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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uMu變異病毒株變異病毒株3939國現蹤國現蹤 美國最多美國最多
（中央社日內瓦1日綜合外電報導）世界衛生組織（WHO）

研究顯示，可能對COVID-19（2019冠狀病毒疾病）疫苗有抗藥
性的Mu變異株至今已在39國現蹤，其中又以美國最多，記錄到
2065例。

世衛說，被稱為Mu的B.1.621是所謂 「需留意變異株」
（variant of interest），具有對疫苗具抗藥性風險的變異。

Mu於1月間首度在哥倫比亞發現，至今已在另外38個國家
現蹤，這些國家主要位於南美洲和歐洲。

世衛在8月31日公布的每週例行疫情公告中說： 「Mu變異
株2021年1月首度在哥倫比亞現蹤後，便陸續接獲零星通報，若
干南美洲和歐洲國家出現規模較大的疫情。」

報告援引上傳到 「全球共享流感數據倡議組織」 （GISAID
Initiative）的資料指出，截至8月29日止，已在39個國家記錄到
4500多個基因定序，其中3794例為B.1.621變異株，856例為
B.1.621.1變異株。這個全球性科學倡議組織蒐集病毒基因定序病
例資料，並提供一個允許公眾取用的資料庫平台。

報告稱，儘管Mu的全球盛行率 「目前已降至0.1%以下」 ，
但哥倫比亞和厄瓜多的盛行率 「仍持續成長」 ，分別達到39%和
13%。

WHO也指出，Mu 「有一系列突變，呈現出有免疫逃脫的潛

在特性」 ，但也補充道，還需更多研究來瞭解Mu的表型和
臨床特徵。

報告說， 「Mu在南美洲流行，特別是與Delta變異株
共同傳播，將受到世衛監控。」

世衛將Mu列為5種 「需留意變異株」 的其中之一，另
外4種為Eta、Iota、Kappa和Lambda。被認為有可能使疫
情惡化的4個高關注變異株（Variants of Concern, VOC）
則包括首先在英國發現，已在193國出現的Alpha變異株、
已在141國出現的Beta變異株、已在91國出現的Gamma
變異株和已在170國出現的Delta變異株。

根據全球共享流感數據倡議組織提供的資料，美國記錄
到2065個Mu變異株病例，數量高於其他各國，排在美國
之後的是有852例的哥倫比亞和473例的西班牙。

今年5月首度在南非發現的新變異株C.1.2也令科學家
十分擔憂，因為相較其他變異株，C.1.2傳播力更高，對疫
苗的抗藥性也更強。

上週公布的一項研究預印本（Preprint）說，C.1.2變異
株於南非現蹤後，波札那、中國、剛果民主共和國、英國、模里
西斯、紐西蘭、葡萄牙和瑞士也陸續傳出相關病例。

這項由南非科學家領導的研究指出，C.1.2變異株有異常高

的突變率，也比其他 「高關注變異株」 易突變。
研究表示，與其他變異株相比，C.1.2會導致較嚴重的COV-

ID-19病症。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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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陸軍徵兵 開展新的事業
      有 150 個行業選擇，無需職業經驗。50+個醫療行業事業選擇， 律師、文秘、建築、
飛行員、IT網絡...99%的軍隊工作跟一般市民工作相同(培訓期間按軍銜發工資)。

資格: 17~35歲，無犯罪紀錄，身體健康，綠卡、公民身份均可加入。
在訓練合格成為正式軍人以後，由美國陸軍為你直接申請入籍

每年學費補助$4000美元 
陸軍軍人可以在服役期間完成學位
教育福利可以用於軍人自己或給家人使用
Montgomery GI Bill達到$48,000美元
Post 9/11 GI Bill達到$80,000美元
醫療和牙醫學校有全額獎學金，另有高達
$65,000美元的學生貸款償還。

非常有競爭力的月薪，加上額外補助
高達$40000美元的獎金
包括家人在內的全方面醫療保障
每年有30天帶薪假期，假日不包括在內
20年退休，直接拿退休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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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士官 SSG Xian S. Fan 
手機: 281-740-0932 
IG: Staff_sergeant_f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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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韓國未來5年將投入近1.8萬億元全面提升導
彈方面的戰力，包括研發戰術核武器級彈道導彈。

據韓聯社報導，韓國國防部2日發布的“2022—2026國防中
期計劃”，國防部將在未來5年投入315.2萬億韓元（約合人民
幣1.76萬億元），研發並部署地對地、艦對地彈道導彈，應對朝
鮮核武和大規模殺傷武器威脅。

韓國試射“玄武”-2C彈道導彈，該導彈最大射程800千米
，基本覆蓋朝鮮全境。

報導稱，國防部為落實該計劃編制的預算較“2021—2025中
期計劃”增加14.5萬億韓元（約合人民幣810億元）。計劃未提
及有關從美軍收回戰時作戰指揮權的內容，將重點放在完成國防
改革2.0項目上。從各年度預算看，2022年55.5萬億韓元、2023
年59.3萬億韓元、2024年63.4萬億韓元、2025年67萬億韓元、
2026年70萬億韓元，年均增幅為5.8%。

國防部表示，將不斷研發並部署威力更強的地對地和艦對地
彈道導彈，同時研發打擊精度更高的導彈，以擴大打擊範圍。國
防部將改良“愛國者”導彈的性能，部署彈道導彈攔截系統“天
弓”-2和遠程地空導彈（L-SAM），應對遠程攻擊。國防部還
將著手研發遠程炮攔截系統，全面提升“韓國型導彈防禦系統”
（KAMD）的探測、攔截等性能。

據報導，韓國國防部計劃持續擴增3000～4000噸級中型潛
艇陣容；引進用於特種作戰的大型直升機；為監測太空，研發大
功率衛星激光測距系統和基於雷達的空間監視系統。

從韓國國防部的表述來看，韓軍未來5年在導彈戰力發展既
重視進攻也重視防禦，進攻方面研製部署性能更好的彈道導彈，
防禦方面將彈道導彈防禦和遠程火砲砲彈的防禦都列為重點領域
。

韓軍消息人士2日透露，韓軍一款地對地彈道導彈的研發工
作已基本進入收尾階段，該導彈的破壞力與戰術核武器相當，最
大彈頭重量為3噸。

韓聯社報導稱，預計韓軍將在進行若干次試射後敲定其投產
時間，根據新的中期計劃，該導彈有望在五年內投入實戰。

“玄武”-2B導彈和“玄武”-2C導彈對比。
報導稱，彈頭3噸重的上述彈道導彈可鑽地數十米，對敵軍

坑道、哨所和地下發射井進行有效打擊，並能在核導彈和洲際彈
道導彈發射前將其摧毀。據悉，該導彈彈頭雖重，射程依然可達
350～400公里，打擊範圍能夠覆蓋朝鮮全境。

“這款鑽地導彈可能在‘玄武’-4導彈基礎上改進，通過
犧牲射程，增加彈頭重量，”軍事專家韓東認為，“鑽地導彈彈
頭之所以重一方面是彈頭要採用特殊材料製造，堅硬程度超過一
般的彈頭，另一方面彈頭越重，動能越大，鑽地的深度也越深。
”

2020年7月，韓國總統文在寅前往大田國防科學研究所視察
，正式宣布韓國成功試射新型彈道導彈。該新型武器是指最大射
程800公里、彈頭重量2噸的“玄武-4”型彈道導彈。

今年5月，韓美兩國商定終止《韓美導彈指南》，韓國彈道
導彈發展不再受限。在終止《韓美導彈指南》之前，韓國已經研
製成功了“玄武”-2系列和“玄武”-4彈道導彈，最大射程超
過800千米。

為了在戰時獲得地利，朝鮮修建了大量地下設施，這些設施
既可以容納兵員，也可以容納導彈、遠程火砲和火箭炮等重型裝
備。

美國《國家利益》曾在2018年1月發表美國日裔防務專家凱
爾·溝上關於朝鮮地下軍事設施的文章，文章稱朝鮮建立了龐大
的“地下帝國”，其在元山、長津和昂春（Onchun）建設了三
個地下空軍基地，戰時戰鬥機在常規基地被摧毀後可隨時回到這
些地下基地；在朝鮮邊境附近建造了800個地堡，每個地堡都可
藏匿1500至2000名全副武裝的朝鮮士兵。

文章還宣稱，朝鮮還在全國各地建設了6000至8000個地下
藏身設施，供重要人物隱藏躲避。

韓美情報部門還認為，朝鮮還在非軍事區北側修建了數以百
計地下坑道，用於容納彈道導彈、遠程火砲和火箭炮。這些陣地
戰時用可以為其提供砲兵支持，或是直接對首爾發動炮火攻擊。

朝鮮研製的240毫米大口徑火箭炮。
“朝鮮一直重視遠程火砲和遠程火箭炮的發展，在閱兵式多

次展示能打到首爾的‘谷山’大砲以及大口徑火箭炮，這幾年還
發展了能覆蓋韓國大部分區域的超大口徑火箭炮。”韓東介紹說
。

為了對付這些地下設施和遠程火砲，韓國一方面從美國、德
國引進具備打擊地下設施的鑽地炸彈和鑽地導彈，同時還積極研
發鑽地導彈；另一方面構建導彈防禦系統和火砲攔截系統。

韓國認為，朝鮮遠程火砲和大口徑火箭炮威脅越來越大，必
須開發部署能夠攔截砲彈的系統。

韓國軍方官員介紹，朝鮮在朝韓軍事分界線附近部署了大約
1000門火砲，包括240毫米口徑的多管火箭發射器，其中大部分
直接對準首爾和韓國其他大城市地區。

此前韓國從以色列引進“鐵穹”系統，該系統在多次巴以沖
突中表現搶眼，攔截了大量火箭彈。

今年6月，韓國國防採辦項目管理局（DAPA）表示，已決
定研發自己的攔截系統，使其類似以色列的“鐵穹”攔截系統，
用於保護關鍵基礎設施，抵禦來自朝鮮的遠程火砲威脅。

今年3月，朝鮮國防科學院試射2枚新型戰術導彈。
作為對韓國大力開發鑽地導彈的回應，朝鮮也展示了最新研

製的鑽地導彈。朝鮮半島已經掀起了鑽地導彈的競賽。
今年3月25日，朝鮮國防科學院進行了2枚新型戰術導彈試

射。
朝中社報導稱，本次試射的新型戰術導彈由原有的戰術導彈

技術基礎上改進而來，彈頭重量達到2.5噸。試驗發射的2枚新
型戰術導彈對朝鮮在東海上600公里水域處設定的目標進行了精
確打擊，取得圓滿成功。

朝鮮新型戰術導彈彈頭重量比韓國“玄武”-4導彈2噸重彈
頭多了500千克。

“新型戰術導彈改進的重點是提升投擲能力，2.5噸的彈頭
意味著朝鮮具備打擊韓美地下指揮室、堅固機堡等加固設施，”
導彈專家李文盛分析指出，“此前，韓美一直發展攻擊朝鮮地下
軍事設施的武器裝備，朝鮮此次展示新型戰術導彈有‘針尖對麥
芒’的意思。”

“韓國未來5年將投入1.8萬億元全面提升導彈方面的戰力
，對於韓軍的舉動，可以預料，朝鮮會高度關注，也會提出相應
的反制措施，朝鮮半島的導彈競賽有愈演愈烈的趨勢。”李文盛
指出。

韓國將投入近韓國將投入近11..88萬億元增強導彈戰力萬億元增強導彈戰力，，半島導彈競賽加劇半島導彈競賽加劇

（綜合報導）塔利班創始人之一的巴拉達爾（Bara-
dar）成為阿富汗新政權的首腦，國際的新聞機構根據這
個極端主義運動內部的消息來源對此進行了報導，他的
政府將很快就職。

塔利班創始人奧馬爾（Omar）的兒子也將加入新政
府。

塔利班領導人聚集在阿富汗首都喀布爾，就組建新
政府達成了一致。

巴拉達爾被認為是溫和的塔利班領導人，他於
2010 年被巴基斯坦逮捕，但於2018 年獲釋。

荷蘭記者阿萊塔•安德烈（AlettaAndré）說：“當
時，美國和阿富汗一直在推動釋放巴拉達爾，以便能夠
與巴拉達爾開始談判。巴拉達爾是政治領袖，而並非軍
事領袖。”

巴拉達爾一直說，他希望阿富汗和平。安德烈說：

“但他是否在女性權利的領域也是溫和的，這是另一個
問題。”

但是，塔利班發言人穆扎希德表示，媒體有關阿富
汗新政府的消息不符合事實，稱相關報導為謠言。

據俄羅斯衛星通訊社報導，穆扎希德同時還否認了
有關阿富汗新政府人員組成將在9月3日宣布的消息。

穆扎希德說：“有關新內閣的所有消息都不可靠，
只是傳言，都不是真的。”
在潘杰希爾峽谷的戰鬥

阿富汗新政府將不得不立即集中精力重建國家，近
年來，阿富汗的戰爭已經造成至少 24 萬人死亡，經濟
已經崩潰。

與此同時，在潘杰希爾峽谷，對塔利班統治的激烈
抵抗仍在繼續。這是阿富汗唯一尚未落入塔利班手中的
地區。

傳塔利班溫和派領袖出任阿富汗新政權首腦傳塔利班溫和派領袖出任阿富汗新政權首腦



AA33要聞3
星期日       2021年9月5日       Sunday, September 5, 2021

（綜合報導）自日本泡沫經濟破滅以來，日本政壇就陷入了
持續動蕩之中，各派政治勢力你方唱罷我登台，但就目前來看，
似乎沒有一個能處理好日本所面臨的經濟問題。

三十年來，日本首相像走馬燈一樣換，甚至出現了“十年九
相”的鬧劇。直到安倍晉三再度上台，執政八年，才暫時抑制了
日本政壇的動盪形勢。不過去年安倍晉三辭去首相一職，由菅義

偉接替自己，這就讓本已
初步穩定的日本政壇再次
面臨著變數。就在今天（9

月3日），菅義偉宣布將不再參加今年年
底的自民黨總裁換屆選舉，這意味著他將
放棄參加下一屆首相競選。更有甚者，有
消息傳出菅義偉或將在本月月底辭職。

當地時間九月三日，日媒《朝日新聞
》報導稱，現任首相、自民黨總裁菅義偉
在自民黨高層會議上表示，由於自己“忙
於新冠病毒防控工作”，因此自己將不會
參與總裁選舉。此言一出，瞬間引起輿論
嘩然，外界普遍認為菅義偉的這番言論
“有貓膩”，因為他在九月二日時還明確
表示自己希望能夠參加自民黨總裁選舉，
結果一夜之間他的態度就發生了一百八十
度大轉彎，這實在是令人生疑。不過自民
黨內部的其他高官卻並不在乎菅義偉到底
是怎麼想的，目前，自民黨內部高層黨員
，如前日本外交大臣岸田文雄就正式宣布
，將會參加自民黨總裁選舉。
儘管菅義偉的這一舉動看似反常，但其實
卻是一步非常精妙的好棋，將會給自民黨
乃至菅義偉本人都帶來不小的好處。先說
說如何給自民黨帶來好處吧，菅義偉執政

這一年來，其成績之糟糕是有目共睹的：疫情失控、經濟萎縮，
奧運會辦得一塌糊塗，疫苗接種工作推進得漏洞百出。在這種情
況下，菅義偉的民調數據一路走低。八月下旬，包括日本共同社
在內的多家日媒舉行了多次民意調查，綜合多家媒體的調查發現
，菅義偉的支持率已經下跌到了了百分之二十五左右，更有超過

百分之六十一的受訪者不希望菅義偉繼續擔任首相。在這種情況
下，如果菅義偉還要強行競選首相，那麼很可能會帶著自民黨一
起下野，因此菅義偉急流勇退，將競選首相之機會讓給自民黨內
部其他大佬，則可提高自民黨繼續執政的概率。

再來看看這步棋會給菅義偉帶來怎樣的實惠。我們知道，菅
義偉在當上首相之前是日本內閣官房長官，按理說首相之位是完
全輪不到他頭上的，能當上首相完全是因為安倍晉三因身體問題
而辭職。同時，菅義偉出身平民家庭，而日本政界則是門閥林立
，非常講究出身門第。因此，菅義偉執政一年多，幾乎從未完全
掌握權力，不少日本媒體甚至認為菅義偉是“傀儡首相”。而一
些出身名門的日本官員，如麻生太郎等也從來沒有停止過和菅義
偉唱反調，因此，菅義偉雖有首相之名，但是實際上的權力卻比
安倍晉三小太多了。

可以預見的是，就算菅義偉強行參加競選，哪怕成功當選，
也不過是繼續當幾年“傀儡首相”。但是如今他選擇急流勇退，
實際上卻是一種以退為進。因為根據日本政壇的慣例，不管自民
黨內何人當選總裁併當選首相，新任總裁或首相的職位都得益於
菅義偉的“讓賢”，所以菅義偉本人肯定可以籍此在新任內閣裡
謀取一個不錯的職位。就算新任總裁競選失敗了，菅義偉也不用
負大選失敗的責任，進而為日後發展積蓄力量。至於“忙於防控
新冠疫情無暇顧及選舉”，則不過是個藉口罷了

至於未來的局勢會如何發展，由於目前公開信息不足，因此
並不容易推測。不過對於我們來說，還是要有“任你幾路來，我
只一路去”的膽略，不管日本政壇再怎麼風雲變幻，我們的政策
是穩定的，態度是一貫的。不管是誰主政日本，只要可以正確地
面對歷史問題、以平等互利的方式和中國打交道、不侵犯中國的
領土主權完整，不干涉中國內政，我們就可以與其通力合作。但
是如果新任日本政府依舊執迷不悟，奉行右翼政策、堅持錯誤的
歷史觀的話，那我們也要堅決抵制。

日本首相菅義偉放棄參加自民黨總裁選舉日本首相菅義偉放棄參加自民黨總裁選舉
或於月底辭職或於月底辭職

（綜合報導）韓國報告新增1709例新冠確診
病例，新增病例已連續59天呈四位數。

韓國中央防疫對策本部表示，以當地時間 3
日0時為準，新增1709例新冠病例，其中本地感
染病例為1675例，境外輸入病例為34例。首都圈
新增病例佔比68%，連續四天維持在70%左右。

在新冠疫情持續擴散的情況下，韓國政府將
現行防疫級別再次延長4週。但為減輕小工商戶
和個體戶的經營困難，放寬了部分措施。首都圈
等實施保持社會距離第四階段措施地區的餐廳和
咖啡廳可營業至當地時間晚10時，延長了1個小
時，私人聚會限制人數包括完成疫苗接種者在內

增至最多6人。
實施保持社會距離第三階段措施地區的所有

大眾設施，包括4名完成疫苗接種者在內最多允
許8人聚會。結婚典禮入場人員限制在不提供餐
飲的情況下增至99人。

韓國政府還發布了中秋節連休期間的防疫對
策。政府呼籲盡可能減少中秋節返鄉探親人數，
返鄉探親人員最好在接種疫苗或進行新冠病毒檢
測後再返鄉。中秋節連休之前和連休期間的17日
至23日一周期間，包括4名完成疫苗接種者在內
，最多允許8人在家中進行家人聚會。

韓國連續韓國連續5959天新增病例呈四位數天新增病例呈四位數
放寬部分防疫措施放寬部分防疫措施



德國官方：
每年或需40萬移民以應對勞動力短缺

綜合報導 德國聯邦勞動局局長德特勒夫· 舍勒表示，德國國內的勞

動力正在耗盡，該國每年需要吸引約40萬外來移民以應對這一趨勢。他

呼籲下一屆聯邦政府采取措施吸引更多具有技能的移民。

總部設在巴伐利亞州紐倫堡的聯邦勞動局(Bundesagentur fuer Arbeit)

是德國的政府機構，其主要負責介紹工作、促進就業以及管理失業保險

。德特勒夫· 舍勒當天在《南德意誌報》專訪中作出上述表示。

德特勒夫· 舍勒表示，德國現在每年需要引進約40萬移民，而過去

數年間，每年新增移民的數量遠低於這一規模。他警告稱，德國恐將面

臨嚴重的勞動力短缺問題，“從護理人員到空調維修工，再到物流人員

，乃至學術人員——人力資源短缺問題在各個行業普遍存在”。

德特勒夫· 舍勒表示，隨著人口老齡化等趨勢的發展，德國適齡勞

動人口今年一年內將減少近十五萬人，未來數年間這一趨勢還將愈演愈

烈。他強調，要解決這一問題只能通過引入比目前規模大得多的移民，

但他亦指出，這裏所指的不是難民，而是“有針對性地引進能夠填補就

業市場勞動力缺口的移民”。他呼籲9月大選後即將產生的新一屆聯邦

政府采取措施解決這一問題。

針對移民增多可能在德國社會引起的反對情緒，德特勒夫· 舍勒回

應稱，人們可以拒絕采取措施，並表示“我們不想要外國人”，但這並

不能解決問題。“事實是，德國的勞動力正在耗盡。”

荷蘭多個經濟區域形勢向好
首都和機場地區仍然落後

綜合報導 荷蘭是個很奇怪的國家，除了行政上的劃分外，還有安

全和經濟的不同劃分，這些不同的地區劃分部分重合，但肯定並非完全

重合。如荷蘭有12個省，各省都有省會，但是，又分為25個安全區，

各個安全區負責人，分別由大城市的市長擔任；而經濟上，又分為52個

區域。

荷蘭的大部分地區經濟已經從新冠病毒的打擊中恢復了，特別是工

業和貿易的復蘇，幫助荷蘭地區經濟達到甚至高於兩年前大流行之前的

水平，但荷蘭中央統計局 CBS報告稱，阿姆斯特丹和史基浦機場周邊

地區的經濟仍然落後。

在荷蘭中央統計局將荷蘭劃分為的所有52個經濟區域中，一半區域

的經濟規模已經大於 2019 年第二季度，其他有 14個地區的水平與新

冠危機前相同。

得益於工業和貿易，在兩年的時間裏，布拉邦特東南部和北部、烏

特勒支西部、荷蘭東南部和Delfzijl地區經濟增長最快。與 2019 年第二

季度相比，這些地區的經濟增長了3%或更多。

阿姆斯特丹和機場附近的Haarlemmermeer 地區是明顯的落後者，其

經濟規模分別比兩年前小了8% 和18%。在首都，餐飲旅業、文化業和

旅遊業是經濟活動的重要支柱，但這些行業受到了所有疫情措施的沈重

打擊，其中一些措施仍然適用。

機場地區Haarlemmermeer 不得不應對嚴重的挫折，在全球第一波新

冠疫情後，即2020年幾乎沒有任何航班往返史基浦機場。因此，2021年

與 2020 年第二季度相比，該地區經歷了最強勁的經濟增長，約為 17%

，因為空中交通量再次高於去年，但是，仍然落後於疫情危機前。

新增確診超3000例！
希臘又一地區實施緊急限製措施
希臘國家公共衛生組織宣布，過去24

小時希臘新增3273例新冠確診病例，累計

確診為570077例；新增死亡42例，累計死

亡13509例。

又一地區實施緊急限製措施
由於疫情形勢惡化，希臘政府決定在

位於伯羅奔尼撒半島的麥西尼亞州，采取

緊急限製措施。

相關措施包括：實施從淩晨1時至6

時的宵禁措施，在此時段僅允許人們出

於工作或健康原因出行，俱樂部、酒吧

和咖啡館不允許播放音樂以防止過度擁

擠。上述措施將持續至9月1日，此後衛

生專家委員會將會對疫情形勢再次進行

評估。

同時，該地區的私人和公共場所，禁

止以任何形式舉辦超過20人的聚會活動，

違反規定的承租人或經營者，將被處以5

萬歐元至20萬歐元的罰款。

此外，政府還宣布將位於克裏特島的

哈尼亞、伊拉克利翁和雷西姆農三地的限

製措施延長至9月1日。

專家建議佩戴雙

層口罩

隨著傳染性極強的

德爾塔毒株在希臘持

續擴散，希臘衛生專

家建議民眾佩戴雙層

口罩，以降低感染幾

率。

研究發現，用兩種方式戴口罩可以提

高防護效果。第一種是戴雙層口罩：先戴

上醫用口罩，然後外面再戴上布製口罩。

第二種是讓醫用口罩與面部貼合更緊，方

法是給口罩兩側的拉繩打結，減少口罩與

面部之間的縫隙。

疫苗有效性引擔憂
輝瑞公司CEO伯拉在當地時間24日表

示，在未來的某個時候，很可能會出現對

疫苗有抵抗力的新冠變異毒株。

他說，輝瑞公司可以在發現變種病

毒後的三個月內，生產新版疫苗來對抗

變體。

除了擔心具有疫苗耐藥性的新冠變體

可能會出現，英國研究人員也在近日稱，

輝瑞和阿斯利康兩種冠病疫苗所提供的保

護效能，在完成接種的半年內開始減弱。

就輝瑞疫苗而言，在接種第二劑新冠

疫苗後的5至6個月，預防感染的有效率

會從88%下降到74%；而阿斯利康疫苗則

是在完成接種後的4到5個月，有效率從

77%下降至67%。

報道稱，這項研究分析了來自英國新

冠研究應用(ZOE COVID)所收集的數據，

包括超過120萬個檢測結果。該研究的首

席研究員斯佩克特表示，在最糟的情況下

，老年人和醫護人員的保護率到了冬天可

能會低於50%。

比利時從阿富汗撤離逾千人
荷蘭發生反移民示威

綜合報導 據報道，比利時

從阿富汗撤離的人員已超千人，

但比方擔心喀布爾機場的“撤離

通道”8月27日就將關閉；同日

荷蘭警方證實，荷蘭當局為撤離

人員設立的一家安置中心遭遇反

移民示威。

《比利時時報》當日援引

比利時國防大臣德唐德的話說

，自 8 月 20 日啟動代號“紅風

箏”的撤離行動，比利時國防

部調派的 3架 C-130 運輸機來回

往返喀布爾機場和巴基斯坦首

都伊斯蘭堡，迄今已從阿富汗

撤離1110多人。

據德唐德介紹，比利時、荷

蘭和丹麥正在伊斯蘭堡共用一處

“中轉樞紐”，也在“共享”撤

離飛機，即如果還有空座，荷蘭

和丹麥公民或通過兩國撤離資格

審查的阿富汗公民可登上比利時

撤離飛機，反之荷蘭撤離飛機也

會接納比利時公民。

德唐德又稱，雖然目前撤離

行動運轉順利，但時間越發緊迫

，因為美方已經表示，8月27日

後他們或將關閉喀布爾機場的

“撤離通道”，屆時喀布爾機場

將只供美軍撤離人員或裝備使用

，以便趕在8月31日前完成美國

的撤離行動。

另據《布魯塞爾時報》等媒

體報道，當地時間25日上午，兩

架從伊斯蘭堡起飛的包機相繼飛

抵布魯塞爾梅爾斯布魯克軍用機

場，總計470名從阿富汗撤離的

人員入境比利時；與早前入境的

撤離人員一樣，其後均被送往一

處軍事基地，接受身份核查及新

冠病毒檢測。

此外，荷蘭警方發言人25日

對媒體證實，當地時間24日晚，

荷蘭當局在東部海爾德蘭省哈爾

斯坎普軍事基地設立的一家安置

中心遭遇反移民示威，約250人

聚集在基地門口，高喊排外口號

，還有人縱火焚燒輪胎。

發言人表示，警方後將示威

人群驅散，現場無人被捕，也無

人被處以罰款；25日晚些時候，

荷蘭外交大臣、國防大臣等政要

紛紛對事件表示譴責。

由於從阿富汗撤離的人員不

斷增加，荷蘭已在北部城市格羅

寧根和中部城市宰斯特設立了兩

家安置中心，哈爾斯坎普安置中

心是第三家，可容納約800人；

此前荷蘭國防部表示，軍方將在

東部小城奈梅亨設立第四家安置

中心。

綜合報導 斯裏蘭卡有許多人將大

象當作寵物飼養，而其中有不少大象

慘遭虐待。該國近日出臺一部新的動

物保護法，不僅要為所有圈養大象發

放生物識別身份證，更禁止所有人酒

後騎大象。

法新社報道稱，新的動物保護法意

在保護大象福利。新法規定，每頭大象

每天洗澡時長需保證不低於2.5小時；小

象不能從事工作，文化性質的活動也不

被允許，不得將其與母象分開；運送材

料的大象每天工作時長不得超過4小時

，且禁止其夜間工作。

此外，大象主人不得“酒後騎

象”。斯裏蘭卡野生動物保護部部長

迪薩納亞卡發表聲明稱：“擁有或監

管大象者應確保自己在騎大象時沒有

飲用任何酒精或服用有害藥物。”大

象主人必須每4個月送大象去做一次體

檢。違反規定者或面臨3年監禁，大象

也將交由國家照管。官方數據顯示，

斯裏蘭卡約有200頭圈養大象及7500頭

野生大象。

斯裏蘭卡禁止“酒後騎象”
大象洗澡時間不得低於大象洗澡時間不得低於22..55小時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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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率低迷菅義偉仍將參選日自民黨總裁

或兩人對決

綜合報導 日本首相菅義偉支持率一降再降，

但他表示，參加自民黨總裁選舉的意向不變。

2020年與菅義偉競爭自民黨總裁的岸田文雄，也

表示有意參選。日本自民黨總裁選舉，可能成為

兩人之間的對決。

菅義偉作為日本自民黨總裁的任期將於9月30

日結束。8月23日，菅義偉向媒體表示：“到了那

時當然會參選，這一想法不變。”

多名相關人士透露，前政務調查會長、曾任

外務大臣等要職的岸田文雄有意再戰自民黨總裁

選舉，挑戰菅義偉。岸田預計在選舉日程確定

後，正式宣布參選。

有報道表示，日本自民黨幹事長二階俊博和

前首相安倍晉三支持菅義偉連任。但日媒調查顯

示，菅義偉內閣的支持率再跌破新低。

近日，日媒一份輿論調查顯示，與7月相比，

菅義偉內閣的支持率跌到32.1%，創下自2021年1

月以來的最低紀錄；不支持率達61.3%。

菅義偉 2020 年 9月 14 日贏得自民黨總裁選

舉，同年9月16日接受任命，成為日本新一任首

相。不過，菅義偉本屆總裁任期只補滿前總裁安

倍晉三請辭後到2021年9月的任期，因此一年後，

將再度舉行自民黨總裁選舉。

隨著眾議院大選逼近，菅義偉政府的新冠防

疫政策遭到批判，岸田開始受到期待。

自民黨總裁選舉的日程預計將在8月26日確

定，或於9月17日發布公告，9月29日投計票。

日本政務調查會長下村博文和前總務相高市

早苗也有意競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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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據日本放送協會

(NHK)24日報道，相關人員透露，

日本政府和東京電力公司已基本敲

定，未來將通過修建海底隧道，把

福島核電站汙水引流到距離海岸1

公裏附近的海中排出。

據報道，在4月宣布將在兩年

後將核汙水排放入海後，日本政府

就和東京電力公司展開了對排放方

式的討論。此前，雙方有兩個備選

方案，除了將核汙水引流至離海岸

1公裏的海水裏排出外，還有一個

方案是直接從岸邊排放。

報道稱，最終，雙方基本敲定

了第一種方案，因為這樣“(核汙

水)更容易擴散”。

據介紹，東京電力公司計劃在

2021年9月對海底狀況進行調查，

並最終在2023年春季完成海底隧

道建設。

2011年3月11日，日本福島縣

附近海域發生9級特大地震。受此

影響，福島第一核電站1至3號機

組堆芯熔毀，東京電力公司持續向

1至3號機組安全殼內註水以冷卻

堆芯並回收汙水。

2021年4月13日，日本政府正式決定將上述

核汙水經過濾並稀釋後排放入海，排放時間預計

將持續20年至30年。

尼泊爾共產黨
（統一社會主義者）成立
綜合報導 由尼泊爾前總

理內帕爾領銜的尼泊爾共產黨

(統一社會主義者)25日晚在尼

泊爾選舉委員會註冊成功，代

表著該黨正式成立。

當晚，內帕爾在其社交媒

體賬號公布了該黨的註冊證書

。內帕爾原本屬於尼泊爾共產

黨(聯合馬列)，並在1993年至

2008年擔任總書記一職。但近

段時間以來，內帕爾與尼泊爾

共產黨(聯合馬列)主席奧利之

間分歧加深，於是內帕爾選擇

率領自己的親近人士離開尼泊

爾共產黨(聯合馬列)。

8月18日，尼泊爾總統班

達裏簽署通過《政黨法(2017)

》有關修正條款，規定只要某

政黨中央委員會20%的成員同

意，或者某政黨20%的聯邦議

員同意，就可以分裂該黨。內

帕爾一派的人員總數滿足該條

件，於是尼泊爾共產黨(統一

社會主義者)在尼選舉委員會

註冊成功。

至此，尼泊爾政壇有了3

個規模較大的共產黨，它們分

別是尼泊爾共產黨(聯合馬列)

、尼泊爾共產黨(毛主義中心)

、尼泊爾共產黨(統一社會主

義者)。

內帕爾曾出任過國防部部

長、外交部部長、副總理等職

務，並在2009年5月至2011年

2月擔任聯邦政府總理。

據悉，尼泊爾將在7月以

後舉行地方選舉、14個月以後

舉行聯邦議會選舉。分析人士

指出，新成立的尼泊爾共產黨

(統一社會主義者)應盡早落實

富有特色且有效的指導性意識

形態、組織結構、人事安排等

議題，以應對未來的選舉。

當天同期，由馬亨塔· 塔

庫領銜的民主社會主義黨也在

尼選舉委員會註冊成立。馬亨

塔· 塔庫派系原本屬於尼泊爾

社會主義人民黨。隨著兩個較

有實力的新黨出現，未來尼泊

爾政局或更加變幻莫測。

柬埔寨德爾塔患者超1500例
官方呼籲打“加強針”

綜合報導 近一段時間以來，

德爾塔疫情在柬埔寨持續迅速蔓

延，截至目前，已有超過1500人確

診，首都金邊與一些邊境省抗疫形

勢較為嚴峻。

根據柬埔寨衛生部通報，該國

當天新增報告411例新冠肺炎確診

病例，新增治愈出院306例，新增

死亡17例。新增確診病例中，326

例為社區傳播感染病例，8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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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萬例，累計治愈8.7萬例，累計

死亡1858例。

值得註意的是，德爾塔疫情在

柬埔寨迅速擴散，近兩日，金邊市

和13省份新增209例德爾塔新冠變

異病毒感染病例。截至目前，柬埔

寨境內累計發現1534例德爾塔感染

病例，分布在23省市，只有白馬省

和桔井省沒有發現德爾塔疫情。患

者包括入境外國人、自泰國和越南

回國勞工、醫務人員、公務員、市

場商販、翻譯員、長居外國人、工

廠職員、銀行職員、學

生等。

其中，首都金邊市

是此輪德爾塔疫情的

“重災區”，累計達

450 例，多個市場、工

地和街區被封閉，近來

也不斷有新的社區感染

情況。此外，蔔疊棉芷

、奧多棉芷、暹粒省等

邊境省份疫情也較為嚴重。

有鑒於此，柬埔寨官方呼籲民眾

盡快參與疫苗接種。柬埔寨衛生大臣

曼本亨表示，疫苗接種工作正在迅速

推進，如果民眾此前已接種兩針疫

苗，可以選擇合理的時機接種“加強

針”，以對抗德爾塔新冠變異毒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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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宣布將設立北京證券交易所
證監會：完善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 有效服務專精特新中小企業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及央視網報道，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2日晚在

2021年中國國際服務貿易交易會全球服務貿易峰會上發表視頻致辭。習近平

在致辭中宣布，將深化新三板改革，設立北京證券交易所，打造服務創新型

中小企業主陣地。

2021年中國國際服務貿易交易會9月2日至7日在北京舉行，主題為
“數字開啟未來，服務促進發展”。習近平
指出，相信在各方積極參與下，本屆服貿會
將成為一屆特色鮮明、富有成效的盛會。

習近平指出，服務貿易是國際貿易的重要
組成部分和國際經貿合作的重要領域，在構建
新發展格局中具有重要作用。中方願同各方一
道，堅持開放合作、互利共贏，共享服務貿易
發展機遇，共促世界經濟復甦和增長。

打造服務創新型中小企業主陣地
習近平強調，中國將提高開放水平，在

全國推進實施跨境服務貿易負面清單，探索
建設國家服務貿易創新發展示範區；擴大合
作空間，加大對共建“一帶一路”國家服務
業發展的支持，同世界共享中國技術發展成
果；加強服務領域規則建設，支持北京等地
開展國際高水平自由貿易協定規則對接先行
先試，打造數字貿易示範區；繼續支持中小
企業創新發展，深化新三板改革，設立北京
證券交易所，打造服務創新型中小企業主陣
地。

習近平指出，讓我們攜手抗疫、共克時
艱，堅持用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金
鑰匙”，破解當前世界經濟、國際貿易和投
資面臨的問題，共創更加美好的未來。

以現有新三板精選層為基礎組建
對於習近平在發言中提到“將繼續支持

中小企業創新發展，深化新三板改革，設立
北京證券交易所，打造服務創新型中小企業
主陣地”，證監會負責人表示，中小企業能
辦大事。中小企業在推動經濟增長、促進科
技創新、增加就業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資
本市場始終將服務中小企業創新發展作為重
要使命，近年來，通過不斷深化改革，完善
政策制度，持續提升服務中小企業發展的質
效。證監會在2日晚間在官網發布指出，深
化新三板改革，設立北京證券交易所，是資
本市場更好支持中小企業發展壯大的內在需
要，是落實國家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的必然要
求，是新形勢下全面深化資本市場改革的重
要舉措。證監會將進一步深化新三板改革，
以現有的新三板精選層為基礎組建北京證券
交易所，進一步提升服務中小企業的能力，
打造服務創新型中小企業主陣地。

堅持上市公司由創新層公司產生
證監會表示，建設北京證券交易所的主

要思路是，嚴格遵循《證券法》，按照分步
實施、循序漸進的原則，總體平移精選層各
項基礎制度，堅持北京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

由創新層公司產生，維持新三板基礎層、創
新層與北京證券交易所“層層遞進”的市場
結構，同步試點證券發行註冊制。

證監會發言人表示，深化新三板改革，
設立北京證券交易所，是實施國家創新驅動
發展戰略、持續培育發展新動能的重要舉
措，也是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完善
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的重要內容，對於更好
發揮資本市場功能作用、促進科技與資本融
合、支持中小企業創新發展具有重要意義。
證監會將按照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指示要
求，深入貫徹新發展理念，堅持穩中求進，
堅持市場化、法治化方向，統籌協調多層次
資本市場發展布局，推動健全資本市場服務
中小企業創新發展的全鏈條制度體系，着力
打造符合中國國情、有效服務專精特新中小
企業的資本市場專業化發展平台，努力建設
一個規範、透明、開放、有活力、有韌性的
資本市場，更好服務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

建設北京證券交易所重點原則
堅守“一個定位”：

●北京證券交易所牢牢堅持服務創新型中

小企業的市場定位，尊重創新型中小企

業發展規律和成長階段，提升制度包容

性和精準性。

處理好“兩個關係”：

●一是北京證券交易所與滬深交易所、區

域性股權市場堅持錯位發展與互聯互

通，發揮好轉板上市功能。

●二是北京證券交易所與新三板現有創新

層、基礎層堅持統籌協調與制度聯動，

維護市場結構平衡。

實現“三個目標”：

●一是構建一套契合創新型中小企業特點

的涵蓋發行上市、交易、退市、持續監

管、投資者適當性管理等基礎制度安

排，補足多層次資本市場發展普惠金融

的短板。

●二是暢通北京證券交易所在多層次資本市

場的紐帶作用，形成相互補充、相互促進

的中小企業直接融資成長路徑。

●三是培育一批專精特新中小企業，形成

創新創業熱情高漲、合格投資者踴躍參

與、中介機構歸位盡責的良性市場生

態。 來源：證監會官網

香港業界：利中小企持續發展 對港交所影響有限

共享服貿發展機遇 共促世界經濟復甦增長
香港文匯報訊 金秋是收穫的時節。9月2日，

2021年中國國際服務貿易交易會全球服務貿易峰會
如約而至。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致辭中熱情指出：
“我們願同各方一道，堅持開放合作、互利共贏，
共享服務貿易發展機遇，共促世界經濟復甦和增
長。”

2日，中央廣電總台發表“央視快評”指出，習
近平主席的致辭深刻闡述了全球服務貿易的重要性，
呼籲世界各國為促進全球服務貿易繁榮發展凝聚共
識、攜手共贏，真誠提出推動世界經濟進一步發展的
中國方案，再次昭示了中國推動更高水平對外開放、
構建新發展格局的信心和決心，引發與會海內外嘉賓
的熱烈共鳴。

快評再指出，近年來，從戰略上推進“一帶一
路”建設、設立自由貿易區，到打造服貿會、進博會
等展會平台，再到服務領域規則建設和聚焦數字化發
展，中國對外開放的深度和廣度不斷拓展，服務貿易
發展不斷做實做細，“朋友圈”越來越大。在世界經

濟復甦乏力、全球疫情仍有反覆的背景下，中國充分
展現了世界經濟“壓艙石”的責任擔當，並助力全球
發展駛入數字經濟的“快車道”。

快評進一步指出，當前，數字經濟正在重塑全
球貿易格局，是促進全球經濟復甦和我國高質量發
展的重要驅動力。習近平主席宣布了中國將提高開
放水平、擴大合作空間、加強服務領域規則建設、
支持中小企業創新發展等四點舉措，為全球經濟治
理體系提出了科學的建議、採取了務實的行動。同
時，我們也要敢於創新探索、先行先試，在更高維
度上通過建規則、立標準，系統推進我國貿易規模
和發展格局不斷提質升級，有力助推國際國內“雙
循環”更加暢通，讓各國企業通過服貿會平台，搭
乘中國快速發展的“順風車”，共同促進全球服務
貿易大發展。

快評最後強調，中國願與世界人民攜手前進，堅
持用和平、發展、合作、共贏的“金鑰匙”，破解當
前世界經濟、國際貿易和投資面臨的問題。

內地將設立北京證券交易
所，香港恒豐證券董事長張華峰
2日晚接受香港文匯報採訪時表
示，內地市場龐大，中小企如恒
河沙數，僅靠目前內地的交易
所，實難以幫助更多的中小企上

市集資。今次擬籌建的北京證交所，據了解服務的對
象正是中小型的創新公司，並構建新三板基礎層、創
新層與北京證交所“層層遞進”的市場結構，但大家
很易聯想會否影響到港交所，他認為，到港交所上市
的企業，主要是已具一定規模的公司，北京證交所主
要輔助創新型中小企的融資，兩者的目標對象並不一
樣，故對港交所的影響有限。

內地中小企在港上市難
張華峰認為，其實各地交易所一直都在競爭上市

資源，港交所即使面對紐交所及納斯達克的競爭也不
懼怕，而北京證交所的目標企業，與港交所的不太一
樣，加上到港交所上市的門檻較高，相信設立北京證
交所對港交所的影響不大。他又指，中小企的蓬勃與
否，對一個國家的就業市場非常重要，所以保障中小

企的持續發展，有利穩定內地就業市場；有更多的渠
道便利中小企業的集資，也將有利於中小企做大做強，
對經濟有利。

張華峰續指，現時還需待北京證交所的上市門檻
出台，才能具體分析會否分薄滬、深、港交易所的上
市資源，但讀者可以從滬、深、港交易所的上市門
檻，大致推算相關的影響。目前滬、深、港交易所的
上市門檻都較高，似乎一般的中小企還不易達到。

事實上，港交所今年決定將主板上市盈利門檻大
幅提高60%，中小企將更難在港上市。港交所早前表
示，從明年1月1日起將提高主板盈利規定，要求主
板上市公司3個會計年度的盈利總和，需達到8,000萬
元（港幣，下同）。當中財報期首兩個財政年度所需
的最低盈利總和為4,500萬元，最後一個財年為3,500
萬元。換言之，未來港交所主板上市企業在3年營業
紀錄期的純利，必須符合以下最低要求：最近一個財
政年度不低於3,500萬元；前兩個財政年度累計不低
於4,500萬元。香港創業板（GEM）方面，港交所要
求上市申請人在前兩個財政年度的淨現金流入，合計
不得少於3,000萬元；上市時市值至少達1.5億元。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紹基

●習近平在2021年中國國際服務貿易交易會全球服務貿易峰會上發表視頻致辭，宣布將設立北京證券交易
所。 新華社

●9月2日晚，習近平在2021年中國國際服務貿易交易會全球服務貿易峰會上發表視頻致辭。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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扮業主賣吉宅 串通律師騙6200萬元
團夥年竊8業權 找市建局談收購被揭 12人落網

香港警方瓦解一個以律師團隊為骨幹的侵吞物業詐騙集團，揭發犯罪團夥

串通律師、法律行政文員、地產經紀及財務公司職員，針對有接近半世紀或以上

樓齡及長年空置無人打理的物業，利用傀儡人物使用虛假身份，經律師樓取得

“遺失樓契宣誓聲明”，繼而變身為業主，由去年5月至今年4月共竊取8個物

業的業權，並將物業作抵押向財務公司貸款，以及轉售給新買家，涉款金額達

6,270萬元（港元，下同）。其中一個假業主開價千萬向香港市建局洽談收購

時，被揭發真業主已離世22年，警方遂展開調查並採取“秉信”行動，9月1日

以串謀詐騙拘捕包括大律師蕭震然在內的12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防止物業被侵吞小貼士
●要找有信譽律師行進行物業買賣交易，由
律師行事務律師監察樓契是否有可疑或有
問題

●購買物業前要親身實地了解情況，事先進
行樓價評估，包括附近物業成交、價格、
是否低於市價

●市民長期持有空置物業，應找人經常到物
業了解狀況，以免避不法之徒有機可乘

●市民亦應小心查證及謹慎核實所有相關人
士的身份真確性，而且應盡量實地查察物
業

●市民可訂購土地註冊處“物業把關易”服
務，當有關個人物業文件交到土地註冊
處，可獲得電郵提示，市民可得到文件相
關資料，包括文書日期、性質、透過資訊
了解註冊編號，方便業主追查物業的變動

資料來源：香港警務處

本案暴露律師行三大問題
1.一般而言，在見證相關人士簽署樓宇買賣合約
前，代表律師有責任進行“盡責審查”（due
diligence），盡其所能核實賣家身份。例如自
稱為賣家身份證顯示現年48歲，可是記錄顯示
該物業於40年前買入，即賣家對上一次買入物
業時只有8歲，顯然有重大破綻。簡單而言，
律師可以在賣家身份證上的出生年份與物業上
一宗交易年份作對比。

2.在今次個案中，警方發現當要求到提供相關樓
宇交易文件以協助調查時，個別律師並未能提
供完整文件，甚至完全沒有保存任何文件記
錄。

3.警方發現律師行文員與財務公司職員有私人聯
繫，然而律師行有責任確保各職員的專業操
守，防止員工因個人利益任意批核各種申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香港海關2
日公布，近日破獲一宗10年來最大宗海路販運
K仔案。7月30日，海關人員檢查一個由巴基斯
坦入境、裝滿棉線的20呎貨櫃時，發現混藏在
櫃底的220公斤懷疑氯胺酮（K仔），估計市值
約1.25億元（港元，下同）。因毒品收貨人遲
遲未現身，海關在8月31日採取行動，在粉嶺
拘捕一名35歲物流公司女負責人。海關表示，
因疫情影響，毒品由生產國向外輸送的傳統渠
道受阻，毒販採取“走馬燈”式販運模式，將
毒品混裝在普通貨物內，經海運“遊船河”逃
避追查及爭取時間尋找買家，待找到買家再改
船期及目的地。

海關港口及海域科港口管制課監督文敬歡2
日表示，香港海關與國際執法機構情報交流，
獲知一批K仔將經巴基斯坦經海運抵港，於是
加強緝查，其後發現這個由巴基斯坦抵港、報
稱棉線的貨櫃可疑。付貨的巴基斯坦公司及進
口的香港貿易公司均為虛構，報稱的收貨地址
不完整，收貨電話亦為偽造，於是用流動X光
車抽查這個裝滿164大包棉線的20呎貨櫃，顯

示貨櫃最深處有15大包棉線的包裝不同，於是
打開貨櫃檢查，當中6包棉線在X光下顯示綠
色，而普通棉線應顯示為橙色。

海關人員將6包問題棉線拆開，發現中心紙
筒內封裝塑膠容器，內藏合共220公斤白色晶
體，初步證實是毒品K仔。

毒品調查課人員將毒品復原包裝及裝回貨
櫃，暗中等待買家出現。其後貨主將收貨人改
為一間物流公司，至8月31日仍無人領取，海
關於是採取行動，拘捕一名物流公司女負責
人。海關相信該物流公司只是奉貨主指示接
單，因毒販未找到買家，因此涉案貨物一直滯
留葵涌碼頭。

疫情令毒品改用郵遞方式
海關毒品調查課高級監督李錦榮2日亦表

示，受疫情影響，傳統經客運輸出毒品的渠道
受阻，毒品集團改用貨運或郵遞的方式，將大
宗毒品混裝在普通貨物中，以逃避海關檢查。
找到買家後，通常以空運方式運抵，若還沒找
到買家，為免囤積的大批毒品在生產地被執法

部門查獲，就將毒品混裝貨物中，經海路先運
至交通樞紐地。

由於海運往往需時一個多月，毒販用這段
時間尋找買家，找到買家後再更改目的地，以
降低風險和運送成本。海關今年首8個月已檢獲
2.6噸毒品，包括共16宗貨值逾千萬元的大型毒
品案。

10年來最大宗“海路運K”案 海關檢值1.25億毒品

▲ 警方商業罪案調查科瓦解一個以
大律師為首的串謀詐騙集團，檢獲大
批文件及電腦等物。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市區重建局發現土瓜灣項目計
劃中有物業業權被盜報警，揭發
業主22年前已去世。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大律師蕭震然被大律師蕭震然被
捕捕。。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藏有毒品的棉線與正常棉線有明顯區別。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被捕的8男4女，年齡由30歲至64歲，包括
大律師蕭震然（36歲）及妻子賈倩明

（36歲）、女律師衛珮璇（35歲）、女律師林
欣芳（46歲），另有一名俗稱“師爺”的法律
行政文員，一名地產代理及5間財務公司職
員，其餘人為傀儡戶口持有人。

夥律師行財仔 轉讓樓契貸款
警方2日表示，詐騙集團由去年5月至今

年4月期間，盜取8個物業的業權。這些物業是
樓齡由44年至84年不等的舊樓，無做任何按
揭，部分位於土瓜灣和北角區，其中有5個物
業的業主去世超過10年，也有業主移居外地，
物業一直空置及無人打理。

據了解，案件由市建局揭發其中一個交易

有問題而引發警方調查。2018年6月土瓜灣榮
光街一幢舊樓納入市建局重建計劃，但一直未
能聯絡其中一單位原業主，包括凍結人口調
查、掛號郵件及登報等，惟一直無果。市建局
調查得悉該物業業主在1999年去世，但物業在
去年8月轉售，至9月有新業主與市建局洽談收
購事宜，惟因文件簽署與原業主於1959年樓宇
買賣合約上的簽署有明顯不同，該局懷疑有人
進行虛假交易並報警。

香港商業罪案調查科去年11月接報後展開
調查，發現案涉龐大詐騙團夥，當中有大律
師、律師、財務公司及地產代理人員等，涉嫌
以相同手法侵吞另外7個物業業權。

騙徒的主要手法是串通律師行及財務公
司，派人假冒業主辦理樓契轉讓手續，再辦理

貸款手續。

訛稱“銀主盤”避銀行審查
當中關鍵步驟是如何得到樓契正本，首

先，騙徒安排傀儡人物使用虛假身份證到已串
通好的律師樓，辦理“遺失樓契宣誓聲明”，
成功得“業主”身份，再到財務公司申請貸
款，相信已經同財務公司職員事先串通好，故
貸款順利獲批，款項由100萬至 980萬元不
等。

然後，騙徒利用自己的網絡和不同渠道向
地產代理放盤，並向地產代理訛稱手上物業為
“銀主盤”，不可以申請按揭，並需於成交前
付清樓價，以避過銀行審查。當有潛在買家出
現，騙徒派出假業主進行買賣樓宇程序，當買
家將樓價款項轉賬到賣家律師樓的銀行賬戶
後，騙徒會再將部分款項用作償還財務公司貸
款，餘款會轉去傀儡戶口，最終落入詐騙團夥
手中。

騙徒除用以上方法非法出售物業外，亦有
個案顯示，會派傀儡假扮原業主去其他非涉案
的財務公司申請樓宇按揭，從而令財務公司蒙
受損失，涉案8個物業共涉款超過6,270萬元。

1日，警方在全港多區拘捕12人，檢獲大
批買賣物業、貸款及銀行文件，案件仍有人在
逃，不排取稍後有更多人被捕。警方表示，有
幾個涉案物業被犯罪團夥出售，由於已進行買
賣手續，物業由新買家擁有，如原持有物業人
士要追討索償，須以民事訴訟方式處理。另
外，涉案的土瓜灣單位業權其後由港府引用
“收回土地條例”，於今年5月收回。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凱莉山學校早前爆出財政醜
聞，校方日前發出聲明指，負責學校開支、員工出糧及
發行部分學債的前營運商資不抵債，決定將其清盤，交
給獨立的清盤官進行資產的調查和追回。據了解，前營
運商早於7月被頒令清盤，並於1日召開債權人會議，會
上文件揭露該公司負債逾3億元（港元，下同），但只
剩約7,000元現金。有持逾百萬元學債家長“預了錢拿
不回來”，已聯同不少家長就事件報警。

據媒體報道，該前營運商為PM Education Opera-
tion Limited，前稱 Mount Kelly International Limited。
在債權人會議上，PM公司提供的資產及負債狀況說明
書，發現公司賬面估值逾千萬港元，但有董事估算後，
認為公司只剩10萬元資產，現金只有7,111元，並負債
逾3億元。

據了解，PM公司最大“債主”為負責學校債券的
Mount Kelly Foundation Limited，欠債逾1.6億元，惟
該公司於7月已被高等法院頒令清盤。同時，PM公司有
逾6,100萬元關於學校債券的債務、逾1,500萬元欠薪，
更同時拖欠校舍業主、保安公司、裝修公司等服務供應
商逾7,100萬元。有持逾百萬元學債家長“預了錢拿不回
來”，並已與不少家長就事件報警。

凱莉山校前營運商清盤
負債3億現金剩7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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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耶穌教會
True Jesus 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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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JC

335 Avenue E,Stafford,
TX 77477

電話: (281)631-5260
網址: www.tjc.org
電子郵件: Houston@tj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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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截至20202020年底全美共有約年底全美共有約45004500萬人背負助學貸款萬人背負助學貸款
美學貸款總額已達美學貸款總額已達11..77萬億美元佔全國萬億美元佔全國GDPGDP的的88%%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對於許多亞裔美國人來說，他們不知道學生貸款承擔者所經歷的壓力和
恐懼，因為他們其中有大多數人是從他們申請的大學獲得的獎學金，或者他們的父母為他們支付
了 100% 的學費和生活費，所以他們沒有歸還高息貸款誘發的高負債壓力。 據統計，截至2020
年底，全美共有約4500萬人背負助學貸款。許多借款人覺得自己快淹死了；有些人不敢想像他們
還清所有債務的未來。截至2020年年末，美國助學貸款總額已達1.7萬億美元，約佔全國GDP的
8%，其中約1.57萬億美元來自美國教育部。

從2008至2016 學年，學費年年高漲，然而入學的美國人數卻並沒有因此減少，入學人數增
幅達 8.0%。因為年輕人有一個美好的夢想: 上大學能帶來 「更美好」 的生活。 持有大學學歷的勞
動者失業率較低。懷著對畢業后的美好憧憬，許多人跨入了大學校門。因為無法負擔高昂的學費
，讓年輕人選擇了助學貸款。大學畢業后，有人邁入了美好的生活，但也有人掉進了高負債的深
淵。

隨著經濟下行，學費上漲、就業困難，教育部獲利的夢想化為泡影，美國青年也被逼到了懸
崖邊。90年代初，大學學費支出約僅佔全美家庭收入中位數的 6% 。2014年，這個數字已接近
16%。美國一個家庭需要花費六分之一的總收入，才能供得起一個大學生。2008年金融危機后，
美國各州財政收入銳減，並導致公立大學學費一路上漲。

當聯邦學生貸款制定標準付款計劃時，其中大部分計劃是在 10 年內還清債務計算出來的。但
是，如果每月償還學生貸款超過 10 年的金額太大，可以申請收入驅動的還款計劃。這些計劃在
20 到 25 年之間安排還款，最多將是從您的月收入中提取15%。 假設您的計劃設置為從 2021 年
開始的 20 年中(在 2041 年之前) ，每月償還實得工資的 10%。如果您受僱於政府、為非營利組織

工作或在軍隊服役，並且已經加
入了以收入為導向的還款計劃，
您可以申請公共服務貸款減免。

教學是另一種可以為您省錢
的職業。要獲得資格，您必須擁
有學士學位和完整的州認證，並
在低收入小學、中學或教育服務
機構連續五個完整學年全日制教
學。如果您滿足所有要求，您的
直接貸款或聯邦家庭教育貸款最
多可免除 17,500 美元。如果您不
滿足所有這些規定，您可能仍有
資格獲得最高 5,000 美元的寬恕
。

如果您有 Perkins 貸款，您
可能有資格獲得 100% 的寬恕，具體取決於您的工作。如果您在公立或非營利性小學或中學系統
中擔任全職教師，主要服務於來自低收入家庭的學生、特殊教育教師或確定缺乏合格教師的領域
的教師，您可以申請貸款減免。如果您被發現永久和完全殘疾，某些貸款將被免除。需要美國退
伍軍人事務部、社會保障管理局或醫生的文件才能申請免除。

((休士頓休士頓//秦鴻鈞報導秦鴻鈞報導））據據CNBCCNBC 報導報導，，從從20082008
年到年到20182018年的年的1010年裡年裡，，公立大學學費從每年公立大學學費從每年
11..6565萬美元到萬美元到22..1414萬美元萬美元，，漲幅達漲幅達2929..88%%。。私私
立院校學費也從每年平均立院校學費也從每年平均33..8787萬美元升至萬美元升至44..8585
萬美元萬美元，，漲幅達漲幅達2525..33%%。。CBSCBS電台曾評價美國電台曾評價美國
的助學貸款體係為的助學貸款體係為 「「金融恐怖主義金融恐怖主義」」 。。助學金助學金
貸款所產生的利息自身也將計算利息的利滾利貸款所產生的利息自身也將計算利息的利滾利
。。對許多學生來說他們守規矩對許多學生來說他們守規矩，，努力學習努力學習、、工工
作作,, 然後背上了負擔不起的利滾利助學貸款然後背上了負擔不起的利滾利助學貸款。。哈哈
珀珀20132013年獲得了學士學位年獲得了學士學位，，代價是欠下了代價是欠下了1414
萬美元的學貸萬美元的學貸。。每個月還款約每個月還款約11001100美元美元，，持續持續
2525年年。。算上利息算上利息，，還款總額超過還款總額超過3030萬美元萬美元。。
今日聯邦助學貸款平均利率在今日聯邦助學貸款平均利率在22..7575%-%-55..3030%%之之
間間，，私營助學貸款的利率為私營助學貸款的利率為33..3434%-%-1212..9999%%。。

美國大學畢業生的負擔在可見的未來有增無減美國大學畢業生的負擔在可見的未來有增無減。。波莉因為入讀法學院波莉因為入讀法學院，，波莉以波莉以77%%的年利率借了的年利率借了88
萬美元的助學貸款萬美元的助學貸款。。畢業后的波莉從事美國高薪行業之一畢業后的波莉從事美國高薪行業之一：：律師律師。。在此後在此後1010年時間里年時間里，，她總共償她總共償
還了還了1212萬美元萬美元，，但在打開助學貸款賬戶后但在打開助學貸款賬戶后，，她發現仍然還欠著她發現仍然還欠著77..66萬美元萬美元。。

一名叫薇薇安的一名叫薇薇安的 「「網紅網紅」」 於於20102010 年獲得碩士學位年獲得碩士學位，，欠下約欠下約 88萬美元的助學貸款萬美元的助學貸款。。20212021年年，，
她欠了她欠了 1212..44萬美元萬美元，，她已連續還款了將近七年她已連續還款了將近七年。。假設薇薇安可以獲得中位數收入假設薇薇安可以獲得中位數收入：：每月每月30003000美美
元元。。她需要償還她需要償還11001100美元的學貸貸款美元的學貸貸款，，以及支付以及支付950950美元的房租美元的房租，，僅剩僅剩950950美元作為日常開支美元作為日常開支，，
也就是日均也就是日均3232美元美元。。20172017年的消費數據年的消費數據，，除房租外除房租外，，全年齡段美國公民日均支出全年齡段美國公民日均支出132132美元美元。。凱特凱特
琳作為一個大學畢業生琳作為一個大學畢業生，，日均開支還不到平均值的四分之一日均開支還不到平均值的四分之一。。

20082008年年，，受金融危機影響受金融危機影響，，大多數企業都在艱難地掙扎大多數企業都在艱難地掙扎。。在這個對畢業生不友好的年份在這個對畢業生不友好的年份，，諾諾
埃樂以藝術學士學位畢業了埃樂以藝術學士學位畢業了。。無奈之下無奈之下，，她又返校多讀了一年她又返校多讀了一年，，只為了拿個更好就業的英語學位只為了拿個更好就業的英語學位
。。畢業后畢業后，，除了持有雙本科學位除了持有雙本科學位，，諾埃樂還有諾埃樂還有1111萬美元的學貸萬美元的學貸。。1111萬裡面僅有萬裡面僅有22..77萬來自聯邦政萬來自聯邦政

府府，，剩餘的剩餘的88..33萬全來自諾埃樂和她母親共同簽署的私人貸款萬全來自諾埃樂和她母親共同簽署的私人貸款，，私私
人貸款意味著高額的利息人貸款意味著高額的利息。。畢業后畢業后，，諾埃樂只能暫時在非營利組織諾埃樂只能暫時在非營利組織
當社工當社工，，勉強糊口勉強糊口。。也試著發出了數百份簡歷也試著發出了數百份簡歷，，尋求更高的薪水尋求更高的薪水，，
但最終一無所獲但最終一無所獲。。諾埃樂有幾次想到自殺諾埃樂有幾次想到自殺。。最後最後，，她欠下的私人貸她欠下的私人貸
款約為款約為1414..22萬美元萬美元，，加上加上22..77萬聯邦政府的貸款萬聯邦政府的貸款，，共計共計1616..99萬美元萬美元
。。
學廣播新聞的魯易茲於學廣播新聞的魯易茲於20102010年畢業年畢業，，背上了背上了88萬美元的貸款萬美元的貸款。。現現

在她已經在她已經3030歲歲，，仍然與母親住在一起仍然與母親住在一起。。她曾因畢業半年她曾因畢業半年，，尚未找到工作尚未找到工作，，而沒能及時還助學貸款而沒能及時還助學貸款
，，引發第一次違約引發第一次違約，，20142014年再度違約年再度違約，，四年裡違約了兩次四年裡違約了兩次。。 魯易茲向時代周報記者表示魯易茲向時代周報記者表示，，她的朋她的朋
友們大多處於和她一樣的境況友們大多處於和她一樣的境況：：學貸違約學貸違約、、捉襟見肘捉襟見肘、、住在父母家住在父母家。。魯易茲的一名校友對時代周魯易茲的一名校友對時代周
報記者介紹報記者介紹，，他曾經因為發覺自己還不起貸款他曾經因為發覺自己還不起貸款，，而中途輟學而中途輟學。。在當了一年快遞員后在當了一年快遞員后，，他選擇重返他選擇重返
校園校園。。但他抱怨但他抱怨：： 「「教授的課程對我的幫助等於教授的課程對我的幫助等於00。。」」

許多美國學生填表借助學貸款時年僅許多美國學生填表借助學貸款時年僅1818歲歲，，她們並不明白背上助學貸款意味著什麼她們並不明白背上助學貸款意味著什麼。。他們沒他們沒
算過投入回報比算過投入回報比，，也無從得知自己這筆教育投資是否划算也無從得知自己這筆教育投資是否划算。。阿曼達說阿曼達說，，在助學貸款是筆在助學貸款是筆 「「好投資好投資
好債務好債務」」 的渲染下的渲染下，，助學貸款成為保證完成學業助學貸款成為保證完成學業，，通往成功的唯一途徑通往成功的唯一途徑。。20172017年畢業的阿曼達為年畢業的阿曼達為
了學位了學位，，背負了背負了99萬美元的學貸萬美元的學貸。。她渴望推動刑事司法改革她渴望推動刑事司法改革，，畢業后揣著昂貴的本科學歷證書畢業后揣著昂貴的本科學歷證書，，
希望能找到與司法相關的工作希望能找到與司法相關的工作。。可最後可最後，，為了儘快還貸為了儘快還貸，，阿曼達只能同時從事餐館服務員阿曼達只能同時從事餐館服務員、、咖啡咖啡
師師、、幫人遛狗等工作幫人遛狗等工作。。 「「我錯誤地以為我錯誤地以為，，助學貸款可以幫我尋夢助學貸款可以幫我尋夢，，但實際上它阻礙了我追尋夢想但實際上它阻礙了我追尋夢想
。。」」

美國教育部發放的所有助學貸款全部來自於納稅人所交稅款美國教育部發放的所有助學貸款全部來自於納稅人所交稅款。。據皮尤慈善信託援引美國教育據皮尤慈善信託援引美國教育
部的報告部的報告，，截至截至20192019年年1212月月，，43004300萬美國學貸持有者里萬美國學貸持有者里，，有約有約2020%%（（接近接近900900萬萬））借款人違約借款人違約
。。根據布魯斯金學會的計算根據布魯斯金學會的計算，，這樣的違約率這樣的違約率，，將導致教育部每年花費納稅人將導致教育部每年花費納稅人30703070 億美元億美元，，且未包且未包
括括20192019 年以前發放的所有助學貸款中的預期壞賬數額年以前發放的所有助學貸款中的預期壞賬數額。。

據美國公共電視台報導據美國公共電視台報導，，助學貸款違約率最高的人群助學貸款違約率最高的人群，，反而是借款數額最少的人群反而是借款數額最少的人群（（少於少於11
萬美元萬美元）。）。因為他們大部分是輟學人群因為他們大部分是輟學人群，，離開學校后成了低收入人群離開學校后成了低收入人群。。在美國在美國，，違約後果十分嚴違約後果十分嚴
重重。。首先首先，，違約人的信用分會掉到谷底違約人的信用分會掉到谷底。。其次其次，，債權人有權扣押違約人的工資收入等債權人有權扣押違約人的工資收入等。。此外此外，，違違
約人的職業聲譽備受打擊約人的職業聲譽備受打擊。。如有職業執照如有職業執照，，它可能面臨被吊銷它可能面臨被吊銷。。在美國在美國，，信用分除了決定一個人信用分除了決定一個人
將來是否可以申請房貸將來是否可以申請房貸，，車貸等貸以及貸款利率的優惠程度車貸等貸以及貸款利率的優惠程度，，還意味著一個人是否誠實守信還意味著一個人是否誠實守信。。維維
持良好的信用分持良好的信用分，，在租房購房求職等日常生活里舉足輕重在租房購房求職等日常生活里舉足輕重。。20082008年後年後，， 「「你信用分多少你信用分多少？？ 「「甚至甚至
成為美國男女相親時的開場白成為美國男女相親時的開場白。。所以所以，，幾乎所有人都會竭盡所能的避免信用分下降幾乎所有人都會竭盡所能的避免信用分下降。。總而言之總而言之，，
助學貸款人所經歷的痛苦和可怕的經歷是無法用語言來形容的助學貸款人所經歷的痛苦和可怕的經歷是無法用語言來形容的。。

許多美國學生背上了負擔不起的利滾利助學貸款許多美國學生背上了負擔不起的利滾利助學貸款
年僅年僅1818歲學生並不明白助學貸款利滾利的噩夢歲學生並不明白助學貸款利滾利的噩夢

據統計據統計，，截至截至20202020年底年底，，全美共有約全美共有約45004500萬人背負助學貸萬人背負助學貸
款款。。許多借款人覺得自己快淹死了許多借款人覺得自己快淹死了；；有些人不敢想像他們還有些人不敢想像他們還
清所有債務的未來清所有債務的未來。。

今日聯邦助學貸款平均利率在今日聯邦助學貸款平均利率在22..7575%-%-55..3030%%之間之間，，
私營助學貸款的利率為私營助學貸款的利率為33..3434%-%-1212..9999%%。。美國大學畢美國大學畢
業生的負擔在可見的未來有增無減業生的負擔在可見的未來有增無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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