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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司法部今天宣布，他們已追回
2016年失竊的9萬4000多枚比特幣，這些
比特幣目前價值36億美元，查獲金額創紀
錄。

司法部表示，一對遭控尋求為這些比
特幣洗錢的夫婦在紐約被捕。34歲的李赫
登斯泰（Ilya Lichtenstein）和他 31 歲的妻
子摩根（Heather Morgan）預定因所控罪
名在聯邦法院出庭。

李赫登斯泰和摩根據稱尋求為2016年
從數位貨幣交易中心Bitfinex駭得的11 萬
9754枚比特幣收益洗錢，這些比特幣當時
價值 6500 萬美元。Bitfinex 的總部位於香

港。
司法部副部長摩納可（Lisa Monaco）

在聲明中說： 「今天的逮捕，以及司法部
歷來最高的金融查獲，顯示加密貨幣對犯
罪份子來說不是安全的避風港。」

根據法庭文件，部分失竊的比特幣被
送往一個李赫登斯泰控制的電子錢包，約
2萬5000枚比特幣接下來5年透過 「錯綜
複雜的加密貨幣交易從電子錢包移出」，
所得款項被用來購買黃金及NFT（非同質
化代幣）等物品。

剩餘的比特幣上週被美國調查人員追
回，並籲請最初失竊的受害者前來認領

美司法部查獲36億美元失竊比特幣

((路透社路透社))



AA22
星期三       2022年2月9日       Wednesday, February 9, 2022

大俠天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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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TV Art Troupe gave a very wonderful
performance and good will trip to the state of
Louisiana and brought good luck to them for
the year of the Tiger.

I would like to especially thank the performers
who did a beautiful job to bring the joy of the
New Year to all of us.

Since the Covid-19 virus attacked us in over
more than the last two years, 900,000 of our
brothers and sisters have already lost their
lives. It is estimated that we will lose a million
lives by March of this year. The catastrophe
brought by this virus is hard to imagine. Let’
s question whether this is still the country in
which we are living in?

Today with the New Year blessing, we visited
a rural area in Louisiana to hold the hands of
the people and give them lucky red
envelopes just to express our care and
blessing. The smiles of the people were
deeply rooted in my mind. Do they care about
what is going on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trade war? They are more concerned about
the price of gas and goods at the
supermarket.

On the way back, we drove past Lamar
University in Beaumont, the city where my
wife and I spent a few years studying in
graduate school. Many decades have passed
away, but our memories are still very fresh.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tomorrow the sun
will still rise. No matter what you want to do,
we must continue to live in hope.

0202//0808//20222022

We Gave Red Envelopes To Rural People InWe Gave Red Envelopes To Rural People In
Louisiana --They Love Chinese Ku Fung And DancesLouisiana --They Love Chinese Ku Fung And Dances

上週六美南電視藝術團遠征路易士安那州
博彩作了一次非常精彩的演出和成功的國民外
交。

在這埸表現中, 我們這群海外華夏兒女配
合了古典欒器及掀天的鑼鼓聲,給美國的鄉間老
百姓帶來了虎年的祝福.

我要特別感謝參加演出及歌唱的表演者,
她們的舞姿和美妙音符, 傳達了我們都是一家
人的信念。

新冠疫情至今， 全美各地已奪去了九十萬
人之寶貴生命， 據估計到三月一日為止， 可
能達到一百萬人的恐怖數字， 這场病毒帶來的
浩劫 ，難予令人想像， 我們試問 ，這還是我
們生活的美國嗎?

今天我們帶著忠心和谦誠之新春祝福， 走
訪到路易士安那的農村小鎭， 穿過一望無際的
農田和沼澤小龍蝦的盛產地， 我們握住了一雙
雙粗糙之手， 當我遞出手中紅包，並為她們帶
上紅圍巾時， 他們笑了， 那和氣友善的笑臉
，深植在我們心坎中， 老實說，這些平民老百
姓 許多人連紐約都未去過， 他們哪會關心身
外之大事， 包括中美兩國之貿易戰？他們關心
的是疫情何時遠離， 油價何時下降， 飼料價

格是否再繼續上升？
我們非常遺憾的指出， 長期生活在華府的

政客們 ，他們對基層之民間疾苦根本置之不顧
， 每天在國會中之兩黨鬥爭， 加上諸多媒體
之偏頗誤導， 打疫苗也成了法律紛爭， 因此
就造成百萬人喪生 ，其中大部分是拒絕打針的
和貧窮的弱勢團體。

我們老百姓已有非常厭惡政客的謊言 ，希
望大家要清醒地把握你下一次的選票。

在回程的途中， 我們通過了貫串美國東西
從佛羅里達州到加州的十號州際公路， 並途经
我們早年唸硏究所的貝蒙市德州州立拉馬大學
， 這個美國德州首先發現石油的城市 ，風貌
依舊， 但已人事全非， 只有把當時學生時代
的美好記憶埋在心裏， 明天太陽仍然升起 ，
不論你的日暦上記下要做的大小事， 我們一定
要活在希望之中。

我們給美國農村老百姓發紅包我們給美國農村老百姓發紅包
-------- 他們對中華文化之熱愛他們對中華文化之熱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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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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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顯示：
歐洲六成經濟損失由極端天氣造成

綜合報導 發布的一份新報告顯示，在過去40年裏，熱浪和洪水等極

端天氣事件給歐洲造成近5100億歐元的經濟損失，導致約14.2萬人喪生。

歐洲環境保護署在這份報告中呼籲，應從個人和國家層面繼續采取

應對措施。

報告顯示，1980年至2020年間，僅少數極端天氣事件（約占總數的

3%）造成的經濟損失約占總數的60%。在人身傷亡方面，因熱浪喪生的

人數占總數的91%，其中僅2003年夏天的熱浪就造成約8萬人死亡。

歐洲環境保護署指出，“由于各國和各方采取了應對措施”，比如

安裝空調，2003年以後類似熱浪造成的死亡人數顯著降低。

世界氣象組織估計，在全球範圍內，過去50年裏天氣相關災害數量

增多，造成的損失更大，但死亡人數減少。

歐洲環境保護署說，根據歐洲過去40年的數據，無法確定氣候變化

是否爲導致災害增多的原因，因爲不同年份發生的災害毫無規律可循。

該機構專家沃特· 旺納維爾說，最近的研究表明，幹旱和森林火災

等災害發生的頻率和嚴重程度，與氣候變化的關系更密切。而冰雹等其

他災害是否與氣候變化相關，仍然缺乏證據。

據報道，在過去40年裏，德國是因極端天氣而損失最大的歐洲國家，經

濟損失共計1070億歐元，死亡4.2萬人。其次是法國（經濟損失990億歐元，

死亡2.67萬人）和意大利（經濟損失900億歐元，死亡2.16萬人）。

報道稱，以上數據不包括地震和火山噴發等非氣象事件災害。

披薩每張0.08歐！
勒克萊爾超市價格戰“殺瘋了”？

綜合報導 巴黎繼超低價的法棍、豬肉後，法國勒克萊爾連鎖超市

（E.Leclerc）以0.08歐元出售匹薩餅。但與前兩次有所不同，超低價的

披薩只是個“完美的意外”。

據RTL電視台報道，1月29日，法國勒克萊爾連鎖超市（E.Leclerc

）以0.08歐元的價格出售匹薩餅。此前，該連鎖超市因出售0.29歐元的

法棍、少于2歐元每公斤的豬肉，引起了不小的爭議。

與超低價的法棍、豬肉有所不同，這次的低價披薩並非連鎖超市所

願，這是工作人員錯貼價格標簽導致的。據法國沙特爾（Chartres）地方

媒體報道，當地居民雷米（Rémy）發現，勒克萊爾連鎖超市的披薩每公

斤0.14歐元，並通過社交媒體分享這個好消息。

這位喜愛意大利美食的消費者在推特上打趣道，盡管披薩價格很低

，“但我也就只買了三張”，“我不想浪費，我將剩余的披薩留給其他

消費者，我還把這個‘情報’傳遞給了一位母親”。

2021年下半年，民調機構OpinionWay公布研究數據顯示，以超低價出

售商品的勒克萊爾集團是法國人最喜愛的零售商。勒克萊爾連鎖超市獲得

了22%的支持率，領先于家樂福（Carrefour，18%）、利多超市（Lidl，

11%）。盡管在全國範圍內，勒克萊爾集團是法國人的“心頭愛”，但在

巴黎、裏昂、馬賽等大城市，最受消費者青睐的卻是家樂福超市。

據調查顯示，23%的法國人在勒克萊爾超市購買蔬菜、水果、肉類

等食材；其余 21%則選擇去家樂福、12%選擇去英特爾超商（Inter-

marché）選購食物。此外，各年齡組有不同的喜好。勒克萊爾超市的忠

實顧客是35歲至49歲的法國人；家樂福超市的長期消費者爲18歲至24

歲年齡組、65歲以上年齡組、低收入人群。

全球日增確診超300萬例
法國至少半數人口曾感染新冠

根據Worldometer實時統計數據，截

至北京時間2022年2月5日6時30分，全

球累計確診新冠肺炎病例390999035例，

累計死亡病例5740959例。全球單日新增

確診病例 3009086 例，新增死亡病例

12874例。

數據顯示，美國、巴西、法國、德國

、俄羅斯是新增確診病例數最多的五個國

家。美國、印度、巴西、俄羅斯、墨西哥

是新增死亡病例數最多的五個國家。

美國新增超33萬例確診病例
專家稱此波疫情峰值已過
根據Worldometer實時統計數據，截

至北京時間2022年2月5日6時30分左右

，美國累計確診新冠肺炎病例77358740

例，累計死亡病例923599例。與前一日

6時30分數據相比，美國新增確診病例

331038例，新增死亡病例4453例。

據美國衛生部統計，因感染新冠住

院人數呈下降趨勢。近7日平均住院人

數爲13.4萬人，較1月20日的峰值下降

16%。面對當前疫情形勢，專家分析認

爲，由奧密克戎毒株帶來的美國這波疫

情峰值已經過去，尤其在人口密集的沿

海地區。

英國新增超8萬例確診病例
兒童成感染新冠比例最高群體
據英國政府當地時間2月4日統計數

據，英國新增新冠肺炎確診病例84053例

，累計確診17689885例；新增死亡病例

254例，累計死亡157984例。

當地時間2月4日，英國國家統計局

發布的最新報告顯示，在截至1月29日

的一周裏，2歲至6年級階段的兒童群體

成爲該國感染新冠病毒比例最高的群體

，確診率達到13.1%；70歲及以上年齡組

的新冠病毒感染率最低，檢測結果呈陽

性的比例爲2%。

法國新增超24萬例確診病例
至少半數人口曾感染新冠
當地時間2月4日，根據法國公共衛

生署的統計，法國單日新增新冠肺炎確

診病例241049例，相比上周同期下降了

31%，累計確診20388360例；新增死亡

病例355例，累計死亡132225例；目前

有32988名患者在醫院接受治療。

當地時間2日晚間，法國衛生部長

奧利維耶· 韋蘭在接受BFM電視台采訪

時指出，自新冠疫情暴發以來，法國至

少二分之一人口感染了某種類型的新冠

病毒。

意大利新增近10萬例確診病例 綠

色通行證取消限期

當地時間2月4日，意大利衛生部公

布的最新統計數據顯示，過去24小時，

該國新增新冠肺炎確診病例99522例，累

計確診11449601例；新增死亡病例433

例，累計死亡148167例；新增治愈病例

210353例，累計治愈9083090例；現存確

診病例2218344例。

意大利政府表示，將廢除自2021年

11月以來在意大利實施四種顔色的疫情

防控制度。由于沒有第四針疫苗可用，

接種第三針疫苗的綠色通行證有效期將

不設時間限制。

俄羅斯新增超16萬例確診病例
累計確診逾1245萬例
據俄羅斯新冠病毒防疫官網發布的

信息，截至莫斯科時間2月4日11時40

分，過去24小時，全俄新增新冠肺炎確

診病例168201例，累計確診12452765例

；新增治愈病例 58449 例，累計治愈

10449181例；新增死亡病例682例，累計

死亡334039例。首都莫斯科市新增確診

病例25019例，累計確診2454591例。聖

彼得堡新增確診病例21832例，累計確診

1100752例。

法國海岸驚現10萬死魚，咋回事？
綜合報導 超過100000條漂浮著的白

色死魚，密密麻麻排列著如同一片巨大的

“白色地毯”。

這就是當地時間2月3日法國海岸附

近的大西洋海域中出現的景象。據美國有

線電視新聞網（CNN）報道稱，海洋環保

組織將這一“驚人景象”曝光至網上後，

立即引發熱議。有漁船協會4日趕忙辯解

稱，這是世界第二大拖網漁船Margiris因

事故無意釋放的。不過，有環保人士認爲

，這就是他們因不想加工而故意扔掉的。

這些驚人的畫面最初是由非營利性海

洋保護組織“海上牧羊人”（Sea Shep-

herd）法國分支于2月3日在社交媒體上曝

光。該組織寫道“這就是（法國）拉羅謝

爾海岸附近比斯開灣現在正在發生的事

情”，“有四只工廠船在此處作業，包括

世界第二大拖網漁船Margiris（已被禁止進

入澳大利亞海域）”。

根據“海上牧羊人”發布的圖片，可

以看到海面上漂浮著的死魚白茫茫一片。

近處照片可以看出，死魚是鳕魚的一個亞

種——藍鳕魚。

路透社稱，Margiris 是一艘荷蘭公司

所有、懸挂立陶宛國旗的超級拖網漁船

，這種船會使用超過一公裏長的漁網捕

魚，並直接在船上的工廠進行加工。此

類做法飽受環保

人士的批評。

此前，因爲受

到環保人士的反

對，Margiris 被迫

2012年起不得在澳

大利亞海域作業。

2月 4日，代

表漁船方利益的

“遠洋冷凍拖網漁

船協會”（PFA）

發 表 聲 明 ， 稱

“完全能理解這

些圖片能夠引發

的情緒”。

聲明解釋，“我們想澄清一下，在

2022年2月3日淩晨5時50分左右，由于漁

網末端部分破裂，Margiris號漁船不自覺地

向海中釋放了一定量的藍鳕魚。此類事故

實屬罕見，主要是由于捕獲的鳕魚尺寸過

大造成。根據歐盟法律，事故和損失數額

已被記錄在漁船的航海日志中，並報告給

了船旗國立陶宛當局。”

不過，“海上牧羊人”法國分支負責

人拉米亞（Lamya Essemlali）認爲，Mar-

giris號漁船不是什麽“無意釋放”。她對

路透社表示，這就是該漁船捕獲到藍鳕魚

卻不想加工而故意扔掉的，這種做法叫做

“抛棄副漁獲物”（discharging bycatch）

，被歐盟嚴令禁止。

法國海事部長安妮克· 吉拉爾丹（An-

nick Girardin）表示，看到死魚“令人

震驚”，並要求國家漁業監督機構展開調

查，“闡明該問題，以便我們查明大量傾

倒死魚的原因”。

此外，她還表示，“法國支持可持續

性捕魚，但此次事件顯然不是。如果真的

存在違規行爲，那麽將對被查明的擔責船

東采取制裁措施。”

768公裏！
世界最長閃電紀錄刷新

綜合報導 一道跨越美國三個州、水平距離

長768公裏的閃電是迄今探測到的單次最長閃電

，比先前紀錄長近60公裏。

據世界氣象組織的聲明，創下新紀錄的閃電

2020年4月29日發生，跨越美國密西西比州、路

易斯安那州和得克薩斯州。之前探測到的單次最

長閃電2018年10月31日發生在巴西南部。

世界氣象組織還報告，在烏拉圭和阿根廷北

部2020年6月18日發生的一場雷暴中，一道閃

電持續了17.1秒，刷新單次閃電持續時間紀錄，

比先前紀錄長0.37秒。2019年3月4日發生在阿

根廷北部的一道閃電先前“保持”紀錄。

世界氣象組織天氣與氣候極值首席報告員蘭

代爾· 切爾韋尼說，這些天氣極值不僅生動體現

了大自然的力量，也反映出測量手段進步。他說

，隨著探測技術發展，人們可能觀測到更大極值

閃電。

研究人員最初借助基于地面的“閃電測

繪陣列”網絡測量閃電。發生在 2018 年至

2019 年、長度和持續時間最長的閃電由衛星

成像技術測得，結果爲先前地基技術測得閃

電極值的兩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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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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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馬尼亞國防部長今天表示，俄烏邊境緊
張情勢升溫之際，美國派往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NATO）東歐盟國羅馬尼亞的首批增援部隊
已於今天抵達。

在俄國拒絕撤回駐防在烏克蘭邊境的部隊
後，美國總統拜登上週宣布，他準備派遣1000
名士兵到羅馬尼亞，另有2000名美軍派往波蘭
。

羅馬尼亞國防部長丹庫（Vasile Dancu）告
訴記者： 「準備部署的逾100名美軍、專家已
經抵達。不久後剩下的部隊也會陸續抵達。」

五角大廈先前表示，駐紮德國菲爾塞克鎮
（Vilseck）的史崔克（Stryker）中隊約 1000 名
美軍將前往羅馬尼亞。

波蘭的第一批美軍已於上週末抵達，未來
幾天還將有大批美軍陸續部署到波蘭。

法國總統馬克宏也曾表示，他準備應北約
要求派遣數百名士兵到羅馬尼亞。

法國國防部長帕利（Florence Parly）上週
在布加勒斯特（Bucharest）表示，準備部署的
法國專家早已抵達羅馬尼亞。

俄烏戰雲密布 首批增援美軍抵達羅馬尼亞

美國輝瑞大藥廠（Pfizer）今天表示，預期
2022年來自COVID-19（2019冠狀病毒疾病）
疫苗的營收將有320億美元，在此同時2021年
獲利則增加一倍多，高達220億美元。

法新社報導，輝瑞公布2021年營收將近倍
增至 813 億美元，其中 368 億美元來自 COV-
ID-19疫苗。輝瑞也預期自家研發的抗COV-
ID-19 口服藥 Paxlovid 於 2022 年銷售額為 220
億美元。

輝瑞因為COVID-19疫情而發生徹底改變
，這份財報就是最新證據。輝瑞一年前還預估

2021年COVID-19疫苗創造的銷售額僅150億
美元，後來還一再上調預測值，結果銷售額高
出這個目標一倍多。

輝瑞執行長博爾拉（Albert Bourla）在聲明
中表示，輝瑞的科學家 「持續監視COVID-19
病毒，並認為病毒不太可能很快就會被完全根
除」。

博爾拉說： 「也就是說，我們現在有疫苗
和療法等工具，我們相信將有助於讓我們不只
能更有效控制疫情，也有助於各國邁向地區性
流行階段。」

拜疫苗銷售強勁之賜 輝瑞2021年獲利倍增

美國國家檔案局（National Archives）今天表
示，已取回 15 箱前總統川普先前擅自搬至私人
住宅的白宮文件，其中包括北韓領導人金正恩寫
給川普的 「情書」。

法新社報導，這些文件和紀念品，其中包括
前總統歐巴馬（Barack Obama）留給繼任者的信
件，依法應在川普任期結束時繳回，卻被搬到他
位於佛羅里達州棕櫚灘（Palm Beach）的海湖俱
樂部（Mar-a-Lago）。

國家檔案局的法里洛（David S. Ferriero）告
訴法新社，國家檔案局會追究他們獲悉的任何
「被不當移除或未適當轉移到官方帳號」的紀錄

。
這個單位告訴法新社，直到今年1月中才掌

握這些紀錄，幾乎晚了一年的時間。
2018年，川普在西維吉尼亞州一場活動上，

誇張地渲染他和金正恩的關係。他說： 「我們墜

入愛河，是真的，他（金正恩）寫了文情並茂的
信件給我」。

這番言論讓媒體、也讓川普的支持者與反對
者，都將他與金正恩之間這些不尋常通訊稱為
「情書」。

國家檔案局追回這些文件後，引發外界質疑
川普是否遵守 1970 年代 「水門案」（Watergate
）後制定的總統紀錄法。這項法令要求入主橢圓
形辦公室者必須保存與行政活動相關的紀錄。

國家檔案局透露，部分文件 「遭前總統川普
撕毀」後被黏貼在一起，甚至有部分已被撕成碎
片。

法新社試圖聯繫川普辦公室，但未獲回應。
上月，眾議院國會暴動調查委員會從國家檔

案局獲取川普曾試圖阻止委員會取得的日記、訪
客日誌、演講稿和其他白宮文件。

美檔案局追回15箱文件赫見金正恩給川普 「情書」

美國總統拜登昨
（7）日在與德國總理
蕭茲（Olaf Scholz）會
晤後明白表示，若俄
羅斯入侵烏克蘭，將
切斷連通俄羅斯與德
國的北溪天然氣2號管
線（Nord Stream 2）。
不過蕭茲顯然與拜登
立場不同，記者會上
絕口不提北溪2號管線
，被記者追問是否將
中斷管線時，還被拍
到微微翻了白眼。

美國有線電視新
聞網（CNN）報導，
拜登昨日在白宮會晤
來訪的德國總理蕭茲
，拜登在會後的記者
會上明確表示， 「如果俄羅斯入侵，代表坦克
或部隊再度跨過烏克蘭邊境的話，那麼再也不
會有北溪天然氣2號管線」， 「我們將結束它。
」

不過CNN指出，即便拜登與蕭茲在記者會
上尋求團結，兩人之間仍存在關鍵分歧：北溪
天然氣2號管線的未來。

報導指出，整場白宮記者會上蕭茲都避提
北溪天然氣2號管線的名稱，甚至拒絕承諾如果
俄羅斯入侵，將中止北溪2號管線運作。

他說： 「我告訴我們的美國友人，我們將

團結一致，我們將一起行動，採取所有必要措
施，一起完成所有必要措施。」

在 接 受 CNN 節 目 「The Lead with Jake
Tapper」專訪時，蕭茲同樣含糊其詞，重申將
與美國團結一致，但不明說對北溪2號管線的立
場。

「我們將採取的所有步驟，我們將一起完
成」，蕭茲說： 「你可以明白及絕對確定，德
國將與所有盟友、特別是美國一起，採取同樣
措施。」

蕭茲並未說明將與美國及盟友採取什麼措
施懲罰俄羅斯，CNN指出，白宮記者會上一名

記者追問這是否代表阻止北溪管線運作時，蕭
茲似乎對這個問題 「微微翻了白眼。」

他接續回應： 「如同我所說過的，我們會
一起行動，我們絕對是團結一致的，我們不會
採取不同步驟，我們將會採取相同措施，而且
對俄羅斯來說將會非常、非常艱難，他們應該
理解。」

事實上美國廣播公司新聞網（ABC News）
也在推特放上一段蕭茲疑似在記者會上翻白眼
的28秒影片。一名男記者以德文追問蕭茲沒有
在記者會上提到北溪 2 號管線的名稱，質問他
「不覺得在這裡解釋清楚立場，能夠贏回作為

美國堅強盟友的信任嗎」，畫面可以清楚看到
蕭茲雖然面無表情，但雙眼眼球明顯向右上方
轉動，露出白眼。

拜登接續回應德國總理 「沒有必要贏回信
任」， 「他擁有美國的完全信任，德國是我們
在世界上最重要的盟友之一，德國與美國的夥
伴關係毫無疑問。」

他強調德國完全可靠， 「完全、徹底、非
常可靠，我一點都不懷疑德國。」

不過CNN也指出，就連拜登也拒絕明說美
國將如何阻止北溪天然氣管線運作，他只表示
： 「我向你們保證，我們將能夠做到。」

拜登：若俄侵烏北溪2號管線將掰掰德總理翻白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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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擬從今年年底開始向多國出口煤炭

綜合報導 印度煤炭公司

董事長普拉莫德· 阿格拉瓦爾

說，計劃最早從今年年底開

始，向一些周邊國家出口煤

炭。

印度煤炭公司爲國有

企業，産煤量約占印度煤

炭總産量的 80%。此前，

這家企業基本面向印度國

內市場供應煤炭，除了偶

爾向周邊國家出口過極少

數量的煤炭，從未有過大規

模商業出口。

路透社2月4日援引印度

煤炭公司向煤炭部提交的發

展計劃草案報道，這家煤企

計劃向孟加拉國、尼泊爾和

不丹出口煤炭。

阿格拉瓦爾向路透社記

者證實了這一消息。只是，

考慮到印度眼下面臨能源短

缺，阿格拉瓦爾預計向鄰國

出口首批煤炭最早要到2022

年年底。

阿格拉瓦爾說，印度煤

炭公司仍將優先向國內市場

供應煤炭，“如果不是因爲

能源危機，我們原本設想在

本財年就開始出口”。本財

年指 2021 年 4月至 2022 年 3

月。

據路透社報道，這一計

劃草案最初于2020年10月在

一次內部董事會議上提出。

依照草案，印度煤炭公司3%

的年産量將用于出口，一方

面使企業收入來源多元化，

另一方面服務國家外交。

印度電力供應的將近四

分之三依賴煤炭發電。受國

際煤價上漲、國內需求大增

等多方面原因影響，印度面

臨著電力短缺危機。在印度

北部一些邦，每天斷電時間

長達14小時。

阿格拉瓦爾預計，此次

電力短缺危機最早要到今年

10月才能完全化解。

按照路透社說法，印度

是全球第二大煤炭生産國、

消費國和進口國。

印度煤炭公司打算到

2024 年將産量提升至 10 億

噸。按照草案，該公司計

劃到 2024 至 2025 年時，每

年出口 1500 萬至 2000 萬噸

煤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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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據報道，日本內閣府 3日

發布《世界經濟趨勢》報告，對主要國家

與中國之間貿易結構進行了分析。結果顯

示，日本相比美國和德國，依賴從中國進

口的商品種類更多。如果這種貿易結構維

持下去，一旦供應鏈斷裂，日本將面臨風

險。

報告調查了日、美、德進口源頭較爲

集中的商品種類數。2019年中國在上述三

國進口額中所占份額分別爲23.3%、18.1%

和8.5%。

報告指出，在約5000種進口品類中，

如果統計中國所占份額超過50%的品類，則

日本有1133個，美國和德國分別有590個和

250個。

除中國外，美國還依賴加拿大和墨西

哥向其出口多類商品。德國則呈現出向歐

洲各國分散進口需求的傾向。

報告稱，日本依賴中國供應的商品除

了手機、筆記本電腦以外，還包括發光二

極管（LED）相關産品、遊戲機、玩具等多

種品類。其中，2019年中國在日本手機進

口額中的占比爲85.7%，這一數字相比10年

前的69.1%顯著增加。2019年中國在日本筆

記本電腦和平板電腦進口額中的占比達到

98.8%。

日本內閣府稱，如果中國發生供應中

斷問題導致無法出口，日本很多商品難以

找到替代國來進口，這將造成很大影響。

日本首相官邸接連有人確診
感染者曾與岸田會面

綜合報導 據日本共同社報道，由

于新冠病毒奧密克戎毒株疫情急速擴

大，日本首相官邸也接連出現感染者

，與首相岸田文雄連日見面的官房副長

官矶崎仁彥出現症狀，4名職員檢測結果

也呈陽性。

官房長官松野博一在4日的記者會

上，就多名官邸相關人士感染新冠強

調：“職員也致力于遠程辦公，盡可能

地錯開上班時間。爲能夠妥善應對做了

准備。”

矶崎1月28日未出席內閣會議，檢

測呈陽性。40至60多歲的4名男性職員

也確認感染。這是自去年4月以來又有

職員感染新冠。岸田身邊人員表示：

“誰感染都不奇怪。”

不過，岸田仍在官邸繼續會晤閣僚

和中央政府各部門官僚等。官邸相關人

士說明稱“因爲也有緊急事件，面對面

溝通意見比較理想”。

在持續應對新冠和出席國會等的形

勢下，岸田以面對面會晤爲主繼續執行

公務，秘書官等身邊人員在防疫措施上

費盡心思。

岸田爲了減輕感染風險，午餐基本

上是設置亞克力板，與秘書官用餐時做

到食不語。他還隨時做檢測以確認陰性

，在參加電視節目時要求合演人員也做

事先檢測。

韓國首都圈房價兩年半來首次下跌
綜合報導 韓國不動産院發布的

最新數據顯示，首都圈房價上周比

前一周微降0.02%，是兩年半以來首

次下跌。

韓國首都圈包括首都首爾、

京畿道和仁川。韓國一半以上的

人口居住在首都圈。據韓聯社報

道，韓國首都圈樓市 2017 年以來

持續火爆，去年房價更是猛漲近

18%，時隔 15 年首次出現兩位數

增長。

不過，在政府重拳調控、總統

選舉臨近和春節長假多重利空下，

樓市近期成交量低迷，去年12月同

比大跌62%，創2008年以來同期最

低。另外，美國等多國貨幣政策緊

縮帶來的加息預期升溫，也帶來更

多不確定性。

去年房價漲幅最高的仁川市和

京畿道上周房價略降，是近兩年半

來首次房價下跌。首爾市房價上周

下滑0.01%，連續兩周下滑。

韓國開發研究院上月所作一項

調查表明，51%的房地産行業分析師

認爲今年韓國房價會降，30%認爲還

會漲，其他人認爲會維持目前的價

格。

建國大學教授樸合洙（音譯）

說：“房價

不太可能猛

跌，不過現

在看來，隨

著貸款利率

看漲，房市

似乎迎來拐

點。”

韓國總

統選舉定于3

月9日舉行。

執政黨共同

民主黨總統

候選人李在

明被視爲現任總統文在寅的熱門

“接班人”，他的主要競爭對手是

最大在野黨國民力量黨總統候選

人、前檢察總長尹錫悅。兩人在競

選中都承諾修建更多公租房，尹錫

悅還允諾要把首都圈首次購房者的

首付比例下降到兩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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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責任編輯：何佩珊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及記者李理報

道，中國駐美大使館華盛頓當地時間5日發佈通

知，就搭乘臨時包機意願開展摸底調查。通知

稱，將首先面向全美符合條件的未成年中小學留

學生開放登記。

中國包機優先接小留美生
駐美使館開展搭乘意願調查及開放登記 高中生：救命稻草

根據駐美大使館的通知，目前大多數海外留學人員仍然
選擇留在當地。同時考慮到有一些留學人員、特別是

未成年的小留學生面臨無法解決的實際困難，需要返回
中國，中國有關部門正在積極考慮對疫情嚴重國家一些確
有困難、急需回國的留學人員，採取逐步、有序方式，作
出開通臨時航班和包機等相應安排。

機票隔離費用自理
通知指出，根據公開、透明、公平原則，首先面向全

美年齡未滿18周歲（以登記日為準）、父母未陪伴在旁、
長期或短期在美留學的中小學留學生開放登記。如安排臨
時航班和包機，將根據可能的航空運載量，從保護弱小原
則出發，按照登記人員年齡從小到大順序排序，優先安排
小留學生乘機回國。

根據安排，機票和回國隔離費用自理。自願承擔回國
過程中的各種可能風險，並自覺接受乘機過程及抵達目的
地後的各項檢疫安排。除未成年留學生外，監護人等其他
人員不能陪同乘機。截止時間為美東時間2020年4月6日晚
6時（北京時間4月7日晨6時）。

家長：兒子回家最後希望
一名名叫“惠子”的留美高中生表示，最近美國每天

確診數字都是四位數起跳，她確實有點後悔沒有早點回中
國，在家裡的母親更是心急如焚。包機回國消息一出，她
第一時間就在母親的催促下做了登記。“這就像救命稻
草，我現在的安全感已經被打破了，我相信祖國做事的效
率，很快就能讓我們回國。”她還特意在自己的社交媒體
上寫道：“感謝祖國，感恩生為中國人，我們要加油。”

一名兒子在蘭道夫馬克高中唸書的家長表示，她的兒
子是住校生，學校現在停課，孩子沒有辦法自己照顧自
己。家長為了確保兒子能回來，四月份定了各個時段五張
機票，加起來十幾萬元人民幣，但結果是全部被取消。現
在有了包機安排，她表示，簡直是幫助自己兒子早日回家
的最後一絲希望。

中國民用航空局飛行標準司副司長韓光祖6日介紹，
從3月4日到4月3日，民航共安排11架次臨時航班，協助
在伊朗、意大利和英國的1,827名中國公民回國，接回人員
主要以留學生為主。

��(���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駐美
大使崔天凱華盛頓時間5日在《紐約時報》刊
文指出，圍繞疫情中美兩國間有一些不和諧的
聲音。“但現在不是相互指責的時刻，現在我
們需要團結合作、互幫互助。”

齊引領疫苗研發攻關合作
這篇題為《同舟共濟 定克時艱》的文章

說，此時此刻團結至關重要。要保持清醒、明
辨是非，對那些企圖煽動種族主義和歧視仇
外、把別國或別的種族當成替罪羊的愚蠢言行
說不。因為這樣的言行不僅會嚴重破壞中美當
前合作抗疫的努力，也將埋下猜疑甚至對抗的
禍根，將兩國的人民拖入險境，甚至殃及全
球。

文章表示，中方始終負責任地通報疫情信
息。中國建立了新冠肺炎疫情網上知識中心面
向所有國家開放。中美兩國衛生部門和防控專
家也一直保持着密切溝通。

文章認為，作為世界最大的兩個經濟體，
中美應該引領治療技術和疫苗研發國際攻關合
作，充分探討治療藥物技術共享，聯手幫助缺
乏醫療條件的國家，推動完善全球衛生治理。
此外，還要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穩市場、
保增長、保民生，確保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開
放、穩定、安全。

華企全力生產美採購物資
文章介紹說，中方盡己所能，為包括美國

在內的有關國家提供支持，而位於美國疫情

“震中”的紐約州正是重點支持對象。目前，
中方正協助美政府在華採購抗疫物資。中國企
業加班加點，生產、交付紐約與全美採購的醫
療物資。華為向紐約州和華盛頓特區捐贈了數
萬件防疫物資。中資企業總計已向美捐贈150
萬隻口罩、20萬個檢測盒、18萬個手套及許多
其他防疫物資。

文章稱，不久前，中國也遭受了疫情的迎
頭痛擊，因此我們對美國人民的苦痛感同身
受。我們搏鬥過，付出了巨大犧牲，所以深知
這裡及世界各地抗擊疫情的艱難。我們銘記，
在最困難的時候世界各地的朋友給了我們慰藉
和幫助，其中很多是美國人，很多是紐約人。
現在我們也願真誠回報他們的善意，與他們共
渡難關。

崔天凱：中美需團結合作互幫互助

■■中國駐美大使館將安排包中國駐美大使館將安排包
機機，，優先接未成年留美學生回優先接未成年留美學生回
國國。。圖為中國留美學生與當地圖為中國留美學生與當地
同學和老師交談同學和老師交談。。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紐約市史坦頓島醫護人員收到紐約市史坦頓島醫護人員收到
美國華人團體及華人企業捐贈的美國華人團體及華人企業捐贈的
口罩口罩。。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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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日疫情通報
新增確診個案：614宗

‧本地個案：607 宗（大部分疑涉
Omicron，31 宗疑屬Delta 變異病
毒）

‧源頭待查個案：464宗

‧與其他個案相關：150宗

‧輸入個案：7宗

初步確診個案：超過600宗

爆疫院舍

‧土瓜灣馬坑涌道康樂園護老中心：
早前有員工確診，7日一名院友確
診

‧上環保良局郭羅桂珍護老院：7日兩
名院友初確，多名職員檢測呈陽

有醫護人員確診的公立醫院

‧威爾斯親王醫院、伊利沙伯醫院、瑪
嘉烈醫院、律敦治醫院、大埔醫院及
仁濟醫院等

懷疑垂直或橫向傳播大廈

‧沙田美田邨美景樓及美致樓

‧藍田啟田邨啟仁樓

‧觀塘秀茂坪安達邨謙達樓

‧深水埗蘇屋邨綠柳樓

‧屯門良景邨良傑樓

‧天水圍俊宏軒9座

無源頭個案四大職業

‧售貨員、清潔員、保安員、地盤工
人

資料來源：香港衞生防護中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香港7日新增614宗確診個案，當中607宗為
本地個案，75%、即逾450宗源頭不明。香

港衞生防護中心總監徐樂堅7日在疫情簡報會上
形容，形勢不樂觀，估計8日確診宗數可能高達
700、800宗。雖然確診宗數連日走高，但徐樂堅
認為，現時個案大多是農曆新年期間由於節日聚
集產生，經過一段潛伏期陸續浮現，不過透過積
極的圍堵策略，同時市民配合社交距離措施減少
聚集，相信疫情仍能受控。

專家憂嚴重時單日確診破千
香港中文大學公共衞生及基層醫療學院助理

教授郭健安7日在電台節目上表示，連續多日每
日有過百宗源頭不明個案，已很難透過追蹤手段
找到源頭，他預言疫情仍未見頂，最嚴重時可能
每日新增過千宗個案，直至社區人流大幅減少，
疫情才會有回落趨勢。

竹篙灣改收治輕症患者
疫情爆發導致病床和社區檢疫設施緊張，目

前公立醫院隔離病床使用率高達81.3%，病房使
用率則為85%。特區政府宣布，8日起啟用竹篙
灣第一期社區隔離設施的約600個單位，改為收
治輕症患者，同時將實施“居安抗疫”計劃，家
居條件適合的密切接觸者（簡稱“密接”）及次
密切接觸者（簡稱“次密接”）可分別居家檢疫
14天及4天，若有“密接”在檢疫期間確診，則
“次密接”會升級為密接，改為接受14天檢疫。
醫療輔助隊將上門向家居檢疫者派送資訊包，資
科辦職員亦會提供電子手帶，確保有關人士不會
外出。

呼吸系統科專科醫生梁子超7日向香港文匯
報表示，確診急增勢必衍生出隔離設施不足的問
題，對“密接”及“次密接”患者進行家居檢疫
屬無奈之舉，不過理論上他們仍屬檢測呈陰性的
健康人士，風險在可接受範圍內。

“患者居家檢疫”不可行
不過，如果政府進一步放寬標準，容許檢

測呈陽性的無病徵或輕症患者進行居家隔離檢
疫，他認為極其不妥。“如果陽性都可以留在
社區，相當於檢測結果已經無意義，同棄守無
乜分別。”他指，香港住宅密集，Omicron傳
播力亦強，過往有多起渠管結構無明顯缺陷的
大廈都曾出現垂直或橫向傳播，故不應容許陽
性患者留在社區，增加病毒傳播風險。

梁子超強調，若按照目前新增確診速度，數日
之內收治輕症的社區隔離設施也可能爆滿，政府應
迅速行動，尋找度假村、酒店、新建公共屋邨等一
切可以將染疫人士與社區隔離的建築設施，以容留
病人，同時建議醫管局適當放寬出院或離開隔離設
施的標準，騰出更多床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密接”及
“次密接”進行居家檢疫期間，需要自行進
行快速抗原測試，倘呈陽則需即時通知衞生
署。但政府的送院安排近日“甩轆”，前晚
有檢測呈陽的市民自行往公立醫院，卻在急
症室等了一整晚仍未獲安排上病房。醫管局
總行政經理（綜合臨床服務）李立業7日表
示，快速抗原測試結果呈陽者需要再次接受
核酸檢測，建議他們由親友協助領取深喉唾
液樽測試。專家認為，有關安排增加交叉感
染風險，建議派發抗原測試包時，附送深喉
唾液樽，抗原呈陽即進行深喉唾液測試。

7日全港多間公立醫院的病床使用率超過

100%，並迫爆急症室，其中荃灣仁濟醫院急
症室等候區7日坐滿病人，顯示屏見到非緊急
病人輪候時間一度達8小時以上。近日更有不
少人因快速抗原測試或檢測呈陽性而湧入急
症室，增加急症室工作負擔。

李立業呼籲，呈陽者可以由親友領取深
喉唾液樣本包進行覆檢，亦可到急症室檢
測，他們不會與其他病人坐在急症室同一等
候區，而是會安排至戶外通風良好的檢測站
做核酸測試，“如果有家人或有朋友幫忙安
排深喉唾液測試，他們可留在家中。如果安
排不到，用最快捷方法去急症室。如果病人
無病徵，做完檢查可以回家等結果，如果有

病徵或其他醫療問題，我們急症室的同事會
作適切的處理。”

倡專人收樣本瓶送檢
呼吸系統科專科醫生梁子超不認同有關做

法，“因為沿途有機會感染交通工具的乘客或
急症室內其他病人，加上負壓空間不多，倘裏
面有大量陽性患者，有機會造成交叉感染，甚
至感染假陽性的求診者。”他建議政府派發快
速抗原測試包時，同時發放深喉唾液樽；當快
速抗原測試呈陽性後，可再作深喉唾液測試，
並派專人收集樣本瓶，再送往化驗所即日“覆
檢”，證實陽性後才送院。

◆8日起竹篙灣第一期社區隔離設施的約600個
單位，改為收治輕症患者。 資料圖片

◆香港7日新冠肺炎確診個案激增至614宗，“居安抗疫”計劃今起實施。圖為啟田邨啟
仁樓7日晚圍封強檢，部分住戶須撤離檢疫。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自檢呈陽安排“甩轆”求診途中恐播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8日起合資
格的“密接”及“次密接”人士進行家居檢
疫，特區政府將公布有居家檢疫者的大廈名
單，但出於私隱考慮不會公布具體單位。檢
疫者不得外出，其間需要自備生活物資，例
如靠親友、網購公司、速遞公司派送，故政
府已向外賣公司發出派送指引，避免派送時
與檢疫者碰面。有外賣員7日向香港文匯報
表示，近期爆發疫情以來，已有越來越多客
戶要求“contact free”（不碰面交收），對
於向檢疫單位送餐沒有太大心理負擔。

派送物資放指定位置
香港衞生防護中心總監徐樂堅7日表

示，對於“密接”和“次密接”人士，政府
將有職員上門查看家居環境是否適合檢疫，
例如不應與其他住戶共用廚廁等，部分有特
別需要人士亦會安排到檢疫中心。

他指，政府響應市民期待，盡量將“居
安抗疫”計劃做到資訊透明，會在網上公布
有居家檢疫者的大廈名單，但出於私隱考

慮，不會公布具體單位，希望大廈物業管理
公司亦能留意，並注意大廈公共地方清潔。

徐樂堅指，家居檢疫者需要一定支援
服務，呼籲他們的親友、網購公司、速遞
公司、超市等配合派送物資。政府已向網
購及速遞公司提供派送指引，對於檢疫單
位應進行無接觸式派送，將物資放在門外
指定位置，亦無現金交收，檢疫者取貨時
要佩戴口罩，盡快拿取，相信由此傳播病
毒機會低。對於檢疫者要前往大廈垃圾房
倒垃圾，他指，檢疫者扔垃圾當天須進行
快速抗原測試，並取得陰性結果，以最短
時間棄置。

送外賣盡力做好防護
外賣員Vicky表示，香港近兩周疫情嚴

重，已有越來越多客戶要求“contact
free”送遞，外賣員對此習以為常，不太擔
心向檢疫單位送餐會有額外風險。他指，
外賣員群體每日要去很多地方，風險一定
會高於普通市民，只能盡力保護自己。

“交收不碰面”外賣員減風險

“居安抗疫”啟動 專家倡尋公屋度假村檢疫
��(���

香港新冠肺炎確診宗數“井

噴式”激增，7日再多614宗確

診個案，較6日的342宗飆升近

一倍，為抗疫兩年多以來單日最多，初步確診亦超過600宗，8日確

診或直逼800宗。患者激增亦導致醫院病床及檢疫中心瀕臨爆

煲，隔離病床使用率超過八成，特區政府8日起實

施“居安抗疫”計劃，安排合資格

的密切接觸者居家檢疫；倘疫情進一步惡化，輕症患者也可能要居

家檢疫。有防疫專家認為，密切接觸者家居檢疫屬無奈之舉，但若

放寬讓輕症患者也居家則形同“棄守”，因為香港住宅密集，並出

現多幢大廈垂直及橫向傳播，若容許陽性患者留在社區，無異於放

任病毒傳播。專家建議特區政府積極尋找度假村、酒店、新建公共

屋邨等隔離設施，力求將患者群體與社區分隔開。

港確診倍增破六百 隔離設施瀕爆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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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立法委員蘇震清等人被控貪污
案，台北地院3月起將進行辯論程序；蘇震清
另質疑偵訊音檔被變造，自訴檢察官及書記官
涉偽造文書等罪遭駁回後，高院將書記官部分
發回由北院更審。

台北地院發言人今天證實，本件合議庭有
提出請求3月行政事務支援，包含發放旁聽證
等，案件將進入審理辯論程序。

台北地檢署民國109年7月31日針對立委
收賄案展開搜索，同年9月間依貪污治罪條例
起訴現任立法委員蘇震清、廖國棟、陳超明、
趙正宇、前立委徐永明等12人。

蘇震清、廖國棟、陳超明被控收受前太流
公司負責人李恒隆賄賂，徐永明則被控與李恒
隆期約賄賂；趙正宇則遭起訴財產來源不明、
逃漏稅捐罪嫌，案件由台北地方法院審理中。

此外，蘇震清提起刑事自訴指控，北檢疑
似人為變造掩蔽了偵訊錄音，包含民國109年8
月10日訊問李恒隆的檔案，有多個關鍵證詞內
容充斥雜音無法辨識，受干擾時間接近6小時
，且多段內容無端遭到遮蔽，侵害他受憲法保
障公平審判的訴訟權益，檢察官及書記官涉犯
偽造文書及濫權追訴等罪。

北院審理自訴案後認為，濫權追訴罪部分
，個人並非該罪的直接被害人，依法不得提起
自訴，蘇震清對於本案犯罪事實全部均不得自
訴，提起本件自訴，於法未合，且無從補正，
不經言詞辯論，直接判決不受理。

案經蘇震清提起上訴，二審台灣高等法院
駁回蘇震清對檢察官的上訴，另考量書記官對
於李恒隆等人的陳述內容，有未如實記載之嫌
，就此部分撤銷，發回由北院更審。

立委涉貪案 北院將進行辯論程序

（中央社）林秉樞被控施暴高嘉瑜遭起訴
後，新北地院召開移審庭，裁定林秉樞接續羈
押禁見3個月。林秉樞不服提起抗告，台灣高
等法院今天駁回抗告而確定。

林秉樞涉施暴民主進步黨籍立委高嘉瑜案
，新北地檢署1月25日依傷害、妨害自由等罪
嫌，起訴在押的林秉樞；新北地方法院於1月
27日召開移審庭，裁定林秉樞接續羈押禁見3
個月。

新北地院審酌，林秉樞涉犯傷害等罪，經
訊問後，僅坦承部分犯行，惟有卷附人證、書
證可查，足認被告犯罪嫌疑重大。

裁定指出，本案證人等前與被告多為男女
朋友關係，衡酌被告與證人等曾有親密關係，
且掌握相關證人等隱私資訊，極易控制證人等
，有事實足認為有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

此外，被告所涉恐嚇、強制等犯行，已足
見有反覆實施同一犯罪之虞；另參酌被告的身

心狀況及證人所述情形，顯見被告欠缺控制自
身情緒能力，有事實足認有反覆實施強制、恐
嚇等罪嫌之虞。

林秉樞不服，提起抗告主張，原審以本件
有妨害善良風俗之虞為由，違反法院組織法規
定，侵害他公開受審權利；本案已扣得電磁紀
錄並發現雲端空間，他也配合刪除資料，原審
認為他仍可藉此控制證人，明顯與卷證不符，
以及原裁定未審究他罹病狀況，是否不適合羈
押，難認符合法律。

抗告案由台灣高等法院審理；高院今天認
定，本案有證人的私密資訊，如以公開法庭進
行，可能有妨害善良風俗之虞，原審諭知移審
庭訊問不公開，屬於訴訟指揮權的適當行使。

高院表示，林秉樞犯罪嫌疑重大，又供述
反覆，有串證之虞以及反覆實施犯罪之虞，原
審裁定並無違誤，今天駁回抗告而確定。

涉施暴高嘉瑜案 林秉樞不服羈押提抗告遭駁回

（中央社）台灣高等法院更一審承審前總統
陳水扁等人涉二次金改案，因審判長葉騰瑞退休
，高院下午抽籤抽中法官黃翰義，合議庭變動使
陳芃宇為受命法官兼審判長，古瑞君及黃均為陪
席法官。

最高法院於民國 101 年 12 月 20 日切割判決
陳水扁等人被控二次金改案，判陳水扁有期徒刑
10年，併科罰金新台幣1億元；陳水扁的妻子吳
淑珍因非公務員而獲減刑，判刑8年，併科罰金
8000萬元。2人貪污犯罪所得2億元需追繳沒收
。

另外，最高法院把二次金改案中的國泰併世
華案，以及陳水扁、吳淑珍、陳水扁的兒子陳致
中、陳水扁的兒媳黃睿靚被控洗錢罪部分撤銷，

發回台灣高等法院更審。
台灣高等法院更一審受命法官原是曾德水，

因曾德水去年3月退休，高院重新抽籤後，使合
議庭成員為受命法官陳芃宇、審判長葉騰瑞、陪
席法官古瑞君。

高院今天發布新聞稿指出，因葉騰瑞退休，
辦理抽籤分案，抽中法官黃翰義，使本案合議庭
變成資深法官陳芃宇為受命法官兼任審判長，古
瑞君及黃翰義均為陪席法官。

此外，陳水扁因失智及巴金森氏症等症狀而
獲得保外就醫，他所涉停審、尚未定讞案件，包
含二次金改案、國務機要費案、洗錢案、侵占總
統府機密文件案及教唆偽證案。

陳水扁二次金改案審判長退休 陳芃宇兼任

（中央社）高雄駱姓男子因家暴恐嚇新婚才
4個月的洪姓妻子，導致姊弟戀演變為妻子搬回
娘家鬧離婚，不料駱男更衝到娘家找洪女談判，
竟因口角勒斃對方；高雄地院依殺人罪判駱男無
期徒刑，可上訴。

高雄地方法院法官審酌駱男前科累累，在審
理時對諸多案情避重就輕，且對妻子之死並未表
現愧疚或難過悔悟等，加上被害人家屬均請求從
重量刑，據此依殺人罪將他判處無期徒刑，褫奪
公權終身，全案可上訴。

判決指出，前科累累、現年 43 歲駱男和 47
歲洪女譜出姊弟戀，兩人民國109年3月間結婚
後，長期吸毒且從事買賣中古車、改造販售槍枝
的駱男因不滿妻子叨念他應找正當工作改過向善
，多次以丟擲物品或要求洪女吞服精神科藥物、
脫去衣物捆綁手腳毆打或持刀威脅分屍等方式辱
罵家暴，導致洪女終不堪壓力想要離婚，並於同
年6月搬回娘家。

不料，駱男因對洪女執意離婚積怨已深，
109年7月9日晚間跑到妻子娘家樓下按電鈴叫囂
，並等到10日凌晨跟著公寓住戶入內，兩人在洪
女房內因離婚一事爆發口角，駱男一氣之下竟動
手掐死髮妻，並將房門反鎖，變裝躲到林園區一
間摩鐵。

洪女親友隔天發現她未到醫院回診，請來鎖
匠開門發現她已倒臥床上身亡，轄區鳳山警分局
員警勘查後發現其脖子有指印，再循監視器畫面
發現曾在娘家樓下徘徊的駱男涉嫌重大。駱男落
網後雖坦承犯行，但辯稱自己有精神疾病，也不
知道掐死妻子。

檢警偵查時發現駱男雖罹患精神疾病及憂鬱
症，也領有輕度身心障礙證明，但綜觀其犯案過
程及行為前後言行舉止，足認他並未因精神障礙
或心智缺陷導致喪失辨識行為能力，據此不採信
相關辯詞，高雄地檢署偵結依殺人罪起訴。

家暴男衝娘家勒斃新婚妻高雄地院判無期徒刑

（中央社）台北燈節登場，台北市警察局
交通警察大隊今天表示，雙溪橋兩側人行道和
雙溪北岸河濱自行車道11日起將進行人車管制
，另基河路和周邊道路12日起將封閉1車道及
彈性管制。

交通警察大隊今天發布新聞稿表示，
「2022 台北燈節」活動將於 11 至 20 日於士林

區基河路、美崙公園和雙溪河濱公園等地舉辦
，預計12日晚間7時至8時30分在基河路、大
南路口舉行開幕活動。

為維護活動交通秩序與安全，交通警察大
隊說，將配合主辦單位執行相關交管。首先，
周邊道路部分，12日下午4時至晚間11時止，
基河路（基河路251巷至大南路）路段封閉基
河路往北最外側1車道；同時，活動期間將視
現場人潮狀況，彈性管制基河路及周邊道路。

其次，自行車道管制部分，雙溪北岸河濱

自行車道（雙溪橋至磺溪口）將於11至20日的
下午4時至晚間12時進行人車管制通行；另，
雙溪北岸河濱自行車道（磺溪口至士林橋）、
雙溪南岸河濱自行車道（雙溪橋至士林橋）則
自11至20日的下午4時至晚間11時分別進行人
車管制通行、管制自行車騎乘。

最後，人行道管制，雙溪橋兩側人行道將
於11日晚間8時10分至50分、12日晚間8時至
8時40分、19日晚間6時30分至7時10分、13
日至20日每晚7時30分至8時10分管制行人通
行及逗留。雙溪北岸（磺溪口至士林橋）人行
步道則於11至20日每天下午4時至晚間11時
管制行人通行及逗留。

交通警察大隊提醒，因活動周邊停車格位
取消，停車空間有限且周邊嚴禁違停，請民眾
盡量搭乘大眾捷運（劍潭站、士林站、芝山站
等）前往，再步行至活動會場。

台北燈節登場 北市基河路周邊11日起交管

國民黨抗議政府突襲開放日本核食國民黨抗議政府突襲開放日本核食
國民黨國民黨88日舉行日舉行 「「抗議突襲開放核食抗議突襲開放核食 蔡政府踐踏蔡政府踐踏779779萬民意萬民意」」 記者會記者會，，文傳會副主委王鴻文傳會副主委王鴻

薇薇（（右起右起）、）、國民黨秘書長黃健庭國民黨秘書長黃健庭、、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執行長柯志恩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執行長柯志恩、、文傳會副主委黃子哲文傳會副主委黃子哲
出席出席，，高喊高喊 「「民進黨食安不把關民進黨食安不把關、、國民黨在地方把關國民黨在地方把關」」 等口號等口號。。

提升疫苗涵蓋率提升疫苗涵蓋率 台中台中1414日日、、1515日加開快打站日加開快打站
台中市長盧秀燕台中市長盧秀燕88日在市政會議中表示日在市政會議中表示，，為提升台中市為提升台中市COVID-COVID-1919疫苗涵蓋率疫苗涵蓋率，，1414日日、、1515日日

將加開快打站將加開快打站，，提升城市保護力提升城市保護力。。

鄭文燦主持防疫專案會議鄭文燦主持防疫專案會議
桃園市長鄭文燦桃園市長鄭文燦（（中中））88日上午主持日上午主持COVID-COVID-1919防疫專案會議後表示防疫專案會議後表示，，亞旭電腦及日翊物流亞旭電腦及日翊物流

77日採檢都出現新增日採檢都出現新增COVID-COVID-1919確診個案確診個案，，因此前進指揮所任務還會繼續因此前進指揮所任務還會繼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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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每天處理全美治安惡化
的新聞，不是紐約、芝加哥，就是加州，總以為德州
的純樸民風，是我們本地人的福份。曾幾何時，休士
頓也掉入犯罪的泥沼，而對象正是我們這一群亞裔面
孔。自今起無論居家或出門在外，必需繃緊神經，全
神戒備，因為警官曾經在演講中指出，歹徒就是專門
找那些心不在焉，沒有防備心的人下手的。

休士頓前 「東北同鄉會」會長李秀嵐，在休市西
南區Harwin Dr. 批發街已開業多年，接觸過各族裔的
客人，也深諳自保之道。上周五（2月4日 ）下午四
點多左右，她開車到公司後面的倉庫去取貨，抵達時
發現倉庫的門是開著的，有二個工人在門口，她下車
去跟他們交代幾句話就要回到車上，因此車沒熄火，
也沒鎖車門，結果才幾秒鐘的功夫，一部跟在她後面
的黑人開的車，在副駕駛座跳下來一個黑人女性，以
迅雷不及掩耳之勢，立即跳上她的車,將車開走。這
些幾秒鐘之間的事，全部記錄在該商場的監視器中，

而李秀嵐的座車連同車上她的皮包，皮包內各種證件
、信用卡及三千多元現金。以及一件價值六千多元的
皮毛大衣，多件人家給她的生日禮物（當天正值她的
生日 ）都放在車上，也都一去不返

李秀嵐會長的被竊車事件，驚醒了全休市的亞裔
（尤其是華裔 ）。美國不再是從小心目中黃金遍地
的金元王國，而是處處躲藏著陷阱的 「人吃人」的世
界。平時，無論穿著打扮愈低調愈好，以免引起歹徒
的覬覦。記者就有一位 「美容師」好友，是 「美」的
崇拜者，平日上班打扮的像赴總統的盛宴，有一次她
在下班後到Gessner 近百利大道某食品批發店購買她
最愛的美食，買後上車，她立即按上鎖車的鎖，而說
時遲那時快，幾乎同時，一隻手已伸過來開她的車門
，可能就是零點幾秒，她就要遭劫了。此後，上車立
即鎖車門，已成了鐵律，即便半途有人下車去買個東
西，車上的人也應立即把車門鎖好，以免遭劫。

休士頓西南區治安亮警訊休士頓西南區治安亮警訊
歹徒當面搶走汽車令人嘖舌歹徒當面搶走汽車令人嘖舌

昨為李秀嵐會長昨為李秀嵐會長（（左左 ））在美南電視在美南電視1515..33 台台《《 美南時事通美南時事通 》》節目節目，，接受主持人王潔接受主持人王潔
（（右右 ））的訪問的訪問。（。（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 休 士 頓/秦 鴻 鈞 報 導 ） Frontier Group
Holdings以29億美元的價格收購競爭對手 Spirit
Airlines Inc，因為美國低成本航空公司希望與更
大的競爭對手更好地競爭，利用航空旅行的反
彈，並擴大他們的航線。美國主要航空公司預
計2022年將盈利，這得益於更高的疫苗接種率
和因大流行導致的封鎖而重新開放經濟。美國
最大的兩家廉價航空公司合併後將成為美國第
五大航空公司。兩家公司預計，現金加股票交

易將加速對創新和增長的投資，並有助於與美
國航空集團、達美航空、西南航空和聯合航空
控股等美國主要航空公司展開競爭。

Frontier 航空將擁有合併公司 51.5%的股份
，而 Spirit 航空將擁有剩下 48.5%的股份。目前
尚不確定合併後航空公司的名稱、首席執行官
人選以及航空公司總部的地點。

兩家公司的董事會在週末批准了這項交易
。兩家公司表示，合併後的業務預計到2026年

將增加10,000個直接工作崗位，
並補充說，預計每年將為消費者
節省 10 億美元，並提供 1,000 多
個每日航班飛往超過 145 個目的
地。

總部位於佛羅裡達州的 Spirit
航空總裁兼首席執行官Christie在
聲明中表示，為了更好地服務於
乘客，合併的核心是打造一個超
低票價的競爭者，擴大團隊成員
的就業機會，並增加競爭壓力，
從而為航空市場提供更有利於消
費者的票價。 Frontier 公司董事
長Franke將成為合併後公司的董
事會主席。他說，為了消費者的

利益，我們將
創建美國最具
競爭力的超低
價航空公司。

超 低 價 航
空公司旨在通
過提供更基本
的飛行體驗來
削減成本和票
價，近年來已
經顛覆了航空
業。這兩家航
空公司第四季
度的綜合收入
與疫情之前的
2019 年最後三
個月的綜合收
入相比，只下
降了 2%。這比
美國四大航空公司更接近恢復到疫情前的水平
。

今天最大的四家航空公司包括美國航空、
達美航空、美國聯合航空和美國西南航空公司
，是由10家航空公司的一系列合併形成的。承

運商在一份聲明中表示，如果考慮到承擔淨債
務和經營租賃負債，該交易的交易價值為66億
美元。 Frontier對Spirit的報價為每股25.83美元
，較該股上週五收盤價溢價18.8%。消息公佈後
，Spirit股價在盤前交易中上漲約11.6%。

Frontier和Spirit將合併共同組成美國第五大航空公司
兩家公司合併後的業務到2026年將增加一萬個直接工作崗位

美國最大的兩家廉價航空公司合併后將成為美國第五大航空公司美國最大的兩家廉價航空公司合併后將成為美國第五大航空公司。。兩家公司將兩家公司將
加速對創新和增長的投資加速對創新和增長的投資，，並有助於與美國航空集團並有助於與美國航空集團、、達美航空達美航空、、西南航空和西南航空和
聯合航空主要航空公司展開競爭聯合航空主要航空公司展開競爭。。

FrontierFrontier航空將擁有合併公司航空將擁有合併公司5151..55%%的股份的股份，，而而SpiritSpirit航空將航空將
擁有剩下擁有剩下4848..55%%的股份的股份。。

Frontier Group HoldingsFrontier Group Holdings以以2929億美元的價格收購競爭對手億美元的價格收購競爭對手 Spirit Airlines IncSpirit Airlines Inc，，因因
為美國低成本航空公司希望與更大的競爭對手更好地競爭為美國低成本航空公司希望與更大的競爭對手更好地競爭，，利用航空旅行的反利用航空旅行的反
彈彈，，並擴大他們的航線並擴大他們的航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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