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發行人 李蔚華/Publisher: Wea H. Lee 社長 朱勤勤/President: Chin Chin Chu 副社長 朱幼楨/Vice President: Emerson Chu 副社長 秦鴻鈞/Vice President: Christi Chin 總編輯 蓋 軍/Chief Editor: Jun Gai
商業廣告：ad@scdaily.com 設計部：art@scdaily.com 編輯部：editnews@gmail.com 會計部：acccounting@scdaily.com 分類廣告：cla@scdaily.com 美南新聞網站：www.scdaily.com 美南電視15.3：https://scdaily.com/tv
美南黃頁：https:scdaily.com/yellow_pages 美南新聞電子報 e-paper:www.scdnews.com 分類廣告專頁Classified AD: www.scdaily.com/classified ads 美南微信公眾號：美南網ID:today-america 國際貿易中心：http://www.itchouston.org

AA11

12046

Thursday, 7/8/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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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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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凱蒂亞洲城

聯⽲地產集團 購屋|商業|投資|⽣意  ⼀站式服務 

(713)-630-8000

1,000 ~ 8,000平⽅英呎
商圈旺鋪全⾯招商

JOSIE LIN,CCIM

海地總統摩依士（Jovenel Moise）在自
宅中被槍殺身亡，加劇了這個貧窮加勒比國
家的動盪，臨時總理約瑟夫（Claude Joseph
）宣布國進入緊急狀態

路透社報導，在總統死後，海地政局由
總理決定，不過現在的這位總理約瑟夫，是
摩依士在今年4月14日才任命的臨時總理，
使得他自己的政治地位也不見得牢固。發布
緊急狀態會先暫時凍結目前的政治格局不做
改變。約瑟夫發表電視講話： 「我的同胞們
，保持冷靜，因為局勢已經得到控制。」

約瑟夫在一份聲明稱， 53 歲的總統夫人
馬丁·莫伊斯(Martine Moise)正在接受治療。

約瑟夫說，警察和軍隊已經控制了安全
局勢。並且政府正採取一切措施，來保證國
家的可持續性。

動盪加勒比國家 海地總統遇刺身亡遇刺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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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an Francisco’s lavish 58-story
Millennium Tower was raising

concern after the Surfside condo
collapse. The Millennium Tower

was billed as one of the top 10
most luxurious buildings in the
world. Since it opened in 2009,
the tower has sunk down 18
inches into the soft, downtown
soil.

The situation has really affected
the people’s peace of mind.

A Millennium engineer said that
the building was designed for
earthquake resistance, remains
safe and is not at risk of collapse.
The building is spending $100
million for repairs set to be
completed next year to install
piles into the bedrock of
downtown San Francisco
beneath the building.

In Florida, at least 24 people are

dead and dozens are
unaccounted for after the
residential building partially
collapsed last Thursday. It is very
sad what has happened in
Surfside which is the first time in
our history.

San Francisco is my favorite city.
When I came to America that
was my first stop. Though I left
there many years ago, every time
I go back, I still want to stay there
longer.

All of us have learned the lesson.
We want all the local
governments to inspect the older
buildings all over the country. We
want to make sure they all are
safe.

0707//0707//20212021

Surfside Catastrophe Raises ConcernSurfside Catastrophe Raises Concern
About San Francisco TowerAbout San Francisco Tower

暴風再次襲擊佛羅里達州，導
致色塞市的塌塔公寓暫時終斷搜索
行動，一百多位遇難家屬在不斷哀
號之中。
在此同時，位於加州舊金山市

中心的世紀豪華公寓，也面臨諸多
問題。
這棟高達五十八層位於市中心

的超級公寓，自二〇〇九年入住以
來，地基已下陷了一英尺之多，由
于色塞市公寓之不幸倒塌，對於舊
金山這棟号稱全球十大豪宅的公寓
，再度引起大家的注意，居民正越
來越感到不安。
舊金山和邁阿密可說是全美最

美麗的觀光城市，許多富豪都選擇

在那裡居住，不但面對大海，美景
尽收眼前。
多年來隨著氣候暖化，大自然

不斷向我們發出哀號，但是這些高
樓大厦還是在不斷興建之中。
舊金山是我最喜歡的城市，那

裡的美景和温暖氣候吸引了無數居
民，他們生活在天堂中也必須付
出佛州色塞市之慘劇，可說是美
國建筑史上所罕見，大樓在经過海
水浸泡而導至牆邊裂痕，皆未能立
即修復，因而造成之悲劇，確實令
人惋惜而悲傷。
我們呼籲各地方市政府要立即

檢驗老舊大樓，防止悲劇之重演。

高樓恐懼高樓恐懼 褪色的天堂褪色的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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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國最高法院判決NCAA全美大學不
得限制運動員獲得相關津貼或福利後, 各大學
允許了學生使用他們的名字和形象交易賺錢
，許多知名學生爭先與手機公司、垃圾搬運
場和服飾企業建立合作代言關係, 這等同於大
學生開始支領校內與校外巨額薪津, 大學商業
化,教育變了樣, 真讓人擔憂大學已不再是教
育殿堂了。

大學該付錢給球員嗎？如純粹從企業經營
角度來看, 當然是合理的, 但大學之所以稱之
為大學, 那是一個傳道、受業與解惑的知識殿
堂,必須維繫優良的道統,如學生在校領的錢比
老師高, 他還會尊師重道嗎？ 所以我認為了
除了限制數額的獎助學金外,大學不該支付薪
水給球員。

NCAA一級體育聯會在體育競賽獲取的
利益遠遠超過學術所獲致之成就，這導致大
學教育變質、變樣與變調，這個問題聯邦最
高法院似乎沒有深刻領悟, 就像最近他們判決
初中女學生以F字開頭的髒話並豎起中指去
詆毀學校是她所擁有的憲法第一修正案的言
論自由一樣的不可思議, 最高法院一連串的判

決讓我感覺他們的”最高明”之見解往往是
與一般衛道之士與市井小民是不同的啊！

其實NCAA當局當然知道商業利益不該
玷污教育學術，早在1978年就通過《業餘體
育法案》明確規定大學球員嚴禁收取任何比
賽報酬或場外收入,只是這紙禁令形同廢文，
由於球賽為學校帶來巨額利益，包括門票收
入、電視網路轉播權利金、廣告贊助以及球
鞋球衣代言費等，總收入每年都高達數十億
美元以上，學校為酬庸球員的貢獻，也會暗
中利用不同管道支付他們或家長，這已成為
公開秘密，也正因為太普遍了，才會有人認
為不如公開允許學校付薪水給球員，畢竟那
些錢是他們賺進來的。

乍聽之下，雖言之成理，但卻違背教育
初衷，況且NCAA本質上屬於非盈利性組織
，其目的是為了達成全方位養才教育以及獨
立思考與判斷的精神，一旦學校徹底商業化
，學生身份將轉變成為大學服務的僱員，後
果將不堪設想，這些都是我們必須深思熟慮
的啊！

李著華觀點︰教育變了樣-支付大學運動員薪水不智也!

海地總統摩依士（Jovenel
Moise）在自宅中被槍殺身亡，加
劇了這個貧窮加勒比國家的動盪，
臨時總理約瑟夫（Claude Joseph
）宣布國進入緊急狀態

路透社報導，在總統死後，海
地政局由總理決定，不過現在的這
位總理約瑟夫，是摩依士在今年4
月14日才任命的臨時總理，使得
他自己的政治地位也不見得牢固。
發布緊急狀態會先暫時凍結目前的
政治格局不做改變。約瑟夫發表電
視講話： 「我的同胞們，保持冷靜
，因為局勢已經得到控制。」

約瑟夫在一份聲明稱，53 歲
的總統夫人馬丁·莫伊斯(Martine
Moise)正在接受治療。

約瑟夫說，警察和軍隊已經控
制了安全局勢。並且政府正採取一
切措施，來保證國家的可持續性。

海地總統遇刺身亡 臨時總理宣布進入緊急狀態
荷蘭知名犯罪新聞記者德伏里斯昨天傍晚在

阿姆斯特丹市中心街頭遭人開了5槍，其中1槍擊
中頭部，被送往醫院急救。警方表示，他目前情
況仍危急。

阿姆斯特丹市長哈賽瑪（Femke Halsema）
告訴媒體，勇於替犯罪受害者發言而聞名的德伏
里斯（Peter R. de Vries） 「正在為生命奮戰」 。

目擊者告訴媒體，德伏里斯身中5槍，其中一
槍擊中頭部。 64歲的德伏里斯是媒體記者，同時
也是電視節目主持人

警方表示，目前已逮捕3人，其中一名涉嫌開
槍，但未對可能的開槍動機透露任何細節。

荷蘭總理呂特（Mark Rutte）告訴媒體，這起
攻擊案 「令人震驚和難以理解」 。

「這是對勇敢記者的攻擊，也是對我們民主
和法治至關重要的新聞自由的攻擊。」

德伏里斯在晚間7時30分左右遇襲，當時天
色未暗，他剛上完脫口秀節目，離開電視台攝影
棚。

荷蘭報紙 「誓言報」 （Het Parool）引述一名
居民表示，她聽到5聲槍響後，出外查看，發現德
伏里斯倒臥在地，血流滿面。

呂特和司法部長葛拉佩浩斯（Ferdinand
Grapperhaus）在國家安全反恐協調官（Dutch
National Coordinator for Security and Counterter-
rorism）辦公室開會，討論這起槍擊案。

葛拉佩浩斯告訴記者： 「這是黑暗的一天，
不只對德伏里斯的親友來說如此，對新聞自由來
說也是。」

過去，德伏里斯曾因擔任記者和在法庭上參
與知名犯罪案件的審判而遭到威脅，獲得警方提
供保護。

勇於替受害者發言荷蘭知名記者遭槍擊生命垂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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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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利遭遇一連串極端天氣
專家：未來將更頻繁發生
綜合報導 據報道，6月，智利發生了一連串的極端氣候事件，浪潮、龍

卷風，和冬季熱浪接連來襲。雖然這些事件之間沒有直接關聯，但它們

背後有一個共同的罪魁禍首——氣候變化。

據報道，智利大學地球物理學系教授羅伯托· 隆達內利表示：“這

些巨大海浪的形成是反常的，它們是受一個誕生於太平洋近海，且完全

反常的氣旋影響所產生的。”

智利聖地亞哥大學氣候學家勞爾· 科爾德羅認為：“不幸的是，氣

候變化正在讓極端氣候事件變得更加頻繁和激烈。這其中，不僅有熱浪、龍

卷風、幹旱，還有會造成風暴潮的海上極端風暴。”

隨著時間推移，這種情況將繼續惡化。“比如，風暴潮的發生頻率

在過去20年翻了一番。”科爾德羅警告稱，“風暴潮發生的頻率和強度

，加上冰川融化引起的海平面上升，將導致我們的海岸線被淹沒。我們

的海灘將被加速侵蝕。”

隆達內利稱：“最近，我們觀察到智利南部存在一個所謂的‘龍卷

風季’，即5月中旬至6月中旬間，當地龍卷風發生的頻率更高。”

此外，他還稱：“在可預見的未來，許多這樣造成持續大規模影響

的極端氣候事件將更加頻繁地發生。”

“除風暴潮之外，還會發生幹旱、熱浪、野火、強風暴、山洪……

所有這些極端事件將在未來幾十年內更頻繁發生，直到我們成功阻止氣

候變化。” 科爾德羅說。

“這也提供給我們一個加強防範的機會，即在每年這個時候，提高

對風暴發生的警惕程度，因為這些風暴似乎經常在這一時間段反復

出現。”科爾德羅補充說。

科爾德羅認為，氣候變化對人類社會是一個直接威脅。“因為它不

僅會影響許多人的生活，還會破壞許多關鍵基礎設施(供水、食物和能

源)。幹旱可以讓我們沒有糧食，風暴可以讓我們沒有電，洪水可以讓我

們沒有橋梁，風暴潮可以讓我們沒有港口。”

科爾德羅預計，極端氣候事件帶來的風險正在增長，並將至少繼續

增長至本世紀中期。

12億歐元！
歐洲國防基金能辦成什麼“大事”

近日，歐盟委員會通過了支持歐盟

國防工業競爭力和創新能力的一攬子決

定，宣布正式啟動首個歐洲國防基金

（European Defence Fund，簡稱EDF）。

該基金將撥款12億歐元用於歐洲的

防務建設。其中，7億歐元將用於建設大

規模防禦平臺，如下一代戰鬥機系統或

地面車輛部隊、數字化和模塊化船舶以

及彈道導彈防禦；大約1億歐元將用於

人工智能、軍事雲、安全半導體等關鍵

技術；其他的資金將用於太空（0.5億歐

元）、醫療響應（0.7億歐元）或網絡

（1億歐元）等領域。

另有1.2億歐元的資金將用於諸如量

子技術、超視距雷達等顛覆性技術的創

新方面。

此外，根據歐洲國防工業發展計劃

（EDIDP），26個預算超過1.58億歐元

的新項目被選中提供資金，兩個主要的

開發項目更是根據EDIDP獲得了1.37億

歐元的直接贈款。

凸顯了歐盟加強共同防務的意圖
國防基金是歐盟加強共同防務政策

的重要組成部分。在歐盟看來，當今世

界與21世紀的第一個十年相比發生了深

刻變化，經濟全球化帶來的樂觀情緒正

在消退，大國競爭趨於激烈，國際政治

中的對抗性顯著增強，這迫使歐盟要進

行地緣政治轉向，回歸“權力的遊戲”

，學會使用“權力的語言”。

與此同時，科技進步使得混合攻擊

和網絡攻擊等新威脅新風險不斷湧現，

歐盟成員國強烈意識到單個國家無法獨

立應對，需要通過歐盟的集體行動，集

中各國的軍事資源和財政能力來更加有

效地加強國防軍備。特別是要在歐盟層

面進行新一代主要防禦系統和新防禦技

術的開發，以維護歐盟在國防軍備上的

領先水平和戰略優勢，在大國競爭的時

代維護歐洲的共同安全與經濟利益。

歐盟內部市場專員蒂埃裏· 布雷頓在

歐洲國防基金項目發布會上說得更加直

白：“歐洲不會成為他人地緣政治野心

的競技場，歐盟將逐步以‘硬實力’能

力補充其‘軟實力’庫，逐步成為全球

層面的安全參與者。”

國家安全的考量之外，歐洲國防基金

也有增強歐洲軍事工業競爭力和獨立性

的經濟目的。

歐盟委員會在2016年11月30日發布

的“歐洲防務行動計劃”特別強調成立

歐洲國防基金的目的就是充分發展、鞏

固成員國在國防技術和工業能力上的合

作，培養具有競爭力的、創新的、高效

的歐洲國防工業。

同時，此舉也是為了在歐盟內部建

立一個更加一體化的國防市場，並促進

內部市場對歐洲自己的國防產品和技術

的采用，維護歐盟的戰略自主，減少對

外依賴。

歐盟數字政策和反壟斷負責人瑪格

麗特· 維斯塔格也坦承：“歐洲國防基金

為歐洲國防工業的永久合作發揮著關鍵作

用，這不僅將提升歐盟的競爭力，也有助

於實現歐盟的技術雄心，該基金為企業促

進創新和尖端能力提供了絕佳機會”。

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
歐洲國防基金也是推動歐洲一體化的

政策工具。布雷頓認為，歐洲國防基金是

歐洲一體化的一個轉折點，標誌著歐盟國

家在加強戰略相互依存以及實現真正的歐

洲一體化方向上邁出了新的一步。

歐洲國防基金的前身是2019年-2020年

預算為5億歐元的歐洲國防工業發展計劃

（EDIDP）和2017年-2019年預算為0.9億

歐元的國防研究準備行動（Preparatory Ac-

tion on Defence Research，簡稱PADR）。

EDIDP計劃是歐盟委員會於2017年6

月發起的，旨在支持歐盟國防工業在國

防設備和技術開發方面的努力，提高歐

盟國防工業的競爭力；PADR行動則主要

針對國防產品的研究，特別是對顛覆性

技術的研發。

這兩者的目標與歐洲國防基金的目

標相似，都是為培育創新和有競爭力的

國防技術和工業基礎而努力，服務於歐

盟的戰略自主。

歐洲國防基金推動歐盟成員國加強

在防務合作的同時，也有利於促進歐盟

各研究機構與企業之間的合作。

歐洲國防基金在2021年-2027年總預

算大約為80億歐元，其中大約有27億歐

元將資助競爭性和合作研究項目，另外

大約有53億歐元通過共同資助國防能力

發展的成本來補充成員國的投資。

歐洲國防基金的建立是新形勢下歐

盟加強防務自主，推進歐洲一體化的重

要一步，也將影響歐洲國防能力和工業

格局的發展。

在歐盟開啟地緣政治轉向的進程中

，歐盟試圖通過歐洲國防基金加快歐盟

共同防務建設，更好地在大國競爭中占

據有利地位。

當然，願望的美好並不能完全解決

現實的無奈，歐盟成員國的安全關切上

升還並沒有充分轉化為真金白銀投資國

防的政策動力。

歐洲國防基金總額僅為12億歐元，

想以此來整合歐洲的國防軍事工業，推

進歐盟防務一體化進程，顯然還遠遠不

夠。

秘魯籲民眾盡快完成疫苗接種
青少年被納入接種計劃

綜合報導 秘魯衛生部批準

了一項決議，該決議允許將12

歲以上青少年納入新冠疫苗接

種計劃。衛生當局還呼籲民眾

盡快接種第二劑疫苗，以更有

效防範德爾塔變體的擴散。

衛生部報告說，截至目前

，需要接種新冠疫苗的12至19

歲目標人群為4248652人，因此

秘魯新冠疫苗接種計劃現在包

括27244203人。

秘魯衛生部長奧斯卡· 烏加

特指出，科研的進步證明，有

一些新冠疫苗對12歲以上的人

群是高效、安全和優質的。

衛生部的上述決議還指出，

新的年齡組將受到保護，將根據

他們的年齡段和身體狀況來製定

接種方案。首先要接種的是那些

有基礎疾病的人，具體的疫苗接

種時間表將在未來幾天公布。

另一方面，烏加特當日還

指出，有相當多的人沒有去接

種中心接種第二劑疫苗。對此

，他警告說，目前秘魯已發現

新冠病毒德爾塔變體，研究顯示

該變體對沒有接種疫苗或只接種

一劑疫苗的人來說非常危險，並

呼籲民眾積極接種疫苗。

部長指出，國際上的研究

已經表明，只接種一劑疫苗對

德爾塔變體的保護率在30%以

上，而接種兩劑疫苗對德爾塔

變體的保護率為80%。

烏加特表示，國家衛生研

究所已經確認，在利馬Comas

區確診的感染德爾塔變體病例

的密切接觸者中，有四例新病

例，這意味著德爾塔變體已經

在利馬等城市擴散。

另一方面，部長報告說，目前

已經在全國範圍內對50至59歲人群

接種新冠疫苗。過渡政府曾計劃在

本屆政府結束前為450萬人接種疫

苗，但這一目標將被遠遠超過。

烏加特強調，目前秘魯已經

收到1100多萬劑新冠疫苗，在12

月之前，總的采購量超過6500萬

劑，因此，7月28日上臺的新政府

或多或少會有5000萬劑，足以為

秘魯的所有目標人口接種疫苗。

最後，烏加特還證實，由於

需求增加，已擴大首都利馬的新

冠疫苗接種點，僅在利馬北部地

區就增加了50個接種團隊。目

前利馬和卡亞俄的69個疫苗接

種中心中，有19個接種中心可

以接待來自任何地區的人。

墨西哥“天坑”之謎，終於解開
綜合報導 今年5月底，墨西哥普埃布

拉州的一處農田中突然出現了一個巨大的

“天坑”，裏面註滿了水，水中還不時有

氣泡冒出。對於“天坑“的起因相關部門

一直沒有得出結論，有人說是人為導致，

有人說是自然災害，更有甚者說是外星人

所為，本周，墨西哥國家水事委員會得出

結論，“天坑”的出現是石灰巖自然溶解

後導致土層坍塌造成的，至此，“天坑”

之謎終於解開。

墨西哥普埃布拉州是墨西哥中部偏東

的一個內陸州，位於首都墨西哥市以東，

今年5月底，該州的一處農田中發生了一

起“神秘現象”，據當地居民稱，突然傳

來一聲巨響，起初他們以為是打雷，但查

看發現，不遠處的農田裏憑空出現了一個

大坑，坑中還有水和氣泡冒出來。

起初這個坑洞還不算太大，直徑不到

30米，但其用肉眼可見的速度迅速擴張，

目前直徑已經超過126米，深度達到20米

，並且可能還將繼續擴大。

“天坑”的出現不僅摧毀了部分植被

和作物，還波及到了距離“天坑”最近的

一處房屋，房屋邊緣的水泥墻不斷坍塌陷

入“天坑”，房屋整體也搖搖欲墜。

事件發生一個月後，本周墨西哥國家

水事委員會終於得出結論，證實“天坑”

的出現是自然原因導致，是由於石灰巖自

然溶解後導致土層坍塌，而不是流傳最廣

的“對含水層的過度開發”，此後，調查

小組也會側重於該地區的地質和構造進行

重點分析。

墨西哥當局鑒於安全考慮，目前已經

封鎖了“天坑”的四周，並建議群眾不要

靠近該地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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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美國

川普集團（Trump Organization）及財務
長懷索柏格（Allen Weisselberg）已經因稅務
問題遭到刑事起訴，雖然目前川普沒有立即坐
牢的危險，但是美國專欄作家認為，家族企業
被起訴標誌著川普的生意帝國開始崩解，尤其
檢察官正在集中火力調查川普的納稅紀錄，了
解他是否參與其他金融犯罪，川普的姪女瑪莉
認為川普最愛的女兒伊凡卡最有可能起身背叛
父親。

紐約曼哈頓地區檢察官辦公室1日正式對
川普集團及73歲財務長懷索柏格提出刑事指
控，指控川普集團及懷索柏格於2005年3月
至2021年6月等15年期間，以不列帳方式為
懷索柏格等高層主管提供獎金、報酬，讓他們
藉此逃稅，其中懷索柏格是最大受益人，一共
獲得176萬美元額外補貼，逃稅數十萬美元，
這些額外補貼包括購置私人汽車、為親戚小孩
付私校學費、以及曼哈頓的公寓租金等。公司
本身也有逃稅。

川普本人並沒有在這起案件中受到指控，
集團中除了懷索柏格，其他員工也沒有被起訴
。不過駐紐約的英國《衛報》（The Guardian
）專欄作家瑪哈達薇（Arwa Mahdawi）7日
撰文指出，雖然川普目前沒有立即坐牢的危險
，但是 「川普可能垮臺」 仍藏在細節裡，家族
企業遭起訴標誌著他的生意帝國 「終結的開始
」 ，而且如果替他工作50年的懷索柏格最終
決定與他對立、配合調查，川普帝國崩解的速
度會更快。

目前看起來懷索柏格仍對川普相當忠心，
但瑪哈達薇認為忠誠總是會改變的。

美國哈芬登郵報（HuffPost）報導，川普
的姪女瑪莉（Mary Trump）1日接受微軟國家
廣播公司（MSNBC）的名嘴梅道（Rachel
Maddow）專訪時表示，川普若要從此案中全
身而退，千萬不能冀望身邊人士的忠誠，特別
是3名任職於川普集團的成年子女：長子小唐
納（Donald Trump Jr.）、次子艾瑞克（Eric
Trump）、以及他最鍾愛的伊凡卡。

「他和他們的關係，以及他們和他的關係
，完全是交易性質及有條件的，他們不會為了
他冒任何風險，就像他也不會為了他們冒風險
一樣」 ，瑪莉說。

雖然起訴書中有提到川普3名子女的名字
，但是目前他們都沒有受到起訴，瑪莉表示，
起訴書指出有其他高層受益，代表這3人接下
來恐面臨法律風險，但她也認為他們可能不會
如懷索柏格那樣對川普忠誠， 「我認為川普會
很驚訝發現，我不認為我的堂弟妹會對她展現
那樣的忠誠。」

在 6 日美國 「野獸日報 」 （The Daily
Beast）的Podcast節目 「The New Abnormal
」 上，瑪莉認為3名子女中伊凡卡最可能背叛
川普， 「伊凡卡最不可能如同懷索柏格那樣展
現忠誠」 ，她認為伊凡卡會失去更多、同時也
會想要抓住更多，因為她有一個有錢的丈夫。

《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先前
調查發現，伊凡卡以全職身份任職於川普集團
期間，還額外領了超過70萬美元的 「顧問費
」 ，瑪哈達薇指出，小唐納與艾瑞克很可能也
獲得同樣的待遇。

川普進牢房不遠了？姪女曝摯愛會率先背叛

美國五角大廈6日宣布，由於延誤過久，
其已取消原由科技巨頭微軟公司得標的 「聯合
企業國防基礎架構」 （Joint Enterprise De-
fense Infrastructure JEDI）標案。該標案結果
2019年出爐後，遭遇亞馬遜公司的法律挑戰
，因為傳聞時任美國總統川普曾介入該標案，
對亞馬遜不利。

五角大廈表示，由於延誤過久，2019年
由微軟得標、價值100億美元的JEDI 「已不符
合國防部需求」 ，因此將該標案取消。但五角
大廈首席資訊官（Chief Information Officer）
薛曼（John Sherman）強調，雲端系統仍對
美軍至關重要，包括連結所有感測器和武器的
「聯合全領域指管能力」 （JADC2），以及人
工智慧（AI）等先進技術，都需要以雲端系統
為基礎才能實現。

因此五角大廈同時宣布另一項與微軟和亞
馬遜合作的替代方案，薛曼表示，該單位預計
10月向2間公司徵求 「聯合戰士雲端能力」

（Joint Warfighter Cloud Capability JWCC）
雲端系統計畫，並稱2間公司 「很可能」 直接
成為得標者；五角大廈希望在2022年4月前
簽署合約，以滿足其對雲端系統的迫切需求，
合約價值預計達數十億美元。

微軟2019年10月擊敗亞馬遜贏得JEDI標
案時，讓許多觀察家十分驚訝，因為亞馬遜擁
有業界最大規模的企業雲端基礎架構，且安全
等級也最高，連中央情報局（CIA）都是其多
年客戶。 《國防新聞》（Defense News）指
出，雖然五角大廈當時選擇微軟的主因，可能
是由於該公司平台已被 「國防企業辦公系統」
（DEOS）等美軍雲端系統計畫選用，但川普
在標案評選期間曾公開批評亞馬遜，事後亞馬
遜則告上聯邦索賠法院，法院2020年裁定該
計畫暫停，今年初更稱不會駁回亞馬遜關於政
治幹預的指控，讓五角大廈關鍵雲端系統建置
遲遲無法繼續。

曾傳川普私下乾預 美國防部關鍵標案遭取消
美國今天敦促中國和民營企業積極參與20

國集團（G20）針對遭 2019 冠狀病毒疾病
（COVID-19）疫情重創的低收入國家所實施的
債務延期償付，以及一項債務重組共同架構。

路透社報導，美國財政部高層官員表示，華
府對擴大G20和巴黎俱樂部（Paris Club）達成
的債務處理共同架構持開放態度，擴大後的框架
不僅包括低收入國家，也將涵蓋小型島國、脆弱
國家甚至一些債務負擔較高的中低收入國家。

迫在眉睫的債務危機令各界益發感到憂心；
G20財政官員本月9日至10日在威尼斯舉行會談
時，將評估債務問題的進展狀況。

國 際 貨 幣 基 金 （IMF） 總 裁 喬 治 艾 娃
（Kristalina Georgieva）曾一再警告，疫情應對
工作和經濟展望存在 「危險的分歧」 ，恐讓開發
中國家在未來幾年遠遠落後。

部分中國實體並未全面投入 「債務暫緩償還
倡議 」 （Debt Service Suspension Initiative，
DSSI）或債務凍結，美方敦促北京當局完整參與
這兩項倡議，例如向其他債權人提供更多資料。

美國官員說，華府將敦促G20各國持續提供
財政刺激，以援助全球經濟復甦，並做出變革性
投資，來對抗氣候變遷和收入平等問題。

美籲中國及民營企業 擴大參與G20暫緩償債倡議

美國國防部今天表示已終
止一份規模100億美元的龐大
雲端運算合約，迴避了亞馬遜
與微軟之間由於政治偏見影響
競標結果的指控所爆發激烈爭
執。

國防部透過聲明表示，由
於 「 聯 合 組 織 防 衛 基 礎 」
（Joint Enterprise Defense In-
frastructure program JEDI）合
約不再符合目前需求，已取消
這份合約，並將啟動一項新的
「多雲端／多供應商」 運算合

約程序。

法新社報導，微軟（Mi-
crosoft）2019年底贏得這項合
約，引發亞馬遜（Amazon）質
疑，認為時任總統川普利用政
治報復，恐不當影響競標結果
。

官員指出，與其在面臨訴
訟的情況下繼續這項交易，政
府會以獲得最新科技為目標，
重新來過。

國防部發言人薛曼（John
Sherman）向媒體簡報時表示
： 「擁有崇高目標的JEDI是在
部門需求不同時發展起來的。

如今，我們盼能藉助多種雲端
環境之力。」

薛曼認為，為美國 「戰士
」 配備尖端、21世紀雲端運算
能力等同於提供頂級裝甲或武
器，並表示自JEDI合約因訴訟
而陷入停滯以來，科技格局已
發生了變化。

聲明指出，國防部將針對
新合約尋求來自亞馬遜和微軟
的提案，並強調這兩家供應商
似乎是目前唯一能夠符合國防
部需求的雲端服務提供商。

美國防部取消微軟雲端合約 新約亞馬遜有望分杯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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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辦國辦發文監管中概股
部署完善數據安全、跨境數據流動、涉密信息管理

在滴滴等多家互聯網平台因數據安

全問題面臨網絡安全審查之際，中共中

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6日晚對外公布

《關於依法從嚴打擊證券違法活動的意

見》，這是內地第一次以中辦、國辦名義

聯合印發打擊證券違法活動的專門文件，

將是今後較長一段時間內資本市場執法和

司法工作的綱領性文件。文件部署“零容

忍”嚴打資本市場違法，其中特別提到，

加強中概股監管，抓緊修訂關於加強在境

外發行證券與上市相關保密和檔案管理工

作的規定，完善數據安全、跨境數據流

動、涉密信息管理等相關法律法規等。

●香港文匯報記者海巖北京報道

從7月2日開始，內地監管部門接連對內地最
大網約車平台滴滴、貨運網約平台滿幫集

團、看準集團旗下的在線招牌平台“BOSS直
聘”三家互聯網平台公司啟動網絡安全審查。這
三家公司均在過去一個月內以紅籌方式在美上
市。業界猜測，引發監管部門審查的原因是，這
三家互聯網平台掌握大量“人”“貨”數據，與
國家經濟數據安全密切相關，其赴美闖關上市可
能存在安全隱患。

滴滴3個月前傳已被勸撤上市
6日晚彭博亦引述知情人士指，內地的監管部

門出於對數據領域的國家安全擔憂，至少3個月
前就開始建議滴滴推遲其美國上市計劃，包括網
信辦在內的監管部門，今年初就曾與滴滴圍繞其
上市問題舉行了多次會議，其間表達了對有關數
據安全的擔憂。《華爾街日報》早些時候亦曾報
道，內地擔心，隨着與美國上市相關的更多信息
披露，滴滴的數據有落入外國之手的風險。

此次中辦、國辦聯合印發的文件釋放明確信
號：收緊中概股監管政策，加強對數據安全、跨
境數據流動尤其是涉密信息的監管。文件共八大
方面三十條內容，其中提到， 加強跨境監管合
作。完善數據安全、跨境數據流動、涉密信息管
理等相關法律法規。抓緊修訂關於加強在境外發
行證券與上市相關保密和檔案管理工作的規定。
加強跨境信息提供機制與流程的規範管理。堅持
依法和對等原則，進一步深化跨境審計監管合
作。

文件提出，加強中概股監管，切實採取措施
做好中概股公司風險及突發情況應對；修改國務
院關於股份有限公司境外募集股份及上市的特別

規定。此外，抓緊制定證券法有關域外適用條款
的司法解釋和配套規則，細化法律域外適用具體
條件，明確執法程序、證據效力等事項。

強調對證券違法活動“零容忍”
此外，文件還提出到2025年打造一個規範、

透明、開放、有活力、有韌性的資本市場的總目
標，堅持市場化、法治化方向，堅持“建制度、
不干預、零容忍”九字方針，並明確資本市場未
來5年打擊證券違法活動的主要目標。

文件表示，要完善證券立法機制，加大刑事
懲戒力度，完善行政法律制度。加快制定修訂上
市公司監督管理條例、證券公司監督管理條例、
新三板市場監督管理條例、證券期貨行政執法當
事人承諾實施辦法等配套法規制度，大幅提高違
法違規成本。加快制定期貨法。

同時，依法嚴厲查處大案要案，依法嚴厲打
擊非法證券活動。加強場外配資監測，依法堅決
打擊規模化、體系化場外配資活動。嚴格核查證
券投資資金來源合法性，嚴控槓桿率。

● 中概股在外國上市引起中央對數據安全問題的關注，滴
滴在美國上市三日即被要求將App下架，股價大瀉。彭博社

��

��

��

�����2$�(�
��

�� � � �

��

6日早段
低見11.58美元

跌25%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身陷監管風波
的滴滴出行，6日在美股復市盤前曾挫三成，有消
息指，滴滴正遭美國投資者發起集體訴訟，截至6
日晚 10時，滴滴出行急挫約 23%，一度低見
11.58美元，跌穿其月初的IPO發行價14美元。
同於6月上市的滿幫及看準網，同樣捲入網絡安
全審查，而須暫停旗下的應用程式“運滿滿”、
“貨車幫”、“BOSS直聘”的新客戶註冊。至6
日晚10時，滿幫跌逾兩成、看準網跌近一成。

稱涉發布嚴重誤導性訊息
6月底於美國上市的滴滴，由於存在嚴重違法

違規收集使用個人信息問題，涉及國家數據安
全、公共利益等風險，為防範國家數據安全風
險，維護國家安全，保障公共利益，國家網信辦
對滴滴出行實施網絡安全審查、停止新用戶註冊
及下架滴滴出行App。

內地的網絡安全審查還擴大至“運滿滿”、
“貨車幫”、“BOSS直聘”三個平台，事件令市場關
注對相關公司的影響。雖然滴滴表示在美國上市
前，並不知悉中國監管部門對公司進行網絡安全審
查，但據美國商業資訊（Business Wire）網站消息，
美國股東權益律師事務所（Labaton Sucharow LLP）
以及羅森律師事務所（Rosen Law Firm）宣布，將
代表股東發起集體訴訟，向滴滴索賠。指控說，滴
滴可能向投資大眾發布了嚴重誤導性的商業訊息。

分析師表示，在中美全面角力的大背景下，
決策者這種擔憂，並非過敏，像滴滴這般坐擁龐
大數據庫的公司赴美上市，可能會被美國要求而
交出數據。就如美國去年，一樣指摘TikTok和微
信等中國應用程式，存有大量美國公民資訊，會
對美國構成國家安全威脅。他形容，由於美國投
資者已正式對滴滴發起集體訴訟，故相信滴滴股
價將受很大壓力，甚至有下市的風險。

滴滴面臨集體訴訟 股價挫逾兩成

滴滴6日早段跌穿招股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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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9日，一頭鯨魚在深圳大鵬灣捕食的視
頻開始廣傳。畫面上可以看到，一頭體

表呈黑色的鯨魚張着大嘴，不斷衝出海面捕食魚
類，周圍海鳥盤旋。其後有媒體到現場觀測，這
頭鯨魚依然逗留在這片海域，並不時出現在海面
上。

布氏鯨屬國家保護野生動物
幾天來，深圳漁政部門和科研人員記錄到鯨

魚捕食行為逾百次。根據視頻、圖片以及現場觀
測，專家判斷其為國家一級重點保護野生動物布
氏鯨。該布氏鯨體長8米左右，專家判斷傾向於
亞成體，即處於性腺尚未成熟的發育階段。鯨類
研究專家、廣西社科院副研究員陳默介紹，布氏
鯨是一種主要分布在熱帶和亞熱帶海域的大型鬚
鯨。近年來，中國沿海的布氏鯨主要集中出現在
廣西北部灣海域。在20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
深圳周邊海域也曾廣泛分布鬚鯨類鯨魚，但
1980年之後，該區域的鯨魚出現記錄逐漸減
少。

抵深8天 網友：來了就是深圳鯨
潛愛大鵬志願組織理事長沈曉鳴觀察“小

布”整整八天，在觀鯨圖片中，他最喜歡的一張
照片是一位男子站在岸邊，遠遠地看着“小
布”。他認為，“這張照片正確反映了人與自然
的關係，應該保持距離，和諧共處。”潛愛大鵬
在公眾號發布《“小布來深”，請與牠保持友善
的距離》的倡議，並得到深圳市民的響應。
“來了就是深圳鯨！”
“有鯨、有船、有燕鷗、有燈塔，連日來的

‘鯨喜’，生活在藍天碧海的深圳實在太幸福
了。”

“先查查‘小布’的行程碼和粵康碼。”
6日，香港文匯報記者在沙魚涌沙灘採訪的

兩個小時，來現場“觀鯨”的市民不到十位，並
未發現出海近距離接觸“小布”的市民。從羅湖
趕來的楊小姐表示，在來之前特意查了資料，快
艇和槳板距離過近有可能對鯨造成驚擾，所以並
未打算出海。“這次過來只想看看鯨魚活動的地
方，如果能夠在岸邊看到鯨魚，那就更幸運
了。”

協調香港等地建救護聯動機制
據了解，當地政府與本地媒體也對“小

布”的情況進行直播，許多市民網友也通過
網絡直播“雲吸鯨”。有市民在觀看直播時
表示，“小布的到來是我們的榮幸，為了讓
牠快快樂樂、平平安安地生活，我們應該與
牠保持禮貌與尊重的距離。”

為給“小布”營造宜居環境，深圳相關
部門緊急招募保護鯨豚志願服務者，已儲備
200名志願者。動員多方力量，管控船隻、勸
退圍觀遊客、清理海洋垃圾、檢測水質，同時
協調香港、惠州等地建立鯨豚救護聯動機制……
整個護鯨行動多方聯動、迅速響應。

由深圳市生態環境局大鵬管理局牽頭，組織
中國漁政44101船到現場蹲守、勸返往來船隻，
及時分享“小布”信息，並聯合香港環境保護署
共享信息，加強大鵬灣“小布”出沒海域的100
餘個入海排口和69公里海岸線的巡查，包括入
海排口水質持續監測。

深圳市藍色海洋環境保護協會執行秘書長馬
海鵬表示，“這頭突然出現的布氏鯨可能就
是一位大自然的‘信使’，關鍵是看我們能
不能正確理解牠所傳遞的信息，並且採取
正確的應對行動。如果我們做對了，

也許以後每年夏天，就會重
現大型鯨類動物頻繁前
來大鵬灣‘打卡’
的勝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石華 深圳報道）一條布氏鯨在深圳大鵬灣海域出沒的視頻近日在深圳人的朋友圈中熱

傳，深圳市民套用深圳的城市口號“來了就是深圳鯨”表達喜愛。在經歷了最初幾天的熱情圍觀之後，深圳人開始

相約“不打擾”，給這條被親暱命名為“小布”的鯨魚留下足夠的空間。雖然無法預計小布會在大鵬灣海域停留多

久，當地政府和民眾都在盡最大努力地為這特別的“鯨”喜（“鯨”、“驚”普通話拼音相同）營造宜居環境。

保持友善距離 營造宜居環境

鯨魚小布造訪大鵬灣
深圳市民相約共守護

據香港報章報道，2005年2
月6日，一條布氏鯨在沙頭角亞
公角咀附近的海灘擱淺，是香港
水域當時首次發現有布氏鯨擱
淺，該條鯨魚全長五米七，由於

其魚身已嚴重腐爛，故該署未有貯存其骨架。
在廣東，大亞灣海域自古以來多有鯨魚出沒。

晚明時期，“惠州鯨”便已見載典籍而廣為人知。
及至近現代，大亞灣海域仍常見鯨魚蹤跡。1937年

7月，有媒體報道稱：惠陽縣第十二區稔山石壩頭
附近海面，邇來每屆日光熹微之際，常有鯨魚出沒
海面，是以大小漁船備具戒心……據考證，“石壩
頭”即今惠東稔山壩仔一帶。

隨着城市建設的高速發展，鹽田港、惠州港等
大型港區的建成使用，大亞灣和大鵬灣航道密集，
鯨魚蹤跡越來越少見了，所以這次在沙魚涌出現的
健康狀態下的布氏鯨，已經是深圳沿海十多年未見
的稀客了。資料來源：香港文匯報資料及深圳衛視

布氏鯨
大鵬灣出沒位置圖

長度：平均 12 米
（雌性比雄
性長0.3米
左右）

特徵：背部深灰色，腹面
黃白色；頭頂有兩
個氣孔，氣孔與頭
部尖端之間有三個
平行突起；鰭相對
較小，背鰭突出，
呈鐮刀狀；下顎頂
部有兩排鯨鬚板，
數量約有300個。

分布：主要生活在熱帶和溫帶海域，在水溫高於16.3℃的
熱帶和溫帶水域終年都可看到。

習性：不集成大群，北太平洋的布氏鯨類通常單獨或2至
3頭為一群，12頭是最大的群；噴潮高約3米至4
米；通常呼吸4至5次後，做一次長潛水；極少見
到牠們在潛水前舉起尾葉；平時的游泳速度約每小
時2至7公里，快速時可達約每小時20至25公
里，可潛至300米的深度。 來源：百度百科

布氏鯨
小資料

20052005年港首見布氏鯨擱淺年港首見布氏鯨擱淺
�
6�

●志願者在做珊瑚普
查。 潛愛供圖

●廣東省加強對布氏
鯨出沒海域附近的管
控。 中新社

●●““小布小布””身長約身長約88米米。。
潛愛大鵬志願者凡師傅供圖潛愛大鵬志願者凡師傅供圖

●沈曉鳴最喜歡的一張
“觀鯨”照片，反映了人與
自然和諧相處。沈曉鳴供圖

●●““小布小布””已連續已連續88日在深圳大鵬日在深圳大鵬
灣暢泳覓食灣暢泳覓食，，目前身體狀況非常健目前身體狀況非常健
康康。。 潛愛大鵬志願者北平供圖潛愛大鵬志願者北平供圖

掃碼看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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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中国

一批中国企业建造的境外工程，成为所在地“地标”“样板”，促进当地经济社会发展——

“中国建造”实力杠杠的！
本报记者 徐佩玉

日前，中国建筑业协

会公布了 2020 年中国建设

工程鲁班奖 （境外工程）

评选结果，共有36项工程

入选。刚果 （布） 国家 1

号公路、莫桑比克N6国道

改扩建工程、马来西亚吉

隆坡标志塔项目、文莱PMB

大桥、巴基斯坦中电胡布

电 厂 项 目 …… 这 些 境 外

“样板工程”便利了当地人

民 日 常 生 活 ， 也 彰 显 了

“中国建造”的实力和国际

影响力，成为一张张“中

国建造”耀眼的名片。

“样板工程”带动当地发展

位于非洲中西部的刚果 （布） 有一条“梦
想之路”。提起这条连接首都布拉柴维尔与经济
中心黑角港的国家1号公路，刚果 （布） 总统萨
苏盛赞中国建筑“实现了刚果 （布） 人民的世
代梦想”。

2016 年，由中国建筑承建的全长 536 公
里、合同额累计 28.2 亿美元的刚果 （布） 国
家 1 号公路，克服了技术、材料、环境、安全
等方面的困难因素，历时 8 年终于实现全线
贯通。

1号公路项目位于刚果 （布） 南部，正处赤
道地区，最热的时候可以达到 42摄氏度，雨季
最大降水量达 2000毫米。除了夏季干热、雨季
湿热，这里还有一片马永贝原始森林，环境十
分恶劣，令人望而却步。但是对于施工来说，
最麻烦的还是那里的工业设施相对落后，项目
所需物资、设备大多需要进口。为了保证1号公
路顺利完工，中国建筑项目部在刚果 （布） 自
建了采石场、混凝土搅拌站、沥青混凝土搅拌
站……穿越原始森林、跨过沿海平原、通行尼
亚黑河谷、爬上巴塔赫高原，这条“梦想之
路”修建得不容易。

2016 年 1 号公路通车后，两地通行时间从
一周缩短至6个小时，通行量也从100辆提高到
4000 辆，成为目前该国等级最高、通行体验最
好的公路。作为中国援建非洲的重点工程，该
项目是中刚建交以来，两国间最大、最重要的
合作项目，也被称为刚果 （布） 交通史上“通
往未来之路”。

像这样的“样板工程”在海外还有很多。
此次获得 2020 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 （境外工
程） 的共有 36个项目，遍布全球各地。这些境
外工程不仅极大便利了当地人民的生活，为当
地基础设施建设作出突出贡献，还为当地创造
了就业机会、培养了专业人才，促进了当地经
济社会发展。

巴基斯坦中电胡布电厂码头项目施工高峰
期为当地居民创造了近 1350个劳动岗位，带动
了当地水泥、钢筋、石料等建筑基础材料的大
规模生产和供应；

莫桑比克贝拉渔码头重建工程促进了当

地渔业发展，扩大了鱼品加工，增加了渔产
品出口，促进了就业，成为莫桑比克增加海
产 品 附 加 值 、 巩 固 和 提 升 渔 业 产 能 的 宝 贵
平台；

马拉博国家公园作为赤道几内亚首个大型
城市综合性园林，极大丰富了当地人民的文化
娱乐生活，拉动了周边旅游产业发展，也为赤
道几内亚发展旅游业提供了交流窗口；

越南高岭桥项目大量使用当地专业技术人
员和劳工，不仅创造了不少就业机会，更为当
地培养了一批懂操作的技术人员，提升了本土
企业技术实力。

新技术为境外工程助力添彩

鲁班奖是中国建筑行业工程质量的重要荣
誉奖项，自设立以来，一批国内地标工程先后
获奖。近年来，为总结中国建筑业企业在境外
创建优质工程的经验和做法，促进工程质量水
平不断提高，增强中国建筑业企业在国际市场
上的竞争能力，鲁班奖设置了境外工程奖评
选，由中国建筑业协会主办。参评工程申报评
选条件参照 《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 （国家优质

工程） 评选办法》执行。
值得注意的是，鲁班奖评选格外看重新技

术的使用。评选办法明确，工程应积极采用新
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其中有一项
国内领先水平的创新技术或采用“建筑业 10项
新技术”不少于6项。

此次获奖的境外工程中，不乏各类新技术
身影——

在文莱，PMB大桥项目是当地第一座跨海
大桥，也是中国“一带一路”重点工程。其
中，大摩拉岛大桥标段采用的大型单箱单室箱
梁结构为亚洲最大，没有先例参考。

为此，项目部因地制宜，采用新技术、
新工艺，克服设备不足、材料匮乏等问题。
针对 23.6 米超宽大悬臂单箱单室薄壁箱梁结
构，设计团队从降低成本、简化梁段施工和
预制难度考虑，通过精细化的空间板壳模型
分析，实现了国内外常规最大宽度单箱单室
节段梁结构的创新设计，最大限度发挥结构
性能。

设计好了，实际施工还面临不少难题。架
桥机需适应桥梁曲线的工况进行转弯折叠。为
解决这项技术难题，建设者着手研发小半径宽
幅箱梁节段架设设备，为大摩拉岛大桥量身定
做了“可转弯”的架桥机，创新实施宽幅箱梁

节段预制施工关键技术，顺利完成了亚洲最宽
单箱室箱梁的安装。

2018年 5月 29日，PMB大桥正式通车，成
为文莱首座跨海特大桥梁。从此，大摩拉岛告
别了无桥梁连接文莱大陆的历史，对推进文莱
城市发展、开发大摩拉岛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具
有重要意义。

在印尼，印尼万比高速某大桥工程施工过
程中，中建路桥集团采用中国先进的施工技
术，克服了大量施工难题。该项目引进桥墩爬
模技术、排水沟滑模技术、中国民间破石技术
等国内较为成熟的施工工艺，自主研发多项施
工技术和工法，保障了施工质量、加快了施工
进度。其中，高墩滑模施工技术在印尼国内桥
梁建设中首次使用。

中国建筑有关负责人对本报记者介绍，像
这样广泛采用新技术的境外工程还有很多，例
如刚果 （布） 国家1号公路项目就积极推广应用
了“建筑业十项新技术”中的 8 大项 20 小项，
创新及改进技术7项。

中国建筑业协会有关负责人表示，实践证
明，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 （境外工程） 的评选
对提高中国企业在境外工程的施工质量起到了
积极的推动作用。

中国标准“走出去”获认可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中国建造技术不断成
熟，装备不断升级，形成了一套“中国标准”。随着
境外工程接连落地，“中国标准”也走出国门，被
越来越多的国家认可和采用。

非洲莫桑比克贝拉渔码头重建工程全部采
用中国标准建造，是“中国标准”“走出去”的
示范项目。中交集团有关负责人向本报记者介
绍，该项目通过精细管理、优化设计、创新工
艺等方法，解决了建设过程中“建设场地狭
窄、泥下障碍物多、灌注桩钢护筒打设施工难
度大、零下 60摄氏度超低温冷库建设、地质情
况复杂”等诸多困难，实现了项目安全、优
质、高标准完工。

上述负责人表示，中国作为基础设施建
设的强国，无论是技术实力还是施工能力，
均已得到普遍认可。当前，中国工程标准正
在被越来越多的国家采用，由中国提出和主
导制定的国际标准数量逐年增加，实现了从
跟随到引领的跨越。中国工程建设标准的国
际 影 响 力 和 话 语 权 日 益 增 强 ， 在 “ 一 带 一
路”建设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支撑作用。特
别在部分非洲国家，“中国建造”已进入驻在
国各行各业，获得驻在国民众高度认可的同
时，也不断融入当地民众的生产和生活中，
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

一组数据可以证明，“中国建造”品牌在国
际上稳扎稳打、逐步生根——

今年前4个月，中国对外承包工程新签合同
额在 5000 万美元以上的项目 242 个，较上年同
期增加12个，合计610.4亿美元，占新签合同总
额的85.4%，主要集中在交通运输、电力工程等
领域。

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合作取得积
极进展。今年前4个月，中国对“一带一路”沿
线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 59.6 亿美元，同比增
长 14%，占同期总额的 17.4%，较上年上升 1.8
个百分点。在沿线国家新签承包工程合同额
415.6 亿美元，完成营业额 234.6 亿美元，同比
分别增长25.2%和12.9%。

“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 （境外工程） 背后，
是中国人运用中国技术、中国设备、中国标准
克服了一个又一个施工难题，展现了‘中国建
造’的崭新形象和雄厚实力。”中国建筑有关负
责人表示。

▲ 位于吉隆坡市中心的标志塔，
由中国企业建设。 中国建筑供图

◀ 刚果（布）国家1号公路，被誉为
当地人民的希望之路、致富之路、繁荣之
路。 中国建筑供图

◀ 赤道几内
亚马拉博国家公
园73米桥。

中国建筑供图

▲ 文莱大摩拉岛大桥。
连接文莱摩拉区和海上摩拉
岛的重要桥梁，其建成改写
了大摩拉岛无桥梁连接文莱
大陆的历史。

中交集团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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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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珍妮·曼里克）每
當米爾塔拉·特里斯坦(Myrtala
Tristan) 講述她在毀滅性颶風哈
維(Hurricane Harvey) 中的經歷
時，她都會重溫那場將附近街道
變成河流、將她的家變成漂浮家
具博物館的無情大雨的場景。

“他們從來沒有告訴我們我
們必須撤離，或者情況會如此糟
糕，”在休斯頓萊克伍德郊區居
住了近 40 年的特里斯坦在 6 月
30 日關於重新劃分的簡報會上
回憶道。 “我和我丈夫住在一
起。五個小時以來，我一直在撥
打（緊急）311，但他們從未接
聽。我們徹夜未眠。”

第二天一早，特里斯坦帶著
她的駕照和一些錢離開了她的房
子，裝在一個拉鍊袋裡。在外面
，一艘船正在從惡臭的水域中救
出人們，優先保護兒童和老年人
。

“我們整天都在那些骯髒的
水域中航行。他們沒有給我們水
或食物……我認為這是非常不公
平的，政府應該以不同的方式幫
助我們，”特里斯坦說。差不多
三年後，“我們仍在申請一些幫
助。什麼都沒有來。”

Tristan 加 入 了 Northeast
Action Collective，這是一個倡
導者和鄰居團體，他們的出現是
為了應對她所在社區在排水和防
洪方面缺乏公共投資的問題。
“是時候讓我們的聲音被聽到了
。”

目前，特里斯坦正專注於全
縣範圍內的努力，讓有色人種社
區和低收入社區參與重新劃分選
區——重新劃分政治邊界的過程
，決定人們投票給什麼候選人。

墨西哥裔美國人法律辯護和
教育基金(MALDEF) 訴訟副總裁
尼娜·佩拉萊斯(Nina Perales) 解
釋說：“重新劃分是在地圖上劃
線來代表誰將投票給某些民選官
員。” “創建選民群體是一種
非常政治化的行為，因此參與其
中非常重要。”

根據人口普查數據，每 10
年重新劃分一次社區，將社區劃
分為多個區。根據選區的不同，
這些界線由市議會、學區董事會
、縣委員會以及最終的州議會劃
定。

在哈里斯縣郊區帕薩迪納這
樣的地方，這些線路有效地將拉
丁裔與盎格魯人口隔離開來：拉
丁裔居住在北部地區，該地區歷
來比南部地區（盎格魯人居住的
地區）獲得的服務更少，因此更
容易發生洪水和自然災害。

當德克薩斯州眾議院在北部
地區劃出進一步劃分拉丁裔選票
的其他界限時，馬爾代夫提起訴
訟並獲勝，將他們重新組合到
144 區。

“那個地區的英裔保守派代
表在選舉中落敗。他在眾議院被
一位進步的拉丁裔女性取代，”
佩拉萊斯說。 “當圍繞我們社
區劃定的政治界線是公平的時，
我們增加的政治參與是最強的。
”
迷失在翻譯中

對於德克薩斯民權項目
(TCRP) 的重新劃分外展研究員
Miguel Rivera 來說，挑戰之一
是西班牙裔社區仍然不熟悉這些
過程，從“gerrymandering”和
“redistricting”等術語開始翻
譯。

裡維拉說：“當我試圖向我
的父母解釋我的謀生之道時，我
第一次遇到了這個難題，他們都
出生在墨西哥農村。” “他們
理解投票權的鬥爭，其中有很多
可翻譯的術語，但根據他們對墨
西哥和美國的了解，他們對人口
普查和重新劃分的理解大不相同
”

現在，TCRP 正在為西班牙
裔社區開展教育活動，以凝聚一
個特定術語：重新分配。

Cassandra Martinez 剛從高
中畢業，將於秋季進入哥倫比亞
大學，她在 Mi Familia Vota 組
織的人口普查研討會上第一次聽

到這個詞。
“西班牙裔不知道重新劃分

和人口普查背後的具體細節，但
社區關心收入不平等，關心孩子
們上的學校，關心永遠不會完成
的建設項目，”馬丁內斯說。

“我們很多人來自移民家庭
；我們的父母……感覺與政治脫
節了，”她補充道。 “有一種
‘我的投票無關緊要’的心態。
”真正對我這個年齡段的人有幫
助的是將投票與我們家庭和社區
的未來聯繫起來。 ”

大休士頓地區美華協會的律
師和活動家 陳綺玲 講述了亞裔
美國人和太平洋島民的類似經歷
，這些人在德克薩斯州的人數增
長速度超過了拉丁裔。她說，她
的組織敲了 221,000 多個門，
以確保 AAPI 被計入人口普查。
“你不必是公民或登記選民就可
以參與重新劃分選區，”她強調
說。

OCA 使用“機會地圖”來
展示這些地區的多數人和少數人
如何獲得下水道、電力、人行道
、管道等服務。

陳說：“在大休斯頓地區的
社區中被統計的每個人都價值
15,700 美元的聯邦資金，各地
區決定如何使用這筆錢。”
“你想生活在多個社區均衡平衡
的地方，他們有機會擁有表示
。 ”

非裔美國人在主要由掌權的
共和黨人如何劃線方面也受到歧
視，因此，諸如 Pure Justice 之
類的組織促進了他們參與選舉地
圖的繪製。

“每個人都想以某種方式為
某些受益人裁剪地圖，”該組織
的聯合創始人 Roshawn Evans
說。 “在政治食物鏈的頂端，
共和黨人無所不能，但我們仍然
可以製作具有啟發性的地圖並自
己繪製。”

“我們希望把有同樣問題的
人聚集在一起，所以我只想強調
投票真的很重要，”他總結道。

休斯頓重新劃分選區——爭取對有色人種社區和低收入社區更加公平

分析顯示，2015 年至 2019 年，由於藥
品價格漲幅超過一般通脹率，Medicare Part
D 在排名靠前的品牌藥上的支出增加近 400
億美元

華盛頓—據AARP 樂齡會公共政策研究
所(Public Policy Institute, PPI) 的一份新報告
顯示，2020 年，有260 種常用品牌處方藥零
售價格的上漲速度是一般通貨膨脹的兩倍多
，漲幅為2.9%，而通脹率為1.3%。一種經
常使用品牌藥的年平均費用超過 6,600 美元
，比 2015 年高出超過 1,500 美元。對於每月
服用 4-5 種處方藥的典型美國老年人來說，
去年的年度治療費用已超過 3.1 萬美元，遠
遠超過 Medicare 受益人的平均年收入 2.6 萬
美元。

AARP 樂齡會執行副主席兼公共政策總監
Debra Whitman 稱： 「即使是在疫情和金融
危機期間，品牌藥公司還在繼續提高價格，
上漲速度遠比其他商品和服務快得多，這是
不可原諒的。沒有人應該被迫選擇是支付賬
單，還是支付藥費以保持健康。我們的領導

現在需要採取行動來降低藥品價格。」
儘管 2020 年是至少自 2006 年以來年平

均價格上漲最慢的一年，但仍然是通脹率的
兩倍多，並且隨後幾年的年平均價格漲幅也
相當高。 AARP 樂齡會分析了這些價格趨勢
是如何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積累起來的，並發
現如果2006 年至2020 年的零售價格變化限
制在通脹率之內，那麼一個常用品牌藥的年
平均藥物治療費用將在2020 年降低近3,700
美元。這些費用的增加對治療常見慢性病的
藥物產生了重大影響。

AARP樂齡會是美國最大的非營利性、無
黨派組織，致力於幫助和激勵50歲以上的人
群享有自我選擇的生活方式。 AARP樂齡會
在全國範圍內擁有近3800萬成員，它鞏固並
加強社區，倡導對家庭最重要的事情：健康
保障，財務穩定和個人成就感。 AARP樂齡
會還發行全國最大的發行出版物：《AARP樂
齡會雜誌》和《AARP樂齡會簡報》。了解更
多信息，請訪問中文官網 chinese.aarp.org 或
關注AARP樂齡會微信公眾號 。

AARP 樂齡會報告：疫情期間零售藥品價格持續上漲，速度高於通貨膨脹

左上起順時針方向左上起順時針方向：：Nina PeralesNina Perales，，墨西哥裔美國人法律辯護與教育基金訴訟副總裁墨西哥裔美國人法律辯護與教育基金訴訟副總裁；；
Debbie ChenDebbie Chen，，律師律師，，OCA-OCA-大休斯頓大休斯頓；； Roshawn EvansRoshawn Evans，，Pure JusticePure Justice 聯合創始人兼組織總監聯合創始人兼組織總監
；； Myrtala TristanMyrtala Tristan，，萊克伍德居民萊克伍德居民，，Casandra MartinezCasandra Martinez，，Mi Familia VotaMi Familia Vota；； Miguel RiveraMiguel Rivera，，德德
州民權項目重新劃分外展研究員州民權項目重新劃分外展研究員。。德克薩斯州哈里斯縣的活動人士動員起來德克薩斯州哈里斯縣的活動人士動員起來，，使每十年一使每十年一
次的重新劃分區域過程對有色人種社區和低收入社區更加公平次的重新劃分區域過程對有色人種社區和低收入社區更加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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