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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產經紀人 

 住家  商業  買賣  投資  公寓  租賃

Luke Bai (陸克)
832-779-2838(華語)

Kimberly Tran (陳小姐)
832-930-2788 (越語)

找公寓、租房子、買賣管理房地產
（房客及買家無任何費用）

民宿出租: 德州醫療中心/Rice University
（Wyndham Hotel 旁) 舒適方便、經濟實惠、
拎包入住。適合醫療人員、學生、訪問學者、
病患家屬 、  長短期出租（可步行到各大醫院) 

IATAN
ARC專業
旅行社

全球郵輪★全球簽證★護照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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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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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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

綜合經濟

人民幣對美元匯率逼近6.5
波動中“貶”與“穩”對立統一

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一段時間以來的

急漲行情告一段落。截至6月23日16時

30分，在岸、離岸人民幣對美元匯率日

內分別下跌 0.1%、0.08%，報 6.4808、

6.4850，雙雙逼近6.50重要關口。6月以

來，在岸、離岸人民幣匯率各自回撤

1164、1132點，均已回吐5月漲幅。

人民幣對美元匯率連續下跌之時，

衡量人民幣對一籃子貨幣的CFETS人民

幣匯率指數“處變不驚”。外匯交易中

心最新發布數據顯示，6 月 18 日，

CFETS人民幣匯率指數為98.19，較此前

交易周最後一個交易日上升0.51，持穩

於相對高位。

“貶”與“穩”並行不悖，是因為

在美元走強的大背景下，以穩健的中國

經濟基本面為支撐，人民幣對於一籃子

貨幣保持了相對強勢。業內人士提醒，

由於市場存在諸多不確定性，人民幣對

美元匯率後續仍將承壓，且雙向波動特

征將更為突出。

單邊升值預期被逆轉
人民幣對美元匯率近來處於急速波

動之中。今年4月至5月期間，人民幣快

速攀升，引發看多力量迅速集結。尤其

是5月，人民幣匯率漲逾千點，頻頻刷

新3年高點。外匯市場中，追漲殺跌的

順周期“羊群效應”也有所擡頭。

針對部分炒作人民幣匯率升值的論

調，監管近來多次與市場溝通，強調

“匯率測不準是必然”，雙向浮動是常

態，並時隔14年，重新祭出上調外匯存

款準備金率的“大招”。

內有“降溫”措施頻出，外有美元

預警信號持續閃爍。近日，美聯儲議息

會議釋放出超預期“鷹派”表態，美元

指數一度沖高至92上方。

在內外力的綜合作用下，市場此前

對於人民幣的單邊升值預期及時被扭轉

。5月31日至6月18日，人民幣匯率預

期轉為偏貶值方向，14個交易日中僅有

3個交易日為升值方向，最強升值預期

僅為0.1%。

專家提醒，後續如果美元反彈形成

一致預期，資本的短期流出可能會驅動

人民幣匯率陷入更深度的回調。

“美聯儲會議的結果讓美元反彈具

備了持續性，這讓人民幣匯率短期進一

步回調的風險加劇。”招商銀行金融市

場部首席外匯分析師李劉陽認為，雖然

外貿對於人民幣匯率的支撐因素仍在，

但美元短期利率擡升，對於通脹預期和

全球資本流向的影響不容小覷。

植信投資研究院高級研究員常冉說

，隨著美國經濟逐步復蘇走強，其“新

基建”計劃一旦落地，將帶來較強復蘇

動能。未來，若美聯儲進一步縮減購債

規模並引導加息預期，可能會造成美元

階段性升值和人民幣階段性貶值。

多位專家提醒，市場諸多不確定當

中，企業應以匯率市場的劇烈波動為鑒

，堅持“風險中性”理念，抵禦匯率波

動風險。

對一籃子貨幣走勢穩健
凡事都有相對性，“貶”與“穩”

恰如一枚硬幣的兩面。從一籃子貨幣的

維度看，CFETS人民幣匯率指數近來走

勢穩健。

6月18日，CFETS人民幣匯率指數

為98.19，較此前交易周最後一個交易日

上升0.51。5月末，CFETS人民幣匯率指

數便已攀上98關口，隨後雖小幅回落，

但整體持穩、處於相對較高位置。

該指數表現穩健，與其構成有關。

CFETS人民幣匯率指數是貿易加權的貨

幣籃子，其中各種貨幣權重與雙邊貿易

規模及趨勢相關聯。其構成除了美元、

歐元、日元等全球主要貨幣外，還有韓

元、南非蘭特等新興市場貨幣。

為何人民幣對美元匯率持續下跌，

CFETS人民幣匯率指數卻能維持高位運

行？“人民幣對非美元主要外幣升值抵

消了對美元的貶值效應，支撐了CFETS

人民幣匯率指數。”常冉稱，近期人民

幣對美元雖出現貶值，但非美元貨幣對

美元的貶值幅度更大。這就推動形成了

人民幣對非美元外幣的升值態勢。

自5月底以來，人民幣對美元貶值

1.7%。同時，歐元對美元貶值2.4%，英

鎊對美元貶值 2.1%，日元對美元貶值

1.4%。

常冉認為，當前美元在CFETS人民幣

匯率指數中的占比已由2017年的0.2240下

降至0.1879，使得美元波動對CFETS人民

幣匯率指數的影響有所降低。

人民幣對於一籃子貨幣的相對強

勢，其根基是中國經濟強韌的基本面

。“宏觀上，CFETS人民幣匯率指數更

能表達人民幣在貨幣市場上的走勢，也

同時反映了人民幣對美元的下降主因由

美元主導。”FXTM富拓首席中文分析

師楊傲正表示，中長線而言，由於全球

疫情仍存在較大變數，中國經濟復蘇態

勢在下半年預計仍將穩定向上，因此

CFETS人民幣匯率指數有持續走強的基

礎。

楊傲正同時提醒，自5月底以來，

CFETS人民幣匯率指數上漲有所放緩，

除了反映美元反彈外，也表示人民幣對

其他貨幣經歷了急速升值後，預期未來

上漲動能將會放緩。

“未來一段時期，人民幣對美元匯

率或將繼續承壓，CFETS人民幣匯率指

數有望持穩於高位。”常冉說，中國經

濟增長保持中高速水平，國際收支仍將

出現雙順差，中國的貨幣政策基調穩健

等積極因素，可能形成人民幣對非美元

外幣強勢的動力。

原油市場不確定性增加
綜合報導 今年上半年，紐約油價累計上漲

51.4%，布倫特油價累計上漲44.15%，原油相關股

票和ETF也表現搶眼。進入下半年，石油輸出國組

織（歐佩克）與非歐佩克產油國的增產計劃遲遲未

出臺，不確定性促使油價繼續走強。

當前，機構觀點出現明顯分歧，認為油價仍有

上漲空間者有之，認為油價已經見頂者有之。在此

背景下，上半年活躍的“炒油族”何去何從？加倉

還是出貨成為近期必須考慮的問題。

“難產”的增產
維也納當地時間7月1日，“歐佩克+”部長級

會議如期舉行。市場此前預計，歐佩克及其盟友將

達成一致，從8月起開始提高產量，增長幅度可能

為每日40萬至50萬桶。然而，當日會議未能就8月

原油增產幅度達成一致。在7月2日繼續進行的會

議上，與會主要產油國仍未達成共識，增產談判陷

入僵局。

歐佩克與非歐佩克產油國於7月5日再次討論

原油增產幅度。沙特阿拉伯等國提出，今年8月至

12月日均原油供應量每月環比增加40萬桶，但阿

聯酋則認為應加大增產規模。據媒體報道，阿聯酋

要求“歐佩克+”提升該國用於計算減產的基線產

量以換取更大規模增產。如果無法達成新的協議，

阿聯酋準備接受維持8月產量不變。阿聯酋能源部

長蘇海勒· 馬茲魯伊7月4日在社交媒體推特寫道：

阿聯酋支持8月起增加原油產量，但不願受“延長

現行協議”所規定的配額約束。

業內人士指出，即便此次增產協議“勉強落地

”，年內的增產計劃仍面臨不少變數，因為產油國

之間的分歧早已存在，未來隨著經濟復蘇、原油供

需等因素變化，這種分歧甚至有可能加劇。歐佩克

與俄羅斯等非歐佩克產油國在2018年12月達成一

項協議，主要產油國自2019年1月開始削減原油日

均產量，初步設定期限為6個月，以2018年10月原

油日均產量為基準，這一協議後續多次延長。據媒

體報道，為增加原油產量，阿聯酋在去年年底時甚

至有脫離歐佩克與非歐佩克產油國機製的想法。

機構觀點分化
當前業內機構對於原油市場前景態度分化。

有機構認為，需求復蘇、小幅增產將進一步支

撐油價。

美國銀行最新發布的數據預測，隨著旅行需求

反彈，全球原油基準油價在明年可能上漲至100美

元/桶。

部分機構認為，需求可能並沒有那麼旺盛，增

產幅度也存在變數。

原油市場研究分析機構VandaInsights 近日提

示，由於美國經濟回暖，投資者對全球石油復蘇

抱有很高期望，但這些預期可能“過於樂觀”。

該機構認為，原油市場仍存諸多不確定性，未來

不排除價格下行風險。雖然全球原油需求延續增

長趨勢，但區域性疫情仍在。近日，德爾塔變異新

冠病毒席卷全球90多個國家和地區，多國重新收

緊防疫政策。

展望原油市場行情，高盛集團表示，由於其他

地區供應風險隱現，2022年前“歐佩克+”需要更

多石油產量來平衡市場。原油和上遊行業的前景比

石油產品和下遊行業的前景更強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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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艙考研女孩徐丹 圓夢拜良醫門下
疫時獲毛以林教授救治 見識中醫藥作用

��(���

“這時候才真正感覺到，自己兌現了一年多
前在方艙醫院的諾言。”7月7日，湖北

中醫藥大學2021應屆畢業生、“方艙考研女孩”
徐丹收到湖南中醫藥大學心血管內科專業研究生
錄取通知書的那一刻，內心的激動久久不能平
復。

入方艙戰病魔 遇求學引路人
2020年，那個病毒肆虐的冬天，在武漢市江

夏區大花山方艙醫院接受治療的大四學生徐丹不
會想到，在與病魔對抗的過程中，自己會遇到求
學夢想的引路人。

其時，在方艙由湖南醫療團隊管理的湘五病
區，徐丹的康復治療生活過得平穩有序。早晨6
時，夜班護士為徐丹測量體溫、血氧，並發放中
藥，叮囑她“早晚各一袋”。7時起床洗漱，8時
至9時等待醫生查房、吃早飯。學習時間，她用來
上網課、複習功課，逮住機會了就向醫生老師請教
專業問題。

見證醫護辛苦 扶持共渡難關
與醫護人員相處過程中，徐丹了解到，他們

剛穿上厚重的防護服還不太適應時，走幾步路都
要停下來歇一會兒，喘個不停，戴着的護目鏡和
多層口罩也不能輕易取下。除治療外，他們還兼
顧送飯、搬運行李、倒垃圾等瑣碎的日常。

“當時覺得很難受。”徐丹說。比起被幫
助，她更希望自己是那個衝在前線的人。疫情爆
發後，她所在的學校湖北中醫藥大學附屬醫院的
醫護人員們也相繼奔赴抗疫一線。

在校園裏學習時，同學們偶爾也會議論起醫
患關係緊張的話題。

但在這裏，她親眼目睹了湖南中醫藥大學第
二附屬醫院的醫護人員們的精心照看，他們還特地
為過生日的患者準備蛋糕，唱歌慶祝。很多患者阿

姨，會因為心疼勞累的醫護人員，主動分擔體力
活。

這都匯聚成她職業理想的一道光。

牢記老師鼓勵 努力不負所望
“我想報考湖南中醫藥大學的研究生，將來

也當一名中醫，成為和你們一樣的人。”她對身
旁的護士謝宇雯說。

謝宇雯是徐丹進入方艙醫院後第一個關注到
的醫護工作者，腰上始終掛着一個藍色的小包，
包上寫着“熱乾麵加油”的字樣。

“這個姑娘要考我們學校的研究生。”謝宇
雯興奮地告訴前來巡視問診的醫生——湖南中醫
藥大學第二附屬醫院的毛以林、祁雙林教授。

當曾經只在書上見過名字的毛老師就站在面
前，她連忙站起來給老師鞠了個躬。

“歡迎你來！你要考上了第一個錄取
你！”毛教授鼓勵的一幕場景隨後也被媒體記
錄下來，成為全國眾多讀者關注的熱點，在那
個寒冷的冬天給人以溫暖和希望；而“方艙考
研女孩”的符號傳播也不脛而走。

毛老師的鼓勵，成為徐丹備考期間最大的動
力。回望過去一年的備考，徐丹覺得就像每天早
晨的一杯黑咖啡，雖然很苦，但“提神又醒
腦”，讓她始終明晰，自己想成為什麼樣的人。

“作為一名中醫學子，見識到中醫藥學在疫
情防控中的重要作用，也遇到理想的引路人，無
疑是一種幸運。但最後能考上也是我努力的結
果，所以我還要繼續努力。”徐丹說。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國青年報》

報道，去年，大四學生徐丹感染新冠

肺炎，住進湖北武漢方艙醫院。其

間，湖南中醫藥大學的毛以林教授和

醫護人員對她悉心照料，徐丹下定決

心：“報考湖南中醫藥大學，成為和

你們一樣的人！”一年來，她認真備

考，終於圓夢湖南中醫大，如願成為

毛以林的學生。

●疫境下，在方艙由湖南醫療團隊管理的湘五病
區，徐丹的康復治療生活過得平穩有序。

網上圖片

●●徐丹徐丹（（右右））和毛以和毛以
林合影留念林合影留念。。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國家衞健委談廣東雲南疫情：
疫情防控一刻不能放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中
國國家衞健委副主任李斌8日在國新辦舉行的吹
風會上表示，廣州、深圳以及雲南瑞麗相繼出現
由境外輸入引起的本土聚集性疫情，都是由新冠
“德爾塔”（Delta）病毒變異株所導致的。“這
個變異株是一個新的變異株，它有很多新的特
點”，李斌表示，這幾宗疫情提示，疫情防控的
工作一刻不能放鬆，要落實“外防輸入、內防反
彈”的防控策略，繼續加強各項防控措施、防控
任務的落實。

加強冷鏈物品核檢消毒
對於當前的疫情防控，李斌表示，首先，要做

好外防輸入工作。在人防方面，要持續做好來華人
員的遠端防控、口岸檢疫檢測，交通工具重點是飛
機上的疫情防控等工作，指導各地分級分類做好病
例的救治，隔離醫學觀察和居家健康監測等工作，
嚴格落實入境人員的閉環管理。同時，要加大物防

方面防控的力度，加大對進口物品的檢驗、檢測、
檢疫的力度，對物體表面特別是冷鏈物品包裝和運
輸工具加強核酸檢測和預防性消毒，指導企業加強
轉運、交易、加工等重點環節的防控，對從業人員
開展定期核酸檢測，嚴格落實個人防護和健康監
測。此外，還要加快疫苗接種工作，提高疫苗接種
的人群覆蓋率。

李斌表示，疫情防控還需要強化監測、處置措
施，人、物、環境三個監測都要進一步加大力度，
盡早發現感染者和危險因素，對可疑病例開展實驗
室檢測。要落實好重點環節防控，加強重點機構、
重點場所、重點人群防控力度，做好聚集性活動疫
情防控，嚴格落實個人防護措施，嚴格密閉空間和
室內場所通風消毒等措施。還要做好應急處置準
備，要求各地進一步調查摸底，完善應急預案和處
置措施，做好應急處置的人員、物資準備，提升應
急處理能力，確保一旦發現疫情能夠迅速有效地進
行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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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

JY家庭全科及急症

高 血 壓

糖 尿 病

高 血 脂

常見皮膚病

皮膚活檢

婦 科 病

兒 科 病

老年癡呆

骨質疏鬆

憂 鬱 症

感 冒

咽喉痛

鼻竇炎

腹 瀉

尿 路 炎

關節注射

動物抓咬傷

清創縫合

角膜異物清除

地址:6609 W Sam Houston PKWY S STE 98 Houston, TX 77072 (位於8號公路及百利大道東北角及Shell加油站旁廣場)

Tel:(832)433-7159

本診所自2014年起
週一、二、三、五、六： 8:30am - 5pm
週四、週日 公休 

顧瑛 醫學博士
美國家庭醫學會資格認可醫師
美國老年醫學會資歷任可醫師

主 治 急 症
體檢特價  體檢+化驗:$125
①+女科婦科、宮頸膜片+$45
②+男性前列腺表面抗原+$20

移 民 體 檢

D03FA_JY顧瑛567B_8

中 國 經 濟 2021年7月9日（星期五）3 ●責任編輯：周文超

港股8連跌 逾5年最長跌浪
科技股捱沽 恒指瀉807點 考驗27000關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紹基

受內地收緊中概股境外上市的

規管，以及加強監管“大數據”科

技公司的運作，港股繼續捱沽，一

度 低 至 觸 及 250 天 牛 熊 線 ( 即

27,113 點)，全日跌幅擴大至 807

點或2.9%，收報27,153點。港股

連跌 8 日，已累跌 2,135 點，是

2015年12月以來逾5年的最長跌

浪。在大跌市下，港股主板成交增

至逾2,052億元（港元，下同），

顯示沽盤相當進取，市場人士認

為 ， 港 股 已 經 跌 穿 27,700 至

29,500點間的橫行區，一旦恒指再

穿250天牛熊線，技術走勢將進一

步轉差，不排除港股會步入技術熊

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海巖北京報
道）中國繼續加強對數字貨幣的監管。
中國人民銀行（央行）副行長范一飛8
日在國務院政策例行吹風會上表示，以
比特幣及各種所謂“穩定幣”為代表的
私人數字貨幣，已經成為一個投機性工
具，存在威脅金融安全和社會穩定潛在
的風險，同時也成為一些洗錢和非法經
濟活動的支付工具。

范一飛指出，一些商業機構所謂的
“穩定幣”，特別是全球性的“穩定
幣”，有可能會給國際貨幣體系、支付
清算體系等帶來風險和挑戰，央行對這
個問題比較擔心，所以採取了一些措
施。對於這些私人數字貨幣，是否作為
貨幣信貸存在，央行還在觀測和研究
中。

就虛幣炒作約談了銀行支付機構
中國在全面封殺虛擬貨幣“挖礦”

後，近期央行就虛擬貨幣炒作約談了銀
行還有支付機構，有關部門還對一家涉
嫌為虛擬貨幣交易提供軟件服務的公司
予以清理整頓，並發布風險提示，鄭重
警告相關機構不得為虛擬貨幣相關業務
活動提供經營場所、商業展示、營銷宣
傳、付費導流等服務。

與此同時，還要大力推進央行數
字貨幣。范一飛表示，央行數字貨幣
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批發型央行貨
幣，主要是面向商業銀行等機構類主
體發行，多用於大額結算，對於這些
私人數字貨幣，作為貨幣信貸存在，
我們還在觀測和研究。

續擴大央行數字貨幣試點範圍
另一種是零售型央行貨幣，主要

是面向公眾發行，可以用於日常交
易。范一飛認為，目前業界對零售型
央行數字貨幣的認識分歧比較大，零
售型央行數字貨幣會不會引發金融脫
媒、會不會削弱貨幣政策、會不會加
劇銀行擠提等，爭論比較集中。“這
些數字人民幣究竟對貨幣體系、貨幣
政策、金融穩定帶來哪些影響，中國
央行始終高度關注，我們也努力通過
業務、技術和政策設計，確保數字人
民幣體系對這些宏觀方面的影響降到
最低。”

他強調，有信心把央行數字貨幣
工作繼續擴大試點面，加大試點範
圍。目前主要以白名單邀請方式，白
名單用戶已達1,000萬戶，北京冬奧會
場景是下一步試點的重點領域。

央
行
：
私
人
數
字
貨
幣
威
脅
金
融
安
全

輝立資產管理董事黃瑋傑表示，8日大市成
交大增，沽盤相當積極，顯示投資者傾

向避險為先，科技股暫時都會保持弱勢。由於
大市承接疲弱，他相信若大市最終守不住牛熊
線的話，恒指將下望25,500點。龍頭科技股繼
續遇沽壓，科技指數再跌3.7%，收報7,321
點。國指亦同跌3.2%至9,822點，失守1萬點大
關。另外，內地再釋放可能降準的訊號，反而
加速了股市的下跌，特別是舊經濟股同樣捱
沽。

憂內地經濟減速 打擊氣氛
星展香港高級經濟師周洪禮表示，中央釋

出降準信號，可能暗示上季經濟增速差於預
期，故要推出貨幣工具去撐實體經濟，特別是
中小微企。他指出，內地近一至兩個月，零售
數據較市場估計差，目前仍有約500萬農民工未
曾回到城市，加上工資未重返疫情前水平，都
影響了消費表現。至於其他國家陸續恢復生產

線，也對中國的出口及工業產出構成壓力，都
可能令內地經濟增速放緩。周洪禮預期，人行
較大機會在第3季尾至第4季初再推定向降準，
務求令市場流動性增加。

阿里失守200元 三桶油急挫
騰訊全日跌3.7%，阿里巴巴更跌4.1%並創

1年新低，股價失守200元大關。美團跌幅達
6.4%，小米亦跌逾1%。在美國上市的嗶哩嗶哩
急挫7.3%，再失守808元香港發行價，快手也
再創新低，全日挫逾3%。

另方面，油組可能又再終止減產協議，油
價下跌，也影響了市場投資氣氛。中海油大跌

5.6%，中石油跌近6%，中石化也跌逾3%。港
鐵及新世界合作發展的大圍站上蓋項目，因混
凝土強度未達標而需要拆卸重建，新世界表明
會向受影響的買家賠償，港鐵仍升0.3%，新世
界則跌3.9%。

兩新股首掛勁 朗詩綠色飆42%
本周新上市的4隻新股中，8日掛牌的朗詩

綠色生活及康諾亞都一如暗盤般造好，其中朗
詩綠色生活大升41.5%，一手賬面賺1,320元；
康諾亞也升27.6%，每手賺7,350元。朝聚眼科
上市第二日再升17.3%創新高，相對招股價已累
升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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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港股連跌港股連跌 88
日日 ，， 已 累 瀉已 累 瀉
22,,135135點點，，昨成昨成
交增至逾交增至逾22,,052052
億元億元。。 中通社中通社

88日收日收73217321點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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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聞

與金城銀行攜手完成夢想並邁向成功 

 歡迎洽詢 
Bill Chen 陳啟輝   Ivan Zhu 朱寧遠 

SVP/Lending Officer   FVP/Lending Officer 

專線電話: 713-596-6968    專線電話: 713-596-6809 

BillChen@goldenbank-na.com IvanZhu@goldenbank-na.com 

9315 Bellaire Blvd., Houston,  Texas 77036 

Phone: 713-777-3838 

 

聯邦中小企業署優先審核銀行                

(SBA Preferred Lender) 

 

聯邦中小企業商業貸款 
(SBA Loans)  

商業貸款  
(Commercial & Industrial Loans) 

商業房地産貸款  
(Commercial Real Estate Loans) 

商業公寓住宅貸款  
(Multi-Family Real Estate Loans) 

海外信用保證基金 
(OCGF) 

（中央社）國際穿戴裝置大廠Garmin林口廠區，9日傳出有
1名員工確診新冠肺炎，該名個案居住在新北市，桃園市長鄭文
燦呼籲新北市政府要充分分享疫調資訊，桃園市衛生局7日中午
就入廠採檢，當晚才接獲新北市衛生局通報確診。

據了解，7日早上桃園市衛生局聽聞龜山有工業區員工確診
，隨即一家一家工廠詢問，並透過中央系統發現是Garmin林口
廠有員工確診，趕緊入廠採檢，不過桃園市衛生局到當天傍晚才

接獲新北市衛生局通知，緊急採檢，該廠532名員工都是陰性。
鄭文燦9日說明疫情，該案最早是1名婦人在台北市確診後

，北市府未匡列她丈夫，後來這名丈夫到新竹縣工作確診，又傳
給3名同事，其中1名住桃園的同事又傳染給在Garmin林口廠上
班、住新北的女兒。鄭文燦批，桃園市衛生局事先掌握消息，7
日中午趕緊入廠採檢，但桃園一直到晚上才接到新北市衛生局通
知有確診者在Garmin工作，呼籲要充分分享疫調資訊。

新北市衛生局長陳潤秋表示，個案在父親確診後被匡列採檢
陽性，根據疫調，父親發病在前，認定屬於家戶感染。

新北市衛生局指出，該名確診個案居住在桃園的父親6日確
診，個案因此被匡居家隔離，7日採檢陽性，8日確診，目前已
匡列接觸者人數共19人，包含家人3人、職場16人，衛生局除
已對其生活足跡進行疫調，第一時間也立即通知職場所在地的桃
園市衛生局，進行工作職場疫調，以確實阻斷傳播鏈。

（中央社）為防堵新冠肺炎病毒變異株侵台，中央
流行疫情指揮中心自7月2日起針對所有境外移入個案
做基因定序，僅一周就驗出3例Delta印度變異株、1例
Alpha英國變異株，以及1例Gamma巴西變異株，雖然
此次境外移入篩檢四大變異株 「三缺一」，但獨缺的
Beta南非變異株，其實早在今年1月就已經在國內出現
，四大變異株均早已在國內現蹤。

疫情指揮中心醫療應變組副組長羅一鈞指出，7月
2日起公布的所有境外移入個案，都會送昆陽實驗室做
基因定序，只要Ct值小於27就可以定序；但有很多個
案是檢疫期滿才驗出，Ct值較高，至8日為止共有16例
境外移入個案，僅5例完成基因定序。

羅一鈞表示，這次驗出Delta印度變異株的3名境外
移入個案，分別是從英國和印尼入境，Ct值都只有16
和17；被驗出Gamma巴西變異株的則是一名美國返台
的10多歲男童，入境隔天因嗅味覺異常而送醫採檢，

Ct值僅有15，另外有1例Alpha英國變異株，與目前台
灣流行的英國變異株序列不同。

羅一鈞強調，由於現在入境者都已經入住檢疫所做
期滿、期中採檢，均有嚴密監控，不會有傳入社區的情
形。

不過國民黨立法院黨團副書記長李德維昨接獲民眾
投訴，指出入境旅客在機場的確有做PCR篩檢，但機
場相關單位卻又發了一盒快篩試劑給旅客，請他們7天
後自行快篩，令人質疑，這些旅客有沒有做快篩，由誰
負責監督、執行？呼籲指揮中心要防堵境外病毒入侵，
就請真正落實防疫程序。

疫情方面，昨日國內昨新增36例新冠肺炎確診病
例，分別為32例本土病例以及4例境外移入，另新增12
例死亡。截至目前為止，國內累計1萬5千185例確診
病例，共計730例死亡。指揮官陳時中說，昨日新案例
變多，不過照趨勢來看，整體疫情仍然是往下的。

驚！全球4大變異株 7月入境驗出3大
另一變異株Beta 早在今年1月在國內現蹤

（中央社）全台從8日到12日上網預約打疫苗，只有預約民
眾才能分配疫苗，不再以人口數分配給各縣市，此舉對數位落差
嚴重的雲林縣很不利，雲林縣長張麗善9日宣布，只要在這5天
預約完畢且在雲林縣接種完成，就可抽30台iPad，全台首創以抽
獎鼓勵衝高疫苗覆蓋率。

這波預約期限是8到12日下午5點，對象包括65歲以上長者
、64歲到18歲患有高風險疾病者、64歲到50歲成人，預約成功
後，13到15日再確認欲施打的地點。上網預約對年輕人很方便

，但對數位數位落差大的雲林縣民很不利，張麗善相當擔心縣民
不知要預約、沒有網路、不會使用網路、不知如何網路預約，9
日大聲疾呼，年輕人幫長輩預約！

張麗善說，15、16日全台共有175萬AZ疫苗可施打，如按
照以往分配原則，雲林縣應能獲4萬劑，但此次只有預約才有疫
苗，希望雲林縣至少要有4萬人預約。

她還說，之前幾波是全縣20鄉鎮市設快打站幫長者施打，
民眾在家等村里鄰長或村里幹事送通知單就行，未來一定要預約

，疫苗才會撥到雲林縣，雲林的數位落差太嚴重，如預約量少，
會影響到全縣疫苗覆蓋率，呼籲年輕人總動員幫長輩一個忙，協
助或指導他們上網填表單。

為催出預約率，縣府更全台首創提供30台 iPad抽獎，以電
腦抽獎確保公正。張麗善說，國外接種都有送獎品，雲縣也提供
小確幸抽iPad，不限雲林縣籍，只要登記在雲林打、確實在雲林
接種，都能參加抽獎，憑接種的簡訊通知及疫苗卡領獎。

（中央社）一場新冠疫情意外讓海運市場
受惠，貨櫃航運迎來數十年難得一見的榮景，
全球各大航商瘋狂造船搶市占，排名第七的長
榮海運將新增71艘船、逾71萬TEU，運力較目
前大增 52.3％，有機會追上德國赫伯羅特搶下
第五。財信傳媒董事長謝金河表示，如果把台
灣 3 家貨櫃航商未來加入新船算在一起總共有
3681643TEU，會變成世界第三大航商，這是台
灣看不見的實力；但他認為，近期台灣把貨櫃
三雄炒成投機股，散戶每天玩當沖，不看明、
後天發生的事，只看下一秒變化，這是一個很
奇妙的景象。

謝金河在臉書發文指出，今天擱淺在蘇伊
士運河的長榮租船長賜輪解決了罰金問題，正
式駛離運河，引來記者追逐。另一個場景是廣
東盬田港的問題也落幕，塞港問題也解決。但
最值得關注的是，現代商船由大宇承造的
16000TEU 新船，命名為李舜臣將軍時代的

AIgeciras，正式加入營運，南韓總統文在寅親率
內閣官員出席新船下水典禮，文在寅誓師要讓
南韓重返貨櫃強權國家，南韓力拼重返前5大。
這個宣示為全球貨櫃業的競爭帶來新的變數。

南韓在2013年貨櫃運輸創下39兆韓元營收
，在全球排名前5強，那個時候，韓進、現代商
船都是重量級航商，2016年韓進破產，現代商
船被搶救下來，但已經元氣大傷。這次文在寅
為南韓的貨櫃運輸訂出150萬TEU的目標，希
望到2030年創造70兆韓元(618億美元)營收，目
標是搶入前5大。台灣與南韓的競爭又會在貨櫃
航運市場正面交峰。

不過文在寅的企圖心，台灣很可能是攔路
虎，除了半導體製造，這回台灣的貨櫃航運業
明顯領先。眼前，全球前10大貨櫃航商共擁有
6225艘船舶，共計24803990TEU，前10大市占
84.64%，如果只算到馬士基、地中海、達飛到
中遠，前4大市占57.9%，可見這是一個寡占市

場，第四名的中遠集團現有3004081TEU，若加
上訂購12艘新船，共有3541074TEU。

從第一名的馬士基，第二的地中海，未來
地中海加入 48 艘新船，會達到 4916821TEU，
會變成老大。第三是法國達飛，若加上新船共
有3541074TEU。從這個排名來看，前四大很難
搖撼，只能搶第五。

謝金河表示，現在全球第五大是德國赫伯
羅 特 (HLAG)， 現 有 1772312TEU 加 未 來
283920TEU，總數 2056232TEU，而長榮現有
1362385TEU，再加入 71 艘新船 712318TEU，
共達2074703TEU，將追上赫伯羅特，搶上第五
。現代商船現有80艘，842192TEU，未來有12
艘船，共有998192TEU，還不到長榮一半，也
大約只有日本 ONE1853040TEU 的一半，而萬
海 多 46 艘 船 ， 共 有 879238TEU， 及 陽 明 的
727657TEU，都緊追在現代商船後面。

他認為，如果把台灣3家貨櫃航商未來加入

新船算在一起總共有3681643TEU，台灣如果三
合一，會變成世界第三大航商，這是台灣看不
見的實力！這一點台灣遙遙領先。

謝金河說，最近，台灣把貨櫃三雄炒成投
機股，法人每天都在喊目標價，散戶每天玩當
沖，其實未來貨櫃運輸涉及船舶、智慧運籌、
碳中和等變數，也是國力競賽的一環，南韓在
船舶噸位數落後，但股價很有企圖心，現代商
船從2120漲到51100韓元，已經大漲23.1倍。

今天馬士基創18735丹麥幣新高，赫伯羅特
創205.8歐元歷史高點，中遠從3.14漲到33.4人
民幣，已經大漲10倍，昨天中遠海控公布半年
淨利，從去年上半年的 11.37 億人民幣躍升至
370.33億人民幣，這是貨櫃運輸百年盛況。

謝金河強調，全球貨櫃業已進入國力競賽
的關鍵時刻，只有台灣的投資人仍在玩當沖，
不看明天、後天發生的事，只在看下一秒的變
化，這是一個很奇妙的景象！

鼓勵打疫苗 雲縣府首創抽iPad

Garmin林口廠員工確診 532人採陰

長榮太強了 拚全球五哥
謝金河點名這3家台灣隱形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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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聞

（中央社）案外案！新北市環保局與蘆洲警方日前
才查獲不肖業者在五股棄置裝潢廢棄物，調閱監視追查
時，發現另名吳男駕駛的車輛也在附近出沒，查出擔任
送貨員的他因疫情改當臨時工，竟涉助雇主違法棄置垃
圾，6月起共載運9次，依《廢棄物清理法》送辦，可
處1年以上、5年以下徒刑，併科1500萬罰金。

警環調查，吳男平時從事運輸業送貨員無特定雇主
，近日因疫情關係，只好到一般房屋修繕工程處擔任臨
時工，若雇主有廢棄物清除需求會主動承攬，以一車
8000元價格協助清除廢棄物。

吳男遭警方約談，眼見監視器畫面清晰拍下車牌號
碼，坦言6月起共約載運9車次，其中非法棄置7次，
以燃燒方式非法處理2次。

而棄置地點包括五股區民義路二段山區、五股區成
泰路4段獅子頭山、蘆洲區河堤內近復興路等處；由於
吳未領有廢棄物清除、處理許可證，被警方依違反《廢
棄物清理法》送辦。

警方8日前往蘆洲區堤後路等地勘查棄置點，廢棄
物已由高灘地工程處先行清除，同日警方在五股天乙路
北勢坑溪發現有棄置大量泡棉、廢塑膠、保麗龍等，經
派出所調閱監視器發現也是吳男所為，再依違反《水汙
染防治法》及《廢棄物清理法》告發並送檢方偵辦。

環保局表示，目前因疫情裝潢修繕工程量減少，這
類案件並不多見，但沒有因疫情而減少稽查次數，提醒
業者勿以身試法；目前已完成清除五股孝義路與蘆洲堤
後路，其他部分也會持續要求吳男清除。

新北送貨員當臨時工新北送貨員當臨時工
助雇主丟廢棄物助雇主丟廢棄物

嘉市拚疫苗覆蓋率
942幼教人員開打

（中央社）三級警戒防疫微解封，嘉義市拚疫苗接種，9日
再獲配莫德納疫苗，開放68歲以上尚未接種者預約施打。市長
黃敏惠表示，目前全市疫苗覆蓋率15.4％，本島第2名，嘉義市
接種疫苗策略打得又快又廣，鼓勵民眾登記預約接種。

嘉義市公私立幼兒園及兒童課後照顧中心教職員共942人，9日
開始接種疫苗，分批於衛福部立嘉義醫院、嘉義基督教醫院進行

施打；市府預
估至 13 日截止
，將有 9 成教
職 員 完 成 第 1
劑疫苗接種。

黃敏惠表示，6
月30日她就呼籲中央研議暑假期間讓學校教職員儘早接種疫苗
，就是希望讓教育回歸常態，感謝中央撥補942劑疫苗提供給公
私立幼兒園及課後照顧中心教職人員接種。

市府教育處長林立生指出，全市公私立幼兒園932人及課後
照顧中心10人共942名教職員，均已造冊接種莫德納疫苗，分別
於7月9日、12日及13日在衛生福利部嘉義醫院、嘉義基督教醫

院進行施打，預計可為9成教職員施打疫苗。
育人國小附設幼兒園主任羅玉菱說，幼兒園老師需要近身照

顧幼兒，沒有打疫苗就會擔心不能提供安全的環境給孩子， 「拿
到接種疫苗卡是一個責任」，讓幼兒園成為安全的學習環境。

市府衛生局表示，截至本月5日全市已有4萬907人次接種
疫苗，覆蓋率15.4％；9日中央再撥配莫德納疫苗，其中3700劑
分齡、分批給68歲以上尚未接種者，9日開放預約，11日上午8
時30分至下午4時在港坪體育館、北興國中活動中心接種。另外
，58歲以上本市原住民可洽東、西兩區衛生所電話預約於衛生所
施打。

衛生局還說，50歲至64歲、18歲至64歲有重大疾慢罕病者
等對象，中央採用政委唐鳳設計的預約系統，由民眾先登記預約
，中央再配送疫苗，鼓勵符合資格的市民踴躍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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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業移民分為五個類別：
第一優先包括：傑出人才；傑出的

教授和研究員；跨國公司經理與高級管
理人員。

第二優先包括：具有高等學位的專
業人士或“特殊才能”的人士

1、擁有碩士以上學位的專業人士
；

2、在科學、藝術及商業領域有
“特殊才能”者。

第三優先，包括專業人士、熟練工
人及其他工人。其中包括：

1、擁有學士學位的專業人員；2、
需兩年以上工作經驗的熟練工人

第四優先，特殊職業移民，其中包
括神職人員等。

第五優先，投資移民。
在上述五類職業移民中，第一類、

第四類及第五類不必辦理勞工證，只要
符合條件，即可直接辦理移民手續。而
第二類（除國家利益豁免外）與第三類
職業移民一般要辦理勞工證。在勞工證
批準後，方能辦理移民。

勞工證基本介紹
勞工證是美國為防止外國勞工沖擊

美國的就業市場而設立的移民程序。根
據美國移民法，勞工部在審批每一件勞
工證申請時都必須認定：

1、在提出勞工證申請時，沒有合
格的美國工人存在、願意並且能夠從事
雇主為外國申請人提供的工作；

2、雇傭該申請人不會對從事類似
工作的美國勞工的工資條件造成負面影
響。

3、雇主支付外籍工作人員的工資
，不得低於勞工部規定的薪資標準。

勞工證基本程序
雇主在遞交申請前三十天至一百八

十天內需要完成PERM所要求的招聘活
動及證明文件；準備招聘報告，詳細陳
述招聘的過程，有多少人被聘用或被拒
絕，以及拒絕聘用的正當理由。雇主需
妥善保存所有的招聘和面談的文件，以
備勞工部的抽查或審查；雇主通過互聯
網提交勞工證申請，或將申請郵寄到勞
工部所指定的全國審理中心；如果申請
被批準，勞工部將批準書寄出。申請人
必須在勞工證批準的180天內，提交職
業移民申請的第二步。

勞工證招聘和廣告

招聘必須在遞交勞工申請前三十天
至一百八十天內進行。

所有勞工證的招聘都需要登載兩個
星期日的報紙廣告，並且在州勞工部公
布三十天的招聘通知。

對於要求本科或本科以上學位的職
位，除了以上廣告要求之外， 雇主還必
須從以下十種招聘方式中選擇三種：a
）出席招聘會；b）在雇主網站上張貼
招聘啟示；c）在其他招聘網站上張貼
廣告；d）在學校招聘；e）通過行業或
專業組織招聘；f）通過獵頭公司或組織
招聘；g）雇員有償推薦；h）通過大學
招聘辦公室招聘；i）在本地報紙或少數
族裔的報紙刊登廣告；j）通過電臺或電
視廣告招聘。

目前勞工證的處理速度相對喜人。
最新移民消息
1. 根據最近美國移民律師協會的

消息，2021和2022財政年度的職業移
民名額有望翻倍。這將大大緩解職業移
民長期等待排期的局面。

2. 美國移民局5月13日宣布，自
2021年5月17日起，將暫停部分I-539
申請的打指模要求，包括延期或轉換身
份的 H-4, L-2, E-1, E-2, 或 E-3的申
請。這項新政策適用於已經提交的但到
5月17日還沒收到打指模預約通知的申
請以及在5月17日當天和以後提交的申
請。自2021年5月17日起，相關申請
人無需再交納85美元的打指模費用。

3. 美國移民局2021年3月30日
發布消息表示，移民局已經收到了足夠
的電子註冊申請，今年的H-1B名額已
經用完。中簽的申請需要在4月1日到6
月30日之內提交申請。

4. 隨著新總統拜登入主白宮，移
民政策有很大調整。主要體現在以下幾
個方面： 恢復夢想法案（DACA）。取
消穆斯林國家的旅行禁令。國土安全部
將與其他機構合作，製定最能保護美國
人民並與美國的價值觀保持一致的移民
執法政策。停止為修建邊境墻提供資金
。在美國生活多年的利比裏亞人將被允
許在美國停留更長時間。為1100萬非
法移民爭取合法移民的渠道。

5. 最近美國移民局收到的申請急
劇增加，加上新冠期間為了保護移民局
工作人員健康安全而導致的人員減少，
使得發放收據的時間大大延遲。甚至出
現了申請遞交之後兩個多月還沒有收到
收據的情況。通常移民局在收到申請後

，會初步審核一下申請文件。 如果正確
提交了表格，支票和相關證明材料，一
般會在30天內收到書面的收據通知。
如果您交的表格、支票和相關證明材料
不完整或不正確，會收到退件通知，被
視為沒有按時正確的遞交申請。

6. 2020年 12月 1日起，入籍考
試有兩項重大變革：第一，入籍考試的
題庫從原來的100題變為128題。第二
，申請人需要從20道題中至少答對12
道。原來的規定是從10道題中至少答
對6道。拜登政府上任後撤銷了這一變
革。

7. 中華人民共和國駐休斯頓總領
事館在7月下旬突然關閉，原中國駐休
斯頓總領事館的事務由位於美國首都華
盛頓的中國駐美大使館接管。認證程序
也相應的發生了比較大的變化。

8. 近日，拜登總統撤銷了川普總
統2020年4月22日頒布的法案。6月份
頒布的法案也已經過期。2020年 4月
22日周三晚間川普總統簽署移民暫停法
案。法案主要內容包括：美國暫停發放
以下移民簽證六十天：抽簽移民簽證；
職業移民簽證；公民申請父母和兄弟姐
妹的移民簽證；綠卡申請配偶和孩子的
移民簽證。6月22日周一下午，川普總
統再次簽發總統令，主要包含以下內容
：四月份簽發的總統移民禁令延長到年
底；暫停境外的H1B、H4、L1、L2、
J1、J2簽證的發放；要求製定法規使
H1B、EB2、EB3的申請不影響美國工
人；境內H1B、H4、L1、L2、J1、J2
的延期和雇主轉換暫時不受影響；護照
上有相關有效簽證者和持有回美證的人
士不受影響。

9. 由於疫情的影響，移民局和國
務院做出以下政策調整：

a. 移民局宣布，對於2020年3月
1日到2021年6月30日之間所發出的所
有補件(RFE),拒絕意向書(NOID),N14,和
上訴（290B）的回復，在原有的截止日
期基礎上，給予60天的寬限期。

b. 美國移民局從2020年 3月20
日起接受申請文件的電子簽名。
c. 所有的簽證持有人可以以疫情為由
要求延期。因為疫情的原因而耽誤延期
申請的遞交，移民局會根據個案情況寬
限處理。通過豁免簽證進入美國的，可
以延期30天。30天之後如果情況沒有
好轉，可以繼續延期30天。

10. 美國國務卿日前通知移民和領

事官員，必須確保外籍人士在獲得簽證
入境美國後的三個月內保持他們原定的
計劃，即不得在入境美國三個月內延期
或轉換身份，改變婚姻狀況，或上學或
找工作。一旦有上述情況出現，移民官
便可以推定他們蓄意做了虛假陳述, 從
而對申請人以後簽證，入境或在美國轉
身份造成不可挽回的後果。

此移民專欄是鄢旎律師為宣傳移民
法律知識而作，並非針對個案，不可作
為個案申請的法律依據。請視個人具體
情況咨詢專業律師。

鄢旎律師是蘇力&鄢旎律師事務所
的主任律師。鄢旎律師的移民專欄在美
南新聞，世界日報和美中信使報每星期
六連載。鄢旎律師主講的移民路路通節
目每個月的第二和第四個星期一下午5:
30(11-1 月 下 午 5 點) 在 電 臺 調 頻

AM1050時代華語廣播電臺播出。提供
最新的移民咨訊並現場解答聽眾問題。
鄢旎律師同時還擔任美南國際電視臺法
律節目的嘉賓主持和法律顧問。蘇力&
鄢旎律師事務所精辦移民:包括傑出人才
,國家利益豁免,技術移民,各類簽證，身
份轉換,親屬移民,公民入籍等。同時受
理商業法律: 包括公司成立,商業租約,生
意買賣,委托書。取消罰單，公證認證,
翻譯，遺囑等業務。蘇力&鄢旎律師事
務所位於百利大道旁，惠康超市廣場內
。地址是 9188 Bellaire Blvd. Suite E
Houston TX 77036 聯 系 電 話 是 ：
713-779-4416，傳真:713-583-9749
。網址:http://solisyanlaw.com/電子郵
箱：yanni@solisyanlaw.com 周一到周
五:9:00AM-5:00PM, 周 六:10:
00AM-1:00PM.

職業移民簡介和最新移民消息職業移民簡介和最新移民消息

鄢旎律師鄢旎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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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感謝

◎張  雯原 諒 父 親

～思牡札記～

（註：作者潘劉慰慈係角聲休士頓號
角月報同工）

吃飲茶，其中Joe弟兄問:陳弟兄頸椎手術

費尚差多少呢？不夠的他補上。

回家收到有紐約郭姐妹匯款。另外休

士頓Grace馮傳道說:看到為迪拜陳弟兄遭

車禍致左腳骨斷開刀與頸椎開刀，台灣、

中國北京、四川、香港、美國、巴拿馬，

許多愛心天使們慷慨解囊的感人見證分

享，她很受感動，也問我還有需要幫助

嗎？我說:如果愛心捐款有餘額，會留給

陳弟兄回美買機票用，相信天父有豐富預

備。

7/7收到$1025元7/8收到$1350元
感謝有的愛心天使兩次，三次愛心捐

款。感謝天父的大愛，神的供應豐富有

餘！

愛心天使迴響

7/6/21
1) 達拉斯/焦紅姐妹：

是的，這真是奇蹟，我求主賜給陳弟

兄完好的身體，給他女兒一個完好的爸

爸，使用他榮耀主聖名！

耶穌釘痕的雙手親自醫治陳弟兄，從

頭到腳，每根骨頭，每根神經，說話功

能，思維功能，都要得醫治，神要藉著他

的身體，生命彰顯神極大的榮耀!
潘師母，我為你的信心，愛心所感

動，你是我們好榜樣。 
2) 北加州／Emery 龔弟兄：

潘師母，我們被你的愛心和毅力感

動。願神憐憫醫治陳弟兄，救他脫離危

險，讓他可以完全康復回到他的家人身

邊。感謝主，陳弟兄有好轉，願主繼續保

守他復原順利和完全，能夠早日出院休

養。

3) 休士頓／孔莉姐妹：

師母是我們的榜樣，你到處幫助有需

要的人，幫助認識與不認識的人，我相信

神為你預留了最大的獎賞！求神保守陳弟

兄儘快恢復健康！

4) 趙婉兒／中華老人協會會長

很高興得悉陳弟兄頸椎手術順利成

功！祝福他早日康復，今後一切萬事如

意！

5) 北卡／牟忠慈 
感謝讚美主，陳弟兄的頸椎手術很成

功！ 
6) 台灣／趙珮

求主繼續恩待陳弟兄恢復的過程，並

幫助他能回美與女兒團聚。

7) 高雄／劉舜藍 
我的區區捐款何足掛齒、倒是妳將不

足的補上、願神大大地賞賜妳。

主與妳同在！繼續使用妳成為別人的

祝福！ 

7 /5(週一 )轉貼

迪拜李師母來信:
陳弟兄頸椎的

手術將在今晚完成 
，我想告訴你請為他祈禱手術能成功。

近日他又發生心臟驟停，我們以為要

失去他了，我先生懇切禱告，奇蹟又發

生，醫生又救回他生命，醫生說今晚頸椎

手術完，要全額付款，昨天我們收到你寄

來的愛心捐款一萬元，醫師安排今晚做頸

椎手術，請問潘師母何時再寄來愛心捐款

餘款?6/29已先寄出一萬美元(頸椎開刀費

與住醫院費需要兩萬美金)
請繼續為陳弟兄頸椎手術代禱，願天

父賜給外科醫生，神經科醫生，麻醉師，

護士們聰明智慧能力，同心合力完成手

術，也讓他們看到經歷到耶和華是又真又

活的神，祂愛陳弟兄愛到底的愛。一救再

救他脫離死亡。我明天去再次寄出愛心捐

款。阿們！

李師母寫信:非常感謝各位愛心捐款

救助陳弟兄。願主耶穌掌權在手術中，在

陳弟兄的生命中，因我們真的知道~叫人

活，叫人死，都在乎耶和華。

7/6迪拜的李師母來信(上午9:50am)
潘師母你好！

早上好，我們有一個非常美好的好消

息要與您分享，今天早上首先我要感謝

上帝，陳弟兄頸椎手術很成功，現在他做

得很好，我和我丈夫整夜祈禱， 等他醒

來，現在陳弟兄醒了，醫生說他現在會好

起來，明天他將能夠與您進行更多溝通，

因為現在他們不允許我們給他手機，但他

現在很好，謝謝你幫助他很多很多，非常

感謝潘師母，我很高興能和你分享這個消

息，我知道那邊可能已經是晚上了，謝謝

潘師母所做的一切，你真的是上帝派給他

的天使！

我想回家休息，我丈夫會在這裡陪他

照顧他！再次感謝你的一切幫助！ 祝你今

天過得愉快！

7/6(周二)
感謝許多愛心天使出錢/出力代禱，神

都悅納/垂聽了。不夠的手術費，我先幫忙

補上，我借給天父，相信耶和華要償還。

感謝主，能擁有你們這麼多有情有義

有愛心有信心的愛心天使，是何等有福

氣，有你們真好，感恩！感恩！

民數記 6章24-26節
『願耶和華賜福給你，保護你。 願耶

和華使他的臉光照你，賜恩給你。 願耶和

華向你仰臉，賜你平安。』

7/9(週四)
前天收到陳弟兄的來信他寫給愛心天

使們感謝信，說實在話，筆者有如獲至

寶的感覺，因為頸椎手術前有兩次發生心

臟驟停，天父憐憫保守即時被醫生救回性

命，有數十多天是靠李牧師師母日夜陪伴

照顧到天亮，李師母幫助唸信給陳弟兄

聽，他雙手無法自己拿手機看信與寫信給

朋友....
今天我想陳弟兄的頸椎手術可能是用

微創手術，太神奇，收到他來信當時真的

是有如獲至寶的感覺啊！他怎麼又可以自

己拿手機看信寫信給朋友了呢？奇妙恩典

啊！

陳弟兄說他會比我們想像的還要早回

來美國，期待佳音。

今天中午與三位朋友在"珍寶海鮮城"

成為別人的祝福

活 出 美 好 ◎郭文仁牧師

跟著外婆進佛堂
我自小由外婆撫養長大，從兩個月大

一直到十六歲。

外婆出身佃農，家裡特窮，小時候僅

有棉上衣一件，常常蹲著用上衣裹腿保暖。

晚上睡覺無棉被，雙腿伸在灶火靠餘熱取

暖。卅多歲時，外公去世，她一人拉扯幾個

孩子，生活的艱難可想而知。她沒有文化，

連自己的名字都不會寫。我跟著她，她反覆

給我講的唯一故事就是「張上當」如何吃

虧上當、被人欺負坑騙，晚年卻結局很好。

外婆自認自己的命不好，要修來世；因此，

信佛吃齋，是一位虔誠的佛教徒。我記事

時，大約四、五歲，就跟外婆進佛堂，跪蒲

團、聽誦經。我和外婆感情至深，她對我的

影響也很深。我工作後，奉養外婆二十年，

直到她九十三歲去世。

儘管我受無神論的教育，但我不是一

個純粹的無神論者。在任何情況下，我都

不敢褻瀆神靈（當時誤認為是佛）。我一

直認為對神靈不可迷信，也不可不信；但

我並沒有皈依佛門。即便是我同歲好友鄭

重地皈依佛門，我也不為之所動。我想這

就是在冥冥之中上帝拉著我，惠顧於我。

我在世已歷經半個多世紀，卻對天上

唯一的真神基督耶穌一無所知。聖經對我

來說只是兩個字、一個詞，其義不詳。耶

穌被釘十字架，在我的腦中僅是一幅圖片而

已。一聽到「基督教」，便聯想到高鼻碧眼、

身穿黑色長袍、胸掛十字架的外國牧師。童

年時陸續得到的這些印象，一直跟隨我半個

多世紀之久。

上個世紀六十年代，我參加了工作。

有一位年長的同事，據人講是基督徒。她的

養子名叫約瑟。她為人謙和，獨處時愛自言

自語。我和她相處數年，關係甚好；但我從

未問過她關於基督耶穌的事。在當時，問這

事像戳人的短處。我錯過了多麼好的認識主

的機會。那時我剛剛二十歲，從未意識到基

督耶穌是唯一真神，是我的救主。

赴美探親歸向主
我二○○六年一月因探親首次來美

國。一天，隨女兒到她的學友家做客，與學

友的婆婆交談中，得知她特為我留在家中，

不然就去教會了。出於禮貌，我順著她問：

信的是甚麼教？她說她在國內就信了主，是

基督徒。她來自中國山東農村，當地信主的

人不少。我的心動了一下，很想問得深一

些。她勸我去教會看看。

第二天我就接到一個電話，態度很親

切，邀我週四晚上去參加聚會。那天有人開

車來接我，我第一次參加了基督徒的聚會。

我們看的是馮秉誠牧師的見證和佈道錄像，

我第一次聽到福音，聽到神蹟，對我心靈的

震撼前所未有。以後每週四都有人接我去參

加聚會，接受不少上帝的信息。還有一位攻

讀生物的博士生自製動畫，列舉實例說明生

物是「創造的」，不是「進化」而來。

第一次見到並得到一本聖經，我迫不

及待地打開，連續幾天有空就看，從「創世

記」看起。聖經詳盡、具體記述的神蹟，深

深地吸引著我；進而知道，聖經是經過一、

兩千年的時間，有四十多位見證人，將獨一

真神的啟示，分別記載下來。這些見證人之

間少有聯絡或抄襲的可能，可他們的記錄內

容卻像有默契般的一致，如出於一人手筆。

這不正說明它是全能上帝之作嗎？

短短一個多月，我的思想發生了天翻

地覆的變化：世上有真神──就是基督耶

穌，是唯一的，是我生命的救主！我有意

信主。得知信主很簡單，就是承認自己是罪

人，相信基督耶穌是唯一真神。我卻猶豫

了，我信基督耶穌是唯一真神，可我的罪

在哪裡？我一生規規矩矩做人，踏踏實實工

作，盡心盡意愛我的每一個學生，向來與世

無爭。我曾多次獲優秀教師的稱號，還被評

為國家級優秀教師，是區市專業技術拔尖人

才，享受國家津貼，我罪在哪裡？那幾天我

腦子總繚繞著這個問題，解不開這個疙瘩。

是教友的談心及見證，使我慢慢地有了回

轉。自亞當叛逆上帝，我們就生活在一個有

罪的世界裡，從胎裡就帶有人的罪性，而最

大的罪莫過於不信上帝。我才明白我罪在不

信三位一體的唯一真神。救贖自己的唯一出

路是信上帝，因信而得救。上帝把一切都做

好了，我除了信之外，用不著作甚麼。於是

我二○○七年七月六日決志信耶穌，自此，

我歸家了。借用倪柝聲在《上帝的福音》中

的一句話，我是「從亞當裡出來，到基督裡

去」。

對父態度新轉變
決志信耶穌，使我得新生。我開始換

個角度看人生，特別是重新審視我與父親的

關係。

我一九五七年升入初中，入學第一天，

有老師把我們新生集中在一起，進行「甚麼

是右派分子？」的教育。我只記得是「反黨

反社會主義分子」。我當時的思維還不知政

治為何物，不知這右派與我有何關係，不知

反黨反社會主義是何概念。一九五八年我初

一下學期時，我們全校學生從初一到高三全

部進行向黨交心運動。在交心動員會後，班

主任孟老師（平時對我們很慈愛）找到我，

說：「妳的父親有歷史問題，在交心時要說

清楚。」我瞪大眼睛呆住了。回家後我抱外

婆哭起來，問她關於父親的事。她說不清

楚，只告訴我爸爸是老馮（馮玉祥）手下的

官。就這些，我在學校交心當然過不了關。

當時父母和其他兄弟姊妹都在上海，

我去信問此事，未得回音。不久，政府動員

疏散上海人口，父母和其他兄弟姊妹都從上

海回來了，母親在一九五五年曾回過老家，

父親可是我從小到大第一次見到。我對父親

很冷淡，問他歷史問題，他覺得小孩子操

這心幹啥，不對我講。後來我趁他不在屋，

翻了他的包，發現一些文字東西，我一看，

是他向當地派出所寫的個人情況匯報。原來

他是帶著壞分子的帽子回來的，全家人受他

牽連。我也看到了他的歷史背景：師範畢

業後，從軍於馮玉祥的部隊，從文書做起，

逐級升至上校軍需主任。一九四○年因病離

伍。一九五二年因涉及朋友的毒品案，他

知情不報，他朋友為爭取坦白從寬而交待了

他，他卻仍在法庭上為朋友瞞著，加上他的

背景，以知情不報罪從嚴處理，判處五年徒

刑。這張判決書我也看到了。一九五八年刑

滿釋放，又因爭取我家在開封市被收走的一

處房產而被戴上反攻倒算罪，被上海閘北區

人民法院判人民管治三年，在那政治鬥爭擴

大化的年代裡，成了人民的「敵人」。

在當時還處於少年時期的我，只能選

擇老師指引的光明之路，與父親劃清界限，

做一個忠於黨的好少年。當年我只有十三

歲，卻似乎一下子長大了。這之前，那種

沉迷於童話中的生活結束了，原來的天真、

活潑、好動不見了。人被馴化成政治動物，

從十四歲寫入團申請書，廿一歲才被接受，

用了七年時間。入團後又經七年，我才入了

黨。

近二十多年，歷史的翻天覆地，讓我

的思想和信念也有截然不同的變化。不管怎

麼變，但有一點是清醒的：做個有良心、善

良正直的人。在工作中，我把愛心送給我的

每一位學生；可是，無論如何就是愛不了我

的父親，因我從小未與父親生活在一起，他

連教誨我的信也未寫過一封。我記憶中父親

從未管過我的事，我與他一點感情也沒有。

我對父親是怨恨的、厭惡的。我怨恨他對我

未盡過一點父愛，我厭惡他讓子女為他背種

種黑鍋。我從未叫過他爸爸，就是面對面和

他講話也不稱呼他。爸爸這個詞對我只是一

個特殊的第三人稱代詞。為了不想見到父

親，我長年住校，就是寒假也不回家住。父

親深知我對他的態度，直至他去世，也未曾

聽到我親口喊他一聲爸爸。我想父親因我不

會瞑目。

如今我成了上帝的兒女，應該學會原

諒，他是我生身之父，我這樣做就是罪過。

受洗前，我還沒覺悟這點，就在受洗前寫信

主見證的過程中，聖靈使我覺醒、知罪。現

在我知罪了，求主耶穌用寶血潔淨我！

（文載自［中信］）

這是我對在我艱難的一生中支持我的

每個人的感謝信，我向天上的父神祈禱，願

他永遠不會撇棄你們任何人，因為《馬太福

音》 10 章 8 節 說：祂說：“醫治病人，使

死人復活，潔淨痲瘋病人，趕鬼。

相信你已經看到得到主耶穌在世上所

做的應許了；無償給予 ... 正如你們所有人

都給予我支持和幫助，願你永遠不會失望，

我的上帝會讓祂的光照耀你和你周圍的每

一個人，以及所有為我的左腳骨斷暨頸椎手

術做出禱告、愛心捐款的人，謝謝你非常感

謝拯救我生命的每一個人，我在這一天祈

禱，願上帝保佑你們遠離惡者，在生活中幫

助過我的每一個人都不會進入惡者的網羅，

不會有壞消息出現對你們和你們家人的任

何成員 ...... 我非常感謝你們，我一生都心存

感激 !
陳弟兄　于迪拜 / 敬謝

做一個決定，並不難，難的是付諸行

動，並且堅持信念來完成。

「所以，凡聽見我這話就去行的，好

比一個聰明人，把房子蓋在磐石上；雨淋，

水沖，風吹，撞著那房子，房子總不倒塌，

因為根基立在磐石上。」馬太福音 7:24-25 
06/29/21 英文每日金句

What you have learned and received 
and heard and seen in me—practice these 
things, and the God of peace will be with 
you. Philippians 4:9

你們在我身上所學習的，所領受的，

所聽見的，所看見的，這些事你們都要去

行，賜平安的　神就必與你們同在。腓立

比書 4:9    
06/29/21 金玉良言

坐而言不如起而行 ---Actions speak 
louder than words.

行動不一定帶來快樂，但沒有行動則

無快樂可言。

06/30/21  活出美好

暑期是搬家換工作的時候，不要急於

一時，慢條斯禮的整理，有時快就是慢，

慢就是快。

「神造萬物，各按其時成為美好，又

將永生安置在世人心裡。然而神從始至終

的作為，人不能參透。 」( 傳 3：11) 
06/30/21  英文每日金句

Again I saw that under the sun the 
race is not to the swift, nor the battle to the 

strong, nor bread to the wise, nor riches 
to the intelligent, nor favor to those with 
knowledge, but time and chance happen to 
them all. Ecclesiastes 9:11 

我又轉念：見日光之下，快跑的未必

能贏；力戰的未必得勝；智慧的未必得糧

食；明哲的未必得資財；靈巧的未必得喜

悅。所臨到眾人的是在乎當時的機會。傳

道書 9:11 
06/30/21  金玉良言

When you run so fast to get somewhere, 
you miss the fun of getting there. Life is not a 
race, so take it slower.

一個人若太焦急要到達目的地，那他

就無法享受到旅途中的愉悅。生活不是一

場比賽，從容地過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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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與西方同事愉快相處的秘訣是什麼？

（來源:界面新聞）當妳與外國同事發生沖突
時，妳們之間很可能分不出誰對誰錯。

管理學學者和人力資源專家普遍認為，中
西文化沖突帶來的管理方式差異是外國高管在
中國企業面臨的最大問題。

德勤亞太及中國區人力資本咨詢服務領導
合夥人王大威（Jungle Wong）告訴界面新聞記者
，他發現中西企業管理文化的差異主要存在於
思維方式、決策方式和溝通方式上。

哈 佛 商 學 院 商 業 管 理 學 教 授 琳·佩 恩

（Lynn Paine）在Harvard Business Review上撰文
指出，缺乏文化適應性是外籍管理者到中國後
面臨的最大困難，“他們對中國市場上獨特的挑
戰缺乏應對之策。”

加拿大麥吉爾大學（Mcgill University）教授
賽博·雷（Saibal Ray）則認為，只要掌握一些關鍵
的文化差異，外籍管理者就能在中國取得成功。
他認為其中最重要的一點，就是要認識到中國
人的工作時間比西方人長很多，許多中國員工
認為自己應該全天候24小時隨時待命、會早早

地來到辦公室，並在老板下班後才回家
。

中國人勤勞刻苦是出了名的，但除
此之外，還有哪些方面讓外國人感受到
了文化沖擊（cultural shock）呢？

王大威（Jungle Wong）發現中西企
業管理文化的各種差異都體現在了以
下3點。

第一是思維方式。“中國人的思維
比較迂回婉轉，比較註重對方的感覺，
會考慮’我這麽說對方是怎麽想的’，而
且他們更註重結果是否和諧，是否’妳
過得去，我過得去’。”王大威說，“中國
人喜歡從宏觀的角度談事情，西方人和
接受西方教育的人思維比較直截了當，
更喜歡從微觀的角度談問題。”

王大威認為，這就是為什麽西方人
在和中國人商務洽談的時候總覺得中
國人沒有說到點子上。“中國人不是談
不到點子上，而是覺得要先把大道理講
完，再去談具體問題。”

第二是決策方式。中國企業中決策
者往往沒有一錘定音的權利，很多決策
仍然需要企業最高領導者做決斷，而在
西方企業文化中，決策者要對自己的決
定負全部的責任，當某項決策超出自己
的權限時再向上申報。

第三是溝通方式。中國人含蓄，註
重講話的環境和表情、動作等非語言線
索，喜歡點到為止；西方人開門見山，喜
歡在談話中擺出數字和事實。

王大威發現，他在和西方同事溝通
如何完成一個項目時往往會進行充分
討論，討論之後就立即按照討論出來的
方案執行下去。然而在和中國同事共事
時，討論比較少，往往只有一兩個人發
聲拍板，但到了執行過程反而會出現特
別多的討論，一些問題要到執行過程中
才去解決。

美 國 金 融 專 家 CT·強 森（CT
Johnson）於 2012 年離開愛立信成為華
為財務總監。他告訴Wall Street Journal，
自己正在努力適應中國人“含蓄”的溝
通方式。

在他來到華為最初做的一個項目
中，他提出了一種新的撰寫財務報告的
方法，然而他當時沒有意識到同事的

“提問”不是共同探討如何改進，他們只會“反對
”。“在西方公司，我期待我的下屬以直接且尊重
的態度質疑我。然而在華為以及大多數中國公
司，質疑就等同於一味地反駁。”那個項目之後
還是夭折了。

不過國內企業也開始出現令人欣慰的趨勢
，王大威觀察到，中國企業管理文化正在發生改
變。

這其中有新一代年輕員工和企業家的思維
方式轉變的原因。在德勤領導力調研中，王大威

發現80後、90後員工更加自由獨立、重視自我，
有更強的意願去挑戰權威。“他們更願意表達自
己的意見，也更願意以自己的想法去影響領導
做決策。”另外，老一代中國企業家逐漸讓位於
第二代、第三代企業家，他們當中很多人接受過
西方教育，明白在全球化過程中中國企業文化
轉變的重要性。

其中更為重要的一個因素是，許多中國企
業正在向全球擴張業務並在此過程中雇傭更多
外籍員工高管：前谷歌Android產品管理副總裁
雨果·巴拉（Hugo Barra）於 2013 年 10 月出任小
米副總裁，前 Google Play 戰略分析師傑·曼尼
（Jai Mani）於2014年10月出任小米首席產品經
理，領導印度產品團隊；截至2013年，華為15萬
員工中約 25%為外籍員工；阿裏巴巴把雲服務
中心開到美國後挖掘亞馬遜、微軟、Facebook等
知名公司的雇員，在美國已組建起300人左右的
團隊。

“20多年前都是外資企業談（在中國的）本
地化。現在倒過來了，中國企業跑出去，對本地
化的要求是在當地的同事有多少中高層管理人
員能夠以當地人員為主。”王大威說。他認為，中
國企業的本地化可能比外資企業來到中國的本
地化發展速度更快。

王大威指出，為了盡可能減少企業內部的
文化沖擊，中國企業正在利用海外華人人數眾
多的優勢招聘文化背景相近的華人海外員工。
Facebook的第一位中國員工趙海平於2015年加
入阿裏巴巴就是其中的一個例子。

然而文化沖突的問題不可避免。特別是當
走出去的中國企業需要在渠道、資源上與海外
企業展開深度合作時，企業管理文化的整合就
至關重要。王大威認為，在這種情況下，了解當
地的文化，並將有適應性的中國企業文化帶去
當地，與之融合成一種新的文化，反而會帶來最
大價值。這需要尊重、理解和包容不同的文化與
價值觀。

佩恩教授建議外籍高管在中國建立一種以
人為本的工作環境：

“對很多中國人來說，公司不僅是工作的地
方，也是一個社區，他們希望自己的老板不僅僅
只是一個派遣任務的人或一位高高在上的管理
者。聰明的管理者會以更人性化的方式接觸員
工，對員工需求做出更積極的反饋。……對員工
的家庭和個人生活表現出興趣在外國人看來也
許是侵犯隱私，但對大多數中國人來說，這是表
達尊重、做一個好老板的一部分。”

王大威則建議外派的中國員工/高管也要
積極開拓與當地員工/高管理解交流的機會，比
如一起聚會、吃飯、組織活動。

“我覺得人還是人，人都是重感情的，註重
彼此的熟悉程度。文化的融合不在於用什麽很
機械的方式讓他去學習和改變，而是花時間與
人交往，發展關系。只憑制度、激勵、講課，是沒
辦法的。這一點其實和在中國沒什麽不一樣的，
只不過手法上有所不同。從戰術上來講完全是
一致的。”王大威對界面新聞記者說。(倍可親)

美籍來華10年簽證依然有效
中國駐美國領事館重申細節

據中國駐芝加哥總領事館6月7日表示，目
前許多人持有的入境中國10年簽證，只要還沒
有逾期，都仍屬於有效文件。

領館指出，這項簽證是因為新冠疫情而暫停
使用，並非作廢，但現階段為防範病毒傳播並減
少跨境旅行，如有緊急商務科技或緊急人道主
義需求而必須前往中國的話，均需透過郵件以
個案方式另外申請單次緊急簽證。

駐芝中領館簽證組組長龔颯回應提出10年
簽證何時恢復時說，10年簽證是在2015年開始
推出，該簽證最長可在中國停留期到180天，但
現在由於疫情，中國政府於2020年3月28日宣
布停止持有效簽證的外國人入境中國，其中包
括了10年簽證。

她表示，也就是說凡在2020年3月28日後，
必須取得緊急簽證(包括商務科技、人道主義)，
才能入境中國。

龔颯說，如果全球疫情能夠好轉，大家恢復
正常生活，屆時會有相應政策出台，因此大家手
上的10年簽證只要仍未過期都還是屬於有效文
件，只是暫時不能入境中國，需要緊急入境者則
需通過郵件提出個案申請。

關於緊急入境者申請簽證時常常遇到申請
被駁回，簽證不受理的情況。小幫總結了目前美
國簽證受理時的一些特點，大家可根據自身情
況作以參考。

1、目前，中國在美國設有一個大使館和五個
總領館，負責各自轄區內的領事業務。申請人應
向所在轄區的簽證處提交申請。

2、目前五個總領區中，華盛頓領區最為嚴格

，其他領區相對更有“人情味”，只要事由合理，
還是有比較高的簽發概率。

3、簽證申請，主觀性較強。各領館每天受案
平均300-500例。工作人員對於郵件審核工作量
是很大的，分配到每個人身上的時間非常寶貴，
所以盡可能簡短描述個人家庭情況，將最迫切
的事由呈現出來。

4、簽證受理不代表一定簽發，不少客戶收到
領館回郵讓申請人準備資料，但最終卻又等到
不予受理的回复。這都是正常現象。為了避免該
現象的發生，大家在收到領館回復後要積極準
備資料，資料郵寄前反复核查，以免資料遺漏或
逾期。

至於提出了緊急簽證申請，也按要求補交了
各種文件，但仍遲遲未收到回音者，駐芝中領館
提醒可再度發郵件向承辦單位詢問。

威斯康辛州經營國際學校的校長孫建國則
分享經驗表示，之前有學生也面臨到相同情況，
最後才發現原來領館的回函郵件，可能因與收
件人少聯繫而被歸入垃圾箱，他建議苦等不到
回复時，可以翻找一下郵箱的垃圾信件。

另外，中領館表示，疫情催生改革，中國領事
app在疫情告一段落後，會一直使用下去，該應
用軟體將是一個長期使用的系統。

啟動中國領事app辦理護照旅行證，等於達
到僑民零跑腿便利目標，以往領館單日辦理的
證件數約300到500件，因應疫情推出網路預約
方式辦理後，每天推出的預約名額幾乎都是一
早就搶光，新的app出爐，大家不再需要線上搶
號，僅需直接登錄app即可辦理。

“中國領事”APP上線啟用後，確有特殊緊急
需要人員，可提供足夠支持材料，通過總領館領
事證件諮詢郵箱聯繫申請有關證件。
下載和使用方式非常簡單

1.在蘋果應用商店、騰訊應用寶商店、華為
應用商店、小米應用商店中搜索“中國領事”下
載；也可以直接在微信裡搜索“中國領事”，打開
微信小程序。

2.註冊賬號目前支持國內手機號或郵箱註
冊，未來升級版本將支持國外手機號註冊。

3.完成實名認證後即可辦理相關業務，實名
認證可通過填寫國內身份證或中國普通因私護
照號進行。如無上述證件，也可使用他人已認證
的賬戶辦理。

4.提交申請後，請關注 APP“我的”欄目中
“我的訂單”和“消息中心”，了解最新辦證進度
和反饋。
它的 logo 是這個樣子滴，大家下載的時候不要
下錯了。
業務辦理
01、申辦護照、旅行證

1、信息填報：登錄APP後，選擇“應急旅行證
”（適用於短期來比丟失護照人員或有緊急情況
來不及申辦護照人員）或“護照旅行證”（適用於
申請護照或旅行證頒發、換發或補發人員）業務
模塊，根據提示要求逐步、完整、準確地填寫個
人基本信息，在線簽字確認《國籍狀況聲明書》，
按要求格式上傳證件照片、現持護照資料頁等
材料。

2、選擇遞交材料和取件方式：
遞交材料：如無特殊情況，所有辦證材料
均可通過APP線上提交，無需到使館遞交
紙質材料。護照或旅行證換發業務申請人
如選擇郵寄取件，在APP上收到“待制證”
信息後須將打印或手寫的申請人姓名及
訂單號、舊護照或旅行證郵寄至使館。舊
照註銷後將同新證件、發票一同寄回。

領取證件：有到使館取證、郵寄取證兩
種方式供選擇。如選擇到館取證，使館將
電話通知申請人具體取證時間。如選擇郵
寄取證，證件將通過比利時郵政快遞，通
常會寄出後 48 小時內送達（遇非工作日
順延）。申請人在接收證件時向快遞員繳
納郵資，並簽名確認。

3、身份驗證：為確保相關證件申請系本
人操作，APP將對申請人進行人臉識別。
如人臉識別不通過，請致電聯繫使館工作
人員處理。

4、支付繳費：APP 支持微信線上繳費，

申請人亦可選擇到使館現場繳費。如證件不符
合受理條件或需退還差額，費用退還將通過原
支付渠道進行。應急旅行證申請一經提交無法
撤回，線上已繳納費用不予退還。

5、提交訂單：完成上述步驟並成功提交訂單
後，相關申請將提交使館審核。申請人可在“我
的訂單”或“消息中心”跟蹤辦證進度，使館工作
人員將及時反饋審核進展，視情在APP中留言
要求補充上傳材料或修改信息。

6、視頻面審：對於申請護照或旅行證、申請
人為未成年人、人臉識別未通過等情形，使館可
能要求與申請人通過APP進行視頻面談。申請
人應注意關注訂單狀態，及時選擇預約時間，使
館工作人員會按照預約時間主動發起視頻面談
。視頻面談過程中，請配合使館工作人員進行截
圖操作，並回答相關提問。
02、領取養老金資格認證

正常情況下，申請人無需再向使館申請紙質
版《在境外居住人員領取養老金資格審核表》。
登錄APP後，選擇“養老金資格”業務模塊，完整
、準確地填寫個人基本信息並進行身份驗證，信
息提交後將自動被推送至相關地方人社部門審
核。

申請人可在線查詢審核結果。如線上提交失
敗或查詢不到審核結果，可聯繫使館現場辦理
紙質《在境外居住人員領取養老金資格審核表》
。
03、領事認證查驗

申請人通過“領事認證查驗”業務模塊輸入
領事認證號、貼紙號和簽署機關等信息，可查驗
國內和中國駐外使領館簽發的領事認證真偽。
04、領事資訊服務

APP可提供重要領事新聞、海外出行安全提
醒、目的地實用信息查詢、在線翻譯等多項服務
。
05、領事保護服務

海外中國公民如遇緊急情況，可通過APP首
頁“12308”模塊直接撥打 12308 熱線，一鍵直達
外交部全球領事保護與協助服務。

除了辦理證件，這款app裡還有很多便民的
服務。
例如，在線翻譯：

美籍來華 10 年簽證依然有效，中國駐美國
領事館重申細節
查驗外交部認證信息的真偽：

“中國領事”這個app將逐步取代現有的海外
護照申請系統，相信可以大大縮短大家的預約
等待時間，提供更多便利。
(豆瓣)

I/房地產專日/雜版/美國生活/210622E 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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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0月，上海的蔡女士接到一

通电话，对方自称是一家艺术品公司的

工作人员，名叫张丽。张丽称，如果蔡

女士手中有藏品，他们可以作为中介，

代其销售。蔡女士想起此前她确实在网

上挂出要出售手上藏品的消息。她心想

道，巧了，正想出手呢！之后的沟通果

然十分顺利，蔡女士的藏品很快有了买

家。然而等待她的并不是一场高额的藏

品交易，而是一个精心策划的鉴宝圈套

，除了花去上万元的鉴定证书费和手续

费以外，她一无所获。

2020年10月底，浦东公安破获一起

以藏品交易为名的诈骗案，8名犯罪嫌

疑人在河北被抓获。2021年2月26日，

上海市浦东新区检察院对8名犯罪嫌疑

人提起公诉。4月15日，犯罪嫌疑人张

某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三个月，并处罚

金人民币1万元，其余犯罪嫌疑人被判

处有期徒刑一年至一年六个月不等，缓

刑一年至一年六个月不等，并处罚金

2000元至4500元不等。

手中的藏品竟值900多万

她又惊又喜

2020年10月12日，昕昕（化名）如

往常一般来到“公司”上班，“公司”

位于一居民小区里的一处房屋内，房子

属于老板张某。在这里，她不叫昕昕，

而叫张丽，她的日常工作就是帮助客户

“评估”他们手上藏品的价值，然后声

称可以帮助他们销售藏品。

这一天，张丽根据同事从网络上搜

索到的客户名单和联系方式，联系上了

上海的蔡女士。在得知蔡女士有出售四

件藏品的意愿之后，张丽知道“戏就要

开场了”，她连忙让蔡女士把藏品的照

片传过来。很快，张丽就反馈了蔡女士

，“您的‘威丰元宝’、瓷器花瓶、玉

佛、‘秦半两’古币这四件藏品分别估

价在100余万至300余万不等。如果您愿

意，这边将尽快为您联系买家。”蔡女

士自然没有异议。几天后，张丽就为其

联系上了一位叫“静心”的买家，买家

表示愿意花904万购买这四件藏品，但

需要提供鉴定证书。蔡女士闻言心动不

已但又有些着急，因为她的藏品并没有

鉴定证书。

“不要紧，我司还承办办理鉴定证

书的业务。”张丽得知后告诉蔡女士，

如果想要藏品卖上好价钱，那有鉴定证

书自然是最好不过的了。于是，蔡女士

便以每张证书3000元的价格购买了四张

鉴定证书，再加上张丽提出的手续费等

费用，蔡女士一共转给其12600元。

让蔡女士没想到的是，这笔钱就像

一个休止符，让本来十分顺畅的交易过

程一下子停滞了下来。收到“鉴定证书

”后，无论蔡女士如何催促，买家和张

丽再也不提完成交易的事情，直到后来

张丽拉黑了蔡女士。

与蔡女士有相同遭遇的，有十余人

。

“一条龙”销售服务

原来是个坑

经多名被害人报警，警方顺藤摸瓜

，抓获了某艺术品网站实际控制人张某

及其手下7名业务员。

按照张某传授的话术，各业务员冒

充艺术品公司的工作人员，在网络上物

色有销售藏品意愿的被害人，并提出免

费为被害人提供评估鉴定，并很快给出

虚高的藏品估价。之后再由他人充当买

家，提出只要有鉴定证书便可成交，业

务员便趁机“贴心”地提出可以替被害

人办证，“省时省力，方便快捷”。而

被害人为了尽快出手藏品，自然无有不

应。相比动辄几十万、上百万的售价，

几千元甚至上万元的办证费、手续费早

已不值得计较了。

实际上，这些业务员根本不懂收藏

，连真伪都无法辨别，更别提给藏品估

价了，只是按照张某给的话术依葫芦画

瓢罢了。在与被害人的沟通中，他们会

故意抬高藏品的价值，以达到吸引被害

人通过他们售卖藏品的目的，方便接下

来的“表演”。

“从来没有真正成交过一笔。”众

业务员均证实，该公司从未真实如约促

成高额收藏品交易。

经查，这是一个以公司形式为包装

的，利用收藏品中介交易为掩饰的专门

从事行骗的组织。他们通过电话、微信

联络，以中介促成交易名义，通过抬高

估价、提供虚假买家等方式，诱使众多

收藏品卖家支付办证费、交易佣金、手

续费用等，以各类理由拖延交易，最后

将被害人拉黑，致使多人损失达17万余

元。

等来的不是藏品交易
而是鉴宝圈套

这么好的赚钱机会

怎么会轻易掉到你头上

？这不，有一个受害人

就被骗了100多万投资

比特币——

我和她是通过交友

软件认识的，没多久就

恋爱了。一个月后，她

向我推荐了一个“比特

币”投资平台。

起初，我投的钱都

能提出来，当我累计投

了100多万后，想取现

，平台让我交20多万个

税，我才发现被骗了。

当心了，这就是典

型的“杀猪盘”电信网

络诈骗！

循序渐进诱导投资一月之内诈骗百万

被害人蕾蕾是某公司高管，2020年

9月，她通过一款社交软件认识了小思

，聊了几句后两人互生好感，便添加了

微信。随后几天内，徐某与蕾蕾迅速发

展成为恋人关系。

2020年10月，小思称有一可靠渠

道能投资赚钱，他掌握了该app的规律

和漏洞，能够看到过去几天的数据。蕾

蕾在诱导之下，下载注册了“江合资本

”APP，进行比特币投资交易。

伪造虚假人设、与被害人快速发展

恋情……警惕“杀猪盘”电信网络诈骗

蕾蕾试探性地投入500元，两天后便提

现得到579元；投入1500元，两天后提

现得到1668元；投入5万元，不到一周

便提现得到6.3万元……这样的回报率

令蕾蕾喜出望外，并对小思倍感信任，

随之陆续投入大笔资金。

直至当月底，蕾蕾试图将投资的钱

款进行提现，却发现需要缴纳手续费，

而该笔手续费高于目前的收益。对此，

小思称只需要投入更多的金额，就能使

收益高于手续费，甚至免除手续费。蕾

蕾听信后不断追加投资金额，陆续投入

100万余元。

2020年10月31日，蕾蕾决定将全

部投资款一次性提现，却发现系统再次

提示需要缴纳高额个税，随即意识这是

一场骗局，遂报警。

经公安机关侦查，一个藏身柬埔寨

的诈骗团伙付出水面。

老乡介绍“好工作”原来是“杀猪盘”

诈骗

警方顺藤摸瓜很快锁定了一个总部

设在柬埔寨的诈骗窝点，并立即展开抓

捕行动，将其中7名犯罪嫌疑人逮捕归

案。

经审讯，诈骗蕾蕾100万的“小思

”就是李某，但他仅是这一诈骗团伙中

的一名“小兵”。在7人的口供印证下

，一个跨境“杀猪盘”电信网络诈骗集

团浮出水面。

该犯罪集团架构包含负责人、管理

人员、业务组和客服组等。主要使用

“金亿国际”（赌博彩票类）和“江合

资本”（投资类）两个诈骗平台。

业务员都是通过老乡带老乡的方式

介绍入组，一飞到柬埔寨就被收走护照

，经过简单的话术和后台操作培训后，

便开始上班。

其主要工作内容就是通过境内外多

款社交软件添加好友，伪造虚假人设进

行聊天，主要是单身多金的富婆或钻石

王老五，如护士，会计，服装、美容、

火锅店老板……与被害人快速发展恋情

，获取信任，之后一步步诱骗被害人在

虚假平台投资或赌博，通过修改后台数

据等方式骗取被害人钱款。

小充小赚 大充大赔“杀猪盘”套路太

深

“起初我们会让客户赚一点钱尝尝

甜头，也会陪他们一起投资或下注，博

取他们的信任，等对方充值到一定金额

了，就关闭提现通道。客户如果问起来

，就想方设法让他们继续充值，直到他

们没钱了或者发现被骗。”李某说，其

实客户充的钱早就被分散到各个洗钱账

户了，平台显示的金额就是个虚拟数字

，输赢和涨跌只需要联系后台申请修改

数字即可。

“我后来明白这就是诈骗，但负责

人承诺每月底薪 6000 元，提成在

15%-30%，业绩越好提成越高。当上组

长还能对组员的业绩提成，所以就继续

做下去了。”被告人徐某交代。

到案的几名被告人在短短几个月内

，非法获利最高达30余万，少的也有

近10万。

检察机关提起公诉

经统计，仅到案的7名被告人诈骗

金额就高达到200

余万元，身份查明

的被害人有数十人

，遍布全国各地。

团伙其余成员正在

进一步抓捕中。

检察官指出，

这是一起典型的

“杀猪盘”电信网

络诈骗犯罪。业务

员使用虚假身份和

人设，经过统一话

术培训，与被害人

聊天，获取被害人

信任。被害人的资

金和平台实际上

“盘资分离”，从

未真正进入赌博或

投资平台，通过修

改后台数据，使被

害人误以为自己的

资金输光。业务员

和小组长的高额提

成比例也体现出被

告人对自己从事诈

骗行为的主观明知

。

经上海市青浦

区检察院审查，被

告人李某、徐某等

7人以非法占有为

目的，采用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式

，利用电信网络针对不特定多数人实施

诈骗的犯罪事实。其行为均已触犯我国

刑法。近日，检察机关对7名被告人以

诈骗罪提起公诉。

检察官提醒，网络交友需谨慎，投

资理财要选择正规的渠道和平台，切

莫轻信所谓高额回报，落入犯罪分子

的圈套。无论何时何地，切记：不购

买、不转账、不汇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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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畫頁

德州少數族裔媒體聯盟新聞發布會德州少數族裔媒體聯盟新聞發布會
國會眾議員國會眾議員、、德州參德州參、、眾議員出席眾議員出席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

休士頓少數族裔媒體界人士與貴賓出席休士頓少數族裔媒體界人士與貴賓出席。。

休士頓國際區區長休士頓國際區區長、、美南新聞集團董事長美南新聞集團董事長、、國際貿易中國際貿易中
心主席李蔚華先生心主席李蔚華先生（（左一左一））在大會上致詞在大會上致詞。。

李蔚華先生表示李蔚華先生表示：：我們少數族裔必須團結起來我們少數族裔必須團結起來，，利用利用
媒體的力量媒體的力量，，擴大少數族裔的影響擴大少數族裔的影響。。

德州參議員德州參議員John WhitmireJohn Whitmire 表示表示：：休士頓是各族裔的門戶休士頓是各族裔的門戶，，各族裔各族裔
的人群要團結起來的人群要團結起來，，擴大個人的影響力擴大個人的影響力，，支持社區的發展壯大支持社區的發展壯大。。

德州眾議員吳元之說德州眾議員吳元之說，，他和他的家人是他和他的家人是
從亞洲過來的移民從亞洲過來的移民，，幾代人在美國打拼幾代人在美國打拼
，，為這個國家的發展做出巨大貢獻為這個國家的發展做出巨大貢獻。。

德州少數族裔媒體聯盟主席德州少數族裔媒體聯盟主席Dr.Dr.
Martina EdeborMartina Edebor （（左一左一））主持大會主持大會，，
休士頓少數族裔媒體的人士出席休士頓少數族裔媒體的人士出席。。

來自不同國家來自不同國家，，不同族裔的代表踴躍發言不同族裔的代表踴躍發言。。
德州參議員德州參議員John WhitmireJohn Whitmire 表示表示：：他支持他支持
美墨邊境移民安全平穩的來到美國美墨邊境移民安全平穩的來到美國，，他們他們
的孩子應受到公平的孩子應受到公平、、平等的待遇平等的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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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凱蒂亞洲城商機掌握凱蒂亞洲城商機

菁英零售店鋪菁英零售店鋪

AMA 美⻝廚坊AMA 美⻝廚坊

品牌旗艦店品牌旗艦店

1,200~10,000平⽅英尺

200~450平⽅英尺

2,000~8,000平⽅英尺

全⾯招商 . ⾞流⼈流 . 勢不可擋!!!

713-630-8000

Katy  Asian Town  &  Marketplace

插旗亞洲城主⼊⼝ ,  
跨街休⼠頓⼤學校園

從⼩廚房 打⼤市場
享有營運配套與基本配備

亞洲城第三期全新完⼯, 
⾯向兩⼤校園, 鋪位有限! 

KAT I - AMA KITCHEN

KAT I - AMA KITCHEN

In front of HMart, Built to Suit

KAT I -BUILD TO SUIT

KAT III - ELITE RETAIL

KAT III - ELITE RETAIL

C O M M E R C I A L

聯⽲地產集團

多元新⽣活圈, 東西交融的⼤學中⼼, 與HMart, 休斯頓⼤學, 休斯頓社區⼤學, 海底撈.
85度C, Andretti⼤型遊樂場, Kura Sushi, La Madeline, Cinemark戲院等名店為鄰!

Josie Lin , CCIM
*Each office is independently owned and oper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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