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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月月22日是選舉日日是選舉日 請投下您寶貴的一票請投下您寶貴的一票
（本報訊）提前投票已經結束。我們知道

哈里斯縣還有很多有資格投票的選民尚未能出
來投票。如果您錯過了提前投票，請在11月2
日，也就是選舉投票的最後一天，投出您寶貴
的一票。截至10月29日，哈里斯縣已經有大
約 63,358人出來親自投票，47,243人使用郵遞
投票。相對2017年的類似選舉，親自投票人數
增加近20,000 人，總投票數增加兩倍以上。

11 月 2 日 (星期二) 選舉日，所有的投票
所都將從早上 7 點到晚上 7 點開放。共計有
717 個選舉日親自投票地點，哈里斯縣的選民
可以在該縣的任何一個投票中心投票。值得一

提的是，中華文化服務中心的體育館，第一次
成為了此次普選選舉日的投票地。希望住在附
近或購物的選民可以就近來中華文化服務中心
投票，或與您的家人或朋友一起投票，然後去
附近的餐館吃飯，因為那裡有很多不錯的餐廳
和購物中心。

為 方 便 選 民 ， HarrisVotes.com/Wait-
Times 提供投票排隊等待時間功能及選票樣本
，並可查詢您附近的投票地點。進行郵遞投票
的選民可至 Harrisvotes.org/Tracking 追踪您的
郵遞選票。

【【續文請見續文請見AA33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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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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has welcomed its first
group of visitors from Thailand
since the pandemic struck last
year.

Kwanapa Phivnil, Executive
Director of The Department Of
International Trade Promotion
From The Ministry of
Commerce Of The Royal Thai
Government led a delegation
to visit the ITC yesterday. Our
Co-Chair, Jim Noteware and
executive board member Glen
Gondo also joined us to greet
the group at ITC.

We were having a very fruitful
discussion and came up with

a proposal to organize a trade
association of Texas and
Thailand under the ITC
banner. The first project will be
to visit Thailand in May of
2022 to study investment
opportunities and promote
more trade between our two
countries.

In the last fifteen years, ITC
has sponsored many trade
summits with Africa and China
with more than 20,000 small
businesses joining our
seminars and events to
promote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culture around the world.

In the last two years the whole

world has suffered from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and
many businesses were shut
down. Many of them are still
fighting to survive.

ITC has now opened its door
again to try and help our
community to gain more and
new opportunities.

We also urge President Biden
to take care of the small
businesses of America which
are the backbone of our
economy.

Welcome to our new partner
from Thailand! We will work
together for our future!

1010//3030//20212021

ITC Welcomes Our NewITC Welcomes Our New
Partner From ThailandPartner From Thailand

由泰國政府商務部國際貿易司司長菲尼女
士率領之代表團日昨來訪國際貿易中心，這也
是疫情後我們首次接待來訪的賓客，氣氛十分
愉快融洽，泰國是我們曾經多次去訪問過的佛
教王國。
菲尼女士首先闡述泰國近年來伸出雙手歡

迎各國之投資，並希望有更多之產品銷售到美
國，她們此行之目的是希望在德州展開更廣泛
的貿易和投資交流。
我和中心的共同主席金諾威及常務理事滕

權委員親切地接待訪問團，一行並回憶多年前
到泰國參訪之美好記憶。
在會談之中，我們做成多項合作協議，將

在國際貿易中心架構之下設立德州泰國貿易文
化促進會，同時決定應泰國商務部之邀，五月
中旬組成二十五人代表團訪問泰國，進步加強
投資觀光及貿易之交流。

設立了近十五年的國際貿易中心，是隸屬
於美南新聞旗下的非營利機構，多年來経由我
們服務過的中小企業超過兩萬多家，我們曾經
和萊斯大學舉辦美非美中貿易高峯會及上百場

的各種金融市場貿易文化座談會。
我們非常榮幸今天仍然繼續這項服務工作

，希望能為泰國政府及民間貢獻力量。

國際貿易中心迎來新賓客國際貿易中心迎來新賓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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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把握投票的最後一天，我們想提醒大家出來投票

的重要性。這次選舉，所有哈里斯縣登記選民都有資格對八項州
憲法修正案進行贊成或反對投票，其中包括基礎和交通設施資金
、司法候選人的資格要求、州限制宗教服務的權利等議題。一些
市民的選票上可能有其它項目，例如學校理事和城鎮債券選舉，
則根據您選民登記住址或選區而異。以下是一部份的相關選項及
內容。
• Baytown及 Bellaire市的市長，市議員，及各項提案的選
舉
• Missouri市議員，及各項提案的選舉。
• 5個獨立學區 / 3個社區大學系統的理事及各項提案選舉
，將影響您社區學校的財政資金規劃學童的教育政策及稅率。職
責包括制定休士頓獨立學區的政策和任命學校負責人。
• 房產稅率選舉
• 債券選舉用於水務、廢水處理、污水管道、排水和地表
水，並徵收稅款以償付債券。

如果你想查看憲法修正案，您可以訪問女性選民聯盟網站
https://lwvhouston.org/voters-guide/，實際上他們對各議案不論
是持贊成或反對意見，在各個角度都有非常詳細的分析。例如，
州議案 1: 憲法修正案授權職業牛仔競技協會或婦女職業牛仔競

技協會認可有組織的職業運動隊慈善基金會在競技場館進行慈善
抽獎活動。支持者認為此類型的抽獎活動能夠幫助青年獎學金計
畫Youth Scholarship Programs，基督教青年會YMCA以及美國癌
症協會American Cancer Society這樣的慈善機構增加收入。反對
者則認為抽獎屬於另一種賭博，會對一些德克薩斯州家庭帶來負
面影響。州議案 7: 憲法修正案允許殘疾人的未亡配偶在其去世
時年滿 55 或以上的情況下，對其住宅地徵收學區從價稅的限制
。支持者認為該修正案將保護殘疾人的倖存配偶免於失去重要的
福利。反對者則認為此項修正案可能會進一步減免房產稅，進而
可能會對未來學校和其他地方財政帶來負面影響。在選舉過程中
，有些選項和議案我們不是很感興趣。您有權跳過任何選項或議
案。

再次提醒民眾，即使您申請了“郵遞選票”投票，若尚未寄
出，還是可以進行親自投票。要親自投票，請將您的“郵遞選票
”帶到投票中心交給選務人員，便可進行正常的投票方式。如果
您遺失或忘了帶郵遞選票，您仍然可以親自進行臨時選票投票。
但如果您已寄出填寫的郵遞選票，則不能再參加親自投票或更改
選票。
您可以至以下網站查詢:
投票地點和等待時間
https://harrisvotes.org/WaitTimes?lang=zh-CHT

如何跟踪您的郵遞選票
https://harrisvotes.org/Tracking?lang=zh-CHT
如何查看選民登記狀態
VoterRegistration.Harrisvotes.com
查看選票樣本
https://harrisvotes.org/SampleBallots?lang=zh-CHT
如何使用投票機 YouTube 視頻
英語
https://youtu.be/iDKuGt1vhek
普通話
https://youtu.be/CWLo7l34kvc
越南語
https://youtu.be/2NFthEZGNIk
西班牙語
https://youtu.be/x06PPW5j6mU
最後再提醒一下大家，我們的選舉投票的最後一天是11月2日星
期二，請您務必在上午7點至晚上7點來中華文化服務中心的體
育館投票。如果對選舉事宜有問題諮詢，請至 www.harrisvots.
com 中文版，查詢最新的訊息。或歡迎您直接與哈里斯縣選務專
員 － 芮 久 玟 JoAnne Ray 聯 絡 ， 電 話 713-274-4325。 Email:
JoAnne.Ray@Vote.hctx.net

1111月月22日是選舉日日是選舉日 請投下您寶貴的一票請投下您寶貴的一票

（綜合報導）二十國集團（G20）領導人峰會30日以線上線下相結合方式在意大利首都
羅馬開幕。

為期兩天的會議將重點討論應對冠病疫情、推動經濟復甦和應對氣候變化等全球重大議
題。

根據日程安排，週六舉行的第一階段會議將重點討論“全球經濟與全球衛生”議題，星
期天舉行的第二和第三階段會議將分別聚焦“氣候變化和環境”以及“可持續發展”等議題
。

荷蘭看守內閣希望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提供給荷蘭的部分資源，借給“在經濟
上受到新冠疫情打擊的國家”。

財政部長霍普斯特拉（Wopke Hoekstra ）報告稱，IMF 已呼籲 G20 和其他發達經濟體做
出貢獻。荷蘭提供 3.65 億歐元。

霍普斯特拉解釋說，涉及成員國按比例從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獲得的資金，以“應對大流
行的後果”。

這位部長說：“荷蘭現在正在將其中的一部分，提供給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低收入國家
基金，”。這筆錢在荷蘭中央銀行DNB的賬目中，如借出，荷蘭財政部予以擔保。

霍普斯特拉表示，“G20中的許多 國家在羅馬 G20 期間峰會期間，都滿足了IMF 的要求
。財政部長表示，發達的G7國家也部分響應了呼籲，但德國和加拿大沒有。

二十國集團（G20）成立於1999年，由中國、阿根廷、澳大利亞、巴西、加拿大、法國
、德國、印度、印度尼西亞、意大利、日本、韓國、墨西哥、俄羅斯、沙特阿拉伯、南非、
土耳其、英國、美國以及歐盟等20方組成。 G20成員涵蓋面廣，代表性強，包含主要發達經
濟體和新興市場經濟體，在全球事務中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成為共同應對全球性問題的
有效多邊機制。
G20公佈草案：將升溫控制在1.5攝氏度

根據路透社看到的二十國集團（G20）最新公報草案，G20領導人承諾加緊努力，將全球
氣溫升幅控制在1.5攝氏度。

G20領導人在新草案中說：“我們仍將致力於實踐（2015年）《巴黎協定》的目標，將
全球平均氣溫的上升幅度控制在不超過工業革命前水平的2攝氏度，而且將努力將氣溫升幅
控制在1.5攝氏度水平。”

草案還說，G20領導人認同在本世紀中葉實現淨零排放與控制氣溫升幅具有“關鍵相關
性”。

G20峰會峰會結束後，G20領導人將到英國蘇格蘭城市格拉斯哥出席聯合國氣候變化大
會（COP26）。

COP26的全稱為《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二十六次締約方大會。本屆大會原本應
在2020年11月舉行，後因新冠大流行延期一年。

GG2020峰會開幕峰會開幕，，荷蘭提供資源支持因疫情經濟受影響的貧窮國荷蘭提供資源支持因疫情經濟受影響的貧窮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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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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outhern News Group我們的新網站 www.scdaily.com

美 南 新 聞 網 站 隆 重 推 出 5 大 板 塊 提 升 ,

 為 客 戶 ，  讀 者 提 供 了 更 好 的 瀏 覽 體 驗 。

希臘調整新冠防疫措施施
各地疫苗接種率公布

希臘國家公共衛生組織宣布，過去24

小時，希臘新增3937例新冠肺炎患者，累

計確診720295例。新增死亡54例，累計死

亡15682例。

希臘防疫措施最新調整
根據希臘政府公報上公布的一項決定，

從10月25日起對部分防疫措施進行調整。根

據新的規定，從今日起實施的措施包括：

• 民衆需要在所有室內區域(包括工作

場所)以及人員密集的室外區域佩戴口罩。

• 人員間需要保持的社交距離從此

前的2米調整爲1.5米。

• 超市、商場等經營場所需將場地內，

最多可以容納的人員數量標記在顯眼位置。

• 超市、商場等經營場所必須保持

自然通風或使用通風設備。

• 服務場所需提供手部消毒液。

此前，爲了防止人員在短時間內聚集

造成疫情擴散，希臘政府曾規定超市和購

物中心可選的延長營業

的時間分別爲7:00至 21:

30 和 7:00 至 21:00。根據

相關決定，政府將取消

這一規定。超市和購物

中心的營業時間將調整

爲之前的正常時間。

上述措施將一直持續到11月8日，此

後政府將會對這些措施進行審查。

各地區接種率情況公布
根據希臘官方統計數據顯示，該國的

新冠疫苗接種率在不同地區間存在著不同

的差異。

疫苗接種率最低的是位于希臘中部的

埃夫裏塔尼亞，接種率僅爲38%，而米克

諾斯島的疫苗接種率最高，達到78.5%。

即便是在首都雅典所在的阿提卡地區，其

疫苗接種率也存在不同地區間的顯著差異

，北部爲72%，西部僅有45.4%。

截至目前，希臘已有62.4%的人口至

少接種了一劑新冠疫苗。在希臘74個地區

中，有多個地區的疫苗覆蓋率低于50%。

數據還表明，相對而言，低覆疫苗蓋

率地區新冠病毒的傳播率較高。

塞薩裏大學的肺病學教授康斯坦丁·

古爾古利亞尼斯在近日接受采訪時預測，

“我們已經曆了多次疫情的浪潮，我們預

計今年聖誕節期間還會出現一波疫情。但

是，與以往不同的是，這次浪潮將會變得

更加可控和更加溫和。盡管新冠病毒還將

持續存在著，但我們希望到明年春末，疫

情會有所緩解。”

節能減排靠喊？
環保抗議者頻繁示威，英國卻激勵中國減排

綜合報導 今年8月，抗議人士近日

大批湧上倫敦街頭，堵住繁忙路段的街

口。抗議者們聚集在市中心的特拉法加

廣場附近，有人躺在汽車下擋住汽車輪

胎，有人爬上樓房張挂橫幅標語，也有

人組隊擊鼓遊行或是身著奇裝異服。

10 月 ，

另抗議者又

封鎖了環繞

倫 敦 的 M25

高速公路，手

持標語坐地抗

議，導致早高

峰交通擁堵，

與一衆車主發

生了嚴重的爭

吵。司機們將

抗議者們從馬

路上拖走，但

他們又很快重

新 返 回 ，繼

續坐在馬路上

進行示威。司機們非常憤怒，不停鳴笛，

甚至表示要開車從抗議者身上碾過去。

25日，又一群氣候問題抗議者出現

在了早高峰的倫敦街頭。這次，爲了保

證自己不被拖走，他們甚至用膠水把自

己站在地上，或互相粘在一起。

警察到場後，用溶劑融化膠水，才

將抗議者帶走。根據警方通報，最終共

有53人因爲阻礙交通被捕。

今年9月，英國政府公布了一項禁

令，專門警告這些氣候變化抗議者，如

果他們繼續阻礙道路交通，可能會被判

入獄。

然而，近幾周以來，已有數百名示

威者因阻塞道路被捕。看上去，這些警

告對抗議者們並沒有起到太大的作用。

在過去的一段時間裏，英國政府應

對氣候變化的表現並不太讓人滿意。而

下個月初，《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

約》第26次締約方大會（COP26）即將

在英國格拉斯哥舉行。

作爲主辦方，自然要表示出相應的

態度。

于是當地時間10月19日，英國政府

趕緊公布了其最新的“淨零戰略”，表示

試圖在未來30年大幅減少溫室氣體排放，

力求在2050年實現淨零排放的目標。

約翰遜政府似乎對這一新戰略信心

滿滿。英國媒體也連帶著打上雞血，甚

至向中國氣候變化事務特使解振華提問

：“英國新的淨零戰略是否會鼓勵中國

更早實現雙碳目標？”

解振華回應：“中國的行動不需要

英國的激勵。”

再看看這段時間上街的抗議者，英

國政府對氣候變化的應對措施實行得如

何，自己心裏沒點數嗎？

英國政府這頭捏著鼻子哄眼睛，那

頭《衛報》就來打臉了。

《衛報》公布了一項調查結果，稱自

2019年以來，英國首相約翰遜所屬的保守

黨及其議會成員，已經從石油公司、持

“氣候變化懷疑論”觀點的智庫等相關利

益集團那裏，獲得了約130萬英鎊（約合

人民幣1142萬元）的政治捐款和禮物。

《衛報》稱，這一調查結果證實：

保守黨部分議會議員與化石燃料相關利

益集團之間存在密切的聯系，這也是保

守黨的“老傳統”。

此外，報道還稱，盡管約翰遜已于

19日公布了其最新的“淨零戰略”，但

批評人士認爲，英國政府支持開采北海

的化石燃料資源、機場和道路建設、新

建火電廠的計劃等實際行動，與上述氣

候保護行動目標之間明顯存在矛盾。

無怪乎環保抗議者天天上街，立法

都沒用。

一邊高喊節能減排，一邊收著高碳

排放行業的政治獻金，最厲害的是，還

要“以身作則”，“激勵中國”。這真

是用實力向人們诠釋，什麽叫“嘴上都

是主義，心裏都是生意”。

節能減排不是靠嘴炮打出來的。

對此，中國生態環境部副部長趙英

民是這樣說的：“中國總是用實際行動

來兌現自己的諾言，這樣我們甚至可以

做得比承諾的還好。我們希望所有發達

國家都能做到言出必行。”

環境保護不是不好，但不能變成一

句空泛的口號，甚至打著口號牟利。西

方在張嘴就指責中國的時候，麻煩先照

照鏡子，看看自己。

漁業爭端升級 法國威脅製裁英國
綜合報導 隨著英國與法國

漁業糾紛升級，法國政府放

話，法方可能會在“本周末之

前”宣布對英國能源和貿易施

加制裁。

英國及英方屬地澤西島上

月拒絕向數十艘法國漁船發放

捕魚許可證，法國政府反應強

烈，譴責英方舉措“令人不可

接受”。

根據英國“脫歐”協議，

今年1月1日起，歐盟國家漁民

能夠獲得捕魚許可，進入英國

海域捕魚。但隨後數月，法國

漁船向英方提交的申請頻頻遭

拒，經常出現數百艘漁船中僅

有數十艘獲批的情形。

法國批評英方違反協議，

威脅采取制裁措施。法國政府

發言人加布裏埃爾· 阿塔爾20

日說：“如果協議未被遵守

，我們顯然處于（對英國）

采取制裁的境地……潛在制裁

領域包括：能源價格，是否批

准進入（法國）港口，關稅事

宜。”

按照阿塔爾

的說法，如果英

法不盡快就漁業

糾紛達成協議，

法國針對英國的

制裁措施可能11

月生效。

法國先前提

議，圍繞漁業糾

紛，歐洲聯盟成員國應與法方

保持一致立場，共同采取對英

方制裁措施。當媒體記者問及

法國總統埃馬紐埃爾· 馬克龍是

否會在21日至22日歐盟領導人

會議期間再提此事，一名法國

高級官員20日表示無可奉告。

本月早些時候，法國與另

外10個歐盟成員國發表一份聯

合聲明，就漁業糾紛一事譴責

英方態度。

英國2020年1月31日正式

“脫歐”。經過11個月緊張談

判，雙方趕在2020年12月底之

前圍繞貿易等未來關系事宜達

成一致，簽署貿易與合作協定

。然而，英法今年就捕魚許可

頻繁鬧糾紛，法方指責英方違

反上述“脫歐”協議。

今年5月，法國漁民組織

數十艘漁船在澤西島首府聖赫

利爾附近海域聚集抗議。英國

漁民則威脅，法國漁船如果

“封鎖”港口，將構成“戰爭

行爲”。

法國漁民抱怨澤西島自治

政府單方面強加苛刻條款，如

對漁船作出限制和規定捕撈天

數，導致衆多漁船無法獲得許

可。對此，英國首相府5月聲

明，澤西島有權規定其水域內

的漁業活動，英國政府將在澤

西島自治政府有需要時提供支

持。

澤西島距離法國北部海岸大

約23公裏，距離英國南部海岸

大約140公裏，電力供應主要靠

法國。法國海洋事務部長安妮

克· 吉拉爾丹曾威脅說，法國要

切斷對澤西島的電力供應。

過去幾年，英法漁民爭執

不時“失控”。2018年，兩國

撈捕扇貝的漁民曾互扔石塊和

煙霧彈。

疫情加劇家暴
澳政府發放“逃離暴力費”
綜合報導 澳大利亞家庭暴力受害者自新冠疫情暴發以來急劇增加，聯邦

政府從19日起開通“逃離暴力費”申請渠道，幫助這類人群擺脫暴力伴侶。

據報道，逃離暴力費每人申請額度爲5000澳元（約合2.4萬元人民

幣），包括現金和學費。澳大利亞聯合關愛組織負責受理申請，稱它在

這一渠道開通前就已接到電話和短消息詢問如何申請。

逃離暴力費申請渠道面向所有性別，但預計女性會在申請者中占多

數。澳大利亞政府數據顯示，全國每9天就有一名女性遭伴侶殺害。

近年來，澳聯邦政府試圖借助一系列項目消除家暴頑疾，但收效甚

微，家暴發生率依然保持在高位。

一些陳舊的觀點難以撼動。一項2018年的調查發現，五分之一澳大

利亞人認爲家暴“是對日常壓力和挫折的正常反應”。

另一項研究發現，澳大利亞原住民女性遭遇暴力的幾率高于非原住

民女性。前者受虐而亡的可能性是後者的11倍。

澳大利亞官方數據顯示，新冠疫情期間遭現任或前任伴侶肢體暴力或性

暴力的女性中，有三分之二說暴力在這場公共衛生危機期間開始或加劇。

疫情觸發的“封城”阻礙許多女性結束備受折磨的關系。盡管政府

眼下放寬防疫限制，但房租上漲讓女性脫離暴力伴侶變得更難。

另外，澳大利亞男女收入差距因疫情擴大，失業女性數量多于男性。

聯邦政府一次性發放5000澳元逃離暴力費，可能在某種程度上幫助

女性擺脫暴力，但女性想要過上安定日子，需要更多錢。

澳大利亞工會理事會2017年發現，女性擺脫暴力伴侶的“成本”爲

1.8萬澳元（8.6萬元人民幣），包括律師費、安家費。這筆費用今年可

能更高。

新冠檢測不再免費
部分瑞士居民到法國“占便宜”

綜合報導 由于瑞士本月停止提供免費新冠檢測，一些邊境地區居

民選擇到鄰國法國購買價格更便宜的檢測服務。

歐洲“本地”新聞網站以瑞士廣播電視台爲消息源報道，以往瑞士

邊境地區居民時常到法國采購日常用品，因爲法國日常用品價格更低。

如今他們跨境又多了一個理由：自10月11日開始，瑞士政府爲節省開

支不再承擔大多數居民的新冠檢測費用。

依照“本地”新聞網站數據，眼下在瑞士多數地方，一次快速抗原

檢測收費47瑞士法郎（約合327元人民幣），一次更精確的聚合酶鏈式

反應（PCR）檢測收費134瑞郎（933元人民幣）。在法國，這些檢測費

用要低得多，自10月15日起，一次快速抗原檢測收費最高不超過22歐

元（約合164元人民幣）,一次PCR檢測收費最高不超過44歐元（約合

329元人民幣），且檢測結果獲得瑞士方面認可，可用來辦理“新冠通

行證”。

現階段，瑞士可免費做新冠檢測的群體包括出現新冠感染症狀者、

16歲以下未成年人、衛生機構到訪者、因健康原因無法接種新冠疫苗者

以及截至11月底僅接種了一劑新冠疫苗者。

瑞士自9月13日起要求人員進入室內餐廳、健身房、博物館、影院

等必須出示“新冠通行證”，違者將被處以100瑞郎（696元人民幣）罰

款。完成新冠疫苗接種或新冠檢測呈陰性者均可辦理通行證，但通行證

有效期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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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據韓國國際廣播

電臺(KBS)27 日報道，美國國務

院近期將韓國旅行安全預警上

調至三級，即「重新考慮是否

出行」。

據報道，美國國務院表示，

美國疾病控製與預防中心(CDC)

對 韓 國 發 布 三 級 旅 行 安 全 預

警 ，意味著韓國的新冠疫情形

勢嚴峻。

韓國中央防疫對策本部通

報，截至當天0時，韓國較前一

天 0時，新增新冠確診病例 1952

例 ，累計確診超 35.6 萬例。此

外，韓國當天新增9例死亡病例，

累計死亡2797例。

韓媒稱，單日新增病例較前

一天大幅增加686例，較上周同期

增加381例。這主要是因為療養院

等感染風險較高的設施以及幼兒

園、學校等教育設施發生集體感

染，加上隨著即將轉入「分階段

恢復日常生活」階段，民眾防疫

意識出現松懈。

另一方面，由於萬聖節恰逢

周末，私人聚會將會增加，韓國

疫情擴散風險恐加大。若疫情呈

現擴散趨勢，下周起實施的復常

計劃可能受到影響。

泰國11月 1日起將對完全接種疫苗遊客正式免隔離開放
綜合報導 泰國國家旅遊局上海辦事

處發布消息顯示，泰國正式宣布，于

2021年11月1日起對已完全接種疫苗國

際遊客正式開放，且入境免隔離。屆時

，包括中國在內的46個國家和地區遊客

將可以免隔離入境泰國，此外泰國還宣

布特殊區域爲防疫管控放寬區域，爲獲

得免隔離入境待遇的國家和地區遊客提

供更多選擇。

泰國國家旅遊局表示，泰國已做好

一切准備歡迎已接種疫苗的國際旅客到

來。從下個月起，旅客將可以乘坐飛機

進入泰國且無需隔離。

根據泰國“試點國家和地區免隔離

入境泰國計劃”TEST&GO（T&G），免

隔離入境計劃分爲測試執行3階段，分

別爲2021年11月1日、11月16日和12月

1日，旅客需要登錄相關網站提交入境

申請材料，然後檢查疫苗接種信息、住

宿費及新冠核酸檢測費用付款證明等，

最後獲得入境申請以及泰國通行證二維

碼。

目前，獲得泰國批准遊客可免隔離

入境的46個國家和地區包括：中國內

地、中國香港、澳大利亞、奧地利、巴

林、比利時、不丹、文萊、保加利亞、

柬埔寨、加拿大、智利、塞浦路斯、捷

克共和國、丹麥、愛沙尼亞、芬蘭、法

國、德國、希臘、匈牙利、冰島、愛爾

蘭、以色列、意大利、日本、拉脫維

亞、立陶宛、馬來西亞、馬耳他、荷

蘭、新西蘭、挪威、波蘭、葡萄牙、卡

塔爾、沙特阿拉伯、新加坡、斯洛文尼

亞、韓國、西班牙、瑞典、瑞士、阿聯

酋、英國和美國等。

泰國此次入境新規強調，遊客必須

從上述46個核准國家和地區乘飛機抵達

泰國。

在這46個國家和地區之外的遊客想

前往泰國的，必須在上述國家和地區停

留21天以上，經由上述國家和地區中轉

進入泰國的遊客將不享受此政策。

材料准備方面，遊客入境泰國須提

前准備入境許可（COE）或通過指定平

台入境泰國的登記證明；遊客入境泰國

須持72小時內核酸檢測陰性證明；新冠

病愈的患者還需提供康複醫學證明，證

明病愈時間已超過3個月。

此外，遊客入境泰國須提供一份保

額不低于5萬美元的保險單，其中包含

與感染新冠相關的治療費用、在泰國期

間的住院費用和其他醫療費用。遊客入

境泰國還須提前預定並支付不少于一

晚的隔離住宿費用，隔離住宿地點須

爲泰國衛生部認可的隔離酒店或隔離

醫院。預付的費用應包括一晚住宿費、

核酸檢測費和抗原檢測試劑盒（ATK）

的費用。

最重要的是，遊客入境泰國須提供

疫苗完全接種證明。

完全接種疫苗的遊客須提供出發前

14天疫苗接種證明，且疫苗品類爲泰國

公共衛生部或世界衛生組織認證的疫苗

；需要提交在旅行日期前14天以前已經

完成至少一劑的疫苗接種證明，且疫苗

品類爲泰國公共衛生部或世界衛生組織

認證的疫苗。

根據泰國此前發布的新冠疫苗接種

證明統一範本，中國科興疫苗和國藥疫

苗均爲獲得認證的疫苗，完成劑數均需

要2劑。

遊客在抵達泰國國際機場後，遊客

必須由指定的機場轉運系統送往預先安

排好的新冠病毒測試中心或提前預訂好

的酒店，在那裏接受第0-1天所需的核酸

檢測，同時下載並安裝指定的手機端

APP，用于接收核酸檢測結果，結果一

般當天可取，遊客須在住宿場所內等待

測試結果的公布。如果核酸檢測呈陰性

，遊客可以去泰國的任何地方。

今年7月1日，泰國在普吉正式實施

免隔離開放的“沙盒計劃”，來自新冠

肺炎中低感染風險國家的遊客，只要完

整注射2針新冠疫苗，就可以免隔離進

入普吉。根據此前的計劃，如果遊客想

前往泰國除普吉外的其他地方，必須先

在普吉住滿14晚才能離開。

簽證方面，今年10月1日起，泰國

國家旅遊局已經宣布，包括中國、印度

、墨西哥、沙特阿拉伯、羅馬尼亞等18

個國家或地區的旅客可在泰國任何一個

國際機場申請爲期15天的落地簽入境，

不過，出發前仍須向泰國駐外使領館申

請入境許可，如今許可審批時長大約爲

6個工作日 。

日本沖繩海灘大面積死魚漂浮
腹中塞滿火山石

綜合報導 據日本《沖繩時報》消

息，由於日本小笠原諸島海底火山噴

發，沖繩海域內漂浮著大量巖漿凝成的

浮石。當地漁港報告稱，受浮石影

響 ，一處港口養殖魚類死了 150 條以

上，腹中滿是石塊漂在海面，損失約45

萬日元（約合人民幣2.5萬元）。

據悉，沖繩 25 個市町村海域都發

現了大面積浮石，有的地區已縮短海

灘營業時間，進行清除作業。其中，

國頭村的邊土名漁港內，養殖了用於

出口的 300 條羽鰓鮐魚。截至 25 日，

150多條魚已翻肚皮浮出海面，胃袋裏

滿是浮石，可能誤將石塊當餌料吞食

而死。目前該港口所有養殖魚類已停

止出口。

此外，多艘漁船過濾器被浮石堵

塞，引擎發生故障。目前沖繩縣已著

手推動清理浮石工作，但尚未決定具

體方法。



中國 經 濟 2021年10月30日（星期六）3 ●責任編輯：周文超

中銀減值前經營溢利季升7.2%
多區經濟回歸增長 減值準備淨撥備減51%

2021年第三季多個地區經濟逐漸

回歸常態性增長，中銀香港第三季提取

減值準備前的經營溢利為 83.72 億元

（港元，下同），按年跌17.66%，按季

則升7.2%，期內提取減值準備前之淨經

營收入為125.57億元，按年跌11.53%，

按季則升7.99%。中銀香港上季減值準

備淨撥備約4.2億元，按季減少51%，主

要受高基數效應及貸款增長較為溫和影

響，減值準備撥備因而減少。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翠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馬翠媚）
外匯基金上季投資虧損132億港元，
香港金管局總裁余偉文接受電台訪
問時預警，外匯基金投資未來兩個
月仍面對不明朗，包括市場預期美
聯儲即將縮減買債，而無論是減買
債速度、通脹、加息預期都可能影
響市場情緒，擔憂股市在內的高估
值資產市場會否會出現調整，並關
注一旦美國退市，資金會否流出新
興市場，令亞洲市場有較多波動。
另外，跨境理財通已通車逾一星
期，余偉文透露首周雙邊已開設逾
4,000個戶口。

美息加3次才傳導香港
市場揣測美聯儲明年下半年慢

慢加息，余偉文指，參考上次
2015 年開展的加息周期，當時港
息與美息差距達1厘，才觸發市場
有誘因套息。他認為美息上調傳
導至港息有滯後效應，料美息加
息2至3次，才會傳導至香港。他
又指，過去兩年香港面對不少挑
戰，港匯仍非常穩定，反映市場
對聯匯制度很有信心，故無意改
變聯匯制度。

理財通開設逾4千戶口
理財通已落地超過一星期，他

透露，理財通初步反應不錯，首周
雙邊共開設逾4,000個戶口，北向通
佔逾2,000個，南向通近2,000個。
金管局將繼續與人民銀行商討，是
否可以用試點形式，指定銀行試行
遙距開戶，他希望盡快做到，但要
視乎人行考慮。他又指，香港在人
民幣國際化有重要角色，除了推動
人民幣計價股票，亦要考慮可否增
加人民幣流動性、加大與人行貨幣
互換協議的彈性。

對於港區國安法實施逾一年，
余偉文指至去年底，大部分投資者
已由疑慮轉向關注香港機遇。他憶
述，在法例實施後，由於當時屬於
新法例，初期投資者存有疑問及擔
心，而金管局亦有主動向國際金融
機構及投資者解說，而至去年底
時，投資者大部分提出的問題已非
關於國安法，反而是關於香港的機
遇問題。他又指，不太擔心移民問
題引致人才不足，或某些專業知識
消失等問題，因為人才補充得很
快，又強調目前見不到資金流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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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行首9個月提取減值準備前之淨經營收入按年減少12.4%
至376.07億元，期內計入外匯掉期合約的資金收入或成本

後的淨利息收入為246.85 億元，按年跌11.9%，淨息差按年收
窄28個基點至1.1%，主要受累市場利率下降，以及存、貸款市
場競爭激烈，令貸存利差收窄，以及債券投資的平均收益率下
跌。

淨利息收入跌11.9%
首9個月淨服務費及佣金收入按年上升16.6%至96.12億

元，其中證券經紀、基金分銷及保險佣金收入上升，而在香港
疫情大致受控、經濟逐漸復甦，以及政府推出消費券計劃提振
經濟後，傳統銀行業務佣金收入基本錄得全面增長，惟買賣貨
幣佣金收入仍受旅遊業冰封影響而下跌。資產質素方面，該行
第三季的減值準備淨撥備為4.21億元，按年減少25.88%，按季
則減少51%，主要由於第二季有個別公司客戶貸款的評級下
降，引致撥備增加，並導致基數較高，第3季的貸款增長較為
溫和，讓減值準備撥備較少。首三季的減值準備淨撥備為
16.03億元，按年下降17.1%。主要是本年預期信用損失模型參
數改善，而上年同期全球經濟受疫情衝擊影響。

中行上季多賺13.2%
另外，中行第三季多賺13.21%至507.1億元人民幣，期內淨利

息收入按年升2.42%至1,072.42億元人民幣，手續費及佣金收支
淨額按年削3.28%至170.58億元人民幣。若以首9個月計，中行
賺多12.22%至1,635.23億元人民幣，期內淨利息收入按年增長
1.9%，淨息差1.75%，手續費及佣金收支淨額則升逾7.42%。

中銀香港首三季營運數據
項目

提取減值準備前的淨經營收入

經營支出

提取減值準備前的經營溢利

製表：記者馬翠媚

金額（港元）

376.07億元

117.67億元

258.4億元

按年變幅

-12.4%

+1.3%

-17.5%

●中銀證券經紀及基金分銷等收入上升，惟買賣貨幣佣金收入仍受旅遊業冰封影響而下跌。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考玲）多間內
銀昨日公布第三季業績，交通銀行、工商銀
行和建設銀行的不良貸款率均錄得按年下
降，顯示資產質素進一步改善。交行第三季
淨利潤為223.41億元（人民幣，下同），按
年增37.85%；淨經營收入為661.59億元，
增加12.75%。季內，利息淨收入為407.58
億元，增加1.5%，主要來自規模增長帶來
的貢獻；第三季的手續費及佣金淨收入為
111.83億元，增加4.4%，主要受惠於代理
類業務和理財業務收入增加。

交行首9月淨利潤升22%
以今年首9個月計，交行淨利潤為

643.6億元，按年上升22.1%；淨利息收益
率1.55% ，按年下降1個基點，總體表現
基本穩定。此外，該行資產質量保持穩
定，不良貸款率為1.6%，較去年底下降
0.07個百分點。

工行非利息收入增13%
另一方面，工行第三季淨利潤為

883.48億元，按年升10.59%；第三季利

息淨收入為 1,748.55 億 元 ，按年升
7.3%。以今年首9個月計，利息淨收入
5,111.48億元，增長5.87%。年化淨利息
收益率 2.11% 。期內，非利息收入
1,327.47億元，增長13.02%，其中手續費
及佣金淨收入1,052.87億元，按年增長
0.28%。此外，不良貸款率為1.52%，較
去年底下降0.06個百分點。

建行上季淨利升逾15%
此外，建行第三季淨利潤788.53億

元，按年升15.61%。第三季利息淨收入為
1,520.6億元，按年升4.3%，以今年首9個
月計，利息淨收入則為 4,481.45 億元，按
年升4.87%，主要受利率市場化穩步推進、
產品結構變化和存款競爭激烈等因素影響所
致。截至第三季，淨利差為 1.94%，按年下
降0.1個百分點。另一方面，今年首9個月
的手續費及佣金淨收入966.13億元，按年增
長 6.21%。主要受惠於託管及其他受託業
務、理財產品、代理業務等產品收入實現較
快增長。截至第三季，該行不良貸款率為
1.51%，較去年底下降0.05個百分點。

“工交建”不良貸款率齊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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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麗境外回流人員陽性率超20%
劃邊境緩衝區阻疫情擴散 多措幫扶被轉移居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丁樹勇 雲南報

道）10月29日凌晨，位處中緬邊境的雲南

瑞麗市召開新聞發布會，通報近期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情況，並回應社會關切。會上傳出消息，近期境外回流人員陽性檢出率持

續在20%以上，該市疫情防控仍處於關鍵期、攻堅期；嚴格管控之下，群眾生產生

活發生困難，當局想方設法解決民眾急難愁盼問題。

瑞麗市西北、西南、東南三面與緬甸接壤，邊
境情況複雜，邊境安全及疫情防控壓力巨

大；嚴格管控也給當地民眾的生產生活帶來了不
少困難。新聞發布會透露，當前仍有陽性病例發
現，僅10月1日以來，已檢出19例新冠陽性患
者，疫情呈零星散發態勢，疫情反彈外傳的風險
仍然存在。而境外回流人員持續輸入病例，近期
檢出陽性率持續在20%以上，7月份以來，在境外
回流人員中檢測出716例新冠陽性患者。為此，當
局在加強疫情防控措施的同時，想方設法保障民
生，解決民眾急難愁盼問題。

三級分區防控疫情
近期以來，瑞麗零星散發病例大多發生在抵邊

區域，抓獲的偷越國（邊）境人員中已檢出多例陽
性，抵邊村寨發生疫情風險高。為確保邊民生命安
全和身體健康，瑞麗在距邊境線50米至200米範圍
劃定疫情防控緩衝區，將緩衝區內的居民臨時轉移
安置，對被轉移的群眾給予每人每月600元（人民
幣，下同）的臨時安置補助，對臥病在床等特殊情

況作特殊照顧。
此前於26日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並透露，瑞麗

按照因地制宜、精準實施、分類防控原則，建立
“封閉區（紅區）、管控區（黃區）和防範區
（綠區）”三級管理制度，劃定封閉區10個，抵
邊村寨管控區76個，其他地區為防範區，以確保
在最短時間內把疫情控制、解決在最小範圍。

瑞麗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尹忠德介紹，疫
情期間，瑞麗市多舉措解決群眾急、難、愁、盼
問題。按照每人1,000元標準，為抵邊村民、低保
戶、建檔立卡貧困戶、殘疾人、大病家庭、下崗
困難職工、自然災害受災群眾、企業困難職工等
八類困難群體共68,780人發放救助金6,878萬元；
發放城鄉最低生活保障資金827.12萬元，臨時救
助資金66.2萬元，特困供養資金62.51萬元，孤兒
基本生活費194.25萬元，殘疾人補貼資金79.96萬
元；為符合政策的經營性商舖、住房、標準廠
房、農貿市場攤位減免租金3,039戶2,115.34萬
元；銀行為68戶企業寬限還款期81筆23.17億
元，申報年底到期小微企業貸款階段性延期還本

付息2.05億元。並積極籌措資金，兌付外貿企業
專項資金8,730餘萬元。

有序安排錯峰復學
據了解，瑞麗“3.29”、“7.04”兩波疫情，也

造成了中小學復學復課困難，而在疫情多點散發
的嚴峻形勢下，復學的前提條件是學校必須全封
閉管理，確保校園疫情防控安全。

對於備受社會關注、民眾較為關切的中小學
生復學問題，瑞麗當局表示，將按照“最大限度
復學、最嚴標準防控”的精神和“一校一案”原
則，對達到封閉管理條件的學校，從11月5日起
安排有序復學，對暫不具備封閉管理條件的學
校，待該市疫情平穩度過潛伏期後，有序安排錯
峰錯時復學。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喬輝、王月內
蒙古報道）10月29日，內蒙古自治區召
開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聞發布會，
據發布會介紹，關於異地集中健康監測
情況，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綜合組和自
治區疫情防控指揮部選擇包頭市和鄂爾
多斯市共同承擔此次部分滯留額濟納旗
遊客的集中健康監測工作。這部分遊客
將在這兩個城市接受必要的健康監測
後，踏上返鄉之路。10月29日上午，來
自113個旅行團的首批旅遊包車遊客踏
上了返程之路，其中包括68輛大巴，23
輛中巴，以及部分小型車。他們將前往
包頭、鄂爾多斯的集中隔離點進行統一
隔離。

實行“點對點”無縫銜接
在轉運過程中實行“點對點”無縫

銜接。統一由遊客所在額濟納旗酒店乘
車，直接前往各集中監測管理服務點。
抵達包頭和鄂爾多斯後，所有遊客將進
行集中核酸檢測，入住指定酒店封閉管
理，衞健部門將派駐專職醫務人員進駐
酒店，對所有遊客進行集中健康監測，
按照防疫要求，此批滯留遊客在集中14
天健康監測後將安全返鄉。

據介紹，截至目前，當地已經轉運
滯留遊客5,095人。

10月29日，內蒙古自治區召開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聞發布會介紹，10
月29日0時至15時，內蒙古自治區新增
本土確診病例13例，均為額濟納旗確診
病例。據介紹，額濟納旗對平房街區以及
封控、管控區進行常態化巡查檢查，加強
宣傳教育，最大程度阻斷疫情傳播風險。

衞健委疾控局向黑龍江派工作組
另據中新社報道，中國國家衞生健

康委員會、國家疾控局當天向黑龍江派
出工作組，指導當地開展疫情處置工
作。據黑龍江省衞健委10月29日通報的
疫情信息，10月28日0時至24時，該省
新增新冠肺炎本土確診病例9例，均在
黑河市愛輝區，含3例由無症狀感染者
轉為確診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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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月月2929日日，，額濟納額濟納
旗滯留旅遊包車遊客有旗滯留旅遊包車遊客有
序轉運返程序轉運返程。。 新華社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馬曉芳北京報道）香港
文匯報記者從29日下午舉行的北京新冠疫情新聞
發布會獲悉，10月28日15時至29日14時，北京
市新增2例本土確診病例，累計報告本土病例29
例，其中兩例為社區工作者。28日因乘務員被判
定為密接者而中斷行程的兩趟進京高鐵上的2名乘
務人員和344名旅客核酸檢測結果全部陰性。

值得注意的是，北京29日通報2例確診病例分
別為28日通報確診社區工作者感染病例的家人和同
事。北京28日通報一社區工作者為病例裝門禁鎖未

戴一次性手套被感染，成為北京本輪疫情首個被感
染社區工作人員，而29日通報的確診病例姜某某為
其社區工作同事。據通報，姜某某24日至26日曾
在北京昌平區從事社區內閉環工作，26日被判定為
密切接觸者轉運至集中隔離點，28日核酸檢測結果
為陽性，29日被診斷為確診病例。

另外一名新增病例為攝影師，是10月28日已
通報社區工作者確診病例的弟弟。曾於10月23
日、24日兩次前往北京飯店國際會展中心進行婚
禮拍攝工作。10月25日進行集中隔離，25日、26

日核酸檢測結果均為陰性，27日核酸檢測結果為
陽性。

環球主題公園進入應急防疫
北京市政府新聞發言人徐和建在發布會指

出，北京環球主題公園要進入應急防疫狀態。據
悉，目前北京正同步開展對重點行業和額濟納旗
返京人員所在社區村約30萬人的核酸檢測工作。
北京市核心區酒店（東城區、西城區）一律暫停
承接舉辦婚宴，其他區酒店暫停新接婚宴預訂。

京一確診社區工作者已傳染兩人

●●瑞麗嚴格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瑞麗嚴格防控新冠肺炎疫情，，已進行多輪核酸檢已進行多輪核酸檢
測測。。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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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增建醫療教研設施配套計劃
港大醫學院

●正進行第一期擴建工程，包括：將
行政部門由蒙民偉樓遷至新建成學院
行政樓、翻新蒙民偉樓集中用於教學
用途、於沙宣道3號興建大樓作為護
理學院永久大樓、擴建沙宣道8號實
驗動物中心等

●未來將推展第二期及第三期擴
建，包括剛獲立法會財委會撥款，
為新教學大樓作前期研究。該大樓預
算可容納約10,000名師生，並設立全
港及大灣區首個細胞治療實驗室，預計

於2027年落成

中大醫學院

短期：擴充及提升解剖室的設施、翻新李卓敏基
本醫學大樓

中期：在大埔第三十九區興建教學科研綜合大樓，設施包
括：跨醫療專業教學活動室、大型演講廳，及進行
世界級科研的實驗室等

長期：於威爾斯親王醫院附近興建多用途教學大樓及附屬學生住宿設施

理大

●在何文田斜坡擴建校園，將用以興建醫療護理教學設施，以配合康復治療科學系和
眼科視光學院的發展，有關項目預計於2026年竣工

資料來源：各大學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盧博

香港 新 聞 2021年10月30日（星期六）4 ●責任編輯：周文超

再添60醫科學額
難解醫荒燃眉急

明年增至590學額 護士培訓額不變

兩
大

因應香港社會發展對於人才需求轉變，
八所資助大學每三年一次向教資會提

交“學術發展建議書”，從而進行三年期
學術規劃工作。其中，醫療專業相關的培
訓學額由香港特區政府釐訂，並按此建議
教資會調整個別醫療專業的資助學額。近
年，各大學相關學額已陸續增加，惟仍遠
遠不足以應付醫療需求日增所帶來的挑
戰。

教育設施提升 招聘教研人才
香港文匯報近日翻查港大、中大及理大

的最新收生資料發現，三所大學在2022/23
學年各醫療相關科目中，其中5個計劃共增
加89個學額，包括港大及中大醫科課程學
額各由265個增加至295個，而港大牙醫，
理大醫療化驗科學、放射治療及眼科視光學
則增加5至10個學額不等。至於三所大學均
有開設的護理學學位總數，就維持在690
個。（見表）

教資會在回覆香港文匯報查詢時表示，
2022/23至2024/25三年期的規劃工作仍在
進行中，每間資助大學的學額分配尚待政府
決定，預期將於明年首季正式公布。

中大醫學院回覆香港文匯報確認，特區
政府正積極考慮在未來三年大學撥款期進一
步增加醫科生學額，因此2022年兩大醫科
名額將增至295個。因應醫科學額的增加及
日益增長的教研需求，醫學院正進行“醫療
教育設施提升工程”，在硬件上予以配合，
工程將分“短、中、長”三階段進行，並會
招聘國際級科研人才任教。

港大醫學院發言人未有正面回應增加
學額計劃，但指出過去三個學年，特區政
府每年已於香港兩間醫學院增加60個醫科
生資助培訓學額，以紓緩中長期醫生人手
短缺。護理學院學生人數亦因應政府要求
逐年增加。為回應培圳醫護的需求，學
院教職員已較5年前增加50%，未來仍
會繼續招聘教學人員，期望至2027年
可以增加140個教席，而校方有多項
計劃擴建教學科研設施。

葛珮帆：加快吸納海內外人才
理大回應指，香港特區政府近年

持續增加大學醫療專業培訓學額，及
預留財政開支以增加、改善教學設施。
該校正致力在全球招聘專職醫療的傑出
學者，去年獲批撥款擴建何文田校園興
建醫療護理教學設施。

對三大擬落實增加醫療學額，第六屆
立法會衞生事務委員會主席葛珮帆接受香
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歡迎，“因為醫生短缺
的問題不僅是眼前的問題，更會長時間持
續。”

被問及港大中大合共只增加60個醫科
學額會否不足，她表示，“我相信大學醫
學院的判斷，因培訓醫生需要視乎教師人
手、實習機會，設施配套及學生能力等不
同因素。訓練一名醫生動輒十年八載，雖
然遠水不能救近火，但在確保教學及醫療
質素的前提下，必須有序增加。”

對護士學額依舊維持在690個，葛珮帆
坦言“奇怪”，“因為人口老化問題日益嚴
重，護理人手亦應遠遠不足夠。”她希望當
區或有關大學進一步檢視護士培訓情況。

葛珮帆同時強調，特區政府必須多管齊
下解決醫護人手不足的問題，“包括加快吸
納更多海內外醫護人才、探討公私營醫療系
統合作的機會等，甚至可以考慮購買粵港澳
大灣區內地城市的醫療服務，以紓緩香港目
前緊張的醫療系統所面對的壓力。”

香港公營醫療系統負擔沉重，為應對醫護人手

荒，立法會近日三讀通過修例，增加免試途徑引入非

本地培訓醫生，希望助解燃眉之急，惟長遠而言仍需

要培育更多本地醫護專才，以應付人口老化所帶來的

問題。香港文匯報發現，香港大學及香港中文大學正

計劃於明年 9月新學年共增加 60個醫科學額至 590

個，而香港理工大學的牙醫、放射治療、醫療化驗等

其他醫療學科學額亦會增加，護士培訓學額則維持不

變。有立法會議員歡迎大學落實增加培訓醫科生學

額，惟對護理學額凍結感“奇怪”，又強調醫護短缺

是香港長遠持續問題，香港特區政府必須加快吸納海

內外醫護人才、探討公私營以及大灣區醫療協作等，

多管齊下解決問題。 ●香港文匯報記者 盧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醫療
相關專業是不少港生的熱門選擇，兩大醫
科課程更是收生分數極高的“神科”，隨着
2022年學額增加，其入學門檻會否相應降
低？事實上，因應文憑試考生人數減少，不
少相關課程今年的收生分數已略現跌勢，但
有升學專家提醒，增加學額“理論上”會導
致收生分數下降，但醫療相關學科一直相當
受學生歡迎，更多學額供應或有機會吸引學
生放手一試，導致競爭有可能更為激烈。

個別醫療學科收生分數升
香港文匯報翻查各大學最新公布的

2021年聯招收生分數，港大“神科”醫
科的中位數雖然維持45分，但與2020
年相比，其上四分位數（Upper
Quartile）下跌1分至47分，下四
分位數（Lower Quartile）亦
跌2分至42分。

在其他醫療相關課程方面，中大環球
醫學收生中位數及下四分位數維持41分及40
分，但上四分位數跌1分至41分。理大醫療
化驗科學的收生平均分從37分微跌至36.3分，
眼科視光學則從35.4分微跌至35.3分。不過，
有個別醫療學科則錄得升幅，如中大醫科收生
中位數上升2分至38分，理大放射學的平均分
亦從36.7分升至38.4分。

學友社學生輔導顧問吳寶城在接受香港
文匯報訪問時表示，醫療學科一直極受歡
迎，“一來人工好，需求亦大，獲聘用機會
高，尤其自疫情爆發以來，更多學生覺得
醫療科目可幫助他人。”因此，“學額增
加導致收生分數下降”的理論今次未必
適用，甚至不排除增學額會吸引更多
有能力學生嘗試報讀，令競爭不跌
反升。他建議有興趣學生應以收
生中位數做參考，不宜過分
進取。

收生分數或降
競爭勢更激烈

●●中文大學醫學院中文大學醫學院。。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港大醫學院大樓港大醫學院大樓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為應對香港醫生人手荒，港大和中大明年起將逐年增加醫科學額。圖為公立醫院急症室眾多病人等
候醫生診症治療。 資料圖片

醫療專業科目學額情況
學科 大學 2022/23 2021/22

學年學額* 學年學額

醫科 港大 295 265
中大 295 265

放射治療 理大 115 110

牙醫 港大 90 80

醫療化驗 理大 60 54

眼科視光學 理大 53 45

護理 理大 263 263
港大 210 210
中大 217 217

物理治療 理大 150 150

職業治療 理大 100 100

*尚待特區政府批准

●資料來源：各大學收生資料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盧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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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賴清陽大律師一行拜訪本報系董事長李蔚華先生賴清陽大律師一行拜訪本報系董事長李蔚華先生
贈送他的新書贈送他的新書 「「美國旅館及德州地產的商機與法律美國旅館及德州地產的商機與法律」」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休市著名大
律師賴清陽博士本周五（10 月 29 日）
下午攜帶他剛著作出版的新書 「美國旅
館及德州地產的商機與法律」前來美南
新聞，拜訪美南傳媒集團董事長李蔚華
先生，陪同前來的還有該書的共同作者
寧靜、賴賢安、寧永健等人。

賴清陽大律師是休士頓僑社近三
、四十年來最重要的才子、名嘴、強人
。歷任僑務委員、反共愛國聯盟主席、
三民主義大同盟盟主、中美學會休士頓
會長、狂飆社創辦人之一、美南臺灣旅
美同學會會長、以及海華文教基金會副
董事長、美國國會議員聯誼會全國副主
席、華人旅館同業公會法律顧問、理事
長及理事，美國參議員賽蒙及戴修的亞
裔事務顧問及經濟顧問。

本書的源起是賴清陽大律師與寧
永健、解業成等三大家族組合而成的投

資集團，在今年內以半年的時間購買四家國際級旅館，並由集團中年輕的一輩寧靜與賴賢安出面
擔任管理團隊，再加上上述三位實力雄厚的企業家在幕後給予經驗指導，讓這四家新購入的旅館
初試啼聲即展現豐沛的潛力。

賴清陽大律師對李發行人介紹該團隊投資的過程及心得。他表示很榮幸能同時接下兩家具有
國際聲望的酒店，是看好未來即將反彈的市場，也很開心能為本地的勞工市場提供工作機會，未
來他們將繼續發展，繼續開拓版圖，請大家拭目以待。他表示：雖然當時他們是有準備一筆資金
想要撐一段時間，但沒能用上，沒多久就看到疫苗普及，災情穩定，經濟回升，這是集天時、地

利、人和等諸多因素，讓旅館快速
轉虧為盈，集團成員因此信心大振
，接下來準備進軍奧斯汀。

與賴大律師聯手的另兩大家族
也是一時之選。1995年才來休士頓
的寧永健，公寓地產經驗豐富。目
前在休士頓各大賣場有 30 家連鎖
冰淇淋店及餅乾店。十餘年前他轉
投資的公寓地產業頗有嶄獲，曾有
高達 5000 個單位的公寓在經營，
並已獨自擁有多家國際級的旅館。
他目前與賴清陽等人聯手，主要是
希望能將自己的經驗傳承給下一代
，讓年輕人在未來有機會在國際旅
館業佔有一席之地。

另一位投資人解業成在洛杉磯
發跡，並早在 2005 年就已看好奧
斯汀的發展並且投入。

就在斯坦福市的兩家萬豪酒店
已見獲利，該集團對市場未來前景信心十足，決定再次揮軍奧斯汀出購入Holiday Inn Express及
Candlewood 等兩家知名品牌連鎖旅館，在6月份接手後由年輕的團隊成員寧靜與賴賢安入駐管理
，目前營運狀況良好，幾乎天天客滿，租房費率也屢新高。主因是當地有蘋果、甲骨文、特斯拉
、三星、戴爾等大型科技廠的進駐，對居住的需求頗殷，也為旅館業帶來高峰。

「美國旅館及德州地產的商機與法律」這本書，是賴清陽大律師30多年經驗的總結。從美國
旅館業的盛衰起伏，到加盟美國連鎖旅館的決竅、估價方法及產權保險的重要性的實地經驗的心
得，是旅館投資者必讀的珍貴資料。

((休士頓休士頓//秦鴻鈞報導秦鴻鈞報導））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本週五為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本週五為55至至
1111歲的兒童接種輝瑞的新冠病毒疫苗鋪平了道路歲的兒童接種輝瑞的新冠病毒疫苗鋪平了道路。。美國食品和藥美國食品和藥
物管理局物管理局，，FDAFDA，，批准了兒童劑量批准了兒童劑量，，僅是青少年和成人劑量的三僅是青少年和成人劑量的三
分之一分之一，，最早十一月初將有多達最早十一月初將有多達28002800萬美國兒童有資格接種疫萬美國兒童有資格接種疫
苗苗。。

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FDAFDA，，批准了兒童劑量批准了兒童劑量，，僅是青少僅是青少
年和成人劑量的三分之一年和成人劑量的三分之一，，最早十一月初將有多達最早十一月初將有多達28002800萬美國萬美國
兒童有資格接種疫苗兒童有資格接種疫苗。。

另一個監管障礙仍然存在另一個監管障礙仍然存在：：週二週二，，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的顧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的顧
問將就哪些人應該接種疫苗提出更詳細的建議問將就哪些人應該接種疫苗提出更詳細的建議，，預計該機構主任預計該機構主任
將在不久之後做出最終決定將在不久之後做出最終決定。。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TalaatTalaat博士說博士說
：：有了這種疫苗有了這種疫苗，，這比孩子們被鎖在家中接受遠程教育這比孩子們被鎖在家中接受遠程教育、、看不到看不到
朋友更好的生活要好朋友更好的生活要好。。疫苗將保護他們疫苗將保護他們，，也保護我們的社區也保護我們的社區。。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TalaatTalaat博士說博士說：：有了這種疫苗有了這種疫苗，，這比孩這比孩
子們被鎖在家中接受遠程教育子們被鎖在家中接受遠程教育、、看不到朋友更好的生活要好看不到朋友更好的生活要好。。疫疫
苗將保護他們苗將保護他們，，也保護我們的社區也保護我們的社區。。

一些國家已經開始在一些國家已經開始在1212歲以下的兒童中使用其他新冠病毒歲以下的兒童中使用其他新冠病毒
疫苗疫苗，，包括剛剛開始為包括剛剛開始為33歲兒童接種疫苗的中國歲兒童接種疫苗的中國。。但許多使用輝但許多使用輝
瑞及其合作夥伴瑞及其合作夥伴 BioNTechBioNTech 生產的疫苗的人都在關注美國的決定生產的疫苗的人都在關注美國的決定

，，而歐洲監管機構剛剛開始考慮這些公司的兒童劑量而歐洲監管機構剛剛開始考慮這些公司的兒童劑量。。隨著隨著FDAFDA
的行動的行動，，輝瑞計劃開始向醫生辦公室輝瑞計劃開始向醫生辦公室、、藥房和其他疫苗接種地點藥房和其他疫苗接種地點
運送數百萬瓶橙色瓶蓋兒科疫苗運送數百萬瓶橙色瓶蓋兒科疫苗，，以避免與其他人的紫色瓶蓋劑以避免與其他人的紫色瓶蓋劑
量混淆量混淆。。孩子們會注射兩次孩子們會注射兩次，，間隔三週間隔三週。。

隨著隨著FDAFDA的行動的行動，，輝瑞計劃開始向醫生辦公室輝瑞計劃開始向醫生辦公室、、藥房和其藥房和其
他疫苗接種地點運送數百萬瓶橙色瓶蓋兒科疫苗他疫苗接種地點運送數百萬瓶橙色瓶蓋兒科疫苗，，以避免與其他以避免與其他
人的紫色瓶蓋劑量混淆人的紫色瓶蓋劑量混淆。。孩子們會注射兩次孩子們會注射兩次，，間隔三週間隔三週。。

根據根據FDAFDA的說法的說法，，雖然兒童因新冠病毒患重病或死亡的風雖然兒童因新冠病毒患重病或死亡的風
險低於老年人險低於老年人，，但但55至至1111歲的兒童仍受到嚴重影響歲的兒童仍受到嚴重影響，，包括自從冠包括自從冠
狀病毒大流行的開始狀病毒大流行的開始，，83008300多人住院多人住院，，約三分之一需要重症監護約三分之一需要重症監護
，，以及以後近以及以後近100100人死亡人死亡。。隨著傳染性超強的隨著傳染性超強的DeltaDelta變種的傳播變種的傳播，，
自學年開始以來自學年開始以來，，政府已經統計了政府已經統計了20002000多所與冠狀病毒相關的多所與冠狀病毒相關的
學校關閉學校關閉，，影響了超過影響了超過100100萬兒童萬兒童。。

本週早些時候本週早些時候，，FDAFDA的獨立科學顧問投票認為兒科疫苗承諾的獨立科學顧問投票認為兒科疫苗承諾
的益處大於任何風險的益處大於任何風險。。但幾位小組成員表示但幾位小組成員表示，，並非所有的年輕人並非所有的年輕人
都需要接種疫苗都需要接種疫苗，，他們更願意針對那些感染病毒的風險較高的人他們更願意針對那些感染病毒的風險較高的人
接種疫苗接種疫苗。。根據聯邦追踪根據聯邦追踪，，在美國因新冠病毒住院的在美國因新冠病毒住院的55至至1111歲兒歲兒
童中童中，，近近7070%%患有其他嚴重疾病患有其他嚴重疾病，，包括哮喘和肥胖症包括哮喘和肥胖症。。此外此外，，超超
過三分之二的住院青少年是黑人或西班牙裔過三分之二的住院青少年是黑人或西班牙裔，，這反映了該疾病影這反映了該疾病影

響的長期差異響的長期差異。。
應如何廣泛使用輝瑞疫苗的問題將是應如何廣泛使用輝瑞疫苗的問題將是CDCCDC及其顧問的關鍵及其顧問的關鍵

考慮因素考慮因素，，他們為兒科醫生和其他醫療專業人員制定了正式的建他們為兒科醫生和其他醫療專業人員制定了正式的建
議議。。輝瑞輝瑞PfizerPfizer對對22682268名學童進行的一項研究發現名學童進行的一項研究發現，，該疫苗在預該疫苗在預
防有症狀的新冠病毒感染方面有近防有症狀的新冠病毒感染方面有近9191%%的效果的效果。。很多家長很高興很多家長很高興
知道兒童劑量也被證明是安全的知道兒童劑量也被證明是安全的，，青少年經歷的臨時反應類似或青少年經歷的臨時反應類似或
更少更少，，例如手臂酸痛例如手臂酸痛、、發燒或疼痛發燒或疼痛。。

很多家長很高興知道很多家長很高興知道，，輝瑞輝瑞PfizerPfizer疫苗在預防有症狀的新冠疫苗在預防有症狀的新冠
病毒感染方面有近病毒感染方面有近9191%%的效果的效果。。兒童劑量也被證明是安全的兒童劑量也被證明是安全的，，青青
少年經歷的臨時反應類似或更少少年經歷的臨時反應類似或更少，，例如手臂酸痛例如手臂酸痛、、發燒或疼痛發燒或疼痛。。

預計一些父母會在家庭假期聚會和冬季寒冷季節之前為孩子預計一些父母會在家庭假期聚會和冬季寒冷季節之前為孩子
接種疫苗接種疫苗。。但是凱撒家庭基金會最近的一項調查表明但是凱撒家庭基金會最近的一項調查表明，，大多數父大多數父
母不會急於接種疫苗母不會急於接種疫苗。。本月早些時候接受調查的父母中本月早些時候接受調查的父母中，，約有約有
2525%%表示他們會立即讓孩子接種疫苗表示他們會立即讓孩子接種疫苗。。但剩下的大多數父母大致但剩下的大多數父母大致
分為兩種分為兩種，，一種是說他們會等著看疫苗的效果一種是說他們會等著看疫苗的效果，，另一種是說他們另一種是說他們
絕對不會讓他們的孩子接種疫苗絕對不會讓他們的孩子接種疫苗。。同樣製造的同樣製造的ModernaModerna疫苗也在疫苗也在
幼兒中進行研究幼兒中進行研究，，輝瑞和輝瑞和ModernaModerna也在測試嬰兒和學齡前兒童的也在測試嬰兒和學齡前兒童的
疫苗疫苗。。

FDAFDA本週五批准了本週五批准了55至至1111歲的兒童的輝瑞接種疫苗劑量歲的兒童的輝瑞接種疫苗劑量
一些父母會在假期和寒冷冬季之前為孩子接種疫苗一些父母會在假期和寒冷冬季之前為孩子接種疫苗

圖為以賴清陽大律師（右二 ）領銜與寧永健（左二）
賴賢烈（右一）、寧靜（左一）的投資團隊，在與 「美
南報業傳媒集團」 董事長李蔚華先生（中）贈書儀式上
合影。（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賴清陽大律師（右 ）將新出版的著作 「美國旅館及德州
地產的商機與法律」 一書,贈與 「美南報業傳媒集團」 董事長
李蔚華先生（左 ）。（記者秦鴻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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