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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路透社報導，拜登政府即
將提出新入境規定，自11月8日起，所有
外國旅客要入境美國前，必須接種完整的
新冠疫苗。

其實白宮早在9月20日就透露他們有
這樣的計畫，將在11月時，33個國家與
地區的將可以有條件取消入境限制，但前
提條件是必須完全接種疫苗。

去年年初，美國為了阻止新冠肺炎傳
播，實行了特殊旅行限制，禁止在過去
14 天內去過英國、歐洲 26 個沒有邊境管
制的申根國家、愛爾蘭、中國、印度、南
非、伊朗和巴西的非美國公民入境。

現在旅行限制將大重大改變，可能就
在今天，拜登政府將會詳細說明旅客必辦

的證明，以及航空公司該如何查核，才能
確認外國旅客在登上飛往美國的飛機之前
已經接種疫苗。

外國旅客要提出具有官方效力的疫苗
接種文件，另外，最後一劑接種的間必須
至少早於旅行日期的兩週，才能充分取得
抗體。

除了疫苗接種證明以外，外國旅客還
需要提供起飛前 72小時內進行的病毒測
試陰性證明。

美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CDC)本月表
示，只要該疫苗已獲得CDC或是WHO的
認可，就可被接受，也同意混打疫苗的效
力。另外，未成年兒童還不在規定之列，
因為目前兒童的新冠疫苗接種還不普遍。

1111月月88日起日起 入美旅客須接種完整疫苗入美旅客須接種完整疫苗
（（路透社路透社））



AA22要聞2
星期二       2021年10月26日       Tuesday, October 26,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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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en The Asian Chamber of Commerce
celebrated their 30 years of service to our
community, they sponsored a beautiful
banquet at the Houston’s Lone Star Flight
Museum.

More than 700 guests enjoyed the evening
with the keynote speaker former U.S.
Secretary of Transportation Elaine Chao and
many officials from many cities and countries.

As Chairman Bin Yu and incoming Chairman
Kenneth Li said in their remarks, “The Asian
Chamber of Commerce serves a community
of diverse and successful business members
representing different industries and stands
as a strong advocate for the Asian business
community in Houston, Texas.”

Keynote speaker Secretary Chao
congratulated the Asian Chamber for 30
years of service to the Asian Pacific American
Community in Texas and to our nation’s
economy.

She also pointed out the entrepreneurial spirit
of the Asian Pacific American Community
which has created so many jobs as well as so
much opportunity and prosperity for all. It was
in her tenure that the Department of Labor’s
Bureau of Statistics began to break out into a
new distinct category to include the
employment data of Asians and Asian
Americans in America. Today there are 2.5
million Asian American-owned firms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y contribute $815 billion

to our country’s economy.

In her speech, Secretary Chao looked back
on when she first arrived in America as a
young immigrant girl at the age of 8. She was
not able to speak English and was very
unfamiliar with American culture at that time.
She said that she never could have imagined
that she would be where she is today.

The beautiful dinner tonight was not just to
point out that the Asian American business
community is a vital part of our nation’s
economy. This strong massage lets all the
people understand that we ar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is great n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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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pirit Of EntrepreneurshipSpirit Of Entrepreneurship
Awards DinnerAwards Dinner

為表彰休斯敦亞裔成功企業
家之大型晚會，上週六下午在德
州航空博物館舉行，超過七百賓
客及前交通部長趙小蘭之專程為
主講人，来自市縣政府官員及各
大公司行號之赞助和參與，是一
場華亞裔空前之成功大會。
現任主席俞斌和候任主席李

雄在會上以鏗鏘有力的氣吻向在
場觀眾表達了當今亞裔社區對美
國社會之重大貢獻，尤其今晚受
奬者都是企業界成功的表率。
前交通部長趙小蘭在主旨演

說中，首先對於亞裔商會成立三
十週年表示祝賀，
趙部長指出在她任勞工部部

長任內，首次把亞裔就業人口單
獨計算，亞裔擁有超過二百五十

萬家中小企業，總產值是八千一
百五十萬億，每年為全國創造四
百六十萬個工作機會。
她在演說中非常感性的說，

當年年僅八歲來到美國時一句英
文不懂，今天有機會成為內閣部
長，各位也有相同之経驗，這
些多半都是我們的父母犧牲努力
和這個國家給予我們的機會。
整個頒獎大會在五彩繽紛載

歌載舞之優美音符表演節目下，
週圍陳列有各型新舊飞機及模型
，整個會場充滿了華麗新奇的氛
圍。
今天我們不但要祝贺亞裔商

会對社區之重大貢獻，也向主流
社會再度展示我們的實力和成就
。

華亞裔社區發光發熱華亞裔社區發光發熱



AA33要聞3
星期二       2021年10月26日       Tuesday, October 26, 2021

亞洲時局

【【李著華觀點李著華觀點::戲如人生戲如人生----鮑德溫攝影場槍擊的悲劇鮑德溫攝影場槍擊的悲劇】】

（綜合報道）當地時間今天（10月25日）上午11時20
分許，韓國電信（KT）有線、無線服務出現約40分鐘的癱瘓
，對全國范圍的用戶造成影響。韓國信息通信技術部在網絡

癱瘓半小時後發出五級警報系統中
的三級警告。

事故發生後，門戶網站、證券交
易系統、商舖支付系統、企業業務
系統等基於KT互聯網的各項服務均
出現癱瘓。部分用戶無法接打電話
，客服電話也無法接通。

根據韓國科學和信息通信技術部
數據，韓國近三分之一的人口
（1430萬人 ）依賴 KT 提供網絡服
務。

在韓國社交媒體上，韓國民眾在
事故後抱怨道：

使用KT服務的商店因為無法處理
信用卡付款，被迫要求顧客通過現
金或銀行轉賬支付；學生無法正常
上網課；公共交通站點的自動售票
機無法使用；醫院無法訪問患者的
醫療數據……

因為事故時間正值外賣點單高峰期，網絡癱瘓導致平台
送餐訂單丟失，諸多韓國民眾未能及時享用午餐，怨聲載道
。

KT在事故發生後發佈公告稱，該公司網絡當天上午11
時許遭到大規模分佈式拒絕服務攻擊（DDoS）。當地警局立
即向位於首爾南部京畿道城南的KT總部派遣網絡犯罪調查員
，但他們沒有發現存在分佈式拒絕服務攻擊的證據。

兩小時後，KT新聲明改稱本次網絡癱瘓是“設置錯誤”
導致。

該公司在最新公告中表示，由於流量超負荷，起初推測
遭受分佈式拒絕服務攻擊，但經縝密調查，發現該事故由網
絡路徑設置錯誤導致，將與政府一起進一步查明具體原因，
同時KT對給廣大用戶造成不便表示歉意。

韓國信息通信技術部發布聲明表示正在深入調查，以找
出事故的確切原因。

KT在事發後開展修復工作。大部分服務於中午起恢復正
常，部分地區的修復工作出現延誤。在某些地區，電話仍然
無法接通。

據韓媒《民族日報》報導，隨著KT聲明此次網絡癱瘓的
原因是設置錯誤，事故受害者們正在尋求該公司賠償。

三年前，韓國也曾出現一次網絡癱瘓，但波及範圍遠不
及此次。 2018年，KT在首爾市中心的分公司發生火災，導
致附近地區的網絡和通話服務中斷，影響地區包括首爾中區
、龍山區和西大門區。

韓國網絡大癱瘓韓國網絡大癱瘓，，信息通信技術部發出三級警告信息通信技術部發出三級警告

常言道:”人生如戲，戲如人生” 。 曾經因模仿川普總統維妙維肖而立足影壇的男
星艾力•鮑德溫（Alec Baldwin）在拍攝一部西部片電影《Rust》時因不慎使用裝有實
彈的道具槍而射死了女攝影師哈欽斯, 並傷及另一位工作人員，鮑德溫在鑄下大禍後稱
這起事件是“悲劇性的意外”。

是的, 對鮑德溫而言,這的確是一起拍攝現場非常意外的悲劇, 因為根據法庭記錄顯
示，鮑德溫穿著血跡斑斑的服裝在開槍打死攝影師之前，是由一名助理導演遞給了他
那一把道具槍，並表示可以安全使用, 而據法院提交的搜查令，這一名助導表示當時並
不知道道具槍上有實彈。
根據好萊塢業界人士表示，拍攝製作電影的槍支有時是道具槍, 有時則是真正的武器

，既可以發真子彈，也可以發射空子彈，而空子彈是一種火藥裝藥，會發出閃光和巨
響，雖不會產生致命射彈,然而從槍管中射出的熱氣、紙或塑料團在近距離內依會致命
。

如果鮑德溫與助理導演的陳述屬實, 那麼問題就是出在拍攝器材道具組, 必定是有
人私自在槍中填上實彈，應該很容易調查出來的, 但遺憾是, 迄今依然追查不出真兇手,
儘管目前檢方尚未對殺人致死的鮑德溫提出任何指控, 不過他絕對必須負起過失殺人的
刑事責任, 並且下輩都將生活在悲傷的陰影之中。

鮑德溫在川普當政 時, 每週都在"星期六夜晚現場秀"(SNL) 化妝模仿川普維妙維肖
，他不僅能模擬川普的聲音、神韻和動作，而且在表演中加入一些詼諧的改編詩、反
諷語和詼諧話，通過他傳神的表演，往往能幫助公眾識別川普行為的真實意圖，所以
他演出的川普，往往比川普還要像川普，幾乎達到以假亂真地步，他所演出的諷刺辛
辣小品勾畫出川普政府的形象時，具有不可替代的意義，只可惜川普不懂幽默, 更排斥
幽默, 缺乏了包容大肚，當然，艾力•鮑德溫應該覺得自己很慶幸，如果他身在北韓，
他膽敢模仿金三胖的話，不是人頭落地，恐怕也將是無地自容的,鮑德溫原本是一位喜
劇演員,如今卻演出一齣悲劇, 人的一生真的很無奈啊！

新冠疫情下韓國外賣騎手數量超42萬
清掃工激增

綜合報導 韓國今年的就業

市場受到了新冠疫情的較大影

響，面對面服務行業的從業人

員持續兩年減少，而從事外賣

工作的人員數量卻在今年上半

年創下曆史最高紀錄，韓國的

外賣員人數已經超過全國小初

高的老師人數，成爲真正的

“外賣的民族”。

10月19日，韓國統計廳發

布各地區就業調查及各行業就業

人數統計數據，今年上半年韓國

的外賣員人數達到42.3萬名，創

下曆史之最，刷新了去年創造

的外賣員人數最高紀錄。

去年上半年受新肺炎疫情

影響，外賣員人數激增到37.1

萬人，今年上半年進一步增加

14.2%，與2018年的31.3萬人相

比，過去三年增幅高達 35.1%

，而且其中並未包括兼職從事

外賣員工作的勞動者，實際從

事外賣的人員數量可能更高。

報道稱，外賣員人數超過42

萬，意味著外賣員成爲韓國從

業人數第16多的工作，比學校

教師(40.9萬人)和電腦軟件工程

師(36.4萬)的人數還多。

韓國統計廳相關人士說，

“這一統計只計算了相關行

業的全職工作人數”，“預

計外賣從業人數未來還會持續

增加”。

今年上半年韓國就業總人

數2721.4萬人，比去年上半年

增加2.5%，過去一年就業人數

增加最多的工種是清掃和環境

美化工人，清掃工總數量達到

108.5萬人，比去年上半年(89.1

萬人)增加21.7%。

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面向

老人提供的公益崗位的增加。

韓統計廳相關人士說，“面向

老人的公益崗位大部分都是環

衛或照護服務崗位”，“負責

政府和地方政府等公共設施環

衛的崗位增加，帶動相關就業

人數增多”。實際上，從事照

護和衛生服務的人數從去年的

53.2萬人增加到了59.1萬人。

不過，服務業的就業人數

明顯減少。今年上半年商店銷

售員的數量共計174.5萬人，從

2019年的194.1萬人減少到去年

的184.3萬人之後，持續保持著

減少趨勢。

從就業人數來看，商店銷

售員是韓國從業人數第二多的

職業，對就業市場的影響極大

。此外，在咖啡廳、酒吧等餐

飲店工作的服務員人數也比去

年(54.4 萬人)減少 4%至 52.3 萬

人。

柬埔寨新投資法生效
促經濟多元化發展

綜合報導 柬埔寨政府消息

稱，新投資法已獲得國王簽署正

式生效，新投資法將提供保障措

施，以鼓勵投資和實現工業多元

化發展。

由柬埔寨發展理事會負責起草

的新投資法草案，旨在設立一個開

放、透明化、可預測和有利于投資

的法律框架，以便更有效吸引本地

和外國投資者，進而推動柬埔寨經

濟和社會發展。

在新投資法下，約20個領域

投資項目將享有投資獎勵，包括長

達9年的“免稅假期”、入口原材

料和生産機械稅務減免。

爲向投資者提供更大便利，新

投資法規定柬發展理事會批複合格

投資項目時間，由現有的31個工

作日縮短至20個工作日，政府決

定廢除“有條件注冊證書”和“完

成注冊證書”，改由“注冊證書”

取代。

與此同時，柬埔寨政府將改

革機制，縮短項目申辦時間，包

括加速和提高審批“總清單”效

率；此外，政府也將改革監督和

檢查機制，以減輕投資者依法合

規的負擔。

新投資法的稅務獎勵計劃將分

爲三類，即基本獎勵、額外獎勵和

特別獎勵。在基本獎勵下，合格投

資項目投資者可

選擇享有3至9年

的“免稅假期”

（其時限將視不

同行業而定），

或選擇在 9 年優

惠期限內，以特

別折舊率分攤資

本拆舊費用，以

及部分支出享有

最高至200%稅務

回扣。

據介紹，一般合格投資項目也

將享有額外獎勵，包括進口建築材

料和設備、生産機械和生産原材

料，將可豁免繳交關稅、特別稅

和增值稅，實際免稅優惠視項目

種類而定。

日本眾議院選戰愈演愈烈 安倍街頭拉票大打危機牌
日本衆議院選舉將于31日

投開票，朝野各黨正展開激烈

的選戰。這場罕見的“短期選

戰”，被認爲是岸田文雄的

“生死戰”，一旦執政的自民

黨和公明黨不能保住政權，岸

田文雄就會成爲日本“最短

命”首相。前首相安倍晉三也

上街爲執政黨拉票，並大打危

機牌。

朝野選戰愈演愈烈
岸田將前往激戰區拉票
據日本共同社報道，調查

日本衆院選舉初期選情的各媒

體調查結果發布後，朝野政黨

21日加緊爭取尚未決定投票對

象的無黨派人群支持。

自民黨幹部向黨內發布了

題爲“形勢緊迫”的通知，要

求爲獲得選票竭盡全力。激戰

區的動向將左右整體勝負，通

過投入幹部力圖強化助選活動

。立憲民主黨認爲與共産黨等

統一推舉候選人起效，擬貫徹

加強在野黨共鬥。朝著31日的

投計票，選戰愈演愈烈。

自民黨在由幹事長甘利明、

選舉對策委員長遠藤利明聯名的

通知中指出，“處于極其緊迫的

情況。許多小選區呈現朝野政黨

一對一較量的格局。”

共同社的全國電話調查結

果顯示，未確定小選區投票對

象的受訪者有近3成。包括自民

黨略微領先的小選區在內，約

有70個激戰區，首相岸田文雄

(黨總裁)等幹部將陸續前往激

戰區。

岸田前往立民黨擁有穩

固支持基礎的愛知縣，呼籲

“希望集結大家的力量，推

向勝利”。自民黨最快于25日

召開選舉對策總部會議，商討

選戰尾聲的戰略。

立民黨黨首枝野幸男奔赴

與執政黨激烈競爭的廣島、岡

山、愛知各縣。他在街頭演說

中意識到無黨派人群，呼籲支

持稱“這一周選票將有大的變

動”。

共産黨書記局長小池晃

在都內稱：“市民與在野黨

合力戰鬥。已做好政權更疊

的准備。”

大打美日同盟牌
安倍街頭演講稱“不能輸”
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也在

街頭演講爲執政黨拉票，並大

打危機牌。他說，如果在野的

立憲民主黨取得執政權，“日

美同盟就將告終”。

日本朝日新聞報道，安倍

在橫濱市街頭演講時說，廢止

日美同盟、主張自衛隊違憲都

是共産黨的基本政策，“跟共

産黨聯手的立憲民主黨如果執

政的話，無疑將造成日美同盟

信賴關系喪失”。

他說，立憲民主黨本就想

廢止他執政時所制定的和平安

全法制(部分允許行使集體自衛

權)。安倍說，因爲有和平安全

法制，日美才能成爲堅強同

盟；一旦廢止和平安全法制，

會讓明明好不容易形成的互助

關系，變成無法互助的同盟，

“果真如此，日美同盟在那瞬

間就將告終”。

安倍還強調，在當前國際

形勢下，日美同盟關系被認爲

應更加強化，“因此，我們絕

對不能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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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天然氣告急
“北溪-2”項目能否成“救星”？

綜合報導 “北溪-2”天然氣管道營運商表示，兩條管線中的第一條

已完成注入技術性測試氣體，只待獲得德國試運行許可證，即可正式開

始運行。不過，這條連接俄羅斯與德國的天然氣管道備受爭議，德美之

間存在重大分歧。

據報道，“北溪-2”天然氣管道由俄羅斯天然氣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與歐

洲投資方提供資金，預計獲得德國試運行許可證號就能開始提供天然氣，但

這個過程可能要等上數個月，究竟能否在這個冬天啓用，仍是未知數。

全長1230公裏的“北溪-2”由俄羅斯直達位于德國東北部梅克倫堡-

前波莫瑞州，預期每年能運輸550億立方米天然氣。營運商指稱，這樣

的供應量足夠2600萬戶家庭使用。

爲了維持管線氣壓以保障未來營運，“北溪-2”營運商已于首條管

線輸入約1.77億立方米的氣體。營運商指出，這項測試結果“代表已足

以開始輸送天然氣”，且第二條管線也已著手進行預調試步驟。

此前，國際能源署與部分歐洲議會議員指控，俄羅斯未能采取足夠

措施增加對歐洲的天然氣供應，但俄羅斯強調在歐洲天然氣價格飙升中

並未扮演任何角色。克林姆林宮更表示，“北溪-2”將緩解歐洲天然氣

市場因供應不足導致價格飙漲的困境。

“北溪-2”管道鋪設工程始于2018年，計劃于2019年完工。但由于

美國的反對，工期推延。

美國長期反對“北溪-2”項目，稱其爲俄羅斯地緣戰略項目，並對

參與管道建設的一些個體實施制裁。德國和俄羅斯則表示該項目爲商業

項目。俄政府稱美方阻撓這一項目意在擠占俄羅斯能源市場份額，企圖

向歐洲高價兜售更多美國天然氣。

德國今年前八個月
電氣產品出口增長12.3%

綜合報導 德國電子電氣行業協會(ZVEI)最新公布的數據顯示，今年8月

，德國電氣産品出口額爲176億歐元，增長(同比，下同)14.2%；其中對華出

口增長11.1%。今年一月到八月累計出口額爲1447億歐元，同比增長12.3%。

德國電氣行業出口今年以來保持強勁增長勢頭。今年八月，德國電氣行

業向歐元區國家的出口額爲53億歐元，增長18.9%，超過整個行業出口增長

水平。其中對荷蘭出口增幅最大，爲30.9%，出口額達9.45億歐元。今年一

至八月，德國對歐元區的電氣産品累計出口額爲467億歐元，增長17.5%。

今年八月，德國對非歐元區的電氣産品出口額爲123億歐元，增長

12.8%。其中對中國出口額爲21億歐元，同比增長11.1%。今年一至八月

，德國向非歐元區電氣産品累計出口額爲980億歐元，增長10%。

在進口方面，今年八月，德國電氣産品進口額爲163億歐元，增長13.5%

。今年前八個月，德國該行業産品累計進口額爲1379億歐元，增長16.1%。

“德國電氣出口的強勁增長顯示了該行業在創新領域的活力。”德

國聯邦外貿與投資署總經理赫爾曼(Robert Hermann)當天向中新社記者分

析表示，尤其在疫情期間，數字化經濟的加速促進了電氣行業的發展，

無論是電動汽車、自動駕駛還是數字化經濟都需要更多的電氣産品。德

國得益于其蓬勃的電氣行業，將吸引更多的國際投資者。

報名條款異常苛責！
“法國小姐”選美遭起訴

“身高不低于170厘米、必須未婚未

育……”法新社報道稱，一家女性維權組

織本周起訴“法國小姐”選美大賽的主辦

方及其母公司，指控其設定的報名資格

“具有歧視性”。據悉，與這家名爲“敢

作女權”的組織一同發起訴訟的，還有3

名（匿名）因不符申報資格而遭淘汰的女

性。她們在遞交給博比尼市勞動法庭的公

開聲明中表示，既然“法國小姐”本身是

一種“服務工作”，那她們就該受到法國

就業法的保護，不應被歧視。

“既是經濟剝削，又令社會倒退”

作爲西方最悠久的選美比賽之一，

“法國小姐”已有超過百年的曆史，其面

對的是所有18至24歲的法國女性，冠軍同

時也將成爲“世界小姐”選美的國家候選

人。但是“法國小姐”在報名資格中要求

：候選人身高需達到170厘米，不可以有

結婚或生育經曆，更有甚者，候選人不能

文身、佩戴飾物、或在公共場合吸煙等。

此外，主辦方在參賽初期就統計了候選人

的衣服尺碼，爲的就是保證她們在參賽期

間身材不發生較大變化，違者將被處以

5000歐元的罰款。起訴比賽的女權組織負

責人艾莉莎· 阿拉巴雷表示，“這種選美

活動不僅是在爲了經濟利益剝削女性，同

時也違反了現行法律，對整個社會環境都

産生了消極和倒退的影響。”

阿拉巴雷還稱，雖然法國小姐選美的

宗旨是“尋找最具魅力和優雅的年輕女

性”，但嚴苛的報名條款其實是在人爲設

限。她說該組織與3名喪失參賽資格的女

性站在一起，“這種對婚姻狀況、年齡、

身高、文身和吸煙喝酒都強作規定的要求

是具有歧視性的。現在是他們刪除所有歧

視性條款的時候了！” 同時，該組織還

控告“法國小姐”的母公司恩德摩爾制作

公司在違反勞動法的前提下，利用這些女

性制作了高利潤的視頻節目。

畸形審美，收視率不降反升
“法國小姐”自1920年開始舉辦，並

從1987年起進行電視轉播，最初名爲“法國

最美麗的女人”，每隔一年舉辦一次，直到

1927年更名並自此成爲年度項目。該選美比

賽一直是法國電視一台的王牌保留節目，

2021年度總決賽也將于12月11日在卡昂市的

贊尼斯大酒店舉辦，選出一位接替上任冠軍阿

曼蒂娜·伯蒂特的新小姐。然而圍繞著“法國

小姐”的各種爭議長期存在，尤其是各類女

權組織，一直批評主辦方和轉播方在剝削女

性的身體，營銷歧視類的節目。

面對此次指控，“法國小姐”公司新

任主席艾莉西亞· 拉羅什-朱貝爾19日在媒

體上給予回應：“這是一場有自己規則的

比賽，因此不受勞動法的約束。”不過朱

貝爾自己也在“法國新聞”網上承認，參

賽資格中的有些規定的確是愚蠢和過時的

，“譬如要求單身和未曾生育，我自己就

是兩個孩子的母親，一名女企業家，這條

規定明顯是落後于時代了。”

雖然這些年來爭議不斷，但法國人

對于“法國小姐”選美比賽熱情不減，

去年還創下2006年以來的最高電視收視

率，共有860萬電視觀衆觀看了直播。

全球選美問題多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報道

稱，不只是“法國小姐”，全世界其他

地區的傳統選美比賽近年來也都頻頻引

起爭議，尤其是許多過時的行爲條款和

文化積弊受到輿論批評。比如，2018年

“烏克蘭小姐”的獲得者維羅妮卡· 迪杜

申科就被剝奪了頭銜，起因是主辦方發現

她離婚且育有一子；2019年的“印度小

姐”也因主辦方更青睐膚色較淺的高種姓

參賽者而備受質疑；就連非洲的“納米比

亞小姐”同樣發生過匪夷所思的操作——

奪得冠軍的黑人小姐所獲的獎勵，居然比

亞軍的白人小姐還少，這背後是主辦方和

贊助方根深蒂固的種族主義思想；而在

“斯裏蘭卡夫人”選美決賽那天，還上演

了前一屆冠軍奪走新晉冠軍王冠的尴尬一

幕，只因前者指責後者已經離婚，不配擁

有“夫人”的稱號，最終主辦方出面澄清

新晉冠軍“分居還沒有離婚，仍有資格

獲獎”，這才還當事人一個清白。

畸形的審美和偏愛“白瘦幼”的文化

令不少人感到擔憂。法國當局在2013年通

過法律，禁止16歲以下少女參加選美比賽

，意在預防未成年人“過度性化”的不良

趨勢。但這樣的舉動並未在其他國家得

到傳播，CNN稱，近年來，不少國家選

美比賽的參賽者年齡越來越低。

加拿大政府調整抗疫紓困補助措施
擬花費74億加元

綜合報導 在加拿大新一屆內閣臨近

宣誓就職之際，加聯邦政府10月21日宣布

，隨著經濟逐步複蘇，當局將對現行的抗

疫纾困補助措施作出調整，面向企業和就

業人群出台新的扶持措施。

鑒于自疫情出現後推行至今的多項纾

困補助措施將在10月23日到期，加副總理

兼財政部長弗裏蘭(Chrystia Freeland)在渥

太華宣布，當局正采取有針對性的定向行

動來創造就業並刺激經濟增長。她表示，

目前應爲最有需要的領域提供扶持，同時

審慎管理財政開支。

幫助雇主重新雇用工人和避免裁員的

“緊急工資補貼”，以及爲商家提供租

金、房貸和其他費用支持的“緊急租金補

貼”均將告停。加官方表示，已爲這些補

貼付出逾千億加元。

在面向企業的扶助方面，加政府計劃

將“複蘇雇工計劃”延長至

2022年 5月 7日。同時，對

于仍然面對疫情嚴重挑戰的

商家，當局將推出“旅遊和

酒店業複蘇計劃”以及“重

創企業複蘇計劃”。這兩項

補助措施對于工資和租金的

最高補貼率分別可達75%和

50%。

在面向工作人士的扶持

方面，加政府擬將“複蘇看

護補助”和“複蘇病假補助”均延長至明

年5月7日。同時，當局擬推出“員工封城

補助”。符合條件的工作人士若因地方性的

防疫封城措施而無法工作，可申領每周300

加元的補助。

弗裏蘭表示，上述新設立或延長的扶

助措施的預算約爲74億加元。她說，加拿

大已走到抗擊新冠疫情的轉折點，就業狀

況已恢複到疫情前水平，當局已實現了在

疫情複蘇中創造100萬個新就業崗位的目

標。

加拿大今年秋季大選産生的新一屆內

閣將于10月26日宣誓就職。聯邦國會的新

一屆會期則將于11月22日開啓。

UNESCO啟動全球項目研究
氣候變化對海洋世界遺產地物種的影響

綜合報導 聯合國教科文組

織(UNESCO)啓動了一項全球項

目，將運用尖端的環境DNA技

術(簡稱eDNA)來研究教科文組

織海洋世界遺産地豐富的生物

多樣性。科學家和當地居民將

從選定的海洋世界遺産地的廢

棄物、魚類粘液或細胞中收集

遺傳物質，以監測魚類物種情

況，包括被列入國際自然保護

聯盟瀕危物種紅色名錄的物種

。eDNA涉及收集和分析從環

境(土壤、水、空氣)而非單個

有機體中收集的樣本。

據介紹，爲期2年的eDNA

項目將幫助衡量氣候變化對海

洋生物多樣性的衝擊，及其對

海洋世界遺産地海洋生物分布

和遷徙模式的影響。該項目在

聯合國“海洋科學促進可持續

發展十年”(2021-2030年)之初

啓動，將加深公衆對全球趨勢

的了解，爲保護海洋生態系統

的努力提供參考，並確保子孫

後代繼續受惠于海洋提供的各

類服務。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文化助

理總幹事奧托內說，“海洋世

界遺産地在保護具有突出普遍

價值的海洋生態系統方面發揮

著極爲重要的作用，並爲公衆

提供享受和保護海洋環境的機

會。氣候變化正在影響著水下

生物的行爲和分布，我們必須

了解現狀以便能夠根據形勢變

化調整保護工作。”

教科文組織的海洋世界遺

産地因其獨有的生物多樣性、

特殊的生態系統及反映了地

球曆史的重要階段而廣爲人

知。自 1981 年首個海洋遺産

地大堡礁(澳大利亞)被列入教

科文組織《世界遺産名錄》

以來，該《名錄》已構建起

由 50 個海洋遺産地組成的全

球網絡。

在海洋監測和數據收集中

使用eDNA技術仍處于起步階

段，教科文組織開創性的 eD-

NA項目將改進采樣和數據管理

的標准程序。此項目將首次在

多個海洋保護區采用一套統一

的方法，因而在向公衆提供這

些數據的同時，它還將標志著

全球采樣和數據監測及管理實

踐標准的誕生。

當地居民將在專家的指導

下參與項目，完成水樣采集、

過濾、修複eDNA等工作，然

後專門的實驗室將給這些 eD-

NA測序。

所有數據將由海洋生物多

樣性信息系統(OBIS)處理和發

布，該系統是世界上最大的關

于海洋物種分布和多樣性的開

放性數據系統，由數千名科學

家、數據管理人員和用戶組成

的全球網絡共同予以維護和支

持。它致力于增進我們對海洋

生物的了解，並幫助制定監測

指標，爲保護和管理政策提供

信息。

該項目由教科文組織政府

間海洋學委員會和世界遺産中

心實施，荷蘭佛蘭德省政府提

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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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出台最新規定，將俄羅斯公民列入其所
謂的“無家可歸國籍”名單，迫使俄公民辦理赴美簽證不得不
前往第三國或者波蘭申請。俄外交部譴責美國這項新規是“卑
鄙的策略”，在“破碎”的美國領事系統上“又安放一具棺材
”。

據報導，美國國務院日前悄悄更新了有關移民簽證的“外
交手冊”(FAM)，將俄羅斯人添加到“無家可歸國籍”名單，
該名單意即所列國家“沒有美國領事代表，或者當地政治、安
全形勢脆弱使美國有限的領事人員無法受理簽證申請”。

名單上目前已有10個國家，分別是古巴、厄立特里亞、伊
朗、利比亞、索馬里、南蘇丹、敘利亞、委內瑞拉、也門和俄
羅斯。這些國家的公民申請美國簽證需赴第三國的美國使領館
。

美國國務院表示，美駐俄使館將只處理外交和公務簽證申
請，申請美國非移民簽證的俄公民需赴俄境外任何國家的美國
使領館，而申請美國移民簽證的俄公民需赴波蘭首都華沙的美
國使館，並且需要向美駐波蘭使館預約。

然而，俄公民要去波蘭並非易事，他們首先需要有申根簽
證，華沙距離俄首都莫斯科大約1200公里。此外，波蘭不承認
俄產Sputnik V新冠疫苗的效力，這使俄公民辦理簽證問題變得
更加複雜。

美國的這項舉動遭到俄方的譴責。俄外交部發言人瑪麗亞
•扎哈羅娃(Maria Zakharova)當地時間10月24日指責華盛頓故
意破壞自身在俄羅斯的領事服務，在“破碎”的美國領事系統

上“又安放一具棺材”。
扎哈羅娃在社交媒體臉書上寫道：

“美國外交官多年來一直破壞在俄提供
領事服務的系統，關閉領事館、減少領
事館工作人員的數量，以此試探我們的
回應，這純屬卑鄙的策略。”

美國國務院的聲明則稱，俄禁止美
駐俄使領館僱用俄羅斯或第三國公民導
緻美方目前在俄領事人員“極其有限”
，令美方“無法提供常規的簽證服務和
對美國公民的服務”。

在過去的幾年裡，美俄外交關係成
為迅速惡化的雙邊關係的犧牲品。俄外
交使團多次成為美國當局的攻擊目標，
引發莫斯科方面針鋒相對的回應。相互
驅逐外交官導致兩國外交人員數量急劇
減少。

今 年 4 月 中 旬 ， 美 國 拜 登 (Joe
Biden)政府驅逐了10名俄外交官，並對
俄公民和組織實施制裁。今年5月，俄
將美列入“不友好國家”名單，規定8
月起美國駐俄使領館不得僱用俄羅斯或第三國公民。

此舉對美駐俄剩餘的領事服務造成沉重打擊。美使館表示
，由於這些限制，它將不得不削減75%的領事工作人員。

今年6月，美國國務院以“恐怖主義”擔憂和缺乏領事支
持為由，警告美國人不要前往俄羅斯。

（綜合報導）由於疫情影響，出行越來越
不方便，而遊艇正在成為富人們旅行和躲避疫
情大暴發的極好選擇。亞馬遜創始人傑夫•貝
索斯當然也加入這一行列，而且不是買現成的
，而是投入至少5億美元打造一艘世界頂級巨
型大遊艇，美其名曰“ Y721 ”。這艘遊艇從
去年春天開始就在造，據英國《每日郵報》10
月23日消息，日前，這艘遊艇已經大部分完成
，製造商放出部分圖片，2022年建成以後，將
超越目前最大的遠洋客輪“海雲”，成為世界
最大帆船。這艘船已經初露崢嶸，但造船方仍
舊不樂意證實船主就是貝索斯，但媒體也挖到
了其他的證據。網友看完旗艦的真容都覺納悶
：就這？ 5億美元就造了個寂寞。

這艘遊艇最後成品大致會是這樣，和製造
商——荷蘭Oceanco公司之前的一艘超級遊艇
的外形大致相同。據製造主管說，貝索斯的這
艘遊艇完成後，總長達到127米，有幾層甲板
，同時還配有三個巨大的桅杆，與一般遊艇的
造型並不相同。這也意味著，它除了是艘遊艇
外，還是荷蘭有史以來製造的最大帆船之一。
不論外觀是否像是個豪華海盜船，但只要符合
貝索斯審美就行。

日前，這艘超級遊艇被推出了船廠，正在送往
荷蘭另一海港城市阿爾布拉瑟姆，並將在那裡
完成最後的裝備。畢竟這艘遊艇的造價達到了
5億美元，所以應該有更多內部細節才是最花
錢的地方，但Oceanco公司負責設計的主管並
未透露任何信息，沒有確認船主就是貝索斯，
只是聲明與客戶之間有極嚴格的保密協議。不
過，媒體也挖到了證據：貝索斯對該艇的所有
權已獲《Amazon Unbound》 一書證實，並稱
這艘大船是“現存最好的帆船之一”。據造船
的主管說，這艘遊艇非常環保，這是從設計之
初就和客戶反复探討過的，它將成為最環保超
豪華遊艇這一點是毋庸置疑的。

新冠疫情以來，豪華遊艇的訂單讓荷蘭和
德國的製造商忙得沒有空閒，從去年到現在，
總共有大約50艘超過100米的船正在建造中。
遊艇現在越來越成為富豪間私人休閒、聚會的
好去處。既可以很好地“保持社交距離”，同
時又可以避免被公眾“窺視”。除此之外，環
保和節能設計的遊艇可以巡航 9000 海裡，即
16668公里而無需加油。這些都成為富豪們大
手筆投資遊艇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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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新規：俄公民赴美簽證需到第三國申請！

美國華盛頓州長親自歡迎阿富汗難民美國華盛頓州長親自歡迎阿富汗難民，，更多難民還在路上更多難民還在路上
（綜合報導）華盛頓州州長英斯利(Jay Inslee)表示，

華盛頓州準備接納阿富汗難民。英斯利在西雅圖-塔科馬
國際機場阿富汗歡迎中心舉行了歡迎阿富汗難民的活動
。 普 吉 特 灣 穆 斯 林 協 會 (Muslim Association of Puget
Sound)、微軟、阿拉斯加航空公司、愛彼迎民宿公司、
西雅圖基金會和華盛頓難民安置機構的領導人也參加了
這次活動。

“這是我們的一種表達，”英斯利站在一塊寫著
“我們歡迎阿富汗鄰居的到來”的牌子前說。我們歡迎
不同背景的人。 ”

據估計，華盛頓州可能有1700名逃離塔利班控制的
阿富汗人。大約340人已經抵達，其他人將在未來幾週抵
達。

世界救援組織斯波坎辦公室主任馬克·芬尼(Mark

Finney)說，斯波坎預計會有300名阿富汗難民。他說，上
個月已經有幾十人抵達，但未來幾週人數可能會急劇增
加。

對此，英斯利說，他們的到來將需要聯邦政府、州
機構、私人資助者和當地社區的幫助。他透露說，當地
組織已經開始提供幫助，如為阿富汗難民提供臨時住所
，處理他們的簽證申請，以及額外的資金援助。

英斯利特別提到了微軟、阿拉斯加航空公司、愛彼
迎民宿公司和西雅圖基金會提供的幫助。

微軟承諾為安置阿富汗難民項目提供100萬美元。阿
拉斯加航空公司提供了將阿富汗難民送往華盛頓州的航
班。西雅圖基金會積極向私人捐贈者籌募資金，允許捐
贈者直接向致力於安置工作的組織捐贈物品或金錢。愛
彼迎民宿公司在全國范圍內為阿富汗難民提供臨時住房

，該公司公共政策經理艾莎·伊爾凡(Ayisha Irfan)表示上
個月已經為2000名難民找到住房，其中有130人住在華
盛頓州。此外，芬尼上個月表示，世界救援組織斯波坎
辦公室還將獲得愛彼迎的部分信貸。

芬尼補充說，除了物質上的幫助，這些難民還將需
要大規模的心理健康資金和資源。他說，許多抵達美國
的難民在抵達這里之前已經在難民營裡住了幾個月。國
際救援委員會的尼基·史密斯(Nicky Smith)說，這些難民
很有可能經歷了“巨大的創傷”。

不過，對於現在他們接收到的幫助，芬尼已經覺得
很感動。他表示，斯波坎市市長、市議會、參議員和其
他政界人士直接與他的辦公室合作，甚至連當地的宗教
社區和居民也採取了行動，積極幫助這些難民。

（綜合報導）臉書公司一名前員工於當地時間週五提交了一份舉報文件，稱臉書公
司只重視利潤和用戶增長，縱容旗下平台上的仇恨言論、錯誤信息以及其他對公眾有威脅
的信息。該舉報人在匿名的情況下與《華盛頓郵報》分享了這一文件。

因為害怕激怒美國政府高層及其政治盟友，或者擔心用戶增長及數十億美元的利潤受
到影響，臉書高管此前經常破壞為打擊錯誤信息、仇恨言論和其他有問題等內容所做的努
力。舉報文件認為，臉書未能充分解決社交平台上的危險和犯罪行為，允許涉恐怖主義內
容、毒品銷售、仇恨言論和錯誤信息氾濫，同時也沒有在此類問題浮現時就潛在風險發出
充分警告，這一問題涉及臉書旗下平台Instagram、WhatsApp和Messenger。

報導稱，最新的舉報內容與另一名前臉書員工弗朗西斯•豪根 (Frances Haugen) 的許
多指控互相印證，豪根於本月參加美國國會的一個聽證會時對臉書進行猛烈抨擊，並請求
國會對臉書公司採取行動。

又一前員工舉報臉書又一前員工舉報臉書 稱公司故意縱容仇恨言論和錯誤信息稱公司故意縱容仇恨言論和錯誤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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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肅增17確診 12來自雲南旅團
多為64歲至81歲長者 疫鏈與D2746次列車有關

��(���

甘肅省衞健委23日通報，該省新增確診17
例，其中蘭州13例（12例為雲南旅行團

成員、1例為無症狀轉為確診），張掖2例、嘉
峪關1例、隴南1例。通報顯示，此次確診的12
名雲南旅行團成員，其中10人來自昆明，均為
年齡64歲至81歲之間的長者，另有甘肅本地導
遊張某和司機何某某。根據活動軌跡顯示，10
月10日至16日，該旅遊團部分人員有內蒙古額
濟納旗和甘肅省金塔縣、嘉峪關市旅居史。16
日至19日在甘肅省甘南州、隴南市等地旅遊。

20人團17人染疫
值得一提的是，該雲南旅遊團原來共有20

人。10月21日，旅行團一行20人乘坐旅遊大巴
自甘肅隴南市宕昌縣抵達蘭州，由於團中有人
曾與確診病例乘同一列動車同一車廂，因而蘭
州城關區即對該團進行管控，並進行了單人單
管核酸、雙採雙檢。其中4人（均為老人）檢測
結果為陽性，隨後確診。

對於該旅行團的感染路徑，經過甘肅疫控
部門初步分析，很多證據指向另一條疫情傳播
鏈，也就是10月15日的D2746次列車。據悉，
21日確診的雲南旅行團成員釧某某等，曾與蘭
州發現的首例確診者張某15日同乘D2746次列
車，是6車廂的密切接觸者。根據各地通報顯
示，D2746次列車此前已至少關聯15病例。

據了解，D2746次列車乘客、本輪疫情蘭

州首例確診者張某的傳播鏈也仍在延長。除了
雲南旅行團確診者，10月22日新增的確診者董
某某（現住張掖市甘州區），雖然近期無外地
旅居史，但曾與張某在甘州區一餐廳同一時間
用餐，20日核酸檢測陽性，隨後確診。

另據香港文匯報記者獲悉，10月22日甘肅
新增的隴南宕昌縣病例也與該旅行團有關，該
病例曾為旅行團開車。截至目前，與雲南旅行
團相涉的關聯病例已達17人。

專家組定點醫院診療
有關專家表示，甘肅、內蒙古深秋景色美

麗，每年均會吸引眾多遊客前往。今年隨着疫
情的消散，遊客出遊熱情高漲，特別是一些對
西北風情情有獨鍾的老人，更是在九、十月份
赴西北旅遊。“目前確診者很多都是老人，雖
然說老人可能抵抗力較弱，但這次或許可能只
是旅遊高峰的一種巧合。”

目前，所有確診病例均轉至省級定點醫
院，國家專家組和甘肅省專家組也已進入省級
定點醫院開展會診、治療工作。

緊急引入方艙篩查
面對嚴峻的疫情防控形勢，甘肅省目前正

在持續加大核酸檢測篩查力度。據甘肅省新冠
肺炎疫情聯防聯控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省
政府副秘書長梁朝陽介紹，蘭州市已緊急引入

第三方核酸檢測機構，從深圳調配7台大型方
艙實驗室，加快檢測進度。同時，對蘭州、張
掖、嘉峪關、天水、隴南等發現確診病例的地
區，加強人員、車輛管控，暫時關閉所有旅遊
景區景點、影劇院等場所，落實網格化管理等
措施，最大限度減少人員流動，防止交叉感
染。

截至10月22日24時，蘭州市共排查密接
人員780人，次密接人員1,225人，共設置核酸
採樣點 1,217 個，已採集人員樣本 3,371,792
份，已出檢測陰性結果985,854 份，陽性 25
份；環境標本4,689份，陰性4,687份，陽性2
份。

隔離點派發中藥
針對本輪疫情防控，甘肅省亦選用了在去

年疫情中發揮較大作用的中醫藥，繼續參與到
預防、治療和康復全過程，並按照“一患一
方”開方，開展中西醫聯合救治。截至10月
22日，甘肅省確診病例中醫藥參與治療率為
100%。

甘肅省衞健委副主任張浩表示，甘肅省
組織中醫藥專家制定了預防處方岐黃避瘟方
和宣肺化濁湯，主要針對患者、陪員、醫務
人員和密接、次密接等不同人員。目前，宣
肺化濁湯在甘肅省各地集中隔離點已發放
7,516副。

香港文匯

報 訊 （ 記 者

李陽波、劉俊

海 蘭州報道）甘肅省23日再新增17例本土確診病

例，其中12人為雲南一旅行團成員。而與之前抵達西

安後一行7人全部被確診的“上海老人旅行團”頗為相

似的是，此次在甘肅確診的雲南旅行團成員，其中10

名遊客均為老年遊客，同時部分人員亦有過內蒙古額

濟納旗、甘肅省金塔縣、嘉峪關市旅居史。由於21日

該旅行團已有4人確診，截至目前，與雲南旅行團有關

的確診者已達17人。 ●10月23日，在甘肅省中醫院門診大廳，群眾和醫務工作者排隊領取免費的新
冠肺炎預防湯劑。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喬輝、王月 內蒙
古報道）23日下午，香港文匯報記者從內蒙
古阿拉善疫情防控工作第三場新聞發布會上
獲悉，截至10月23日，額濟納旗報告確診病
例24例，通過大數據比對和實地調查走訪，
對發現的密切接觸者和次密切接觸者，全部
實行了相應的管控措施。截至目前，在9個
隔離點集中隔離726名人員，隔離轉運還在
進行中。同時，中共額濟納旗委員會發布通
報稱，因疫情防控履職不力，多人被問責。

防疫不力 衞健委主任被免職
通報稱，自2021年10月17日額濟納旗發

生本土新冠肺炎疫情以來，額濟納旗衞生健康委
員會原黨組書記、主任曲江輝疫情防控工作履職
不力，落實疫情防控措施不到位，調度指揮不得
當，協調不力銜接不暢、工作失序，造成疫情防
控工作進展遲緩，現已免去其黨組書記、提名免
去主任職務；額濟納旗衞生健康委員會原黨組成
員、副主任劉琴在疫情防控工作中不積極不主
動、不擔當不作為，敷衍塞責，推諉扯皮，現已
免去其黨組成員、副主任職務；額濟納旗衞生健
康委員會黨組成員、副主任圖娜木拉對疫情防控
嚴峻形勢認識不足，履職不到位造成工作被動，
現予以全旗通報批評。

額濟納旗民政局對疫情防控工作重視不
夠，防控工作不嚴不細，流於形式，值班人員
對小區管控不嚴，出入人員未按規定進行問詢
登記、核實信息、測量體溫。現對額濟納旗民
政局予以全旗通報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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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帥 北京報道）北京新增3
例京外關聯本地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北京市疾病預防
控制中心副主任龐星火10月23日介紹，此次新增的3
例關聯病例都有內蒙古自治區額濟納旗旅行史，而本
起疫情涉及自駕遊旅行團共5人，目前全部確診。按照
北京新冠肺炎疫情風險分級標準，北京昌平區北七家
鎮宏福苑社區由中風險地區調整為高風險地區。

據悉，上述自駕遊旅行團中的1名成員於10月15
日即出現發熱症狀，體溫最高達39℃，自行用藥後症
狀未緩解，持續間斷發熱，其妻子於10月19日也出現
發熱至39℃，兩人均未到正規醫療機構發熱門診就
醫，而且，在發病後先後兩次邀請朋友到家中打牌，
目前共同打牌的朋友中已有2人確診。

近期，北京陸續出現京外關聯和本地病例。北京
方面提示，有風險地區旅居史以及與病例行程一致或
健康碼異常的進返京人員，需要主動向社區、單位、
賓館酒店等報告行程，配合核酸檢測、健康監測等防
控措施。各區也將通過敲門行動等各種方式，開展重
點地區進返京人員大排查，請廣大市民配合做好相關
工作。

北京新增3例內蒙古關聯病例



(綜合報道）國發會主委龔明鑫率領的中東歐經貿考察團再
傳捷報，台捷雙方就網路安全、太空、觸媒技術、綠色能源、智
慧機械等5項產研合作簽署MOU，期盼雙方繼續深化經貿與產
業領域的合作。

龔明鑫偕同科技部部長吳政忠、經濟部次長陳正祺、財政部
次長阮清華，以及國內跨部會政府官員、研究機構、公協會及產
業代表所組成的66人訪問團，於今日赴捷克參加台捷投資論壇
開幕式暨MOU簽署儀式。

去年捷克議長維特齊（Milos Vystrcil）訪台時，台捷就智慧
城市與AIOT、創新創業及智慧機械以及金融與觀光領域等合作
簽署3項MOU；這次台捷將擴大範圍，在5G、半導體、醫療器
材、資安等面向擴展合作。

國發會晚間發布新聞稿指出，在龔明鑫、吳政忠及維特齊

共同見證下，台捷雙方簽署網路安全、太空合作、觸媒技術、綠
色能源、智慧機械等5項產研合作MOU。

國發會指出，台灣資策會將就捷克重大基礎建設進行台捷資
安合作；台灣太空產業發展協會與捷克太空產業聯盟簽署MOU
，將致力促進台捷在太空產業的資訊交流及科技發展，而太空中
心主任吳宗信也致贈台灣 「福衛七號」模型給捷克方。

此外，台灣工研院將在觸媒技術及綠色能源領域，進一步
與捷克科學院共同進行技術開發及應用；智慧機械領域則由台灣
精機中心與捷克整合及應用相關智慧化監控技術。

龔明鑫於台捷投資論壇開幕式暨MOU簽署儀式致詞時指出
，台灣跟捷克一樣愛好民主自由，台捷雙邊可以攜手合作，在全
球供應鏈重新布局的時刻，共同在國際扮演關鍵力量。

他表示，再次感謝維特齊去年8月率團訪台強化雙邊交流，

台灣在疫情期間曾捐贈醫療口罩等防疫物資及設備給捷克，捷克
也捐贈3萬劑疫苗予台灣。

龔明鑫說，總統蔡英文將這樣珍貴友誼稱作 「良善的循環
」；這次出訪捷克，預期將 「良善的循環」擴大至產業及經貿合
作等面向。

龔明鑫致詞結尾更說： 「去年參議長訪台引述一句捷克俗
諺說， 『有心，就能找到路』，現在，合作的路已經找到了，正
是我們邁開步伐，共同大步向前的時刻。」

國發會指出，會後龔明鑫率領各部會，與維特齊、參議員
及捷方相關部門進行會談，內容涉及5G、電動車、半導體、生
技醫藥等議題合作；同一時間，雙方企業舉辦台捷商機媒合會，
預計將有超過170場次面對面洽談。

台捷簽5項MOU促產研合作
涵蓋太空、綠能與智慧機械

攬才專法上路 延攬國際人才添4大誘因

民眾赴中正紀念堂接種疫苗民眾赴中正紀念堂接種疫苗
因應史上最大規模因應史上最大規模COVID-COVID-1919疫苗接種疫苗接種，，指揮中心在台北市加開指揮中心在台北市加開55接種站接種站，，當當

中以台北榮民總醫院負責的中正紀念堂接種量最大中以台北榮民總醫院負責的中正紀念堂接種量最大。。民眾民眾2424日前往中正紀念堂接日前往中正紀念堂接
種種BNTBNT疫苗疫苗。。

(綜合報道）國發會宣布好消息，行政院已核定
新修正的 「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即日起正
式上路，4大修正重點涵蓋租稅優惠適用年限延長至
5年、爭取優秀外國大學畢業生來台工作等，為攬才
增添誘因。

國家發展委員會為了擴大吸引國際高階人才，
109年起協同相關部會，積極研擬外國專業人才延攬
及僱用法修正案，提供更有吸引力的工作及居留規定
，並優化租稅及社會保障等相關權益。

國發會歸納4大增加誘因的修正重點，第一是增
加外國特定專業人才認定彈性，增訂由國發會會商相
關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認定的機制，以網羅全球的
新型態產業及跨領域優秀人才。

第二，爭取優秀外國大學畢業生來台工作。國發
會表示，將放寬教育部公告世界頂尖大學的畢業生在
台灣從事專門性或技術性工作，無須具備2年工作經
驗。

第三，鬆綁外籍人士申請永居規定，將外國特
定專業人才申請永久居留的在台連續居留期間，由5
年縮短為3年，且取得台灣博士學位者，得再折抵1
年；而外國專業人才申請永久居留，在台連續居留期
間維持5年，不過取得台灣碩、博士學位者，則得分
別折抵1、2年。

第四，優化租稅優惠及社會保障措施，將外國
特定專業人才租稅優惠適用年限由3年延長為5年；
此外，免除屬僱主或自營業主身分的外國特定專業及
外國高級專業人才，其本人及依親親屬的健保納保6
個月等待期。

「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今天起正式施行
，各項修正措施均可開始受理申請。

國發會提醒， 「縮短外國特定專業人才申請永
久居留」規定可洽詢內政部移民署各地區服務站或就
業金卡辦公室；其他子法及配套措施則可至到國發會
「外國專業人才延攬及僱用法資訊專頁」

台積電被迫交機密資料給美？經部：不符事實
(綜合報道）經濟部今天表示，對於媒體以評論方式批評沒擔當，甚至稱台積電要交機密數據

給美國，不符基本事實；台積電是要協助供應鏈中的利害相關人，經濟部也絕對會與台廠站在一
起。

經濟部強調，媒體透過評論進行紮稻草人式的攻擊，不會改變政府跟產業站在一起的立場，
也不會改變台灣產業保護營業秘密的法遵行為。

經濟部說明，台積電日前表示將在11月8日前提供相關資料給美方，主要是要協助供應鏈中
的利害相關人，一起解決半導體供應的問題，但仍會保護客戶與營業相關機密。

經濟部指出，台積電早在10月初就已對外表達此一立場，相關作法與發展，與過去政府及台
積電多次向外說明的立場並無不同。

經濟部表示，媒體評論指 「台積電無法抗拒美國的壓力、無法拒絕這個不合理的要求，上週
五明白表示會提供美方要求的數據」，是明顯錯誤的解讀。

經濟部進一步說明，經過與產業界的密切聯繫與了解，多數收到問卷的企業，考量美國為其
主要市場及夥伴，本來就會針對可填寫的部分填寫問卷，提供美方參考。

同時，經濟部長王美花與美國在台協會（AIT）處長孫曉雅於例行會議中，也針對此問卷提
出關切，並得到美方確認，相關問卷為自願性，產業可就能填寫的部分說明；王美花也向業界相
關協會及主要廠商說明相關訊息。

經濟部強調，政府會持續與台灣產業合作，適時協助溝通，一定會跟台灣廠商站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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