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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03-TOP ONE群智貸款C6_A1

713 - 364 -7788 
832 - 498 - 7566

群智貸款

Michelle Young  
 通國、英、粵語、韓語

● 外國人貸款，保證最低
   最低利息。B1, B2, 
   J1保證通過
● 只要一年P&L盈虧表，
   不查稅表
● W2用一年VOE貸款方式
● 不查收入貸款
● Construction Loan,
   Lot Loan

NMLS#270061 RMLO 

Saturday, 9/25/2021

（中央社）根據 「全球金融中心指數」公布
的最新排名，紐約毫無意外維持龍頭地位，其次
是英國倫敦，於此同時，中國境內各城市的排名
都退步。

路透社報導，全球金融中心指數（GFCI）
由英國Z/Yen集團與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
院共同發布。

英國在去年 12 月完成脫歐後，無法准入歐
盟的金融市場，最新排名對於倫敦而言尤其可說
是鬆了一口氣。

全球金融中心指數發表聲明說： 「儘管過去
18 個月期間的劇變，紐約與倫敦相對強勢的表
現顯示，這兩個城市的金融服務業仍設法維持他
們的實力。」

亞太地區的香港及新加坡在總體排名分居第
3和第4，不過評比積分都減少25分。

Z/Yen Group 執行董事長梅奈里（Michael
Mainelli）說： 「我們在第30期GFCI結果發現兩
個現象，首先是歷經2020年的動盪後，對北美
及西歐經濟復甦的信心，還有就是在COVID-19

（2019冠狀病毒疾病）疫情肆虐之際，亞太各金
融中心在迅速崛起且經濟穩定後，維持平穩。」

他說： 「競爭依然激烈，除了排名分居第1
與第2的金融中心之外，在滿分1000的評比積分
中，排名第3至第8的金融中心差距僅5分。」

至於金融科技中心的排名，紐約與上海仍分
居第1及第2，由於英國把有利於金融科技的政
策置於優先，倫敦提升兩個名次至第3。

全球金融中心指數最新排名全球金融中心指數最新排名 紐約穩居龍頭紐約穩居龍頭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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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百課程為升學及生涯精設，新的人生今天就啟航
疫情阻止不了您追夢，讓休斯頓社區大學HCC成為您飆昇美好未來的發射台！

HCC西南校區學科種類
數碼及信息技術 | 基礎科學 | 健康科學 | 

工商業 | 視覺及表演藝術 | 其他各類學科

課程詳情，請訪網站：HCCS.EDU

報名方式：
HCCS.EDU/VIRTUALLOBBY 
HCCS.EDU/APPLY 
713.718.2000
713.718.2277

師資雄厚、學費低廉的HCC有數百門優質課程供您選擇，線上教學或校園安全上課靈
活可變，最快數月就能獲取文憑證書，迅速在科技、健康、高級製造、工程及商貿等
熱門行業覓得高薪火熱的職位。學習兩年可獲副學士學位（A.A.S./A.S.），學分可轉
入四年制大學，只需再讀兩年就能取得學士學位，在職場更勝一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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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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fessor Yang Chen-Ning is celebrating his
100th birthday today. He was born on
September 22, 1922, in Anhwei, China. He is
a physicist whose research with Dr. Lee
Tsing-Dao showed that parity of the
symmetry between physical phenomena
occurring in the right-handed and
left-handed coordinate system is violated
when certain elementary particles decay.

This discovery earned both of them the Nobel
Prize for physics for 1957.

Since 1965, Dr. Yang has been a professor
at the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at Stony
Brook at Long Island, New York.

Professor Yang met his wife Weng Fan for
the first time at Shantou University in
Guangdong Province in 1995. Later, Yang
was accompanied by his late wife and
daughter Li Tu to meet the KMT general.

When he was 82, he
re-married to
28-year-old Weng Fan.
Yang called it a final
blessing from God.

In 2003, Dr. Yang went
back to China to
continue his work in
education until the
present.

We really want to
congratulate this
outstanding Chinese
American scholar for his
contribution to the world!

Happy birthday, Dr.
Yang, and many happy
times to come.

0909//2424//20212021

Professor Yang Celebrates OneProfessor Yang Celebrates One
Hundred-Year-Old BirthdayHundred-Year-Old Birthday

出生於一九二二年九月二十二日
的楊振寧教授在北京清華校園度過了
他百年壽辰，我們在此為他獻上滿滿
的祝福。

出生在安徽合肥的楊教授，是早
期留美學生， 由於他在物理學上之
貢獻，於一九五七年和李政道博士同
獲諾貝爾獎，他提出的米爾斯理論是
當代最重要的物理學理論之一。

二OO三年他毅然放棄優渥之教
職回到中國大陸，任教於淸華大學，
培養人材促進中外學術交流，做出重
大貢獻。

在慶生會的一場振寧學術硏討會
上，他回憶起一九七一年首次回到北

京時，是他人生最重要的経歷。
十七年他和翁帆結為夫妻， 在

翁帆之眼中他是位勇於冒險，興趣廣
泛，擁有科學家冷靜思考性格之好男
人。

對楊教授來說， 他百年來的精
彩歲月， 他和年輕夫人之生活已經
沒有留白， 每次出席活動， 身邊必
有翁帆之身影。

近年來， 網路上的八卦， 有許
多不負責任的報導， 謠言不攻自破
。

楊教授， 我們大家祝你永遠活
在幸福之中。

楊振寧百歲生日楊振寧百歲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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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儘管世人還震撼於美國、英國與
澳洲簽署 AUKUS 戰略聯盟；但忘了法國、
AUKUS與核潛艦吧，因為美國、澳洲、日本
與印度組成的四方安全對話(QUAD)，將於當
地時間 24 日於華府登場。這場會議不但是決
定未來美國在亞洲影響力的關鍵時刻，CNN
更預測北京與台灣議題將成為會議重點；甚至
，QUAD推動國防合作以抗大陸到何種程度，
將由新德里決定。

報導指出，這是 QUAD 首次舉行面對面
峰會，也是民主國家聯手對抗中國大陸在亞洲
的崛起之非正式戰略論壇。白宮表示，美國總
統拜登將與日本首相菅義偉、印度總理莫迪，
以及澳洲總理莫里森，一同在華府商討如何促
進 「印太地區的自由與開放」。

報導認為，QUAD此番會議恰好碰上美國
的亞洲政策出現重大改變；一方面是拜登政府
積極採取行動，加強與印太地區的外交夥伴關
係，另一方面日本對中大陸的軍事建設抱持愈
來愈強硬的態度。AUKUS國防協議鞏固了美
國對東南亞的承諾，也讓部分重要的東南亞國
家坐立難安。

在此脈絡下，QUAD的下一步較過去顯得
更為重要。澳洲戰略政策研究所高級分析家戴
維斯（Malcolm Davis）認為，相較於小布希時
期，QUAD已從低調的政經對話發展為亞太地
區的重要參與者。儘管 QUAD 不是亞洲版的
北約，但與此同時它也朝著安全合作的方向發
展。

※反制北京
QUAD 最早於 2007 年提出，但之後的 10

年內卻始終深居後宮。直到北京崛起為經濟與
軍事強權，才重新獲得美國前總統川普的青睞
。隨著它的重要性於 2017 年重新升高，亞洲
的外交環境也發生明顯的變化，並導致四國之
間的關係更為重要。

2004年4月，澳洲總理莫里森呼籲對新冠
肺炎的起源進行獨立調查，導致坎培拉與北京
的關係嚴重下滑。隨著北京對澳洲商品祭出懲
罰性限制後，兩國關係迄今還未恢復。

與此同時，美國在川普執政時期鞏固與亞
洲夥伴關係，以制衡北京，而這樣的情勢延續
到拜登執政，導致雙邊關係進一步惡化。兩相
結合下，美國加重對亞洲力道受到澳洲熱烈歡
迎。日前兩國才與英國一同宣布成立AUKUS

，併協議分享軍事科技與資訊，已在亞洲建立
更緊密的國防夥伴關係。

日本也歡迎美國更多的介入印太事務。相
較於習近平就職初期日本採行較溫和的對華政
策，東京過去1年來對北京愈來愈警惕。日本
防衛大臣岸信夫9 月接受CNN訪問時更直接
表態， 「堅決反對北京的行動，將捍衛在東海
的領土」。

德國馬歇爾基金會亞洲計畫主任葛來儀
（Bonnie Glaser）認為，四國集團中最審慎的
會員無疑是印度，這導致四方會談推動國防合
作以抗大陸到何種程度，將由新德里決定。

不過，在 2020 年與大陸因邊界衝突而損
失 20 名印度士兵後，新德里一直不願與北京
正面交鋒；但新德里陸戰研究中心研究員賈許
(Amrita Jash)認為，印度還是會在軍事上選擇靠
向美國，以加強軍事演習、軍購與科技轉移。

賈許提到，印度有必要關注大陸沿著喜馬
拉雅邊界的行動，並繪製北京在印度洋日益活
躍的區域情事地圖，這些有賴與美國合作與改
進追蹤與定位技術。

葛來儀則認為，QUAD會愈來愈反陸還有
一關鍵因素， 「就是大陸自己的行為。北京愈
對他國利益進行威脅，就愈多國家選擇反擊」
。

※在台灣議題聯手
CNN分析，台灣可能會成為QUAD元首

峰會上，華府討論的重點之一。歷經川普與拜
登時期，美國近年來不斷加強對台關係，批准
大規模軍售，還高調派遣外交官訪台。

澳洲也加入陣容，經常與美國一同表達對
台支持；2021年7月，日本麻生太郎在演說中
強調，東京應與華府聯手保護台灣免於任何入
侵。2021年8月，QUAD高層首度發表聲明，
強調台海和平與安全的重要性。

葛來儀深信，8月的聲明讓這次QUAD峰
會可能會先討論到台灣。對北京來說這是一道
警鐘，從日本、澳洲口中聽到台灣已不是新鮮
事，但過去印度還沒有談到台灣過，這將是印
度有力的一步。

澳洲智庫羅伊研究院（Lowy Institute）安
全暨規則基礎秩序計畫主任史考特（Ben Scott
），QUAD聯手可阻止北京對台灣的侵略；但
是，在傳遞資訊的過程中要很留意任何細節，
因為總可能做得太過火而陷入挑釁的風險。

CNN：美國聯手3國盯上台海
印度成QUAD的關鍵影響者

在德州西南邊境與墨西哥接鄰的小城市狄
瑞奧市（Del Rio）最近湧入了一萬五千多名海
地難民，他們冒著生命危險,涉水渡過河流, 散
居於該市的荒野與橋墩下, 他們搭建臨時住屋,
環境險惡,髒亂不堪,市長不得不宣布進入緊急
狀態,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護局採取軟硬兼施方式
,部分用飛機把他們強行遣返送回海地,部分則
讓他們入境接受審核, 向來敵視難民的德州州
長艾伯特則採取強硬態度, 關閉邊境入境點, 德
州警察騎馬抓捕驅趕難民的不人道鏡頭被拍攝
流傳後遭到嚴厲譴責,州政府與聯邦政府的做法
背道而馳, 暴露出拜登政府處理難民問題時的
進退維谷。

難民危機是歷任美國總統不可迴避的嚴重
問題, 由於美國是移民大熔爐, 所以移民政策至
關緊要, 川普擔任總統期間以本位主義思維推
出許多偏執政策,並不符合美國多元化兼容並蓄
的傳統價值，造成移民體系功能失調,所以拜登
上任後急於更弦易轍,立即取消川普極端做法，
推動國會進行移民法改革, 拜登廣施恩澤,以人
道和務實態度對待移民與難民, 充分展現出悲

天憫人胸襟,非常值得肯定。
拜登上任以來的舉措包括: 叫停川普在美

墨修建邊境牆、重啟歐巴馬的兒童入境暫緩遣
返的夢想生計畫、終止對來自十幾個穆斯林國
家的旅行禁令、撤銷對國內非法移民的清掃、
允許12.5萬中美洲難民從墨西哥進入美國尋求
政治庇護審理等等, 儘管共和黨批評拜登新移
民政策會造成美國門戶洞開, 讓難民們把新冠
病毒帶進美國,橫生安全與公衛危機, 但拜登強
調他的政府會有諸多配套措施, 絕不會危害美
國安全。

因為拜登知道全部驅逐非法移民是不現實
的，尤其是這次的海地難民是在遭到地震、海
嘯與總統被殺害後國內動盪,極度貧困慘境後不
得不向外逃離, 他們希望來美國獲得庇護，這
是一個對生命最基本的訴求，我們將心比心想
想, 真是值得同情的, 所謂”民吾同胞，物吾與
也” , 期待拜登政府以蒼天為念，對海地難民
網開一面,展現出泱泱大國的風範適度去收容他
們吧！

【李著華觀點 : 築一個住屋也難
海地難民湧入德州前景堪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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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巴啟動兒童疫苗接種計劃
英國開打疫苗“加強針”

世界衛生組織網站最新數據顯示，

全球新冠肺炎確診病例較前一日增加

527831例，累計達226236577例；死亡病

例增加9331例，累計達4654548例。

另據美國約翰斯· 霍普金斯大學最新

統計數據顯示，截至北京時間17日9時

21分，全球確診病例累計227014711例，

累計死亡病例4669300例。

美洲：古巴啟動2歲至10歲兒童疫
苗接種計劃

據報道，古巴16日啟動針對2歲至

10歲兒童的大規模疫苗接種計劃，成為

全球首先為低齡兒童接種疫苗的國家之

一。一位古巴衛生官員表示，在德爾塔

變異毒株傳播導致兒童感染風險增加的

形勢下，接種古巴國產疫苗對於低齡兒

童是安全有效的。

約翰斯· 霍普金斯大學最新統計數據

顯示，美國累計確診病例達41782046例

，其中死亡病例為669987例。美國疾病

控製和預防中心稱，截至當地時間16日

6時，全美已累計接種383038403劑新冠

疫苗。有210700361人已接種至少一劑疫

苗，180086143人已實現完全接種。

據巴西衛生部發布的數據，巴西累

計確診病例21069017例，較前一日新增

34407例；累計死亡病例589240例，較前

一日新增643例。

路透社報道稱，巴西衛生部長馬塞洛·

奎羅加當天在新聞發布會上宣布，政府已要

求暫停分發針對青少年的新冠疫苗。奎羅加

並未給出暫停接種的具體原因，但表示多位

衛生官員正在調查一位16歲少年接種疫苗後

死亡一事。奎羅加還表示，政府已接到1545

件接種後出現不良反應的報告。

據報道，輝瑞疫苗是巴西唯一批準

的供未成年人緊急使用的疫苗。報道說

，已接種第一針疫苗的青少年目前不被

建議繼續接種第二針。

歐洲：英國開打新冠疫苗“加強針”
英國政府16日開始實施新冠疫苗“加

強針”計劃，向一線醫護人員、護理機構

工作人員、50歲以上人群以及16歲以上有

健康問題的人群提供新冠疫苗“加強針”

。根據規定，符合接種條件的人士在接種

第二劑新冠疫苗至少6個月後才能接種

“加強針”。英國疫苗接種與免疫聯合委

員會表示，“加強針”計劃僅針對這個冬

天，年輕人可能不需要接種“加強針”，

該委員會此後會給出相關建議。

英國政府公布的數據顯示，該國新

增確診病例26911例，累計確診7339009

例；新增死亡病例 158 例，累計死亡

134805例。目前，英國16歲以上人群已

有超過81%接種兩劑疫苗。

法國總統馬克龍表示，對防疫措施

的實施應本著務實的態度。有些省份可

以根據疫情變化，小幅度放寬一些限製

措施。一旦條件準許，在新冠病毒傳播

最少的某些地區可以取消健康通行證。

目前在法國，前往餐館等餐飲場所、

電影院等文化場所、出席室內活動等，

均需出示有效的健康通行證。法國16日

新增確診病例 8128 例，累計確診病例

6934732例；新增死亡病例65例，累計死

亡115894例。

據路透社報道，西班牙衛生部16日

宣布，將向養老院居民等脆弱人群提供

第三針新冠疫苗。西班牙衛生部當天公

布的疫情數據顯示，該國感染率已降至6

月以來的最低水平。

亞洲：日本將開展大範圍放寬限製
試驗

日本共同社晚報道稱，隨著新冠疫

苗接種取得進展，日本政府10月將圍繞

放寬行動限製開展大範圍實證試驗。試

驗場所預計包括數百家餐飲店和約十家

小型音樂廳。

報道表示，預計在11月正式放寬限

製前，日本首都圈1都3縣和大阪府、福

岡縣等會成為試驗場所候選地。日本政

府擬采用“疫苗和檢測均可”機製，即

屆時接種過兩劑疫苗或持有檢測陰性證

明均可成為放寬對象。

韓國中央防疫對策本部17日通報，

截至當天零時，韓國較前一天新增確診

病例2008例，累計確診281938例。韓聯

社報道稱，單日新增病例較前一天增加

65例，時隔兩天回升至2000例以上，並

已連續73天保持四位數。鑒於中秋節小

長假期間人口流動量將大幅增加，這或

導致疫情在全國進一步蔓延。

世衛組織更新的數據顯示，截至歐洲

中部時間16日16時18分，阿富汗累計確診

病例154361例，其中死亡病例7183例。

非洲：累計確診近810萬例
非洲疾病預防控製中心16日發布的

數據顯示，該地區累計確診病例近810

萬例，達8099628例，累計死亡病例達

204903例，累計康復病例7412188例。

巴西央行宣布加息100個基點
基準利率上調至6.25%

綜合報導 巴西央行晚宣布加息100個基點，將該國基準利率從目前的

5.25%上調至6.25%，這是今年以來巴西央行連續第五次加息，符合市場預期。

巴西央行22日在一份聲明中表示，當前巴西通貨膨脹壓力加大，短期內

工業品、食品、燃料和電力的價格將會持續上漲，導致該國全年通脹風險增大

。此次加息旨在遏製通脹飆升問題，預計下一次加息會議將按同樣幅度加息。

今年3月17日，巴西央行將維持了6年的基準利率從2%上調至2.75%，

超出了當時巴西金融市場的預期。5月5日和6月16日，巴西央行兩次各加息

75個基點，分別將基準利率上調至3.5%和4.25%。8月4日，巴西央行再次加

息100個基點至5.25%，創2003年以來最大的單次加息幅度。

據了解，巴西央行的議息會議每45天舉行一次，其調整基準利率旨在

使通脹率處於管理目標範圍內。巴西國家貨幣委員會設定的今年通脹率管

理目標中值為3.75%，允許上下浮動1.5個百分點。據巴西金融市場最新預

期，巴西今年通脹率將為8.35%，高於政府管控目標的5.25%上限。

巴西地理統計局(IBGE)的數據顯示，在截至今年8月的一年內，巴

西通脹率累計為9.68%，為2016年2月以來的最高水平，是政府控製目

標中值的兩倍多。

巴西金融市場分析師表示，為應對不斷飆升的通脹率，巴西央行在

今年剩余的三個月中將會再次實施加息政策，預計到今年底該國基準利

率將升至8.25%。

秘魯衛生部長：
預計15至20天內秘魯將現第三波疫情

綜合報導 秘魯衛生部長埃爾南多· 塞瓦略斯日表示，估計該國將在

未來15至20天內發生第三波疫情。政府將繼續努力為民眾接種新冠疫

苗，縮小各地區之間的差距，確保盡可能多的人受到保護。

在陪同秘魯總統卡斯蒂略會見美國商會代表時，塞瓦略斯強調說，

為了鼓勵外來投資，避免國家經濟停滯，政府至少現在還不打算恢復全

面隔離，但會密切監測疫情發展，做好準備應對第三波疫情。

塞瓦略斯說，目前秘魯疫苗接種進程取得進展，“在一個半月的時

間裏，接種兩劑新冠疫苗的目標人群比例從14%增長到33%，覆蓋率增

長非常迅速，我們必須感謝那些準時交付疫苗的公司”。

他還提到，政府擴大了醫用氧氣廠的數量，但為了確保第三波疫情

到來時的醫用氧氣供應，希望美國政府能夠提供幫助，用飛機來運輸在

外采購的製氧機，節省時間。

秘魯卡耶塔諾· 埃雷迪亞大學微生物學教授Tsukayama稱，根據秘魯

國家衛生研究所(INS)的數據，德爾塔變體已成為秘魯主要的新冠病毒毒

株，占目前新增病例的50%。

他解釋說：“自5月以來，拉姆達變體一直在下降，德爾塔變體在

上升。根據INS上周公開的數據，德爾塔變體現在肯定是秘魯的主要毒

株，占50%以上的病例。拉姆達變體占20%左右，伽瑪變體在最近幾個

月保持穩定，在20-30%之間。”

秘魯衛生部9月21日發布的新冠疫情數據顯示，與前一日報告相比

，新增新冠肺炎確診病例779例，累計確診病例達到2168431例；單日新

增死亡病例15例，累計死亡199060例。

希臘四地緊急限製
專家稱2022年夏季有望回歸正常

希臘國家公共衛生組織宣布，過去24

小時，希臘新增2255例新冠肺炎患者，累

計確診627314例；新增死亡39例，累計死

亡14394例。

四地被實施緊急限製措施
由於新冠疫情形勢惡化，希臘政府決

定從17日起對卡瓦拉、伊馬夏、皮埃裏亞

和佩拉四個地區采取緊急限製措施，遏製

病毒傳播。

這些措施包括：實施從夜間淩晨1時

至早晨6時的宵禁措施，在此時段僅允許

人們出於工作或健康等原因出行；俱樂部

、酒吧和咖啡館等場所不允許播放音樂以

防止過度擁擠。上述措施將持續至9月24

日，此後衛生專家委員會將會對疫情形勢

再次進行評估。

2022年夏季有望回歸正常生活
雅典大學傳染病學教授尼克斯· 西普

薩斯17日，在評論一些父母因可能出現的

副作用而不同意孩子接種疫苗時說，相比

起感染新冠病毒的風險，接種疫苗出現副

作用引起的風險微乎其微。

西 普 薩 斯 說 ：

“我們已經觀察到，

現有文獻中有很多關

於兒童感染新冠病毒

後，飽受長期健康困

擾的證明。感染該病

毒後的長期並發癥包

括：疲勞、抑郁、影

響肺和心臟等器官功

能的疾病。”

關於疫情的未來

發展趨勢，西普薩斯

說，不管是通過接種

疫苗獲得保護，還是

感染後產生抗體，到

2022年夏天時預計希臘將能築起免疫墻，

病毒將沒有生存空間。他預測，疫情不會

持續三年以上，今年聖誕節前將出現一個

疫情高峰，但此後會逐步降級。從2022年

的夏天開始，人們將有望回歸正常生活。

加強針疫苗註射群體將擴大
希臘衛生部初級保健秘書長馬裏奧

斯· 希米斯托克利斯17日表示，希臘國家

疫苗接種委員會將於下周一宣布，為60歲

以上的人和醫療保健專業人員，提供第三

劑加強針新冠疫苗註射。

他同時指出，在疫情可能出現惡化的大

環境下，在普通人群中接種第三劑新冠疫苗

的可能性仍然是開放的。政府目前工作的重

點，是為越來越多的民眾接種疫苗。目前希

臘全境的疫苗接種中心超過1500個，如果有

必要可以把這一數字增加至2800個。

1歲頭部相連雙胞胎成功手術分開
出生後首次對視

綜合報導 日前，一對頭部

相連的1歲雙胞胎女嬰在以色

列一家醫院成功進行了分離手

術，分離後的兩個嬰兒也在出

生後第一次可以對視。

據報道，位於以色列貝爾謝

巴的索羅卡醫療中心5日發表聲

明表示，這對12個月大的雙胞

胎女孩在該院接受了12個小時

的手術後，於2日被分開。

該院兒科神經外科主任米基·

吉迪恩 (Mickey Gideon)在聲明

中說：“這是一項罕見而復雜

的手術，迄今為止在世界上只

進行了大約 20 次，而且在以

色列還是第一次。”

據報道，手術經過了數月的

準備，涉及多個領域的專家，包

括神經外科、整形外科、兒科重

癥監護和腦成像等。來自倫敦和

紐約的兩位具有分離雙胞胎經驗

的專家也參與了手術。

但吉迪恩告誡說，“接下

來的幾天對雙胞胎的康復過程

至關重要。”

吉迪恩說：“手術後的頭

兩天，我們看到她們有些激動

。當我們把她們放在一起時，

看到她們變得平靜，真是一個

美妙的時刻。” “……這是她

們第一次看著對方。”

吉迪恩還說：“這是第一

次，她們的家人可以分開抱兩

個孩子。”

這對雙胞胎的父親在接受采訪

時也說，“我太感動了——這是我

第一次能單獨抱起每一個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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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站式影音設計工程公司

花都影音休斯頓分部

花都影音是一家提供一站式專業影音系統設計及安裝工程服務的公司，業務範圍包括：
卡拉OK、家庭影院、私人會所、背景音樂、專業隔音服務等。花都影音總部位於洛杉磯，
我司設有高端家庭影院影K系統，商用KTV試音室及產品展示廳，歡迎蒞臨體驗。花都
影音休斯頓分部提供酒吧、夜場、KTV、私人會所設計，裝修和燈光音響，佈局安裝等
一站式工程，盡心為您服務。

Ewin Xiao 346-760-8888
黄先生    229-699-6888

www.hdaudiosystem.com
24806 Scarlatti Cantata Dr  Katy  TX  77493

北美獨家總代理GOGO 
2019年最新智慧雲端點歌機
手機點歌，高速雲端下載
專業KTV隔音工程設計及施工
娛樂商用KTV網絡工程系統及影音設備配置

卡拉OK伴唱設備

GOGO 專業家庭卡拉OK
及專業舞台音响系統

 JBL娛樂系列獨家代理

高清遠程監控系統
高清專業夜視攝像頭
網絡遠程手機電腦回放

安防設備
背景音樂系統
分區音量控制
多重系統整合

智能音樂系統

家庭影院工程設計
我們特有的家庭影 K 系統，為您
打造震撼的  5.1  7.1  聲道環繞影
院及全景KTV效果
家庭影院、隔音工程設計及安裝

專業舞台燈光音嚮
大型酒吧音響燈光設計安裝
教會及會議影音系統
大銀幕投影、LED拼屏

專業音響燈光系統

擁有專業人才，提供酒吧、夜場、KTV包廂、

私人會所裝修設計，裝修服務，燈光音響
佈局, 安裝，一站式工程，管家式服務，
為您省心省力。

專業工程管家服務

真耶穌教會
True Jesus Church

59

90

TJC

Av
e.

 E

335 Avenue E, Stafford, TX 77477

2 0 2 1

走在恩典
的道路上

佈道會聚會

你以恩典為年歲的冠冕,  

你的路徑都滴下脂油.

-詩篇65篇11節

10/9

誠摯地歡迎您線上收看
   或親臨參與
     我們的屬靈饗宴

線上直播

True Jesus Church
Houston

11：20 am - 12：30 pm 
1：45 pm -  3：00 pm

（綜合報導）美國總統拜登今天將在白宮與日本首相菅義
偉舉行雙邊會談，雙方預料將針對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
（CPTPP）交換意見。

拜登今天將於白宮召開四方安全對話（Quad）領袖峰會，
菅義偉、澳洲總理莫里森（Scott Morrison）和印度總理莫迪
（Narendra Modi）都將親自出席。這是四方安全對話成立以來
，首度領袖面對面會談。在峰會召開前後，拜登也將分別與莫
迪、菅義偉舉行邊會談。

美國資深官員在電話背景簡報中談到拜登與菅義偉的雙邊
會談時表示，菅義偉應會和拜登討論包括最近各國申請加入
CPTPP等議題，拜登也想聽取日本對亞洲經濟參與的看法。

不過，在被問到拜登對台灣與中國日前分別提出申請加入
CPTPP的看法時，這名官員沒有正面回答，但他表示，拜登期
望確切了解菅義偉對印太發展的看法，以及他對美國在區域的
具體外交、基礎建設、經濟與貿易等方面的建議。

台灣與中國日前分別向CPTPP協定保存國紐西蘭遞出申請

，兩岸入會進程備受外界關注。行政院經貿談判辦公室總談判
代表鄧振中曾表示，如果中國先入會，台灣的申請案將有明顯
風險。

CPTPP於2018年12月30日生效，日本是今年的輪值主席
國。除日本外，CPTPP簽署國包括加拿大、澳洲、紐西蘭、新
加坡、馬來西亞、越南、汶萊、墨西哥、智利及秘魯。

美國女子公路之旅遇害 男友遭控盜用簽帳金融卡

騎警揮鞭驅趕移民惹眾怒
美宣布暫停邊境騎馬巡邏

（綜合報導）22歲的旅遊部落客裴蒂托在一趟足跡踏遍全
美的公路之旅途中遇害，她的男友勞德里在被警方列為利害關
係人後失聯，警方在尋找勞德里6天後，指控他盜用裴蒂托的
簽帳金融卡。

懷俄明州聯邦地區法院陪審團指控23歲的勞德里（Brian
Laundrie）盜用裴蒂托（Gabby Petito）的簽帳金融卡和她的身
分識別碼，並以這項罪名對勞德里發出搜索票，但勞德里並未
因裴蒂托之死遭訴。

美國聯邦調查局（FBI）丹佛分局負責人施奈德（Michael
Schneider）在聲明中說： 「在開出這張搜索票，准許執法人員

逮捕勞德里之際，FBI和我們全國各地的夥伴仍持續調查，有
關裴蒂托凶殺案的事實與情況。」

施奈德說： 「我們懇請知道勞德里涉案狀況或他目前下落
的人與FBI聯繫。」

起訴書中指控勞德里在8月30日到9月1日間，用裴蒂托
的卡花了1000多美元。最後一次有人看到裴蒂托是8月24日。
調查員認為，她是在8月27日到30日期間某個時候遇害。

裴蒂托的母親施密特（Nicole Schmidt）9月11日通報裴蒂
托失蹤的消息，美國民眾在那之後密切關注媒體報導此案。9
月1日，勞德里在女友裴蒂托失蹤的情況下，獨自回到佛羅里

達州北港（North Port）的家中。
裴蒂托的屍體19日被人在懷俄明州西部的布里傑-提頓國

家 森 林 （Bridger-Teton National Forest） 中 偏 僻 的 漫 溪
（Spread Creek）營地附近發現。法醫初步研判是他殺，但沒
有透露死因。

警方和FBI探員17日起陸續派出潛水員、追蹤犬和直升機
在北港附近的卡爾頓保護區（Carlton Reserve）荒野地區搜尋
勞德里，因為他的父母告訴有關單位，他3天前到該地健行。

隨著夜幕低垂，搜尋隊伍23日在有鱷魚出沒的荒野地區暫
停為期6天的搜尋，並表示今天將恢復搜尋行動。

拜登白宮晤菅義偉拜登白宮晤菅義偉
雙邊會談料觸及雙邊會談料觸及CPTPPCPTPP

（綜合報導）白宮今天表示，美國邊境巡邏隊在設法處理
德州德利奧的非法移民行動中，已停止使用馬匹。邊防人員日
前被拍到騎馬揮舞韁繩威脅海地移民，照片在社群媒體傳播後
，輿論譁然。

法新社報導，白宮新聞秘書莎琪（Jen Psaki）表示，國土
安全部部長馬約卡斯（Alejandro Mayorkas） 「今天上午稍早已
向所有民權領袖表示，我們再也不會在德利奧（Del Rio）使用
馬匹」。

法新社攝影記者與其他媒體20日拍攝的照片與影片顯示，
邊境巡邏隊（Border Patrol）騎警揮舞韁繩威脅非法移民，阻
止他們從墨西哥越界進入美國。

輿論抨擊說，這些照片讓人想到牛仔把牲口趕在一起，以
及昔日騎警、獄警或奴隸主常用鞭子伺候非裔美國人的往事。

國土安全部在一份聲明中暗示，騎警在那裡是為了找出需
要醫療援助的移民。

發言人說： 「我們在德利奧已暫停騎馬巡邏。」 「我們將

優先使用其他方法，來識別可能處於醫療困境的個人。」
馬約卡斯昨天在國會聽證會表示，他已下令調查，負責的

官員也已被調職。
以海地移民為大宗的大批移民近日涉水渡過分隔美國與墨

西哥的大河（Rio Grande），超過1萬5000人在邊界大橋下搭
建臨時營地。美國自上週末以來遣返超過1400名海地人，引發
國際排山倒海而來的批評聲浪。



 

10:00am 英語崇拜/國語崇拜/粵語主日學 

11:00am 國語主日學 

11:15am 粵語崇拜/英語主日學 

1:30 pm 中文學校(粵語,國語)(only during school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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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日本自民黨總裁選舉的全國黨員與

黨友投票已啟動。4名候選人的選舉團隊通過參

加在線會議、加強社交媒體宣傳等，頻繁開展選

舉活動，爭取更多支持。

9月19日，參選自民黨總裁選舉的規製改革

擔當大臣河野太郎、前政務調查會長岸田文雄、

前總務大臣高市早苗、自民黨幹事長代理野田聖

子，除了參加電視臺節目，還出席在線會議等，

積極宣講自己的政策理念。

河野和從事配送代理業務的配送員交換了意

見。他指出，更多企業應該允許員工從事副業，

作為增加個人收入的一個選項。

岸田和酒店旅館經營者舉行了在線會議。他

就“Go To Travel”項目表示，將研究改革這一

項目，使其成為基於疫苗接種證明的一種製度。

高市在接受各家媒體采訪時，就少子化對策

表示，將努力使男性育兒休假成為必要義務，並

為聘用嬰幼兒護理員的家庭提供減稅優惠。

野田則稱，將修改候選人可在眾議院選舉小

選區和比例選區重復參選的現行製度，以此縮減

議員名額。

本次自民黨總裁選舉中，黨員票比重為382

票，和自民黨國會議員票相同。全國110多萬自

民黨黨員和黨友已通過郵寄等方式開始投票。

報道稱，各選舉團隊認為，選戰初期活動將

左右黨員票走向，也將對國會議員票形成一定影

響。

日本自民黨總裁選舉行公開討論會
少子化問題成焦點

綜合報導 據日本放送協會

(NHK)報道，日本自民黨總裁選舉

的四名候選人參加了公開討論會，

少子化問題成四方論戰焦點。

據報道，討論會由自民黨青年

局和女性局主辦，行政改革擔當大

臣河野太郎、前自民黨政調會長岸

田文雄、前總務大臣高市早苗和自

民黨代理幹事長野田聖子四名候選

人參加了辯論。

針對討論會的焦點——少子化

問題，河野表示，“應該對有多名

孩子的家庭進行直接支持”，此外

，他還表示，有必要提高公立教育

的質量。

岸田表示，他計劃推進實現幼

兒教育無償化。

高市則表示，男性育兒假有必

要寫入法律，此外，提高年輕人的

收入也很有必要。

野田認為，應該創造一個“父

母友好型社會”，以便讓年輕人有

能力和意願生育子女。

此次自民黨總裁選舉計劃於9

月29日開票，新任總裁預計將在10

月4日舉行的首相指名選舉中，成

為日本新一任首相。

柬埔寨將迎新一輪強降雨
或致多地洪澇加劇

綜合報導 進入9月以來，柬埔寨強

降雨不斷，多個省市已出現不同程度的洪

澇災害，而未來一周，該國大部地區還將

面臨新一輪強降雨過程，或導致一些地區

災情加劇，官方緊急提醒民眾關註當地災

情，以避免遭受更大損失。

根據柬埔寨水源氣象部21日發布的

天氣預報，受東南亞地區熱帶輻合帶及低

氣壓影響，未來一周(9月22日至28日)，

柬埔寨全國將持續迎來強降雨。

柬埔寨水源氣象部提醒，中原地區多

個省份及首都金邊或面臨更為嚴重的洪

澇災害，包括幹拉省、實居省、菩薩

省、馬德望省、拜靈省、暹粒省和蔔

疊棉芷省。水源氣象部提醒，未來幾

天，湄公河水位將持續上漲，提醒沿河

地區居民註意防範。

根據柬埔寨官方預報，未來一周中原

地區最低氣溫為23℃至25℃，最高氣溫

為32℃至34℃，中雨轉大雨；山脈和東

北地區最低氣溫為22℃至24℃，最高氣

溫為31℃至33℃，中雨轉大雨；位於扁

擔山脈和東北部的越南邊境地區省份，如

柏威夏省和奧多棉芷省將面臨嚴重洪水現

象；沿海地區最低氣溫為23℃至25℃，

最高氣溫為32℃至35℃，中雨轉大雨，

海域將出現降雨、大風大浪。

值得註意的是，以往每年的這段時

期，柬埔寨都會由於持續強降雨導致多

地發生不同程度的洪澇災害，尤其是今

年新冠疫情在全國多地持續蔓延的情況

下，該國或將同時面臨抗洪和防疫“雙

重壓力”。

據知，對於目前受災比較嚴重的一些

地區，柬埔寨官方層面已經出動包括武裝

力量在內的救援隊伍，開展救災抗災工作

，幫助受洪水威脅的民眾緊急撤離，減少

洪災造成的生命和財產損失。

菲明年大選已有逾6100萬選民登記
眾議院建議延長登記截止日期

柬埔寨將迎新一輪強降雨

或致多地洪澇加劇菲律賓2022年 5月

全國和地方選舉的選民登記工作將於9

月 30 日結束。與菲律賓選舉委員會

(Comelec)合作的無黨派組織“投票菲

律賓”(The Vote Pilipinas)9 月 22日宣

布，截至8月底，全菲已有6106萬選

民登記，其中新選民577萬。

據介紹，自9月11日以來，菲選

舉委員會在全菲各大購物中心設點，

同步進行選民登記。“投票菲律賓”

呼籲菲律賓人前往登記，並在選舉中

積極投票。

9月 22 日，菲眾議長艾倫· 貝拉

斯科提交了一份議案，提議將 2022

年 5 月選舉的全國選民登記截止日

期，從今年的 9月 30日延長至 10月

31日。

貝拉斯科表示，鑒於新冠病毒大

流行帶來的“特殊情況”，必須延長

登記期限，以避免“大規模選民喪失

選舉權”，同時給那些被迫推遲登記

的菲律賓人以“回旋余地”。眾議院

多數黨領袖馬丁· 羅穆亞爾德斯和少數

黨領袖約瑟夫· 斯蒂芬· 帕杜阿諾是這

項議案的共同作者。

據菲新社報道，

參議員們上周已通

過了一項決議，敦

促選舉委員會將全

國選民登記截止日

期延長到10月底。

菲律賓選舉委

員會主席羅威娜· 源

順 (Rowena Guanzon)

22 日表示，委員會

尚未討論參議員們

要求延長全國選民

登記截止日期的決議。目前選舉委員

會傾向於維持2021年9月30日為最後

選民登記期限。

菲律賓將於2022年5月9日舉行全國

和地方選舉，選出新一屆總統、副總統

、國會議員、地方行政長官和議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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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兵 成都報道）
2018年5月10日，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
娥率特區政府代表團訪川，出席川港高層會
晤暨川港合作會議第一次會議，標誌“川港
合作會議機制”正式建立，成為繼粵港、京
港、閩港和滬港之後，內地第五個與香港構
建的類似新機制。3年多來，川港合作從單點
到全域，從單向到雙向，從經濟到多元，川
港合作廣度不斷拓寬。

赴港上市川企增至30家
金融是川港合作11個重點領域之一，兩

地在金融科技創新、川企海外融資等方面進
行深度合作。2016年，康諾亞生物醫藥科技
有限公司在成都高新區成立，專注自體免
疫、腫瘤治療。然而，生物醫藥是一項高投
入、高風險行業，巨大的資金需求往往成為
初創企業不能承受之重。2018年5月，港交
所正式接受同股不同權新經濟公司、無營收
的生物科技公司申請，這種新機制為眾多成
長型企業打開了一扇窗。今年7月8日，“無
營收”的康諾亞在港交所主板掛牌上市。

今年7月12日，成都高新區另一企業“領
悅服務”在港交所掛牌上市。此前2019年11
月至12月，該區企業“魯大師”、“人瑞人
才”亦先後在港交所上市。短短2年內，成都高
新區便有4家企業在港上市，赴港上市川企增
至30家。

今年中秋，原定於9月20日至22日在大
坑舉辦的“大坑舞火龍盛會2021”因疫情被
取消，給市民留下小小的遺憾。然而，“大

坑火龍”卻從香江“游”到長江上游的蓉
城，盛裝出席了第十八屆西博會。插滿長壽
香的“火龍”盤旋在半空，中間的圓柱上掛
着燈籠、燈謎……“大坑舞火龍”為成都市
民送去美好的中秋祝願。
這僅僅是3年多來，川港兩地文化交流的

一個縮影。2018年7月29日下午，“藝聚錦
官城－蓉港戲曲匯演”在錦江劇場隆重唱
響，香港八和會館和成都市川劇研究院的粵
劇、川劇演員同台飆戲。2018年 11月 8日
晚，川港戲曲界聯合在香港油麻地戲院舉行
了一場“香江蜀韻，梨園同輝”川港戲曲匯
演。兩地人文、兩地情感，在一次次的交流
合作中，逐漸變得相通相融。

創業社區助港青在川發展
“感謝您一直以來對香港青年的關心、

支持，藉此機會向您道一聲‘辛苦啦’！”9
月22日，川港青年創新創業社區首席運營人
蕭羲清得知特首即將訪川，期待借媒體一角
向林鄭月娥表達問候。 2018年5月12日上
午，林鄭月娥曾在電子科大親切接見在川求
學、創業的港青，蕭羲清作為港青代表曾作
專題匯報。如今，他擔綱運營的“川港青年
創新創業社區”成功幫助30餘名港青落地成
都發展，成了川港青年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
之一。
據統計，在川港企由3年前的5,000家增

至5,800家，並逐漸從成都拓展到四川各地；
老牌房地產、現代服務企業在蓉扎根，創意
設計、法律會計等紛至沓來。

川港合作三載 多元交流開花

23日上午10時許，成都
世紀城國際會議中心三樓，
特首林鄭月娥與四川省委書
記彭清華並肩而行。兩人邊
走邊談，不時報以會心的微
笑。

“這是我第十一次訪問四川，期待有一個
豐碩的成果！”林鄭月娥在隨後的致辭中表
示，過去十多年，她曾以民政事務局常任秘書
長、發展局局長、政務司司長、行政長官身份
訪川，“我對四川有非常深厚的感情！”在得
知四川瀘縣地震災區受災群眾基本上得到妥善
安置的消息後，林鄭月娥感到由衷高興，並代
表特區向受災居民表示親切的關懷。

地震援建、國寶熊貓……林鄭月娥如數家
珍，處處流露出對四川的真感情。她提到，四
川人民因香港參與2008年汶川大地震的重建工
作而對港人有深厚的感情，而多頭來自四川臥
龍的大熊貓也是川港人民的重要連繫。她希望
特區政府日後在內地的宣傳推廣工作，能特別
得到四川省政府和人民的支持。

“社會動亂期間的黑暴行為，無疑傷害了
內地同胞的感情，也令他們對香港有負面看

法。”面對因修例風波引起的暴亂和新冠疫情
對香港經濟社會的衝擊，林鄭月娥堅定地表
示，她將帶領特區政府重新出發、重振經濟。
她也歡迎更多的四川同胞到訪香港。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兵 成都報道

�	

不同身份訪川 感情始終如一

●●林鄭月娥與彭清華並肩交談林鄭月娥與彭清華並肩交談。。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兵香港文匯報記者李兵 攝攝

川港12領域合作達共識
特首：強化港國際循環中介人角色 彭清華：深化金融合作加強科創協同
川港高層會晤暨川港合作會議第二次會議23日在

四川成都召開，雙方就下一步推進的重點合作事項達成

意向，包括“一帶一路”建設及經貿，金融，航空、航

運和物流，創新及科技，法律專業服務，文化創意及旅

遊，藝術和體育，青年交流，教育，衞生（中醫藥），

公務員交流，便利港人在內地發展，共計 12項（見

表）。率團與會的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表示，在

國內國際雙循環的新發展格局下，香港可以進一步強化

在國際循環中的“中介人”角色，同時聚焦內地市場商

機，拓展內銷市場，積極成為國內大循環的“參與

者”。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兵 成都報道

這是2018年5月川港合作會議第一次會議召開3年
多之後川港高層又一次會晤。香港特區行政長官

林鄭月娥率代表團與四川省委書記彭清華、省長黃強
會晤，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副主任黃柳權見證並致
辭。當天，四川省委常委、副省長李雲澤通報了川港
合作會議第一次會議以來的工作推進情況；香港特區
政府政務司司長李家超宣布川港合作會議第二次會議
擬重點推進的領域。川港雙方簽署川港高層會晤暨川
港合作會議第二次會議備忘錄，四川教育廳與香港職
業訓練局、四川省商務廳與香港貿發局、四川省中醫
藥管理局與香港特區政府食物及衞生局分別簽署合作
協議。

“川港合作會議機制於2018年5月正式成立，是
本屆政府對提升川港兩地合作構建的重要平台。”林
鄭月娥表示，兩地能夠在三年多的時間內兩度舉行高
層會晤暨會議，特別是在疫情期間雙方仍堅持不懈促
進彼此的經貿往來，確實難能可貴。她說，是次再來
成都，看到不少港企在四川的發展非常好，不僅積極
參與當地的“首店經濟”和“夜間經濟”，也成了成
都的標杆項目之一。

過去兩年多，因修例風波引起的暴亂和新冠疫情
令香港社會和經濟飽受衝擊。然而，川港兩地去年的
投資和貿易數據仍然保持，甚至呈現逆勢增長的態
勢，令林鄭月娥感到欣慰。目前，在川港企已增至
5,800多家，香港繼續是四川省最大的境外投資來源
地。林鄭月娥表示，這足以證明香港和四川的關係是
越趨多元、緊密。

林鄭月娥表示，香港服務業發展相對比較成熟，
港企可助力四川提高服務業質量。特區政府亦將推動
川港業界交流合作，助力川企“走出去”。她期望在
不久的將來，川港人員往來可以有序恢復，讓兩地政
府和機構組織能更順利地推進合作計劃。

彭清華：加強航空物流領域合作
“香港是重要的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是

連接內地和國際市場的重要平台。”彭清華說，川港
合作興起於改革開放時代浪潮，發展於泛珠三角區域
合作機制，深化於汶川特大地震災後重建，成熟於川
港合作會議機制的建立。他希望川港雙方繼續加強航
空航運、現代物流、跨境電商等領域合作，進一步暢
通川港與“一帶一路”國際市場的經貿聯繫網絡；此
外，深化現代金融合作，加強科技創新協同等。

黃柳權冀帶動灣區和成渝經濟圈
“四川和香港都是國家重要的區域經濟中心，經

濟社會發展互補特色鮮明，合作潛力巨大。”黃柳權
表示，希望川港兩地用好區位優勢，加強香港和成都
雙城聯動，帶動粵港澳大灣區和成渝地區雙城經濟圈
建設。

●林鄭月娥率領香港政府代表團出席川港高層會晤暨川港合作會議第二次會議，雙方達12項合作共識。

川港12領域合作達共識
1、“一帶一路”建設及經貿：鼓勵支持川
港企業參與對方的經貿活動和展會，推動兩
地企業併船出海，參與“一帶一路”建設，
開拓“粵港澳大灣區”和“成渝地區雙城經
濟圈”商機。

2、金融：推動港交所與四川深化合作，鼓
勵川企赴港上市；推廣香港“綠色金融”，
支持川企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開展綠色
工程、綠色投資、綠色貿易；鼓勵川港加強
金融科技創新合作，共同研發金融科技產品
和方案。

3、航空、航運和物流：支持港鐵與成都深
化合作，加快軌道項目合作步伐；支持機管
局及有關機構與成都天府國際機場等展開物
流、培訓等方面的合作。

4、創新及科技：結合優勢學科領域和重點
產業，推動科技成果轉化；支持川港兩地大
學、科研機構在申報國家級重點科研項目、
“內地與香港聯合資助計劃”等方面展開合
作。

5、法律專業服務：推動川港在法律專業服
務領域的合作，適時在川舉辦“香港法律服
務論壇”；鼓勵川港律師事務所擴大業務合
作，支持兩地法律專業人士深入交流。

6、文化創意及旅遊：特區政府繼續通過
“創意智優計劃”資助合適項目，鼓勵兩地
園區根據雙向需求加強合作；支持川港創意
業界相互參加“香港設計營商周”“成都創
意設計周”等活動；支持“三九大”文旅品
牌在港推廣。

7、藝術和體育：推動兩地藝術文化交流，
鼓勵藝術團體赴港、赴川演出交流；深化兩
地體育方面的合作，邀請運動健兒參加兩地
的體育盛事。

8、青年交流：視疫情發展，繼續推進川港
青少年交流、培訓、實習計劃；特區政府
“青年發展基金”資助在大灣區創業的團
隊，鼓勵將業務拓展至四川；持續開展賽馬
會川港人才交流計劃，分批組織人員赴港學
習交流。

9、教育：推動教育資源分享，強化高端人
才的聯合培養；加強校際交流和職業教育合
作，持續推進川港姊妹校合作；支持香港名
校與四川合作辦學，以及港青赴川體驗、學
習。

10、衞生（中醫藥）：加強新冠疫情常態化
防控，以及區域衞生合作；四川的資源優勢
與香港的平台優勢相結合，推進川港在中醫
藥方面的全方位合作。

11、公務員交流：共同推動川港公務員交
流，分享公共服務和管理經驗。

12、便利港人在內地發展：升級港人在川
“一站通”平台，促進便利港人政策落地。

●川港金融深度合作。圖為川企“領悅服務”在港交
所掛牌儀式。 資料圖片



AA1010中國焦點
星期六       2021年9月25日       Saturday, September 25, 2021文 匯 要 聞2021年9月24日（星期五） ●責任編輯：周文超 1

COCO22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劉凝哲 北

京報道）糧食危

機、氣候變化是

人類面臨的重大

挑戰，糧食澱粉可持續供給、二氧

化碳轉化利用是當今世界科技創新

的戰略方向。中國科學院天津工業

生物技術研究所（下稱“天津工業生

物所”）近期在澱粉人工合成方面取得

重大突破性進展，國際上首次在實驗室實

現了二氧化碳到澱粉的從頭合成。相關工作

於9月24日發表於國際學術期刊《科學》。

#�
�	

研究人員表示，該成果為從二氧化碳到澱粉生產的工
業車間製造打開了一扇窗，如果未來該系統過程成

本能夠降低到與農業種植相比具有經濟可行性，將可能
會節約90%以上的耕地和淡水資源，促進碳中和的生物
經濟發展，推動形成可持續的生物基社會。

澱粉是糧食最主要的成分，也是重要的工業原料。
農作物通過光合作用，將太陽光能、二氧化碳和水轉化
為澱粉。可以說，光合作用是地球長期進化中，被自然
界選擇的利用光能合成澱粉的生命過程。但這並非效率
最高的澱粉生產方式。在玉米等農作物中，將二氧化碳
轉變為澱粉涉及約60步的代謝反應和複雜的生理調控，
太陽能的利用效率不超過2%。農作物的種植通常需要數
月的周期，需要使用大量土地、淡水等資源，以及肥
料、農藥等。

合成速率是玉米澱粉8.5倍
據介紹，天津工業生物所從頭設計了11步主反應的

非自然二氧化碳固定與人工合成澱粉新途徑，在實驗室
中首次實現了從二氧化碳到澱粉分子的全合成。研究團
隊採用了一種類似“搭積木”的方式，聯合中科院大連
化學物理研究所，利用化學催化劑將高濃度二氧化碳在
高密度氫能作用下還原成碳一（C1）化合物，然後通過
設計構建碳一聚合新酶，依據化學聚糖反應原理將碳一
化合物聚合成碳三（C3）化合物，最後通過生物途徑優
化，將碳三化合物又聚合成碳六（C6）化合物，再進一
步合成直鏈和支鏈澱粉（Cn化合物）。這一人工途徑的
澱粉合成速率是玉米澱粉合成速率的8.5倍，向設計自
然、超越自然目標的實現邁進了一大步，為創建新功能
的生物系統提供了新的科學基礎。

轉為工業模式生產成可能
中科院副院長周琪表示，這項成果在國際上首次實

現了從二氧化碳到澱粉的從頭全合成，使澱粉生產的傳
統農業種植模式，向工業車間生產模式轉變成為可能，
取得了原創性的突破。“成果尚處於實驗室階段，離實
際應用還有相當長的距離，後續還需要盡快實現從‘0
到 1’的概念突破到‘1到 10’和‘10到 100’的轉
換。”周琪說。

談及人工合成澱粉的示範與工業化問題，論文成果
的通訊作者、天津工生所所長馬延和表示，希望在未來
5年至10年內，建立起工業示範，以工業尾氣為原料，
利用光伏等可再生電源分解水提供氫氣，在化學反應器
中進行二氧化碳高效還原，在生物反應裝置中合成澱
粉。“如果人工合成澱粉示範，可以達到理論能力轉換
效率的80%，從電到澱粉合成的能量轉化效率可達
41.6%，那麼十度電大約可以合成一公斤澱粉”，馬延
和表示，這項成果具有相當的應用潛力。

大幅降低對土地依賴程度
該成果論文第一作者、中科院天津工業生物所副研

究員蔡韜在接受香港文匯報採訪時表示，在能量供給充
足的條件下，按照現有技術參數推算，理論上1噸發酵
罐的年產澱粉數量相當於5畝土地的玉米澱粉年平均產
量。可以想像，未來人們將從空氣中攫取原材料，從工
廠中獲得澱粉，對土地的依賴程度也將大幅度降低。

蔡韜表示，人工合成澱粉具有體積小，“能量”
大，不受外部自然氣候環境影響，周年運轉，可以實現
標準化、規模化、產業化、集約式發展。

不僅如此，天津工業生物所科研團隊還通過採用合
成生物技術方式，以微生物細胞作為細胞工廠，只需要
酵母、細菌等做“底盤”，已實現人參皂苷、番
茄紅素、燈盞花素、天麻素等眾多天然產物的
人工生物合成，形成了新的製造模式。像紅
景天苷，這種成分只有在生長於海拔4,000米
以上的紅景天中才能提取到，現已經實現車間
發酵生產。合成生物技術的應用，將改變農業傳
統產業模式，為社會經濟問題提供解決方案，創造
價值鏈高端的新經濟增長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
2020年9月22日，中國政府在第七十五屆聯合
國大會上提出：“中國將提高國家自主貢獻力
度，採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
放力爭於2030年前達到峰值，努力爭取2060年
前實現碳中和。”此次中國科學家成功構建出
非細胞系統中用二氧化碳和電解產生的氫氣合
成澱粉的化學—生物法聯合的人工合成澱粉途
徑（ASAP），將為推進碳達峰和碳中和目標實
現的技術路線提供了一種新思路。

地球的大氣由氮氣（約78%）、氧氣（約
21%）、氬氣（約0.9%）以及一些微量氣體如
二氧化碳、甲烷等組成，氮氣和氧氣共佔大氣
成分99%，但卻不是溫室氣體，而二氧化碳只
佔約0.04%，卻是大氣是地球溫度的主控鈕。為
此，中國提出了碳達峰和碳中和目標。

2021年3月5日政府工作報告指出，扎實做
好碳達峰、碳中和各項工作，中國將在“十四

五”時期實現國內二氧化碳排放降低18%，這
一綠色經濟發展的長遠目標。經過6年技術攻
關，中國科學院天津工業生物技術研究所在
“十四五”計劃開局之年，實現了ASAP。
ASAP的成功構建，將為未來從二氧化碳合成澱
粉開闢嶄新道路，從而使未來澱粉的工業化生
物製造成為可能。

可成為所有食物化工材料
“這項技術在碳中和方面的意義是非常重要

的，如果能夠把空氣中的二氧化碳‘抓’下來，
用化學、生物合成的步驟，脫離生命體系，實現
人工合成澱粉，那麼就形成了‘固體陽光’”，
中國科學院院士、中科院北京生命科學研究院院
長康樂說，如果能夠不斷就此進行循環，產生的
澱粉及分解物，可以成為所有食物化工材料、生
物製藥、基礎物質材料，這項工作的意義非常
大，“怎麼評價都不過分”。

推進“雙碳”目標提供新思路

通過光伏發電，
將光能轉化為電
能

歐陽平凱
南京工業大學原校長、中國工程院院士

這個工作應該說是人類第一次實現了
非光合作用的澱粉合成。這項技術不僅對
國家、對世界解決二氧化碳生成澱粉這個
人類基本的食品和原料的問題，也是對碳
中和工作有很重要的意義。

延斯．尼爾森（Jens Nielsen）
瑞典查爾姆斯理工大學教授、美國工程院

院士、中國工程院外籍院士

這是一個現代催化化學與合成生物學
相結合的精彩案例，這次重大突破將會為
日後更多相關研究鋪平道路，這些研究的
整合和應用將有助於解決我們未來面臨的
重大挑戰。

李相燁
韓國科學技術院化學與生物分子工程系資深教授、
韓國國家科學與工程院院士、美國工程院外籍院士

這是一項非常了不起的工作，彰顯了合成
生物學在生物合成途徑及酶的設計方面的巨大
力量，也顯示出將化學和生物相結合的方法對
於生物基化學品和材料生產的重要性。

近藤昭彥
日本神戶大學副校長兼教授、日本理化研究所

可持續資源科學中心副主任

不依賴光合作用從二氧化碳到澱粉的合成
無疑是我們長期追求的夢想。我們可以利用合
成的澱粉生產各種各樣的材料和食品，因此，
這項研究成果將對下一代生物製造和農業發展
產生巨大影響。

光能—電能

水解

通過光伏電水解
產生氫氣

1.在高密度氫能作用下，利
用催化劑將高濃度二氧化碳還

原成碳一（C1）化合物

2.通過生物途徑優化，將C1化合物聚合
成碳三（C3）化合物

3.通過生物途徑優化，將C3化合
物又聚合成碳六（C6）化合
物，再進一步合成澱粉

電能—化學能

澱粉澱粉

1

2

3

國內外領域專家評價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凝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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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合成澱粉圖解

● 人工合成澱粉論文通訊作者、天津工業
生物所所長馬延和介紹研究成果。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凝哲攝

●● 中科院天中科院天
津工業生物所人津工業生物所人
工合成澱粉團隊在工合成澱粉團隊在
實驗室工作實驗室工作。。右為右為
人工合成澱粉論文人工合成澱粉論文
第一作者第一作者、、天津工天津工
業生物所蔡韜副研業生物所蔡韜副研
究員究員。。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中國實現中國實現

●●人工合成澱粉實物人工合成澱粉實物。。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凝哲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凝哲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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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休城工商

中國城康明藥房可中國城康明藥房可
接種不同新冠疫苗接種不同新冠疫苗

「「德州地產德州地產」」 推出賺錢良機推出賺錢良機
距糖城半小時車程距糖城半小時車程，，8888英畝農地出售英畝農地出售

（本報記者秦鴻鈞 ）隨著休市土地的開發，擴充，不少當年
的草坪，荒地，在業主默默繳了二十多年地稅之後，忽一夜之間
開發為高檔昂貴的社區,” River Stone “ 社區即其一例。

而近期 「德州地產」 推出一塊在Wharton County , 88.74 英畝

的農地，就在59號公路上，距離糖城僅半小時車程，要價僅130
萬，平均每呎土地僅35cent, 如果您還沒概念，就拿目今百利大道
現在的土地，每呎在$30～$40 元之間，您就知它有多便宜，而一
年的土地稅僅美金一千元。

隨著近年來休市的人口增長快速，很多原有的社區已不敷供
應，很多有長遠眼光的地產投資商，紛紛把目光投向休市附近的
土地，才有近年來諸如：Rivers Stone,Spring Branch, Katy … 等社
區的高速開發，且房地產炒的火熱, 而這塊59公路上，距糖城僅
半小時車程的土地開發，指日可待 ！歡迎有眼光的投資人，儘快
與 「德州地產」 聯繫。

「德州地產」 由李雄先生主持，李雄生有30餘年地產經驗，
信譽品牌，地產精英，全職服務，專業熱心。該公司設有 「商業
房地產投資」 部門，專精處理各類房地產難題：EB5、商場、辦公
室、店舖、廠房、公寓旅館買責、出租、租客審核、物業管理各
種疑難交易、合約、餐館、生意租約轉讓，土地開發，政府及銀
行物業拍賣競標。

「德州地產」 設有物業管
理部門：德泰物業管理公司：
住宅、商場— 由全職員工管理
。目前管理物業包括：頂好廣
場、敦煌廣場、利和新村及精英廣場...等。物業管理專綫：
713-271-9988

「德州地產」 也設有住宅房地產的租、售、買賣、管理部門
。專業、負責、誠信、保密，新房舊屋買賣、出租、管理等一貫
性服務，由 1988 年開始，服務至今，信譽保證。諮詢專線：
713-826-3388

「德州地產」 負責人李雄先生，現任全美亞裔地產協會總會
長、休士頓市西南管理區主席、休士頓台灣商會會長、休士頓都
市計劃委員、亞商會主席、新華埠推廣委員會主席、中華文化服
務中心主席。

「德州地產」 公司電話：713-988-1668，Fax:713-988-1634,
李雄手機：713-826-3388

圖為面對圖為面對 「「王朝商場王朝商場」」 後方的後方的 「「康明藥局康明藥局」」 。。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位於中国城王朝商場側面
的 康 明 藥 房 (Brightmed Phar-
macy) 已經收到由美國疾病控制
中心(CDC)直接派送的大量輝瑞
(Pfizer)和莫多納(MODERNA) 和強
生( J & J) 新冠病毒疫苗。 藥房

週一到週五 (9:00 - 5:00)及 周
六( 9:00am - 2:00pm)進行疫苗
接種，完全免費。 請在當日帶
身份證明 (駕照，護照或州ID)以
及疫苗卡(第二針或三針)來接種
疫苗。如有保險， 請帶保險卡

。如您符合接種第三針或補強
針， 歡迎來藥房接種。 如有問
題，請致電 713-772-7700。 藥
房地址： 9630 Clarewood Dr，
Suite A3， Houston， TX 77036

休士頓台灣松年學院主辦休士頓台灣松年學院主辦
「「國慶盃高爾夫球賽國慶盃高爾夫球賽」」 周日舉行周日舉行

「「20212021北美國際電影節北美國際電影節」」 圓滿落幕圓滿落幕！！
導演梁晨兩部作品入圍導演梁晨兩部作品入圍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由休士頓台灣松年學院主辦的
「國慶盃高爾夫球賽」於周日（9月19日）在密蘇里市的Quail

Valley Golf Court舉行。當天天氣晴朗，萬里無雲，今年參加的
選手比往年多，八個人一組，共分十餘組，皆是高爾夫的熱愛
者，再加上雙十國慶戶外活動，個個精神抖擻，笑臉迎人，就
等著揮桿的那一刻，創下驚人的好成績。

主辦方 「松年學院」師生更是一早就來到現場，恭迎各路
球友、賓客。他們在旅館戶外搭的露天棚內等候賓客及參賽者
。當天在現場的松年學院董事長、僑務委員陳美芬與美南旅館
公會會長陳清亮夫婦，以及許勝弘院長、師生多人，更貼心的
在現場為大家準備了點心和飲料，許多因疫情多日未見的僑胞
友人，更在簽到處附近寒喧、敍舊，說不盡的開心，快活。

「台北經文處」也由處長羅復文和經濟組組長徐炳勳代表
出席，僑教中心由副主任黃依莉代表， 「國慶籌備會」也由主
委劉志忠和副主委劉美玲著雙十國慶工作制服出席。還有恆豐
銀行董事長吳文龍，台塑美國公司副總吳堯明及多位高球高手
，出席開球儀式，在羅處長簡短致詞，慶祝中華民國110年國
慶後，貴賓們一字排開，揮桿開球，為當天的賽事揭開序幕。

儀式後所有參賽者的高爾夫球車排列成三排，選手分十多

組在不同的球埸進行比賽, 經過四個多小時的競賽,在傍晚五點
多左右，選手們結束比賽陸續返回，陳美芬董事長和學生院師
生已經準備好日式便當和飲料，接待大家。並由許勝弘院長和
陳美芬董事長頒贈感謝狀給所有贊助廠商和贊助者：味全公司
、台塑、中油、亞洲化學等20多位代表。

當天比賽成績如下：
White Fight 冠軍：Jinyi Wo 亞軍：Robert Chen, 季軍 ：

Long Wen
Red Fight 冠軍：Jun Kho, 亞軍：Michael Hong, 季軍：

Stephen Chen
Gold Fight 冠軍 ：Joe Yang, 亞軍: Frank Liang, 季軍：C.M.

Wang
Closest to the PIN: Hole#6 Jack Wang, Hole#8 Michael

Hong, Hole#11 Ben Hsu, Hole#14 Frank Liang。
當天還現場公佈摸彩獎品,包括： 「台北經文處」贊助三瓶

噶瑪蘭紅酒及現金紅包，味全贊助十個大禮包及各精美禮品，
最後壓軸的是恆豐銀行董事長吳文龍贊助的現金$999大獎，由
幸運的歐教授抽中，他開心地跳著太空漫步舞姿前往舞台領獎
，現場歡笑和歡呼聲不斷,場面十分熱烈。

參賽代表大合照參賽代表大合照，，準備開球準備開球。（。（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圖為圖為 「「國慶盃高爾夫球賽國慶盃高爾夫球賽」」開球時鳴槍的剎那開球時鳴槍的剎那。（。（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2021 年北美國際藝
術節，電影節歷經兩週於9月23日圓滿閉幕。全
球20多個國家的電影人117多部作品衝破疫情的
阻礙參賽。經過專家評審，26部作品入圍大賽。

由美國華人導演梁晨執導，反映德州休士頓
華人移民王惠萍女士55歲開始創業，在沒有任何
從商經驗及足夠資金的情況下，歷經萬難，創辦
了中文書店，十多年來堅持為當地華人及兒童提
供中文刊物和教材，為了方便華人社區的生活，
又創辦了第一家華語郵局的紀錄片 「55歲。從零
開始」以細膩多彩的敘事風格與拍攝手法入圍最
佳紀錄片嫌妁收獎！

梁晨導演與著名沙畫藝術家常君睿女士合作

的配樂沙畫朗誦以其精彩的色調，構圖和朗誦表
演也榮獲本屆電影節最佳音樂片獎入圍！

本次北美國際電影節衝破美國疫情中的種種
困難，邀請了包括中國，澳大利亞，加拿大的多
位知名藝術家參與，藝術節和影展期間，組織了
多埸內容豐富的文藝對談，從人文，歷史，科技
，地理，生態環境與未來展望，嘉賓與聽眾共同
多角度地思考探索。

在閉幕式的致詞中，導演梁晨感謝北美國際
電影節主辦單位的努力，並表示，人生有三樣東
西是無法挽留的：生命、時間和愛，

我們能做的就是去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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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CC.  For Everyone, Anytime.

Register Now at  hccs.edu
SECOND START Registration for Fall ENDS September 21 @ NOON. 
Help to apply, enroll and cover costs is available: hccs.edu/virtuallobby.

View Online Toolkit for Fall resources and reminders: hccs.edu/onlinetoolkit.


	0925SAT_A1_Print.pdf (p.1)
	0925SAT_A2_Print.pdf (p.2)
	0925SAT_A3_Print.pdf (p.3)
	0925SAT_A4_Print.pdf (p.4)
	0925SAT_A5_Print.pdf (p.5)
	0925SAT_A6_Print.pdf (p.6)
	0925SAT_A7_Print.pdf (p.7)
	0925SAT_A8_Print.pdf (p.8)
	0925SAT_A9_Print.pdf (p.9)
	0925SAT_A10_Print.pdf (p.10)
	0925SAT_A11_Print.pdf (p.11)
	0925SAT_A12_Print.pdf (p.1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