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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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31/2021

（中央社） 「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 今 天 報 導 ， 美 國 疾 病 管 制 暨 預 防 中 心
（CDC）的內部文件形容，Delta變異株的傳染力
堪比水痘，並警告恐引發重症。

「華盛頓郵報」網站張貼的CDC報告中說，
Delta變異株更容易突破疫苗保護，但也稱這種
狀況十分罕見。

CDC在報告摘要中表示，Delta變異株具高傳
染性，引發的症狀很可能比起其他變異株更加
嚴重，且突破性感染（接種疫苗後感染病毒）
的傳播力，可能和沒接種疫苗者相比差不多。

不過，CDC的數據顯示，對完成接種疫苗的
人來說，疫苗在預防重症、住院與死亡方面，
仍然高度有效。

這些結論，很可能會引發是否有必要再度實
施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等措施的相關辯論。即
使是在已經廣泛施打疫苗的國家以及已放寬封城
限制地區。

CDC報告中建議，除了施打疫苗之外，民眾
普遍需要戴口罩，以降低病毒傳播。

「紐約時報」同樣引述報告內容表示，這就
是為何CDC本週政策大轉彎，呼籲打完疫苗的民
眾，在疫情熱區室內仍應戴口罩。

美國疾病管制暨預防中心主任瓦倫斯基
（Rochelle Walensky）告訴紐時，最新研究顯示
，已接種疫苗仍感染Delta變異株的人，在鼻子與
喉嚨仍帶有大量病毒。

瓦倫斯基也證實這份報告的真實性，她告訴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 「我想民眾必須
要理解，我們不是在喊狼來了，這真的很嚴重。
這是已知傳染性最高的病毒之一，麻疹、水痘，
還有這個（Delta變異株），都非常高。」

報告指出，Delta 變異株比起新型冠狀病毒
（SARS-CoV-2）原始病毒株更具傳染力，也比
中東呼吸症候群（MERS）、嚴重急性呼吸道症
候群（SARS）、伊波拉病毒（Ebola）、一般感
冒、季節流感，以及天花病毒的傳染力都要強。
報告表示，Delta變異株的高傳染力堪比水痘。

不過報告也表示，Delta變異株的致命性大致
與原始病毒株相同，而SARS和伊波拉等其他疾
病，都有更高致死率。

文件指出，CDC下一步是要立刻 「承認這場
戰爭已經轉變」，提升大眾對突破性感染以及接
種疫苗的人可大幅降低罹患重症風險等認識。

紐約時報指出，CDC可望在30日公布更多有
關Delta 變異株的資料。

美國疾管中心美國疾管中心：：DeltaDelta變異株傳染力堪比水痘變異株傳染力堪比水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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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xas Congresswoman
Sheila Jackson Lee
became the third
member of the
Congressional Black
Caucus to be arrested
for civil disobedience to
draw attention to the
voting right issue in the
U.S. Congress.

Representative Jackson
Lee was joined by black
female voting rights
advocates from the
National Council of
Negro Women and the
League of Women
Voters.

The protesters gathered
outside of the United
Methodist Building on

Capitol Hill before
proceeding over to the
Hart Senate Office
Building.

Representative Lee said,
“The reason why we
are out here is to be able
to say to you that no one
should dismiss civil
disobedience as a valid
and important aspect of
our strength and our
power.”

Jackson Lee is a long
time strong supporter of
our Asian community.
She has always spoken
out against the unfair
treatment towards our
community.

We really appreciate
what she is doing in DC.
Her action represents
the views of many of us
on the voting rights issue.

Today Texas Democrats
continue to fight for
voting rights in
Washington as
Republicans push for
them to return to Texas.

The voting rights bill is
such an important move
for all of us, especially
for the many

newcomers to the U.S.
and immigrants.

0707//2929//20212021

Congresswoman Sheila JacksonCongresswoman Sheila Jackson
LeeArrested For Protecting Voting RightsLeeArrested For Protecting Voting Rights

由休斯敦地區選出的美國
眾議院議員李賈克遜今天在参
与支持女性投票之示威運動中
被警方拘捕，她已經是第三位
國會非裔聯盟成員被逮捕， 她
呼籲參院應早日通過投票權利
法案。

最近在德州州議會，由於
新的投票議題，共和民主兩黨
吵得不可開交，五十一位民主
黨议員目前仍然滯留在華盛頓
，但是共和黨籍的艾伯特州長
堅持要通過比以往更嚴緊之投
票方式， 來對付人數日愈增加
之民主黨新的選民。

李積克遜議員是我們亞裔
社區之親密友人，她對於亞裔
遭遇之歧視和不公平常仗義直
言，也经常在我們社區參加活
動。

這位曾經參加過彈劾尼克
森總統之資深眾議员，是美國
政壇上重量級人物。

美國之政治生態已經在巨
變中，两黨之矛盾加深，甚至
到水火不容之處境， 我們目前
面對的德州新選举法案將會牽
動今後選舉之結果。

國會議員李賈克遜被拘捕國會議員李賈克遜被拘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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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澳洲通訊局局長諾伯爾指出，中
國國家級駭客今年初利用微軟軟體漏洞策動攻
擊，導致澳洲以及多國用戶資料遭竊；諾伯爾
批評中國政府的做法 「已越界」。

澳洲金融評論報（The Australian Financial
Review）今天刊登報導，澳洲通訊局（Aus-
tralian Signals Directorate）局長諾伯爾（Ra-
chel Noble）昨天於澳洲國會接受質詢時指出
，中國國家級駭客於 2021 年初利用微軟電郵
軟體漏洞，替多項犯罪活動打開了大門。

諾伯爾形容，微軟電郵軟體漏洞就像是門
鎖有漏洞。她解釋： 「當中國政府發現門鎖有
漏洞後，他們就闖入，而且將所有大門全部推
開。」

諾伯爾估計，大約有7萬家澳洲商戶是使
用微軟郵件伺服器Exchange Server；他們都可
能於2021年初遭中國國家級駭客入侵。

諾伯爾指出，中國駭客入侵澳洲，是 「規
模極端龐大並且事態嚴重」的行為。

澳洲金融評論報提到，多個西方國家的安
全部門認為，中國駭客於今年初向全球發動網
路攻擊，幕後涉及中國國家安全部，是中國策
動的大規模間諜行動。

諾伯爾認為，對全世界很多國家來說，中
國政府的舉動 「已越界」（crossed a line）。

澳洲新聞通訊社（NCA NewsWire）報導
，澳洲內政部祕書長裴佐洛（Mike Pezzullo）
昨天接受澳洲國會質詢時坦承，當澳洲任何城
市的瓦斯、電力和自來水系統受到網路攻擊的
時候，澳洲政府要辨別到底是一般犯罪活動或
是遭遇軍事攻擊的話，是有相當難度的。

澳洲人報（The Australian）提到，關於外
國國家級駭客可能針對澳洲基建設施發動網路
攻擊的問題，澳洲國會情報及安全聯席委員會
（The Parliamentary Joint Committee on Intelli-
gence and Security）正研擬推動立法，試圖強
制規定各基建設施如遇網路攻擊，則必須向當
局報告；而且聯邦政府在有需要時，可依法接
手對付有關網路攻擊。

澳洲金融評論報提到，自7月19日起，美
國、英國、歐洲聯盟、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等共
接近 40 個國家，陸續加入譴責中國政府發動
惡意網路攻擊。

英國外交部表示，中國於今年初發動的網
路攻擊，估計影響全球超過25萬個帳號。

國家級駭客策動攻擊
澳洲通訊局長：陸已越界

今年東京奧運會籃球場上充滿了NBA球員
, 除了美國隊清一色為 NBA 本土球員外, 其他
11個國家都有NBA老中青球員在陣中, 包括現
役球員48名, 退役老將16位, 總共有64名經過
NBA認證的球員, 所以東奧會幾乎一半球員出
身於 NBA, 美國 NBA 已強力主宰東京奧運會,
這是不爭的事實, 也是未來的趨勢。

今年澳洲隊有 6 名 NBA 球員, 如果紐約籃
網隊巨星厄文與費城76人隊戰將西蒙斯加盟的
話,實力真了不得。在第一場比賽打敗美國的法
國隊則有NBA近三年最佳防守大將魯迪·戈貝
爾在內的 5 位 NBA 球星, 如其他 7 位法國籍
NBA球員也效勞的話, 將成為另一支全NBA的
隊伍,所以各國在NBA球員助陣下, 打敗美國已
不是奇蹟了。

奧運會自從1992年開放NBA球員參加後,
美國曾派出史上最強美夢隊出賽,全勝奪得金牌
，平均每場大贏43.8分之多。不過在1996年雖
依舊是金牌, 但勝分已減為 32.3 分，到了 2000
年奪冠時每場勝分又降到21.6分。2004年是美
國奧運會最淒慘一年,平均每場只勝7.7分，更
連輸3場，拿到了銅牌。

美國隊在2008年北京奧運時推出一支王牌
NBA隊伍，所以重奪金牌，但2012年在倫敦奧
運則是於驚濤駭浪中贏得王冠, 並於2016年在
最後關頭險勝西班牙而三連冠成功, 但是在
2019年世界盃籃球賽時,由三流的NBA球員代
表的美國隊竟然一輸再輸,只打到第七名, 是美
國隊歷史上成績最差的一次國際籃球大賽！

美國隊在一次一次不順遂比賽中似乎已悟
出一個真理：如不派出最精銳的NBA球星去參
加，無論奧運賽或世界賽，都可能敗陣，原因
很簡單，世界各國一流好手都來到NBA來磨練
，吸取經驗，然後他們又回到自己的祖國去對
付美國！

由於許多本土NBA明星球員不願代表美國
參賽, 所以美國隊今年的陣容是近些年來最不
精銳的, 再加上NBA上個球季賽程延後, 有3位
入選的球員完全沒有參加集訓,打完NBA冠軍
決賽後就匆匆忙忙趕到東京報到, 全隊戰力受
損,目前的戰績是1勝1負, 進入決賽應不成問題
,但想要奪取金牌困難重重, 只能以少輸為贏的
心態去應戰了。

【李著華觀點 :球在他們手上
NBA 主宰東京奧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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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服輸給SpaceX
貝佐斯欲用20億美元換NASA登月合同

綜合報導 剛剛完成短暫太空邊緣之旅的億萬富豪貝佐斯向美國國

家航空航天局(NASA)提出了一項新的協議，如果NASA授予他的藍色起

源公司一份製造太空人登月航天器的合同，該公司將免除NASA20億美

元的費用。

NASA在 4月授予藍色起源的競爭對手、另一位富豪馬斯克的

SpaceX公司一份價值近29億美元的合同，以建造一艘航天器，最早在

2024年將太空人送上月球表面。

NASA當時拒絕了藍色起源和國防承包商Dynetics的投標。

NASA高級官員凱西· 盧德斯表示，NASA自己的資金短缺、SpaceX

可靠的軌道任務記錄，以及其他因素使他們做出了這個“對政府而言具

有最佳價值”的決定。

7月26日，貝佐斯在給NASA局長尼爾森的一封信中表示，藍色起

源願意免除政府當前和今後財政年度最高20億美元的費用，並為一次軌

道任務付費以審查該公司的技術，以換取一份固定價格的合同，並承擔

任何系統開發成本超支。

“迫於短期預算的障礙，NASA改變了其最初的雙渠道采購戰略，而最

新提議消除了這一障礙”，貝佐斯寫道，“如果缺少競爭，NASA的短期和

長期登月計劃將被延遲，最終將花費更多，而且不符合國家利益。”

NASA和SpaceX沒有立即就此發表評論。

在選擇SpaceX之前，NASA曾為其阿爾忒彌斯計劃(Artemis)公開征

集航天器提案，該計劃旨在讓太空人自1972年以後再次登上月球。

在輸給SpaceX後，藍色起源曾向美國政府問責辦公室提出抗議，指控

NASA允許SpaceX修改定價，從而讓後者獲得了不公平的優勢。GAO預計

將在8月初做出決定，但業內消息人士認為合同逆轉的可能性不大。

加拿大首位原住民族裔總督正式就任

綜合報導 作為因紐特人的瑪麗· 西蒙

(Mary Simon)7月 26日在渥太華正式就任

第30任加拿大總督，同時也成為加拿大首

位原住民族裔的總督。

西蒙在參議院大樓內發表的就任演說

中表示，典禮舉行之地頗具意義。39年前

，當這裏還是政府會議中心時，她和其他

原住民領袖們與政府官員一起工作，使原

住民的權利在憲法中得到確認。

她說，在自己的成長經歷中，最珍

視的是父母教導她與兄弟姐妹們如何生

活在因紐特人和南方非因紐特人的兩個

世界中，“我花了一些時

間才獲得自信，在非原住民

世界中堅持自我和自己的信

念。”

西蒙說，自己作為總

督，將推廣由社區和原住民

驅動、且正帶來真正變化的

環境保護和應對氣候變化行

動；致力於在心理健康方面

進一步消除汙名化；體現這

個國家對多元化和接納度的

承諾。

她直言，近期在一些原住民寄宿學校

舊址發現的無標識墓冢讓加拿大人震驚。

“和解是一種生活方式，需要日常工作，”

她說，“和解就是相互了解。”

加拿大總理特魯多表示，相信西蒙作為

首位原住民族裔總督，將致力於幫助人們一

起面對艱難事實，走向共同和解之路。

特魯多在7月初宣布新總督的人選後

，輿論對西蒙缺乏流利的法語能力有所詬

病。西蒙在就職時再次承諾，自己會學習

這門官方語言。

出於防疫考慮，相較以往，西蒙的就

任儀式規模有所壓縮。她日前以視頻連線

方式首次覲見了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

她也是伊麗莎白二世即位以來任命的第13

位加拿大總督。

74歲的西蒙出生於魁北克省努納維克

。她曾任電臺播音員，後進入因紐特原住

民機構，主要負責加拿大首份原住民與政

府間土地權利協議的談判。她與其他原住

民領袖參與了1982年加拿大憲法談判，推

動將原住民相關權利納入其中。她曾任加

拿大的北極圈事務大使、駐丹麥大使，還

曾任原住民組織因紐特人團結聯盟的兩屆

主席、全國因紐特人教育委員會主席等。

西蒙是加拿大第5位女總督。其前任

朱莉· 帕耶特在有獨立調查報告證實總督

府存在霸淩工作氛圍的情況下，於今年1

月宣布辭職，成為加拿大聯邦成立以來首

位辭職的總督。

作為英聯邦國家，加拿大的國家元首

是英國女王，但由加總理提名、英女王任

命的總督代行職權。總督也是形式上的武

裝部隊最高司令，任期一般為5年。

疫情快速反彈
德國政府考慮加碼防疫措施
綜合報導 鑒於德國國內近日來單日新增新冠確診病例數持續快速

反彈，過去一周攀升75%，德國聯邦政府副發言人26日表示，如果當前

的新冠疫情發展態勢一直延續，將必須加碼防疫措施，聯邦政府不久將

與各州再次商討防疫政策的後續調整。

德國疾控機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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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8人、3人，累計確診3756856人、死亡91527人。德國官方

用於監測疫情嚴重程度的“平均每十萬人七日累計新增確診數”26日升

至14.3，已連續半個月呈反彈態勢。截至當天，德國已接種8940萬劑次

疫苗，共有41073682人實現完全接種，占該國總人口數的49.4?%。

德國聯邦政府副發言人德默爾當天在柏林舉行的記者會上表示，當

前的“平均每十萬人七日累計新增確診數”盡管仍相對較低，但疫情形

勢發展仍令人感到擔憂。

德默爾指出，截至26日，德國的單日新增確診數在一周時間內攀升

了75%之多。“倘若這一趨勢一致延續下去，那麼我們將不得不加碼防

疫措施。”

她表示，德國聯邦政府將在未來數日至數周時間裏與各聯邦州共同

協商，以決定下一步可采取哪些措施。她指出，當前努力的重點包括：

確保提升疫苗接種率、管理好境外返程旅客，以及在單日新增確診持續

增長的情況下推出具體應對措施。

針對當前熱議的強製疫苗接種議題，德默爾再次強調，德國聯邦政

府無意推行強製接種、也不會變相地這麼做。

希臘醫護抗議強製接種疫苗計劃
多個島嶼新冠病例數增長

希臘國家公共衛生組織宣布，過去

24小時希臘新增2070例新冠病例，目前

累計確診477975例；新增死亡5例，累

計死亡12903例。

12至15歲人群疫苗接種平臺8月準

備就緒
希臘衛生部長基基利亞斯表示，

針對12至 15歲年齡組人群的疫苗接種

計劃已經獲得批準，政府將很快宣布

針對這一群體的疫苗接種具體從何時

開始。他還說，面向這一年齡組人群

的疫苗接種預約平臺應在 8 月前準備

就緒。

此外，基基利亞斯還提到，截至

目前 15 至 17 歲年齡組的新冠疫苗預

約數量已經達到了將近 3 萬次，預計

到新學期臨近開學時這一數字將會增

加。他還呼籲 50 至 55 歲民眾盡快接

種疫苗。他說，這一年齡段人士面臨

的感染風險更高，盡管他們的疫苗接

種率較高，但比起理想接種率依然還

不夠。

醫護人員將集會抗議疫苗接種計劃
由於希臘政府此前宣布將醫護人員

列為強製接種新冠疫苗的對象，此舉引

發了這一職業群體的不滿。據報道，希

臘醫院醫生聯合會計劃於27日在衛生部

門前舉行集會，該聯合會將尋求與衛生

部長會面，並警告說，如果政府不撤回

強製接種的命令，抗議活動將在8月中

旬暑假後升級。

此外，泛希臘醫院工作者聯合會上

周表示，將會采取一切可能的法律手段

來推翻政府要求就職於養老院工作人員

以及醫護人員接種疫苗、否則將被強製

無薪休假的決定。

7月，希臘已經發生了多次示威遊行

，抗議政府的疫苗強製接種計劃，並反

對以是否接種疫苗來區分人群和區分待

遇。

多個島嶼病例增長
從7月26日起，希臘當局取消了針

對米克諾斯島的宵禁和禁止播放音樂的

限製措施。不過，衛生專家們對於熱門

旅遊島嶼的疫情發展情況，仍在保持密

切關註。

根報道，近期出現新冠感染病例增

長的島嶼包括紮金索斯、萊羅斯島、科

孚等。

衛生專家們對德爾塔變異毒株在希

臘的傳播情況表示擔心，因為希臘已經

進入度假季，預計隨著更多外國遊客的

到來，疫情將在8月15日左右達到最高

峰。

血液樣本重測顯示：新冠病毒或早在2019年已在意大利傳播

綜合報導 由世界衛生組織

指定在意大利和荷蘭兩家實驗

室進行的血液樣本重新檢測結

果顯示，新冠病毒可能早在

2019年10月就在意大利開始傳

播。近日多家外媒對此事追蹤

報道。

據報道，2020年11月，意

大利米蘭國家腫瘤研究所(ICI)

研究人員在《腫瘤雜誌》發表

論文指出，在對2019年 9月至

2020年 3月參加肺癌篩查試驗

的959名誌願者血液樣本進行

檢測後發現，其中111名誌願

者血樣中新冠病毒抗體檢測結

果呈陽性，發現存在免疫球蛋

白抗體(IgM)的樣本的最早采集

時間是2019年10月。由於一個

人產生病毒抗體需要兩周時間

，這表明他們很可能在2019年

9月已感染新冠病毒。

報道稱，世衛組織隨後要

求 ICI作出進一步澄清，並指

定意大利錫耶納的維斯梅德

裏實驗室和荷蘭伊拉斯謨醫

療中心的一個實驗室用不同

方法對相關樣本進行重新檢

測。這兩家實驗室的研究人

員重新檢測了 29 份原始意大

利血液樣本以及 2018 年采集

的對照樣本，在部分原始樣

本中，發現新冠病毒抗體檢

測結果呈陽性。兩個實驗室

都檢測到抗體的樣本采集時

間可以追溯到2019年10月。

英國《金融時報》援引參

與重新檢測的研究員的話報道

稱，“重新檢測的結果表明，

我們之前在無癥狀患者中報告

的情況是新冠病毒在意大利早

期傳播的可能信號。如果這

一結果得到證實，將解釋2020

年意大利有癥狀病例激增的

情況：新冠病毒或以某種更

早的形態，早已在悄無聲息地

傳播著。”

ICI科學主管喬瓦尼· 阿波

洛內認為，該結果說明，新冠

病毒在意大利“很有可能”早

在公認的時間點之前，就已經

“在一定限度內”傳播。這或

將有助於解釋為何意大利在

2020年年初遭到新冠疫情的嚴

重打擊。

《華盛頓郵報》報道稱，

這並非第一次有證據表明，在

世界首次對這種新疾病發出警

報前幾個月，新冠病毒就已經

在全球傳播。2019年11月和12

月，研究人員就在意大利和法

國發現了新冠病毒抗體。對常

規獻血的研究結果表明，新冠

病毒早在2019年12月13日就在

美國出現。

意大利國家科研委員會分

子遺傳學研究所負責人喬瓦尼·

馬加則對“2019年年底新冠病

毒已在意大利傳播”的說法

“持謹慎懷疑態度”。“這個

領域還需要進行更多研究”，

馬加指出，研究新冠病毒在意

大利首次出現的相關信息，是

為了更好地應對未來的疫情暴

發。

意大利研究人員已於本月

19日在醫學論文檔案網發表論

文預印本，公布此次重新檢測

結果。目前，該論文尚未經過

同行評議在科學期刊上正式發

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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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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線電視新聞網」（CNN）30日報導，
美國聯邦政府在新冠肺炎（COVID-19）疫苗強制接種問題上
鬧得沸沸揚揚，不過許多民間企業、餐廳、大規模活動，以及
海外旅遊等，都正對未接種疫苗者加強限制，將成為另類的
「強制力」，因為如果民眾不打疫苗，將會在生活中處處受限

。
美國聯邦政府已要求所有的220萬公務員和180萬約聘人

員接種疫苗，並要求500萬政府承包商人員同步實施，否則將
拿不到政府合約；為避免引發人權爭議，該規定並非 「強制」

，而能用病毒檢測陰性證明代替，但至少每週須更新一次。
CNN指出，在Delta變種病毒肆虐下，許多民間企業已調

整 「重返辦公室」計畫，進一步延後至秋季，並要求員工須接
種疫苗，這些企業包括Google、Facebook、貝萊德（BlackRock
）、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等業界巨頭。部分企業規定
未接種疫苗者若確診新冠肺炎，將強制進行隔離，且期間不支
薪。

另外，餐飲業大亨梅爾（Danny Meyer）已宣布，民眾若
未接種疫苗，將禁止於 「聯合廣場餐飲集團」（Union Square

Hospitality Group）旗下的多家餐廳用餐；芝加哥 「Lollapalooza
」音樂節也要求觀眾出示病毒檢測陰性證明或疫苗接種證明，
未接種疫苗者須強制配戴口罩；且疫苗接種證明幾乎已成為前
往歐洲渡假的必要條件。

這代表若一名美國民眾堅持不接種疫苗，那其未來可能難
以出國、沒有活動可參加，甚至找不到工作、無法上餐廳吃飯
，將成為真正的 「邊緣人」。且在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
）未來給予新冠疫苗完全核准後，聯邦政府在進一步法律支持
下，相關規定只會更加嚴格。

又失敗 美極音速飛彈試射結果令人失望

美國疾管中心：Delta變異株
傳染力堪比水痘 恐引發重症

（綜合報導）美國空軍 29 日宣布，其 28 日再度試射
AGM-183A 「空射快速反應武器」（ARRW）原型，結果飛
彈雖成功投出，發動機卻無法點火，測試再度遭遇失敗。
AGM-183A於4月首度進行空中試射，當時也發生問題，飛彈
直接無法投出。

根據美國空軍聲明稿，一架隸屬於第419飛測中隊（419th
Flight Test Squadron）的B-52H轟炸機，28日掛載AGM-183A
自愛德華空軍基地（Edwards AFB）起飛，進行該型武器的第2
次試射，目標是測試其釋放程序，以及評估火箭助推器的性能

。
試射於加州海岸外慕古角海上試射場（Point Mugu Sea

Range）進行，美國空軍表示，包括獲取GPS資訊、掛架釋放
在內的一系列武器釋放程序皆順利完成，然而在與B-52H分離
後，這枚AGM-183A的火箭助推器卻發生問題，未能成功點
火，最後直接落入大海。

美國空軍武器計畫執行官（PEO for Weapons）柯林斯
（Heath Collins）准將表示，研發新型武器是一項艱鉅的任務
，但強調其擁有最優秀的團隊，正努力找出問題所在並將其修

復，希望將對空軍至關重要的極音速武器盡快交付給第一線作
戰單位。

美國空軍4月5日首度以B-52H試射AGM-183A，但當時
武器釋放程序發生問題，導致飛彈並未投出，所幸最後B-52H
帶著飛彈安全降落。新聞網站 「The Drive」指出，美國空軍原
希望於今年 10 月進行完整的實彈試射、2022 年 9 月前讓
AGM-183A獲得初始作戰能力（IOC），但在2次初步試射失
敗下，該計畫的進度已落後至少7個月，目前還不清楚這次失
敗將對空軍極音速武器計畫造成何種影響。

另類強制接種另類強制接種？？
美媒美媒：：不打疫苗將成邊緣人不打疫苗將成邊緣人

（綜合報導） 「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今天報
導，美國疾病管制暨預防中心（CDC）的內部文件形容，Delta
變異株的傳染力堪比水痘，並警告恐引發重症。

「華盛頓郵報」網站張貼的CDC報告中說，Delta變異株
更容易突破疫苗保護，但也稱這種狀況十分罕見。

CDC在報告摘要中表示，Delta變異株具高傳染性，引發
的症狀很可能比起其他變異株更加嚴重，且突破性感染（接種
疫苗後感染病毒）的傳播力，可能和沒接種疫苗者相比差不多
。

不過，CDC的數據顯示，對完成接種疫苗的人來說，疫苗
在預防重症、住院與死亡方面，仍然高度有效。

這些結論，很可能會引發是否有必要再度實施戴口罩、保
持社交距離等措施的相關辯論。即使是在已經廣泛施打疫苗的

國家以及已放寬封城限制地區。
CDC報告中建議，除了施打疫苗之外，民眾普遍需要戴口

罩，以降低病毒傳播。
「紐約時報」同樣引述報告內容表示，這就是為何CDC

本週政策大轉彎，呼籲打完疫苗的民眾，在疫情熱區室內仍應
戴口罩。

美國疾病管制暨預防中心主任瓦倫斯基（Rochelle Walen-
sky）告訴紐時，最新研究顯示，已接種疫苗仍感染Delta變異
株的人，在鼻子與喉嚨仍帶有大量病毒。

瓦倫斯基也證實這份報告的真實性，她告訴美國有線電視
新聞網（CNN）： 「我想民眾必須要理解，我們不是在喊狼來
了，這真的很嚴重。這是已知傳染性最高的病毒之一，麻疹、
水痘，還有這個（Delta變異株），都非常高。」

報 告 指 出 ， Delta 變 異 株 比 起 新 型 冠 狀 病 毒
（SARS-CoV-2）原始病毒株更具傳染力，也比中東呼吸症候
群（MERS）、嚴重急性呼吸道症候群（SARS）、伊波拉病毒
（Ebola）、一般感冒、季節流感，以及天花病毒的傳染力都要
強。報告表示，Delta變異株的高傳染力堪比水痘。

不過報告也表示，Delta變異株的致命性大致與原始病毒株
相同，而SARS和伊波拉等其他疾病，都有更高致死率。

文件指出，CDC下一步是要立刻 「承認這場戰爭已經轉變
」，提升大眾對突破性感染以及接種疫苗的人可大幅降低罹患
重症風險等認識。

紐約時報指出，CDC可望在30日公布更多有關Delta 變異
株的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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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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開始受理“疫苗護照”申請

持有者赴5國可免隔離

綜合報導 日本全國市區町村開

始受理 “疫苗護照”申請，“疫苗

護照”是顯示民眾新冠疫苗接種史的

日本官方證明。如果在可使用該證明

的國家的入境審查中出示“疫苗護

照”，民眾可享有免除隔離或PCR檢

測等優待措施。

日本政府稱，“疫苗護照”目前

僅限用於民眾赴海外使用。截至7月

21日，“疫苗護照”可在5國使用，為

意大利、奧地利、土耳其、保加利亞

和波蘭。此外，日本“疫苗護照”在

韓國作為免除隔離所需材料之一得到

承認。

希望申請“疫苗護照”的人可前

往日本市區町村窗口提交或郵寄提交

申請書、護照、疫苗接種券等。暫時

僅限書面申請和交付，政府還在探討

未來實現電子申請以及交付後在智能

手機上顯示。“疫苗護照”發行手續

費由國家負擔。

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經團聯)向政

府提議，該國國內也在放寬活動入場

限製、餐飲店折扣等方面使用“疫苗

護照”，但有意見擔憂這會對地方政

府造成過重負擔，或引起對未接種人

群的不當歧視。

目前，日本國內的部分住宿設施

及餐飲店等開始推出優惠活動，人們

出示接種完兩次新冠疫苗的證明原件

，即可享受費用折扣。

韓國電視臺用切爾諾貝利照片
介紹烏克蘭後 社長道歉

綜合報導 韓 國 文 化 廣 播 電 臺

(MBC)轉播 2020 東京奧運會開幕式，

出現用切爾諾貝利核電站圖片介紹烏

克蘭等畫面引發爭議後，MBC社長樸

晟濟26日致歉。

樸晟濟26日下午召開道歉記者會，承

認電視臺所作所為有損奧林匹克精神，向

受到傷害的相關國家民眾和失望的受眾鄭

重道歉。

樸晟濟還表示，已經向烏克蘭、羅馬

尼亞大使館遞交道歉信。由於海地方面駐韓

大使館已經撤離，所以道歉信未能送達。

此外，樸晟濟承諾會徹查原因，並追

究責任。

23日在轉播2020東京奧運會開幕式，

在烏克蘭代表團入場時，MBC在介紹畫面

中使用了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的圖片。而在

介紹海地代表團時，MBC又在字幕中寫道

：“總統遇刺使政治局勢蒙上了一層迷霧

。”配圖則是當地騷亂的圖片。此外，這

家韓國電視臺分別用披薩和三文魚的圖片

來介紹意大利、挪威代表團，而薩爾瓦多

的介紹圖片則是比特幣。

這種介紹方式，在推特上引來不少網

友批評。有人批MBC“無知”，“這太過

分了”，還有韓國網友在推特上為MBC

感到抱歉。在引發強烈批評後，MBC發表

聲明公開道歉。聲明稱：“在今天的開幕

式轉播中，我們在介紹烏克蘭和海地等國

家時使用了不當的照片。此外，(介紹)其

他國家也使用了不恰當的照片和字幕。我

們向烏克蘭和其他國家的觀眾道歉。”

馬來西亞國會下議院復會 朝野圍繞抗疫攻防
綜合報導 自今年1月因新冠疫情

進入緊急狀態以來，停擺半年多的馬

來西亞國會下議院7月26日復會舉行

特別會議，總理穆希丁當日就政府提

出的“國家復蘇計劃”進行報告，在

野黨則猛烈批評會議議程和政府抗疫

舉措。

在當日的會議上，穆希丁就政府

之前公布的解封和復蘇路線圖“國家

復蘇計劃”進行報告。他承認新冠肺

炎疫情給馬來西亞帶來的損失巨大；

但其亦稱，隨著政府加快疫苗接種和

推動復蘇計劃，馬來西亞大部分地區

將在今年10月進入“國家復蘇計劃”

限製最為寬松的最後一個階段。

穆希丁說，政府將在今年晚些時

候推出“第12個馬來西亞計劃”和明

年的財政預算案，把經濟復蘇、振興

和改革列為重點。這位總理還表示，

願意邀請3位反對黨代表進入國家復

蘇理事會。

按照馬政府規劃，此次國會將從

7月26日到8月2日進行，由總理、副

總理、衛生部長、財政部長和疫苗接

種計劃負責人就國家復蘇計劃、抗疫

、疫苗接種、紓困等內容進行報告。

當日國會甫開會，圍繞會議議程

等問題，在野黨議員和議長即長

時間爭吵。前總理馬哈蒂爾、人

民公正黨主席安瓦爾等在野黨知

名人物在發言中亦猛烈批評穆希

丁政府，安瓦爾要求在此次特別

會議中針對政府所做報告納入辯

論和投票環節；馬哈蒂爾則指政

府應對疫情負責，“體面辭職”

；還有在野黨議員直接要求對穆

希丁政府進行信任投票。

馬來西亞近期疫情顯著升溫，累

計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已突破百萬例；

截止到國會開會的26日，該國已連續

14天單日新增確診病例超過萬例。馬

下議院議長也在會上透露，有2名國

會議員和12名國會職員在國會復會前

確診，還有若幹議員和工作人員因密

切接觸確診病例而在隔離中。

日首相菅義偉回應
廣島核爆“黑雨”訴訟：

放棄上訴
綜合報導 日本共同社報道，圍繞日本廣島被投下原子

彈後不久降下的“黑雨”訴訟，繼一審之後，廣島高等法

院也勒令向所有原告發放核爆受害者健康手冊。關於這一

判決，日本首相菅義偉26日表示放棄上訴。

據報道，認為包括受到內照射在內，應廣泛認定核爆

受害者的該判決結果確定下來。在即將迎來28日上訴期限

的情況下，日本政府作出了政治判斷。

菅義偉表示，將立即向原告發放手冊，關於同

樣立場的受害者救濟，他也表示“將盡快研究”。

日媒稱，已年邁的淋到黑雨的人們終於看到了救濟

之路。

據此前報道，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軍分別向廣島

和長崎空投原子彈。核爆產生的放射性物質與灰塵、水汽

凝成“黑雨”降落。民眾因被“黑雨”淋到或食用被“黑

雨”汙染的水、農作物而罹患疾病。

日本政府根據“黑雨”降雨時長、面積等將核爆放射

性汙染區域分為重度汙染區和輕度汙染區，只有重度汙染

區內罹患核輻射疾病的居民可被認定為核爆受害者並享受

政府提供的相關待遇。

近年來，廣島輕度汙染區內一些民眾向廣島地方法院

提起訴訟，要求廣島縣、廣島市政府認定他們的核爆受害

者身份並發放受害者健康手冊。政府方面此前則認為受害

者身份認定“缺乏合理依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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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仔壹仔死不調錢 長拖蘋果蘋果欠薪
會計師指藉子公司借貸可出糧會計師指藉子公司借貸可出糧 停牌不影響流動資金停牌不影響流動資金

專家：壹仔疑點太多 徹查保障投資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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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傳媒早前公布公司流動資金充裕，足夠 18個月運作，但保

安局凍結 1,800萬元（港元，下同）不到一星期內又宣布香港《蘋

果日報》停刊，涉逾一千萬元的超過800多名《蘋果日報》員工的

薪金仍未獲發放。壹傳媒旗下的台灣《蘋果日報》亦被爆至今不願

依照台灣法令給付員工足額預告工資。香港文匯報記者發現，壹傳

媒旗下百樂門印刷有限公司仍在正常運營。有會計界和政界人士29

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無論是通過向子公司借貸方式支付

薪金，還是從壹傳媒早前聲稱的財務狀況看，都理應有能力和渠道

支付員工薪金，要求壹傳媒不要再企圖扮演“被打壓”的戲碼，迅速

解決員工薪金問題。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壹傳媒曾聲稱壹傳媒曾聲稱
資金業務不受高資金業務不受高
層涉案影響層涉案影響，，但但
又在一個月內扮又在一個月內扮
慘慘““冇錢出糧冇錢出糧””。。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蘋果蘋果》》員工執包袱員工執包袱。。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肥黎與壹仔坐擁龐大資產，旗
下“百樂門印刷”等子公司仍在

運作。 設計圖片

香香港特區政府保安局今年港特區政府保安局今年55月根據香港國安法規定月根據香港國安法規定，，凍結凍結
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持有的壹傳媒股份以及其名下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持有的壹傳媒股份以及其名下33間間

私人公司在私人公司在44個銀行戶口內的資產個銀行戶口內的資產。。壹傳媒其後發公告稱壹傳媒其後發公告稱，，凍凍
結指定財產對黎智英向壹傳媒提供的未償還股東貸款結指定財產對黎智英向壹傳媒提供的未償還股東貸款““無任何無任何
影響影響”，”，更披露於今年更披露於今年33月月3131日日，，壹傳媒的未經審核銀行及現壹傳媒的未經審核銀行及現
金結餘約為金結餘約為55..214214億元億元，，管理層認為自管理層認為自20212021年年44月月11日起至少日起至少
1818個月壹傳媒現有營運資金將保持足夠而毋須黎智英提供額個月壹傳媒現有營運資金將保持足夠而毋須黎智英提供額
外資金外資金。。

““台蘋台蘋””同同拖糧拖糧 工會鬧爆張劍虹工會鬧爆張劍虹
不過不過，，在在《《蘋果日報蘋果日報》》相關相關33間公司被凍結的資產僅約間公司被凍結的資產僅約

11,,800800萬元的情況下萬元的情況下，，壹傳媒於壹傳媒於66月月2525日以資金被凍結為由停日以資金被凍結為由停
刊旗刊旗下下《《蘋果日報蘋果日報》》，，《《壹週刊壹週刊》》亦停止運作亦停止運作。。日前日前，，壹傳媒披露壹傳媒披露
於今年於今年44月月11日提前償還大股東黎智英提供的股東貸款日提前償還大股東黎智英提供的股東貸款11..55億億
元元，，惟受影響的惟受影響的800800名員工至今仍未獲發放薪金名員工至今仍未獲發放薪金，，預計涉及金預計涉及金
額僅逾千萬額僅逾千萬，，部分員工已向勞工處求助部分員工已向勞工處求助。。

針對壹傳媒集團的種種亂象針對壹傳媒集團的種種亂象，，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日前引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日前引
用用《《公司條例公司條例》，》，委任香港會計師公會前會長委任香港會計師公會前會長、、證監會非執行證監會非執行
董事陳錦榮為審查員董事陳錦榮為審查員，，調查壹傳媒集團的事務調查壹傳媒集團的事務。。

另一邊廂另一邊廂，，同樣由黎智英等持有的台灣同樣由黎智英等持有的台灣《《蘋果日報蘋果日報》》繼繼55
月中起大量解僱月中起大量解僱300300多名員工後多名員工後，，日前通知工會將再啟動裁日前通知工會將再啟動裁
員員。。台灣台灣《《蘋果日報蘋果日報》》早前在早前在facebookfacebook指指，，資方於資方於33次強制協次強制協
商會議中均表達因董事會不同意商會議中均表達因董事會不同意，，因此不願依照台灣法令給付因此不願依照台灣法令給付
員工足額預告工資員工足額預告工資，，3030日下午舉行第四次協商會議日下午舉行第四次協商會議。。台灣台灣
《《蘋果蘋果》》執行長吳玉愛稱執行長吳玉愛稱，，她並非負責人她並非負責人，，沒有權力決定裁員沒有權力決定裁員
與交易與交易，，並稱資遣案是由香港壹傳媒前行政總裁張劍虹與台灣並稱資遣案是由香港壹傳媒前行政總裁張劍虹與台灣
《《蘋果蘋果》》前社長陳裕鑫決定與執行前社長陳裕鑫決定與執行。。

政界批丟政界批丟香港架香港架 勿扮勿扮““被打壓被打壓””
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2929日在個人社交網站斥責黎智英日在個人社交網站斥責黎智英

滿口仁義道德滿口仁義道德，，正在台灣人面前正在台灣人面前““丟香港架丟香港架”。”。他說他說，，黎智英黎智英
在在33個多月前已經收了壹傳媒償還個多月前已經收了壹傳媒償還11..55億貸款億貸款，，但香港的但香港的《《蘋蘋
果日報果日報》》800800多名員工至今仍然被欠薪過千萬元多名員工至今仍然被欠薪過千萬元，“，“如果壹傳如果壹傳
媒是一個茶樓集團媒是一個茶樓集團，，先還大股東的大筆貸款先還大股東的大筆貸款，，然後說沒有錢發然後說沒有錢發
員工的欠薪員工的欠薪，，職工盟一定會去大股東住的九龍塘豪宅門口示職工盟一定會去大股東住的九龍塘豪宅門口示
威威。”。”

執業會計師林智遠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執業會計師林智遠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即使即使
壹傳媒已被停牌壹傳媒已被停牌，，但銀行資金流動不會受到任何制約但銀行資金流動不會受到任何制約，，加之仍加之仍
有一些壹傳媒的子公司依然運作有一些壹傳媒的子公司依然運作。。雖然不同的子公司相互之間雖然不同的子公司相互之間
獨立獨立，，但仍然可以通過向子公司借貸方式進行資金流動但仍然可以通過向子公司借貸方式進行資金流動。。因因
此此，，理論上如果黎智英擁有足夠資金理論上如果黎智英擁有足夠資金，，並願意支付被拖欠的薪並願意支付被拖欠的薪
金的話金的話，，技術上絕對可以做到償還對員工的欠款技術上絕對可以做到償還對員工的欠款。。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强表示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强表示，，根據目前資料顯示根據目前資料顯示，，壹壹
傳媒及黎智英有能力可以解決欠薪問題傳媒及黎智英有能力可以解決欠薪問題，，但他們營造一個被特但他們營造一個被特
區政府區政府““打壓打壓””而令到員工無糧出的假象而令到員工無糧出的假象，，企圖嫁禍給執法部企圖嫁禍給執法部
門門，，誤導市民誤導市民。。

他相信壹傳媒有隱瞞資金的可能他相信壹傳媒有隱瞞資金的可能，，應該主動向員工披露應該主動向員工披露
及解釋其財政狀況及資金流向及解釋其財政狀況及資金流向，，並強調如果壹傳媒是一個善待並強調如果壹傳媒是一個善待
員工的機構員工的機構，，應及早解決欠薪問題應及早解決欠薪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香港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日前宣布，
引用《公司條例》調查壹傳媒有限
公司高級管理人員是否涉及利用該
公司進行違法行為等。會計界、法
律界、政界人士29日接受香港文匯
報記者訪問時表示，壹傳媒旗下仍
有子公司正常運營，即使壹傳媒已
被停牌，銀行資金流動不會受到任
何制約，仍在運作的子公司依然有
可能成為外部勢力黑金輸送平台。
他們要求相關部門盡快展開調查，
如果發現壹傳媒其他子公司存在外
國資金參與的風險及跡象，應考慮
凍結相關戶口。

據了解，壹傳媒雖已被停牌，但
仍有百樂門印刷有限公司等壹傳媒旗
下的子公司在正常運作。執業會計師
林智遠29日指出，即使壹傳媒已被停
牌，銀行資金流動不會受到任何制
約，只需要董事長簽名或由銀行中已
授權人士簽名而調動。因此，這些仍
在運作的子公司依然有可能成為外部
勢力黑金輸送平台。他相信財政司司
長陳茂波根據《公司條例》委託審查
員調查壹傳媒，是調查該集團是否存
在黑金輸送的一個途徑。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副主席、大
律師丁煌表示，一個上市集團一定有
許多子公司，存在的銀行戶口隨時過

百，絕對存在接收黑金的可能性。
他指出，如果有人把資金通過

一些渠道或直接進入涉嫌顛覆國家政
權者的戶口，有可能觸碰到協助他人
顛覆國家政權，屬於非常嚴重的罪
行，並提醒市民，在香港國安法實行
後，任何人煽動、協助、教唆、以金
錢或者其他財物資助他人顛覆國家政
權，即屬犯罪。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認
為，特區政府需要查清楚壹傳媒的資
金流動，以及是否存在外國勢力的資
金輸送。如果發現壹傳媒其他子公司
存在外國資金參與的風險及跡象，應
考慮凍結其子公司的戶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
港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日前引用《公司
條例》委任會計師公會前會長陳錦榮
為審查員，調查壹傳媒集團業務。有
法律及會計界人士29日在接受香港文
匯報訪問時表示，今次個案情況複
雜，完全符合使用《公司條例》展開
調查，牽涉公眾利益就是條例重要的
啟動點。

審查員將主要調查8方面問題，包
括該公司是否曾經不公平損害成員及
債權人利益；涉及不當行為；是否沒
有履行責任或者有疏忽；壹傳媒前主
席還款事情是否真實等。

擅長商業法律的香港法學交流基
金會主席、大律師馬恩國表示，政府
今次決定恰當。他指出，壹傳媒個案
涉及的範圍相當複雜，不排除當中牽

涉該集團利用失實陳述，令投資者在
不實的資訊下投資該集團的股票。

由於小股民無能力提控，財政司
司長主動根據《公司條例》委任審查
員調查，以保障小股民的權益，做法
值得支持，並建議應從失實聲明這個
方向展開調查。

香港執業大律師吳英鵬表示，根
據《公司條例》第八百四十一條，原
訟法庭或財政司司長可啟動審查員調
查某公司事務的機制。在公司是設立
為欺詐或非法目的而成立、公司出現
不公平地損害成員或債權人利益等情
況下，以及符合公眾利益的情況下，
財政司司長可以啟動調查員機制。

他指出，這個機制是為了維護公
眾利益而設立。政府現在啟動審查員
機制調查壹傳媒，不僅有利於調查相

關犯罪，也有利於維護香港公平的投
資營商環境和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執業會計師林智遠29日接受港台
訪問時表示，同意陳茂波提到壹傳媒
財務方面有可疑，個人也有數個疑
問，例如壹傳媒在2020年中期業績列
出，股東貸款應在36個月內才需要償
還，不久又突然還款，事前並無向股
東透露，另外壹傳媒曾稱公司流動資
金充裕，當保安局凍結其1,800萬港元
不足一周其就停止子公司運作，凡此
種種疑點須要清楚交代。

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29日在
facebook發帖表示，自己是壹傳媒的小
股東，絕對支持開展詳盡的調查，包
括為什麼黎智英和張劍虹只向壹傳媒
員工表示壹傳媒的廣告被“政治打
壓”，但從來沒有通告股東。

香 港 新 聞 2021年7月30日（星期五）4 ●責任編輯：周文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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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記者張帥、賀鵬飛及央視新聞報
道，7月20日零時至28日24時，江蘇南京祿口機場相
關疫情已造成全國7省15市超過200人感染，其中南京
本地感染者173例。同時，由南京病例外溢到張家界引
發的新傳播鏈，目前以湖南張家界為中心，外擴至包括
北京、成都在內的7市，與張家界市關聯的感染者至少
有18例。

高福：世界不共享疫苗，病毒將共享世界

南京疫情跨省傳播引
發關注。復旦大學附屬華山
醫院感染科主任張文宏29
日發微博表示，在外省市尚
未發現脫離機場這條追蹤線

路的無源頭較多社區擴散病例，這提示疫情
尚在可控之中。南京的疫情會不會失控或者
繼續惡化？關鍵看後續1周至2周監測。

張文宏認為，南京疫情遵循“點狀—
線狀—彌散”規律。目前，如果把祿口機
場作為一個爆發點來看，疫情是循着航空
線路向各個省市擴散，外省市病例基本上
是在對相關重點人群的篩查中發現的，仍
處在祿口機場相關的傳播線上。他指出，

後續1周至2周，各省市如果沒有發生更多
二代與三代病例，此輪疫情的規模仍然會
限制在南京市。張文宏認為，南京已採取
嚴格的防控措施，如管控有效，可在數周
內得到控制，對此我們應該有信心。

不打疫苗感染人數或更多
目前，南京本地與祿口機場相關感染

人員的家庭聚集發病是主要特徵。祿口地
區出現較多與機場相關的成簇病例，但南
京其他區域並未出現較多沒有源頭的社區
病例，這說明還處於大範圍社區彌散前階
段。目前這個階段最需要冷靜，嚴格遵循
防控策略，戴口罩，勤洗手，多通風，盡

量少出門，讓城市慢下來，逐步逐區完成
核酸檢測，最差的時候就會過去。

在張文宏看來，疫苗接種不能完全控
制疫情，但可控制醫療資源擠兌。張文宏
說，注射疫苗後可以有人感染，像這次南
京、上次廣州，都有不少人關注注射疫苗
後感染。但如果不打疫苗，感染的人數可
能會更多。

他表示，人類如果沒有疫苗，也會逐
漸建立群體免疫、學會與這樣的惡病毒相
處，但這需要數十年的時間，同時要付出
大量的代價。曾經經過的不是最艱難的，
更艱難的是需要長期與病毒的共存智慧。

●中新社

張文宏：遏南京疫情關鍵看2周內監測
��

連日來，南京祿口國際機場疫情已溢出到江蘇、安徽、廣東、四
川、遼寧、湖南、北京等7省市15個城市，在內地造成的感染

總人數已超200人，擴散速度之快令人憂心。
以張家界為中心的這條疫情傳播鏈條，與南京祿口機場疫情有

關。其中，最早報告的遼寧大連3名無症狀感染者的活動軌跡顯示，
3人曾於7月17日在南京祿口國際機場轉機後抵達張家界。此輪南京
疫情已被證實由新冠肺炎德爾塔變異毒株引發。目前，官方尚未披露
張家界傳播鏈條中的病毒基因測序結果。據《張家界日報》報道，截
至7月29日中午12點，張家界全市已完成核酸檢測採樣83,115人
次。7月29日，張家界市關停全市範圍內旅遊購物場所、電影院、劇
院、KTV、歌舞廳、網吧等人員聚集密閉場所，張家界所有景區景
點關閉。

北京封控管理4.1萬人
自今年1月30日以來，至今已有半年時間，北京無新增本土新冠

肺炎確診病例。北京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副主任龐星火披露，今次新
增2例京外疫情關聯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均為湖南張家界返京人員。
7月20日，他們與女兒前往湖南張家界等地旅遊，7月25日返京，7
月26日出現發熱等症狀，7月28日到醫院發熱門診就診，核酸檢測結
果為陽性。目前，北京各相
關區和部門已經採取密接追
蹤、封閉管控等疫情防控措
施，相關流行病學調查、基
因測序及管控工作正有序展
開。初步判斷上述確診病例
密切接觸者654人，已落實
集中隔離醫學觀察措施。

北京昌平區副區長佟立
志7月29日介紹，已連夜封
控管理確診病例所居住小區
及周邊9個小區約4.1萬人，全部按要求落實管控措施，完成小區內
公共區域環境消殺工作。確診病例就診過的醫院院區發熱門診及相關
科室人員67人，也已全部在院內進行單人單間隔離，正在開展核酸
檢測，發熱門診已停診。

大型聚集活動防疫存漏洞
有張家界旅居史感染者的出現，無疑又暴露出國內一些景區可能

存在的疫情防控漏洞。內地媒體此前報道，張家界魅力湘西大劇院能
容納3,100人，伴隨着暑期來臨，魅力湘西每天常態化連演4場，日
接待人數超過1萬人。儘管景區有規定進入景區都需要佩戴口罩，但
如此大規模的人員聚集活動，是否能保障所有防疫措施到位，要留下
一個問號。有魅力湘西官方客服熱線工作人員在接受媒體採訪時透
露，22日當晚大概有2,000多名觀眾，觀眾之間沒有間隔而坐。

●●77月月2929日日，，北京新增確診病例所在的北京新增確診病例所在的
居民小區已封閉居民小區已封閉。。 中新社中新社

●深圳啟動12至17歲人群新冠病毒疫苗接種。
新華社

南京疫情外溢
張家界成新擴散點張家界成新擴散點

全國7省份15市逾200人感染 與湖南張家界關聯感染者至少18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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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了解據了解，，張家界魅力湘西大劇院能容納張家界魅力湘西大劇院能容納33,,100100
人人，，2222日當晚大概有日當晚大概有22,,000000名觀眾名觀眾，，觀眾之間觀眾之間
沒有間隔而坐沒有間隔而坐。。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29日在山東煙
台啟幕的2021醫藥創新與發展國際會議上，院士
專家共探中國醫藥創新與發展。當下，中國生物
醫藥發展進入新階段，新藥研發發展迅速，與國
際水平差距逐漸縮小，尤其是新冠疫苗研發處在
世界第一方陣。如何推動醫藥創新、服務民眾健
康，院士專家們給出了各自的建議。中國科學院
院士、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主任高福提到，中

國的新冠疫苗研發處在世界第一方陣，中國科學
家將病毒基因組測序結果及時分享，為全世界的
疫苗研發爭取了時間。“世界如果不共享疫苗，
病毒將會共享世界。”

高福還提到，隨着冠狀病毒變異的不斷出
現，所有國家都獲得和大規模使用新冠疫苗，是
防止該病毒在全世界傳播的重要措施。

中國科學院院士、國家新藥研究和開發專家委

員會委員陳凱先認為，隨着中國醫藥產業發展，一
批生物醫藥科技創新企業蓬勃發展，逐步具備了開
展規範化新藥臨床前和臨床研究的能力，這將影響
和改變中國新藥研究格局。他表示，新藥研究要密
切關注基礎研究的新趨勢和新成就，主動對接科技
前沿新突破，從模仿創新轉變為在一些方向上實現
原始創新。陳凱先還提到，在關注國際前沿熱點的
同時，要發揮中國特色優勢，中藥和天然藥物研究

是中國在藥物研究領域的優勢和特色方向，應立足
中國實際，在這一領域取得新的重要成就。

核酸藥物研究大有創新機會
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科學院生物物理研究

所研究員陳潤生談到，在人的遺傳碼裏，非編碼
核酸具有非常重要的功能。目前中國在該領域研
究領先，核酸藥物研究蘊藏着大量原始創新的機
會，是藥物設計和研發的新探索方向。據悉，今
年上半年，中國批准創新性藥物21個，包括新冠
病毒疫苗和腫瘤、免疫系統疾病、罕見病等領域
的臨床急需治療藥物，刷新了創新藥審評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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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橋社新聞

（本報訊）世界名人網訊歷史進程時
間進入2021年，肆掠全美的疫情終將在居
家令、口罩令和三種疫苗的夾擊下顯露出
後疫情時代最誘人的曙光，美國大選的爭
爭吵吵也變成萬眾一心拼經濟的和諧畫面
。

華裔董子天Sky Dong畢業於中國美術學院，在世界名人網擔任特邀記者，在倍可親網站
貝殼播報擔任新聞時事主持，在美南新聞電視傳媒集團擔任美南大咖談主持人，在美南新
聞聯播擔任新聞主播。 Sky Dong除了精胤新聞傳播之外，還擔任休市著名建材企業總裁
，參與休斯敦市長70人代表團前往亞洲推廣業務，前往芝加哥、拉斯維加斯、邁阿密出
席行業展，將行業的第一首資訊成交為項目。最新開發竣工的中國城祥瑞花園就是用的
Sky建材公司的材料。

在現代社會中，很多出類拔萃的佼佼者都是女性。 《子天訪談錄》將在下週的三月八日國際婦女節，特
邀嘉賓里士滿Richmond 市女市長Rebecca Haas，一起來了解新時代女性的執政為民、成功之路！敬請調
到美南電視15.3頻道，登陸美南新聞傳媒集團官方網站，下載美南電視App，收看最新一期的節目。如果
你恰好來到休斯頓，路過美南新聞集團世界總部，不要忘了矗立在休斯頓國際區最繁華的百利大道邊的有
“休斯頓時代廣場”美譽的最新巨大LED電子屏，美南電視子天訪談錄與您的日常生活緊緊的連在一起。

子天訪談錄SD Talk Show新年伊始一
路走來，聯手嘉賓主持、原密蘇里市
市議員阮丹尼Danny Nguyen重磅推出
大休斯頓地區市長專訪系列，梨城
Pearland市長、密蘇里市Missouri市長
、凱蒂 Katy 市長、里士滿 Richmond
市長進行或即將進行的採訪讓海外華
人華僑走進美國的深層地帶，把與本
地與日常生活工作學習息息相關的最
權威資訊帶到了千家萬戶。梨城Pear-
land 市長說他是人民的公僕，他傾聽
與採納所有梨城市民的聲音！他說：
感謝梨城這座偉大城市的公民對我的
大力支持和信任，選擇我為市長，我
期待為我們城市的所有公民服務！我
想擁有一個我們可以生活、工作、娛
樂和祈禱的城市！在 2 月農曆新年寒
災侵襲德州導致大面積停水停電遭受
嚴寒的緊急時刻，子天訪談錄 SD
Talk Show通過視訊專訪了德州眾議員
吳元之Gene Wu對德州雪災造成大面
積停電做了原因講解和分析！讓整個德州的雪災應急處理決策過程給民眾提供了
專業的資訊渠道；對美國總統拜登和吉爾博士夫婦的全程跟踪報導則讓民眾了解
了美國聯邦對德州寒災的各種支援；對亞商會聯手特納市長和Metro、亞裔餐飲
業超市一起給殘障人士送熱食、新鮮蔬果、PPE及水的報導則凸顯人人受災，人
人相助的鄰里溫情。使得居住在大休斯頓地區的華人華僑不再孤單。

子天Sky擔任新聞主播的美南新聞聯播是美南國際電視頻道推出
的一檔重磅晚間新聞直播節目！涵蓋了休斯敦本地新聞、美國新聞
、大陸新聞、國際港澳台新聞，30分鐘內讓您撥開雲霧，直擊豐富
的新聞資訊大餐！觀眾可以直接從手機下載美南國際電視頻道的
《今日美國》標識，或通過Southern news TV在世界各地或網上收看
美南國際電視頻道節目。

夏天到了！子天訪談錄精彩紛呈 美南新聞聯播最新時事熱點播報！

採訪西南區休斯敦採訪西南區休斯敦district Jdistrict J 市議員市議員Edward pollardEdward pollard

中國人活動中心舉行河南水災賑災新聞發佈會中國人活動中心舉行河南水災賑災新聞發佈會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為表達休士頓僑
界為賑濟河南水災的一片愛心，由中國人活動
中心，美南河南同鄉會，美南報業電視傳媒集
團，休士頓清華校友會，亞裔商會等各社團聯
合發起賑災募捐活動，於本週三上午十時在中
國人活動中心召開新聞發佈會，呼籲僑界發揮
人溺己溺的精神，為家鄉的災情獻出愛心！

當天出席的社團代表包括：中國人活動中
心董事長彭梅、執行長楊德清、美南報業集團
董事長、休士頓國際區主席李蔚華、西南管理
區主席李雄、亞裔商會會長喻斌、休士頓河南
同鄉會會長楊保華、榮譽會長張燕曉、福建同
鄉會會會長唐宗法、安徽同鄉會會長張經坤、

楊氏太極拳負責人楊俊義、恆
豐銀行副總裁周明潔等人，加
上僑民多人，都趕來參加盛會
，並當場交付支票，表達對家
鄉水災的關切之情！
主持人趙亞楠首先登場，宣

佈發布會開始。並致開場白，
提到這兩年來一波又一波的災
難，令大家感到痛心和難過。
尤其20日她的家鄉河南鄭州的
洪災，不僅受創嚴重，還斷網
斷電，尤其在國外看到地鐵內
手機拍到的景象，在洪水中民
眾的無能為力、絕望、等待救
援，更使人悲傷落淚。而愈是
災難嚴峻，更促使中華民族發
揮凝聚力的時候。

中國人活動中心執行長楊德清致詞表示：
當河南災難發生時，美南新聞的李總、李雄等
多人都主動打電話來問候並詢問募捐之事，想
要提供協助，令他非常感動，乃決定發起募款
活動。目前已公佈中國人活動中心、河南同鄉
會、清華校友會三個帳號，截至目前為止，中
國人活動中心已收到三千多元，河南同鄉會五
千多元，清華校友會一千多元，目前，捐款還
在進行中，預計月底匯總送出，還有很多企業
表示要Match捐款。目前該中心已聯絡上當地負
責指揮救災的河南省副省長，希望把錢送到最
需要的地方。

中國人活動中心董事長彭梅表示：今年7月

17日至7月20日，河南在五天之內，把一年的
雨都下完了，7 月20 日鄭州地鐵灌水，整個地
鐵癱瘓，剛才提到車廂內發出最後一條微信，
令人傷感。這次抗洪救災，海外華僑表達心意
，不在多少，代表我們一份愛心，感謝大家，
心繫河南！心繫鄭州！

美南河南同鄉會會長楊保華致詞表示：自7
月20日以來，河南省多地連降暴雨。鄭州、漯
汀、開封、新鄉、鶴壁、安陽等地陷入一片汪
洋。其中鄭州小時降雨量達到201.9毫米，新鄉
兩小時雨量達到267.4毫米。當地降雨量均已突
破歷史極值，堪稱千年一遇。該強降雨造成河
南省 139 個縣市受災，受災人口達 1145 萬人。
在這場突然爆發的雨災中，我們看到無數同胞
義無反顧，隻身擋水，還有一條條的抖音在群
發，一件件的微博在瘋傳。無論是在中國還是
美國，無數同胞的心都像是被串起的珍珠，在
暴雨的晦暗中耀眼而奪目。最後，懇請到場的
所有嘉賓，能夠支持救助我們河南的受災群眾
，盡一份我們海外華人華僑的赤子之情 ！

休士頓國際區主席、美南報業電視傳媒董
事長李蔚華先生致詞表示：今天我們聚在一起
，代表了很多特殊的意義。過去一年半以來，
我們因為疫情關係，大家都有非常慘痛的經驗
，今天我代表國際區和李雄兄一起為大家的健
康、幸福，未來的發展表示祝福。在美國多年
，我們都把美國視為安身立命之地，我們在這
塊土地上奮鬥，但我們還有一條心，與祖國心
相連。我們都應有一積極觀念- 我們都在同一
條船上，不論發生任何事，今天只有我們團結

一致，才能讓人家對我們另眼相看。希望我們
媒體同仁，我們有責任積極報導，這是非常好
的示範，自今起華人更加團結，積極加入美國
社會。

休士頓西南管理區主席李雄表示：我們雖
身在海外，但我們畢竟是血脈相傳，不管在國
內發生任何事，都與我們息息相關。中國、亞
洲是我們的根，我們要拋磚引玉，給予他們更
多的關懷。

亞裔商會會長喻斌表示：商會內很多優秀
會員都是河南過來的。這次休士頓為河南水患
出錢出力，我為他們驕傲,希望他們家人安好。
我們董事會已決定加入楊會長的 「Match pro-
gram 」，即他們出一元，本會出一元。

李雄表示：感謝喻主席的提議，即我們這
裡無論籌到多少捐款，商會就出同樣的錢。

北美詩歌協會會長翟玉熙，也是河南同鄉
會理事，他也來到現場，向大家宣布，他計劃
本週五和河南朗誦協會會長合辦線上 「中美詩
歌朗誦會」主題 「風雨同舟，河南加油」聲援
河南廣大的父老鄉親。

河南同鄉會榮譽會長張燕曉也致詞表示：
海內外大家心連心，大家都是一家人；河南同
鄉會財務長郝麗霞表示：我們關心鄭州老家，
那是我們的根，時刻關心祖國！其他還有 「康
樂活動中心」 「休士頓診所」負責人,河南老鄉
Susan, 安徽同鄉會會長張經坤等人上台致詞，表
達他們對河南救災的關切之情。

最後全體出席的會長們登台大合影，留下
這歷史性的一刻。

美南報業集團董事長美南報業集團董事長、、休士頓國際區區長李蔚休士頓國際區區長李蔚
華先生致詞華先生致詞。（。（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全體出席發佈會的代表會終時大合照全體出席發佈會的代表會終時大合照，，留下歷史性的一刻留下歷史性的一刻。（。（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亞裔商會亞裔商會」」會長喻斌會長喻斌（（左左））與與 「「西南管委會西南管委會」」主席李雄主席李雄（（右右 ））共同登共同登
台台，，介紹會加入楊會長的介紹會加入楊會長的 「「Match programMatch program 」」計劃計劃。（。（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中國人活動中心執行長楊德清致詞中國人活動中心執行長楊德清致詞。（。（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AA1212廣告
星期六       2021年7月31日       Saturday, July 31, 2021


	0731SAT_A1_Print.pdf (p.1)
	0731SAT_A2_Print.pdf (p.2)
	0731SAT_A3_Print.pdf (p.3)
	0731SAT_A4_Print.pdf (p.4)
	0731SAT_A5_Print.pdf (p.5)
	0731SAT_A6_Print.pdf (p.6)
	0731SAT_A7_Print.pdf (p.7)
	0731SAT_A8_Print.pdf (p.8)
	0731SAT_A9_Print.pdf (p.9)
	0731SAT_A10_Print.pdf (p.10)
	0731SAT_A11_Print.pdf (p.11)
	0731SAT_A12_Print.pdf (p.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