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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您家的感覺

服務人員專業、友好
及時解決問題

免費WiFi、室內冰箱
本地電話、報紙、咖啡和茶

房間寬敞、整潔
免費早餐新鮮、健康

緊鄰中國城  交通購物方便
2930 W Sam Houston Pkwy S

Houston, TX 77042

(713) 785-38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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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社）河南省政府今天傍晚表示，
據不完全統計，16日以來的豪雨已造成全省
25人死亡、7人失聯，89個縣級行政區共
124萬737人受災，直接經濟損失達人民幣
5億4228萬7200元。

此外，河南全省已緊急避險遷移1萬
6325人，安置16萬4710人。而農作物受災
面積達7.5萬公頃，其中絕收面積4700公頃
。

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揮部辦公室主任徐忠
表示，河南省17至21日出現 「歷史罕見的
持續性強降雨天氣」 ，全省各地均出現豪雨
，造成鄭州市城區嚴重內澇，地鐵停駛，鐵
路、公路、民航運輸受到嚴重影響。

徐忠指出，位在鄭州的常莊水庫、郭家
咀水庫，以及賈魯河與支流，都發生洪災險
情。其中，屬中型規模的常莊水庫下游，在
20日中午出現多處管湧（土方嚴重滲水）現
象；而屬小型規模的郭家咀水庫更出現水位
溢頂的潰壩風險。經過搶修，目前下游民眾
已被疏散，水庫運作恢復正常。

而賈魯河位在開封市祥符區李店橋周邊
有200公尺的河段，水位一度越過堤防；上
游河段更出現2處20公尺寬的決口，經全力
搶修已告排除。

河南洪災 近125萬人受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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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the U.S. Senate,
the majority leader
Chuck Schumer
has set up a test
vote for the new
infrastructure bill,
but Republican
leaders are
threatening to
block that vote
unless negotiators
writing the bill can
strike a deal.

In the last month
the White House
and Republicans
agreed to spend
$579 billion to build
roads, bridges,
power, broadband
and infrastructure
projects. But

lawmakers have
squabbled over
how to pay for it.

We all know that
our national
infrastructure is
long overdue. Our
airports, highways,
bridges and water
systems are not
functioning well.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really needs to
pass the bill as
soon as possible.
Because the
midterm elections
will be held next
year, if the
Republicans regain

power in Congress,
President Biden
will face more
challenges and the
bill will be even
more difficult to
pass.

Today even with
the pandemic
being under
control, the new
virus is still
attacking our
community.

We need to all
need to be united
to fight this evil and
our save our
country.

0707//2121//20212021

We Need To Pass TheWe Need To Pass The
Infrastructure BillInfrastructure Bill

拜登總統試圖在近期內能把
基建法案在參眾議院中通過，參
院民主黨希望明天在參院舉辦一
次假投票，但是遭到共和黨之杯
葛。

上月，參院兩黨曾經同意以
五兆七千九百萬做為修建国家之
公路、 橋樑 、機場、 水和電等
的預算，但是對此始終無法達成
共識，其中包括如何支付此項預
算。

民主黨主政至今已過半年，
拜登政府在各項政策都受到了共
和黨的強大壓力，內政外交上諸
多挫折，疫情雖然得到控制，但

新的變種病毒仍然形成威脅。
如今的參議院，民主共和各

五十個均分席次，眾議院民主黨
也未佔絕大多數，因此拜登上任
後在國會這場仗打得非常辛苦，
明年期中選舉也已為時不遠，如
果在大選中失利，民主党會立即
進入跛腳政府，所有法案必將無
法在國會中通過，立即影響政府
施政。

今天美國面臨之困境除了陳
舊之基礎設施之外，外交軍事也
同時受到挑戰，如果國會還在不
斷惡鬥，非人民之福也。

基建法案困難重重基建法案困難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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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尼斯•安戴托昆波終於揚眉吐氣了,
在今年NBA冠軍決賽最關鍵一戰他以雷霆
萬鈞之力, 獨拿50 分與14籃板, 此外還有2
助攻與5阻攻，率領公鹿隊擊敗鳳凰城太陽
隊，以4勝戰績勇奪冠軍, 終結了密爾瓦基
這個小城市50年來對冠軍的等待, 經過此戰
役,揚尼斯已跨入NBA歷史殿堂。

公鹿隊在50年前曾有過輝煌歷史, 當時
由天鉤魯艾辛道(賈霸)與奧斯卡•羅伯森聯
手拿下1971 年冠軍, 但此後再也無緣打入冠
軍賽, 尤其在羅伯森退休以及賈霸投效洛杉
磯湖人隊後, 公鹿隊積弱不振, 由於城市小，
商機不大, 很難招募到巨星加盟, 而安戴托昆
波當初在希臘是踢足球的, 後來才改在雅典
打籃球, 他2013年在NBA選秀會上以第15
名加入, 公鹿隊並未把他視為鎮隊之寶, 但身
材魁梧健壯, 籃球領悟性極高的安戴托昆波
在新手球季有不錯表現, 隨後每年都長足進
步, 短短四年就成為明星球員, 在他領軍下公
鹿隊成績不斷提升, 這幾年他已與詹姆斯平
分秋色。

揚尼斯才27歲, 但已當選5次全明星隊

與5次NBA最佳陣容,奪得的榮譽包括年度
最佳進步獎、最佳防守球員、年度最有價值
球員獎(MVP) 、明星賽MVP以及這次總冠
軍賽的MVP等, 的確不是浪得虛名,尤其是這
場比賽所創下的攻守數據50+14+2+5=71
堪稱NBA冠軍賽的新紀錄, 無人能及, 而他
在六場冠軍系列賽中竟有三場比賽得分與籃
板數達到40分10籃板, 他也是自1983 年以
來，與喬丹和歐拉朱旺同時獲得季賽與總決
賽MVP 和年度最佳防守球員的三位球星。

或許有人會關心揚尼斯會不會跳槽到大
城市去？其實這很難預測, 因為NBA球員最
大的目標就是奪冠,如果米爾瓦基能夠再增強
陣容, 加目前的米德爾頓與郝力岱等好手,應
該是能夠留得住他的。

“八年前，當我來到NBA時，我不知
道我的下一頓飯在那裡？當時我媽媽還在街
上賣東西呃。” 這是揚尼斯奪冠之後的真心
話, 小時候曾在路邊擺地攤的他說過非常喜
歡這個城市, 相信他不會輕易被大城市的物
質所誘惑而離開密城的！

李著華觀點︰揚眉吐氣-揚尼斯以50分終結密爾瓦基50年等待

日本可能讓民眾追加第3劑疫苗，日本
政府昨（20）日宣布，已經和美國莫德納公
司（Moderna）簽訂額外追加供應5000萬
劑疫苗的合約，最早2022年初開始到貨。

日本共同社報導，日本厚生勞動省昨日
宣布，武田藥品工業已經和美國莫德納公司
簽署額外追加5000萬劑疫苗的合約，這批
疫苗最快將在2022年初開始到貨。

莫德納疫苗今年5月取得日本藥證，在

日本由武田藥品工業負責臨床實驗、申請藥
證、在日本的銷售及流通。

武田藥品工業指出，如果莫德納成功研
發出因應變種新冠病毒、追加劑的疫苗，後
續也獲得藥證，這份合約也包含取得、供應
這些疫苗。

報導指出，疫苗提供的免疫效果能維持
多久仍是未知數，簽訂這份新合約是考量到
未來可能讓民眾追加第3劑疫苗。

日本政府先前已經和莫德
納簽署一份5000萬劑疫苗的
合約，於2021年底前供應，
這批疫苗主要用於大型接種中
心及職場接種，日本政府指出
，供應相當有限。 2份合約加
總起來共計1億劑疫苗。

除了莫德納疫苗，日本政
府也正在和武田藥品工業磋商
購買1.5億劑美國諾瓦瓦克斯
（Novavax）疫苗，希望2022
年初供貨。

拚打第3劑 日加訂5000萬劑莫德納疫苗 2022到貨

東京奧運23日即將揭開序幕，但東京都21日
新增1832例確診，創下半年多以來新高，為安全
舉辦賽事前景蒙上陰霾。不過，世衛組織秘書長譚
德塞表態，在大流行中舉辦奧運，不可能沒有風險
，零感染不是奧運成功與否的標準，他支持東奧如
期舉行。

在東奧開幕式的前2天，東京都寫下1月16日
以來，新增確診再度突破1800例的紀錄，這數字
比前周同期暴增近6成，顯見東京都疫情正快速蔓
延，與東奧相關的確診也增至79例。在東京都21
日舉行的疫情監控會議中，專家警告若確診率持續

居高不下，不出2星期，感染狀況將遠超過4、5月
間的第三波疫情危機。

東奧籠罩在恐慌中，但世衛組織秘書長譚德塞
21日在國際奧會全會發表演說，表達力挺東奧立場
。他指出，在疫情中登場的奧運會，維持零確診
「不是未來2星期奧運能否取得成功的標準，因為

不可能沒有風險。」
譚德塞說，過去未曾有過在全球大流行下舉辦

的奧運會，他從巴赫手中接過聖火接力火炬，期許
日本， 「希望來自日出之國的希望之光，能夠照亮
全世界」 。

東京都確診飆破1800例 譚德塞力挺照辦：不可能沒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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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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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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從7月24日起恢復
與法國、捷克航班

綜合報導 俄羅斯新冠病毒疫情防控指揮部發布消息稱，俄將從7月

24日起恢復與法國和捷克的定期航班。

消息稱，與法國恢復的航班為莫斯科—巴黎和莫斯科—尼斯，聖彼

得堡—巴黎和聖彼得堡—尼斯；與捷克恢復的航班為莫斯科—布拉格。

消息提到，俄羅斯從7月24日起將增加飛往奧地利、比利時、保

加利亞、匈牙利、希臘、黎巴嫩、克羅地亞和埃塞俄比亞的定期航班

數量。

消息說，從7月24日起俄羅斯將恢復俄羅斯阿爾漢格爾斯克、新庫

茲涅茨克、奧爾斯克等地機場飛往國外的航班。

根據俄相關規定，與俄羅斯恢復航班往來的國家應滿足14天內每10

萬人新冠病毒感染人數不超過40人，新冠病毒確診病例14天內日均新

增率低於1%，病毒傳播指數(指新冠病人被隔離前傳染的人數)小於1的

條件。

2020年3月下旬，俄羅斯政府發布命令，除部分航班以及撤僑包機

外，暫停飛往其他國家的所有航班。從2020年8月起，俄羅斯陸續恢復

了與土耳其、坦桑尼亞、哈薩克斯坦、韓國等48個國家的航班。

近期俄羅斯疫情仍較為嚴重。據俄新冠病毒疫情防控指揮部14日消

息，在過去一天內全俄新增新冠病毒感染病例23827例，累計感染者超

過585萬人。

超10萬古巴民眾上街集會力挺政府
譴責美國封鎖幹預

綜合報導 超過10萬名古巴民眾聚集在首都哈瓦那街頭，揮舞國旗

、高舉革命領袖的照片，重申對政府和保衛革命的支持，譴責美國對古

巴的持續封鎖和幹預。

據報道，古巴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國家主席迪亞斯-卡內爾

與前古共中央第一書記勞爾· 卡斯特羅都來到了集會現場。

迪亞斯-卡內爾在集會上表示，召集民眾是為了“譴責封鎖、侵略和

恐怖行動”，他說：“古巴的敵人們再次蠢蠢欲動，試圖摧毀公民們神

聖的團結與安寧”。他還指出，“帝國主義試圖壓製有關我們國家真實

現狀的任何信息，持續散播虛假圖像”，這一行徑直接導致“當今世界

對古巴的看法是謊言”。

現場照片顯示，90歲高齡的勞爾· 卡斯特羅揮舞古巴國旗向民眾致

意。

古巴政府稱，17日當天，該國其他城市也舉行了類似的集會活動，

大量民眾走上街頭抗議美國政府對古實施的經濟封鎖。

本月11日，哈瓦那和古西部城鎮聖安東尼奧-德洛斯巴尼奧等地發

生反政府抗議遊行，部分地區店鋪被暴動的人群洗劫，警車被推翻，有

民眾傷亡。

迪亞斯-卡內爾隨後兩次發表電視講話，譴責美國政府資助反古

勢力，痛斥美國政府疫情期間持續加強對古封鎖是為了扼殺古巴經

濟，引發社會動蕩。路透社認為，17日的大規模集會是對反政府抗

議遊行的回應。

避免種族主義傾向
美機構為“亞洲鯉魚”更名

綜合報導 全美魚類和野生動物管理

局近日悄然將“亞洲鯉魚”更名為“入侵

性鯉魚”。該機構官員談到這一轉變時說

：“我們希望擺脫任何將亞洲文化和民眾

置於負面地位的詞匯。”

據報道，美國明尼蘇達州參議員方華

邑(Foung Hawj，音譯)從來都不喜歡“亞

洲鯉魚”這個標簽，因為這一標簽通常被

貼在4種進口魚類身上。它們在全美的中

心地帶造成了嚴重破壞，侵襲了許多河流

，並影響了五大湖。

這4種被統稱為“亞洲鯉魚”的魚，

包括鱅魚、鰱魚、草魚和青魚，半個世紀

前被引進時，是為了清除南方的下水道汙

水和養殖池塘中的藻類、雜草和寄生蟲。

不過後來它們逃到了野外，沿著密西西比

河和其他主要河流向上遷徙。五大湖及其

價值70億美元的水產業因此面臨危機。

這4種魚貪婪而具有侵略性。草魚啃

食有生態價值的濕地植物，青魚則以蚌類

和蝸牛為食。鰱魚能像導彈一樣在水中沖

刺而來，造成與劃船者的嚴重碰撞。

而“亞洲鯉魚”這一詞匯在使用時也

會造成困擾。例如，有一個亞洲商業代表

團抵達明尼阿波利斯機場時，

看到了一個寫著“殺死亞洲鯉

魚”的標語。雖然這是一個善

意的標語，目的是為防止入侵

性魚類的擴散，但這個標語還

是讓來訪者感到不快。

2014年，方華邑和參議員

約翰· 霍夫曼就開始要求明尼

蘇達州有關機構將這類魚命名

為“入侵性鯉魚”。

由於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間，針對亞

裔地仇恨犯罪激增，其他一些政府機構也

采取了類似的措施。終於在2021年4月，

全美魚類和野生動物管理局悄然將這類魚

更名為“入侵性鯉魚”。“我們希望擺脫

任何將亞洲文化和民眾置於負面地位的詞

匯，”大湖區辦事處主任查理· 伍利說。

他還表示，亞洲鯉魚區域協調委員會

將於8月2日采取同樣的行動。據悉，該

委員會是代表美國和加拿大遏製入侵性鯉

魚的機構。

其他一些野生動物組織也考慮修改一些

帶有攻擊性的稱呼，包括全美昆蟲學協會這

個月將“吉普賽蛾”和“吉普賽螞蟻”從其

昆蟲名單中刪除。

不過，對於科學家、技術期刊、政府

機構、語言風格指南、餐館和雜貨店，可

能會根據不同的動機，對如何稱呼“入侵

性鯉魚”有各自的想法。

到目前為止，入侵性鯉魚主要用於誘

餌、寵物食品和其他一些用途。

路易斯安那州廚師菲利普· 帕羅拉表

示，希望給這些魚起一些經得起市場檢驗

的新名字。不過在改頭換面之前，名字將

是保密的。“我們希望它們是令人耳目一

新的，更好地將這些魚呈現給消費者。目

標是刺激整個產業鏈的興趣——從商業網

店到加工商、雜貨店和餐館。”

希臘新冠疫苗預約量激增
專家預測疫情將使ICU爆滿

希臘國家公共衛生組織宣布，過去

24小時，希臘新增2794例新冠病毒肺炎

患者，目前該國累計確診450512例，新

增死亡病例6例，累計死亡12819例。

新增疫苗預約量數天超50萬
據報道，從7月15日起，希臘官方

疫苗接種預約平臺正式向15至17歲年齡

組人群開放。由於這一人群屬於未成年

人，在預約疫苗時，需要使用其父母的

Taxisnet賬號進行登記。父母也可以通過

市民服務中心KEP或藥店進行預約，預

約時，需要並出示父母本人和未成年人

的有效身份證件。未成年人前往疫苗接

種點進行接種時，也需要父母陪同。

希臘國家疫苗接種委員會主席席瑪

麗亞· 西奧多裏杜此前表示，下一波疫情

的發展結果，很大程度上取決於病毒從

年輕群體傳播到老年群體的情況。

關於希臘疫苗接種工作的進展程

度，希臘衛生部初級保健秘書長馬裏

奧斯· 希米斯托克利斯表示，民眾的接

種意願正在提高，過去幾天裏新增預約

的數量，超過50萬個。他敦促民眾盡快

接種疫苗。

他強調：“科學數據表明，接種疫

苗可以有效保護人體免受新冠病毒困擾

。完全接種疫苗的人群中患病的比例非

常小。”此外，他還說在某些類別的人

群中，可能需要接種第三劑疫苗。

貿易博覽會9月重新開放
希臘阿佐尼斯· 喬治亞季斯在7月14

日出席雅典大都會博覽中心舉辦的一個

活動時表示，希臘貿易博覽會活動將於9

月1日重新開放。他說：“希臘將從9月

1日起重新允許舉辦博覽會，讓已經接種

疫苗的人能夠享受到健康和安全的經濟

和商業活動。”

雅典大都會博覽中心首席執行官亞

歷克西斯· 拉古達基斯對這一決定表示歡

迎。他說：“對於中小企業而言，貿易

博覽會提供了一個獨特的機會，可以為

希臘和國外的企業貿易發展合作提供一

個良好平臺。”

兒童夏令營地采取更嚴格措施
由於近期希臘多個兒童夏令營地

暴發新冠疫情，數十名兒童被確診感

染新冠病毒。對此，希臘衛生部專家

委員會考慮對夏令營地采取更為嚴格

的措施。

根據媒體報道，專家委員會建議，

所有入營人士都必須強製進行核酸檢測

或病毒快速測試，只有在檢測結果呈陰

性的條件下，才可進入。同時，不再接

受自檢結果。營員在營地內停留期間，

還需要接受定期檢測。

15名意大利遊客被隔離
近日，希臘愛琴海伊奧斯島發生遊

客集體感染事件。15名來自意大利的年

輕遊客中，有5人被診斷出感染新冠病

毒。

據介紹，這15名年輕人來自意大利

威尼斯地區，他們來到希臘慶祝自己的

高中畢業旅行。到達希臘後，團組中的

一名女孩出現輕微發燒的癥狀，隨後她

接受了新冠病毒測試，檢測結果為陽性。

在對她的同伴進行檢測後發現，還

有4人的檢測結果也呈陽性。目前，這

15名意大利年輕遊客已被隔離。在離開

伊奧斯島前，他們還需要接受額外的檢

測。

這已經不是伊奧斯島第一次涉及遊

客集中感染事件。7月7日，一群曾參加

了“夜店新冠派對”的年輕人，乘坐從

伊奧斯島抵達雅典所在阿提卡半島東部

拉菲納港的Super Express快速客輪，隨

後船上出現群體感染。

最遲一個半月後，ICU將爆滿
克裏特大學藥理學教授阿基裏斯· 格

拉瓦尼斯近日對激增病例和未接種疫苗

的人群發出了警告。他說，兩到三周內

，每天新增的新冠確診病例數將超過

6000到7000，最遲一個半月後，重癥監

護病房就會重新開始爆滿。此外，他還

說希臘的經濟也將受到重創，而拒絕接

種疫苗的人對此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亞裏士多德大學化學工程學首席教

授德莫斯賽尼斯· 薩利亞尼斯也表達了和

格拉瓦尼斯類似的觀點。他說，根據數

學模型預測，到8月15日左右，每日新

增的新冠病例確診人數將達到 6400 至

7000人。

他強調，雖然希臘第四波疫情已經

無法阻止，但必須找到遏製其發展速度

的方法。他說：“通過有針對性的檢測

，將有可能避免病例在短期內出現如此

大的增加。但是，接種疫苗依舊是保護

我們自己及他人的最有效辦法。”

哥斯達黎加立法大會投票通過：

樹懶成“國家象征”

綜合報導 據報道，經哥斯

達黎加立法大會近日投票，樹懶正

式成為該國新的“國家象征”。

據報道，經過最終投票，由

哥斯達黎加民族解放黨議員約雷

尼· 萊昂提出的提案正式在立法

大會獲得通過，樹懶正式成為該

國新的“國家象征”。之後，哥

斯達黎加國家旅遊局(ICT)也將

可以使用樹懶形象，作為該國

自然景觀的官方象征。

據介紹，樹懶是一種哺乳動

物，主要分布在中美洲及南美洲

的熱帶雨林中。樹懶因其緩慢的

移動速度而聞名。由於擁有良好

的保護色以及鋒利的爪子，樹

懶的生存往往不會受到天敵(蟒

蛇和猛禽等)的威脅。

根據該提案，哥斯達黎加

環境和能源部必須加強對樹懶

的保護，而公共工程與交通部

也必須在樹懶棲息地附近規劃

限速路段，以保護移動緩慢的

樹懶的安全。

約雷尼· 萊昂表示：“我希

望人們每次看到樹懶時都能想到

我們的國家。樹懶是一種能夠喚

起人們好感的動物，我們已經為

保護樹懶付出了相當的努力，但

我們可以做得更多。”

報道稱，除了樹懶，哥斯

達黎加的“國家象征”還包括

國旗、盾形國徽、國歌、白尾

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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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美國

美國跨黨派參議員今天提出 「台灣夥伴關
係法案」 ，呼籲美國國民兵與台灣成立夥伴計
畫，鼓勵雙邊防衛高層官員提升交流，以向中
共清楚傳達美國與台灣人民站在一起的訊息。

「台灣夥伴關係法案」 （Taiwan Part-
nership Act ）是由13名跨黨派參議員提出，
其中包括共和黨內抗中立場鮮明的史考特
（Rick Scott）與克魯茲（Ted Cruz ），6月
曾訪問台灣的民主黨籍參議員達克沃絲
（Ladda Tammy Duckworth）也在提案議員
行列中。

法案主旨為呼籲美國國民兵（National
Guard）與台灣成立夥伴計畫，確保有一支整
合良好、危機發生時能迅速部署人員的防衛部
隊。

此外，為了持續支持台灣發展具備能力、
備戰水準及現代化的防衛部隊，法案以 「國會
意見」 呼籲美國行政部門，增進美台高階防衛
官員與將級軍官往來、改善台灣預備役部隊，
並擴大雙邊人道及災難援助合作等。

史考特透過新聞稿表示，在中共加大對台
灣侵略之際，美國必須清楚表明會與最重要盟
友台灣及台灣人民站在一起，保衛台灣的民主
。法案將向中共總書記習近平傳達一項重要訊
息，即 「美國不會容忍他對台灣自治的威脅」
。

達克沃絲則說，台灣是美國在印太區域的
重要戰略夥伴，她與共和黨議員共同提出這部
跨黨派法案的目的，是要評估雙方人民在緊急
應變、網路防禦、教育、文化交流與顧問計畫
等重要議題上增進合作的可行性。

她說，美國國民兵在國內各地表現優異，
很適合在台灣協助建立上述各項技能領域的夥
伴能力。

參與提案的共和黨籍參議員柯寧（John
Cornyn）也指出，台灣是美國重要盟友，但
所在區域越來越不穩定，權力競爭日益激烈。
他說： 「萬一台灣自治遭到威脅，法案能協助
確保美國國民兵準備好拿出行動，支持台灣。
」

因應潛在危機 美參議員提案促國民兵與台灣合作

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Lloyd Austin）本
月稍晚將出訪東南亞，除訪問越南及菲律賓，
也預計於新加坡發表演講，強調美國作為印太
國家可靠夥伴的角色並提倡更公平、開放的區
域秩序。

在新加坡設有辦事處的英國智庫 「國際戰
略研究所」 （IISS）今天表示，奧斯汀將於27
日在新加坡舉行的富麗敦論壇（Fullerton
Lecture）發表演講，闡述美國作為可靠夥伴
的角色，協助印太國家做出自主選擇及推動
「重建美好未來」 （Build Back Better）計畫

等。
IISS指出，奧斯汀也將提倡 「更公平、開

放、具有包容性的區域秩序」 （a more fair
open and inclusive regional order），並討論

美國與盟友、夥伴如何合作提升因應21世紀
防衛挑戰的能力。

富麗敦論壇將於新加坡的富麗敦飯店舉行
，IISS表示，奧斯汀的演講代表富麗敦論壇活
動的重啟。論壇主要目的是激發對國際重要事
務的討論，並邀請國際講者發表演講。

另外，IISS表示，奧斯汀將是美國拜登
（Joe Biden）政府上任以來，首位出訪東南
亞的內閣官員。

除了新加坡，根據外電報導，奧斯汀也將
訪問越南及菲律賓，展現美國對東南亞的重視
。奧斯汀原訂6月出席在新加坡舉辦的 「香格
里拉對話」 亞洲安全峰會，不過，受到COV-
ID-19疫情影響，主辦這項活動的IISS於5月
宣布取消這場會議。

美防長將訪新加坡 擬發表演講促更開放的區域秩序
白俄羅斯反對派領袖季哈諾夫斯卡婭今天說

，她要求美國官員對白俄的鉀肥、石油、木材與
鋼鐵業公司祭出製裁。她近日訪問華府，尋求美
國對白俄總統魯卡申柯政府採更強硬行動。

路透社報導，季哈諾夫斯卡婭（Sviatlana
Tsikhanouskaya）告訴記者，這類舉措的力道將
超過目前對魯卡申柯（Alexander Lukashenko）
政治盟友與政府機關祭出的製裁， 「對他造成真
正的衝擊，促使他改變行為、釋放政治犯」 。

她說，她昨天與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等國務院官員會面時，遞出應受制裁的
企業清單，其中包括白俄的鉀肥商Belaruskali。

季哈諾夫斯卡婭今天參加華府智庫 「大西洋
理事會」 （Atlantic Council）贊助的網路研討會
時，呼籲全球民主國家對魯卡申柯採取更強硬的
行動。魯卡申柯自1994年掌權至今，去年8月民
眾因為不滿總統大選出現爭議而走上街頭和平抗
議時，魯卡申柯下令鎮壓。

季哈諾夫斯卡婭說： 「我想，現在該是民主
國家團結起來展現魄力的時候了。」

美國國家安全會議發言人霍恩（Emily Horne

）發表聲明說，季哈諾夫斯卡婭與白宮國家安全
顧問蘇利文（Jake Sullivan）會面，蘇利文表示
美國 「敬佩白俄羅斯反對派的勇氣與決心」 。

聲明又說： 「美國將與夥伴和盟友聯手，持
續對魯卡申柯政權的行為究責，包括透過祭出製
裁等方式。」

38歲的季哈諾夫斯卡婭去年代夫出征參選總
統，她的丈夫謝爾蓋．季哈諾夫斯基（Sergei
Tsikhanouskiy ）是影音部落客，2020年5月因
被控違反公共秩序而遭監禁，但他否認犯罪。季
哈諾夫斯卡婭在魯卡申柯鎮壓抗議活動後，逃亡
到鄰國立陶宛。

反對派人士說，魯卡申柯是靠著作票掌權，
但他否認這項指控。同時，白俄政府拘捕數以千
計的民眾，期間傳出有人遭刑求；獨立媒體也被
關閉、人權團體遭打壓。

季哈諾夫斯卡婭呼籲俄羅斯總統蒲亭（Vlad-
imir Putin）不要再支持魯卡申柯。她告訴記者：
「白俄現在與俄羅斯的關係很緊密，下一步就是
失去獨立地位。我們了解，魯卡申柯必須為克里
姆林宮的支持付出代價。」

白俄反對派領袖訪華府 列企業清單籲美祭制裁

《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報導，美國CDC主任瓦
倫斯基（Rochelle Walensky）昨日在參議院的聽證會上證實，
全美新增新冠確診病例中，Delta變種病毒已佔了83%，這個數
字引人關注，因為CDC於7月初公佈的數據才顯示，Delta病毒
佔新增病例中的51.7%，換句話說，在短短近3週內，美國感染
Delta的人數已進一步成長30%。

瓦倫斯基指出，在疫苗接種率較低的地區，感染Delta的比
例甚至更高，她上週才警告，新冠肺炎將成為 「未接種疫苗族群
的流行病」 。

《紐約時報》的數據顯示，過去7天美國平均每日新增確診
數為3.5萬人，較一個月前成長了3倍，不過整體而言仍較今年
初單日增25萬確診來得低。

同一天，紐約大學葛羅斯曼醫學院（NYU Grossman
School of Medicine）的研究團隊也在醫學期刊預印本網站
bioRxiv刊登最新研究成果，這項研究主要比較1劑嬌生疫苗與2
劑BNT疫苗及莫德納疫苗對抗Delta及秘魯Lambda變種病毒的
保護效力。

研究人員採檢了17名接種2劑BNT及莫德納疫苗的受試者

及10名接種1劑嬌生疫苗
的受試者的血液樣本，比較
mRNA疫苗及採用腺病毒載
體技術的嬌生疫苗針對變種
病毒所誘發的中和抗體效價
（neutralizing antibody ti-
ter）。

結果顯示2劑BNT或莫德納疫苗對變種病毒展現了適度的中
和抗性，中和抗體效價平均下降3倍，1劑嬌生疫苗的中和抗體
效價則降低5至7倍，研究指出，這提高了嬌生疫苗面對變種病
毒時，保護效力下降的可能性。

研究人員也指出，近期其他研究顯示，讓接種1劑AZ疫苗
的民眾混打BNT疫苗會產生較高的中和抗體效價，因此建議讓
接種嬌生疫苗的民眾也可以追打第2劑嬌生疫苗，或是BNT、莫
德納等mRNA疫苗。

主導這項研究的紐約大學葛羅斯曼醫學院病毒學者藍道
（Nathaniel Landau）表示， 「我們想傳遞的訊息不是人們不該
打嬌生疫苗，我們是希望未來接種嬌生疫苗的人可以補打另一劑

嬌生疫苗或BNT、莫德納疫苗。」
紐約大學的這份研究與嬌生公司本月稍早自己發布的小型研

究成果有所出入，嬌生的研究指出，接種1劑後8個月仍能有效
對抗變種病毒。

《紐約時報》指出，新研究尚未經過同儕審查，但是結果與
先前AZ疫苗的研究結果一致，先前英國政府的研究顯示，接種
1劑AZ疫苗避免感染Delta後出現症狀的保護效力下降至33%
。 AZ與嬌生疫苗都是採用腺病毒載體技術。

針對紐約大學的研究，嬌生回應該份研究並未說明免疫保護
的全貌。目前全美約有1300萬人接種嬌生疫苗。 《紐約時報》
指出，這份研究是在實驗室針對血液樣本進行，或許無法反映疫
苗在真實世界的表現。

全美Delta病例暴增至83％ 研究曝1劑嬌生疫苗不夠力須補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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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行支持滬先行先試人民幣自由流入流出
浦東高水平改革開放 獲賦更大發展權

中國國新辦20日就支持浦東

新區高水平改革開放、打造社會主義

現代化建設引領區有關情況舉行新聞

發布會。會上，中國人民銀行研究局

局長王信表示，支持上海進一步完善

金融市場體系、產品體系、機構體系

和金融基礎設施體系，強化全球金融

資源配置的功能，同時支持上海在人

民幣可自由使用方面先行先試。上海

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陳寅稱，要以

在浦東建設國際金融資產交易平台為

契機，推動中國資本市場創新發展，

打造世界級重大科技基礎設施集群，

建設國際數據港和數據交易所。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北京報道 ●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在北京舉行新聞發布會，介紹支持浦東新區高水平改革開放、打造社會主義
現代化建設引領區有關情況。 中新社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支持浦東新區高水
平改革開放打造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

引領區的意見》7月15日正式公布。陳寅表
示，文件提出在浦東全域打造特殊經濟功能
區、推進海關特殊監管區域建設，支持浦東打
造上海國際金融中心、貿易中心、航運中心以
及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的核心區，建設國際消費
中心，打造宜居宜業的城市治理樣板。

建設國際數據港和數據交易所
陳寅說，要加強標誌性項目引領，在浦東

探索建設場內全國性大宗商品倉單註冊登記中
心、國家級大型場內貴金屬儲備倉庫等重大金
融基礎設施。同時，加快提高張江綜合性國家
科學中心集中度和顯示度，推進國家實驗室建
設，打造世界級重大科技基礎設施集群，建設
國際數據港和數據交易所，推進聯動長三角一
體化發展重大項目。在改革開放方面，要研究
制定綜合性改革試點方案和放寬市場准入特別
措施清單。

人行研究局局長王信表示，全球配置人民
幣資產需求的逐步增加，將衍生出對人民幣資
產的風險管理、法治環境、人才供給等一系列
訴求，在此過程中，上海將成為人民幣資產的
配置中心、風險管理中心、金融科技中心、優
質營商環境示範中心和金融人才中心，上海國
際金融中心的競爭力會更進一步凸顯。

便利企業貿易投資資金進出
下一步，人民銀行將一如既往支持上海國

際金融中心建設，支持上海進一步完善金融市
場體系、產品體系、機構體系和金融基礎設施
體系，強化全球金融資源的配置功能。同時，
支持上海在人民幣可自由使用方面先行先試，
在符合反洗錢、反恐怖融資、反逃稅和展業三
原則的要求下，進一步便利企業貿易投資資金
的進出，探索臨港新片區內資本自由流入流出
和自由兌換，助力上海成為新發展格局下聯通
國際市場和國內市場的重要樞紐和橋樑。

國務院支持浦東“大膽試、大膽闖、自主

改”。對此，國家發展改革委員會副主任叢亮
表示，支持措施不是要在浦東形成“政策窪
地”，而是按照能放盡放並管好的原則賦予浦
東更大的改革發展權，目的是構築高水平改革
開放的“助推器”。

他指出，浦東要緊盯重要領域和關鍵環節
持續深化改革，提供更多高水平制度創新成
果。比如建立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方面，研究具
有較強國際市場競爭力的開放政策與制度安
排，支持浦東在人才、技術、資金、數據跨境
流通等領域實現突破。

金融方面，支持浦東發展人民幣離岸交
易、跨境貿易結算和海外融資服務，探索完
善相關制度安排。航運方面，支持浦東加強
江海陸空鐵緊密銜接，探索一體化管理體制
機制，試點實施與國際慣例接軌的船舶登記
管理制度。核心技術方面，浦東要瞄準腦科
學、量子科技等前沿領域特別是破解高端集
成電路元器件、基礎軟硬件等關鍵領域“卡
脖子”難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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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全球新冠
肺炎疫情惡化，變種病毒株快速傳播對經濟復
甦前景構成威脅，加上美10年期債息跌穿1.2
厘水平，美元指數創3個月新高，打擊投資氣
氛，在外圍股市疲弱下，港股連續兩日急跌，
恒指20日最多跌368點，一度失守250天牛熊
分界線(27,170點)，到尾市跌幅收窄，全日收
跌230點報27,259點，牛熊線失而復得，惟成
交僅1,399億元（港元，下同）。

避險情緒升 應保留實力
香港19日掛起三號風球，外圍股市也是風

雨飄搖，隔夜美股大跌720多點，港股連續兩
日急跌共挫745點，20日更一度跌穿牛熊線現
“熊蹤”。由7月至今計，恒指已跌去1,568點
或5.4%，很多投資者對“七翻身”已失去憧
憬。但訊匯證券行政總裁沈振盈仍然堅持，大
市“上落市”的格局未改，走勢一直是“升升
跌跌”，目前無須去斷定大市是否已經進入熊
市。他認為，當大市處於27,200點水平時，投
資者反而可以趁低入市，而在眾多板塊中，他
認為資源股是較好的選擇。

香港股票分析師協會副主席郭思治則指
出，大市經過19日急跌後，20日再進一步受
壓。踏進七月下旬，在本月餘下的交易日，情
況不太樂觀，加上市場的避險情緒正逐步升
溫，擔心一旦稍有不利的事件或消息出現，或
再引發新一輪拋售。建議投資者目前最好先做
好個人風險管理，盡量保留實力。

恒大事件繼續發酵，是其中一個拖累港股的
因素，恒大系個別發展，但恒大及恒大汽車的跌
幅均逾一成。而持有大量恒大股份及債券的華
置，受恒大系拖累，全日也挫4.3%報3.3元。另
外，持有大量恒大貸款的民行，股價亦跌2.4%。

科指20日再挫1.3%，科技股普遍下挫，
騰訊反覆跌1.3%，阿里健康更急挫7.4%，是
跌幅最大藍籌。微盟亦挫8.5%，是科指成份股
跌幅之首。油價大插水，石油股全線跌。內需
股則有買盤吸納，李寧逆市升3%，潤啤發盈
喜，料半年多賺逾1倍，股價亦升2%，而海底
撈也彈升3.5%，成藍籌中表現最好。

個別股份方面，聯易融插一成後停牌，停
牌前該股報11.28元。事緣沽空機構Valiant

Varriors發表報告狙擊聯易融，批評該股對地產業務的敞口
過大，指地產商利用聯易融走後門。Valiant Varriors又
指，聯易融的附屬公司，隱藏逾百億過橋貸款和關聯交
易，潛在金融風險巨大，同時集團槓桿超過80倍，違反內
地銀保監會的規定。

Valiant Varriors指出，用金融服務業平均數推算，聯
易融的預測市盈率不應超過10至12倍，估值不高於27億
元，故僅予目標價1.19元，即較該股20日停牌前報價
11.28元，有90.5%的潛在跌幅。事實上，該股股價已連跌
9日，近3個月累挫逾50%。

全球首套 時速 公里600600

中國高速磁浮交通系統下線
完全自主產權 將啟綜合試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丁春麗 山東濟南報道）7月20日，由中

國中車承擔研製、具有完全自主知識產權的時速600公里高速磁浮交

通系統在青島成功下線，這是世界首套設計時速達600公里的高速磁浮

交通系統，標誌着中國掌握了高速磁浮成套技術和工程化能力。

系統核心技術重大突破
列車設計
●自主研製中國首列5輛編組的時速600公里高速磁浮工程化列車
●開發出新頭型及氣動方案，解決了超高速條件下的空氣動力學難題
●採用先進激光複合焊和碳纖維技術，研製了滿足超高速氣密承載要
求的輕質高強度車體
●自主開發懸浮導向和測速定位裝置，控制精度達到國際領先水平
●突破關鍵製造工藝，掌握了懸浮架、電磁鐵及控制器等關鍵核
心部件製造技術
牽引供電
●攻克大功率IGCT牽引變流、高精度同步牽引控制等關
鍵技術

●完成高速磁浮牽引供電系統的自主化研製
運控通信

●掌握高速條件下車地通信超低時延傳輸、分區交接控制等關
鍵技術

●創新建立適應長大幹線自動追蹤運行的高速磁浮運控系統
線路軌道

●開發了滿足列車高速平穩運行的高精度新型軌道樑
系統集成

●突破運用場景和複雜環境適應性技術瓶頸，使高速磁浮滿足長途、通勤多
場景運用需求，適應江河隧道、高寒、高溫高濕等複雜地理氣候環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丁春麗

作為國際尖端技術，高速磁
浮是世界軌道交通領域的一大
“制高點”，也是全球交通科技

競爭的戰略高地。高速磁浮作為前沿關鍵科技已
被列入了中國的《交通強國建設綱要》，《國家
綜合立體交通網規劃綱要》也提出研究推進高速
磁浮通道布局和試驗線路建設。

“能夠早一點把600公里級高速磁懸浮列車
通到香港，讓香港能夠搭上內地發展的快車。”
交通運輸部副部長王志清曾在3月24日國新辦的
新聞發布會上表示，希望高速磁浮的相關試驗能
成功並推進建設。而在廣東省自然資源廳2月份發
布的《廣東省國土空間規劃（2020 年—2035

年）》中，要預留京港澳高速磁懸浮和滬（深）
廣高速磁懸浮通道。

香港文匯報記者此前採訪同濟大學交通運輸
工程學院博士生導師、同濟大學國家磁浮交通工
程技術研究中心副主任黃靖宇教授時，他個人對
上海─寧波─福建─廣州─香港的線路看好，如
果有這樣一條磁浮線路，就可以把香港和內地更
加緊密地聯繫起來，充分發揮香港和內地的優
勢。

滬杭與廣深列在研方案
目前，多個地方政府的“十四五”規劃中都

提出了修建高速磁浮鐵路的規劃。浙江提出了開

展600公里高速磁懸浮、400公里高速輪軌試驗線
研究論證。安徽方案的第一期工程將建設連接合
肥至上海的高速磁浮鐵路，也就是長三角G60科
創走廊600公里磁懸浮交通系統建設納入國家“十
四五”規劃，率先啟動合肥—蕪湖（江北新興產
業集中區）試驗工程研發建設。雲南省去年計劃
新建昆明至麗江高鐵，擬採用高速磁浮制式，線
路全長約430公里，項目投資預估算1,000億元人
民幣以上。

中國工程院副院長何華武透露，當前中國時
速600公里高速磁浮列車已進行的選線方案研究共
有兩條，分別是滬杭磁浮與廣深磁浮。

●香港文匯報記者丁春麗

多地搶推磁浮鐵路 廣東預留香港通道��

中國火車速度“進化”史

wangxj：科技感十足，舒適度十
足，一部電影的時間就到家了，期待

早日投入商用。
呢卷次子：幻想下，廣州人周五下班，做磁
懸浮，去北京度過周末，周日下午回廣
州。
小Lau同學說的是啊：所以將來某
天，復興號和和諧號是慢車了
（笑哭表情）。

來源：新浪微博

網友熱議
“地表最強”列車

內燃時代
“巨龍號”內燃機車

1958年製造，設計時速100公里
“東風”11型準高速內燃機車
1992年製造，設計時速170公里

電力時代
“韶山”1型電力機車
1969年製造，設計時速90公里

“韶山”8型電力機車
1994年製造，設計時速170公里

動車時代
“先鋒號”電動車組
2001年製造，設計時速250公里

“和諧號”CRH1型電動車組
2006年製造，設計時速250公里

“和諧號”CRH3型電動車組
2008年製造，設計時速350公里

“復興號”中國標準動車組
2017 年製造，設計時速 350 公

里－400公里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丁春麗

●●中國時速中國時速600600公里高速磁浮交通系統公里高速磁浮交通系統
2020日在青島成功下線日在青島成功下線。。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技術人員在列車駕駛室進技術人員在列車駕駛室進
行設備操作演示行設備操作演示。。 中新社中新社

●●巨龍號巨龍號

●●““韶山韶山””88型電力機車型電力機車

●●復興號復興號

▲▲▼▼車廂內部車廂內部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文 匯 要 聞2021年7月21日（星期三） ●責任編輯：于大海 1

“經過近20年的持續研究和技術積累，
中國基本實現了高速磁浮交通全系統

的自主研製能力，形成了成套工程化技術，
實現了自主可控的產業配套能力，中國高速
磁浮已從研發階段進入高速試驗階段，將逐
步過渡到示範運營、產業化發展階段。”中
國工程院副院長何華武表示，時速600公里高
速磁浮交通系統成功下線，標誌着中國已具
備了推進線路試驗和工程化示範的條件。通
過建設高速試驗線，開展高速磁浮綜合試驗
和示範運營技術積累，可為中國高速磁浮的
持續創新和產業化奠定堅實基礎。

廠內調試性能良好
據高速磁浮項目技術總師、中車四方股

份公司（以下簡稱“中車四方”）副總工程
師丁三三介紹，此次下線的高速磁浮採用成
熟可靠的常導技術，其基本原理是利用電磁
吸力使列車懸浮於軌道，實現無接觸運行。
具有高效快捷、安全可靠、運能強大、編組
靈活、準點舒適、維護便利、綠色環保等技
術優勢。目前，時速600公里高速磁浮交通系
統已完成了集成和系統聯調，5輛編組列車在
廠內調試線上實現了整列穩定懸浮和動態運
行，各項功能性能良好。

具籌建試驗線條件
時速600公里高速磁浮交通系統的研製匯

集了中國高鐵、磁浮領域優勢資源，組建了跨
行業、跨專業聯合研發團隊。該項目於2016年
10月啟動，歷時5年攻關，成功攻克關鍵核心
技術，系統解決了速度提升、複雜環境適應
性、核心系統國產化等難題，實現了系統集
成、車輛、牽引供電、運控通信、線路軌道等
成套工程化技術的重大突破。目前，該項目已
具備籌建高速試驗示範線開展達速實驗條件。

未來5到10年可載客
首列5輛編組的時速600公里高速磁浮工

程化列車選用了藍色和灰色調，擁有超高的
“顏值”。相比復興號，高速磁浮列車的車
頭頗有特色，開發出了新頭型及氣動方案，
解決了超高速條件下的空氣動力學難題。中
車四方股份公司副總經理、總工程師梁建英
在1月30日登陸央視《開講啦》欄目時透
露，高速磁浮列車的頭型總長為16米，遠長
於復興號動車組12米的頭型總長。梁建英曾
被問到何時能真正乘坐時速600公里的高速磁
浮列車，她給出的答案是未來5到10年。

試搭人士：很平穩
“感覺很平穩！”一位參與時速600公里

高速磁浮工程化列車試跑的人士告訴香港文
匯報記者，試跑速度並不快，乘坐比較舒
適。加速至600公里僅需3.5分鐘，高速磁浮
還擁有“快起快停”的技術優點，能發揮出
其速度的優勢。

高速磁浮列車採用“車抱軌”的運行結
構，更加安全可靠。列車的牽引供電系統布
置在地面，隨列車位置分段供電，相鄰分區
只有一列車運行，基本沒有追尾風險。列車
實現GOA3級全自動運行控制，系統安全防
護滿足SIL 4最高安全等級要求。列車內空間
寬敞，乘坐舒適，單節載客量可超過百人，
並可在2到10輛範圍內靈活編組，滿足不同
載客量需求。列車在行駛中不與軌道發生接
觸，無輪軌磨耗，維護量少，大修周期長，
全壽命周期經濟性好。

●●參觀者在時速參觀者在時速600600公里高公里高
速磁浮列車內體驗速磁浮列車內體驗。。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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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中国

新业态，受欢迎

—— 海 外 仓 数 量 已 超
1900 个，业务范围辐射全球，
让货物更快送到海外消费者
手中

建起海外仓，中国货海外销售
更快、卖得更好了！这是不少外贸
企业的切身感受，也成为各地稳外
贸的重要着力点。

日前，2021 年度浙江省级公共
海外仓完成公示，13 席名单中，宁
波独占 7 席。其中，宁波豪雅进出
口集团有限公司通过及时优化信息
化物流管理系统、提升货物上架和
发货效率，缓解海外仓运转压力，
仅去年一年，公司海外仓发货量增
长了 80%以上。宁波制造的各类冰
箱、洗衣机、厨电及健身器材，通
过海外仓畅销全球，销量十分可观。

布 局 海 外 仓 建 设 的 地 方 和 企
业，已早早尝到了甜头。

宁波市商务局统计显示，目前
宁波有60余家企业在全球布局了203
个海外仓，累计面积超过200万平方
米，数量和面积分别占全国的1/9和
1/6。“在世界贸易增速趋缓的当下，
推进海外仓建设可以带领广大中小微
企业借船出海，为宁波制造乃至浙江
制造‘货通全球’提供强大的推动
力。”宁波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

海外仓是伴随着跨境电商发展
起来的外贸新业态。2016年政府工
作报告明确提出支持企业建设一批出
口产品海外仓；2020年7月，海关总
署开展跨境电商对企业 （B2B） 出口
试点，海外仓出口有了专用通道；
2020年 11 月，国务院发布 《关于推
进对外贸易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
指出要促进跨境电商等新业态发展，
包括“支持建设一批海外仓”。

“目前，我国海外仓的数量已经
超过 1900 个，总面积超过了 1350 万
平方米，业务范围辐射全球，其中
北美、欧洲、亚洲等地区海外仓数
量占比将近 90%。”商务部对外贸易
司司长李兴乾表示，部分龙头企业
已经建成先进的信息管理系统，能
够实时对接客户、对接商品、对接
仓储配送等信息。除了传统仓储配
送业务以外，还创新开展了高质量
的售后、供应链金融、合规咨询、
营销推广等增值服务

近日发布的《意见》明确，支持
企业加快重点市场海外仓布局，完善
全球服务网络，建立中国品牌的运输
销售渠道；鼓励海外仓企业对接综试
区线上综合服务平台、国内外电商平
台等，匹配供需信息；到2025年，依
托海外仓建立覆盖全球、协同发展的
新型外贸物流网络，推出一批具有国
际影响力的国家、行业等标准。这意
味着国家层面对海外仓支持力度进一
步加大，也为未来五年海外仓建设绘
制了“路线图”。

优势多，发展快

—— 速 度 快 、 成 本 低 ，
“单未下、货先行”，成为跨
境电商发展的重要平台

海外仓为何受欢迎？

清关快、配送快——“海外仓企
业能够整合物流资源，提供配套的清
关服务。所以它能够很快地提高货物
出入境效率。”李兴乾说，“部分海外
仓可以提供所在国 24小时或者 48小
时的送达服务，大幅缩短了配送时
间。”菜鸟总裁助理、出口物流事业部
总经理熊伟介绍，菜鸟提供给海外仓
商家全程供应链解决方案，包括头程
干线及海外仓配体系，重点国家如西
班牙和法国都可以实现1-2个工作日
送达。

周转快、服务快——李兴乾表
示，海外仓可以提供有针对性的选
品建议，帮助卖家优化库存，提前
备货，降低滞销的风险。同时，还
可以按照客户的要求，提供本土化
的退换货、维修等服务，能够缩短
服务周期，提升终端客户的购物
体验。

成本低——由于卖家可以提前
在海外仓备货，因此在后续补货

时，可以选择价格更低的海运方
式，这就降低了国际物流的成本。
熊伟表示，从菜鸟海外仓发货给客
户，相当于境内快递，较之从国内
往国外成本更低，比商家自己雇佣
操作员处理订单和自找仓库更实
惠，且能更有效地管理仓库。“商
家能够突破小包直发对于商品重
量、体积、类型等的限制，尤其在
商品重量大于 400 克时，采用海外
仓的费用比跨境小包的优势更为明
显。”

除此之外，操作也非常便捷。熊
伟介绍，使用菜鸟海外仓服务并完成
准备操作后，交易订单会自动流向系
统，生成出站物流单据，并下发到海
外仓进行拣货、包装、发货，而在退换
货时，也可以直接在海外仓库进行。

“通过在目的地国设立海外仓，
再把商品以批量的方式运输过去，
根据当地市场进行分拣、包装、运
输，能够有效提升物流效率并降低

综合运营成本。”商务部研究院学术
委员会副主任、区域经济研究中心
主任张建平表示，“特别是在疫情防
控期间，海外仓优势凸显，因为有
比较充足的备货，当地物流能更快
进行配送。”

“目前菜鸟在全球拥有超过30个
海外仓，运营海外仓面积上百万平
方米。”熊伟说，“其中在欧洲地区
有超过 10 万平方米的出口海外仓，
包括比利时、英国、德国、法国、
波兰、西班牙等国家，能覆盖欧盟
24 个国家和英国全境，官方仓所在
国 3日达，泛欧 7日达，每日能处理
10万订单。”

中国海外仓在全球落子越来越
密，得益于跨境电商的迅速崛起。

商务部部长助理任鸿斌介绍，
近年来，我国已初步构建了适应外
贸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的政策框架。
2020 年，我国跨境电商进出口额达
到 1.69万亿元，增长 31.1%，跨境电

商规模 5 年增长近 10 倍。市场采购
贸易规模 6年增长 5倍，2020年突破
7000亿元的规模。

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电子商
务首席专家李鸣涛认为，跨境电商
市场的爆发式增长，为海外仓的发
展提供了机遇。同时，海外仓也是
支撑跨境电商发展的新型外贸基础
设施，是跨境电商发展不可缺少的
重要环节和重要平台。

让海外仓更“聪明”

——完善网络，提升数
字化、智能化水平，积极参
与海外仓国际规则的探索

未来，海外仓如何发展？
李兴乾表示，落实国务院常务

会议的部署和国办 《意见》 的要
求，商务部将会同有关部门稳步推
进海外仓高质量发展的专项行动，
重点做好五项工作：

一是强化主体培育。鼓励传统
外贸企业、跨境电商和物流企业等
各类主体综合运用多种投融资方
式，来参与海外仓建设。加大出口
信保等金融产品的创新力度，复制
推广成熟经验做法，培育一批特色
鲜明的、代表性的海外仓。

二是完善海外仓的服务网络。
“我们要支持企业加快重点市场海外
仓建设，完善全球服务网络。”李兴
乾说，“优化中欧班列沿线国家海外
仓布局，支持海外仓企业建立完善
的物流体系，延伸服务。”

三是推动数字化发展。鼓励海
外仓企业推介跨境电商综试区线上
综合服务平台、国内外电商平台
等，匹配供需两个方面的信息，提
升海外仓的数字化、智能化水平，
探索建设海外物流智慧平台。

四是推动标准建设。推动制定
一批海外仓领域的国家标准、行业
标准和团体标准，引导行业健康有
序发展。

五是深化国际合作。依托海外仓，
加强与所在国流通业的衔接连通，深化
在跨境物流、商业模式创新等领域国际
合作，积极参与海外仓国际规则的
探索。

企 业 也 在 抢 抓 机 遇 ， 加 快 布
局。《意见》 提出，优化快递运输等
政策措施，支持海外仓企业建立完
善物流体系，向供应链上下游延伸
服务，探索建设海外物流智慧平
台。熊伟介绍，菜鸟目前正在欧洲
推进自提模式，为本地消费者提供
更丰富的服务。“菜鸟计划明年 3 月
前在西班牙、法国、波兰部署近
3000 组自提柜，与本地合作伙伴一
起提升欧洲消费者的物流体验。预
计到今年底，菜鸟将在海外部署超3
万个自提点和自提柜。”

熊伟表示，未来菜鸟一方面会
积极进行海外仓业务部署，优化海
外仓点布局，丰富海外仓功能，推
进海外仓的本土化运营，同时，因
地制宜开展自建、合资、租赁等多
种方式建设海外仓；另一方面，菜
鸟会依托国内优选仓、全球海外仓
及国际物流能力，为跨境商家提供
阶梯式物流产品及多元化出口物流
供应链解决方案。

到2025年培育100家优秀海外仓企业——

有了海外仓，中国货卖得更好了！
本报记者 孔德晨

作为稳外贸重要举措之一，海外仓近来在各个国家级文件和政策中频频出
现，火热“出圈”。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加快发展外贸新业态新模式的意见》（以
下简称“《意见》”），提出到2025年，力争培育100家左右在信息化建设、
智能化发展、多元化服务、本地化经营等方面表现突出的优秀海外仓企业。

覆盖全球的海外仓网络，正加快完善。

工作人员在西班牙瓜达拉哈拉市的菜鸟海外仓分拣商品。新华社记者 孟鼎博摄

图为在海南洋浦经济开发区保税港区拍摄的标准厂房及海外仓项目 （无人机照片）。
新华社记者 蒲晓旭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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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這裏。

最低、最新的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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