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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您家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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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 785-3899

凱蒂亞洲城

聯⽲地產集團 購屋|商業|投資|⽣意  ⼀站式服務 

(713)-630-8000

1,000 ~ 8,000平⽅英呎
商圈旺鋪全⾯招商

JOSIE LIN,CCIM

（中央社）美國總統拜登6日在國會山莊遇襲滿
週年這天，表彰現場執法人員的英勇行為，並概述美
國強化民主所需但尚未完成的工作

路透社報導，民主黨籍的拜登和副總統賀錦麗6
日上午將在國會大廈發表談話。白宮發言人莎琪
（Jen Psaki）今天下午告訴記者： 「總統週四將揭開
事情的真相，打破有些人四處散播的謊言，並講述那
些謊言對法治和我們民主治理體系構成的危害。」

川普鐵粉去年1月6日與執法人員爆發激烈衝突
，強行闖入國會山莊，企圖阻止國會認證拜登勝選，
但未成功。國會遇襲當天有4人喪命，1名國會警察
隔天傷重不治，4名負責防衛國會山莊的警察事後自
殺身亡，另外還有數十名員警受傷。

莎琪說，拜登將在演說中，凸顯國會警察和其他
現場人員扮演的角色。 「因為他們的努力，我們的民

主禁得起暴徒攻擊，在總統大選中超過1.5億投下選
票的選民，他們的意願最終獲得國會承認。」

儘管有許多壓倒性證據，共和黨人仍相信拜登從
川普手中偷走選舉勝利，記者詢問莎琪，總統將向這
些共和黨人傳遞何種訊息。

莎琪說： 「他將繼續與全國人民交談。對那些沒
有把票投給他的人，還有那些可能不相信他是合法總
統的人說明，他想為他們做些什麼來改善他們的生活
。」

法新社報導，前總統川普今天取消原定在國會暴
動屆滿週年當天召開記者會的計畫。

川普在聲明中表示， 「有鑑於國會委員會對其支
持者進行的調查及媒體報導徹底存在偏見且不誠實」
，他將取消在佛羅里達州度假村海湖俱樂部
（Mar-a-Lago）舉行的活動。

國會暴動屆滿週年 拜登表彰執法人員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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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world’s largest trade
agreement, the “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RECP) has recently come into

force and includes two billion
residents. It is the largest free
trade agreement in the world.

As early as 2011, this negotiation

was conducted among the
member countries of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nd then joined by
China, Japan and South Korea,
and the negotiation was
completed in November 2020.
China is the first country to
approve the Huaihe River
Agreement in China.

According to the agreement,
65% of the products between the
member states can get zero
tariffs, a figure that will be
reduced to 90% in the next 20
years.

Experts believe that this regional
agreement will be the economic
driving force of the Asian region’

s economy. Its total trade volume
will exceed the total trade volume
of Asia, Europe and North
America combined.

We are very glad to see the
beginning of agreement,
especially in the past two years.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have
suffered a major economic blow
due to the impact of the
pandemic. We hope that this
agreement will become a
powerful leverage to inject a
strong force into the world
economy.

We all hope the RECP
agreement will open a new
chapter on the world stage,
especially in the economic area.

0101//0505//20212021

The World's Largest TradeThe World's Largest Trade
Agreement RECP BeginsAgreement RECP Begins

全球最大的貿易協定「區域全
面経濟夥伴關係協定」近日正式生
效，涵蓋包括二十億居民躍居全
世界最大的自由貿易協定。
早在2011 年此項談判已在東

南亞國協會員國間進行，隨後才
加入了中國、 日本及南韓並於
2020 年 11月完成談判 ，中國是
第一個在國內批淮協定的國家。
根據協定，成員国之間有百分

之六十五產品可獲得零關稅，而且
在接下來的二十年內將一路降至百
分之九十之產品。
專家們認為，此區域協定將

是亞洲地區之經濟原動力，其貿
易總額將會超過亞洲舆北美歐洲貿

易之總額。
我們非常欣見協定之開始實

施，尤其是在過去二年來，世界
各國因疫情之影響在經濟上已經承
受重大打擊，希望這項協定能夠
成為一個強有力的槓桿，為世界經
濟注入強心針。
拜登政府已經充分認識到亞

洲區域経濟協定在美國未能参加之
情況下，將會由中國掌控全局。
今天在世界各地多半的国家和

地區仍然遭受民生経済之困难，
如果政治上未能安定，真是雪上
加霜。

全球最大貿易協定開始上線全球最大貿易協定開始上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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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網站(19fortyfive)分析5處世界可
能爆發衝突與戰爭的地區，分別是烏克蘭
、台灣、伊朗、朝鮮半島、中印喜馬拉雅
邊界；台海局勢被排在第2位，吾人不可不
慎。

進入2022 年，世界看起來比1980年
代後期以來的任何時候都更加危險，東歐
和東亞都有可能成為嚴重的衝突區域。以
下是可能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爆發的5處最
危險爆發，按危險程序由高而低排列：

最可能爆發戰爭地點第1名：烏克蘭
2022年大國戰爭的最可能爆發點，就

是俄羅斯和烏克蘭之間的邊界。此處的衝
突應視為俄羅斯與美國、北約集團的博奕
，俄羅斯不能容忍美國與北約與烏克蘭達
成軍事結盟，因此可能以最直接的軍事行
動，對美國表達意見。逼迫美國作出回應
。然而，美國也通過間接方式支持基輔，
迴避直接干預的做法。這包括對俄羅斯的
經濟制裁、對俄羅斯基礎設施的網路攻擊
、向烏克蘭轉讓武器，與烏克蘭軍隊分享
即時情報。

最可能爆發戰爭地點第2名：台灣
在過去的一年裡，中國大陸對台灣的

威脅態勢愈來愈明顯，大陸軍事能力在過
去十年中迅速增長，成為美國干預的主要
障礙。但同時，大陸的軍事力量也未經考
驗，跨越台灣海峽發動兩棲攻擊，可能會
是史上最複雜的軍事行動之一。

最可能發生衝突的原因在誤判。在美
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建立邦交的40年間，
一方面經濟關係大量交流時，但美國一直
對台灣的說法保持言語上模糊性。這種
「戰略模糊」 的目的是消除台灣宣布獨立

的動機，同時不給中國大陸入侵的藉口。
然而目前美國政界出現一股 「結束戰略模
糊」 政策的聲音，主張應全力支持台灣的
國際地位。

戰爭有可能以幾種不同的方式爆發。
大陸或許發動一場同時令美國和台灣措手
不及的閃電攻擊。或者，美中關的緊張局
勢，讓北京認為先攻打台灣，能改變美國
對台灣的態度。最後（也是最不可能的）
台灣宣布獨立成為既成事實，成為中國大
陸出兵的理由。大多數分析人士，台灣宣
布獨立將直接招致大陸的軍事入侵。

無論如何，要是台海戰爭升級，對任
何一方來說都很難善了。

可能爆發世界大戰5處地區：台海排名第2

學生該不該到校上課？現在這問題普遍存在全美各學區,造成各地學區進退維谷的況
情, 最誇張的就是貴為全美國第三大學區的CPS芝加哥公立學區因與教師工會存在巨大鴻
溝,CTU教師工會成員堅持舉行投票來決定是否到校授課, 直到深夜11時許開票結果出來
後, 芝加哥學區主管才在不到24小時之前做出最後決定:1月5日停課一天, 但學校將開放
給願到校的學生，只不過沒有課可學習罷了！

這次學區與教師工會發生嚴重分歧讓孩童與家長無所適從,到底誰對誰錯呢? 我認為
雙方都沒錯, 只是大家對新冠病毒的觀點有所不同罷了, 站在教師工會立場, 病毒來勢洶洶
對芝加哥造成重大傷害, 工會當然不願讓教師與學生到學校面對面授課以產生感染風險,
所以他們純粹是站在健康考量來做決定, 而且在徹夜投票中, 更是以超過所需投票成員的
三分之二,以 555 票對 77 票獲得了 73% 的批准，通過了要求在 1月5日至1 月 18 日進
行遠程上課的決定,這也是芝加哥公立學區過去 27 個月內第三次因勞資糾紛而中斷。儘管
市長與衛生主管都表示疫情並不影響到約 290,000 名學生的面對面上課教學, 但CTU毫不
同意, 所以CPS首席執行官佩德羅•馬丁內斯被迫作出停課1天的舉動, 但他堅持不開放
遠程教學, 這注定雙方分歧不會在短時間可獲解決。

當然學區主管以及市長和衛生主管之所以主張開放學校的另一個原因是學生家長對於
去年遠程上課造成相當不便, 而且學區考試的成績, 竟下掉了3分之1, 所以遠程教學會造
成學生素質的低落, 這是新上任的學區主管以及市長優先考量的問題,他們當然也沒有錯了
。

目前芝加哥每天平均有近4000例冠狀病毒，比前一周增加42%，每天有600名兒童
檢測呈陽性，大約51%的12至17歲的地區學生和近12%的5至11歲的學生都接種了疫
苗,大約91%的員工已完全接種疫苗。 任何學生無論是否接種疫苗，只要出現COVID-19
症狀，都被指示待在家裡，接受檢測並隔離10天,馬丁內斯說，他相信CTU和學區能夠達
成合理的協議, 只是萬一現在在學區內發生群聚感染, 市長與學區主管就難辭其咎了！

為證實咖啡是否真的能對大腦形成保護作用，降低認知能力
的下滑與罹患阿茲海默症的風險，澳洲伊迪斯科文大學醫學與健
康科學院組成的研究團隊，針對逾200名認知正常的老人進行逾
10年的研究。結果發現，每天2杯咖啡，18個月後認知能力下
降程度降低8%，大腦中澱粉樣蛋白的沉積也會減少5%。

這項研究已刊登於2021年11月份的《衰老神經科學前線》
期刊。論文指出，咖啡做為風靡全球的飲品，每天都有不少人品
嘗其美味。

現有文獻證實，咖啡富含一系列的生物活性化合物，包含咖
啡因、綠原酸、多酚、少量維生素與礦物質。流行病學研究也發
現，咖啡對中風、心臟衰竭、癌症、糖尿病與帕金森症都有裨益
。

阿茲海默症是一種神經退化疾病，特徵為學習、記憶與其他
認知能力出現損壞。更進一步來說，當Aβ-澱粉樣蛋白在大腦
沉積，進而導致神經發炎、突觸喪失與與神經細胞死亡，患者就
會出現阿茲海默的症狀。

儘管現有研究證實咖啡具保護作用，可減低認知障礙程度與
阿茲海默症風險；然而，這些研究中關於健康老年參與者的縱向
數據有限，也缺乏咖啡與大腦神經病理學關聯性的研究。

為調查每日咖啡攝取量與認知能力下降的關係，研究團隊透
過 「澳洲老化研究之影像、生物標記與生活型態」 (Australian

Imaging, Biomarkers and Lifestyle
study of ageing, AIBL)取得227名認知
正常的老年人同意，並進行126個月的
追蹤與評估。

所有參與者平均年齡60歲以上，
過去2年沒有阿茲海默症、精神分裂、
嚴重抑鬱症、帕金森症、癌症病史。參
與者必須進行包含200多種食品與飲料
攝取量的飲食問卷。每位參與者還須回
答多久喝一次咖啡、每次啜飲杯數與消
費頻率，進而掌握咖啡習慣攝取量。

結果發現，假設一杯的咖啡約為
240克，每天攝取2杯的參與者，18個
月後認知能力下降幅度減少8%；同一
時間內，大腦中澱粉樣蛋白的累積也減
少5%。

研究人員解釋，儘管仍須進一步研
究分析為何咖啡能減少澱粉樣蛋白的累
積；但眾所周知，阿茲海默症就是澱粉樣蛋白沉積並在大腦形成
有毒的斑塊。這項研究發現，咖啡減緩這種沉積程度，並對認知
能力產生積極的影響，如執行能力、計畫、自我控制與專注力。

研究團隊表示，對於認知能力可能出現下降，但又還沒有出
現任何失智症狀的人來說，提高咖啡攝取量或許能產生裨益。

減少認知能力下降達8％ 每天兩杯就能降低失智風險的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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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耶穌教會
True Jesus Church

中英安息日崇拜：週五晚上7:45週六早上10:45
中英文分組查經：週六下午1:30
英文兒童宗教教育：週六早上11:00 下午2:00

TJC

335 Avenue E,Stafford,
TX 77477

電話: (281)631-5260
網址: www.tjc.org
電子郵件: Houston@tj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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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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秘魯新冠死亡數持續上升
官員警告第三波疫情將至

綜合報導 根據秘魯衛生部疾病預防和控制中心(CDC)的記錄，秘

魯新冠死亡人數連續第二個月上升，2021年12月(截至29日)共有1068人

因感染新冠病毒而死亡，盡管12月30日和31日的報告仍未收到，但該

月的累計數字已高于11月的死亡人數(1003人)；11月，秘魯新冠死亡人

數在七個月內首次增加。

秘魯衛生部警告說，新冠感染和住院人數也有所增加。此外，過去

兩周，秘魯已經檢測到奧密克戎毒株的存在，衛生部長塞瓦略斯警告說

，第三波疫情即將到來。

根據CDC的數據，自疫情暴發至今，秘魯已經有202653人死于新冠

感染。首都利馬的累計死亡人數最高，爲82189人，其次是Piura(12268

人)、Callao(10112人)、Apurímac(9763人)和Ica(8608人)。

日前，秘魯總統卡斯蒂略在利馬市接種了新冠疫苗加強劑，並

評估了衛生部組織的疫苗接種工作的進展。截至當地時間2021年 12

月 31 日 18 時，秘魯共有 2000 多萬人接種了兩劑疫苗，占全國目標

人口的80%。

此外，秘魯政府已確保在2022年1月上旬接收第一批兒童疫苗，這

將使5至11歲的兒童接種新冠疫苗，以保證重返學校。另外5500萬劑疫

苗將在2022年期間運抵秘魯，以便繼續開展疫苗接種工作。

秘魯政府還將采取一系列措施來防止新冠病毒的傳播，應對奧密

克戎毒株威脅。自2021年 12月10日起，秘魯18歲以上居民需要出示

身份證件和疫苗接種卡，才能進入封閉的公共空間和乘坐陸路交通

工具或飛機。

希臘日增確診超4萬例創新高
政府收緊防疫措施

希臘國家公共衛生組織宣布，過去24小

時，希臘新增40560例新冠確診病例，刷新希

臘自疫情暴發以來的日增最高紀錄。目前，

該國累計確診病例達1210853例。當日新增死

亡病例76例，累計死亡病例達20790例。

希臘政府嚴禁舉行派對或聚集活動
受新冠疫情影響，2022年，希臘的

新年前夜與以往不同：餐飲和娛樂場所允

許營業至淩晨2點，但不能播放音樂。顧

客只能在座位上接受服務，且每桌最多可

接待6名顧客。

此外，根據希臘最新的防疫政策，從

2021年12月30日起，衛生用品商店在無音

樂的情況下營業至深夜12點。

如有民衆違反防疫規定，特別是舉辦

群體聚會，將面臨罰款。如果在船舶上舉

行聚集活動，船東、管理人員、船員和乘

客也都將被處以巨額罰款。

希臘學校會如期開放嗎？
隨著疫情日趨嚴重，不少衛生專家建

議將學校的開學日期推遲。不過，希臘教

育部副部長馬克裏接受采訪時強調，政府

的目標仍然是讓學校在2022年1月10日如

期開放。她說，還有十天左右的時間評估

數據，當局正在等待專家們的意見。

就此，微生物學教授瓦托普洛斯說，

希臘衛生專家委員會將在近日進行討論並

作出結論，學校的關閉或

開放取決于病例的增加速

度，但由于傳染性極強的

奧密克戎變異株的存在，

使得事情應對更加棘手。

塞薩洛尼基亞裏士多

德大學環境工程學教授薩

裏雅尼斯則建議，可以將

學校的開學日期推遲一周

，並把學期的結束日期也

延後一周，這樣既能在疫

情中保證師生們的健康安全也不會落下教

學進度。

密切接觸者定義、隔離政策更新
希臘國家公共衛生組織日前更新了確

診病例密切接觸者的定義。具體如下：

--24小時內與新冠確診者面對面接觸

，距離小于2米且接觸時間持續15分鍾以

上的人士；

--與確診患者有過直接身體接觸的人

士；

--在無保護措施的情況下接觸過確診

患者分泌物的人士；

--與確診患者待在室內(如家、教室、會

議室、醫院候診區等)超過15分鍾的人士；

--與病例座位同排及前後兩排的同機

乘客、照顧病例或與病例一同出行的旅客

、曾爲病例附近區域服務的機組成員(在病

例出現重症，或病例曾因在飛機上移動而

與更多乘客接觸的情況下，在坐在同一區

域的乘客，甚至該航班上的有乘客都可能

被視爲密切接觸者)；

--爲確診者提供護理的醫療保健專業

人員或其他人員，或處理患者臨床標本的

實驗室工作人員，在未采取防護措施的情

況下也視爲密切接觸者。

該組織同時更新了密切接觸者的隔離

政策，包括：

--對于接種過加強針疫苗的人士需佩戴

高防護口罩或雙層口罩10天，並在接觸病例

後的第5天進行核酸或快速抗原檢測；

--對于沒有接種過加強針或沒有接種

疫苗的人需居家隔離5天，避免與他人接

觸，並在第5天時進行核酸或快速抗原檢

測，5天後至少需要再佩戴至少5天的高防

護口罩或雙層口罩。

全球第6國：
法國累計新冠確診病例超過1000萬

綜合報導 法國官方數據顯示，自新冠疫情暴發以來，法國累計確

診病例已超1000萬例，達10191926例，成爲全球第6個累計新冠確診病

例超過1000萬的國家。

據報道，新冠確診人數超過1000萬的其他5個國家依次是美國、印

度、巴西、英國和俄羅斯。

法國衛生當局通報稱，過去24小時新增219126確診病例，連續第4

天新增確診病例超過20萬例。今天新增確診人數是該國曆來第2高，僅

次于前一天創下的232200人的確診紀錄。

法國總統馬克龍當天警告，由于最近感染人數暴增，未來幾周勢必

會很艱難。

法國境內新增病例的7日平均數，攀升至曆來最高的157651例，于

一個月內躍增至將近5倍。

此外，過去24小時新增110死亡病例，累計死亡病例增至123851人

，排名全球第12高。每日新增死亡的7日平均數達186例，是自5月14

日以來新高。

過去24小時新增96人住院，住院病患增至18811人，爲7個多月以

來最高數字，但仍僅爲2020年11月創紀錄33497人住院的將近半數。

根據法國衛生部數據，法國目前已有5291萬人接種至少一劑疫苗，

約占法國人口的78.5%；已有5175萬人完成兩劑接種，約占法國人口的

76.8%；已有2432萬人接種第三劑疫苗。

多重危機下馬克龍掌舵歐盟
2022會是歐洲轉折之年嗎？

綜合報導 法國成爲歐盟輪值主

席國，爲期半年。馬克龍主政的法國雄

心勃勃，要建設一個“強大的”和“擁

有主權”的歐盟，不過，這一計劃可能

會被正在法國泛濫的奧米克戎新冠疫情

，以及四月份的總統大選打亂。

文章稱，1月1日，法國接替斯洛文

尼亞，成爲歐盟輪值主席國，持續至7

月1日。爲了紀念這一重大事件，法國

埃菲爾鐵塔和總統府愛麗舍宮同時“發

出藍光”，這是歐洲的顔色。巴黎凱旋

門也升起一面巨大的歐盟旗幟。

然而，在這個法國大選之年，一切

都可能成爲反對派攻擊的口實。

極右翼國民陣線總統候選人瑪琳娜·勒

龐和另一位極右翼黑馬--總統候選人澤穆爾

立即對此表示“憤怒”，稱法國的紅白藍

三色旗被歐盟旗幟取代，“這竟然發生在

爲祖國犧牲的無名戰士墓前！”

法國歐洲事務部長博納趕緊出面解

釋，“法國國旗當然會重新在凱旋門飄

揚”，他譴責勒龐等人的說法是“毫無

意義的爭議”。

歐盟輪值主席國的主席領導歐盟理

事會，面對歐盟委員會和歐洲議會，歐

盟理事會代表27個成員國的利益。主席

國每半年輪值一次，負責確定議事日程

、主導對外談判。

擔任輪值主席使得法國將在未來六

個月擁有重大的影響力，可在27國間尋

求妥協，推動一些重大議題。輪值主席

的權力範圍相當明確，行使時既要手段

靈活又要持中。

法國總統馬克龍把目標定得很高，

在新年致詞時，他說：“2022年應該是

歐洲轉折之年”。他在12月9日已有相

關表示，要建設一個在全球範圍內“更

強大的，擁有完全主權的，自由選擇的

，做自己命運主人的歐盟。”

文章指出，從2017年當選總統以來

，馬克龍一直不斷地明確地表露自己對

歐洲建設的雄心，有時甚至讓一些夥伴

國很不自在，尤其是歐盟東部國家。

作爲歐盟輪值主席國主席，馬克龍

本人並不親自主持歐盟理事會峰會，這

一角色由歐盟理事會常任主席、比利時人米

歇爾擔當，馬克龍可在各國領袖商討時或在

危機發生的情況下起到關鍵作用。

但是，歐盟目前正處在十字路口，從

俄羅斯士兵壓境烏克蘭引發的歐洲安全，

到新冠疫情讓經濟地平線變得晦暗，有一

系列亟待解決的敏感重大的問題。

當然，馬克龍可以指望德國社民黨人、

在本年度擔任七國集團主席的新任德國總理

朔爾茨的合作。朔爾茨如同馬克龍一樣，也

主張歐洲擁有“更強大的主權”。

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發推歡迎

法國繼任：“我們一道努力，建設一個

數字化、環保及社會化的歐洲，且在全

球發出我們的更強音。”

作爲輪值主席國，法國確定了三大

優先目標：建立歐洲最低工資制；規範

網絡巨頭；設立碳稅，對歐盟進口的産

品將根據其對環境造成的影響課稅。

馬克龍同時希望對申根區進行改革

，處理好移民危機，以更好地“保護歐

盟邊境”。據分析，移民這一主題將成

爲法國總統大選激辯的主題之一。

馬克龍還打算提出預算修改方案，

即修改“馬斯垂克特條約”有關歐盟國

家預算赤字的標准，從而能夠向歐盟投

資和經濟增長注入更多資金。

盡管歐盟一些成員國戀戀不舍北約，對

歐盟防禦持保留態度，馬克龍仍希望歐盟在

獨立防禦方面取得相當的進展。

此外，今年上半年的法國總統選舉和

立法大選與輪值主席期不期而遇，無疑將

大大減少馬克龍的行動空間；奧米克戎疫

情也將擾亂馬克龍的歐洲議程，至少在1月

份，許多會議將被迫延遲退後。

法國反對派則指責馬克龍把法國擔任

歐盟輪流主席一事工具化。法國裏爾天主

教大學政治學教授蒂埃裏· 肖邦分析，“如

果馬克龍的政治對手選擇正面攻擊他的歐

洲政策，那麽，身兼歐盟輪值國主席對馬

克龍而言，既是王牌，也是風險。”

俄羅斯發生巴士撞橋墩事故
已致5人死亡21人受傷

綜合報導 俄羅斯國

家道路交通安全局梁贊州

分局發布消息顯示，該州

巴士撞橋墩事故的受傷人

數升至21人。

據俄內務部梁贊州總

局此前消息，當地時間1月

2日5時45分左右，一輛客

運巴士在斯科平區撞上鐵

路橋墩柱。據初步消息，5

人死亡，16人受傷，傷者

中有2名未成年人。

公告稱：“據最新消

息，斯科平區車禍造成21

人不同程度受傷。”

據梁贊州政府的行動

組向衛星通訊社透露，據

初步信息，6名傷者住院

，其中3人位于重症監護

室。

另據俄梁贊州檢察院

消息，巴士駕駛員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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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美國

《紐約郵報》（New York Post）報導，
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4日在進行公開
演說時，誤將新年稱為 「2020年」 ，再度引
發外界對其精神狀態的擔憂；拜登的支持者為
緩解外界疑慮，強調這並非失智症前兆，因為
拜登從幾十年前就開始講錯話。

根據報導，拜登4日在電視演說中，再度
呼籲美國民眾接種新冠肺炎（COVID-19）疫
苗和加強劑，強調雖然打完疫苗仍有可能染疫
，但能獲得對重症的 「高度保護力」 ；他承認
美國將在未來數週內面臨疫情挑戰，希望民眾
在公共場所戴上口罩，保護自己也保護其他人
。

不過在拜登強調美國有能力撐過疫情時，
卻說： 「有許多理由對2020年充滿希望，但
看在上帝的份上，請利用可用的工具。」 顯然

是將2022年不小心說成2020年。
《紐約郵報》指出，拜登2021年 12月

17日時，才在1年內第3度將副總統賀錦麗
（Kamala Harris）稱作是 「總統」 或 「總統
當選人」 。拜登的政治對手經常聲稱他 「正持
續衰老」 ，精神狀況日益低落；不過支持者則
辯稱，拜登只是容易失言，因為幾十年前他就
已經會講錯話。

根據哈佛大學美國政治研究中心與哈瑞斯
民調（Harvard CAPS/ Harris Poll）先前的調
查，有53%受訪民眾對拜登的健康狀況懷有
疑慮，並有58%受訪民眾認為拜登 「太老了
」 ，不適合擔任總統。而在拜登失言的影片下
方，有網友留言： 「美國總統不知今夕是何年
，上帝幫幫我們。」

拜登又爆失言 支持者沒招了只能 「棄車保帥」

根據《亞特蘭大憲法報》(The Atlanta
Journal-Constitution)報導，週日(2)一輛從紐
奧良發車，預計周一(3)抵達紐約市的美鐵
(Amtrak)，因冬季嚴重暴風雪影響沿途受阻，
整班列車停駛長達30個小時，小吃部的東西
也早就銷售一空，在沒有食物、沒有水的情況
下，廁所也完全堵塞，乘客被禁止離開火車，
有人說: 「我只知道軌道上有樹木擋著。」

還有一家四口結束度假搭乘這班列車返家
，夫妻倆表示: 「坐火車是明智的選擇，不想
在非常時期冒著生命危險搭飛機，而我們的父
母選擇開車回去。」 因為被困在車上的時間比
起他們想像的還要長，最終他們的父母早了八
個小時回到家。

除了列車移動延誤，堪稱美東最繁忙的
95號州際公路也不敵暴風雪的威力，加上多
輛汽車發生相撞，交通大打結，停滯長達27
小時。

據美國NBC新聞報導，受困者之一的維
吉尼亞州參議員凱恩(Tim Kaine)開玩笑說:
「以前騎單車曾花了我13個小時，我很樂意
再嘗試一次!不過我不會想再經歷這次27小時
的磨難了。」

「這27小時之間我只吃了一顆橘子。」
凱恩還拍了一張自己獲得橘子的照片，在推特
上感謝半夜路過送他救命橘子的家庭，並說:
「祝福他們!」 。

暴雪封路27小時 美參議員困車陣只靠1顆橘子充飢

日本部分地區近期疫情快速升溫，越來越多
意見認為，沖繩、山口兩縣美軍基地發生群聚感
染，造成當地社區傳播蔓延，而這個難堵的 「破
口」 ，主要是來自 「日美地位協定」 規定。

日本共同社中文網報導，去年12月位於沖繩
縣的美軍陸戰隊漢森營，發生COVID-19（2019
冠狀病毒疾病）疫情群聚感染，日本政府詢問美
軍後得知，美軍部隊人員從美國離境時並未實施
PCR篩檢，且剛進入日本後的隔離期，美軍士兵
等還可在基地內自由行動。

不光是漢森營，美軍2021年9月3日免除所
有駐日美軍設施人員在離美時的病毒篩檢，入境
日本的隔離期一度配合日方措施縮短到10天，但
日本恢復到14天隔離期後，美軍仍維持10天隔
離期。

鑑於日本國內批評聲浪升溫，美軍開始在離
美72小時前和抵日24小時內實施PCR篩檢，發
現漢森營的檢測樣本有47%為Omicron變異株。
日本外務省官員表示，美軍說會跟日方採取一致
措施， 「但實際上並沒有這麼做」 。

漢森營從2021年12月中旬發生群聚感染後
，截至今年本月4日止，駐沖繩美軍基地確診人
數已達到996人。沖繩縣政府雖不斷要求美軍和
日美兩國政府貫徹防疫措施，但仍遭人目擊到美
軍相關人士不戴口罩到基地外吃喝，還相繼發生

涉嫌酒駕等事例。
沖繩縣知事玉城鄧尼在記者會上憤怒地表示

： 「目前的情況是賦予（美軍）特權，但在資訊
共享方面並不如人意。」

駐日美軍岩國基地所在的山口縣岩國市疫情
也迅速蔓延，山口縣4日新增79例確診病例中，
有62例住在岩國市，多數疑似感染Omicron變異
株；青森縣三澤市的美軍三澤基地從去年底開始
紛紛出現人員染疫，本月4日發現基地方面向三
澤市政府報告的感染人數統計存在疏漏，3日表
示有26人，但實際為82人，且至今沒有詳細說
明。

美軍日前根據規定美軍特權地位的 「日美地
位協定」 免除美軍人員檢疫，僅管協定內容並未
寫明可以免除檢疫，但實務上檢測和防疫措施不
得不交由美軍，日本防衛省相關人士說： 「被說
是邊境管制對策的漏洞也沒辦法。」

儘管日本國內要求修改日美地位協定的呼聲
高漲，但日本政府相關人士坦言： 「在與中國對
立深化的情況下，無法提出與美方有傷和氣的修
改要求。」

沖繩國際大學研究日美安保論的教授前泊博
盛指出，如果造成日本民眾反美和反軍情緒高漲
的話，對美國也有弊， 「雙方必須共同認識貫徹
防疫作為是日美安保的重要課題」 。

日本難堵邊境破口 美軍基地所在地疫情蔓延

軍事新聞網站 「Military.com」 4日報導，
美國德州州長艾波特（Greg Abbott）對旗下德
州國民兵強調，他們不由總統拜登（Joe Biden
）指揮，不會允許在該州執行拜登的美軍新冠
肺炎（COVID-19）疫苗強制接種令。

根據報導，共和黨籍的艾波特，在寄給德
州國民兵行政官（adjutant general，該州事實
上的軍事司令）諾瑞斯（Tracy Norris）少將的
一封信中，稱除非拜登根據美國法典第10卷規

定，將德州國民兵納入聯邦政府指揮，否則無
權對其下達疫苗強制接種令；艾波特強調，只
要他還負責指揮德州國民兵，就不會允許對部
隊實施該命令。

「Military.com」 指出，根據美國法典第32
卷，國民兵和平時期由州長指揮，但在美國面
臨內亂或須執行海外任務等需求時，也會依美
國法典第10卷納入聯邦政府指揮；不過默認指
揮權究竟是歸州或是五角大廈所有，卻 「從未

在法庭或軍事法規中獲得充分闡明」 。
包括奧克拉荷馬州、懷俄明州、阿拉斯加

州、愛荷華州、密西西比州、內布拉斯加州和
德州等由共和黨領導的州政府，已共同要求五
角大廈免除其國民兵的疫苗強制接種令，奧克
拉荷馬州長史提特（Kevin Stitt）更對聯邦政府
發起訴訟，但已於2021年12月28日遭奧克拉
荷馬州西區（Western District of Oklahoma）
地方法院駁回。

不過 「Military.com」 指出，艾波特對強制
接種令的抗議僅限於新冠肺炎疫苗，並未對其
他長期規定須接種的十多種疫苗提出異議，包
括肝炎、天花和每年的流感疫苗等；且艾波特
在美墨邊境部署大量德州國民兵，可能讓其在
與移民直接接觸時面臨更大的染疫風險。

美國內亂？他高聲對部隊下令：你們不由拜登指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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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組合拳”加強網絡監管
掌100萬用戶信息網企國外上市須安全審查
元旦假期結束，中國內地對網絡監管再出

“組合拳”：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等十三部

門聯合修訂發布的《網絡安全審查辦法》，明確要求掌

握超過100萬用戶個人信息的網絡平台運營者赴國外上

市，必須向網絡安全審查辦公室申報網絡安全審查；而

《互聯網信息服務算法推薦管理規定》則規定，算法推

薦服務提供者則不得利用算法影響網絡輿論或規避監

管。內地信息安全及法律專家表示，網絡安全審查辦法

的修訂為中國的信息安全築起“數字海關”，以保障核

心利益和經濟命脈。另外，香港法律適用及主權所在與

外國有巨大不同，故企業在港上市會較國外寬鬆。

●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一存 北京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莊程敏 )恒大
證實海南海花島相關項目被責令10日內
自行拆除涉及的39棟違法建築物，稱將
按照儋州市決定書的指引，積極溝通、
妥善處理。又指決定書僅針對2號島一
幅地塊的39 棟樓，不涉及海花島其他地
塊。就目前的流動性狀況，公司將繼續
積極與債權人保持溝通，努力化解風
險，維護各方合法權益。 恒大4日下午
復牌曾一度升一成，高見1.75港元，但
其後升幅收窄，收報1.61港元，僅升
1.3%。

恒大旗下恒大童世界集團在微信公
眾號指，儋州市綜合行政執法局上周四
下發了海花島39棟建築《行政處罰(限期
拆除)決定書》，針對位於 2 號島的
2-14-1地皮的39棟樓，不涉及海花島其
他地皮，亦即不涉及近6.06萬戶已收樓
業主，以及628戶未收樓業主的地皮及
樓宇。海花島項目是恒大集團在海南投
資開發的重大項目，2010年10月儋州市
政府透過招商引資與恒大集團簽訂有關
投資開發框架協議，恒大自2015年起陸
續透過公開招拍掛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權
並開發建設，累計投入約810億元人民
幣。

另外，集團公布2021年全年物業合
約銷售金額4,430億元人民幣，按年跌近
39%，比預期銷售目標少近41%。期內
合約銷售面積5,426.5萬平方米，按年減
少近33%。

中原追恒大·珺瓏灣佣金共逾億
恒大位於香港屯門掃管笏的恒大．

珺瓏灣代理佣金風波持續。中原地產表
示，鑑於恒大．珺瓏灣的發展商未有依期
向其繳付佣金，中原地產4日第四度入稟
追討佣金135.6萬港元，連同早前向發展
商的三次入稟，中原地產已先後向恒大．
珺瓏灣發展商入稟四次，追討佣金共涉逾
1.14億港元。中原地產已於2021年12月
29日停止該樓盤的銷售，並重申不排除
考慮向發展商提出清盤呈請。

佳兆業傳未付已到期美元債息
另一傳出財困的佳兆業集團亦瀕

臨再度違約，其美元債券的部分持有
人稱尚未收到上周到期的債券應付利
息。佳兆業本應在去年 12月 30 日為
2022年到期的8.5%債券付息4,875萬美
元，為2024年到期的9.375%債券付息
1.0535億美元。在可能宣布發生違約事
件之前，佳兆業擁有30天的付息寬限
期。

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等十三部門近日聯
合修訂發布《網絡安全審查辦法》，本

次修訂明確掌握超過100萬用戶個人信息的
網絡平台運營者赴國外上市須向網絡安全審
查辦公室申報網絡安全審查，並根據審查實
際需要，增加中國證監會作為網絡安全審查
工作機制成員單位，同時完善了國家安全風
險評估因素等內容。《辦法》自2月15日起
施行。國家網信辦有關負責人表示，《辦
法》修訂對保障國家網絡安全和數據安全具
有重要意義。

築“數字海關”保障信息安全
大數據國家戰略計劃聯盟發起人、360集

團信息安全專家鄔玉良對香港文匯報表示，
在當前國際信息安全環境下，信息暴露可能
帶來的潛在風險越來越大，在地緣政治、空
間戰略催化下，往往動輒事關國計民生、政
經命脈，甚至國防外交。此番修訂《辦
法》，明確掌握百萬用戶信息的網絡公司赴
境外上市需進行審查，是為中國數據有可能
面臨的網絡安全風險劃出一條紅線和底線，

也是為中國信息步出國門築起“數字海
關”，必將對中國未來的信息安全起到巨大
的保障和促進作用。

鄔玉良說，中國此舉是數字產業和信息
數據的發展與積累到了一定階段，數據存量
與增量均至一定規模的必然要求，亦是美
國、歐洲國家、日本等數字大國的通用做
法。他強調，這些信息能否到國外上市，根
本上是因境外或國外上市與國內上市的股東
組成存在巨大不同。“比如說，到美國上
市，股東主要必定是美國等西方國家為主，
異國人員掌控甚至支配本國信息，對任何主
權國家都是不可能接受，不可想像，也是不
被容忍的。”

企業在港上市會較國外寬鬆
內地法律信息安全專家劉剛則表示，單

純從法律意義而言，到國外上市與到香港等
境外地區上市，規則是不同的。就香港而
言，應該較內地稍微嚴格，但較國外則稍顯
寬鬆，這是因為香港雖然是境外，但法律適
用及主權所在與外國有巨大不同。“從根本

上來說，在香港上市，其數據安全遠遠大於
在國外上市的數據安全和信息安全，這也是
在香港上市的規則較國外要寬鬆的主要原
因。”

網信服務算法推薦管理頒新規
另外，由網信辦等四部門聯合發布的

《互聯網信息服務算法推薦管理規定》明
確，算法推薦服務提供者不得利用算法虛假
註冊賬號、非法交易賬號、操縱用戶賬號或
者虛假點讚、評論、轉發，不得利用算法屏
蔽信息、過度推薦、操縱榜單或者檢索結果
排序、控制熱搜或者精選等干預信息呈現，
實施影響網絡輿論或者規避監督管理行為。
規定並指出，相關服務提供者不得利用算
法，對其他互聯網信息服務提供者進行不合
理限制或妨礙、破壞其合法提供的互聯網信
息服務正常運行，實施壟斷和不正當競爭行
為；亦不得根據消費者的偏好、交易習慣等
特徵，利用算法在交易價格等交易條件上，
實施不合理的差別待遇等違法行為。有關規
定由3月1日起實施。

●●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等十三部門近日聯合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等十三部門近日聯合
修訂發布修訂發布《《網絡安全審查辦法網絡安全審查辦法》。》。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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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冬奧倒計時一個月
人員抵離啟閉環管理

首都機場按賽時標準投運 抵離全流程在T3D航站樓完成

��(���

當前，中國選手已經在北京冬奧會7個大項、15
個分項、95個小項上入圍。 賽事準備就緒，

相關籌辦工作已進入最後衝刺階段，北京、延慶、
張家口三個賽區12個競賽場館全部完工並全面具備
辦賽條件，3個冬奧村等非競賽場館已交付使用。

首批16志願者上崗服務
北京首都機場是境外涉奧人員進出北京冬奧會三

大賽區的唯一通道。從1月4日開始，北京冬奧會的抵
離工作進入閉環管理階段，首都機場也正式開始按照
賽時標準保障涉奧人員進出北京，包括海關、邊檢等
聯檢單位，以及航空公司、地面代理、機場等駐場單
位，各相關保障單位已經按照賽時保障要求投入運
行。首批進入閉環管理的16名志願者在這一天正式上
崗，他們將在首都機場為境外涉奧人員提供身份註冊
服務。

來返張家口者需持48小時陰性證明
到1月21日，將進入官方抵離時間。涉奧人員

在飛機落地後直至離開機場的所有流程，都將在首
都機場T3D航站樓完成，流程涵蓋填報健康申明、

無接觸測溫、核酸樣本採集、辦理邊檢入境手續、
手提行李申報查驗、冬奧證件激活等。方便涉奧人
員攜帶較大行李，如雪車、雪橇這些體育器材可以
在機場交給物流團隊，直接運往場館和打蠟房。

目前，內地疫情呈現局部散發和規模聚集性並
存的特徵。張家口要求，1月4日至3月30日，來返
張家口人員需攜帶48小時內核酸檢測陰性證明，出
示“健康碼、行程卡”綠碼。同時，張家口崇禮雪
場暫停對外開放，太子城高鐵站暫停旅客上下車服
務，來返崇禮人員還需提前一天報備。

張家口新聞中心亦將閉環管理
北京冬奧張家口山地新聞中心在賽時將為1,000

名左右中外記者提供24小時不間斷的媒體服務。新
聞中心主任費依冰告訴香港文匯報，新聞中心將於1
月4日至22日期間啟動試運營，運行時間為早7點到
晚10點，1月24日後將正式開啟全天24小時不間斷
的媒體服務。按照2022年北京冬奧會和冬殘奧委會
的防疫要求，張家口的新聞中心將和北京的新聞中心
一樣實行閉環管理，參與報道的記者將乘坐指定的大
巴車流動。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張帥 北京報道）

1月4日，北京2022年冬奧會開幕進入倒計

時1個月。當日，北京冬奧會的抵離工作進

入小閉環管理階段，首都機場正式開始按

照賽時標準保障涉奧人員進出北京。

●1月4日，北京2022年冬奧會開幕進入倒計時1個月。圖為近日參加張家口冬奧村（冬殘奧
村）全要素測試的人員在運動員主餐廳就餐。 中通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1月4日，習近
平總書記先後來到國家速滑館，北京冬奧會、冬
殘奧會主媒體中心，北京冬奧村（冬殘奧村），
北京冬奧運行指揮部調度中心，二七廠冰雪項目

訓練基地，實地了解北京2022年冬奧會、冬殘奧
會籌辦備賽工作情況，看望慰問運動員、教練
員、運行管理人員、服務保障人員、科研人員、
媒體記者和志願者等，向大家致以新年祝福。

習近平考察冬奧會、冬殘奧會籌辦備賽工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陽波、張仕珍 陝
西報道）根據陝西省通報，截止到1月4日，西
安累計確診1,758例，其中城中村住戶共確診
274例，涉及39個村，出現了東凹里村、沙井
村、南小張村等城中村多個聚集性爆發點，其
中潘家莊村確診病例達100例。陝西省衞健委
副主任馬光輝介紹，城中村、大中專院校依舊
是總攻任務的重點。據當地官方媒體報道，省
長趙一德3日到西安市督導檢查城中村疫情防控
工作，主持召開疫情防控調度會，協調解決有
關問題。

風險人員單人單間集中隔離
馬光輝介紹，目前，西安市重點區域、重點

人群疫情防控仍需進一步加強。“由於大中專院
校和城中村人口密度大，很多不具備個人或家庭
獨立就餐、如廁、單獨居住等生活條件，不具備

居家隔離條件，經專家研判之後，我們舉全省之
力，將風險人員進行轉運隔離。”馬光輝稱，專
家研判認為，只有將大中專院校、城中村等風險
人員落實單人單間集中隔離，在隔離點讓專門的
工作人員開展健康監測，進行更規律的核酸檢
測，才能有效地阻斷人際間、鄰里間的傳播，從
而避免更大範圍的人員被封閉管控。

根據群眾新聞報道，趙一德前往雁塔區潘家
莊村，檢查工作力量配備、封控現場秩序、生活
物資保障情況，詳細了解核酸檢測、風險人員轉
運隔離等工作情況，要求進一步充實防控力量，
嚴肅工作紀律，明確分片包抓責任，把防控責任
細化到最小網格、最細單元，確保將防控責任落
實到最末端。要進一步加強網格化管理，以樓
宇、院落為基本單元，劃精劃細防控網格，嚴格
落實分區硬隔離措施，加密環境消殺頻次，嚴控
人員流動，做到區域封閉、足不出戶、人不聚

集，最大程度降低疫情傳播風險。

近期核檢發現病例數下降
在1月4日下午舉行的西安市疫情發布會上，

西安市疾控中心主任陳保忠亦表示，在去年12月
23日採取封控措施後，雖然前期仍連續多日處於高
位，但相較於疫情初期，社區傳播導致的病例數快
速上升勢頭得到了控制。“從新增病例的發現方式
可以知道病例來自什麼人群，判斷疫情控制的效果
和研判疫情的趨勢。”陳保忠說，西安市早期病例
在發熱門診發現的佔很大比例，代表疫情仍存在社
區面傳播。但近期，在西安的確診病例來源中，從
社會層面核酸篩查中發現的數字呈明顯下降趨勢。

據了解，在1月3日新增的95例本土確診病
例中，隔離管控發現78例，封控區發現9例，管
控區發現5例，社區篩查發現1例，重點人群發現
2例。

西安城中村274確診 現多點聚集性爆發

自2021年12月9日至2022年1月3日24時，
西安市已累計報告新冠肺炎本土確診病例1,758
例。官方指出，當地的疫情防控進入“總攻”階
段，正在推進“社會面清零”。西安市疾病預防控
制中心副主任陳志軍解釋，“社會面清零”，就是
之後發現的所有新的確診病例都是在隔離的密切接
觸者或者是密切接觸者的密切接觸者當中，已經不
存在社區面的疫情傳播了。實現“社會面清零”，
是為了下一步調整防控措施、逐步恢復正常創造良
好的條件。因此，首先要實現社區傳播的完全阻
斷，在相應的最長潛伏期內，沒有在社區內發現新
的確診病例。在實現“社會面清零”之後，西安市
的封閉式管理狀態有望逐步解除。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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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啟動新一輪核酸篩查西安啟動新一輪核酸篩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張仕珍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張仕珍 攝攝

●●習近平在國家速滑館向服務保障人習近平在國家速滑館向服務保障人
員揮手致意員揮手致意。。 新華社新華社

●●習近平在北京冬奧會習近平在北京冬奧會、、冬殘奧會主媒體冬殘奧會主媒體
中心中心，，實地了解北京實地了解北京20222022年冬奧會年冬奧會、、冬冬
殘奧會籌辦備賽工作情況殘奧會籌辦備賽工作情況。。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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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话题

2021 年，中国粮食总产
量达到13657亿斤，粮食生产
喜获“十八连丰”。丰收之
后，如何进一步保障国家粮
食安全？节粮减损是关键一
环。

近期，从中央到地方，一
系列政策措施密集出台，推
动加强粮食全产业链各环节
节约减损。作为世界上最大
的粮食生产国和消费国，中
国节粮减损目前形势如何？
还面临哪些挑战？未来如何
进一步推进？

粮食全产业链均存在浪费问题

“现在出去吃饭，经常可以看到
‘节约粮食、文明用餐’‘光盘行动’
这样的标识，餐厅服务员会提醒按需
点菜，吃不完的饭菜打包也很常见。”
聊起外出就餐的感受，上海市民沈茹
直言这几年“变化挺大”。

近年来，各地区各部门积极推进
厉行节约、反对食品浪费工作，2021
年节粮减损力度进一步加大：4 月，

《中华人民共和国反食品浪费法》 通
过，治理食品浪费行为进入有法可依
的新阶段；5 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办
公厅印发全链条粮食节约减损工作方
案，从 8 个方面提出 40 条具体工作任
务；10月，中办、国办印发 《粮食节
约行动方案》，提出到 2025 年的具体
目标；12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等印发《反食品浪费工作方案》，提出
18条举措……

为何如此强调节粮减损？河南工
业大学经贸学院院长、河南省首批特
色智库粮食经济研究中心负责人孙中
叶表示，当前，我国粮食需求刚性增
长，资源环境约束日益趋紧，粮食增
面积、提产量的难度越来越大。同
时，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持续蔓延，气
候变化影响日益加剧，保障粮食供应
链稳定难度加大。

在此背景下，我国粮食浪费问题
仍较严重，生产、储存、运输、加
工、消费等环节都存在明显的损耗。
如能很好地解决损失浪费问题，就相
当于增加了“无形良田”，对保障国家
粮食安全至关重要。

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每年全
球粮食从生产到零售全环节损失占世
界粮食产量的10%以上。

这个损失降低 1 个百分点，就相
当于增产2700多万吨粮食，够7000万
人吃一年。联合国环境规划署2021年
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2019年全球食
品浪费总量达到 9.31 亿吨，可装满
2300多万辆载重40吨的卡车，车辆首
尾相连可绕赤道 9 圈左右。其中家庭
消费环节占 61%，零售环节占 13%，
食品服务环节占26%。

开展节粮减损对生态环境也有好
处。研究显示，每生产 1 千克食物意
味着 5.22 千克二氧化碳、220 克氮和
40.56 克磷的排放。孙中叶表示，“推
动节粮减损，我们需要不断更新技
术、设备，相关环节的能耗会进一步
降低，清洁能源的使用减少污染排
放，这本身就是一个保护生态、减排
降碳的过程，将助力碳达峰碳中和，
实现绿色发展、可持续发展。”

大力推进节粮减损科技创新

如何实现节粮减损？一系列政策
文件围绕粮食生产、储存、运输、加
工、消费等环节存在的损失浪费问
题，提出了不少针对性举措。

当前，秋粮收购正加快推进，但
雨雪天气带来挑战。江苏射阳大米集
团有限公司常务副总经理刘航介绍，
持续降雨降雪容易造成粮食发霉变
质，这时候烘干设备就显得很重要。

“近年来，我们加大粮食产后烘干的投
入 。 2021 年 共 烘 干 春 夏 小 麦 1.8 万
吨、秋季水稻2.5万吨。同时积极为社
会服务，免费为农户提供 1 万吨小麦
和 2 万吨水稻的烘干服务，有效降低
了粮食储存环节的损耗。

围 绕 改 善 粮 食 产 后 烘 干 条 件 ，
《粮食节约行动方案》 提出将粮食烘
干成套设施装备纳入农机新产品补贴
试点范围，提升烘干能力。鼓励产粮
大县推进环保烘干设施应用，加大绿
色热源烘干设备推广力度。鼓励新型
农业经营主体、粮食企业、粮食产后
服务中心等为农户提供粮食烘干服
务，烘干用地用电统一按农用标准管
理。

政策推动下，各地积极做好烘干
服务。数据显示，秋粮上市以来，山
东 280 家产后服务中心帮助农户清理
烘干粮食 100 多亿斤，节粮减损 4 亿
斤；四川 353 家产后服务中心清理烘
干粮食 20 多亿斤，节粮减损 1.4 亿
斤；江西 326 家产后服务中心覆盖近
1400 个乡镇、530 万农户，预计带动
农民增收超过3亿元。

加工是节粮减损的另一个重要环
节。近年来，一些消费者存在过度追
求“精米白面”的饮食误区。数据显
示，我国市场供应的标一以上精度的
大米 （精米） 占 90%以上，面粉中特
一 粉 和 特 二 粉 （细 面） 之 和 超 过
70%，加工精度更高的麦芯粉、雪花
粉等产品的市场份额也在不断扩大。
孙中叶指出，米面并非越细越白就越
好，过度追求精米细面既损失了大量
的膳食纤维、维生素等营养物质，也
降低了粮油出品率。

“要深入开展科技创新，为节粮减
损提供有力支撑。”国家粮食和物资储
备局安全仓储与科技司司长周冠华
说，针对粮食加工过精过细问题，国
家科技计划围绕大宗面制品、米制品
和油料适度加工关键技术装备研发及
示范，突破绿色加工、适度精炼技
术、高附加值制造技术以及质量安全
控制等多项关键技术，助力解决我国
粮油过度加工导致的营养素流失、蛋

白质功能损伤等问题。争取在减少粮
食损失浪费的同时，为人民提供营养
可口的粮油产品，不断满足人民健康
消费需求。

针对播种粗放、收割机械精细化
程度不够、农机农艺不配套、机手操
作不规范等问题，中央农办负责人表
示，《粮食节约行动方案》 明确提出，
加快选育节种宜机品种，推广应用精
量播种机械和关键技术；推进粮食精
细收获，制定修订水稻、玉米、小
麦、大豆机收减损技术指导规范，提
升应急抢种抢收装备和应急服务供给
能力，提高机手规范操作能力，减少
田间地头收获损耗。

遏制“舌尖上的浪费”

节粮减损，遏制“舌尖上的浪
费”同样重要。国家发改委办公厅
等日前印发的 《反食品浪费工作方
案》 提出，除了推进粮食消费前各
环节减损，还要遏制餐饮行业食品
浪费、加强公共机构餐饮节约、促
进食品合理利用。

业内人士指出，加强餐饮行业

经营行为管理，应完善餐饮行业反
食品浪费制度，健全行业标准、服
务规范。鼓励引导餐饮服务经营者
主动提示消费者适量点餐，主动提
供“小份菜”“小份饭”等服务，在
菜单或网络餐饮服务平台的展示页
面上向消费者提供食品分量、规格
或者建议消费人数等信息。

近日，河北省石家庄市市场监
管局发布 《餐饮服务经营者反食品
浪费行为规范》，提出餐饮服务经营
者应提供不少于 2 种的套餐标准，套
餐标准上注明建议消费人数。应提
示消费者点餐量可能带来的浪费，
有条件的可以给出用餐量建议。用
餐完毕后，应提示消费者将剩余饭
菜打包。餐饮服务经营者不得设置
最低消费额，不得诱导、误导或者
以包间费等方式变相设置最低消费
额。

企业也在积极行动。西贝莜面
村外卖部负责人介绍，“现在年轻人
点外卖需求逐渐增大，如果都提供
大份食物，容易造成浪费。为了满
足顾客单独就餐需要，减少食品浪
费，我们在外卖菜单中重点推出了

‘一人食’产品。”

不 少 食 堂 开 始 推 出 预 约 用 餐 、
按量配餐、小份供餐、按需补餐等
方式。“根据学生在食堂内留言板和
学校公众号上的反馈，学校北区食
堂现在推出了更多品类的小份菜。”
复旦大学学生小陈表示，“和家里人
去外面吃饭我们习惯把剩余饭菜打
包，但在学校里打包不现实，上课
拎着不方便，宿舍里也没有冰箱，
小份菜很好满足了吃多少买多少的
需求！”

“过去一年，我国推出的节粮减
损政策举措涉及粮食全产业链各环
节，系统性更强，更强化刚性制度
约束，这是很大的突破。”孙中叶
说，但要确保相关政策举措落到实
处、见到成效，还需各方面协同发
力，例如加强节粮减损宣传教育引
导，做好舆论监督，对粮食浪费行
为进行曝光，严格控制酒席规模和
标准，遏制大操大办、铺张浪费。
此外，建立部门监管、行业自律、
社会监督等相结合的监管体系，综
合运用自查、抽查、核查等方式，
持续开展常态化监管，健全常态长
效治理机制，推动节粮减损取得更
加明显成效。

近期，各地各部门一系列聚焦节粮减损的政策措施密集出台——

节粮减损，增加“无形良田”
邱海峰 徐俊奕

日前，浙江省湖州市吴兴区城南实验学校师生到当地农田
中开展农耕文化体验，了解粮食来之不易，树立节粮观念。

新华社记者 徐 昱摄

不久前，2021
年江苏省秋粮机收
减损大比武洪泽赛
区在淮安市洪泽区
三河镇举行。活动
旨在推进水稻机收
减损工作，引导广
大机手和农户按标
准按规程作业，降
低稻谷收获环节损
失，努力实现颗粒
归仓。

万 震摄
（人民视觉）

增产与减损并举，将“节粮减损等同于粮食增产”的理
念贯穿到生产、收获、储存等多个环节，可以增加粮食有效
供给的“无形良田”。 朱慧卿作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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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CC萬通貸款

★ 房地美和房利美核準的直接賣家；

★ 可內部審核，直接放款；

★ 放款額度從10萬到500萬；

★ 專精大額、出租，1-4 units， 套現，低利率；

★ 出租屋現金流貸款計劃；

★ 一條龍服務，最快10個工作日完成；

★ 加州十個分公司, 全美26州提供租賃屋

     現金流貸款計劃；

★ 德州兩個分公司：休斯頓、達拉斯

★ 奧斯丁即將開業！

GMCC 分公司地址：52 Sugar Creek Center Blvd #350, Sugar Land, TX 77478

Email address: info@gmccloan.com

   聯系電話：832-982-0868

www.gmccloan.com

IS EXPANDING

Arkansas
California
Colorado
Connecticut
Washington 
DC 
Florida
Georgia
Hawaii
Illinois

Indiana
Kansas
Kentucky
Maine
Maryland
Missouri
Montana
New 
Hampshire
New York

Ohio
Oklahoma
South 
Carolina
Texas
Virginia
Washington
Wisconsin
Wyoming

• No employment information needed
• No tax return information
• Only rental cash flow (can be negative). 1-4 units, 

5+ possible by exception
• Purchase, Cash-out, Refinance

Rental Cash Flow Mortgage 
Programs (DSCR)  covered in 26 
States:

•
•
•
•
•

演講主題: 新冠狀病毒
疫苗 2022 新資訊 (Cov-
id-19 Vaccines 2022 Up-
date)

時間: 2022 年 1 月 15
日、星期六、上午 10-12
點 ZOOM 會 議 號 碼
Meeting ID: 837 5361
5080

主講人: 林承興醫師
您對新冠狀病毒疫苗

知多少? 加強針(Boosters)
是否有增加防疫的效用? 您
想知道疫苗安全性的最新
資訊嗎? 近日傳染力強的變
種病毒 Omicron 在全球病
例不斷地增加。感染 Omi-
cron 對生命是否有很大的
威脅? 疫苗對 Omicron 是
否有達到保護的作用? 林承
興醫師將為您解答這些疑
問。

林承興醫師是休士頓
Methodist 醫院過敏和免疫
學的主治醫師。 他獲得美
國過敏和免疫學委員會以
及美國內科醫學委員會的
認證。畢業後在紐約Nas-
sau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 in East Meadow 的
內科住院醫師。目前正在
德克薩斯農工大學醫學院
攻讀臨床和轉化科學醫學
碩士學位。他精通英語和
國語。林醫師經常研究和
發佈有關各種過敏和免疫
疾病。他是多種過敏和免
疫學學會的活躍成員，也是德州中文電台的常客專注
於多種過敏和免疫學學會的公共教育。

主辦單位: 亞裔健康教育協會、中華老人服務協會
、休士頓華裔醫師協會、光鹽社、休士頓華裔護理協
會、慈濟德州分會。

12-24-21 聖誕節全羊燒烤聚餐在休士頓黃氏大廳和大院溫
馨舉行，黃氏宗親在一起討論了會務工作，出席者有黃仕遠夫婦
，孔威夫婦及97歲的母親，曉明及子女三人，黃陳綺萍及子女

三人，超良及兒子，Michael, 達濤，黃姑等。炎黃堂一些成員張
玲夫婦，溫亮輝，劉燕文，張傑文，楊冪，胡潔嗚妹妹，李美霞
，燕玲和她母親，溫洽浩等幫助燒烤工作。孔威夫婦和其母親李

美限贊助全羊及其它燒烤蕃薯，芋頭，馬玲薯等，超良贊助水果
。

新冠狀病毒疫苗 2022 新資訊

休士頓炎黃堂聖誕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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