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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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東京東京44度緊急事態度緊急事態 日相日相：：避免疫情擴及全境避免疫情擴及全境
（綜合報導）日本首相菅義偉今天宣布對東京都4度發布 「緊

急事態宣言」，從7月12日到8月22日止，涵蓋整個東京奧運舉辦
期間。菅義偉說，為了不讓疫情再度擴大到全境，有必要強化防疫
對策。

日本放送協會（NHK）報導，日本政府今天傍晚舉行2019冠
狀病毒疾病（COVID-19）防疫對策本部會議，菅義偉在會中表示
，包括東京都在內的首都圈，從6月底開始感染人數持續增加，儘
管目前重症患者數及病床使用率仍停留在較低水準，但考量到變種
病毒的影響，為了不讓疫情再度擴大到全境，有必要強化防疫對策
。

由於無法抑制東京都疫情再度擴大，日本政府決定從7月12日
到8月22日，4度對東京都發布 「緊急事態宣言」；而目前全境唯
一被發布 「緊急事態宣言」的沖繩縣，也將同步延長到8月22日。

7月23日開幕、8月8日閉幕的東京奧運，舉辦期間將完全處

於 「緊急事態宣言」下。
另外，目前實施 「防止蔓延等重點措施」的地區，埼玉縣、千

葉縣、神奈川縣及大阪府4府縣，將同步延長到8月22日；北海道
、愛知縣、京都府、兵庫縣及福岡縣5道府縣，將如期在7月11日
解除。

因此，到8月22日止，日本全境將有東京都及沖繩縣處於 「緊
急事態宣言」；埼玉縣、千葉縣、神奈川縣及大阪府，則適用 「防
止蔓延等重點措施」。

菅義偉說，一旦疫苗發揮效果或是病床使用率有所改善的話，
日本政府也將判斷是否提前解除相關防疫措施。

他說，日本以先進國家也無前例的速度快速推動疫苗接種作業
，總接種次數已超過5400萬次，約7成高齡者及3成一般民眾已完
成首劑疫苗接種。

菅義偉說，接下來將會進行修正，讓持續進行接種的市町村能

分配到更多的疫苗，會盡可能盡早公布疫苗分配數量。
菅義偉預計稍晚將舉行記者會，對外說明發布宣言的理由等，

希望日本國民理解並配合做好防疫措施。
朝日新聞報導，在宣言期間日本境內舉行的職業棒球等大規模

活動進場人數，將縮減到最多5000人或可容納人數50%，活動時間
也被要求最晚於當晚9時結束。

東奧5方會談預計晚間將舉行會議，決定東奧入場觀眾數上限
。目前研判，在東京都內舉行的開閉幕式及絕大多數賽事，可能都
將閉門舉行。

處於宣言下的東京都與沖繩縣餐飲店全面禁酒，營業時間也提
前到每天晚間8時打烊；適用重點措施的地區，餐飲店原則上禁止
供酒，但該地區知事可決定是否放寬供酒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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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內亞共和國駐休斯敦名譽總領事
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Haitian President Moise was
assassinated Wednesday in his
residence. The country's First
Lady also was injured in the
attack. She was in critical
condition and was flown to
Florida later

Haitian Prime Minister Joseph
described the attack as a hateful,
inhumane and barbaric act. He
wants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launch an
investigation into the killing and
a to file a request with the United
Nations to hold a Security
Council meeting on the attack.

President Biden, as expected,
was shocked and saddened.

This Caribbean country with 11

million people is the poorest
nation in the world. In the last
several years they have been
facing so many political and
economic challenges.

Many years ago when an
earthquake caused the nation
so much tragedy, it has never
recovered from that disaster.

This is so sad. The nation has
lost their leader. We all think
about the democratic system
that could help a country’s
future, but that is not the way
for Haitians.

Our condolences go out to the
President’s family and to the
Haitian people.

0707//0808//20212021

Haitian PresidentHaitian President
Moise Is DeadMoise Is Dead

海地總統摩依士於週三凌晨一
時在其居所被一批刺客刺殺後不
治身亡， 其夫人亦受重傷在急救
之中。

海地總理喬瑟在聲明中强烈譴
責這項野蠻的行刺行動，並希望
國人保持冷靜， 全國安全將由國
家警政及空軍負責以確保政府之
繼續運作。

按照海地憲法， 總統職應由
最高法院法官繼任， 但是他確因
新冠肺炎去世， 下面一位继任者
應該是總理 ，但需要國會同意，
目前國會在休會中， 因為選舉還
沒有如期舉行。

摩依士於二O一七年二月七日

就任總統任期本應到今年二月七日
結束， 但他堅持任期應到明年二
月， 因而造成國內暴亂不斷。

這個加勒比海島國是世界上最
貧窮的國家之一 ，多年前的地震
大颶風 ，生命財產重創。

海地是美國後院 實施民主制
度多年 ，但是仍然一貧如洗， 民
不聊生， 選舉制度成了仇恨的根
源，

多年來 ，充分证明 ，如果教
育和經濟沒有達到相當水平， 自
由選舉將無法達成國家的繁榮。

海地總統遇刺身亡海地總統遇刺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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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耶穌教會
True Jesus 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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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JC

335 Avenue E,Stafford,
TX 77477

電話: (281)631-5260
網址: www.tjc.org
電子郵件: Houston@tj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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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北韓官媒今天報導，領導人金正
恩出席祖父金日成逝世 27 週年參拜，先前政
變傳聞不攻自破。南韓國情院獲得情資也指出
，金正恩近日暴瘦10到20公斤，但健康無虞
。

韓聯社引述北韓中央通信社（KCNA）今
天報導，金正恩當天凌晨零時前往錦繡山太陽
宮參拜，勞動黨中央委員會政治局成員及黨中
央指導成員與會。

日前剛傳出金正恩身體抱恙的小道消息，
也有部分媒體引述不具名北韓人士說法稱北韓
內部出現政變跡象，這次參拜報導可算佐證金
正恩身體無恙。北韓過往也慣於利用官媒報導
金正恩出席活動，以澄清外界對其健康狀況的
揣測。

對此，南韓國家情報院今天在國會情報委
員會中表示，根據近期獲得情報，金正恩步履
穩健、活動自如，且在6月就主持了5次勞動
黨會議，會議時長動輒數小時，健康狀況看來
並無大礙。

這次參拜活動的照片也引起韓媒關注，原

本名列北韓權力核心前5名、主管軍方的政治
局常務委員李炳哲並未與金正恩一起站在最前
排，而是退後至第3排，站在勞動黨規律調查
部長朴太德及農業部長李哲萬中間，推測可能
是先前遭懲處，被降級至政治局候補委員或部
長級幹部。

而原本同樣被推測遭問責的總參謀長朴正
天則配戴低一階的次帥勳章，與三星上將階級
幹部一起站在第二排。先前未被提及降職的人
民武力相（國防部長）金正寬配戴勳章也從次
帥降為大將。

北韓軍方4大核心人物中3人遭降職、解
任，受到韓媒關注，推測可能是受先前軍人參
與走私活動的事件受到懲處。南韓國情院則分
析，懲處原因可能包括防疫消毒設施準備不足
、儲備糧食供給延遲及管理不實等。

此外，根據南韓國會議員透露，國情院認
為原子能研究院遭駭事件與北韓有關，也可能
是第三國相關組織主使，目前仍在進行調查，
所幸核心資料並未外洩。

金正恩現身參拜
南韓情報單位：暴瘦但健康無虞

海地共和國(Haiti) 總統喬維內爾·莫伊斯
(Jovenel Moise) 在總統官邸突遭六名武裝份子
持槍公然闖入襲擊身亡，使這個美洲最貧窮國
家的治安陷入高度的危境, 唉,連總統都在森嚴
的官邸被刺殺, 人民百姓的生命安全還有什麼
保障呢!

海地是加勒比海上的一個小國,曾先後被西
班牙與法國統治過, 在1803年由當地的奴隸起
義獨立建國，但多年來一直被獨裁者統治，直
到1990年才實施民主制度,選舉總統治理國家，
然而人民素質低落,95%以上為非洲裔黑人, 教
育水準與文化層次都不高, 所以整個國家貧困
落伍, 加上政治腐敗, 黑道橫行, 人民長久生活
在水深火熱中, 尤其不幸的是, 在2010年發生極
其嚴重的地震和海嘯, 造成30萬人死亡,整個國
家滿目蒼夷, 民不聊生, 儘管各國都施出援手,捐
出大筆援助款, 但迄今依然沒有完成復建工作,
海地賴以存活的美國顯然已對這個國家失去信
心, 對莫伊斯所領導的政府相當不滿意, 認為他
企圖獨裁專制, 偏離民主軌道。

莫伊斯雖是經過民主選舉產生的總統, 但
在五年任期屆滿後卻以新冠疫情的理由,發布行
政命令無限期延後總統大選日程以拖長自己的
總統任期, 而且他強推修憲, 準備在憲法裡增加
條文規定總統不可被起訴, 這顯然是為自己而
修, 連他所任命的總理都不同意, 所以就要被他
解除職務。

莫伊斯在總統任期內因為政績不佳, 導致
民生凋敝,眾叛親離, 他在過去3年更換了5位總
理, 參議院國會停議, 高等法院關門不審,法政系
統凌亂不堪，官吏汲汲,局勢極度不安, 反對派
近來頻頻上街抗議遊行,大聲呼籲莫伊斯辭職下
台,已讓他充滿高度危機感，所以理應對自己的
生命安全特別防範, 但百密必有一疏, 竟然在官
邸遭到不測, 這難道是天意嗎?總統被暗殺後的
海地現在群龍無首, 權力真空,雖不至於造成內
戰, 但可以預期的是,內亂必將加劇, 或許聯合國
應該要出面輔助這個國家撥亂反正, 盡快完成
選舉, 以重建一個全新的海地政府與議會。

【李著華觀點 : 哀哉！孤國血淚
刺客奪走海地總統生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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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亞宣布每周可入境人數減半
將繼續推動疫苗接種

澳大利亞政府召開會議，討論疫苗推廣以及入境人數等問題，並作

出了相應調整，包括國際入境旅客人數上限減少一半，並提出4個階段

的抗疫計劃來推廣疫苗接種。

國際入境人數上限被削減一半
據報道，此次內閣會議召開之際，澳大利亞近一半地區仍處於封鎖

狀態，以應對社區疫情的傳播。

澳大利亞總理莫裏森在會議後宣布，獲準進入澳大利亞的國際旅客

數量將暫時減少一半，至每周約3000人。莫裏森表示，考慮到德爾塔變

異病毒的高傳染性，這一決定將減輕檢疫設施的壓力。

莫裏森還表示，聯邦政府將通過增加便利的商業撤僑航班，以減輕

降低返澳人數上限的影響。他說：“我們將加強這方面的工作，以繼續

保持讓國民回國的速度。”

報道稱，昆州、維州、西澳和南澳都在推動減少入境人數，因為擔

心會出現進一步的疫情暴發和封鎖。

政府同意4階段抗疫計劃
在本次會議中，政府同意了一項涵蓋4個階段的計劃，即一旦澳大

利亞民眾接種了足夠多的疫苗，該國將從試圖遏製疫情傳播中走出來。

據報道，在“澳大利亞應對疫情新協議”獲得批準後，接種疫苗的

民眾將會被放寬限製，而每一個新階段將由不同水平的全民疫苗接種率

決定。

莫裏森表示，該協議旨在結束封鎖和旅行限製。他說：“如果你接

種了疫苗，你就會改變我們國家的生活方式。”

該計劃包括對其他隔離方案進行試行的承諾，例如對返澳且接種過

疫苗的旅行者實行居家隔離政策。

北美罕見熱浪致上百人死亡
49°C極端高溫為何出現？

據報道，加拿大西部不列顛哥倫比亞

省利頓村(Lytton)6月29日的最高氣溫達到

49.6-°C，27日至29日連續三天打破加拿大

全國紀錄。而在6月26至28日的3天內，

美國西北部的俄勒岡州波特蘭的最高氣溫

也連續創下該市紀錄——分別達到了

42.2-°C、44.4-°C和46.1-°C的高溫。

高溫天氣在美加兩國已導致上百人

死亡，還加劇了當地的山火災害。如此

極端的高溫天氣從何而來？

當地情況如何？
據報道，過去5天內，加拿大至少報

告了486例猝死，這一數字比往常高出

195%。在美國西北部，華盛頓和俄勒岡州

至少有幾十人的死亡與此次熱浪有關。

自6月25日以來，波特蘭所在的馬

爾特諾縣(Multnomah)的法醫辦公室已確

定51人死亡與極端高溫有關。死者的年

齡從44歲到97歲不等，平均年齡為67歲

。許多人有基礎健康問題，被發現死亡

時獨自一人，身邊沒有空調或風扇。

BBC報道稱，有加拿大溫哥華的居

民表示，溫度高到什麽程度呢？即便汽

車沒有停在陽光下，車窗也會開裂、熔

化。許多商店的便攜式空調、電商、冰

塊和水都已經售罄。面對持續的高溫，

美國華盛頓州西雅圖市開放了30多個

“納涼中心”(cooling center)，這些地方

包括社區中心、圖書館、遊泳池等。

加拿大溫哥華近來當地氣溫持續處

在高位，且紫外線強烈，“我每天在天

臺吸煙，手都被曬黑了，甚至有的地方

已經被曬得老化了。當地居民之所以覺

得熱，是因為溫哥華往年根本不用電風

扇或者冷空調。這次高溫天氣導致電風

扇供不應求，(網上)甚至有一臺又老又

破的二手電風扇被炒到600加元(約合人

民幣3100元)。”

“由於地勢高的地方更熱，獨棟住宅

的臥室都在2樓，因而經常會出現底樓起居

室不熱、2樓臥室明顯熱的現象。”這名工

程師說道，“雖然入睡時會覺得有點熱，

但不蓋被子的話，半夜會被凍醒。”

另外，高溫還加劇了山火的威脅。據

加拿大廣播公司(CBC)報道，利頓村及附

近的1000多名居民因山火於6月30日撤離

。不列顛哥倫比亞省官方7月1日表示，

該村“大多數”住宅都在山火中被燒毀。

高溫從何而來？
美國新聞網站Vox指出，此次極端

高溫天氣的直接來源是高壓系統(即反氣

旋)。在高壓系統控製下，空氣下沈、壓

縮且升溫，形成“熱穹頂”(heat dome)，

蓋住大片地區，使得地面吸收的熱量無

法釋放，溫度進一步上升。另一方面，

高壓系統控製的地區天氣晴朗，因此地

面會吸收更多的太陽輻射。

據報道，美國國家氣象局天氣預報

中心的氣候專家理查德· 班恩(Richard

Bann)表示，此次熱浪是由兩個高壓系統

導致的——一個來自太平洋北部的阿留

申群島，另一個來自加拿大東部的哈德

孫灣南部。美國華盛頓州氣候學家尼克·

邦德(Nick Bond)說，類似的極端高溫事

件大約每10至30年發生一次。

CNN報道還指出，城市熱島效應加

劇了高溫，瀝青、建築物和高速公路較

多的地區更容易吸收並釋放熱，而公園

、河流和綠化較多的地區相反。

許多專家認為氣候變化也影響了此

次熱浪，美國總統拜登則借機批評否認

氣候變化的觀點。在美國得克薩斯理工

大學工作的加拿大氣候科學家凱瑟琳· 海

霍(Katharine Hayhoe)認為，人類活動產

生的排放加強了氣候變化，使得極端高

溫來得更早、持續更久、強度更大。她

引用研究和政府報告解釋稱，加拿大氣

候變暖的速度是全球其他地方的2倍。

但BBC報道指出，專家表示氣候變

化可能會增加此類極端天氣發生的頻率

，然而單個極端天氣事件與全球變暖的

聯系是很復雜的。

值得註意的是，此次熱浪造成大量

死亡，部分原因是當地氣候普遍溫和，

空調安裝率較低。

美國西北部和加拿大西南部以溫帶

海洋性氣候為主，平時氣候溫和濕潤，

很少出現高溫。CNN援引美國人口普查

局2019年針對該國25個都市區的調查報

道稱，美國西北部的西雅圖和波特蘭分

別有56%和21%的家庭沒有空調，分列

調查的第一位和第三位。與此相比，紐

約、波士頓、底特律等中東部城市無空

調家庭的比例低於10%。

極端天氣還會持續多久？
隨著天氣變化，北美西部海岸地區的

氣溫預計將逐漸下降。上文接受澎湃新聞

采訪的IT工程師坦言，近日溫哥華風力較

大，所以陰涼處的體感溫度已有所降低。

由於高壓系統正在向東移動，高溫

天氣未來將出現在美加兩國的中部地區

。加拿大中部的艾伯塔、薩斯喀徹溫兩

省以及馬尼托巴省的部分地區已經發出

了高溫警報，CNN報道預計愛達荷、明

尼蘇達等美國中北部多州也將出現極端

高溫。

CNN的氣象專家邁克爾· 蓋伊(Mi-

chael Guy)表示，冷空氣將於7月6日進

入加拿大東部，預計屆時該國的高溫將

消退。

7月1日，美國西部仍有6個州處於

高溫警報狀態，CNN稱預計本周末該國

西北部的氣溫仍將高於正常水平，但高

溫會逐漸減弱。蓋伊表示，美國華盛頓

州東部和俄勒岡州的高溫警報可能至少

持續至7月2日，在某些地區可能會持續

到7月4日。

加拿大實施放寬入境限令首階段措施
綜合報導 加拿大從7月5日開始實施

其放寬入境限令的首階段措施，已經充分

接種新冠疫苗的入境旅客可免於隔離及入

境第8天的病毒檢測。

旅客獲得上述豁免的條件是，必須在

入境的14天前已充分接種加官方審批通過

的新冠疫苗，其中包括輝瑞、莫德納、阿

斯利康和強生公司研製的疫苗。

合乎條件的航空入境旅客也無需到官

方指定酒店接受強製隔離。但入境者仍須

遵守諸如出發前和入境時接受病毒檢測、

提前提交疫苗接種證明、提供適當的隔離

計劃等其他防疫要求。

目前可入境加拿大的旅客絕大部分為

該國公民、永久居民或他們的直系親屬。

其余可入境的外國人主要包括工作簽證持

有者、留學生等。

對於尚未充分接種疫苗的旅客而言，

加拿大現行入境限令沒有任何變化，這意

味著他們必須接受強製隔離。

加拿大總理特魯多5日回應媒體時表

示，當局有望在未來幾周內宣布進一步解

封開放的措施。他同時

表示，隨著入境限令逐

步放寬，人們的出行數

量預計會增長。

目前加拿大與美

國之間的邊境線仍然

實行有限度“封關”

，禁止旅遊和休閑目

的的“非必要跨境旅

行”。該限令暫定將

執行到 7月 21日。加

美之間何時解除通關

限令，被加拿大輿論視為重啟的一項重要

指標。

截至7月5日晚，加拿大累計報告病

例近 141.8 萬例，單日新增 381例；康復

約 138.5 萬例，死亡 26368 例，尚有活躍

病例 5812 例。目前該國 7天平均日增病

例數已降至大約10個月以來的最低水平

。在疫情控製向好的情形下，一些省份

已開始逐步解除各類防疫限製措施，推

動經濟重啟。

加拿大現已累計完成3967.6萬劑疫苗接

種，總人口的約68%已接種至少一劑疫苗

，約36%已實現完全接種。

特魯多已在7月2日接種了第二劑疫

苗。與第一劑接種阿斯利康疫苗不同，他

的第二劑選擇的是莫德納疫苗。加拿大國

家免疫咨詢委員會在6月初建議，首劑接

種阿斯利康疫苗的人士，其第二針可選擇

輝瑞或莫德納這樣的mRNA(信使核糖核

酸)疫苗。

瑞士科學家:有人類飼養
家養動物不愁吃喝會家養動物不愁吃喝會““變傻變傻””

綜合報導 因為與人朝夕相處，家禽與寵物變得

越來越傻！據德法公共電視臺4日報道，瑞士科學家

近日在英國《皇家學會學報B》發布一項研究結果稱

，所有被人類馴服並與之相處時間久的動物，同其祖

先或野生同類相比，腦容量均出現驚人萎縮。

具體而言，奶牛的大腦比它們的祖先縮小

25.6%，家養豬和野豬大腦相比縮小34%，綿羊、

寵物狗及寵物貓的大腦分別萎縮24%、29%和24%

。研究發現，動物與人類接觸得越多，腦容量減少

得越明顯。大腦變小意味著動物智力也會下降。

科學家認為，因為有人類飼養，家畜和寵物不

再需要躲避天敵、保衛領土以及覓食，享受著“錦

衣玉食”的它們也就自然懶得動腦筋求生和獨立了

。不過，也有人認為，這些動物的大腦雖然小了，

但它們因生活質量改善而提高了幸福感，未必是一

件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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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周四（7/8）宣布
，美軍近20年前在阿富汗展開的任務將於8月31日結束，約
650名士兵將留下，保障美國駐喀布爾大使館的安全。拜登強
勢捍衛撤軍決定，並稱阿富汗人民必須決定自己的未來，而不
是在一場無法取勝的戰爭中犧牲新一代的美國人。

拜登在白宮丁東廳發表演說時指出，阿富汗軍隊有能力擊
退神學士組織（Taliban）。不過，路透報導，美國國防部發言
人柯比（John Kirby）稱神學士近期已拿下數十個縣的中心，
也有意威脅省的核心區域。令人擔心阿富汗將陷入內戰。

拜登表示，美軍早已達成入侵阿富汗的最初理由，剷除極

端組織基地（Al-Qaeda）武裝份子，並防止另一次針對美國的
恐怖攻擊。基地組織首領、911恐怖攻擊策畫者賓拉達（Osa-
ma bin Laden）已於2011年遭美軍小組擊斃。

拜登表示， 「我們實現了這些目標，這就是我們去的原因
，我們不是去阿富汗進行國家建設。讓阿富汗人民自己決定自
己的未來是他們的權利和義務。」他強調， 「我們將結束美國
史上最長的戰爭」，留在阿富汗並非選項， 「我不會再派新一
代的美國人去阿富汗作戰」。

拜登呼籲該區域國家協助交戰各方達成政治解決方案，他
表示，阿富汗政府應尋求與神學士達成協議，與他們和平共處

。
拜登承諾會繼續支持阿富汗政府和安全部隊。他還說，數

以千計曾為美軍效力、現在遭受神學士叛亂分子威脅的阿富汗
翻譯，將能在美國尋求庇護。

神學士今年初開始在阿富汗各地大有進展，拜登說他相信
阿富汗部隊會勇敢抵抗神學士，並認為阿富汗政府被神學士接
管並非無可避免的事。

拜登表示： 「我相信阿富汗軍隊的能力。」

季辛吉：中美應建設互利共贏關係 呼籲2國領導人對話

美駐伊拉克與敘利亞人員
遭遇攻擊 兩軍人受傷

（綜合報導）美國前國務卿季辛吉在他祕密訪華50周年紀
念日前夕，呼籲中美兩國領導人展開對話，避免各自在高科技
商業領域謀求壟斷。他說，中美兩國應該了解，即使雙方在戰
略和商業等領域 「不可避免地會有分歧」，但仍要尋求共識。

2021世界人工智慧（AI）大會8日在上海開幕，高齡98歲
的季辛吉透過視訊出席並發表演講。他談到，高科技的商業領
域有壟斷性的傾向，但中美任何一方都不能謀求壟斷， 「雙方
必須達成一致，設置一些限制，並且符合雙方的安全利益，符
合他們未來的商業利益和人文發展，這是我在意外了解，並研
究AI後得到的結論。」

科技是近年中美貿易摩擦最多的領域。季辛吉說， 「多年
來我對自己能參與建設的中美關係和中美人民交流，深感欣慰

。我相信雙方應該建設互利共贏的關係。我對一方的建議，也
適用於另一方。」

季辛吉又說， 「我也相信雙方應該展開對話，中美兩國領
導人之間的對話，我們不可能事事達成一致，在很多問題的本
質上，我們不可避免地會有分歧，在戰略領域如此，商業傾向
也是如此。」

1971年7月9日，在尼克森總統任內，擔任白宮國家安全
顧問的季辛吉密訪大陸，為中美關係 「破冰」開路。1972年，
尼克森跟進，在北京與中共領導人毛澤東及總理周恩來會面，
尼、周簽訂《上海公報》，結束敵對關係，為1979年中美建交
鋪路，並開啟美國近半世紀對華交往（engagement）政策。

川普總統任內，美國對中國的崛起戒心日增，從而對北京

改採強硬路線，甚至令美中出現科技 「脫鉤」趨勢。拜登政府
上台後，也視中國為 「戰略競爭對手」，大體上延續川普政策
。不過，華府也在探索新的對華政策，目前各方訊息顯示，拜
登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有可能在今年10月於義大利舉行的20
國集團（G20）峰會上見面。白宮國安會印太事務協調官坎貝
爾6日透露，中美首腦 「不久後就會進行某種接觸」。

季辛吉在4月底受訪談到中美關係時坦承，從現在的危機
看來，幾乎可說是一個 「冷戰」的現實。但他認為，美國所要
應對的重大問題不僅僅是阻止中國崛起，而是明白美國如果須
實現這目標，美國仍需跟中國共存。

拜登宣布美軍下月底撤出拜登宣布美軍下月底撤出：：
阿富汗人民需決定自己的未來阿富汗人民需決定自己的未來

（綜合報導）美國與伊拉克官員今天說，駐伊拉克與敘利
亞的美國外交官員與軍人過去24小時遭受火箭與無人機攻擊，
至少有14枚火箭襲擊美軍駐紮的伊拉克空軍基地，造成兩名美
軍受傷。

法新社報導，監控極端團體的美國非政府組職賽德情報集
團（SITE intelligence group）說，一個稱為 「穆罕迪斯旅的復
仇」（Revenge of al-Muhandis Brigade）的什葉派武裝組織聲
稱犯案，誓言將擊退 「殘暴的占領行動」。

擔任聯軍發言人的美國陸軍上校馬洛托（Wayne Marotto
）說，伊拉克西部的阿薩德（Ain al-Asad）空軍基地遭到火箭
攻擊，火箭落在基地與周圍地區，造成兩人輕傷。他又說，當

地的民宅與一間清真寺也受損。
不願具名的美國官員說，兩名受傷的人員是美軍，其中一

名官員又說，有一人有腦震盪，另一人輕微割傷。
伊拉克消息人士告訴路透社，兩枚火箭今晨朝巴格達綠區

內的美國大使館發射。
一名辦公室位在綠區的安全消息人士說，大使館的反火箭

系統讓其中一枚火箭改變方向。多名安全官員表示，第2枚火
箭落在綠區周圍附近。

這些消息人士說，綠區內的這個大使館區響起警報。綠區
有多國政府大樓和外國代表機構。

在敘利亞，美國支持的敘利亞民主力量（Syrian Democrat-

ic Forces）說，在與伊拉克交界的東部地區，奧馬爾油田（Al
Omar oil field）今天遭遇無人機攻擊，但沒有造成損害。6月28
日，美軍也在奧馬爾油田遭受火箭攻擊，所幸逃過一劫。

五角大廈表示，一枚無人機在敘利亞東部遭擊落，沒有美
軍人員受傷，也沒有任何地方受損。

伊拉克陸軍官員說，最近以火箭與裝有爆裂物的無人機襲
擊美軍駐紮地點的頻率為前所未見。

詢及暴力衝突再起時，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萊斯（Ned
Price）告訴記者： 「這些攻擊反映並代表出，獲伊朗撐腰的民
兵組織從根本上對伊拉克的主權與穩定構成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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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聞

防控疫情 馬來西亞“松”“緊”兼施
綜合報導 馬來西亞負責疫情管製措施

的國防部長伊斯梅爾· 薩布裏· 雅各布3日舉

行記者會宣布，該國有5個州屬從本月5日起

，可以將防疫措施從目前的“國家復蘇計

劃”第一階段放寬至第二階段。

“國家復蘇計劃”是馬來西亞政府

針對“解封”發布的“路線圖”。共分

四個階段。

與此同時，馬來西亞雪隆地區(首都

吉隆坡及周邊的雪蘭莪州)下轄多個地區

3日起至本月16日實施較目前“國家復蘇

計劃”第一階段防疫措施更嚴格的強化

行動管製令。

據馬政府此前發布的措施，實施強

化行動管製令後，相關地區允許運營的

經濟社會領域進一步縮減、人員出行也

進一步受限，雪蘭莪州還將投入萬名警

員加強對民眾出行的檢查。

而吉蘭丹、登嘉樓、霹靂、彭亨及

玻璃5州在5日轉入第二階段後，按照馬

政府此前發布的“國家復蘇計劃”，可

有更多經濟領域陸續得到開放。

馬政府緣何在防疫舉措上一“松”一

“緊”？伊斯梅爾本月1日指出，雪隆地

區病例始終高企；同時，雪隆地區基本傳

染指數(R0)近日一直維持在1.0左右。他

說，雪隆地區人口密集，新冠肺炎變種病

毒亦正在進入馬來西亞，“情況令人擔

憂”，需采取強化管製措施加以遏製。

伊斯梅爾並解釋稱，獲準將進入

“國家復蘇計劃”第二階段的5個州，在

單日新增確診病例、醫療資源承受壓力

、接種率這三個關鍵指標上都已達標。

他指，政府是在“仔細研究和聆聽民意

後”作出此一決定。

自6月1日馬全國實施現行防疫措施後

，由於大部分社會經濟領域關閉，社會經濟

壓力日增，不少企業協會都多次呼籲政府放

寬限製。就在3日當天，馬來西亞幾大零售

業協會聯合發聲指，若購物中心等商業場所

繼續關閉，可能導致50萬從業者失業。

當日和伊斯梅爾一同舉行記者會的

馬來西亞財政部長紮夫爾即表示，在部

分州放松管製措施及在部分地區加強管

製措施，“都是必要采取的行動”，

“在政府計劃中”。

馬來西亞目前累計新冠肺炎確診病

例逾77.2萬例。據馬來西亞衛生部通報

，截至3日中午12時，該國在過去24小

時新增確診病例6658例，其中雪隆地區

即達3663例，而將進入第二階段的5個

州當日新增病例都在200例以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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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菲律賓新發傳染病管理機構

間工作組(IATF-EID)宣布，允許“完成疫苗

接種者”憑“疫苗接種卡”在該國境內

“跨區域旅行”，不需要提供新冠病毒拭

子檢測報告。

“跨區域旅行”是指運輸貨物或提供服務

的人員，在該國不同防疫隔離分類地區之間的

流動。

當天，菲總統發言人兼IATF-EID發言人

哈裏· 洛克在一份聲明中解讀說：“完成疫苗

接種者”，指接受兩針疫苗的第二針後兩周或

超過兩周者；或接受單劑疫苗後兩周或超過兩

周者。

他重申，按照IATF-EID規定，上述人員

所接種的疫苗，必須是獲得菲律賓食品和藥品

管理局頒發緊急使用授權(EUA)、同情特別許

可(CSP)，或是世界衛生組織(WHO)緊急使用

清單中所列的疫苗。

這是繼6月4日批準在菲“完成疫苗接種

者”，出境後再返菲隔離期由14天縮短為7天

之後，菲律賓政府再一次在旅行方面提高疫苗

接種者福利。

從3月1日啟動國家疫苗接種計劃至今，

全菲已有逾1100萬人接種了疫苗。目前每天接種人數約25

萬，菲目標是每日接種50萬人。

菲衛生部數據顯示，在過去兩周，首都大馬尼拉地區新

增新冠肺炎確診病例數量相較前兩周大幅減少26%。目前，

菲全國僅有拉古納省、達沃地區、西米沙耶地區、東米沙耶

地區等被列為疫情高風險地區。

日本靜岡縣泥石流致2人死亡
113人仍未確認安全

綜合報導 日本靜岡縣熱海市伊豆山3日發生

大規模泥石流災害，災害至今已造成2人死亡，受

災地區4日時仍有147人無法聯系到。熱海市市長

齊藤榮5日表示，最新未確認安全的人數為113人

，有34人已確認安全。

據報道，在當地時間5日上午7點召開的會議

上，齊藤榮表示，截至5日上午尚未確認安全的人

數為113人。據居民戶籍登記顯示，受災地區共有

215人居住，其中102人已被找到，該市將繼續確

認另外113人的下落。

另據日本共同社報道，靜岡縣介紹稱，在泥石

流發生源頭因修整土地堆積了大量土方，認為是土

方崩塌，沿著逢初川形成了泥石流，將就此展開調

查。沙土流失面積約為12萬平方米，至少有130棟

房屋被沖走。

知事川勝平太介紹稱，有觀點認為，在發生源

頭附近進行住宅用地修整等的開發，導致山體保水

能力減弱、引發了災害，他在記者會上表示“作為

縣政府將驗證因果關系”。川勝稱自己也有意進行

實地調查。

當地警察、消防和自衛隊從4日早晨起在警惕

次生災害的同時，以總計約1100人的規模繼續搜尋

。市長齊藤榮強調“(災害發生後)72小時是最重要

的時間”。搜救過程中警戒因地基松動等導致次生

災害，有時因下雨而中斷。第3管區海上保安總部(

橫濱)出動巡邏艇在伊豆山港近海搜尋。潛水員在

瓦礫垃圾導致渾濁的海中搜尋是否有人。

日本靜岡縣熱海市3日上午發生大規模泥石流

災害，已致2人死亡，至少130棟房屋被沖毀。

菲律賓軍方近30年來最嚴重空難：
遇難人數升至45人

綜合報導 菲律賓國防部表示，軍方一架載有96人的C-130運輸機4

日在菲律賓南部墜落，遇難人數已增至45人，53人受傷；另有5名軍人

仍下落不明。除軍機搭載的軍人外，傷亡者還包括事發時位於墜機現場

的平民。

據報道，菲律賓國防部在一份最新聲明中說，遇難者包括42名軍

人和3名平民。另外，有49名機上軍事人員和4名地面平民在事故中受

傷。這架運輸機於4日中午左右在蘇祿省霍洛島帕蒂庫爾鎮降落時墜

毀並起火。

路透社報道稱，這起事故是菲律賓軍方近30年來最嚴重的空難事故。

從現場照片可見，散落在樹林間的飛機殘骸冒出熊熊火焰和濃煙，四周有

身著軍服的人員穿梭；還有一股黑色濃煙從椰子樹林冒出直沖天際。

此前報道稱，該軍機上共有92人。菲律賓武裝部隊棉蘭老島西部指

揮部(WMC)4日下午5時30分報告，更新機上人數為96人。

目前，飛機墜毀的原因仍在調查中。

菲律賓總統府發言人哈利· 洛克發表聲明表示，總統府對C-130飛機

在蘇祿發生的事故深感悲痛。“救援工作正在進行中，我們一起為乘客

的安全獲救祈禱。”

（中央社）國內8日新增18例本土確診，創
下三級警戒以來新低，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考
量國人健康，宣布全國三級警戒延長到26日，但
也宣布7月13日起將有條件適度鬆綁防疫規定。
其中2場所的開放也讓毒理專家招名威感到不解
，坦言政府若鬆綁的標準不一，確實會讓人不知
所措。

招名威於臉書指出，談到中央宣布的 「三級
延長、適度鬆綁措施」，他必須說，若要能讓疫
情盡快退燒， 「有些措施就必須收緊，不要放鬆
」，畢竟還有18例。招名威提醒，一旦解封後又
爆發疫情，傳播速度是很快的，再加上目前疫苗
覆蓋率也不夠， 「我們下次還能不能在7個禮拜
再降回來，很難說，保守一點，三級延長是有其
必要性的！」

同時，招名威也提到， 「若適度鬆綁的標準
不一，確實會讓人不知所措，甚至覺得是在討好
某些特殊利益團體或是迎合某些人而已」。招名

威以 「禁止室內5人，及室外10人以上聚會」為
例，現在同時又鬆綁 「9人以下國內小型旅行團
活動」，這讓他感到困惑， 「所以我們只能參加
旅行團才能跟全家人相聚的概念嗎？」既然室外
都還是有人流限制，這時候開放旅行業並不是很
適合。

另外，招名威坦言，針對 「健身房」、 「電
影院」被鬆綁自己也不太能理解，他指出，這2
種空間場域既密閉也不寬敞， 「既然室內5人都
不准了，為何它們可以？這不是很奇怪嗎？」

招名威指出，除非能嚴格規劃人與人之間的
社交面積是2.25平方公尺，否則屆時開放，在人
流總量被限制的情況下，生意不好同樣無法幫助
業者度過危機。若最後卻造成防疫破口，恐造成
業者、民眾、政府三輸的局面。他認為，台灣防
疫成績大家已經有目共睹，現在反而應該保守一
點，讓解封在對的時間，才能樂觀期盼疫情完整
退燒的未來。

防疫鬆綁讓人不知所措
這2場所開放專家坦言 「無法理解」

（中央社）新冠變種病毒不斷變異，Delta
病毒侵襲年輕人機率較高。國民黨主席江啟臣
昨為年輕人請命，呼籲政府正視年輕人無疫苗
施打的險境，應超前部署讓年輕人接種疫苗。
藍委鄭麗文、陳玉珍質疑，蔡政府編列7億 「衛
教宣導防疫諮詢預算」，宣導疫苗指引不確實
；藍委蔣萬安提醒蔡政府，應說明及宣導染疫
康復者是否具傳染力，別讓他們受到二度傷害
。

江啟臣說，根據科學研究顯示，年輕人是
變種病毒高風險族群，蔡英文總統宣稱朝群體
免疫目標前進，但只要青少年打不到疫苗，這
一天就不會到來，立法院編列340億元疫苗採購
經費，到底買了哪些疫苗？有無採購給青少年
接種的疫苗？

江啟臣痛批，蔡政府的紓困與疫苗政策亂
象百出，且覆蓋率不足，應屆畢業生或即將投
入職場的年輕人成為紓困邊緣人，面對年輕人

面臨的紓困與疫苗挑戰，呼籲民進黨應召開立
法院臨時會好好討論。

藍委鄭麗文質疑，蔡政府在防疫紓困預算
編列7億元 「衛教宣導防疫諮詢預算」，大部分
用於媒體上播放勤洗手、戴口罩、保持社交距
離，對於不同族群、具有不同病徵年長者的施
打疫苗不夠確實，對施打後死亡的說明，只有
冰冷的數字，甚至歸咎年長者慢性病所致。

藍委陳玉珍要求，衛福部在衛教資訊方面

，必須做到更精進，尤其在施打AZ疫苗前，必
須讓所有民眾都能知道，哪一類族群或是病徵
的人，可能會發生什麼樣的副作用。

而自三級警戒發布以來，已經有超過1萬名
確診者解除隔離回到社區或職場。藍委蔣萬安
也憂心，許多染疫康復者，返回職場卻遭到歧
視；他提醒政府，染疫康復者受到歧視，政府
不要只是旁觀。

Delta高危群 藍籲讓年輕人打疫苗



AA77香港瞭望
星期五       2021年7月9日       Friday, July 9, 2021

TX07170_SCDN_EOG_ASIA_0709.indd
6-29-2021 10:36 AM tommysalazar70 / Tommy Salazar

1

DUE: 07/02
PUB: 07/09

None
None
None
AMY ADKINS

Nonemacbookpro

job #
client
headline/tag
trim
bleed
live
color setup
vendor/pub
media type
die cut

TX07170
TEXAS LOTTERY
JUL EOG AD
5.7" x 6"
None
None
BW
SOUTHERN CHINESE DAILY NEWS
NEWSPAPER
None

Fonts
Helvetica Neue LT Std (95 Black, 77 Bold Condensed, 57 
Condensed), Times (Regular)

Images
None

Inks
 Black

job info

notes

creative dir
art director
copywriter 
account mgr

approvals fonts & images 

saved at from by printed at

410 BAYLOR ST • ATX 78703
t 512.479.6200  f 512.479.6024
Prepared by THIRD EAR 2019.  All rights reserved.

LEGAL NOTICE
These Texas Lottery Commission scratch ticket games will be closing soon:

Texaslottery.com is the official source for all pertinent game information. Game closing procedures may 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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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me # Game Name / Odds $ Official Close 
of Game

End Validations 
Date

2261
$200 Million Ca$h          

Overall Odds are 1 in 3.39
$50 7/4/21 12/31/21

2205
Instant Jackpot         

Overall Odds are 1 in 3.89
$5 7/9/21 1/5/22

2225
Triple 333s            

Overall Odds are 1 in 4.12
$2 7/21/21 1/17/22

2147
$100 Grand            

Overall Odds are 1 in 3.89
$5 7/21/21 1/17/22

2260
Lady Luck 7        

Overall Odds are 1 in 4.39
$5 7/21/21 1/17/22

2244
Mega Loteria          

Overall Odds are 1 in 3.54
$10 7/21/21 1/17/22

2271
Cool Riches         

Overall Odds are 1 in 3.76
$10 7/21/21 1/17/22

2298
Million Dollar Loteria          

Overall Odds are 1 in 3.27
$20 7/30/21 1/2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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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新 聞 ●責任編輯：于大海 2021年7月8日（星期四）4

粵9000事業崗位向港澳畢業生招手
七成需大專以上學歷 本月19日至21日可報考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李薇、胡若璋 廣

州報道）為給北上發展的港澳青年提供更好

的就業機遇，近日，廣東省發布《廣東省事

業單位 2021年集中公開招聘高校應屆畢業生

公告》，明確提出符合《粵港澳大灣區（內

地）事業單位公開招聘港澳居民管理辦法

（試行）》（以下簡稱《管理辦法》）及公

告規定的港澳畢業生，可報考廣州、深圳、

珠海、佛山、惠州、東莞、中山、江門、肇

慶及省直駐上述各地事業單位 9,000多個職

位。消息一經公布，不少港生反應熱烈。

“事業編制和公務員都是‘鐵飯碗’，很受

內地及港澳學生追捧。”在暨南大學金融學

專業就讀大四的港生陳潔婷指，廣東在事業

單位崗位招聘方面給港澳學生提供了很多扶

持政策，條件也非常吸引，有不少同學正在

考慮報名參與。

事業單位是指國家
為了社會公益目的，由
國家機關舉辦或者其他
組織利用國有資產舉辦
的，從事教育、科技、
文化、衞生等活動的社

會服務組織。事業單位工作的人員會使用
事業編制，根據不同的管理模式實行不同
的待遇。

而依法履行公職、納入國家行政編
制、由國家財政負擔工資福利的工作人員
被稱為公務員。

港
生
有
話
說

整
理
：
香
港
文
匯
報
記
者
李
薇
、
胡
若
璋

內地事業單位VS公務員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薇

●●暨南大學早前舉辦招聘會現場有不少港生參與其中暨南大學早前舉辦招聘會現場有不少港生參與其中。。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李薇

物聯網專業教師/
人工智能專業教師

招聘單位：廣州市技師學院
學歷要求：研究生
專業要求：系統工程、通信與信息系

統、飛行器設計、控制理
論與控制工程等

3名

新媒體運營與公共關係、
少兒工作研究、行政文秘

招聘單位：深圳市少年宮
學歷要求：本科及以上
專業要求：漢語言文學、中國現當代

文學等

會計、法務專員

招聘單位：深圳市科學館
學歷要求：研究生
專業要求：審計碩士、法學碩士等

鐵路分中心行政工作人員/
下屬管理部執法人員

招聘單位：廣州住房公積金管理中心
學歷要求：研究生
專業要求：憲法學及行政法學等

寫作翻譯等

招聘單位：廣東省華僑華人港澳同胞
服務中心

學歷要求：本科
專業要求：英語、新聞學、國際事務

與國際關係等

政府投資項目審核崗、
項目能源評審崗

招聘單位：深圳市龍華區粵港澳大灣
區建設推進中心

學歷要求：本科及以上
專業要求：土木工程、

動力工程及工程熱物理

2名

1名

3名

2名

2名

熱門
職位 部分

港澳居民
報考內地事業單位Q&A

Q：如何獲悉事業單位公開招聘信息？

A：廣東省事業單位的公開招聘是常年
開展的。港澳考生可關注各級人社部
門門戶網站公告，掌握招聘動態，選
擇合適職位報考。

Q：報考需要提交哪些材料？

A：報考需提交《廣東省事業單位公
開招聘人員報名表》、身份/學歷學位
證明（境外學習的須取得教育部中國
留學服務中心境外學歷、學位認證
書）、港澳居民來往內地通行證、港
澳地區《無犯罪紀錄》及職位要求的
其他相關材料。

Q：被聘用享受什麼待遇？

A：按照國家統一規定享受事業
單位工作人員薪酬、養老保險、
醫療保險等待遇；高校、醫
院、科研機構等公益二類事業
單位聘用高層次急需緊缺港
澳人才，可執行協議薪酬制
度；港澳居民的《香港永
久性居民身份證》或《澳門永
久性居民身份證》及《港澳居
民來往內地通行證》自行保管，可
以根據生活需要往返內地及港
澳。

廣州中醫藥大學中醫學專業大三學生

鄧匡岐：
之前有了解過港澳居民報考內地事業單位的相關政

策，如果能考進事業單位，就可以有足夠的薪酬在工作
的地方生活得比較舒適。因此，畢業後會嘗試一下，如
果可能，想在粵東或者粵北發展，希望成為中醫師。

廣中醫中醫學專業大四學生

黃綽濼：
看了相關政策，的確給了港澳生非常多的工作機會，

但目前看來很多職位都是要求碩士或以上學歷，我還在
讀本科，未能達到要求。香港最近正在興建中醫醫院，
如果可以我也會考慮到香港行醫。希望祖國能派一些精
英學者來到香港指導我們！

暨南大學力學與建築工程學院研一學生

謝彬華：
廣東省事業單位給了港澳居民那麼多職位，對我們來說

是一個非常好的契機。我非常想留在大灣區，未來的首要
目標是考取公務員，其次是事業單位，對這些單位的待遇
情況我比較滿意。希望我能夠成為國家發展大局的一部
分，可以在維護祖國和港澳地區繁榮發展中貢獻自己的一
些力量。

從去年開始，港澳居民在粵港澳大灣區內地城市的
就業渠道就得到進一步拓寬，2020年6月，廣東

首次將1萬多個事業單位公開招聘職位面向港澳居民開
放，這意味着港澳居民將可應聘大灣區內地城市的事業
單位職位，一旦被成功聘用，將按照國家統一規定享受
事業單位工作人員薪酬、養老保險、醫療保障等待遇。

今年5月開始在廣東省機械技師學院當心理學教師
的港人馮富榮，就是第一批被廣東事業單位錄取的港澳
居民。馮富榮介紹說，他本科在暨南大學就讀，之後去
了北京大學攻讀碩士學位。畢業後曾在重慶就業，因當
地的人文、餐飲環境和香港差異較大，加上家人都在香
港，讓馮富榮萌生了回大灣區就業的念頭。彼時恰好又
看到廣東出台新政，允許港澳居民報考粵港澳大灣區內
地九市的事業單位，“我感覺開了一個希望之門，立刻
就報名了。之後經歷筆試、面試、體檢和考察等環節，
最終如願以償成為一名教師。”馮富榮指，在內地求學
的這些年，目睹了國家的飛速發展，能夠在粵港澳大灣
區擁有一份穩定、有前景的事業，讓他十分開心。

不少為高校教師類職位
而今年港澳畢業生可報考崗位也多達9,000多個。

香港文匯報記者梳理了今年的招聘公告後發現，廣東各
級公益一類、二類事業單位均拿出一定比例的空缺崗位
參加，本次招聘70%以上需大專或本科以上學歷 。其
中有不少是高校教師類職位，包括廣州科技貿易職業學
院、珠海市技師學院等；省級、市級優質職位，包括有
廣東省科學院、廣州住房公積金管理中心、深圳市少年
宮等；還有不少涉港崗位，包括廣東省華人華僑港澳同
胞服務中心、深圳市龍華區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推進中心
等，相信港生對這方面崗位工作內容了解較多，報考有
一定的優勢。對職位有興趣的港澳居民，可在7月19日
至21日進行報名，8月22日進行筆試，但每人只能報
名1個職位。

由於內地事業單位工作普遍比較穩定，社會福利
保障也比較完善，受到不少港生的青睞。“政策很友
好，對港澳生來說是一個很好契機，讓我們在大灣區的
就業渠道更加豐富了。我非常希望自己能考上公務員或
事業單位，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暨南大學力學與建築
工程學院研一學生謝彬華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他了解
過內地職員在事業單位或政府機關的薪酬待遇，非常符
合自己的期待值。

按照此前公布的《管理辦法》，參加事業單位招
聘的港澳居民，需具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遵守中華
人民共和國憲法和法律法規；擁護中國共產黨領導和社
會主義制度；維護祖國的統一、安全、榮譽和利益，不
得有危害祖國的統一、安全、榮譽和利益的行為。

用人單位可據實際需要變通
另外，針對內地事業單位聘用高層次急需緊缺港

澳人才，《管理辦法》也有針對性地出台鼓勵措施。比
如在招聘方式上，用人單位可根據實際需要，採取面
試、直接業務考察等方式；在職位聘用上，如港澳居民
未獲得職稱，允許用人單位以品德、能力和業績為依
據，靈活考核；在薪酬待遇上，粵港澳大灣區（內地）
高校、醫院、科研機構等公益二類事業單位聘用高層次
急需緊缺港澳人才，可執行“協議薪酬制度”；在人才
服務上，港澳居民經推薦，可按程序申領“人才優粵
卡”，享受相關優惠待遇和便利服務等。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薇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薇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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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眾想對先烈說：這盛世如您所願
紀念全民族抗戰爆發84周年 中共抗戰文物展開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曉芳 北京報道）從女英

雄趙一曼穿過的靰鞡鞋、《義勇軍進行曲》首版唱

片，到烈士王學堯父親在領屍證上含淚寫下的“死在

光明”四字，以及首次展出的李少言創作著名版畫

《重建》時用過的刻刀等工具，再到董必武為出席聯

合國制憲會議特別趕製的長呢大衣……7日開幕的《中

流砥柱——中國共產黨抗戰文物專題展》上，來自60

家主體紀念館博物館的500餘件展品再現了中國共產黨

領導人民取得抗日戰爭勝利的艱難歷程，生動詮釋了

為什麼中國共產黨是全民族抗戰的中流砥柱。

為紀念全民族抗戰爆發84周年，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聯合
瀋陽“九．一八”歷史博物館、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

胞紀念館等國內60家相關主題紀念館、博物館，在7日共同推出
“中流砥柱——中國共產黨抗戰文物專題展”。

500餘件展品講述歷史
展覽精選抗戰文物500餘件/套、珍貴歷史圖片80餘幅，以物

證史，輔以相關文字、地圖、圖表、景觀以及多媒體展示手段，將
抗戰文物史料背後蘊藏的動人故事立體呈現給觀眾。

“九一八事變”後，中共中央派遣趙一曼等前往東北加強黨組
織的建設，同時開展抗日鬥爭。1934年，正在負責抗日工作的趙一
曼脖子上長了一個膿瘡，只得住到呂老媽媽家中養傷。經過老人兩
個月細心照顧，趙一曼身體逐漸康復。呂老媽媽又帶着雞蛋，將趙
一曼喬裝成自己女兒護送穿過敵佔區，送到安全地帶。趙一曼被捕
就義後，她留在呂老媽媽家的一隻靰鞡鞋，就成為後人紀念女英雄
的重要物品。

新黨員與趙一曼靰鞡鞋合影
一位身着白色襯衫，胸前佩戴黨徽的年輕小夥在趙一曼穿過的

靰鞡鞋前駐足許久，認真閱讀文字資料後，拿出手機讓朋友給他拍
照留念。鏡頭裏他雙手垂直貼腿，正襟站在靰鞡鞋展位旁，彷彿在
行立正軍禮。他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自己是一名今年剛入黨的新
黨員，看到這雙靰鞡鞋，就想到了在抗日戰爭中犧牲的中共黨員
們，“作為新黨員，一定要銘記這血寫的抗爭歷史，繼承前輩們的
偉大精神，為建設更加美好的中國貢獻力量。”

港生：不忘國恥振興中華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勝利，是中國共產黨發揮中流砥柱作用的

偉大勝利，也是英勇共產黨人用血肉鑄就的雄渾史詩。1936年6月
13日，中共密山縣委書記王學堯在哈爾濱從事地下工作時不幸被
捕，敵人對他嚴刑拷打、威逼利誘，但他挺刑拒供，最後英勇就義
時僅25歲。他犧牲後，其父在拿到領屍證時，在上面忍痛寫下了
“死在光明”四個字。這個故事讓來自福建的一名退伍老兵深受觸
動，他表示，作為新時代的退役軍人，對這些烈士們由衷敬佩，
“今天的和平來之不易，今天的幸福生活應該倍加珍惜。想對那些
先烈們說：這盛世如您所願！”

在香港出生的小學生梁曉茵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此次北京之
行參觀了故宮、鳥巢、長城等很多景點，但今天的展覽讓自己更有
收穫，不僅感受到中國抗戰勝利的不容易，還體會到應努力承擔起
建設祖國的責任，“我們要不忘國恥、振興中華，好好學習天天向
上”。而來自山西太原的初三學生王彬悅則表示，通過展覽學到了
很多課本之外的歷史知識，更生動形象理解了抗日戰爭的意義。

北京宛平城門前路兩
側的盆栽很特別，全部是
黃色萬壽菊，花盆被整齊
固定在沿路欄杆的腰部，
一路走過備感莊重典雅。

走進修葺如故的宛平城城門，穿過厚
重的城牆通道，就進入了當年的宛平城。84
年過去，從硝煙瀰漫到而今祥和喜樂，宛平
城的變遷也是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站起
來、富起來的見證。

聽工作人員說，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

館自建成以來，每年7月7日這一天最忙碌。
今天是全民族抗戰爆發84周年，在紀念館大
廳，一波又一波民眾手持菊花，向英雄雕塑行
禮獻花。有行動不便老者在家人的攙扶下從輪
椅上站起，深深鞠躬行禮，然後慢慢將手中菊
花放在台上。亦有組團而來的觀者，一字列開
排好隊“一鞠躬、二鞠躬、三鞠躬”，在口令
下向英雄敬拜獻花。

走出紀念館，人們大多會選擇前往紀
念館西門正對面的盧溝橋，一覽燕京八景之
一的風采。這座被馬可．波羅譽為“世界上

獨一無二”的石橋已然屹立八百多年，橋上
501隻形態各異的石獅也歷經滄海桑田，它
們是中華文物寶庫中的明珠，同樣也是84
年前“七七事變”的重要“目擊者”。

坑坑窪窪的舊條石，和橋墩上或冥思
或嬉戲的獅子們一樣，都曾飽受侵略者鐵蹄
的踐踏。

而今盛世和平，石獅們再不用受隆隆
炮火驚嚇，伴隨它們的除了橋下水清草綠的
永定河，還有不遠處高架橋上不時悠悠路過
的白色高鐵客車。

��
�/

敬獻菊花表哀思 銘記歷史向前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賀鵬飛 南京報
道）今年7月7日是全民族抗戰爆發84周年
紀念日，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胞紀念
館舉辦主題為“國殤難忘 警鐘長鳴”的撞
響和平大鐘儀式。包括南京大屠殺倖存者後
代在內的各界代表撞響和平大鐘，警示後人
銘記歷史、勿忘國恥。

參加當天儀式的包括南京大屠殺倖存
者後代、思政課教師、紫金草志願者、記
者、警察、醫生、大學生代表、中小學生代
表、觀眾代表共計12人，他們依次向南京
大屠殺死難者、所有慘遭日本侵略者殺戮的
死難同胞、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獻出生
命的革命先烈和民族英雄敬獻鮮花，隨後分
批撞響和平大鐘13聲，告誡世人不要忘記
“12．13”這個屈辱的數字。1937年12月
13日，日軍攻佔當時的中國首都南京，隨
即展開慘無人道的大屠殺，受難同胞多達
30萬之眾。

曾參與南京保衛戰並見證南京大屠殺
的抗戰老兵李高山之子李真銘是撞鐘代表之

一。“一聲聲鐘聲既是警示我們後人不要忘
記那段不堪回首的歷史，也是告誡我們每一
個人要努力學習、努力奮鬥，實現中國
夢。”李真銘說。

“江東門的鐘聲”每天響起
從2018年9月18日開始，為進一步拓

寬儀式化教育，侵華日軍南京大屠殺遇難同
胞紀念館開始常態化開展撞鐘悼念儀式，邀

請首批進館參觀的12名觀眾代表共同撞響
和平大鐘13聲，寓意對30萬死難者的追思
和對和平的祈願。從這一天起鐘聲每天都會
響起，迄今已舉辦798次，共有9,576人參
與，撞響 10,374 聲，周邊的居民稱它為
“江東門的鐘聲”。有觀眾在酷暑為了體驗
這一有特殊意義的儀式，提前來到紀念館等
待儀式開始，也有外地觀眾連夜從外地驅車
趕來體驗這莊嚴肅穆的儀式活動。

警示後人勿忘國恥 南京撞響和平大鐘

●●南京各界代表南京各界代表
撞響和平大鐘撞響和平大鐘。。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賀鵬飛記者賀鵬飛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共產黨
與世界政黨領導人峰會6日舉行，來自世界上
160多個國家500多個政黨和組織逾10,000名代
表在線出席並發表共同倡議。

倡議指出，各國政黨要致力於凝聚價值
共識。要弘揚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
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順應國際
關係民主化的歷史發展趨勢，堅持多

邊主義，秉持求同存異、相互尊
重、互學互鑒的彼此相

處之道，遵循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的
國家間交往原則，倡導共同、綜合、合作、可持
續的安全觀，攜手建設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
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美好世界，推動
國際社會朝着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方向前行，
為人類不斷發展進步凝聚強大的政治力量。

倡議強調，各國政黨要致力於守衛人民生命
健康。要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理念，把人
民生命健康放在優先發展的位置，在各項政策制
定過程中充分考慮健康因素，把為人民提供全生

命周期的衞生和健康服務作為目標，不斷滿足人
民對安全、有效、方便、可負擔的衞生和健康服
務需求；堅持把科學與合作作為戰勝病毒、擺脫
疾病的可靠力量，反對將疫情政治化、病毒標籤
化，幫助公共衞生安全體系薄弱的發展中國家提
高應對能力，推動完善全球公共衞生治理體系，
打造人類衞生健康共同體。

要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
倡議強調，各國政黨要致力於完善全球治理

規則。要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理念，共同維護以聯
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
秩序，以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為基礎的國際關
係基本準則，提高國際法在全球治理體系中的地
位和作用，確保國際規則有效遵守和實施，建設
國際法治；共同探討建立面向新科技革命和產業
變革的政策制度體系，讓科技創新成果為更多的
國家和人民所及、所享、所用；共同推動全球治
理體系改革進程充分體現平等、開放、透明、包
容精神，充分保障各國主權和人民利益。

中共與世界政黨領導人峰會共同倡議：致力於凝聚價值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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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勇軍進行曲義勇軍進行曲》》首版唱片首版唱片。。 ●●趙一曼靰鞡鞋趙一曼靰鞡鞋。。

●●王學堯就義後王學堯就義後，，其父其父
寫下寫下““死在光明死在光明””。。

●●李少言創作著名版畫李少言創作著名版畫《《重建重建》》
時用過的刻刀等工具時用過的刻刀等工具。。

●●出生在香港的小出生在香港的小
學生梁曉茵學生梁曉茵（（中中））在在
紀念館接受採訪紀念館接受採訪。。

●香港文匯報記者馬曉芳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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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概股赴美傳須中證監批准
分析：VIE架構海外上市收緊 利香港集資市場

隨着內地對中概股到海外上市

帶來的數據安全風險更重視，中概股到

境外上市的監管約束將會提升。彭博7

日引述知情人士稱，未來中資公司包括

離岸實體在內的海外企業，其上市行為

都會被納入中國證監會的監管範圍。在

新規定下，所有紅籌等VIE架構企業，

赴美國或香港上市時，均需尋求批准。

分析預料，在內地加強監管新政策下，

內地創新企業料扎堆香港及上海科創板

上市，消息令港交所 7 日逆市上漲

5.3%。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紹基

知情人士稱，內地擬要求所有紅籌等VIE企
業，在境外上市前均需獲中證監批准，當局

正研究修訂現行規定。上述規則的修訂尚需待國
務院批准，中證監正就此變動，與投資銀行溝
通。市場人士認為，自滴滴出行在美國上市三
日，即被實施網絡安全審查，明確顯示內地正加
強中概股的監管。中概股在過去10年，赴美上市
募資超過760億美元資金，若中證監對赴境外上
市加強把關，將使字節跳動等這樣的互聯網公
司，到海外上市需面臨更高的門檻。

VIE架構現無需中證監審批
業內人士指出，目前大量中概股透過離岸實

體持股或協議控制，即所謂的“VIE架構”，無
需經中證監的核准程序，就可到境外市場上市。
香港的紅籌公司，就是VIE的一種，較大的紅籌
包括中移動 、中海油等，這些國企類的“大紅
籌”早已被納入監管範圍，但像滴滴出行這種非
國企背景的“小紅籌”，到海外上市仍存監管空
隙。事實上，早於2000年，新浪便透過VIE架
構，成功登陸美國市場，其後幾乎所有海外上市

的內地互聯網股，都採取了這一模式。但VIE架
構一直未獲得中國官方的正式准許，在監管和法
律領域存在灰色地帶。

今年累計37中概股赴美上市
彭博數據顯示，截至7月6日止，今年已有

37家中概股赴美上市，數量超過去年全年，累計
集資額約129億美元。單是上個月，融資額就達
到79億美元，創下了阿里巴巴2014年9月掛牌之
後的最高紀錄。滴滴出行是僅次於阿里巴巴的第
二大中概股IPO，但中概股近期在美國表現不
佳，6月30日上市的滴滴，在周二大挫下，已經
跌破14美元的發行價。截至7日晚11：00，滴滴
報11.63美元，較發行價低17.14%。

盛寶銀行駐丹麥Hellerup股票策略主管Peter
Garnry指出，內地若落實將VIE架構企業納入監
管範圍，其影響將非常深遠。首先是加強監管可
能會減緩中國企業赴美上市的步伐，也削減了華
爾街的相關收入。此外，為科技公司帶來豐厚利
潤的“大數據”，其使用將面臨更多的限制，這
會削弱相關股份的盈利能力。他認為，隨着中美

兩國角力，在敏感科技行業上，雙方經濟脫鈎的
潛在風險正不斷增加，這對市場來說，是高度不
確定性。

科技公司料加快回流上海香港
市場人士則預期，在內地加強對互聯網企業

的監管新政策下，內地創新企業料趨向香港及上
海科創板上市。上海申倫律師事務所的律師夏海
龍表示，國務院最新的公告特別提及跨境數據監
管，表明敏感信息監管，已成中國最重要的監管
領域之一。

而內地的舉動，可能使已在美國掛牌的中國
科技公司重新考慮上市事宜，或會令有關公司加
快回流上海及香港市場。

第一上海首席策略師葉尚志7日表示，港交
所7日連升第二日，再逆市上升5.32%至491元收
盤，成交金額激增至94億元。一方面，相信是收
納了一些從互聯網龍頭股出逃的資金，另一方
面，國務院表示要加強中概股監管，市場憧憬將
促使更多內地公司轉來香港上市，都是利好港交
所吸資的消息誘因。他對港交所維持正面看法。

●內地醞釀收緊中概股海外上市監管，料有利香港吸引更多中概股上市。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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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考玲）
內地醞釀收緊中概股海外上市監
管，或面對新一輪監管政策下，瑞
銀投資銀行亞太區主管及中國總裁
金弘毅7日認為，相關情況會有利
促使原有意到美國上市的中企，轉
為選擇到香港上市，同時相信香港
在吸引這些中企方面，較諸上A股
更有吸引力。

金弘毅表示，新監管環境下，
未來一兩個月會對中概股赴美上市
帶來不明朗因素，尤其是數據及平
台服務類型相關行業。過去大部分
大型內地企業多選擇到境外上市，
相信這趨勢仍會持續，只是步伐或
有需要調整，但就可能令到更多內
地企業來港上市，目前仍要視乎監
管細節出台再加以觀察。

A股上市門檻較高
金弘毅又稱，即使內地收緊海

外上市政策，相信也不會令到大批
企業轉至A股上市，因不少企業仍
未能達到A股上市要求。而且，過
去大型內地科技公司到境外上市融
資，均有助企業發展，同時亦對內
地發展有利，故此他相信赴海外上
市仍會是持續趨勢，不過赴美上市
的步伐可能會有所調整，估計會有
更多內地公司有意到香港上市。

對於港股下半年的展望，金弘
毅預期在資金流動性充裕之下，下
半年港股將表現穩固而且估值合
理，加上中長期內地經濟可望持續
增長，相信香港將受益全球投資者
對內地的關注。而瑞銀亞洲區股票
資本市場部聯席主管郭自力則表
示，下半年需要留意利率風險，假
若市場對通脹預期升溫，可能引起
貨幣政策收緊及債券利率上升的情
況。

看好ESG概念受捧
至於下半年的投資主題，郭自

力指出今年下半年市場會對具有
ESG概念、“碳中和”的主題感到
興趣，而疫情的發展仍是下半年的
主要因素，至於內地內需結構變
化、內地公司赴境外上市以及特殊
目的收購公司（SPAC），都是主場
下半年關注主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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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丁樹勇 昆明

報道）中緬邊境城市雲南瑞麗市7日召

開新聞發布會通報，於5日至6日實施

的該市主城區和畹町片區全員核酸檢

測，檢出陽性結果15份，累計檢出陽性

結果23份，新冠肺炎基因測序結果表

明，基因組序列與德爾塔（Delta）變種

病毒株高度同源，與相鄰境外流行株高

度同源。

��(���

7月4日零時至24時，雲南新增本土確診病
例3例（中國籍2例，緬甸籍1例），為

瑞麗市開展常態化全員核酸檢測中發現，均在姐
告。當地即對3例確診病例居住區域實行封閉管
理，姐告大橋臨時關閉，禁止人員、車輛外出。
姐告片區居民已實行居家隔離管理。自7月6日
12時起，將姐告國門社區調整為中風險地區。

全員常態核檢中發現
5日至6日，當地在瑞麗城區、畹町片區範

圍內開展全員核酸檢測，檢出陽性結果15份，累
計檢測陽性結果23份，其餘均為陰性。檢測結果
呈陽性的23名人員，近期均居住在姐告。7日10
時起，姐告國門社區再次被調整為高風險地區。

瑞麗5日起再度封城
7日上午，瑞麗召開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聞發

布會通報稱，截至6日24時，瑞麗市本輪主城區
和畹町片區全員核酸檢測，共完成採樣265,432人
份。為加快基因測序速度，雲南省疾控中心緊急
調運一台基因測序設備，設立臨時基因測序實驗
室，並派出專業技術人員對檢出的陽性樣本進行
新冠肺炎基因測序。目前已完成7份陽性樣本測
序，結果表明，基因組序列與德爾塔（Delta）變
種病毒株高度同源，與相鄰境外流行株高度同

源。
此前，瑞麗疫情防控工作指揮部已發布通

告，自5日8時起，所有人員非必要不進出瑞
麗。為更果斷、更嚴厲、更科學地阻斷病毒傳
播，從7日零時起，瑞麗市對主城區所有市民實
行居家隔離管理。該市學校和各類培訓機構全部
停課。除保供超市、農貿市場、醫院、藥店外，
其他經營場所一律停業。

徹底排查潛在感染者
玉石商人翁先生關閉了瑞麗珠寶街的廠房和

店舖，讓員工放假，再一次開啟了居家隔離的生
活模式。在他看來，有了前幾次應對疫情的經歷
和經驗，政府疫情防控工作流程已常態化，忙而
不亂、井井有條；市民也少了緊張和慌亂。在食
品採購方面，翁先生介紹，居民只需通過電話訂
購，社區工作人員和志願者即可幫忙採購並配送

上門。瑞麗城區設立了23個保供點，提供蔬菜、
肉、蛋、水果等生活物資，均配備工作人員保障
服務，為居民提供便利。

本着科學嚴謹、認真負責的態度，為徹底排
查潛在的新冠病毒感染者，切斷病毒向外傳播途
徑，瑞麗市疫情防控工作指揮部決定，從7日8
時起，對瑞麗市主城區和畹町片區開展新一輪核
酸檢測。

對於全員核酸檢測，翁先生認為本次組織更
為有序，市民按通知時間前往採樣點，很快就能
完成採樣。瑞麗抽調700人的核酸檢測採樣隊
伍，全力保障核酸檢測工作平穩、有序、高效地
開展。為避免人群聚集，採取了分批次檢測的辦
法，核酸檢測採樣現場工作人員白文婷在電話中
向香港文匯報記者介紹說，“我們通知不同樓層
的住戶在不同時間段進行分批採樣，將現場人數
控制在一定範圍內。”

雲南瑞麗增23本土例 現Delta毒株
與相鄰境外流行株高度同源 姐告國門社區升為高風險

●雲南瑞麗市主城區和畹町片區開展新一輪核酸檢測。 香港文匯報昆明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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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
7月2日由阿富汗飛中國武漢的一個
航班，檢測發現22例新冠確診病
例、30例無症狀感染者。

據湖北省衞健委7日通報，6日
該省新增新冠確診病例25例，均為
境外輸入。其中，22例來自7月2日
阿富汗—武漢MF8008航班，3例來
自印尼雅加達—武漢的航班。同日，
湖北省新增無症狀感染者31例，其
中30例來自7月2日阿富汗—武漢
MF8008 航班，1例來自印尼雅加
達—武漢航班。

湖北省現有確診病例27例，均
為境外輸入；尚在集中隔離醫學觀察
的無症狀感染者34例，均為境外輸
入。

據中國外交部領事保護中心官
方微博7日消息，阿富汗安全形勢複
雜嚴峻，自阿緊急回國人員中有新冠
肺炎確診病例和無症狀感染者。有關
地方正嚴格按照防疫規定，對相關人
員進行隔離觀察，並對患者進行治
療。對於個別自願留阿的中國公民，
中國駐阿富汗使館已協助有需要人員
接種新冠疫苗，並將在職責範圍內繼
續提供必要協助。為確保在阿中國公
民安全，中國政府已提醒在阿中國公
民盡早離境並提供必要協助。

目前阿富汗疫情進入了新一輪
爆發周期，今年2月至3月期間，阿
疫情曾趨於穩定，單日新增病例數長
時間維持在50例以下，甚至清零。
但進入4月後有逐步增多趨勢，5月
以來單日新增確診病例激增，最嚴重
時單日超2,200人確診。

澳門要求曾到瑞麗者須申報並核檢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澳門新型

冠狀病毒感染應變協調中心7日宣布，在7月5
日12時前已入境澳門但曾到過雲南瑞麗的人
士，必須在澳門健康碼上如實申報外遊史，並
進行自我健康管理，直至離開瑞麗市超過14
天，同時須進行最少一次核酸檢測。

因應雲南省瑞麗市出現新冠肺炎疫情，應
變協調中心早前宣布，自7月5日12時起，對
所有入境澳門前14天內曾到瑞麗市的入境人士
實施隔離醫學觀察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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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台灣三級警戒延至7月26日，但7月13日起開放
餐飲有條件內用、電影院和健身房也適度鬆綁，但卻被許多民眾
罵爆。對此，精神科醫師沈政男表示，這是一個超微解封、象徵

性解封、2.99 級解封，因為台灣有
「三級警戒依賴症」，封城太久已習

慣在家的安心感，擔心解封會讓病毒
反攻，但26日若沒清零，仍要面對相
同的考驗。
沈政男昨在臉書發文表示，8日新增

18例本土，一如他之前的預測，大約
在12日左右確診數會降至20例。他認
為那些在五月中喊新增確診數會破千
、五月底說本土降至三位數以下是奇
蹟以及六月中說沒疫苗不可能清零的
人們，就是在危言聳聽。
沈政男指出，如今這些人又喊說 「解

封會再燒起來」、 「疫苗沒打到六成
不能解封」以及 「在過一陣子會有下
一波」，他認為這些都是無稽之談，
評估解封後的狀況，應該要看台灣去
年的 R0 值，然後乘以 1.5 倍，就會是
解封後的R值，因為台灣去年完全沒
有三級警戒，而alpha病毒的傳播例是
去年的1.5倍。

沈政男說，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宣布從7月13日起微解封
，其中最有意義的是 「開放內用」，但因為規定相關繁瑣嚴苛，

到底有多少餐飲業者會照辦？還是乾脆繼續維持外帶，這些都需
要再觀察，而其他戶外景點微解封，其實本就無關防疫大局。

沈政男透露，整體來說，這是一個超微解封、象徵性的解封
、2.99級解封，背後的原因就是台灣有 「三級警戒依賴症」。這
個症狀在其他國家也出現過，大致上就是封城太久、習慣躲在家
的安心感，因此就算解封了，仍有許多人寧可不出門，但在國外
這屬於個案，在台灣卻成了普遍現象。 「好多民眾一看到最近風
景區有人聚集，就開始著急大罵？」

沈政男表示，可預期的是，即使官方說要解封，好多民間業
者與消費者仍會自我三級警戒，因為擔心病毒會趁機從暗地裡竄
出，展開絕地大反攻。因此如果不敢在7月12日降到二級，到了
7月26日仍要面對相同的考驗，只是把頭痛的時間延後兩周而已
。

沈政男也說，除非7月26日可以清零，才可以避開這讓人頭
痛的狀況，而清零的機會當然有，就看有沒有決心，只是清零需
要累積14天，才能夠確定沒有死灰復燃，而這就不是7月26日
就能達成的了。

沈政男認為，唯一安心的解封之道就是清零，而清零絕對有
可能，且不需要疫苗就可以達成。不過，何時能夠清零，牽涉到
疫調與隔離的技術，而且也需要一些時間，因此很難由現在的R
值推估。而現在的R值連續幾周都是0.6左右，才會降到只剩下
10、20例的本土確診，但問題是兩周後照算會剩個位數，但清零
卻是另外一回事了。

（中央社）新冠肺炎疫情趨緩，但疫情指標仍在 「邊緣值」
，中央疫情指揮中心昨宣布，三級警戒繼續延長至7月26日，但
民眾可以 「鬆一下」，自7月13日零時起，民眾可看電影，夜市
餐飲業開放內用，國家風景區與遊樂園有條件開放，旅行團限9
人以下，不過一律都要遵守梅花座與社交距離，民眾外出仍要全
程戴口罩，遵守戶外10人、室內5人以內規範，防疫指揮官陳時
中說，希望全民再忍一忍，力拚7月26日降級。

各數據達邊緣值 力拚726降級
自5月19日全國進入三級警戒以來，已達52天，衝擊內需

產業，在考量經濟、民生與防疫之間，行政院昨表示，疫情趨緩
，原本高度管制場所或行業有放寬必要，讓內需服務業喘口氣。

本土確診個案昨降至18例，新增3死。陳時中表示，這是疫
情高峰以來本土病例最少的一天，不明感染源已連續4天都小於
10例，社區感染群聚約有3例，剛好都在是否降級的邊緣值，因
此要更謹慎，雖未解除三級管制，但可調整放寬。

自下周二（13日）起，民眾最關心的夜市、餐飲業可以開放
內用。但食藥署長吳秀梅說，業者須落實顧客實聯制，顧客除用

餐外須全程戴口罩，桌與桌、顧客與顧客之間需保持至少1.5公
尺，否則要用隔板隔開。百貨、賣場的美食街也可內用，經濟部
次長陳正祺表示，須採梅花座、有隔板的個人套餐，不可共食，
也不提供酒精飲料，百貨美食區只能容留二分之一人數。電影院
也可開放，民眾看電影要梅花座、全程戴口罩，文化部官員表示
，建議優先採預售票方式以控管人流，室內、戶外及等候區域都
禁止飲食。

中元普渡不開放 喪禮不公祭
接下來的農曆7月中元普渡，維持不開放，寺廟參拜、教堂

禮拜則可提出防疫計畫，開放至多99人入場。喪禮則維持原有
規範，只有家祭，沒有公祭。國家風景區及遊樂園區有條件解封
，9人以下國內旅行團可出團，昨日已有很多風景區旅宿預訂立
刻秒殺。交通部政務次長陳彥伯表示，景區及園區將進行人流管
制，不得超過園區最大乘載量的4成，遊樂設施型場域，須採預
約制；水域活動設施、以及墾丁等各海邊沙灘仍不開放。台鐵、
高鐵車廂內及進入收票閘門後，不開放飲食。

在教育部分，各級學校、幼兒園、補習班及後照顧中心仍停

課，學校戶外操場則開放給社區民眾運動使用，但不開放包含網
球場、籃球場等運動設施設備。

室內、外運動場館（含健身中心）也可營運，但教練授課前
須進行病原快篩，之後每7天快篩一次，使用運動設施要間隔使
用，每次用後都要消毒。至於圖書館可以借閱，但不能入館。

地方政府 可因時因地調整
各地方政府對各項微解封指引，仍感覺 「怕怕的」，特別是

餐廳開放內用，態度保守。陳時中強調，各項鬆綁措施授權地方
政府可因時因地調整。但是藍委蔣萬安表示，中央應該明確制訂
微解封作業規範，統一標準，不要讓各地各自為政， 「否則，在
A縣市可以飲食，換到B縣市就不可以」，業者與民眾很難適應
。台大兒童醫院院長黃立民認為，這次公布 「適度鬆綁措施」大
致保守，解封程度不大，顯示指揮中心並沒有把握疫情會穩定往
下走。

至於7月26日是否有機會降級？黃立民認為 「有機會」，但
不需要追求 「歸零」，只要能夠穩定就好。

微解封！三級警戒延至7月26日
夜市、餐飲業可內用 電影院、遊樂園有條件開放

（中央社）政府推動疫情微解封，幼兒園、安親班及補習班
不在此列，倒是健身房可重啟，引發爭議。私幼業者不滿表示，
「我們才是讓家長恢復正常生活的關鍵，不是健身房」。教育部

表示，26日前家長仍可請防疫照顧假在家顧小孩。
教育部次長劉孟奇說，這次微解封，各級學校的戶外操場可

提供社區民眾運動使用，但飲水機、校園行政區域、教學區域、
室內場所（館）及戶外運動設備（如遊具設施、單槓等健身器材
、籃球場、網球場、棒球場、羽球場、游泳等），則暫停開放。

教育部國教署長彭富源表示，幼兒園、安親班的師生互動緊
密，空間封閉，風險還是很高，因此他們要繼續停課。不過家長

在26日前仍可請防疫照顧假，在家裡照顧小孩。
教育部終身教育司長黃月麗則說，公共圖書館將開放單一窗

口提供借閱相關服務，讀者以不入館為原則，同時暫停開放公共
區域。至於社教機構，開放部分區域參觀，單一出入口館舍同時
段最高不得超過100人，閱覽室、劇場、定時導覽及室內外教育
推廣活動則暫停。

至於室內外運動場館（含健身中心），教育部體育署長張少
熙說，場域內容留人數以最適承載量25％為限，並採實聯制、全
程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同時禁止使用個人運動器具（禁止混
用）、避免肢體接觸及禁止團體競賽（技）。

張少熙進一步指出，室內外運動場館的教練授課前須進行病
原快篩，之後每7天快篩一次。而快篩試劑可自行去便利商店或
藥房購買，快篩時最好拍照留下紀錄，以便日後接受查核。

政府不解封私幼及安親班，卻讓健身房重啟，引爆不滿。中
華民國幼教聯合總會總會長洪懿聲說，幼兒園、安親班恢復營運
，才可以解決家長托兒的問題，讓他們回去正常工作，而健身房
則沒有這樣的功能。

他強調，教育部及指揮中心應該及早（如7月19日）讓他們
恢復正常營運，不要等到26日以後。

幼兒園、安親班沒鬆綁 業者不平

台灣有三級警戒依賴症
醫：7／26恐面臨相同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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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經濟

全球求解動力電池回收利用難題

在電動汽車快速發展的同時，大

量動力電池開始不斷退役。這些電池

如何回收利用以減少對環境的汙染，

成為各國正在面對的緊迫問題。同時

，在生產動力電池所需金屬等原材料

日益緊缺的當下，不少大型汽車廠商

和初創企業也在抓緊布局，希望動力

電池回收利用能夠成為應對供應短缺

的有效途徑，各方均寄望相關產業能

夠加速發展。

動力電池產能迅速擴大
隨著電動汽車銷售的快速增長，

以及汽車生產商面臨由燃油車向電動

汽車轉變的壓力不斷加大，全球不少

國家和地區均在加快動力電池產能的

布局。

目前，美國正計劃在2030年之前實

現大部分美國製造的汽車轉變為電動汽

車，在2040年完全淘汰燃油車。歐洲環

保團體運輸和環境組織的一份報告稱，

如果歐盟引入更加嚴格的溫室氣體排放

監管政策並為充電樁建設提供足夠支持

，在2035年之前歐洲的新車銷售將全部

轉變為電動汽車。

根據市場研究公司MarketsandMar-

kets的數據，鋰電池的需求在過去五年

迅速增長，2025 年相關市場規模預計

將從2020年的 442億美元增長至944億

美元，電動汽車發展將是主要的驅動

力。

歐洲各國政府目前正在加大力度支

持動力電池項目的發展，以確保未來仍

然可以保持在汽車製造領域的優勢地位

。據法新社報道，根據運輸和環境組織

的數據，歐洲目前正計劃新建38座超級

電池工廠，年產能預計總共將達到1000

千兆瓦時，投資額將達到 400 億歐元

（約合480億美元），2029年至2030年

將能實現計劃產能。

不少大型汽車製造商也在不斷加大

對動力電池的投資。據法新社報道，德

國大眾汽車近期已經向瑞典初創企業

Northvolt公司投資23億歐元，並計劃新

建另外五座動力電池工廠。新汽車巨頭

斯特蘭蒂斯公司目前正在建造兩座動力

電池工廠。美國電動汽車廠商特斯拉也

計劃在柏林新建動力電池超級工廠，預

計2030年之前的產能將會達到250千兆

瓦時。

原材料供應或將短缺
動力電池工廠的大量建設將對金屬

等原材料的供應提出更高要求，汽車生

產商必須設法保障生產電池所必需的原

材料的供應。據了解，動力電池占據著

電動汽車大部分成本，而鋰、鎳、鈷等

主要金屬又占據著動力電池大部分成本

。歐盟委員會預計，到2030年，對鋰的

需求將增長18%，對鈷的需求則將增長

五倍。

考慮到需求的大幅增長，有一些國

際機構已經在預警相關礦物原材料未來

將面臨短缺。國際能源署日前表示，各

國政府需要確保清潔能源技術所需的關

鍵礦物原材料的供應，否則可能面臨供

應瓶頸，損害電動汽車、風力發電等項

目的發展。國際能源署的報告稱，從

鋰、鎳、鈷、錳、石墨等生產電池所

需的原材料到生產電動汽車發動機和

風力渦輪機的稀土元素，清潔能源需要

眾多種類的原材料，而每一種礦物原材

料所面臨的問題都不相同。國際能源署

稱，總的來說，能源領域對於關鍵礦物

原材料的需求在2040年之前將增長6倍

，目前全球不斷增強的氣候變化應對行

動與關鍵礦物原材料的供應正越來越不

成比例。

國際能源署的報告建議，各國政策

製定者應采取行動確保關鍵礦物原材料

的穩定供應，並製定長期的減排目標。

該機構還建議各國政府促進新技術的發

展，並更多投資回收領域以緩解主要的

供應壓力。

美國白宮近日明確表示，必須與

盟友一起確保生產電動汽車所需的金

屬等原材料的供應，在國內進行處理

時也需要考慮到環保等因素。據路透

社報道，相關舉措包括通過美國國際

開發金融公司擴大投資電動汽車金屬

項目，以及采取新措施來支持從電池

回收中獲取供應。拜登政府還將成立

工作組來確定動力電池中所使用的礦

物質可以在哪裏被生產和處理。美國

能源部已經獲準通過“先進技術車輛

生產貸款項目”投資170億美元來支持

相關的項目，將聚焦電池製造商融資

、關鍵礦物質回收和處理等領域。報

道稱，確保銅、鋰等動力電池原材料

的供應是拜登龐大電動汽車發展計劃

目前遇到的主要障礙之一，目前美國

國內的采礦項目正面臨著廣泛的監管

障礙和環保方面的阻力。

歐盟委員會副主席馬羅什· 謝夫喬

維奇3月份表示，在動力電池生產方面

，歐洲應當努力實現戰略獨立性，希

望歐洲可以在 2025年以前實現自給自

足。據法新社報道，目前歐洲正在研

發的新一代動力電池技術，希望降低

對鋰離子電池技術的依賴，歐盟委員

會今年 1月已投資 29億歐元支持相關

研發。歐洲還希望建設更加環保的電

池工廠，歐盟官員目前正在製定相關

標準，以規範電池原材料的提取以及

廢舊電池如何回收等。

不過，惠譽咨詢公司的分析師奧利

弗· 蒙蒂克認為，歐洲或許要到2040年

才能建立起一個“涵蓋大部分電池原材

料在歐洲提取、精煉、處理、生產的完

整的閉環供應鏈”。蒙蒂克表示，盡管

德國和捷克擁有可持續的鋰金屬儲量，

但是歐盟仍然應當從可靠的合作夥伴那

裏獲取供應，以確保供應安全。

電池回收需加速發展
動力電池被認為是決定電動汽車行

駛裏程和性能表現的關鍵因素之一，但

隨著使用年限的增加，其性能將出現明

顯的下滑，所需充電時間將延長且行駛

裏程會縮短。有業內人士表示，目前動

力電池的推薦使用年限一般是5至10年

。隨著大量電動汽車已經投入使用，不

久的將來需要更換的動力電池數量將會

迅速飆升，環境保護和資源再利用的需

求將快速增長。

有專家表示，對於一些還能夠使

用的動力電池，可以用於其他要求得

以降低的場景，比如用於能量儲存系

統（ESS）。對於不能夠繼續使用的動

力電池，則可以考慮進行回收，再利

用其中的金屬元素等資源。目前，開

采和加工生產電動汽車所需的鋰、鈷

和鎳等金屬往往需要跨越數個大洲，

運輸距離經常超過 2000公裏。因此，

回收和利用廢舊電池中的原材料是一

種更加高效和可持續的方式，能夠有

效減輕發掘新礦、開采和加工處理等

領域的負擔。

汽車和電池製造商以及一些初創企

業已經在探索各種處理廢舊動力電池的

方法，一些新的產業和商業模式正在形

成。

據報道，特斯拉前首席技術官

（CTO）施特勞貝爾在 2017 年創立了

Redwood Materials公司，該公司聚焦於

處理電子垃圾，其業務包括回收利用廢

舊電池，然後向汽車製造商和電池生產

商提供從中提取的原材料。該公司位於

美國內華達州的首個回收處理工廠已經

開始運轉，能夠回收利用廢舊電池中

95%的鎳、鈷、鋁和石墨，以及超過

80%的鋰。施特勞貝爾表示，面對動力

電池需求的快速增長，目前的原材料供

應將難以滿足需求，必須加快“食物鏈

頂端領域”的投資，比如原材料的開發

和回收利用等領域，而回收利用是一種

非常高效的途徑。在盈利問題上，施特

勞貝爾表示，公司目前仍然處於發展的

初期，投資設備和技術仍然需要消耗大

量的資本，但從長期來看，隨著技術和

規模的不斷改善，公司的業務將會實現

非常可觀的利潤。

據媒體報道，LG 能源解決方案

公司和通用汽車的動力電池合資企業

Ultium Cells 將與電池回收公司Li-Cycle

合作，從今年開始回收電池。Li-Cy-

cle 表示，其回收利用技術可實現鋰

離子電池中所有材料 80％至 100％的

回收。

據韓聯社報道，韓國汽車製造商起

亞汽車及其電池供應商SK Innovation將

合作發展動力電池回收利用項目。據悉

，SK Innovation為起亞汽車的EV6等電

動車型提供鋰離子電池。早在2020年3

月，這兩家公司就已經開始合作利用廢

舊動力電池，並表示將會通過能量儲存

系統來合作處理和再利用廢舊動力電池

，或者回收廢舊動力電池中的金屬，這

將有助於降低生產成本。SK Innovation

還表示，除了潛在的經濟效益，回收廢

舊動力電池還可以減少廢舊電池被掩埋

的數量，從而降低對土壤和地下水的汙

染。

動力電池中原材料回收相關市場預

計將在未來數年迎來快速增長。CNBC

的報道稱，有數據顯示，全球鋰回收市

場將由2019年的15億美元上漲至2030年

的181億美元。

有專家表示，動力電池回收利用

產業要想加速發展，還需要電動汽車

產業和政府進行更加緊密的合作，以

幫助收集各種不同型號和性能的電池

，加快推進相關科研項目，製定出相

關標準，簡化廢舊電池回收和利用程

序，早日逆轉目前廢舊電池回收利用

率較低的局面。

一些國家的政府也在通過各種形式

支持相關的創新活動。據韓聯社報道，

韓國政府目前正在通過“監管沙盒”

的方式，部分放松對於廢舊電池的監

管，以允許汽車製造商和電池生產商

利用這些電池來進行產品、服務、營

銷和商業模式等的創新。韓國貿易、

工業和能源部計劃在2024年之前投資13

億韓元（約合150萬美元）來進行舊電

池利用方式的實驗，比如利用於可再生

能源項目中。

韓國汽車技術協會研究員金世燁

表示，隨著電動汽車的加快普及，

從 2026 年開始，韓國將出現大量動

力電池退役的局面，到 2030 年，大

約有 10 萬輛電動汽車的電池需要更

換。金世燁說，電池回收利用產業

要想加速發展，還需要加快廢舊電

池收集等標準的建立，加快相關處

理技術的研發，並細化對於電池質

量和性能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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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人敦促在疫情大流行期間美國人敦促在疫情大流行期間
提防稅務騙局提防稅務騙局

休士頓台灣長春會公告休士頓台灣長春會公告

防疫不妨藝防疫不妨藝 僑委會邀你僑委會邀你KK歌領獎金歌領獎金
僑委會為鼓勵全球僑校學生藉由傳

唱華語、閩南語及客語等歌曲，強化華
語文學習動機、認識及體驗臺灣流行音
樂文化，特別舉辦 「全球僑校學生暨僑
生華語歌唱大賽」 ，透過手機APP系統
就可參加初賽及地區複賽，不受疫情影

響。競賽全程採線上方式辦理，總決賽
將以參賽影片評審，並進行網路直播，
向全球觀眾展現才華。僑委會歡迎喜歡
唱歌的同學一起來學華語、唱好歌。

僑委會歡迎美南地區年滿12歲至24
歲青(少)年學生報名參加，請向所就讀

中文學校申請參賽識別碼，上網註冊報
名並下載App 「美華卡拉吧」 後登入，
演唱歌曲上傳即可進行評分。海外線上
初賽，即日起至8月4日，本階段將由
比賽系統標準評分，入圍名單由僑委會
於8月7日前在活動網頁公布。

總決賽第一名可獲得3,600美元，
除了華語獎前三名及三名優選之外，特
別增設 「最佳閩南語歌曲表演」 獎及
「最佳客語歌曲表演」 獎，鼓勵同學演

唱閩南語及客語歌曲，認識臺灣優美的
本土語言。詳細參賽辦法及規則說明請

登入活動官網（https://www.singhuayu.
tw）查詢，也歡迎電洽休士頓華僑文教
服務中心(電話:713-789-4995#106李小
姐)。

比賽流程教學影片及 APP 下載：
https://www.singhuayu.tw/process

七月份的活動 - 目前, 休士頓疫情在這幾個禮拜
以來, 有比較穩定下來且有減緩的趨勢, 但是考量長春
會大部分成員都是已經退休或是剛開始想要過著退休
安靜的生活. 大家的年紀比較大一點, 而且免疫系統都
比較差一點, 所以我們理事會在六月中有聚會討論何時
恢復月會的時間, 大家有一致性的共識, 如果我們能夠
復會應該是最後一批的團體了. 而且可能時間要往後移
, 暫定初步復會時間是明年2022元月份, 到時我們再考
量恢復聚會的時間, 真正需要互相的保護, 能夠保護自
己同時保護別人, 而得到互助互惠的原則, 希望早日大

家都平安無事, 能夠安全在活動中心過著快樂幸福的聚
會. 請大家了解, 見諒!!

春會資深會員 鄧玉庭、張翠梅長老和長老娘夫婦
, 相繼分別於五月、四月以94, 93高齡比翼雙飛回天家
了. 最近恩惠教會李牧師發出的消息, 他們的火化儀式
在教會牧師的見證下儘快的處理完畢, 因疫情的關係,
在這段期間請大家為鄧長老和太太代為祈禱. 家屬也很
感謝長春會會員們的支持及關心, 我們很懷念他們, 也
祈願他們安息.

我發覺鄧老前輩夫婦是真有福氣的人, 他們結婚在

一起這麼多年, 又差不多同一時間比翼雙飛回天家. 長
春會的會員們, 都很懷念他們, 也祈願他們能夠永遠安
息了
!!

IR-2021-135，2021 年 6 月 28 日
華盛頓——美國國稅局今天開始了

2021 年的“十惡不赦”名單，警告納稅人
、稅務專業人士和金融機構注意這 12 個
邪惡的計劃和騙局。

今年的“Dirty Dozen”將分為四個不
同的類別：

與疫情大流行相關的騙局，例如經濟
影響付款盜竊；

個人信息弊端，包括網絡釣魚、勒索
軟件和電話“釣魚”；

專注於毫無戒心的受害者的詭計，如
假慈善機構和老年人/移民欺詐；和

說服納稅人採取不道德行為的計劃，
例如提供妥協工廠和聯合保護地役權。

該機構根據實施這些計劃的人及其影
響的人，將清單分為這些類別。除了今天
的騙局外，美國國稅局將在接下來的三天
內重點介紹其他計劃。

美國國稅局敦促所有納稅人保持警惕
，尤其是在大流行期間，不僅是為了自己
，也是為了生活中的其他人。

國稅局局長查克·雷蒂格 (Chuck Ret-
tig) 說：“我們繼續看到騙子在危機時期

利用這種流行病從誠實的納稅人那裡竊取
金錢和信息。” “我們提供這份清單是為
了提醒納稅人注意欺詐者對受害者使用的
常見騙局。在美國國稅局，我們致力於阻
止這些罪犯，但我們所有人都應該保持警
惕，以保護自己和我們的家人。”

鼓勵納稅人查看“Dirty Dozen：在
IRS.gov 上的一個特殊部分列出的清單，並
應在報稅季節和全年對這些騙局保持警惕
。

經濟影響付款盜竊
對個人的持續威脅來自試圖竊取經濟

影響付款 (EIP)（也稱為刺激付款）的身份
竊賊。大多數符合條件的人將自動從 IRS
獲得付款。納稅人應該注意這些騙局的跡
象：

任何詢問銀行帳戶信息或要求收件人
單擊鏈接或驗證數據的短信、隨機來電或
電子郵件都應被視為可疑並刪除而無需打
開。

警惕郵箱被盜。經常檢查郵件並向郵
政檢查員報告疑似郵件丟失 .

不要陷入刺激檢查騙局。美國國稅局
不會通過電話、電子郵件、短信或社交媒

體發起聯繫，要求提供社會安全號碼或與
經濟影響付款相關的其他個人或財務信息
。

納稅人應記住，IRS 網站 IRS.gov 是該
機構提供有關付款、退款和其他稅務信息
的官方網站。

失業欺詐導致納稅人 1099-Gs 不准確
由於 COVID-19 大流行，許多納稅人

失去了工作，並從所在州獲得失業補償。
然而，詐騙者也利用了這一流行病，利用
被盜的未提出索賠的個人的個人信息，提
出欺詐性的失業補償申請。對這些欺詐性
索賠進行的付款將支付給身份竊賊。

美國國稅局提醒納稅人留意是否收到
1099-G 表格，報告他們沒有收到的失業
補償。對於處於這種情況的人，美國國稅
局敦促他們聯繫適當的州機構以獲取更正
的表格。如果無法獲得更正的表格以便納
稅人及時提交納稅申報表，納稅人應僅申
報其實際獲得的失業補償和其他收入。請
參閱身份盜竊和失業救濟金了解稅務詳情
和DOL.gov/fraud 用於逐州報告信息。

額外保護以幫助保護納稅人
國稅局向所有納稅人提供 IP PIN——

增加了另一層安全
為了幫助納稅人避免身份盜用，美國

國稅局今年向所有納稅人提供了身份保護
密碼 (IP PIN)計劃。以前，它僅適用於某些
州的身份盜竊受害者或納稅人。 IP PIN 是
一個只有納稅人和 IRS 知道的六位數代碼
。它有助於防止身份竊賊使用納稅人的個
人身份信息提交欺詐性納稅申報表。

使用 IP PIN 本質上是一種鎖定稅務帳
戶的方法。 IP PIN 作為打開該帳戶的關鍵
。不包含正確 IP PIN 的電子退貨將被拒絕
，紙質退貨將接受額外的欺詐審查。

減少欺詐
美國國稅局及其在各州的安全峰會合

作夥伴和私營部門稅務界做出了改變，以
幫助減少與身份盜竊相關的退款欺詐，這
些欺詐對普通報稅人來說是顯而易見的：

稅務軟件供應商同意加強密碼協議。
這是這些公司確保其產品安全的第一道防
線。

州稅務機構開始要求納稅人提供駕照
號碼，作為人們證明身份的另一種方式。

美國國稅局限制了退稅到金融賬戶或
地址的數量。

美國國稅局從稅務記錄中掩蓋了個人
信息。

多因素身份驗證可以提供幫助
對於 2021 年申報的納稅人來說，重

要的是要知道可供納稅人和稅務專業人士
使用的在線稅務軟件產品將包含多因素身
份驗證選項。多因素身份驗證可以讓用戶
更好地保護在線帳戶。實現此目的的一種
方法是，除了用於訪問帳戶的用戶名和密
碼外，還要求向移動電話發送安全代碼。

美國國稅局及其安全峰會合作夥伴建
立了一個信息共享中心，使他們能夠快速
識別新出現的騙局並做出反應以保護納稅
人。 身份盜竊退稅欺詐信息共享和分析中
心PDF現已開始運行。

此外，請查看我們最近的 A Closer
Look 專欄，了解有關如何警惕稅務欺詐的
更多信息。訪問身份盜竊中心和稅務欺詐
警報，了解有關如何防範或報告身份盜竊
或欺詐的更多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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