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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您家的感覺

服務人員專業、友好
及時解決問題

免費WiFi、室內冰箱
本地電話、報紙、咖啡和茶

房間寬敞、整潔
免費早餐新鮮、健康

緊鄰中國城  交通購物方便
2930 W Sam Houston Pkwy S

Houston, TX 770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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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貿易逆差
達到創紀錄新高，主因企業為了滿足
強勁內需而補足空蕩蕩貨架，進而帶
動進口暴增。

路透社報導，美國商務部今天公
布貿易逆差持續擴大，主要反映出
COVID-19（2019冠狀病毒疾病）疫
情期間民眾支出從 「服務消費」 轉向
「商品消費」 。而全球供應鏈緊縮之
下，企業均急於補足存貨，以致美國
2022年貿易逆差也不太可能縮小多少
，料將影響經濟成長。

北卡羅來納州夏洛特富國銀行
（Wells Fargo）資深經濟學家昆蘭
（Tim Quinlan）說： 「即使國內需求

轉回服務消費，美國補貨的需要仍將
導致進口強勁。最終，隨著內需開始
減緩，全球經濟持續復甦，我們預期
明年貿易將成為推動經濟成長的中性
力量。」

美 國 2021 年 貿 易 逆 差 增 加
27.0%，來到史上最高的8591億美元
。2020年的貿易逆差為6767億美元
。

這樣的貿易差距占美國國內生產
毛額（GDP）的3.7%，高於2020年
的3.2%。

2021年美國經濟成長5.7%，創
1984年以來最強勁年度增幅，主因美
國政府提供近6兆美元疫情紓困金，

刺激消費者對商品的支出。
去年的商品貿易逆差從2020年的

9220億美元增至創紀錄的1.1兆美元
。而在工業用品與材料進口增加到
2014年以來最高水準，商品進口達到
創紀錄的2.9兆美元新高。

跟資金、消費品和其他商品一樣
，糧食進口創空前新高。2021年自
70國的進口量刷新紀錄，其中以墨西
哥、加拿大與德國最多。

進口暴增壓過出口大幅反彈的影
響。去年商品出口增加23.3%，達到
創紀錄的1.8兆美元。工業用品與材
料、糧食、消費品等商品和原油的出
口也都創紀錄新高。

進口激增 美去年貿易逆差創新高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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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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ileen Gu, the American-born
freeskier representing China in

the Winter Olympics, captured
gold in freeskiing high in the big

air Tuesday morning.

Eileen Gu was born in San
Francisco in September of 2003,
the child of an American father
and a Chinese mother. Raised
by her mother and maternal
grandmother, she maintained
deep connections to China even
as she grew up an American.

In 2019 Gu wrote in her
Instagram post, “I am proud of
my heritage and equally proud of
my American upbringings. The
opportunity to help inspire
millions of young people where
my mom was born during the
2022 Beijing Olympic Winter
Games is a once-in-a-lifetime
opportunity to help and to
promote the sport I love.”

Some major media criticized her
abandonment of the U.S., but we
have to recognize her
background with the Chinese
culture.

We have to remember that
America is a melting pot. We all
come here to adopt this is land
as our country, but we should not
give up our own heritage.

Eileen Gu represents the new
generation of Chinese American
in this country. They are very
smart, but they should also still
be a part of their cultural
heritage. This is to be an
admirable American.

0202//0909//20222022

The Dream Came TrueThe Dream Came True

出身在美國舊金山十八
歲的谷愛凌,在冬運會上從五
十米高的空中以完美無的美
妙動作翻身完成了她有史以
來成功摘冠的心願, 全㘯一
陣掌聲和喝彩,她的笑容登上
了全球體育版面的頭條。

這位母親是中國人和白
人父親結婚的中美混血兒，
是位天才少女，三歲開始學
滑雪，十一歲時就得到全美
少年下坡道障礙賽冠军，並
以SAT 滿分獲史丹福大學録
取， 由于母親是北京人，
她每年都會回到北京，自稱
是在胡同裡長大的孩子。

她的單身媽媽把女兒培
養成為有自信勇敢活潑的少
女，代表了中國在冬奥會上

大放異彩，更是為在美出生
的華裔塑造了最好的榜樣。

一些美國媒體對於她棄
美投中之行為，還大加指斥
，認為她是出生在舊金山的
美國人，理應代表美國出賽
，但是谷愛凌由于從小在姥
姥之關愛下，不但能成為深
愛中國的女孩更選擇了為中
國出征。

我們應該是個族裔的大
熔爐 ，不論你来自何方，
對於自己固有之文化傳統都
應該尊重，我們深感她為在
美國出生的華裔子女們上了
非常好的一課，她的選擇是
正確的。

谷愛凌旋風谷愛凌旋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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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罩該不該摘下來了? 現在全美各州呈
現出混亂的局面，各州州長的舉措與美國
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的最新指導意見並
不一致,白宮最高醫療顧問福奇博士稱，美
國正走出新冠全面爆發的階段, 防疫決策責
任很快就會從拜登政府下放到地方,他預測
疫苗接種、治療和先前感染的結合將很快
使病毒更容易控制, 他告訴英國金融時報，
他希望在未來幾個月內結束所有與大流行
有關的限制，包括強制戴口罩在內。

由於各州規定不一, 近來紛爭不斷, 如
伊州芝加哥天主教學校校長馬蒂厄斯因為
同意學生不必再戴口罩而被教區勒令停職,
強迫行政休假, 引發師生們強烈不滿，有待
平息爭議。目前共和黨執政的州幾近開禁,
不再要求戴口罩了, 但民主黨執政的州則採
取嚴格管理態度, 還沒有完全開禁, 康涅狄
格州、新澤西州、特拉華州和俄勒岡州昨
天已相繼宣佈學校口罩規定將在幾週內結
束, 伊州州長普利玆克將於今天宣佈開放,
加州也將在下週取消對接種疫苗的人的室
內口罩要求，這是在實施近兩年後首次開
禁。

幾位民主黨州長都表示，隨著美國邁
向新常態，這是全國范圍內減少 Covid-19
病例的積極跡象,因為越來越多的地方領導
人考慮到口罩政治的轉變趨勢、對持續的
與 Covid 相關的限制措施的失望，以及更
高的疫苗接種率和自 Omicron 激增高峰以
來的病例下降,這都促成了他們做出不戴口
罩的決定。

伊州是目前強制要求佩戴口罩的9個州
之一, 州長普利茲克在春田市的一次露面中
表示，如果人們想知道他的口罩禁令何時
結束，應該“繼續保持關注”。自去年8月
以來，伊州室內公共場所都必須佩戴口罩,
對於這位第一任州長來說，戴不戴口罩也
將是一個關鍵的決定,除了競選連任外，普
利茲克還在州上訴法院爭取推翻法官的命
令，該命令對他要求學校戴口罩的權威提
出質疑與否決。

普利茲克最近指出，COVID-19住院
人數是戴不戴口罩的關鍵指標,他沒有提供
取消授權的具體門檻, 不過州長一旦做出摘
除口罩的決定後，大家當然就可以放心的
不戴口罩了!

俄羅斯與烏克蘭緊張局勢持續升高之
際，英國首相強生明天親自出訪波蘭，視
察當地駐軍；此外他還將訪問位於比利時
布魯塞爾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總部。

波蘭外交部發言人今天表示，強生
（Boris Johnson）將偕同波蘭總理莫拉維
茨奇（Mateusz Morawiecki），一起視察
駐紮波蘭的英軍；隨後強生也將與波蘭總
統杜達（Andrzej Duda）會晤，就應對烏

克蘭危機進行商討。
根據北約（NATO）聲明，同日強生還

將前往布魯塞爾，會見北約秘書長史托騰
柏格（Jens Stoltenberg）。

報導指，由於俄烏情勢一觸即發，英
國國防大臣華勒斯（Ben Wallace）7日宣
布增派350名士兵駐紮波蘭。

去年，英國也曾派出100名士兵，協
助波蘭處理該國與白俄羅斯的移民危機。

俄烏局勢緊張 英相強生10日親訪波蘭視察駐軍

日本全境COVID-19（2019冠狀病毒疾病）疫情嚴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今天表示，將在東京都及大
阪府設立臨時醫療設施，增加約1000張病床。

日本經濟新聞報導，岸田表示考慮在東京都及大阪府設立臨時醫療設施，將增加病床，其中東京都600
床、大阪府350床。政府將由公立醫院等調派醫護等約200人支援。

為了避免出現病床不夠的局面，岸田今天在首相官邸（行政中心）對媒體說： 「將與東京都及大阪府
合作，採行相輔相成新型態的專案。」

岸田表示，東京都能提供COVID-19確診者的病床數如果加上臨時增設的病床，總共有8125張。如果
加上東京都自行實施的作法，病床數逾9400張。

岸田今天在首相官邸接見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與大阪府知事吉村洋文則以視訊方式協商，分別告
知將設臨時醫療設施的方針。

小池對岸田表示，很擔心人才難以確保，期盼政府全面提供支援，迅速因應。
與岸田會談後，小池對媒體表示，2月中旬開始將陸續開設臨時醫療設施。尤其是提供給重症化風險較

高的高齡者、感到不安孕婦的醫療體制，有必要確保。
東京都打算將住宿療養用旅館（防疫旅館）改成臨時醫療設施，或是善用目前未用到的醫療設施。
小池遞交一份陳請書給岸田，要求政府從公立醫院等調派醫護到臨時醫療設施。內容也記載，希望政

府對於住院有長期化之虞的高齡者轉院、接受這些高齡者的醫療機關提供財政支援。
岸田請小池、吉村協助，盡早安排民眾施打第3劑疫苗。最好盡早發打疫苗通知單給民眾，以期達到全

國平均每天打100萬劑疫苗的目標。

疫情嚴峻 日相：東京大阪將增設臨時醫療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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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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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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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奧地利陷入疫苗政治化喧囂：
有同學互指對方是“納粹”

歐洲地區在過去一周記錄了1200萬

例新增新冠肺炎確診病例，這是歐洲地

區自疫情暴發以來的最高紀錄，主要是

由奧密克戎變異毒株的高傳染性導致的

。不過，世界衛生組織歐洲辦事處主任

漢斯· 克魯格2月3日表示，疫苗接種産

生的積極作用越來越明顯，歐洲的新冠

疫情正在進入最後階段。

歐洲各國政府也正盡力以各種措施

提高疫苗接種率，以期待盡早結束疫

情。意大利規定50歲以上居民必須接種

新冠疫苗。希臘也開始對未接種疫苗的

高齡居民處以罰金。法國總統馬克龍此

前甚至直接炮轟稱，未接種疫苗的人

“不負責任”，他們不再是“公民”。

法國也從1月15日開始，禁止未接種疫

苗的居民進入餐廳、咖啡館、劇院或者

電影院。

1月4日，我從倫敦飛回維也納。入

境時，邊檢人員要求我提交一份核酸檢

測證明，同時提交我接種三針疫苗的證

明。這是新冠病毒變種奧密克戎出現之

後的新規定。奧地利在歐陸各國中一直

屬于防疫比較嚴格的國家。法國政府推

行的這種防疫措施從2021年11月15日就

已經在奧地利開始實施了。奧地利政府

把這種防疫措施稱爲“2G政策”。只有

感染新冠後康複（Genesen），或者接種

兩針疫苗（Geimpf）的人才能進入這些

場所。奧地利媒體將這種措施稱作“對

未 接 種 者 的 封 禁 （lockdown für un-

geimpfte）”。每次進入這些場所，工作

人員都會掃二維碼，並檢查身份證件。

奧地利用來掃描疫苗接種碼的工具

。“3G”指康複，接種兩針疫苗, 核酸

或抗體檢測證明，“2.5G”是指不接受

抗體檢測證明，“2G+”指需同時出示

康複或接種疫苗證明的一種，加上核酸

檢測證明。

疫苗正成爲歐洲走出疫情，回複常

態的希望之一，但關于“疫苗與自由”

的爭論也在加深歐洲社會的分裂。我目

前所居的奧地利，正是這一矛盾的一個

縮影。

極右翼政黨與反疫苗遊行
2021年11月中旬，奧地利的兩針疫

苗接種率還僅有66%，在歐陸國家中排

在較低位置。因此，奧地利時任總理亞

曆山大· 沙倫貝格（Alexander Schallen-

berg）宣布，2022年2月將實行強制疫苗

政策。今年1月20日，奧地利下議院183

席中，以137票贊成、33票反對，通過

了這項法案。這也使得奧地利成爲第一

個強制所有成年居民接種疫苗的歐洲國

家。

這項法案也激起了奧地利民衆多次

集會抗議活動。規模最大的一次是在

2021年12月11日，約有44000人參加了

集會。最近的一次是在今年1月15日。

約27000人聚集在奧地利維也納市中心的

英雄廣場（Heldenplatz）。規模不等的集

會遊行，幾乎每兩周就會出現一次。有

時候軌道交通也會因爲遊行而中斷。

2022年1月15日集會抗議現場
1月20 日的表決中，除了極右翼政

黨奧地利自由黨（FP ）外，所有政黨都

投下了贊成票。奧地利自由黨也成爲反

對該項疫苗政策的主要力量之一。該黨

黨首赫爾伯特· 克裏克（Herbert Kickl）

多次出現在反對疫苗和防疫措施的集會

上，並發表演說。克裏克在1月20日的

辯論中連用四次“震驚”（“Entsetzt,

erschüttert, fassungslos und schockiert”）

表達對疫苗政策的不滿，並堅稱這侵犯

了奧地利人的自由。

然而，歐洲各國政府面臨的遠不

是簡單的“自由還是防疫”的取舍，

他們面臨的是長期“非正常”狀態導

致的更深刻的社會問題。 這裏面包括

但不限于物價上漲、失業、經濟緊縮、

中下階層面臨更嚴峻的社會不平等等。

疫苗的政治化只是歐洲社會面臨困境的

表征之一。極右翼政黨的宣傳策略，

“把新冠疫苗和自由對立起來”，也

是利用了這一點。這也很大程度上壓

縮了公衆對于政策討論的空間，加深

了歐洲社會的分裂。

疫苗政治化
我在1月25日參加了維也納大學政

治學院的一次政治理討論會。討論會上

談到奧地利最新的疫苗政策，兩個政治

系的同學瓦倫丁（Valentin）和麥克

（Michael）就是否應當強制接種疫苗吵

了起來。瓦倫丁認爲接種疫苗是唯一有

效的控制疫情手段，也是個人承擔社會

責任的方式。麥克則認爲強制疫苗政策

會使得那些流浪者受到很大影響。爭論

的激烈程度，最終以雙方互相指責對方

是“納粹”收場。

奧地利的強制疫苗政策實施主要分

爲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2月初至3月

15日，未接種疫苗的居民會收到通知，

要求他們去接種疫苗。第二階段是從3

月15日起，奧地利政府會在全國範圍內

檢查居民履行接種疫苗責任的情況。未

接種的居民會被上報，並由奧地利衛生

部決定接種第一針疫苗的最終日期。第三

階段則是從這個最終接種日期開始，未能

履行接種責任的居民可能面臨最高3600歐

元（約合人民幣25531元）的罰款。

討論會後我和麥克聊了聊他的看法

，他告訴我，他是社會工作者，日常會

接觸很多流浪者，還有街頭藝術家。他

說他認識的很多流浪者都參與了反對強

制接種疫苗的遊行，這些流浪者因爲沒

有條件接種疫苗，不能進入公共設施獲

取食物、取暖。但是他向我強調說，他

是一個左翼，他並不是反對新冠疫苗，

但是希望政策施行能夠顧及更多人面臨

的困境。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現象，在討論疫苗

政策的時候，人們需要強調自己在政治光

譜上的位置，才能避免自己講話的時候看

起來像是自己的政治對手。這也是疫苗的

政治化在人們日常交流中的一種體現。仿

佛言論場裏只有敵我兩種立場，你不同意

我，那你一定就是我的論敵。

邀請我參加這次討論會的施蒂芬

（Stefan）告訴我，他之前很要好的一個

朋友，有一天突然開始在社交媒體上轉

發一些關于疫苗的陰謀論。語氣中顯得

十分失望。我問他，疫苗的爭論是不是

真的在朋友和親人之間造成很嚴重的問

題。他點點頭，表示肯定。

社交網絡治理、個人信息保護、中

下階層可能面臨的困境等，一項議題本

來可以從很多面向來討論，這些討論也

可以不同程度地推動社會發展 。但是疫

苗的政治化，或者說圍繞各項議題引發

的政治極化現象，使得這些討論淹沒在

吵鬧和喧囂之中。

“日常”
1月31日，奧地利將解除 “對未接

種者的封禁”。現任奧地利總理卡爾· 內

哈默（Karl Nehammer）稱，這種政策現

在已經沒有必要再施行了，因爲現在奧

地利醫院不再面臨巨大的特護病房需求

的壓力。1月26日，奧地利也清空了高

風險國家名單，但是入境仍然需要提供

接種兩針疫苗的證明，同時要提交接種

加強針或者臨行前核酸檢測證明。

奧地利是第一個對全體成年居民頒

布疫苗強制令的歐洲國家。在隔壁的德

國也已經開始討論最晚應該在2月或者3

月施行疫苗強制令。可見的未來，疫苗

強制令會成爲歐洲各國政府非常可能的

一個選項。圍繞疫苗和疫苗強制令的爭

論在歐洲社會也會一直持續下去。只是

沒有人能否認疫苗仍然是能夠使歐洲回

歸“常態”的少數手段之一。

維也納，奧地利中心，我接種疫苗

的疫苗點。

我在2021年11月末接種了加強針，

免疫反應還挺大，不過這讓我在歐洲的

生活似乎一點點回歸到某種疫情前的

“日常”狀態。歐洲各國之間的人員流

動好像變得像疫情之前那樣方便了。在

比利時布魯塞爾的印度朋友多次邀請我

去她的新家做客，說是也想一起再回根

特去看看，見一見在那邊讀書時認識的

朋友。我也終于可以開始計劃去布魯塞

爾的行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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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隨著情人節的腳步開始逐漸

靠近，英國的麥當勞也推出了情人節套餐和

情人節訂桌服務。

按照以往的傳統，情人節當天，全英國

大小餐廳的訂桌一定會早早的就被預定，所

有的情侶們都想要渡過一個浪漫的情人節。

但是如果你並不想去湊熱鬧，只是想帶著自

己的伴侶簡單吃個飯的話，麥當勞永遠不會

讓你失望。

近日，英國切斯特菲爾德的麥當勞給喜

歡漢堡和薯條的英國人提供了特別的情人

節服務。餐廳張貼出宣傳海報並配有如下

的標語，“來這裏享受一個浪漫晚餐。爲

您准備好餐點和餐桌，可以好好款待特別的

人！”

爲了確保客人的訂桌，餐廳要求客人

需要捐贈 5 英鎊（約合人民幣 43 元）到羅

納德 · 麥當勞慈善機構。一旦捐款，客人

可以有 45 分鍾的時間來進食。餐點並沒有

什麽特別的供應，依然是傳統的巨無霸漢

堡套餐。

記者在調查是否全英國的麥當勞都提供

這種服務，得到的官方回答說只有切斯特菲

爾德的麥當勞提供情人節服務。當然了，今

年以來麥當勞一直致力于突破自己的專業極

限，開始不斷的推出新的餐品，也在召回之

前的一些人氣餐品。比如全球範圍內推出了

素食漢堡，雞肉巨無霸漢堡等，而中國地區

則推出了一些更加本土口味的漢堡，比如筍

味漢堡，梅菜扣肉漢堡。澳大利亞已經上線

了雞肉巨無霸漢堡，售價大概是 4.09 英鎊

（約合人民幣 35 元）。同時，牛肉愛好者

將可以吃到雙層巨無霸。不得不說這幾年麥

當勞開始感受到自己産業的停滯不前，也開

始要發力了。

拆除百年大橋為美國富豪遊艇讓路？
市長辟謠：“還沒定呢！”

綜合報導 此前有消息稱，荷蘭鹿

特丹當局計劃拆除一座曆史悠久的大橋

，以便讓世界級富豪傑夫· 貝索斯的巨

型超級遊艇通過，對此，鹿特丹市長予

以了否認。

據美媒報道，鹿特丹市長艾哈邁德·

阿布塔勒布 (Ahmed Aboutaleb)表示，關

于是否拆除這座有150年曆史、橫跨萊茵

河支流的科甯斯文（Koningshaven）大橋

的一部分，目前還沒有做出決定。 阿布

塔勒布對荷蘭日報《每日日報》表示：

“尚未（對此）做出決定，甚至連許可證

申請都沒有。”阿布塔勒布還表示，貝索

斯作爲世界第三大富豪的身份不會影響他

做出任何決定。該報援引他的話說，“這

絕對與這個決定無關。這是事實。”美媒

稱，阿布塔勒布堅持認爲，如果大橋的一

部分確實需要拆除，爲貝索斯在上遊建造

的遊艇讓路，那麽他得支付這筆（拆除）

費用。

據美媒介紹，貝索斯耗資5億美元建

造的遊艇，由荷蘭公司Oceanco建造，據

報道，這艘遊艇預計長417英尺（約127

米），有數層甲板，還有3根巨大的桅

杆，它還將擁有自己的配套小艇和直升

機停機坪。但是，這座在當地被稱爲

“德赫夫”(De Hef)的百年橋之下只有

130英尺（約39米）的淨空，建好的遊

艇是無法通過的。這讓造船方Oceanco呼

籲鹿特丹的官員暫時拆除這座橋，同時承

諾承擔所有費用。荷蘭語媒體Rijnmond

稱，大橋中部的拆解和組裝預計需要兩周

多的時間。

據美媒報道，有鹿特丹官員指出，

貝索斯的造船項目是當地重要的收入來

源之一。市政項目負責人Marcel Walra-

vens說：“從維持就業和經濟角度看，市

政當局認爲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項目。

此外，鹿特丹還被譽爲歐洲的海上首都

——因此造船業和相關産業是市政當局

的一個重要支柱。”美媒稱，當地負責

保護的官員則抨擊了這一計劃，他們認

爲，拆除舉動將違反當地‘修複後不破

壞地標’的承諾——這座橋在2017年剛

剛進行重修。鹿特丹曆史協會的 Ton

Wesselink說：“（創造）就業崗位很重

要，但你能做什麽、想要做什麽，都應

該受到遺産保護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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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美國

對於中國並未實現與美國的第一階段貿
易協議，白宮發言人莎琪表達關切，並表示
會持續與美國貿易代表戴琪與其團隊接觸，
確定下一步行動。

美中為期2年的第一階段貿易協議，已於
去年底到期，美國貿易代表戴琪（Katherine
Tai）上任後也展開評估。媒體報導，美國官
員對中國未能實現第一階段貿易協議表感到
失望。莎琪（Jen Psaki）今天被問到美國總
統拜登（Joe Biden）是否將採取行動時並未
給予正面回應。她表示，美國貿易代表署
（USTR）一直就中國未能實現第一階段採購
承諾與中方進行對話，他們也要求中方履行
承諾。

她重申美國貿易代表署的立場指出，已
向中國表達關切。白宮會持續與戴琪與其團

隊接觸，以確定下一步行動。
皮特森國際經濟研究所（Peterson Insti-

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貿易經濟
學家鮑恩（Chad Bown）彙整的一份最新報
告數據顯示，中國僅完成採購目標的57%。

美國貿易代表署發言人霍奇（Adam
Hodge）透過聲明向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表示，數個月來已經就這個問題跟
中方接觸，但沒有看到中方有兌現採購承諾
的真正跡象， 「我們的耐心正在消退」 。

美國副貿易代表畢昂奇（Sarah Bianchi
）日前在華盛頓國際貿易協會（Washington
International Trade Association）主辦的線上
論壇也表示，中國未達到第一階段協議的承
諾， 「我們已積極著手討論，而且我特別跟
北京方面對等官員討論這項議題。」

北京未實現貿易協議 白宮關切

美國製藥大廠輝瑞（Pfizer）1月向日本
政府厚生勞動省提出COVID-19（2019冠狀
病毒疾病）口服藥批准申請，預計最快明天
在厚勞省專家會議上獲批准。

日本放送協會（NHK）報導，輝瑞提出
申請的是COVID-19抗病毒藥品Paxlovid口
服藥，這是以輕度到中度的COVID-19確診
患者為對象，能防止患者演變為重症。

根據去年12月輝瑞公布的臨床實驗分析
，有重症化風險的患者在發病 3天內服用
Paxlovid口服藥，對重症和死亡的防護力達
89%。此外，有關對Omicron變異株的效果

，在實驗室中也確認了有助於抑制病毒增生
。日本政府原則上將向輝瑞採購約200萬人份
Paxlovid口服藥，明天厚勞省專家會議將進行
審核，預計可獲准用藥。一旦獲准，將是日
本境內繼美國大藥廠默沙東（MSD）口服抗
病毒藥物 「莫納皮拉韋」 （Molnupiravir）後
獲准的第2種口服藥。

不過，Paxlovid口服藥與部分藥物一起服
用的話，可能會產生不必要的強力效果，對
健康造成不良影響，因此民眾在與其他藥物
合併服用時須特別注意，厚勞省將慎重審議
用藥條件。

輝瑞向日申請批准COVID-19口服藥 最快10日獲准

美國加州大學（University of California）今
天表示，校方將支付近2.44億美元，給聲稱遭到
學校婦科醫師侵犯的200名女性。

希普斯（James Heaps）在加州大學洛杉磯
分校（UCLA）服務長達35年，看過成千上萬病
患。

數百人提告聲稱UCLA蓄意隱瞞希普斯性侵
病患，還放任他持續多年不受限地接觸受害者。

UCLA在洛杉磯法院提出的和解書中，同意支

付2.436億美元給203名聲稱遭希普斯侵犯者。
希普斯被控21項性侵7名女性的刑事罪名。
此前，密西根大學（University of Michigan

）同意支付4.9億美元，給遭校醫安德森（Rich-
ard Anderson）性侵的數百名學生與運動員。

鄰近的密西根州立大學（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也達成近5億美元和解協議，賠償
300名遭校醫納沙（Larry Nassar）侵犯的受害者
。納沙也曾醫治美國奧運體操女子代表隊成員。

35年老校醫伸狼爪侵犯200人 美名校68億台幣和解

加拿大抗議疫苗強制接種令的示威群眾
今天來到兩個美國邊界口岸，打亂每天價值
數以億計美元的畜牧業及汽車零件等大小貿
易。

抗議群眾1月28日集結在加拿大首都渥
太華大規模示威，要求結束聯邦強制跨邊境
卡車司機接種COVID-19（2019冠狀病毒疾
病）疫苗的規定，現已擴散到安大略省溫莎
（Windsor）以及亞伯達省庫茨（Coutts）的
美加邊界口岸。

加拿大出口商品75%運往美國，溫莎與
美國底特律間的大使大橋（Ambassador
Bridge）每天通常有8000輛卡車通過，占所
有跨邊界貿易的1/4，相當於每天約5億加幣
貿易額。

每天約有價值1億加幣的汽車零
件運往美國，大多安排在車商需要它
們時才會送達。

加拿大汽車零件製造商協會主席
伏爾佩（Flavio Volpe）不斷向省政府
與聯邦政府請願，他說： 「接下來24
至48小時非常重要，我仍有信心我們
能在這個重要時程內解決此事。」

加 拿 大 邊 境 服 務 署 （Canada
Border Services Agency, CBSA）表
示，卡車司機昨晚封路導致大使大橋

關閉，但加國警方之後在推特發文說，往美
國方向的通道已經開放。

截至今天下午，往加國方向的口岸依舊
關閉。跨境卡車被要求開往109公里外安大
略省薩尼亞（Sarnia）以及密西根州休朗港
（Port Huron）間的藍水橋（The Blue Wa-
ter Bridge），該處已有大批貨車等待進入加
國。庫茨的抗議活動擾亂跨境交通已逾一週
，公共安全部長門迪奇諾（Marco Mendicino
）表示，他已批准亞省加派警力的請求。

亞伯達省是加國最大畜牧省，加拿大畜
牧業者協會聲明指出，邊境間歇性關閉嚴重
影響美國玉米運往亞省，畜牧業及肉類貿易
也受到衝擊。

加卡車司機抗議疫苗強制令占美加邊界口岸示威

研究人員今天說，在紐約白
尾 鹿 身 上 驗 出 COVID-19
（2019冠狀病毒急病）變異株
Omicron，令人擔憂在美國有
3000萬隻的白尾鹿可能成為冠
狀病毒新變異株的宿主。

路透社報導，研究人員對在
紐約州史塔登島（Staten Island
）抓到的131隻鹿採集血液與鼻
咽拭子樣本。賓州州立大學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科學家率領的研究人員說，檢
驗結果顯示這群白尾鹿先前感染
過新型冠狀病毒，容易再度感染
新變異株。

賓州州立大學獸醫微生物學
家庫奇普迪（Suresh Kuchipudi
）說： 「一種動物群體感染病毒
，總有再度把病毒傳回人類的可
能性，但更重要的是，這讓病毒

有更多機會演化成新型變異株。
」

庫奇普迪說： 「病毒完全突
變時，可逃脫現有疫苗提供的防
護。因此，我們必須再度調整疫
苗。」

這是首度在野生動物上偵測
到Omicron變異株。與此同時，
美國民眾感染Omicron的病例數
逐漸減緩下來。

美國農業部表示，沒有證據
顯示動物正把病毒
傳給人類，大多數
冠狀病毒感染是出
現在與 COVID-19
患者有過近距離接
觸的物種上。

美國政府去年
8月表示，在俄亥
俄州發現全球首批

野生鹿感染COVID-19，擴大已
知確診COVID-19的動物清單。

研究人員是在有許多突變的
Omicron於全球多國取代Delta
成為主流變異株的幾個月前，從
野生鹿身上採集的樣本驗出確診
。

美國農業部先前通報，狗、
貓、老虎、獅子、雪豹、水獺、
大猩猩與水貂曾感染COVID-19
。

紐約白尾鹿感染Omicron 恐成新變異株宿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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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賽最關鍵時刻作最大膽挑戰

谷愛谷愛谷愛凌凌凌超高難動作超高難動作超高難動作
逆轉奪金逆轉奪金

雖然自由式滑雪大跳台並非谷愛凌的強項，而
預賽時亦稍有失誤只以第五名晉身決賽，不

過仍無損谷愛凌爭取佳績的信心。決賽首跳就以
其招牌動作“右轉1440度”出戰，並獲得93.75
高分。不過在首輪最高分的卻是法國名將泰絲，
她以一套“1620度轉體”得到94.50分，這套動
作被視為女子自由式滑雪運動員“天花板”的超
高難度動作。

不是為了打敗對手 是要挑戰自己
第2輪泰絲繼續表

現出色取得93分，而
谷愛凌則在兩輪過後
名列第 3。最後一
輪，前9位選手跳完
後，谷愛凌、泰絲及嘉
蒙特三位運動員已肯定
能踏上頒獎台，剩下的
就是獎牌顏色之爭。

首先出場的谷愛凌
在起步點露出難得一見
的嚴肅神情，在數次調
整呼吸後才毅然下滑，
而她所做的動作竟然也
是“1620 度轉體”，
完美落地後谷愛凌以一
副難以置信的表情跪在
雪地上，這套她首次在
公開比賽嘗試的動作獲
得94.50分，一舉超越

兩名對手升上第一位；其後登場的嘉蒙特及泰絲
在最後一跳均出現失誤，最終谷愛凌以188.25的
總分勇奪金牌，這亦是中國自由式滑雪的冬奧首
金，而法國選手泰絲則獲得一面銀牌，銅牌則落
在嘉蒙特身上。

回想起縱身下滑的前一秒，谷愛凌表示自己
沒有絲毫壓力和緊張，腦海中出現的只是轉體
1620這套動作的每個細節，在完成兩輪後放在她
面前的有兩個選項，要不跳出自己的招牌動作爭
取機會較高的銀牌，要不嘗試一次前所未有的冒
險，而谷愛凌的運動之道讓她選擇了後者：“當
時已經肯定能上頒獎台，已經是歷史性的成績，
在這個矚目的冬奧舞台，我想要把握機會去體現
我的體育精神，滑雪運動不是為了打敗對手，而
是要挑戰自己。很想以行動讓年輕人尤其是女孩
知道，我能做到的你也能。”

受對手泰絲激勵 願分享金牌榮耀
谷愛凌更表示要不是受到對手泰絲出色表現

的激勵，自己也可能做不出這個大膽嘗試：“看
到對手成功做出‘轉體1620’，讓我下定決心要
挑戰自己的極限，我希望和泰絲一起分享金牌的
榮耀，沒有她的傑出表現，我可能也沒有這面金
牌。”8日10個獎牌項目，奧地利連贏高山滑雪
男子超級大迴轉及單板滑雪男子平行大迴轉2
金、捷克奪女子平行大迴轉金牌；其餘冬季兩項
男子20公里個人、越野滑雪男女子個人短距離、
速度滑冰男子1,500米、冰壺混合雙人及雪橇女
子組金牌，則分別落入法國、挪威、瑞典、荷
蘭、意大利及德國等手上。

在北京只要你打開電視，

就必定能看到谷愛凌的身影，她的

冬奧首演萬眾矚目不容有失，但谷愛凌的

“大心臟”卻超乎常人想像，只有18歲的她

在最頂尖的舞台、最關鍵的時刻作最大膽的挑

戰，以一套超高難度動作“轉體1620”逆轉奪

金，不僅為中國隊奪得史上首面自由式滑雪冬奧

金牌，更體現了谷愛凌對體育精神的自我詮

釋。這位學業和運動皆優的謙遜女生賽後表

示，非常感謝所有香港觀眾的支持。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正謙

冬奧直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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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愛凌首
次參加冬奧，便
奪取金牌。

法新社

科技觀賽科技觀賽““33D+AID+AI””慢動作回放慢動作回放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郭正謙 冬
奧直擊）這場自由
式滑雪大跳台決賽
除了有大批觀眾入
場支持，谷愛凌的
家人亦親到現場打
氣。她透露第二跳
後曾致電媽媽，當
時媽媽叫她跳擅長
的右轉1440穩穩地
拿下銀牌，但谷愛凌卻堅定地拒絕，才成就最後這場神話般的逆轉好
戲。

能夠有最後一跳的經典逆轉，全賴谷愛凌對自己體育之道的堅
持，她表示第二跳後曾打電話給媽媽，不過就沒有接受媽媽的建議：
“我打給媽媽時她叫我‘跳1440’，然後我就說我不要，然後媽媽就
說好吧，既然你選擇了，希望你能好好享受比賽。”

不過縱然心理質素再好、思想再成熟，谷愛凌還只是一個18歲的
小女生，說起美食時更是雙眼發亮：“最近餃子吃太多了，想吃烤
鴨，味道好之餘，那一刀切下去的過程更堪稱藝術，等比賽完了隔離
過後，想去三里屯看看，也想去逛逛商場。”

拒媽媽建議
堅持挑戰難度 成就神話

◆◆ 谷愛凌母谷愛凌母親親（（紅口罩紅口罩））在場在場邊為女兒打邊為女兒打
氣氣。。 中新社中新社

為朱易抱不平
冀大家多理解運動員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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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正謙 冬奧直擊）北京冬奧兩
大吉祥物“冰墩墩”和“雪容融”
大受歡迎，早前一名日本記者示愛
冰墩墩的影片熱爆網絡後，這隻由
國寶熊貓化身而成的可愛吉祥物更
是人氣爆燈，不僅市面上一“墩”
難求，就連媒體中心冬奧精品店的
“冰墩墩”也被搶購一空。

要論今屆冬奧的主角，除了
谷愛凌和羽生結弦等明星外，就要
數吉祥物“冰墩墩”了，可惜就算
是冬奧記者的身份，要將這位紅得
發紫的吉祥物帶回家也不是易事。
在媒體中心內的冬奧精品店雖然足
足營業12小時，但小記卻還沒見
過門外不用排隊的時候，像是不排
一個小時都顯示不出對“冰墩墩”
的誠意，即使成功入店，亦不代表
可以買得心頭好，貨架基本上已被
搶購一空。店員表示“冰墩墩”的
手辦模型和玩偶最受歡迎，新貨不
到幾個小時就賣光，小記只能對所
有請求代購的親朋好友說聲不好意
思了。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正謙
冬奧直擊）谷愛凌勇奪金牌固然
贏得無數掌聲，不過花樣滑冰選
手朱易卻因連番失誤而飽受批
評。這位新鮮出爐的冬奧金牌得
主表示冰上運動的難度超乎想
像，一個運動員能參加冬奧已是
能力的證明，希望大家能夠多點
了解每項運動及理解所有選手的
付出。

同住在選手村，
谷愛凌表示自己吃飯
的時候認識了朱易，
之後更特地去看朱易
的訓練：“我一看就
覺得花樣滑冰也太難
了吧，沒跳台卻能跳
這麼高，腳底下還是
堅硬的冰塊，穿的是
裙子，鞋子下面還有
刀 ， 難 度 真 的 很

高。”她認為失誤也是比賽的一
部分，沒人會比朱易更想拿到好
成績，能夠出現在冬奧舞台的都
是出色的運動員，希望大家可以
多多理解。此外谷愛凌分享了一
些成功的小秘訣，就是保持專注
和熱愛：“就算有很多愛好和想
法，也不要貪多務得，一天只要
做好一件事就很夠了。”

◆◆ 朱易在日前的團體賽過於緊朱易在日前的團體賽過於緊
張張，，致接連失誤致接連失誤。。 法新社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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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收緊限聚抗疫 禁逾兩戶聚會
8日增625宗確診新高 宗教場所髮型屋明起關閉兩周

��(���

◆◆理髮店或髮型屋納入理髮店或髮型屋納入““表列處所表列處所”，”，並由並由1010日起暫停營業至本月日起暫停營業至本月2424日日。。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攝攝
◆◆港港府府88日宣布收緊限聚措施日宣布收緊限聚措施，，1010日日起起BB類及類及CC類食肆每枱最多只可坐兩人類食肆每枱最多只可坐兩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第五波新冠疫情“遇正”新春假期，觸發大批家
庭聚會感染群組。香港衞生防護中心8日公

布，迄今最少有19個涉及超過10人的大型聚會群
組，其中最多人感染的群組達47人，合共367人染
疫，仍未計算少於10人的群組。

限聚令首涵蓋私人處所
為遏止疫情蔓延，林鄭月娥8日在行政會議後

見記者，公布已獲行政會議通過修訂法例，首次使
限聚令涵蓋私人處所，禁止超過兩個家庭於私人處
所的聚會。另外，《預防及控制疾病》第599章下
部分的規例，“表列處所”除了原有的17類場
所，再加6類場所，包括宗教場所、理髮店、商場
等，其中宗教場所及理髮店需要關閉直至本月24
日凌晨。林鄭月娥同時宣布，將由24日起在該23
項“表列處所”內推行“疫苗通行證”，市民進入
時必須使用“安心出行”及出示“疫苗通行證”，
D類餐飲處所則提早數天實行。除表列處所外，特
區政府亦會以行政手段於學校、資助機構的處所及
公營機構的寫字樓等地方引入“疫苗通行證”。

商場等場所將抽查“疫苗證”
林鄭月娥承認，目前疫情嚴峻，因此需用上

“好嚴厲的手段”，她指特區政府會在健身中心等
部分處所，對違反“疫苗通行證”規定的市民主動
採取執法行動；商場等則會作抽查。她並指，新規
例亦納入了公共交通工具，但考慮到市民乘搭公共

交通工具若要提供疫苗接種紀錄，執行上會有困
難，故暫時未引用，但可為日後提供法律基礎，若
疫情非常嚴峻便能即時落實。

香港食物及衞生局常任秘書長陳松青其後於疫
情記者會上就最新措施作進一步解釋。他指“疫苗
通行證”會分階段推行，首階段於本月24日生
效，除了獲豁免的人士，所有12歲或以上人士須
至少接種一劑疫苗才可進入有關處所；第二階段由
4月底開始，18歲或以上人士須接種最少兩劑疫
苗，12至17歲仍然只須接種一劑；第三階段由6月
底開始，所有18歲以上人士如已接種第二針超過9
個月，則須接種第三劑疫苗，12至17歲者接種首
劑疫苗超過6個月也要打第二針才可進入有關處
所。所有違反“疫苗通行證”要求者將被定額罰款
5,000元。

至於禁止超過兩個家庭的於私人處所的聚會，
陳松青指會以住戶為家庭單位，但如屬照顧者可獲
豁免，舉例如有兩個家庭身處同一處所，照顧者雖
然屬於第三戶，也不算違反規例。他表示，不會主
動進入私人處所執法，惟如有個案追蹤時發現有人
違規便會執法。

行政會議非官守議員發聲明，一致堅定支持特
區政府果斷並精準地推出有關措施，以應對香港現
時面臨的嚴峻情況。行會非官守議員召集人陳智思
表示，行政長官宣布的措施力度之大前所未見，
“我們支持政府迅速地採取必要的措施對抗瞬息萬
變的疫情發展。”

Omicron 病毒對香港的威脅日益嚴

重，香港8日新增625宗新冠肺炎確診個

案，屢破單日最高紀錄。跨家庭聚會被指

是今波疫情失控的主因之一，過去兩周累計有19個大型飯局感染群組，最少367

人染疫。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8日宣布進一步收緊社交距離措施，包括將

限聚令由4人減至2人，宗教場所及髮型屋10日起關閉等，“最辣”是禁止超過

兩個家庭在私人地方進行跨家庭聚會。同時，本月24日起推行“疫苗通行

證”，6月底後進入商場、超市、食肆等處所的成年人必須已接種三針疫苗，若

疫情持續惡化，乘搭交通工具也可能要持有“疫苗通行證”。無遵守強制檢測令

的罰款，則由5,000元（港元，下同）倍增至1萬元。◆香港文匯報記者 費小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的新冠肺
炎疫情持續惡化，香港衞生署署長林文健8日指
出，過去兩周已累計有2,628宗確診個案，當中
有898宗屬不明源頭病例，分布在深水埗、沙
田、大埔、九龍城及葵青五大重災區，意味社區
有近900條隱形傳播鏈。病毒更已殺入院舍，5
間安老院舍8日有年長院友或職員染疫，再多一
名病人病情轉為嚴重，對香港醫療系統構成巨大
壓力。他形容香港疫情形勢危如累卵，再次呼籲
巿民減少社交活動和聚會，盡快接種疫苗，齊心
抗疫，才能戰勝疫情。

香港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8日
在疫情簡報會上指出，當日新增個案當中，只有
4宗為輸入病例，即621宗也屬本地感染，而15
名確診者懷疑感染Delta變種病毒，其餘則懷疑
屬Omicron病毒個案。她未有公布多少宗仍未找
到源頭的個案，只表示7日公布的464宗有待調
查源頭的個案中，多達450宗屬源頭不明。衞生
防護中心8日晚則表示正積極調查個案的源頭，
確認是否與早前個案有流行病學關連。另外，8
日的初步確診個案約500宗。

兩周確診個案 逾八成半奧毒
林文健總結過去兩周的統計數字，指累計有

2,628宗確診個案，而源頭不明個案則有898宗。
在確診個案當中，超過85%是感染Omicron變種
病毒，為香港的主流病毒，至於Delta病毒個案
則佔5.8%，而第五波疫情爆發至今，社區已累計

有33幢大廈出現垂直及橫向傳播，而3間院舍也
有院友感染新冠病毒，他對此感到非常擔憂。

香港文匯報統計截至7日的過去兩周，深水
埗、沙田、九龍城及葵青的整體確診個案甚高，
當中深水埗有112宗個案，其中鴨寮街及石硤尾
邨均有9人染疫，基隆街及福華街則各有8宗；
沙田則有多條公共屋邨和居屋屋苑爆疫，當中錦
豐苑有6宗個案，恒安邨、瀝源邨和新翠邨亦各
有5宗個案；九龍城則有68人染疫，個案較分
散，遍布多幢舊廈；葵青的個案主要來自葵涌
邨，過去兩周仍有14人受感染，大窩口邨和葵芳
邨則分別有9人及5人染疫。

5院舍職員院友染疫
病毒更已殺入院舍。張竹君透露，上環保良

局郭羅桂珍護老院兩名長者8日初確，77名院友
要送檢；而大埔墟運頭街的樂善堂朱定昌頤養
院，以及元朗泰祥大廈的安安護理院亦分別有一
名長者初確，其中樂善堂朱定昌頤養院25人須檢
疫，安安護理院9名院友亦要送檢。另有兩間院
舍有職員染疫，其中基督教懷智服務處將軍澳中
學復康中心一名福利員確診，他曾舉行小組活
動，14名院友須檢疫，而荃灣荃威花園仁愛護老
中心一名護理員初確，要檢視檢疫人數。

香港醫院管理局總行政經理（綜合臨床服
務）李立業表示，再多一名患者的病情惡化，他
是一名50歲男病人（個案14930），目前情況嚴
重，至於早前危殆的84歲病人（個案14814）仍
未好轉；早前情況危殆的77歲女病人（個案
13400）則已轉為嚴重。另外，早前情況嚴重的
78歲男病人（個案15118）已轉為穩定。李立業
表示，個案15118的病人已經接種兩針疫苗，相
信是病情好轉的原因，“不是所有病人都是病情
輕微，甚至有人要進入深切治療部，呼吸機協助
呼吸。”

林文健補充，特區政府抽取逾1,000宗Omi-
cron個案的樣本分析，發現超過80%的Ct值也少
於30，即病毒量高，顯示該變種病毒的傳播力極
高，個案持續攀升，對香港的醫療系統構成巨大
壓力。他強調香港正面對前所未有的衝擊，形容
現時疫情形勢危如累卵，再次呼籲巿民減少跨家
庭聚會、減少社交接觸、盡快接種疫苗，另外要
戴口罩須緊貼面部，勤清潔雙手，並留意家居去
水位每周要注水半公升，巿民須齊心協力，才能
走出疫境。

港兩周無源898宗
醫療系統壓力大

強檢安排減至兩次 6天內須完成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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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第五波新冠肺
炎疫情大爆發後，檢測能力備受壓力。為確保檢測
資源的運用更具針對性，特區政府8日宣布，由本周
一起強制檢測安排由三次減至兩次，第一次檢測須
於強制檢測公告起計首3天內完成，第二次檢測則須
於第四天至第六天內完成。同時於馬鞍山體育館重
設的“火眼實驗室”，最快下周二起投入運作，兩
周內的每日檢測量可逐步提升至10萬個，而全港每
日檢測量則可提升至30萬個。

特首：按形勢調校策略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8日出席行政會議前表示，

因應 Omicron 的潛伏期比較短，強制檢測公告的
檢測頻率已由三次減至兩次，強調這是不斷按着形
勢來調校的一套策略，“應用策略時的基本原則是
要‘快’，因為生命至上，在‘快’的大前提下是
以科學為本、風險為本去做到‘早發現、早隔離、
早治療’。”她認為，今波疫情特區政府可以做得
更加快，所以這一段時間都在不斷加快和加大各方

面的力量，“惟力量和資源並不是無限，所以抗疫
原則是要精準、聚焦，把並非無限的資源，包括檢
測、隔離和治療的資源，都要用得更加好。”

同時為應對正在社區不斷肆虐的新冠病毒，政
府大幅提升香港的檢測能力，馬鞍山體育館重設的
“火眼實驗室”已準備就緒，16個氣膜實驗室8日
已完成充氣，大約100台機器亦已陸續運入，設備
裝置正如火如荼進行中。

“火眼”日檢測量逐步增至10萬個
承辦商華大基因旗下華昇診斷中心董事長胡定旭

8日接受媒體訪問時指出，在儀器設定完成後會進行
各種測試，預計15日起可逐步投入運作，兩星期內每
日檢測量可逐步達至10萬個，“這些大型實驗室要一
步步增加上去，希望本月底可以完全投入運作。”他
續指，暫時預計有約400人參與實驗室的工作，當中
一半由深圳調派到港，他們都已陸續抵港。而“火眼
實驗室”會採取閉環式管理，員工會依足防感染控制
規定，包括每天接受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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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速览

特色鲜明，做年夜饭不再费事

对中国人而言，如果说一年中哪顿饭最重要，非“年夜饭”
莫属。通常，年夜饭菜品准备最正式、程序也最繁琐。不过，各
类预制菜的出现，正在改变着年夜饭。

来自河南的贾瑞杰，近几年在杭州和北京两地轮流过年。自
从有了孩子，她对年夜饭的期待也发生了变化。“我的口味比较宽
泛，水煮鱼、香辣虾、牛肉羹、京酱肉丝等等，我都喜欢吃。前
些年，年夜饭基本都是自己做，耗时耗力不说，最后还弄不出几
个像样的菜。如今，预制菜种类多了、制作精了，特别是吃起来
方便，对我来说是个很大的福利！”贾瑞杰告诉本报记者，自己在
年前浏览了各种预制菜的商品信息，组合下单了几种预制菜，使
今年的年夜饭成为“各地美食的荟萃”。

在天津从事通信工作的崔越，对快速走红的预制菜也很关
注。不过，今年春节，他和家人还是准备了传统的年夜饭。“家
里人觉得，尽管预制菜种类比较丰富，吃起来也省事，但年夜饭
毕竟一年一次，还是要有点仪式感、忙活忙活，才有年味儿。再
说，目前市面上针对年夜饭这个级别的预制菜价格相对较高，但
质量、口感如何，我们不是很清楚。”崔越说，今年春节没有订
预制菜，不过这一新品类快速发展对消费者来说终归是好事，改
日会考虑尝尝鲜。

据了解，预制菜的存在已有十多年，只是在近几年受新冠肺
炎疫情影响才获得更多关注。同时，随着保鲜技术、包装技术的
提升，预制菜不仅仅是单纯的“二次加热”，在品质和口味上有明
显改善，受到消费者认可。

京东生鲜餐饮速食业务负责人焦赫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
示，预制菜最大的优势，就是能够帮助家庭用户吃得好，同时还
能省时省力。近3年，京东平台预制菜的销售增长超4倍，这一过
程中，品牌类型、数量、产品形式等不断丰富和升级。“‘2022年
网上年货节’期间，我们的预制菜销售额很快突破了2000万元。新
雅大厨年夜饭大礼包、西贝八道精品菜礼盒、梅龙团圆饭、正大猪
肚鸡、安井酸菜鱼、眉州东坡肘子等特色预制菜产品热销。”焦赫
说，真正能够解决用户痛点、让消费者得到方便的商品一定会脱颖
而出，预制菜的发展便是如此。

花样翻新，抢抓市场各显神通

针对“就地过年”“错峰返乡”人群增多，今年春节，不少商家
推出了个性化的预制菜年夜饭套餐。

北京物美加大了半成品预制菜的供应，方便一人食或两人
食，让就地过年的消费者也能感受到浓浓年味。该企业还与“锅
圈食汇”“王小卤”“拉面说”等新消费品牌合作，以满足年轻消
费群体需求。同时，物美、多点 Dmall 还在往年半成品菜的基础
上，进一步优化菜品供应，联合多家品牌推出“锅圈的快手菜”
等预制菜产品，使消费者5分钟内即可享用美食。

家乐福生鲜经营中心相关负责人告诉本报记者，家乐福为消
费者准备多种多样的年夜饭预制菜，主要有常温包装的熟食凉
菜、加热即食的菜品、汤品、点心等四大类。各地区门店根据当
地特色，推出略有差别的产品。生产工厂均有相应资质，经过第
三方机构审核，做到所有商品可追溯，严守食品安全关。目前，
家乐福华北、华东等地区的预制菜销售均较好。

预制菜的品类也不局限于家常菜，更多高端特色食品加入进
来，对接消费升级步伐。“符合地方特色、家宴类的产品，尤其受消
费者欢迎。比如，上海地区的糟溜鱼片等预制菜，销售量同比去
年翻了三番。我们还推出俄罗斯帝王蟹、波士顿龙虾等进口生
鲜，让消费者一饱口福。”该负责人说，未来，家乐福计划逐步引进
保质期更短的鲜品预制菜，将工厂生产到卖场上架时间压缩至24小
时以内。

“与平时聚餐相比，年夜饭的种类比较多，菜量也大。今年，
我家年夜饭还是会以自己制作为主，同时通过购买预制菜进行补

充。这样，亲朋好友既能吃到自家手艺，又能尝到大江南北的美
味，一举两得。”在北京从事金融工作的白云飞对预制菜十分认
可。

商机无限，高质量发展是关键

预制菜的走红，意味着新商机。
企查查数据显示，中国现存预制菜相关企业 6.81 万家，2021

年新增4212家。从区域分布来看，山东、河南、江苏分别以8423
家、6412家、5639家位列前三。此外，广东、河北、安徽、辽宁
等省份，预制菜企业亦相对较多。具体到城市层面，深圳、长
春、潍坊、临沂、苏州、合肥、商丘等地预制菜相关企业较为集
中。同时，随着预制菜市场的发展，“懒熊火锅”“小牛凯西”“珍
味小梅园”等预制菜品牌还获得了大量社会资本的支持。

广东湛江国联水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从预
制菜市场的发展趋势来看，中国城镇化步伐加快、消费升级趋势
明显、家庭小型化，使预制菜有广阔的市场空间。不过，预制菜
品行业有一定门槛，包括品牌规模壁垒、食品质量及安全壁垒、
渠道及客户壁垒、研发及创新壁垒等，需要企业紧跟客户及消费

者需求，持续创新，快速研发、迭代新产品，以精细高效管理满
足客户要求。这一过程中，品牌声誉、快速创新和研发能力、渠
道建设等需要企业本身较长时间的技术积累。

“预制菜品在国内尚处发展初期，经营规模以中小企业为主，
数量庞大但市场集中程度较低，区域性特征明显，竞争激烈但格局
不明朗。预制菜行业属于大消费，未来整个行业的竞争将上升为品
牌竞争。”该负责人预计。

预制菜的升温，还吸引了跨国企业前来布局。记者从泰森食
品了解到，今年该公司首次在中国市场推出了年夜饭预制菜“泰
森合家欢礼盒”。

泰森食品中国区市场部总经理詹钧文说，消费场景和供应链技
术的成熟化，是预制菜市场快速发展的前提。“一方面，随着电
商、O2O平台的兴起与发展，预制菜进入越来越多的消费场景中；
另一方面，中餐饮食品类丰富，对不同温区的产品包装技术、保鲜
技术甚至物流运输技术都有较高要求。”詹钧文说，泰森食品在食
材和供应链方面的优势，是其得以快速进军预制菜市场的重要原
因。

多位业内人士表示，预制菜产品对供应链和服务体系的要求
很高，这对餐饮企业来说是不小的挑战。未来，行业的高质量
发展，需要产业端的完整、产品品质稳定性、品牌可信度、消
费场景创新、菜品口感保障等多重合力推动。

市场规模迅速扩大，新品种新品牌集中涌现——

当“年夜饭”碰上“预制菜”
本报记者 王俊岭

梅菜扣肉、黑椒牛柳、法式羊排、红烧黄花鱼、小鸡炖蘑菇……打开手机APP或购物网
站，进入春节年夜饭预定区，就可以轻松敲定年夜饭菜单。下单后，菜品会提前制作并包装
好，快速送达。消费者只需简单加热，便迅速“做”出了一桌美味的年夜饭。

这个春节，省时省心的“预制菜”悄然走红。有关餐饮机构的分析报告显示，2021年中国
预制菜市场规模超过3000亿元，预计到2025年将会突破8300亿元。消费者对“预制菜”怎么
看？商家对于这一领域又有哪些布局？

▲不久前，“2021中国预制菜产业大会”
在福州海峡国际会展中心开幕。图为来自云南
的参展商在介绍云南特色菜肴快熟过桥米线。

新华社记者 魏培全摄

▶近日，贵州省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岑
巩县生产灰碱粑、米粉等特色食品迎来生产和
销售旺季，当地食品加工企业抓紧生产、包
装、运输、销售，以满足春节期间需求。

胡攀学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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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查看您的第三輪經濟影響補助金
狀態 在 獲取我的補助金中查找第三
輪補助金的狀態。

是否沒有收到經濟刺激退稅？如
果您沒有收到紓困金退稅額或者沒有
收到全額退稅額，了解一下如何有資
格就2020年或2021年聯邦稅納稅申
報表申領紓困金退稅額。

第一和第二輪經濟影響補助金已
分別於2020年和2021年年初發放。
前兩輪經濟影響補助金是針對2020
年納稅申報表的2020紓困金退稅額
的預付補助金。

第三輪經濟影響補助金自2021
年3月開始發放，至2021年12月止
。第三輪經濟影響補助金，包括加額
補助金，為針對2021年納稅申報表
的2021年紓困金退稅額的預付補助
金。

大多數符合條件的人已經收到了
補助金，然而，如果您沒有收到經濟
刺激退稅，請仔細閱讀以下內容，確
定是否有資格以及是否需要申領2020
或2021納稅年度的紓困金退稅額。

查找您的第一輪、第二輪和第三
輪經濟影響補助金的金額

如果您沒有收到第一輪和第二輪
補助金，只能針對2020年納稅申報

表進行申領，如果您沒有收到第三輪
補助金，只能針對2021年納稅申報
表進行申領。申領紓困金退稅額的符
合條件的個人須知，不同納稅年度的
預付補助金會有不同。視第一輪、第
二輪或第三輪沒有收到的預付補助金
而定，您需要遞交2020或2021年的
納稅申報表，來申領紓困金退稅額。

請註明納稅年度以及您收到的經
濟影響補助金，以準確計算紓困金退
稅額。在您的報稅軟件或 1040 表格
（紓困金退稅額清單）來計算您的退
稅額。

查找您的經濟影響補助金的金額
，請查看：

您的在線賬戶: 通過IRS在線賬戶
安全地訪問您的個人稅務信息， 在相
應納稅年度選項卡下查看您的第一、
第二和第三輪經濟影響補助金的金額
。

IRS信函: 我們會將以下函件寄送
到我們的在冊地址。

1444 通知：示明針對2020納稅
年度預付的第一輪經濟影響補助金

1444-B 通知：示明針對2020納
稅年度預付的第二輪經濟影響補助金

1444-C 通知：示明針對2021納
稅年度預付的第二輪經濟影響補助金

6475 信函：2022
年年初，我們會寄出
此函，確認您 2021
納稅年度收到的第三
輪經濟影響補助金以
及任何加額補助金的
金額。

如何申領2021年紓困金退稅額
如果您全額收到了第三輪經濟影

響補助金，您在遞交2021年納稅申
報表時，不需要填寫任何有關您的補
助金的信息。

如果您沒有領取第三輪經濟影響
補助金的資格或者沒有收到全額補助
金，則您可以依據2021納稅年度的
信息申領2021紓困金退稅額。如果
您有資格申領，則您需要遞交一份
2021納稅申報表，即使您不經常遞交
納稅申報表。您的2021紓困金退稅
額將扣除您的2021欠繳稅款或者納
入到您的退稅中。

您收到的任何第三輪經濟影響補
助金會減去您有資格獲得的退稅額。
您需要提供您的第三輪經濟影響補助
金和加額補助金，才能申領2021紓
困金退稅額，以免耽誤退稅的處理流
程。

請勿將第一輪或第二輪沒有收到
的經濟刺激退稅錄入2021納稅申報
表。有關此種情況，請查看"如何申領
2020紓困金退稅額"。

2022 年以電子方式提交您的
2021納稅申報表，稅務軟件會幫助您
計算您的2021紓困金退稅額。您的
紓困金退稅額將扣除您的2021欠繳

稅款或者納入到您的納稅申報表中，
並且可以直接存入您的財務賬戶。您
可以使用銀行賬戶、預付借記卡或其
他金融產品用於直接存款。請您提供
銀行代號和賬號。
如何申領2020年紓困金退稅額

所有自動發放的第一輪和第二輪
經濟影響補助金已由國稅局發放。如
果您沒有收到第一輪和第二輪經濟影
響補助金或者沒有收到全額的補助金
，則您可以遞交 2020 納稅申報表
（如果您尚未遞交）或者對您的2020
納稅申報表進行修正（如果已經被處
理），以申領紓困金退稅額。您的
2020納稅申報表的紓困金退稅額將扣
除您的2021欠繳稅款或者納入到您
的退稅中。以下是符合條件的個人如
何申領該退稅額：

如果您沒有遞交2020納稅申報
表，或者成功使用了子女稅優惠非納
稅人註冊工具：

遞交2020納稅申報表，以申領
2020紓困金退稅額，即使您不經常遞
交納稅申報表。

查看2020常見問答紓困金退稅
額 - 主題 A：2020紓困金退稅額，
即使您不經常遞交納稅申報表（英文
）。

如果您遞交了2020納稅申報表
，或者成功使用了子女稅優惠非納稅
人註冊工具並且沒有申領紓困金退稅
額：

遞交經修正的納稅申報表以申領
該退稅額。

查看 2020常見問答紓困金退稅

額 - 主題 G：遞交2020納稅申報表
後糾正問題（英文）。

如果您遞交了2020納稅申報表
，或者成功使用了子女稅優惠非納稅
人註冊工具，然後您收到了國稅局發
來的關於您的2020紓困金退稅額的
函件：

如果您同意我們作出的修改，則
您無需回复。請妥善保管好該函件，
以備稅務用途。

如果您不同意，請撥打通知右上
角列出的免費號碼。如果您收到了國
稅局發來的與您的納稅申報表相關的
其它問題，請遵循函件中的指示。

查看2020常見問答紓困金退稅
額 - 主題 G：遞交2020納稅申報表
後糾正問題（英文）。

如果您的2020納稅申報表或信
息尚未開始處理

請勿遞交第二份納稅申報表。有
些納稅申報表需要特殊的處理，以更
正錯誤或者貸入金額，最久可耽誤
120天的處理時間。國稅局針對2020
納稅申報表進行的錯誤更正要遠遠多
餘之前年份。如果我們更正您的納稅
申報表所申領的退稅額，我們會以通
知的形式向您進行解釋。關於您的個
人退稅狀態，請查看"我的退稅在哪裡
？"

如欲了解更多信息，請查看國稅
局操作狀態頁面（英文）。

紓困金退稅額

華美銀行公佈2021年第四季度和全年財報 全年淨利和每股獲利較去年增長54%
【帕薩迪納訊】華美銀行之控股公司華美銀行集團（East

West Bancorp, Inc.，納斯達克股票代號為 「EWBC」 ）於1月
27日公佈2021年第四季度及全年盈利報告。2021年全年淨利達
8億7千3百萬美元，每股獲利6.10美元，分別較2020年增長
54%；第四季度淨利為2億1千7百80萬美元，每股獲利1.52美
元。

華美銀行董事長、總裁兼最高執行長吳建民（Dominic Ng
）表示，2021年華美銀行收益創新紀錄。總貸款和總存款雙雙
強勁成長，帶動全年總收入增加至18億美元，較去年增長13%
。資產報酬率（ROA）為1.5%，有形股東權益報酬率（ROTE

）為17.2%。2021年銀行的出色財務表現得益於領先同業的營
運效率及持續優化的資產品質，並先後獲《Bank Director》評為
最佳營運銀行（總資產5百億美元以上）和最佳董事會。

吳建民指出，若不計SBA小型商業署薪資保護貸款（Pay-
check Protection Program，簡稱PPP）的影響，截至2021年
12月31日，總貸款創新高達4百17億美元，較去年同期增加43
億美元或 12%；總存款增長至5百34億美元，較去年同期增加
85億美元或19%，主要得益於無息存款的強勁成長。活期存款
現佔總存款的43%，去年為36%。

吳建民說道： 「我們由衷地感謝銀行3千多名員工孜孜不倦

地為客戶提供優質的銀行服務。銀行能夠連年取得優異成績，離
不開全體同仁堅持不懈的努力和對服務客戶的專注。2022年，
華美銀行強勢開局，將普通股股息上調21%。展望未來，我們
將持續擴大市場份額、穩健發展貸款和存款、進一步提昇資本水
平，在利率上升的環境中，一如既往地為股東創造源源不斷的收
益。」

如有任何問題，歡迎隨時與我們聯絡。
祝您春節快樂，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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