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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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煲
來
飽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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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報道）9月26日，美國總統川普
在 白 宮 宣 布 ， 提 名 艾 米·科 尼·巴 雷 特
（Amy Coney Barrett）擔任最高法院大法官
。若巴雷特當選，將加強美國最高法院的保
守派力量，使保守派獲得6-3的優勢。

12日，美國參議院司法委員將為川普提
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選巴雷特舉行為期4
天的確認聽證會，這位保守派法官將在參議
院介紹自己為何勝任，並接受議員質詢。

在按照例行程序拜訪完參院兩黨議員後
，巴雷特12日9時首次面對參院司法委員會
的審核。據悉，司法委員會成員和巴雷特在
首日進行開場陳述；週二、週三兩天，巴雷
特需針對議員們的尖銳問題做出應答；最後
一天則是進行程序審定。

根據福克斯新聞獲得的巴雷特開場陳述
文稿，除了感謝總統川普的提名以及家人的
支持外，巴雷特還會特別感謝自己的導師、

已故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安東寧·斯卡利亞
。

她表示，斯卡利亞不僅教會她法律，還
教會她“堅定且無所畏懼的信念”，並稱自
己從事法律職業時，決心保持同樣的觀點。
巴雷特曾擔任過斯卡利亞的書記員。

此外，巴雷特還說明了她對法治的理念
，稱自己身為法官，將會“根據法律而非個
人觀點”作出裁決。而能與目前的八名大法
官共事，也是“一生的榮耀”。

同時，巴雷特還會在確認聽證會上告訴
參議員們，法院“不應試圖”制定政策，而
應將其留給美國總統和國會。

巴雷特是一名虔誠的天主教徒，曾反對
墮胎權。據美國媒體報導，巴雷特很有可能
將會面對民主黨議員的“強力質詢”，特別
是圍繞墮胎及前總統奧巴馬的醫保問題。

美國大法官確認聽證會啟動美國大法官確認聽證會啟動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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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10月10日凌晨，朝鮮舉行建黨75週年盛大閱
兵式，展示了包括新洲際彈道導彈在內大量的新武器。

不過，面對這些集中亮相的新武器，韓國軍方的態度十分曖
昧。 12日，在閱兵兩天以後，韓國軍方才發公開表示，正在深
入分析日前亮相朝鮮閱兵式的新型洲際彈道導彈。

韓國軍方表示，相比於舊的“火星-15”導彈，新的導彈要
長一些，同時可能會搭載多彈頭。韓國軍方還將分析此次亮相的
新導彈是模型彈還是實彈。

據韓聯社10月12日報導，韓國軍方12日表示，正在深入分
析日前亮相朝鮮閱兵式的新型洲際彈道導彈。長期關注朝鮮局勢
的美國“北朝鮮新聞”網站（NK news）表示，此次閱兵展示的
新武器數量“令人吃驚”，這是朝鮮歷史上新裝備亮相數量最多
的一次。

聯合參謀本部公報室室長金俊洛（音）當天在國防部例行記
者會上答問稱，朝鮮在10日的建黨75週年閱兵式上展示了疑似
新型遠程彈道導彈的武器，目前公之於眾的只有外觀，韓美兩國
情報部門正在進行精密分析。

除了彈道導彈以外，朝鮮還在閱兵式上展示了現代化常規武
器，金俊洛表示，其中有的是首次展示，有的是新型武器，正在
綜合各種出處的情報作進一步分析。

另外一名韓軍方人士告訴韓聯社，目前分析的重點是閱兵式
上展示的是實彈還是模型彈、（如果是實彈）變長的彈頭是搭載
了多彈頭還是容納了經改進的一二級發動機。

另有觀點認為，新型導彈發射車不是仿製中國的萬山51200
發射車，而是由朝鮮自主生產的。閱兵式當天運載新型導彈接受
檢閱的是一款11軸發射車。新型彈道導彈目測長度達到23～24
米，較“火星-15”長了至少2米，從變長的彈頭形狀來看，推
測其可能攜帶多個彈頭。

再次以前，韓國軍方曾表示，對朝鮮新彈道導彈“深表憂慮
”。據韓聯社報導，韓國國防部11日就朝鮮在建黨75週年閱兵
式上公開新型洲際彈道導彈等武器深表憂慮，並敦促朝方積極落
實韓朝《九一九軍事協議》，緩解韓半島軍事緊張。韓國軍方表
示，韓國高度關注朝方有關不會濫用戰爭遏制力的立場表態。

就朝鮮在閱兵式上公開
新型洲際彈道導彈（ICBM
）和潛射彈道導彈（SLBM
）一事，韓國統一部發言人
呂尚基表示，韓軍已對此表
示憂慮，統一部則無可奉告
。

在此之前，韓國統一部
10 月 11 日也對金正恩講話
做出了積極的回應。韓統一
部 11 日回應稱，希望藉金
正恩講話，推動韓朝關係發
展。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恩
在閱兵式發表演講時對韓國
方面釋放了善意。金正恩表
示，希望在南方的同胞們能
克服衛生危機，期待南北能
再次握手的那一天。

除了韓國軍方以外，美
國智庫也在關注新亮相的朝
鮮彈道導彈。

長期關注朝鮮局勢的美
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智庫
“北38線”（38 North）10
月 11 日也分析了朝鮮展示
的 新 型 洲 際 彈 道 導 彈 。
“北 38 線”分析稱，這款
液體燃料推進的洲際彈道導
彈比朝鮮已知的任何系統都
要大，也更強。

“北38線”分析稱，新的彈道導彈看起來大約長25到26米
，直徑在2.5到2.9米之間。這款導彈大概比“火星-15”長約長
4-4.5米，直徑大約大0.5米。更大的彈體讓這款導彈能容納至少

4台俄羅斯RD250發動機。 “北38線”認為，這種新型導彈可
能是世界上最大的機動式洲際彈道導彈。

更大的彈體帶來了更大的推力，“北38線”推測，新的洲
際導彈發射重量在100噸到150噸之間，投送質量可能達到2噸
——是火星15的一倍。

籃球小皇帝詹姆斯再一次證明他是NBA歷
史上自喬丹以來最偉大的籃球員, 由他領軍的紫
金軍團以勢如破竹之勢大敗邁阿密熱火隊, 使洛
杉磯湖人隊重奪睽違已久的NBA冠軍, 十年前
湖人隊曾在球星布萊恩特領導下奪得冠軍, 今年
一月下旬他不幸因飛機失事身亡, 所以這個冠軍
杯是湖人隊給他最珍貴的獻品！

湖人隊在最後這一場比賽中攻守俱佳, 由詹
姆斯與安東尼戴維斯維合組的”LA連線”維持
了整個球季以來的堅強火力, 而老將朗多以後補
上場也表現不俗,建功厥偉, 使湖人隊一路領先
到底, 兩隊最多的差距竟達36分之多, 熱火隊毫
無還手能力, 上一場曾打出大三元佳績的熱火隊
主將巴特勒也徒呼負負，在打完上半場後兩隊
勝負已定, 詹姆斯在這一場比賽中把他精湛的十
八般武藝全都使上了, 全場得分,籃板與助攻都
是雙十，贏得MVP最有價值球員獎可謂實至名
歸！

在NBA評鑑一位球員的偉大並不在於個人

數據多少, 而在他能帶領球隊打出多好的戰績，
其中最重要的指標就是贏得多少冠軍。

籃球大帝喬丹曾率領芝加哥公牛隊兩次”
三連霸”共奪得六個冠軍，而詹姆斯則是為三
支隊伍奪得四個冠軍，喬丹當年因父親被謀殺
退出NBA兩年, 結果那兩年的NBA冠軍被休士
頓火箭隊幸運奪走, 等喬丹復出後, 連續三年冠
軍再重回公牛隊手裡，這些年來詹姆斯闖蕩
NBA江湖,他到邁阿密為熱火隊得兩座冠軍, 後
來重回克里夫蘭為故鄉贏得了一座,如今在投效
湖人隊兩年後再次贏得冠軍,使他成為第一位為
三支不同隊伍奪冠的球員，以他目前的體能與
球技並沒有下滑跡象, 再加上安東尼戴維斯的助
陣, 詹姆斯與湖人的前途真是不可限量啊！

今年的 NBA 因為新冠病毒影響, 在猶他爵
士隊球員確症後季賽嘎然而止，展現NBA關心
球員健康以及尊重生命, 下一個球季的NBA似
乎也要等待疫情來決定賽程了!

【李著華觀點:王者榮耀--
詹姆斯再創NBA歷史】

韓國軍方韓國軍方：：正在分析朝鮮正在分析朝鮮
新洲際導彈新洲際導彈，，可能有多彈頭可能有多彈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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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時局

LIVE
歡迎使用
觀看高清美南國際電視新聞台

位於米蘇里州的私立韋斯特大學孔子
學院中國籍院長劉強先生不幸於週二去世
， 在警方的一份報告中說，當地警察及聯
邦調查局曾經到他家去搜索有關他涉嫌兒
童色情案後之第二天發現他巳身亡。

韋斯特大學在一項聲明中表示，对劉
院長之身亡表示哀悼，他們將配合警方之
調查， 找出死亡原因 ，但他們相信劉院

長之死亡和校方應無關聯。
北京語言大學也已派遣專人前往協助

調查，為劉院長之真正死因找出答案。
我們非常遺憾中美關係近年來不断惡

化，國务卿蓬佩奧已經明確表示將在年底
前關閉在美國大學校園中的孔子學院， 這
將是中美兩國在文化教育的最大打擊。

Webster University in Missouri released a
statement on the death of Liu Qiang who worked
as a representative at the Confucius Institute’s
Beijing Language University.

According to the report, Liu served as an ex
officio member of the Confucius Institute’s
board. Liu died after a police search of his home.

The police and FBI searched Liu’s apartment
last week amid a child pornography
investigation. The police report did not include
the cause of Liu’s death. The university said

they have no evidence or reason to believe that
Mr. Liu’s death relates in any way to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at Webster University.

Beijing University is sending a special work team
to the U.S. to investigate while urging police to
release Liu’s death report.

The Confucius Institute was established around
the world to enhance culture and language
between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In early
September, U.S. Secretary of State Mike
Pompeo said that he was hopeful that dozens of

Confucius Institute
locations on U.S.
campuses would be
shut by the year end.
Pompeo had labeled
the Institute as a
foreign mission.

We hope the police
and FBI will come
out with the report for
Liu’s family. This is
very sad at the time
whe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is
deteriorating,
including the recent
suspension of culture
exchanges.

美國新冠疫情日記美國新冠疫情日記1010//1212//20202020
The Tragedy Of A Chinese ScholarThe Tragedy Of A Chinese Scholar孔子學院中國學者去世孔子學院中國學者去世

印度試射新導彈，號稱“超越美日俄”
綜合報導 據報道，印度稱其已

經成功試射了壹枚配備有魚雷的導

彈，這種導彈理論上可以打擊400英

裏（約643公裏）外的敵軍潛艇。

報道稱，印度國防部在壹份聲

明中稱，這種武器被稱為SMART系

統（超音速導彈輔助魚雷發射系

統），於10月5日從印度奧裏薩邦

海岸附近的惠勒島進行試射。

印度國防部表示：“這次發射

和演示對建立反潛作戰能力具有重

要意義。”“所有的任務目標，包

括導彈飛行、射程和射高、彈藥分

離、釋放魚雷等都完美實現。”

印度國防部長辛格在社交媒體

上說：“這是印度在反潛作戰中對

抗能力的重大技術突破。”

根據印度國防工業部門的報告

，這種導彈配備壹枚電力驅動魚雷

，其彈頭有50公斤重，射程約為20

公裏；通過使用導彈助推，這種武

器的射程擴大到400英裏（約643公

裏）以上，飛行速度達3馬赫。

報道稱，包括俄羅斯、美國和

日本等國都有可以攜帶輕型魚雷的

導彈或火箭彈，但都未曾有報道它

們可以到達印度的射程水平。

印度近年來壹直在強化反潛作

戰能力，購買了最先進的反潛戰機

，如美國的 P-8A 反潛巡邏機和

MR-60R“海鷹”反潛直升機，這些

戰機可以在遠距離探測到敵方潛艇

，並將信息回傳給印度軍艦，大幅

提升印度軍艦的作戰範圍。

近期，印度頻繁進行新型導彈

武器的試射。據《印度斯坦時報》

報道，在過去壹個月的時間內，印

度已經進行了4次新型導彈武器試

射：9月7日進行高超音速技術驗證

飛行器試射；9月30日進行增程版

“布拉莫斯”導彈試射；10月3日

進行Shaurya戰略導彈試射；10月5

日進行了新型反潛導彈的試射。

《印度斯坦時報》還報道稱，

據不願意透露姓名的知情人士表示

，印度政府最近批準了射程700公裏

的Shaurya地對地導彈的部署，而射

程達到5000公裏的K-5潛射彈道導

彈的研發也取得了進展。

Shaurya導彈是印度BA-05潛射

導彈的陸基版本，配備重約160公斤

的彈頭，這種導彈將很快會部署到

印度戰略司令部的指定地點。報道稱，

有分析家認為，在中印邊境局勢緊張

之際，印度密集測試和部署新型導彈

武器明確傳遞出了印度政府的意圖，

就是在與鄰國關系中不會讓步。

臺風“燦鴻”持續北上逼近日本
日氣象廳發預警

綜合報導 今年第14號臺風

“燦鴻”已抵達日本高知縣以南

洋面，並正以每小時10公裏的

速度持續北上。目前，日本氣象

廳已發出預警，提醒民眾註意臺

風過境帶來的影響。

據報道，受“燦鴻”影響，

西日本和東日本的太平洋沿岸地

區已出現大範圍降雨，部分沿岸

地區也出現強風。

日本氣象廳預計，9 日晚

些時候，“燦鴻”的行進線路

將逐步轉為東進，在 10 日接

近西日本地區、11日接近東日

本地區，並給當地帶來強風暴

雨。

目前，氣象廳已發出巨浪

嚴重警戒，此外，還呼籲臺風

經過地區的民眾註意可能出現

的河川泛濫、暴風及泥石流等

災害。

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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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每年中秋過後正是

韓國人做泡菜的季節，但目前白菜

、白蘿蔔、辣椒等主要泡菜食材的

價格居高不下，給韓國家庭造成很

大的經濟負擔。

據報道，韓國農水產食品流

通公社 7 日公布的數據顯示，當

前韓國 1 棵白菜的零售價約為

10689 韓元（約合人民幣 63 元）

，比去年上漲 40%，白蘿蔔、紅

辣椒、大蔥等價格均比去年上漲

30%-70%。首爾市麻浦區的 62 歲

家庭主婦金某表示，今年做泡

菜可能要花 50 萬韓元，“還不

如幹脆從超市買泡菜吃，或者

短期內少吃泡菜湯”。韓國農

村經濟研究院調查顯示，往年提

前腌泡菜供節慶食用的人中，有

48%的人稱今年中秋“減少了腌

泡菜的量”，其中 83%的人都是

因為“白菜太貴”。此外，不少

餐廳也悄悄撤下免費提供的泡菜

小碟。

今年持續 54 天的史上最長

雨季加上臺風災害導致秋季白

菜供應減少，從而引起泡菜食

材價格暴漲。韓國政府預測，

從 10 月中旬起，白菜價格就會

逐步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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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十月重開邊境
美英法被列為疫情高風險國家

綜合報導 在南非政府舉行的例行記者會上，南非內政部長亞倫· 莫

索阿萊迪(Aaron Motsoaledi)證實：10月1日南非開放邊境後，美、英、

法等國家或地區因被南非政府列入新冠肺炎疫情高風險等級，經由這些

國家或地區出發的普通旅客將被禁止入境南非。

日前，隨著南非新冠肺炎疫情的好轉，南非總統拉馬福薩9月16日

宣布，將針對疫情的“封鎖令”等級降為壹級，南非邊境也定於10月1

日重新開放，國際旅遊亦隨之恢復。

為避免因開放邊境導致的新冠肺炎疫情在南非的新壹輪傳播，南非

政府此番根據世界各國疫情感染人數和死亡病例等標準，將包括美國、

英國、法國、荷蘭、印度、俄羅斯、卡塔爾、瑞士、厄瓜多爾、墨西哥

等41個國家或地區列為高風險等級，經由上述國家或地區出發的普通旅

客將被禁止入境南非；包括從中國在內的低風險國家或地區出發的普通

旅客，則在持有新冠肺炎病毒檢測72小時以內陰性報告的情況下，可從

10月1日起自由入境南非；來自高風險國家或地區的公民，但在低風險

國家或地區居留達10天以上者，被視為來自低風險國家或地區，也在被

允許入境之列。

此外，南非外長潘多爾表示，10月1日以後，南非政府將每兩周審

核壹次高風險國家或地區名單，以根據實際情況隨時做出調整。同時，

來自疫情高風險國家或地區的部分特殊旅客可入境南非，這些旅客包括

商務、投資、科研以及文藝體育類人士等。

截至記者發稿時，南非新冠肺炎確診病例達到672572例，死亡病例

16667例。

歐盟復蘇基金利好債券市場
意大利債券表現創佳績
綜合報導 新冠疫情令意大利經濟面臨著二戰以來最嚴重的衰退，

但依靠歐洲央行的購債計劃及歐盟復蘇基金提供援助的前景，意大利第

三季債券表現創下佳績。

據報道，自新冠疫情暴發以來，意大利的國家債務占國民生產總值

GDP已高達近160%，公債評級業已遭國際評級公司標普和穆迪降至略高

於非投資級別。

在10月8日歐洲央行會議召開之前，意大利十年期外債收益率下跌

了3.3個基點，創下了自8月24日以來新低，且市場通脹預期繼續惡化

，關鍵長期指標跌至新的1個月低點，為1.17%。但是，它為意大利避險

債券支付的10年期債券的風險溢價，創下了8月6日以來的最高水平

162.3個基點。

盡管意大利經濟表現不如人意，但在歐盟7500億歐元復蘇計劃中，

意大利是最大受益者。預計意大利可獲得820億歐元無償援助，以及

1270億歐元的低息貸款，將有效帶動意大利的經濟運轉。

國際評級公司穆迪認為，由於意大利歐盟復蘇基金最大的受益國，

盡管目前意大利債券評級為“Baa3”，但壹些投資人似乎正在將意大利

債券視為避風港。如今被視衡量關鍵風險的意大利與德國10年期公債利

差已經縮小至多年來最低。

目前，意大利的借貸成本不僅壹路下降，而且依靠歐洲央行前所未

有的購債計劃及歐盟復蘇基金提供援助的前景，意大利第三季債券表現

已經躍居歐元區表現之冠。

穆迪公司認為，意大利仍然需要克服沈重的官僚主義和巨大

的貧富差距，否則壹旦被降評至“垃圾級”，將會被主要的債券

指數剔除。

綜合報導 “中德工業城市聯盟德方

成員對華合作交流會”日前以線上形式

成功舉辦。此次活動由中國商務部投

資促進事務局· 中國國際投資促進中

心 (德國)、廣東省佛山市駐德國辦

事處、佛山市中德工業服務區駐德辦

事處聯合組織，近二十位德方嘉賓受邀

發表主題演講。

中國駐德使館經商參處裘元玲參

贊在致辭中指出，新冠疫情發生以來

，有德國聲音認為德國應減少對中國

市場的依賴，實際上，從雙邊貿易額

和直接投資數據來看，中國市場是德

國經濟市場多元化的壹部分，德國和

中國均是全球化的受益者。近年來，

中國市場在汽車、金融領域持續開放

，中德作為世界主要經濟體應攜手實

行更高水平的開放，為正在衰退中的

全球經濟註入活力，反對逆全球化和

保護主義。

中國國際投資促進中心(德國)主任

助理曲英瑜在發言中介紹了CIIPA作為

國家級雙向投資促進平臺，在汽車、智

能制造、醫療健康三大重點產業領域，

聚集德方重要產業集群、行業協會等廣

泛資源，通過組建中德投資促進工作組

，以中德汽車大會、

漢 諾 威 工 業 博 覽 會

“投資中國”系列活

動 、 德 國 隱 形 冠 軍

企 業 訪 華 團 組 等 品

牌 活 動 為 抓 手 ， 搭

建 中 德 企 業 、 政 府

園 區 之 間 跨 境 務 實

合作平臺。

中德工業城市聯

盟副秘書長、佛山市

駐德國首席代表榮強

回 顧 了 城 市 聯 盟 自

2015 年佛山市領導提

出倡議以來的發展進

程，以美的與德國巴斯夫、碧桂園與法

國達索集團的合作項目為例，描述了這

兩家佛山市企業在未來家電、未來土木

建築，機器人等方面進行的數字化、智

能化科研成果，並介紹了華為、百度的

科技公司在佛山開展的大型數字化工程

項目投資。

德國黑森州政府國際事務司前司長

、德國中國問題專家博喜文博士在發言

中談到中國不斷擴大在汽車、服務、金

融領域的對外開放，持續縮減負面清單

，MunichRE、Ergo等保險公司已經活躍

在中國市場並認為中國在其全球業務中

扮演著重要角色。

德國聯邦經濟發展和對外貿易協會

(BWA)主席米歇爾· 舒曼表示：“在美國

對全球各主要經濟體發動貿易戰、實施

去全球化之際，德國必須利用其在歐盟

內部的影響力努力與中國建立互利的夥

伴關系。增強德國經濟發展韌性的關鍵

，在於加強德國在中國的參與度，並學

習中國的創新。”

旅德大熊貓雙胞胎開始“斷奶”
體重已達30公斤

綜合報導 從柏林動物園

獲悉，在德國降生的大熊貓

雙胞胎“夢想”“夢圓”已

開始斷奶，飲食中竹子的比

例正在不斷上升。目前，大

熊貓雙胞胎的體重均已達到

30公斤。

中國四川大熊貓“夢夢

”“嬌慶”於2017年6月抵達

柏林。2019

年 8 月 31

日 ， “ 夢

夢”誕下壹

對雙胞胎，

得 名 “ 夢

想 ” “ 夢

圓”，這是

德國境內首

次有大熊貓

幼崽降生。

今年8月31日，“夢想”

“夢圓”在柏林動物園度過

了它們壹周歲的生日。據柏

林動物園發言人卡塔琳娜· 施

佩林(Katharina Sperling)本月2

日介紹，如今，大熊貓雙胞

胎體重均已從壹周歲生日時

的28公斤左右增長到了30公

斤。當它們完全成年(5歲)後

，這對雙胞胎的體重可達100

公斤。

盡管對竹子的胃口漸長

，但“夢想”和“夢圓”目

前在吃竹子的同時仍繼續進

食母乳。園方預計大熊貓雙

胞胎還需要壹年半的時間才

能完全斷奶，之後它們進食

將完全以竹子為主。

柏林目前秋意已濃，大

熊貓是否也需要“貼秋膘”？

對此，園方解釋道，由於大

熊貓和其它熊類動物不同，

不需要冬眠，因此它們不必

在此時大量進食。此外，大

熊貓厚實的皮毛能夠幫助它

們很好地越冬。

今年5月，壹則關於“疫

情影響鮮竹供應鏈，中國旅

加大熊貓將提前回國”的消

息曾引發關註。而柏林動物

園則在疫情期間設法確保了

竹子足量供應。卡塔琳娜·

施佩林向記者表示，目前柏

林動物園每天可為大熊貓壹

家四口提供約 80公斤新鮮竹

子，未來預計還將加大投餵

量。

“要餵飽壹頭大熊貓

並非易事。我們目前從法

國南部采購竹子，那裏的

氣候適宜竹子生長。”柏

林動物園園長克尼裏姆表

示，園方十分樂意為大熊

貓們承擔這些費用，“它

們是全球物種保護重要的

使者。”

世界經濟論壇2021年年會改為5月在瑞士盧塞恩舉行

綜合報導 世界經濟論壇

宣布，其2021年年會將延後

至明年 5 月 18-21 日舉行，

地點也將從達沃斯改為同

屬瑞士的盧塞恩比爾根山

。世界經濟論壇強調，年

會只有在能夠保證參與者

和主辦方健康與安全的前提

下才會舉行。

總部位於瑞士日內瓦的

世界經濟論壇是壹個致力於

推動公私合作的國際組織。

世界經濟論壇年會（冬季達

沃斯）每年年初在瑞士阿爾

卑斯山小鎮達沃斯舉行，吸

引全球政界、商界等社會各

界重要領袖參與，是世界經

濟論壇最具影響力的旗艦活

動。

受新冠疫情影響，世

界經濟論壇已於今年 8 月

宣布了 2021 年年會將延後

至明年夏季舉行的消息。

本月 7 日，世界經濟論壇

進壹步明確了年會舉辦時

間（2021 年 5 月 18-21 日）

和地點——瑞士德語區著

名旅遊城市盧塞恩的比爾

根山（Buergenstock）。

世界經濟論壇表示，

明年 5 月舉行的年會將以

“世界的復興”為主題，

聚焦應對全球最嚴峻的挑

戰所需的解決方案。按照

世界經濟論壇的設想，與

會的全球各界領袖將共同

勾勒全球復蘇路線圖，塑

造後疫情時期的世界復興

，重建壹個更加包容和可

持續的社會。

盡管延後至明年 5月舉

辦，但 2021 年的世界經濟

論壇年會仍將采取線上和

線下相結合的方式，在盧

塞恩線下參會的與會者將

與全球 400 個地方的人士遠

程連線。

此外，明年1月 25日起

的壹周時間裏，世界經濟論

壇還將在線舉辦高級別“達

沃斯對話”，邀請全球各界

領袖分享其對於2021年全球

狀況的看法。

世界經濟論壇當天表示

，其正致力於使2022年年會

重新回到達沃斯舉辦。

中德工業城市聯盟舉行對華合作交流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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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自曝最新檢測結果特朗普自曝最新檢測結果特朗普自曝最新檢測結果，，，完全轉陰了完全轉陰了完全轉陰了？？？白宮醫生白宮醫生白宮醫生“““默不作聲默不作聲默不作聲”””

（綜合報導）據美國媒體報導，特朗普總統10月11日在
電話中對一群支持者說，他的新冠病毒檢測“完全陰性”，儘
管白宮醫生肖恩.康利博士沒有就總統健康發表新的聲明。

特朗普 11 日在 YouTube 上發布的
競選活動音頻留言中說：“我的檢測
結果完全是陰性的。我明天要去佛羅
里達，非常努力地工作，因為這是一
場我們必須贏得的選舉。”

報導稱，儘管特朗普聲稱他的新冠
病毒檢測呈陰性，但自從康利10日發
出備忘錄說總統不再有傳播新冠病毒
的風險後，白宮一直沒有發布任何信
息。此外，康利也沒有明確表示特朗
普的最新檢測結果是否呈陰性。

就在特朗普發表上述講話幾個小時
前，總統對支持者說，他對新冠病毒
“免疫”。特朗普說：“我有免疫力
，我狀態非常好，可以戰鬥。”

據專家介紹，一個人可以沒有症狀
，沒有將病毒傳染給其他人的風險，
但體內可能仍然存在病毒。

哈佛大學的研究人員最近發現，新冠肺炎患者可以在長達
4個月的時間內免受再次感染。雖然有證據表明，即使是輕微
的新冠肺炎病例，至少3個月內也不太可能再感染，但很少有

疾病能讓人終身完全免疫。抗體只是人體防禦的一部分，隨著
時間的推移，自然會減弱。

耶魯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傳染病專家兼系主任科爾伯特博士
說：“當然，說免疫可以持續一輩子顯然是不可能的。”至於
特朗普是否仍可能具有傳染性，科爾伯特警告說，症狀嚴重的
人應該隔離20天。他指出，特朗普使用了類固醇地塞米松進行
治療，這通常是新冠肺炎重度患者使用的。

此外，一些醫學專家也一直懷疑特朗普在患病過程中這麼
早就宣布沒有傳播病毒的風險。他們說，在初步診斷為感染10
天后，還無法確定某人是否不再具有傳染性。

特朗普競選官員表示，在剩下的時間裡，特朗普幾乎每天
都要出差，有時還會去不止一站，這對一位幾天前剛剛住院的
74歲老人來說是一個激進的行程安排。

11日，特朗普在推特上表示，他已經“得到白宮醫生的簽
字”，可以完全重返競選活動，堅稱自己不會再將疾病傳播給
他人，也不會再次感染。

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傳染病專家馬克.利普西奇博士說，
醫生的聲明沒有提供足夠的信息，無法保證特朗普對他人不再
具有傳染性。他指出，特朗普使用類固醇可能會延長病毒的傳
播，因此疾控中心的10天隔離標準可能適用，也可能不適用。

（綜合報導）當地時間12日，美國參議院司法委員將為特朗普提名的最高法院大法官人選
巴雷特舉行為期4天的確認聽證會，這位保守派法官將在參議院介紹自己為何勝任，並接受議
員質詢。

在按照例行程序拜訪完參院兩黨議員後，巴雷特將於12日9時首次面對參院司法委員會的
審核。據悉，司法委員會成員和巴雷特將在首日進行開場陳述；週二、週三兩天，巴雷特需針
對議員們的尖銳問題做出應答；最後一天則是進行程序審定。

根據福克斯新聞獲得的巴雷特開場陳述文稿，除了感謝總統特朗普的提名以及家人的支持
外，巴雷特還會特別感謝自己的導師、已故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安東寧.斯卡利亞。

她表示，斯卡利亞不僅教會她法律，還教會她“堅定且無所畏懼的信念”，並稱自己從事
法律職業時，決心保持同樣的觀點。巴雷特曾擔任過斯卡利亞的書記員。

此外，巴雷特還說明了她對法治的理念，稱自己身為法官，將會“根據法律而非個人觀點
”作出裁決。而能與目前的八名大法官共事，也是“一生的榮耀”。

同時，巴雷特還會在確認聽證會上告訴參議員們，法院“不應試圖”制定政策，而應將其
留給美國總統和國會。

據悉，出於防疫安全，聽證會將採取一系列衛生安全措施，包括參議員的座位將相隔6英
尺，每位參議員的座位上配有濕巾、餐巾紙和洗手液等。此外，參議員也可以選擇遠程參加，
且不允許公眾進入聽證室。

巴雷特是一名虔誠的天主教徒，曾反對墮胎權。據美國媒體報導，巴雷特很有可能將會面
對民主黨議員的“強力質詢”，特別是圍繞墮胎及前總統奧巴馬的醫保問題。

路透社引述共和黨司法委員會主席格雷厄姆的話表示，委員會預期會在10月22日投票，參
議院投票亦預定會在10月底舉行。同時，參議院多數黨領袖麥康奈爾表示，已掌握通過巴雷特
提名所需的多數票。

由於擔憂疫情傳播，司法委員會的三名民主黨人曾在上週的一封信中要求推遲聽證會，但
遭到格雷厄姆和共和黨人的拒絕。

共和黨參議員克魯茲表示，“我相信巴雷特法官將在選舉日（11月3日）前一個月底（即 10月底）得到確認，以便我們確保有足夠的九位最高法院大法官，可解決任何可能出現的選舉
糾紛。”

（綜合報導）社交媒體巨頭Facebook和Twitter已經關閉了多個國家的數十個虛假信息網絡
，包括926個與泰國皇家軍隊(Royal Thai Army)有關的推特帳戶。它們稱這些被關閉的虛假賬戶
被多個國家政治利用，或政府支持的組織用來欺騙用戶。

推特曾在6月表示，已刪除了與某大國、俄羅斯和土耳其相關的大約17.8萬個帳戶。
推特在一篇帖子中寫道:“我們的調查發現了一個參與信息行動的帳戶網絡，我們可以可靠

地將其與泰國皇家軍隊(RTA)聯繫起來。”，“這些帳號都在參與擴大親RTA和支持政府的內
容，並參與針對著名反對派人物的行為。”

這家著名的社交媒體公司表示，該網絡涉及926個帳戶。 “(我們)將繼續打擊與這個網絡
有關的小規模活動，正如我們確定的那樣。”

由斯坦福大學互聯網天文台製作的圖表顯示了泰國軍隊國內信息操作部門在推特上處理的
主題。調查發現，最活躍的活動發生在2020年2月，圍繞著一些關鍵事件，比如一名士兵在
Korat的大屠殺和未來前進黨的解散。

斯坦福大學互聯網天文台10月8日發表一篇名為《沒有球迷的啦啦隊》的論文，詳細闡述
了泰國軍隊負面批評的來源和程度，以及軍隊在網絡上對公眾輿論的影響。 “據我們所知，這
是社交媒體公司首次關閉與泰國皇家軍隊有關的帳戶。”

斯坦福大學的報告指出，泰國軍隊的帳號粉絲很少，很多根本就沒有發過任何推文。發推
文的帳戶平均關注者數量為2.47個~1.28個，最受歡迎的帳號只有66名粉絲。

隨後，泰國軍方指責推特不公平地將其與信息行動聯繫起來，並要求推特澄清該問題。
泰國軍隊副參謀長兼發言人桑迪蓬.桑馬皮亞中將、陸軍副發言人西里肯.恩加通等均公開向

媒體否認了推特的說法。
Twitter和Facebook在最新的獨立聲明中表示，已經識別並關閉了3500多個帳戶，這些帳戶

使用偽造的身份和其他欺騙性行為散佈虛假或誤導性信息。
這些網絡瞄準了許多國家的用戶，其中包括美國。美國官員警告說，外國政府正試圖影響

11月的總統大選結果。
此前，Facebook 和 Twitter

因未能阻止俄羅斯所謂的影響
2016年美國大選的努力而受到
猛烈抨擊，但在今年總統大選
前幾週，它們高調宣布了一系
列備受矚目的舉措。

在多個案例中，社交媒體
公司與美國執法部門合作，追
踪並取消針對美國選民的政治
影響力運動，這些運動主要歸
因於外國，尤其是伊朗和俄羅
斯。

最新的封號行動覆蓋了遠
超美國大選的全球網絡。 Facebook和Twitter說，這些行動的目標是至少16個國家的互聯網用
戶，包括阿塞拜疆、尼日利亞和日本。

推特表示封鎖的5個網絡分別與伊朗、沙特阿拉伯、古巴、泰國和俄羅斯政府有聯繫的組
織有關。 “我們通過這些披露的目標是，我們披露這些信息的目的是，讓公眾明白政府行為者
公開濫用和破壞民主對話的方式。”

Facebook表示已發現了10個信息戰網絡，主要是與針對國內觀眾的政治團體聯繫在一起的
，其中包括緬甸軍方和阿塞拜疆執政黨的青年派。

Facebook網絡安全政策負責人納撒尼爾.格萊歇爾（Nathaniel Gleicher）表示：“這樣的欺
騙性宣傳，通過模糊健康的公眾辯論和操縱界限，從而引發了特別複雜的問題。”

美國大法官確認聽證會啟動，
巴雷特面臨“炮火質詢”

社交媒體巨頭再封社交媒體巨頭再封926926個帳戶個帳戶，，與泰國軍隊有關與泰國軍隊有關，，已封號已封號1717..88萬個萬個



AA66
星期二       2020年10月13日       Tuesday, October 13, 2020

台灣新聞

新竹市護城河水質改善新竹市護城河水質改善 林智堅邀民眾漫步河畔林智堅邀民眾漫步河畔
（中央社）新竹市護城河是市民的重要休憩景點，市政府今年針對護城河進行水質改善，市

長林智堅邀民眾一起漫步河畔，享受步行城市魅力。
新竹市政府105年啟動護城河改造工程後，不僅變美也變乾淨，今年2月再針對護城河林森

路至中央路段進行水質改善，9月底重新開放。

林智堅晚間在臉書發文表示，護城河是新竹市地標，也是新竹人共同回憶，但
過去因水質問題，每到夏天總會發出異味，讓大家跟水的關係越來越遠。

林智堅表示，這次工程特別針對護城河水質進行改善，讓民眾能自在地漫步在
護城河畔，享受步行城市的魅力。

林智堅說，在改善後的護城河散步時常會看到很多年輕人身影；年輕表演工作者們在河畔為
了夢想奮鬥；也會看到情侶手牽走漫步在護城河享受只屬於兩人的甜蜜時光。

林智堅表示，護城河陪伴新竹人走過200多年歲月，讓在新竹生活的人都在此留下回憶，期
待改善後的護城河能繼續陪伴新竹人，讓更多回憶發生。

（中央社）台北富邦銀行利用國慶連假進行系統升級，但11
日傳出ATM未吐鈔卻扣款，今天又出現網銀無法登入等情形；
北富銀表示，系統問題至傍晚已大致獲得改善，13日9時前再對
外說明，對客戶不便深感抱歉。

北富銀8日晚上22時至10日晚上22時進行新銀行系統升級
，範圍包括ATM、網銀、行動支付、帳戶、金融卡在內，系統
升級完，11日傳出民眾使用ATM領錢但機器沒吐鈔，帳戶卻扣
款，或使用網銀轉帳失敗、帳戶卻顯示已扣款等狀況，今天又有
民眾反映，網站及網銀APP都無法登入使用。

對今天各項交易及服務產生的狀況，北富銀表示，新核心
系統轉換升級上線後運作正常，然因連接周邊系統的銀行企業服
務匯流排（Enterprise Service Bus，簡稱ESB）對大量交易的運作

效能不如預期，產生交易速度減慢，部
分交易則因逾時而無法完成。

北富銀指出，因此，凡是不用通過
ESB 擔任樞紐的交易，如信用卡刷卡、
ATM提領、一般臨櫃存放款、單筆跨行
匯款等，均正常運行，其他交易，包括
網路銀行、行動銀行、企業網銀、新台
幣跨行整批匯出等，運作效率則受到不
同程度的影響。

北富銀表示，已採取因應措施，經過工程團隊努力，ESB
系統問題於傍晚大致獲得改善，電話客服進話量於今日峰值（下
午2時）時，每小時1861通，平均等候191秒，有3成為與網銀

相關詢問，至下午6時降至706通，平均等候10秒，僅剩16%與
網銀相關。

北富銀說，不過為求謹慎，將持續檢測調校，並訂於13日
上午9時前對外說明。對新銀行核心系統轉換升級造成客戶諸多
不便，深感抱歉，同時必定確保客戶權益無損。

北富銀：系統問題大致改善13日再對外說明

消防救護防疫津貼
縣市政府可以預算發給

（中央社）媒體報導，消防人員防疫補貼發放混
亂。指揮中心副指揮官陳宗彥今天說，依規定消防救
護人員從事防疫工作可領津貼，目前有10縣市發放
，其餘縣市也可依規定以縣市政府預算發給。

媒體報導，2019冠狀病毒疾病爆發至今，依照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規定，
政府應給予執行防疫勤務的消防人員獎勵。但消防員
工作權益促進會調查發現，獎勵方法一國多制，各縣
市數額不一，甚至許多縣市沒有發放，狀況混亂。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副指揮官陳宗彥接受中
央社採訪時表示，政府非常重視第一線的防疫工作，
對於消防救護人員在防疫期間所付出的辛勞及努力，
給予高度肯定與感謝。

陳宗彥說，依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

困振興特別條例」第2條第1項及 「衛生福利部疾病
管制署因應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地方政府防疫動員計
畫補助方案」規定，消防救護人員等從事防治相關工
作人員都是防疫津貼發放的對象。

目前已有10個縣市發放津貼給地方消防人員，
有部分是提報計畫，由衛福部核可後發給；也有的是
從縣市預算經費支應。

陳宗彥說，還沒發放的縣市都可依相關規定發
給消防救護人員津貼，各縣市因認定標準不同，金額
也不一樣，尊重地方認定。內政部會輔導、協助地方
以已編列的預算發放給消防救護人員。

針對獎勵金部分，陳宗彥說，由於目前疫情還
未結束，還沒到發放獎勵金的時候，中央會視疫情做
整體考量。

人體生物資料庫整合平台揭牌人體生物資料庫整合平台揭牌
國家級人體生物資料庫整合平台中央辦公室國家級人體生物資料庫整合平台中央辦公室1212日舉行揭牌儀式日舉行揭牌儀式，，盼藉由龐大盼藉由龐大

可靠的生醫數據資源可靠的生醫數據資源，，促進台灣生技產業發展促進台灣生技產業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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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道）“一核一帶一區”是
廣東提出的區域發展格局重大部
署。其中，“一核”即珠三角地
區，是引領全省發展的核心區和

主引擎，強調產業發展的“高端化”；“一帶”
即沿海經濟帶，是新時代全省發展的主戰場，重
點打造粵東粵西沿海產業；“一區”即北部生態
發展區，是全省重要的生態屏障，重點關注產業
綠色化。

“一核一帶一區”戰略突破行政區劃局限，
明確指出要以功能區戰略定位為引領，不再簡單
按照地理區位劃分，每個板塊都可能是探索者、
領先者，而不僅僅是跟隨者。利用各個板塊的優
勢進行賦能，以更精準的戰略構想促進區域協調
發展。

一核一帶一區

深圳擬打造“雙循環”區域示範
強化一核一帶一區引擎 在新發展格局中搶佔先機

全會對全面強化深圳“一核一帶一
區”主引擎作用在三大方面作出部

署。

實施“5G+8K+AI+雲”新戰略
強化擔當做優做強“核”引擎，加快

推動產業高端化發展，實施“5G+8K+
AI+雲”新引擎戰略，加快打造根植性和
競爭力強的世界級電子信息製造業集群，
大力發展高端專業服務業，攜手廣州“雙
城聯動、比翼雙飛”，促進珠江口東西兩
岸融合發展，深化深莞創新協作。

強化作為持續提升“帶”的能級，突
出海陸統籌、港產聯動，落實省“雙核+
雙副中心”動力機制，推進深圳與汕頭深
度協作，創新完善深汕特別合作區管理體
制機制，繼續做好對口幫扶汕尾工作，加
快建設全球海洋中心城市。

加快建設國際消費中心城市
強化責任不斷豐富“區”的內涵，支

持北部生態發展區打造生態經濟發展新標
杆，支持一批特色優勢農產品納入“圳

品”工程，加大對口幫扶河源力度，加快
鄉村振興步伐，助力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會議還強調，深圳要深入實施“東
進、西協、南聯、北拓、中優”發展戰
略，打造新的區域經濟增長極，包括推動
全市域一體化，推動各區強化功能，提升
城市綜合承載力和服務輻射能級。高起點
打造深圳都市圈，實現基礎設施互聯互
通、產業發展優勢互補、生態環境共保共
治、民生服務共建共享。高站位實施“灣
區通”工程，強化粵港澳大灣區“軟”
“硬”聯通，促進人流、資金流、技術
流、信息流高效便捷流動，推動深港在現
代服務業、科技創新等領域深度合作等。

圍繞融入國內國際雙循環，會議強調
要加快建設國際消費中心城市。培育壯大
消費新業態新模式，打造國際化核心商
圈，大力拓展國內消費市場，着力釋放內
需潛力，暢通市場循環。

同時，深化前海開發開放，打造全面
改革創新試驗平台、高水平對外開放門戶
樞紐，並積極推進境外重點產業園區建
設，參與“一帶一路”建設。

大灣區大灣區 快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道）中共深圳市委六屆十五次

全會日前召開，為深圳特區在更高起點、更高層次、更高目標上推進改

革開放進行部署安排。深圳市委書記王偉中作工作報告。會議指出，要

以深圳經濟特區建立40周年為契機，全面強化“一核一帶一區”主引擎

作用，努力創建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城市範例。會議強調，“一核一

帶一區”區域發展格局與粵港澳大灣區、深圳先行示範區在時空上交

匯、戰略上對接，為深圳在新發展格局中贏得主動、佔得先機注入強勁

動力。深圳要着力打造開放“大平台”、交通“大體系”、經貿“大網

絡”、灣區“大市場”，全面暢通產業循環、市

場循環、經濟社會循環，努力在推動形成

主體功能明顯、優勢互補、深度融入國內

國際雙循環、高質量發展的區域

發展格局上走在前列、示範引領。

■深圳強化“一核一帶一區”區域發展格局，為深圳贏
得主動，同時加快建設國際消費中心城市。圖為國慶假
期遊客在深圳世界之窗遊玩。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俊明 珠海報道）
“粵港澳大灣區大學生就業實習雙選會”10日
在珠海開幕，聯動大灣區超100所高校、超
2,000家知名企業參與，已向灣區大學生提供近
2.5萬個就業實習崗位。主辦方表示，“雙選
會”採取線上線下同步展開的方式，為粵港澳
大學生提供公益（免費）招聘平台，支持港澳
青年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打造粵港澳大灣區人
才發展高地。

“雙選會”料全年供8萬崗位
據了解，本屆“雙選會”由廣東省政府港

澳事務辦公室、珠海市政府、澳門特區政府人
才發展委員會主辦，是面向粵港澳大灣區範圍
內所有高校、大學生及企業的公益（免費）就
業實習雙選平台，致力於打造粵港澳青年就業
實習品牌活動。

主辦方透露，本屆雙選會將貫穿全年，已
聯動粵港澳大灣區超100所高校、超2,000家知
名企業參與，包括香港大學、澳門大學、澳門
科技大學、暨南大學，工銀亞洲（香港）、金
沙中國（澳門）、畢馬威等，將為大學生提供
近2.5萬個就業實習崗位，預計至活動結束將有
1萬家大灣區企業提供8萬個工作崗位。

公益平台“iTalenter”發布
為實現對大灣區“9+2”城市企業及高校學

生的精準對接，線上公益平台“iTalenter”也正
式發布。據介紹，該平台通過結合大數據、AI
算法推薦及區塊鏈等技術，免費向用人單位提供
招聘信息線上展示、人才智能匹配和在線職聊功
能，實現人崗匹配。同時為高校、學生提供政策
解讀、職業規劃、智能推介，打造全流程的求職
就業服務。此外，還為大學生提供面試技巧、辦
公技能、形象禮儀等7大輔導性公益講座課程，
全面強化灣區大學生求職競爭力。

暨南大學校長宋獻中表示，今年受新冠肺炎
疫情影響，大學畢業生擇業渠道受限，就業壓力
明顯增大。粵港澳大灣區大學生就業實習雙選會
由政府搭建公益平台，為大學生提供崗位、就業
輔導、職業規劃一站式免費的公益服務，吸引了
灣區眾多知名企業加入，為大學生在粵港澳大灣
區就業實習提供了大量的就業實習崗位，也有利
於加強港澳學生與內地學生的融合。

參會企業代表、中國僑聯副主席、澳門創
世企業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劉藝良說，大灣區
人才匯聚，不僅高校林立，而且擁有自由、先
進、國際化的人才市場，在大灣區尋找人才對
企業來說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本次活動搭建線
上招聘公益平台，吸引了灣區眾多高校和大學
生參與，通過智能整合灣區人才和企業資源，
實現人才崗位智能匹配，可以較好滿足企業用
人需求和降低招工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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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客家會慶雙十休士頓客家會慶雙十 炫麗花布放光彩炫麗花布放光彩
「「國慶寶島客家文物風情展國慶寶島客家文物風情展」」

善變川普善變川普1010日批准日批准11..88萬億美元的經濟刺激計劃方案萬億美元的經濟刺激計劃方案
佩洛西說佩洛西說 川普不過是向前推進了一步向後倒退了兩步川普不過是向前推進了一步向後倒退了兩步

（（休士頓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秦鴻鈞報導 ））1010月月99日日，，善變川普倉促改善變川普倉促改
變經濟刺激計劃方案的行動方法變經濟刺激計劃方案的行動方法，，他的思想與他的競選連他的思想與他的競選連
任直接相關任直接相關。。川普川普1010月月1010日批准了日批准了11..88萬億美元的經濟刺萬億美元的經濟刺
激計劃方案激計劃方案，，該方案包括航空企業該方案包括航空企業、、小型企業的救濟以及小型企業的救濟以及
薪酬保護計劃薪酬保護計劃，，這一規模已經超過了稍早時候共和黨提議這一規模已經超過了稍早時候共和黨提議
的的11..66萬億美元萬億美元，，但距離民主黨此前通過的但距離民主黨此前通過的22..22萬億美元刺萬億美元刺
激法案仍舊少了大約激法案仍舊少了大約40004000億美元億美元。。1010月月1010日日，，雖然美國雖然美國
總統川普突然地妥協同意將新刺激計劃的規模提升到總統川普突然地妥協同意將新刺激計劃的規模提升到11..88
萬億美元萬億美元，，是川普總統週五向民主黨人提供了迄今為止最是川普總統週五向民主黨人提供了迄今為止最
大的刺激計劃大的刺激計劃，，但眾議院議長佩洛西拒絕了但眾議院議長佩洛西拒絕了，，並表示川普並表示川普
並沒有為並沒有為Covid-Covid-1919測試和追踪提供更全面的戰略測試和追踪提供更全面的戰略。。

民主黨眾議院議長佩洛西率先反駁川普民主黨眾議院議長佩洛西率先反駁川普，，她說她說：： 川普川普
不過是不過是““向前推進了一步向前推進了一步，，又向後倒退了兩步又向後倒退了兩步。”。”在大選在大選
進入倒計時的關鍵時刻進入倒計時的關鍵時刻，，新經濟救濟法案很可能依然難以新經濟救濟法案很可能依然難以
通過通過。。美聯儲官員們卻已經開始罕見地喊話美聯儲官員們卻已經開始罕見地喊話：：如果沒有進如果沒有進
一步的財政刺激措施一步的財政刺激措施，，美國經濟復甦進程將受到威脅美國經濟復甦進程將受到威脅。。對對
於川普政府的新經濟刺激方案於川普政府的新經濟刺激方案，，佩洛西稱佩洛西稱，，川普政府的提川普政府的提
議缺乏議缺乏““消滅病毒的戰略計劃消滅病毒的戰略計劃”，”，而且對州和地方政府而且對州和地方政府，，
以及各家庭提供的資金不足以及各家庭提供的資金不足。。很明顯很明顯，，佩洛西仍舊不打算佩洛西仍舊不打算
放行放行11..88萬億美元的新刺激計劃萬億美元的新刺激計劃，，即便規模已經較共和黨即便規模已經較共和黨
之前的計劃有所提升之前的計劃有所提升。。

1010日當天日當天，，在與白宮幕僚梅多斯在與白宮幕僚梅多斯、、財政部長姆努欽舉財政部長姆努欽舉
行的電話會議上行的電話會議上，，多名共和黨參議員直接拒絕了這項大規多名共和黨參議員直接拒絕了這項大規
模經濟刺激計劃模經濟刺激計劃。。目前參議院的共和黨人大多反對超過目前參議院的共和黨人大多反對超過11
萬億美元的新刺激法案萬億美元的新刺激法案，，他們更多支持一項規模為他們更多支持一項規模為50005000億億
美元的援助計劃美元的援助計劃。。 1010月月99日日，，美國參議院多數黨領袖麥康美國參議院多數黨領袖麥康
奈爾表示奈爾表示，，白宮和國會不太可能在白宮和國會不太可能在1111月月33日大選前就新冠日大選前就新冠

經濟刺激計劃達成經濟刺激計劃達成
協議協議。。民主黨始終民主黨始終
認為需要更大力度認為需要更大力度
““發錢發錢””以保護民以保護民
眾眾，，而共和黨卻擔而共和黨卻擔
心失業補助會讓人心失業補助會讓人
喪失重新工作的動喪失重新工作的動
力力，，從而阻礙經濟從而阻礙經濟
復甦復甦。。然而然而，，短短短短
幾天之後幾天之後，，川普發川普發
出一個大意外出一個大意外，，川川
普政府通過了普政府通過了 11..88
萬億美元的刺激計萬億美元的刺激計
劃方案劃方案，，轉變之快轉變之快
令人吃驚令人吃驚。。

1010 月月 77 日日，，美美
聯儲官員擔心聯儲官員擔心，，如如
果沒有進一步的財果沒有進一步的財
政刺激措施政刺激措施，，美國美國
經濟復甦進程將受經濟復甦進程將受
到威脅到威脅。。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CNN））近日報導稱近日報導稱，，在持續的在持續的
新冠肺炎疫情給美國經濟帶來巨大打擊下新冠肺炎疫情給美國經濟帶來巨大打擊下，，美國永久性失美國永久性失
業人數不斷增加業人數不斷增加，，目前已經升至目前已經升至380380萬萬。。據了解據了解，，這一受這一受
到密切關注的就業市場指標自到密切關注的就業市場指標自22月以來月以來，，已上漲近兩倍已上漲近兩倍。。
川普總統在川普總統在1010月月66日下午取消了刺激性談判日下午取消了刺激性談判，，然而然而，，在晚在晚
上改變了方向上改變了方向，，白宮週五提出了一項新的白宮週五提出了一項新的11..88萬億美元的萬億美元的

提議提議。。距總統大選還剩三週的川普總統想達成一項協議距總統大選還剩三週的川普總統想達成一項協議，，
將給美國人帶來急需的救濟將給美國人帶來急需的救濟。。前總統吉米前總統吉米••卡特卡特（（JimmyJimmy
CarterCarter））和老布什和老布什（（BushBush））競選連任失敗競選連任失敗，，因為當時的失因為當時的失
業率很高業率很高。。 但是但是，，川普現在正面臨著相同甚至更高的失業川普現在正面臨著相同甚至更高的失業
率率，，這給他連任帶來了不確定性問題這給他連任帶來了不確定性問題。。

（（本報訊本報訊））活動由活動由
會長馮啓豐揭開序幕會長馮啓豐揭開序幕，，他他
感謝客家委員會遠從臺灣感謝客家委員會遠從臺灣
提供客家文化資源提供客家文化資源，，也說也說
明如何欣賞現場的展品明如何欣賞現場的展品。。
何怡中讚揚客家會傳承客何怡中讚揚客家會傳承客
家精神家精神，，讓故鄉傳統文化讓故鄉傳統文化
在海外扎根在海外扎根。。

馮啓豐在大會上說馮啓豐在大會上說
：：今天由休士頓客家會舉今天由休士頓客家會舉
辦的辦的 「「國慶寶島客家文物國慶寶島客家文物
風情展風情展」」非常圓滿成功非常圓滿成功，，

感謝所有出席貴賓及客家感謝所有出席貴賓及客家
鄉親的支持及努力鄉親的支持及努力！！經文經文
處處--羅復文處長夫人是道羅復文處長夫人是道
地的客家人地的客家人，，國慶主委國慶主委--
何怡中主委在苗栗客家村何怡中主委在苗栗客家村
成長成長，，聽到同學講客家話聽到同學講客家話
都想學幾句都想學幾句，，而僑教中而僑教中
心心--陳奕芳主任也是在屏陳奕芳主任也是在屏
東六堆客家村落長大東六堆客家村落長大！！大大
家都以沾有客家文化的薰家都以沾有客家文化的薰
陶滋潤而自傲陶滋潤而自傲！！更感謝客更感謝客
委會所提供的客語讀本及委會所提供的客語讀本及

文物贊助文物贊助，，以及經文處的以及經文處的
客家桐花布巾贈禮客家桐花布巾贈禮！！承蒙承蒙
，，按恁細按恁細！！

客家女婿羅復文致客家女婿羅復文致
詞時分享他與客家鄉親互詞時分享他與客家鄉親互
動的點滴動的點滴，，同時鼓勵客家同時鼓勵客家
會來年舉辦客家演講比賽會來年舉辦客家演講比賽
。。他同時展示帶來的各色他同時展示帶來的各色
客家花布客家花布，，色澤璀璨艷麗色澤璀璨艷麗
，，一時滿室生輝一時滿室生輝，，大家都大家都
為客家民俗藝術的多樣生為客家民俗藝術的多樣生
活化驚嘆活化驚嘆。。

陳奕芳則表示陳奕芳則表示，，除除
了忠義精神了忠義精神，，客家鄉親節客家鄉親節
用用、、愛物的生活習性愛物的生活習性，，與與
現今先進的環保理念不謀現今先進的環保理念不謀
而合而合，，值得觀摩學習值得觀摩學習。。

由於新冠肺炎疫情由於新冠肺炎疫情
在德州尚屬嚴峻在德州尚屬嚴峻，，僑教中僑教中
心室內不允許多人集會心室內不允許多人集會，，
因此活動現場進行同步進因此活動現場進行同步進
行行 YouTubeYouTube 直播直播，，與無與無
法出席的僑胞分享盛況法出席的僑胞分享盛況。。

民主黨眾議院議長佩洛西率先反駁川普民主黨眾議院議長佩洛西率先反駁川普，，她說她說：： 川普不過是川普不過是““向前推進了一步向前推進了一步，，又向後倒退了兩又向後倒退了兩
步步。”。”在大選進入倒計時的關鍵時刻在大選進入倒計時的關鍵時刻，，新經濟救濟法案很可能依然難以通過新經濟救濟法案很可能依然難以通過

在場僑領展示多彩絢麗的客家花布在場僑領展示多彩絢麗的客家花布

全美亞裔總商會舉辦首次全國性調查全美亞裔總商會舉辦首次全國性調查
了解疫情對亞太裔小企業的影響了解疫情對亞太裔小企業的影響 提供政府制定長期計畫的重要數據提供政府制定長期計畫的重要數據

(華盛頓特區-2020年10月11 ) 全
美亞裔總商會（National ACE）和全國
工商策略聯盟（Public Private Strate-
gies)合作，正在進行歷來首次的全國性
調查，以了解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
大流行對美國亞太裔小企業的影響。 全
美亞裔總商會舉辦首次全國性調查以了
解新冠病毒大流行對美國亞太裔小企業
的影響。這壹全國性調查將為了解亞太
裔小企業社區在哪些方面最需要資源，
提供制定長期計畫的重要數據。

全美亞裔總商會強烈鼓勵亞裔企業
在2020年10月16日（周五）的截止日

期前，上網(www.NationalACE.org)填
表，參加調查。 或是www.surveymon-
key.com/r/SBCOVID。

迄今為止，美國之內關於亞太裔小
型企業狀況的數據非常少。全美亞裔總
商會希望藉由辦理這項全國調查，幫助
政策制定者更好的了解全美亞太裔企業
社區所需要資源。調查結果將在企業，
非牟利機構，政府制定重要的長期計劃
時，做為他們所擁有資源該投放到哪裏
的參考依據。

全美亞裔總商會會長暨執行長董繼
玲(Chiling Tong)表示，”我們這非牟利

機構的使命是為亞太裔社區企業的利益
，提供強而有力的支持，在增強、提升
亞太裔企業主的目標上，促成積極改變
。對亞太裔小企業社區來說，參加這全
國性調查極端重要，因為我們知道，額
外資源對他們來說攸關生存。

全國工商策略聯盟方面的領袖，和
全美亞裔總商會合作，已制作出壹份全
面調查，以了解亞太裔企業主從這全球
病毒大流行開始以來的當前狀態。

全國工商策略聯盟負責人 Katie
Vlietstra Wonnenberg說，”不幸的，
現有的可用數據不能反應亞太裔小企業

主的關鍵需求。缺乏小企業主的分類數
據，也減弱了亞太裔取得企業生存所需
資源的可能。正確辨識他們的需求真的
是個挑戰。

全美亞裔總商會董事會主席吳嘉琳
博士說，“自病毒流行期間以來，我們
和遍布全國的60多個相關商會和合作
夥非常緊密的合作，以確保亞太裔企業
社區在病毒大流行期間對我們社區可有
的重要資源，有最正確，最新的資訊”
。 “這種規模的調查正在進行中，希望
每壹個級別的許多亞太裔商會，企業組
織，企業主及企業家，都會參與並協助
收集這重要數據。”

全美亞裔總商會(National ACE)已
於2020年10月1日推出調查，鼓勵亞
裔商業在2020年10月16日（周五）的
截止日期前參加調查。填寫調查表，可
訪問National ACE網站，www.Nation-
alACE.org，或是 www.surveymonkey.
com/r/SBCOVID。

關於全美亞裔總商會 (National
ACE）

全美亞裔總商會（National ACE）

推動亞太裔企業家成長，在華府為亞太
裔企業發聲，培養下壹代亞太裔企業家
，致力美國企業需要更多亞太裔領袖等
途徑，致力改善亞太裔美人的經濟，政
治及社會的良好狀態。全美亞裔總商會
的使命是作為亞太裔企業利益的強而有
力支持者，在促進，加強亞太企業主，
企業家，企業領導的目標，以及啟發他
們的所有議題上，推動積極改變。全美
亞裔總商會爭取經由支持，推廣影響亞
太裔企業社區的議題，促進聯盟，以及
加強建造社區，培養下壹代亞太裔太平
洋島民企業家及行政主管等，來達到這
壹理想。全美亞太裔總商會為全美亞太
裔的企業利益發出統壹的聲音。疫情之
後，全美亞裔總商會已經舉辦近50 場
網路講座，並和國會議員們開會研議如
何幫助受疫情影響亞裔商家，並聯合西
裔及非洲裔商會，與行政部門協商中幫
助少數族裔商家。

查詢更多資訊，請訪問www.Na-
tionalACE.org 和 www.ACESmallBusi-
ness.org這兩個網站。

全美亞裔總商會和國會議員們開會研討幫助受疫情影響亞裔商家全美亞裔總商會和國會議員們開會研討幫助受疫情影響亞裔商家

全美亞裔总商会联合西裔及非洲裔商会全美亞裔总商会联合西裔及非洲裔商会，，和中小企业局局长研討和中小企业局局长研討
帮助少數族裔商家帮助少數族裔商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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