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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美國選舉勝敗取決於能
否正確回應選民最重視的問題，不過今
年國會期中選舉，選民心中的當務之急
不斷在變動，難以確認。距期中選舉還
有一週，法新社整理選民關心的諸多議
題。
●經濟

美國通貨膨脹率已飆高到 8.2%，儘
管這是個全球性問題，美國總統影響力
有限，但共和黨仍歸咎於民主黨大筆增
加支出導致物價升騰加劇。

根據蒙茅斯大學（Monmouth Uni-
versity）民調，認為通膨問題極端重要的

選民已從9月37%增加到46%。
根據哈佛大學美國政治研究中心與

哈瑞斯民意調查（Harvard CAPS-Harris
Poll）針對大約2000名已登記選民的調查
，48%表示，在通膨問題上，他們比較可
能投票支持共和黨；36%表示，在此問題
上支持民主黨。
●犯罪

根據聯邦調查局（FBI）數據，全美
暴力犯罪在整體上飆升，由2020年64萬
836 起案件增加到 2021 年 81 萬 7020 案，
成長率約28%。美國政治新聞機構Politi-
co 和民調機構 Morning Consult 合作進行

的調查顯示，3/4以上選民表示，暴力犯
罪是嚴重問題。福斯新聞（Fox News）
民調也顯示類似關切程度。
●民主政治

根據 「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和謝納學院（Siena College）進行
的民調，選民高度認為，美國民主政治
已陷入危險，但選民對此議題的切入角
度與媒體不同。將近3/4已登記選民一致
認為，美國民主政治已 「面臨威脅」，
但他們關切的是制度性貪污，這是一種
動搖公眾對官僚信心的低層次貪婪問題
。

美國期中選舉 選民關注諸多議題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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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t Friday we held a kickoff party for the ITC 20th Anniversary 2022
Gala. Nearly 200 friends attended the warm reception, including our Gala
Chair, Judge Robert Eckels, Congressman Al Green, Commissioner Jack
Cagle, several consuls general and many chamber of commerce presidents.

Over the past twenty years,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has held
hundreds of activities of all sizes, including academic seminars, business
meetings and has served more than ten thousand small businesses in this
region. Because of all these contributions, we won a community service
award from former President Obama.

Today we have a new vision to integrate the platform of our trade
center through our media group to expand into financial services. This new
integrated platform will be used to reach our new goal of setting foot on the
international stage.

We are so fortunate that so many of our business partners have been
with us throughout the last so many decades.

The huge wheel of history has always been rolling forward. We are
here to catch the opportunity to serve our community and our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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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C Twenty-Year Anniversary Kickoff PartyITC Twenty-Year Anniversary Kickoff Party

為了慶祝美南國際貿易中心二十年週
年紀念而暖身，上週五我們舉辦了預備
晚會，近二百位各界友人參加了一次室
外之溫馨酒會，當天出席者包括紀念會
主席前赫里斯郡長艾克斯，現任四區區
長卡哥斯，聯邦眾議員格林，前聯合國
協會會長伯克大使，衣索比亞駐德州總
領事卡伯地，赫里斯醫療基金會董事長
狄奧，各國商會會長，銀行家帕克等各
族裔領䄂。
二十年來，國際貿易中心舉辦了數

百塲各種大小之活動，曾經和政府單位
民間團體及學術機構舉行學術研討、商
業交流，為超過一萬家中小企業服務，
並且在二O一七年榮獲奧巴馬總統頒發之
社會服務奬。

今天我們更有遠大理想和計劃，將
透過美南媒體集團整合國際文化貿易中心
之平台，並正在策劃美南財務金融中心
，預計明年底前在美南新聞廣場上完成
媒體、文化貿易及金融中心之全面結合
，為華人在海外創建新的媒體商業金融平
台，將是美南集團嶄新之旅程碑，為踏
上更壯闊之國際舞台。
我們在此要感謝多年來和我們同行並

幫助的事業伙伴，國際貿易中心為我們
搭建了世界舞台，更忝為几內亞駐休斯
敦名譽總領事，籍此參與許多外交活動
，開拓和結识更多國際人士。
歷史的巨輪總是不斷向前滾動，數

十年來之艱辛歲月，希望為社會國家貢
獻簿力。

我們迎來五湖四海的國際好友我們迎來五湖四海的國際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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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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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總統證實，沙特渴望加入“金磚機制”
五個成員國已給出答復

綜合報導 “金磚國家”成員國包括

中國、俄羅斯、印度、南非和巴西，原本

指的是五個極具發展潛力的國家，在成立

多年後，現在已經形成了壹種“機制”，

越來越多的國家希望能夠加入“金磚國家”的

行列，像沙特、阿根廷、阿聯酋、土耳其

、印尼等，因為“開放包容，合作共贏”

的金磚精神，已經獲得國際社會認可。最

近，南非總統證實，沙特渴望加入“金磚

機制”，而且五個“金磚”成員國已經給

出了答復。

據來自觀察者網的報道，南非總統拉

馬福薩在與沙特王儲兼首相薩勒曼舉行會

晤後，對外證實沙特希望能早日加入“金

磚機制”。對於沙特的這壹願望，拉馬福

薩表示，“金磚五國”已經給出了“同樣

的答復”，那就是“將在明年峰會上進行

討論”，到時再“做出決定”。

如果能夠加入“金磚機制”，對沙特

而言，是多了壹群真正能夠信賴和合作的

朋友國家；對“金磚國家”而言，也是自

2010年南非加入後，再壹次對外擴員，

“金磚”的影響力將進壹步擴大。

實際上，早在今年6月份，伊朗和阿

根廷就已經提交了加入“金磚機制”的申

請，印尼、土耳其、埃及等國家也對成為

“金磚機制”壹員，表現出濃厚的興趣。

那麼“金磚五國”對於“擴容”又是什麼

態度？應該說，“金磚五國”的態度基本

上是壹致的，這主要體現在兩

個方面。

壹方面，那就是“統壹回

復”，“明年再講”，2022年

“金磚國家”的輪值主席國是

南非，屆時在南非召開“金磚

”峰會時，將就這壹問題“進

行統壹討論”，然後再做出決

定。從目前動向看，明年“金

磚”擴容恐怕不止壹個國家，

必將引起國際轟動。

另壹方面，那就是“金磚

五國”對於擴容的態度是“積極的”，印

度“金磚國家國際論壇”主席阿南德就表

示，中俄印等國討論了別國申請加入的問

題，“金磚國家”對此壹直是進行“積極

解讀”，認為“擴容”將顯著增加該機制

“在世界上的影響力”，“所有核心成員

都有興趣擴員”。

中國是今年“金磚國家”的輪值主席國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就表示，五國領

導人就擴員“發出了壹致聲音”，“支持討

論擴員標準和程序”，“讓更多誌同道合的

夥伴加入金磚大家庭”。由此可見，“金磚

五國”對於“擴員”是非常積極的，目前也

正在制定相關的章程和標準，不能“壹擁而

上，壹哄而散”，“擴員”的關鍵在於，

“符合標準”以及“誌同道合”。

就這兩點來看，沙特應該還是能夠滿

足成為“金磚國家”成員的要求的。壹方

面，沙特是壹個富裕的海灣國家，具有非

常好的發展前景，用“富得流油”來形容

壹點不為過，完全具備成為“金磚國家”

的資格，其經濟發展水平，比部分“金磚

五國”還要好。

另壹方面，沙特近期也體現了“誌同

道合”的特點。比如說，沙特及其領導的

歐佩克組織最近決定“大幅減產”，這讓

美國“暴跳如雷”又無可奈何，從某種角

度來講，這顯然有助於緩解西方對俄制裁

，因為中東減產，全球對俄羅斯石油的需

求就暴增了。看來，沙特雖然長期受到美

國的“保護”，但也長期承受了美國的盤

剝，早就“苦美久矣”，現在似乎有抓住

“歷史機遇”的架勢，因此沙特可能成為

“誌同道合”的國家。

12歲女孩遭虐殺震動法國
馬克龍首次發聲

綜合報導 近日，法國首都巴黎發生

壹起駭人聽聞的兇殺案，壹位名叫蘿拉

（Lola）的12歲女孩被人以殘忍的手法

殺害，屍體被裝入壹個行李箱中。這樁

案件震動了整個法國，也引起法國總統

馬克龍的關註。

據報道，在布魯塞爾參加歐盟峰

會的馬克龍當天接受媒體采訪時，首

次就這起兇殺案發表公開評論。他譴

責這起案件是壹次“極端邪惡的暴行

”，並呼籲法國民眾團結起來聲援受害

者的家人。

“我首先想到的是蘿拉的父母和她

的兄弟，這個團結且擁有尊嚴的家庭此

刻正承受著痛苦，我認為他們需要國家

的尊重和支持。”馬克龍說，“當我們

面對極端的邪惡時，我們體會到這些事

情可能發生在我們的社會中，這令人不

安。”

法新社稱，馬克龍已於當地時間18

日會見了蘿拉的父母。法國總統府在壹

份聲明中說，馬克龍向遇害者的家人表

示哀悼，並承諾將全力向蘿拉的家屬提

供支持。

據報道，遇害的12歲女孩蘿拉是巴

黎喬治-布拉森斯學校的壹名學生。當地

時間10月14日下午5時左右，蘿拉的母

親戴爾芬（Delphine）因遲遲未等到女兒

放學回家，焦慮地前往警察局報警，並

在社交媒體上發布照片求救。

戴爾芬的丈夫是他們所住公寓樓的

管理員，他們在查閱監控錄像時發現，

蘿拉最後壹次出現是在當天下午3時20

分左右，當時她身旁還有壹名20多歲的

女子。後來，有人看到這名女子提著壹

個行李箱走出了大樓。

在戴爾芬報警後不久，壹名無家

可歸的男子在當地時間14日深夜聯系

了巴黎警方。他報告說，在距離蘿拉

家幾個街區外的壹棟建築附近發現了

壹個行李箱，裏面裝有壹具屍體。經

法國警方確認，這名遇害者正是失蹤

的蘿拉，屍檢結果表明她的死因是窒

息。

法國BFMTV報道稱，在行李箱被發

現時，蘿拉的手和腳被綁著，臉上纏著

膠帶，喉嚨上有多處割傷。兇手還用紅

墨水在她的屍體上寫上了數字“0”和

“1”。

法國警方稱，蘿拉的父母在監控錄

像中看到的24歲女子是這起案件的主要

嫌疑人，她被指控涉及“謀殺15歲以下

未成年人”、“對未成年人實施性虐待

行為”等多項罪名。這名嫌犯目前已被

警方拘捕。

BFMTV援引法國警方披露的信息稱

，嫌犯是壹名失業的阿爾及利亞移民，

存在 “精神問題”。她在2016年持學

生居留證抵達法國，但該文件現在已經

過期。今年8月21日，她曾因缺少有效

居留證件被捕，當時法國政府就已要求

她在30天內離境。事發之前，嫌犯正住

在她26歲的姐姐的家中，與蘿拉壹家住

在同壹棟樓內。

此外，壹名43歲的男子也被指控涉

及“藏匿屍體”。這名男子向法國警方

承認，他在案發後曾開車把兇手和藏屍

的行李箱運送到巴黎北部郊區。

在馬克龍對遇害者家屬表示哀悼的

同時，法國右翼政客正在利用嫌犯的非

法移民身份來抨擊政府的移民政策。法

新社稱，法國極右翼政黨國民聯盟領導

人瑪麗娜· 勒龐18日在國民議會質問總

理伊麗莎白· 博恩，要求其提供“毫不妥

協的解決方案，以確保法律得到實施和

尊重”。

《世界報》提到，以“再征服黨”

領導人埃裏克· 澤穆爾為首的多名法國

極右翼政客還在20日組織了壹次集會

，紀念遇害的女孩蘿拉。盡管集會組

織者禁止了政治口號和標語，但在散

場之前，集會現場仍然響起了“驅逐移

民”等口號。

法國內政部長達爾馬寧則譴責右

翼政客的舉動是“無恥行為”，指責

他們試圖利用這起兇殺案來獲取政治

資本，“所有父母都對這起悲劇感到

擔憂，蘿拉的父母也希望安靜地悼念

他們的女兒。我們正在盡最大的努力

讓他們得到尊重……政客們需要考慮他

們言行的後果。”

匈牙利政府宣布
將降低中小企業貸款利率

綜合報導 匈牙利政府宣布，從11月15日開始，擴大現有抵押貸款

利率上限政策的適用範圍，向中小企業提供的浮動利率貸款也可享受該

政策。

匈牙利負責經濟發展事務的部長納吉· 馬爾冬表示，為降低中小企

業的成本，這些企業的貸款利率將被限制在7.77%，該措施有效期至

2023年7月1日。目前的利率為16.69%。

納吉表示，約有6萬家中小企業持有的浮動利率貸款存量接近2萬

億福林（約合人民幣349億元），該措施可以避免這些企業為其貸款支

付20%或更高的利率，“希望避免明年經濟陷入衰退，我們有機會實現

1%的增長”。

匈牙利政府當天還表示，將提供1500億福林（約合人民幣26億元）

的補貼，幫助那些致力於提高能源利用效率的大型企業。

受能源和食品價格上漲的影響，9月份匈牙利的通脹率達到了20.1%

，是自1996年12月以來的最高水平。目前，匈牙利政府已經限制了燃料

和幾種基本食品的價格，在遏制物價飆升的同時也在竭力避免2023年經

濟陷入衰退。

香榭麗舍大街和協和廣場
將成為巴黎殘奧會開幕式舉辦地

綜合報導 繼巴黎奧運會開幕式將從體育場“搬到”塞納河上之後

，2024年巴黎奧組委於法國宣布，巴黎殘奧會開幕式也將在市中心開放

區域舉辦，巴黎地標香榭麗舍大街和協和廣場將成為本屆殘奧會開幕式

舉辦地。

巴黎殘奧會將於2024年8月28日開幕，屆時將有來自184個代表團

的4400名殘奧運動員參賽。本屆殘奧會開幕式將從香榭麗舍大街開始，

之後在協和廣場繼續進行。站在協和廣場放眼寬廣的香榭麗舍大街，可

以壹眼望到路盡頭的凱旋門，本屆殘奧會開幕式希望用夢幻般的慶祝來

展現殘奧會的精彩。屆時將有6.5萬人現場觀看開幕式，其中約3萬人可

在香榭麗舍大街兩旁免費觀看。

巴黎奧組委主席托尼· 埃斯坦蓋表示：“為了展示殘奧運動員的成

就，以及他們所體現的價值觀和帶給我們的感動，巴黎殘奧會希望通過

這場首次在體育場外舉辦的殘奧會開幕式，為殘奧運動員提供壹個前所

未有的展示窗口。此外，在市中心舉辦的這場殘奧會開幕式也極具象征

意義，希望借法國首次舉辦夏季殘奧會的機會，讓包容殘疾人成為社會

的核心。”

去年12月，巴黎奧組委宣布，巴黎奧運會的開幕式將突破體育場的

限制，在長達6公裏的塞納河河道及沿河區域內舉行。約10500名運動員

將乘坐160余艘船只沿塞納河由東向西入場，沿岸囊括了巴黎著名的地

標性建築如巴黎聖母院、盧浮宮以及埃菲爾鐵塔等。如今，巴黎殘奧會

開幕式也在體育場外舉行，這也進壹步契合了巴黎奧運會和殘奧會的口

號——奧運更開放(Games Wide Open)。

研究：下壹波大流行將來自北極融化冰層
綜合報導 通過分析北極湖

泊的土壤和沈積物，科研人員

得出結論認為，隨著北極冰層

的融化，遠古病毒的傳播風險

明顯增加，這些病毒還可能獲

得新的傳播載體。

隱藏在融化冰層中的下壹

波疫情很可能正在朝我們而來

。科研人員分析了位於加拿大

埃爾斯米爾島、北極許多冰川

的水源——Hazen 湖

的土壤和沈積物。他

們確定了樣本中已知

病毒的 DNA 和 RNA

並得出結論認為，由

於冰層融化，病毒獲

得新載體的可能性增

長。

也就是說，由於氣候變

暖，曾經被冰層和永凍土冰

凍的病毒和細菌可能會醒來

，傳染給當地的生物。2016

年西伯利亞北部炭疽病爆發

的原因，很可能是因為永凍

土融化並讓受感染的馴鹿屍

骨暴露。

還有研究表明，冰層中可

能隱藏著人類未知的病毒。

2014年，法國科學家成功地從

西伯利亞永久凍土中復活了壹

種病毒，使其在3萬年後再次

成為傳染性病毒。“打開這些

冰層將帶來災難。”

盡管科研人員試圖讓民眾

放心，情況並不嚴重，但他們

仍然呼籲對地球的微生物世界

開展研究，來正確評估風險。

科研人員表示：“現在有兩件

事很明顯。首先，北極正在迅

速變暖，人類面臨的最大風險

來自其對氣候的影響。其次，

來自其他地方的疾病會蔓延到

北極的脆弱生物種群和生態系

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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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新聞

白宮今天表示，美國和中國官員仍在努力
安排，讓美國總統拜登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在 15 至 16 日於印尼峇里島舉行的 20 國集團
（G20）領導人峰會面對面會談。

白宮國家安全會議（NSC）發言人柯比
（John Kirby）告訴記者，為促成G20拜習會，
工作人員層級的努力仍在持續進行。

柯比表示： 「工作人員仍在透過各種方式
努力。」

白宮10月28日正式宣布拜登將出席G20，
中方尚未宣布習近平是否與會。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10月
30日晚間與中國外長王毅通話，談論美中關係
、俄烏戰爭及海地情勢等議題。這是中共20大
結束以來，雙方首次通話。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萊斯（Ned Price）31
日在例行媒體簡報會上表示，雙方進行約70分
鐘富有成效的對話，展現美中致力維繫溝通管
道暢通，若有需要G20前也可能再次通話。

拜登2021年1月執政以來，中美兩國領導
人已5次通話。若他們在G20上會晤，將是拜
登上任以來中美領導人首次面對面會談。

白宮：美中官員仍在努力安排G20拜習會

睽違3年，目前推力最大的 「獵鷹重型火
箭」(Falcon Heavy)再次發射升空，這一次任務
是接受美國太空部隊(USSF)的委托，將 1 枚名
叫TETRA-1 的軍用衛星，和另一枚更機密、
體積更大的衛星送到地球同步軌道(GEO)。之
後，2 枚助推火箭都成功返回降落平台，至於
中間的主火箭，則因為高度太高，無法返回地
球回收。

太空飛行(spaceflightnow)報導，獵鷹重型火
箭是由3具獵鷹9號火箭結合而成，火箭長度70
公尺，寬度12公尺，由27台 「梅林1D」(Mer-
lin 1D)火箭發動機，產生約2300噸的推力。它
的運力可將63噸的物體送到地球低軌道，或是
將26噸的物體送到地球同步軌道，是目前運力
最大的火箭之一。這次代號 「USSF-44」的發
射任務，僅是獵鷹重型火箭的第4次發射，離
上一次的發射已相隔3年之久。

SpaceX執行長馬斯克(Elon Musk)曾經設想
利用獵鷹重型火箭載人前往太空，包括月球與

火星，但是之後他改變主意了，月球與火星的
載人任務，將由研發中的 「星艦」(Starship)來
進行，獵鷹重型火箭只負責衛星發射業務。

不過，多數的衛星發射業務都在中低軌道
，只需要獵鷹9號火箭即可執行，因此獵鷹重
型火箭有3年的時間沒有出過任務。

由於USSF-44事涉機密，因此在升空後10
分鐘，抵達初步軌道後，就關閉了實況轉播。
事實上衛星還沒有抵達衛星預定軌道高度，只
是獵鷹系列火箭都採用逐步加速的模式來升高
軌道高度，因此至少需要一天以上的時間，才
會抵達同步軌道，也就是大約離地球3萬6千公
里遠的太空。

2枚獵鷹助推火箭在發射後10分鐘，就脫
離主火箭返回地球，期間經過多次減速，因此
它不需要特殊耐熱材料，2 枚火箭隨後都成功
降落，在整修與檢查後，可以再添加燃料繼續
發射。

獵鷹重型火箭睽違3年再次發射
運載美太空部隊機密衛星

美國國防部剛剛贈送烏克蘭4套軍用衛星天
線，表示這些通訊系統可以增進烏克蘭的指揮官
控制部隊的能力。先前SpaceX首席執行長伊隆
•馬斯克 (Elon Musk)曾表示，他可能沒辦法持
續無償提供烏克蘭星鏈(Starlink)網路服務，因此
五角大廈的支援就顯得相當重要。

防衛新聞(Defense News)報導，五角大廈新
聞秘書辛格(Sabrina Singh)說，這些通訊天線
(SATCOM)不是提供星鏈這樣的網路服務，而是
戰場上的多邊溝通，可為指揮官提供更好的部隊
控制能力。

這4套軍用天線是美國國防部自己的庫存設
備，並且也是10月28日拜登政府的2.75億美元
一攬子援助計劃之內。

2月24日，俄羅斯全面攻擊烏克蘭，第一時
間就破壞烏克蘭的通訊線路，試圖削弱烏國防衛

部隊的組織與反攻的能力。華盛頓和基輔的官員
都表示，電信系統是當時俄羅斯人的主要目標。

之後，馬斯克表示，他願意免費提供星鏈系
統給烏克蘭。星鏈是由2200 多顆低軌道衛星組
成的全球通訊網，為超過15萬個烏克蘭地面站
提供了寬頻網路，確實成功的補上了烏克蘭遭到
破壞的通訊網。

不過，馬斯克在兩周前曾一度宣布，星鏈無
法再向烏克蘭持續提供服務，但之後不久又收回
該說法，稱他還有資金可以將繼續。

不管如何，美國國防部表示他們會支援軍方
通訊設備給烏克蘭，並且強調這些天線能夠與不
同類型的衛星一起使用，包括星鏈系統。

除此以外，五角大廈也在6月表示，將向東
歐前線提供數千台無線電通訊器，但拒絕具體說
明型號或製造商。

「別擔心馬斯克斷訊」 五角大廈贈送4套軍用天線給烏克蘭

美國距離11月8日期中選舉投票只剩約一週，總統拜登為民
主黨造勢卻避開多個關鍵激戰州，避免自己的低支持率和選民對
經濟失望成為民主黨的包袱。

「華爾街日報」報導，無黨派選情分析網站 「庫克政治報告
」（The Cook Political Report）根據兩黨目前支持率列出14個激
戰州，但拜登9月1日以來只去了6個，亞利桑那、內華達、喬

治亞3個2020年把他送進白宮
、如今陷入激戰的州更是一回
都沒去。

反觀民主黨選情穩固的紐
約州、馬里蘭州，他各跑3趟
與2趟。唯一去過一次以上的

頂級戰區是他
出生地賓州。

一份華爾街日報最新民調顯示，過半受訪美國
民眾否定拜登施政表現，民主黨內直言他的輔選
策略反映出支持率偏低的總統在期中選舉時舉步
維艱；一些黨內候選人刻意與拜登保持距離，拜
登只好把主要造勢限縮在官方行程及在白宮或募
款場合演說。

民主黨策師柯菲尼斯（Chris Kofinis）說：
「掙扎之處在於我們當前所處的局面、將面對的

局勢，都無法做到絕對安全的一面，我不意外他
跳過亞利桑那及內華達，問題是，他去賓州或紐
約州會否淪幫倒忙都很難說，我完全沒看到有候
選人嚷著要他來。」

民主黨籍俄亥俄州聯邦眾議員萊恩（Tim Ry-
an）這次轉戰參議員，他近日在哥倫比亞廣播公
司新聞網（CBS News）受訪時直言不會找拜登輔
選， 「我想讓自己成為選戰焦點」。拜登9月初

到俄亥俄州參加英特爾公司（Intel）半導體廠破土典禮時，萊恩
在拜登受訪時刻意保持距離。

同樣轉戰參議院的威斯康辛州副州長巴恩斯（Mandela
Barnes）9月初刻意缺席一場拜登參加在密爾瓦基州的美國勞動
節活動；他當時告訴當地媒體，缺席是因為行程太滿抽不出時間
。

拜登從9月1日以來造訪14個激戰州、舉辦17場募款造勢並
在白宮或華府特區發表演講，主打像保障墮胎權、學生債務等民
主黨列為要務的議題。

反觀2010年同期，當時民主黨籍的總統歐巴馬造訪的激戰
州有20個、舉辦28場募款造勢；2018年同期，當時共和黨籍的
總統川普更是跑了25個州，也舉行18場募款造勢。

共和黨人認為，拜登施政已成民主黨的拖累。共和黨全國委
員會（RNC）發言人布蘭德（Nathan Brand）說： 「拜登只要踏
進激戰區，就會讓選民想起民主黨帶來的通膨、犯罪飆升與高油
價。」

期中選舉倒數1周拜登輔選跳過激戰區避免拖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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載有173人！
韓國壹客機在菲律賓沖出跑道 航司道歉

綜合報導 大韓航空社長吳起洪就大韓航空壹架客

機在菲律賓宿務機場沖出跑道事件致歉，稱將全力與當

地航空機構及政府合作，妥善處理後續事宜。

23日晚，大韓航空壹架載有162名乘客和11名乘務

員的客機因天氣狀況惡劣在降落時沖出跑道，所幸沒有

造成人員傷亡，但客機起落架的車輪和機身部分破損。

大韓航空計劃在對事故原因進行調查的同時，為原

定乘坐該客機前往韓國仁川的乘客派遣替代航班。韓國

國土交通部就此表示，將以航空政策室長為負責人設立

事故處理本部，掌握損失情況，並與當地使館、航空公

司等建立聯系體系，對事故予以應對。

韓國航空鐵路事故調查委員會和韓國國土交通部航

空安全監督官員也計劃參與事故調查。韓國國土交通部

稱，由於此次事故，宿務機場跑道被關閉，原計劃從仁

川機場出發飛往宿務機場的航班被迫在附近機場降落，

原計劃從宿務機場返回仁川機場的航班被推遲。

據新華社報道，大韓航空在壹份聲明中說，客機23

日晚兩次嘗試在惡劣天氣下降落未果，第三次嘗試降落

時，於23時07分沖出跑道。客機搭載162名乘客和11

名機組人員，沒有人員受傷，乘客已被送至當地三家酒

店安置。菲民航局說，事故導致宿務機場暫時關閉。至

少4架進港航班已經改降菲首都馬尼拉及附近壹座機場

。大韓航空社長吳起洪就發生事故致歉，說將同菲民航

局壹道徹查事故原因。

據天合聯盟官網，韓國大韓航空是天合聯盟的創始

成員之壹，是壹家總部位於首爾的主要國際航空公司，

其主要樞紐位於仁川（ICN）機場。該航空公司的核心

業務包括客運、貨運、航空航天、餐飲和機上銷售。

韓軍鳴槍驅逐越界朝鮮商船
朝鮮發射10枚火箭炮回應
綜合報導 朝鮮在靠近朝韓海上軍事分界線的龍淵郡壹帶發

射10枚火箭炮，反擊此前韓軍對朝鮮船只越界采取的鳴槍驅離措

施。

據報道，當地時間當天淩晨3時42分（北京時間2時42分）

許，壹艘朝鮮商船越過朝鮮半島西部海域白翎島西北方向約27公

裏處的北方界線（NLL），韓軍就此進行了廣播警告和鳴槍

射擊，將其驅逐回北方界線以北地區。

韓國聯合參謀本部認為，該船舶越過北方界線屬於“侵犯”

行為，並正在了解其越界意圖和原委，而韓軍所采取的是常規應

對措施。

另據報道，朝鮮人民軍總參謀部發言人表示，當天淩晨3時

50分左右，韓國海軍第二艦隊以打擊不明船舶為由，在白翎島西

北方向20公裏處侵入海上軍事分界線朝方壹側2.5~5公裏，朝鮮

人民軍總參謀部下令前線海岸防禦部隊保持監視及反制態勢。

朝鮮人民軍總參謀部發言人稱，朝方5時15分在龍淵郡壹帶

向射擊方位270°方向發射10枚火箭炮，進行警告射擊。

朝鮮方面稱，韓方近期繼在地面前線進行“炮擊挑釁和擴音

器挑釁”後，又進行“海上挑釁”，朝鮮因此向對方發出“嚴正

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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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據日本廣播協會

電視臺報道，被陸續曝出與統

壹教存在關聯的日本經濟再生

擔當大臣山際大誌郎24日晚在

記者會上表示，已向首相岸田

文雄遞交辭呈。

據報道，山際大誌郎24日

晚前往首相官邸與岸田文雄進

行短暫會談，向岸田文雄表明

因不願給政權運營帶來麻煩而

辭職的意向。

報道稱，因被陸續曝出與

統壹教存在關聯，山際大誌郎

此前已在自民黨內部表達了辭

職意願。不過，山際大誌郎24

日晚強調，將不會辭去眾議院

議員職務。

據報道，刺殺日本前首相

安倍晉三的嫌疑人山上徹也供

認，他母親因受統壹教影響而

導致家庭崩潰，他是為報復該

教而刺殺與統壹教關系密切的

安倍。統壹教以販賣“靈物”

等方式壓榨信徒的做法隨之成

為輿論關註焦點。自民黨就國

會中本黨籍議員與統壹教的關

系進行內部調查，9月8日發布的調查結果顯示，

將近壹半的自民黨國會議員與統壹教有牽連。

日研究人員報告從小行星“龍宮”采集的氣體樣本組分

綜合報導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開發機構等

單位日前發布公報說，日本研究人員對“隼

鳥2號”探測器從小行星“龍宮”采集的氣

體樣本進行分析發現，該氣體樣本含有太陽

風和地球大氣的混合物。相關論文已發表在

美國《科學進展》雜誌上。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開發機構、九州大學

、茨城大學等單位日前聯合發布新聞公報說

，“隼鳥2號”探測器執行了世界首個從近

地小行星帶回氣體組分的航天任務。在“隼

鳥2號”回收艙著陸地球約30小時後，研究

人員對回收艙從小行星“龍宮”帶回地球的

樣本中所含氣體組分進行了抽出、采集和質

譜分析。之後，部分氣體樣本被分發給日本

國內外研究機構，研究人員對氣體組分進行

了精確的同位素分析。

分析發現，從小行星“龍宮”采集的

氣體主要包含氫、氦、氖、氬、氮等成分

。更精確的同位素分析顯示，氣體樣本中

氦的同位素氦-3所占比例大約是地球大氣

的100倍，氖的同位素組成比例也與地球大

氣不同。

通過分析氦、氖和氬的元素豐度比例以

及氦的同位素組成比例，研究人員認為，該

氣體樣本含有太陽風和地球

大氣的混合物。研究人員推

測，氮和氬很可能是樣本返

回地球時被混入的地球大氣

成分，而氦和氖則來自小行

星“龍宮”，它們被太陽風

“搬運”到小行星表面。

研究還發現，這些氣體

成分與地球上發現的壹些特

殊隕石中檢測出來的稀有氣

體的特征相似，很可能保留

了太陽系形成時的特征。這

項研究將為探索太陽系初期

面貌提供新線索。

“隼鳥2號”小行星探測器於2014年發

射，2018年6月抵達小行星“龍宮”附近並

采集了巖石樣本。搭載樣本的回收艙於2020

年12月返回地球，“隼鳥2號”則繼續飛往

其他小行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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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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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濫發“免針紙”西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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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生姓名

王秉亮

殷錦新

林定儀

戴港盛

蔡淑梅

傅元龍

陳凱旭
【被通緝】

診所地址

柴灣興華（一）邨興華商場

新界元朗青山公路21
號元美大廈2號舖地下

新界天水圍天華路天悅
邨T TOWN NORTH

香港九龍佐敦彌敦道
335號高怡醫務中心

元朗青山公路元朗段

荔枝角道132B號地下

觀塘

問題“免針紙”
數量

6,600張

1,356張

1,399張

3,000張

14,000多張

逾3,000張

數百張

◆圖為其中一家涉案醫務所的懷疑濫發“免
針紙”。 資料圖片

▲▼▲▼99月初月初，，涉濫發涉濫發““免針紙免針紙””的蔡淑梅醫務所內外的蔡淑梅醫務所內外
人滿為患人滿為患。。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99月月2020日日，，警方拘捕其中警方拘捕其中
一名涉嫌濫發一名涉嫌濫發““免針紙免針紙””的的
戴姓醫生戴姓醫生。。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公務員局：嚴肅處理違規人員

提交立會 賦權醫衞局長有合理懷疑即可處理
依法修例堵漏洞 廢除問題“免針紙”

有“覆核王”之稱
的郭卓堅25日聲言會再就特
區政府今次修例提出司法覆
核，多名法律界人士認為，特區政
府是次修例有理有據，不易受挑戰。
行政會議成員、資深大律師湯家驊25日
向香港文匯報表示，特區政府刊憲修訂《預
防及控制疾病（疫苗通行證）規例》是合理合
法的，修例可以即時照顧到全港的公共利益，而無
須花費時間爭拗法律論點，也完全符合法律程序。

湯家驊指出，政府有權就《預防及控制疾病（疫苗通
行證）規例》作出修訂。該機制自新冠疫情爆發以來已運行
近3年，政府從公共利益出發，限制部分人出入指定處所，而購
買問題針紙的人理應屬受限範圍，“不能隨便容許一些人行使虛
假文件騙飲騙食。”政府今次決定不上訴直接修例，不僅節省時
間，亦堵塞了上次司法覆核中法官指出的漏洞。至於再次被司法
覆核的風險，他相信成功被挑戰的機會甚微。

堵漏合理 覆核成功機會低
大律師陸偉雄亦支持今次修例的決定，認為政府是參考了律

政司的法律意見後，綜合作出的理性決定。“如果政府就上一次
敗訴的結果，繼續上訴，可能需要好長時間，因為法官指出了政
府沒有理據，上訴最後如果再輸，就浪費了精神和心血。反而修
訂法例後，提供了理據，還可以好快通過。”

他強調，從法律專業角度，修訂法例後，反對空間會愈來愈
小，故呼籲反對廢除問題“免針紙”者，不要繼續提出司法覆
核，不如採取正當方法，從其他醫生處取得合法的“免針紙”，
與政府達至雙贏局面。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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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界：不影響正途申請

香港特區高等法院日前就

問題“免針紙”的司法覆核判

特區政府敗訴，認為香港醫務衞生局

局長無權廢除該逾兩萬張“免針

紙”。特區政府25日傍晚宣布，經仔

細考慮法律意見、抗疫工作的迫切

性、公眾利益等因素後，決定不會提

出上訴，但會透過修訂相關規例堵塞

漏洞。相關修訂規例25日刊憲，26日

提交立法會進行“先訂立後審議”程

序，並於同日生效，賦權醫務衞生局

局長可宣告特定的“免針紙”失效。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 25日晨表

示，特區政府一直依法行事，同時亦

有責任確保市民的公共健康得到有效

和迅速的保護，任何人如涉嫌作出違

法或違反專業操守的行為，定必追究

其責任。據了解，全港約1.5萬張問題

“免針紙”或因修例而失效。

◆香港文匯報記者 費小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費小燁）約370名公職
人員（包括約70名非公務員的合約政府僱員）
曾使用由該7名涉案私家醫生過去所簽發的“免
針紙”。公務員事務局於上月底曾通知各政府
部門，相關僱員必須於本月12日起提供新的

“免針紙”或接種疫苗紀錄，否則將被拒絕因
工作目的進入有關政府大樓和辦公處所，但有
關決定最終因司法覆核案暫緩。
據了解，由於25日刊憲的《修訂規例》需待

“先訂立後審議”程序完成並正式生效，醫務衞

生局局長才可宣告特定的“免針紙”失效，未宣
告前有關公務員仍可持涉案“免針紙”進入政府
大樓和辦公處所。公務員事務局早前曾強調，非
常重視政府僱員的品行操守，如有個別人員涉嫌
違法或違紀，定必按既定機制嚴肅處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醫
衞界立法會議員林哲玄25日接受香港文
匯報訪問時表示，特區政府今次提出修
例是出於公共衞生角度的迫切性，雖然
並非最理想做法，但在有限時間下，只
能對個別有問題的“免針紙”進行集中
廢除，“基於整個社會安全健康考慮，
政府需要快速有決斷，修例就是先堵塞
漏洞，其他影響之後再進行處理。”

林哲玄解釋，問題“免針紙”被政府
廢除，並不代表“免針紙”的制度有錯
誤，修例只是依法進行的行政手段，不
影響有關“免針紙”持有人之後向其
他醫生循恰當程序申領“免針
紙”。他相信香港醫生亦具備
足夠專業判斷，“病人理
論上是不需要主動向其
他醫生披露自己有
過‘免針紙’被取

消的歷史，因為豁免書被取消可能是不好
彩，也可能是其他原因。不過，醫生應有
權利詢問，病人此前的醫生（在接種疫苗
上）作出過何種評估。”

民建聯衞生事務發言人、立法會議
員梁熙25日表示，民建聯歡迎政府提出
修例，以最快速手段解決濫發“免針
紙”問題，無須走冗長的司法程序，體
現出政府“以結果為目標”的施政手
段，是從社會整體利益為依歸，背後理
念值得市民支持。

梁熙指，兩萬多張被廢除“免針
紙”的人當中，已有數百人再次從政府
普通科門診取得“免針紙”，約千人已
補打第一針疫苗，可見這些人中有不少
人的身體都合適接種疫苗。

他亦希望政府給予有關人士支援，
提供免費健康評估，讓市民釋除對疫苗
的疑慮。

7名西醫早前涉嫌濫發俗稱“免針紙”的
新冠疫苗接種醫學豁免證明書被捕，

特區政府其後宣布該些醫生合共發出的逾2萬張
疑有問題的“免針紙”於本月12日起不獲接
納。有關決定被一名市民提出司法覆核，高等
法院早前裁定政府敗訴，本月21日頒下的判
詞下令撤銷局長的決定。

政府：依規例發指示作安排
特區政府發言人 25 日重
申，當發現有私家醫生涉嫌
未有按照衞生署指引為病
人恰當診症並濫發
“免針紙”後，必
須迅速應對，
因為市民若
因此延誤

接種，一旦感染新冠病毒可導致重症甚至死
亡，亦會對公營醫療系統帶來不必要的負擔。
因此根據相關規例發出指示，同時作出便利安
排，讓有關市民可免費及盡快於醫管局普通科
門診諮詢公營醫療系統醫生，以確定他們能否
繼續獲得醫學豁免。

當法庭宣布政府敗訴後，政府參考法律意
見並考慮到防疫工作的急切性、上訴所涉的訴
訟時間及有關“免針紙”的有效期限，認為最
合適的做法是作出修例而非作出上訴，亦符合
香港的最佳利益。《修訂規例》賦權醫務衞生
局局長當有合理理由懷疑某註冊醫生發出“免
針紙”前未有進行臨床評估，可宣告特定的豁
免證明書失效。

發言人強調，政府一如既往依法行事，並
確保政府的施政及行為有清晰法律授權。香港
法例第599章《預防及控制疾病條例》及其規
例授權政府可為防止、應付或紓緩公共衞生緊
急事態的影響，及為保障公眾健康訂立規例。

發言人重申，“疫苗通行證”是對抗疫情、
保障公共衞生的重要工具。為確保“疫苗通行

證”制度的完整性及穩健度，並考慮到法
庭就司法覆核個案的裁決，政府有責任堵塞相
關漏洞，以提供清晰法律基礎，防止未必符合豁
免原意的人繼續使用相關“免針紙”。

另外，《修訂規例》亦把《預防及控制疾
病（疫苗通行證）規例》（第599L章）的有效
期延長6個月至明年6月30日午夜。

據了解，7名醫生涉嫌濫發的逾兩萬張
“免針紙”當中，約4,000張即將到期失效；另
有約300人已領取新的“免針紙”，以及約
1,000人接種第一劑疫苗，目前約1.5萬張“免
針紙”持有人受修例影響。

特首：違專業操守必究責
李家超25日晨出席行政會議前會見媒體

時，亦主動提及“免針紙”的司法覆核，指特
區政府一直依法行事，會按法律依據來制訂措
施和作出決定，同時亦有責任確保市民的公共
健康得到有效和迅速的保護。他重申，任何人
如涉嫌作出違反法律或違反專業操守的行為，
政府會追究他們的法律和操守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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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GMCC 總部地址：1350 bayshore Highway ste 740 burlingmame , CA 94010

     分公司地址：52 Sugar Creek Center Blvd #350, Sugar Land, TX 77478

www.gmccloan.com

★ 房地美和房利美核準的直接賣家；

★ 可內部審核，直接放款；

★ 放款額度從10萬到500萬；

★ 專精大額、出租，1-4 units， 套現，低利率；

★ 出租屋現金流貸款計劃；

★ 一條龍服務，最快10個工作日完成；

★ 加州十個分公司, 全美25州提供租賃屋

     現金流貸款計劃；

★ 德州三個分公司休斯頓、達拉斯、奧斯丁拓展中

Nmls# 254895    CA Dre 01509029  

GMCC萬通貸款

GMCC萬通貸款在34個州擁有執照，並開拓業務
Email : info@gmccloan.com

   聯系電話：832-982-0868

休士頓西南區管理委員會休士頓西南區管理委員會
年底前啟動未來綜合規劃方案年底前啟動未來綜合規劃方案

11 月 8 日選舉最後一天的提前投票是 11 月
4 日星期五。選民可以選擇在 99 個提前投票中心
的任何一個地點投票。

提前投票時間

• 11 月 1 日星期二至 11 月 2 日星期三：上
午 7 點至晚上 7 點。

• 11 月 3 日星期四：上午 7 點至晚上 10 點
。

• 11 月 4 日星期五：上午 7 點至下午 7 點
。

迄今為止，Harris 縣提前投票期間已投出
451,527 張選票（44,167 張郵遞選票和 407,360
張親自投票）。提醒一下，選民可以在提前投票
和選舉日期間在任何投票中心投票。選舉日是
2022 年 11 月 8 日，星期二。

Harris縣的選票有95個競選項目，是美國最
長的選票。洛杉磯縣位居第二，不到這數字的一
半。所有Harris縣選民都有資格在州競選席位、縣
法官競選席位和債券提案中投票。一些選民將根
據他們居住的地方在他們的選票上進行額外競選
項目的投票。同樣重要的是，選民要注意，由於
重新劃分了區域和重新劃分了縣區，選民可能會
看到一些與他們以往投票不同的競選項目。

我們鼓勵選民訪問 HarrisVotes.com 並打印一
份選票樣本，選民可以隨身攜帶該選票樣本進入

投票間以作參考。任何帶進投票中心的筆記和印
刷材料必須由選民在離開時帶走。

通過郵遞方式投票的Harris縣居民需要將郵遞
選票用紫色郵遞回郵信封封好，貼上兩張forever
stamp郵票並在11 月 8 日選舉日晚上7 點之前蓋
上郵戳。並且必須在11 月 9 日下午5 點前送到我
們的辦公室。如果親自遞交郵遞選票，選民只能
在 11 月 8 日將郵遞選票交到NRG Arena的 D 大
廳（1 NRG Parkway，Houston，Texas 77054）
。選民必須出示身份證明文件才能親身遞交郵遞
選票。 在NRG Arena D大廳外將搭建一個白色帳
篷，為方便選民親自投遞郵寄選票。

如需更多信息，包括投票地點和各投票中心
的等候時間，請訪問 www.HarrisVotes.com 並在
Twitter、Facebook 和 Instagram 上關注@Harris-
Votes。

1111 月月 88 日選舉的提前投票將於週五結束日選舉的提前投票將於週五結束
郵寄選票截止日期為選舉日郵寄選票截止日期為選舉日

休士頓西南區管理委員會在十月底舉
行董事會月會，適逢提前投票開始，而且
在西南區管委會範圍內的中國人活動中心
，首度成為提前投票所。管委會主席李雄
，當天早上特別去活動中心現場參觀，並
且也在中心花了不少時間，特意用新的中
文系統，完成了自己這次期中選舉的公民
任務。

參加西南區管委會十月董事長成員共
八名董事，與管委會職員就既定議程逐項
討論。為社區所熟悉的林富桂女士也到場
參與；她與董事會多位成員本已經熟識；
一向關心社區事務的林富桂，全程專注聆
聽會議進行。

在前段議程中，決議通過上月董事會
記錄、聽取稅額收納報告、並聽取本月財
務報告及通過請款單；另外就 2022 、
2023兩個會計年度，提供查帳服務的公司
作考量。接著就是這次重要議題之一的介
紹：西南區綜合規劃。

主席李雄表示，這是管委會組織為社
區長遠發展提供服務的最佳範例。簡要的
說，這是管委會範圍內文化、經濟、環境
、治安等等各要項的十年以上規劃；將由
管委會的經費提供，由董事會、職員及社
區代表，共同就未來各階段循序發展而討
論規劃。計劃第一階段的啟動，預定在今
年底前就開始。不過由於規劃範圍廣泛，
項目眾多，在董事會中決議，此綜合規劃
將先短暫擱置討論及決議，而將就此在近
日舉行專項會議，在年底預定啟動前，尋
求共識並為此長期規劃取得堅實的基礎。

接下來就管委會三個委員會會議討論
分別提予董事會討論。

經濟委員會的月會議題，包括中華文
化中心明年農曆春節園遊會11500元贊助
、Baker Ridley 三項社區活動共7500 元贊
助、以及德州亞洲協會年度夜市活動2500
元贊助；後者西南區管委會將佈置一個攤
位，並連絡區內飲食業者參與。另外管委

會將訂置有管委會標誌的文具用品及其他
商品以推廣形象，這項預算以不超過
20000元為準。

治安委員會的決議重點，包括組長
Peter Acquaro 希望在明年春假的頒獎典
禮上，向哈瑞斯縣殉職警員致敬。中國城
治安副委員會組長Jonathan Shih表示將
在11月底或12月初舉行社區溝通聚會並
登記及分發 「禁止擅自侵入」 等標示牌，
以及促進警民關係的議事廳會議之規劃。
另外他表示社區反應希望管委會預算能更
加透明。

環境委員會方面，Upart 的 「大牆大
夢想壁畫提案」 計劃，已經選擇到最理想
的創作地點；希望在與屋主及社區負責人
取得許可後，順利展開創作進度。另外關
於社區道路、人行道、路牌等等美化、修
復等，都有討論與計劃的進展。

西南區管委會舉行十月董事會西南區管委會舉行十月董事會，，出席的董事與出席的董事與
主席李雄合影主席李雄合影。。與多位董事熟識的林富桂女士與多位董事熟識的林富桂女士
也出席也出席，，對會議議程全程專心聆聽對會議議程全程專心聆聽。。



AA88星期三       2022年11月2日       Wednesday, November 2, 2022

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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