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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您家的感覺

服務人員專業、友好
及時解決問題

免費WiFi、室內冰箱
本地電話、報紙、咖啡和茶

房間寬敞、整潔
免費早餐新鮮、健康

緊鄰中國城  交通購物方便
2930 W Sam Houston Pkwy S

Houston, TX 77042

(713) 785-3899

凱蒂亞洲城

聯⽲地產集團 購屋|商業|投資|⽣意  ⼀站式服務 

(713)-630-8000

1,000 ~ 8,000平⽅英呎
商圈旺鋪全⾯招商

JOSIE LIN,CCIM

（中央社）英國研究發現，施打2劑輝瑞/BNT
或AZ疫苗後，對抗COVID-19（2019冠狀病毒疾
病）的保護力會在6個月內開始衰退。這也證明部
分國家替民眾接種 「追加劑」 ，確實有其道理。

英國疫情追蹤應用程式 「ZOE新型冠狀病毒疾
病症狀研究」 （ZOE COVID Symptom Study）分
析資料後發現，與接種完第2劑後的首個月相較，
5至6個月後，輝瑞/BNT疫苗避免感染的效力將從
88%下降至74%。 AZ疫苗的效力從則會從首月的
77%下降到4至5個月後的67%。

上述研究資料來自逾100萬名應用程式使用者
，研究人員比較了已接種者與對照組（未接種者）
的染疫通報案例。

研發ZOE程式的ZOE有限公司（ZOE Ltd）共
同創辦人兼首席研究員史派克特（Tim Spector）
表示，在最差的情況下，到了冬季，年長者或醫護

人員即使已施打2劑疫苗，疫苗保護力仍可能降低
至50%以下。

史派克特告訴英國廣播公司（BBC），從研究
結果看來，大家必須採取行動， 「我們不能袖手旁
觀，看著（疫苗）保護力慢慢減弱。目前確診人數
仍然很多，染疫機率也居高不下」 。

ZOE有限公司成立於3年前。 ZOE應用程式
則是一項與倫敦國王學院（King's College London
）合作、英國政府衛生與社會關懷部（Depart-
ment of Health and Social Care）資助的非營利計
劃。

先前多名權威專家指出，年長者與脆弱族群可
能有必要接種追加劑。目前英國等歐洲國家都計畫
要從9月開始提供COVID-19疫苗追加劑。

美國政府也準備於9月中開始，向完整接種疫
苗已逾8個月者提供第3劑疫苗

英國研究：打完2劑輝瑞或AZ 半年內保護力就下降

（（路透社路透社））



AA22大俠天下行

李中原律師
DANIEL LEE

C.Y. LEE LEGAL GROUP, PLLC

www.leelegalgroup.com

11122 Bellaire Blvd., Suite 103, Houston, TX 77072
(Tues-Thur 9:00am-5:00pm)

1305 Prairie St., Ste. 300, Houston, TX 77002
(Mon-Fri 9:00am-5:00pm)

A02_LEE李中原律師C_16

Of Counsel Mark Thering and Of Counsel Glenn Loethen.

精通國語、英語
粵語、西班牙語

休士頓最佳律師  獲獎無數

歡迎來電預約:
832-632-4639
英語、國語、粵語、西班牙語

資深出庭辯護律師

刑事事故/車禍意外/人身傷害
家庭法/離婚官司/子女扶養
商業/房產糾紛/各類案件

專
精

為服務華人社區已於美南新聞大樓一樓設有辦公室

manager.v@houstondivorcenow.com
E-mail:

法學博士 ATTORNEY AT LAW

星期四       2021年8月26日       Thursday, August 26,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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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gave full approval
to the Pfizer-BioNTech
COVID-19 vaccine and claimed
it is a key achievement for public

health.

The approval means the public
can be very confident that this
vaccine meets the high standards

for safety, effectiveness and
quality. Back in December 2020,
the FDA allowed the Pfizer
vaccine to be used under an
emergency use authorization.

The final approval also means
that the Pfizer-BioNTech
COVID-19 vaccine gets a brand
name and will be marketed as
Comirnaty. The FDA still does
not recommend that children
under the age of 12 get the Pfizer
vaccine.

Now all the schools are open and
all the kids have gone back to
school. Without vaccinations, this
is the biggest challenge for the
schools.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 also warned doctors
not to give the vaccine to children
under the age of 12 until the FDA
gives its approval.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also
faces the question right now of
whether having the full approval
makes a difference in terms of
legal authority to issue a
vaccination requirement.

Today even the school kids need
to wear masks to not become a
political issue.

We urge all adults to be
vaccinated as soon as possible.
Our community needs the
protection to recover and return
to a normal life.

The Pfizer vaccine’s full
approval from the FDA should
give many reasons to those
people who still refuse to be
vaccinated to reconsider their
thinking.

0808//2525//20212021

FDA Gives PfizerFDA Gives Pfizer
Vaccine Full ApprovalVaccine Full Approval

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
局週二正式全面批准輝瑞
疫苗全面上市，此舉被稱
為公共衛生的巨大成就。

食品藥物管理局在聲
明中宣布，這項批准代表
了輝瑞疫苗過去八個月來
顕示的安全性及有效性，
该局曾於二O二O年十二
月緊急批准了輝瑞疫苗之
使用，經過多月來的驗証
，審查才確定輝瑞疫苗可
以全面性的施打。

醫療專家對於十二歲

以下的孩童仍然不主張施
打輝瑞疫苗，因為還未取
得可靠之數字和試驗，這
也是目前我們面臨之重大
挑戰，美國兒童醫療協會
也呼籲不要給十二歲以下
兒童注射。

由于輝瑞之正式批准
，將促使更多人有信心注
射疫苗，主要是過去之注
射経驗证明，其有效和安
全性是可以接受的。

拜登總統及其醫療顧
問福其博士對於輝瑞之批

准，表示十分有信心，會
有更多的國人願意施打。

隨著全國中小學全面
開學，孩童們的健康面臨
巨大考驗，是否要強制戴
口罩也成為了政治話題。

不過拜登政府已經下
定決心，一定要求公務機
關強制施打疫苗和戴口罩
，如果疫情還未得到有效
控制，這是拜登政府之巨
大壓力和挑戰。

輝瑞疫苗全面批淮輝瑞疫苗全面批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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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塔利班政府拒絕美國要求延長撤出期限
後, 拜登總統百般無奈決定於8 月 31 日前撤
出所有在阿富汗的美國人, 拜登的決定雖遭G7
七國集團和共和黨領導人以及人道主義團體的
不滿與譴責, 但他顯然是縝密思考後,基於安全
原因不得不做出的痛苦決定, 我們應該理解和
諒解。

設定撤出阿富汗的日期的確會有來不及撒
完所有美國人與盟軍和曾經幫助美國的阿富汗
人的風險, 但塔利班既已強悍畫出撤離之紅線
, 拜登當然沒必要與他們硬幹, 否則必會給美
國帶來更大災難, 況且他做出最後決定前還特
別派出美國情報頭子CIA中情局長伯恩斯到喀
布爾與塔利班頭目密會, 顯然已得到最後的答
案, 兩害相權取其輕, 拜登的決定必然使美國
傷害達到最低, 而且塔利班已開始禁止阿富汗
人前往喀布爾機場, 只因拜登承諾剋期撤離才
又得到他們的開禁, 所以美國當務之急是迅速
有效地撤離, 能撤多少算多少, 跨越塔利班的
紅線是百害無益的。

美國目前已撤出了5.8萬人，最大難題是

不知道還有多少美國人留在阿富汗, 其實塔利
班對於美國載走阿富汗人相當不滿，現已嚴禁
阿富汗人離境，並要求那些擠在機場受到美軍
保護的阿富汗人回家保證不會遭到報復, 但鑑
於20年前塔利班執政時的殘酷暴行, 沒人敢相
信他們, 何況現已傳出許多人遭到強行抓捕與
殘暴殺害,英國首相江生在G 7視訊會上要求
塔利班讓阿富汗人決定自己的去留, 但塔利班
顯然不會同意, 現在與塔利班談人道主義與人
權自由是毫無意義的, 西方想用自己的民主價
值強加於塔利班身上是行不通的。

塔利班曾因包庇基地恐怖組織而被聯合國
經濟制裁與武器禁運, 但產生不了牽制作用,
塔利班在2001年被美國逐出後制裁被取消了,
現在重新掌權, 如果依然倒行逆施, 以美英為
首的聯合國必再會對其進行制裁, 這就意味著
, 陷入新冠疫情與經濟災難的塔利班政權會民
不聊生, 製造出大批難民, 現在阿富汗週邊的
巴基斯坦與伊朗等已警惕防範難民侵入, 阿富
汗難民勢將給聯合國帶來頭痛的問題。

李著華觀點︰撤不走的陰影-剋期撤離阿富汗,拜登難療美國傷痛

德國總理梅克爾今天表示，北大西洋公約
組織（NATO）駐軍阿富汗20年，若是要保
住在當地獲致的成果，國際社會和阿富汗武裝
組織塔利班（Taliban）應該維持對話。

梅克爾（Angela Merkel）在國會演說中
表示： 「我們的目標必須是盡可能保住過去
20年我們在推動阿富汗改變方面獲致的成果
。這是國際社會必須
要和塔利班商談的部
分。」

過去幾年在阿富
汗的進展包括基本需
求方面，目前 70%
的阿富汗人可以取得
飲用水，遠高於 10
年前的20%。

目前九成的阿富
汗人有電可用，相比
於 2011 年只有兩成
。

梅克爾表示，塔
利班重新掌權 「令人

難以接受，但我們必須面對」 。
「歷史上很多事情要花很長的時間。這就

是為什麼我們不能、也不會忘記阿富汗。」
梅克爾說： 「因為即使在這個艱難時刻看

來並非如此，我仍堅信沒有武力或意識形態可
以抵抗追求正義與和平的動力。」 成長於東德
的梅克爾在1989年見證共產政權的崩潰。

梅克爾：國際為保阿富汗發展成果 須和塔利班對話

《曼谷郵報》（Bangkok Post）25日報導，
由於同時面臨嚴峻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
和疫苗生產不如預期的情況，泰國近期研發出一
種機械手臂，將能準確抽取英國藥廠阿斯特捷利
康（AstraZeneca）的AZ疫苗，最大程度利用疫
苗瓶內的殘劑，讓每瓶AZ疫苗都能供12人施打
。

根據報導，這款名為 「AutoVacc」 的機械手
臂由朱拉隆功大學（Chulalongkorn University）
研發，23日起已在該大學的疫苗接種中心實際啟
用，專門用於現有一瓶10劑的AZ疫苗，可以準
確且迅速地進行抽取，在4分鐘內抽出12劑疫苗
供人施打，讓可用疫苗大增20%。

生物醫學工程研究中心（Biomedical Engi-
neering Research Center）研究團隊負責人拉塔
納瓦拉波恩（Juthamas Ratanavaraporn）強調，

「AutoVacc」 不僅能有效緩解泰國疫苗不足的問
題，更可以降低醫護人員的負擔；雖然使用低殘
留空針（LDSS）也能讓一瓶AZ疫苗打超過10劑
，但這將使本就工作繁重的醫護人員更加疲憊，
且在過度疲倦時也可能出現人為失誤，因此 「應
該讓機器來做這件事」 。

拉塔納瓦拉波恩還表示， 「AutoVacc」 原型
機的成本約為250萬泰銖（約新台幣213萬元）
，其團隊應能在3至4個月內再製造20台，但需
有政府資金支援才有辦法進一步讓該機器在全泰
國普及。拉塔納瓦拉波恩對 「AutoVacc」 未來是
否允許出口保持開放態度，且該機器目前雖僅能
用於10劑裝的AZ疫苗，但該團隊正計畫研發用
於輝瑞（Pfizer）／BNT和莫德納（Moderna）等
疫苗的版本。

泰國靠機器人 可用疫苗大增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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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發表19萬字保險專欄，
www.johnleeins.com 歡迎索取

7001 Corporate Dr. #201. Houston, TX 77036（華埠大廈）
電話: (832) 500-3228請找謝經理

李元鐘保險
我們擁有最多美國政府認證的
各項保險專業證照、得獎無數

美國保險碩士、台灣淡江保險學士

美國及台灣前十大保險公司理賠專員

汽車、房屋、商業、人壽、醫療、老人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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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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塔利班政治委員會負責人巴

拉達爾被曝已抵達喀布爾，就阿富汗新

政府的組建進行商討。塔利班官員稱，

參與對話的領導人將在幾周內建立一個

治理結構框架。該框架“將保護每個人

的權利”。

與此同時，喀布爾機場的疏散仍在

進行中。美軍稱，從8月14日起，美國

已經從喀布爾機場疏散1.7萬人，包括

2500名美國人。美國國防官員還表示，

由於擔心極端組織對喀布爾機場及其周

邊地區構成威脅，正在建立前往喀布爾

機場及其入口大門的“替代路線”。

塔利班將商討組建包容性政府？
官員稱“將保護每個人的權利”
據路透社報道，阿富汗塔利班政治

委員會負責人巴拉達爾已抵達喀布爾，

就阿富汗新政府的組建進行商討。一名

塔利班高級官員說，他將在喀布爾會見

政界人士等，以建立一個包容性的政府

機構。

塔利班官員還稱，參與對話的領導

人將在幾周內建立一個治理結構框架。

其他組織將開始處理財務和內部安全等

問題。這位官員還表示，該框架“將保

護每個人的權利”。

阿富汗前總統卡爾紮伊辦公室的消

息人士則對俄羅斯衛星通訊社說，塔利

班的高級成員們討論了在喀布爾成立包

容性政府的問題，談判在繼續中。

此外，消息人士還稱，塔利班政治

辦公室主任將在兩周內，就阿富汗未來

政府組織結構做出決定。

阿富汗塔利班8月15日進入並控製

阿首都喀布爾，宣布“戰爭結束”。阿

塔發言人穆賈希德17日在喀布爾曾表示

，塔利班計劃在阿富汗組建一個包容性

政府。

五角大樓稱美方已從喀布爾疏散近
1.7萬人

拜登會見官員討論阿局勢和反恐行動
阿富汗喀布爾機場仍有大量人群聚

集。據報道，一名要求匿名的北約官員

稱，自從塔利班接管喀布爾一周來，約

1.2萬人從喀布爾機場撤離，其中大部分

是外國人、外國使館雇傭的阿富汗人和

國際救援團體的工作人員。

另據美媒報道，美國五角大樓聯合

參謀部官員漢克· 泰勒(Hank Taylor)21日

則表示，過去一周，隨著撤離力度不斷

加強，美國已經從喀布爾機場疏散1.7萬

人，包括2500名美國人。

美國國防官員還表示，由於擔心極端

組織“伊斯蘭國呼羅珊分支”(ISIS-K)對喀

布爾機場及其周邊地區構成威脅，正在建

立前往喀布爾機場及其入口大門的“替代

路線”，這些新路線將提供給美國人、第

三方國民和符合資格的阿富汗人。

其中一名美國國防官員說，塔利班

知道美國的新計劃，並正在與美國進行

協調。另一名官員說，五角大樓一直在

監視機場周圍的情況，並意識到機場和

聚集人群為極端組織創造了條件，這些

組織可能會使用汽車炸彈或自殺式炸彈

襲擊。

與此同時，白宮表示，美國總統拜

登及其國家安全團隊21日會見了高級官

員，討論了“阿富汗的安全局勢和反恐

行動”。他們討論了大規模的後勤行動

，以疏散美國公民及其家人等。

21日早些時候，美國駐喀布爾大使

館還發布了安全警報，以“潛在的安全

威脅”為由，警告尋求撤離阿富汗的美

國人不要前往喀布爾。報道稱，美國國

務院一再告訴美國人不要去機場，除非

大使館與他們聯系。

德國大選將至
社民黨總理候選人民調大幅領先

綜合報導 距離9月26日的德國大選只剩下一個多月時間，公布的

最新權威民調顯示，社民黨籍總理候選人、現任德國副總理兼財長朔爾

茨以41%的支持率大幅領先默克爾所在的聯盟黨候選人拉舍特(16%)和綠

黨候選人貝爾伯克(12%)。

由德國電視一臺委托德國權威民調機構迪麥頗公司完成的最新一期

“德國趨勢”民調給出了上述結果。

其中，在“假如本周日舉行選舉，將投票給哪位總理候選人”這一

問題上，朔爾茨獲得了41%的支持率，較本月初的35%進一步上升，且

與其他兩位主要競爭對手進一步拉開差距。聯盟黨的拉舍特和綠黨的貝

爾伯克支持率則雙雙較本月初下滑4個百分點，為16%和12%。另有31%

的受訪選民未在這三人中作出選擇。

在政黨支持率方面，基民盟和基社盟組成的聯盟黨以及綠黨兩方均

有所下滑，分別降至23%和17%，而社民黨則上升了3個百分點至21%。

在“應該由誰來領導下屆聯邦政府”的問題上，聯盟黨的支持率下降了

5個百分點，為30%；社民黨支持率則增長6個百分點至30%，與聯盟黨

不分伯仲。綠黨則微降1個百分點至15%。

分析認為，作為北威州州長的拉舍特在今年7月德國西部特大洪災

期間的表現，尤其是其在總統致辭時竟被拍到在旁與人嬉笑的畫面，令

其支持率嚴重受挫。而相反，作為財長先後領導新冠疫情和洪災期間援

助工作的朔爾茨則憑借其表現獲得了不少民意上的加分。

曾與拉舍特競爭聯盟黨總理候選人、後在黨內投票中落敗的基社盟

主席、巴伐利亞州州長澤德針對最新民調結果表示，盡管民調處在搖擺

不定的狀態中，但最新結果仍能夠看出該黨支持率下行的趨勢。他警告

稱，聯盟黨面臨1998年以來最為嚴峻的一場選戰。當年，由科爾領導的

聯盟黨在選舉中敗給了施羅德領導的社民黨。

阿塔利班商討新政府組建
稱“將保護每個人的權利”

綜合報導 瑞典首相勒文宣布，他將於11月

辭去社會民主黨黨魁和首相職務。

勒文當天在一年一度的夏季演講中表

示，他已告知社民黨，他將在 11 月召開的

社民黨黨代會上辭去黨魁一職，並將辭任

首相。

勒文說，他擔任社民黨黨魁近 10年，擔

任首相 7 年，希望給繼任者創造“最好的條

件”。

目前尚不清楚接替勒文的人選。根據瑞典

憲法，社民黨將在11月舉行的黨代會上選出新

黨魁，並由議會確認成為首相。

2018年9月，瑞典舉行議會選舉，由勒文領

導的社會民主黨與環境黨、左翼黨組成的中左翼

陣營獲得40.6%的選票，以微弱優勢擊敗反對聯

盟中右翼陣營贏得大選，隨後社會民主黨和環境

黨組建少數派政府。

今年6月21日，瑞典議會對勒文進行不信

任投票，超過半數議員投票反對勒文繼續擔任

首相，勒文成為瑞典首位在任期內遭不信任投

票罷免的首相。6月 28日，勒文宣布辭職。7

月7日，瑞典議會對被提名首相候選人的勒文

進行投票，其中反對票數未過半，勒文重新出

任首相。

單日確診病例數連創新高
澳大利亞遭疫情與“抗議”雙重打擊

綜合報導 在剛剛過去的這

個周末，澳大利亞單日新冠肺

炎確診病例數連續創下新高。

面對不斷延長的封鎖措施，澳

大利亞多個州民眾連續兩天走

上街頭，表達不滿。

據報道，盡管新南威爾士

州、維多利亞州和澳首都地區

都處於嚴格封鎖狀態，澳大利

亞22日感染新冠病毒的人數還

是再次創下新高——914人，其

中新南威爾士州的情況最嚴重

，有830人感染新冠病毒。此

前一天，澳大利亞全國的新增

確診病例達到894例。

目前，澳大利亞 2500 萬

人口中約60%處於封鎖狀態。

延續不斷的“居家令”令許

多人忍無可忍。22 日，昆士

蘭州和新南威爾士州接壤的

地區爆發抗議活動，2000 多

人走上街頭，對嚴格的防疫

措施表達不滿。新南威爾士

州警察逮捕8人，並開出50多

張罰單。

21日，澳大利亞多個州爆

發大規模示威活動。英國《衛

報》稱，維多利亞州警方表示

，澳第二大城市墨爾本21日爆

發“20年來最暴力”的抗議活

動，4000多人參與示威。警方

當天逮捕218人，開出236張罰

單，並首次在反封鎖抗議中使

用胡椒噴霧彈等“武器”。至

少9名警察在抗議中受傷住院

。同樣在21日，悉尼、珀斯和

布裏斯班等大城市也爆發數千

人參加的抗議。

自去年3月以來，澳政府

在防疫方面一直采取嚴防死守

的策略，很多州已經數次“封

城”。據澳大利亞廣播公司報

道，澳總理莫裏森22日為政府

的防疫策略辯護。他表示，隨

著德爾塔變異毒株的持續肆虐

，不太可能繼續采取“零確診

策略”，但是要等到澳大利亞

至少70%人口完成接種疫苗後

才逐步解封，屆時民眾才能開

始與病毒“共存”。根據澳衛

生部的數據，截至21日，澳大

利亞16歲以上的人口僅30%完

成接種。

和澳大利亞隔海相望的新

西蘭，近期疫情也在惡化。據

《新西蘭先驅報》報道，新西

蘭全國從上周三進入封鎖狀態

以來，短短5天已有72人感染

新冠病毒，密切接觸者近萬人

。新西蘭總理阿德恩在新聞發

布會上表示，即使采取了最嚴

格的防疫封鎖令，最早也要到

本周三左右才可能達到此輪疫

情的峰值。

德國國防部長：
德政府對阿富汗局勢存在誤判

綜合報導 德國聯邦國防部長克蘭普-卡倫鮑爾日前致信該國國會議

員稱，德國聯邦政府此前對於阿富汗局勢的估計是錯誤的。

德國電視一臺等多家德媒當天援引其獲得的克蘭普-卡倫鮑爾致德國

聯邦議院多名議員的書面信函內容報道稱，德國防長承認德國聯邦政府

在應對塔利班在阿富汗的進軍行動時犯下了“嚴重的錯誤”。信中提到

，8月9日，國際社會層面還沒有人預料到喀布爾在一周之內就會不戰而

降。她坦言，德國官方此前對於局勢的估計是錯誤的，對於阿富汗政府

反擊塔利班的能力和意誌都“過分樂觀”。

克蘭普-卡倫鮑爾批評稱，阿富汗局勢的急轉直下部分程度上應當歸

咎於美國前任總統特朗普。她指責特朗普任內與塔利班簽訂的協議鎖定

了美軍無條件撤離阿富汗這一結果，這導致阿富汗局勢發生了“決定性

的變化”。

目前，圍繞在多大程度上接收來自阿富汗的尋求庇護者這一議題

，德國政界正展開激烈辯論。德國總理默克爾此前已反復強調，不

會再采取對新難民照單全收的做法，而是尋求向阿富汗鄰國提供援

助，讓逃離阿富汗的人可以就近得到安置。綠黨籍總理候選人安娜

萊娜· 貝爾伯克22日則呼籲，德國應當從阿富汗接收包括曾為德國服

務的當地人的家屬、記者、人權人士等在內的群體，這部分人的總

數應當超過五萬人。

瑞典首相勒文宣布
將於將於1111月辭去首相職務月辭去首相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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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美國

美中兩國為了新冠病毒溯源大打角力戰
，白宮發言人莎琪23日曾表示，拜登總統下
令情報部門進行的病毒溯源調查，預計會在
90天期限（也就是24日）時完成。儘管莎琪
在24日的例行記者會上，並未提到拜登是否
已閱讀報告，但多家美國媒體認為，拜登據
信已閱讀此機密報告。

《華盛頓郵報》引述兩名熟悉內情的美
國官員談話稱，拜登如期在24日收到這份報

告，不過報告沒有對新冠病毒的起源下定論
，也就是並未對該病毒，到底是在自然界生
成，或是因實驗室外洩而導致做出最終結論
。白宮也尚未對報告內容發表評論。

拜登5月曾向情報單位下令，要求在90
天內繳出可信的研究報告，確認導致疫情在
全球肆虐的新冠病毒，究竟是源自中國的實
驗室，還是從動物傳播給人類。

美國新冠溯源報告沒下定論 白宮暫不置評

為因應美國近期網攻事件頻傳，白宮25
日舉行一場網路安全會議，邀請蘋果、微軟
、谷歌等科技巨擘高層參加，會後預計將公
布旨在改善網安的具體措施。

一名高階官員表示，本次會議中，拜登
總統與內閣主要成員將接待蘋果（Apple）、
谷歌（Google）、亞馬遜（Amazon）、微軟
（Microsoft）等科技巨擘執行長，還有摩根
大 通 （JPMorgan Chase） 、 美 國 銀 行
（Bank of America）等金融保險業高層主管
，以及公用事業部門負責人等。

這名官員在記者會中預告， 「（會後）
一定會宣布具體措施」 ，因為近期的網攻事

件已 「引發急迫感」 ，必須重新集中公私部
門的注意力，共同關注相關議題。

他又說： 「我們希望專注探究所有惡意
（網路）活動的根本原因。」 這意味政府和
業界都必須擁有更強大的電腦軟硬體系統。

先前，美國東岸主要輸油管線、肉品包
裝公司和微軟電郵軟體Exchange都曾遭網攻
並發生資料外洩，還有一些機構受到勒索軟
體攻擊。

部分分析人士呼籲，應對俄羅斯及其他
遭控窩藏網路罪犯的國家實施更嚴厲的制裁
。也有人建議針對駭客用以收取勒索贖金的
加密貨幣進行更多審查。

網安成關鍵議題 拜登邀業界大咖商討應對措施

美國研究人員發現一種名為SARS2-38的抗
體，可輕易中和所有已知的 6 種 COVID-19
（2019冠狀病毒疾病）變異株，包括對抗體抵抗
力最強的Beta變異株在內。

印度新聞信託社（PTI）報導，美國聖路易斯
華 盛 頓 大 學 醫 學 院 （Washington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 St. Louis）研究人員宣稱，
SARS2-38抗體在低劑量下，對COVID-19病毒
SARS-CoV-2的各種變異株 「具有高度保護作用
」 。

研究人員利用棘蛋白上的受體結合區域（re-
ceptor-binding domain） 來 免 疫 老 鼠 。
SARS-CoV-2是利用棘蛋白附著在人體呼吸道，
入侵到細胞內部。

研究團隊提取產生抗體的細胞，並從中獲得
能識別受體結合區域的43種抗體。研究人員透過
檢視這些抗體阻止SARS-CoV-2的原始病毒株在
培養皿中感染細胞的程度，來進行篩選。

另外，在老鼠身上測試其中9種 「最有效」
抗體，看它們是否能保護感染SARS-CoV-2原始
病毒株的動物。

根據研究人員，多個抗體通過測試，其效力
各不相同。研究人員發現其中兩個抗體，能最有
效保護老鼠，並針對一些變異株進行測試。

這些變異株包括所有4種高關注變異株（Al-
pha、Beta、Gamma、Delta），以及2種需留意
變異株（Kappa 、Iota）。

最後，研究團隊發現，SARS2-38抗體 「可
輕易中和」 經測試的所有6種變異株，尤其是
Beta變異株對此抗體毫無抵抗力。

聖路易斯華盛頓大學醫學院教授戴蒙（Mi-
chael S. Diamond）表示： 「目前的抗體可能對
一些變異株有作用，但並不是所有變異株。因為
這個病毒可能會繼續演化，擁有廣泛中和作用的
有效抗體，除了單獨使用，且能搭配組成新組合
，將可能防止此病毒出現任何抗藥性。」

變種病毒有解 美研究：超級抗體SARS2-38 可中和所有變異株

美國總統拜登昨日表示按原訂計畫在8月
31日前完成撤軍，不過依據阿富汗目前的局
勢，美國真的有可能撤出所有必須撤離的人
？《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指出，
在美軍加速撤離的同時，障礙仍繼續存在，
雖然軍方不願明說，但 「有些人將被拋下」
的態勢已經愈來愈明顯了。

礙於喀布爾局勢混亂，各國醞釀延後撤
軍的可能性，不過美國總統拜登昨日表示，
美國仍將按計畫在8月31日前完成撤軍，但
也要求官員制定應變計畫，必要時能調整時
間表。

綜合《紐約時報》、美聯社報導，距離
撤軍大限只剩7天，五角大廈加強了撤離專機
班次，白宮指出，過去24小時就撤離了2.16
萬人，動用了32架C-17運輸機、5架C-130
運輸機、以及57架盟友專機。前一天美國及
盟友還只能撤離1.6萬人。

不過《紐約時報》認為，拜
登希望維持原撤軍期限，加上撤
離流程仍有部份障礙，8月底前
美軍恐難以維持同樣的撤離速度
，因為這代表駐守在喀布爾卡賽
國際機場（Hamid Karzai Inter-
national Airport）的 5800 名美
軍，接下來7天內除了要撤離美
國人及阿富汗友人外，還得想辦
法讓自己離開。

美國撤離計畫面臨的一個問
題是，國土安全部及國務院審查

、處理簽證的速度趕不上需求。官員說，卡
達烏代德空軍基地（Al Udeid Air Base）的移
民官需要花上12小時，根據美國國家反恐中
心（National Counterterrorism Center）的黑
名單來檢查抵達基地的阿富汗人，他說審查
及篩選速度必須加快，以避免基地再度人滿
為患；此外，五角大廈已經額外開放維吉尼
亞州、德州、威斯康辛州、紐澤西州的軍事
基地，充當阿富汗難民的臨時住所。

在美軍撤離美國公民、阿富汗友人的同
時，由於撤軍大限在即，美軍也必須開始撤
離自己的部隊及裝備，可以預期，屆時軍機
上將主要是部隊及裝備，路透社評論，撤離
速度 「將無法避免放緩」 。美國國防部發言
人柯比（John Kirby）昨日表示，美軍 「至少
需要幾天」 才能從喀布爾完全撤離數千名士
兵及裝備。

美8月底能完成撤軍阿富汗？這些問題恐讓一些人被拋下

美國最高法院今天駁回拜登總統試圖廢除川
普時代一項移民政策的要求。這項俗稱 「留在墨
西哥」 的移民政策，迫使數以千計的尋求庇護者
留在墨西哥，等候美國法院審理申請案。

路透社報導，在3名自由派大法官反對下，
最高法院駁回拜登政府試圖擋下德州聯邦地區法
官卡奇馬力克（Matthew Kacsmaryk）作出的裁
定。這項裁定要求拜登政府恢復前總統川普的
「留在墨西哥」 政策，這項政策的正式名稱為
「移民保護協議」 （Migrant Protection Proto-

cols）計畫。
美國最高法院的保守派大法官以6比3占多數

，其中包含川普任命的3位大法官。
這些大法官發布這項簡短命令，代表德州聯

邦地區法官卡奇馬力克的裁定現在生效。
美國國土安全部發表聲明表示，很遺憾最高

法院作出這項裁定，將持續 「強烈挑戰」 德州聯

邦地區法院的裁定。國土安全部說，在上訴程序
持續進行時，國土安全部將 「老實」 遵守命令，
開始與墨西哥展開協商。

美國最高法院今天作出的裁決，是參考2020
年的一項裁定，那項判決阻撓川普試圖終結民主
黨籍前總統歐巴馬的童年抵達者暫緩驅逐辦法
（Deferred Action for Childhood Arrivals），即
保護數十萬名孩童時期非法入境美國的移民 「追
夢人」 免遭遣返。

這兩起案件關乎到政府在解除前朝政策時是
否遵循正確的法律程序。拜登自1月上任以來便
尋求推翻川普的許多強硬派移民政策，如今也取
消移民保護協議計畫。共和黨執政的德州與密蘇
里州對拜登此舉提出挑戰。卡奇馬力克裁定必須
恢復川普的移民政策，紐奧良州的聯邦第5巡迴
上訴法院8月19日也駁回政府要求延後實施的請
求後，拜登政府隨後轉向最高法院。

拜登擬撤銷川普時代移民政策 美最高法院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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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老而神秘的西藏，有這樣一個傳說：當世界第一
縷陽光照耀到岡仁波齊時，便有了第一頭犛牛。對

於藏民而言，犛牛不僅是生活中不可或缺的親密夥伴，
還是關乎生計的寶貴財富。

當雄，藏語意為“天選牧場”，是拉薩市唯一的純
牧業縣，平均海拔在4,200米以上，以飼養犛牛、綿
羊、山羊、馬為主。這裏有遼闊的草原、豐美的水草，
優質草場佔可利用草場的68%，空氣純淨，水質無污
染，是得天獨厚的天然牧場。在積雪皚皚的山川襯托
下，這裏就是犛牛的天堂。近日，香港文匯報記者隨中
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組織的中外媒體採訪團趕赴西藏，
就西藏和平解放70年以來的變化進行實地探訪。當雄
縣，是行程之一。

犛牛帶“身份證”保障安全
隨着畜牧業產業化的不斷發展，傳統畜牧業生產科技

含量低、產業鏈發展滯後、牧民思想保守、商品意識淡薄
等問題日漸凸顯，很多牧民甚至陷入“有資產沒資金”的
窘境，渾身是寶的犛牛始終無法轉變成經濟收入。

“那次是縣裏的公司統一來收購犛牛肉，我看到工
作人員將戶主的身份證號碼、犛牛的電子耳標、四個牛
腿的重量全部登記之後，賣主就可以拿着寫着身份證編
號、斤數和單價的出庫登記簿結算價錢。”2015年的一
次經歷，讓郭慶村村民嘎瑪洛桑至今難忘。後來他才知
道，這是當地政府為了保障“舌尖上的安全”，推出了
有“身份證”的犛牛肉特色品牌。自此，當雄犛牛打開
了銷路。

牧場採新技術科學養殖
“我們牧場2018年建成投入運營，總投資近2,400

萬，建設有牛圈、飼草儲備庫、消毒室、防疫室等，項
目總佔地面積近30畝。”當雄縣淨土牧場郭慶場負責人
阿旺多布傑表示，郭慶場主要依靠個體、聯戶、國營三
種方式，實施犛牛入股（即買斷）、草場流轉、牧民入
場的養殖模式。“老百姓以犛牛入股，牧場收購價高於
市場價，這種養殖模式改變牧民以往分散、粗放的經營
模式，讓百姓的收入持續增加。”

阿旺多布傑介紹，截至目前，就犛牛入股這部分，
牧場已向郭慶村牧民分紅90餘萬元，向137戶家庭發放
犛牛收購款900餘萬元。而參與牧場工作的牧民每戶年
均增收約1.4萬元。在科學養殖方面，牧場推廣母牛“一
年一胎”繁殖計劃，還引進牧草智能化生產技術，讓犛
牛在冬天也能吃到新鮮牧草。

去年底銷售額破2000萬
按照牧業改革要求，牧場鼓勵解放出的勞動力從事

二、三產業，以提高家庭經濟收入。因此，牧場招收了約
20名當地百姓在此工作，其中，就包括次仁桑珠。“我
家現在一年的收入全部加起來有8萬元左右。”他說，從
前自己放牛，經常遭遇牧草不足、犛牛生病等問題，入股
之後有專人負責，完全不用再操心。“我對現在的生活很
滿足，生活上沒有任何困難，主要任務就是培養兩個小孩
考上大學，”說着，這個37歲的漢子腼腆地笑了起來。

次仁桑珠一家人生活的改善是西藏牧民生活變化的
真實寫照。數據顯示，隨着犛牛產業鏈的不斷完善，中
國國內乃至國際的訂單接踵而至。截至2020年底，有
“身份證”的犛牛肉產量已突破500噸，銷售額突破
2,000萬元。而郭慶場去年出欄1,010頭犛牛，僅發放員
工工資就達104萬元。

1951年 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關於和平解放西

藏辦法的協議》在北京簽訂，宣告西藏和平解放，這片雪域高原和百萬

農奴的前途命運就此被改寫。70年來，西藏從黑暗走向光明、從專制走

向民主、從封閉走向開放、從貧窮走向富裕，每時每刻都在描繪着偉大

而壯闊的時代畫卷。

西藏自治區統計局數據顯示，1959年，西藏地區生產總值僅為1.74億元（人

民幣，下同）；到2020年，西藏地區生產總值達1,902.74億元。2020年10月，西藏宣布，5年間62.8萬

貧困人口全部脫貧，西藏歷史性消除絕對貧困。近日，香港文匯報記者隨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組織的中

外媒體採訪團趕赴西藏，就和平解放70年以來的變化進行實地探訪，感受西藏的時代變遷和發展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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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理石貼面、羅馬柱、黑色鐵藝大
門……這是位於西藏林芝市巴宜區八一
鎮巴吉村的一幢在建歐式獨棟別墅。
“這是給我弟弟建的房子，他喜歡歐式
建築。這套房子全部建完大約要 200
萬（人民幣，下同），我們家可以全款
付清。”次仁玉珍笑着表示，如今村裏
幾乎每家都建得起這樣的別墅。漫步巴
吉村，村裏道路寬闊平整，傳統藏式民
居和新建歐式別墅交錯坐落，處處透着
殷實。

這裏距林芝市城郊約1公里，是八
一鎮最大的行政村。巴吉村黨支部第一
書記周皓表示，到上世紀90年代，村
裏依然很貧窮，村民主業是運輸木材，
沒有集體經濟的概念，都是零散地各自
找活幹，缺乏長期穩定的收入來源。

習近平兩度到訪指引發展方向
1998年6月擔任福建省委領導時，

因福建對口援助林芝地區，習近平曾專
門趕赴巴吉村調研；2011年7月，在慶
祝西藏和平解放60周年之際，時任國
家副主席的習近平再次到訪，走進村民
家中，了解百姓生活。

“正是習主
席的到訪為大家指

明了方向，他囑咐村民，一起富起來才
有意義，要重視發展集體經濟，要堅持
因地制宜，廣開致富門路……”作為土
生土長的巴吉村人，周皓見證了小村的
變化。近十餘年來，巴吉村着力發展集
體經濟，陸續成立了建材市場、汽車運
輸隊、專業合作社、物流園區等。2020
年，全村經濟總收入達3,706.63萬元，僅
分紅一項就讓全村獲得600餘萬元的收
入，村民的人均年收入也從1997年的
2,000餘元增長到了如今的4.7萬元。

村民：經歷舊社會才知今天好
“村裏實行土地租金分紅，讓我們

家收入增加了約兩倍，現在年收入至少
也有50萬元。2002年，我們一家人搬
進了新建的二層藏式新居。”次仁玉珍
表示，目前土地租金分紅佔全家收入約
七成。此外，她的父親跑運輸，自己在
企業上班，“我們都有固定的收入”。

解放前的巴吉村也經歷過黑暗的農
奴社會。“我父親被打瞎了一隻眼睛，
村民江雅拉孟的父親被砍掉了手。”談
及當時農奴制度下的生活，巴吉村原村
黨支部書記達龍仍悲憤不已：“我是從
農奴社會走過來的人，那時老百姓過的
就不是‘人’的生活，所以我知道現在
的生活有多幸福。”

75歲的達龍親歷巴吉村蛻變發展。
“我的一生中有兩件難忘的事。”一件
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西藏百萬農
奴翻身得解放。“一夜之間，我們從

‘會說話的工具’變成了自由、平等，
還有生產資料的公民。”1966年國慶
節，他作為翻身農奴的代表，來到首都
北京，受到了時任國家主席毛澤東的親
切接見。另一件是2011年7月，時任國
家副主席的習近平第二次到巴吉村調
研。“就在村口，他握着我的手，祝我
健康長壽，扎西德勒（藏語問候語：吉
祥如意、歡迎）。那感覺，真像是太陽
光一樣灑在我心頭！”

1975年，達龍當兵回來做了村支
書，開始帶領村民發展經濟。如今，達
龍一家一年的收入能達到20餘萬元。
“我發自內心地喜悅，因為村裏的民生
改善。”他說，“我的人生概括起來就
是：生在舊社會，長在紅旗下。感謝共
產黨，沒有共產黨就沒有今天的巴吉
村！”

““我家的牛在郭慶場入股我家的牛在郭慶場入股，，我也在這裏上班我也在這裏上班，，每月有穩定收入每月有穩定收入。。去年我買了小轎車去年我買了小轎車，，平時上下班平時上下班、、接接

送孩子都是自己開車送孩子都是自己開車。”。”在西藏拉薩市當雄縣淨土牧場郭慶場在西藏拉薩市當雄縣淨土牧場郭慶場，，郭慶村村民次仁桑珠一邊餵牛郭慶村村民次仁桑珠一邊餵牛，，一邊講述一邊講述

生活的變化生活的變化。。從前一家人的經濟來源全靠他放牛從前一家人的經濟來源全靠他放牛，，一年到頭也賺不到兩萬塊錢一年到頭也賺不到兩萬塊錢。“。“生活的改善是從以犛牛生活的改善是從以犛牛

在牧場入股開始的在牧場入股開始的。”。”他笑着說他笑着說，，目前月工資目前月工資55,,400400元元（（人民幣人民幣，，下同下同），），還掌握了標準化養殖技術還掌握了標準化養殖技術，，懂懂

得了經營管理得了經營管理，，一家人終於實現了脫貧摘帽一家人終於實現了脫貧摘帽。。 ●●圖圖//文文：：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一存趙一存 西藏報道西藏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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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場高於市場價收購牛肉 牧民入股牧場收入增

集體經濟助脫貧 巴吉家家起別墅

犛牛養殖集約化犛牛養殖集約化
當雄當雄農戶荷包鼓農戶荷包鼓 ●次仁桑珠表示，一

家人如今實現了脫貧
摘帽，生活越來越
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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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仁玉珍（右一）和父母站在自家
精緻的藏式民居前。

(上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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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劃出台規劃出台 打造打造““兩中心兩樞紐兩高地兩中心兩樞紐兩高地””

全球具重要影響力全球具重要影響力
上海上海20352035目標目標：：

國際金融中心國際金融中心

中 國 經 濟 2021年8月25日（星期三）3 ●責任編輯：李鴻培

《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十四五”規劃》（下稱《規劃》）24日正式出台。

對標國際最高標準，上海將以打造“兩中心、兩樞紐、兩高地”為具體目標，加快

推進金融“國際化、市場化、數字化、綠色化、法治化”，到2025年，人民幣金融

資產配置和風險管理中心地位更加鞏固，全球資源配置功能明顯增強，為到2035年

建成具有全球重要影響力的國際金融中心奠定堅實基礎。

●圖／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帆 上海報道
●●《《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建設““十四十四
五五””規劃規劃》》2424日正式出台日正式出台。。圖為上海圖為上海
浦東陸家嘴浦東陸家嘴。。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吳清吳清

●●孫輝孫輝

《規劃》內提到，推動上海的人
民幣跨境使用樞紐地位更加穩固。未來
五年，上海將提升人民幣金融資產配置
中心能級，包括擴大金融市場開放、推
進人民幣可自由使用和資本項目可兌換
先行先試等。有關措施也得到了央行的
支持。中國人民銀行上海總部副主任孫
輝表示，“十四五”期間，將從四方面
支持人民幣自由使用的探索：

一是在重點領域、重點主體內實
現人民幣跨境使用重點突破。堅持市
場驅動，以原油、鐵礦石、糧食、橡
膠等大宗商品和境外承包工程等重點
領域，以及一些重點企業為突破口，
培育市場主體人民幣結算習慣。

二是優化政策環境，更好推動“本幣優先”理
念落地。完善制度，形成規則明確、條文規範、體
系完備、可操作性強的人民幣跨境使用政策體系，
推動落實“凡是外匯能做的，人民幣都能做，而且
更為便利”。

三是更好發揮自貿試驗區及臨港新片區試驗田作
用，深入推進高水平制度型開放。繼續堅持市場化導

向，堅持服務於投資貿易便利化，不
斷夯實人民幣跨境使用的基礎。

四是加強政策傳導落實，暢通政
策落地“最後一公里”，進一步提高
市場主體使用人民幣的便利感和體驗
感。加強與地方政府及有關部門的溝
通，形成政策合力。指導轄內金融機
構在有效防範風險的基礎上，進一步
貼合市場需求，積極創新人民幣國際
使用新產品、新工具，切實提高金融
服務能力。加大對重點國家中央銀
行、金融機構和業界的人民幣跨境業
務培訓和技術援助。

對於上海《規劃》中提出增強人
民幣的國際地位和作用，專家們認為，這是不斷對
外開放的現實需要，同時上海亦必須做好基礎工
作，以確保人民幣國際化的步伐更加穩健。

京東數科研究院首席經濟學家沈建光對記者表
示，維持幣值穩定對成功經濟體十分必要，中國未
來在加大開放的同時，放寬資本流出，鼓勵雙邊波
動，有助人民幣匯率向均衡水平靠近、維護幣值穩
定。

人行：從四方面推進人幣自由使用

從《規劃》列舉的具體目標可以看出，上海建設
國際金融中心，已經從過去以“對標”、“學

習”為主，轉化為主動作為，更多發出“上海聲
音”。新提出的具體目標包括：“全球資產管理中
心”生態系統更加成熟，更好滿足國內外投資者資
產配置和風險管理需求；“金融科技中心”全球競
爭力明顯增強，助推城市數字化轉型。

冀更多發出“上海聲音”
到2025年，上海的國際綠色金融樞紐地位將基

本確立，促進經濟社會綠色發展。人民幣跨境使用
樞紐地位將更加鞏固。而為了實現這些目標，還要
進一步打造“國際金融人才高地”和“金融營商環
境高地”，集聚培養行業領軍人才和青年人才，吸
引更多國際國內優秀人才到上海貢獻智慧。

上海市委常委、副市長吳清在24日的專題新
聞發布會上介紹，《規劃》的制定以三方面思考
為基礎：一是着重加強上海的全球資源配置功
能。二是堅持國家戰略定位，更好服務高質量發
展和“雙循環”的推進。三是對標國際最高標
準、最好水平，把握國際經濟金融最新趨勢和中
國金融改革開放的總體要求，提升上海國際金融
中心核心競爭力和影響力。

聚焦於全球資源配置
吳清的介紹中，着重強調了上海要不斷提升

“全球資源配置功能”。他表示，這也是中央對於
上海的明確要求。具體來說，就是在不斷探索制度
創新、加大金融開放力度基礎上，聚焦國際重大平

台，提升上海金融市場全球定價權和影響力。
在“十四五”期間，上海要推動設立國際金融

資產交易平台、場內全國性大宗商品倉單註冊登記
中心、國家級大型場內貴金屬儲備倉庫等。加快推
進包括銀行間與交易所債券市場在內的中國債券市
場統一對外開放。進一步深化黃金國際板建設，推
進期貨市場開放。發布《關於推進上海國際再保險
中心建設的指導意見》，打造國際一流再保險中
心。同時，將支持“上海金”、“上海油”、“上
海銅”、“上海膠”等“上海價格”在國際金融市
場廣泛使用，提升重要大宗商品價格影響力。

具國際影響力碳定價中心
“綠色金融”是近年來業界較為關注的新焦

點，吳清表示，未來五年，上海將率先探索金融
“綠色化”路徑，推動綠色低碳可持續發展。

以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為引領，依託上海
金融資源集聚、科技和產業基礎雄厚、對外開放程
度高等優勢，率先探索綠色金融改革創新。發展碳
金融市場，打造具有國際影響力的碳定價中心。創
新綠色金融產品，發展綠色信貸、綠色債券、綠色
保險、綠色基金等，支持碳金融業務創新。

集聚綠色金融專業服務機構，發揮國家綠色
發展基金引導作用。探索氣候投融資試點，支持
金融機構開展氣候投融資業務。深化綠色金融國
際交流合作，支持新開發銀行等機構發揮積極作
用。優化綠色金融支持政策，打造國家級綠色金
融改革創新試驗區。配合國家金融管理部門構建
綠色金融標準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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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速览

打造更多“麻雀型”商店

清晨6点，北京地铁迎来早高峰。不少路过
6号线青年路地铁站的上班族发现，站厅西侧多
了一家名为“DELIGOGO”的便利店，正在售
卖热腾腾的早餐。门店右侧，还多了一排自提
柜。来不及在店内就餐的乘客，可以通过手机小
程序提前下单，路过时自提。“能在地铁站里买到
东西了，真方便！”店面一开张，前来消费的人就
络绎不绝。

在人流密集的地铁里增加便利店，可以有效
填补网点布局不均的“空白”，提升城市商业服务
的便利性。除此之外，更多的功夫则在于如何盘
活现有资源、提升商店功能。

在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有一家名为“波波
茶”的社区小店，原本只是一个销售烟酒副食的
普通杂货铺，进货靠人工电话联系，货品周转也
慢。如今，这家店接入了阿里零售通的一站式进
货平台，通过线上采购、一键到店，运转效率提
升了许多。不仅货品种类更加齐全，还能提供洗
衣改衣等多项便民服务。实现“一店多能”后，
波波茶便利店每月额外增收2000多元。

“一家普通的社区零售小店，在阿里社区电
商的多种特色服务支持下，可成为‘一店多能’
的社区综合服务点。它可以是‘麻雀虽小、五脏
俱全’的便利店，可以是盒马集市业务支持的

‘云菜场’，还可以是协助居民进行快递收发的菜
鸟驿站。”阿里社区电商 （MMC） 事业群湖北运
营总监李标亚说，通过数字化升级，一方面，商
家可以对社区消费形成即时洞察，规模化聚拢需
求后向上游采购，实现以销定产，降低交易成
本，让消费者买到更新鲜、更优质的商品；另一
方面，小店可以依靠更高频、更稳定的线上交
易，结合线下自提，吸引大量用户回流进店，最
终实现多方共赢。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中国世界贸易组织研究院
副研究员杜映昕认为，在社区周边可容纳的店面
数量有限的情况下，原有店面的多功能化可以满
足社区居民更多层次和更多元化的需求。除了便
利年轻人和上班族之外，在老年人较多的社区，

“麻雀型”商店还可以进一步完善适老化服务，
充分兼顾到老年人以及特殊群体的生活便利，体
现出社区便民的温度。

提升“就近消费”的质量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高峰表示，构建便民生活
圈，目前主要将突出四个特点：一是突出业态发
展与居民需求匹配，推动便民生活圈商业网点系
统、科学布局，商业设施与公共设施联动，商业
运营与社区治理贯通；二是着重新技术新业态新
模式的融合，充分利用新技术推动业态和模式创
新；三是聚焦现有商业网点的短板弱项系统性改
造提升，着力提升商业网点的活力；四是点面结
合注重实效，尽快完善和优化城市商业网点布
局，扩大便民生活圈的覆盖规模，让居民切实感
受便利、优质的商业消费服务。

“一店多能”带来的就近消费场景，消费者
又是如何看待的呢？

多数人为商店的便利性提高点赞。在上海从
事市场营销的卢小希表示，线下的商超和零售有
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就近消费”能给消费者带
来实实在在的利好。“对年轻人来说，虽然线上
购物已经很普及了，但如果买急用的生活必需
品，网购还是存在一定的延时性。对于中老年人
来说，很多人不习惯操作手机或电脑，如果就近

能买到更多想要的东西，甚至获得多层次、个性
化的商品和服务，生活肯定更方便。”卢小希说。

也有人担心“一店多能”影响服务质量。王
女士家住宁夏银川大悦城商圈附近，生活需求基
本上都能在附近得到满足，她更看重的是商品和
服务的质量。“术业有专攻。店家在不熟悉的情
况下，能不能承担好多功能的运营工作呢？卖化
妆品的同时卖水果，很可能各种商品摆放得过于
杂乱，容易给消费者带来不好的体验。我个人还
是更青睐那些专营的店面。”

总体上，消费者对“一店多能”还是持开放
乐观的态度。

“其实，大学校园就是典型的一刻钟生活
圈。

很多高校为了尽可能地满足学生在校园内的
所有生活需求，校园布局往往比较精细，同时也
会提供一些个性化服务。虽然城市居民社区不可
能像校园那样统一经营，‘一店多能’的发展显
然有利于为社区居民提供便利性和多样化的服
务。”就读于江西财经大学经济专业的黄奕勤
说，“一店多能”要想实现“一店多赢”，就必须
始终以消费者的需求为导向，提高商品和服务质
量。这一过程中，尤其要避免“千店一面”的同
质化竞争现象。

“烟火气”中寻商机

从搭载代扣代缴、代收代发、上门服务、租
赁等项目，到鼓励应用 5G、大数据、人工智
能、物联网等先进信息技术，再到提供周边商品
和服务搜索、信息查询、生活缴费、地理导航及
线上发券、线下兑换等免费服务，对于如何释放

“烟火气”中的消费潜力，商务部等部门作出了
详细部署。

很多企业瞄准商机、主动布局。多点 Dmall
合伙人任中伟表示，消费者可以在多点APP、多
点小程序、美团、饿了么等外卖平台下单，30分
钟配送到家。此外，社区拼团、直播电商等服务
拉近了消费者与门店的距离，消费场景更加多
元。去年下半年，在多点Dmall提供的数字升级
帮助下，物美便利店全渠道销售额增长41%，线
上订单销售额大涨近9倍。

“《城市一刻钟便民生活圈建设指南》中提到
的具体建设目标之一，就是‘智慧化水平不断提
高，新技术新业态新模式在便民生活圈应用场景
更加广泛，线上线下深度融合，数字化转型进度
加快’。这无疑为多点 Dmall 这样的数字化服务

商提供了有力的政策支持。接下来，我们会继续
在便利店、社区小店业态中夯实零售联合云基础
能力，打造优质的全渠道消费体验。”任中伟说。

“未来30年，社区将是中国零售业生长的重
要土壤。下一步，我们会积极响应政策，通过社
区电商新模式，为社区小店打造数字化供应链体
系，实现线下人、货、场的精准匹配。同时，推
动实体社区商业加快数字化、智能化改造，让小
店成为承载更多创新生活服务的空间。”李标亚
表示。

杜映昕认为，对于商家来说，要实现生存和
盈利需要考虑成本和收益。因此，发展新的功能
往往需要固定资产和技能方面较多的前期投资，
实现“多能”会面临不小的风险和挑战。对于小
的经营者而言，由于在资金和技能等方面的不
足，往往仅能拓展门槛低的小功能或者相近功
能，因此由多个独立店铺组成的“集市”型商店
群，也不失为一个可行的实现“多赢”的形式。

“各个店铺之间可以公摊租金，互相引流，
合作共赢，同时能满足消费者更多的需求。对于
有能力实现‘多赢’的商家，需要做好前期规划
和调研，确保能对接社区居民需求，并且优先拓
展发挥自身所长的功能，进而产生协同效应。”
杜映昕建议。

不仅零售商品，还会提供简易餐食、洗衣改衣、代收代发等服务——

“一店多能”便利市民
王俊岭 康正悦

▲8月 9日，市民在江苏省连云港市
连云区一家便利超市选购商品。

王 春摄 （人民视觉）

◀“高新 24 小时城市书房”位于四
川成都一环路市井生活圈，是一处无人
值守、24 小时开放的城市文化阅读空
间，自6月开放以来吸引了众多读者和游
人前来参观体验。

刘国兴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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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畫頁

本報記者秦鴻鈞報導本報記者秦鴻鈞報導

休士頓新開業休士頓新開業 「「新榮超市新榮超市」」 果蔬時令天果蔬時令天
天特價天特價，，萬餘種日用品令您愛不釋手萬餘種日用品令您愛不釋手

自七月後美國疫情驟升美國疾病管制暨預防中心(CDC) 警告
，隨 Delta 變異株肆虐,防疫又逢關鍵點。哈里斯縣(Harris
County)目前處於最高威脅級別,紅色警戒。如果您還沒有完全接
種疫苗、請盡快接種疫苗。為了保護自己和他人、請大家保持注
意防疫措施;勤洗手、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6 英尺)、並避開人
群和通風不良的地方、以策安全。

營養午餐:八月份已暫停每天分發熱的餐點。九月份視情況
另行通知。

新舊會員換証:預約辦理新舊會員換証,電話 713-480-4885
。舊會員可以郵寄換証。支票台頭請寫 CSA。寄 Chinese Se-
niors Association 地址: 10303 Westoffice Drive, Houston,TX
77042。會費六十歲以上個人$25兩年,夫婦$45。未滿六十歲個
人$35兩年。還沒有換証的會員請早辦理。以免不能參加本會所
舉辦的任何活動、也將停寄活動通告。

謹此感謝國泰銀行-國泰基金會今年捐贈本會 $7500。感謝
國泰銀行基金會多年以來對中華老人服務協會不離不棄的支持與
贊助。讓老人服務協會的會務能順利進行、造福耆老。在此謹代
表全體會員向國泰銀行基金會和休士頓國泰銀行首席副總裁黃祖
壽先生致以最誠摯的謝意。感謝他們對長者的體卹與關懷! 捐贈
儀式將於第四季會員慶生同時進行。

I. 第三季會員慶生會: 9 月 11 日、星期六、上午 10:00 在僑
教中心後門停車塲車塲舉行。 7、8、9 月生日的“壽星”和
“非壽星”會員請於 9 月 9 日或之前、週二至週五上午 10:00
點至 11:00 點到僑教中心 108 室報名登記。或發短信到電話
713-480-4885、附上會員號碼、那一年到期、名字、生日。報
名登記。我們將會為“壽星”準備禮物和蛋糕一份。 “非壽星
”會員可領取禮物一份。我們必須預先知道人數以便準備足夠的
數量。如果沒有預先登記恕當天就不能領取禮物或蛋糕。當天請
依照交通指揮的義工指示停車。不用下車、請戴上口罩、並出示
會員証。我們的義工會為您服務。

II. 注射流感疫苗 & C 型肝炎篩檢: 9 月 11 日、星期六、上
午 10:00 至 12:00 在僑教中心後門停車塲。流行性感冒是流感病
毒引起的一種急性呼吸道傳染病。主要通過空氣中的飛沫、人與
人之間的接觸或與被污染物品的接觸傳播。對於抵抗力差或年紀
大的人、會因為流感的來襲而生病或生命的威脅。對此除了平時
增強自己免疫力以外、可以通過注射流感疫苗來避免。請勿錯過
。尤其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間更應提早預防。避免得了流感生病讓
你和你周邊的人感到恐慌、而必須接受病毒測試才能確認是否得
了新冠病毒的感染。

篩檢 C 型肝炎提早預防守護肝健康。肝臟是沉默的器官、
肝病早期通常沒有明顯症狀、一旦有症狀時、大都已至肝病的晚
期。如慢性肝病、肝硬化及肝癌等、有 8 成的肝癌發生是由 B、
C 型肝炎所造成。

請於 9 月 9 日或之前發短信或電 713-480-4885 報名登記(
流感疫苗、註明是否有保險或沒保險)或週二至週五上午 10:00
點至 11:00 點到僑教中心 108 室報名登記。我們需要統計人數
以便讓醫護人準備足夠流感疫苗和 C 型肝炎篩檢的數量。如果
有保險、當天請提供保險卡給注射流感疫苗醫護人員。為確保安

全請在車內等候、下車打疫苗和篩檢 C 型肝炎時請戴上口罩。
III. iPad、iPhone 班 ：本會的 iPad、iPhone 班備有不同學

習的課程。每班級一期共五週、每週兩次、每次兩小時。在網上
使用 Zoom 視頻上課。如果有需要可預約到僑教中心預先教您在
家中如何使用 Zoom 視頻上課 。

iPad 和 iPhone 第 IV 班(美化數碼照片和製作或修改視頻):
將於 10/6/2021 開班到11/5/2021 每週三和週五上午 10:00 至
12:00 在 Zoom 視頻上課。課程包括 Note,
FaceTime, 和照片的使用和分類。並學習如
何編輯及美化數碼照片。你知道嗎!你不單止
可以美化你的數碼照片、而且還可以很輕易
的改變人物的方向和角度甚至背景。並教你
如何製作或修改視頻。在這課程會讓您學習
到多功能軟體的使用和操作。非常有趣。

智能手機或 iPad 特級班: 將於 11/17/
2021 開班到 12/17/2021 每週三和週五上午
10:00 至 12:00 在 Zoom 視頻上課。課程包
括如何節省您智能手機和 iPad 的空間把照片
, 視頻存在 Google Photos, USB Disk 或存到
您的電腦。 PhotoScan 如何把您的陳年舊照
片從相簿還原變成數碼照片。還有一般實用
的應用軟件等。

以上班級每班人數有限、請早報名。每
班收費 35 元。有興趣的會員請於開班前、
電 713-480-4885 報名。

IV. 系列健康促進講座: 1) 9 月 24 日,星
期五,下午 2:30 至 4:00 Zoom 線上視頻, 主題
：中藥草與防癌所謂藥食同源，自古以來藥
與食是不能分開的，藉著本次的講座，將會
更認識癌症的早期徵兆，並了解食物和中藥
材與癌症的關係。讓我們用科學的態度來認
識中藥草，也用更正面的態度面對癌症與疾
病。

主講人: 黃遠永博士。黃博士在亞洲、南
美洲和美國任教 20 多年，平時熱愛於普通生
物學、解剖學和生理學、微生物學的教學上
、及癌症預防的研究上。近些年致力於研究
中醫草藥與各種植物化學物質的抗癌機制，
並持續地發表草藥與植物療法潛力。

2) 10 月 26 日,星期二, 下午 2:00 至 3:
30 Zoom 線上視頻, 主題：向垃圾睡眠說再
見睡不著睡不好，幾乎是每個人會有的困擾
，有時漫漫長夜睡不著，有時睡睡醒醒，睡
不好，引起睡眠障礙的原因有很多，可能是
精神壓力、身體疾病等等，還有一些不知道
的小習慣也會偷走我們的睡眠。講座中將會
分享天然不傷身的睡眠飲食，以及睡前助眠
小動作，並有烹飪教學示範。主講人: 鄧雅如

女士
時間: 2021 年 9 月 24 日,星期五,下午 2:30 至 4:00 點
2021 年 10 月 26 日,星期二,下午 2:00 至 3:30 點
ZOOM 網 上 會 議 室 鏈 接: https://us02web.zoom.us/j/

6453799793
會議號碼 Meeting ID: 645 379 9793

休士頓中華老人服務協會2021 年 9 & 10 月份會員通知

光鹽社預防篩查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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