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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您家的感覺

服務人員專業、友好
及時解決問題

免費WiFi、室內冰箱
本地電話、報紙、咖啡和茶

房間寬敞、整潔
免費早餐新鮮、健康

緊鄰中國城  交通購物方便
2930 W Sam Houston Pkwy S

Houston, TX 77042

(713) 785-3899

凱蒂亞洲城

聯⽲地產集團 購屋|商業|投資|⽣意  ⼀站式服務 

(713)-630-8000

1,000 ~ 8,000平⽅英呎
商圈旺鋪全⾯招商

JOSIE LIN,CCIM

美國首檔比特幣期貨ETF周二正
式上市，首日開出紅盤大漲近5％，
顯示投資人反應熱烈，旺盛買氣帶動
加密貨幣投資熱潮，推升比特幣行情
一舉衝破6.6萬美元，改寫歷史新高
。周三歐美盤間，比特幣價格連破6.5
與 6.6萬美元大關，來到66113美元
，大漲逾3％，一舉超越4月14日締
造的64895.22美元，再創歷史新高紀
錄。

研究機構Fundstrat Advisors管理
合夥人李湯馬斯指出， 「網路效應
（network effect）將挹注價格躍升」
，預料比特幣可能會從最近的6.4萬
美元飆升到16.8萬美元。

比特幣漲破6.6萬美元 改寫歷史新高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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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中原律師
DANIEL LEE

C.Y. LEE LEGAL GROUP, PLLC

www.leelegalgroup.com

11122 Bellaire Blvd., Suite 103, Houston, TX 77072
(Tues-Thur 9:00am-5:00pm)

1305 Prairie St., Ste. 300, Houston, TX 77002
(Mon-Fri 9:00am-5:00pm)

A02_LEE李中原律師C_16

Of Counsel Mark Thering and Of Counsel Glenn Loethen.

精通國語、英語
粵語、西班牙語

休士頓最佳律師  獲獎無數

歡迎來電預約:
832-632-4639
英語、國語、粵語、西班牙語

資深出庭辯護律師

刑事事故/車禍意外/人身傷害
家庭法/離婚官司/子女扶養
商業/房產糾紛/各類案件

專
精

為服務華人社區已於美南新聞大樓一樓設有辦公室

manager.v@houstondivorcenow.com
E-mail:

法學博士 ATTORNEY AT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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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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nce the arrival of 5G technology, the whole
world is changing. We are partnering now
with many local media to create a new
platform -- Global Vibes Group with the goal
of combining large and influential
independent media companies to represent
the many diverse groups in our community.

The vision is to unite our global TV, radio,
newspaper and magazine media with the
goal to serve as a gateway for companies to
build strong alliances and networks together.

Today we are building a live media center in
Houston, Texas, with 24/7 live streaming
news and entertainment content. We can
bring the news, music, videos and movies of
different countries to our platform while
highlighting entrepreneurs and community

leaders that will be covering the North
America, Africa, the Caribbean and Asian
media markets.

The streaming channels will
include Google App, Roku,
Firetv, YouTube, Facebook,
WeChat, TikTok and local
TV headlines.

The live media center will be
open for those people who
want to produce their own
shows and we will be ready
to help them.

We are so excited that the
new project will be open and
will continue our goal of

serving our community.

1010//2020//20212021

We Are Entering A NewWe Are Entering A New
Chapter In MediaChapter In Media

在5G 時代之來臨 ，新聞傳媒走進了全新
的階段 ，全球各地的社區媒體正透過手機和平
板電腦以秒殺之速度接到畫面及信息， 如何在

如此嶄新的媒體社區平台 加強內容及可看性是
我們努力之目標。

美南環球直播中心將在此大情勢之趨動下

， 結合各族裔媒體 ，在次展現我們文化之多
樣化及相互支援之目標， 我們將透過 Roku 、
臉 書 、 YouTube 、 Amaron 、 Fire Google
APP、微信、 今日頭條、 抖音、scdaily.com
等平台 進行轉播。

尽管我們的總部設在休斯敦， 我們的影響
力將遍及全球 ，我們的合作伙伴包括非裔、
拉丁裔、 亞裔 、中東裔及主流之電視廣播電
台， 我們將透過直播中心 七天二十四小時播
出 ，內容將推廣音樂、文化 、商業、 電影、
訪談全球有影響的企業家藝術家及社區領袖。

超過十二家加盟之各族裔媒體並將定期在
美南新聞廣埸舉邊慶祝各族裔之文化活動， 為
大休斯敦地區增加社區活動， 造福民眾。

美南直播中心是我們另一創舉 ，結合各種
團結力量 ，平台共享， 共創美好未來是大家
努力之目標。

美南環球傳媒直播中心即將啟用美南環球傳媒直播中心即將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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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一陣子，美國東西海岸各大港口陷入罕見的運輸危機, 堆積如山的貨櫃集專箱乏人管
理, 竟造成貨出不去,櫃回不來的慘境,位於喬治亞州薩凡納港口已囤積了8萬個貨櫃，其中有
700個已長達一個月沒人運走, 更有大批貨輪停滯外海等待卸貨, 直接造成內陸貨物短缺現象,
眼看著感恩與聖誕佳節購物熱潮即將到來， 真是令人憂心忡忡。

航運貨輪的重要可從今年三月那艘戴著1.83萬個貨櫃的長榮海運巨無霸貨輪在蘇伊士運
河因沙塵暴而擱淺, 阻絕了南北往來交通，在經過埃及官方日夜全力拉拖搶救後才脫困通行,
其間所耗損的運輸時間與油料成本難以估計, 所以蘇伊士運河突顯了世界供應鏈中最重要的環
節,直接給紙漿、石油、天然氣的運送, 其影響後產生之骨牌效應, 使各類家電成品價格相對提
高，而最後都加重到消費者身上。

現在美國港口所出現的貨櫃危機就是運輸受阻與貨物供應鏈的中斷, 而這些危機的主因無
庸置疑是受到疫情影響 。 當去年疫情嚴峻時, 工商經濟各個層都出現了停滯減緩的狀態, 導致
全球生產效率的下降,有許多貨輪與貨櫃公司因此倒閉結束營業, 當然運貨工人也隨之失業，但
現在疫情已過, 當貨物生產恢復後, 卻因勞工短缺, 直接導致運輸不力, 無論是鐵路還是貨櫃車
，都出現貨櫃積壓現象, 這種層層影響的現象, 最後就造成消費指數上漲, 消費力減弱的後果,
因此要解問題之道,最重要的還是要先克服勞工的短缺。

自從疫情以來, 因為聯邦紓困計畫與失業救濟金的發放造成許多人失去工作的原動力而不
願外出上班, 支領失業救濟金的人數大增,根據勞工部統計,8月竟有430萬人辭職，創下自
2000年來的新高記錄, 所以現在許多公司求才若渴, 為了增聘大量人手，大部份公司都將平均
薪金上調以務求招到合適人選, 這當然是解決勞工短缺問題的關鍵。

恢復勞動力是啟動供應鍊和消費鏈調節正常的最重要因素, 也唯有在市場機制正常下才可
以使貨出得去,櫃回得來, 有利於民生經濟的正常發展。

航空業的碳排放佔到2%，這促使科學家們持續研究環保的航空油。美國喬治亞州立大學
(University of Georgia)的研究人員找到一種非食用的芥子植物油，它提煉的環保燃料，能夠
將飛機的碳排放量減少68%。

有趣的工程(Interesting Engineering)報導，從植物提煉的燃料油，也稱為生質油；以往
總把研究眼光放在食用油上，比如玉米油、大豆油、葵花子油，但是這些是糧食作物，拿來
做為燃料必然是糧食浪費，因此新的研究方向是尋找非食用油。

喬治亞大學找到他們要的，一種十字花科的伊索比亞油菜(Brassica carinata)非常理想，
它屬於蕓苔屬，又俗稱伊索比亞芥菜(Ethiopian mustard)，它的葉子可食，是一種蔬菜，而種
籽可以榨油。然而它的油並不適合食用，卻是不錯的航空燃料替代品。

勞斯萊斯公司(Rolls-Royce)拿伊索比亞芥菜油做實驗，以百分之百的濃渡做為商用噴射
引擎的燃料，結果發現減碳效果不錯，引擎沒有不良影響，碳排放量僅是航空汽油的1/3。

美國拜登總統剛剛提出航空業降碳目標，希望到2030年時，航空業的碳排放量減少
20%，到2050年實現淨零排放。既然目標已定，接下來就是做法了。

研究團隊主持人，喬治亞大學副教授普伊特‧道維迪( Puneet Dwivedi)說： 「油菜是不
錯的固氮植物，可以在休耕時種植，這就不會影響糧食農作的生產，這就是農產、航空業，
以及最重要的氣候變化帶來多贏結果。」

新加坡昨天大增近4000人確診
，再度刷新單日確診人數紀錄。星國
抗疫官員今天表示，近期病例數雖保
持平穩，但還沒下降，原本為期一個
月的加強防疫措施將延長一個月至11
月下旬。

新加坡疫苗覆蓋率已超過8成，
但8月中逐步鬆綁防疫措施後，本土
病例卻不斷攀升，迫使當局於9月底
再次加強防疫措施，包括限縮社交聚
會最多2人、餐廳內用最多2人一組
、居家辦公為既定模式等，預計實施
一個月至10月24日。

自加強防疫措施以來，星國2019
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確診病
例增加速度有所趨緩，但每天新增確
診人數仍高達2000多至3000多人。
昨天新增3994人確診，又刷新疫情
以來的單日最高紀錄；全國累計15萬

4725人確診，累計246人病故。
身兼新加坡跨部會抗疫工作小組

聯合領導人的衛生部長王乙康、財政
部長黃循財今天以線上方式向媒體說
明疫情發展及防疫措施。

王乙康表示，近期的正向發展包
括每天病例數比較穩定，過去2週未
見病例迅速增加；無症狀或輕症患者
比例增加至98.6%；已接種疫苗的年
長者感染人數從最高一天1000人降
至200多人，其中很重要的原因是為
年長者接種追加劑。

不過，他也坦言，雖然病例數平
穩，但還沒有下降，仍需要一段時間
。今天新增的社區案例仍超過3000
起。

隨著確診人數飆升，住院人數及
重症患者人數也隨之上升。衛生部表
示，目前公立醫院共有1650張COV-

ID-19 隔 離 病 床 及
200張加護病房床位
，但隔離病床使用率
已達89%，加護病房
床位使用率也達67%
。

黃循財指出，目
前醫療體系仍面臨很
大壓力，很可能會不
堪負荷。為此，現行穩定疫情的措施
將延長實施一個月至11月21日，以
減輕醫療體系負擔。

他說，政府將於幾週後檢視疫情
情況，若可行的話，將先鬆綁風險較
低的措施。

黃循財透露，餐飲業者盼政府放
寬讓來自同一家庭者可5人一組到餐
廳用餐，目前雖然風險仍太高，但政
府確實在評估中。

星國跨部會抗疫工作小組日前宣
布，自13日起，僅有完成接種者可在
餐廳、小販中心內用，以及進入商場
、景點，最多2人一組；未接種者不
得進入商場及景點，但可到餐飲場所
外帶食物。這些新措施有一週的寬限
期，今天起正式生效。

有鑒於加強防疫措施延長一個月
，黃循財表示，星政府將再次援助受
影響的企業與員工，包括僱傭補貼、

租金減免及補助計程車、私召車司機
等，總值新幣6億4000萬元。

他形容，目前可能是新加坡抗疫
之路 「最艱難的」 階段，但這波疫情
在某個時間點總會達到高峰；隨著有
越多人感染、越多人接種追加劑，
「我們對抗病毒的免疫力會更好」 ，
相信情況會變好。

新加坡確診人數居高不下 加強防疫措施延長一個月

芥子油可提煉環保航空燃料 降低碳排68％



AA44世界形勢
星期四       2021年10月21日       Thursday, October 21,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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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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01-John Lee李元鐘保險2567B_16

已發表19萬字保險專欄，
www.johnleeins.com 歡迎索取

7001 Corporate Dr. #201. Houston, TX 77036（華埠大廈）
電話: (832) 500-3228請找謝經理

李元鐘保險
我們擁有最多美國政府認證的
各項保險專業證照、得獎無數

美國保險碩士、台灣淡江保險學士

美國及台灣前十大保險公司理賠專員

汽車、房屋、商業、人壽、醫療、老人保險

國際組織建言生物多樣性保護
應從“邊緣”走向“主流”

綜合報導 《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五次締約方大會(COP15)

“生態文明與生物多樣性保護主流化”主題論壇在中國昆明舉行，

多家國際組織的代表建言，生物多樣性保護應從“邊緣”走向

“主流”。

世界資源研究所總裁兼首席執行官阿尼魯達· 達斯古普塔提到，

過去人類更爲關注經濟，並以消耗生物多樣性爲代價發展經濟。他

說，近些年，基于科學的實踐證明生物多樣性和經濟發展可以相互

依存，比如一些地方利用生物多樣性景觀發展生態旅遊經濟。“爲

了後代能夠繼續共享生物多樣性資源，全球必須將邊緣化的生物多樣

性保護變爲主流行動。”

“只靠科學家去保護，是遠遠不夠的。”國際植物園保護聯盟秘書

長保羅· 史密斯說，未來十年的生物多樣性工作路徑中，生物多樣性主

流化是公認的、最核心的要點，而棲息地的保護與修複將成爲實現有效

保護的關鍵。

“主流化是最有效的生物多樣性保護與可持續利用的措

施。”中國科學院華南植物園主任任海說，必須將生物多樣性納

入經濟、社會發展的主流，從而避免先破壞後保護，做到防患于

未然，使生物多樣性保護與經濟發展同步進行。他認爲，主流化

也是實現生物多樣性保護由行政命令向綜合運用法律、經濟、技

術轉變的主要途徑。建議加強法律法規和政策支持、強化科學和

技術支撐、開發更有效的方法，並出台指標體系和指南、加強宣

傳教育。

亞洲開發銀行副行長艾哈邁德· 賽義德希望，全球建立全方位合

作機制以及跨領域部門工作方式，並制定更多有關生物多樣性保護

的項目計劃，亞洲開發銀行將支持生物多樣性保護項目與相關經濟

的發展。

南非：開放12至17周歲人群疫苗接種

綜合報導 南非衛生部長喬· 法赫拉在例行記者會上宣布：南非

政府將從本月 18日起開放針對 12至 17周歲民眾的新冠肺炎疫苗接

種工作，而南非政府的目標是在12月的聖誕假期來臨前，完成對12

至 17歲民眾至少50%人群的疫苗接種工作。

法赫拉表示，南非 12 至 17 周歲民眾的數量約為 600 萬左右

。盡管當前南非尚未開展大規模校園接種工作，但南非各級衛

生部門應抓住學生在校的機會，盡可能為更多適齡人群接種疫

苗，以防止校園內疫情的大規模傳播。他證實：屆時南非政府

將全程監督接種工作，並根據國際權威研究數據對接種情況進行

實時評估。

法赫拉還證實，在第三波新冠肺炎疫情高峰平穩度過後，目前南非

新冠肺炎疫苗接種工作正在持續推進中。截至目前，南非已有超過2000

萬人次接種一劑或兩劑疫苗，且這一數量隨著南非周末疫苗接種工作的

開展，有望繼續攀升。

截至記者發稿時，南非新冠肺炎確診病例總計達到2915560例，死

亡病例88562例，檢測呈陽性率達到2.3%。

荷蘭又大批收容難民
烏特勒支讓難民住進賭場

從11月起，將在荷蘭烏特勒支荷蘭

國營賭場的一座大樓接收的500名難民

中，也可能有所謂的來自安全國家者。

不過，烏特勒支市議會的信函中並未提

及這種可能性。信函只是說，該收容所

適合有 12 歲及以上兒童的家庭。

但是，根據荷蘭求庇者接待中央機

構COA 的說法，入住的不僅有家庭，也

有已婚夫婦，而單身男性和單身女性也

可以入住 Overste den Oudenlaan的這座

前賭場建築，不過，只是爲期一年的臨

時收容。

今年9月初，當喀布爾機場等候人

群的畫面傳遍世界時，烏特勒支副市長

馬騰· 範奧恩（Maarten van Ooijen）應市

議會的要求，向COA伸出了援助之手，

因爲必須迅速接收大批來自阿富汗撤離

人員。

還有來自其他地方的難民
此外，預計還會有來自烏特勒支省其

他地方的難民，包括來自安全國家者。這

些人，通常是來自摩洛哥、阿爾巴尼亞和

阿爾及利亞等安全國家的單身男性。在一

些村鎮和城市，這個群體的人帶來了很多

的滋擾，讓當地行政長官很傷腦筋。

COA 發言人索特泰斯（Carmen

Schothuis） 強調說：“我們沒有區別。

只有在最後一刻才能弄清楚這些尋求庇

護者的來源。不過，並非所有的來自安

全國家者都讓人討厭。”據她說，在

30000 名尋求庇護者中，只有 300 名制

造滋擾者。

兒童

唯一肯定不會入住賭場建築物的團

體，是12歲以下的兒童。市政當局報告

說，將向原籍國、性別和年齡不同的人

提供庇護所，因爲 “COA 制定了一項

政策，將尋求庇護者平均分配到各個接

待地點，烏特勒支也要這樣做”。

範奧恩的發言人還說，臨時收容所

內外發生的任何滋擾，都將“與當地警

方和 COA 合作”解決。

擴充現有難民營
阿爾梅勒（Almere）將在現有的難

民中心旁邊建造新的緊急接待中心，接

待大約500名尋求庇護者。市政府發言

人稱，第一批居民將很快抵達。

緊急收容中心預計將使用 12 個

月。

周四上午，阿爾梅勒收到了司法部

國務秘書克諾爾（ Ankie Broekers-Knol

）的一項緊急請求。

市政府發言人說：“衆所周知，需

求很高，但我們對這一要求背後的緊迫

性感到驚訝。”

市議會周四決定合作，部分原因是

現有的難民中心將成爲永久的收容點，

需要擴大，計劃已經獲得了市議會的批

准。

周五上午，難民收容總局局COA開

始與國防部一起建造緊急收容所。由于

趕進度的原因，首先建造帳篷狀的收容

點，日後將被更大的人工合成材料的收

容點取代。此類設施已經在奈梅亨附近

的 Heumensoord 建成。

目前，有 800 人住在阿爾梅勒的

難民中心，現在，又需要接待多達

500 人，市政府周五向阿爾梅勒的居

民分發信件。如有必要，將舉行信息

發布會。

世界糧食計劃署呼籲
采取緊急行動管理氣候風險

綜合報導 世界糧食日來臨之際，聯

合國世界糧食計劃署(WFP)發布預警稱

，如果不立即采取全球行動，幫助脆弱

社區適應氣候衝擊和壓力，世界將面臨

由氣候危機引發的饑餓呈指數型增長的

問題。

世界糧食計劃署的一項分析顯示，全

球平均氣溫如果比工業化前的水平上升2

攝氏度，將會增加1.89億饑餓群體。絕大

多數生活在脆弱社區的人們都依賴農業、

漁業和畜牧業生存，他們對氣候危機的影

響最小，但卻要在有限的緩衝手段下繼續

承受氣候衝擊。

分析稱，氣候危機加上嚴重的衝突，

現有的脆弱性進一步加劇，損失、破壞和

絕望也在加劇。受衝突影響地區的極端氣

候事件破壞當地家庭本已貧乏的資源，甚

至阻礙了人道主義援助觸達社區。在阿富

汗，衝突與經濟困難造成的嚴重幹旱已經

使三分之一的人口陷入饑餓中。

“從馬達加斯加到洪都拉斯再到孟加拉國

，全球大部分地區都在遭受氣候危機帶來

的痛苦，這是數百萬

人每天都要面對的現

實。氣候危機正在加

劇糧食危機。”世界

糧食計劃署執行幹事

戴維· 比斯利說，如

果 這 是 新 常 態，我

們不能繼續在災難中

蹒跚而行。“我們需

要做的不僅僅是在危

機發生後收拾殘局，

而是要管理氣候風險

，使其不能再破壞脆弱社區的糧食安

全。這正是世界糧食計劃署的專業所

在。”

世界糧食計劃署表示，氣候變化威脅

社區種植糧食、保障收入和抵禦衝擊的能

力，該機構正在幫助社區適應這種氣候變

化，目前已經支持了39個國家的政府，幫

助他們實現其國家氣候目標。

2020年，世界糧食計劃署在28個國家

實施了氣候風險管理解決方案，幫助600

多萬受益人口更好地抵禦氣候衝擊帶來的

壓力。在過去十年中，世界糧食計劃署已

經爲氣候行動動員了近3億美元的資金支

持。

比斯利說：“今天，衝突使數百萬人

陷入饑餓，但氣候危機可能會超過衝突，

成爲造成饑餓的主要原因。我們迫切需要

投資早期預警系統以及氣候適應和恢複能

力項目，以避免這一場迫在眉睫的人道主

義災難。”

綜合報導 英國知

名塗鴉藝術家班克西的

畫 作 “ 氣 球 女 孩 ”

(Girl with a Balloon)下

半部遭切碎後身價不

減 ， 這 一 畫 作 在 倫

敦蘇富比拍賣行被拍

賣，售價高達 1600 萬

英鎊。

在下半部被切碎

後 ， 這 幅 畫 作 已 從

“氣球女孩”改名爲

“在垃圾桶裏的愛”

(Love is in the Bin)，

這幅畫在蘇富比 (So-

theby's) 現代藝術拍賣

競標，此前預估價格

爲 400 萬到 600 萬英鎊

， 最 終 以 創 紀 錄 的

1600 萬英鎊的高價拍

出。

2018 年 10 月，原

畫作在同一地點以將近

110萬英鎊價格落槌，

當時“氣球女孩”在拍

賣會以高價賣出後，部

分畫作卻立刻在當場被

自動絞爲碎紙，如同經

過碎紙機一般，衆人相

當震驚。

班克西喜愛嘲弄古

板的藝術世界，創作風

格放縱不羁，他的塗鴉

于1980年代開始出現在

英格蘭西南部的布裏斯

托街頭。這名街頭遊

擊藝術家的行動難以

預料，英國各地和世

界各國都曾留下他的

“印記”。

遭切碎的這幅畫作

是班克西最著名的作品

之一，畫作中有一名伸

著手的女孩，以及一顆

愛心形狀的氣球。

蘇富比現代藝術部

主管布蘭奇克表示，班

克西在上次拍賣會“切

碎藝術品，並沒有造成

多大破壞，反而創造了

新作品”。

那幅“自毀”的班克西畫作身價暴漲

拍出1600萬英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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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美國

美國當局預料幾週後將批准孩童施打輝瑞
COVID-19（2019冠狀病毒疾病）疫苗，白宮
今天說明接種計畫時表示，5至11歲孩童很快
就能在小兒科診所、地方藥局甚至是學校施打
。

美聯社報導，聯邦監管單位未來兩週將召
開會議，評估對孩童施打疫苗的優點。此前相
關單位已耗費許久時間研究，以確保疫苗的安
全性。

預料美國疾病管制暨預防中心（CDC）11
月2日、3日召開諮詢會議後，將正式批准對孩
童接種疫苗。在那之後幾個小時內，疫苗就會
連同供孩童使用的較小針頭，開始大規模送到
全美各地施打處，並在幾天內準備好打進孩童
手臂。

拜登政府指出，這次對學齡孩童的全國接
種計畫不會重現10個月前美國開打疫苗的窘境
。當時疫苗稀少與量能問題，讓許多美國人得
苦苦等候。

白宮官員表示，現在美國已有充足輝瑞

（Pfizer）疫苗，可以替很快就有資格的約
2800萬名孩童接種，當局數個月來戮力確保一
旦核准就能大規模送出疫苗。

白宮說，超過2萬5000名小兒科醫師與基
礎醫療提供者已簽署參與對孩童施打COV-
ID-19疫苗的計畫，另有數以萬計的零售藥局
已在替成人接種疫苗。聯邦緊急事故管理總署
（FEMA）也將資助和支援數百家校園和社區
診所，加快接種行動。

白宮也準備加強針對父母和孩童的疫苗安
全教育計畫，讓他們知道打疫苗並不麻煩。政
府相信，如同成人接種計畫，由教育人員、醫
師、社區領袖等信任度高的人傳遞訊息，將會
是鼓勵接種的關鍵。

儘管比起長者，孩童染疫出現嚴重副作用
的風險較低，但確實曾發生嚴重案例。官員指
出，接種疫苗能大幅降低風險，同時減少傳染
力較強的Delta變異株在社區傳播，有利國家從
疫情中復甦。

美CDC料下月准孩童打疫苗 拜登政府準備起跑衝刺

美國官員今天指出，中國的產業政策 「扭
曲了公平競爭環境」 ，針對進口商品、服務及
國外供應商，美國政府將盡其所能確保進行改
革。

美國駐世界貿易組織（WTO）代辦畢斯比
（David Bisbee）在 「第8次對華貿易政策審議
會議」 上表示，中國的其他 「不公平貿易行為
」 還包括優惠國營企業、限制數據、實施智慧

財產權不當及網路盜竊。
畢斯比指稱，美方也無法漠視關於中國在

若干產業使用強迫勞動力的報告，但他未對此
闡明細節。畢斯比還說，美國將尋求所有可用
的工具，說服中國做出必要改變。

他提及，對於中國將擁抱開放、市場導向
政策的期望並沒有實現。看來中國沒有改變的
意願。

WTO審議會議 美國鎖定中國 「不公平貿易行為」
「美國海軍學會新聞網」 （USNI）報導，

為因應中國大陸與俄羅斯的遠程火力威脅，美軍
須獲得更多電力設備，才能夠在分散式殺傷
（Distributed Lethality）概念下為各單位提供防
護能力，但專家指出，對這類設備至關重要的先
進電池生產，目前卻是由中國大陸主導。

美國智庫 「哈德遜研究所」 （Hudson In-
stitute）國防概念與科技中心（Center for De-
fense Concepts and Technology）主任克拉克
（Bryan Clark）指出，分散式殺傷概念雖讓敵
方無法將美軍 「一網打盡」 ，大幅增加其攻擊計
畫的複雜度和困難性，但美軍自身也須耗費大量
成本，才有辦法在遭遠程火力瞄準下，確保各單
位受到攻擊時或之後，仍有能力繼續執行任務。

前美國陸軍中將、曾擔任美國陸軍未來司令
部（Army Futures Command）副司令的魏斯利
（Eric Wesley）指出，2014年烏克蘭軍3個營

於集結時遭俄羅斯迅速殲滅，是美國國防部無論
在歐陸或印太區域都須警惕的案例；而對分散式
殺傷概念來說，電池是十分重要的設備，因為其
能提前儲存備用，又能承擔獨立的能源供應任務
。

不過曾在美國空軍國民兵服役近20年、美
國智庫 「密契爾航太研究所」 （Mitchell Insti-
tute of Aerospace Studies）資深研究員潘尼
（Heather Penney）指出，中國大陸已成為全
球先進電池生產的主導者，同時逐步控制世界各
地的鈷、鋰、錳等採礦工業。

因此克拉克表示，在先進電池領域，五角大
廈須跳脫現有供應商限制，尋找可能的突破點；
潘尼更指出，美國國防部旗下的戰略能力辦公室
（Strategic Capabilities Office），正打造可移
動式的小型核子反應爐，未來可能成為分散式單
位背後的關鍵能量來源。

美想防禦中俄飛彈攻擊 這設備卻由大陸掌控

英國 「金融時報」 （Financial Times）最
近報導，中國8月間曾測試一枚具核能力的極
音速飛彈。美國總統拜登今天對此表達憂心。

路透社報導，在拜登要登上空軍一號（Air
Force One）前往賓州時，記者問他是否擔憂中
國的極音速飛彈，他回答說 「是的」 。

白宮發言人莎琪（Jen Psaki）今天也告訴

記者，白宮已透過 「外交管道」 ，針對中國的
極音速飛彈科技表達擔憂之意。

「金融時報」 最近引述知情人士報導，中
國軍方在8月間曾發射一枚火箭，搭載一枚極
音速滑翔飛行器，這枚飛行器在繞行低軌道太
空後，向下巡航飛向目標。但中國外交部駁斥
這項報導。

中國試射極音速飛彈拜登感到憂心

獲美國總統拜登任命的助理衛生部長萊文（Rachel Levine）今天正式宣誓，擔任美國公共衛
生服務軍官團上將，成為美國史上首位跨性別四星將領。

英國廣播公司（BBC）報導，現年63歲的萊文已是美國聯邦政府最高階跨性別官員。她今天
在宣誓時表示，這是深具重大意義的歷史性場合。

她說： 「願今天的任命為許多後繼者創下先例，我們創造了多元且更包容的未來。」 她畢業
於哈佛學院（Harvard College）與杜蘭大學醫學院（Tulane University School of Medicine），之
前曾是執業小兒科醫師。

美國公共衛生服務軍官團（US Public Health Service Commissioned Corps）轄下編制約有
6000名軍官，工作內容包含應對COVID-19（2019冠狀病毒疾病）疫情等健康危機與天災。

美國衛生部長貝塞拉（Xavier Becerra）表示，任命萊文擔任這項職務是 「國家邁向平權的重
大一步」 。

萊文在擔任助理衛生部長之前，曾擔任賓州州立醫學院（Penn State College of Medicine）
的兒科和精神病學教授，以及賓州衛生局長，致力於應對鴉片類藥物成癮問題。

助理衛生部長主管公衛軍官團 成美首位跨性別上將



AA66
星期四       2021年10月21日       Thursday, October 21, 2021

神州日報中 國 經 濟 ●責任編輯：凌晨曦 2021年10月20日（星期三）3

人民幣升穿6.4關4個月最高
跨境理財通帶動 60億國債今發行

前有跨境理財通19日正式開

通，後有國家財政部20日到港發

行60億元人民幣國債，人民幣產

品接連湧現，在岸（CNY）和離

岸人民幣（CNH）19日午間雙雙

升穿6.4關口，為時隔四個月重新

升破6.4元關口。市場對人民幣後

市走勢分歧，有聲音認為升浪未

完，年底前有機會再挑戰6.3年內

新高；但同時也有指央行會出手

防止進一步升值。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曉菁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內地
第3季經濟增長雖然低於預期，但市場
憧憬內地會因而適度放鬆一些監管政
策，並且更有利創造“降準”空間，A
股回升0.7%，帶動港股高開後持續向
上，全日升377點，收報25,787點。藍
籌友邦及科技股領漲，科指反彈3.1%
報 6,518 點，國指亦升 1.8%報 9,136
點。惟大市成交仍弱，僅1,207億元
（港元，下同）。

港股3日已累升824點，光大新鴻
基財富管理策略師溫傑指，月初已預
測大市將進入反彈期，目標是25,600
點左右，目前已經到位，後市回調的
風險增加，目前不宜高追。

他指出，恒指早前跌至23,800點
時，再跌的動力已減弱，並將迎來一波
反彈浪，目標是 25,500-26,000 點區
間。結果恒指的反彈符合其早前預期，
並一舉升穿10天、20天及50天線。但
就算指數升破上述技術指標，市場的基
本因素並沒大改變，甚至有可能為了
“屠殺”大量在26,000點左右的熊證，
故他仍維持恒指反彈至26,000點已“到
位”的預測，後市不會看得太樂觀，認
為回調的機會當大。

科技股手機股造好
友邦全日升2.3%報89.45元，推升

恒指44點。科技股美團升1.9%，也為
恒指進賬43點，小米汽車業務有進
展，刺激股價升5.4%報22.5元。騰訊
也升0.4%。視頻股及手機股更跑贏大
市，嗶哩嗶哩獲大摩看好第三季總收入
可超過指引的上限，全日飆12%，是科
指中升幅最大股份，快手亦升近一成。
不過溫傑認為，小米公布好消息

對股價的刺激只屬短線，他提醒投資
者汽車業的投資非常龐大，且屬很長
期的投資，短期難看好實質利益，僅
可炒作概念，散戶不宜因看好小米的
汽車業務而高追，重點仍是留意其手
機業務表現。
手機股有買盤吸納，比亞迪電子

急升逾一成，瑞聲升2.5%，舜宇升
4.2%。
安踏管理層將FILA的2021年增長

指引調低，遭多間大行削減目標價，
但普遍維持“買入”，消息令該股曾
挫逾6%。不過到了下午，市傳中國擬
將8月8日定為“國家體育節”，買盤
隨即低撈安踏，該股倒升3.2%收市，
同業李寧及特步也倒升2.9及7.8%。

國家外匯管理局 19 日人民幣中間價報
6.4307，下調7點子，結束3連升。但午

間開始人民幣走勢發威，CNH攀升逾300點率
先衝出6.4，CNY隨後亦一路上揚，升勢強
勁。截至19日晚8點，CNY報6.3893，CNH
報6.3824。招商銀行金融市場部首席外匯分析
師李劉陽指出，近期人民幣偏強，其中有中國
出口高景氣的因素，貿易順差帶動結匯需求上
升。

市場對後市看法分歧
對於人民幣走勢，市場人士看法存在分

歧。路透社引述一中資行交易員指出，不論從
基本面還是技術面上看，目前沒有看空人民幣
的理由；ING集團最新觀點指出，市場對人民
幣興趣增加。
不過，瑞穗銀行亞洲首席策略師張建泰認

為，中國經濟增長面臨較強阻力以及近期宏觀
數據疲軟，令部分市場人士對人民幣此次走強

感到意外，當美元/人民幣跌破6.4關口，中國
央行可能會再次出手遏制人民幣升值傾向。

星展銀行就認為，中國經濟增速持續放
緩，下調年底人民幣目標位至6.48。渣打報告
預測，人民幣可能會在第四季度重返年內的高
點6.36，同時新一輪逆周期措施可能出台，包
括進一步提高外匯存款準備金率，以防止進一
步升值。

限電效應 瑞銀下調GDP預測
事實上，在限電導致的一系列連鎖反應

下，19日天又有兩大行下調內地全年GDP預
測。瑞銀報告稱，中國經濟增長三季度放緩、
四季度因缺電和雙控限產影響，則繼續承壓，
將2021年全年GDP增速預測由8.2%下調至
7.6%。
瑞銀亞洲經濟研究主管暨首席中國經濟學

家汪濤預計，儘管近期房地產相關信貸已有邊
際放鬆跡象，今年四季度到明年初房地產銷售

和新開工可能進一步下跌；基建投資會支撐四
季度實際GDP環比折年增長率反彈至4%以
上，但其同比增速可能會進一步由4%放緩至
2.7%。
該行預計，明年一季度，缺電的影響可能

明顯消退、宏觀政策有望進一步放鬆，這應能
抵消消費和房地產活動走弱帶來的拖累，不過
經濟環比增長動能可能要到明年3月以後才會
更明顯地反彈，料2022年全年實際GDP增長
5.6%。

美銀估明年GDP僅增4%
此外，美銀時隔兩月後也再次下調中國經

濟增長預測，將GDP增速從8%下調至7.7%，
並將2022年的GDP預測從5.3%降至4%。

該行認為，缺電直接影響了內地的工業生
產，央行或會推遲出台重要的政策支持措施。
雖然9月下旬開始有紓緩政策，惟任何新措施
都需要一定時間才能發揮作用。

●● 人民幣產品接連人民幣產品接連
登場登場，，在岸和離岸在岸和離岸
人民幣人民幣1919日雙雙升日雙雙升
穿穿66..44關口關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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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遊旅團”疫鏈涉7省區市24人
內蒙古一餐館內蒙古一餐館55員工員工1414食客確診食客確診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陽波、張仕珍、

劉俊海、喬輝，實習記者 郭濤 陝西、寧

夏、甘肅、內蒙古連線報道）內地本輪疫情

快速蔓延開來，繼前一日陝西、寧夏報告

“西部遊旅行團”確診病例之後，19日，內蒙古、北京、甘肅、湖南、貴州相繼發

現關聯陽性病例，陝西和寧夏再增新確診病例，至此內地本波局部疫情感染鏈條已

經擴至7省區市，24人染疫。經過香港文匯報記者對各省區市疫情通報進行梳理發

現，絕大部分病例活動軌跡都有個共同的交集點，那就是內蒙古阿拉善盟額濟納旗

桐楠閣家常菜館，目前該菜館已有5名員工和14名曾在此用餐的食客確診，其

中包括最早確診的兩名上海遊客。據悉，陝西省及西安市疾控部門正

在抓緊進行病毒基因測序工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曉芳 北京報
道）據北京官方通報，19日北京通報的確
診病例15日乘坐列車赴京途中，與寧夏回
族自治區銀川市確診病例艾某某同一車廂
相鄰臥鋪。

北京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副主任龐星火
19日在發布會上作出如上表述。龐星火表
示，該病例長期在甘肅省武威市居住，現住
北京市豐台區。10月17日自覺咽部不適、
咳嗽，10月18日看到確診病例艾某某新聞
後，主動向轄區疾控中心報告，作為密切接
觸者接受核酸檢測，結果為陽性。

她表示，該病例19日轉至定點醫院隔
離治療，當日診斷為確診病例，臨床分型
為輕型。初步判斷確診病例密切接觸者9
人，已採取相關管控措施。

北京市豐台區副區長張婕稱，根據該
病例抵京後居住、就餐、停留等行動軌
跡，劃分封控區、管控區和強化防範區，
落實不同隔離措施。其所在街道已設置10
個核酸檢測採樣點位，組織3萬餘名小區居
民開展核酸檢測。

張婕表示，病例所在街道人員原則上
禁止出京，確需出京的，須持“北京健康
寶”綠碼和48小時內核酸檢測陰性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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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香港文匯報記者梳理，本輪“西部遊旅行
團”局部疫情已經擴至7省區24人。

北京長沙遵義各有一確診
其中，陝西省西安市8例確診、甘肅蘭州4

例確診2例無症狀、內蒙古阿拉善盟額濟納旗5例
確診、寧夏2例確診、北京1例確診、湖南長沙1
例確診、貴州遵義1例確診。其中大部分病例都
與內蒙古阿拉善盟額濟納旗桐楠閣家常菜館有關
聯，例如陝西西安7例確診、甘肅蘭州5病例、寧
夏2例確診，都曾在該餐館多次用餐。而根據內
蒙古自治區應急辦通報，10月19日，6名在阿拉
善盟額濟納旗人民醫院和疾控中心初篩陽性人員
經阿拉善盟疾控中心覆核，確定5人核酸檢測陽
性，經自治區臨床專家診斷，確定為新冠肺炎確
診病例，此5人均在額濟納旗達來呼布鎮桐楠閣
餐廳工作。

目前，根據網絡訂餐平台顯示，桐楠閣家常
菜館已暫停營業。內蒙古自治區和阿拉善盟派出
的核酸檢測、流調、醫療救治等應急支援人員、
核酸檢測車輛和醫療設備已全部到位，相關疫情
處置工作正在有序推進中。

蘭州6人染疫 所住小區全封閉
由於之前陝西通報的7病例軌跡都涉及甘肅

多個景區，從18日上午8點開始，甘肅嘉峪關市
開展全員核酸檢測，甘肅省蘭州市、張掖市、酒
泉等地市也收緊疫情防控措施，加強排查。18
日下午，甘肅省第二人民醫院報告該院當日上午
一例新冠病毒混檢管結果出現陽性，後經覆核依
然為陽性。甘肅省、蘭州市疾控中心立即進行全
面排查追蹤管控，經檢測，與其同行的4人及密
切接觸者1人核酸檢測結果均為陽性。目前6人
中4人確診，2人為無症狀感染者。

香港文匯報記者19日下午在蘭州雲祥小區
採訪時看到，目前整個小區從大門50米距離
處，就開始實行全封閉管理。現場工作人員告訴
香港文匯報記者，該小區共有4棟樓，住戶千餘
人，18日晚已經連夜集中對其中一棟樓的430人
做了核酸檢測，其他樓層今天正在陸續組織進行

檢測。小區附近的一所中學和一
所小學，目前也已經停課，學生
全員進行核酸檢測。而距離小區
不遠的甘肅省二院也已拉起警戒
線，嚴格管控人員出入。

甘肅四市緊急關停文旅場所
鑒於當前疫情防控形勢，甘肅省文旅廳19

日緊急關停蘭州、酒泉、嘉峪關、張掖四市文旅
經營場所和經營活動，取消各類演出、展覽和群
眾性文化活動，同時緊急停止跨省旅遊業務。目
前甘肅省嘉峪關汽車站、酒泉市金塔縣汽車站已
全線停班，張掖汽車東站額濟納旗線路亦全部停
班。而截至19日中午12點，嘉峪關市共完成核
酸採樣32萬人份，已檢出的結果中均為陰性。

西安確診8人 2223密接核檢為陰
19日，西安新增報告1例本土確診病例，該

病例為西安市人，10月16日曾陪同10月18日發
布的外省輸入確診病例3、4、5、6和無症狀感
染者在西安遊玩。截至19日12時，西安市已診
斷確診病例8人（1例無症狀轉確診），其中7
人為外省遊客。

據了解，截至19日12時，西安市已管控密
接人員2,578人，2,223人核酸檢測結果陰性，其
餘正在進行檢測。同時對重點場所重點人員進行
核酸檢測，已採樣213,530人，135,016人結果已
出，全部陰性。對病例活動過的區域實行封閉管
控，共封閉管控相關場所、小區22處。

寧夏2例確診
另據香港文匯報記者從寧夏回族自治區衞健

委獲悉，19日寧夏吳忠新增1例確診病例，該病
例曾赴內蒙古額濟納旗胡楊林景區遊玩，其間在
桐楠閣家常菜館就餐。目前，寧夏全區已有2例
確診病例。19日寧夏下發緊急通知，組織排查10
月5日以來有甘肅省蘭州市城關區旅居史返寧人
員，10月1日以來有內蒙古自治區額濟納旗旅居
史返寧人員，同時同步排查有甘肅省張掖市、嘉
峪關市等地旅居史人員。

孫春蘭：全力研發新冠治療藥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政治

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孫春蘭19日到國家藥監局藥
品審評中心調研，了解新冠病毒藥物臨床試驗、審
評服務等情況，並召開相關企業和專家座談會，聽
取藥物研發工作的意見建議。孫春蘭強調，要深入
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於疫情防控和藥品研發的重要
指示精神，落實黨中央、國務院決策部署，尊重科
學、遵循規律，集中科研力量，全力開展新冠治療
藥物研發攻關，力爭早日取得突破，為科學防控疫
情、保障人民健康提供有力支撐。

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有關企業、科研單位
及科技人員克服困難、持續攻關，相關部門研審聯
動、靠前服務，積極推進多路徑藥物研發，迅速遴

選多種治療藥物，推出“三藥三方”等中藥方藥，
多種藥物或療法納入診療方案，31個藥物進入臨床
試驗，為鞏固疫情防控成果、有效提高治癒率、降
低病亡率發揮了重要作用。孫春蘭指出，有效藥物
是降低疾病危害、做好疫情防控的關鍵手段。要總
結完善前期研發的經驗做法，充分發揮制度優勢，
創新研審工作方式，加快推進臨床治療藥物研發各
項工作，適應國際疫情新變化、毒株變異新特點和
疫情防控需要。

組織專家對現有研發藥品遴選
孫春蘭強調，要組織專家對現有研發藥品進行

認真遴選，分類給予支持和指導，對於臨床數據完

整的，及時推動審批上市；對作用機制明確、潛在
療效明顯、安全性好的，及早介入支持開展臨床試
驗。要統籌做好境內外臨床試驗，加強境內臨床研
究平台建設和臨床資源有效利用，引導企業有序做
好境外臨床研究，加快試驗進度。中醫藥在患者救
治方面的療效明確。要借鑒青蒿素研發和取得國際
認可的經驗，組織優勢團隊協作攻關，獲得高質量
臨床循證證據，科學闡述中藥作用機理，篩選或改
良出針對性更強的方藥，積極推動中醫藥“走出
去”。要提前制定藥物生產、儲備計劃，做好相關
準備。要依照科學程序和國際認可的標準，扎實推
進臨床試驗、審評審批等工作，強化研發生產使用
全過程監管，確保藥物安全有效、經得起檢驗。

1.河北疫情

時間：1月2日，河北省藁城市小果莊村出
現首個確診；從首例到零新增34天。

確診總數：累計報告本土確診病例523例。

2.黑龍江、吉林疫情

時間：1月9日，黑龍江望奎出現1例新冠
肺炎無症狀感染者；從首例到零新增共28
天，疫情隨後蔓延至3省8地。

確診總數：確診病例486例，無症狀感染者
529例。

3.雲南瑞麗“3．30”疫情

時間：3月30日，雲南省瑞麗新增6例本土
確診病例；從首例到零新增共23天。

確診總數：雲南省本輪疫情共感染本土病例
86例。

4.廣州疫情

時間：5月21日，廣州市荔灣區本土新增1
例確診病例；從首例到零新增共32天。

確診情況：廣州市本輪疫情累計報告153例
感染者，包括146例確診病例和7例無症狀
感染者。

5.江蘇疫情

時間：7月20日，江蘇南京祿口國際機場工
作人員9人檢測結果呈陽性；南京本地從首
例到零新增24天，確診個案波及16個省
份。

確診情況：全國本土累計確診1,272例，其
中818例在江蘇省，其次主要集中在河南省
（166例）、湖南省（110例）、湖北省
（91例）等。

6.福建疫情

時間：9月9日晚，莆田仙遊縣總醫院檢測
發現兩份樣本檢測結果呈陽性，疫情先後擴
散至莆田、泉州、廈門、漳州四地市；從首
例到零新增28天。

確診情況：福建累計報告本土確診病例468
例。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曉芳

●●蘭州雲祥小區相鄰的甘肅省二院實行嚴格管控蘭州雲祥小區相鄰的甘肅省二院實行嚴格管控。。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俊海香港文匯報記者劉俊海 攝攝

內地今年局部疫情回顧

文 匯 要 聞2021年10月20日（星期三） ●責任編輯：凌晨曦 1

●●蘭州市針對重點人群開展核酸檢測蘭州市針對重點人群開展核酸檢測。。
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郭濤香港文匯報實習記者郭濤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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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中国

10月15日至19日，珠江河畔，万商汇集，第13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以下简称
“广交会”）如期而至，广开大门迎天下客。作为几乎浓缩了一部中国外贸发展史、有中国外
贸“晴雨表”和“风向标”之称的广交会，本届迎来近8000家企业线下参展、2.6万家中外企
业线上参展，广交会“朋友圈”再次扩大。在这一世界合唱的中国舞台上，展示了怎样的外
贸风貌？传开了哪些广交会故事？

年年办年年办，，年年年新年新

——新面孔、新产品、
新模式，本届广交会令人耳
目一新

65年弹指一挥间，广交会已连续
举办 130 届。年年办，年年新，这届
广交会“新”在何处？

——不少参展商首次参加，展会
涌现一批“新面孔”。“第一次参加
广交会，来年还会继续参加！”法格
大中华区首席执行官葛挺对记者说，

“这是法格品牌在广交会首次正式亮
相，展会期间我们面向全球首发了智
能厨电新品。通过这届广交会，我
们希望能提升法格品牌在中国市场
的知名度，也希望为促进国内国际
双循环作出贡献。”

据展会主办方介绍，本届广交会
线下展为时隔两年首次恢复，共吸引
7795 家企业，其中 318 家为首次参
展，覆盖电子、机械、能源等众多品
类。“目前，我们已获得国内大型高端
百货、电器连锁及商超和礼品渠道的浓
厚兴趣和意向订单。”葛挺高兴地说。

广交会缘何吸引一大批“新面
孔”参加？“我们看中的就是‘广交
会’这块金字招牌！初来乍到，主要
是为了借助这个可以‘买卖全球’的
综合性贸易平台打响品牌，打通国内
国际经贸合作的渠道。”亿航智能设备

（广州） 有限公司政府事务部副总裁薛
鹏说。

——一批黑科技、新产品在展会
集中亮相。走进 TCL 集团品牌展位，
现代家居生活的“科技感”扑面而
来。由 TCL 自主研制的全球首款 OD
Zero Mini LED 智屏前，多位采购商
驻足咨询。这款产品拥有两项“世界
之最”：全球最薄的 Mini LED 智屏、
搭载全球最多的 Mini LED 芯片。“我
们积极应对国际竞争的新趋势、新变
化，建立更完善的全球产业布局。”
TCL创始人、董事长李东生说。

上海亿力电器有限公司市场部经
理黎飚向记者介绍，这次他们带来了
公司的CF奖金奖产品手提式喷雾器参
展。“广交会对我们来说是提升企业知
名度的一个很好的窗口，通过这次展
会，我们既展示了最新科技成果，也
展示了企业文化和品牌力。”黎飚说。

——首次线上线下融合办展，开
创办展新模式。商务部副部长任鸿斌
此前介绍，线上线下融合举办第 130
届广交会是巩固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
社会发展战略成果的重要举措，有利
于维护中国经济稳定复苏的良好态
势，有利于展示中国扩大开放的坚定
决心。

统筹考虑当前疫情防控需要，本

届广交会由以往的三期调整为一期，
按 16 大类商品设置 51 个展区。其中，
线下展的展览面积40万平方米，按16
大类商品设置 51 个展区，展位总数
19181 个、参展企业 7795 家，是新冠
肺炎疫情下全球规模最大的实体展
会；线上展保持原有约 6 万个展位，
约2.6万家中外企业线上参展，目前已
上传展品278万件，创历史新高。

“线上线下融合办展，为我们企
业抢抓机遇提供了技术支撑。通过
广交会，全球各企业之间的互联互
通得以加强，我们期待未来在中国
这个开放、包容、具有广阔前景的
市场有更好的发展空间。”葛挺说。

对外开放对外开放的生动注脚的生动注脚

——讲好广交会故事，
就是讲好中国故事

新朋旧友，海纳百川。从首届广
交会迎来19个国家和地区的1223名采
购商，到本届广交会吸引 220 多个国
家和地区的采购商线上线下参与，熙
来攘往的广交会，是中国对外开放的
生动注脚。

格兰仕是最早参加广交会的广
东民营企业之一，该集团董事长兼
总裁梁昭贤表示，通过广交会，格
兰仕不断与众多新老客户沟通开拓
合作边界，为全球消费者提供高品
质高科技的产品和服务，把中国一
流的产品、服务和技术推向全球每
一个市场。

作为参加广交会届数最多的家
电企业，海尔在 1988 年的广交会上
只 有 半 个 冰 箱 摊 位 ， 不 足 5 平 方
米 ； 到 了 2017 年 的 第 122 届 广 交
会 ， 海 尔 一 口 气 设 立 了 新 品 发 布
区 、 冰 冷 、 洗 涤 、 空 调 等 10 个 展
区，多数产品具备全球首创或唯一
的颠覆性技术；到今年，海尔从产
品参展发展至场景参展，展示智慧
厨房、智慧客厅、智慧浴室等多个
家庭空间智慧场景，诠释了从一个
刚起步的小厂到全球白色家电巨头
的飞跃。“作为中国最大的进出口贸
易促进平台，广交会是海尔智家全
球创牌的重要一环，是海尔智家向
全球用户展示品牌形象的窗口。”海
尔智家有关负责人对记者说。

讲好广交会故事，就是讲好中国
故事。除了多届参展的企业，还有十
余年来数度参会的广交会老朋友。他
们通过广交会见证了中国外贸的转型
与发展，在广交会留下了自己的故事。

广州开发区投资促进局全球招
商总监贺励平是已经与中国有着 18
年缘分的“老朋友”。他回忆，第一

次参加广交会是2003年，18年前中国
还是主要的出口国，而现在，中国也
已成为主要的进口国。作为黄埔区
的全球招商总监，贺励平说：“我特
别希望越来越多人关注到广州的发
展，作为大湾区的一部分，广州本
身市场规模就非常大，我认为广州
是能够吸引到更多目光的。”

泰国中华总商会副主席暨各行业
公会执行主任李桂雄与广交会结缘甚
深。“我曾参加过多届广交会。由于疫
情，本届广交会我在泰国通过网络视
频观看了开幕式。”李桂雄对记者说，

“我们海外华商企业作为祖国与海外各
国友好合作及商贸往来的桥梁，也是
祖国各项政策的支持者、推动者，将
积极创造条件、发挥作用，为祖国进
一步对外开放和外经贸的发展贡献力
量，助力各方实现互利共赢。”

多方护多方护航航，，世界关注世界关注

——政策、技术、信息
支撑助力广交会顺利发展，
聚焦世界目光

订单不停，签约不止，安全有
序、创新高效、精彩纷呈的展会背
后，是多方政企合力提供服务保障的
结果。

为服务好第 130 届广交会，广州
税务部门结合参展企业的实际需求，
从政策辅导、优化服务、外贸高质量
发展等方面，创新推出了十条措施，密
切跟进企业在外贸、内销方面的个性化
涉税诉求，帮助企业抢抓订单机遇。

在广州新莱福新材料股份有限公
司的展位，市场部经理陈丽雪正向采
购商介绍公司最新设计和最畅销的产
品——柔性粘结磁体产品。作为一家
高新技术企业，该公司拥有50多项有
效专利和 30 多项广东省高新技术产
品，今年还入选了国家第三批专精特
新“小巨人”企业名单。

“国家对高新技术企业给予了企业
所得税按 15%征收的优惠，带给我们
真金白银的支持，减轻了我们的资金
压力。”陈丽雪说。据了解，2020 年
该企业享受企业所得税减免近 680 万
元，今年上半年减免逾750万元。

作为大会技术支持方，腾讯有关
负责人对记者表示，腾讯成立了专门
技术保障小组为广交会技术护航。针
对商务洽谈等需求，腾讯搭建了广交
会线上供采双方的沟通平台，通过内
置的实时在线翻译功能，帮助更多国
际展商实时进行交流。通过线上虚拟
展厅，采购商不仅可以实时看到展商
提供的商品，还能进入到 VR 虚拟工
厂进行参观，全面了解公司信息，为
采购决策获得更多信息支撑。

广交朋友、互惠共赢，广交会激发
强大的“磁场效应”，吸引世界目光。

“中日之间的经贸往来，有一个像
广交会这样互相契合的平台非常重
要。”日本福冈市政府驻广州办事处首
席代表奥田圣表示，今年是福冈与广
州缔结国际友好城市关系42周年，希
望能进一步推动两市在经贸领域的合
作交流。

大韩商工会议所常务副会长禹

泰熙表示，中国已成为韩国最大的
贸易和投资对象国。他希望两国进
一步发展友好合作关系，同时希望
韩国企业积极参与本次活动，使得
广交会成为开展商务合作的好机会。

“广交会是中国对外开放的一张名
片，而且时间越持久，就越会绽发出
自己的光彩，它已成为世界的一个公
共产品。”世贸组织副总干事张向晨表
示。

第13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在广州举行——

探秘广交会的“朋友圈”
本报记者 孔德晨 王俊岭

▲一名国外参会者（中） 在广交会上和展商洽谈。
新华社记者 刘大伟摄

▲10月15日，第130届广交会在广州举行。图为广交会上，一名皮革材料参展商
在整理展品。 新华社记者 邓 华摄

▲广交会展馆内，外国观众对中国企业的一款载人无人机产品发出赞
叹。 新华社记者 刘大伟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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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頓, TX)– 哈里斯縣聯合普選及特別選舉的提
前投票於昨天（10 月 18 日）開始。截至昨晚，已有
2,622 名選民在提前投票地點投票，同時本辦公室已收
到 29,005 名選民的郵遞選票。

基於哈里斯縣選務部對選舉透明的承諾，非官方
選民投票報告將按日期和投票地點，並在當日投票結
束時即行更新，可於此處查看https://harrisvotes.com/
Docs/Uploads/EVPA_unofficial.pdf. 現在包含數據圖形
，以幫助快速解讀信息並提高數據透明度。

所有登記選民都有資格對八項憲法修正案進行投
票，其中包括基礎設施和交通資金、司法候選人的資
格要求、州限制宗教服務的權利等主題。一些市民的
選票上可能有其他項目，例如學校理事和城鎮債券選
舉，則將取決於他們在縣內的居住地而異。

提前投票地點和等待時間可以在 www.Harris-
Votes.com 上找到英文、西班牙文、越南文和中文版

本。選民還可以在網站上查看本次選舉的選票樣本。
提前投票時間：
10 月 18 日，星期一 至 10 月 23 日，星期六，上

午 7:00 - 晚上 7:00
10 月 24 日，星期日，中午 12:00 - 下午7:00。
10 月 25 日，星期一 至 10 月 27 日，星期三，上

午 7:00 - 晚上 7:00
10 月 28 日，星期四，上午 7:00 - 晚上 10:00

（及在特定地點進行24小時投票）
10 月 29 日，星期五，上午 7:00 - 晚上 7:00
在 2017 年選舉提前投票的第一天，也有類似的選

票項目和合格選民，哈里斯縣在當天的截止時間前，
收到了 8,073 張包括親自和郵遞選票。

請至HarrisVotes.com查詢更多信息，包括選票樣
本和投票地點，並在Twitter，Facebook和 Instagram
上關注@HarrisVotes。

哈里斯縣聯合普選及特別選舉提前投票於11月2日開始

今年冬天，從慈濟休斯頓免費注射
流感疫苗和/或 COVID-19 疫苗，提高您
的免疫力！歡迎有或沒有保險的人。僅
限步入式。

日期及時間：2021 年 10 月 24 日
（星期日）10:00AM ~ 2:00PM

地點：慈濟南區靜思書店咖啡廊
6200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要求：
請攜帶身份證，如果您有保險，請

攜帶您的保險卡。
如果您計劃接種下一劑 COVID-19

疫苗（包括加強注射*），您必須攜帶疫
苗接種卡。

請早點到。數量有限，先到先得。

慈濟西南區辦事處免費注射流感疫苗和COVID-19疫苗

親愛的會員, 大
家好, 中華老人服務
協會九月廾四星期
五,下午 2:30, 健康
食療講座: 向垃圾睡
眠說再見

I) 主講人: 鄧雅
如女士

睡不著睡不好
，幾乎是每個人會
有的困擾，有時漫
漫長夜睡不著，有
時睡睡醒醒，睡不
好，引起睡眠障礙
的原因有很多，可
能是精神壓力、身
體疾病等等，還有
一些不知道的小習
慣也會偷走我們的
睡眠。講座中將會
分享天然不傷身的
睡眠飲食，以及睡
前助眠小動作，並
有烹飪教學示範。

時 間: 2021 年
10月 26日,星期二,
下午2:00至3:30點

ZOOM 網上會
議 室 鏈 接: https://
us02web.zoom.us/
j/6453799793

會 議 密 碼 Meeting ID: 645 379
9793

歡迎踴躍參加!

健康食療講座:向垃圾睡眠說再見
 

 

 

 

 

 

 

 

 

 

 

 

 

 

 

 
 

 

 

 

 

 
 

 

主題: 向垃圾睡眠說再見+烹飪示範 

主講人: 鄧雅如女士(德州合格社區健康工作者) 
 

睡不著睡不好，幾乎是每個人會有的困擾，有時漫漫長夜睡不著，有時睡睡醒

醒，睡不好，引起睡眠障礙的原因有很多，可能是精神壓力、身體疾病等等，

還有一些不知道的小習慣也會偷走我們的睡眠。講座中將會分享天然不傷身的

睡眠飲食，以及睡前助眠小動作，並有烹飪教學示範。 

 

歡迎踴躍參加! 
 

 

 

 

時間: 2021年 10月 26日, 星期二,下午 2至 3:30 點 

ZOOM 網上會議室鏈接: 

 https://us02web.zoom.us/j/6453799793 

會議號碼 Meeting ID: 645 379 9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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