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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參議院今天以 65 票
對 35 票通過臨時開支法案，以讓美國聯邦
政府免於斷炊關門。共和、民主2黨為避免
聯邦政府斷炊停擺，罕見團結起來，讓美國
政府得以再維持運作2個月。

美國政府舉債上限 28.43 兆美元，若臨
時開支法案最終無法通過，部分政府部門將

因沒有預算可用，10月1日起恐需暫時關門
。

美國聯邦政府如停擺，意味著成千上萬
政府員工得暫時回家放無薪假，各項聯邦服
務和辦公大樓關門。

在共和、民主2黨合作下，參議院今天
讓法案順利過關，使聯邦機構有資金運作至

12月3日。預料聯邦眾議院也將在午夜最後
期限前通過法案。

美國政府關門威脅一旦解除，民主黨領
導層將得以聚焦在提高舉債上限，以及通過
拜登政府分別達1.2兆美元和3.5兆美元的基
礎建設法案和支出法案上。

美參院通過臨時開支法案美參院通過臨時開支法案 避免政府關門避免政府關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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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nited Airlines announced that 593 of its
workers face dismissal for not complying with
the requirement to get a Covid-19 vaccine
shot.

This is less than 1% of its 67,000 workers
who are covered by the rule. About 2,000
workers have asked for exemption because
of religious or medical reasons.

The United Airlines CEO sent a letter to his
employees saying that everyone is safer
when everyone is vaccinated.

Like other airlines, United trimmed its staff in
2020 as air travel fell sharply. Now they need
to hire back the people. United has one of the
strictest employer vaccine mandates. So far,
other airlines including American Airlines,

Delta and Southwest do not have a mandate,
but employees need to pay more for health
insurance.

According to a recent survey, in America
today only 54% of employers support vaccine
mandates.

We are still in the pandemic. We really do not
understand why so many people still do not
believe in the science and still refuse to get
the vaccine.

When you look at the whole world situation,
many poor countries still do not have the
vaccine and they are really suffering without
help.

We as the American people are so selfish

and don’t seem to even care what is going
on in other parts of the world.

We really need to send a very serious
message to those people who are still
suffering that they need to take action now.

0909//3030//20212021

United Airlines DismissesUnited Airlines Dismisses
Unvaccinated EmployeesUnvaccinated Employees

美國聯合航空公司週三
宣布辭去五百九十三名不願
接種疫苗的員工，此數字只
佔六萬七千名員工不到百分
之一， 其中有二千名員工
是因健康理由暫時未能接種
。

聯合航空曾在去年疫情
時裁員， 但是目前因航空
景氣重現， 需要重新招回
工作人員 ，根據民意調查
顯示， 全美有百分之五十
四的業主主張對員工強制施
打疫苗。

拜登總統也要求所有聯
邦員工必須施打疫苗，否則
要每週測試是否呈陽性。

其他美國主要航空公司

，如美國航空、 三角洲航
空及西南航空並未對員工要
求必須施打疫苗，但是對於
那些不願打疫苗者， 其健
康保險費會相對增加。

目前在全美各地仍然有
近三成的國民不相信疫苗，
而拒絕接受接種 ，這種現
象實在令人十分担心 ，目
前疫情仍然嚴峻 ，飛机上
座満旅客是最危險的事。

今天疫情帶給世界的災
難令人心酸和悲傷 ，如果
還有人不相信科學 ，其行
徑會影響到其他人， 何況
感染上之機率高， 這種損
人而非利己之行為， 何苦
來哉。

航空公司員工接受疫苗率極高航空公司員工接受疫苗率極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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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成為日本第 100 任首相的岸田文
雄，將面臨巴黎減碳協議帶來的能源轉型。他
明確表示支持核能，以推進 2050 年的減碳目
標。

阿格斯能源新聞(Argus media)稱，即將在
10月4日被任命為日本新首相的岸田，優先施
政目標必然是解決新冠肺炎(Covid-19)的問題
，以刺激經濟復甦，但同時經濟復甦又需要足
夠的電能，因此能源政策也相當重要。日本要
加緊努力實現更嚴格的減碳目標：到 2030 時
，溫室氣體排放量必須減至2013年的46%，到
2050年實現碳中和。

岸田在9月17日開始的競選活動中曾經說
過，日本的清潔能源選項應該在可再生能源、
氫能、碳回收和核能等各種工具相結合，以確
保不斷增長的電力需要以及環保標準。

岸田也主張重啟日本的核技術開發，他表
示 「我們必須著眼於未來，因為僅靠可再生能
源，很難實現碳中和。」

他重申了支持重啟現有核反應爐的立場，
同時必須將安全放在首位，比較老舊與有風險
的反應爐，可以考慮引進小型模組式反應爐
(SMR)這種新一代高安全技術的核能。

岸田說，日本不能缺少核能，否則現有的
反應爐關閉後，日本將無法實現其 2030 年溫
室氣體降低目標。

岸田的核能立場，可能促使日本更新《日
本能源政策草案》，該草案從9月3日至10月
4日正在進行各地公聽會的討論。目前的《日
本能源政策草案》偏向 「穩健減核」的立場僅
表示日本將在安全放首位的原則下，推動重啟
現有的核反應爐，但是盡可能減少對核能的依
賴，增加可再生能源的使用。

根據目前的核能安全法規，所有反應爐可
以運轉40年，到期後可以延長1次至60年。乍
聽之下對核能很優惠，但是如果不新增反爐爐
數量，日本最終仍是逐步淘汰核能，因為日本
現有的33座的反應爐，總裝機容量為 14057百
萬瓦，它們大多是1960~1980年代建造的，所
有反應爐的服役時數都進入後期，其中的 15
座將在2030年12月之前到期，假如沒有增加
使用年限，到 2050 年，日本將沒有運作中的
核能反應爐。

日本電力公司聯合會也多次重申核能作為
基載電源的重要性，他們早先就對《日本能源
政策草案》中未提及新建反應爐表示遺憾。日
本鋼鐵聯盟也重申了對核電的支持，敦促政府
應該充分利用安全有保障的核電，並在 2030
年之前，推進新反應爐的建設。

因此岸田的發言，顯然是主張日本必須規
畫新的反應爐機組，才能延續核能的使用。

岸田文雄表態支持核能
僅靠綠能很難實現碳中和

為宣導防疫政策,拜登原本安排了上任總統
以來第一次到芝加哥訪問的行程, 但卻突然取
消了,原因是民主黨出現分裂危機 , 兩位黨籍參
議員喬曼欽 Joe Manchin 與克里絲汀·希妮瑪
Kyrsten Sinema揚言將杯葛黨內所支持的3.5 萬
億美元社會改造預算案, 所以拜登必須留在白
宮與他們協商，否則他的歷史性基建政策將胎
死腹中。

拜登近來政治運道不佳, 不僅處理阿富汗
撤軍灰頭土臉, 重挫美國形象, 而且私通澳大利
亞, 背叛盟邦法國, 而參議院已通過的 1.2 萬億
美元基建法案，卻因眾議院議長裴洛西貪心不
足, 想等另一項3.5 萬億美元預算案在參議院過
關後再兩案包裹表決, 沒想到黨內殺出喬曼欽
與希妮瑪, 他倆揚言如拜登不刪減預算 , 絕不支
持, 當前兩黨在參議院 50 比 50 勢均力敵下, 少
掉這兩人中任何一人支持,拜登的“Build Back
Better”治國藍圖將破滅。

其實喬曼欽與希妮瑪早已表態, 他們不支
持3.5 萬億預算案, 但拜登與裴洛西顯然誤判形
勢,以為政黨意志可戰勝黨員自決, 結果這兩位

作風保守的參議員傳卻堅持己見, 民主黨膽敢
用黨紀處分他們,無異自斷手腳, 所以拜登唯有
刪減預算, 直到兩位滿意為止, 這當然是同黨同
志最大的包容了。歐巴馬曾在回憶錄A Prom-
ised Land裡寫道,他在總統任內, 共和黨始終反
對他的施政預算, 有一次他把一位共和黨參議
員找到白宮溝通, 告訴他如果全照參議員所訂
的預算,他會不會同意 ? 結果這位共和黨籍參議
員斬釘截鐵說:”對不起,總統先生,我還是不同
意你!”

這就是政黨政治的絕情絕義,民主國家現在
已很少有忠誠的反對黨,為反對而反對已變成政
黨政治的常態, 關鍵在於他們是否能通過選民
那一關卡。 明年中期選舉迫在眉睫, 所有參選
者必須接受選民考驗才可出線, 當然,從另外一
個角度來看, 如民主黨能主導通過這兩個法案,
必可增加選舉籌碼,但對共和黨來說，正好相反
, ，他們必將否決兩個法案而讓民主黨一事無
成，所以民主黨如不團結, 不但會輸掉預算案,
也可能輸掉中期選舉而淪為國會少數黨,讓拜登
在任期內壯志難展,窒礙難行。

【李著華觀點 : 關關難過真難過
民主黨內鬥預算難過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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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亞墨爾本將成為
“全球封鎖時間最長城市”

綜合報導 隨著確診病例的增加和限制措施的持續，墨爾本將于今

年10月4日超過布宜諾斯艾利斯成爲世界上封鎖最久的城市。但與此同

時，墨爾本正經曆著大規模的反疫苗抗議活動。截至24日，抗議活動已

持續5天。

據悉，墨爾本現在勢必成爲世界上封鎖時間最長的城市。照目前情

況來看，墨爾本的居家令將至少再延長一個月。按維多利亞州政府計劃

，如果封鎖措施于今年10月26日結束，那麽墨爾本民衆將從去年3月以

來，在封鎖中度過267天，曆時近9個月。

如此，墨爾本將比世界上封鎖時長第二高的城市——阿根廷布宜諾

斯艾利斯多出22天。而墨爾本也因爲封鎖等問題，在今年的全球最宜居

城市排名中，下滑了6位，降至第8位。

如今，在墨爾本菲茨羅伊(Fitzroy)的史密斯街(Smith Street)附近，隨時可

以看到警察走過大街小巷，因爲這裏將是反封鎖抗議者的計劃聚集場所。

據悉，隨著當地警方在抗議者們計劃的遊行地點，如伯克街

(Bourke)和伊麗莎白街(Elizabeth streets)逮捕了幾名抗議者後，抗議者們

開始向彼此通報逮捕行動和巡邏警察的情況。其中一位抗議組織者甚至

在加密應用Telegram上寫道：“已經有3個不同的組織者同時發布了聚

集地點。”

此外，由于抗議者誓言要連續第五天返回墨爾本CBD，爲了保護自

己，醫護人員被要求脫掉工作服。Cohealth醫療公司的首席執行官尼巴

塞洛缪斯(Nicole Bartholomeusz)說，調查結果顯示，員工們被告知在上班

前不要穿工作服。她表示說：“我痛心地報告，在這個城市，已經發生

了幾起針對醫務人員身體和語言攻擊的事件，他們會因爲戴著Cohealth

的身份牌而成爲目標。”

據悉，“墨爾本自由集會”Telegram聊天群的數千名成員發出了警

報，呼籲民衆“禁止接種疫苗”，並將這次集會稱爲“維州民衆爭取自

由的集會”。

希臘兒童新冠病例恐達1.2萬例
又有三地面臨封鎖

綜合報導 希臘國家公共衛生組織宣布，過去24小時，希臘新增

2125例新冠確診病例，累計確診641022例；新增31例死亡病例，累計死

亡14606例。

據報道，塞薩洛尼基亞裏斯多德大學環境工程學教授薩利亞尼斯當天

接受采訪時，對希臘北部的疫情狀況和兒童群體的新冠感染率表示擔心。

他說：“預計目前兒童新冠肺炎病例的人數已經超過了6000例，但

估計這個數字將會翻倍。根據數學模型測算，到今年年底，44%的新增

病例將是低齡兒童，屆時兒童新冠病例可能達到1.2萬例。”

對于目前疫情形勢惡化的希臘北部地區，薩利亞尼斯說：“到10月

底情況會和去年11月份類似，每天新增的病例數量將達到600例左右。”

關于醫療系統承受的壓力，他說，更加清晰的情況將在11月中旬顯現出

來。

他同時強調，較低的疫苗接種率和德爾塔毒株持續蔓延的雙重

因素，造成了疫情在希臘北部出現反彈。

報道稱，由于疫情反撲，希臘北部的克桑西、卡斯托裏亞和德拉馬

三地在疫情地圖上標記爲“紅色”。這也意味著，這些地區將面臨地區

封鎖，以遏制病毒擴散。

實施的限制措施將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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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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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臘北部新冠感染率上升
兒童感染情況讓人擔憂

綜合報導 希臘國家公共

衛生組織宣布，過去 24 小時

希臘新增 2046 例新冠確診病

例，累計確診增至 643055 例

；新增死亡 33 例，累計死亡

14639例。

北部感染率升至36%
由于疫情形勢惡化，希臘政

府決定從24日起對該國北部的

卡斯托裏亞、克桑西和德拉馬三

個地區采取緊急限制措施。

此外，政府還宣布將阿爾

戈利斯、卡瓦拉、伊馬夏、佩

拉和皮埃裏亞的的限制措施延

長至少一周的時間。

希臘衛生部副部長米娜•

嘉嘉表示，“整個希臘北部的

感染率都呈現出上升趨勢，從

此前的 11%上升到了目前的

36%。該地區新冠肺炎患者的

入院人數也在大幅上升，特別

是科紮尼地區的入院人數增加

了60%，克桑西地區的入院人

數則出現了翻番的迹象。”

據報道，北部地區已成爲希

臘防疫工作的焦點，特別是東

馬其頓-色雷斯大區的情況最爲

嚴峻。在這一地區的14家醫院

中，248名新冠患者正在接受治

療，其中202人未接種疫苗。

此外，北部城市塞薩洛尼基

的14個地區中，大部分區域的流

行病學指標都呈上升趨勢。

30%病例年齡在4至18歲
之間

希臘國家公共衛生組織主席

阿庫瑪尼亞斯認爲，隨著秋冬季

節的到來，預計病例會出現激增

。他指出，目前兒童病例的情況

尤其讓人擔憂，30%的確診病例

年齡都在4至18歲之間。

希臘傳染病學專家戈戈斯

呼籲在兒科醫院中增加新的床

位。他說，“雖然目前我們還

沒有看到床位緊缺的迹象，但

兒童病例數量和住院人數正在

增加。因此，我們需要爲之後

發生的情況提前做好准備。”

脫了歐就盡情潑冷水？
英國議員：歐盟軍隊不可能建起來，沒法運作

據報道，在以美國帶領下的聯軍從

阿富汗撤出之後，歐洲出現了建立「歐

盟軍隊」的呼聲。 但英國新聞節目主持

人和前英國「脫歐黨」議員亞歷克斯· 菲

利普斯（Alex Phillips）警告說，由於多

達27個成員國參與決策，軍隊的運作將

「非常困難」。

歐洲出現了建立 「歐盟軍隊」 的
呼聲

菲利普斯在媒體上說：「歐盟正試

圖推進『歐洲軍隊』的想法，他們正在

通過外交政策的途徑變得越來越單邊。

但我不明白這如何運作，因為他們必須

以某種方式統一27種聲音。外交政策不

太適合通過多數票來完成，這會讓一些

國家違背其意願采取軍事行動。所以我

不知道他們實際上是如何協調外交政策

的。」

「如果你看看歐盟之內的關系，是

的，它們都在一個貿易集團下聚在一起

，但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歷史聯盟、效

忠對象和天然盟友。所以很難把所有的

東西都放在一個湯鍋裏，攪拌一下，然

後說『現在我們都團結起來了。』我認

為歐盟不可能真正做到這一點，除非它

變得非常強大並試圖將整個聯盟完全聯

邦化，這樣歐盟基本上成為一個國家，

那他們就可以有一個統一的外交政策，

我們都知道這幾乎就是歐盟的最終目

標。」

本月早些時候，兩名歐盟高級官

員敦促歐盟各國政府建立一支快速反

應部隊。歐盟國防部長在斯洛文尼亞

開會討論阿富汗的後果時，布魯塞爾

外交政策負責人何塞· 普博雷爾（Jo-

sep Borrell ）說：「很明顯，在阿富

汗事件發生後，對更多歐洲防禦的需

求從未像今天這樣明顯。有時會發生

一些推動歷史的事情，它創造了突破

，我認為今年夏天的阿富汗事件就是

其中之一。」

歐盟軍事委員會主席克勞迪奧·

格拉齊亞諾（Claudio Graziano）將軍

補充說：「阿富汗、中東和薩赫勒地

區的局勢表明，現在是采取行動的時

候了，首先是建立一支歐洲快速反應

部隊，以便能表明歐盟作為全球戰略

合作夥伴的意願。如果不是現在，什

麼時候？」

與此同時，比利時歐洲議會議員蓋

伊· 維爾霍夫施塔特 (Guy Verhofstadt)

在 8月的一條推文中堅稱，歐盟軍隊是

「常識」。

本周早些時候，法國否認了《每日

電訊報》關於馬克龍願意放棄該國在聯

合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席位以換取組

建歐盟軍隊的報道。

英國「脫歐黨」領袖奈傑爾· 法

拉奇（Nigel Farage）堅稱，歐盟軍隊

不太可能成功。本月早些時候，法

拉奇說：「我認為歐盟軍隊永遠不

會奏效，他們中的任何一個都沒有

準備好支付這筆錢。但無論他們決

定做什麼，我們都不能加入，絕對不

能加入。」

塞爾維亞與科索沃關系緊張
俄羅斯大使造訪塞軍前沿基地
綜合報導 近一個星期，塞爾維亞和

科索沃的關系再度緊張起來。科索沃將特

警隊和軍人部署在科索沃北部和梅托希亞

，塞爾維亞則將剛剛升級的T-72坦克以及

從俄羅斯購買的米-29、米-35等重型武器

布置在科索沃邊境。

兩國關系的再次惡化，與上周一科索

沃當局禁止在其控制的領土上使用塞爾維

亞車牌有關。這一舉動，遭到了生活在科

索沃省的塞爾維亞族人的反對，但科索沃

警察強制拆除塞爾維亞人車上的牌照，他

們以科索沃臨時牌照替換並收取5歐元的

費用。

這一舉措激起了塞爾維亞族人的反對

，他們組織集會，要求地方政府不強制推

行摘車牌行動，但普裏什蒂納毫不妥協，

大量軍人被派入科索沃北部，他們對抗議

者使用武力。

在塞爾維亞族人被打的消息傳出後，

貝爾格萊德反應強烈，塞爾維亞南部軍隊

隨即進入高度戒備狀態。武契奇總統發出

最後通牒，要求普裏什蒂納政府將部隊從

科索沃北部和梅托希亞撤出，恢複以前的

狀態，然後在

布魯塞爾進行

談判。

不過科索

沃並沒有退兵

，在接受半島

電視台采訪時

，科索沃“總

理”庫爾蒂反

而宣稱，科索

沃可能很快將

舉行全民公決

，以決定決定

是否與阿爾巴

尼亞完成“國家統一”。

這無疑是火上澆油，不僅僅塞爾維亞

反對合並，同爲北約成員的北馬其頓、黑

山和希臘也反對組建大阿爾巴尼亞。

9月26號，在與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

貝格通話時，塞爾維亞總統武契奇明確表

示，普裏什蒂納部隊對科索沃北部和梅托

希亞的占領是不能被容忍的，塞爾維亞要

求科索沃立即撤軍。

北約秘書長呼籲貝爾格萊德和普裏

什蒂納保持克制，盡快展開對話。斯

托爾滕貝格關注的是在該地區“確保

安全和所有人的行動自由”，而俄羅

斯外交部則認爲，科索沃警察的行動

是一種挑釁，目的是將塞族人趕出科

索沃。俄聯邦駐塞爾維亞大使博贊· 哈

爾琴科則在塞爾維亞前沿基地訪問了

駐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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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聯邦參議院宣布將在明天表決臨時開支
法案（stopgap funding bill），避免聯邦政府於短短數小時後斷
炊關門。

法新社報導，接下來幾天預料對拜登總統任期最為關鍵。
拜登除了要協商兩筆規模龐大的支出法案，還要在沒有共和黨
支持下解決提高舉債上限的問題。

但最急迫的優先要務是提供資金給各聯邦機構。民主黨籍

參議員表示，他們將在明天一早、在經費耗盡之前短短數小時
通過臨時開支法案，讓政府持續運作至12月3日。

這項法案含提供63億美元資金協助阿富汗難民、286億美
元用於災難援助。由於兩黨議員預料都將支持這項法案，法案
於參院過關後，可望迅速獲得聯邦眾議院的批准並送交拜登簽
署。

美國聯邦政府停擺通常意味著成千上萬政府員工得暫時回

家放無薪假，各項聯邦服務和辦公大樓關門。
美國政府從沒有在疫情大流行這類國家緊急情況時停擺過

，但國會預算處（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估計，2018-19
年的局部停擺造成約110億美元經濟損失。

政府關門威脅一旦解除，民主黨領導層將得以聚焦在提高
舉債上限，以及通過拜登的兩筆價值分別達1.2兆美元和3.5兆
美元的基礎建設法案和支出法案上。

AZ美國大型臨床實驗太驚喜 2.6萬人 「0重症、0血栓」

美眾院通過凍結債務上限法案
闖關參院恐踢鐵板

（綜合報導）英國阿斯特捷利康公司（AstraZeneca，AZ）
期待已久的AZ疫苗美國大型臨床實驗結果昨（29）日出爐，
防止有症狀感染的保護力達74%，防止65歲以上長者出現有症
狀感染的效力達83.5%，當中沒有任何志願者惡化成重症，也
沒有人出現罕見但相當嚴重的副作用 「血栓併血小板低下症候
群」。

綜合路透社、醫學網站 「HCPLive」報導，紐約羅徹斯特
大學醫學中心（University of Rochester Medical Center）傳染病
專家弗西（Ann Regina Falsey）帶領的研究團隊，昨日在《新
英格蘭醫學期刊》（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刊登AZ
新冠疫苗在美國的大型臨床試驗結果。

這項研究在美國、智利、秘魯招募超過2.6萬名志願者，
當中1.76萬人施打2劑AZ疫苗，另外8500人施打安慰劑，2劑
中間間隔1個月，科學家比較2組志願者接種第2劑後15天後
的染疫情形。

結果顯示，AZ疫苗防止志願者有症狀感染的總體保護效

力達74%，在65歲以上組別中，保護力提升至83.5%。
在接種疫苗的組別中，沒有出現重症新冠患者及死亡病例

，安慰劑組別中則有8例重症、2人死亡。
值得注意的是，昨日公布的臨床試驗結果較3月公布的期

中結果略低。當時阿斯特捷利康公布的保護力為79%，不過在
美國衛生官員批評報告數據過時後，阿斯特捷利康後續下修數
字至76%。

關於疫苗副作用，將近 1.2 萬人通報不良事件（adverse
event），接種疫苗組別的通報比例達40.6%，安慰劑組別也有
29.7%，其中排名前4的常見不良事件依序為全身痠痛、頭痛、
注射部位疼痛、以及疲勞。

有關接種後28天內通報的嚴重不良事件，疫苗組共101人
，安慰劑組共53人，不良事件分別導致疫苗組及安慰劑組各7
人死亡，不過經過調查，沒有一例的死因和疫苗或安慰劑有關
。

外界相當關注的罕見血栓副作用，研究顯示，不論是施打

疫苗組，還是安慰劑組，肺栓塞（Pulmonary embolism）、深
部靜脈栓塞（Deep Vein Thrombosis DVT）、血小板減少症
（thrombocytopenia）的發生率都很低，而且比例相近，前2項
2個組別的發生率都低於0.1%，施打疫苗組的血小板減少症發
生率低於0.1%，安慰劑組為0。

2個組別也都沒有出現血栓併血小板低下症候群（throm-
bosis with thrombocytopenia syndrome，TTS）、腦靜脈竇血栓
（cerebral venous sinus thrombosis），或是在異常部位發生靜脈
栓塞的事件。

參與這項研究的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疫苗研究人員杜賓（Anna Durbin）表示結果讓她
「驚喜」， 「它（疫苗）對重症及住院有很強的保護力。」

研究人員在論文中總結AZ疫苗安全，而且能有效防止民
眾感染新冠後出現症狀及變成重症。

避免政府停擺避免政府停擺
美參院預計美參院預計3030日表決臨時開支法案日表決臨時開支法案

（綜合報導）美國聯邦眾議院今天以219票贊成、212票反
對通過一項法案，暫時凍結政府債務上限到2022年12月；若
國會遲遲解決不了舉債上限問題，政府資金與財政部應急措施
將於幾週後耗盡。

民主黨籍俄勒岡州眾議員史拉德（Kurt Schrader）和緬因
州眾議員高登（Jared Golden）與共和黨人一起投下反對票；共
和黨籍伊利諾州眾議員金辛格（Adam Kinzinger）則是與民主
黨站在同一陣線支持法案的唯一一名共和黨人。

這項法案如今將提交給參議院表決，但幾乎可以肯定會踢

到鐵板。法案必須獲得60票，才能在兩黨勢均力敵的參院闖關
成功。共和黨人表示，他們不會投票贊成提高債務上限，並呼
籲民主黨，要通過相關立法，就透過只需50票的 「預算和解」
程序。

預算和解是美國國會的特別程序，目的是在參院加速通過
某些預算立法，只需要簡單多數的51票或50票加上副總統的
決定性一票即可通過。預算和解適用於支出、收入及聯邦債務
上限相關法案，參院每年可在這些項目各通過一項法案。

但民主黨籍眾院議長裴洛西（Nancy Pelosi）接受美國有線

電視新聞網（CNN）訪問時說，她不贊成採預算和解程序。民
主黨人擔心這種做法太過費時。

美國財長葉倫（Janet Yellen）本週告訴國會，聯邦政府可
能將於10月18日用罄手頭資金。

眾院21日通過一項類似法案，希望避免政府於本月底關門
停擺，能持續運作至12月初，並凍結債務上限至2022年，但
在共和黨參議員阻擋下，參院27日未能通過這項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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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泰國內政部防災減災

廳表示，受臺風和連續暴雨影響，

自本月23日以來泰國有14個府遭受

洪災。泰國總理巴育已於26日當天

前往受災最嚴重的素可泰府視察抗

洪救災工作。

這14個府包括素可泰、清邁、

南奔、南邦、來興、披集、孔敬、

猜也奔、呵叻、烏汶、那空沙旺、

猜納、信武裏以及大城府，受災家

庭共有13930戶。目前，防災減災廳

已協調各府有關機構加緊抗洪和搶

險救援工作，同時調查本次洪災造

成的損失情況，將持續為受災民眾

提供幫助。

據當地媒體報道，位於泰國東

北部的猜也奔府本次遭遇了50年一

遇洪災，當地有8個縣受災嚴重，部

分地區水深超過5米。9月25日晚至

26日淩晨，猜也奔府一所醫院遭洪

水突襲，緊急轉移包括患者和醫務

人員在內120余人。此外，部分區域

發生山洪，附近村莊被淹。

泰國大城府和素可泰府是歷史

文化名城，有許多歷史文化遺跡。

為防止這些遺跡受到洪水影響，泰國相關部門正在采取

緊急保護措施。

泰國總理巴育在內政部部長阿努蓬、農業與合作社

部部長查棱猜等人的陪同下，從曼谷廊曼機場出發前往

素可泰府視察抗洪救災工作，並將向當地民眾發放救急

包等。

緬甸帕敢鎮隆欽分鎮醫院發生爆炸
有人說這只是次警告

綜合報導 克欽邦消息，帕敢鎮隆欽

鄉內的隆欽分鎮醫院和隆欽市場，發生

了爆炸事件。

地區民眾告知，地區民眾們，不希

望隆欽分鎮醫院，在國管委手下重開，

而當局強行到隆欽分鎮醫院安排註射新

冠疫苗，所以應該是因為這個，發生了

爆炸事件。

1名民眾說，9月23日，當局強行打

開隆欽分鎮醫院，前來安排註射新冠疫

苗，地區民眾們，不希望醫院在國管委

手下重開，有要求說到隆欽寺院安排註

射疫苗，但鎮區當局不同意，不清楚誰

製造的爆炸事件，應該是警告吧。

據稱，鎮區當局，計劃重開隆欽醫

院的9月5日時，醫院也曾發生爆炸事

件，此次已是第二次。

另外，隆欽市場，9月23日下午，也

發生過爆炸事件，也未造成人員傷亡，

地區民眾表示，應該也是進行警告。

帕敢鎮隆欽鄉內，塞雅村，9月21

日晚7點30分左右，1座Mytel通訊塔，

也曾遭爆破破壞。

日自民黨總裁選舉投票在即
河野太郎民調支持率最高
綜合報導 據日本共同社報道，該

社就日本自民黨總裁選舉通過電話調查了

全國黨員和黨友的支持動向。匯總擁有投

票資格的黨員和黨友回答的結果顯示，關

於適合當新總裁的候選人，行政改革擔當

相河野太郎占比最高，為47.4%。

結果還顯示，在適合當新總裁的

候選人裏，支持率第二的是前政調會

長岸田文雄，為22.4%。與17、18兩

日的上次調查相比，河野減少了1.2

個百分點，岸田追上了3.9個百分點

，二人差距縮小了5.1個百分點。隨

後是前總務相高市早苗的16.2%、代

理幹事長野田聖子的3.4%。

據報道，依照總裁選舉的機製換

算，黨員和黨友投票決定的382票中

，河野預計確保超過半數的200票。

本次調查還詢問了是否已投票，如果

僅看回答已投票的黨員，支持岸田和

高市的都增加3個百分點以上。支持

河野的有所減少，與岸田等人的差距

可能進一步縮小。

回答「還沒決定或不知道」的占

10.7%。

關於期望新總裁具備的資質，回

答依次為領導能力30.9%、誠實和信

賴感27.3%、說明能力16.8%。

有關期待下任首相致力於哪些課

題，回答經濟政策的最多，占30.2%

。新冠對策占 22.3%，社會保障占

15.4%，外交和安全保障占14.7%。修

改憲法只有3.7%。

據悉，日本自民黨總裁選舉定於9

月29日投票。現任總裁、首相菅義偉本

月早些時候宣布不參加競選，這意味著

新當選總裁將成為日本新首相。

印度向美國靠攏將展開最大規模三軍重組
或遇阻力

綜合報導 隨著印度向美國和盟友靠

攏，印度將會展開拖延已久的整軍行動，

提高防衛能力。印度總理莫迪24日在白宮

出席四方安全對話機製(Quad)的首腦峰會

，同美國總統拜登、日本首相菅義偉及澳

大利亞總理莫裏森共同討論印太地區面臨

的挑戰。

眼下，莫迪將要展開自1947年印度獨

立以來，最大規模的一次三軍重組計劃，

加強海陸空綜合作戰能力。

印度官員透露，上月，軍務部門下達

命令，要負責監督巴基斯坦邊界的陸軍單位

草擬海陸空協同作戰方案。官員說，這是印

度軍方的一個試點，在新作戰架構下，該模

式最遲將在2024年逐步復製到全軍。

印度國防部發言人巴布回答媒體詢問

時說：「印度軍方正在進行軍事現代化，

以應付區域挑戰和科技變革。」

分析認為，印度武裝部隊強化三軍作戰

能力，一旦軍事沖突爆發，印軍將更易與美

國和其他盟國的部隊協同作戰。上周美英澳

宣布的AUKUS三邊安全夥伴關系，就涉及

在一系列防衛領域聯合作戰。以印度現有軍

力，在三軍綜合作戰方面，仍嫌能力不足。

印官員透露，印軍將辟設至少四個戰

區司令部，一個在西部「監督」巴基斯坦

，另一個在東部註意中國，其他還有印度

洋海事司令部和空防司令部，這是要讓印

度部隊能在海陸空配合無間地作戰。戰區

司令部可調動戰艦、巡邏艦、戰鬥機，以

及指揮負責邊界防衛的導彈與炮兵單位。

澳洲國立大學國家安全學院高級研究

員、印度軍事專家布魯斯特說：「Quad的

其他夥伴國之前發現，他們一次只能與印

度單一軍種進行聯合演習。比如有海軍就

沒有空軍，或是有空軍就不能有海軍……

如果大部分行動都需要不同軍種參與，就

會嚴重影響印度與其他國家的合作。」

印軍認為，設戰區司令部可以削減約

三分一的防務開支，同時把軍權集中在聯

合參謀委員會主席手上。不過，印軍改組

遭遇內部阻力。

過去數十年，印度領導人把軍事指揮

權與控製權分開，以免發生軍事政變。盡

管三軍作戰建議早在上世紀90年代提出，

但因內部派系鬥爭，技術官僚與軍隊將領

都加以抵製。

印官員說，空軍的反對最強烈。他們

反對設立多個戰區司令部的概念，稱空軍

資源有限，要一下子應對來自四面八方的

威脅，肯定捉襟見肘。

（中央社）公費流感疫苗今（1）日起開打
。台大兒童醫院院長黃立民昨指出，國內連2年
沒有流感、侵襲性肺炎鏈球菌疫情，民眾免疫力
長期未被病毒激發，今年秋冬恐有反撲大流行，
建議民眾應接種流感、肺炎鏈球菌及新冠肺炎等
3種疫苗，才能避免合併感染，導致重症或死亡
。至於3支疫苗的接種順序，黃立民說，流感疫
苗可與肺炎鏈球菌同時打，和新冠疫苗相隔7天
即可。

秋冬流感流行期將至，新冠疫情威脅尚未解
除，肺炎鏈球菌也伺機而動。 「李慶雲兒童感染
暨疫苗發展醫學文教基金會」昨日舉行記者會，
以 「新左流右肺」為衛教宣導主軸。疾管署多年
來皆宣傳 「左手打流感，右手打肺炎鏈球菌」，
今年則增加 「新冠肺炎疫苗」，疾管署表示，新
冠肺炎打在哪隻手都可以，重點是相隔7天。

該基金會董事長黃立民指出，各國流行感冒
已連2年未大流行，多數人口未被激發免疫反應
，隨著新冠疫情逐漸受控， 「被壓制的流感病毒
一定會回來」，他並引述國外知名期刊指出，三
分之二感染科專家認為，今年秋冬流感將大流行
。

冬天另一好發感染症是侵襲性肺炎鏈球菌，
黃立民指出，台灣2020年感染人數從往年7、8萬

人降至3、4萬人，但因重症住進加護病房人數維
持在1至2萬人。他分析，確診人數下降是因輕
症者不敢進醫院，但重症人數不變，顯示整體感
染數並未下降，社區中潛藏感染肺炎鏈球菌危機
。

台大小兒感染科醫師呂俊毅也指出，肺炎鏈
球菌平時多半潛伏人類鼻腔中，當人體因感冒或
免疫力下降時，不必 「國際交流」就會發病，患
者一旦出現侵襲性肺炎鏈球菌感染症，細菌就會
侵襲到血液、腦部、心臟、腎臟及骨頭各處，死
亡率相當高。

呂俊毅表示，一旦感染新冠病毒或流感，若
再合併侵襲性肺炎鏈球菌感染症，將是引起重症
或死亡的主因，也會增加治療難度；他呼籲今年
冬天一定要 「料敵以寬」，3種疫苗都打起來，
尤其成年慢性疾病患者、先天或後天免疫功能不
全者、65歲以上長者、5歲以下兒童等高風險族
群。

新北市公費流感疫苗與肺炎鏈球菌疫苗今日
開打，市長侯友宜鼓勵符合資格者都能到合約醫
療院所接種，左、右手臂可同時接種，不過與新
冠肺炎疫苗要間隔7天以上。

今年流感恐反撲
醫疾呼3疫苗打起來

（中央社）台灣水泥新購入工業用地31.25
公頃，打造東台灣首座低碳環保綠能園區，因
花蓮和平廠用地擴增超過10％，依環評法規辦
理環評前的說明會，地方居民期待帶來就業機
會，台泥也將設置數據看板，資訊透明，強調
外界可隨時檢視。

台泥投資55億元，在宜蘭蘇澳水泥廠、花
蓮和平水泥廠區建置大型儲能系統，裝置容量

分別達87.5MWh及250MWh的大型儲能系統，
完工後將成為全台最大容量的儲能案，其中，
和平廠購入31.25公頃工業區用地，因用地擴增
超過10％，依環評法規重辦環境影響評估。

台泥前晚在和平廠區召開說明會，花宜2地
民代、居民受邀出席。花蓮秀林鄉代表會主席
賴俊傑說，台泥近年來投入綠能、減碳，協助
花蓮處理處理垃圾，相信在新的技術與更嚴格

的環保法規規範下，台泥願意投入更多經費建
設，樂觀其成。

宜蘭縣南澳鄉澳花村長黃聰明關切花蓮垃
圾處理案，希望花蓮縣府編列的回饋金納入澳
花村；花蓮秀林鄉和平村和中部落主席胡瑞祥
表示，希望台泥未來開始處理垃圾，能夠多培
養和平村的村民。

和平廠長魏家珮說，和平廠將打造東部第

一個低碳環保綠能園區，未來也將有更多高科
技人才進入，提供在地青年不同類別的工作機
會。

至於台泥與花蓮縣府合作推動的 「水泥窯
協同處理廢棄物」案，將會在DAKA園區設置
各項環保數據顯示看板，並設環保電話專線，
隨時接聽反應，資訊透明供外界檢視。

台泥建大型儲能系統 地方盼增就業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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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AL NOTICE
These Texas Lottery Commission scratch ticket games will be closing s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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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ame # Game Name / Odds $ Official Close 
of Game

End Validations 
Date

2160
Weekly Half Grand       

Overall Odds are 1 in 4.78
$1 11/17/21 5/16/22

2299
Lucky Dog          

Overall Odds are 1 in 4.34
$2 11/17/21 5/16/22

2339
Mucho Dinero         

Overall Odds are 1 in 4.29
$2 11/17/21 5/16/22

2289
50X Speedway Riches      

Overall Odds are 1 in 3.99
$5 11/17/21 5/16/22

2291
Willy Wonka Golden Ticket™        

Overall Odds are 1 in 4.15
$5 11/17/21 5/16/22

T:5.7"

T:6"

●●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涉違國安法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涉違國安法
正在還柙正在還柙。。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獲委任調查壹傳媒事務的審查員陳錦榮獲委任調查壹傳媒事務的審查員陳錦榮，，早前向香港早前向香港財財政司政司

司長提交中期報告司長提交中期報告。。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考慮過中期報告後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考慮過中期報告後，，基於基於

公眾利益公眾利益，，2929日已按日已按《《公司條例公司條例》》賦予的權力賦予的權力，，向原訟法庭提交向原訟法庭提交

將壹傳媒清盤的呈請將壹傳媒清盤的呈請。。同時同時，，香港證監會亦相信將壹傳媒清盤符香港證監會亦相信將壹傳媒清盤符

合公眾利益合公眾利益。。多名政法界人士多名政法界人士2929日接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

有關行動有助保障投資者有關行動有助保障投資者的根本利益的根本利益，，合法合情合理合法合情合理，，值得支值得支

持持。。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鄭治祖 封封

壹傳媒壹傳媒被被呈請清盤呈請清盤

香 港 新 聞 2021年9月30日（星期四）4 ●責任編輯：樓軒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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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8月10日 警方國安處以涉嫌勾
結外國勢力及串謀欺詐等罪名，拘捕黎
智英三父子、壹傳媒四名高層，同日200
名警員持法庭手令搜查蘋果大樓

2021年5月14日 香港保安局凍結壹傳
媒創辦人黎智英持有的壹傳媒股份以及
其名下3間私人公司在4個銀行戶口內
的資產

2021年5月26日 壹傳媒稱，凍結財產
對黎智英向壹傳媒提供的貸款“概無任
何影響”，自2021年4月1日起至少18
個月營運資金將保持足夠

2021年6月17日 警方國安處以涉嫌串
謀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罪名，拘捕壹
傳媒、蘋果日報共5名高層，凍結蘋果日
報相關3間公司的1,800萬元資產，同日
搜查蘋果大樓

2021年6月24日 《蘋果日報》最後一
天出版；《壹週刊》凌晨零時前結束營
運；員工未有離職安排，逾800人受影
響

2021年6月25日 壹傳媒預告未能於6
月30日前刊發截至3月31日止年度的初
步業績

2021年7月22日 壹傳媒稱在2021年4
月1日償還大股東黎智英的股東貸款1.5
億元，導致未經審核的銀行及現金結餘
減至2021年5月31日約3.378億元

2021年7月28日 香港財政司司長陳茂
波基於公眾利益及維持香港上市公司制
度的聲譽，委任香港會計師公會前會長
陳錦榮為審查員，調查壹傳媒事務

2021年8月18日 首批14名前員工到
勞資審裁處向蘋果日報印刷追討共約450
萬元；資方代表簽署承認責任同意書，
但註明公司無力支付相關金額

2021年9月14日 科技園入稟指蘋果日
報印刷違反租約，要求法庭下令該公司
清空及歸還位於將軍澳工業邨的物業並
作出賠償等

2021年9月28日 審查員陳錦榮持法庭
搜查令進入將軍澳壹傳媒大樓搜證

2021年9月29日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出
於公眾利益，向原訟法庭提交將壹傳媒
清盤的呈請

壹傳媒重要事件時序

800
員
工
可
申
請
破
欠
基
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蔡競文）壹傳媒小
股東、投資者權益關注組召集人陳仲翔29日
對香港文匯報表示，歡迎及尊重財政司司長
依法行使要求將壹傳媒清盤的權力。作為壹
傳媒小股東，他認為這一清盤行動無疑是判
公司“死刑”，估計小股東將無可避免損失
購買股票的全部本金。他認同投資者該自行
承擔投資風險，此案例如同為小投資者上了
一課。按壹傳媒停牌前股價計，散戶持股市
值約2.19億元（港元，下同）。

促證監公布調查進度
陳仲翔表示，對壹傳媒在停牌前，曾在

開市前的競價時段出現幾十倍升幅的誇張
“嘜價”，證監會宣布介入調查。然而到今
天壹傳媒面臨清盤之際，證監會仍未公布調
查結果，他對此感到困惑及難以釋懷。他期
望，證監會應立即公布其調查進度，以及於
清盤前完成調查報告，還小股東及市場一個
明白。

有會計師對香港文匯報表示，由於壹傳
媒經營不善，長年虧蝕負債纍纍，公司清盤
後，未知在償還債務後還會剩下多少資金，
預計小股東能取回投資的機會極微。他表
示，財困或停牌的上市公司一日未清盤，都
可以引入“白武士”拯救，既可選擇賣盤，
亦可選擇將股票復牌，並透過股本融資解
困。但政府目前呈請將壹傳媒清盤，等同宣

布該公司“無得救”。他認為，政府今次以
“公眾利益”對壹傳媒提出清盤呈請，估計
是政府在了解壹傳媒賬目後，認為需要保存
資產來為持份者提供最大利益，故才有此舉
動。

按正常程序，法院將委派一個臨時清盤
人，接管公司及保存資產。如果未能及時找
到白武士接手，清盤人將出售資產，並按法
律規定的次序“分錢”，首先是支付清盤人
的薪酬，然後向政府交稅及繳清欠款，之後
是支付員工欠薪；再次便是償還債務，首先
償還的是優先債、有抵押的銀行貸款等，之
後便是應付一般欠款。最後有餘款才會分給
股東，所以小股東能夠取回投資的機會是極
微的。

接管台資產需台確認
壹傳媒旗下台灣《蘋果日報》目前仍營

運網上新聞業務，假如壹傳媒遭接管，臨時
清盤人可以委託台灣律師，透過當地司法程
序，確認香港法院的法令，從而讓臨時清盤
人可以接管在台灣的業務和資產。另一個方
法，是臨時清盤人以股東身份，委任董事進
入台灣子公司，以達到處理當地業務的目
的。壹傳媒自今年6月17日起停牌，停牌前
報0.29元，市值7.56億元，按大股東黎智英
持有71.26%股權計，散戶持股市值約2.19億
元。

散戶2億元股票恐變廢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壹傳
媒停止運作多月，一直拖欠800多名員
工薪金及遣散費等，金額達3,000萬
元（港元，下同）。香港工聯會權益
委員會主任丘燿誠29日接受香港文匯
報訪問時表示，壹傳媒被清盤後，被
欠薪的員工可按程序申請破產欠薪保
障基金，討回公司所拖欠的工資、遣
散費及代通知金等。

欠薪欠假期上限4.6萬
丘燿誠認同，破欠基金只能為僱員

提供基本保障，年資長或高薪的員工或
未能討回全部欠款，“因為每一位員工
拿到的基金保障是有上限的，例如欠
薪，每人最多只能討回3.6萬元；未放年
假及法定假日補償，每人最高只能討回1
萬多元。”他表示，政府申請將壹傳媒
清盤，是保障部分員工的權益；否則若
壹傳媒遲遲未清盤，員工就無資格申請
破欠。

工聯會權益委員會副主任鄧家彪則
表示，雖然壹傳媒被清盤，但政府一定
會給予壹傳媒員工基本的保障，“肯定
唔會丟低佢哋唔理嘅，最基本嘅要畀返
員工嘅補償。”他認為壹傳媒被清盤對
社會是好事，“大股東做咁多危害香
港、危害國家嘅事，政府一定要處理佢
哋”，他並表示政府一定要徹查壹傳
媒，“斬草要除根，希望政府快啲清
理。”

港財政司長考慮調查員報告港財政司長考慮調查員報告 基於公眾利益入稟基於公眾利益入稟

由亂港黑手黎智
英創辦、現已

停牌的壹傳媒，因相繼爆出違反租契、
提前向黎智英償還1.5億元（港元，下同）股東
貸款、拖欠逾800名員工薪金等不尋常操作，令
人質疑當中是否有誤導公眾及小股東行為，甚
至涉及欺詐罪行。香港特區政府財政司司長今
年7月28日經考慮公眾利益，根據《公司條
例》第841(2)和(3)條，委任香港會計師公會前會
長陳錦榮為審查員調查壹傳媒的事務。陳錦榮
28日持法庭搜查令進入將軍澳壹傳媒大樓搜證
協助調查工作。

根據香港政府公布的資訊，陳錦榮本月14
日提交了一份中期報告，財政司司長考慮後認
為出於公眾利益須將壹傳媒清盤，決定向法院
提交呈請。根據《公司條例》第879(1)條，當某
法人團體可根據《公司（清盤及雜項條文）條
例》清盤，而財政司司長按任何指明材料而覺
得為公眾利益，可以提出將它清盤的呈請。

證監信清盤符公眾利益
另方面，證監會亦按《證券及期貨條例》

對壹傳媒進行廣泛查詢，並
將從中取得與呈請有關的重要資料和證據交

予財政司司長。證監會根據所得資料和證據，
也相信將壹傳媒清盤符合公眾利益。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副主席、法學教授傅
健慈29日指出，壹傳媒是反中亂港的推手，涉
嫌收受黑金，為“港獨”分子撐腰，唱衰內地
和香港，製造機會給外國制裁內地和香港等，
其心可誅。財政司司長根據《公司條例》賦予
的權力，基於公眾利益向原訟法庭提交壹傳媒
清盤的呈請，旨在撥亂反正，正本清源，維護
香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保障投資者的根本
利益，這是合法合情合理，意義重大，值得支
持。他強調即使壹傳媒清盤，都不可以逃避法
律責任，一定要追究到底，促請執法部門徹
查，把相關的違法分子繩之以法。

法政界促查違法行為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恒鑌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恒鑌表示表示，，壹傳媒事壹傳媒事

件已經拖拉多時件已經拖拉多時，，曾爆出曾爆出““有錢不出糧有錢不出糧”，”，員員
工追糧得直無果等令人氣憤的個案工追糧得直無果等令人氣憤的個案。。他認為他認為，，
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香港作為國際大都會，，壹傳媒又自稱為傳媒企壹傳媒又自稱為傳媒企
業業，，沒有理由賴皮沒有理由賴皮，，壹傳媒也非壹傳媒也非““大晒大晒”，”，必必
須作出明確的交代和提出清晰的處理安排須作出明確的交代和提出清晰的處理安排，，今今
次財政司司長出手呈請將壹傳媒清盤次財政司司長出手呈請將壹傳媒清盤，，冀有關冀有關

方面方面““揸正嚟做揸正嚟做”，”，不要姑息違法行為不要姑息違法行為。。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麥美娟表示，財政司司

長行使了法律賦予的權力，執行了自己應做的
工作。她強調，相信事件未完結，若證實壹傳
媒有其他違法行為，不可因清盤、離職或結業
等舉動，就可以逃過一切的法律責任，冀執法
部門有足夠證據時，立即採取行動，不能姑
息。

立法會建築、測量、都市規劃及園境界議
員謝偉銓表示，今次財政司司長是基於公眾利
益的理由，而作出適當的行動，即使壹傳媒被
清盤清盤，，亦不代表壹傳媒就可以逃避涉嫌違反香亦不代表壹傳媒就可以逃避涉嫌違反香
港國安法的責任港國安法的責任，，執法部門仍然需要追查到執法部門仍然需要追查到
底底，，並嚴正執法並嚴正執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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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中國人玩不好爵士樂？”

“理查德．克萊德曼（港稱理查．克萊德

曼）能算鋼琴家嗎？”“為什麼日本歌曲

養活了大半個華語樂壇？”……這些讓樂

迷也困惑的問題，畢業於美國伯克利音樂學院（港稱美國柏克萊音樂學院）的周雨思總

能用淺顯易懂的方式講解。憑借“不用會樂器，無需考樂理”就能懂的音樂科普視頻，

她短短一年多就在不同視頻網站平台上各吸引了數十萬粉絲，甚至吸引了一些原來對音

樂沒有興趣的粉絲“入坑”，且持續追蹤觀看。 ●香港文匯報記者 任芳頡 北京報道

周雨思的視頻從不局
限於某一種或幾種音樂類
型。在她看來，音樂有好
壞之分，但音樂品類之間
是沒有高下的。

“不少音樂專業人士認為大眾不懂音
樂，他們覺得大眾需要被教化，（且）更
嚴重的問題是他們認為大眾教化不了。”
周雨思在跟粉絲交流、接觸的過程中，發
現很多音樂愛好者聽音樂的廣度和深度，
以及對音樂各方面信息的了解程度都非常
深。“他們可以毫無障礙跟我交流，這些
人很大程度上沒有接受過專業音樂訓練，
但他們擁有對音樂的熱愛。”

在發布了一些評價知名音樂人的視頻
後，周雨思收到了一些負面的評價。比如
“理查德·克萊德曼能算鋼琴家嗎？”這條
視頻就備受爭議。視頻中，她提及，理查
德·克萊德曼對音樂的處理較為簡化。除了

評論區的觀點交鋒，還有很多觀眾給周雨
思發長篇私信，其中一位粉絲留言稱，自
己因克萊德曼才接觸古典音樂。雖然他覺
得視頻中的觀點很對，但他依然感激克萊
德曼，帶他走上了解古典音樂的道路。

籲不必迷信權威
“很多人對音樂的理解只停留在名詞

概念的解釋，而我努力在做的就是讓大家
意識到不能過於依賴名詞解釋而忽視去探
索音樂本身，所以有些人會覺得我傳播的
很多理念是錯的，但我們想看用戶的真實
反應和收穫，有太多對音樂完全沒有認知
的人開始關注這件事，這就是最好的結
果。”

“他感謝克萊德曼是因為在某種程度
上那是他的唯一，但他也同樣應該感謝他
自己，他才是自己真正的引路人，我也希
望越來越多的人都可以成為自己的引路
人。”周雨思說。

“每個人接觸音樂的機會是不平等
的，當你有了更多選擇的時候才真正能
夠去選擇自己喜歡聽什麼。”周雨思稱自
己做內容的目標，正是幫觀眾建立自己獨
立的音樂審美觀，讓大家不必迷信權威，
讓大家在發現“這個知名音樂人也沒有那
麼優秀”的時候，不用質疑自己。

助觀眾對音樂建立獨立審美

“加勒比的蛋餅”：
我是一個剛接觸

yusi老師的新粉，一口
氣看了所有的視頻。生
為音樂小白，看的（得）
津津有味。能感受到老
師的真誠和質樸，真的
很難得。我們國家真的
缺乏普及大眾的美學鑒
賞引導者，感謝老師帶
我們發現美，欣賞美。

“穿條黃色紋衫的人”：
周老師的一番苦心

確實很難得，只不過去
理解大眾是很艱難的事
情，因為理解是需要雙
向努力才能達成的。我
一直認為藝術家都是孤
獨的旅行者和修行者，
有時候不必糾結於路途
中的一點困難，藝術家
被誤解是注定的。

“小夜是子辰”：
音樂應該是向上

的，向上去追尋更好的
音樂作品，也應該向
下，向下去服務大眾，
發展大眾喜聞樂見的音
樂。就像花兒一樣，向
下扎根，向上開花。

粉絲留言精選

Up
主名片

Up主
賬號：周雨思Yus

i

運營者：周雨思

自媒體經驗：1年

活躍平台：B站
、抖音、微信視頻號等

科普領域：音樂

粉絲量：抖音74.7
萬，“B站

”15.7
萬，今日頭條3.5萬

全系列完

●● 周雨思曾在美國伯克利音樂周雨思曾在美國伯克利音樂
學院學習鋼琴學院學習鋼琴。。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周雨思在直播周雨思在直播。。
香港文匯報記者任芳頡香港文匯報記者任芳頡 攝攝

● 周雨思的音樂視頻“不用會樂器，無需考樂理”就能看
懂。 網上圖片

●周雨思（左二）與海外音樂人合作。
受訪者供圖

5歲半開始學鋼琴，六年級完成全部業餘考級，本科赴美國波士頓大學修習鋼琴表演和經濟學雙專
業，研究生赴美國伯克利音樂學院繼續深造鋼琴。
周雨思成為伯克利校史上第一個在畢業音樂會進行
獨奏表演的畢業生。之後，她放棄了留校任教的機
會回到國內，創辦了一家文化公司。

採簡單語言 孩子都能懂
周雨思說，希望通過自己的努力讓大家發現，

每個人都有權利去聆聽、感受、享受和表達音樂，
每個人都有能力欣賞和理解不同風格的音樂。
2020年7月，周雨思在“B站”發布了第一條作

品——“哪首歌才能代表周杰倫的最高水平？”獲
得關注，此後又陸續發布了“歐陽娜娜的大提琴水
平到底如何？”“為什麼探戈又叫‘妻離子散
舞’？”等音樂科普視頻，關注度一路上升，其專
業又“接地氣”的風格受到廣泛關注。
動輒十幾二十分鐘的科普視頻，周雨思的視頻為

何短短一年多就在不同平台都能吸引數十萬粉絲？周
雨思說，她做視頻最大的考量是站在用戶的視角上，
做出有趣、有料，“乾貨”滿滿不含吹噓成分的作
品。
儘管已經具備深厚的專業積澱，但周雨思的每

一條視頻都不是閉門造車。她的標準就是要用連孩
子都能理解的簡單語言，從頭到尾解釋清楚複雜的

概念，然後去簡化這些概念之間的關係和聯繫。
“我經常會陷入‘知識盲區’，自己講得很

嗨，但別人聽不懂。所以我每天都在學習，跟大
眾、跟用戶、跟每一個人學習，看到他們的留言我
會反思自己。”周雨思說，她的團隊裏除了她之
外，其他人都不是音樂專業的，但每個人都很有專
業精神。
“他們是我最好的鏡子，幫助我判斷我的內容

是不是真的建立在用戶視角之上，幫助我找到大眾
更易於接受的表達方式。”

為音樂回國 無悔棄教職
除了團隊內部的把控之外，周雨思還開設了多

個粉絲群，並定期跟粉絲進行一對一交流，這使其
在製作內容時始終圍繞大家普遍的疑問和困惑。在
她看來，音樂科普絕不僅僅是關於名詞解釋和書本
上的知識，而是幫助更多人打開欣賞音樂的世界，
要讓觀眾看完視頻之後覺得乾貨滿滿、有獲得感。
很多人對周雨思放棄世界頂尖音樂學府任教的

機會覺得可惜，但她卻不以為意。“如果我留在伯
克利任教，繼續走非常專業的道路，我自己的事業
發展會特別好，但如果你真的熱愛一件事情，是想
讓它變得更好，而不是單純地讓自己變好。雖然沒
有留在伯克利做老師，但我現在被粉絲們親切地稱
為‘周老師’，這也算殊途同歸吧。”

“90後”線上科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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穗力爭成灣區跨境理財資管中心
制定“3+1+1”發展藍圖 搶先推動“理財通”全面落地

廣州市地方金融監管局局長邱億通發言時
介紹，在努力打造粵港澳大灣區理財和

資管中心的過程中，會堅持市場主導、先行先
試、重點突破、協調發展的原則，以跨境理財
投資為特色，借鑒港澳等國際成熟資管中心和
其他地區的先進經驗，充分發揮共建大灣區國
際金融樞紐優勢，盡快完善多層次資產管理組
織體系，發展多功能資產管理市場，夯實資管
市場基礎設施體系建設，切實防範化解金融風
險。

穗設下短期中期長期目標
在實施方面，邱億通稱可以概括為“3+

1+1”：“3”為設定3個目標，爭取1到2年內
推動“跨境理財通”在廣州地區業務落地生
根，做大做強；中期目標是爭取到2025年，建
成一至兩個具有行業領先的資產管理機構，以
及專業化、創新型資管人才的理財資管機構；
遠期目標是，爭取到2030年形成領域豐富、專

業規範的理財資管產品和服務創新體系。
而“3+1+1”第一個“1”，是指在廣州

市中心城區打造一個實體的理財管理集聚區，
且進一步在外圍謀劃和打造專業化、特色化的
資管行業集聚區。

第二個“1”指出台一個支持政策，將打
造大灣區跨境理財和資管中心，納入廣州市推
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金融專職小組的
職責範圍，把這項工作和粵港澳大灣區的工作
機制統籌起來。

業界期待開放期貨通新股通
另一方面，“跨境理財通”即將落地，兩

地金融服務界均表示做足準備，且普遍呼籲日
後能夠進一步擴大額度。中國銀行廣東省分行
副行長李智君透露，已經為跨境理財通做充足
準備，中國資管市場擁有良好前景，有進一步
增長的空間。

易方達基金副總裁、首席產品官范岳則希

望，日後能夠進一步開放期貨通與新股通。

港證券業冀簡化入中國流程
金融界也就大灣區內的互聯互通機制作出

多個實質性提議。其中渣打中國粵港澳大灣區
政府事務負責人張瑋期待，中國將允許境外銀
行在大灣區內的分行，作為在港母行的延伸，
為區內客戶提供更多跨境服務如線上開戶；香
港中資證券業協會會長林涌則建議，港資券商
在廣州或深圳落地時，能否簡化流程，如機構
有資格領取“輕牌照”，從業人員採用“白名
單”等。

廣東省副省長張新、香港財政司司長陳茂
波、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所長周誠君、廣州市
政府黨組副書記陳志英等在29日的活動上致
辭，廣東金融智庫聯合會理事長李魯雲、香港
中國企業協會執董李彤分別主持了兩地會議，
中聯辦經濟部副部長葉莉蘋等政經界人士出席
了座談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考玲）中國
人民銀行、銀保監會29日召開房地產金融
工作座談會，住建部、證監會相關部門及
24家主要銀行參加。會議指出，金融機構
要按照法治化、市場化原則，配合相關部
門和地方政府共同維護房地產市場的平穩
健康發展，維護住房消費者合法權益。

會議指出，堅持不將房地產作為短期
刺激經濟的手段，持續落實好房地產長效
機制，加快完善住房租賃金融政策體系。
金融部門要圍繞“穩地價、穩房價、穩預
期”目標，準確把握和執行好房地產金融
審慎管理制度，堅持房子是用來住的、不
是用來炒的定位。堅持不將房地產作為短
期刺激經濟的手段，持續落實好房地產長
效機制。

恒大售盛京股權套近百億
另外，恒大集團再售資產，中國恒大

出售所持有的19.93%盛京銀行非流通內資
股，予瀋陽市國資委的附屬公司瀋陽盛京
金控投資集團，涉及資金約99.93億元人
民幣。憧憬恒大流動性紓緩，中國恒大昨
升14.98%，報3.07港元。

出售股份涉及約17.53億股，每股作價
5.7元人民幣。完成交易後，恒大在盛京銀
行的股權降至14.57%。恒大稱，集團流動
性問題對盛京銀行造成巨大負面影響，引
入國企作為大股東，有助穩定盛京銀行的
經營，亦有助恒大仍持有盛京銀行14.57%
股權的增值保值。恒大8月份曾轉讓盛京銀
行股份，籌資約10億元人民幣。

售盛京股權 還債予盛京
盛京銀行要求，出售事項全部所得款項

需用作償還該集團對盛京銀行的相關債務。
在這種種情況下，相較於恒大面對債券持
有人和購房者的巨額債務，此次售股不啻杯
水車薪。彭博引述持有中國恒大一隻美元債
券的兩位投資者表示，截至香港時間昨天下
午5時，他們尚未收到應於周三支付的債券
利息。該2024年到期美元債券本期應支付利
息4,520萬美元，債券利息支付存在30天的
寬限期。

29日還有消息指稱，政府正在推動政
府企業和萬科等“國家支持”的房地產開
發商購買陷入困境的中國恒大集團的部分
資產；另外，有報道指，恒大汽車數千員
工正轉至廣州南沙辦公。而由珠江投管集
團、廣汽集團和蔚來汽車合資成立的合創
汽車在恒大汽車門口發布招聘告示。恒大
汽車大升44.4%，收報3.35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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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理財通”“通車”在

望，為進一步深化粵港兩地金融

市場互聯互通，“粵港金融合作

研討會”29日在穗港兩地連線舉

行。與會人士就人民幣國際化、

“跨境理財通”、金融產品創新

等進行了深度交流和探討。廣州

市提出，將抓住“跨境理財通”

試點契機，打造具有國際化、市

場化、法治化和全球影響力的大

灣區理財和資管中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周曉菁

◀“粵港金融合作研討會”29日在穗
港兩地連線舉行。右二為陳茂波，右
一為葉莉蘋。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張新表示，廣州將打造具市場化、
法治化和影響力的粵港澳大灣區資管
中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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攜着心愛的相機，中國香港攝

影家陳炳忠曾走遍祖國的山川湖

海，將美好景色收歸於方寸之間；懷

着對紀實人文攝影的崇敬，他屢次踏上

大涼山區及湘南古村落的土地，記敘自

己的所見所想。一張張黑白照片背後，

蘊藏的是他對“脫貧攻堅”工作帶來山

村巨變的感歎：“過去生活雖然貧困，

但他們的眼睛中有光，從未放棄過對美

好生活的追求和嚮往。”

●採訪：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岳悅

圖片由受訪者提供

陳炳忠陳炳忠：：看到孩子們的眼中有光看到孩子們的眼中有光
鏡頭記錄山區古村脫貧變遷

從1998年啟行，至2019年疫情前，陳炳忠的
足跡遍布祖國各地，數十年間從未間斷。

他在長白山記錄“千里冰封，萬里雪飄”的北國
風光，在豫、晉、陝三省交界的黃河濕地追尋天
鵝棲息的蹤影，在烏鎮水鄉西柵片區的石板街深
處安靜行走，在新疆賽里木湖將“大西洋的最後
一滴眼淚”的倩影刻入心扉……當年的他，一人
一相機獨行萬里，旅途中認識了眾多志同道合的
朋友，並於2010年加入中國攝影家協會。當在
風景攝影界聲名鵲起之時，他卻更多地將目光聚
焦於紀實人文攝影之上。斑斕的色彩蛻變成為黑
白，與承載美景相比，他更想以作品講述一個個
真實淳樸而動人至深的故事，流傳人類和萬物的
精彩瞬間和精神力量。

大涼山村脫貧憧憬未來
陳炳忠曾先後6次赴四川涼山彝族自治州，

每一次去都感受到脫貧工作的明顯進程與當地人
民生活的改善，“最令我驚訝的，是雅西高速公
路的建成，不僅跨越高海拔地區，還有雙螺旋隧

道……”他將這條“雲端天梯高速”的特色娓娓
道來，其帶來的震撼使他記憶猶新，也正是藉助
這條高速公路，他得以深入涼山腹地，也為當地
人民對生活的嚮往之情所深深感染：“政府資助
每個家庭400元人民幣改建，我每次去都能見到
愈來愈多的新屋，還有政府出資興建的貫通縣、
鄉和村的水泥路。早年我拍的相片中的場景，現
在已經找不到了。”

在美姑縣井葉特西鄉採竹村的見聞使他難以
忘懷，這座位於大涼山腹心地帶的村莊需跨越溪
澗方可抵達，“在我們都市人的眼中，村中幼兒
園的課室和設備或許是簡陋的，但學校在國家的
資助下建起了兒童閱讀空間，每個人有牛奶喝，
無論老師還是小朋友都滿面笑容，充滿對未來的
憧憬。”據了解，村中唯一一名來自成都的支教
老師已在此教書兩年有餘，“她的宿舍在縣城，
每個禮拜往返一次，路程超過30公里。她一個
女孩子有如此愛心和毅力克服困難，使這裏的小
朋友受到良好教育，我非常感動。”

湘南古村活化保留傳統
那年，陳炳忠受邀踏足錦繡瀟湘南部的土

地，走進了永州市的零陵、寧遠、江永，郴州市
的桂陽等逾50個古村落，近距離體會到當地的
歷史文化，以及民眾的生活狀況，“這種了解對
攝影表達有很好的幫助。”他用手中的相機，記
錄與敘述自己的所見所想，希望用影像的語言和
表達方式，讓更多的城市人了解和關愛在現代文
明衝擊下還守護着家園和傳統的人們。無論是與
當地人親切對話，還是細緻入微的觀察，都使他
探尋到古村變遷的源起：“人們愈來愈意識到保
護古蹟的重要性，明白這些舊屋的寶貴價值。當
政府出資修繕時也是‘修舊如舊’，在古村外圍
建起新屋居住，舊屋不僅得以保存原貌，部分還
改建為特色旅店，增加了當地居民的收入。”在
他眼中，湘南古村的活化和保育，最珍貴的是依
然保留住了那份煙火氣。

那時，他常在古村中被或嘹亮或婉轉的戲曲
聲所吸引，古戲台雖殘舊，卻無損居民們表演和
觀賞的興致，演出者一絲不苟地化戲妝，台下男
女老幼圍坐觀看，為安靜的古村帶來別樣的喧囂
氣氛。“村民們還會慶祝當地傳統的節日，戲曲
也是他們文化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傳統文化
也得以傳承下去。”他說。

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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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碼時代 人人都是攝影師

●●陳炳忠認為陳炳忠認為，，好的攝影好的攝影
作品應傳遞真善美的訊作品應傳遞真善美的訊
息息。。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攝攝

當下拍照手機及圖片編輯軟件普及，可謂到了人人都
是攝影師的時代。陳炳忠坦言自己並不囿於攝影器材的種

類，在旅行中也會僅以手機記錄身邊美好。而現今已成為各項攝影比賽
評審的他，亦表示現今數碼科技發達，每個人都可以成為攝影師，影像
也可以通過後期製作美化，而最打動自己的，將是影像的構圖和風格，
以及其中蘊藏的故事和內涵。

他強調，好的攝影作品應傳遞真、善、美三種訊息，這也是他從沙
龍攝影轉為愛上紀實攝影的原因之一，“紀實攝影中好的作品可以流傳
數代，好作品的價值無論歷經多久都始終存在，攝影最後的表達還是要
回歸到攝影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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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暫休整 為了更好地遠行
訪問前，陳炳忠帶領記者穿過長長的走廊，兩

邊牆上整齊懸掛着一列出自其外母之手的風景攝影
作品。而他自己走上攝影之路，也正是受到了外母
的影響。時光追溯到1996年，他深受外母鏡頭下瑰
麗風景的吸引，報讀香港工聯會攝影班，由此開始
在人生履歷中寫下濃墨重彩的篇章。

他現為中國攝影家協會理事、香港大眾攝影會會長、香港海鷗攝
影學會名譽會長，身兼數職，舉辦講座分享攝影心得，籌辦香港大眾
攝影會《第五十一屆國際攝影沙龍展覽》，也為鼓勵會員為香港立法
會功能界別選舉投票而奔走。但他心中最掛念的，還是因疫情阻隔而
暫時無法踏上的祖國土地，也剛好趁這段時間整理分類之前的相片，
學習且思考。短暫休整，正是為了更好地遠行。

●●成千上萬隻白天鵝由西伯利亞成千上萬隻白天鵝由西伯利亞
遷至黃河濕地棲息遷至黃河濕地棲息。。

●●每一個鏡頭下的人每一個鏡頭下的人，，都在講都在講
述自己的故事述自己的故事。。

●●陳炳忠在長白山陳炳忠在長白山
記錄北國風光記錄北國風光。。

●●這位採竹村唯一的支教教師令這位採竹村唯一的支教教師令
陳炳忠印象深刻陳炳忠印象深刻。。

▲▼▲▼陳炳忠記錄下四川涼山村民新舊居對比陳炳忠記錄下四川涼山村民新舊居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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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
》施行迄今近1年半，隨著全球各國開始走向與病毒共存，該條

例是否應重新檢討？立院昨召開公聽
會，多數與會學者主張，該條例除了
欠缺明確原則，也沒有最長時間限制
，立法院應思考修法，將 「短時間的
違章建築」納入《傳染病防治法》。

空白授權 第7條惹爭議
立院司法及法制委員會針對防疫措施

法治爭議召開公聽會，委員會召委葉
毓蘭說，防疫紓困振興特別條例內容
不明確、不具體，其中第7條 「中央流
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為防治控制疫
情需要，得實施必要之應變處置或措
施」，形同空白授權行政機關，且當
初特別條例只是暫時應變，目前顯然
有修法必要。

銘傳大學公共事務系教授紀俊臣表示
，防疫特別條例第7條的適用應有基準
，而不是每天透過記者會改變，這是

不對的。尤其，當制度必須適用全國性，至少要訂定授權的法規
命令，並依《行政程序法》第151條授權必須明確。

政大法律系教授詹鎮榮表示，特別條例制定後就完全委諸行
政部門以 「概括條款」方式處理，不是不行，但若要長期與病毒
共存，立法部門要逐步將法制基礎補起來。

東吳大學副校長董保城表示，在特別條例之下，中央疫情指
揮中心指揮官不只主導防疫，還主導台灣整個經濟，而其他國家
都用單一特別條例分別處理防疫、紓困、振興。況且， 「條例已
經達成使命了，現在是該回歸傳染病防治法。」

欠缺時限 違反憲法原則
台大法律系教授林明鏘更直言，特別條例第7條就是霸王條

款，雖然是為了控制疫情得實施必要應變措施，但實際上文字的
不明確，已違反《憲法》明確性原則；尤其該特別條例欠缺時間
最長限制，他認為立法院對此不能沒有聲音，應修法將該條例加
上 「2個月」的時限，如果時間到了，立法院不允許延長，等時
限一到就自動失效。

對此，法務部政務次長陳明堂僅回應，對於被質疑擴權的第
7條，其實真正運用第7條所發出的行政命令不到10個，多數都
依《傳染病防治法》37條處理。衛福部次長石崇良則說，第7條
是因為情況緊急，或囿於修法緩不濟急的臨時性措施，例如限制
教職員、學生、醫事人員出國等。但對於特別條例是否應回歸
《傳染病防治法》，2人均未表達立場。

（中央社）新北市三峽恩主公醫院9月27日在鶯歌永福接種
站為民眾接種疫苗時，誤將未稀釋的BNT疫苗原液注入25名民
眾體內，當日已有9人預防性住院，昨又傳出新增3人住院，其
中1對母女每分鐘心跳突然飆破120下，出現呼吸不適、發燒等
狀況，緊急到院治療後已無大礙。新北市衛生局表示，25名誤打
BNT原液的民眾目前狀況皆穩定，將於10月3日對外說明誤打
事件調查結果。

恩主公醫院疑因藥劑師和護理師未確實交班，加上部分散裝
疫苗瓶蓋掉落，工作人員誤以未稀釋完成的疫苗為民眾接種，25
人被打了150人份的BNT疫苗，當日有20人回門診檢查，9人同
意住院觀察。院方事後遭處分暫停施打疫苗1周，並承諾成立專

案緊急應變小組，對相關民眾持續追蹤監測1個月。
昨傳出住院的該對母女是鶯歌區大湖里前里長蕭明文的媳婦

與孫女。蕭明文表示，2人9月27日接種時，都排在單號接種區
，未料打到沒稀釋的疫苗，打完後2天只有輕微症狀；但就讀大
學的18歲孫女9月29日出現異狀，心跳突然飆破120下，又出現
發燒、呼吸不適等症狀，才緊急送醫治療，媳婦不久後也出現類
似症狀，昨日上午緊急請假住院。

恩主公醫院表示，2人送院後已立即安排檢查治療，後續狀
況已緩解許多，目前25人中有13人住院，6人已出院、7人仍在
院觀察，多數住院民眾都是看到新聞主動報到。衛生局長陳潤秋
表示，大部分患者都是接種部位疼痛，少部分表示心跳較快，目

前25人狀況皆穩定。
指揮中心表示指揮官陳時中強調，這是行政上的疏失，目前

BNT打氣沒影響，初步瞭解國外超打情況，並沒有傳出特別不
好的結果。

另疫情期間機組人員多次出包，民航局曾數次發文航空公司
要求落實約束員工遵守檢疫規定，不料再度出現害群之馬。中華
航空1名副機師日前結束值勤後，違反 「5+9」管理規定，攜帶
非同住朋友回家群聚，還瞞著未婚妻讓長榮空姐留宿，華航昨完
成調查並召開人評會，副機師違規事證明確但未被開除，僅記1
大過、2小過並無限期停飛。

心跳飆破120下
誤打BNT原液 母女緊急住院

（中央社）英國在台辦事處昨天表示，自下星期一起，台灣
民眾若在入境英格蘭前已經完整接種了兩劑疫苗，不需居家隔離
10天。英國認可的疫苗包含AZ、BNT、莫德納以及嬌生疫苗，
換言之，高端疫苗並未獲得英國認可。

英國在台辦事處指出，自下星期一凌晨4點開始，如果在入
境英格蘭前已經完整接種了兩劑疫苗 (至少14天)，並從澳洲、加
拿大、日本、馬來西亞、紐西蘭、新加坡、韓國與台灣等地的相
關公共衛生機構獲得完整療程的AZ、BNT、莫德納或嬌生疫苗
（混打也被認可），就不需要準備出發前COVID-19檢測或入

境第8天的檢測，也不用在抵達英國後在家中或居住地點隔離10
天。

新冠疫情爆發超過1年半，指揮中心曾宣布預採購高端、聯
亞各500萬劑疫苗，但至今僅高端疫苗通過緊急使用授權（EUA
）。對於年底購得1000萬劑國產疫苗的計畫，指揮官陳時中表
示，目前達成率有50％，若要防疫百分百照計畫走， 「以我們的
背景條件做不到。」

陳時中指出目前疫苗供應穩定，雖在驚濤駭浪之間，且有人
說我們都靠送的， 「但靠別人送也要有基本關係和認知，」大家

不敢鬆懈，不敢只靠國產、只靠買或別人送。
而台北市長柯文哲日前對3+11爭議直言 「大家走著瞧」，

陳時中強調，疫調無法連結到諾富特和機組員，若要講出關聯需
有證據，定序相同可能是同源，但不一定是你傳我、我傳你。他
表示，對800多條人命當然很難過、很心疼，做不好的地方願意
道歉。但他不認為3+11是破口，不能硬牽拖、找替罪羔羊。對
於柯的疑慮，若有機會親自說明也沒問題。

高端又槓！ 完整接種4款疫苗 赴英免隔離

霸王條款宜修法
學者籲特別條例納傳染病防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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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經濟

原油庫存下降預期等因素推動油價上漲
綜合報導 由於市場預計上周美國商業原油庫

存將繼續下降以及金融市場避險需求有所回落，國

際油價21日小幅上漲。紐約商品交易所10月交貨

的輕質原油期貨價格上漲0.27美元，收於每桶70.56

美元，漲幅為0.38%；11月交貨的倫敦布倫特原油

期貨價格上漲0.44美元，收於每桶74.36美元，漲

幅為0.60%。

當日金融市場風險偏好有所改善，股票市場從

20日的大幅下挫中恢復，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

有所上漲，避險需求減弱。分析認為，這也幫助推

動了油價上漲。

標普全球普氏在21日發布的調查數據顯示，

分析師認為，疫情帶來的供應過剩繼續減少，加上

更多受到颶風「艾達」影響的煉廠開始恢復生產，

上周美國商業原油庫存預計環比下降380萬桶，降

至4.136億桶，將達到2018年10月以來的最低點。

同期美國車用汽油庫存環比預計將下降近90萬桶

，蒸餾油庫存降幅預計為140萬桶。

美國安全與環境執法局（BSEE）公布的數據

顯示，截至21日午間，美國因颶風「艾達」影響

而處於關停之中的墨西哥灣海上原油產能占16.64%

，低於前一日的18.19%；該地區天然氣產能關閉的

比例為25.42%，低於前一日的26.83%。

有分析指出，歐佩克與減產夥伴國8月份減產執

行率為116%的報道也為油價帶來利好。隨著全球需

求從疫情中恢復，歐佩克難以以更快的增產來滿足不

斷復蘇的需求，這可能支撐油價進一步上行。

路透社報道稱，尼日利亞、安哥拉和哈薩克斯

坦等歐佩克成員國近幾個月以來一直難以提高產量

，原因包括多年來投資不足以及疫情推遲了大規模

的維護工作。伊拉克石油部長伊赫桑· 阿蔔杜勒· 賈

巴爾表示，如果油價保持穩定，歐佩克及其夥伴國

將會在10月的會議上保持現有的產量政策不變，

並會努力將油價在2022年第一季度控製在每桶70

美元的水平。

還有觀點指出，新冠病毒德爾塔毒株新增感染

人數的下降可能讓油價在年內出現強勁上漲。

國際能源署上周發布的月度原油報告顯示，德

爾塔毒株的傳播仍然令全球原油需求承壓，不過

最近數周新增感染人數出現下滑，疫苗生產持續

取得進展，不少國家的社交距離限製放松，疫情

形勢顯示出樂觀的一面。報告稱，在7月至9月

的三個月中，全球原油需求平均下滑了31萬桶/日

。不過，需求有望在10月份增長160萬桶/日，並在

今年接下來的時間內持續上漲。國際能源署預計，

全球原油需求今年有望增長520萬桶/日，略低於之

前的預期，但對於明年的需求增長預期小幅提高至

320萬桶/日。

全球能源轉型高層論壇在京召開
加強低碳發展國際合作

2021全球能源轉型高層論壇在位於

北京市昌平區的未來科學城開幕。中外

專家學者、行業大咖圍繞經濟發展和碳

達峰碳中和、能源高質量發展、國際應

對氣候變化合作等展開探討，旨在加強

綠色低碳發展的對話交流與國際合作，

互學互鑒，實現合作共贏。

本次論壇以「創新引領能源低碳轉

型 助力碳達峰碳中和」為主題，聯合國

開發計劃署、聯合國環境規劃署、世界

銀行、歐盟委員會、世界能源理事會、

國際能源署等多家國際機構支持和參加

論壇。

逐步減少對化石能源依賴

實現中國能源本質安全
開幕式上，國家能源局局長章建華

指出，中國將堅定不移推動能源綠色低

碳轉型。嚴格控製能源消費總量和消費

強度，確保「十四五」時期實現單位

GDP能耗累計下降13.5%的目標。加快

可再生能源替代，「十四五」時期以風

電光伏作為清潔能源增長的主力，確保

2030年非化石能源消費比重達到25%左

右。同時，加快構建以新能源為主體的

新型電力系統，確保2030年消納12億千

瓦以上新能源裝機。

章建華指出，將兜緊能源安全底

線。實現碳達峰、碳中和將使能源系

統面臨巨大變革，短期內需要承受轉

型陣痛，但從長遠來看，堅定不移走生

態優先、綠色低碳的高質量發展道路，

逐步減少對化石能源依賴，才能實現中

國能源本質安全。

他指出，中國將加強能源科技創新

，深化能源國際合作，堅定踐行多邊主

義，推動構建公正包容的全球能源治理

格局，大力支持發展中國家能源綠色低

碳發展。

各國應加強綠色低碳發展務實合作
「中國的生態環境問題，本質上

是高碳能源結構和高耗能、高碳產業

結構問題。」生態環境部部長黃潤秋

指出，中國將構建減汙降碳一體謀

劃、一體部署、一體推進、一體考核

的製度機製，以實現減汙降碳協同增

效，促進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

。要系統謀劃減汙降碳路徑，加快推

動應對氣候變化立法進程，構建適合

中國國情的減汙降碳協同增效頂層設

計和政策措施，強化區域協同、任務

協同、機製協同，形成減汙降碳協同

增效的工作格局。

黃潤秋提出，中國將積極穩妥推進

全國碳市場建設，在發電行業碳市場運

行良好的基礎上，逐步擴大覆蓋範圍，

納入更多高排放行業，逐步豐富交易品

種、方式和主體，實現全國碳市場持續

健康發展。

他指出，在堅持多邊主義、堅持共

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堅持既有製度

規則的基礎上，開展綠色低碳發展的

國際合作，既是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的

需要，也是國際社會的共識。世界各

國應加強綠色低碳發展的對話交流與

務實合作，取長補短、互學互鑒，實現

合作共贏。

持續推動產業結構綠色轉型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黨組書記馬建

堂指出，未來10年是中國努力如期實現

碳達峰目標的關鍵期，也是統籌發展與

減排、為實現2035年現代化建設目標邁

出堅實步伐的關鍵期。

他認為，中國要堅定不移地優化和

調整產業結構，把持續推動產業結構綠

色轉型作為節能降碳的重要手段。在保

障中國產業鏈、供應鏈安全的同時，加

大科技創新力度，促進數字經濟、新材

料、新能源等戰略性新興產業和生產性

服務業發展壯大，努力到2030年將第三

產業比重提高到66%以上。

馬建堂指出，中國要全面推動工

業、建築、交通領域節能降碳，加快

構建清潔低碳、安全高效能源系統。

同時，要增加碳匯及碳捕集、利用和

封存(CCUS)技術的發展和應用，加快

CCUS等零碳、負碳技術開發和商業化

實踐。

探索碳達峰、碳中和領域開放政策
和製度

北京市市長陳吉寧指出，經過多年

能源結構調整，北京的減排重點已經從

大規模產業結構調整和工程性減排，轉

變為城市運行和居民生活領域的精細化

管理減排。未來，北京將科學規劃碳中

和路線圖，加快構建韌性強、綠色低碳

、智慧高效的現代能源體系，建設綠色

低碳循環經濟體系，推動形成綠色生產

生活方式。

陳吉寧強調，北京將加強與國際規

則對接，深入探索碳達峰、碳中和領域

具有較強國際競爭力的開放政策和製度

，著力營造具有北京特色的綠色產業生

態。

據悉，本次論壇由開幕式、主論壇

、四場專題分論壇、招商推介、未來科

學城參觀交流、技術成果展示等六個部

分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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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駐休士頓辦事處駐休士頓辦事處--美南地區第一大報美南地區第一大報 「「休士頓紀事報休士頓紀事報(Houston(Houston
Chronicle)Chronicle)」」 刊登羅復文處長投書刊登羅復文處長投書--臺灣是世界的一份子臺灣是世界的一份子!!

美南地區第一大報 「休士頓紀事報
(Houston Chronicle)」 於本(9)月 29 日以
「全球團結(Global Unity)」 為題，刊登駐

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羅復文處長
投書，呼應拜登總統在聯合國大會提及
全球人民安全、繁榮及自由互為一體之
看法，點出臺灣儘管被排除在聯合國及
世界衛生組織等國際組織之外，亦從未
在全球防疫工作中缺席，因為臺灣是世
界的一份子，強調全球團結是面對全球
挑戰最佳解決之道，疾呼奠基於接納之
國際夥伴關係才是打造光明未來之道。

原文報導聯結:
https://www.houstonchronicle.com/

opinion/outlook/article/Opinion-Tex-
as-Rangers-are-like-Confeder-
ate-16494174.php

休士頓紀事報2021年9月29日讀者
投書中文摘譯

標題： 「全球團結」

回應貴報9月22日刊登之 「拜登總
統告訴聯合國全球團結之必要性」 ，當
下疫情是支持拜登總統看法之最佳例證
，全球人民安全、繁榮及自由互為一體
。

去年臺灣與美國及其他理念相近國
家共同推動防疫合作，臺灣捐贈口罩及
醫療設備給需要之國家，前述國家亦回
應捐贈醫療物資、設備及疫苗。

儘管被排除在聯合國及世界衛生組
織等國際組織之外，臺灣從未在國際防
疫工作中缺席，因為臺灣是世界的一份
子。

不管是面對疫情、氣候變化或具侵
略性之威權主義，全球團結係面對全球
挑戰最佳解決之道，奠基於接納之國際
夥伴關係是為我們互為聯結之世界打造
光明未來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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