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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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社記者徐薇婷華盛頓26日專電）
Delta變異病毒株肆虐全球，白宮發言人莎琪今
天宣布，考量Delta變異株威脅，美國決定維持
現有旅遊禁令。她強調，禁令不是無限期延長
，但何時會鬆綁目前沒有時間表。

莎琪（Jen Psaki）今天在媒體簡報會上表
示，美國將維持現有旅遊禁令，理由是具較高
傳染性的 2019 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
Delta變異株在全球傳播，美國本土病例也在此
變異株驅使下升高，尤其在未接種疫苗民眾之
間，趨勢看來會持續好幾週。

莎琪舉例，美國疾病管制暨預防中心
（CDC）19日才因為英國確診病例激增，建議
美國民眾避免前往，顯示國際疫情仍嚴峻。

有媒體詢問，旅遊禁令是否無限期延長。
莎琪表示，沒有什麼事是無限期，美國目標是
擊敗病毒，但目前沒有鬆綁時間點，因為這取
決於美國在提高國內疫苗接種覆蓋率、將更多
疫苗運送至海外及對抗病毒上，能取得多少成
功。

為抑制病毒跨境傳播，美國目前對多國實

施旅遊禁令，過去14天曾到過中國、印
度、伊朗、巴西、英國、歐洲申根區、
愛爾蘭及南非的非美國公民，皆禁止入
境。從其他國入境的旅客，包括美國公
民，則須出示登機前3天內檢驗陰性報
告。

德國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
15 日訪美期間，曾當面向總統拜登
（Joe Biden）表達希望美國解除對歐洲
的旅行禁令。歐盟已在6月18日解除對
美國的旅行禁令。

美國自1月起加快COVID-19疫苗
接種，目前全國接種覆蓋率近5成7，每
日新增確診從1月約31萬例的高點一路
趨緩，6月多次下探4位數。

不過，近期因疫苗接種速度趨緩，
加上Delta變異株成主流，美國確診數又有明顯
上升跡象；根據CDC數據，單單在23日就有6
萬4317例新增確診，過去7天平均每日確診數
為4萬7455例，較前7天平均增加55%。

美國國家過敏與傳染病研究院（NIAID）

院長佛奇（Anthony Fauci）25日受訪表示，政
府正考慮是否建議完整接種疫苗的民眾再戴上
口罩。對此，莎琪指出，CDC是任何公衛建議
的最高指引，專家會檢視國內各地數據，若有
做出相關評估，他們會遵循專家指引。

DeltaDelta肆虐全球肆虐全球 美國決定維持現有旅遊禁令美國決定維持現有旅遊禁令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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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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 was the most successful ILF’
s Virtual Business and
Leadership Conference since
2020. Many in the AANHPI
community have faced
challenges due to the COVID-19
pandemic and also from
anti-Asian violence and hate
crimes.

Former Secretary of
Transportation Elaine Chao was
the keynote speaker of the
dialogue along with two
Korean-American
congresswomen, Young Kim and
Michelle Steel who shared their
hard journey to the U.S.
Congress.

U.S. Trade Representative
Ambassador Kathrine Tai,
Congresswomen Judy Chu and

Grace Meng were among the
speakers who discussed the
future of Asian Americans and
Pacific Islanders. All of the topics
were so important for us
especially in this very difficult
time.

The International Leadership
Foundation was founded by Ms.
Chiling Tong many years ago.
She was the one who really went
all over the country to try and
convince people to give their
support to the foundation. In the
last several years, the ILF has
not just brought in a lot of young
Asians who want to work in the
federal government as interns,
but also those that desire to build
a very strong bridge between
Asian businesses and
government to help many of

them to become successful
businesses.

We really admire Chiling Tong’

s hard work and wish ILF
continuing success in serving our
community. We all need to
support this organization.

0707//2626//20212021

The Road to Recovery IsThe Road to Recovery Is
Moving ForwardMoving Forward

上週在网上參加了華府國
際領袖基金會舉辦的「2021 年
企業與領䄂高峰會」，聆聽了
諸多華亞裔政商界代表之高見
，在前交通部長趙小蘭之主持
下和韓裔兩位國會眾議員對談
，從她們在艱難處境中走進國
會殿堂的心歴路程。
新任美國貿易代表戴琦和

華裔眾議員趙美心、孟昭文都
在會上有精彩的演說，聽後也
有萬般之感慨。
國際領袖基金會早年由華

裔董繼玲女士一手創辦，她的
雄心大志是希望在美國為華亞

裔創造在政治及经濟上之機會
，我們見他每年到各大城市努
力化緣，希望得到華亞裔在精
神和物質之支持，我深深體會
到她那股锲而不捨之精神，也
让我想起當年我們在全美各地
努力奔走辦報之艱難经驗。
今天，我們眼看國際領袖

基金會已經得到民主共和兩黨
之認同，無數的年青學子有機
會進入聯邦政府实習，多少的
座談年會在首都華盛頓展示了
亞裔之實力，我們要為董會長
熱烈鼓掌外，並呼籲大家給予
大力支持。

惜福感恩美國夢惜福感恩美國夢 為董繼玲女士鼓掌為董繼玲女士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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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時局

【【李著華觀點李著華觀點:: 孤獨的戰士孤獨的戰士----------
美國奧運籃球隊美國奧運籃球隊 1717 年來首嚐敗績年來首嚐敗績】】

【綜合報道】今天
，荷蘭醫院中的新冠患
者繼續增加，有 577 人
住院，其中 140 人接受
重症監護。這符合預期
。

荷蘭內閣正在調整
歐洲假期的規則，歐盟
內的所有國家和地區都
是黃色或綠色的顏色代
碼，方便前往。通過規
則的調整，荷蘭將其旅
行建議與其他大多數歐
盟成員國保持一致。

荷蘭的旅行者，必
須繼續遵守各國設定的
疫情措施。

新的顏色代碼將從
明天開始應用，屆時將
不會把任何歐盟國家作
為度假目的地排除在外
，即使是西班牙或葡萄
牙，這些國家都在與病
毒作鬥爭，出現很多感
染。只有當一個國家出現危險的新病毒變種
時，這個國家才會被塗上橙色。

度假者返回荷蘭後，將從8月8日起有更
嚴格的規定，防止度假者帶回新一波的感染
。

所有從顏色代碼為黃色的國家返回的12
歲及以上旅行者，都需要有疫情檢測證明，
已經完全接種疫苗者，可以通過在Corona-
Check 應用程序中提供有效的二維碼實現。
在度假國家的檢測

度假者必須在他們的度假國家進行核酸
PCR 或抗原檢測，只有在結果為陰性的情況
下才允許他們進入荷蘭。 PCR 檢測有效期
最長可達48小時，抗原檢測最長24 小時。

乘坐飛機、輪船、火車或巴士旅行的人
，由運輸公司檢查，但荷蘭內閣強調，通過
自己的交通工具返回荷蘭的人也會接受檢查
，由流動小組在邊境進行。

還建議已完全接種疫苗的人返回荷蘭時
進行自我檢測。衛生部長德容格解釋說，新
規定為仍在度假的人提供了更多的安全保障
，“但也讓我們更有把握，防止秋季出現新
的一波疫情。”

由於存在感染的風險，荷蘭內閣正在結

束荷蘭為期多日的節日，涉及 Lowlands、
Downthe Rabbit Hole 和 Mysteryland 等大型
節日活動。這些活動已經暫停到8月中旬，
之後內閣將再次做出審議和決定。

節日活動組織行業此前希望，及時確認
夏季晚些時候活動能否繼續進行。現在可以
確定的是，在 9 月 1 日之前，不允許組織歷
時數天的節日活動。

看守首相呂特說：“不幸的是，讓這些
事件發生是不負責任的。”據他介紹，很明
顯，特別是對參加這些活動的遊客的臨時重
新檢測，無法正常進行。這種重新檢測是必
要的，因為檢測結果僅在有限的時間內有效
。

歷時一日的節日活動是否允許尚不清楚
，內閣將在8 月13日作出決定。

今 天 早 上 ， 荷 蘭 疫 情 危 機 應 對 小 組
OMT 向政府部長們通報了新冠疫情的最新
情況。據呂特說，新感染的數量現在正在減
少， “這本身是個好消息，但我們必須保持
警惕”。

他指出，住院人數仍在小幅上升，預計
這種增長將持續數週，但隨後會趨於穩定。
“醫療保健的情況似乎是可控的，”呂特說
。

荷蘭政府最新的度假規定荷蘭政府最新的度假規定
注意時間地點和顏色代碼等細節注意時間地點和顏色代碼等細節

美國奧運代表隊不但在東京奧運會上第一天
沒有贏得任何獎牌, 而且最被器重的男子籃球代
表隊竟也出師不利, 在揭幕戰中以76比83輸 給
了法國，這是自 2004 年雅典奧運會17年以來首
嚐敗績, 雖然輸了這場比賽不代表已遭淘汰, 但想
要奪取金牌困難重重。

檢驗這一場比賽, 照常理來看美國隊原本是不
太可能會輸球的, 在終場都1分鐘還以兩分領先,
卻被法國搶到進攻籃板投入超前的三分球, 之後
美國隊有四次投三分球逆轉勝的機會, 但竟時運
不濟, 一投不進、二投不進、三投不進, 四投還是
不進, 這還能說什麼呢? 縱使是有再好的陣容以及
再強的戰術, 什麼都沒有用了, 比起30年前NBA
神射手米勒在一場決賽終場前9秒連得8分逆轉
勝的神蹟, 美國隊這場比賽輸的真是太不可思議
了。

當然,美國隊輸球主因是陣容不完整, 雖然12
位隊員都是NBA球員, 但皆非當今一時之選, 由於
新冠疫情的影響, 眾多NBA一流球星包括詹姆斯
、柯瑞、保羅喬治、吉米巴特勒與克里斯保羅等

紛紛退出, 另外如科懷•倫納德、戴維斯、哈登
等則因傷缺陣, 使美國隊只剩杜蘭特一名身經百
戰的巨星, 而在出征前夕,隊中第一射手布拉德利
比爾與與凱文勒夫又因健康因素退出, 接替的兩
位球員不足以堪當大任, 使原本陣容就不是最堅
強的美國隊戰力再銳減。

今年所有參加奧運的國家都有NBA球星陣容,
而且各國都經過長期集訓, 只有美國隊是臨時成
軍, 上星期在出征東京時因有 3位球員還在打
NBA冠軍決賽, 而公牛隊的拉文也因健康問題未
能成行, 所以只有8位球員先行到東京, 在比賽前
練習中還發生了杜蘭特與艾迪巴約間的內鬨, 兩
位都是美國隊先發主力,戰力受到很大損害, 杜蘭
特打得非常不爽快,這也是他代表美國隊參所有奧
林匹克比賽中的第一場敗績。

美國隊在第一場敗陣後, 士氣大受影響,加上
在拉斯維加斯集訓賽共5場輸了3場, 金牌已蒙上
陰影, 不過我還是相信美國隊能夠打入決賽並奪
得獎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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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印度尼西亞搜救官員

說，印尼西加裏曼丹省上周有多艘船

只在熱帶風暴帶來的大風和巨浪中傾

覆，已造成24人死亡、31人失蹤，目

前搜救工作仍在進行中，希望能發現

更多幸存者。

西加裏曼丹省坤甸搜救局負責人

約皮在接受新華社記者電話采訪時說

，本月13日至14日，西加裏曼丹省

三發縣遭遇熱帶風暴，大風和巨浪造

成該縣附近海域18艘漁船和拖船傾覆

，當時船上共有138人。截至21日早

上，搜救人員成功救起83名幸存者，

並打撈起24具遇難者遺體。

約皮說，坤甸搜救局聯合印尼

海軍出動多架飛機和巡邏船在事發

海域參與搜尋，未來三天聯合救援

隊將擴大搜尋範圍，希望能發現更多

幸存者。

另據印尼媒體報道，三發縣遭遇

的熱帶風暴還在當地引發洪災，淹沒

了該縣約50個村莊，造成大量民房和

公共建築物損毀，1.5萬人受影響。

印尼是群島國家，船只是民眾出

行的重要交通工具。受海況惡劣和安

全措施缺位等因素影響，船只傾覆沈沒事故時有發生。上

月29日，印尼巴厘島附近海域發生一起客船沈沒事故，

造成6人死亡、6人失蹤。

韓國外交部向中巴發出請求！
綜合報導 韓“無指登山家”遇

險下落不明，韓外交部：已請求巴基

斯坦與中國救援。

崔泳杉在例行記者會就登山家金

洪彬搜救工作的相關情況表示，目前

尚無進展。崔泳杉表示，外交部接到

金洪彬失聯的消息後，通過當地使館

請求巴基斯坦和中國相關部門派直升

機到金洪彬遇險地區救援。中巴方面

都表示願積極開展救助。

崔泳杉 資料圖崔泳杉 資料圖

韓聯社提到，韓國駐巴基斯坦大使

館和韓國駐中國大使館方面已派領事

赴事發地區。韓國外交部也組建旅外

公民保護對策小組，並與相關部門開

會討論應對方案。

韓國總統文在寅20

日也就此在官方社交媒

體上發文，對“無指登

山家”金洪彬征服喜馬

拉雅14座高峰後在下山

途中下落不明一事深表

遺憾，並表示希望他能

平安歸來。

文中稱，昨天（19

日）獲悉金洪彬在下山

的途中墜入冰隙而獲救

的消息後，發文祝賀他

登上喜馬拉雅14座高峰，但之後聽聞

金洪彬下落不明。應韓國外交部要求

，巴基斯坦方面當天派遣直升機赴金

洪彬遇險地區展開救援活動，中國駐

巴大使館方面也正動員一切力量進行

營救。雖然部分報道推定他已身亡，

但這尚未得到證實，因此我們不會放

棄希望。文在寅還表示，將與全體國

民一道期盼金洪彬獲救的消息，希望

國民也祈禱他能平安歸來。

據韓聯社介紹，金洪彬於巴基斯

坦時間18日下午4時58分許登上海拔

高達8047米的布洛阿特峰，成為征服

喜馬拉雅14座逾8000米高峰的全球首

位殘疾人和第七位韓國人。但他此次

在下山途中意外墜入海拔7900米處的

冰隙，俄羅斯搜救隊曾於19日上午發

現金洪彬，但救援途中發生意外，金

洪彬因繩索松懈再次下墜，至今下落

不明。

疫情期間日本富豪購車意願高漲
超級豪車在日暢銷

綜合報導 在日本，1000萬日元(約合人民

幣59萬元)以上的超級豪車暢銷。受新冠疫情

流行影響，富裕階層無法赴海外旅行，消費集

中到了豪車上。在全球股價上漲的背景下，購

車意願高漲。

報道稱，意大利的法拉利和英國的賓利等

豪車的6月銷量，創下有記錄的1988年以來6

月份新高。在疫情導致非正式員工等的生活惡

化的形勢下，日本社會兩極分化鮮明體現。

日本汽車進口協會(JAIA)表示，6月的1000

萬日元以上外國廠商乘用車銷量較2020年同期

增長60.9%，達3336輛。今年以來，每月銷量

都實現了同比增長。2020年雖然經濟也因疫情

大幅惡化，但銷量達到22712輛，較上年增加

0.5%，維持了增長。

6月銷量具體是：法拉利為121輛，同比增

長80.6%；賓利為83輛，增長23.9%；德國寶馬

(BMW)的阿爾賓娜銷量增長約3.1倍，英國的阿

斯頓· 馬丁增長約2.2倍，英國的路虎也大增

90.1%，均創6月銷量新高。

業內認為當前將持續暢銷的意見較多。賓利

2020年6月宣布全面改良的運動型多功能車(SUV)

Bentayga(2269萬日元)頗受歡迎。負責人期待稱

：“大概年銷量也會創新高”。阿斯頓· 馬丁的

SUV“DBX”(2345萬日元)銷量也有增加。

有的歐系品牌的新客戶占比從新冠疫情前

的約3成，增加到了5成以上。富裕階層紛紛

花錢購買超級豪車。

印度北方邦至少有 7 人
因暴雨引發的房屋倒塌事故遇難

綜合報導 印度北方邦

暴雨致使該邦發生幾起房

屋墻壁倒塌事件，共造成

至少7人遇難。

據報道，當地警方 21

日對外表示，第一起事件

發生在該邦錫達布爾地區

曼普爾警察局管理轄區內

的拉克斯曼· 納加爾村莊內

，一棟房屋於當日淩晨因

暴雨倒塌。事故造成 4人

當場死亡，另有兩名幸存

者被送往錫達布爾當地醫

院進行救治。

印度聯合新聞社報道

說，此起事件4名遇難者來

自同一個家庭。

21日早晨，暴雨導致

錫達布爾地區薩達布爾村

的一棟房屋倒塌，造成

一對夫婦在睡夢中遇難

。此外，還有一人在該

地區比洛利村的類似事

件中喪生。

據《印度時報》報道

，北方邦首席部長約吉· 阿

迪蒂亞納特對事件中遇難

者表示哀悼，並指揮有關

部門負責人到事故現場協

調展開援助工作。

錫達布爾當地政府已

宣布對每位遇難者的近親

發放40萬盧比的補償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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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疫情反彈持續
接種需求下滑恐導致疫苗過剩

綜合報導 德國疾控機構公布的新冠疫情數據仍在持續反彈。德國

聯邦衛生部與各州衛生部當天通過的一份決議文件指出，隨著德國疫苗

接種需求的下滑，該國不久後恐將出現疫苗過剩局面。

德國疾控機構羅伯特· 科赫研究所當天公布的新增確診感染新冠病

毒人數和新增死亡人數分別為546人、1人，累計確診3745227人、死亡

91363人。其中，德國官方用於監測疫情嚴峻程度的核心指標，“平均

每十萬人七日累計新增確診數”當天升至10.3。該數值於今年6月中旬

一度降至個位數，但進入7月以來逐漸反彈，截至19日已連續第十二日

出現回升。

在開展疫苗接種半年後，德國疫苗接種速度已逐漸進入平臺期。截

至當天，德國已接種8610萬劑次疫苗，共有38547915人已實現完全接種

，占該國總人口46.4%。49806108已接種過至少一劑疫苗，占總人口

59.9?%。

德新社援引當天德國聯邦衛生部與各州衛生部，舉行視頻會議所

達成的決議文本報道稱，德國疫苗供應量不久後將顯著超過需求

量，“疫苗接種中心、診所醫生和企業廠醫等處都反映了接種意願下降

的情況。”

為此，上述決議指出，德國聯邦政府和各州將進一步加大新冠疫苗

接種工作的實施力度，有針對性地為那些尚未下定決心接種新冠疫苗的

人士提供接種機會，具體做法包括向購物中心、教堂、超市、文體場所

等處派遣流動接種車等。

法國單日新增確診病例逾1.8萬
法總理警告國家將面臨艱難時刻

綜合報導 法國單日新增確診病例突破1.8萬例。法國總理卡斯泰當

天警告，國家將面臨艱難時刻。

根據法國官方發布的疫情數據，法國20日單日新增確診病例18181

例，累計確診病例現為5890062例。法國累計死亡病例現為111525例，

新增死亡病例33例。

法國衛生部長維蘭對法國的最新疫情數據“感到震驚”。他表示，

此前曾傳播的新冠變異病毒毒株都不像德爾塔毒株傳播得如此迅速。他

說，之前曾認為7月底的單日新增確診病例會達到1.5萬例，但現在就已

經達到1.8萬例。他還認為，如果目前沒有新冠疫苗供使用，面臨的將

不僅僅是“第四波疫情”，而是“疫情海嘯”。

法國總理卡斯泰20日在國民議會發表講話，警告國家將面臨艱難時

刻。法國政府當天將應對疫情的最新法案提交國民議會進行審議，相關

法案的內容包括擴大健康通行證的使用範圍以及對病毒檢測呈陽性的患

者實施強製隔離等。

卡斯泰指出，官方之前設定，在8月底之前實現為4000萬人接種至

少一劑新冠疫苗，現在這一目標可以提前至7月底實現。他表示，目前

法國庫存疫苗有600萬劑，到8月底每周可以有450萬劑疫苗到貨。

卡斯泰表示，感染人數在未來將繼續增加，因此官方必須采取行動

並作出正確決定。法國國防委員會21日將再度就疫情應對召開會議，卡

斯泰計劃在會後發表講話。

法國衛生部也再次呼籲民眾盡快接種新冠疫苗。法國衛生部發布的

數據顯示，已有3818萬人接種至少一劑新冠疫苗，約占法國人口的

56.6%；已有3131萬人完全接種，約占法國人口的46.4%。

歐洲遭遇罕見洪災歐洲遭遇罕見洪災
專家稱或與氣候變化相關專家稱或與氣候變化相關
近日歐洲中西部地區強降雨引發特

大洪澇災害，已造成至少 200 人遇難、

1000余人下落不明。目前德國受災較重

的北威州境內河流水位開始全面下降，

比利時全國範圍內降雨已停止，洪水也已

基本退去。

“百年一遇”降雨來襲
德國西部和比利時是此次受災最為嚴

重的地區。據官方統計數據，截至當地時

間20日，德國、比利時的死亡人數已分別

升至169人、31人。

此次強降雨天氣從14日開始侵襲德國

西部地區。有氣象學家指出，這一地區24

小時內降雨量總計在100至150毫米之間，

相當於該地區一個多月的降雨量。

“在一些地區，我們已經有100年沒

有看到過如此大的降水量了。”德國氣象

局發言人說，創紀錄的強降雨導致洪水泛

濫、建築物倒塌。

德國電視新聞畫面顯示，受災城鎮中

心散落著被毀房屋的殘骸、被連根拔起的

樹幹以及翻倒的汽車。直升機在營救被困

於樹上和屋頂上的居民，而人們腳下就是

洶湧的洪水。

比利時20日舉行了為期一天的全國哀

悼活動，向洪災遇難者致哀。據當地媒體

報道，比利時全國約3萬家庭無法獲得飲

用水，近 4萬家庭供電未恢復。當地官

員警告說，緊急供應短缺可能會持續數

周。

此外，荷蘭、盧森堡等國也出現洪澇災

害，目前尚無人員傷亡和失蹤報告。據悉，歐

盟已啟動民事保護機製，並協調部署了救援人

員、直升機和搜救船增援災區。

或與氣候變化相關
此次洪災是如何發生的？多位歐洲專

家表示或與氣候變化相關，而且隨著全球

變暖，未來將會出現更多極端天氣事件。

針對此次德國及其鄰國出現的強降雨，

德國氣象專家於爾根·施密特認為，是受低氣

壓“貝恩德”影響，從而引發洪澇災害。

施密特解釋說，由於北極地區顯著升

溫，北極和赤道之間溫差變小，低氣壓因

此移動得愈加緩慢。低氣壓14日當天籠罩德

國上空，“從東部來的暖濕空氣和西部來的

冷空氣匯集，從而引發大量降水”。

德國波茨坦氣候影響研究所海洋物理學

教授斯特凡· 拉姆斯托夫向美聯社表示，目

前尚不清楚德國出現的極端降雨是否是全球

變暖的直接結果。“但可以說，由於全球變

暖，此類事件變得越來越頻繁。”

拉姆斯托夫說，地球大氣每升溫1攝

氏度，就能多吸收7%的水蒸氣，並在日後

形成降水。測量數據已證實，在包括德國

的中北緯地區，下小雨的天數在減少，而

下暴雨的天數增多。

“全球變暖會導致大雨增加，進而導

致更頻繁、更具破壞性的洪水事件。”柏

林洪堡大學地理研究所的研究組組長卡爾-

弗裏德裏希· 施勞斯納認為，在2021年氣

候變化是否影響氣象已不是個問題，問題

則是影響能有多大。

以色列間諜軟件醜聞發酵
NSO集團否認“目標名單”

以色列間諜軟件“飛馬”醜聞持續

發酵。更多可能遭到監控的對象身份被

披露，但與此同時，出售該軟件的NSO

集團首席執行官沙萊夫· 胡利奧否認此前

曝光的“目標名單”與該公司有關，稱

其創建的平臺是一個“拯救生命和防止

恐怖襲擊的平臺”。

電話號碼被監聽？

法國總統下令進行調查
法國《世界報》指出，法國總統馬

克龍自2017年以來經常使用的其中一個

電話號碼，在摩洛哥情報部門的潛在網

絡監聽號碼列表中。法國總統府表示，

如果報道屬實，事態非常嚴重。

法媒稱，法國前總理菲利普和14名

部長2019年時也是監聽目標。報道強調

，他們無法接觸馬克龍的手機，因此無

法證實他的手機是否被監聽，但可以核

實法國前環境部長德魯吉等人的電話確

實被監聽。

法國檢察官針對當地調查新聞網站

Mediaport與旗下兩名記者疑似遭到“飛

馬”軟件監控一事立案調查。巴黎檢察

部門的書面聲明並未提到摩洛哥，只稱

檢方是在接獲該網站及其記者投訴之後

開展調查。摩洛哥政府則否認是“飛

馬”的客戶。

法國總理卡斯泰表示，總統馬克龍

在媒體報道他的電話號碼可能被監控後

，下令進行一系列調查。

他強調，在情況不明朗、事實未查

清之前，談論巴黎方面的任何反應都將

是不負責任的。

南非、伊拉克總統手機亦被入侵？
NSO首席執行官：沒有目標名單
與此同時，美媒披露了更多可能被

監控的對象身份。

根據最初泄露給法國非營利記者組

織“禁忌故事”(forbidden stories)和國際

特赦組織的一份5萬個手機號碼的清單

，可能被監控的對象除了馬克龍外，還

有摩洛哥國王穆罕默德六世、南非總統

拉馬福薩、伊拉克總統薩利赫、巴基斯

坦總理伊姆蘭· 汗、埃及總理馬德布利及

摩洛哥首相奧斯曼尼。

不過，NSO集團聯合創始人兼首席

執行官沙萊夫· 胡利奧(Shalev Hulio)回

應說，監控清單上的數字與他的公司

無關，“NSO沒有目標名單。”

據《以色列時報》報道，胡利奧表

示，“我們創建的平臺是一個拯救生

命和防止恐怖襲擊的平臺，這需要被

理解。”

“我們做出了一些類似NSO集團章

程的決定，這些決定一直伴隨著我們。

第一，我們只賣給政府，不賣給個人或

組織，”他說。“第二個決定是，我們

不會向每個政府出售，因為有些政府不

應該擁有這種工具。”

胡利奧聲稱，在過去11年裏，公司向

45個國家出售了服務，並拒絕了約90個國

家為其出售的軟件付費。此外，NSO集團

在發現一些國家濫用該系統後，已經終止

了在5個國家使用其軟件的行為。

第15屆莫斯科航展開幕
俄單發第五代戰鬥機正式亮相
綜合報導 第15屆莫斯科

國際航空航天展覽會20日在莫

斯科州的茹科夫斯基市開幕。

俄羅斯單發第五代戰鬥機當天

首次正式亮相。

本屆展覽會將持續至25日

。俄羅斯、中國、美國、加拿

大、捷克、哈薩克斯坦、白俄

羅斯等數十個國家的800余家

航空航天企業、科研單位展示

了自己的新產品、研發成果和

設計方案。

此次展覽會上首次正式亮

相的俄羅斯第五代單發多用途

輕型戰鬥機“Checkmate”的原

型機吸引了各方關註。該機由

俄羅斯蘇霍伊設計局設計，最

高飛行速度約2馬赫，重約18

噸，計劃於2023年首飛。該機

首席設計師米哈伊爾介紹，該

機裝備了有源相控陣雷達，可

以同時攻擊6個目標並跟蹤多

達30個目標。俄工貿部長曼圖

羅夫說，該機的競爭對手是美

國F35戰鬥機和瑞典JAS39“鷹

獅”戰鬥機。

當天展覽會上還展示了俄

最新型“獵人”重型攻擊無人

機、新一代輕型軍用運輸機伊

爾—112V等飛機。此外，俄羅

斯直升機控股公司還展示了卡

—226T、 米 —171A2、 米 —

8MTV等各類新型的民用直升

機。

俄羅斯總統普京當天在開

幕式上致辭表示，俄羅斯願與

所有國家在航空航天領域進行

合作。他呼籲各國科研人員和

專家共同努力，在提高飛行安

全、減少航空器對環境影響以

及太空研究等領域取得新的突

破性成果。

此次航展期間還將組織多

場圓桌會、對接洽談會等形式

商務活動。俄羅斯“雨燕”

“勇士”、印度“孔雀”等飛

行表演隊將用多種飛機進行特

技飛行表演。

莫斯科國際航空航天展覽

會每兩年舉辦一次。目前該展

已成為俄羅斯及獨聯體地區最

具影響力的航空航天展覽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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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疫苗接種的推進速度在美國一度被視為“驕傲”。拜登政府年初頒布了
“100天防疫令”後，花費超過百億美金為疫苗接種打廣告、僱傭醫護人員、新建接種點和
招募志願者，甚至策劃四位美國前總統為其拍攝了一條“最豪華廣告”，直播接種過程為全
美民眾注入信心。

在這種不計成本的投入下，初期民眾接種疫苗的效率直線上升，甚至達到了400萬每天
的最高記錄。最終拜登按照預期完成了目標，但有人計算其預算已經完全超支了。原因是政
府花大價錢新購入的疫苗、建立的鄉村接種點“顧客”寥寥，後期更是每天都空置；所以在
100天計劃結束後，拜登不再繼續投入資金，轉而去關注其他移民、基建的問題了。

消息稱，自從政府抽出資金後，美國接種疫苗的速度一落千丈，迅速下跌到不足100萬
每日，隨後又再次落到50萬每日，到現在已經跌落到30多萬。拿不到錢的衛生機構也開始
縮減接種點，減少疫苗推廣力度，這樣一來造成的惡循環就是接種人數更少，政府對此也更
冷淡。拜登已經完成了自己第一階段的政治承諾，後續對此事也不再下功夫了。

昨日，美國傳染病專家福奇對全美民眾發起警告，稱“美國現在正在進入一條錯誤的道
路上。”福奇博士表示：“現在美國已經陷入了兩個極端化，一方面是願意接種的人群，另
一方面是強烈抵制疫苗的人群，鑑於美國半數人口仍未完全接種疫苗，這對美國來說是個問
題。根據數據建模，美國面臨的最壞情況是單日死亡人數達4000人。”他還一再強調自己並
非是危言聳聽，按照這個失控速度下去，那部分人還是堅持不打疫苗的話，自己預言即將成
真。

但對於福奇這番話，放在前幾個月美媒會大肆援引和討論，現在全美疫情已經穩定的情
況下，沒有太多人關注，甚至有人對其嗤之以鼻表示“醫生就是慣用自己的職業習慣來販賣
恐懼！”。很多媒體認為按照現在的緩和情況，再過幾個月等待他們的是新冠肺炎疫情全部
平息，福奇恰恰提出了一個和他們完全相悖的觀點，認為會再回到“特朗普時代”，每天死亡
4000多人，確實匪夷所思。

值得一提的還有，福奇這次拉響“死亡4000人”警報後，美國果不其然陷入了兩極爭議中

。衛生機構人員力挺福奇博士，勸告拜登停下手中的事情，為剩下的一半美國人接種疫苗提供
更多接種疫苗的機會，另一部分（據傳很多是特朗普的支持者）則大罵福奇又在進行政治詐騙
，美媒擔憂地表示，不管是接種或者不接種疫苗也好，美國民眾的表現真的如同福奇本人所說
，像是兩個完全不同的國家的人。

（綜合報導）美國廣播公司（ABC）、
美國“槍支暴力檔案”網站統計數據稱，過去
一周左右時間裡，美國全國范圍內總計發生至
少 915 起槍擊事件，造成至少 430 人死亡、
1007人受傷。

《國會山報》對此評論稱，這令人震驚的
傷亡數字說明美國槍支暴力事件仍處於激增狀
態。

報導援引“槍支暴力檔案”網站數據稱，
2020 年是過去至少 20 年裡槍支暴力造成死亡
人數最多的一年，有超4.3萬人因此死亡。報
導稱，而2021年可能超過這一紀錄，因為今年
已有2.4萬人死於槍支暴力。

就在上週，美國總統拜登在參加一處市政
廳活動時談及該國槍支暴力激增問題。當時他
曾表示：“我將繼續推動消除這些東西（槍支
）的出售，但我不太可能在短期內實現它。”

福奇再次拉響危險警報！
警告美國將陷入災難

至疫情以來至疫情以來 美國人悲觀情緒飆升至最高美國人悲觀情緒飆升至最高

（綜合報導）最新民意調查顯示，大多數美國人對
未來持負面想法，悲觀情緒自5月份以來飆升至最高。

據報導，民意調查中，55%的
受訪者對美國未來的發展呈悲
觀情緒，自5月份以來增加了近
20 個百分點，約 45%的受訪者
表示，他們對未來持樂觀態度
。而在5月份被問到同樣的問題
時，36%的美國人持悲觀態度，
64%的人持樂觀態度。不難看出
，時隔2個月，美國民眾對自己
國家的發展前景看法有了很大
的變化，而隨著各種類型的美
國人對拜登總統的批評越來越
多，悲觀情緒跨越了意識形態
的界限。

美國廣播公司(ABC)的奎恩•
斯坎蘭(Quinn Scanlan)說：“民
主黨、共和黨和無黨派人士的
樂觀情緒普遍下降。民主黨人
和共和黨人的樂觀情緒下降了
約 20 個百分點，無黨派人士的

樂觀情緒下降了26個百分點。”這些負面想法與大多數
不贊成拜登處理移民和槍支暴力問題的受訪美國人一致

，61%的美國人對總統處理這些問題的方式持負面想法。
在美國廣播公司和益普索集團聯合進行的民調中，

拜登對新冠疫情的處理讓他獲得了自上任以來的最差評
分，36名受訪者不贊成他對新冠肺炎的處理，而自5月
份以來，給拜登差評的美國人比例增加了8%。

除了對新冠疫情的處理引起美國民眾的不滿外，通
貨膨脹也降低了民眾對拜登的認可度。報導稱，美國正
面臨嚴重的通貨膨脹威脅，美聯儲和美國財政部對最新
的通脹數據消費者物價指數（CPI）超過5%感到意外，
而受通脹壓力和新冠感染(病例)增加拖累，美國股市暴跌
。在這樣的情況下，一些州仍在繼續給民眾提供非常高
的失業救濟金，導致許多工人選擇待在家裡，而不去找
工作，進一步造成企業無法僱傭所需數量的工人，產能
急劇下降的現象。一項調查顯示，對通脹的日益擔憂拖
累了美國消費者信心指數在7月初降至5個月來的最低水
平。此前，6月份消費者價格指數(CPI)上漲0.9%，創下
13年來的最大漲幅.

目前，在面對新冠疫情捲土重來和通貨膨脹加劇的
雙重壓力下，7月23日公佈的蓋洛普民調結果顯示，拜
登的支持率降至50%，比6月份支持率下降了6個百分點
，為就任以來新低。

美國過去一周左右共發生美國過去一周左右共發生915915起槍擊事件起槍擊事件，，致致430430人死亡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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騰訊被罰解除網絡音樂獨家版權
依反壟斷法 中國首次對“經營者集中”採取措施

根據行政處罰書，騰訊被處罰的實體是註
冊在開曼群島的騰訊控股有限公司，被

罰的原因是其2016年7月收購中國音樂集團股
權，構成違法實施經營者集中，具有排除、限
制競爭的效果。2021年1月，市場監管總局根
據舉報，對此進行立案調查。騰訊在收到行政
處罰告知書後沒有提出陳述、申辯或要求聽
證。歷時半年，此案現已調查、審理終結。

市場監管總局認定，騰訊取得對中國音樂集
團的單獨控制權，屬於反壟斷法第二十條規定的
經營者集中，依據相關申報標準，騰訊此次交易
應當事先向國務院反壟斷執法機構申報，但2017
年12月6日，騰訊完成股權變更登記前未向市監
總局申報，違反反壟斷法第二十一條規定，構成
違法實施的經營者集中。此外，本案具有或者可
能具有排除、限制競爭的效果。

一個月後將不再有“獨家版權”
行政處罰書顯示，本案相關市場為中國境內

網絡音樂播放平台市場，截至2016年7月集中發
生時，騰訊和中國音樂集團的市場份額分別為
45.77%、39.65%，集中雙方均列市場前兩位，
合計市場份額超過80%，合計銷售金額約佔相關
市場總收入規模的70%，曲庫和獨家資源的市場
佔有率均超過80%，市場監管總局認為“形成了
高度集中市場”，集中會減少相關市場主要競爭

對手，提高市場進入壁壘。
依據反壟斷法，市場監管總局作出行政處

罰決定，責令騰訊及關聯公司採取三十日內解
除獨家音樂版權、停止高額預付金等版權費用
支付方式、無正當理由不得要求上游版權方給
予其優於競爭對手的條件等恢復市場競爭狀態
的措施。

這意味着，一個月後，騰訊將不再對部分核
心音樂資源擁有所謂的“獨家版權”。騰訊回應
處罰決定表示，將認真遵守決定，嚴格落實監管
要求，依法合規經營，切實履行社會責任，維護
市場的良性競爭。“騰訊將壓實責任，與騰訊音
樂等關聯公司在規定時限內制定整改措施方案，
按照處罰決定要求全面不折不扣地完成，確保整
改到位。”

騰訊音樂的競爭對手網易雲音樂亦發布公告
表示，將積極履行平台責任，依法合規經營，堅
決不與上游版權方簽訂網絡音樂獨家版權協議，
抵制哄抬版權價格行為。

專家：利有效競爭及創新服務
專家認為，此次反壟斷處罰，將改變在線音

樂市場的競爭法則，在線音樂市場的其他參與者
將獲得一定的競爭空間。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國務院反壟斷委
員會專家諮詢組成員孟雁北表示，責令騰訊解除

獨家版權等措施將重塑相關市場競爭秩序，降低
市場進入壁壘，使競爭者均有公平觸達上游版權
資源的機會，有利於將競爭的焦點從利用資本優
勢搶奪版權資源回歸到創新服務水平、提高用戶
體驗的理性軌道上來；有利於推動與國際接軌的
合理方式計算版權費用，減輕下游運營成本；有
利於培育新的市場進入者，並為現存企業創造更
公平的競爭環境，保障消費者選擇權，最終惠及
廣大消費者，促進網絡音樂產業規範創新健康發
展。

艾媒諮詢CEO兼首席分析師張毅認為，反
壟斷執法正把騰訊音樂趕出舒適圈，恢復在線音
樂市場的有效競爭。對整個行業來講，也有利於
激勵網絡音樂平台不斷創新，提供多樣化、個性
化服務。

市場近300億元 騰訊去年佔逾八成
艾媒諮詢早前發布數據稱，2020年中國音樂

版權市場規模預計達到281.7億元（人民幣，下
同），但這一將近300億元規模的大蛋糕，逾
80%被騰訊音樂吃下。

騰訊音樂的收入亦遠超對手。2020年，騰訊
音樂總收入達到291.5億元，淨利潤達到41.6億
元；其競爭對手網易雲音樂全年淨虧損30億元，
蝦米音樂因在音樂版權大戰中下架大量歌曲，已
於2021年2月5日正式關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

道）中國互聯網平台反壟斷又落重錘，

中國國家市場監管總局24日發布公告，

依法對騰訊作出責令解除網絡音樂獨家

版權等處罰。這成為自反壟斷法實施以

來，監管部門對違法實施“經營者集

中”採取必要措施恢復市場競爭狀態的

第一宗案件。專家指出，此次反壟斷處

罰將改變在線音樂市場的競爭法則和競

爭格局，有利於增加競爭和創新，做大

行業市場。

●市場監管總局
責令騰訊及關聯
公司三十日內解
除 獨 家 音 樂 版
權。圖為騰訊音
樂早前在北京國
際音樂生活展上
的展位。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賀鵬飛 南
京報道）南京新冠肺炎疫情進一步蔓
延。據官方通報，7月23日南京新增
本土新冠肺炎確診病例12例，新增本
土無症狀感染者4例。24日上午，南
京建鄴區報告一市民核酸檢測初篩結
果為陽性。自7月25日上午7時起，
南京將在市域邊界公路暫設68個查驗
點，對公路離寧駕乘人員進行核酸陰
性證明的核驗和健康碼的查驗。

南京市衞健委副主任楊大鎖表示，
該市23日新增16例感染者中，15例位
於江寧區，1例位於溧水區，均為南京
祿口國際機場工作人員和他們的密切接
觸者。截至23日24時，南京共有本土
確診病例35例（其中14例輕型，21例
普通型），共有本土無症狀感染者18
例。

上述35例確診病例均在南京市第
二醫院湯山院區（南京市公共衞生醫療
中心）治療，生命體徵平穩。18例無
症狀感染者也在南京市第二醫院湯山院
區集中隔離和醫學管理。

根據國家和江蘇省關於應對新冠肺
炎疫情精準防控工作要求，經疫情防控
專家組評估，從2021年7月24日起，
南京市部分區域疫情風險等級又進行了
調整，江寧區新增3處中風險地區，為
祿口街道銅山社區銅陵新村和陸綱社區
翠屏城小區，以及湖熟街道莊上自然
村。

黃碼者一周3次核檢
結果陰性可“復綠”

江蘇省疫情防控工作領導小組已經
明確對7月10日至20日進出過南京祿
口機場的蘇康碼黃碼的人員進行嚴格管
理，原則上一律實施14天集中隔離醫
學觀察，條件不具備的地方，按規範嚴

格實施居家健康監測，對所有黃碼人員一周內實施
3次核酸檢測陰性者可以恢復綠碼，並視情解除健
康管理措施。

市域邊界公路設68查驗點
南京市交通局副局長鄭春發在24日召開的新

聞發布會上宣布，自7月25日上午7時起，將在南
京市域邊界的公路暫設68個離寧查驗點。查驗標
準分為三個方面：一是對健康碼是綠碼，並且持有
48小時以內核酸檢測陰性證明的可以自由通行；
對健康碼是黃碼，不能提供48小時以內核酸檢測
陰性證明的，將予以勸返。對健康碼是紅碼，將引
導至就近的集中隔離點進行14天的隔離醫學觀
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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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
新
冠
感
染
者
增
至
53
例



AA77
星期二       2021年7月27日       Tuesday, July 27, 2021

台灣新聞

（中央社）全國疫情警戒27日降為二級，多數百
貨業者明起恢復疫情前營業時間，持續落實消毒、實
聯制、員工健康監測等；環球購物中心更增設人臉辨
識溫測裝置管理員工體溫，為百貨業首例。

SOGO 百貨表示，全台分店明天起恢復正常營
業時間，即上午11時至晚間9時30分；例假日、例假
日前一天則營業至晚間10時。另外，超市營業時間為
上午9時至晚間9時30分。

新光三越指出，明天起全國疫情降至二級警戒
，全台15家分店將同步依正常營運時間營業，並持續
嚴格落實各項防疫措施，提供顧客安心舒適的購物場
域。

遠東百貨表示，指揮中心宣布27日起降為二級
警戒，全台百貨營業時間同步調整，將全面恢復為正
常營業時間，餐飲內用規範依各縣市政府規定執行。

遠東百貨補充，全台遠百營業時間不同，台北
市各館平常日營業時間為上午11時至晚間9時30分，
假日前夕和週末則延長至晚間10時；北市以外營業時
間為上午11時至晚間10時。

環球購物中心表示，27日起採行防疫、微解封
並重，新北中和、板橋車站、南港車站、桃園A8、
林口A9及新左營車站等全台6店營業時間延長，調整
為上午11時30分至晚間8時30分，比現行時間增加
0.5至1.5小時；屏東市店恢復原營業時間，即上午11
時至晚間10時。

環球購物中心指出，因應部分縣市開放餐飲內

用，桃園A8、新左營車站及屏東市等店將落實餐飲
內用防疫措施，包含進行用餐人潮管制，採梅花座、
裝設防疫隔板、總座位數減半，員工須佩戴口罩及面
罩等。

此外，環球購物中心除日前已增設 「員工防疫
消毒門」，近期再於全台7店的員工出入口設置 「人
臉辨識溫測裝置」，可自動追蹤人臉辨識，便於記錄
管理員工體溫，為百貨業首例。

台北 101 表示，配合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將
防疫警戒調整為二級警戒，並遵守台北市政府相關指
引，購物中心不分平、假日，營業時間維持中午12時
至晚間8時；超市為上午9時至晚間8時；美食街及餐
廳仍不開放內用，外帶可視消費者需求提前提供餐點
。

另外，高樓餐廳隨意鳥地方與頂鮮僅提供預約
制外帶，BAR88與隨意吧維持休業。至於觀景台，台
北101說，以維護國人健康安全為最高標準，將維持
休館至8月31日，恢復開館及營業時間的調動將另行
公告。

京站時尚廣場指出，配合雙北市府規範，台北店
、雙連爵士廣場、小碧潭店百貨美食街的餐廳不開放
內用；但因應警戒降級，為提供商圈上班族外帶便利
性，營業時間不分平假日調整為上午11時至晚間8時
30分，同時持續鼓勵使用 「QQ飛食 QQ快取」外送
平台服務。

警戒降為二級 多數百貨恢復疫情前營業時間

林郁婷策略不獲裁判青睞林郁婷策略不獲裁判青睞 失利止步失利止步
拳擊女子拳擊女子5757公斤級台灣好手林郁婷公斤級台灣好手林郁婷2626日在東京奧運日在東京奧運1616強賽不敵菲律賓籍選手強賽不敵菲律賓籍選手

皮特西歐皮特西歐（（Nesthy PetecioNesthy Petecio ），），以以22：：33落敗落敗。。

鼓勵增產報國合庫生育津貼加碼最高每胎15萬
(綜合報道）響應政府獎勵生育政策，合作金庫銀行今天宣布加碼員工生育津貼，第一胎津貼

由新台幣6萬元提高至10萬元，第二胎由8萬元提高至12萬元，第三胎以上由10萬元大幅增至15
萬元。

國內少子化問題日益嚴重，行政院長蘇貞昌日前請財政部促請公股行庫研擬員工生育獎勵措
施，合庫銀今天宣布，響應政府政策，加碼員工生育津貼，由現行第一胎6萬元、第二胎8萬元、
第三胎以上10萬元，大幅提高為10萬元、12萬元、15萬元。

同時，合庫銀並提供孕期可享產前假、產檢假、安胎假、陪產假、產假及育嬰留職停薪制度

等相關配套措施，以打造友善家庭的職場環境。
不少女性選擇到產後護理中心坐月子，合庫銀董事長雷仲達表示，因負擔太重，年

輕人對生兒育女一事望之卻步，光產後至護理中心 「坐月子」費用就動輒10萬元，為
減輕員工或員工配偶產後休養負擔，決定提高生育津貼補助金額。

合庫銀指出，這次加碼員工生育津貼，調幅超逾五成，第三胎最高補助15萬元。
若首次懷孕就生雙胞胎，可同時領到第一胎津貼10萬元及第二胎津貼12萬元，合計22

萬元。
若第二懷孕生雙胞胎，合庫銀表示，一次可領27萬元（含第二胎12萬元及第三胎15萬元）

；第三次懷孕生雙胞胎，則一次補助30萬元。
合庫銀指出，有競爭力的企業，一定是能夠照顧員工幸福的企業，為建構安心懷孕的友善職

場，除生育津貼外，還設有育嬰留職停薪制度、設置哺（集）乳室、聘僱專任護理師與駐診醫師
、企業托育合約及員工子女教育獎助金等。

員工懷孕期間，合庫銀也不定時提供健康資訊或電話關懷，積極推動職場健康照護。

因應永續發展貿協籲政府提淨零排放宣言
(綜合報道）貿協今天表示，因應永續發展的國際趨勢，電電公會理事長李詩欽在日前舉行的

董監事會議中提案，呼籲政府盡快提出台灣淨零排放宣言，並獲全體贊同。
總統今年4月22日出席世界地球日相關活動時指出，政府開始評估及規劃台灣在2050年達

到淨零碳排目標的可能路徑，除了穩定推動中的能源轉型，包括製造、運輸、住宅、農業等部門
也必須提出系統性的檢討策略。

不僅如此，各國紛紛提出相關做法，以美國為例，美國總統拜登積極面對氣候變遷議題，已
宣布美國在2030年時，會比2005年減少排放50%溫室氣體排放量；日本、韓國也承諾在2050年前

要達到碳中和。
歐盟執行委員會則在7月14日提出FIT FOR 55計畫，闡明歐盟27國將在

2030年前將溫室氣體淨排放量減少55%（相較於1990年減碳標準）。
貿協日前舉行董監事會，李詩欽在會中表示，台灣出口比重占GDP近7成

，同時具有高度氣候貿易脆弱性，可能會被課碳關稅，盼台灣政府能及早因應，與產業界共同推
動淨零排放相關建制，獲蔬果公會理事長蘇雲嶢、罐頭公會榮譽理事長吳天賜、製衣公會常務理
事楊紹欣、台北市銀行公會理事長王榮周等人贊同，並獲全體董事同意。

貿協董事長黃志芳表示，歐盟恐將開徵碳關稅，是外銷產業無可迴避的議題，貿協作為產業
與政府溝通橋梁，將積極協助產業界轉型，推廣再生能源應用，與持續提升台灣產業出口競爭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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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這裏。

最低、最新的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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