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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道】據CNN新聞網30日報導，郵政官員說
，他們沒察覺有任何問題，可是席斯利說，巴特勒郡已經
接到超過1萬通電話，問他們為何沒收到要求的選票，有
些人甚至來電好幾次。 「郵局和匹茲堡信件分類處之間某
個環節出了問題，」席斯利說， 「但我們不知道是甚麼問
題」。他坦承，根本不知道有多少選票失蹤，因此無法提
供數字。

席斯利說，巴特勒郡位於匹茲堡北方，約有15萬註冊

選民，而當局正全力以赴，要確保那些受影響的選民有辦
法投票。該郡官員周四說，他們寄出約4萬張選票，可是
目前只收到21,300張，至於剩下的選票，不清楚是不是選
民收到了，但還沒投好寄回。

而這混亂的狀況格外受到全美關注，因為賓州是搖擺
州（swing state），在選戰中扮演關鍵要角。2016年大選時
，巴特勒郡有66%選民壓倒性投票給現任總統川普，只有
29%投票給民主黨候選人希拉蕊。

疑選票失蹤疑選票失蹤
超過超過11萬通電話追問萬通電話追問

20202020年美國夏令時結束年美國夏令時結束！！
今天請讀者記得把時針撥慢一小時今天請讀者記得把時針撥慢一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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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近日越南中部多省市遭遇颱
風侵襲，導致數地被淹沒，災民無家可歸，見
到這樣的情景越南著名女歌星水仙利用她的高
人氣籌集資金。

水仙在網上發起了救助中部災民的募捐活
動，沒想到越南普通民眾紛紛響應其號召，在
短短幾天內水仙就募集到超過 1000 億越南盾
（折人民幣約2857萬元）的善款。得到這些善
款後生於1985年的水仙表示，她將盡力幫助受
洪水影響的越南中部地區的人們。

水仙表示“在獲得支持的每一天時，在思
考時，會盡力而為。雖然個人的力量有限，但
愛是無限的。只要我有足夠的愛。即使很困難
，也有足夠的動力去尋求解決方案，幫助更多
人”。對於這筆巨款，水仙沒有給越南當地的

官方救災機構祖國陣線和越南紅會，而是自行
前往災區，親自在災區現場發現金給災民。

水仙聲稱要為籌集的資金負責：“手頭有
很多錢，責任非常重，因此也很擔心。但向所
有人保證，這是一個僅用於慈善的私人帳戶。
每一筆錢都正確地用於慈善目的。”她表示這
筆錢會用於幫助河靜、廣平、廣治和承天順化
四省受災民眾重新建立新生活。

10月27日水仙和自己的丈夫到越南中部，
援助了被洪水淹沒的人。在河靜省災區現場水
仙安慰受災群眾，並將自己帶來現金分發給災
民們。從10月27日起河靜省災區金許村的家庭
從水仙那裡獲得了1000萬盾。水仙還對於一位
處境困難的老人給予2億越南盾，用於償還銀行
貸款。

10 月 29 日中午，水仙在廣平省 Le Thuy縣
的一些災區發錢。她在她個人頁面上分享的發
錢視頻，她說，她將向13,000 個家庭發現金，
每個家庭可獲得2到3百萬的越南盾。

這次，要領取水仙善款的人數非常多，因
此水仙和她的工作人員要求所有人排隊獲得救
助金。但是，在發布的視頻中，可以看出人們
仍然為了錢在爭吵不休。對此水仙曾停止發錢
，並大聲說提醒人們保持秩序，而不是造成混
亂。她說：“現在，無論誰來到這裡，我都只
會優惠券，不給錢。”對於其他人的不解，她
說“仍然知道洪水是危險性的，要人們必須保
持冷靜並排隊等候領取善款”。

10月31日水仙和團隊人員來到廣治省海陵
縣災區發錢，水仙發現來收錢的人是村長或都

是戴著金子的村民，於是決定停止在廣治省海
陵縣發錢。

在個人網頁上水仙說：“今天早上，在送
禮物時，發現很多富裕的人來接受禮物。很多
戴著著金戒指的人也來接受禮物，因此停下來
，直接檢查了被分發人員的名單。”

經過重新檢查，水仙發現，許多家庭都很
富裕，大多和村長關係好，而真正的貧窮要要
幫助的災民並不多。

水仙在個人網頁上表示自己從早上 4:30 起
來來到這裡發錢，但是由於這個虛假名單問題
，自己決定停止向廣治省海陵縣的12個鄉鎮的
人們分發善款。

她說：“我希望人們明白，善款要真正到
需要幫助的人們手中。”

（綜合報導）當地時間 10 月 30 日，土耳其
西部城市伊茲密爾附近愛琴海海域發生強烈地震
。據路透社最新消息，土耳其救援人員31日仍在
廢墟中搜尋倖存者。截至目前，地震造成的死亡
人數已上升至27人。

土耳其救援人員31日在廢墟中搜尋倖存者。
報導稱，土耳其伊茲密爾市官員表示，土耳其西
部沿海地區有25人死亡，希臘薩摩斯島上有2人
死亡。伊茲密爾市相關部門稱，該市至少有20座
建築被損毀，救援工作不時被餘震打斷。

現場影像資料顯示，推土機正在清除倒塌建
築的碎片，救援人員在拆除牆壁，以營救那些被

困在瓦礫下的人。
報導提到，土耳其災難和應急管理機構表示

，土耳其有 800 多人受傷，該地區已遭受約 470
次餘震。

據此前報導，當地時間30日，愛琴海海域發
生強烈地震。土耳其與希臘受影響，其官方機構
測定的震級分別為6.6級和6.7級。這次地震的震
中位置靠近土耳其西部城市伊茲密爾，當地震感
強烈，多處房屋倒塌。本次地震的震中也靠近希
臘的薩摩斯島，地震在當地一度引發小規模海嘯
，海水倒灌進城市。

單日新增病例逾單日新增病例逾22萬萬
繼法繼法、、德之後德之後，，英國宣布將實施全國性封鎖英國宣布將實施全國性封鎖

越南女明星做慈善幾天內籌集超千億越盾，親自前往災區現場給災民發現金

（綜合報導）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疫情追踪數據則顯示，英國是全球新冠死亡病例第五多
的國家，僅次於美國、巴西、印度和墨西哥；其單日新增病例高達逾2萬人。

英國首相鮑里斯•約翰遜週六宣布將實施全國性封鎖，成為繼法國和德國之後又一個為控制
疫情傳播進行封鎖的歐洲國家。

約翰遜在周六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表示，從下週四開始，所有的酒吧、餐館和非必要商店將
關閉，除工作、教育和鍛煉等必要外出，民眾必須待在家中。該禁令將一直持續至12月2日。在
此期間，學校將保持開放。

“面對大自然，我們必須保持謙遜。在英國，甚至整個歐洲，病毒傳播的速度比我們科學顧
問所預測的最糟情況還要快，”約翰遜說，“我們將度過這個難關，但必須現在就採取行動，以
遏制秋季感染病例的激增。”

英國科學家警告稱，疫情正在朝錯誤的方向發展，如果不採取措施，英國的死亡人數將超過8
萬這個此前預計的“最糟糕情況”。

到目前為止，英國新冠肺炎死亡病例為46555人，該數據的衡量標準為在檢測結果呈陽性後
28天內死亡。如果採取更廣泛的衡量標準，該國因新冠肺炎死亡的病例為58925人。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疫情追踪數據則顯示，英國是全球新冠死亡病例第五多的國家，僅次

於美國、巴西、印度和墨西哥；其單日新增病例高達逾2萬人。
約翰遜週六表示，希望新的限制措施能在12月初放鬆，一家人可以共度聖誕節。與此同時，

政府將恢復新冠緊急工資補貼計劃，以確保在全國封鎖期間被暫時解僱的工人依然能領到80%的
薪水。

英國曾在3月23日至7月4日期間實施第一次全國性封鎖，當時約翰遜還曾被政治對手譴責動
作太慢。三月末時，約翰遜本人也感染了新冠肺炎病毒，並住院接受治療。

歐洲眼下已成為新冠疫情的中心，過去7天內，包括歐盟成員國和英國在內的27個國家，其
平均日增病例接近20萬人。

法國總統馬克龍已宣布從本月30日起全境再度封城，以應對疫情。德國則決定從下週一開始
啟動為期一個月的封鎖，關閉酒吧、餐館和休閒設施；並敦促民眾盡量避免社交接觸和一切不必
要的旅行。

愛琴海海域強震已致愛琴海海域強震已致2727人遇難人遇難，，
救援行動仍在進行中救援行動仍在進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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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今天為止，德州地區已經有九百
萬人完成了投票手續，此數字已經超過二
〇一六年投票之總數字，這充滿證明德州
選民對此次總統大選之重視。

我們的媒體團隊決定於十一月三日投
票開票當天， 從晚上七時開始做現場直播
， 並邀請中外學者專家當場解評選情 ，
以服務全球之觀眾。

自從疫情發生以來 ，我們工作同仁始

終站在新聞最前線， 不懼病情之嚴重 ，
繼續在工作崗位上奮戰。

今天非常不幸，美國全國已超過九百
萬人碓診 ，歐洲各國更是哀鸿遍野，法國
已經封城，我們還未見到光明之曙光。

在人類歷史的過程中 ，我們正在遭受
黑暗的時刻， 美國號称世界老大及強國，
至今仍然束手無策， 這是何等的羞歉呢。

More than 9 million people have voted early in the
state of Texas surpassing the state’s total turnout
from the 2016 general election. Texas cast a total of
8.96 million ballots in the 2016 presidential election
according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Mail-in ballots continued to flow in from all over the
state. Early voting in Texas started on October 13th
with thousands of voters facing long lines and
waiting hours to cast their ballots at some locations.

Our news team will televise the Tuesday, November
3rd election results and many scholars and
community leaders have been invited to join us on
the TV show.

For many people in our community this was the first
time they have ever been so excited about an
election.

Sadly, the U.S. has now surpassed 9 million
coronavirus cases. The country reported 89,521
COVID-19 cases on Thursday -- the highest single
day total in the country yet. Europe has once again
become the epicenter of the globe. France now will
begin a four-week lockdown and Germany will put
new restrictions into effect beginning next week.

Since early this year, our colleagues have stood by
their positions to report the news of any coronavirus
improvement, decline or recovery. Up until today,
almost nine months have passed and we still don’t
see any recovery signs to report. In fact, the number
of new cases being reported are on the rise.

This presidential election is touching so many and
its outcome i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future of
millions of people. We will again be on the front line
to let you know the news every step of the way
through our television station election coverage.

美國新冠疫情日記美國新冠疫情日記1010//3131//20202020
We Will Televise Live OnWe Will Televise Live On

Election DayElection Day
即時報導大選選情即時報導大選選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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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人員發現直至老年
仍可使肌肉再生的幹細胞

綜合報導 壹個國際科研團隊在英國《自然· 細胞生物學》期刊上發

表研究稱，他們發現了壹種可以維持肌肉幹細胞再生能力直至老年的生

理機制。

據報道，這項由西班牙龐培法布拉大學、國家心血管病研究中心、

加泰羅尼亞高等研究院等機構的科研人員參與的研究，匯集了與歐洲和

美國實驗室合作七年多以來的研究成果。

骨骼肌的再生依賴壹群處於休眠（或靜止）狀態的肌肉幹細胞（或

衛星細胞）。處於這種狀態的幹細胞可被損傷或壓力喚醒，從而形成新

的肌肉纖維，並擴增出新的幹細胞。

西班牙國家心血管病研究中心的壹份簡訊指出，這些幹細胞的再生

功能會隨著年齡增長而下降。

然而，西班牙龐培法布拉大學實驗與健康科學系細胞生物學組組長

普拉· 穆尼奧斯-卡諾韋斯與其合作者在小鼠實驗中發現，盡管處於靜止

狀態，但並非所有肌肉幹細胞都是壹樣的。

科研人員發現了壹個亞群，其再生能力不會隨著時間推移而變化，

只有在老年時期才會下降。

報道稱，該研究表明，這壹處於靜止狀態的幹細胞亞群可通過激活

與FoxO（壹種之前與長壽相關的基因表達調控因子）相關的信令路徑，

獲得更強的再生能力。

然而，進入老年後，這個細胞亞群不再激活FoxO，再生功能也隨之

喪失。研究成果指出，激活FoxO的藥物或可恢復肌肉系統的活力，從

而改善因肌肉萎縮而衰弱的老年人的健康狀況。

對於因神經肌肉疾病，或受癌癥、感染性疾病或炎癥性疾病相關影

響而肌肉萎縮的人，這類藥物或許也有用。

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盧森堡大學、西班牙國家研究委員會、意大

利帕多瓦大學、意大利羅馬大學等機構的科研人員也參與了這項科研工

作。

英研究：感染新冠病毒後
抗體水平會“迅速降低”

綜合報導 英國研究人員稱，感染新

冠病毒後，感染者體內的抗體水平會

“迅速降低”。倫敦帝國理工學院研究

小組發現，在6月至9月間，抗體檢測呈

陽性的人數下降了26%。

據報道，這項研究結果是預印本，

暫時未經同行審議。

抗體是人體免疫防禦的關鍵部分，

可阻止病毒進入人體細胞。研究人員稱

，感染者免疫力似乎在減弱，並且有多

次感染新冠病毒的風險。這個研究的數

據樣本來自36萬多名英格蘭人的兩輪抗

體測試結果。

第壹輪測試是 6 月底到 7 月初期

間，每 1000 人中約 60 人有抗體。但

在 9月的最新壹組測試中，每 1000 人

中只有 44人的抗體呈陽性。這表明在

夏季到秋季，有抗體的人數至少下降

四分之壹。

研究人員隨機在英國境內選取不

同年齡和性別的誌願者，請他們在家自

測是否有抗體。海倫· 沃德教授說：“(

誌願者)免疫力迅速下降，這距離我們第

壹輪(測試)只有三個月時間，而且帶有

抗體的人數下降了26%。”

與年齡較小的年齡組相比，65歲以

上年齡組失去抗體的人數跌幅更大，無

癥狀者比癥狀明顯的患者的跌幅更大。

有抗體的醫護人員數量仍相對較高，研

究人員認為這可能是由於他們定期暴露

於病毒環境中。

報道稱，抗體會粘附在新冠病毒表

面，以阻止其侵入人體細胞，以及攻擊

余下的免疫系統。失去抗體對免疫的影

響還不確定。免疫系統中T細胞等其他

組成部分，也可能對抗擊新冠病毒起作

用。

全球範圍內二次感染新冠病毒的案

例很少。但研究人員警告說，這可能是

由於人體免疫力在三月和四月這段高感

染率時期後，才開始減弱。

研究人員說他們的發現不會讓疫苗

研發的希望破滅。格雷厄姆· 庫克教授表

示：“第壹波疫情後，英國大部分地區

民眾沒有產生保護性免疫。對疫苗的需

求仍然很大，本次研究數據並未改變這

個現實。”

英國諾丁漢大學的喬納森· 鮑爾教授

對調查結果發表評論說：“這項研究證

實人們的懷疑：隨時間推移抗體發生變

化，特別是在高危的老年人群體中，抗

體水平會下降。”

但他說，更好地了解“保護性免

疫力”仍然很重要。愛丁堡大學的埃

莉諾· 萊利教授表示，現在認為免疫

力不能持久還為時過早，但“數據確

實讓人擔心感染新冠病毒產生的抗體

和其它季節性流感壹樣，只能短暫存

在。”

希臘壹艘軍艦與貨輪相撞斷為兩截
2名船員受傷住院

綜合報導 希臘壹艘海軍掃雷艦在比雷埃夫斯港口外薩拉米附近海

域與壹艘貨船相撞，軍艦被撞成兩截。目前涉事船只及船員均已安全返

回港口。

據報道，被撞的希臘“卡利斯托”號掃雷艦在經過比雷埃夫

斯港口外薩拉米附近海域時，與壹艘懸掛葡萄牙國旗的大型貨輪

相撞。據稱，該貨輪剛剛從位於凱拉齊尼的工廠出發，裝載有大量

集裝箱。

報道稱，遭受撞擊後，這艘掃雷艦的尾部嚴重受損，船身被

撞成了兩截並有大量海水灌入。船上有 4 名水兵落水，其中 2 人

受傷。

經過希臘海軍和海岸警衛隊的搜救，掃雷艦上的2名傷員已被

送到雅典海軍醫院就醫，其余52名船員也被安全送回了港口。此外

，海岸警衛隊臨時接管了該海域的4艘船只，並將進水的掃雷艦拖

曳回了港口。

據介紹，事發前，兩船均配有完好的導航系統。目前，這起嚴重事

故的原因還在調查中。

月球表面太陽照射處也存在水？
NASA公布最新發現

綜合報導 美國宇航局(NASA)26日

稱，在月球被太陽照射的表面發現了水

分子。這表明水不僅僅分布於月球的極

地陰暗處。不過這些水分子並不壹定能

夠成為資源，作為對比，撒哈拉沙漠的

含水量是此次檢測到的月球土壤含水量

的100倍。

據報道，NASA在克拉維斯環形山

處發現了水分子。克拉維斯環形山是從

地球上可見的最大環形山之壹，位於月

球的南半球。據探測，該地水的濃度為

百萬分之100到百萬分之412。作為對比

，撒哈拉沙漠的含水量，是檢測到的月

球土壤含水量的100倍。

“有跡象表明，H2O(水分子)可能存

在於月球被陽光照射的壹面，”NASA

總部科學任務部天體物理學主任赫茲

(Paul Hertz)在壹份聲明中說，“現在我

們知道它在那裏。這壹發現挑戰了我們

對月球表面的理解，並提出了與深空探

索有關資源的有趣問題。”

報道稱，這壹發現對在未來登月的

宇航員來說，可能是壹個好消息，他們

將可以利用這些資源來飲用和制造火箭

燃料。相關研究結果發表在了最新壹期

的《自然天文學》雜誌中。

但NASA

表示，月球

上的水是否

容易獲得，

並能成為壹

種資源，尚

待 確 定 。

NASA在社交

網站上表示：

“我們尚不

知道是否可

以將其用作

資源，但是

了解月球上的水，是我們‘阿爾忒彌斯’

探索計劃的關鍵。”

“阿爾忒彌斯”計劃是NASA正在

進行的壹項太空探索計劃，目標是到

2024年，將第壹位女性和壹位男性宇航

員送到月球表面。

“如果我們能夠利用月球上的資源

，那麽，我們可以攜帶更少的水和更多

的設備，來幫助實現新的科學發現。”

NASA人類探索與作戰任務部首席探索

科學家雅各布· 布萊切爾說。

據報道，這壹項發現來自 NASA

“平流層紅外天文臺(SOFIA)”的研究，

該天文臺負責分析遙遠的行星和衛星的

大氣層。“平流層紅外天文臺(SOFIA)”

實際上是壹架被改裝過的波音客機，攜

帶壹臺口徑約2.5米的望遠鏡，可在地球

大氣層中高空飛行，為近9英尺(約合2.7

米)的望遠鏡提供清晰的宇宙和太陽系物

體的視野。

有科學家認為，月球上的水來自彗

星、小行星、太陽風甚至是月球的火山

爆發等。來自美國科羅拉多大學的保羅·

海恩說，“如果我們能深入到表面並分

析冰的樣本”，將對水的來源有壹個更

好的了解。

英國最長壽老人去世享年112歲

生前喜歡黃油和奶油

綜合報導 英國最長壽

老人瓊· 霍考德於當地時間

24日去世，享年112歲。

報道稱，霍考德生於

1908年3月29日，她和此前

的全球最長壽男子鮑勃· 威

頓同歲。後者於2020年5月

去世。

霍考德的侄子保羅· 雷

諾茲說，霍考德於當地時間

10月24日在多塞特的家中去

世。

雷諾茲表示，他的姑媽

認為長壽沒有什麼秘密，她

“喜歡黃油和奶油，並對節

食的想法嗤之以鼻”。

據報道，霍考德早年在

肯尼亞生活，當時她的父親

在那裏工作。第二次世界大

戰開始時，她在倫敦擔任救

護車司機，後來搬到南海

岸，在那裏成為了壹名出色

的水手。1981年，丈夫去世

後，她搬到了普爾附近的利

力浦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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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元鐘保險服務地點 

菲服裝業受新冠疫情重創
約60萬工人面臨失業

綜合報導 國際勞工組織(ILO)

22日向菲律賓媒體發放新聞稿顯示

，菲律賓服裝業受到新冠疫情重創

，出口減少了40%，約60萬菲律賓

服裝工人面臨失業。

該組織於21日發布了“供應鏈

連鎖反應：新冠疫情在亞太地區如

何影響服裝業”的調查報告。報告

顯示2020年1-6月與2019年同期相

比，由於消費者需求崩塌、各國政

府實施封鎖措施，以及服裝生產所

需原材料進口中斷，美國、歐盟和

日本等主要服裝和鞋類進口國，從

亞洲十大服裝出口國的進口量下降

高達70%，其中中國、印度

、菲律賓和斯裏蘭卡出口降

幅最大。

國際勞工組織表示，國

際服裝供應鏈中近壹半的工

作崗位，有賴於那些采取最

嚴格禁售措施國家消費者的

需求，而這些國家 2020 年

1-9月零售額大幅下降。

調查顯示，該地區數千

家服裝和鞋類工廠暫時或無

限期關閉並解雇工人，復產的工廠

多減少產能，目前只有五分之三的

工人復工。2020年第二季度仍在就

業的服裝工人，普遍收入下降，工

資拖後發放也很常見。

調查顯示，該行業的女性員工受

到影響最大，她們在收入、工作量、

職業隔離等方面獲不平等待遇。

國際勞工組織亞太區域總監

ChihokoMiyakawa表示，新冠疫情從

各個層面對制衣行業產生了巨大影

響，需要政府、雇主、工人和行業

利益相關者壹起努力，共同打造壹

個以人為本的行業未來。

國際勞工組織的最新數據顯示

，2019年亞太地區約有6500萬制

衣工人，占全球制衣工人總數的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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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繼24日單日新增新冠肺炎確診病

例首度“破千”後，馬來西亞26日單日新增確診

病例再度“破千”，達到創新高的1240例。為切

斷病毒傳播鏈，馬政府宣布延長多地防疫限令。

馬來西亞衛生部26日公布的數據顯示，截至

26日中午，在過去24小時內，馬新增確診病例

1240例，其中1238例為本土感染病例，新增死亡

病例7例，新增治愈病例691例。

負責協調疫情管制措施的馬來西亞國防部長

伊斯梅爾· 薩布裏· 雅各布26日宣布，目前在首都

吉隆坡、行政首都普特拉賈亞及雪蘭莪州等地實

施的有條件行動限制令截止日期將從本月27日延

長到11月9日。

這三地26日新增確診病例為194例。馬來西

亞當日新增確診病例最多的州屬依然是沙巴州，

達到創該州新高的927例。馬政府已於24日宣布

沙巴實施的有條件行動限制令截止日期從本月26

日延長到11月9日。

馬來西亞政府目前在疫情較嚴重的地區實施

有條件行動限制令。限令允許大部分經濟活動照

常進行，但跨區域旅行、群體性文化體育娛樂活

動、各類大型集會等都受到限制。

馬衛生部總監努爾· 希沙姆當日在社交媒體上

否認衛生部為了配合政治需要虛報新增確診病例

的網絡傳言。

截至目前，馬來西亞累計確診病例27805例

，累計死亡病例236例，累計治愈病例17825例。

11月7日起
東京奧運聖火將在日本多地巡回展示

綜合報導 據日本放送協會(NHK)報

道，10月27日，日本政府方面發布消息

稱，目前尚在日本存放的2020年東京奧運

會聖火，將從11月7日起，在日本14個道

府縣進行巡回展示。

據報道，由於東京奧運會因新冠疫情

延期，原定於3月開始的聖火傳遞也被迫

取消。不過，2月在希臘采集的聖火並沒

有熄滅，而是存放在日本奧林匹克博物館

進行展示。

報道稱，11月7日起，奧運聖火將離

開博物館，並從石川縣金澤市開始，途徑

日本14個道府縣的73個市、町、村，向

當地民眾進行巡回展示。

據介紹，聖火每到壹地的展示時間約

為半天至1天，展示時間約為5個月。其

計劃於2021年3月16日在巖手縣的住田町

結束展示，隨後從2021年3月25日起，於

福島縣開始為期121天的聖火傳遞，並於

東京奧運會開幕當天到達主會場，由火炬

手用其點燃主火炬塔。

發布這壹消息後，日本總務大臣武田

良太在當天表示，“各地會結合聖火展示

開展各類相關活動，期待這壹活動能為地

方帶來活力，並營造出奧運的氛圍。”

受新冠疫情影響，原定於2020年7月

舉辦的東京奧運會與殘奧會，分別延後到

2021年7月23日及8月24日開幕。

已故三星會長李健熙出殯儀式舉行
是否留遺囑引關註

綜合報導 已故韓國三星

集團會長李健熙的遺體告別儀

式在三星首爾醫院殯儀館以非

公開形式舉行。隨著李健熙的

去世，他是否留下遺囑壹事也

備受關註。

李健熙的夫人洪羅喜，其

子女三星電子副會長李在镕、

新羅酒店社長李富真、三星福

利基金會理事李敘顯，以及新

世界集團會長李明熙、CJ集團

會長李在賢等親屬，出席告別

儀式。

告別儀式後，李健熙的靈

車將從醫院出發，沿途經過龍

山區漢南洞私宅、梨泰院承誌

園自家、Leeum美術館、京畿

道華城和器興半導體工廠等地

，駛向位於水原市的墓地。

當地時間2020年10月25日

，韓國三星集團會長李健熙在

首爾病逝，享年78歲。他曾於

2014年突發心臟病後入院後，

住院治療數年。

在他的帶領下，三星成為

韓國最大的企業，李健熙被喻

為韓國最成功的企業家。

2020年10月28日，韓國企

業評估網站CEO SCORE發布

統計數據顯示，李健熙任內三

星總資產增長逾 76 倍，增加

790多萬億韓元(約合人民幣4.7

萬億元)，創下韓國十大企業集

團之最。

具體來看，從李健熙就任

的1987年至2019年，三星總資

產從10萬億韓元增至803萬億

韓元，銷售額從近10萬億韓元

增至315萬億韓元，增幅分別

高達76.2倍和30.77倍。同期，

旗下子公司數量也從37家增至

59家。

隨著李健熙的去世，其是

否留下遺囑也備受各界關註。

因為根據繼承李健熙留下的近

18萬億韓元財產(約合人民幣

1052億元)的方式不同，三星集

團的晉級和支配結構也會有所

改變。

部分人認為，李健熙在

2014年 5月因急性心肌梗塞突

然暈倒後，在病床上昏迷了6

年多，因此無法留下遺囑。同

時，他在病倒之前積極開展活

動，因此有見解認為其不會在

事前留下遺囑。

但是另壹方面有人推測，

李健熙早早就寫好了遺囑。為

了減少事後經營權紛爭，保留

了繼承遺產的基本方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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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第三屆
世界頂尖科學家論壇（2020）10月30日在
上海召開。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向論壇作
視頻致辭。

習近平指出，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
來，各國科學家協力尋求抗疫之道，在治
療、藥物和疫苗研發、防控等多個重要領
域開展科技攻關和跨國合作，為抗擊疫情
作出了重大貢獻。在當前形勢下，尤其需
要開展新冠肺炎藥物、疫苗、檢測領域的

研究合作，聚焦氣候變化、人類健康等共
性問題，讓科技創新更好造福人類。

堅持把創新作為引領發展的第一動力
習近平強調，中國高度重視科技創新

工作，堅持把創新作為引領發展的第一動
力。中國將實施更加開放包容、互惠共享
的國際科技合作戰略，願同全球頂尖科學
家、國際科技組織一道，加強重大科學問
題研究，加大共性科學技術破解，加深重

點戰略科學項目協作。希望各位科學家積
極交流思想、推進合作，共同推進世界科
學事業。

世界頂尖科學家論壇由世界頂尖科學
家協會發起，上海市委、市政府主辦，迄
已舉辦兩屆。本屆論壇以“科技，為了人
類共同命運”為主題，採用線上視頻與線
下出席相結合的方式舉辦，全球300多位科
學家，包括61位諾貝爾獎得主參會。李強
出席。

中國將實施更開放包容互惠共享的國際科技合作戰略習
近
平

：

“香港是世界上最自由的經濟體，香港經濟發
展有良好的基礎，獨特的優勢，比如有大

量高素質的專業人才，與世界經濟廣泛聯繫。”韓
文秀說，只要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加
強港澳與內地交流合作，支持港澳更好地融入國家
發展大局，香港、澳門就一定能夠保持長期繁榮穩
定。

科技創新將專章部署
中央一直將香港作為內地創新體系的重要力

量，支持香港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而展望未
來，科技創新在國家整體戰略中的地位越來越重
要。五中全會提出，堅持創新在中國現代化建設全
局中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為國家發展的
戰略支撐。科學技術部黨組書記、部長王志剛在新
聞發布會上對此表示，在中央關於“十四五”規劃
及2035年遠景目標的建議中，創新和科技自立自
強，擺在各項規劃任務的首位，進行專章部署。這
是編制五年規劃建議歷史上的第一次，也是把握世
界發展大勢、立足當前、着眼長遠作出的戰略布
局。

“面對國內外環境的新變化，要落實新發展理
念、推動高質量發展、構建新發展格局，比任何時候
都更加需要科技創新解決方案，都更加需要創新這個
第一動力。只有更加依靠科技創新，才能在危機中育
先機、在變局中開新局。”王志剛說。

對於創新的戰略部署，王志剛提出，面向未
來，中國將搶抓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重大
機遇，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經濟主戰場、面向
國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堅持科技創新
與體制機制創新“雙輪驅動”，打造國家戰略科技

力量，提升科技攻關和應急攻關的體系化能力，統
籌布局基礎研究和關鍵核心技術攻關，構建系統、
完備、高效的國家科技創新體系，激發調動廣大科
技人員和創新主體的積極性、創造性，加快走出一
條從人才強、科技強到產業強、經濟強、國家強的
創新發展新路徑，加快躋身創新型國家前列和建設
世界科技強國。

對於五中全會強調“科技自立自強”，王志
剛指出，科技自立自強與自力更生、自主創新一脈
相承，自立自強與開放合作也不是對立關係，而是
辯證統一的。

不會關起門來搞創新
“中國的科技創新從來都不是封閉式的創

新，今後也不會關起門來自己搞創新。”王志剛
說，中國強調以全球視野謀劃科技創新，積極融入
全球創新網絡。一方面，要提高自主創新能力，辦
好自己的事情，因為關鍵核心技術是要不來、買不
來的。另一方面，中國也希望學習借鑒更多的國際
先進經驗，同時向世界分享更多的中國科技成果，
在應對全球性挑戰中，貢獻更多的“中國智慧”。

王志剛說，未來中國願意與世界各國就科技政
策、發展規劃、科研倫理以及共同關注的科學技術
和創新領域開展對話交流，在開放合作中求同存
異，努力形成更多國際科技治理的共識。同時，聚
焦氣候變化、能源資源、公共衞生等全球性問題，
設立面向全球的科學研究基金，支持各國科研人員
聯合開展研究。另外，進一步優化中國科技創新的
法律政策環境，加強知識產權保護，為來華工作創
業的海外人才提供平等機會和便利條件，讓中國成為
全球創新創業者青睞的一片熱土。

中央進一步挺港 建國際創科中心
鞏固提升競爭優勢 打造“一帶一路”功能平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

巖 北京報道）中共十九屆五

中全會公報強調“要保持香

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中央財經委

員會辦公室副主任韓文秀在中共中央30

日舉行的首場新聞發布會上表示，展望

“十四五”時期，中央將進一步支持香

港鞏固提升競爭優勢，建設國際創新科

技中心、打造“一帶一路”功能平台，

高質量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完善便利港

澳居民在內地發展的政策

措施，支持港澳同世界各

國各地區開展交流合作。

規劃《建議》有 15 個部
分，總體上分為三大板塊，核心
要義體現在三個“新”上，就是
新發展階段、新發展理念、新發

展格局

總論部分：主要闡述決勝全面建
成小康社會的成就、我國發展環
境、2035年遠景目標、“十四
五”時期的指導思想、原則和主
要目標

分論部分：總體上按照新發展理
念的內涵組織，分領域闡述“十
四五”時期經濟社會發展和改革
開放的重點任務

結尾部分：主要闡述加強黨中央
集中統一領導、健全規劃機制，
為規劃實施提供有力的保障

來源： 新華社

規劃《建議》三板塊
核心要義三個新

■中共中央30日在北京舉行新聞發布會，介紹十九屆五中全會精神，並答記者問。 新華社

Q：中國提出了雙循環的新發展格局，請問這是不
是為了應對國際的壓力？

A： 構建新發展格局，絕不意味着對外開放地位
的下降。相反，展望未來，中國外貿進口和出
口、利用外資、對外投資的規模將會持續地擴
大，在國際上的地位也會持續地提升，這也是大
國經濟的重要特徵。

當前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單邊主義、保護
主義上升，新冠肺炎疫情帶來廣泛而深遠的影
響，傳統的國際經濟循環明顯弱化，甚至是受
阻。在這種情況下，強化國內經濟大循環，有利
於增強經濟發展的韌性，也有利於帶動國際經濟
循環，實現國內循環和國際循環相互促進。同
時，大國經濟一個共同特徵是國內可循環。中國
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和其他的大國經濟是一
樣的，國內供給和國內需求對於經濟循環起到主
要的支撐作用。因此可以說，提出構建以國內大
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促進的新發展格
局，是我們黨對經濟發展客觀規律的正確把握和
實踐運用。這是主動作為，不是被動應對，是長
期戰略，不是權宜之計。

強化內循環
有利帶動外循環

Q：在中美對立的嚴峻情況下，中美經濟存在脫
的可能性。中國如何實現2035年的遠景目標？
A：在“地球村”越來越小的當今時代，中美作為
全球最大的兩個經濟體，兩國間的經濟聯繫是由
雙方經濟結構的互補性和全球經濟的開放性所決
定的，徹底“脫”根本不現實，對於中美兩國
來說，對於整個世界來說，也沒有好處。其實，
真正想脫的少而又少，真心要合作的多而又
多。

實現2035年遠景目標，關鍵還是要練好內
功，立足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基本國情，着力
辦好中國自己的事。有三件事情特別重要，就是
改革、開放、創新。不管國際風雲如何變幻，中
國堅持對外開放的基本國策絕不動搖。通過實行
高水平對外開放，中國將為世界各國提供更大的
市場、更多的機會，這既有利於中國自身發展，
也有利於形成更加公正合理的世界經濟治理體
系，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中美“脫”不現實
也無好處

熱
問

熱
答

五 中 全 會 十 四 五與聚焦

■■習近平向第習近平向第
三屆世界頂尖三屆世界頂尖
科 學 家 論 壇科 學 家 論 壇
（（20202020））作視頻作視頻
致辭致辭。。 新華社新華社

Southern News Group我們的新網站 www.scdaily.com

美 南 新 聞 網 站 隆 重 推 出 5 大 板 塊 提 升 ,

 為 客 戶 ，  讀 者 提 供 了 更 好 的 瀏 覽 體 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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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中 全 會 十 四 五與聚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

賢 深圳報道）中共十九屆五中

全會提出堅持創新在中國現代化建設全局中

的核心地位，把科技自立自強作為國家發展

的戰略支撐。在 30日舉行的新聞發布會

上，中央財經委員會辦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

副主任韓文秀強調，中央將進一步支持香港

鞏固提升競爭優勢，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

心。香港城市大學機械與生物醫學工程系的

教授陸洋表示振奮，他表示，過去談到香港

的優勢，經常只談金融，沒有提到科創，但

其實香港有着豐富的，甚至可以說過剩的智

力資源，如果能夠充分利用起來，將是巨大

的優勢。他介紹，香港城市大學很早就開始

開展與內地的科研合作，他在深

圳申請到多個項目，並建立了納

米製造實驗室。

■■舒糖訊息科技工作人舒糖訊息科技工作人
員正在測試無創血糖檢員正在測試無創血糖檢
測設備測設備。。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深港科研融合程度越來越高深港科研融合程度越來越高。。圖為香港城圖為香港城
市大學深圳研究院實驗室市大學深圳研究院實驗室。。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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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
第五次全體會議公報提出，“十四
五”時期將堅持把發展經濟着力點放
在實體經濟上，堅定不移建設製造強
國、質量強國、網絡強國、數字中

國，推進產業基礎高級化、產業鏈現代化，提高經濟
質量效益和核心競爭力。暨南大學特區港澳經濟研究
所教授陳章喜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表示，粵港澳大
灣區為配合中央政府部署，要發揮各地優勢資源，構
建合理的產業價值鏈條，提高資源利用效率。“實現
產業『集聚發展』，避免產業同質化。”

“中央明確要把發展經濟的着力點放在實體經濟
上面，要大力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現代服務產業、
推進基礎設施的建設，這是中央在把握世界產業發展
趨勢後作出的戰略舉措。”陳章喜認為，粵港澳大灣

區為配合中央政府部署，需提升產業關聯度與契合
度。“粵港澳三地的產業具有互補性，珠三角作為全
國乃至全球重要的製造中心，產業基礎雄厚，具有較
完善的產業鏈，但也存在着產業層次不高、專業技術
含量低等問題。”他還指出，珠三角地區現代服務業
起步晚，發展水平偏低，與製造業轉型升級發展不匹
配，難以形成聯動效應。

“香港的製造業佔比僅在7%左右，其支柱產業是
倉儲物流、金融類及專業類服務等現代生產性服務
業，發展水平國際領先，其先進性能夠帶動珠三角製
造業的發展。”陳章喜認為，粵港澳在分別發揮各自
特色的同時，共同打造世界級的先進製造業基地和現
代服務業基地，實現比較優勢互補和錯位協調發展，
為國家發展實體經濟作出新貢獻。

港應把科創作為發展核心
“香港發展實體經濟過程中，應基於國際經濟格

局、區域經濟環境、產業發展的比較優勢與約束條
件，明確產業轉型升級的目標方位，為產業發展注入
可持續發展的新動能。”陳章喜表示，在經濟成長的
高級階段，經濟的競爭力主要來自於技術創新。“香
港應在研究國際產業發展和技術創新趨勢基礎上，確
定創新重點，建立創新體系，要統籌處理好科技創
新、傳統產業改造升級和新興產業培育的關係。”

陳章喜建議，香港應把科技創新作為產業發展的
核心，創造和鞏固創新推動型的經濟競爭優勢，加強
科研投入和技術引進，實現新的戰略產業的突破，並
利用新技術、新業態、新模式對傳統產業和低附加值
環節進行改造，推動香港服務業向高技術含量、高增
值環節提升，促進傳統產業與新興產業融合、協調發
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 盧靜怡 廣州報道

大灣區需提升產業關聯度和契合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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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輿論
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於10月26日

至29日在北京舉行，國際輿論對此次
會議高度關注。多家外媒在報道中指
出，此次會議是一次具有歷史意義的
重要會議，為今後五年乃至更長時期
中國經濟社會發展指明了方向。

路透社
與前幾個五年規劃相比，“十四

五”規劃之所以非同尋常，是因為中
國正面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外
部環境，並且恰好站在“第二個百年
奮鬥目標”的起點。因此，“十四
五”規劃具有很強的未來導向性，需
要面向更加長遠的未來，而不僅僅是
未來五年。

《紐約時報》
此次會議向外界表明，中國的崛起

將以加強黨的領導為基礎，同時靠科技
進步來擴大國內消費、升級產業、治理
環境以及保護國家安全。這些目標構成
了中共未來五年規劃的核心。

新加坡《聯合早報》
這是新冠疫情以來，中共召開的

首次中央全會。全會深入分析中國發
展環境面臨的深刻複雜變化，認為當
前和今後一個時期，中國發展“仍處
於重要戰略機遇期，但機遇和挑戰都
有新的發展變化”。這表明，中國不
希望也不會因為外部環境劇烈變化，
放棄之前擬定的發展目標。

《海峽時報》
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審議通過的

《中共中央關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
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三五年
遠景目標的建議》（以下簡稱《建
議》）中提出，堅持創新在現代化建
設全局中的核心地位。報道稱，按照
這一目標，中國將不斷增強科技實
力。到2035年，中國將成為全球創新
領導者。

美國全國公共廣播電台
《建議》對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

主體、國際國內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
發展格局作出戰略部署，明確了主攻
方向和重要着力點。這表明中國未來
將不再依賴外貿來驅動經濟增長。

日本《產經新聞》
雙循環眼下主要是對外貿的補

充，從中長期看則是推動向內需主導
的結構轉型，可以理解為一種謀求經
濟自立的戰略。

陸洋認為，深圳近年來創新氛圍日漸濃厚，吸引
越來越多科研人才，帶來更多的先進技術，也

為基礎科研提供了更好的支撐。他所建立的納米製造
實驗室，需要進行超高精度的3D打印，原先計劃選
擇德國企業的設備，無意中發現深圳有一個初創企
業，擁有非常先進的技術，遂與之合作。總結過去多
年在深圳開展科研的歷程，他指出，深港兩地在科研
方面融合程度越來越高，“包括科研設備的共享，科
研資金的流動等，許多方面都在朝着好的方面走。”
不過今年因為疫情許多項目不得不放慢腳步。大家都
急切希望，香港的疫情能夠盡快穩定下來，兩地往來
恢復正常，科研項目恢復運行，“疫情之前，我每周
至少要去一次深圳，有時課題組組會也會在深圳舉
行。”陸洋說。

他表示，香港科研界應該考慮加強跟內地對接，
尤其是年輕的科研工作者，也希望內地多給香港年輕
科研工作者一些機會，“內地一些資深教授帶的大團
隊，在解決工程上優勢較為明顯，而香港很多年輕學
者，都是獨立帶團隊，規模較小，但很有活力。未來
要在基礎研究領域有所突破，富有活力的小團隊也有
可能帶來技術的源頭創新。”

港青：科技創新離不開人才驅動
香港青年何耀威在深圳創辦的舒糖訊息科技，歷

時7年研發，在今年的CES上發布了全球第一款具備

無創測血糖的智能穿戴，技術走在全球前端，讓許多
大公司都感到驚訝。他表示，作為企業家，看到五中
全會中提出提升企業技術創新能力，激發人才創新活
力，完善科技創新體制機制，感到很興奮。“我們是
一家以創新技術為驅動的研發型企業。成立之時即以
無創血糖檢測技術作為公司研發的方向，組建了一支
由來自香港、英國等多所知名高校畢業的博士帶頭的
研發團隊，研究中形成自己的核心技術，突破了國外
20多年以來無創血糖檢測的瓶頸。”他介紹，受今年
疫情影響，生命健康更加受關注，公司也因時研發了
一款新型的健康穿戴，具備醫療級的測溫和心電監測
功能，並加上呼吸率和血氧測量。“研究表明這些身
體數據有助於預測新冠發生的概率。公司在跟隨國家
全民健康的目標上，共同努力為國家作出一點貢
獻。”

他同時指出，科技的發展離不開人才的驅動，五
中全會中提出要深入實施科教興國戰略、人才強國戰
略，將為科技發展提供強大的驅動力。他認為，中國
一年畢業840多萬大學生，大概有20%是工科的話，
一年也有160多萬工科人才，比全球其他任何一個國
家的工科畢業生都多，將這些新鮮的血液引導到中國
的各行各業，給他們舞台，必能驅動行業創新、國家
發展。“我們公司80%以上的員工均有工科背景，是
這些同事的聰明與才智，不斷推動無創血糖檢測技術
的進步。”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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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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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