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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格拉斯哥1日綜合外電報
導）美國總統拜登今天在氣候高峰會
表示，美國將實現承諾，在2030年前
把溫室氣體排放量減少到比2005年的
水準還少50%至52%，而世界也必須
加強協助開發中國家應對氣候變遷問
題。

聯合國氣候變化綱要公約第26次
締約方會議（COP26）在蘇格蘭格拉
斯哥揭幕後，世界各國領袖今天陸續
就對抗氣候暖化發表談話，拜登指出
： 「如今我們仍做得不夠。」 他強調
，已開發國家必須協助開發中國家。

拜登表示，世界必須大有作為以
遏止氣候危機，而這些努力也應被視

為世界所有經濟體的契機。他說：
「災難日增之際，我想也有驚人的機
會，不只是對美國，對我們全都是如
此。」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未出席會議
，據新華社報導，他發表書面致辭，
呼籲各方強化行動，攜手應對氣候變
化挑戰。他也敦促已開發國家不僅自
己要做得更多，還要為發展中國家做
得更好提供支持。

克里姆林宮今天表示，俄羅斯總
統蒲亭（Vladimir Putin）將在峰會發
表預錄訊息，但這個全球第4大溫室氣
體排放國的領袖，並無在峰會上即時
致詞的安排。

拜登拜登:: 美國將實現承諾達成減排目標美國將實現承諾達成減排目標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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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y pediatricians are preparing their orders
for child-sized doses of the coronavirus
vaccine to be used in vaccinations this week.
But in the meantime, a lot of parents are
coming with a lot of concern for what the side
effects will be.

Last Friday the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authorized two 10-microgram
doses of Pfizer vaccine to be administered
three weeks apart to children ages 5-11.

Approximately 28 million children are eligible
for the vaccine and they are waiting for the
CDC to give the final go ahead.

The federal government has secured enough
vaccine supply to vaccinate the 28 million
children and will help equip the more than 25,
000 pediatric and primary care clinics and
hundreds of community health centers and
pharmacies to administer the shots.

According to a survey, two-third of families
are excited for the vaccine. These families
wanted to be the first in line and will sign up

for their kids. One-third of them wanted to
wait and see to find out if there would be any
side effects.

The FDA reported that the vaccine’s safety
was studied in about 3,100 children ages 5
through 11 who received the vaccine. No
serious side effects have been detected in
the ongoing study.

We are so glad this vaccine is coming to
rescue the pandemic.

In the last two years we have lost millions of
lives around the globe, including more than
700,000 lives in America.

We also urge the leaders of the world to unite
and work together to fight against this tragedy
that threatens all of manki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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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ids Are Ready To BeKids Are Ready To Be
VaccinatedVaccinated

全國各地的小兒科醫生正在作積
極準備工作，為全國超過二千八百萬
年齡在五到十一歲的孩童接種新冠疫
苗。

家長們有兩個重要之問題，其中
包括什麼時候孩童可以接種，接種後
有什麼後遺症。

上週五聯邦薬物食品管理局已経
通過輝瑞可以為五到十一歲的孩童注
射疫苗，並在三週後注射第二針，医
生們都感到十分興奮，並希望疾病管
制中心能在週二批準，週三開始即可
在全國各地進行施打。

根據家長們的反應，仍然有三分
之一的家庭對於接種持保留態度，只
有百分之二十七的父母希望急盼給自
己的孩子立即接種，大部分還是顧慮

有後遺症。
醫療保健專家表示 ，過去一年

來，輝瑞公司對三千一百位五到十一
歲兒童進行臨床試驗，並未發現任何
嚴重的後遺症，包括頭痛、嘔吐、
發燒等徵狀。

拜登政府已經承購了充夠疫苗，
並且在全國二萬五千個小兒科診所及
上萬家的藥房作了充分之準備工作。

我們非常高興看到佔全國人口十
分之一的孩童們能夠打上了防疫針，
再度防範冬天可能會再面臨的危機。

老實說，這場史上最嚴重可怕的
傳染病已經奪走了數百萬全世界受害
者，其中包括七十多萬人美國人的生
命 ，我們寄望世界領袖攜手合作，
來拯救人類面臨之巨大浩劫。

兒童們將開始接種疫苗兒童們將開始接種疫苗



英法捕魚權爭端升級英法捕魚權爭端升級，，兩國互下兩國互下““最後通牒最後通牒”！”！
【綜合報道】英國外交大臣特拉斯1日警告

法國，要求其在48小時內就雙方捕魚權爭端作
出退讓，否則將依據英國“脫歐”貿易協定對
法國展開法律行動。而就在前一天晚間，法國
總統馬克龍給英國下了“最後通牒”，要求英
國讓步，否則將從2日起對英展開貿易制裁。

據英國天空新聞網1日報導，特拉斯當天表
示：“法國人發出毫無道理的威脅，包括對海
峽群島和我國漁業的威脅。他們必須收回這些
威脅，否則我們將利用我們與歐盟達成的貿易
協定機制採取行動。”

特拉斯還說：“法國人的行為不公平。這
不在貿易協議的條款之內。如果有人在貿易協
議中有不公平行為，你有權對他們採取行動並
尋求一些補償措施。如果法國人不讓步，我們
就會這麼做。”她還稱，馬克龍政府近日再次
拿捕魚權說事，可能與法國明年4月要舉行總統
大選有關。不過英國廣播公司（BBC）1日表示
，英國首相約翰遜清楚，與巴黎和布魯塞爾的

爭吵對於他獲得保守黨和普通民眾支持同樣有
利。

據法新社報導，法國政府10月27日宣布，
如果英國不向更多法國漁船發放捕撈許可，法
方將從11月2日起禁止英方漁船進入部分法方
港口，並對英方船隻和往返英國的卡車加強檢
查。法方不排除重新考慮對英屬澤西島等地的
電力供應。此外，法國上週將一艘英國漁船扣
押在勒阿弗爾港，指控其非法捕撈了兩噸多的
扇貝，目前該漁船仍未獲釋。

在二十國集團領導人峰會期間，馬克龍和
約翰遜10月31日在羅馬舉行會晤，著重討論了
捕魚權問題。馬克龍在會晤後說，法國已經向
英方提交了解決爭端問題的提議，“現在球在
英國一邊”。馬克龍稱，除非英國採取“重大
舉措”，否則從周二開始，巴黎將引入更嚴格
的港口和邊界檢查。而約翰遜則表示，英國在
捕魚權問題上的立場並未改變。

韓美聯合空中演習韓美聯合空中演習：：以非公開形式以非公開形式““低調低調””啟動啟動
(綜合報道）1日，韓國和美國開始舉行非公開形式聯合空中演習。具體演習

日程並未正式發布。韓國空軍相關人士表示，不宜披露演練細節。
報導稱，韓軍消息人士透露，韓國和美國1日至5日，以非公開形式舉行聯合

空中演習“戰鬥準備態勢綜合演習”。
此次演習中，參加的戰鬥機有韓國空軍 F-15K 和 KF-16 戰鬥機、美國空軍

F-16戰鬥機等兩國空軍各100餘架飛機。
據報導，美國本土戰力未被投入到此次演習中。
報導表示，以前韓美每年12月舉行“警戒王牌”(Vigilant Ace)大規模聯合空中演
習，但從韓國和朝鮮、美國和朝鮮開啟對話的2018年起，改由“戰鬥準備態勢綜
合演習”取代“警戒王牌”演習。

相較“警戒王牌”演習，“戰鬥準備態勢綜合演習”規模大幅縮小，且以非
公開形式進行，因此，有聲音譴責韓美過於在意朝鮮的反應。

韓國空軍相關人士接受韓聯社採訪時表示，韓美聯演按年度計劃平穩實施。
鑑於此次空演以非公開形式進行，演練細節不宜披露。

此次演習並未正式發布具體演習日程。

【綜合報道】10月31日晚，萬聖節之夜，也是日本國會眾
議院選舉的開票之夜，日本東京都的京王線電車發生一起無差別
殺人事件，一名男子扮成《蝙蝠俠》裡的反派人物“小丑”，在
車廂中忽然揮刀砍傷乘客，並且縱火燒車。事件共造成17人受
傷，其中一名老人被嚴重刺傷，至今昏迷。行凶男子被警方當場
逮捕後聲稱，“想殺人後被判死刑”。這是日本3個月內第二起
電車隨機殺人事件，日本民眾普遍擔心類似事件再次發生，有輿
論稱，不敢乘電車，日本的安全神話已經破滅。

據日本NHK網站1日報導，犯罪嫌疑人服部恭太案發當晚
身穿紫色西服和綠色襯衫乘坐京王線列車，由於是萬聖節，所以
他的扮相並未引起其他乘客注意。當晚8時許，服部恭太手持30
厘米的利刃，刺向同在3號車廂的一名72歲老人，老人的胸口被
刺傷後當場昏迷，隨後他又立刻前往5號車廂，潑灑打火機油後
放火，起火後立刻飄散出黑煙，許多乘客看見黑煙與火勢後隨即

向其他車廂逃跑，場面一度混亂。車
廂內部分地板和座椅被燒毀，16名年
齡在 10-60 歲的男女乘客因被潑灑打
火機油或吸入煙霧而不同程度受傷。

報導稱，當時車廂內有乘客按下緊急聯絡按鈕，但根據列車
長的說法，因為車廂內太過混亂嘈雜，無法透過麥克風對話掌握
實際情形。發生這一緊急狀況後，根據行駛規則，列車在最靠近
的車站國領站緊急停站，與此同時，乘客自己也拉下了緊急停車
把手，因此造成列車減速，進入國領站月台後，在距離原本的停
車位置約兩三米處停下，以至於車門無法準確在月台出口處開啟
。因為列車的窗戶可以打開，不少乘客開窗後爬過月台閘門才逃
出車廂。網友上傳的現場視頻顯示，驚慌的乘客紛紛逃離起火車
廂，地上還散落著口罩、雨傘、鞋子等物品，尖叫聲頻傳。

事件過後，許多乘客心有餘悸。日本《每日新聞》1日採訪
了幾名親歷案件的人，一名21歲的女性仍有些後怕地回憶稱，
“我當時在車廂內聽到類似爆炸的聲音，然後很多人大喊‘快跑
！’我也不知道發生了什麼，趕緊跟著大家一起逃到了別的車廂

。”一名24歲的男性上班族說，“在逃跑的過程中，我回頭看
了一下，發現有三四個人倒在地上。車廂內有火焰和黑煙，還有
類似煤氣的味道。”

服部恭太在犯案後並未逃離現場，而是淡定地在原地等待警
方將其逮捕。有目擊者拍到服部恭太悠閒地坐在車廂內抽煙，不
時面露詭異的微笑，讓人看了不寒而栗。服部恭太因涉嫌殺人未
遂的罪名遭到逮捕。警方查出，他是一名24歲的無業人士，對
犯案供認不諱。

據警方透露，服部恭太出生於福岡市，今年6月因與公司發
生糾紛而辭職。在離開福岡市後，他曾輾轉於神戶市和名古屋市
，並於一個月前來到東京都，住在八王子市的一家酒店裡，每天
基本上無所事事。共同社報導稱，服部恭太在接受警察盤問調查
時毫無悔意：“一切都在我的計劃中，沒把人給殺死真可惜啊！
”關於作案動機，他說，“因為工作上失敗，與朋友關係也破裂
。從今年6月開始，就想殺人。”他聲稱原本計劃殺死至少兩個
人，以實現“被判處死刑的願望”。

東京電車惊現東京電車惊現““小丑小丑””殺人案殺人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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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日本經濟産業省表示，預計

2021年冬天，日本全國電力需求高峰時刻，

或出現供給余力不足的情況，將迎十年來最

嚴峻時刻。日本呼籲家庭和企業盡可能節約

能源。

據報道，爲預測2021年冬天電力供需

情況，日本經濟産業省召開會議。根據用電

高峰時刻的電力需求情況和供給情況，計算

出“預備率”這一數值。數據顯示，假定在

最寒冷的情況下，2022年2月，日本全國7

個區域內，“預備率”將在3%徘徊，達到

過去十年來最嚴峻的狀態。

日本經濟産業大臣萩生田光一表示，

“雖然穩定供給所必要的能力，能勉強得到

保障，但前景相當嚴峻。”他並稱，要官民

一同努力，保證穩定供給。

報道稱，在火力發電所供給能力下降的

背景下，太陽能發電等再生能源使用的擴大

，成爲導致供需問題嚴峻的主因。

另一方面，日本大型電力公司的電費已

連續3個月上漲。隨著燃料價格上升，預計

11月和12月電費將繼續上漲。

日本經産省強調，由于發電所供給能力

下降和液化天然氣等燃料短缺，電力供需可

能會變得緊張，呼籲家庭和企業盡可能節約

能源。

日增新冠確診再超2000例
韓國擬分階段轉換防疫模式

綜合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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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11例，累計確診達35.8412萬例。當天新增

11例死亡病例，累計死亡達2808例。

單日新增病例較前一天增加159例，較上周

同期增加670例，時隔20天再次超過2000例。

主要原因可能有民衆防疫意識出現松懈，以及

私人聚會和人口流動量增加等。

據韓國國際廣播電台(KBS)報道，韓國27日

召開第三次新冠疫情日常生活恢複支援委員會

會議。會議決定面向已全程接種疫苗者放寬防

疫措施，並在傳染風險較高的場所臨時實施接

種證明和陰性證明制度。

報道稱，韓國將從11月1日起分階段恢複

日常生活，考慮到海外突然轉變防疫模式後出

現了確診病例驟增的情況，會議決定分三個階

段逐步推進防疫模式的轉換。

大衆設施的營業時間限制將在全國同步解

除，娛樂設施等部分高風險場所在第一階段將

被允許營業至晚12時，在對實行情況進行分析

後決定是否在第二階段予以全面解除。

會議商定今後對私人聚會人數限制、接種

證明和陰性證明適用場所等存在爭議的事項做

進一步討論。

韓國政府于28日對分階段恢複日常生活實

行計劃進行最終修改，並于29日對外公布。

綜合報導 韓國行政安全部表示，政府

當天在國務會議上決定爲已故前總統盧泰愚

舉行爲期五天的國葬，並于本月30日舉行遺

體告別儀式和遺體安葬儀式。盧泰愚的葬禮

規模頗受關注。

記者在位于首爾大學醫院殡儀館的盧泰

愚吊唁儀式現場看到，陸續有車輛駛至殡儀

館，大批記者在殡儀館前拍攝。殡儀館走廊

內擺滿花圈，花圈上系有挽聯，走廊牆壁上

也挂滿挽聯。

殡儀館二樓的2號吊唁廳門口設有吊唁

簿供留言，廳內擺滿花圈，正中擺放盧泰愚

遺照，照片中盧泰愚身著黑色西裝，系黑黃

相間條紋領帶，面容沈靜。照片周圍擺著白

色菊花及白、粉二色百合等鮮花，照片下方

置有靈牌，靈牌左側的盒子裏放有勳章和绶

帶。靈位前的地板上置有矮桌，桌上擺有香

爐和蠟燭，桌兩側各有一個花籃。靈位前鋪

有涼席，供來訪者悼念。盧泰愚

之子盧載憲立于吊唁廳一側，與

前來吊唁者握手。

在現場，記者看到聯合國前

秘書長潘基文到殡儀館吊唁。當

天上午還有多名政、商等各界人

士前往殡儀館吊唁，首爾市長吳

世勳等人送來花圈表示哀悼。

潘基文在結束吊唁後對媒體

表示，“從外交官的立場來看，

他(盧泰愚)是大幅擴大大韓民國

外交範圍的人。”

潘基文說，盧泰愚前總統在位時，潘基文擔

任韓國(外交部)美洲局局長。他評價道：“(盧泰

愚)與其他人未曾想到的東歐進行北方外交、與中

國建交、在任期內擴充了與40多個國家的外交

關系”，“這是外交上的巨大成就”。潘基文

還談及盧泰愚在駐韓美軍地位協定和推動半島

無核化等工作中的功勞，並回憶與盧泰愚之子

盧載憲的轶事。潘基文就爲盧泰愚舉行國葬一

事表示：“我認爲這是給予適當的禮遇”。

資料顯示，盧泰愚1932年12月4日出生

于今韓國大邱市，1987年當選韓國第十三屆總

統，是韓國首任民選意義上的總統，在其任內

實現了中韓兩國建交。盧泰愚總統任期屆滿卸

任後，于1995年11月因籌集和侵吞秘密政治

資金而被捕，同年出庭受審，成爲韓國曆史上

第一位在法庭公開受審的前國家元首。

盧泰愚長期臥病在床，近日因病情惡化

住進了首爾大學醫院接受治療，因醫治無效

于當地時間26日去世。

香港消委會
點名5款含致癌物餅幹

馬衛生部回應
綜合報導 馬來西亞衛生部總監努爾· 希沙姆發表聲明稱，

5款被香港消委會點名的含致癌物餅幹所含有的致癌物低于基

准水平，健康風險低。

努爾稱，馬衛生部自2015年起就持續檢測市面餅幹産品，

其中也包括香港消委會點名的5款餅幹産品。根據檢測結果，

這幾款餅幹産品丙烯酰胺含量爲每公斤246微克，低于歐盟所

規定的每公斤350微克標准。

他表示，馬衛生部食品安全和品質部門根據對丙烯酰胺和

環氧丙醇含量檢測後評估，民衆在食用這些餅幹後健康風險

“相對較低”。

香港消委會日前抽測市面餅幹産品。被點名含有致癌物

的産品中包括馬來西亞生産的“合成乒乓較較餅”“利脆乳

酪味夾心餅幹”“雅各布斯原味奶油餅幹 93%小麥谷物”

“奧利奧原味迷你餅幹”“茱莉絲雷蒙德檸檬味夾心餅幹”。

香港消委會並指稱，長期大量攝入丙烯酰胺會引致生殖發育

問題。

直擊韓國前總統盧泰愚吊唁儀式
聯合國前秘書長潘基文到場



全球逾2.4億人確診、490萬人死亡！
世衛籲籌資應對疫情

世界衛生組織啓動了一項新的戰

略，呼籲國際社會籌集234億美元的資

金，以解決全球在獲得新冠疫苗以及

在新冠病毒檢測和治療方面的不平等現

象。

自2020年4月以來，由世衛組織和

合作夥伴發起的“獲取新冠工具加速計

劃”支持了史上最快、最協調和最成功

的全球努力，以開發抗擊疾病的工具。

世衛組織10月 28日爲這一計劃發布的

“戰略方案和預算”將幫助高風險國家

，從現在到2022年9月獲得抗疫工具。

世衛組織表示，向“獲取新冠工具

加速計劃”提供資金，預計可以幫助防

止至少500萬潛在的額外死亡，爲全球

經濟節省超過5.3萬億美元，並加速結束

新冠疫情。

潛力尚未得到發揮
通過新冠疫苗獲取機制，“獲取新

冠工具加速計劃”迄今已向144個國家

提供了4.25億劑疫苗。還分發了近1.3億

份檢測試劑，並增加了氧氣、個人防護

裝備和治療設施的供應。

然而，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10月

28日在日內瓦舉行的例行新聞發布會上

說：“到目前爲止，由于嚴重的供應和

資金限制，獲取新冠工具加速計劃未能

發揮其潛力。”

他警告說，除非疫情在各地得到控

制，否則病毒將發生變異，並繼續在各

地傳播。“德爾塔變異的高傳播性印證

了我們一直在說的：僅靠疫苗不能結束

大流行。我們現在需要所有工具——疫

苗、檢測、治療、個人防護和公共衛生

措施——來對抗新冠病毒，拯救生命和

生計。“

歐洲病例上升
全球新冠病例的激增提醒人們，這

場大流行遠未結束。我們見證了兩個月

來新增確診病例的首次增長，這在很大

程度上是由于歐洲病例的持續增長，超

過了其他地區下降的幅度。

譚德塞表示，疫情之所以持續，主

要是抗疫工具分配不平等現象依然存在

。截至28日，全球有2億4480萬例確診

病例，490萬人死亡。

他告訴記者：“如果到目前爲止，

全球接種的68億劑疫苗能夠得到公平分

配，現在就可以在每個國家實現我們設

定的40%的目標。”

巴拉圭在啓動新冠疫苗接種行動六

個月後，該國70%的人口已接種了第二

劑疫苗。

向20國集團領導人發出呼籲
在本周末20國集團羅馬峰會召開前，

譚德塞向世界主要工業國發出呼籲，因爲

這些國家“有能力做出結束疫情所需的政

治和財政承諾，並防止未來的危機”。

他敦促各國領導人爲“獲取新冠工

具加速計劃”提供資金，並支持制定具

有法律約束力的全球大流行預防和應對

條約。他進一步呼籲成立一個健康威脅

融資委員會，由世界銀行設立的金融中

介基金提供支持。

用行動來證明
聯合國和國際紅十字會與紅新月會

10月28日發表聯合聲明表示，雖然各國

都誓言要實現全球團結，但針對新冠疫

情的“人民疫苗”目標遠未實現。

聲明指出，“當涉及到疫苗的公平

分配時，利潤和短視的疫苗民族主義繼

續淩駕于人性之上。”

兩個機構在20國集團羅馬峰會召開

前再次發出共同呼籲，實現全球疫苗公

平。“現在是是用行動來證明豪言壯志

的時候了。”

人道主義責任
盡管世界上約48%的人口至少接種

了一劑疫苗，但在低收入國家，這一數

字驟降至3%，而在遭受人道主義危機的

國家，情況“尤其令人擔憂”。

聲明表示，“確保世界各地的生命

受到保護，而不僅僅是在少數幾個有能

力購買保護的國家，這是人道主義的當

務之急，也是我們共同的責任。”

兩個機構向政府、合作夥伴、捐助

方、私營部門和其他利益攸關方發出了

五點呼籲，敦促他們擴大新冠疫苗的供

應以及對新冠疫苗獲取機制的支持，包

括通過捐贈，增加資金和支持，使疫苗

能夠惠及所有人。

聲明呼籲加強疫苗生産和分銷能力，

特別是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國家，並加快

技術轉讓。聲明還敦促制造商消除所有障

礙，允許人道主義機構獲得疫苗。

巴西央行宣布加息150個基點
基準利率上調至7.75%

綜合報導 巴西央行宣布加息150個基點，將該國基準利率從目前的

6.25%上調至7.75%，這是今年以來巴西央行連續第六次加息，目前巴西

基準利率已經達到2017年以來的最高水平。

巴西央行27日在一份聲明中表示，巴西政府上周關於放寬支出上限

的決定對抑製該國通貨膨脹率產生了負面反應，鑒於當前巴西通脹水平

較高和潛在的通脹壓力增大，巴西央行不得不加大加息速度和幅度，預

計於今年12月舉行的下一次加息會議將按同樣幅度加息。

今年3月 17日，巴西央行將維持了6年的基準利率從2%上調至

2.75%，開啟了新一輪加息周期。5月5日和6月16日，巴西央行兩次各

加息75個基點，分別將基準利率上調至3.5%和4.25%。8月4日和9月22

日，巴西央行分別再加息100個基點，將基準利率上調至5.25%和6.25%

。此次加息幅度超出了巴西金融市場的預期。此前，金融市場普遍認為

此次將加息125個基點。

據了解，巴西央行的議息會議每45天舉行一次，其調整基準利率旨在

使通脹率處於管理目標範圍內。巴西國家貨幣委員會設定的今年通脹率管

理目標中值為3.75%，允許上下浮動1.5個百分點。據巴西金融市場最新預

期，巴西今年通脹率將為8.96%，遠高於政府管控目標的5.25%上限。

巴西地理統計局(IBGE)的數據顯示，在截至今年9月的一年內，巴

西通脹率累計為10.25%，為2016年2月以來的最高水平，是政府控製目

標中值的兩倍多。

巴西金融市場分析師表示，為遏製通脹飆升，巴西央行今年內將會

再次實施加息政策，預計到今年底該國基準利率將升至8.75%。而到明

年底基準利率將升至9.5%。

秘魯將為65歲及以上老人
接種新冠疫苗加強劑

綜合報導 秘魯衛生部報告說，秘魯從11月1日或2日開始，給65歲

及以上人群接種新冠疫苗加強劑。

秘魯衛生部免疫工作負責人加布裏埃拉· 希門尼斯解釋說，為了實

現這一目標，衛生部正在核實那些計劃接種第三劑的名單是否出現在

Pongo el Hombro官網上，以便他們或其親屬能夠知道接種疫苗的日期

和地點。到目前為止，該年齡段共有192萬多人已經在官網註冊，有資

格接種加強劑。

希門尼斯強調，接種第三劑的條件之一是，該人在180天或6個月

前已經接種了第二劑疫苗。衛生部目前正在努力管理數據庫，本周將完

成對第二劑疫苗缺口的核查工作。

此外，希門尼斯報告說，秘魯有超過19萬名60歲以上長者還在等

待接種第二劑疫苗。截至26日，秘魯已經應用了超過3395萬劑新冠疫苗，

共有1513萬人接種了兩劑疫苗，占目標人群的54%。

秘魯衛生部10月26日發布的新冠疫情數據顯示，與前一日報告相比，

新增檢測34140次，新增新冠肺炎確診病例793例，其中過去24小時新增病

例為483例，累計確診病例達到2197052例；單日新增死亡病例17例，累計

死亡200118例。目前仍有3289人住院，已有2175510人康復。

危機持續！英國行業大亨警告“吃不上雞”
英國遭受內外雙重危機

綜合報導 雖然整個歐洲都遭遇了能

源危機，甚至供應鏈危機，但是如果以國

家爲單位的話，英國絕對是危機最嚴重的

國家。英國人不僅需要承受燃油缺少的能

源危機，還必須面對供應鏈斷開的短缺危

機，就連聖誕節也要受影響。與此同時，

法國又在用“制裁威脅”爲英國政府添把

火，不得不說英國已經被雙重危機“內外

夾擊”。

英媒報道稱，爲了全面了解英國危機

的影響程度，英國下議院召開了專項會議

，除去政府官員出席會議之外，還有許多

行業大亨出席會議作證。其中“家禽養殖

大佬”迪爾稱，因爲多種原因導致的人手

不足，英國“火雞問題”已經爆發，如果

政府不加大引進外國勞工的力度，不大量

簽發專業人員簽證的話，英國人的聖誕節

餐桌上很有可能不會有火雞的存在，英國

人將會度過一個“難忘”的節日。

英國機構稱，因爲脫歐以及疫情帶來

的嚴重影響，銷路問題以及人手不足的問

題，讓絕大數的英國農場主都改變了經營

策略，減少了家禽的養殖數量，防止出現

虧損，這導致英國市場上缺少了20%的禽

類。

雖然英國政府最後意識到了問題的嚴

重性，“亡羊補牢”式地簽發了數千份的

養殖工人簽證，但是這樣的補救措施已經

補不上英國市場的缺口，也不可能短時間

內提高英國家禽的産量。

“現在的問題已經不是短時間能夠解

決得了。根據現在的市場分析，不只是聖

誕節當日沒有足夠的火雞，就連此後的10

天，英國市場上的火雞都不能滿足需求，

這將會導致很多的新年活動無法舉行。屆

時英國不得不通過進口的方式解決這些問

題。”迪爾稱，但是因爲脫歐以及法國政

府的“制裁威脅”，英國的進口也將面臨

一定的難題。

報道稱，家禽行業只不過是英國危機

的一個縮影，此時的英國已經全面爆發了

各種商品的供應危機。三明治缺貨，空盒

子來湊，爲了防止顧客抱怨，英國超市在

倫敦店面中上架了三明治的空盒子，當顧

客采購的時候，永遠只能得到“賣完了”

的回複。

與此同時，英國各大零售超市也在危

機中“各顯神通”。不少店面爲了掩蓋缺

貨的尴尬，在蔬菜水果銷售區域擺上了

“2D商品”。經營者用大量的硬紙板照片

代替已經賣完的蔬菜和水果，象征性地度

過英國危機。就連日用品區域也是同樣的

情況，“圖片”商品甚至以假亂真。

報道稱，短時間內解決英國危機只有

一個辦法，就是大量從周邊國家進口商品

。但是因爲捕魚權的問題，英國已經與法

國交惡。不少法國漁民甚至自發地前往英

法兩國的主要通道處“堵門”。

他們威脅英國稱，相比于英國危機，

捕魚的問題同樣是漁民的利益問題，“如

果英國不在短時間內解決這個問題，我們

就不會放開這些運輸通道，爲英國制造一

些其他的危機，讓英國的供應危機更加漫

長。”

而在近日，法國政府的一紙“制裁清

單”讓英國政府明白了問題的嚴重性，法

國政府也要向英國施壓。法國政府稱，如

果英國不能在捕魚權問題上給予“滿意的

解釋”，那麽法國將會在一周之後對英國

發起制裁。同時法國強調了還會在電力問

題上“爲難英國”。

對此，英國不得不打出了“盟友牌”

。英國政府稱，法國與英國一直都是“盟

友”，但是現在法國的行動不是“盟友”

應該做的。

美國兒媳不吃黑布丁，反複勸說未果

英國婆婆很生氣怒斥“排外”
綜合報導 不吃黑布丁就是“排外”？據報

道，一個美國媳婦和英國婆婆日前就早餐習慣起

了爭執，這名28歲的美國女子將自己的遭遇發

到社交網站上讓網友評理。

據該女子介紹，她是一個印度裔美國人，

從小是素食主義者，遇見現在的丈夫後，才在

3年前開始吃一點肉。她隨丈夫去英國探訪家

人時，丈夫的繼母准備了豐盛的英式傳統料理

，但對其中的黑布丁，她實在無法下咽，因爲

覺得“惡心”。

據報道，黑布丁由豬血或牛血摻上豬油或牛

油以及燕麥等谷物制作而成。在反複勸說未果後

，她的婆婆很生氣，並譴責她“排外”。

有網友對該女子表示理解，稱“黑布丁很

棒，也確實是英國的傳統美食，但你不喜歡就

可以不吃。”還有英國網友表示，他們自己也

不愛吃黑布丁。但也有人認爲，這名美國女子

可能對英式料理有誤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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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二十國集團（G20）領導人羅馬峰會於10月31日結束，峰會在全球企業稅改
、新冠疫苗接種目標等問題上達成一致。

在應對氣候變化上，各國承諾將停止為海外新建的燃煤發電項目提供公共資金，但在實現
全球溫室氣體淨零排放的時限上依然存在不同看法。

除峰會議程外，美國與德國、英國等四國領導人就伊核協議進行會談，美國承諾將有條件
重返伊核協議。美國還與歐盟就鋼鋁關稅達成協議，暫停關稅戰。
氣候變化

此次G20峰會是在新一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開幕之前舉行。峰會結束後，多國首腦直接
前往英國格拉斯哥參加氣候變化大會，因此應對氣候變化也成為此次G20羅馬峰會最受關注的
議題。

10月31日，峰會通過了G20領導人羅馬峰會宣言。各國在宣言中重申了對《巴黎協定》的
承諾，即較前工業化時期，將本世紀全球平均氣溫上升幅度控制在2攝氏度以內，並努力將其
限制在1.5攝氏度之內。

各國同時認同，將升溫控制在1.5攝氏度能大幅減輕氣候變化造成的影響。
而在何時實現溫室氣體淨零排放上，各國存在不同觀點。據路透社此前報導的宣言草案，

草案將時限定為2050年。美國、英國和歐盟此前把2050年設為碳中和時限。
中國此前公佈目標，力爭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俄羅斯和沙特阿拉伯也將目標設在2060年

；作為僅次於中美的世界第三大溫室氣體排放國，印度拒絕設定時限。
就美國等國設立的2050年時限接受采訪時表示，2050年並不是“什麼神奇數字”。他指出

，如果歐盟能將目標設在2050年，那麼其他國家也有權設立自己的時間表，“並不是每個人都
必須支持2050年”。

最終在正式版宣言中，沒有出現草稿中的2050年時限，而是指出各國認識到在“在本世紀
中或者左右”實現溫室氣體淨零排放或碳中和對達成《巴黎協定》目標的重要性。

對於煤電問題，各國在宣言中承諾將在今年底停止為海外的新建燃煤發電項目提供公共資

金，同時將“盡快逐漸停止”對國內新建燃煤發電項目的公共投資。
圍繞停止為海外新建煤電項目出資，G7成員國在今年6月的峰會上已經

做出了相關承諾，中國也在9月的聯合國大會上宣布不再新建海外煤電項目
。

在逐步停止對國內新建煤電項目出資上，宣言的草稿將時限定在了2030
年代。但綠色能源轉型無法一蹴而就，目前全球多國都出現了煤炭緊缺，
宣言最終版中也刪除了2030年代的時間限制。

在整個化石燃料領域，各國承諾將加大力度，在“中期內”逐漸停止對
化石燃料的無效率、鼓勵浪費性消費的補貼。

宣言還指出甲烷排放是造成氣候變化的主要原因之一，認可減少甲烷排
放是控制氣候變化“最快速、最可行、性價比最高”的方法之一。

根據媒體此前曝光的宣言草稿，各國承諾將努力“大幅減少”甲烷排放
；但宣言最終版中沒有出現相關承諾。

2009年的哥本哈根氣候大會上，發達國家承諾到2020年每年為發展中國
家提供1000億美元，以協助各國應對氣候變化。這也是說服部分發展中國
家同意簽署《巴黎協定》的關鍵籌碼之一。

但加拿大和德國本月發布的報告顯示，發達國家沒有兌現1000億美元的
承諾，各國還需要在未來五年加大投入。在此次G20羅馬峰會宣言中，各
國重申將兌現1000億美元的承諾，並呼籲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建立“復原力
和可持續性信託”為低收入國家提供長期融資。

經濟合作組織（OECD）的估算顯示，2016年，發達國家僅提供了585
億美元；2019年為796億美元，預計2023年才能達到承諾的1000億美元。
全球企業稅、新冠疫苗

除氣候問題外，G20羅馬峰會還確認支持對大型跨國企業徵收最低15%
企業稅，並呼籲相關政策在2023年得以落實。
今年7月的G20財長

和央行行長會議已經對最低15%企業稅表示支持，以緩解跨國企業避稅問題，此次 羅馬峰
會則是各國領導人對該方案的官方認可。

據OECD估算，15%最低企業稅每年能為全球帶來1500億美元稅收。
在新冠疫苗問題上，宣言認可了疫苗公平的重要性，承諾將協助全球完成世界衛生組織此

前推薦的全球接種目標：在今年底，全球至少40%人口接種疫苗，到2022年中達到70%。
美歐“休戰”、伊核協議

在G20羅馬峰會期間，美國與歐盟就鋼鋁關稅達成協議，暫停了自特朗普時期開始的關稅
戰。

美國總統拜登與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週日就此舉行新聞發布會。拜登宣布，與歐盟達
成協議後，美國將立刻取消從2018年特朗普時期對歐盟鋼鋁徵收的關稅。但超過年度進口配額
限制的歐盟鋼鋁產品仍需繳納關稅。

協議還規定，從歐盟進入美國的鋼材必須“完全”在歐盟境內生產。美國貿易代表戴琪稱
，該協議加強了防範機制，防止來自中國和其他國家的“不公平貿易鋼鋁”進入美國市場。

2018年，特朗普動用美國《1962年貿易擴展法》第232條款，以國家安全為由對進口鋼鐵
和鋁產品分別加徵25%和10%的關稅。

美國取消特朗普時期的關稅後，歐盟將取消對哈雷摩托車、波旁威士忌等美國產品徵收的
報復性關稅。雙方還將暫停在世界貿易組織與第232條款有關的法律糾紛。

除了鋼鋁問題，美國也與德國、英國和法國領導人在G20期間就伊核協議舉行會談。
會後發表的聯合聲明中指出，拜登“明確承諾美國將重返伊核協議，履行協議所有條款，

只要伊朗也採取相同行動”。
上週，伊朗宣布將於本月就伊核協議與美國重啟非直接會談。

上週五，美國對兩家伊朗企業及三名個人實施新制裁，稱相關方為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及
聖城旅的無人機項目提供關鍵支持。美國指責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的無人機項目威脅地區穩定
。

G20峰會結束：支持徵收15％企業稅
美國承諾重返伊核協議

國內通脹嚴峻國內通脹嚴峻，，美國財長耶倫就中美關稅問題鬆口美國財長耶倫就中美關稅問題鬆口
（綜合報導）當前中美經貿關係如何發展引人關注，美國

財政部長珍妮特•耶倫（Janet Yellen）發表了一番新的言論，
表示可能會考慮最終以“互惠的方式”（reciprocal way）降低
部分關稅。

據路透社11月1日報導，日前耶倫在接受該社採訪時表示
，關稅往往會推高國內物價，提高消費者和企業的成本，比如
鋁和鋼等原材料，這意味著降低關稅將產生“抑制美國國內通
貨膨脹”的效果。數月以來，美國國內供應鏈中斷、物價飛漲
、商品缺貨以及通脹等問題持續加劇。

當地時間10月30日，美國政府剛剛與歐盟達成一項協議
，取消了特朗普三年前對歐洲鋼鋁加徵的部分關稅，並表示這
將減少美國製造商的成本和消費者的支出。

對於耶倫的這番講話，復旦大學國際政治系教授沈逸解讀
認為，美國在當前諸多問題上急需中國的合作，但在做出讓步
的同時，仍希望是用一種“維護美國面子”的方式來進行話語
表達。然而，中美關係的下行全因美方單方面破壞所導致，美
方想要合作須先改變一系列對華錯誤政策，而中方則應保持
“戰略定力”，“聽其言，觀其行”。

據報導，耶倫和其他一些政府官員堅持認為，美國目前的
物價飆升是供應鏈危機和能源價格上漲的結果，但他們判斷，
通貨膨脹應該在2020年下半年得到緩解。
在被路透社問及“調整對中國商品徵收關稅是否有助於緩解通
脹壓力”時，耶倫表示，“總體上是這樣的”。

“我們的貿易代表（戴琪）已表示，我們將考慮進一步降
低關稅。”耶倫說：“我們希望看到中國履行承諾，但以互惠
的方式穩定並最終降低一些關稅，可能是一個理想的結果。”

事實上，數月來，美國供應鏈危機愈演愈烈。港口擁堵、
運力不足、貨船滯留，供應鏈與物流系統陷於崩潰。港口集裝
箱堆積如山，不少零售店貨架卻空空如也。供應鏈危機如同推
倒多米諾骨牌，一環影響下一環，商品供應短缺、漲價、限購
與延誤困擾著美國消費者和企業，經濟運行遭遇空前嚴重的衝
擊。

據美國勞工部10月13日發布的數據顯示，美國9月消費者
價格指數（CPI）環比上漲0.4%，高於前值和預期的0.3%。同
比來看，9月未經調整CPI上漲5.4%，較8月時的5.3%小幅回
升，但與6、7月時持平，為2008年以來最高水平。
美聯儲前主席艾倫•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就認為，美國
通貨膨脹率面臨顯著攀升的持續風險，政府債務累積和其他深
層壓力，可能使通脹率長期高企。

路透社報導指出，此前中方一再敦促拜登政府取消前任總
統特朗普執政時期對華加徵的關稅，而美國的政府官員已經恢
復了“豁免程序”，此舉可能會使部分關稅被取消，但迄今為
止，美方還沒有考慮範圍更廣泛的關稅削減。

據美媒“政客”新聞網（Politico）當地時間10月29日援
引兩名知情人士透露，在中美貿易領域，拜登政府目前出現了
不一致的意見。

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傑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
希望政府宣布提高對華部分關鍵行業產品的關稅，同時減少對
其他數千種商品的懲罰；但美國貿易代表戴琪（Katherine Tai
）則希望行動不要這麼快，先給中方留出時間進行貿易談判。

同時報導稱，白宮還將尋求通過降低關稅或提供豁免等方
式，為不屬於“中國最優惠行業”的企業提供關稅減免。沙利
文和其他一些政府官員宣稱，這將使得美國在“懲罰不正當貿
易行為”的同時，減輕部分受貿易摩擦打擊的美企的負擔。為
此，白宮已重啟免除500多種中國產品關稅的程序。

對於耶倫受訪時針對關稅政策的這番講話，復旦大學國際
政治系教授沈逸第一時間作出了解讀分析。

他認為，從實際層面看，美國在貿易政策（關稅）、宏觀
金融政策（美債、美元發行）以及克里負責的氣候問題上，很
明顯希望得到中國的合作。然而，原先在這些問題上的合作中
，中美雙方有一套成熟和穩健的合作機制，但在特朗普政府時
期，這些合作機制基本上被美方主動破壞了。

正如當地時間10月31日，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在羅
馬會見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時所說的，這幾年，由於美方奉行錯

誤的對華政策，致使中美關係遭受全面衝擊。
沈逸認為，從整體戰略局面上看，中方目前處於相對主動

的地位，此時美方如果釋放出想要穩定的信號，可以理解為美
國在做出讓步的同時，仍希望是用一種“維護美國面子”的方
式來進行話語表達。

“中方要保持所謂‘戰略定力’，就是‘聽其言，觀其行
’。”沈逸表示，對於中美關係，美方要清楚一點，中美合作
需要在一種“合作性氛圍”的條件下進行。他結合王毅與布林
肯的會談內容指出，包括關稅問題在內，美方如果希望回到合
作的氛圍中，本屆國會出台了300多項反華議案、將900多個
中國實體和個人列入各種單邊制裁清單、在全球範圍拼湊“反
華小圈子”，這些舉動都必須有相應的調整和變化。

沈逸總結，美方首先要改變對中國採取的一系列錯誤政策
，推動中美關係早日回到健康發展的軌道上來，才談得上中美
合作的有序進行。

路透社還介紹，當地時間10月30日，正在意大利羅馬參
加二十國集團（G20）領導人峰會的美國總統拜登，與歐盟官
員達成協議，取消了特朗普三年前對歐洲鋼鋁加徵的部分關稅
，並表示此舉有助於緩解一些美國製造商面臨的價格壓力。
白宮國安顧問沙利文宣稱關稅協定“移除了美歐雙邊關係中最
大‘芥蒂’之一。”美貿易代表戴琪則對記者表示，協議“加
強了監管體系，防止從中國和其他‘非正當競爭’的鋼鋁進入
美國市場。”但也有專家說，這項措施來得太晚，已有許多商
品價格高企，擾亂美國經濟，令人沮喪。

據新華社10月26日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
副總理、中美全面經濟對話中方牽頭人劉鶴應約與美財政部長
耶倫舉行視頻通話。雙方就宏觀經濟形勢、多雙邊領域合作進
行了務實、坦誠、建設性的交流。雙方認為，世界經濟復甦正
處於關鍵時刻，中美加強宏觀政策溝通協調十分重要。中方表
達了對美國取消加徵關稅和製裁、公平對待中國企業等問題的
關切。雙方同意繼續保持溝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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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省疫情快速發展 防控形勢嚴峻
黑龍江疫源為新一起境外輸入 傳播存外溢風險

��(���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劉凝哲 北

京報道）中國近期

發生新一輪本土新冠疫情，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作出最新研

判。國家衞健委新聞發言人米鋒10月30日表示，截至10月

29日24時，近14天內，中國14個省份報告新增本土確診病

例或無症狀感染者，當前疫情仍呈快速發展態勢，防控形勢

嚴峻複雜。此外，對於發展迅速的黑龍江黑河疫情，官方判

斷與內蒙古、甘肅疫情無關，是一起新的境外輸入引起疫

情，當地已發生社區傳播，並存在外溢風險。

●●1010月月2929日日，，在內蒙古呼和浩特市在內蒙古呼和浩特市
新城區一臨時核酸檢測點新城區一臨時核酸檢測點，，居民在進居民在進
行核酸檢測採樣行核酸檢測採樣。。 新華社新華社

據媒體報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國務院副總理孫春蘭10月28日至29

日在甘肅蘭州調研指導疫情防控工作。她
表示，當前甘肅疫情防控正處在最吃勁的
關鍵階段，各級各方面要充分認識做好防
控工作的重要性緊迫性，刻不容緩落實各
項防控措施，把每項工作、每個環節做實
做細做到位，嚴守疫情防控“最後一公
里”。

談及對於中國當前疫情形勢的研判，
國家衞健委疾控局副局長吳良有表示，本
輪疫情點多、面廣、線長。從目前疫情發
展態勢看，內蒙古額濟納旗自10月25日
以來連續4日未再發現溢出外地病例，疫
情擴散外溢風險已有效管控。當地近日新
增病例主要從集中隔離點中發現，前期各
項防控措施成效開始顯現，疫情社區傳播
態勢基本得到遏制。

14省疫情重症超以往 60歲以上佔40%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疫情中的老年患

者較多，重症比例也超過以往疫情。國家
衞健委醫政醫管局監察專員郭燕紅表示，
疫情由德爾塔變異毒株感染引發，傳播速
度較快，感染風險較高。粗略統計，涉及
60歲以上老年患者佔比達40%，比以往疫
情當中60歲以上感染人群18.5%的平均比
例高，再加上一些老年人有基礎病，因此
這次重症的比例比歷次疫情都偏高。此

外，疫情主要發生在西部地區醫療能力較
薄弱的地區。為此，衞健部門將額濟納旗
患者通過火車專列安全、順利轉運到內蒙
古自治區第四醫院進行集中救治，同時按
照“一人一策”的方式確保治療過程規範
化，還針對老年人較多的特點，加大對具
有重症傾向風險的、有基礎病的老年人的
監測。
“本輪疫情暴露出一些地方存在思想上

鬆懈麻痹、常態化防控應急準備不足、責
任落實不到位等薄弱環節。”吳良有表
示，隨着天氣轉冷，周邊國家疫情流行加
劇，全國特別是口岸地區應進一步嚴格落
實常態化疫情防控措施，加強高風險人群
篩查和閉環管理，強化疫情監測，及時採
取果斷措施，嚴防出現多點暴發流行的局
面。

此外，吳良有表示，黑龍江黑河疫
情自10月27日報告以來發展迅速，根據
目前流調和病毒測序結果，本次疫情與
近期內蒙古、甘肅等省區的本土疫情均
無關聯，是一起新的境外輸入病毒引起
的疫情。目前新增病例主要通過全員篩
查和主動就診發現，提示當地已發生社
區傳播，並且存在擴散外溢風險。國務
院聯防聯控機制已派出強有力的工作組
趕赴黑河指導、支持當地開展風險人群
排查、核酸檢測、流調溯源等應急處置
工作。

口 岸 防 疫 要 點

●進一步加強對周邊國家疫情形勢的監測，做到“一
日一研判”。

●陸路口岸海關按照“一口岸一方案”原則，進一步
完善細化工作方案和應急預案，嚴防病毒經邊境陸
路口岸傳入。

●對入境人員在口岸流調、採樣、檢測等各環節嚴格
實施“三查三排一轉運”等疫情防控措施。加強跨
境列車和貨車司機、邊民等重點人群的衞生檢疫，
“手遞手”移交地方聯防聯控機制，實現緊密銜接
的閉環管理。

●加大在口岸疫情防控工作中信息化、科技化手段的
應用；加快海關實驗室建設，重點加強口岸快速檢
測技術研發和應用；加大對東北、西北等高寒地區
冬季防疫物資的保障力度，從嚴 頂格做好口岸一
線工作人員安全防護。

●堅持“人物同防”“多病共防”，對貨物入關各個
環節進行風險排查，嚴格執行“客停貨通”“人貨
分離”等措施。

●加強進口冷鏈食品新冠病毒風險監測。對進口冷鏈
食品實施新冠病毒核酸抽樣檢測。截至10月29
日，全國海關共抽樣檢測樣本323萬個，檢出核酸
陽性結果499個。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凝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郭若溪深圳報
道）近日，中國國內首款自主研發並完
成三期臨床的新冠病毒“特效藥”——
新冠病毒中和抗體BRII-196和BRII-198
（簡稱聯合療法），順利運抵內蒙古，
免費提供給西北疫情中的疫區醫院進行
臨床救治。根據此前公布的試驗數據顯
示，這一由騰盛博藥研製的“雞尾酒”
組合方案，能在患者的救治中發揮積極
作用，使住院及死亡率降低78%，且安
全耐受性良好。目前已在全球多國進行
三期臨床試驗，有望成為國內第一個獲
批的新冠中和抗體“特效藥”。

保持對“阿爾法”等變異株中和活性
由於目前市場上並沒有治療新冠的

特效藥，全球越來越多專家認可“疫苗
預防+抗體雞尾酒藥物治療”是新冠疫
情防治最佳的醫學干預組合，國內外多
家生物製藥公司也都在研究新冠“雞尾
酒”抗體。

早在2020年初，騰盛博藥就與清華
大學和深圳市第三人民醫院共同成立騰
盛華創，以開發從新冠恢復期患者血清
中分離獲得的非競爭性新冠病毒
（SARS-CoV-2）中和抗體BRII-196和
BRII-198。這兩種中和抗體可以非競爭
性地結合新冠病毒刺突蛋白的受體結合
區（RBD）中不同表位，組成高效的抗
體“雞尾酒”組合方案。根據臨床前數
據顯示，該方案保持了對目前已出現的
“阿爾法”、“貝塔”、“伽馬”、
“德爾塔”、“拉姆達”和“繆”等主
要新冠病毒變異株的中和活性。

今年6月，由中國工程院院士、廣州
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國家呼吸系統疾
病臨床醫學研究中心主任鍾南山牽頭，
騰盛博藥在國內啟動了二期臨床試驗。

逾1500病人使用 無嚴重不良反應
根據相關試驗數據分析顯示，在入組

的837例疾病進展高風險的新冠肺炎患者
中，與安慰劑相比，聯合療法使住院和死
亡複合終點降低78%。目前已在臨床上對
超過1,500名病人使用，沒有觀察到嚴重
的不良反應，顯示出良好的安全性和耐受
性。

目前，騰盛博藥已向美國食品藥品
監督管理局提交了聯合療法的緊急使用
授權申請，也同步將國際三期臨床的中
期報告遞交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藥品審
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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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道）協和發電廠更新改建計畫規劃設置第4座天然氣
接收站（四接），環保署今天召開環評初審會議決議補充修正後
再審；台電表示，為穩定供氣，設置儲槽與浮動式天然氣接收站
有其必要，強調這是評估後唯一可行的最適方案。

協和電廠既有4部燃油機組、合計裝置容量200萬瓩，將陸
續屆齡除役，各界關注協和電廠更新改建計畫。

台電今天發布新聞稿說明，考量北部地區尖峰負載高，區

域電源吃緊，規劃
於原場址更新改建2
部合計 260 萬瓩高
效率燃氣機組；且
燃油改燃氣，再搭
配最新污染防制設

備，可望減少空污排放、改善地方空氣品質。
台電表示，燃氣機組運轉需要穩定供氣，天然氣存量也需

符合安全規定，已評估過其他方案，均因各項因素而不可行，最
後評估於基隆港港外附近水域填海造陸、設置LNG輸儲設施，
是唯一可行的最適方案。

台電指出，為確保穩定氣源，需建置2座各約16至18萬公
秉的液化天然氣儲槽、卸料設施、氣化與供氣設施等，但因供電

時程需要，於填海造陸設置接收站完成前，必須暫以浮動式液化
天然氣接收站（FSRU）進行供氣。

不過，台電說，颱風期間浮動式接收站依法必須配合離港7
天，換言之，短期勉可由其他電廠融通電量供應，長期還是需要
依靠自建陸上接收站方能確保供電穩定。

針對環團質疑改建計畫可能破壞當地珊瑚礁生態，台電回
應，本計畫依循縮小、減輕、補償的生態保育策略，規劃填海面
積已由最初的29.25公頃縮減至約18.6公頃，減少超過3成5，並
於防波堤設計納入生態補償概念、進行珊瑚復育計畫，營造良好
珊瑚友善的生態環境。

環保署今天召開 「協和發電廠更新改建計畫環境影響評估
報告書初稿」專案小組第3次初審會議，環委建議減少填海面積
，評估設置在其他地區的可行性，本案決議補充修正後再審。

協和電廠改建計畫擬蓋四接
台電：評估後是最適方案

高端與Vaxess開發COVID-19貼片疫苗
拚 明 年 進 入 臨 床

台電小水力大軍台電小水力大軍111111年起陸續併聯年起陸續併聯
為擴大綠能生力軍為擴大綠能生力軍，，台電祭出水力發電廠台電祭出水力發電廠 「「迷你化迷你化」」 ，，選定選定1010個場址執行小個場址執行小

水力計畫水力計畫，，打前鋒的鯉魚潭景山電廠力拚明年初併聯發電打前鋒的鯉魚潭景山電廠力拚明年初併聯發電，，圖為電廠現場圖為電廠現場。。

(綜合報道）高端疫苗除了自行開發COVID-19
針劑型疫苗，今天宣布與美國Vaxess Technologies合
作研發的貼片疫苗，最快將在2022年進行人體臨床
試驗。

高端疫苗今天發布新聞稿表示，美國 Vaxess
Technologies是一家致力於開發MIMIX微針智能緩釋
貼片的創新生物技術公司，2020年起與台灣高端疫苗
合作研發；Vaxess提供新型 MIMIX 微針智能緩釋貼
片系統，搭配高端生產的 COVID-19（2019 冠狀病
毒疾病）疫苗抗原，開發全新的 COVID-19 貼片疫
苗。

高端指出，此一合作開發案已在動物模型上呈
現良好的安全性及免疫生成性，Vaxess 目標最快在
2022年進行人體臨床試驗。

Vaxess首席執行官史拉德（Michael Schrader）表
示，在美國麻州建立的先導GMP工廠上週已正式啟
用，可生產候選藥品的MIMIX貼片試驗用藥，包含

COVID-19疫苗貼片。目標在未來一年內可開始進行
第一期人體臨床試驗。

高端疫苗總經理陳燦堅則表示，期待盡快與
Vaxess成功開發兼具新穎的COVID-19疫苗接種技術
，讓民眾可以更方便地完成疫苗接種，以協助全世界
對抗疫情。

高端說明，MIMIX貼片類似繃帶設計，在配戴
幾分鐘後即可移除，而停留在皮膚上的微針則可持續
將藥物釋出，在往後數日至數週內持續傳輸藥物至人
體免疫系統。Vaxess的 MIMIX 貼片無須冷藏，且可
運送到低資源環境中使用。

Vaxess Technologies這項MIMIX技術平台，最初
來自於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和塔夫茨大學。Vaxess已從
美國生物醫學先進研究與開發局（BARDA）、美國
國防高等研究計劃署（DARPA）、美國國家衛生研
究院（NIH）和蓋茲基金會等組織獲得超過 6000 萬
美元的資助。

中經院：政府3招消除預期心理讓物價上漲可控程度
(綜合報道）外界關注通膨議題，中經院院長張傳章認為，物價上漲應該在可控程度。中經院

副院長王健全指出，政府宣示通膨沒那麼嚴重，同時也查緝物價，實施電價與油價等穩定措施，
就是希望消弭民眾的預期心理，避免通膨的自我實現。

中華經濟研究院今天舉行10月台灣採購經理人指數（PMI）記者會，外界關注如何看待近
期通貨膨脹議題。

王健全指出，目前政府祭出3項措施，包括宣示通膨沒那麼嚴重、查緝物價以及在電油價部
分實施穩定措施，目的就是要消弭民眾預期心理，避免真的發生通膨。

他解釋，民眾因為有預期心理，認為會有通膨、去搶買東西，加上工資調整，導致物價上來
， 「通膨就可能會自我實現」。

王健全分析，通貨膨漲為何會有感受不同情形，主要是因為消費頻率不同，像是耐久財可能

漲幅下降，但是民生必需品因為使用頻率高、上漲幅度高，所以民眾感受比較強烈。但用數字來
看，台灣9月消費者物價指數（CPI）為2.63%，扣除蔬果、能源後的核心CPI年增率為1.74%，跟
美國9月CPI達5.4%、核心CPI達4%相比，仍然有段落差。

中經院院長張傳章也說，政府都有聽到各界反應，相關措施都有進行。不過，日前也有提醒
，國內進口物價指數以美元計價，今年5月、6月以來，各月年增率都在20%左右的高檔。

張傳章指出，根據中經院預測，台灣今年全年CPI為1.84%、明年CPI為1.8%，不過要注意
的是，躉售物價指數（WPI）確實相對較高，預測今年WPI年增率為7.28%、明年為5.1%。

不過，張傳章認為，政府已經大力投入許多措施，個人判斷國內發生通膨機率不高，物價上
漲應該還在可控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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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宣道會牧師休士頓宣道會牧師//同工聚餐同工聚餐

一生熱心公益一生熱心公益，，嘉惠僑社嘉惠僑社
何明通博士追思儀式何明通博士追思儀式，，上周六舉行上周六舉行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因為年事已高，一生學驗俱豐、熱
心公益、嘉惠僑社的何明通博士於今年十月十七日安詳離世，享
年八十九歲。
何明通博士的追思儀式，於上周六（10月30日）上午十時，在
永福殯儀館舉行。由何博士生前好友至交，僑務委員葉宏志主持
並安排一切喪葬事宜。葉宏志在追思儀式上介紹何博士生平：他
原籍福建，1932年9月3日出生於馬來西亞麻六甲的一個書香世
家。父親何葆仁博士，曾為五四運動上海復旦大學學生領袖，積
極發動和參加上海市學生團體的愛國運動，擔任上海巿學生聯合
會首屆會長，並被推舉為全國學生聯合總會副會長，後來留學美
國伊利諾州，取得政治經濟學博士後，幫助復旦大學成立政治學
系，後回星馬，曾領導麻六甲的抗日活動，太平洋戰爭期間，攜
家眷回重慶，任國民政府華僑參議員，戰後長居星加坡。

何明通博士於星加坡高中畢業後，負笈台，念
台灣大學化學系，大學畢業後，再留學美國，
前後在俄勒岡州立大學及華盛頓州立大學取得
碩士及博士學位。畢業後與王大熙博士結婚，
曾短暫到紐約州水牛城州立大學作博士後研究
，後來二人再搬到休士頓定居，何博士分別任
職於德州精神科學研究中心，擔任神經藥理學
系主任、後在德州大學M.D.Anderson Cancer
Center 神經藥理學系任教授，直至退休。
何博士除了鑽研藥理的專業外，也樂於參與社
區事務。在1980年代與數位華裔醫師成立“
中華保健中心” 造福長輩華人，曾任休士頓中
華公所主席，領導全僑，又擔任中華公所主席
聯誼會召集人，並出任過中華學人聯誼會會長
，休台姊妹會會長，美南國建協進會會長等，
十多年來每年籌辦休士頓全僑健康日活動，一
日內接待出席僑胞上千人之多，是僑界年度一
大盛事，造福僑胞，也長期擔任中華文化中心
顧問，協助其發展。80年代參與籌建休士頓華
資第一家銀行“ 亞美銀行 ”出任董事，為華人中小企

業提供服務。總觀何博士一生對僑社的付出和貢獻，可謂功不可
沒，中華民國政更肯定他對僑社的熱心服務，曾被任命為中華民
國僑務委員九年之長。
何博士對新來的同事及新搬到休士頓的朋友都伸以援手，盡力幫
忙。在僑社活動中，常常可以見到他溫文儒雅、活潑幽默及和藹
可親的身影。每當有人需要到M.D.Anderson 醫院時，他都會竭
盡心力地，幫忙找到最好的醫生或當翻譯等等，造福很多休士頓
的鄉親，他的離去，令人不捨，我們會永遠懷念他！
追思儀式上還播放玉佛寺住持宏意法師誦經 「讚佛偈」 及追思、
開示。宏意法師說：我們又失去了一位謙和又令人懷念的長者、
他是我們的 「善知識」 ，是一位充滿愛心、熱心助人的長者，曾
幫助佛教會會友到醫院開刀，在 「菩提中心」 籌建時，何博士更

給予鼓勵，令他覺得何博士就是我們的 「活菩薩」 、何博士在無
常變化的世間，創造生活的價值。他就是 「活菩蕯」 ,而他一定
會往生善道。
儀式上還播放何博士生前影片回顧。僑教中心副主任黃依莉也代
表僑委會委員長童振源及 「台北經文處」 羅復文處長前往致詞，
並恭讀童振源委員唁電 「致力僑社公益，典型永留後世」 。
最後，由他的生前好友、鄰居、老同事逐一上台致詞，表達對何
博士的懷念。其中包括： 「美南報業傳媒集團」 董事長李蔚華先
生、斯坦福市副市長譚秋晴、曾與何博士在文化中心共事過的
「休士頓西南管理區」 主席李雄，及他在文化中心、健康日、M.
D.Anderson 工作過的老同事。最後，由何博士的姪兒代表家屬
致詞，萬分感謝大家對何博士的厚愛，希他一路好走，早登極樂
。

圖為前往致哀的家屬友人圖為前往致哀的家屬友人，，瞻仰儀容瞻仰儀容。（。（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圖為何博士靈堂圖為何博士靈堂。（。（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圖文圖文：：秦鴻鈞秦鴻鈞
由張文雄牧師主持的由張文雄牧師主持的 「「休士頓宣道會休士頓宣道會」」 於昨天於昨天（（1111月月11日日」」 中午在該教會舉行牧中午在該教會舉行牧
師師//同工聚餐同工聚餐。。該教會有半數以上的教友是主流社區人士該教會有半數以上的教友是主流社區人士，，但與華亞裔教友相處融但與華亞裔教友相處融
洽洽。。大家共聚一堂大家共聚一堂，，共享以華共享以華、、亞裔口味為主的午餐亞裔口味為主的午餐。。 「「休士頓宣道會休士頓宣道會」」 位於位於
Cook Rd.Cook Rd. 與百利大道交口以南不遠處與百利大道交口以南不遠處。。該教會一半物業由一旁建築的業主楊以勒該教會一半物業由一旁建築的業主楊以勒
會計師所捐出會計師所捐出。。當天的牧師當天的牧師//同工聚餐會也邀請了不少華裔牧師前往同工聚餐會也邀請了不少華裔牧師前往，，如著名的李如著名的李
水蓮牧師等人水蓮牧師等人。（。（圖一圖一））為休士頓宣道會的張文雄牧師為休士頓宣道會的張文雄牧師（（左一左一 ）、）、捐贈該教會建捐贈該教會建
築的楊以勒會計師築的楊以勒會計師（（右二右二）、）、李水蓮牧師李水蓮牧師（（右一右一 ））及梅路村博士及梅路村博士（（左二左二））等人攝等人攝
於該教會建築門外於該教會建築門外。（。（圖二圖二））出席牧師出席牧師//同工聚餐會的休市華同工聚餐會的休市華、、亞裔牧師合影亞裔牧師合影。。
（（中中））為該教會負責人張文雄牧師為該教會負責人張文雄牧師，（，（右三右三））為李水蓮牧師為李水蓮牧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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