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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道】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
網、《華盛頓郵報》等多家美國媒體的
統計和報道，美國當地時間23日單日新
增新冠肺炎確診病例數已經超過了8萬
例。

根據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發
佈的實時統計數據，美國23日單日新增
新冠肺炎確診病例達到了 83757 例，這
也是美國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報告
的最高的單日新增病例數字。根據約翰
斯·霍普金斯大學統計，此前美國單日
新增病例的最高值是 7 月 16 日報告的
77362例。

23日當天，美國公共衛生局局長傑
羅姆·亞當斯警告說，本週可能是美國
疫情暴發以來最糟糕的一週。

根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的報道，
美國公共衛生局局長傑羅姆·亞當斯警
告說，當前美國75%的地區，新冠肺炎
患者住院人數開始上升。根據相關新冠
病毒追蹤項目，當前美國全國有超過4.1
萬人因新冠肺炎住院治療，這是自8月
20日以來住院人數最高的一次。22日，
美國至少有8個州新冠肺炎患者住院率
創下新高。此外，有報告顯示，美國中
西部和北部多州的疫情仍在繼續惡化。

美單日新增病例超美單日新增病例超88萬萬
疫情以來最高疫情以來最高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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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當地時間10月23日，巴西衛生監督局（ANVISA）發布聲明稱，已授權巴西頂
尖生物醫學研究中心布坦坦研究所（Butantan Institute）從中國科興製藥公司進口600萬劑新冠疫
苗。

巴西衛生監督局表示，中國科興公司開發研製的“CoronaVac”疫苗在巴西仍處於III期臨床
試驗（即大規模志願者試驗），尚未在巴西註冊並廣泛使用。

上週日，布坦坦研究所宣布，在一項涉及 9000 名志願者的疫苗臨床三期試驗中，“Coro-
naVac”疫苗“被證明是安全的”。該研究所負責人進一步解釋說，該疫苗的接種者沒有出現任何
嚴重的不良反應。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消息公佈前幾天，巴西地方政府和總統之間在購買中國公司疫苗上存在
分歧。
上週二，巴西衛生部衛生部長帕祖洛（Eduardo Pazuello）表示，聯邦政府已與聖保羅州達成協議
，計劃採購4600萬劑“CoronaVac”疫苗。巴西衛生部文件顯示，此次採購取決於衛生監管部門

的批准。
布坦坦研究所所在的聖保羅州州政府，也對科興公司的疫苗持極為樂觀的態度。州長若昂.多

利亞（Jo o Doria）曾告訴路透社：“臨床研究初步結果證明，在巴西進行測試的所有疫苗中，
'CoronaVac'疫苗是最安全的，進度最好，也最有前途。 ”

然而就在10月21日，巴西總統突然表態稱，巴西政府“不會購買”。他當時聲稱：“任何疫
苗在提供給民眾之前，必須得到衛生部的科學確認，獲取國家衛生監督局的認證。”

就在巴西總統拒絕購買中國疫苗後，巴西衛生監督局21日發布消息稱，該國一名參加由阿斯
利康和牛津大學合作研發的新冠疫苗試驗的志願者死亡。

根據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實時統計數據，截至北京時間10月24日15時，巴西新冠肺炎累計
確診病例已達5353656例，僅次於美國和印度位居全球第三。死亡病例則超過15萬，高達156471
例。

（綜合報導）日本政府可能在 10 月過後就
“福島核事故中的受污染水排放入海”一事作正
式決定。此前日媒報導稱日本政府將在本月27日
作出這一決定。

據日本《讀賣新聞》24日報導，日本經濟產
業大臣梶山弘志23日在內閣會議後表示，日本政
府不會在27日就“福島核事故中的受污染水排放
入海”一事作出決定，現在還沒到透露該決定時
機的時候。 《讀賣新聞》和《朝日新聞》24日均
報導說，日本政府可能在10月過後就“福島核事
故中的受污染水排放入海”一事作出正式決定。
此前日本媒體報導說，日本政府將於27日召開內
閣會議，就“福島核事故中的受污染水排放入海
”一事作出正式決定，預計需要兩年時間進行排

放準備工作，現存約120萬噸污染水全部處理並
排放完需耗時約30年。

日本首相菅義偉21日在訪問印度尼西亞時表
示將儘早決定上述受污染水處理方案。日本原子
能規制委員會委員長更田豐志21日表示，在依據
相關標準的前提下將福島核事故中的受污染水稀
釋後排放入海，不會對海洋環境和海洋生物造成
影響。但有日本媒體指出，經東京電力公司處理
後的上述受污染水中的放射性氚難以被清除，此
外該污水中還會殘留其他放射性物質。

“福島核事故中的受污染水排放入海”方案
一直受到日本全國漁業協會和福島當地漁民強烈
反對，日本大部分民眾認為核污水排入大海是不
負責任的行為。

歷史性成就歷史性成就！！利比亞內戰利比亞內戰
雙方達成雙方達成““永久永久””停火協議停火協議

巴西衛監局批准進口600萬劑中國新冠疫苗

（綜合報導）聯合國表示，利比亞內戰雙方已經達成一項“永久性”的停火協議。聯合國稱
該協議是一項“歷史性成就”。

聯合國23日在Facebook主頁上發表聲明稱，利比亞內戰交戰雙方已經簽署了一項協議，以
“在利比亞所有地區實現永久停火”。這份協議預計將於下個月在突尼斯進行整治討論。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稱，利比亞停火是“關鍵的一步”，是為解決衝突進行的一次艱鉅努
力。古特雷斯在推特上寫道，“這是邁向和平與穩定的基礎。太多的人受苦太久，衝突中已經有
太多人喪生。”

聯利支助團團長兼代理特別代表斯蒂芬妮.威廉斯在日內瓦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表示，這是一
項勇敢的行動，有助於確保“所有利比亞人民擁有一個更美好、更安全、更和平的未來”。

2011年卡扎菲政權倒台後，利比亞政局持續動盪，形成由薩拉傑領導的民族團結政府和由哈夫塔
爾領導的東部武裝“國民軍”的對抗局面。 2019年4月，“國民軍”向首都的黎波里發起軍事行
動，與民族團結政府交戰，大批外國僱傭軍和本地武裝團體的加入則使得雙方之間的武裝衝突變
得日趨複雜。

本次在日內瓦舉行談判的“5+5聯合軍事委員會”於今年1月在利比亞問題柏林會議上設立，
由民族團結政府和“國民軍”武裝各派5名代表參加，旨在就全面停火問題展開磋商。 10月21日
，在經過兩天的首輪面對面談判之後，衝突雙方就開放海陸交通等事項達成了初步協議，並承諾
“支持並維持前線當前的平靜狀態，避免任何軍事升級”。

日本政府或本月過後正式決定日本政府或本月過後正式決定
核事故污水排放入海核事故污水排放入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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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大休斯敦地區亞華裔社區領袖今
天下午聚集在美南廣場，為支持拜登賀锦
麗參選美國總統， 群眾們情緒高昂，為十
一月三日之大選做最後衝刺。

今天我們走在休斯敦百利大道上，許
多中小企業在國際區及中國城造就了繁華
景象 ，這是數十年來多少前輩在此打拼之
成果， 二十年前， 百利大道還是稻田之
地， 由于新移民之到來，在此創業生根已
經為休斯敦創造了经濟奇蹟。

此次新冠疫情打亂了我們社區的秩序
， 許多中小企業被迫停業或關閉，全國人

民都處在極度困難之中。
總統大選之最後一次辯論已經結束，

民主共和兩黨之政見南轅北轍，其中最令
我們期待的還是美國应該回到國際社會之
運作之中，絕對不可獨身事外。

我們非常高興亚華裔社區已經深切關
注大選情況並積極參與，也樂見年輕一代
已經參加競選公職。

今天的群眾大會只是我們參政的里程
碑， 我們眼看國家社會都需要我們的參與
和互助 ，才能面對未來的挑戰。

( 图片来源： 路透社）

A group of Asian Pacific Islanders came together in
front of the Southern News Group compound to
show support for Joe Biden for president in the
upcoming presidential election on November 3rd.

It has been over thirty years ago since many of us
came to Houston, Texas, and settled down to begin
our new life. Today in the International District we
have so many success stories to tell. Many of us
became BIG successes. We have built a very
successful business circle
representing all ethnic groups with
many new immigrants.

Today, as the coronavirus still is
attacking our community, we as
small business owners have
suffered the most because most of
us have been running
service-based businesses like
restaurants and shopping centers.

This is the time we really have to
speak out for our rights and for our
future. We hope our next
generation will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political activities and run for
public office and represent our
community at both the local, state
and federal levels.

Today’s rally really indicated to
the public and to the politicians that
we need to be united together and

not be a divided nation.

We also really admire the Asian Americans and
Pacific Islands political group who are reaching out
to all the voters to go out and vote. Just like all
other voters, we are highly concerned about the
economy, job creation, immigration and social
security.

美國新冠疫情日記美國新冠疫情日記1010//2424//20202020
We Were Proud To Join The RallyWe Were Proud To Join The Rally

For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For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我們支持華亞裔參政活動我們支持華亞裔參政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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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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合國安理會商議納卡局勢
籲亞阿雙方遵守停火協議

綜合報導 聯合國安理會成員國就納戈爾諾-卡拉巴赫(納卡)地區沖

突舉行會議，呼籲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尊重新的停火協議。

報道稱，納卡沖突自9月27日爆發以來，已造成數百人死亡。安理

會19日在紐約聯合國總部就沖突問題進行了閉門討論。會議期間，安理

會的15個成員國重申了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的呼籲，即各方遵守新的

停火協議。

壹位聯合國外交官表示，“每個人都在說同壹件事：局勢很糟糕，

雙方都需要撤退，聽取秘書長的停火呼籲。”

據報道，目前擔任安理會輪值主席國的俄羅斯正在起草壹份呼籲亞

阿雙方遵守停火協議的聲明。決議草案還將呼籲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恢

復由歐安組織明斯克小組促成的談判。預計安理會成員國將於本周達成

壹致。

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9月27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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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0日，阿塞拜疆和亞

美尼亞外長在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的見證下簽訂人道停火協議。但不到

壹天後，和平就再次被炮聲打破。

10月17日，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宣布達成新的停火協議，同意從當

地時間18日零時開始實施停火，但不久後雙方便再次指責對方破壞停火

、發動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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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大利疫情嚴重地區將宵禁
貝盧斯科尼表態支持當局

綜合報導 意大利近期新冠疫情反

彈嚴重。倫巴第大區政府已正式向羅馬

當局提出建議，要求從10月 22日晚 23

時起對大區境內實施宵禁。對此，意大

利前總理、力量黨主席貝盧斯科尼表

示支持。

據意大利緊急民防部20日報告，該

國當日新增確診新冠病例10874例，死亡

89例；累計確診病例434449例，累計死

亡36705人；現存確診病例142739例，

治愈患者255005人。

為抗擊新冠疫情，意大利總理孔

特 18 日晚頒布最新防疫法令，授權

地方政府對疫情高風險地區實施宵

禁及封鎖措施，遭到部分地方官員

反對。孔特與地方政府經過協商後

，已達成新的共識——在未來的實際

防控疫情操作中，意大利將由地方政

府提出疫情防控措施建議，中央政府

頒布法令。

根據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達成的共

識，倫巴第大區政府已正式向羅馬當局

提出建議，要求從10月22日晚23時起對

大區境內全面實施宵禁，除健康、工作

或經證明的必要原因外，晚23時至淩晨

5時，所有居民不得外出活動。在實施宵

禁期間，大區境內非食品類購物中心、

大中型超市和購物中心等周六、周日將

禁止營業。

倫巴第大區主席豐塔納表示，目前

宵禁是遏制倫巴第大區疫情的最佳解決

方案。導致疫情蔓延的主要原因更多地

是來自夜生活，以及公共場所的聚會。

照此趨勢發展下去，未來幾周疫情將會

對醫療衛生系統構成巨大壓力。

倫巴第大區科學委員會成員、著名

病毒學家法布普雷格裏亞斯科表示，米

蘭作為人口密度的大城市，實施宵禁措

施還遠遠不夠。除了宵禁以外，專家組

已經向大區主席提議，應迅速考慮采取

更為嚴格的防控措施。

米蘭薩科醫院(Sacco)傳染病科主任

加利教授指出，未來壹周左右如果疫情

得不到有效控制，意大利日增確診病例

或將達到3萬例。他說，從傳染病學的

角度，我們最不願意看到的事情正在發

生。隨著遏制傳染病的能力越來越小，

倫巴第大區離實施全面封鎖將會變得越

來越近。

對於倫巴第大區政府所采取的防疫

政策，意大利前總理、力量黨主席貝盧

斯科尼表示支持，並代表力量黨首次公

開表態，支持中央和地政府為抗擊疫情

所采取的壹切措施。這是意大利反對黨

自新冠疫情暴發以來，第壹次公開支持

執政當局為抗擊新冠疫情所采取的防疫

政策。

此前，貝盧斯科尼對政府抗擊新

冠病毒疫情政策始終慎言。自從感染

新冠病毒並康復後，貝盧斯科尼在對

待抗擊疫情問題判若兩人，不斷呼籲

民眾為了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恪守防

疫規則。

貝盧斯科尼重申，他和他所領導的

力量黨，願意和政府展開合作共同抗擊

新冠疫情，竭盡所能遏制疫情進壹步蔓

延，確保民眾的健康安全。並支持政府

為抗擊疫情所采取的必要措施，以及政

府為恢復常態化生活和社會經濟所做出

的積極努力。

除倫巴第大區外，坎帕尼亞大區主

席代盧卡也表示，意衛生部已經同意坎

帕尼亞大區從23日起實施宵禁。

那不勒斯市長德馬吉斯特裏斯則表

示，我們現在已經錯過了疫情最佳防控

期，那不勒斯市重癥監護室病床現在只

剩下了 15張，未來幾天局勢仍不容樂

觀。他呼籲民眾壹定要嚴格遵守防疫規

則，避免城市再次被封鎖。

愛爾蘭實施為期6周最高等級封鎖
違規者或被罰款

綜合報導 為遏制不斷蔓延的新冠疫情，當地時間 19 日晚，愛

爾蘭政府宣布，將於 21 日午夜起，實施為期 6 周的最高等級封鎖

措施。

根據規定，民眾被要求待在家裏，只能在離家5公裏範圍內鍛煉，

不得訪問私人住宅或花園，不允許聚會，進行嚴格限制的婚禮和葬禮除

外。公共交通將以25%的運力運行。本周晚些時候，愛爾蘭政府將針對

違規出行的民眾宣布分級罰款措施。

另外，非必需的零售商店將關閉，同時關閉的還有理發店、美容

院、健身房、休閑中心和文化設施等。酒吧、咖啡館和餐館將只允許提

供外賣服務。

報道稱，上述措施實施期間，學校和托兒所將保持開放，建築業及

大多數制造業也將繼續運營，酒店和賓館可以繼續開放，提供必要的服

務。

據報道，愛爾蘭總理米歇爾· 馬丁在講話中宣布了上述限制措施。

他說他理解民眾因限制措施而產生的失望等情緒，但表示仍然存在

希望，“如果我們在接下來的6周內齊心協力，我們就能以壹種有意義

的方式慶祝聖誕節……旅程並不容易，但未來掌握在我們手中。”

據愛爾蘭衛生部19日公布的疫情數據，該國自疫情暴發以來，累計

確診病例已達50993例，累計死亡病例為1852例。

納卡地區沖突持續：
亞阿均稱擊落對方多架無人機

綜合報導 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在納

卡地區的沖突仍在繼續，當地時間21日

，亞美尼亞防空部隊參謀長莫夫謝斯揚

表示，自亞阿沖突升級以來，亞方已擊

落14架阿塞拜疆的無人機，而阿方則稱

已擊落亞方3架無人機。另壹方面，土

耳其副總統奧克塔伊表示，如果阿塞拜

疆提出有關請求，土耳其會向納卡地區

派軍，引發亞美尼亞不滿。

據報道，21日，莫夫謝斯揚在埃裏

溫航空學院展示無人機碎片時表示，亞

美尼亞已擊毀14架阿塞拜疆的無人機，

“其中包括戰略無人機，也包括偵察和

攻擊無人機。”

當地時間10月20日，阿塞拜疆國防

部當天公布的畫面顯示，阿塞拜疆炮兵

部隊向納卡地區目標猛烈開火，阿塞拜

疆方面表示，其境內部分地區當天也遭

到亞美尼亞方面的炮擊。

而阿塞拜疆通訊社援引阿國防部的

消息報道說，20日至21日，阿亞雙方在

富祖利、阿達拉等前線地區的戰鬥壹直

在進行，阿方擊落亞方3架無人機。

自亞阿在納戈爾諾-卡拉巴赫（納卡

）地區沖突升級以來

，國際社會敦促各方

保持克制。不過，土

耳其副總統奧克塔伊

日前在接受采訪時表

示，如果阿塞拜疆提

出有關請求，土耳其

會向納卡地區派軍。

此前，土耳其表示，

只要阿方提出相應請

求，土方願為其提供

任何支持。

對此，亞美尼亞政府新聞處發布消

息稱，該國自2020年12月31日起將停止

進口土耳其產品，以降低土耳其獲得資

金，和“從敵對國家進口終端消費品對

亞美尼亞造成威脅的可能性。”

據此前報道，9月27日，亞美尼亞

和阿塞拜疆在納卡地區爆發新壹輪沖突

，雙方均指責對方違反此前的停火協議

，率先發動軍事進攻。

10月10日，俄羅斯、阿塞拜疆、亞

美尼亞三國外長在莫斯科發表聲明說，

亞阿兩國達成在納卡地區停火的協議，

同意自當地時間10日12時起在納卡地區

停火。10月17日，亞阿兩國宣布達成在

納卡地區實施人道主義停火協議，同意

自當地時間18日零時起實施人道主義停

火。兩個停火協議生效後，雙方均指責

對方違反協議發動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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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10歲男孩睡帳篷數月 為當地臨終關懷設施籌資

綜合報導 英國壹名10歲

小男孩自3月起就在自家花園

的帳篷裏睡覺，以此為當地

壹家臨終關懷設施籌集資金

，希望讓該設施免遭新冠疫

情沖擊。到10月14日，他已

籌集了4萬多英鎊，並表示欲

將這項籌資計劃繼續實施下

去。

約7個月前，英國為遏制

新冠病毒傳播，在全國範圍

內實施了封鎖措施。在封鎖

措施實施數天後，住在英格

蘭西南部布朗頓的烏西(Max

Woosey)就定下了目標，欲為

當地壹家臨終關懷設施籌集

100英鎊，以防該設施因疫情

限制措施而受到影響。

據報道，這家臨終關懷

設施曾幫助過烏西的鄰居。

不過，其鄰居最終還是因癌

癥去世。此次，烏西通過睡

帳篷來籌資的靈感，就來自

他的鄰居。這位鄰居在去世

前，曾將自己的帳篷贈予了

烏西，希望他能展開壹段冒

險旅程。

“他是壹個了不起的人……

熱愛戶外運動，”烏西在評價

自己的鄰居時表示。

起初，烏西在剛住進帳篷

時就遇到了麻煩，帳篷下有壹

個蟻巢，螞蟻在他身上咬出了

許多紅色斑點。不過烏西稱，

這還不是最大的問題，最麻煩

的是天氣。當暴風雨到來之時

，他不得不將帳篷拴牢。

“我打算在帳篷裏呆壹

年，然後看看接下來會發生

什麽，”烏西表示。接著，

他的母親打斷了他的話，稱

“然後，他就會進屋了”。

不過，烏西卻沒那麽肯定，

立即稱“不，我不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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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據韓媒報道，經調查，因涉及

韓國“N號房”、“博士房”等數字性犯罪

被警方查處的公務員多達149人。

當地時間20日，根據從警察廳收到的國

政監查資料，韓國國會行政安全委員會議員

樸完洙(音譯)稱，數字性犯罪特別調查本部自

3月25日成立以來，共對149名公務員進行了

查處。

從職業來看，軍人、軍務員最多，有128

人；教師8人；警察和地方自治團體公務員

各4人；消防人員2人；國立大學醫院職員、

保護觀察職、國營企業職員各1人。

警方表示，128名軍人和軍務員已被移送

至軍隊，其余21人已被立案，其中5人被拘

留。

在被揭發的事例中，持有“博士房”、

“N號房”等制作的性剝削影像的情況最多

。據悉，被拘留的5人涉嫌在衛生間等地進

行非法拍攝。

樸完洙稱，“‘N 號房’等性犯罪讓

整個國家陷入混亂，本應起到模範作用

的公職人員竟然做出這樣的行為，令人

震驚”，“各機關負責人應該制定特別

措施。”

韓媒此前曝光系列網絡性犯罪事件，統

稱“N號房”案。有人在即時通訊軟件上開

設的加密聊天室內，上傳分享非法拍攝的性

剝削視頻和照片，只有付費成為會員才能觀

看。該平臺可設置私密聊天、閱後定時刪除

信息等，支持虛擬貨幣交易。

菲律賓首都地區聯合部隊換將 重在反恐
綜合報導 菲律賓武裝部隊宣布，任

命曾在菲武裝部隊情報部門擔任過多個職

務的Marceliano Teofilo準將，為國家首都

地區聯合部隊(JTF-NCR)負責人。JTF-NCR

的首要任務是保衛菲首都大馬尼拉地區免

受恐怖主義和反政府叛亂的威脅。

菲恐怖主義主要來自於阿布沙耶夫武裝

，反政府叛亂主要來自於菲共武裝新人民軍。

阿布沙耶夫武裝組建於上世紀90年代

初，主要在蘇祿省等菲律賓南部地區活動，

多次發動襲擊和綁架人質，曾宣稱效忠極端

組織“伊斯蘭國”。菲律賓軍方估計，阿布

沙耶夫武裝目前有300名至400名成員。

2019年1月和今年8月，在菲南部霍洛市兩

次發生爆炸襲擊，導致重大人員傷亡。今年

以來，菲政府軍警壹度在大馬尼拉地區嚴查

來自蘇祿省人員，以確保首都安全。

菲共1969年在中呂宋建立反政府武裝新

人民軍。菲政府自1993年起與菲共領導的全

國民主陣線舉行和談，時談時戰。新人民軍現

有約5000人。雙方沖突持續50余年，導致3萬

余人喪生。菲律賓政府數度試圖與菲共達成和

解，但因種種原因始終未能成功。菲共

多年來在學生中間進行反政府宣傳，以

及招募新人。

今年7月3日，在菲參眾兩院表

決通過後，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簽

署了《2020年反恐怖主義法》。新

反恐法表明了政府對恐怖主義絕不

姑息的態度，以期有效提高菲打擊

恐怖主義的能力。

該法規定，除實施恐怖主義行為屬違

法之外，任何提議、煽動、密謀及參與恐

怖主義計劃、訓練、準備和宣傳工作，以

及向恐怖分子提供物質支持或協助招募恐

怖組織成員也屬違法行為。

菲律賓武裝部隊總司令Gilbert Gapay

將軍在今天的任命儀式上表示，希望Mar-

celiano Teofilo準將以往的任職經驗，有助

於加強JTF-NCR的情報和反情報能力。

據介紹，JTF-NCR另壹項重要任務是

與菲律賓國家警察互為支撐，維護首都大

馬尼拉地區和平與秩序。今年，在應對新

冠病毒大流行期間，該部隊保障了大馬尼

拉地區衛生規定得以嚴格執行。

菲新社報道，Marceliano Teofilo準將

在菲武裝部隊情報部門服役前，曾指揮菲

武裝部隊第203步兵旅、擔任塔納伊第二

步兵師的副師長；在任塔爾聯合特遣部隊

指揮官期間，領導部隊參與了年初塔爾火

山爆發的救援工作等。

日本擬排核汙水入海遭批
菅義偉稱未決定，將討論

綜合報導 據日本放送協會(NHK)

報道，當地時間21日，正在印度尼西

亞訪問的日本首相菅義偉召開記者會，

在談及福島核汙水可能被排入大海壹事

時，他表示，目前尚未最終決定，將繼

續進行討論。

此前的報道稱，日本政府或將

在近日決定，將儲存在福島第壹核

電站的核汙水排入大海。消息壹出，

立即遭到了當地漁業協會、市民團

體及鄰國韓國等方面的激烈反對。

針對這壹問題，菅義偉表示，

“不可能壹直放任不管，政府今後

將承擔起責任，盡早決定(核汙水)

的處理方案”。

同時，菅義偉指出，“目前，

政府方面尚未敲定處理方案和決定

時間，政府內部將繼續就相關意見

進行深入討論”。此外，針對壹旦

排放後可能對福島當地的形象造成

嚴重影響，菅義偉表示，“將妥善

處理此事”。

2011年3月11日，日本發生“3•

11”東日本大地震，引發巨型海嘯及福

島核災難，造成上萬人死亡。

目前，日本所有用於冷卻核反應

堆的核汙水，都儲存在核電站的專用

水箱內，但預計到2022年夏天，儲存

核汙水的水箱容量將會達到極限。

針對福島核電站內堆積的核汙水

如何處理，日本政府此前曾表示，將

福島核事故汙染水排放到海洋中是安

全的，並強調對人類健康造成影響的

風險“非常小”。另有多家日媒報道

稱，日本政府最快或於10月下旬做出

將核汙水排放入海的決定。

日本全日空或現史上最大赤字
金額高達5000億日元

綜合報導 據日本放送協會(NHK)

報道，近日，日本全日空集團預計，

受新冠疫情影響，該集團本年度的赤

字額或將高達5000億日元(約合人民

幣315億元)，創歷史新高。

據報道，受疫情影響，全日空10

月尚有約9成國際航線和約5成國內

航線處於停運或減少班次的狀態，目

前，以國際航線為中心的需求何時能

得到恢復，也不得而知。

鑒於此，全日空預計，本年度將

出現約5000億日元的赤字額，這壹業

績預測將於近日公布。

據介紹，全日空曾在2009年經濟

危機後出現過573億日元(約合人民幣

34億元)的赤字，不過，本年度的赤

字額估計將創下該集團史上的新高。

此外，考慮到全球航空業或將持

續低迷，全日空正在著手削減人工費和

考慮重新規劃航線，同時還在通過從金

融機構融資等辦法，強化財務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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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周年紀念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 出國作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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銘記偉大勝利 推進偉大事業
紀念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70周年大會在京隆重舉行習

近
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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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紀念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70周年

大會23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

委主席習近平在會上發表重要講話強調，偉大的抗美援朝戰爭，抵禦了帝國主義侵

略擴張，捍衛了新中國安全，保衛了中國人民和平生活，穩定了朝鮮半島局勢，維

護了亞洲和世界和平。回望70年前偉大的抗美援朝戰爭，進行具有許多新的歷史

特點的偉大鬥爭，瞻望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明前景，我們無比堅定、無比自信。

我們要銘記抗美援朝戰爭的艱辛歷程和偉大勝利，弘揚偉大抗美援朝精神，雄赳

赳、氣昂昂，向着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向着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

興的中國夢繼續奮勇前進。

李克強、栗戰書、汪洋、王滬寧、趙樂際、韓
正、王岐山出席大會。人民大會堂大禮堂

氣氛莊嚴熱烈。主席台上方懸掛着“紀念中國人
民志願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70周年大會”會
標，後幕正中懸掛國徽，國徽下方是“1950－
2020”的白色字標，10面紅旗分列兩側。大禮
堂二樓眺台懸掛標語：“緊密團結在以習近平同
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弘揚偉大抗美援朝精
神，不忘初心、牢記使命、永遠奮鬥，為決勝全
面建成小康社會、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偉大勝利不懈奮鬥！”

上午10時，大會開始。全體起立，高唱國
歌。國歌唱畢，全場肅立，向在抗美援朝戰爭中
英勇犧牲的烈士默哀。

抗美援朝精神歷久彌新永續傳承
在熱烈的掌聲中，習近平發表重要講話。他

表示，70年前，由中華優秀兒女組成的中國人民
志願軍，肩負着人民的重託、民族的期望，高舉
保衛和平、反抗侵略的正義旗幟，雄赳赳、氣昂
昂，跨過鴨綠江，發揚偉大的愛國主義精神和革
命英雄主義精神，同朝鮮人民和軍隊一道，歷經
兩年零九個月艱苦卓絕的浴血奮戰，贏得了抗美
援朝戰爭偉大勝利。抗美援朝戰爭偉大勝利，將
永遠銘刻在中華民族的史冊上，永遠銘刻在人類
和平、發展、進步的史冊上。

習近平強調，70年來，我們始終沒有忘記老
一輩革命家為維護國際正義、捍衛世界和平、保
衛新生共和國所建立的不朽功勛，始終沒有忘記
譜寫了氣壯山河英雄讚歌的中國人民志願軍將士
以及所有為這場戰爭勝利作出貢獻的人們，始終
沒有忘記在抗美援朝戰爭中英勇犧牲的烈士們，
烈士們的功績彪炳千秋，烈士們的英名萬古流
芳。習近平代表黨中央、國務院和中央軍委，向
所有健在的中國人民志願軍老戰士、老同志、傷
殘榮譽軍人，向當年支援抗美援朝戰爭的全國各
族人民特別是參戰支前人員，向中國人民志願軍
烈屬、軍屬致以最誠摯的問候。

習近平表示，在抗美援朝戰爭中，朝鮮黨、
政府、人民關心、愛護、支援中國人民志願軍，
中朝兩國人民和軍隊休戚與共、生死相依，用鮮
血凝結成了偉大戰鬥友誼。世界上一切愛好和平
的國家和人民、友好組織和友好人士，對中國人
民志願軍入朝作戰給予了有力支援和支持。習近
平代表中國黨、政府、軍隊，向他們表示衷心的
感謝。

習近平指出，中華民族是愛好和平的民族，
中國人民是愛好和平的人民。近代以後，中國人
民飽受列強侵略之害、飽經戰火蹂躪之苦，更是
深深懂得戰爭的殘酷、和平的寶貴。新中國成立
之初，百廢待興，百業待舉，中國人民無比渴望
和平安寧。但是，中國人民的這個願望卻受到了
粗暴挑戰，帝國主義侵略者將戰爭強加在了中國

人民頭上。抗美援朝戰爭，是在交戰雙方力量極
其懸殊條件下進行的一場現代化戰爭。在這樣極
不對稱、極為艱難的情況下，中國人民志願軍同
朝鮮軍民密切配合，經過艱苦卓絕的戰鬥，打敗
了武裝到牙齒的對手。抗美援朝戰爭偉大勝利，
是中國人民站起來後屹立於世界東方的宣言書，
是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的重要里程碑，對中國
和世界都有着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習近平指出，在波瀾壯闊的抗美援朝戰爭
中，英雄的中國人民志願軍鍛造了偉大抗美援朝
精神。偉大抗美援朝精神跨越時空、歷久彌新，
必須永續傳承、世代發揚。無論時代如何發展，
我們都要砥礪不畏強暴、反抗強權的民族風骨。
無論時代如何發展，我們都要匯聚萬眾一心、戮
力同心的民族力量。無論時代如何發展，我們都
要鍛造捨生忘死、向死而生的民族血性。無論時
代如何發展，我們都要激發守正創新、奮勇向前
的民族智慧。

習近平強調，抗美援朝戰爭勝利60多年
來，在中國共產黨堅強領導下，中國發生了前
所未有的歷史巨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了
新時代，中華民族迎來了從站起來、富起來到
強起來的偉大飛躍。今天，我們正站在實現
“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的歷史交匯點上，全
面建成小康社會勝利在望，全面建設社會主義
現代化國家前景光明。銘記偉大勝利，推進偉
大事業，必須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把黨鍛造
得更加堅強有力；必須堅持以人民為中心，一
切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必須堅持推進經
濟社會發展，不斷壯大我國綜合國力；必須加
快推進國防和軍隊現代化，把人民軍隊全面建
成世界一流軍隊；必須維護世界和平和正義，
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任何霸權霸道行徑必然死路一條
習近平指出，世界是各國人民的世界，世界

面臨的困難和挑戰需要各國人民同舟共濟、攜手
應對，和平發展、合作共贏才是人間正道。當今
世界，任何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極端利己主義
都是根本行不通的。任何訛詐、封鎖、極限施壓

的方式都是根本行不通的。任何我行我素、唯我
獨尊的行徑，任何搞霸權、霸道、霸凌的行徑都
是根本行不通的。不僅根本行不通，最終必然是
死路一條。

習近平強調，中國一貫奉行防禦性國防政
策，中國軍隊始終是維護世界和平的堅定力
量。中國永遠不稱霸、不擴張，堅決反對霸權
主義和強權政治。我們決不會坐視國家主權、
安全、發展利益受損，決不會允許任何人任何
勢力侵犯和分裂祖國的神聖領土。一旦發生這
樣的嚴重情況，中國人民必將予以迎頭痛擊。

李克強主持大會時指出，習近平總書記的重
要講話全面回顧總結了抗美援朝戰爭的偉大勝利
和巨大貢獻，深刻闡述了抗美援朝精神的歷史意
義和時代價值，精闢揭示了抗美援朝戰爭的歷史
啟示，鄭重宣示了捍衛國家領土主權和統一、維
護地區和世界和平穩定、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
體的堅定立場和決心，強調要銘記偉大勝利，敢
於鬥爭、善於鬥爭，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
業不斷推向前進。大家要認真學習領會，堅決貫
徹落實，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
的黨中央周圍，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思想為指導，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
自信”、做到“兩個維護”，弘揚偉大的抗美援
朝精神，為決勝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中華民
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不懈努力。

最後，全場齊聲高唱《歌唱祖國》，大會在
激昂的歌聲中結束。

會前，習近平等領導同志會見了“中國人民
志願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70周年”紀念章獲得者
代表，並同大家合影留念。

在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
記，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國務委員，最高
人民法院院長，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全國政
協副主席，以及中央軍委委員出席大會。

志願軍老戰士、老同志、烈士家屬等代
表，中央黨政軍群各部門和北京市主要負責同
志，各民主黨派中央、全國工商聯負責人和無
黨派人士代表，解放軍和武警部隊官兵代表，
首都各界群眾代表等參加大會。

23 日上午 10 時，紀念
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出
國作戰 70 周年大會在北京
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上午
9時20分許，當一眾志願軍

老戰士列隊步入會場時，場內與會代表立
即全體起立，以長時間的熱烈掌聲，表達
對戰爭英雄們的無限敬仰。

此次大會在座次安排上，也充分顯示
出對老戰士的關懷與尊重。人民大會堂大
禮堂座席共分七列，香港文匯報記者在現
場發現，全體老戰士悉數在正對主席台的
中間三列就坐。而且每排老戰士的後一排
都由相對年輕的嘉賓就坐，整個會場中區
呈現“一老一青”穿插落座的現象。

年輕代表扶老戰士起身落座
整場大會在黨和國家領導人進入會

場、奏唱國歌、奏唱《歌唱祖國》等環
節，需要全體起立。每當這時，坐在老戰
士後排的中青年與會代表們都會主動探身
扶助老戰士起身和落座。這一細節既反映
出大會在安排方面的周到細心，更體現出
國家對抗美援朝老戰士及其代表的犧牲英
烈們的無上尊重。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寶峰

■習近平在紀念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出國作
戰70周年大會上發表重要講話。 新華社

■■紀念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紀念中國人民志願軍抗美援朝出國作戰7070周年大會周年大會2323日在京隆重舉行日在京隆重舉行。。習近平習近平、、李克強李克強、、栗戰書栗戰書、、汪汪
洋洋、、王滬寧王滬寧、、趙樂際趙樂際、、韓正韓正、、王岐山等出席大會王岐山等出席大會。。 新華社新華社

■會場中區安排“一老一青”穿插落座，
中青年代表們會主動幫扶老戰士起身和落
座，盡顯溫情。 新華社

Southern News Group我們的新網站 www.sc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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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趙雪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英國政府公
布明年起接受持有BNO的港人申請居留簽
證。香港政界人士23日接受香港文匯報
訪問時點出，英方提出的所謂條件
“搵笨”，不但沒有為他們一直支
持、於去年搗亂社會的黑暴分子
提供援手，更借機撈取具財力
的港人財產，並奉勸以為可以
逃避法律責任的所謂“勇武
派”，不要存有任何奢望。

英國政府提出，讓持
有BNO的港人申請居留簽
證的條件，為通常居住在
香港，財政上備有最少6
個月在英國生活的費用，
即使未持有有效的BNO
護照亦合資格申請，有關
人士同時須支付移民醫療
附加費以使用國民保健服
務（NHS），但申請人不
能享受英國社會福利。

同時，英國政府強調，
申請人必須沒有嚴重的刑事犯
罪記錄，未曾從事英國政府認
為不利於公眾利益的事務或活
動，但“不會試圖拒絕那些因非暴
力抗議或行使言論自由等活動而被定
罪者的申請”。

陳勇：難保將來過橋抽板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陳勇指出，英國從來不做虧

本生意，今次的做法明顯是“搵笨”，只想榨取港人的剩
餘價值。借該計劃申請移英的港人，在未來5年內可謂只有
義務、沒有福利，難保英國在5年後過橋抽板，拒絕批出定
居身份或英國國籍。

他續說，近日有報道指香港的黑暴分子逃到德國時遭性
侵及惡劣對待，故希望其他黑暴分子深思：留在香港自首還
能改過自新，但逃到其他國家隨時承受更沉重的代價。

顏寶鈴：理智者不會選擇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顏寶鈴直言，英國今次公布的移民措

施根本沒有作用，特別是英國受疫情影響，經濟嚴重萎縮，
加上脫歐問題，已令英國政府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局，現在推
出所謂BNO居留簽證，只為吸引其他地區的資金以激活當
地的經濟，加上申請人不獲任何英國社會福利，更要在留英
5年後才決定是否合資格申請居留申請，相信清醒理智的人
都不會選擇。

王國興：非為救黑暴分子
工聯會立法會前議員王國興表示，從申請者必須無嚴重

刑事犯罪記錄一點已可見，英國只是在政治上為自己塑造形
象、收買港人，但實際上是想吸納香港中產的資金及專業人
士的技術，根本是擇肥而噬，無心照顧黑暴分子。暫無刑事
犯罪記錄的黑暴分子即使成功申請移英，5年後亦可能不獲
英國批准居留，但他指香港始終是自由城市，黑暴分子若不
介意被遺棄可隨時離港，讓香港早日回復平靜。

圖
吸
金
救
經
濟

政
界
批
﹁搵
笨
﹂

BNO居英限制
費用：

5年期簽證每人250英鎊（約2,535港元）、兩年半期簽證
每人180英鎊（約1,825港元）

資格：

沒有嚴重的刑事犯罪記錄
能維持自己與家人在英最少6個月的生活費
必須支付移民醫療附加費（成人5年期3,120英鎊﹝約
3.16 萬港元﹞、兩年半期 1,560 英鎊﹝約 1.58 萬港
元﹞），才有權使用英國國民建康服務
所有BNO護照持有人及其家庭受養人、通常居住香港
提供結核病檢驗證書

待遇：

不能享受英國社會福利
利用簽證居英滿5年、並滿足英語水平等若干要求，才可
申請無限期英國居留許可，獲定居身份1年後，可申請英
國國籍

資料來源：英國內政部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根茂

英國政府 22日宣布，300萬合資格申

請英國國民（海外）護照（BNO）的港人

及其家庭受養人，可於明年 1月 31日起申

請新的移民計劃。英國駐港總領事賀恩德

在宣布此一消息時，更借機污衊香港國安

法，聲稱立法“明顯削弱香港人的權利和

自由”。中國外交部發言人23日回應時批

評，英方炒作英國國民（海外）護照問

題，干預香港事務和中國內政，到頭來只

會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由於英方違反承

諾在先，中方將考慮不承認英國國民海外

護照作為有效旅行證件，並保留採取進一

步措施的權利。外交部駐港公署發言人對

英方言行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要求

英方立即糾正錯誤，停止偽善表演和政治

操弄。 ■香港文匯報記者

中方考慮不承認BNO作旅行證件
外交部批英方炒作護照問題 外交公署批污衊國安法

在修例風波期間，香港的攬炒派一直乞求外國給
予港人居留權。英國政府22日突然宣布，300

萬合資格申請BNO的港人及其家庭受養人，可於明
年1月31日起申請新的移民計劃（見表）。賀恩德
在宣布此一消息時聲稱，改變賦予BNO公民的權
利，是因為中國政府“違反《中英聯合聲明》，限
制香港人的權利及自由和削弱香港的高度自治”，
包括實施香港國安法，“明顯削弱香港人的權利和
自由。”

趙立堅：搬石頭砸自己腳
在23日舉行的中國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有外

媒記者詢問中方會因應英方的做法，採取哪些措施
阻止相關人士離港，或採取反制措施。中國外交部
發言人趙立堅回應表示，中方已經多次就有關問題
表明嚴正立場，英方違背承諾，一意孤行，反覆炒
作英國國民（海外）護照問題，干預香港事務和中
國內政，這到頭來只會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

他在會上表示，“由於英方違反承諾在先，中
方將考慮不承認英國國民（海外）護照作為有效旅
行證件，並保留採取進一步措施的權利。”

公署發言人促即糾正錯誤
外交部駐港公署發言人23日對英國政府公然違

背承諾，一意孤行推進BNO簽證政策以及英國駐港
總領事污衊香港國安法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
要求英方立即糾正錯誤，停止偽善表演和政治操
弄。

發言人指出，香港回歸前，中英曾就BNO護照
問題互換備忘錄，英方在備忘錄中明確承諾不給予
持有BNO護照的香港中國公民在英居留權。英方為
有關人員在英居留和入籍提供路徑，公然違背自身
承諾，粗暴干涉中國內政和香港事務，嚴重違反國
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

發言人批評，英方自己違反承諾，卻賊喊捉
賊、栽贓抹黑，歪曲《中英聯合聲明》，指責、批
評中國。《中英聯合聲明》的核心要義是中英間關
於中國收回香港及有關過渡期安排，共8條正文和3
個附件，沒有一個字、一個條款賦予英國在香港回
歸後對香港承擔任何責任。英方對回歸後的香港無
主權、無治權、無監督權。英方所謂“對香港人許
下的承諾”完全是一廂情願、無稽之談。

發言人強調，通過立法維護國家安全是每一個
主權國家的正當權力，不容外國干涉。香港國安法
填補了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漏洞，結束了“港獨”
猖狂、“黑暴”肆虐的亂局，廣大香港市民生活重
回正軌，擺脫了對暴力和“私了”的恐懼，各項權
利和自由依法得到了更好保障，香港迎來由亂到治
的重大轉折。英方無視這些事實，顛倒黑白，詆毀
香港國安法，再次暴露了其唯恐香港不亂、唯恐中
國不亂的險惡用心。

發言人強調，香港是中國的香港，香港事務純
屬中國內政。英方借BNO護照問題干預香港事務的
圖謀只會以失敗告終。我們要求英方立即糾正錯
誤，停止政治操弄，否則必將搬起石頭砸自己的
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針對英國駐
港總領事賀恩德聲稱，英國政府改變賦予BNO
港人的權利，是因為香港國安法的實施“明顯削
弱香港人的權利和自由”，“違反了《中英聯合
聲明》”云云。香港政界人士23日在接受香港文
匯報訪問時強調，香港國安立法是保護國家安全
及領土完整，是世界上任何國家都會做的正常行
為，並強調英國不應將《中英聯合聲明》無限擴

大，作為干預香港事務的借口。

馬逢國：製事端圖反華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立法會體育、演藝、文

化及出版界議員馬逢國指出，聲稱香港國安法違
反《中英聯合聲明》是不實的指責，並揶揄英國
倘真正關心持有BNO的港人，在回歸前就應該
全部給予他們英國公民的身份。

他批評英方單方面改變做法，完全是偽善的
行為，更凸顯了英國政府參加了一個國際反對中
國政府聯盟組織，在旁搖旗吶喊，製造事端。

梁志祥：配合反華勢力
全國政協委員、民建聯議員梁志祥表示，

《中英聯合聲明》根本沒有涉及到香港國安法的
問題，賀恩德的言論是任意以一個藉口，來干預
香港事務，以至中國內政。

他強調，香港已回歸祖國20多年，基本法
表明香港是中國不可分離的部分，依照基本法落
實“一國兩制”而非《中英聯合聲明》；又批評

回歸至今，英國經常將《中英聯合聲明》無限擴
大，以此作為干預香港，甚至配合其他反華勢力
阻撓中國的發展。

盧偉國：企圖搞亂香港
經民聯主席盧偉國強調，保障國家安全是所

有國家應有的本分，部分西方國家的國家安全法
律相當嚴苛，英國不應拿所謂國家安全法為由進
行政治炒作，搞亂香港特區，並批評英國政府以
《中英聯合聲明》作為干預香港特區事務的藉
口，完全不合情、不合理，必須予以譴責。

陳恒鑌：料中方必反制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陳恒鑌表示，《中英聯合

聲明》只屬過渡性文件，且內容沒有涉及香港國
安法的內容，加上英國政府早已表明BNO只屬
旅遊證件，並沒有任何國籍身份，現在為求達到
某種政治目的，英國亂找一個非事實的藉口來單
方面作出改變，相信中央政府會採取強硬的反制
措施。

英官員炒作國安法 港政界批借口干預

■香港政界人士強調，英國不應炒作香港國安
法，作為干預香港事務的借口。圖為兩名學生經
過香港國安法宣傳橫幅。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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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州议会的共和党实在太令我们失望了。
我们不能再让他们代表我们了。

德州州议会的共和党： 

曾经支持一项增加德州家庭医疗
费用的计划，并取消有即存在疾
病/状况者的保障，既有状况包
括癌症、糖尿病、心脏病或怀孕
等。1

削减对德州的学校数十亿美元的
资金补助。2

即使美国最近四起最致命的枪击
事件都发生在德州，他们还是削
弱了对枪支管理的法律。3

我们应该要有更好的代
表。投票反对共和党进入
德州州议会。
提前投票日期： 
即日起至10月30日  

选举日： 

11月3日，星期二

资料来源

1.  Texas GOP Platform, 2018
2.  KXAN, 10/8/17; Texas Tribune, 4/27/17
3.  NBC News, 8/6/19; Mother Jones, Mass Shooting Database, accessed 10/7/20

德州的共和党不保障
我们的权益。

此聲明，是由EVERY TOWN FOR GUN SAFETY VICTORY FUND, GUNSENSEVOTER.ORG提供。
並未经任何候选人或候选人委员会的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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