利用
规模，提高海岛及船舶用水保障能力，拓展淡化技术应用领域。

此外，还将强化激励措施。鼓励采用政府购买服务或补贴等
方式推动海水淡化水用于城市公共市政供水。鼓励水电联产“以
电补水”，落实免收需量 （容量） 电费、企业所得税抵免等优惠政
策。鼓励银行业金融机构加大信贷支持，鼓励社会资本采用 PPP
等多元化方式积极参与。

“供用水一体化问题得到解决，才能让淡化海水有用途、有用
户，真正成为沿海地区传统水资源的有效补充。”中国国际工程咨
询有限公司资源与环境业务部主任张英健表示，《行动计划》提出
沿海地区要综合考虑产业政策、本地淡水资源条件和海水利用
能力，合理规划工业园区建设和高耗水产业集聚，制定海水淡
化及海水直接利用年度工作计划，这将推动淡化后海水能够物
尽其用。

“我们对海水淡化的未来发展有信心！”国投北疆有关负责人
说，“未来我们将重点采取两条腿走路的方式，在确保计划水的稳
定供应前提下，大力开发市场水，拓展高端市场新用户，提高海
水淡化的利用和经营水平。”

到2025年，全国海水淡化总规模达到290万吨/日以上——

向海水要淡水
本报记者 孔德晨

海水又咸又苦，既不能灌溉，也难以用于工业生产。然而，淡化后的海水具有水质优、水量稳等特点，可有效
缓解沿海地区水资源短缺问题。

到2025年，全国海水淡化总规模达到290万吨/日以上——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部联合发布《海水
淡化利用发展行动计划（2021-2025年）》（以下简称《行动计划》），确定了“十四五”期间海水淡化产业发展的目标。

向海水要淡水，咱们具备哪些条件？政策怎么支持？

国投北疆发电厂的海水淡化设备。 国投北疆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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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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一定要讓新一代華裔走的更高更遠！
“學好軟技能 建立領導力基礎 成為最好

的自己”
即是父輩的期望
也是青少年一代的使命。
我們知道華裔孩子的智商和學術成就總是

耀眼輝煌
我們也知道未來家庭和職場的成功也需要

情商和領導力
我們必須發掘華裔青少年天賦的領導才能

！
未來的領導者們
請走出舒適區
走進華夏青少年領導才能培訓營！
從這個夏天開啟不凡的征程吧！
Summer Youth Leadership Workshop 歡

迎你們！
報名鏈接：https://docs.google.com/forms/d/
1_o4VcgaEiYgX5KThcBjhL3RaG7zVt-
TY3waxmYMgAEAE/edit?ts=60b78f28

項目介紹：HXCS 青年領導力計劃是
Nguyen 博士開發的最新旗艦課程。這個獨特
的計劃通過讓他們學習軟技能和建立領導基礎
，讓年輕人在短短的五週內成為他們最好的自
己。該計劃通過講座和高度互動的團隊活動相結合，
將學生帶出他們的舒適區，並把他們轉變為未來的領
導者。作為賴斯大學的執行MBA教練，John 在青年
和成人方面擁有豐富的經驗，具有實施此課程的憑據
，具有持久影響

第一期：領導者的願景和路線圖
第二期：為領導者建立自信
第三期：社會意識和社會管理戰略
第四期：領導的自信藝術 .
第五期 ：領導者自我實現中的幸福
青少年領導才能培訓營
Contact us：225-636-0609
youthleadership@houstonhuaxia.org

時間：6/19, 6/26, 7/17, 7/24, 7/31
9 am - 12 pm
地址：Hua Xia Chinese School, 5925 Sover-

eign Dr, Houston,tx77036
【華夏中文學校】是由大休士頓地區的華人誌願

者於1993年創立並在德克薩斯州正式註冊的非營利
性組織，是大休斯頓地區唯一一家獲得美國教育評定
機構AdvancEd認證的華文教育學校。建校的初衷是
教授以漢語拼音為註音的簡體漢字，在過去幾十年的
發展中，華夏中文學校逐漸成為美南地區最大的中國
語言文化的學習和培訓中心。我們致力於創造和保持
最佳的學習中國語言文化和藝術的環境, 以鼓勵和保
證所有學生學有所成並在當今的多元化社會中發揮積
極作用。

休斯頓華夏中文學校 青少年領導才能培訓營

約翰約翰··吳博士是國際教練聯合會的專業認證教練吳博士是國際教練聯合會的專業認證教練。。JohnJohn 的領的領
導力教練基於他的學術成就和作為成功企業家導力教練基於他的學術成就和作為成功企業家、、企業領導企業領導
者和作家的者和作家的 2626 年經驗的平衡年經驗的平衡，，從其他人中脫穎而出從其他人中脫穎而出。。JohnJohn
擁有電氣工程學士學位擁有電氣工程學士學位、、國際商務工商管理碩士學位和領國際商務工商管理碩士學位和領
導力研究博士學位導力研究博士學位。。約翰的教練職位在績效領導力和情商約翰的教練職位在績效領導力和情商
領域領域。。在他的最新成就中在他的最新成就中，，JohnJohn 被從全國範圍的搜索中挑被從全國範圍的搜索中挑
選選，，以以""發現你的內在力量發現你的內在力量""為特色為特色

中華老人服務協會2021第一＆第二季度慶生會將於6月26日,星期六上午10:00
假僑教中心後停車場舉行。當天並歡送楊容清副主任和何仁傑組長。

6/26 中華老人服務協會第一＆第二季度慶生會

（華盛頓，D.C）• 2021 年 6 月 15 日星期二，國會議員
Al Green 發表了以下聲明，讚揚參議院通過立法，承認 6 月 19
日為聯邦假日：

"我讚揚美國參議院通過立法，在全國範圍內承認6月19日
為聯邦假日，" 國會議員阿爾格林在一份聲明中說 "6月19日是
戈登·格蘭傑將軍抵達德克薩斯州加爾維斯頓的周年紀念日，
1865年6月19日，他向被奴役的德州人傳遞了解放的消息。在
林肯總統於1863年1月1日發表旨在解放邦聯各州被奴役者的

《解放宣言》兩年多後，德克薩斯州的被
奴役者終於從格蘭傑將軍那裡得到了自由
的消息，格蘭傑將軍得到了2000名聯邦
士兵的支援

國會議員格林（Green）在2020年開
始承認6月19日是他辦公室的帶薪假期，
他補充說， "最初是紀念德克薩斯歷史的草根運動，現在將成為
我們國家的第12個 聯邦節日。為了紀念已故的阿爾·愛德華茲

——德克薩斯州6月19日假期的父親——以及林肯宣佈和格蘭
傑宣佈解放期間在德克薩斯州非法奴役的每一個人，我熱切地期
待有機會在眾議院投票支援這項立法

國會議員阿爾·格林讚揚參議院通過法案 使6月19日成為聯邦假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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