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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倫敦13日綜合外電報導
）倫敦交易所鋁價今天觸及每公噸
3000美元，創下13年來首見。漲勢來
自市場預期目前供應問題恐成為常態，
同時需求繼續攀升。

鋁價在過去3週勁揚15%後，今天
繼續走高。利多來自中國推動減少氣體
排放及節省電力政策，同時製鋁所需原
料鋁土礦產國幾內亞發生政變，引發外
界擔憂供應中斷。

倫敦金屬交易所（London Metal
Exchange）鋁價今天一度上漲2.6%至
每噸3000美元，創下2008年以來盤中
最高價紀錄。中國市場鋁價今天更一度
大漲 5.4%至人民幣 2萬 3790 元，為
2006年以來最高價。

煉製需要大量電力的鋁，過去一年
價格已大漲約2/3。高盛集團（Gold-

man Sachs Group）分析師柯里（Jeff
Currie）等人今天發布報告指出： 「鋁
礦供應在中國面臨的政策風險正在升高
，在歐洲聯盟（EU）也愈來愈是如此
。」

他們表示，由於歐盟碳權和電力供
應價格目前皆處於歷史高點，當地煉鋁
廠也正面臨成本上漲壓力。

儘管高盛分析師不認為幾內亞近期
政變會顯著衝擊鋁土礦供應；但他們指
出，當地緊張局勢仍可能製造更多物流
瓶頸，使得鋁價繼續面臨上漲可能性。

在美國芝加哥召開的港口鋁峰會
（Harbor Aluminum Summit）當中，
許多與會人士認為，今年其餘時間和明
年多數時間，供應問題將繼續困擾鋁業
。有些人甚至預期，最長恐須5年時間
才能解決。

供應出問題供應出問題 國際鋁價創國際鋁價創1313年新高年新高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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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內亞共和國駐休斯敦名譽總領事
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We were so glad to visit Pastor Wong and his
wife at their beautiful home in The
Woodlands, Texas. We had not seen them in
many years since the last time at their old
house in Sugar Land. When we walked into
their house, we were so happy to see them
with such smiling faces.

Many years ago when Pastor Wong came to
Houston, Texas, and started the West
Houston Chinese Church in west Houston, it
was because of his hard work that he built up
the foundation for the church. Today, the
West Houston Chinese church has become
one of the largest Chinese churches in Texas.

For more than thirty years Pastor Wong was
a community spiritual leader and he attended
many community events and delivered good

will messages to all of them. As wife of the
pastor, Mrs. Wong always accompanied him
and took care of his many scheduling details.

Today we are so happy to see that Pastor
Wong has retired to a beautiful home with a
garden in the backyard. In our
communication we all felt that the time has
just passed so fast, but Pastor Wong’s
contributions to our community will last
forever.

Pastor Wong has now reached his 80’s.
Both he and his wife are retired with a happy
family and with big smiles. Both of them are
spiritual winners.

0909//1313//20212021

Pastor WongPastor Wong’’s Smiles Smile

今午前往位於武蘭市黃繼榮牧師家拜訪，
多年不見的牧師和師母仍然十分健談，看來十
分硬朗的身體，我們也感到十分高興。
已经是多年前的往事了，我們見証了黃牧

師在休斯敦西區中國教會的教會活動，那裡是
一個簡陋的平房，在他多方之奔走下，終於奠
定了今天西區中國教會建堂三十週年之基石。
近數十年來，我們看到黃牧師奔走在社區

的婚喪喜慶之間，他的笑容和祝詞溫暖和撫平
了多少人的心，黃師母更是陪伴在側，是他最
佳的助理和生活伙伴。
今午我們在他家一座佈置優雅的平房裡，

滿牆的全家福和生活之記憶，誏人特別溫馨。
黃牧師令尊大人是我國早年公費在美國耶

魯大學留學之公費生，學成後回國報效祖國，
堪稱愛國之書香世家。
言談中我們都感慨時光飛逝，黃牧師及師

母目睹并溶合在社區之生活中，他們為大家提
供慰藉，引導人去反省自我，超越自我，完
善自我為人的生活提供願望、行動的根基。
年逾八旬的繼榮牧師退休了，他奉獻備生

精力，為他的生命注入活水，照亮了無數人的
昏暗，帶來了和平、和諧、真善美之曙光，

可以說他使永恆浸入自己生命之中。

牧師的微笑牧師的微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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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時局

菲防長：有必要全面審議美菲同盟關系

綜合報導 據路透社報道，

菲律賓國防部長洛倫紮納周三

表示，有必要全面審議菲律賓

與美國的同盟關系。他指出，

菲律賓從與美國的這種關系中

獲得的好處，還不如來自非締

約盟國的。

在紀念《美菲共同防禦條

約》（MDT）簽訂70周年的在

線活動中，洛倫紮納表示，當前

有必要“升級、更新”兩國的同

盟關系，並明確“美國承諾的限

度”。

洛倫紮納在華盛頓的美國戰

略與國際研究中心講話時說道：

“我們在馬尼拉被問到的一些問

題是，菲律賓還需要 MDT 嗎

，我們應該修改它嗎？很明顯，

我們需要對締結的聯盟進行全面

審查。”

洛倫紮納在華盛頓與美國官

員會面時表示，美國與其第二

次世界大戰的敵人日本簽訂的

條約，在明確其是否適用於太

平洋海域時，要比美國與菲律

賓簽訂的條約更為明確。這解

釋了為什麼有七成菲律賓人支

持杜特爾特總統有關與中國保

持接觸而不是對抗的呼籲，並

且超過一半的菲律賓人懷疑在

所謂“南海爭端”中美國作為

菲律賓同盟的可靠性。

洛倫紮納還說，美菲關系

“必須隨著承認新的地緣政治現

實而做出改變，尤其是中國的崛

起。”他表示，兩國應考慮修

改 MDT 和其他防務協定，以

確保雙方能夠更好地應對所謂的

“灰色地帶威脅”。

此外，洛倫紮納的講話還響

應了了杜特爾特對美國不願向菲

律賓提供最先進武器的抱怨。他

說，馬尼拉正處於前所未有的軍

事現代化計劃之中，需要的是比

美國早前提供的越戰時期武器

更好的裝備。洛倫紮納說：

“非條約盟友一直在從美國獲

得數十億美元的軍事援助和先

進的武器系統，也許像菲律賓

這樣面對亞洲主要對手的長期

盟友，理應得到同樣多甚至更多

的援助和承諾。 “

洛倫紮納發表上述言論之

前，杜特爾特於 7 月 29 日恢

復了此前終止的《訪問部隊協

議》（VFA），該協議規定了美

軍、軍事相關人員以及軍事裝備

進入菲律賓的條件、活動範圍以

及可獲得的便利等內容。早前由

於美國拒絕向作為杜特爾特盟友

的菲律賓參議員發放簽證後，杜

特爾特下令終止了《訪問部隊協

議》。

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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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馬來西亞衛生部長哈伊裏· 賈邁勒丁宣

布，馬來西亞已從即日起開始為18歲以下青少年接種

新冠疫苗。首批接種人群為16到17歲青少年和12到

15歲罹患有慢性疾病的高風險青少年群體。

哈伊裏介紹，位於馬來西亞東部的沙撈越當日成

為該國首個為青少年接種疫苗的州屬；雪隆地區(首都

吉隆坡和近鄰的雪蘭莪州)、納閩聯邦直轄區的青少年

也將於隨後開始接種疫苗。

沙撈越已超越此前長時間居首的雪蘭莪州，近三

天都是馬來西亞單日新增確診病例最多的州屬。馬來

西亞新學期將於今年10月初開學。沙撈越州首席部長

日前表示，希望能在開學前為該州全體16到17歲青少

年完成疫苗接種。

截至目前，馬來西亞已為該國約七成成人完成疫苗

接種，並計劃到10月底實現全體成年人完成疫苗接種。

據馬衛生部通報稱，截至8日中午12時，該國在

過去24小時新增確診病例19733例。進入9月以來，

除兩天外，馬來西亞單日新增確診病例都保持在2萬

例以下。

已基本實現成年人完成疫苗接種後，此前疫情最

為嚴重的雪隆地區近日新增病例顯著減少。馬來西亞

人口最多、經濟最發達的雪蘭莪州8日新增病例已下

降到3000例以內，吉隆坡當日新增病例則為537例。

在八月初，雪隆地區單日新增病例總計曾逾萬例。

截至目前，馬來西亞累計確診病例已超過 190

萬例。

國際原子能機構12月派專家訪日
審查核汙水入海計劃

綜合報導 日本經濟產業省發布消

息稱，關於東京電力公司福島第一核電

站處理水排放入海問題，已經與國際原

子能機構(IAEA)達成一致，IAEA將在12

月前後向第一核電站派遣評估安全性的

調查團。

報道稱，IAEA 將在日本預定的

2023年春天開始排放核汙水前，匯總報

告。在開始排放後，也繼續開展安全性

評估。

據日本經產省介紹，調查團由

IAEA和國際專家組成。對於排放的水

的狀態、處置程序的安全性、輻射影響

，將根據IAEA的安全標準開展評估。

此外，其他國家的分析機構也將參加日

本實施的海水和魚的放射性物質監測，

提高信賴度和透明度。

為與日方磋商而訪日的IAEA副總

幹事莉迪· 埃夫拉爾，8日視察了第一核

電站。她考察了核汙水凈化裝置、保管

處理水的儲罐群、正在探討設置排放設

備的港灣地區等，還與東電交換了技術

性意見。

埃夫拉爾稱：“將進行客觀、科學

的評價。我們將傾聽所有擔憂，並給予

回應。”

韓國金浦愛妓峰和平生態公園
開始試營業

綜合報導 自韓國金浦市政府

獲悉，位於金浦市的“愛妓峰和

平生態公園”於當天開始試營業

。

據金浦市政府工作人員介紹

，愛妓峰和平生態公園位於朝鮮

半島唯一南北共同利用水域空間

，是代表和平與和諧的象征性地

點。公園內設有和平空間、生態

空間、未來空間和歷史之廊等四

個主題展區，並設有可以眺望朝

鮮的瞭望臺、影像館和VR(虛擬

現實)體驗設施等。

在和平空間，遊客可以透過

巨型落地玻璃，全景式欣賞僅一

江之隔的朝鮮境內風景；在生態

空間，植物、昆蟲、魚類等造型

的藝術品懸置其中，展現祖江地

區多樣的自然環境；在未來空間

，藝術家將自然與人類的未來價

值通過視覺藝術進行呈現，遊客

可以自由詮釋和欣賞；在歷史之

廊，則可以一覽金浦市的歷史沿

革和地理變化，展現金浦在各個

時代經歷的歷史。在VR體驗館中

，遊客可以登上由愛妓峰開往開

城的VR列車，以3D效果體驗高

麗王朝時期的開城遺址。

值 得

一提的是

，公園內

還建有一

座“和平

鐘”。這

座鐘以英

文“UN”

為設計元

素，鐘身

上有朝鮮

戰爭戰場

上收集到的彈殼痕跡，並刻有朝

鮮半島地圖和和平鴿圖案，體現

人們對半島和平的珍視。

據悉，愛妓峰和平生態公

園將於今年 10 月 7 日正式營業

，屆時在韓國金浦機場將設有

接駁車輛，方便遊客抵達公園

參觀。

【【李著華觀點李著華觀點:: 緬甸內戰緬甸內戰 ----下一個敘利亞的翻版下一個敘利亞的翻版】】

（綜合報道）當地
時間9月11日，行駛在
南非高速公路上的一輛
卡車被發現超載，交警
在檢查時竟然發現車中
裝有106具屍體。

西開普省交通和公
共工程部官員米切爾
（Daylin Mitchell）證實
，執法人員發現一輛卡
車在前往東開普省的途
中超載，車上載有106
具屍體。作為例行檢查
的一部分，卡車被攔停
在南非N2公路一處地磅
檢查點。據悉，這些屍
體是被送去進行火化的。

米切爾表示，“11日下午，警察在西
薩默塞特N2高速公路的薩默塞特地磅點攔
下了一輛卡車。當發現卡車超載時，司機告
知警察，他正在把屍體運往東開普省。”交
通官員立即暫時關閉了該地區，並將現場移
交給執法部門和當地衛生部門，以進一步調
查此事。

西開普省衛生部門表示，正在等待最終
確認這輛卡車上發現的106具屍體是否死於
新冠病毒感染。該部門發言人稱，交警攔下
了這輛卡車。該司機向交警出示了將屍體運
往東開普省火化的所有文件，最後他被允許
繼續運送。由於提供了必要的許可證，衛生
部門預計這不會給公眾造成任何風險。

承運屍體的公司表示，在檢查結束後，
該公司又派出了另一輛卡車，兩輛卡車都被

允許繼續運輸，因為所有的屍體都有必要的
合法文件。該公司發言人稱，西開普省殯儀
業者被迫將屍體運到相鄰省的Gqeberha，
是因為當地一些火葬場已經關閉，而其他一
些火葬場無法處理如此龐大數量的屍體。

這名公司發言人還稱：“目前，梅特蘭
和德班維爾的火葬場都無法接收更多的屍體
。（西開普）省內其他火葬場也無法接收任
何屍體。我們也承受著來自那些希望至少在
一周內領取骨灰的死者家屬的壓力。”

報導稱，新冠疫情給殯葬業帶來了壓力
，這已不是什麼秘密。僅在南非豪登省，第
三波疫情就導致土葬和火葬急劇增加。約翰
內斯堡城市公園管理處發言人此前表示：
“5月份我們火化或土葬了1920具屍體，6
月份的數字增加到 3568 具……數字驚人
……前7個月已經超過了去年的總數。”

南非一輛卡車因超載被交警攔下南非一輛卡車因超載被交警攔下
裡面竟裝有裡面竟裝有106106具屍體具屍體

根據英國BBC等外電報導, 效忠於翁山蘇姬
的緬甸聯邦議會代表籌組的”全國團結政府”(
National Unity Government -NUG) 在杜瓦拉希
拉領導下已正式號召各地國民組織武裝起義,向敏
昂萊的軍政府宣戰, 這場由影子政府對抗軍政府
的內戰孰勝孰負尚難預測, 不過內戰必讓緬甸未
來充滿災難, 經濟陷入困境, 製造外逃難民,成為下
一個敘利亞,絕非緬甸人民之福。

緬甸是一個以佛立國的家邦, 佛塔寺廟是這
個國家的特異風景線, 百姓相信善業有善報，惡
業有惡報, 但自從敏昂來將軍二月初政變奪權後
，強行逮捕包括翁山蘇姬在內的全國民主聯盟政
府領導人後，軍政府倒行逆施, 為鞏固政權而濫
殺無辜，示威者格殺勿論, 但人民揭竿而起,示威
與遊行成日常例行活動,到處有年輕人身影, 他們
含著淚水嘶喊怒吼,但換來一場場血腥屠殺,緬甸
人權組織”援助政治犯協會”統計，已超過1000
人慘死於軍政府之手。

據保護記者會稱，軍政府為箝制新聞自由, 至
少監禁了40名記者, 他們遭到慘無人道毆打酷刑

, 而聯合國只有口頭譴責而坐視不管, 對於緬甸駐
聯合國代表資格審查迄今竟不敢決定。為抵制軍
政府, 拜登總統已停止美國與緬甸的貿易協定, 並
採取旅行禁令和資產凍結，阻止軍政府從紐約聯
邦儲備銀行提走10億美元民選政府所存放的資金
, 不過對軍政府制裁的力道有限, 而NUG組建的
人民國防軍雖號稱代表人民行使2020年大選賦
予的權力, 但產生不了任何制衡的作用, 東南亞國
協在4月召開緊急會議 達成五點共識，要求敵對
雙方應和解談判, 只可惜迄今無效, 如今”人民國
防軍” 因普遍獲得各路反政府軍組織強力支持,
在每村莊鄉鎮與城市發動起義護國戰爭, 如能獲
美國強大軍事武力協助, 實力不容小覷, 不過由於
俄羅斯已資助軍政府, 且長久擁護軍政府的反叛
份子僧侶威拉杜適時從獄中被釋放, 增加了軍政
府實力。

民主與選舉是當今普世價值，但緬甸軍政府以
武力奪走人民的資產, 軍政府除非還政於民, 否則
這個政府終將垮台, 因為沒有一個政府可以違逆
民主與選舉的時代潮流與趨勢。

【綜合報道】當地時間12日，意大利民
防部報告新增新冠確診病例4664例，死亡34
例。截至當天 18 時，全國累計確診病例
4606413例，累計死亡病例129919例。

據 報 導 ， 意 大 利 全 國 醫 師 聯 合 會
(FNOMCEO)12日公佈的數據顯示，到目前
為止，全國已有94%的醫護人員接種了新冠
疫苗，在全國登記在冊的46萬名專業醫生中
，大約有1500名未接種疫苗，其中644名醫
生因未能按要求接種疫苗而被停職。

意大利全國外科醫生和牙醫聯合會主席
阿內利(Filippo Anelli)表示，新冠疫情期間，
醫療系統經歷了許多醫生逝世的悲劇，前兩

波大流行中，每個月幾乎都有約60名醫生死
亡。但自從開始接種新冠疫苗後，再沒有醫
務人員死亡記錄。

意大利拉齊奧大區主席津加雷蒂表示，
拉齊奧大區將從13日開始接種第三劑新冠疫
苗，以確保疫苗接種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整
個接種工作將從脆弱群體開始。

意大利衛生部長斯佩蘭扎也指出，將不
斷繼續擴大綠色通行證使用範圍。此外，從
9月最後十天開始，全國將陸續推出第三劑
新冠疫苗接種，未來幾天將公佈第三劑疫苗
受益人的詳細信息。

意大利醫務人員疫苗接種率達意大利醫務人員疫苗接種率達9494％％ 全國或開打第三針全國或開打第三針



秘魯報告67例Mu感染病例
專家警告該變體有免疫逃逸性

綜合報導 秘魯國家衛生研究所(INS)傳染病醫生萊利· 索拉裏表示，

自5月在Moquegua發現第一個病人以來，秘魯已經報告了67例新冠病毒

Mu變體的確診病例。

據報道，萊利· 索拉裏指出，目前在全國13個大區和Callao都發現

了這種新冠變體。專家認為該變體具有免疫逃逸的特性。

萊利· 索拉裏透露，已經接種疫苗的10名患者因這一變體而感染了新

冠病毒，盡管她指出“這些人都沒有出現嚴重癥狀”。

世界衛生組織(WHO)已將Mu變體列為“待觀察變種”，目前存在

於39個國家，包括秘魯。該變體首次在哥倫比亞被檢測到，也是造成哥

倫比亞第三波疫情的主要變體。今年4月至6月期間，哥倫比亞感染和

死亡人數達到創紀錄的水平，使醫院系統處於崩潰的邊緣。

3日上午，秘魯衛生部免疫執行主任加布裏埃拉· 希門尼斯在接受采

訪時強調，秘魯31%的目標人群已經接種了兩劑新冠疫苗，38%的人只

接種了一劑疫苗。他說，未來的目標將是為全國所有地區的30歲及以上

年齡組接種疫苗。

希門尼斯強調，在上一次“疫苗馬拉松”活動中，接種第二劑的人比例很

高，每個地區每天都有大約4萬人接種，全國每天大約有40萬人接種。

總額56.46億美元
中國成智利上半年最大外資來源地

綜合報導 智利外國投資促進局(InvestChile)最新發布的數據顯示，

2021年1月至6月，中國為智利最大的外國投資來源地。在此期間，中

國在智投資總額達56.46億美元，同比增長26%，位列美國(50.83億美元

，+15%)和加拿大(40.56億美元，+32%)之前。

據報道，中國在智利投資興趣增加，從智利投資者簽證(Visa para

inversionistas y comerciantes)的發放數量可以看出。據統計，2014年1月

至2021年5月，智利發放的14125份投資者簽證中，有7543份面向中國

投資者，占比高達53%。

智利外國投資促進局局長安德烈斯· 羅德裏格斯(Andrés Rodríguez)認為

，中國在智投資項目已經遍布所有行業。他說：“從投資金額上來看，能源

項目以38.49億美元的投資總額領先。近年來，智利的能源行業吸引了一些中

國企業的投資，如中國國家電網和中國長江三峽集團。我們希望在未來，能

有更多的中國企業對在智投資產生興趣，特別是在綠色氫氣方面。”

羅德裏格斯還提到中國科興(Sinovac)在智新建疫苗工廠的投資項目，並

稱這一項目對於整個智利來說，都具有積極意義。此外，他還強調，這

一投資總額在6000萬美元的項目，會在智利科技部、智利天主教大學

(UC)，以及其他公共和私營部門的協調合作下完成。

“我認為在私營部門、學術界和國家政府的合作基礎上，我們可以

探索到更多的機會。”羅德裏格斯說。

德國社民黨與肖爾茨支持率雙占鰲頭
但能否一路笑到大選呢？

將於9月26日舉行的德國聯邦議會

選舉近期受到廣泛關註。一方面，作為

歐盟的核心成員國之一，德國在此次大

選後將產生新的總理以取代自2005年底

以來一直擔任總理的默克爾。另一方面，

隨著大選日期臨近，德國選情出現明顯

變動，自8月底起社會民主黨長期低迷

的支持率一路攀升，先後超越綠黨和聯

盟黨（由基民盟和基社盟組成），於9

月初社民黨支持率達到25%。社民黨的

領先地位是曇花一現，還是會就此持續？

對社民黨支持率攀升背後的成因分析，

或許是一個可供參考的視角。

肖爾茨支持率上升的帶動效應
德國大選每四年舉行一次，選出至

少598名聯邦議會議員，以確定各黨派

在議會中的席位。獲得席位最多黨派的

總理候選人最有可能成為德國總理。598

個議席中，一半來自299個選區直接選

出的各選區代表，另一半根據黨派得票

率分配。可見，黨派支持率至關重要，

而總理候選人支持率是通過影響黨派支

持率來影響選舉結果的。

在目前支持率領先的三個黨派中，

社民黨最早於去年8月就確定了該黨總

理候選人，即現任副總理兼財政部長肖

爾茨。聯盟黨（默克爾所在政黨）和綠

黨則於今年4月才分別敲定候選人為拉

舍特和貝爾伯克。

肖爾茨行事穩健，在面對今年的疫

情反彈和洪水災情時其領導的財政部應

對妥當。而拉舍特和貝爾伯克則頻頻失

誤，導致支持率大幅下挫。8月29日舉

行的首場電視辯論中，肖爾茨的穩健形

象進一步獲得肯定，其個人能力、領導

力、親和力和可信度均獲得較高評價。

9月2日公布的“德國趨勢”權威民

調顯示，肖爾茨的支持率高達43%，大

幅領先於拉舍特的 16%及貝爾伯克的

12%。8月初的同一民調中，肖爾茨的支

持率為35%，拉舍特和貝爾伯克則分別

為20%和16%。相對應地，社民黨的支

持率從8月初的16%上升至9月初的25%

，聯盟黨和綠黨的支持率則分別由27%

和21%降至20%和16%。可見，肖爾茨作

為總理候選人的支持率對於社民黨的支

持率具有明顯拉動作用。

安全顧慮下註重變中求穩的政治效應
社民黨的支持率4月底時曾低至13%

，但在8月取得明顯上升，這顯然同重

大外部事件——阿富汗局勢有關。作為

北約成員國，德國參與美國主導的阿富

汗軍事行動長達20年，派出軍事人員數

量僅次於美國，截至去年底的花費高達

120億歐元（約合人民幣920億元）。塔

利班迅速控製阿富汗政權，宣告了北約

軍事幹預的最終失敗，德國政府則因誤

判阿富汗形勢、情報能力欠缺，及阿富

汗撤僑行動遲緩等受到國內問責，作為

執政黨的聯盟黨首當其沖，其支持率受

到顯著影響。就連默克爾本人的聲望也

受到影響，幾乎所有黨派都將阿富汗事

件定義為德國聯邦政府的戰略性失敗。

德國民眾的安全顧慮上升是阿富汗

事件的必然結果。首先是對恐怖主義的

擔憂。塔利班重新控製阿富汗令國際社

會擔憂恐怖主義是否會卷土重來。8月

26日，在北約部隊還未完全撤退時，恐

怖主義組織“伊斯蘭國”就對喀布爾機

場實施了連環爆炸的恐怖襲擊，恰恰印

證了國際社會的擔憂。德國在2016年曾

遭遇多起恐怖襲擊，對恐怖主義的安全

顧慮將成為當下較長時期內民眾的關註

點。其次是對難民湧入的擔憂。經歷過

2015年難民危機的德國民眾，雖然認同

對曾幫助過德國軍隊的阿富汗人提供幫

助，但無法接受大量難民湧入。

安全顧慮的上升，加之大選後總理變

更已幾乎無可避免，選民會較以往更為追

求穩定而非變革，在這一形勢下，強調變

革的綠黨就很難獲得高的支持率，而傳統

大黨的優勢會有所凸顯。在執政的聯盟黨

因阿富汗戰略的失敗而遭受支持率下滑

後，聯合執政的社民黨及經驗豐富的肖爾

茨支持率上升。此外，社民黨在疫情防控

、危機管理等社會安全領域也得到選民認

可，基層的務實作風功不可沒。

疫情影響下審視收入分配的經濟效應
近年來，德國經濟表現差強人意。

2019年，德國實際GDP增長率僅為0.6%

，2020年在新冠疫情沖擊下更是衰退了

4.9%，表現均不及歐元區整體水平。

2021年前兩個季度，德國的環比經濟增

長率分別為-2.1%和1.5%，表現同樣不及

歐元區的-0.3%和2.0%。可見，這段時期

的德國經濟總量幾乎沒有增長，甚至有

所收縮，這一情形下，收入分配往往會

引起社會關註。

加之疫情沖擊下，德國收入差距進

一步擴大：酒店、旅遊及工業雇員因封

鎖措施遭遇降薪，但電商、金融等行業

雇員則收入上漲。疫情下，德國民眾更

切身感受到了收入差距的擴大。2021年1

月，德國工會聯合會（DGB）的一份長

達90頁的關於財富分配的研究報告提出

，雖然德國分配後的基尼系數（0.289）

達到了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國

家的平均水平，但已較2010年的系數值

明顯增加。此外，德國的財富分配呈現

高度不平等特征，其1%的最富裕人口占

據的財富相當於總人口87.6%的人所擁有

的財富，這一不平等程度在報告觀察的

20多個富國中排在第五位。

在8月29日的首輪電視辯論中，稅

收政策與社會公正被作為重點話題之一

，選民對其關註程度可見一斑。社民黨

屬於中左翼，代表勞工利益，其競選綱

領中也明確提出對富人增加3%的個人所

得稅、增加財產稅等主張，與聯盟黨的

全面減稅主張形成對比。

當然，當前的民調支持率與最終的

選舉結果是兩碼事，況且在正式大選之

前還有三場電視辯論，最終結果還很難

預測。不過，就政治效應和經濟效應來

看，社民黨的支持率上升可能會存在一

定黏性。

涉嫌操縱種子價格，德國巴斯夫等外資公司遭印度突擊搜查
綜合報導 兩名消息人士告

訴路透社，當地時間周三，印

度反壟斷監管機構以“涉嫌合

謀定價”為由突擊搜查了幾家

蔬菜種子公司駐當地辦事處，

其中包括德國巨頭巴斯夫的一

家子公司。

印度競爭委員會 (CCI) 官

員突擊搜查了“巴斯夫印度”

和至少其他三家蔬菜種子公司

的辦事處，行動涉及的城市包

括新德裏附近的古爾岡、印度

IT中心班加羅爾和南部的海得

拉巴市。

巴斯夫印度公司的一位發

言人證實了對位於古爾岡的紐

內姆（Nunhems，系 2018 年巴

斯夫從拜耳公司收購的業務）

辦公室的突擊搜查。 “我們尚

未確認搜查的確切原因，我們

嚴格遵守法律合規和商業道德

的高標準，將盡一切可能支持

官方調查，”她說。

路透社公布了此事細節後

，“巴斯夫印度”的股價跌幅

擴大至3.7%，隨後在孟買交易

中收復部分跌幅，收盤時下跌

2.1%。

印度CCI沒有立即回應置

評請求，遭到突擊搜查的其他

公司的名稱尚不清楚。

關於案情和突擊搜查的更多細

節也無法獲得，因為CCI沒有

公開任何與其對涉嫌合謀定價

調查有關的信息。

近年來，印度反壟斷監管機

構在調查涉嫌操縱價格案件期間

突擊搜查了幾家外資公司，其中

包括啤酒巨頭嘉士伯和大宗商品

交易商嘉能可。通常在此類突擊

調查中，公司官員會受到訊問

，文件和計算機硬盤也會被沒

收，隨後監管機構會隨著調查

的進行來開展分析。

意大利水手發現長著豬臉的胖鯊魚
外形萌萌噠還是瀕危物種

綜合報導 一群意大利水手在遇到一

條鯊魚後感到震驚和困惑，這個胖家夥看

起來就像豬和鯊魚的奇怪後代。這條不同

尋常的生物是被一艘停泊在意大利厄爾巴

島波托費拉約鎮達塞納· 梅第西亞號上的

海軍艦艇上的船員發現的。

船員們看到它後大感驚奇，迅速把這個

奇怪的生物從水裏撈出來，才發現它看起來

好像有鯊魚的身體，但又有與眾不同的豬

臉。那胖乎乎的身體，也似乎隨了豬的體

型，看起來有點奇怪，又有點萌萌噠。

不過，據海洋專家說，這實際上是尖吻

棘齒鯊，通常生活在水下700米左右。由於

其獨特的外表，大家也將這種深海怪鯊稱為

豬臉鯊。雖然生活在海底深處，但尖吻棘齒

鯊目前被國際自然保護聯盟列為瀕危物種，

原因就是這家夥也不在乎自己是不是瀕臨滅

絕，偶爾也會浮到水面上看看新世界。

這次意大利水手看到豬臉鯊，給它拍

照後分享到了社交媒體上，沒想到立即被

瘋傳。數以百計的評論如潮水般湧來，其

中有一群人自以為是地批評船員們故意捕

獲並殺死這條瀕臨滅絕的鯊魚。不過，事

實上他們把它送到了港務局進行研究。

來自厄爾巴島水族館的尤裏· 提伯托

（Yuri Tiberto）說，雖然尖吻棘齒鯊很罕見

，但在該地區還是比較多。“它通常被稱為

‘豬鯊’，不僅臉像豬，從水裏出來的時候還

會發出咕嚕聲，跟豬叫差不多。在托斯卡納群

島附近的海洋裏，生物種類繁多，這種鯊魚並

不罕見。當地漁民也時不時報告稱自己的漁網

又逮住了豬鯊。之前，我們有想過將其引入水

族館，後來放棄了，這家夥確實不適合圈養。

豬鯊通常生活在大西洋東部和地中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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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當地時間9月14日，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將舉行一場罷免該州州長紐森的特殊
選舉，以決定紐森的去留。

此次選舉的特殊性在於，民主黨籍州長在加州這個“深藍州”（美國政治選舉中民主黨候
選人的大本營）深陷罷免危機，而最有可能代替他擔任州長一職的竟是一位支持美國前總統特
朗普的共和黨人。

儘管在美國歷史中，僅有兩位州長在此類選舉中遭罷免，且加州的民主黨籍註冊選民佔據
數量優勢。但華盛頓的民主黨政客仍難掩對此次選舉結果的擔心。此前，總統拜登、副總統哈
里斯均發聲力挺紐森，拜登還於選舉前一日親自前往加州為紐森拉票。

對於國會山的民主黨人士而言，此次罷免選舉的結果不僅影響著大本營加州的政治走向，
更將對國會參議院的政治力量格局產生決定性影響。而在2020年大選失利的共和黨人士看來，
本月14日的選舉將極大地提振其士氣，2022年中期選舉爭奪戰的號角已經吹響。
罷免選舉緣何而來？

在加州，針對州長紐森的罷免動議源起於2020年2月。最初，反對者基於稅收、移民等政
治問題欲罷免紐森。隨著新冠疫情在美蔓延，要求罷免紐森的呼聲呈現增強的態勢。

疫情暴發之初，紐森因率先發布首個“居家令”，將加州感染率控制在較低水平，收穫外
界讚揚。但隨著疫情的持續加劇，民眾開始對抗疫措施產生“疲勞”，該州的形勢也發生了改
變。 《今日美國》報導稱，儘管紐森採取了最嚴格的抗疫命令，加州仍成為美國新冠暴發中心
。在這期間，支持罷免紐森的加州民眾隨之增多。

然而，罷免投票最終得以成立，主要歸因於紐森自身的“行為失當”。據美國有線電視新
聞網（CNN）報導，疫情期間，紐森一方面勸阻加州民眾不要在假期探望家人，他自己卻於去
年11月被曝出席了世界上最高檔的餐廳之一——“法國洗衣房”（French Laundry）的晚宴，
且沒有佩戴口罩。

儘管紐森為出席晚宴道歉，承認自己“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但不少民眾認為紐森此舉
是一種虛偽且脫離現實的行為。在這之後，要求罷免紐森的民眾不斷增加。據美國消費者新聞
與商業頻道（CNBC）報導，今年春天，紐森的反對者收集了近 150 萬民眾的簽名（相當於
2018年州長選舉中12%的選票），符合觸發罷免投票的條件。

加州州國務卿韋伯此前表示，舉行這場投票並不代表州長已被罷免，最後的結果將由選民
在9月14日投票決定。

在這次的選票上，加州選民將對兩個問題做出選擇，一個是“是否同意罷免紐森”，還有
一個是“你希望誰來接替紐森成為加州州長”。如果第一個問題的投票率超過半數，即50%以
上的選民選擇“是”，那麼州長候選人中得票率最高者將會成為新的加州州長；如果超過半數
的人選擇“否”，紐森將繼續留任。
特朗普支持者成有力競爭者

眼下，在46名州長候選認中，共和黨籍、非裔保守派電台主持人拉里•埃爾德的支持率遠
高於其他候選人。

加州公共政策研究所最近的一項調查顯示，有26%的受訪者更傾向於支持埃爾德，而其他
主要的候選人的支持率則為個位數：聖地亞哥前市長凱文•福克納為5%，商人約翰•考克斯為
3%，州議員凱文•凱利為3%，真人秀明星、前奧運選手凱特琳•詹納為1%。

至於埃爾德的政治立場，半島電視台介紹稱，埃爾德反對墮胎，希望終止紐森提出的接種
疫苗和佩戴口罩的要求。此外，他還是一位特朗普的“鐵粉”，他曾表示“特朗普幾乎是上帝
派來的”。

值得注意的是，埃爾德在其職業生涯中還曾發表過一系列涉嫌性別歧視的爭議性言論。半
島電視台報導稱，他曾推廣了一本上世紀50年代的書籍《如何成為一名好妻子》，此書告訴女
性要為丈夫準備晚餐、不要抱怨，並聲稱女性對政治、經濟和時事認知不如男性。據《洛杉磯
時報》報導，埃爾德還暗示，此前參與反特朗普的“女性大遊行”（Women's March）中的女
性免遭性侵犯，原因是她們缺乏吸引力。

在埃爾德支持率高漲的同時，據《今日美國》報導稱，所有共和黨候選人均反對強制新冠
疫苗和佩戴口罩的命令，不少人表示將推翻紐森的此前頒布的防疫措施。

實際上，在加州，罷免民選官員的做法並不罕見。據CNBC介紹稱，自1913年以來，加州
民眾總共發起了179次罷免動議。而在這之中，只有小部分的動議獲得了足夠的簽名。就州長
級別的官員而言，僅時任民主黨籍州長格雷•戴維斯於2003年遭罷免，由共和黨籍好萊塢影星
阿諾德•施瓦辛格接任。

儘管從歷史來看州長被罷免的概率較低，且加州民主黨與共和黨的註冊選民比例接近2比1

，但民主黨人仍對此次罷免投票憂心忡忡。其原因在於，近月來，加州共和黨選民對罷免紐森
的選舉熱情度較高。據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和民調公司YouGov 8月初的調查顯示，72%
的共和黨註冊選民表示他們“非常願意投票”，而民主黨選民對應比例則為61%。

不過，美國FiveThirtyEight網站綜合多家民調數據顯示，截至9月10日，加州有56.2%的註
冊選民支持紐森留任，有41.6%傾向於罷免紐森。
選舉或引發“政治震盪”？

從實際情況來看，當觀察到總統拜登、副總統哈里斯、前總統奧巴馬以及其他主要民主議
員紛紛力挺紐森時，便意味著此次罷免選舉所帶來的政治影響或許超乎想像。

拜登此前發表聲明支持紐森留任。聲明寫道，紐森“正在領導加州渡過一場前所未有的危
機，他是對抗疫情和讓經濟恢復更好的關鍵夥伴”。據《今日美國》報導，拜登還於當地時間
9月13日親赴加州為紐森拉票。此外，哈里斯上週參加了紐森在舊金山灣區的競選活動。她警
告稱，此次選舉的結果將在全國引起反響，並可能對婦女的生育權、移民和工人的權利產生威
脅。

“加州就好似潮流引領者。”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拉斯金公共事務學院主任澤
夫•雅羅斯拉夫斯基表示，這就好比當加州打噴嚏時，全國其他地方都會感冒一樣。他補充說
，加州罷免民主黨州長將是一場“政治地震”，將震動全國其他地區。

更為重要的是，民主黨人擔心，此次“政治地震”或將打破國會參議院微妙的政治平衡。
其關鍵在於，加州民主黨參議員黛安•費恩斯坦已88歲高齡，外界愈發擔心其能否完成剩餘任
期。據CNBC分析稱，若一位共和黨人士成功取代紐森的職位，那麼其很可能任命一名共和黨
議員來填補費恩斯坦的位置，而此舉將顛覆民主黨在參議院微弱多數的席位，進而阻礙拜登政
府在國會推進其政治議程。

與此同時，州長候選人埃爾德的表態也印證了民主黨人的擔憂。他在一檔保守派廣播談話
節目中表示：“他們（民主黨人）擔心我將用共和黨人取代她（費恩斯坦）。我肯定會這樣做
，這將是華盛頓的地震。”

而在參加州長競選的共和黨人看來，這次選舉可能會為加州翻開嶄新的一頁。眼下，加州
正在應對野火和乾旱等極端天氣，且缺乏可負擔得起的住房。 “加州現在正處於危機之中。不
僅是自然災害，還有像紐森這樣的政客製造的人為災難。”此次罷免投票的初始召集者之一蘭
迪•伊科尼表示。

無論最終投票結果如何，對於所有共和黨人而言，舉行此次罷免投票莫過於一次巨大的激
勵。半島電視台援引南加州大學包容性民主中心（Center for Inclusive Democracy）主任明迪•
羅梅羅的觀點指出，美國的中期選舉通常會有利於輸掉上次大選的政黨，而這次罷免選舉給共
和黨人傳遞出一個強烈的信號——“我們正在奪回我們的國家。”

（綜合報導）2018年，美國特朗普政府發起“中國行動計劃”，在美高校四處搜尋所謂的
“中國學術間諜”。時至今日，這項充滿種族主義色彩的計劃仍在繼續，而一批教授和學者無
法忍受、怒而反抗。

當地時間9月13日，一封由177名美國斯坦福大學教職工聯署的公開信對外公佈。
公開信顯示，他們在上周致信美國司法部長加蘭德（Merrick B. Garland），指責“中國行

動計劃”引發“寒蟬效應”，從而損害美國的研究和技術競爭力，因此要求他終止該計劃。
三年前，美政府發起“中國行動計劃”（The China Initiative）。美方聲稱，該計劃旨在阻

止商業機密和其他專利信息向中國轉移，將重點關注“接受美政府資助並在中國工作或交流的
美國研究人員”。

據路透社13日報導，在這一計劃實施的三年中，美國司法部公佈了至少27起相關案件細節
，其中一些案件已經結案、一些案件被撤銷，還有一些案件仍在進行中。

被指控的學者中不乏麻省理工學院和哈佛大學的教授，以及作為訪問學者赴美的中國科學
家。

9月9日，美國田納西州一位聯邦法官宣判美國田納西大學諾克斯維爾分校華人教授胡安明
無罪。此前，胡安明被指控在申請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一個研究項目的經費時隱瞞
了其在中國的職務。

值得一提的是，胡安明是因“中國行動計劃”控罪而出庭受審的首名科學家，因此此案備
受關注。

近幾個月來，其他幾起類似案件最終也是如此。今年7月，美國檢方撤銷了對五名訪問學
者的起訴，後者曾無端被控隱瞞“與中國軍方的關係”。 7月晚些時候，數十名民主黨議員要

求美司法部長加蘭德調查“反復出現的針對亞裔個人錯誤的針對行為”。
當地時間9月8日，177名來自美國斯坦福大學教職工聯名致信美司法部長加蘭德，要求他

終止“中國行動計劃”。這封公開信於13日對外公佈。
公開信顯示，斯坦福大學教職工指責“中國行動計劃”充滿種族主義色彩，損害了美國的

研究和技術競爭力。美國針對華裔的不成比例的調查，引發了“寒蟬效應”，使得學者不願意
前往美國。

信中寫道，針對學者的許多案件都同涉及撥款項目或簽證表格的“欺詐”相關，而非商業
機密的竊取。

在公開信最後，斯坦福教職工強調：“為應對中美關係帶來的挑戰，我們強烈敦促你終止
‘中國行動計劃’，轉而發展一段避免種族定性的替代計劃，從而推動有意且重要的合作和人
才交流。”

當被問及對“中國行動計劃”的批評時，美國司法部發言人仍舊嘴硬，宣稱美國政府將繼
續打擊“（中國）政府破壞美國國家安全和損害美國經濟的非法行為”。

對於美司法部的說辭，公開信組織者之一、斯坦福大學自然科學院高級副院長邁克爾遜
（Peter Michelson）不以為然。他直言，美國聯邦調查局在大多數情況下所做的是恐嚇他人。

另一位組織者、斯坦福大學物理學家基弗森（Steven Kivelson）說，他之所以參與聯名，是
因為他看到他的華裔同事因為“中國行動計劃”而遭受惡劣環境的折磨。

前美國能源部長、諾貝爾獎得主、斯坦福大學教授朱棣文（Steven Chu）也是聯名信的參
與者之一。他在接受路透社採訪時稱，“中國行動計劃”不僅無助於保護美國技術優勢，而且
有可能削弱美國在科學方面的領先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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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州州長深陷罷免危機 或將在全美掀起政治“地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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閩莆田24人染疫 初判為Delta
源頭疑為新加坡入境人員 隔離期9次核檢陰性

10日晚上，莆田市召開新聞發布會通報，對莆田仙遊縣楓亭鎮一小學在校學生新冠病
毒核酸檢測時，發現兩名學生（兩人為親兄
弟），核酸檢測結果呈陽性，立即擴大核酸採
樣，又發現一名學生和三名學生家長核酸檢測結
果呈陽性。截至10日18時，發現六人檢測結果呈
陽性。10日，經專家研判，此次疫情源頭疑似為
新加坡入境人員林某傑導致的傳染鏈條。會上有
關負責人表示，此次新加坡境外輸入病例經21天
集中隔離，其間9次核酸檢測結果均為陰性、1次
血清檢測也為陰性，9月10日核酸檢測結果呈陽
性，病毒潛伏期較長。

11日下午，莆田市人民政府新聞辦公室召開
新聞發布會稱， 截至11日16時，此次疫情累計
報告新冠病毒核酸陽性24例，其中6例確診、18
例無症狀感染者。國家衞生健康委11日派出工作
組赴福建莆田市指導疫情處置工作。

多地醫護馳援 抽調方艙助陣
發布會通報，目前已把此次疫情19個相關病

例的標本送福建省疾控中心進行基因測序，採取

溶解曲線法進行快篩，結果初步判定為Delta毒
株，基因測序預計2天至3天內會出來。根據流調
結果，判定莆田仙遊縣楓亭鎮秀峰村、耕豐村、
九社村、蘭友社區、霞街社區五地為中風險地
區，仙遊縣楓亭鎮鋪頭社區、麟山村兩地為高風
險地區。

據莆田市疾控中心主任凌龍美介紹，疫情發
生後，當地組織了1,100名核酸檢測人員，對仙遊
縣楓亭鎮進行擴大核酸檢測，截至9月11日16
時，累計採集81,938人份樣本，檢測結果陰性
10,102份，陽性24份，正檢及結果待報71,836
份。在9月10日對秀峰等6個重點村進行核酸檢
測的基礎上，擴大到對全鎮24個村總人口10.1萬
的核酸檢測。11日之內將全部完成。

據福建仙遊縣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工作指揮部
通報，因疫情防控要求，娛樂場所、電影院等場
所暫停營業。11日，莆田市科技館臨時閉館，莆
田市圖書館主館暫停所有線下活動。截至11日，
仙遊縣共設置集中隔離點（隔離酒店）14個，隔
離房間1,342間，集中隔離885人。

此外，截至11日，福州、廈門、泉州調派

456名採樣和核酸檢測人員緊急馳援莆田。與此
同時，福州、廈門抽調2個移動方艙實驗室和1台
移動檢測車，抵達莆田，莆田市全市核酸檢測能
力可達一天檢測12萬管。

湖南等地排查莆田旅居史人員
莆田發現疫情後，湖南湖北兩省向市民發布

緊急提醒，要求旅居莆田仙遊人員要主動報備，
寧夏則排查半月內旅居仙遊返寧人員。據湖南省
疾控中心消息稱，8月26日（含）以來有仙遊縣
楓亭鎮旅居史的人員、仙遊縣其他地區入湖南者
和莆田市其他縣區入湖南者必須主動報備。湖北
省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網站10日亦發布消息稱， 8
月19日（含）以來有莆田市旅居史的往返湖北人
員要主動向當地社區進行健康申報；如無必須，
建議近期不要前往莆田市。

此外，寧夏也緊急排查旅居仙遊返寧人員。
《寧夏日報》9月11日報道顯示，寧夏緊急組織
排查8月27日以來有莆田市仙遊縣旅居史返寧人
員，凡發現上述人員應立即對其實施7天居家健
康監測和2次核酸檢測措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
京報道）新冠病毒變異株仍在全球流
行，中國疫苗研發進展備受關注。國
藥集團中國生物首席科學家張雲濤日
前表示，研發抗擊變異株的疫苗是國
家戰略，是底線思維方式。目前，已
有針對變異株的疫苗做儲備，公眾接
種的新冠滅活疫苗仍然非常有效，未
來在對特殊人群接種加強針時，仍會
沿用滅活疫苗，這對於抗擊國際當前
主要流行的德爾塔株、貝塔株仍非常
有效。他表示，國藥有望在明年中期
獲得相關數據，推動針對變異株疫苗
的上市。

國藥集團日前發布了四款二代新
冠疫苗，其中包括兩款針對變異株的
新冠滅活疫苗，一款廣譜重組蛋白疫
苗、一款mRNA疫苗。對於變異株疫
苗的研發，張雲濤日前在接受央視訪
問時表示，疫苗研發必須經過嚴格臨
床前研究，獲得臨床批件以後，還要
系統進行Ⅰ、Ⅱ、Ⅲ期臨床。

由於中國疫情防控較好，現在沒
有大規模病例，所以臨床研究要安排
在海外進行。獲得臨床批件以後，國
藥將加速在海外開展變異株疫苗的臨
床研究工作，希望能在明年中期獲得
相關數據，推動針對變異株的疫苗上
市。

張雲濤強調，現有新冠滅活疫苗
對德爾塔株、貝塔株仍然非常有效。
他表示，從國內近期包括廣州、南京
等地疫情看，完成全程免疫即接種兩
針疫苗14天之後的人群，相較於不打
疫苗或沒有完成全程免疫的人群來
講，感染大幅度降低。疫苗對重症死
亡和中度症狀發病的保護也非常明
顯。“通俗地講，打了疫苗，完成全
程免疫以後，感染概率大幅度降低，

即使感染，發病也仍然是輕症。”張雲濤說，
目前內地沒有發現打了疫苗出現重症和死亡的
病例。

科興疫苗南非啟青少年Ⅲ期臨床試驗
另據報道，內地另一家主要新冠疫苗生產

企業科興，日前已在南非開展針對6個月到17歲
兒童和青少年的新冠疫苗Ⅲ期臨床試驗。

約有2,000名義工將參與這次臨床試驗，他
們將會被注射兩針疫苗或安慰劑，中間間隔28
天。研究人員將根據相關指標做出評估。南非
衞生產品監管局7月初已經批准了科興疫苗在成
年人中緊急使用，相信科興疫苗能很快落地南
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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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榕蓉 福

州報道）福建省莆田市10日突現新冠

肺炎疫情。自10日福建莆田仙遊縣發

現6例核酸檢測陽性後，11日再新增

18例無症狀感染者。中國國家衞生健

康委11日派出工作組赴福建莆田市指

導疫情處置工作。莆田已將多地調整

為中高風險區，娛樂場所等已停業，

出省出市的公共交通也已暫停。根據

福建專家初步判斷莆田此次疫情病毒

株係德爾塔（Delta）毒株。

��(���

●疫情發生後，莆田組織了1,100名核酸檢測人員，對仙遊縣楓亭
鎮進行擴大核酸檢測。截至9月11日16時，累計採集81,938人份
樣本， 網上圖片

●莆田市擴大到對全鎮24個村總人口
10.1萬的核酸檢測。 網上圖片

●●莆田多地出省出莆田多地出省出
市的公共交通已暫市的公共交通已暫
停停。。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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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聞

（中央社）內政部今天發布109年下半年低度用電住宅數為88萬2634宅，占全國房屋稅籍住
宅類宅數比率9.96%，是98年統計以來首度降到10%以下，低度用電住宅數量最多縣市依序為新北
市、高雄市、台中市。

內政部表示，為了解可供居住使用但用電頻率偏低的住宅情形，利用房屋稅籍資料與台電用電
資料勾稽後，上半年採5、6月，下半年採11、12月平均用電度數，低於60度的住宅，界定為低度
使用（用電）住宅，外界多視為空屋調查指標之一。

內政部說，經分析，全國低度使用（用電）住宅比率從98年的高峰11.49%，長期呈現下降趨勢
，109年下半年為9.96%，不只較上半年10.05%下降0.09個百分點，且是從98年統計以來，首次降
至10%以下。

內政部指出，就縣市別觀察，109年下半年各縣市低度用電
住宅數，以新北市13萬1300宅最多，其次是高雄市10萬8316
宅，第3為台中市9萬3291宅；各縣市低度用電住宅比率，前3
分別為金門縣18.13%、宜蘭縣16.29%、台東縣15.02%。

另外， 「新建餘屋（待售）住宅」是指 「住宅市場上，私法
人興建與完成第一次登記之後，首次進入市場有銷售可能而未售出的住宅，且為低度使用（用電
）住宅的一部分」，不含預售市場餘屋。

內政部說，考量住宅市場性因素，取屋齡5年內的新成屋為新建餘屋（待售）住宅的篩選基礎
，每季統計一次。雖然109年第4季住宅類建築物使用執照核發2萬9113宅，為105年第1季以來
新高，住宅供給增加，但全國新建餘屋（待售）住宅數量已連續4季減少，109年第4季減到6萬
9581宅，為105年第3季以來新低。

內政部指出，就6都而言，新建餘屋（待售）住宅數量由高至低，依序為新北市1萬4474宅、
台中市9618宅、桃園市8841宅、高雄市8259宅、台南市5310宅、台北市4226宅；與前季比較，
只有台中市數量增加，其餘5都數量都減少

(綜合報道）解封效應浮現，主計總處今天公布7月工業及服
務業統計，全體受僱員工人數、經常性薪資雙雙終止連2月下跌
，轉為上揚，總工時也明顯增加，顯見隨著國內疫情趨緩，勞動
市場需求跟著止跌回升。

據主計總處統計，7月底工業及服務業全體受僱員工人數
806.5萬人，和6月底相比，增加4.4萬人；其中製造業增加1.5萬
人，住宿及餐飲業增加1.2萬人，批發及零售業增加7000人。

此外，7月全體受僱員工經常性薪資平均為新台幣4萬2923
元，也月增0.74%、年增1.28%。

主計總處國勢普查處副處長陳惠欣說明，5 月中旬國內
COVID-19（2019冠狀病毒疾病）疫情升溫，全國進入疫情第三
級警戒，影響勞動市場，受僱員工人數、薪資、工時都呈現下跌
；不過7月國內疫情趨緩，指揮中心逐步鬆綁管制措施，可以看
到勞動市場需求止跌回升。

陳惠欣指出，不只受僱員工人數回升，以經常性薪資為例
，7月批發零售業月增1.91%、住宿餐飲業月增3.75%，藝術、娛
樂及休閒服務業人數與上月持平，但經常性薪資也成長2.21%。

總工時方面，住宿餐飲、批發零售，藝術、娛樂及休閒服

務業均較上月成長，尤其以藝術娛樂及休閒服務業總工時增加最
多、達23.3小時。

陳惠欣說明，7月上旬還在三級警戒，但13日先是微解封，
27日起調降為二級警戒，運動場館、遊樂場、美術館、餐飲都有
適度鬆綁，因此可以看到相關行業總工時顯著提升。

陳惠欣也說，國內疫情獲得穩定控制，8月管制措施也持續
鬆綁，加上適逢暑假活動旺季，預期住宿餐飲、休閒等相關行業
將穩步回溫，勞動市場指標應可獲得改善。

解封效應 7月受僱人數、薪資齊止跌回升

科技部：台灣掌握未來30年創新源頭

颱風璨樹持續北移颱風璨樹持續北移 北部防豪雨北部防豪雨
颱風璨樹持續往北移動颱風璨樹持續往北移動，，中部以北中部以北、、宜花宜花、、各地山區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各地山區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北部北部

山區山區、、宜蘭可能出現豪雨以上等級的降雨宜蘭可能出現豪雨以上等級的降雨。。

全國低度用電住宅 109年下半年比率首次低於10%

(綜合報道）科技部長吳政忠表示，台灣三大科
學園區營業額中，積體電路占比高、達到71%， 台灣
很幸運可以掌握未來30年產業創新的源頭，隨著半
導體產業蓬勃發展，評估也有機會發展精準健康產業
。

科技部今天舉行 「科學園區2021年上半年營運
記者會」，三大科學園區上半年營業額達到新台幣1
兆7128.28億元，年成長25.2%。

吳政忠表示，台灣三大科學園區營業額中，積
體電路占比約71%，未來10年是一個數位科技跟傳統
產業結合的時期，疫情催化台灣這塊發展。台灣很幸
運的是，未來10到20年的產業競爭中，所有傳統產
業都必須要有半導體放在裡面，台灣掌握晶片技術，
等於是掌握大腦。

吳政忠認為，台灣掌握未來30年產業創新的源
頭，也就是半導體晶片產業，觀察半導體產業蓬勃發
展，應該也會外溢到其他傳統產業，像是精準健康產
業，其中有許多數位科技與晶片的應用。另外，5G
跟6G發展，星鏈計畫（Starlink）未來在地球上方會
發射幾萬顆低軌衛星，同樣會衍生許多商業機會。

根據科技部統計，台積電營業額在科學園區上
半年營業額占比約34%，媒體關注台積電在高雄設廠
的進度。吳政忠說，看媒體報導才知道，目前台灣半

導體產業會因應變局增加布局，半導體公司要在哪布
局都有自己考量，政府會全力支援。

他舉例，台積電在美國設廠，日本也有策略布
局，這是全球大企業必須做的布局，但是全球半導體
IC產業不可能全部都在台灣生產，因為各國也會有
戰略考量，台灣的戰略就是把最大主體部分放在台灣
，包括研發技術部分。

台灣今年規劃新設屏東與嘉義科學園區進度，
南科管理局局長蘇振綱表示，已經完成可行性評估，
預定今年10月完成籌設計畫，如果年底順利核定的
話，明年會展開土地變更、環評等一系列工作，希望
2個科學園區有機會2023年開始施工。

蘇振綱指出，在產業聚焦部分，屏東科學園區
會結合既有南科半導體、光電、綠能科技的基礎，屏
東科學園區規劃聚焦在智慧農醫、循環經濟綠色材料
、太空科技。嘉義是農工大縣，預計在嘉義科學園區
發展智慧農業，結合附近醫院發展精準健康、智慧載
具，轉變為智慧科技園區。

吳政忠也提到，設置新科學園區時，都會先評
估水電供給，嘉義、屏東科學園區後續也會跟經濟部
接洽，確保水電無虞才會設置，今年上半年水情嚴峻
，氣候變遷確實是重要議題，也都有提醒三大科學園
區時時節水因應、謹慎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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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僑界發表共同聲明美南僑界發表共同聲明 聲援臺灣參與聯合國聲援臺灣參與聯合國

休士頓全僑慶祝中華民國休士頓全僑慶祝中華民國110110年雙十國慶年雙十國慶
系列活動開幕典禮系列活動開幕典禮，，於周日上午盛大舉行於周日上午盛大舉行

（（本報訊本報訊））第第7676屆聯合國大會訂於屆聯合國大會訂於99月月1414日在聯合國總部日在聯合國總部
開議開議，，美南地區僑界為展現支持中華民國臺灣參與聯合國美南地區僑界為展現支持中華民國臺灣參與聯合國，，由僑由僑
務委員吳光宜務委員吳光宜、、張世勳張世勳、、陳美芬陳美芬、、陳建賓陳建賓、、劉秀美劉秀美、、詹正治及陳詹正治及陳

世修發起聯署臺灣參與聯合國活動共同聲明世修發起聯署臺灣參與聯合國活動共同聲明，，傳達僑胞支持臺傳達僑胞支持臺
灣參與國際事務的立場灣參與國際事務的立場。。這項活動經駐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這項活動經駐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
長羅復文於長羅復文於99月月1212日在日在 「「110110年雙十國慶系列活動開幕典禮年雙十國慶系列活動開幕典禮」」
上登高一呼上登高一呼，，獲得前聯邦眾議員獲得前聯邦眾議員Pete OlsonPete Olson、、史坦福副市長譚史坦福副市長譚
秋晴及糖城市議員秋晴及糖城市議員Carol McCutcheonCarol McCutcheon的響應的響應。。

截至今日為止截至今日為止，，參與聯署共同聲明的僑團有參與聯署共同聲明的僑團有：：休士頓臺灣休士頓臺灣
社社、、達拉斯臺灣同鄉會達拉斯臺灣同鄉會、、休士頓國際領袖基金會休士頓國際領袖基金會、、達福地區台達福地區台
灣商會灣商會、、北德州歌林郡臺灣商會北德州歌林郡臺灣商會、、休士頓臺灣同鄉會休士頓臺灣同鄉會、、休士頓休士頓
臺灣商會臺灣商會、、北美臺灣人教授協會德州分會北美臺灣人教授協會德州分會、、台灣人公共事務協台灣人公共事務協
會北德州分會會北德州分會、、休士頓關懷救助協會休士頓關懷救助協會、、紐奧良臺灣同鄉會紐奧良臺灣同鄉會、、達達
拉斯臺心合唱團拉斯臺心合唱團、、奧斯汀臺灣同鄉會奧斯汀臺灣同鄉會、、奧斯汀臺灣商會奧斯汀臺灣商會、、奧斯奧斯
汀臺中姊妹市協會汀臺中姊妹市協會、、休士頓中華老人服務協會休士頓中華老人服務協會、、休士頓客家會休士頓客家會
、、休士頓僑界雙十國慶籌備會休士頓僑界雙十國慶籌備會、、松年學院松年學院、、美南臺灣旅館公會美南臺灣旅館公會
、、華僑協會華僑協會、、中華保健中心中華保健中心、、華人福利會華人福利會、、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世界華人工商婦女
企管協會美南分會企管協會美南分會、、華僑愛國聯合總會美南分會華僑愛國聯合總會美南分會、、世界廣東同世界廣東同
鄉會鄉會、、實踐校友會及休士頓臺大校友會等實踐校友會及休士頓臺大校友會等2828個僑團個僑團。。
共同聲明全文如下共同聲明全文如下：：

共共 同同 聲聲 明明
第第7676屆聯合國大會即將於屆聯合國大會即將於99月月1414日日，，以以 「「透過希望打造堅透過希望打造堅

韌韌--自自COVID-COVID-1919疫情復甦疫情復甦、、永續重建永續重建、、回應地球所需回應地球所需、、尊重人尊重人

民權及振興聯合國民權及振興聯合國」」 為主題開議為主題開議。。後疫情時代萬端挑戰需全球齊後疫情時代萬端挑戰需全球齊
心合力面對心合力面對，，臺灣兩年來在控制疫情及全球關鍵物資供應等方面臺灣兩年來在控制疫情及全球關鍵物資供應等方面
表現優異表現優異，，我等代表美南僑界呼籲聯合國接納中華民國臺灣為建我等代表美南僑界呼籲聯合國接納中華民國臺灣為建
設性夥伴設性夥伴，，協助落實協助落實 「「20302030永續發展目標永續發展目標」」 。。

新冠肺炎新冠肺炎(Covid-(Covid-1919))為全球社會及經濟帶來災難性衝擊為全球社會及經濟帶來災難性衝擊，，世世
界各國寄望聯合國領頭終止危機界各國寄望聯合國領頭終止危機。。聯合國祕書長古特瑞斯聯合國祕書長古特瑞斯（（AnAn--
tonio Guterrestonio Guterres））今年今年66月表示月表示，，新冠肺炎疫情揭露了彼此的脆新冠肺炎疫情揭露了彼此的脆
弱與相互連結性弱與相互連結性，，也說聯合國與各國人民都需要仰賴各方的參與也說聯合國與各國人民都需要仰賴各方的參與
。。世所公認世所公認，，臺灣有效應對疫情臺灣有效應對疫情、、快速因應全球供應鏈的需求快速因應全球供應鏈的需求，，
並對國際盟友提供實質援助並對國際盟友提供實質援助，，都證明它能在聯合國體系中扮演關都證明它能在聯合國體系中扮演關
鍵角色鍵角色，，成為建設性夥伴成為建設性夥伴。。

我們同時呼籲聯合國我們同時呼籲聯合國，，應立即採取行動解決應立即採取行動解決22,,350350萬臺灣人萬臺灣人
民被不當排除在聯合國體系之外的情形民被不當排除在聯合國體系之外的情形，，並給予臺灣人民及媒體並給予臺灣人民及媒體
進入聯合國參訪進入聯合國參訪、、出席或採訪會議與活動的權利出席或採訪會議與活動的權利，，確保臺灣有權確保臺灣有權
平等平等、、尊嚴的參與實現尊嚴的參與實現 「「永續發展目標永續發展目標」」 相關會議機制及活動相關會議機制及活動，，
並做出貢獻並做出貢獻。。

我等認為我等認為，，拒絕有能力貢獻的夥伴是國際社會的損失拒絕有能力貢獻的夥伴是國際社會的損失，，臺灣臺灣
是良善的力量是良善的力量，，現在正是邀請臺灣參與聯合國現在正是邀請臺灣參與聯合國，，並和國際盟友合並和國際盟友合
作達成作達成 「「永續發展目標永續發展目標」」 的時候的時候。。

美國政界友人在開幕典禮上表達支持臺灣參與聯合國美國政界友人在開幕典禮上表達支持臺灣參與聯合國

（（休士頓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秦鴻鈞報導 ））休士頓全僑慶祝中華民國雙十國慶休士頓全僑慶祝中華民國雙十國慶
系列活動開幕典禮系列活動開幕典禮，，於周日於周日（（99月月1212日日））上午十時起上午十時起，，在僑教中在僑教中
心前廣場盛大舉行心前廣場盛大舉行。。是日是日，，嘉賓雲集嘉賓雲集，，包括中美政要包括中美政要、、僑務榮譽僑務榮譽
職人員及各系列活動主辦社團負責人職人員及各系列活動主辦社團負責人，， 「「國慶系列活動籌備會國慶系列活動籌備會」」
主任委員劉志忠首先在開幕典禮上致詞主任委員劉志忠首先在開幕典禮上致詞：：感謝當天與會的僑務委感謝當天與會的僑務委
員陳美芬員陳美芬、、張世勳張世勳、，、，劉秀美劉秀美、、陳建勳陳建勳，，以及僑務諮詢委員王敦以及僑務諮詢委員王敦
正正、、黎淑瑛黎淑瑛、、王秀姿王秀姿、、甘幼蘋甘幼蘋，，今天是休士頓全僑慶祝中華民國今天是休士頓全僑慶祝中華民國
雙十國慶系列活動的開幕式雙十國慶系列活動的開幕式，，也是全僑迎接光輝十月也是全僑迎接光輝十月，，大家為我大家為我
們國家的生日們國家的生日，，獻上祝福獻上祝福。。為了此盛大莊嚴的國慶活動為了此盛大莊嚴的國慶活動，，大家一大家一
起辛苦的籌備了幾個月起辛苦的籌備了幾個月，，他特別感謝羅處長的創意建議他特別感謝羅處長的創意建議，，及中華及中華
公所主席黃泰生公所主席黃泰生、、江麗君的協助江麗君的協助，，今年共有今年共有2323項戶外項戶外（（高爾夫高爾夫
球賽球賽、、自行車自行車、、放風箏等放風箏等））及室內及室內（（書畫展書畫展、、醫療講座醫療講座、、演講及演講及
歌唱比賽歌唱比賽））以及將於以及將於1010月月3131日舉行的國慶晚宴等日舉行的國慶晚宴等。。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羅復文處長在致詞時特別提到三大不變羅復文處長在致詞時特別提到三大不變：：疫疫
情情、、天熱以及全僑支持政府辦事處的心不變天熱以及全僑支持政府辦事處的心不變。。他深深感謝大家的他深深感謝大家的
付出付出，，深信今後各項活動會順利深信今後各項活動會順利、、圓滿圓滿。。他也提到最近前幾天美他也提到最近前幾天美
南地區的聖湯瑪士大學和高雄的文藻外語大學正式簽約合作成立南地區的聖湯瑪士大學和高雄的文藻外語大學正式簽約合作成立

「「華語中心華語中心」」 ，，這是台美教育的一項突破這是台美教育的一項突破，，全美第一全美第一，，這都是這都是
處內同仁的全力付出的結果處內同仁的全力付出的結果。。其他還有台美科技等各項活動其他還有台美科技等各項活動，，
都在進展中都在進展中，，他感謝僑領代表對辦事處的支持他感謝僑領代表對辦事處的支持，，他期望各僑領他期望各僑領
、、社團代表社團代表，，彼此團結彼此團結、、和諧和諧。。最後最後，，他特別提醒大家在活動他特別提醒大家在活動
和疫情之間和疫情之間，，保持平衡保持平衡。。

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表示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表示：：我們今天能在此見面我們今天能在此見面，，表示我表示我
們都平安們都平安、、健康健康。。我們的國家也是一樣我們的國家也是一樣，，這一這一、、兩年來兩年來，，面對面對
不同的挑戰不同的挑戰，，我們都挺過來了我們都挺過來了。。未來也一樣堅強未來也一樣堅強、、堅韌堅韌，，面對面對
不同形式的挑戰不同形式的挑戰。。

當天出席的貴賓也一一致詞當天出席的貴賓也一一致詞：：福遍縣警長福遍縣警長Eric FaganEric Fagan 祝賀祝賀
台灣享有民有台灣享有民有、、民治民治、、民享的政府民享的政府，，大家一起工作大家一起工作，，祝賀中華祝賀中華
民國國慶民國國慶。。前國會議員前國會議員Pete Olson,Pete Olson,祝賀中國人民在台灣享受祝賀中國人民在台灣享受
自由自由、、民主的政治民主的政治。。斯坦福市副市長譚秋晴表示斯坦福市副市長譚秋晴表示：：我很榮幸我很榮幸，，
我生在台灣我生在台灣，，很高興很高興Pete OlsonPete Olson 能與我同來能與我同來，，共祝國慶共祝國慶，，這這
在疫情期間誠屬不易在疫情期間誠屬不易。。糖城市市議員糖城市市議員Carol McCutcheonCarol McCutcheon 表示表示
：：她很榮幸來參加中華民國國慶活動她很榮幸來參加中華民國國慶活動，，每一個社團都在慶祝國每一個社團都在慶祝國
慶慶。。Sugar LandSugar Land 有很多來自台灣的人有很多來自台灣的人，，我很高興與你們同賀我很高興與你們同賀
國慶國慶，，祝國慶快樂祝國慶快樂。。

當天國慶開幕典禮的司儀孫玉玟也按國慶系列活動順序簡介當天國慶開幕典禮的司儀孫玉玟也按國慶系列活動順序簡介
即將主辦活動名稱及社團負責人即將主辦活動名稱及社團負責人。。分別為分別為：：國慶名家書法繪畫聯國慶名家書法繪畫聯
展展（（許勝弘許勝弘）、）、國慶兒童風箏製作國慶兒童風箏製作（（林琬真林琬真）、）、雙十臺灣美食烹雙十臺灣美食烹
飪飪（（孫玉玟孫玉玟）、）、國慶醫療講座國慶醫療講座（（江麗君江麗君）、）、國慶盃高爾夫球賽國慶盃高爾夫球賽
（（許勝弘許勝弘）、）、國慶福遍郡慶祝遊行國慶福遍郡慶祝遊行（（陳清亮陳清亮）、）、雙十中秋賞月雙十中秋賞月
（（辜千慈辜千慈）、）、國慶小花博國慶小花博（（黃以法黃以法）、）、國慶自行車比賽國慶自行車比賽（（張世曉張世曉

）、）、國慶壁報展國慶壁報展（（林琬真林琬真）、）、國慶花藝展覽國慶花藝展覽（（許勝弘許勝弘）、）、國慶寶國慶寶
島電影院島電影院（（劉志忠劉志忠// 楊嘉玲楊嘉玲 ）、）、國慶華台客語演講比賽國慶華台客語演講比賽（（馮啓豐馮啓豐
）、）、雙十國慶西畫展雙十國慶西畫展（（李美音李美音）、）、國慶秋遊國慶秋遊（（劉秀美劉秀美）、）、國慶升國慶升
旗典禮旗典禮、、國慶茶會及頒獎典禮國慶茶會及頒獎典禮（（劉志忠劉志忠）、）、國慶風箏節國慶風箏節、、雙十國雙十國
慶健行慶健行、、雙十國慶野餐雙十國慶野餐（（劉志忠劉志忠、、唐心琴唐心琴、、黃泰生黃泰生、、江麗君江麗君）、）、
國慶歌唱比賽國慶歌唱比賽（（馮啓豐馮啓豐）、）、國慶青年羽球賽國慶青年羽球賽（（辜千慈辜千慈）、）、國慶晚國慶晚
宴宴（（劉志忠劉志忠）、）、國慶特刊國慶特刊（（劉志忠劉志忠）。）。
當天還有照團體照等活動當天還有照團體照等活動。。

圖為羅復文處長圖為羅復文處長（（右右66 ））陳奕芳主任陳奕芳主任（（右右44））劉志忠主委劉志忠主委（（右右55 ））及及
貴賓共有為開幕剪綵貴賓共有為開幕剪綵。（。（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圖為雙十國慶籌備會人員合影圖為雙十國慶籌備會人員合影。（。（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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