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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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14/2021

（中央社）民兵組織塔利班（Tal-
iban）攻城掠地升高阿富汗境內危機之
際，聯合國難民署今天警告，衝突加劇
對流離失所婦女和孩童造成的衝擊，同
時呼籲阿富汗鄰國維持邊界開放。

聯合國難民署（UNHCR）發言人
在日內瓦（Geneva）簡報會中表示，
「無法尋求安全將危及無數人民的性命

，（我們）隨時準備好協助國家當局擴
大人道救助規模」。他補充說，世界糧
食計劃署（World Food Programme）認
為，阿富汗的糧食短缺情形 「相當危急
」且不斷惡化，阿富汗局勢符合人道災
難的所有特點。

聯合國難民署發布聲明稿指出，阿
富汗境內 34 省中的 32 省陷入衝突中，

因而受影響的女人和女孩尤其令人擔憂
，自5月底以來被迫逃亡的近25萬阿富
汗人民中，約80%是婦女和兒童。

聯合國難民署疾呼國際社會，加強
針對阿富汗近期流離失所危機伸出援手
的回應努力，並呼籲鄰國維持邊界開放
。

路透社路透社

阿富汗危機衝擊婦孺阿富汗危機衝擊婦孺
聯合國籲鄰國維持邊界開放聯合國籲鄰國維持邊界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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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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sident Biden’s huge
infrastructure spending
and withdrawal from
Afghanistan are both big
challenges for the new
administration.

The Senate passage of
the bipartisan $1.2 trillion
traditional infrastructure
package was a huge win
for Biden. A companion
$3.5 trillion budget could
reshape the economy and
American society by
funding the home care
community, college tuition
and climate initiatives. As
Biden said, “I am
committed to making sure
that our historic economic
recovery this time
reaches everyone and
eases the burden on
working families, not just
this year, but for the years
to come.” Such a bright

future for all of us.

But if withdrawing the
troops from Afghanistan
becomes ever more
alarming and increases
the likelihood of a Taliban
takeover, it may be seen
by foreign foes as a
weakening of U.S. power.

Today, the Taliban has
now seized nine
provincial capitals and it is
just a matter of time until
they will take over the
nation’s capital. It will
end a democratic dream
with the blood of many U.
S. troops.

If one day an equivalent
photo of U.S. helicopters
leaving Saigon in 1975
are seen coming out of
Kabul, it could become
emblematic of Biden’s

presidency.

Today in Washington DC,

our 78-year-old
president is a very busy
man.

0808//1313//20212021

I Am In The NationI Am In The Nation’’s Capitals Capital

就任已經超過半年的拜登政府
除了苦戰新冠病毒之外， 他所面臨
之兩大挑戰就是通過基建方案和從阿
富汗撤軍。

在白宮草坪上， 拜登總統和他
民主黨同僚非常高興地宣布參院能以
六十七票通過一萬二千萬億的基建預
算案 ，為美國経濟殺出一條血路，
雖然尚待眾院通過， 應該不是問題
，這也是拜登總統就職以來最大的一
次勝利。

然而從阿富汗撤軍就是個非常嚴
重的事情了， 這項舉動曾經在奧巴
馬及川普時代要進行，都沒有成功
， 他們都怕阿富汗撤軍後會影響到

自己的政治前途而作罷 ，只有拜登
下定決心， 要把美國從過去二十年
的泥沼中撤出， 全面撤軍結束美國
在亞洲最後一場戰役，

不幸的是， 反叛軍塔力班可能
就在六十天左右攻佔阿富汗首都卡布
而重返執政， 種種跡象顕示， 塔力
班重返執政是遅早之事， 如果有如
一九七五年美軍撤除越南西貢，直昇
機吊起難民的景象再度出現， 將是
對美國及拜登總統之極大傷害， 也
再次證明美國軍事行動之彻底失敗。

七十八歲的拜登總統仍要日理萬
機 ，他可能是華府最年長又最繁忙
的人了。

我在華府看世界我在華府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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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韓國國防部今天表示，一名海軍
女士官長在基地宿舍自殺身亡。媒體報導，女
士官長身亡之前，曾遭到上級長官性騷擾。這
是韓國近數月來發生的第2起這類事件。

韓國軍中類似事件一再發生，公眾怒火日
益升高。

女士官長的遺體昨天被發現。韓媒報導，
她5月曾投訴，在一家餐廳遭到長官性騷擾，
但無法成功上報，直到這個月才開始調查。

路透社報導，女士官長事發後曾告知一名
長官，但直到上週才正式通報，當時她是向一
名指揮官直接上報此事。

另有一名空軍女士官今年3月遭受性騷擾
後，投訴卻沒有下文，5月在結婚登記當天自
殺身亡，引發公憤。遭指控性騷擾的空軍士官
長今天受審。

聯合新聞通訊社（Yonhap）報導，士官長
今天認罪，承認今年3月在瑞山市用過晚餐後
返回基地時，在車上對女士官伸出狼爪。

韓國空軍參謀長6月為此事引咎辭職，國
防部長徐旭向大眾致歉，表示他對此 「深感責
任重大」。

今天再度傳出女士官長輕生，青瓦台發布
聲明表示，總統文在寅對於軍中一再發生類似

事件感到 「震怒」。
聲明表示： 「我不知道要如何對失去至親

的家屬表達慰問之意。」
韓國國防部聲明，部長徐旭對於海軍女士

官長身亡 「深感遺憾」，並表示 「這種事情根
本不該發生」。

文在寅和徐旭均下令，調查工作必須徹底
。

韓國軍隊充斥霸凌與各式欺凌事件早已不
是新鮮事。

今年3月，因動了變性手術而遭軍方強制
除役的士官邊希秀（Byun Hee-soo，音譯）被
人發現陳屍家中。

23歲的邊希秀生前為陸軍上士，2017年自
願從軍，2019年前往泰國進行變性手術。韓國
國防部將她的去勢歸類為心理或生理障礙，軍
方去年裁定她將強制退役。

她當時含淚召開記者會，請求軍方讓她繼
續服役但仍遭拒，她之後曾試圖自殺，在3月
自盡身亡。

自殺警語：珍惜生命，自殺不能解決問題
，生命一定可以找到出路。若需諮商或相關協
助可撥生命線專線 「1995」、張老師服務專線
「1980」或衛福部安心專線 「1925」。

韓國軍隊再爆性醜聞
遭性騷女士官長自殺身亡

拜登總統總算鬆了一口氣, 因為他提出的
“Build Back Better”治國藍圖終於露出曙光,
參議院兩黨罕見以69對30票通過預算高達1.2
兆億美元的基礎建設法案，拜登開懷表示:”
這次能克服兩黨歧見,表示美式民主可行, 美國
將朝復甦之路前行!”

拜登有樂觀的理由, 因這項一攬子基礎設
施方案是他推進的治國核心, 也是聯邦政府近
幾十年來對美國基礎設施包括鐵路、公路、橋
樑、水渠和電網等與民生有關的最大規模工程
, 絕非僅在創造工作機會而已。

不過拜登也別高興太快, 這次共和黨願與
民主黨捐棄前嫌, 除因基建計畫太重要,民主黨
也展現誠意, 保證不增加企業稅獲得資金, 也承
諾部分經費來自抗疫基金，所以參議院少數黨
領袖麥康奈爾與資深參議員羅姆尼才說服同黨
其他17位議員投同意票, 但30位共和黨參議員
依頑固反對, 只因全院通過了,他們就不可使用
filibuster 來阻撓。事實上,這次全院縱使過不了,
民主黨也可仗勢人多而使用預算和解協議(bud-
get reconciliation) 方式單獨通過。

基建法案雖在參院通過,但送到眾議院又是
難關, 照說眾議院由執政黨掌控, 不可能違逆白
宮旨意，但眾議院議長裴洛西卻宣稱，參議院
須先通過另一規模更大的軟基建案，眾院才願
把兩案一起表決,換言之, 裴洛西不願”一碼歸
一碼” 。

參議院共和黨已表明對不支持那個包括對
教育、氣候、文化、藝術、衛生和保健改造的
預算案，而這個被稱為反貧困和氣候的計劃預
算高達3.5 兆美元, 民主黨唯有動用預算和解協
議方式通過，但兩位黨內作風極為保守的喬曼
欽 Joe Manchin 與 克 里 絲 汀·希 妮 瑪 Kyrsten
Sinema對增加富人遺產稅和環保的影響堅決反
對, 所以民主黨如擺不平這兩人就過不了關卡,
一旦過關送到眾議院後, 眾議院諸公如再不高
抬貴手,一切法案將胎死腹中。

明年中期選舉迫在眉睫, 民主黨當然希望
能通過這兩個法案以增加選舉籌碼,但對於共和
黨來說，否決兩個法案將讓民主黨一事無成，
那就有利於自己的選舉而增加席次, 並且能奪
回一個議會以扭轉當前在國會的劣勢局面啦！

【李著華觀點 : 開不了工
美國基建還需眾議院貴人相助】



AA55廣 告
星期六       2021年8月14日       Saturday, August 14, 2021



AA66新聞圖片
星期六       2021年8月14日       Saturday, August 14, 2021

菲律賓馬尼拉三度菲律賓馬尼拉三度““封城封城”” 綠帶商圈全面歇業綠帶商圈全面歇業

於菲律賓感染德爾塔毒株病例呈上升趨勢於菲律賓感染德爾塔毒株病例呈上升趨勢，，首都大馬尼拉地區第三首都大馬尼拉地區第三
度實行度實行““加強社區隔離加強社區隔離”，”，並將延續到並將延續到2020日日。。圖為馬尼拉圖為馬尼拉CBDCBD馬卡蒂馬卡蒂
街頭車輛明顯減少街頭車輛明顯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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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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每日郵報》報導， Delta變種病毒再次
於美國掀起疫情，感染者卻多為不願接種疫苗的民眾與南方洲
。美國西維吉尼亞大學因此祭出鐵腕規定，2021年秋季準備就
讀衛斯理學院的學生，如果拒打疫苗將論處750美元(約新臺幣
21097元)的罰款；若因此染疫，除須在校內隔離外，還要再罰
上250美元(約新臺幣7032元)。

此外，還沒接種疫苗的學生與教職員，每週將進行一次新
冠肺炎篩檢。與此同時，沒接種口罩的人在校園內須全程配戴

口罩。
根據西維吉尼亞大學網頁上解釋，如果學生無法向校方提

供有效的疫苗接種紀錄，證實自己有打疫苗，將不會退還這
750美元。至於收到的罰金，校方將用於篩檢與各種校園安全
措施，以維護每位學子的安全。

不過，校方的苦心顯然不被大多數人認同，社群媒體上批
評的口水已將支持者淹沒。網友表示， 「我希望學生會把錢拿
去別的地方念書」、 「假如這是真的，這種學校根本要抵制」

、 「這裡再也不是自由聖地」。但也有支持者聲援， 「總有人
要做點甚麼，謝謝西維吉尼亞衛斯里學院的聲明」。

事實上，除了大學祭出鐵腕作為外，多家財富在前500強
的企業都正擬定自己的疫苗規範。目前已知有類似計畫的企業
包括微軟與高盛，未來不打疫苗的人恐寸步難行。

此外，五角大廈也宣布所有官兵都須接種疫苗，美國白宮
首席防疫專家佛奇（Anthony Fauci）更認為教師也該強制接種
疫苗。

美軍8／31結束阿富汗任務 20年大事記

因應陸威脅 美F-35要升級強心

（綜合報導）美國在911恐攻之
後，對庇護蓋達組織首腦賓拉登的
阿富汗發動反恐戰爭，推翻當時統
治者塔利班。然而，隨著美國在阿
富汗長達近 20 年的駐軍時代即將告
終，塔利班正捲土重來。

美國宣布即將撤軍後，阿富汗
長期以來的衝突從5月開始白熱化。
而由美國領導的軍事同盟也展開最
後階段撤離，預料將於8月31日前完
成。

「新 聞 日 報 」 （The Journal
News）報導，美國撤軍，讓武裝組
織塔利班又得以奪回未掌控約 20 年
的阿富汗城市。目前在阿富汗 34 個
省會中，已有 10 個落入塔利班掌控
。

阿富汗總統甘尼（Ashraf Ghani
）這週稍早飛抵四面楚歌的北方大
城馬薩里沙利夫（Mazar-i-Sharif）
坐鎮，試圖提振士氣，但即使有美
國的支持，戰事仍舊緊繃。

美國總統拜登 10 日表示，美國
過去20年在阿富汗花費超過1兆美元
，訓練了 30 萬阿富汗士兵，並給他
們現代裝備。阿富汗的領袖必須團
結，必須替自己奮鬥，替他們的國
家奮鬥。

他說，美軍在阿富汗的任務會
在8月31日結束，阿富汗人必須決定
自己的未來，他不會再派另一個世
代的美國人去加入這場已經持續 20
年的戰爭。

拜登的發言招致一些批評，但
身為美國陷入阿富汗戰爭後的第4位

總統，拜登的話看似沒有轉圜餘地
。

美國究竟是為何進攻阿富汗，
又為何落到原先的統治者塔利班如
今又反攻要奪回政權的局面？一切
要追溯到20年前的911恐怖攻擊事件
。

● 反恐戰爭
2001 年 9 月 11 日 ， 蓋 達 組 織

（Al-Qaeda）發動恐怖攻擊，造成
近 3000 美國人喪生。美國譴責阿富
汗與當時的塔利班政府窩藏蓋達首
腦賓拉登（Osama bin Laden）。

在911發生後不到一個月，當時
的美國總統小布希（George W. Bush
）於10月7日對阿富汗展開 「持久自
由行動」（Operation Enduring Free-
dom）。

這場行動開啟了美國的 「反恐
戰爭」，僅花費數週，就推翻自
1996 年起掌控阿富汗的塔利班政權
。

● 被遺忘的戰爭
2003年3月，美國的注意力暫時

轉 移 到 推 翻 獨 裁 者 海 珊 （Saddam
Hussein）的伊拉克戰爭。

塔利班和其他伊斯蘭組織以阿
富汗的南部和東部為據點重新集結
。從那裡可以發動攻擊，並輕易逃
往在巴基斯坦部落地區的基地。

2008 年，美國駐阿富汗司令要
求更多兵力支援。小布希加派美軍
，使得駐阿富汗美軍人數來到 4 萬
8500人。

● 全盛時期10萬美軍

2009年，歐巴馬（Barack Obama
）打著結束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的
口號當上美國總統。

不過，他上任後美國在阿富汗
的駐軍暴增到約 6 萬 8000 人。同年
12月，歐巴馬再派遣3萬美軍進駐阿
富汗。

截至2010年，約有15萬外國軍
人派駐阿富汗，當中 10 萬人為美軍
。

● 賓拉登之死
2011年5月2日，賓拉登在巴基

斯坦藏匿處遭美國特種部隊擊斃。
● 結束戰鬥任務
2014 年 12 月，北大西洋公約組

織（NATO）結束在阿富汗的戰鬥
任務。不過，仍有1萬2500名外國軍
人留守阿富汗執行反恐任務，其中
9800人是美軍。

但隨著塔利班勢力擴張，阿富
汗情勢逐漸惡化。

● 美國再度增兵
美 國 總 統 川 普 （Donald

Trump）對美國撤軍不設定時間表，
並在2017年8月再度增派兵力。美軍
大規模增加空襲行動。

● 和談與協議
2018 年，華府和塔利班代表在

卡達首都杜哈召開特別會談，討論
美國撤軍阿富汗。

華府開出條件，要求塔利班不
可讓阿富汗再次成為 「蓋達組織」
等聖戰組織的庇護所。

2020 年 2 月 29 日，美國和塔利
班簽署歷史性協議。

塔利班與阿富汗政府的和平會
談於9月12日展開，但暴力衝突隨後
升高，和談陷入僵局。塔利班被指
控對一系列知名運動人士、政治人
物、新聞記者以及公職女性等展開
攻擊。

● 最終撤軍日與塔利班攻勢
截至川普在2021年1月結束任期

時，美國在阿富汗的駐軍人數已經
降至2500人。

新任美國總統拜登宣布將會遵
守與塔利班的協議，但把撤軍期限
延後到9月11日。

拜登今年4月14日正式宣布，在
今年911恐怖攻擊事件20週年紀念日
前，將撤回所有駐阿富汗美軍，結
束這場美國陷入最久的戰爭。

隨後拜登在7月8日又說，美軍
近20年前在阿富汗展開的任務將於8
月 31 日結束，獨自決定自己的未來
是阿富汗人民的權利和責任。

在原本的撤軍期限5月1日過去
後，阿富汗暴力衝突開始升高，塔
利班發動一連串攻擊行動，並佔據
數個大城市附近的鄉村地區，令人
憂心一旦美軍和國際部隊撤離，阿
富汗政府軍將會兵敗如山倒。

● 激烈交火
5月初，北約展開在阿富汗的最

終撤軍，9600 名士兵中有 2500 人為
美軍。

在此同時，塔利班與阿富汗政
府軍在南部海曼德省（Helmand）爆
發激戰。

5月8日，一顆炸彈在喀布爾一

所女校外爆炸，造成 85 人喪生，大
多是學童。這起今年最致命攻擊事
件據信是塔利班發動，但他們並未
承認。

5月中旬，美軍從坎達哈（Kan-
dahar）的空軍基地撤軍。

● 關鍵邊界
塔利班取得大片土地的控制權

，包括鄰近塔吉克的邊境城市謝爾
罕班達（Shir Khan Bandar），迫使
塔吉克進行戰備檢查。

7月9日，塔利班宣布佔領與伊
朗接壤的阿富汗最大邊境口岸伊斯
蘭卡拉（Islam Qala）。

● 城市相繼淪陷
8月的第一個週末，塔利班對都

會中心發動猛攻，至少3個省會遭到
攻擊。美國和英國稱塔利班已經犯
下 「戰爭罪」，指控塔利班在史賓
波達克鎮（Spin Boldak） 「屠殺平民
」。

8月6日，塔利班在首都一座清
真寺，射殺阿富汗政府的媒體資訊
中心主任梅納泊（Dawa Khan Mena-
pal）。

8月7日，塔利班攻陷了首座省
會，西南部寧羅茲省（Nimroz）省
會薩蘭吉（Zaranj）落入塔利班之手
，並稱 「未經戰鬥」就拿下這個城
市。接下來數天，北部數個城市相
繼淪陷。

儘管阿富汗的血腥衝突正在升
高，但美國總統拜登並未表示要延
後撤軍期限。

拒打疫苗就罰錢拒打疫苗就罰錢
若染疫還要接受若染疫還要接受22項處罰項處罰 美大學祭鐵腕美大學祭鐵腕

（綜合報導）美國國防部為了讓F-35能繼續因應中國與
日俱增的威脅，開始挹注資金，升級這款隱形戰機。不過，目
前的引擎製造商普惠（Pratt & Whitney）主張，F135推進系統
也該在升級計畫內。

據《防務新聞》（Defense News）13日報導，隨著中俄升
級戰機和防空系統，未來10年，五角大廈也準備用新武器套件
，運算技術與軟體升級F-35。

然而，普惠F135引擎專案副總裁萊特卡（Jen Latka）說，

起碼目前在第4批戰機升級中， F135引擎現代化並不在內。她
強調，如今是該提出要求與資金，並啟動計畫的時候了。普惠
3月就F135 引擎升級，向F-35聯合專案辦公室（F-35 JPO）
提出研究。其中提議了兩項引擎升級套裝方案，以應用在3款
F-35戰機上。

「我們的目標是提供所能想到最符合成本效益的對策，」
萊特卡說， 「以滿足這戰機未來的需求。」而F-35聯合專案
辦公室說，它針對第4批次後F-35戰機未來對動力，冷卻系統

和飛行性能等需求，正在評估普惠，還有其他來源的研究。
普惠認為，提升引擎性能將使航程增加 11%、推力提高

10%，還有讓F-35 維持隱形特性重要因素的熱管理強化50%。
儘管萊特卡不願透露細節，但表示新型F135將升級不漲價。此
外，升級後的新設計將使維修引擎不那麼昂貴。據普惠估計，
改良的引擎在整個壽期可能節省約400億美元（約1.1兆台幣）
維修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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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超25萬青少年
接種首劑疫苗

綜合報導 為應對德爾

塔變異新冠病毒的快速蔓

延，柬埔寨加速推進疫苗

接種工作，目前全國已有

超 25萬名 12歲至 17歲青

少年接種首劑疫苗，相關

邊境省份已開展第三劑新

冠疫苗接種工作。

根據柬埔寨衛生部 8

日通報，該國當天新增報

告 556例新冠肺炎確診病

例，新增治愈出院 750例

，新增死亡25例。新增確

診病例中，402例為社區傳

播感染病例，15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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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萬例，累

計治愈7.5萬例，累計死亡

1562例。

柬埔寨與泰國接壤省

份當天上午開展接種第三

劑新冠疫苗工作，以加強

前線人員抵抗新冠病毒的

免疫力。柬埔寨王家軍出

動軍用直升機，協助衛生

部運送一批新冠疫苗前往

與泰國接壤的7個省份，

即馬德望、蔔疊棉芷、拜

靈、國公、奧多棉芷、菩

薩和柏威夏省。

根據計劃，柬埔寨衛

生部將為上述7個省份前

線人員接種“第三針”(加

強針)，包括醫療人員、公

務員、武裝部隊成員及其

家屬。衛生部估計，上述

7個省份共 4萬人將接種

“第三針”。

根據柬埔寨衛生部 8

日發布的最新報告，截至

8月7日，柬埔寨全國新冠

疫苗接種人數達到804.4萬

人。8月1日至7日，全國

共計25.2萬名12歲至17歲

青少年已接種首劑疫苗。

此外，金邊市將於 8

月9日起啟動新一輪新冠

疫苗接種工作，官方消

息稱，所有尚未接種疫

苗的市民可前往安東醫院

和國家母嬰保護中心進行

接種。

金邊市政府消息稱，

第二輪新冠疫苗接種工作

從8月9日直至9月8日。

疫苗接種工作時間為上午

8至11時，下午2至4時。

金邊市民前往接種時需攜

帶身份證等相關證件。

馬來西亞放寬
完成新冠疫苗接種者防疫限製

綜合報導 馬來西亞總理穆希丁宣

布，該國從本月10日起將放寬對完成

新冠疫苗接種者的防疫限製。

根據穆希丁的宣布，如所在州屬(

聯邦直轄區)已進入國家復蘇計劃第

二階段，完成疫苗接種者可被允許餐

廳堂食和在國內旅遊；完成疫苗接種

者亦可跨州與妻兒及已完成疫苗接種

的父母會面；無論馬來西亞公民還是

其他國家公民，只要完成疫苗接種，

入境馬來西亞時可居家隔離，免於集

中隔離。

穆希丁強調，馬來西亞對完成疫苗

接種者的定義為接種兩劑科興、阿斯利

康或輝瑞疫苗後14天，接種一劑康希

諾或強生疫苗後28天。包括科興疫苗

、康希諾疫苗在內的這五種疫苗是該國

已批準緊急使用的新冠疫苗。

隨著馬來西亞加大疫苗接種力度，

目前該國已有三分之二成年人至少接種

一劑疫苗，超過三分之一成年人完成疫

苗接種。尤其是首都吉隆坡和緊鄰的雪

蘭莪州地區，已基本實現所有成年人至

少接種一劑疫苗。

馬來西亞近期新增確診病例居高不

下，截至8日12時，該國在過去24小

時新增確診

病 例 18688

例，連續 27

天超過萬例

。 目 前該國

累計確診病

例約達126萬

例。

但 新 冠

疫情和嚴格

的防疫管控

措施也給馬

來西亞民眾

生計和國內

經濟狀況帶來影響。日前發表的一份報

告顯示，去年全馬約有二成中等收入家

庭因疫情影響下降為低收入家庭。馬來

西亞多個工商團體近期也不斷呼籲在疫

苗接種率提高下放寬防疫限製，以利企

業和民眾紓困。

東京奧運剛落幕
菅義偉內閣支持率跌破3成創新低

綜合報導 在日本東京奧運會

閉幕後公布的首個民調顯示，日本

首相菅義偉內閣的支持率滑落到

28%，這是他自2020年9月上任以

來支持率首次低於30%。

據報道，9日公布的調查顯示

，菅義偉內閣的支持率自他上任以

來，首次下滑至30%以下，這表明

在新冠疫情反彈的情況下，東京奧

運會未能提升他的支持率。

報道稱，日本《朝日新聞》進

行的這次民調結果，與東京奧運會

開幕前的7月民調相比，菅義偉內

閣支持率從31%跌到28%、不支持

率從49%上升到 53%。談到東京

奧會運舉辦，有 56%受訪者認為

“很好”，另有32%受訪者認為

“不好”。

另外，日本的疫苗接種工作進

展緩慢，也損害了菅義偉的聲望。

德爾塔變異毒株的迅速傳播導致新

的感染病例激增，日本累計感染病

例日前已經超過100萬大關。

菅義偉和奧運會組織者表示，

東京奧運會和病例激增之間沒有任

何聯系。

印
尼
雅
萬
高
鐵
接
連
貫
通
兩
條
隧
道

綜合報導 印尼雅萬高鐵8號隧道8日實現全

隧貫通。這是繼兩天前10號隧道貫通後，雅萬高

鐵完成的又一重要控製性工程。

至此，印尼雅萬高鐵全線13條隧道已有10條

貫通，為全線建成通車奠定了堅實基礎。本月6日，

雅萬高鐵10號隧道剛剛實現全隧貫通。

雅萬高鐵8號隧道位於西萬隆縣西卡隆鎮境內，全

長2190米，最大埋深約95米，是全線第二長隧道。

該隧道由中國鐵路國際公司牽頭的中方施工

聯合體成員中鐵三局負責施工。據項目負責人介

紹，在施工過程中先後克服了火山堆積層地質條

件復雜，下穿既有鐵路、公路等一系列難題，采

用6個開挖作業面同時施工，堅持采用超前地質預

報與監控量測系統，嚴格執行工藝工法，有力保

證了隧道施工進度及下穿既有鐵路、公路安全。

同樣由該公司負責施工的10號隧道位於西萬隆縣

帕達拉郎鎮境內，全長1230米。隧道地表主要分布為

水稻田，出口為村鎮，最大埋深37米，隧道在進口段

下穿既有運營鐵路，安全風險高、施工難度大。施工

企業克服了埋深淺、地質差，下穿既有鐵路為老式窄

軌鐵路、極易變形難以控製，且車流量較大，施工安

全風險高等眾多難題，保證了施工進度及安全。

目前正值印尼第二波新冠疫情兇猛反彈期間，

中國中鐵印尼雅萬高鐵項目經理部采取全面有效防

疫措施，盡全力降低疫情帶來的不利影響，在確保參建員工

健康安全的同時，正不斷加快推進雅萬高鐵施工進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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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選人：有競爭更體現多元化代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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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
治祖）新選舉制度下有9個功
能界別的選民基礎改為只由團
體選民組成，這些界別原有的
個人選民已不再符合登記資
格，致使社會有人擔憂會影響
有關界別的代表性。有相關界
別的選委參選人12日在接受
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團體
票並非僅代表個人的聲音，一
個團體可以代表上千個認同這
個團體理念的會員，一個總會
亦可以代表多個團體會員，因
此選民基礎改為只由團體選民
組成並不會影響選委會的廣泛
代表性。

參選商界（第二）界別分
組的香港中華總商會會長袁武
指出，過往不少功能界別的選
民基礎都有團體票，但不等於
沒有代表性，因為一個團體可
以代表上千個會員，一個總會
亦可以代表多個會員協會，因
此將選民基礎改為只由團體選
民組成，並不會影響選委會的
廣泛代表性。他並指，社會穩
定對營商環境非常重要，若自
己當選，希望選出有承擔、有
能力、能團結社會發展經濟的
管治者。

香港中華出入口商會永遠
名譽會董張明敏參選進出口界
界別分組。他表示，任何選舉
制度都需要時間驗正成效，但
近年社會的變化反映選舉制度
需要完善，相信市民和業界都
會認同中央是次完善選舉制度
的舉措。他期望日後的管治者
都能做實事，帶領香港配合國
家發展，背靠祖國把握龐大機
遇，再創新天。

參選飲食界選委的香港餐
務管理協會主席楊位醒指，過

往飲食界的選民基礎為團體票加個人票，
但事實上某些有多間連鎖式商店的餐飲集
團、或有多間分店的餐廳，不僅佔地面積
大、營業額高，對社會亦投放了不少資
源，但在過往的制度下這些團體都只得一
張至數張票，與個人票相比較根本不公
道，因此是次飲食界的選民基礎改為只由
團體選民組成，反而更能代表業界聲音。

對有人稱不少界別都是“等額選
舉”，並會阻礙不同立場的人參選，張
明敏指出，從來都沒有人阻止他人報名
參選；袁武則指每個界別的參選人都需
要有足夠提名，社會都歡迎願意為港貢
獻、承擔的人參選，只要一心一意為國
家、為香港，不見得這些人會被阻止參
選。

2021年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一般

選舉提名期12日結束。在36個會經選

舉產生委員的界別分組中，有13個界

別分組的報名人數多於席位數目，若全

部參選人都能通過候選人資格審查委員

會的審查，且無人中途退選，則這些界

別須於下月19日舉行選舉。部分相關

界別的選委參選人12日在接受香港文

匯報訪問時表示，有競爭代表社會有不

少願意為國家為香港貢獻的有志人士，

更能體現選委會的多元和廣泛代表性。

他們都對自己的政綱有信心，若有幸當

選會為香港選出有利業界乃至社會整體

利益的管治者。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參選人促政府助弱勢

●教育專業聯盟日前報名參選選舉委員會教育界別分組。 資料圖片

●社福Team動力日前報名參選選舉委員會社福界分組。 資料圖片

在12日提名期結束後，共有13個界別分組的
參選人數多於席位數目，分別為商界（第

三），金融服務界，保險界，科技創新界，建
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法律界，教育
界，醫學及衞生服務界，中醫界，社會福利界，
勞工界，港九和新界的分區委員會、地區撲滅罪
行委員會及地區防火委員會委員的代表。

社福醫衞競逐最激烈
競爭最激烈的是社會福利界，該界別有12

個由選舉產生的議席，至12日共有23人參選，
即約兩人競逐一席；其次是醫學及衞生服務界，
有24人競逐14席。

不少參選人都表示歡迎競爭。組成13人名單
參選教育界的“教育專業聯盟”總策劃、教育評
議會主席何漢權表示，是次參選的名單包括多個
教育團體，均長期在推動教育政策上默默耕耘，
向特區政府爭取增撥更多教育資源，秉持“學生
為本尊師重教”的理念，若當選會持續展開諮
詢，務求廣泛吸納業界意見並向政府反映。對教
育界選委參選人數多於席位數目，何漢權認為有
競爭，反映社會有更多人願意為國家為香港貢
獻。

參選醫學及衞生服務界的外科醫生林哲玄坦
言，自己擔任與業界相關的公職約20年，有信
心面對競爭，而參選是希望日後的管治者理解香
港醫療問題的關鍵。他指現時醫生工作艱辛，源
於人口老化問題和公私營協作計劃推進緩慢，期
望政府日後可推動基層醫療服務發展。他並指，
近年行政立法關係惡劣，行政效率低，期望選委
會能做好把關，成為“潤滑”行政立法關係的角
色，選出能引領香港前進的管治者。

參選社會福利界的註冊社工朱麗玲表示，自
己向來關注長者議題，即使有競爭也希望盡力反
映相關聲音，期望下任行政長官和下屆立法會議
員都能多關注安老或照顧者政策。

陳清泉：讓科技界發聲
獲“粵港澳大灣區院士聯盟”提名的中國工

程院院士陳清泉表示，一個經濟體只靠金融股票
地產是不健全的，香港還要有高科技的產業和高
附加值，而香港的短板是科技，可惜以前的選舉
制度沒有一個平台，讓在香港的中國科學院和工
程院院士有機會發聲，因此希望能在完善後更好
的選舉制度反映香港各界的意見和大多數市民的
意願，將香港打造為“新東方明珠”，建設成為
國際創新科技中心。

他認為，民主的唯一標準就是能否代表真的
民意，而新的選舉制度更能反映社會各界的均衡

參與，讓有能力的愛國愛港人士有機會參政和議
政，讓香港精英人士可以表達民意，因此新的選
舉制度更能體現民主。

互聯網專業協會會長冼漢廸表示，科技創新
界別內的團體選民涵蓋不同創科領域的持份者，
除現有的業界團體外也包括例如國家重點實驗
室、兩院院士等創科領軍人物。這種種安排，均
令選舉的廣泛代表性得以彰顯，業界內部討論及
梳理後凝聚專業共識，高效地向政府反映意見及
政策倡議，對實現高質民主也有正面促進作用。

地區三會參選人信心足
深水埗區議員劉佩玉參選港九分區委員會、

地區撲滅罪行委員會及地區防火委員會委員的代
表界別分組。她表示，自己在深水埗有着十多年
的地區服務經驗，亦是防火委員會委員，在掌握
民意、向政府反映意見上有較多的經驗和較大的
優勢，希望可以幫助這個界別將民意完整地向政
府反映。同樣參選該界別分組的自由黨副主席李
鎮強認為，以往在向政府反映問題時僅局限在翠

德區範圍內的工作，希望將來能夠更廣泛地聆聽
整個東區的聲音並進行反映。新增的這個界別分
組無論從人數或涵蓋的範圍都比以往局限的區議
會界別較優，認受性更強。

參選新界分區委員會、地區撲滅罪行委員會
及地區防火委員會委員的代表界別分組的屯門區
議員陳有海指，屯門區長期受到交通問題的困
擾，尤其在屯赤連接路開通後，在為香港市民帶
來便利的同時，亦增加了屯門交通負擔。他會向
政府反映屯門區的交通問題，並同心協力尋求解
決的方法。他希望透過選委會將市民的聲音帶出
社會，並在未來為市民選出重視地區工作，重視
社區聲音的行政長官人選和立法會議員人選。

同樣參選該界別分組的北區區議員溫和達表
示，希望透過今次選委會選舉，把北區市民的聲
音帶入選委會，令政府加強對北區的建設。他認
為，今次的選委會選舉所包含的範圍較以往更為
廣泛，尤其是明顯增加了對基層的重視，可讓政
府更多方面地從不同層面了解香港市民所需，未
來進行更有針對性的施政。

中央完善香港特區選舉
制度的核心內容，是重新構
建選舉委員會及賦予其新職
能。選舉委員會的規模、組
成和產生辦法得到調整和優

化。新選舉制度下，選舉委員會人數由1,200人
增至1,500人，並分為五大界別，包括第一界別
的工商、金融界，第二界別的專業界，第三界別
的基層、勞工和宗教等界，第四界別的立法會議
員、地區組織代表等界，以及第五界別的香港特

別行政區全國人大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全國政
協委員和有關全國性團體香港成員的代表界。

選委會成員將由以下三種辦法產生，包
括當然委員；由界別分組內的合資格團體提
名產生，及由界別分組內的合資格選民經選
舉投票產生。

同時，選委會獲賦予新職能，除繼續負
責選出行政長官人選外，還包括負責選出40
名選委會界別的立法會議員，及提名全部立
法會候選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選委會新職能新規模新選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鄭
治祖）2021年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一
般選舉提名期12日是最後一日，由選
舉產生委員的界別分組的選舉主任12
日接獲23份提名表格，由提名產生委
員的界別分組選舉主任12日接獲1份
提名表格。當中商界（第一），勞工
界和建測規園界等多個界別分組抓住
最後一日提名期報名參選。他們期望
新一任行政長官能夠解決房屋問題，
特別是弱勢群體的上樓問題，同時要
制定政策協助年輕人向上流動。

香 港 新 聞 2021年8月13日（星期五）4 ●責任編輯：李岐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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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人權史上里程碑
白皮書：中國創造的保障人權做法經驗 為增進人類福祉提供智慧與方案

1

從答卷人到出卷人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及中新社報道，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12日發表

《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中國人權事業發展的光輝篇章》白皮書。白皮書說，中國

人口佔世界總人口的近五分之一。中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世界人權事業發展

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中國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偉大進程中，所創造的尊重和保

障人權的成功做法和經驗，為增進人類福祉貢獻了中國智慧、提供了中國方案。

白皮書全文2.2萬餘字，除前言和結束語
外，共分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開闢人權

事業新境界、消除絕對貧困實現基本生活水準
權、以發展促人權增進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實
行良法善治維護公民權利政治權利、促進社會
公平保障特定群體權益5個部分。

人權保障沒有最好只有更好
白皮書說，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中國共產黨

和中國政府為增進人民福祉、提高全體人民人權
保障水平、實現國家現代化而實施的一項重大國
家發展戰略。中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夯實了人
權基礎，豐富了人權內涵，拓寬了人權視野，意
味着人權的全面發展和全民共享，譜寫了中國人
權事業的新篇章，創造了人類尊重和保障人權的
奇跡。
白皮書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開闢人權

事業新境界，消除絕對貧困實現基本生活水準
權，以發展促人權增進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實
行良法善治維護公民權利政治權利，促進社會
公平保障特定群體權益。
白皮書指出，人權保障沒有最好，只有更

好。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奠定了中國人權發展
進步的新起點。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
家新征程中，中國共產黨將把握新發展階段，
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高質
量發展，繼續帶領全體人民為享有更加幸福安
康的生活和更高水平的人權而奮鬥。中國必將
為世界人權事業發展作出新的更大貢獻。
白皮書表示，中國實行良法善治維護公民

權利政治權利，並列舉五方面成就，包括拓展
人民民主權利、保障人身權利、保障個人財產
權、加強人權司法保障、保障宗教信仰自由。
在拓展人民民主權利方面，白皮書指出，在

中國，知情權、參與權、表達權、監督權得到切
實保障。實行審計結果公告制度，制定修改政府
信息公開條例，提升政府信息公開水平，保障公
民知情權。“互聯網+政務服務”服務能力持續提
升。白皮書說，根據《2020年聯合國電子政務調
查報告》，中國電子政務服務的在線服務指數與
電子參與水平均列全球第9位，進入領先行列。

實施民法典加強人格權保護
在保障人身權利方面，白皮書指出，中國

嚴格依法保護個人信息安全和隱私。頒布實施
民法典，加強人格權保護。加強數據安全和個
人信息安全保護，加大對侵犯公民個人信息行
為的打擊力度。2016年以來，通過開展專項行
動依法辦理一批涉嫌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的案事
件，洩露公民個人信息案事件得到有效遏制。

宗教工作法治化水平提高
白皮書指出，憲法規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

由。中國政府支持各宗教堅持獨立自主自辦的原
則，在法律範圍內進行各種宗教活動；依法對涉
及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宗教事務進行管
理，不干涉各宗教內部事務，宗教工作法治化水
平不斷提高。白皮書介紹說，中國現有依法登記
的宗教活動場所14.4萬處，宗教院校92所，信仰
佛教、道教、伊斯蘭教、天主教和基督教等宗教
的公民近2億人，宗教教職人員38萬餘人。公民
的宗教信仰自由得到充分保障，呈現出宗教和
順、社會和諧的良好局面。

此外，白皮書還指出，中國促進社會公平
保障特定群體權益，包括農民權益保障全方位
改善，婦女兒童老年人權益保障持續加強，少
數民族權益保障進一步完善，殘疾人權益保障
更加有力等。

衞生健康服務公平可及
●沒有全民健康，就沒有全面小康。中國把
人民健康放在優先發展的戰略位置，實施
健康中國戰略，推進健康中國行動，推行
普惠高效的基本公共衞生服務，不斷提升
醫療衞生服務的公平性、可及性、便利性
和可負擔性。

生活質量顯著提高
●居民收入水平持續提升。中國經濟長期持
續穩定增長，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從1978
年的385元（人民幣，下同）增至2020
年的72,000元。2020年，全國居民人均
可支配收入達到32,189元。居民消費結構
日益優化。

就業更加充分
●中國政府堅持實施就業優先戰略和積極的就
業政策，推動“大眾創業、萬眾創新”，突
出強調“要優先穩就業保民生”，致力實現
充分就業、體面就業、和諧就業的美好願
景。建立起覆蓋省、市、縣、街道（鄉
鎮）、社區（村）的五級公共就業服務網絡
體系。

公共文化服務不斷優化
●經過40多年的發展，覆蓋城鄉的公共文化
服務體系不斷完善，文藝創作持續繁榮，

文化體育事業蓬勃發展。2020年，全國共
有公共圖書館 3,212 個，博物館 5,788
家，文化館3,321個，鄉鎮綜合文化站
32,825 個，村級綜合性文化服務中心
575,384個。

受教育權利得到更好保障
●中國堅持教育公益性原則，把教育公平作
為國家基本教育政策，受教育權保障水平
顯著提升。學前教育基本普及，九年義務
教育鞏固率為95.2%，殘疾兒童義務教育
入學率達95%以上，不讓一個孩子因家庭
經濟困難而輟學的目標基本實現。

社會保障體系覆蓋全民
●社會保障是保障和改善民生、維護社會公
平、增進人民福祉的基本制度保障。2020
年，全國參加職工基本醫療保險人數3.4
億人，參加城鄉居民基本醫療保險人數
10.2億人，參保總人數超過13.6億人；參
加生育保險人數23,567萬人。

生態環境持續改善
●中共十八大以來，將生態文明建設納入國
家發展“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倡導“綠水
青山就是金山銀山”綠色發展理念，嚴守生
態保護紅線，堅決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推
進美麗中國建設，切實保護公民環境權利。

白皮書指出，中國的人類發展
指數大幅提升，從1990年的0.499
增長到2019年的0.761，是自1990
年聯合國開發計劃署在全球首次測
算人類發展指數以來，唯一從低人

類發展水平組跨越到高人類發展水平組的國家。
人類發展指數（HDI——Human Development

Index）是由聯合國開發計劃署（UNDP）在《1990
年人文發展報告》中提出的，用以衡量聯合國各成

員國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的指標，即以“預期壽命、
教育水平和生活質量”三項基礎變量，按照一定的
計算方法，得出的綜合指標，並在當年的《人類發
展報告》中發布。1990年以來，人類發展指標已在
指導發展中國家制定相應發展戰略方面發揮了極其
重要的作用。之後，聯合國開發計劃署每年都發布
世界各國的人類發展指數，並在《人類發展報告》
中使用它來衡量各個國家的人類發展水平。

●來源：中新社

中國提升公民經濟社會文化權利成就

中國的人類發展指數大幅提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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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政府此前曾發布包括中
共人權白皮書、涉疆人權白皮書
在內的多部人權問題白皮書。南
開大學人權研究中心主任常健接
受記者採訪時指出，全面建成小
康社會是中國改革開放以來發展

中的重要里程碑，對中國人民生存權、發展權的保
障，對其他各項人權的協調和促進都有重要意義。
總結小康社會建設過程中人權事業發展的經驗很有
必要。

始終致力於全過程民主
白皮書開篇指出，全面小康本質上是全民共享

人權的小康，中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意味着人權的
全面發展和全民共享。

常健認為，上世紀80年代初中國政府提出建設
小康社會之時，主要是將之作為經濟發展目標；中
共十六大提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目標時，開始
着眼於經濟、政治、社會、文化、生存環境等各領
域的發展；再到中共十八大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
會”目標，其重點出現了微妙變化，即強調人的全
面發展。“這裏指的不是一部分人的人權，而是所
有人的人權。所以小康社會建設越到後期越強調脫
貧攻堅，就是為了讓所有人共享發展成果。”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事務研究所所長王義桅認
為，強調人權的“全面發展”和“全民共享”，體
現了中國與西方發達國家在人權發展理念上的差
異。“西方國家的政府為納稅人服務，實則是代表
資本說話。西方的現代化是資本既得利益者的現代
化，而被資本剝削的人並沒有實現真正的現代化。
相反，中國政府在建設小康社會的過程中，始終致
力於全過程民主、為人民服務，是真正的‘權為民
所用’。”

制度本身強調“共同富裕”
白皮書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所積累的人權

經驗，是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中，堅持人權普
遍性與中國國情相結合的人權理念。

常健認為，這種“結合”是兩個層面的。首
先，中國是發展中國家，在促進人權發展的過程
中，首先要通過經濟發展為其他各項人權的保障創
造現實條件，所以“以發展促人權”是很重要的中
國經驗；其次，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制度本身強
調“共同富裕”，要讓全體人民共享發展成果，就
要避免發展過程中的兩極分化。

“一直以來，中國國民生產總值的增長與人均
收入基本保持一致，農村人均收入增長要高於城
市，這都是為了最終實現共同富裕。”常健說，
“反之，儘管美國憑借高科技等領域優勢保持着發
展勢頭，但國內兩極分化越來越嚴重。美國經濟的
發展並沒有促進共同富裕，反倒拉大了收入差距，
這與其制度本身的發展理念有關。”

王義桅表示，人權發展目標與時代背景、發展
階段緊密相連。過去，中國將達到聯合國人權標準
作為人權事業的目標，是力爭看齊“最大公約
數”；在新發展階段，中國將從人權事業的答卷人
轉變為出卷人，繼續豐富對世界人權事業的理解，
而這一過程如白皮書所寫，只有更好，沒有終點。

●中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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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夯實了人權基礎，豐富了人權內涵，拓寬了人權視野，意味着人權的全面發展
和全民共享。圖為農村學生在位於雲南省鎮雄縣大地易地扶貧搬遷安置點的學校上計算機課。 資料圖片

來源：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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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美國生活在美國,, 社會安全金是我們退休計劃社會安全金是我們退休計劃
裡很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裡很重要的組成部分之一.. 那社會安全福利究那社會安全福利究
竟有哪些呢竟有哪些呢？？ 福利具體地使用有哪些需注意福利具體地使用有哪些需注意
的地方呢的地方呢？？今天筆者會簡略的跟大家介紹下今天筆者會簡略的跟大家介紹下
社會安全福利社會安全福利..

社會安全福利是一種社會保險社會安全福利是一種社會保險.. 我們在工我們在工
作時把一部分收入以繳稅的方式放進去作時把一部分收入以繳稅的方式放進去,, 然後然後
在退休後可以每年領錢出來用於養老在退休後可以每年領錢出來用於養老.. 它不是它不是
說每個人有一個自己的賬戶說每個人有一個自己的賬戶,, 而是大家都把錢而是大家都把錢
放在一起放在一起.. 所以它每年都會有錢進來所以它每年都會有錢進來,,這是還這是還
在工作的人交的稅在工作的人交的稅.. 然後每年也會有錢流出然後每年也會有錢流出,,
這是退休人的養老金這是退休人的養老金.. 那那Social SecuritySocial Security有哪有哪
些福利呢些福利呢.. 總共可以分為六項總共可以分為六項..

第一項是退休福利第一項是退休福利,, 也就是你的退休金也就是你的退休金..
最早可以開始領退休福利的年齡是最早可以開始領退休福利的年齡是6262歲歲,, 但但
是不能領是不能領100100%%的福利的福利,, 會打個折扣會打個折扣,,因為這屬因為這屬
於提前退休於提前退休.. 只有當你達到你的正常退休年齡只有當你達到你的正常退休年齡
時時,, 你才可以領到你才可以領到100100%%的退休福利的退休福利.. 因此因此,, 如如
果你是果你是19431943年到年到19541954年出生年出生,, 你的正常退休你的正常退休
年齡是年齡是6666歲歲.. 所以如果你是在所以如果你是在19541954年前出生年前出生
的話的話,, 那你在那你在6666歲的時候可以領到歲的時候可以領到100100%%的退的退
休金休金.. 如果你是如果你是19601960年後出生年後出生,, 你的正常退休你的正常退休
年齡是年齡是6767歲歲.. 所以說如果您現在已經滿所以說如果您現在已經滿6666歲歲
,, 您是可以領全額的社會福利退休金的您是可以領全額的社會福利退休金的.. 那如那如
果你說你現在達到正常退休年齡了果你說你現在達到正常退休年齡了,, 可是還在可是還在
工作工作,, 或者說現在不需要這筆退休金或者說現在不需要這筆退休金,, 你還有你還有
個選擇就是推遲領退休金個選擇就是推遲領退休金.. 每延遲一年可以多每延遲一年可以多
領領88%,%, 最多可以延遲到最多可以延遲到7070歲歲.. 比如說你是比如說你是6666

歲的正常退休年齡歲的正常退休年齡,, 如果如果6262歲的時候就開始歲的時候就開始
領退休金的話只能領領退休金的話只能領7575%,%, 6666歲的時候能領歲的時候能領
100100%.%. 7070歲的時候能領歲的時候能領132132%.%. 20212021年的正年的正
常退休年齡可以領的最高額是常退休年齡可以領的最高額是 $$33,,148148每個月每個月
.. 退休福利是每年都會增長的退休福利是每年都會增長的,, 基本上跟通貨基本上跟通貨
膨脹持平膨脹持平.. 像以今年的通膨像以今年的通膨,, 明年的退休福利明年的退休福利
很可能會增長的比往年要高很可能會增長的比往年要高..

第二項福利是殘障福利第二項福利是殘障福利.. 如果你變成殘障如果你變成殘障
,, 然後不能工作然後不能工作,, 並且滿足了你的並且滿足了你的Social SeSocial Se--
curity Creditcurity Credit 要求要求,, 收入也低於一定額度收入也低於一定額度,, 就可就可
以申請殘障福利以申請殘障福利.. 有一點要注意的是有一點要注意的是,, 你變成你變成
殘障後殘障後,, 滿足了以上要求滿足了以上要求,, 也還要等也還要等55個月的個月的
等待期才可以開始領殘障福利等待期才可以開始領殘障福利..

第三項福利是家庭福利第三項福利是家庭福利.. 也就是配偶和孩也就是配偶和孩
子的福利子的福利.. 當你開始領取社會安全福利時當你開始領取社會安全福利時,, 你你
的配偶和孩子也可以領取你的福利的一半的配偶和孩子也可以領取你的福利的一半.. 配配
偶福利最早能領的年齡是配偶偶福利最早能領的年齡是配偶6262歲歲,,但是但是6262
歲開始領的時候領不到你福利的一半歲開始領的時候領不到你福利的一半,, 大概只大概只
有三成有三成.. 到配偶正常退休年齡時才能領到你福到配偶正常退休年齡時才能領到你福
利的一半利的一半.. 配偶在正常退休年齡後推遲領福利配偶在正常退休年齡後推遲領福利
不會有額外的不會有額外的Bonus,Bonus, 所以沒有必要延遲領取所以沒有必要延遲領取
.. 離婚的配偶如果結婚十年以上離婚的配偶如果結婚十年以上,,離異兩年離異兩年,,並並
且未婚且未婚,,也是可以領取你前任福利的一半也是可以領取你前任福利的一半.. 孩孩
子子1818歲以下並且未婚也可以領取你一半的福歲以下並且未婚也可以領取你一半的福
利利,, 或者或者1919歲但是還在上高中歲但是還在上高中,, 或者或者1818歲以歲以
上但是是殘障上但是是殘障..

第四項福利是遺屬福利第四項福利是遺屬福利.. 這項福利跟家庭這項福利跟家庭
福利類似福利類似,, 也是屬於配偶和孩子的福利也是屬於配偶和孩子的福利,, 但是但是

是在你過世之後他們才可以領取是在你過世之後他們才可以領取.. 配偶和孩子配偶和孩子
的福利最高能領到的福利最高能領到100100%%。。配偶配偶6060歲可以開歲可以開
始領始領,, 如果配偶是殘障的話如果配偶是殘障的話5050歲就可以開始歲就可以開始..
你的父母也可以領取這份福利你的父母也可以領取這份福利,, 前提是你在過前提是你在過
世前是他們的照顧人世前是他們的照顧人.. 一整個家庭能夠領取的一整個家庭能夠領取的
福利福利,, 不能夠超過你的福利的的不能夠超過你的福利的的 150150%%到到
180180%.%.

第五項福利是第五項福利是Medicare.Medicare. 這是你退休後這是你退休後
的健康保險的健康保險. Medicare Part A. Medicare Part A是醫院保險是醫院保險..包包
括了住院治療括了住院治療,, 一些家庭護理和專業護理機構一些家庭護理和專業護理機構
. Part B. Part B是醫療保險是醫療保險,, 包括了就醫包括了就醫,, 門診門診,, 拍片拍片
或者實驗室檢測等或者實驗室檢測等. Part C. Part C是由保險公司提供是由保險公司提供
的私人保險的私人保險,, 除了除了MedicareMedicare的保險外還可能的保險外還可能
包含如眼科和牙科的保險包含如眼科和牙科的保險. Part D. Part D是處方藥保是處方藥保
險險.. 申請申請MedicareMedicare有七個月的時間有七個月的時間,, 從你從你6565
歲的前三個月開始歲的前三個月開始,,到到6565歲後的四個月歲後的四個月.. 如果如果
錯過了這個時間錯過了這個時間,, 就只能等第二年才能再申請就只能等第二年才能再申請
..

第六項福利是第六項福利是 Supplemental SecuritySupplemental Security
IncomeIncome 福利福利.. 這是窮人補助這是窮人補助.. 如果你資產低於如果你資產低於
20002000可以去領取這項福利可以去領取這項福利..

選擇什麼時候開始領取社會安全福利選擇什麼時候開始領取社會安全福利,, 與與
領取哪一種社會安全福利領取哪一種社會安全福利,, 這是一項需要做好這是一項需要做好
規劃安排的事情規劃安排的事情.. 因為這會很大的影響到你和因為這會很大的影響到你和
你家人接下來一生能夠領取的福利你家人接下來一生能夠領取的福利.. 比如說比如說,,
延遲到延遲到7070歲領取退休福利可以提高領取的金歲領取退休福利可以提高領取的金
額額,, 但是會放棄但是會放棄33--44年的退休金年的退休金.. 如果你身體如果你身體
不好不好,, 那可能提前或者在正常退休年齡領取更那可能提前或者在正常退休年齡領取更

划得來划得來.. 如果你家裡有長壽基因如果你家裡有長壽基因,, 可能延遲到可能延遲到
7070歲更值得歲更值得.. 如果你年輕時賺的錢比現在少如果你年輕時賺的錢比現在少
很多很多,, 或者你工齡還不到或者你工齡還不到3535年年,, 那你可能要考那你可能要考
慮繼續工作幾年再去領退休福利慮繼續工作幾年再去領退休福利 ..因為社會安因為社會安
全福利是根據你過去賺得最多的全福利是根據你過去賺得最多的3535年來計算年來計算
。。這樣的情況下這樣的情況下,, 延遲退休不僅僅可以拿到每延遲退休不僅僅可以拿到每
年年88%%的紅利的紅利,, 也增加了你的福利基數也增加了你的福利基數.. 再比如再比如
說說,, 因為你的遺屬可以領取你因為你的遺屬可以領取你100100%%的福利的福利,,
所以你如果延遲到所以你如果延遲到7070歲退休歲退休,, 而你的遺屬比而你的遺屬比
你賺得少或者年輕你賺得少或者年輕,, 她就會有更多的時間去領她就會有更多的時間去領
取更高的福利取更高的福利.. 再比如說再比如說,, 在離婚的情況下在離婚的情況下,, 你你
是可以領取你前任的是可以領取你前任的5050%%的福利的的福利的.. 這個時候這個時候
如果你生於如果你生於19541954年前年前,,你是可以選擇只領取你你是可以選擇只領取你
前任的福利前任的福利,, 推遲領取你自己本身的福利推遲領取你自己本身的福利,,讓讓
你自己本身的福利增長你自己本身的福利增長,, 到到7070歲的時候後再歲的時候後再
領自己的福利領自己的福利..

社會安全福利退休金也只是我們退休金社會安全福利退休金也只是我們退休金
裡面的一部分裡面的一部分,, 它付的福利是不能夠完全的支它付的福利是不能夠完全的支
撐我們退休後的生活的撐我們退休後的生活的.. 所以我們除了社會安所以我們除了社會安
全福利金之外全福利金之外,, 還要依靠公司的還要依靠公司的401401KK或者自或者自
己的退休賬戶比如像己的退休賬戶比如像IRAIRA和和AnnuityAnnuity來補足我來補足我
們的退休金們的退休金.. 以後還有可能說以後還有可能說Social SecuritySocial Security
會沒錢會沒錢,, 付的福利會降低付的福利會降低.. 所以更不能過於的所以更不能過於的
依靠依靠Social SecuritySocial Security來養老來養老,, 而是要提前做好而是要提前做好
資產配置和退休計劃資產配置和退休計劃,, 才能讓自己過上一個高才能讓自己過上一個高
枕無憂的退休生活枕無憂的退休生活..

聯絡電話聯絡電話 713713--988988--38883888 // 713713--261261--87948794

((本報記者秦鴻鈞本報記者秦鴻鈞））好消息好消息 ！！免單大獎等免單大獎等
你來拿你來拿！！已於已於77月月1717日正式開幕的糖城百佳日正式開幕的糖城百佳
超市內的超市內的 「「樂廚家居樂廚家居」」 明天明天（（88月月1515日日））下下
午五點午五點，，將第一次以實際行動回饋大家將第一次以實際行動回饋大家，，凡凡

在在77月月1616日至日至88月月1515日下午五點前日下午五點前，，前來採前來採
購的開幕首月的客人購的開幕首月的客人，，都有抽取抽油煙機及都有抽取抽油煙機及
蒸烤箱的免單大獎的機會蒸烤箱的免單大獎的機會。。請即刻把握今天請即刻把握今天
至明天下午五點前的最後可貴機會至明天下午五點前的最後可貴機會，，前往採前往採

購購，，試試您的手氣試試您的手氣！！免單大獎等你拿免單大獎等你拿！！
明天明天（（88月月1515日日，，星期日星期日 ））下午五點下午五點--

六點六點 「「樂廚家居樂廚家居」」 將準時當眾開獎將準時當眾開獎。。抽出油抽出油
烟機和蒸烤箱的烟機和蒸烤箱的 「「免單幸運客戶免單幸運客戶」」 ，，這是實這是實

實在在的大抽獎實在在的大抽獎，，絕無套路絕無套路！！抽中的幸運兒抽中的幸運兒
現場返還支票現場返還支票。。歡迎參與抽獎歡迎參與抽獎，，下個錦鯉就下個錦鯉就
是你是你！，！，當天並有媒體及多位見證人當場錄當天並有媒體及多位見證人當場錄
影影，，攝影攝影，，留下可貴的歷史畫面留下可貴的歷史畫面。。

巴西野花牌綠蜂膠巴西野花牌綠蜂膠
降血脂降血脂、、膽固醇膽固醇、、血壓顯奇效血壓顯奇效，，中老年保健佳品中老年保健佳品

2021202120212021202120212021202120212021202120212021202120212021202120212021202120212021202120212021202120212021202120212021 大鵬聯誼會八一四的聚會活動大鵬聯誼會八一四的聚會活動大鵬聯誼會八一四的聚會活動大鵬聯誼會八一四的聚會活動大鵬聯誼會八一四的聚會活動大鵬聯誼會八一四的聚會活動大鵬聯誼會八一四的聚會活動大鵬聯誼會八一四的聚會活動大鵬聯誼會八一四的聚會活動大鵬聯誼會八一四的聚會活動大鵬聯誼會八一四的聚會活動大鵬聯誼會八一四的聚會活動大鵬聯誼會八一四的聚會活動大鵬聯誼會八一四的聚會活動大鵬聯誼會八一四的聚會活動大鵬聯誼會八一四的聚會活動大鵬聯誼會八一四的聚會活動大鵬聯誼會八一四的聚會活動大鵬聯誼會八一四的聚會活動大鵬聯誼會八一四的聚會活動大鵬聯誼會八一四的聚會活動大鵬聯誼會八一四的聚會活動大鵬聯誼會八一四的聚會活動大鵬聯誼會八一四的聚會活動大鵬聯誼會八一四的聚會活動大鵬聯誼會八一四的聚會活動大鵬聯誼會八一四的聚會活動大鵬聯誼會八一四的聚會活動大鵬聯誼會八一四的聚會活動大鵬聯誼會八一四的聚會活動大鵬聯誼會八一四的聚會活動

疫情期間僑胞權益疫情期間僑胞權益 休士頓僑教中心視訊詳說休士頓僑教中心視訊詳說

因疫情許久不見因疫情許久不見，，僑領僑胞們於線上互動熱絡僑領僑胞們於線上互動熱絡。。

為讓美南僑社瞭解僑委會於新冠肺
炎疫情期間的因應服務事項，休士頓華
僑文教服務中心於 8 月 7 日下午舉辦

「僑胞權益視訊說明會」 ，會議當天僑
務委員張世勳、劉秀美、陳建賓、詹正
治及陳世修等僑務榮譽職人員及僑領等

近70人與會聆聽。
視訊會議由中心主任陳奕芳主持，

副主任黃依莉介紹海外信用保證基金紓

困 4.0 方案，鼓勵大家持僑胞卡下載
「健康益友APP」 ，享受全天24小時無

時差的免費線上醫療健康諮詢服務。此

外，會中也說明僑胞最關心的出國逾2
年戶籍被遷出致年金給付與健保中斷問
題。在健保部分，如出國未超過4年，
回國後先至戶政事務所恢復戶籍再申請
加保；已超過4年者，如馬上在國內找
到工作可請雇主加保，或於恢復戶籍後
滿6個月再參加健保。年金給付部分，
各項給付不受除籍影響，只要到駐休士
頓辦事處申請居住證明，連同護照資料
頁影本，寄回勞工保險局，審核通過後
即可續領，過期的部分也可回溯續領。

與會僑領感謝僑委會的關懷，除了
得知更多疫情期間臺灣的防疫規定，更
盼望臺灣放寬隔離日數，以便返國探望
親友。陳奕芳表示將轉達僑胞的心聲，
歡迎仍有疑問的僑胞上中心數位總機
(Line ID：Taiwan-Houston)提問，將可獲
得快速即時的回應。

各位理事,
因為冠 狀病毒疫情襲捲全球, 我們

去年及今年的春節歡聚及八一四聚餐，
都無法舉行. 原以為今年初一切有似好
轉, 我們可安排空軍節慶祝事項,
無奈這兩週疫情突然急速惡化, 幾日內

休市及鄰近區域均進入紅色警戒層, 為
顧全所有會員身家安全起見, 我決定再
次停辦大鵬聯誼會的聚會活動.

雖然台灣一樣面對疫情的侵襲，中
華民國空軍總部仍是不忘濃郁的袍澤之
情，大鵬聯誼會已收到來自台灣的通知

, 今年的禮物，因受疫情影響, 數量有限,
而且不能按預期時間寄出，在這個

特別時期，總部關切亦發顯得可貴與珍
惜. 本會將在收件後, 約同各位理事選擇
時間, 地點,

分發禮物給大鵬聯誼會所有的註冊

會員.
在此請鄔逸卉理事將此訊息, 傳送

給本地的媒體, 將此消息傳播給我們的
會員會員.

本人再次感謝各位大力支持協助本
會每一項活動, 將會給各位理事, 每人預

留禮物一份, 以示謝意.

空軍大鵬聯誼會 會長
鄭勵 上

黃依莉詳盡介紹疫情期間僑胞在臺相關權益黃依莉詳盡介紹疫情期間僑胞在臺相關權益。。

高血脂癥是指血漿中的脂質膽固醇
及甘油三脂濃度超過正常範圍。脂類一
般不溶於水，血漿中的脂類是與蛋白質
載體一起運輸，故所謂的高血脂癥實際
上是高脂蛋白癥。進食過多高脂肪、高
蛋白、高糖的食物及缺乏運動，是造成
高血脂癥的重要原因。而高血脂又是誘
發動脈粥樣硬化、腦血栓、冠心病的主
要危險因素之一，也會影響血糖代謝和
血液粘稠度。

動脈粥樣硬化的形成與高血脂脂蛋
白密切相關。血液中長期過高的低密度
脂蛋白、甘油三脂以及血管壁上過多的
膽固醇容易被自由基氧化，形成脂質過

氧化物質，在血管上沈積，從而導致動
脈粥樣硬化。同時紅血球、血小板等在
血管壁上聚集，也能導致血管壁增厚、
變硬、失去彈性。動脈粥樣硬化涉及到
全身血管，可引起動脈粥樣硬化性冠心
病；腦動脈缺血導致頭昏、頭痛、腦血
栓等。

為什麼蜂膠能有效地降血脂呢？這
完全是歸功於蜂膠中的富含的黃酮類化
合物等多種天然活性成分。1975年，中
國著名醫學專家房柱教授首先發現了蜂
膠的降血脂功能，在國際蜂療及醫學界
引起轟動。各國隨後開展的大規模研究
與臨床證實，蜂膠對高血脂、高膽固醇

、高血液粘稠度有明顯調節作用。能預
防動脈血管內膠原纖維增加和肝內膽固
醇堆積，對動脈粥樣硬化有防治作用，
能有效清除血管內壁積存物,抗血栓形成
,保護心腦血管,改善血液循環狀態及造
血機為“血管清道夫”。而且蜂膠能使
心臟收縮力增強，呼吸加深及調整血壓
，淨化血液，調節血脂。

高血壓的病因目前仍不十分明確，
但其中一個原因是平時攝入的脂肪過多
，血液中膽固醇、甘油三酯過高，形成
動脈粥樣硬化，使血管收縮和擴張功能
產生障礙，這時就需要較高一些的血壓
來促進血液循環，導致血壓增高。但是

，如果血壓過高，而且長期居高不下，
會進一步加快血管硬化，導致血栓、腦
動脈血管破裂等危險性疾病。

蜂膠治療高血壓方面，前蘇聯尼柯
洛夫醫生報告，對42例高血壓病患者進
行了臨床觀察。患者年齡45-72歲，病
史4-15年，均屬Ⅱ期和Ⅲ期高血壓病。
服用蜂膠20天後，37例患者(88%)的主
觀癥狀明顯改善，頭痛、頭暈、耳鳴消
失，未見心前區疼痛，心悸和壓迫感減
輕，體重也減輕。

“野花牌”Apiario Silvestre極品綠
蜂膠，健康養生極品，巴西第一名牌，
無酒精，高濃度，超高純度。如欲瞭解

更多野花牌綠蜂膠詳情，請聯繫：野花
牌綠蜂膠(Apiario Silvestre)北美亞太區總
代理。

專業醫學顧問免費咨詢熱線：
1-866-690-4888
總代理：加拿大皇家天然品有限公司
7130 Warden Ave., Suite 406 Markham,
ON L3R 1S2, Canada
北美免費長途:1-866-690-4888 Email
：bpropolis.com@gmail.com
訂購網站：www.bpropolis.com 歡迎訪
問，祝您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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