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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中心門票$19.95  

★首選黃石、坎昆全包團 讓您樂在其中

代理 Gate1 旅遊 Viking/Globus 遊輪 廉机票 埃及 歐洲 亞洲 澳紐 南美/中美洲 非洲等全球旅遊團 

★★多条精選歐洲遊★★ 

★阿拉斯加、夏威夷、哥斯達黎加

★申根簽證★ ★認證★ ★綠卡★

自然博物館門票$13 

 
2022 王朝旅遊董事長親自帶隊 
★★★★★★★★★★★★★★★★★★
    9/7-9/20：14天葡萄牙西班牙深度遊 
11/8-11/18：11天摩洛哥夢幻之旅 

★暑假熱門多線路美東美西遊 任君選擇

隨著全球人口即將突破80億大關，
聯合國人口基金執行長卡內姆提醒各國
勿陷入 「人口危言聳聽論」，而強行實
施 「無效且甚至危險」的人口控制政策
。

英國 「衛報」（The Guardian）報
導，全球人口預估將在 11 月 15 日達到
80 億門檻。 由於世界目前已苦於應付
巨大貧富差距、氣候危機及衝突引發的
人口流離與移民等問題，一些評論家對
於人口持續增加帶來的衝擊表達擔憂。

然而，聯合國人口基金（UN Pop-

ulation Fund，UNFPA）執行長卡內姆
（Natalia Kanem）呼籲各國勿因此驚慌
，而是把關注焦點放在幫助女性、兒童
以及最易受人口變化影響的社會邊緣族
群。

她說： 「我理解這（人口破80億）
可能不是所有人都慶祝的時刻。有些人
對於我們的世界人口過剩表達擔憂，因
為人口遠遠太多，卻沒有足夠資源來維
持他們的生活。但我在這裡要清楚說明
，單單人口數字不構成恐懼的原因。」

卡內姆表示，如果各國政府把焦點

放在單純人口數字，恐怕會因此實行歷
史已證明 「無效且甚至危險」的人口控
制措施。

由於出生率持續下滑，全球人口成
長速度已由1960年代晚期的歷史高峰略
逾2%，降至目前的低於1%。

儘管如此，全球人口發展情況卻比
以往任何時候差異更大。聯合國估計，
全球約60%人口居住的國家，每名女性
平均僅生育 2.1 胎，低於認定的 「生育
更替水準」，也就是一代人口數量能夠
完全由下一代替換。

全球人口將破80億 聯合國警告危險生育控制政策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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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週六下午四時，休斯敦市艷陽高照，在我們的廣场上人頭鑽動，湧
進了近千人的各族裔選民，他們希望為自己的候選人作期中選前的最後衝刺
，他們興高采烈，走在群眾中發傳單，互相打氣，並展示歌喉，唱出選民
之心聲。
今午我和李雄、李娟、前市議員關振鵬等華亞裔領䄂在美南傳媒大樓

前前後迎來了民主黨州長挑戰者伯托，美國國會眾議員希拉積克遜李、艾
爾格林、富萊徹、州議員吳元之、武修伯、郎勒雷多、華裔市議員譚秋晴
，他們分別上台發表政見，希選民投票支持。
今午也是我們有史以來在廣㘯上聚集眾多政治人物之首次，這也是大

休斯敦地區各族裔包括華亞裔、非裔、拉丁裔次大的政治集會。
美南新聞自創刊至今逾四十年，我們從未在公共事務中缺席，尤其對

於鼓勵大家參政投票更是不遺餘力。
今天我看見了社區人員洋溢著對參政之極大熱情，大家對我們提供之

幫忙都表示感謝，我們心中是無比之欣慰，這是我們對社會國家之回饋。
在新聞媒體工作這條艱辛之道路上，我常對工作同仁們共勉，這是一

項神聖的使命，我們是在書寫歷史……..

美南新聞廣場迎來眾多政治人物美南新聞廣場迎來眾多政治人物

Politicians Got Together In Front Of Our CompoundPoliticians Got Together In Front Of Our Compound
Just past noon last Saturday,

nearly one thousand people came to
the front lawn of Southern News
Group to make a final effort before the
midterm election for their candidates.
These were voters with high
enthusiasm showing their voices and
singing out their hearts.

In the afternoon we were with
Kenneth Li, Nancy Li and former city
councilman Gordon Quan and other
community leaders and welcomed
Democratic Governor challenger Beto
O'Rourke, Congressman Al Green,
Congresswoman Sheila Jackson Lee,
Congresswoman Lizzie Fetcher, State
Representative Hubert Vo, State
Representative Gene Wu and City
Councilwoman Alice Chen -- all of

them were on the stage together and
made a powerful statement to the
voters to get out and vote.

This afternoon marked the first
time we had that many politicians
come to our compound. Also,
thousands of voters from the Asian,
Latino and African communities
attended to voice their concerns.

Today when we saw their great
enthusiasm for participation in politics,
we were greatly gratified. This is part
of our responsibility and contribution
and payback to our great community
and country.
We always remind and encourage our
colleagues that this is a sacred
mission we are on. We are writing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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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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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今年9月通脹率下降0.29%
連續三個月通縮

綜合報導 巴西國家地理統計局(IBGE)當地時間11日發布的數據顯

示，今年9月，巴西通脹率下降0.29%，創歷史同期新低。這是繼前兩個

月分別下降0.68%和0.36%之後，該國連續第三個月出現通縮。

數據顯示，9月，巴西燃料價格下降8.5%。其中，汽油價格下跌

8.33%、乙醇價格下跌12.43%和柴油價格下降4.57%。受此影響，當月巴

西交通價格下跌1.98%，對該國通脹率走低貢獻最大。此外，通信價格

下降2.08%，食品和飲料價格下降0.51%，家居用品價格下降0.13%。

不過，服裝價格出現較大漲幅，當月上漲1.77%。其次是，個人開

支價格上漲0.95%，住房成本上漲0.6%，健康和個人護理價格上漲0.57%

，教育價格上漲0.12%。

巴西國家地理統計局研究員佩德羅· 基斯拉諾夫(Pedro Kislanov)表示

，得益於燃料和電力價格持續下跌，今年7月、8月和9月，巴西通脹率

連續三個月出現緊縮，累計收縮1.32%，創下1980年1月開始該項統計

以來的最高累計通縮紀錄。自1998年以來，巴西沒有出現過連續三個月

通貨緊縮的情況。當年也是7月、8月和9月三個月出現緊縮，累計收縮

0.85%。

數據還顯示，今年前9個月，巴西通脹率累計為4.09%。過去12個

月，巴西通脹率累計為7.17%，高於巴西政府設定的今年通脹率管控目

標上限5%。

據巴西金融市場最新預測，巴西今明兩年通脹預期分別為5.71%和

5%，均高於政府管控目標中值3.5%和3.25%。

“重災區”荷蘭再度暴發禽流感疫情
約4萬只家禽被撲殺

綜合報導 在史上最大規模的禽流感疫情席卷歐洲之際，“重

災區”荷蘭再度暴發禽流感疫情，約4萬只家禽被撲殺。

據荷蘭農業、自然及食品質量部通報，位於荷蘭西部的南荷蘭省博

德赫拉芬鎮(Bodegraven)壹處養雞場發現禽流感病例，疑為感染高致病性

禽流感病毒。

為防疫情擴散，涉事農場約4萬只肉雞被撲殺；因方圓1公裏和方

圓3公裏以內沒有其它農場，故無需采取防疫措施；方圓10公裏以內有

兩家農場，不過疫情暴發時未飼養任何家禽。

按照慣例，如某處農場暴發禽流感疫情，荷蘭食品與消費品安全管

理局會對方圓1公裏以內的農場采取隔離措施，對方圓3公裏以內的農

場進行防疫檢查，同時會對方圓10公裏以內的農場下達“封鎖令”，禁

止農場對外運送家禽、蛋、肉、肥料等產品，民眾也不得在這些地區狩

獵。

作為歐洲禽類產品出口大國，荷蘭約有2000多家禽蛋農場，每年雞

蛋凈出口達60多億枚，但自去年以來，荷蘭已有50多家農場暴發禽流

感疫情，當局撲殺的家禽數量超過350萬只。

除“重災區”荷蘭，禽流感疫情正在席卷歐洲。10月3日，歐洲疾

病預防與控制中心通報，歐洲正在經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禽流感疫情，迄

今報告至少2467起疫情，撲殺4800萬只家禽，波及全歐37個國家，不

論是病例數量還是疫情範圍都創“新高”。

歐洲疾病預防與控制中心又指，盡管疫情肆虐，但尚未發現有人感

染禽流感病毒。總體而言，目前除農場工人等直接接觸染疫動物的工作

人員，其他人群感染禽流感病毒的風險較低。

不滿“黃金護照”項目
歐盟擬徹底叫停與瓦努阿圖免簽協定
綜合報導 在今年5月部分叫停與南太

平洋島國瓦努阿圖的免簽協定後，歐盟宣

布，由於瓦努阿圖仍在推行“黃金護照”

項目，歐盟擬徹底叫停與瓦努阿圖的免簽

協定。

歐盟委員會當日發布相關公告。根據

歐盟簽證政策，壹旦免簽協定徹底叫停，

意味著無論瓦努阿圖公民持何種護照，都

不再享受免簽入境申根區成員國的資格，

只有獲批申根簽證才能入境。

2015年5月，瓦努阿圖與歐盟簽署的

免簽協定正式生效，當月瓦努阿圖便推出

“黃金護照”項目，只要達到13萬美元的

投資門檻，即可獲得瓦努阿圖國籍，進而

獲得免簽入境申根區成員國的資格。

今年1月，歐盟委員會宣布，歐方發

現瓦努阿圖“黃金護照”項目存在嚴重缺

陷和安全隱患，如申請人背景不明、審核

時間過短、駁回率過低、無法與申請人原

籍國或居住地進行信息交換等，由此免簽

協定可能給歐盟帶來安全風險。

歐盟委員會又指，2019年和2021年，

歐盟兩度與瓦

努阿圖政府協

商，敦促彌補

“黃金護照”

項目可能引發

的犯罪、洗錢

、逃稅、貪腐

等漏洞，但成

效不彰，2021

年瓦努阿圖政

府甚至有意推

出新的投資移民計劃。

為此歐盟委員會提議部分叫停與瓦努

阿圖的免簽協定，即如果瓦努阿圖公民所

持護照系2015年5月以後簽發，則無法免

簽入境申根區成員國，相當於取消了瓦努

阿圖投資移民人士的免簽資格；今年5月

，這壹禁令正式生效。

歐盟委員會在12日的公告中稱，近幾

個月來，歐盟加強了與瓦努阿圖政府的協

商力度，但迄今瓦努阿圖政府仍在推行

“黃金護照”項目，也未采取行動彌補漏

洞，為此歐盟委員會提議徹底叫停與瓦努

阿圖的免簽協定。

近年因擔心投資移民成為不法分子的

“避風港”，歐盟對“黃金護照”項目日

益警惕。2020年，在媒體曝光塞浦路斯議

長等政要涉嫌協助外籍罪犯獲得塞國護照

後，歐盟向塞浦路斯及馬耳他發起訴訟，

批評兩國的“黃金護照”項目破壞了歐盟

成員國公民的本質；至於瓦努阿圖，這是

歐盟首度以“黃金護照”項目為由，叫停

與別國簽署的免簽協定。

科學家用塞爾維亞網球巨星德約科維奇命名壹種新甲蟲
綜合報導 近日，塞爾維亞

科學家將多年前在該國西部發

現的壹種新甲蟲正式命名為

“德約科維奇（Djokovic）”。

報道稱，此舉是為了回報

塞爾維亞網球巨星德約科維奇

近年為國家做出的巨大貢獻。

有意思的是，科學家指出該甲

蟲在速度、力量、敏捷、耐力

和抗壓能力上都與德約有相似

之處。

“新南斯拉夫通訊社”指

出，這種昆蟲屬於生活在歐洲

的步行蟲科杜瓦利烏斯（Duva-

lius）屬，幾年前在塞爾維亞西

部的壹個地下坑中被發現，最

近才有了正式的名稱：杜瓦利

烏斯 · 德約科維奇。

很顯然，這是以塞爾

維亞網球巨星、大滿貫選

手諾瓦克· 德約科維奇的

名字命名的。

研究人員尼古拉· 維

索維奇解釋稱，德約科維

奇多年來為塞爾維亞做了

很多貢獻，科研團隊認為

很有必要以自己的方式來

回報他，而這就是他們所

能做的。

“在過去 15 年裏，

德約壹直在激勵著這個國

家，讓民眾感到驕傲，可以說

，他就是每個塞爾維亞人的家

人。此外，他不僅是塞爾維亞

的國際大使，也是有史以來最

優秀、最具統治力的男單選手

之壹。”

值得註意的是，維索維奇

指出，這個新物種是壹種生活

在地下深處、失去了眼睛的掠

食者，擁有良好的速度、力量

、敏捷、耐力和抗壓能力，恰

好與德約科維奇在球場上的表

現有相似之處。

得知以上消息後，德約

科維奇本人相當興奮，第壹

時間在社交媒體和大家分享

喜悅，“這是壹種在塞爾維

亞西部發現的新甲蟲，以我

的名字命名。”

35 歲 的 德 約 科 維 奇 在

ATP500阿斯塔納站決賽戰勝西

西帕斯，獲得了他在壹周內的

第2個單打冠軍，也是本賽季

的第4個。

目前，他的單打冠軍數已

經來到90個，僅落後西班牙巨

星納達爾2個，位列歷史第五。

其中，有21個是大滿貫獎杯，

分別是澳網9次、溫網7次、美

網3次以及法網2次。

接下來，他將在阿斯塔納

公開賽中出場，繼續沖擊前人

的紀錄。

“實際上我真的敢去做這

樣的夢，我壹直期待能有壹個

很棒的職業生涯，雖然我不知

道自己能打多少決賽，能贏下多

少冠軍，但我的目標壹直都是要

達到這項運動的最高水平。”德

約9日賽後說道，“在人生的這

個階段還能有這麼出色的表現

，我覺得自己受到了庇佑，對

此我心存感激，妳知道的，35

歲可不是25歲。”

英特爾被曝最快本月裁員數千人：
二季度轉虧，電腦市場增速放緩

綜合報導 知情人士透露，芯片制造

商英特爾可能會在第三季度財報公布前

後宣布裁員數千人，其中公司銷售和營

銷部門受到的影響最大。

知情人士稱，英特爾本輪大規模裁

員目的是削減運營成本，應對個人電腦

市場增速放緩的不利局面。

英特爾最早將於本月宣布這壹消息

，公司計劃在10月27日公布第三季度財

報時開始實施裁員計劃。截至今年7月

份，英特爾旗下有113700名員工。據知

情人士透露，英特爾銷售和營銷等部門

可能會裁員約20%。

英特爾正努力應對個人電腦芯片需

求急劇下降的不利局面，而且還在試

圖奪回被AMD等競爭對手搶走的市場

份額。今年 7 月份公司警告稱，2022

年營收將比此前預期低 110 億美元左

右。分析師預計第三季度營收將下降

近20%。

英特爾壹度令人艷羨不已的利潤率

第二季度也大幅縮水，較此前60%的利

潤率低了15個百分點。在第二季度財報

電話會議上，英特爾承認可能會對業務

進行調整，為的就是提高利潤。公司首

席執行官Pat Gelsinger當時表示：“我們

還在降低2022年的核心開支，並將在今

年下半年采取更多行動。”

英特爾拒絕就裁員進行置評。

英特爾上壹次大規模裁員發生在

2016年，當時公司削減約1.2萬個工作崗

位，占員工總數的11%。與科技行業的

許多公司壹樣，今年早些時候英特爾也

因為市場環境不佳、投資者對經濟衰退

的擔憂加劇而暫停招聘。

目前大環境下的經濟衰退讓英特爾

面對的挑戰急劇增加。市場研究機構

IDC的數據顯示，第三季度個人電腦銷

量較上年同期下滑15%。惠普、戴爾等

設備廠商的筆記本電腦和臺式電腦都使

用英特爾處理器，這些產品的銷量都出

現大幅下滑。公司在營收和利潤方面的

壓力越來越大。

對於英特爾來說，裁員時機也比較

尷尬。今年，英特爾花大力氣遊說美國

國會通過總額520億美元的芯片行業刺

激法案，勢要擴大公司在美國的制造能

力。英特爾也正要在俄亥俄州打造世界

上最大的芯片制造中心。

與此同時，投資者紛紛要求提高利

潤，這讓英特爾壓力更大。2022年以來

，公司股價已經下跌超50%，僅上個月

就暴跌了20%。

英特爾首席財務官 David Zinsner

在公司發布第二季度財報後曾表示：

“英特爾有很大機會改善並實現利潤

最大化。”他當時表示，英特爾預計

第三季度將重組開支，暗示裁員即將

到來。

財報顯示，英特爾第二季度營收

為 153.21 億 美 元 ， 與 去 年 同 期 的

196.31 億美元相比下降 22%；凈虧損

為 4.54 億美元，相比之下去年同期的

凈利潤為 50.61 億美元，相當於同比

下 降 109% ； 毛 利 率 從 上 壹 季 度 的

50.4%收窄至 36.5% 。

英特爾此前下調了全年預期。該公

司表示，預計全年調整後每股收益為2.3

美元，營收為650億-680億美元。

截至10月11日美股收盤，英特爾股

價報25.04美元，下跌0.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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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新聞

美國媒體 Politico 今天引述兩名參與政策
討論的美國官員說法報導，美國國防部正考慮
資助世界首富馬斯克的星鏈衛星網路服務，星
鏈有助於恢復飽受戰亂的烏克蘭當地通訊設施
。

營運 「星鏈」（Starlink）的太空探索科技
公司（SpaceX）與美國國防部都沒立即回覆路
透社置評請求。

Politico報導還提到，最有可能的資金來源
將是美國國防部 「烏克蘭安全援助倡議」
（Ukraine Security Assistance Initiative），這項
方案目的在於支持烏克蘭抵禦俄羅斯侵略。

馬斯克（Elon Musk）曾在 14 日表示，他

的太空探索科技公司沒辦法 「無限期」資助烏
克蘭星鏈網路服務，但隔天又改口說，儘管仍
在虧錢，太空探索科技公司將繼續為烏國星鏈
服務提供資金。

太空探索科技公司在2018年2月推出的星
鏈，屬於次世代衛星網路，主要目標在提供世
界各地寬頻網路服務。

俄羅斯2月24日揮軍入侵烏克蘭，烏克蘭
科技部長費多羅夫（Mykhailo Fedorov）旋即
在2月26日要求馬斯克提供烏國星鏈基地台，
以及衛星網路服務。

費多羅夫上週表示，星鏈網路服務協助恢
復烏克蘭重要地區的能源和通訊基礎設施。

馬斯克喊燒錢 美國防部傳考慮資助烏克蘭星鏈網路

美國一位高層軍事官員今
天表示，華府預計莫斯科很快
會進行核武演習，而俄方尚未
正式通知美國這項演習。

路透社報導，美國表示，
俄羅斯可能會在年度 「雷霆」
（Grom）戰略核武演習期間
進行飛彈試射，也許就在短短
幾天內就會發生。

這位官員匿名指出，根據
「新 戰 略 武 器 裁 減 條 約 」

（New START），俄羅斯有
義務提前通知此類飛彈試射，

但美方目前還沒收到這類通知
。

鑒 於 俄 羅 斯 總 統 蒲 亭
（Vladimir Putin）公開威脅要
動用核武來捍衛俄國在入侵烏
克蘭的行動，相關核武演習將
會是美國及盟邦另一項挑戰。

儘管如此，西方國家官員
有信心他們有能力分辨俄羅斯
是在演習，還是蒲亭在把威脅
付諸行動。

俄羅斯今天上午在尖峰時
段以無人機襲擊烏克蘭多個城

市，造成基輔（Kyiv）一棟公
寓大樓4人喪生，為烏克蘭和
西方所說的俄方蓄意攻擊平民
目標的最新一波行動。

上述匿名美軍官員譴責俄
羅斯的攻擊行為，並說俄方似
乎意在恐嚇烏克蘭百姓。

這位美軍官員說，歷史顯
示，試圖攻破民眾意志的空襲
行動只會適得其反。

這位官員表示，這些行動
只會升高烏克蘭人的決心。

預期俄將核武演習 美軍官：尚未接獲俄方通知

中共二十大召開之際，美國國務卿布林肯17
日談及台海局勢說，近年來，北京對台灣的態度
有了變化。他稱，中國已做出 「根本性決定，即
現狀再也無法接受，北京決心以更快的時間表實
現統一」。布林肯重申美國維持 「一中政策」不
變，並向北京喊話說，希望北京能重新看見和平
解決分歧的好處。

布林肯在加州史丹福大學與前國務卿萊斯對
談時表示，數十年來，美國的對台政策一直堅持
兩岸分歧應和平解決，直到最近，這項政策原都
十分成功，處理得宜，且避免衝突。但他又指出
，北京已不再能接受現狀，決心以比先前設想
「更快的時間表」，將台灣置於其控制之下。

布林肯稱，中國願意不惜代價來贏得台灣，
如果和平手段行不通，就採取脅迫，若脅迫不起
作用，也許會採取武力手段以實現其目標， 「這
就是深度破壞現狀、並造成局勢極為緊張的原因
」。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16日在二十大報告時說，
「我們堅持以最大誠意、盡最大努力爭取和平統

一的前景，但決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保留採取
一切必要措施的選項。」習暗指美國是干涉台灣
問題的外部勢力。

對於所謂北京 「加速統一台灣」的說法，布

林肯並未提出確切的預估時程。布林肯強調，和
平解決台灣問題，對美國和世界各國都至關緊要
，因為台海是海運要道，牽連全球經濟，台灣的
半導體生產若因敵對行動而中斷， 「全世界將產
生經濟危機」。

布林肯呼籲北京能 「回到重視和平解決兩岸
分歧的立場，並重申，美方堅決履行《台灣關係
法》承諾，支持台灣自我防衛能力。布林肯說，
美方的 「一中政策」不變，但其核心是承諾和平
解決分歧，這樣的情況若有變，將會帶來極具挑
戰的前景。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則回應說，布林肯
將美國一中政策同中方承諾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相
關聯，且將其作為一中政策的核心， 「這不是對
承諾的重申，而是對承諾的篡改」。他稱，美方
應回歸一個中國的本源本義，將不支持 「台獨」
的表態落到實處。

韓國外交部發言人任洙奭18日表示，維護台
海和平與穩定，對韓國乃至朝鮮半島及地區至關
重要，韓方希望以對話與合作推動兩岸關係和平
發展。前一天，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也說 「期盼透
過對話和平解決問題」、 「將此傳達給中方相當
重要」。

布林肯稱北京決心加速統一時間表

阿拉斯加官員日前宣布，破天荒取消今年的雪蟹祭，原因是
當地雪蟹（又稱為松葉蟹）數量較3年前少了70億隻，專家推論
，大量松葉蟹神秘消失可能與氣候暖化或疾病有關。

綜合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新
聞網（CBS News）報導，阿拉斯加漁業委員會（The Alaska
Board of Fisheries）及北太平洋漁業管理委員會（North Pacific
Fishery Management Council）上周破天荒宣布，取消今年冬季的

雪蟹祭，因為松葉蟹數量未達標
準，因此不開放白令海峽（Ber-
ing Sea）的漁場供外界捕撈。
不過當局史上頭一遭取消雪蟹祭
的背後原因令人震驚，阿拉斯加
漁業與捕獵局（Alaska Depart-
ment of Fish and Game）研究員
戴 利 （Benjamin Daly） 表 示 ，

2018年當地松葉蟹數量達80億隻，2021年只剩下10億隻，短短
3年產量就驟減70億隻。

戴利說，松葉蟹是白令海峽所有商業蟹種中產量最豐富的，
因此突然間消失了數十億尾，確實令人震驚。另外，阿拉斯加漁
業與捕獵局官員斯蒂切特（Mark Stichert）也指出，2021、2022
年的調查顯示，當地成年雄松葉蟹的數量驟降了40%， 「這是非
常嚇人的數量。」

為何70億松葉蟹會憑空消失？戴利說其中一個可能原因是
疾病，另一個原因可能是氣候變遷。

根據美國國家海洋暨大氣總署（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
spheric Administration, NOAA），阿拉斯加是美國暖化速度最快
的州，每年都有數十億噸的冰融化，不過松葉蟹屬於冷水物種
（cold water species），主要分布在水溫低於攝氏2度的環境下。

除了松葉蟹，阿拉斯加布里斯托灣（The Bristol Bay）的帝
王蟹祭，也因為數量不足連續2年取消。

美國國家海洋暨大氣總署科迪亞克（Kodiak）實驗室主任利
佐（Michael Litzow）指出，隨著海水暖化及海冰消失，阿拉斯
加附近的海洋已經不適合這些物種居住。

科學家過去已經警告，北極周遭氣溫升高的速度比地球其他
地區快上4倍，氣候變遷導致當地海冰快速消融，尤其是阿拉斯
加的白令海峽。

太嚇人！美數十億美味海鮮神秘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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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日利亞洪災已致300余人死亡
有些地區全部被淹沒

綜合報導 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10

月11日報道，尼日利亞今年發生的洪水

災害已致300余人死亡，超過50萬人受到

影響。在該國科吉邦最近的壹次洪災中，

當地官員稱伊巴吉區“100%被水淹沒”

，將其描述為“人道主義災難”。

尼日利亞聯邦應急管理部門（NE-

MA）9 月中旬表示，今年尼日利亞的

洪水危機是災難性的，強降雨引發的

洪水造成至少 300 人死亡，超過 50 萬

人受到影響。

NEMA警告說，尼日爾河和貝努埃河

沿岸的各州將面臨更多災難性洪水，因為

尼日利亞的三個超載水庫預計將溢出。

據當地紅十字會的官員說，壹周前，壹場

洪水席卷了中北部科吉邦（Kogi）的大片

地區，導致建築被淹沒，水位上升到十年

來的最高位。

據報道，在科吉受災最嚴重的伊巴吉

區，洪水造成至少6人死亡，其中包括壹

名兒童。該州州長亞哈亞· 貝羅表示，該

地區“100%被水淹沒”。

貝羅在10月1日的講話中稱今年的洪

水是“人道主義災難”。

他說：“其他地區有30%被水淹沒，

而伊巴吉地區幾乎100%被水淹沒。我們

面臨著嚴重的人道主義災難。但是我向每

壹個受到影響的人、家庭和社區保證，他

們並不孤單，援助正在到來。”

科吉距離尼日利亞首都阿布賈大約

200公裏。科吉的首府洛科賈位於尼日利

亞的中部，位於西非最大河流尼日爾河和

貝努埃河的交匯點，是該國農業地區的貿

易中心。

環境學家西米· 阿迪敦表示：“當兩

條主要河流在洛科賈匯合時，淹沒了尼日

爾河下遊的河岸，因此發生了洪水。”

科吉紅十字會表示：“由於房屋被洪

水淹沒，當地許多人無家可歸。”該組織

補充說，壹些主要道路也已經被淹沒。

“這些公路是連接中北部和南部地區的橋

梁，因此許多人被困。”

在該州中北部的許多地方，當地人乘

坐獨木舟在被洪水淹沒的區域通行。

科吉紅十字會擔心獨木舟的使用可能

會導致更多的致命事故，“這很危險，尤

其是對那些不會遊泳的人來說。”

10月7日，尼日利亞南部阿南布拉州

壹艘搭載85人的船只在洪水暴漲的河上

發生傾覆，導致76人死亡。

尼日利亞每年從4月份開始進入雨季

，到10月逐漸結束，雨季期間降雨量較

大，容易引發洪災。今年尼日利亞雨季降

雨比往年明顯頻繁和密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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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韓聯社日報道，韓國企劃財

政部第壹次官（副部長）方基善 11 日在

“應對人口危機工作組”第二次會議時表

示，人口結構變化將以壹定的時間差逐漸

影響社會和經濟領域，政府將結合其沖擊

社會的預測時間點制定並推進分階段的應

對戰略。

據報道，韓政府將人口結構變化劃分為

2025年之前短期變化、2025至2030年中期變

化、2030年以後長期變化三個階段，並分別

針對各階段制定立即應對、通過社會性討論

尋求方案、開始研究和討論的三套階段性戰

略。

方基善表示，出生率下降、學齡人口減

少、兵力資源縮水、地區消亡加劇問題將在

2025年之前成為現實，鑒於相關問題較為緊

迫，政府將采取立即應對措施，如強化結

婚· 生育· 育兒支援政策，提升教育部門預算

執行效率，以高新技術為綱調整軍隊結構，

加大對人口減少地區的扶持等。

方基善表示，預計2025年至2030年將

迎來經濟活動人口減少和高齡人口激增，為此將及時制定

促進女性、高齡人口、外國人參與經濟活動的措施，並培

育尖端領域人才，提升人力資本生產效率，同時進行高齡

人口繼續工作制度的社會性探討。另外，預計2030年以後

，公共養老金收支惡化和老人撫養費激增將導致社會福利

制度不穩定，屆時政府將開始進行有關研究和討論，致力

於提升養老金和福利制度的穩定性。

騙子自稱國際空間站俄羅斯宇航員
日本女子陷戀愛詐騙損失3萬美元

綜合報導 在被壹名自稱駐紮在

國際空間站上的所謂俄羅斯宇航員給

迷倒之後，壹位日本女性花了好壹陣

時間，才認清自己在 Instagram 平臺

上遭遇了壹起“戀愛詐騙”。據《讀

賣新聞》報道，在本次“異地戀”期

間，該男子騙她因“買不起回地球的

返程票”而滯留空間站，最終導致受

害人在“意亂情迷”下支付了 3 萬

美元的“船票”。

倆人在 Instagram 上談起了網

戀。在邁過了道出“我愛妳”的階

段後，騙子又以“想要在日本開始

生活”、“壹旦返回地球就結婚”

、“但又買不起回家的車子”等編

造出來的借口，持續壓榨受害者的

金錢。

最終受害人同意了匯款支付昂貴

的旅行費用，並於8月19-9月 5日期

間電匯了五筆，共計440萬日元（3萬

美元）。不過隨著男子的不斷索取，

受害人終於起了疑心、並向警方尋求

了幫助。

據悉，為了精準搜羅受害者，騙

子會頻繁在 Instagram 上發布空間站

圖 片 、 並 屢 屢 提 及 美 國 宇 航 局

（NASA）和日本宇航局（JAXA）的

名稱。

然而在騙子的糖衣炮彈中，受害

女士忽略了雙方通信過程中暴露的多

個危險信號。

比如騙子聲稱信息錯誤乃國際空

間站上的蜂窩信號接受不良所致。但

事實上，ISS 不僅沒有蜂窩基站信號

，唯壹的對地通信方式，還是被官方

所掌控的。

目前東臣市/滋賀縣警察局已就

這起“國際戀愛詐騙”案件展開調

查，但尚未披露與之相關的更多細

節。

韓檢方著手調查文在寅政府時期
太陽能項目涉舞弊案件

綜合報導 據報道，韓國檢方正式啟

動對前總統文在寅政府時期太陽能項目

涉嫌舞弊情況的調查。

報道稱，韓國大檢察廳國務調整室

委托調查的太陽能等電力產業基礎基金

項目部分涉嫌違法案件分配給首爾北部

地方檢察廳國家財政犯罪聯合調查團，

這成為9月成立的財政犯罪聯合調查團

負責的首起案件。

大檢察廳還將根據嫌疑人的居住地、

犯罪規模等，將其余案件分配給韓國全國

各地的檢察廳。由於檢察、警察調查權的

調整，部分案件將由警察負責調查。

據報道，國務調整室腐敗預防推進團

9月對“電力產業基礎基金項目”運行情

況進行調查，發現了2267起涉嫌違法和不

正當事例，涉案金額為2616億韓元。推進

團委托大檢察廳對涉嫌非法領取補貼和貸

款援助金的376人進行調查。

在委托調查案件中，未登記商戶承

包太陽能安裝項目、非法轉包案件最多

，為1129起，其次是通過稅務計算表作

假獲取貸款，為99起。

報道稱，由於委托調查案件涉及

對象分布在韓國各地，預計大檢察廳

還將向多地的管轄檢察廳分配案件。

預計對太陽能項目舞弊情況的全方位調

查將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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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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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政報告料將公布“策略性創科基金”細節

國家“十四五”規劃明確指出，支持香港建設

國際創新科技中心。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下周

三將發表其任內首份施政報告，有消息人士向香港

文匯報透露，報告將就早前設立的50億元（港

元，下同）“策略性創科基金”公布更多細節，相

信基金會進一步加碼。同時，基金的運作模式會突破

以往孵化培育類基金的使用方式，或會直接投資、投資基

金、母基金，類似“初級版的淡馬錫”，惟最終定案要待施

政報告揭曉。有立法會議員14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

支持政府為香港創科產業長遠發展更“大膽”投資。有議員建議政府

應直接或設立自己的機構參與投資，以規避委託投資者將短期投資回報

作為主要考慮的問題，有議員則建議政府與專業創投公司合作，“強強聯

手”，助力提升創科長遠競爭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藍松山

創科基金擬加碼 投資模式研突破
��
� �"

特區政府在《2022-23年度財政預算案》宣布將“未
來基金”對“香港增長組合”的分配增加100億

元，其中50億元會用作成立一個新的投資基金“策略性
創科基金”。政府今年6月表示，正進行相關籌備工
作，並會邀請科技園公司和數碼港物色對香港具有戰略
價值的科技企業，以及豐富創科生態的投資機會。該基
金各方面的細節，估計將於下周三的施政報告揭盅。有
消息人士向香港文匯報透露，該基金擬交予科技園等打
理，有可能會用於直接投資、投資基金、母基金等等。

將帶動海外投資 可達到槓桿效益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認為，特區政府應與有經

驗的專業創投公司合作，如專門投資生物科技、生命科
學等的投資機構，不但可以藉助他們在該領域上的經
驗，提升投資的效益，還可以藉助他們的關係，帶動更
多內地及海外的投資機構、私人基金、國家基金等，與
特區政府合作共同投資，以及用好合作夥伴的專業知
識、關係網絡、技術夥伴，從而引領香港創科企業開拓
國際市場經驗，同時帶動海外投資者對香港的一些長遠
項目進行投資，達到槓桿效益，令資本增值。

早前在立法會提出“善用‘未來基金’及‘香港增
長組合’，推動產業結構多元化”議員議案的立法會議
員洪雯認為，港創投應該根據香港整體發展藍圖及頂層
設計投資，例如新加坡淡馬錫，會根據新加坡未來發展
方向，在各方面進行投資，從而配合新加坡整體發展策
略，但“策略性創科基金”只是就創科範疇進行投資，
難以契合香港整體發展。她並期望港創投不局限於投資
香港企業，而是在全球範圍投資，並在投資後為香港帶
回所需的技術、人才、以及適合香港發展的企業，從而
令香港發展更多元化。

她期望港創投可為投資的公司提供增值服務，例
如幫投資的企業尋找土地、培養人才、提供入境
簽證、尋找上下游配套產業、提供營商經驗
等；期望港創投能收集更多行業的最新訊息，
了解行業趨勢，並反饋到政策制訂的範圍
中，成為政府同創投機構之間的旋轉門，讓
人才可以雙方流動。

洪雯認為，設立“策略性創科基金”是
一個進步，但期望特區政府未來再行多一
步，讓港創投成為政府直接的金融工具，協助
政府塑造香港新經濟結構。

倡扶持長線項目勿偏重短期回報
立法會科技創新界議員邱達根認為，特區政府過去雖

然有充足的外匯儲備，但一直避免直接參與業界
的投資。然而，在自由市場上的投資者往往以純
商業的角度考慮，故更願意投資短期高回報的
項目，一些對香港未來發展意義重大，需要長
期投資的項目，如晶片、科研成果轉化
等創科行業就無人問津，長遠不利於香
港培養人才及科研成果轉化。他建議特
區政府未來可直接投資對香港長遠發
展有幫助的項目，而非純粹委託投資

者，以免將短期投資回報作為主要考慮。
立法會議員吳傑莊指出，過去特區政府往往會找

專業的投資機構進行投資，而管理者並非政府內部機
構，可以充分利用專業人士的優勢，但同時管理者可能
會更多考慮個人或公司利益，未必把香港未來發展作為
第一考慮要素，違背“策略性創科基金”長遠提升香港
的生產力和競爭力的原意。

他建議特區政府應設立自己的機構，以類似於新
加坡淡馬錫的方式進行投資，一來可讓投資的方向更
契合特區政府的政策，讓社會能及時培養出對應的人
才，二來特區政府的主導可在產業引導上為業界帶來
明確方向，加上香港本身具備的法治及“一國兩制”
優勢，有助於內地及海外大企業對香港的發展前景更
有信心，從而吸引更多行業龍頭企業落戶香港，帶動
行業發展。

吳傑莊表示，特區政府早前表示會用
50億元成立“策略性創科基金”，但
作為主導機構的話，50億的投資金
額相對不足，希望特區政府為
了香港長遠的發展而更“大
膽”些，甚至可投放十倍
的數額，增強對香港
創科發展的支持。

政府直接參與創投政府直接參與創投
助吸更多資金人才助吸更多資金人才

◀下周三施政報告
或將公布50億港元
“策略性創科基
金”更多細節，據
悉該基金擬交予科
技園等打理。圖為
香港科技園。

資料圖片

多位風險投
資專家、初創企

業家14日接受香港
文匯報訪問時表示，支

持特區政府以配對基金、
有限合夥形式直接入股等方

式帶頭支持本地創投，並相信在
“政府支持”、共擔風險，讓各地

風險投資基金對投資香港創科界更有信
心。他們建議特區政府參考內地相關創投
基金的成功經驗，提高配對基金中政府的
投資比，縮短相關計劃審批時間，鼓勵更
多人才投身初創。

冀與其他資本共擔風險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斑

馬星球聯合創辦人洪為民
表示，成功的初創投資
回報足夠大，然而
風險不低，故很
少從事風險
投資的基

金會想獨享回報，反而希望有其他資本一起共擔
風險。特區政府若能更直接參與本地創投，將能
為香港創科界吸引更多風險投資。

對特區政府應如何參與創投支持本地初創，
他表示，除了可以配對基金等形式，跟隨私人投
資支持初創企業外，亦可透過有限合夥形式直接
入股支持，以更高效地應對市場變化，亦與風險
投資一般。

提到新加坡營運國有企業“淡馬錫”的成功
方式是否值得仿效，洪為民認為，當地的公務員
制度設有薪酬激勵機制，若負責投資的官員表現
優異，將獲具彈性的大額獎金或加薪，薪酬與績
效掛鈎。反之，香港現行公務員並無相關獎勵機
制，在“多做多錯亦沒獎”下，對使用公帑投資
的思維自然會相對保守，故認為香港官員短期內
不宜直接參與初創公司的管理，而應參考“深圳
天使母基金”及“深創投”等由深圳市政府投資
的初創投資基金的成功經驗。

香港軟件行業協會會長錢國強表示，香港發
展生物科技、智慧城市等創科產業潛力龐大，然
而藥物研發等產業在初創階段難見成績，涉及關
鍵公共服務、治安及國家安全等科技亦或需由本
地自主研發，難以吸引專業的國際風險投資者支
持，亟需特區政府扶持，故香港創科界一直爭取
特區政府更直接、積極參與創投，比如提高配對
基金中政府的投資比。

他指出，特區政府一些現行的創投計劃都是
以支持個別項目為單位，需要申請方提供原型機
等，證明該項目能成功，就如核數般嚴謹，卻讓

一些較長遠的項目未必能成功申
請，建議特區政府參考內地類似
項目的做法，以“風投思維”，直接投資
符合相關資格及具潛力的初創團隊。

鼓勵初創企業邁第一步
香港再生醫學有限公司主席施明耀表示，並

非每間初創企業都懂得融資，並真的能夠成功覓
得投資者支持，故希望特區政府更直接、積極參
與創投，相信除了能令有潛力的本地初創企業能
有更多發展機會，亦能鼓勵更多原本從事大學科
研等人才投身初創，讓大家能“不怕萬事起頭
難，勇敢邁出第一步。”

他相信，就算寂寂無名的初創企業，只要有
幸能得到特區政府以不同方式帶頭注資，亦能產
生“政府支持”的效應，吸引各地商界私募基金
來港投資初創。

施明耀表示，很多初創企業都與時間競賽，
且生命周期短暫，一般私募基金都能在三四個月
內決定是否作出投資，若特區政府能直接參與創
投，定要構建好完善的審批機制，確保有關流程
高效，不失時機，故建議可將遴選企業或項目的
準則、企業接受注資後的限制或報銷開支的機
制等公開透明化，期望特區政府能在平
衡善用公帑投資下，給予合作的初創企
業適當的管理及決策自由，讓他們
有更大空間自己發展。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黃書蘭

▶▶““策略性創科基金策略性創科基金””運作模式運作模式
料將有突破料將有突破，，可能會用於直接投可能會用於直接投
資資、、投資基金投資基金、、母基金等等母基金等等。。圖圖
為中科院香港創研院研發的手術為中科院香港創研院研發的手術
機器人系統機器人系統。。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業界回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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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東日夜之美景獲得國際認同！由國際獎
項協會（International Awards Associates）發起的
2022 美國繆思創意大獎（Muse Creative Awards
），公布今年第2季獲獎名單，台東縣 「台灣國
際熱氣球嘉年華」與 「最美星空」在全球超過
6000件參賽作品中，奪得最高榮譽鉑金獎與金
獎肯定。

台東縣政府交通及觀光發展處指出，繆思
創意大獎為全球跨領域創意設計最具影響力的
國際獎項之一，由國際獎項協會發起，針對各
設計領域人士設有專業競獎項目，每年皆有眾
多藝術創作者爭相角逐。

今年評審由來自 38 個國家共 110 位全球知
名設計家組成，以盲審形式從6000餘件作品選
出獲獎者，台東縣政府以 「台灣國際熱氣球嘉
年華」、 「台東最美星空」奪2座獎項，備受肯

定。
交觀處表示，熱氣球嘉年華邁入第12年，

早已成為每年暑期最大盛事，今年更以全球首
創的 「熱氣球光雕Ｘ無人機」聯合演出，在疫
情期間仍創造歷年來最高的123萬參觀人次，獲
得最高榮譽鉑金獎肯定。

另外， 「台東最美星空」善盡保護地球責
任，今年持續升級永續行動，除活動設施都使
用環保材質外，更透過活動教育及號召民眾一
起愛地球企畫，並將 「地球稅」回饋給全球非
營利環保組織，在此次競賽獲得金獎。

縣長饒慶鈴表示，台東擁有豐富的自然資
源與多元的人文底蘊，縣府也積極透過不同的
活動形式，讓全世界看見台東不同面向的魅力
，隨著疫情趨緩國境解封，隨時歡迎國際旅客
造訪台東。

台東熱氣球、最美星空獲國際大獎肯定

全台少子化成趨勢，但
飼養毛小孩人口卻日益增加
，根據統計，屏東寵物犬貓
數量近 14 萬隻，另流浪犬
推估數量也達2萬隻，相關
毛小孩政策令外界關注。民
進黨屏東市長候選人李清聖
喊出打造寵物友善城市，協
助路殺浪孩走完最後一哩路
；國民黨候選人周佳琪則承
諾設置寵物公園，方便飼主
陪伴外出運動。

李清聖提倡，路殺動物
不是廢棄物的人道措施，參
考國內有部分城市已在辦理
替流浪動物善終措施，未來
希望屏東市能夠協調寵物禮
儀業者，協助不幸遭路殺浪
孩火化，讓牠們帶著祝福與
尊重離開。以每月市區通報
3、40 件路殺案件試算，費
用是公所能夠負擔。

此外，李也規畫設立寵
物友善環境空間與樹葬園區
，讓寵物在生時能夠暢快奔
跑，生命結束後則回歸自然
。至於有民眾反映，寵物植
入晶片在屏東縣要負擔 100
元註冊登記費，而高雄則免
費，為鼓勵屏東市飼主幫寵
物植晶片，未來這筆費用將
由公所吸收負擔。

家中收養2隻流浪犬的周佳琪對於動物權同
樣十分重視，且提出包括關懷動物尊重生命、
以絕育代替撲殺、以認養代替買賣、並於市區
設置寵物公園等寵物政見。

周佳琪說，落實保護動物靠的是愛心，而
非僅是法令，因此主張政府應與流浪動物社團
合作，進行動物權的宣導，辦理流浪動物認養

及定期免費節育與體檢活動，讓更多愛心民眾
可以參與。

她接獲許多市民反映，屏東市有寵物公園
，卻距離市中心較遠，對於每天有遛狗需求的
飼主較不方便。因此承諾若當選市長，將審慎
評估在市區設寵物公園，同時呼籲市民遛狗，
應遵守環境衛生，不要讓公園出現寵物隨地大
小便情形，維護環境整潔。

屏東毛孩議題成顯學 選將提政策吸票

高雄市議會連12年舉辦寒冬送暖活動，累
計扶助1萬7858戶經濟弱勢家庭。今年將於10
月22日登場，共計1686個經濟弱勢家庭受惠，
每戶可獲2000元物資券及飽食健康包，另外也
攜手高雄郵局，將物資送到偏鄉家戶。

昨活動記者會不分藍綠都到場，包括國民
黨議長曾麗燕、國民黨高市議員李雅靜、鄭安
秝、親民黨高市議員吳益政、民進黨高市議員
簡煥宗等人與會。

曾麗燕致詞提到，新冠肺炎疫情衝擊民生
及內需型產業，影響基層民眾就業及日常生活
，疫情導致家戶主要照顧者的工作及減少收入
，因此生計受困亟待扶助，但在政府資源有限
下，議會善盡社會責任，登高一呼，號召民間

資源協助受困市民。
議會今年攜手高雄市慈善團體聯合總會，

動員大高雄各慈善機構及企業出錢出力，優先
關懷因疫災影響工作或撫養兒少陷經濟困境的
弱勢邊緣家庭1686戶，每戶2000元物資券及飽
食健康包，至於偏遠家戶方面則請郵務士協助
運輸物資及飽食健康包。

高市慈善總會理事長張來川說，今年共接
獲1932件個案，經各地慈善單位評估後，通過
1686個經濟弱勢家庭受協助，物資券可就近在
超商使用，除菸酒外，其餘都可購買，至於未
納入的近300個個案若有需求，仍可到食物銀行
等站點領取物資。

高市議會連12年送暖 助1686弱勢戶度寒冬

台南市東山區公所收回遭占用 60 年約 900
坪的市有土地，向中央爭取經費，興建全台首
座 「光電室內親子全齡共融遊戲場」，在屋頂
搭建光電設備，下方則打造共融遊戲場，讓民
眾有免日曬雨淋的休閒場所，並兼顧綠能發電
，市長黃偉哲18日參加動土儀式，期許這座親
子共樂的好場所，能如期如質完工啟用。

東山區光電室內親子全年齡共融遊戲場昨
日舉辦動土典禮，儀式前循古禮儀式，迎東山
碧軒寺觀音佛祖坐鎮會場祈福，除了黃偉哲，
市府民政局副局長吳明熙、東山區長呂煌男、
市議員張世賢、蔡育輝、沈家鳳、李宗翰、東
山區農會總幹事余淑琴及多位里長參加動土，
祈福工程順利。

東山區老年人口達5100人，占當地總人口
26％，區公所去年開始尋找共融遊戲場地點，
收回遭占用60 年約900 坪的市有地，除向中央

爭取補助 1600 萬元外，市府配合款 400 萬元，
投入總經費2000萬興建，同時配合國家綠能政
策，在共融遊戲場上方設置全台首座挑高9公尺
、開放空間及中間無立柱的室內光電鋼棚。

黃偉哲表示，很高興能見證東山區光電室
內遊戲場動土典禮，也感謝東山區公所及怡和
國際能源公司董事長朱文煌努力促成這筆光電
招租與動土活動，公私協力、創造雙贏，提供
親子共樂的好場所，相信啟用後，能提供一個
親子同樂遊玩的好所在。

呂煌男說，現場還將打造5處光電停車場，
設計挑高3.7至4.3公尺高，並裝設LED夜間照
明、吸頂扇與插座，可提供民眾婚宴廟會辦桌
，或是各里、各社區及社會團體辦理活動使用
，同時免費提供假日小農市集擺攤，推廣東山
咖啡與在地觀光文化產業。

台南全台首座光電室內全齡遊戲場動土
彰化縣長王惠美的彰化縣競選總部將在周

末22日成立，當天將有前立法院長王金平、新
北市長侯友宜、國民黨主席朱立倫等大咖站台
；對手民進黨彰化縣長候選人黃秀芳也在同日
舉行造勢大會，已 3 度下鄉站台的副總統賴清
德將在再現身，雙方同日造勢，較勁意味十足
。

王惠美彰化縣競選總部成立在即，競選總
部人員近來整日在競選總部忙進忙出，22日將
在旭光西路停車場舉辦成立大會，預計當天將
吸引超過5000人到場，王惠美廣發邀請函，邀
各界前來相挺，並特別註明敬辭花圈花籃，呼
籲轉捐款做公益。

本月初黃秀芳競選總部成立時，找來蔡英
文總統站台，還有 3 度現身彰化站台的副總統

賴清德、民進黨籍前縣長、立委等陣容。22日
王惠美競選總部成立，原本蘇貞昌、賴清德也
將直搗王惠美鐵票區鹿港為黃秀芳造勢，但蘇
貞昌18日傳出快篩陽性，因此當天活動將作調
整。

王惠美22日競選總部成立當天，預計多名
國民黨大咖現身彰化站台，目前預計有王金平
、侯友宜、朱立倫等現身成立大會，輪番上陣
為王惠美站台助講。

年底大選倒數不到40天，尋連連任的王惠
美穩紮穩打，除拚縣政南北彰走透透，也不忘
加強 「空戰」，結合許多網紅頻道曝光，以爭
取更多網路社群聲量；民進黨黃秀芳也動作頻
頻，緊咬王惠美過去未實現的政績、無法擺脫
低薪等問題，競爭激烈。

王惠美競總22日成立 黃秀芳邀賴神鹿港造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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