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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國人貸款，保證最低
   最低利息。B1, B2, 
   J1保證通過
● 只要一年P&L盈虧表，
   不查稅表
● W2用一年VOE貸款方式
● 不查收入貸款
● Construction Loan,
   Lot Lo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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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10/23/2021

（中央社）世界衛生組織（WHO）今天表
示，截至今年5月，全世界可能已有8萬到18萬
名醫護人員因感染 COVID-19（2019 冠狀病毒
疾病）而亡故。世衛堅持，醫護人員必須優先接
種疫苗。

世衛表示，數百萬醫護人員仍未接種疫苗的
事實，是對掌控全球疫苗供給的國家和企業一種
「控訴」。

WHO報告估計，全球1.35億名醫護人員中
， 「可能有 8 萬到 18 萬人在 2020 年 1 月到 2021
年5月之間死於染疫」。

WHO 秘 書 長 譚 德 塞 （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表示，醫護人員必須先接種COV-
ID-19疫苗，他並痛批全球疫苗分配不均。

他說： 「根據119國的數據，全球平均有2/
5醫護人員完整接種疫苗。但是當然，平均值粉

飾了巨大的地區差異。」
「在非洲，完整接種疫苗的醫護人員不到1/

10。在此同時，大多數高所得國家超過8成醫護
人員已完整接種疫苗。」

他並說： 「我們呼籲所有國家，確保全體醫
護人員和其他高風險族群一樣，優先接種COV-
ID-19疫苗。」

世衛世衛：：全球全球88萬到萬到1818萬醫護人員死於萬醫護人員死於COVID-COVID-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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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Wall Street expert said inflation is here to
stay and posing a major threat to the U.S.
economy. They think the number one issue
facing Main Street investors is inflation and it
’s pretty clear that inflation is not transitory.

To rescue the economy from the pandemic,
the federal government has added more than
$4 trillion dollars to the country’s balance
sheet.

The U.S. inflation rate is running at a 13-year
high of 5.4 percent. Food, energy and shelter
costs are all rising rapidly adding more
problems for people already dealing with hard
times and making it more difficult for many

to buy necessary goods such as cars and
dishwasher machines.

Workers are also demanding more pay

increases now because they can see their
wages aren’t buying as much for everyday
necessities, including their rent.

Since President Biden took over the
government there are so many more issues
that are facing the administration including
the pandemic as well as many
overseas issues.

Our government continues to borrow
money and this keeps the debt ceiling
rising higher and higher. Just like an
individual, if we don’t have enough
income, we will need to keep getting
loans to survive.

We really urge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to look closely at the
world situation. How to solve the
inflation issue is a global problem, not

just an American problem. If we don’t have
a peaceful world, how can we build a global
supply chain to help each other?

Time is running out for our leaders. We need
to have a more effective plan to solve the
global issues.

1010//2222//20212021

Inflation Is ReallyInflation Is Really
Beating Our EconomyBeating Our Economy

拜登政府自元月二十日上任以來， 整整九個月之久， 無論是外交
、 內政及経濟皆面臨嚴重挑戰， 共和黨包括川普在內都在虎视眈眈希
望從中作梗， 取得政治上之利益。

由于能源和運輸原材料的不斷上漲 ，預計明年之通貨膨脹會繼續惡
化， 過去三個季度， 由於新冠病毒之原因造成三分之二之貨品，無法
正常進入美國市場。

消費物品之價格上漲 除了原材料缺貨之外， 還有物流、 能源、 工
資及疫情等加起來的因素所形成， 這不單是我們的問題 ，包括墨西哥
、 中東、 俄羅斯都面臨了同樣之困境。

全美食物價格九月份共上漲百分之四點五， 這個巨大之漲幅顕示通
貨膨脹之壓力， 華爾街人士認為這是對股市及經濟的最大威脅。

老實說， 民主黨的拜登政府是在疫情最嚴峻之時刻， 接下了這個
爛攤子， 他上任後首要任務是面對新冠疫情及棘手的阿富汗撒軍計劃
， 目前更面臨對國家基建及未來経濟發展方案之預算案。

研其原因， 美國經濟面臨著寅吃卯糧之窘境， 國家預算是在借債
度日之情況， 福利開支對窮人救助金額過大 ，如果平衡收支， 是件不
可能之任務。

今天國際情勢更加混亂， 中美兩大國關係未見改善， 美國國內物
價飛漲造成民生痛苦， 拜登政府如果在明年中期國會選舉失敗， 往後
之施政將更是雪上加霜了。

物價上漲物價上漲 通澎嚴重通澎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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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白金漢宮20日原先表示，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
（Queen Elizabeth）在家休養，但後又承認，她其實赴醫院檢查
並住了一晚，讓外界對高齡95歲女王的健康狀況霧裡看花。

白金漢宮於當地時間20日早上表示，女王取消訪問北愛爾
蘭的計畫，接受醫療建議在家休養。

但 「太陽報」（The Sun）報導女王住院消息後，王室官員
不得不在21日晚間證實，女王20日確實前往醫院進行 「一些初
步檢查」，並住了一晚。

白金漢宮表示，女王已於 21 日午餐時間返回溫莎城堡
（Windsor Castle），且 「心情還不錯」。

英國聯合社（Press Association）指出，女王原先預計赴醫院
行程短暫，加上為了保護隱私，因此消息最初未被公開。

法新社報導，女王出於 「現實因素」在醫院過夜，據信是
因為當時時間太晚，無法返回距醫院路程達42公里的溫莎城堡

。
住院消息傳出前，女王近幾個星期間進行了多次公開活動

，包括19日在溫莎城堡為全球商界領袖舉辦招待會。
王室傳記作家哈德曼（Robert Hardman）告訴英國廣播公

司（BBC），因為女王在醫院過夜的消息傳開，白金漢宮 「今
天早上略感不悅」。

BBC資深王室事務記者維奇爾（Nicholas Witchell）表示，
王室官員 「並未提供完整、合理的事發過程。」他並說，當沒
有值得信賴的資訊，謠言和錯誤訊息就會湧現氾濫。

王室表示，女王已於21日下午返回桌邊辦公，履行一些較
不繁重的職責。

然而，將於明年慶祝登基滿70週年的女王年事已高，她的
住院消息不免令大眾擔心她的健康狀況，以及繁重公務對健康
帶來的負面影響。

白金漢宮一度隱瞞住院檢查
英女王健康引擔憂

WHO警告疫情還得再拖一年 關鍵原因揭曉
(本報訊)美國、英國、以色列、日本等國家都開始推行施打

新冠肺炎疫苗加強針（booster dose）的計畫，讓非洲地區等國家
接種疫苗落後的進度雪上加霜。世界衛生組織（WHO）官員警
告，疫苗分配不均的情況將讓疫情一拖再拖，恐延至2022年才
有結束的可能性。

全球人民接種新冠肺炎疫苗的起點，從2020年12月8日英
國施打 「全球第一針」開始起算，讓人們彷彿看見對於疫情結束
的一絲曙光。但疫苗分配不均的問題越趨嚴重，相當不利於全球
疫情的控制。

《BBC》 報 導 ， WHO 秘 書 長 譚 德 塞 （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近日指出，2022年1月至5月期間，全球約有8萬
至18萬醫療工作者因為感染新冠肺炎而死亡。他認為，醫療工
作者應該有優先接種疫苗的權利；並再度點出了全球疫苗分配不
均的問題。

當前全球約有1 億3500 萬醫療工作者。譚德塞指出，根據
119國統計資料，平均全球僅有五分之二的醫療工作者已經完整
接種疫苗（fully vaccinated）。但是看平均值，掩蓋了不同地區
與經濟體之間的巨大差異。因為在非洲地區醫療工作者完整接種
疫苗的比例低於1/10，對比高收入國家則是來到8/10。

WHO秘書長資深顧問Bruce Aylward博士先前就曾指出，若

是未能即時向貧窮國家提供足夠疫苗，將意味著疫情很容易就拖
到2022年（drag on deep into 2022）。

報導指出，非洲國家中接種疫苗的人口比例低於5%，對比
其他大陸的國家，這數字來到40%。全球絕大多數的疫苗都配分
配給中高收入的國家，非洲國家被分配到疫苗量僅有2.6%。

《BBC》全球事務記者Naomi Grimley指出，聯合國所支持
的疫苗全球取得機制（COVAX）平台，起初的理念就是讓全球
所有國家都可以從中獲取疫苗，其中也包含富裕國家。

但是大多數G7國家後來都與疫苗藥廠達成了一對一的供貨
協議，這項機制就被推遲了。

Aylward博士呼籲富裕國家應該要放棄他們在COVAX平台
裡的排隊位置，讓疫苗廠可以優先考慮出貨給低收入國家。也再
度提醒，G7國家應要回想自己在今年峰會中許下要捐贈疫苗的
承諾。

針對COVAX分配疫苗的機制，Aylward博士坦承 「我可以
告訴你，我們沒有走在正軌上。」而他指出，各國都需要加快速
度，不然疫情大流行將會持續更久，至少還得多拖一年。

根據慈善團體人民疫苗聯盟（People’s Vaccine Alliance）統
計，疫苗藥廠以及富裕國家所承諾要發送的疫苗劑量，僅有七分
之一送抵了較為貧窮的國家。

不僅如此，此聯盟中的樂施會（Oxfam）以及聯合國愛滋病
規劃署（UNAids）還譴責英國、加拿大透過COVAX機制取得
了疫苗。官方數據顯示，英國從COVAX平台取得539370劑輝
瑞/BNT（Pfizer/BioNTech）疫苗；加拿大則是獲得了不到1百
萬劑的阿斯特捷利康（AstraZeneca）疫苗。

對此，樂施會全球顧問Rohit Malpani坦承，英國和加拿大
技術上可以從COVAX平台獲得疫苗，因為他們也都對此平台機
制支付了費用；但是他們早就透過與疫苗廠之間的協議取得數百
萬劑疫苗，所以在道德上站不住腳。

而英國政府則是指出，他們是啟動COVAX的國家之一，而
且還捐贈了5.48億英鎊（約210億新台幣），糗已向有需要的國
家提供了超過1千萬劑疫苗。英國承諾將會提供總計1億劑疫苗
。

加拿大政府則是很快地強調，他們已經不再透過COVAX機
制取得疫苗。加拿大國際發展部部長Karina Gould指出 「當我們
明確知道透過雙邊協議取得的疫苗足夠供應全加拿大人口，就會
將透過COVAX取得的疫苗轉回給COVAX，讓這些疫苗能夠再
轉而提供給發展中國家。」

原本COVAX平台的目標是在今年內可以交付20億劑疫苗
，但迄今為止僅運送了3.71億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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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衛生組織網站最新數據顯示，

全球新冠肺炎確診病例較前一日增加

422625例，達到239437517例；死亡病例

增加7300例，達到4879235例。

另據美國約翰斯· 霍普金斯大學最新

統計數據顯示，截至北京時間16日9時

21分，全球新冠累計確診病例已突破2.4

億例，達 240036345例，累計死亡病例

4888986例。

美洲：美國將允許完全接種的國際
旅客入境

美國白宮說，美國將從11月8日起

允許完全接種新冠疫苗的外國旅客乘坐

國際航班或通過水陸口岸入境。

白宮助理新聞秘書凱文· 穆尼奧斯當

天在社交媒體上發文說，美國政府有關

國際旅行的最新規定將于11月8日開始

實施，適用于乘坐國際航班或通過水陸

口岸入境的旅客。

據美國媒體報道，白宮將于11月8日

前公布符合入境接種要求的新冠疫苗種

類、未完全接種新冠疫苗者可入境美國的

“極少數例外情況”以及其他細節。

報道援引一名未透露姓名官員的話說

，美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此前已通知各航

空公司，入境美國的航空旅客可接種的新

冠疫苗包括美食品和藥物管理局批准和授

權的疫苗、獲得世界衛生組織緊急使用認

證的疫苗。預計上述標准也將適用于通過

水陸口岸入境美國的外國旅客。

約翰斯· 霍普金斯大學最新統計數據

顯示，美國累計確診病例達44883603例

，其中死亡病例達723747例。

據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統計，

截至當地時間15日6時，全美已累計接

種 新 冠 疫 苗 達 406570875 劑 。 有

218318056 人已接種至少一劑疫苗，

188655196人已實現完全接種。

歐洲：意大利啓用工作場所新冠
“通行證”制度

意大利最新新冠疫情防控規定15日正

式生效，即日起至今年年底，所有進入工作

場所的員工必須持有新冠“綠色通行證”。

據報道，意大利新冠“綠色通行

證”爲數字或紙質形式，表明持有者已

接種至少一劑新冠疫苗，或近期感染新

冠後已康複，或過去48小時內新冠病毒

核酸檢測結果呈陰性。按照規定，各企

業和公共部門負責檢查員工的“綠色通

行證”，違反規定的員工將遭停薪停職

處罰，且面臨最高1500歐元罰款。

此前，意大利政府已要求民衆在進

入健身房等室內活動場所、乘坐長途公

共交通工具等時，出示“綠色通行證”

。這一規定在意大利一些城市引發抗議

集會活動。意衛生部門數據顯示，該國

12歲以上人口中，超過85%已接種至少

一劑新冠疫苗。

芬蘭政府發布新聞稿宣布，將從次日

起在全國範圍內推行使用歐盟數字新冠通

行證，即“疫苗護照”。在一些開放時間

或參與者數量受限制的活動及場所，包括

餐廳、夜總會以及公共活動場所、健身房

和其他室內體育設施等，16歲及以上人群

可能會被要求出示“疫苗護照”，但使用

“疫苗護照”後可免于遵守上述限制。

芬蘭衛生部門官員表示，實行“疫

苗護照”或有助于鼓勵人們接種疫苗。

芬蘭衛生與福利研究所數據顯示，15日

芬蘭新增確診病例 723 例，累計確診

149897例。目前，芬蘭12歲以上居民中

，接種過一劑疫苗的比例約爲85%，接

種過兩劑疫苗的比例約爲75%。

亞洲：韓媒稱韓國下月或轉入“與
新冠共存”模式

據韓聯社報道，韓國政府15日決定

從18日起最後一次實施爲期2周的防疫

響應，11月1日啓動防疫體制轉型、分

階段恢複日常秩序的可能性變大。

韓國國務總理金富謙當天在開會敲

定防疫響應調整方案前表示，希望這是

最後一次調整防疫響應措施，希望11月

能開始分階段恢複日常秩序。有官員據此

分析稱，11月第一周有望切換到“與新冠

共存”模式，政府將根據截至下周左右的

疫情走向最終決定切換防疫模式。

據文萊衛生部公布的數據，當天該

國新增新冠確診病例423例，全部爲本土

病例，創下單日新高。文萊累計新冠確診

病例由此突破1萬例，達10251例。文衛

生部表示，考慮到當前新冠疫情狀況和

疫苗接種形勢，將爲醫護人員等一線抗

疫者分批接種第三劑新冠疫苗加強針。

非洲：累計確診超840萬例
非洲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發布的數據

顯示，該地區累計確診病例達8412715例

，累計死亡病例達215083例，累計康複

病例7788813例。

中國政府援助布隆迪的國藥新冠疫苗

14日運抵布經濟首都布瓊布拉國際機場。

布隆迪衛生部長恩迪庫馬納表示，自布隆

迪疫情暴發以來，中國政府一直不遺余力

提供援助物資，夯實兩國在衛生領域的合

作，布隆迪人民對此深表謝意。布政府將

從下周起啓動疫苗接種工作。

英國供應鏈危機或持續至2022年？
高通脹籠罩美經濟

持續的供應鏈問題正在影響多國經濟

。美聯儲18日公布的數據顯示，9月美國

的工廠産出創7個月來最大幅度下滑，而

價格上行壓力持續。經濟學家預測，令人

不安的高通脹將持續籠罩美國經濟。

而在英國，逾10萬貨車司機缺口正在

影響聖誕季，英國民衆今年聖誕可能買不

到玩具、聖誕樹、火雞甚至是糖果。分析

認爲，供應鏈問題將至少持續一年時間。

【美工業産出持續下滑，高通脹或將
持續】

美聯儲數據顯示，繼 8月環比下滑

0.4%後，9月美國工廠産出環比下滑幅度

達0.7%，是自今年2月以來的最大跌幅，

也比此前經濟學家預期的更爲糟糕。

盡管企業和消費者對産品的需求強勁

，但是制造材料和技能勞工的短缺造成了

工廠訂單的大量積壓。勞工部數據顯示，

當前制造業開放招聘的就業崗位數量接近曆

史高位。

從産品類別來看，拖累工廠生産總額

的主要來源是汽車和零部件。受到全球芯

片供應短缺的影響，美國汽車及零部件生

産總額在今年9月環比下滑幅度達7.2%. 8

月這一環比下滑幅度也曾達3.2%。

《華爾街日報》對經濟學家的調查顯

示，由于受到抑制的供應鏈維持了價格上

行壓力，並且對産出的抑制作用不斷加劇

，從現在至2022年的很長一段時間內，令

人不安的高通脹將持續籠罩美國經濟。

這些經濟學家對通脹的預測較7月份

大幅上升，而對短期經濟增長前景的預期

則出現下降。經濟學家平均預計美國12月

份通脹率爲5.25%，僅比6月份以來的通脹

略低。假設10月份和11月份的通脹也與

12月份類似的水平，則將創出1991年初以

來通脹維持在5%以上的最長時間紀錄。

【英國供應鏈危機將持續至2022年4
月？】

而在英國，供應鏈危機也在持續發酵。

倫敦一家售賣哈利· 波特周邊産品的商店

“House of Spells”店主普魯吉斯表示，

首先是脫歐，然後是疫情帶來的衝擊，導

致玩具制造商生産和運輸均受到影響，現

在所有哈利波特周邊商品店舖的庫存都已

快清空，並且難以補貨。

英國民衆今年聖誕可能買不到玩具、

聖誕樹、火雞甚至是糖果。過去幾周內，

英國多家主要連鎖超市均出現貨架空空如

也的景象。英國國家統計署(ONS)的調查

顯示，在截至10月3日的兩周內，英格蘭

、威爾士和蘇格蘭地區有多達900萬人因

超市缺貨，無法購買必需食品。

分析指出，英國面臨逾10萬貨車司機

缺口是本次供應鏈危機的最大原因之一。

受司機短缺影響，各大零售商以及港口的

運輸工作嚴重受阻。在承擔英國近40%貨

櫃運輸量的費利克斯托港，當前有大量貨

物積壓卻無人運走。研究指出，如果運輸

問題得不到解決，英國今年聖誕節將有價

值15億英鎊的網絡訂單需延遲交貨。

據路透社報道，18日公布的一項對

英國頂級公司首席財務官的調查顯示，

供應鏈問題將至少持續一年時間。香港

《大公報》則報道稱，英國零售業研究

中心預測，供應鏈危機至少持續至2022

年4月。

秘魯確診1459例德爾塔病例
超1400萬人已接種兩劑疫苗
綜合報導 根據秘魯國家衛生研究所(INS)的最新報告，目前確診的

新冠病毒德爾塔(Delta)變體病例總數已上升到1459例，占新增病例的比

例上升到84.87%。

根據INS提供的截至10月15日的數據，在短短四周內，德爾塔變體

從占秘魯新增感染的50%變爲占84.87%的病例。

相比之下，gamma, mu和lambda變體的流行率在最近幾周有所下降

，現在分別占感染的6.72%、4.2%和4.2%。

秘魯的第一例德爾塔變體確診病例，于今年5月在南部的阿雷基帕

地區發現，並于9月成爲秘魯的主要變體。根據最新的INS基因組測序

結果，大多數德爾塔變體確診病例是在利馬發現的，共有579例。

另一方面，秘魯衛生部報告說，截至17日晚上8點，秘魯已經爲超

過1400多萬人接種了兩劑疫苗，這超過了目標人口的50%。秘魯衛生部

長埃爾南多· 塞瓦略斯表示，這是數萬名衛生部門工作人員的成功。

秘魯接種疫苗的目標人口由12歲以上人群組成，超過2802萬人。目

前，衛生部正在爲18歲人群接種疫苗。

塞瓦略斯重申了政府對保護人民健康的承諾，指出除了繼續安排大

規模的疫苗接種工作外，還將加強社區廚房的工作，以持續防治貧血和

其他類型的疾病。

全球新冠累計確診超2.4億例
意大利啓用工作場所新冠“通行證”制度

巴以東耶路撒冷沖突
造成至少49人受傷

綜合報導 據半島電視台報道，近期以色列警方與巴勒斯坦人在東耶路

撒冷多次爆發衝突，截至19日已造成至少49人受傷，另有數十人被捕。

據報道，19日是伊斯蘭教重要節日“聖紀節”。從18日開始，就有大

量巴勒斯坦人在東耶路撒冷的耶路撒冷老城大馬士革門附近集會，公開舉行

慶祝活動。其間，有部分巴勒斯坦人向以色列警方及過往公交車輛吼叫並投

擲石塊和水瓶，此類過激行動導致以色列警方與巴勒斯坦人爆發衝突。

當地媒體發布的照片顯示，以色列警方使用警棍、催淚瓦斯、震撼

彈、橡膠子彈攻擊並逮捕巴勒斯坦人。而據半島電視台采訪的現場民衆

稱，警方的攻擊波及了大量無關民衆，一些無辜路人遭到毆打和控制。

巴勒斯坦紅新月組織表示，其在衝突中救助了17名受傷的巴勒斯坦

人，其中10人已被送往醫院。以色列警方發表聲明稱，迄今已逮捕至少

22名嫌疑人。

報道稱，今年4月和5月，巴勒斯坦人在大馬士革門附近地區頻繁

與以色列警方發生衝突，原因是以色列警方決定在該地區設置路障，阻

礙了巴勒斯坦人集會，這一系列衝突最終成爲巴以軍事衝突的導火索。

另據美聯社報道，以色列19日宣布向在約旦河西岸居住的約4000名

巴勒斯坦人提供合法居留權，這些人已經在當地生活多年，但一直沒有

得到以方許可。以色列國防部長本尼· 甘茨在社交媒體上表示，此舉是

一種“人道主義姿態”，也是“在約旦河西岸加強經濟並改善巴勒斯坦

人生活政策的一部分”。

西班牙火山噴發未有減弱跡象 再次造成島上航班停飛

綜合報導 西班牙拉帕爾

馬島上的火山自 9 月 19 日噴

發後未有減弱迹象，持續産

生的火山灰燼再次造成島上

航班停飛。

當地機場發言人說，航空

公司取消了原定于17日進行的

所有38趟航班。原定于16日進

行的34趟航班中，也只有4趟

按計劃執飛。

當地航空公

司賓特在一份聲

明中表示，“只

要條件允許航班

安全恢複，將盡

快重啓活動”。

位于機場以

西 15 公裏處的

老昆布雷火山火

山于9月19日噴發，噴出的大

量岩漿緩慢流入大海。

根據歐盟“哥白尼”地

球監測計劃，到目前爲止，

沒有人因持續的熔岩流而喪

生，但熔岩已覆蓋 750 公頃

土地，並摧毀了 1800 座建築

物，其中包括數百座房屋。

島上約有 7000 人已從他們的

家中撤離。

此外，火山噴發覆蓋了大

面積的火山灰，大多數日子還

伴隨著數十次小地震。

自火山噴發以來，拉帕爾

馬機場已經兩次關閉，航空公

司偶爾不得不取消航班。

該群島地方政府負責人

17 日表示，監測火山噴發的

科學家沒有看到它正在減弱

的迹象。

西班牙中央政府和加那利

群島地方政府迄今已撥出3億

歐元用于島上的重建，該島經

濟主要依靠旅遊業和香蕉種植

園。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也表示

要“不惜一切代價重建這個奇

妙的島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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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站式影音設計工程公司

花都影音休斯頓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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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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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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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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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拉OK伴唱設備

GOGO 專業家庭卡拉OK
及專業舞台音响系統

 JBL娛樂系列獨家代理

高清遠程監控系統
高清專業夜視攝像頭
網絡遠程手機電腦回放

安防設備
背景音樂系統
分區音量控制
多重系統整合

智能音樂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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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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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音響燈光系統

擁有專業人才，提供酒吧、夜場、KTV包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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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工程管家服務

（綜合報導）《路透社》21日引述知情人士爆料，指稱白
宮官員正全力為美國總統拜登與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的會
面做準備。由於新冠疫情的影響，兩人可能在11月以線上會談
的方式見面。華府期盼，這場會面能向世界展示，美國能負責
地管理兩大超強之間的關係。

報導指出，歷經川普時期的震盪，直至拜登就任之初，美
中之間依舊火藥味十足，不免讓美國盟友感到不安。美國官員
認為，想要阻止世界兩大經濟體的衝突螺旋上升，最佳之方法
莫過於雙方領袖直接會面。

不過，由於新冠肺炎的限制，習恐難順利出訪；因此，華

府的希望能在11月舉行視訊通話會談，不過細節仍在討論中。
官員表示，美方會趁羅馬20國集團會議與聯合國氣候會議

時，與盟國磋商並交換意見，隨後再據此制訂議程。拜登會出
席這兩場會議，而習近平在大流行後就沒外訪過，預計也不會
現身這兩場會議。

由於雙方持續就新冠肺炎的起源，以及北京不斷成長的核
武能力展開爭執，導致拜登團隊對會談產生具體成果的期待甚
低。因此，官員拒絕透露預期結果與可能議程。

更有官員強調，兩人見面本身就是重大成就，能為長期以
來的戰略競爭，帶來穩定因素。1名高層人士披露，美中日前

在瑞士蘇黎世會晤時，雙方同意在年底舉行線上會議，讓領導
人直接進行溝通，這有助於兩國關係向前推進一步。

官員強調，雙方領袖在管理關係上，能發揮更重要的影響
力。

前美國國務院代理亞太助卿董雲裳（Susan Thornton）也
認為，這次會面可以填補雙方溝通的空白，特別是彼此關係處
於螺旋式下降。 「這不會討論出真正的結果，但可避免問題變
更糟」。

美駐哥倫比亞人員也患哈瓦那症候群 布林肯要查

拜登公開宣示 美國有承諾保衛台灣
白宮發言人急強調 美對台政策沒有改變

（綜合報導）美國國務院高階官員表示，國務卿布林肯
（Antony Blinken）今天在哥倫比亞首都波哥大（Bogota）與受
到 「哈瓦那症候群」影響的美國大使館職員和家屬見面。

「華爾街日報」本月報導，至少有5個與美國駐哥倫比亞
大使館相關的家庭受到國務院所稱 「異常健康事件」（AHIs）
的影響。

路透社提到，據信約200名美國海外外交官、官員及家屬

罹患這種神秘疾病，出現偏頭痛、噁心、記憶減退與暈眩等症
狀。

2016年，美國駐古巴哈瓦那（Havana）大使館數十名外交
人員陳報患病，此一現象才首度引起大眾注意；但對於症候群
原因，或是否應歸咎於某個敵人，官員們莫衷一是。

布林肯在南美洲展開3天行程，波哥大為最後一站。國務
院高階官員表示，布林肯今天與駐哥倫比亞大使館職員和家屬

見面，會中談及此事。
官員說： 「布林肯明確表示，沒有比工作團隊健康安全更

重要的事了，他強調國務院決心徹底追查這些異常健康事件，
並提供患者醫療照護、保護在全球工作的同事。」

官員表示，布林肯還與受影響的人員分別私下會談。
總統拜登政府為展現高度重視此一問題而備感壓力。上週

，兩黨聯邦參議員敦促布林肯盡快指派新的官員主導調查。

展現華府負責管理大國關係展現華府負責管理大國關係
路透社爆料拜習會時間路透社爆料拜習會時間

（綜合報導）美國總統拜登21日（當地時間）參加有線電
視新聞網（CNN）在巴爾的摩舉行的巿民大會活動上被問及
「台灣若遭中國攻擊，美國是否會防衛台灣？」時表示： 「是

的，我們對此有承諾。」；但白宮發言人隨後澄清，美對台政
策並沒有變化。

對此，總統府發言人張惇涵表示，拜登上任以來，美國政
府便持續以實際行動展現對台灣堅若磐石的支持。台灣的立場
也始終如一，就是 「遇到壓力不屈服，得到支持不冒進」。國
防部長邱國正昨在立院備詢表示，國軍基本上就是做好自己的
戰備工作，原則上 「自己的國家自己救」。外交部表示，政府
會繼續加強自我防衛能力，也將與美國及其他理念相近國家深
化合作。

白宮網站22日發布此次活動問答全文，一位羅耀拉大學學
生向拜登提問： 「中國剛測試了一枚超高音速飛彈。你會怎麼
做才能在軍事上跟上他們？你能發誓保護台灣嗎？」

拜登回應，中、俄與世界其他各國知道，美國擁有人類史
上最強軍力，因此（美國人）不用擔心別人會否變強；但我們
該憂心的是，他們（中俄等其他國家）會否從事令自己可能犯
下嚴重錯誤的活動。

拜登繼續表示，我與習近平（大陸國家主席）講話，及花
在他身上的時間比所有他國領袖都多，這就是為何你們會聽人
說拜登想與中國進行新冷戰；我不想和中國冷戰，我只是希望
讓中國明白，我們不會退讓，也不會改變我們的任何觀點。

CNN主播安德森古柏隨後追問： 「你的意思是，如果中

國進攻，美國會保衛台灣嗎？」拜登回答： 「是的，我們對此
有承諾（Yes，We have a commitment to do that）。」

但路透報導，白宮隨後澄清拜登所言 「並非宣布我們政策
有任何變化，我們的政策也沒有變化，美台防務關係以《台灣
關係法》為依歸。會根據該法履行承諾，繼續支持台灣自我防
衛，也持續反對任何單方片面改變現狀。」在比利時北約總部
開會的美國國防部長奧斯丁22日表示，美國會協助台灣自我防
衛，且仍將遵守美方 「一個中國政策」。

對於拜登言論，大陸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表示，台灣問題
純屬中國內政，不容任何外來干涉；大陸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
表示，將敦促美方以實際行動恪守在台灣問題上對中方作出的
嚴肅承諾。



 

10:00am 英語崇拜/國語崇拜/粵語主日學 

11:00am 國語主日學 

11:15am 粵語崇拜/英語主日學 

1:30 pm 中文學校(粵語,國語)(only during school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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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日本衆議院選舉于發布告示，31日開

始投計票，連續12天的選戰正式開始。18日，日本

各黨黨首圍繞新冠疫情對策、經濟與分配政策等展開

交鋒。

據報道，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自民黨黨首)針對新

冠疫情稱，“應在喚起需求方面下力氣”，表示將確

保病床並實施大型經濟對策，“提倡新資本主義，通

過增長與分配的良性循環提升大家的收入”。

日本立憲民主黨黨首枝野幸男，考慮到大企業及

富裕人群，提出糾正貧富差距。並認爲“安倍經濟

學”導致貧富差距及貧困日益嚴重，表示爲建設相互

支撐的社會，政治將發揮作用。

NHK表示，這次選舉的最大焦點是，日本執政黨

是否會獲得多數席位，並繼續組建聯合政府，或者在

野黨是否會擴大權力，並實現政權更疊。

報道稱，將有超過1000名候選人爭奪日本衆議院

的465個議席。

日本放送協會(NHK)進行的民調顯示，目前，日

本自民黨支持率最高，達38.8%。其次爲日本立憲民

主黨，爲6.6%。

日本衆議院選舉實行小選區和比例代表並行制。小選區由選民

直接對候選人進行投票，得票最多者當選；比例代表選區則是由選

民對各政黨進行投票，並根據得票數多少，按一定比例給各政黨分

配議席。

2017年10月，日本第48屆衆議院選舉中，執政的自民黨和公明

黨大勝，共獲得全部465個議席中的310個席位，超過衆議院議席總

數的三分之二。

“世界智慧可持續城市組織（WeGO）”
成立十周年紀念大會在首爾召開

綜合報導 在首爾市政府的主導下成

立的“世界智慧可持續城市組織(WeGO)”

第五次大會(首爾大會)在首爾東大門設計

廣場(DDP)召開。

本次大會的主題爲“新常態時代，爲

所有人的智慧解決方案(New Normal with

Smart Sustainable Solutions for All)”。大

會采取線上與線下同步方式舉行，利用

“Live Seoul”和WeGO YouTube頻道進行

線上直播。來自首爾、莫斯科、惠靈頓、

成都、曼谷以及烏蘭巴托等50多座城市和

國際組織、ICT企業代表等150多人參加視

頻會議。

本次大會的舉辦地點爲主席城市——

首爾。首爾市政府原計劃在去年值此We-

GO成立10周年之際舉行首爾大會。但是

由于疫情擴散，活動被取消並推遲一年，

時隔4年來再次舉行。

據介紹，“世界智慧可持續城市組織

(WeGO，World Smart Sustainable Cities Or-

ganization)”是在首爾市政府的主導下成立

的智慧城市領域第一個國際性城市與企業

合作機制(PPP, Public Private Partnership)，

旨在促進全球城市與企業在智慧城市領域

的合作與交流，並探索可持續發展模式。

2010年WeGo剛成立時會員只有50座城市

，現在已經發展成爲了包括158個城市在

內的213個城市、機構、企業共同參與的

全球最大規模國際合作機制。

過去11年間，WeGO頒發“WeGO可

持續發展城市獎(以下稱‘WeGO獎’)”，

還與世界銀行、非洲開發銀行、國際電信

聯盟等國際組織聯合推進智慧城市知識傳

播項目，以提高在國際舞台上的知名度和

影響力。

爲慶祝WeGO成立十周年而召開的本

次大會由成立十周年紀念活動(開幕式)、

WeGO可持續發展城市獎頒獎儀式、討論

組織運營方案的全體會議、城市和IT企業

宣傳等節目組成。首爾市市長吳世勳作爲

WeGO大會主席在開幕式上以視頻方式做

開幕演講。

吳世勳表示，“目前，我們面臨著第

四次工業革命和新冠肺炎疫情全球大流行

。這不僅推動了非接觸式生活，還加速了

數字化進程。智能技術正在推動城市運營

範式的轉變。在此情況下，首爾市政府結

合首爾的優秀智慧城市基礎設施和民間的

尖端智能技術，在各種行政領域建設基于

數字技術的智慧城市”。他還表示，“我

們將通過WeGO平台共享各國城市的優秀

智慧城市建設經驗，加強合作，致力于縮

小城市之間的數字鴻溝，並提高市民生活

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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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南部連日暴雨已致38人死亡
大壩將開閘泄洪

綜合報導 印度南部喀拉

拉邦等地連日遭遇暴雨，引

發洪災和泥石流。據《印度快

報》報道，災害管理部門18日

的最新消息顯示，自10月12日

以來，降雨相關事故已經導致

38人死亡。

在喀拉拉邦的科塔亞姆

區，有視頻片段顯示，洪水衝

向一輛巴士，乘客其後獲救；

有房屋被衝走，居民被困。

暴雨還在當地引發山泥傾

瀉，河道暴漲導致橋梁被衝毀

。當局派遣軍方用直升機，將

物資及救援人員送往民衆被困

的地區。

喀拉拉邦政府稱，19日，

Idukki 大壩將開閘泄洪，因爲

該州最大的水庫在大雨過後水

位迅速升高。州政府已對

Idukki 大壩下遊地區發出警報

，並開始疏散可能受到山洪暴

發影響的家庭。此外，還有另

外兩座大壩將泄洪。

印度氣象部門預測，自10

月20日起，還將有連續3天的

強降雨。

洪森：中國新冠疫苗
有效保護柬埔寨民眾生命
綜合報導 柬埔寨首相洪森在

一段講話中特別感謝中國爲柬埔寨

提供大量疫苗支持，這些疫苗有效

地保護柬埔寨人民的生命，能夠及

時獲得和接種新冠疫苗是柬埔寨民

衆之福。

根據柬埔寨衛生部通報，該國

當天新增報告175例新冠肺炎確診

病例，新增治愈出院271例，新增

死亡11例。新增確診病例中，141

例爲社區傳播感染病例，34例爲境

外輸入確診病例。截至目前，柬埔

寨全國累計確診11.7萬例，累計治

愈11.1萬例，累計死亡2681例。

洪森表示，今年以來，中方已

向柬提供大量新冠疫苗，並提供多

批緊急抗疫物資援助，有力地支持

了柬政府抗疫工作。截至10月18日

，柬埔寨全國接種疫苗人數增至

1360 萬人，占總人口 1600 萬人的

85%。其中接種第二劑共1271.4 萬

人，接種第三劑148萬人。

洪森強調，事實已證明新冠疫

苗是安全有效的，疫苗是預防傳染

病導致的死亡和住院的關鍵，已經

挽救衆多柬埔寨人民的生命。

對于當天報告的11例新增死亡

病例，洪森指出，據主管部門的報

告，在11例死亡病例中有8人沒有

接種疫苗，其他人死于新冠並發症

。洪森對部分民衆拒絕接種新冠疫

苗感到擔憂，並表示“還沒有接種

新冠疫苗的同胞請趕快去接種，不

要再猶豫”。

洪森表示，本月5日至7日是亡

人節假期，全國出現大規模人口流

動，原本擔心會引起大規模的交叉

感染，但目前假期結束已經12天，

全國疫情形勢持續穩定，沒有出現

大規模傳播的現象。如果這幾天內

疫情繼續趨緩，政府將加大恢複開

放經濟社會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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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可醫學資格+海外註冊醫生

海外醫生
在港註冊途徑

已在港的有限度註冊醫生

海外未實習的永久性居民醫科畢業生

特別註冊
醫生

醫專認可
專科資格

公營機構
做滿5年

特別註冊
醫生具專科資格

的非永久性居民

具專科資格
的永久性居民

資料來源︰立法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註︰公營機構指醫管局、衞生署、香港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

取得
專科資格

特別註冊
醫生

在港
實習一年

參加香港
執業試

取得
專科資格

在港接受
專科培訓

特別註冊
醫生

永久性居民

公營機構
做滿5年

獲評滿意
及稱職

申請
正式註冊

三讀通過引入海外醫生
陳肇始：明年下半年公布認可醫學院名單

註︰特別註冊委員會制
定每3年檢討一次的認
可醫學資格名單會交予
醫生註冊主任(即衞生
署署長)公布。

資料來源︰香港立法會
整理︰香港文匯報

記者 文森

特別註冊特別註冊
委員會組成委員會組成

（（最多最多1010人人））
1.衞生署署長或其代表

2.醫管局行政總裁或其
代表

3.醫委會主席

4.醫專主席

5.香港大學醫學院院長

6.香港中文大學醫學院
院長

7~10.特首委任不多於4
名成員(當中3人
為醫委會成員)

21日上午，醫生註冊修訂條例草案在立法會恢復二
讀。一直提倡引入海外醫生的自由黨立法會議

員張宇人發言時表示，香港目前每1,000名人口只有2名醫
生，比內地和海外要少。他質疑，世界各地都在吸引海外
專才，特別是醫生，不明白香港仍拒人於千里，認為是少
數醫生多年來阻撓引入海外醫生，是“醫醫相衛”。
醫學界立法會議員陳沛然則表明反對，稱修例是破壞香港

公平和行之有效的醫生執業試制度，又謂香港醫生不是擔心被
“搶飯碗”，而是憂慮如何維護香港醫療水平。

特區政府因應法案委員會的討論，為條例草案作出三項主
要修訂。總括而言，在新條例下，有香港醫學專科學院（醫
專）認可專科資格的非本地培訓醫生，不論是否港人，都可在
公營醫療機構做滿5年後，免試在港註冊；已來港的有限度註
冊醫生，在符合一定條件後，先可申請特別註冊，在公營醫療
機構做滿5年後，亦可免試在港註冊；在外地培訓但未實習的
永久居民醫科畢業生，可回港參加本地執業試，開始實習，在
符合條件後申請註冊（見表）。最終，草案以39票贊成、1票
反對下獲三讀通過。

委員會名單爭取月底公布
陳肇始會後表示歡迎條例獲三讀通過，希望能吸引更多合

資格非本地培訓醫生日後循新途徑來港執業，紓緩公營醫療系
統醫生人手不足問題。陳肇始指出，特區政府會立即展開多方
面工作，包括成立負責制定認可名單的特別註冊委員會，將爭
取在本月底公布成員名單，11月內舉行第一次會議，並於明年
下半年公布認可醫學資格名單，讓合資格人士申請特別註冊來
港執業。

其他工作方面，陳肇始指特區政府將會與4間公營醫療機
構，即醫管局、衞生署、香港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商討特別註
冊醫生的評核模式、制定評核內容等。

另外，特區政府的對外辦事處、醫管局與衞生署的網絡，
均將宣傳來港特別註冊的新途徑。

四方面檢視醫療系統問題
陳肇始續說，留意到不少議員亦有反映醫療系統本身有問

題，會從四大方向檢視相關問題，包括如何挽留醫療人手；如
何增強公私營合作；改善硬件，盡快推進醫管局的兩個“十年
醫院發展計劃”；加強和建立一個更整全的基層醫療健康系
統，在第一層的基層醫療和其後的醫管局服務作分流，在整個
系統整全地作服務整合。

她續說，特區政府稍後會公布專科醫生人力推算結果作為
討論基礎，並在專科培訓方面成立全新的平台，讓醫管局、衞
生署及醫專共議培訓，包括專科學額等，如需要額外資源，特
區政府將全力配合。

社協病協促早定醫學院名單

39：1
香港立法會21日以39:1三讀通過《2021年醫生註冊（修訂）條例草

案》，將在現有執業試以外，另闢免試路徑引入非本地培訓醫生。香港

特區政府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 21日表示，會爭取在本月底公布

特別註冊委員會成員名單，期望於明年下半年公布認可醫學院名

單。在新條例下，有專科資格的非本地培訓醫生可在香港公

營醫療機構做滿5年，免試在港特別註冊；在外地培訓、

未實習的香港永久居民醫科畢業生，亦可在港參加執

業試及實習，並在取得專科資格及在香港公營醫

療機構做滿5年後，免試在港特別註冊。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香港醫生
人手短缺數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立法會21日三
讀通過《2021年醫生註冊（修訂）條例草案》，放
寬引入非本地培訓醫生。香港社區組織協會及病人
權益協會等4個團體歡迎通過法案，並促請特別註冊
委員會半年內決定有關機制，明年7月公布指定院校
名單。

他們擔心經新途徑來港的非本地培訓醫生不足
以填補現時公營醫生的空缺，建議有關方面必須改
善執業資格試的考核機制及安排，以引入更多合資
格非本地培訓醫生。

社協與病協、老人權益聯盟及婦女健康關注組歡
迎立法會通過草案，要求於明年7月公布指定醫學資格
名單。他們強調，制定名單時只須考慮該醫學院的醫
學教育及研究的制度是否和香港相若，同時應以囊括

較多合適院校為原則。
他們希望，委員會內的4名其他人士，宜指定包括

醫委會非業界委員中的病人組織代表及與高等、專業
教育有關的人士，如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代表、其他
醫療專業培訓學院代表等。

社協幹事彭鴻昌表示，在認可醫學資格名單面世
前，仍須面對醫生不足的問題。他說，即使有非本地
培訓醫生申請來港，申請數目亦成疑問，因此認為措
施只為紓緩醫療人手短缺行出“半步”，特區政府仍
然要致力研究挽留本地公營醫療人手，及增加本地醫
科生等方案。

團結香港基金醫療及社會發展研究主管田詩蓓認
同，是次修訂為香港吸納具質素非本地培訓醫生人手
注入動力，但要長遠除去吸納人才障礙，特區政府須

進一步審視及改善本地執業資格試。
她建議特區政府應移除要有實習經驗方能考執業

試的條件，同時為非香港永久性居民豁免此要求，以
吸引世界各地的人才在事業初期來港服務。

醫專：續與政府洽執行細節
香港醫學專科學院對有關法案容許有限度註冊醫

生可以申請“特別註冊”及有追溯安排感到可惜，並
指有關醫生不一定要在認可醫學院畢業，而公營醫療
機構聘請他們時，醫專亦無法定權力協助審視等，強
調有必要檢視和修訂現行機制。醫專希望，今次修例
能紓緩醫生人手短缺的情況，會繼續與特區政府及不
同的持份者討論法例執行細節，以履行醫專的把關角
色。

2020年專科醫生短缺
醫管局 欠660名

衞生署 欠49名

未來醫生短缺情況
2030年 欠1,610名

2040年 欠1,949名
資料來源︰陳肇始發言

整理︰香港文匯報
記者 文森

●● 陳肇始表示陳肇始表示，，會爭取會爭取
在本月底公布特別註冊在本月底公布特別註冊
委員會成員名單委員會成員名單，，期望期望
於明年下半年公布認可於明年下半年公布認可
醫學院名單醫學院名單。。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攝攝

●● 立法會立法會2121日通過修例日通過修例，，
引入海外醫生以紓緩香港醫引入海外醫生以紓緩香港醫
生短缺的問題生短缺的問題。。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 立法會立法會2121日三讀通過修訂醫日三讀通過修訂醫
生註冊條例生註冊條例，，僅醫學界議員陳沛僅醫學界議員陳沛
然然11票反對票反對。。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攝攝

病人醫生比例
1,000︰2

香 港 新 聞 2021年10月22日（星期五）4 ●責任編輯：樓軒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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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鄉建設全面實現綠色發展

●碳減排水平快速提升

●城市和鄉村品質全面提升

●人居環境更加美好

●城鄉建設領域治理體系和
治理能力基本實現現代
化，美麗中國建設目標基
本實現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視點及央視網報道，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
平20日在山東省東營市考察黃河入海口。

當天下午，習近平來到黃河入海口碼頭、黃河三
角洲生態監測中心、黃河三角洲國家級自然保護區，
實地察看黃河河道水情和黃河三角洲濕地生態環境，
了解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等情況。

近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了《黃河流域
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規劃綱要》（下稱《綱

要》），提出將黃河流域打造成為大江大河治理
的重要標杆，國家生態安全的重要屏障，高質量
發展的重要實驗區，中華文化保護傳承弘揚的重
要承載區。《綱要》指出，相關規劃是全流域協
同合作，縮小南北發展差距、促進民生改善的戰
略需要。根據部署，中央成立推動黃河流域生態
保護和高質量發展領導小組，全面指導黃河流域
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戰略實施，審議全流域重
大規劃、重大政策、重大項目和年度工作安排，

協調解決跨區域重大問題，確保在2025年前黃河
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取得明顯進展。

黃河水患“像利劍懸在頭上”
歷史上的黃河，三年兩決口、百年一改道。

據統計，從先秦到解放前的2,500多年間，黃河下
游共決溢1,500多次，改道26次。水少沙多、水沙
關係不協調，是黃河複雜難治的癥結所在。

2014年3月，習近平就曾赴黃河蘭考東壩頭

段考察，了解黃河防汛和灘區群眾生產生活情
況。2019年9月，在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
發展座談會上，習近平曾形容黃河水害隱患“像
一把利劍懸在頭上”。

協調水沙關係 提高生物多樣性
讓黃河安瀾，必須緊緊抓住水沙關係調節這

個“牛鼻子”。近些年，東營市實施河道和灘區
綜合提升治理工程，有效減緩黃河下游淤積，逐
漸構築起了穩固防線。得益於入海口處河道趨
緩、泥沙沉積，現代黃河三角洲逐漸形成。這裏
被稱為共和國最年輕的土地。

“下游的黃河三角洲是我國暖溫帶最完整
的濕地生態系統，要做好保護工作，促進河流
生態系統健康，提高生物多樣性。”在兩年前
的座談會上，總書記就為黃河三角洲生態保護
定下了清晰的目標。黃河三角洲是鳥類遷徙
的重要驛站。每年南來北往的鳥類超過600
萬隻，被國內外鳥類專家形象地稱為“鳥
類國際機場”。據了解，黃河三角洲的鳥
類已由1992年187種增加到371種，其
中國家一級、二級保護鳥類分別有25
種、65種。從去年3月至今，還
首次發現火烈鳥、白鵜鶘、
勺嘴鷸在這裏棲息。

習近平山東考察黃河入海口生態保護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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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設職住平衡新城 保護鄉村風貌文脈
中央發文規範城鄉建設綠色發展 分層次分區域協調管控

●●1010月月2020日日，，習近平在黃河入海口習近平在黃河入海口
碼頭實地察看黃河河道水情碼頭實地察看黃河河道水情。。新華社新華社

●●1010月月2020日日，，習近平在黃河三角洲國家級自然保習近平在黃河三角洲國家級自然保
護區實地察看黃河三角洲濕地生態環境護區實地察看黃河三角洲濕地生態環境。。 新華社新華社

《意見》指出，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人
居環境持續改善，住房水平顯著提

高，同時仍存在整體性缺乏、系統性不足、宜
居性不高、包容性不夠等問題，大量建設、大
量消耗、大量排放的建設方式尚未根本扭轉。

實施城市功能完善工程
在推進城鄉建設一體化發展方面，《意

見》提出要建立分層次、分區域協調管控機
制，以自然資源承載能力和生態環境容量為基
礎，合理確定城市人口、用水、用地規模，合
理確定開發建設密度和強度。提高中心城市綜
合承載能力，建設一批產城融合、職住平衡、
生態宜居、交通便利的郊區新城，推動多中
心、組團式發展。大力推進城市節水，提高水
資源集約節約利用水平。實施海綿城市建設，
完善城市防洪排澇體系，提高城市防災減災能
力，增強城市韌性。實施城市生態修復工程，
保護城市山體自然風貌，修復江河、湖泊、濕
地，加強城市公園和綠地建設，推進立體綠

化，構建連續完整的生態基礎設施體系。
此外，實施城市功能完善工程，加強嬰幼

兒照護機構、幼兒園、中小學校、醫療衞生機
構、養老服務機構、兒童福利機構、未成年人
救助保護機構、社區足球場地等設施建設，增
加公共活動空間，建設體育公園，完善文化和
旅遊消費場所設施，推動發展城市新業態、新
功能。建立健全推進城市生態修復、功能完善
工程標準規範和工作體系。

建立城市體檢評估制度
《意見》並要求，要建立城市體檢評估制

度。具體為建立健全“一年一體檢、五年一評
估”的城市體檢評估制度，強化對相關規劃實施
情況和歷史文化保護傳承、基礎設施效率、生態
建設、污染防治等的評估。制定城市體檢評估標
準，將綠色發展納入評估指標體系。城市政府作
為城市體檢評估工作主體，要定期開展體檢評
估，制定年度建設和整治行動計劃，依法依規向
社會公開體檢評估結果。加強對相關規劃實施的

監督，維護規劃的嚴肅性權威性。
對於鄉村建設，《意見》重點提出，要提

高農房設計和建造水平，建設滿足鄉村生產生
活實際需要的新型農房，完善水、電、氣、廁
配套附屬設施，加強既有農房節能改造。保護
塑造鄉村風貌，延續鄉村歷史文脈，嚴格落實
有關規定，不破壞地形地貌、不拆傳統民居。
統籌布局縣城、中心鎮、行政村基礎設施和公
共服務設施，促進城鄉設施聯動發展。提高鎮
村設施建設水平，加強農村防災減災能力建
設。

支持以“公司+農戶”對接市場
同時，立足資源優勢打造各具特色的農業

全產業鏈，發展多種形式適度規模經營，支持
以“公司+農戶”等模式對接市場，培育鄉村
文化、旅遊、休閒、民宿、健康養老、傳統手
工藝等新業態，強化農產品及其加工副產物綜
合利用，拓寬農民增收渠道，促進產鎮融合、
產村融合，推動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

城鄉建設綠色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
基本建立

到
2025
年

城
鄉
建
設
綠
色
發
展
總
體
目
標

總
體
目
標

●建設方式綠色轉型成效顯著，碳減排
扎實推進

●城市整體性、系統性、生長性增強，
“城市病”問題緩解

●城鄉生態環境質量整體改善，城鄉發
展質量和資源環境承載能力明顯提
升，綜合治理能力顯著提高

●綠色生活方式普遍推廣

到
2035
年

來源：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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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中國
已正式設立三江源、大熊貓、東北虎豹、海南熱
帶雨林、武夷山等第一批國家公園，這些國家公
園是否會對公眾進行開放，相關負責人21日在國
新辦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表示，國家公園將分為
核心保護區和一般控制區，核心保護區只對科研
開放，一般控制區則開放旅遊。

國家公園研究院院長唐小平指出，堅持全
民公益性是國家公園的重要理念之一。國家公
園分為核心保護區和一般控制區兩個管控區。
核心保護區只對科研開放，一般控制區可以開
放旅遊，滿足公眾進入自然、親近自然的要
求，適當區域建設自然教育基地、科普館、野
外觀察點、露營區、登山步道和解說徑等，開
展自然教育、自然遊憩和生態體驗。

據介紹，中國第一批正式設立的5個國家
公園，保護面積達23萬平方公里，涵蓋了中
國陸域近 30%的國家重點保護野生動植物種
類。公園均位於中國生態安全戰略格局的關鍵
區域，實現了重要生態區域的整體保護。

唐小平也指出，在國家公園開展遊憩體驗與
大眾旅遊不同，國家公園將根據環境容量等合理
確定到訪遊客承載數量，建立門票預約制度，科
學測算運營成本，體現公益屬性，嚴格控制門票
等經營服務類價格。原則上，公益性項目免費，
經營性項目實行特許經營，少收門票。

國
家
公
園
非
核
心
區
將
開
放
旅
遊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近日印發了《關於推動城鄉建設綠色發展的意見》（下

稱《意見》）。在推進城鄉建設一體化發展方面，《意見》提出，要提高中心城市綜合承載能力，建設一批產城融合、職

住平衡、生態宜居、交通便利的郊區新城，推動多中心、組團式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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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休城工商

「「牛角尖鮮牛肉火鍋專門店牛角尖鮮牛肉火鍋專門店」」 及及 「「包十一包十一」」
弘揚中華文化在疫情中浴火重生弘揚中華文化在疫情中浴火重生，，異軍突起異軍突起

（本報記者秦鴻鈞）一對來自中國四川的劉
思達，王璟瑜年輕夫婦,因為機緣巧合，來休士頓
探朋友，意外發現休市的環境非常好，無論家庭
人文或潮濕炎熱的氣候，都與中國四川非常像，
需要吃辣椒來排汗，乃決定把國內本土食物、非
常好的飲食文化帶入美國，乃於2018年在休市成
立第一家川式火鍋店— 「牛角尖」 。三年多來，
客戶喜歡他們的口味和經營模式，甚至在疫情期
間，他們也轉型為休市第一家 「火鍋外賣餐館」
，繼續受到客戶們的熱烈支持。

「牛角尖」 開設不久，2019年 7月他們又在
「牛角尖」 的緊隔壁開設 j 「包十一」 ，把中餐
「快餐化」 。把中國 「文化」 元素放入麵食內。

譬如麵食，中國擅長 「蒸」 ，把包子和麵條、粥
、豆花等食材作成一個放心的食物供應鏈，讓從2
歲至80歲的人都適合吃，並把它和美國的快餐文
化結合。從疫情以來，他們佔了優勢，因為他們
摸索到美國客人對中國麵食特別熱愛。 「包十一
」 ，是指他們在製作的過程中共有11道工序。成立
至今， 「包十一」 現在共有四家，並完成中央廚
房，在中國客戶和外國客戶中受歡迎。包子在中
國的吃法是配豆漿、稀飯。而 「包十一」 門店特
別為喜歡煎炸鍋貼的包子客人，新添了各種口味
的 「茶飲」 ，如鮮果茶、奶茶, 使顧客體驗感更飽
滿，市場上的反響更成功。

「包十一 」 在美國市場的成功，使他們在目
前已有的四家店面之後，未來將在奧斯汀，北卡
展開他們的發展計劃— 開放直營計劃— 即所有的
供應鏈由他們自己把控，由中央銀行統一採購，
希在疫情過後，食材供應無虞時，進一步與美國
快餐接軌，按照目前四家店的商業模式作為未來
的發展方向。使每家分店都能吃到傳統的 「中式
快餐」 式食物！

「牛角尖鮮牛肉火鍋專門店」 特別受到喜愛
「重口味」 客人的青睞。如招牌 「秘制牛油麻辣

火鍋」 、 「椰子雞火鍋」 （夏天賣得特別好）以
及今年才新推出、全美首家獨創的 「川式烤肉」

都非常受歡迎！
而 「包十一」 受歡迎的產品如灌湯

包、鮮肉小包（一包50個）疫情期間，
作成速凍食品，並生鮮配送， 「包十一」
老闆夫婦表示，這是在 「不營利」 的情況
下，幫助客戶，不出門，就能維持生活需
求。所有運送人員，皆配戴口罩。這些食
物，以老人、小孩為主要客人，也使 「中
國蒸」 在美國大受歡迎。據劉老闆夫婦表
示：現在 「包十一」 的包子、水餃、煎餅
菓子，都是速凍，堂吃的多。因中國的包
子是蒸的，不上火，買的人多，而他們也
拋棄洗碗模式的安全隱患，改用客人方便

攜帶，可回收的牛皮紙環保包裝，以保護客戶。
劉老闆夫婦在專訪時也不諱言要在美國成立

團隊難度高，而他們唯一可作的是 「我們盡可能
把知道中國美食的精華展現」 ！劉老闆表示：希
望有更多、特別有能力的飲食追求者加入團隊，
以壯大我們自己的團隊。

劉老闆夫婦也衷心感謝在疫情期間留守在一
線工作的員工。他們與他們夫妻一起努力，他們
沒有計較他們夫婦對他們衞生的要求嚴格，堅持
留下來。此情令他們終生難忘。

劉老闆也不忘優惠給充值會員卡的忠實客戶
，給予85折優惠、送私房菜。他們認為：一個企

業的成功，離不開客戶、員工，大家一起努力，
共同付出。疫情期間倒弊的餐館很多，但不論多
困難，大家都會堅持共存，其接種疫苗是非常重
要的前提。

牛角尖鮮牛肉火鍋店專門店推出
秘制鍋底、精選牛羊肉類、特色拼盤

「牛角尖」 的成功，在於他的秘制湯底。除
前述的 「秘制牛油麻辣火鍋」 及 「椰子雞火鍋」
外，牛角尖鴛鴦火鍋、清油九宮格麻辣火鍋、老
壇酸辣金湯鍋公、泰式冬陰功鍋、養生番茄濃湯
鍋底、玉米白蘿蔔牛骨湯底、四季滋補冬瓜盅火
鍋也是不錯的選擇。而火鍋招牌必點的涮菜如：
至尊肥牛、鮮美牛舌、草原千層肚、愛心午餐肉
、鮮活鯰魚片、翠滴腰花、四色蝦滑組合..等等，
都是最受歡迎的招牌涮菜，再加上牛百葉、魚豆
腐、龍蝦丸、魚皮餃、鵪鶉蛋、鮑魚菇、金針菇
、面筋及各種蔬菜...一頓豐盛的牛角尖火鍋，肯定
讓您全家歡聚、賓主盡歡，終生難忘。

在燒烤方面：法式鵝肝、日本宮崎A5上腦和
牛、德州肉眼牛大排、美版A5 和牛、薄片牛舌、
蒜蓉粉絲烤扇貝、五香鹵肥腸、深海大蝦、烤茄
子、香嘴雞脆骨都是不錯的選擇，不僅讓您盡享
燒烤的樂趣,更別提入口的滋味有多美妙。

「包十一」 的包點、水餃、麵食，
令人抓狂

包含了十一種工序製作的麵點，是 「包十一
」 最大的特色：無論灌湯小籠包、瀑汁叉燒創的
滋濃味美，令人回味無窮，他們的煎餅果子、臘
汁肉夾饃、手作蔥油餅、韭菜盒子、或是鮮蝦韭
菜豬肉煎餃、京蔥芝士牛肉煎餃一樣令人著迷，
欲罷不能！

「包十一 」 還有推出秘制紅燒牛肉麵、紅燒
豬軟骨蔥油麵、番茄煎蛋麵、重慶小麵、牛腩米
粉、紅燒排骨米粉，以及鹽酥雞、老北京雞肉捲
、包十一香辣雞肉捲...都是令人著迷的美食，值得
細細品嚐。

再搭配店內特製的芝芝草莓、滿杯西柚、波
霸奶茶、楊枝甘露、有機豆漿等飲料，真是十全
十美，令人回味無窮！

「牛角尖」 位於中國城的中心點，黃金地段
。百利大道和Corperate Dr.交口附近， 「敦煌商場
」 旁。地址：9715 Bellaire Blvd. Ste A, Houston TX
77036, 電話：281-501-9769， 緊隔壁的 「包十一
」 地 址 ： 9715 Bellaire Blvd. Ste B, Houston TX
77036, 電話：832-925-7913。 「包十一」 另外三
家的地址：

FM 1463, Katy : 4031 FM 1463 Rd. Ste 60, Katy,
TX 77494, 電話：（832）437-9958

Kirby Dr. : 3819 Kirby Dr. Houston ,Tx 77098 電話
：（346）867-3941

TexasMedical Center: 2328 Holcombe Blvd.
Houston TX 77030, 電話：（832）530-4635

圖為圖為 「「牛角尖牛角尖」 「」 「包十一包十一」」 的東主劉思達的東主劉思達、、王王
璟瑜夫婦璟瑜夫婦。（。（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圖為 「「牛角尖牛角尖」 「」 「包十一包十一」」 的東主劉思達的東主劉思達、、王王
璟瑜夫婦璟瑜夫婦。（。（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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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人口普查局繼續發布 2020 年人口普查的信息，以提供有關

美國人口變化的豐富信息。從4 月的分配計數數據到8 月的重新劃
分數據，2020 年人口普查的每個數據集都逐步揭示了對亞裔美國人
社區的了解。

根據最近2020 年人口普查的重新劃分數據結果，亞洲特定人口
顯著增加。超過 2400 萬人（佔總人口的 7.2%）認定自己為“亞洲
人單獨或混血”。 ” “僅亞裔”是指只認定為亞裔而未報告任何其
他種族的人。“亞洲單獨或混血”包括那些報告亞裔的受訪者，無
論他們是否報告了任何其他種族。

2010 年至 2020 年間，僅亞裔人口就增長了 35.5%。 2020 年約
有 1,990 萬人（佔所有受訪者的 6%）認定自己為亞裔，高於 2010
年的 1,470 萬人（4.8%）。

相比之下，亞裔混血人口增長了 55.5%。 2020 年約有 410 萬人
被認定為亞裔混血，高於 2010 年的 260 萬人。約有270 萬人被認定
為亞裔和白人，使其成為最大的多種族亞裔群體。

夏威夷、加利福尼亞、華盛頓、內華達、新澤西、紐約、弗吉
尼亞、阿拉斯加、馬薩諸塞和馬里蘭是亞洲單獨或混血人口比例最
大的州。亞洲人單獨或混血人口增長百分比最大的 10 個州是北達科
他州、南達科他州、內布拉斯加州、哥倫比亞特區、北卡羅來納州
、印第安納州、德克薩斯州、南卡羅來納州、蒙大拿州和猶他州。

新數據反映了人口的變化以及人口普查提出問題、收集和整理

答复的方式的改進，在人口普查的整個歷史中，這一過程幾乎每十
年都會發生變化，以反映社會、政治和經濟因素。

“根據過去十年的研究，我們對 2020 年人口普查的種族問題進
行了多項設計改進，”人口普查局人口司種族統計處處長Rachel
Marks說。 “其中一個主要變化是為‘白人’和‘黑人或非裔美國
人’種族類別添加了專門的寫入回复區域，我們還在‘美洲印第安
人或阿拉斯加原住民’種族類別中添加了示例。[對於] 亞裔和夏威
夷原住民以及其他太平洋島民類別，我們按人口規模重新排列了詳
細的亞裔和夏威夷原住民和其他太平洋島民複選框。在夏威夷原住
民和其他太平洋島民類別中，我們根據反饋和研究將復選框類別
'Guamanian or Chamorro' 更改為 'Chamorro'。”

相比之下，亞裔混血人口增長了 55.5%。2020 年約有 410 萬人
被認定為亞裔混血，高於 2010 年的 260 萬人。約有270 萬人被認定
為亞裔和白人，使其成為最大的多種族亞裔群體。

這些變化提供了對人
們如何自我認同的更全
面和準確的描述。按人
口規模為亞洲和夏威夷
原住民或太平洋島民重
新排序的複選框是：中
國人、菲律賓人、亞洲
印度人、其他亞洲人
（例如，巴基斯坦人、
柬埔寨人、苗族人等）
、越南人、韓國人、日
本人、夏威夷原住民、
薩摩亞人、查莫洛人、
其他太平洋島民（例如
湯加人、斐濟人、馬紹
爾人等）。
為了更頻繁地向公眾

提供詳細信息，過去每
十年收集一次數據的人
口普查長表的數據每年
通 過 美 國 社 區 調 查

(ACS) 發布。人口普查局還發布其他數據產品，例如人口和住房特徵
文件 (DHC) 和詳細的人口和住房特徵文件 (Detailed DHC)。

人口普查局人口司種族和民族研究與外展主任兼高級顧問Nich-
olas Jones說：“我們有更多的數據可以在未來從 2020 年人口普查
中發布。” “詳細的 DHC 將包括詳細種族人口的表格。在這裡，您
將能夠獲得有關詳細亞洲群體的數據，例如中國人、韓國人、泰國
人、越南人、亞洲印度人等等。” 一些示例包括性別和年齡的人口
統計和住房特徵、家庭和家庭類型以及使用權（住房單元是業主自
住還是租戶）。

美國人口普查局公共信息辦公室主任Michael Cook說：“人口
普查不是我們進行的，也不是對你做的，而是美國公眾參與的。”

“這是一項巨大的努力，這是與許多合作夥伴共同完成的努力，這
些合作夥伴幫助我們接觸到每個社區，以確保人們了解進行人口普
查的價值和重要性。”

如需更多信息，請訪問census.gov/2020results。
###
請參見此處有關改進種族和民族措施的美國統計故事： https://

www.census.gov/library/stories/2021/08/more-than-half-of-unit-
ed-states-counties-were-smaller-in-2020-than-in-2010.html

請參見此處有關改進種族和民族措施的美國統計故事：https://
www.census.gov/library/stories/2021/08/improved-race-ethnici-
ty-measures-reveal-united-states-population-much-more-multi-
racial.html

2020 年人口普查重新劃分新聞資料袋，其中包括所有美國人口
統 計 故 事 和 其 他 資 源 ： https://www.census.gov/newsroom/
press-kits/2021/2020-census-redistricting.html

對於國家、州和縣的種族和民族數據：https://www.census.gov/
library/visualizations/interactive/race-and-ethnicity-in-the-unit-
ed-state-2010-and-2020-census.html

在此處訪問所有 2020 年人口普查重新劃分數據到人口普查區塊
級別：https://data.census.gov/cedsci/all?q=redistricting

統計後調查新聞資料袋：https://www.census.gov/newsroom/
press-kits/2021/post-enumeration-surve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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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歷史中，這一過程幾乎每十年都會發生變化，以反映社會、政治和經濟因素。 

“根據過去十年的研究，我們對 2020 年人口普查的種族問題進行了多項設計改進，”人口普查

局人口司種族統計處處長 Rachel Marks 說。 “其中一個主要變化是為‘白人’和‘黑人或非裔

美國人’種族類別添加了專門的寫入回复區域，我們還在‘美洲印第安人或阿拉斯加原住民’種

族類別中添加了示例。[對於] 亞裔和夏威夷原住民以及其他太平洋島民類別，我們按人口規模重

新排列了詳細的亞裔和夏威夷原住民和其他太平洋島民複選框。在夏威夷原住民和其他太平洋島

民類別中，我們根據反饋和研究將復選框類別 'Guamanian or Chamorro' 更改為 

'Chamorro'。” 

相比之下，亚裔混血人口增长了 55.5%。2020 年约有 410 万人被认定为亚裔混血，高于 2010 年的 

260 万人。约有 270 万人被认定为亚裔和白人，使其成为最大的多种族亚裔群体。 

  

這些變化提供了對人們如何自我認同的更全面和準確的描述。按人口規模為亞洲和夏威夷原住民

或太平洋島民重新排序的複選框是：中國人、菲律賓人、亞洲印度人、其他亞洲人（例如，巴基

斯坦人、柬埔寨人、苗族人等）、越南人、韓國人、日本人、夏威夷原住民、薩摩亞人、查莫洛

人、其他太平洋島民（例如湯加人、斐濟人、馬紹爾人等）。  

為了更頻繁地向公眾提供詳細信息，過去每十年收集一次數據的人口普查長表的數據每年通過美

國社區調查 (ACS) 發布。人口普查局還發布其他數據產品，例如人口和住房特徵文件 (DHC) 和

詳細的人口和住房特徵文件 (Detailed DHC)。 

人口普查局人口司種族和民族研究與外展主任兼高級顧問 Nicholas Jones 說：“我們有更多的

數據可以在未來從 2020 年人口普查中發布。” “詳細的 DHC 將包括詳細種族人口的表格。在

這裡，您將能夠獲得有關詳細亞洲群體的數據，例如中國人、韓國人、泰國人、越南人、亞洲印

度人等等。” 一些示例包括性別和年齡的人口統計和住房特徵、家庭和家庭類型以及使用權（住

房單元是業主自住還是租戶）。 

 
 

美國人口普查局公共信息辦公室主任 Michael Cook 說：“人口普查不是我們進行的，也不是對

你做的，而是美國公眾參與的。” “這是一項巨大的努力，這是與許多合作夥伴共同完成的努力，

這些合作夥伴幫助我們接觸到每個社區，以確保人們了解進行人口普查的價值和重要性。” 

  

如需更多信息，請訪問census.gov/2020resul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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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百課程為升學及生涯精設，新的人生今天就啟航
疫情阻止不了您追夢，讓休斯頓社區大學HCC成為您飆昇美好未來的發射台！

HCC西南校區學科種類
數碼及信息技術 | 基礎科學 | 健康科學 | 

工商業 | 視覺及表演藝術 | 其他各類學科

課程詳情，請訪網站：HCCS.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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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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