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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銀預估世銀預估：：油價回落要等到油價回落要等到20232023年年
（中央社華盛頓21日綜合外電報導）世界銀行（World Bank）今天發布報告指出，近期全球油價驚人漲勢恐對全球經

濟成長構成威脅，而油價水準很可能要到2023年才會降低。
世銀在最新 「大宗商品市場展望」 （Commodity Markets Outlook）報告中預估，今年結束時原油價格平均會來到每桶

70美元，比去年同期大漲70%。
報告還說，這使得其他能源價格跟著被推高，例如天然氣。
世銀首席經濟學家柯錫（Ayhan Kose）表示： 「能源價格揚升，為全球通貨膨脹帶來重大短期風險。若漲勢持續，可

能也會對能源進口國的經濟成長構成壓力。」
柯錫坦言，油價漲勢 「比先前預期更顯著」 ；而這 「可能使得各國自去年全球衰退復甦時更難在政策上做選擇」 。
近幾週油價衝破每桶80美元，達到數年來高點。原因是各經濟體經歷疫情期間活動暫停後再度活絡，以及航運瓶頸所

造成。
報告警告，由於原油庫存量非常低，且供應瓶頸問題持續，近期油價可能出現更多漲勢。
世銀以布倫特（Brent）、西德州中級（WTI）和杜拜三種原油價格計算全球均價，並預估明年油價將維持高檔，要到

下半年才會因供應緊繃緩和而開始下降。
世銀預測，明年原油均價還會再上漲至每桶74美元，2023年才跌回65美元。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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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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Annual Alief International Parade started
today at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this
morning. The event has been sponsored by
the Alief Community Association for the last
several years.

This event truly represents the diverse ethnic
groups in our city. In this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e have had many newcomer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They come here to
start new businesses and share their
heritage.

Since the International District was founded in
this thirteen square mile area, we now have
grown to almost 900 businesses. We have
improved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safety of

the area to promote and attract new
business. More and more people now have
come over and settled down here and call it
their home.

We also very much appreciate our community
leader Marie Lee. She was the one who has
been behind this annual event and makes it
all possible.

When we look at our country and today's
world that is facing big challenges, we all
need to unite to serve our community and
help each other.

We are here to congratulate the big success
of the Annual Alief International Parade. This

event really represents our love of this land
we call home.

1010//2323//20212021

Annual Alief InternationalAnnual Alief International
ParadeParade

今天在美南新聞廣場
將舉辦每年一度的國際區
遊行大會 ，,這也是兩年
來由于疫情關係首次舉行
的戶外活動。
休斯敦國际區成立迄

今已經有十五年之歷史，
在十三英里的範圍內，目
前我們有近九百家各型中
小企業，國際行政區之成
立，全面改變了整個社區
之面貌，不但吸引了許多
中小企業，也改善了社區
治安及規劃，今天當你們
走進國際區時，可以目睹
亞裔、拉丁裔之各類餐廳
商店及宗教寺廟及教堂，
更重要的是我們已經把此
當成了自己的家園。
今天我們和休斯敦市

民及生活在國際區的兄弟
姐妹們一起參加國際區文
化大遊行，除了顯示故國
多彩文化之外，更是傳遞
美國是個世界种族之大熔
爐。
遊行車隊及表演儀隊

自上午九時從美南新聞廣
場出發，途經百利大道向
西行到艾利學區，參加人

數超過一千多人，共有近
百輛花車在街上載歌載舞
。
我們非常慶幸生活在

這塊土地上的人，能在此
次遊行中再次展現自己的
熱情和才藝，尤其是希望
疫情能早日控制住的時刻
，大家都能再次聚集在一
起。

國際區文化大遊行今天上塲國際區文化大遊行今天上塲



AA33要聞3
星期日       2021年10月24日       Sunday, October 24, 2021

（綜合報導）今年6月，G20峰會召開，在
英美交換禮物的環節中，英國首相約翰遜收到了
由美國總統拜登送出的自行車、頭盔和太陽鏡。
據英國的《泰晤士報》報導，鮑里斯一直都在騎
著這輛自行車。然而，英國的透明度記錄卻顯示
，鮑里斯並沒有按規定為這份禮物掏錢。看到這
，大家難免疑問：收禮物為什麼要自己掏錢呢？

原來，根據英國的《大臣守則》，其他政府
以官方身份贈送給英國大臣的禮物是屬於英國政
府的財產。如果禮物的價值超過了140英鎊（約
1229元），大臣們必須自掏腰包支付140英鎊以
外的費用才能將禮物歸為己有。而據最新報導稱
，這部由拜登送出的自行車價值高達 1000 英鎊
（8783元），遠遠超出了限額。

拜登的禮物可謂送到了約翰遜心上。鮑里斯
在擔任倫敦市長期間，就是一位狂熱的自行車愛
好者。據《每日電訊報》報導，英國首相非常喜
歡拜登送給他的這輛紅、白、藍三色自行車，甚
至通過美國國務院為家裡孩子威爾弗雷德（Wil-
fred）訂購了一輛同款三輪車。儘管鮑里斯仍舊

沒有為這份禮物支付費用，但並不妨礙他日常使
用它，畢竟類似的事情約翰遜可沒少干。

美國第一夫人吉爾 拜登曾給約翰遜的夫人
凱莉（Carrie Johnson）送過皮製大手提袋和總統
專用絲巾，而鮑里斯同樣未支付禮物的超額費用
。不僅如此，約翰遜還曾讓保守黨的捐贈者出資
為他的公寓翻新，並為他支付了一次花費1.5萬
英鎊（131745元）的加勒比度假賬單。而英國藝
術家瑪麗•卡瑟利(Mary Casserley)為首相一家人
在契克斯所作的畫作，曾有報導稱鮑里斯購買了
原版，但據卡瑟利所說鮑里斯僅花 25 英鎊（約
219元）買了一張A4簽名的印刷品。

據唐寧街的新聞稿顯示，法國總統馬克龍的
妻子佈麗吉特送給凱莉的一隻皮手鐲，是鮑里斯
支付的唯一一份來自世界領導人的禮物，而這份
禮物的價值僅為140多英鎊。鮑里斯的“吝嗇”
不僅僅體現在不願意支付超額的禮物費用，還體
現在不願意在禮物交換環節中花費過多。今年鮑
里斯回贈給拜登的是一張在維基百科(Wikipedia)
上找的鑲框印刷壁畫。

英首相約翰遜收到拜登千鎊的單車英首相約翰遜收到拜登千鎊的單車 應歸政府應歸政府

（綜合報導）幾天前，被稱為“狂人總統”的土
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公開抱怨“當今的世界秩序不公正
”，他聲稱“人類的命運不應由少數二戰勝利國主宰
”，甚至還叫囂“廢除常任理事國的一票否決權”。
可以說，埃爾多安的一系列言論劍鋒直指聯合國五常
，挑釁意味十足。

以“硬漢”著稱的俄羅斯總統普京不慣著這種
“臭脾氣”。當地時間10月21日，普京亮明自己的態
度，“如果取消否決權，聯合國就會不復存在”。按
照普京的話來說，失去常任理事國否決權的聯合國，
將會變成一個“討論平台”，如同“國際聯盟”的2.0
版本。

俄總統口中所說的“國際聯盟”，是各國吸取第
一次世界大戰的教訓，建立的一個用以維護世界和平
的國際組織，算得上是聯合國的前身。不過，該組織
完全沒有履行其應盡的責任和義務，甚至連當時的世
界級強國美國都沒有加入。

國際聯盟規定，所有決議都必須得到成員國的一
致同意才能生效。然而，每個國家背後都有自己的
“小算盤”，國際聯盟也陷入無休止的爭議之中。此
外，一些國家肆意利用這一機制的漏洞，掩蓋侵略罪
行，讓該聯盟逐漸成為了一個有名無實的空殼組織。
國際聯盟成立不過短短20年，二戰便全面爆發，各地
戰火紛飛、生靈塗炭。

隨著二戰後新的世界格局的形成，聯合國應運而
生，且以史為鑑，賦予聯合國安理會五大常任理事國

一票否決的特權。因此，否決權存在的意義在於維持
力量平衡，避免聯合國步入國際聯盟的後塵。值得注
意的是，在當前嚴峻的國際形勢下，中俄兩國在國際
事務中大多是同進退，而英法則唯美國馬首是瞻。雙
方涇渭分明，能和談則溝通，“談不妥”時則“一票
否決”。因此，即便安理會再增加一些特權成員國進
來，也沒有絲毫意義，只會給決斷過程增加更多無謂
的困難。

此外，若是貿然取消一票否決權，在英法等親美
力量的加持下，美國豈不是一手遮天？對發展中國家
和貧弱國家於來說，也是一種不公平，那麼聯合國便
也失去了其存在的意義。因此，正如普京所說，聯合
國迄今能夠運作的原因在於“一票否決”的設計。再
者，“一票否決權”只適用於聯合國安理會框架內的
相關事件，如發動戰爭等事關世界和平和安全的重要
議題，而並非聯合國一切決議都受制於“一票否決權
”。

事實上，很長一段時間裡，要求對聯合國進行改
革的呼聲都是此起彼伏，其中調門最高的大多是那些
希望躋身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國家；抑或是加入無望
故分外眼紅，試圖取消五常特權的國家。眾所周知。
近些年來，埃爾多安頻頻在“國際舞台”上亮相，一
度欲把土耳其的影響力拔高到與其實力不相匹配的高
度。某種程度來說，埃爾多安的想法可謂是“逆天而
行”。

土耳其總統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 同時對聯合國五常同時對聯合國五常““開火開火”！”！



巴西累計確診病例超2165萬例
裏約再次放寬防疫措施

綜合報導 巴西衛生部公布的數據顯示，當天巴西新增新冠肺炎確

診病例7446例，累計確診21651910例；新增死亡病例183例，累計死亡

603465例；累計治愈20813408例。

裏約熱內盧市10月18日起再次放寬防疫措施，全部取消商場、餐館、購

物中心、劇院和電影院等場所接待人數的限制，但仍要求民衆佩戴口罩。同

時，繼續禁止夜總會、音樂會和舞廳開放。體育賽事可允許一半觀衆進場觀

看。從10月26日起，該市將允許民衆在戶外活動中不戴口罩。

聖保羅州所有學校10月18日起全面恢複面對面線下授課，但要求

在校師生和員工之間須保持一米的社交距離。不過，從11月3日起將取

消此項規定。

聖保羅州政府當天宣布，從10月19日起將接種輝瑞新冠疫苗第二

劑的間隔時間從原來的8周縮減至21天，適用于已接種第一劑該款疫苗

的18歲以上人群。今年9月，該州已將輝瑞疫苗的第一劑和第二劑之間

的間隔時間從最初的12周縮短到8周。

根據巴西各州衛生廳公布的統計數據，在過去7天內，巴西日均新

增確診病例10050例，比兩周前數據下降了40%；日均新增死亡病例322

例，連續7天該數值低于400例，比兩周前數據下降了33%。

據巴西媒體統計，截至18日20時，巴西全國已有1.51億人接種了第

一劑新冠疫苗，占總人口的71.13%；有1.05億人完成了兩劑疫苗的接種

，或接種了只需注射一劑的新冠疫苗，這些全面接種者占總人口的49%

。此外，巴西超過458萬人接種了第三劑加強針，占總人口的2.15%。

德國衛生部長：
計劃11月底結束全國大流行病狀態

綜合報導 德國聯邦衛生部長施潘表示，考慮到該國目前的新冠疫

苗接種率水平，醫療系統超負荷的風險已不再嚴峻。爲此，施潘計劃待

德國目前實施的全國大流行病狀態于今年11月25日到期後，不再延長

這一狀態。

德國疾控機構羅伯特· 科赫研究所當天公布的新增確診感染新冠病毒人

數和新增死亡病例數分別爲4056人、10人，截至當天累計確診4377845人、

死亡94628人。平均每十萬人的七日累計新增確診人數爲74.4、七日累計重症

入院人數爲1.92。截至目前，德國已接種1億990萬劑次新冠疫苗，共有

54686416人已實現完全接種，占該國總人口數的65.8%。

施潘當天在和各州衛生部長舉行會議時作出了上述表示。羅伯特·

科赫研究所此前給出的數據顯示，德國目前幾乎所有新增確診病例，尤

其是新增的重症病例，都發生在未接種疫苗人群當中。據德國電視一台

報道，該機構已經將針對已完全接種疫苗人群的健康風險下調至

“中等”，醫療系統超載的風險也同樣被下調至這一等級。

德國從2020年3月28日開始進入全國大流行病狀態，到今年11月底

，這一狀態持續時間將達19個月。施潘呼籲公衆在那之後仍應繼續保持

洗手和社交距離等習慣。

由于目前德國組閣談判正在進行中，而施潘所在的聯盟黨進入下屆

政府的可能性已逐漸渺茫，此間亦有分析認爲，德國防疫政策的後續走

向恐需等到組閣結束、新政府宣誓就職後方能明朗化。

希臘或將調整防疫措施
預計明年初新冠口服藥面市

希臘國家公共衛生組織宣布，過去

24小時希臘新增3164例新冠患者，目前

累計確診697033例。新增死亡43例，累

計死亡15418例。

現行防疫措施料將調整
據希臘媒體報道，由于該國新冠感

染率居高不下，衛生專家們正考慮在某

些指定地區采取更嚴格的限制措施。這

些地區將在希臘官方發布的疫情地圖上

爲紫色，顔色比現在代表最高感染率的

紅色區域更深。

根據Skai電視台的消息，在紫色地

區，限制措施可能包括，在所有地方強

制佩戴口罩，並且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時需要佩戴雙層口罩。隨著政府決定停

止在紅色地區實行宵禁等措施，並允許

已接種疫苗的人在娛樂場所享受更大的

自由，衛生專家們似乎正在考慮增加一

個新的以顔色爲編碼的感染率標記方式

。向政府提供疫情防控建議的專家委員

會，預計將在本周討論這一問題。

不過，希臘衛生部長普萊弗裏斯18

日駁斥了媒體的說法。他表示，政府並

沒有在討論設置“紫色”區域的問題，

而只是考慮簡化所謂的“混合”區域的

措施。

希臘政府協調秘書長康托喬治斯也

在接受ERT電視台采訪時說，預計衛生

部官員將在一周內宣布新的疫情防控措

施，他說，這些措施將會在現有措施上

更加專業和細化，以便于民衆能夠更好

地遵守。他澄清說，政府不希望采取新

的限制措施來遏制病毒擴散，但希望通

過更加清晰的框架，向民衆傳遞更加明

確的信息。

預計明年初新冠治療藥面市
希臘衛生部長普萊弗裏斯18日接受

媒體采訪時表示，首批用于治療新冠肺

炎的藥物，預計將在明年年初面市。但

他強調需要在希臘加大疫苗接種力度，

因爲該國完全接種疫苗的人數仍然低于

總人口比例的60%。

他說：“我們已同歐盟進行了協調

，同時希臘作爲一個獨立的國家也在了

解更多關于如何獨立采購新冠口服藥的

消息。但我們在新年前可能無法獲得有

關治療藥物的可靠數據。因此，讓民衆

們知道，在未來三到四個月內，除了自

我保護措施外，我們唯一的保護措施是

接種疫苗，這一點非常重要。”

美國制藥廠默克此前表示，已經爲

治療輕度至中度新冠患者的藥物申請美

國緊急使用授權，使其有望成爲治療該

疾病的首個口服抗病毒藥物。若能得到

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FDA)的授權，可能

有助于改變新冠的臨床管理方式，因爲

這種藥可以在家服用。

世界衛生組織表示，世界衛生組織

正在等待默克公司生産用于治療輕度至

中度新冠患者的抗病毒藥的全部臨床數

據。根據本月早些時候發布的數據，在

一項針對至少具有一項風險因素的輕度

至中度新冠患者的試驗中，這種由默克

與 Ridgeback Biotherapeutics 合作研發、

名爲molnupiravir的藥物將住院和死亡率

降低了50%。

新冠肺炎死者年輕化
根據希臘國家公共衛生組織(EODY)的

統計，截至目前，希臘共有115名年齡在18

至39歲的年輕人死于新冠病毒感染。此外，

數據還顯示，42.4%的18至24歲人群仍未接

種新冠疫苗，專家們也呼籲更多年輕人，在

冬季和流感季節來臨前盡快接種疫苗。

值得注意的是，僅在最近幾天，就

有三名年齡在二十多歲的年輕人因感染

新冠病毒喪生。根據MEGA電視台的信

息，自10月初以來，該年齡段共有5人

感染新冠病毒後死亡。

此外，雅典和比雷埃夫斯醫院聯合會

主席帕格尼向未接種疫苗的人敲響了警鍾

。她警告說，12月之後，新冠疫情的情況

將更加複雜，因爲疫苗接種率減少了，但

同時流感等其他病毒會暴發。她說：“對

于未接種疫苗的人來說，感染流感和新冠

病毒的危險性極高。因此我建議民衆應

該盡快接受這兩種疫苗的注射。這樣我

們才能安穩地度過這個冬天。”

“斷交”後北約表示願與俄會談
俄專家：對話是假象

在北約宣布驅逐俄駐北約代表團部分

成員後，俄羅斯決定終止與北約的直接軍

事聯系，俄與北約的這場“斷交”風波引

發廣泛關注。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事

後表示願意與俄對話，俄外長此前則表示

北約應率先采取措施改善雙邊關系。俄專

家認爲，近年來，北約只是試圖創造與俄

羅斯對話的表象，同時對其進行遏制。俄

羅斯通過暫停接觸表明，目前沒有進行對

話的條件。

“斷交”風波後
北約表示願意與俄對話
10月6日，北約宣布撤銷8名俄常駐

北約代表團成員的常駐資格，並將俄代表

團人員從20人削減到10人。作爲回應，俄

羅斯外長拉夫羅夫10月18日宣布，從11

月1日起將暫停俄常駐北約代表處的工作，

包括首席軍事代表的工作。與此同時，俄將

暫停北約駐莫斯科軍事聯絡處的活動，終

止設在比利時駐俄大使館的北約駐莫斯科

信息處的活動。

俄羅斯與北約“斷交”後，北約秘書長

斯托爾滕貝格表示，俄羅斯有關暫停俄駐北

約辦事處的運作的決定“無助于對話”。

斯托爾滕貝格說：“該決定無助于對

話，但是北約仍然對溝通保持開放立場，

並將繼續評估莫斯科的行爲。”

他還表示北約願意與俄羅斯會談，只要

俄方有這樣的意願。“當局勢如此緊張之時

，會談和進行開放的對話尤其重要，討論一

切可能與俄羅斯進行的互動，其中包括俄羅

斯-北約理事會了框架內的互動。”

不過，俄羅斯外交部長拉夫羅夫此前

曾表示，莫斯科期待北約率先采取措施改

善雙邊關系。拉夫羅夫對記者說：“是的

，我們這樣期待，因爲不管是與北約、與

歐盟、與哪個西方國家或者世界哪個地區

，關系惡化從來都不是我方開始的。”

俄專家：對話是假象
“北約不斷向俄羅斯提要求”
俄羅斯伊曼努爾· 康德波羅的海聯邦

大學地緣政治和區域學學院波羅的海地區

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尤裏· 茲維列夫向俄

羅斯衛星通訊社表示，俄羅斯暫停與北約

的接觸之舉反映了雙邊關系的現狀。

對于俄羅斯中斷了與北約長達二十年

的官方雙邊溝通渠道，茲維列夫認爲，近

年來，北約只是試圖創造與俄羅斯對話的

表象，同時對其進行遏制。俄羅斯通過暫

停接觸表明，目前沒有進行對話的條件。

他稱：“這不是向全新狀態的過渡，俄

羅斯的行爲只是反映了這些關系的真實狀況

。而且，華盛頓在北約中發揮著關鍵作用，

因此俄羅斯可以直接與美國解決問題。”

茲維列夫還指出，現在輪到北約做出

反應了。俄羅斯擬進行對話，但目前還沒

有進行對話的基礎，因爲他方在不斷向俄

羅斯提出要求，並且實施制裁。2017年，

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曾表示，從武力

角度與俄羅斯對話在冷戰期間奏效，現在

也將奏效。

俄專家說：“目前談不到北約和整個西

方願意妥協的問題，這種情況可能會持續相

當長時間，可能直到更換西方政治精英。”

世界糧食計劃署：
全球平均氣溫上升將大幅增加饑餓群體

綜合報導 在2021年世界糧

食日到來之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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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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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氣候變化可能導致世界上

許多地方出現類似饑荒的狀況

，馬達加斯加是其中之一，其

南部數萬人的生命處于危險之

中。世界糧食計劃署稱，連續

的幹旱使馬達加斯加近110萬

人陷入嚴重饑餓，其中近14000

人處于類似饑荒狀態，預計到

今年年底這一數字將翻一番。

該國南部多達63%的人口是勉

強糊口的小農，由于幹旱，他

們已無法維持自己的生計，唯

一的食物來源也幹涸了。

該機構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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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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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斯利補充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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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日本第49屆衆議院選舉于

發布公告，爲期12天的選戰正式拉開帷幕

。日本朝野的9個政黨圍繞新冠疫情對策

與經濟政策展開激烈角逐，各黨派黨首走

上街頭發表演講。

據日本共同社報道，本屆選舉的焦

點在于究竟是自民、公明兩黨繼續肩負

起新冠疫情下的政府航向，還是以立憲

民主黨、日本共産黨等爲核心的在野黨卷

土重來。

自民黨與公明黨的聯合執政從2012年

持續至今，由擁有更多議員席位的自民黨

占主導地位。

日本共同社在當天發布評論稱，本次

選舉是對包括安倍內閣與菅義偉內閣在內

的自民、公明兩黨長期政權的一次審判。

爲避免新冠疫情與經濟停滯所帶來的社會

分裂，糾正日本社會貧富差距或將成爲各

黨派的重要課題。

據《日本經濟新聞》統計顯示，截至

日本時間13時20分(北京時間12時20分)，

已有1046名候選人報名參加衆議院選舉，

角逐總計465個議席。

日本首相、自民黨總裁岸田文雄與

公明黨黨首山口那津男設定的勝負線

爲執政黨獲得過半數議席(233 席)。最

大在野黨立憲民主黨黨首枝野幸男則

提出政權更疊的目標，力爭該黨所有

候選人當選。

泰國東北部10多條鐵路因洪水停運

曼谷做好防洪準備

綜合報導 泰國東北部、中部地區近

日出現持續暴雨，導致部分地區洪水泛

濫。泰國國家鐵路局表示，由于部分路

段被淹，東北部地區有10多條鐵路暫時

停運。

受洪水影響，相關地區許多農村道

路被淹。泰國交通部的數據顯示，截至

當天仍有27條農村道路無法通行。

在受災較爲嚴重的呵叻府，當地一

座知名古寺遭洪水圍困，寺內一尊距今

已有1300多年曆史的臥佛像和部分保文

物面臨被淹風險。該佛像由砂岩雕刻而

成，是泰國最大和最古老的砂岩臥佛像

。爲保護寺廟和文物免遭損壞，當地緊

急出動軍隊支援該寺抗洪，加快抽排積

水。

洪水也導致湄南河水位上漲。泰國

內政部防災減災廳已緊急發文提醒曼谷

等地，密切關注湄南河水位上漲情況，

提前做好應對洪水的各項准備。據泰國

氣象局預測，近日部分地區降水量將會

增大，預計10月23日至30日期間湄南

河沿岸居民將受影響。

曼谷市市長阿薩雲當天表示，曼谷

市政府已做好防洪相關准備，全線檢查

和加固湄南河沿岸防洪堤的強度，並在

現場安排水情監察人員，備好水泵、沙

袋及補給等，以隨時抵禦洪水入侵並幫

助受災民衆。

朝鮮宣布成功試射新型導彈，俄媒：安理會將緊急開會
綜合報導 據報道，朝鮮國防科學院

成功試射一枚新型潛射彈道導彈，並公

布相關圖片。此消息一出，引發美國和

韓國方面密集關注和回應。另據俄羅斯

衛星通訊社報道，聯合國安理會定于20

日召開緊急會議討論朝鮮射導問題。

朝鮮國防科學院表示，5年前成功

發射朝鮮第一枚潛射戰略彈道導彈的

“8· 24英雄艦”再次成功試射潛射彈道

導彈。新型潛射彈道導彈采用側面機動

及滑翔跳躍機動等許多升級的制導技術

，“將爲提升國防技術和改進海軍水下

作戰能力作出重大貢獻”。朝鮮勞動黨

中央委員會部長劉進、勞動黨中央軍需

工業部副部長金正植和國防科學院領導

幹部指導試射。

朝媒報道中強調“5年前的成功”

，引起韓媒關注。據韓聯社20日報道，

韓國上月宣布，韓國新型潛艇成功試射

自主研制的潛射彈道導彈。由此，韓國

成爲全球第7個成功利用潛艇試射潛射

導彈的國家。韓國當時沒有將朝鮮列爲

試射潛射導彈獲成功的國家。

韓聯社表示，朝中社的報道證實了

韓國軍方前一天的研判。韓國聯合參謀

本部(聯參)19日稱，朝鮮當天上午10時

17分許從鹹鏡南道新浦一帶向半島東部

海域發射1枚近程彈道導彈，韓軍經初

步研判認爲，朝鮮試射潛射彈道導彈，

導彈射高爲60公裏，飛行距離爲590公

裏。

朝鮮成功試射潛射彈道導彈，引發

美韓方面密集回應。美國白宮新聞秘書

普薩基19日在回答記者提問時對朝鮮試

射彈道導彈表示譴責。普薩基表示，此

舉違反了聯合國安理會的多項決議，是

對該區域的威脅。美方呼籲朝鮮克制，

避免進一步“挑釁”，並開展持續和實

質性的對話。普薩基還聲稱，朝方行爲

凸顯對話和外交的迫切需求，美方已准

備好隨時隨地開啓“沒有任何附加條件

的對話”。

據韓聯社報道，美國國務院常務副

國務卿舍曼在美國非營利組織“韓國協

會”年度晚宴上發表主旨演講稱，美方

已與朝鮮直接接觸，正致力于實現朝鮮

半島完全無核化。但舍曼沒有透露具體

由誰、何時、何地、如何與朝鮮直接接

觸。有分析稱，舍曼“與朝直接接觸”

的說法與美國國務院此前發表的立場一

脈相承，即美國已向朝鮮提出具體建議

，正在等待朝方回應。

韓國外交部長官鄭義溶出席國會會

議時表示，朝鮮響應對話提議是放寬對

朝制裁的前提。鄭義溶說，應當早日采

取相關措施，以免朝鮮繼續提升核武能

力。相關措施可以包括考慮放寬對朝制

裁。對美國是否同韓國保持一致立場的

提問，鄭義溶說，在他看來，美方堅持

只要朝鮮重返對話，一切問題都可以拿

到談判桌上協商的立場。他補充說，終

戰宣言是朝鮮半島和平進程的第一關頭

，也是必經之路。同日，韓聯社援引韓

國統一部高層人士的話稱，朝鮮一直沒

有發射洲際彈道導彈或進行核試驗，因

此沒有走向“決定性的破裂”，並認爲

朝方仍在探索重啓對話的條件。

據韓聯社報道，韓國外交部半島

和平交涉本部長、對朝代表魯圭德結

束韓美日朝核問題首席代

表磋商後于20日回國。他

表示，韓美正圍繞終戰宣

言進行認真討論，如何推

進還有待進一步的觀察。

韓聯社稱，美國朝鮮事務

特別代表金聖將于22日至

24日訪韓，並于23日同魯

圭德舉行會晤，雙方將進

一步討論包括終戰宣言在

內的朝鮮半島問題。

俄衛星通訊社援引聯合國安理會消

息人士的話稱，經英國和愛爾蘭申請，

安理會定于20日召開緊急閉門會議，討

論朝鮮射導問題。

據朝中社報道，朝鮮國防科學院9

月30日曾成功試射一枚新研發的防空導

彈。當月，朝鮮國防科學院多次成功試

射導彈，包括遠程巡航導彈、鐵路機動

導彈和高超音速導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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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月月2222日下午日下午，，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山東省濟南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山東省濟南
市主持召開深入推動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座談會並發表重要講話市主持召開深入推動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座談會並發表重要講話。。這是座這是座
談會前談會前，，習近平習近平2121日下午在位於東營市萊州灣的勝利油田萊日下午在位於東營市萊州灣的勝利油田萊113113區塊考察區塊考察。。 新華社新華社

●●習近平習近平2121日上午在東營市墾利區董集鎮日上午在東營市墾利區董集鎮
楊廟社區居民許建峰家楊廟社區居民許建峰家，，同一家三代人圍同一家三代人圍
坐交談坐交談。。 新華社新華社

考察勝利油田 強調加大勘探開發力度 提高自我保障能力

能源飯碗必須端在自己手裏
習
近
平

習
近
平
：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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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日在勝利油

田表示，石油能源建設對我們國家意義重大，中國作為製造

業大國，要發展實體經濟，能源的飯碗必須端在自己手裏。

��
上世紀七十年代，

東營市黃河原蓄滯洪區群
眾響應國家號召搬遷至沿
黃大堤的房台上居住。
2013 年起，東營市對 66

個房台村進行住房拆遷改造，建設新社
區。習近平來到楊廟社區，走進便民服務
中心、老年人餐廳、草編加工合作社，詳
細詢問社區加強基層黨建、開展便民服

務、促進群眾增收等情況。在居民許建峰
家，習近平察看臥室、廚房、衞生間等。

坐在客廳，總書記就和許福華聊起了
家常，詳細了解家庭情況、收入、土地流
轉以及社區生活等情況。許福華一家6口
人，66歲的許福華和愛人偶爾就近做一些
零活，兒子許建峰在一家民營企業上班，
兒媳在社區的塑料編織專業合作社打零
工，全家一年收入十七八萬元人民幣。

特別關心住房問題
許建峰說，總書記不僅關心家庭收入，

還特別關心住房問題。許福華給總書記看了
兩張照片，一張是搬到社區之前的老房子的
照片，一張是老房子拆遷前許建峰抱着小女
兒在大門口的留影。許福華真心感謝黨和政
府的好政策，讓他們一家住上了好房子。楊
廟社區目前居住着來自11個房台村的1,500多
戶、4,700多位村民。該社區已經實行集中供
暖、天然氣入戶、污水集中處理，配套建有
便民服務站，還有老年餐廳、草編合作社
等。衣食住行和就業，實現了家門口一站式

配齊。
在廚房，總書記還打開了他們的冰箱，

看到冰箱裏有菜有肉、有蛋有水果，很是滿
意。看到廚房裏剛剛包好的水餃，總書記還
問包的什麼餡的，聽說白菜肉餡，他還笑着
說：“好吃不如餃子。”在許建峰大女兒的
書架前，總書記認真查看了書架上的書籍。
“總書記非常關心孩子的教育問題，了解了
我兩個女兒上學的情況，還鼓勵孩子多讀
書。”

習近平指出，黨中央對黃河灘區居民
遷建、保證群眾安居樂業高度重視。要扎
實做好安居富民工作，統籌推進搬遷安
置、產業就業、公共設施和社區服務體系
建設，確保人民群眾搬得出、穩得住、能
發展、可致富。要發揮好基層黨組織戰鬥
堡壘作用，努力把社區建設成為人民群眾
的幸福家園。離開社區時，幹部群眾高聲
向總書記問好。習近平祝願大家生活幸
福、身體健康，孩子們茁壯成長。

●綜合新華社及香港文匯報記者
丁春麗報道

總書記4點要求

習近平指出，沿黃河省區要落實好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
發展戰略部署，堅定不移走生態優先、綠色發展的現代化道路。

第一，要堅持正確政績觀，準確把握保護和發展關係。

第二，要統籌發展和安全兩件大事，提高風險防範和應
對能力。

第三，要提高戰略思維能力，把系統觀念貫穿到生態保
護和高質量發展全過程。

第四，要堅定走綠色低碳發展道路，推動流域經濟發展
質量變革、效率變革、動力變革。

來源：新華社

走訪灘區遷建居民家 詳看冰箱細問生計

察 看 黃 河 河 道 水 情

20日下午，習近平來到黃河入海口，憑欄遠眺，察看河道水
情，詳細詢問徑流量、輸沙量等。隨後，習近平走進黃河三角洲生
態監測中心，聽取黃河流路變遷、水沙變化和黃河三角洲生物多樣
性保護等情況介紹。他強調，我一直很關心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
質量發展，今天來到這裏，黃河上中下游沿線就都走到了。扎實推
進黃河大保護，確保黃河安瀾，是治國理政的大事。要強化綜合性
防洪減災體系建設，加強水生態空間管控，提升水旱災害應急處置
能力，確保黃河沿岸安全。 新華社

查 看 黃 河 三 角 洲 生 態

習近平聽取了黃河三角洲國家級自然保護區情況匯報，沿木棧
道察看黃河三角洲濕地生態環境。他指出，黨的十八大以來，各級
黨委和政府貫徹綠色發展理念的自覺性和主動性明顯增強，一體推
進山水林田湖草沙保護和治理力度不斷加大，中國生態文明建設成
績斐然。黃河三角洲自然保護區生態地位十分重要，要抓緊謀劃創
建黃河口國家公園，科學論證、扎實推進。習近平強調，在實現第
二個百年奮鬥目標新征程上，要堅持生態優先、綠色發展，把生態
文明理念發揚光大，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增光增色。 新華社

21日下午，習近平來到勝利油田勘
探開發研究院，了解油田開發

建設歷程和研究院總體情況，走進頁岩油
實驗室、二氧化碳氣驅實驗室，聽取油田
堅持自主創新、加快技術攻關應用、保障
國家能源安全等情況介紹。習近平強調，
解決油氣核心需求是我們面臨的重要任
務。要加大勘探開發力度，夯實國內產量
基礎，提高自我保障能力。要集中資源攻
克關鍵核心技術，加快清潔高效開發利
用，提升能源供給質量、利用效率和減碳
水平。他指出，石油戰線始終是共和國改
革發展的一面旗幟，要繼續舉好這面旗
幟，在確保國家能源安全、保障經濟社會
發展上再立新功、再創佳績。

採油方式科技含量越來越高
離開研究院，習近平來到位於東營市

萊州灣的勝利油田萊113區塊，了解二氧
化碳捕集、利用與封存技術研發應用情
況。他登上二層鑽井平台，察看鑽井自動

化設備，走進操作室，同正在作業的工人
親切交流。今年是勝利油田發現60周年。
習近平代表黨中央向為中國能源事業作出
貢獻的石油工作者們表示崇高敬意。習近
平叮囑大家繼承和發揚老一輩石油人的革
命精神和優良傳統，始終保持石油人的紅
色底蘊和戰鬥情懷，為社會主義現代化建
設事業作出更大貢獻。

今年是勝利油田發現60周年。 1961
年，在山東東營的土地上，噴湧出了華北平
原第一股工業油流。此後，一個叫勝利的村
子傳出喜訊，這裏打出了當時全國第一口日
產原油超過千噸的油井。勝利油田由此命
名。60年來，勝利油田共發現油氣田81個，
累計生產原油12.46億噸，佔到了全國同期
陸上原油產量的五分之一。60年來，勝利油
田人始終在為祖國採石油、獻石油，但採油
方式卻發生了巨大的變遷，科技含量越來越
高。

勘探開發研究院是成立於1964年的機
構，承擔着勘探開發重大科研項目與新技

術攻關應用的任務。研究院設有31個研究
室和實驗室，其中有兩個尤其值得一說。
一是頁岩油研發中心，通俗地說，它主要
負責給岩石做“CT”，精準定位原油藏在
什麼位置。另一個是碳捕集、利用與封存
（CCUS）重點實驗室，它主要研究將捕
集之後的二氧化碳注入油層，這樣既可以
提高採油率，又能實現二氧化碳“入地為
寶”。

勝利油田已在7區塊推CCUS項目
習近平還來到勝利油田的鑽井平台考

察。勝利油田萊113區塊現有油水井26
口，這裏是CCUS項目大顯身手之地。據
了解，勝利油田已在7個區塊規模化推廣
CCUS項目，已經累計注入二氧化碳43萬
噸，封存40萬噸，增油10萬噸。從注水把
油“擠”出來、用化學劑把油“洗”出
來，再到用二氧化碳把油“驅”出來，勝
利油田的採油變遷史，就是一部創新發展
史。

考 察 鹽 鹼 地 綜 合 利 用

21日上午，習近平來到黃河三角洲農業高新技術產業示範區考察
調研，走進鹽鹼地現代農業試驗示範基地，察看大豆、苜蓿、藜麥、
綠肥作物長勢，了解鹽鹼地生態保護和綜合利用、耐鹽鹼植物育種和
推廣情況。習近平強調，開展鹽鹼地綜合利用對保障國家糧食安全、端
牢中國飯碗具有重要戰略意義。要加強種質資源、耕地保護和利用等基
礎性研究，轉變育種觀念，由治理鹽鹼地適應作物向選育耐鹽鹼植物適
應鹽鹼地轉變，挖掘鹽鹼地開發利用潛力，努力在關鍵核心技術和重
要創新領域取得突破，將科研成果加快轉化為現實生產力。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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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受質疑法援案件（部分）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攬炒濫用法援 港府改制堵截
各界：能讓更多律師累積經驗 彰顯司法公義

資
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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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
：
香
港
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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刑事案禁自選律師 法界：保障律師公平

法
援
制
度
檢
視
目
的
及
改
善
措
施

檢 視 目 的
●加強管理法援申請及個案，以防範法援制度可能出現濫用的
情況

●提升法援署工作的透明度，以加深公眾對該署工作的認識和
了解，並提升對法援制度的信心

●增加合資格接辦法援案件的律師人數，以加強防止獲委派案
件過度集中的情況，長遠而言，讓受助人獲益

改 善 措 施

受助人提名律師及法援署委派案件
與司法覆核有關的案件：

▶每名律師可接辦的案件限額為5宗，每名大律師可接辦
的案件限額為3宗

▶新建議會增加可處理與司法覆核有關案件的律師及大
律師數目

民事案件：
▶進一步下調每位律師可接辦的民事法援案件限額至30
宗和每位大律師的限額至15宗

▶大部分民事法援案件並不涉及司法覆核，因此將維持
現時受助人的提名交由法援署署長審批的安排，這些
個案的相關安排是明白受助人與其律師之關係的受信
性質，這些律師可能在訴訟初期或在下級法院已代表
受助人，因此可節省了解案件細節所需的時間和工
作，從而節省法律費用

刑事案件：
▶由法援署署長指派律師予受助人，並只在特殊情況下
才接受提名律師，例如所提名的律師曾在下級法院代
表受助人

▶法援署會根據案件的性質和審訊所屬法院，在考慮律
師的專業範疇和經驗後，為《名冊》內的律師設立不
同登記冊；亦會考慮為一些登記冊制訂輪替表。惟最
終的指派決定仍會由法援署署長作出

加強個案管理工作
法援署將引入下列改善措施：

（a）要求外委律師，如他們預計自己無法履行職責，例
如因刑事罪行被捕或被起訴，須及時通知法援署。如他
們未能及時通知法援署，便須承擔後果
（b）訂立機制，以便在原本委派的律師被認為有利益衝
突，或出現某些情況導致他們不適宜、無法代表受助人
時，法援署可把個案重新委派予其他律師
（c）如受助人（或外委律師）在未經法援署事先同意下
增聘私人執業律師（即使屬義務性質或最終遭法庭拒
絕），法援署會取消有關法援（或重新委派律師）
（d）要求受助人在法援申請獲批之前及之後，就其個案
申報其他資助來源
（e）成立專責的內部司法覆核監察委員會，由法援署署
長擔任主席，監督與司法覆核有關的外委案件的管理工作
（f）在有需要時，定期向法律援助服務局（法援局）匯
報處理司法覆核案申請及管理相關獲批個案的情況

就與司法覆核有關的案件，法援署會從以下幾方面加強把關
角色：

（a）分階段發出有限度的法援證書，讓法援署嚴密監察
有關案件在法律程序中不同階段的理據。對於再沒合理
理據繼續進行法律程序的案件，法援署會取消有關的法
援證書
（b）嚴格審查涉及尋求相同或實質相同結果而提出的多
宗司法覆核法援申請，當中只有最具實質理由進行司法
覆核的申請才會獲批法援
（c）繼續行使發出法定命令的權力，如有人濫用法援服
務，例如多次在沒有充分理由或一再被拒發證書的情況
下仍提出申請，其申請將概不受理，為期最長3年

提高透明度
▶法援署將要求法援申請人（或可從與司法覆核有關案件的
申請人開始）給予書面同意，容許法援署在法援署署長認
為合適的情況下，披露該申請人的申請結果及，或批准或
拒絕申請的原因

▶在不違反任何法律程序及相關私隱限制的情況下，法援署
會定期在其網站公布與各類案件（包括司法覆核案件）相
關的法援統計資料，包括獲批的申請數目、被拒的申請數
目、參與法援案件的大律師數目、參與法援案件的律師數
目、接辦最多案件的5名律師和10名大律師所處理的案
件數目、涉及的法援費用開支、已報警處理的懷疑包攬訴
訟案件數目等
▶法援署會清楚列明案情審查的準則和考慮因素，以及
委派法援案件的準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根據
港府提交至立法會的完善香港法律援助
制度的建議措施，在刑事案件中，法援
署將不准法援申請人自行選擇律師代
表，而是要由法援署指派。香港大律師
公會22日聲稱，任何涉及在刑事案件中
選擇法律代表權的改動，應該考慮基本
法第三十五條、居民有權選擇律師的條
文。有法律界人士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
時反駁，基本法第三十五條是保障市民
出庭時要有律師及時保護自己的合法權
益，以及為市民在法庭上代理，而非保
障當事人能夠指定某個律師。市民依然
享有選擇僱用任何律師的自由，而若選
擇申請法援，使用公帑，則必須符合法
援署的規定，保障所有律師的公平。

特區政府完成檢討法律援助制度，
在刑事案件中，法援署將不准法援申請
人自行選擇律師代表，而是要由法援署
指派。大律師公會22日聲稱，仍未詳細

研究法援署的改革方案，但稱任何涉及
在刑事案件中選擇法律代表權的改動，
應該考慮基本法第三十五條。基本法第
三十五條第一款指，香港居民有權得到
秘密法律諮詢、向法院提起訴訟、選擇
律師及時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或在法庭
上為其代理和獲得司法補救。

刑事案提名律師非法定權利
香港文匯報記者翻查資料後發現，

《法律援助條例》有條文規定民事法援案
件的受助人自行提名律師的情況，但規管
刑事法援案件的《刑事案件法律援助規
則》（第221D章）則沒有就提名律師事
宜訂定條文。惟多年來，刑事案件的受助
人往往會自行提名律師，而署方會像審批
民事案件的提名般審批這類提名。雖然法
援署署長會在考慮多項因素後決定是否接
納有關提名，但這做法讓受助人和市民產
生錯誤印象，以為在刑事案件提名律師是

受助人的“法定權利」。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主席、法律界選

委馬恩國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出，
基本法第三十五條是保障市民出庭時要有
律師及時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以及為市
民在法庭上代理，並非保障當事人能夠指
定某個律師，又舉例說，若有市民需要某
一名律師的幫助，而該名律師恰巧未有時
間接受案件，市民亦不能以基本法第三十
五條要求指定律師代表自己。

執業大律師、新民黨立法會議員容
海恩表示，法援制度的有關改革與
基本法第三十五條並無任何衝
突。事實上，只要被告人得到適
當的法律援助，便已經符合人
權法案及基本法要求。市民依
然享有選擇僱用任何律師的自
由，但若選擇申請法援，使用公
帑，則必須符合法援署的規定，以
保障所有律師都得到公平對待。

涉及修例風波的部分案件暴露法援制
度漏洞，包括所謂“爆眼女」曾透

過上訴機制取得法援，連同部分相關個
案及司法覆核案，當事人成功申請法律
支援等（見下表），引來立法會議員及
社會各方批評，要求改革法援制度。由
政務司司長李家超主理的檢討法援制度
建議出爐，並將於下周二舉行的立法會
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上討論。

有關文件指出，社會愈來愈關注法
援受助人可能濫用提名律師機制，經研
究後提出一系列建議。刑事案件方面，
政府建議日後由法援署署長指派律師，
只有在特殊情況下才會接受提名律師；
民事案方面，政府建議下調每名大律師
可接辦的案件，由20宗減到15宗，律師
則由35宗減到30宗。

司法覆核案亦設立新限額，計算在
每名律師或大律師可接辦的所有民事法
援案件限額內，大律師每年可接最多3
宗，事務律師最多5宗。法援署亦會向獲
批的司法覆核法援案分階段發出有限度

法援證書，同時增加透明度等。

陳澤銘：律師會將派員出席會議
香港律師會會長陳澤銘22日表示，

香港律師會一直支持任何保障及促進尋
求公義的建議，目標是讓所有人不會因
欠缺經濟能力而無法尋求公義。就是次
法律援助制度檢討方案，律師會會由律
師會轄下的專責委員會研究檢討方案的
細節，並將派代表出席立法會司法及法
律事務委員會的相關會議，以了解檢討
方案的詳細內容。

湯家驊：法援不應壟斷
行會成員、資深大律師湯家驊22日

接受電台節目訪問時表示，法援制度本
身是希望所有登記律師，尤其年輕大狀
有機會輪流接案，而非由部分人壟斷。
雖然以往法援署都會尊重申請人的人選
要求，但修例風波事件相關案件，多名
申請人都堅持只由某幾名律師接案，變
成壟斷法援，並非制度原意，有關改革

只是重申執行原則，而公開更多涉法援
案件數據資料，相信可減低公眾因誤解
而造成的偏見。

梁美芬：無損業界利益
香港城市大學法學院副教授、經民

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歡迎特區政府提出
改善法援方案，認為有關措施可解決法
援被濫用、案件過度集中於個別律師或
事務所等問題，讓更多律師可透過處理
法援案件累積經驗，對法律界和法援受
助人更加公平，不僅完全無損業界利
益，反而更能彰顯司法公義。

黃國恩：防公帑被濫用
執業律師、中國人民大學法學博士

黃國恩表示，修例風波相關案件的被告
利用法援制度自行揀選律師代表，令法
援漏洞更加明顯，變相以公帑支持攬炒
派律師。現正是合適時候堵塞漏洞，使
制度更加公平，亦保障公帑不會被濫
用。

香港法律援助制度被攬炒派濫

用，屢遭外界批評。港府向立法會

司法及法律事務委員會提交文件，

交代檢視法援制度的結果和改善措

施，建議涉及刑事案件的法援申請

人不能自選律師代表，改由署方指

派，司法覆核案件亦設立新限額

等。多名政界及法律界人士22日接

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認為，有關措

施能解決法援被濫用、案件過度集

中於個別律師或事務所等問題，讓

更多律師可透過處理法援案件累積

經驗，對法律界和法援受助人更公

平，更加能彰顯司法公義。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社會愈來愈關注法援受助人可能濫用提名律師機制，港府經研究後提出一系列建
議。圖為早前一批市民投訴法援署亂批援助。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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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洲覆核王」郭卓堅濫用覆核程序

被稱為“長洲覆核王”的郭卓堅，由2006年至今多
次利用法援提出司法覆核，香港法援署署長2017年
9月發出禁令，指郭卓堅濫用法援，並決定3年內不
受理任何由他提出關於司法覆核的法援申請。不
過，這並沒有阻止郭卓堅不斷針對政治議題提出司
法覆核，浪費公帑

港珠澳大橋司法覆核案

2009年12月，港珠澳大橋珠澳口岸人工島動工，但一個
月之後，曾任公民黨義工的東涌富東邨六旬居民朱綺華疑
在公民黨的煽動下，透過司法覆核推翻港珠澳大橋的環境
評估報告，最終案件令工程延誤至少9個月，大橋香港段
造價最終額外上升89億港元，浪費巨額公帑。朱綺華正是
透過法援聘請公民黨執委黃鶴鳴作為代表律師，導致攬炒
派可以利用納稅人的錢，做損害納稅人利益的事



美國外科醫生在紐約大學成功將豬腎移植到人體中美國外科醫生在紐約大學成功將豬腎移植到人體中
這項重大進步有助於緩解移植人體器官的嚴重短缺這項重大進步有助於緩解移植人體器官的嚴重短缺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這是紐約大學首次將豬腎移植到人體
中，而沒有立即引發受體免疫系統的排斥反應，這是一項潛在的
重大進步，最終可能有助於緩解用於移植的人體器官的嚴重短缺
。在紐約市紐約大學朗格健康中心進行的手術使用一頭基因已被
改變的豬，使其組織不再含有會引發幾乎排斥反應的分子。研究
人員告訴路透社，接受者是一名腦死亡患者，有腎功能不全的跡
象，其家人同意在她停止生命之前進行實驗。

三天來，新的腎臟附著在她的血管上並保持在她的體外，讓
研究人員能夠接觸到它。領導這項研究的移植外科醫生蒙哥馬利
博士說，移植腎功能的測試結果看起來非常正常。他說，腎臟從
移植的腎臟中產生了所期望的尿液量，並且沒有證據表明將未經
修飾的豬腎臟移植到人類時會出現劇烈的排斥反應。

蒙哥馬利說，接受者的異常肌酐水平，腎功能不良的指標，

在移植後恢復正常。根據器官共享聯合網絡的數據，在美國，目
前有近107000人正在等待器官移植，其中超過90000人正在等
待腎臟移植。腎臟的等待時間平均為三到五年。幾十年來，研究
人員一直在研究使用動物器官進行移植的可能性，但在如何防止
人體立即排斥的問題上一直受阻。蒙哥馬利的團隊推測，去除引
發排斥的碳水化合物的豬基因，一種糖分子或聚醣，稱為Al-
pha-Gal可以防止這個問題。

被稱為GalSafe的基因改造豬是由聯合治療公司的Revivicor
部門開發的。它於2020年12月獲得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的批
准，可用作肉類過敏者的食物和人類治療的潛在來源。該機構表
示，從豬身上開發的醫療產品在用於人類之前仍需要獲得FDA
的特定批准。其他研究人員正在考慮GalSafe豬是否可以成為從
心臟瓣膜到人類患者皮膚移植的一切來源。

紐約大學的腎移植實驗應該可為晚期腎功能衰竭患者的試驗
鋪平道路，可能在未來一兩年內進行，蒙哥馬利說，他本人是心
臟移植手術的接受者。這些試驗可能會測試該方法作為危重患者
的短期解決方案，直到人類腎臟可用，或作為永久性移植腎臟。
蒙哥馬利說，目前的實驗只涉及一次移植，腎臟只保留了三天，
因此未來的任何試驗都可能會發現需要克服的新障礙。參與者可
能是接受人類腎臟的可能性低且透析效果不佳的患者。對於這些
人來說，死亡率與癌症一樣高。我們不會猶豫使用新藥和進行新
試驗，因為這會給晚期腎功能衰竭患者更多的生活時間。蒙哥馬
利說，研究人員與醫學倫理學家、法律和宗教專家合作，在要求
家人臨時接觸腦死亡患者之前，對這一概念進行了審查。

((休士頓休士頓//秦鴻鈞報導秦鴻鈞報導））民主黨人越來越焦慮民主黨人越來越焦慮，，儘管儘管
他們做出了競選承諾他們做出了競選承諾，，但他們幾乎沒有向選民展示但他們幾乎沒有向選民展示，，並並
且難以解釋他們試圖計劃做什麼且難以解釋他們試圖計劃做什麼。。為了保持拜登最初的為了保持拜登最初的
優勢優勢，，民主黨正在採取行動保留許多計劃民主黨正在採取行動保留許多計劃，，但縮短其持但縮短其持
續時間以削減成本續時間以削減成本。。拜登特別希望在下週前往全球氣候拜登特別希望在下週前往全球氣候
峰會之前推進他的標誌性國內計劃峰會之前推進他的標誌性國內計劃，，以加強聯邦社會服以加強聯邦社會服
務和應對氣候變化務和應對氣候變化。。白宮週三突然提出了新計劃白宮週三突然提出了新計劃，，放棄放棄
33..55萬億計劃萬億計劃，，擱置了大幅提高公司稅率的提議擱置了大幅提高公司稅率的提議，，轉而轉而
支持拜登總統支持拜登總統22萬億美元的社會服務和氣候變化計劃的萬億美元的社會服務和氣候變化計劃的
部分費用部分費用，，但增加了一項新的最富有的億萬富翁收益投但增加了一項新的最富有的億萬富翁收益投
資稅資稅。。

白宮週三突然提出了新計劃白宮週三突然提出了新計劃，，放棄放棄33..55萬億計劃萬億計劃，，
擱置了大幅提高公司稅率的提議擱置了大幅提高公司稅率的提議，，轉而支持拜登總統轉而支持拜登總統22
萬億美元的社會服務和氣候變化計劃的部分費用萬億美元的社會服務和氣候變化計劃的部分費用，，但增但增
加了一項新的億萬富翁收益投資稅加了一項新的億萬富翁收益投資稅。。

自從拜登提出他的自從拜登提出他的33..55萬億計劃以來萬億計劃以來，，拜登的計劃拜登的計劃
在民主黨內面臨著參議員曼欽和參議員斯內馬主要反對在民主黨內面臨著參議員曼欽和參議員斯內馬主要反對
者的抵制者的抵制，，因為參議員曼欽強烈反對拜登的清潔能源計因為參議員曼欽強烈反對拜登的清潔能源計
劃劃，，而斯內馬參議員對拜登的稅收制定有不同的看法而斯內馬參議員對拜登的稅收制定有不同的看法。。
為了團結民主黨為了團結民主黨，，拜登不得不向兩位參議員妥協拜登不得不向兩位參議員妥協。。

白宮和國會山民主黨領導人之間的談判正在進行中白宮和國會山民主黨領導人之間的談判正在進行中
，，目前正在縮減計劃目前正在縮減計劃，，但仍將是一項前所未有的聯邦努但仍將是一項前所未有的聯邦努
力力，，旨在為數百萬人擴大社會服務並應對日益加劇的氣旨在為數百萬人擴大社會服務並應對日益加劇的氣

候變化威脅候變化威脅。。再加上另外的再加上另外的11萬億美元的法案來更新道萬億美元的法案來更新道
路和橋樑路和橋樑。。但遺憾的是但遺憾的是，，拜登的願景在分裂的國會中拜登的願景在分裂的國會中，，
沒有多餘的民主黨選票可以通過沒有多餘的民主黨選票可以通過。。

目前目前，，公司稅率為公司稅率為2121%%，，民主黨希望將年收入超過民主黨希望將年收入超過
500500萬美元的公司的稅率提高到萬美元的公司的稅率提高到2626..55%%。。對於年收入超對於年收入超
過過4040萬美元或已婚夫婦超過萬美元或已婚夫婦超過4545萬美元的個人萬美元的個人，，最高個最高個
人所得稅稅率將從人所得稅稅率將從3737%%上升至上升至3939..66%%。。根據浮動的變化根據浮動的變化
，，2121%%的公司利率將保持不變的公司利率將保持不變。。白宮正在恢復最低公司白宮正在恢復最低公司
稅率的想法稅率的想法，，類似於拜登今年早些時候提出的類似於拜登今年早些時候提出的1515%%的稅的稅
率率。。這種轉變這種轉變，，似乎已經在民主黨團結一致方面取得了似乎已經在民主黨團結一致方面取得了
進展進展，，拜登準備放棄原本更昂貴的計劃拜登準備放棄原本更昂貴的計劃，，轉而支持黨可轉而支持黨可
以團結起來的較小以團結起來的較小、、更可行的提案更可行的提案。。

白宮正在恢復最低公司稅率的想法白宮正在恢復最低公司稅率的想法，，類似於拜登今類似於拜登今
年早些時候提出的年早些時候提出的1515%%的稅率的稅率。。這種轉變這種轉變，，似乎已經在似乎已經在
民主黨團結一致方面取得了進展民主黨團結一致方面取得了進展。。

新計劃包括至少新計劃包括至少50005000億美元用於應對氣候變化億美元用於應對氣候變化，，
35003500億美元用於兒童保育補貼和免費學前班億美元用於兒童保育補貼和免費學前班，，提供至少提供至少
44週的帶薪探親假週的帶薪探親假，，每月每月300300美元的兒童稅延長一年在美元的兒童稅延長一年在
新冠病毒危機期間提供的信貸新冠病毒危機期間提供的信貸，，以及通過以及通過《《平價醫療法平價醫療法
案案》》和醫療保險提供的醫療保健資金和醫療保險提供的醫療保健資金。。免學費社區大學免學費社區大學
的計劃的計劃，，美國某些移民獲得永久合法身份的途徑美國某些移民獲得永久合法身份的途徑，，以及以及
作為拜登應對氣候變化戰略核心的清潔能源計劃可能會作為拜登應對氣候變化戰略核心的清潔能源計劃可能會
被淘汰或削減被淘汰或削減。。

白宮週三突然提出了新計劃擱置了大幅提高公司稅率的提議白宮週三突然提出了新計劃擱置了大幅提高公司稅率的提議
拜登放棄拜登放棄33..55萬億的計劃轉而支持可以團結黨的萬億的計劃轉而支持可以團結黨的22萬億的提案萬億的提案

民主黨人越來越焦慮，他們幾乎沒有向選民展示競選承諾，
並且難以解釋他們試圖計劃做什麼。為了保持拜登最初的優
勢，民主黨正在採取行動保留許多計劃，但縮短其持續時間
以削減成本。

接受者的異常肌酐水平腎功能不良的指標在移植豬腎後恢復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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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重陽節: 開放日特價

> 特惠折扣     > 可以提供嘉賓墓園視頻參觀 

> 出席者均可尊享特別優惠

*限時折扣僅適用於生前安排的殯葬合同和特選墓產。優惠有效期至2021年10月17日。折扣只適用於新的需求前購買。條款和條件適用。詳情
請向相關人員查詢。| **60個月的零利率免息貸款將在收到第一筆付款後 開始，且僅適用於10%首付的生前預安排的墓產合同。殯葬套餐的信
貸交易示例：購買總價為$12,804，首付10%和0%年利率貸款，需要每月支付$193.27，為期60個月。優惠僅適用於符合條件的購買，且可
能會 有變化。其他條款和條件適用。請聯繫我們了解更多詳情。優惠截止日期為2021年10月17日。 |   www.prepaidfunerals.texas.gov

您的健康和安全對我們很重要。 
我們致力於為我們所服務的家庭提供一個安全舒適的環境 。

可以預約網上視頻約會!

  

葬禮生前安排最高可節省 12% 的費用*

+
高達 17% off 生前計劃墓產優惠折扣*

以及 0% 個月零利率**

10月16日 
上午10點–下午2點
Forest Park Westheimer  

Funeral Home & Cemetery  
12800 Westheimer Rd.  |  Houston 

281-497-2330

10月17日 
上午10點–下午2點

Memorial Oaks  
Funeral Home & Cemetery  
13001 Katy Fwy.  |  Houston 

281-497-2210

敬請即刻致電回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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