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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諾貝爾獎今天頒發物理學獎，由日裔
美籍學者真鍋淑郎、德國科學家哈斯曼及義大利學者
帕里西獲獎，他們分別是兩位氣候專家及一位理論家
，因為氣候模型及對物理系統的理解而獲表揚。帕里
西警告，氣候變遷是人類面臨的巨大威脅。

法新社報導，諾貝爾物理學獎頒布時機，適逢聯
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26次締約方會議（COP26
）即將於下個月在蘇格蘭格拉斯哥登場前夕，全球暖
化將是首要議題。

真鍋淑郎目前任職美國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高級研究員。他於1960 年代從事研究工
作時，曾闡釋大氣層二氧化碳濃度上升與地球表面溫
度升高的相互關係 。

他在地球氣候物理模型的發展上影響甚鉅，並致
力於研究地球從太陽接收的熱能，如何以輻射傳回大
氣。

哈斯曼（Klaus Hasselmann）任職德國漢堡馬克斯
普朗克氣象學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Mete-
orology）。儘管天氣趨勢時而有混亂變化，他因為解
決氣候模型如何維持可靠而獲得讚譽。

諾貝爾委員會（Nobel Committee）讚揚他辨識
出自然及人類活動共同引起的氣候 「指紋」，以及氣
候變遷能多大程度完全歸咎於人為排放。

世界氣象組織（WMO）秘書長塔拉斯（Petteri
Taalas）在日內瓦指出，這次物理學獎顯示 「氣候科
學高度受到重視，且理應受到高度重視」。

今天頒發的物理學獎是自 1995 年以來，首個表
彰氣候研究的諾貝爾物理學或化學獎，當年化學獎頒
給關於地球臭氧層破洞的研究。

美國前副總統高爾（Al Gore）及氣候科學家曾
共同獲得2007年諾貝爾和平獎，但部分非科學家否
認全球暖化，並駁斥那是政治獎項。

諾貝爾物理學獎聚焦全球暖化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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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俠天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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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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 was my honor to receive Ft.
Bend County Democratic
Chairwoman Cynthia Ginyard
and Pastor Gregg Patrick in
our office. We gave them a
tour and discussed a lot of
community issues.

I also want to point out how
important it is for members of
our community to participate
in the political process,
especially at the local level.

Pastor Patrick is running for
Alief ISD Trustee Position # 7.
This is our district which is
also in our International
District.

The pastor's vision is to
“secure more educational
benefits and educational
facilities for administrators,
teachers and students of Alief

ISD and increase the
availability of new technology
and improve current
educational infrastructure and
acquire necessary finances
through the creation of bond
issues and business
partnerships to meet the
ever-evolving needs of Alief
ISD.”

After our conversation we
decided to fully support
Pastor Gregg Patrick in his
run for Alief ISD Trustee
Position # 7.

We are also planning a town
hall meeting with
Congressman Al Green on
the upcoming Friday at 3:00
pm in our TV studio to
discuss additional issues
facing our community.

1010//0505//20212021

We All Need To Participate In PoliticsWe All Need To Participate In Politics

福邊區民主黨黨魁景亞主席
今晨和即將參選艾利夫學區委員
的帕垂牧師參觀了美南傳媒總部
,我們不但給予親切之接待,而且
深入的探討了亞華裔參加政治活
動的經驗和問題。
多年來 ，我在此接待了無

數的參政訪客，他們的目的只有
兩個，一個是尋求媒體之支持
，另外就是選票和钞票。
景亞主席之到訪， 我們感

到十分之榮幸，她談到今天少
數族裔包括拉丁亞裔及非裔在
內正在面臨共和黨之圍剿，雖
然過去十年我們的少數族裔人口
在德州增加了百分之九十五，
但是，在共和黨佔多數的德州

議會正在重劃選區，企圖壓制
少數族裔之代表性，她說，我
們一定要全力反對這些不公平的
法案。
同行的帕垂牧師要競選艾利

學區委員，他位於我們國际區
之基督教大教堂會員近萬人，
佔地六畝，對社區服務工作非
常極積，他主張學區應加強科
技教育，趕上時代需求，由於
他群眾基礎雄厚，應該是勝卷
在握。
我們的交談十分融洽， 我

毫無異議給他全力支持和助選
，他們也一再提起亞華裔人參政
之重要性，我們需要團結互助
，共同來決定自己的未來。

參政是我們的權利和義務參政是我們的權利和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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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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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雖然法國沒有在“美英澳三

國背叛”事件中，召回自己駐英國的大使，

但是並不意味著法國對英國沒有憤怒。就像

法國外長說的英國就是“投機主義”，召回

大使也沒用一樣，英國在法國余怒未消的情

況下，僅僅只通過12份法國船只的申請，惹

得法國官員高呼“反擊”英國。

據報道，法國民間捕魚船只向英國對

外漁業事務部提交的47份申請，時隔多天

，僅僅只有12份被英國政府審批通過。只

有25%的通過率讓法國政府和民衆怒不可

遏。法國政府指責英國不遵守脫歐之前簽

訂的協議，其中多名法國官員高呼要“反

擊”英國。

對于法國政府的指責，英國政府從根

本上否認。英國稱，他們做法符合相關的

協議，沒有任何的違約行爲，“只要是歐

盟的船只能夠證明，他們曾經在12年至16

年之間，進入過英國水域中捕過魚，那麽

他們現在仍可以進入到英國捕魚，否則不

會被准許，這符合當時的承諾。”

“那些不足12米的小型捕魚船提交的

47份申請中，在我們查看了足夠的證據之

後，批准了其中的12份的申請。而在這12

份之前，已經有40份的申請被退回，因爲

他們不能提供相應的證據。”英國外交部

發言人回應他們審批申請“有理有據”，

完全遵守相應的承諾。

同時，英國政府的發言人還強調稱，

英國不會故意拒絕他國的船只進入到英國

專屬經濟捕魚區的，也不是在針對哪個國

家，“要知道，英國在此前已經批准了包

括法國在內所有歐盟國家超1600艘的小型

捕魚船入海捕魚，就連那些大型的捕魚船

也有數十艘獲准進入。”

報道稱，哪怕英國政府發言人說得天

花亂墜，“有理有據”，但擺在法國面前

的就是“僅25%”的通過率，這讓多名法

國政府的要員怒不可遏，認爲英國變相地

拒絕履行協議，高呼法國必須要“反擊”

英國。

“雖然我們進行了多輪的努力，但是英

國政府還是沒有打算履行相關的協議。這是

不能容忍的，我們不會讓法國的漁業成爲英

國政府手中的‘人質’，用于實現針對法國

的政治目的。”法國海洋部長稱。

“法國政府一定會采取集體性的反擊

行動。”法國歐洲事務秘書稱，“英國處

理法國以及其他歐盟國家的捕魚申請非常

見不得光，我們對于法國漁民的遭遇非常

同情，我們也有著同樣的感覺。我認爲，

在英國政府履行相應的協議和承諾之前，

法國不能與英國進行任何合作。”

同時，法國漁民作爲最大的利益受損

者，對英國更是一肚子的怨氣。當地的漁

民委員會主席稱，英國在處理法國船只的

問題上，就是對法國“宣戰”，“作爲回

應，我們不應該讓英國的商品在法國本土

上市出售，只要是這些商品是通過海上運

輸抵達法國的。”

圍繞著捕魚權的問題，英法兩國也不是

第一次鬧別扭了，上次的對峙中，兩國甚至

出動了驅逐艦“撐腰”。幾個月前，英國政

府曾經提出了新的限制，禁止法國的一些捕

魚船前往英國的澤西島附近捕魚。這樣的事

情，讓法國漁船憤怒地直接包圍了澤西島，

抗議英國政府在捕魚權上的“出爾反爾”，

禁止澤西島的任何船只出海。

在抗議的高峰期，爲了避免各自的漁民

以及漁船受“欺負”，英法兩國政府先後派

出了兩艘的驅逐艦，搭載數百名的士兵抵達

澤西島附近，防止事態進一步升級。

餐廳風波：拒不檢查準入證，荷蘭市政府采取行動

綜合報導 今天，荷蘭烏特勒支市政

府已經更換了餐廳Waku Waku的門鎖。

這家餐廳的經營者不想檢查顧客的准入

證，實際上是手機上CoronaCheck 應用

程序的二維碼，因此，市政府要關閉這

家不遵守規定的餐廳。

餐廳應該在下午 1 點開門，但今天

不會發生，只有數十名示威者聚集在門

前。

WAKU WAKU周一晚上關閉了餐

廳，警方沒有介入。

烏特勒支市長戴克斯瑪（Dijksma）

已決定關閉WAKU WAKU，老板貝科斯

（FlorisBeukers ）說他不想檢查，認爲

這樣一來，將使用和不使用 CoronaCh-

eck 應用程序的人區分開來，是一種歧

視。

就烏特勒支市政府而言，WAKU-

WAKU 的關閉已成爲事實。

較早時候，市政府宣布這家餐館必

須關閉，因爲業主拒絕檢查客人是否有

准入通行證。

但是，昨天數十人聚集在餐館前，

他們站在或坐在門前，拒絕離開。

警方一位發言人告訴地區廣播公

司：“我們首先冷靜地詢問人們是否想

離開這座建築物。如果不想離開，我們

必須強迫人們離開。”

兩周前，餐廳的經營者已經宣布不

合作實施准入證的制度，他們寫道：

“政府利用餐飲業來提高疫苗接種率的

事實，是不道德和錯誤的。無論種族、

宗教、性取向或醫療狀況如何，我們都

歡迎所有人的到來。”

疑似的關閉導致數十人到達，出于

對店主的同情並阻止警察關閉建築物，

他們在餐廳前停下來坐在餐廳前。晚上

11點左右，餐館關了門，每個人都可以

回家，還有若幹抗議者站在門外。

目前還不清楚明天是否允許該企業

重新營業。

當局最初希望老板交出其餐館的鑰

匙，但老板拒絕這樣做。

今早，市政府更換了門鎖。

不過，今天稍後，該餐廳繼續營

業，只是加了一個露台，在露台上出

售酒水。

上周末，位于奈梅亨的餐廳Moeke

因同樣的原因不得不關門。餐廳決定挑

戰強制關閉，被市政府命令關閉。在行

政法官的調解下，市長布魯爾斯昨天撤

回了執行令，但檢查餐廳是否真正執行

檢查准入證的措施。餐廳現在可以再次

接待顧客。該餐廳說，並非不執行准入

證，只是不在門口檢查，該餐館在社交

媒體上的說法，只是一種吸引顧客的言

辭雲雲。

馬城餐館擔心關閉仍檢查准入證

兩家著名的馬斯特裏赫特餐館的

老板仍將在客人進入之前檢查健康二

維碼。

此前，擁有餐廳 Basilica 和酒吧

Van Bommel 的老板拒絕對檢查顧客的

准入證，檢查人員隨後發現了，聲稱要

關門。

事 後 ， 老 板 哈 梅 克 斯 （Tom

Hamaekers）在 Facebook 上說：“盡管

我們歡迎每個人，但我不會等待我店鋪

關門，所以我心裏很痛苦，我們必須檢

查（你們的）二維碼。”

昨天，他的一家餐飲場所接待了

來訪的一名臥底執法人員，該執法人

員沒有被要求出示二維碼。稍後，其

他執法人員走來警告說，如果再有違

規行爲，酒吧將不得不關門。他說：

“不幸的是，我在經濟上負擔不起關

閉的損失。”

能源價格上漲導致
德國進口物價漲幅達40年來最高

綜合報導 德國的進口物價急劇攀升。德國聯邦統計局公布的數據

顯示，8月德國進口物價的同比漲幅達到了16.5%——上一次出現如此大

的漲幅還是在1981年9月的第二次石油危機之後，當時的漲幅達到了

17.4%。

對此，德國宏觀經濟和商業景氣研究所經濟專家托伯表示，這種情

況何時會結束還很難預測。專家預計，進口産品的價格上漲也將給德國

消費者的生活成本帶來影響。目前德國的通脹率爲3.9%，達到了1993年

以來的最高水平。許多經濟學家認爲，未來幾個月通脹率將向5%的方

向發展。

值得一提的是，進口物價大幅上漲的主要原因是能源價格上漲。

德國8月能源進口價格比去年同期上漲了93.6%，其中天然氣價格的

漲幅甚至達到了170.5%，而原油則上漲了63.6%。如果不考慮能源，

德國當月進口價格僅上漲9.8%。另外，許多原材料成本也在升高，例

如鐵礦石、鋸刨木、生鐵、鋼鐵合金以及原鋁的成本都顯著高于一年前

。進口農産品價格同樣明顯上漲，天然橡膠、咖啡和糧食都比2020年8

月要貴得多。

巴西外長會美國國務卿
重申不會禁止中企參加5G拍賣

綜合報導 第76屆聯合國大會期間，巴西外交部部長卡洛斯· 弗朗薩

(Carlos França)和美國國務卿安東尼· 布林肯(Antony Blinken)在紐約會面

。一位巴西高級外交官透露了二人交談的細節，稱巴西外長重申不會禁

止中國企業參與巴西的5G拍賣。

據報道，此次會晤是布林肯和弗朗薩之間的首次現場見面，也是拜

登政府和博索納羅政府到目前爲止最高級別的會面。據巴西外交官透露

，在45分鍾的談話裏，二人就5G、移民、氣候以及雙邊關系等話題進

行了討論。

這位外交官說，在談到中國時，布林肯稱他知道美國和中國之間保

持流暢關系很重要，但對于美國來說，存在著“戰略問題”。正是在談

到這一話題時，巴西外長弗朗薩談到了5G拍賣，稱巴西政府“不會歧

視任何人”。巴西國家電信管理局(Anatel)此前宣布，將于11月4日舉行

5G拍賣。

據透露，在二人的會晤中談到了多年來雙邊關系中的一個問題：美國

向巴西施壓，要求巴西加入《不擴散核武器條約》(NPT)附加議定書，這將

允許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對巴西的核設施進行更多侵入性的檢查。

關于美墨邊境的移民危機(其中包括有巴西人試圖非法進入美國領

土)，巴西外長稱注意到拜登政府不願“以更慷慨的方式”解決這個問題

。布林肯提出了巴西接收一些直到上周還在邊境的海地移民的可能性，

但沒有提出正式要求。弗朗薩表示，可以評估那些和巴西有關聯的移民

的情況，比如有在巴西出生的孩子或者在巴西境內生活的親屬。

在拜登政府優先處理的環境問題方面，弗朗薩稱巴西已經意識到了

森林砍伐的問題，並且政府已經開始采取具體打擊措施。

對于巴西希望美國支持其加入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布林肯稱，與歐盟

方面存在分歧。歐盟曾限制巴西及其他拉美國家的加入，這一想法讓美國不

滿，因爲考慮到有損經合組織的力量平衡，變得“非常歐洲化”。

綜合報導 據報道，一項新

的研究結果表明，流經英國格

拉斯頓伯裏音樂節場地的懷特

萊克河非法藥物含量非常高，

可能會傷害河流下遊的野生動

物，包括稀有生物歐洲鳗魚。

班戈大學自然科學學院的

研究員丹· 阿伯格和環境生物技

術中心的博士丹尼爾· 卓別林在

2019年格拉斯頓伯裏音樂節舉

辦之前、期間和之後分別測量

了懷特萊克河非法藥物的含量

。結果顯示，音樂節後

河流下遊的搖頭丸含量

比上遊高 104 倍，可

卡因含量高出 40 倍。

研究人員稱，人們在

官方提供的廁所外吸毒和

小便，這些化學物質滲入

地下水位和流經現場的河

流。河流下遊水中檢測到

的可卡因含量高到足以對

當地魚類造成重大影響。

但格拉斯頓伯裏音樂節的

創始人邁克爾· 埃維斯稱這項研

究“絕對是胡說八道”。

格拉斯頓伯裏音樂節的一

位發言人稱，音樂節已經開展

了一項名爲“不要在土地上小

便”的活動，旨在防止人們在

廁所外小便。該發言人稱，

“在未來的節日中，我們將繼

續強烈反對在土地上撒尿。我

們也不容忍在格拉斯頓伯裏使

用非法藥物。”

丹阿伯格說，“每個音樂節

都會發生公共小便導致的非法藥

物汙染。不幸的是，格拉斯頓伯

裏音樂節場地靠近河流，導致音

樂節參與者釋放的藥物在進入脆

弱的淡水生態系統之前幾乎沒有

時間在土壤中分解。”

研究人員建議研究創建蘆

葦床作爲自然過濾系統，濕地

有助于減少潛在的廢水和汙染

物的釋放和影響。

此外，應該繼續向參與者提

供在公共場所小便負面影響的信

息，以減少對自然環境的汙染。

據悉，由于新冠疫情的限

制，2020年和2021年的格拉斯

頓伯裏音樂節均被迫取消。主

辦單位表示音樂節有望在2022

年6月恢複舉辦。

英國音樂節癮君子太多汙染河流，魚也跟著遭殃

捕魚申請僅通過12份！
英國再次激怒法國，法國官員怒吼要反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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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聯合大公國（United Arab Emirates
）正在試圖通過對話來處理土耳其以及伊朗
之間的任何新的對抗。阿聯總統的外交顧問
以及前外交部長Anwar Gargash警告，美國與
中國之間的緊張局勢，將會對此地區（中東
）帶來影響。

在 近 期 舉 行 的 第 14 屆 世 界 政 策 會 議
（World Policy Conference）中，Anwar Gar-
gash談及了他的國家在疫情後將如何復甦經濟
。此外，他也坦言對美國針對中東區域的承
諾，還有美中之間迫在眉睫的冷戰感到擔憂
。阿聯與其他阿拉伯海灣國家一直以來都與
中國在經濟上有緊密聯繫（因中國有大量採
買石油的需求），而與美國在軍事上有牢固
的關係。

當前，阿聯正在關注伊朗與全球大國對
於2015核協議，以及美軍撤出阿富汗後，塔
利班重新掌權的相關談判。隨著美國的腳步
，Anwar Gargash指出外界都將一同見證未來
在中東會發生的事。他坦承當前能無法預測
未來的形勢，但是阿富汗絕對是一個挑戰，
且現正處於一個令人擔憂的情況中。

Anwar Gargash指出，我們需要更好的管
理所在地區的情況，因為目前正處於真空。
而當有此情況出現，產生麻煩的可能性都會
升高。

他表示，美中之間的緊張關係，當前對
於阿拉伯海灣國家都帶來很大威脅，且地緣
政治競爭正迫使該地區的國家在戰略與商業
夥伴關係中，做出不可能做到的決定。他對
此提醒國際社會要對此回應，並且反抗這樣

的壓力，不要成為新冷戰的棋子。
透過介入在伊朗與土耳其之間，阿聯嘗

試進一步緩和該地區的緊張局勢，並嘗試轉
向控制雙方在葉門、利比亞以及其他地區所
發生的衝突。他指出，近期土耳其重新檢視
了與埃及之間的外交政策、與沙烏地阿拉伯
之間以及其他國家之間的兄弟情誼，他對此
相當樂見，並認為阿聯處於其中，持續試圖
擴展它也顯得很重要。

Anwar Gargash分享到，土耳其對於阿聯
方面告訴他們的事情覺得很正面，但他對於
伊朗是否會改變其位置，就不是那麼正面看
待。他承認自己是個現實主義者，並表示對
於中東地區（權力）真空的情況以及局勢的
嚴重性感到擔憂。

當前，Anwar Gargash指出，新冠肺炎疫
情已讓非政治優先事項被擺於首位，其中最
大令人感到擔憂的就是中國與美國。每個人
都對即將到來的冷戰（looming cold war）感
到擔憂，且這對我們每個人來說都是壞消息
。他表示 「在兩者當中取其一來站隊，一直
是國際體系中存在的問題，而這並不簡單。
」

面對與中國以及美國之間難解的關係，
Anwar Gargash指出雖然中國方面提供了有利
可圖的貿易與合作機會，但是針對美國，可
以從一些報導、會議或是討論中獲得相關資
訊，但同樣的需求放在與中國關係中，是更
不透明的。換言之，他認為美國是戰略上更
為透明的盟友。

美中關係緊張 阿聯高官擔憂 「新冷戰正在逼近」

最新美國大型研究顯示，接種疫苗後6個
月，保護力會致命，從88%下降47%。提供的
保護力訓練也會隨時間下降，這家美國培訓
團隊讓團隊群施打第3個加強針的參考研究之
一。

綜合勘探、美媒 CNBC 報告、美國大藥
廠輝瑞瑞（Pfizer）及凱薩醫療（Kaiser Per-
manente）的研究人員近期在醫學期刊《刺針
》（柳葉刀）發表BNT機構有效保護性持久
性的成果。

研究人員追踪2220年12月日至南年8月8
日間加州萬薩醫療機構約34名會員的電子健
康，發現整體來看，00 記錄在瀏覽完第 2 劑
BNT 假期後 1 個月，避開染風的保護效力達
88%，不過6個月時，保護效力已經致命下降
至47%。

研究人員也比對BNT對新冠變異株的保
護效力變化，在完整接種2劑BNT恢復後1個
月，對抗Delta變異株的保護效力達93%，4個
月後下降53%；針對變異，第1個月的保護效
力達97%，4至5個月後下降67%。 整體來看
，完整的B NT逸，保護民眾免於因感染三角
洲而引發的保護力達93%，完全有效能維持6
個月。

這篇研究期間執行與三角洲病毒在美國
的時間重疊，雖然是盛，研究人員開始特別

指出，保護力下降不是因為三角洲或其他變
異病毒會失效保護，最可能的原因是婚禮的
保護力會隨時間下降。

《洛杉磯時報》（洛杉磯時報）傳播，
有人為此提出了3項理由證明。第一，讀者初
研究完成了BNT病毒時，原因是對抗Delta其
他變異株，保護效力都一樣好。

第二，即使後來南加州受了三角洲肆虐
，平民保護民眾免於搶奪的保護力仍然高。

第三，突破性感染事件和時間的關聯性
，高過和特定變異株的關聯性。

薩 醫 療 機 構 的 研 究 人 員 塔 多 夫 （Sara
Tartof）表示，結果顯示達美航空不會完全可
以避免保護的變異株，如果它會失控，人口
之後的保護力就不會太高，發電一開始就弱
，平時頭髮後仍持續很弱，因此會保護力隨
時間下降的很可能。

塔夫也說，這研究發現了他們認為，不
需要員工培訓讓讓 BNT 驗證，針對 Delta 汽
車開發新假期，施打和前 2 年一樣的假期，
就可以延長假期對消費者的，保護免於包括
三角洲時間等變異株。

輝瑞資深副總裁兼火山醫學表示長喬達
（Luis Jodar）最近狀態聲明中，分析顯示
BNT神經對包括Delta時間等所有高抑制變異
株（Variants of Concern，VOC）有效。

美追打第3劑關鍵曝光 BNT疫苗保護力驚人衰退

在首頁臉書上偶爾陪伴後，祖克柏在其臉書
上發布消息稱： 「Facebook、Instagram、What-
sApp和Messenger已經恢復連線。我為今天發生的
故障道歉：我知道你們有多麼依賴我們的服務來
與你們關心的人保持聯繫。」

當機事故偶爾美東正午左右，臉書很快就在
社交平台上推特上承認，“人在使用臉書應用程
序時遇到的問題”。

至於臉書公司工程師團隊的原因，臉書公司
工程師團隊在臉書網站上說： 「我們的工程師團
隊發現，協商數據處理中心之間網路流量的主幹
遠程配置改變，導致出現通信中斷。路流量中斷
對我們的通訊產生方式了，連帶影響導致的停頓

處理。”書還提供暫停服務，未導致用戶數據公
司。

廣告公司標準媒體指數估計，臉書在當機期
間認知信息約54萬美元美國的廣告收入。

《紐約時報》通訊，技術故障，網站和應用
程序經常會發生不同的規模和時間的中斷，但作
為全球最大的社交媒體公司，這些應用程序在同
一時間當機是極不發生的事件。

現在全球有超過35億人在使用臉書及名人社
交軟體進行交流和業務往來。

據傳，這家服務中斷是臉書自2019年以來發
生的最嚴重當機事件，因為上次一個技術錯誤導
致臉書中斷超過24小時。

臉書、IG全球當機6小時祖克柏致厄

共機連續4天侵擾我國西南空域，昨（4）日
白天擾台架次達52架次，夜間再增4架，總計單
日擾台架次達56架，創下紀錄，過去4日擾台架
次達149架。

針對共機頻頻擾台，陸委會批評北京是製造
兩岸緊張的罪魁禍首，北京則劍指美國應對台海
緊張局勢升溫負責。

美國之音報導，針對共機擾台及北京的發言
，白宮發言人莎琪（Jen Psaki）昨日在例行記者會
上表示，美國關注中國大陸在靠近台灣地方進行
的 「挑釁性軍事行動」，並且將密切關注事態發
展。

「我們仍然對中國在台灣附近的挑釁性軍事
活動感到擔憂，這破壞了穩定，有誤判的風險，
並損害我們地區的和平與穩定。」莎琪表示，
「我們敦促北京停止對台灣的軍事、外交和經濟

施壓及脅迫，我們對台灣海峽的和平與穩定有持

久的利益。」她說明這也是為什麼美國將持續協
助台灣，維持足夠的自衛能力。

莎琪重申，華府維持在三個聯合公報、《台
灣關係法》及六項保證中做出的承諾， 「我們對
台灣的承諾堅如磐石，這有助於維護台灣海峽和
地區內的和平與穩定。」

莎琪也表示，美國不論公開或私下，都已經
明確表達了關注北京對台灣的施壓及脅迫，並且
將密切關注局勢。

不過後續仍有記者詢問北京似乎沒有聽進去
華府所表達的關注及敦促，對此莎琪回應，華府
也與北京 「進行私下接觸」， 「透過外交管道傳
達明確訊息。」她補充，或許這是比較 「適合」
的管道。

後續記者又提問美國總統拜登是否已對此表
達看法，莎琪指出拜登尚未表態，不過強調美國
高官一直與北京官員保持聯繫。

共機單日爆56架次擾台創紀錄 白宮曝已 「私下」 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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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柬埔寨農林漁業部消息稱，在成功

與中國進行良好合作後，柬埔寨向中國出口芒

果迅猛增長，今年向中國出口芒果規模已超過

200噸。

今年5月7日，柬埔寨芒果出口中國首發儀式

舉行。芒果成爲繼香蕉之後第二個柬埔寨可以直

接出口中國的生鮮水果。中國駐柬埔寨大使館表

示，這是疫情下中柬務實合作的又一實質性成果

，將極大推動中柬農業領域合作。

柬埔寨農林漁業部表示，據統計，2020年柬

芒果種植面積爲13.2萬公頃，總産量約138.2萬噸

。中國每年將進口50萬噸柬芒果，柬埔寨有足夠

的芒果可以出口到中國。今年以來，截至目前，

柬埔寨已成功向中國出口逾211噸芒果。

據知，今年10月將是非季節性“高羅密”

芒果收成季節，柬埔寨農林漁業部表示，將加

大力度出口符合中國衛生檢疫要求的優質芒果

。同時，對華出口量也取決于許多因素，包括5

家出口商的采購、清理和包裝能力。這些芒果

加工生産企業分別是尚達柬彙國際農産品和物

流有限公司、阿莎自然食品有限公司、朗禾農

業柬埔寨有限公司、磅該果之源股份有限公司

和現代有限公司。柬政府將給予這5家出口商

更多政策支持，爭取出口更多芒果到中國。預

計明年出口量還將大幅增長，達到10萬噸以上

規模。

柬埔寨農林漁業部表示，柬方期待與中方一

道，緊密合作，繼續推動龍眼、火龍果、胡椒、

燕窩、椰子等更多柬埔寨農産品出口中國。

“聽起來像槍聲”！
日本年輕人深夜衝民宅放煙花

當地居民被激怒，有人報案
綜合報導 日本關西電視

台報道，一群年輕人深夜在

大阪府寢屋川市內一住宅區

處衝著民宅放煙花，激怒當

地居民。關西電視台稱，這

種行爲很有可能引發火災，

當地居民已向警方報案。

關西電視台稱，住宅區的

監控攝像頭記錄了這一幕。根

據錄像，其中一人點燃了手上

煙花，隨後將煙花接連射向周

圍民宅，而另一人則疑似將手

中煙花射向同伴，在發射時甩

動手臂，火星四濺。

這群年輕人的行爲激怒

了當地居民，一居民在接受

關西電視台采訪時稱，“當

時（發射煙花）發出很大聲

響，聽起來像是槍聲，把我

嚇了一跳”，“聽到年輕人

的喊叫聲，令人害怕，那天

晚上一晚都沒睡著。”

關西電視台稱，當地居民

在住宅附近發現了這群年輕人

使用過的煙花筒。報道還稱，

這一行爲很有可能引發火災，

當地居民已向警方報案。

此事經媒體曝光後引發

日本網民關注。有日本網友

稱，“這群人應該以放火罪

未遂的罪名遭到逮捕。”

還有網友表示，自己也

遇到過類似的事情，自宅旁

邊商場的停車場是當地不良

中學生的聚集地，“在白天

有人向商場大樓發射煙花，

此外，還看見有人吸煙，有

人駕駛摩托車等等，但即使

聯絡中學和警察，他們也只

受到了口頭警告。”

有網友批評說，“如果

他們真的引發了火災，肯定

會直接逃離現場，完全是蓄

意縱火，只不過火災沒有發

生而已”，“應該向飲酒

駕車那樣，做了什麽樣的

壞事，就該給予什麽樣的懲

罰。”

離譜！
印度男子去接種新冠疫苗卻被誤打狂犬疫苗

綜合報導 報道稱，這名男子名

叫拉傑庫馬爾· 亞達瓦利，現年45歲

，居住馬哈拉施特拉邦塔納市。官

員們稱，他去當地一家醫療中心接

種新冠疫苗時，被錯誤地註射了狂

犬疫苗。

談及接種疫苗的經歷，亞達瓦

利說，「我最近做了背部手術，所

以去（醫療）中心咨詢了一下（接

種）疫苗問題。醫生說我可以打疫

苗，還給了我病例單。我由於手

術的緣故而無法站立，醫院的一

個人告訴我到某個房間找個座位坐

下。」

亞達瓦利稱，護士給他的雙臂

都註射了疫苗，這讓他產生了懷

疑，於是他向護士詢問註射的計

量。「她沒有要求我出示任何證件

，也沒有問我去那裏是為了什麼。

得知他們給我註射的是狂犬疫苗，

我很震驚。」亞達瓦利說。

亞達瓦利隨後找到了相關機構

的負責人，並講述了自己的經歷。

報道稱，當地市政機構已承認錯誤

並將該醫療中心涉事的醫生及護士

停職。

根據當地市機構工作人員的說

法，該醫療中心除了負責新冠疫苗

接種，還負責其他疫苗。當時，亞

達瓦利錯誤地出現在接種狂犬疫苗

的隊伍中，護士也沒有檢查他的病

例資料等。

工作人員稱，他們已讓涉事醫

生及護士停職。談及亞達瓦利的

情況，工作人員稱，他情況穩

定，「我們一直在監測他的健康

狀況」。

此事也引起了該市市長的關

註。市長稱，該醫療中心位於貧民

窟，大多數到那裏的患者都沒有受

過教育，醫務人員有責任指導他

們。「我了解了這一事件，並立即

發出指令，要求調查並對相關人員

采取行動。」

此事也在社交媒體上引發關

註，有網友不可置信地問道：「這

怎麼可能？」

也有網友表示，「這已經不是

第一次了。幾個月前在北方邦就有

這種報道。令人震驚的疏忽。」

還有網友提到，「在塔納市接

種疫苗的失誤太多了。幾個月前，

有人在15分鐘內被註射了3針。」

也有網友感嘆，「這種事情只

會發生在印度。也許這就是其他國

家不承認我們接種證書的原因。你

們不能責怪他們。」

緬北南坎滾弄大橋橋面損壞
出行民眾面臨困難

綜合報導 據悉，南坎滾弄大橋長60

英尺、寬12英尺，除了連接瑞麗橋梁外

，還是撣邦與克欽芒昔鎮區曼溫鄉之間

的交通要道。據悉，幾乎每天都有出行

車輛通行來往。

南坎鎮區一名當地民衆表示，橋梁

建設的時間不清楚，已經長時間沒有維

修了。現在滾弄橋有著很大的安全隱患

，橋梁上連接的鋼鐵都已經生鏽了，橋

上現在只有小車能夠通行。小車在過橋

時都會聽見響動，大車現在只能在水位

低的時候從水中經過，熱季的時候並沒

有什麽影響。希望道路/橋梁有關部門能

夠前來更換鋼索吊橋上的橋面面板，延

長大橋的使用壽命。

滾弄村莊一名民衆表示，2018-2019

財年時有關部門下撥了預算，但是至

今爲止橋梁並沒有得到修繕，現在大

橋的承重能力讓人擔憂。南坎管理員

剛來的時候我們向他告知了情況。議

員代表吳艾茂則表示，由于該橋梁使

用率低，因此，到現在爲止還沒有進

行修繕。

滾弄鎮區當地居民哥昂左莫表示，

滾弄大橋對于緬北貿易來說非常的重要

，夜間施工對于貿易沒有影響，晚間通

行的車輛非常的少，每天只有兩三輛車

左右。吊橋使用了幾十年也是時候翻修

了，這樣我們出行才會有保障。



香港瞭望 AA66星期三       2021年10月6日       Wednesday, October 6, 2021

2020年4月7日（星期二）2 新聞中
國

■責任編輯：何佩珊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及記者李理報

道，中國駐美大使館華盛頓當地時間5日發佈通

知，就搭乘臨時包機意願開展摸底調查。通知

稱，將首先面向全美符合條件的未成年中小學留

學生開放登記。

中國包機優先接小留美生
駐美使館開展搭乘意願調查及開放登記 高中生：救命稻草

根據駐美大使館的通知，目前大多數海外留學人員仍然
選擇留在當地。同時考慮到有一些留學人員、特別是

未成年的小留學生面臨無法解決的實際困難，需要返回
中國，中國有關部門正在積極考慮對疫情嚴重國家一些確
有困難、急需回國的留學人員，採取逐步、有序方式，作
出開通臨時航班和包機等相應安排。

機票隔離費用自理
通知指出，根據公開、透明、公平原則，首先面向全

美年齡未滿18周歲（以登記日為準）、父母未陪伴在旁、
長期或短期在美留學的中小學留學生開放登記。如安排臨
時航班和包機，將根據可能的航空運載量，從保護弱小原
則出發，按照登記人員年齡從小到大順序排序，優先安排
小留學生乘機回國。

根據安排，機票和回國隔離費用自理。自願承擔回國
過程中的各種可能風險，並自覺接受乘機過程及抵達目的
地後的各項檢疫安排。除未成年留學生外，監護人等其他
人員不能陪同乘機。截止時間為美東時間2020年4月6日晚
6時（北京時間4月7日晨6時）。

家長：兒子回家最後希望
一名名叫“惠子”的留美高中生表示，最近美國每天

確診數字都是四位數起跳，她確實有點後悔沒有早點回中
國，在家裡的母親更是心急如焚。包機回國消息一出，她
第一時間就在母親的催促下做了登記。“這就像救命稻
草，我現在的安全感已經被打破了，我相信祖國做事的效
率，很快就能讓我們回國。”她還特意在自己的社交媒體
上寫道：“感謝祖國，感恩生為中國人，我們要加油。”

一名兒子在蘭道夫馬克高中唸書的家長表示，她的兒
子是住校生，學校現在停課，孩子沒有辦法自己照顧自
己。家長為了確保兒子能回來，四月份定了各個時段五張
機票，加起來十幾萬元人民幣，但結果是全部被取消。現
在有了包機安排，她表示，簡直是幫助自己兒子早日回家
的最後一絲希望。

中國民用航空局飛行標準司副司長韓光祖6日介紹，
從3月4日到4月3日，民航共安排11架次臨時航班，協助
在伊朗、意大利和英國的1,827名中國公民回國，接回人員
主要以留學生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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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駐美
大使崔天凱華盛頓時間5日在《紐約時報》刊
文指出，圍繞疫情中美兩國間有一些不和諧的
聲音。“但現在不是相互指責的時刻，現在我
們需要團結合作、互幫互助。”

齊引領疫苗研發攻關合作
這篇題為《同舟共濟 定克時艱》的文章

說，此時此刻團結至關重要。要保持清醒、明
辨是非，對那些企圖煽動種族主義和歧視仇
外、把別國或別的種族當成替罪羊的愚蠢言行
說不。因為這樣的言行不僅會嚴重破壞中美當
前合作抗疫的努力，也將埋下猜疑甚至對抗的
禍根，將兩國的人民拖入險境，甚至殃及全
球。

文章表示，中方始終負責任地通報疫情信
息。中國建立了新冠肺炎疫情網上知識中心面
向所有國家開放。中美兩國衛生部門和防控專
家也一直保持着密切溝通。

文章認為，作為世界最大的兩個經濟體，
中美應該引領治療技術和疫苗研發國際攻關合
作，充分探討治療藥物技術共享，聯手幫助缺
乏醫療條件的國家，推動完善全球衛生治理。
此外，還要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穩市場、
保增長、保民生，確保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開
放、穩定、安全。

華企全力生產美採購物資
文章介紹說，中方盡己所能，為包括美國

在內的有關國家提供支持，而位於美國疫情

“震中”的紐約州正是重點支持對象。目前，
中方正協助美政府在華採購抗疫物資。中國企
業加班加點，生產、交付紐約與全美採購的醫
療物資。華為向紐約州和華盛頓特區捐贈了數
萬件防疫物資。中資企業總計已向美捐贈150
萬隻口罩、20萬個檢測盒、18萬個手套及許多
其他防疫物資。

文章稱，不久前，中國也遭受了疫情的迎
頭痛擊，因此我們對美國人民的苦痛感同身
受。我們搏鬥過，付出了巨大犧牲，所以深知
這裡及世界各地抗擊疫情的艱難。我們銘記，
在最困難的時候世界各地的朋友給了我們慰藉
和幫助，其中很多是美國人，很多是紐約人。
現在我們也願真誠回報他們的善意，與他們共
渡難關。

崔天凱：中美需團結合作互幫互助

■■中國駐美大使館將安排包中國駐美大使館將安排包
機機，，優先接未成年留美學生回優先接未成年留美學生回
國國。。圖為中國留美學生與當地圖為中國留美學生與當地
同學和老師交談同學和老師交談。。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紐約市史坦頓島醫護人員收到紐約市史坦頓島醫護人員收到
美國華人團體及華人企業捐贈的美國華人團體及華人企業捐贈的
口罩口罩。。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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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更多便利措施拓大灣區
史立德指出，近年受歐美等傳統市場

需求疲弱、中美貿易糾紛加劇以及新冠疫
情肆虐的影響，港商拓展多元化市場的迫
切性大大提升。

推動兩地產品“一證兩認”
他認為，政府應配合國策，鼓勵和協

助港商加快“出口轉內銷”的策略轉型，
特別是把握電子商貿蓬勃發展的機遇，拓
展內銷渠道，憑着“香港品牌”的優勢來
參與和促進內地市場的高品質發展。政府
應積極向中央爭取為港商拓展內銷提供便
利化安排，例如，加強對“香港品牌”的
知識產權保護、提升兩地產品檢測標準的
協同性和推動檢定報告的“一證兩認”、
對加工貿易項下的產品轉內銷進一步“拆
牆鬆綁”、以及對輸往內地的港產品准予

進口環節增值稅的減免等優惠。
史立德續指，政府更可考慮爭取中央的

支持，由香港貿易發展局牽頭，在香港或者
大灣區的內地城市舉辦第三個以進口內地為
主題的國家級商品博覽會，吸引全國各地的
進口商前來採購，拓寬港商開展 B2B推廣。
針對內地商業信用制度未夠健全、企業“放
賬多，收數難”的痛點，探討讓出口信用保
險局的職能“過河”的可行性，讓在內地的
港資企業直接投保；考慮擴大港商在內地市
場的受保範圍，加大對受保對象的承保額
等。政府還可資助和鼓勵商會、行業協會等
中介機構牽頭“走進大灣區”，結合大灣區
各城市消費者的消費習慣和偏好，因地制宜
地組織香港品牌及產品的推介會與展覽會。
在加快與大灣區融合方面，史立德建

議，政府應盡快與廣東省和國家稅務部門進行

溝通，探討優化跨境人員的稅收安排方案。例
如，考慮將大灣區劃為特殊的“通勤區”，在
計算界定納稅義務的停留天數時，讓經常在大
灣區內地城市工作或居住的港澳人士獲得一定
程度的豁免；若港澳居民在指定時限內通過大
灣區的邊境口岸進入並離開內地，有關逗留時
間均可免於計入183天之內。

爭取優化“港人港稅”機制
另一方面，政府應積極與廣東省協

商，爭取進一步優化“港人港稅”政策的
執行機制；例如，可借鑑海南自貿港的做
法，讓合資格港人只需按15%的稅率繳交
個人所得稅，超過15%的部分直接由財政
撥款進行補足，而無需再以“先徵後退”
的方式進行差額補貼，以激發和便利大灣
區內的人力資源流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 莊程敏

新一份施政報告即將出爐，雖然香港部

分行業已經開始復甦，但零售及旅遊業仍在

接近“零旅客”的情況下苦苦經營，盡快通

關相信是不少業界的心聲。香港廠商會會長

史立德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期望政府能

以新思維找尋能與內地部分解除“控關”的

方法，如推出類似歐盟“疫苗護照”的“大

灣區疫苗通行證”、以及香港與內地“商務

氣泡”，在雙方可控的情況下逐步爭取方便

港商及兩地居民往來。另外他亦期望政府能

爭取更多便利措施，協助港商開拓大灣區及

內地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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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立德期望政府能爭取更多便利措施，協助
港商開拓大灣區及內地市場。 資料圖片

廠商會倡“大灣區疫苗通行證” 利兩地居民往返

分步解除控關 振港零售旅遊

中小企業劉達邦中小企業劉達邦：：
邊境禁區設免稅商店街邊境禁區設免稅商店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程敏）不少港
商於疫情期間生意大減，香港中小型企業
聯合會永遠榮譽主席劉達邦在接受香港文
匯報訪問時就建議，政府可參考“中英
街”概念，設立免稅商店街，刺激消費。
另外在部分省市設立“疫情特別會面
區”，讓港商到這區域與內地工作夥伴會
面、簽署重要合同，免除14天隔離。

免禁區通行證刺激消費
他指，疫情爆發之前，內地居民不時

都會到港購買日常用品，而香港零售業亦
非常依賴遊客的消費，但如今在疫情之
下，旅遊業停擺，不會有外國旅客訪港，

令零售業貨品輸出量大大減少，建議以
“中英街”的概念，在邊境禁區設立免稅
商店街，開放予香港的商戶以展銷會形式
到商店街銷售產品，免除香港商戶的邊境
禁區通行證，並設指定免稅金額，吸引內
地居民到商店街消費。

對於即將發表的施政報告，劉達邦希
望政府應與內地政府盡早制定通關要求及
日程，例如要求全港70%疫苗接種率，然
後香港可以根據要求，上下齊心達成目
標，否則通關只會是遙遙無期。他解釋：
“第一步，可以先在深圳市試行，讓公司
老闆級和高級管理層到內地交流。第二步
當一切順利和安全時，可以將計劃擴展至

其他與香港商務頻繁的城市，開設‘疫情
特別會面區’。”

盼港府組織東南亞設廠
面對着中美貿易戰，不少港商都希望將

生產線轉移至東盟。劉達邦建議，政府可考
慮帶領香港廠商到東南亞地區，例如東盟國
家及跟香港簽訂自由貿易的國家，尋找適合
的生產基地。因為未來十年，因應環境及地
區變化，將會有很多港商需要在其他國家建
立額外生產線。如果由港府出頭去跟對方政
府合作，包括土地政策、關稅、利得稅等優
惠政策，對比港商單打獨鬥去闖，效果將會
更有優勢。另外，目前各國對於外地入口產
品都有不同要求，需要申請不同的認證才可
進口，每一個認證都需要港商支付一筆龐大
費用。他建議，政府可以資助香港各類型工
業申請產品安全認證。
劉達邦指出，在疫情期間一些中小企

及初創企業經營困難，建議政府設立利得
稅免稅額，減免利潤200萬港元或以下的利
得稅，將有效地幫助中小企減輕經營壓
力。另外，他亦希望政府可以延長“防疫
抗疫基金”中的費用寬免至明年，例如：
政府租金、差餉、公司周年申報表登記費
等，讓企業及市民保持有足夠資金流動，
促進經濟康復。

▲▶劉達邦（圓
圖）建議政府參考
“中英街”概念，
設立免稅商店街。

史立德表示，自疫情爆發後，香港與澳門及內地“控關”已逾
一年，很多在內地設廠的港商都難以回內地打理業務及洽談

生意，不少家庭更蒙受長時間分隔之苦，近期粵港澳的疫情控制和
疫苗接種情況均屬理想，在大灣區實施免檢疫往來的風險有限，建
議逐步允許“疫苗通行證”持有者在大灣區享有防疫措施的豁免，
例如縮短甚至免除入境後隔離天數。

與內地“商務氣泡”便利營商
政府亦可向中央爭取率先推行“商務氣泡”，讓已接種疫苗的

港商可以在豁免檢疫之下，以有限制的方式，例如採用“點對點”
交通或者限定在目的地的活動範圍返回內地進行商務活動。這對於
帶動香港以及大灣區的經貿復甦具有立竿見影的正面作用，既有助
於香港工商界融入國家內循環經濟，更能為香港疫苗接種的進一步
普及提供具吸引力的誘因。
史立德又建議，政府應加大力度提振內部需求。目前香港經濟復

甦的態勢仍未夠全面，例如私人消費開支和本地固定資本形成只恢復
到2019年同期的九成左右。早前政府推行的消費券計劃很受業界歡
迎，建議政府進一步探討如何將消費券與扶持特定行業相結合，例如
與受疫情打擊之“重災區”的商家合作，鼓勵、協助他們配合消費券
的發放推出針對性的產品、有特色的優惠和具吸引力的促銷活動，並
透過“防疫抗疫基金”或“中小企市場推廣基金”為這類促銷措施提
供配對資助，或者對有關開支給予扣稅優惠。
他又希望，政府能進一步善用現有資助計劃，讓港商可以更好地

拓展本地業務。香港品牌發展局於去年下半年對110家香港公司進行
的“香港品牌企業再出發”問卷調查中發現，82.7%的受訪企業將在
未來一年加緊拓展市場，近六成（58.2%）的企業表示將以香港本地
市場為重點，其次是粵港澳大灣區（佔 42.7%）和東盟（30%）。以
“中小企業市場推廣基金”為例，去年接納了業界的建議，擴大“中
小企業市場推廣基金”的資助範圍，涵蓋以“本地市場”為目標的展
覽會，該會希望政府能進一步提高“中小企業市場推廣基金”對每家
企業的資助總金額上限，考慮單獨為“本地市場”的項目設立額外的
資助額度，以便讓之前已用完基金資助最高額的企業亦能受惠，使得
基金更及時、有效地發揮起支援港商拓展本地市場的新功能。

冀提高拓本地市場資助上限
該會還建議政府為“發展品牌、升級轉型及拓展內銷市場的專

項基金”（BUD專項基金）引入相似的強化措施，將適用範圍擴
大至包含以香港市場為主攻目標的項目，藉此鼓勵港商加快香港本
地業務的升級轉型和強化品牌的創建與推廣。
史立德指出，業界亦希望政府在公營部門以及政府基金資助

項目的採購政策中加入“香港品牌優先”的元素，並進一步放寬
以“價低者得”遴選供應商的準則，考慮以採購物品的性價比作
為考量指標。同時，政府亦應更積極地協助甚至資助商會等機構
舉辦全港性、線上線下並舉的促銷活動或展覽展銷會，以“做
旺”本地零售市場。

籲設稅務優惠推“再工業化”
近年政府積極推動“再工業化”，史立德認為，政府一方面引

導社會各界共建有利於工業發展的生態系統，例如培養重視工業的
社會氛圍、鼓勵年輕人投身製造業、吸引金融等服務行業開展更多
與工業相關的業務等；另一方面亦應積極運用傾斜性政策，透過土
地、財稅、人才引進、勞力供應、市場渠道、法規等方面的優惠和
便利性措施，優化本地的經營環境，並增加企業投資製造業的誘
因。例如，考慮為“再工業化”相關的投資和業務，包括港資廠商
在境外進行的製造業活動，提供額外的稅務扣減或者半額稅率等優
惠。

廠商會對施政報告建議

優化基金助企業提升競爭力

響應國策提升發展定位

應勢而謀推進“再工業化”

揚長補短打造科創中心

重視港企的延外發展

資源過河促境外工業升級

建立共性技術創新與合作機制

協助港商參與“內循環”

鞏固香港和香港品牌的形象

理順跨境稅務利人才流動

1 善用疫苗通行證推動通關

3

4

5

6

7

8

9

10

加大力度提振內部需求2

11

12



AA77台灣新聞
星期三       2021年10月6日       Wednesday, October 6, 2021

（中央社）新竹市警局第三分局中華派出
所王姓所長4日凌晨與朋友到店家用餐時，遇
到一名董姓男子持刀攻擊，造成所長頭、頸部
與身上多處刀傷，送醫救治幸無大礙，董男今
天已被羈押。

新竹市警察局第一分局長曾有慶今天說明
案情表示，王姓所長4日輪休期間，和同事到
一間日式料理店用餐，恰巧碰上曾因涉槍砲案
被王姓所長逮捕的50歲董姓男子，董男疑心
有不甘，跑到廚房拿出生魚片刀朝王姓所長攻
擊，挾怨報復。

曾有慶說，董男犯後遭到和王姓所長同行
的員警制服逮捕，訊問後依殺人未遂罪嫌移送

新竹地檢署偵辦，向法院聲請羈押獲准。
曾有慶指出，王姓所長遭利刃攻擊，造成

頭部、頸部等多處刀傷，送醫救治已無大礙，
目前已在家休養中。

不願具名員警指出，王姓所長原在第二分
局擔任偵查員，與多名刑警同事於去年12月
時逮捕涉及槍砲案的董姓男子，未料4日凌晨
與友人到店家用餐時碰上彼此，董男仗著酒意
持刀攻擊王姓所長。

董男警訊時供稱，他在碰到王姓所長前，
他已和朋友在別處喝了2瓶高粱酒，之後才到
該間日本料理店續攤，他與王姓所長沒有糾紛
，是因為喝酒醉才會動手，事後感到後悔。

竹市派出所長遭砍 犯嫌因曾涉案被捕挾怨報復

（中央社）法務部今天表示，部長蔡清祥
為了慰勉收容人協助分裝五倍券，親自前往八
德外役監獄等矯正機關表達感謝之意，鼓勵收
容人用具體行動回饋社會。

法 務 部 新 聞 稿 指 出 ， 台 灣 COVID-19
（2019 冠狀病毒疾病）疫情再度下降至零確
診，正當社會因成功防疫而逐漸恢復正常生活
，政府更要照顧因配合防疫而受影響的商家、
民眾，因此推出振興五倍券。

新聞稿指出，法務部身為政府團隊，全力
配合行政院政策，比照協助三倍券分裝模式，
自今年9月14日起，由矯正機關承攬紙本五倍
券分裝作業，讓收容人藉由參與分裝作業依法
取得勞作金，並用具體行動回饋社會。

蔡清祥今天下午親自前往八德外役監獄、
台北監獄及桃園女子監獄，對於參與作業的收
容人及矯正人員一一表達感謝，並肯定分裝作
業順利，收容人功不可沒，也讓政府政策能夠
順利推動，並證明收容人也能回饋社會，展現
矯正教化成果。

新聞稿另提到，蔡清祥此行順道訪視台北
監獄的烘焙技訓班，並鼓勵10名甫考上烘焙
證照的受刑人，期勉將來出獄後發揮所學，開
創新生。

此外，蔡清祥在桃園女監探視攜子入監的
母親收容人，叮嚀收容人一定要反省改過、力
爭上游，才能做小孩的好榜樣。

收容人協助分裝五倍券 蔡清祥鼓勵回饋社會

（中央社）有假投資未上市股票詐騙集團結
合話務系統商架設電信話務機房，隨機致電鼓吹
被害人投資未上市股票行騙，不法所得約2.6億元
，台北市警方獲報陸續查獲17嫌和吳姓金主送辦
。

台北市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今天舉行破案記
者會，偵查第一隊長曾逸群表示，去年底接獲被
害人報案，經擴大追查發現有假投資未上市股票
詐騙集團，透過話務系統商結合二類電信業者架
設電信話務機房，並隱身於北市中山區、松山區
的商辦大樓作為詐騙據點。

專案小組進一步追查發現，此詐騙集團向多
家小型企業公司收購成本約每股僅新台幣20至30
元不等的未上市股票，再透過盜用或冒稱某投資
顧問公司等名義，隨機撥打電話或加Line通訊軟
體等方式，向被害民眾鼓吹投資未上市股票。

再利用諸多話術及傳送偽造契約書取信被害
人，隨即以每股108至120元轉賣給被害人，並要
求匯款至指定人頭帳戶內，若有被害人詢問相關
上市期程就藉故拖延，甚至直接更換門號、封鎖
被害人。

據調查了解，此集團自民國107年2月起開始
從事不法行為，已知被害人至少20餘人，不法所
得約 2 億 6000 萬元，其中單一最高受害金額達

1200萬元。
專案小組歷經數月偵查，會同市警局中山分

局、松山分局、警政署刑事局及新北市警察局新
店分局，4至9月發動數波搜索與拘提行動，共查
獲17嫌到案，並於9月23日於新北市新店區查獲
幕後金主37歲吳姓犯嫌，同時查扣3輛高級跑車
及休旅車、存摺、提款卡等證物。

全案詢後依涉詐欺罪、證券交易法、洗錢防
制法等罪移送台北地檢署偵辦，法院裁定吳嫌以
10萬元交保、車手首領收押，其餘則以2萬至10
萬元不等金額交保。

市刑大經濟組長黃瀰嬗補充說明，市警局配
合警政署於7至9月執行 「全國同步打擊詐欺專案
行動」，期間共計查獲101件詐欺犯罪集團、654
嫌（其中46人遭羈押），並查扣不法所得逾6600
餘萬元（含汽車7輛），均依涉詐欺罪、洗錢防
制法及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等罪移送地檢署偵辦，
打詐成績名列六都之冠。

此外，分析北市警局專案期間查獲詐欺集團
案件最多的犯罪手法，前3名分別為 「假投資」
30件、 「購物詐欺」19件及 「解除分期付款」12
件；且詐欺集團犯嫌具組織幫派身分成員的案件
計有7件，竹聯幫3件、天道盟2件、四海幫及其
他不法組合各1件。

涉假投資未上市股票詐2.6億 北市警揪獲幕後金主

（中央社）陳姓男子參加第 10 屆立委選
舉時涉嫌提供選民免費整骨按摩服務，一審時
遭判刑2年，緩刑5年；陳男上訴求縮短緩刑
年限，高院今天駁回上訴，維持原判，仍可上
訴。

台灣高等法院新聞資料指出，陳姓男子為
民國109年度第10屆立法委員選舉新北市第1
選區候選人，於108年11月起，在選區內擺放
免費民俗調理宣傳旗幟，向選民表示提供免費
整骨按摩服務。

陳男聘請專業整復師在服務處內，進行價
值新台幣500元以上的整骨按摩服務；陳男並
指示服務處人員向接受免費整骨按摩服務的選
民請託、尋求支持。

一審新北地方法院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交付不正利益罪，判處陳男有期徒刑2年。緩
刑5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判決確
定後 1 年內接受法治教育 6 小時，褫奪公權 4
年。

案經陳男上訴，二審由高院審理，陳男對
一審判決的事實認定與量刑均不爭執，但請求
縮短緩刑宣告及褫奪公權的年限。

二審認為，整骨按摩服務屬無形的經濟利
益，構成不正利益，陳男犯罪事證明確。二審
審酌，陳男妨害選舉制度的公平、公正及純潔
，但犯後自白犯行，一審予以減輕其刑，並考
量他年事已高等情狀而諭知緩刑，量刑、緩刑
宣告及履行條件均屬適當，今天駁回上訴，維
持一審罪刑。可上訴。

提供免費整骨按摩立委候選人緩刑5年上訴遭駁

（中央社）新北地檢署偵辦非洲豬瘟病毒
走私肉品案，今天針對犯罪事實偵查終結，依
違反懲治走私條例、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等罪
嫌，對涉案越南籍被告鄧姓女子及其阮姓女兒
提起公訴。

檢警調查，被告鄧姓女子及其阮姓女兒受
雇於台安貿易旅遊有限公司，在民國110年3月
至8月間，由公司阮姓負責人（另案偵辦中）在

越南處理進貨、報關事宜，再由鄧姓母女在台
接貨及轉運貨品給在台購貨客戶，非法輸入香
煙及含有肉類的相關製品等。

經警方搜索，查獲涉案肉品 71.786 公斤，
送驗後確認非洲豬瘟病毒核酸 qPCR、PCR 皆
為陽性。

新北地方檢察署今天發布新聞稿表示，為
追查感染非洲豬瘟病毒的下游肉製品流向，警

政署動員各縣市警察局，並與農委會動植物防
疫檢疫局、財政部關務署、各縣市衛生局、農
業局及動保處合作，展開全面稽查，總計3波清
查行動，共清查1萬220處，查扣106件可疑肉
品。

檢方斥責鄧姓母女僅因私利，罔顧全台畜
牧業安全，及可能造成難以回復的民生、經濟
重大損失，而影響人民生活極巨，雖因檢警、

農政等機關或單位致力防範清查，減少及避免
損害，但已消耗巨大行政資源。

檢方認為，鄧姓母女涉違反懲治走私條例
、菸酒管理法、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及稅捐稽
徵法等，惡性堪稱重大，請求法院斟酌被告犯
後態度等情節，量處較重刑罰，以示警惕。

走私非洲豬瘟肉品偵結 檢方起訴涉案越南籍母女

藍委抗議中藍委抗議中再度占領立法院杯葛議事再度占領立法院杯葛議事
立法院會立法院會55日預定對行政院長蘇貞昌施政報告繼續質詢日預定對行政院長蘇貞昌施政報告繼續質詢，，國民黨立再度衝入立法院場內國民黨立再度衝入立法院場內，，占領占領

官員席官員席、、備詢台備詢台，，並在議場擺放並在議場擺放 「「抗議中抗議中」」 、、 「「程序正義已死程序正義已死」」 等標語牌等標語牌，，持續表達相關訴求持續表達相關訴求。。

C-C-130130HH運輸機國慶預演運輸機國慶預演
雙十國慶空中全兵力預演雙十國慶空中全兵力預演55日早晨在台北市上空展開日早晨在台北市上空展開，，C-C-130130HH運輸機編隊飛行運輸機編隊飛行，，經過經過

北投焚化爐北投焚化爐。。

賴清德呼籲加碼投資台灣賴清德呼籲加碼投資台灣
副總統賴清德副總統賴清德55日以錄影方式為日以錄影方式為 「「20212021世界投資者週聯合論壇世界投資者週聯合論壇」」 致詞致詞，，他呼籲他呼籲，，在全球經濟在全球經濟

重新啟動的關鍵時刻重新啟動的關鍵時刻，，一定要加碼投資台灣一定要加碼投資台灣，，讓新常態下的經濟復甦之路更為平順讓新常態下的經濟復甦之路更為平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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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在109年雙十國慶活動中 「寶島電影院」大放異
彩，今年捲土重來。110年的國慶 「寶島電影院 」10
月2日在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大禮堂熱鬧登場，
播出台灣原住民擔綱的 「太陽的孩子」，由休士頓雙
十國慶籌備會偕北一女校友會聯合主辦。籌備會主委
劉志忠及副主委劉美玲陪同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
事處處長羅復文夫婦、副處長王韋龍夫婦、僑教中心
主任陳奕芳、副主任黃依莉、僑務委員陳建賓及美南
銀行董事長李承穗等出席盛會，許多僑胞也早早進場
搶佔一個好位置觀賞電影，氣氛高昂熱絡。

劉志忠開幕致詞感謝駐休士頓辦事處、僑教中心
及許多商家的大力支持，使寶島電影院能順利舉辦。
羅復文致詞表示，在疫情期間能有電影欣賞是件幸福
的事，感謝慶籌會及志工們的辛勤籌辦，也感謝駐處
的台灣書院協助堤供影片，以及許多單位共襄盛舉贈

送抽獎禮品，使活動更加精彩。陳奕芳致詞說， 「太
陽的孩子」講述 「愛鄉」的故事， 「愛鄉」即 「愛國
」，在歡慶雙十國慶之際選播本片為中華民國慶生，
彰顯政府重視原住民文化，鼓勵多元價值。

活動在與會貴賓一起拉響彩炮後開始，主辦單位
採用200吋超大布幕投放電影，場面不輸正式的電影
院。 「太陽的孩子」於2015年發行，演員皆為原住
民，故事講述原住民為照顧生病老父返鄉發現田園荒
蕪，留鄉重振家園的故事，內容愛家愛鄉，振奮人心
，且深具環保意涵。

當天主辦單位為使活動多元精彩，在僑教中心安
排市集攤位，同時也動員了義工為僑胞送上爆米花、
台灣珍珠奶茶、懷舊鐵路便當等特色飲食，民眾都非
常開心地享受一個愉快的周末夜晚。

休士頓僑界慶雙十 太陽的孩子熱映

講題: 《中華民國的 「史記」：試論蔣介
石日記》/ 主講：戴鴻超教授

時間：美西時間｜10月9日（週六）晚上
6:00-8:00 pm

台灣時間｜10 月 10 日（週日）上午 9:
00-11:00 am

主旨: 以《史記》的三大精神: 記載事件和
人物的真實性、廣泛性、和重要性, 來探討蔣
介石日記在中華民國的歷史價值。討論時，將
提出幾項影響國家命運的重大變遷 (九一八事
變，西安事變，和七七事變),闡明這一主題.史
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發表蔣介石日記,2006年起
到2010年, 分期發表.日記起自1917年終至1972
年 (1924年佚失) 每日記事,另外,每週、每月、
每年底檢討過去,規劃將來.就我所知，沒有一
個現代政治人物或者歷史學者,記載民國史蹟有
如此綿長和詳細。我在日記發表期間, 分五年
前往胡佛,摘錄內容,集成五大本.前後發表有關
論文十篇;專題座談五次;另外在《蔣介石與毛
澤東治國之道》一書中,引用日記達數百次。

戴鴻超（Paul Hung-chao Tai）知名華裔美
籍政治學者、作家、翻譯家。前底特律大學政
治學系系主任。戴鴻超於1954年畢業於國立台
灣大學， 獲伊利諾大學政治學碩士與博士。戴鴻超教授發表了75
篇專業期刊文章與7本書，包括《現代國際政治經濟學：富強新論
》(台北：三民書局，1995年)；英譯《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

《槍桿、筆桿和權術：蔣介石與毛澤東治國之道》（台北：時報出
版公司，2015年）；《最幸運百分之五的人》（台北：時報出版公
司，2020年）

2021 美華人文秋季講座系列(6)
羅復文羅復文（（右五右五））及劉志忠及劉志忠（（中中））率與會來賓拉彩炮率與會來賓拉彩炮，，宣布電影開演宣布電影開演。。

活動現場因應疫情活動現場因應疫情，，觀眾須戴口罩觀眾須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保持社交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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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諾貝爾獎今天頒發物理學獎，由日裔
美籍學者真鍋淑郎、德國科學家哈斯曼及義大利學者
帕里西獲獎，他們分別是兩位氣候專家及一位理論家
，因為氣候模型及對物理系統的理解而獲表揚。帕里
西警告，氣候變遷是人類面臨的巨大威脅。

法新社報導，諾貝爾物理學獎頒布時機，適逢聯
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26次締約方會議（COP26
）即將於下個月在蘇格蘭格拉斯哥登場前夕，全球暖
化將是首要議題。

真鍋淑郎目前任職美國普林斯頓大學（Princeton
University）高級研究員。他於1960 年代從事研究工
作時，曾闡釋大氣層二氧化碳濃度上升與地球表面溫
度升高的相互關係 。

他在地球氣候物理模型的發展上影響甚鉅，並致
力於研究地球從太陽接收的熱能，如何以輻射傳回大
氣。

哈斯曼（Klaus Hasselmann）任職德國漢堡馬克斯
普朗克氣象學研究所（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Mete-
orology）。儘管天氣趨勢時而有混亂變化，他因為解
決氣候模型如何維持可靠而獲得讚譽。

諾貝爾委員會（Nobel Committee）讚揚他辨識
出自然及人類活動共同引起的氣候 「指紋」，以及氣
候變遷能多大程度完全歸咎於人為排放。

世界氣象組織（WMO）秘書長塔拉斯（Petteri
Taalas）在日內瓦指出，這次物理學獎顯示 「氣候科
學高度受到重視，且理應受到高度重視」。

今天頒發的物理學獎是自 1995 年以來，首個表
彰氣候研究的諾貝爾物理學或化學獎，當年化學獎頒
給關於地球臭氧層破洞的研究。

美國前副總統高爾（Al Gore）及氣候科學家曾
共同獲得2007年諾貝爾和平獎，但部分非科學家否
認全球暖化，並駁斥那是政治獎項。

諾貝爾物理學獎聚焦全球暖化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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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俠天下行

Wealee@sc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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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 was my honor to receive Ft.
Bend County Democratic
Chairwoman Cynthia Ginyard
and Pastor Gregg Patrick in
our office. We gave them a
tour and discussed a lot of
community issues.

I also want to point out how
important it is for members of
our community to participate
in the political process,
especially at the local level.

Pastor Patrick is running for
Alief ISD Trustee Position # 7.
This is our district which is
also in our International
District.

The pastor's vision is to
“secure more educational
benefits and educational
facilities for administrators,
teachers and students of Alief

ISD and increase the
availability of new technology
and improve current
educational infrastructure and
acquire necessary finances
through the creation of bond
issues and business
partnerships to meet the
ever-evolving needs of Alief
ISD.”

After our conversation we
decided to fully support
Pastor Gregg Patrick in his
run for Alief ISD Trustee
Position # 7.

We are also planning a town
hall meeting with
Congressman Al Green on
the upcoming Friday at 3:00
pm in our TV studio to
discuss additional issues
facing our community.

1010//0505//20212021

We All Need To Participate In PoliticsWe All Need To Participate In Politics

福邊區民主黨黨魁景亞主席
今晨和即將參選艾利夫學區委員
的帕垂牧師參觀了美南傳媒總部
,我們不但給予親切之接待,而且
深入的探討了亞華裔參加政治活
動的經驗和問題。
多年來 ，我在此接待了無

數的參政訪客，他們的目的只有
兩個，一個是尋求媒體之支持
，另外就是選票和钞票。
景亞主席之到訪， 我們感

到十分之榮幸，她談到今天少
數族裔包括拉丁亞裔及非裔在
內正在面臨共和黨之圍剿，雖
然過去十年我們的少數族裔人口
在德州增加了百分之九十五，
但是，在共和黨佔多數的德州

議會正在重劃選區，企圖壓制
少數族裔之代表性，她說，我
們一定要全力反對這些不公平的
法案。
同行的帕垂牧師要競選艾利

學區委員，他位於我們國际區
之基督教大教堂會員近萬人，
佔地六畝，對社區服務工作非
常極積，他主張學區應加強科
技教育，趕上時代需求，由於
他群眾基礎雄厚，應該是勝卷
在握。
我們的交談十分融洽， 我

毫無異議給他全力支持和助選
，他們也一再提起亞華裔人參政
之重要性，我們需要團結互助
，共同來決定自己的未來。

參政是我們的權利和義務參政是我們的權利和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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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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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雖然法國沒有在“美英澳三

國背叛”事件中，召回自己駐英國的大使，

但是並不意味著法國對英國沒有憤怒。就像

法國外長說的英國就是“投機主義”，召回

大使也沒用一樣，英國在法國余怒未消的情

況下，僅僅只通過12份法國船只的申請，惹

得法國官員高呼“反擊”英國。

據報道，法國民間捕魚船只向英國對

外漁業事務部提交的47份申請，時隔多天

，僅僅只有12份被英國政府審批通過。只

有25%的通過率讓法國政府和民衆怒不可

遏。法國政府指責英國不遵守脫歐之前簽

訂的協議，其中多名法國官員高呼要“反

擊”英國。

對于法國政府的指責，英國政府從根

本上否認。英國稱，他們做法符合相關的

協議，沒有任何的違約行爲，“只要是歐

盟的船只能夠證明，他們曾經在12年至16

年之間，進入過英國水域中捕過魚，那麽

他們現在仍可以進入到英國捕魚，否則不

會被准許，這符合當時的承諾。”

“那些不足12米的小型捕魚船提交的

47份申請中，在我們查看了足夠的證據之

後，批准了其中的12份的申請。而在這12

份之前，已經有40份的申請被退回，因爲

他們不能提供相應的證據。”英國外交部

發言人回應他們審批申請“有理有據”，

完全遵守相應的承諾。

同時，英國政府的發言人還強調稱，

英國不會故意拒絕他國的船只進入到英國

專屬經濟捕魚區的，也不是在針對哪個國

家，“要知道，英國在此前已經批准了包

括法國在內所有歐盟國家超1600艘的小型

捕魚船入海捕魚，就連那些大型的捕魚船

也有數十艘獲准進入。”

報道稱，哪怕英國政府發言人說得天

花亂墜，“有理有據”，但擺在法國面前

的就是“僅25%”的通過率，這讓多名法

國政府的要員怒不可遏，認爲英國變相地

拒絕履行協議，高呼法國必須要“反擊”

英國。

“雖然我們進行了多輪的努力，但是英

國政府還是沒有打算履行相關的協議。這是

不能容忍的，我們不會讓法國的漁業成爲英

國政府手中的‘人質’，用于實現針對法國

的政治目的。”法國海洋部長稱。

“法國政府一定會采取集體性的反擊

行動。”法國歐洲事務秘書稱，“英國處

理法國以及其他歐盟國家的捕魚申請非常

見不得光，我們對于法國漁民的遭遇非常

同情，我們也有著同樣的感覺。我認爲，

在英國政府履行相應的協議和承諾之前，

法國不能與英國進行任何合作。”

同時，法國漁民作爲最大的利益受損

者，對英國更是一肚子的怨氣。當地的漁

民委員會主席稱，英國在處理法國船只的

問題上，就是對法國“宣戰”，“作爲回

應，我們不應該讓英國的商品在法國本土

上市出售，只要是這些商品是通過海上運

輸抵達法國的。”

圍繞著捕魚權的問題，英法兩國也不是

第一次鬧別扭了，上次的對峙中，兩國甚至

出動了驅逐艦“撐腰”。幾個月前，英國政

府曾經提出了新的限制，禁止法國的一些捕

魚船前往英國的澤西島附近捕魚。這樣的事

情，讓法國漁船憤怒地直接包圍了澤西島，

抗議英國政府在捕魚權上的“出爾反爾”，

禁止澤西島的任何船只出海。

在抗議的高峰期，爲了避免各自的漁民

以及漁船受“欺負”，英法兩國政府先後派

出了兩艘的驅逐艦，搭載數百名的士兵抵達

澤西島附近，防止事態進一步升級。

餐廳風波：拒不檢查準入證，荷蘭市政府采取行動

綜合報導 今天，荷蘭烏特勒支市政

府已經更換了餐廳Waku Waku的門鎖。

這家餐廳的經營者不想檢查顧客的准入

證，實際上是手機上CoronaCheck 應用

程序的二維碼，因此，市政府要關閉這

家不遵守規定的餐廳。

餐廳應該在下午 1 點開門，但今天

不會發生，只有數十名示威者聚集在門

前。

WAKU WAKU周一晚上關閉了餐

廳，警方沒有介入。

烏特勒支市長戴克斯瑪（Dijksma）

已決定關閉WAKU WAKU，老板貝科斯

（FlorisBeukers ）說他不想檢查，認爲

這樣一來，將使用和不使用 CoronaCh-

eck 應用程序的人區分開來，是一種歧

視。

就烏特勒支市政府而言，WAKU-

WAKU 的關閉已成爲事實。

較早時候，市政府宣布這家餐館必

須關閉，因爲業主拒絕檢查客人是否有

准入通行證。

但是，昨天數十人聚集在餐館前，

他們站在或坐在門前，拒絕離開。

警方一位發言人告訴地區廣播公

司：“我們首先冷靜地詢問人們是否想

離開這座建築物。如果不想離開，我們

必須強迫人們離開。”

兩周前，餐廳的經營者已經宣布不

合作實施准入證的制度，他們寫道：

“政府利用餐飲業來提高疫苗接種率的

事實，是不道德和錯誤的。無論種族、

宗教、性取向或醫療狀況如何，我們都

歡迎所有人的到來。”

疑似的關閉導致數十人到達，出于

對店主的同情並阻止警察關閉建築物，

他們在餐廳前停下來坐在餐廳前。晚上

11點左右，餐館關了門，每個人都可以

回家，還有若幹抗議者站在門外。

目前還不清楚明天是否允許該企業

重新營業。

當局最初希望老板交出其餐館的鑰

匙，但老板拒絕這樣做。

今早，市政府更換了門鎖。

不過，今天稍後，該餐廳繼續營

業，只是加了一個露台，在露台上出

售酒水。

上周末，位于奈梅亨的餐廳Moeke

因同樣的原因不得不關門。餐廳決定挑

戰強制關閉，被市政府命令關閉。在行

政法官的調解下，市長布魯爾斯昨天撤

回了執行令，但檢查餐廳是否真正執行

檢查准入證的措施。餐廳現在可以再次

接待顧客。該餐廳說，並非不執行准入

證，只是不在門口檢查，該餐館在社交

媒體上的說法，只是一種吸引顧客的言

辭雲雲。

馬城餐館擔心關閉仍檢查准入證

兩家著名的馬斯特裏赫特餐館的

老板仍將在客人進入之前檢查健康二

維碼。

此前，擁有餐廳 Basilica 和酒吧

Van Bommel 的老板拒絕對檢查顧客的

准入證，檢查人員隨後發現了，聲稱要

關門。

事 後 ， 老 板 哈 梅 克 斯 （Tom

Hamaekers）在 Facebook 上說：“盡管

我們歡迎每個人，但我不會等待我店鋪

關門，所以我心裏很痛苦，我們必須檢

查（你們的）二維碼。”

昨天，他的一家餐飲場所接待了

來訪的一名臥底執法人員，該執法人

員沒有被要求出示二維碼。稍後，其

他執法人員走來警告說，如果再有違

規行爲，酒吧將不得不關門。他說：

“不幸的是，我在經濟上負擔不起關

閉的損失。”

能源價格上漲導致
德國進口物價漲幅達40年來最高

綜合報導 德國的進口物價急劇攀升。德國聯邦統計局公布的數據

顯示，8月德國進口物價的同比漲幅達到了16.5%——上一次出現如此大

的漲幅還是在1981年9月的第二次石油危機之後，當時的漲幅達到了

17.4%。

對此，德國宏觀經濟和商業景氣研究所經濟專家托伯表示，這種情

況何時會結束還很難預測。專家預計，進口産品的價格上漲也將給德國

消費者的生活成本帶來影響。目前德國的通脹率爲3.9%，達到了1993年

以來的最高水平。許多經濟學家認爲，未來幾個月通脹率將向5%的方

向發展。

值得一提的是，進口物價大幅上漲的主要原因是能源價格上漲。

德國8月能源進口價格比去年同期上漲了93.6%，其中天然氣價格的

漲幅甚至達到了170.5%，而原油則上漲了63.6%。如果不考慮能源，

德國當月進口價格僅上漲9.8%。另外，許多原材料成本也在升高，例

如鐵礦石、鋸刨木、生鐵、鋼鐵合金以及原鋁的成本都顯著高于一年前

。進口農産品價格同樣明顯上漲，天然橡膠、咖啡和糧食都比2020年8

月要貴得多。

巴西外長會美國國務卿
重申不會禁止中企參加5G拍賣

綜合報導 第76屆聯合國大會期間，巴西外交部部長卡洛斯· 弗朗薩

(Carlos França)和美國國務卿安東尼· 布林肯(Antony Blinken)在紐約會面

。一位巴西高級外交官透露了二人交談的細節，稱巴西外長重申不會禁

止中國企業參與巴西的5G拍賣。

據報道，此次會晤是布林肯和弗朗薩之間的首次現場見面，也是拜

登政府和博索納羅政府到目前爲止最高級別的會面。據巴西外交官透露

，在45分鍾的談話裏，二人就5G、移民、氣候以及雙邊關系等話題進

行了討論。

這位外交官說，在談到中國時，布林肯稱他知道美國和中國之間保

持流暢關系很重要，但對于美國來說，存在著“戰略問題”。正是在談

到這一話題時，巴西外長弗朗薩談到了5G拍賣，稱巴西政府“不會歧

視任何人”。巴西國家電信管理局(Anatel)此前宣布，將于11月4日舉行

5G拍賣。

據透露，在二人的會晤中談到了多年來雙邊關系中的一個問題：美國

向巴西施壓，要求巴西加入《不擴散核武器條約》(NPT)附加議定書，這將

允許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對巴西的核設施進行更多侵入性的檢查。

關于美墨邊境的移民危機(其中包括有巴西人試圖非法進入美國領

土)，巴西外長稱注意到拜登政府不願“以更慷慨的方式”解決這個問題

。布林肯提出了巴西接收一些直到上周還在邊境的海地移民的可能性，

但沒有提出正式要求。弗朗薩表示，可以評估那些和巴西有關聯的移民

的情況，比如有在巴西出生的孩子或者在巴西境內生活的親屬。

在拜登政府優先處理的環境問題方面，弗朗薩稱巴西已經意識到了

森林砍伐的問題，並且政府已經開始采取具體打擊措施。

對于巴西希望美國支持其加入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布林肯稱，與歐盟

方面存在分歧。歐盟曾限制巴西及其他拉美國家的加入，這一想法讓美國不

滿，因爲考慮到有損經合組織的力量平衡，變得“非常歐洲化”。

綜合報導 據報道，一項新

的研究結果表明，流經英國格

拉斯頓伯裏音樂節場地的懷特

萊克河非法藥物含量非常高，

可能會傷害河流下遊的野生動

物，包括稀有生物歐洲鳗魚。

班戈大學自然科學學院的

研究員丹· 阿伯格和環境生物技

術中心的博士丹尼爾· 卓別林在

2019年格拉斯頓伯裏音樂節舉

辦之前、期間和之後分別測量

了懷特萊克河非法藥物的含量

。結果顯示，音樂節後

河流下遊的搖頭丸含量

比上遊高 104 倍，可

卡因含量高出 40 倍。

研究人員稱，人們在

官方提供的廁所外吸毒和

小便，這些化學物質滲入

地下水位和流經現場的河

流。河流下遊水中檢測到

的可卡因含量高到足以對

當地魚類造成重大影響。

但格拉斯頓伯裏音樂節的

創始人邁克爾· 埃維斯稱這項研

究“絕對是胡說八道”。

格拉斯頓伯裏音樂節的一

位發言人稱，音樂節已經開展

了一項名爲“不要在土地上小

便”的活動，旨在防止人們在

廁所外小便。該發言人稱，

“在未來的節日中，我們將繼

續強烈反對在土地上撒尿。我

們也不容忍在格拉斯頓伯裏使

用非法藥物。”

丹阿伯格說，“每個音樂節

都會發生公共小便導致的非法藥

物汙染。不幸的是，格拉斯頓伯

裏音樂節場地靠近河流，導致音

樂節參與者釋放的藥物在進入脆

弱的淡水生態系統之前幾乎沒有

時間在土壤中分解。”

研究人員建議研究創建蘆

葦床作爲自然過濾系統，濕地

有助于減少潛在的廢水和汙染

物的釋放和影響。

此外，應該繼續向參與者提

供在公共場所小便負面影響的信

息，以減少對自然環境的汙染。

據悉，由于新冠疫情的限

制，2020年和2021年的格拉斯

頓伯裏音樂節均被迫取消。主

辦單位表示音樂節有望在2022

年6月恢複舉辦。

英國音樂節癮君子太多汙染河流，魚也跟著遭殃

捕魚申請僅通過12份！
英國再次激怒法國，法國官員怒吼要反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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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聯合大公國（United Arab Emirates
）正在試圖通過對話來處理土耳其以及伊朗
之間的任何新的對抗。阿聯總統的外交顧問
以及前外交部長Anwar Gargash警告，美國與
中國之間的緊張局勢，將會對此地區（中東
）帶來影響。

在 近 期 舉 行 的 第 14 屆 世 界 政 策 會 議
（World Policy Conference）中，Anwar Gar-
gash談及了他的國家在疫情後將如何復甦經濟
。此外，他也坦言對美國針對中東區域的承
諾，還有美中之間迫在眉睫的冷戰感到擔憂
。阿聯與其他阿拉伯海灣國家一直以來都與
中國在經濟上有緊密聯繫（因中國有大量採
買石油的需求），而與美國在軍事上有牢固
的關係。

當前，阿聯正在關注伊朗與全球大國對
於2015核協議，以及美軍撤出阿富汗後，塔
利班重新掌權的相關談判。隨著美國的腳步
，Anwar Gargash指出外界都將一同見證未來
在中東會發生的事。他坦承當前能無法預測
未來的形勢，但是阿富汗絕對是一個挑戰，
且現正處於一個令人擔憂的情況中。

Anwar Gargash指出，我們需要更好的管
理所在地區的情況，因為目前正處於真空。
而當有此情況出現，產生麻煩的可能性都會
升高。

他表示，美中之間的緊張關係，當前對
於阿拉伯海灣國家都帶來很大威脅，且地緣
政治競爭正迫使該地區的國家在戰略與商業
夥伴關係中，做出不可能做到的決定。他對
此提醒國際社會要對此回應，並且反抗這樣

的壓力，不要成為新冷戰的棋子。
透過介入在伊朗與土耳其之間，阿聯嘗

試進一步緩和該地區的緊張局勢，並嘗試轉
向控制雙方在葉門、利比亞以及其他地區所
發生的衝突。他指出，近期土耳其重新檢視
了與埃及之間的外交政策、與沙烏地阿拉伯
之間以及其他國家之間的兄弟情誼，他對此
相當樂見，並認為阿聯處於其中，持續試圖
擴展它也顯得很重要。

Anwar Gargash分享到，土耳其對於阿聯
方面告訴他們的事情覺得很正面，但他對於
伊朗是否會改變其位置，就不是那麼正面看
待。他承認自己是個現實主義者，並表示對
於中東地區（權力）真空的情況以及局勢的
嚴重性感到擔憂。

當前，Anwar Gargash指出，新冠肺炎疫
情已讓非政治優先事項被擺於首位，其中最
大令人感到擔憂的就是中國與美國。每個人
都對即將到來的冷戰（looming cold war）感
到擔憂，且這對我們每個人來說都是壞消息
。他表示 「在兩者當中取其一來站隊，一直
是國際體系中存在的問題，而這並不簡單。
」

面對與中國以及美國之間難解的關係，
Anwar Gargash指出雖然中國方面提供了有利
可圖的貿易與合作機會，但是針對美國，可
以從一些報導、會議或是討論中獲得相關資
訊，但同樣的需求放在與中國關係中，是更
不透明的。換言之，他認為美國是戰略上更
為透明的盟友。

美中關係緊張 阿聯高官擔憂 「新冷戰正在逼近」

最新美國大型研究顯示，接種疫苗後6個
月，保護力會致命，從88%下降47%。提供的
保護力訓練也會隨時間下降，這家美國培訓
團隊讓團隊群施打第3個加強針的參考研究之
一。

綜合勘探、美媒 CNBC 報告、美國大藥
廠輝瑞瑞（Pfizer）及凱薩醫療（Kaiser Per-
manente）的研究人員近期在醫學期刊《刺針
》（柳葉刀）發表BNT機構有效保護性持久
性的成果。

研究人員追踪2220年12月日至南年8月8
日間加州萬薩醫療機構約34名會員的電子健
康，發現整體來看，00 記錄在瀏覽完第 2 劑
BNT 假期後 1 個月，避開染風的保護效力達
88%，不過6個月時，保護效力已經致命下降
至47%。

研究人員也比對BNT對新冠變異株的保
護效力變化，在完整接種2劑BNT恢復後1個
月，對抗Delta變異株的保護效力達93%，4個
月後下降53%；針對變異，第1個月的保護效
力達97%，4至5個月後下降67%。 整體來看
，完整的B NT逸，保護民眾免於因感染三角
洲而引發的保護力達93%，完全有效能維持6
個月。

這篇研究期間執行與三角洲病毒在美國
的時間重疊，雖然是盛，研究人員開始特別

指出，保護力下降不是因為三角洲或其他變
異病毒會失效保護，最可能的原因是婚禮的
保護力會隨時間下降。

《洛杉磯時報》（洛杉磯時報）傳播，
有人為此提出了3項理由證明。第一，讀者初
研究完成了BNT病毒時，原因是對抗Delta其
他變異株，保護效力都一樣好。

第二，即使後來南加州受了三角洲肆虐
，平民保護民眾免於搶奪的保護力仍然高。

第三，突破性感染事件和時間的關聯性
，高過和特定變異株的關聯性。

薩 醫 療 機 構 的 研 究 人 員 塔 多 夫 （Sara
Tartof）表示，結果顯示達美航空不會完全可
以避免保護的變異株，如果它會失控，人口
之後的保護力就不會太高，發電一開始就弱
，平時頭髮後仍持續很弱，因此會保護力隨
時間下降的很可能。

塔夫也說，這研究發現了他們認為，不
需要員工培訓讓讓 BNT 驗證，針對 Delta 汽
車開發新假期，施打和前 2 年一樣的假期，
就可以延長假期對消費者的，保護免於包括
三角洲時間等變異株。

輝瑞資深副總裁兼火山醫學表示長喬達
（Luis Jodar）最近狀態聲明中，分析顯示
BNT神經對包括Delta時間等所有高抑制變異
株（Variants of Concern，VOC）有效。

美追打第3劑關鍵曝光 BNT疫苗保護力驚人衰退

在首頁臉書上偶爾陪伴後，祖克柏在其臉書
上發布消息稱： 「Facebook、Instagram、What-
sApp和Messenger已經恢復連線。我為今天發生的
故障道歉：我知道你們有多麼依賴我們的服務來
與你們關心的人保持聯繫。」

當機事故偶爾美東正午左右，臉書很快就在
社交平台上推特上承認，“人在使用臉書應用程
序時遇到的問題”。

至於臉書公司工程師團隊的原因，臉書公司
工程師團隊在臉書網站上說： 「我們的工程師團
隊發現，協商數據處理中心之間網路流量的主幹
遠程配置改變，導致出現通信中斷。路流量中斷
對我們的通訊產生方式了，連帶影響導致的停頓

處理。”書還提供暫停服務，未導致用戶數據公
司。

廣告公司標準媒體指數估計，臉書在當機期
間認知信息約54萬美元美國的廣告收入。

《紐約時報》通訊，技術故障，網站和應用
程序經常會發生不同的規模和時間的中斷，但作
為全球最大的社交媒體公司，這些應用程序在同
一時間當機是極不發生的事件。

現在全球有超過35億人在使用臉書及名人社
交軟體進行交流和業務往來。

據傳，這家服務中斷是臉書自2019年以來發
生的最嚴重當機事件，因為上次一個技術錯誤導
致臉書中斷超過24小時。

臉書、IG全球當機6小時祖克柏致厄

共機連續4天侵擾我國西南空域，昨（4）日
白天擾台架次達52架次，夜間再增4架，總計單
日擾台架次達56架，創下紀錄，過去4日擾台架
次達149架。

針對共機頻頻擾台，陸委會批評北京是製造
兩岸緊張的罪魁禍首，北京則劍指美國應對台海
緊張局勢升溫負責。

美國之音報導，針對共機擾台及北京的發言
，白宮發言人莎琪（Jen Psaki）昨日在例行記者會
上表示，美國關注中國大陸在靠近台灣地方進行
的 「挑釁性軍事行動」，並且將密切關注事態發
展。

「我們仍然對中國在台灣附近的挑釁性軍事
活動感到擔憂，這破壞了穩定，有誤判的風險，
並損害我們地區的和平與穩定。」莎琪表示，
「我們敦促北京停止對台灣的軍事、外交和經濟

施壓及脅迫，我們對台灣海峽的和平與穩定有持

久的利益。」她說明這也是為什麼美國將持續協
助台灣，維持足夠的自衛能力。

莎琪重申，華府維持在三個聯合公報、《台
灣關係法》及六項保證中做出的承諾， 「我們對
台灣的承諾堅如磐石，這有助於維護台灣海峽和
地區內的和平與穩定。」

莎琪也表示，美國不論公開或私下，都已經
明確表達了關注北京對台灣的施壓及脅迫，並且
將密切關注局勢。

不過後續仍有記者詢問北京似乎沒有聽進去
華府所表達的關注及敦促，對此莎琪回應，華府
也與北京 「進行私下接觸」， 「透過外交管道傳
達明確訊息。」她補充，或許這是比較 「適合」
的管道。

後續記者又提問美國總統拜登是否已對此表
達看法，莎琪指出拜登尚未表態，不過強調美國
高官一直與北京官員保持聯繫。

共機單日爆56架次擾台創紀錄 白宮曝已 「私下」 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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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柬埔寨農林漁業部消息稱，在成功

與中國進行良好合作後，柬埔寨向中國出口芒

果迅猛增長，今年向中國出口芒果規模已超過

200噸。

今年5月7日，柬埔寨芒果出口中國首發儀式

舉行。芒果成爲繼香蕉之後第二個柬埔寨可以直

接出口中國的生鮮水果。中國駐柬埔寨大使館表

示，這是疫情下中柬務實合作的又一實質性成果

，將極大推動中柬農業領域合作。

柬埔寨農林漁業部表示，據統計，2020年柬

芒果種植面積爲13.2萬公頃，總産量約138.2萬噸

。中國每年將進口50萬噸柬芒果，柬埔寨有足夠

的芒果可以出口到中國。今年以來，截至目前，

柬埔寨已成功向中國出口逾211噸芒果。

據知，今年10月將是非季節性“高羅密”

芒果收成季節，柬埔寨農林漁業部表示，將加

大力度出口符合中國衛生檢疫要求的優質芒果

。同時，對華出口量也取決于許多因素，包括5

家出口商的采購、清理和包裝能力。這些芒果

加工生産企業分別是尚達柬彙國際農産品和物

流有限公司、阿莎自然食品有限公司、朗禾農

業柬埔寨有限公司、磅該果之源股份有限公司

和現代有限公司。柬政府將給予這5家出口商

更多政策支持，爭取出口更多芒果到中國。預

計明年出口量還將大幅增長，達到10萬噸以上

規模。

柬埔寨農林漁業部表示，柬方期待與中方一

道，緊密合作，繼續推動龍眼、火龍果、胡椒、

燕窩、椰子等更多柬埔寨農産品出口中國。

“聽起來像槍聲”！
日本年輕人深夜衝民宅放煙花

當地居民被激怒，有人報案
綜合報導 日本關西電視

台報道，一群年輕人深夜在

大阪府寢屋川市內一住宅區

處衝著民宅放煙花，激怒當

地居民。關西電視台稱，這

種行爲很有可能引發火災，

當地居民已向警方報案。

關西電視台稱，住宅區的

監控攝像頭記錄了這一幕。根

據錄像，其中一人點燃了手上

煙花，隨後將煙花接連射向周

圍民宅，而另一人則疑似將手

中煙花射向同伴，在發射時甩

動手臂，火星四濺。

這群年輕人的行爲激怒

了當地居民，一居民在接受

關西電視台采訪時稱，“當

時（發射煙花）發出很大聲

響，聽起來像是槍聲，把我

嚇了一跳”，“聽到年輕人

的喊叫聲，令人害怕，那天

晚上一晚都沒睡著。”

關西電視台稱，當地居民

在住宅附近發現了這群年輕人

使用過的煙花筒。報道還稱，

這一行爲很有可能引發火災，

當地居民已向警方報案。

此事經媒體曝光後引發

日本網民關注。有日本網友

稱，“這群人應該以放火罪

未遂的罪名遭到逮捕。”

還有網友表示，自己也

遇到過類似的事情，自宅旁

邊商場的停車場是當地不良

中學生的聚集地，“在白天

有人向商場大樓發射煙花，

此外，還看見有人吸煙，有

人駕駛摩托車等等，但即使

聯絡中學和警察，他們也只

受到了口頭警告。”

有網友批評說，“如果

他們真的引發了火災，肯定

會直接逃離現場，完全是蓄

意縱火，只不過火災沒有發

生而已”，“應該向飲酒

駕車那樣，做了什麽樣的

壞事，就該給予什麽樣的懲

罰。”

離譜！
印度男子去接種新冠疫苗卻被誤打狂犬疫苗

綜合報導 報道稱，這名男子名

叫拉傑庫馬爾· 亞達瓦利，現年45歲

，居住馬哈拉施特拉邦塔納市。官

員們稱，他去當地一家醫療中心接

種新冠疫苗時，被錯誤地註射了狂

犬疫苗。

談及接種疫苗的經歷，亞達瓦

利說，「我最近做了背部手術，所

以去（醫療）中心咨詢了一下（接

種）疫苗問題。醫生說我可以打疫

苗，還給了我病例單。我由於手

術的緣故而無法站立，醫院的一

個人告訴我到某個房間找個座位坐

下。」

亞達瓦利稱，護士給他的雙臂

都註射了疫苗，這讓他產生了懷

疑，於是他向護士詢問註射的計

量。「她沒有要求我出示任何證件

，也沒有問我去那裏是為了什麼。

得知他們給我註射的是狂犬疫苗，

我很震驚。」亞達瓦利說。

亞達瓦利隨後找到了相關機構

的負責人，並講述了自己的經歷。

報道稱，當地市政機構已承認錯誤

並將該醫療中心涉事的醫生及護士

停職。

根據當地市機構工作人員的說

法，該醫療中心除了負責新冠疫苗

接種，還負責其他疫苗。當時，亞

達瓦利錯誤地出現在接種狂犬疫苗

的隊伍中，護士也沒有檢查他的病

例資料等。

工作人員稱，他們已讓涉事醫

生及護士停職。談及亞達瓦利的

情況，工作人員稱，他情況穩

定，「我們一直在監測他的健康

狀況」。

此事也引起了該市市長的關

註。市長稱，該醫療中心位於貧民

窟，大多數到那裏的患者都沒有受

過教育，醫務人員有責任指導他

們。「我了解了這一事件，並立即

發出指令，要求調查並對相關人員

采取行動。」

此事也在社交媒體上引發關

註，有網友不可置信地問道：「這

怎麼可能？」

也有網友表示，「這已經不是

第一次了。幾個月前在北方邦就有

這種報道。令人震驚的疏忽。」

還有網友提到，「在塔納市接

種疫苗的失誤太多了。幾個月前，

有人在15分鐘內被註射了3針。」

也有網友感嘆，「這種事情只

會發生在印度。也許這就是其他國

家不承認我們接種證書的原因。你

們不能責怪他們。」

緬北南坎滾弄大橋橋面損壞
出行民眾面臨困難

綜合報導 據悉，南坎滾弄大橋長60

英尺、寬12英尺，除了連接瑞麗橋梁外

，還是撣邦與克欽芒昔鎮區曼溫鄉之間

的交通要道。據悉，幾乎每天都有出行

車輛通行來往。

南坎鎮區一名當地民衆表示，橋梁

建設的時間不清楚，已經長時間沒有維

修了。現在滾弄橋有著很大的安全隱患

，橋梁上連接的鋼鐵都已經生鏽了，橋

上現在只有小車能夠通行。小車在過橋

時都會聽見響動，大車現在只能在水位

低的時候從水中經過，熱季的時候並沒

有什麽影響。希望道路/橋梁有關部門能

夠前來更換鋼索吊橋上的橋面面板，延

長大橋的使用壽命。

滾弄村莊一名民衆表示，2018-2019

財年時有關部門下撥了預算，但是至

今爲止橋梁並沒有得到修繕，現在大

橋的承重能力讓人擔憂。南坎管理員

剛來的時候我們向他告知了情況。議

員代表吳艾茂則表示，由于該橋梁使

用率低，因此，到現在爲止還沒有進

行修繕。

滾弄鎮區當地居民哥昂左莫表示，

滾弄大橋對于緬北貿易來說非常的重要

，夜間施工對于貿易沒有影響，晚間通

行的車輛非常的少，每天只有兩三輛車

左右。吊橋使用了幾十年也是時候翻修

了，這樣我們出行才會有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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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何佩珊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及記者李理報

道，中國駐美大使館華盛頓當地時間5日發佈通

知，就搭乘臨時包機意願開展摸底調查。通知

稱，將首先面向全美符合條件的未成年中小學留

學生開放登記。

中國包機優先接小留美生
駐美使館開展搭乘意願調查及開放登記 高中生：救命稻草

根據駐美大使館的通知，目前大多數海外留學人員仍然
選擇留在當地。同時考慮到有一些留學人員、特別是

未成年的小留學生面臨無法解決的實際困難，需要返回
中國，中國有關部門正在積極考慮對疫情嚴重國家一些確
有困難、急需回國的留學人員，採取逐步、有序方式，作
出開通臨時航班和包機等相應安排。

機票隔離費用自理
通知指出，根據公開、透明、公平原則，首先面向全

美年齡未滿18周歲（以登記日為準）、父母未陪伴在旁、
長期或短期在美留學的中小學留學生開放登記。如安排臨
時航班和包機，將根據可能的航空運載量，從保護弱小原
則出發，按照登記人員年齡從小到大順序排序，優先安排
小留學生乘機回國。

根據安排，機票和回國隔離費用自理。自願承擔回國
過程中的各種可能風險，並自覺接受乘機過程及抵達目的
地後的各項檢疫安排。除未成年留學生外，監護人等其他
人員不能陪同乘機。截止時間為美東時間2020年4月6日晚
6時（北京時間4月7日晨6時）。

家長：兒子回家最後希望
一名名叫“惠子”的留美高中生表示，最近美國每天

確診數字都是四位數起跳，她確實有點後悔沒有早點回中
國，在家裡的母親更是心急如焚。包機回國消息一出，她
第一時間就在母親的催促下做了登記。“這就像救命稻
草，我現在的安全感已經被打破了，我相信祖國做事的效
率，很快就能讓我們回國。”她還特意在自己的社交媒體
上寫道：“感謝祖國，感恩生為中國人，我們要加油。”

一名兒子在蘭道夫馬克高中唸書的家長表示，她的兒
子是住校生，學校現在停課，孩子沒有辦法自己照顧自
己。家長為了確保兒子能回來，四月份定了各個時段五張
機票，加起來十幾萬元人民幣，但結果是全部被取消。現
在有了包機安排，她表示，簡直是幫助自己兒子早日回家
的最後一絲希望。

中國民用航空局飛行標準司副司長韓光祖6日介紹，
從3月4日到4月3日，民航共安排11架次臨時航班，協助
在伊朗、意大利和英國的1,827名中國公民回國，接回人員
主要以留學生為主。

��(���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駐美
大使崔天凱華盛頓時間5日在《紐約時報》刊
文指出，圍繞疫情中美兩國間有一些不和諧的
聲音。“但現在不是相互指責的時刻，現在我
們需要團結合作、互幫互助。”

齊引領疫苗研發攻關合作
這篇題為《同舟共濟 定克時艱》的文章

說，此時此刻團結至關重要。要保持清醒、明
辨是非，對那些企圖煽動種族主義和歧視仇
外、把別國或別的種族當成替罪羊的愚蠢言行
說不。因為這樣的言行不僅會嚴重破壞中美當
前合作抗疫的努力，也將埋下猜疑甚至對抗的
禍根，將兩國的人民拖入險境，甚至殃及全
球。

文章表示，中方始終負責任地通報疫情信
息。中國建立了新冠肺炎疫情網上知識中心面
向所有國家開放。中美兩國衛生部門和防控專
家也一直保持着密切溝通。

文章認為，作為世界最大的兩個經濟體，
中美應該引領治療技術和疫苗研發國際攻關合
作，充分探討治療藥物技術共享，聯手幫助缺
乏醫療條件的國家，推動完善全球衛生治理。
此外，還要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穩市場、
保增長、保民生，確保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開
放、穩定、安全。

華企全力生產美採購物資
文章介紹說，中方盡己所能，為包括美國

在內的有關國家提供支持，而位於美國疫情

“震中”的紐約州正是重點支持對象。目前，
中方正協助美政府在華採購抗疫物資。中國企
業加班加點，生產、交付紐約與全美採購的醫
療物資。華為向紐約州和華盛頓特區捐贈了數
萬件防疫物資。中資企業總計已向美捐贈150
萬隻口罩、20萬個檢測盒、18萬個手套及許多
其他防疫物資。

文章稱，不久前，中國也遭受了疫情的迎
頭痛擊，因此我們對美國人民的苦痛感同身
受。我們搏鬥過，付出了巨大犧牲，所以深知
這裡及世界各地抗擊疫情的艱難。我們銘記，
在最困難的時候世界各地的朋友給了我們慰藉
和幫助，其中很多是美國人，很多是紐約人。
現在我們也願真誠回報他們的善意，與他們共
渡難關。

崔天凱：中美需團結合作互幫互助

■■中國駐美大使館將安排包中國駐美大使館將安排包
機機，，優先接未成年留美學生回優先接未成年留美學生回
國國。。圖為中國留美學生與當地圖為中國留美學生與當地
同學和老師交談同學和老師交談。。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紐約市史坦頓島醫護人員收到紐約市史坦頓島醫護人員收到
美國華人團體及華人企業捐贈的美國華人團體及華人企業捐贈的
口罩口罩。。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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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更多便利措施拓大灣區
史立德指出，近年受歐美等傳統市場

需求疲弱、中美貿易糾紛加劇以及新冠疫
情肆虐的影響，港商拓展多元化市場的迫
切性大大提升。

推動兩地產品“一證兩認”
他認為，政府應配合國策，鼓勵和協

助港商加快“出口轉內銷”的策略轉型，
特別是把握電子商貿蓬勃發展的機遇，拓
展內銷渠道，憑着“香港品牌”的優勢來
參與和促進內地市場的高品質發展。政府
應積極向中央爭取為港商拓展內銷提供便
利化安排，例如，加強對“香港品牌”的
知識產權保護、提升兩地產品檢測標準的
協同性和推動檢定報告的“一證兩認”、
對加工貿易項下的產品轉內銷進一步“拆
牆鬆綁”、以及對輸往內地的港產品准予

進口環節增值稅的減免等優惠。
史立德續指，政府更可考慮爭取中央的

支持，由香港貿易發展局牽頭，在香港或者
大灣區的內地城市舉辦第三個以進口內地為
主題的國家級商品博覽會，吸引全國各地的
進口商前來採購，拓寬港商開展 B2B推廣。
針對內地商業信用制度未夠健全、企業“放
賬多，收數難”的痛點，探討讓出口信用保
險局的職能“過河”的可行性，讓在內地的
港資企業直接投保；考慮擴大港商在內地市
場的受保範圍，加大對受保對象的承保額
等。政府還可資助和鼓勵商會、行業協會等
中介機構牽頭“走進大灣區”，結合大灣區
各城市消費者的消費習慣和偏好，因地制宜
地組織香港品牌及產品的推介會與展覽會。
在加快與大灣區融合方面，史立德建

議，政府應盡快與廣東省和國家稅務部門進行

溝通，探討優化跨境人員的稅收安排方案。例
如，考慮將大灣區劃為特殊的“通勤區”，在
計算界定納稅義務的停留天數時，讓經常在大
灣區內地城市工作或居住的港澳人士獲得一定
程度的豁免；若港澳居民在指定時限內通過大
灣區的邊境口岸進入並離開內地，有關逗留時
間均可免於計入183天之內。

爭取優化“港人港稅”機制
另一方面，政府應積極與廣東省協

商，爭取進一步優化“港人港稅”政策的
執行機制；例如，可借鑑海南自貿港的做
法，讓合資格港人只需按15%的稅率繳交
個人所得稅，超過15%的部分直接由財政
撥款進行補足，而無需再以“先徵後退”
的方式進行差額補貼，以激發和便利大灣
區內的人力資源流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 莊程敏

新一份施政報告即將出爐，雖然香港部

分行業已經開始復甦，但零售及旅遊業仍在

接近“零旅客”的情況下苦苦經營，盡快通

關相信是不少業界的心聲。香港廠商會會長

史立德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期望政府能

以新思維找尋能與內地部分解除“控關”的

方法，如推出類似歐盟“疫苗護照”的“大

灣區疫苗通行證”、以及香港與內地“商務

氣泡”，在雙方可控的情況下逐步爭取方便

港商及兩地居民往來。另外他亦期望政府能

爭取更多便利措施，協助港商開拓大灣區及

內地市場。

�����

◀史立德期望政府能爭取更多便利措施，協助
港商開拓大灣區及內地市場。 資料圖片

廠商會倡“大灣區疫苗通行證” 利兩地居民往返

分步解除控關 振港零售旅遊

中小企業劉達邦中小企業劉達邦：：
邊境禁區設免稅商店街邊境禁區設免稅商店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程敏）不少港
商於疫情期間生意大減，香港中小型企業
聯合會永遠榮譽主席劉達邦在接受香港文
匯報訪問時就建議，政府可參考“中英
街”概念，設立免稅商店街，刺激消費。
另外在部分省市設立“疫情特別會面
區”，讓港商到這區域與內地工作夥伴會
面、簽署重要合同，免除14天隔離。

免禁區通行證刺激消費
他指，疫情爆發之前，內地居民不時

都會到港購買日常用品，而香港零售業亦
非常依賴遊客的消費，但如今在疫情之
下，旅遊業停擺，不會有外國旅客訪港，

令零售業貨品輸出量大大減少，建議以
“中英街”的概念，在邊境禁區設立免稅
商店街，開放予香港的商戶以展銷會形式
到商店街銷售產品，免除香港商戶的邊境
禁區通行證，並設指定免稅金額，吸引內
地居民到商店街消費。

對於即將發表的施政報告，劉達邦希
望政府應與內地政府盡早制定通關要求及
日程，例如要求全港70%疫苗接種率，然
後香港可以根據要求，上下齊心達成目
標，否則通關只會是遙遙無期。他解釋：
“第一步，可以先在深圳市試行，讓公司
老闆級和高級管理層到內地交流。第二步
當一切順利和安全時，可以將計劃擴展至

其他與香港商務頻繁的城市，開設‘疫情
特別會面區’。”

盼港府組織東南亞設廠
面對着中美貿易戰，不少港商都希望將

生產線轉移至東盟。劉達邦建議，政府可考
慮帶領香港廠商到東南亞地區，例如東盟國
家及跟香港簽訂自由貿易的國家，尋找適合
的生產基地。因為未來十年，因應環境及地
區變化，將會有很多港商需要在其他國家建
立額外生產線。如果由港府出頭去跟對方政
府合作，包括土地政策、關稅、利得稅等優
惠政策，對比港商單打獨鬥去闖，效果將會
更有優勢。另外，目前各國對於外地入口產
品都有不同要求，需要申請不同的認證才可
進口，每一個認證都需要港商支付一筆龐大
費用。他建議，政府可以資助香港各類型工
業申請產品安全認證。
劉達邦指出，在疫情期間一些中小企

及初創企業經營困難，建議政府設立利得
稅免稅額，減免利潤200萬港元或以下的利
得稅，將有效地幫助中小企減輕經營壓
力。另外，他亦希望政府可以延長“防疫
抗疫基金”中的費用寬免至明年，例如：
政府租金、差餉、公司周年申報表登記費
等，讓企業及市民保持有足夠資金流動，
促進經濟康復。

▲▶劉達邦（圓
圖）建議政府參考
“中英街”概念，
設立免稅商店街。

史立德表示，自疫情爆發後，香港與澳門及內地“控關”已逾
一年，很多在內地設廠的港商都難以回內地打理業務及洽談

生意，不少家庭更蒙受長時間分隔之苦，近期粵港澳的疫情控制和
疫苗接種情況均屬理想，在大灣區實施免檢疫往來的風險有限，建
議逐步允許“疫苗通行證”持有者在大灣區享有防疫措施的豁免，
例如縮短甚至免除入境後隔離天數。

與內地“商務氣泡”便利營商
政府亦可向中央爭取率先推行“商務氣泡”，讓已接種疫苗的

港商可以在豁免檢疫之下，以有限制的方式，例如採用“點對點”
交通或者限定在目的地的活動範圍返回內地進行商務活動。這對於
帶動香港以及大灣區的經貿復甦具有立竿見影的正面作用，既有助
於香港工商界融入國家內循環經濟，更能為香港疫苗接種的進一步
普及提供具吸引力的誘因。
史立德又建議，政府應加大力度提振內部需求。目前香港經濟復

甦的態勢仍未夠全面，例如私人消費開支和本地固定資本形成只恢復
到2019年同期的九成左右。早前政府推行的消費券計劃很受業界歡
迎，建議政府進一步探討如何將消費券與扶持特定行業相結合，例如
與受疫情打擊之“重災區”的商家合作，鼓勵、協助他們配合消費券
的發放推出針對性的產品、有特色的優惠和具吸引力的促銷活動，並
透過“防疫抗疫基金”或“中小企市場推廣基金”為這類促銷措施提
供配對資助，或者對有關開支給予扣稅優惠。
他又希望，政府能進一步善用現有資助計劃，讓港商可以更好地

拓展本地業務。香港品牌發展局於去年下半年對110家香港公司進行
的“香港品牌企業再出發”問卷調查中發現，82.7%的受訪企業將在
未來一年加緊拓展市場，近六成（58.2%）的企業表示將以香港本地
市場為重點，其次是粵港澳大灣區（佔 42.7%）和東盟（30%）。以
“中小企業市場推廣基金”為例，去年接納了業界的建議，擴大“中
小企業市場推廣基金”的資助範圍，涵蓋以“本地市場”為目標的展
覽會，該會希望政府能進一步提高“中小企業市場推廣基金”對每家
企業的資助總金額上限，考慮單獨為“本地市場”的項目設立額外的
資助額度，以便讓之前已用完基金資助最高額的企業亦能受惠，使得
基金更及時、有效地發揮起支援港商拓展本地市場的新功能。

冀提高拓本地市場資助上限
該會還建議政府為“發展品牌、升級轉型及拓展內銷市場的專

項基金”（BUD專項基金）引入相似的強化措施，將適用範圍擴
大至包含以香港市場為主攻目標的項目，藉此鼓勵港商加快香港本
地業務的升級轉型和強化品牌的創建與推廣。
史立德指出，業界亦希望政府在公營部門以及政府基金資助

項目的採購政策中加入“香港品牌優先”的元素，並進一步放寬
以“價低者得”遴選供應商的準則，考慮以採購物品的性價比作
為考量指標。同時，政府亦應更積極地協助甚至資助商會等機構
舉辦全港性、線上線下並舉的促銷活動或展覽展銷會，以“做
旺”本地零售市場。

籲設稅務優惠推“再工業化”
近年政府積極推動“再工業化”，史立德認為，政府一方面引

導社會各界共建有利於工業發展的生態系統，例如培養重視工業的
社會氛圍、鼓勵年輕人投身製造業、吸引金融等服務行業開展更多
與工業相關的業務等；另一方面亦應積極運用傾斜性政策，透過土
地、財稅、人才引進、勞力供應、市場渠道、法規等方面的優惠和
便利性措施，優化本地的經營環境，並增加企業投資製造業的誘
因。例如，考慮為“再工業化”相關的投資和業務，包括港資廠商
在境外進行的製造業活動，提供額外的稅務扣減或者半額稅率等優
惠。

廠商會對施政報告建議

優化基金助企業提升競爭力

響應國策提升發展定位

應勢而謀推進“再工業化”

揚長補短打造科創中心

重視港企的延外發展

資源過河促境外工業升級

建立共性技術創新與合作機制

協助港商參與“內循環”

鞏固香港和香港品牌的形象

理順跨境稅務利人才流動

1 善用疫苗通行證推動通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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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新竹市警局第三分局中華派出
所王姓所長4日凌晨與朋友到店家用餐時，遇
到一名董姓男子持刀攻擊，造成所長頭、頸部
與身上多處刀傷，送醫救治幸無大礙，董男今
天已被羈押。

新竹市警察局第一分局長曾有慶今天說明
案情表示，王姓所長4日輪休期間，和同事到
一間日式料理店用餐，恰巧碰上曾因涉槍砲案
被王姓所長逮捕的50歲董姓男子，董男疑心
有不甘，跑到廚房拿出生魚片刀朝王姓所長攻
擊，挾怨報復。

曾有慶說，董男犯後遭到和王姓所長同行
的員警制服逮捕，訊問後依殺人未遂罪嫌移送

新竹地檢署偵辦，向法院聲請羈押獲准。
曾有慶指出，王姓所長遭利刃攻擊，造成

頭部、頸部等多處刀傷，送醫救治已無大礙，
目前已在家休養中。

不願具名員警指出，王姓所長原在第二分
局擔任偵查員，與多名刑警同事於去年12月
時逮捕涉及槍砲案的董姓男子，未料4日凌晨
與友人到店家用餐時碰上彼此，董男仗著酒意
持刀攻擊王姓所長。

董男警訊時供稱，他在碰到王姓所長前，
他已和朋友在別處喝了2瓶高粱酒，之後才到
該間日本料理店續攤，他與王姓所長沒有糾紛
，是因為喝酒醉才會動手，事後感到後悔。

竹市派出所長遭砍 犯嫌因曾涉案被捕挾怨報復

（中央社）法務部今天表示，部長蔡清祥
為了慰勉收容人協助分裝五倍券，親自前往八
德外役監獄等矯正機關表達感謝之意，鼓勵收
容人用具體行動回饋社會。

法 務 部 新 聞 稿 指 出 ， 台 灣 COVID-19
（2019 冠狀病毒疾病）疫情再度下降至零確
診，正當社會因成功防疫而逐漸恢復正常生活
，政府更要照顧因配合防疫而受影響的商家、
民眾，因此推出振興五倍券。

新聞稿指出，法務部身為政府團隊，全力
配合行政院政策，比照協助三倍券分裝模式，
自今年9月14日起，由矯正機關承攬紙本五倍
券分裝作業，讓收容人藉由參與分裝作業依法
取得勞作金，並用具體行動回饋社會。

蔡清祥今天下午親自前往八德外役監獄、
台北監獄及桃園女子監獄，對於參與作業的收
容人及矯正人員一一表達感謝，並肯定分裝作
業順利，收容人功不可沒，也讓政府政策能夠
順利推動，並證明收容人也能回饋社會，展現
矯正教化成果。

新聞稿另提到，蔡清祥此行順道訪視台北
監獄的烘焙技訓班，並鼓勵10名甫考上烘焙
證照的受刑人，期勉將來出獄後發揮所學，開
創新生。

此外，蔡清祥在桃園女監探視攜子入監的
母親收容人，叮嚀收容人一定要反省改過、力
爭上游，才能做小孩的好榜樣。

收容人協助分裝五倍券 蔡清祥鼓勵回饋社會

（中央社）有假投資未上市股票詐騙集團結
合話務系統商架設電信話務機房，隨機致電鼓吹
被害人投資未上市股票行騙，不法所得約2.6億元
，台北市警方獲報陸續查獲17嫌和吳姓金主送辦
。

台北市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今天舉行破案記
者會，偵查第一隊長曾逸群表示，去年底接獲被
害人報案，經擴大追查發現有假投資未上市股票
詐騙集團，透過話務系統商結合二類電信業者架
設電信話務機房，並隱身於北市中山區、松山區
的商辦大樓作為詐騙據點。

專案小組進一步追查發現，此詐騙集團向多
家小型企業公司收購成本約每股僅新台幣20至30
元不等的未上市股票，再透過盜用或冒稱某投資
顧問公司等名義，隨機撥打電話或加Line通訊軟
體等方式，向被害民眾鼓吹投資未上市股票。

再利用諸多話術及傳送偽造契約書取信被害
人，隨即以每股108至120元轉賣給被害人，並要
求匯款至指定人頭帳戶內，若有被害人詢問相關
上市期程就藉故拖延，甚至直接更換門號、封鎖
被害人。

據調查了解，此集團自民國107年2月起開始
從事不法行為，已知被害人至少20餘人，不法所
得約 2 億 6000 萬元，其中單一最高受害金額達

1200萬元。
專案小組歷經數月偵查，會同市警局中山分

局、松山分局、警政署刑事局及新北市警察局新
店分局，4至9月發動數波搜索與拘提行動，共查
獲17嫌到案，並於9月23日於新北市新店區查獲
幕後金主37歲吳姓犯嫌，同時查扣3輛高級跑車
及休旅車、存摺、提款卡等證物。

全案詢後依涉詐欺罪、證券交易法、洗錢防
制法等罪移送台北地檢署偵辦，法院裁定吳嫌以
10萬元交保、車手首領收押，其餘則以2萬至10
萬元不等金額交保。

市刑大經濟組長黃瀰嬗補充說明，市警局配
合警政署於7至9月執行 「全國同步打擊詐欺專案
行動」，期間共計查獲101件詐欺犯罪集團、654
嫌（其中46人遭羈押），並查扣不法所得逾6600
餘萬元（含汽車7輛），均依涉詐欺罪、洗錢防
制法及組織犯罪防制條例等罪移送地檢署偵辦，
打詐成績名列六都之冠。

此外，分析北市警局專案期間查獲詐欺集團
案件最多的犯罪手法，前3名分別為 「假投資」
30件、 「購物詐欺」19件及 「解除分期付款」12
件；且詐欺集團犯嫌具組織幫派身分成員的案件
計有7件，竹聯幫3件、天道盟2件、四海幫及其
他不法組合各1件。

涉假投資未上市股票詐2.6億 北市警揪獲幕後金主

（中央社）陳姓男子參加第 10 屆立委選
舉時涉嫌提供選民免費整骨按摩服務，一審時
遭判刑2年，緩刑5年；陳男上訴求縮短緩刑
年限，高院今天駁回上訴，維持原判，仍可上
訴。

台灣高等法院新聞資料指出，陳姓男子為
民國109年度第10屆立法委員選舉新北市第1
選區候選人，於108年11月起，在選區內擺放
免費民俗調理宣傳旗幟，向選民表示提供免費
整骨按摩服務。

陳男聘請專業整復師在服務處內，進行價
值新台幣500元以上的整骨按摩服務；陳男並
指示服務處人員向接受免費整骨按摩服務的選
民請託、尋求支持。

一審新北地方法院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

交付不正利益罪，判處陳男有期徒刑2年。緩
刑5年，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並應於判決確
定後 1 年內接受法治教育 6 小時，褫奪公權 4
年。

案經陳男上訴，二審由高院審理，陳男對
一審判決的事實認定與量刑均不爭執，但請求
縮短緩刑宣告及褫奪公權的年限。

二審認為，整骨按摩服務屬無形的經濟利
益，構成不正利益，陳男犯罪事證明確。二審
審酌，陳男妨害選舉制度的公平、公正及純潔
，但犯後自白犯行，一審予以減輕其刑，並考
量他年事已高等情狀而諭知緩刑，量刑、緩刑
宣告及履行條件均屬適當，今天駁回上訴，維
持一審罪刑。可上訴。

提供免費整骨按摩立委候選人緩刑5年上訴遭駁

（中央社）新北地檢署偵辦非洲豬瘟病毒
走私肉品案，今天針對犯罪事實偵查終結，依
違反懲治走私條例、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等罪
嫌，對涉案越南籍被告鄧姓女子及其阮姓女兒
提起公訴。

檢警調查，被告鄧姓女子及其阮姓女兒受
雇於台安貿易旅遊有限公司，在民國110年3月
至8月間，由公司阮姓負責人（另案偵辦中）在

越南處理進貨、報關事宜，再由鄧姓母女在台
接貨及轉運貨品給在台購貨客戶，非法輸入香
煙及含有肉類的相關製品等。

經警方搜索，查獲涉案肉品 71.786 公斤，
送驗後確認非洲豬瘟病毒核酸 qPCR、PCR 皆
為陽性。

新北地方檢察署今天發布新聞稿表示，為
追查感染非洲豬瘟病毒的下游肉製品流向，警

政署動員各縣市警察局，並與農委會動植物防
疫檢疫局、財政部關務署、各縣市衛生局、農
業局及動保處合作，展開全面稽查，總計3波清
查行動，共清查1萬220處，查扣106件可疑肉
品。

檢方斥責鄧姓母女僅因私利，罔顧全台畜
牧業安全，及可能造成難以回復的民生、經濟
重大損失，而影響人民生活極巨，雖因檢警、

農政等機關或單位致力防範清查，減少及避免
損害，但已消耗巨大行政資源。

檢方認為，鄧姓母女涉違反懲治走私條例
、菸酒管理法、動物傳染病防治條例及稅捐稽
徵法等，惡性堪稱重大，請求法院斟酌被告犯
後態度等情節，量處較重刑罰，以示警惕。

走私非洲豬瘟肉品偵結 檢方起訴涉案越南籍母女

藍委抗議中藍委抗議中再度占領立法院杯葛議事再度占領立法院杯葛議事
立法院會立法院會55日預定對行政院長蘇貞昌施政報告繼續質詢日預定對行政院長蘇貞昌施政報告繼續質詢，，國民黨立再度衝入立法院場內國民黨立再度衝入立法院場內，，占領占領

官員席官員席、、備詢台備詢台，，並在議場擺放並在議場擺放 「「抗議中抗議中」」 、、 「「程序正義已死程序正義已死」」 等標語牌等標語牌，，持續表達相關訴求持續表達相關訴求。。

C-C-130130HH運輸機國慶預演運輸機國慶預演
雙十國慶空中全兵力預演雙十國慶空中全兵力預演55日早晨在台北市上空展開日早晨在台北市上空展開，，C-C-130130HH運輸機編隊飛行運輸機編隊飛行，，經過經過

北投焚化爐北投焚化爐。。

賴清德呼籲加碼投資台灣賴清德呼籲加碼投資台灣
副總統賴清德副總統賴清德55日以錄影方式為日以錄影方式為 「「20212021世界投資者週聯合論壇世界投資者週聯合論壇」」 致詞致詞，，他呼籲他呼籲，，在全球經濟在全球經濟

重新啟動的關鍵時刻重新啟動的關鍵時刻，，一定要加碼投資台灣一定要加碼投資台灣，，讓新常態下的經濟復甦之路更為平順讓新常態下的經濟復甦之路更為平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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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在109年雙十國慶活動中 「寶島電影院」大放異
彩，今年捲土重來。110年的國慶 「寶島電影院 」10
月2日在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大禮堂熱鬧登場，
播出台灣原住民擔綱的 「太陽的孩子」，由休士頓雙
十國慶籌備會偕北一女校友會聯合主辦。籌備會主委
劉志忠及副主委劉美玲陪同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
事處處長羅復文夫婦、副處長王韋龍夫婦、僑教中心
主任陳奕芳、副主任黃依莉、僑務委員陳建賓及美南
銀行董事長李承穗等出席盛會，許多僑胞也早早進場
搶佔一個好位置觀賞電影，氣氛高昂熱絡。

劉志忠開幕致詞感謝駐休士頓辦事處、僑教中心
及許多商家的大力支持，使寶島電影院能順利舉辦。
羅復文致詞表示，在疫情期間能有電影欣賞是件幸福
的事，感謝慶籌會及志工們的辛勤籌辦，也感謝駐處
的台灣書院協助堤供影片，以及許多單位共襄盛舉贈

送抽獎禮品，使活動更加精彩。陳奕芳致詞說， 「太
陽的孩子」講述 「愛鄉」的故事， 「愛鄉」即 「愛國
」，在歡慶雙十國慶之際選播本片為中華民國慶生，
彰顯政府重視原住民文化，鼓勵多元價值。

活動在與會貴賓一起拉響彩炮後開始，主辦單位
採用200吋超大布幕投放電影，場面不輸正式的電影
院。 「太陽的孩子」於2015年發行，演員皆為原住
民，故事講述原住民為照顧生病老父返鄉發現田園荒
蕪，留鄉重振家園的故事，內容愛家愛鄉，振奮人心
，且深具環保意涵。

當天主辦單位為使活動多元精彩，在僑教中心安
排市集攤位，同時也動員了義工為僑胞送上爆米花、
台灣珍珠奶茶、懷舊鐵路便當等特色飲食，民眾都非
常開心地享受一個愉快的周末夜晚。

休士頓僑界慶雙十 太陽的孩子熱映

講題: 《中華民國的 「史記」：試論蔣介
石日記》/ 主講：戴鴻超教授

時間：美西時間｜10月9日（週六）晚上
6:00-8:00 pm

台灣時間｜10 月 10 日（週日）上午 9:
00-11:00 am

主旨: 以《史記》的三大精神: 記載事件和
人物的真實性、廣泛性、和重要性, 來探討蔣
介石日記在中華民國的歷史價值。討論時，將
提出幾項影響國家命運的重大變遷 (九一八事
變，西安事變，和七七事變),闡明這一主題.史
丹佛大學胡佛研究所發表蔣介石日記,2006年起
到2010年, 分期發表.日記起自1917年終至1972
年 (1924年佚失) 每日記事,另外,每週、每月、
每年底檢討過去,規劃將來.就我所知，沒有一
個現代政治人物或者歷史學者,記載民國史蹟有
如此綿長和詳細。我在日記發表期間, 分五年
前往胡佛,摘錄內容,集成五大本.前後發表有關
論文十篇;專題座談五次;另外在《蔣介石與毛
澤東治國之道》一書中,引用日記達數百次。

戴鴻超（Paul Hung-chao Tai）知名華裔美
籍政治學者、作家、翻譯家。前底特律大學政
治學系系主任。戴鴻超於1954年畢業於國立台
灣大學， 獲伊利諾大學政治學碩士與博士。戴鴻超教授發表了75
篇專業期刊文章與7本書，包括《現代國際政治經濟學：富強新論
》(台北：三民書局，1995年)；英譯《毛澤東私人醫生回憶錄》；

《槍桿、筆桿和權術：蔣介石與毛澤東治國之道》（台北：時報出
版公司，2015年）；《最幸運百分之五的人》（台北：時報出版公
司，2020年）

2021 美華人文秋季講座系列(6)
羅復文羅復文（（右五右五））及劉志忠及劉志忠（（中中））率與會來賓拉彩炮率與會來賓拉彩炮，，宣布電影開演宣布電影開演。。

活動現場因應疫情活動現場因應疫情，，觀眾須戴口罩觀眾須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保持社交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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