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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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日 星期四
Thursday, October 22, 2020

（（路透社路透社））

美國疾病管制暨預防中心（CDC）20日發布最新報告顯
示，新冠病毒的致死率是季節性流感的5倍之高，引發併發症
的風險也較流感更高。

CDC根據約9000名住院病患記錄統計的報告指出，與流
感患者相比，新冠患者的死亡風險高出5倍，入住重症加護病
房的風險和住院時間則約高出1倍；新冠肺炎引發急性呼吸道
、心血管、血液、神經、腎臟和其他併發症的風險也更高。

報告指出，在新冠肺炎患者中，76.8%出現呼吸道併發症
，包括呼吸衰竭（46.5%）和急性呼吸窘迫症候群（ARDS，
9.3% )。非呼吸系統併發症發生頻率也較高，包括腎臟
（39.6%）、心血管（13.1%）、血液（6.2%）和神經系統
併發症（4.1%)），以及敗血症（24.9%）和菌血症（4.7%）
。還有24.1%的患者出現3個或更多器官的併發症。

與流感患者相比，新冠肺炎患者發生呼吸衰竭的風險是
1.7倍，發生ARDS的風險是19倍，發生氣胸的風險則是3.5
倍。

報告提醒，臨床醫護人員應特別注意住院的新冠肺炎患者
是否出現併發症，以便採取治療措施，降低造成長期後遺症的
機會。

美疾控中心美疾控中心：：新冠肺炎死亡風險比流感高新冠肺炎死亡風險比流感高55倍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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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休斯敦地區的國際華亞裔社區領
袖代表定於本週六 （十月廿四日）下午三
時至五時在美南新聞廣場聚集， 表達支持
拜登競選美國總統。

這項由美國全國亞裔太平洋島居民組
成之政治聯盟團體將號召韓裔、華裔、 印
裔、 越裔、 菲裔各大族裔出席這項誓師
大會， 表達對民主黨候選人之極力支持。

我們呼籲大家能積極參與此項活動，
有錢出錢，有力出力，顯示我們的力量。

今天美國能強大之原因之一，是因為
無數來自全世界之勤勞移民， 來共同建設
這個國家。

十一月三日即將到來之大選日， 將會
決定我們未來掌握國家及個人命運的領導
人。

我們一定要選出一位公正對待各族裔
及有高道德操守的領導人。

让我們大家團結起來吧。

The Asian American and Pacific Islander and
AAPIs Group have organized with local Houston
community leaders a rally of support for Joe
Biden and Kamala Harris on Saturday, October
24th from 3-5pm at the Southern News Group
compound.

The rally will be featured on Joe Biden’s
Instagram page. We are also partnering with
members of the Korean, South Asian, Chinese,
Filipino, Vietnanese and other local groups to
attend the event.

We are urging all people to show their support
for this very important election on November 3rd.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ith the ability to
draw hard-working people from all corners of the
world has always made us stronger.

As president, candidate Joe Biden will make his
commitment to ensure that all the people will be
treated with dignity, no matter their race or
ethnicity.

Today, our country needs moral leadership and
a unifying force to fight for our future.

We are very proud to host this event and invite
you to join us at the October 24th rally. Time is
running out and this is the time we all need to be
united.

美國新冠疫情日記美國新冠疫情日記1010//2121//20202020
International CommunityInternational Community

Supports Joe BidenSupports Joe Biden
國際社區支持拜登哈里斯大聚會國際社區支持拜登哈里斯大聚會



AA33全球摘要3
星期四       2020年10月22日       Thursday, October 22, 2020

休斯頓 7001 Corporate Dr, #201. Houston, TX 77036

電話: (832)500-3228 中國城華埠大廈

達拉斯
999 E Arapaho Rd, #340. Ricardson, TX 75081
電話: (972)918-0308  達拉斯佛光山前

艾  倫 1776 W McDermott. Allen, TX 75013
電話: (972)918-3288  達拉斯日報內

 

PPO計劃

李元鐘保險服務地點 

美國總統大選只剩12天, 這場堪稱美國歷
史上變數最多的選舉雖然在全國民調方面拜登
大幅度領先川普,但真正決定兩人勝負關鍵的搖
擺州依然在勝負誤差範圍內,所以最後12天將
是關鍵決戰時刻,其中以佛州戰場特別重要, 根
據過去50年的歷史, 凡贏得佛州者必贏得大選,
今年應該也如此。

佛州擁有29張選舉人票, 僅比加州的55張
與德州的39張略少一籌，目前加州已篤定被
拜登贏得，德州則由川普居優勢，所以佛州成
為成敗關鍵, 千禧年小布希就是因為重新計票
小贏高爾537票而得天下, 2008年歐巴馬在贏
下佛州後也贏了白宮, 四年前川普在佛州以1%
的差距險勝希拉蕊，所以儘管他在全美輸了
300萬票，卻因為贏了選舉人票拿下總統寶座
！

川普知道佛州重要, 幾年前就已設籍佛州,
稱佛州是他的家鄉, 這次他感染新冠後復出造
勢第一站就選定佛州, 儘管福奇批評他在不斷

增加冠狀病毒之際舉行競選集會是自找麻煩,
但川普毫不以為意,他對支持者說，他想給他們
一個大大的吻，他攻擊拜登,把股市增長、太空
部隊建立以及成功任命兩位保守最高法院法官
視為重大成就, 但卻絕口不提因鼓勵州長羅恩
•狄桑蒂斯提早開放佛州經濟而造成1.5萬人
死亡的悲劇！現場狂熱支持者似乎對冠狀病毒
也不在意,川普競選團隊志工在佛州各大小城市
盡全力助選，挨家接戶敲門拜票，這是拜登陣
營所做不到的。

不過拜登有媒體大亨彭博拔刀相助, 以一
億美元在佛州打選戰, 文宣廣告深植人心,拜登
副手賀錦麗也多次南下佛州, 氣勢相當不錯,今
年佛州新登記選民踴躍, 530萬人支持共和黨,
比支持民主黨的517萬人多，支持兩黨的人數
在伯仲之間, 根據Real Clear Politics平均民調
顯示，拜登只領先了3.7%, 如果川普能在佛州
翻盤, 就能連任成功，一切還要看未來10天是
否有新情勢轉變, 所以選舉尚難預料！

李著華觀點︰佛州定乾坤-佛羅里達州獲勝者將篤定贏得總統選戰

印尼官員表示，印尼今年
拒絕了美國 P-8 「波賽頓」
（Poseidon）海上觀測機的降
落與加油支援，原因是不想介
入美國與中國大陸的國際爭霸
。

路透社報導，幾位官員說
，美國官員曾在7月~8月間
，向印尼國防部門與外交部門
，要求一些空軍基地的支援，
但 是 印 尼 總 統 喬 維 多 多
（Joko Widodo）拒絕該項要
求。

印尼總統及國防部長的代
表、美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及
美國駐雅加達大使館，都未對
置評要求做出回應。印尼外交
部長勒特諾（Retno Marsudi

）及美國國防部的代表則不願
置評。

官員們說，印尼的外交政
策一向是保持長期的中立，與
各大國之間保持等距，從未允
許外國軍隊在印尼有活動，也
包括為美軍飛機補充燃油。

P-8一直是美國關注南中
國海的一項利器，它具有偵察
功能強大，與航程遠、滯空時
間長的優點，因此美國經常派
出P-8在南中國海巡弋，其中
大多數時候，會經過北京宣稱
具有主權的領域。

南中國海涉及越南、馬來
西亞、菲律賓和汶萊等國，都
在爭取這個資源豐富的海域。
相比之下，印尼在南中國海的

爭議不算多，不過有時也會出
現印尼海巡艦與大陸海警船對
恃的事件。

但是印尼絕不願與中國大
陸交勁，兩國的經濟投資聯繫
日益緊密。因此外交官告訴路
透社，印尼不想在衝突中站邊
。甚至印尼前駐美大使賈拉勒
（Dino Patti Djalal）曾表示，
美國 「非常積極的反中政策，
使印尼和該地區感到不安。」

他告訴路透社： 「我們認
為這是不合適的。我們不想加
入這場反中運動。我們當然會
保持獨立，但是我們與大陸的
經濟合作如此密切，可以說，
中國大陸現在是對印尼影響最
大的國家之一。」

不介入兩強爭霸不介入兩強爭霸 印尼不提供基地給美國印尼不提供基地給美國P-P-88軍機軍機

一項新的研究顯示，一些常用的家庭消毒品
，包括漱口水、洗鼻液、甚至稀釋的嬰兒洗髮水
，都可以殺滅冠狀病毒，或許漱口、洗鼻都能降
低遭受COVID-19的感染機率。

科學警報(Science Alert)報導，在此先提醒
，這篇報導並不是說漱口水就是克服冠狀病毒的
最有效武器 ，僅是一項細胞實驗結果。

另外，本研究中的科學家是拿一種稱為
HCoV-229e的冠狀病毒進行實驗，而不是造成
疫情的SARS-CoV-2病毒。由於這兩種病毒在
基因上相似，因此預期實驗結果大致相同，但是
仍無法確定在現實生活中使用漱口水，就一定會
帶來任何保護性好處，這個推論還並未得到證實
。

賓州大學的研究小組，將培養冊中的人類肝
細胞中，暴露了含有HCoV-229e病毒的混合溶

液，再加上漱口水、洗鼻液，以及稀釋至1％的
嬰兒洗髮水的混合溶液，結果發現所有產品都能
有效殺滅活病毒，儘管效果的程度因產品而有所
不同，同時也與產品與病毒接觸的時間有關。

論文寫道： 「在接觸時間分別為1分鐘和2
分鐘的情況下，濃度百分之一的嬰兒洗髮水溶液
，能夠分別殺滅99％~99.9％的病毒。」

使用口服漱口水，在30秒後也能達到殺滅
99.99％病毒的效果，要是維持時間達到1~2分
鐘時，研究人員就無法檢測到細胞中殘留的任何
感染性病毒。

這些發現佐證了德國科學家在7月份發表的
研究報導，該研究同樣認為，漱口水可顯著降低
冠狀病毒的病毒數量。值得指出的是，德國的研
究團隊，就是在實驗中使用了SARS-CoV-2，
也就是引爆這次疫情的病毒。

細胞實驗表明 漱口水可能有助防止冠狀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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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01-John Lee李元鐘保險2567B_16

已發表19萬字保險專欄，
www.johnleeins.com 歡迎索取

7001 Corporate Dr. #201. Houston, TX 77036（華埠大廈）
電話: (832) 500-3228請找謝經理

李元鐘保險
我們擁有最多美國政府認證的
各項保險專業證照、得獎無數

美國保險碩士、台灣淡江保險學士

美國及台灣前十大保險公司理賠專員

汽車、房屋、商業、人壽、醫療、老人保險

真耶穌教會
True Jesus Church

中英安息日崇拜：週五晚上7:45週六早上10:45
中英文分組查經：週六下午1:30
英文兒童宗教教育：週六早上11:00 下午2:00

TJC

335 Avenue E,Stafford,
TX 77477

電話: (281)631-5260
網址: www.tjc.org
電子郵件: Houston@tj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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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新壹輪停火協

議18日生效後，雙方再度互相指責對方

違反協議，發動襲擊。同日，聯合國秘

書長古特雷斯發布聲明，呼籲亞阿雙方

尊重新壹輪停火協議，並譴責壹切針對

人口稠密地區的襲擊。

亞阿互指對方破壞停火

報道稱，亞美尼亞與阿塞拜疆壹周

前曾達成首輪停火協議，但停火最終因

雙方相互指責和持續的戰鬥而破裂。

在新的停火協議於18日生效前，當

地時間17日，壹枚導彈擊中阿塞拜疆第

二大城市占賈的居民區，造成包括兒童

在內的13人死亡，成為迄今為止對平民

造成的最致命的襲擊之壹。

阿塞拜疆國防部18日發表聲明說，

當天中午亞方壹架蘇-25戰機在“試圖空

襲賈布拉伊爾地區的阿軍時”被擊落。

亞方軍隊在停火協議生效後還進攻了阿

境內的戈達貝爾等地區。

對此，亞美尼亞國防部稱，在新停

火協議生效幾分鐘後，阿塞拜疆軍隊就

違反了協議，在18日淩晨發射了炮彈和

火箭彈。

古特雷斯：針對人口稠密地區的襲
擊不可接受

報道指出，針對亞美尼亞和阿塞拜

疆在納戈爾諾-卡拉巴赫(納卡)地區的持

續沖突，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18日發

聲明稱，雙方在人口稠密地區進行的不

加區分的襲擊，是完全不可接受的。

古特雷斯表示，亞阿兩國持續忽

視國際社會反復要求立即停止戰鬥的

呼籲，他對此“深感遺憾”。在最近

壹次與兩國外長通話期間，他已再次

強調，根據人道主義法，雙方均有義

務在實施軍事行動期間避開並保護平民

和民用設施。

古特雷斯表示，他已註意到雙方最

新達成的、於10月 18日生效的人道主

義停火，他希望雙方都能“徹底遵守

停火承諾，並立即在歐洲安全組織明

斯克小組共同主席的斡旋下重啟實質

性談判”。

納卡地區位於阿塞拜疆西南部，

居民多為亞美尼亞族人。蘇聯解體

後，阿塞拜疆和亞美尼亞因納卡地

區歸屬問題爆發戰爭。1994 年，雙方

就全面停火達成協議，但兩國壹直

因納卡問題處於敵對狀態，武裝沖

突時有發生。

2020年9月27日，兩國在納卡地區

爆發新壹輪沖突，雙方均指責對方違反

停火協議率先發動軍事進攻。

歐航局為波音亮綠燈
737Max年內有望在歐洲復飛？

綜合報導 波音公司737Max機型因

此前發生兩起空難致數百人死亡，在

全球遭停飛。波音公司希望實現復飛

的願景壹再遭挫。近日，歐洲航空安

全管理局宣布，波音737Max機型已可

安全飛行，“有望在 2020 年底前重返

該地區”飛行。

此前，印度尼西亞獅航和埃塞俄比

亞航空的波音公司737Max飛機接連發生

空難，共導致346人喪生。兩起空難發

生後，波音737MAX系列飛機被全球停

飛。調查獅航和埃塞航空兩起空難的航

空安全官員已經確認，飛機上名為

MCAS的自動控制系統是導致這兩起空

難的壹個因素。波音也開始對該機型飛

機軟件等進行更改和升級，以保證飛行

安全。

據彭博社報道，當地時間10月16日

，歐盟航空安全局執行總監帕特裏克

(Patrick Ky)表示，波音公司對飛機所做

的更改讓人滿意，並補充說，該款機型

有望在2020年底之前重返歐盟。

不過，這壹表態是在波音公司尚未

實施該監管機

構所要求的壹

個軟件升級的

情況下發布的

，該升級可能

需要兩年時間

才能準備好。

帕 特 裏 克

說 ， 在 9 月 份

進行了試飛之

後，歐洲航空

安全局正在進

行最後的文件

審查，準備於 11 月發布適航指令草

案。

“我們的分析顯示這是安全的，達

到的安全水平對我們來說已經足夠高

了。” 帕特裏克在采訪中說，“我們與

波音公司討論的是，有了第三個傳感器

，我們可以達到更高的安全水平。”

報道指出，波音公司的目標是，在

經歷了多次復飛推遲等挫折後，在年底

前能恢復服務，而歐盟航空安全局官員

的上述言論，是迄今為止來自主要監管

機構最堅定的支持。

另壹方面，波音公司的主要認證機

構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FAA)正在進行進

壹步的審查，但它沒有對具體時間做出

預測。

9月16日，美國國會眾議院交通和

基礎設施委員會曾發布針對兩起墜機事

故的調查報告。報告認為，是波音公司

和FAA的共同錯誤導致了空難的發生。

巴西單日新增確診病例逾3萬例
累計確診超520萬例

綜合報導 巴西衛生部當地時間16日18時30分公布的數據顯示，當

天巴西新增新冠肺炎確診病例30914例，累計確診5200300例；新增死亡

病例754例，累計死亡153214例；累計治愈4619560例。

目前，巴西累計確診病例數仍位列全球第三，僅次於美國和印度，

而累計死亡病例數則排在美國之後居全球第二。疫情最嚴重的聖保羅州

累計確診病例達1057240例，死亡病例達37870例。此外，巴伊亞州和米

納斯吉拉斯州累計確診均超33萬例，裏約熱內盧州和塞阿拉州累計確診

各逾28.9萬例和26.3萬例。而首都巴西利亞所在的聯邦區累計確診也超

過20.3萬例。

巴西總統博索納羅16日在聖保羅州參加壹個沼氣項目竣工儀式

上表示，目前巴西經濟已呈現出較好的復蘇跡象，巴西正在擺脫新

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帶來的危機，“我們會在很短的時間內恢復到正

常狀態”。

巴西國家地理統計局(IBGE)當天公布的數據顯示，在9月20日至26

日期間，約有640萬巴西學生沒有參加任何學校活動，約占學生總數的

13.9%，比起7月第壹周20%的數據已經有所改善。

該統計局的數據還顯示，受疫情影響，巴西今年5月至9月間失業

率增長43%，新增失業人口410萬。目前，巴西全國失業總人數達到

1400萬，占巴西總人口的14.4%，突破該機構有記載以來的失業率最高

值。

哥倫比亞培訓醫療犬
識別新冠肺炎無癥狀感染者

綜合報導 近日，哥倫比亞寵物訓練專家費利佩· 瓦倫西亞(Felipe

Valencia)與安蒂奧基亞大學合作開展了訓練項目，意圖培訓壹批醫療犬

，使其能夠靠嗅覺識別新冠肺炎無癥狀感染者。

據報道，哥倫比亞不是第壹個進行此訓練項目的國家，目前芬蘭、

黎巴嫩、阿根廷、智利、德國、美國和墨西哥等國家，都在嘗試訓練能

夠分辨人類是否感染新冠肺炎的醫療犬。幾周前，在芬蘭赫爾辛基機場

，壹批受過專門訓練的狗已經上崗，用嗅覺對乘客進行檢查，識別潛在

的新冠肺炎患者。

赫爾辛基大學教授比約克曼(Anna Hielm-Bjorkman)稱，狗最早可以

在感染者癥狀出現的前5天嗅到病毒的存在，且準確率接近100%。此結

論在醫學界得到了廣泛的認可，目前狗已經被用來檢測糖尿病、乳腺癌

和帕金森氏綜合征等多種病癥。

瓦倫西亞還介紹說，狗的鼻子中平均有2.2億個嗅覺受體，這促使

它們能夠識別出最細微的物質變化，且狗的大腦有40%被用來處理氣味

，因此其嗅覺的精準度是相當可靠的。

“狗通過人類的汗液進行判斷人是否患病。”瓦倫西亞解釋稱，

“並不是說病毒帶有特定的氣味，而是患病者的汗液中會混有壹種揮發

性有機化合物(VOC)，健康的人身上是不會有這種物質的。所以哪怕患

病者沒有出現癥狀，也能夠被狗識別。”

據安蒂奧基亞大學項目負責人介紹，他們正利用患病者的汗液、唾

液和尿液作為樣本培訓醫療犬。把含病毒的樣本和不含病毒的樣本摻雜

在壹起，當狗正確識別出病毒樣本時，即可給與獎勵。

“為了確保最終效果，訓練周期可能要達到壹年或更久。”

瓦倫西亞表示。同時他還補充說，在訓練過程中，狗只會對樣本

進行聞嗅，不會產生實際的接觸，因此不存在狗在訓練中感染新

冠肺炎的風險。

印尼確診超36萬例
8名示威活動值勤警察新冠檢測呈陽性

驚險！男子慢跑時遭美洲獅尾隨
大聲吼叫後僥幸脫身

綜合報導 日前，美國

猶他州壹名男子在山中小

道慢跑時，遭遇美洲獅和

幼崽糾纏。期間，他慢慢

地往後退，並不時大聲叫

喊，直到目睹美洲獅掉頭

走開，才大大地喘了壹口

氣。他直言，今後慢跑再

也不會選擇這壹條路了。

從當事人伯吉斯(Kyle

Burgess)拍到的影片可見，

山中小路有小動物擋住了

去路。他原本以為是山貓

，就朝它們慢慢接近。起

先，他見到其中壹只跑回

了山林，接著就見到壹只

美洲獅朝著他快速逼近。

在選擇不多的情況下，

伯吉斯壹邊大聲叫喊，壹邊

朝反方向走著，更不斷吼叫

，希望能嚇退美洲獅。

影片顯示，他先大喊，

“走開！我可是又大又可

怕！”，接著還喊道，“怎

麽了，老兄？乖，慢慢走。”

不過，伯吉斯的吼叫明顯沒

有效果，這頭雌獅仍壹路緊

跟不放，於是他又接著大喊

大叫。

報道稱，影片可見，伯

吉斯幾乎不曾背對美洲獅，

也可清楚地聽見野獸有時低

吼，有時朝著他沖刺，雙方

就這樣糾纏了6分多鐘。這

只美洲獅直到被扔石頭後，

才返回山林，讓伯吉斯終於

能放松下來、席地而坐，並

對著鏡頭說，“這就是剛剛

發生的事情……我其實還算

冷靜。對了，再也不會去跑

那條路了。”

伯吉斯事後表示，他

想要全程盯著美洲獅看，

因此完全沒有奔跑的沖動

，“我覺得要是我動得更

快壹點的話，它會認為，

我正在攻擊它的孩子，事

情結果就會大大不同。”

當被問到，他當時有

沒有試著壯大聲勢時，伯

吉斯答稱“絕對有”，

“我壹只手握著手機，另

外壹只手朝天空伸去，盡

可能試著讓自己看起來夠

大。我沒有那麽強大……

美洲獅壹下子就能把我擺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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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美國

大選進入倒數關鍵，川普競選團隊打出拜登
小兒子韓特3硬碟和電郵門，期待讓醜聞發酵，
川普得以逆轉勝。不過，紐約時報昨分析，提供
硬碟資訊給川普競選顧問朱利安尼的烏克蘭國會
議員德卡奇，被川普團隊下的財政部認為是俄羅
斯特工。這讓川普團隊又陷入 「通俄門」 爭議。

紐約時報指出，就在上月美國財政部以試圖
影響總統大選為由，對與俄羅斯有關聯的4人實
施制裁，其中包括烏克蘭國會議員德卡奇。德卡
奇發布 「經剪輯的錄音帶和其他未經證實信息」
，並設法將 「毫無事實根據的資訊」 推向西方媒
體。

《華盛頓郵報》報導，美國情報機構曾警告
白宮，指受命川普在烏克蘭搜集有關拜登與韓特

父子醜聞的朱利安尼，是俄羅斯盯上的目標。朱
利安尼表示，他不在乎關於韓特·拜登的材料是
否與俄羅斯駭客有關，他在乎的是事實。分析還
稱，紐約郵報的報導根據的就是落入朱利安尼手
中的硬碟；認為由於朱利安尼發現的這些材料實
在讓人起疑，大多數有聲譽的記者都不願上鉤。

為《紐約郵報》撰寫韓特·拜登醜聞的記者
拒在文章署名。麥迪埃特Mediaite網站稱，朱利
安尼起初把資料給福斯新聞，但 「福斯新聞部門
選擇不報導。」

美情報總監拉特克利夫說，他認為拜登電腦
門不是俄國信息戰。不過，聯邦調查局正在調查
紐約郵報報導，是否與外國虛假信息宣傳有關。

揭拜登子醜聞 川普反陷通俄爭議

美日印澳等國近日互動頻繁， 「亞洲小北
約」 隱約可見雛形。美國國防部長艾斯珀20日
誇口，稱美國全球同盟的實力是中國或俄羅斯
無法匹敵的，中俄兩國 「加起來可能也只有不
到10個盟國」 。

美國之音報導，艾斯珀在華盛頓智庫大西
洋理事會（The Atlantic Council）發表演講時
說，美國軍隊目前的首要任務之一，就是加強
與盟國的合作、建立夥伴關係，並制定協調戰
略方針，以應對北京和莫斯科的軍事擴張和侵
略行為。

艾斯珀批評， 「中國軍隊對南海島礁的軍
事化，以及俄羅斯企圖吞併克裏米亞和入侵烏
克蘭東部，都表明他們肆無忌憚地企圖破壞其
他國家的自治，並損害包括北約和其他對美國
安全至關重要國家和機構的能力與凝聚力」 。

他認為，美國的全球盟友和夥伴力量強大

，這是競爭對手和敵人無法匹敵的， 「事實上
，中國和俄羅斯加起來，可能也只有不到10個
盟國」 。

他稱讚美國的同盟和夥伴關係是 「經過戰
火和犧牲的洗禮而形成的」 ，這種關係 「深深
根植於我們的共同價值觀和利益。其中許多同
盟關係經過了歷史的考驗，至今仍然是國際秩
序的支柱」 。

與此同時，美國、日本與澳洲19日在南海
美國海軍第七艦隊作戰區域，進行今年的第5
次三方聯合軍演。第七艦隊表示，此次三方聯
合演練的目的，是增強盟國聯合維護海上安全
及戰備能力，以及回應任何區域緊急情況的能
力。

大陸官媒《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則嘲
諷，美日印澳所謂的 「亞洲想北約」 絕對搞不
起來，這四國只是在虛張聲勢。

美防長開嗆：美聯盟實力強大 中俄盟友 「加起來不到10個」
美國疾病管制暨預防中心（CDC）20日發

布的報告顯示，今年1月26日至10月3日這段
期間，全美死亡人數較往年的平均數字多出近
30萬人，其中三分之二與新冠肺炎有關。

按CDC的數字，上述新冠疫情期間全美死
亡人數比往年平均數字多出29萬9028人，CDC
稱之為 「超額死亡」 （Excess Deaths）。其中
與新冠有關的案例為19萬8081例，約占66％。
CDC對 「超額死亡」 的定義是：在特定期間內
觀察到的死亡人數，與同一期間預期死亡人數間
的差額。CDC發現，自今年3月以來，每周都有
超額死亡，從4月11日到8月8日的幾周內，超
額死亡人數達到最高水平。

在25歲至44歲的成年人中，各種原因造成

的超額死亡增加最多，約26.5％。資料顯示，某
些族裔的死亡率出現不成比例的增幅，與前幾年
比較，拉丁美洲裔增幅最大，達53.6％。黑人
32.9％，亞裔36.6％。

維吉尼亞聯邦大學（VCU）研究團隊上周發
布一份與此有關的報告，結果顯示美國3月至8
月間的死亡人數較前幾年增加20％，其中67％
直接歸因於新冠感染。有些死亡並非由新冠病毒
直接導致，研究人員稱，一些從未感染新冠病毒
的人，可能因疫情造成的破壞而喪命，這些人包
括患有急症的病患，患有糖尿病等未得到適當治
療的慢性疾病患者，或因情緒危機導致服藥過量
或自殺的人。

美CDC稱 新冠疫情期間美國 「超額死亡」 近30萬人

美國總統川普執政近4年來，共和黨參議
員對他經常引發一連串爭議與醜聞不以為意。
他們對川普在推特上大爆發，還有沒完沒了的
抱怨牢騷視而不見。

CNN新聞網20日指出，共和黨參議員避
免正面和川普衝突，不但配合他的議程投票，
還在他被彈劾時給予保護。然而，距離大選只
剩兩星期，共和黨參議員終於開始了解，川普
在華府主政的日子可能即將結束。無論公開或
私下，如今共和黨議員都開始和川普保持距離
。

而有關後川普時期共和黨走向的討論已展
開，有人想模仿他強調 「美國優先」 ，奉行
「火耕政治」 （slash-and-burn politics）的
民粹風，也有人力促回歸較溫和，並重商業的
路線，以拉攏被川普嚇跑的女性與較年輕選民
。

儘管共和黨準備好相關討論，但幾位重量
級共和黨議員卻懇請川普，趁最後兩星期，立
馬改變他的競選戰術，集中火力強調經濟發展
，停止淡化新冠肺炎疫情，並別再攻擊佛奇等
麾下公共衛生專家。

參院共和黨黨鞭圖恩（John Thune）便說
，希望川普別再做人身攻擊，別再攻擊新聞媒
體，也別再攻擊佛奇，而把全副精神放在實際
議題上。他並強調，川普必須自律，而那就是
贏得中產階級支持的方式。

近幾個星期來，共和黨人一直在批評川普
，還有他的部分政策。例如，共和黨高層強烈
反對川普要求通過價值超過2兆美元（約57兆
台幣）的經濟刺激方案。部分共和黨參議員，
如德州參議員柯寧（John Cornyn）等，就擺
明了他們在國債等議題上，和川普的觀點未必
相同。

美大選倒數共和黨驚覺糟了 參議員遠離川普規劃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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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地政府與企業躍躍欲試，正聯手掀起一場
轟轟烈烈的“造芯”運動。動輒千億目標的集成
電路產業規劃，遍地開花的半導體產業園區，各
級政府標配的產業投資基金，名目繁多的財政補
貼獎勵，再加上資本市場上IPO的炙手可熱，吹

大芯片業資本幻想的泡沫，引來半導體項目密集上馬，更招致
近萬家外行企業高調宣布跨界轉產，又現產業躍進的怪象。

芯片是技術密集、資金密集的制高點，一些財政能力稍弱的
地方政府往往會低估芯片製造項目的資本投入密度，又會高估當
地的資源和社會化融資能力；芯片製造的投資周期又往往超越官
員的任職周期，新官不理舊事的情況屢屢發生，最終導致地方政
府牽頭的芯片項目最後爛尾。

如今，不少地方政府為引進芯片項目在土地、財稅補貼、
現金獎勵方面開出優厚條件，只要造芯片，就給你錢，國內半導
體、集成電路企業，拿補貼拿到手軟，自然引來更多企業套利。
近來頻頻爆出有企業跨界轉產芯片，其中不乏格力、比亞迪、海
瀾之家等傳統製造企業，房地產、互聯網等龍頭公司，以及水
泥、水產等五花八門的行業企業，當然還有意在騙補的空殼公
司。這些企業攜芯片行業風口乘興而來，殊不知半導體產業與傳
統行業發展規律、商業模式均大相徑庭，貿然入場隱患叢生。

前幾年，政府大力扶持下，新能源汽車項目大批上馬，資本大
量湧入，獲得大量政府財政資源，但幾年後留下一地雞毛，而今芯
片行業當警醒反思。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一哄而上 隱患叢生

孟瑋表示，針對當前半導體行業出
現的亂象，下一步要壓實各方責

任，堅持企業和金融機構自主決策、自
擔責任，提高產業集中度。引導地方加
強對重大專案建設的風險認識，按照
“誰支援、誰負責”原則，對造成重大
損失或引發重大風險的，予以通報問
責。

此外，也要加強規劃布局。孟瑋
說，按照“主體集中、區域集聚”的原
則，加強對集成電路重大項目建設的服
務和指導，有序引導和規範集成電路產
業發展秩序，做好規劃布局；同時引導
行業加強自律，避免惡性競爭。

發改委還將建立“早梳理、早發
現、早反饋、早處置”的長效工作機
制，強化風險提示，加強與銀行機
構、投資基金等方面的溝通協調，降
低集成電路重大項目投資風險。同時
完善政策體系，進一步優化集成電路
產業發展環境，規範市場秩序，提升
產業創新能力和發展質量，引導產業
健康發展。

自2014年國務院出台《國家集成
電路產業發展推進綱要》以來，包括上
海、深圳、南京、武漢、合肥、成都、
貴陽在內的多個城市重金布局芯片產
業。特別是近兩年，中美貿易戰升級
後，中國飽受“缺芯”之痛，各地“造
芯”潮更盛。

但“造芯”熱中，據媒體不完全統
計，過去一年多，江蘇、四川、湖北、
貴州、陝西等5省的6個對外宣稱百億

級半導體大項目先後停擺，巨額投資打
了水漂。

武漢成都兩個號稱千億項目爛尾
最近武漢市東西湖區政府自曝，武

漢弘芯項目存在較大資金缺口，隨時面
臨資金鏈斷裂導致項目停滯的風險。這
一項目已運作三年，號稱規劃總投資達
1,280億元人民幣，2019年12月還為其
首台高端光刻機進廠舉行了隆重儀式，
而今這台全新尚未啟用的光刻機已被抵
押給銀行。

全球第二大芯片製造廠格芯2017
年與成都政府合作，啟動成都格芯項
目，投資規模號稱100億美元，有媒
體報道稱，結果只購買了一些新加坡
廠的設備，最終多方談判無果，項目
停擺。在停擺兩年多後，近期才傳出
被一家新公司接盤的消息。

此外，南京德科碼半導體項目
2015年成立，號稱投資30億美元，在
南京、淮安、寧波三市落地，但今年早
前公司宣布破產。

業界：地方政府主導項目風險大
芯謀研究首席分析師顧文軍近期撰

文評論芯片製造項目亂象時表示，芯片
製造是一個需要長期投資、持續支持的
產業，現在上馬的生產線，出資方往往
以當地政府為主，政府主導的項目，因
為官員換屆、調動導致項目風險極大。
這些問題都應該在產業“上馬”前搞清
楚。

造芯爛尾頻發 颳風終致風險
中國6半導體大項目停擺 發改委將整頓問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中國“造芯”狂熱

引發芯片項目爛尾潮，國家發改委新聞發言人孟瑋20日在例行

記者會上表示，“國內投資集成電路產業的熱情不斷高漲，一

些沒經驗、沒技術、沒人才的‘三無’企業投身集成電路行

業，個別地方對集成電路發展的規律認識不夠，盲目上項目，

低水平重複建設風險顯現，甚至有個別項目建設停滯、廠房空

置，造成資源浪費。”

■■倒閉的倒閉的““造芯企造芯企””之之
一一““華芯通華芯通””辦公樓外辦公樓外
觀氣派觀氣派。。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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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
道）中國近兩月收緊樓市調控見效，中國
國家統計局最新公布的數據顯示，70個大
中城市房地產市場漲幅回落，不過大灣區
樓市繼續升溫，深圳房價漲勢再起，二手
房價環比上漲1.1%，漲幅僅次於江蘇徐
州位居全國第二，廣州、惠州房價升幅亦
居前。數據顯示，9月份70個大中城市
中，新房價格環比上漲的城市數量為55
個，比8月份減少4個；二手房價格環比上
漲城市數量為50個，比8月份增加3個。

中國國家統計局城市司高級統計師繩
國慶解讀數據表示，9月份70個大中城市
房地產市場價格漲幅略有回落。各線城市
新建商品住宅和二手住宅銷售價格環比漲
幅回落或與上月相同，同比漲幅延續收窄
態勢。

中原地產首席分析師張大偉表示，9
月份調控政策升級，市場供應量增加，大
部分企業抓緊金九銀十增加供應，部分出
現促銷行為。“整體看，當下房價依然處
於高位中，漲幅出現放緩。”

中國樓市調控自7月份以來明顯收
緊，尤其是“三條紅線”的房企融資新
規，令房企融資承壓。9月份銀保監會重
申嚴格遵循“房住不炒”定位，規範房地
產貸款業務，防止房地產市場過度金融
化，同時指出要牢牢守住不發生系統性金
融風險的底線。

深圳樓市又加速抬頭
從房價漲幅看，國家統計局數據顯

示，9月份，新房和二手房價格環比上漲
最快的城市均為江蘇徐州，漲幅分別為
1.4%、1.3%。徐州已於日前出台了新的
樓市調控措施，要求新備案的商品住房
項目，價格一年內不得調整等。

一線城市房價再度整體上漲，除北京
外均在二手房價漲幅前十，其中深圳連續
兩月漲幅持平於1.1%，上海漲1%，廣州
漲0.7%。值得關注的是，儘管7月份以來
已出台重磅調控，但深圳樓市9月份又加
速抬頭，二手房價漲幅居70城次席，顯
示特區成立40周年下大禮包不斷的深圳
依然受青睞，調控壓力有增。此外，廣東
惠州繼續明顯上漲，新房和二手房分別漲
價0.7%和0.8%，均進入全國前十。

展望下一階段，同策研究院和貝殼研
究院等市場機構均預計，當下融資政策收
緊，第四季度房企融資規模大概率將保持
環比下降趨勢。為保現金流，房企重心將
轉向加快銷售和回款，重點城市房價將以
平穩或小降為主。

要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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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

道）中國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20日舉行

發布會，介紹中國新冠疫苗最新進展。

科技部社會發展科技司副司長田保國表

示，當前中國疫苗研發總體處領先地位，已有5條路線的13個疫苗進入臨床，4

個進入III期臨床的疫苗已接種約6萬名受試者，未收到嚴重不良反應報告。到今

年底，中國疫苗產能將達到6.1億劑。目前，已有幾十個國家向中國疫苗企業提

出需求，中國將有效擴大產能以保證本國和其他國家對新冠疫苗的需求。

國產新冠疫苗Q&A
Q：當前中國新冠疫苗研製進展如何？
A：中國新冠疫苗研製總體處領先地位。目前，

已有13種疫苗進入臨床階段，兩類技術的4
種疫苗進入III期臨床，約6萬名受試者，未
有嚴重不良反應報告。

Q：中國新冠疫苗的年產能是多少？
A：到今年底，中國將生產6.1億劑新冠疫苗。明

年，國藥、科興三種新冠滅活疫苗的產能將
達到13億劑。

Q：中國新冠疫苗的價格是多少？
A: 疫苗定價將按照公共產品屬性，此前的“千

元兩支（人民幣，下同），300元一支”多
為不實報道，價格一定會在大眾可接受範圍
內。

Q：新冠疫苗何時上市？
A：疫苗研發現在是“萬里長征還剩最後一公

里”。一旦臨床試驗能夠獲取足夠的臨床研
究數據，證明疫苗有足夠的保護效力，且具
備可接受的安全性基礎、以及穩定的商業化
規模生產質量時，就可提交疫苗的上市申
請。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凝哲

國產疫苗研製進入“最後一公里”
6萬名受試者無不良反應 上市申請將依法特事特辦

國藥集團董事長、黨委書記劉敬楨表示，該
集團研製的兩款滅活疫苗已在10個國家開

展III期臨床，總接種者將達6萬餘人。“當前
新冠滅活疫苗正在全力衝刺階段，研發是萬里
長征還剩最後一公里，在III期臨床試驗取得安
全性和保護力數據以後，疫苗經審評獲批就可
以上市”，劉敬楨說，國藥新冠疫苗明年產能
將達到10億劑以上，能夠保證安全充足的疫苗
供應。

滅活疫苗明年產能逾13億劑
與國藥兩款進入III期臨床及緊急使用的滅活

疫苗進度基本相同，北京科興中維的滅活疫苗亦
在海外多國展開試驗。科興中維總經理高強透
露，其產能約為每年3億劑。這就意味着，中國僅
新冠滅活疫苗一類，明年的年產能就可達13億劑
以上。

全球供貨價將公平合理
中國外交部國際司二級巡視員趙星表示，

中國已加入“新冠肺炎疫苗實施計劃”，在疫
苗研發完成並投入使用後，將作為全球公共產
品優先向發展中國家提供。未來，將支持中國

疫苗企業參加到實施計劃中，同實施計劃的發
起方一起向發展中國家提供疫苗。

中國新冠疫苗定價問題備受關注，傳聞中
的價格從千元（人民幣，下同）兩支，到300元
一支不等。中國國家衞生健康委科技發展中心
主任鄭忠偉表示，這些報道大多是不實的。中
國新冠疫苗首先具有公共產品屬性，是以成本
作為定價基礎，定價“一定是在大眾可接受的
範圍內”。對於中國疫苗定價高於歐美其他疫
苗的報道，他表示，中國向全球提供疫苗時，
一定會給出一個公平合理的價格，而且對不發
達國家或者說一些發展中國家，中國還可以通
過援助等方式，來實現這些國家新冠疫苗的可
及性和可擔負性。

針對外界最關注的疫苗何時上市問題，國
家藥監局藥審中心首席審評員王濤表示，一旦
臨床試驗能夠獲取足夠的臨床研究數據，證明
疫苗有足夠的保護效力，且具備可接受的安全
性基礎、以及穩定的商業化規模生產質量時，
申請人就可以提交疫苗的上市申請。國家藥監
局將依法依規，特事特辦，在第一時間完成疫
苗的技術審評，保障安全有效、質量可控的疫
苗盡快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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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疫苗緊急使用是保護高風險人群必要手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劉凝哲北京報道）中國三

款新冠滅活疫苗已進入緊急使用，媒體報道稱已有數
十萬人接種，外界對此亦有“冒進”的評論。國家衞
生健康委科技發展中心主任鄭忠偉就此表示，全球新
冠疫情未得到有效遏制，中國面臨巨大的疫情輸入壓
力，北京、新疆、大連、青島等地先後出現小規模聚
集疫情，國內反彈壓力仍然巨大。在這一背景下，開
展疫苗的緊急使用，是保護高風險人群生命健康安全
非常必要的手段。

鄭忠偉表示，中國新冠疫苗的緊急使用，嚴格
按照相關法律規定，按照相應程序啟動。緊急使用的
啟動經過層層嚴格的論證、審評，同時也滿足世界衞
生組織有關規則。在疫苗緊急使用過程中，中國嚴格按
照批准的方案，在自願、知情、同意前提下組織實施，
並且建立了非常嚴格的受種人員篩選、不良反應監測和
應急救治，以及接種後的跟蹤工作方案。到目前為止，

中國開展的新冠疫苗緊急使用的所有人員，還沒有嚴重
不良反應的報告，部分到高風險區域工作人員也沒有發
生感染的報告。

要求外派人員防控手段不降低
此前曾有中國工人接種新冠疫苗後赴海外工作

的報道。鄭忠偉表示，中國派出醫療防疫人員去參
與一些國家的防控，同時，一些中國企業也派出人
員到疫情風險高的國家參與經濟建設活動，這些人
員都處在一個高風險的暴露環境當中。中國將他們
納入新冠疫苗緊急使用人群範圍，同時要求這些人
員去到所在國家後，常態防控手段不能降低，必須
嚴格遵守所在國家的疫情防控規定。目前，中國去
境外人員的所有接種都是在中國境內開展的，前往
境外人員迄今沒有一例嚴重不良反應的報告，也沒
有一例發生感染的報告。

青島發現證據鏈首證病毒由物傳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江宏 山東報道）

香港文匯報記者從20日舉行的青島市疫情防控
情況新聞發布會獲悉，目前青島市13名確診患
者病情穩定，其中3人已達到出院標準。

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此前對青島新冠疫
情溯源調查過程中，在進口冷鏈食品外包裝分
離到活病毒。青島市副市長欒新表示，這是在
世界上首次發現充足的證據鏈，證明新冠病毒
可以由物傳人，在冷凍狀態下可長期轉運存
活。這也給青島市外防輸入帶來巨大的壓力，

因此青島將把外防輸入作為下一步疫情防控的
一項重點工作。

據悉，青島將加強進口冷鏈食品管控，對
於港口等口岸區域從事裝運搬卸等直接接觸冷
鏈食品的人員加大核酸檢測密度，對於所有進
口的冷鏈食品每件必檢，同時加大對相關環境
的核酸檢測力度。此外，青島還要求做好進口
冷鏈食品備案工作，並將持續加強對冷鏈食品
生產經營單位的清查整頓，科學指導冷鏈食品
生產經營單位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劉結一：兩岸同胞走近走親願望壓不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周琳 北京報

道）20日，第23屆京台科技論壇在京舉行。此屆
論壇以“打造兩岸產業鏈、共創發展新局面”為
主題，聚焦兩岸產業鏈、新基建、金融合作、企
業在疫情新常態下的發展等領域。

首辦兩岸新基建分論壇
國台辦主任劉結一在論壇上表示，此屆論壇

將為京台兩地經貿合作、科技創新、產業融合增
添新動能，為兩岸同胞攜手發展創造新機遇。

劉結一並表示，近幾個月來，兩岸交流活
動接連不斷，台灣各界同胞衝破民進黨當局阻
撓，以多種形式踴躍參與。“事實充分證明，
兩岸同胞走近走親的願望壓制不住，兩岸同胞
交流合作的勢頭無法阻擋。”

據悉，10月20日至22日，論壇峰會和金融合

作論壇、新興產業論壇、兩岸新基建論壇、台資
企業產業轉型升級圓桌會議、智慧城市創新應用
論壇、基層衞生健康論壇、京台美麗鄉村論壇等7
個分論壇將同期舉辦。北京、台灣兩個主會場，
將採取線上線下相結合的參會方式。

此次論壇還首次舉辦兩岸新基建分論壇。

京台科技論壇在京舉行

■國台辦主任劉結一。 香港文匯報記者朱燁 攝

■■中國科技部社會發中國科技部社會發
展科技司副司長田保展科技司副司長田保
國表示國表示，，目前目前，，已有已有
幾十個國家向中國疫幾十個國家向中國疫
苗企業提出需求苗企業提出需求，，中中
國將有效擴大產能以國將有效擴大產能以
保證本國和其他國家保證本國和其他國家
對新冠疫苗的需求對新冠疫苗的需求。。
圖為北京市藥品監督圖為北京市藥品監督
管理局工作人員在科管理局工作人員在科
興中維進行新型冠狀興中維進行新型冠狀
病毒滅活疫苗樣品抽病毒滅活疫苗樣品抽
檢取樣檢取樣。。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央視新聞客戶端報道，為紀
念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70周年，由
中共中央宣傳部指導、中央廣播電視總台攝製的六
集大型電視紀錄片《英雄兒女》，從10月21日起
在中央電視台綜合頻道晚8點檔黃金時段播出，每
天兩集連播。中央電視台新聞頻道等重播，中央主
要新聞網站、重點門戶網站和“學習強國”平台等
同步推出。

此片共六集，分別為《祖國召
喚》、《極限戰爭》、《熱血忠
誠》、《越戰越強》、《萬眾一
心》、《永遠銘記》，每集52分鐘。
按照抗美援朝戰爭的歷史進程，重點
講述中國人民志願軍的英雄人物和英
雄故事，再現全國人民萬眾一心開展
抗美援朝保家衛國運動的壯麗圖景，
凸顯抗美援朝的偉大精神和現實意
義。

此片對百名志願軍老戰士進行了

搶救式採訪，首次披露了珍貴歷史影音資料，如
彭德懷作關於抗美援朝工作報告的原聲錄音，毛
岸英在新中國成立之時陪同周恩來會見蘇聯文化
科學藝術代表團的彩色影像，黃繼光母親鄧芳芝
的講話原聲錄音等。鮮活生動的史實說明，志願
軍不愧為中華民族的英雄兒女，是保衛祖國安全
和世界和平的堅強衛士，是“最可愛的人”。

此片在攝製過程中，特別製作了百
名老戰士微紀錄片《我的抗美援朝故
事》，以及先導版微視頻、速覽版微視
頻、抖音系列短視頻等，通過多維視
角、多類型產品進行矩陣式傳播。

本片的推出，將進一步激勵廣大群
眾弘揚革命英雄主義和愛國主義的精
神，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
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奮發有為地推進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為實現“兩
個一百年”的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
復興的中國夢而不懈奮鬥。

大型紀錄片《英雄兒女》開播

■《英雄兒女》宣傳
圖。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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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话题

“斜杠”生活选择多
——32.5%的受访白领从事过灵活就业或兼职，

近四成外卖骑手有其他工作

山东济南的刘敏是一位全职家庭主妇。如今，两个孩子都到
了上学的年龄，她也给自己找了一份副业。

今年 7 月，刘敏开始在美团优选平台担任优选团长。所谓
“团长”，就是集结社区周边有生鲜零售购物需求的消费者，选
品、发起开团、接货发货。凭借对小区的了解和邻里的信任，短
短十天，刘敏就建立起了 300 多人的用户群，日均营业额在 1000
元左右，而且用户人数还在不断增加。

原本，刘敏只是试一试，“主要因为做社区团购可以兼顾家庭
和工作，有时间接送孩子上下学”。而现在，生活也因为这份副业
发生积极变化。“做团长的接触面广，见客户多，自己的心态和视
野更开阔了。”她说。

不论是家庭主妇，还是白领、蓝领、超市店主……当下，干
一个副业、兼一份职，正成为许多人灵活就业的新方式。

以骑手工作为例，美团研究院发布的 《2020年上半年骑手就
业报告》显示，近四成的骑手有其他工作，36.2%的骑手的工作时
间只占本人所有工作时间的50%及以下。

随着就业市场的变化，兼职和灵活就业也正在被更多人接
受。智联招聘在近期发布的 《2020 雇佣关系趋势报告》 中提到，
去年就已有超过七成白领对灵活就业表示期待与认可，今年的一
项调研数据则显示，32.5%的受访白领表示从事过灵活就业或兼
职，其中就职于100人以下小微企业的白领更多体验了“斜杠”生
活，占比达到36.6%。

国家发改委等部门近期印发的 《关于支持新业态新模式健康
发展 激活消费市场带动扩大就业的意见》，则正式为兼职副业

“正名”。文件明确，大力发展微经济，鼓励“副业创新”；着力激
发各类主体的创新动力和创造活力，打造兼职就业、副业创业等
多种形式蓬勃发展格局。

在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就业创业研究室主任张丽
宾看来，这是对现实中大众就业实践的充分肯定和鼓励。“尤其是
疫情发生以来，服务业等行业尚没有完全恢复，一部分人就业受
到影响，有的可能处于就业不充分的情况。在这种情形下，通过
灵活就业、兼职、副业等多种途径，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哪怕
只是边边角角利用起来，也有利于实现更充分的就业。”张丽宾对
本报记者说。

新技术拓展可能性
——近半年，支付宝超 50 万商家发布兼职岗位

数超 2000多万个；2019年微信带动 1519万个兼职就
业机会

全职白领业余运营公众账号，在校大学生兼职文案协作，还
有电竞主播、声音主播、方言翻译、网络段子手……兼职、副业虽然
不是全新事物，但新技术、新业态的蓬勃发展，为它们创造了更
丰富的形式，更多的可能性。

小朱是一名日语专业的应届毕业生，不耽误毕业各类事项的
同时，她给自己找到了一份“声音主播”的兼职。每天晚上直播
几小时，聊聊时下热门话题、教一些日语，既为自己积累了粉
丝，也尝试了时下最热门的直播业态。“虽然不能财富自由，但至
少实现了生活自由。”她说。

伴随新业态的成长，一些兼职、副业机会批量产生。
支付宝数据显示，近半年来，支付宝有超50万商家发布数字

招聘岗位，兼职岗位数超 2000 多万个，数量是去年同期的 3 倍。
这些岗位吸引了6500万人次的大学生投来简历，其中能够宅家赚

钱、足不出户的比例占到一半，平均日薪在200元以上。
腾讯微信与中国信通院共同发布《2019-2020微信就业影响力

报告》也显示，2019年微信带动的直接就业机会中有1519万个是
兼职就业，占总直接就业机会近六成。目前基于微信的兼职就业
主要包括以技能输出为主的教育类服务、投稿写作类、自媒体
类、电商类、理财类、表情设计类等。同时，在微信公众号、小
程序、支付等运营、开发、 设计和维护中也存在一定数量的兼职
就业人群。

“我国数字经济快速发展，同时技术进步让资源得以更有效地
配置，让各类要素的可能性得到深入挖掘。同一个行当，可能以
前没有挣钱的机会，但现在兼职副业机会很多。是技术进步创造
了更大发展空间。”张丽宾说。

以传统生活服务业来说，随着行业数字化步伐加快，灵活用
工岗位需求增加。美团研究院对生活服务业商户的问卷调查显
示，灵活用工岗位类型众多，从服务员到线上运营以及一些核心
服务岗位，比如厨师、发型设计师、健身教练、网课老师等均有
分布。

企业个人灵活双赢
——为从业者增收探路长本事，为企业增加人

才可得性，55.2%生活服务业商户有灵活用工需求

北京的王女士是一名全职白领，因为自己对珠宝产品感兴
趣，便索性在社交平台上做起了“微商”。靠着自家的实体门店支
持，加上熟人之间的口碑推荐，现在积累了不少客户。“既是业余
爱好，也能为大家推荐优质产品，还能增加收入，这副业不赖。”

她说。
那么，大家从事兼职、副业都出于哪些考虑？
看个体，能增收探路长本事。
美团研究院调查显示，生活服务业灵活就业中，32.1%的从业

者是为了锻炼能力、拓宽路子；29.5%的从业者是通过自由职业最
大化发挥才能；27.3%的从业者是因为互联网信息透明，灵活就业
机会多。

“灵活就业有利于自由职业者通过项目整包的方式向多方输出
自己的特长、技能和资源，自由职业者拥有充分的灵活性和自主
权，能够实现自身价值的最大化。”报告指出。

看企业，能让人才更可得。
“灵活用工将碎片化的时间和碎片化的任务集合起来，大大降

低了企业高技能人才，如数字化管理师、人工智能训练师、无人
机驾驶员的用工门槛，增加了人才的可获得性。此外，灵活用工
可以按需付费，能够有效应对行业的峰谷用工需求。”美团研究院
问卷调查显示，55.2%的生活服务业商户有灵活用工需求；在疫情
后生活服务业商户的用工规划中，41.0%的商户表示会增加灵活就
业岗位。

此次国家有关部门明确鼓励“副业创新”，也被认为将对未来
就业市场带来利好。在张丽宾看来，通过政策手段促进就业，非
常关键的一条既是“放管服”改革。要进一步降低兼职就业和副
业创业的门槛，消除体制机制方面的阻碍，让各类市场要素充分
涌流。“最根本的还是要依靠市场力量，减少各方面的就业限
制。”张丽宾说。

从鼓励发展新个体经济到“副业创新”、多点执业等，都让人
们看到更多未来就业的可能性。“在数字化时代，一个人就是一家
公司已经成为现实，越来越多的个性化创业创新将会出现。”蚂蚁
集团首席执行官胡晓明近日表示。

▲河南省开封市有兼职或专职网格员一万多人，
协助完善基层治理。图为网格员在分管辖区内的一个
小区里检查健身设施是否损坏或存在安全隐患。

新华社记者 李 安摄

◀近年来，江苏省连云港市赣榆区海头镇越来越
多的居民开始直播销售海产品。当地居民马花雨平时
卖猪肉之余，兼职推销海产品。图为马花雨和同伴在
准备拍摄短视频。

新华社记者 杨 磊摄

国家出台政策，鼓励副业创新，打造兼职就业、副业创业蓬勃发展格局——

无须犹豫，兼职副业干起来
本报记者 李 婕

有的下了班开网约车、当配送员；有的业余
创作文案、经营电商；还有的见缝插针做社区团
购、视觉设计……如今，不少白领、蓝领以及全
职主妇、退休人员做起了兼职和副业。

近期，“鼓励‘副业创新’”“兼职就业、副
业创业”被正式写入多部委官方文件。兼职、副
业现状怎么样？新业态带来哪些新变化？从业者
和用工方各有哪些诉求？本报记者进行了采访。

▲山东东营市东营区黄河路街道玉景社区图
书分室招募兼职图书管理员。图为大学生志愿者
正在给孩子们普及安全自救知识。

康瑞祥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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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參閱以下重要詳情。
1.�� 優惠僅適用於精簡商業支票帳戶。需在優惠期內以新資金開設帳戶。精簡商業支票帳戶
的最低開戶金額為�$3,000。月費為�$15，並可能有其他每月服務項目收費。帳戶的最低
結餘需維持在�$3,000�或以上，才會豁免月費（豁免開戶後首六個月的月費）。適用時仍
會產生服務項目費用。 

2. 優惠僅適用於商業分析支票帳戶。需在優惠期內以新資金開設帳戶。商業分析支票帳戶
的最低開戶金額為�$200。月費為�$18，並有服務項目收費，服務項目收費可能會完全或

部分被收益積分抵消。收益積分率分為三個等級並由國泰銀行決定。帳戶中的餘額將決
定收益積分計算時所使用的等級。向客服專員了解更多詳情。

3. 優惠僅適用於在優惠期開設新的精簡商業支票帳戶或商業分析支票帳戶的客戶。費用將
返還到接收電匯款項的帳戶中。六個月內，最高可豁免�$120�的匯入匯款的費用。

4. 服務可能會收取費用，請向客服專員查詢詳情。
國泰銀行保留隨時終止此優惠的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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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何還無法在網上查閱選票交件
的狀況

有許多選民電話詢問為何還無法
在網上查閱郵遞選票交件的狀況。直
至10月20日為止 ，本辦公室已寄出
245,096張選票至申請郵遞投票的選
民，並且已收到104,826張郵遞選票
(%43郵遞選票已寄回)。由於通過郵
寄投票的申請數量增加，如郵遞投票
狀態追蹤系統，尚未有更新記錄，請
大家耐心等待。希望下面的解釋可以
讓大家放心以及耐心等待。

在Harris縣，通過郵遞寄方式進
行投票的選民，將首次能夠追蹤其郵
遞選票。從申請到郵寄出選票，並確
認是否收到選票。郵遞投票追蹤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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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而，所有郵遞選票必須先由
Harris縣提前選務委員會，以驗證選
票信封上的簽名與選民的簽名是否一
致。該委員會將於2020年10月14日
– 2020年11月11日(海外郵遞選票
截止日)，上午9:00 – 下午5:00 ，在
NRG Arena, Hall D，以決定接受或拒

絕於2020年11月3日普選與特別選
舉中所投下的郵遞選票與臨時選票。
如果因為某種原因被拒絕、我們會馬
上以電話或信件通知並且提供被拒絕
的原由。以下為常見被拒絕的情況。

已在此選舉中投票
申請選舉期間不在縣內，但寄達

地址並不在縣外
選票上沒有簽名
選票簽名與申請表上的簽名不一

致
關於目前在NRG體育場簽名驗證

委員會的職責。
•簽名驗證委員會驗證選票信封

上的簽名與選民的簽名是否一致。
o 首先將其與提交的申請表上的

簽名進行核對
o 如果有問題或無法與選民登記

申請簽名進行核對，他們最多可以追
溯到該選民6年內的簽名文件

•由於通過郵寄投票的申請數量
增加，本縣將簽名驗證委員會增加到
大約100名成員。該委員會由50名民
主黨人和50名共和黨人組成，他們將
共同努力確保選民的簽字得到正確驗
證。

o 由上屆州長選舉中獲勝的政黨

來領導該委員會，因此，
此次由民主黨選出了簽名
驗證委員會的負責人。

•如有任何疑問，他
們將積極嘗試與選民聯繫
，以弄清事實並確保所有
選票被計算。

o 儘管本州已不再要
求這樣做，但Harris縣將
繼續通知可能對其郵寄選
票有問題的任何選民，並
為他們提供糾正該選票的
機會。

•理事會目前正在召
集會議，以確保有足夠的
時間審查簽名並處理郵遞
選票，以確保在選舉日將
其計算在內。

您可以訪問 https://
harrisvotes.com/Track-
ing?lang=zh-CHT使用郵
遞投票狀態追蹤系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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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您在選民登記時未填寫駕照或社會福
利安全卡號碼，那麼此追蹤系統將無

法查明您的郵遞選票狀態。但您可至
致電本辦公室，以提供姓名或住址要
求查詢您的郵遞選票是否有被接受。

也可直接與我連絡 JoAnne Ray 芮久
玟713-274-4325。

哈里斯縣選務人員芮久玫回答選民有關選舉的問題

休士頓中華老人服務協會iPad, iPhone 基礎班, 將於11/4開班到12/4
本會的iPad、iPhone班備有不同學習的課

程。每班級一期共五週。每週三和週五上午
10:00 至12:00在Zoom視頻上課。

會預先教您在家中如何到Zoom視頻上課
。

· iPad、iPhone基礎班: 將於11/4開班到
12/4。基礎班是最重要的課程。從最基本的數
位技術逐步引導你認識設置的每一基本功能、
如何操控設置、包括照相機的使用和編輯、電

子郵件等等°本課程會引導並協助你迅速掌握
訣竅。遇到有問題時知道應該往那裡去解決並
更正。讓設置隨時處於最新狀態、並純熟地使
用你的iPad和iPhone。

每班人數有限、請早報名。每班收費35元
。有興趣的會員請於周一至周五上午十點到十
一點在到僑教中心後停車場繳費報名並即時教
您如何使用 Zoom 上線。也可以電話報名
713-480-4885。

(休士
頓, Texas
州）–在
“提前投
票”的第
一星期，
Harris 縣
有近 720,
000 的 選
民在11月
3 日 的 大
選中進行了投票。並且在提前投票前四天的投票率創
下歷史新高，每天投票人數超過10萬人，該縣122個
提前投票所創紀錄的以平均每小時有1萬名選民投票
。 2016年大選的總投票人數為1,388,898，在提前投
票期間總投票人數為977,279票。

Harris縣行政書記官Chris Hollins說 “Harris縣在

提前投票的第一周打破了歷史記錄，超過70萬Harris
縣選民參加投票並發表了自己的聲音。” 。“我們提
供了比以往更多的選民投票方式，從將提前投票地點
的的數量增加三倍，到提供免下車投票和24小時開放
的投票所 - 這是兩個Texas州歷史上的第一。任何人
壓制Texas州投票的努力將是不能容忍的。Harris縣的
選民正在大聲疾呼地傳達這一信息。

Harris縣2020年11月大選 選民提前投票率有望超過2016年總投票率
2020年提前投票前7天的投票率 是2016年提前投票率的73% 總投票率的52％

HarrisHarris縣行政書記官縣行政書記官Chris HollinsChris Hollins宣佈宣佈 HarrisHarris縣在提前投票的第一周打破了歷史記縣在提前投票的第一周打破了歷史記
錄錄 ((記者黃麗珊攝記者黃麗珊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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