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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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046

Thursday, 9/2/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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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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德州 「心跳法
」 在最高法院未對緊急阻擋請求採
取行動後，於今天生效，這項法律
規定懷孕6週後即不允許墮胎，因
強姦或亂倫受孕也不例外，是全美
最嚴苛的墮胎法之一。

德州共和黨籍州長艾波特
（Greg Abbott）5月簽署 「心跳法
案」 （heartbeat bill），禁止在偵
測到胎兒心跳後執行墮胎。通常是
在孕期6週左右可以測得胎兒心跳
。

美國最高法院仍可能批准人權
團體和墮胎業者的請求，中止所謂
的 「心跳法」 ，這項法律使德州成
為全美接受墮胎最困難的地區。

美 國 民 權 聯 盟 （American
Civil Liberties Union）、美國計劃
生育協會（Planned Parenthood）
和生育自主權中心（Center for
Reproductive Rights）等團體8月
30日向最高法院遞出緊急請求，
希望能阻止德州 「心跳法」 生效。

美國民權聯盟指出： 「在德州
，大約85%至90%接受墮胎的人
至少都已懷孕6週，意味這項法律
將禁止近整個州的墮胎行為。」

美國其他州也曾試圖針對懷孕
初期實施墮胎限制令，但皆被
1973年使全美墮胎合法化的 「羅
訴韋德案」 （Roe vs. Wade）這
項里程碑判例阻止。

德州墮胎法不同之處在於將允
許公眾參與新法執行，而不是州檢
察官或衛生部門；美國民權聯盟指
出，德州法律 「建立賞金獵人計畫
，鼓勵大眾對他們認為違反禁令者
，提起代價高昂且騷擾人的訴訟」
。美國民權聯盟表示： 「任何成功
控告健康中心人員、墮胎業者或協
助他人在懷孕6週以上進行墮胎者
，將獲至少1萬美元獎金，且由被
告支付。」

美國民權聯盟指出，德州反墮
胎聯盟已在網路上建立表格，招募
民眾控告任何他們認為違法的人，
並鼓勵人們提交關於醫生、診所和
其他違法者的 「匿名線報」 。

全美最嚴苛墮胎法之一 德州 「心跳法」 正式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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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日       Thursday, Septemb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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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sident Biden told the nation
that the real decision in
Afghanistan was between leaving
or escalating and thereby favored
his choice to withdrawal troops
as the only option, rather than
surging more forces into the
country.

The president said, “I was not
going to extend this forever war,
and I was not extending a forever
exit.”

The U.S. withdrawal was rocked
by the Taliban’s unexpected
swift takeover of the capital.

As of Monday, more than 122,
000 people had been airlifted
from Kabul airport including 5,
400 Americans. There are fewer
than 150 American citizens
currently in Afghanistan. The

State Department no
longer has any diplomats
in Afghanistan, but
Secretary Blinken said our
commitment to them and
to all Americans in
Afghanistan and
everywhere in the world
continues.

An immediate challenge
for the Taliban is now to
run the international airport
and decide how to get
assistance from the rest of
world to survive.

Today the U.S. formally
ended the war in
Afghanistan. Over the last
several decades we got
involved in many wars and
conflicts around the globe, but
we still can’t solve all the

problems. We now need to learn
from history that war is not the

solution, but rather the problem.

0909//0101//20212021

We Are Ending The LongestWe Are Ending The Longest
War In AfghanistanWar In Afghanistan

拜登總统今天發表聲明，二十年
之阿富汗戰爭正式畫下句點，並為他
的撤軍行動進行辯護，他認為全面撤
離這埸已經二十年的長期戰爭，是项
正碓之決定。

美國軍機最後飛離喀布爾國際機
場後，塔力班們對空鳴槍，慶祝他
們重掌政權，十三名美軍及一百七十
多名平民被恐襲而喪生。

國務卿布林肯表示，大約還有一
百五十名美國公民滯留在阿富汗境內
，美國政府將繼續給予協助。

截至週一為止，共有十二萬二千
人經美國軍機空運出境，其中包括五

千四百位美國公民，當地的美國大使
館也全面關閉，但是拜登對於報復十
三位被害的美軍之行動不會中斷。

二十年在阿富汗之戰爭今天終於
結束，百分之七十以上的美國人都贊
成自阿富汗全面撤離，但是拜登總統
在處理整個撤軍之行動中遭到國內人
士之指責，這項欠缺周圓之計劃造成
了嚴重伤亡，而且導致盟國之不滿。

回顧過去數十年之歷史， 從韓
戰、越戰、中東及阿富汗戰爭，美
國應吸取慘痛經驗和教訓，戰爭已經
不是唯一解決問題之方法。

美國正式全面從阿富汗撒軍美國正式全面從阿富汗撒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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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軍完全撤出喀布爾,結束了一場長達
20年的阿富汗戰爭後,拜登總統在白宮正式
昭告世界,美國已完成歷史性反恐任務,他並
為美國這次的撒退做了強烈辯護, 拜登斬釘
截鐵說 :”我不會延長這場永無休止的戰爭
”,這除了表明他終止軍事行動的決心外, 其
實拜登更試圖用撤軍的正當性去淡化模糊他
在執行撤軍時的混亂無章, 療傷止血的用意
昭然若揭,只可惜最後階段發生機場動盪以及
13位美軍殉難,加上百位阿富汗平民被炸死
的慘劇,使拜登民意支持度暴跌10個百分點,
他想要回升爬起真是難難難。

拜登的民意支持度自1月20日上任以來
一直緩慢下滑,根據權威的民意調查網站
FiveThirtyEight(538)綜合統計全美各大民調
機構所得平均數據顯示,拜登支持率從開始的
53%認同率與30%不認同一路持續下降,執
政半年後,認同率只稍微滑到52%, 然而到8
月30日因美軍殉難,拜登的民意竟首次出現
死亡交叉(Death cross)-- 不認同率47.6%
首次超過認同率47%, 逆轉最大關鍵就是撤
離阿富汗處置失當。

在所有民調中,以皮尤中心民調最值省思

，因有54%美國成年人相信美軍撤離阿富汗
是正確決定,但42%認為拜登處理工作非常
糟,而國會山莊報(The Hill)民調更有多達
56%受訪者無法認同撤軍方式,從上面民調
數字顯示出拜登在撤軍時領導力不足。

當然拜登上任以來最卓越績效就是疫情
控制, 確保了美國人民的生命安全與健康。
在經濟方面，拜登快速通過近2 萬億的紓困
計劃，他提出的“Build Back Better”治國
藍圖也露出曙光,這一攬子基礎設施方案對於
穩住美國經濟有深遠影響。

在國際上拜登貢獻也不少, 他放棄川普
所秉持的美國獨尊獨大又不願兼善天下的思
維,重新恢復和西方國家的正常關係，大力拓
展對歐盟和北約關係,使美國重回巴黎氣候協
議和世界衛生組織，明年中期選舉迫在眉睫
, 儘管撤軍造成重大傷害, 有可能影響到民主
黨的選情, 並讓民主黨失去國會參眾兩院的
主導權, 但是距離2024年的總統大選還早,
現在就預測拜登是否有連任的機會意義並不
大, 畢竟還有許多重大的決策去考驗拜登的
領導和執行能力呢！

李著華觀點︰民調掉掉掉-拜登要回升-難難難

台灣想搶疫苗都來不及了！竟然有國家
連送來的疫苗也不要？至今為止在國際衛生
組織(WHO)統計中，新冠肺炎(COVID-19)
確診數與死亡數仍舊是 「0」 的北韓，二度
拒絕接收近300萬劑科興疫苗。

《華爾街日報》引述聯合國兒童基金會
（UNICEF）的說法報導，北韓的公共衛生
部拒絕接受疫苗。該基金會為世衛組織 「疫
苗全球取得機制」 （COVAX）協助分派疫苗
。至於北韓為何拒絕疫苗，報導
指出北韓認為疫苗供應量有限，
應該將這些疫苗送往疫情更為嚴
重的國家。

這並非北韓第一次拒絕接受
疫苗援助。今年7月北韓也曾經
因為擔憂血栓副作用，拒絕由
COVAX提供的200萬劑阿斯特
捷利康（AZ）疫苗。

新冠肺炎疫情自2019年底
爆發至今以持續超過一年半，根
據WHO統計，全球至今確診人

數達到217880523例，全球染疫死亡者也已
經超過450萬人。人口數約有2567萬的北韓
，至今在WHO統計中，仍是新冠肺炎疫情
的 「淨土」 ，沒有任何確診病例與死亡病例
。

《華爾街日報》指出，北韓邊境仍舊封
鎖，並且在最高領導人金正恩的指示下，在
國內持續宣導防疫的重要性，並且也將防範
病毒爆發視為攸關國家生存的重要事件。

金正恩不認有疫情 北韓二度拒絕疫苗

因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爆發，5月起至今也有不少台灣人都感受了一波 「在家工作」 (work
from home)，或者稱之為遠距辦公的新生活。居家辦公因為更能自在運用時間，被不少人認為更為自由
。但竟然有日本知名企業明文規定員工，在家工作也不能抽菸！不由得讓人覺得是不是 「管很寬」 ？

日本NHK新聞報導，當地最大控股公司野村證券最新決定，下(10)個月起，要求所有員工在工作時
間內不能抽菸。這不僅包含了在公司內部上班的員工，也包含遠距在家辦公的人。

針對上述政策，野村證券執行長飯山俊康指出，在家裡跟工作場所吸菸對健康的影響是相同的。對
於限制員工在工作時間內抽菸，他指出原因是期待員工能保持健康，並且在工作時間內維持生產力。

除了規定員工在工作時間內不可吸菸，野村證券向員工發出的備忘錄還指出，強烈建議員工在午餐
或是休息時間必須要遠離辦公室至少45分鐘，目的是防範 「三手菸」 ；為了提升員工的健康，野村證券
也已經預告，12月公司內的吸煙室就會全面關閉。

既然發出備忘錄來提醒，令人好奇的是，野村證券會不會對於違反抽菸禁令的員工施以懲罰？該公
司發言人Yoshitaka Otsu回應外媒，他們是基於互信原則來實施。聽起來，略有一點緩衝空間。其實除
了祭出工作禁菸令，野村證券也公告，他們期待能讓員工吸菸率從2020年3月的20%，在2025年降到
12%；並且也對期待戒菸的員工提供財務上的協助。

管很寬？日本野村證券規定居家上班者不能抽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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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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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數據顯示加強針效果顯著

綜合報導 以色列衛生部發布數據顯示，60歲及以上人群接種輝瑞

新冠疫苗加強針後，保護效果明顯好於接種兩劑疫苗後。

路透社援引數據報道，相比接種兩劑疫苗10天後的整體保護效果，

以色列60歲及以上人群接種加強針10天後的整體保護效果高4倍；就防

止重癥和住院病例而言，效果好5到6倍。

以色列格特納研究所和KI研究所研究得出上述數據，19日報告給以

色列衛生部一個疫苗專家工作組，22日上傳衛生部網站，其他細節沒有

公布。

報道說，負責接種加強針的機構之一、馬加比醫療保健服務

公司上周發布關於加強針作用的數據，得出與上述兩家研究所類

似結論。

以色列去年12月開始為公眾接種疫苗，優先為60歲及以上人群接

種，主要采用輝瑞疫苗。接種效果一度非常顯著，新增病例大幅減少。

然而，由於高傳染性變異新冠病毒德爾塔毒株傳播，今年6月中旬以來

該國新增病例數迅速反彈。

以色列衛生部先前說，在接種完疫苗較長時間後，無論接種者年齡

，疫苗起到的保護作用都逐漸減弱。接種過疫苗後感染新冠病毒並出現

重癥者多為本來有其他疾病的60歲及以上老人。

以色列7月30日開始為年滿60歲的人群接種加強針，8月19日將加

強針接種對象擴大至40歲及以上人群，同時建議教師、醫護人員、孕婦

和養老院工作人員全體接種加強針。接種加強針的人必須已完成兩劑疫

苗接種至少5個月。

路透社報道的數據顯示，以色列大約930萬人口中，迄今超過540萬

人已經接種兩劑疫苗，將近150萬人已經接種加強針。

疫苗接種率超7成
丹麥宣布9月10日取消所有防疫限製

綜合報導 丹麥將在9月10日取消所有新冠防疫限製措施。丹麥衛

生部宣布，由於該國較高的疫苗接種率，新冠病毒“不再對社會構成嚴

重威脅”。

丹麥衛生部長馬格努斯· 赫尼可在的一份聲明中說，“疫情已經得

到控製，我們的疫苗接種達到了創紀錄的水平”，“這就是為什麼我們

可以舍棄在對抗新冠肺炎時引入的特殊規定”。

然而，他警告說，即使丹麥“現在處於良好狀態”，疫情還沒有結

束，如果疫情再次威脅到社會的基本功能，政府將毫不猶豫地“迅速采

取行動”。

根據Our World in Data的數據，丹麥是歐盟疫苗接種率第三高的國

家，71%的人口接種過兩劑新冠疫苗，緊隨馬耳他(80%)、葡萄牙(73%)

之後。

2020 年 3月，丹麥是歐洲最早實施部分封鎖的國家之一，歷經

疫情期間收緊和放松防疫限製後，丹麥也是最早開始重新開放的國

家之一。

丹麥在2021年4月21日推出了“新冠護照”，自那以後，丹麥的餐

館、酒吧、電影院、健身房、體育場和美發沙龍,向任何能夠證明自己已

完全接種疫苗、在72小時內檢測結果呈陰性,或在過去2至12周內感染

新冠後康復的民眾開放。

沒有任何說明！
英國駐阿富汗大使館推特賬號突然消失

綜合報導 據報道，就在

英國軍隊結束阿富汗撤離行

動之際，英國駐阿富汗大使

館的官方推特賬號突然顯示

已經消失。

英國駐阿富汗大使館的推

特賬號創建於2013年，擁有超

過10.9萬名粉絲，但似乎在周

五的某個時候突然被停用並刪

除了，這讓一些觀察人士感到

困惑，因為英國政府尚未就這

一決定提供任何說明。

英國駐阿富汗大使館的官

方網站指出，由於阿富汗安全

局勢的惡化，使館在喀布爾的

行動“暫時暫停”，盡管目前

還不清楚為什麽推特賬號會被

關閉。本月早些時候塔利班進

入喀布爾的時候，英國駐阿富

汗大使館的推特賬號仍在繼續

運行。

推特上網友們對賬號關閉

的原因提出了各種猜測，有人

認為這是為了“快速清除”有

關阿富汗人的數據，這些人可

能在英國軍隊入侵阿富汗的20

年裏與英方有過合作，還有人

認為這是一項“安全措施”。

此前《泰晤士報》的一名

記者在喀布爾的外交區發現了

一些文件，上面寫有一些英國

大使館的阿富汗工作人員的身

份，以及他們的聯系方式。雖

然一名英國外交部發言人堅稱

“已盡一切努力銷毀敏感材

料”，但有些文件還是完好無

損地保存了下來。英國議會外

交事務特別委員會稱，將對這

一明顯的疏忽展開調查。

英國駐阿富汗大使館推特

賬號的突然被刪除，正值倫敦

逐步結束在阿富汗的撤離任

務之際。英國國防大臣本· 華

萊士（Ben Wallace）指出，

撤離工作已於周五進入最後

階段，不會再處理更多撤離

人員。塔利班同意 8 月 31 日

為所有外國軍隊撤離阿富汗的

最後期限，這是美國總統喬· 拜

登最初設定的。

華萊士對行動的結束表示

抱怨，他表示“對不是所有人

都能在這一過程中撤離深感遺

憾”，同時指出，他相信仍有

多達150名英國人滯留在阿富

汗境內，盡管有些人顯然是自

願留下來的。這位大臣補充說

，曾於英國軍隊一起工作的800

到1100名阿富汗人也未能被轉

移。

周四在喀布爾國際機場外

發生的自殺式炸彈襲擊顯然

增加了撤離行動的緊迫性。

這次襲擊造成兩名英國公民

和另一名英國公民的孩子死

亡，以及 100多名阿富汗平民

、28名塔利班成員和13名美國

士兵死亡。

綜合報導 據報道，各國加緊努力以

緩解中東地區的緊張局勢，沙特和伊朗的

高級官員一起參加了地區峰會，這是5年

多來的第一次。

這兩個國家的外長出席了在巴格達舉

行的峰會，這次峰會表面上看是為了爭取

對伊拉克的支持，但它也被認為是一個重

要的風向標，表明中東各國努力緩和在特

朗普執政時期加劇的敵意。伊朗和沙特

2016年初斷絕了外交關系。

報道稱，出席這次會議的還有來自土

耳其和阿聯酋的領導人和官員，近年來兩

國關系尤其不和；以及卡塔爾和埃及的國

家元首，這兩個國家一直是對手。

報道稱，特朗普2018年決定美國單

方面退出伊朗與世界大國簽署的核協議

，並對伊朗實施一波又一波的嚴厲製裁

，從而加劇了德黑蘭與其海灣對手沙特

和阿聯酋之間由來已久的敵意。沙特和

阿聯酋支持特朗普。

但阿拉伯國家官員和分析家說，拜登

當選美國總統，加上新冠肺炎疫情對經濟

的影響，已導致該地區一些領導人重新調

整其外交政策，把註意力更多地放在國內

問題上。

5年前，沙特處決一名什葉派高級神

職人員，引發伊朗國內民眾抗議，利雅得

和德黑蘭斷絕了外交關系。在沙特政府支

持特朗普對伊朗實施“極限施壓”政策後

，沙特與伊朗之間的敵對狀態加劇。

報道稱，但是，今年4月份，兩國開

始采取緩和緊張關系的舉措。當時，在伊

拉克的主持下，沙特和伊朗的官員進行了

秘密會談。

有官員說，雙方和解是暫時性的，因

為會談討論的主要焦點是伊朗支持的胡塞

叛軍武裝，他們在也門已打了6年內戰。

報道稱，但一些外交官說，沙特王儲穆

罕默德· 本· 薩勒曼全力實施其實現國家現代

化和減少對石油依賴的宏大計劃，他已變得

更加認真地對待是否要退出也門戰爭。

今年1月，穆罕默德王儲還推動幾個

阿拉伯國家作出解除對卡塔爾實施的為期

3年多地區禁運的決定。這一爭端讓沙特-

阿聯酋-埃及-巴林軸心與卡塔爾-土耳其聯

盟針鋒相對。

巴西發生大規模銀行搶劫案
多名人質遭綁汽車外當“人盾”
綜合報導 巴西聖保羅州淩

晨發生大規模銀行搶劫案，在

逃離過程中，武裝犯罪團夥劫

持大約10名平民作為人質，多

人被綁在汽車外當人體盾牌。

目前已造成3人死亡，另有4名

傷者被送往當地醫院。

據報道，有 50 多名身份

不明的武裝人員搶劫了聖保

羅州西北部阿拉薩圖巴市的

三家銀行網點。警方展開追

捕行動後，部分武裝人員逃

至阿拉薩圖巴市郊，與警方

發生交火。

持突擊步槍的犯罪分子驅

車在街上飛馳，平民人質被綁

在他們的汽車外。很顯然，武

裝人員將他們作為“人盾”。

一段從高空拍攝的視頻顯

示，一輛白色汽車在路上行

駛，一名人質被綁在車頂，

臉朝下躺著，另一名人質在引

擎蓋上。

當地新聞網站報道稱，武

裝人員使用無人機從空中監視

警方的行動。然後，他們包圍

了當地警察局，並在那裏點燃

車輛，封鎖了通往城市的關鍵

入口，以防止進一步的增援進

入。

雖然目前還不清楚搶劫案

中有多少錢被盜，但一些目擊

者的視頻顯示，有當地人在街

上撿鈔票。許多居民說，他們

聽到了爆炸聲和槍聲。

當地警方說，2名平民在

襲擊中遇難，1名武裝人員被

擊斃，另有2名武裝人員被捕

。警方尚未公布武裝人員的身

份信息。

阿拉薩圖巴市市長迪拉多

爾· 博爾熱斯（Dilador Borges）

稱這是一起可怕的事件，“警

察不能繼續進攻，因為有太多

的生命危在旦夕”。

由於擔心搶劫犯在城市周

圍放置了炸藥，博爾熱斯建議

民眾在安全局勢穩定前不要外

出。

伊朗和沙特斷交特斷交55年年
兩國外長罕見同框罕見同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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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美國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引述2名美
國國防部官員指出，美軍在最後撤僑阿富汗的
行動中和塔利班達成秘密安排，塔利班聖戰士
護送美國人前往喀布爾機場，協助美公民撤離
阿富汗。不過另有消息指，實際上一開始的撤
離合作並不順暢，塔利班拒絕讓部份美國公民
通關離開。

美國官員透露，美國與塔利班達成的秘密
安排是，美國公民被告知在機場附近的集合點
集合，塔利班成員會在那裡檢查他們的證件，
並且護送他們前往由美軍駐守的機場大門，美
軍會看到塔利班份子與美國公民穿越機場大門
附近的人群，並且準備好在突發狀況發生時上
前干預。

消息人士指出，當美國公民及美國護照持
有者被告知塔利班會協助護送時，許多人還以
為聽錯了，美方人員必須不斷向他們保證，當
他們進到內政部的集合點，塔利班真的會讓他
們離開。

CNN指出，美國透過政治談判、化解衝突
等努力，已經和塔利班在外交、軍事方面有多
年接觸，此次雙方就撤僑達成秘密安排，是前
所未見的合作。

官員說，塔利班一天會進行好幾次護送任
務，其中一個重要的集合點就位在機場大門外
面的內政部大樓內，美國公民會從不同管道收
到前往集合點的指令，官員形容與塔利班的秘

密安排 「效果很好」 。
不過CNN也指出，從部份美國人那裡聽

到了不同故事，這些美國人透過非官方管道協
助美國同胞、阿富汗人離境，部分案例顯示，
美國公民及綠卡持有者在內政部大樓的集合點
被塔利班打回票，他們被拒絕進入大樓。

目前尚不清楚塔利班拒絕讓美國公民通關
的作法，多大程度影響了美國的撤僑計畫，也
不清楚遭拒於門外的美國人，後續是否在其他
時間點成功通關，或者循其他途徑順利抵達機
場。

CNN指出，內政部大樓內的集合點並沒有
部署美軍及美國官員，CNN主要仰賴在外面的
官員、公民家屬、情報人員、其他幫助者獲得
消息。

目前已知有部份美國公民及綠卡持有者循
其他路徑前往機場，或是在其他時候獲准進入
集合點。

報導也描述透過內政部大樓集合點撤僑的
過程一開始很不順暢，一名美國人及20多名
家屬和塔利班在集合點耗了好幾個小時，另外
也有聽說塔利班拿走了美國人的護照、綠卡、
手機等，讓上百名美國人、綠卡持有者及家屬
在寒冷的氣溫下等待好幾小時，塔利班最終歸
還文件，讓他們前往機場。

不過隨著美國與塔利班協調，後續透過集
合點撤僑的行動已經愈來愈順暢。

美軍與塔利班秘密約定曝光 傳美國人遭拒絕通關離開

韓國在31日立法通過，限制大型應用商
店的營運商，也就是Google以及蘋果(Apple)
強制限制開發者(developers)使用其支付系統
，這將有效限制Google以及蘋果無法向開發
商從應用內購 (in-app purchase) 中抽佣。
Google以及蘋果將如何回應；此法案會否帶動
其他國家群起效尤，值得觀察。

《路透社》報導，這是全球首次有主要經
濟體透過立法來遏止，Google以及蘋果旗下應
用商店收取30%佣金的機制。

過往，有零星業者，例如開發《Fortnite
》的Epic Games，就曾一舉告上蘋果；Netflix
以及Spotify也都曾對蘋果App Store抽取固定
佣金的作法提出批評，Netflix還提供繞過App
Store來付費訂閱的手法，為的就是避掉蘋果
抽佣的規定。就此顯示，蘋果(包含Google)作
為應用程式商店平台，但向開發者固定抽取佣
金的作法，時至今日已累積不少不滿情緒。

上述法案屬於韓國電信法修正案，在188
位出席者中獲得180票支持。此法案被暱稱為
「反谷歌法」 (Anti-Google law)。面對韓國通

過立法後，Google發言人指出他們將會思考如
何在遵循法律的前提下，持續維持應用商店的
質量；蘋果則表示此舉將會讓使用者對於App
Store的信任下降，並且影響超過48萬註冊開
發者的機會(過往韓國註冊開發者已透過平台獲

得超過8.55兆韓元的營收)。
針對韓國上述立法，旗下擁有約會交友

app-Tinder的Match集團發言人指出，韓國立
法者的行動，在爭取應用生態的公平性上邁出
了歷史性的一步；他們認為這對於韓國在應用
程式內購的服務將會激發出新的創意，並帶來
更好的競爭環境，提供給消費者更多元的選擇
。非營利組織韓國互聯網公司協會(Korea In-
ternet Corporations Association)也對此立法保
持歡迎態度。

這項立法目前仍需要進一步制定細節以及
實際做法，對於蘋果與Google來說，代表需
要提供給開發者額外的支付方式，這可能會讓
他們失去原有15%或是30%佣金的收入來源
。若是不遵循韓國的相關法條，蘋果與Google
很可能面臨罰則；但除此之外，其實他們還有
另外一條路，就是選擇撤出市場。如果繼續在
韓國發展將無利可圖，對於蘋果與Google來
說，當然也就沒有理由持續停留。

當前全球對於大型科技公司的監管，都開
始趨於嚴格。除了資訊安全、隱私等層面，是
否涉及壟斷，影響其他小型公司的創新機會與
發展，也是各國積極關注的焦點。而上述法案
是否違反國際貿易協議，也仍待查驗。因此美
國白宮對此法案的後續反應為何，也顯得相當
關鍵。

蘋果、谷歌抽30％佣金令人眼紅 韓國開第一槍立法禁止 美國海軍陸戰隊史都華‧謝勒中校(Lt. Col
Stuart P. Scheller Jr.)在網上直言批評美軍撤離
阿富汗，他很快遭到更高層的 「關切」 ，由於他
不覺得自己哪裡有錯，他現已被免職。

美國陸戰隊時報(MarineCorps Times)報導
，美軍撤離阿富汗，以及隨發發生的塔利班重新
佔領阿富汗全境，這都導致美國的國際聲望大減
，其實美軍內部也有不滿，謝勒中校在上星期四
在自己個人的社交媒體上開直播談他對於撤軍的
看法，他批評 「美國的外交政策實在無能，令人
不滿和蔑視」 ，這段影片引發論戰，截至星期一
早上，影片觀看次數已超過 80萬次。

謝勒中校曾擔任過海軍陸戰隊東部高級步兵
訓練學校(Advanced Infantry Training Battalion
at School)的營長，他說 「之所以有感而發，是
看到喀布爾國際機場遭到ISIS-K的連續恐攻，
當天有11名海軍陸戰隊員喪生。」

「現在有這麼多人對國家感到不安，並不是
因為海軍陸戰隊員表現不好，其實我們軍人總是
能挺身而出。人們沮喪，是在於高層領導的決策
讓人失望，而且他們不願認錯，也不承認自己搞
砸了。」

我真不知道，為何國防部長、參謀長聯席會
議主席沒有在美軍撤離戰略空軍基地巴格蘭機場
(Bagram Airfield-BAF)時，跳出來阻止？怎麼沒
人出來說 『在我們疏散所有人之前，主動放棄基
地絕對是個壞主意』 ，有沒有人這樣做過？當你
在心裡不想這樣做時，有沒有主動舉手說 『這樣
子不對』 。

謝勒的影片得到了大量支持，在 Facebook
上，一位評論者留言： 「你說出了我們的想法，
我為你感到驕傲。對於那天這些年輕人來說，無
能的代價是永久性的。」

截至週一，那段影片獲得了 2400 個贊。

不久後，就傳出謝勒被上層關切。而謝勒也
在臉書上說 「我的上層正在做我在那個位字也會
做的事情……如果我站在他們的立場上.....在我
退出海軍陸戰隊之前，除了我先前發過的內容，
不會再發表其他聲明。」

上星期五晚間，東部高級步兵訓練學校證實
，謝勒已被解除指揮務，理由是 「對他的指揮能
力失去信任和信心」 。

星期六，謝勒發布了第2段直播，表示他將
辭去海軍陸戰隊的軍職。

「我可以在海軍陸戰隊再待三年，但我認為
這不是我想走的路，我將主動辭去美國海軍陸戰
隊的職務，即刻生效。」 他似乎是在從一輛廢棄
校車上拍攝的。

主動辭有可能失去退役服利，對此謝勒說，
「這些不重要，只希望高層領導群能承擔起責任
。」

美國海軍陸戰隊發言人發言人 山姆‧史蒂
文生上校(Sam Stephenson)說，海軍陸戰隊正在
採取適當行動，以確保謝勒 中校及其家人的安
全和福祉。

謝勒在星期一於自己的LinkedIn 頁面上寫：
「今天早上我上班時，我的指揮官命令我去醫院
做心理健康檢查。我知道他為何這樣要求，我也
接受了。我沒有什麼心理問題。」

謝勒服役榮譽相當多，包括國防服務獎章、
功勳勳章（3 次）、戰鬥V的嘉獎獎章、伊拉克
戰役獎章、海軍嘉獎3 次、海軍功勳獎章（2次
）、人道主義服務獎章（2次）、聯合功勳單位
獎、北約勳章-ISAF阿富汗、全球反恐遠征軍勳
章、作戰行動勳章、海上服務部署勳章（5次）
、銅星勳章、海軍陸戰隊表彰獎章（3次）、韓
國國防服務獎章、海軍陸戰隊戰鬥教官勳章、全
球反恐戰爭服務獎章和阿富汗戰役獎章。

美國陸戰隊中校網上批評阿富汗決策遭革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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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線城市新市民住房故事

中國城鄉住房及城市建設成就
1.住房發展成就：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住房保障體系

●城鎮居民人均住房建築面積39.8平方米，農村居民人均住房建築面積達
到48.9平方米。

●累計建設各類保障性住房和棚改安置住房8,000多萬套，共幫助2億多困
難群眾改善住房條件。

2.城市建設成就：創造了世界城市發展史上的奇跡

●常住人口城鎮化率63.89%，城市數量687個，城市建成區面積6.1萬平
方公里。

●城鎮生產總值、固定資產投資佔全國比重均接近90%。

3.鄉村面貌巨變：歷史性解決了農村貧困群眾的住房安全問題

●改造790萬戶、2,568萬貧困群眾的危房，同步支持1,075萬戶農村低保
戶、分散供養特困人員、貧困殘疾人家庭等貧困群體改造危房。

●2,341.6萬戶建檔立卡貧困戶實現住房安全有保障。

●農村生活垃圾進行收運處理的行政村比例超過90%。

4.建築業支柱作用增強：從建築大國邁向建築強國

●建築業增加值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達到7.2%，為全社會提供了超過
5,000萬個就業崗位。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玨

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11月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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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決大城市新市民住房問題
加快發展保障性租賃住房 租金年度漲幅不超過5%

住
建
部
：

住建部副部長倪虹在發布會上說，新市民和青年人往
往工作年限短，收入相對較少，購房和付租金能力

較弱，有調查顯示大城市有70%的新市民和青年人是租
房住，“租金付得起的區位比較遠，區位比較好的租金
又比較貴，這就成為新市民、青年人買不起、租不好房
的一個現實問題”。他指出，國務院辦公廳6月24日公
布《加快發展保障性租賃住房的意見》，主要是解決符
合條件的新市民、青年人等群體住房困難。他強調，解
決新市民、青年人住房問題是各級政府職責所在，城市
政府應把“要我做”變為“我要做”，下決心下力氣解
決新市民、青年人住房問題。

堅持房住不炒 促市場健康發展
住建部部長王蒙徽表示，住建部門堅持房子是用來

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定位，加快建立多主體供給、多渠
道保障、租購並舉的住房制度，穩妥實施房地產長效機
制，穩地價、穩房價、穩預期，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
康發展。特別是近年來，住建部加快建立以公租房、保
障性租賃住房和共有產權住房為主體的住房保障體系。
公租房方面，城鎮戶籍的低保、低收入住房困難家庭已
做到應保盡保，基本上解決了這個問題；保障性租賃住
房重點還是要解決人口淨流入的重點城市，主要是大中
城市，特別是這些城市的新市民和青年人的住房問題，
現在正在抓緊推進。

根據《加快發展保障性租賃住房的意見》，加快發展
保障性租賃住房，要針對新市民、青年人等群體特點，明
確保障標準，建築面積一般不超過70平方米的小戶型為
主，租金低於同地段、同品質的市場租賃住房租金，就是
小戶型、低租金。此外，住建部剛剛發布的《關於在實施
城市更新行動中防止大拆大建問題的通知》要求，城市更
新行動中要同步做好保障性租賃住房建設，統籌解決新市
民、低收入困難群眾等重點群體租賃住房問題，城市住房
租金年度漲幅不超過5%。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中

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8月31日舉行新聞發布

會，介紹“努力實現全體人民住有所居”有關

情況。中國住房和城鄉建設部相關負責人表

示，當前大城市有70%的新市民和青年人靠租

房來解決住的問題，城市政府應下決心下力氣

解決新市民、青年人住房問題。住建部要求，

做好保障性租賃住房建設，統籌解決新市民、

低收入困難群眾等重點群體租賃住房問題，城

市住房租金年度漲幅不超過5%。“十四五”期

間將以發展保障性租賃住房為重點，進一步完

善住房保障體系，增加保障性住房的供給，努

力實現全體人民住有所居。

北京 近兩年房租穩定 甚至穩中有降
“碼農”小李畢業後留京工作已三年，和女友租住

公司附近智學苑小區54平方米一室一廳，小區品質中
等，月租6,500元（人民幣，下同），因靠近產業區，
租金在北京屬偏高水平。他的年收入約25萬元，負擔
租金問題不大。他表示，近兩年北京房租水平比較穩
定，甚至穩中有降，沒有因租金等問題頻繁搬家。

●●中國住建部表示要下決心下力氣解決大城中國住建部表示要下決心下力氣解決大城
市新市民市新市民、、青年人住房問題青年人住房問題。。圖為民眾早前圖為民眾早前
在一房地產售樓部看樓盤在一房地產售樓部看樓盤。。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記者王玨、倪夢璟、帥誠、胡永愛

上海 租金佔收入一半 為便利頂硬上
小李在上海打拚已有5年。最初來上海，小李租

到一間不靠近地鐵，但有直達公交車往返公司的老公
房。“最開始月租只需2,500元左右，壓力並不大，
而且上班有直達公交車，非常方便。”但一年後，小
李原房東舉家搬遷至外地，房屋不再出租，小李不得
不另找房屋。此後幾年，上海房租亦水漲船高。小李
表示，“我現在的房租5,000出頭，比5年前房租已
經是翻倍了，約佔月收入的一半，但靠近地鐵後，工
作還有出行方便了不少。”

租金貴搬四次 寧租廉價樓梯房廣州

李女士因工作變動去年底來到廣州租房住，不到
一年，經歷了四次搬家。“剛開始在廣州寫字樓比較
集中的五羊新城租了連鎖公寓，50平方米一室一廳租
金4,200元。”租住3個多月後，由於租金偏高經濟
壓力太大，她搬去租金相對較低的江南西商圈。“雖
然租的是同個品牌連鎖公寓，但因步行至地鐵站要15
分鐘，租金只要2,500元。”之後，由於租金壓力和
租期到期等情況，她又搬過兩次家，目前住回五羊新
城附近、月租1,600元的樓梯房。“每天回家要爬9層
樓梯，但勝在租金便宜，交通比較便利。”目前，李
女士租房的開銷約佔收入的五分之一。

房價虛高 待價格趨理性再入市深圳

就職於某大型企業的馬小姐去年6月從北京來深
圳工作，目前住在南山區一套50多平米的公寓之中，
距離上班地僅3公里。她對於現在的租住環境非常滿
意。馬小姐來深圳後也一直有所關注，對比京滬等其
他超一線城市房價後，認為目前深圳房價仍然虛高。
“南山區有些樓盤動輒十多萬一平，同等均價在北京
可以買到教育、醫療配套資源更好的房子！我會等深
圳樓盤價格趨於理性後，再考慮購買。”

香港文匯報訊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政治局
8月31日召開會議，決定今年11月在北京召開中國
共產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主要
議程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員會報告工作，
重點研究全面總結黨的百年奮鬥的重大成就和歷史
經驗問題。會議審議了《關於十九屆中央第七輪巡
視情況的綜合報告》。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主持
會議。

會議指出，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總結黨的
百年奮鬥的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是在建黨百年歷
史條件下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徵
程、在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需
要，是增強政治意識、大局意識、核心意識、看齊
意識，堅定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
自信，做到堅決維護習近平總書記黨中央的核心、
全黨的核心地位，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
領導，確保全黨步調一致向前進的需要，是推進黨

的自我革命、提高全黨鬥爭本領和應對風險挑戰能
力、永葆黨的生機活力、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為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繼續奮鬥的需
要。全黨要堅持唯物史觀和正確黨史觀，從黨的百
年奮鬥中看清楚過去我們為什麼能夠成功、弄明白
未來我們怎樣才能繼續成功，從而更加堅定、更加
自覺地踐行初心使命，在新時代更好堅持和發展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

把整改作為管黨治校有力抓手
會議指出，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

重視教育工作，堅持優先發展教育事業，推動教育
改革發展取得明顯成效，教育領域面貌發生明顯變
化。從巡視看，教育部黨組和31所中管高校黨委管
黨治黨責任意識得到提升，辦學治校工作取得新成
效，服務經濟社會發展作出新貢獻，但也發現了一
些共性問題和深層次問題，在加強黨的建設、落實

立德樹人根本任務、執行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
制、從嚴管黨治校、加強班子隊伍和基層黨組織建
設等方面還有不足。要嚴肅反饋巡視發現的問題，
壓實整改主體責任，強化整改日常監督，持續發揮
巡視利劍作用，督促黨委（黨組）把整改作為管黨
治校的有力抓手，堅持全面整改、突出重點，切實
解決問題。要以整改為契機，堅持和加強黨對高校
的全面領導，以巡促改、以巡促建、以巡促治，推
動新時代高等教育高質量發展。

加強高校治理體系及能力建設
會議強調，要持續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全面貫徹黨的教育方針，
自覺用黨的創新理論武裝頭腦、指導實踐、推動工
作，提高政治判斷力、政治領悟力、政治執行力，
牢記“國之大者”，堅持社會主義辦學方向，為黨
育人、為國育才。要把立德樹人作為根本任務，加

強思想政治工作和師德師風、校風學風建設，著力
培養德智體美勞全面發展的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
人。要落實教育改革部署，加強高校治理體系和治
理能力建設，實現內涵式高質量發展。要主動適應
新時代要求，立足新發展階段，完整、準確、全面
貫徹新發展理念，服務和融入新發展格局。要深入
推進高校全面從嚴治黨，認真落實黨委主體責任、
書記第一責任人責任和紀委監督責任，層層傳導壓
力，強化嚴的氛圍，加強權力運行監督制約，嚴肅
查處腐敗問題，形成有力震懾，切實防範廉潔風
險，一體推進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要貫徹
落實《中國共產黨普通高等學校基層組織工作
條例》，認真執行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
制，加強高校領導班子、幹部人才隊伍和
基層黨組織建設，健全完善體制機制，
提高黨建工作水平，為高校改革
發展提供堅強組織保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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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理會當天以13票贊成、0票反對、2票棄權
通過第2593號決議，對阿富汗近期局勢表達

關切，要求塔利班遵守此前相關承諾。中俄投棄
權票。耿爽在表決後作解釋性發言。

中方主張平穩過渡而非重陷動亂
耿爽說，當前阿富汗國內形勢已經發生根本

性變化。安理會結合形勢發展，進行充分協商，
就如何幫助阿富汗恢復和平、穩定、秩序探尋有
效出路，符合國際社會普遍期待。同時，鑒於阿
富汗當前局勢脆弱敏感，未來走向存在諸多不確
定性，安理會採取的任何行動，應有助於緩和而
不是激化矛盾，有助於阿富汗局勢平穩過渡而不
是重陷動亂。

耿爽說，有關國家於8月27日傍晚散發了決
議草案，要求8月30日就要採取行動。中方對通
過決議的必要性、緊迫性和草案內容的平衡性都
有巨大疑問，儘管如此，仍然建設性地參與磋
商，並同俄羅斯一道提出了重要合理的修改意
見。遺憾的是，我們的修改意見沒有得到充分採

納。中方也一貫反對提案國強行推動的做法。基
於上述，中方對這份決議草案投了棄權票。

耿爽說，聯合國駐阿富汗援助團授權將於9
月17日到期。中方期待同安理會各成員繼續進行
建設性磋商，就聯合國下階段在阿富汗的存在以
及幫助阿富汗實現和平和解，開啟重建進程進行
深入探討，尋求廣泛共識。作為安理會成員和阿
富汗重要鄰國，中方始終堅持不干涉內政原則，
始終奉行面向全體阿富汗人民的友好政策，願意
繼續同阿富汗發展睦鄰友好合作關係，為阿富汗
和平重建發揮建設性作用。

中方尊重阿主權獨立領土完整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8月31日回應記者

提問時表示，有關國家於8月27日傍晚倉促散發
了決議草案，要求8月30日就採取行動。中方對
通過決議的必要性、緊迫性和草案內容的平衡性
都有巨大疑問，儘管如此，中方仍然建設性地參
與磋商，並同俄羅斯一道提出了重要、合理的修
改意見。遺憾的是，我們的修改意見沒有得到充

分採納。中方也一貫不贊成提案國在各方仍有分
歧的情況下強行推動的做法。基於上述，中方對
有關決議草案投了棄權票。

美方8月30日宣布，已結束自阿富汗撤離行
動，美在阿20年的軍事存在已結束。汪文斌表
示，美軍撤出阿富汗表明，肆意對他國進行軍事
干涉，將本國價值觀和社會制度強加於別國的政
策注定是行不通的，只會以失敗收場。“阿富汗
得以擺脫外國的軍事占領，阿富汗人民迎來國家
和平與重建的新起點，阿富汗歷史翻開新的一
頁。”汪文斌表示，中方始終尊重阿富汗主權獨
立和領土完整，堅持不干涉阿富汗內政，奉行面
向全體阿富汗人民的友好政策。

汪文斌指出，阿富汗的歷史和現實都表明，
實現和平穩定和經濟發展，都需建立開放包容的
政治架構，奉行溫和穩健的內外政策，同一切恐
怖組織徹底劃清界限。中方將繼續同阿富汗各方
和國際社會保持密切溝通協調，為阿恢復和平、
重建經濟、打擊包括“東伊運”在內的一切恐怖
組織、融入國際社會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幫助。

●中國常駐聯合國副代表耿爽大使就阿富汗局勢表示，安理會採取的任何行動，應有助於緩和而不是激
化矛盾，有助於阿富汗局勢平穩過渡而不是重陷動亂。圖為8月31日阿富汗塔利班武裝力量在美軍撤
離後於喀布爾國際機場巡邏。 路透社

中國代表：安理會行動應助阿緩和矛盾
有關國家就阿富汗局勢強推提案 中方投下棄權票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中國外

交部網站消息，當地時間8月30日，中國

常駐聯合國副代表耿爽大使表示，鑒於阿

富汗當前局勢脆弱敏感，未來走向存在諸

多不確定性，安理會採取的任何行動，應

有助於緩和而不是激化矛盾，有助於阿富

汗局勢平穩過渡而不是重陷動亂。

●安理會8月30日通過決議，對阿富汗近期局勢表
達關切，要求塔利班遵守此前相關承諾，中俄投棄
權票。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曉芳 北京報
道）以“5G深耕，共融共生”為主題的
2021世界5G大會8月31日在京開幕，34
家企業、620餘件5G與傳統行業融合應用
的成果亮相。從北京冬奧指揮調度平台，
到冬奧賽事雲轉播，再到冬奧媒體高鐵大
巴上的無障礙網絡，與北京冬奧相關的各
種5G技術應用吸引眾多關注，可以預見，
2022年的北京冬奧會將成為全方位展示中
國5G技術的舞台。

5G應用於指揮調度各種場景
2021世界5G大會展覽現場，北京

冬奧元素隨處可見。在中國聯通展台，
香港文匯報記者看到了基於5G技術的
冬奧指揮調度平台。由於北京冬奧會將
有大量志願者在現場服務，加上有些賽
場處於高山，地理環境相對複雜，給指
揮調度工作帶來一定挑戰。

工作人員表示，這款冬奧指揮調度平
台基於公網對講技術、3/4/5G網絡，利
用大數據、物聯網、雲計算技術為奧組
委量身打造，具有集群通訊、分級指揮、
定位調度、視頻交互等多種功能，可應
用於冬奧指揮調度的各種場景。“志願
者可手持終端與指揮中心保持聯繫，也
可以下載登錄手機App，指揮中心通過
App就能及時了解志願者們的分布情況並
隨時調度。”

5G還將為世界各國觀眾帶來不一樣
的冬奧直播體驗。據介紹，通過5G雲轉
播系統，將實現雲端直播、製播、非編、
圖文、剪輯、AI分析等一系列雲端功能，
及後端分發能力，可摒棄傳統轉播車轉播
方式，在保證廣電級節目製作質量基礎上，
讓轉播更為輕量化。觀眾將借助5G技術
欣賞到更為清晰精彩的冬奧賽事。

賽區高鐵大巴提供5G網絡
針對冬奧會，中國聯通還推出了媒

體高鐵大巴無障礙網絡和場館替代綜合
布線服務技術方案，在北京和張家口賽
區建設一張共享互聯網業務承載網，為
冬奧組委會認可用戶在測試賽、過渡
期、正賽期間提供基於共享帶寬的互聯
網認證接入服務。屆時，媒體在高鐵大
巴上就能享受到更為穩定快速的5G網
絡。

此外，記者在展會現場還看到，為保
證北京冬奧信息網絡安全，避免出現韓國
平昌冬奧會期間票務系統因黑客攻擊而癱
瘓的情況，奇安信公司專門建立了全方位
的冬奧會網絡安全保障體系，保障5G技
術安全穩定服務北京冬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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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话题

多地对电动自行车立规矩 任性停放骑行将成过去式

让骑行更方便更安全
本报记者 彭训文

工作人员在北京市东城区景山街道给居民讲解电动车智能充电柜使
用方法。 （景山街道供图）

本报记者 彭训文制图

北京超标电动自行车 （下称“电动车”） 淘汰进入倒计时，
深圳交警对未佩戴头盔的电动车驾驶人进行处罚，上海立法禁止
电动车“飞线”充电，海南对电动车行驶证实行电子化管理……
近段时间以来，多地通过立法、出台规章、加强监管等，对电动
车行业规范发展立规矩。

近年来，电动车以其便捷、环保、经济等优势，成为居民
的主要交通出行方式之一。据中国自行车协会统计，近年来中
国电动车年销量超过 3000 万辆，社会保有量接近 3 亿辆。电动
车迅猛发展的同时，也给交通秩序、公共安全带来压力。

为规范电动车行业发展，国家 《电动自行车安全技术规范》
（下称“新国标”） 于2019年正式实施。那么，“新国标”实施效
果如何？记者进行了相关采访。

从四个方面规范管理电动车

8月 9日上午 10时 30分许，广东省深圳市深南大道燕南路口
车水马龙。虽不是配送高峰期，但是送外卖、快递的电动车已经
多了起来，大多数驾驶员戴着安全头盔。这一天，深圳交警在全
市对电动车驾驶者未戴头盔等违规行为进行整治。

福田交警大队民警许坚生和同事在路口密切注视着车流。这
时，一个驾驶电动车、未戴头盔的外卖小哥被拦下。“根据规定，
将对你处以200元罚款。”许坚生向外卖小哥告知违规事项，并现
场开出罚单。这是《深圳市电动自行车管理规定 （试行）》8月1
日实施以来，深圳交警针对电动车车主不戴头盔行为开出的首张
罚单。

近段时间以来，北京、上海、深圳、河北、海南、湖南、广
州、成都等地通过立法、出台规章、开展集中整治专项行动等措
施，加强对电动车规范管理。总结来看，这些监管措施主要涉及4
个方面：

一是规范电动车停放、充电问题。北京、上海、深圳等地的
规定注重疏堵结合，除禁止电动车在住宅小区楼道停放、不得私
拉电线和插座充电外，还要求各级政府、企事业单位、住宅小区
等加大停放场所和充电设施建设投入。多地还对互联网租赁电动
车停放、充电等做出规定，提出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规范停车
等。

二是禁止非法改装电机、蓄电池等零件。非法改装是造成电
动自行车起火爆炸的重要原因之一。深圳、上海、湖南等地规
定，禁止对销售后的电动车实施加装、改装电机和蓄电池等动力
装置；或者更换不符合国家标准的电机和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上
海规定，违规者将被处以2000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一些地方
还对电动车废旧蓄电池回收管理做出规定。

三是任性上路骑行将被罚。对于无牌上路行为，深圳规定，
对在限行或禁行区域、时段驾驶电动车的，将扣留车辆并处2000
元罚款；一年内受到 5次以上罚款处罚的，违法行为信息将录入
个人信用征信系统。对电动车载人载物，海南、广东等地规定，
成年人驾车只能搭载1人，搭载6周岁以下的未成年人应当使用安
全座椅；16周岁以上的未成年人驾驶电动自行车不得载人。

四是对超标电动车实施过渡期管理。海南、江苏无锡、广州
等地对超标电动车实施 3-5年的过渡期管理，此后禁止上路。根
据较早之前各地公布的超标电动车过渡期，今年即将到期的有天
津、北京等10多个城市。考虑到疫情防控等因素，天津、佛山等

地将过渡期延长1年。
过渡期后，报废或更换合规新车成为超标电动车主的两种选

择。北京规定的过渡期将于今年10月31日结束，从7月开始，多
家电动车门店已经开展超标电动车以旧换新服务，部分社区也开
展了废旧电动车回收活动。上海嘉兴也明确进行对超标电动车进
行补贴回收，无电瓶回收价格最高为每辆 100元，有电瓶回收价
格最高为每辆260元。

对于电动三轮、四轮车管理，多地规定违规车辆禁止销售，
对存量违规车辆实施过渡期管理，未来将朝着上牌化、合规化、
目录化、有路权方向发展。

专家表示，“新国标”实施以来，电动车行业管理更加规范，
任性骑行将成为过去式。同时，监管目的是为了解决电动车安全
问题，促进电动车行业健康发展，引导骑行者更合理、更规范地
使用电动车。

防范火灾、减少事故是强化监管重要原因

近日，在北京市丰台区一个高层住宅小区内，一辆停放在楼
道口的电动车引起了区消防救援支队防火监督员的注意。

8月1日，由应急管理部制定的《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
规定》正式施行，禁止在高层民用建筑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
梯间、安全出口停放电动车或者为电动车充电，违规个人将处500
元以上1000元以下罚款，违规单位将处2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
款。为达到警示效果，监督员对违规物业处以3000元罚款，对违
规个人罚款 1000 元。这是
北京开出的首张电动车违
停罚单，各地也依法对电
动车违停动了真格。

强化监管电动车违停
行为，一大原因是防范火
灾。据应急管理部消防救
援局今年7月发布的信息显
示，今年以来，全国发生
电动自行车火灾事故 6462
起，电气故障和自燃是主
要原因，分别占电动自行
车 火 灾 总 数 的 62.1% 和
23.5%。

“生活中常见的电动车
起 火 大 多 由 电 池 ‘ 热 失
控’导致。”爱玛科技集团中央研究院院长肖冰介绍说，当前市面
上存在一些二次回收和翻修的电动车电池，容易引起事故发生。
超载使用车辆，非法改装控制器，将体积大、容量小的铅酸电池
非法改装成体积小、容量大的锂电池，也容易导致电池出现“热
失控”。此外，“飞线”充电、室内充电、楼道随意停放电动车等
违规行为，也极易引发火灾。

交通事故频发是强化监管的另一个原因。由于一些车主未戴
头盔、超速行驶、逆行等原因，近年来电动车驾驶人发生交通事
故并造成伤亡比例占到非机动车伤亡的近 70%。统计显示，交通
事故死亡中74.8%是因颅脑损伤致死。

头盔是交通事故中保护电动车车主安全的最后一道屏障。公
安部从去年 6 月开始在全国开展“一盔一带”
安全行动。截至今年 3 月，36 个城市电动车、
摩托车安全头盔佩戴率超过 50%；另一组数据
显示，去年全国电动车、摩托车、汽车驾乘人
员交通事故死亡率同比下降 10%以上。在江苏
南京，去年 7 月实施的 《江苏省电动自行车管
理条例》 将强制佩戴头盔通过法律条文确定下
来后，目前南京市电动车车主头盔佩戴率超过
90%，发生交通事故时因颅脑损伤致死人数同比
下降7.7%。

合力解决百姓电动车出行面临的困难

“现在小区楼下就能停车充电，价格也便
宜，大家都不把车推上楼了。”前些天，家住北
京市东城区景山街道什锦花胡同的孙先生发现
小区里多了便民车棚、智能充电柜，充电柜能
扫码换电池，车棚里能刷卡充电、停车，还能
定时断电，“社区工作人员专门教我们使用，小
区里现在老人都会啦”。

在深圳，外卖员小李已经习惯了使用小哈

换 电
柜。每
次 只 需
用手机扫
一 扫 二 维
码 ， 就 可 以
将 充 满 电 的 电
池与没电的电池进
行 更 换 。“ 我 计 算
过，包月换电很划算，
也 方 便 安 全 多 了 。” 此
外，针对家用电动车社区充
换电的小哈能量站已于 7 月在
上海试点落地。目前，哈啰出行
平台旗下的小哈换电已覆盖全国200
多座城市，日换电池量达数十万次。

如今，在5G等新技术促进下，电
动车发展正加快数字化和智联化转型
升级。“应通过技术创新，让车主方
便快捷了解车辆的真实状况。”哈
啰出行执行总裁李开逐介绍
说，哈啰出行通过联合研
发更安全的电动车电

池，搭载智能化管理系统，24小时监控电池安全；同时运用车联
网技术，每次开机都会自动检测电池、电机、胎压等信息，让车
辆更加安全、智能。在他看来，各方应共同发力，进一步规范电
动车生产、销售、使用、充电等各环节，切实解决百姓电动车出
行中面临的实际困难。

电动车闯红灯、逆行，与机动车争抢道路……这些现象出现
的一个客观因素在于：电动车等非机动车路权不足。

今年上半年，很多电动车主发现北京市二环路有了很多人性
化的改变：非机动车道宽度从2米普遍提升至3米以上，有了专属
于骑行者的“左转绿灯”，还出现了新型“自行车优先”标识……
北京交管局科信处提供的数据显示，试点“左转信号灯”后，非
机动车红绿灯等候时间缩短了 14%，非机动车通行效率有了明显
提升。

“随着城市慢行交通系统不断改善，骑行正在成为城市居民日
常出行的一种重要方式。”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参与
了北京二环路慢行系统升级改造工作，近年来一直致力于绿色交
通研究。他介绍说，各地近年来都在加快建设慢行交通系统，如
北京市逐步实施“城市风轮”计划、广东佛山提出建设自行车专
用道。在他看来，骑行很可能是解决城市交通拥堵的有效方式。

在研究过程中，杨新苗一直在寻找将车速降下来、重量更轻
的绿色出行工具。他发现，一种安有电机、以电池作为辅助动力
来源，没有电驱动的转把，能实现人力骑行和电机助动一体化的
助力自行车，可为人们绿色出行提供新选择。

“这种车人踩脚蹬才走，爬坡、有逆风时电池才提供助力；骑
车速度超过每小时 25公里时，它就断电，完全靠人力骑行。”杨
新苗介绍说，这种车提供的助力很大，一个成年人可使用货运助
力车载二三百斤货物，“中国企业已经具备生产这种助力自行车的
能力，产品远销欧美，今后完全可以在国内推广。”

专家表示，想要让人们在城市更多选择自行车、电动自行车
或助力自行车出行，需要安全的车辆、和谐的道路环境、成熟的
保养维护体系，而这一切需要城市相关系统综合的改善。如今，
电动车行业管理逐渐规范，骑行之路正在变宽，就是一个很好的
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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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心組織愛心組織」」 年度贈送學用品儀式年度贈送學用品儀式，，
義工百人花五小時為義工百人花五小時為700700份學用品包裝份學用品包裝

講員: 凌莉護理醫師
凌莉女士現於安德森癌症中心裡的支持性護理中心擔當護理

醫師 (Nurse Practitioner)。 她最初就讀於湖南長沙的湖南醫科大
學，1994年獲得英語護理專業副學士學位，並在長沙擔任急診
護士4年。 自 2001 年起，她繼續在美國擔任註冊護士，2012
年獲得護理學學士學位，隨後以優異成績畢業於德州大學醫學分
部，獲得護理學理碩士學位。凌莉女士已安德森癌症中心工作
了 20 年，自 2017 年以來一直專注於姑息治療和症狀管理。

為了提供癌症倖存者所需的醫療諮詢及心理支持服務，光鹽
社將在2021年9月開始，每月第三個週六，下午二至四點， 在
ZOOM上舉辦共五次癌症互助小組活動， 協助剛被診斷出癌症

、正在進行治療、以及已經結束療程的癌友及癌友家屬定期將會
，彼此支持。

本次講座是由光鹽社和CHM Inc. 合辨，並邀請岑瀑濤醫師
為大家講解肝癌。在患有糖尿病的美國亞裔人士中，有一半患者
並不知自己患有糖尿病，而且2 型糖尿病與肝癌風險增加有關
。 美國亞裔人士患慢性乙型肝炎的可能性是白人的兩倍，但三
分之二的美國亞 裔慢性乙肝患者並不知自己已被感染。這很令
人擔憂，因為乙型肝炎病毒是導 致美國亞裔人士患肝癌的主要
原因。

岑瀑濤醫師是德州大學休斯頓（UTHealth）McGovern醫學
院的腫瘤內科副教授。同時，她也在UT Physicians Memorial

Hermann Cancer Center擔任主治醫師職位。岑醫師於1999年
在中國中山大學獲取醫學學位，並於2005年在紐約的St Luke’
s Roosevelt Hospital完成了內科住院醫師培訓。隨後，岑醫師
於2008年在德州大學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進行了腫瘤
內科與血液科的專科培訓。

這次線上健康講座活動必須在2021年8月7日(六)或以之前
， 到 指 定 的 網 站 上 完 成 註 冊 (https://chmagency.com/
HOU87LNS 或用手機掃描代碼)。在完成註冊後，你將會收到一
封電子郵件有關在線講座活動 ID 及連結。 本活動免費，歡迎所
有社區人士踴躍參加!

如何應對癌症治療期間的症狀或副作用︰如何應對癌症治療期間的症狀或副作用︰
光鹽社癌症互助小組活動光鹽社癌症互助小組活動

少數族裔人口不斷成長其政治代表權有賴選區重劃決定
2020年人口普查統計數據顯示出人口統計學家近年來的預

測：美國是一個日益多元化的國家，與白人相比，少數族裔人口
增長迅速。與此同時，在美國各地維權人士推動平等代表權之際
，至少有22州的立法機構正在推進限制少數族裔選舉權的行動
。

少數族裔媒體服務中心（Ethnic Media Services）和民權與
人權領導會議（Leadership Conference on Civil and Human
Rights）邀請到多位專家，分析美國族裔日益多元化對重劃選區
帶來的挑戰，以及國會兩項保障投票權的法案目前的狀況。

無黨派匹優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西語裔研究
主任羅培茲（Mark Hugo Lopez）說： 「非西語裔白人人口現在
僅占美國總人口58%，為有史以來最低。」

在美國的成長人口中，亞裔和西語裔佔了四分之三。西語裔
人口目前將近6200萬，占美國總人口19%，與2010年人口普
查數相比增長了23%。

儘管非西語裔白人仍然是美國最大族裔，約2億人，但非裔
人口也增長到約4000萬，占美國總人口12%，亞裔人口增長到
2000萬，占美國總人口6%，美國原住民和阿拉斯加原住民增長
到230萬，占美國總人口將近1%。

人口普查局統計出，截至2020年4月1日的美國總人口為3
億3140萬。

羅培茲說： 「過去50年裡，美國人口持續穩定變化，最主
要的變化是白人人口減少約500萬。美國有32州的人口增加，
但這些州的非西語裔白人人口卻減少，人口族裔變得更多元化。
」 同時，自稱是兩種或多種族裔混血的人口也增加約3400萬。

羅培茲補充說： 「這些數據提供的另一個訊息是：農村地區
流失人口，都會和城郊縣增加人口。」

接下來幾個月，聯邦、州和地方政府會根據這些數據進行選
區重劃工作。選區會做出能反映出人口變化的調整，讓在傳統上
受歧視、但人口不斷成長的非裔、西語裔、亞裔和原住民社區有

公平的機會選出他們喜歡的候選人。
紐約大學法學院布倫南司法中心

（Brennan Center for Justice）選區
重劃顧問魯登斯基（Yurij Rudensky）
說： 「當這個程序被某個特定政黨控
制時，可能會被用來對反對黨不利。
」

魯登斯基補充說： 「 『傑利蠑螈
』 （Gerrymandering）是代表濫用重
劃選區常用的術語，目的在為某一政
黨鎖住選舉優勢，但也有為削弱少數
族裔選民政治影響力的 『傑利蠑螈』
，在許多州，這兩種濫用是相輔相成
的。」

魯登斯基表示，要消除 「傑利蠑螈」 有三個方法：一是將重
劃選區的責任交給獨立選區重劃委員會，這個委員會必須由非說
客、非政治人士或非活動家的民主黨、共和黨和無黨派代表組成
。

第二是確保監督選區重劃的維權人士有強大的保障措施和法
律工具可以用於法庭上。第三是讓更多人加入重劃選區的工作，
防止政客 「進行黑箱作業」 。

魯登斯基解釋： 「人口成長的少數族裔社區受到的最新威脅
來自右翼勢力，他們企圖讓各州在重劃選區時不再計算所有人口
，只計算成年公民。」 這意味著18歲以下和非公民居民可能被
排除在外。

魯登斯基還說： 「這是一個非常危險的新想法，將危害少數
族裔社區。不過，好消息是，大部分的州都已製定法律要求把所
有居民計算在內。第二個好消息是，各州沒有可以這麼做的數據
，因為2020年人口普查沒有詢問公民身份。」
保障措施

監督選區重劃的多項措施包括兩項已提交國會審查的法案，
「民享法案」 （For the People Act或S1）和 「約翰路易斯投票
權促進法案」 （John L. Lewis Voting Rights Advancement Act
），目的在抗衡壓制選民的行動，兩項法案都得到兩黨大力支持
。

民權與人權領導會議政府事務行政副總裁麥柯迪（Jesse-
lyn McCurdy）說： 「我們的民主正處於危險之中，除非我們立
即採取行動杜絕選舉中的種族歧視，確保每個聲音都被聽見、每
張選票都被計算，否則我們將失去它。國會必須通過這兩項法案
。」

國會8月 24日通過了尋求恢復 「投票權法案」 （Voting
Rights Act）第五章的 「約翰路易斯投票權促進法案」 ，這一章
的法律賦予美國司法部審查有歧視少數族裔選民歷史的州所提出
的任何法律變更要求的權力。 219名民主黨議員贊成這項法案，
212民共和黨議員反對這項法案。這項法案現在已提交給意見分
歧的參議院審核，參議院共和黨強烈反對這項法案。

「民享法案」 也已獲得國會通過，未來數週將交給參議院進
行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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