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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斯德哥爾摩11日綜合外電報導）經濟
學家卡德、安格里斯特和因本斯因開先河，利用
「自然實驗」 來研究經濟政策和其他事件的因果關
係，而在今天共同獲得202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殊榮
。

路透社報導，自然實驗利用現實情況來推算對
世界的衝擊，這種方法已擴大運用在其他領域，並
使得實徵研究（empirical research）出現革命性變
化。

加拿大出生的卡德（David Card）正是用這類
實驗來研究1990年代初期美國新澤西州的最低薪資
調漲。他的研究結果引發學界重新檢討這樣的加薪
必定導致就業人口減少的看法。

諾貝爾經濟學獎委員會成員莫克（Eva Mörk）
在記者會上表示： 「自然實驗隨處可見。」 她形容
這種研究方法帶來的影響已橫跨所有社會科學領域
。

3人皆因從意外實驗或所謂的 「自然實驗」 得出
結論而獲獎；瑞典皇家科學院（Royal Swedish

Academy of Sciences）表示，他們
「徹底改變了經濟科學領域的實證研究
」 。

過去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由美國學
院研究人員稱霸，今年也不例外。卡德
目前任職於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Uni-
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安格
里斯特（Joshua Angrist）任職於麻省
理工學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荷蘭出生的因本斯
（Guido Imbens）則任職於史丹佛大學
（Stanford University）。
因本斯透過電話連線告訴在斯德哥爾摩
的記者： 「我接到（獲獎）電話時大吃
一驚，隨後對這個消息感到無比興奮。
」 他很高興能和2位好友一同獲獎，安
格里斯特還是他婚禮的伴郎。

今年3位得獎者分享總額1000萬瑞典克朗獎金
。瑞典皇家科學院（Royal Swedish Academy of

Sciences）表示，卡德因在 「勞動經濟學上的實徵
研究貢獻」 獨得一半獎金，安格里斯特和因本斯則
因在 「因果關係分析方法論上的貢獻」 而分享另一
半獎金。

三位美國學者共獲諾貝爾經濟學獎三位美國學者共獲諾貝爾經濟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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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lobal Vibes Media Group is a
media partnership between
Afrovibes Entertainment LLC and
Southern News Media Group
LLC with the goal to combine
together our large and influencial
media companies to represent
other diverse ethnic groups.

The vision is to unite our global
TV and Radio station media
companies and magazines and
newspapers with the goal to
serve as a gateway for other
companies to build a strong
alliance and network together.

Global Vibes Media Group will
create a digital platform that will
empower and propel business
owners, entrepreneurs,
politicians, community leaders

and activists, content creators
and influencers to cross-promote
their various projects and visions.
All of these together will generate
revenue by expanding
beyond a single market
reach.

Over the last several
decades Southern News
Group has been serving
and continues to serve our
community covering
hundreds of media outlets.
Our presses print over one
hundred community
newspapers.

Almost twenty years ago
we got into television and
radio and we knew the
media would be changing.

Today we are so glad to team up
with so many of our partners to
promote the new media together.

This is not only just for our
survival, but also for our mutual
suc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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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Are United For Our FutureWe Are United For Our Future
-- Global Vibes Media Group-- Global Vibes Media Group

在美南傳媒電視攝影棚裡，集聚了
二十位多獨立媒體人，我們正在探討如
何在多變而嶄新的媒體世界中尋求共存
共榮的未來。
由美南傳媒和非裔傳媒共同倡議之

電視、廣播、報紙、雜誌共十五家各
族裔媒體老闆們，包括來自亞洲、非
洲、中南美洲、中東地區經營電視報
業、社群媒體者共同組成環球媒體集團
公司，旨在共建立全球媒體平臺，利用
各種不同之國際語言，來傳遞新聞和娛
樂節目，同時以集團公司之力量尋求大
家在経濟上之共同利益，包括舉辦各族
裔之慶典活動，積極參與社區及政治活
動，全面啟動團結合作之目標。
多少年來，我們做為為美國社區之

媒體，在全體同仁之努力下，我們已經
在為超過百家的各族裔媒體服務之平臺
，其中包括非裔週報、越南日報、菲
律賓週刊、嫩巴嫩週刊、日文週刊、
巴基斯坦電視臺、學區月報、墨西哥
電臺，這使我們真正成為國際媒體中心
，並常 近十餘年來，為迎接新媒體電
視之到來，美南媒體中心早已進入電視
新媒體時代，將傳統報業和電視、廣
播、社群媒體全面結合。
我們非常興奮，在此時此刻，多年

來共同奮鬥的夥伴，大家再度攜手進入
新的歷史階段，這不但是大家求生存之
時刻，更是我們共存共榮寫下歷史之新
篇章。

民權運動再現民權運動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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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時局

柬埔寨冀以舉辦國際活動
為契機重啟旅遊業

綜合報導 柬埔寨官方冀

望通過舉辦國際帆船賽事和東

盟旅遊論壇，以重啓受到新冠

疫情嚴重衝擊的旅遊業。

柬埔寨旅遊部消息稱，

將在上述兩項國際活動的舉

辦地西哈努克省(簡稱：西港)推

進“安全綠色旅遊目的地”計

劃，進一步放開對已接種疫苗

國際遊客的隔離措施。

柬埔寨旅遊部表示，西

哈努克省擁有完善的基礎設

施，以及國際機場爲國際代

表團提供服務。西哈努克省

居民、政府官員，以及旅遊

服務從業者等群體都已接種

疫苗，這爲安全順利舉行大

型活動給予強有力的保障。

柬埔寨旅遊部同時也強

調，已敦促所有旅遊相關服務

行業，包括酒店、客棧、餐

廳、旅遊景點、旅遊社區等負

責人，必須嚴格執行旅遊部和

衛生部出台的系列防疫措施。

據知，國際帆船賽事將

于2021年12月舉辦。東盟旅

遊論壇將于2022年1月舉辦

，期間將舉辦東盟旅遊部長

會議、東盟國家旅遊機構會

議等系列會議。同期舉行的

東盟旅遊交易會將爲東盟

450家旅遊産品供應商以及

國際買家提供洽談機會。

西哈努克省省長郭忠南

表示，政府將致力于推進旅

遊安全規則和最低標准操作

程序的實施，確保各項活動

順利舉辦。郭忠南要求省相

關部門緊密合作，爲旅遊領

域的企業相關人員進行安全

規則培訓，確保西哈努克省

持續成爲安全和綠色的旅遊

目的地。

柬埔寨旅遊業內人士分

析稱，上述大型活動可以成

爲疫情暴發後柬埔寨旅遊業

複蘇的新起點，預計將吸引

衆多國際遊客再次訪問柬埔

寨。相關政府和私營機構應

緊密合作，緊握這一契機促

使旅遊業快速複蘇。

金邊延長防控措施
出入公共場所須出示“疫苗卡”

綜合報導 由于持續出現新的德

爾塔變異毒株感染病例，金邊市政府

延長新冠疫情防控措施至10月中旬，

該市還推行新規定，居民出入公共場

所須出示“疫苗卡”。

根據柬埔寨衛生部通報，該國當

天新增報告221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新

增治愈出院443例，新增死亡13例。新增

確診病例中，212例爲社區傳播感染病例

，9例爲境外輸入確診病例。截至目前，

柬埔寨全國累計確診11.3萬例，累計治

愈10.5萬例，累計死亡2431例。

作爲此次德爾塔疫情的“重災

區”，首都金邊發布最新公告稱，爲有

效控制疫情，特別是德爾塔變異病毒擴散

蔓延，政府要求民衆在進出教育機構、國

營及私營市場、便利店、餐廳、咖啡

廳等公共場所時須出示“疫苗卡”。

金邊市政府表示，教育機構在允許

教職工及學生進入校園時須出示“疫苗

卡”；市場管理委員會、餐廳、便利

店及咖啡廳業主須安排員工在門口檢

查進出人員的“疫苗卡”。

金邊市政府強調，若有人拒絕出示

“疫苗卡”，必須禁止他們進入，同時

向當局舉報。市場管理委員會及餐飲業

業主若未能嚴格落實上述指令，將面臨

吊銷營業執照及勒令關閉的處罰。

與此同時，金邊市政府決定將市

內疫情高風險聚集場所繼續關停一周

(8日至14日)。官方指出，在此期間

，市內禁止舉辦超過15人的會議或

私人聚會，各種宗教活動和葬禮須按

照相關部門規定進行。

金邊市政府消息指出，被暫時關停

的包括公立和私立學校(可在線授課)、卡

拉OK、酒吧、度假村、博物館和主題公

園、電影院、藝術劇院、健身房和體育

中心等。除上述行業和場所外，金邊市

政府將根據實際情況，考慮暫停其他行

業和業務以遏制新冠疫情蔓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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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泰國國家旅遊局表示，

自今年7月1日普吉“沙盒計劃”正式啓

動至10月5日，共有4.2萬多名國際遊客

入境普吉島，爲當地帶來逾20億泰铢(約

合4億元人民幣)的收入。

作爲泰國重新開放國際旅遊的試

點，普吉“沙盒計劃”允許已完整接

種新冠疫苗的國際遊客免隔離入境普

吉島。泰國政府原先規定，遊客在普

吉停留14天後可前往泰國其他地區。

而根據新的規定，自10月1日起，遊

客在普吉停留7天、病毒檢測呈陰性

即可離開普吉。

旅遊局相關負責人表示，普吉

“沙盒計劃”有助當地旅遊業複蘇，

相信該計劃將吸引越來越多的國際遊

客進入普吉島。

此外，作爲普吉“沙盒計劃”的

擴展項目，泰國素叻他尼府于7月15

日對國際遊客開放旅遊勝地蘇梅島、

帕岸島和龜島(“蘇梅島+”計劃)。據

了解，“蘇梅島+”計劃目前已累計

接待1018名國際遊客，創造了3872萬

泰铢(約合774萬元人民幣)收入。

泰國政府已計劃從11月起，開放

包括首都曼谷在內的更多旅遊目的地。

爲此，該國正在加快新冠疫苗的接種進

度。泰國旅遊和體育部部長皮帕日前表

示，預計今年第四季度至明年一季度將

有至少100萬名國際遊客入境泰國。

日本超市用薄膜代替塑料托盤
塑封機2020年銷量達到2019年3倍

綜合報導 日本很多超市的肉類

或生鮮類櫃台上，很難再看到一次性

塑料托盤的身影，更多的是用塑料薄

膜包裝的“無托盤塑封包裝”。

據《報道，日本近日掀起“降低

塑料使用率”風潮，很多店鋪不再使

用一次性塑料托盤，使得塑封機銷量

大大提升。來自日本京都的石田公司

是一家專門生産塑封機的企業，該公

司塑封機2020年的銷量達到2019年銷

量的3倍。

據悉，此前很多日本民衆會在結

賬後，將裝有生肉或生魚的一次性塑

料托盤丟掉，改裝在自己帶的塑料袋

裏。事實上，這樣做不僅容易引發衛

生問題，也會增添超市進行垃圾分類

的時間。于是，不少人希望能有一些

辦法降低一次性塑料托盤的使用。由

此，“無托盤塑封包裝”應運而生。

顧客購買生鮮後，只需將食物放在塑

封機上塑封即可。這不僅保護了環境

，很大程度上也方便了顧客和商家。

烏克蘭烏克蘭--歐盟峰會討論敏感話題歐盟峰會討論敏感話題，，能否入盟牽動雙方神經能否入盟牽動雙方神經
【綜合報道】第23屆烏克蘭—歐盟峰會12日將在烏首都基輔舉行。根據烏克蘭高官的表態，

基輔希望藉助此次峰會推進烏克蘭加入歐盟進程，而歐洲理事會發表的聲明則顯示，俄羅斯將成
為此次峰會的重點議題之一。就在峰會舉行前一天，歐盟對俄羅斯控制的克里米亞地區數名官員
進行製裁。

據烏克蘭《每周鏡報》報導，烏總統澤連斯基、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歐盟委員會主席馮
德萊恩等將出席峰會。此次峰會將重申繼續致力於加強烏克蘭與歐盟的政治聯繫和經濟一體化，
以及歐盟對烏克蘭獨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堅定支持。峰會將討論六大議題，包括烏克蘭與歐盟
聯繫國協定和自貿區協議實施以來取得的成果、繼續加強雙方在各領域的經濟一體化進程、旨在
恢復烏克蘭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外交努力、進一步加強在應對“混合戰”和打擊虛假信息方面的合
作、抗擊新冠肺炎疫情合作，以及將在12月舉行的歐盟東部夥伴關係峰會。

烏克蘭總統辦公廳副主任若夫科瓦日前表示，澤連斯基將在此次峰會上提出烏克蘭加入歐盟
的前景問題。今年以來，烏克蘭與歐盟在基輔加入歐盟問題上齟齬不斷。烏方多次指責歐盟以改
革為由，不斷向基輔施壓，卻始終迴避烏克蘭入盟前景問題。烏外長庫列巴稱，在烏克蘭加入歐
盟這一問題上，烏方需要歐盟真誠而直接的回答。不過，愛沙尼亞總統卡柳萊德日前多次表示，
烏克蘭尚未“達標”，可能還需要至少20年才能加入歐盟。歐盟委員會執行副主席東布羅夫斯基
也表示，歐盟各國尚未就該組織進一步擴員達成共識，未來數年內啟動烏克蘭入盟程序的可能性
很小。

據烏媒報導，烏克蘭—歐盟峰會期間，烏方還將召開“盧布林三角”機制元首峰會。去年7
月，烏克蘭、波蘭、立陶宛三國外長在波蘭盧布林宣布成立“盧布林三角”同盟。該機制的一個
重要任務就是全力支持烏克蘭加入歐盟，並與俄羅斯展開意識形態鬥爭，應對所謂來自俄羅斯的
“混合戰”威脅。根據歐洲理事會的聲明，峰會還將討論恢復烏克蘭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外交努力
，而這一議題明顯是針對俄羅斯的。

《俄羅斯商業諮詢日報》10日報導稱，在烏克蘭-歐盟峰會舉行前夕，烏前總統波羅申科8日
表示，此次峰會應取得實際成果並加強烏克蘭的立場，特別是要反對“北溪-2”天然氣管道項目
並加強對俄羅斯的製裁。與此相對，俄羅斯聯邦安全會議副主席梅德韋傑夫在《生意人報》上撰
文稱，烏克蘭處於外國的直接控制之下，除了對抗俄羅斯、全面遏制莫斯科外，美國對烏克蘭
“別無所求”，這意味著美烏的盟友關係並不牢靠。此外，烏克蘭希望加入歐盟和北約是幻想。
在西方勢力與俄羅斯直接對抗的路線上，烏克蘭本身並沒有價值，“沒有傻瓜會為烏克蘭而戰”
。

俄羅斯和烏克蘭以及西方國家的關係今年不斷惡化，而俄烏兩國領導人試圖緩和雙邊關係。
據俄羅斯衛星通訊社10月3日報導，澤連斯基日前表示，已準備好與俄總統普京會面，以一對一

形式進行的會晤會有結果。普京7月則在克里姆林宮網站上發表題為《從歷史角度論俄羅斯人和
烏克蘭人的統一性》的文章，表示俄羅斯對和烏克蘭對話持開放態度，莫斯科永遠不會“反對烏
克蘭”，希望烏克蘭不要淪為其他國家打擊莫斯科的武器。

除入盟前景外，此次峰會烏克蘭關注的另一焦點就是基輔全面進入歐盟市場的問題。烏克蘭
負責推動與歐盟一體化的副總理斯特凡尼什娜表示，此次峰會烏克蘭的任務之一就是爭取與歐盟
建立共同的經濟空間。據《基輔郵報》報導，歐盟官員稱，峰會期間，烏歐雙方將簽署通用航空
區域協議，促進雙方民航領域的合作。此外，烏克蘭還希望歐盟增加從烏克蘭進口免稅商品的配
額，與歐盟簽署工業免簽協議，取消對部分食品出口的壁壘，進一步推進貿易自由化。今年上半
年，烏克蘭出口同比增長25%，而對歐盟出口同比增長39%。烏方一直希望更新與歐盟簽署的聯繫
國協定，以進一步融入歐盟市場。自2020年12月以來，烏克蘭共獲得歐盟兩筆財政援助，總金額
達12億歐元，以用於克服疫情影響，恢復經濟和打擊腐敗、改善營商環境等。

宜家被爆監視員工宜家被爆監視員工、、侵犯隱私侵犯隱私

(綜合報道）英國劍橋郡彼得伯勒的宜家倉庫，最近就被曝
出在更衣室和衛生間的天花板縫隙內安裝了監控攝像頭。

據說，這些攝像頭從2015年開始就被安裝在這裡，但是直
到最近才被曝出，宜家已經發表聲明表示，公司“了解這些攝像
頭的發現可能令人擔憂”，並於近日拆除了這些攝像頭。

同時，宜家公司聲稱，安裝這些監控系統只是為了“維護工
作場所的安全”。

一名已經離職的前彼得伯勒宜家倉庫員工Bodily說，她從來

沒注意到在提到的這些地方有攝像頭，現在她聽說了這
個消息後表示極度震驚。
“我感到被侵犯了，我希望他們（宜家）受到起訴，這
不公平，這侵犯了我們在工作場所的隱私，”她說。
而宜家發言人則稱，他們非常注重保護同事們的安全和
隱私，為了維護安全的工作場所，所以才於2015年在
彼得伯勒配送中心的衛生間和更衣室的天花板空隙中以
及這些房間外的走廊上安裝了監控攝像。
目前這件事情還在調查中，現在所有的攝像頭都被移除
了。
而宜家一直迴避一個問題，就是這些攝像頭是否能拍攝
到廁所和更衣室隔間內的情況。
這已經不是宜家第一次被曝出“監視員工”的問題了。

今年6月，法國宜家公司因為“監視員工”、“不當收集和
儲存員工數據”而被判100萬歐元的罰款。
2 000年初至2012年，宜家通過一家名叫蘇瑞特的私人保安公
司和警方人士搭線，在警方檔案中找到想找的任何信息，包括
“問題員工”、“工會成員”和“麻煩顧客”的檔案。

2012年，Val-d'Oise一間一家商店的員工在一台閒置的電腦

上發現了數十份關於其內部員工、客戶以及潛在新員工的文件檔
案。

這些檔案包括了這些人的家庭情況、犯罪記錄、財務情況和
醫療記錄等等。

調查人員發現了宜家法國分公司風險管理部主管帕里斯與這
家私營保安公司之間的電子郵件，內容關於他們討論如何取得法
國警察數據庫個人秘密檔案。

而每次宜家公司查閱資料，這家私人安保公司向宜家收費80
歐元。

最終發現，宜家法國分公司收集了警方超過200份機密個人
檔案。這其中還包括那些宜家投訴的顧客的電話號碼和其他個人
信息，然後宜家利用這些信息處理與顧客的糾紛。

同時，宜家還會憑藉這些私人信息對客戶進行標記，比如有
些客人被標記為“吉普賽人，需要提防“等字眼。

在里昂Saint-Priest的宜家，人力資源部經理還收到郵件通知
他新員工的個人情況：“我通知您，我們將有一名新員工，他開
著保時捷Carrera……”

宜家在法國的前首席執行官讓-路易斯•巴約 (Jean-Louis
Baillot) 也因為此件醜聞而被判有罪，罰款5萬歐元，並被判處兩
年緩刑。



巴西零售巨頭CEO：
希望巴西能像中國一樣數字化

綜合報導 巴西最大零售商之一Magazine Luiza的首席執行官弗雷

德裏科· 特拉哈諾(Frederico Trajano)表示：“希望巴西能像中國一樣數

字化。”

據報道，特拉哈諾表示，這種願望是公司戰略願景的一部分。“我

們對公司進行了數字化，如今，我們希望幫助巴西的零售企業實現數字

化。”他說，“將自己的公司數字化是一回事，幫助其他公司是另一回

事。這意味著，除了擁有自己的能力外，還要彙集新的技能和平台，尤

其是科技，才能實現這一夢想。”

特拉哈諾認爲，中國是世界上數字化程度最高的國家，在全球零售

業中擁有最大的電商份額。“巴西具備(發展)這一領域的所有條件。企

業家們是有才華的，而像Magazine Luiza這樣的公司可以成爲這個過程

中的領軍者。”他說。

10月 5日，Magazine Luiza 在其應用程序上推出了新的版塊，名

爲“時尚世界”(Mundo Moda)，針對服裝、鞋類和配飾行業，彙集

約 350萬款産品。特拉哈諾表示，該公司希望更頻繁地開發和進軍

各大行業。

“我們不能讓自己脫離一個價值 2000 億雷亞爾(約合 2337 億元

人民幣)的市場，那就是時尚市場。這是一個滲透率很低的行業。

如果我們將巴西的時尚行業在網上的滲透率和美國、中國進行比

較，會發現差距比他類別要大的多，比如電子産品類別。”特拉

哈諾說。

據悉，今年二季度，Magazine Luiza 銷售額的 72%來自電商。

特拉哈諾表示，數字表明，電子商務已經是零售行業的未來。不

過，他稱未來會開設更多實體店，通過新服務來推動實體店的發

展，比如一小時內送貨，“只有電商和 1300 多家作爲迷你配送中

心的實體店實現多渠道的完整融合，才能實現1小時內交貨。”

聯合國秘書長：
富國霸占新冠疫苗“愚蠢又不道德”

綜合報導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表示，富裕國家霸占新冠疫苗，

既不道德又愚蠢，他指出，不讓窮國取得疫苗，也可能損害富國本身的

防疫工作。

據報道，當天，古特雷斯在世界衛生組織(WHO)主辦的新聞發布會

上發表講話。世衛組織表示，完整接種覆蓋率超過40%的國家，對于阻

止新冠疫情危機所作貢獻太少，他們應該確保疫苗分配到仍暴露于病毒

風險的國家。

世衛總幹事譚德塞說，世衛原本希望在 9月底前，每個國家都

有1成的完整接種覆蓋率，但有56個國家未達目標，“這不是他們

的錯”。

古特雷斯也指出：“疫苗分配不均，形同助長新冠疫情如野

火般蔓延。”他表示：“這會讓病毒變異株肆意滋長與擴散，恐

會再讓全球數百萬人喪命，而經濟低迷時間拖長可能造成數萬億

美元損失。”

古特雷斯表示，若病毒在接種率低的地區擴散，則變異株出現機會

更大，也可能會對疫苗産生抗性。“發達國家努力要將覆蓋率普及全體

民衆，一次、兩次、三次地接種，所有努力將化爲烏有，而民衆也不能

受到保護。”

古特雷斯說，“因此，疫苗分配不均，不僅是不道德的問題，也很

愚蠢。”

當天，古特雷斯和譚德塞共同推出一項全球新冠疫苗接種戰略，以

實現到2021年年底爲所有國家約40%的人口接種新冠疫苗、到2022年中

期接種人口比例提升至70%的目標。

希臘當局放松新冠防疫限製
專家質疑為時過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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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49例新冠病毒

肺炎患者，目前累計確診671040例。新增

死亡30例，累計死亡15042例。

希臘政府決定，從9日起結束對疫情

高風險地區的小型封鎖措施，餐館、酒吧

、娛樂場所等所有地方都可以播放音樂，

同時民衆活動不受宵禁措施限制。對于已

經接種過疫苗的人士將能有權不受限制地

進行所有娛樂活動。

一些衛生專家對政府的決定持懷疑態

度。他們認爲該國的不少地區依然處在疫

情高風險區域，現在解除限制措施爲時尚

早。同時，他們還強調，允許已接種疫苗

的人士無限制地參與娛樂活動的決策是錯

誤的。因爲對于經營場所而言，確保只允

許種過疫苗的人才能進入室內空間實施起

來非常困難。

塞薩洛尼基Papanikolaou醫院重症科主

任尼克斯· 卡普拉維洛斯(Nikos Kapravelos)

說：“政府給疫苗接種者的自由太多了。

這會給公衆傳遞一種社會已經恢複正常的

錯覺。但不幸的是，我們看到衛生系統承

受的壓力依舊很大。”

他強調：“已經接種疫苗和沒有接種

疫苗的人能夠享受的生活便利度應該有所

區別，但我們不想發出疫情已經結束的錯

誤信息。”

雅典大學教授

和流行病專家雅典

娜 · 利 努 (Athena

Linou)也表達了對政

府宣布的放松措施

的反對意見。她表

示，即使是接種疫

苗的人也應繼續遵

守安全措施，特別

是在疫苗接種率較

低的地區，應強調

讓民衆保持社交距

離和佩戴口罩。她擔心在放松措施宣布後

，希臘可能會在15天內出現新冠肺炎病例

激增的情況，而衛生專家則需要對疫情形

勢重新進行評估。

對于政府宣布的放松措施，希臘政

府發言人伊科諾穆 7日表示，即使該國

仍有一些地區處于疫情高風險的區域，

但在這些地區放寬限制措施也是“必要

的”。此外，他還說：“已經接種過疫苗

的人士必須恢複往昔的正常生活。放寬限

制措施並不意味著我們已經結束了對疫情

的防控。”

此外，雅典大學醫學院社會和預防醫

學教授雅尼斯· 圖塔斯(Giannis Tountas)接

受媒體采訪時說，如果疫苗數量供應充足

，60歲以下的人也應接種新冠疫苗“加強

針”。

他還指出，與大多數的西歐國家相比

，希臘的疫苗接種率較低，這使得該國的

新冠肺炎患者入院率、重症率甚至死亡病

例與西歐國家相比都不太樂觀。他表示，

這種情況將會持續下去，直到希臘實現

80%人口的疫苗覆蓋率。

對于疫情在希臘之後的發展趨勢，

圖塔斯認爲從11月開始，疫情有望出現

消退趨勢。但隨著冬季到來，呼吸道疾

病高發，疫情防控的重要性和嚴峻性不

言而喻。

俄歐關系已無法挽回？
歐盟迷失外交方向後，俄外長強硬表態

綜合報導 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在與歐

洲商業協會(Association of European Busi-

nesses)成員舉行的會議上強調，歐盟與俄羅

斯關系已經惡化，沒人能夠扭轉，並敦促歐

洲“多聽”普京的話。

據報道，拉夫羅夫發出警告，稱

俄羅斯與歐盟的關系已經越走越遠。

他說：“惡化的過程是慢性的，德國總

理默克爾和法國總統馬克龍爲俄羅斯和

歐盟緊急峰會提出的唯一建設性建議

‘迷失了方向，被一種荒謬的邏輯淹沒

了’。”

“一些歐盟成員國居然認爲，這樣的

峰會將是給俄羅斯的一份禮物。然而，我

們不需要禮物，也不期望從任何人那裏得

到什麽，我們繼續奮鬥並不是爲了獲得任

何禮物。”拉夫羅夫直言。

在表明俄羅斯對俄歐關系的態度後

，拉夫羅夫指出，目前歐盟與俄羅斯的

局勢已經走得太遠了，沒有人能在一夜

之間扭轉局面。不過同時他提出了一些

緩和雙方緊張關系的建議：“由于歐盟

的一系列單邊措施，他們的信任已經受

到了嚴重的破壞。但我們認爲，重要的

是不要使事態惡化，這是非常重要的。

至少不要把更多的煩惱和負面因素引進

來，這只會維持和加劇近年來消極的俄

歐關系。”

“理想情況下，我們希望在俄歐雙

方利益一致的地方達成共識。在商業合

作相互投資和貿易等領域，確實存在這

樣的機會。更重要的是，盡管我們在歐

盟的合作夥伴不斷對我們實施制裁，但

我們仍然是鄰國。此外，我們仍然是彼

此非常重要的經濟夥伴。” 拉夫羅夫

補充說。

雖然拉夫羅夫表示出與歐盟加強合

作的意願，但他也明確表示俄羅斯不能

依賴歐盟。拉夫羅夫說：“我們意識到

，在經濟戰略領域、軍事工業領域依賴

(歐盟)，指望從能夠在一夜之間對我們

實施制裁的國家獲得技術和零部件供應

，對俄羅斯這樣的大國來說是完全不允

許的。”

此外，由于寒冬將至，歐盟供暖需

求增加，但石油和天然氣匮乏和價格飙

升讓他們陷入了能源困境。拉夫羅夫對

此表示，當歐洲出現能源危機時，歐盟

領導人選擇保持沈默，這時歐洲人不妨

多聽俄羅斯總統普京的講話。此前，歐

洲能源市場對普京關于能源行業困境的

聲明做出了積極反應，歐洲天然氣價格

下跌了30%。

疫情影響疊加政治分歧，專家看跌阿根廷經濟走勢

綜合報導 由于冠狀病毒疫

情，阿根廷在2020年的GDP急

劇下降了9.9%，數據顯示，今

年反彈了7%，但到2022年，這

一勢頭將停滯不前。根據專家

奧蘭多· 費雷雷斯的測算，要達

到經濟部的預測是“不可能的

”，他預計選舉後將出現每月

5%的貶值。

費雷雷斯認爲：“不可能”

達到政府估計的明年8%左右的

增長水平，我們將“放緩”。

這位經濟學家表示：“我們將

增長2%至3%，但不會更多”

，他補充說：“今年將恢複6%

至7%，這是一個相當不錯的數

字，到2022年年底，我們將恢

複疫情期間損失約10%左右。

前幾周，在政府內部衝突

期間，經濟部長馬丁· 古茲曼向

國會提交了2022年預算，預計

年通貨膨脹率爲33%，美元彙

率爲131比索，國內生産總值

將增長4%。此外，預算案沒有

考慮支付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的承諾，並規定減少補貼。然

而，預計基什內爾主義的核心

派系將對預算案進行審查，並

提出增加公共支出的必要性。

另一方面，他強調，這次

選舉顯示出“政府方向不明，

經濟導向不好”的傾向。面對

這種情況，這位專家表示，

“最糟糕的情況是貧困率和實

際工資比三年前下降了20%，

包括從毛裏西奧· 馬克裏政府到

現政府的執政時期。”

根據他的解讀，鑒于私營

部門對國家政府的不信任以及

貨幣發行量的增加：“從11月

或12月開始，貶值肯定會出現

一定程度的加速，可能每月以

5%的速度進行。這將轉移到價

格”，他補充說：“這就是爲

什麽我們預測通脹率與今年相

似，約爲 50%的原因所在”。

最後，在談到國際貿易

時，這位經濟學家認爲，從商

品價格的角度來看，“這可以

帶來國家需要的美元數量”。

然而，他警告說，它將不得不

“更快地貶值，這將帶來更高

的通脹和更溫和的經濟增長，

但最終還是會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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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傳染病學專家安東尼 福奇10日表示，儘管新冠疫情仍在持續，但今年
兒童應該能夠安全地進行萬聖節的“不給糖就搗蛋”(trick-or-treat)活動。他還表示，在短時間
內不會強制要求國內航班旅客打疫苗。

圍繞航空出行，福奇預計，短期內不會有強制疫苗接種要求。 “我不想說支持與否，我認
為這是需要根據政府多個部門(包括公共衛生)的意見做出的決定。”他補充說。美國國內航空
旅行的疫苗強制令可能會遭到共和黨立法者和旅遊業的堅決反對。

而在談到萬聖節活動時，福奇說，“孩子們在外面‘不給糖就搗蛋’的時候，至少是大部
分時間都在戶外，並享受其中。”

福奇補充說，“特別是如果你接種了疫苗”，家庭應該能夠享受假期。他指出，即將到來
的假期可以作為鼓勵更多人接種疫苗的理由。

由於美國尚未有疫苗獲批用於12歲以下兒童，大多數兒童未接種疫苗。輝瑞已向美國食品
和藥物管理局(FDA)申請批准疫苗用於5至11歲兒童。

“如果您沒有接種疫苗，請再次考慮一下，您(的接種)將為您自己、您的孩子、您的家人
和您的社區增加額外程度的保護。”福奇說，“所以現在是反思為什麼接種疫苗很重要的好時
機，這能讓你們出去享受萬聖節以及即將到來的其他假期。”

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主任瓦倫斯基同意福奇的觀點，她此前表示，儘管存在疫
情，但今年兒童應該能夠安全地“不給糖就搗蛋”。

CDC本月早些時候發布了新指南，鼓勵可能參加室內假期聚會的民眾打開門窗，並使用風
扇來加強通風並最大程度地減少新冠病毒的傳播

福奇稱短期內美國不會強制國內航空旅客接種疫苗

莫德納遭莫德納遭《《紐約時報紐約時報》》痛批痛批：：為了利潤為了利潤
優先向富國供應疫苗優先向富國供應疫苗，，窮國祇能苦等窮國祇能苦等

（綜合報導）新冠疫情讓美國疫苗供應商莫德納股價暴漲，董事長、聯合創始人
、投資人紛紛登上福布斯富豪榜。

一邊是公司賺得盆滿缽滿，另一邊，《紐約時報》10月9日撰文，狠批莫德納為
了利潤優先向富國供應疫苗，而那些較窮的國家不但面臨疫苗延期供應，採購價格也
比富國更貴。

據世衛組織數據，截至10月11日，全球新冠肺炎確診病例超過2.36億，死亡人數
突破480萬；而根據統計網站“our world in data”數據，全球只有46.5%的人口至少接
種了一劑新冠疫苗，低收入國家更是低至2.5%。

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和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7日再次呼籲確保疫苗公平分配
，古特雷斯直言：“不公平分配疫苗不僅是不道德的問題，也是愚蠢的。”

《紐約時報》的文章指出，莫德納研製的疫苗可能是目前對新冠病毒的“最佳防
禦”，但該公司幾乎只向富裕國家提供疫苗，讓貧窮國家苦苦等待，還要從中賺取數
十億美元的利潤。

報導援引科學數據分析公司Airfinity的資料，指出目前約有100萬劑莫德納疫苗被
運往世界銀行所列的低收入國家，相較之下，同為美國公司的輝瑞和強生提供的疫苗
約為840萬劑和2500萬劑。

此外，據有關國家官員透露，在少數幾個已經與莫德納達成疫苗採購協議的中等
收入國家中，大部分尚未收到任何疫苗，且至少有三個國家的疫苗採購價格高於美國
和歐盟。

根據莫德納經銷商的一份報告，在購買莫德納疫苗的22個國家/地區中，沒有一
個屬於低收入國家/地區，只有菲律賓屬於中低收入國家。

至於莫德納的採購價格，美國政府曾向該公司提供13億美元的疫苗研發經費，其
採購價格為每劑15美元至16.5美元，歐盟的採購價格為每劑22.6至25.5美元。相對這
些高收入國家，博茲瓦納、泰國、哥倫比亞等中上收入國家為每劑疫苗支付的費用卻
達到27至30美元。博茲瓦納和哥倫比亞都遇到了疫苗延遲交付的情況。

此外，非洲國家突尼斯去年年底表示想購買莫德納疫苗，但該國疫苗採購負責人
盧齊爾（Hechmi Louzir）通過美國駐突尼斯大使館尋求幫助未果。盧齊爾表示，大使
館官員聯繫了莫德納，但沒有任何結果。

《紐約時報》稱，儘管莫德納也曾提出以較低價格向貧窮國家提供疫苗，但前提
是該公司已經完成了其他國家的訂單。有非洲聯盟官員透露，今年5月，莫德納提出
要以每劑10美元的價格向非盟供應一批疫苗，但這些疫苗要到明年才能提供，談判也
因此破裂。

參與非洲聯盟疫苗交付計劃的阿拉齊亞（Ayoade Alakija）表示，莫德納的態度相
當於“我們來這裡是為了賺錢，只是偶然間發現了一樁好事，我們甚至都不想假裝自
己在試圖拯救世界。”

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前負責人湯姆•弗里登（Tom Frieden）直言：“莫德納
的行為似乎表明，除了最大化投資回報之外，他們完全沒有責任。”

《紐約時報》就少有貧窮國家獲得莫德納疫苗向該公司提出疑問時，莫德納方面
表示，公司目前“正在投資”增加其疫苗產量，以便在2022年向貧困國家提供10億劑
疫苗。

一名莫德納高管表示，公司正在盡一切努力盡快生產盡可能多的疫苗，但他們的
生產能力依然有限。他們今年生產的所有疫苗都是為了滿足歐盟等國政府的現有訂單
。

莫德納首席執行官班塞爾（Stéphane Bancel）8日受訪時聲稱，他對公司的疫苗沒
有惠及到較貧窮國家的更多人口“感到遺憾”，但情況已經超出他的控制。

班塞爾說，莫德納去年試圖讓美國政府撥款以擴大公司的產能，但以失敗告終。
至於公司的收費標準，則取決於該國家/地區訂購劑量的多少以及其富裕程度。

報導援引兩名美國政府官員的話說，拜登政府對莫德納未能讓貧窮國家更容易獲
得疫苗的做法“感到沮喪”，美國政府一直在敦促莫德納提升美國工廠的產量，並將
其技術授權給海外製造商。

莫德納方面10月7日表示，計劃在非洲投資5億美元建廠生產疫苗，但該公司沒
有給出具體時間。

《紐約時報》稱，與輝瑞、強生、阿斯利康這類擁有多種藥物和其他產品的公司
不同，莫德納目前只銷售新冠疫苗，該公司的未來取決於疫苗能否獲得商業成功。新
冠疫苗為莫德納帶來了一場變革，該公司表示，預計其生產的疫苗今年將帶來至少200
億美元的收入，這也將使莫德納疫苗成為史上最賺錢的醫療產品之一。

權威評級機構晨星（Morningstar）分析師安德森（Karen Andersen）預計，莫德納
在疫苗方面賺取的利潤可能高達140億美元，而該公司在2019年報告的總收入為6000
萬美元。與此同時，隨著新冠疫情蔓延，莫德納的股價也迅速飆升，今年以來增長近2
倍，目前市值已超過1200億美元。

值得一提的是，根據美國《福布斯》雜誌近日發布的美國400富豪榜，莫德納董
事長阿菲揚（Noubar Afeyan）、聯合創始人蘭格（Robert Langer）、早期投資人斯普
林格（Timothy Springer）首次登上榜單，其中阿菲揚的財富接近50億美元，蘭格49億
美元，斯普林格59億美元。

古特雷斯：不公平分配疫苗不道德且愚蠢
據世衛組織數據，截至10月11日，全球新冠肺炎確診病例超過2.36億，死亡人數

突破480萬；而根據統計網站“our world in data”數據，全球只有46.5%的人口至少接
種了一劑新冠疫苗，這一數字在低收入國家更是低至2.5%。

10月7日，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再次呼籲確保疫苗公平分配。他在日內瓦舉行
的簡報會上表示，目前全球已接種超過64億劑次新冠疫苗，近三分之一人口全面接種
，這掩蓋了“可怕的不平等”。

譚德塞說：“迄今為止，高收入和中高收入國家使用了75%的疫苗，只有不到1%
的疫苗流入低收入國家。在非洲，只有不到5% 的人完全接種了疫苗……今年早些時候
，世衛組織為所有國家設定了到9月底為其10%的人口接種疫苗的目標，56個國家沒
有達成目標，這不是他們的錯。”

譚德塞表示，目前全球疫苗產量為每月 15 億劑，這意味著“只要公平分配，就有
足夠的供應來實現我們的目標”，“這不是供應問題，而是分配問題”。

一同出席簡報會的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表示：“如果沒有一種協調、公平的
（疫苗分配）方法，任何一個國家都無法長期維持病例減少，為了所有人的利益，我
們迫切需要讓所有國家的疫苗接種率達到高水平。”

他說，如果放任病毒像野火一樣在非洲大陸或南半球的其他地區傳播，產生抗藥
性的變種病毒就可能出現，“那一天可以很快到來……而發達國家為全體人口接種一
、二乃至三劑疫苗的所有努力都將失敗，這些人將不會受到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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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就取消加徵關稅與美交涉
劉鶴與美貿易代表視像通話 專家：美應釋誠意清除經貿障礙

9日，第130屆廣交會在廣州
正式發布該屆廣交會吉祥物。金

燦燦的身子，甜美的笑容，親和力十足的小蜜蜂
“好寶 Bee”和“好妮 Honey”正式登場亮相。
這是廣交會自 1957 年創辦以來首次發布吉祥
物。

“蜜蜂忠誠、勤勞、團結、奉獻，是一種跨
文化的正面形象象徵，具有非常高的國際認可
度，與廣交會的功能、定位、作用、貢獻完美對

應。”中國對外貿易中心主任儲士家介紹，吉祥
物的名字也有美好的象徵意義。他說，好寶，是
男孩名，寶是Bee的諧音，意喻寶貴，象徵廣交
會是中國外貿發展史上熠熠生輝的瑰寶，為中國
對外開放和經濟社會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好
妮，是女孩名，是Honey的諧音，意喻友好，象
徵廣交會是友誼的紐帶、貿易的橋樑，是中國的
一張金色名片，為促進中外人民友好往來發揮着
重要作用。●香港文匯報記者 盧靜怡 廣州報道

�� 65歲廣交會 首設吉祥物

●廣交會吉祥物取名為“好寶Bee”及
“好妮Honey”。

香港文匯報記者盧靜怡 攝

視頻通話中，雙方進行了務實、坦誠、建
設性的交流，討論了三個方面的問題：

一是中美經貿關係對兩國和世界都非常重要，
應該加強雙邊經貿往來與合作；二是雙方就中
美經貿協議的實施情況交換了意見；三是雙方
表達了各自的核心關切，同意通過協商解決彼
此合理關切。中方就取消加徵關稅和制裁進行
了交涉，就中國經濟發展模式、產業政策等問
題闡明了立場。雙方同意本着平等和相互尊重
的態度繼續溝通，為兩國經貿關係健康發展和
世界經濟復甦創造良好條件。

美關稅“排除”不意味兩國經貿復常
中國商務部研究院國際市場研究所副所長

白明對香港文匯報表示，美國對華加徵關稅是
特朗普政府時期的政策，拜登政府若繼續加徵

關稅，無疑將與“希望加強與中國合作”的表
述相悖。“要麼合作、要麼競爭、要麼對抗，
如果繼續加徵關稅，這將成為橫亘在兩國合作
道路上一道很難逾越的門檻。”

美國貿易代表戴琪（Katherine Tai）當地
時間10月4日發布對華貿易政策演講時曾表
示，將啟動一個有針對性的關稅排除流程。白
明提醒，這裏的“排除”並不等同於“撤
銷”。因加徵關稅，美國出現了嚴重的通貨膨
脹現象，而關稅“排除”只是為了美國自身利
益考慮，定向對某些項目取消加徵關稅。“這
裏面的可操作餘地是很大的。”他說，“ 關
稅‘排除’並非意味着兩國經貿關係恢復到正
常狀態。”他認為，如果美方真的有誠意發展
中美經貿關係，就應該撤銷加徵關稅，這不僅
是中方期待的，對目前國內通脹壓力巨大的美

國而言，也是現實的。
白明強調，取消加徵關稅，本身就是讓中

美經貿合作回到正常發展的軌道，美國不應該
利用上一任政府加徵關稅的籌碼，為自己謀求
不當利益。“中美經貿關係是你中有我、我中
有你，若要展開合作就必須將中間障礙都清除
掉，不能中方清除、而美方設置，這是不公平
的，也難以看出美方誠意。”

中美對話應尋找最大公約數
“對中國企業設置禁運、將中國企業列入黑名

單等，美方設置了諸多障礙，首先應考慮的是清
除障礙，而不是變本加厲增加籌碼。”他說，解
鈴還須繫鈴人，希望美方拿出實實在在的態度，
中美對話最重要的還是誠信，雙方應求同存異、
尋找最大公約數，這樣的對話才有意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京報道）10月9日上

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中美全面

經濟對話中方牽頭人劉鶴與美貿易代表戴琪舉行視頻

通話。中方就取消加徵關稅和制裁進行了交涉，就中

國經濟發展模式、產業政策等問題闡明了立場。此間

專家對香港文匯報表示，這次對話基本上是坦誠的、

有建設性的，但中美貿易摩擦存在已久，需要更多溝

通，以發現更多雙方利益疊加點和最大公約數，不

過，美方尚需釋放更多誠意，不應利用上一任政府加

徵關稅的籌碼，為己謀求不當利益。

●專家表示，美國應撤銷加稅，而不是以加稅為籌碼為己謀求不當利益。圖為
一名觀眾早前在美國拉斯維加斯消費電子展向中國展商了解VR產品性能。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國駐美大使館官網發
布，當地時間10月8日，秦剛大使在華盛頓接
受鳳凰衛視記者專訪，就美國貿易代表戴琪闡
述對華貿易政策並談及美中經濟“再掛鈎”作
出回應。秦剛說，雙方可以坐下來梳理哪些方
面被“脫鈎”了，以及如何“再掛鈎”。

秦剛指出，中美經貿關係既然是互利共贏
的，就應該充分考慮彼此關切，本着相互尊重、
互利互惠的原則打交道，動輒施壓對抗、限制打
壓注定行不通。一些人主張與中國“脫鈎”，如
果任何一家美國企業選擇這麼做，那就是同世界
第二大經濟體脫鈎，就是同14億人口的巨大消
費市場脫鈎，就是同世界500強企業排行榜脫
鈎。我注意到戴琪女士提到美國現在要尋求和中
國“再掛鈎”，其中有一定的積極因素。雙方可
以坐下來梳理哪些方面被“脫鈎”了，以及如何
“再掛鈎”。我們願和美方進一步溝通協商，妥
善管控分歧，共同創造條件，在相互尊重、合作
共贏的基礎上擴大雙方合作的積極面，確保中美
關係包括兩國間經貿關係能夠重回健康穩定發展
軌道，落實好前不久習近平主席和拜登總統在通
話中達成的重要共識。

美續打壓中企將致嚴重後果
被問及戴琪未提及美撤銷對華關稅、如何

看待講話釋放的複雜信號，秦剛說，過去幾年
來，兩國經歷的貿易摩擦及其結果再次證明了
中美合則兩利、鬥則俱傷，打貿易戰、關稅戰
沒有贏家。相信今天更多的美國人懂得了這個
道理。中美作為兩大經濟體又互為最重要的貿
易夥伴之一，兩國存在經濟上的競爭、貿易上
的摩擦都很正常，關鍵是如何處理。我們主張
要通過溝通協商，本着相互尊重、互利互惠的
原則，尋求彼此都能夠接受的解決辦法。

秦剛表示，中方也有自己的關切。近年來
中國企業在美國投資、上市越來越困難，目前
已有900多家中國企業被美方列入各類實體清
單。中國企業面臨不公正待遇，特別是美方越
來越多地利用所謂“國家安全”的借口打壓中
國企業、限制雙方的經貿往來與合作，這樣發
展下去會造成更嚴重的後果。

被問及如何看待美方聲稱中方沒有全面落
實中美第一階段經貿協議，秦剛指出，中方在
處理國與國關係中一向重信守諾。儘管在過去
這一年多我們面臨疫情帶來的嚴重困難，但中
方仍本着真誠態度穩步推進落實中美第一階段
經貿協議。無論是知識產權保護，還是擴大從
美國進口農產品，以及在金融領域開放等方
面，我們都採取了實實在在的步驟，取得了重
要進展。反觀美方，對中國企業、對兩國間經
貿交往與投資合作設置了重重阻力和限制。近
來中美雙方在經貿領域保持着各個層級的溝通
對話，雙方有什麼關切都可以放到桌面上談，
但同時美方要秉持務實和真誠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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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聞

(綜合報道）全國中小學 「班班有冷氣」計畫預計明年夏天
完成，台電負責協助學校導入能源管理系統（EMS），而未來校
園顯眼處將設置電子看板，放送冷氣用電量等即時資訊，藉此喚
起學生的能源意識。

台電更將進一步整合各校EMS，建置全新自動需量平台，
只要在必要時刻下指令給學校，校園冷氣隨即執行自動降載，減
輕尖峰負載壓力。誘因在於，學校參加方案並配合減少用電後，
除電費因用電量下降隨之減少外，台電另將依據執行成效提供額
外的基本電費扣減。

全國中小學 「班班有冷氣」政策，包含電力改善工程、冷
氣安裝、EMS及太陽光電標租4部分；截至9月底，已安裝1030
校、6萬6269台冷氣，預計明年2月底前，完成全台冷氣裝設工
作。

台電則配合辦理校園新設電力改善工程設計及施工標，並
協助學校導入EMS，讓學校電能得以更有效利用。

台電業務處接受中央社記者訪問時表示，EMS管理學校冷
氣、太陽光電、儲能設備等，對學校電力系統有4大好處；第一

，達到智慧節能效果，EMS可設定全校冷氣開啟時段等，自動
監控用電量，超過設定上限就會警示，落實校園智慧化電能管理
。

第二，掌握整體用電，除學校會定期產出用電狀況報表，供
自身參考，中央、地方政府也可透過EMS產出數據，掌握學校
用電情形；第三，若結合台電自動需量反應（ADR）方案，還
可減少學校電費支出。

業務處指出，未來各級學校裝設冷氣後，預估用電需求將
增加，為避免負載增加造成供電壓力，規劃整合各校EMS，建
置全新校園空調自動需量反應平台，在必要時刻，台電會下指令
至簽約學校的EMS系統，學校接到信號後，便會自動針對冷氣
進行降載作業。

例如提高冷氣設定溫度，或切換為冷氣、送風各30分鐘的
運轉模式等，無須人工控制即可減少用電；校園也規劃建置PV
太陽光電，透過EMS管理用電及發電資訊，達到校園電能自發
自用目的。

業務處透露，參加方案並配合減少用電後，除電費支出因

用電量下降隨之減少外，台電另將依據執行成效提供額外的基本
電費扣減；目前已招募30所學校進行小規模ADR試驗，將依據
試驗成效訂定詳細方案內容。

最後一項延伸好處，則是EMS具備能源教育意義。業務處
解釋，裝設EMS的學校，會在校園顯眼處，例如穿堂，設置圖
像化即時顯示資訊看板，放送學校各項用電及發電資訊，包含冷
氣用電量、全校總用電量及太陽能發電量等，喚起學生能源意識
。

業務處表示，當能源資訊達到 「可視化」，學生就會產生
「能源與自身有關」的感受，透過連結學生日常生活與能源之間

的關係，孩子將願意進一步了解 「能源是什麼」、 「為何需節約
能源」等，增加能源知識學習動機。

校園在增設冷氣之餘，將同步布建太陽能板，負責相關業
務的經濟部能源局受訪時表示，太陽能板已全數結標，目前逐步
安裝中，預計年底前可完成30%太陽能板裝設，並在明年4月中
旬全數完成，總裝置容量為340MW，為新設冷氣耗能的1.45倍
。

台電將建置需量平台放大效益

物價漲明年報稅少繳？ 財部：年底前
公 告 最 新 免 稅 額

高雄開就賺首抽得獎出爐高雄開就賺首抽得獎出爐
鼓勵使用振興五倍券消費鼓勵使用振興五倍券消費，，高雄市政府舉辦登錄發票日月抽獎活動高雄市政府舉辦登錄發票日月抽獎活動，，1010日首度日首度

抽獎抽獎，，市府經發局長廖泰翔也親自致電聯絡得獎者市府經發局長廖泰翔也親自致電聯絡得獎者，，主動告知獲獎訊息主動告知獲獎訊息。。

(綜合報道）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年增率創高
，綜所稅、遺贈稅及所得基本稅額各項免稅額、扣除
額等有望連動調升。財政部表示，將計算物價漲幅是
否達到3%、10%不等的調整門檻，並在年底前公告試
算結果。

隨全球資金寬鬆且原物料價格高漲，市場對通貨
膨脹的憂心漸增，主計總處日前公布9月CPI年增率
達2.63%，持續突破2%，且創下逾8年半最大漲幅。

根據所得稅法規定，當遇到消費者物價指數較
上次調整年度的指數，累計上漲達一定程度時，即會
按物價上漲幅度調高綜所稅、遺贈稅及所得基本稅額
各項免稅額、扣除額。

其中遺贈稅免稅額，上次調漲已是2009年；綜
所稅免稅額、課稅級距及退職所得免稅額度，前次調

漲年份則是2017年。
財政部賦稅署長許慈美今天告訴中央社記者，

目前綜所稅、遺贈稅及所得基本稅額各項免稅額、扣
除額仍在計算中，和前次調整至今，若物價累計上漲
幅度超過3%，就要調升所得稅扣除額等；超過10%
則會調整遺贈稅扣除額等。

許慈美表示，根據物價上漲狀況，預計年底前
公布計算金額結果，並在2022年1月1日施行。屆時
公告的免稅額、扣除額標準，將於明年5月報稅時適
用。

至於基本生活費用，許慈美指出，根據主計總
處公布資料，由於2020年每人可支配所得中位數提
高，基本生活費用將調高新台幣1萬元，一樣會在年
底前對外公布。

颱風圓規逼近水利署發布5縣市警戒台水成立應變小組
(綜合報道）颱風圓規逼近台灣，水利署上午發布5縣市警戒，包括台北、新北、桃園市、雲

林縣與嘉義縣；另外，台水已成立緊急應變小組隨時關注颱風動態，避免濁度過高或停電等問題
，確保穩定供水。

中央氣象局今天表示，輕度颱風圓規有增強趨勢，預計今天會通過台灣南方，北部、東半部
嚴防豪、大雨；預估圓規持續朝西移動，明天白天就有機會解除海上警報。

台水公司今天發布新聞稿時表示，部分地區將出現強風大雨，台水已完成各單位防颱整備措

施及各項設備查檢，並成立緊急應變小組隨時關注颱風動態。
台水指出，為防豪雨造成原水濁度過高，以及停電影響正常供水，各淨水場均已加強整備，

以維持供水穩定；若颱風期間有影響正常供水，將於第一時間公告，用戶如有任何供水問題，可
撥打客服專線1910。

台水提醒，遇到停水情形時，請關閉抽水馬達電源，以免空轉過久產生高溫，造成馬達損壞
或引起火災；並請勿將日常作息中使用的橡皮管浸入水中，以免因虹吸作用導致水質遭受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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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僑界升旗慶雙十休士頓僑界升旗慶雙十 僑青熱情參與僑青熱情參與

（（本報訊本報訊））若您已經報名參加若您已經報名參加，，非常感謝您非常感謝您，，若若
尚未確定是否參加尚未確定是否參加，，為了自己及家人的健康為了自己及家人的健康，，我們誠我們誠
摯邀請您一起來關心這個議題摯邀請您一起來關心這個議題。。

新冠病毒新冠病毒，，像個頑皮的小精靈像個頑皮的小精靈，，在世界各地變戲在世界各地變戲
法法，，它頑強的轉變它頑強的轉變，，讓我們追不上它的腳步讓我們追不上它的腳步，，弄得全弄得全
世界的人們疲憊不堪世界的人們疲憊不堪。。
達福區急難救助協會達福區急難救助協會，，為了讓僑胞們能更進一步的認為了讓僑胞們能更進一步的認
識這個百變精靈識這個百變精靈，，特別請到周浩昌醫生為我們針對新特別請到周浩昌醫生為我們針對新
冠疫情的發展與疫苗的功效作深入的探討冠疫情的發展與疫苗的功效作深入的探討。。

週醫師是貝勒急診醫學系研究總監週醫師是貝勒急診醫學系研究總監，，TCUTCU和和
UNTHSCUNTHSC醫學院的急診醫學教授醫學院的急診醫學教授，，他將以其在醫學他將以其在醫學
的研究與實務的經驗的研究與實務的經驗，，與我們分享與我們分享：：
11. COVID-. COVID-1919 疫情現況與未來發展疫情現況與未來發展
22.. 群體免疫群體免疫vsvs流感化流感化
33.. 疫苗種類與接種方式疫苗種類與接種方式
44. COVID-. COVID-1919 下的醫療危機與轉機下的醫療危機與轉機
55. COVID-. COVID-1919 最新預防與治療最新預防與治療
66.. 如果得了如果得了COVIDCOVID該如何自處該如何自處

11.. 日期日期：：1010//1616//20212021 ((星期六星期六))

時間時間：：77::0000pmpm –– 99::0000pmpm舉行舉行 ((加拿大和美國中加拿大和美國中
部時間部時間))
講者講者：：周浩昌醫生周浩昌醫生//教授教授

22.. 報 名 請 至報 名 請 至 ：： https://forms.gle/dehttps://forms.gle/de--
QTJQTJ77FetweFetwe55dwpsdwps55
33.. 您將在課程開始前您將在課程開始前22天收到天收到ZoomZoom線上鏈接和密碼線上鏈接和密碼
通知通知。。
44.. 費用費用：：免費免費。。

為了您自身的健康為了您自身的健康，，達拉斯急難救助協會邀請您達拉斯急難救助協會邀請您
一同參與一同參與！！

若您有任何疑問或需要進一步的協助若您有任何疑問或需要進一步的協助，，請聯繫孟請聯繫孟
敏 寬 會 長敏 寬 會 長 E-mail: dfwajwvc@gmail.comE-mail: dfwajwvc@gmail.com 或或
469469--789789--68586858,, 或或 張志榮副會長張志榮副會長 817817--903903--25812581。。

達拉斯急難救助協會會長達拉斯急難救助協會會長
孟敏寬孟敏寬 敬邀敬邀

達福地區僑界急難救助協會達福地區僑界急難救助協會
網 站網 站:https://sites.google.com/view/dfweaa/:https://sites.google.com/view/dfweaa/

homehome

（本報訊）休士頓僑界慶祝中
華民國110年雙十國慶升旗典禮10
月10日上午在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
中心前廣場舉行，慶籌會主任委員
劉志忠、副主任委員劉美玲於現場
迎賓，逾250位僑領及僑胞歡欣與
會。僑務委員吳光宜、張世勳、陳
美芬、劉秀美及僑務榮譽職人員、
駐休士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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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銀行董事長李承穗及
亞洲化學公司董事長楊朝諄均出席
盛會。

典禮由潮州會館本頭公廟醒獅
團表演祥獅獻瑞揭幕，鑼鼓聲中獅
群穿梭翻騰，表演精彩。隨即在北
一女校友會儀隊、福爾摩沙青年文
化志工協會(FASCA）、美南中國
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校旗隊引導下，休士頓榮光聯誼會護送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進場進行升旗儀式。劉志
忠致詞感謝全僑面對疫情彼此守護，雙十國慶升旗典禮已是海外僑胞愛鄉愛國的表徵，將會世代傳承。羅
復文致詞表示，雖有疫情的影響，去年中華民國在全民共同努力下經濟成長率達百分之3.11，是世界第一
；今年預估將達到5.88，成績亮麗。他強調，未來辦事處將努力向前衝，繼續為僑胞提供最便捷的服務。

升旗之後，羅復文代表僑務委員會委員長童振源頒發新屆僑務榮譽職人員聘書、推動台灣參與世界衛
生組織有功團體及個人感謝狀、協助防治新冠肺炎疫情有功團體及個人感謝狀，同時也頒發感謝獎牌給採
購鳳梨捐送國內弱勢團體的休士頓台灣商會等，另外也代表僑聯總會頒發海外優秀青年榮譽獎章證書及獎
章給優秀僑青周浩恩；據了解，他也獲得海華文教基金會今年所辦 「海外十大傑出青年」 。升旗典禮最後
在華人重機俱樂部鳴笛中結束。

本次典禮僑青參與熱烈，除了周浩恩之外，FASCA同學並領唱美國國歌，休士頓客家會的青年組也在
現場設攤分發防身警報器，將服務社區的概念與國慶活動結合。劉志忠希望藉由本次典禮將新生代的力量
帶進國慶活動，結合不同世代為國家慶生。

10/16 線上演講活動: 後COVID時代的危機與轉機
休士頓著名曹志源教授夫休士頓著名曹志源教授夫

人人，，曹衛怡賢女士曹衛怡賢女士，，慟於今慟於今
年九月廿九日在家仙逝年九月廿九日在家仙逝，，並並
於昨日於昨日（（1010月月1111日日 ））安葬安葬
Forest ParkForest Park 休市森林公園休市森林公園
公墓公墓。。昨天上午十時昨天上午十時，，舉行舉行
基督教儀式告別式基督教儀式告別式，，休市西休市西
南管理區主席李雄南管理區主席李雄、、 「「休士休士
頓國際區頓國際區」」 主席李蔚華主席李蔚華、、朱朱
勤勤夫婦勤勤夫婦，， 「「達心地產達心地產」」 李李
達曾達曾、、唐心琴夫婦等人都前唐心琴夫婦等人都前
往悼念往悼念，，場面莊嚴場面莊嚴、、悲慟悲慟。。
曹衞怡賢女士的夫婿曹教授曹衞怡賢女士的夫婿曹教授
及子女皆出席告別式及子女皆出席告別式，，並在並在
會上追憶曹女士生平會上追憶曹女士生平。。曹教曹教

授並表示授並表示：：曹夫人當年在護專深受老師同學愛戴曹夫人當年在護專深受老師同學愛戴，，因她國語純正因她國語純正，，儀表良好儀表良好，，救國團救國團
每有重大全國性活動每有重大全國性活動，，便指定她為台柱便指定她為台柱。。她曾獲救國團主辦全國大專院校學生演講比她曾獲救國團主辦全國大專院校學生演講比
賽冠軍賽冠軍，，因而名噪一時因而名噪一時，，台北無人不知台北無人不知，，連蔣經國故主任都向李煥打聽這個女孩連蔣經國故主任都向李煥打聽這個女孩，，在在
大眾廣埸叫她代表致詞或同桌吃飯大眾廣埸叫她代表致詞或同桌吃飯。。..........等等，，而曹教授此時恰好代表台大為全國青年而曹教授此時恰好代表台大為全國青年
會總會主席會總會主席。。共同為當年反共抗俄搖旗吶喊共同為當年反共抗俄搖旗吶喊......而結緣而結緣，，終成眷屬終成眷屬。。......

當年台北學生領袖當年台北學生領袖 今日安葬休市森林公園今日安葬休市森林公園

羅復文羅復文((左六左六))頒發新屆僑務榮譽職人員聘書頒發新屆僑務榮譽職人員聘書（（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羅復文羅復文((右二右二))頒發感謝獎牌給休士頓台灣商會頒發感謝獎牌給休士頓台灣商會，，會長張園立會長張園立（（右三右三））代表受贈代表受贈，，北美北美
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名譽會長吳光宜台灣商會聯合總會名譽會長吳光宜（（左二左二）、）、王敦正王敦正（（左三左三））及楊朝諄及楊朝諄（（右一右一））在場在場
見證見證

圖文圖文：：秦鴻鈞秦鴻鈞

羅復文羅復文((左左))偕劉志忠偕劉志忠((右右))向中華民國國旗致敬向中華民國國旗致敬（（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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