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颶風艾達餘威肆虐紐約 至少
至少17
17死
死
路透社
（綜合報導）颶風艾達（Ida）餘威未盡引發驚人暴洪，美國
紐約市罕見進入緊急狀態。這場歷史性的天氣事件目前為止已奪走
至少 17 人性命，災情並導致美國網球公開賽（US Open）今天延後
開始。
法新社報導，這波暴雨導致紐約街道變成溪流。地鐵月台水流

傾瀉宛如瀑布，軌道也被淹沒，地鐵當局為此停止服務。
根據路透社，災情也導致球迷和選手不易抵達位於皇后區
（Queens）的美網賽場法拉盛草地公園（Flushing Meadows）。今
天第一批賽事延至中午才登場，比正常開始時間晚了一個小時。
曼哈頓（Manhattan）一家餐廳的老闆米海洛夫（Metodija Mihajlov）告訴法新社： 「
我 50 歲了，從沒看過這麼大的雨。我就好
像住在叢林裡，很像熱帶的暴雨。太不可思議了。今年所有的一切
都好怪。」他的地下室積水達 3 英吋（約 7.62 公分）高。
拉 瓜 迪 亞 （LaGuardia） 、 甘 迺 迪 國 際 機 場 （JFK） 、 紐 瓦 克
（Newark）等機場共有數以百計的航班被取消，並傳出一處航廈
淹水的影片。
包括曼哈頓、布朗克斯（The Bronx）、皇后區等多個行政區
都有主要道路淹水封閉。救難單位拯救了數百人。

颶風艾達上週末侵襲美國南部的路易斯安那州，之後一路向北
肆虐，帶來嚴重洪患與龍捲風。
豪雨導致紐約這座美國金融與文化之都大淹水，布魯克林區與
皇后區受到重創。紐約州長侯可（Kathy Hochul）宣布進入緊急狀
態。
警方表示，紐約市共有 9 人死亡，罹難者介於 2 歲至 86 歲之間
。其中 8 名死者是因來不及逃出位於皇后區和布魯克林區的地下室
而喪命。
新澤西州伊利沙白市（Elizabeth）市長發言人告訴法新社，伊
利沙白市共有 4 名居民罹難。當地也已宣布進入緊急狀態。
新澤西州派賽克（Passaic）另證實有 1 人死亡。賓夕法尼亞州
蒙哥馬利郡（Montgomery County）則有 3 人喪命。
另有當地媒體報導，紐約地區至少有 22 人喪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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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難民面臨未知之命運
我見我聞我思
Wealee@scdaily.com
09/
09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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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自美軍撤出阿富汗之後， 同時撤離的阿富
汗人擠進了美國在卡達等地的軍事基地， 數以
萬計的難民正在等待當局的篩查。 決定他們的

去向，在短短兩週內五千多名美軍從阿富汗撤
出了十一萬多人員 ，這項混亂和人員傷亡之行
動令拜登政府受到廣泛之指責。
許多難民爬上飞機，他們可能沒有資格安
置到美國 ，由於人數眾多， 救援組織如何為
新難民提供醫療房屋之服務是件巨大的挑戰 ，
為了疏解壓力， 許多難民已被送到歐洲一些國
家的軍事基地安置。
一般難民都在憂慮他們是否會過上更好的
生活， 他們的命運還得決定於美國移民官員之
嚴格審查。
我們在此也非常同情這批逃出阿富汗之難
民， 他們泰半和美軍二十年在阿富汗的戰爭有
密切關係， 他們為美國和盟邦賣命 ，如今應

該得到美國政府之照顧。
多年來， 由於戰亂關係， 全世界已經有
數百萬之難民到处流浪， 他們因戰火和政治原
因流落他郷， 如果有機會来到美國及一些較富
裕之國家， 他們大多能重新過上新的生活，
可是許多都長期流落在難民營的帳篷之中， 真
是人類之悲劇。
從歷史上看， 許多戰爭都是在政客一時之
不智而發動的， 為了自己的利益而造成不可收
拾之殘局。
我們希望這批新的難民能夠盡快得到妥善
之安置， 在他們人生的另一階段步出新的希望
。

The New Afghanistan
Refugees
Since the Taliban seized power
in Afghanistan, a flood of
refugees has swollen into
American military bases where
ten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are
now waiting to be screened by U.
S. officials.
In just two weeks, more than 5,
000 Americans troops helped to
evacuate more than 114,000
people out of Afghanistan. Many
of them thought they had arrived
in the United States, but they still
need to be screened by the U.S.
officials.

幾內亞共和國駐休斯敦名譽總領事

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On the military bases the
resettlement organizations have
provided them with housing,
medical care and food, but they
are still very worried about their
future. To ease the crowd of
refugees, the U.S. military has

begun to move some of them to
different bases in other cities.
Today we really want to urge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to take care
of these refugees because most
of the people have been helping
the U.S. and their allies over the
last twenty years.

take care of the Afghanistan
refugees and help them to settle
down in America and start their
new life.

It is very sad that even in our
democratic world that so many
refugees are still being created.
Because of war and other
political reasons they have to
leave their homelands.
History is telling us that the
politicians who try to serve their
ambitions, or for any other
reasons to start a war, make the
peoples’ lives so tragic.
We have a moral responsibility to

I01-John Lee李元鐘保險256B_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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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身體不能自主,德州最嚴墮胎法漠視女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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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本土案例激增
專家：篩檢普及發現更多病例
(本報訊)新加坡近來確診案例激增，今天
新增 187 起本土案例，創下連月來的新高。專
家分析，隨著檢測增加及自我篩檢普及，發現
更多病例是正常現象。
星國昨天新增 177 起 COVID-19（2019 冠
狀病毒疾病）本土案例，其中 90 例感染源不
明。衛生部今天通報，初步確認新增 187 起本
土案例，其中 113 人目前感染源不明，另有 4
起境外移入。全國累計 6 萬 7991 人確診，目前
病故人數維持 55 人。
新加坡先前 COVID-19 疫情趨穩，8 月中
旬以來逐步放寬防疫措施，包括已完成疫苗接
種者可在餐廳內用、最多 5 人一桌；允許更多
員工重返辦公場所上班；完整接種者可參與現
場表演、宗教聚會、會展等大型活動，最多可
達 1000 人。
不過，新加坡放寬防疫措施後，近來本土
案例不斷上升，已連續 10 天新增本土案例都
在百例以上。不少當地民眾對連日上升的確診
案例感到擔憂。
除了本土確診案例攀升，感染源不明的病
例也呈上升趨勢。衛生部昨天指出，過去一週
感染源不明案例已從先前的 112 例增至 253 例
。
對此，星媒引述傳染病專家分析指出，雖

保守傳統的德州從九月一日起正式執行州
長艾伯特所簽署的”德州心跳法”, 聯邦最高
法院也在當晚做出５比 4 的緊急表決，拒絕對
此法發出禁制令以示支持, 此法嚴禁懷孕超過
六星期, 體內胚胎開始有心臟跳動的女子墮胎
，儘管因為被強暴或亂倫導致懷孕也不能進行
人工流產，同時這條法律也嚴罰所有協助女子
墮胎的醫生、護士、家人、司機與知情不報的
人, 堪稱為美國史上最嚴厲, 也最極端的法律,
與阿富汗塔利班的法條禁忌相比, 真是不遑多
讓, 自己的身體不能夠自主決定, 女權在德州是
被漠視而得不到保障了。
墮胎的問題已經在美國爭論了半世紀之久
, 由於牽連到健康、宗教、道德、倫理、人權
、自由以及法律等錯綜複雜的議題，各方見仁
見智, 爭論不休, 我個人一向秉持的觀點是:墮胎
不墮落, 女子自決之。
美國最高法院曾在 1973 年 引用憲法第十
四修正案對”羅訴韋德案”(Roe versus Wade)
做過墮胎合法化的判決, 認定女子可選擇在胎
兒出生前六個月終止妊娠，這是從維護女權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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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去樹立墮胎自主的精神，然而從保守派觀點
來看, 墮胎就是殘害新生命, 且對孕婦健康充滿
威脅, 新上任的保守派大法官巴雷特也旗幟鮮
明站在反墮胎立場, 她曾在聽證會上清楚表達
反墮胎觀點,她說:”生命是從受精的那一刻開
始, 我們必需捍衛受精卵的生命權”, 所以最高
法院將來很可能推翻羅訴韋德案而讓墮胎為非
法。
由於認同墮胎合法的人在美國穩定增長，
從十年前的 49%升到現在的 56%，但由於政治
力涉入, 使墮胎逐漸演變成為保守與自由之爭,
德州並非美國唯一反墮胎的州, 維吉尼亞、紐
約、新墨西哥、馬薩諸塞、喬治亞、阿拉巴馬
、肯塔基和密西西比等 11 個由共和黨領導的州
已通過嚴格反墮胎法案，其中為孕婦墮胎的醫
師將面臨 10 年至 99 年牢刑,今年還會有更多個
州將懷孕六週以上胎兒進行流產的行為視為非
法，所以墮胎巳讓美國成為”一國兩制”的國
家, 美國婦女們將來或許會把墮胎是否合法變
成搬家遷移的決定因素之一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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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全面禁止任何社會活動最安全，但這將影響
許多人的生計，隨著新加坡逐步開放，感染源
不明的案例將不斷增加，恐達每天 300 至 500
起，因此接種疫苗非常重要。
另一名專家表示，隨著當局檢測行動增加
及居家快篩普及，發現更多病例是正常現象。
感染源不明案例增加的原因包括 Delta 變異株
的高傳染力，專家認為，當疫苗接種率達到一
定程度，例如接近 9 成，就只需要控制重症及
死亡人數即可。
人口約 570 萬的新加坡去年底啟動全國
COVID-19 疫苗接種計畫。據衛生部統計，截
至 8 月 31 日，星國 8 成人口已完整接種，83%
至少接種一劑。
專家也認為，在新加坡邁入生活新常態，
逐漸將 COVID-19 視為地方性流行病之際，
近期感染源不明案例增加並不會讓新加坡放慢
解封的腳步。
星國總理李顯龍日前表示，新加坡原本採
取 「病例清零」的策略，現在正小心翼翼轉向
「與病毒共存」。逐步開放後，每天確診案例
可能會增加，但政府會關注住院及病危人數，
確保醫院量能足以應付。
衛生部昨天表示，有 22 名重症患者需要
輸氧治療，5 人情況危急、收治於加護病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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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老城又賣賣賣
“1 歐元白菜價”背後到底圖啥？

近日，意大利又有一座小鎮以 1 歐
元的“白菜價”出售當地房產。
這座小鎮名叫馬恩紮（Maenza），
位於意大利首都南部的勒皮尼山（Lepini Hills）上，常住人口約 3000 人。據了
解，馬恩紮雖然不是第一個“1 歐元出售
房產”的意大利城鎮。但因其地理位置
距離意大利首都羅馬最近，引起了許多
買房人的關註。
靠近首都羅馬，70 平老宅售價 1 歐
元起
在意大利，馬恩紮小鎮素以田園風
光、石頭屋、橄欖樹和一覽無余的海景
而聞名。小鎮中心有一座 13 世紀的古堡
，附近有連綿的山脈和幾個海濱度假勝
地。
該鎮的鎮長克勞迪奧· 斯佩杜蒂
（Claudio Sperduti） 告 訴 CNN， 小 鎮 計
劃為 100 多處房產尋找新的主人，目的
是拯救那些年久失修的地標建築。

這些老宅平均面積不到 800 平方英
尺（約 70 平方米），售價為 1 歐元起。
因為面積不大，所以預計只需 5000 歐元
左右的翻修經費，就能恢復到適宜居住
的狀態。
但馬恩紮小鎮要求買家承諾在三年
內翻新，另外還需繳納 5000 歐元的押金
。當地政府承諾，一旦裝修完成，將全
額退還。
小鎮也不硬性要求購買房產的業主
必須在馬恩紮居住。但要求他們向鎮政
府提交一份詳細的計劃，說明他們如何
使用所購的房產，可以作為住宅、餐廳
、商店等等。
據了解，第一批的數十套老宅將於 8
月 28 日截止申請。但斯佩杜蒂表示，隨
著與更多的原房主進行談判，將有更多
的房源進入市場。
而對於投資者來說，馬恩紮備受關
註的原因還有一個，那就是它距離意大
利首都羅馬僅 70 公裏，驅車僅需一個半

赴澳大利亞尋求庇護者身陷困境：

無補貼可領 靠救濟度日
綜合報導 在澳大利亞，許多尋求庇護的難民可能要等上好幾年才
能拿到簽證。對他們中的一些人來說，封鎖使其在澳大利亞的生活更加
艱難。在等待簽證申請多年後，成千上萬持有過渡簽證的人正依賴民間
救濟度日。
米爾杜拉少數族裔社區委員會(Sunraysia Ethnic Communities Council)
的移民案例負責人薩布裏(Walaa Sabri)說，在維多利亞州封鎖期間，該
委員會每天分發 200 個食品包。正常情況下，他們每周會遞送 200 個包裹
，給予那些生活困難的難民。
薩布裏表示：“我的許多客戶沒有資格享受聯邦醫療保險(Medicare)或留職補貼(JobKeeper)，因為他們在這裏(澳大利亞)的身份尚未得
到解決，所以他們只能依賴我們的食品銀行配送來養活家人。”
根 據 澳 大 利 亞 內 政 部 (Department of Home Affairs) 數 據 ， 截 至 7
月 31 日，有超過 302650 人在等待簽證申請獲批，有些人已經等了 5
年多。薩布裏表示，在此期間，臨時過渡簽證持有者面臨的困難
風險最大。
據了解，過渡簽證允許人們在最終確定移民身份或等待移民決定期
間合法留在澳大利亞，但他們無權獲得醫療保險或經濟支持，如求助者
津貼(JobSeeker)或留職補貼等。許多人不被允許工作，而那些被允許工
作的人，因為封鎖導致的失業，又往往不得不依靠食品銀行和福利機構
。薩布裏表示，這種不確定性給她的客戶帶來了額外的壓力。
普羅克特(Nicholas Procter)教授對在澳申請庇護的尋求庇護者的心
理健康狀況進行了研究。他說，許多人已經因為失去親人和暴露在
戰爭和沖突中而遭受創傷後壓力。另外歧視和孤立也是許多新來者
面臨的問題。“繼續讓這些難民長期處於不確定狀態，會導致更大
的創傷後壓力和抑郁癥發生率。許多尋求庇護者有一種深深的、普
遍的‘致命的絕望感’，這通常與他們的簽證身份長期的不確定性
聯系在一起。”
薩布裏表示， 她 經 常 遇 到 無 力 支 付 基 本 醫 療 費 用 或 看 病 的客
戶。“我們有一些客
戶甚至需要借藥治
病，要麽是他們沒
錢去看醫生，要麽
是他們擔心健康問
題會影響簽證申請
的 結 果 ， 所 以 他們
就待在家裏不接受治
療。”對此，薩布裏
表示澳大利亞內政部
有必要著手批準當前
所有的簽證申請。

小時左右就可到達，是拉齊奧大區首個 產實際上是以 1 歐元為底價進行拍賣，
以低價出售房屋的城鎮。
只有在沒有其他競價者的情況下，才能
以 1 歐元的價格收入囊中。
“1 歐元白菜價”真的劃算嗎？
總而言之，雖然房子標價為 1 歐
對於任何一個想在意大利尋找便宜 元，但如果要正常使用，最終開銷仍
住處的外國人來說，乍聽上去，這似乎 然不低。
是個不錯的買賣。但真的那麼劃算嗎？
早在 2015 年，為促進當地繁榮，西
賣房背後是為了增長人口？
西裏島小鎮們就開啟了“1 歐元購房”計
大量的空置住宅，說明了一個顯著
劃，吸引了全球的關註。到目前為止， 的問題：這些加入“1 歐元購房” 計劃
先後已有十多座意大利小鎮紛紛效仿。 的城鎮都出現了人口減少的狀況。
為什麼僅僅只要 1 歐元？按照西西
據 CNN 報道，意大利有四分之一小
裏島官方項目網站的回答是：“很簡單 村鎮，因人口負增長在過去 30 年裏成為
，因為它們就只值 1 歐元。”
荒蕪的“鬼城”，目前全境有 139 個村
據意大利媒體報道，這些房子價格 子常住居民不到 150 人。
雖然誘人，但幾乎都是空置已久，從外
意大利房地產專家斯特凡· 紐豪斯
觀到內部只能用“又舊又破”四個字來 （Stefan Neuhaus）分析認為，最主要的
形容，外墻斑駁，塗料早已褪色發黑， 原因就是人才外流，尤其是青壯勞動力
而且大多地處偏僻，交通閉塞。為此，1 。他說：“年輕人離開農村，到大城市
歐元的購房成本看似低廉，卻暗藏了巨 找工作，而像穆索梅利這樣的小村莊在
大的翻修成本。
意大利各地都被遺棄了。”
以西西裏島的桑布卡鎮為例，買家
特羅伊納（Troina）位於西西裏島，
必須遵守許多限製條款，如繳納 1000~ 是一個中世紀的小鎮。過去幾十年來，
5000 歐元作為保證金，裝修費用不得低 許多當地人搬到小鎮附近更現代的房子
於 1.5 萬歐元；不僅要向市鎮議會提供裝 裏，或者完全離開小鎮，導致該地區人
修方案，還需在 3 年之內對房子進行翻 口一直在下降。到 2017 年為止，全鎮人
修，否則房產將被收回；另外，最終房 口不到一萬，人口密度 0.1 人/平方公裏

。該鎮鎮長塞巴斯蒂亞諾· 威尼斯 （Sebastiano Venezia） 解釋說，推出“1 歐
元購房”目的是“重新填充這座被人遺
棄的小鎮”，並且通過吸引外國人方式
，創造更多文化交流，振興老城區。
當然增加人口並不是全部的目的，
比如卡塞塔省的彼得拉梅拉拉（Pietramelara）目標是吸引更多的買家在該地區
投資，從而帶來更多就業、創業機會。
該鎮鎮長強調，彼得拉梅拉拉是一個迷
人的，具有旅遊開發潛力的地方。
而這次加入“1 歐元購房”計劃的馬
恩紮也是希望借助外部的力量，改造老
城區搖搖欲墜的歷史建築，從而提高城
鎮的魅力，吸引更多的投資。
“這不是一個瀕臨死亡的城市。但
它需要一些新鮮的、改造的空氣。”鎮
長斯佩杜蒂說。
為此，他發起了這項雄心勃勃的
“家鄉重生協議”，希望收回所有廢棄
的搖搖欲墜的房產，然後通過潛在買家
的改造，給老城區註入新的活力。
“馬恩紮是一個生活質量很好的小
鎮，尤其是在冬天和夏天，非常受歡迎
。我們距離海灘也只有半小時的路程。
雖然這項計劃才剛剛開始，但已經成功
引起很多人的興趣。”斯佩杜蒂說。

塔利班神秘最高領導人即將公開露面？
綜合報導 美軍從阿富汗撤離接近尾
聲之際，塔利班發言人穆賈希德表示，將
於一周內宣布新政府全體成員，並有望在
兩周內完成整個組建過程。目前，包括衛
生部、教育部和中央銀行等主要機構的負
責人，已經完成任命。穆賈希德透露，阿
富汗新政府一旦成立，目前遭受的各種經
濟問題將會緩解。
值得關註的是，塔利班未來能否順利
執政，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如何平衡阿富汗
國內各種力量。據半島電視臺周日報道，
阿塔當天在坎大哈與阿富汗各派主要政治
家、部落長老和各族裔領袖就新政府的結
構問題進行磋商。塔利班頭號領導人阿洪
紮達和政治領導人巴拉達爾出席了磋商會
談。
阿塔發言人穆賈希德也證實了相關
報道，並透露阿洪紮達或將很快首次公
開露面。長期以來，阿富汗塔利班內部
運作及其領導層一直處於保密狀態。根
據公開資料顯示，阿洪紮達於 2016 年成
為阿富汗塔利班最高領導人，其行蹤一
直不為人知。
另據報道，阿洪紮達原來是塔利班前
任領導人阿赫塔爾· 曼蘇爾的副手，2016
年 5 月曼蘇爾被美軍無人機炸死之前，曾
經留下遺囑，指名由阿洪紮達來繼任塔利
班領導人職位。
阿洪紮達大概 60 歲左右，出生於塔
利班大本營坎大哈省，是塔利班內部強
調暴力手段、拒絕與阿富汗政府談判的
“鷹派”代表人物。他曾是曼蘇爾的兩
大副手之一，在塔利班內部擔任“首席
法官”，負責“宗教”與“司法審判”
事務。他先前經常對外發表聲明，為阿
富汗塔利班襲擊阿富汗政府和駐阿外國
部隊的行動“正名”。與塔利班前任領
導人不同的是，阿洪紮達並不是因戰場
上的表現出名，而是更加註重宗教和律

法研究。因此一些分析人士認為，他作
為領袖的角色起到的更多是象征意義，
而不是具體操作上的作用。在前任領袖
曼蘇爾死後，塔利班曾因暴力權力鬥爭
而分裂，因此阿洪紮達還肩負著團結起
塔利班的重要任務。
阿塔發言人穆賈希德 29 日還對外表示
，阿富汗 34 個省中，已經任命了其中 33 個
省的省長和警察局長。目前，唯一未被塔
利班控製，就是位於喀布爾東北部的潘傑
希爾省。該省抵抗力量主要由當地的塔吉
克族民兵組成，是阿富汗唯一有組織的反
塔利班根據地。抵抗力量領導人艾哈邁
德· 馬蘇德是 20 年前遇害的阿富汗抵抗運
動“北方聯盟”軍事領導人艾哈邁德· 沙
阿· 馬蘇德之子。據俄羅斯衛星通訊社援
引阿富汗媒體的報道，塔利班切斷了潘傑
希爾省境內的互聯網。
另一方面，除了協調與各方力量展開
合作外，阿塔還必須面對的新形勢，就是
如何加大反恐力度。ISIS-K 與阿塔雖然都
隸屬於遜尼派，卻勢同水火，尤其在阿塔

高層與美國展開撤軍談判，采取較為溫和
的態度後，二者多次在阿富汗地區發生沖
突。
清華大學國際與地區研究院助理研
究員謝超認為，在當前阿富汗局勢仍撲
朔迷離的時候，各方組織，包括極端恐
怖組織現在也是在極力地展示自己的存
在。對於未來組建的阿富汗塔利班政府
，外界一個最大的期待能在多大程度上
控製國內的極端勢力特別是國內極端暴
恐勢力的外溢。
在外交方面，阿塔也急需獲得認可，
爭取更大的國際活動空間。塔利班呼籲在
美軍撤離後，阿富汗能與美國和其他西方
國家保持外交關系。外界註意到，阿塔發
言人穆賈希德還特別強調，是否將有女性
成為政府成員的問題將由塔利班領導決定
。此前，塔利班方面已多次強調，新政府
將具有很強的包容性，來自不同階層、各
行各業的人，以及其他政黨都將參與其中
，而且必須在阿富汗境內外都被接受並得
到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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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一舉動惹怒遭
IS炸死美軍家屬
炸死美軍家屬
（綜合報導）呼羅珊伊斯蘭國（ISIS-K）自殺炸彈客 8 月
底攻擊阿富汗喀布爾機場，導致 13 名美軍喪生，其中一名美軍
的父親會見美國總統拜登後表示這場會面並不順利，尤其他最
不滿拜登聊自己的兒子比他兒子還多。
美國《國會山莊報》（The Hill）報導，年僅 20 歲的美國
海軍陸戰隊上兵舒米茲（Jared Schmitz）不幸在 ISIS-K 攻擊中
喪命，他的父親馬克舒米茲（Mark Schmitz）接受福斯新聞專
訪時表示，和拜登的會面 「並不順利」，因為整場會面中，拜
登 「談他自己兒子的時間比他聊我兒子的時間還多」， 「這讓
我不太滿意。」拜登長子波伊（Beau Biden）曾在伊拉克服役

，2015 年因腦癌逝世。
馬克舒米茲接受《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
專訪時也表示，美軍軍官們做的比拜登本人還要多。
接著他開始抱怨拜登 8 月 29 日迎接 13 名美軍遺體時頻頻看
手錶的狀況， 「我實際上靠近我兒子母親的耳朵說： 『我對天
發誓，如果他再看一次錶…。』」他說拜登頻頻看錶的舉動是
他這輩子看過 「最無禮」的行為。
馬克舒米茲還說，當和拜登的會面結束後，一名家屬還對
拜登怒吼： 「我希望你下地獄！」
海軍陸戰隊上士胡佛（Taylor Hoover）也在爆炸攻擊中喪

命，他的父親達林胡佛（Darin Hoover）拒絕和拜登會面。達
林胡佛說，一名士官長告訴他爆炸是可以避免的， 「他們把他
們留在那裡，他們讓他們失望了。」
13 名殉職美軍中有 11 人是陸戰隊隊員，1 人來自陸軍，1
人為海軍。
關於和拜登的會面，馬克舒米茲對拜登喊話： 「不要忘記
那個名字，不要忘記那張臉，不要忘記另外 12 個人的名字，花
點時間了解他們的故事。」

颶風艾達餘威肆虐紐約
含新澤西與賓州至少 17 死
（綜合報導）颶風艾達（Ida）餘威未盡引發驚人暴洪，美
國紐約市罕見進入緊急狀態。這場歷史性的天氣事件目前為止
已奪走至少 17 人性命，災情並導致美國網球公開賽（US Open
）今天延後開始。
法新社報導，這波暴雨導致紐約街道變成溪流。地鐵月台
水流傾瀉宛如瀑布，軌道也被淹沒，地鐵當局為此停止服務。
根據路透社，災情也導致球迷和選手不易抵達位於皇后區
（Queens）的美網賽場法拉盛草地公園（Flushing Meadows）
。今天第一批賽事延至中午才登場，比正常開始時間晚了一個
小時。
曼哈頓（Manhattan）一家餐廳的老闆米海洛夫（Metodija
Mihajlov）告訴法新社： 「我 50 歲了，從沒看過這麼大的雨。

我就好像住在叢林裡，很像熱帶的暴雨。太不可思議了。今年
所有的一切都好怪。」他的地下室積水達 3 英吋（約 7.62 公分
）高。
拉瓜迪亞（LaGuardia）、甘迺迪國際機場（JFK）、紐瓦
克（Newark）等機場共有數以百計的航班被取消，並傳出一處
航廈淹水的影片。
包括曼哈頓、布朗克斯（The Bronx）、皇后區等多個行
政區都有主要道路淹水封閉。救難單位拯救了數百人。
颶風艾達上週末侵襲美國南部的路易斯安那州，之後一路
向北肆虐，帶來嚴重洪患與龍捲風。
豪雨導致紐約這座美國金融與文化之都大淹水，布魯克林
區與皇后區受到重創。紐約州長侯可（Kathy Hochul）宣布進

入緊急狀態。
警方表示，紐約市共有 9 人死亡，罹難者介於 2 歲至 86 歲
之間。其中 8 名死者是因來不及逃出位於皇后區和布魯克林區
的地下室而喪命。
新澤西州伊利沙白市（Elizabeth）市長發言人告訴法新社
，伊利沙白市共有 4 名居民罹難。當地也已宣布進入緊急狀態
。
新澤西州派賽克（Passaic）另證實有 1 人死亡。賓夕法尼
亞州蒙哥馬利郡（Montgomery County）則有 3 人喪命。
另有當地媒體報導，紐約地區至少有 22 人喪命。

北京要求通過領海須通報 五角大廈堅持自由航行
（綜合報導）中國海上交通安全新規今天生效，內容要求
核動力船舶等 5 類外國船艦進入領海須向中方報告。美國五角
大廈今天表示，美方將堅守立場，在國際法允許的海空域繼續
自由航行。
中共人大常務委員會 4 月通過 「海上交通安全法」修法，
新規要求潛水器、核動力船舶等 5 類外國船艦要通過中國 「領
海」之前，應向中方報告船名、呼號、目前位置、目的地和載
運貨品等資訊。
中華人民共和國認定的領海不只包括本土沿岸海域，還包
括中國在東海和南海聲稱擁有主權的島礁及台灣週圍 12 海里海
域。中國內外的觀察家皆認為，新法是北京試圖對爭議海域進
一步聲索主權的行動。

中國海事局今天發布的法律生效公告表示，新法有助管理
海上交通行為。中國海事局在 8 月 27 日發布的消息則首度表明
，將依據中國法規 「整治」違法船舶，據信也包括軍船。
美國國防部發言人薩波（John Supple）今天接受美國 「新
聞週刊」（Newsweek）訪問時表示： 「美國維持堅定立場，
任何國家海岸法規不得侵犯所有國家在符合國際法下享有的航
行和飛航權。」
薩波還說： 「包括在南海，不合法且廣泛的海權主張對海
洋自由構成嚴重威脅，包括航行和飛越自由、貿易自由、合法
商業活動無阻，以及南海和其他沿海國家的權利和利益。」
根據中國批准且美國承認的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CLOS
）規範，不論是沿海國或內陸國，其船舶均享有 「無害通過」

（innocent passage）他國領海的權利。美國重申，單方面實施
任何預先通報要求違背國際法。
針對中國海上交通安全新法是否可能影響美國海軍在區域
的行動，五角大廈另一位發言人梅納斯（Martin Meiners）表示
： 「美國將繼續在國際法允許的任何地方飛行、航行和行動。
」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萊斯（Ned Price）今天也在例行記者
會中說，美國堅定認為所有國家，不論大小，都應在領海權上
遵循一套全球通用規則。
普萊斯還強調，美國從不避諱對相關事情提出抗議，很多
時候也聯合盟友對抗中國非法過度海權主張， 「我們會持續這
麼做」。

亞洲時局
星期五

綜合報導 韓國中央防疫對策本部當
地時間 8 月 30 日通報，截至當天零時，
韓國較前一天新增新冠肺炎確診病例
1487 例，累計確診 250051 例。單日新增
病例連續 55 天保持四位數，疫情形勢隨
時可能進一步惡化。
當日，韓國政府公布新一輪抗疫補
助發放計劃，將面向約 88%國民每人發
放 25 萬韓元(約合人民幣 1388.65 元)抗疫
補助，相關工作將於下月 6 日正式啟動。
劃分領取對象的收入標準以今年 6 月每戶
醫保費的個人繳納額為準計算，每戶領
取的補助沒有上限。另外，若外國人被
登記為本國人的共同居住人，且加入醫
療保險，也可領取補助。
鑒於韓國新冠疫情第四波大流行仍
未出現明顯的減弱勢頭，韓政府目前將
防疫重心放在加快疫苗接種速度上。據
韓國新冠疫苗預防接種推進團 30 日公布
的數據，韓國共有 28641079 人接種首劑
新冠疫苗，占總人口的 55.8%。完成兩劑
疫苗接種者累計 14619071 人，占總人口
的 28.5%。
韓國總統文在寅當天表示，目前韓
國疫苗接種速度加快，七成國民中秋節
前完成首劑接種和 10 月底前完成第二劑
接種的目標有望實現。此外，根據專家
和防疫部門決定，韓國將盡快開始第三
針接種，接種範圍從高齡人員依次擴至
防疫醫務人員等高危人群。

2021年9月3日

韓國單日新增病例連續 55 天保持四位數

政府公布抗疫補助計劃

馬來西亞新總理因密接確診者隔離

缺席內閣就職典禮
綜合報導 馬來西亞總理辦公室通
報稱，馬新總理伊斯梅爾因與新冠肺
炎確診者密切接觸，即日起自行隔離
。這位總理也因此缺席當地時間 30 日
下午舉行的新內閣就職典禮，並只能
在線參與 31 日的馬來西亞獨立 64 周年
慶典。
除了伊斯梅爾，其內閣企業發展
和合作社部長也因密接確診者而隔離
；教育部副部長則因確診新冠肺炎缺
席。內閣其余 67 位成員當日在馬國家
皇宮宣誓就職。
據馬來西亞衛生部通報，截至當
日中午 12 時，在過去 24 小時該國新增
新冠肺炎確診病例 19268 例，為近 7 天
來首度降回到 2 萬例以內。
此前馬來西亞疫情最為嚴重的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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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吉隆坡和周邊雪蘭莪州(雪隆地區)疫
情持續好轉。吉隆坡 30 日新增確診病
例 627 例、雪蘭莪州當日新增 3567 例，
雙雙創下本月以來新低。
馬來西亞衛生部總監努爾· 希沙姆
在其社交媒體上發布的圖表顯示，從
兩周前起，雪隆地區新冠重癥病人大
幅下降。在雪隆地區成年人基本完成
疫苗接種後，努爾認為，雪隆地區疫
情呈現“積極的跡象”。
但雪隆地區之外，馬來西亞多個
州屬新增病例仍維持高位。馬來西亞
東部的沙巴和沙撈越 30 日新增病例都
超過兩千例。沙巴州前元首薩卡蘭亦
於 30 日淩晨因新冠肺炎去世。
截至目前，馬來西亞累計新冠肺
炎確診病例已超過 172 萬例。

綜合
消息稱，
擴大服務
部門和機
據知
寨首相洪
2020 年 6
批在柬埔
從而顯著
和資金。
在第
門即商業
埔寨發展
受和處理
認和投資
柬埔
財經大臣
階段網上
。第二階
步擴大申
證的服務
更多便利
在第
加入平臺
及非銀行
根據
先繳交 5
，有關款
申請人也
料，否則

日本發現新冠病毒德爾塔
全球僅 8 例
綜合報導 日本東京醫科齒科大學研
究小組報告稱，日本首次發現新冠病毒
德爾塔毒株的“N501S”變異。該研究
小組指出，該變異很有可能是在日本發
生的。德爾塔毒株發生此種變異的報告
，全世界僅有 8 例。
報道稱，8 月中旬，日本一名新冠
確診患者在東京醫科齒科大學的附屬醫
院就診，東京醫科齒科大學研究小組從
這名患者身上，采集到了德爾塔毒株的
變異株。通過病毒基因分析，發現該病
毒已經發生“N501S”變異。
報道指出，關於德爾塔毒株發生此
種變異的報告，全世界僅有 8 例。由於
這是日本首次發現此變異株，基於基因
特征等分析，研究小組推測，該變異很

有可能是在日本國內完成的。
德爾塔毒株“N501S”變異，
在英國發現的阿爾法毒株“N501Y
相似，但目前還不能確定其傳染性
研究小組指出，“阿爾法毒
導致 2 次感染率增加，以及加大
死亡的風險，由於此次
‘N501S’ 變 異 與 ‘N501Y’
變異相似，不排除此變異株
與阿爾法毒株有相同特征的
可能性。”
東京醫科齒科大學武內
寬明副教授表示，由於疫情
的感染範圍持續擴大，“日
本國內可能會陸續出現新型
變異株，因此有必要采取措

台灣新聞

嘉市Q公仔亮相
台灣設計展可望年底登場
（中央社）嘉義城隍廟 「樂桃城隍」Q 公仔
2 日閃亮登場，有代表嘉義市的 「小樂桃」、Q
版 「城隍爺」、 「范、謝將軍」等吉祥布偶，市
長黃敏惠表示，今年是嘉義市的設計元年，若疫
情緩和，希望今年底、明年初舉辦 2021 台灣設計
展。
黃敏惠表示，今年 6 月疫情很緊張，嘉義市
為台灣設計展做了許多準備，市府與經濟部研商
，如果疫情緩和、稍微解封，希望 2021 台灣設計
展在今年底、明年初舉辦，雖然今年疫情衝擊，
但嘉義市用設計力與創意來守護這座城市，今年
就是嘉義市的設計元年。
原訂今年 10 月登場的台灣設計展因疫情延期
，嘉義市政府文化局擬出 3 個延期辦展的方案，
包括今年底到明年初、明年 228 連假期間、保留
主辦權到 2023 年，市長黃敏惠鬆口，期待今年底
至明年初就辦，文化局表示，廠商及場館都底定

，大方向是朝今年底舉辦。
黃敏惠是在嘉義城隍廟公開 「樂桃城隍」Q
版活力公仔系列時透露台灣設計展的期程，她稱
讚城隍廟結合在地歷史人文，設計出非常可愛的
「樂桃城隍」活力公仔，展現城市的活力與熱情
、讓神明變得更親近。
黃敏惠表示，嘉義古名叫 「桃城」，中央圓
環噴水池就是 「桃仔尾」，城隍廟發揮創意設計
出很卡哇伊的公仔、防疫面罩等文創商品，作為
供獻綏境侯城隍爺聖誕之賀禮，展現嘉義市的設
計力。
城隍廟董事長賴永川表示，嘉義城隍廟呼應
嘉義市將舉辦台灣設計展，特別於農曆 8 月 2 日
城隍聖誕前夕，發表 「樂桃城隍」活力公仔系列
，由快樂、桃城、城隍等文字串聯而來，象徵
300 多年來城隍護佑桃城。

彰化編千萬獎勵金
推創業三扶貼
（中央社）彰化縣政府編列 1000 萬元青年
創業獎勵金，其中 「創業圓夢類」每人最高 30
萬。縣長王惠美 2 日宣布啟動創業第三貼，除了
提供創業獎勵補助申請的 「專案扶植」，還開
辦多元創業課程的 「專業扶佐」，並加碼 「專
家扶助」，協助青年打通創業任督二脈。
王惠美表示，第一貼為青年創業獎勵補助
，編列 1000 萬青年創業獎勵補助要協助青年圓

夢，只要 18 歲以上、45 歲以下，且已上滿 30 小
時創業研習課程的縣籍青年都可申請。另 「地
方深耕類」則補助舉辦青年創業相關主題式論
壇，每人補助 3 萬元或青年團體每案 10 萬元。
除了獎金鼓舞，想創業更要有 「實力」，
王惠美表示，第二貼便是開辦多元創業專業課
程，青年圓夢創業學堂、網路新經濟就創業輔
導學堂、 「農客松」青農就創業促進、女力展

翅就創業等多項創業相關課程。
第三貼是創新加碼，王惠美表示，主要針
對創業青年個人需求屬性，由創業成功的企業
或店家負責人擔任業師、專家學者擔任顧問師
，實地至創業青年開設的店家進行一對一輔導
，協助建立有特色的行銷策略及網路架設、店
務管理、通路行銷及業績提升等策略規畫，陪
伴剛起步的創業青年面對各項疑問或創業困境

。
王惠美指出，縣府已積極整合縣有閒置空
間做為青年創業基地，如卦山村市集有 15 名青
年朋友進駐、鹿港和興青創基地有 9 名青年進駐
，未來還有彰化市中興庄可提供青年空間和舞
台，未來將更積極整合各種社會福利、歷史文
化、勞工等資源。

推進境外經合區合作
商務部與港簽備忘

香港瞭望
香港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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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視港 帶路 節點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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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方面推動兩地經貿

“‘一帶一路”框架下的中國境外
經貿合作區，正在進行產業升級和轉向
高質量發展，為港企提供新的市場空
/1
間，尤其在融資創新、科技創新等方面
香港具有專業優勢。”對於特區政府與
商務部簽署《關於推進境外經貿合作區高質量發展合作備
忘錄》，社科院“一帶一路”研究中心研究員李進峰認
為，兩地簽署備忘錄後，將有利於港企入駐合作區享受相
關便利化政策，有利於香港方面與合作區、當地更順暢的
溝通和建立工作機制。
李進峰指出，境外合作區作為“一帶一路”的重要平
台，同樣是香港發揮“一帶一路”建設中獨特作用的切入
點。香港與內地聯手走向相對落後的“一帶一路”沿線國
家，去開拓市場和提供金融服務，香港有得天獨厚的佔領
這個國際市場的能力，也決定了香港未來的發展空間。

港可助合作區引入創新融資
當前中國在境外合作區主要有 82 家，其中 20 家通過
商務部批准為國家級境外合作區，目前這些境外合作區正
面臨產業升級和向高質量發展轉變的需求。李進峰說，
“境外合作區建設最大的問題是一次性投資大，項目經營
周期長，一般商業貸款難以支持，需要融資創新解決投資
問題。現有的82個境外合作區中科技型的佔比不到4.9%，
增加科技型合作區的比重是必然趨勢。”他認為，中國境
外合作區應成為《中國工業2025計劃》的試驗區，尤其是
在與發達國家的第三方合作領域應得到落實，以支持中國
工業突破相關領域的“卡脖子技術”。
李進峰說，香港在專業服務領域具有豐富經驗，為境
外合作區引入創新融資、科技創新資源等有專業優勢，港
企還可積極參與合作區的運營管理。
●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

2021年9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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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區政府在 1 日

勢，共同把握和拓展“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機遇，實現共

第六屆“一帶一路高峰

贏。國家商務部部長王文濤 1 日在致辭時表示，香港是

論壇”舉行期間，與國家商務部簽署《關於推進境外經貿

“一帶一路”建設的重要節點，是國內大循環的參與者和

合作區高質量發展合作備忘錄》（以下稱《備忘錄》），

國內國際雙循環的重要通道，商務部將着力從三方面積極

就境外經貿合作區的建設和發展加強交流合作。有港商認

推動與香港的兩地經貿合作。

帶 路 論 壇

為，境外經貿合作區可以讓港企背靠內地，並發揮香港優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曉菁

●第六屆
第六屆“
“一帶一路高峰論壇
一帶一路高峰論壇”
”以視像形式簽署
以視像形式簽署《
《關於推進境外經貿合作區高質量發展合作備忘錄
關於推進境外經貿合作區高質量發展合作備忘錄》。
》。圖右為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圖右為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一帶一路
一帶一路”
”專員
葉成輝，
葉成輝
，左二為商務部對外投資和經濟合作司司長王勝文
左二為商務部對外投資和經濟合作司司長王勝文。
。

錄》撮
忘
要
備
《
1

加強對接合作
促進當地經濟發展
支持兩地企業入駐合作區
投資興業，利用合作區平
台優勢開拓國際市場、優
化產業布局，提升東道國
經濟發展水平，增加當地
就業和稅收。

濤 1 日在
王文論壇以視像

致辭時表示，香
港是“一帶一
路”建設的重要
節點，是國內大
循環的參與者和
國內國際雙循環
的重要通道，國
家支持香港參與
●國家商務部部長王文濤
國家商務部部長王文濤。
。
“一帶一路”建
設，及香港作為單獨關稅區盡快加入 RCEP
(《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對外開展
自貿協定談判。他指，這是國家實行高水平對
外開放的重要舉措，也是促進內地和香港優勢
互補、共同發展的重要途徑，商務部將着力從
三方面積極推動與香港的兩地經貿合作。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發揮通道作用

2
創新運營發展
輸送專業服務

在創新合作區發展模式上開
展合作，不斷提升合作區建
設實效和水平，為東道國輸
送先進的管理理念和專業服
務；推動香港專業服務業通
過合作區走出去，推廣香港
專業服務品牌。

3

為港企提供 新市場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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搭建交流平台
分享發展經驗
為兩地企業更好參與合作
區建設、深化與東道國投
資合作提供政策指引和服
務保障，讓更多企業了解
合作區及東道國的營商環
境，穩妥有序開展對外投
資合作。

4
加強金融支持
滿足資金需求
幫助合作區搭建投融資平
台，實現多元化融資，亦
有利於鞏固提升香港國際
金融中心地位。

5
加大招才引智
提供人才支撐
借助香港人力資源優
勢，完善合作區人才引
進和培養體系，幫助東
道國引進和培養複合型
人才。

他指出，商務部將着力從三方面積極推動
兩地經貿合作，一是支持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積極參與國內大循環。在商務領域繼續支
持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政策措施，推動大灣區商
品和要素更加便捷、有效流動；支持更多香港
企業參與進博會、廣交會等展會，為港商拓展
內地市場提供更多機遇；聚焦深圳先行示範
區、海南自由貿易港等重點區域加強規則銜
接，為香港服務業在內地發展增添新動力。
二是支持香港發揮重要通道作用，聯通國
內國際雙循環。支持強化貿易通道功能，為海外
優質貨物進入內地市場、內地商品開拓多元海外
市場提供一站式服務；支持優化投資通道作用，
通過CEPA（《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
關係的安排》）進一步開放，支持境外投資者通
過香港進入內地；打造連接內地和全球的服務通

道，發揮香港的金融優勢，促進內地與全球市場
相通、產業相融、創新相促、規則相聯。

支持加入RCEP 擴國際合作空間
三是支持香港更廣泛參與區域經濟合作，
拓展國際合作新空間。支持香港作為單獨關稅
區，盡快加入 RCEP，早日分享政策紅利，對
外開展自貿協定談判；支持香港在 APEC（亞
太經合組織）等機制中發揮作用，進一步提升
國際金融、航運和貿易中心地位。
王文濤表示，國家已進入新發展階段，正
在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這為兩
地深化經貿合作提供更多機遇，共建“一帶一
路”創造更好的環境。支持香港參與“一帶一
路”建設，是國家實行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重要
舉措，也是促進內地和香港優勢互補、共同發
展的重要途徑。
在論壇上，香港商經局“一帶一路”專員
葉成輝和國家商務部對外投資和經濟合作司司
長王勝文以視像形式，共同簽署了《備忘
錄》。《備忘錄》共十條，明確雙方將在內地
與香港經貿合作委員會機制下，充分發揮香港
參與“一帶一路”建設合作專責小組作用，利
用內地與香港各自優勢，推動兩地企業與合作
區、東道國深度合作，實現互利共贏。

助港深度參與“一帶一路”建設
《備忘錄》的簽署將有利於香港以境外經
貿合作區為平台，深度參與“一帶一路”建設，
同各國各地區開展交流合作；有利於促進內地與
香港優勢互補，進一步推進“內地+香港+‘一
帶一路’國家”三方合作，實現各方共同發展；
有利於進一步深化內地與香港經貿合作關係，推
動香港在服務構建新發展格局中發揮“重要通
道”作用，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港中小企：有國家出面 港企不用單打獨鬥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莊程敏）多個
香港商家接受香港文
匯報訪問時，都對商
務部與港府簽署的
《關於推進境外經貿
合作區高質量發展合
作備忘錄》寄予厚
●香港中小型企業聯 望，希望可以助力企
合會永遠榮譽主席劉 業拓展更大的市場。
香港中小型企業
達邦。
資料圖片
聯合會永遠榮譽主席
劉達邦指，《備忘錄》對於強化香港作為金融
中心地位、提升交流合作方面很有幫助。他預
計，最先受惠的會是銀行、金融機構及基建等
行業。

府出面，對港企會有利得多。”他表示。
香港物業管理師學會會長馮國雄相信，《備
忘錄》的簽署對物業管理行業很有幫助，認為可
以將香港專業物業管理經驗帶到東南亞的“一帶
一路”國家。他指香港物業管理已有六十多年歷
史，發展得相當成熟。“例如廟宇管理，越南及
泰國很多新的商場及寫字樓，相信香港的物業管
理服務可以幫助到這些國家。這些國家，人民的
衣食住行都在發展中，商機無限。”他坦言，由
於缺乏渠道，目前仍未有參與“一帶一路”的項
目，但相信在政府的積極帶領下，各行各業都可
透過“一帶一路”去發展。“希望香港能為國家
發揮更多自己獨有的專長。”

初創企業盼發展“帶路”市場

有初創企業亦希望藉此拓“一帶一路”業
務商機。D-Engraver Limited 創辦人及行政總
物管業冀拓東南亞國家
裁盛毅旻指出，公司主要從事區塊鏈業務，包
劉達邦的公司從事高端建築原材料貿易，
括供應鏈、企業ID追蹤防偽溯源及為法律服務
他說，受到中美貿易戰影響，公司出口至美國
提供數碼簽署服務。因區塊鏈是不能被更改，
的建築原材料都要面對高關稅問題，由於要付
將有助一些跨境貿易過程更流暢，提升可信性
出額外 25%的關稅，公司很多客戶都寧願選擇
等。
東盟、韓國的供應商，令公司今年訂單較去年
他認為，《備忘錄》將推動香港專業服務
下降了八成。公司在前年已部署在柬埔寨及泰
業通過合作區走出去，例如是商品貿易行業及
法律服務行業，公司都有機會間接受惠到。而
國新增一條生產線，希望能減低關稅的影響，
但因疫情擱置了。“自己在東盟國家設廠有點
且成立交流平台，分享發展經驗，亦有助公司
像單打獨鬥，當地政府很難就一間半間廠房提 T:5.7"更易找到一些東盟的合作夥伴，拓展更大市
供很多優惠政策，希望在簽署備忘錄後，由政
場。

LEGAL NOTICE
These Texas Lottery Commission scratch ticket games will be closing soon:
Game #

Game Name / Odds

$

Official Close
of Game

End Validations
Date

2274

500X Loteria Spectacular
Overall Odds are 1 in 3.10

$50

9/2/21

3/1/22

2279

30X The Cash Crossword
Overall Odds are 1 in 4.28

$3

9/3/21

3/2/22

2284

Jumbo Bucks 300X
Overall Odds are 1 in 3.90

$10

9/10/21

3/9/22

2288

Joker’s Wild
Overall Odds are 1 in 4.40

$2

9/19/21

3/18/22

2290

Winner Winner Chicken Dinner
Overall Odds are 1 in 4.98

$1

9/22/21

3/21/22

2286

Money Money Money
Overall Odds are 1 in 4.09

$5

9/22/21

3/21/22

2040

Mad Money Multiplier
Overall Odds are 1 in 2.98

$20

9/22/21

3/21/22

2337

$5 Million Fortune
Overall Odds are 1 in 3.53

$50

9/23/21

3/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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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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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在全球服貿峰會視頻致辭

服貿會聚焦發展貿易數字化
香港文匯報訊

服貿會主要活動

（記者 朱燁 北京報
道 ） 2021 年 中 國 國
際服務貿易交易會
（以下簡稱“服貿
會”）9 月 2 日在北京開幕。中國商務部新
聞發言人高峰 1 日宣布，國家主席習近平將
以視頻方式在開幕日的全球服務貿易峰會上
致辭。疫情對全球服務貿易造成衝擊的同
時，也大大加速了其數字化進程，更給中國
帶來新的機遇。本屆服貿會首次設置了數字
服務專題展區，商務部副部長王炳南介紹，
未來商務部將以更加開放的姿態推動中國服
加快服務貿易數字化進程。

據商務部副部長王炳南介紹，今年上半年，中國
服務進出口達到了 2.37 萬億元人民幣，比上
年同期增長了 6.7%，基本恢復到了 2019 年同期水
平。而今年上半年中國服務業增加值達到了 29.6 萬
億元人民幣，佔國內生產總值比重從去年的 54.5%
提升到了 55.7%，為服務貿易高質量發展提供了強
大的產業支撐。他表示，舉辦服貿會將更好地促進
國內國際雙循環，激活服務貿易增長動能，助力加
快構建新發展格局。
中國在服務領域對外開放已取得一系列成
績。“連續 4 年縮減外資准入負面清單，出台海
南自貿港跨境服務貿易負面清單，《區域全面經
濟夥伴關係協定》正式簽署，在原有加入世貿組
織承諾開放 100 個服務部門的基礎上，新增承諾了
22 個服務部門，”王炳南說，“中國開放的大門
越開越大。”

首設數字服務專題展
除今年服貿會首次設置的數字服務專題展外，
本屆服貿會還將舉辦數字貿易高峰論壇和相關的專
業會議，全面展示數字化、智能化新技術、新模
式、新業態、新成果，搭建全球數字貿易交流、展
示和交易平台。
王炳南表示，去年全球服務貿易額同比下降了
19.8%，其中僅旅遊一項的損失就超過了 1 萬億美
元。“但從長期來看，疫情也大大加速了服務貿易
的數字化進程，為服務貿易結構調整和新型服務貿
易發展帶來了新的機遇。”商務部服務貿易和商貿
服務業司司長陳春江指出，按照聯合國貿發會議的
統計口徑測算，2020 年中國可數字化交付的服務貿
易額為 2,947.6 億美元，同比增長 8.4%，佔服務貿
易總額的比重達 44.5%，成為服務貿易新的增長
點。

●以“數字開啟未來，服務促進發展”為主題的 2021年中國國際服務貿易交易會於 9 月 2
日至7日在北京舉行。
香港文匯報記者朱燁 攝

5G+4K 助力媒體迅速報道
千兆寬帶、5G 全覆
蓋、5G+4K 直播推流……
香港文匯報記者在今年服
貿會新聞中心親身感受到
了數字科技的便捷快速。
據了解，為方便記者寫稿傳稿，新聞
中心已將千兆有線網絡連至桌面，並實現
了移動終端 5G 網絡全覆蓋，同時新增了
5G+4K 直播推流等服務。此外，為保證防
疫安全，主辦方要求與會者必須已完成新
冠疫苗接種且48小時核酸陰性。
據服貿會新聞中心負責人介紹，服貿
會位於國家會議中心的新聞中心，面積約
3,180 平方米，設有綜合服務區、媒體公共
工作區、媒體專用工作區、新聞發布區、
MCR 運行區、運行保障辦公區、媒體餐飲
和茶歇區等七個功能區。媒體公共工作區
設有 94 個工位，配備高速網絡接口，新聞
發布區可容納七十餘人。
此外，新聞中心還配備了廣播級公共
信號播放設備、專業辦公設備設施、5G 高
速網絡全覆蓋，提供廣播電視服務、官方
圖片服務、會議活動資訊服務等媒體服



務，全方位滿足媒體工作需求。據介紹，
新聞中心的公共信號總控系統採用國際先
進的 64×64 高清視音頻矩陣系統，可同時
實現 64 路視音頻系統的調度和分發。在首
鋼園區高點架設 5G+4K 風景機位攝製工業
遺存風貌，通過無線傳輸系統，記者可隨
時在新聞中心獲取信號，鳥瞰首鋼園區風
貌。

與會者須打兩針+48小時陰性證明
應防疫需要，服貿會期間，與會者在
滿足已接種兩針疫苗條件的同時，還需要
出具 48 小時內的核酸檢測陰性證明，進入
會場前還需出示北京健康寶綠碼和行程碼
綠碼。
香港文匯報記者在新聞中心看到，媒
體公共工作區設計一人一桌，辦公桌上三
面安裝了透明的亞克力防疫隔板，座椅之
間保持1米距離。
媒體用餐區每桌只安排 6 個就餐點位，
每桌放置隔離餐板區別開，防止飛沫交
叉，保障就餐安全。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曉芳 北京報道

9月2日晚8點，舉辦全球服務貿易
峰會，將邀請國家領導人、外國政
要、國際組織負責人、世界500強和
行業領軍企業負責人出席，以及峰
會前國家領導人巡館。

5 場高峰論壇
●2021中國電子商務大會
●數字貿易發展趨勢和前沿高峰論
壇
●2021 世界旅遊城市聯合會北京
香山旅遊峰會暨 2021 世界旅遊
合作與發展大會
●服務貿易開放發展新趨勢高峰論
壇
●跨國公司視角下的服務貿易便利
化高峰論壇

展覽展示
●綜合展：設在國家會議中心，包
括中國服務貿易發展成就展、省
區市及港澳台展、國別展和數字
服務專區展等。
●專題展：設在首鋼園區，圍繞電
信、計算機和信息服務，金融服
務，文旅服務，教育服務，體育
服務，供應鏈及商務服務，工程
諮詢與建築服務，健康衞生服務
8個專題舉辦企業展。

推介洽談
舉辦國別推介洽談，省區市及港澳
台推介洽談和行業推介洽談等 74
場活動。

成果發布
設置成果發布廳，舉辦首發活動，
服務示範案例發布及權威政策信息
發布等活動。

邊會及其它
8 場邊會活動，包括商務沙龍、餐
會酒會等；圍繞科技創新、“兩
區”建設、數字經濟、夜間經濟
等，為參展客商設置 18 條考察線
路。

線上線下結合舉辦
中國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歐亞研究
所所長劉華芹近日表示，服務貿易能加深各國人民
彼此了解，還能帶來實實在在的利益。推動服務貿
易能產生促進人文交流和市場發展的雙重效益，是
實現“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的重要方向。同時，
得益於“一帶一路”建設持續推進，中國與歐亞地
區國家間服務貿易正在穩步發展。此外，劉華芹還
表示，數字經濟具有高附加值特點，代表未來發展
趨勢。”可利用數字經濟賦能傳統服務貿易，在軟
件開發、機器人服務、智慧農業、智慧醫療、智慧
交通等方面挖掘合作潛力，促進中國與歐亞地區國
家間服務貿易提質增效和轉型升級。”
據悉，2021 服貿會的主題為“數字開啟未來，
服務促進發展”，並在國家會議中心和首鋼園區設
置了雙會場；將充分運用數字技術，以線上線下相
結合的方式舉辦，同步推進屏對屏、面對面的企業
交流和洽談，幫助企業多方面開拓商機，對沖疫情
影響，充分展現經濟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發展
的巨大潛力。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燁

務貿易高質量發展，將大力發展數字貿易、

重要活動

●國家會議中心展區外設置的閃測方艙
國家會議中心展區外設置的閃測方艙。
。

香港文匯報記者馬曉芳 攝

抗變異株國產二代新冠疫苗亮相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中國研發的
抗變異毒株的二代新冠疫苗和特效藥，將在近日
舉行的中國國際服務貿易交易會上全球首發。
據中國生物官方微信公眾號9月1日消息，9
月 2 日至 7 日在北京舉行的 2021 年中國國際服務
貿易交易會上，國藥集團中國生物攜“可診”領
域的 3 款診斷試劑，在“可治”領域 2 款特效藥
（特免球蛋白、單克隆抗體）以及“可防”領域

3條技術路線上研發的4款新冠疫苗亮相。
值得關注的是，抗變異毒株的二代疫苗在全球
首發。中國生物表示，目前，中國生物北京生物製
品研究所、武漢生物製品研究所的兩款新冠滅活疫
苗均已獲批上市。
此次服貿會中國生物攜帶兩款新冠滅活疫
苗的升級版，能有效中和變異毒株的二代新冠滅
活疫苗集中亮相。除了上述兩款升級版新冠滅活

疫苗，中國生物還將展示重組蛋白新冠疫苗和
mRNA變異株新冠疫苗。
中國生物介紹，重組蛋白新冠疫苗是全球
領先針對病毒變異量身定做的廣譜重組新冠疫
苗，從臨床試驗情況看，該款疫苗能有效對抗
德爾塔等變異毒株；mRNA 變異株新冠疫苗擁
有自主知識產權和特點優勢，目前正在完善
mRNA平台建設和大規模生產車間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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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教育督導長牙 六情形將被問責
對責任人最重處罰可移交司法 打擊報復等五情形從重處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教育督導
問責辦法》（下稱《辦法》）1 日起正式實施。教育教學質
量下降、辦學行為不規範等六類情形將被問責。將對責任人

●《教育督導問責辦法
教育督導問責辦法》
》實施
實施。
。圖為
9 月 1 日，新疆某市第四中學高三年
級，老師帶領同學們上課
老師帶領同學們上課。
。 中新社

採取責令檢查、約談、通報批評、組織處理、處分、移交監
察機關或司法機關等問責方式。對於教培機構責任人，還可
採取依法罰沒違法所得、從業禁止、納入誠信記錄等問責方
式。對舉報人、督學等人打擊報復等五種情形將被從重處
理。中國國務院教育督導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教育部教育督
導局局長田祖蔭在 1 日舉行的教育部發布會上表示，讓督導
“長牙齒”真正落地，必須制定專門的問責辦法。

這份新中國歷史上首次出台的教育督導問責
文件明確，問責內容主要包括六種情形，
包括貫徹落實黨的教育方針和黨中央、國務院
教育決策部署不堅決不徹底。

3類問責對象 含地方政府
問責對象主要包括3類：一是地方政府及有關職
能部門。二是各類學校和其他教育機構。三是有關工
作人員。
《辦法》明確，被督導的各級各類學校、
其他教育機構及其相關責任人，如存在以下情
形，應當予以問責。內容包括：違反有關教育
法律法規和政策要求，在招生入學、人才培

養、科學研究、課程開設和教材使用等工作中
存在辦學行為不規範或出現嚴重違規；未按要
求加強各類學校和其他教育機構管理，存在超標
超前培訓、虛假宣傳、超期收費等違法違規行
為，侵害師生合法權益，出現教師師德嚴重失
範、學生欺凌等危害學生身心健康情況或重大
負面輿情等。
針對被督導單位，問責方式主要採取公開批
評、約談、督導通報、資源調整、行政處罰等問責
方式。
針對責任人，主要採取責令檢查、約談、通
報批評、組織處理、處分、移交監察機關或司法機
關等問責方式；針對民辦學校和教育培訓機構責任

人，還可採取依法罰沒違法所得、從業禁止、納入
誠信記錄等問責方式。
如果出現隱瞞事實真相，阻撓、干擾或不配
合教育督導工作等五類情形時，可從重處理。

國家督學隊伍體系 共14.7萬人
據介紹，通過創新督學隊伍聘用和管理模
式，通過分類選聘的方式，內地組建了多層次的
國家督學隊伍體系。目前，全國共有各級督學
14.7 萬名。為充分發揮國家督學作用，專門制定
了崗位職責，建立了實績考核和退出機制，要求
新一屆國家督學積極履職，保證時間精力投入，
不掛虛名。

居珠海港人可用手機繳社保
居珠海港人
可用手機繳社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俊明 珠海報道）在
珠海工作、生活和就讀的港澳台居民辦理社保繳
費更便捷。據珠海稅務部門消息，中國國家稅務
總局廣東省稅務局“粵稅通”小程序，即日起上
線港澳台居民以及內地赴澳務工人員參保繳費功
能，率先在珠海試點運行，實現手機“指尖秒
辦”。常住珠海的港人吳先生在去年國家允許港
澳台居民以靈活就業人員身份參加社保後，便想
辦理珠海養老保險和醫療保險，但由於疫情而擱

置。“如今用手機登陸‘粵稅通’即可隨時隨地
輕鬆辦理社保參保，而且繳費流程也很便捷，如
此也增加了港澳居民北上工作生活的吸引力。”
珠海市稅務局有關負責人表示，“新系統上
線後，參保人只需憑有效身份證件進行實名認
證，就可登錄‘粵稅通’小程序，在靈活就業人
員繳費登記模塊錄入身份資料信息、參保險種、
繳費基數，上傳有效期內的港澳台居民居住證或
澳門特別行政區外地僱員身份認別證，就可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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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亞灣反應堆中微子實驗站撤場完成

星期五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記
者9月1日從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
所（中科院高能所）獲悉，大亞灣反
應堆中微子實驗站鑰匙 8 月 31 日已正
式交給中廣核研究院有限公司，這標
誌着歷時 8 個半月的該實驗站撤場任
務圓滿完成。
大亞灣反應堆中微子實驗自 2003
年開始，歷經 4 年醞釀、4 年建設和 9
年運行取數，實現全部科學目標和完
成科學使命後，於 2020 年 12 月 12 日
正式退役，其實驗站撤場任務隨即啟
動。
中科院高能所介紹說，大亞灣反
應堆中微子實驗站包括 3 公里長隧
道、3 個地下實驗大廳、8 個 110 噸重
中微子探測器以及配套的兩個功能廳
和通用設施等，安全拆解設備的複雜
程度不亞於其建設過程，經過原來負
責建造的各個系統負責人反覆討論，
確定撤場方案並進行周密部署。
在每個實驗廳，排空水池內的水
後，每個中微子探測器的鋼蓋被依次
打開，重達 80 噸的三種液體通過管道
同步抽出。然後，撤出 8 個光電倍增
管支架，整體吊出嵌套的兩層有機玻
璃罐。最後，鋼罐被吊出並破解。與
此同時，水池內鋼架上安裝的光電倍
增管也被一個個摘下。
中科院高能所表示，大亞灣反應
堆中微子實驗站撤除的設備和材料，
一部分運往江門中微子實驗現場，用
於實驗建設；一部分捐贈給中外的其
他實驗項目繼續用於科學研究；一部
分捐贈給國家博物館、中廣核集團和
國內其他單位，或者運往江門實驗現
場，用於科普展示和收藏。其餘無法
再利用的部分，則按資產處置規定變
賣或者進行無害化處理。
此外，在大亞灣反應堆中微子實
驗站撤場期間，中科院高能所工作人
員還利用兩個探測器，對江門中微子
實驗的刻度系統進行多項關鍵測試。

繳費登記。參保人員通過網簽三方協議模塊簽訂
《網簽授權劃繳稅（費）款協議》，即可完成委
託銀行繳費手續。”
據了解，隨着粵港澳大灣區加快建設，尤其
是珠澳合作向縱深發展，內地赴澳務工人員以及在
珠海的港澳台居民數量明顯增長。目前有10萬港
澳台居民在珠海工作、居住和就讀，內地赴澳務工
人員達到11.2萬人。截至今年7月底，在珠海參加
社會保險的港澳台居民超4.2萬人，佔比逾40%。

●大亞灣反應堆中微子實驗站撤
場任務歷時88 個半月
場任務歷時
個半月。
。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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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特利六加洞奪冠
錦標賽
BM W

[法甲
法甲]]朗斯 2-2 洛裏昂

第十四屆全國運動會帆船比賽（
第十四屆全國運動會帆船比賽
（濰坊賽區
濰坊賽區）
）開幕

第十四屆全國運動會帆船比賽（
第十四屆全國運動會帆船比賽
（濰坊賽區
濰坊賽區）
）在濰坊濱海區正式開幕
在濰坊濱海區正式開幕，
，參賽隊員
正在進行賽前練習。山東濰坊承辦了本屆全運會 17 個帆船比賽項目中的 9 個項目
正在進行賽前練習。
個項目，
，
18 支隊伍的 200 余名隊員最終將在此角逐產生 9 塊全運會金牌
塊全運會金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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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不是金鐘罩！Delta降臨
醫揭現階段防疫重點
（中央社）突破性感染頻傳，甚至有境外移入
個案混打 3 劑疫苗仍確診。精神科醫師沈政男表示
，疫苗不是金鐘罩，打完疫苗也無法恢復正常生活
，突破性感染得重症的機率是沒打疫苗者的 75％。
只能說疫苗保護力與非疫苗防護手段有關，不好好
戴口罩，打完 2 劑 mRNA 疫苗的突破性感染機率也
高達六成。
沈政男昨在臉書發文表示，每個階段的防疫主
題都不一樣，現在這個階段最熱門的就是 「突破性
感染」。全世界都在搶打疫苗，以色列絕對是打得
最兇也最充分的國家，但如今卻每天新增上萬例的
確診個案。那些說打疫苗可大幅降低重症與住院率
的 ， 都 是 英 國 Alpha 變 種 時 代 的 思 維 ， 如 今 印 度
Delta 變異株已經君臨大地了。
沈政男分享最新一期《新英格蘭醫學期刊》的
研究，加州大學聖地牙哥附設醫院的醫療人員今年
6 月前完整施打疫苗的保護力超過 90％，但到了 7 月
卻只剩下 65.5%。也就是說，打了兩劑 mRNA 疫苗
，得到突破感染的機會依然高達 35%，只要有 3 個
沒打疫苗的人被感染，就可能有 1 個打過疫苗的人
被感染。 更不要說只打過一劑疫苗的人。
沈政男指出，許多人以為打疫苗後染疫，90％
以上都是輕症。不過，根據發布在《刺胳針感染醫
學期刊》上的英國研究指出，突破性感染得到重症
的機率是沒打疫苗者的 75％，住院機率則是 30 至

40％左右。 「所謂打了疫苗，即使染疫也是輕症，
主要原因是打了疫苗後，染疫機會大大降低，但染
疫後重症的機會其實沒降太多。」
沈政男認為，疫苗保護力與非藥物防護手段根
本無法分開，加州大學附設聖地牙哥醫院的醫護在
7 月突破性感染機率大增，除了因為 Delta 開始盛行
，也跟口罩強制令解除有關；以色列也是如此，民
眾打完兩劑疫苗就有恃無恐，什麼防疫手段都不管
，才讓 Delta 趁虛而入。
沈政男說， 以色列的染疫、住院與死亡曲線與
一年前疫情最熾烈時，相差不多了。不是說新冠疫
情會流感化？只要疫苗打到 70、80％的覆蓋率，達
到群體免疫就能與病毒共存？ 「大錯特錯連三錯！
以色列就是前車之鑑。」
沈政男接著說，若打完疫苗不戴口罩，認為反
正有 2 劑 mRNA 疫苗就是神功附體，再多的病毒都
不怕，那病毒將如潮水一般，衝垮抗體防線，攻入
體內。 「新冠疫苗雖好，即使是 mRNA 疫苗，都不
是金鐘罩啦！病毒量只要夠多，就會沖垮抗體防線
。」
沈政男也說，疫苗保護力與非疫苗防護手段有
關，不好好戴口罩，打完 2 劑 mRNA 疫苗的突破性
感染率高達六成。反之，如果繼續戴好口罩，那麼
即使只有打一劑 AZ，也是有不錯的保護力。

過敏、先天心臟病、男學生
接種 BNT 宜先諮詢
（中央社）BNT 疫苗最快 9 月中提供 12~17 歲青少年校園接
種，指揮官陳時中特別提醒，年輕男性接種有 10 萬分之 1 的機率
出現心肌炎或心包膜，若有本身嚴重過敏反應或先天性心臟病，
建議家長事前與家庭醫師諮商，而未成年青少年接種前，一定要
有家長的同意書才能打。
對於 BNT 疫苗副作用，指揮中心發言人莊人祥表示，根據
國外數據，12 歲到 15 歲青少年接種 BNT 疫苗後，最常見的副作
用為注射部位疼痛，約占 7 到 8 成、其他還有發燒約 2 成。指揮

中心也會積極把各種不同的副作用以及不良反應，透過校園衛教
讓家長充分了解。
有毒物專家發現，對於盤尼西林、蛋殼海鮮等過敏史的人，
打 BNT 比較容易出現過敏性，是否表示這群人要特別注意？陳
時中回覆，這些人包含打任何疫苗或服用藥物都會較一般人有高
過敏反應，可跟醫生諮商。
莊人祥表示，校園接種會有醫護人員在現場，也要求校園老
師與家長多留意，學生打完後會原地休息 30 分鐘，觀察是否出

現立即性胸痛、呼吸急促、心悸，若出現這些症狀就務必就醫。
萬一校園接種發生學生想打，但是家長不同意打的話該怎麼
辦？疾管署署長周志浩說，學生本人也可以拒絕，但無論如何都
需要家長簽署同意書後才能打。
陳時中表示，12 歲到 17 歲青少年，多數都是在學校上課，
也有少數自學或輟學，後兩類狀況將另案處理，都會讓他們都有
機會打到疫苗，但仍要取得監護人或家長同意。

（中央社）大學將於 9 月中旬陸續開學，台北市政府 2 日上
午舉行防疫會議，訂定北市版大學防疫指引，其中規畫，大學生
每堂課固定座位，落實課堂點名，以因應未來疫調需求，想蹺課
的大學生恐怕要斷念了。
台北市副市長蔡炳坤表示，教職員若沒完成疫苗接種 14 天
的話，進入校園須提供 3 日內快篩或 PCR 陰性證明，且每 7 天做
1 次。大學門口實聯制管制，針對校外人士，希望推出疫苗護照
的概念，憑施打疫苗證明快速通關。
由於大學無固定教室、座位，蔡炳坤表示，第一堂課要請學
生決定好位子，每堂課開始前，由教師點名落實實名制；假設出

現確診案例，希望匡列時以九宮格座位精準疫調，但實際匡列人
數需衛生局評估。
至於大學生停課標準，蔡炳坤說明，若有一位教師或學生確
診，由於上課地點不固定，老師授課的所有班級，或學生所修全
部課程，皆停課 14 天。
大學有許多社團活動，蔡炳坤表示，大型集會活動要遵照規
定，目前規定室內上限 80 人、室外 300 人，若超過人數，應依規
定提報計畫，核准後實施。
餐飲部分，蔡炳坤也說，校園內的美食街或餐廳應落實實聯
制，用餐環境要通風，以個人套餐使用隔板入座，不併桌、不交

談，用餐後清潔消毒。
至於宿舍規定，蔡炳坤指出，一般學生宿舍，須於門口量體
溫、入口準備乾洗手，公共空間清消等。為因應學生未來居家隔
離需求，若校園準備隔離宿舍，以獨棟、單一樓層為佳，且應規
畫入住動線，1 人 1 間、獨立衛浴空調，三餐由專人準備，如同
防疫旅館。
蔡炳坤表示，近日持續與教育部聯絡，並比對教育部版本的
防疫指引後微調，才會正式發布。

北市防疫指引 大學生甭想蹺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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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石墨烯卷起來
“萬能”的碳納米管或改變未來

自碳納米管被發現 30 年來，我國研
究水平基本上與世界先進水平並駕齊驅
，並在部分領域處於世界領先。碳納米
管導電劑一改我國鋰電池企業導電劑依
賴進口的局面；碳納米管薄膜成功用於
高端戶外保暖服以及醫療康復等產業；
基於半導體型碳納米管的集成電路和顯
示器背板驅動器件也被開發出來……
近日，國內最大的碳納米管生產企
業——江蘇天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
簡稱天奈科技)發布公告稱，預計 2021 年
上半年實現凈利潤 1.1 億—1.5 億元，同
比增加 235.41%—357.37%。業績高速增
長歸功於該公司開發的碳納米管導電劑
，一改我國鋰電池企業導電劑依賴進口
的局面。
自被發現以來，碳納米管就在全球
範圍內掀起一股研究熱潮。近年來，全
球加速挖掘碳納米管技術落地的途徑，
相關技術突破成果不斷。
一根長度米級、直徑納米級的管

作為最重要的生命元素，“碳”一
直在生命演化和能源提供方面扮演著舉
足輕重的角色。1985 年，“足球”結構
的 C60 一經發現即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
。1991 年，日本物理學家飯島澄男在電
弧法製備的碳材料中觀察到了碳納米管
，從此開啟了碳納米管研究的熱潮。
“從結構上來說，碳納米管可以
形象地看做是由單層或者多層石墨烯
無縫卷曲而成的中空管狀結構。”中
國科學院蘇州納米技術與納米仿生研
究 所 ( 以 下 簡 稱 蘇 州 納 米 所) 研 究 員 李
清文告訴記者。
碳納米管就像一根細長的頭發絲，
它的長度可以達到米級，而直徑卻可以
小到納米尺度。這麼細長的納米管狀結
構是怎麼製備出來的呢？
飯島澄男首次發現的碳納米管是通
過電弧放電法製得的。現在，碳納米管
已經發展出激光燒蝕法、化學氣相沈積
法(CVD)、固相熱解法等多種製備方法
。其中，CVD 法因成本低廉、可控性好

、易於規模化製備而被廣泛采用。
李清文介紹說，用 CVD 製備碳納米
管時，碳原子在催化劑表面吸附、擴
散、溶解並達到飽和後析出形成碳納米
管。催化劑作為碳納米管成核生長的位
點，對於碳納米管的直徑、壁數、手性
起著決定性作用。催化劑結構設計以及
生長條件調控是實現碳納米管可控生長
的重要途徑。
作為納米碳材料家族的重要一員，
碳納米管以其優異的力學、電學和熱學
特性被譽為“萬能基材”，在結構功能
一體化復合材料、電池電極、集成電路
、傳感器件、電加熱器件等領域具有巨
大的應用前景。
1996 年諾貝爾化學獎得主、富勒烯
的發現者斯莫利認為，碳納米管是人們
所能製造出來的最強、最剛、最硬的材
料，同時也是最好的熱和電的導體。
“碳納米管強度是同體積鋼的 100
倍，重量卻只有鋼的 1/6—1/7。”李清
文解釋說，碳納米管的長徑比達 106 以
上，因而又被稱作超級纖維。
碳納米管的奇特之處還在於其特殊
的電學性質，根據其結構不同，碳納米
管可展現出金屬性和半導體性，為開發
新型電子器件奠定了基礎。
我國研究達到世界先進水平
碳納米管的研究至今已有 30 年，
李清文認為，我國科學家在碳納米管
方面的研究水平基本上與世界先進水
平 並 駕 齊 驅 ， 並 在 部分領域處於世界
領先水平。
在碳納米管基礎研究方面，北京大
學張錦團隊、李彥團隊在導電性可控碳
納米管合成、單手性碳納米管合成與分
離等方面做出了重要貢獻。北京大學彭
練矛團隊在碳納米管電子器件方面取得

了重大進展。在碳納米管應用方面，清
華大學魏飛團隊在碳納米管宏量製備、
高強碳納米管纖維、碳納米管導電添加
劑等方面業績不菲。
作為我國納米材料研究的國家隊，
蘇州納米所從 2007 年起，一直圍繞碳納
米管可控製備和前沿應用開展研究工作
，發表高水平論文 300 余篇，在電子級
單壁碳納米管分離、碳納米管纖維與薄
膜的規模製備、碳納米管復合材料以及
能源器件應用方面取得多項重大成果。
2013 年，以平行排列的單壁碳納米
管為主要元器件的世界上最小“計算機
”誕生。近兩年，碳納米管電子器件的
性能及尺寸一次次被突破。
如何獲得高純度、高質量的半導體
型單壁碳納米管是實現電子級應用的前
提。
李清文告訴記者，她帶領的團隊於
2018 年實現了純度大於 99.99%的半導體
型單壁碳納米管的高濃度分離，以及部
分單手性碳納米管的高效篩選。在此基
礎上，他們與國內其他高校院所合作，
共同實現了基於半導體型碳納米管的集
成電路和顯示器背板驅動器件的開發。
被稱作超級纖維的碳納米管，製成
纖維與薄膜後，與傳統高性能纖維和薄
膜材料相比，具有優異的柔韌性、導電
和導熱性能。
經過多年研究，目前李清文團隊已
經實現了千米級連續碳納米管纖維連續
製備，突破了萬平方米級碳納米管薄膜
的幹法規模化製備技術。
同時，蘇州納米所科研人員采用高
取向碳納米管薄膜開發了碳納米管含量
高達 60%以上的新型碳納米管復合材料
，其強度為碳纖維復合材料的兩倍以上
；開發了碳納米管薄膜的電熱固化復合
材料新工藝，有望為復合材料在線修復

、機翼除冰帶來新的設計策略。
碳納米管研究成果加速落地
被稱為“黑金”的碳納米管，曾被
科學家預言，有望成為“徹底改變 21 世
紀”的神奇材料之一。
作為目前中國碳納米管的龍頭企業
，天奈科技成功開發了一種獨特的催化
反應工藝，實現了碳納米管的連續化生
產，生產能力可達千噸級。近兩年，天
奈科技的碳納米管導電劑產品出貨量和
銷售額均居行業首位，一改我國鋰電池
企業導電劑依賴進口的局面。
鋰電池導電劑的利用，只是碳納米
管產業化的冰山一角。
作為國家戰略新興材料，碳納米管
材料在導電塑料、輕質高強復合材料、
寬頻段輕質電磁屏蔽、沖擊防護、智能
材料、電子器件等方面也具有廣泛的應
用。其中基於碳納米管的加熱膜、導電
塑料、復合材料等材料的市場前景也越
來越好。
“我們在加強前沿探索的同時，積
極開展碳納米管的應用研發，發展出輕
量化碳納米管/金屬復合導線技術，以及
衛星用輕質電纜。開發的碳納米管加熱
保暖服裝已獲得多家國際品牌使用，成
為冬奧會產品之一。”李清文說。基於
該團隊的技術，蘇州捷迪納米科技有限
公司實現了碳納米管薄膜的產業化，產
能達 10 萬平方米/年，成功開拓了該產品
在高端戶外保暖服以及醫療康復等方面
的應用。
“碳納米管作為一種新興材料，未
來還可能拓展應用於導電塑料、半導體
器件、輕質高強復合材料、寬頻段輕質
電磁屏蔽、沖擊防護、智能器件等領域
，並有望給這些領域帶來變革性的發展
。”李清文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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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源會國會金牌獎章委員會將於 9 月 5 日
舉辦國會金牌獎章頒獎儀式
休士頓同源會, 聖安東尼同源會及密西西比
同源會組合了南區國會金牌獎章委員會，2021
年 9 月 5 日（星期日）在休士頓中華文化中心的
戶外廣場，舉辦期待已久的國會金牌獎章頒獎
儀式，頒發給 4 名在世的華裔二戰老兵、倖存的
寡婦和其他軍人的近親; 這項活動由上述三個同
源會分會共同贊助。
退役少將羅伯特·李和退役少將斯蒂芬·湯
姆將負責頒發金牌給來自阿拉巴馬州、阿肯色
州、佛羅里達州、喬治亞州、路易士安那州、

密西西比州、奧克拉荷馬州、田納西州和德克
薩斯州的 175 名老兵的近親。
美洲同源總會是表彰華裔二戰退伍軍人專
案 的主要贊助者; 休士頓的敖錦賜是表彰華裔二
戰退伍軍人項目的總主任。2018 年 12 月 20 日，
對於美籍華裔二戰老兵的國會金牌獎章法案, 簽
署成為法律。 2020 年 12 月 9 日，國會在視訊儀
式上向在場的退伍軍人頒發了國會金牌獎章。
隨後，南部地區於 2021 年 1 月也舉行了視訊儀
式。

新聞通稿:
休士頓同源會, 聖安東尼同源會及密西西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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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考慮到授獎人的健康和安全最佳狀況
，頒獎儀式將在戶外舉行，讓國會金牌獎章獲
得者可以更安全地參加這項活動; 第一次儀式在
上午 9 點, 為活著的老兵和倖存的寡婦舉行。 近
親每小時分組到達，進行頒發儀式。
同源會於 1895 年在三藩市成立，通過促進
最高的道德和規範，實踐和捍衛美國公民的充
分權利及責任，尊重美國愛國主義，維護歷史
和文化傳統，並通過教育提供青年領導和社區
學習，增強美籍華人的能力。

南 區 國 會 金 牌 獎 章 委 員 會 有: Mr. Kin Hui
(San Antonio), Mr. Raymond Wong (San Antonio),
Mr. Jim Chow (Mississippi), Mrs. Dorothy Chow
(Houston), Mrs. Shelley Ding (Houston), Ms. Susan Denise Gee (Houston), Mrs. Alice Hung
(Houston), and Mrs. Alice Lee (Hou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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