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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by Chen
Broker / 企管碩士
德州 /加州地產經紀人

國、台、英語

Grace Wang
工商管理碩士
房地產經紀人

54 Sugar Creek Center Blvd., #300 Sugar Land, TX 77478
買的稱心，賣的放心，售屋高價又快速

值得您依賴的房地產投資專家

專精:房屋 商業 公寓 土地開發 物業管理 

◆西北區75個單位Condos出售，地點佳
，入住率高，現收租金，高報酬近8%，
售$3,990.000。

◆糖城Tang City Plaza 店鋪出
    租，1F&2F請來電洽詢
◆Warehouse 出售，位於
    Rosenberg，近59號高速
    33,885呎，地大5.50AC，售
    $1,800,000。

◆休斯頓商業中心, 繁華地段獨立旺
鋪1萬1千平方尺, 大型獨立停車場，
交通便利, 視野好。適合家居相關產
品零售。可租, 可售！請電Grace。 另有多單位公寓樓出售，請電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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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lanecert.com       Email: info@lanecert.com
Phone:  323-488-0011, 832-539-3333, 972-268-7129     Cell: 682-333-3292 

洛杉磯分校：1455 Monterey Pass Rd #206, Monterey Park CA 91754     
達拉斯分校：2850 W Parker Rd , Plano, TX 75075              休斯頓分校：12989 Bellaire Blvd #4A, Houston TX 77072達拉斯分校：2850 W Parker Rd , Plano, TX 75075              休斯頓分校：12989 Bellaire Blvd #4A, Houston TX 77072

疫情失業潮  留學生如何高薪上岸 快捷培訓助你成為Cisco互聯網專家 
快速實現高薪美國夢

可提供F-1各專業
留學生CPT或OPT
實習崗位，表現優
良者提供H1-B機會。

無需任何專業背景，只需800小時的學習和
訓練，就能成為Cisco互聯網專家和大數據
專家，考取IT行業最有含金量的CCIE證書，
輕松找到10萬以上年薪的工作。
老兵和低收入人員可申請免費學習

LaneCert Inc快捷培訓
是政府授權的職業培訓學校。
擁有思科網絡專家和大數據專家
兩大專家崗位的培訓，專業講師，
小班授課，幫助學生獲得CCIE認證。
學校還提供培訓，實習和就業

三位一體服務。

（綜合報道）全球新冠肺炎疫
情尚未平息，目前與英國牛津大學
合作研發疫苗的英國阿斯特捷利康
藥廠（AstraZeneca）已承諾疫苗不
會尋求獲利，將以成本價發售，盼
能在今年10月底前問世。

牛津大學團隊與阿斯特捷利康
藥廠共同開發這款稱為AZD-1222
的疫苗，目前正在英國展開臨床2
、3期聯合人體測試，預計最快10
月問世，並開始向英國、美國提供
首批新冠肺炎疫苗，更以生產20億
支疫苗為目標，除了英、美，也已
和歐洲國家敲定合約。

世界衛生組織（WHO）表示
，目前全球共有160個新冠疫苗分
別處於不同開發階段，除了牛津疫
苗 之 外 ， 美 國 生 技 公 司 莫 德 納
（Moderna）也於7月時宣布，第1

期人體試驗結果顯示，有45名受試
者都在體內產生強烈的免疫反應，
這款疫苗已在7月27日展開大規模
臨床試驗。

至於新冠疫苗的定價，英國金
融時報7月28日引述不具名消息人
士報導，莫德納打算開價每一療程
2劑50至60美元，高於輝瑞（Pfiz-
er Ltd.）與德國藥廠（BioNTech）
疫苗的39美元，此收費標準適用美
國及高收入國家，打算優先供應這
些國家疫苗。

SVB Leerink 製藥與生技分析
師 Geoffrey Porges 透露，阿斯特捷
利康製藥（AstraZeneca）與牛津大
學合作的候選疫苗，跟荷蘭、德國
、法國和義大利簽訂的價格，每劑
只要3到4美元。

牛津新冠疫苗預計牛津新冠疫苗預計1010月問世月問世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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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想再依賴油氣？阿聯酋核電站投產
為阿拉伯世界首座！

（綜合報導）阿拉伯聯合酋長國首座核
電站巴拉卡核電站1日投入運營，這是阿拉伯
世界首座核電站。

巴拉卡核電站位於阿聯酋阿布扎比以西
的阿達夫拉海濱地區，核電站共有4個反應堆
。其中一號反應堆已於1日開始發電。阿聯酋
核能集團（ENEC）發布的聲明稱，核電站的
二號反應堆近期已建造完畢，另外兩個反應
堆仍在建設中。

集團聲明稱，若四個反應堆都投入使用
，每年最多將生產5600兆瓦的電力，佔阿聯
酋電力需求的25%。阿聯酋副總統兼總理、迪
拜酋長謝赫穆罕默德•本•拉希德•阿勒馬
克圖姆在社交媒體上說，巴拉卡核電站的目
標是以安全、可靠和零排放的方式滿足阿聯
酋四分之一的電力需求。

阿聯酋是全球最大的化石能源生產國之
一，石油氣產值佔GDP的近三分之一。 2019
年，阿聯酋原油出口額達到500億美元。化石
能源帶來了源源不斷的財富，也拉動了阿聯
酋經濟在過去幾十年內的高速增長，同時意
味著能源需求的猛增。

賴斯大學貝克研究所的能源研究學者吉
姆•克萊恩在為原子能資訊網站"原子能科學
家簡報"撰文時指出，目前阿聯酋電力約97%
來自化石能源，其中絕大多數來自天然氣。
因此阿聯酋計劃調整能源結構，未來減少對
化石能源的依賴。

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稱讚了阿聯酋
巴拉卡核電站的投產，稱其為"一個重要的里

程碑"。
但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引用

英國倫敦大學學院（UCL）能源研究所助理
研究員、核能諮詢集團主席多爾夫曼的觀點
稱，阿聯酋對於核電站的投資可能會加劇海
灣地區的緊張情緒，破壞環境，並增加核擴
散的風險。

多爾夫曼認為，海灣地區擁有非常豐富
的日照資源，開發核能的經濟效益並不十分
突出，因此阿聯酋開發核電有其隱藏的野心
。
克萊恩則認為，基於開發核電的成本，阿聯
酋巴拉卡核電站是"一個沒有競爭力的選項"。

但克萊恩也指出，阿聯酋繼以色列和伊
朗之後成為中東地區第三個擁有核競爭力國
家的戰略重要性，"從戰略上來說，擁有核技
術能讓一個秉持中立不干預原則的國家迅速
轉向中東北非及其以外地區衝突的積極干預
者。"

但阿聯酋一直以來承諾和平發展核能。
阿聯酋簽約加入了《不擴散核武器條約》和
國際原子能大會的"核安全行動計劃"，以確保
國際合作。 2009年，阿聯酋與美國達成的協
議明確禁止海灣國家發展鈾濃縮活動和對反
應堆乏燃料進行再處理所需的技術。

阿聯酋於 2008 年公佈開發核能計劃。巴
拉卡核電站於2012年動工，耗資244億美元，
共有4個反應堆，總裝機容量達到5600兆瓦。
阿聯酋核能監管機構今年2月向巴拉卡核電站
第一個核反應堆發放運營執照。

民主黨即將舉行全國黨代表大會提名拜登
為總統候選人,這幾天他的副手就會出爐,各界
都在猜測誰將會是那一位幸運者,而拜登在日前
新聞發佈會上透露了玄機, 因為他手中拿著一
個筆記小抄,上面清楚寫著哈里絲的名字，似乎
是告訴大家,哈里絲就是他最後的選擇。
拜登的筆記小抄顯然是故意亮出來給記者看的
, 上面幾行字寫著:”不會挾怨、曾經與我和妻
子打選戰、天資聰穎、對選舉幫助很大、非常
尊重她”。

以上就是拜登對哈里絲的考核, 拜登心思
非常細膩,他刻意沒有寫出哈里絲是非裔女性,
也沒提到哈里絲在初選中曾對他猛烈批評以及
她將來具有問鼎總統的野心, 對他不夠忠誠。

在這次拜登的副手名單中, 除哈里絲外，
還有參議員華倫、前國安顧問賴斯、亞特蘭大
市長波托斯、密西根州長惠特默以及最近才冒
出的聯邦參議員達克沃斯和眾議員巴絲等, 清
一色都是女性, 各種族裔與膚色都有，因發生
黑人佛洛伊德遭白人警察霸凌致死，為平息少

數裔情緒，選一位非裔女性是拜登政治正確的
選擇。

由於今年總統大選兩位參選人年紀加起來
有151歲, 無論誰當選，下一位總統都是古稀耆
老，74歲的川普是美國選舉史上年齡最大的總
統，77歲的拜登則是最老的候選人，如拜登獲
勝，將成為首位 80 歲還在位的美國總統,因此
這次選舉中副總統格外重要。拜登已表明將只
任一屆總統，所以他的副手很可能順理成章成
為 2024 總統候選人,所以即將當選的副總統從
上任第一天起就有隨時接任總統的可能, 因此
拜登的選擇意味著對自己青睞的繼任者的認可
，這位副總統或將比總統更吸引公眾的眼球。

從雷根政府開始，美國副總統不再是個雞
肋角色，拜登已稱自己為過渡候選人,所以他的
副手會直接成為2024黨內提名領跑者, 因此這
次總統選舉與其說是競爭總統大位，不如說是
為拜登的副總統瞄準下一屆總統之位罷了！

【李著華觀點:拜登的副手呼之欲出
--他的筆記小抄透露了女副手玄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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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情在全
國各地之猖狂，已
經到了無法管控之
危險境地， 由於政
客們對病毒之傳染
大加渲染 ，造成美
國大眾對反華亞裔
之情緒，以致使我
們社區遭受到前所
未有之恐懼和驚慌
。

我們來到美利
堅共和國這塊土地
，大多數人都是奉
公守法的公民，我
本人在全美各大小
城市走透透，所有
到過的城市從美東
的紐約、波士頓、
華府、到美西洛杉磯、 舊金山、 波特蘭 、西
雅圖 到美中芝加哥、聖路易等城市，我們都親
眼目睹移民社區在學術、商業、醫療方面之卓
越貢獻， 豈能讓一些政客誤導亞裔族群製造對
立。

多年來，在非裔和拉丁裔社區，早就有保
障公民權方面的法律援助服務，而且在他們遭
到歧視時 立即得到聲援。今天我們國際移民及

華亞裔社區正在遭受前所未有之挑戰，這是我
們大家站出來的時候了。

目前我們已經得到法律界之承諾及支持 ，
並且已經在積極籌備之中，將來會有十五至二
十位全國各地之亞裔、華裔、非裔及拉丁裔之
律師，義務加入行列，為我們來仗義執言。

美國大選近在眉捷，加入政治活動是我們
每個公民應盡之天職，我們一起來保護自己的
公民權利。

美國新冠疫情日記美國新冠疫情日記88//0303//20202020

In the last one-half year, because of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our community is facing a
lot of discrimination and the people are so anxious
and really feel unsafe.

Most of the international immigrants and Asians
came to America looking for liberty and freedom. I
have traveled all over America from the east coast
to New York, Boston, Washington DC, to the west
coast and Los Angeles, San Francisco and the
northwest to Seattle, Portland and to the midwest
to Chicago, St. Louis and other cities. We have
witnessed these newcomers to America and they

are working so hard and they are making big
contributions in the business, medical and many
professional fields.

In the last several decades our civil rights leaders
have already laid the groundwork for all of us. This
nation was built on equity and freedom. We all as
citizens need protection for our U.S. constitutional
rights.

Now this is the time we need to act. We are
working with fifteen to twenty prominent lawyers to
serve on the board of the International Asian

Community Legal
Assistance Center. We
really need your support
and comments.

This legal assistance
center will be open for
service in the very near
future.

Our organizing team is
being lead by Daniel Lee
and Jessica Chen. This
assistance advisory group
will make an
announcement soon.

If you have any comments,
please send to me at
Wealee@aol.com.

International Asian CommunityInternational Asian Community
Legal Assistance CenterLegal Assistance Center

成立國際華亞裔民權律師顧問團成立國際華亞裔民權律師顧問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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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新冠疫情正在改變著世界，如今的

每個人都在見證歷史。為了讓後世了解今天的人

們是如何在新冠疫情中生活的，日本各地博物館

正在收集口罩、照片、宣傳單等與疫情有關的

“歷史資料”，作為博物館今後的“藏品”。

據報道，在北海道浦幌町，當地政府設立的

博物館從2月就開始呼籲民眾提供與疫情有關的

物品。目前，該博物館已經收集了約200件相關

“藏品”，其中有日本政府免費發放的棉布口罩

，有因疫情而停辦節慶活動的宣傳單，也有鼓勵

民眾在餐廳打包帶走餐食的優惠券等。

浦幌町博物館的壹名工作人員稱，“我們今

天的生活都將成為歷史，在這些日常生活用品被

扔掉之前，希望盡量把它們保存下來，以後的人

們在回憶我們現在所處的時代時，能夠看到實物

的話，將會有更加客觀的感受。”

報道稱，位於日本東京的日本國立國會圖書

館，已經保存了大量與新冠疫情有關的政府機構

網站資料，而早稻田大學演劇博物館，也正在呼

籲民眾提供因疫情延期或停演的演出宣傳冊和劇

本。

此外，大阪府吹田市立博物館則收到了當地

衛生部門提供的防護服、防護面罩，以及人們在

藥店前排隊購買口罩的照片等。該博物館壹名工

作人員稱，“希望把這個時代應該被記住的東西

傳遞給未來的人”。

日本稱“安倍謝罪”塑像
將“決定性”影響日韓關系
綜合報導 日本政府就媒體所報韓國

民間設立寓意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向“慰安

婦”謝罪的塑像表達不滿，警告這壹事件

將對日韓關系產生“決定性”影響。

日本內閣官房長官菅義偉在例行記者

會上說，“這種做法從國際禮儀上來說不

可接受”，“如果報道屬實，這將對日韓

關系產生決定性影響”。

他同時“強烈要求”韓方“切實履

行”兩國就“慰安婦”問題達成的“最終

和不可逆”協議。

日本和韓國媒體報道，這組塑像位於

韓國江原道平昌私人植物園“韓國自生植

物園”內，壹名代表“慰安婦”的少女塑

像端坐，面前是壹名男性塑像，雙膝跪

地、雙手伏地。

塑像正式名稱為《永遠的贖罪》。日

本東京廣播公司報道，塑像別名是“謝罪

的安倍”。

韓國媒體援引塑像創作者的話報道，

安倍拒不就日本對朝鮮半島的殖民統治和

“慰安婦”問題謝罪，因而以這壹作品

“敦促（安倍）反省”。

《朝日新聞》援引植物園園主金昌烈

（音譯）的話報道，塑像2018年完成，植

物園因火災壹度關閉，打算利用重開的機

會給塑像揭幕。

金昌烈說，韓國已經有很多“慰安婦”

少女塑像，“建造壹座責任人謝罪的塑像

會更好”。

他另外告訴日本共同社，這座塑像

“並非特定針對”安倍，而是“代表所有

應該謝罪的男性”。

園方本打算下月10日舉行揭幕式。不

過，韓國《中央日報》報道，園主已經取

消這壹計劃。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本在亞洲國

家強征“慰安婦”。韓國方面壹直要求日

方正視歷史，就“慰安婦”問題正式道歉

和賠償；日方則稱，兩國1965年簽訂《日

韓請求權協定》後，這壹問題已經解決。

日方稱，樸槿惠任韓國總統期間，韓

日政府2015年 12月簽署《韓日慰安婦協

議》，就“慰安婦”問題達成“最終且

不可逆轉的壹致”。

但是，這份協議在韓國受到普遍反對

和批評。文在寅就任韓國總統後，韓方多

次對協議表達不滿，認定它沒有真正解決

“慰安婦”問題。韓國2018年11月解散依

據這壹協議成立的“和解與治愈基金會”

。這壹基金會由日方出資，提供給“慰安

婦”受害者。

因韓國法院判處日本企業必須就二

戰期間強征韓國勞工作出賠償，韓日關

系去年以來空前惡化。日本《每日新

聞》說，從現狀看，“慰安婦”問題遠

難解決。

韓國調整國安班底
謀求發展南北關系

綜合報導 韓國總統文在寅向新

任統壹部長官李仁榮、新任國家情

報院院長樸智元授予任命書。文在

寅稱，二人肩負“重啟發展陷入僵

局的南北關系的使命”。

此前，韓國政府已任命徐薰為

新任青瓦臺國家安保室室長。這是

韓國罕見同時更換三個重要的國家

外交、安全系統負責人。輿論認為

，新任官員均有長期對朝經驗，主

張與朝對話，有助於推動韓朝關系

發展。

新任統壹部長官李仁榮，生

於 1964 年，曾出任國會南北經濟

合作特別委員會委員長，是執政

黨共同民主黨國會議員。新任國

情院院長樸智元生於1942年，曾在

金大中政府時期擔任青瓦臺秘書室

長等職位。

29日，文在寅向二人頒發任命

書時稱，李仁榮和樸智元肩負著

“重啟發展陷入僵局的南北關系的

使命”。文在寅說，樸智元是促成

歷史上首次南北領導人會面的主角

之壹，具有豐富的經驗。

李仁榮當天稱，感受到了要打

開半島和平之門的使命感，將竭盡

全力向前邁進。樸智元也表示，將

打開發展韓朝關系的突破口。

近來，二人就職引發韓國巨大

輿論爭議。在野黨多次質疑，李仁

榮兒子沒有履行兵役義務、個人財

產來歷不明等。針對樸智元，最大

在野黨未來統合黨黨首朱豪英稱其

為“通敵者”，稱樸智元曾與朝方

秘密簽訂數十億美元協議，並公開

了“復印件”。

對此，樸智元表示，自己從

未簽署協議，文件是偽造。29 日

，青瓦臺也稱，政府內部沒有相

關文件，不存在所謂的“幕後協

議書”。

印度8月進入解封第三階段
娛樂及大型聚集仍被禁止

綜合報導 印度政府29日

宣布，將在8月1日進入解封

第三階段(Unlock-3)，同時公

布相關準則，其中包括在隔離

區外開放更多活動，但區內實

行嚴格管制，個人宵禁則已被

解除。印度學校和教育機構將

維持關閉至8月31日。

印度內政部表示，當局在

接收到各州等給予的反映，與

中央有關部門廣泛磋商後列出

這壹套新準則。據該準則，瑜

伽機構和健身房將可從8月5

日起開放，當局將頒布標準作

業程序以確保民眾保持社交距

離。

另外，印度當局也允許恢

復部分國際航空旅行。

但是，隔離區外仍不允許

開放的設施包括地鐵、電影

院、遊泳池、娛樂公園、劇

院、酒吧、禮堂和類似場所

。在第三階段也不允許進行

社交、政治、體育、娛樂、學

術、文化、宗教活動和其他大

型聚集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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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就美空軍對伊客機幹擾行為

向國際民航組織提出申訴
綜合報導 伊朗民航組織表示，該國已就美空軍對伊客機的幹擾行

為向國際民航組織(ICAO)提出申訴。

該組織消息稱，“民航組織認為，美國戰機幹擾伊朗客機的行為是

公開違反國際法和規範，以及空中航行標準”。

同時，伊朗負責法律問題的副總統拉亞· 喬內第也表示，美國空軍

對伊朗客機采取的行為違反了飛行安全規則。

“美國戰機對馬漢航空客機采取的行為方式，在第三國領空對客機

制造幹擾，公然違反了安全飛行規則。”她表示，美方的行為違反了

《國際民用航空公約》。

報道稱，伊朗官方表示，已向國際民航組織理事會發出抗議，並要

求立即研究該問題。

據此前綜合多家伊朗媒體報道，當地時間23日，馬漢航空1152次航

班從伊朗首都德黑蘭起飛，目的地是黎巴嫩首都貝魯特。在飛行至敘利

亞南部坦夫地區上空時，兩架美軍戰機不斷靠近客機，造成機上人員恐

慌。為避免發生意外，客機飛行員在短時間內迅速下降飛行高度，導致

機身劇烈顛簸，數人受傷。

美國方面則表示，美國空軍F-15戰鬥機按照國際規範在1公裏外對

伊朗飛機進行了伴飛。美戰機在確認該航班為馬漢航空公司客機後便拉

開至安全距離。

北約“全球鷹”無人機接連進駐意大利境內基地
綜合報導 北約從美國軍火巨頭諾格

公司訂購的第四架“全球鷹”無人機26

日進駐意大利錫戈內拉空軍基地，這是

半個月內北約又壹架“全球鷹”無人機

進駐錫戈內拉空軍基地。

據通報，美國西部時間7月25日上

午 9 時 30 分左右，這架 RQ-4D“全球

鷹”無人機從加利福尼亞州愛德華茲空

軍基地起飛，歷經近22個小時的飛行，

於意大利時間26日下午4時20分左右飛

抵指定駐紮的錫戈內拉空軍基地。

7月15日，北約第三架“全球鷹”

無人機業已進駐錫戈內拉空軍基地。當

時這架飛機在美國西部時間7月14日清

晨從愛德華茲空軍基地起飛，同樣歷近

22個小時的飛行，於意大利時間15日下

午飛抵錫戈內拉空軍基地。

“全球鷹”無人機系世界最先進的

無人機之壹，主要用於偵察和收集情報

。2012年，北約與諾格公司簽訂采購合

同，總計購買5架“全球鷹”無人機，

合同總值約12億歐元。按照合同，北約

所購無人機以“全球鷹”Block40無人機

為雛形，根據

北約防務所需

進行了改裝，

具備先進的偵

察、監視和情

報收集能力。

去年 11 月

，北約首架“全

球鷹”無人機從

加利福尼亞州帕

姆代爾飛抵錫戈

內拉空軍基地，

拉開北約接收

“全球鷹”無人機的序幕；目前北約計

劃到今年年底將5架“全球鷹”無人機

接收完畢，其後著手驗證飛機性能，直

至交付機隊使用。

北約“全球鷹”無人機隸屬北約

“聯合地面監視系統”。2009 年，美

國、德國、意大利等15個北約成員國簽

署諒解備忘錄，決定牽頭推進這壹系

統，為此北約成立“聯合地面監視管理

局”，意在強化北約地面監視能力，同

時讓成員國更好地共享地面監視數據。

根據協定，北約“全球鷹”無人機

由北約成員國集體所有，只要支付飛機

運行費用，即可調用無人機；無人機正

式服役後，除出資訂購的15個成員國，

飛機獲取的情報和數據也會對其它成員

國開放；此前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

表示，“全球鷹”無人機表明北約致力

於打造尖端軍力，推動軍事現代化，相

信北約“集體防務”將受益匪淺。

英隔離來自西班牙旅客
約翰遜：歐洲現第二波疫情跡象

綜合報導 英國政府突然宣布，來自西班牙的所有入境旅客都必須

隔離檢疫兩周，引發西班牙嚴詞批評。不過，英國立刻回擊，並表示不

打算改變這項政策。英首相約翰遜在為此舉辯護時警告稱，歐洲各地可

能即將面臨第二波新冠疫情。

據報道，英國政府上周末突然對來自西班牙的旅客重新實施隔離要

求後，約翰遜政府受到了旅遊業運營商和旅客的批評。

但約翰遜說：“讓我們對歐洲正在發生的事情實話實說，在我們的

壹些歐洲朋友中，恐怕妳已經開始在某些地方看到第二波疫情的跡象”

，“如果我們確實看到其他國家出現第二波疫情的跡象，那麼迅速采取

果斷行動確實是我們的工作，我們的責任。”

另據法新社報道，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早些時候譴責了英國的上述

決定，批評這項政策“不公正”。桑切斯說，西班牙的伊比沙島(Ibi-

za)、馬略卡島(Mallorca)和加那利群島(Canaries)等地區“其實比英國更

安全”。

他表示，“我們正在與英國當局商談，試圖讓他們重新考慮。”

不過，英國立即拒絕了桑切斯的說法，並表示將繼續執行這項新的檢

疫規定。

英國運輸部初級部長夏洛特•維爾(Charlotte Vere)28日表示，英政

府正考慮對從海外返回英國的旅客，實施地區性的措施。

“就目前而言，我們的邊境措施是針對整個國家的，但將來我們有

可能可以將這類措施細化到針對地區，”她表示。“我們還沒有到那壹

步，但是我們正在研究這麼做。”

英國官員們還警告稱，民眾應該意識到，疫情期間任何出國旅行都

是有風險的。“妳必須接受的是，如果妳出國度假，就有發生這種情況(

遭遇隔離要求)的風險。”其中壹名官員表示。

疫情嚴重沖擊希臘經濟
2020上半年財政赤字高達61億歐元

綜合報導 日前，希臘財政

部發布中期財政報告指出，在

2020年上半年，希臘國家預算錄

得61.01億歐元的初級財政赤字

，遠低於3.13億歐元的預算基本

盈余目標。調查顯示，希臘消費

者的財務狀況惡化。另壹方面，

希臘財政部向議會提交壹項稅收

法案的修正案，擬對涉嫌偷稅漏

稅的企業處以更加嚴厲的懲罰。

據報道，當地時間27日，

希臘財政部表示，2020年上半年

該國錄得嚴重赤字的原因，是疫

情封鎖和限制措施造成的收入減

少，以及為應對衛生危機而增加

的支出。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報告指

出，假如新冠疫情不會再次大

爆發，預計希臘國內生產總值

在 2020 年將收縮 8%，2021 年

可增長 4.5%左右。倘若到 2020

年底，全球範圍內第二次爆發

大規模的新冠疫情，預計希臘經

濟將收縮9.8%，2021年僅能增長

2.3%。

希臘商業與零售業協會

(SELPE)日前進行壹項調查顯示

，過去9個月，希臘消費者的財

務狀況惡化，其中大部分受訪者

對新冠疫情導致經濟危機的持續

時間，表示悲觀。

希臘受訪者普遍表示，目前

，幾乎壹半的家庭收入用於支付

賬單和繳稅，盡管希臘政府已經

因應疫情發展，對部分稅費進行

減免。

只有10%的受訪者表示，他

們的財務狀況在過去9個月有所

改善，而在2019年 10月的同類

調查中，這個數字為32%。16%

的希臘受訪者預計，未來6個月

內，他們的財政狀況會有所改善

。而在 9個月前，這壹比例為

30%。還有90%的希臘消費者預

計，新冠疫情所造成的經濟危機

至少會持續到2021年底。

另據報道，希臘財政部向議

會提交壹項稅收法案的修正案，

擬對涉嫌偷稅漏稅的企業處以更

加嚴厲的懲罰。其中，如果發現

企業篡改收銀機或使用非法軟件

系統隱藏交易及逃稅，稅務部門

將可以對其處以停業20個月的

重罰。

據報道，這項修正案對試圖

欺瞞國家的企業來說，處罰非常

嚴格。如果違規方是轉售軟件或

提供技術支持協助違規篡改和隱

瞞數據的公司或個人，最高處罰

是關停20個月和10萬歐元罰款。

修正案還規定，對阻撓稅務

檢查的行為，包括任何針對稅務

稽查員的暴力或威脅，都將導致

涉事企業停業1個月。

如果使用武器或其它危險物品

阻礙稅務稽查員查稅，從而造成稅

務人員身體傷害或生命危險，則可

被處以停業6個月的重罰。

萬物皆是蛋糕！
土耳其甜點師手藝超群 以假亂真

綜合報導 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蛋糕甜点师盖琪

尔(Tuba Geckil)擅长将蛋糕外表做成其他物品，不管

是食物、水果或日常生活用品，模样都几乎可以“以

假乱真”，人们通常要在刀子切下去后，才惊觉眼前的

物品是蛋糕做的。

有网站整理盖琪尔放上社交网络的作品，在3

分钟的影片里，可见“鞋子”切下去后，是带有

粉红糖霜的白蛋糕；“腌黄瓜”是巧克力蛋糕；

“卷筒卫生纸”则是多层蛋糕。除此之外，还有

“香蕉”、“苹果”、“肥皂”、“毛巾”、

“盆栽”等不同造型的超逼真蛋糕。

这支影片在社交网站走红，观看次数已破3100万

次，“推特”上甚至有“万物皆是蛋糕”(#Eveything-

IsCake)的标签。

据报道，盖琪尔还擅长制作人物肖像蛋糕，像是

美国演员菲尼克斯饰演的小丑、名画《戴珍珠耳环的

少女》，还有美国总统特朗普、德国总理默克尔和英

国歌手约翰· 列侬。

得知自己的作品在网上走红后，盖琪尔在社交网

站放上宣传照感谢支持，表示她的蛋糕常被误会为蜡

像食物，她最爱看观众欣赏自己作品时的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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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在兩黨忙著互相指責、新一輪紓困計劃前景
不明的時候，美國的疫情和經濟數據日前頻亮紅燈。

這幾日，掙扎在新冠疫情泥潭中的美國經濟接連收到“壞
消息”：第二季度實際國內生產總值按年率計算萎縮32.9%、
首次申請失業救濟人數又連續兩週上升……

就在這種情況下，據美國國會3月底批准的約2萬億美元
新冠疫情紓困計劃，聯邦政府在各州失業救濟金基礎上為失業
人員提供的每週600美元額外失業救濟金，已於7月底正式到
期。

疫情還沒遠未受控，接下來怎麼辦？民主、共和兩黨博弈
正酣，距離通過一個新的財政援助計劃仍有“很長距離”。雙
方還互相指責對方才是造成救濟金“斷糧”的原因。

對此，經濟學家警告，若不及時出台新的救濟計劃，已陷
入衰退的美國經濟將遭受更嚴重打擊。
救濟金金額談不攏

事實上，共和黨和民主黨自從5月就開始就新一輪救濟計
劃博弈了，但在原計劃到期之日也沒能順利“續簽”。全美上
下都在緊緊盯著國會。

8月1日，華盛頓再傳壞消息。經過長時間商討，雙方表示
仍存在很大分歧。民主黨一方代表、參議院少數黨領袖查克•
舒默說，雙方“立場還沒有接近”。

白宮幕僚長馬克•梅多斯則表示：“我們還有很長距離。
我不想暗示快達成協議了，因為事實是我們還沒有。”

7月30日，在美國紐約蘇豪商業區，一家商店內的恐龍雕
像被“戴”上口罩。新華社記者王迎攝

首先，關於新一輪救助計劃的總金額，雙方的“差距”或
達兩萬億美元。民主黨人佔多數的眾議院5月份曾通過一個3
萬億美元的方案。共和黨則在7月27日拿出了一份一萬億美元
的草案，白宮和國會兩黨領袖談了幾輪也沒談攏。
雙方一大分歧在於是否延續每週600美元的失業救濟金。

白宮和國會共和黨方面多次表示，這一金額過高，甚至高
於很多失業者的工資，打擊了民眾回到工作崗位的積極性。共
和黨希望將金額降到200美元。民主黨人堅持認為，這一金額
是保障生活的必需，應該延期到明年1月份。

眾議長、民主黨人佩洛西則在推特上表示，美國民眾需要
購買食物、支付房租，共和黨人不應在這個問題上還討價還價
。

不過，特朗普最新在社交媒體上的表態似有鬆動之意，暗
示同意在短期內延續每週600美元的失業救濟金，但強調雙方
仍在其他方面存在重大分歧。

還有一個分歧點令人關注，民主黨此前在3萬億方案中提
議向在疫情中面臨財政壓力的州和地方政府提供近1萬億美元
援助，而共和黨人的方案沒有針對州和地方政府的新撥款。

在兩黨忙著互相指責、新一輪紓困計劃前景不明的時候，
美國的疫情和經濟數據日前頻亮紅燈：

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2日公佈的統計數據顯示，美

國累計新冠確診病例已接近467萬例，累計死亡病例接近15.5
萬例，高居全球之首。

美國商務部7月30日公佈的數據顯示，美國今年第二季度
實際國內生產總值（GDP）按年率計算萎縮32.9%，為1947年
有記錄以來最大降幅。

勞工部數據顯示，首次申請失業救濟人數過去兩周連續上
升，逆轉了此前三個多月持續下降的趨勢。

穆迪分析公司首席經濟學家馬克•贊迪日前警告，如果將
額外失業救濟金削減至每週200美元，到今年年底失業率將高
出0.6個百分點。

根據富國證券經濟學家的測算，在沒有額外失業救濟金的
情況下，美國家庭總收入每月將減少約720億美元，很可能對
消費支出造成顯著影響。

美聯儲主席鮑威爾日前表示，美國經濟前景充滿不確定性
，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能否成功控制住疫情。當前美國經濟需
要更多的財政政策支持。

美國智庫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所長亞當•波森對新華社
記者表示，儘管目前兩黨僵持不下，他認為在國會8月休會前
兩黨有望達成一致，預計新一輪紓困政策規模將在2萬億美元
左右，將包含失業救濟金延期、針對州和地方政府的援助等內
容。他同時提醒，控制住疫情才是促進經濟復甦的關鍵。

（綜合報導）美股"史上最慘"財報季臨近尾聲。作為疫情
衝擊最大的行業之一，餐飲企業最終亮出了他們的"成績"——
麥當勞遭遇15年來最差業績、星巴克單季虧損7億美元……

然而，還有更多沒有被披露的自營餐廳，他們沒有連鎖企
業的規模，更沒有上市公司的財力，默默關店後，他們的未來
生活將面臨極大的考驗。而此時，美國總統特朗普卻"補刀"稱
，這些都怪中國？

關閉200家門店，連麥當勞也撐不住了？
"沒有最慘，只有更慘"。用這句話形容美國餐飲企業的Q3

財報，或許再合適不過。
7月30日，麥當勞公佈了其第二季度及上半年財年業績報

告。數據顯示，今年上半年，麥當勞淨利潤為15.91億美元，
同比下滑44%。而在第二季度，麥當勞的淨利潤同比下降高達
68.11%。

據彭博社數據顯示，這是麥當勞 2005 年以來的最差業績
。 2005年，麥當勞曾遭遇輿論危機，當時，麥當勞被指炸薯
條有致癌風險，其經營一度遭到衝擊。如今看來，疫情的威脅
似乎要甚於致癌的質疑。

目前，麥當勞在全球100多個國家有約3.9萬家門店。麥當
勞方面表示，幾乎所有門店均已恢復運營。然而，由於疫情發
展的不確定，或將進一步對公司財務造成負面影響。麥當勞決
定，在年內關閉約200家在美國的餐廳。

另一個餐飲"巨頭"星巴克的日子似乎也不好過。北京時間
7月29日，星巴克也公佈了其財報。他們遭遇了10多年來最大
的每股虧損。僅第二季度，星巴克全球銷售額銳減40%，虧損
7.04億美元（約合人民幣49億元）。與疫情前公司的業績預期
相比，公司銷售額減少約31億美元。

此前，曾有媒體報導，星巴克將在未來永久關閉400間美
國及加拿大的分店。不過，星巴克並沒在報告中提及相關計劃
。

此外，百勝餐飲也在7月30日公佈了財報。數據顯示，第
二季度，百勝全球系統銷售額下滑12%。其中，肯德基銷售額
下滑18％，必勝客銷售額10％，塔可貝爾銷售額下滑6％。
二次疫情衝擊，美國餐飲業的"至暗時刻"

如果說，上述知名企業至少還保持著一定的盈利水平和營
收規模。那對於，更多"平民"的中小餐飲企業，疫情的衝擊可
能是"災難性"的。

美食點評網站Yelp表示，自3月以來，共有53%的餐廳將
其平台上的狀態更改為永久關閉。 6月下旬，二次疫情"捲土重
來"後，這一數字同比攀升23%。更多的餐廳正在以更快的速度
步入"永久關閉"。

而這或許只是一個開始。據美國國家餐飲協會（NRA）數
據顯示，目前，有超過8000多家餐廳出現了不同程度的新冠肺
炎感染的情況。這一數字仍在不斷增加。未來6個月，75%的
美國餐廳仍然無法盈利。今年，美國餐飲業的損失或將達到
2400億美元。

事實上，美國的餐飲業，無論是餐廳數量還是營業收入規
模，已經保持了連續20年的增長。疫情不僅將使得這一切戛然
而止，甚至還將"大幅倒退"。密歇根大學研究稱，餐飲業要恢
復疫情前的狀態，至少需要2-3年。

如果說疫情是餐飲業困境最大的誘因，那麼如今，美國餐
飲企業正在面臨疫情所帶來的複雜的"並發症"。
眾所周知，"封鎖令"大大減少甚至阻斷了餐廳的客源。而在當
下復工的背景下，大部分美國當地政府依舊對餐廳的客流進行
了限制。例如，在科羅拉多州，當地政府對餐廳開業的條件是
"50%的容量，最多容納50名顧客。"

餐廳能夠開門，但是不少消費者依然沒有選擇回到餐廳。
民調機構YouGov的一項調查發現，52%的美國人在未來三個
月內都不想在餐廳或酒吧用餐。

"擔心感染"自然是首要原因，但並不是唯一的原因。餐廳

價格的上升是其中不容忽視的一個理由。據美國勞工統計數據
顯示，今年美國的食品價格已連續6個月持續上漲，最高的3
月曾上漲2.1%。而這其中，肉類價格更是水漲船高。牛肉價格
近三個月累計漲幅一度達到20.4%。

原材料價格上漲直接影響到了餐廳。 6月美國餐廳的價格
比上個月繼續上漲0.9%，創下歷史新高。一邊是民眾失業率屢
創新高，一邊是食材價格上浮帶來的服務漲價。餐飲業面臨的
是一個致命的問題——"供需雙殺"。

民眾沒有財力也沒有意願回到餐廳，餐廳沒有辦法也沒有
能力應對成本上浮，餐飲的困局也就此形成。

據餐廳業諮詢公司AaronAllen＆Associates估算，2020年，
全美大約66萬家餐廳中，將有多達231000家會永久關閉。而
這20多萬家餐廳的背後，是超過百萬計的工作崗位，和難以計
數的工薪家庭。

每個月600美元的救濟金，對這些失業員工而言，稱得上
是"救命錢"。然而，隨著美國二次疫情的反彈，餐飲業關店潮
仍再繼續，這些失業員工的救濟金卻"命懸一線"。
根據美國此前通過的新冠救助法案，失業救濟金法案將於7月
31日到期。據《華盛頓郵報》報導，關於法案未來如何實施，
共和黨人和民主黨人分歧巨大，美國國會就新冠救助法案的談
判陷入僵局。

據美國勞工部的最新數據顯示，至7月25日當週，美國失
業救濟申請人數已經連續第二次上升，首次申請失業救濟人數
為143.4萬人，續請失業救濟人數達1701.8萬人。

據《紐約時報》報導稱，約有3000萬正在領取失業救濟金
的美國人將會受到影響。其援引美國人口普查局的調查稱，美
國已有近11％的人自稱家中沒有足夠食物，超過四分之一的人
無法按時繳納租金或抵押貸款付款，40％的成年人推遲了就醫
時間。

美國新冠失業救濟金斷糧了美國新冠失業救濟金斷糧了，，兩黨互懟兩黨互懟！！

美國餐飲“至暗時刻”
15年最差麥當勞，虧損49億星巴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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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台首個載客運行智駕巴士全台首個載客運行智駕巴士 於淡海輕軌上路於淡海輕軌上路
（中央社）中華電信與勤崴國際、淡水客運攜手

合作，今年5月底依據 「無人載具科技創新實驗條例」
取得自駕車試車牌，經過不載客測試後，今天起於淡
海輕軌崁頂站至美麗新影城站啟動載客運行服務。

目前國內外多數自駕巴士皆於封閉場域進行試運
，未真正提供長期公共運輸的接駁服務。中華電信表
示，這項服務為國內第一個上路載客運行的智駕巴士
， 也 是 國 內 第 一 個 整 合 C-V2X （Cellular vehi-
cle-to-everything）蜂巢式車間通訊、自駕車、路側感
測器及雲端監控平台的自駕車公共運輸接駁服務。

在這項計畫中，中華電信於淡海新市鎮建立監控
中心，透過平台可即時得知自駕車位置、車內外影像
、車流及天候狀況等，並採用勤崴國際的自駕車，透

過C-V2X蜂巢式網路技術通訊方式，將周遭環境的號
誌狀態與其他車輛、行人通行資訊傳送至自駕車平台
進行運算。

自駕車除了透過本身的攝影機、光達得知環境狀
況外，也可額外透過C-V2X的通訊方式及路側攝影機
、雷達等獲得道路資訊，提升自駕車行車安全。此外
，中華電信建立的監控中心也可查閱歷史資料，作為
自駕車運輸效益分析，提升服務品質。

中華電信指出，未來將透過5G高速率、低延遲
、大連結的特性，結合車聯網人工智慧（AI）、
C-V2X相關技術，期盼透過智慧交通的服務，引領5G
車聯網產業開創商機。

台積電營所稅貢獻300億
蟬聯全國冠軍

（中央社）營所稅申報6月底截止，對照稅收統計
及財報，今年繳稅冠軍仍由台積電蟬聯，貢獻整體營所
稅一成，但自繳稅額滑落至新台幣300億元左右，年減
逾50億，推估可能與適用未分配盈餘租
稅優惠有關。

每年報稅季結束，科技園區、大廠座落的北區國
稅局營所稅申報情形，都特別受到關注。統計截至7月
15日，今年5月北區國稅局營所稅申報件數約32.7萬件
、自繳稅額1111.6億元，件數、金額都居五區國稅局之
冠。

不過，整體來看，今年五區國稅局營所稅申報自繳
稅額均大幅下滑，其中北區國稅局收到的自繳稅額
1111.6億元，也大幅年減354.1億元，減幅達24.2%；申
報項目中，主要反映前一年獲利情形的 「結算申報」以
及 「未分配盈餘申報」都呈現衰退。

北區國稅局官員說明，稅額大減，除 「結算申報」
部分受企業去年獲利下滑影響，年減17.3%外，最主要
還是 「未分配盈餘申報」年減65.4%所致，今年在稅制
方面，未分配盈餘稅率由10%減半為5%，且有產創條
例智慧機械投資抵減優惠及實質投資列為未分配盈餘減
項等優惠同步上路。

北區國稅局官員指出，轄內科技大廠多，加上美
中貿易戰後，台商產能回流台灣，適用智慧機械、實質
投資抵減優惠的業者增加，使未分配盈餘申報部分年減

逾6成；期待減稅帶動的經濟效益，未來能形成更大的
稅收動能。

觀察北區國稅局轄內繳稅金額前3大企業，今年
自繳稅額合計共380億元，遠低於前一年的541億元，
自繳稅額占全國比重約13%，則比前一年下降逾1個百
分點。

其中，北區繳稅冠軍自繳稅額約300億元上下，比
前一年的350億元明顯減少，繳稅亞軍自繳稅額則約50
億元，比前一年的百億規模腰斬；至於繳稅企業身份，
北區國稅局表示，基於保密原則，無法對外透露。

不過，對照公開財報資訊可發現，年年蟬聯北區
繳稅金額冠、亞軍的企業，正是全球晶圓代工龍頭台積
電及鴻海，其中台積電繳稅金額同樣也是全國冠軍，光
一家貢獻金額就占整體營所稅自繳稅額的1成左右。

另一方面，對比五區營所稅申報情形，受稅制及優
惠上路影響，今年 「未分配盈餘」申報自繳稅額，全數
大幅衰退，合計年減336.06億、年減近6成，其中以北
區國稅局年減136.4億最多。

「結算申報」自繳稅額部分，除台北國稅局在去年
金融業獲利創新高支撐下，年增0.33%外，其餘四區年
減幅度在 17%至 37%，之中又以高雄國稅局減幅達
37.34%最大，主要與轄內傳產業者較多，如石化、鋼鐵
等，去年產業景氣受貿易戰衝擊所致。

太魯閣山月吊橋測風速求安全太魯閣山月吊橋測風速求安全
太魯閣國家公園內的山月吊橋將於太魯閣國家公園內的山月吊橋將於88月月1212日開放日開放，，由於橋面高懸在由於橋面高懸在

溪谷上方溪谷上方，，風勢強勁風勢強勁，，因此橋側邊設置風速器因此橋側邊設置風速器，，當風速過大即通知疏散當風速過大即通知疏散
人群人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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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凌晨曦

5年多前成立的前海法院，地處廣東自由貿易試驗
區，集中管轄深圳市基層法院審理的一審涉

外、涉港澳台商事案件，致力於為深化司法體制機制改
革積累經驗。近年來，前海法院專門成立多元化糾紛解
決中心，組建國際化、專業化的調解力量，為跨境糾紛
中的當事人指定港澳台地區調解員參與調解，打消港澳
台地區當事人因法律、文化背景差異帶來的顧慮。

“港澳台地區調解員的身份主要有三種：律師、具
有專業資質的調解員，以及在內地從事國際金融、貿易
等領域的知名人士。他們可以通過自己申請或法院邀請
兩種方式，經過一定的身份審核成為法院的特邀調解
員。”前海法院多元化糾紛解決中心的法官劉哲介紹。

避免出行不便費時費錢
前海法院數據顯示，截至今年7月，前海法院在冊的

港澳台地區調解員和外籍調解員共有74名，已成功調解
案件659件。案件主要為借款合同糾紛、股權糾紛、新類
型金融糾紛、國際買賣合同糾紛和運輸類合同糾紛。

疫情發生後，前海法院廣泛運用在線調解，為港澳
台地區的當事人和調解員省去出行不便、費時費錢的麻

煩。已年過半百的徐晶，是香港和解中心認可調解員，
在香港律師行從事香港及內地法律事務研究近18年。早
在2015年，她便作為跨境調解專家，多次在廣交會上協
助處理投訴與調解對接的國際商貿案件。近兩年來，徐
晶在前海法院處理訴調對接案件超過360宗，並獲得前
海法院授予的“金牌調解員”、深圳市訴調對接先進個
人等榮譽。“每次調解成功，他們很開心地感謝我，這
是我作為調解員最大的收穫。”

在調解段永青訴陳先生的借款合同糾紛中，兩名當
事人險些爭吵起來。徐晶當機立斷，分別去做兩名當事
人的工作。“在線調解可以根據當事人的心情調整策
略，當他們心情不好時最好分別溝通，等情緒緩和下
來，再想辦法讓雙方達成和解。”

利糾紛解決機制接軌國際
調解過程中，徐晶總是耐心勸說，在關鍵時刻三言

兩語把言語纏鬥的兩人分開。一番情緒安撫過後，段永
青怒氣漸漸平息。“很多人像我一樣，氣不過就到法院
去告，但其實告得越多越耗費司法資源，如果通過調解
能幫我要回欠款，是最節省人力物力的。”

如今，廣州南沙、深圳前海、珠海橫琴三家廣東自
貿區法院已實現調解資源共享。共享名冊中的港澳台地
區調解員可根據糾紛各方當事人的選擇或由法院指定，
進行訴前委派調解和訴中委託調解。

劉哲說，國際商事糾紛地域跨度大，解決起來時間
長、成本高。為此，法院不斷創新跨境調解機制，充分
尊重當事人選擇調解地點的權利，盡可能地為域外當事
人提供方便經濟的調解方式。這也將推進粵港澳大灣區
多元化糾紛解決機制的改革，進一步與國際接軌。

大灣區大灣區 快線

■■廣東省深圳前海合作區廣東省深圳前海合作區
人民法院人民法院。。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新冠疫情發生新冠疫情發生
後後，，前海法院廣泛運用前海法院廣泛運用
在線調解在線調解。。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帥誠廣州報道）日前，廣東
省地方金融監管局聯合人民銀行廣州分行、廣東銀保監
局、廣東證監局、人民銀行深圳市中心支行、深圳銀保
監局、深圳證監局六家金融管理部門共同印發了《關於
貫徹落實金融支持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意見的實施方案》
（以下稱《實施方案》）。《實施方案》內容涉及投融
資便利化、銀行保險、金融市場互通、金融科技、監管
合作五大方面80條措施。

此前，人民銀行總行等四部門發布的《關於金融支
持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意見》中提出26項工作任務，而
《實施方案》的提出，正是廣東結合80條具體措施推進
金融開放創新，深化粵港澳金融合作，加大金融支持粵
港澳大灣區建設力度的體現。

在促進粵港澳大灣區跨境貿易和投融資便利化方
面，《實施方案》提出19條具體措施。包括支持粵港澳
大灣區內地居民通過港澳銀行購買港澳銀行銷售的理財

產品，以及港澳居民通過粵港澳大灣區內地銀行購買內
地銀行銷售的理財產品。配合做好“跨境理財通”試點
方案等各項準備工作，積極爭取政策支持，推動“跨境
理財通”試點落地。

利減境內外金融交易成本
值得注意的是，《實施方案》還針對銀行業提出了

支持境外銀行在粵港澳大灣區內地同時設立子行和分
行。支持商業銀行在粵港澳大灣區內地發起設立不設外
資持股比例上限的金融資產投資公司和理財公司。支持
境外金融機構參與設立、投資入股商業銀行理財子公
司。探索符合條件的商業銀行理財子公司，按照商業自
願原則在粵港澳大灣區內地設立專業子公司。探索符合
條件的金融資產投資公司在粵港澳大灣區內地設立專業
投資子公司。鼓勵外資在粵港澳大灣區內地投資入股信
託公司等金融機構。

對此，蘇寧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陶金表示，預計
內地主流銀行短期內不會受到港澳銀行的競爭衝擊，而
是帶來良性的競爭和更多的業務機會，境內外的金融交
易成本也將有進一步下降空間。

在擴大保險業開放方面，《實施方案》也提出了7
條措施，包括支持符合條件的港澳保險機構在粵港澳大
灣區內地設立經營機構，鼓勵保險資產管理公司在大灣
區內地設立專業資產管理子公司，鼓勵保險機構探索開
發粵港澳大灣區專屬重疾險產品，支持搭建醫保便民服
務平台等內容。

就職於香港某大型保險公司的葉女士認為，相關政
策將對此前未在內地設立經營機構和子公司的保險機構
提供一個拓展灣區內地市場的機會。“至於重疾險產
品，雖然措施中提到鼓勵開發灣區專屬產品，但多數香
港保險機構醫保產品適用範圍均在全球範圍，所以優勢
一直十分明顯。”

粵80措深化金融合作 挺境外銀行設子行分行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坐在深圳家中的香港商人段永青，一邊喝茶一邊調試

手機，以他為原告起訴的一宗借款合同糾紛案的調解會議即將在網上舉行。鈴聲響起，他

打開微信視頻群聊，屏幕上出現兩個視頻畫面：一方是來自江蘇

省揚州市的台籍被告人陳先生，另一方則是身處香港的特

邀調解員徐晶。這是廣東省深圳前海合作區人民法院開展

跨境糾紛在線調解的一次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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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限戰論壇 - 美中貿易戰至超限戰對華商經貿的影響 

日期: 2020 年 8 月 22 日(星期六) 

時間: 下午 3:00至 5:00 
 

 

 

 

 

 

 

美中貿易戰自從 2018 年以來對全世界經濟的衝擊和影響很大,尤其是 2019 年更為顯

着,加上 2020 年初製造商因受新型冠狀病毒影響,延遲復工而拖延供應鏈. 正當全世界

飽受病毒之苦,病毒來源甩鍋,外交戰狼,經濟衰退,知識產權盜竊,人權破壞,國際法規

違約等等問題,至使全球產業鏈重組,供應鏈重塑.華商經貿聯誼會原定之貿易戰論壇, 

今天已升級至科技戰,金融戰甚至超限戰,華商如何順勢而為轉危機為生機,多元性佈

局將是大勢所趨. 於是邀請不同領域的學者專家在多層面探討貿易戰/超限戰對全球經

貿環境的衝擊及影響以及未來企業經營的展望. 

主講人:                                        主持人- 黄春蘭會長 
 

▪ 科技- 李君浩組長, 經文處科技組 (TECO - Science & Technology) 

▪ 經濟金融- 陳建賓教授, 休士頓大學經濟系 (Univ. of Houston) 

▪ 政治- 葉耀元副教授&系主任, 聖湯瑪斯大學國際研究與當代語言學系            

(Univ. of St. Thomas) 
▪ 醫療生技- 施惠德醫師,Center for Cardiac Arrhythmias 

▪ 金流保險- 楊明耕,Evergreen Insurance Agency 總裁兼金城銀行副董事長 
 

綜合座談與問答: 葉耀元教授主持 

此論壇之目的是為減少貿易戰/超限戰對華商經貿和消費者負面的影響,並希望經由積

極的研討為華商在未來開創實用的經商模式或供應鏈,分享產物鏈重新洗牌後華商的

新機遇以及消費者之分享經濟. 

此論壇以線上視頻會議進行:   https://meet.google.com/fph-omiu-ysc   

 
主辦社團: 休士頓華商經貿聯誼會 

贊助: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TECO), 台塑 (Formosa Plastics Corp.) 

報名/聯繫:黄春蘭 Alice Wen, alice.wen88@gmail.com (鏈接將發送到您的電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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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座談與問答: 葉耀元教授主持 

此論壇之目的是為減少貿易戰/超限戰對華商經貿和消費者負面的影響,並希望經由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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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聯繫:黄春蘭 Alice Wen, alice.wen88@gmail.com (鏈接將發送到您的電郵) 

趙錫成博士及特別嘉賓爐邊談話趙錫成博士及特別嘉賓爐邊談話
和逾百名國際領袖基金會學員及顧問分享在病和逾百名國際領袖基金會學員及顧問分享在病

毒大流行期間如何因應毒大流行期間如何因應

超限戰論壇超限戰論壇--美中貿易戰至超限戰對華商經貿的影響美中貿易戰至超限戰對華商經貿的影響

(紐約訊)-在2020年8月1日星期六這天，趙錫成博
士以及一位非常特別的嘉賓——美國第18任交通部部長
趙小蘭和逾百名來自全美各地的國際領袖基金會與會者
晤談。趙博士談及他一生中面對的挑戰，他年輕時經歷
的病毒大流行，以及他在這些困難時期是如何懷抱希望
、態度樂觀面對命運的傳奇故事。

趙博士說：剛到美國時，我面對許多挑戰。沒有親
戚和朋友，太太與三個年幼的女兒都留在亞洲。我和其
他的中國交換學生住在同一間公寓。我甚至負擔不起有
個自己獨立的房間，只租得起居室的一半。

我想要有些作為，但沒人相信我。抵達美國後沒多
久，我接到父親過世的消息。我最後一次見他還是1949
年離開中國大陸時。我幾乎崩潰得倒在街上。但是想到
我太太和三個女兒，我必須堅持下去。我告訴自己，不
能放棄，我必須照顧她們。

趙博士還忠告年輕人，“千萬不要怕求助。我剛到
美國時，不懂美國的文化或傳統，但我觀察、聆聽，並
找出那些肯教我，給我資訊的人。找專家求助很重要。
在困難時期，鼓勵你自己，懷抱希望、態度樂觀很重要
。”

趙錫成博士的一生都奉獻給了海洋事業，以及幫助
他人的慈善活動。他是以正直、可靠及服務周到聞名的
美國船運公司——福茂集團的創辦人兼榮譽主席。他在
江蘇省一個小農村的知識份子家庭中長大。在職業生涯
早期，趙博士晉升很快，年僅29歲就成為最年輕的遠洋
船長之一。他參加了全國船長牌照考試，並取得有史以

來的最高分。這個成就給了他在美國進修的機會。
1964年從紐約市聖約翰大學取得企業管理碩士學位

後，趙博士創辦了福茂航運公司，後來擴展成現在的福
茂集團。很早開始，福茂集團就用綠色科技把省油設計
和科技整合進船隊，使之成為世界最環保散貨船隊之一
。由於他對海洋事業的貢獻，在2004年，趙博士被選列
入聯合國國際海事名人堂。

趙博士和他已辭世的太太，趙朱木蘭女士一生致力
推廣教育及慈善。他們基金會的獎學金造福了數以千計
的莘莘學子。為紀念趙朱木蘭女士一生的信仰、家庭及
慈善，他們慷慨捐贈創立了許多機構，包括哈佛大學的
趙朱木蘭中心，這是哈佛大學384年歷史中第一個以亞
裔姓名，更是第一個以女性姓名命名的獨立大樓。

趙錫成博士獲有包括美國最高法院“Horatio Alger
傑出美國人獎”、愛麗斯島榮譽勳章在內的無數榮譽與
獎項，兼有美國國土安全局表彰趙博士為“傑出美國人
(Outstanding American by Choice)”。他獲有多所大學
的榮譽博士學位，包括聖約翰大學、Niagara大學、Ny-
ack大學、輔仁大學、國立交通大學、國立台灣海洋大學
，以及麻州海洋學院。另外有美東華人學術聯誼會所頒
傑出終生成就獎；中美教育信託會所頒領袖及成就獎，
以表彰趙博士作為一名鼓舞人心的領袖，為他的社區、
國家和世界所作出的巨大貢獻。麻州海洋學院頒給他首
屆海軍上將傑出服務獎，表揚他啟發人心的領導力以及
對世界的卓越貢獻。 美國中國工程師協會也因他在船隻
設計上採用省油及環保科技的領導力而頒發百年獎章給

他。趙博士還獲頒哥倫比亞大學首屆EPIC成就獎；“倫
敦勞埃德船舶日報”終生成就獎等殊榮。最近，趙博士
是最暢銷自傳“逆風無畏(FEARLESS AGAINST THE
WIND)”的主題人物，這本書也是他妻子趙朱木蘭自傳
“淡定自在(CALM AMIDST THE STORMS)”的補充。

和趙錫成博士一起出席本次活动的，還有一位非常
特別的嘉賓——趙小蘭部長。當趙小蘭宣誓成為美國勞
工部部長時，她成為了美國歷史上第一位被指派進入總
統內閣的亞裔女性。現在，她正出任第二個內閣職位，
榮任美國交通部部長。

趙部長8歲時來美，就像她的父母一樣，從未忘記
她的文化傳統。趙部長一生致力為亞裔增加機會，在她
擔任勞工部部長期間，有史以來第一次，美國勞工部有
了亞裔美國人類別，並每月記錄亞裔美國人的就業數據
。

在當上勞工部部長之前，趙部長曾任聯合慈善基金
會（United Way of America）董事長暨執行長，以及和
平工作團(Peace Corps) 主任。在每個職位上，她總是第
一個被任命的亞裔美國人，披荊斬棘為更多亞裔美國人
在美國崛起開闢道路。

趙部長獲有哈佛大學商學院企業管理碩士學位，以
及37個榮譽博士學位。她是趙錫成博士和趙朱木蘭女士
六個女兒中的長女。

國際領袖基金會是501( C ) 3非牟利組織，推廣亞太
裔社區的公民意識，公共服務，以及經濟繁榮。查詢更
多資料請上網 www.ilfnational.org

HarrisHarris縣需近縣需近1010,,000000選務人員參加十一月選舉工作行列選務人員參加十一月選舉工作行列

美國衛生部門在九月底前製定配給疫苗劑量指導草案美國衛生部門在九月底前製定配給疫苗劑量指導草案
CDCCDC建議首先給衛生國家安全和基本工人接種疫苗建議首先給衛生國家安全和基本工人接種疫苗
然後是然後是11..11億有冠狀病毒的高風險和健康不佳的人群億有冠狀病毒的高風險和健康不佳的人群

（休斯頓Texas州） – Harris縣行政書記官辦公室正在為十一月選舉招聘選舉工作人員，以因
應800多個投票所的需求。需要選舉工作人員在選舉日前，三個星期的提前投票期間，10月13日
至30日在大約100個投票所工作。

Harris縣行政書記官Chris Hollins 說：“我們預計在即將舉行的大選投票率會遠超過以往。目
前預測Harris 縣的240萬名註冊選民中，有超過65％的人將在11月大選進行投票。 ” “在提前投
票期間（已延長至三週），我們將需要1000多名選舉工作人員，而在選舉日則需要8000多名選舉
工作人員。我強烈鼓勵Harris縣所有有公民意識的居民，考慮加入選舉工作以為我們的社區服務。
”

選舉工作人員的任用條件，首先您必須是Harris縣的註冊選民，有往返投票地點的交通工具，
並且能夠參加培訓。同時我們需要並且鼓勵選民申請雙語選舉工作人員。 16歲及以上的學生也有
資格申請。所有這些職位都是有薪資的。

Chris Hollins說“我們將採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來確保選民和選舉工作人員的安全，從投票所的
徹底清潔消毒到加強社交安全距離，以及為所有選舉工作人員和選民提供個人防護設備。”

如果您有興趣成為選舉工作人員，請點擊此處在線申請或致電713.755.6965。
2020 年重要日期:
10 月 5日 星期一選民登記截止日
10 月 13日 星期二親自投票第一天
10 月 23日 星期五郵遞選票申請截止日(收件日, 非郵戳日)
10 月 30日 星期五親自提前投票最後一天
11 月 3日星期二選舉日
11 月 4日星期三郵遞選票收件截止日(必須在11月3日下午7:00之前蓋上郵戳)

（（休士頓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秦鴻鈞報導 ））在不久的將來在不久的將來，，疫疫
苗的問世對美國和世界來說都是個好消息苗的問世對美國和世界來說都是個好消息。。誰會誰會
成為第一批注射成為第一批注射 COVID-COVID-1919 疫苗的人疫苗的人？？ 美國衛美國衛
生部門希望在下月底之前就如何配給初始劑量製生部門希望在下月底之前就如何配給初始劑量製
定一些指導草案定一些指導草案，，但這是一個令人煩惱的決定但這是一個令人煩惱的決定。。
傳統上傳統上，，首先需要稀有疫苗的是衛生工作者和最首先需要稀有疫苗的是衛生工作者和最
容易受到目標感染的人群容易受到目標感染的人群。。但是一些新想法考慮但是一些新想法考慮
地理因素地理因素，，將疫情最嚴重的人放在首位將疫情最嚴重的人放在首位。。今年夏今年夏
天進行的大量研究旨在證明幾種實驗性天進行的大量研究旨在證明幾種實驗性 COVCOV--
ID-ID-1919疫苗中哪些是安全有效的疫苗中哪些是安全有效的。。 Moderna Inc.Moderna Inc.
和和Pfizer Inc.Pfizer Inc.上週開始測試上週開始測試，，最終將分別包括最終將分別包括3030,,
000000名志願者名志願者。。 在接下來的幾個月中在接下來的幾個月中，，同樣大量同樣大量
的志願者呼籲將測試阿斯利康的志願者呼籲將測試阿斯利康，，強生和強生和NovavaxNovavax
的疫苗的疫苗。。 幾週前幾週前，，美國研究人員在對一種實驗美國研究人員在對一種實驗
性冠狀病毒疫苗的測試中將第一劑給了第一人性冠狀病毒疫苗的測試中將第一劑給了第一人。。

即使到年底宣布一種疫苗是安全有效的即使到年底宣布一種疫苗是安全有效的，，也也
沒有足夠的力量立即供給每個想要使用的人使沒有足夠的力量立即供給每個想要使用的人使
用用--尤其是大多數潛在疫苗都需要尤其是大多數潛在疫苗都需要 注射兩劑注射兩劑。。世世
界衛生組織試圖確保將疫苗公平分配給貧窮國界衛生組織試圖確保將疫苗公平分配給貧窮國
家家--隨著富裕國家將第一劑推向市場隨著富裕國家將第一劑推向市場，，決策變得決策變得
更加艱難更加艱難。。在美國在美國，，由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成立由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成立
的免疫實踐諮詢委員會應該建議誰接種疫苗的免疫實踐諮詢委員會應該建議誰接種疫苗，，以以

及何時接種疫苗及何時接種疫苗。。
CDCCDC 主任羅伯特主任羅伯特••雷德菲爾德雷德菲爾德（（RobertRobert

RedfieldRedfield））表示表示，，由於疫苗錯誤信息氾濫由於疫苗錯誤信息氾濫，，並擔並擔
心政治可能會介入心政治可能會介入，，公眾必須將疫苗分配視為公眾必須將疫苗分配視為
““公平公平，，公正和透明公正和透明”。”。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的建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的建
議議：：首先給首先給12001200萬最重要的衛生萬最重要的衛生，，國家安全和其國家安全和其
他基本工人接種疫苗他基本工人接種疫苗。。接下來將是接下來將是11..11億人患有億人患有
冠狀病毒的高風險人群冠狀病毒的高風險人群--居住在長期護理機構中居住在長期護理機構中
的的6565歲以上人群歲以上人群，，健康狀況不佳的任何年齡段的健康狀況不佳的任何年齡段的
人群人群--或也被視為必不可少的工人或也被視為必不可少的工人。。普通人群會普通人群會
晚一點晚一點。。

現在現在，，COVID-COVID-1919治療單元中的醫務人員通治療單元中的醫務人員通
常受到最好的保護常受到最好的保護。。聖路易斯大學的莎朗聖路易斯大學的莎朗••弗雷弗雷
（（Sharon FreySharon Frey））博士補充說博士補充說，，考慮到生活在擁擠考慮到生活在擁擠
條件下條件下，，無法獲得醫療保健並且無法像特權的美無法獲得醫療保健並且無法像特權的美
國人那樣在家工作的城市窮人國人那樣在家工作的城市窮人。。隨著美國隨著美國COVCOV--
ID-ID-1919病例數超過病例數超過460460萬萬，，川普總統透露川普總統透露，，冠狀冠狀
病毒疫苗可能會在病毒疫苗可能會在““今年年底今年年底””上市上市。。他說他說：：
““我認為我們早晚要接種疫苗我認為我們早晚要接種疫苗。”。”川普政府為加川普政府為加
速疫苗生產和分發而做出的努力速疫苗生產和分發而做出的努力，，正在研究如何正在研究如何
將正確數量的劑量快速運送到將要進行疫苗接種將正確數量的劑量快速運送到將要進行疫苗接種
的任何地方的任何地方。。

在不久的將來在不久的將來，，疫苗的問世對美國和世界來說都是個好消息疫苗的問世對美國和世界來說都是個好消息。。川普聲稱川普聲稱
COVID-COVID-1919疫苗可能會在年底前提供疫苗可能會在年底前提供


	0804TUE_A1_Print
	0804TUE_A2_Print
	0804TUE_A3_Print
	0804TUE_A4_Print
	0804TUE_A5_Print
	0804TUE_A6_Print
	0804TUE_A7_Print
	0804TUE_A8_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