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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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社巴黎9日綜合外電報導）
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遷問題小組
（IPCC）今天公布2014年以來關於
氣候變遷的首份重大科學評估，確切
顯示全球暖化速度比原本憂心的還快
，而且幾乎全可歸咎於人類導致。

以 下 是 IPCC 第 一 工 作 小 組
（Working group 1）科學報告部分主
要發現的概要：
● 全球升溫攝氏1.5度恐提前發生

IPCC報告考量的五種溫室氣體排
放情況皆顯示，預計2030年左右地球
表面均溫將比工業革命前水平高出攝
氏1.5或1.6度。這比IPCC在3年前預
測的時間（2040年升溫攝氏1.5度）
還要提早整整10年。

在本世紀中葉前，這項全球升溫
攝氏1.5度的門檻將被全面突破，在最
積極努力阻止的情況下，也將超出這
項門檻0.1度（即升溫1.6度），而在
極度相反情況下，則將突破這項門檻
將近整整1度（升溫2.4度）。

但仍有一絲希望：若在最積極努
力而且做對所有事情的情況下，全球
氣溫在 「超出」 攝氏1.5度目標後，將
在2100年前回降到升溫攝氏1.4度。
● 阻止氣候暖化的自然盟友趨於衰弱

大約自1960年以來，森林、土壤
及海洋吸收了人類排放至大氣中二氧
化碳總量的56%，儘管這項排放量在
這段期間已經增加一半。沒有自然的
幫助，地球將早已成為炎熱許多且較

不宜居住之地。
但這些幫助我們對抗全球暖化的

自然盟友，正顯示進入飽和狀態的跡
象。它們的這種功能是所謂的碳匯
（carbon sink），隨著這個世紀的展
開，它們吸收人為二氧化碳的百分比
可能減少。
● 氣候變遷是造成極端氣候禍首

這份IPCC報告強調新領域歸因科
學（attribution science）的驚人進展
，這種科學能夠量化人為全球暖化增
加特定極端天氣事件強度和/或可能性
的程度。此類事件如熱浪、颶風或野
火。

譬如，科學家在幾週內就確認，
若無氣候變遷影響，今年6月摧殘加拿
大卑詩省（British Columbia）的創紀
錄熱浪 「幾乎不可能」 發生。整體而
言，這份2021 年 IPCC報告比過去包
括更多 「具高度信心」 的發現。
● 海平面上升更高更快

全球海洋自1900年以來已上升約
20公分，且過去十年中上升速度加快
至原來的近3倍。南極頂部冰蓋崩塌和
融化，尤其是格陵蘭（Greenland）也
出現這些情況，已取代冰川融化成為
海平面上升主要驅動因素。

如果全球暖化控制在升溫攝氏2度
，海平面在21世紀期間將上升約半公
尺。在2300年前，海平面將繼續上升
近兩公尺，為IPCC在2019年所作估
計的兩倍。

由於冰蓋的不確定性，科學
家無法排除在最糟的溫室氣體排
放情況下，海平面將在2100年
前共上升兩公尺的可能性。
● 來自遙遠過去的可怕警告

古氣候學的重大進展發出令
人深省的警告。例如，地球大氣
層上次像今日一樣溫暖大約是在
12萬5000年前，當時全球海平
面可能比現在高出5至10公尺
，若在今日這可能導致許多主要
沿海城市淹沒。

距今300萬年前，當時大氣
二氧化碳濃度曾相當於今日水平，當
時氣溫比今日高出攝氏2.5至4度，海
平面則高出25公尺。
● 甲烷排放成焦點

這次報告包括的甲烷數據更勝以
往，甲烷是排在二氧化碳之後第二大
溫室氣體。報告中警告，未能抑制甲
烷排放可能會破壞 「巴黎協定 」
（Paris Agreement）目標。

人為甲烷來源大致可分為兩方面
，其一是源自天然氣生產、煤炭開採
和垃圾掩埋場的氣體逸出，其二是來
自家畜和糞肥處理。

甲烷在大氣中的停留時間遠不如
二氧化碳，但甲烷困住熱能的功效高
出許多。目前甲烷濃度為至少80萬年
來最高。
● 聚焦區域差異

雖然地球正在全面暖化，從海洋

到陸地乃至我們呼吸的空氣，但部分
地區暖化速度更勝其他地方。譬如，
北極最冷日子均溫的上升速度，據估
計將比全球整體暖化速度還快約三倍
。

全球各地海平面都將上升，但許
多沿岸地區海平面升幅可能將比全球
平均高出至多20%。
●急劇氣候變化恐成關鍵轉折點

IPCC警告，氣候系統若出現急劇
、 「低可能性而高衝擊的」 轉變，一
旦無法逆轉將成所謂關鍵轉折點。例
如，容納足夠水分的冰蓋崩解使得海
平面升高十幾公尺；含有數十億噸碳
的永久凍土融化；或是亞馬遜熱帶森
林變成大草原。

這次報告指出： 「氣候系統出現
急劇反應及關鍵轉折點的可能無法排
除。」
●大西洋環流恐持續減弱

全球暖化快於預期全球暖化快於預期 聯合國氣候報告一次看懂聯合國氣候報告一次看懂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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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alee@scdaily.com
我見我聞我思

幾內亞共和國駐休斯敦名譽總領事
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In my long media career history I
have made many friends, but
Barbara and Steve Levine are a
very special couple to me.

I remember almost ten years ago
when Steve and Barbara came to
my office and did an interview
with me about my business. She
used the title, ‘Wea H. Lee:
Southern News Group - From
Rags To Riches Through Hard
Work And Innovation.' Barbara
was such a good writer to
describe our past, current and
future plans to their readers.

Their magazine called, 'Small
Business Today,' later became
our customer. Since then, we
printed the magazine for them
and also became very good
friends. The couple came to our
parties and functions all the time.

Because of the pandemic, I didn't
see them for almost eighteen
months until one day a few
weeks ago I called Steve about
organizing the Texas Minority
Alliance. He totally agreed and
came to join us at the first
meeting in early July.

Just a couple days ago I received
a text from Barbara saying that
both Steve and his son Jerry had
contracted COVID. I called her
immediately and asked her if
everything was OK? Barbara
then told me that neither Steve or
his son got vaccinated.

Just this morning I learned that
Steve had passed away due to
COVID. I am so sad to learn how
this could have happened so
fast?

Steve, our very dear friend, all of
us feel we have lost such a
wonderful man. Your life has
been so very colorful, vibrant and

always with your happy smile.

We all wish you Rest In Peace.

0808//0909//20212021

Rest In Peace Steve LevineRest In Peace Steve Levine

在我長期從事媒體工作中,
得識許多中外媒體人,其中最令
我敬佩的是猶太裔勒文伉儷，
近二十年來，她們経常出現在
我們舉辦的大小活動上，他們
的風趣歌唱常給大會帶來歡笑
。

大約在十年前，這對從事
媒體電台的夫婦走進我的辦公
室，希望做一次採訪，談到我
們的過去現在和未來，勒文夫
人芭布拉是位寫作高手，那次
的訪問刊出後，令我非常的感
動。他們出版的《今日商業》
月刊上出版之文章也得到許多
迴響，我看了這本精美的月刊
後，也決定為他們印刷，從此
他們不但成為我的顧客也成了

好朋友，過去十年來，凡是她
們主辦的餐會座談，我都盡量
去捧場，包括他們主持的電台
，我也成為常客。

去年疫情發生以後，我們
除了偶而在電話中話家常之外
，大約有一年半的時間都未見
面，他出版的今日商業月刊也
中斷了發行，一直到上個月初
，我們共同發起成立德州少數
族裔媒體聯盟，成立当天他們
夫妻都出席了，勒文還在會上
慷慨激昂大談我們少數媒體要
如何團結自救，參予社區和政
治活動。

就在兩天前，芭布拉有個
短訊，說她和丈夫兒子全被確
診新冠病毒，但是情況並不嚴

重，我覺得有些不對勁，立即
去電詢問是否打過疫苗，芭布
拉回答她們不相信打疫苗，而
且堅持不去打，我心中十分納
悶，不知如何應對。

不幸的事總是發生了，今
晨得知勒文走了，而且是那麼
快，我心中陣陣隱痛，病毒還
是奪走了這位媒體鬥士。

勒文是猶太裔的美國人，
在他近半世紀的新聞工作中，
寫下過精彩的一生，我在給芭
布拉的短訊中說：

芭布拉，我們知道和你相
近相愛超過半世紀的勒文走了
，你要堅強起來，他的人生已
經十分精彩，此生已無憾了。

新聞鬥士勒文辭世新聞鬥士勒文辭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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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時局

【【李著華觀點李著華觀點:: 聖火熄了聖火熄了--莎喲娜拉莎喲娜拉，，東京東京!!】】

【綜合報道】韓國法務部假釋審查委
員會8月9日表決通過了於8月13日假釋三
星掌門人、三星電子副會長李在鎔（Lee
Jae-yong）的議案。這緩解了對該集團可
能出現領導真空的擔憂，李在鎔已入獄
207 天。由於官司纏身，他今後仍有可能
再次入獄。

據外媒報導，韓國法務部長官樸範界
（Park Beom-kye）隨即批准了該決議。樸
範界在記者會上表示，綜合考慮新冠疫情
常態化下的國家經濟狀況和國際經濟環境
、民意所向、服刑態度等因素，決定假釋
李在鎔。至此，李在鎔本週將提前獲釋，
重獲自由之身。

李在鎔現年52歲，在《福布斯》全球
富豪榜排名第188位，淨資產124億美元。
三星集團是韓國最大的家族企業集團和財
閥，主導著該國的業務。

李在鎔在全球富豪榜排名第188位
2016年11月，李在鎔捲入“親信干政

”案，遭檢方調查；今年1月，他因“親
信干政”案獲刑兩年半，當庭被捕。

本月，李在鎔將服滿 60%的刑期，符
合假釋條件。韓國《刑法》雖然規定服滿
三分之一刑期即符合假釋條件，但法務部
僅面向服滿80%刑期的罪犯進行過假釋。
由於法務部從本月起將實際審查標準降至
60%，李在鎔也屬於審查對象。當地媒體
報導稱，李在鎔被監獄評為“模範囚犯”

。
財閥高層被控賄賂、貪污、逃稅或其

他罪行的歷史由來已久。但許多被定罪的
人隨後在上訴時被減刑或緩刑，其中一些
人獲得總統赦免，以表彰他們“對國民經
濟的貢獻”。

三星集團整體營業額相當於韓國國內
生產總值的五分之一，對韓國的經濟健康
狀況至關重要。

民意調查還顯示，越來越多的韓國民
眾支持假釋李在鎔的做法。在最近的一項
調查中，超過66%的受訪者支持提前釋放
他。

由於官司纏身，李在鎔仍有可能再次
入獄

不過，韓國法務部對李在鎔進行的就
業限制處罰將繼續維持。根據該國法律規
定，犯貪污瀆職罪且犯罪金額超過5億韓
元（約合人民幣 291 萬元）的人員，應從
有期徒刑執行完畢或決定不執行之日起的
5年內限制其就業。

另外，鑑於李在鎔所涉及的非法併購
案和非法注射麻醉藥案正在審理過程中，
不排除他今後再次入獄的可能性。

包括李在鎔在內，共有810人將在8月
15日前後獲得假釋。韓國法務部介紹，為
了克服當前面臨的經濟困難，解決教化改
造設施收容人員過多問題，此次獲得假釋
的人員多於以往。

三星掌門人李在鎔本週提前獲釋三星掌門人李在鎔本週提前獲釋

逝去的歲月追不回, 但2021年東京卻把逝去
的2020年奧運追辦回來了, 明明是2021年, 但舉
辦的卻是2020年奧運, 我們這一代人都知道是因
疫情延誤造成的, 但下一代的人可能就會被誤導,
除非在”2020年東京奧運”後面加註一個”星
” 號。

經半個月燃燒,奧林匹克聖火熄了,這是歷史
上最特殊的一次奧運, 在國際奧委會執著下, 日本
半推半就舉行了這次奧運, 來自200個國家與地
區1.1萬運動員被嚴格關閉在運動場內比賽，但
場外疫情嚴峻, 東京每天COVID-19 新增超過
5000例， 所幸嚴禁觀眾入場, 也不許運動員外出
, 僅有430位奧會人員確診, 因感染不能參賽的運
動員相當不幸。

這次東奧從第一天就一直領先的中國隊卻在
最後一天以1面金牌之差被美國逆轉勝,根據奧運
獎牌排名規則，是以金牌數來排, 然後依序以銀
牌和銅牌數為準, 但美國卻獨排眾議, 由於總獎牌
數是美國領先, 所以美國媒體排名一直把自己排
名榜首。

這次最大贏家是地主日本, 以27金14銀與
17銅排名第三, 僅次於美國的39金41銀與33銅
以及中國的38金32銀與18銅, 排名第四和第五
的分別是英國與俄羅斯, 因此五大體育強國依序

為: 美－中－日－英－俄, 值得一提的是, 中華台
北隊這次以2金4銀與6銅勇奪第34名, 是歷來最
好成績。

對於菲律賓、百慕達和卡達三國而言, 第一
次在奧運奪金真是揚眉吐氣, 印度標槍手奪得印
度史上第一面田徑金牌, 打破印度23年得不到金
牌的魔咒, 而土庫曼、聖馬利諾和布吉納法索也
因第一次奪牌而讓人驚艷。

在這次奧會上最令人震驚的是體操明星拜爾
斯因心理因素退賽, 而讓苗族姑娘李蘇妮莎有機
會取代她在體操全能項目中贏得金牌。首次有新
西蘭”男變女”的變性人哈芭德參加舉重比賽特
別引發不公平爭議,有待奧委會做出慎重決定。

這次田徑場上短跑方面依然是牙買加天下, 3
位女選手包辦金銀銅三面獎牌, 長跑方面, 肯亞的
基普柯吉拿走馬拉松金牌外, 兩位肯亞女將也拿
走了女子馬拉松的金銀牌和1500 公尺金牌, 中國
隊在桌球上成績十分顯赫, 男女單打穩拿前兩名,
卻因每個國家男女只能派兩位選手代表, 這是很
不公平的,中國應該要求取消這個規定，畢竟奧林
匹克運動會所要求的就是競技的公正，公平與公
義，那也是奧運會所揭櫫的真精神。

莎喲娜拉，東京, 期待3年後的法國會有一個
更好的巴黎奧運會!

菲各部門加緊部署應對馬尼拉第三次“封城”
綜合報導 菲律賓首都馬尼拉大

都會發展局(MMDA)主席阿巴洛斯

(Benjamin"Benhur" Abalos Jr。)宣布

，該地區17位市長一致同意，從8

月6日至20日，大馬尼拉地區(NCR)

宵禁時間將從晚8時至晨4時，邊境

管控將更加嚴格。

由於該國新冠變種病例呈上升

趨勢，杜特爾特總統7月30日宣布

，菲首都大馬尼拉地區將在8月6日

至8月20日期間再度實行“加強社

區隔離”(ECQ)措施。這將是疫情暴

發以來馬尼拉第三度“封城”。

7月30日以來，菲各部門利用為期

一周的緩沖期加緊部署應對工作。

阿巴洛斯介紹，內政部已經在

NCR外圍設立了檢查站，將在ECQ

期間使用。同時，為了確保公眾能

夠獲得基本生活物資，以及為衛生

工作者和其他重要人員提供服務，

政府部門將再次向符合條件的人員

發放檢疫通行證。

2日，菲衛生部副部長、發言人

瑪麗亞· 羅薩裏奧· 韋爾吉雷(Maria

Rosario Vergeire)表示，菲目前還沒

有發生德爾塔毒株社區傳播，實施

ECQ，“乃是為衛生保健系統預留準

備時間，防止其不堪重負的措施。”

她表示，大馬尼拉地區本月有240

張重癥監護病房(ICU)床位可用；全菲

各類醫院的ICU床位數量均已穩步提

升。“同時，我們正在準備藥品、氧

氣的供應，采購後勤物資，為醫院準備

更多的空間和帳篷，同時尋找更多場所

，以照顧可能激增的新冠患者。”

與此同時，政府和私營機構都

加快了疫苗接種速度。根據菲中央

政府提供的新冠疫苗劑量，內政部

已部署每天為25萬人接種疫苗。菲

律賓華社抗疫委員會菲華各界聯合

會接種點1日發布緊急通知，將原

定於8月7日以後預約接種第二劑疫

苗的人群，提前安排到8月3日接種

。迄今，全菲已累計接種超過2000

萬劑疫苗。

據菲衛生部數據，菲累計確診

新冠病例1605762例，其中1515054

例康復，28093例死亡。

日本靜岡泥石流致22人遇難5人失蹤
災民擬提出索賠

綜合報導 據日本共同社報道，日

本靜岡縣熱海市伊豆山大規模泥石流

災害中受災的居民在該市舉行記者會，

表示考慮對縣、市、土地所有者等進

行索賠。此次災害已過去1個月，導致

22人遇難，仍有5人下落不明。

失去家人或住宅受損的9名居民舉

行了記者會，表示部分人有意進行索

賠。

自家住宅全部毀壞的太田滋(64歲)

介紹了考慮索賠的理由稱：“本來認

為很安全的地方為什麼會有沙土流入？包

括原因在內將進行追究。”

熱海市市長齊藤榮8月1日稱，今後

也將繼續搜尋行動，預計沙土和瓦礫的

清理工作將花費兩三個月的時間。

泥石流發生在當地時間7月3日上

午10點半左右，總計約5.6萬立方米的

填土崩塌，沿著逢初川到達下遊約2公

裏處的伊豆山港。據分析，大部分沙

土為堆積的填土。

縣和市政府的調查發現，2006年

得到泥石流起點土地所有權的神奈川

縣小田原市一家不動產管理公司(已清

算)，因多次出現向填土中埋進木屑等

工業廢料的問題，被當地政府進行行

政指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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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德爾塔變異新冠病毒在

柬埔寨持續蔓延，首都金邊陸續發現

新增德爾塔病毒確診病例，為此官方

將該市部分區域緊急封鎖。

根據柬埔寨衛生部3日通報，該國

當天新增報告577例新冠肺炎確診病

例，新增治愈出院628例，新增死亡29

例。新增確診病例中，333例為社區傳

播感染病例，244例為境外輸入確診病

例，多數來自泰國。截至目前，柬埔

寨全國累計確診7.9萬例，累計治愈7.2

萬例，累計死亡1471例。

值得註意的是，感染德爾塔變異

新冠病毒的病例在多個省市已滲透至

社區，根據柬埔寨調查和追蹤新冠肺

炎患者委員會3日發布的消息，醫護工

作人員2日晚連夜對金邊市菩森芷區變

異病毒感染患者接觸者進行大規模采

樣檢測，結果8人呈陽性反應。此前，

金邊俄羅斯醫院的一名清潔員和一名急癥室患者，

已被證實感染德爾塔病毒。

為防止德爾塔病毒進一步蔓延，金邊市政府決

定對涉疫地區實施緊急封鎖措施，禁止人員出入。

金邊市官方指出，封鎖期間禁止所有群集活

動，除醫療緊急事故、接受采樣檢測、衛生工作

人員執行衛生措施外。違反禁令的個人將被移送

法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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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印度研究人員近日預測，印

度的第三波新冠疫情可能在8月份到來，

並在10月達到頂峰，最糟糕的情況下單日

新增病例或可達到15萬例。

據報道，印度理工學院的研究人員基

於數學模型預測，印度第三波新冠疫情可

能在8月到來，並於10月到達頂峰。每日

新增的病例數最低不到10萬例，最高會接

近15萬例。綜合來看，第三波疫情的破壞

力可能不如第二波。在今年4、5月份的第

二波新冠疫情中，印度每日新增病例曾高

達40萬例。

德裏全印醫學研究院院長蘭迪普·

古萊裏亞博士對可能暴發的第三波疫

情表示擔憂，他建議在感染人數激增

的邦采取嚴格的控製措施，包括檢測、

追蹤和治療。此外印度專家也警告，

人們要警惕德爾塔變異毒株，因為它

會導致嚴重疾病，而且傳播速度和水

痘一樣快。

目前，印度單日新增病例數正在穩步

上升。當地時間 7月 30日，新增病例超

過了4.4萬例，是三周以來的最高水平；當

地時間8月1日，又出現了41831例新增病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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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學者：反對將病毒溯源政治化
汙名化及意識形態化

綜合報導 南非茨瓦內理工大學教授兼英國牛津大學技術、管理和發

展中心高級研究員馬莫· 穆奇在南當地主流媒體發表題為《對新冠疫情的反

思》的評論文章，反對將病毒溯源政治化、汙名化及意識形態化。

馬莫· 穆奇指出，應該以科學的方式而不是政治的方式進行病毒溯源。

病毒溯源是一個科學問題，不應政治化、汙名化及意識形態化。世界各地

的科學家應緊密合作，尋找新冠病毒的真正起源。同時，各國還應緊密合

作，對本國公民和世界承擔更多的責任。“如果我們不得不把疫情期間的

損失歸咎於某些人或某些國家，應該是那些不關心本國人民且沒有采取正

確行動遏製病毒傳播的個人或國家，而不是指責那些病毒起源的國家。”

馬莫· 穆奇還表示，疫苗民族主義和競爭是抗疫中存在的另一個問

題。不應讓任何需要疫苗的國家掉隊，也不應忘記任何等待接種疫苗的

人。否則，全球抗疫努力將被破壞，疫情也將永遠不會結束。

南非國家電視臺網站也於日前刊登前政治主編馬庫伊的評論文章，

要求西方政客停止幹預病毒溯源，讓科學家不受阻礙地進行溯源研究。

馬庫伊指出，隨著拜登政府要求情報部門調查病毒起源，人們有理由擔憂

美國正在將中美政治分歧強加於溯源而使其政治化。現在不是擺出政治姿態以

及指手畫腳的時候，而是運用智慧以確保我們收集科學證據的時候。

馬庫伊表示，病毒溯源非常復雜，沒有任何證據表明病毒源自武漢

實驗室。而且越來越多的研究表明，在武漢暴發疫情之前，歐洲和美洲

已有人發現類似癥狀。病毒無國界，作為負責任的科學家，應在溯源工

作中保持合作、公正、開放、透明態度，“要科學，不要指責”。

馬庫伊強調，現在應該由科學家說，而請政治家們傾聽。疫情仍在

肆虐蔓延，人們迫切希望一些有權勢的政客，尤其是華盛頓的政客，能

夠允許世界衛生組織不受阻礙地繼續工作。

巴西今年上半年
工業產值同比增長12.9%

綜合報導 巴西地理統計局(IBGE)公布的數據顯示，巴西今年上半年

工業產值同比增長12.9%。

數據顯示，巴西今年1月至6月的單月數據中，僅5月份工業產值環

比出現增長，增幅為1.4%。今年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巴西工業產值分

別環比下降0.4%和2.5%，連續兩個季度環比下跌。

今年6月份，巴西工業產值環比為零增長，製造業停滯不前。不過，

當月巴西工業產值同比增長12%。而過去的12個月，巴西工業總產值累

計增長6.6%。

今年上半年，巴西工業產值同比增長12.9%。其中，汽車製造業增

幅最大，同比增長56.9%。其次，機械和設備業同比增長41.5%，非金屬

礦產品業同比增長31.3%，冶金業同比增長26.3%。此外，紡織品業、橡

膠品業、服裝和飾品業、木製品業等的產值也有所增長。受新冠肺炎疫

情影響，去年上半年，巴西工業產值曾同比下滑10.9%。

在主要經濟類別中，今年上半年，巴西資本貨物增幅最大，同比增

長45.6%。耐用消費品同比增長36.4%，中間產品同比增長10.9%，半耐

用和非耐用消費品同比增長5.5%。

巴西地理統計局工業協調經理安德烈· 馬賽多(Andre Macedo)表示，

針對新冠疫情的各項防疫限製措施，影響了巴西工業的發展。目前，該

國製造業尚未恢復到疫情前的水平。當前，巴西高失業率也對該國製造

業產生負面影響。

巴西金融市場2日發布的最新預期報告顯示，今年巴西經濟將增長

5.3%，其中工業產值將增長6.38%。

變異病毒蔓延致疫苗效力減弱
希臘當局擬開打第三針

希臘國家公共衛生組織宣布，過去24

小時，希臘新增3428例新冠肺炎患者，累

計確診501030例；新增死亡14例，累計死

亡12997例。

一半人口已完全接種疫苗
希臘衛生部初級保健秘書長希米斯托

克利斯在8月2日舉行的疫情通報會上說，

截至目前，希臘已有近520萬人已經完全

接種了新冠疫苗，占成年人口的58%。

他說，自疫苗接種工作開始以來，總

共進行了1054萬劑疫苗註射，570.5萬人接

種了一劑疫苗，517萬人接種了所有劑量

的疫苗。不過，隨著8月暑期的來臨，不

少人處在休假狀態，接種疫苗的速度正在

放緩，目前每日疫苗預約的數量約為4萬

次。但相信8月15日之後，隨著部分人員

結束假期返程、返崗，疫苗接診預約量有

望再次出現增長。

希米斯托克利斯還說，自從針對青少

年的新冠疫苗預約平臺開放後，已有3.3

萬名年齡在15至17歲和5300名年齡在12

至14歲的人士，已經預約或已經接受了疫

苗註射。

準備下月開打第三劑疫苗

希臘衛生部

長基基利亞斯 3

日接受媒體采訪

時表示，希臘仍

然是歐洲疫苗接

種率最高的國家

之一。如有必要

，希臘已做好準

備最早在 9月為

弱勢群體提供第

三劑新冠疫苗接

種。

隨著高傳染性的德爾塔毒株在希臘持

續擴散，衛生專家們正在考慮對特定群體

接種第三劑新冠疫苗。製藥公司則表示，

第三劑疫苗必須在第二劑疫苗接種完成至

少6個月後進行。

根據希臘國家疫苗接種委員會主席瑪

麗亞· 西奧多裏杜的說法，第三劑疫苗的

註射時間將主要取決於和免疫持續時間相

關的數據。

專家警告已接種疫苗人士免疫力出現
減弱

希臘塞薩洛尼基一家醫院重癥科主任

尼克斯•卡普拉維洛斯近日警告稱，隨著

疫情的持續蔓延，以及變異病毒的不斷擴

散，已經接種疫苗的人的免疫力開始出現

減弱。

他說：“我們很擔心變異毒株的不斷

演變和擴散，已經使得新冠病毒的傳染性

增強。疫苗接種率低的狀況使得衛生專家

們對疫情的控製效果感到擔憂，接種過疫

苗的人也需要接種加強針。”

他還說，此前希臘出現過一例已完全接

種疫苗但仍感染並轉成重癥的患者。但是這

名患者目前的病情已經得到控製。他指出，

未接種疫苗的人群和已接種疫苗的人群相比

免疫力的差距非常大。他呼籲民眾積極接種

疫苗，抵禦新一波疫情帶來的影響。

失控？模塊艙引擎異常啟動致國際空間站旋轉45度
綜合報導 據美國國家航空

航天局(NASA)稱，由於29日與

國際空間站對接的俄“科學”

號模塊艙的引擎異常啟動，國

際空間站旋轉了 45 度。目前

“科學”號引擎已關停，空間

站已復位。俄羅斯將主導對此

次事件的調查，NASA工程師

也將參與。

NASA發推文說：“(‘科

學’號)模塊艙的引擎在美國東

部時間下午12點45分意外地啟

動工作，把空間站轉了45度。

復位工作讓空間站恢復了正常

，沒有對機組人員造成任何危

險。”

此前據國際空間

站的俄羅斯宇航員向

地面匯報，幾個小時

前剛與“星辰”號服

務艙對接的“科學”

號實驗艙的發動機突

然自動啟動。

美國航天局播音

員稱，“科學”號實

驗艙的發動機異常啟

動後，國際空間站姿態角發生

了45度的變化。為抵消“科學”

號發動機啟動造成的影響，俄

方啟動了“星辰”號服務艙的

發動機，以及與“探索”號研

究艙對接的“進步MS-17”號

貨運飛船的發動機。

目前“科學”號實驗艙的

發動機已被關停。美國航天局

播音員稱，對國際空間站的控

製已經恢復。

NASA國際空間站項目負

責人喬爾•蒙塔爾巴諾在電話

新聞發布會上指出，“現在我

們沒有發現任何受損。”

蒙塔爾巴諾說，正在進

行額外檢查，但值守機組感

覺 空 間 站 “ 沒 有 抖 動 ” ，

“任何時候都沒有對團隊造成

直接威脅”。

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還表

示，俄羅斯將主導對國際空間

站“科學”號模塊艙事件的調

查，NASA工程師也將參與。

俄羅斯“科學”號模塊艙

7月21日由“質子-M”火箭順

利升空，在飛行8天後於7月29

日成功對接國際空間站，當值

守機組打開模塊艙蓋時引擎突

然啟動，事件沒有對值守機組

造成威脅。

不過，鑒於此次事件，

NASA和波音公司已經決定取

消原定於7月30日的“星際客

機”號飛船第二次軌道測試飛

行發射任務。

全球最大儲能電站起火
馬斯克：普羅米修斯解放了

全球最大電池儲能項目之一，采

用特斯拉 Megapack 系統的澳大利亞

“維多利亞大電池”儲能項目發生火

災。事故並未造成人員傷亡，特斯拉

首席執行官（CEO）馬斯克在事故發生

後發推稱“普羅米修斯（希臘神話中

的引火者）解放了（Prometheus Un-

bound）。”

“維多利亞大電池”起火
據報道，發生火災的“維多利亞

大電池”當時還處於測試期間。該項

目得到了澳大利亞政府1.6億澳元的支

持，由法國可再生能源巨頭 Neoen 運

營，采用特斯拉Megapack 電池系統，

原計劃在今年12月，也就是澳大利亞

的夏季投入使用。

當天上午10點30分，電站內一塊重

達13噸的鋰電池起火，據英國科技媒體

“ITPro”報道，有超過30輛消防車和約

150名消防員參與了救援。澳大利亞消防

部門表示，火災沒有造成人員傷亡，他

們努力阻止大火蔓延到儲能電站的其他

電池系統上。

跟據Neoen的聲明，因為電站已經

跟電網斷開，事故不會對影響當地的電

力供應。不過火災觸發了有毒煙霧警告

，當局指示附近郊區的居民關閉門窗，

關閉供暖和製冷系統，並將寵物帶入室

內。一名科學官員來到現場進行大氣監

測，專業的無人機小組也被部署到此地

監控火災。

目前對於事故的起因，還沒有一個

說法。電池提供方特斯拉沒有回應媒體

的問詢，其CEO馬斯克在事故發生後發

了一條“普羅米修斯解放了”的推特，

但在底下的評論區中，似乎沒有人註意

到發生在澳大利亞的火災。

特斯拉發力儲能
據報道，“維多利亞大電池”是

全球最大的電池儲能項目之一，由於

其所在的澳維多利亞州已經提出了到

2030 年把可再生能源占比提升到 50%

的目標，因此這樣一個大項目對於幫

助該州推廣不穩定的可再生能源有重

要意義。

儲能同樣是特斯拉一個重要的發力

方向，本次發生事故的Megapacks電池系

統是特斯拉在2019年針對公共部門推出

的超大電池。今年，特斯拉公布了它的

定價——起步100萬美元，年維護費是6

，570美元，每年增加2%。

在 26日的電話會議上，馬斯克專

門談到了公司不斷增長的儲能業務，

稱特斯拉的家用產品 Powerwall 電池需

求量已超過 100 萬節，公共事業用產

品 Megapacks 到 2022 年底的產能都已

售罄。

特斯拉能源生產和儲存部門在今

年二季度的收入達到了 8.01 億美元，

馬斯克認為，其儲能業務的利潤總有

一天會趕上或超過其汽車和卡車業務

的利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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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在德爾塔變異毒株的影響下，美國疫情逐漸
惡化，每日新增確診病例已達到半年多以來的最高水平，過去
兩週死亡人數增加了89%。位於這輪疫情“震中”的佛羅里達
州更是形勢嚴峻。對此現狀，美國頂級衛生官員紛紛表態。
8月8日，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NIH）院長弗朗西斯•柯林斯
悲觀地表示，當初若能讓更多人接種疫苗，就不會走到今天的
這一步，“我們正瀕臨崩潰（we are failing）”。

同日，拜登政府首席防疫顧問安東尼•福奇在接受美國全
國廣播公司（NBC）採訪時也強調了推進疫苗接種，希望美國
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能在8月結束前核准新冠疫苗的
全面使用許可，“一旦（疫苗）獲得完全批准，相信有些人就
會繼續接種疫苗。”

據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網站消息，當地時間
7月30日，美國單日新增確診病例突破10萬。

8月3日至6日期間，美國單日新增確診病例持續上升，至
12.4萬。

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統計數據則顯示，8月6日，美
國單日新增確診病例為25.4萬，超過CDC統計數據的一倍，
達到今年1月9日以來的單日增幅最高紀錄。

但在接下來的兩天裡，單日新增確診病例存在巨幅下降
——7日為4.4萬，8日為2.4萬，降幅超過80%。

雖然確診統計數據存在劇烈變化，但美國的疫情現狀並不
樂觀。

據法新社報導，高傳染性德爾塔病毒變種的肆虐美國帶來
了一系列壞消息：每日新增病例總數激增至半年多以來的最高
水平；儘管全球範圍內的死亡人數略有下降，但過去兩週死亡
人數增加了89%。

而在疫情最為嚴重的佛羅里達州，由於年輕人被感染情況
越來越嚴重，全州的兒童醫院已經“不堪重負”（over-
whelmed）。

“我們的兒童醫院完全人滿為患。”佛羅里達國際大學傳
染病專家艾琳•馬蒂在接受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採訪
時表示，“我們的兒科醫生、護士和工作人員都筋疲力盡，孩
子們也很痛苦。這絕對是毀滅性的。”

佛羅里達州是全美受這輪疫情影響最大的州，該州州長羅
恩•德桑蒂斯（Ron DeSantis）曾發布命令，禁止該州學區強

制佩戴口罩。
7 月 31 日，德桑蒂

斯在接受福克斯新聞網
採訪時明確表示，“我
們必須對強制口罩令說
不”，因為戴不戴口罩
應該由家長自行決定。

白宮新聞秘書珍•
普薩基8月2日在記者會
上稱，佛州州長選擇將
政治操弄凌駕於公共衛
生之上，“20%的新增病
例都在那個州”。

然而，關於兒童戴
口罩的必要性，美國各
方專家與權威機構早已
強調過很多次了。

7 月 26 日，CDC 在
推 特 上 曾 發 文 表 示 ，
“即使是無症狀兒童也
會傳播新冠病毒，2歲以
上的兒童在學校等公共室內場所應佩戴口罩。”

8月8日，美國教育部長米格爾•卡多納（Miguel Cardona
）也支持了這一建議。他在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 News）
的“面對全國”（Face the Nation）節目上表示，“（學校）
應當遵循CDC的指導，讓我們的教育者發揮帶頭作用。”

不僅如此，8月6日，美國國家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所長、
拜登政府首席防疫顧問安東尼•福奇（Anthony Fauci）也在接
受《今日美國》採訪時談及該問題。

當被問到“如何保證未接種疫苗的兒童返校後的安全”時
，福奇表示，一方面是保證孩子們周圍的人都接種過疫苗，例
如讓盡可能多的教師完成接種；另一方面則是讓包括孩子在內
的每個人都戴上口罩，“我寧願讓一個雖然不舒服但戴著口罩
的孩子保持健康，也不希望讓一個為了舒服不戴口罩的孩子呆
在重症監護室。”

8月8日，福奇在接受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採訪時

表示，希望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能在8月結束前
核准新冠疫苗的全面使用許可，“一旦（疫苗）獲得完全批准
，相信有些人就會繼續接種疫苗。”

美國主要使用輝瑞、莫德納與強生疫苗，但三款疫苗均未
獲得FDA完全批准，僅有“緊急使用授權”。

一旦新冠疫苗獲得FDA完全批准，美國許多大學和醫院，
以及政府單位和矽谷才可能強制接種疫苗。

8月8日，柯林斯在接受美國廣播公司（ABC）採訪時，
針對美國疫情現狀表示，“我們真的不應該淪落到現在的地步
。”

“在這方面，是的，我們（美國）正瀕臨崩潰。”
“如果當初我們能更有效地讓每個人都接種疫苗，我們就

不會有現在的德爾塔毒株疫情。”柯林斯說道，“現在我們正
在付出可怕的代價。”

（綜合報導）美國首都華盛頓特區的市長穆麗爾•鮑澤（Muriel Bowser）宣布了一項新的
新冠疫苗激勵計劃，目標是12-17歲的未成年人。她承諾，每個第一次接種疫苗的青少年都能
免費獲得一副蘋果AirPods耳機，送完即止。

市政府還承諾，如果青少年在9月30日之前進行打完第一針，就有機會贏得一台iPad，甚
至是2.5萬美元的大學獎學金。家長或監護人將孩子帶到華盛頓特區學校內設立的三個指定接種
地點之一，就能獲得價值51美元的禮品卡，但每個孩子只能得到一張。

上個月，該市出台了一個主要針對成年人的類似激勵計劃，小獎品包括免費公交車票和雜
貨店禮品卡等，大獎是四輛新車，通過抽獎發出。

根據當地衛生部門的數據，截至上週，近76%的華盛頓特區成年人至少接種了一劑疫苗，
而超過65%的人完全接種了疫苗。然而，在未成年人中，16至17歲的人群中接種疫苗的比例不

到30%，12至15歲的兒童接種疫苗的比例為26.7%。
華盛頓特區的公立學校將於8月30日全面復課，但所有學生和工作人員都將被要求戴口罩

，無論他們接種疫苗的情況如何。
鮑澤是最堅決支持戴口罩的美國政客之一，上個月，她再次要求接種過疫苗的人在室內也

需要戴口罩，儘管每天的新增病例數量相對較低。
鮑澤針對兒童的疫苗激勵計劃是地方和州官員以及私營企業為增加疫苗接種率而提供的一

系列激勵措施中的最新一項。在過去的幾個月裡，多個州都推出了六位數的一等獎、小額現金
獎勵以及禮品卡等。一些更奇怪的獎勵還包括免費漢堡和甜甜圈，與州長共進晚餐或與鯨魚自
拍，以及拉斯維加斯脫衣舞俱樂部的VIP卡，免費槍支，甚至是大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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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日新增達半年內最高，美國國立
衛生研究院院長：我們正瀕臨崩潰

科莫事件引發持續風波科莫事件引發持續風波：：秘書已辭職秘書已辭職
紐約或將誕生首位女州長紐約或將誕生首位女州長？？

（綜合報導）紐約州檢察官就該州州長科莫涉嫌性騷擾一事發布了一份長達165
頁的報告。檢方在歷時數月的調查中採訪了179位證人，審查了74000多份文件後，最
終得出結論稱科莫曾對11名女性進行了性騷擾，其中包括州僱員和一名紐約州警官。
此後，已有多方呼籲科莫辭職。儘管科莫尚未表達辭職意向，但他掀起的風波近日仍
在持續。當地時間8日，科莫的秘書梅麗莎•德羅薩（Melissa DeRosa）宣布辭職。此
外，隨著彈劾呼聲高漲，紐約州副州長凱西•霍克爾（Kathy Hochul）也逐漸成為關
注的焦點。

德羅薩曾是科莫身邊的“得力助手”，她的辭職宣言引發了廣泛討論。美聯社報
導稱，德羅薩自2013年起就與科莫共事，於2017年成為州長秘書。她曾是科莫身邊最
善辯和最具戰略的助手之一，在科莫的大多數新聞發布會中，德羅薩都會出現在他身
邊。

“就個人而言，過去兩年在情感和精神上我都過得很艱難……我永遠感謝有機會
代表我們的州，與如此有才華的同事們一起工作。”當地時間8日晚，德羅薩表示，
她將辭去科莫的高級助手一職，但並未說明辭職原因。

美聯社報導稱，此前公開的報告顯示，二人之間此前就已存“緊張氣氛”，德羅
薩曾對科莫與一名受害者之間的對話內容“感到憤怒”。但也有知情人士曾向《紐約
郵報》透露，德羅薩是一個“冷酷、無情”的人，並表示她在“掩蓋科莫性騷擾醜聞
”中起到了關鍵作用。

美國政治新聞網站Politico報導指出，德羅薩的辭職對於科莫政府而言無疑是“最
重大的失敗”，報導稱，目前“幾乎所有人”都在對科莫進行譴責。

然而，科莫似乎仍未有辭職計劃。其律師在當地時間7日接受美國有線電視新聞
網（CNN）採訪時稱，此前公佈的“性騷擾調查報告”帶有偏見，是一場“伏擊”。

該名律師還表示，科莫無辭職計劃。
不過，紐約州議會對科莫的彈劾調查即將完成，關於何時啟動針對

科莫的彈劾程序，紐約州議會司法委員會也計劃於當地時間9日召開
會議進行討論。
紐約州首位女性州長將誕生？
在科莫引發的風波不斷持續的同時，另有一人已成為眾人的焦點。

若科莫辭職或被彈劾，62 歲的紐約州副州長凱西•霍克爾（Kathy Hochul）將接任
“轉正”，成為紐約州首位女性州長。 《紐約時報》報導稱，對於“相對低調”的政
治家來說，這是一個“不小的成就”。

2014年，在紐約州州長選舉中，當時追求第二任期的科莫選擇了霍克爾作為競選
夥伴。此後，霍克爾成功當選為副州長，並於2018年連任。儘管與科莫共事多年，霍
克爾並不在前者的“核心圈子”內，二人也很少一起出現在公共場合。

美聯社報導稱，與科莫“備受矚目”的表現不同，霍克爾任期內大部分時間都在
四處奔波，並前往各地參與政治活動。此外，霍克爾以每年都會訪問紐約州全部62個
縣為傲，並在各地建立了深厚的政治人脈。曾有前國會眾議員評價她為“經驗豐富、
愛與人打交道、頗受歡迎的政客”。

在科莫性騷擾相關報告發布後，霍克爾也曾迅速表態。她曾於當日發表聲明稱，
科莫的行為“令人憎惡並且非法”。她也在聲明中指出，副州長確實在州長繼任名單
之內，但目前“無法對此事進行過多評論”。

《紐約時報》報導指出，儘管霍克爾目前在公眾面前保持低調形象，但有相關人
士透露，她正在為“不可避免”之事做準備。據悉，霍克爾正與其長期以來的顧問圈
子進行磋商，熟悉權力移交過程的細節，為科莫辭職或被彈劾的情況做準備。另有一
位相關人士透露稱，已有一位顧問為霍克爾準備了一份備忘錄，詳細描述了假使她
“不得不擔任最高職位”，上任第一個月可能會是何種狀況。

紐約州立大學水牛城分校教授雅各布•內黑塞爾（Jacob Neiheisel）坦言，考慮到
霍克爾的從政經歷，目前還很難預測若其上任，在新冠還在蔓延的形勢下霍克爾會採
取怎樣的政治議程。值得注意的是，紐約市市長德布拉西奧曾於此前表示，霍克爾在
她的印像中是一位“通情達理之人”，相信自己可與其共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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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州增52確診 啟第四輪核檢
江蘇全省調派逾千醫護支援 選派援漢醫護充實後備醫療隊

據江蘇省衞健委介紹，自7月28日揚州出現新冠
肺炎疫情後，連日來，在江蘇省衞健委的統一

調度下，委直省管單位、多個設區市醫務工作者紛
紛馳援、集結待命。

7月31日至8月6日，江蘇省衞生健康委從全省
多地調派核酸採樣2,195人、核酸檢測320人、檢測
設備40台，支援揚州市全員核酸檢測。

15支醫療隊集結待命
除核酸檢測外，省衞健委還調派省疾控中心流

調專家隊伍24人，協調無錫、徐州、常州、蘇州、
南通、連雲港、鹽城、鎮江、泰州9市派出流調隊
員159人，共183人支援揚州市流調工作。還有3個
專家組進駐封控點，指導管控人群核酸採樣檢測，
另從無錫、常州、鎮江、宿遷市疾控中心抽調4名
消毒專家，支援揚州疫情防控工作。目前，江蘇全
省還有15支共1,243人的醫療隊集結待命。

王勁松介紹道，根據患者病情救治需要，對支
援揚州市後備醫療隊結構進行調整，優先選派有支

援武漢經驗的醫護人員調整充實至後備醫療隊中。
揚州大學附屬醫院重症醫療隊73人已進駐隔離病
區。揚州市已協調5家省管醫院的重症醫學、呼吸
科、感染科等專業醫師和護士組成14支共1,000餘
人的醫療隊待命，其中整建制接管病區醫療隊9
支，重症醫療隊5支。
8月6日，蘇州大學附屬醫院、江蘇大學附屬醫

院各1支整建制普通醫療隊（每支隊伍包括醫師14
人、護士58人，共72人）已抵達揚州，隨時待命進
駐揚州市三院支援開展醫療救治工作。

市民微信群互助提醒
當下，揚州人“一天三件事：上午看新增確診人

數，下午看添加封閉地，晚上看確診病例軌跡。”今
年50歲的揚州市民張潔與母親被封閉在邗江區的一
個住宅小區內已6天。“疫情發生後，小區微信群的
活躍度前所未有。”張潔說，“以前自己把小區的微
信群設置為消息免打擾，疫情來襲，我關閉了該功
能，為的是及時獲得信息，群裏有網格員通知核酸檢

測，提醒各類注意事項，還有鄰居們傳遞各路消
息。”“抱團隔離，時間過得快。”張潔打趣地說。
“今天有鄰居在群裏提醒大家在醫院、郵局、

銀行、快遞簽收等時候絕對不用公共筆。”張潔
說，“這個提醒很重要，大家光知道用公筷，其實
公共場合使用公共筆更有傳染風險。”另外，有鄰
居在群裏貼出揚州的知名餐飲商家推出的生餛飩、
包子、春卷外賣配送信息與聯繫電話，“有實惠大
家共享。”

江蘇核檢降價65元/次
為降低檢測價格，減輕群眾負擔，江蘇省醫療保

障局與江蘇省衞健委8月6日晚間發布《關於降低公
立醫療機構新型冠狀病毒價格的通知》，將新型冠狀
病毒核酸檢測價格由80元（人民幣，下同）/次調整
為65元/次，項目內涵不變，並明確為單採單檢價
格。通知明確允許醫療機構對住院病人、陪護人員等
採用混採方式提供檢測服務，並按20元/人次收費。
新的價格自2021年8月7日零時起執行。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陳旻 南京

報道）8月 7日上

午，揚州市衞生健康委員會副主任王勁松在該市第九

場疫情防控新聞發布會上通報：8月6日零時至24時，

揚州市新增本土新冠肺炎確診病例52例，全市累計報

告本土確診病例272例（其中輕型74例，普通型177

例，重型17例，危重型4例）。截至目前，揚州市共

有高風險地區1個，中風險地區70個。王勁松介紹，

截至8月7日上午7時，揚州市主城區第三輪全員核酸

檢測累計採樣151.97萬人，完成檢測151.70萬人，共

篩查出陽性感染者13人。為迅速查清並阻斷新冠肺炎

傳播鏈條，8月7日上午9點，揚州啟動主城區邗江

區、廣陵區、經濟技術開發區、生態科技新城、蜀

岡—瘦西湖風景名勝區範圍內全部居民（含外地在揚

人員）進行第四輪核酸檢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旻
南京報道）8月7日，經江蘇省委
批准，江蘇省紀委監委對南京祿
口國際機場疫情防控不力問題進
行調查。根據目前調查情況，先
期對相關人員進行處理，通報如
下：
汪超，東部機場集團黨委委

員、副總經理、辦公室主任，兼
機場涉外疫情防控指揮部指揮
長，涉嫌玩忽職守，對疫情防控
履行管理監督職責不力，造成重
大損失和惡劣影響，江蘇省紀委
監委對其立案審查調查並採取留
置措施。
尹運文，東部機場集團應急

救援部主任，涉嫌玩忽職守，對
疫情防控履行管理監督職責不
力，造成重大損失和惡劣影響，
江蘇省紀委監委對其立案審查調
查並採取留置措施。
許永傑，東部機場集團地面

服務部主任，對疫情防控工作履
職不力，造成重大損失和惡劣影
響，江蘇省紀委監委對其立案審
查調查。
胡萬進，南京市副市長，對

疫情防控履行管理監督職責不
力，給予其政務記過處分。
嚴應駿，南京市江寧區原區

委副書記、區長，對疫情防控履
行管理監督職責不力，給予其黨
內嚴重警告處分，降為二級調研
員。
方中友，南京市衞健委黨委

書記、主任，對疫情防控履行管
理監督職責不力，給予其黨內嚴
重警告處分，免去其南京市衞健
委黨委書記、主任職務。其他有
關責任人員仍在調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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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7日，揚州主城區開展第四輪大規
模核酸檢測。 新華社

◀7日，市民在揚州市瘦西湖街道五亭社
區瘦西湖西門採樣點進行核酸檢測取
樣。 新華社

●7月31日至8月6日，江蘇省衞健委從
全省多地調派核酸採樣2,195人、核酸檢
測320人、檢測設備40台，支援揚州市全
員核酸檢測。 視頻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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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聞

（中央社）根據內政部統計，持有10戶以上房產
的自然人與法人，至去年底共握有全台約36.2萬戶，
其中以法人為大宗，持有29.1萬戶、占比逾8成。業
者分析，高資產族考量資金配置以及節稅，因而使用
法人名義購屋。

內政部針對單一屋主持有住宅數量進行統計，
截至去年底，擁有10戶以上多屋持有者，自然人有
7.1萬戶，法人共持有29.1萬戶，其中，非不動產及
營建業法人約持有19.7萬戶。

進一步觀察，擁有10戶以上的自然人，空置戶
數約1.3萬戶、空置率約18.74%，法人共持有的空置
戶數達9.7萬、空置率約33.47%，顯示法人持有多屋
者的住宅閒置現象較明顯。

台灣房屋集團趨勢中心經理陳定中表示，這份
數據統計時間為去年底，屬於房地合一舊制時期。在
舊制時期，法人短期轉售適用營所稅20%低稅率，稅
負比以自然人身份購買精省，因此，許多資產族便以
法人名義購屋，使非不動產及營建業的法人持有戶數
提高。

陳定中進一步指出，資產族置產主要是為了替
豐沛資金找尋抗通膨標的，其次才是自用考量，因此

，非不動產及營業業法人持有房產的空置率相對高。
屋比房屋總經理葉國華分析，法人資金充足，

加上節稅等考量，用法人名義買房、囤房狀況較自然
人更加嚴重。目前擁有10戶以上住宅的自然人或是法
人，空屋率確實偏高，顯見囤房者房屋運用效率不佳
。

他說，市場興起要課徵 「囤房稅」聲浪，盼藉
由稅制讓囤房者把房屋釋出到市場中，減輕目前租金
與房價上漲，對無殼蝸牛產生的壓力。

不過，葉國華認為，囤房稅對降低空屋率的效果
有限，加上可能傷及無辜。舉例來說，鄉間人口外移
，民眾所繼承的鄉間空屋，並無意囤房，但可能遭受
波及。因此，政府要課徵囤房稅時，必須需要搭配其
他配套，避免傷及無辜下，同時又可以解決目前民眾
買不起房，甚至租不起房的問題。

陳定中則說，法規須視稅率高低、豁免對象、
歸戶方式、事實認定等執行方向等，若部分屋主若將
增加的稅金轉嫁到租金上，可能會讓租屋族遭受池魚
之殃。因此，官方在推動政策之前，仍須全方面謹慎
考量。

多屋大戶逾8成是法人 業者：高資產族考量節稅

滯留印尼台僑滯留印尼台僑88日深夜返鄉日深夜返鄉 下機先量測體溫下機先量測體溫
印尼台商總會原本協調台商及僑民印尼台商總會原本協調台商及僑民77月中搭乘峇迪航空月中搭乘峇迪航空包機返台包機返台，，但班機最後但班機最後

遭取消無法成行遭取消無法成行，，改與印尼航空改與印尼航空協調延宕迄今協調延宕迄今，，旅客在抵台下機後先量測體溫旅客在抵台下機後先量測體溫。。水利署：提升水患防範能力河川疏濬勢在必行
(綜合報道）颱風季到來，水利署副署長王藝峰今天指出，連日豪雨導致大量砂質流至河川，

為避免沉積顆粒將河道填滿，疏濬作業勢在必行；今年截至目前，疏濬量進度超前、逾2千萬立
方公尺，有效提升水患防範能力。

水利署經盤點歷年全國河川疏濬情形，自105年2859萬立方公尺開始，已逐年提高；去年完
成3743萬立方公尺疏濬，創近5年來新高。

水利署表示，掌握今年上半年乾旱枯水期、河川水位較低契機，抗旱、防汛並進，加大力道
辦理河川疏濬；截至8月1日止，河川疏濬量已達2129萬立方公尺，為達成率75％，較原預定進
度超前，有效增進河道通洪與防災應變能力。

水利署舉例，林邊溪是屏東縣最重要的縣管河川之一，屏東縣政府自98年莫拉克颱風過後，
即積極辦理疏濬，至今已完成逾1500萬立方公尺疏濬量，近6年疏濬量更是逐年增加。

近日颱風盧碧引發西南氣流、挾帶豪雨，雖造成屏東及高雄等地積淹水，但林邊溪也因落實
疏濬作業，並無洪水外溢情形，再次驗證疏濬對於河防安全的重要性。

連日豪雨造成土石災情，王藝峰對此說明，大量砂質流至河川， 「一路被河水往下游帶」，

過程中，大、中型顆粒會沉積在上、中游，僅細顆粒最後能流入海裡；為避免沉積顆粒
將河道填滿，疏濬作業成為關鍵。

王藝峰進一步解釋， 「等於是把河道形狀再挖出來」，以近日遭溪水沖垮的高雄高雄桃源
區 「希望之橋」為例，可見沖刷溪水充滿泥濘，最後沉砂恐填滿主河槽，導致下次洪水來臨時，
河床不堪負荷。

因此，須適度挖出沈積顆粒，維持主河槽容量，這即稱作疏濬；挖出來的物質，也是台灣目
前主要砂石來源。

水利署強調，目前全台進入汛期，已請各執行機關加強防汛整備、並隨時待命；汛期過後，
若河道內有新增淤積，導致影響通洪能力，將馬上啟動疏濬、或辦理河道整理作業，以避免災害
發生。

去年以來台灣遭逢百年大旱，水利署表示，水情不佳、枯水期較長期間，剛好是河川疏濬黃
金期，透過提早辦理發包、成立開口契約、增加工作面、施設河床運輸便道等方式，有效提高疏
濬能量，確保河防安全。

疫情趨緩財經部會陸續恢復實體記者會
(綜合報道）隨疫期趨緩，政府部會及企業運作漸回常軌，國發會、主計總處等財經部會近日

陸續宣布恢復實體記者會，但人員進出須遵守實聯制、全程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等防疫守則。
5月中旬開始，台灣疫情迅速升溫，全國進入疫情三級警戒，財經部會也啟動異地辦公、分

組上班，並將實體記者會改為線上會議，避免群聚。

在政府與國人齊心防疫下，疫情於7月顯著趨緩，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也宣布7月27日起
調降疫情警戒標準至第二級；經觀察一段時間後，財經部會在配合中央防疫措施的前提下，近
日陸續恢復實體記者會。

國發會預計16日舉行委員會議會後記者會，率先以實體方式進行，出席者除進場前須量體
溫、落實 「實聯制」，記者會場地也將辦在較寬敞的會議室，以利保持社交距離。

主計總處13日將發布最新經濟預測，記者會採實體與線上雙軌並行，以達分流效果，出席
者全程均須配戴口罩，遵守防疫原則。

另外，財政部近日也將討論何時恢復實體記者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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