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挺烏克蘭挺烏克蘭 英相強生突襲訪問基輔英相強生突襲訪問基輔
（中央社） 「英國廣播公司」 報導，英國首相強生（Boris

Johnson）9日在未事先對外公開下，訪問烏克蘭首都基輔，並與
澤倫斯基（Volodymyr Zelensky）面對面會談，不僅表達對烏克
蘭的支持，也當面協商後續財政與軍事支援計畫。

「半島電視台」 報導，在開戰後將駐烏克蘭外交存在暫時遷
往波蘭的歐盟，已宣布 「重返基輔」 ；歐盟駐烏克蘭大使馬西卡
斯（Matti Maasikas）9日則在推特上確認，他已返回基輔，並貼
出於當地升起歐盟旗幟的照片。

另外，義大利外交部長迪馬尤（Luigi Di Maio）也宣布，將於
4月17日復活節後，重新開放義大利駐基輔大使館。

「烏克蘭國家通訊社」 （Ukrinform）報導，烏克蘭副總理史
蒂芬尼希娜（Olha Stefanishyna）在電視演說中表示，政府希望
烏克蘭能於6月的歐盟領袖峰會中，獲得候選國的地位。歐盟執委
會主席范德賴恩（Ursula von der Leyen）8日才訪問烏克蘭首都
基輔，並稱將加速推動該國加入歐盟。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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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約視訊門診 接受多家保險〉

呂汶錫醫學博士  Kevin Lyu, M.D.
骨科(不開刀)/關節炎/疼痛/運動醫學

    專精:

- 退化性關節炎、膝蓋痛、骨折

- 各種扭傷、拉傷、肌腱炎、五十肩

- 背痛、坐骨神經痛、足底筋膜炎等

電話: 713-799-2300
Email: Drkevinlyu@fondren.com
Offices: Sugarland, Medical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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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nation’s top infectious
disease expert Dr. Anthony Fauci
warned that the Covid-19 surge
will likely return in the fall with the
lifting of many mask mandates

and restrictions for indoor
settings.

Fauci emphasized that there has
been a warning of immunity and

that we should expect to see an
increase in cases when the
colder weather arrives in the fall.

In Washington, House Speaker
Nancy Pelosi has tested positive
for Covid-19 and two of
President Biden’s cabinet
members have also tested
positive. Pelosi had to cancel her
trip to visit Japan and Taiwan.

Over the last three years we
have all talked about and
experienced the horror of the
pandemic. Many friends around
us and millions of people across
the country have lost their lives.
This tragedy of the century has
changed our way of life.

Now in recent days, most

Americans are not wearing
masks and people are dining and
shopping freely in restaurants
and malls. For them, Dr. Fauci’
s warning has no effect at all.

Over the last century, we have
overdeveloped the globe and
have caused the destruction of
nature. People are the main
reason this disaster has been
created.

The war in Ukraine is still
ongoing. Shanghai is locked
down and the prices of food and
gas are soaring. There are many
difficulties we are facing, but can
any of our leaders really
understand the pain of the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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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FauciDr Fauci’’s Warnings Warning

白宮醫療最高顧問福其
博士今天再度提出警告, 如
果我們防禦不當 ,今年秋天
天氣轉涼時，新冠疫情之流
行可能會捲土重來。
在華府，本來預定訪问

日本和台灣的眾議院議長佩
洛西及兩名內閣成員都確診
感染新冠病毒，所幸拜登總
统雖然和她有近距離的接觸
，還是呈陰性。
近三年來，我們大家可

謂談疫變色，週遭友人及全
國百万國人因而喪命，這個
世紀大悲劇，可謂改變了所
有人的生活方式。
對許多美國人而言，我

們目前是全面放鬆了防禦意

識，走在街上餐廳客滿，海
滩边人头攒动，絕大部分已
経不戴口罩，福其博士之憂
心和警示，根本沒有效果。
這個頑強又變種之病毒

，無可諱言，是未來所有人
類必須面對的挑戰，近世紀
來，全球人類之過度開發及
對大自然造成之破壞，是主
要原因，如果沒有共同之意
識，進行減炭㺽保工作，病
毒仍然會不斷向我們襲擊。
烏克蘭戰事未决，上海

封城，物價高漲，我們面對
之困境實在很多，但是那些
領導者能真正體驗人民之苦
痛嗎？

福其醫生之警告福其醫生之警告



【綜合報道】俄羅斯今天聲稱摧毀烏克蘭中東部的一座彈藥庫，烏克蘭也指控俄軍持續砲擊東北大
城哈爾科夫。歐盟執委會主席范德賴恩今天表示，俄軍鎖定平民的攻擊行動似乎觸犯戰爭罪。

根據俄羅斯新聞社 「國際傳真社」（Interfax）引述俄國國防部說法，俄軍已摧毀烏克蘭軍方一座彈
藥庫，地點位在烏克蘭中東部波塔瓦州（Poltava）的米爾果羅德（Myrhorod）空軍基地。

俄國國防部發言人科納申科夫（Igor Konashenkov）表示，俄軍還在這座基地摧毀烏克蘭空軍的一架
米格-29戰鬥機及一架Mi-8直升機。

科納申科夫還說，俄軍也摧毀烏克蘭城市新莫斯科斯克（Novomoskovsk）附近的一座大型彈藥庫，
這座城市位於中東部的第聶伯羅州（Dnipro）。

烏克蘭波塔瓦州州長盧寧（Dmytro Lunin）則在社群媒體上表示，俄軍對米爾果羅德的攻擊造成2人
受傷及 「重大破壞」，此外未提供更多細節。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報導，烏克蘭哈爾科夫州（Kharkiv）的軍事當局首長席尼胡波夫
（Oleh Syniehubov）今天在社群平台Telegram發布聲明表示，俄軍持續砲擊州府哈爾科夫。

席尼胡波夫說， 「過去一天，佔領者用大砲、迫擊砲、戰車和多管火箭發射大約50次攻擊」，造成
哈爾科夫多個地區的基礎設施受損。

路透社報導，歐盟執行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主席范德賴恩（Ursula von der Leyen）昨天
來到烏克蘭首都基輔訪視，她今天準備搭乘火車離開前告訴記者，俄軍鎖定烏克蘭平民攻擊的行為似乎
觸犯戰爭罪，但須經由律師對相關事件進行調查。

一組鑑識人員昨天已開始在基輔郊區市鎮布查（Bucha）的一處亂葬崗挖掘遺體。當地官員表示，這
些死者是在俄軍佔領布查鎮期間遭到殺害。
范 德賴恩表示，昨天已親眼見到布查鎮遭破壞的情況，她說： 「我的直覺認為，如果這不是犯下戰爭
罪，那什麼才是？不過，我是受過培訓的醫生，還是必須由律師進行仔細調查。」
范德賴恩還指出： 「我看到（烏克蘭總理）什米加爾（Denys Shmyhal）給我看的照片：（俄軍）在人們路過時將他們殺害。我們也能親眼見到，這座城市遭到的破壞是鎖定平民性命。住宅大樓不該
是軍事目標。」

德國總理蕭茲（Olaf Scholz）今天也說，在布查鎮殺害平民的兇手犯下戰爭罪，必須遭到究責。
蕭茲在一場地方選舉造勢活動中表示： 「這是我們不能遺忘的事。我們無法忽視這是一件犯罪。這些是我們不能接受的戰爭罪行…必須追究犯罪者的責任。」

俄轟烏彈藥庫俄轟烏彈藥庫 哈爾科夫哈爾科夫 歐盟歐盟：：俄軍疑犯戰爭罪俄軍疑犯戰爭罪

（綜合報導）網路影音平台 「YouTube」 已經封鎖俄羅斯國會下院的杜馬電視台(Duma TV)，引起俄國官員的憤
怒回應，他們表示，全球最受歡迎的網路影音媒體服務YouTube可能會遭到俄國的封鎖限製作為回應。

YouTube今天發布消息指稱，俄國國會杜馬頻道 「因為違反YouTube的服務條款而遭到終止」 。
Alphabet公司旗下的YouTube受到俄羅斯國家資訊科技、通訊及大眾傳媒監察機構(Roskomnadzor)與官員們的

壓力，要求迅速做出回應。
俄國外交部發言人沙卡洛娃(Maria Zakharova)透過通訊軟體Telegram表示： 「從現有情況判斷，YouTube已經簽署
了自己的授權書，保存其內容，將(它)轉移到俄羅斯平台。快點處理。」

俄國國家通信監管機構表示，已要求谷歌(Google)立即恢復外界對杜馬頻道的訪問。
俄國國家通信監管機構並且表示： 「這家美國資訊技術(IT)公司在西方發動針對我國的資訊戰(information war)中

，堅持明顯的反俄立場。」
谷歌在一封電子郵件評論中告訴路透社，該公司致力遵守所有適用於制裁和貿易規定的法律。

谷歌的評論接著表示： 「若是我們發現某個帳戶違反我們的服務條款，我們將會採取適當行動，我們的團隊正針對任
何更新與變化，密切關注情況。」

俄羅斯國會下院議長沃洛金(Vyacheslav Volodin)表示，YouTube的舉措進一步證明華府侵犯權利和自由的行為
。

沃洛金在Telegram上表示： 「美國希望壟斷資訊宣傳，我們不能讓它發生。」
自從俄羅斯於2月24日派遣數萬名士兵入侵烏克蘭以來，俄國已經封鎖對推特(Twitter)和 Meta平台(Meta Plat-

forms)的旗艦產品臉書(Facebook)和Instagram。

YouTubeYouTube封鎖俄國國會頻道封鎖俄國國會頻道 引起俄官員憤怒引起俄官員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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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病毒又變異？
英國報告3種新冠變種重組情況

綜合報導 英國政府官網發布消息報告了3種新冠變種重組情況。數

據顯示，英國目前已發現了637例XE病例(即奧密克戎BA.1和BA.2的重

組)。

據網站介紹，當個體同時感染2種或更多的新冠變種時，就會産生

重組變種(recombinant variant)。而這種情況並不少見，在新冠大流行期

間已發現了幾種新冠變種重組的情況。

英國衛生安全局(UKHSA)對 3種情況進行了分析，分別是XE，即

奧密克戎BA.1和BA.2的重組，XD和XF爲德爾塔和奧密克戎BA.1的

重組。

數據顯示，英國累計發現了38例XF病例，637例XE病例；尚未發

現XD病例，但全球數據庫已報告49例，其中大多數在法國。

就XE病例，UKHSA首席醫學顧問霍普金斯教授特別指出，尚未有

足夠證據就其傳播性、嚴重性或疫苗有效性得出結論。

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3月 30日曾表示，現有研究表明，最有

可能出現的情況是新冠病毒將繼續進化，但隨著人體免疫力因疫苗

接種或感染病毒而增強，新冠病毒導致疾病的嚴重性會隨著時間推

移而降低。

禁用俄羅斯能源後，英國人交不起電費
約翰遜或與華重啟核電合作

綜合報導 隨著俄烏衝突爆發，美國

等西方國家都紛紛宣布，禁止或減少從

俄羅斯進口石油天然氣，由于俄羅斯供

應了歐洲接近一半的天然氣，因此國際

市場能源價格飙升，歐洲各國也在開始

尋求替代能源，核能成爲最優先選擇。

據觀察者網3月30日報道，英國正在推

動成立核電特別工作組，與此同時，中

國自主核電技術“華龍一號”也通過了

英國通用設計審查，“華龍一號”或將

在英國“複活”。

目前，英國約60%的電力供應來自

于燃氣發電站和火力發電站，但隨著俄

羅斯能源斷供，歐洲天然氣和煤炭的低

庫存推高了化石燃料發電廠的成本，歐

洲一些大城市的電價均處于曆史高位。3

月26日，英國的一項調查顯示，有三分

之二的受訪者稱難以承擔價格飙漲的供

暖費和電費，因俄烏衝突帶來的後續問

題，還造成英國家庭平均收入減少了

2553英鎊，英國民衆苦不堪言。目前，

英國的核能發電被給予厚望，英國首相

約翰遜表示，希望到2050年，核能能夠

提供25%的發電量。

3月14日，約翰遜在媒體上發文表

示，英國需要投資更多的核能和可再

生能源，並成立一個新機構，負責新

核電站的進程。但是英國的核電技術

在上世紀 80年代，隨著撒切爾夫人私

有化運動之後幾乎已經喪失殆盡，爲了

尋找安全可靠的核電技術，英國將目光

看向中國。

2月7日，英國核監管辦公室和環境

署發布聯合聲明，中國自主核電技術

“華龍一號”通過了英國通用設計審查

，英國政府當日就爲“華龍一號”頒發

了設計認可和設計可接受證書，隨時可

以組裝開工。

在國際市場上，中國的華龍一號技

術備受追捧，華龍一號海外首堆巴基斯

坦卡拉奇K2機組，于去年5月已經投入

商運，目前巴基斯坦第二台華龍一號機

組也即將完成。此外，阿根廷也與中國

簽署了華龍一號項目的設計采購和施工

合同。

華龍一號曾經也是英國核電項目的

“寵兒”。2015年10月，中國廣核集團

和法國電力集團簽署戰略投資協議，共

同爲英國建造欣克利角C核電項目，按

照當時的計劃，華龍一號在通過英國審

查之後，還將參與英國布拉德韋爾B核

電站項目。但好景不長，隨著卡梅倫政

府下台，英國對中國的態度逐漸有了變

化。

英國當時正在尋找替代方案，准備

政府入股核電項目，將中國廣核集團踢

出英國核電項目。據英國媒體報道，中

止與中廣核的合作，僅僅是因爲其是中

國國有企業，在英國禁止華爲5G的時候

，就有政府官員表示，如果說移動網絡

對英國來說很敏感，那麽核電項目也是

一樣的。

但現在疫情和俄烏衝突導致英國

能源供應緊張，急需發展核電以擺脫

對俄羅斯的能源依賴，而現在也只有

美國、法國和中國擁有成熟的第三代

核電技術，這個時候華龍一號通過英

國通用審查，相當于英國已經准備接

納中國核電技術，中企項目落地只差

臨門一腳。

英國雖然近年來頻繁對中國發

難，但是卻根本無法在經濟上擺脫，中

國這個世界上第二大經濟體，這個時候

英國如果和中國恢複合作，對兩國來說

都是好事。有中國這個從來不炒作政治

議題，也不借合作幹涉他國內政的優質

夥伴，想必英國也會重新審視對中國的

成見，判斷自身得失。

沒預料到俄烏沖突？
法國軍事情報局長上任7個月後將離職

綜合報導 據法國軍方消息人士透露，法國軍事情報局局長埃裏克·

維多德將軍（ ric Vidaud）上任僅七個月後將離職，原因包括他被認爲

在俄烏局勢問題上預判不足。

報道援引法國網站 Opinion 的消息，一名軍方消息人士證實，

軍事情報部門負責人已立即離職。根據法國武裝部隊的內部消息

，維多德離職的原因包括“情況介紹不足”和“缺乏對業務的掌

控”。

法新社聯系到的軍方消息人士稱，自俄羅斯對烏克蘭采取特別軍事

行動以來，軍事情報局長這個職位一直被法軍總參謀部所關注。但情報

局提供的是有關行動的軍事情報，而不是意圖，他們得出結論，俄羅斯

有能力“入侵”烏克蘭。這名消息人士還稱：“發生的事情證明他是對

的。”

另一位了解此事的消息人士還表示，“這一職位變動不僅僅是因爲

烏克蘭的情況。這也是一個部門重組的問題。”

法新社采訪的另一名匿名軍方消息人士稱，軍方幾天來一直在傳言

這位高級官員的離職。還有說法稱他會被任命到其他職位，但事實並非

如此。

3月初，在本次俄烏衝突爆發後不久，法國陸軍參謀長蒂耶裏· 比爾

卡爾將軍承認，法國和美國在“俄羅斯可能入侵烏克蘭”的問題上存在

分歧。他承認，“美國人說俄羅斯要發動進攻，他們是對的。相反，我

們的情報部門認爲，武力征服烏克蘭將付出巨大的代價，俄羅斯有其他

方案。”

聯合國前核查員
起底美國動用生物武器黑歷史：嚴查！
綜合報導 聯合國前伊拉克首席武器

核查員、前美國海軍陸戰隊情報官員斯科

特· 裏特日前接受新華社記者專訪時表示

，對美國在烏克蘭生物實驗室裏的所作所

爲，絕對有必要進行嚴格核查，只有這樣

才能證明美國是否遵守《禁止生物武器公

約》。

裏特曾擔任聯合國伊拉克首席武

器核查員。1998 年，由于不滿美國對

核查員工作的蠻橫幹涉，裏特辭去該

職位。

裏特認爲，烏克蘭的生物實驗室“毫

無疑問”是由美國主導的。他說，盡管這

些生物實驗室在烏克蘭的土地上，但它們

是由美國主導、依據烏克蘭與美國2005年

簽署的備忘錄開展的，而該備忘錄的法律

依據是美國的“減少威脅合作計劃”。美

國國會在蘇聯解體後通過了該計劃，目的

是遏制原蘇聯各加盟共和國發展大規模殺

傷性武器的能力。

在裏特看來，美國的問題在于奉行

“雙重標准”——要求其他國家遵守一套

規則，自身卻按照另一套規則運作。“同

所有人一樣，我們享有免遭生物及化學武

器攻擊的固有權

利。但美國還認

爲，爲了免受一

些生物及化學武

器的攻擊，美國

有權生産這些生

物與化學制劑，

用來培訓人員”

。他說，這意味

著美國在生産本不應被生産的生物、化學

制劑。

據報道，根據美方2021年底向《禁止

生物武器公約》締約國大會提交的文件，

美方在烏克蘭有26處生物實驗室等合作設

施。

裏特說：“我不明白建立26個生物實

驗室的必要性，我也不明白俄羅斯所指控

的那些項目爲何被允許存在，美國需要對

此做出解釋。”他說，比如武器化禽流感

病毒，並且以從烏克蘭飛往俄羅斯的候鳥

做媒介傳播這種病毒。

裏特認爲，無論出于何種原因，美國

作爲2001年唯一否決《禁止生物武器公約

》核查議定書的國家，不應當繼續阻撓國

際社會完善這份有約束力、全球性、非歧

視的法律文書。他說：“不幸的是，作爲

一位十分愛國的美國公民，我只能說，世

界不能再盲目信任我的國家了，不能再盲

目接受美國無辜論。”

俄羅斯國防部宣布，有證據表明美

國領導的烏克蘭生物實驗室致力于“秘

密傳播”包括非洲豬瘟在內的病原體。

裏特警告：“我們知道（美國）中央情

報局過去曾秘密使用生物武器制造饑荒

，如果中央情報局計劃在未來故伎重施

，我絲毫不會感到驚訝。這就是爲什麽

我們有必要建立強制核查機制確保類似

事件不再發生，這種核查機制絕對有必

要存在。”

新加坡800名客戶存銀行6400萬全被騙子轉走
銀行：全額賠付

綜合報導 前段時間，新加

坡華僑銀行的大量客戶遇到了

詐騙，他們點擊了騙子偽造成

華僑銀行官方的短信，導致賬

戶中的錢不翼而飛。受害者一

共有大約800名客戶，被騙金

額達到1370萬新加坡元（約合

人民幣6400萬元）。

事情發生之後，華僑銀行

表示，會「全額善意賠付」損

失者。到目前為止，新加坡警

方已凍結 121 個本地銀行賬戶

，同時追

回 了 約

200 萬 新

加 坡 元

（約合人

民 幣 930

萬元）的

受害者資

金。

新加

坡內政部部長 Desmond Tan

表示，另外追蹤到大約220萬

新元，被轉移到89個海外銀行

賬戶。他指出，警方已發現至

少107個本地和171個海外 IP

地址與受害者的網上銀行賬戶

有關。網絡釣魚詐騙中使用的

詐騙網站都是由海外公司托管

的。警方正在調查與該騙局相

關的本地 IP 地址。

Desmond Tan 說，他們還

與國際刑警組織和外國執法機

構合作，調查轉移海外資金的

受益人，以及這些詐騙網站的

服務器。

涉及華僑銀行的短信網絡

釣魚詐騙數量一直在增加。去

年，報告了 23931起詐騙案件

，其中包括 5020起網絡釣魚詐

騙。這比 2017年增加了四倍，

當時報告了5147起詐騙案件，

其中16起是網絡釣魚詐騙。

特別是在涉及冒充銀行短

信服務的詐騙，2017 年沒有此

類 案 件 報 告 。 此 類 詐 騙 於

2018 年開始出現，有 91 例，

隨後是 2019年的 57例和 2020

年的 149例。這一數字進一步

飆升至去年的 1021 例。

此外，近日，375 名華僑

銀行客戶被雙重收費，銀行稱

故障已解決。



綜合經濟 AA55
星期日       2022年4月10日       Sunday, April 10, 2022

美國宇航局NASA最近宣布，爲阿

爾忒彌斯登月計劃向第二家公司開放競

標。

去年，NASA曾經把登月計劃鎖定

在了一家公司上，那就是SpaceX太空探

索技術公司。這一決定招致了廣泛的質

疑，被指把如此龐大的一個計劃讓

SpaceX一家公司包辦有違公平原則。爲

此，去年4月，同爲商業航空公司的藍

色起源還將NASA告上了法庭，但是在

11月遭到了駁回。

最近，NASA宣布，開始爲登月計

劃尋求第二家公司的加入。一年時間，

NASA的登月計劃遭遇了哪些波折，發

生了怎樣的變化？當時NASA爲什麽選

擇和SpaceX綁定？如今爲什麽又變卦了

？除了訂單之外，熱衷于商業發射的

SpaceX和藍色起源還可以從NASA那裏

得到什麽？

NASA的登月計劃為什麽如此一波
三折？

阿爾忒彌斯登月計劃是由NASA主

導的一個載人航天項目。其目標是在

2024年前將宇航員平安送往月球並返回

，並建立常態化駐留機制，爲未來的火

星載人登陸任務鋪就道路。該計劃建立

于美國重返月球計劃的大背景之下，其

發展過程本就充滿曲折。

2004年，時任美國總統小布什提出

了“星座計劃”，以實現重新載人登月

的目標，再利用同樣的基礎設施和技術

條件實現登上火星的目標。但是，由于

預算超支和進度延後等問題，星座計劃

被繼任總統奧巴馬取消，僅保留了“獵

戶座”號載人飛船及太空發射系統重型

運載火箭等項目，將登錄火星作爲首要

目標。而在奧巴馬政府結束後，2017年

，總統特朗普又恢複了登月項目，正式

批准阿爾忒彌斯計劃。

根據NASA公布的方案，阿爾忒彌

斯計劃將分爲兩步：第一步是在2024年

前進行載人環月飛行；第二步于2025—

2030年開展，計劃實現在月球長期駐留

。

然而，NASA長期以來因工作效率

、資源資金利用效率低下而廣受民衆批

評，美國政府吸取了教訓，選擇了與商

業公司合作的模式，直接購買商業軌道

運輸服務，由商業公司負責産品研發、

飛行過程的運行管理等工作。

中國航天科工二院研究員，國際宇

航聯合會空間運輸委員會副主席楊宇光

坦言，就整個任務的難度、挑戰性，再

加上進度的緊迫性以及經費的有限性等

方面看，這是一個非常難、風險非常大

的一件事。雖然美國目前已經在載人飛

船、“獵戶座”和重型運載火箭SIS等

方面完成了研制，但是要想登上月球，

月球登陸器的研制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2024年的重返月球目標，美國可能已經

趕不上了。

當時NASA為什麽選擇和SpaceX
綁定？如今為什麽又變卦了？

楊宇光認爲，NASA 當初選擇

SpaceX公司是因爲看中了該公司的執行

能力較強。

到目前爲止，藍色起源公司只實現

了人類的亞軌道的太空飛行，也就是說

，它的航天活動規模較小。而SpaceX公

司的發展較快，社會認可度更高，它目

前的獵鷹重型火箭是人類目前現役的最

大的運載火箭，其飛行安全記錄也比較

高。

但是，SpaceX 公司研發的星艦飛

船采取的技術途徑存在著巨大的爭議

。星艦屬于載人登陸系統(HLS)，體型

巨大，想要把它從地球送到環繞月球

軌道，需要消耗巨量的推進劑，本身

就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再加上

它外形細長，理論上不太適合作爲一

個在月球表面著陸的飛行器，因爲月

球表面崎岖不平，稍有傾覆，就可以

造成船毀人亡。

SpaceX公司雖然是第一個被選中的

HLS主承包商，但是由于技術上過于

冒進，因此，NASA再次提出選擇第二

家承包商來開發HLS。若另外一家公

司選擇了比較傳統的技術路線，就可

以規避 SpaceX公司技術過于冒進的風

險。目前，藍色起源公司已表示有意

願競標。

除了訂單，商業發射公司還能從

NASA那裏得到什麽？

爲了幫助公司實現商業軌道運輸服

務計劃，NASA爲其提供了大量優惠條

件，包括開放的技術資料、直接的技術

支持，以及開放下屬各個發射場地和其

他重大基礎設施的使用。比如在龍飛船

的研發過程中，SpaceX公司就使用了肯

尼迪航天中心。

當然，楊宇光認爲最重要的一點

是商業發射公司得到了大量高級人

才，這也是商業公司願意加入合作的

最根本的因素。這些曾經經曆過各種

航天計劃，擁有無數經驗教訓積累的

人才爲商業公司縮短了自己探索的時

間，同時也是推動公司高速發展的重

要因素。

NASA登月計劃又變卦
不再由SpaceX一家包辦

央行：加大穩健的貨幣政策實施力度
綜合報導 據消息，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

員會2022年第一季度(總第96次)例會于近日在北

京召開。會議指出，要加大穩健的貨幣政策實施

力度。

會議指出，當前國外疫情持續，地緣政

治衝突升級，外部環境更趨複雜嚴峻和不確

定，國內疫情發生頻次有所增多，經濟發展

面臨需求收縮、供給衝擊、預期轉弱三重壓

力。要穩字當頭、穩中求進，強化跨周期和逆

周期調節，加大穩健的貨幣政策實施力度，增

強前瞻性、精准性、自主性，發揮好貨幣政策

工具的總量和結構雙重功能，主動應對，提振

信心，爲實體經濟提供更有力支持，穩定宏觀

經濟大盤。

進一步疏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保持流動性

合理充裕，增強信貸總量增長的穩定性，保持貨

幣供應量和社會融資規模增速同名義經濟增速基

本匹配，保持宏觀杠杆率基本穩定。結構性貨幣

政策工具要積極做好“加法”，精准發力，用好

普惠小微貸款支持工具，增加支農支小再貸款，

實施好碳減排支持工具和支持煤炭清潔高效利用

專項再貸款，綜合施策支持區域協調發展，引導

金融機構加大對小微企業、科技創新、綠色發展

的支持。

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引導大銀行服

務重心下沈，推動中小銀行聚焦主責主業，支持

銀行補充資本，共同維護金融市場的穩定發展，

健全具有高度適應性、競爭力、普惠性的現代金

融體系。

完善市場化利率形成和傳導機制，優化央行政

策利率體系，加強存款利率監管，著力穩定銀行負

債成本，發揮貸款市場報價利率改革效能，推動降

低企業綜合融資成本。

深化彙率市場化改革，增強人民幣彙率彈性

，引導企業和金融機構堅持“風險中性”理念，

加強預期管理，把握好內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的平

衡，保持人民幣彙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

定。

構建金融有效支持實體經濟的體制機制，

完善金融支持創新體系，引導金融機構增加制

造業中長期貸款，努力做到金融對民營企業的

支持與民營企業對經濟社會發展的貢獻相適應

，以促進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爲目標完善綠色

金融體系。

維護住房消費者合法權益，更好滿足購房者合

理住房需求，促進房地産市場健康發展和良性循環

。推進金融高水平雙向開放，提高開放條件下經濟

金融管理能力和防控風險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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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書記闡述北京冬奧精神
習近平闡述了胸懷大局、自信開

放、迎難而上、追求卓越、共創未來的
北京冬奧精神。

胸懷大局，就是心繫祖國、志存高遠，把籌辦舉辦
北京冬奧會、冬殘奧會作為“國之大者”，以為國
爭光為己任，以為國建功為光榮，勇於承擔使命責
任，為了祖國和人民團結一心、奮力拚搏。

自信開放，就是雍容大度、開放包容，堅持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道路自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
自信，以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傳遞深厚文化底
蘊，以大道至簡彰顯悠久文明理念，以熱情好客展
現中國人民的真誠友善，以文明交流促進世界各國
人民相互理解和友誼。

迎難而上，就是苦幹實幹、堅韌不拔，保持知重負
重、直面挑戰的昂揚鬥志，百折不撓克服困難、戰
勝風險，為了勝利勇往直前。

追求卓越，就是執着專注、一絲不苟，堅持最高標
準、最嚴要求，精心規劃設計，精心雕琢打磨，精
心磨合演練，不斷突破和創造奇跡。

共創未來，就是協同聯動、緊密攜手，堅持“一起
向未來”和“更團結”相互呼應，面朝中國發展未
來，面向人類發展未來，向世界發出攜手構建人類
命運共同體的熱情呼喚。

來源：新華社

弘揚北京冬奧精神
向中國夢奮勇前進

出席北京冬奧會冬殘奧會總結表彰大會並發表重要講話

習
近
平
：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北京冬奧會、冬殘奧會總結表彰大會8日上午在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中共中央總書

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出席大會並發表重要講話。習近平強調，偉大的事業孕育偉大的精神，偉大的精神推

進偉大的事業。北京冬奧會、冬殘奧會廣大參與者珍惜偉大時代賦予的機遇，在冬奧申辦、籌辦、舉辦的過程中，共同創

造了北京冬奧精神。北京冬奧精神就是胸懷大局、自信開放、迎難而上、追求卓越、共創未來。我們要大力弘揚北京冬奧

精神，以更加堅定的自信、更加堅決的勇氣，向着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奮勇前進，向着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

夢奮勇前進。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及中新社報
道，北京冬奧會、冬殘奧會總結表彰大會8日
上午在人民大會堂舉行。中共中央總書記、國
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出席大會並發表
重要講話。習近平強調，北京冬奧會、冬殘奧
會是在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向第二個百年奮鬥目
標邁進的關鍵時期舉辦的重大標誌性活動。我
們要積極謀劃、接續奮鬥，管理好、運用好北
京冬奧遺產。

7年磨一劍，砥礪再出發。習近平指出，北
京冬奧會、冬殘奧會既有場館設施等物質遺產，
也有文化和人才遺產，這些都是寶貴財富，要充
分運用好，讓其成為推動發展的新動能，實現冬
奧遺產利用效益最大化。要繼續推動冰雪運動普
及發展，強化戰略規劃布局，建設利用好冰雪場
地設施，發展冰雪產業，豐富群眾冰雪賽事活
動，把群眾冰雪運動熱情保持下去。

習近平說，要充分挖掘利用北京冬奧文化
資源，堅定文化自信，更加自信從容傳播中國
聲音、講好中國故事。要弘揚人道主義精神，
尊重和保障人權，完善殘疾人社會保障制度和
關愛服務體系，促進殘疾人事業全面發展，支
持和鼓勵殘疾人自強不息，正像一位視障運動
員在賽場上所說：“我看不清世界，但我想讓
世界看到我。”要在全社會廣泛弘揚奉獻、友
愛、互助、進步的志願精神，更好發揮志願服
務的積極作用，促進社會文明進步。要弘揚奧

林匹克精神，發揮奧林匹克促進人類和平發展的重要作
用，為人類文明進步貢獻更多中國智慧和中國力量。
習近平說，成功籌辦舉辦北京冬奧會、冬殘奧會，

極大激發了億萬人民的體育熱情，極大推動了中國體育
事業發展。我們要堅持以增強人民體質、提高全民族身
體素質和生活質量為目標，高度重視並充分發揮體育在
促進人的全面發展中的重要作用，繼續推進體育改革創
新，加強體育科技研發，完善全民健身體系，增強廣大
人民群眾特別是青少年體育健身意識，增強中國競技體
育的綜合實力和國際競爭力，加快建設體育強國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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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強主持大會，栗戰書、汪洋、王滬寧、趙
樂際、王岐山出席，韓正宣讀表彰決定。
人民大會堂大禮堂，氣氛莊重熱烈。主席

台上方懸掛着“北京冬奧會冬殘奧會總結表彰
大會”會標，後幕正中是熠熠生輝的中華人民
共和國國徽，10面紅旗分列兩側。二樓眺台懸
掛標語：“緊密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
黨中央周圍，大力弘揚北京冬奧精神，為全面
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
復興的中國夢而團結奮鬥！”

10時30分，大會開始。全體起立，高唱中
華人民共和國國歌。

韓正宣讀《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表彰北
京冬奧會、冬殘奧會突出貢獻集體和突出貢獻
個人的決定》。決定指出，為隆重表彰先進典
型，激勵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為全面建設社會主
義現代化國家而努力奮鬥，黨中央、國務院決
定，授予國家速滑館場館運行團隊等148個集
體“北京冬奧會、冬殘奧會突出貢獻集體”稱
號；授予蘇翊鳴等147名同志、追授鄧小嵐同
志“北京冬奧會、冬殘奧會突出貢獻個人”稱
號。

在歡快的樂曲聲中，習近平等為受表彰的
個人和集體代表頒獎。

在全場熱烈的掌聲中，習近平發表重要講
話。

實現成功辦奧和區域發展雙豐收
習近平指出，歷經7年艱辛努力，北京冬奧

會、冬殘奧會勝利舉辦，舉國關注，舉世矚目。
中國人民同各國人民一道，克服各種困難挑戰，
再一次共創了一場載入史冊的奧運盛會，再一次
共享奧林匹克的榮光。

習近平強調，確保北京冬奧會、冬殘奧會

如期安全順利舉辦，確保“兩個奧運”同樣精
彩，是中國人民向國際社會作出的莊嚴承諾。7
年來，在黨中央堅強領導下，各有關部門、各
省區市團結協作、攻堅克難，北京攜手張家口
作為主辦城市盡銳出戰、全力投入，同國際奧
委會、國際殘奧委會等國際體育組織緊密合
作，克服新冠肺炎疫情等各種困難挑戰，向世
界奉獻了一屆簡約、安全、精彩的奧運盛會，
全面兌現了對國際社會的莊嚴承諾，北京成為
全球首個“雙奧之城”，匯聚起實現中華民族
偉大復興的強大力量。冬奧賽事精彩紛呈，愛
國情懷充分彰顯，“三億人參與冰雪運動”成
為現實，冬奧遺產成果豐碩，實現成功辦奧和
區域發展雙豐收，疫情防控精準有效，團結合
作走向未來，為推動全球團結合作、共克時艱
發揮了重要作用，也為動盪不安的世界帶來了
信心和希望，向世界發出了“一起向未來”的
時代強音。

向受表彰集體及個人表示祝賀
習近平指出，冬奧7年艱辛，奮鬥鑄就輝

煌。北京冬奧會、冬殘奧會籌辦舉辦是在異常
困難的情況下推進的，全部參與者堅持“一刻
也不能停，一步也不能錯，一天也誤不起”，
付出了艱苦卓絕的努力。我國廣大運動員、教
練員牢記黨和人民囑託，敢打敢拚、超越自
我，創造了我國參加冬奧會、冬殘奧會的歷史
最好成績，為黨和人民贏得了榮譽。廣大冬奧
會、冬殘奧會的參與者們，用辛勤付出、堅強
毅力、巨大勇氣，以強烈的責任感、使命感、
榮譽感，出色完成了各項工作任務，創造了無
愧於祖國、無愧於人民、無愧於時代的光輝業
績。

習近平代表黨中央、國務院和中央軍委，向

受到表彰的突出貢獻集體和突出貢獻個人表示熱
烈的祝賀，向為北京冬奧會、冬殘奧會籌辦舉辦
作出突出貢獻的全體建設者、工作者、志願者，
向廣大運動員、教練員，向人民解放軍指戰員、
武警部隊官兵、公安幹警和消防救援隊伍指戰員
致以崇高的敬意，向熱情支持北京冬奧會、冬殘
奧會的廣大香港同胞、澳門同胞、台灣同胞和海
外華僑華人，表示衷心的感謝。

要堅持辦賽和服務人民相結合
習近平強調，成就源於奮鬥，勝利來之不

易。回顧7年來不平凡的籌辦舉辦歷程，我們
不僅在奮鬥中收穫了成功的喜悅，也在奮鬥中
收穫了豐厚的精神財富，收穫了彌足珍貴的經
驗，值得我們倍加珍惜、發揚光大。必須堅持
黨的集中統一領導，中國共產黨是我們成就偉
業最可靠的主心骨，只要始終不渝堅持黨的領
導，就一定能夠戰勝前進道路上的任何艱難險
阻，就一定能夠辦成我們想辦的任何事情。必
須堅持集中力量辦大事，中國社會主義制度非
凡的組織動員能力、統籌協調能力、貫徹執行
能力，中國堅實的經濟實力、科技實力、綜合
國力，為成功辦奧提供了強有力的底氣和最堅
實的保障。必須堅持主動防範應對各種風險挑
戰，堅持底線思維、問題導向，增強憂患意
識，把防範化解風險挑戰擺在突出位置，下好
先手棋，打好主動仗。必須堅持辦賽和服務人
民、促進發展相結合，堅持冬奧成果人民共
享，讓人民身心更健康、就業更充分、生活更
美好，實現共同參與、共同盡力、共同享有。

會前，習近平等領導同志親切會見了北京
冬奧會、冬殘奧會突出貢獻集體代表、突出貢
獻個人和中國體育代表團成員，並同大家合影
留念。

◆4月8日，北京冬奧會、冬殘奧會總結表彰大會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習近平等為北京冬奧會、冬殘奧會突出貢獻個人和突出貢獻集體代表頒
獎。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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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爆發第五波
新冠肺炎疫情後，共錄得8名染疫兒童不治個案，
醫管局設立專家小組分析相關死亡個案。小組主席
劉宇隆8日接受電台訪問時透露，該些死亡個案中
有3宗相信是感染新冠病毒致死，包括過往健康狀
況良好的3歲及11個月女童。有26名兒童則在染
疫後病況危殆，其中12人證實是新冠肺炎導致病
情惡化。

不排除墮樓童染疫現幻覺
劉宇隆表示，在8宗染疫兒童不治個案中，有3

宗相信死因與新冠病毒有關，包括一名過往健康狀
況良好的3歲女童。他透露，該名女童病發後發
燒、抽筋、神經中樞系統發炎，“成個腦腫得好厲
害，腦壓太大推了個腦落頭顱下端而死亡。”另有
一名11個月大女童送院期間一度心跳停頓，其後發
現她同樣腦部出現嚴重水腫，認為基本上其死亡與
腦炎相關。
有一宗個案的死因則較難確定，涉及一名由高

處墮下的14歲男童，劉宇隆表示，由於早前瑪麗醫

院發現一名確診女童出現幻覺病徵，故專家小組不
排除14歲男童出現幻覺，導致墮樓慘劇，專家小組
仍會繼續研究死因。

他強調，Omicron病毒對兒童神經中樞系統創
傷巨大，並會導致腦炎，“腦部有炎症的話，睇
嘢、聽嘢同諗嘢嘅反應都會出現問題，例如睇嘢神
經部位有發炎就會失常。”

造成神經系統腦部損傷
新冠肺炎對兒童的影響不只局限於肺部或呼吸

道，更會造成神經系統及腦部損傷，劉宇隆強烈呼
籲家長要帶子女接種疫苗，防止感染後出現重症或
死亡，若子女出現如嘶哮、抽筋、嘴唇發紫、呼吸
困難及神志突然轉變或模糊等病徵，必須馬上送院
搶救。

目前，香港3至11歲兒童的新冠疫苗接種率達
六成，劉宇隆相信本月底兒童第二針接種比率亦將
近五成，故復課後的學校風險管理也是可控，又認
同要分階段恢復面授課，“無論有打針或無打針都
應該復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8日
新增的86名死亡患者中，包括一名原
本病情好轉、被轉送到香港中文大學
醫院跟進的93歲病人。他病情反覆，
最終不治。

香港醫院管理局總行政經理（質
素及標準）劉家獻8日表示，衞生署再
接獲中大醫院呈報的一宗確診者死亡
個案，涉及一名93歲安老院院友，沒
發現接種疫苗記錄，生前有長期病
患，包括高血壓血脂、心臟病、前列
腺癌，及懷疑還有大腸癌。

患者於3月16日發燒，快測結果
呈陽性，並被送入威爾斯親王醫院接
受治療，在院內治療後情況轉為穩
定，3月29日轉送中大醫院繼續接受
治療，惟不幸於7日死亡。

劉家獻表示，這名病人已處於康
復期，病情穩定後符合轉送中大醫院
的條件。但這名患者有多種嚴重長期
病患，後期病情反覆、不幸離世，醫
生判斷患者為“死時帶有新冠病
毒”。

在8日新增死亡個案中，包括兩名
60歲以下較年輕確診者，其中一名為45
歲女確診者。她曾接種兩針新冠疫苗，
本身有長期飲酒習慣，因肝硬化及急性
肝腹水，入院後進行病毒檢測，病毒
CT值高達32.9（病毒量低），抗體高，
相信不是新近染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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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宇隆：3染疫童不治料新冠致死

年滿60歲長者開打第四針
官涌接種中心“即日籌”速派罄 有老友記遲來“摸門釘”

香港新冠肺炎疫情持續回落，8日新

增2,492宗確診個案，是連續第三天確診

人數跌破3,000大關，同時再多86名患者

死亡，其中僅兩人為60歲或以下。因應在第五波新冠疫情中，香港95%死亡個

案均為60歲或以上患者，香港特區政府8日宣布，所有已接種3劑疫苗且滿3個

月的年滿60歲合資格長者，即日起可到社區疫苗接種中心或公立醫院接種站領

取“即日籌”，即場接種第四劑疫苗。有接種中心8日下午在門外貼出“即日

籌”已派完的告示，有合資格接種第四針的長者“摸門釘”，中心解釋因新安排

首日實施，人手調配或出現樽頸，出現“人等針”的情況。

◆香港文匯報記者高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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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首席醫生
歐家榮8日在疫情記者會上表示，過去24

小時新增1,227宗核酸陽性確診個案，1,265宗
快速抗原測試陽性的呈報個案，單日合共新增
2,492宗確診個案。第五波累計1,173,096宗確
診個案，兩年來總計118萬人染疫。8日再無新
增院舍出現爆發或有呈報個案，但在已呈報疫
情的37間老人院舍中，新增45名院友確診，另
有12間殘疾院舍新增13名院友確診。

香港醫院管理局總行政經理（質素及標
準）劉家獻表示，過去24小時，再多86名患
者死亡，至今累計死亡個案共有8,460宗。

林鄭：高接種率助放寬社交距離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8日在抗疫記

者會上指出，疫苗接種是減少入院、減少重症
和減少死亡的最有效措施，高比例的疫苗接種
率亦有助香港的醫療系統毋須承受“災難式”
壓力，不致陷入崩潰，也讓政府有更大空間放
寬社交距離措施。專家亦認為，應適時為特別
高風險的人士接種第四劑疫苗。

香港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引述數據指
出，在目前住院的個案中，59%危殆或嚴重病
人未接種疫苗，23%接種一劑，15%接種兩
劑，只有3%接種三劑，反映疫苗對減輕重症
有明顯效果。

死亡個案方面，在第五波疫情中，高達
74%死者沒有接種疫苗，14%接種一劑，11%
接種兩劑，僅1%接種三劑。換言之，香港近
期每10名離世患者中，就有9人未接種或只接
種一劑疫苗。

她進一步指出，在第五波疫情中，大部分
死者為60歲或以上人士，佔所有死亡個案逾
95%，故專家早前建議已接種三劑疫苗的60歲
或以上人士，在接種最後一劑疫苗至少3個月
後，接種第四劑復必泰或科興疫苗。她特別提
到，估計現時仍有近37萬名60歲或以上人士
尚未接種任何疫苗，故懇切呼籲他們盡快依時
接種疫苗。

香港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表示，截至
8日，已接種第三劑疫苗滿3個月的60歲或以
上人士約有19萬名。他們合資格接種第四劑疫
苗，即日起可到社區疫苗接種中心或公立醫院
的疫苗接種站領取“即日籌”接種，而網上預
約系統則於14日更新並接受預約。他呼籲“老
友記”盡快接種，也不用擔心領取“即日籌”
需排隊輪候。

營運商：人手調配或現樽頸
不過，官涌體育館接種中心8日下午就出

現“即日籌”迅速派罄的情況，有本來到場打
算接種第四針的長者“摸門釘”。職員表示，
要待今日才能領籌。中心營運商回應表示，每
天會安排約200張“即日籌”，但第四針新安
排8日首日實施，或在人手調配上出現樽頸。

另外，特區政府早前以試點形式，在圍封
強檢行動翌日，為大廈的70歲或以上長者或行
動不便的住戶提供疫苗到戶接種服務，過去一
周已為6座大廈的16名長者及3名行動不便居
民接種疫苗。政府正準備設立網上平台及熱線
中心，讓有需要的市民登記服務，有望於本月
底前推行。

香港文匯報訊 中央援港抗疫中醫專家組組
長、中國科學院院士仝小林7日接受新華社記者專
訪時表示，連日來專家組深入了解中醫藥在香港抗
疫中發揮的作用，並與特區政府達成兩方面共識：
推動中醫藥“三易”工作思路落地；協助香港中醫
藥界制定並盡快推出“四個方案”。

仝小林表示，今年1月以來，香港特區遭遇第
五波新冠肺炎疫情。應特區政府請求，中央派出的
援港抗疫中醫專家組於3月29日上午抵港，並迅速
投入工作。10天來，專家組與食物及衞生局、衞
生署和醫管局等相關管理部門進行充分溝通，實地
考察定點醫院、感染控制中心、新冠治療中心、暫
託中心、安老院舍、中醫診所暨教研中心、社區治
療中心、香港中醫中藥界聯合總會和香港多所大學
等。特區政府的相關安排全面周全，使專家組充分
了解香港中醫藥發展現狀及目前參與抗疫的實際情
況。

他介紹說，專家組與特區政府達成兩方面共
識：一是以“三減、三重、一優先”（減少死亡、
減少重症、減少感染；重點人群、重點機構、重點
區域採取精準有力措施；優先救治長者）為工作目
標，推動中醫藥“三易”（易懂、易行及易得）工
作思路落地；二是協助香港中醫藥界制定並盡快推
出“四個方案”（《2019冠狀病毒病居家使用中
成藥建議（試行版）》、《方艙醫院2019冠狀病
毒感染中醫診療方案（試行版）》、《2019冠狀

病毒病恢復期中醫康復指導建議（試行版）》、
《2019冠狀病毒病中醫藥預防治療FAQ（試行
版）》）。

仝小林解釋說，易懂，是要加大宣傳和解讀
力度，讓居民懂得怎樣正確選擇和使用中成藥；易
行，是要統一方艙、暫託中心等使用的中醫藥抗疫
診療方案，以便於培訓和推廣，讓更多中醫藥抗疫
人員規範診療；易得，是要豐富中醫藥信息和服務
網絡，讓中醫藥資訊易得、藥品易得、服務易得。

應用“再早 再細 再鋪開”
專家組將協助特區政府推出“四個方案”，

推動中醫藥應用“再早、再細、再鋪開”。再早，
就是擴大至密接、次密接人群；再細，就是對居
家、方艙、暫託中心、安老院舍的防治方案分類實
施；再鋪開，就是將暫託中心、800家安老院舍全
覆蓋。既關注老年新冠肺炎的防治，也關注基礎病
的治療，以減少重症和死亡，加速專家組推薦的在
內地使用療效顯著的中成藥在港豁免進程。

仝小林說，在特區政府的領導下，全港各界
積極行動，形成前所未有的合力，展示了香港同心
抗疫的決心。特區政府部門與中醫藥界共同協作、
多措並舉，擴大抗疫中醫藥的普及與應用，使中醫
藥在抗疫中發揮重要作用。林鄭月娥行政長官高度
重視中醫藥抗疫工作，親自到口岸迎接專家組，面
對媒體多次宣傳中醫藥抗疫的確切效果，明確指出

要給中醫藥“拆牆鬆綁”。香港輿論也掀起中醫藥
熱潮，讓中醫藥更加深入人心。專家組看到了香港
市民對中醫藥的迫切需要，以及中醫藥界希望貢獻
力量的熱切願望。

仝小林表示，特區政府在特殊時期採取非常
手段，積極創新，形成多個有效的突破：一是兩個
“豁免”，即為內地醫療隊處方權的註冊提供豁
免，為內地捐贈的多種抗疫中成藥在香港使用的註
冊提供豁免；二是四個“共同”，即中醫進入收治
新冠病人的“紅區”，與西醫共同組建隊伍、共同
收治病人、共同值班查房、共同制定方案；三是中
央援港抗疫中醫專家與定點醫院深切治療部的西醫
專家一起討論危重症病例。

仝小林：推動中醫藥“三易”落地 助業界制定“四方案”

◆◆葵涌石籬葵涌石籬((二二))邨石富樓邨石富樓88日起日起
圍封強檢圍封強檢，，居民排隊接受檢測居民排隊接受檢測。。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仝小林仝小林（（左三左三））等中醫專家參訪香港浸會大等中醫專家參訪香港浸會大
學中醫抗疫遠程醫療中心學中醫抗疫遠程醫療中心。。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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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

世界廣東同鄉會第十六屆會長交接儀式世界廣東同鄉會第十六屆會長交接儀式

新會長顏小洁新會長顏小洁（（中中 ））在儀式中贈送紀念在儀式中贈送紀念
獎盃給會長江麗君獎盃給會長江麗君，（，（左左）。）。

參選德州第參選德州第2626選區州議員的李中原選區州議員的李中原（（DanielDaniel
Lee)Lee) 夫婦夫婦（（右一右一、、右二右二））與支持者與支持者（（左起左起））李李

迎霞迎霞、、江麗君合影江麗君合影。。

周浩恩周浩恩（（左二左二 ））與支持者李迎霞與支持者李迎霞（（左一左一））
等人合影等人合影。。

參選哈里斯縣第四區區長的周浩恩參選哈里斯縣第四區區長的周浩恩（（前立前立
者者））在餐會上演講在餐會上演講。。

會長江麗君會長江麗君（（左五左五 ））與當天出席的貴賓合影與當天出席的貴賓合影（（左起左起 ）） 「「世華工商婦女會世華工商婦女會」」 前會長孫玉玟前會長孫玉玟、、僑務僑務
顧問嚴杰顧問嚴杰、、旅館公會理事長何怡中旅館公會理事長何怡中、、中華公所共同主席李迎霞中華公所共同主席李迎霞、、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僑務諮僑務諮
詢委員王秀姿詢委員王秀姿、、 「「台聯會台聯會」」 會長馮啓豐夫嫦會長馮啓豐夫嫦、、僑務顧問劉志忠夫婦僑務顧問劉志忠夫婦、、僑教中心黃依莉副主任僑教中心黃依莉副主任。。

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致詞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致詞，，對該會長期在對該會長期在
凝聚僑胞向心力凝聚僑胞向心力，，團結僑社所作的貢獻給團結僑社所作的貢獻給

予肯定予肯定。。 會長江麗君會長江麗君（（左三左三））與新會長顏小洁與新會長顏小洁（（右二右二））團團
隊成員合影隊成員合影。。

在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在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右二右二））的監交下的監交下，，世界世界
廣東同鄉會休士頓分會新任會長顏小洁廣東同鄉會休士頓分會新任會長顏小洁（（左二左二））
自會長江麗君自會長江麗君（（右一右一））手中接過會長印信手中接過會長印信。。

世界廣東同鄉會會長江麗君世界廣東同鄉會會長江麗君（（左四左四 ））與當晚與當晚
出席貴賓合影出席貴賓合影。。

該會新會長團隊與所有出席貴賓合影該會新會長團隊與所有出席貴賓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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