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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美國 「世紀暴風雪」帶來數日嚴寒天氣
，導致至少49人喪生，並引發耶誕節假期交通癱瘓後，
國家氣象局今天預測，東部和中西部的氣溫將開始回升
。

法新社報導，官方資料顯示，目前暴風雪仍在美國
東北部部分地區持續肆虐。數日以來，這場暴風雪已導
致9個州大範圍停電、交通延誤或中斷，還有近50人死
亡。

紐約州的情況格外嚴峻，特別是在水牛城（Buffalo
）。當地出現長達數小時的 「白矇天」（whiteout）現
象，緊急救難人員只能在雪堆之下逐車搜尋倖存者。

在交通狀況方面，據航班追蹤網站FlightAware.com

資訊，近日由猛烈暴風雪、呼嘯狂風和零度以下低溫組
成的完美風暴迫使逾1萬5000個國內航班取消，包括昨
天的近4000個航班。

紐約州州長侯可（Kathy Hochul）告訴記者， 「毫
無疑問這是世紀暴風雪」。她還表示， 「要說已經結束
還為時太早」。

侯可說，該州西部的一些城鎮在一夜間被 「30到40
英寸」（75公分至1公尺）高的積雪淹沒。

水牛城為紐約州伊利郡（Erie County）首府。伊利
郡行政首長波隆卡茲（Mark Poloncarz）昨天下午發推文
稱，該郡至少已有27人因暴風雪死亡，其中14人在戶
外被發現，3人在車內被發現。

世紀暴風雪肆虐美國 氣象局：氣溫料將開始回升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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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top health authorities have just announced that
China will drop the quarantine requirement for all passengers
arriving from outside of the country’s borders starting on Jan.
8, 2023.

China has also scrapped all other restrictive Covid-19
measures for travelers, including quarantines for positive
patients and contact tracing.

After the news was released, it was warmly welcomed by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which means that the gate of China will
be opened again after three years.

Although the Zero-Covid policy in the past three years has
slowed down a large number of deaths of epidemic patients in
China, the country has indeed paid a heavy price at the
economic level.

We hope that this opening up will bring a rapid resumption
of flights and reduce the price of tickets and that many tourists
will visit China soon.

All over the world people need to work together and
continue to fight against this terrible virus and work hard for the
best health for everybody. 1212//2727//20222022

China Will End Covid-China Will End Covid-1919 RestrictionsRestrictions
For International TravelersFor International Travelers

中國國家衛健委二十六日正式宣佈，將從明年元月八日起對
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實施乙類疫管政策，對新冠病毒感染者不再實
施隔離措施，也不再對入境人員和貨物采取檢疫傳染病管理措施
。

其中規定來華人員在行前四十八小時近行核酸檢測結果是陰
性者可來華，无需向駐地使領館申請健康碼。

此一消息發佈後，受到中外各界人士之熱烈歡迎，這意味著
三年後中國大陸之大門再度向外開放。

三年來的清零政策，雖然減缓了大陸患疫者大量死亡，但是
在経濟層面確付出了慘重代價。

多少海外人士及華人華僑近三年來都無法回國，從元月八日
起我們欣見中美兩國之航班迅速復航，貴昂之機票也會下調。

在此同時，我們也呼籲大家能做好自身防護，人群聚集塲所
時戴上口罩等措施。

我們更希望世界各地應攜手，合作共同面對可怕之病毒，為
人類健康而共同努力。

中國大陸將全面取消隔離政策中國大陸將全面取消隔離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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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貨機剛降落，以色列就猛烈轟炸機場
4枚導彈命中目標

綜合報導 和平雖然仍是世界的主

流，可這個世界其實壹直都不安寧。當

前，俄烏沖突持續之際，中東地區的沖

突和戰亂從來沒有真正停止過。就如伊

朗和以色列之間，仇恨已基本是無法解

開，這些年來，以色列襲擊伊朗目標的

消息，已是數不勝數，剛又發生此類襲

擊事件。

據報道稱，就在消息當天淩晨 0

時 30分左右，以色列國防軍向敘利亞

境內發起空襲，發射多枚導彈，直接

瞄準大馬士革機場方向而來，最後精

準 命 中 機 場 附 近 Sayyidah Zainab 和

Al-Jadaliyya 兩村莊之間的壹個農場，

這個農場內建有壹個武器庫，存放有

黎巴嫩真主黨武裝的大量武器裝備和

後勤物資。不僅武器庫遭到導彈摧

毀，駐守在這裏的許多武裝人員也被

當場炸死。有目擊者透露，導彈襲來

時，其中部分遭到大馬士革防空系統

的攔截，但最終仍至少有 4 枚導彈接

連命中目標。

最近幾年以來，尤其是4年前當時

的特朗普政府單方面撕毀伊朗核協議，

並直接導致美伊關系尖銳對立之後，身

為美國在中東地區最鐵桿盟友的以色列

，對敘利亞境內伊朗軍事目標的空襲行

動幾乎如同家常便飯。僅對大馬士革附

近伊朗目標的襲擊，次數應該都要以百

為單位來統計。這次，以色列打擊的目

標，名義上似乎只是跟黎巴嫩真主黨有

關，而該武裝組織是中東地區反猶太復

國主義的典型力量，是以色列的死對頭

，卻也是忠於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的什

葉派武裝。嚴格地說，以色列此次打擊

真主黨武裝，也是在試圖削弱伊朗在敘

利亞的勢力。

果然有消息曝出，以色列展開的

此次空襲行動，是對準伊朗而來的。

Al-Arabiya新聞網 20日披露，據現場記

者傳回來的消息，就在以色列導彈剛

襲擊大馬士革機場附近這座武器庫之

前，有壹架伊朗的運輸機剛剛在這裏

降落並卸貨。至於卸下的具體物資，

雖沒有明確報道，不過大概率是壹批

武器裝備等軍備物資。顯然，對於伊

朗向反猶太武裝組織補充軍事物資的

行為，以色列是完全無法容忍的，故

此立即采取行動，幹脆將這座武器庫

徹底摧毀掉。此次空襲行動也反映出

，以色列對敘利亞的偵測和情報系統

真是相當發達，伊朗在敘利亞有任何

行動，就立即能被以色列軍方獲知。

不得不說，以色列的軍事行動真是快

捷又有效。

從地理上看，以色列對大馬士革方

向的防衛真須時刻保持高度重視，因為

大馬士革跟以色列設在戈蘭高地的軍事

基地之間，距離只有60多公裏。在大馬

士革地區的武裝部隊，是對以色列最近

距離的威脅，即便戈蘭高地的以色列國

防軍擁有“鐵穹”等先進防空武器系統

，可大馬士革地區的武裝組織只要擁有

足夠的導彈，將會令以軍防不勝防，而

伊朗正是中東地區的導彈大國。因此，

在敘利亞尤其是在大馬士革的任何親伊

朗勢力，都會成為以色列的眼中釘肉中

刺。

伊朗跟以色列兩國的仇恨，已不必

再贅述，反正兩國之間早已是水火不相

容，伊朗壹直將以色列視為“邪惡的烏

鴉”，前幾年伊朗軍方高層多次威脅要

將以色列從地球上抹去；而以色列則將

伊朗視為對自身生存的最大威脅。然而

兩國在地理上卻相隔甚遠，之間橫亙著

伊拉克和敘利亞。從2011年起，敘利亞

進入戰亂之中，伊朗不斷增強在敘利亞

的軍事存在，讓以色列深切感受到嚴重

威脅，因此以色列是頻頻對敘利亞境內

的伊朗或親伊朗目標進行點穴式襲擊。

最近在11月中旬，以色列就接連兩次空

襲敘利亞霍姆斯省的伊朗目標，第壹次

炸死兩名士兵，並炸傷3人。接著在11

月19日，以色列又發射導彈，導致4名

士兵喪生。

以色列倚仗著盟友美國的撐腰，

在中東地區行使霸權主義，完全無視

巴勒斯坦、敘利亞的領土主權，又公

然跟中東大國伊朗進行軍事對抗，四

處樹敵，如此濫用霸權，將來必有遭

到反噬的壹天。

以色列東北部發現
距今約7000年的棉纖維

綜合報導 以色列海法大學日前發表公報說，該校研究人員領銜的

國際團隊在以色列東北部發現了距今約7000年的棉纖維，這是迄今發現

的近東地區使用棉纖維的最早證據。

公報說，這些棉纖維發現於以色列東北部貝特謝安谷地的考古遺址

泰勒察夫。海法大學與美國斯坦福大學等機構研究人員合作對這些棉纖

維進行的研究顯示，這些棉纖維可追溯至銅石並用的紅銅時代，是近東

地區使用棉纖維的最早證據。此前，在該地區發現棉纖維的最早證據來

自幾個世紀後的青銅時代早期。

公報介紹說，人類可能在數萬年前就已使用亞麻等天然植物纖維作

為材料生產織物。由於織物等有機物在幹燥條件下容易降解，因此在夏

季炎熱的地中海氣候區域遺址中較罕見。長期以來，該地區對織物的主

要考證來自文本、繪畫以及用於生產纖維和織物的工具。近期，研究人

員開始使用化學手段研究考古發現的有機物，不僅能夠找到織物證據，

還能確定其中的植物成分。

公報說，此前在泰勒察夫已經出土了大量能夠反映古代人類社會經

濟生活的文物。這些文物表明，在紅銅時代該地人口稠密,農業活動蓬勃

發展。

研究人員判斷，在泰勒察夫發現的棉纖維源自印度河流域，那裏是

棉花的重要起源地。此前有證據表明，在紅銅時代泰勒察夫附近的村民

與如今的埃及、伊拉克和土耳其的安納托利亞地區存在貿易往來。最新

發現的棉纖維或可證明當時的貿易活動已延伸至數千公裏外的印度河流

域。

荷蘭阿姆斯特丹爭論“整治紅燈區”
議員稱“只是嘗試在淩晨拉上窗簾”
綜合報導 紅燈區是阿姆斯特丹的壹

大景點，吸引了大量遊客，卻也滋生毒品

、暴力等令人頭痛的問題。據美國有線電

視新聞網18日報道，為改善城市形象，創

辦宜居城市，阿姆斯特丹市政府擬出臺新

規，整治紅燈區亂象，減少不文明旅遊行

為。

報道稱，官方統計數據顯示，阿姆斯

特丹的總人口約有82.2萬，到2023年，夜

宿阿姆斯特丹的遊客將超過1800萬，約是

其人口的22倍，到2025年，這個數字將

攀升到2300萬，另外還有2400萬至 2500

萬的不留宿遊客。很多旅遊公司把阿姆

斯特丹當作壹座“無所不能”的城市來

宣傳。遊客數量的迅速增加以及由此帶

來的滋擾，給街區公共空間和居民生活質

量帶來不可承受的壓力，很多當地人認為

阿姆斯特丹已不再適合定居，整治行動刻

不容緩。

據荷蘭新聞門戶網站Dutch News報道

，大部分議員認為，關閉紅燈區是減少旅

遊帶來的超負荷運載的最有效辦法。有的

議員更是尖銳地表示，雖然性交易合法，

但女郎們好像商品壹樣被擺在櫥窗裏任人

挑選，並不能為她們

獲得任何尊重，因此

性交易場所的櫥窗窗

簾應該拉上。議員們

認為拉上窗簾還有助

於減少遊客對當地的

滋擾。

據悉，議員提出

的措施還包括限制內

河遊輪的數量，將酒

吧、會所和性交易場

所打烊時間提前，以

及禁止在該市部分地區吸食大麻。此外，

提案另壹部分聚焦於“積極勸阻計劃在阿

姆斯特丹‘放肆’的國際遊客”，這被稱

為“離遠點兒”運動。

這些提案於向民眾公布，但還需要在

12月21日由市議會投票通過後才能生效。

壹些與旅遊業相關的行業對此表態支持。

阿姆斯特丹瑞享酒店總經理格倫赫耶岑承

認，很多遊客壹提到阿姆斯特丹就聯想到

性、毒品和叛逆，“確實，我們的城市定

位有點遊離在邊緣線上，但這並不代表妳

可以在這裏胡作非為。我們應該努力去除

掉這些負面標簽”。

盡管市政府誌在必得，但也有人對新

措施持不同意見，尤其是那些紅燈區的從

業者們，據荷蘭報紙《Het Parool》報道

，紅燈區的性工作者認為新措施不僅會剝

奪自己的收入，還會讓她們處於危險之中

，“櫥窗的全部意義在於它是開放的和可

見的，性工作者選擇她們自己的客戶，而

不是相反。通過這項措施，市政府正在奪

走我們的安全”。不過，有議員強調，新

措施不是要“整天都拉上窗簾，只是嘗試

在淩晨拉上”。德國有護理需求人數繼續上升

綜合報導 根據德國聯邦統計局發布的數據，德國有護理需求人數

繼續上升。截至2021年12月，德國有496萬人有護理需求；至2019年12

月時，這壹數字尚為413萬。

聯邦統計局指出，有護理需求人數顯著增長(超過20%)壹方面與法

規變化有關：2017年，“有護理需求”壹詞的定義更加寬泛，那時起有

更多人被歸類為“需要護理”；另壹方面，以前有大約16萬名有權享受

壹級護理福利人員未被記錄，這也成為數據增加的原因。

據德媒報道，總體來看，德國有護理需求人數近幾十年來壹直處於

上升趨勢：根據當時規定，20年前，僅有204萬人被確認為有護理需求

；10年前，這壹數字達250萬；2017年超過了300萬；2019年超過了400

萬。

數據顯示，截至2021年底，大約有六分之五有護理需求的人在家中

得到照顧。其中，有255萬人僅領取護理津貼，主要由親屬照顧；有105

萬人住在私人家庭中，由門診護理服務壹起照顧或完全照顧。

數據顯示，在有護理需求人員中，只有大約六分之壹的人住在療養

院。與2019年12月相比，這壹數字下降了3%。另壹方面，居家被照顧

的人數增加了四分之壹。

數據顯示，每三分之壹有護理需求的人都是85歲及以上。總體來看

，有護理需求人員中有79%的人年齡超過65歲。由於預期壽命較長，大

多數有護理需求者為女性。

國際最新研究揭示：獸腳類恐龍之行如何始於“足”下
綜合報導 施普林格· 自然

旗下學術期刊《自然-通訊》最

新發表壹篇演化論文，研究人

員報道了關於早期飛行獸腳類

恐龍趾墊和足鱗形狀的新數據

，獸腳類是包括霸王龍、伶盜

龍和鳥類在內的壹類三趾恐龍

。其研究結果或有助於人們進

壹步了解現生鳥類已滅絕“表

親”的行為和生活方式，包括

它們的抓握和狩獵能力。

該論文介紹，已知現生鳥

類的足部形狀和大小對應了

它們的跳躍、棲停、涉水、

遊泳、攀爬和抓握能力。早

期飛行獸腳類恐龍化石中的

爪子、骨骼和關節的形狀可

用來推斷這些特征的功能。

雖然現已了解現

生鳥類足部軟組

織(如趾墊和足鱗)

的功能，但這些

軟組織壹般很難

保存在化石記錄

中，使得人們很

難判斷它們在已

滅絕物種中的作

用。

論文共同通訊作者、中國

香港中文大學邁克爾· 皮特曼

(Michael Pittman)和臨沂大學王

孝理與他們的同事及合作者壹

起，分析了與 8 種現生鳥類

“表親”相關的12個化石樣本

的足部軟組織細節，其中包括

烏鴉大小的早期小型鳥類，如

近鳥龍和孔子鳥；還有鳥類近

親小盜龍。

隨後，論文作者將這些數

據與爪子和骨骼化石的測量數

據相結合。他們發現，足部演

化適應相似的化石物種——比

如在小盜龍身上發現的發育良

好、凸出的圓形趾墊，會以類

似現代猛禽(如鷹)的方式使用

足部來狩獵。擁有扁平趾墊的

化石物種，如近鳥龍，它們的

足部會用於壹種更接近地面的

生活方式，還有些物種會像現

生鸚鵡那樣使用足部來擺弄食

物。不過，並非論文作者分析

的所有化石物種都能在現生鳥

類中找到完美對照，這說明會

鳥等已經滅絕的物種可能具有

當今現生鳥類身上所沒有發現

的行為和生活方式。

論文作者總結說，他們的研

究結果表明，在會飛的獸腳類恐

龍演化出飛行行為的過程中，與

其行為和生活方式相關的演化適

應具有超乎想象的多樣性，而與

現生猛禽類似的非鳥類飛行獸腳

類恐龍也具有復雜的演化適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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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新聞

美國亞太助理國務卿康達（Daniel Kriten-
brink）在接受日媒專訪時表示，中國大陸因台
灣局勢等問題而與美國的緊張加劇，透露正在
加快外交努力以避免突發衝突發生，並將就眾
多分歧和難題展開坦率討論。

共同社報導，康達 12 月中旬訪問了日中
韓等東亞國家。他強調，為應對北韓持續開發
核武與飛彈，將繼續增進日美、日美韓三國合
作，而他也在訪問日韓兩國期間，針對包括遏
制北韓威脅在內的議題，詳細討論日美韓三國
合作，並由衷肯定且讚揚日韓推進改善雙邊關
係。

康達就與中國外交部副部長謝鋒的會談表
示，此次會談加深了雙方在全球課題等可合作

領域的討論，並就所有分歧非常坦率地交換意
見。他認為雙方在立場上存在分歧，而最首要
的目標是確保足夠的對話管道，以避免誤判和
誤認。

針對北韓多次實施核試驗及透過常規軌道
發射洲際彈道飛彈（ICBM），康達警告說，
「我們將堅決應對」，並持續釋出敞開對話之

門的訊息，但北韓並未回應。北韓23日又發
射了兩枚短程彈道飛彈。

康達強調，日本政府修改旨在強化防衛力
的安保相關3文書 「重要且具歷史意義」，對
此予以肯定，並表示此舉有助於日美更緊密合
作及貢獻全球。

美亞太助卿：美中緊張加劇 正加快外交努力避免衝突

威力強大冬季風暴席捲美國各地已經造成
近50人死亡，其中紐約州西部有至少25人喪
命，州長侯可今天聲稱這是 「世紀暴風雪」，
更警告說危險的大雪、強風和低溫狀況還沒結
束。

法新社報導，紐約州州長侯可（Kathy
Hochul）告訴記者 「毫無疑問這是世紀暴風雪
」，她還表示 「要說已經結束還為時太早」。

侯可指出，紐約州西部地區一些城鎮於一

夜之間降下0.75公尺到1公尺深的積雪。
紐約州當局還描述了當地慘況，尤其是水

牛城（Buffalo），可在停放路邊的車輛及雪堆
中尋獲遺體，緊急救難人員也逐車搜尋車上民
眾，無論是存活或死亡。

暴風雪情況持續肆虐美國東北部的部分地
區，在9個州導致大規模停電、旅行延誤等狀
況，還有至少47人喪命。

世紀暴風雪侵襲美國近50死 紐約州長警告還沒結束

選區在紐約的美國共和黨籍聯邦眾議員當選
人桑托斯今天受訪時坦承部分學經歷不實，但他
自認這與犯罪搭不上邊， 「很多人都會美化履歷
」，也會如期就職。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報導，桑托斯
（George Santos）因學經歷不實遭外界質疑。他
今天接受美國廣播公司（ABC）紐約分台WABC
及 「紐約郵報」（New York Post）訪問時，首度
公開談論相關爭議，並坦承捏造部分事實。

桑托斯告訴WABC電台主持人卡齊瑪提迪斯
（John Catsimatidis）： 「我不是罪犯，在國內國
外、在世界上任何地方，我都沒有犯過罪。」

「言歸正傳，我不是騙子，不是欺騙整個國
家、捏造人設來競選國會議員的罪犯，我從政很
久了，我的意思是說，很多人都認識我，知道我
的為人，跟我打過交道。」

「我不是為這件事找藉口，倒也不是說這件
事我沒錯，但很多人都曾誇大履歷，或是稍微換
個角度寫。」

桑托斯也坦承，從未如履歷所載直接受雇於
花旗（Citigroup）和高盛集團（Goldman Sachs）
，但確曾透過自己的公司向對方提供勞務；他告
訴紐約郵報，此前稱受雇於對方是 「用詞不當」
。

他也坦言沒有大專學歷；而桑托斯先前聲稱

自己畢業於紐約市立大學巴魯克學院（Baruch
College）。

「我沒有從任何高等教育機構畢業，我為美
化履歷感到難堪和抱歉．我們總會做些蠢事。」
「若我因美化履歷而讓人失望，我真的很抱歉。

」
「紐約時報」上週率先揭露桑托斯的個人簡

介有所不實；CNN查證他的大學就學與受雇紀錄
後，確認紐時報導為真。

CNN上週還披露桑托斯聲稱祖父母 「倖存於
納粹大屠殺」（Holocaust），是來自比利時的烏
克蘭猶太難民。但CNN比對族譜網站、猶太難
民紀錄等資料後，發現事實與桑托斯的說法頗有
出入。

桑托斯今天告訴紐郵： 「我從未自稱是猶太
人，我信奉天主教，因為我從母親家庭那裡得知
有猶太背景，所以我說我 『大概是猶太人』。」

桑托斯認了學經歷不實後，CNN聯繫眾院共
和黨高層和共和黨眾議院全國委員會（NRCC）
。上週事情爆開後，眾院共和黨高層未發一語。
目前共和黨的眾院少數黨領袖麥卡錫（Kevin
McCarthy）不願回答CNN所提問題。

桑 托 斯 擊 敗 民 主 黨 籍 的 齊 默 曼 （Robert
Zimmerman），贏得這席涵蓋部分長島（Long
Island）與部分皇后區（Queens）的席次。

美議員當選人認了學經歷不實：人人會誇大履歷

美國太空探索科技公司（SpaceX）老闆馬斯克（Elon Musk
）今天表示，將近100台 「星鏈」（Starlink）網路終端機目前在
伊朗運作。

法新社報導，馬斯克9月曾承諾將衛星網路服務帶到伊朗，
當時伊朗當局祭出愈來愈嚴格的網路限制，示威人士認為當局此
舉目的在管制各地抗議活動相關消息。

一名推特（Twitter）用戶上傳影片並發文說： 「現在的伊朗
街道…女性有更多自由可選擇是否遮蓋頭髮。」

馬斯克今天回應這則推
文說： 「將近 100 台星鏈在
伊朗運作。」

星鏈有2000多個小型衛星在地球上方幾百公里處運行，提
供用戶網路服務。地面終端機會連接到基本路由器，形成小型無
線網路熱點。

馬斯克這則推文看來是與伊朗的頭巾革命抗議活動有關。這
波抗議潮源起22歲伊朗庫德族女子艾米尼（Mahsa Amini）9月

疑因未戴好頭巾遭德黑蘭宗教警察羈押後死亡，民眾憤而上街抗
議。

路透社報導，馬斯克9月曾說他會在伊朗啟動星鏈服務，響
應美方致力為伊朗人民 「促進網路自由和資訊自由流動」的行動
。

馬斯克助示威者上網 近百星鏈終端機在伊朗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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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爾廣場滑冰場時隔3年再次開放
綜合報導 從首爾市政府

獲悉，首爾廣場滑冰場當天時

隔3年再次開放，將運營至明

年2月12日，為期54天。

具體來看，滑冰場平時從

上午10點到晚上9點 30分，

周末和公休日從上午10點到

晚上11點運營。為了方便市

民利用，市政府將引進首爾廣

場滑冰場網站在線預售系統

(www.seoulskate.co.kr)。滑冰場

使用費為1000韓元/次(約合人

民幣 5.42 元)，該價格自 2004

年滑冰場首次開放以來壹直沒

有變化。頭盔和膝蓋保護套等

安全用品可免費租賃，個人防

寒用品和物品保管箱則需付費

使用。

首爾市政府介紹，計劃將

安全員人數增加兩倍，配備醫

務人員，每壹場滑冰結束後補

壹次冰，以保障市民安全。市

政府還將遵循中央政府的防疫

指南，定期實施防疫工作，防

止疫情擴散。

印尼展玉地震搜救結束
635人死亡5人失蹤

綜合報導 20日是印尼西爪哇省展玉縣5.6級地震發生滿壹個月

，也是震區搜救工作最後壹天。據印尼官方媒體報道，當天搜救隊

員又找到了3具遇難者遺體。至此，展玉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數上升

為635人，另有5人失蹤。

印尼官方安塔拉通訊社當天援引展玉縣長赫爾曼· 蘇赫曼

(Herman Suherman)的通報報道，盡管連日大雨給搜救工作造成巨

大困難，但由軍隊、警察、搜救部門和誌願者組成的搜救隊仍

爭分奪秒搜尋8名失蹤人員。在搜救最後壹天找到了3具遇難者

遺體。

此次地震中被重度、中度、輕度損壞的居民房屋數量分別超

8000棟、超1.1萬棟和超1.8萬棟。根據印尼總統佐科此前宣布的方

案，這些房屋將分別獲6000萬印尼盾(約2.7萬元人民幣)、3000萬印

尼盾(約1.35萬元人民幣)和1500萬印尼盾(約6750元人民幣)重建或

修復補助金。

另有525所學校建築、269座禮拜堂、14座醫療機構和17座辦

公樓在地震中嚴重受損。

蘇赫曼稱，地震災區將於21日起全面進入災後重建階段。他說

，在重建過渡期間， 房屋受輕微損壞的災民可以逐步返回各自家

中；對於房屋受損嚴重的災民，地方政府提供了臨時家庭帳篷的幫

助。

當地時間11月21日13時21分(北京時間14時21分)，印尼西爪

哇省展玉縣發生5.6級地震，震源深度10公裏，造成重大災情。

馬
來
西
亞
持
續
暴
雨
釀
災

逾6
.6

萬
名
災
民
被
安
置

綜合報導 馬來西亞多州近日持續暴雨，

釀成多起水災。至 20 日下午 4時，已有超過

6.6 萬名災民被安置在受災 5個州的臨時安置

中心。

災民數量最多的州屬為馬來西亞東海岸地區

的吉蘭丹州和登嘉樓州。馬來西亞災害管理局的

數據顯示，到20日下午，登嘉樓州已有逾萬個

家庭的3.9名萬民眾被安置；而吉蘭丹州20日白

天安置人數就上升近萬人，目前達到逾9000個家

庭的超2.6萬人。其他受災州受安置民眾在數十

人到數百人不等。

據馬來西亞水利灌溉局介紹，從17日到19

日，在吉蘭丹州和登嘉樓州共發生65起水災事

件。據該局提供的數據，17日到19日3天中，登

嘉樓州卡拉貝氣象站記錄到的降雨量總計1046毫

米，比登嘉樓州長期月平均降雨量高出近400毫

米；而吉蘭丹州士當站在過去48個小時中，則

記錄到總計903毫米降雨量，比該州長期月平均

降雨量高出逾400毫米。

馬來西亞氣象局稱，吉蘭丹州、登嘉樓

州、彭亨州、柔佛州等州屬的此波強降水可

能持續到 22日，其中仍將以吉蘭丹州和登嘉

樓州最為嚴重。

馬來西亞總理安瓦爾已宣布，將於21日前

往吉蘭丹州巴西馬縣視察災情。

岸田內閣支持率跌到25％
日媒：明確提出增加防衛費是主要原因

綜合報導 日本《每日新聞》發布最新民調顯示，首相岸田文雄內

閣的支持率為25%，創岸田就職以來的最低值，而對岸田內閣的不支持

率則高達69%。

不久前，日本政府通過了《國家安全保障戰略》等3份文件，其中

明確提出要增加防衛費，而這也是導致岸田內閣支持率下降的主要原因

。《每日新聞》發布的民調顯示：針對通過增稅來擴充防衛費財源，

23%的受訪者表示“贊成”，69%的受訪者“反對”；針對通過削減社

會保障費等其他政策經費來擴充防衛費財源，20%的受訪者“贊成”，

73%的受訪者“反對”；針對通過發行國債來擴充防衛費財源，33%的

受訪者“贊成”，52%的受訪者“反對”。

此外，共同社18日發布的壹份民調也顯示，僅有30%的受訪者對通

過增稅擴充防衛費財源表示“支持”，另有87%的受訪者認為岸田文雄

對增稅必要性的解釋“不夠充分”。

對此，《東京新聞》19日評論稱，政府倉促決定將防衛費“倍增”

和增稅，但在應對少子化問題上，卻沒有明確提出如何確保財源，作為

政府是不是太不誠實了。日本法政大學教授白鳥浩評論稱，岸田內閣支

持率下降是可預期的。在臨時國會期間，有3名內閣成員因醜聞被迫辭

職，且在國民沒有充分發表意見的前提下，就對國家安保政策作出大幅

度調整。如此壹來，不僅內閣支持率下降，連自民黨的支持率也跟著下

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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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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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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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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系列“搶人才”措施下周三啟動
同日啟用線上平台“高才通”等多招並舉

創新科技及
工業局
相關決策局及

其主要官員提供策
略產業方面支援

引進重點企業辦公室

財政司司長帶領，制訂目標企業名
單、特別配套措施和一站式配套服務，
度身訂做企業落戶/擴展計劃

招商引才專組

17個駐守內地辦事處/
海外經貿辦提供實地支援

引進重點企業諮詢委員會

財政司司長主持，由業界和社會
領袖組成，就引進重點企業提供意見

財經事務
及庫務局
相關決策局及

其主要官員提供策
略產業方面支援

投資推廣署
會調整團隊分工，持

續為重點企業以外其他不
同行業的海外和內地企業
提供一站式諮詢服務

招商引資新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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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進辦”正接洽“龍頭”
冀3年引入1130企業

搶
人
才
措
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財政司司長
陳茂波23日公布了有關“搶企業”措施，並表示已
成立“引進重點企業辦公室”，由食衞局前常任
秘書長容偉雄擔任辦公室主任。“引進辦”為招攬
重點企業的一站式窗口，從物色及了解目標企
業需要、討論及談判條件，以及配套支援服務
等方面提供一條龍服務。2023年至2025年的整
體引進企業目標約1,130間。過去兩個多月，已
有數十間企業與特區政府接觸和正安排會面，包
括有行業的龍頭企業。
陳茂波23日在記者會上表示，已成立的

“引進辦”專責引進重點企業，產業範疇包括生
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數據科學、金融科技、
先進製造、新材料及新能源科技等。“引進辦”
會參考相關政策局的建議制訂目標企業名單，並
主動聯絡這些企業展開磋商。特區政府已有首輪
目標企業的初步名單，並將持續更新。

跨局支援 網羅各行潛在企業
特區政府會對“引進辦”提供跨局支援，
包括在17個內地辦事處和海外經貿辦內
設立“招商引才專組”，負責收集所
處地域內目標行業及企業的信息和
動態，以及有意到港發展企業
情況與“引進辦”溝通，並

支援引進辦接觸潛在目標企業。至於其他政策
局，如在金融科技方面，財經事務及庫務局會提
供專業支援；生命健康科技、人工智能、數據科
學等的專業支援則由創新科技及工業局提供。

同時，“引進重點企業諮詢委員會”的設
立已大致完成，下周將公布委員會名單，成員
包括相關業界翹楚和社會領袖，會就重點產業
範疇的市場情況、引進工作的策略、部署和整
體配套條件提供意見。

香港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丘應樺指出，
“引進辦”、“招商引才專組”、“引進重點
企業諮詢委員會”，和負責不同策略產業的決
策局，以至投資推廣署，會組成招商引資的新
架構。“引進辦”會主動接觸重點企業，“招
商引才專組”則作出適當轉介和跟進，而“引
進辦”了解重點企業對配套措施的要求後，制
訂度身訂做的企業落戶/擴展計劃，並統籌政府
各相關部門落實提供一站式配套服務。當重點
企業在香港落戶/擴展後，“引進辦”會持續跟
進其運作。

他表示，政府已就整體招商引資的工作訂
下績效指標，即明年至2025年間吸引至少1,130
間企業包括重點企業在港開設或擴展業務，以
帶來經濟效益和直接投資，並創造大量就業機
會。

◆◆““搶人才搶人才”、“”、“搶企業搶企業””
措施的實施細節記者會措施的實施細節記者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萬霜靈香港文匯報記者萬霜靈 攝攝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在施政報告中提出要“搶人才”及“搶企

業”，香港政務司司長陳國基23日聯同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及相關決策

局局長宣布措施詳情。在“搶人才”方面，特區政府將於下周三（28

日）展開一系列“搶人才”措施。由當日開始，“高端人才通行證計劃”和經優

化後的各項人才計劃將開始接受世界各地人才申請。同日，政府會推出“人才服

務窗口”線上平台，並於明年初申請撥款成立實體辦公室，又會在17個內地辦

事處及海外經貿辦設“招商引才專組”，

向外宣傳人才入境計劃，而各項人才計劃

審批流程會加快。陳國基表示，有信心未

來三年每年可吸引至少3.5萬人才到港，

連同香港本地畢業生，可彌補過去兩年流

失的約14萬人。◆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特區政府將於下周三正式推出一系列“搶人才”
措施，其中重點的“高端人才通行證計劃”針

對三類人士，包括申請前一年年薪達250萬港元或以
上的高薪人才，不論學歷皆可通過“高才通”到港。
另一類是世界百強大學畢業生，特區政府參考泰晤士高
等教育世界大學排名、Quacquarelli Symonds（QS）世
界大學排名、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全球最佳大學排名，
以及上海交通大學世界大學學術排名，按此計算全球現
有176間大學屬百強大學，當中9間為內地大學、5間是
香港本地大學。有關畢業生若過去5年有至少3年工作經
驗即可申請，亦不設限額；第三類是有百強大學學士學位
但工作經驗未足3年，則每年上限1萬人。

三類名額 涵高薪專才與“百強”畢業生
香港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菡在23日的記者會上表示，上述

176間大學本科畢業生才符合“高才通”資格，因研究院可能函
授、遙距或屬合作課程，故只接受本科生是較穩妥和可靠做法。至
於5間屬百強大學的香港大學非本地生，由於可透過“非本地畢業
生留港/回港就業安排”（IANG）留港，為了不浪費“高才通”第
三類合資格申請人每年1萬個名額，故只能透過IANG途徑申請留
港工作。

在其他計劃方面，他表示，針對優化“一般就業政策”和
“輸入內地人才計劃”，會將“人才清單”13類專業轉化為指
引，清晰說明只要符合相關工種及一般職責要求，無須市場供
應測試就可以直接受聘到港。“非本地畢業生留港/回港就業安
排”的逗留期限則延長至兩年，並擴展至香港大學粵港澳大灣
區校園。“優秀人才入境計劃”明年1月1日亦撤銷年度配
額。（見表）

被問及“高才通”計劃較新加坡“海外網絡和專業簽
證”門檻為高，陳國基則直言，不贊成經常和新加坡比較，
指香港前兩年疫情嚴峻時每年仍有逾3萬人申請到港讀書或
工作，且香港最大優勢是背靠祖國，對外地人非常吸引。

孫玉菡則指出，“高才通”遠較新加坡相關計劃廣
闊，其中招攬高薪人才不看學歷，而吸納世界百強大學畢
業生則香港獨有，計劃既廣且闊，但他指出，本地人才是
根，海外人才只是補充安排，現時香港機遇處處，強調
只要留港打拚發展便有很多機會，期待在香港長大、以
香港為家的人才留港服務，政府會在政策上配合。

為吸引人才，成功申請人的配偶及未成年子女等
受養人亦可申請到港，工作簽證/簽註安排亦會由下
周三起優化，如透過“高才通”到港，首個兩年簽
證/簽註過後，若證明在港年收入不少於200萬港
元，可領取第二個為期六年的簽證/簽註。

收齊文件 四周內完成審批
陳國基表示，於下周三同步推出的“人才服務

窗口”線上平台，將提供各項人才入境計劃詳情，
並連接入境處網上系統，讓全球人才用電子方式提
交申請。勞福局局長孫玉菡補充，各地人才均可
在該平台申請，包括填表格、上載文件及付費
等，平台有分類小工具，只需填寫學歷、收入、
有否工作等資料，就會建議其適合申請哪項計
劃。同時，各項人才計劃審批流程會加快，特區
政府有服務承諾，收齊文件後會在四周內完成審批，
可給予各地人才“定心丸”。

他表示，正全力籌備設立“人才服務窗口”的實體辦公
室，人手包括調配公務員和招聘“獵頭”專長人士加入，以專責
制訂、推行及統籌招攬內地和海外人才策略，並提供一站式入境人
才支援服務，明年初會向香港立法會財務委員會申請撥款。

陳國基強調，香港在復常之路穩步前進，並向外展示已重返國際
舞台中心，現是主動出擊、競逐人才的黃金時機，有十足信心KPI（關
鍵績效指標）達標，即未來三年每年吸引至少3.5萬名預計逗留至少12個
月的人才。至於過去兩年以領事館簽發簽證計算，香港有14萬人口離開，但
相信定有人回流，而政府未來三年估計吸引逾10萬人到港，加上三年本地大學
畢業生共有15萬人，即合共有25萬人，足以彌補流失的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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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日期前一年年薪250萬港元或以上（不設限額）

◆4個指定世界大學排名榜的全球百強大學（共176
間大學）學士學位畢業生，過去5年累積至少3
年工作經驗（不設限額）

◆過去5年在全球百強大學取得學士學位但工
作經驗少於3年（每年上限1萬人）

◆逗留期限由1年延長至兩年

◆以試行兩年形式擴展計劃至
涵蓋香港大學大灣區校園學
生，包括學士及研究院課程
畢業生

◆撤銷本地僱傭要求，並
延長配額有效期至2年

◆擴展更多新興科技範
疇，有需要時會增添新
範疇

◆取消計劃年度配額，為期兩年

◆調整計分制，側重工作經驗，
擁有不少於3年跨國公司或知
名企業工作經驗可獲額外加分

◆簡化及優化審批程序以改善處
理申請時間

◆以上各項人才入境計劃成功申請
人，可申請攜同受養人（配偶、
18歲以下未婚的受養子女）到港
居住、工作、讀書

◆職位空缺若屬“人才清單”本地人才短
缺專業，或年薪200萬港元以上，僱主
無須證明難以本地招聘便可申請輸入

◆更新“人才清單”並發布指引，說明
涵蓋職業的工作範圍、執業資格及其
他規範，包括受聘職位要求學位程度
或以上學歷，具一定工作經驗及月薪
不低於3萬港元

◆“一般就業政策”、“輸入內地人才計
劃”、“優才計劃”及“科技人才入境計
劃”，首次逗留期限由兩年延長至3年

◆“高才通計劃”及“非本地畢業生留港/回港
就業安排”，首次逗留期限為兩年

◆若透過“高才通”到港，申請人上一年度
入息不少於200萬港元，首個簽證/簽註兩

年，第二個簽證/簽註6年

◆◆香港過去兩年流失約香港過去兩年流失約1414萬人萬人，，政政
府相信新一輪的招才計劃能填補府相信新一輪的招才計劃能填補
缺口缺口。。圖為中環鬧市圖為中環鬧市。。

香港文匯報記者萬霜靈香港文匯報記者萬霜靈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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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宣誓就職當天，第1份簽署的公文
就是台南市政府透明廉政公約」。台南市政府
27日舉行市長黃偉哲第2任期的第1次市政會
議時，在黃偉哲監誓下，副市長趙卿惠、葉澤
山除率領局處首長宣誓，也當場簽署市府透明
廉政公約。黃偉哲還強調，市政清廉將由他帶
頭做起。

市府經發局前局長陳凱凌涉貪被羈押禁見
，黃偉哲本月25日宣誓就職當天，第1份簽署
的公文就是市府透明廉政公約。昨天他在市政
會議上指出，市政穩定、創新進步及清廉服務
，在在都需要事務官與政務官通力合作，他期
許行政團隊所有成員都能不負市民所託，以清
廉、公開、透明作為最高原則， 「清清楚楚、
乾乾淨淨，沒有模糊地帶」，讓市政建設無縫
接軌。

黃偉哲還強調，他要求自己及全體市府團
隊都必須簽署透明廉政公約，且需定期向市民
報告；市政清廉由他帶頭做起，並接受全民監
督，不僅公開，也要透明。

黃偉哲表示，此次新市府團隊的尋才費盡
心思， 「專業能力」及 「即戰力」是最大考量
，無論新任與留任人員，在中央或地方都有豐
富的行政經驗。接下來的4年，市府團隊將以
「便捷交通」、 「青銀福利」和 「清廉勤政」

作為3大施政方向，推動台南市政做得更好。
黃偉哲也期勉新任行政團隊，在 2023 年

全國運動會等多項活動及建設都需同心協力，
大家發揮團隊精神發展市政，為市民的福祉打
拚，創造更多的利基，落實永續台南、宜居首
府，一起努力為市民服務。

南市府局處首長 簽署廉政公約

故宮南院即日起推出 「台灣意象展」2.0
版，結合 AR、VR 等虛擬實境科技的新媒體
展，把電子琴花車、流水席、金光布袋戲 「搬
」進展廳，就連俗稱的 「阿比」藥酒也成特色
展件，充分呈現台灣常民文化，與故宮傳統文
物展覽更有相當大的反差。

故宮南院處長彭子程指出， 「台灣意象展
」3月曾在科工館展出，這次移展到南院，全
新2.0版規畫2大展區，是全新特展，展場內
互動裝置、沉浸劇場等，讓民眾與展物直接互
動，像是 「台灣人、一家人」拍照裝置可重疊
參觀者影像，合成出新台灣人的臉，十分特別
。

策展總顧問台灣大學人類學博物館館長林
開世說，故宮在台灣超過80年，過去一直是
古物陳列館，所以策展理念就希望有所突破、

挑戰，讓故宮透過 「台灣意象展」與台灣社會
發生關係，仍期待透過聯合展覽，吸引更多人
來看展。

國立故宮博物院數位資訊室主任王揮雄說
， 「台灣意象展」透過科技不但呈現館方聯合
展出的經典文物，也做了一些符號，讓大家認
識台灣意象。

南院指出，這次主要與台灣博物館、國立
台灣歷史博物館、國立台灣大學人類學博物館
及順益台灣原住民博物館等館方合作，3大展
區分別為 「帝國眼中的台灣風物」、 「變動中
的台灣人」和 「台灣人經驗」，至於2樓大廳
「沉浸劇場」以7支主題影片，搭配擴增實境

、虛擬實境科技，讓民眾體驗台灣歷史上的藝
術人文與地理風貌。

台灣意象展2.0 流水席搬進故宮南院

屏東潮州鎮公所成立社會救助金專戶至今4
年，愈來愈多人響應捐款關懷 「邊緣戶」，今年
捐款額創新高達170餘萬元，當中潮州福安宮大
總理梁應鐘以岳父高齡102歲為吉祥數字捐出102
萬元在地方傳為美談，也讓宮廟的公益善舉被看
見。

梁應鐘長年熱中公益，今年是他第2次當大
總理，他說，這些年他發現福安宮把大部分的收
入拿去做公益，每年約有破百萬，疫情間潮州多
所學校的酒精、口罩、耳溫槍都是福安宮贊助，
他們也一起成立醫學院學生獎助學金，鼓勵學子
向上，他認為宮廟的愛心與善舉從不落人後。

同時，他也默默觀察社會救助金專戶成立後

的動向，他發現鎮長周品全在 「老吾老、幼吾幼
」這方面做得很好，不管是關懷據點還是弱勢孩
童課後輔導都照顧得很周全，他備受感動，今年
適逢岳父102歲，便取此吉祥數字並以大總理的
名義捐102萬元給救助金專戶。

周品全指出，4年前他發現有許多需要幫忙
的人，可能因家庭結構等因素不符政府機關審核
機制，而成為無法領有社會福利的 「邊緣戶」，
為此他成立社會救助金專戶，盼結合民間力量救
助弱勢長者與孩童，而今隨善款愈來愈多，服務
的範圍也會慢慢擴及到高風險家庭等，將持續盤
點有需要的民眾。

屏東潮州鎮公所社會救助金專戶 捐款破170萬

三重某國小校外花圃今(28日)凌晨發生火警，火勢撲滅後赫然發現地上有一名男子倒臥在地，已
被燒成焦屍。警方立即封鎖現場採證，初步排除外力介入，確切案情有待調查釐清。

三重大同南路上的國小校外花圃今天凌晨1時許突然起火燃燒，剛好經過的三重分局巡邏警員立
即以附近店家的滅火器協助滅火，並通知消防隊到場。消防隊將火勢撲滅後，驚見起火地點有一具男
焦屍。警方立即封鎖現場採證，現場聞到汽油味，但警方未發現盛裝汽油的容器，亦無發現打鬥痕跡
，初步排除外力介入，現場未發現遺書或藥物，確切案情有待後續調查釐清。

嘉義科學園區 26 日通過環評初審，全案
無須2階環評，開發案將直接送明年3月底的
大會審查，嘉義縣長翁章梁強調，科學園區是
嘉義人的期待，也是嘉義產業的火車頭，將帶
動農工大縣發展，若大會審查順利通過，最快
明年4、5月就能動工，加上其他產業園區啟
動、開發，一定會讓農工大縣加速實現。

環評專案小組 26 日召開南部科學園區嘉
義園區開發計畫環境影響說明書案第2次審查
會，開發單位南科管理局針對前次環委意見等
做補充說明，包括後續將加強園區使用再生水
相關規畫、用水管理等，同時評估以 「用電度
數」作為要求進駐廠商使用再生能源條件的可
行性。

南科管理局也將評估提升園區生產事業用
地空地透水率達 90％，公園、滯洪池、綠地
等透水率達 95％以上可行性，另評估精準健

康聚落、智慧載具聚落、智慧農業聚落等產業
製程用水回收率提升70％以上的可能性。

施工期間，南科管理局將針對環頸雉鳥巢
調查，在4至7月繁殖期監測頻率2周一次，
調整園區綠地範圍，或訂定園區西側產業用地
內相關綠地規畫，將西側靠近故宮南院景觀衝
擊納考量，並加嚴放流水重金屬鉛濃度監測。

翁章梁說，二次審查不僅將上次審查意見
修正到位，也會推動再生水計畫，全力做好源
頭控管、降低衝擊，兼顧環境與發展。

翁章梁說，農業及高科技結合發展新興科
技，將是嘉義縣未來發展模式，而嘉科就是加
速器，鏈結大埔美精密機械園區、馬稠後產業
園區、水上南靖產業園區、中埔公館產業園區
、民雄航太園區 、水產精品加值園區等，以
支援合作、厚植群聚方式，強化產業群聚競爭
力。

嘉義科學園區最快明年4月動工

三重某國小校外花圃竄火 火勢熄滅驚見男焦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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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

新的法例
健保現在更易負擔
保障家人健康

每5位客戶中就有4位能藉助財務補助
得到每月$10或更低收費的健保計劃。 

請於截止日期 1月15日前報名投保。 

由美國衛生及公眾服務部資助 

報名投保      1-800-318-2596

新的法例。更低費用。更多人合資格。

聯合休士頓亞裔資訊中心
10613 Bellaire Blvd., #A-250 
Houston, TX 77072

23NAT00117P   SPRJ751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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