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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疫情再度加劇美疫情再度加劇 每日新增每日新增1010萬確診病例萬確診病例
（中央社）當前美國每天平均新增10萬個染

疫確診病例，重現去年冬天疫情加劇的新增確診
數，這再度提醒大家，最早在印度發現的變異株
病毒Delta在美國蔓延的速度有多麼快。

美聯社報導，6月底美國平均每日新增COV-
ID－19（2019冠狀病毒疾病）1萬1000例，如今
此一數字增加到10萬7143例。

今年元月初，每日新增確診達到25萬例的高
峰前，美國歷經了9個月的時間，在去年11月達
到平均每天10萬例以上新增病例。病例數在今年
6月下降觸底，但大約6週後又衝破10萬例，儘
管超過70%的成年人此時已接種疫苗。

病毒經由未接種疫苗的人群迅速蔓延，特別
是在美國南部地區，當地的醫療院所已不堪負荷
。

公衛官員擔心，若沒有更多的美國民眾注射
疫苗，確診病例將持續攀升。

美國疾病管制暨預防中心（CDC）主任瓦倫
斯基（Rochelle Walensky）本週告訴美國有線電
視新聞網（CNN）： 「我們（推演疫情變化）的
模型顯示，若民眾不接種疫苗，我們新增確診數
可能會達到每日數十萬例，就跟今年元月初疫情
加劇的情況一樣。」

與此同時，染疫而住院治療的美國民眾激增
，情況嚴重到許多醫院爭相去遠距地點尋找病床
的程度。

德州休士頓的一名病患上週末不得不轉送至
北達科他州接受治療，5日有個11個月大染疫且
癲癇發作的女嬰，必須從休士頓轉送至德州坦普
爾鎮（Temple）的醫院，兩地相距約274公里。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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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top health official said that,
“Tens of thousands of

vaccinated people may catch
COVID-19, but the majority will

not become severely ill. 164
million people now are
vaccinated (in the U.S.). We
should expect tens of thousands
to be infected again.”

As the Delta variant of the
Coronavirus rips through the U.
S., it is especially devastating in
the regions with low vaccination
rates. Government officials urge
people to get their shots before a
dire situation gets even worse.

As of Friday, 50% of all
Americans had been fully
vaccinated. Full vaccination is
necessary for optimal protection
against COVID-19, especially
from the highly contagious Delta
variant.

Today we have had an average
of 700,000 vaccine doses that
have been administered each
day over the past seven days.

In many major U.S. cities and
states a lot of schools will open
soon. We are really worried how
the young kids will handle the
pandemic in the classroom.

Many people even until now don
’t believe in the science of the
vaccine. They still refuse to be
vaccinated. We urge them to
reconsider for themselves, their
friends, their families and the
whole community.

0808//0707//20212021

Unvaccinated People Are TheUnvaccinated People Are The
Highway Of TransmissionHighway Of Transmission

醫療專家大聲疾呼那些不願接
種疫苗者是最大的感染群，已經接
種的人群即便感染上，也不致太過
嚴重，專家們指出，全國已經有一
億六千四百萬人接種了兩次疫苗，
其中當然會有些還會染上，但他
們不會死亡。
三角洲變種病毒目前正在橫掃

全球各地，尤其是那些接種率低的
地區，衛生官员們警告如果不採
取行動疫情將會持續擴散。
截至今天為止， 美國全國已

經有一半以上人口种植疫苗，專
家們說，疫苖是唯一能防止病毒
的最佳方法。

許多不相信科技的
人群目前還是大有人在
，在休斯敦我們認識的
一位黑人教會长老及一
對猶他裔老夫婦，他們
就是不願注射疫苗，最
近都已經染上病毒，真
是悔不當初。
依據醫療專家們的

推論，如何沒有疫苗之
發現，每日將會有成千
上萬的人被感染，死亡
人數更會大幅上升，後
果真不堪設想。
今天的世界還是那麼混亂和不

幸，但是地面上不斷上演政爭和
不安，如果疫情再持續，真不知

道如何應對更嚴重的未來。

全美再陷疫情擴散全美再陷疫情擴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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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上周英國《金融時報》披露了蘋果公司計劃推出新版的照片甄別系統（CSAM
），一時間引發了諸多爭議。

據英國廣播公司（BBC）8 月 7 日報導，蘋果該新照片甄別系統是通過技術在用戶存儲到
“iCloud”（蘋果雲）的照片中尋找符合虐待兒童內容的照片，一旦發現相關內容便將進一步提
交人工審核，該系統可以採取措施禁用該用戶的賬戶並向有關執法部門報告。

但現在，該系統的推出卻被很多人擔心會帶來隱私洩露的風險，甚至會被利用起來監視用戶
的一舉一動。社交軟件 WhatsApp 負責人威爾.卡思卡特（Will Cathcart）表示，蘋果公司的行為
“非常令人擔憂”，該系統可以很容易地被運用於掃描個人隱私。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一份抵制該系統的聯名信已經被刊發在網絡平台Github上，這封由安全

專家、密碼學家、法律界人士和普通消費者等共同發起的聯名信強烈譴責了蘋果這項新技術侵犯
個人隱私。聯名信寫道，儘管打擊虐待兒童是一個毫無疑問的善意出發點，但該系統以及背後的
智能算法實際上給蘋果系統加裝了一個“後門”，而這可能侵犯所有蘋果用戶的個人隱私。

曝光美國“棱鏡”計劃的前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僱員愛德華.斯諾登（Edward Snowden）
目前也參與了相關聯署，還在其個人推特上轉發了相關聯署鏈接，呼籲人們共同抵制。

另據今日俄羅斯網站8月7日報導，從該照片甄別系統軟件相關負責人的一份最新內部備忘錄
內容中來看，即便麵臨爭議，蘋果方面仍然正在加緊推進該項目的落地。備忘錄中寫道，“我們
知道有人會有誤解和擔心，但我們將繼續詳細解釋說明這些功能，以便人們了解我們努力的成果
。”

蘋果新照片甄別系統惹爭議蘋果新照片甄別系統惹爭議，，斯諾登參與聯名抵制斯諾登參與聯名抵制：：侵犯隱私侵犯隱私

（綜合報導）英國首相鮑里斯.約翰遜日前與一
名新冠確診患者有過接觸，但他決定不進行自我隔
離，繼續在蘇格蘭視察旅行。

約翰遜在蘇格蘭地區一所警察學院參加活動，
一起參加活動的一名官員隨後的新冠病毒檢測結果
為陽性。這名官員已經在蘇格蘭的一家酒店裡隔離
。

英國政府一位消息人士向《衛報》透露，約翰
遜和這名官員曾幾次“並肩”而行，甚至乘坐過英
國皇家空軍的同一架飛機。飛機抵達目的地後，機
上人員做了病毒檢測，結果這名官員被確診。而其
他檢測結果為陰性的人員獲准自行回家，約翰遜則
繼續他的蘇格蘭之旅。唐寧街首相府發言人表示，
約翰遜與確診的這名官員並非密切接觸，但這位消

息人士認為“所有這些人都應該（隔離）”。
報導稱，在那之後，約翰遜與英國商務大臣誇

西.科瓦滕（Kwasi Kwarteng）、蘇格蘭保守黨領袖
道格拉斯.羅斯（Douglas Ross）和保守黨議員安德魯
.鮑伊（Andrew Bowie）進行了會面。目前，約翰遜
還沒有確定是否進行隔離。

據此前報導，英國衛生大臣賽義德.賈維德7月
17日確診感染新冠病毒。作為賈維德的密切接觸者
，約翰遜和財政大臣里希.蘇納克18日開始自我隔離
。約翰遜的新冠病毒檢測結果為陰性。

去年4月，約翰遜因感染新冠入院治療，一度病
情惡化，在重症監護室度過3晚，隨後康復。去年
11月，他就曾因接觸一名新冠感染者而進行過自我
隔離。

因不戴口罩在新加坡被逮捕英國人被押至精神病院因不戴口罩在新加坡被逮捕英國人被押至精神病院

（綜合報導）一名英國僑民稱新加坡的法庭聽證會“荒謬”
後，被直接送進了精神病院。此前該男子因拒絕在地鐵上戴口罩

，而在新加坡出庭受審。
週四，來自英國約克郡的本傑明.格林（Benjamin Glynn）斥

責法官，稱審判過程“令人厭惡”、“荒謬”。這名39歲的男
子最初因5月7日在地鐵上沒有戴口罩而被逮捕，但在上個月首
次出庭時，他又因拒絕戴口罩而被進一步指控。

新加坡副檢察官Timotheus Koh告訴法官，他已經與格林的
朋友和家人溝通過，他們說自從疫情開始以來，格林的舉止發生
了“顯著的變化”。這名檢察官還說，被告格林在法庭上的行為
本身就說明了一切，他建議格林去接受精神科醫生的檢查，因為
有證據表明他“精神不正常”。

格林則反駁道：“我的頭腦非常清楚。我是清醒的。我是大
徹大悟的。就因為我拒絕做一個奴隸，你們就指責我是瘋子。”
報導稱，在整個庭審過程中，格林宣稱自己是一個“主權”，並
譴責法院的合法性，稱他既不會認罪也不會做無罪辯護。

這位有兩個孩子的父親還說，他被“綁架和劫持”，且“受
到了身體和心理上的折磨”。他說，他在樟宜監獄被折磨了18
天。格林還敦促法官歸還他的護照，這樣他就可以回到英國看望

他的妻子和孩子。他說：“他們偷走了我的護照，這是上帝賦予
我的旅行權利。”

不過，法官同意了檢察官的意見，下令將格林押回精神健康
研究所，直到8月19日。

報導指出，格林從2017年1月開始在一家英國招聘公司的新
加坡分公司工作。 5月7日，就在他原定返回英國工作的幾週前
，他在新加坡金融區萊佛士坊（Raffles Place）附近的地鐵上被拍
到沒有戴口罩。在新加坡，居民出門時必須戴口罩。

格林此前聲稱，他認為自己因沒戴口罩就面臨審判這太瘋狂
了。他說，自己甚至不相信口罩能在一開始就阻止病毒傳播：
“我真的相信這是一個騙局，我覺得沒有任何證據表明戴口罩有
任何效果。”

目前格林已經失業，他被指控騷擾、公共妨害、違反新冠肺
炎（臨時措施）法案規定的犯罪行為，以及與州法院大樓“內外
”的犯罪行為有關的指控。

如果因違反新冠疫情規定而被定罪，格林將面臨最高6個月
的監禁和5300英鎊的罰款。

英國首相與新冠陽性官員同機出行英國首相與新冠陽性官員同機出行
官方稱並非密切接觸不用隔離官方稱並非密切接觸不用隔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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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發現9億年前海綿化石
可能是最古老動物化石

綜合報導 研究人員於加

拿大西北地區的山區發現深

海海綿化石，距今近 9 億年

。若推論正確，這些化石將

把地球的動物起源時間往前推

約3億年。

在加拿大西北地區崎嶇的

山區上，研究人員發現棲息在

由細菌形成的原始礁石的海綿

化石，這些距今約8.9億萬年前

的海綿化石，可能讓人窺見動

物在地球上的起源。

當地時間28日，一名加拿

大研究人員表示，這些可追溯

至新元古代的化石，身體微結

構似乎。與類似現今存在的地

中海浴用海綿或沐浴角骨海綿

種類的深海海綿不同。

如果解

讀正確，這

些可能是最

古老的動物

化石，較之

前發現的化

石早了約3億

年。

進 行 這

項研究的加

拿大勞倫森大學地質學家特納

表示：“最早出現的演化生物

很可能是類似海綿的，這並不

令人驚訝，因為無論以現今或

化石記錄而言，海綿都是最基

本的動物類型。”該研究報告

發表在《自然》雜誌上。

報道稱，地球形成於距今

超過45億年前，最早的生命形

態在數億年後出現，為類似細

菌的單細胞海洋有機體；復雜

生命演化在地球歷史中相對較

晚才發生。

各界對初階動物生命首次

出現的時間與形態一直爭論不

休。帶有神秘羅紋、狀似煎餅

，名為狄更遜水母(Dickinsonia)

的有機體化石出現在約5.75億

年前，被視為已知最古老動物

的候選者。

特納相信，動物的演化比

現存化石紀錄所指還要更早。

當人們想到動物，第一時

間進入腦海的可能不是海綿。

但海綿這個固定棲息在海床，

並擁有柔軟、多孔軀體與內骨

骼的水生無脊椎動物，可能是

最成功的動物族群之一。

若這些化石確為某種海綿

，它們出現的時間將顯示，地

球最古老動物的演化，比一般

被認為是動物生命出現前的兩

個指標性事件還要早。

其中一個事件是地球歷

史 上 大 氣 含 氧 量 激 增 的 瞬

間 ，距今約 8.3 億至 5.4 億年

前；另一個事件則是地球冰

封或至少部分冰封而氣溫驟

降，發生距今約 7.2 億到 6.35

億年前。

這些化石比已知最古老的

海綿化石早了約3.5億年。特納

指出，根據遺傳學研究，海綿

首次出現的時間大約與這些化

石同時期。

希臘雅典再現家暴兇殺案
警方被指應對不力

綜合報導 一名40歲的男子在位於希臘雅典的家中，殺死了31歲的

妻子，隨後前往警局自首。事發後，當地警方被指應對不力。

據報道，受害者的鄰居表示，7月11日，曾有兩名警察到該男子家

中調查家暴相關問題，但他們並沒有做什麽就離開了。

值得註意的是，2020年 7月 2日，希臘警方總部發布了一份名為

“警務人員在處理家庭暴力案件中的疏忽”的文件，該文件指出了此

類事件的管理中出現的問題。文件稱，“盡管這一現象受到明顯重

視，但家庭暴力部收到了來自機構和公民關於處理此類案件疏忽的投

訴。這些投訴主要涉及不鼓勵公民投訴、拒絕接受投訴以及普遍不采

取適當行動。”

基於文件中指出的問題，希臘警方呼籲“嚴格實施現行的家庭暴力

立法”，處理家暴案件的工作人員還應當表現出極高的敏感度，並鞏固

專業觀念和責任，對受害者和罪犯的身份信息進行保密。

經驗豐富的希臘警方官員指出，調查家暴案件的警員應當與致電求

助者進行溝通，以獲得充分的信息。同時，應將求助者的電話登記在控

製中心，並應尋找求助者住所公寓樓的經理以收集信息。

此外，警員還應上門與夫婦二人交談，如出現危險情況應尋求幫助。即使

有求助者的證詞，也應起草案件檔案。隨後還應檢查當地警察部門是否接到相

關投訴。一旦案件檔案形成，就應通知家庭暴力部門采取適當行動。

然而，也有官員表示，由於警察部門弱化，應急行動部隊的巡邏車

每班次至少要處理50至70起事件，所以警員無法對多數事件做出高質

量的、充足的反應。這或許是未能及時阻止此次慘案的一個重要原因。

德國聯邦疾控機構警告稱
該國第四波疫情已經開始

綜合報導 自7月以來，德國疫情呈現出持續反彈的態勢。對此，德

國聯邦疾控機構羅伯特· 科赫研究所發出警告，稱德國第四波疫情已經

開始。

該研究所發布的最新數據顯示，截至當地時間7月30日0時，德國

累計確診新冠肺炎確診病例3766765例，較前一日新增確診病例2454例

；新增死亡病例30例，累計死亡91637例。德國全國每10萬人的7日感

染率持續上升，從此前一天的16.0增至16.5。

值得一提的是，羅伯特· 科赫研究所在7月26日向德國聯邦政府遞

交的一份疫情研究報告中指出，應繼續將每10萬人的7日感染率作為評

估疫情動態發展的主要指標，而德國政府也需以此為參考提前采取相應

的防疫措施——保持低感染率依舊是最高優先級的事項。

另外，該報告認為，德國的感染率從三周前開始持續上升，住院率

則從兩周前開始持續上升，這表明德國“第四波疫情已經開始”。羅伯

特· 科赫研究所坦言，僅僅依靠提高疫苗接種率還不足以控製住第四波

疫情，必須實施“額外的基本保護措施”，比如減少社交接觸和降低人

員流動性，以將第四波疫情的感染病例數維持在低位並降低住院人數。

不過，德國政界對此持不同看法。德國聯邦衛生部長施潘明確表示

，隨著越來越多的人接種疫苗，住院和重癥人數減少，將感染率作為主

要參考指標意義的並不是特別大。德國多個聯邦州的州長和部分專家也

希望不再將感染率視為最重要的參考指標。德國病毒學家施托爾表示，

德國應參考瑞士的方式，將重癥住院率作為參數製定和實施秋季防疫措

施的參考指標。

美報告稱Delta排毒期達18天
挑戰當前14天隔離措施

綜合報導 在國務院聯防聯控機製新

聞發布會上，中國疾控中心研究員馮子健

介紹稱，德爾塔病度載量高、傳播能力強

、傳播速度快，而且轉陰時間長。

美國CDC在其官方網站公布了一份

關於德爾塔病毒（Delta）的最新研究數

據，其中一項涉及 Delta 病毒排泄的數

據。數據顯示Delta的病毒脫落期達到了

18天，比過去13天的新冠病毒脫落期多

出了5天。

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醫學系主任Wa-

chter稱，Delta不但傳播力更強，傳染期也

更長（18天，而不是13天），這也將對我

們通常采用的14天隔離措施造成挑戰。

事實上，新冠病毒野毒株、阿爾法變

體等都沒有發生病毒脫落期的延長，所以

從新冠疫情爆發至今，隔離期以及疫情溯

源多數規定為14天。

根據中國《新型冠狀病毒肺炎防控方

案（第八版）》，基於目前的流行病學

調查和研究結果，新冠肺炎

潛伏期為 1-14 天，多為

3-7 天；發病前 1-2 天和發

病初期的傳染性相對較強。

所以在疫情監測時，追溯時

間範圍 14天；對於無癥狀

感染者集中隔離醫學觀察期

為 14 天，解除隔離後繼續

進行 14 天的居家醫學觀察

（居家觀察是不禁止外出）

。在集中隔離醫學觀察的

第 1、4、7 和 14 天分別

進行一次核酸檢測；對入境

者亦是實施 14 天隔離醫學

觀察措施。

在 7月 31日國務院聯防聯控機製新

聞發布會上，中國疾控中心研究員馮子

健也表達了德爾塔變異株病毒的這一特

點。馮子健介紹稱，德爾塔病度載量高

、傳播能力強、傳播速度快，而且轉陰

時間長。

對於載量高，且轉陰時間長的德爾塔

，直接帶來的結果是會持續保持病毒脫離

並進行傳播，所以針對當前的“14天”相

關措施是否需要改變？有待科學界後續給

予認定。

全球新冠疫苗公平分配成突出問題
低收入國家疫苗接種率僅0.9%

綜合報導 新冠肺炎疫情

成為重大全球性挑戰，在當

前的疫情中，疫苗的公平分

配成為突出問題。博鰲亞洲

論壇發布的《全球新冠疫苗

應用圖景報告》揭示，非洲

大陸已接種的疫苗占全球不

到2%，低收入國家只有0.9%

的人口接種了至少一劑新冠

疫苗。

報告指出，新冠疫苗是人

類歷史上研發速度最快的傳染

病疫苗之一。盡管處於加速研

發的模式，疫苗的安全性也得

到了有效保證。但同時，在全

程接種人口比例超過30%的國

家當中，歐美國家占據了大多

數。如何提高疫苗在發展中國

家的可及性和可負擔性，是當

前國際社會在抗擊疫情中面臨

的最突出問題。

博鰲亞洲論壇秘書長李保

東介紹，世衛組織表示，要實

現讓全世界人口的70%接種疫

苗的目標，世界需要110億劑

疫苗。

“全球新冠疫苗的總產能

預計在2021年年底前基本上能

達到這一數量，但是問題在於

疫苗能否在全球進行合理分配

。”李保東說。

“中國履行將疫苗作為公

共產品的承諾，將盡己所能對

外提供更多疫苗，為促進疫苗

在發展中國家的可及性和可負

擔性作出貢獻。”國家衛健委

新聞發言人米鋒此前在國務院

聯防聯控機製新聞發布會上重

申中國主張。

據了解，截至目前，中國

已向10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

提供了超過5億劑疫苗和原液

，相當於當前全球新冠疫苗總

產量的六分之一。

“除了疫苗成品的出口

，中國還在幫助其他發展中

國家建立疫苗的本地生產線

，有的已經投產。中國還積

極支持對廣大發展中國家豁

免新冠疫苗知識產權。”李

保東介紹。

變異病毒也為抗擊疫情帶

來了新的挑戰。報告認為，病

毒的變異對疫苗的有效性帶來

一定挑戰，但接種疫苗仍然是

遏製疫情的有效方式。

中國疾控中心研究員、國

務院聯防聯控機製科研攻關組

疫苗研發專班專家組成員邵一

鳴表示，常規防控和疫苗要

“雙管齊下”，同時加強國際

協調機製，解決當前突出存在

的發展中國家疫苗可及性很差

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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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一段 12秒的視頻

在韓國造成轟動。韓國《朝鮮

日報》報道稱，韓國社交媒體

最近流傳著這樣一段視頻：一

名男子將腳和蘿蔔泡在一個桶

裏洗蘿蔔，並用洗蘿蔔的清潔

工具洗自己的腳，之後再用洗

過腳的清潔工具洗蘿蔔，讓人

震驚。更讓網友憤怒的是，一

旁的女員工見狀沒有上前進行

製止，像是習以為常一樣，看

了一眼就走掉了。

該視頻引發廣泛關註後，

韓國食品醫藥品安全處（食藥

處）立即展開調查，並找到了

視頻中出現的事發餐廳。據食

藥處透露，該餐廳位於首爾市

瑞草區，主營豬蹄，相關視頻

拍攝於今年 6 月末，出現在餐

廳廚師清洗蘿蔔的過程中。食

藥處表示，已對事發餐廳進行

了現場調查，確認餐廳存在違

反《食品衛生法》的行為，委

托管轄機關進行行政處罰，並

展開進一步調查。目前已發現

該餐廳還存在使用過期醬料、

冷凍餃子和豬蹄未按產品保管

標準進行儲存、排氣扇周邊油

汙重等問題。

日本“賞櫻會”風波再起
東京檢方將對安倍重啟調查

綜合報導 日本東京第一檢察審查會近

日作出決議稱，東京地方檢察院特搜部關

於前首相安倍晉三的不起訴決定“部分不

當”，地檢特搜部將重啟搜查工作。此前

，安倍因“賞櫻會”前夜晚宴開支涉嫌違

法接受檢方詢問。

報道稱，東京地檢特搜部此前決定不

起訴安倍，但起訴其秘書。7月15日，東

京第一檢察審查會15日作出決議稱，關於

其中兩項嫌疑的不起訴決定“不當”，分

別為安倍後援會為“賞櫻會”前夜主辦晚

宴所的填補差額屬於政治捐款，以及安倍

擔任代表的資金管理團體“晉和會”在會

計負責人選擇上出現懈怠。此決議作出後

，東京地檢將重啟搜查工作。此外，東京

第一檢察審查會認為，有關安倍後援會未

將晚宴費用記入收支報告書的不起訴決定

“正當”。

2013年至2019年，安倍後援會每年都

會在“賞櫻會”前夜主辦晚宴，招待來自

安倍選區的支持者，每名參加者需要繳納

1.5萬日元（約合人民幣900元）的會費。

安倍曾在國會就此事進行說明時稱，參加

者繳納的費用為酒店設定的價格，安倍事

務所和後援會未填補任何費用。但檢舉方

認為安倍後援會接受了酒店方提供的優惠

，打折費用應該算作政治獻金，但安倍方

未將其記入政治資金收支報告書，涉嫌違

反《政治資金規正法》。

美國要漲“保護費”？日本議員：不能容忍！
綜合報導 “保護費”要漲價？日

本共同社援引多名日美關系消息人士

的話報道稱，在非正式磋商中，美國

政府已經要求日本增加駐日美軍經費

負擔額。8月初，日美兩國將就此啟動

正式談判，力爭年內談妥。

消息人士透露，美國前總統特

朗普曾要求日本增加駐日美軍經費

負擔額，而美國現任總統拜登為對

抗中國，也要求日本增加負擔額。

華盛頓計劃提升美軍在印太地區的

存在感，要求日本以增加駐日美軍

經費負擔額的方式和美方合作。日

方將由外務省北美局參事官有馬裕

、防衛省防衛政策局次長大和太郎

出席談判，美方則由前駐日公使韋

爾頓等出席。

日本計劃在談判中陳述難以大幅

增加負擔額的原因，謀求美方理解。

日本認為，在財政狀況嚴峻的情況

下，已在可能的範圍內最大限度地

負擔了駐日美軍經費。東京計劃在

談判中說明，日本因為美軍的整編

業務支出了巨額經費。圍繞太空和

網絡等新領域，日方則可能告知美

方東京已經建造太空監視雷達並計

劃在明年 3 月成立自衛隊網絡防衛

隊，而這些舉措有助於加強日美同

盟，從而避免增加駐日美軍經費負

擔額。

日本負擔的駐日美軍經費包括駐

日美軍基地的水電費、員工工資和

訓練轉移費等。日美兩國政府今年2

月達成協議，今年日本的負擔額為

2017億日元（約合人民幣119億元）

。《日本經濟新聞》6月報道稱，相

較於其他駐有美軍的國家，日本承

擔的美軍經費比例最高。美國國防

部 2004 年發布的數據顯示，2002 年

駐日美軍費用的74.5%由日本政府承

擔，比例遠遠高於韓國（40%）和德

國（32.6%）。

美國政府要求“保護費”漲價的

行為引發日本國內不滿。據日本《赤

旗報》報道，眾議員赤嶺政賢表示，

新冠肺炎疫情導致很多民眾窮困，在

這種情況下，要求日本繼續支付駐日

美軍費用是絕對不能容忍的。《東京

新聞》3月曾發文稱，希望菅義偉政府

不要漫無目的地繼續負擔相關費用，

而要重新詢問負擔的意義以及合理的

負擔額。文章稱，日本政府有必要向

美國詳細說明美方利用日本設施的好

處和日方負擔的沈重，同時討論是否

應該繼續購買大量昂貴的美製武器。

日本政府還應向美國提出安保體製整

體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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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新冠疫苗合
作國際論壇首次會議5日晚以視頻方式舉行，為
全球疫苗公平可及、為發展中國家團結抗疫注入
強大動力。中國推動國際疫苗合作的承諾與努力
有目共睹，國際機構和發展中國家代表對此高度
評價。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向會議發表書面致辭，
宣布今年全年中國將努力向全球提供20億劑疫
苗，並向世衞組織主導的“新冠疫苗實施計劃”
捐贈1億美元。世界衞生組織官網當晚發布消息
說，世衞組織對此非常感謝，將立即使用這筆款

項。“世衞組織感謝這份慷慨貢獻，這將有助於
拯救世界各地的生命。”

世衞組織藥品和衞生產品政策標準司藥品
技術規範和標準處科學家雷殿良博士5日接受新
華社記者專訪指出，世衞組織希望有能力向國
外提供疫苗的國家將疫苗放到“新冠疫苗實施
計劃”疫苗庫，讓各國都能公平、有效地獲得
疫苗。中國在這方面作了很大貢獻，也獲得世
衞組織的高度認可。中國部分疫苗研發單位已
經與阿聯酋、巴西、巴基斯坦等國合作開展Ⅲ
期臨床試驗，同時還把疫苗原液運往埃及、阿

聯酋、巴基斯坦、馬來西亞等國生產、分裝，
一定程度上緩解了這些國家疫苗短缺的現象。

出席視頻會議的埃及外交部長舒凱里表示，
應積極支持有能力的發展中國家本地化生產新冠
疫苗，擴大疫苗生產基地。他對中方為埃及本地
化生產新冠疫苗提供的支持表示感謝。

日前，世衞組織駐埃及代表納伊瑪．加西爾
發表聲明說，中國與埃及成功合作生產首批新冠
疫苗，世衞組織對此表示讚賞。她表示，兩國疫
苗合作是國際合作和全球專業技術流動的成功典
範，不僅可以加速推進埃及本土的疫苗接種計

劃，也將進一步推動非洲地區的抗疫進程。
同樣以視頻方式出席論壇會議的墨西哥外交

部長馬塞洛．埃布拉德會後在社交媒體推特上
說，感謝中方提供的抗疫支持。他說，去年3
月，墨西哥抗疫壓力很大，中國及時向墨西哥
“開啟一扇門”，目前許多墨西哥民眾已接種中
國新冠疫苗。

“在如此困難時期，中國作為友好國家，向
我們伸出援手。這些我們永遠不會忘記，非常感
謝。”埃布拉德說。

澳大利亞新南威爾士大學全球健康與發展領
域的教授安東尼．茨維表示，只有國際社會共同
攜手才能戰勝新冠疫情，公平的疫苗分配至關重
要，國際社會應當共同努力確保所有優先人群都
得到優質、安全和有效的疫苗。

中國推動疫苗國際合作獲國際高度評價

孫春蘭督戰鄭州：對院感零容忍
強調各地要進一步提高責任感 加強督查落實遏疫情擴散

●鄭州市經開區一小區實行封閉管理，以最大
限度嚴防疫情風險傳播。 中新社

揚州220確診 設定點醫院收治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及記者劉蕊報道，為深入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重要

指示、落實李克強總理批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孫春蘭4

日全國疫情防控工作電視電話會後，即赴河南省鄭州市調研指導疫情防控工作，

實地考察了鄭州市第六人民醫院、金祥花園社區、河南省疾控中心、河南省公安

廳大數據中心、鄭州市第一人民醫院南院區、經開區八十五中核酸檢測點，了解

院感防控、患者轉移、小區封控、物資保障、流調溯源、區域協查、定點醫院改

造、核酸檢測等情況，多次召開黨政幹部、前方工作組、一線專家座談會，聽取

防控工作匯報，研判疫情形勢，部署當前防控任務。

河南鄭州疫情由鄭州市第六人民醫院院感引
起，在省內造成了一定範圍的擴散。孫春

蘭強調，要加快重點人員協查工作，整合公
安、公衞、工信等力量，及時推送流入和流出
的密接者、次密接者信息，24小時點對點協查
到位，做到人數查清、人頭查清、位置查清、
管控情況查清。要迅速組織全員核酸篩查，從
全國抽調檢測力量，精心組織實施，既要有效
率，也要有質量，摸清疫情底數。要堅持逢
“陽”必報、接報即查、應隔盡隔，備足隔離
房間，封控中高風險小區，把疫情風險控制在
最小範圍。要汲取院感的教訓，深入開展排查
整頓，醫院院長、科室主任、醫務人員都要負
起責任，對院感實行零容忍。要按照“四集
中”原則獨立設置定點收治醫院，負壓病房、
供氧設施、檢驗檢測設備等嚴格按標準配備到
位，確保醫療救治需要。

針對近期全國出現的多點散發疫情，孫春
蘭強調，各地各部門要進一步提高責任感，深
入貫徹落實黨中央、國務院決策部署，堅決杜
絕鬆懈麻痹思想，堅定信心、爭分奪秒，保持
指揮體系扁平化高效運轉，從嚴從緊落實“外
防輸入、內防反彈”各項舉措，加強重點地區
重點環節的督查落實，盡快遏制疫情擴散蔓
延。各地要加強對黨政幹部疫情防控政策、指
南、實施方案的培訓，幫助他們掌握疾病防控
專業知識，提高應急處置能力和水平，國務院
聯防聯控機制要對各地疫情防控政策落實情況
開展督促檢查。

全市閉環管理 餐企禁堂食
8月6日，河南省鄭州市再次升級防疫措

施。鄭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領導小組辦公室
發布《鄭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領導小組辦公
室發布18號通告》，要求全市實行閉環管理。
該通告一出爐，立刻登上各大網絡平台熱搜，
不少鄭州市民感嘆，鄭州被按下了“暫停
鍵”，“這相當於封城了”。

通告要求，鄭州市中高風險地區內居民
“足不出戶”，健康碼標記紅色；封控區域內
居民“足不出院”，健康碼標記黃色，每天每
戶可安排一人持出入證外出購置必需生活物
品；其他居民堅持“非必要不出市”，並要求
嚴禁各類集聚性活動。

針對通告中提到的，“餐飲場所嚴禁堂
食”，記者從河南省餐飲協會獲悉，該通告發
出後，省餐協立即反應，發布了《關於“積極
響應鄭州市疫情防控辦18號通告在鄭餐企停止
堂食”的通知》，對協會在鄭各會員單位、各
餐飲企業明確，積極配合通告規定，停止堂
食，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保障企業人員和財產
安全。另外，可視企業自身情況合理安排是否
開展外賣業務。“我們願意配合各級部門的疫
情防控工作，停止堂食，加強疫情防控。”成
師傅汴京烤鴨董事長成國富告訴記者，在目前
這種嚴峻的疫情防控形勢下，這樣也更加對消
費者和企業員工負責。據悉，為了配合停止堂
食的通告，解家河南菜、特味村、禾珍珠小鍋
米飯等企業已經開通線上訂餐業務。

爆疫醫院病人全部移出
記者了解到，其實早在該通告公布前，鄭

州市的健身房、線下培訓機構、幼兒園、博物
院等都已經暫停開放，“疫情剛剛發生的時
候，我們就擔心不安全，從8月1號開始就已經
不再上課了。”處於非封控區的一家瑜伽會館
負責人告訴記者，“安全第一，等疫情結束再
來鍛煉。會員們也都很理解。”

據悉，目前，鄭州市共報告本土病例112
例，其中11例為在第一次全員核酸檢測篩查時
發現。截至記者發稿，鄭州市第二輪全員核酸
檢測也已經基本完成。鄭州市目前已有高風險
地區1個、中風險地區21個。由於鄭州市本輪
疫情由鄭州市第六人民醫院院感引爆，因此，
鄭州市接下來將會重點關注與鄭州市第六人民
醫院有關人員，同時，鄭州市第六人民醫院病
人已全部移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旻 南京報道）8月5
日，中國江蘇揚州市報告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確診病例
58例，創下該市本輪疫情爆發以來單日新增人數新
高，迄今揚州市累計報告本土確診病例已經多達220
例。5日新增58例中的部分老年患者已轉入揚州市第
三人民醫院收治，成為該院收治的首批患者。江蘇省
衞健委宣傳處副處長吳蘇凌表示，在揚州設立新冠肺
炎定點收治醫院就地收治當地老年患者，是為了避免
老年患者在轉運南京路途中病情突變而延誤救治。

據江蘇省衞健委介紹，在8月5日前，南京此次
疫情的所有患者由南京市第二醫院湯山院區（南京
市公共衞生醫療中心）收治，該院為江蘇省最大的
傳染病醫院，有900餘張床位。國家、省、市三級聯
合醫療專家組已進駐南京市第二醫院湯山院區，開
展巡診會診，覆蓋重症、中醫、呼吸、感染等多科
室，指導完善救治方案。“揚州的兩名危重型患者
目前在南京救治，病情穩定。”

避免老年患者轉運途中生變
此次揚州疫情中因老年新冠患者居多，存在如

哮喘、糖尿病、高血壓等基礎性疾病，病情變化
快。吳蘇凌表示，“有的老年患者從隔離點轉運至
醫院的過程中就會發生從普通型轉成重型，”早干
預防止患者“輕轉重”“重轉危重”是當前江蘇醫
療救治工作的重點，為避免老年患者在從揚州轉運
至南京的路途中發生變數，江蘇決定在揚州當地設
立專院收治。

承擔定點收治揚州新冠病例的是揚州市第三人
民醫院，該院在7月30日發出“停診通告！”，告
知“作為揚州市新冠肺炎定點收治醫院，根據市疫
情防控工作要求，我院自7月30日起暫停門急診各
項服務。”

7月31日上午，揚州市第三人民醫院上下火速行
動，肺病科、肝病科、感染科、綜合內外科和腫瘤
科連夜梳理落實轉運患者的具體流程，整理資料，
打包物資，通知患者，聯繫家屬，用了6個小時完成
了200多名病患的安全轉運工作。對該院6號樓的2
層和4層進行“三區兩通道”調整改造，對重症監護
病房進行優化。

多支醫療隊進駐醫院
8月3日晚，蘇北人民醫院組成了一支73人的重

症醫療隊，高郵、江都、揚州市第三人民醫院聯合
組成一支61人的整建制醫療隊已進駐揚州市第三人
民醫院，分別接管1個重症病區和1個普通病區，另
外還有2支醫療隊待命。

據揚州官方發布會披露，截至8月5日24時，揚
州市三院新採購儀器設備401台，該院6號樓全部改
造到位，現有重症ICU床位16張、普通ICU床位48
張、普通床位164張，氧氣儲存15噸，完全具備接
收新冠患者的條件，首批患者已轉入收治。

●6日，揚州市江都區開展第二輪大規模核酸檢測。
新華社

●●孫春蘭強調孫春蘭強調，，要加快重點人員協查工作要加快重點人員協查工作，，整合公安整合公安、、公衞公衞、、工信等力工信等力
量量，，做到人數查清做到人數查清、、人頭查清人頭查清、、位置查清位置查清、、管控情況查清管控情況查清。。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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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澳辦
主任夏寶龍
早前道出對
香港管治班
子的期望，

包括年輕人可以告別“住房
難”問題。

回看香港目前情況，樓
價指數正逼近歷史新高，青
衣納米新盤呎價開出令人咋
舌 的 2 萬 元 （ 港 元 ， 下
同），覓個安身之所仍然遙
不可及，無疑“住房難”問
題，確實是香港這繁華都市
的痛。

已任職物流業接近十年
的阿言，自小無心向學的
他，中學一畢業就到物流公
司工作，深信“有手有腳、
肯搏肯捱”就有出頭天，月
薪由最初入行時的萬多元，
逐步加至1.8萬元左右，加上
加班錢的話亦有 2 萬元，每
一分錢都是靠體力勞動所
得，但置業的夢卻愈來愈
遠。

勤力工作 買不起最平私樓
阿言表示，因為家中空

間非常小，所以一直很渴望
自己搬出來住，但礙於收入
不高，幾年前在屯門租了一
間劏房，當時月租約 5,000
元，惟因環境非常惡劣，被
迫搬到同區一個100多呎的單
位內，月租約7,000元。

他透露，連同交家用、
水電等雜費支出，每月收入
至少“沒了一半”以上，如
果扣除平日“使費”，“剩
到幾千蚊都要偷笑”。

阿言曾經想過買樓，區
內 最 平 私 樓 大 約 300 餘 萬
元。不過，他儲錢多年，積
蓄只有20多萬元，每月收入
又無法通過銀行的壓力測
試，看中的盤都無法入市。

他強調，自己不是沒有
嘗試努力儲錢，但任憑他每
日帶飯盒上班、減少娛樂、
不斷加班也好，每月最多都
是儲到5,000 至6,000 元。他
也想不明白，到底還要多努
力才可以擺脫寄人籬下的命
運。

業主每口價幾十萬起跳
近年香港樓價升幅愈來愈

誇張，比他儲錢快得多，加上
疫情下公司更全體員工凍薪，
即使搏到盡也不一定升職加
薪，“業主每加一口價就幾十
萬起跳，如何追？”絕望之情
溢於言表，他最終選擇“佛系
儲錢”，放棄節衣縮食，開始
跟朋友出去吃喝玩樂，甚至迷
上模型和電玩等最花錢的興
趣，把之前的壓抑完全釋放出
來。

阿言指，自己年年都有
抽居屋，但就年年都抽不
中，不過他認為居屋就是他
最後的“上車”希望，依然
會每年都花幾百元申請費
“去賭”（新居屋抽籤），
當自己抽六合彩，直言如果
支籤“生性啲”，自己或者
在有生之年會抽到居屋上
車，言語間隱含對政府房策
的不滿和埋怨，以及對命運
的無奈。

●香港文匯報記者蔡競文

��

3財團土地共享申建1.8萬套
增1.2萬公營單位供應 最快2025年可推出

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

寶龍在 7月 16日的講話中，期盼香港早日告別“劏

房”、“籠屋”，香港發展商近日動作頻頻，冀透過

私人市場增加公私營房屋供應。繼上月 22日南豐率先

申請土地共享項目後，新地、恒地聯手會德豐地產，

分別在元朗東成里附近及在大埔林村，合共申建16,210

套公私營房屋，連同南豐申建的1,642套公私營單位，

短短約兩周時間，3個土地共享項目可提供17,852套公

私營單位，當中公營單位 12,249套，私人房屋 5,603

套。發展商期望港府能加快審批流程，其中南豐料

2025年第三季開始落成，協助改善輪候公屋尤其是住

在劏房籠屋的市民的生活環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悅琴

最新香港兩幅土地共享申請資料
恒地及會德豐大埔社山路及林錦公路土地

私人房屋

39.08萬方呎

住宅：5.01倍
非住宅：1.08倍

住宅：195.69萬方呎
非住宅：42.28萬方呎

10

38

3,636

10,181

●製表：記者 梁悅琴

公營房屋/“首置”

61.26萬方呎

住宅：7.45倍
－

住宅：456.61萬方呎
－

18

39

8,484

23,756

項目
發展部分
地盤面積

地積比率

總樓面

幢數
建築物最高層數

單位數目
預計人口

新地元朗蠔洲路（近東成里）土地

私人房屋

29.42萬方呎

住宅：2.15倍
非住宅：0.09倍

住宅：63.18萬方呎
非住宅：2.68萬方呎

5

24

1,474

3,685

公營房屋/“首置”

29.42萬方呎

住宅：4.14倍
非住宅：0.03倍

住宅：121.94萬方呎
非住宅：0.86萬方呎

6

25

2,616

6,802

大埔社山路及
林錦公路土地

元朗蠔洲路
（近東成里）土地

最新兩個土地共享項目，以恒地夥拍會德豐地產聯手
申請的大埔林村項目規模最大，現為“農業”及

“政府、機構或社區”地帶的私人地段及毗連的政府土
地，佔地約200萬方呎，當中可發展用地約100萬方呎，
總樓面面積約694.5萬方呎，可供應12,120套公私營住宅
單位，公私營比例為7比3。

林村項目提供8484公營單位
據申報文件，計劃建18幢樓高39層住宅大廈，提供

約8,484套公營房屋/“首置”單位，預計人口約23,756
人；私營房屋方面，計劃建10幢樓高38層綜合大樓，提
供3,636套單位，及1,438個私家車位。

李家誠盼市民得享安居
恒基地產主席李家誠表示，計劃經詳細研究，相信技

術可行之餘，更可建立一個均衡社區，讓市民得享安居之
所，同時也平衡股東利益。集團期望申請獲得批准，能盡
快為香港增加房屋供應，紓緩公眾對房屋的殷切需求。

據悉，項目所在的大埔林村土地目前並無經濟活動，
不涉任何綠化地帶，可供即時發展。項目範圍內近78%土
地為兩家發展商所擁有，只有約少於12%屬政府土地，和
約10%為其他私人持有。首批單位將為公營房屋。若申請
順利獲批，預計可於2031年或之前全部完成。

發展商指，冀能為大埔新市鎮帶來新面貌，建立新舊
共融、智能、低碳，和健康平衡的新社區。項目內將設有
連接鄰村社區的樂悠大道，為整個區域的居民提供生活所
需和購物便利，另有老人院、幼兒中心和私營的公共服務
等配套，亦預留土地作公共社區設施用途，例如巴士站、

公眾停車場和街市等。區內道路設施與交通流量是項目重
要的考慮，因此在規劃上建議開通一條新路，以疏導和分
流林錦公路的交通負荷，改善區內交通，和便利區內居民
出入。

元朗私人部分2031年完成
至於新地申請的元朗項目，位於蠔洲路鄰近東成里，

佔地約5.9公頃，現時劃為“住宅（丁類）”地帶的私人
地段及毗連的政府土地，總樓面面積約188.6萬方呎，提
供4,090套公私營住宅單位，公私營比例為64比36。

其中，計劃興建4幢24層高住宅大廈及1幢非住宅大
廈，提供1,474套私人房屋單位；另興建5幢25層高住宅
大廈及1幢非住宅大廈，提供約2,616套單位，作公營房
屋/“首置”單位，並提供約60,978方呎政府、機構或社
區設施，包括容納約40人的老人日間護理中心，佔約
6,318方呎。預計私人房屋發展部分完成日期為2031年，
而公營房屋/“首置”部分土地平整工程完成日期預計為
2027年。

新地：釋新界地發展潛力
新地表示，希望透過公私營雙軌並行努力，更有效釋

放新界土地的發展潛力，以紓緩迫在眉睫的短中期房屋供
應短缺問題，希望可協助那些正在輪候公屋尤其是住在劏
房籠屋的市民改善生活環境。申請地點鄰近元朗東成里，
距離元朗站約10分鐘步程，整個項目約三分之二的土地
（即約42萬方呎）由新地持有。新地期望申請早日獲得土
地共享先導計劃顧問小組及行政會議的支持和原則上同
意，以令項目盡早落成。

香港政府2018年提出土地共享先導
計劃，希望透過私人市場力量增加公私營
房屋供應，並於去年5月接受申請，申請
期限3年。項目條件是申請人須將其擁有
的部分土地以平整土地形式交予政府，而

該等土地可帶來最少七成的新增總住用樓面面積作政府屬
意的公營房屋或“首置”發展。

為確保計劃下的新增房屋能早日落成，發展商/土地
擁有人亦須提供所需基建及其他社區設施，以支援整項公

私營房屋發展。
相關費用經政府部門的嚴謹審核為必須和合乎成本效

益後，會從以十足市價評估的地價中扣減。
此外，計劃下每個項目須提供不少於50,000平方米的

新增總住用樓面面積及最少額外1,000套房屋單位。
南豐今年7月22日宣布，旗下大埔露輝路綠化地帶用地

申請提供1,642套公私營單位。換言之，土地共享先導計劃
開始1年2個月後，才接獲第1宗申請，至今3個申請共提供
17,852套公私營單位。

何謂土地共享？

●大埔林村項目身處的地區有不少土地為棄耕荒廢的農田。 資料圖片
●元朗蠔洲路（近東成里）土地鄰近元朗公路，發展較為便利。

資料圖片

AA77香港瞭望
星期日       2021年8月8日       Sunday, August 8,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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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90

Av
e.

 E



((休士頓休士頓//秦鴻鈞報導秦鴻鈞報導））總統拜登預計食品暨藥物管理局總統拜登預計食品暨藥物管理局
（（FDAFDA））很快會正式核准新冠病毒疫苗上市很快會正式核准新冠病毒疫苗上市。。他要求對疫苗持疑他要求對疫苗持疑
的人盡快接種的人盡快接種，，遏止新一波疫情遏止新一波疫情。。拜登說拜登說：： 「「若有打疫苗若有打疫苗，，就不就不
會住院會住院，，不會住進加護病房不會住進加護病房，，更不會病故更不會病故。。」」拜登建議未接種新拜登建議未接種新
冠疫苗的國民冠疫苗的國民，，盡快前往接種盡快前往接種，，合力挽救更多生命合力挽救更多生命。。 拜登表示拜登表示
他上任以來他上任以來，，美國已經完成美國已經完成22億億11千千55百萬劑新冠疫苗注射百萬劑新冠疫苗注射，，目目
前單日確診人數及死亡人數前單日確診人數及死亡人數，，持續下跌持續下跌。。 此外此外，，白宮和教育部白宮和教育部
週四宣布週四宣布:: 在數千所學校開學之前在數千所學校開學之前，，為更多為更多 1212 歲以上的青少年接歲以上的青少年接
種疫苗種疫苗 。。教育部長卡多納教育部長卡多納 (Miguel Cardona)(Miguel Cardona) 表示表示，，官員們希望高官員們希望高
中運動員接種疫苗能夠影響其他孩子和父母讓孩子接種疫苗中運動員接種疫苗能夠影響其他孩子和父母讓孩子接種疫苗。。

全國家長教師協會全國家長教師協會
與與 AAPAAP 合作合作，，將兒將兒
科醫生部署到其科醫生部署到其 2222,,
000000 名名 PTAPTA 成員中成員中
。。 最後最後，，副總統卡副總統卡
馬拉哈里斯的丈夫馬拉哈里斯的丈夫

道格恩霍夫和美國國家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所長安東尼福奇博士道格恩霍夫和美國國家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所長安東尼福奇博士
將啟動將啟動““行動週行動週”，”，包括至少包括至少 200200 次疫苗接種活動次疫苗接種活動，，另外另外，，全國全國
各地學校的學校疫苗接種診所已經準備好了各地學校的學校疫苗接種診所已經準備好了，，以鼓勵多的疫苗接以鼓勵多的疫苗接
種種。。

在阿肯色州和俄克拉荷馬州在阿肯色州和俄克拉荷馬州，，只有只有 2626%% 的的 1212--1818 歲兒童接歲兒童接
種了疫苗種了疫苗，，而阿肯色州的兒童住院人數已經激增而阿肯色州的兒童住院人數已經激增，，這些州的疫苗這些州的疫苗
接種率也最低接種率也最低。。 根據根據CDCCDC的數據的數據，，在全國范圍內在全國范圍內，，2929%% 的的 1212
至至 1515 歲青少年接種了疫苗歲青少年接種了疫苗。。相比之下相比之下，，1818 至至 2424 歲的人的這一歲的人的這一
比例為比例為 4444%%。。 隨著學校的開放隨著學校的開放，，一個沒有被任何疫苗接種保護一個沒有被任何疫苗接種保護
的年齡組的年齡組，，尤其是在尤其是在 1212 歲以下的年齡組中歲以下的年齡組中，，將會出現一波新的將會出現一波新的

新冠病毒新冠病毒 確診病例確診病例。。 在開學後的三週內在開學後的三週內，，確診很可能會再次激確診很可能會再次激
增增，，如果社區疫苗接種率降低如果社區疫苗接種率降低，，影響將最嚴重影響將最嚴重。。美國兒科學會美國兒科學會
(AAP)(AAP) 估計估計，，6060%% 至至 7070%% 的兒童和青少年參加有組織的運動的兒童和青少年參加有組織的運動，，這這
使得運動員秋季體檢成為為青少年接種疫苗的重要機會使得運動員秋季體檢成為為青少年接種疫苗的重要機會。。

拜登表示拜登表示，，經與經與2020位科學家的專家群組及各領域人士討論位科學家的專家群組及各領域人士討論
後後，， 「「也許這個學年度也許這個學年度，，約約88月底或月底或99、、1010月初月初，，FDAFDA就會正式就會正式
核准疫苗上市核准疫苗上市」」，，目前尚無法接種疫苗的目前尚無法接種疫苗的1212歲以下孩童歲以下孩童，，可能可能
很快就能獲得緊急授權接種很快就能獲得緊急授權接種。。

目前美國正因新冠病毒的目前美國正因新冠病毒的DeltaDelta變異株擴散出現一波疫情升變異株擴散出現一波疫情升
溫溫。。過去一週過去一週，，全美平均的每日新增確診通報約為全美平均的每日新增確診通報約為44萬萬13001300例例，，
相較兩週前增加相較兩週前增加171171%%；；染疫病故也增加達染疫病故也增加達4242%%，，過去一週平均過去一週平均
每日每日249249人病死人病死。。像在阿肯色像在阿肯色、、路易斯安那路易斯安那、、佛羅里達等州佛羅里達等州，，新新
增確診都出現急遽攀升增確診都出現急遽攀升，，也導致住院增加也導致住院增加。。在一些疫苗接種率偏在一些疫苗接種率偏
低的州低的州，，確診增幅飛快確診增幅飛快。。 保護青少年和兒童的最佳方法是幫助保護青少年和兒童的最佳方法是幫助
他們盡快接種疫苗他們盡快接種疫苗。。青少年分享他們的疫苗接種經驗青少年分享他們的疫苗接種經驗，，以鼓勵其以鼓勵其
他學校青少年接種疫苗他學校青少年接種疫苗。。

白宮和教育部希望在開學前幫助更多的青少年接種疫苗白宮和教育部希望在開學前幫助更多的青少年接種疫苗
保護青少年和兒童的最佳方法是幫助他們盡快接種疫苗保護青少年和兒童的最佳方法是幫助他們盡快接種疫苗

中國人活動中心昨天上午舉行
河南水災賑災總結新聞發布會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 ）中國人活動中心
於昨天（8月7日）上午舉行 「河南水災賑災
總結新聞發布會」 介紹自7月23日休斯頓僑
界由中國人活動中心，美南河南同鄉會，美
南報業傳媒集團，休斯頓清華校友，亞裔商
會等社團聯合發起河南水災賑災募捐以來，
收到了社會各界的踴躍捐贈，截至8月5月，
收到社會各界捐款合計約$42082.88 元，其
中中國人活動中心$10011.88元，美南河南
同鄉會$9045元，恆豐銀行$10000元，Eg-
club $5901 元，休斯頓清華校友會$3625元,
亞裔商會$3500元。

中國人活動中心執行長，休士頓清華校
友會會長楊德清首先介紹會嘉賓並發言表示
：錢不在多少，主要表達我們對母親國的關
心、同情的心意。而這次募款，才幾天時間
，我們已充分感覺到休士頓人的大愛心。目
前我們已經透過河南省副省長陳星，和 「慈
善總會」 趙部長聯繫上。 「慈善總會」 是政
府機構，他們統一審批，均勻分配，相信必
定公平、可靠。這次募款連華盛頓駐美大使
館都表示關心。以上這些捐贈會通過河南省
政府，捐給河南慈善總會，總會目前已經收
到40多億，已經支出30多億，我們休斯頓地
區的捐贈也會通過慈善總會捐助到災區最需
要的地方。感謝大家今天的光臨，及新聞媒
體對此事的宣傳、推動作用。

美南河南同鄉會會長楊保華致詞表示：
河南地處中原，是中華文化的發源地。也多
災多難：兵災、水災、饑荒，這次休斯頓僑
胞的善舉令人感動，我們會把休斯頓鄉親，
華人華僑的捐款用於災區的災後重建，這也

是美國華人華僑正能量的展現。
美南報業及電視傳媒集團董事長李蔚華

先生表示：今天我們站在這裡，對在美國已
有數十年的華人來說，這次在楊會長領導下
，表現我們華人愛心的時候！我跟河南有很
多特殊的淵源，17年前曾安排河南少林寺來
休士頓表演，由蕭館長帶領30多位少林弟子
，每天早上在本地26台表演，讓美國人知道
中華文化的精髓所在。我個人也曾在1991年
去過河南鄭州，那時中國普遍落後，幾年下
來，鄭州新區的發展，簡直不能比。我們今
天處在美國的多元社會，我們對美國要有信
心，將China Town 建成經濟上的模範區。
李蔚華先生特別提到兩件事：（一 ）他在幾
天前碰到國會議員Al Green, 他為了 「修改
選舉辦法」 示威抗議被捕。因共和黨極力修
改法律，讓少數民族投票困難。他這麼作，
是給少數民族爭取機會。（二 ）位於Kirk-
wood & Bellaire上的一座佔地幾十個Acres ,
三層樓，耗資六千萬的社區中心：Alief
Community Center, 目前已完工50%。 這是
華人主動參與建成的市府的工程。將來將免
費供市民使用。因此，也證明了大家團結力
量，幫助華人同胞，也幫助了美國社區。這
也是我們在此 「落葉歸根」 的現在進行式！
李蔚華先生是代表美南傳媒及幾內亞駐休士
頓總領事的身份發言。

休士頓西南管理區主席、休士頓亞裔商
會副會長李雄先生致詞表示：這次休士頓僑
界在這麼短的時間內，有這麼好的成果，要
感謝各行各業的關懷之情。我從81年到現在
，參與了百利大道的開發，其間有多少前代

華人開發及創辦的基礎。百利大道是屬於大
家的，其間有多少人的心血和投資。很多人
驚訝休士頓中國城在短短40年時間，創造了
如此繁榮，整個街道美化、清理、治安，可
看出華人的影響力在休市相當受人矚目。李
雄說這次亞裔商會捐出的$3500元，包括：
會員捐助$2500元，以及他代表彭梅主席及
喻斌主席每人各捐$500元。

恆豐銀行代表周明潔副總裁致詞表示：
恆豐銀行從開行的1500萬元，到今天總資產
突破21億美元，其間離不開社區民眾對銀行

的支持。銀行也樂意支持對社區有益的活動
，共建企業與社區的完美社會。

Egclub 代表劉斌致詞：這次Egclub總計
捐出$5916元,為的是 「一方有難,八方支援」
，在患難中建立團結。

另外，還有 「中國人活動中心」 執委楊
賀民（八雅藝術團）及東南大學美南校友會
劉揚威等人上台致詞，表達對祖國的關切之
情。

最後所有出席新聞發布會的社團代表大
合照，合影留念。

圖為所有出席中國人活動中心的社團代表合影圖為所有出席中國人活動中心的社團代表合影。（。（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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