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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03-TOP ONE群智貸款C6_A1

713 - 364 -7788 
832 - 498 - 7566

群智貸款

Michelle Young  
 通國、英、粵語、韓語

● 外國人貸款，保證最低
   最低利息。B1, B2, 
   J1保證通過
● 只要一年P&L盈虧表，
   不查稅表
● W2用一年VOE貸款方式
● 不查收入貸款
● Construction Loan,
   Lot Loan

NMLS#270061 RMLO 

Saturday, 7/24/2021

（中央社）日本東京奧運歷經延期一
年正式開幕，但東京都 COVID-19（2019
冠狀病毒疾病）疫情持續擴大，今天新增
1359 例確診病例，連續 4 天單日新增逾千
例。

日本放送協會（NHK）報導，目前適
用 「緊急事態宣言」的東京都今天新增

1359例確診病例，較上週五增加88例，連
續4天單日新增逾千例，也是連續34天高
於上週同日。

東京都截至今天為止一週平均每天新
增 確 診 病 例 1386.0 例 ， 是 前 一 週 平 均
146.5%，感染持續快速擴大。

東京都至今累計病例數19萬6400例，

包括2277例死亡病例；重症患者數較昨天
增加3人，總數68人。

同為 「緊急事態宣言」發布地區的沖
繩縣疫情也未趨緩，今天新增100例確診病
例，至今累計病例數2萬2423例。

東奧開幕東奧開幕 東京連東京連44天新增病例逾千例天新增病例逾千例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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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百課程為升學及生涯精設，新的人生今天就啟航
疫情阻止不了您追夢，讓休斯頓社區大學HCC成為您飆昇美好未來的發射台！

HCC西南校區學科種類
數碼及信息技術 | 基礎科學 | 健康科學 | 

工商業 | 視覺及表演藝術 | 其他各類學科

課程詳情，請訪網站：HCCS.EDU

報名方式：
HCCS.EDU/VIRTUALLOBBY 
HCCS.EDU/APPLY 
713.718.2000
713.718.2277

師資雄厚、學費低廉的HCC有數百門優質課程供您選擇，線上教學或校園安全上課靈
活可變，最快數月就能獲取文憑證書，迅速在科技、健康、高級製造、工程及商貿等
熱門行業覓得高薪火熱的職位。學習兩年可獲副學士學位（A.A.S./A.S.），學分可轉
入四年制大學，只需再讀兩年就能取得學士學位，在職場更勝一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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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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White House and top health officials are
holding a meeting to discuss the revising of
mask recommendations for vaccinated
Americans as the Delta variant spreads
throughout the nation.

Officials want to weigh whether the guidance
should be revisited after the CDC dropped
the mask mandate for vaccinated individuals
earlier this year. The White House had said
they would follow CDC recommendations, but
now that the Delta variant makes up over
80% of cases in the U.S., officials have to
weigh whether vaccinated people should
begin wearing masks again indoors.

State and local health officials were mixed on
whether they wanted an additional mandate
recommendation from the federal
government. Some Republican state officials
said their states were unlikely to follow any
sort of new masking guidance regardless of
an increase in cases.

It is very regretful that the masking is
becoming a political issue. We really don’t
understand why many people don’t believe
in getting vaccinated. It is
good for them and most
importantly, it is good for
others.

Today we still have so
many young people that
have not been
vaccinated. They are in
danger and we have to
seriously consider them.

Most of the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don’t
have enough vaccine, or
they don’t have any at
all, but in America
everybody can get
vaccinated.

Let’s face the scientific method, not just the
political issue.

0707//2323//20212021

Wearing Of MasksWearing Of Masks
Becomes A Political IssueBecomes A Political Issue

當新的變種病毒再次出現 ，白
宮和衛健官員正在積極討論是否要
求全國國民重新戴上口罩， 不戴口
罩的建議是國家疾管中心的建議，
但是這個情況目前正在改變中。

最近的三角洲變形病毒感染百分之
八十的病患， 而這些染上的人大多
沒有接種疫苗。

是否強制戴口罩在美國已經變
成了一個政治議題， 許多共和黨執
政的州和市大多反對白宮和疾管中
心的建議 ，他們認為這牽涉到個人
之穩私和自由 ，白宮方面也在衡量
如何拿揑這項戴口罩之行動。

我們要提醒華府政客及地方行
政官員， 科學証明疫苗可以防止病
毒是千真萬確之事實， 試想如果今
天我們沒有疫苗， 美國會變成什麼
樣， 還不知道還有多少人死於疫情
。

我們更要向那些不願打疫苗的
人表示嚴重的抗議和不滿 ，今天你
們染上病毒，會傳染給那些無法接
種的孩童， 他們是無辜的。

是否要打疫苗， 絶不是個政治
問題而是科學認證的事實 ，全世界
還有絕大部分之國家根本拿不到疫
苗， 而我們可以隨時可得 ，而不去
珍惜， 怪哉!

戴上口罩成了政治議題戴上口罩成了政治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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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美軍撤出阿富汗，當地局勢急速
惡化， 「塔里班」叛軍攻勢未止，阿富汗政府
軍傳出已改變戰略，集中兵力保護首都喀布爾
等重要城市，被迫棄守其他地區。而美軍為支
援阿富汗政府軍，過去30天對塔里班發動了6
次空襲，空襲任務大部分是由美國無人機執行
。

知情美國及阿富汗官員透露說，政府軍的
新戰略難免會讓塔里班奪得領土，但軍事上有
其必要，可防止一些省會淪陷，有助阿富汗政
府保護戰略領土及基礎設施。美國情報界之前
曾評估，阿富汗政府可能在6個月內倒台。

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米利 21 日指出
，上述戰略需放棄地區中心，以保護更多人口
聚居的地方，例如喀布爾。他承認塔里班提升
了 「戰略勢頭」，目前已控制阿富汗四百多個
行政區的大約一半，還正在向 34 個省會中的
17個施加壓力， 「一直試圖孤立主要的人口中
心」。

另一方面，美軍 22 日對正在阿富汗南部
坎達哈推進的塔里班的據點發動了兩輪空襲。

美國官員透露最新的4次空襲，有3次的目標
是摧毀落入塔里班手上的美國軍備，另外敵方
部隊和人員也受到襲擊。美軍近來的空襲次數
減少，過去30日只有6至7次，大部分是由無
人機執行。

美國國防部發言人柯比 22 日表示， 「最
近幾天，我們發動空襲支援阿富汗國防軍和安
全部隊（ANDSF）」，空襲行動由美軍中央
司令部司令麥肯錫授權執行。他重申國防部長
奧斯汀 21 日的聲明，即美國維持 「協助阿富
汗安全部隊及政府的承諾」。

阿富汗平民連日來聲稱目擊到美國軍機。
但美國官員之前一直拒絕表示是否會向當地派
遣長程轟炸機和 「艾森豪號」航母打擊群，來
支持阿富汗地面部隊，幫助保護撤離的美軍。

一名美國防務官員 22 日對美國之音說，
最近的空襲是美國政府超視距戰略的一部分，
「沒有全面出動。政策沒有改變。」軍事策劃

人說，他們預計8月31日前按照美國總統拜登
的命令完成撤軍。

擋不住塔里班攻勢
阿富汗政府軍集中守重要城市

極端保守的密西西比州總檢察長林恩·費
奇要求美國最高法院推翻1973 年關於美國墮胎
合法的決定, 他痛批當年最高法院引用憲法第
十四修正案對羅伊訴訟韋德案(Roe v. Wade)案
所做的判決使全美墮胎合法化是極其錯誤的決
定，因此他要求該院能撥亂反正,翻轉判決。

由於墮胎牽涉到健康、宗教、人權、道德
和法律等層面，所以在最高法院裁決後近50年
各州保守派與自由派人士分別從生命權、隱私
權、自主權、價值觀、道德感以及宗教信仰等
展開義正辭嚴爭辯, 見仁見智, 迄今沒有定論,
不過在政黨方面並沒有明確界線,雖多數共和黨
人基於尊重生命而反墮胎，但重要黨政人士不
願明確表態以免對衝支持墮胎的選民。

因強調女性可以自己做決定(Pro-choice)而
支持墮胎的民主黨人有了最高法院經典裁決而
獲得婦女票源，但虔誠信奉天主教的拜登雖反
對墮胎，卻支持羅伊訴訟韋德案成為美國法律
，不過他曾在國會投票允許各州推翻這個裁決,
拜登在《信守承諾》自傳中寫道,他拒絕把自己

的宗教信仰強加於人。
密西西比州曾於2018年通過反墮胎法案，

禁止婦女在懷孕15週後墮胎,不過此案後來被地
方法院否決，原因是該法案違背羅訴韋德案裁
定,由於聯邦最高法院將審理此案, 而最新組成
的最高法院保守派與自由派法官比例是6:3, 新
上任的大法官巴雷特旗幟鮮明站在反墮胎立場
上, 她在國會聽證會上清楚表達反對墮胎的觀
點,她說:”生命是從受精的那一刻開始,我們必
需捍衛受精卵的生命權”, 所以最高法院很可
能推翻羅訴韋德案而讓墮胎成為非法，使婦女
喪失墮胎權利。

墮胎流產已成為生命和選擇兩種價值取向
之辯，最新民調顯示，認同墮胎的美國人穩定
增長，從十年前的49%升到現在的56%，維吉
尼亞、紐約、新墨西哥和麻州已分別制定新墮
胎法，而阿拉巴馬、肯塔基、喬治亞和德州則
是通過嚴格的反墮胎法案，關於墮胎,美國巳成
為”一國兩制”的國家,非得靠最高法院來做最
後裁決才可以安定民心了。

【李著華觀點 :禁不禁都難
密西西比州要求禁止流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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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警察部長：
煽動騷亂嫌疑人已相繼落網
綜合報導 南非警察部長塞萊到訪誇祖魯·納塔爾省，視察該省騷亂後追

繳贓物工作進展。據他透露，南非警方目前已經逮捕了5名涉嫌煽動騷亂的

犯罪嫌疑人，而逮捕行動還將繼續，更多犯罪嫌疑人也將隨之落網。

日前，南非前總統祖馬的入獄引發其支持者發起抗議活動，但抗議

隨後演變為大規模騷亂，頻繁發生的打砸搶燒事件不光造成大批人員傷

亡，還導致巨額的經濟損失。截至目前，已有至少212人不幸喪生，還

有3400人被捕入獄。

塞萊表示，經過南非警方和國防軍的通力合作，南非局勢已經基本得

到控製，此前發生騷亂的地區也進入重建期。目前，南非警方正在對涉嫌

煽動騷亂的犯罪嫌疑人，加緊展開調查，已有5人相繼落網。而隨著調查的

逐步深入，南非警方還將逮捕更多犯罪嫌疑人，並將其繩之以法。

另據塞萊透露，針對逮捕的3000余名犯罪嫌疑人，南非司法部門已

經設立了特別法庭來緊急處理這些案件。

同日，南非憲法法院重新恢復針對祖馬涉嫌貪汙腐敗案件的審理，此

前祖馬的律師團隊，通過各種理由使這起案件的審理拖延了三年左右。

目前，這位前總統面臨欺詐、洗錢等16項罪名指控。當日，正在服刑的

祖馬身著正裝，通過視頻方式平靜地出席了此次庭審。

不過，為了防止祖馬的支持者再次挑起事端，南非政府在祖馬的家鄉

，誇祖魯· 納塔爾省首府彼得馬裏茨堡部署了大量警力，防止此前的緊

張局勢“死灰復燃”。

德國疫情反彈持續
將荷蘭等多國列為風險地區
綜合報導 德國疾控機構公布的單日新增確診感染新冠病毒1456例，已

連續第三日新增超過千例，反映疫情嚴重程度的指數也多日連續反彈。針

對周邊國家疫情反彈此起彼伏的現狀，德國聯邦政府16日將荷蘭、希臘

和丹麥部分地區列為新冠疫情風險地區，從這些國家和地區返回德國的

人士必須提供陰性檢測報告或疫苗接種證明。

德國疾控機構羅伯特· 科赫研究所當天公布的數據顯示，當天新增確診

人數和新增死亡人數分別為1456人、18人。截至目前，德國累計確診

3741781人、死亡91337人。在接種進度方面，德國截至當天已接種8500萬劑

次疫苗，共有37713915人實現完全接種，占該國總人口的45.3?%。

德國官方用於監測新冠疫情嚴重程度的重要指標“平均每十萬人七

日累計新增確診數”已連續多日反彈，16日從15日的8升至8.6，而就在

一周前這一數值尚為5.5。

羅伯特· 科赫研究所當天宣布，德國聯邦政府已將近來疫情快速反彈的

荷蘭、希臘兩國和丹麥部分地區列為新冠疫情風險地區，其中荷蘭和丹麥

與德國有陸上邊境。根據德國現行防疫規定，從“新冠疫情風險地區”返

回德國的人士必須提供新冠檢測陰性證明或已完全接種疫苗的證明。

目前有超過120個國家全境或部分地區被德國列為疫情風險地區，

其中包括德國人的熱門度假目的地西班牙和土耳其。而葡萄牙和塞浦路

斯則由於新增確診數過高，被列為“高風險地區”，從這兩個國家返回

德國的人士若未接種疫苗或曾經感染過新冠病毒，則必須接受5天-10天

的隔離。

巴內政部長：執法機構已經完成對達蘇爆炸案的調查

綜合報導 中企承建的巴基斯坦開

普省達蘇水電站項目出勤班車 14日遭

遇爆炸襲擊後，在巴各中企項目均加

強了安保措施。據報道，19日晚，巴

基斯坦陸軍參謀長巴傑瓦會見中國駐

巴基斯坦大使農融，表示巴基斯坦非

常重視與久經考驗的朋友的兄弟關系

，將不遺余力地保護在該國從事不同

項目的中國公民的安全。巴基斯坦媒

體的報道顯示，巴各地區均在加強當

地中企項目的安保。另據記者了解，

恐襲事件發生後，我駐巴使館積極行

動，緊急聯系各在巴中國企業，要求

各單位加強安保措施，應對可能出現

的恐襲事件。一位基礎設施建設領

域在巴中企代表告訴記者，企業國

內總部對巴基斯坦安全局勢高度重

視，要求項目迅速開展安全自查，以

近期發生的恐怖襲擊事件為鑒，發現

並及時消除安全隱患。

巴基斯坦三軍公共關系局表示

，巴傑瓦將軍和農融大使探討了達

蘇恐襲事件的後續處置，以及在巴

中方人員、機構和項目的安全保障，

兩人強調要“挫敗一切挑戰巴基斯坦

和中國、特別是雙方之間戰略合作的

敵對勢力的圖謀”。巴基斯坦《新聞

報》報道稱，巴內政部長謝赫· 拉希德

在當天的新聞發布會上表示，執法機

構已經完成對達蘇爆炸案的調查。

“有人試圖在巴基斯坦和中國之間製

造不和的種子，”他說，達蘇爆炸案

正是出於這個原因。

《新聞報》的另一則報道說，在達

蘇爆炸案發生的科希斯坦地區，當地民

眾發誓為中國工人提供安全保障。“當

好戰勢力和恐怖主義達到頂峰時，科希

斯坦人民不允許不法分子進入該地區

。我們不會允許這些因素破壞達蘇水

電站項目和其他大型計劃，”達蘇大

壩受影響者委員會成員毛拉納· 阿蔔杜

勒· 瓦哈蔔告訴記者，“我們永遠不會

允許中巴友誼的敵人破壞這個大型能

源項目，我們認為這次對中國公民的襲

擊是對科希斯坦人的襲擊。”當地另一

位長老古拉布汗說，“達蘇水電站是當

地能源領域的一個大型項目，將為該地

區帶來繁榮”。

另據巴基斯坦《商業紀錄報》報

道，旁遮普省警方原則上決定徹底審

查為當地中巴經濟走廊項目中國專家

和中國投資者、商人所做的安全安排

。旁遮普邦警察總長加尼表示，已指

示高級警察指揮部確保在中巴經濟走

廊工作的中國專家及非走廊項目的中

國投資者的安全萬無一失，對作為中

國公民的聯絡人和司機的私人工作人

員進行審查，同時對所有為中國公民

提供安保或其他工作的私營保安公司

進行新的安全審查。他補充說，反恐

部門、特別部門和當地警方應在中國

公民的住所、辦公室、商業中心等項

目附近進行搜查、清掃和梳理行動，

這些行動必須定期進行。地區情報委

員會應重新考慮在巴基斯坦個體工作

的中國公民是否需要安保或在雙方相

互協商後增加安保安排。宰牲節到來

之際，該省將有約 4.7萬名警察和官員

在活動期間履行安全職責。

綜合發生頻率、死亡人數、發生地

區範圍等多重因素，近十年來巴基斯坦

恐怖主義活動從2010年左右的高點已大

幅降低，尤其在巴軍方勢力範圍內及重

要城市地區，恐怖襲擊大幅減少。而針

對在巴中國人的襲擊雖頻度不高，但次

次事關重大。2018年11月23日，中國駐

卡拉奇總領館遭3名槍手襲擊，巴方安

保人員和當地警察共4人遇難。槍手試

圖闖入總領館大門未遂。

那次事件後，中方駐巴人員、機構

和項目均加強了安全防護。地處巴偏遠

和山地地區的水電、煤礦、公路等項目

由巴基斯坦軍方和警方負責警戒，駐伊

斯蘭堡、卡拉奇及拉合爾等巴主要城市

的企業辦事處、大部分住宅都聘請了安

保公司24小時值守。

巴基斯坦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

各中企項目普遍采取封閉管理，減少

人員流動帶來的感染風險，客觀上降

低了反恐安全風險。但近期，巴疫情

再次呈現嚴重趨勢，日新增病例數連

續一周超過 2000 人。考慮到巴基斯坦

每日核酸檢測能力上限約為5萬人次，

每日實際新增病例可能更多。疫情和恐

襲雙重壓力下，在巴中企的正常運營正

面臨新的考驗。

希臘米克諾斯實施緊急防疫措施
歐洲疫情或將反彈

希臘國家公共衛生組織宣布，過去24

小時希臘新增2562例新冠肺炎患者，目前

累計確診455754例。新增死亡7例，累計

死亡12840例。

近日，希臘政府宣布了現階段的防疫

新政。未接種疫苗或無康復證明的顧客無

法進入娛樂中心、提供電子遊戲服務的場

所、提供機械遊戲的咖啡館、網吧、保齡

球館等場所。

同時，希臘發展部表示，針對餐館戶

外區域和外賣實施的政策依舊有效。前來

餐館就餐的顧客必須坐在座位上。進入室

內餐館必須憑借疫苗接種證書或身份證件(

護照或身份證)。13歲以下的兒童無需攜帶

身份證件，僅憑父母的自檢證明即可。

米克諾斯實施緊急措施
由於疫情形勢惡化，希臘公民保護部

副部長哈達利亞斯宣布，從7月17日起對

熱門旅遊度假聖地米克諾斯采取緊急限製

措施。這些措施包括實施從夜間淩晨一點

至早晨6點的宵禁措施，僅允許人們出於

工作或健康原因在此時段出行；全天候禁

止在島上播放音樂。

上述措施將一直

持續到 7月 26日。不

過，有人指出，防疫

限製措施可能會在一

定程度上對當地旅遊

業造成不小的打擊。

出入影劇院必須
佩戴口罩

希臘規定，進入

電影院和劇院必須佩

戴口罩。未接種疫苗

者不得進入封閉電影院或劇院。進入電影

院或劇院時，需出具疫苗接種證書(證明最

後一針新冠疫苗已接種14天)或康復證書

。兒童進入電影院或劇院需要出具自我測

試陰性結果證明。該政策將一直實行至8

月31日。

參與戶外音樂會或戶外電影的觀眾必

須戴口罩，但禁止站立或跳舞。同時，戶

外電影將不間斷放映。

此外，從當地時間7月19日起，觀眾

可以在開放式體育場或封閉式體育場觀看

比賽，但必須遵守相關規則。

歐洲疫情或反彈
7 月 16 日，歐洲疾病預防控製中心

(ECDC)發布最新預測，稱未來幾周確診新

冠肺炎的人數將會強勁反彈。到8月1日

，每日新增確診人數或將增加近5倍。

ECDC在對比了2020年秋季和2021年

4月的高峰數據之後，認真向整個歐洲發

出的警告和提醒。

之所以確診人數會強勁反彈，主要原

因有兩個：一是德爾塔新冠變體的超強傳

染能力；二是歐洲各國逐漸放松限製。

英國英國““利物浦利物浦————海上商業城市海上商業城市””項目項目
從從《《世界遺產名錄世界遺產名錄》》中除名中除名

綜合報導 記者從正在福州召開的第44屆

世界遺產大會上獲悉，世界遺產委員會投票

決定將英國“利物浦——海上商業城市”項

目從《世界遺產名錄》中除名。

據了解，該項目於2004年列入《世界遺

產名錄》，2012年列入《瀕危世界遺產名錄

》。專業咨詢機構國際古跡遺址理事會和世

界遺產中心認為，該遺產地及其緩沖區正在

進行的開發項目“利物浦水域計劃”(Liver-

pool Waters)等已經對遺產地的突出普遍價值

造成了不可挽回的損害，建議將其從《世界

遺產名錄》中除名。會議經過辯論，由挪威

提議，烏幹達和危地馬拉附議，世界遺產委

員會委員國通過不記名投票作出上述決定。

據悉，這是繼2007年阿曼阿拉伯羚羊保

護區、2009年德國德累斯頓易北河谷後，全

球第三項被除名的世界遺產地。



AA77美國新聞
星期六       2021年7月24日       Saturday, July 24, 2021

一站式影音設計工程公司

花都影音休斯頓分部

花都影音是一家提供一站式專業影音系統設計及安裝工程服務的公司，業務範圍包括：
卡拉OK、家庭影院、私人會所、背景音樂、專業隔音服務等。花都影音總部位於洛杉磯，
我司設有高端家庭影院影K系統，商用KTV試音室及產品展示廳，歡迎蒞臨體驗。花都
影音休斯頓分部提供酒吧、夜場、KTV、私人會所設計，裝修和燈光音響，佈局安裝等
一站式工程，盡心為您服務。

Ewin Xiao 346-760-8888
黄先生    229-699-6888

www.hdaudiosystem.com
24806 Scarlatti Cantata Dr  Katy  TX  77493

北美獨家總代理GOGO 
2019年最新智慧雲端點歌機
手機點歌，高速雲端下載
專業KTV隔音工程設計及施工
娛樂商用KTV網絡工程系統及影音設備配置

卡拉OK伴唱設備

GOGO 專業家庭卡拉OK
及專業舞台音响系統

 JBL娛樂系列獨家代理

高清遠程監控系統
高清專業夜視攝像頭
網絡遠程手機電腦回放

安防設備
背景音樂系統
分區音量控制
多重系統整合

智能音樂系統

家庭影院工程設計
我們特有的家庭影 K 系統，為您
打造震撼的  5.1  7.1  聲道環繞影
院及全景KTV效果
家庭影院、隔音工程設計及安裝

專業舞台燈光音嚮
大型酒吧音響燈光設計安裝
教會及會議影音系統
大銀幕投影、LED拼屏

專業音響燈光系統

擁有專業人才，提供酒吧、夜場、KTV包廂、

私人會所裝修設計，裝修服務，燈光音響
佈局, 安裝，一站式工程，管家式服務，
為您省心省力。

專業工程管家服務

（綜合報導）美國參議院軍事委員會通過2022財政年度國
防授權法案，法案除呼籲美方維持足以恫嚇中國單方面改變台
海現狀的能力，也要求就美台增進防衛合作可行性進行評估。

參議院軍委會兩黨領袖今天宣布，委員會以23比3的票數
，通過總額高達 7779 億美元（約新台幣 21 兆 9951 億元）的
「2022 財政年度國防授權法案」（FY2022 NDAA）。法案接

下來將送交參議院全院審議。
法案完整內容尚未對外公布，但根據參議院軍委會今天公

布的40頁法案摘要，對台部分主要著重在協助台灣提升防衛能
力、探索美台增進防衛合作可行性，以及確保美軍維持足以嚇

阻中國武力犯台的能力。
根據法案摘要，法案要求美國行政部門就增進美台防衛合

作、美國國民兵（National Guard）與台灣合作的可行性與適當
性，對國會進行簡報。法案也要求美國國防部長評估台灣不對
稱防衛能力，並提出如何協助台灣提升相關能力的計畫。

面對中國對台侵略野心，法案指明，美國政策是美軍應維
持足以阻止中國對台灣造成 「既成事實」（fait accompli）的能
力，以嚇阻北京用武力單方面改變與台灣之間現狀。

「既成事實」泛指中國在美軍尚未作出有效反應前，利用
軍事力量奪取台灣控制權，同時讓美軍相信採取應對行動將非

常困難，或得付出高成本。
此外，根據法案摘要，法案也要求行政部門，針對美國國

防部在嚇阻與回應中國以武力改變台海現狀上所做的努力，對
國會進行簡報。

眾議院軍事委員會底下相關小組，預計在28日至29 日審
議眾院版2022財政年度國防授權法案。眾議院軍委會則表定於
9月1日對法案進行審理與表決，通過後才會交由眾議院全院表
決。

若參眾兩院通過版本不同，法案須經過兩院協商最後版本
，並各自表決通過後，才會送交總統簽署後生效。

美CIA局長：約百名員工及家屬患哈瓦那症候群

嬌生疫苗疑致罕見神經症狀
美CDC：好處大於風險

（綜合報導）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局長伯恩斯（Wil-
liam Burns）今天表示，約200名罹患 「哈瓦那症候群」（Ha-
vana syndrome）的美國官員和親屬中，約有100名是中情局人
員和其家眷。

「哈瓦那症候群」起源於美國駐古巴大使館人員在2016年
底開始出現無法解釋的症狀，包括各種不適，例如耳鳴、暈眩
、劇烈頭痛和嘔吐，有時伴有不明 「定向的尖銳噪音」。

獲美國總統拜登任命、為職業外交人員擔任中情局局長開
先例的伯恩斯在接受全國公共電台（National Public Radio）訪

問時表示，他已強化中情局的調查工作，要查明這種症候群的
肇因及責任歸屬的工作。

伯恩斯證實，除此之外，他已任命一位曾領導追捕蓋達組
織已故首腦賓拉登（Osama bin Laden）行動的高階官員來領導
專責小組調查哈瓦那症候群，且參與調查的醫護團隊規模也增
至3倍。

他並說，中情局已將中情局相關人員必須等待送往華特里
德國家軍事醫學中心（Walter Reed National Military Medical
Center）治療的時間從8週縮短至2週。

伯恩斯擔任中情局局長後今年3月首度受訪時向全國公共
電台表示： 「我認為任何一位領導者都有照顧部下的重大義務
，而這就是我決心要做的事。」

伯恩斯提到，美國國家科學院（National Academy of Sci-
ences）小組去年12月研判得到一套似乎可信的理論，即這種症
狀是由 「定向能量」造成。

伯恩斯表示，這種症狀 「極有可能」是刻意造成，且俄羅
斯可能必須為此負責。不過，他也強調，在進一步調查結果出
爐前，他將保留決定性的結論。俄羅斯方面則否認涉及此事。

美參院軍委會通過國防授權法美參院軍委會通過國防授權法
探索美台防衛合作探索美台防衛合作

（綜合報導）美國疾病管制暨預防中心（CDC）顧問小組
今天表示，儘管傳出部分接種嬌生公司COVID-19（2019冠狀
病毒疾病）疫苗的人出現罕見神經失調症狀，接種此疫苗仍是
好處大於風險。

路透社報導，美國食品暨藥物管理局（FDA）上週在嬌生
（Johnson & Johnson's）單劑疫苗仿單中加註警語，指數據顯示
接種疫苗後 6 週內，會增加吉蘭-巴雷氏症候群（Guil-
lain-Barre?syndrome GBS）的風險。

CDC顧問小組在疫苗接種者出現GBS的初步報告後，對
嬌生疫苗風險利益進行評估。

官員表示，鑑於GBS與嬌生疫苗之間的潛在關聯，CDC
將更新對使用嬌生疫苗的評估依據，表示之前有GBS 病史的患
者，應首先考慮輝瑞（Pfizer）/BioNTech以及莫德納（Mod-
erna）的mRNA兩劑型疫苗。

FDA引述100份嬌生疫苗接種者出現GBS的初步報告，其
中包括95例需要住院治療的嚴重病例，以及1例死亡病例。

嬌生今天表示，其疫苗的已知益處仍超過已知潛在風險。
CDC官員姆貝伊（Sarah Mbaeyi）在小組會議上表示，預

防接種諮詢委員會（ACIP）工作團體的成員對繼續使用嬌生疫
苗表達 「強烈支持」。

姆貝伊說，CDC將更新有關疫苗的衛教資訊，包括供醫療
人員與患者討論疫苗安全性和常見問題的相關資訊。



 

10:00am 英語崇拜/國語崇拜/粵語主日學 

11:00am 國語主日學 

11:15am 粵語崇拜/英語主日學 

1:30 pm 中文學校(粵語,國語)(only during school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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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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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日本政府相關人士透露

稱，因駐韓國總括公使相馬弘尚在接受

韓媒采訪時發表了不妥當言論，政府19

日已在討論於近期將其調離。這是顧及

韓方批判的事實上的撤換。不過，對於

根據《國家公務員法》做出懲戒處分

等，日本政府則持否定態度。

韓國電視臺曾報道稱，駐韓日本

大使館高官相馬弘尚在接受采訪時發

表了涉韓國總統文在寅的不妥言論。

大使館方面表示，大使相星孝一對相

馬弘尚給予了嚴重提醒。

韓國外交部第一次官崔鐘建當天

則召見相星孝一，提出了嚴正抗議，

還要求為了防止問題再次發生而采取

“看得見的措施”。

就相馬弘尚的發言，日本首相菅

義偉在官邸對媒體指出：“作為外交

官，這是極其不妥當的發言，令人遺

憾。”

日本官房長官加藤勝信在記者會

上就人事安排還說明稱：“外相茂木

敏充將考慮在任期間等，從量才錄用

的觀點做出應對。”

報道稱，相馬弘尚於2019年7月

到崗擔任駐韓公使。由於已滿整整2

年，日本政府考慮作為“正常的人事

調動”處理。

東京奧運會相關新冠陽性病例達67例

首次有誌願者感染

綜合報導 日本東京奧運會和殘奧會

組織委員會20日發布消息稱，包括在東京

晴海的奧運村居住的1名外國運動員在內

，新確認9名奧運相關人員的新冠檢測結

果為陽性。其中，還有1名住在日本國內

的誌願者。這是7月1日以來，首次有誌願

者測出陽性。

據報道，東京奧組委還透露，南非男

足國奧隊的21名密切接觸者中，有3人被

認定不屬於密切接觸者。據相關人士介紹

，奧運村內的保健所展開追加調查，結果

發現這3人沒有與陽性者接觸。

此外，剔除赴日賽前集訓的運動員等

之後，與奧運會相關的陽性人數，自7月1

日以來累計達67人。

東京奧運會將於3天後開幕，這幾天

，成千上萬名奧運相關人員從世界各地飛

赴日本。與此同時，奧運村內已出現感染

病例，東京都連續數日新增確診新冠病例

超千例，並且進入了疫情發生以來的第四

次緊急狀態，期限將覆蓋7月23日至8月8

日舉行的東京奧運會。

日本首相菅義偉表示，疫情下的這屆

奧運會與以往將有很多不同，但日本將保

護本國公眾、奧運選手和其他奧運相關人

員的健康和安全，“我希望大家能在奧運

期間有一種安全感”。為此，菅義偉呼籲

奧運各方盡力配合相關防疫措施。

研究稱印度6歲以上人口中
三分之二已有新冠抗體

綜合報導 據果報道稱，印

度6歲以上的人口中，已有約三

分之二獲得了新冠抗體。

20日，印度醫學研究理事會

發布了第四輪針對新冠病毒的血

清抗體檢測結果。結果顯示：6

歲以上的被檢測者中有67.6%的

人檢測結果呈陽性。研究人員據

此推測，全印度6歲以上的人口

中已有約三分之二的人獲得了新

冠病毒抗體。

該理事會主任巴爾拉姆· 巴

爾加瓦認為，這一發現為飽受疫

情摧殘的印度帶來了“希望之

光”。但他同時表示，這也意味

著印度約13.8億的總人口中還有

約4億人未獲得新冠抗體，仍面

臨較高的感染風險。巴爾加瓦據

此警告稱，政府和民眾都必須繼

續采取措施防控疫情，並持續推

進疫苗接種。

第四輪血清抗體檢測於今年6

月底至7月初在全印度70個地區進

行，涉及36227人。檢測結果顯

示，已接種新冠疫苗的人群抗體陽

性比例更高：接種一劑疫苗的人群

陽性率為81%，接種兩劑疫苗的人

群陽性率為89.8%，沒有接種過疫

苗的人群陽性率為62.3%。

印度上一輪的抗體檢測是在

去年12月到今年1月之間進行的

，當時檢測出的總抗體陽性率僅

為21.5%。研究人員稱，陽性率

提高主要歸結於兩個因素：第二

波疫情暴發和新冠疫苗接種。

據路透社報道，20日，由印

度前首席經濟顧問阿文德· 薩勃

拉曼尼亞牽頭進行一項的研究稱

，在2020年 1月至2021年 6月期

間，印度超額死亡人數(超出正常

預期的死亡人數)在 340萬至 470

萬之間。

研究人員稱，雖然無法確定

精準的“超額死亡”數據，且這

些人並不一定都死於新冠，但可

以肯定的是，實際新冠死亡人數

“絕對比官方統計數據高一個量

級”。這也使新冠疫情成為自

1947年以來，該國經歷的最嚴重

的人類悲劇。

據印度衛生部通報，截至當

地時間21日，該國累計新冠確診

病例超3122萬例，累計死亡近42

萬例。

失蹤烏幹達奧運選手21日回國
此前本想提交難民申請

綜合報導 據日本電視臺消息，此前在

日本失蹤的烏幹達奧運選手尤裏烏斯· 塞基

托雷科定於21日晚間，從東京搭乘航班返

回烏幹達。

日本政府相關人士稱，塞基托雷科已

表達意願，希望向日本提交難民申請，但

在東京警察局和烏幹達代表團團長等人見

面交談後，轉變了想法，又表示希望回國

。他定於日本時間21日晚上10點半，從成

田機場出發回國。他已於17點半左右抵達

了成田機場。

日媒此前消息稱，尤裏烏斯· 塞基托雷

科現年20歲，為舉重運動員。他此前已失去

參賽資格，原計劃和教練一起回國。7月16

日，塞基托雷科突然從位於大阪泉佐野市的

酒店失蹤，在酒店房間留下“烏幹達生活很

苦”“想在日本工作”的紙條。20日下午，

塞基托雷科在三重縣四日市被警方控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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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警方國安處高級警司李桂華22日拆解涉
案三本兒童繪本的內容含義和煽動手法，說明警
方拘捕涉案者的理據。他強調，對該三本書的解
讀並非他個人或警方的理解，而是涉案者本身在
三本書的“導讀”中已經明示，繪本內容與修例
風波中的事件“有晒對應”，而警方的判斷和法
律意見均一致認為，該三本書均含煽仇宣暴之意
圖，故警方採取了拘捕行動。

李桂華據三書的部分內容逐一解釋：
第一本《羊村守衛者》於2020年6月出版，

其中明確列出修例風波時序表，內容則對應了修
例風波。書中提及狼想佔據羊村，吃光所有的
羊，顯示有人將“狼”比作內地人，而“羊”則
指香港人，又稱有“披着羊皮的狼”潛入羊村，
令羊村生活變得不好，其中有一個段落還聲稱羊
要用羊角攻擊，羊那麼善良，也要有“攻擊
力”，有煽動暴力之意。

第二本書《羊村十二勇士》於2020年9月出
版，內容以12名香港逃犯作為背景。這些逃犯在
香港干犯了很嚴重案件，有些正進行司法程序，
包括製造炸彈和參與其他暴力罪行，惟繪本內容
稱羊村“被包圍”，因此這“十二勇士”展開
“守衛戰”。書中還提到羊跑去了狼村，暗示12
名逃犯潛逃時在內地被拘捕。此事明明是一個司
法程序，該繪本卻形容為羊“要被狼殺掉、吃
掉”，完全不符合事實，是意圖煽動對司法制度
的憎恨，意圖針對政權、製造仇恨。

第三本書《羊村清道夫》於2021年 3月出

版，以2020年2月香港醫護罷工為背景，但該事
件已過去了一年，顯然有人企圖在當時社會逐漸
恢復秩序時，再將此議題拿出來挑起仇恨和社會
紛亂。該繪本內容大意為羊和狼各居一邊，但其
中有孔洞，會有狼走過來，借此比喻兩地口岸。
該書又稱羊很乾淨、很健康，但狼很骯髒，會通
過孔洞將病毒傳給羊，因此羊群發起罷工，其實
是給政府壓力封關，意圖也是製造仇恨，煽動憎
恨政府。

被問到書中內容包括“羊村有個窿”比喻關
口、“角”寓意暴力，以狼比喻政府等是否屬於
警方個人判斷，李桂華指出，有關內容的比喻不
是他個人看法。這三本書是一個系列，而在其
“導讀”中說得很清楚，更有直接對應表，包括
以羊村保衛戰各階段，對應他們自己聲稱的“反
送中”，而所謂“十二勇士”都有名有姓，所以
可以肯定就是他們想表達的東西，而這也與警方
徵詢的法律意見一致。●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黎雯齡黎雯齡（（2525歲歲））
工會主席工會主席
任職機構任職機構：：
聖公會張國亮伉聖公會張國亮伉
儷安老服務大樓儷安老服務大樓

言語治療師言語治療師

楊逸意楊逸意（（2727歲歲））
工會副主席工會副主席
任職機構任職機構：：

藍田循道衛理小藍田循道衛理小
學言語治療師學言語治療師

伍巧怡伍巧怡（（2828歲歲））
工會秘書工會秘書
任職機構任職機構：：

基督教香港信義基督教香港信義
會葵涌地區支援會葵涌地區支援
中心言語治療師中心言語治療師

陳源森陳源森（（2525歲歲））
工會司庫工會司庫
任職機構任職機構：：

中華基督教會全中華基督教會全
完第一小學駐校完第一小學駐校
言語治療師言語治療師

方梓皓方梓皓（（2626歲歲））
工會委員工會委員
任職機構任職機構：：

新一頁復康顧新一頁復康顧
問言語治療師問言語治療師

被捕5名煽暴工會骨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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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黃繪本“導讀”對應違法事件堵路女不知悔改
做羊皮狼撰“毒物”

=� ���

●“香港言語
治療師總工會”發布
3部煽暴刊物，並舉
辦“讀書會”荼毒兒
童和家長。 設計圖片

●●黎雯齡黎雯齡2222日上午被押到位於土日上午被押到位於土
瓜灣的瓜灣的““香港言語治療師總工會香港言語治療師總工會””
會址搜證會址搜證。。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香港文匯報去年 6月起

率先揭露“毒書”害童

●李桂華拆解煽動手法。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香港言語治療師總工會”過去兩年涉及種種不法活

動，香港警務處國家安全處調查顯示，該工會是一個“掛

羊頭賣狗肉”的邪惡政治組織，其中透過出版三本具煽動

性的兒童讀物及所謂的講故事活動，向兒童灌輸美

化暴徒罪犯和仇恨意識，荼毒兒童幼小的心靈。22日，國安處以涉嫌串謀發

布煽動刊物罪拘捕包括該工會主席黎雯齡在內的5名骨幹，並凍結該工

會16萬港元銀行戶口資產。警方狠批疑犯利用其“專業身份”，顛倒

黑白向幼童灌輸歪理、激發仇恨、鼓吹暴力和反政府，令人髮指。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22日被捕的其中一名女言語治療師，於前年11月11日
參與攬炒黑暴發起的所謂“三罷”行動，在中環干諾道中
與雪廠街交界與其他示威者聚集，被警員目擊搬起一個高1
米的雪糕筒放置到干諾道中西行線。當時，該處已有約10
個雪糕筒堵路，警員遂上前制服女被告，諮詢法律意見後
落案控以一項在公眾地方造成阻礙罪。案件去年在東區裁
判法院提堂時，控方同意及簽保守行為方式處理案件，女
被告獲准以1,000港元自簽守行為一年。

據了解，該名女被告正是今次涉案兒童繪本的主創者
之一。她去年接受美國媒體訪問時所表達的“洗腦”目
的，其實已昭然若揭。她在訪問中聲稱“政權已經對小朋
友下毒手”，包括“制訂國歌法”等，又稱要告知小朋友
事實真相，因為“他們長大就是這個社會作主的人”。

她又聲言，《羊村守衛者》繪本的設計有大半的篇
章、比喻與歷史有關，包括“主權移交”前及“主權移
交”後發生的事，包括所謂“反送中運動”。她承認有家
長、學校老師表明不准將繪本帶到學校，亦曾有同行問他
們為何要“拖小朋友下水”。

另一名有份參加這次創作的言語治療師黎雯齡在接受
傳媒訪問時更煽動仇警。她當時稱“例如‘警暴’這個概
念，我們從小到大的教科書都說，警察是好人。但他們看
到這些畫面，原來警察是會‘打示威者’，‘打到人爆
眼、斷腳。’”云云。她聲稱，小朋友需要有人幫他們
“整合資訊”，而繪本就是一個好的媒介，又宣稱她有些
教科書是“偏幫政權”、進行“滲透教育”，希望可以透
過繪本進行“反洗腦”，更考慮為《羊村守衛者》出台灣
版本。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香港文匯報去年已揭露“香港言語治療師總工會”
通過繪本洗腦年幼學子。今年1月，香港教育局

副局長蔡若蓮在立法會負責研究中小學教科書小組會
議中指出，前兩本書不適合做教材，並批評有關繪本
“掛羊頭賣狗肉”，實際是政治宣傳讀物，同時呼籲
學校不要採用作教材及提醒家長留意。

不過，該工會冥頑不靈，更出版了第三本煽暴
書，更在今年6月20日舉辦所謂“親子讀書會”，誘
導十多名家長帶同幼稚園小朋友參加並推廣這三本
書，以散布歪理、激發仇恨。

5言語治療師 3人任職小學
22日被捕的3女兩男年齡介乎25歲至28歲，包括

該工會主席黎雯齡、副主席楊逸意、秘書伍巧怡、司
庫陳源森及委員方梓皓。5人全是言語治療師，其中3
人在主流小學任職。當日10時半，香港警務處國安處
押解黎雯齡到該工會位於紅磡商業中心的會址搜證，
帶走4箱證物。下午1時，警方再押解黎雯齡到其沙田
工作機構調查。

據了解，國安處人員將引用國安法權力向保安局
局長申請授權，要求移除該工會網上違法訊息，並向
相關銀行發出“不予同意通知書”，凍結該工會與發
布三本煽動刊物有關的銀行戶口內16萬港元。

3毒書蓄意扭曲兒童道德觀
警方國家安全處高級警司李桂華22日表示，警方

以涉嫌違反《刑事罪行條例》第十條“串謀發布煽動

刊物”，拘捕“言語治療師總
工會”5名成員，在該工會會
址、疑犯工作場所及住所，共
搜出550本涉案的兒童圖書、傳
單，以及電話，而涉案的《羊村
守衛者》、《羊村十二勇士》和
《羊村清道夫》三書，涉及製造仇恨
與憎恨政府。

他批評該所謂“羊村系列”透過兒童漫
畫，將小朋友沒法理解的政治議題，以簡
單、美觀的圖像傳播給小朋友，美化違法行
為，例如美化修例風波中的暴徒惡行、美化
12逃犯及合理化醫護罷工等，旨在荼毒幼童，
意圖引誘幼童憎恨政府，憎恨司法制度，及宣揚
暴力和不守法。

李桂華強調，言語治療師在醫療和教育系統中扮
演極為重要角色，但有關人等竟用專業身份，灌輸偏
頗、對抗、反政府主張，做法令人髮指；他們以專業
技巧，設法令小朋友更專心體會羊村系列內容，例如
他們做了個“《羊村守衛者》親子共讀指引”的表，
教導家長以對話、提問等方式，督促幼童接收偏頗觀
點，俗稱“更入腦”，灌輸仇佷、暴力和憎恨。

他說，由於羊村系列針對的是4歲至7歲的小朋
友，警方請教過心理專家，認為這年齡段是小朋友形
成道德觀念的重要時期，這時候輸入顛倒黑白的觀
念，很容易令他們長大後形成反社會、具犯罪傾向的
人，對社會和下一代極不負責任。

對印刷商或家長持有此書是否違法，李桂華表
示，需了解印刷商對書本內容知情與否，又呼籲“若
家長管有書本，我就勸喻盡快棄置，派發點就盡可能
不要派送”，若不知如何處理，可以聯絡警方處理。
有記者問及根據香港國安法第二條，港人享有國際公
約中的言論自由、出版自由，警方是次執法有何理據
時，李桂華強調，港人當然享有言論自由、出版自由
等，但行使這些權利是有限制的。公民權利及政治權
利的國際公約，不是一個絕對的權利，市民行使相關
權利時，還要遵重他人的權利、名譽、國家安全、公
共秩序、公共衞生和風化，而特區政府一直致力維護
港人言論自由、出版自由。

香 港 新 聞 ●責任編輯：于大海 2021年7月23日（星期五）4



AA1010中國焦點
星期六       2021年7月24日       Saturday, July 24, 2021文 匯 要 聞2021年7月23日（星期五） ●責任編輯：于大海 1

中國不接受世衞“二溯”計劃
衞健委：將“實驗室洩漏病毒假設”作研究重點違背科學 反對溯源政治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

道）7月15日，世衞組織發布關於第二

階段新冠病毒溯源計劃，將“中國違反實

驗室規程造成病毒洩漏”這個假設作為研

究重點之一。中國國家衞生健康委副主任

曾益新22日表示，這令他十分吃驚，第

二階段溯源計劃在一些方面既不尊重常

識，也違背科學，中國不可能接受這樣的

計劃。他強調，中國反對將溯源工作政治

化，對第一階段病毒溯源時已經開展過

的，尤其是已經有明確結論的，不應該再

重複開展，第二階段病毒溯源應該在第一

階段病毒溯源的基礎上延伸。

��(���

國務院新聞辦22日就新冠病毒溯源有關情況
舉行發布會。曾益新表示，今年年初，世衞

組織國際專家組正式來華開展病毒溯源全球研究
中國部分的工作。中國秉持公開、透明、科學、
合作的原則，全力支持世衞專家組工作，“完全
滿足世衞專家參訪的要求，讓世衞專家去了所有
他們想去的單位”。在第一階段溯源研究中，結
合臨床流行病學、動物和環境檢測等各個方面的
研究結果，聯合專家組最終確定病毒出現途徑的
幾種可能性：第一種，人畜共患病直接溢出是
“可能到比較可能”。第二種，通過中間宿主引
入，俗講就是病毒自然宿主是某種動物，動物通
過中間宿主再過渡到人身上是“比較可能到非常
可能”。第三種，通過冷鏈傳入，在去年各地一
些散發疫情中陸續發現了冷鏈傳播有可能引入病
毒，所以認為是可能的。最後一種可能性，實驗
室引入是“極不可能”，英文表述是“Extremely
Unlikely”。

“二溯”應在“一溯”基礎上延伸
世衞組織將“中國違反實驗室規程造成病毒

洩漏”這個假設作為第二階段新冠病毒溯源計劃
的研究重點之一，令曾益新感到“十分吃驚”。
新冠病毒溯源一定是個科學問題，中國政府一貫
支持科學地開展病毒溯源，但反對將溯源工作政
治化。中國認為，第二階段病毒溯源應該在第一
階段病毒溯源的基礎上來延伸，經過成員國充分
討論磋商後開展，推動在全球多國多地範圍內開
展早期病例搜索、分子流行病學、動物（中間）
宿主等方面的溯源工作。

新冠病毒沒有人造痕跡
曾益新說，曾有人考慮過新冠病毒是不是人

造病毒。曾經有印度學者發現新冠病毒裏面有一
部分序列，跟愛滋病毒有一定的相似性，所以推
測新冠病毒可能是人造的，該學者就此寫成一篇
論文，但這篇論文在預印版階段就遭到國際同行
的批駁，後來主動撤稿。因為在很多其他的病毒
裏面都有類似的序列，所以不能憑這一點來推斷
新冠病毒是人造的。後來還有更多的專家進行深
入分析，認為新冠病毒沒有人工改造的痕跡。從
事基因工程的科研人員都知道，病毒經人工改造
肯定會留有痕跡，新冠病毒沒有這個痕跡，所以
從根本上否定了人造病毒的可能性。

對於未來的新冠病毒溯源工作，中國—世界
衞生組織新冠病毒溯源聯合研究專家組中方組長
梁萬年認為，動物溯源仍應作為重點方向和重點
領域，是最值得做的一件事。他表示，病原體自
然進化的過程是最值得去關注的，不僅僅考慮蝙
蝠這一類野生動物，對中間相關的，比如穿山
甲、狸類、貂類等，已通過各國科學家研究所發
現的攜帶或可能攜帶病原體的這些宿主的分布、
可能的源頭來進行研究是非常有價值的。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外
交部發言人趙立堅22日說，要求美方就德
特里克堡生物實驗室有關問題作出澄清和
交代，不僅是為了新冠病毒溯源，也是為
了各國人民生命安全和國際社會和平穩
定。“美方不給出合理解釋，質疑就不會
結束。”

趙立堅在當日例行記者會上指出，一
段時間以來，國際社會已有越來越多2019
年下半年全球多點多地出現新冠肺炎病例
的報道，僅在美國就有至少五個州的新冠
病毒感染情況早於美國首例確診病例報告
時間。

“這也再次說明，新冠病毒溯源是一
個複雜的科學問題，應基於全球視野，由
全球科學家合作開展。”他說，美國個別
人視科學和事實而不見，執迷於政治操
弄，炒作所謂“實驗室洩漏論”，鼓吹情
報溯源，打壓、威脅發出客觀、理性聲音

的專家學者，企圖通過抹黑他國轉嫁自身
抗疫不力的責任。美國個別人將政治凌駕
於科學之上，將政治私利置於人民生命健
康之上，這也是美國抗疫不力的重要原
因。

趙立堅說，在新冠病毒溯源問題上，
美國一些人或許心裏真的有鬼。今年6月
《名利場》披露，美國政府內部警告，不
要對新冠病毒的起源進行內部調查，否則
可能打開“裝滿蛆蟲的罐子”。“事實
上，對於國際社會針對德特里克堡生物實
驗室以及美國海外200多個生物實驗室的嚴
重關切，美方始終三緘其口。”趙立堅
說，美方必須明白，對於歷史上前科纍纍
的德特里克堡，對於曾因實驗室違規、污
染物洩漏等醜聞出名的德特里克堡，包括
中國在內的國際社會有充分理由提出疑
問，要求美方作出澄清和交代，並呼籲世
衞組織前往徹查。

中方促美方就德特里克堡實驗室作出解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劉凝哲北京報道）在世衞組織
第一階段病毒溯源中，聯合專家組認為，新冠病毒通過冷
鏈傳入“是可能的”。北京協和醫學院院校長、國家呼吸
醫學中心主任王辰院士22日表示，冷鏈在傳染病傳播中的
作用，是一個新現象，值得充分重視。從北京新發地的疫
情和青島疫情都可以看到這樣的密切關聯，也就是發病人
接觸過冷鏈，在冷鏈之外沒有發現其他可能的病毒來源。

冷鏈環境加大病源傳播複雜性
王辰表示，在青島疫情中，在冷鏈物品表面不但檢出

病毒核酸，而且分離和培養出了病毒，這證實了冷鏈物品
表面是有活的病毒存在。這兩點結合起來，證據鏈逐漸完
整。同時，在科學問題的探索上有旁證，在“冷”的情況
下和相對乾燥的環境下，病毒存活時間、保持感染性時間
較長。在冬天，病毒甚至可以有21天的存活期。因此，在
某個地方如果有病毒，病毒沾染到冷鏈物品上，在低溫環
境下，從一個地方輸送到另一個地方時就可造成跨地區的
傳播。因此，冷鏈傳播是此次新冠肺炎疫情中發現的新的
非常值得關注的現象，且傳播證據鏈相對比較完整。

王辰說，在進一步的病毒溯源過程中，中方專家特別
建議應當將冷鏈作為重點的溯源線索。目前國際貿易背景
下，全球各地人員和物品往來的情況下，冷鏈環境下人—
物的傳播，加大了病原傳播的複雜性，特別值得進行調查
和研究。

專家：冷鏈應作為新冠溯源重點線索
中國溯源與冷鏈傳播相關疫情

北京新發地疫情

●2020年6月11日出現首例患者，至8月6日最後一名患者出院，此次疫情共有335
名確診病例。經過溯源，新發地市場內有5份三文魚魚體拭子樣本呈新冠病毒核酸陽
性，其中1份未開封魚體拭子樣本中測序獲得的病毒基因組序列與此次疫情中人和環境
樣本中的病毒高度同源。研究認為，來自境外疫情高發區的冷鏈進口食品極有可能為
此次新發地市場聚集性疫情病毒源頭。

青島疫情

●2020年9月24日，青島市對青島港進口冷鏈產品裝卸工人進行定期例行檢測時，發
現2例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無症狀感染者。中國疾控中心對青島疫情溯源調查過程中，從
工人搬運的進口冷凍鱈魚的外包裝陽性樣本中檢測分離到活病毒。這是國際上首次在
冷鏈食品外包裝上分離到新冠活病毒，並證實接觸新冠活病毒污染的外包裝可導致感
染。

大連疫情

●2020年12月15日發現首例無症狀感染者，至2021年1月28日，最後一名確診患者
出院，此次疫情共有83名確診病例。經過溯源，疫情源頭是搬運進口冷凍食品造成碼
頭工人感染，後經碼頭工人的活動引發本地傳播。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凝哲

Q：湖北居民有關新冠疫情血液樣本是否進
行了進一步檢測？

A：根據中國的研究情況，中國最早報告的病例是
2019年 12月8日。但是最早報告的病例最多是一個
指示病例，並不意味着是第一個病例。此次的研究，
包括過去中國科學家相關的研究論文，也充分地表明
最早報告的很可能不是“零號病例”，可能在這之前
就有病例，但是這個病例在哪裏？這又是另一種概
念。同理，最早報告病例的地區，也不一定是病毒發
生“從動物到人”這個界面過渡的地區。
目前武漢血液中心保留有血樣，但是這種留存的血液
樣本，僅用於應對因輸血可能導致的醫學爭議或者法
律訴訟來保留的，一般最少保留兩年。中方和聯合專
家組也有過說明，當達到最低兩年保留期後，就會開
展一些相關血液研究工作。一旦有結果以後，相關機
構也會及時地把結果通知給中方和外方專家組。

Q：有媒體稱，武漢病毒研究所有三名研究
人員曾於2019年的11月份到醫院就診，其
症狀和新冠病毒是一致的。

A：這完全是無中生有。目前為止武漢病毒研究所的職工
和研究生，保持新冠病毒的“零感染”。武漢病毒所曾
建議媒體提供這三名所謂研究人員的姓名，以便查出真
相，但至今未收到任何回應。

Q：2012年雲南省墨江縣通關鎮礦洞中有
幾名礦工生病，是否與新冠病毒有關？

A：這些病例與新冠病毒毫無關係。2012年7月份、10
月份，武漢病毒研究所的團隊先後收到了昆明醫科大學
第一人民醫院採集、廣州呼吸疾病研究所送來的雲南省
墨江縣通關鎮4名礦工的13份血清樣品。通過了多次核
酸、抗體、基因組測序這些檢測方法，沒有在礦工的血
清樣品中檢測到蝙蝠冠狀病毒。
武漢病毒所採集到的蝙蝠冠狀病毒RaTG13，是研究所
團隊在2013年從雲南墨江縣採集的生物樣品當中檢測到
的病毒序列，而不是在2012年礦工病人的血清樣品當中
發現的。沒有證據表明，RaTG13和類似的蝙蝠冠狀病
毒與2012年墨江礦工的疾病有任何關聯。

回應熱點問題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凝哲

●在去年中國各地一些散發疫情中陸續發現了冷鏈傳播有可能引入病毒，所以認為這也是
病毒出現途徑的一種可能性。圖為早前河北省邢台市襄都區市場監督管理局工作人員檢查
一家超市銷售的冷凍食品。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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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德州歌林郡台灣商會7月17日晚間舉辦年會
，第27屆會長劉志強交棒給第28屆會長盧英蘭，
逾百位當地政要及僑領僑胞出席共襄盛舉，為去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以來，解封後達福地區最
盛大的室內實體活動。當日除了北美洲台灣商會
聯合總會總會長張聖儀遠到祝賀，休士頓華僑文
教服務中心主任陳奕芳也代表駐休士頓辦事處處
長羅復文到場致意；僑務委員會常務副委員長呂
元榮則特地在台灣以電話向盧英蘭祝賀。

據了解，盧英蘭和呂元榮是臺灣大學法律系

同學，一聽到她要承擔大任、服務僑社，特電致
賀，同時向在場的僑領僑胞問好。陳奕芳致詞時
特別讚揚劉志強，在今年5月22日辦理車遊活動
聲援台灣參與世界衛生大會，組織能力首屈一指
。德州眾議員陳筱玲、Richardson市副市長Janet
DePuy、Plano市議員Anthony Ricciardelli等當地政
要也紛紛上臺表達對臺灣及臺美社區的支持。

陳奕芳同時代表僑務委員會委員長童振源轉
致賀函及謝函給劉志強及盧英蘭，感謝卸任會長
的貢獻，並期許新任會長為商會開創未來。這次

年會由商會秘書長李薔及青商會會長羅迪雄連袂
主持，活動精彩萬分。劉志強會中高歌 「乾一杯
」 ，成功為活動畫龍點睛；全體理監事合唱 「愛

拼才會贏」 ，更充分彰顯台商會團結熱情的精神
永續發揮。

盧英蘭接掌北德州歌林郡台灣商會盧英蘭接掌北德州歌林郡台灣商會
呂元榮遙送祝賀呂元榮遙送祝賀

【帕薩迪納訊】華美銀行之控股
公司華美銀行集團（East West Ban-
corp, Inc. , 納斯達克股票代號為 「EW-
BC」 ）於7月22日公佈2021年第二季
度盈利報告，淨利達2億2千4百70
萬美元，每股獲利1.57美元。平均資
產報酬率為1.56%，平均股東權益報酬
率為16.6%。

華美銀行董事長、總裁兼最高執
行長吳建民（Dominic Ng）表示：
「華美銀行2021年第二季度各項業務

強勁發展，盈利能力持續成長，資產
品質進一步提昇。截至2021年6月30
日，我們的總貸款創新高，達4百零1
億美元；總存款亦創新紀錄，達5百
26億美元。」

吳建民還指出，若不計SBA小型
商業署薪資保護貸款（Paycheck Pro-

tection Program，簡稱PPP）的影響，
第二季度的貸款年均增長率達12%，
主要得益於住房貸款、商業和商業房
地產貸款組合的穩健成長。截至2021
年6月30日，總存款的年均增長率達
25%，無息存款佔總存款的41%。有效
的商業模式、多元的企業和個人客戶
群，以及在美國主要大都會市場的服
務網絡都促使銀行實現卓越的綜合發
展。

吳建民表示，與2021年第一季度
相比，銀行第二季度的收益年均增長
率達17%，且營運成本下降，推動調
整後稅前撥備前收入的年均增長率達
33%，盈利能力亦不斷提昇，第二季
度穩健的財務表現使調整後稅前撥備
前的盈利能力達2.0%，平均有形股東
權益報酬率達18.3%。

吳建民指出，銀行的資產品質保
持良好。與2021年第一季度相比，有
問題貸款（criticized loans）減少 15%
，平均貸款的年均呆帳消除比率為
0.13%，不良資產比率下降0.07%，佔
總資產的0.38%。因此，華美銀行第
二季度的貸款損失準備金（provision
for credit losses）為負1千5百萬美元
。

吳建民說： 「我們很高興能夠在
第二季度取得如此成績，並對下半年
的前景持樂觀態度。華美銀行全體員
工的辛勤工作和出色的執行力為銀行
未來的發展和成功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隨著經濟逐漸復甦，我們將一如既
往地協助我們的社區和客戶邁向成功
。」

「「新榮超市新榮超市」」為休市華人超市帶來新氣象為休市華人超市帶來新氣象
貨好貨好、、齊全齊全，，價格好的令顧客不捨離去價格好的令顧客不捨離去

圖為圖為 「「新榮超市新榮超市」」 的負責人黃榮富的負責人黃榮富（（左左 ））
、、梁勝梁勝（（右右 ））攝於超市大門口攝於超市大門口。。

華美銀行發佈華美銀行發佈20212021年第二季度財報年第二季度財報
淨利達淨利達22億億22千千55百萬美元百萬美元，，每股獲利每股獲利11..5757美元美元

總資產創新高達總資產創新高達55百百9999億美元億美元
【帕薩迪納訊】華美銀行之控股公司華美銀行

集團（East West Bancorp, Inc. , 納斯達克股票代號為
「EWBC」 ）於7月22日公佈2021年第二季度盈利報

告，淨利達2億2千4百70萬美元，每股獲利1.57美
元。平均資產報酬率為1.56%，平均股東權益報酬率
為16.6%。

華美銀行董事長、總裁兼最高執行長吳建民
（Dominic Ng）表示： 「華美銀行2021年第二季度
各項業務強勁發展，盈利能力持續成長，資產品質
進一步提昇。截至2021年6月30日，我們的總貸款
創新高，達4百零1億美元；總存款亦創新紀錄，達
5百26億美元。」

吳建民還指出，若不計SBA小型商業署薪資保護
貸款（Paycheck Protection Program，簡稱PPP）的影
響，第二季度的貸款年均增長率達12%，主要得益於
住房貸款、商業和商業房地產貸款組合的穩健成長
。截至2021年 6月 30日，總存款的年均增長率達
25%，無息存款佔總存款的41%。有效的商業模式、
多元的企業和個人客戶群，以及在美國主要大都會
市場的服務網絡都促使銀行實現卓越的綜合發展。

吳建民表示，與2021年第一季度相比，銀行第
二季度的收益年均增長率達17%，且營運成本下降，
推動調整後稅前撥備前收入的年均增長率達33%，盈
利能力亦不斷提昇，第二季度穩健的財務表現使調
整後稅前撥備前的盈利能力達2.0%，平均有形股東
權益報酬率達18.3%。

吳建民指出，銀行的資產品質保持良好。與
2021年第一季度相比，有問題貸款（criticized loans
）減少15%，平均貸款的年均呆帳消除比率為0.13%

，不良資產比率下降0.07%，佔總資產的0.38%。因
此，華美銀行第二季度的貸款損失準備金（provi-
sion for credit losses）為負1千5百萬美元。

吳建民說： 「我們很高興能夠在第二季度取得
如此成績，並對下半年的前景持樂觀態度。華美銀
行全體員工的辛勤工作和出色的執行力為銀行未來
的發展和成功奠定了堅實的基礎。隨著經濟逐漸復
甦，我們將一如既往地協助我們的社區和客戶邁向
成功。」

盈利表現概要 :
• 總資產創新紀錄 – 截至2021年6月30日，

總資產達5百99億美元，較2021年3月31日的5百
69億美元增加30億美元或21%。

2021年第二季度賺取利息之平均資產為5百49
億美元，較2021年第一季度增加20億美元或16%，
主要得益於平均可供出售債務證券增加15億美元、
平均貸款增加8億9千3百萬美元，以及根據轉售協
議購買的平均資產（以下簡稱 「轉售協議」 ）增加6
億6千7百70萬美元，其中10億美元受平均有息現金
及存款減少影響而抵消。平均可供出售債務證券和
轉售協議的成長主要反映出銀行在2021年第一季度
的商業活動。若將季度末數額相比較，自2021年3
月31日至2021年6月30日，平均可供出售債務證券
增加6億1千零20萬美元，轉售協議增加1億3千9百
10萬美元。

• 貸款再攀新高 – 截至2021年6月30日，總
貸款達4百零1億美元，較2021年3月31日的3百96
億美元增加了4億8千4百60萬美元或5%。若不計
14億美元的PPP貸款（截至2021年6月30日），總

貸款較第一季度成長11億美元或12%。2021年第二季
度期間，小型商業署（Smal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抵免了總計6億9千5百50萬美元的PPP貸款。華
美銀行於2021年上半年提供了5千5百23筆新的PPP
貸款，總額達8億9千6百50萬美元。

2021年第二季度的平均貸款為3百96億美元．
較2021年第一季度增加8億9千3百萬美元或9%。若
不計PPP貸款，平均貸款較第一季度增加9億5千3
百60萬美元或10%。第二季度各類貸款都實現了強
勁成長。與2021年第一季度相比，住房貸款發展最
為顯著，增加19%；平均總商業房地產貸款增加8%
；不計PPP貸款的平均工商貸款增加6%。

• 總存款再創佳績 – 截至2021年6月30日，
總存款達5百26億美元，較2021年3月31日的4百
95億美元增加30億美元或25%。其中，無息存款創
新高，達2百18億美元，較2021年3月31日的1百89
億美元增加29億美元或61%。截至2021年6月30日
，無息存款佔總存款的41%，高於2021年3月31日的
38%及2020年6月30日的34%。

2021年第二季度的平均存款為5百零2億美元，
較2021年第一季度增加23億美元或20%，主要得益
於無息存款年均成長36%。 第二季度的定期存款較
第一季度有所減少。

• 資本結構穩健 – 截至2021年6月30日，華
美銀行股東權益為55億美元或每股39.10美元。普通
股每股有形權益為35.75美元。截至2021年6月30日
，有形權益與有形資產比率為8.54%，第一類資本比
率（CET1）為 12.8%，總風險基礎資本比率（Total
Risk-based Capital Ratio）為14.3%。

華美銀行董事會將在2021年8月16日派發2021
年第三季度普通股股息每股0.33美元，股東將依其
至2021年8月2日的持股份數獲派股息。

關於華美銀行
華美銀行集團為美國上市公司，股票代號EWBC

在納斯達克全球精選市場（Nasdaq Global Select
Market）交易。華美銀行為總部位於加州最大的商業
銀行之一，現有總資產5百99億美元，在美國和中
國共有超過120處服務網絡，美國市場主要分佈於加
州、喬治亞州、麻薩諸塞州、紐約、內華達州、德
州以及華盛頓州；在中國，華美銀行在香港、上海
、汕頭和深圳都設有全方位服務的分行，在北京、
重慶、廣州及廈門亦設有辦事處。有關華美銀行
2021年第二季度財務報告及相關資料，可在該行網
址 www.eastwestbank.com查閱。

（本報記者秦鴻鈞 ）休市中國城
本週新開了一家全美連鎖超市。地點
就在Harwin 與Gessner 交口，原 「媽
媽超市」 的舊址。兩位老闆梁勝、黃
榮富來自芝加哥、紐約，在全美多州
大城市都開設超市，一看即知是經營
超市的行家，踏入該超市，發現超市
猛然寬敞了許多，貨物擺設極具學問
，使每位初踏入該超市的客人，一個
個瞪大眼睛，目不暫捨，因為無論貨
的品質和價格，實在太吸睛了。

也因為新開設之故，貨架上的貨
品嶄新、豐富，很多老超市的行家，
都不相信全世界最好的美貨，都出現
在這裡了。大家忙不迭地把貨品裝上
推車，深怕下一分鐘就被人掃光了。
一趟 「新榮超市」 之旅，簡直比逛百
貨公司、博物館還過癮，尤其掌管一
家三餐、生計的家庭主婦。從來沒看
過這麼多好貨，同時出現在同一空間
，真是 「目不暇接」 ！

「新榮超市」 的好貨太多，真可

用 「磬竹難書」 來形容！家庭主婦關
心食品及菜價，先介紹幾項本週（7/
19～7/25 ）的特價品讓大家瞧瞧：台
灣高麗菜$0.48 /lb, 香蕉$0.28/ lb, 長條
玉米/ $1/ 3條，大西瓜每個$1.98， 台
山菜花$0.98/ lb, 排骨$2.58/lb , 五花肉
$2.78/ lb, 牙 帶 魚 $2.98/lb, 雞 大 腿
$0.58/lb, 山水圓枝腐竹$10/3包， MA-
MA即食麵，每大袋$3.98， 黑芝麻消
化餅$0.98/包，卡曼蛋捲$2.98/lb, 手打
鮭魚餅$12.98/2包，菊花每盆$0.99，

味極鮮醬油$10 / 3 支，家樂清雞粉
$5.98/每大罐，醬$1/ 3罐（每人只限購
3罐）。

太多的美食,不及一一介紹，您周
末不妨上門去看看，才知何以 「眼見
為實 」 ！ 「新榮超市」 的地址：5708
S.Gessner Rd.Houston, TX 77036, 電話
：（832）380-88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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