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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BIFBI：：詐騙犯藉不實詐騙犯藉不實QRQR碼竊取美國民眾財務資訊碼竊取美國民眾財務資訊
（綜合報導）疫情期間，餐

廳和商號日益要求民眾在入內或
付賬時掃瞄 QR 碼，美國聯邦調
查局（FBI）本週警告，網路罪犯
企圖從 QR 碼下手，竊取美國民
眾財務資訊。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
）今天報導，美國聯邦調查局發
布警示指出，詐騙犯會使用不實
的 QR 碼將掃描者導向惡意網站
，以竊取他們的數據或劫持付款
。

聯調局發出這項警示前，德
州奧斯汀（Austin）交通當局本月

稍早在當地20多個停車場發現有
詐騙性QR碼貼紙。

奧斯汀警察局在宣布展開調
查時表示： 「試圖使用這些 QR
碼支付停車費的人，可能已被導
向詐騙網站，並向詐騙方付款。
」

CNN 報導，QR 碼本身無害
，但罪犯易於偽造假碼來誘騙消
費者，則值得擔心。

聯調局希望民眾仔細檢查QR
碼導向的網站，並建議大家從手
機應用程式（App）商店下載軟體
，而不要透過QR碼下載。

《《春之聲春之聲》》第第2626屆遊園會將於屆遊園會將於11月月2929日舉行日舉行
液晶大電視液晶大電視、、iPhoneiPhone 1313大獎等你拿大獎等你拿

（本報訊）由美南
新聞集團舉辦的第26屆
遊園會將於 1 月 29 日上
午10點在美國新聞電視
大樓舉行。

目前考慮到疫情現況，為了避免疫情傳播保證大家的
身體健康，參加活動的人員以貴賓邀請方式入場，其他人
員可以通過手機觀看全過程。

此次美南新春遊園會是通過中國融鼎雲直播平台、美
南新聞，youtube等新媒體平台同步播出。新媒體將聯動全

球100多個國家和地區，對我們的新年遊園會進行直播和報
導。通過這些傳播平台，我們新春遊園會的盛況將在同一
時刻傳遍神州大地，傳遍五洲四海。

本屆園遊會將由舞龍舞獅拉開序幕，亞洲傳統特色節
目陸續登場。優雅的中國樂曲、精彩的中國功夫、時尚的
越南時裝秀、節目豐富多姿多彩。在活動中還設有多項大
獎，有55’ 液晶電視、iPhone 13等獎品，觀眾朋友在觀看
直播時可以撥打電話參與抽獎，第一個打進演播室的觀眾
將會獲得美南新聞提供的大獎一份。

活動當天熱線電話：281-498-4310，參與抽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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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內亞共和國駐休斯敦名譽總領事
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California is called the Golden State, but the
pictures of the Lincoln Heights area of
downtown Los Angeles and the thieves who
looted the train totally change the image.

Police in this East Los
Angeles neighborhood
have been aware for
months of the thefts in this
busy rail hub, but the
losses have worsened
recently.

The Union Pacific
Railroad company issued
a statement saying that
last year the theft, assault
and armed robberies rose
160 percent last year. In
the meantime, UPS and
FedEx were considering

taking their business elsewhere.

Crime is rising in the heavily populated LA
Lincoln Heights area. Police staffing levels

now strained by the pandemic have made
matters worse. People are losing their jobs
and there are more homeless numbers now.

Today the current Biden Administration is
under both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pressure. Not only does the Republican Party
oppose bills in the Senate, but also its own
party is running for votes. If the Democrats
lose the majority in the November midterm
election, the president will become a lame
duck leader.

We call on President Biden to change the
current top priority which remains the
economic issue. It is also equally important
that we need an overall change. Our foreign
policy for the world needs to be more peace
rather than conflict.

0101//2020//20222022

Our Society Is Really SickOur Society Is Really Sick

美國加州稱為黃金州 ，但是
一塲在洛杉磯林肯高地集體掠奪火
車貨櫃的畫面， 已經改變了黃金
州之面目， 疫情 失業，收入不平
等及物價上漲及加卅微罪法律之通
過， 造成了世界第一经濟大國真
的生病了。

位於洛杉磯東部社區是美國西
岸貨運之樞紐 ，也是聯合太平洋
铁路公司的一個中心 ，這個貨櫃
暫停之大型貨櫃場 ，已經成為犯
罪夥伴搶劫的溫床。

當我們看到被成群的暴徒搶走
了各種物品之後， 地面軌道一片
狼籍 ，垃圾遍地，真是慘不忍睹
。

近二年來 ，由於新冠疫情之
襲擊， 人們遭遇到前所未見之各

種挑戰 ，生活和心理上皆受
到重创， 事實上 ，多半的人
都是生活在寅吃卯糧之狀態
， 如果失去了工作， 只有靠
社會救濟 ，否則就會铤而走
險 ，搶刧偷就無處不在。

執政剛滿週年的拜登政
府 。正遭受到病毒经濟和政
治之雙重压力， 在參議院不
但共和黨全數反對， 自己民
主黨也在跑票 ，倘若今年十
一月期中選舉失去眾院多數
，必然跛腳無疑。

我們呼籲拜登總統必須立
即調整施政方針， 首要任務
仍然是國內民生經濟問題，
同時更要修正對外關係策略， 如
果繼續走在上任政府之老路上，

世界和平將是遥遙無期。
今天我們打開所有的社交或電

視媒體， 多半皆是負面新聞 ，許

多溫馨感人的故事越來越少了，
我們真感覺到這個社會真的變了。

我們的社会真的病了我們的社会真的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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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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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瑞士今天決定，已打疫苗或是染疫康復者無須
再出示入境前COVID-19檢測結果；與此同時，捷克總理費
亞拉（Petr Fiala）宣布取消60歲及以上民眾強制接種疫苗計
畫。

從22日起，只有染疫尚未康復的未接種疫苗者在抵達瑞
士時，才需要出示陰性篩檢證明。

瑞士觀光協會（Swiss Tourism Federation）稱入境規定改
變對觀光業而言是 「如釋重負」；與其他冬季運動度假勝地
相比，原本的入境篩檢規範使瑞士處於劣勢。

「有鑑於Omicron變異株在瑞士的發病率遠高於（滑雪
遊客主要來自的國家），目前採取嚴格入境規範意義不大。
」

瑞士正在對抗第 5 波疫情，但衛生部長柏塞茲（Alain
Berset）拒絕推測高峰是否已過， 「我們希望如此，但我們
不知道。我們必須保持節制審慎。」

瑞士的居家工作要求已延長至2月底，室內場所相關限
制將持續至3月底。此外，從2月1日起，瑞士疫苗接種證明
的有效期將從12個月縮短至9個月，與鄰近歐盟國家一致。

擁有860萬人口的瑞士，確診案例達近180萬，染疫病

歿者超過1萬2000人，今天並新增3萬8000起確診個案。
與此同時，去年10月大選後組成的捷克政府，宣布取消

上屆內閣提出的強制60歲及以上者接種疫苗計畫。
費亞拉在內閣會議後告訴記者： 「我們同意，沒有人會

被強迫接種疫苗。」他並說，政府 「不想分化社會」。
捷克上屆政府先前宣布，從今年3月1日起醫護人員、

警察、消防員和軍人必須強制接種疫苗。
捷克衛生部長瓦雷克（Vlastimil Valek）在推特（Twitter

）表示： 「儘管接種疫苗是對抗COVID-19重症的最有效武
器，但我們不想強迫任何人。」

捷克正面臨新一波疫情，18日新增約3萬例確診；衛生
部表示，捷克63%人口已接種疫苗，約31%人口打了追加劑
。

此外，墨西哥官方數據顯示，國內19日新增創紀錄的6
萬552例確診，總染疫人數來到近450萬；墨國總病歿人數
則達30萬2112人，較前一天增加323人。

擁有1.26億人口的墨西哥篩檢率極低，因此實際染疫人
數據信遠高於官方數字。且鑑於COVID-19篩檢試劑短缺，
政府官員甚至呼籲民眾不要接受檢測而在家隔離。

瑞士為打疫苗者放寬入境
捷克取消長者強制接種

泰國2月起恢復入境免隔離
旅客須2次核酸檢測

(本報訊)泰國政府在去年12月暫停外國旅客入境免隔離計畫
，由於COVID-19疫情未擴大，泰國政府今天宣佈從2月1日起
恢復入境免隔離計畫，旅客必須完整接種疫苗且入境後接受2次
PCR核酸檢測。

泰國去年11月啟動Test and go計畫，來自63個國家和地區
且完整接種疫苗滿14天的旅客可以入境免隔離；而不在63國名
單中，但也完整接種疫苗的旅客則可以透過沙盒計畫進入泰國，
旅客在泰國政府公告的沙盒地區待滿7天後可以到其他地區。

不過受到COVID-19（2019冠狀病毒疾病）Omicron變種病
毒快速擴散的影響，泰國政府從去年12月22日開始暫停旅客申

請入境免隔離和多數的沙盒計畫。旅客入境泰國依照疫苗接種的
狀況必須隔離7到14天不等，或者透過普吉島沙盒計畫入境，但
必須要在普吉島上待滿7天後才能前往泰國其他地區。

經過1個多月的觀察，泰國政府認為Omicron雖然傳播快速
，但重症率和死亡率並未上升，泰國疫情指揮中心今天開會評估
過後決定從2月1日起恢復Test and go的計畫，來自所有國家的
旅客都可以在Test and go計畫下申請進入泰國。

旅客登機前必須有72小時以內的PCR陰性證明和保額5萬
美元的保險，並透過和醫院合作且擁有泰國政府安全健康標章認
證（Safety & Health Administration，SHA）的旅館預訂抵達第一

晚和第五晚的PCR檢測，落地後第一晚須在旅館等待檢測結果
，陰性後可以離開旅館，第五晚再進行一次檢測，兩晚可以是不
同的旅館。

目前泰國政府認可的疫苗包括台灣的高端、阿斯特捷利康
（AstraZeneca） 、 輝 瑞/BNT （Pfizer/ BioNTech） 、 莫 德 納
（Mordena）、嬌生（Johnson & Johnson）、俄羅斯衛星五號
（Sputnik V）、印度Covaxin及中國國藥（Sinopharm）、中國科
興（Sinova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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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富汗塔利班官員：
阿富汗公立大學即將復課

綜合報導 阿富汗臨時政府高等教育部代理部長阿蔔杜勒· 巴奇· 哈

卡尼說，阿富汗所有公立大學即將複課，男女需要分開就座。

哈卡尼當天在首都喀布爾一場新聞發布會上說，阿富汗人“今後幾

天”將聽到公立大學重開校門的消息。他沒有說明具體日期。

哈卡尼說，公立大學遲遲未能複課，原因是經濟危機導致國家財政

資金不足以及缺少可以把男女學生隔開的教室。

據阿富汗黎明新聞網報道，阿富汗塔利班去年8月接管政權後，阿

富汗公立大學一直關閉。

哈卡尼還說，政府打算開辦一所國際化大學，“教授伊斯蘭教法、

醫學、農學和工程學，並在這四個專業領域授予學生碩士和博士學位。”

另外，一些周邊國家承諾向阿富汗學生提供獎學金。

俄羅斯衛星通訊社報道，哈卡尼先前表示，教育是阿富汗最脆弱的

領域之一，受新冠疫情和政權更疊影響很大。他說，高等教育部將對高

校實施標准化管理，用更現代的科目取代原有的次要科目，使阿富汗大

學生具備與其他國家大學生競爭的實力。

阿富汗塔利班去年8月15日控制喀布爾，次日宣布阿富汗境內戰爭結

束。當地時間8月30日夜，最後一批駐阿美軍撤離，美國結束在阿富汗長

達近20年的戰事。阿富汗塔利班去年9月初公布阿臨時政府成員名單。

湯加官員：國內通信已基本恢複
對外則需至少一周

綜合報導 湯加一名外交官員表示，因爲擔心新冠病毒傳入，湯加

政府可能不會允許外方救援人員登上島嶼，任何送往該國的援助物資也

需要進行檢疫。此外，湯加國內通信已基本恢複，但對外通信至少一周

才能恢複。

據報道，當地時間14日和15日，南太平洋島國湯加發生劇烈海底

火山噴發並引發海嘯。澳大利亞太平洋事務部長澤德· 薩撒加(Zed Sesel-

ja)表示，初步報告顯示，火山噴發和海嘯沒有造成大規模人員傷亡，但

造成了重大破壞，“房屋被掀得到處都是”。

報道稱，多國已經表示願向湯加提供援助。湯加駐澳大利亞外交官員屈

爾蒂斯·圖伊哈蘭金吉(Curtis Tu'ihalangingie)表示，湯加政府正在商議救援優

先次序。他說，“湯加擔心援助物資會將新冠病毒傳播到沒有此種病毒的島

上”，“我們不希望出現另一場海嘯，一場新冠病毒海嘯。”

圖伊哈蘭金吉還表示，任何送往湯加的援助都需要檢疫，而且很可

能不允許外國人員下飛機。

另一方面，此前報道，由于火山噴發導致海底通信線路受損，目前

湯加的對外通信基本中斷。新西蘭外交部17日消息稱，湯加首都努庫阿

洛法已恢複80%電力。圖伊哈蘭金吉說，湯加國內通信已經基本恢複，

對外通信恢複需要至少一周。

他也說，火山灰帶來重大健康隱患，而且可能汙染飲用水。“大多數人

不知道火山灰是有毒的，火山灰對呼吸有害，他們必須戴上口罩。”

新西蘭廣播電台援引該國外交部長馬胡塔的話報道稱，據新西蘭政府對

災情初步了解，湯加目前最需要飲用水和儲水設備、食物和醫療用品。

氣氛好轉分歧仍存 伊核談判能否破局

第八輪伊朗核問題全面協議相關方

談判繼續在奧地利首都維也納進行。伊

朗和三個歐洲國家的首席談判代表此前

已于14日暫時離開，16日舉行的是制裁

解除等工作組會議。

分析人士指出，首席談判代表返回

並不意味著第八輪談判結束，工作組層

面的會議仍在進行。盡管相關方面近期

釋放出一些積極信息，但美國和伊朗仍

在不少方面存在分歧，達成協議需要雙

方特別是美方展現更多靈活性。

積極信息
伊核協議相關方2021年4月開始在

維也納舉行談判，討論美伊兩國恢複履

約問題，美國間接參與談判。第八輪談

判于2021年12月27日在維也納啓動。最

近一段時間，伊朗、歐盟、俄羅斯等方

面釋放出積極信號。

伊朗外長阿蔔杜拉希揚日前在社交

媒體上說：“維也納的會談正朝著正確

的方向前進，伊朗的倡議使會談在建設

性氣氛中重回正軌。現在該由西方國家

表現出誠意和承諾以達成協議。”

伊朗伊斯蘭共和國通訊社15日援引

消息人士的話說：“分歧問題的數量已

經減少，各代表團正忙于討論實施任何

潛在協議的方式。”

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博雷

利表示，自聖誕節以來，伊核談判氣氛

有所好轉。“聖誕節前，我非常悲觀，

但現在我相信達成協議是可能的”，

“在接下來的幾周內，我希望我們能夠

通知你們最終的結果”。

歐盟對外行動署副秘書長莫拉16日

在社交媒體上說，雖然會談能否成功仍

不確定，但他作爲協調員“不得不贊揚

各代表團對成功的承諾”。

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在年度記者會

上說：“會談的確有進展。主要是伊朗

和美國的確有意願去理解具體的關切和

如何在一攬子方案中考慮這些關切。”

關鍵階段
盡管多方發出積極信息，但綜合現

有情況來看，談判要達成協議仍面臨不

少問題。

路透社援引了解談判的消息人士的

話說，一系列領域的許多問題仍未解

決，未完成文件的每個部分都有問題仍

在考慮中。盡管談判正朝著正確方向前

進，但“沒有太多時間”。

隸屬伊朗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的光明通

訊社報道，對目前談判進程的分析表明，在

不太複雜的爭端問題上，進展已經加速，

但仍存在更困難的分歧領域，各方必須以

更大的“主動性和權威性”來談判。

伊朗邁赫爾通訊社援引匿名知情人

士的話報道，談判正在討論棘手問題，

並考慮如何就已經商定的原則准備草案

。這名知情人士稱，關于取消制裁和核

問題，許多爭議已經解決，談判代表正

在越來越多地研究如何執行可能達成的

協議。他指出，這一階段談判是“談判

中最乏味、最耗時、最困難的部分之一

，但對于實現目標必不可少”。

據報道，除制裁解除和核問題外，伊

朗代表團一直專注于美國下一步行動的保

證和核實，以“達成一項良好和可接受的

協議，從而保障伊朗的權利和利益”。

需要靈活
美國《紐約時報》日前評論，美伊

都有達成協議的動機，但隨著談判進入

關鍵階段，任何一方“都不想顯得過于

急于妥協”。雙方最近的一些表態似乎

印證了這一說法。

美方仍在對伊方施壓。美國國務卿

布林肯說，決定美伊能否恢複履約“僅

剩數周”，一旦談判失敗，美方將同盟

友一道審視其他方案。

伊方則多次表示，不會迫于壓力倉

促讓步。光明通訊社說，如果西方國家

尤其是美國，更願意采取明智的決策，

而不是政治活動和虛張聲勢，那麽就沒

有必要重複“時間限制”這個關鍵詞和

徒勞無益的媒體遊戲。

一些媒體和專家指出，美伊雙方如

果要達成協議，就需要展現一定程度的

靈活性，尤其是美國方面。

伊朗《德黑蘭時報》評論說，爲了

推進談判，美國可以同意解凍伊朗海外

資産，作爲爲達成持久協議鋪平道路的

善意姿態，而不是提出伊朗不太可能接

受的協議。

總部設在比利時布魯塞爾的智庫國際

危機研究組織伊朗問題專家阿裏· 瓦埃茲

指出，考慮到美國前總統特朗普單方面退

出伊核協議的“原罪”，美國應首先采取

行動，在伊朗可核實的領域解除制裁，包

括針對伊朗石油出口及相關服務的制裁

等。他提出，美國和歐洲國家應保證，

如果伊朗兌現核問題相關承諾，至少能

夠在美國現任總統拜登或民主黨執政期

間獲得協議帶來的好處。對于伊朗，他

建議，在美國采取相關措施的同時，伊朗

應凍結其核計劃，以便爲核實美國解除制

裁的效果留出時間和空間。

歐洲奧密克戎病例占比達46%
意大利大規模濫用抗生素藥物
綜合報導 據意大利歐聯網援引歐聯通

訊社報道，歐洲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最新疫情

監測報告指出，新冠病毒奧密克戎變異株確

診病例在歐洲占比已經達到46%。此外，隨

著新冠疫情持續蔓延，近日，意大利各地區

藥店阿奇黴素等抗生素藥物售罄。

報道稱，歐洲疾病預防控制中心

(ECDC)監測數據表明，奧密克戎引發的疾

病，其嚴重程度低于與德爾塔相關疾病。

但ECDC也警告稱，初步研究顯示，

現有疫苗可能對奧密克戎防疫效果較差。

鑒于奧密克戎帶來大量指數級增長病例，

即便其相關症狀的嚴重程度較低，這種隱

形優點將是短暫的。隨著時間的推移，看

似症狀輕微的奧密克戎，也會造成大量嚴

重後果。

據報道，隨著新冠疫情持續蔓延，近

日，意大利各地區藥店阿奇黴素(Azithro-

mycin)等抗生素藥物出現售罄。意大利藥

品管理局(AIFA)表示，阿奇黴素等抗生素

藥物短缺並非渠道異常，而是

醫生開出大量抗生素藥物處方

，導致患者濫用抗生素。

報道指出，AIFA呼籲所有

患者和處方醫生，停止濫用抗生

素。阿奇黴素及其他一般抗生素

沒有被批准用于新冠治療，藥品

管理局不推薦、甚至強烈反對

患者濫用抗生素。輝瑞生物技

術公司指出，阿奇黴素出現短

缺主要在于需求量過大。

米蘭薩科醫院傳染病主

任加利(Massimo Galli)指出，

由新冠病毒引發的細菌性肺炎並不常見

，因此，抗生素藥物是一種對新冠患者

來說無效的藥物，只能增加患者的耐藥

性。

意大利熱那亞醫院傳染病診所主任巴

塞蒂(Matteo Bassetti)表示，人們像用消炎

藥一樣使用阿奇黴素等抗生素藥物，從而

導致人體對抗生素産生抗藥性。對于新冠

患者的治療而言，完全不應該和沒有必要

使用抗生素藥物。抗生素被大規模濫用，

大流行的後遺症應該再加上一條抗生素耐

藥性。

當地時間16日，意大利民防部報告新

增新冠確診病例149512例，死亡248例。

荷蘭疫情感染人數創新紀錄
數千人抗議疫苗接種、防疫限製措施

綜合報導 阿姆斯特丹的

街道擠滿了數千名抗議者，

反對荷蘭政府因感染率創紀

錄而實施的防疫限制和疫苗

接種措施。

荷蘭首都的執法部門在

全市多個地點獲得實施攔截

和搜查的授權，在示威者打

著橫幅和黃色雨傘遊行的街

區，有數十輛防暴警車在巡

邏。

報道提到，荷蘭各地此前

定期舉行反對防疫措施的抗議

活動，周日（16日）的大型集

會也有農民參加，他

們驅車前往首都，並

將拖拉機停放在市中

心博物館廣場。

抗議人群播放音

樂 ， 高 呼 反 政 府 口

號，然後沿著大道遊

行，導致交通堵塞。

半島電視台記者

斯蒂芬· 瓦森（Step Vassen）

說，雖然集會的氣氛“相當

激烈”，但抗議活動是平和

的。她說：“很多人反對政

府的措施，對政治普遍不信

任。一些人現在不遵守防疫

規則，違反了許多仍然有效

的規定。”

在遊行過程中，警方將一

小群反法西斯抗議者驅趕走，

並用公交車將他們轉移到其他

地點。荷蘭激進的右翼團體經

常加入反對防疫限制的示威活

動，警方希望確保他們不會與

這些反法西斯活動人士發生衝

突。

在民衆反對情緒日益增長

的背景下，荷蘭首相馬克· 呂特

（Mark Rutte）上周五（14 日

）宣布結束封鎖措施，重新開

放商店、理發店和健身房，盡

管荷蘭全國新增病例數量創下

紀錄，但政府仍然解除了部分

封鎖措施。

荷蘭衛生研究所（RIVM）

公布的數據顯示，周日（16

日）感染人數再創新高，超

過 3.6 萬人。自新冠大流行開

始以來，荷蘭累計記錄了超過

350萬感染病例，累計2.1萬死

亡病例。

呂特政府在 12 月中旬下

令封鎖，德爾塔變異株迫使

醫療系統取消了除最緊急醫

療服務之外的所有服務，而

且不斷增長的奧密克戎感染

病例也將導致醫療系統不堪

重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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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總統拜登19日預測，俄羅斯總統普丁將
對烏克蘭採取行動，雖然他警告說俄國會為全面入侵付出高昂
代價，但坦承如果是 「小規模入侵」，西方盟國在如何作出反
應上存在分歧，將不得不為是否採取行動而猶豫。拜登此話一
出，令烏克蘭官員感到震驚，共和黨陣營亦一片譁然。白宮隨
後則強調，俄國任何進犯烏國的動作都會招致 「嚴厲和一致的
」報復。

拜登在回顧執政1周年的記者會上談到普丁時說： 「我猜
他會有所行動。如果俄國入侵，我們將追究其責任，而這取決
於它採取何種行動。如果是小規模入侵，我們最終或許不得不
為做什麼和不做什麼而爭辯。但如果他們進一步入侵烏克蘭，
對俄國來說將是一場災難。」

區分入侵界線引譁然
在被問及 「小規模入侵」是何意時，拜登說這條界線是

「俄國軍隊越過邊界，殺死烏克蘭士兵」。但他又說，西方國
家的回應取決於普丁到底做了什麼。他坦承，盟國之間 「有分
歧」，而他正在努力確保 「每個人都在同一個起跑點上。」

拜登表示，他相信普丁是想考驗並試探西方領導人，但
「大國不能虛張聲勢」。他認為，普丁 「仍然不想發動全面戰

爭」，而他與普丁舉行第3次峰會也還有可能。他指出，俄國
並無好的選項，開戰將導致 「嚴重的經濟後果」，除了能源收
入被切斷，俄國亦將面對經濟制裁。

美媒隨即質疑拜登 「表達混亂」，措辭含糊不清。一名烏
克蘭官員也對拜登會區分全面入侵和小規模入侵感到震驚，稱

「基輔驚呆了」。該官員又指，拜登暗示小規模入侵不會觸發
制裁， 「這為普丁隨意入侵烏克蘭開了綠燈」。

白宮發言人莎琪19日傍晚發表聲明說， 「拜登總統明確暗
示俄國總統：如果俄軍越過烏克蘭邊界，將遭遇美國及其盟友
猛烈、嚴厲和一致的反擊。」這是迄今為止白宮對莫斯科作出
的最嚴厲警告。莎琪補充說，華府的情報表明 「俄國有大量的
非軍事行動侵略手段」，此外還包括駭客攻擊。

共和黨酸拜登軟弱
共和黨籍前美國駐聯合國大使海利推文稱，拜登的言論是

為普丁壯膽，她稱 「想像一下自己是普丁，考慮入侵烏克蘭。
然後你看到這場糟透的記者會， 『播放』著拜登的軟弱領導力
。拜登正在為普丁壯膽。這真是太尷尬了。」

解除加徵關稅未定 中美貿易戰續打

染COVID-19得到自然免疫
研究：保護力比疫苗強

（綜合報導）中美關係持續緊張，儘管美國多個商業團體
要求撤銷前總統川普時期對中國貨加徵的進口關稅，但拜登總
統19日在上任1周年前夕的記者會上談及該可能性時，表示還
為時過早，且何時會撤銷 「不確定」。

拜登表示，他也希望可以說中方有達到目標，或是已經履
行承諾，但中方還沒有做到。他說，他知道有些商業團體正吵
著要他開始降低對中國貨加徵的25％關稅，這也是為什麼美國
貿易代表戴琪正在進行努力，與中國合作解決這個問題，但時
間並不確定。

2020年初，中國與當時川普政府簽署第一階段貿易協議，

而據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數據顯示，到2021年11月中方
對美採購額達到承諾額度的大約60％。中方則稱不是不想，而
是這個目標根本不現實，雙邊供需問題才是關鍵。

中國商務部新聞發言人束珏婷在20日記者會上，被問及拜
登上述說法，她表示， 「中方始終認為，取消加徵關稅有利於
中國，有利於美國，有利於世界。特別是在當前通膨形勢下，
取消加徵關稅符合中美兩國消費者和生產者的根本利益，有利
於世界經濟恢復。」

另外，白宮國安會議中國事務資深主任羅森柏格（Laura
Rosenberger）19 日出席美國智庫 「國家亞洲研究局」（NBR

）線上研討會時表示，華府尋求在印太地區持續發揮影響力對
抗中國，包括在台海強化威嚇，確保印太自由開放的特性。而
針對拜登提出的新 「印太經濟架構」構想，她說近期已和合作
夥伴討論，希望能將其具體化，有關事宜料於未來數月與夥伴
對外公布。

21日，拜登預定與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舉行視訊峰會，據日
本共同社先前指出，兩人也可能就 「印太經濟架構」展開磋商
。羅森柏格則提到，這一架構的初步構想包括貿易便利化、數
位經濟標準、供應鏈彈性、基礎建設、減碳、潔淨能源出口管
制、稅收與反腐敗等。

拜登拜登：：俄如小規模入侵俄如小規模入侵
盟國採取行動會猶豫盟國採取行動會猶豫

（綜合報導）研究發現，在美國上一波由Delta變異株引
發的感染激增期間，相較於接種過COVID-19疫苗卻未染疫的
人，未接種疫苗卻染疫痊癒者的防護力更強。但研究人員警告
，未接種疫苗、也未曾染疫的人重症和死亡風險也相對高。

法新社報導，針對自然免疫與透過COVID-19（2019冠狀
病毒疾病）疫苗接種取得防護力的強度比較，這篇研究是最新
的討論，也是在美國疾病管制暨預防中心（CDC）批准下所進
行。

不過研究作者警告說，不要將染疫作為一種策略，因為與
接種疫苗的人相比，未接種疫苗、也未曾染疫的人在住院、染
疫後長期影響和死亡的風險更高。

截至2021年11月30日，加州和紐約州約有13萬1000人死
於COVID-19，這兩州是這篇研究使用統計模型的依據。

美國 CDC 發表聲明說： 「病毒會持續演變，包括導致

COVID-19的病毒。在研究期間，疫苗接種和染疫痊癒後提供
的保護力發生變化。不過疫苗接種仍是預防COVID-19最安全
的策略。」

這項分析是在Omicron變異株出現前所進行。研究使用的
是2021年5月30日至11月30日期間，在紐約州和加州篩檢呈
陽性的110萬人病例數據，並利用這些數據來模擬推論更廣泛
群眾的狀況。

研究顯示，在Delta成為主要病毒株前，疫苗比感染病毒
提供更強的免疫力；但Delta變異株在去年6月下旬至7月開始
大流行後，關係開始轉變。

截至去年 10 月 3 日那週，接種過疫苗卻未感染過 COV-
ID-19的人，染疫可能性是未接種疫苗、卻曾染疫者的3到4倍
。

在去年10月13日至11月14日的幾週內，在加州接種過疫

苗、卻沒有感染過COVID-19的人，住院風險是曾染疫、卻未
接種疫苗者的3倍左右。

不過研究也指出，接種過疫苗和也得過COVID-19的人，
保護力最強。

然而這篇研究可能會受到 「選擇偏差」的影響，因為研究
排除未接種疫苗占絕大多數的死亡病例。

在其他研究方面，包括去年8月以色列一篇著名論文也發
現，在Delta變異株激增期間，自然免疫比疫苗更有效。

但根據Delta變異株大流行前的數據，美國CDC先前的立
場相反。

這篇研究總結說： 「還需要進一步研究來確定染疫痊癒後
的保護力持續時間，考量因素包括Omicron在內等變異株類型
、嚴重程度和症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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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聞

美軍人員“帶毒”赴韓 韓國政府急求“透明數據”
綜合報導 駐韓美軍近期新冠確診病例數

連創新高，不少人員在美國度假後“帶毒”

返回韓國，對疫情防控造成嚴重威脅。韓國

防疫部門 14 日說，已與美軍協商，希望定期

獲得疫情信息，提高數據透明度，以便更妥

善應對疫情。

韓國中央防疫對策本部14日說，這一部門13

日與駐韓美軍、行政安全部和京畿道平澤市等地

方政府召開會議，討論如何加強駐韓美軍相關疫

情防控。

駐韓美軍基地疫情近期呈急速蔓延勢頭。1月

4日至10日一周內，美軍基地新增確診病例1599

例，較此前一周的682例大幅增加，連續兩周刷新

確診病例數新高。

位于首都圈的京畿道成爲駐韓美軍疫情“震

中”。根據京畿道政府發布的數據，上月26日至

本月10日，駐紮在當地的美軍新增確診病例達

951例，引發當地政府擔憂。

以元旦爲分界點來看，之前 6天日均確診

病例接近 36 例，之後 10 天日均確診病例猛增

至 70 多例。京畿道政府分析認爲，這背

後主要原因可能是美軍人員在歲末年初之

際返回美國度假，與人接觸機會較多，

導致感染新冠病毒。

韓國中央防疫對策本部一名發言人說，

在13日舉行的會議上，韓方表示希望定期

獲得駐韓美軍每日新增確診病例數據。經

過協商，美軍方面將以發布會或新聞簡報

方式公布相關數據。

駐韓美軍14日在官網發文，提醒美軍

及相關人員入境韓國時注意新的防疫政策。自20

日起，入境前的核酸檢測采樣時間從出發前72小

時縮短至48小時。

駐韓美軍感染人數激增的消息並不讓人意

外。此前流傳于韓國社交網站的一段視頻顯示

，駐韓美軍去年 12 月 17 日在位于平澤市的漢

弗萊斯軍營舉辦年底慶祝活動，近 400 人聚在

一起吃喝玩樂。

視頻中，美軍士兵圍坐在圓桌旁大快朵

頤，多名女性舞者隨著流行歌曲熱舞。視頻

中絕大多數人沒有戴口罩，更沒有保持社交

距離。

這段視頻引發韓國網友批評。一些人指責

美軍不重視防疫規定，在韓國疫情嚴峻的背景

下不戴口罩、沒有嚴格保持社交距離，導致疫情

蔓延。

駐韓美軍隨後收緊防疫措施，禁止駐韓美軍

相關人員前往基地外的商場、酒吧、健身房和桑

拿房等設施。除執行公務和居住在首爾的人員外

，其他人不得前往首爾。

深陷醜聞
韓執政黨總統候選人支持率落後最大在野黨

綜合報導 據韓聯社報道，韓國民調

機構Realmeter公布的一項民調結果顯示

，最大在野黨國民力量總統候選人尹錫悅

以40.6%的支持率，反超執政黨共同民主

黨候選人李在明(36.7%)。二人相差3.9個

百分點，超出誤差範圍。

據報道，Realmeter受網媒OhmyNews

委托，于9日至14日面向全國3031名選

民進行民意調查。結果顯示，尹錫悅的支

持率爲40.6%，較上周上升6.5個百分點；

李在明的支持率爲36.7%，較上周下滑3.4

個百分點。此外，國民之黨候選人安哲秀

支持率12.9%、正義黨候選人沈相奵2%。

據Realmeter分析，國民力量競選團

隊內部矛盾得到解決、曾揭發有關方代付

李在明律師費的舉報人突然死亡等分別對

二人的支持率起到影響。

假設國民力量聯合其他在野黨推選單

一候選人，朝野形成一對一競爭版圖時，

尹錫悅作爲單一候選人的支持率爲

45.2%，李在明爲37%；若安哲秀成單一

候選人，支持率將達 42.2%，李在明爲

34.3%。也就是說，在野黨推選任一單一

候選人時其支持率都將超過李在明，兩種

情況下的兩者差距均超出誤差範圍。

另外，回答李在明最有可能當選總統

的比例爲46.2%，下降6.6個百分點。尹錫

悅則上升7個百分點至41.9%，安哲秀爲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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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據日本共同社報

道 ， 日 本 第 208 屆 例 行 國 會 開

幕 。 日 本首相岸田文雄在衆院

全體會議上，發表了上任後的首

次施政方針演說。鑒于新冠病毒

奧密克戎變異株在日本快速蔓延，

岸田稱，應對疫情是政府的最優

先課題，將爲盡快克服疫情“全

身心投入”。

報道稱，新冠疫情在日本急劇

擴散。17日，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發

表首次施政方針演說，他稱應對疫

情是政府的首要課題，表示計劃6

月前後彙總出包括如何修改《感染

症法》在內的中長期措施。

岸田強調，今後重點在于國內

的防疫政策，將結合奧密克戎的特

性，以重症患者爲主，加強醫療供

應體制，並有意加快3月以後提前

接種第三針新冠疫苗的工作。

據報道，岸田表示，老年人接

種間隔縮短至6個月，在有余力的

地方政府，力爭未滿65歲人群也以

同樣方針接種。

另一方面，岸田還提出通過整

個經濟社會大變革，實現去碳化社

會，並創設力爭實現無核武世界的

“國際賢人會議”。

岸田稱，氣候變化問題是資本

主義消極一面的縮影，並視其爲要

實現自身提出的“新資本主義”應

克服的最大課題。爲實現2050年日

本溫室氣體實際淨零排放的政府目標，岸田強調，

將致力于包括産業結構、國民生活、地區應有模式

在內的“整個經濟社會大變革”。

圍繞核裁軍，岸田宣布將升級其擔任外相時牽

頭設立、擁核國家與無核國家專家討論核裁軍措施

的“賢人會議”，在各國政治領導人的參與下，設

立“實現無核武世界的國際賢人會議”，年內將在

廣島召開首次會議。

此外，岸田還表示，將探討包括對敵基地攻擊

能力在內強化現實防衛力。關于修憲，他期待在國

會積極討論。

（中央社）檢調偵辦三軍總醫院牙科醫師在
外兼職、詐領健保補助、疑似浮報看診費等案，
續有發展。檢調懷疑，三總口腔贋復科主治醫師
徐允中在 「梵谷美學牙醫診所」、 「飛悅北大診
所」兼差，由診所醫師配合請領健保，台北地檢
署20日指揮調查局桃園市調查處發動第4波偵查
行動，兵分3路搜索2家牙醫診所及相關牙醫。

檢方訊後諭知飛悅北大牙醫診所牙醫蕭煜倫
100萬元交保，李崇先80萬交保、吳長潔50萬元
交保、吳怡蓁10萬元交保，梵谷美學診所院長黃
國光100萬元交保、員工李旻旭10萬元交保。另
郭姓、紀姓牙材商各以20萬元交保。

本案緣於三軍總醫院家庭牙科暨口腔診斷科
主治醫師李宗益，遭檢舉在外私自兼差、經營私
人診所，還冒用他人名義詐領健保補助100萬多
元，涉嫌偽造文書、詐欺。檢調9月約談李到案
，訊後聲押獲准，檢調依據蒐集事證，懷疑三總
有多名牙醫師涉嫌勾結牙材商詐領醫療費用。

檢調去年9月7日兵分4路搜索，約談李宗益
等6人到案，檢察官聲押禁見李獲准，另諭令李
妻張女以100萬元、診所林姓牙醫100萬元、診所
白姓護士10萬元交保。

去年11月23日檢調執行第2波偵查行動，共
搜索5處、約談5人到案。檢調去年12月7日再
執行第三波偵查行動，共搜索12處、約談8人到
案，約談的8人中包括三總牙口腔顎面外科主任
陳元武、牙醫師莊傳宗、孔令瑜等7名醫師。

北檢20日再第四度指揮調查局桃園市調查處
搜索2家牙醫診所，分別是位於桃園的梵谷美學
牙醫診所、飛悅北大診所等2家，徐允中則曾在
梵谷美學牙醫兼差。

針對三總牙醫師疑不當營外兼差及涉詐健保
案，三總院方曾表示，該院秉持 「依法行政、毋
枉毋縱」立場，全力配合司法調查，目前全案均
已進入司法程序，有關涉案醫師若有涉法事實，
將依相關規範秉公處理，檢討議處。

助三總牙醫兼差詐領健保
梵谷美學診所院長百萬交保

（中央社）位於基隆市義二路、信二口
「自立書店」已有70多年歷史，創辦人陳上惠

去年底辭世，第二代老闆2019年向文化部申請
私有老屋建築修繕補助通過，20日老屋修建動
工，木板招牌卸下後，有一面斑駁老招牌浮現
，上頭是首任司法院長王寵惠所題的字，因年
代久遠將保存展示。

自立書店創辦人陳上惠1945年隨部隊來台
，1947年4月4日在義二路開設自立書店，長年

以來在基隆深耕，自稱是第一家販賣流通中文
書籍的書店，也催生了台北市重慶南路的書店
街，近年來雖書市沒落，書店依然佇立在基隆
市哨船頭商圈。

自立書店後來以社造切入，推動商圈再造
與創生，陳上惠的女兒陳梅玲向文化部申請私
有老屋建築修繕補助，經過數次審查、修正、
補件跑流程，日前終於通過，20日上午進行修
繕工程，工程人員拆除金色浮雕的木板招牌後

，發現後方隱藏著另一塊舊招牌，上頭同樣寫
著 「自立書店」4個大字，不同的是，題字人是
首任司法院長王寵惠。

陳梅玲說，王寵惠是爸爸的老師，當年開
書店因經濟較不富裕，招牌以手寫做成平面，
找來王題字，1987年裝修時，並未拆除，而是
直接加上另一面立體字樣的招牌，現在看到感
觸良多，會先將招牌保存，未來在店內尋找適
合地點展示。

陳梅玲指出，自立書店一層樓面積約40、
50坪，未來書店將大改造，變成複台式經營模
式，有餐飲、圖書、文具及在地特色與文創小
物；目前1樓尚未決定使用方式，3樓則是展覽
空間與皮影戲教學、表演場地，也可供為新書
發表空間，最快明年初完工。

基隆自立書店修建 重現王寵惠題字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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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AL NOTICE
These Texas Lottery Commission scratch ticket games will be closing soon:

Texaslottery.com is the official source for all pertinent game information. Game closing procedures may be initiated 
for documented business reasons. These games may have prizes unclaimed, including top prizes. In addition, game 
closing procedures will be initiated when all top prizes have been claimed. During closing, games may be sold even 
after all top prizes have been claimed. Must be 18 or older to purchase a ticket. For help with a gambling problem, 
ncpgambling.org. © 2022 Texas Lottery Commission. PLAY RESPONSIBLY.

Game # Game Name / Odds $ Official Close of 
Game

End Validations 
Date

2302 Emerald Green 7s - Overall Odds are 1 in 4.11 $5 1/7/22 7/6/22

2255 $1,000,000 Extreme Cash - Overall Odds are 1 in 3.57 $20 1/13/22 7/12/22

2248 $250,000 50X Cashword - Overall Odds are 1 in 3.55 $10 1/29/22 7/28/22

2313 Double Doubler - Overall Odds are 1 in 4.83 $1 2/2/22 8/1/22

2301 Sapphire Blue 7s - Overall Odds are 1 in 4.85 $1 2/2/22 8/1/22

2163 Texas Loteria - Overall Odds are 1 in 3.96 $3 2/2/22 8/1/22

2191 Level Up! - Overall Odds are 1 in 4.23 $2 2/23/22 8/22/22

2273 Rose Gold Riches - Overall Odds are 1 in 3.89 $5 2/23/22 8/22/22

2295 Texas Red White & Blue™ - Overall Odds are 1 in 4.38 $5 2/23/22 8/22/22

2314 Crazy Cash - Overall Odds are 1 in 4.09 $5 2/23/22 8/22/22

2317 Double Your Money - Overall Odds are 1 in 3.47 $5 2/23/22 8/22/22

2303 Ruby Red 7s - Overall Odds are 1 in 3.57 $10 2/23/22 8/22/22

2287 $1,000,000 Crossword - Overall Odds are 1 in 3.42 $20 2/23/22 8/22/22

2304 Diamond White 7s - Overall Odds are 1 in 3.25 $20 2/23/22 8/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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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急劇惡化疫情急劇惡化無源火頭多處
最新疫情

確診總數：16宗

●本地個案：7宗

源頭不明：2宗

其他個案相關：5宗

●輸入個案：9宗

初步確診：10多宗

源頭不明確診

●26歲女子 住美孚新邨第三期，

在北角學之園幼稚園 ( 君豪峰 ) 任
教 ( ＃13072 )

●79歲男子 住葵涌邨逸葵樓，準

備到仁濟醫院接受大腸鏡檢查前被
發現 (＃13085 )

源頭不明初確

●17歲男生 住觀塘凱滙3座，就

讀觀塘聖若瑟英文中學，上周六發
燒，本周一求診和提交樣本，或感
染Delta病毒，但未到過銅鑼灣Lit-
tle Boss寵物店，也沒有飼養倉鼠

●58歲女子 住馬鞍山錦豐苑錦蓉

閣，任教的美孚地利亞修女紀念學
校有3名學生確診

●53歲男子 住葵涌邨逸葵樓，與

＃13085居住的樓層及坐向不同，
在國泰航空貨運站5樓工作，負責
剷貨，不需直接接觸貨物和機組人
員

資料來源：香港衞生防護中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

●觀塘協和街33號凱滙3座有中學生初確，3座
圍封強檢。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新 冠 病 毒 疫

情爆不停，更有

蔓 延 至 校 園 趨

勢。香港19日新增16宗確診，其中7宗屬本地或其相關

個案，包括 2 宗源頭不明個案；10 多宗初步確診個案

中，也有多宗的源頭未明，包括一名從未到過銅鑼灣

Little Boss寵物店、但懷疑感染Delta 病毒的 17歲男生，

顯示香港可能存在兩條Delta隱形傳播鏈。同時，香港正

受Omicron病毒夾擊，已累積有3名學生染疫的美孚地利

亞修女紀念學校有一名教師和一名學生初步確診，地利

亞群組更衍生三代傳播。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

竹君 19 日形容，現在已有數個“火頭”，疫情非常嚴

峻，社區有明顯傳播，呼籲在深水埗及美孚附近居住或

上班的人士盡快接受病毒檢測。香港特區政府因應疫情

爆發點，19日晚在三處進行圍封。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

DeltaDelta病毒恐有兩條隱形傳播鏈病毒恐有兩條隱形傳播鏈

染疫翁做腸鏡 兩醫護隔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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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日初步確診個案有10多宗，其中多宗仍
未找到源頭，尤以一名居於觀塘凱滙3

座的17歲男學生情況最離奇。該男生就讀觀塘聖
若瑟英文中學，上周六發燒，本周一求診和提交樣
本，結果呈初步陽性，帶有L452R變種病毒，疑感
染Delta病毒。

香港近期的個案以Omicron病毒為主，至日
前Little Boss 寵物店售貨員感染Delta，才敲起
香港受兩種病毒夾擊的警號，惟該名 17 歲男
生未曾到訪銅鑼灣該寵物店，也沒有飼養倉
鼠，目前資料與寵物店相關傳播鏈不脗合，衞
生署必須進行基因排序分析才可確定香港是否
存在兩條Delta隱形傳播鏈。

巴裔婦疫鏈衍生第四代
在Omicron疫情方面，早前巴基斯坦裔女子

（#13045）抵港後疑在檢疫酒店染疫，並將病毒
傳染家人，其中染疫兩名兒子就讀美孚地利亞修女
紀念學校，病毒已在校園內爆發，二子的一名同考
場的16歲同學（#13079）早前已確診，負責監考
的58歲女教師19日初步確診，Ct值約23至25。她
居於馬鞍山錦豐苑錦蓉閣，曾到過新港城及頌安商
場等，上周一、二及五監考，同一時段考試的30
多名學生需要檢疫。

張竹君對考場爆疫感到奇怪：“因為考試時學
生都戴上口罩，其間應該無時間傾偈或接觸，未知
道是否有超級傳播者，以往幾波疫情好少這種情
況，可能是現時情況不太一樣。”

同時，該考場16歲同學（#13079）疑把病毒
傳染給就讀香港管理專業協會李國寶中學的14歲
弟弟，以及3名居住東涌映灣園七座的三兄弟（年
齡分別是11、14及16歲），倘這4人最終證實確
診，便是巴裔婦人的第四代傳播。他們就讀的大嶼
山國際學校及佛教筏可紀念中學19日宣布暫停面
授課程。

地利亞群組或傳染鄰居
至於兩宗仍未找到感染源頭的確診個案，包括

一名居於美孚新邨第3期、在北角學之園幼稚園 (
君豪峰 ) 任教的26歲女教師。她的28歲男性朋友
19日亦初步確診。他居於荃灣恒麗園6座，在尖沙
咀K11 MUSEA 五樓擔任文職工作，已打兩針復
必泰，周一出現病徵，翌日送往檢疫中心，抽取樣
本呈陽性。 張竹君指，由於女教師居住地方與美
孚地利亞學校接近，會循這方面調查。

張竹君表示，近期愈來愈多源頭不明個案，疫
情開始非常嚴峻，社區有隱形傳播，甚至是一些明
顯傳播，“現已有幾個火頭，可能深水埗區或附近
一些地方有個案，包括美孚一帶，故希望居於美孚
或深水埗兩個染疫家庭附近，或元州街附近市民盡
快接受檢測。”

深水埗污水含病毒
政府深夜公布，近日在深水埗一帶（即南

昌街以南、界限街以北、大坑東道以西，以及
石硤尾邨範圍），採集到檢測呈陽性的污水樣
本，顯示污水內含一定病毒量，擔心社區出現
隱形傳播的情況，呼籲區內居民盡快接受檢
測。

多間學校出現確診或初確個案，是否需要全港
中學停課？教育局表示，中學在現階段仍繼續現行
有關面授課堂安排，該局會繼續留意疫情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威、文森）19
日新增的源頭不明確診個案之一，涉及一名居
於葵涌邨逸葵樓的79歲男子。患者平日多在樓
下公園活動，18日到仁濟醫院作大腸鏡檢查前
接受檢測，其後確診。同住逸葵樓但不同樓層
及坐向的一名 53歲男子 19日亦初步確診，香
港衞生防護中心正就兩人是否曾有接觸進行調
查。

香港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19日
在疫情記者會上表示，79歲確診男子平日多在逸
葵樓樓下的公園閒坐及午膳，由於有氣促問題，
“有時口罩戴得唔係幾好”，潛伏期曾到過大窩口
街市及荃灣智能身份證換領中心。患者18日上午
到仁濟醫院進行大腸內窺鏡檢查前接受檢測，結果
初步呈陽性，19日確診。

香港醫管局總行政經理（綜合臨床服務）李
立業補充，患者入院時有72小時內檢測陰性證
明，雖有關規定已收窄至48小時，但為免延誤其
檢查，亦認為其風險相對較低，院方特別安排患
者在負壓手術室進行大腸鏡檢查，及後再進行病
毒檢測。隨後發現患者初步確診，該局即展開既
定程序，界定2名員工及1名病人為密切接觸者，
涉及事件的37名病人、1名訪客及14名員工亦需
接受檢測。該局採集逾50個環境樣本，全部均呈
陰性，會繼續跟進個案。

逸葵樓鄰居初確
53歲男子18日晚出現病徵，19日亦初步確

診。張竹君表示，患者是國泰外判商員工，在國泰
貨運站5樓獨自工作，主要負責剷貨，不需直接接

觸貨物。衞生防護中心正調查兩人曾否在樓下或在
使用升降機時有接觸。

香港民用航空事業職工總會主席李永富19日
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相關個案雖暫未確
定是在機場還是在社區感染，但已顯示有防疫風
險，畢竟抵港貨物有可能被病毒污染。該會正與
特區政府商討如何加強對貨站工友的保護，包括
加強抽檢抵港貨物、增加工友防疫保護、增加工
友檢測密度等。

香港機管局表示，21日起要求負責機艙清潔
的服務公司，在清潔機艙前先進行霧化消毒，如屬
短暫停留的貨機可暫停機艙清潔，以減低清潔人員
接觸病毒的風險。該局提醒航空公司及服務商，在
清潔機艙時須與機組人員分艙，並確保機艙內空氣
流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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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鏈未明※疫鏈未明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鍾健文）疫情持續在
香港社區擴散，學校防疫
廣受關注。教育局局長楊
潤雄 19日在書面回覆立
法會議員提問時表示，截
至本月5日，約95%中小
學及幼稚園教職員已至少
接種第一劑新冠疫苗，約
68%的12歲或以上學生至
少打第一針。因打針率達
七成的中學允許全日面
授，截至本月6日，全港
有183所中學可全校全日
面授，另213所中學部分
級別全日面授，兩者合共
396所。

楊潤雄表示，為進一
步加強防疫，特區政府將
於2月24日在更多處所實
施“疫苗氣泡”，正計劃
到校為5至11歲學童提供
疫苗接種服務。教育局會
盡快向學校公布實施上述
計劃的細節。

香 港 新 聞 2022年1月20日（星期四）4 ●責任編輯：周文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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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企整合推進 適時組新集團
去年利潤增長三成 歷史最好水平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國務院總理
李克強19日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部署進一步
加強下一階段特別是春節期間煤電油氣運保障和市
場保供；決定延續實施部分到期的減稅降費政策，
支持企業紓困和發展。

部署加強煤電油氣運保障
會議指出，按照黨中央、國務院部署，各

地、各有關部門加強能源和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穩
價工作，目前煤電油氣運保障總體平穩，糧油肉
蛋奶果蔬等民生商品供應量足價穩。會議要求，
要進一步抓實抓細能源和市場保供工作，保障經
濟發展和人民生活需求。
一要發揮好煤電油氣運部際協調機制作用，

壓實能源保供地方政府屬地責任和企業主體責
任，保持煤炭正常生產，優先保障發電供熱用煤

運輸。支持煤電企業應發盡發，多渠道提升新能
源發電出力，用好跨省跨區輸電通道加強餘缺互
濟。推動油氣田安全滿負荷生產，努力保證油氣
供應，加強對北方資源偏緊地區冬季供暖用能保
障。

二要嚴格落實“菜籃子”市長負責制，因地
制宜擴大蔬菜種植，抓好肉蛋奶、水產品生產供
應。嚴格執行鮮活農產品運輸綠色通道政策，引
導商貿企業、電商平台、零售網點春節正常營
業，豐富市場供應，促進擴大消費。對受災群眾
和困難群體加大幫扶或救助力度。

三要繼續做好應對惡劣天氣、突發疫情等不
確定因素的預案，指導地方在落實疫情防控措施
同時，保證骨幹交通網絡暢通，加強生活物資供
應保障，做好疫情封閉地區精細化管理，注重發
揮社會力量和社區作用，確保“最後一公里”、

“最後一米”物資配送暢通。
四要加強市場供求監測，強化食品質量安全

監管，依法查處囤積居奇、哄抬價格等違法行
為。

稅費優惠涉科技創業醫教等
會議指出，減稅降費是直接、有效、公平的

惠企利民政策。為幫助企業紓困解難，促進創業
創新，會議決定，在前期已對部分到期稅費優惠
政策延期的基礎上，再延續執行涉及科技、就業
創業、醫療、教育等另外11項稅費優惠政策至
2023年底。
一是免徵符合條件的科技企業孵化器、大學

科技園和眾創空間孵化服務增值稅，對其自用及
提供給在孵對象使用的房產、土地免徵房產稅和
城鎮土地使用稅。繼續放寬初創科技型企業認定

標準，凡符合條件的創投企業和天使投資個人對
其投資的，按投資額一定比例抵扣應納稅所得
額。對企業招用自主就業退役士兵和退役士兵從
事個體經營的，繼續按一定限額依次扣減稅收和
相關附加。二是免徵農產品批發市場、農貿市場
房產稅和城鎮土地使用稅。免徵城市公交站場等
運營用地城鎮土地使用稅。三是繼續授權省級政
府自主決定免徵、停徵或減徵地方水庫移民扶持
基金。四是免徵醫務人員和防疫工作者臨時性補
助、獎金及單位發給個人的預防藥品等實物的個
人所得稅。免徵相關防疫產品的藥品和醫療器械
註冊費。五是免徵高校學生公寓房產稅和相關租
賃合同印花稅。對承擔商品儲備政策性業務的企
業自用房產、土地免徵房產稅和城鎮土地使用
稅。減按15%徵收污染防治第三方企業所得稅。
會議還研究了其他事項。

國務院助企紓困：部分減稅降費政策延續至明年底

去年中國經濟疫後穩定恢復錄得8.1%的增長，
但各行業領域復甦不平衡，大企業好於中小

企業，上游行業好於中下游。在此背景下，中央企
業經營業績創歷史最好水平。彭華崗在國新辦發布
會上表示，去年延期規模效益大幅增長，經營業績
創歷史最好水平，收入、利潤、淨利潤，都創了歷
史最好水平；營業收入利潤率、勞動生產率均有所
提高，資產負債率保持穩定，年末資產負債率是
64.9%，實現年初的目標。

加強油氣煤炭等儲備力建設
對於2022年，彭華崗表示，今年央企發展的

目標任務為“兩增一控三提高”。“兩增”，就是
利潤總額和淨利潤增速要高於國民經濟增速；“一
控”，就是資產負債率要控制在65%以內；“三
提高”，就是營業收入利潤率要再提高0.1個百分
點、全員勞動生產率再提高5%、研發經費投入要進
一步提高。
彭華崗還指，2022年央企要嚴控債務、投資、

金融風險，嚴防國有資產流失，守住不發生重大風
險的底線。積極推動綠色低碳技術攻關，加強油
氣、煤炭等儲備能力建設。

去年，央企重組進入新階段，整合力度之大前所
未有，兩化重組，鞍鋼重組本鋼、寶武重組太鋼、中
國電科重組中國普天，中國星網、中國電氣裝備、中
國物流、中國稀土集團、國家管網集團等相繼成立，
央企總數量從過去100多家減少到97家。

鋼鐵糧食港口等成整合重點
彭華崗表示，今年將扎實推進中央企業重組組

建和專業化整合。在戰略重組方面，聚焦落實供給
側結構性改革、創新驅動發展、建設製造強國等國
家戰略，按照“成熟一戶、推進一戶”的原則，穩
步推進鋼鐵等領域的重組整合，在相關領域適時研
究組建新的中央企業集團。在專業化整合方面，將
以業務做強做精為目標，以優勢企業為主體，積極
推動糧食儲備加工、港口碼頭等領域的專業化整
合，切實提升資源配置效率和企業的核心競爭力。

引入積極股東絕不搞運動式
彭華崗表示，去年中央企業通過市場化方式，

實施混改的項目超過890項，引入社會資本超過
3,800億元。央企在引進各類社會資本開展合資合
作的同時，也從加強產業鏈合作、培育壯大新增長

點出發，通過市場化方式，開展對民企的參股投
資。目前，央企對外參股企業超過6,000戶。
下一步國資委將會繼續支持、鼓勵央企控股上

市公司引入積極股東來參與公司治理。支持和引導
國有股東持股比例高於50%的國有控股上市公司，
引入5%及以上的戰略投資者作為積極股東參與公
司治理。引入積極股東，要按照市場化和上市公司
的規則來推進，成熟一個推進一個，絕不能搞“運
動式”，也不能搞“拉郎配”。

專家：深化跨行業專業化整合
國資研究專家、中國企業研究院首席研究員李

錦向香港文匯報表示，當前央企運營進步很大，但
也存在着資源分散、主業不突出，以及某個專業上
同質化競爭、無序競爭等現象。下一階段央企重組
整合將以提高產業鏈水平為特徵，做強做優央企，
真正達到建設世界一流企業目的。
李錦表示，2022年央企重組頂層思路已圈

定，深化跨行業跨領域跨企業專業化整合，推進鋼
鐵、糧食儲備、港口碼頭、信息科技等領域資源整
合，同時加強海工裝備、新能源汽車、工業互聯
網、物聯大數據、航空貨運等協同發展平合建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

巖 北京報道）國資委19日發

布的2021年中央企業運行“成績單”

表現亮眼，去年中央企業實現營業收

入36.3萬億元（人民幣，下同），同

比增長19.5%，實現利潤總額2.4萬億

元、淨利潤1.8萬億元，分別同比增長

30.3%、29.8%，均創歷史最好水平。

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秘書

長、新聞發言人彭華崗表示，今年央

企要嚴控債務、投資、金融風險，資

產負債率要控制在65%以內，同時持

續推進戰略性重組、專業化整合，適

時研究組建新的央企集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
京報道）中國最新發文推動平台經
濟健康發展。中國國家發改委、市
監總局、網信辦、工信部等九部委
19日聯合發布《關於推動平台經
濟規範健康持續發展的若干意
見》，就平台經濟的反壟斷和反不
正當競爭執法、金融、稅收、數據
和算法安全、平台互聯互通、零工
經濟等提出監管措施。意見提出，
將嚴格規範平台入股金融機構，加
強平台企業稅收監管，打擊黑市數
據交易、大數據殺熟等。

規範平台入股金融機構
《意見》要求，金融業務必須

持牌經營，嚴格規範平台企業投資
入股金融機構和地方金融組織，督
促平台企業及其控股、參股金融機
構嚴格落實資本金和槓桿率要求。

查處虛開發票逃稅等
稅收監管方面，《意見》要

求，強化平台企業涉稅信息報送等
稅收協助義務，加強平台企業稅收
監管，依法查處虛開發票、逃稅等
涉稅違法行為。
《意見》還提出，對人民群眾

反應強烈的重點行業和領域，加強
全鏈條競爭監管執法。
重點規制以減配降質產品誤導

消費者、平台未對銷售商品的市場
准入資質資格實施審查等問題，對
存在缺陷的消費品落實線上經營者

產品召回相關義務。加大對出行領域平台
企業非法營運行為的打擊力度。

嚴控非必要採集數據
《意見》再次強調，將嚴厲打擊平台

企業超範圍收集個人信息、超權限調用個
人信息等違法行為，從嚴管控非必要採集
數據行為，依法依規打擊黑市數據交易、
大數據殺熟等數據濫用行為。同時，將完
善跨境數據流動“分級分類+負面清單”監
管制度，探索制定互聯網信息服務算法安
全制度。
國家發改委解讀《意見》時表示，此

次發文突出堅持發展和規範並重。《意
見》表示，支持平台加強技術創新，支持
平台企業推動數字產品與服務“走出
去”，鼓勵平台企業開展模式創新、支
持鼓勵平台企業賦能製造業轉型升
級，推動農業數字化轉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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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馬曉芳北京報道）北京
冬奧組委19日發布《北京2022年冬奧會和冬殘奧
會遺產報告集（2022）》，包括體育、經濟、社
會、文化、環境、城市和區域發展等七個單冊遺產
報告。北京冬奧組委總體策劃部副部長王仁華表

示，冬奧會申辦成功至2021年10月，全國參與過
冰雪運動人數達到 3.46 億，冰雪運動參與率
24.56%，北京冬奧會也為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強大
助力，北京地區生產總值從2015年的2.5萬億元
（人民幣，下同）提升至2020年的3.6萬億元。

王仁華表示，到2021年初，全國已有654塊
標準冰場和803個室內外各類滑雪場，較2015年
增幅分別達317%和41%，“帶動三億人參與冰雪
運動”從願景逐步走向現實。雙奧還全面推動體
育事業發展，2008年北京奧運會提升了民眾對體
育運動的熱愛，北京冬奧會帶動冰雪運動跨越式
發展，2016年至2020年北京市冰雪運動參與人次
累計達2,480萬。

北京冬奧“帶動三億人參與冰雪運動”

●●國資委今年將穩步推進鋼鐵等領域的中央企業重組整合國資委今年將穩步推進鋼鐵等領域的中央企業重組整合。。圖為中國寶武鋼鐵集團的武鋼有限公司軌圖為中國寶武鋼鐵集團的武鋼有限公司軌
樑生產線樑生產線。。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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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內地正制定更多穩定房地產行業的措施。消息指，

監管部門正在起草適用全國的規定，使房地產開發商更易獲

得商品房預售託管賬戶中的資金。外電引述知情人士表示，在中國

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指導下，住建部和銀保監會等部門正起

草新規，放寬開發商使用預售託管賬戶中的資金以協助履行債務、

付款給供應商，以及做融資操作，以緩解房地產行業流動性緊張問

題、防止房地產危機繼續蔓延。新規最快會在1月底推出。

●香港文匯報記者 蔡競文

內房企使用預售資金有望放寬

有關消息昨午傳出，隨即刺激內房股和債券齊
齊上漲。其中，世茂房產升11.33%，富力升

9.81%，碧桂園升8.28%，融創升7.6%，奧園升
4.64%，中國恒大升4.88%。彭博行業研究的一項
中國地產股指數漲4.1%，創去年11月以來的最大
漲幅。

總額料涉1.6萬億人民幣
報道引述其中一位知情人士表示，託管資金

通常佔開發商預售資金的50%至70%，但沒有對
託管資金規模給出估值。現時內地開發商可以在
住宅項目完工前就進行預售，但必須將收取的資
金存入託管賬戶。據官方數據計算，售樓所得佔
開發商現金流入的一半以上。信達證券估計，假
定地方政府要求開發商將住宅項目價值的30%存

入該賬戶，全國託管賬戶存放的資金總額大約為
1.6萬億元人民幣。

去年在恒大債務問題爆出後，由於擔心危機
蔓延，許多地方政府在2021年限制開發商對這些
賬戶的提款，導致全國各地有幾個項目未能完
工，開發商的現金流不斷惡化。一些地方政府去
年年底以來放寬對預售款的提取限制，但由於在
這方面缺乏全國性的規定，一些城市的執行力度
已經過大。

預售資金監管的放鬆將改善資金緊張的開
發商的現金流。彭博指，中國垃圾級美元債殖
利率本月升破20%，離岸市場融資成本高不可
攀。情況較差的房企也難以向避險情緒高漲的
境內投資者發行債券。股票融資難度也不小，
上周融創中國配股融資後，股價創出23%的跌

幅。

不排除允償還在岸債務
消息人士說，擬議的新規旨在允許開發商使

用預售託管資金首先完成未完工項目的建築，然
後用於其他用途。另外，相關規則還將優先考慮
信用狀況較好開發商的在岸債務償還。野村證券
估計，今年首兩季，內房企每季都需償還約
2,100億元人民幣的在岸和離岸到期債務。

近幾周多項維護房地產行業穩定的措施已推
出，包括支持國企背景的開發商收購出險民營房
企的資產項目。中國人民銀行金融市場司司長鄒
瀾周二稱，今年要堅持“房住不炒”的定位，穩
地價、穩房價、穩預期；保持房地產金融政策連
續性、一致性、穩定性。

香港文匯報訊字節跳動縮減其投資部
門規模。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稱，這家旗
下擁有TikTok的公司正在解散內部風險投
資和投資團隊，該團隊專門押注有前景的
新創公司。他們表示，另一個戰略投資部
門也在徹底整改，並將退出交易，該部門
專注於支持可以幫助該公司自身業務的公
司。

字節跳動在一份電子郵件聲明中表示，
本月稍早決定加強業務聚焦，減少投資。又
表示，將把部分戰略投資部員工分散到各個
業務線，但未詳細說明。

監管機構傳啟新一輪限制
字節跳動打退堂鼓之際，也傳出消息

稱，監管機構有意限制字節跳動、騰訊和
阿里巴巴的交易，因為這些交易被認有助
於鞏固這些公司在社交媒體、遊戲及電子
商務等領域的主導地位。路透引述消息人
士稱，國家網信辦正在起草新的指引，規
定任何平台用戶超過1億或營收超過100億
元人民幣的公司，在上述交易之前要進行
前置審批。

除上述三家互聯網巨頭之外，其他符
合上述標準的公司還包括食品配送巨頭美
團、網約車領導者滴滴，微博、搜尋引擎
領導者百度和阿里巴巴最大對手京東，甚
至像嗶哩嗶哩和快手等有規模公司。而字
節跳動則是未雨綢繆、採取行動應對的第
一批企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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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中國國家發改委、市場監管總
局及中國央行等九個部門聯合發文，嚴格規範平
台企業投資入股金融機構和地方金融組織，督促
平台企業及其控股、參股金融機構嚴格落實資本
金和槓桿率要求。

治理支付過程排他行為
《關於推動平台經濟規範健康持續發展的若

干意見》指出，平台經濟在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全
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凸顯，既要充分發揮政府
在治理監管方面的作用，又要遵循市場規律；既
要幫助平台企業矯正不健康、不可持續的行為，
又要從構築國家競爭新優勢的戰略高度出發，支
持平台企業提升國際競爭力。

在提升監管能力和水平方面，將加強金融領
域監管，強化支付領域監管，斷開支付工具與其
他金融產品的不當連接，依法治理支付過程中的
排他或“二選一”行為，對濫用非銀行支付服務
相關市場支配地位的行為加強監管，研究出台非
銀行支付機構條例。嚴格規範平台企業投資入股
金融機構和地方金融組織，督促平台企業及其控
股、參股金融機構嚴格落實資本金和槓桿率要
求。

完善競爭監管執法，對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
重點行業和領域，加強全鏈條競爭監管執法。加
大對出行領域平台企業非法營運行為的打擊力
度；強化平台企業涉稅信息報送等稅收協助義
務，加強平台企業稅收監管。強化對平台押金、

預付費、保證金等費用的管理和監督。

拒超權限調用個人信息
文件並提出，嚴厲打擊平台企業超範圍收集

個人信息、超權限調用個人信息等違法行為。釐
清平台責任邊界，強化超大型互聯網平台責任，
完善跨境數據流動“分級分類+負面清單”監管
制度，探索制定互聯網信息服務算法安全制度。
從嚴管控非必要採集數據行為，依法依規打擊黑
市數據交易、大數據殺熟等數據濫用行為。

此外，平台應依法依規有序推進生態開放，
不得惡意不兼容，或設置不合理的程序要求；加
強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保障，健全最低工資和
支付保障制度。

內地規範平台企業投資金融機構

A股低迷
遊戲股逆市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微軟發
布聲明以每股95美元價格收購動視暴雪，全現金交易
總價值達到687億美元，成為遊戲行業歷史上金額最
大收購交易。行業亢奮傳導至A股，遊戲股19日暴漲
4%大幅領跑，不過A股大盤重陷低迷，上證綜指收
報3,558點，跌11點或0.33%；深圳成指報14,207
點，跌184點或1.28%；創業板指報3,075點，跌68
點或2.17%。兩市共成交10,653億元（人民幣，下
同），北向資金淨買入38億元。

據測算，上述交易完成後，微軟將成為僅次於騰
訊和索尼的全球收入第三大遊戲公司。消息刺激滬深
兩市遊戲股昨整體飆升4%，迅游科技、星輝娛樂等
個股頂格升20%，冰川網絡漲12%，盛天網絡漲
11%，湯姆貓漲9%；雲遊戲股升幅緊隨其後，大漲
3%，元宇宙股升近1%。

華泰證券指，近期遊戲行業及元宇宙領域大額交
易密集發生，在元宇宙“軍備競賽”加碼的背景下，
宜關注優質內容資產及元宇宙產業投資機會。

●恒大債務問題爆出後，許多地方政府限制開發商對託管資金的
提款，導致他們現金流不斷惡化。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李陽

波 西安報道）

歷經 40 天的艱

苦戰疫，陝西省西安市19日迎來零新增，西安多區開始逐

步解封並加快復工復產。在同日開幕的陝西省第十三屆人

民代表大會第六次會議上，陝西省省長趙一德在作政府工

作報告時指出，陝西將實施一季度經濟穩增長10條措施和

支持西安加快經濟恢復發展若干政策，對受疫情影響、生

產經營困難的省內企業，免徵一季度房產稅、城鎮土地使

用稅等稅費，讓企業的“血液”流動起來，讓經濟活起

來。

40天戰疫迎零新增
西安多區逐步解封
推加快復工復產措施 免一季度困難企業稅費

陝西省衞健委19日通報，1月18日0至24
時，陝西無新增報告本土確診病例。目前

全省累計報告本土確診病例2,077例，其中出院
1,339例、在院738例，同時還有部分人員正在
集中隔離。

“零新增”時絕不能思想鬆懈
經香港文匯報記者梳理發現，去年12月9

日第1例確診病例出現後，西安市迅速對涉疫
酒店進行了管控。在隨後10天時間裏，疫情開
始蔓延，每日確診人數也從個位數上升到十位
數。

面對多區多點病例的出現，去年12月20
日，西安實行最嚴格防疫措施，全員核酸檢
測，全城查驗48小時核酸檢測陰性證明。兩天
之後，由於累計確診人數突破百例，並以倍數
激增，西安市宣布從23日起全城封閉管理，每
戶家庭每2天由1人外出採購生活物資。到
2021年12月27日，疫情越發嚴峻，西安單日
確診連續2天超過150例，防控等級再次提升，
全體市民除參加核酸採樣外足不出戶。

在幾近靜止的生活狀態下，西安市民迎來
了2022年，疫情也隨之迎來拐點，每日病例逐
步下降。

2022年1月5日，西安迎來社會面基本實
現清零，10日實現了社區動態清零目標，19日
首次實現單日本土病例零新增。從“1”到
“10”，到“100”“175”，再到“0”，從初
期分區分級防控、爆發期全員核酸檢測全城封
閉管理、下降期分區調整防控措施，到現在逐
步解封恢復，西安疫情得到有效遏制，全面進
入收尾階段。

“‘零增長’是好消息，但絕不能思想鬆
懈，更不能撤去必要的防護措施。”西安市衞
健委主任劉順智19日表示，隨着春節的到來，
增加了西安市疫情防控的難度，恢復正常生產

生活，將做到分區分級、分類分時、有序推
進。

三區憑碼正常活動
隨着疫情形勢逐漸好轉，西安逐步降級社

會面管控措施，截至目前，西安現有高風險地
區1個，中風險地區5個。其中，7個區縣、開
發區恢復常態化防控，其餘8個區縣、開發區
繼續執行過渡期管控措施。西安市未央、經
開、滻灞3區19日更是聯合宣布，市民憑“一
碼通”綠碼進出小區（村），在三區內可正常
活動，幾乎等同於解封。

紮緊疫情輸入“漏風口”
“落實疫情分區分級精準防控措施，因地

制宜、分類推進、精細服務，全力保障防疫物資
需求，有序讓社會轉起來，讓經濟活起來。”陝
西省政府工作報告指出，陝西將實施一季度經濟
穩增長10條措施和支持西安加快經濟恢復發展
若干政策，對受疫情影響、生產經營困難的省內
企業，免徵一季度房產稅、城鎮土地使用稅等稅
費。同時實施住宿餐飲、商貿零售、文旅娛樂等
服務業激勵計劃，落實房租減免、增值稅加計抵
減、發放消費券等措施。加大重點企業、中小微
企業、個體工商戶幫扶力度，積極幫助解決原材
料供應、產品生產、返崗上崗、物流運輸、資金
保障等方面的突出問題。引導金融機構創新產品
和服務，強化信貸紓困，不盲目抽貸、斷貸、壓
貸，讓企業的“血液”流動起來。

對於新形勢下的疫情防控，陝西省提出將堅
持“外防輸入、內防反彈”總策略和“動態清
零”總方針，科學精準從速處置局部突發疫情，
不斷提升常態化疫情防控效能。慎終如始處置西
安疫情，精心做好隔離人員服務保障，科學有序
開展醫療救治，既有力度、又有溫度，紮緊疫情
輸入的每一個“漏風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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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經歷經4040天的艱苦戰疫天的艱苦戰疫，，陝西省西安陝西省西安
市市1919日迎來零新增日迎來零新增，，西安多區開始逐西安多區開始逐
步解封並加快復工復產步解封並加快復工復產。。圖為西安北站圖為西安北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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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新增5宗 4人為同一冷庫裝卸工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記者張帥及新華社報道，北

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劉曉峰19日通報，當日0時至
18時，北京新增5例本土核酸檢測陽性者，其中4人
為同一單位冷庫裝卸工，另1人為同住密接。

據了解，19日早上5時50分，北京房山區接到
第三方檢測機構報告，在18日開展的對區內冷鏈從
業人員每周例行的核酸檢測篩查中，發現1份核酸
檢測樣本陽性，檢測標本屬於10人混檢。上午9時
03分，房山區再次接到第三方檢測機構報告，另一
份8人混檢中也檢測出陽性。兩例樣本屬於同一企
業同一批樣本，涉疫企業為一家冷庫租賃企業，自
有員工9名，租戶67家，其中25家有進口業務。豐

台區在當日10時33分接到房山區疾控中心混採初
篩陽性通報。

19日，房山區立即啟動對全區冷鏈等重點企業
以及其他重點區域、重點人群的全面排查，同時，
在北京市公安局大數據專班支持下，房山方面正在
搭建“電子圍欄”，通過大數據比對進一步排查相
關人員。

天津市疫情防控指揮部19日發布通告提出，20
日6時起在全市範圍內開展第四次全員核酸檢測。凡
是未在規定時間內參加核酸檢測的居民，“健康
碼”調整為“橙碼”，完成核酸檢測且結果呈陰性
後轉為“綠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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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資深媒體人周玉蔻在節目上為高端
狂罵衛福部長陳時中與台北市長柯文哲，還當場在
專家諮詢小組委員李秉穎操作並秀出手機畫面，控
訴預約都沒結果，直接被登出，但眼尖網友抓包，
周玉蔻操作的平台畫面，是1922的疫苗資格查詢，
根本不是預約接種頁面，大酸 「連1922都不會用嗎
」。

周玉蔻在20日節目上專訪李秉穎，一開頭他就
大罵柯文哲歧視高端，根本預約不到，身為台北市
民有這麼可悲？更砲轟陳時中懦夫，太軟弱，被柯
文哲欺負都不敢反擊，根本是姑息養奸。

周玉蔻痛批第三劑疫苗想打高端，卻根本預約
不到，不斷上平台預約，都沒有結果，還當場操作
一次手機給李秉穎看，並對鏡頭秀出手機畫面。

然而這一幕卻被眼尖的PTT鄉民抓包，發現周
玉蔻根本進錯頁面，有鄉民實際操作一次，發現周
玉蔻在鏡頭前秀出平台頁面上的 「橘底白字說明」

，是1922查詢預約資格的最後一頁，再前往預約接
種頁面一看，發現下面會多出4項橘底白字的 「四
大疫苗接種須知」，但周玉蔻的手機畫面顯然沒有
。

網友狂酸周玉蔻 「一直點1的預約資格查詢，
是要預約個屁」、 「迴力鏢又來了」、 「嗯哼姐正
常發揮」、 「她真的有用過嗎」、 「只要能帶到風
向就是成功了」、 「年紀大了就該找年輕人幫忙操
作啊」`、 「她就只是想罵柯文哲而已啊，跟她認真
就輸了」。

也有民質疑李秉穎： 「我比較好奇的是為什麼
連李秉穎都看不出來」、 「醫師都是造冊施打的，
不用預約，所以也不知道怎麼操作吧」、 「李秉穎
不會用情有可原啦，醫師不用預約的」、 「國際笑
柄不是叫假的」、 「同陣線的，當然要假裝不知道
啊」。

（中央社）國內疫情升溫，許多民眾搶打第3劑疫苗，但衛
福部傳染病防治諮詢會預防接種組（ACIP）召集人李秉穎昨天
指出，當前重點並非第3劑，而是國內尚有2成未打任何一劑疫
苗的民眾，一旦爆發大規模社區感染恐難以應付，到時仍然無法
與病毒共存。

李秉穎表示，若要與病毒共存，關鍵條件在於 「重症率」和
「死亡率」不能超過流感，但台灣還有約20％的人，至今都沒接

種任何疫苗，因此我國無法安心與病毒共存。
李秉穎指出，打過2劑疫苗的人就算感染，約有99％會是輕

症，但是沒打疫苗的人感染後會有20％出現重症，甚至有2 至

4％死亡，而台灣現在還有約20％的人，至今都沒接種任何疫苗
，萬一發生大規模社區感染，沒打疫苗的人就相當危險，到時候
醫療機構的收治量能肯定受到影響。

新光醫院副院長洪子仁認為，打第3劑與追求2劑疫苗覆蓋
率是不同層面的問題，因為臨床上已證實，接種第3劑可喚醒抗
體，達到提升保護力的目的，且保護力至少都能達到7成，因此
優先讓機場相關工作人員、防疫計程車、防疫旅館從業人員打完
第3劑仍有必要。

至於剩餘未打疫苗的族群，洪子仁指出，國內還有500萬人
沒打疫苗，其中有300萬是12歲以下小孩，其餘200萬人則屬於

可打卻沒打的族群，這些人若堅持不打，國內的NPI（非藥物介
入）措施就必須維持的比國外更長久。

李秉穎指出，12歲以下孩童就算不打疫苗問題也不大，因為
感染後的重症比例低，雖然還是可能重症，但根據國內外研究數
據顯示，小孩染疫後重症的相似於流感，因此除12歲以下小孩
外，都應積極接種疫苗。

除第3劑疫苗外，最重要的是 「地基」必須要打好，因此第
1劑與第2劑的疫苗覆蓋率才是重要的關鍵，呼籲還沒有打前2劑
的民眾盡快去打好打滿。

2成民眾未打疫苗
台灣難與病毒共存

（中央社）桃園市20日新增9例本土確診個案，其中7例為
居家隔離採檢確診，市長鄭文燦強調，在居隔2採或解隔前確診
，代表社區風險是降低的，他也提到，自 3 日疫情爆發後累計
134人確診，居隔人數近3000人、採檢約5萬次，在7條傳播鏈
、Rt值5.2狀況下，桃園僅134人確診，說明居隔、全力圍堵是
非常重要的手段。

Omicron傳播力驚人，桃園疫情在強力圍堵下確診數居國內
之冠，鄭文燦說，現行有效病例再生數值（Rt）從2.2升至近期

的5.2，以現在7條傳播鏈估算，若政府放任不管，恐造成約10
萬人染疫，不過桃園自3日累計至今僅134人染疫，顯見圍堵是
必要手段。

鄭文燦指出，現在很多個案是在居隔時2採或解隔前採檢確
診，代表社區風險是降低的，顯示居隔仍是很重要的公衛手段，
而社區中確診黑數必須透過擴大採檢，找出潛在個案與傳播鏈。

「已經用盡力量圍堵疫情！」衛生局長王文彥說，至今已居
隔近3000人、採檢約5萬次，總計約30個學校及工廠受影響停

課、停業。桃園居隔人數多，市內集中檢疫所無法負荷，考量若
將民眾居隔在家中，要防範是否會偷跑，人力成本及風險都太高
，只能將人送往南部集中檢疫所。

鄭文燦籲，疫情爆發以來確診個案超過100件，疫調採檢、
隔離、消毒，數量龐大，年關會是個考驗，拜託民眾疫苗要打好
打滿，口罩也須戴好戴滿，減少群聚及聚餐，距離除夕圍爐還有
10天，雖然15日後到集中檢疫所隔離的民眾無法回家吃年夜飯
，但這是保護家人的必要做法。

解隔離前爆確診 鄭文燦：居隔圍堵有必要

糗翻！周玉蔻稱高端預約不到
網抓包這幕打腫臉：連1922都不會用

（中央社）新冠肺炎疫情延燒，南台灣也淪陷，高雄20日
傳出一家3口確診，市長陳其邁緊急宣布校園重啟三級警戒狀態
，高中以下學校今（21日）起全面關閉，且禁止跨校或跨縣市寒
假活動；台南市長黃偉哲也嚴陣以待，昨預先宣布，若疫情急轉
直下，春節活動不排除停辦。

昨日傳出確診個案後，高巿府教育局表示，寒假期間為防堵
疫情蔓延，已緊急通知各校強化防疫措施，高中以下各級學校寒
假活動包括社團、營（校）隊、體育、補考與重補修、訓練、交
流、會議等，若是屬跨校或跨縣市活動者一律停止，校內非必要
性活動也一律停止，必要活動（含課輔）應以線上為主、實體活
動為輔。

市場人流管制禁止試吃
至於非營利及私立幼兒園收托服務，陳其邁要求每日入園、

中午、離園量測3次體溫，須採固定座位並停止跨班跨園活動，
用餐須使用隔板，教室開窗戶通風，暫停開放密閉空間遊具，幼
兒專用車須固定座位，另外每2小時消毒1次。

陳其邁補充，今天開始針對市場加強防疫措施，包括量體溫
、手部消毒、禁止試吃、人流管制等，並且會派員督導各市場防
疫作為，協助落實防疫措施。尾牙及餐飲部分則務必落實防疫，
絕對禁止敬酒、桌次交叉、離開餐桌。

台南3車站發快篩試劑
台南市長黃偉哲昨則宣布，新化年貨大街等春節活動 「有效

管理、積極開放」照常辦理，但如疫情急轉直下，不排除停辦。
因應春節返鄉人潮，南市衛生局26日至28日於新營火車站

、台南火車站、高鐵台南站等3地，每日上、下午各提供300份
居家快篩試劑，從北北基桃、新竹返鄉的台南市民（無症狀者）

，可持身分證及這3天車票領取。
縣市首長發紅包先取消
此外，黃偉哲、嘉義縣長翁章梁先前已宣布取消春節廟口發

紅包活動，嘉義市長黃敏惠昨也跟進取消發紅包，春聯則由各里
幹事送至家戶。

新北市長侯友宜表示，新北市校外活動原則上都延後或取消
，上課則以線上教學為主，其他一定要做到三級防護、健康五原
則，也會不斷去了解補習班、安親班等防疫作為，讓孩子們都能
安心好過年。

基隆市政府同樣鼓勵學校，寒假課業輔導、各類社團活動及
教師研習等改採線上舉辦，實作類課程、非必要活動則建議延期
辦理，若仍採實體辦理者務必加強防疫工作。

高雄校園三級警戒 高中以下關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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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經濟

2022年全球原油市場展望

綜合報導 新年伊始，國際原油價

格在每桶80美元關口徘徊，何去何從

？專家們莫衷一是，分歧大于共識。

幾大決定性因素隨時都會挑動市場敏

感的神經。

首先，新冠肺炎疫情後續發展將最

終決定世界石油需求變化。

難以想象，世界上很多國家以“躺

平”的方式進入2022年。從歐洲到大洋

洲，從南部非洲到北美，面對病毒感染

人數急劇上升，所謂的“群體免疫”已

經成爲無奈選擇，大多數國家難以承受

長時間的封鎖。

人們希望，疫情終將結束，世界經

濟隨之複蘇，這個時間點可能在今年，

也可能在明年。屆時，報複性經濟增長

對石油的需求也會大增。

兩年前，新型冠狀病毒在全球

蔓延，封鎖隔離政策導致世界經濟陷

入停頓，石油需求遭受沈重打擊，油

價劇烈波動。隨著各國廣泛注射疫

苗，去年世界經濟呈現複蘇迹象，石

油需求也開始反彈，油價逐月攀升，

漲幅遠超預期。

多數咨詢機構預計，2022年第一季

度受奧密克戎毒株大面積感染的衝擊，

石油需求會暫時下降，但第二季度就會

反彈，今年下半年世界經濟可能強勁

複蘇，石油需求也將持續增加。按照

石油輸出國組織(歐佩克)的說法，奧

密克戎的影響將是“溫和而短暫的”

；國際能源署認爲，由于疫情出現新

變化，需求反彈將暫時放緩，但總體

趨勢不會逆轉。基于同樣判斷，高盛

認爲世界能源需求的春天很快就會到

來。

根據國際能源署的數據，今年石

油消費量預計將從2021年的9620萬桶/

天提高到9953萬桶/天，基本恢複到疫

情前水平。一些專家的預測更爲樂

觀，認爲今年世界石油需求將達到創

紀錄水平，並在未來數年保持強勁增

長。爲此，原油價格也將穩中有升。

巴克萊銀行預測，2022 年WTI 平均價

格約爲77美元，高于去年每桶73美元

的平均價格。高盛認爲，如果今明兩

年疫情得到控制，油價將持續上漲，

到 2023年布倫特原油平均價格將達到

每桶85美元。

其次，原油供應偏緊狀況或將持續

多年。

由于市場需求回升，去年底就有不

少人警告說石油短缺或將導致供需失衡

。入冬以來歐洲電力危機也給世人敲響

了警鍾。絕大多數的預測都表明，未來

幾年的石油需求將進一步增長。這就提

出了一個重要問題，原油供應能否跟得

上？

我們逐個看看三大産油主力的情

況。

一是歐佩克。從剛剛公布的歐佩克

月度會議統計看，2021年11月份歐佩克

與非歐佩克産油國遵守了117%的減産要

求，這意味著實際生産能力不足，甚至

低于月産量配額。不出意外，歐佩克會

議決定在2月份繼續將日産量提高40萬

桶直到6月份。

另據美國能源情報署報告，歐佩克

的閑置産能到2022年底可能只有511萬

桶/天，到2023年底這一數字可能會進一

步降至400萬桶/天以下，這比2021年第

一季度的900萬桶/天明顯減少。彭博社

預計2022年第一季度，歐佩克與非歐佩

克産油國實際原油供應增加量將爲140

萬桶/天，大大低于原先170萬桶/天的預

測。

二是美國。著名石油專家丹尼爾· 耶

金認爲，今年美國原油産量可能會增加

近100萬桶，頁岩油産量正在恢複，但

很難回到從前高位。目前，美國原油産

量比2020年初的創紀錄水平1300萬桶/

天減少約200萬桶，而同期原油庫存也

減少了近7000萬桶。拜登政府的反化石

燃料立場和激進的綠色議程在可預見的

將來都制約著石油和天然氣的進一步開

發。有數據表明，美國27家主要石油生

産商的資本支出在去年降至1110億美元

，減少近六成。預計2023年資本支出將

達到1350億美元左右，不到2014年水平

的一半。

三是俄羅斯。根據俄羅斯石油公司

的數據，2021年俄羅斯原油總産量約爲

1090萬桶/天，已經非常接近原油生産能

力，基本上沒有增産空間了。俄石油部

長諾瓦克表示力爭到2022年5月份，俄

原油産量將回升至1133萬桶/天。即使如

此，也難改下坡趨勢。

此外，加拿大、挪威、圭亞那和巴

西等産油國可能試圖彌補供需缺口，但

作用不大。

再次，投資偏好將影響油價起起

落落。全球能源轉型已是大勢所趨

，雖然困難重重，如不斷上漲的成

本可能在今年會非常突出。但開弓

沒有回頭箭，追求綠色能源的腳步

不會停下。

可再生能源有望實現創紀錄的

增 長 。 但 如 果 世 界 大 宗 商 品 價 格

一直保持在高位，特別是石油天然

氣價格居高不下，將會嚴重影響風

力發電和太陽能光伏等清潔能源的

開 發 利 用 和 普 及 。 國 際 能 源 署 在

《2021 年市場報告》中表示，不斷

增加的投入成本，工資、供應鏈和

物流負擔可能會阻礙一系列低碳技

術的推廣和發展。到 2050 年，全球

仍需要增加一倍的清潔能源産能，

才能實現淨零排放。

與此同時，隨著投資者對ESG理念

的追逐不斷增強，對傳統化石領域的投

資將持續減少。不僅石油公司承受環保

低碳壓力，各大投資銀行也在努力減少

碳足迹。一些大型投資基金急于通過避

開新的石油和天然氣項目來展示綠色能

力。

不過，華爾街的投機分子不會顧及

公衆感受。目前幾乎是壓倒性地預期油

價會繼續上漲。沙特能源大臣薩勒曼警

告說，投資不足可能導致“石油供應

危機”，並持續推高油價。高盛認

爲，不應排除到2023年油價達到每桶

100 美元的可能性，因爲供應無法跟

上需求，預計 2022年和 2023年布倫特

原油平均價格仍爲每桶85美元。摩根

大通則大膽預測今年油價可能飙升至

每桶 125美元，2023 年將升至每桶 150

美元。

最後，一個不容忽視的問題是伊

核談判結果。伊朗是否如願獲得原油

出口自由還是未知數。伊核協議如果

談崩了，不排除發生重大地緣政治動

蕩的可能，這顯然值得石油市場人士

密切關注。如果美國部分解除制裁，

在未來幾個月需求不確定的背景下，

伊朗原油流入增加對全球油價的影響

非同小可。

伊朗坐擁全球第四大原油儲備，潛

力驚人。伊朗政府此前宣布，到2023年

中期，將南阿紮德幹油田的日産量從目

前的14萬桶提高到至少32萬桶，從而實

現日增100萬桶的目標。截至2021年10

月份統計，伊原油日産量接近240萬桶

，其中170萬桶至180萬桶用于國內煉油

廠。

在上世紀70年代伊朗的原油日産量

曾達到500萬桶。如果制裁解除，伊朗

從2022年3月份開始出口石油將增加70

萬桶/天。觀察家分析認爲，伊朗石油恢

複出口將帶來衝擊，其直接影響是油價

重挫10%。

今年主導石油市場的不確定性因

素很多。我們不知道疫情什麽時候

結束，或是有新的病毒變異毒株一

而再再而三地擾亂經濟社會秩序。

所以，我們既要爲油價可能破百導

致經濟生活成本劇增做好准備，也

不必爲油價突然崩盤而驚慌失措。

目前，原油價格預期範圍從平均每桶

70美元左右，到今明兩年某個時候觸

及每桶 100 美元以上的高位。唯一可

以明確的是，“黑金時代”已經落幕

，綠色經濟的腳步在新的一年還將加

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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