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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 - 364 -7788 
832 - 498 - 7566

群智貸款

Michelle Young  
 通國、英、粵語、韓語

● 外國人貸款，保證最低
   最低利息。B1, B2, 
   J1保證通過
● 只要一年P&L盈虧表，
   不查稅表
● W2用一年VOE貸款方式
● 不查收入貸款
● Construction Loan,
   Lot Lo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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讓您欲罷不能的煲仔飯

TeL:713-777-8838 
9888 Bellaire Blvd #138 Houston, TX 77036

煲來飽去位於黃金廣場燕窩城隔壁

精緻的小菜

Happy Hour 週一到週四２：３０～５:３０　凡來店內消費一個主餐便送一杯飲品
招聘：長工，企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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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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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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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透社路透社））

（綜合報導）根據多家民調顯示，在公布副
手人選後，拜登領先不變，而川普也正縮小落後
差距，從一度以2位數落後縮小到個位數；不過

，民調也指出，賀錦麗的加入不僅讓她有望吸
引女性與年輕族群選票，甚至連部分共和黨都
可能倒戈轉投拜登，且一時之間仍找不到賀錦
麗的弱點加以打擊。

據《福斯新聞》報導，由福斯新聞台在9日
至12日進行的全國民調中，拜登以49%比42%
領先川普，另外有9%仍未決定或決定投給其他

候 選 人 ； 而 據 《 國 會 山 莊 》 報 引 述 哈 里 斯
（Hill-HarrisX）於 8 日至 11 日進行的民調中顯
示，拜登以44%領先川普40%，另外有9%民眾尚

未決定，而會投給其他候選人與不投票的選民合
計8%。

另外，據路透社於11日至12日進行的民調
中也顯示，拜登以46%支持度仍領先川普的38%
，與先前民調結果相似；其中，有6成的美國人
支持賀錦麗麗（Kamala Harris）任副總統，包括
87%的民主黨支持者以及37%的共和黨支持者。

路透社報導指出，民調顯示拜登公布賀錦麗
為副手後，不僅維持優勢，甚至能吸引部分共和
黨選票。同分民調中也顯示，有56%選民對拜登

與賀錦麗有正面印象，而約有42%選民對川普持
正面看待，副總總彭斯則是47%。

值得注意的是，路透民調也顯示賀錦麗在女
性選民中的享有6成的正面看待，比拜登53%還
高。女性選票在主導美國大選中一向是重要因素
，女性選民比例比男性要多，而在2018年眾議
院選舉時，受過高等教育的白人支持民主黨激增
，幫助民主黨重奪眾議院。

川普緊追川普緊追 新民調出爐差距縮小新民調出爐差距縮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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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和賀錦麗搭配的民主黨總統候選人今
天發出強烈警告，希望川普總統能立即宣佈全
國國民應該強制戴上口罩，這將是減少死亡人
數之最佳方法。

川普總統立即反駁這種做法，他說是否要
戴口罩應該由州長來決定，他並指責拜登把疫
情政治化，並且要關閉經濟活動把學校停課。

根據有關人士表示，俄羅斯希望給美國提
供疫苗援助，但被醫療專家福祺博士嚴厲拒絕
，他認為這些疫苗是不靠譜的。

我們非常欣見民主黨挑戰者之大軍己經準
備就緒，從民主選賢以能的角度看來，雙方可
以在公平之平台上發表政見，無論是疫情、政
治、經濟、外交各方面能夠給選民選擇之機會
。

民主黨大會將在下週召開，屆時將正式提
名民主黨之總統副總統候選人，將向全國人民
展開地毯式之推廣政見工作，看到底誰得民心
，入主白宮已為時不遠了。

美國新冠疫情日記美國新冠疫情日記88//1414//20202020

Democratic
presidential
nominee Joe Biden
and vice
presidential
nominee Kamala
Harris have urged
that a national
mandate be called
for wearing masks
that could
immediately impact
the death rate. But
President Trump
rejected the call for
politicizing the
coronavirus
outbreak and
shunned the
science that could
combat the
pandemic.

Trump who resisted the call to wear masks for
months said he favors allowing governors to decide
on whether to require them at the state level. He
accused Biden of being in favor of locking all
Americans in their basements for months on end.

It is very sad that we as the ordinary people are
facing big challenges every day. The people have
lost their jobs, businesses have closed down, kids
can’t go back to school safely, riots are going on
all over in major cities -- what kind of world are we

now living in?

Russia has offered to help the United States with
their new vaccine, but the U.S. refused to accept
their offer. When we will have our own vaccine is
still not sure yet.

We are glad to see that the National Democratic
convention will be held next week for our voters.
We will be able to learn more about the candidates
and their national policies at that time.

November 3, 2020, is such an important date for all
of us. We just can’t wait for our nation's future.

Biden Calls For NationalBiden Calls For National
Mask MandateMask Mandate

全民都應該戴口罩全民都應該戴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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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聯與以色列將建交
伊朗： 「可恥、危險」

川普總統在接受福斯商業新聞台專訪時終
於坦承他想方設法封鎖任何有關郵局的補助經
費以切斷舉行郵寄投票的可能。川普的企圖早
在我預料之中, 早先我曾兩度評論川普強令財
政部長不可發放紆困經費給郵政總局的背後目
的就是要阻止11月大選透過郵寄投票以取代
現場投票的方式, 如今川普果真這麼去做, 真
是瘋狂之舉,美國選民應唾棄他的手段！

選舉是憲法賦予人民的權利與義務, 在新
冠疫情期間,為避免選民在投票時感染病毒，
許多州改以郵寄投票方式進行今年總統大選，
以讓選民意願充分表達，這是兩全其美的方法
, 更深一層的說,郵寄投票是保障民主選舉的代
言詞,然而川普卻認為那是民主黨竊取總統大
位的舞弊腐敗行為,如改採這種方式美國再也
不會選出共和黨籍總統,這真是荒誕不經的言
論, 郵寄投票在各州早有先例, 或有小瑕疵，
但重大舞弊聞所未聞，川普擔心的是怕郵寄投
票可提高投票率, 減少他當選的可能性，所以

他才想破壞選民的郵寄投票機會，他的企圖正
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

其實川普已在執行他的切斷郵寄投票陰謀
, 他已把魔掌伸進了郵局內部, 撤換了郵政總
局局長, 改派對他競選捐贈經費極多的親信路
易士德喬伊取代, 這位郵局的門外漢上任後立
即調任了23名郵局內資深領導人, 他進行的所
謂“改革”包括取消加班加點和停止夜間投遞
, 更縮短工作時間，在午餐時段和週六暫停營
業, 所以最近一陣子各地郵局的效率奇差, 那
不是在破壞郵局的形象嗎! 如果照他們這樣的
做法, 郵政投票的公正性真的要讓人懷疑了。

郵政的設計者銘刻在總局入口柱石上的一
句話，成為美國郵政服務一百多年的座右銘
——“無論雨雪炎熱還是漫漫黑夜，我們都將
使命必達”, 這是多麼莊嚴負責的一句話, 但
是他們顯然沒有想到, 他們的總統現在正在阻
止他們達成任務啊！

【李著華觀點: 川普不應斷送郵寄投票】
(本報訊)在美國斡旋下，以色列與阿拉伯聯

合大公國13日達成協議，將實現雙邊關係全面
正常化。阿聯成為第一個與以色列建立外交關
係的波斯灣國家。以色列與阿聯走近引起了伊
朗的警惕。伊朗外交部14日發布聲明稱，伊朗
認為以色列和阿聯達成的關係正常化協議是
「危險且非法的」。

伊通社援引伊朗外交部的聲明稱： 「阿布
達比與假猶太復國主義政權（以色列）達成協
議是可恥、危險的舉動，阿聯和其他支持該協
議的國家將對後果負責。」

伊朗外交部表示： 「這是在背後捅了巴勒
斯坦人一刀，此舉將加強地區團結，反對猶太
復國主義政權。」

香港中通社14日引據 「界面新聞」消息報
導，7月初，中東新聞網站 「中東之眼」的一篇
文章指出，阿聯和以色列兩國關係既建立在地
緣戰略、商業和安全層面的深度合作上，也建
立在共同的、堅定的意識形態上。文章認為，
兩國認同的主要支柱之一是他們有一個共同的
敵人：伊朗。

此外，以色列的情報能力也為阿聯所看重
。以色列為阿聯提供了其共同利益的情報能力
，兩國在間諜和數據分析領域的合作很密切。
兩國會不時進行聯合演習和交換情報消息，有
幾次以色列軍事安全專業人員在退休後被僱用
，幫助阿聯安全和軍事公司。

伊朗前副外長侯賽因．阿米爾－阿卜杜拉
希安稱阿聯與以色列達成和平協議是犯了一個
「戰略錯誤」。事實上，以色列近年來與波斯

灣國家關係改善，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因為雙方
都對伊朗在中東地區影響力的增長感到擔憂。
因此，以阿達成和平協議是否會成為它們正式
聯手對抗伊朗的開端，這一問題的答案將對今

後中東局勢走向產生重大影響。
另據新華社14日報導，大陸中東問題前特

使吳思科表示，以色列與阿聯在地緣政治和經
濟科技方面的合作訴求促使雙方達成和平條約
。以色列多年來一直試圖把地區矛盾轉向伊朗
，而波斯灣國家把伊朗近幾年在地區內影響力
的增長看成是一種威脅。此外，川普政府也希
望把伊朗打造成地區極端勢力的總代表。三方
由此組成了共同對抗伊朗的陣線。

大陸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美國研究所助理
研究員孫成昊認為，美國在背後發揮了 「穿針
引線」的作用。他說，在美國國內，川普目前
在各項主流民調中支持率都落後於前副總統拜
登，加上疫情難以遏制、經濟形勢不景氣，川
普方面亟須一些政策亮點提振信心。美國執政
當局如此高調渲染這一協議的意義，也是出於
拉抬選情考慮。而在國際上，美國將繼續整合
中東地區反對伊朗的盟友網絡，打壓伊朗、扶
持以色列一直是川普政府中東政策的主線之一
。

孫成昊說，美國也希望能夠整合特殊盟友
以色列與美國阿拉伯盟友的關係，因此將雙方
共同的敵人伊朗作為捏合中東盟友關係的切入
點。

孫成昊認為，巴勒斯坦方面現在最擔心的
就是阿以建交會導致示範效應，憂慮會遭到阿
拉伯世界的 「背叛」。但他同時指出，此次建
交的示範意義有限。儘管阿聯也是美國在中東
的盟友，但阿聯的地緣政治影響力有限，更重
要的還是沙烏地阿拉伯和埃及。

吳思科也表示，和平協議看似邁出了一步
，但難以起到推動巴勒斯坦問題解決的積極作
用，巴勒斯坦有被淡化和邊緣化的趨勢，其處
境將變得更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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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最高法院及德州最高法院執照前休斯頓警察工會法律顧問
强大資深德州律師團隊……聯邦苐五巡廻上訴法院執照
美國最高法院及德州最高法院執照前休斯頓警察工會法律顧問
强大資深德州律師團隊……聯邦苐五巡廻上訴法院執照

理查德律師事務所 RICHARD H. COBB 
ATTORNEYS AT LAW

Office address: 1035 Daily Ashford Rd Suite 315, Houston TX 77079

資深華人法律業務經理洛先生 直線電話：
精通國 粵 英 台山語    歡迎來電洽詢

刑事： 保釋 酒駕及一切刑事案件
商業： 國際貿易  跨國追索  生意買賣  商業訴訟  地產買賣 
家庭： 離婚 監護 子女撫養費
意外： 車禍 意外傷害 醫生誤診（不成功 不收費）

服務德州46年服務德州46年

281-889-1886(中文)
281-617-0921(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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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魯解封後疫情反彈
政府為“完全停工”工人發補貼

綜合報導 秘魯衛生部8月3日發布的數據顯示，過去壹天，秘魯新

增4250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累計確診病例達到433100例；單日新增死

亡197例，累計死亡19811例。目前，秘魯是全球新冠肺炎確診病例第七

多的國家，也是拉美地區第三嚴重的國家。

據報道，自比斯卡拉政府於7月1日取消大部分地區的強制性社會

隔離後，新冠肺炎疫情反彈，主要原因是各地方新增病例大幅增加。其

中，阿雷基帕、普諾、塔克納等地與6月相比，7月新增確診數總和翻了

壹倍以上。

另外，首都利馬7月新增病例為57346例，與前壹月持平。利馬醫學

院院長胡安· 阿斯圖維卡解釋說，在任何流行病中，最初感染數量最多

的是首都和大城市。他說：“我們看到利馬市的所有醫院都在崩潰，官

方數據尚不明確，但許多醫生報告說病床已被占滿，沒有地方接收更多

病人。”

秘魯勞工和就業促進部日前宣布，8月1日起已經開始向處於“完全

停工”的企業員工發放760索爾(約合人民幣1500元)的補貼，最長將發

放三個月，預計將有1.6萬人從中受益。

據勞工和就業促進部介紹，疫情期間，勞工部門收到了約3.1萬份

“完全停工”的申請，目前已經處理了15500個請求，其中約有50%已

被批準。被拒絕的申請主要是因為公司沒有及時向勞工部提供信息，以

核實是否符合“完全停工”的要求和條件。

加拿大羅列初步清單
擬對美征收價值36億加元報復性關稅

綜合報導 加拿大政府宣布，擬對美國征收價值 36 億加元的

報復性關稅，以反制美方對加拿大部分鋁產品恢復加征 10%關

稅之舉。

加拿大政府當天在網站上公布了擬對美反制征稅的產品清單，

以咨詢行業和公眾意見。這份初步清單中包括各類含鋁產品，諸如

鋁礦石、鋁合金、氧化鋁、各式鋁材、鋁制品、醫藥品、冰箱、洗

衣機、烘幹機、自行車及配件、金屬辦公家具、體育娛樂用品等。

咨詢期為30天。

美國總統特朗普8月6日宣布對從加拿大進口的部分鋁產品恢復加

征關稅，新關稅將於8月16日起生效。加拿大的反制措施計劃於9月16

日生效。

加拿大副總理弗裏蘭 7日在多倫多舉行的記者會上批評特朗普

政府是美國歷史上“最具保護主義色彩”的政府，美方作出了傷

害自己人民的“荒唐”決定。她說，加方不會升級(爭端)，但也不

會退縮。

加拿大經濟大省安大略省省長道格· 福特向媒體表達了對特朗普的

失望和不滿，並希望加聯邦政府采取相應的報復措施，並呼籲安省民眾

購買本地產品。魁北克省省長勒戈也呼籲加政府對美反制。

福特同時對媒體稱，據他所知，美方正計劃對加拿大的鋼鐵產品加

征關稅。弗裏蘭就此對媒體回應說，加拿大最好的政策就是“抱最好的

希望，作最壞的打算”。

美國曾於2018年5月底宣布對加拿大、墨西哥、歐盟征收進口鋼鋁

關稅。加拿大隨後宣布反擊措施，對價值166億加元的美國產品征收報

復性關稅，這與美方所征稅額相等。2019年5月，特朗普政府同意取消

針對加拿大的鋁制品關稅。

加拿大疫情滿200天
衛生官員稱疫苗研發不“抄近路”

綜合報導 加拿大在今年1月25日報

告首例新冠病毒感染病例。至當地時間8

月11日，該國疫情出現滿200天，累計

病例數則已經超過12萬例。加首席公共

衛生官對新冠疫苗的前景表示謹慎樂觀

。

截至8月11日傍晚，加拿大累計報

告病例120421例，康復106746例，相關

死亡8991例。

累計病例數排前三位的分別是魁北

克省、安大略省和阿爾伯塔省，在全國

總病例數中分別約占 50.4%、33.4%和

9.8%。該國每日新增病例數自7月中旬

出現反彈，目前在起伏中稍有下降。

加首席公共衛生官譚詠詩11日在渥

太華對媒體表示，她對加衛生部門審批

疫苗的進程有信心，但加拿大不會在疫

苗研發和推出方面“抄近路”，不會為

求目的而犧牲安全性。

加拿大各地仍在繼續逐步推進經濟

重啟。人口第壹大省安大略省西南部與

美國底特律壹河之隔的溫莎-埃塞克斯地

區將於8月12日邁入重啟第三階段。這

將意味著該省全線進入經濟重啟最後壹

個階段，絕大部分商家和公共場所都可

恢復開放，

加拿大聯邦統計局近

日更新的勞動力調查數據

顯示，該國7月就業崗位

增加了41.9萬個，較上月

增長 2.4%。受疫情影響

而失業或工作時長大幅減

少的崗位為230萬個，較

4月份減少約58%。

失業率為10.9%，實

現連續兩個月下降。但7

月仍有近220萬加拿大人

失業，幾乎是今年2月的

兩倍。

隨著新學年臨近，加拿大多個省份

近期陸續公布8月底或9月初學校恢復課

堂教學的計劃。但公眾的擔憂仍然存在。

按照魁北克省的復課計劃，孩子們

在教室裏不需要佩戴口罩，理由是讓孩

子們長時間戴口罩很困難。這已引起該

省教師協會的質疑。在安大略省，壹項

呼籲政府采取減少課堂人數規模等措施

的網上請願現已獲得超過20萬份簽名支

持。

在西海岸的不列顛哥倫比亞省，面

對疫情有所反彈的壓力，省府11日宣布

改變7月底剛宣布的計劃，決定推遲學

生的返校日期。

各地防疫警報並未解除。大多倫多

地區有超市近期又出現小規模群體感染

。而有媒體近日披露，多倫多壹家向各

大超市供貨、擁有約2000名員工的面包

廠，在4月至6月間有超過180人感染。

加官方公布的信息顯示，進入8月

以來，已有約20班入境加拿大的國際航

班發現確診病例。這些航班基本上來自

美國、墨西哥、加勒比地區、歐洲和中

東。加拿大運輸部近日已發布新規，所

有民航乘客都必須佩戴口罩，不能佩戴

口罩者需出示醫療證明。(完)

綜合報導 黎巴嫩日前

發生劇烈爆炸致數千死傷

，爆炸原因可能是火災引

爆了存儲在倉庫的硝酸銨

。當地時間 10 日，黎巴嫩

官員透露，消防員未能拿

到位於爆炸中心燃燒倉庫

的鑰匙，也沒人指示倉庫

位置，這讓他們浪費了寶

貴的救援時間。

消防部門官員在接受

《獨立報》采訪時表示，4

日的緊急呼叫“極度”缺乏

信息，使得本就準備不足的

救援人員行動延緩，這意味

著他們無法控制壹場最初較

小的火災，而這場火災可能

引爆了庫存中2700多噸硝酸

銨。

據報道，消防隊員未能

對該地區進行疏散，也未能

向城市其他地區發出警報。

據信，包括壹名女性醫護人

員在內的10名急救人員都在

爆炸中喪生。救援人員仍在

廢墟中搜尋第壹批趕到現場

的人們的遺體。

據最先接到報警電話的

消防部門工作人員稱，警方

是在當地時間8月 4日下午5

點55分第壹次通知消防隊，

港口發生火災。

這名不願透露姓名的工

作人員告訴《獨立報》，

他們從未被警告過，著火

的倉庫裏有大量的爆炸性

硝酸銨。當消防隊員到達

現場時，沒有像往常那樣

得到港口船員的對接，也

沒有人把倉庫的鑰匙交給

他們，甚至沒有告訴他們

是哪處建築著火了。

消防部門負責人法迪· 馬

茲布迪(Fadi Mazboudi)說，由

於信息的嚴重缺乏，使得救

援小組推遲了關鍵的幾分鐘

，因為他們被迫搜尋著火的

倉庫並試圖闖入其中。

馬茲布迪說：“如果他們

知道裏面有什麼材料，他們就

能匯報情況有多危險。”他們

本來可以自救的。“在我們

的工作中，每壹分鐘都很重

要。它可能會拯救生命。”

他還表示，消防隊員可能根

本不知道硝酸銨的存在，只

是在爆炸發生前幾秒鐘才意

識到火勢的嚴重性。

黎巴嫩貝魯特港口區 4

日傍晚發生劇烈爆炸，迄今

造成 158 人死亡、6000 多人

受傷，另有數十人下落不明

。爆炸還造成約30萬民眾無

家可歸。

黎巴嫩消防員：
無人告知起火倉庫情況 致救援延遲

萌貓“退休”！
英外交部“首席捕鼠官”將卸任

綜合報導 英國外交部“首席捕鼠官”、

英國最為著名的萌貓之壹的帕默斯頓

，在其“推特”賬號上宣布，它將從

外交部職務上“卸任”，回到鄉間享

受放松生活。

在壹封致英國外交部常務次官麥克唐

納的信中，帕默斯頓稱，由於新冠疫情，

它近期也開始“遠程辦公”，並發現回到

鄉間的生活更加放松。

信中稱，盡管不能壹邊裝睡壹邊偷聽

外交官的談話是壹個巨大損失，但它非常

享受在鄉間爬樹和在田野間漫步的時光。

信中表示，隨著年紀漸長，它需要享受壹

些屬於自己的時間。

在信件末尾，帕默斯頓用貓爪簽

了名。

現年6歲的帕默斯頓於2016年入職英

國外交部，它擁有專門的“推特”賬號，

有超過10萬粉絲。在“外交官”生涯中，

帕默斯頓常常與唐寧街10號的“首席捕鼠

官”拉裏發生沖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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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隨著川普政府升高反菁英大學以種族為基礎
的錄取政策，美國司法部周四指控耶魯大學（Yale University）
，在大學生錄取篩選過程中違反美國民權法，歧視亞裔美國人
和白人申請者。

據《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報導，美國司法部並警
告，要是耶魯8月27日前不同意在2020-21學年入學許可中改
變相關做法，並在任何以種族為依據的未來錄取計畫上獲得政
府許可，就將提告。

而據《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和 CNN新聞

網13日報導，司法部歷經兩年的調查提出這項指控。而這是政
府第二次和長春藤盟校對抗。兩年前，亞裔美國學生對哈佛大
學提起訴訟，說它有系統地歧視他們，而當時川普政府也公開
挺他們。

「種族歧視沒有所謂的好方式，」司法部副部長德雷班德
（Eric S. Dreiband）在聲明中說， 「非法以種族和族群來分裂
美國人助長了刻板印象，怨恨和分裂。」

由於2016年有人對耶魯，布朗大學（Brown University）和
達特茅斯大學（Dartmouth University）提起申訴，司法部展開

了調查。而司法部在調查結果指出，耶魯每年以種族為依據，
拒絕許多亞裔美國人和白人申請者。

檢察官發現，耶魯每年在大學申請入學過程中，根據種族
和國籍來遴選申請者。而在數百計申請案中，種族都成為決定
性要素。調查結果指出，和有同等學術資格的非裔申請者相比
，亞裔美國人和白人獲得入學的機率卻只有1/10－1/4。

不過，耶魯大學在聲明中否認了相關指控，並說它徹底配
合調查，同時也繼續提供大量相關資料。

（綜合報導）美國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的副手、亞非裔
的加州參議員賀錦麗，獲外界高度關注她的政治履歷，但較少
人熟知她是品酒高手，曾為了支持的棒球隊以葡萄酒當作賭注
。

「舊金山紀事報」（San Francisco Chronicle）網站今天報
導，拜登（Joe Biden）本人滴酒不沾的人，還曾在一個 「啤酒
高峰會」帶著一罐非酒精啤酒入場，成為美國人街談巷議的話
題。拜登更難得的是出自於一個有酗酒史的家族。

現任美國總統川普和副總統彭斯（Mike Pence）也都不喝
酒，但是拜登剛公佈的副手搭擋賀錦麗（Kamala Harris）則很
懂得品酒。

美國廣播公司新聞網（ABC News）12日把美國女星瑪雅
魯道夫（Maya Rudolph）在 「週六夜現場」（Saturday Night

Live）模仿賀錦麗的電視秀集錦播出，魯道夫兩度手舉著雞尾
酒演出，魯道夫更因為自己神似賀錦麗，還在推特上宣告因賀
錦麗擔任拜登副手，未來可望有更多戲份。

賀錦麗喜好小酌變成模仿秀的內容，去年接受美國國家廣
播公司（NBC）訪問時，她大方地提到， 「從小看週六夜現場
長大，能夠被人模仿，受寵若驚」。

賀錦麗是加州阿拉美達（Alameda）一家葡萄酒公司的會
員，就在今年春天，舊金山灣區的葡萄酒廠因2019冠狀病毒疾
病（COVID-19，武漢肺炎）疫情關閉，只能提供得來速的外
帶服務，其中有位女客人駕車來取酒，酒莊工作人員確認那就
是加州參議員賀錦麗，她使用化名參加酒廠的會員俱樂部。

由舊金山紀事報美食專欄作家莫布里（Esther Mobley）寫
作的這篇報導提到，賀錦麗買葡萄酒的趣聞軼事代表了她支持

地方經濟和獨立品牌；而賀錦麗親自駕車去載酒，不像一般重
要人士總是由助理為他們服務；還有，賀錦麗真的懂好酒。

賀錦麗支持的這家葡萄酒公司名為岩石牆（Rock Wall，
暫譯）位於阿拉美達的海軍航空站（Naval Air Station）內，距
離舊金山約半小時車程，這家酒商曾被當地媒體譽為是旅人到
阿拉美達的理由之一。賀錦麗曾任阿拉美達郡檢察官。

值得一提的是，2016年選上參議員的賀錦麗曾經和德州聯
邦參議員克魯茲（Ted Cruz）打賭美國職棒2017年世界大賽結
果，賭注就是兩瓶酒，當時洛杉磯道奇隊（Los Angeles Dodgers
）輸給了休士頓太空人隊（Houston Astros），身為道奇隊粉絲
的賀錦麗特別以紅、白葡萄酒各一瓶贈給克魯茲。

拜登副手賀錦麗品酒高手
支持球隊賽事賭葡萄酒

（綜合報導）川普政府為了反制北京通過香港國安法，不
僅決定取消特殊待遇地位、暫停優惠待遇，並將香港出口美國
產品標籤為大陸出口。對此，美國總統川普表示，香港市場在
大陸控制之下，絕對不會成功，美國要拿回先前香港先前享有
的一切好處，最終香港市場只會 「跌落地獄」。

據《南華早報》（South China Morning Post）報導，川普
13日接受福斯商業台電話訪問時表示，美國早就讓香港受益數
十億美元了， 「那是十分昂貴的激勵措施」，而現在美國要拿

回一切給香港的優惠， 「先前大陸咄咄逼人，拿了一堆好處，
而我把一切都拿回來了，現在一切都回來了」。

川普表示香港是個複雜問題，畢竟美國為了激勵香港市場
自由，減免了香港龐大金錢，這對香港很有用，但對美國不利
；他強調， 「所有的激勵措施是為了保持香港市場一定程度的
自由，即使大陸逼近香港高層，但我仍給了香港數十億美元，
我現在要拿回來了」

對於華府近期對香港種種決定，川普進一步表示，在商業

術語中，香港已是被大陸所擁有， 「所以為什麼我要給大陸這
些優惠」？他並表示，若沒有這些美國的激勵措施，香港絕對
不會成功，而香港在大陸統治之下也絕對不會成功，正如同香
港沒讓上千名天才讓其經營，反而是給了大陸，而最後美國市
場會賺很多錢，香港市場反而會 「跌落地獄」，稱 「沒有人想
去那做生意，再也沒有人想去香港做生意了」。

美司法部主持正義美司法部主持正義
指耶魯歧視亞裔和白人申請者指耶魯歧視亞裔和白人申請者 不改就告不改就告

川普：沒了美國優惠 遭陸控制的港市場只會 「跌落地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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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發現新冠病毒變異 專家：變異不代表更危險
綜合報導 日本國立感染癥研究所最新研究發

現，在日本擴散的新冠病毒是變異後的、具有新型

基因序列的新冠病毒，目前日本新增確診病例大多

屬於變異後新冠病毒感染者。

8月 9日，日本國立感染癥研究所病原體基

因組解析研究中心主任黑田誠回應，日本國內

流行的新冠病毒毒株是在此前歐洲相關基因序

列的新冠病毒基礎上，進壹步發生了 6 個堿基

變異。

“從新冠病毒出現的第壹天起到現在，病毒是

壹直在變異的，但變異不等於更危險。”賓夕法尼

亞大學醫學院病理及實驗醫藥系研究副教授張洪濤

告訴健康時報記者，並非所有的突變都有生理學意

義，只有極少部分突變可能會顯著影響病毒的傳播

力和致病力。從目前日本疫情情況來看，變異後的

新冠病毒已經導致全國在過去壹個多月裏有新增

2.7萬余人感染，但是重癥患者與死亡病例的比例

出乎意料的低下，這說明，日本目前流行的新冠病

毒，雖然是變異病毒，傳染力也高，但毒性不高，

致命性低。

此外，張洪濤也提到了新冠病毒突變對疫苗研

發可能帶來的影響，他表示，病毒的絕大多數變異

都不會導致其免疫原性和抗原性的變化，因此不會

影響疫苗的有效性。

黑田誠表示，今年3月起日本疫情擴大，主要

是由歐洲相關基因序列的新冠病毒導致。

目前，在世界廣為流行的新毒株為D614G。

研究顯示，從全球來看，自 2019 年末至今年 7

月，新冠病毒基因組平均隨機發生了大約 15個

堿基變異。

早在5月份，美國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

（Los Alamos National Laboratory，LANL）便發表

論文指出，這種新毒株於2月出現在歐洲，並很快

傳播到美國東海岸，自3月中旬以來壹直是全世界

的主要毒株。

當時研究人員便關註到了這個D614G的突變，

並提出D614G的頻率以驚人的速度增加，表明相對

於早先在武漢發現的病毒株（D614）而言，其適應

性優勢使其傳播更加迅速。

隨後，該團隊7月2日在《細胞》發表論文證

實，攜帶S蛋白D614G的SARS-CoV-2突變株已成

為全球大流行中最普遍的形式，比D614具有明顯

更高的感染性滴度，增加2.6~9.3倍，但是D614G和

疾病嚴重程度之間並沒有顯著關聯。

而從中國疾控中心 6 月 18 日發布的北京

新發地新冠疫情及病毒基因組序列數據中

看，北京市確診病例

基 因 組 序 列 數 據

（NMDC60013902-01、

NMDC60013903-02）

以及環境樣本基因組

序 列 數 據

（NMDC60013903-03）

， 3 個樣本均采集於

2020年6月11 日，樣本

序列均存在 D614G 突

變情況。

“按照研究者的說

法，日本此次新冠病毒

變異是屬於少量堿基

變異，和D614G都屬於

局部突變，這對 RNA

病毒來說是很常見的

事情，這樣的突變很可能什麼也改變不了，所以

完全不需要恐慌。”張洪濤表示，從現有研究來看

，新冠病毒的突變導致了傳播力的增強，致病力的

下降。

韓國暴雨持續11天已致超40人死傷
逾7500人受災

綜合報導 韓國中央災難安全對策本

部11日消息，截至當地時間當天上午6

時，韓國連日暴雨造成31人死亡、11人

失蹤、8人受傷。受災人數增至7512人

，其中3046人仍在體育館、村會館或親

戚家等停留避災。

自1日起，連續11天暴雨內，韓國共

報告受損設施20826處，其中包括8470處

公共設施和12356處私人設施，受損設施

中的56.1%已經完成了應急修復。另外，

農田受損面積達27132公頃。

道路和鐵路等交通管制情況也在持續。

光州-大邱線、湖南線高速公路以及釜山市、

忠清北道和全羅南道等地的71條道路實施交

通管制，忠北線、太白線、嶺東線、慶全線

和長項線5條鐵路仍在停運中。

另壹方面，隨著第5號臺風“薔薇”

的到來，韓國多地發布暴雨警報，預計

境內降雨量還將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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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柬埔寨西哈努克港經

濟特區 10 日向記者表示，7 月該特

區實現進出口總額 1.57 億美元，比

上年同期增長 29.13%。

西港經濟特區是中柬兩國經貿

合作和“壹帶壹路”國際合作的樣

板項目，吸引了壹大批中、日、韓

、歐美、東南亞等國家及地區 165

家企業入園，創造就業崗位近 3 萬

個，成為西哈努克省經濟發展引擎

，受到中柬兩國高度關註。

在全球疫情沖擊下，該特區

1—6 月增幅提高了 3.13 個百分點，

1—7月，西哈努克港經濟特區進出

口貨櫃總量為 23683 個標箱，比去

年同期17676個標箱增長33.98%。

今年初，受疫情沖擊，西港特

區公司壹手抓防疫，壹手保生產，

不僅保障了區內近 3 萬名員工的身

體健康和生命安全，實現了“零感

染”，進出口總額實現逆勢上揚。

據介紹，疫情期間，西哈努

克港經濟特區發揮平臺作用，協

調區內企業互幫互助，提升園區

產業化、園區國際化、園區資本

化，今年已有 6 家新入駐企業相繼

投產運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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繼葵涌嘉里物流貨倉爆新冠肺炎感染

群組，惹來進口食品“播疫”驚魂後，內

地13日先後在厄瓜多爾進口的南美白蝦包

裝盒，以及巴西進口的急凍雞翼表面樣

本，驗出對新冠病毒呈陽性反應。由於香港有三成的凍肉來自巴西，消息傳出後有

訂購巴西雞翼的安老院舍馬上要求換貨，也有市民表示擔心。香港食環署食物安全

中心指出，在深圳被檢出新冠病毒的巴西急凍雞翼，有關批次並沒有在香港發售，

但中心已即時加強抽取巴西進口的冷藏雞肉樣本進行新冠病毒檢測，並已即時暫停

辦理相關廠房的禽肉進口許可證申請。

食環署：“毒雞翼”無在港發售
食安中心加強抽樣檢測 即停相關廠禽肉進口許可

進口凍肉“播疫”陰霾下，香
港文匯報記者13日在街市視察，仍
發現有市民徒手揀凍肉，不少市民
表示回家後會徹底消毒雙手及煮熟
凍肉，相信能自保。

一間凍肉店經理唐小姐表示，由於該店有向護
老院舍提供凍肉，13日新聞播出後，即時收到多間
老人院的來電，負責人表示擔心貨品來自出事的巴
西廠商，要求換貨。“我們舖頭的貨品生產線與內
地不相同，但理解老人院職員的憂慮，因此若他們
要求換貨，亦會樂意為他們更換成來自其他國家的
冷凍雞翼。”

被問到會否擔心政府日後會收緊凍肉入口，令
來貨價上升，她表示現時凍肉來貨價一直上升，但
街市主要做街坊生意，而且現時經濟環境大不如
前，有些家庭收入大減，因此不會大幅加價，希望
在逆境下與市民同行。

另一間凍肉店經理阿友表示，一直都會細心了
解凍肉的來源，包括衞生狀況，“而且每一項新貨
品都會先自己試食過，認為品質良好，才會入貨賣
給客人。”他續說，不同國家貨品的價錢當然有分
別，“我們當然係平有平賣，貴有貴賣”，但若將

來收緊凍肉入口，使來貨價持續上升，店方將會考
慮放棄購入部分地區的凍肉。

本地凍肉批發商陳先生表示，巴西凍肉產品供
貨量暫未受影響，只是在疫情下運貨船期經常延
遲。他亦指巴西凍肉價錢較平，且質素均勻，香港
食肆有六成至七成凍肉產品來自巴西，其店的巴西
凍肉產品則多做批發。

至於零售層面，顧客多會購買來自美國、泰國
的無激素凍肉。

13日，陝西衞健委接獲疾控部門報告，在
對農貿市場每周例行採樣檢測中，發

現西安方欣冷凍副食品批發市場一款來自厄瓜多
爾的冷凍生南美白蝦（產品批號0063，註冊號
7057）的外包裝部分樣本，對新冠病毒核酸檢測
呈陽性反應。目前，外環境及從業人員檢測、隔
離有序進行。

同時，深圳市疫情防控指揮部亦公布，一個
由巴西進口的急凍雞翼表面樣本，對新冠病毒檢
測呈陽性。指揮部已對可能接觸相關產品的人員
進行全面核酸檢測，結果全為陰性，相關樣本密
切接觸者已納入健康管理。深圳當局並封存全市
相關庫存產品進行核酸檢測，結果亦呈陰性。

張竹君：市民要注意雙手衞生
香港食安中心回應表示，已即時向深圳及巴

西有關當局了解事件，並與本地主要進口商和零
售商跟進。初步調查發現，有關批次雞翼未有在
港發售，但為審慎起見，中心已即時加強在進口
及批發層面抽取巴西進口冷藏雞肉樣本作新冠病
毒檢測，並即時暫停辦理相關廠房（註冊號：
SIF601）的禽肉進口許可證申請。中心會繼續跟
進事件和採取適當行動，調查仍然繼續。

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13日在疫
情簡報會上表示，有留意相關消息，但指食物徹
底煮熟後理應沒有問題，感染風險不高，但提醒
巿民若接觸過生肉或急凍食品，要注意雙手衞
生，“巿民都應要當呢啲嘢（生的食物）同其他
污糟嘅物品一樣，凍蝦、凍肉或其他食品、未煮
熟嘅生食物，喺接觸過後唔好再觸摸眼耳口鼻，
要清潔雙手。”她又表示相關部門會視乎情況，
決定是否要檢測其他凍肉。

業界：應加強檢測以保安全
香港冰鮮禽畜商會主席郭時興透露，香港入

口凍肉必須附有衞生證明，食環署亦會定期抽
檢，但未有進行新冠病毒檢測，認為若時間、成
本許可，亦應加強檢測，以確保安全。香港凍肉
海產批發零售商會前秘書長鄭興指出，巴西凍肉
佔香港整體入口凍肉三成，由於巴西雞翼售價相
宜，品種肥美、香口，故不少餐廳會選用。

百佳超級市場則回應表示，店舖入口肉類均
取得當地衞生證明書，符合香港法例要求，他們
會密切留意及跟從食環署的指引。

澳門市政署亦即時展開食品風險評估和追蹤監
察，同樣暫緩涉事廠商的產品入口申請。澳門市政
署又表示，近期已加大抽檢世界各地進口的冷凍食
品、包裝及環境樣本，由平均每日30個增至100
個，至今抽檢逾1,000個樣本，所有樣本均呈陰
性，並強調將持續加強監管，做好防控工作。

市民消毒自保
商家憂來貨價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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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市民徒手揀凍肉，不少市民表示回家後會徹底
消毒雙手及煮熟凍肉，相信能自保。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有市民在購買雞翼等凍肉時使用夾來揀選。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輸港巴西雞翼等凍肉懷疑受新冠肺炎病毒污
染。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美禁用“香港製造”港府批野蠻研維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程敏）美國政府早前

下令，由9月25日起，所有香港製造的產品並出
口到美國時，不能再標記為“香港製造”，並須
標記為“中國製造”。香港商經局局長邱騰華13
日與商界會面商討對策，他批評美國做法野蠻、
無視事實，又指新規定只是美國單方面的做法，
不符合世貿有關產地來源的規例。他指新措施雖
然只對個別行業有影響，但政府會研究採取行動
維護自身利益。

港商憂慮增 諮詢法律意見
邱騰華13日表示，每年在香港本土生產並出

口到美國市場銷售的貨物價值約37億港元，佔總
出口少於0.1%，受影響行業包括珠寶、食品、藥
品、鋁材等，將會留意情況。他認為，在這個不
合理條款下，“有一個受影響都嫌多”。長遠來
說美國單方面野蠻行動，也會削弱港商與美國做
生意信心，個別廠商會有自己考慮。美國政府也

有責任要向美國商界、買家澄清擔憂，產品是否
與事實相符、會否引起關稅問題。

出席記者會的中華廠商會聯合會會長吳宏斌亦
補充指，美國步步進逼，令港商增加不少憂慮。在
同一場合的香港工業總會主席葉中賢亦表示，“不
依從他們的規則是有一些罰款，但因為剛出條例不
久，我們會與當地律師，買家或進口團體確認做法
如何。”

邱騰華重申，由於產品在獨立的關稅地區生
產，所以要標示事實。美國的要求與世貿及國際
規則不符，不但無視香港特殊地位，也無視世貿
成員國地位，產生不必要混亂及困難。“如果香
港不是國家一部分，香港就可能沒有這個特殊地
位。香港按照基本法享有世貿成員身份。”

被問到措施會否影響關稅方面，邱騰華回應
指，根據美國海關提供最新資料，相關政府部門
暫時沒有新加任何其他措施，並未實行新規例對
進口方面程序上要求改變，也未見美國作關稅評

估要求，因此未見即時措施對香港產品的影響，
日後美方難免會就關稅作出調整。“既然過往一
段時間都有很多不合常規，亦是不負責任的做
法，我不能保證將來會否有其他附加措施。”

在應對方面，邱騰華指政府會研究維護自身利
益的行動，包括利用世貿處理多邊貿易糾紛的機制
採取行動，強調香港製造的產品，有權使用“香港
製造”標籤。政府亦會利用13個經貿辦加強聯絡，
駐華盛頓辦事處會追問、查詢、反映立場，也會聯
絡美國商會。

美海關聲明稱港貨關稅不變
美國海關和邊境保護局發布聲明指，新措施

不會改變產品入境摘要和關稅，申報者可根據現
行法規和政策繼續進行程序。至於外發加工(OPA)
的安排亦不受影響。聲明又指，標記要求的變更
不會影響美國關稅編碼表第1-97章的普通職責評
估或第99章的臨時或附加職責而進行的原產國認

定。因此，作為香港產品的商品應在需要時繼續
報告國際標準化組織（ISO）國家代碼“HK”作
為原產國。

根據相關聲明，雖然以後香港本土製造的產
品需標記為“中國製造”，但香港對美國的出口
仍將免於徵收懲罰性關稅。香港專業及資深行政
人員協會(專資會)13日表示反對美國對香港貨品產
地來源標記實施新規定，批評有關規定不符合世
貿規定外，亦破壞了國際貿易秩序。期望特區政
府盡快向美國當局了解及釐清執行細節，必要時
採取適當行動以維護香港利益。

專資會指出，香港特別行政區在國家憲法及
基本法保障下，享有“一國兩制”下單獨關稅區
的獨特地位，獲得世貿等多邊組織認可。香港授
權發出“產地來源證”的機關，是按國際認可慣
例及標準訂定的香港產地來源規則簽發文件。美
國此舉將引起簽發混亂，無助保障消費者利益，
只會損害美國自身的利益。

醫生：高溫煮熟感染風險不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深圳有巴西

進口急凍雞翼樣本檢出新冠病毒，令人關注
凍肉的安全。香港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
聯席主席曾祈殷指出，病毒在攝氏4度以下能
夠存活14天，因此急凍食品有機會儲存病
毒，將食物煮熟則感染風險不高。他促請香
港特區政府若知悉有國家或廠商入口的急凍
食品對病毒呈陽性，應仿效澳門市政署做
法，即日起暫停入口相關廠商食品。

本身是感染及傳染病專科醫生的曾祈殷13
日指出，最重要是保持衞生，處理完急凍食物後
必須妥善洗手，而市民購買急凍食物後亦應要先
沖洗乾淨，才放入雪櫃。他又指出，從公共衞生
角度考慮，若知悉有國家或廠商入口的急凍食品
對病毒呈陽性，應該暫時停止進口，直至該地區
或國家疫情緩和為止，才恢復入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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癌症治療方法優勢對比
方法

生物殺傷力

生物靶向性

建造費用

設施佔地

需治療次數

治療人數（人/台/年）

患者花費（元/年）

單位：元人民幣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帥誠

常規放射治療

低

無

1,000萬元

小

約30次

約1,600人

約2萬元

質子治療

中

無

5億元

大

約30次

約1,600人

約30萬元

重離子治療

高

無

10億元

最大

約10次

約1,400人

超30萬元

BNCT

高

高

1億元

中等

約1-2次

約2,500人

約10萬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帥誠東莞報道）13日，位於中國科學院高

能物理研究所（簡稱“高能所”）東莞分部的加速器硼中子俘獲治療

（簡稱BNCT）實驗裝置獲得了8位來自放射醫

學、粒子加速器、中子物理與技術、硼藥等

領域的評審專家肯定，標誌着中國在癌症

治療高端醫療設備整機技術開發方面取

得了又一重大成果。目前，該裝置已

啟動首輪細胞實驗和小動物實驗，正

式投入臨床使用後將大大減輕治療癌

症對正常細胞的損傷，且治療成本控制

在10萬元（人民幣，下同）左右。第二

台BNCT臨床設備已在設計和研製階段。

中國研中國研硼中子治癌新法報捷硼中子治癌新法報捷
首台實驗裝置在莞啟動物實驗 療程短成本減副作用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俊明 廣州報
道）作為粵港澳大灣區鐵路交通重點項目，
廣州南沙港鐵路跨西江斜拉橋日前順利合
龍，該斜拉橋工程是目前世界雙線貨運鐵路
建設史上同類型的“世界第一跨”，其合龍
標誌着該鐵路全線重難點控制性工程建設獲
重大突破，為全線最快於今年底建成通車奠
定基礎。

據最新規劃，南沙港鐵路正線全長
約88公里，途經江門、中山、佛山及廣
州四市，為雙線貨運鐵路（正在辦理變

更增加客運功能），將主要承擔中南、
西南地區外貿貨櫃、能源及重要原材料
運輸任務。

今次合龍的跨西江斜拉橋全長超1,100
米，主跨跨徑600米，設兩座H型橋塔，塔高
分別為208米和200米，共有96對斜拉索，是
南沙港鐵路全線施工難度最大、安全風險最高
的工點之一。

鐵路建成通車後，將打通大灣區海鐵
公聯運“最後一公里”，助力廣州成為世界
級鐵路物流樞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寶儀廣州報道）囊括
西關美食、粵劇文化、廣味工業等元素的廣州老字
號文化遊徑和精品旅遊路線13日在廣州文旅大講堂
．2020夏季大會上正式發布，多家文化旅遊業界機
構和組織同時倡議發起廣州文旅助推老字號振興發
展計劃，未來將鼓勵老字號企業開展產品創新、引
入時尚流行元素，並籌備推出老字號文旅手信時尚
榜單，促進老字號企業發展創新。

廣州產權交易所與廣州國資國企信息與品牌綜
合服務中心同時簽訂戰略合作協議，雙方將按照市
場化運作模式，進一步在老字號服務信息互通、資
源共享、協同創新等方面開展實質性合作。

南沙港鐵路“世界第一跨”合龍 穗旅界推文化遊振興老字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帥誠東莞報道）由於強
中子源通常僅在大型科研實驗室才能找到，因此幾
十年來BNCT發展緩慢，目前全世界基於反應堆的
BNCT臨床試驗只有1,400多例。而此次中國研發
成功的BNCT裝置屬於射線裝置，可以在人員密集
區域的醫院內使用，“今後可往市、縣一級拓展，
在較廣的範圍實現個性化與例行性的BNCT治療，

有廣闊的應用前景和深遠的發展潛力。”中國散裂
中子源工程總指揮、中國科學院院士陳和生說。

他還透露，目前科研人員正在利用這台實驗裝
置開展BNCT相關核心技術的實驗研究，優化裝置
的綜合性能。計劃通過開展細胞和動物實驗，更大
規模地開展BNCT適應症研究，為新一代硼藥的研
發和動物實驗提供相應的實驗環境。同時，通過動
物安全性驗證，為後期臨床試驗奠定基礎。

對於何時投入臨床使用這一民眾普遍關注的問
題，陳和生表示，在成功研製國內首台BNCT實驗
裝置的基礎上，高能所與東莞市人民醫院合作開展
了第二台BNCT臨床設備的設計和研製，有望很快
進入臨床試驗，依規逐步開展臨床治療。“希望
2023年至2024年能拿到醫療許可，預計在四年後
投入臨床運用。”

盼港參與助力研發
另外，可以預見的是，未來BNCT在東莞投入

臨床使用，將輻射整個大灣區的醫療系統，港澳人士
也將同樣受惠。“中國散裂中子源的建設過程中有香
港高校科研團隊的參與，我們希望BNCT接下來的研
發有香港助力。”中國散裂中子源工程副經理傅世年
說。

臨床試驗落地東莞
未來輻射港澳患者

■硼中子俘獲治療實驗裝置的治療室終端。
香港文匯報記者帥誠攝

■■南沙港鐵路跨西江斜拉橋合龍南沙港鐵路跨西江斜拉橋合龍。。

■■中國中國BNCTBNCT布局示意模布局示意模
型型。。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中國科學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日前召開發布會
稱，該所東莞分部研製成功中國首台自主研

發BNCT實驗裝置。

首個產業化項目
2018年，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廣東東莞建成了

中國首台散裂中子源，在加速器和中子技術方面
有得天獨厚的優勢，此次研發成功的BNCT裝置
就是利用中國散裂中子源相關技術催生的首個產
業化項目，對於示範帶動散裂中子源關聯產業發
展具有重要意義，同時也意味着大科學裝置在基
礎研究和應用研究之外，其設計和建造也將促進
相關產業發展和技術革新。

去年12月，BNCT實驗裝置首次打靶成功獲
得中子束流，證明了中國自研設備加工製造與安
裝調試的高質量和高可靠性。

有效治多種癌症
中國散裂中子源工程副經理傅世年接受採訪

時表示，BNCT是目前國際最先進的癌症治療手
段之一。治療時先給病人注射一種含硼的藥物，
這種藥物與癌細胞有很強的親和力，會迅速聚集
於癌細胞內，相當於給癌細胞做“標記”，而在
其他組織內分布很少。隨後給病人進行中子照
射，時長在1小時內，整個治療過程一般只需照
射一次。當照射的中子被癌細胞內的硼俘獲，產
生高殺傷力的α粒子和鋰離子，便可精準“殺
死”癌細胞。

“α粒子和鋰離子射程很短，只有一個細胞
的長度，所以只‘殺死’癌細胞而不損傷周圍細
胞組織。對於腦膠質瘤、黑色素瘤和頭頸部復發
腫瘤，BNCT是非常有效的治療手段，並試治肝
癌、肺癌、胰腺癌等臟器腫瘤。”傅世年特別
指出，相比傳統化療治療，BNCT治療整個療
程一般僅需一次照射治療，患者花費約在10萬
元左右，且治療全程副作用小，無痛苦。目
前，該裝置造價約一億元，價格低於質子、重
離子裝置。

2019年12月
BNCT實驗裝置首次打靶成功
獲得中子束流

2020年
利用BNCT實驗樣機開展相關
核心技術的實驗研究、適應症
研究，優化裝置綜合性能

2021年
在東莞市人民醫院安裝完成中
國自主研發臨床BNCT設備

2022年
完成醫療器械檢測，開展臨床
實驗

2023-2024年
完成臨床實驗，獲取醫療設備
註冊許可證和生產許可證，進
入市場、服務國民健康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帥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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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針對洪澇災害是

否影響中國糧食安全的問題，中國國家防汛抗旱總指揮部秘書

長、應急管理部副部長兼水利部副部長周學文13日在國新辦發

布會上表示，通過各項救災措施，加強種植管理，今年的洪澇

災害對糧食安全不會有影響。他還表示，今年洪澇災害造成

6,346萬人次受災、直接經濟損失1,789.6億元（人民幣），比

前5年均值偏多12.7%和15.5%。預計後期仍有嚴重汛情。

雨水豐搶收早 洪災無損糧食安全
防總：今年洪澇已致6346萬人次受災 比前5年均值多12.7%

周學文表示，今年洪澇災害導致6,032.6千公頃
農作物受災，其中絕收1,140.8千公頃，主要

集中在長江中下游和淮河地區。他說，“共有800
多個圩子（低窪地區防水護田的堤岸）進水，有些
圩子在進水以前就將早稻收割完了，但有些還沒來
得及收割，江西搶收了約三分之一，安徽洪水發生
較晚，搶收得更多一些。”
周學文表示，目前受災地區正在組織集中排

水，搶種晚稻及一些經濟作物，受災民眾也陸續回
到家園，生產生活有序恢復，力爭把經濟損失降低
到最少。
周學文提出，從歷史上看，中國的大水之年往

往是豐收之年，因為中國水資源本就短缺，豐水年
水資源保障條件更好，農作物能夠得到更好生長。
“通過各項救災措施，加強種植管理，通過一些農
業技術手段，今年的洪澇災害對中國糧食安全不會

有影響。”他說。

收購量少 農民囤糧待沽
另據媒體報道，新冠疫情及氣候災害不斷，糧食

供需形勢引發各方關注。中國國家統計局7月15日數
據顯示，2020年內地夏糧總產量14,281萬噸，比
2019年增加120.8萬噸。其中小麥產量13,168萬噸，
比2019年增加75.6萬噸。2020年夏糧播種面積略
減，但單產有所提高，中國夏糧產量創歷史新高。
然而，國家糧食和物資儲備局8月12日發布數

據則顯示，截至8月5日，夏糧主產區小麥累計收
購4,285.7萬噸，同比減少938.3萬噸，引發各方對
糧食安全的關注。其中，河南收購912.4萬噸，同
比減少538.8萬噸。
對此，河南省糧食和物資儲備局相關負責人表

示，公告說的是收購量，不是總產量。雖然今年的

夏糧種植受到疫情和天氣雙重影響，但河南省的夏
糧仍然再獲豐收，全省夏糧總產量750.75億斤，比
去年還多出了1.67億斤。總產量高了，為何夏糧收
購量卻同比減少？有專家表示，今年玉米、小麥價
格出現多年少有的上漲行情，讓農民對未來糧食價
格上漲的心理預期增強。農民囤糧並期待糧食價格
繼續上漲，然後再賣個好價錢。

仍處汛期 防汛不能放鬆
另外，在展望後期汛情發展時，水利部副部長

葉建春在發布會上表示，當期中國仍處於汛期，預
計後期颱風降雨、局地暴雨、華西秋雨等仍可能造
成嚴重汛情。周學文亦表示，雖然“七下八上”
（特指7月下旬和8月上旬）是中國的防汛關鍵
期，但中國的主汛期將延續到9月底，下階段發生
洪澇災害的可能性仍然很大，防汛工作不能放鬆。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消
息，近日，習近平總書記對制止餐飲浪費行為作出
重要指示，強調要加強立法，強化監管，採取有效
措施，建立長效機制，堅決制止餐飲浪費行為。全
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表示，將按照“要加強立法，
強化監管，採取有效措施，建立長效機制，堅決制
止餐飲浪費行為”要求，決定成立工作專班開展相
關工作。目前正在對國內外有關制止餐飲浪費行為
相關立法、文件和政策措施進行梳理研究。
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行政法室一級巡視員

張桂龍介紹，人口眾多、土地資源相對不足是中國
基本國情，中國糧食供求長期處於緊平衡狀態。憲
法第十四條第二款明確規定，國家厲行節約，反對
浪費；農業法第三十六條中也規定，國家提倡珍惜
和節約糧食。今年制定的民法典第九條規定，民事
主體從事民事活動，應當有利於節約資源、保護生
態環境；第五百零九條第三款規定，當事人在履行
合同過程中，應當避免浪費資源、污染環境和破壞
生態。此外，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立法規劃已將
制定糧食安全保障法列為一類項目即“條件比較成

熟、任期內擬提請審議的法律草案”，有關方面正
在積極開展相關工作。
張桂龍表示，總的來看，目前中國現行法律

中雖然有一些關於制止浪費行為的原則規定和要
求，但比較分散，系統性、針對性、集成性還不夠
強。下一步，法工委將會同有關方面積極就加強制
止餐飲浪費行為立法問題認真研究，通過多種立
法、決定等形式，對制止餐飲浪費行為作出具體明
確規定，在糧食安全保障法和其他相關法律制定修
改中分別作出有針對性規定。

成立專班 人大擬為制止餐飲浪費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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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帥 北京
報道）繼湖北荊州12日通報一例康復
患者數月後復陽的病例後，上海13日
再報一例從吉林來滬就醫的新冠肺炎
復陽病例。但對相關接觸者進行核酸
檢測的結果均為陰性，官方表示尚無
證據表明復陽病例存在傳播風險。此
外，今年6月份發生聚集性疫情的北
京新發地市場13日宣布，將於8月15
日正式對外開放。北京豐台區委常
委、區政府常務副區長周新春介紹，
復市後新發地市場嚴格批零分開，取
消新發地市場零售功能，不再向個人
消費者開放。
周新春稱，正式復市後，新發地

市場將實行體溫一日一監測、攤位一
日一清洗、場所一日一消毒、市場一
周一次全面消殺，在市場出入口設立
紅外測溫設備，利用人臉識別技術，
全面、準確、快速登記進出人員信
息，做到可查詢、可追溯。安排第三
方檢測機構入駐，定期對市場內環
境、物品、包裝材料、公共用具開展
新冠病毒核酸抽檢。
同時，貨品進場需在新發地市場

智能管理系統上進行登記，上傳貨物
品種、數量、產地證明、產品檢測合
格證明等信息，市場對登記信息進行
核實，經確認無誤後方可進場交易。
場內交易時，由買方出示交易碼，賣
方識別後填寫貨品、金額、數量、產
地等信息，買賣雙方確定提交後再進
行貨物交易。交易完成後買方離場需
展示會員碼，由市場工作人員使用
PDA（Personal Digital Assistant）掃
描識別買方會員二維碼，收集交易信
息上傳到智能管理系統，做到貨品來
源信息可追溯，貨品去向可清查。

■今年6月發生聚集性疫情的北京新發地市場宣
布於8月15日正式對外開放。圖為新發地農產品
批發市場—富農門。 資料圖片

■■今年今年66月月，，河北唐山遵化市河北唐山遵化市1010多多
萬畝小麥成熟萬畝小麥成熟，，農民利用晴好天農民利用晴好天
氣氣，，抓緊小麥收割抓緊小麥收割、、晾曬晾曬，，田間田間、、
場院一片忙碌景象場院一片忙碌景象。。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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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Y家庭全科及急症

高 血 壓

糖 尿 病

高 血 脂

常見皮膚病

皮膚活檢

婦 科 病

兒 科 病

老年癡呆

骨質疏鬆

憂 鬱 症

感 冒

咽喉痛

鼻竇炎

腹 瀉

尿 路 炎

關節注射

動物抓咬傷

清創縫合

角膜異物清除

地址:6609 W Sam Houston PKWY S STE 98 Houston, TX 77072 (位於8號公路及百利大道東北角及Shell加油站旁廣場)

Tel:(832)433-7159

本診所自2014年起
週一、二、三、五、六： 8:30am - 5pm
週四、週日 公休 

顧瑛 醫學博士
美國家庭醫學會資格認可醫師
美國老年醫學會資歷任可醫師

主 治 急 症
體檢特價  體檢+化驗:$125
①+女科婦科、宮頸膜片+$45
②+男性前列腺表面抗原+$20

移 民 體 檢

D03FA_JY顧瑛567B_8

2020年8月14日（星期五）3 經濟中
國

■責任編輯：周文超

國務院穩外貿外資措施
加大財稅金融支持

◆更好發揮出口信用保險作用，積極保障出運前訂
單被取消的風險

◆支持有條件的地方複製或擴大“信保+擔保”的
融資模式

◆以多種方式為外貿企業融資提供增信支持

◆進一步擴大對中小微外貿企業出口信貸投放

◆給予重點外資企業金融支持，再貸款再貼現專項
額度同等適用外資企業

◆降低外資研發中心享受優惠政策門檻，鼓勵外商
來華投資設立研發中心

發展貿易新業態新模式
◆新增一批市場採購貿易方式試點，力爭將總量擴
大至30個左右，支持跨境電商平台、跨境物流發
展和海外倉建設等，加大對外貿綜合服務企業的
信用培育力度

◆拓展對外貿易線上渠道，推進“線上一國一
展”，支持中小外貿企業開拓市場，幫助出口企
業對接更多海外買家

提升通關和人員往來便利化水平
◆進一步推動規範和降低進出口環節合規成本，在
有條件的口岸推廣口岸收費“一站式陽光價
格”，加大技術貿易措施諮詢服務力度

◆在嚴格落實好防疫要求前提下，繼續與有關國家
商談建立“快捷通道”，為人員往來提供便利，
分階段增加國際客運航班總量，適度增加與我國
主要投資來源地民航班次。

支持重點產業和重點企業
◆引導加工貿易梯度轉移，培育一批東部與中西
部、東北地區共建的加工貿易產業園區

◆進一步加大對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企業的支持力
度

◆“一企一策”幫助大型骨幹外貿企業破解難題

◆對重點外資項目一視同仁加大用地等服務保障

◆推動高新技術企業認定管理和服務便利化，鼓勵
外資更多投向高新技術產業

資料來源：中國商務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琳 北京報

道）國務院辦公廳日前發布《關於進一

步做好穩外貿穩外資工作的意見》（下

稱《意見》），從加大財稅金融支持、

發展貿易新業態新模式、支持重點外資

企業等方面提出15項穩外貿穩外資政

策措施（見表）。其中，在給予重點外

資企業金融支持上提出，外資企業同等

適用現有1.5萬億元（人民幣，下同）

再貸款再貼現專項額度支持，並鼓勵外

商來華投資設立研發中心。

中國商務部部長助理任鴻斌13日在國新辦吹
風會上表示，今年前7個月外貿外資回穩

向好、好於預期。但在近期調研中，我們也了解
到，外貿外資企業訂單不足、物流不暢、融資困
難等問題較為突出，地方和企業普遍希望盡快出
台更有力的政策措施，幫助企業渡過難關。

擴市場採購貿易方式試點
今年上半年，跨境電商零售進出口增長

26.2%，市場採購貿易方式出口增長28.8%。
《意見》進一步加大貿易新業態發展支持力度。
包括：新增一批市場採購貿易方式試點，力爭將
總量擴大至30個左右；支持跨境電商平台、跨
境物流發展和海外倉建設等，加大對外貿綜合服
務企業的信用培育力度；拓展對外貿易線上渠
道，推進“線上一國一展”，支持中小外貿企業
開拓市場，幫助出口企業對接更多海外買家。

任鴻斌表示，在疫情過程中，外貿新業態的
發展逆勢上揚，對企業抓訂單、保市場、穩外貿
作出了積極的貢獻。下一步，將盡快推動在有條
件的地方新增一批市場採購貿易方式試點，帶動
中小微企業的出口。同時，指導地方加快跨境電
子商務綜合試驗區的建設，鼓勵進出口銀行、中
國出口信用保險公司等各類金融機構在風險可控
前提下積極支持海外倉的建設。此外，幫助出口

企業在線上線下對接更多的海外買家。
《意見》也強調，將給予重點外資企業金

融支持，外資企業同等適用現有1.5萬億元再貸
款再貼現專項額度支持。同時，加大對重點外
資企業的金融支持力度，進出口銀行5,700億元
新增貸款規模可用於積極支持符合條件的重點
外資企業。

《意見》還從加大重點外資項目支持服務
力度、鼓勵外資更多投向高新技術產業、降低
外資研發中心享受優惠政策門檻等方面，加大
對外資企業支持力度。

學者：穩外資在華發展信心
中國商務部研究院副研究員龐超然表示，

《意見》明確了外資企業可同等享受政府專項資
金的待遇，將更好地鼓勵外資企業本地化融資和
屬地化經營，在更大範圍和更深層次打造內外資
開放平等待遇和公平競爭環境，穩固疫情下外資
企業在華發展的信心。

商務部研究院國際市場研究所副所長白明認
為，加大財稅金融支持，就是給國內國際雙循環
賦能。“做好穩外貿穩外資工作有很多重合之
處，外資穩住了，有利營造良好的營商環境，讓
外貿企業更好參與國際產業鏈，實現雙循環的良
性互動。”

國務院15措施穩外貿外資
外企適用1.5萬億再貸款 鼓勵來華投資研發中心

15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琳 北京報
道）中國商務部外國投資管理司司長宗長
青13日在國新辦國務院政策例行吹風會上
表示，今年以來我國吸收外資增幅實現了
由“負”轉“正”，總體好於預期。1月
至7月，全國實際使用外資5,356.5億元
（人民幣，下同），同比增長0.5%（不含
銀行、證券、保險領域），較前6月回升
了1.8%，由負增長轉為正增長。
7月當月，全國實際使用外資金額

634.7億元，同比增長15.8%，連續第4
個月實現單月吸收外資正增長。宗長青
介紹，今年以來我國吸收外資主要有三
個特點：一是服務業發揮了支撐作用。1
月至7月服務業實際吸收外資4,145.9億
元，同比增長11.6%，佔我國吸收外資比
重77.4%。其中，高技術服務業同比增長
27.4%。二是主要投資來源地保持穩定。
香港地區、新加坡、英國等實際投入外
資金額同比分別增長 8.2%、4.6%和
48.6%。三是外資大項目持續落地。1億
美元以上外資大項目到資佔比68%，埃
克森美孚、寶馬、豐田、英威達等不少
跨國公司不斷加大在華投資，加快在華
布局。

外商新設1.8萬企業
近期，有部分國家向企業提供“搬

家費”，幫助他們完成從中國的產業鏈
轉移。對此，宗長青表示，疫情初期引
發了部分國家和地區對產業鏈安全的擔
憂，隨之出台了一些鼓勵本國境外企業
調整產業布局的策略。根據初步了解，
獲得日本政府補貼的第一批87家企業
中，有30多家在華投資，目前沒有發現
在華日企關停情況，且多數屬於分散投
資。
他稱，一些企業基於要素成本、貿易

環境、供應鏈穩定等方面的考慮，調整產
業布局和全球資源配置，多屬正常的市場
行為。“儘管如此，我們更應看到，中國
仍然是大多數跨國公司主要的投資目的
地。”特別是今年以來，中國疫情防控取
得戰略性成果，經濟增長由降轉升，使包
括外資企業在內的各類企業復工復產情況
好於全球，更加堅定了外商投資中國的預
期和信心。
他援引商務部數據稱，今年1月至7

月，外商在華新設企業18,838家，其中日
本在華新設企業415家，美國860家，韓國
849家，新加坡584家，英國296家，德國
245家。“這些數據充分證明了中國市場的
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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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見意見》》提出提出，，要鼓勵外商來華投資設立研發要鼓勵外商來華投資設立研發
中心中心。。圖為特斯拉在上海的超級工廠圖為特斯拉在上海的超級工廠。。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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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受武肺疫情衝擊重創，華航旗
下華旅網際旅行社傳出8月底將縮編，甚至走向
停業，北市勞動局今（8/14）證實已接獲華旅
裁員申請，且填寫事由為 「歇業」。華旅董事
長、民進黨籍前高雄市議員周玲妏則已在6月主
動請辭，將她自己納入被縮編一員，她今受訪
表示，她建議華旅回歸專業經理人調派，不要
再派任官派董事長，減少華旅人事成本。

華航董事長謝世謙已同意周玲妏請辭案，
目前改派華航台北分公司總經理丘偉端兼任華
旅董事長。

多數員工月底資遣 華航證實將優退
接獲民眾爆料指出，華航旗下旅行社華旅

網際旅行社即將關門，多數員工將在8月底被資
遣，9月打算只剩2個員工，將先辦停業，但華
旅是華航投資的旅行社，華航有官股色彩，華
旅若帶頭收攤歇業，將引起市場雪崩式的骨牌
效益。

投訴人不滿表示，其他旅行社都還在苦撐
，華旅董事長為官派，不好好經營，怎可以帶
頭歇業，這些員工要到哪裡去找工作？那其他
旅行社是在撐好玩的嗎？官股色彩旅行社帶頭
停業，其他旅行社情何以堪，是否代表政府放
棄旅遊業了，華旅前董座還回高雄幫高雄市長
候選人陳其邁輔選。

對此，華航董事長謝世謙證實，華旅確實
有分階段組織調整計畫，協助員工轉任相關企
業或優退，董事會仍在討論中，華旅董事長周
玲妏已經在6月下旬請辭法人代表，是她自己提
出的；華旅當時成立就是為了做華航精緻旅遊
，受到新冠肺炎影響，華航精緻旅遊今年已經
停掉了，靠國旅市場杯水車薪，且暑假旺季過
了，9月該怎麼辦？邊境沒有開放，就沒有生意
。

由於華旅為華航百分之百投資旅行社，華

旅董事長以往都是由華航集團主管兼任且不支
薪，華航前董事長何煖軒上任後，開始增設子
公司官派董事長，由民進黨前立委謝欣霓接任
華旅董座並開始支薪，隨著何下台，謝也離開
，去(2019)年7月華旅董座改由高雄市前市議員
周玲妏接任。

華旅董座6月已辭 周玲妏直言：華旅不需
官派董座

今也訪問到周玲妏，周指出，華旅不是要
收掉，是會做不一樣的編制計畫，受到疫情影
響，旅遊業短時間內看不到未來，華航和華旅
要面對事實，因此子公司要檢討人力配置，因
此她個人決定遞出辭呈，在6月請辭，讓華航回
歸原有制度，華旅不需要另外官派董事長。

周玲妏表示，受到疫情影響，她前半段在
思考華旅和未來計畫，但旅遊業確實很困難，
國旅也不容易做，幾乎沒有利潤，全球疫情和
航空市場情況大家心裡有數，因此規劃慢慢縮
編，將人力縮小到最小編制，就可以多撐1年到
2年，但絕不會結束公司。

周說明，為減少人力成本，她自己則是兩
度向華航董事長謝世謙請辭，第一次謝董慰留
，但她認為華航應該要回歸到原有的制度和人
事預算，華旅不需要官派董事，可由華航主管
兼任，才是比較正確的路，最後謝董同意她請
辭，行政院長蘇貞昌也很支持華航對子公司人
力預算和運作回歸專業，讓華航回到專業人員
主管編派調配，目前華旅董事長改由華航台北
分公司總經理丘偉端兼任。

周玲妏說，因為她的家鄉就在高雄，因此
請辭後回到家鄉，剛好高雄市長面臨補選，她
也擔任志工協助同黨候選人陳其邁。

華旅確定要收攤！ 華航證實：華旅將適
時結束營業並辦理清算

至於華旅將裁員多少人力，以及未來是否

會暫時申請停業，華旅總經理羅俊英並未接聽
電話。不過即便華旅前董座聲稱華旅僅是縮編
不會結束營業，華航集團則證實華旅將結束營
業清算。

華航表示，旅行業受大環境影響狀況不佳
，中長期營運備受挑戰，華旅網際旅行社決定
在虧損尚未大幅擴大前，適時結束營業並依法
辦理清算。華旅已陸續通知各相關業者及旅客
辦理相關退票作業。華旅感謝員工多年來的付
出，提供轉任集團關係企業及優惠退職方案，
另有生涯規劃之員工則依法辦理資遣。

北市勞動局證實 已接獲華旅申請歇業裁
員

北市勞動局也接獲華旅裁員申請且事由填
寫為歇業。北市勞動局科長施貞夙表示，華旅
旅行社在今年1月1日裁員1人、2月11日裁員1
人、4月10日裁員3人、8月6日又裁員3人，總
計今年已有4波裁員，總裁員人數為8人，目前
投保人數仍有17人；華航則稱，目前華旅員工
僅剩14人。

值得注意的是，在8月6日的這波裁員中，
華旅旅行社填寫的事由為歇業，勞動局研判近
日業者應該就會進行大解，留下的人可能是在
做善後工作，但無法確定，近期會向華旅旅行
社了解相關情形。

華航投資旅行社撐不住！
華旅裁員將歇業、官派董座已走人

（中央社）紓困3.0慢半拍，旅行業者大呼，目前邊境仍封
鎖，就算國旅暢旺，但扣除成本等，實際獲利也有限，很多還是
蝕本經營，對此旅行公會全聯會理事長蕭博仁坦白說，目前還沒
有人倒閉，但減薪、裁員、留停已是必然現象。觀光局今(8/14)
下午則宣布觀光產業第3波紓困啟動，將回溯至7月，並補助到9
月底，薪資及生計費用補貼開始受理申請。

蕭博仁舉例，如果1間旅行社員工100人，平均月薪3萬多
，就算政府紓困，每名員工薪資補貼40%，老闆仍要支付1人2
萬多薪資，但現在公司收入很少，人事成本對公司財務是很龐大
壓力，就經營者角度來看，倒不如先瘦身，把根基留著就好。

目前全球疫情沒有降溫趨勢，蕭博仁預測，至少一半以上的
旅遊業者，都認為邊境在今年是不會開放了，組團出國、接待海
外團來台的禁令會持續到年底，且就算今年底前解禁，旅客信心
也要一段時間才會恢復，加上單方面解禁也沒意義，旅行社一定
要確保雙邊往返都不用14天居家檢疫，才有可能組團，這都讓
前景難以樂觀。

「急啊！很急啊！」蕭博仁說，雖然國旅很旺，但旅行社還
是水深火熱中，目前新聞議題上炒得很夯的類出國包機只是噱頭
，對旅行社沒實質意義，航空公司只飛1、2班，但以前一天是
飛好幾班！如果沒有紓困3.0：趕緊挹注，預估80%的大型旅行
社，年底前至少會裁掉一半員工。

旅遊業急如熱鍋螞蟻 觀光局終於啟動紓困3.0
觀光局今下午則宣布啟動紓困3.0，薪資及生計費用補貼開

始受理申請，包括旅行業員工薪資每月補貼4成，最高2萬元，
共3個月；導遊領隊每月補貼1萬元，連續補貼3個月，去年下
半年接待國外旅客人次達1千人以上且佔總旅客5成以上，營收
減少超過5成等旅館業者，可比照旅行社員工補貼。

觀光局表示，受到疫情影響，4月到6月辦理紓困2.0方案，
針對觀光產業之營運、薪資成本及導遊、領隊、領團人員生計費
用補貼，協助觀光產業及從業人員渡過難關。惟國際間嚴重特殊
傳染性肺炎疫情持續嚴峻，國境尚未解封，造成出團及接團之旅
行業、以接待商務旅客為主之都會型旅館及導遊、領隊人員仍面
臨極大衝擊，經營困境未見紓緩，為協助從業人員生計，本局爰
公告第3波紓困補貼方案，並自即日起受理申請。

紓困3.0補貼 可回溯至今年7月
根據觀光局規劃，紓困3.0補貼方案實施期限自2020年7月1

日起至9月30日止，分別補貼綜合、甲種旅行業、觀光旅館業、
旅館業給予雇主薪資費用之4成補貼，及導遊領隊人員補貼生計
費用負擔。

其中，針對旅行業薪資費用，依實際在職且未採勞動部減班
休息補助方案之員工人數計算，補貼每人每月薪資4成，最高2
萬元，共3個月；針對導遊及領隊人員生計補貼，導遊及領隊人
員於2019年1月1日至2020年4月16日止，曾執行接待或引導來
臺觀光旅客旅遊業務或引導出國觀光旅客團體旅遊業務8團以上
，或總天數40天以上且於補貼期間內未任職旅行業者，每月補
貼1萬元，連續補貼3個月。

國旅雖大爆發，但主力接待國外觀光客的都會型飯店依舊
「餓肚子」，觀光局也公布觀光旅館業及旅館業員工薪資補貼要

點，只要2017年7至12月接待非本國籍住客人次達1000人次以
上，且占總住客人次5成以上，且指定期間營業額較去年同期減
少比率達5成以上之觀光旅館業及旅館業者，補貼每人每月薪資
40%，最高2萬元，共3個月。

觀光局表示，這波紓困補貼盼透過持續補貼雇主薪資成本及
相關人員生計費用，留住觀光產業人才，穩定觀光產業就業環境
，維持基本動能，協助觀光產業度過此波全球性之產業困境及衝
擊，待疫情緩和後，能迅速展開各項觀光旅遊活動及營運。

逾500家旅館、2800家旅行社員工可受惠
觀光局副局長周廷彰表示，紓困3.0預算編列了57.4億元，

主要是針對受邊境嚴管影響比較大的業者，其中旅行社補助佔了
20.7億元，將有2800多家可以受惠；旅館業預計補助27.7億元，
預計六都有400多家業者可受惠，非六都業者個案申請，總計有
500多家可申請補助；導遊領隊則編列9億元，也有1.5萬人可以
受惠。

由於紓困3.0經費仍卡在立法院，周廷彰表示，原本希望8
月立法院可以召開臨時會審查預算，不過目前預估立院要到9月
才開議，因此觀光局先把振興預算以緩濟急挪用作為支應，立院
通過後，就可以歸列轉帳。

周廷彰強調，根據統計，今年1月到7月旅行社停業17家，
解散26家，相較目前全台近4千家旅行社來說，比例不高。

【紓困3.0】導遊領隊再領3萬！即起申請
旅行社員工補貼4成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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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米其林指南在台邁入第三屆，今年受武漢肺炎影
響，名單公布時程從第一季延至8月24日，日前(8/11)率先發布
標榜平價的 「必比登推介」美食，共75家店家及餐廳入選，其
中北市街頭小吃占了23家。這個好消息一公布，也為夜市帶來
「及時雨」，民眾紛紛前往朝聖，一掃日前遭疫情波及、人潮減

少的陰霾。
往年米其林名單公布前的1至2周，會先公布必比登推薦名

單，而必比登（Bibendum）就是吉祥物米其林輪胎先生的名字
，其有別於米其林1至3星的星級餐廳評鑑，此為評審員心中經
濟實惠的美食，客人能以1000元台幣以下的價位，不含飲料，
就能吃到3道優質的料理。

今年必比登推薦這23家北市上榜的街頭小吃，分別位於饒
河、延三(大橋頭)、士林、公館、寧夏、臨江(通化)、華西街、
南機場等知名夜市，其中通化街、饒河街、士林、寧夏和南機場
夜市各有3家上榜，堪稱北市最強 「米其林夜市」。

雖然上半年礙於疫情攪局，部分夜市協會理事長直言，若遇
周日至周四又下雨，人潮幾乎是 「腰斬再腰斬」，但料想必比登
名單能帶來一波買氣。

疫情苦撐之際必比登名單揭曉 寧夏夜市：有如及時雨
寧夏夜市距離台北車站不遠處，劉芋仔、豬肝榮仔、方家雞

肉飯榜上有名。寧夏夜市觀光協會理事長林定國說，往年名單一
公布，很快就會帶來排隊人潮，尤其是假日，效果會更好；他指

出，夜市小吃多，民眾不可能只為1碗飯而來，所
以不會只有這3家受惠， 「這次名單公布，真的是
在疫情期間的及時雨」。

目前寧夏夜市有 180 攤、逾 20 個店家，林定
國表示，夜市一般人均消費女性在100至150元間
，男性約150至250元間，現在有必比登、政府發
放三倍券等利多帶動，相信消費人潮至少會增加
30%，消費金額也會再提升25%。

至於臨江夜市，鄰近國際知名地標台北101，
今年同樣3家上榜，分別為梁記滷味、駱記小炒及
御品元冰火湯圓，臨江夜市自治會會長董紹芳說
，上榜有好有壞，雖然對人潮、業績絕對有幫助
，但相對也馬上會引來稅捐稽徵處的關切，所以
許多攤販一聽到訪問都低調婉拒。

目前臨江夜市攤販約300攤，董紹芳表示，名
單剛發布第一周，民眾會帶著朝聖的心情來嚐嚐
，不過到場後通常發現上榜店家要排很久，基於
「攤販不會不見」的心態，且夜市不是只有1家小吃，往往會先

改到其他攤販消費，這種現象也可以帶旺整個夜市。
另饒河夜市緊鄰台鐵、捷運，店面加路邊攤共有700多攤，

這次有3家上榜，分別是阿國滷味、紅燒牛肉麵牛雜湯及陳董藥
燉排骨，饒河街觀光夜市管理委員會會長郭洪金鳳說，現在年輕

人都是從網路看資訊，有上榜確實會吸引民眾，但每人喜歡的口
味不同，是否有辦法把過路客變回頭客，還是有待評估。

洪金鳳也推薦，其實饒河夜市知名小吃非常多，還有胡椒餅
、齒牛香牛肉麵等美食，大家都可以來試試。

【【必比登必比登】】北市北市55大最強大最強 「「米其林夜市米其林夜市」」 出爐出爐

朝聖人潮暢旺一條街朝聖人潮暢旺一條街

（中央社）台灣鋁產業龍頭啟翔輕金屬科技董事長陳百欽，
遭控去年與任職欣隆精密壓鑄副總經理的女婿劉健欣裡應外合，
偽造工程合約、轉單買賣契約，將親家黃振文合法取得的欣隆公
司坑殺掏空2億元。黃憤而提告背信、偽造文書等罪，桃園地檢
上月3日搜索約談陳百欽等人，陳遭諭令50萬交保，其女婿、女
兒、同學分別以30萬至10萬元交保，桃檢持續偵辦中。劉健欣
對此表示偵查不公開不便多說，13日陳百欽透過律師陳清怡發表
聲明表示，對於不實指控，已委任律師蒐證，將會捍衛自身清譽
，基於偵查不公開原則，為尊重司法，現階段無法具體表示意見
，並稱絕無掏空公司之舉。

指控啟翔董座陳百欽長年在桃園地區表面上是樂善好施、急
功好義、積極參加公益活動，被稱為 「桃園大善人」，更是青年
創業楷模。但暗地裡，卻用其厚實政商關係，阻擋欣隆新董座黃
振文取回欣隆經營權，甚至夥同在欣隆任職副總的女婿劉健欣，
偽造楊梅新建廠房統包工程合約，與交大EMBA同學國隆營造負
責人黃國華簽訂施工合約，但這塊位於桃園楊梅的5000多坪土
地，至今仍是雜草叢生空地，根本未施工建廠房。

曾健驊指出，離譜的是，欣隆與國隆的工程訂約時間為2019
年1月10日，但是被他們查帳查到，當時這份工程契約，董事長
劉健隆沒出面簽約，而是由副總經理劉健欣與國隆營造黃國華簽
約。曾健驊表示，這麼重要的簽約，董事長、總經理都沒到，而
是由副總經出面簽約，很不合常規。

曾健驊表示，其中最詭異的是，當時欣隆付給國隆7400萬
元4張支票，開票日期分別為6月20日、6月25日、7月15日，

金額為2500萬元2張、1200萬元2張，共7400萬元的前款，後來
竟匯進啟翔戶頭，導致欣隆跳票。而他們查帳時驚然發現，欣隆
的會計票據到期明細，竟然沒有這4張支票，讓整樁事情更加非
匪夷所思！

曾健驊氣憤表示，陳百欽為讓欣隆無力償還銀行貸款，竟唆
使女婿劉健欣、也是欣隆副總經理，將欣隆存於銀行的7000多
萬元，透過子公司欣錩投資公司，再轉入他個人帳戶，要將欣隆
變成一個空殼公司，讓其廠房遭法院查封拍賣。陳百欽的手法惡
劣，只想掏空欣隆，卻不顧女婿劉健欣可能涉法， 「實在是和他
表面的大善人形象，很難連在一塊！」

曾健驊說， 「陳百欽會如此囂張，應該就是認為很靠勢」，
對外誆稱欣隆跳票，啟翔已跟欣隆簽訂意向合約，講白話就是整
併，如果說2公司 「整併」，恐會牽涉公司法，所以用 「意向合
約」來蒙混。又因欣隆的客戶多知道啟翔和欣隆的親家關係，加
上又要欣隆幹部奉指示發簡訊通知有買賣交易的廠商，自2019
年7月1日，貨款要匯入啟翔帳戶，不知詳情的欣隆廠商們，就
根據與欣隆的買賣合約，將貨款改匯入啟翔，目前查知有2000
多萬元，但實際總金額應該更高，加上7400萬支票和轉入個人
帳戶7000多萬，恐怕超過2億元。

據了解，啟翔董事長陳百欽，因急功好義，常做善事、捐款
幫助弱勢團體，遂被稱為 「桃園大善人」。又為武漢肺炎期間，
響應防疫，與多家業者成功研發方便移動的 「組合式負壓輔助隔
離室」，連同傳染病篩檢中心，捐贈給國軍桃園總醫院、衛福部
立桃園醫院新屋分院及桃園榮民醫院，善行義舉，獲得讚賞。

與劉、黃家交情10多年的欣隆副總劉永基表示，去年6月欣
隆股東黃振文循司法程序，取得欣隆合法經營權，6月10日，向
桃園市政府申請變更負責人獲得核准。但6月25日要進入欣隆接
管卻遭到阻擋。不過黃振文6月20日到銀行辦理過戶事情，卻在
銀行門口遭到3黑衣人襲擊受傷。

劉永基說，還記得欣隆老創辦人黃水木帶著兒子黃振文，多
年前到桃園欣隆公司，竟被大女婿劉炎明阻擋門外，老創辦人當
場落淚，難以相信大女婿劉炎明會做出強佔岳家公司的事情，回
去後鬱鬱寡歡，後病倒去逝，此對黃家至今是很大的打擊。

曾健驊表示，陳百欽曾拿著這份有問題的股權，到桃園市政
府申請變更負責人，遭到桃園市政府拒絕，另陳百欽曾以欣隆股
東身分，向桃園地院申請核准欣隆選臨時管理人，亦遭到桃園地
院駁回，因此陳百欽至今在欣隆的身分，僅為法律上的股東，從
來都不是欣隆董事長，但是他卻對外以欣隆董事長自居。

劉健欣稱要跟岳父陳百欽和律師商量後出面受訪，不過隨後
就接獲劉健欣簡訊稱，係公司現任經營團隊對前經營團隊的誤會
與不滿，已在檢察署進行調查中，相關受牽連的人員積極配合，
因基於偵查不公開，我們不方便在檢調未有任何公開下透露更多
。12街道陳百欽的張姓特助電話查問找 「陳董」何事?後陳姓女
助理來電及簡訊稱 「陳董，最近行程滿檔，無法接受採訪，後又
表示，此為檢察官偵辦中的案子，不方便透露相關案情，後要記
者打電話訊問陳百欽的陳律師」，記者立即打電話給陳律師，後
稱是謝律師承辦。

桃園大善人遭控與女婿裡應外合 坑殺鋁業大廠2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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