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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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10月1日 星期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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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透社路透社））

里士滿聯邦儲備銀行行
長Thomas Barkin表示，美國
就業市場最初從冠狀病毒疫
情造成的低迷狀態強勁反彈
之後，現在正在放緩，決策
者在引導市場實現就業全面
復甦方面將面臨挑戰。

迪士尼公司本週表示，
將在下滑的美國度假村業務
裁員28，000人，這是Cov-
id-19時代最大規模的裁員之
一。在迪士尼之前，美國航
空集團和聯合航空控股公司
也宣佈了大規模裁員計劃。

Barkin說，他不確定國會
是否會批准一攬子刺激方案
，但“如果短期內沒有刺激
方案，那麼運氣不好的人將
獲得比需要更少的支持。”

Barkin說，在這場大流行

病中受打擊最嚴重的是零售
和食品服務等行業的工人，
這些行業中的失業擴大了最
富有和最貧窮美國人之間的
鴻溝。他表示，政策制定者
需要加強對服務業人員的再
培訓，以提供在醫療保健、
製造和建築方面的新工作。

Barkin說，儘管他預計第
三季度經濟將強勁增長，但
經濟產出將落後於大流行病
前的水平，企業仍然對投資
的必要性持懷疑態度。

“到今年第四季度末，
我們仍將同比下降，到明年
年底前，我們都很難回到之
前的狀態，”他說。 “病毒
以及需求情況存在很多不確
定性。”

迪士尼大裁員迪士尼大裁員 美復甦美復甦面臨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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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看高清美南國際電視新聞台

美國首場總統辯論會昨晚在陣陣指駡
混亂中結束，這是美國有史以來最令人感
到失望的一次政治大戱，辯論會一開始川
普總統打斷拜登之談話，拜登稱他是小丑
並要總統住嘴。

拜登指責川普在新冠疫情之防治工作
上根本沒有什么計劃，眼看二十多萬國人
喪生，但是川普揚言疫苗很快就可上市。

對於白人至上主義者參與在各地動亂
，總統川普拒絕譴責他們， 並呼籲他們要
繼續挺住。

川普總統指責拜登的醫療保險是走向
社會主義之制度，將把一億八千萬現有私

人保險者取消， 對於《紐約時報》報導川
普過去兩年每年只付七百五十元稅金一事
， 他也是極力否認。

非常遺憾，當我們這個偉大民主的國
家，正在進行一場總統大選之時，兩位候
選人在台上之相互指責，真正的受害者是
全國選民。

令人最担心的還是，川普對十一月三
日之大選結果表示疑慮，如果不承認選舉
結果， 其後果不堪設想。

當全世界人們在關注美國大選結果時
，這次辯論丟盡了美國人的臉面 ，還能做
世界老大嗎？！

美國新冠疫情日記美國新冠疫情日記99//3030//20202020

The Presidential debate was chaotic as
President Trump and challenger Joe Biden
devolved into tirades of unrelenting volleys of
personal attacks and interruptions.

Trump was intent on interrupting Biden on
nearly every question and Biden called the
president a “clown,” telling him to, “shut up.
”

On the issue of the coronavirus, Biden said the
President has no plan, saying, “He hasn’t
laid out anything.” Trump, however, insisted
that Biden, “...could not have done the job we
did.” The president stated that his
administration’s plan was to quickly distribute
a vaccine. But Biden questioned why American
people should even trust someone who lies so
frequently.

When the host asked the President about the
white supremacists, Trump refused to explicitly
condemn them saying that the violence wasn’
t an issue caused by the right and telling one
far-right group to “stand back and stand by.”

On the health plan issue, President Trump tried
to paint former Vice President Biden’s health
plan as one which will extinguish the private
health care plans of 180 million people and will
send the U.S. on the path of socialized
medicine.

On the tax issue, the President refused to
admit that he only paid $750 dollars in income

tax last year and stressed that he paid many
millions of dollars in income tax for many years.

We very much regret that in this debate
President Trump tried to bulldoze his
challenger Joe Biden with constant
interruptions and insults.

During the course of the 90-minute debate, the
most important issue addressed was whether
President Trump would question the legitimacy
of the November election. The President
refused to say whether he would concede the
election should he lose. He said, “if it is a fair
election, I am 100% onboard, but if I see that
tens of thousands of ballots have been
manipulated, I can’t go along with that.”

The chaos of the Presidential debate made it
impossible for viewers to follow what the two
men were talking about.

It is very sad that we as the model democratic
system, while the whole world was watching
this political show, that we citizens had to feel a
sense of shame for this ugly display. Where
are our
values?

The Presidential Debate Was ChaoticThe Presidential Debate Was Chaotic總統辯論會是場鬧劇總統辯論會是場鬧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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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島訊息

悠關總統大選勝負的第一場辯論剛結束，
川普總統與對手拜登在九十分鐘的唇槍舌戰後
顯然沒有贏家。四年前我曾把川普與希拉蕊的
辯論稱之為拳擊賽, 而現在這一場川普與拜登
的辯論我改稱為摔跤賽，因為兩人辯論時大都
糾纏在一起,干擾對方發言,讓對手無法表述完
整的立場,相當令人遺憾。

這場辯論，川普期待已久, 因為強辯一向
是他的強項,既然他已在民調輸拜登, 所以必須
靠辯論來扭轉劣勢, 因此在辯論時採取窮追猛
打策略, 每當拜登話沒說完就頻頻插嘴企圖擾
亂拜登思緒,氣得拜登三不五時回敬他:”先生,
請你閉嘴!”, 就連主持人華萊士都提醒川普要
遵守辯論規則，並諷刺川普要不要與他交換一
下位子,根據CNN統計, 川普一共打斷了拜登
73次發言, 絕大部分是挑釁和駁斥的言語, 所
幸拜登並未亂了方寸, 反而在川普發言時也採
取相同攻勢, 尤其是在川普攻擊他兒子時奮力
回擊。

這場辯論圍繞著六個主題展開：兩人各自
主要政策闡述、大法官任命、新冠疫情、健保
、經濟、城市種族矛盾和暴力活動以及選舉公
正性等, 其中以新冠病毒的辯論最久，拜登列
舉了川普種種防疫不力的缺失，但川普竟用福
奇稱讚他”做得很好”的話來為自己辯護。

由於辯論前《紐約時報》爆料川普在過去
15年中有10年沒有繳稅,主持人直截了當向川
普發問，川普強說:”我交了數百萬美元的稅。
”, 話剛落地,拜登立即插話:“拿出你的納稅單
來!”, 顯然在大選之前我們是無法得知川普有
沒有繳稅的真相!

川普還自誇做了47個月的總統做的事比
拜登從政47年做的都還多, 這顯然是在吹噓,
當主持人在最後追問兩人對選舉的態度時, 拜
登說他絕對會服從選舉的最後結果，川普則依
然是質疑選舉的公正性, 不承認自己的敗選, 川
普的表態似乎預告了今年的總統大選將陷入一
場比疫情還要嚴重的政治大災難!

李著華觀點︰唇槍舌戰沒贏家--第一場美國總統辯論

以房地產大亨背景成為現任美國總統的川
普，近期再次被美媒披露將近數十年內除了入
主白宮時繳過750美元（近2.2萬台幣）的聯
邦所得稅之外，沒繳過一毛稅，再次引起各界
抨擊。對此，川普前私人助理柯恩爆料， 「逃
漏稅」 正是他的前老闆內心的最大擔憂，最終
被迫面對大量稅單以及稅務詐欺與刑罰。

據美媒《商業內幕》報導，對於《紐約時
報》爆料川普十多年來逃漏稅、並欠下並欠下
4.2億美元債務的內幕，柯恩（Michael Cohen
）表示，川普內心最大恐懼，就是淪落面臨大
量稅單以及稅務詐欺刑罰，恐成為川普連任絆
腳石，並表示他的財務紀錄正是了解
他貪汙與犯罪的 「羅賽塔石碑」 ，稱
當更多內幕被揭露出來，相關圍繞在
川普種種行為也就更讓人明瞭，這也
就是為什麼川普一再企圖隱藏其財務
報告。

曾被外界認定替川普 「收拾殘局
」 的柯恩，長期以來一再表示川普之
所以數十年來拒絕公開報稅紀錄，因
為內含有大量財務犯罪紀錄與證據。
事實上，在《時代雜誌》近期踢爆川
普逃漏稅新聞時，柯恩早在8月向美
國有線電視新聞網表示，川普最大恐

懼就是他的財報被公開，他恐面臨大筆稅務帳
單、詐欺刑罰與罰款，甚至可能的稅務詐欺。

先前已承認支付封口費給自稱和川普上過
床的兩名女子的柯恩，因稅務詐欺和欺騙國會
，於2018年12月被判處3年有期徒刑，但因
獄方考量疫情擴散，於今年5月21日暫時獲釋
，改為在家監禁。他在8月出版新書 「不忠」
（Disloyal，暫譯），爆料前老闆川普種種傳
聞事蹟，包括與女性之間的 「黃金浴」 、與俄
羅斯總統普丁之間確實存在秘密聯絡管道之外
，更稱川普是種族主義份子、掠奪者，還想當
「終身領袖」

遭爆逃稅只是開端 前私人助理披露川普內心最大恐懼

阿拉伯聯合大公國表示，將要競選2022~2023年期間，聯合國安全理事會非常任理事國的成員
。安理會有5個永久的常任理事國(中美英俄法)，以及10個非常任理事國，任期2年，明年6月將會
改選。

阿聯外交部長納納揚(Abdullah bin Zayed Al Nahyan)在紐約說： 「我們將遵循與安理會成員合作
維護國際和平的原則。」

阿聯官方通訊社WAM的報導： 「我們表明阿聯有能力與決心，解決各國面臨的重要問題。」
最近幾個月，阿聯宣布將與以色列實現 「關係正常化」 ，展現了阿聯在全球外交舞台上的作用

，同時也影響了鄰國巴林，同樣採取的重大政策轉變，與以色列改善關係。
一般認為，這是美國的外交計劃一部分，因為能夠團結阿拉伯盟國對抗伊朗，並且使華盛頓在

中東地區再得到重要的戰略夥伴。
阿聯官方表示，競選聯合國安理會席位，他們的重點將是 「促進包容、、刺激創新、建立安全

防線與確保和平」 。
阿聯上一次任職於安理會是在1986~1987年。
聯合國安全理會有5個常任理事國，分別是中國、法國、俄羅斯、英國和美國，另外有10個輪

流會員，席位分配給世界各個區域，以聯合國大會中票選的方式取得席位。

阿聯宣布競選聯合國安理會席位

（中央社）台南市議員蔡秋蘭不滿民進黨於
103年間，以她未在台南市議長選舉中亮票為由
開除黨籍，提出確認之訴。高院更一審判決蔡秋
蘭黨員資格存在，案經最高法院駁回民進黨上訴
而確定。

民國103年的台南市議長選舉，民進黨推出
賴美惠尋求連任，敗給國民黨的李全教。民進黨
檢討敗選原因，調查是否涉及金錢或利益交換，
也開除陳朝來、蔡秋蘭、梁順發、莊玉珠、曾王
雅雲等5名議員黨籍。

蔡秋蘭提起訴訟主張，民進黨以她未遵守台
南市議會黨團一致性投票決議亮票，屬違犯黨紀
行為，於103年12月31日舉行第4次中評會，
裁決開除黨員資格，但無證據顯示她跑票，選罷
法也規定不得亮票，且裁決過程不符程序正義，
應屬無效。

一審台北地方法院判蔡秋蘭敗訴，案經上訴
，二審由台灣高等法院審理，仍判蔡秋蘭敗訴。
案經最高法院發回更審，高院更一審改判蔡秋蘭
勝訴。

更一審認為，依人民團體法等規定，關於政
黨將黨員除名的程序，應經黨員大會或黨員代表
大會實際決議，不得授權其他單位以間接方式行
使。

更一審指出，開除黨籍的裁決是由中評會做
成，而非由民進黨的全國黨員代表大會做成或追
認，違反人團法等規定，應屬無效，判蔡秋蘭的
民進黨黨員資格存在，且本案事實發生於103年
12月31日，不適用106年12月6日公布施行的
政黨法。

最高法院認為，更一審判決並無違法之處，
日前駁回民進黨的上訴，全案確定。

訴請確認民進黨黨籍存在 蔡秋蘭勝訴確定

（中央社）黨產會聲請法官迴避審理案件，台北高等行政法
院分案10多件，今晚就法官鍾啟煒、李君豪承審 「舊中央黨部
移轉他人追徵案」 部分，裁定駁回，可抗告。至今晚累計駁回4
件。

司法院大法官會議8月28日作出釋字第793條解釋，宣告受
理解釋的黨產條例條文合憲。聲請釋憲的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承辦
庭當天晚間即表示，大法官會議已作出解釋，法官即應受拘束而
依解釋裁判。

行政院不當黨產處理委員會認為，當初聲請釋憲的北高行法
官鍾啟煒、李君豪、陳金圍、畢乃俊、陳心弘、林麗真、林淑婷
等7人，對黨產會組成、追討黨產等均表達反對立場，客觀上勘

認續行審判有偏頗疑慮，9月初
聲請迴避相關不當黨產案件的審判。

北高行收到聲請狀，分案由被聲請迴避7名法官以外的合議
庭審理，今晚就法官鍾啟煒、李君豪承審的107年度訴字第
1176號 「舊中央黨部移轉他人追徵案」 部分作出裁定，駁回聲
請，可抗告。

北高行裁定指出，迴避制度旨在建立司法審判的正當法律程
序，落實憲法對人民訴訟權保障；黨產會主張法官鍾啟煒、李君
豪有偏頗之虞的釋明，並不充分，不符合聲請迴避的要件。

裁定指出，依司法院釋字第371號解釋意旨，法官聲請法律
違憲審查，是本於適用法律機關應維護憲法是最高規範的客觀義

務，參與釋憲言詞辯論程序陳述聲請意旨也是如此，不能因法官
聲請法律違憲審查或不參與釋憲言詞辯論程序，就認為聲請釋憲
的法官有偏頗之虞。

此外，黨產會聲請法官迴避案件，北高行共分案10多件，
24日就法官鍾啟煒、李君豪承審的 「中投、欣裕台為附隨組織
案」 部分駁回，29日就法官陳心弘承審的 「中廣為附隨組織暨
移轉及追徵案」 部分駁回，今天下午就法官陳心弘承審 「中投、
欣裕台股權移轉國有案」 部分駁回，今晚另就法官鍾啟煒、李君
豪承審 「舊中央黨部移轉他人追徵案」 部分駁回，累計已駁回4
件。

黨產會聲請法官迴避 北高行累計駁回4件

（中央社）高雄市近期刑案頻傳，但警方常能成功在一天內
逮補犯嫌。高雄市政府警察局長劉柏良今天表揚有功人員，也召
集各分局長及刑大隊長開會檢討治安，並要求營業場所業者自律
。

高雄市警局發布新聞稿指出，高雄市近期刑案頻傳，9月15
日發生大社農地殺人案後，又傳出高雄地檢署前持刀傷人案，昨
天凌晨則接連發生毀店砸車案件，引起社會關注；但高雄警方皆

迅速掌握犯嫌身分及
藏匿地點，成功在2
至6小時內逮捕犯嫌
，穩定高雄治安。

劉柏良今天表揚苓
雅分局成功所警員陳韋旭，感謝他昨天當機立斷，透過對空鳴槍
，壓制滋事分子。另也頒發警察公仔給偵破刑案有功人員，包括
偵破大社農地殺人案的仁武分局，偵破聚眾鬥毆案的楠梓、三民
一、鳳山分局，還有偵破傷害毀損案的新興分局。

針對高雄近期街頭暴力案件，高雄市警局召集各分局長及刑
大隊長商討精進作為，包括事前運用科技及勤務規劃預防犯罪，
而分局主管需在接獲通報後迅速到場，並立即調派警力、分配支

援工作，以協助案件偵辦並逮捕犯嫌，同時也要即時向市民說明
案情，安定人心。

高雄市警局將持續要求營業場所業者強化自主管理，並加強
特種營業場所經營背景掌握。對未落實者，市警局也會持續加強
臨檢及取締作為，並結合第三方警政，會同市府相關局處聯合稽
查及加強查處，促使業者自律，以維護市民安全。

另外，中秋佳節將至，高雄市長陳其邁與警察之友會共贈
3290箱民生物資慰問警方。陳其邁強調治安工作不打烊，警方
長年為治安與交通工作奉獻，上任至今迅速破案社會矚目案件並
逮補犯嫌，穩定人心。他更勉勵警方以同理心處理案件，以超越
民眾期待的表現來獲得肯定。

刑案頻傳但破案快 高市警表揚檢討雙管齊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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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1 Corporate Dr. #201. Houston, TX 77036（華埠大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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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地馬拉新冠病毒檢測工作推進艱難

綜合報導 為應對新冠疫情，危地馬拉衛生部要求各省衛生機構加

大病毒檢測力度，但各地近日在執行過程中，卻遭到不少來自民眾的阻

力。

報道稱，當地時間17日，健康中心醫護人員攜帶100個核酸試劑盒

，對奇馬爾特南戈壹大型農貿市場商戶進行檢測時，只有12人接受，其

余人均拒絕檢測。

不少商戶強調，他們沒有生病，“只有生病的人才需要做檢測”。

還有商戶表示，他們壓根不相信核酸檢測的準確性，因此拒絕檢測。更

有商戶指出，在市場裏做檢測，會影響他們的生意，民眾可能以為這裏

暴發了疫情。

危地馬拉健康中心負責人疊戈· 阿勒瓦雷茲指出，奇馬爾特南戈市

政府防疫管控做得不夠，未按照衛生部制定的防疫章程操作，“為了

保護商戶隱私，衛生部要求政府提供屏風，但他們只提供了黑色尼

龍布。另外，這裏沒有任何誌願者協助衛生人員工作，當地民眾也缺乏

配合。”

疊戈稱，政府應該加強防疫行動，並強調，在人流聚集地展開檢測

非常重要，因為這裏很可能暴發疫情。

據報道，該市場日均人流量在2000人次左右，而在本次檢測的12人

中，11人為陰性，1人為陽性。

意大利新冠確診超30萬例
總理籲努力創造“新常態”

綜合報導 意大利緊急民防部日公布的數據顯示，截至當地時間22

日18時，意大利新冠累計確診病例增至300897例，其中死亡病例35738

例；過去24小時，新增確診1392例，新增死亡14例。總理孔特表示，

希望民眾積極努力創造更加美好的“新常態”。

據報道，意大利緊急民防部表示，在近壹個月的時間內，意大利平

均單日新增確診病例約1300例，中南部地區新冠病毒傳播趨勢明顯加快，

首都羅馬已成為疫情新熱點，拉齊奧大區重癥監護患者增加了兩倍以上

，且新增感染病例正在持續增加。

當地時間22日，在全國20個大區中，拉齊奧大區是唯壹新增確診

病例超 200 例的大區。在該大區新增 238 例確診病例中，羅馬市達

141例，超過了米蘭市新增47例確診的3倍。目前，羅馬住院患者已達

482人，重癥患者31人。

同日，孔特在講話中表示，意大利暴發新冠疫情至今，社會經濟福

利指數仍有微弱增長，充分展示了意大利的抗疫成果，進壹步增強了民

眾對實現經濟復蘇的信心。未來，在歐盟復蘇基金的有力支持下，希望

全國民眾積極努力創造更加美好的“新常態”，共同推動社會經濟有效

轉型與快速發展。

孔特指出，目前新冠病毒依然在歐洲大陸蔓延，且局勢正在不斷

惡化。歷經數月新冠大流行的經驗表明，個人的福祉取決於集體的

福祉，抗擊疫情是壹場非常困難和艱巨的挑戰，任何麻痹思想和放

縱，都會導致更嚴重後果。必須尊重科學，恪守防疫規則，重新構

建社會和經濟結構，在保障公共健康安全前提下，才能夠推動社會

經濟發展。

歐盟擬修正移民法強化團結機制
共同承擔難民責任

綜合報導 歐盟委員會內政事務官員

提議，歐盟成員國應在強制團結機制下

，共同承擔起對尋求庇護者的責任，協

同處理抵達成員國首站國家難民的庇護

申請。

據報道，歐洲難民危機爆發 5 年

來，由於歐盟成員國難以對難民安置問

題形成統壹意見，歐盟委員會內政事務

專員朱伊法和歐盟委員會副主席希納斯

23日提出壹項移民法“移民與庇護新公

約”修正議案，希望借此強化歐盟成員

團結機制，共同承擔處理抵達歐洲首站

國家的難民庇護申請。

朱伊法表示，對於解決困擾歐洲已

久難民問題，成員國之間臨時或自願性

的團結遠遠不夠。在對待難民問題上，

歐盟需要建立壹個具有強制性的團結機

制。

朱伊法指出，“移民與庇護新公

約”修正議案將展現所有歐盟國家的團

結，諸如當希臘、意大利和馬耳他等歐

洲沿岸國家面臨來自難民的壓力時，各

成員國有責任和

義務共同承擔難

民問題的解決。

報道稱，該

提案壹旦獲得通

過將意味著，相

關援助不再僅限

於提供給尋求庇

護者被重新安置

的歐盟國家，所

有成員國均應為

此承擔責任，以

便將被拒絕的尋

求庇護者送回他們的原居住國。

不過，該修正案是否能獲得通過，

尚不得而知。奧地利總理塞巴斯蒂安•

庫爾茨22日警告歐盟，不要強迫各國接

納尋求庇護者。他表示，恢復接收移民

的強制性配額註定要失敗。成員國應把

重點放在保護歐盟外部邊界和打擊移民

走私者上，同時幫助難民所屬的國家。

歐盟委員會提出此項議案前，希臘

萊斯沃斯島(Lesbo)壹處難民營本月初曾

遭遇毀滅性大火，導致歐盟的移民政策

再度成為各界關註的焦點。

報道指出，僅 2015 年壹年，就有

100多萬來自中東和非洲的移民抵達歐洲

。歐盟試圖通過強制各成員國接受並安

置指定數量的移民，來解決難民危機問

題。但歐盟成員國在此問題上，仍存在

嚴重分歧。

疫情之下為保持社交距離
英國掀起“自行車熱潮”

綜合報導 騎行運動應用程序Strava公布

數據顯示，疫情之下，越來越多的英國通勤

者、出門購物者和學生選擇騎自行車出行，

以此保持社交距離。

據報道，英國騎行人數增長的高峰出現

在2020年5月，與該國因新冠疫情而實施封

鎖的時間段高度壹致。騎行人數與2019年同

期相比，增長162%。其中，利物浦市的增長

幅度最大，至少有過壹次騎行的人數增長超

過220%。

Strava發言人加雷斯(Gareth Nettleton)表示，

該應用程序正在向地方當局免費提供數據，

以幫助他們設計改善自行車道和街道情況的

方案，從而使更多的人可以選擇騎行、慢跑

或步行方式出行。

加雷斯還說：“我們希望這不僅僅是疫情

帶來的小高潮。”數據顯示，在疫情之前，騎

車通勤已經在英國各地越來越流行。在倫敦，

騎行人數增長超119%，曼徹斯特增長169%，

格拉斯哥增長146%，伯明翰增長134%。

曾在1990年代為英國奪得過奧運場地自行

車金牌的克裏斯·博德曼(Chris Boardman)敦促城

市規劃者抓住機遇，將疫情封鎖期間自行車運動

的增長勢頭“轉變為該國的長期解決方案”。

希臘新冠重癥患者快速增加
政府上線防疫軟件助力抗疫

希臘國家公共衛生組織宣布，過去

24小時希臘新增358例新冠確診病例，

全國累計確診增至16286例；新增死亡5

例，累計死亡增至357例。目前，該國

重癥患者正快速增加；壹名乘客因擔心

感染大鬧航班致延誤；為防控疫情，當

局除出臺防疫措施外，還推出壹款防疫

軟件助力抗疫。

重癥患者正快速增加
目前，希臘重癥患者的人數明顯增

加，已成為亟待解決的首要問題。希臘

衛生部的壹名官員22日警告稱，隨著入

院人數的持續增長，阿提卡多家醫院的

重癥監護病房面臨著巨大的收治壓力。

此外， 雅典和比雷埃夫斯醫院聯合

會主席帕格尼表示，為滿足需求，位於

雅典的壹家醫院已經開始將普通的重癥

監護病房，改為專門用於收治新冠患者

的特殊重癥監護病房。

目前，希臘正在住院接受治療的新

冠患者人數共580人，重癥監護室收治

病人的平均年齡為68歲，其中壹些低齡

患者甚至只有17歲。

對於疫情的發展，希臘政府發言人

佩薩斯在23日召開的新聞發布會上說，

“自7月以來，政府的防疫工作就逐步

加碼，但每日的新增病例仍維持在高位

。這使得我國的醫療系統面臨著不小的

壓力。因此，我們下壹步要做的是在醫

院中增加更多的重癥監護病房床位，同

時敦促民眾嚴格遵守防護措施。”

乘客因擔心被感染大鬧航班
疫情蔓延之際，壹些民眾也非常擔

心自身被病毒感染。近日，壹家希臘媒

體報道稱，壹名旅客在飛機滑行期間大

喊大叫，抗議飛機上乘客數量過多。該

旅客向乘務人員表示，這壹做法令其難

以接受，因為飛機上的乘客面臨著直接

感染新冠病毒的風險。

“他像瘋了壹樣，看到航班上坐滿

了乘客就大聲叫停飛機，還提到要強制

檢測航班乘客是否攜帶新冠病毒。其他

很多乘客，包括飛機乘務人員都要求他

停下來，別再惹麻煩了。”壹名同航班

旅客表示。

據報道，該乘客的大喊大叫及抗議

行為導致航班中止起飛，機長通過揚聲

器將情況告知乘客，宣布飛機將返回起

點，滿足該乘客下機的要求。隨後工作

人員對飛機進行檢查，該航班因此推遲

半個小時起飛。

新冠防疫APP將上線
為防控疫情，希臘政府發言人佩薩

斯近日表示，“國家公共衛生組織與數

字治安管理部門合作開發了壹款手機應

用程序，這款應用上線後，民眾只需在

手機上使用郵政編碼進行查詢，就能清

楚地了解到當地的防疫限制措施。”

佩薩斯呼籲全體民眾，尤其是年輕

人，必須要遵守防疫措施。同時，他要

求大家“不僅在社會交往中要多加註意

，回家之後也不能掉以輕心，因為很多

病例都是由於家庭傳播而造成的，其中

主要的感染源是子女，因此需要高度重

視家庭中的衛生防疫。”



AA55
星期四       2020年10月1日       Thursday, October 1, 2020

聚焦美國

在大選前5個月，種族抗爭運動在美國風
起雲湧，隨之引爆的示威與反示威暴力衝突，
為已對立的美國社會更添裂痕。辯論會中，2
人雙雙對種族和執法人員議題表態，川普不願
譴責白人至上主義者，反而提到種族仇恨團體
要他們待命；拜登則指反法西斯主義運動
（Antifa）並非組織而是概念。

3年前，白人至上主義團體在維吉尼亞州
夏綠蒂維爾示威，釀成一場由種族仇恨衍生的
死亡暴動，川普對極右翼白人民族主義分子和
種族主義歪風，完全隻字未提，僅稱雙邊都有
很壞的人，也有好人。而據拜登說法，就是那
句 「好人」 促成他出馬角逐本屆大選。

川普多次宣稱，他為非裔所做的遠多於歷
任總統，他強調，自己的非裔支持度是歷來共
和黨新高，川普並指自己得到全美諸多執法人
員力挺， 「你甚至連這個詞都不能說，因為如
果你講出口，你就會失去所有激進左派支持者
。」 川普更嘲諷，民主黨激進左派執政的城市
不尊重法律與秩序， 「美國人民想要法律與秩
序，而你卻連提都不敢提。」

拜登則重申，種族議題重點在於公平和公
道，但川普要軍警以催淚瓦斯暴力對付白宮附

近的和平示威者，只為了自己要拿聖經在教堂
前拍照、川普無力因應種族問題，對非裔社群
而言，川普就是個 「災難性的總統」 ，是種族
主義者。

拜登表示支持執法人員，暴力示威者應被
起訴，但必須經過公平審理，拜登也指控剛離
制職的川普前顧問康威女士曾稱，分裂和暴力
對川普選情反而有利。

主持人華勒斯提及，川普曾批評拜登不曾
批判反法西斯主義運動（Antifa），以及其他
極端左派團體，他詢問川普，是否願意評論白
人至上主義者和白人民兵。川普拒絕譴責白人
至上主義者，說 「驕傲男孩們，後退待命」 ，
並跳針稱，應該好好處理Antifa， 「他們很危
險，所有的問題都來自左派而非右翼。」

「驕傲男孩」 是極右反移民組織，該團體
在全美多地與反種族主義者爆發衝突，且亟思
對抗Anifta。該團體得知被川普點名，還開心
地在網站上慶賀。

拜登則為Anifta辯護，引用聯邦調查局長
的話，指反法 「不像白人至上團體，只是想法
而非組織，也非民兵。」

辯論會種族議題 川普竟要白人至上主義團體 「退後待命」

在美國總統川普與民主黨候選人拜登彼此相互砲轟下，全球矚目的美國總統大選首場辯論
會被批 「美國史上最糟糕大選辯論」 ，在一片混亂中收尾。不過這場辯論後，媒體關注的不僅
是川普何時要公布他的稅收報告、他多少次打斷拜登發言，更是他拒絕譴責支持白人至上主義
的團體 「驕傲男孩」 ，甚至呼籲這些團體 「做好準備」 ，成為多家媒體砲轟川普的新焦點。

據路透社、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以及《國會山莊》等媒體報導，在辯論主題進入到種族問
題時，主持人華勒斯（Chris Wallace）向川普提問他是否願意譴責 「白人至上主義」 以及民兵
團體暴動時，要求他們冷靜並停止在美國許多城市內針對反種族示威的暴力行為。美國聯邦調
查局與國土安全部的資深官員早已警告，白人至上主義對美國威脅日益加深。

不過，不過，在辯論場上一再批評 「左派」 暴力的川普，對於華勒斯提出是否願意譴責白
人至上團體，反問是那些團體，而拜登就提出像是極右派組織、自稱是擁戴西方沙文主義的
「驕傲男孩」 （Proud Boys）。對此，川普表示要他們 「稍安勿躁、做好準備」 ，並話鋒一轉
稱 「我告訴你，有要有人對極左派組織 『安提法』 （Antifa）與左派做些什麼，因為那不是右
派的問題，而是左派的問題」 。

對此， 「驕傲男孩」 大受鼓舞，紛紛轉貼川普這一段辯論片段，其中一位成員在社群媒體
Parler上表示， 「川普要驕傲男孩做好準備，因為總有人要處理那些 『安提法』 ...好的！我們已
做好準備」 。另也有成員在推特上表示， 「川普在辯論會上提到驕傲男孩，讓我們陷入狂喜！
川普說要幹掉安提法，讓我們超開心！」

對此，研究網絡極端主義的伊隆大學（Elon University）計算機科學教授斯奎爾（Megan

Squire）表示，總統這些評論對極端團體 「驕傲男孩」 是巨大勝利，他們自認為使命是對抗 「安
提法」 來捍衛西方價值，如今他們在全世界前受到川普祝福，相關在網路上社群也隨之狂歡。隨
後，拜登也截圖這些極端團體的對話，並註明 「這就是川普治理下的美國」 。

不只逃稅！川普這一句話 慘淪媒體最新砲轟焦點
美國總統大選首場辯論誰勝出？CNN民調顯

示，6成受訪者認定拜登表現更好，英國廣播公
司（BBC）分析指出，辯論就像砸食物大戰，身
體沾上更少食物的人就是贏家，這場辯論會中的
那個人就是拜登。

BBC北美記者朱契爾（Anthony Zurcher）
撰文指出，如果高齡77歲的拜登在這場辯論中的
主要目標是向美國人證明他能頂住壓力，沒有因
為年事已高就表現不穩，那他確實在這場辯論中
勝出。

拜登必須向選民展現，就算派直接砸在他的
臉上，他也能保持冷靜，昨晚， 「他大部分時候
都達到了這個標準」 ，不過朱契爾也指出，部分
原因也是因為川普讓他，川普透過持續威嚇、打
斷，讓拜登少有機會講出不利自己的話。

另一方面，整場90分鐘辯論中， 「推特川普
」 再現，充分展現了川普不同尋常、誇大、無禮

、造謠的一面，不過朱契爾認為這一招在許多美
國人、甚至是川粉眼裡並不是那麼有吸引力，川
普必須利用這場辯論翻轉對他不利的選情。

朱契爾也點出這場辯論的幾個亮點，他說很
明顯，川普的策略就是要擾亂拜登，根據美國哥
倫比亞廣播公司新聞網（CBS News）統計，整
場辯論中川普一共打斷拜登73次，引爆兩人多次
激辯，川普質疑拜登的智商，拜登也回嗆川普
「小丑」 ，更當眾憤怒叫川普 「閉嘴」 。

此外，當主題來到新冠肺炎疫情時，川普為
超過20萬美國人病歿辯護，他稱自己採取的防疫
措施已經防止更多人喪命，強調如果是拜登，死
的不會只有20萬人。朱契爾說，拜登回應時故意
運用攝影機，他直直看向鏡頭，直接問觀眾他們
是否相信川普，他說， 「很多人死了，有更多人
會死，除非他變得更聰明、速度更快。」

美大選首場辯論誰贏？BBC點出拜登勝出關鍵

美國總統川普與民主黨候選人拜登首次在
辯論台上交手，但雙方言詞針鋒相對程度，讓
許多媒體與評論人認為這根本稱不上是辯論而
是吵架，是 「美國史上最混亂的辯論」 ，唯獨
辯論會主持人、福斯新聞主播華勒斯仍嘗試讓
辯論場保持節奏，呼籲兩位讓對方發言，但反
遭川普嗆 「我以為在和你辯論」 。

據美媒《國會山莊》報導，這場在俄亥俄
州 克 里 夫 蘭 （Cleveland） 凱 斯 西 儲 大 學
（Case Western Reserve University）舉行的

辯論，川普頻頻打斷拜登發言，拜登也不示弱
，對於川普有爭議的說法也直接反駁，雙方都
未按照辯論步驟進行，讓華勒斯（Chris Wal-
lace）拉大嗓門要兩位候選人都 「別再說了」 ，
並大聲喊 「男士們！我痛恨提高嗓門，但既然
你倆都提高嗓門，我何必有所不同？」

華勒斯一再提醒川普不要打斷拜登，而川
普反稱自己也遭拜登打斷數次，不過華勒斯對
他回擊並表示： 「老實說，你插話的次數更多
」 。

華勒斯之後再向川
普要求解釋他的健保
計畫，稱川普若要替
換前任總統歐巴馬的
「患者保護與平價醫

療法案」 （Affordable Care Act, 又稱歐巴馬健
保）的話，應該要向大眾解釋他的替代方案卻
未如此，但川普並未理會華勒斯的話，繼續打
斷拜登。不過，華勒斯再次向川普說： 「總統
先生，我是這場辯論的主持人，希望你能讓我
問完問題」 ，但遭川普反嗆： 「我想我是在跟
你辯論，而不是他（指拜登）吧？」

另外，當川普提到拜登兒子杭特（Hunter
Biden），並稱他是不光榮地從軍隊中退伍時，

華勒斯反提醒川普 「我認為美國人民會更想聽
到實質的計畫」 ；而在結辯時，華勒斯再向川
普提醒必須遵守先前講好的2分鐘時間， 「為
何你不遵守你們團隊所同意的規則呢」 ？而在
辯論結束後，川普在個人推特上貼上自己對上
拜登與華勒斯的照片，形容這場辯論是 「一打
二」 。

事實上，川普在辯論會前，早與出身於
《福斯新聞》的華勒斯結下樑子。就在7月19
日播出的專訪中，華勒斯針對疫情與川普針鋒
相對但不失專業，逼著川普頻頻向白宮新聞秘
書要資料，這段專訪也獲得新聞界普遍讚賞，
但也因此讓川普此後認定華勒斯有意針對他，
辯論前就認為他恐會主持不公。

川普新仇舊恨一次爆對主持人發火：以為在跟你辯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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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遵義建議撮要

■■ 劉遵義認為政府早劉遵義認為政府早
前全民派一萬元及保就前全民派一萬元及保就
業計劃等刺激經濟措施業計劃等刺激經濟措施
已見成效已見成效，，但單憑這些但單憑這些
措施並不足以維持社會措施並不足以維持社會
總體需求總體需求。。

強化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角色

◆建立更深更廣、更活躍及具流動性的債市

◆成為東亞證券交易中心

◆成為首要離岸人民幣業務中心

◆成為東亞再保險中心

製表：記者 馬翠媚

加大公共投資提振經濟和就業

◆考慮能快速上馬的公共投資項目

◆建有先進外科及深切治療設施醫院及更優質護老院

◆翻新部分日久失修的出租公屋單位

◆把現有的政府文件全面數碼化

今年疫情來襲下，香港經濟遭受重

創。經濟學者劉遵義29日表示，去年社

會事件導致香港實際GDP損失3.7%，

而疫情亦令今年上半年實際GDP估算損

失為6.4%，全年估算損失為11.4%，不

過他認為若日後疫情受控、社會動盪不

再重臨，明年首季經濟有望重拾正增

長，又建議政府加大公共投資以提振經

濟和就業，但不贊成再次全民派錢，因

難以持續。 ■香港文匯報記者馬翠媚

劉遵義：創造就業好過全民派錢
倡加大公共投資 彌補社會總體需求不足

香港中文大學劉佐德全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藍
饒富暨藍凱麗經濟學講座教授劉遵義29日

出席團結香港基金論壇，他認為政府早前全民派
一萬港元及保就業計劃等刺激經濟措施已見成
效，並即時為經濟體系注入購買力，有助支撐就
業及有利經濟復原，但他強調在經濟前景不明朗
的大環境下，商界和市民均選擇節約開支，認為
單憑這些措施並不足以維持社會總體需求。

全民派錢計劃不可持續
對於政府應否再全民派錢，劉遵義認為全民

派錢計劃是不可持續，又指縱使政府要再派錢亦
應針對有需要的人來派，而非人人有份的全民派
錢。他強調，比起全民派錢，政府應專注公共投
資、發展更多項目，以彌補社會總體需求不足，
同時提振經濟和創造就業機會，對社會持續發展
更為有利。

劉遵義建議政府應專注公共投資，首要考
慮能快速上馬的公共投資項目，採用本地勞工
和資源，盡量降低進口需求。而在公共投資項
目中，他認為首選是翻新公共建築，透過增設
太陽能電池板、更換冷氣系統及安裝雙層玻璃
窗，以改善能源效益，同時為公共建築安裝自動
門、聲控電梯、自動體溫檢測攝影機，亦有助遏
制疫情。

對於政府早前推出多輪紓困措施，令現時財政
儲備降至約8,000億港元，劉遵義強調上述建議項
目屬資本開支，而非經常性開支，以增設太陽能電
池板為例，有助日後減低能源開支，長遠有利減少
日常支出。他亦建議，興建具先進外科和深切治療
設施的醫院及護老院等，以應對人口老化問題，同
時可考慮翻新失修的出租公屋單位等。

要進一步發展香港債市
而除了公共投資，劉遵義認為需強化香港作

為國際金融中心角色。他認為香港應建立更深更
廣、更活躍及具流動性的債市，令港府或其他機

構可在香港更容易及更便宜地進行較長期融資，
同時加強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競爭力，他又
建議香港加強發行固定收益證券，以吸引更多金
融服務供應商落戶香港。

大灣區對港發展至為重要
劉遵義又提到，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最

主要原因是背靠內地，更指出粵港澳大灣區對於
香港未來發展至為重要。他期望香港與大灣區內
城市群可逐步實現資金、信息、人員自由流動，
並可以充分利用自身研究和發展方面的優勢，服
務中國投資者、企業和經濟。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莊程敏) 港交
所29日公布，行政總裁李小加有意提早
退任港交所行政總裁，在董事會全面支
持及同意下，李小加將繼續擔任港交所
行政總裁及董事會的當然成員直至12月
31日，較原訂的明年10月約滿日期更
早。由2021年1月1日起，李小加將轉任
為董事會高級顧問，為期6個月，繼續提
供指導並確保過渡安排順利進行。港交
所主席史美倫稱，物色新集團行政總裁
的工作進展良好，適時向市場公布。

李小加將轉任董事會高級顧問
李小加表示：“擔任港交所集團行

政總裁是我職業生涯最自豪最難忘的一
頁。我很榮幸能夠與這樣一群傑出的同
事們共同披荊斬棘、開疆拓土，讓港交
所的業務走在全球金融市場的最前沿，
連接中國與世界，支持香港成為更璀璨
的國際金融中心。”他續稱，要從港交
所這樣獨特的崗位退下來，恐怕永遠也
找不到一個最完美的時機，但“以集團
目前穩健的業務發展和實力，我覺得是
時候交棒了。”

港交所同時宣布，委任戴志堅在李
小加退任後，出任代理集團行政總裁，
有關委任於2021年1月1日生效。戴志
堅亦將出任港交所董事會的當然成員，
於2021年1月1日生效。

戴志堅現年58歲，較李小加年輕一
歲，在港交所核心高層組成的管理委員
會中，其資歷最深，加入交易所工作逾
22年，被視為監管機構最信任的高層。

李小加是港交所首個來自內地的掌
門人，本身就是個風雲人物。他從石油
鑽井工人，到新聞記者，再到華爾街投
行高管，一路走來充滿色彩，也成就了
他乘風破浪的精神。

首位內地掌門人 獲市場好評
他於2009年由國際知名投行摩根大

通加盟港交所，翌年接任行政總裁職
務，是任期最長的一個CEO。投資者對
他的評價普遍正面，特別是帶領港交所
作多元化發展方面應記一功。他在搭通
中外金融市場的本領可謂發揮得淋漓盡
致，把香港這個世界有名的新股市場發
展成為集股票、金屬、債券、貨幣於一
身的多元化市場。

年報顯示，李小加在2019年的薪酬
為2,684萬港元，加上以股份支付的僱員
酬金福利2,426萬港元，總報酬約5,111
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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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中央提出“十四五”及此後一

段時間，要推動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

發展格局。國務院參事林毅夫、仇興保及國務院參事室特約研究員姚景源

29日接受中外媒體採訪表示，中國轉向實施雙循環戰略，主要原因是當

前中國經濟的比較優勢和主要矛盾發生變化。要實現以國內大循環為主

體，關鍵要依靠改革，其中，增加居民收入、擴大消費為首務。專家還建

議，要繼續推進戶籍制度、土地制度改革，提高經濟效率；繼續降低關

稅、縮短負面清單，以吸引外資擴大對外開放。

專家：國內大循環關鍵靠改革
百姓增收擴消費為首務 續推戶籍土地制度改革 降稅吸外資

專家觀點
◆增加國民收入，切政府收入的蛋
糕，增加社會保障；

◆提高經濟效率，推動戶籍、土地等改
革，提高金融等要素市場配置效率；

◆繼續擴大開放吸引外資，降低關稅，
縮短外資負面清單，給外資國民待遇；

◆繼續推進城鎮化，提高民間投資信
心和意願。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中國之所以提出轉向雙循環的發展戰略，
國務院參事室特約研究員、國家統計局

原總經濟師姚景源出席國務院新聞辦吹風會上
表示，“當前逆全球化和保護主義抬頭是一個
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是中國經濟
比較優勢和主要矛盾發生變化。”

姚景源認為，發展戰略轉型建立在比
較優勢變化上，過去中國經濟快速增長建立
在勞動力和成本優勢上，現在最大優勢則是
超大市場規模及內需潛力，經濟主要矛盾也
轉變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
衡不充分發展之間的矛盾。

砍政府蛋糕 政府過苦日子
國務院參事、北京大學國家發展研究

院名譽院長林毅夫也提出，大經濟體或高收
入經濟體出口在整個經濟中比重都較低。中
國出口佔比也在逐年下降，以國內大循環為
主體是經濟發展的必然規律。

“要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根本上靠
改革。”姚景源說，實現國內大循環，就是
要讓消費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最重要的一駕
馬車。去年中國最終消費貢獻率為67.8%，
與發達國家仍有很大差距。姚景源建議，用
10-15年每年提升最終消費率1個百分點，
到2035年達到70%以上，消費就成為國內
大循環的一個堅實基礎。而擴大消費，關鍵
是讓老百姓有錢。要增加居民收入，姚景源
認為，在政府、企業和居民中，增大居民收
入的蛋糕，只能砍政府的蛋糕，政府過苦日
子，觸及改革深水區。

改造2000年前老舊小區
雙循環格局下改革的另一重點是提高

經濟效率。林毅夫指，關鍵是提高要素市場

配置效率，人才流動、戶籍障礙、城市高房
價，制約人才等資源自由流動，要推動戶籍
制度改革，推動房地產市場回歸“房住不
炒”。另外，落實中央農村集體土地入市政
策，也是提高生產力效率的重要方面。

林毅夫還強調，要繼續做大經濟蛋
糕，首先是堅持民營經濟發展的“兩個不動
搖”，給民營企業信心。

林毅夫進一步指，以國內大循環為
主，不改變中國對外開放格局。中國應繼續
降低關稅，進一步縮短負面清單，對外資實
施投資前國民待遇，從而吸引外資穩定外
資。

國務院參事、住房和城鄉建設部原副
部長仇保興則認為，城鎮化仍是“十四五”
期間的重要改革內容。中央提出老舊小區改
造，目前改造目標主要是2000年前的老舊
小區，規模近100億平方米，給中國經濟提
供了新的增長空間，涉及到政府投資、民間
投資等一系列改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中國國家
稅務總局29日發布稅收大數據顯示，截至9月20日，
中國企業累計銷售收入已超去年同期水平，年內累計
增速首次實現正增長，凸顯中國經濟穩定復甦態勢。

民企銷售收入前8月增0.9%
企業銷售收入穩定增長意味着經濟主體在疫情後逐

步恢復正常經營。數據顯示，中國企業發票銷售收入在
5月份同比增長5.6%，年內單月增速首次實現正增長，
此後6、7、8連續三個月保持9%以上的增速，累計降幅
逐月收窄，1-8月降幅收窄至0.5%，基本與去年持平。

民營經濟是最具活力和發展韌性的市場主體，民
營企業銷售收入累計增速在8月率先轉正，1-8月同比
增長0.9%，高於中國企業總體水平1.4個百分點。

從行業來看，製造業銷售穩步向好，裝備製造業
回升更強。國家稅務總局收入規劃核算司司長蔡自力
表示，7、8月份，製造業企業銷售收入已連續兩個月
保持9%以上的增長。特別是裝備製造業回升勢頭更
強，連續4個月銷售收入保持15%以上的較快增長，成

為引領製造業恢復的重要引擎。
新動能加速成長，1-8月中國高技術產業銷售收入

同比增長10.7%，高於中國企業總體水平11.2個百分
點。

三季度經濟增速料5%以上
房地產及基建投資的復甦，帶動房屋建築、土木工

程建築行業銷售收入加快增長，1-8月同比分別增長
13.3%和18.6%。與此同時，新基建和新消費也迅速增
長，與新基建相關的通信電力、節能工程施工銷售收入
同比增速均超過10%，互聯網零售收入增長20.8%。

先行指標——9月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PMI）和
財新中國製造業PMI於30日對外發布，市場預計製造
業指標將保持向好。中金宏觀預計，9月中國經濟活動
繼續保持較快復甦勢頭，消費和外需繼續改善。高頻
數據顯示，9月前20日，乘用車銷量同比增長12%，
電影票房收入與去年同期大體持平，出口集裝箱運價
大幅增長。市場普遍預計，三季度經濟增速可能達到
5%以上。

人大常委會下月中審議國旗法國徽法修正草案前9月企業銷售收入轉正

■專家指，要實現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關鍵要依靠改革，其中，增加居民收入、擴大消費為首務。圖為 9月26
日市民在海口市一家超市選購月餅。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京報道）中國商務部
外資司司長宗長青29日在國新辦發布會上表示，針對簡
化市場准入程序、便利進出口業務、給予外國人更多國
民待遇三方面，商務部共取消6項、減少2項、下放1項
行政許可。其中包括取消“外商投資經營電信業務審定
意見書核發”、“限額以下外商投資民航項目建議書和
可行性研究報告審批”、“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投資額
度、賬戶、資金匯出審批及外匯登記證核發”等。他相
信，以上料將為外資進入中國電信、民航、金融等市
場，促進外貿發展起到積極作用。

對外資落實“非禁即入”
宗長青透露，今年四季度乃至明年，穩外資形勢

依然嚴峻複雜，中國將持續擴大市場開放。他表示，
下一步將繼續落實2020年全國版和自貿試驗區版負面
清單，全面清理清單以外的外資准入限制措施，落實
“非禁即入”。會同國家發展改革委加快修訂發布鼓
勵外商投資產業目錄，進一步擴大鼓勵目錄的範圍。
推進北京市“國家服務業擴大開放綜合示範區”建
設，增加服務業擴大開放綜合試點。

他指，還將發揮重大開放平台作用，比如深入推進

海南自由貿易港和全國自貿試驗區建設，抓好各項改革
任務的落實。推動國家級經開區創新提升，完善考核評
價辦法，強化穩外貿穩外資帶動作用。

《中國外商投資指引》將發布
《外商投資企業投訴工作辦法》將於10月1日起實

施，宗長青透露，將公開發布全國外商投資企業投訴中
心辦事指南和全國31個省、市、自治區投訴工作機構的
名稱、聯繫人、聯繫方式等信息，為外企提供操作指
引，並更好地保護外商投資合法權益。

此外，為落實外商投資法有關規定，商務部近期還
將在商務部網站和中國投資指南網發布《中國外商投資
指引》。他表示，這份指引將分為“走進中國”“投資
中國”“外商在華投資的法律制度”“外籍人士在華生
活”“辦事流程”共五個章節，詳細介紹中國的投資環
境、法律法規以及外商投資企業設立流程等相關情況。
此外，指引還以附件的形式提供了中國重大發展戰略規
劃、自貿試驗區基本信息、投資促進機構聯繫方式、外
商投訴受理機構名錄等內容。宗長青相信，《中國外商
投資指引》的發布將為外商在華投資經營提供更多便
利。

商務部減多項行政許可 促外資投電信民航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十三屆
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七十二次委員長會議29日
上午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栗戰書委員長
主持。會議決定，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
二十二次會議10月 13日至17日在北京舉
行。此次會議將審議國旗法修正草案、國徽
法修正草案。

委員長會議建議，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
會第二十二次會議審議專利法修正案草案、
生物安全法草案、未成年人保護法修訂草
案、出口管制法草案、國旗法修正草案、國
徽法修正草案、長江保護法草案、退役軍人
保障法草案、刑法修正案（十一）草案、行
政處罰法修訂草案；審議全國人大常委會委
員長會議關於提請審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
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法修正草案的議
案、關於提請審議個人信息保護法草案的議
案；審議全國人大環境與資源保護委員會關
於提請審議野生動物保護法修訂草案的議

案；審議國務院、中央軍事委員會關於提請
審議國防法修訂草案的議案；審議中央軍事
委員會關於提請審議海警法草案的議案等。

審議中國和塞浦路斯引渡條約議案
委員長會議建議，常委會第二十二次會

議審議國務院關於提請審議批准《〈巴塞爾
公約〉締約方會議第十四次會議第14/12號
決定對〈巴塞爾公約〉附件二、附件八和附
件九的修正》的議案、關於提請審議批准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塞浦路斯共和國引渡條
約》的議案、關於提請審議批准《中華人民
共和國和比利時王國引渡條約》的議案；審
議國務院關於2019年度國有資產管理情況的
綜合報告和關於2019年度財政部履行出資人
職責和資產監管職責企業國有資產管理情況
的專項報告、關於2019年度國資系統監管企
業國有資產管理情況的專項報告、關於股票
發行註冊制改革有關工作情況的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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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天地

自行车运动风靡世界已有超过百年时间，这个前后携带两个
轮子的交通工具虽不起眼，可并不妨碍许多人骑着它驶向远方。
在中国，自行车产业虽起步较晚，但对于自行车的记忆伴随了许
多人的一生。它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三大件”、是放学时的代步
工具、也是运动时的“伙伴”……如今，自行车依然活跃在城市和乡
间，各类自行车赛事精彩纷呈，“骑行”也变得寻常起来。越来越
多人骑上自行车，以绿色出行的方式感受沿途的风景、追逐快乐
的生活。

追逐远方的风景

2019年11月，七彩云南格兰芬多国际自行车节举行。骑行者
们从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的州府芒市出发，沿途经过瑞丽、盈
江、腾冲、大理，直至丽江。一场自行车竞赛，串起了云南的大
半个旅游胜地。

来自北京的骑行爱好者陈落落和二十几个骑友一道参加了这
场有近千人的比赛。9天，650公里，她打卡姐告国门、翻越刀弄
山、环行洱海，最后爬升1500米抵达玉龙雪山附近的牦牛坪，完
成了这场骑行。

“在盈江时，骑车路过大片大片的甘蔗田、穿过乡村的石板路，
虽然颠簸，但徜徉于古色古香的村落，感觉非常好；在腾冲，因为路
程长，出发早，在半山腰遇见了大雾，能见度原本非常低，继续向山
上骑行，太阳突然破雾而出，有种‘云开见日’的惊喜；到了大理，我
们的团队组成了10多个人的‘小火车’，驰骋在洱海边上，饱览苍山
洱海；最后到了丽江，努力往海拔近3000米的牦牛坪骑行的时候，远
远地看见雪山，感觉触手可及。”

回忆起自行车节的情景，陈落落历历在目。对于她来说，这

不仅是一场比
赛，也像一次
旅行，沿途美
丽的风景给她
留下了深刻印
象。更让她难
以忘记的，还
有当地淳朴的
村 民 。“ 当 地
的居民非常热
情，不少人穿
着民族服装在
路边跳舞给我
们加油，还有
小朋友给我们
递水。”

“ 我 从 小
就喜欢骑自行
车 ，它 比 双 腿
能到达更远的
地 方 ，能 让 我

看到更美的风景。”陈落落说，相比汽车，自行车也更加绿色环保。因
为酷爱骑行，北京及其周边的骑行路线，她基本骑了个遍，9 月 20
日，她刚参加了在张家口市崇礼区举办的草原天路骑行，拿了女子
组第8名。上个月，她还完成了环内蒙古察哈尔火山的骑行。

向上的生活态度

上班族王艺是一名铁人三项选手，所谓“铁人三项”是
指由天然水域游泳、公路自行车、公路长跑三项组成的比
赛，运动员需要一鼓作气赛完全程。一眼看去，记者很难将
瘦弱的王艺与“铁人三项”联系起来。

2018年初，即将大学毕业的王艺做了一场手术，术
后恢复不久，她下定决心加强运动。“想通过这种方式让
自己从学业和生活的压力中转移出来，也是激励自己，
生病做手术并不可怕，要保持一个乐观向上的心态。”骑
自行车、游泳、跑步，王艺原本就有基础，重新拾起来
并不难。在医生的建议下，她每天保持一定的运动量，
后来还加入了学校的自行车协会和铁人三项俱乐部，跟
着团队去青岛、黄山、千岛湖等地参加了大大小小的比
赛，纪念牌也攒了一堆。与此同时，疾病也在渐渐远离
她。

毕业工作后，不再有时间完整地练习铁人三项，但王
艺将骑行的习惯保留了下来，每逢节假日，她都会与骑友
去北京周边骑行。“见过延庆百里画廊的红叶、怀柔黄花城
水长城的碧波、河北幽州峡谷的挂壁公路，还抽空去了大
连和青海湖骑行。平时如果下班早，我都会花一两个小时
跑到郊外骑一圈。”王艺经常在微信朋友圈分享自己的骑

行故事，比如哪次摔了跤磕破了膝盖，哪次骑到一半因为断头路不
得不终止，又有哪次因为自行车损坏、只能伸手拦过路的车辆。“骑
行路上的这些经历是在办公楼里无法获得的，骑行既是一种运动，
更是一种放松心情、调整状态的方式，让我不断有新的能量面对生
活。”王艺说。

绿色文明出行

随着经济水平不断提升，大众对健康、娱乐、休闲的需求迅
速增长，自行车运动尤其是群众性的自行车运动呈现迅猛发展的
态势。从传统竞技项目到全民骑车活动，自行车的产业总量、产
业覆盖面、社会参与度和市场认可度快速上升。而在疫情期间，
自行车销量不减反增。绿色安全的自行车，更好满足了人们的出
行需求。

如今，在北京、上海、海南、广西、青海等地，各类自行车赛事竞相
落地，有些成熟的赛事早已形成了品牌效应，比如环海南岛国际公路
自行车赛、环太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环青海湖国际公路自行车赛
等，吸引了众多海内外选手参加。而随着骑行运动的普及，一些自行
车赛事在保持专业化水准的同时，也更加注重骑行者的体验，提供贴
心服务。以七彩云南格兰芬多国际自行车节为例，它既有竞赛的形
式，又有骑游的属性，能让选手们在骑行过程中深入感受云南当地的
特色风光，期间还引入了“德宏民俗特色餐饮品鉴会”“盈江电音节”
等活动。这也使自行车赛事成为展示城市形象的一个窗口。

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自行车运动正不断向人们传递着绿色、
环保、文明的出行理念。“我们每次组织活动的时候，都会要求大
家遵守非机动车辆通行规则，进山不乱扔垃圾。”陈落落说。在自
行车赛事现场，主办方也会提醒参与者注意文明骑行、保护环境，
并倡导市民文明出行。这赋予了骑行更深刻的意义。

骑行路上 风光无限
本报记者 何欣禹

听了一夜风声、雨声及潮汐声，好不容易挨到天亮，窗外依
然细雨绵绵。我匆忙洗了一把脸，迫不及待地撑开一把雨伞，从
住所径直走向仅一路之隔的北戴河海滩。

踏上沙滩旁狭长的木栈道，被昨夜雨水冲刷过的红褐色木板，
泛着清亮的红光。栈道两旁的花卉，开得正艳，星星点点的花萼上闪
烁着晶莹水珠，灵动欲滴。海风像个顽皮的孩子，时不时将雨点斜斜
地泼在我身上，仿佛在告诫我，别忘了它是这里的主人。“哗——哗

——”的潮汐声此起彼伏，穿越烟雨，越来越坚挺地冲击着我的耳
膜。远处的海面上，乌云低垂，一艘打鱼船在风浪中若隐若现，组成
一幅晨曦烟雨图。

疾步跨下木栈，深一脚浅一脚奔向海边，那一波又一波浅蓝色
的海潮在沙滩拍出雪白的浪花。往日热闹非凡的沙滩浴场游人寥
寥，唯有一排一排红红绿绿的浮标漂在海面，醒目地标识出片片水
域，它们随浪起伏，默默坚守着各自的职责。

沿海滩缓缓而行，身后留下一串湿润而清新的足印。一条搁浅
在沙滩的渔船吸引我向它走去，海水和海风将它蚀得锈迹斑驳，外
形和南方的渡船相差无几，不同的是船头多了一根桅杆，桅杆上装
着四根滑动的绳索，绳索下匍匐着陈旧的白帆，白帆上积聚着雨水，
看那架势，好像随时等待升帆远航。

细雨还是那么缠绵，风声、潮汐声不绝于耳。循声前行，海滩边
有一座观景台。我的目光不经意间移向海滩外围，狭长雅静的防护
林烟雨朦胧，透过护林，沿途各式风格的别墅楼台若隐若现；那些花
草小径及迂回曲折的栈道，宛若系在防护林中的一条条红丝带，既
漂亮又美观，系着一方宁静。

北戴河地处秦皇岛市的西部，西起戴河口，东至鹰角亭，背靠树
木葱郁的联峰上，海岸线悠缓漫长，沙软潮平，空气清新，水质良好，
风光秀丽，暑期平均气温只有24.5C，是海内外著名的避暑胜地。毛泽
东同志在北戴河避暑时，还留下了那首脍炙人口的《浪淘沙·北戴河》：

“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
不知什么时候，海滩上多了一些观光的游客，他们与我一

样，憋了一夜，被一种迫不及待的心情驱使着，想做一次快乐的
赶海人。

突然，前边的沙滩消失了，从潮汐涌动的海面，没有一点过
渡与铺垫，就那么突兀地横亘着一排大大小小的石头，大的有
二层楼房那么大，小的也有书柜大，它们或卧或立，错落有致。
那些浸入水里的石头，因为海水的冲击与侵蚀，颜色深一些，形
状圆润光滑；而沙滩上的石头，色彩则较浅，外表粗砺风化。一
样的石头，不同的际遇，竟烙上千姿百态的印记。其实，人也一
样，一方山水养一方人，不同的成长环境，孕育出千差万别的人
生。这样想的时候，已从乱石缝中穿过，前面依旧沙软潮涌，细
雨纷飞。

防护林边，有一座精致的四合屋，透过木栅栏，看到里面挂
满各式游泳器材。屋旁一块湿漉漉的广告牌提醒我，我已步入了
巨石滩浴场。回望身后的那排石头，颇像沙滩中的一道屏风。

这时，传来几声呐喊，我循声望去，几个穿泳衣的身影穿行
在浪峰间，他们耕波犁浪、英姿矫健。

烟雨北戴河似一卷长长的风物画，有览不尽的风情。信步其
中，我早已忘却了熙攘和喧哗，内心不知不觉变得恬淡而清静。
我真想就这样一直走下去，成为这卷风物画中的一道风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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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日全国低碳日当天，河北唐山遵化市组织自行车爱好者开展骑行活
动，推广单车骑行运动，倡导健康低碳的绿色出行方式。 刘满仓摄（人民图片）

烟雨北戴河烟雨北戴河
禹正平

北戴河风光。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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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 Texas州）–今天，Harris縣行政書記官Chris Hollins宣布了一個新的選票追縱系統，
供選民檢查其郵遞選票和投票的狀態。在Harris縣，通過郵遞寄方式進行投票的選民，將首次能夠
追縱Harris處理其郵遞選票之過程。從申請到郵寄出選票，並確認是否收到選票。郵遞投票追縱系
統將為選民提供有關其按郵遞選票申請程序和郵遞投票狀態的更多信息，並使他們瞭解何時可以期
望收到與選舉有關的郵件。

Harris縣行政書記官Chris Hollins說： “我們正在為11月選舉以通過郵遞方式投票的選民，創
紀錄的數目而做準備。” “為選民提供更多信息-使他們能夠追縱其申請狀態，何時將選票郵寄給
他們以及何時本辦公室收到您的選票-”使選民對郵遞投票過程感到安心。我鼓勵Harris縣申請郵
遞投票的選民來通過我們的網站追縱他們的選票。”

您可以訪問 www.harrisvotes.com/tracking 使用郵遞投票狀態追縱器。選民只需輸入他們的姓
名，出生日和社會安
全號的最後四位數字
或 Texas 州身份證號
。迄今為止，Harris
縣居民已有 207,628
人申請郵遞投票，本
辦 公 室 已 寄 出 202,
522 張選票至申請郵
遞投票的選民。
請 至 HarrisVotes.
com查詢更多信息，
並在 Twitter，Face-
book 和 Instagram 上
關注@HarrisVotes。

休士頓僑學工商各界僑胞朋友及各僑(社)團
負責人大家好：休士頓全僑期待的 「雙十國慶升
旗典禮」 即將於10月10日(星期六)上午10點10
分於僑教中心前廣場舉行。今年因為疫情關係，
現場參與人數受到限制。敬請大家多多利用
Youtube Live 線上同步參與升旗典禮。

當天參加網路直播請進入 https://youtu.be/
Wj0ZwNJrvII

為了讓僑胞們表達對雙十國慶的歡欣鼓舞之
情，歡迎將代表您僑(社)團，公司行號的橫幅
(banner) 於10月8日（星期四)下午2時~5時送
到僑教中心，我們會有專人收集並於10月10日
升旗典禮當天在現場展示及懸掛。

我們也可以免費將您的僑(社)團，公司行號
名稱印在全僑聯合歡慶雙十的大橫幅上，請於
10月6日(星期二)前電話簡訊國慶籌備會秘書長

何真(Tel# 832-866-3333) 您的僑(社)團，公司
行號名稱，橫幅上的排列以收件的順序為準。

109年雙十國慶籌備會準備了內容豐富的
「國慶防疫健康背包」 贈送給前200位線上同步
參與升旗典禮的僑胞，請在留言區留下您的國慶
祝福及姓名電話。 我們將在10月11日(星期日)
下午2時~5時在僑教中心前廣場發放為您準備的
「國慶防疫健康背包」 。(10月10日當天現場不
會發放國慶防疫健康背包及餐點)

感謝您在網上同步參與國慶升旗典禮，祝您
身體健康，中華民國國運昌隆。
109雙十國慶籌備會
主委 何怡中
副主委 李世威
升旗典禮coordinator 劉志忠 敬上

10月10日國慶升旗典禮於休士頓僑教中心前廣場現場直播

Harris縣行政書記官Chris Hollins宣布新的投票追縱系統
選民通過郵遞投票的方式現在可以追踪其申請和郵遞投票的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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