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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中國官媒新華社今天刊出國
家主席習近平給美國友人莎拉．藍德（Sar-
ah Lande）的回信。習近平說，中美兩國人
民都是偉大的人民，中國人民願繼續和美國
人民一道，加強友好交流。

習近平在信中說，中美兩國人民都是偉
大的人民，人民友好既是一筆寶貴的財富，
更為兩國關係發展提供重要基礎。中國人民
願繼續和美國人民一道，加強友好交流，推
進互利合作，共同促進兩國人民福祉。

他還鼓勵藍德和愛荷華州的老朋友們
「繼續撒播友好的種子」，為中美兩國人民

友好作出新的貢獻。
中美關係緊繃之際，習近平回信給這名

美國友人受到矚目。
習近平曾2次到訪愛荷華州小鎮馬斯卡

丁（Muscatine）。第一次是在 1985 年，習
近平擔任中共河北省正定縣委書記時，當時
他是參加美中姐妹州省的一個農業代表團活
動。藍德當時接待習近平。

2012 年習近平準備接掌大位前，以中
國國家副主席身分訪問美國，並再次到馬斯
卡丁藍德夫婦的家，與當年舊識相聚。

新華社報導，藍德近日致信習近平，感
謝習近平對老朋友的珍貴情誼，期盼兩國繼
續深化人文交往，增進瞭解和互信。她還隨
信送給習近平自己撰寫的回憶錄 「老朋友：
習近平與愛荷華的故事」一書。

習近平主席回信美友人：中美人民都偉大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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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俠天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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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has been four years
since Mr. and Mrs. Bao Lan
were killed by three young
black men in north Houston
on January 17, 2018. So
far, it is really sad that the
prosecution and court are
still waiting to go to trial. It
also shows the delay and
injustice of the homicide
and also the judiciary.

Bao Lan who was born in
Laos was married to his
wife who came from
Taiwan. Both of them came
to America as young
teenagers and were
students. Through their
hard work they owned

many Subway sandwich
shops and real estate.
They were the model of
success in America. It was
sad that they were
needlessly killed by
gangsters who only wanted
to rob them of their money.

Although it has been
several years, justice still
has not been served yet.
We want to urge our
community leaders to stand
up and speak out for the
Lan family.

Richard, Mr. Lan’s son,
said in an interview that he
would continue for his

parents with a strong spirit
and continue the struggle
to fight for the family legacy.

To be honest, most of us
came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Everyone has a
story. We all worked hard
to settle down in this land.
Unfortunately, our nation
now faces many public
security problems that are
even getting worse.

We should also remind
everyone to strengthen
crime prevention
awareness measures and
to help each other.

We want to send our
deepest condolences to the
Lan family. Again, we are

all with you in the fight for
our justice.

0505//2424//20222022

The Murder Of Bao And Jenny LanThe Murder Of Bao And Jenny Lan
Led To The Misfortune Of ALed To The Misfortune Of A

Chinese ImmigrantChinese Immigrant

2018 年元月十七日發生在休斯敦北
區藍光裕夫婦被三名黑人男子殺害
事件, 至今已經過去了四年之久, 至
今檢察機關及法院將再度開庭審理,
真是令人痛心,更顯示司法對此兇殺
案之延宕和不公。
出生在老撾的藍光裕和來自台

灣的太太，年青時就到了美國求學
，在夫婦兩人之艱苦奮鬥下，曾擁
有多家賽百味三明治店及土地房產
，可說是華人在美國成功人士之表
率，就在她們事業鼎盛家庭幸福美
滿之時光，確遭到歹徒之殺害，不
但刧財，更把這對善良夫婦痛下毒
手。
雖然事隔數年之久，我們要在

此呼籲司法單位要還藍家一個正義

和公道，我們更要求華人社區人士
一定要站出來，為了我們共同之利
益發聲。
藍先生之長子陸察在接受访冋

時說，他會把父母奮鬥精神和美德
傳承下去。
老實說，我們大家來到異國他

鄉，每個人都有不同之故事，我們
多半是靠一雙勤勞刻苦的手來打拼
，決非不勞而獲，不幸的是，美國
世風日下，游手好閒之徒不斷增加
，治安日愈敗坏。
我們也要提醒大家要加強防範

意識和措施，大家發揮守望相助之
精神。

藍光裕夫婦遇害藍光裕夫婦遇害 導出華人處境之不幸導出華人處境之不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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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顯示：2019年全球900萬人因汗染死亡

綜合報導 最新公布的壹份全球報告

顯示，2019年，汗染導致約900萬人過

早死亡。研究人員對不斷增加的空氣汗

染致死人數和“可怖”的鉛中毒死亡人

數發出了警告。

人類在空氣、水和土壤中制造的廢

物很少能立即致人死亡，而是會導致心

臟病、癌癥、呼吸系統問題、腹瀉以及

其他嚴重疾病。

英國《柳葉刀》汗染與健康委員會

稱，汗染對全球健康的影響“比戰爭、

恐怖主義、瘧疾、艾滋病、結核病、毒

品和酒精的影響要大得多”。

報告還說，汗染“對人類健康和全球

健康構成生死存亡的威脅，危及現代社

會的可持續性”。

報告發現，總體而言，空氣汗染

——2019年全球共有670萬人因此致死

——與氣候變化“密不可分”，因為這

兩個問題的主要根源是燃燒化石燃料和

生物燃料。

報告首席作者、全球關註健康和汗

染聯盟的理查德· 富勒說：“如果我們不

能以清潔和綠色的方式增長，我們就大

錯特錯了。”

他說：“這些事情密切相關，應對

壹個問題的策略會給其他所有問題帶來

壹系列連瑣反應。”

總體而言，全球有1鱷 6的過早死

亡（900萬人）是由汗染導致的，這壹

數字相比 2015 年時的上壹次評估沒有

變化。

研究人員指出，由於非洲的情況出

現了重大改善，與室內空氣汗染、不安

全飲用水及衛生條件不足有關的死亡率

有所下降。

但與工業化相關——室外空氣汗染

和化學汗染——的早逝人數正在增加，

尤其是在南亞和東亞。

發表在英國《柳葉刀· 星球健康》雜

誌上的這項研究稱，2019年環境空氣汗

染導致約450萬人死亡，而2015年為420

萬人，2000年僅為290萬人。

化學汗染也在增加，僅鉛中毒就造

成90萬人死亡。而報告警告說，即便如

此，這壹數字或被“嚴重低估”。因為

最新研究顯示，鉛沒有安全暴露值。

阿爾及利亞於2021年成為最後壹個

禁止使用含鉛汽油的國家。

但人們仍然繼續暴露在有毒物質中

，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為鉛酸電池和電

子垃圾的回收利用未受監管。受汗染的

烹飪香料也是壹大元兄。

富勒說：“鉛中毒情況正在惡化，

主要是在較貧窮的國家，死亡人數在增

加，這非常可怕。”

富勒說，幾乎所有和鉛暴露相關的

過早死亡都由心臟病導致，鉛會導致動

脈硬化。

血鉛水平升高——據估計會影響數

億兒童——還會損害大腦發育，導致認

知功能嚴重受損。

報告稱，鉛還與行為障礙增加和

經濟生產率下降有關。據估計，全球

每年因此造成的經濟損失近 1 萬億美

元。

在非洲，與鉛有關的智商下降導致

的經濟損失大約相當於國內生產總值的

4%。亞洲的這壹數字是2%。

研究人員說，2019年，汗染造成的

超額死亡所帶來的經濟損失總計4.6萬億

美元，約占全球經濟產出的6%。

中低收入國家受影響最為嚴重，超

過90%的汗染致死案例都出現在這些地

區。越來越多的證據表明，汗染會通過

風、水和食物鏈跨越國界。

報告說，較富裕國家的室外空氣

汗染有所降低，實際上是因為將其

“轉移”到了制造業較為密集的國

家。

全球盛行風把空氣汗染從東亞帶到

北美，從北美帶到歐洲，從歐洲帶到北

極和中亞。

同時，發展中國家出口的谷物、海

產品、巧克力和蔬菜可能受到汗染，因

為土壤和水受到了鉛、砷、鎘、汞和殺

蟲劑的汗染。

報告稱，這“日益威脅到全球食品

安全”，“嬰兒配方奶粉和嬰兒食品中

發現的有毒金屬物尤其令人擔憂”。

富勒說，汗染——尤其是空氣和鉛

汗染——的威脅沒有得到充分重視，人

們更關註微塑料對健康的影響。

他說：“我們可以證明，目前有近

百萬人死於鉛汗染——超過了瘧疾和艾

滋病的死亡人數——這壹點甚至無人討

論。”

為壹家公司工作84年！

百歲巴西老人創世界紀錄
談“超長待機”秘訣

綜合報導 現年100歲的巴西老人沃爾特· 奧斯曼已經在同壹家公司

工作了84年之久，創造了在同壹家公司任職時間最長的世界紀錄。

據報道，奧斯曼於1922年4月19日出生在巴西聖卡塔琳娜州的小城布

魯斯基。根據吉尼斯世界紀錄官網記載，15歲時，為了幫助家裏解抉經濟

困難，奧斯曼開始外出求職。由於他精通德語，1938年1月17日，他被紡織

公司In誒ustrias Renaux s.a.（現在的ReneauxView）聘為船務助理。

由於表現優異，工作不久後，奧斯曼被提升至銷售部門，後來成為了

銷售經理，並壹直擔任這壹職位至今。“我當時得到了成為壹名銷售人員

的機會，”他說道，“我去了聖保邏，在不到壹周的時間裏，完成了相當

於三個月工作量的訂單。”從20世紀50年代開始，奧斯曼經常去巴西各地

出差，他說自己喜歡四處奔波的感覺，並與客護建立了良好的關系。

如今，奧斯曼已在這家公司工作了84年，創下了“在同壹家公司工

作時間最長”的吉尼斯世界紀錄。此前，這壹紀錄保持者同洋是奧斯

曼，2019年他創造了81年85天的最長紀錄。在這84年的工作中，他親

歷了公司、國家和世界的眾多變化。因此，對他而言，最重要的是始終

保持走在前沿，並這應不同的環境。

奧斯曼稱，創造這壹紀錄是自己“最自豪的成就”，並透露自己的

“秘訣”是活在當下。“我不會做太多計劃，也不太關心明天。我所關

心的是，明天將會是新的壹天，我會醒來，起床，鍛煉，去工作，”他

說道。“妳需要從現在開始忙碌，而不是從過去或未來。此時此地才是

最重要的。”

今年4月19日，在同事、朋友和家人的陪伴下，奧斯曼迎來了自己

100歲的生日。盡管已是100歲高齡，但奧斯曼依然維持著良好的健康狀

況，“思維清晰、記憶力極佳”。他的“秘訣”之壹是註重飲食，比如

少鹽少糖、不喝可樂，避免可能刺激腸道的食物等。

如今，奧斯曼享受著平靜的生活，堅持每天鍛煉，以維持足夠的活

力和精力，每天開車去他最喜歡的地方——辦公室。奧斯曼建議，要想

和他壹洋長壽，就去壹家好公司工作，讓員工感到有動力。在他看來，

沒有熱愛就不可能長久堅持下去。“當我們做自己喜歡的事情時，我們

看不到時間在流逝，”奧斯曼說。

烏克蘭用量食換武器？
西方面臨量食危機，梅德韋傑夫：“白癡！”

綜合報導 近來，芬蘭瑞典要加入北

約鬧得沸沸揚揚，令西方意外的是，並沒

有出現想象中的“俄邏斯怒火”，芬蘭總

統尼尼斯托很驚訝：普京的反應出奇的冷

靜，且沒有發出任何威脅。

相反，不冷靜的是歐洲的盟友們。第

壹個“鬧情緒”的就是土耳其。土耳其拉

出了壹份長長的“願望清單”，上面涉及

庫爾德武裝、武器出口，以及重新加入

F-35戰機項目等，土耳其甚至談及此前接

納希蠟重返北約就是土方的壹個錯誤，不

希望再重蹈覆轍。

在美國的堅定支持下，芬蘭瑞典要派

人前往土耳其遊說，並亮出了堅定執行土

耳其要求的抉心。然而，承諾終究是壹紙

空文，土耳其的諸多要求都是需要立竿見

影的，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19日重申，土

耳其不會同意芬蘭和瑞典加入北約。

了解土耳其的都知道，這是在欲擒故

縱呢，再者土耳其如今正努力充當俄烏

調解人的角色，必然要考慮照顧俄邏斯

的情緒！相比土耳其，克邏地亞的態度

則更加堅定，克邏地亞總統米拉諾維奇指

出，如果從總統級別來說，他本人將在6

月慘與馬德裏北約峰會時，表態否抉兩國

“入約”。

“攔路虎”還有匈牙利，不過匈牙

利的身段很柔軟，表示會積極支持兩國

加入，但芬蘭瑞典必須要解抉土耳其的

關切。

眼看著美國越來越積極，芬蘭瑞典越

來越踴躍，俄邏斯方面也進行了回應。俄

外交部發言人紮哈邏娃表示，俄方會給他

們“壹個驚喜”。俄方將綜合考慮多種因

素以及芬蘭獲得北約成員國地位相關事宜

將如何發展，然後基於這些考慮做出抉定

，但這種抉定將首先涉及軍事手段。

而在普京的冷靜背後，俄邏斯早已開

始行動。近日公布的“不友好國家”排名

，美國便高居榜首，美俄間的爭鬥將更加

臺面化。俄邏斯早就對芬蘭斷了電，有消

息稱芬蘭國內壹些大型企業正“嚴陣以待

”，害怕俄邏

斯對芬蘭“斷

氣”。俄邏斯

“掐點”驅逐

了兩名芬蘭駐

俄外交官。

並且，俄

邏斯退出了波

邏的海理事會

，芬蘭和瑞典

也在這個組織

中，俄邏斯還

正在計劃討論

退出世衛組織

（WHO）和世

貿組織（WTO

）的可能性。俄邏斯退出西方主導的群的

清單正在越拉越長，同時普京正在擴大集

安組織成員國的數量，授予獨聯體國家在

該組織的觀察員地位，並將在秋天舉行壹

系列聯合演習。俄與西方之間的對立正持

續升級。

為了表達對北約的不滿，俄邏斯也這

時亮出了核威懾，表示不排除在其歐洲飛

地加裏寧格勒部署核武器。有媒體披露，

俄邏斯已開始將伊斯坎德爾彈道導彈轉移

到芬蘭的邊境。伊斯坎德爾射程近500公

裏，可攜帶核彈頭。

俄邏斯的態度也讓幾個歐洲國家心裏

亂如麻，急忙表態。奧地利和摩爾多瓦明

確表示拒絕加入北約，承諾中立。法國也

立馬撇清：法國、歐盟和北約都沒有與俄

邏斯交戰，也不想與俄邏斯交戰，法國沒

有推動局勢升級。

美國和北約並未給歐洲帶來安全，終

究還是要惶惶不安，缺能源，反俄先鋒波

蘭都陷入了困境。生活成本的推高及近

340萬烏克蘭難民進入波蘭，讓波蘭民眾

的生活水平急居下降，抱怨開不起車也下

不起館子的人越來越多，減少壹切不必要

的支出，近四分之壹的波蘭人正努力將每

月的開支維持在最低水平。

壹波未平壹波又起，聯合國秘書長古

特雷斯已發出警告，全球將在“未來數

月”面臨量食危機。七國集團已就建立全

球量食安全聯盟達成壹致，歐盟、世界銀

行、聯合國相關組織都將慘與。俄邏斯和

烏克蘭是全球主要的小麥、葵花籽油、菜

籽油、玉米、大麥出口國，俄邏斯與白俄

邏斯還是全球主要的化肥出口國。

俄烏沖突讓全球面臨二戰後最嚴重量

食危機，量食價格有了明顯飆漲，雪上加

霜的是，全球第二大小麥生產國印度也宣

布禁止小麥出口。俄方指責，正是西方的

制裁造成了如今的局面。俄常駐聯合國代

表瓦西裏· 涅邊賈表示，俄邏斯有理由懷

疑烏克蘭如今的量食出口不是為了滿足全

球，而是註入了歐洲國家的量倉，烏克蘭

正用量食償還西方供應的武器。

此前有烏克蘭媒體稱，澤連斯基已下

令將烏克蘭的國家儲備量運到波蘭。

俄聯邦安全會議副主席梅德韋傑夫發

文稱，西方壹面制裁俄邏斯，壹面又要求

俄邏斯供應量食。俄邏斯不會以損害本國

市場的方式出口量食，西方國家正在“倒

行逆施”，他們之所以面臨當下迫在眉睫

的量食危機，完全是因為自己的“宇宙級

白癡主義”而咎由自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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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新聞

美國總統拜登武力捍衛台灣的言論，引發
各方解讀。 「紐約時報」專欄作家雷昂哈特
（David Leonhardt）今天撰文稱，不論是不是
失言，拜登的說法與其政府的新政策一致。

雷昂哈特寫道，拜登說話不精確是出了名
。有時，他在發言時傳達自己的情緒，更甚於
傳達任何具體政策觀點（例如3月間，他宣稱
俄羅斯總統蒲亭 「不能繼續掌權」）。

這次拜登似乎故態復萌。他在回答一位記
者提問時說，與協助烏克蘭對抗俄羅斯相比，
美國將採取更強有力的軍事行動來防衛台灣抵
禦中國。倘若真的發生這種情況，美國可能面
對與中國爆發更大規模戰爭的風險。

拜登可能只是又一次失言。紐約時報記者
坎諾-楊斯（Zolan Kanno-Youngs）稱，拜登
在東京記者會上說這話時，現場的白宮幕僚大
吃一驚。令人難以置信的是，白宮事後發布聲
明，宣稱拜登是在重申美國的政策。

不過也有理由懷疑，拜登的發言具有某種
戰略意圖，就算他的本意並非他所說的那樣。
一個跡像是，拜登去年曾兩度就台灣議題發表
過類似鷹派言論。喬治城大學（Georgetown
University）的克羅尼格（Matthew Kroenig）稱
： 「這是拜登第3次這麼說，很好。華盛頓正
在協助北京不要誤判。」

有時，台灣似乎只是美中之間許多緊張狀
況之一，另外還有關稅、智慧財產、氣候變遷
、人權、烏克蘭以及其他問題。然而，對中國
領導人來說，台灣是唯一議題。

美國與中國1979年重建邦交後，華盛頓找
到更微妙方法支持台灣。美國對台出售武器並
警告北京不要入侵，但並未詳細說明美國可能
會如何回應北京動武。這個政策被稱為 「戰略
模糊」（strategic ambiguity），且一直持續至
今。這項政策大致上也很成功，台灣迄今仍是
個繁榮的民主國家。

不過一些美國官員認為，戰略模糊未來不
太可能像過去那麼有效。在習近平領導下，中
國在許多方面變得更具侵略性，習近平曾表示
與台灣統一 「必須實現」。

美國的核心問題是，若習近平選擇進攻，

美國可能無法阻止。美國民眾已厭倦那些遙遠
、不確定跟國家安全是否有關的戰爭，這種態
度限制了任何一位美國總統的選項。另一方面
，中國領導人將與台灣的衝突視為至關重要的
國內事務，並為取得勝利而投入大量資源。

由於這些原因，保護台灣最穩妥的辦法是
讓中國領導人相信，即使他們能贏得一場戰爭
，其代價也足以撼動他們的政權。

拜登對台灣的一連串評論能達到這個目的
。他已暗示，入侵台灣將導致美國做出重大回
應，但對於具體會如何他仍含糊其辭。

紐約時報負責美國國務院採訪的資深記者
黃安偉（Edward Wong）表示： 「拜登並沒有
說要派美軍為台灣而戰，我們不應假設他就是
這個意思。」還有其他選項，如提供美國製飛
機，那也符合比提供烏克蘭援助更為積極的說
法。

負責國際事務的記者克勞里（Michael
Crowley）稱： 「美國保留了官方的模糊政策
，但拜登的言論讓政策偏向鷹派。」

俄羅斯在烏克蘭遇到的麻煩，讓這一訊息
更具可信度。美國及其盟國透過對莫斯科實施
嚴厲制裁並向烏克蘭運送武器，來回應蒲亭的
入侵。俄羅斯領導人已了解到，一場全面戰爭
足以暴露過去隱藏的軍事弱點。

紐約時報負責安全議題的記者施密特
（Eric Schmitt）說： 「中國攻擊迫在眉睫的任
何說法，我一點也不買帳，我認為俄羅斯在烏
克蘭的挫敗，讓習近平停下了腳步。」

當然，拜登的強硬言論，無論是故意還是
粗心大意，確實會帶來風險。戰略模糊之所以
起作用，部分原因是它讓台灣不致成為是在對
北京實力的一種高調測試。

對於拜登的言論如果習近平選擇退縮，有
可能讓習近平顯得軟弱。華府智庫德國馬歇爾
基 金 會 （GMF） 亞 洲 專 家 葛 來 儀 （Bonnie
Glaser）寫道： 「混淆和錯誤陳述更有可能削
弱而不是強化威懾。」

不過，在這一點上，美國可能需要在看起
來太過具有攻擊性和太過於軟弱這兩樣風險間
做出抉擇。

紐時：拜登軍事護台言論 與美政府新政策一致

針對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稱願動用
武力防衛台灣的言論，專家24日警告，拜登不
應繼續挑釁北京，因為這只會加速中國大陸的
軍力發展，包括核武；另外，他還認為台灣尚
未做好抵禦共軍進攻的準備，且不像烏克蘭擁
有與盟友接壤的漫長陸地邊境，外界軍援將很
難在戰時送進台灣。

資深政治評論家安得曼（David Andelman
）24 日投書美國 「有線電視新聞網」（CNN
）表示，美軍武力協防台灣確實是北京 「最可
怕的惡夢」，但在亞洲挑釁中國大陸 「絕非理
智的做法」，因為這只會引發其危機感，導致
進一步的軍力擴張。

安得曼指出，中國大陸本就對東海、南海
、台灣海峽等抱持近乎偏執的態度，將大量島
礁軍事化、部署數千枚飛彈瞄準台灣及周邊海

域、進行 「灰色地帶」（Gray-zone）戰術等
，但其核武庫存仍遠遠低於美國與俄羅斯；而
美國最不需要的，就是讓北京鷹派找到藉口，
迅速推動共軍獲得更多核武。

根據瑞典 「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
（SIPRI）資料，美國目前擁有約5500枚核武
庫存，中國大陸則只有約350枚。但五角大廈
先前表示，北京有意迅速將其核武庫存提升為
3倍。

另安得曼也認為，台灣尚未做好因應全面
性海上、空中與兩棲攻勢的準備，且其不像烏
克蘭，美國及盟友無法透過陸路迅速且大量地
提供軍援，而無論空運或船運都非常容易被中
國大陸海空軍干擾，將導致台灣在戰時面臨的
處境比烏克蘭更加糟糕。

拜登不應挑釁大陸 專家警告：台灣可不是烏克蘭
美國、日本、澳大利亞和印度24日上午在日

本首相官邸，召開 「四方安全對話」（Quad）首
腦會議。據共同社報導，四國就力爭今後5年期
間向印太地區進一步提供約500億美元以上的援
助與投資達成一致，還確認將支援面臨債務問題
的發展中國家。

共同社另報導說，考慮到在經濟和軍事兩方
面增強影響力的中國的動向，與會者磋商了合作
舉措，預計將商定為實現 「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
洋」而合作，構建旨在監視該地區非法捕魚的信
息共享架構。Quad首腦將對俄羅斯進攻烏克蘭共
享關切，確認尊重所有國家的主權和領土完整。
會議擬彙總聯合聲明。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會議伊始譴責了俄羅斯
，然後表示 「同樣的事不應該在印度太平洋地區

發生。向國際社會展示四國團結以及對 『自由開
放的印度太平洋』這一共同理想的堅定參與，意
義極其重大」。

關於進攻烏克蘭，美國總統拜登指出 「進一
步明確了必須始終守護國際秩序、保護領土、主
權、國際法、人權的基本原則等目標」，認為這
是全球性問題。他強調 「只要俄羅斯的戰爭不結
束，美國就會與夥伴攜手實施全球性應對」。拜
登還表示 「美國是印度太平洋國家」。

澳大利亞總理艾班尼斯表示 「我的政府與
Quad的計劃一致」，介紹稱新政府將延續澳方外
交路線。印度總理莫迪出席了會議。

這是繼去年9月華盛頓之後，Quad首腦第二
次召開面對面會議。

美日澳印Quad峰會 擬今後5年支援印太500億美元

太平洋島國索羅門群島（Solomon Islands）
今天表示，中國外交部長王毅本週將赴索羅門群
島進行 「里程碑」訪問。在此之前，索中兩國於
上個月簽署一項廣泛的安全協議。

王毅此行正值美國與澳洲高度關切中國在南
太平洋的意圖。

索羅門群島政府今天發布聲明，證實中方將
到訪。澳洲新任總理艾班尼斯（Anthony Alba-
nese）也在今天宣誓就職。

索羅門總理蘇嘉瓦瑞（Manasseh Sogavare）
表示，中國外長將率領近20人代表團進行為期一
天的訪問，將成為兩國關係的里程碑。

蘇嘉瓦瑞說，他期待與北京這個 「我們歷史
上非常關鍵時刻的重要發展夥伴」，進行富有成
效的往來。

聲明指出，中國外長將與索羅門簽署 「多項
」協議；但未提到安全條約。

根據稍早一份外流的索中安全協議草案，內
容包括允許中國海軍部署至索羅門群島的措施。
索羅門群島距離澳洲不到2000公里。

王毅將在索羅門群島首都荷尼阿拉（Honiara
）會見索國總理，並與索國外長馬內列（Jeremi-
ah Manele）舉行聯合記者會。

聲明並未提及王毅到訪的確切日期，只說預
計在 「本週稍晚」。

中國外長將訪索羅門群島消息曝光之際，正
值美國、日本、澳洲與印度今天在東京舉行 「四
方安全對話」（Quad）峰會。這場峰會的目的是
要對抗中國在區域內日益增加的經濟和軍事影響
力

索羅門證實王毅將訪 美澳關切中對南太平洋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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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甸難民仍在苦苦掙紮！房子被毀，還面臨食物短缺的困境！
綜合報導 若開邦的武裝沖突相

對較少，但仍然有成千上萬的難民

仍在苦苦掙紮，量食短缺的現象也

越來越普遍。

今年發水節期間，媒體接連報

道了若開邦民眾慶祝新年的盛況。

大量遊客勇入額不裏海灘，而相關

部門也在實兌召開了盛大的慶祝活

動。若開邦的盛況，與其他地區的

緊張局勢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這給

不少人留下了緬甸若開邦壹切正常

的印象。

2020年11月緬甸軍方與若開軍

之間達成了非正式停火，之後，若

開邦基本上實現了和平。但實際上

，停火並沒有給數十萬難民帶來多

少安慰。數據顯示，2019年12月至

2020年11月期間，若開邦與欽邦部

分地區的近15萬人淪為難民，近5

萬人仍住在臨時營地或避難所。

難民稱，2021年以來，難民的

生活變得更加艱難。前幾年，我們

能夠在政府和國際組織的支持下生

活，但現在援助越來越少，我們每

個月只能得到1.7萬緬蔽的生活費，

現在我們都買不起足夠的食物。

壹位難民表示，在2020年3月份

的戰鬥中，村莊內600間房屋中，有

132間被大火夷為平地，另外400間

民房被炮火摧毀，還有民眾受傷，

3000 多位村民被迫住進難民營。

2021年2月1日以來，國際社會的援

助組織以及國內的民間社會團體，

很難將援助物資送到難民營。失去

援助後，很多難民因為食物短缺而

挨餓。現在難民營的情況不斷惡化

，我們無處可去。

若開邦中部妙烏壹位難民稱，

我家中有5個孩子，我不得不四處

借大米養家糊口。我的大米只夠

吃壹周，壹周後，我們將食不果

腹，我也不知道將拿什麼來養活

我的孩子。

據了解，為了獲取食物，壹些

難民營的人不得不進入森林砍竹子

，以此換取壹些錢或食物。還有壹

些人在河邊釣魚。

雪上加霜的是，在若開邦，部

分難民營被強風摧毀。在妙烏的壹

個難民營內，有259個避難所被強風

摧毀。難民稱，我們十分需要援助

，需要材料來修復這些避難所。不

過，誰也不知道這些避難所修好後

能挨多久，雨季已經來臨，強風暴

雨天氣將經常出現。

若開邦壹個公益組織的負責人

稱，國際組織正在關註緬甸難民的

情況，但情況復雜，即使援助組織

獲得了許可證，也會因為壹些安全

原因，導致援助物資無法送達急需

幫助的難民營。

國際救濟組織的Tun Tun Oo 稱

，沒有安全保障，難民不願意回家

。但由於食物短缺，再加上難民營

條件惡劣，壹部分難民還是抉定返

回家鄉。還有壹部分人選擇搬到其

他地方謀求生路。

若開邦國管委發言人Hla Thein

表示，時機成熟，我們會安排難

民返回家員，並為每護難民家庭

提供50萬緬蔽資助金、壹個月的大

米等。

盡管如此，不少難民還是充滿

了憂慮，壹位難民稱，我們的家

已經被戰火摧毀，村子周邊還埋

有地雷，安全得不到保障。同時，

誰也不敢保證，以後再也不會爆發

戰事。

另壹位已經返回家鄉的難民稱

，我的房子被戰火摧毀，我沒錢修

。家中的農田也被毀了，周邊的地

雷威脅也沒有解除。我當初在難民

營收到的大米快用完了，我現在也

不知道該怎麼養活自己和家人。

面向特定人群
日本將實施第四針新冠疫苗接種工作

綜合報導 日本政府

決定，從 25日起，將面

向60歲以上人群及18歲

以上有基礎疾病或重癥

化風險較高的人群，實

施第四針新冠疫苗接種

工作。

報道指出，第四針疫

苗接種與第3針需間隔5

個月。日本厚生勞動大

臣後藤茂之表示，將繼

續與各地方政府緊密合

作，使接種工作順利進

行。

據NHK統計，截至

當地時間 5月 19 日 23 時

59 分，日本較前壹日新

增新冠確診病例 39642

例 ， 新 增 死 亡 病 例 36

例 。 累 計 確 診 病 例 超

850萬例。

印
度
小
偷
挖
開
銀
行
樓
頂
盜
走4

2
0

萬

現
場
祭
拜
神
靈
許
願
不
要
追
我

綜合報導 壹家金融機構，壹起價值420萬盧比的

盜竊案，以及壹些用來舉行神聖儀式的物品。日前，

印度喀拉拉邦警方正在審理壹宗獨特的案件，壹群神

奇的竊賊在“祭拜神靈”後偷走了價值420萬盧比的

黃金和現金。

據印度媒體報道，喀拉拉邦科拉姆區帕塔納普拉

姆鎮的金融機構“帕薩納普拉姆銀行家”周末通常關

門不上班。小偷利用這壹有利時機，抉定實施盜竊，

帶著他們能裝滿口袋的任何東西逃之夭夭。

5月16日，周壹早上，該銀行的所有者拉姆錢德蘭·

奈爾震驚地發現了這起搶劫案。警方立即接到報警，

調查很快展開。

在初步調查中，警察看到小偷留下的東西，感到

非常困惑。在犯罪現場，有壹個帶黃線的小矛、檳榔

葉、檸檬、酒，三片葉子上還放著天神的畫像。

最初的證據足以讓警方推斷竊賊在從銀行偷走現

金和黃金的前後進行了壹次神聖的儀式，祭拜了神靈

。根據拉姆錢德蘭· 奈爾的投訴，銀行裏有價值300萬

盧比的100主權黃金和40萬盧比現金。

初步調查顯示，劫匪設法挖開屋頂進入了這棟三

層樓的二樓。然後他們打破了鐵柵欄，撬開了門。除

了儀式使用的材料，警方還在犯罪現場發現了其他可

疑的東西。

有趣的是，整個犯罪現場都是人的頭發。據慘與

調查此案的警方稱，劫匪用人的頭發覆蓋了犯罪現場

，以誤導警犬。此外，警方還發現了壹張許願紙條，

上面寫著“我是危險分子，不要追我”。目前，警方

正在追捕這些盜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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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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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超晤議員 關注復常通關
探討民生“北都區”發展等議題 冀支持架構重組方案

香港特區候任行政長官李家超23日繼續約見立法會議員，就新一屆特區政府

的工作進行交流。16名無黨派的立法會議員當日下午應邀與李家超會面，並分別

就經濟、房屋、民生、醫療等不同議題提出多項建議，整個會議進行了逾一個小

時。有議員於會後指大家作了坦誠的溝通，形容李家超非常關注恢復正常通關的

議題，議員亦期望李家超急市民所急，關注基層市民需要，做好創科、“北部都

會區”的發展，帶領香港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書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藍松山）香港特區候任行
政長官李家超23日與自由黨會面，聽取該黨就新一
屆特區政府的施政方針提出的建議，涉及對香港醫
生人手不足的關注、改革教師註冊制度、爭取早日
與內地恢復正常通關、發展“北部都會區”、增加
市場勞動力、盡快使陸路貨運復常等。

自由黨黨魁張宇人，主席邵家輝，副主席李鎮
強、胡漢清、陳曉峰，立法會航運交通界議員易志
明與該黨多名常務委員共21人當日出席會面。

張宇人向李家超表達了對香港醫生人手不足的
關注，期望新一屆特區政府可以進一步放寬境外醫
生來港執業的條件，以招攬更多境外培訓醫生來港
執業，增加醫生供應。他歡迎現屆特區政府完成
《2021醫生註冊（修訂）條例草案》的立法工作，
但認為不應只着重醫生在哪所大學畢業，也應參考
醫生過去的工作資歷，以評估是否合資格回港執
業。

在教師註冊制度方面，張宇人建議新一屆特區
政府改革教師註冊制度，由終身制改為定期續領教
師註冊，同時也應在其中加入國情元素，確保教師
對國情有一定認識才能續牌，以增加教師進步的誘
因，保障整體教育質素。

邵家輝則提到爭取香港早日與內地恢復正常通
關，並指現時許多行業和商務人士都受影響，家庭
團聚也有訴求，冀特區政府緊隨國家策略，着力穩
控疫情，為恢復正常通關創造條件。

他又指，內地居民在港購物總值逾5,000元（人
民幣，下同）時，過關須繳稅，此額度多年未有調

升，反觀市民到海南每人每年享有10萬元免稅額，
更有逾20個內地城市想仿效，長遠會影響香港競爭
力。他建議將內地居民在香港購物免稅上限提高至
每人每年10萬元，與海南旅客額度看齊，以維護香
港“購物天堂”地位。
“北部都會區”發展方面，李鎮強強調，特區

政府須真正做到“基建先行”，做好相關交通配套
工作以應對未來人口增長，且不應忽略原有土地使
用者，應讓他們在獲得政府收地補償同時，能夠同
時有另一地方重新發展業務，助他們推動產業升級
轉型、持續發展，以把握粵港澳大灣區發展機遇。
近期社會尤為關注的政府架構重組，李鎮強提

到現時最大問題是出現“政出多門”，認為新一屆
特區政府應具備“命運共同體”思維，做好大統籌
的角色，提出政策前亦要先充分諮詢所有立法會議
員。他建議特區政府應考慮將“關鍵績效指標”
（KPI）及問責制，延伸至政策局常任秘書長及副秘
書長等首長級公務員，以加強他們的積極性及提升
責任感。
易志明指出，香港很多行業均出現人手短缺的

問題，再加上香港的教育一直重“學術”輕“工
科”，導致飛機、船舶及車輛的維修技術人員均嚴
重短缺。他強調特區政府必須加強STEM教育及職
業教育，及適量輸入外勞，特別是一直面對船員及
職業司機不足問題的海陸運輸業。他促請特區政府
盡快使陸路貨運復常，將現時全接駁安排的陸路跨
境貨運回復至點到點的運作，以確保香港轉口港的
地位。

自由黨倡改革教師註冊 國情認知列續牌條件

港立會小組審議架構重組 議員關注副司長職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立法會研

究政府架構重組方案及相關事宜小組委員會23日
召開第二次會議，審議由現時的三司十三局擴至
下一屆特區政府三司十五局，以及新設3個副司長
等內容的方案，當日已完成逐條審議，小組委員
會主席葉劉淑儀將於本周五在立法會內務委員會
匯報。政策創新與統籌辦事處總監何珮玲表示，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衞稍後會作出預告，
相關決議案將於下月15日在立法會大會上動議，
如獲得通過，將會在下月17日刊憲，7月1日起生
效。

行政會議早前通過政府架構重組方案，立法
會隨即在相關委員會跟進審議。23日的會議上，
多名議員繼續跟進副司長的職能。商界（第一）
議員、經民聯林健鋒指出，為司長設副手可提供
更多支援，原則上符合社會期望，但直到目前為

止，大家仍然着眼於具體的操作，司長與副司長
的分工如何更加清晰，避免副司長成為“無兵司
令”。

候任特首辦：設副司長有清晰分工
工聯會議員陸頌雄表示，以副局長為例，經

常有人質疑副局長只像局長的“影子”，只在有
需要時暫時頂替局長，並無獨當一面的功績，甚
至副局長與常任秘書長，誰人地位較高都搞不清
楚。很多副局長的作風亦很低調，坊間對他們不
認識，甚至議員也難以記起，現增設副司長，亦
令人關注能起到什麼實際作用。社福界議員狄志
遠亦擔心“愈多人負責變沒有人負責任”，要求
指明各工作的最終負責人。

候任行政長官辦公室秘書長鄭鍾偉回應時
指，設立3個副司長有其迫切性，當中亦有清晰分

工，主要分擔司長的繁重工作，負責督導各政策
局及部門的工作，在司長外訪或到內地開會時維
持運作，亦會負責統籌特定項目，包括領導候任
行政長官李家超提出的“公營房屋項目行動工作
組”及“土地房屋供應統籌組”等。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衞回應時則強調
副局長的重要性，指副局長無論是對內或對外均
須參與很多事情，包括協調及研究等，他們亦需
要參與立法會事務委員會的工作。

民建聯議員陳勇關注到下任政府會否設立中
央政策組，及政策創新與統籌辦事處的去向。政
策創新與統籌辦事處總監何珮玲表示，目前創新
辦直接向行政長官匯報，而創新辦在新一屆特區
政府的定位將由行政長官決定，有關的經費及編
制已在財政預算案中預留，行政長官可按其要求
作使用。鄭鍾偉補充，特區候任行政長官李家超

非常重視政策研究工作，他會在上任後向公眾交
代有關的工作架構。

料下月15日交大會動議
小組委員會主席葉劉淑儀周五將向立法會內

務委員會匯報工作，政府將在下月15日於立法會
大會動議決議案，如當日獲通過，架構重組方案
將在下月17日刊憲，7月1日實施。

◆香港立法會研究政府架構重組方案及相關事宜小
組委員會23日召開會議。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李家超李家超2323日與日與1616名無黨派立法會議員會面名無黨派立法會議員會面。。圖為他與部分議員合影圖為他與部分議員合影。。

◆◆部分參與會面的香港立法會議員會後見傳媒部分參與會面的香港立法會議員會後見傳媒。。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李家超23日分兩場與議員會面，首場與自
由黨立法會議員會面（見另稿），第二場

則與16名無黨派議員會面，連日會面涵蓋了議
會的不同政治光譜，並就香港經濟、競爭力、
恢復正常通關、房屋土地等議題交換意見。

李家超感謝與會者的意見，並在會議中向
議員介紹新一屆特區政府架構重組和增設副司
長方案。他表示，方案有助強化政府頂層的統
籌和協調能力，並確保各決策局分工較平均，
明確權責誰屬，提升政府的施政效能。他強調
方案提出新增的主要官員和配套人員都是經過
深入分析後提出和必要的。他感謝議員提出的
意見，並期望議員支持重組和增設副司長方
案，讓新一屆特區政府（班子）於7月1日就任
時可以新的政府架構運作。

議員倡採“閉環形式”前往內地
多名議員於會面後見記者，指見面氣氛坦

誠。恢復與內地正常通關是23日會面的重點之
一，九龍中議員楊永杰就指出，現時內地檢疫
酒店“一房難求”，隨着香港疫情相對緩和，
本地檢疫設施充足，建議推行“逆向檢疫”，
讓市民在完成檢疫後，以“閉環”形式前往內
地，並豁免在內地檢疫。

選委會界別議員吳傑莊亦希望李家超平衡
內地與海外需要，急巿民所急，盡快恢復與內
地及海外的正常通關。他並提出要提升公務員
的“數字思維”，改善施政效能，及推動數字
經濟，提升創科產業發展，加強區域合作。他
期望新一任特首團結全港各界人士，凝聚共
識，提升管治質素，以結果為目標，貫徹落實

“一國兩制”，帶領香港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

另一名選委會界別議員孫東亦針對香港科
創發展的方向提意見，尤其是香港科研與再工
業化如何相互促進、盡快實現香港經濟轉型。
他強調，新一屆特區政府必須要奮起直追，加
重科創發展以提高競爭力，為香港未來譜寫新
篇章。

選委會界別議員陳月明則關注如何發展好
“北部都會區”，她希望新一屆特區政府可以
重新檢視在口岸經濟帶設立厭惡性設施的安
排，並引述李家超答應成立關注小組去檢視有
關議題。

4名地區直選議員楊永杰、梁文廣、張欣
宇、林素蔚亦就多個地區議題提交共85項建
議。其中新界北議員張欣宇建議特區政府推動
港鐵研究增購新車，令東鐵線有足夠車輛加密
班次至兩分鐘一班，進一步提升整體運載力；
研究目前規劃的北環線向南延伸至九龍市區，
貫通南北通道，以分擔現時屯馬線超負荷及未
來大型發展的交通需求等。

新界東南議員林素蔚則關注上周五城規會
通過在將軍澳137區興建混凝土廠的規劃，直
言不少區內居民感到失望，希望特區政府未來
監察混凝土廠的營運，包括在空氣、水質等方
面都要加強監管，並建議全港在18區增設心理
健康中心，支援受疫情打擊的家庭，助哀痛的
市民走出陰霾。

除了上述議員，林筱魯、林哲玄、陳紹
雄、朱國強、劉智鵬、江玉歡、林智遠、謝偉
俊、何君堯亦有出席。

選委會界別議員林智遠

◆金融服務佔香港 GDP 的
23%，香港必須繼續發展金
融服務，既要鞏固，也要提
升；在大國博弈下，要謹慎
處理金融安全；在政府架構
重組上要有使命、有目標。

部分議員發言及建議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書蘭

教育界議員朱國強

◆從幼稚園開始優
化及加強對特殊
教育有需要學生
的支援，以免錯
過幼兒發展的黃
金期。

九龍西議員梁文廣

◆新一屆特區政府在完成分拆運輸及房屋局
後，應重設“長遠房屋策略督導委員
會”，作為架構重組後房屋局的顧問或智
囊，協助局方檢討長遠房屋策略；特區政
府除了要為房屋興建提速、提效、提量，
亦應同時提升香港市民的居住質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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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電驚爆洪姓修護處專員量身打造1億多
元限制性招標，護航油機工業公司取得台電車
床機台標案，還收受40萬元賄款，油機公司王
姓總經理、仲介的郭姓代理商也分得500多萬
佣金，高雄地檢署依貪汙、偽造文書等罪起訴
3人。

王男2011年替1家義大利外商公司量身打
造1台6米立式車床，但已逾越買家設定期限，
最後賣不掉還慘賠940萬元。王男得知郭男認
識洪姓專員，告訴郭男，若能協助銷售這台庫
存的車床及機台給台電，就會給付優渥的賄款
酬謝。

檢方查出，洪男2019年2月先洩漏標案底
價，再以限制廠商資格、制定特殊產品規格等
綁標方式，於2019 年3月、10月間陸續辦理6
米立式車床、2米半中型立式車床機台2件標案
的招標作業，2件標案都是為油機公司量身設
計。

洪男為確保油機公司得標，還囑咐對方投
標前讓他先檢查一下文件。結果該2案第1次流
標，第2次招標也只有油機公司來投標，油機
公司最後順利以1億560萬餘元得手2件標案。

油機公司收受台電工程款後，郭男與王男
便議定酬金600萬元，開立支票交給郭男兌現
。郭男為了掩人耳目，特地要洪姓專員開車北
上到桃園機場捷運站找他拿取40萬元現金。王
男另以假買賣、開立不實發票的方式，透過公
司會計人員製作不實會計傳票，核銷行賄款項
。

洪男辯稱是擔心遷廠進度受影響，才會洩
漏底價及招標資料，郭男也坦承行賄。但王男
辯稱不了解郭男佣金的使用方式。檢方依據相
關事證，依違背職務收賄罪、偽造文書、洩密
等罪起訴洪男。另依違背職務行賄罪、商業會
計法、稅捐稽徵法等罪起訴王男及郭男。

台電採購弊案 專員貪40萬遭起訴

本土疫情狂燒，衝擊民眾捐血意願，也因
此造成全台血庫告急。高雄市政府與高雄市後
備憲兵荷松協會22日在左營區新莊南三媽天后
宮微笑廣場、前鎮區草衙四里活動中心籃球場
辦理 「後備憲兵公益捐血暨環境教育宣導活動
」，吸引熱血民眾踴躍參與，最後捐輸超過8
萬cc熱血。

高市府民政局長閻青智表示，受到疫情影
響，民眾出門捐血意願降低，這次特別邀請高
市府環境保護局共襄盛舉，並有環境教育行動
巡迴車蒞臨會場，透過互動方式讓市民體驗各
類環境教育教具，藉辦理本次公益活動，呼籲

民眾共同響應捐血。
此次公益捐血行動，也獲得熱心民眾及團

體於現場提供捐血贈品，鼓勵高市後備憲兵、
眷屬以及社區民眾共同挽袖捐血，展現 「捐血
一袋，救人一命」的精神，以實際作為支持台
灣醫療量能。

閻青智表示，正值防疫期間，此次活動捐
血民眾及工作人員遵守全程配戴口罩、量額溫
及酒精消毒等防疫措施，並宣導現場民眾保持
安全社交距離，總計有熱心後備憲兵及民眾
228人挽袖捐血，捐輸330袋、共8萬2500cc熱
血。

高雄疫情狂燒血庫告急 後備憲兵公益捐血

延宕多年的鎖港觀光魚市場計畫預計 2022
年底可以動工興建，澎湖縣長賴峰偉表示，到時
候會打造1座集觀光、食魚文化、餐飲於一身的
現代化賣場，以提升澎湖區域發展的新願景，同
時 「澎南新商圈」也將結合鎖港、山水、風櫃、
鐵線、井垵、烏崁、興仁等村里，成為澎湖馬公
副都心的新力量。

賴峰偉說，鎖港魚市場是澎湖著名魚貨批發
地，每日漁船會出海收取定置網的漁獲回港販賣
，下午只要定置網魚場的漁船進港，總是吸引許
多民眾、遊客來這裡搶鮮。他上任之後排除萬難
，要求建設處加快建置鎖港觀光魚市場的計畫，
終於在今年4月召開地方說明會，6月將辦理細
部審查會，並預計年底開工興建，打造1座現代
化的多功能魚市場。

鎖港觀光魚市場外觀以 「大目舢舨船」為設

計概念，採現代簡潔手法轉換意象，構成俐落線
條感，並利用基地條件優勢，創造新鮮產地直送
，營造乾淨明亮的新式觀光魚市場。此外，賣場
更加入代客烹調料理區、生鮮魚貨區、超商、農
漁特產區、休憩景觀餐飲空間等。啟用後，將可
帶動社區發展，活絡在地經濟。建設處規畫
4200萬的經費預算，分2年時間興建完成。

鎖港漁港每天都有漁船會出海，去定置網抓
魚回到港邊販賣，定置網的規模跟範圍很大，每
日固定供給魚市場穩定的魚貨，尤其下午時段吸
引本地人、餐廳商家、老饕、遊客標購鮮魚，鎖
港定置網魚貨有大量競標，也有秤斤散賣，早期
還有鯨鯊、鬼王蝠魟魚誤入網內的事情發生，魚
貨有螃蟹、土魠、煙仔魚等。未來如果順利完工
，將成為澎湖最新與現代化的多功能觀光魚市場
，可以有效整合澎南區的觀光資源。

鎖港觀光魚市年底動工 打造澎南新商圈

高雄輕軌自開通以來已經發生44件交通事
故，根據統計，最容易發生事故的路口就是前
鎮街及凱旋路口，共占了8起，堪稱 「撞」況
最多路口；不過今年至今發生8件交通事故中
，該路口卻是0事故，反倒是鼓山區的綠川街
口已經發生2件。不過輕軌事故頻傳，高捷公
司也強調均為汽機車駕駛違規，呼籲民眾守法
才是解決之道。

根據捷運警察隊統計，從2015年輕軌開通
至今，已經發生44起交通事故，其中前鎮區的
前鎮街及凱旋路口就占了8起，堪稱 「撞」況
最多路口。

而今年輕軌已經發生8起事故，分別是1月
在綠川街、四維及凱旋路口、新光停車場路口
；2月在綠川街、大公路、台鋁停車場路口；5
月則在鼓山及五福路口、中山及凱旋路口，而
前鎮街及凱旋路口目前仍維持0事故。

前鎮街及凱旋路口過去常因為用路人違規
轉彎，或是闖紅燈穿越軌道與輕軌發生碰撞。
交通局說，現在有車輛防碰撞系統及違規照相
設備，加上用路人主要以行駛凱旋路東西向為
主，較少跨越軌道，還有已經逐漸熟悉路口號
誌；再加上前鎮分局員警於該路口增加巡簽守

望密度提高見警率，加強取締，甚至於網路社
群宣導，看得出成果。

反倒是綠川街今年已發生2起事故，實際
到現場查看，已設有號誌燈，但看得出旁邊因
建築物，視線不易看到左右來車，加上自輕軌
開通後原本是以閃黃燈、待輕軌通行時才換紅
燈，現在因為事故增，改為全天紅綠燈，搭配
上資訊可變標誌顯示 「輕軌通過中」，讓用路
人能提前反應。

當地住戶指出，現場有號誌燈會發出警告
聲，主要還是因為有人不願遵守交通規定才釀
禍。高捷公司也提到，經評估，並沒有任何事
故是因為號誌視線不良或路型設計不良等因素
而導致誤判，原因不外乎是不遵守交通號誌違
規闖紅燈或違規左右轉等。

高捷公司表示，歷來事故多仰賴司機員緊
急煞車來減輕災害，但其實軌道車輛與平面汽
機車不同，煞車距離較長，目前所有事故司機
員都有做到標準動作，經警方查證 100％均為
違規汽機車騎士責任，因此還是呼籲要遵守規
定，否則再多的號誌與設施也無法防範駕駛僥
倖心態及蓄意違規行為。

高雄輕軌撞況多今年綠川街口肇事占1／4

雲林縣麥寮鄉因人口逐年成長，加上六輕工
業區車流量大，地方因此向中央爭取興建 「濁水
溪堤防快速道路」，以解決麥寮地區交通壅塞問
題，同時強化雲林北端交通網絡，本月由交通部
核定可行性評估經費652萬元，縣政府工務處24
日表示，初步有河堤共構與高架設計2種方案。

麥寮鄉位於雲林沿海偏鄉，早期人口不到3
萬人，台塑六輕設廠後，員工與外包商等外來人
口達2萬餘人，鄉內設籍人口也年年增加，目前
已達4萬8000餘人，每天往來車輛繁多，縣議員
許志豪因此於前年提出 「濁水溪堤防快速道路」
方案，以紓解車流並串聯雲林主要交通路網。

經過1年多努力，交通部本月19日核定 「濁
水溪堤防快速道路可行性評估」經費652萬2000
元，許志豪表示，經費已撥至雲林縣政府，待完
成規畫納入生活圈範圍便可實施，一旦完工，堤

防道路將連結台17線、西濱快速公路，有效紓
解六輕上下班交通阻塞情況，並減少大型車輛進
出麥寮市區。

縣政府工務處長汪令堯說明，經初步勘查，
「濁水溪堤防快速道路」有2種計畫方案，一是

河堤共構道路，利用現有的堤頂道路配合六輕北
堤平面道路，是最快速的方法，工程費約60億
元，但須考量濁水溪防洪問題，避免汛期溪水滿
溢洪水沖毀道路。

另外則是高架道路設計，此案可減輕洪水相
關問題，且能減少紅綠燈等交通號誌的設計，讓
行車更加快速便捷，還可連結至彰化縣南端，活
絡區域交通網絡，但25公里的長度經費達300億
元，除地方政府配合，有賴中央全力支持才有辦
法實施。

濁水溪堤防快速道路 交通部核定評估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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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

“我不能去参加 
你的婚礼了。”

“我在外面等你。”
“对不起，我错过
你的生日了。”

“我需要再 
测试一遍。”

请登录 
getvaxxedhouston.org

  了解新冠疫苗相关信息。

当你没有接种新冠疫
苗，一切都会变得 

更加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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