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發行人 李蔚華/Publisher: Wea H. Lee 社長 朱勤勤/President: Chin Chin Chu 副社長 朱幼楨/Vice President: Emerson Chu 副社長 秦鴻鈞/Vice President: Christi Chin 總編輯 蓋 軍/Chief Editor: Jun Gai
商業廣告：ad@scdaily.com 設計部：art@scdaily.com 編輯部：editnews@gmail.com 會計部：acccounting@scdaily.com 分類廣告：cla@scdaily.com 美南新聞網站：www.scdaily.com 美南電視15.3：https://scdaily.com/tv
美南黃頁：https:scdaily.com/yellow_pages 美南新聞電子報 e-paper:www.scdnews.com 分類廣告專頁Classified AD: www.scdaily.com/classified ads 美南微信公眾號：美南網ID:today-america 國際貿易中心：http://www.itchouston.org

AA11

12047

Friday, 8/13/2021

IATAN
ARC專業
旅行社

全球郵輪★全球簽證★護照更新

T07_ALL AM TRAVEL王朝旅遊1234567C_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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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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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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將批准追打第美將批准追打第33劑疫苗劑疫苗
（綜合報導）追打第3劑疫苗成為各國

趨勢，美國預計也將跟進，CNN 11日引述
消息人士報導，美國FDA預計接下來48小
時內就會批准讓免疫功能低下者追打第3劑
BNT、莫德納疫苗。

美國國家廣播公司新聞網（NBC News
）最先報導這則消息，指出 FDA 美東時間
12日修訂這2款疫苗的緊急使用授權。

FDA發言人表示，研究顯示可以為免疫
功能低下者額外接種疫苗，FDA及美國疾病
管制暨預防中心（CDC）正在評估可能的

選項。
CDC疫苗顧問13日開會討論追打疫苗

的議題。
根據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研究，免疫功能低下者就算完整
接種疫苗，感染新冠肺炎導致住院、死亡的
風險仍是已經接種疫苗的一般人的485倍。

CDC預估，美國大約有900萬人屬於免
疫功能低下者，這些人包含癌症患者、器官
移植患者，以及需要服用藥物抑制免疫反應
的患者。美國政府原本冀望透過拉抬疫苗覆

蓋率達成群體免疫的方式，保護這些脆弱族
群，不過全美疫苗接種速度趨緩，甚至約有
1/3 符合接種資格的人連 1 劑疫苗都還沒施
打。

不只讓免疫低下者補打疫苗，CNN指
出，拜登預計9月公布全美國人接種追加疫
苗的計畫，美國公共衛生局（USPHS）局長
莫西（Vivek H. Murthy）昨（11）日表示，
美國政府正在考慮誰最需要追打疫苗，以及
何時接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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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passage of the infrastructure
bill in the U.S. Senate on
Tuesday gives both parties
ammunition in the midterm
election. From the Democrats’
side, they are on the offense in
six of the 10 top races trying to
flip the red to the blue. The
reason is that the bill is a shining
example that shows how the
Democrats can deliver for the
American people, while some
Republicans attack it for
spending too much money.

People in the nation’s capital
still are talking about the
resignation of New York’s
Governor Andrew Cuomo who
resigned yesterday. Now the state
’s Lieutenant Governor Katy
Hochul, will become governor
and inherit a political landscape

that Cuomo dominated for more
than a decade. In a statement,
Cuomo said that given the
circumstances, the best way I
can help now is if I step aside
and let the government get back
to governing.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world,
Russia and China are holding a
large-scale joint military exercise
in north central China involving
more than 10,000 troops. This is
the first time Russian soldiers will
use Chinese weapons in a
military exercise. When we watch
the world map, there are so many
military exercises being held
around the globe. With the
pandemic still attacking the
world, many nations still don’t
have enough vaccine and yet
they are facing other turmoil.

Around the nation’s capital, we
are still having huge traffic jams.
People are still busy on the

streets trying to make a political
deal. We really don’t know if we
will have peace tomorrow.

0808//1212//20212021

From The NationFrom The Nation’’s Capitals Capital
Looking For A Better TomorrowLooking For A Better Tomorrow

在參議院以六十七票贊成基建法案
之後，華府政治观察家們認為明年的中
期選舉，民主黨有望增加十個參議員席
次 ，主要是選民們相信民主黨主導的基
建案可以大力推動經濟建設， 增加就業
機會。

今天在華府对於因性騷醜聞而下台
的紐約州長柯蒙之新聞， 仍然餘波蕩漾
，柯蒙去年在疫情肆虐時之表現， 可能
让他成為民主黨總統候選人 ，但是這埸
性侵事件把他跌到谷底 ，十一名受害人
緊叮咬不放， 還會吃上民事官司 ，當前
在政壇上有希望競爭大位的可能是民主
黨籍之加州州長紐森和共和黨籍的德州
州長艾伯特。

華府對於中俄兩軍在寧夏舉行之軍
事演習表示高度重視 ，這次演習是疫情
過後在大陸境內之首次， 並邀請了俄羅
斯參加 ，這表明兩國之间之信任達到前
所未有之高度。

我們打開世界地圖， 我們正目睹世
界三大軍事強國正在展現肌肉 ，而病毒
還不斷蔓延 ，許多國家遭受困苦而無法
自拔 實屬不幸也。

圍繞在華府特區的環市公路， 仍然
是車水馬龍 ，非常擁擠， 這𥚃 的汽車有
各種不同牌照 ，在耀眼的陽光下， 顯得
五光十色， 太陽明天仍然會升起， 大家
都再等待明天會更好。

我在華府看世界我在華府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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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耶穌教會
True Jesus Church

中英安息日崇拜：週五晚上7:45週六早上10:45
中英文分組查經：週六下午1:30
英文兒童宗教教育：週六早上11:00 下午2:00

TJC

335 Avenue E,Stafford,
TX 77477

電話: (281)631-5260
網址: www.tjc.org
電子郵件: Houston@tj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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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第三波COVID-19（2019冠狀病
毒疾病）疫情持續肆虐之際，俄羅斯今天通報
單日病歿人數創爆發疫情以來最高；芬蘭新增
染疫人數也創新高，當局將收緊公眾集會的限
制。

俄羅斯政府統計數據顯示，過去 24 小時
新增808起死亡病例，這是俄羅斯單日死亡病
例首度突破800人，另外再添2萬1932人染疫
。

在外界指控俄國當局淡化疫情嚴重性之際
，俄國共計16萬8049人病歿，是歐洲最多的
官方統計病亡人數。

俄羅斯聯邦統計局（Rosstat）以較廣泛定
義指出，截至6月底，俄國因為與疫情有關而
死亡的人數超過30萬人。

俄國當局面臨疫苗懷疑論者質疑。根據俄
國獨立社會研究和民意調查機構列瓦達中心
（Levada Centre）本週發布的調查顯示，55%
俄國人沒有接種疫苗的計畫。

俄國疫情重災區莫斯科和許多地區推出強

制接種疫苗措施，來加快俄國疫苗施打速度，
總統蒲亭（Vladimir Putin）也不斷呼籲民眾注
射疫苗。但根據統計各區域與媒體疫情數字的
Gogov網站，截至今天，俄國約1億4600萬人
口當中，僅2880萬人完整接種所需劑量。

芬蘭衛生與福利研究所（The Finnish In-
stitute for Health and WelfareTHL）表示，儘管
芬蘭是歐洲染疫率最低的國家之一，但近幾週
有疫情拉警報的現象，昨天新增 1024 人染疫
，創下紀錄。

根據芬蘭衛生與福利研究所，人口550萬
的芬蘭目前累計11萬5000人確診，995人病歿
，新增確診中有9成是Delta變異株。

芬蘭南部區域行政機關今天宣布，截至8
月 20 日為止，赫爾辛基和周圍地區集會活動
人數上限，室內25人，戶外50人。

芬蘭疫苗接種進度落後歐盟許多國家，只
有40%人口完整接種疫苗，部分原因為當局決
定將接種間隔拉長到3個月，將盡可能讓許多
人打到一劑疫苗列為優先事項。

俄國單日死亡病例創紀錄
芬蘭新增染疫創新高

前總統歐巴馬在他價值1200萬美元的麻州
瑪莎葡萄園（Martha&#39;s Vineyard）海濱豪
宅連續舉行了三天的60大壽宴會, 有500位政商
娛樂界名流巨賈應邀出席, 由200位待應生服務
,極盡奢侈炫富之能事, 與他在民眾心目中親民
草根的形象大相逕庭,雖然歐巴馬嚴禁賓客拍攝
和錄影，但許多照片和視頻不脛而走, 其中包
括名人吸食大麻以及歐巴馬不戴口罩, 與女人
熱情擁舞的視頻, 看了相當令人傻眼。

在 Delta 變種病毒迅速傳播飆升讓美國疫
情嚴峻再起，拜登政府極力宣導防疫之際, 歐
巴馬身為前總統,卻做了不良示範,公然違反
CDC 發布的新室內口罩指南, 相當令人遺憾，
歐巴馬竟也像川普一樣,是言行不一的政治人物
,尤其是當他準備舉行壽宴前被媒體揭露, 白宮
曾婉轉力勸歐巴馬取消, 但未能如願, 應邀參加
壽宴的拜登總統有苦難言, 雖不方便參加,但也
送去視頻祝福, 在視頻中拜登只強調當初歐巴
馬政府的貢獻以及他與歐巴馬間的情誼, 而絕
口不談防疫之事以免掃興。

歐巴馬這位非洲裔肯亞之子學而優則仕,
36歲才從芝加哥跨出參政第一步, 短短12年就
靠選舉奪取了世界上最有權勢的職位, 在八年
任期內政績斐然, 僅是”歐巴馬健保”一項就
已讓他名留青史, 而幾天後即將在芝加哥傑克
遜公園動工的歐巴馬中心包括圖書館、博物館
、體育館和娛樂館，是一個多元化中心,將標誌
著黑人在美國斐然的成就, 這個中心將來必成
為年輕人匯萃的勵志館，讓他們在此築夢與織
夢，激勵他們成為未來的領導人，當然歐巴馬
就是他們學習的榜樣, 可是, 當他們看到心中的
偶像與違規辦壽宴後, 會有什麼樣的想法呢?

權勢之人喜歡炫富,沙特國王富可敵國, 常
帶著奇珍異寶出訪國外，而資產超過300億美
元的泰王在皇宮設皇宴款待外國賓客等浮夸作
風, 歐巴馬與之相比真是小巫見大巫, 但他並不
需要效學他們, 他也不需再用任何形式來顯示
自己, 保持低調作風就是維繫自己歷史地位的
最佳方法, 期望歐巴馬以後別再做那些折損總
統成就的愚行了。

【李著華觀點 : 浮夸的炫富
歐巴馬 60 大壽宴折損了總統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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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千澳大利亞人不戴口罩
在墨爾本CBD抗議封鎖
綜合報導 數千人5日晚在維多利亞州(簡稱“維州”)首府墨爾本

CBD聚集，抗議最新官宣的第六次封鎖。他們未佩戴口罩，點燃火把，

製造混亂。最終，這場大型的“非法”反封城抗議以警方逮捕15人收場

。有人對墨爾本封城感到失望，稱城市“失了魂”。

人群晚 7 時在 Flinders 街集合，之後向 Swanston 街方向遊行，

並繞著CBD抗議。他們至少點燃了兩把火把。人群還念著“不要再

封城”。

據稱，在混亂中，一名警察遭到襲擊。他被推倒在地，還被踢了

一腳。

一名警方發言人表示，在逮捕的15人中，有2人是因為違反了保釋

和使用假名字；9人被逮捕後才被確認身份並開處罰單；4人預計將因違

反保釋、點燃火把和妨礙警務而遭到傳喚。

此外，該發言人還表示，有其他16人因違反首席衛生官指令(包括

超出公共聚集人數上限、未佩戴口罩、超出離家5公裏範圍和未有正當

理由離家)而被罰款。

數據顯示，維州每次封城都使作為墨爾本CBD經濟命脈的人流量步

入“原點”。

墨爾本市議會提供的行人數據顯示，在7月27日結束的墨爾本第五

次封城之後的一周裏，工作日時的人流量僅達到疫情之前水平的約36%

。上周末，人流量僅達到疫情前的54%。

盡管墨爾本市長卡普(Sally Capp)表示，她對城市重新恢復活力有信

心，但有些民眾並不是非常樂觀。

靠近知名的Degraves街的3Little Monkeys咖啡館經理多爾蒂(Alissa

Doherty)表示，在維州五度封城後，許多老顧客都感到失望。“這塊區

域確實是墨爾本的心臟和靈魂。但它已經失去了靈魂。”

希臘兩度假勝地遭緊急“半封鎖”
每日新增或增加

綜合報導 希臘國家公共衛生組織宣

布，過去24小時希臘新增2800例新冠確診

病例。目前累計確診506672例；新增死亡

12例，累計死亡13026例。

由於疫情形勢惡化，希臘公民保護

部副部長哈達利亞斯宣布，從 8月 6日

起對熱門旅遊度假聖地紮金索斯島和位

於克裏特島的哈尼亞市采取緊急限製措

施。

這些措施包括實施從夜間淩晨1點至

早晨6點的宵禁措施，僅允許人們出於工

作或健康原因在此時段出行；全天禁止在

島上播放音樂；私人和公共場所禁止舉辦

超過 20 人的聚會，違反規定的將被處以

5萬到20萬歐元的罰款。上述措施將持續

至8月13日，此後衛生專家委員會將會對

疫情形勢再次進行評估。

另一方面，塞薩洛尼基亞裏斯多德大

學環境工程學教授莫斯賽尼斯· 薩利亞尼

斯(Demosthenes Sarigiannis)4日表示，根據

數學模型預測，8月下旬和9月初，希臘每

日新增的新冠肺炎確診人數可能達到5000

例。

他強調，接種疫苗的速度已經出現放

緩。他指出，疫苗

接種是人們最終戰勝

疫情的主要武器，但

不是唯一的利器，

民眾除了需要積極

接種疫苗外，還有

必要遵守防護措施

，包括戴口罩和保持

社交距離等。

薩利亞尼斯還

補充說，考慮到學

校開學和結束度假

後民眾返城、返崗

，9月份的疫情防控

情況將會很艱難。

但如果疫苗接種的比率能夠增加，並且完

全接種疫苗的人數能達到人口總數的60%

，新病例的增長速度將會放緩。

日前，希臘亞裏士多德大學的研究人

員對塞薩洛尼基城市汙水中新冠病毒含量

的檢測結果顯示，該市汙水中的新冠病毒

濃度已出現降低趨勢。

根據研究團隊發布的公告，8月2日和

3日從塞薩洛尼基汙水處理廠采樣進行的

檢測發現，與上周末相比，汙水中新冠病

毒的含量下降了25%，與7月26日和27日

相比，這一數值減少了21%。

負責這一研究項目的亞裏士多德大學

校長尼科斯· 帕帕約阿努(Nikos Papaioan-

nou)表示，雖然有跡象表明病毒含量在汙

水中呈下降趨勢，但是人們必須考慮到這

種現象的出現，可能與暑期民眾離開大城

市去其他地方度假有關。

印尼默拉皮火山噴發
1000米高灰柱直沖天際

綜合報導 據新加坡聯合早報網報

道，印尼默拉皮火山再度噴發，連續兩

天噴出火山灰，並且有巖漿從山坡上傾

瀉而下。

日惹的火山和地質災害減災中心負

責人哈尼克表示，默拉皮火山的熔巖穹

丘8日起已局部坍塌，當時該火山開始

噴發。火山首次噴發的灰柱達到1000米

高，直沖天際。她說，默拉皮火山9日

至少釋放三次快速流動的火山碎屑流。

2968米高的默拉皮火山坐落在日惹

附近。擁有數十萬人口的日惹市是爪哇

島的古老城市。

默拉皮火山是印尼超過120座活火

山當中最不穩定的火山，哈尼克指出，

它也是全世界最活躍的火山之一，噴發

經常會持續數日。

默拉皮火山最近一次大爆發是在

2010年，造成347人死亡。附近居民已

獲通知，不要接近火山口半徑五公裏範

圍內。

印尼火山學和地質災害緩解中心本

周沒有提高默拉皮火山的警戒狀態。自

2020年11月火山爆發以來，默拉皮火山

處於印尼火山警報系統的第二高級別。

委內瑞拉政府與反對派有望本月中旬墨西哥對話
綜合報導 在相關國家政府

斡旋下，委內瑞拉政府與反對

派有望8月中旬在墨西哥對話

，尋求解決國內政治危機。然

而，對於此次對話，雙方各有

訴求。

路透社以兩名熟悉對話情況

的人士為消息源報道，委內瑞拉

政府與反對派有望於8月13日在

墨西哥開始對話，得到包括挪威

政府的國際社會相關方支持。

挪威政府為委內瑞拉政治

對話主要斡旋方，自2019年 5

月以來已經促成委政府與反對

派多輪對話。

按照消息人士說法，對話

開始日期可能會調整，8月 15

日也可能是對話開始日期，雙

方代表團成員名單尚未最終確

定。此外，暫不清楚此次對話

在哪座城市舉行。

路透社分析，雖然雙方同

意對話，主要訴求並不相同。

委內瑞拉政府方面尋求美國解

除對委製裁，而反對派方面則

期待推動舉行“自由和公平”

的選舉。

委內瑞拉總統尼古拉斯· 馬

杜羅7月22日在首都加拉加斯

出席一場政府活動時表示，政

府做好與反對派在墨西哥舉行

對話的準備，並已知會反對派

與斡旋方挪威政府。

馬杜羅說，雙方應通過“務

實、客觀、真正”的對話，就相

關事項達成協議，讓國家免受製

裁，渡過當下難關。各反對派

領導人都同意這一倡議並正在

確定談判代表。

反對派領導人胡安· 瓜伊多

5月表示，希望在國際社會斡

旋下與政府對話，並提出舉行

“自由和公平”的選舉、列出

各級選舉時間表、由國際觀察

員監督等要求。

馬杜羅在2018年 5月舉行

的總統選舉中贏得連任。美國

不承認此次選舉結果，扶持自

封“臨時總統”的時任議會主

席瓜伊多。馬杜羅政府譴責美

方支持瓜伊多政變，2019年初

與美國斷交。美方則以經濟製

裁等手段向委方持續施壓。

瓜伊多在美方支持下動作

不斷，然而種種奪權嘗試均未

成功。委內瑞拉議會2020年 1

月選舉反對派議員路易斯· 帕拉

為議會主席，取代瓜伊多。在

同年12月舉行的新一屆議會選

舉中，執政黨聯盟獲勝。瓜伊

多陣營抵製此次選舉。

約瑟夫· 拜登就任美國總統

後，美方重新審視上屆政府對

委內瑞拉政策，正在考慮是否

支持委內瑞拉反對派與政府對

話、是否以部分解除製裁為條

件換取委內瑞拉政府同意舉行

“自由和公平”的選舉等。

IMF批準史上最大規模
特別提款權分配方案

綜合報導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理事會批準規模為6500億美元

的新一輪特別提款權（SDR）普遍分配方案，以增加全球流動性。這是

IMF歷史上規模最大的特別提款權分配。

根據IMF當天發表的聲明，本輪新增特別提款權將按照現有份額比

重提供給各成員，定於8月23日生效。其中，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

將獲得約2750億美元支持。

IMF總裁格奧爾基耶娃表示，本輪特別提款權分配是IMF作出的

“歷史性決定”，是在空前危機下對全球經濟的一劑強心針，將滿足全

球各經濟體對儲備的長期需求，提升全球經濟的抗風險能力和穩健性，

特別是為最脆弱經濟體提供支持。

格奧爾基耶娃還表示，IMF將繼續與各成員積極溝通，推動較富裕

經濟體向較貧窮和較脆弱成員自願轉借特別提款權，以支持其經濟復蘇

，促進有韌性、可持續的增長。

特別提款權是IMF於1969年創設的一種國際儲備資產，用以彌補成

員官方儲備不足。2015年11月30日，IMF宣布將人民幣納入特別提款權

貨幣籃子，與美元、歐元、日元和英鎊共同構成新的貨幣籃子。2016年

10月1日，人民幣正式加入特別提款權貨幣籃子。IMF上一次分配特別

提款權是在2009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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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據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 「全國
廣播公司商業頻道」(CNBC)等媒體報導，美國佛羅里達州正
因Delta病毒肆虐而新冠疫情大爆炸。根據約翰霍普金斯大學
統計數據，該州確診人數占全美新增病例近18%，全州各地醫
院人滿為患，醫療體系已臨崩潰邊緣。對此，拜登政府雖提供
200台呼吸器與100套鼻導管，佛州州長迪尚特（Ron DeSantis
）卻怒斥少管閒事。

CNBC引述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數據，在坦帕綜合醫院所處
的希爾斯郡（Hillsborough County），新增確診人數已達每日
平均1200人；在調整人口比例後，這數字已是全國確診率的逾
2倍。

根據佛州西部與大坦帕灣地區的醫院統計，截至10日為止
，坦帕綜合醫院的1041張病床已有近200床為新冠患者所用，
另有61名患者在加護病房中。醫院中的患者人數激增，其中大
部分都還沒接種疫苗，使得該院8000名醫護人員工作壓力異常
的大。

CNBC指出，全美過去一週平均新增確診數已超過11.3萬

例，而佛州無疑是重災區。過去7天來平均新增病例已達每日
19250例。佛州各地醫院都已進入崩潰邊緣，加護病房已爆滿
，院方到處找新護理人員來照護病人。

面對佛州醫療體系因新冠疫情而陷入崩潰邊緣，拜登政府
近日送出數百台呼吸器給佛州；不料卻讓佛州州長尚迪特再次
槓上白宮。

CNN報導表示，尚迪特先是表示不知道有這批呼吸器的
撥送；但衛生官員卻打臉，指稱國家戰略儲備局（Strategic
National Stockpile）已送出200台呼吸器與100套高流量氧氣鼻
導管。官員還表示，國家戰略儲備局只有在收到各州衛生部門
請求時才會發送設備。

雖然官員言之鑿鑿，但尚迪特堅稱不知道有醫療用品這件
事。 「坦白說，我懷疑事情真實性，但我會查證一下。過去1
年半以來，我們囤積了很多東西。但我這裡沒有批准任何要求
，我沒有收到通知，但他們(指國家戰略儲備局)與醫院有聯繫
，而我則和許多醫院的執行長聯繫」。尚迪特辦公室則回應，
向國家戰略儲備局提出的申請沒有通過尚迪特辦公室。

佛州衛生官員則證實該州有提出呼吸氣與鼻導管的申請，
但也強調佛州不缺呼吸器。 「佛州衛生部經常與聯邦政府合作
，確保手頭有足夠資源可隨時發送，就像最近一次的申請一樣
。這是一項主動措施，以確保州庫存有資源可部署」。

尚迪特更警告，華府不該對佛州疫情展開任何形式的聯邦
干預，任何干預都是非常不合適的。甚至，他把Delta病毒引
發的新一波大流行，歸咎到拜登的移民政策。

針對尚迪特的發言，白宮發言人莎琪回應， 「我們不會像
那些沒興趣收到呼吸器的州發送物資。我們的戰場不在尚迪特
身上，而是病毒。我們正試圖阻止病毒；但尚迪特似乎不想參
與阻止病毒的相關努力」。

這不是尚迪特首次與白宮對槓。尚迪特持續抵制白宮政府
要求強制執行配戴口罩與其他大流行相關措施，並於5月簽署
行政命令取消全州新冠肺炎的限制，7月下旬更頒布行政命令
禁止學校強制配戴口罩，完全不將美國疾病管制暨預防中心
（CDC）的口罩建議放眼裡。

美重申與防長奧斯汀對等的中國大陸官員是中央軍委副主席

阿嬤買霰彈槍、媽媽推嬰兒車逛槍店

美國到底怎麼了

（綜合報導）美國國防部表示，部長奧斯汀會在適當時候
與中國軍方高級官員舉行會談，但重申與他對等的中國高級國
防官員是中央軍委會副主席，而不是國防部長。

美國之音報導，美國國防部發言人柯比11日宣布國防部長
奧斯汀當天與俄羅斯國防部長紹伊古通話，目的是在兩國今年
7月28日在日內瓦恢復戰略穩定對話之後，維護軍事透明和努
力降低風險。

在例行記者會上，柯比被問到奧斯汀部長在試圖與中國國
防高官接觸方面有何進展，並追問奧斯汀部長的對等中國國防
高官是中央軍委會副主席，還是國防部長。柯比說，奧斯汀會
在適當時候與中國軍方高級官員舉行會談，而與他對等的中國
高級國防官員是中央軍委會副主席。

有報導說，奧斯汀部長曾多次打電話希望與中國中央軍事
委員會副主席許其亮而不是國防部長魏鳳和通話，被中方以違

反外交禮節而拒絕。
在中國的官僚和指揮權制度中，軍委會副主席許其亮被認

為比國防部長魏鳳和具有更大權力，並且對中共領導人習近平
有更大影響力，而國防部長通常不是權力核心中央政治局的委
員。

佛州醫療因新冠瀕崩潰佛州醫療因新冠瀕崩潰
白宮伸援州長卻斥白宮伸援州長卻斥：：少管閒事少管閒事

（綜合報導）在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引發的社會
動盪之下，美國民用槍械與彈藥的銷量自去年起猛烈增加，且
客群擴及原本並無太大意願購買武器的民眾；一間槍店店員便
表示，他最近遇到老年婦女和單親媽媽等顧客，坦言此類情況
「前所未見」。

美國社會主義期刊《雅各賓》（Jacobin）特約編輯費南德
茲（Belen Fernandez）10日投書 「半島電視台」（Al Jazeera）
，稱美國人正瘋狂地武裝自己，因而引發彈藥的 「大饑荒」。

各地槍店的彈藥被搶購一空，甚至已影響執法機關；美國 「國
家執法槍械教練協會」（NLEFIA）執行董事烏斯騰伯格（Ja-
son Wuestenberg）表示，由於彈藥不足，該協會已有部分教練
被迫取消針對執法人員的培訓課程。

紐 約 州 那 努 特 （Nanuet） 槍 店 「好 人 槍 枝 與 彈 藥 」
（Good Guys Guns & Ammo）經理歐希利（Joe O'Healy）透露
，該店的彈藥銷量猛增10倍，且已開始有老年婦女和單獨推著
嬰兒車的單親媽媽來到店裡，選購用於防身的霰彈槍等武器，

坦言此類情況 「前所未見」。
費南德茲引述多家媒體指出，美國民眾囤積武器和彈藥的

原因包括疫情恐慌、社會動盪、犯罪率上升、對未知的恐懼、
肉類不足、有更多時間打獵等；《比靈斯日報》（Billings Ga-
zette）更表示，據稱部份美國人正為 「潛在的內戰做準備」。

費南德茲表示，雖然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有意收緊
槍枝管制，但在該國彈藥製造商手裡握有價值達數十億美元的
訂單之下，相關問題顯然不太可能迅速獲得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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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糧食計劃署警告緬甸饑餓狀況加劇
綜合報導 聯合國世界糧食計劃

署(WFP)發出警告稱，目前緬甸各地

新冠病毒感染人數激增，人們在失業

、糧食和燃料價格上漲、政治動蕩、

暴力和流離失所中掙紮，進一步加劇

了饑餓狀況。

世界糧食計劃署表示，其在緬

甸的援助行動因嚴重資金短缺而受

阻，未來 6 個月內資金缺口達到

70%以上。

今年4月，世界糧食計劃署估計

，未來6個月緬甸面臨饑餓的人數可

能會增加一倍以上，從2月前的280

萬增加到620萬。世界糧食計劃署隨

後開展的監測調查顯示，自今年2月

以來，越來越多的家庭被逼到了絕境

，甚至連最基本的食物都難以維持。

世界糧食計劃署緬甸國別主任

斯蒂芬· 安德森說：“我們看到饑餓

在緬甸蔓延得越來越廣。仰光附近

的居民點如同貧民窟，居住在這裏

的近90%的家庭說，他們不得不借錢

購買食物。許多人的收入受到嚴重影

響。”

從5月開始，世界糧食計劃署啟

動了一項新的城市糧食援助行動，目

標覆蓋緬甸最大的兩個城市——仰光

和曼德勒的200萬人。受益人大多數

是母親、兒童、殘疾人和老年人。迄

今已有65萬人在城市地區獲得援助。

自2月以來，緬甸有逾22萬流離

失所者迫切需要人道主義援助。世界

糧食計劃署已經援助了1.75萬近期流

離失所的人，並正努力在8月份幫助

更多的人。2021年，緬甸城鄉地區總

共有125萬人獲得了世界糧食計劃署

的糧食、現金和營養援助。

然而，由於今後 6個月還需要

8600萬美元，這些行動能維持多久尚

不確定。

“緬甸人民正面臨著最困難的

時刻。對我們來說，能夠接觸到所

有需要幫助的人，並獲得向他們提

供人道主義援助所需的資金，這是

至關重要的。”安德森說，緬甸人

民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我

們的支持，我們對國際社會的慷慨

支持深表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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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日本全國新增新冠確診病

例15645例，成為該國單日新增確診病例

最高值。累計確診病例則突破100萬例。

自7月29日以來，全國單日新增確診病

例幾乎每天都超過1萬例，感染擴散的速

度急劇上升。

日本共同社稱，自2020年1月日本通

報第一例新冠病例以來，已過去約1年零7

個月。2021年4月上旬，累計感染人數達到

50萬人，此後4個月幾乎翻了一番。7月下

旬開始顯著增加，7月29日以後的9天內增

加了約10萬人，呈爆發式擴大。

疫情加速的背景，是傳染性更強的

的阿爾法毒株和德爾塔毒株成為主要傳

播的病毒。

8月6日，疫情仍在各地不斷擴大，新

增感染者達15645人，連續3天創新高。從

地區來看，神奈川、大阪、千葉等12個府

縣創新高，東京也達到次高的4515人。

不僅是首都圈，關西、沖繩等多地疫情

也急速惡化。據分析，暑假返鄉和旅行的人

增加，還有東京奧運會和殘奧會的慶典氣氛

，令避免外出等呼籲難以被接受。

政府新冠感染癥對策小組會會長尾身茂表示，

推進疫苗接種的同時，如果不在短期內實行擴充檢

測、改善醫療等對策，“將會甚至必須討論封城的

法製化”。

美國約翰斯· 霍普金斯大學的統計顯示，全球累

計感染人數超過2億人。感染人數較多的國家為美國

約3500萬人、印度約3100萬人、巴西約2000萬人。

韓美將啟動聯合軍演規模縮小
朝鮮曾呼籲取消軍演

綜合報導 據韓國媒體等報道，多名韓國軍

方和政府消息人士透露，韓美將於8月16日啟動

下半年聯合軍演。考慮到疫情擴散風險等，聯演

規模將較3月縮小。

據報道，韓國防疫部門認為，新冠變異病毒

德爾塔毒株仍在加速傳播，存在接種新冠疫苗後

仍被感染的風險，強烈建議兩國軍方嚴格遵守防

疫守則。有分析指出，這對韓美敲定聯演規模起

到較大影響。

據報道，韓美將於10日至13日舉行危機管

理參謀訓練，此後於16日至26日，舉行下半年

聯合指揮所演習。由於參演人數減少，韓美軍方

計劃從10日起提前進行更為充分的訓練，因此

，實際上10日起，將進入操練階段。

繼上半年演習後，此次演習中也不會對戰作

權移交進行完全運用能力(FOC)的驗證和評估，

但將通過預演戰區作戰初步評估，由韓軍大將率

領的未來聯合司令部是否具備指揮戰區作戰的能

力。韓美聯合司令部副司令官金勝謙大將擔任演

習第一階段和第二階段司令官指揮預演。

韓國軍方和政府原計劃2021年敲定收回戰

時作戰指揮權的具體時間，但從目前情況來看，

這一目標已很難實現，而且2022年上半年也恐

難以進行戰權移交能力評估。

另外，按照慣例，韓美將在公布下半年聯合

軍演日程的當天，通過直通熱線向朝鮮通報演習

日程和性質等。

8月1日晚，朝鮮勞動黨中央委員會副部長

金與正呼籲韓國取消韓美聯合軍演，並說朝韓首

腦會晤暫時不可能舉行。

（中央社）宜蘭利澤焚化爐因處理量問題，
除減少收取花蓮家戶垃圾量，也不再收花蓮的事
業廢棄物，最近傳出量販店業者垃圾無法清運，
堆積如山。環保局表示，已向中央申請運往中區
掩埋，最快下周核定，期待台泥和平廠氣化爐明
年可以完工試運轉，協助代燒垃圾，才能有效解
決問題。

家樂福花蓮店每天都有約百公斤的垃圾量，
原本請簽約的環保公司處理，近日卻收到不收垃
圾的回覆，業者只能先將垃圾暫時堆在賣場的儲
藏室；愛買花蓮店大約3周會清一次垃圾，都送
到宜蘭利澤焚化爐，若焚化爐垃圾太滿會通知，
垃圾最久放置1、2周。

環保局廢棄物科長張華砡說，因花蓮沒有自
有垃圾焚化爐，僅少數鄉鎮垃圾掩埋場還有空間

，其餘多半已飽和，須轉運到宜蘭利澤焚化爐處
理。不過利澤去年底開始減收花蓮垃圾，今年3
月起也不再收事業廢棄物，垃圾堆置問題相當頭
痛。

張華砡表示，北區垃圾掩埋場光是要收家庭
垃圾就趨近飽和，已無法容納大型量販店垃圾，
中區垃圾掩埋場依規定只能收當地垃圾，環保局
已向中央環保署申請，最快下周核定，通過後就
可以將量販店的垃圾送往中區掩埋場。

環保局表示，台泥提出 「花蓮縣水泥業（窯
）協同處理廢棄物民間自提BOO 案」，在和平
水泥廠內第三座水泥旋窯預定地興建氣化爐代燒
生活垃圾，預定明年試運轉，才能徹底解決花蓮
垃圾問題。

花蓮量販垃圾無處丟
擬運往中區掩埋

（中央社）花蓮慈濟科技大學設有五專部
護理科原住民專班，就學費用全免，鼓勵原住
民子女就讀，近年更將福利觸角延伸至新住民
，由於全台護理人力短缺，花蓮南區招募更加
困難，衛福部玉里醫院鑑此與校方產學合作，
加碼50名原住民、新住民公費名額，考取護理
師證照後，即可就業，盼能紓解家鄉 「護理荒
」。

玉里醫院院長王作仁與慈濟科技大學校長
羅文瑞12日正式簽訂人才培育合作意向書，透
過產學合作，提供50名公費生名額，讓花東地
區國中應屆畢業的原住民、新住民子女就讀，
福利比照原住民專班，免學費、學雜費、住宿
費等，每月還能領有新台幣3000元至5000元零
用金。

王作仁指出，因應未來長照轉型，院內將

提高病床數，需要更多優秀護理人員加入，這
次公費生補助均由院內出資，限定花東地區原
住民、新住民學生就讀，提供教育、實習，待
考取護理師證照後，保障未來進入玉里醫院工
作5年資格，照顧病人時，也能就近照顧家人。

羅文瑞表示，護理人力全國缺乏，透過提
供公費方式，鼓勵學生安心就讀，畢業後保障
就業，對弱勢家庭來說，是個很好的管道。

慈科大自1996年起，設立五專部護理科原
住民專班，每年提供100名公費名額，近幾年更
將此福利延伸到新住民子女，每年提供50名公
費名額，如今再和玉里醫院合作，加收50名公
費名額，盼能藉此培育更多護理人才。

花蓮玉里醫院攜手慈科大 培育新住民護理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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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AL NOTICE
These Texas Lottery Commission scratch ticket games will be closing soon:

Texaslottery.com is the official source for all pertinent game information. Game closing 
procedures may be initiated for documented business reasons. These games may have 
prizes unclaimed, including top prizes. In addition, game closing procedures will be initiated 
when all top prizes have been claimed. During closing, games may be sold even after all top 
prizes have been claimed. Must be 18 or older to purchase a ticket. For help with a gambling 
problem, ncpgambling.org. © 2021 Texas Lottery Commission. PLAY RESPONSIBLY.

Game # Game Name / Odds $
Official

 Close of 
Game

End 
Validations 

Date

2283 Neon 7s       
Overall Odds are 1 in 4.74 $2 8/5/21 2/1/22

2276 Ca$h Money          
Overall Odds are 1 in 4.28 $5 8/18/21 2/14/22

2281 100X The Cash           
Overall Odds are 1 in 3.87 $10 8/19/21 2/15/22

2300 Winning Streak          
Overall Odds are 1 in 4.09 $5 8/23/21 2/19/22

T:5.7"

T:6"

解散未經會員投票 會產竟設特惠金

教協拒答玩深潛
為避責任搬龍門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姬文風）教協最近接
二連三被揭發昔日的行徑涉嫌違規違法，不排除
是馮偉華等人匆忙解散教協的真正原因。香港文
匯報日前報道，教協去年先後兩次借出場地宣傳
所謂“35+初選”，或因協助犯罪而觸犯香港國
安法。教協在修例風波期間設立的“教協訴訟及
緊急援助基金”，亦懷疑違反《職工會條例》有
關規定。有法律界人士近日在回應事件時指出，
不排除有人借“解散”為名銷毀證據，促請有關
當局盡快採取行動，以免有人“毀屍滅跡”，逍
遙法外。

香港文匯報記者日前梳理資料後發現，教
協於去年6月及7月先後兩度提供場地給涉嫌違
法的“初選”人等舉行記者招待會，交代包括
“投票程序”在內的多項細節，以向公眾推銷所

謂“初選方案”。有法律界人士指出，若證實有
團體以提供場地形式，促使違反香港國安法的事
情發生，有可能因協助犯罪而違反香港國安法，
其管理層或須負上刑責。

一哥：不排除調查教協
連日有團體亦到香港勞工處及稅務局舉報

教協作為工會，多次參與、煽動及協助違法集會
及遊行活動，令該工會目的偏離保障行業專業及
福祉的合法範圍，極可能觸犯《職工會條例》。
教協的教育發展基金有限公司及香港專業教育發
展有限公司，更涉嫌提供便利及財務安排予“支
聯會”及“民陣”等非教育組織，明顯是參與政
治、涉嫌意圖推翻政府、為攬炒派政黨拉票，可
能構成違反《屬公共性質的慈善機構及信託團體

的稅務指南》規定。
香港警務處處長蕭澤頤日前在接受傳媒訪

問時指出，不排除調查教協有否違法行為，並強
調任何一個組織，假如涉及違反國家安全或刑事
行為，一定會追究到底，有法必依、違法必究。
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日前亦強調，任何團體及組織
都不應該觸碰國安法的紅線，至於教協有否違反
香港國安法及其他法例，會交由執法部門跟進。

馮偉華在10日的記者會上宣布解散決定時，
口口聲聲以“保密”為由，宣稱會在停止營運時將
會員資料全部銷毀，令各界質疑“解散”背後是否
存在“其他動機”。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主席馬恩
國大律師近日在回應傳媒查詢時，質疑所謂“解
散”實為逃避刑責，企圖在保安局深入調查前，銷
毀相關證據，如會議記錄、資料單據等。

疑借“解散”毀罪證 各界促徹查

馮偉華10日在記者會上親口招認，“解散教
協”是突然的決定，且在決定過後才“盡

快召開特別會員大會”，等同承認馮偉華在內的
31名理事“先斬後奏”，擅自決定了這個擁有
9.5萬名會員的工會之命運，並無按照會章規
定，先徵得至少6.3萬名會員投票同意始開始解
散程序。同日，馮偉華又宣稱“希望為員工設立
額外特惠金”，並無按照會章訂明，按會員代表
大會之決定處理餘款。

修改會章有明文規定
面對外間的質疑，急於散水的理事會11日

再傳出新招，有人疑自知難以達到“6.3萬名會
員投票同意”的解散門檻，竟提出要“修改會章
相關條文，處理投票人數的問題”，惟此舉按
理亦須通過會員大會投票等相關程序方可修
改會章。

根據教協在2021年5月7日職工會
登記局立案的章程，第十九條確認
“周年會員代表大會或特別會員代表
大會有權訂立、變更、修正及廢止本
章程”，惟第六條亦訂明“周年會員
代表大會及特別會員代表大會以有合
格會員代表人數四分之一或八十人以
上出席為法定人數”、“除更改會

名、本會與其他職工會合併或聯合或解散事項須
依照職工會條例及章程規定外，若經出席合格會
員代表過半數通過，即屬有效。”簡言之，會章
對修例事宜有清晰的明文規定，絕非個別人等
“說了就算”。

“教協上星期還說要成立所謂‘中國歷史
文化工作組’，10日就突然話要解散，這般舉
動明顯看出有人急於想要將教協脫手。”教聯會
副主席鄧飛11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出，
馮偉華10日於記者會上多次宣稱“承受巨大壓

力”，不排除有人希望盡快擺脫這些“壓力”，
才會突然變卦，不惜一切都想解散教協。

被問到馮偉華的“壓力”，會否與近日接
連傳出教協昔日的行徑涉嫌違法有關（見另
稿），“這是合理懷疑，因為除此之外，都實在
想不出還有其他的可能性，會令他們不惜‘斬而
不奏’，都要急就章地想要將教協解散。”

應留意資金去向
他強調，根據教協會章的明文規定，馮偉

華在內等理事最多只能“動議”解散，而非自作
主張於10日舉行記者會，發放新聞稿大字標題
宣稱“決定解散”，“連自己都不按本子做
事，毫無工作誠信，對整個教育界以至社
會都是負面榜樣。”

鄧飛強調，即使最終教協解散，
教協會員和社會人士仍需密切留意
其資金去向，“真正需要關注的
是其變賣資產後的現金去向，馮
偉華在記者會上宣稱為200名
員工設立所謂‘額外特惠
金’，這並不合常理”，強調
教協實有必要就解散及資金去
向等事宜，更清晰地向會員交
代清楚，負上基本責任。

●● 教協診所教協診所1111日出現人龍日出現人龍。。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攝攝

教協會長馮偉華10日突然宣告“解散教協”，更自作主張安排剩餘資產的用途。香港文匯報11

日率先報道，教協會章訂明“必須有全體合格會員三分之二或以上以秘密投票表示同意方得解散”、

“餘款由合格會員均分或依照會員代表大會之決定處理之”，揭破馮偉華及教協理事會兩項舉動均違

反教協會章。面對以上質疑，教協理事會等人11日又擬出新招，試圖以“降低解散投票門檻”的搬龍門方式解散教協。有教育界人士在

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相信，馮偉華等人如今不惜一切的舉動，或與其日前記者會上宣稱所謂“承受巨大壓力”有關，而“壓力”來源

不排除與近日接連爆出的教協涉嫌違法的風波有關。 ● 香港文匯報記者 姬文風

教協會長
馮偉華

政
界
：
自
把
自
為
需
交
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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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教協日前聲稱將會解散，惟社
會各界質疑該會並沒有按章程辦
事。香港文匯報11日向教協核心人
物及教協查詢其解散決定是否徵求
過會員的意見，及數以億港元計的
資產去向如何等，惟至截稿前仍未
獲回覆。有政界及法律界人士11日
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教協解
散的決定明顯是高層自把自為，兒
戲且不符合會章程序。

教協章程訂明“必須有全體合
格會員三分之二或以上以秘密投票
表示同意方得解散”，然而教協有
9.5萬名會員，教協理事會日前獨裁
獨斷稱要解散，令外界質疑做法不
符章程。同時，章程列明該會的餘
款“由合格會員均分之或依照會員
代表大會之決定處理之”，惟教協
理事會10日在記者會上聲稱，會將
餘款設立額外特惠金以“善待”200
名教協員工云云。

教協的做法引起各界質疑，香港
文匯報11日分別致電教協會長馮偉
華、副會長（內務）莊耀洸、副會長
葉建源及總幹事沈偉男，查詢教協決
定違反章程的問題，並詢問有關人等
為何不選擇理事會下台而要解散教
協，但四人一致“潛水”，未有接聽
電話。記者再致電教協傳訊部，至截
稿前仍未獲回覆。

執業律師陳子遷表示，教協的
決定絕對是自把自為，更顯得十分
奇怪。他質疑，教協在一個星期內
就作出解散的決定，且沒有經過全
體合格會員三分之二或以上以秘密
投票表示同意，讓人感覺十分兒
戲，亦不符合會章訂明的程序，令
人懷疑教協是害怕被調查所以才有
此一步。

指理事會無權自行處理餘產
他續說，教協的資金很多是來

自會員，理事會無權自行決定如何
處理這些資產，可見現在是教協高
層騎劫整個教協，將其變成政治俱
樂部，喪失其專業工會的地位。他
呼籲教協不要再“潛水”，盡快面
對公眾，依法解釋其解散的程序、
理據和資產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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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藥科興第三針對變異毒株更有效
內地發布試驗數據 業界倡條件允許再打加強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

報道）中國接種量最多的國藥、科興新

冠滅活疫苗，日前都發布了關於加強針

研究的相關試驗數據，覆蓋人群包括

3-17歲未成年人、18-59歲成年人以及60歲以上成年人。試驗結果均顯示出，

接種加強針的安全性與耐受性良好，並能夠誘導較強的抗體反應。業界認為，接

種3劑可以大幅度提高疫苗保護效果，面對傳染性更強的變異毒株，從長遠角度

而言，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接種第3劑能夠更好地強化對抗新冠病毒的能力。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總
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8月10日給“國際青年
領袖對話”項目外籍青年代表回信，對他們積
極到中國各地走訪、深化對華了解表示讚賞，
鼓勵他們加強交流互鑒，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
共同體貢獻青春力量。

習近平在信中說，你們都在中國學習、工
作、生活，這次有機會到各地深入走訪，加深

了對中國的認識和了解，我感到很高興。
習近平指出，正如你們在來信中談到的，中

國人民依靠自己的智慧和汗水，在中華大地上建
設富饒美麗的家園，創造多姿多彩的文化，實現
了夢寐以求的小康生活。要幸福就要奮鬥。中國
幅員遼闊、人口眾多，要想發展振興，最重要的
就是立足國情、走自己的路。實踐表明，中國式
現代化新道路越走越寬廣，將更好發展自身、造

福世界。
習近平表示，青春總是同夢想相伴。中國

共產黨走過了百年奮鬥歷程，但我們的初心和
夢想歷久彌堅。百年恰是風華正茂。在新征程
上，我們將繼續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
國夢而不懈奮鬥，為促進人類發展進步而不懈
奮鬥。我們歡迎更多國際青年來華交流，希望
中外青年在互學互鑒中增進了解、收穫友誼、

共同成長，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貢獻青
春力量。

“國際青年領袖對話”項目是由中方智庫機構
發起的中外青年交流機制。近日，來自28個國家的
36位項目外籍青年代表給習近平寫信，祝賀中國
共產黨百年華誕，講述了他們在中國各地走
訪的體會感悟，表示希望發揮橋樑作
用，更好促進中外交流對話。

習近平回信“國際青年領袖對話”外籍青年：歡迎更多年輕人來華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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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國可供民眾接種的新冠疫苗包括一
劑（腺病毒載體疫苗）、二劑（滅活疫

苗）、三劑（重組蛋白疫苗）這三種不同技術
路線的新冠疫苗，雖然官方並未公布具體接種
的人數，但早在數月之前，中國已成為全球新
冠疫苗接種劑次和人數第一的國家。內地部分
省市已有相當高的接種率，截至10日，北京已
累計接種3,770.55萬劑次疫苗，18歲以上常住
人口全程接種率已達到93.16%。

內地累計接種逾18億劑次
國家衞健委公布的數據顯示，截至8月 10

日，內地累計報告接種新冠病毒疫苗180,809.2
萬劑次。

另據中國外交部國際經濟司消息，截至8月
4日，中國已通過援助、出口、聯合生產等多種
方式，向超過100個國家和國際組織提供7.7億
劑疫苗，惠及數億民眾。中國對外提供疫苗佔
本國接種用苗比例超過45%，相當於中國人每
接種兩劑疫苗，就對外提供一劑。

試驗數據優於接種2劑數據
在完成兩針接種後，是否需要接種加強針

的問題備受民眾關注。目前，國藥、科興的加
強針研究已覆蓋全部人群，並顯示出良好的效
果。國藥中生日前宣布，已在國內完成18歲以

上、3-17歲人群Ⅰ/Ⅱ期臨床試驗。在安全性方
面，Ⅰ/Ⅱ期臨床試驗中，18-59歲、60歲以上
人群接種第3劑後，總不良反應發生率2劑次和
3劑次間無顯著性差異，顯示18歲以上人群接種
第3劑後安全性良好。此外，252例3-17歲受試
者接種3劑次新冠疫苗，接種後不良反應主要為
發熱和接種部位疼痛，未見嚴重不良反應，顯
示出3-17歲人群接種第3劑後安全性和耐受性良
好。

在免疫原性研究方面，試驗顯示18-59歲人
群第 2劑免後 28天抗新冠中和抗體GMT為
209.3；第3劑免後28天抗新冠中和抗體GMT
為308.4。60歲以上人群第2劑免後28天中劑量
組抗新冠中和抗體GMT為118.2；第3劑免後
28天抗新冠中和抗體GMT為206.2。在3-17歲
人群方面，顯示接種3劑新冠疫苗後28天抗新
冠中和抗體陽轉率均為100%，且疫苗後免疫相
應數據優於接種2劑數據。

此外，國藥中生於2021年6月在阿聯酋啟
動了新冠滅活疫苗在18歲以上人群中加強免疫
臨床試驗，目前已在9,039人中完成了加強免
疫，初步安全性數據表明，18歲以上人群接種
後安全性良好，主要局部不良反應為接種部位
疼痛（21%），全身不良反應主要為頭痛
（8%）、乏力（4%）、肌肉痛（3%），已有
數據表明疫苗的安全性和耐受性都非常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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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帥 北京報道）據北
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龐星火8月11日通報，昌
平區確診病例一家抵京前，由於不知自己曾經
到疫情風險區域，故未向所在社區報告，致使
除返京的高鐵有密切接觸者外，目前判定在京
密切接觸者1,751人，封控確診病例工作、就
診、居住及周邊小區等相關點位14個。
龐星火強調稱，主動報告，及時發現，及時

管控是控制疫情傳播的關鍵，可以有效降低疫
情傳播帶來的社會影響及防控成本。

京外中高風險區師生暫不返京
近期，內地即將迎秋季開學，做好學校防控

對織密疫情防控網尤為重要。北京市委教育工
委副書記、市教委新聞發言人李奕8月11日指
出，在京外中高風險地區所在縣及14天內有該
區域旅居史的中小學幼兒園師生員工，暫不返
京，需要待所在區域降為低風險地區後方能返
京，且需持登機登車前48小時內核酸檢測陰性
證明。北京要求京內低風險地區學校師生員工
不前往京內中高風險地區，不扎堆，少聚會，
做好個人防護和健康監測，按時返校。在京內
中高風險地區學校師生員工，嚴格落實屬地疫
情防控措施，待所在地區降為低風險地區後，
持48小時內核酸陰性證明方可返校，而京外高
風險地區旅居史中小學師生暫不返京。

未報曾到過風險區
京確診者密接1751人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為深入貫徹習
近平總書記重要指示精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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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日赴江蘇省揚州市調研指導疫情防控工作，實地考
察了揚州市公安局大數據中心、淮海路157號院封
閉小區、瘦西湖街道五亭社區核酸檢測採樣點，了
解流調排查、集中隔離、核酸篩查、社區管控及物
資保障等情況，聽取江蘇省、揚州市和國務院聯防
聯控機制前方工作組的匯報，與一線專家座談，研
判當前疫情形勢，分析查找工作中的薄弱環節和漏
洞，部署防控重點任務。

爭分奪秒抓細抓實防控工作
當前，揚州市疫情處於集中爆發期，出現社

區、家庭廣泛傳播，底數還不是很清楚，防控形勢
複雜嚴峻。孫春蘭指出，要落實“四早”要求，壓
實“四方責任”，採取更加堅決果斷的措施，確保
黨中央、國務院決策部署和各項防控措施落實到
位，盡快把疫情擴散的勢頭遏制住。要迅速強化疫
情防控指揮體系，優化設置工作專班，集中辦公、
扁平化運行，確保統一調度、信息共享，提高指揮
協調效能。各級黨政幹部要振奮精神、積極作為，
進一步提高責任感，作風更扎實、更深入，爭分奪
秒抓細抓實各項防控工作。

確保把風險人員全部管住
孫春蘭強調，要加快流調進度，擴大排查範

圍，風險人員必須在24小時內流調和管控到位，杜

絕漏管失控風險。要嚴格加強隔離管控，對重點人
員的集中隔離要堅決徹底，抓緊增加隔離點和隔離
床位，限時完成人員轉運，確保把風險人員全部管
住。對中高風險社區要嚴格封閉管理，確保社區人
員足不出戶，避免交叉感染，下沉干部和防控人員
要深入社區，做好生活保障和心理疏導等工作。要
加強核酸檢測的組織工作，規範採樣點設置和管
理，預約錯時減少聚集，實現採、送、檢、報更加
匹配順暢。要加強重點場所防控，養老院、福利院
等要封閉管理，嚴禁人員進出，嚴防出現聚集性疫
情。醫療救治要關口前移，中西醫並重，多學科診
療，集中臨床救治資源，及早干預實施氧療，防止
輕型、普通型患者病情加重，控制重症和危重症發
生率，堅決避免院感發生。

孫春蘭赴揚州調研：盡快遏制疫情擴散

●國藥、科興日前發布了加強針研究的相關試驗數據，試驗覆蓋人群包括3-17歲未成年人、18-59歲成
年人以及60歲以上成年人。結果顯示，接種加強針的安全性與耐受性良好。圖為8月11日山西太原為15
歲至17歲人群接種新冠病毒疫苗。 中新社

●●88月月1111日日，，揚州主城區開展第六輪大規模核酸揚州主城區開展第六輪大規模核酸
檢測檢測。。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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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半涉港澳居民皆利好
橫琴創新12措擴至珠海

跨境糾紛調解及消費維權網上搞掂 未來擬向廣東及全國推廣

跨境糾紛聯合調解機制探索實踐“內地+港
澳調解員”聯合模式。香港居民劉先生與

內地居民劉女士去年初起合作開設瑜伽培訓公
司，隨後雙方因資金投入、經營虧損等情況出
現糾紛。劉先生於今年5月訴至橫琴法院，請求
解除合作協議並返還投資款。橫琴法院多元解
紛中心立足涉港商事糾紛化解的實際，委派香
港特邀調解員徐晶開展訴前調解。由於疫情，
涉事雙方身處不同地方，徐晶邀請雙方同時微
信在線舉行網上調解會議，並在調解過程中借
鑒香港促進式調解方法，提出具有可行性的調
解方案供雙方參考，最終促成雙方握手言和。

邀港澳人士擔任調解員
橫琴法院有關負責人稱，該案例是法院攜

手港澳調解員，創新推出跨境糾紛聯合調解機
制“橫琴樣本”的縮影。該機制通過精準地對
接境內外當事人的多元司法需求，邀請港澳人
士擔任特邀調解員參與調解，消除港澳當事人
因法律、文化背景、語言等差異帶來的顧慮。
該創新措施將從橫琴複製推廣至珠海全市，亦

為未來粵澳合作中可能出現的跨境糾紛高效便
捷化解作出了重要示範。

“跨境消費通”促三地民生融合
橫琴“跨境消費通”亦將擴至珠海全市。

據介紹，由橫琴新區消費者協會、內地與港澳
聯營的律師事務所簽訂合作協議，聘請粵港澳
三地消費領域法律專家團隊，對港澳居民在內
地以及內地居民在港澳地區進行跨境消費時，
及時提供公益諮詢服務及維權程序指引，消費
者可通過熱線電話及橫琴新區消費者協會微信
公眾諮詢端口和留言頁面進行留言諮詢，將有
粵港澳律師團隊進行接待諮詢，提出解決方案
以及進行現場消費調解。

“該措施是橫琴與澳門跨境消費維權領域
‘共商共建共管’新機制的基礎上，推出的又
一項跨境消費便民服務創新舉措。”珠海市政
府辦公室有關負責人稱，該措施深化了內地與
港澳消費者進行跨境消費時自身利益保護，提
升跨境消費體驗、暢通跨境消費，促進橫琴與
港澳要素便捷流動，在推動三地民生加快融合

發展等方面亦具有重要意義。

澳門居民可用App在珠參保
如今，澳門居民在珠海參保也很便捷。“除

了橫琴中行‘一站式’辦理外，還可‘零出關’
在本澳多家銀行的網點或手機銀行App上完成社
保業務。”澳門居民洪女士在珠海參加了“基本
醫保+補充醫保+附加補充醫保”等，近兩年便可
報銷腫瘤治療費用共計超40萬元人民幣，大大減
輕了她和家庭的經濟負擔，同時她在澳門的各項
福利也不受影響。
據介紹，澳門居民醫保“一站通”業務是全

國首個相關試點工程，將澳門居民參保原先需
分別到4個部門辦理、耗時超20個工作日，統
一整合到橫琴中行“一站式”辦理，1小時內便
辦妥用卡。數據顯示，截至今年3月底，港澳台
居民在珠海參保合計達3.48萬人，較2019年底
大增逾5倍。至今已有超9,300名澳門居民通過
“一站通”業務模式辦理了醫保卡，該創新措
施亦將為促進粵港澳民生領域合作提供模式參
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俊明 珠海報

道）《珠海市人民政府辦公室關於在全市

複製推廣橫琴自貿試驗片區第五批改革創

新措施的通知》近日正式印發，12項創

新措施將向珠海全市複製推廣，涉及港澳

居民的超過60%，涵蓋跨境消費、糾紛

調解、線上繳稅、醫保辦理等領域，均可

線上辦理或使用，在新冠疫情下實現跨境

遠程搞掂。據悉，這些創新措施亦為向廣

東乃至全國推廣作前期準備。
●●橫琴法院早前在線上調解一宗橫琴法院早前在線上調解一宗
涉港澳糾紛案件涉港澳糾紛案件。。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方俊明珠海報道）
橫琴新區“跨境政務服務平台”將複製推廣
至珠海全市。據悉，該平台是全國首個面向
港澳企業及居民提供一站式通辦的線上政務
服務平台，為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政務服務
合作探索路徑、積累經驗。

利港澳企及居民享同等服務
“目前通過橫琴‘跨境政務服務平台’即

可進行備案申請，建築師等專業人士無須線下
跑動，線上即可進行遠程人臉識別，整個辦理
過程不受時間和空間限制。”香港註冊建築師
周先生說，近一年多來，受新冠疫情影響，粵
港之間無法正常通關，但橫琴自貿區搭建了便
捷的線上平台，讓港澳居民享用與內地居民相
同的大數據服務和同等便利的政務服務，促進
灣區跨境服務和人才流動。

據了解，“跨境政務服務平台”由珠海
橫琴新區科技創新和商務局聯手港澳打破地
域界限，突破三地政務的“行政壁壘”，旨
在便利澳門、香港企業及居民在橫琴享用與
內地居民相同的政務服務、公共服務及方便
其在港澳辦公、生活等。目前，港澳企業及
個人通過這個平台，足不出境即可線上辦理
澳門單牌車申請、不動產登記、人才獎勵、
公證等240項政務服務事項。
“該平台通過創新政務跨境區塊鏈應用，

憑借其信息高度透明、不宜篡改、加密安全
性高等特點，推動政務服務更加智能化，深
化‘最多跑一次’改革，為港澳居民帶來更
好的政務服務體驗。”珠海市政府辦公室有
關負責人表示，該平台還初步實現了政務服
務的跨區域合作，助力粵港澳大灣區各城市
政務服務上的全面對接，推進更深層次的產
業協作和協同創新，跨境政務服務新模式的
政務數據共享，建立跨部門、跨領域、全鏈
條的聯動機制，切實推進大灣區城市間的深
度融合。

跨
境
政
務
平
台
助
港
人
線
上
辦
事

●●港澳居民早前領取珠港澳居民早前領取珠
海社保卡海社保卡。。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中 國 經 濟 2021年8月12日（星期四）3 ●責任編輯：周文超

半年多賺半年多賺2626%% 多項重要數據創新高多項重要數據創新高

港交所績佳顯港金融地位穩

●●史美倫稱史美倫稱，，港交所續探討多項港交所續探討多項
重要舉措重要舉措，，以求進一步鞏固香港以求進一步鞏固香港
上市制度的競爭力上市制度的競爭力。。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歐冠昇稱歐冠昇稱，，會確保港交所有會確保港交所有
能力吸引世界各地的企業來港能力吸引世界各地的企業來港
上市上市。。

港交所行政總裁歐冠昇11日表示，港交所今
年錄得歷來最佳的半年度表現，在新股市

場暢旺、市場交投活躍及滬深港通的強勁增長
帶動下，期內收入及溢利齊創出新高。港交所
主席史美倫也指出，上半年市況相當波動，反
映市場憂慮疫情復甦進度、環球地緣政局持續
緊張，以及全球通脹水平趨升，但即使市場持
續波動，港股上半年的日均成交額按年也大增
逾六成至1,882億元，IPO市場表現也保持強
勁，反映本港繼續吸引着大批公司來港上市。

定新“三年戰略”提升港競爭力
今年上半年共有45隻新股在主板上市，集

資額超過2,117億元，位列全球第三，數額較去
年同期急增1.28倍。滬深港通收入及其他收
益，也創半年新高紀錄，按年升78%達13.2億
元。滬股通及深股通的日均成交額按年升54%
至1,144億元人民幣，反映國際投資者仍喜歡利
用香港這個平台投資內地金融市場。同時，南
向交易日均成交額也按年升132%至481億元，
顯示“北水”對港股同樣有巨大興趣。特別是
“債券通”，日均成交額按年也有34%的增
幅，達到266億元人民幣，表現令人驚喜。

史美倫續說，未來數月董事會將與管理團
隊，一同制定並完善集團新的“三年戰略”，
戰略將繼續推動旗下市場可持續發展及不斷創

新，進一步提升作為全球金融樞紐的競爭力和
影響力。她又指，港交所在2018年進行的上市
制度改革非常成功，目前港股已成為國際領先
的新經濟及生物科技公司融資中心，現正繼續
研究及探討多項重要舉措，以求進一步鞏固香
港上市制度的競爭力， 並同時保障投資者權
益。

目前有200公司提交上市申請
對於美國當局收緊對中資公司赴美上市的

審批，企業或更多地選擇赴港上市，歐冠昇透
露，企業就來港上市的查詢，近日的確有所增
加，目前約有200家公司提交了上市申請，上
市委員會將檢討審批流程，致力為優質合資格
企業，提供良好上市平台。他又提到，香港已
成為全球第二大生物科技集資市場，相信未來
除內企外，香港會吸引更多東南亞地區的生物
科技公司來港掛牌。

問及最近國家的《反外國制裁法》或將納
入基本法附件三，會否對港交所業務帶來影響
時，歐冠昇表示難以對將來的事情作出揣測，
但提到過去兩年，在香港經歷困難環境時期，
港交所的日均成交額仍然持續增加，反映香港
市場有韌性，認為此韌性未來還會持續。至於
內地加強互聯網行業的監管，他指出，內地的
監管與其他國家並沒有很大的分別，各地政府

其實也在尋找監管新經濟行業的最佳辦法。市
場即使有波動，但未見港股交投受很大影響，
足見本港的資本和資訊自由流通，依然是市場
的最佳運作方式。

“立足中國”仍是港交所核心優勢
展望未來，歐冠昇相信“立足中國”仍會

是港交所的核心優勢，預計中國包括股市、債
市等的資本市場，未來10年可增長至100萬億
美元，對上海、深圳、香港的金融業發展有龐
大機會。而中國GDP在10年後可望達到30萬
億美元，以資本市場約為GDP的3倍計算，認
為估算合理。

港交所上半年溢利
創歷史新高

項目

收入及其他收益

支出

營運溢利

股東應佔溢利

每股盈利(攤薄)

每股中期息

金額（港元）

109.09億元

22.21億元

79.45億元

66.1億元

5.21元

4.69元

按年變幅

+24%

+9%

+29%

+26%

+26%

+26%

港交所上半年業績亮麗，多項重要數據都創半年度的歷史新高，

反映自香港實施香港國安法一年多來，金融市場穩定發展，港股的吸

引力維持，打破外國唱淡香港市場的“怨咒”。港交所11日公布，

上半年股東應佔溢利升26%至66.1億元（港元，下同），創半年度新

高；期內收入及其他收益按年升24%至逾109億元，較2020年下半

年的最高紀錄再升5%。主因大市交投活躍使交易及結算費增加，以

及更多的企業選擇來港上市，增加了港交所的收入。港股上半年的日

均成交額，較去年同期大增60%；IPO金額逾2,117億元，較去年同

期大增1.28倍，居全球第三位。港交所的亮麗業績，佐證國安法下香

港金融中心地位依然穩固。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紹基

香港國安法實施逾一年
以來，社會回復穩定，商業
活動逐步恢復，經濟終於重
回正軌，縱使面對疫情挑戰
下，本港金融業發展仍非常
暢旺，期內股票市場交投活

躍、新股上市活動蓬勃、港銀體系運作亦如
常，各項經濟數據都清晰顯示市場對香港的
金融環境已投下信心一票。事實證明，投資
者對本港的信心並沒有因為香港國安法而有
半點動搖，反而是更鞏固了香港作為國際金
融中心的地位。

過去一年港股交投暢旺表現有目共睹，
由去年7月至今年6月底，新股集資額逾5,170
億港元，按年增長54%；同期港股平均每日成
交額逾1,640億港元，按年增長69%；滬深港
通方面，同期北向及南向日均成交額達1,106
億元人民幣及375億港元，分別按年增97%及
146%；同期債券通北向通日均成交額達230億
元人民幣，按年增長34%，反映國際投資者仍
喜歡利用香港這個平台投資內地金融市場。

資金流入勁 粉碎走資謠言
香港國安法實施，令香港更有“底氣”

可以應付各種挑戰，加上在香港穩健的金融
基礎下，聯匯制度一如既往運作良好，港元
市場更錄得資金淨流入，截至今年6月底，港
銀體系結餘由去年6月底的1,316.09億港元，
升至4,574.59億港元新高，同期港銀體系的總
存款額按年升7.86%至14.08萬億元，加上港
元拆息低企亦反映本港資金充裕，上述數據
亦粉碎了坊間指香港有走資的謠言。

資管業務急升 顯港吸引力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在資金可自由

進出的優勢下，吸引不少私人財富管理經理
及高資產淨值人士。截至去年底，香港資產
及財富管理業務的管理資產按年升 21%至
34.931萬億港元；撇除資產增值影響，香港的
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淨吸資2.035萬億港元；
資產管理及基金顧問業務上升20%，達24.04
萬億元；私人銀行及私人財富管理業務則升
25%，達11.32萬億港元；信託持有資產亦升
17%至4.48萬億港元。

展望未來，香港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上月
透露，正積極與兩地監管機構確定跨境理財
通和債券通南向通的執行細節，料兩項措施
均有望早日開通，進一步擴大和深化兩地金
融市場的互聯互通，並為香港的金融業界開
拓巨大的客源和業務發展空間，推動本地財
富管理和資產管理業的蓬勃發展，進一步提
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和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
樞紐的地位。 ●香港文匯報記者 蔡競文

社
會
回
復
穩
定
港
金
融
業
﹁底
氣
﹂更
足

��



AA1010台灣新聞
星期五       2021年8月13日       Friday, August 13, 2021

（中央社）台灣 5 月中爆本
土疫情，4月15日將機組員檢疫
措施改成 「3+11」被視為防疫破
口，但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中昨
卻說 「華航諾富特案是群聚，不
算社區破口」。對此，胸腔科醫
師蘇一峰忍不住吐槽，機師同住
家人在 4 月就驗出大量 IgG 抗體
，而IgG抗體要感染超過一個月
才會產生，若不是 「機組員的隔
離檢疫時間太短，增加家人被感
染的風險，家人就把病毒傳出去
了」。

蘇一峰昨天在臉書發文分享
，疫情累計的死亡人數來到 817
例，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

官陳時中強調 「3+11政策未影響
社區」，華航諾富特案是群聚事
件，不算是社區破口，讓他聽了
忍不住吐槽說 「看來范雲無罪了
，可以出來了」。

貼文引起網友熱烈討論，
「原來萬華爆發不是 3+11 害的

，是萬華自己生出來的病毒」、
「所以，病毒真的是天上掉下來

的？」、 「3+11既非破口，那之
前說要負責，是要負什麼責呢」
、 「反正話都是他在說的」。

但也有網友留言說，病毒早
在三月就進來了，與萬華和諾富
特案幾乎同時散開，加上無法確
定諾富特員工是否有去萬華阿公

店消費，或是機師傳染給諾富特
員工後，再去萬華消費，因此整
件事應和4月15日將機組員檢疫
措施調整為 「3+11」沒有關係吧
？

對此，蘇一峰表示，機師同
住家人早在四月就驗出大量 IgG
抗體，而家人們平常並不需要隔
離，所以病毒早就傳進來了，因
為IgG抗體要感染超過一個月才
會產生。因此他認為機組員的隔
離檢疫時間太短，增加家人被感
染的風險，家人就把病毒傳出去
了。 「也許在3+11前的5+9就已
經是破口了。」

（中央社）由於台灣疫苗庫存見底，第五輪打完莫德納後，
第六輪將由高端上場，而昨天下午共有52.4萬劑自購AZ抵台，
不少民眾好奇究竟會開放給誰打。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
陳時中昨天表示，原則上會按照年齡層往下開放，考量到第四輪
是提供給38歲以上的民眾打，因此這些AZ疫苗有望給38歲以下
的族群接種。

我國自購的52.4萬劑AZ已於昨天下午抵達桃園國際機場，
待完成通關程序後，將直接運送至指定冷儲物流中心進行檢驗封
緘作業。指揮中心表示，台灣自購1000萬劑的AZ，先前已到貨
的包括3月3日11.7萬劑、7月7日62.6萬劑、7月15日56萬劑、

7月27日58.2萬劑，以及的52.4萬劑，總計約241萬劑到貨。
這波52.4萬劑的AZ會分配給誰打，陳時中昨在記者會上提

到，這波到貨的52.4萬劑AZ，原則上會依年齡層繼續往下開放
，但相關細節仍需再討論，後續可能也會有一些疫苗進來，因此
要如何適當安排，會整體做考慮。詳情尚未定案。

另外，考量到第四輪疫苗是提供給38歲以上的民眾預約施
打，加上陳時中昨天說 「原則上會依年齡往下開放」，因此38
歲以下的族群也許有可能可以打到AZ。

我國疫苗接種的人口涵蓋率37.78％，累計接種943萬3236
人次。根據指揮中心統計，截至8月11日為止，已經打第二劑疫

苗的人共56萬5947人次，涵蓋率僅2.4％。其中38萬6390人是
打AZ、7萬9557人打莫德納。

而截至昨（12日）下午5點，疫苗登記狀況，只選AZ的有
109.6 萬人，佔比 8.12%；只選莫德納的約 401.9 萬人，佔比
29.78%；只選高端的19.4萬人，佔比1.44%；複選AZ和莫德納的
有 727 萬人，佔比 53.86%；複選 AZ 和高端約 3.8 萬人、佔比
0.28%；複選莫德納與高端的約12.8萬人、佔比0.96%；三款都選
的約75萬、佔比5.55%。

全台56萬人打完2劑
新到貨AZ疫苗 38歲以下有希望

（中央社）全台疫情警戒7月27日起降至2級，但因長照機
構未鬆綁，即使是父親節也無法與家人團圓。中央流行疫情指揮
中心昨宣布，考量各縣市感染風險，除雙北外，其餘縣市的住宿
式長照機構即起開放探視，訪客必須打過疫苗或持3日內陰性證
明，機構現場需落實預約制、實聯制，且每個住民每次訪客不超
過3人。

近期有住民家屬向本報反映，因機構無法開放探視，父親節
別人歡聚時，他卻連父親的一面都見不到，雖然有視訊，但老人
家沒見到兒孫很難安心，政府是否可以及早開放探視，並希望本

報記者代向指揮中心提問。
經本報記者在疫情中心記者會提問後，疫情中心指揮官陳時

中昨宣布，即日起，除台北市、新北市外，其他縣市的住宿時長
照機構將開放探視，不過訪客須出具前3天內抗原或PCR篩檢陰
性證明，居家快篩證明亦適用。若訪客為取得解隔離治療通知書
，且距發病日未滿3個月的康復者，或完成2劑疫苗接滿14日者
，則可免除篩檢的要求。

對於居家快篩的認證，發言人莊人祥說，由各機構自行採用
認證或監測的機制，民眾可在機構現做，或是在家做之後，將快

篩檢驗結果與可顯示日期的物品照像（如iPad）以能確認為當事
人、3日內及正確操作為原則。若被發現造假，可依《傳染病防
治法》第36、70條，處新台幣3000元至1.5萬元罰鍰。

根據指揮中心 「訪客管理作業原則」，民眾探視時必須落實
預約制、實聯制、配合告知旅遊史、職業別、接觸史及是否群聚
。每位住民每次訪客人數不可超過3人，不同住民訪客間必須維
持社交距離，且需全程戴口罩。

長照機構開放探視 雙北除外

陳時中稱 「3＋11」 不算破口
胸腔醫34字狂吐槽

（中央社）應屆畢業生有福了！行政院長蘇貞昌昨宣布，針
對今年18萬名應屆畢業青年提出 「青年就業促進方案」六大措
施，不論求職或參加職訓都發放獎助金；其中尋職津貼16日上
路，只要登錄報名就提供2000元，求職期間前3個月每月1萬元
。預計總撥出經費約62億，給青年最大支撐。

蘇揆說， 「青年尋職津貼」針對待業找工作的應屆畢業青年
，總經費32億，協助10萬人。 「青年就業獎勵計畫」措施，則
是在9月30日前穩定就業3個月，將提供2萬元，滿6個月再加

發1萬元；總經費14.3億，補助5.2萬人。
另 「安定雇用計畫2.0」，青年在9月30日前透過推介就業

，前4個月發放2萬元；雇主若錄用失業青年勞工，獎勵3萬元
；總經費4.25億，協助1萬人。 「青年職得好評計畫」措施，以
青年年底前仍未就業，在3次就業諮詢後若穩定就業3個月，將
獎勵3萬元；總經費3億元，協助1萬人。

至於 「產業新尖兵計畫及學習獎勵金」措施，將提供青年參
加職訓學費補助10萬元，學習獎勵每月8000元及最多補助12個

月9.6萬元，協助1.2萬人。 「青年就業旗艦計畫」措施，則補助
提供應屆畢業青年工作或職訓的事業、訓練單位每月1.2萬，最
多補助9個月10.8萬元，預計協助1.3萬人。

此外，經濟部提供青年創業優惠貸款200萬元給20至45歲
的青年，5年優惠利息補貼的申請期限則延長至今年底止；就學
貸款利率也從1.15降到0.9%，最高可申請16年暫不還本金，每
月只繳利息。住宅租金補貼從今年8月起加碼到8000元，補助戶
數將增加至12萬戶。

尋職津點下周上路 18萬名應畢生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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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經濟

進出口總值連續14個月正增長
中國外貿增長態勢鞏固

綜合報導 海關總署發布數據顯示，

前7個月，我國進出口總值21.34萬億元

，同比增長24.5%，比2019年同期增長

22.3%。其中，出口11.66萬億元，同比

增長24.5%；進口9.68萬億元，同比增長

24.4%。

“7月份，我國外貿繼續保持良好

發展態勢，進出口總值連續第14個月實

現同比正增長。”海關總署統計分析司

司長李魁文表示，7月當月，我國進出

口總值3.27萬億元，同比增長11.5%，比

2019年同期增長18.8%。

在全球供給與需求等多重因素共同

作用下，今年以來，我國外貿實現了持

續較快增長。一方面，隨著全球經濟的

逐漸復蘇提振了國際貿易需求，對我國

出口形成了有力支撐；另一方面，我國

經濟持續穩定恢復，也帶動了進口的快

速增長。總體看，當前我國外貿穩增長

態勢進一步得到了鞏固。

數據顯示，我國民營企業進出口增

速最快，占比進一步提升。前7月，民

營企業進出口10.23萬億元，同比增長

31%，占我國外貿總值的47.9%，比去年

同期提升2.4個百分點。在貿易夥伴上，

我國對東盟、歐盟、美國、日本分別進

出口3.12萬億元、2.96萬億元、2.62萬億

元和1.37萬億元，同比分別增長24.6%、

23.4%、28.9%和12.6%。其中，東盟為我

國第一大貿易夥伴，占我國外貿總值的

14.6%。

從產品結構看，機電產品和勞動

密集型產品出口均增長。其中，機電

產品出口增長 25.5%，占出口總值的

59%。自動數據處理設備及其零部件

、手機、汽車等產品出口均有不錯的

市場表現。

值得關註的是，前7月我國一般貿

易進出口總值達13.21萬億元，同比增長

27.6%，貿易占比較去年同期提升1.5個

百分點，而加工貿易占比下滑2個百分

點。

進口方面，大宗商品進口在數量

和價格上出現漲跌互現。其中，鐵礦

砂、原油、煤等商品進口量減價揚，

天然氣進口量增價跌，大豆進口量價

齊升。

從市場分析看，外部需求回暖、國

內經濟穩中向好，有望繼續為外貿穩定

增長提供有力支撐。商務部近期的一項

調查顯示，約有40%的外貿企業新簽出

口訂單出現同比增長。

“不過，隨著去年同期基數的逐步

擡高，下半年外貿增速將有所回落，未

來外貿發展仍將面臨諸多不確定、不穩

定因素。”李魁文分析表示，目前全球

疫情起伏反復、世界經濟復蘇緩慢，再

加上原材料價格高企、海運物流不暢等

問題，擠壓了外貿企業的利潤空間，同

時也給企業接單意願帶來了影響。

針對下半年可能出現的匯率波動、

用工成本加大等不利因素，商務部外貿

司司長李興乾表示，商務部將進一步完

善貿易政策工具箱，優化營商環境，降

低企業成本，支持各類市場主體特別是

中小微外貿企業穩定生產。

“在做好政策儲備的同時，我國

高水平開放平臺建設也將助力外貿

穩增長。”中國宏觀經濟研究院外

經所研究員楊長湧表示，近年來，

自由貿易試驗區、海南自由貿易港、

綜合保稅區、跨境電商綜合試驗區等

開放平臺建設不斷趨向成熟，有助於

外貿企業更好地利用好兩個市場、兩

種資源，促進國內國際雙循環更加順

暢聯通。

李魁文表示，近期發布的《“十四

五”海關發展規劃》提出，必須把推動

外貿高質量發展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下一步，將繼續發揮好自身職能優勢，

以國際循環提升國內大循環的效率和水

平，推動形成我國參與國際經濟合作和

競爭新優勢。

境外機構不斷加碼債市
連續32個月增持人民幣債券

綜合報導 今年以來，境外機構對人民幣債券

的熱情依舊不減。據中央結算公司日前公布的7月

份債券托管量數據顯示，當月，境外機構的人民幣

債券托管面額為 33751.87 億元，較 6 月份增加

753.52億元，環比增量創今年3月份以來新高。另

外，截至7月份，境外機構已連續32個月增持人民

幣債券。

從7月份境外機構持有的券種結構來看，國債

的規模最高，達21849.66億元，占比達64.74%；其

次為政策性銀行債，規模為10434.76億元，占比達

30.91%。

據中國人民銀行上海總部發布的數據顯示，7

月份，新增5家境外機構主體進入銀行間債券市場

。截至7月末，共有972家境外機構主體入市，其

中487家通過直接投資渠道入市，686家通過“債

券通”渠道入市，201家同時通過上述兩個渠道入

市。

“對人民幣債券的需求是境外機構增持人民

幣債券的主要原因。”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數字經

濟研究院執行院長、教授盤和林在接受記者采訪

時表示，一方面，全球三大債券指數提供商悉數

將中國國債納入其主要指數，為人民幣債券帶來

境外投資需求；另一方面，中國在去年新冠肺炎

疫情期間以及今年以來出色的經濟表現，為境外投

資者增強了信心。

當前，中國債券市場已發展成為全球第二大

債券市場，品種豐富，交易工具齊全，基礎設施

安全高效，具備了相當的深度與廣度。近年來，

中國人民銀行、國家外匯管理局一直穩步推進銀

行間債券市場有序開放。目前，境外機構投資者

可以通過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人民幣合格境外

機構投資者、直接入市、“債券通”等多種渠道

投資我國銀行間債券市場。同時，隨著今年3月

份富時羅素最終確認將中國國債納入富時世界國

債指數，中國債券將悉數納入彭博巴克萊全球綜

合指數、摩根大通全球新興市場政府債券指數和

富時世界國債指數這三大全球投資者主要跟蹤的

債券指數。

中國經濟基本面的穩中向好，為吸引外資

機構持續流入我國債券市場奠定了堅實基礎

。上半年，我國經濟亮點突出，國內生產總

值同比增長 12.7%，在全球主要經濟體中名列

前茅。

“2020年以來，外資購買境內債券大概占了

全口徑外債增幅的一半，這主要是因為中國經

濟率先復蘇，債券市場持續開放，人民幣資產

收益良好，避險屬性不斷增強。”國家外匯管

理局副局長、新聞發言人王春英在7月份國新辦

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表示，境外投資者還將會

繼續投資我國債券。今年 10月份，中國國債將

會正式納入富時羅素世界債券國債指數，至此，

國際上主流相關指數裏均將涵蓋人民幣債券。6

月末，國內債券托管量中外資占比 3.1%，未來

提升的空間比較大。但是，或不會高速增長，

因為隨著全球經濟恢復，外部流動性、利率水

平均將回歸常態。因此，外資增持境內債券的

步伐應該是更加穩健的，會以長期投資和多元

化資產配置為主。

盤和林表示，在中國經濟持續向好、金融市場

不斷擴大對外開放的背景下，中國債券收益穩定且

利率收益較高，未來境外機構投資者有望進一步增

持人民幣債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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