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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白宮在望 喬州
喬州、
、賓州相繼翻盤
（路透社
路透社）
）
（本報訊）美國總統大選多個關鍵州計票接
近尾聲，又出現對民主黨拜登相當有利的發展，
川普總統原先得票領先的喬治亞州及賓州 6 日也

煲
來
飽
去

相繼 「翻盤」，拜登因此若計入自己維持
領先的亞歷桑那、內華達、喬治亞及賓州
等 4 州，選舉人團票最多已可達 306 張，
過半優勢越發明顯，儼然白宮在望。川普
只掌握 232 張選舉人票。
根據 CNN 及《紐約時報》統計數據，
目前拜登的選舉人票為 253 張，《福斯新
聞》的統計則為 264 張（加亞歷桑那的 11
張），而川普獲得 214 張。選舉人票總數
538 張，獲得過半即 270 張票的候選人可贏得大
選。假設拜登的票數以 264 張起算，加上目前小
贏 0.9 個百分點的內華達（6 張），便可達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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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緻的小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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煲來飽去位於黃金廣場燕窩城隔壁

讓您欲罷不能的煲仔飯

的 270 張門檻。若再加 6 日 「翻盤」領先 1 千多
普選票的喬治亞（16 張），以及超前 5 千多票的
賓州（20 張），拜登最多可達 306 張。至於川普
，若確定拿下目前領先的北卡羅來納（15 張）
，再加上阿拉斯加（3 張），選舉人票也僅為
232 張。
川普 5 日晚間在白宮召開記者會說： 「如果
計算合法選票，我將輕鬆取勝；而如果計算不合
法選票，他們（民主黨）就可以竊取我們的選舉
。我們在很多關鍵地區取得了大捷。」他對選舉
正當性提出質疑說： 「對方陣營計算己方獲勝所
需的票數，把它們加了進去。我在投票日當晚遙

遙領先，可是突然加上郵寄選票，結果就發生了
變化。」
此外，川普還揚言將訴諸法院，他指稱：
「在賓州，民主黨把受理郵寄選票的日期延期至
投票日的 3 天後，還把沒有郵戳的選票、無法確
認本人身分的選票也計算在內。我想今後將會提
起多項訴訟，在聯邦最高法院對簿公堂。」
而針對川普上述說法，拜登發表推文表示，
沒有人可以從美國人民手中奪走民主，並強調這
樣的情況不論現在或是未來都不會發生。他寫道
： 「美國已經歷了很多，打過太多場戰爭並且挺
過很多挑戰。我們不能讓這樣的情形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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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Are Writing New
Pages Of History
Nineteen former U.S. attorneys, all of whom served
under Republican presidents, issued a joint
statement today calling President Trump’s legal
threats and claims of fraud and his false declaration
of victory, “premature, baseless and reckless.”
They called on the president to wait patiently and
respectfully and allow the lawful vote-counting
process to continue in accordance with applicable
federal and state laws. President Trump claimed
again that some legitimate tallying efforts should be
stopped and again tried to assert his victory in the
election.

十九位曾經在共和黨總統任內任職的
聯邦檢察官今天發表共同聲明，指责川普
總統自行宣佈當選是一項極為不妥及毫無
法律之行為 ,並呼籲總統要讓各州依法把
選票順利統計以決定最後之當選人。
截至目前為止，民主黨候選人拜登全
國得票數為七千萬人，已超過前任奧巴馬
得票數，全國投票人數是一億三千多萬，
創下有史以來之最高紀錄。
美國大選正在緊扣世界各國政要之注

Մ↛፹
LIVE

意力， 尤其是美國在世界各地之盟邦，
如果拜登入主白宮， 顯然和川普之外交政
策有巨大差異 ，至少他會在國際大环境之
架構下重回世界舞台， 尤其和中國大陸之
關係， 在川普主政期間已經到了完全決裂
之地步。
我們寄望美國再度重返國際組織，繼
續來領導世界之和平發展。
( 图片来源：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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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le votes were still being counted, former Vice
President Joe Biden broke the record for most votes
received by a presidential candidate, amassing
more than 70 million. The record was formally held
by Barack Obama who received 69,498,516 votes in
2008.
So far, in the 2020 Presidential Election, we are
setting a record of voting that is the highest ever
recorded in the history of the country.
The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has really caught
worldwide attention, especially with our allies all
around the world.
In the last several years, because
of Trump’s policies under his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initiatives, we have been
withdrawing fro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partnerships,
and most regrettably, this has led
to the cooling down of the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which has
happened at the worst time ever.
The United States has been the
leader of the world in the last
hundred years. We are a nation of
immigrants. We are the model for
the world of a democratic nation.
Today our election chaos is
causing us to write some of the
darkest pages in all of our history.

歡迎使用
觀看高清美南國際電視新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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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著華觀點: 苦戰尚未結束
拜登面對川普法律戰還要拚】

隨著郵寄選票在選後第 3 天陸續再開出，
拜登即將跨越當選總統的 270 張選舉人票門檻
，根據今早 CNN 最新統計, 拜登已在最後 4
個州--賓夕法尼亞州、喬治亞州、內華達州
和亞利桑那州一一翻轉轉，從落後扭而領先
，極大可能大獲全勝拿下 4 個州的選舉人票,
這場選戰的上半場即將結束,接下來的下半場
法律戰馬上開始,面對川普提出的訴訟戰, 拜
登還要拚一陣子！
今年選戰之所以產生爭議關鍵就在於郵
寄投票的問題，最不可思議的是,郵政總局竟
然把已經收到的 30 萬張郵寄選票弄丟了,其中
包括搖擺州佛州、賓州和喬州的關鍵選票,這
當然會影響選情,川普所新任命的親信郵政總
局長犯下如此重大錯誤當然不可原諒，現在
川普又試圖阻止統計郵寄選票,但未獲各州接
納，就連他的盟友參院多數黨領袖麥康奈爾
與前新澤西州長柯里斯汀都認為應要把所有
郵寄投票統計出來才公平, 如果川普非要把這
件事提高到最高法院來裁決,我們到要看看九

位大法官能有什麼另類高見來判決這些州犯
法！
這場大選再次凸顯美國民主制度的深刻
弱點，這背後的本質就是選舉團制度，這種
時代錯誤或許正是 18 世紀美國白人開國元勳
們的初衷，當時他們試圖賦予各州權力來對
抗多數民衆,但在一個權利平等的時代，這是
一種歷史的後遺症。選舉團制度其實更多時
候並不是一種制衡，而 check and Balance 反而
變成為一種偏斜的濫用，選舉團制度所產生
的票票不等值繆誤已不符合時宜,現在是把這
一制度扔進垃圾堆的時候了。
從今年大選中我們也看到了川普不斷試
探破壞民主的底線, 他的言行放大了美國體制
的弱點, 一言以蔽之,川普一再操作民粹與製
造族群分裂已違背共和黨悠久的傳統精神,今
年亞裔共和黨總部竟然一致公開反川普、挺
拜登,令人難以置信,共和黨如果沒有從中檢討
並吸取到教訓的話,前途真是堪虞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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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前進南海攻陸不備？

專家警告3年後本土遭殃
(本報訊)印度與美國在簽訂多款軍事合約後
，已成實質軍事同盟，4 日雙方與日本、澳洲在
孟加拉灣聯合演習，4 國聯盟隱然成形，印度又
傳將在南海布署軍艦，印度國家安全顧問多瓦
爾(Ajit Doval)深入敵後作戰、逼退中印邊境的
解放軍說法也得到許多人響應，但軍事專家警
告，解放軍 2023 年就能輾壓印軍， 「到時候爆
發的不是消耗戰，是解放軍單方面的佔領戰。
」
多瓦爾想法其實不新鮮，近 2400 年前戰國
時代孫臏為解魏軍對趙都邯鄲之圍，就曾建議
齊軍統帥田忌疾走大梁、批亢擣虛(快速進軍魏
都大梁(今開封)，攻擊要害與虛弱處)，攻敵之
不得不救，後來在民間軍事書籍《三十六計》
被列為第二計，稱圍魏救趙。
中印邊境衝突，多瓦爾日前投書發行量最
大《印度時報》(The Times of India)，稱要在自
己領土作戰，也要在敵方領土作戰， 「我們不
必在對方選定的地方作戰，而是可以把戰爭帶
到威脅的發源地。」
智庫塔夏希拉機構(Takshashila Institution)負
責人派依(Nitin Pai)也告訴英國《金融時報》
(Financial Times)： 「印度前進南海的信號是告
訴中國，別在我後院找麻煩，否則我們也會做
同樣的事。喜馬拉雅山脈邊境的安全，決定地
其實在麻六甲海峽以東。如果你在一個區域沒
辦法解決問題，那麼就必須把戰場擴大。」
印度軍事雜誌主編、有退伍軍人身分的掃
尼(Pravin Sawhney)則認為，印度軍艦若真前進

南海，是做通訊方面演練，因為該國海軍並不
具備在南海作戰能力，而且美印近期的協議是
關於共享地理數據，有助於導彈打擊精準度與
無人機運作，但範圍不包括南海。
掃尼認為多瓦爾的思維不成熟且危險，相
當於還沒有得到足夠能力就先宣布自己意圖，
很可能未蒙其利先受其害。隨著印美軍事同盟
成立，中國已有聲音認為印度片面打破領土糾
紛不要擴大和波及經濟合作默契，中國應該反
制。
掃尼認為印度許多分析家根據多瓦爾思維
開始討論深入敵後作戰不可取，因為有更迫切
的危機，是解放軍已有清楚目標在 2027 年實現
完全機械化、資訊化、自動化作戰來挑戰美軍
，而此種進程大約到一半程度就足以完勝目前
印度軍力，當務之急是讓本土的印軍戰力更加
現代化，而非前進南海去引發大陸疑慮，否則
一旦戰爭爆發，印軍恐連以時間等待更強外力
介入的餘裕都沒有，只能看國土被解放軍佔領
。
由於疫情，印度是全球經濟衰退最嚴重經
濟體之一，今年 4 到 6 月 2020-21 財政年度第 1
季不僅出現 1996 年來首次 GDP(國內生產總值)
負成長，衰退 23.9%也是史上之最。在大陸年初
受疫情打擊與中美關係惡化時，印媒也曾傳有
外企移出中國轉進印度潮，但事實上並未發生
，而該國疫情也在 5 月後迅速惡化，9 月曾數度
單日確診超過 9.5 萬例，近期已趨緩，但仍以每
天平均約 5 萬例速度增長。

Amerigroup
用戶請注意
參加新計劃 2021 享受更多福利
配 眼 鏡： $200 一年
保 健 品：高達 $1200 一年
助 聽 器：$3000 一年
牙 齒 保 險 ：高達 $4000 一年

李元鐘保險
7001 Corporate Dr. Ste 201. Houston, TX 77036
中國城華埠大廈

(832)500-3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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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再度實施“封城” 默克爾呼籲民眾全力配合
綜合報導 為遏制不斷惡化
的新冠疫情，德國 2 日正式實
施第二輪全國性“封城”，餐
飲業暫停堂食服務，文化娛樂
場所和大部分公共設施將關閉
至 11 月底。德國總理默克爾當
天再次呼籲民眾全力配合政府
防疫措施，確保 11 月能夠成功
迎來疫情拐點。
德國疾控部門當天公布的
新 增 確 診 人 數 為 12097。 德 國
“時代在線”報道，截至當地
時間 2 日 23 時許，德國累計確
診 560285 人、治愈 363108 人、

秘魯 25 萬人執行遠程辦公制度
為防控疫情將延至 2021 年 7 月
綜合報導 秘魯 11 月 2 日通報新冠確診病例累計 906545 例。秘魯政
府發布壹項決議指出，為有效控制新冠疫情，該國將遠程辦公制度延長
至 2021 年 7 月 31 日。勞動和就業促進部長稱，目前該國約 25 萬人在執行
遠程辦公制度。
11 月 2 日，秘魯衛生部發布新冠疫情數據顯示，與前壹日報告
相比，新增新冠確診病例 1634 例，其中過去 24 小時新增病例為 329
例 ， 另 外 1305 例 為 調 整 補 增 ， 累 計 確 診 906545 例 ； 單 日 新 增 死 亡
56 例 ， 累 計 死 亡 34585 例 。 目 前 仍 有 5255 人 住 院 接 受 治 療 ， 已 有
830612 人康復。
秘魯政府發布壹項決議指出，為有效控制新冠疫情，該國將遠程辦
公制度延長至 2021 年 7 月 31 日。此外，該決議還明確提出，員工享有在
非工作時間斷網離線而不處理工作事宜的權利。
據報道，秘魯勞動和就業促進部部長哈維爾· 帕拉西奧斯表示
， 目 前 該 國 約 有 25 萬 人 在 執 行 遠 程 辦 公 制 度 。 為 保 障 勞 工 權 益 及
身心健康，秘魯政府在進行研判並參考他國實踐經驗後，出臺相
關法規。
另壹方面，當天，經濟和財政部(MEF)報告說，由於新冠疫情的影
響，公共投資執行率自 3 月份以來壹直為負值，但 10 月開始恢復正增長
，增長了 6.6%。
截至 10 月 31 日，秘魯中央政府共執行了 14.685 億索爾的公共投資預
算，地方政府執行了 7.458 億索爾，市政當局執行了 14.373 億索爾。
經濟財政部長阿爾瓦說，為緩解疫情引起的公共投資下降，自
4 月以來，經濟財政部發起了監測和技術援助戰略。阿爾瓦說：
“公共投資不僅是經濟復蘇的加速器，而且有助於縮小差距，造福
國民，因此，我們將繼續與各級政府合作，以促進公共資金的有效
執行和利用。”

買 1 張票送 1 整排座位！
疫情下美航空公司大力促銷
綜合報導 新冠疫情重創旅遊業，多家航空公司開展各種促銷和降
價活動，甚至有公司直接推出“買壹送壹”項目，希望能推動航空業復
蘇。
美國阿拉斯加航空分別在 8 月和 9 月推出 48 小時限時促銷，買壹張
機票送壹整排的三人座位。為了保持社交距離，中間座位需空出。歐洲
最大的廉價航空公司之壹瑞安航空到 12 月中旬前，提供機票買二送壹的
優惠；亞洲航空則以特定的價格售出機票，在某些地區讓民眾無限次數
往返。
愛爾蘭股票經紀公司航空分析師辛普森指出，航空公司目前的首要
考慮，是在降價幅度與出航的班次之間取得收益平衡。
斯科特廉價機票服務網創辦人凱斯說，紐約市到納什維爾市在聖誕
節期間的全套回程機票，以往需花費 300 美元左右，但 2020 年降價至最
低只要 71 美元；另外，平常要價 350 美元、從芝加哥到拉斯維加斯的往
返機票，今年只要 81 美元。
然而，西南航空和美國航空表示，機票票價還是有回升的可能，尤
其愈接近假期前夕，到最後壹刻才下單的民眾，很可能無法享受這樣的
優惠。
許多業界分析師認為，機艙座位的價格是最適合調整的，因為他們
還有壹大部分的利潤來自額外的收費服務，例如行李增加的件數，或者
機上的餐點和酒水。
貝恩策略顧問公司負責航空業務的溫斯頓說：“當乘客獲得壹張免
費的機票時，增加額外消費的可能性就會提高。”

死亡 10754 人。
與今年上半年第壹波疫情
期間實施的“封城”相比，本
輪“封城”執行力度有所放松
。除餐館、咖啡館和酒吧等仍
不允許堂食、僅可外帶或送餐
外，本輪“封城”期間中小學
和幼兒園在滿足防疫要求的情
況下允許繼續開放，理發店等
場所亦獲準營業。不過，博物
館、電影院、劇院、音樂廳等
文化娛樂場所仍必須關閉。政
府對私人聚會的人數也再度實
施了嚴格的限制。官方鼓勵人

們在家辦公，減少出行，避免
前往外地或是探親訪友，也不
要舉辦各種聚會。
2 日晚間，中新社記者在
柏林市中心看到，街頭人流量
明顯減少，不少餐館和酒吧選
擇提前打烊。
由於疫情對經濟造成的嚴
重影響，以及長期抗疫的倦怠
情緒，本輪“封城”在德國國
內遭到了以餐飲和文化業者為
首的多方批評和反對。
為回應質疑，默克爾當天
罕見地出席了聯邦政府每周例

行記者會。她表示，通過對人
際接觸實施為期壹個月的強力
限制措施，將能夠對第二波疫
情起到“防波堤”的效果。
默克爾提醒道，德國所付
出的巨大努力能否在 11 月見到
成效，不僅取決於出臺的規定
，首先更取決於人們是否遵守
這些規定。她強調，人們共同
配合、接受並理解防疫政策是
十分必要的，“這個 11 月能否
成功地使疫情迎來‘拐點’，
重回能夠追溯傳染鏈條的狀態
，就取決於我們每個人”。

意大利確診數超 70 萬

米蘭新冠醫院 3 分鐘增加 1 例確診
綜合報導 意大利緊急民防部報告新
增新冠確診病例 29907 例，累計確診超過
70 萬例；新增死亡 208 例，累計死亡超
38826 例。
據報道，過去壹周，意大利新增新
冠普通住院患者和重癥患者穩步增長，
迄今全國普通住院患者已達 18902 人，重
癥監護患者 1939 人。
意大利國家衛生院表示，目前意大
利疫情最嚴重的 4 個大區倫巴第、皮埃
蒙特、坎帕尼亞和瓦萊達奧斯塔大區新
冠病毒傳染數值已經接近或超過 2。
其中，倫巴第大區首府米蘭市疫情
十分嚴峻，當天新增確診 1554 例，每 10
萬居民感染者約為 878 人。米蘭聖拉斐
爾醫院方面表示，米蘭新冠定點醫院平
均每 3 分鐘增加 1 例確診病例，多數新冠
定點醫院已出現床位緊張。
另外，皮埃蒙特大區 16 家綜合醫院
上周正式改為了新冠定點醫院，該大區
首府都靈市大部分醫院已停止非急診常

規性慢性患者接
診。其他疫情嚴
重的大區，也在
不斷擴充病床和
醫護人員，以滿
足新冠患者需求
。
當地時間 1
日，意大利大區
及自治區事務部
長博恰和衛生部
部長斯佩蘭紮，
召集全國省級以上市長舉行視頻工作會
議，就疫情嚴重城市是否采取封城措施
，廣泛征求地方政府意見。
出席會議的大部分市長認為，現階
段的宵禁令和防疫措施，很難遏制激增
的確診病例，人們對疫情已經感到疲倦
，當局應采取更嚴厲的防控措施，才能
達到遏制疫情蔓延的目的。
意大利全國市長協會主席、巴裏市

市長德坎羅(Antonio Decaro)表示，有必
要縮短酒吧和煙草店的經營時間，將宵
禁時間提前至每晚 18 時開始。並建議周
末關閉大型購物中心，限制疫情嚴重城
市居民跨區域流動。
倫巴第大區主席豐塔納(Attilio Fontana)表示，新冠疫情的傳播趨勢目前在
全國範圍大致相同，政府應采取統壹防
控措施來遏制病毒傳播。

幸運！情侶入住百年老屋
發現價值 3.3 萬美元威士忌
綜合報導 美國壹對情侶
德拉蒙德(Nick Drummond)與
巴克(Patrick Bakker)2019 年以
18.3 萬美元，購買了壹棟屋齡
105 年的老房子。近日，兩人
竟在屋裏發現 66 瓶近 80 年的

威士忌，粗估價值至少為 3.3
萬美元。
據報道，該棟房子的前
屋 主 是 漢 弗 納 (Adolph
Humphner)， 此 前 有 消 息 稱
， 他 曾 在 1920 年 至 1933 年

美國執行全國禁酒令時走
私酒，但該消息壹直未獲
得證實。
直到數周前，30 歲的建
築師德拉蒙德和 29 歲花藝師
巴克，試圖去除房子腐朽的
外部裝飾時，發現了壹
個包著稻草、紙和繩子
的東西從墻上掉下來。
兩人發現，包裹中竟有
六瓶 1923 年走私的威士
忌，且泥房裏壹整面墻
與下方的爬行空間都藏
著走私酒。
至此，德拉蒙德才
證實前屋主身份：“他
真的如傳言所說，是走
私酒的人”。
目前，他們找到了
66 瓶威士忌，其中有 15
瓶依然為滿瓶。拍賣行
預估，每瓶售價在 500

至 1000 美元之間。
德拉蒙德說，地面下的
酒瓶都是空的，他們打算不
移動這些酒瓶，把地板改成
玻璃材質，以展示這個房子
的獨特歷史，也想捐壹些空
酒瓶給當地機構。至於裝滿
酒的威士忌，除了部分出售
，作為他們房屋裝修的經費
，兩人表示：“我們當然會
留下壹瓶品嘗！”
報道稱，隨著這個消
息在社交網站上發酵，德
拉蒙德收到不少關於前屋
主的文件及信息。例如，
這位屋主死於禁酒令結束
前壹年。
德拉蒙德與巴克懷疑，
房子裏可能藏著更多東西。
他們的下壹個計劃是鉆壹些
小孔，找出可能隱藏其他東
西的區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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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根基仍在 2024 恐捲土重來
（綜合報導）美國大選仍陷膠著，川普的得票優於預期，
讓不少認為民主黨拜登會贏得壓倒性勝利的專家跌破眼鏡。事
實表明，2016 年把川普拱進白宮的保守民粹力量並未潰散，且
已茁壯生根，將繼續左右美國政局發展。川普的幾位前幕僚宣
稱，這次大選川普若敗北，2024 年他有可能捲土重來，再次參
選總統。
《華爾街日報》日前報導，本屆大選在一些關鍵州，川普
催出的白人和鄉間地區選票甚至超過 2016 年的得票。賓州共和
黨策略專家葛羅（Charlie Gerow）指出，這確實反映川普總統
任內所帶來的變化，共和黨內部現在更積極拉攏工人階級，尤
其白人，而不再強調爭取精英人士支持。典型的精英就是高學
歷、高收入，但大多數賓州人就不是這樣。

民主黨在農村優勢漸失
而 在 北 卡 羅 萊 納 州 ， 民 主 黨 策 略 專 家 傑 克 森 （Morgan
Jackson）表示，民主黨在農村地區的優勢正持續下降。
美聯社 VoteCast 選前一份民調顯示，川普和拜登代表兩個
截然不同的美國。支持川普的選民大多為白人，約占 86％；拜
登則只占 62％。拜登支持者只有四分之一來自小城鎮或農村地
區。川普支持者近一半住在這些地區。
失業率下降推升支持率
另外，川普第一個任期內美國經濟表現亮眼，其中一大指
標是失業率大幅下降，這也使得支持他的非裔和拉丁裔美國人
顯著增加。即使在敏感的種族議題上，比起拜登支持者，挺川
普的選民認為警方執法時存在種族歧視，遠不如抗議示威所帶

來的暴亂嚴重。
《商業內幕》（Business Insider）網站引述共和黨內部消息
人士報導，假如川普這次大選落敗，2024 年他有可能再度披掛
上陣，屆時他已 78 歲高齡。報導指保守派圈子認為，儘管川普
過去 4 年有些表現令人不安，處理新冠疫情也欠妥，但他仍具
備競爭力。
前白宮代理幕僚長穆瓦尼 5 日表示，他相信川普若選輸，
會繼續在政界發展，並投入 2024 年大選， 「因為他痛恨失敗」
。川普的前競選顧問蘭扎（Bryan Lanza）也持相同看法。他說
，4 年後川普仍比目前的拜登年輕，因此年齡不是問題。

開出票數已超過歐巴馬 雖敗猶榮！
羞當一任總統 川普放火毀民主
（綜合報導）美國總統大選，拜登和川普仍在關鍵州拉鋸
。隨藍移現象發酵，拜登在喬治亞州反超川普，內華達州也保
持領先，川普連任前景日益黯淡。不過川普仍打破一項記錄，
他開出的票已超過前任總統歐巴馬 6965 萬票，在疫情和高失業
率下，川普如最後落敗也可說 「雖敗猶榮」。不過，世界知名
民主理論學者戴蒙德（Larry Diamond）發出警告說，從目前的
狀況來看，即便是拜登上台，也難以完全修復美國民主受到的
破壞。
從川普發表選舉舞弊論看，他一定不認輸，而拜登陣營也
勢在必得。因此最後結果必曠日費時，將按各州驗票規定走一
場程序和法律戰共同進行的路徑。由於雙方在亞歷桑那、喬治
亞、內華達、賓州得票太過接近，最後計票輸的一方將提出重
新驗票要求。這將是 2000 年小布希和高爾在佛州驗票的多州升
級版。
抹黑計票 自家人也搖頭

面對川普將正常計票工作抹黑成舞弊，共和黨議員也看不
下去，至少 4 名共和黨國會議員和川普保持距離，反而發出類
似拜登要求選民冷靜等待最後結果的聲明。伊利諾州共和黨眾
議員金辛格在推特表示， 「這太瘋狂了，我們希望每張選票都
得到統計。如果對投票點票存在欺詐行為，請出示證據，並將
提交法院。」
川普在黨內的眼中釘、曾代表共和黨和歐巴馬對決的資深
參議員羅姆尼說，點票過程漫長，會使參選人沮喪。不過他仍
強調， 「對民主、憲法、對美國人民有信心」。
紐約時報指出，川普可能成為 28 年以來唯一的 「一任總統
」，但不論輸贏，川普不會輕言退位，對美國民主憲政帶來危
機。川普破壞了過去長期以來 「願者服輸」基本共識，在沒證
據下質疑合法選票，但他的選票卻在病毒肆虐、經濟衰退、社
會抗議下還有所成長，這代表美國民主出現了危機，美國過去
的政治遊戲規則和國家賴以建設的基礎正快速被侵蝕。

個人輸贏 不該凌駕法制
正如美國抗疫大將佛奇所言，疫情像手電筒，將美國藏汙
納垢的地方曝光。如果川普透過法律戰和司法戰最終連任，而
創下美國史上最高得票 7300 多萬的拜登卻敗下陣，不但選舉人
團制度將遭多數人質疑，美國民主制度賴以建立的基礎─遊戲
規則也被破壞。無論怎看，2020 年美國總統選舉必將成為美國
民主跨越和重生的重大分水嶺。
小檔案 藍移（blue-shift）現象
在本次大選泛指，因新冠疫情考量，採通訊投票的選民增
加，在選戰僵持之際，賓州、喬治亞等 4 個關鍵州仍在點算的
通訊選票，將成為左右選舉的關鍵。由於選擇通訊投票的選民
較傾民主黨，隨通訊選票開出，就會出現 「藍移」（藍色代表
民主黨）現象。

兩派支持者對峙互嗆 衝突四起
（綜合報導）美國選舉結束 3 天後，新總統依舊難產，各
地抗爭持續，兩大陣營對峙。在紐約，有人持械、對警方動手
、吐口水，共 25 人被捕；在賓州費城、亞歷桑那州鳳凰城、密
西根州底特律等懸而未決的關鍵區，大批川粉在計票中心外抗
議，高呼 「停止偷走選舉」，並與主張 「每張票都要算數」的
拜登支持者激情互嗆。費城警方 6 日宣布，破獲一起企圖攻擊
計票中心的陰謀。
賓州情勢緊繃之際，費城警方表示，他們接獲線報，一輛
滿載武裝人員的悍馬車，從維吉尼亞州北上，打算進攻計票中
心。警方並未透露破案細節，僅稱已拘捕至少 1 人、扣留悍馬

車與武器，沒有人員受傷。
關鍵選區的計票中心不僅成為有心人的攻擊標靶，也是兩
陣營互比聲量的戰場。在亞利桑那州鳳凰城的計票中心外，約
300 名揮舞國旗的川粉群集，抗議繼續計票；知名的極右翼陰
謀論者、電台主持人瓊斯，拿著大聲公痛批民主黨 「別想偷走
這次選舉，美國正在反擊！」 「抵抗就是勝利！」 「與川普同
在！再 4 年！美國！美國！」
不過現場一小撮反川普人群的標語，把川普畫成納粹豬，
一度遭川粉追逐並團團圍住，幸好警方介入才分開雙方。
在費城計票中心前，支持拜登、穿著 「每張票都得算」上

衣的群眾載歌載舞，高唱歌手淘氣阿甘的單曲《這就是美國》
。退休族波蘇尼說， 「我們不能容許計票人員受到威脅！」不
遠處另一個街角，30 名川普鐵粉在拒馬和警方的保護下，高舉
寫著 「選舉日停止計票」和 「抱歉，投票站關門囉」的挺川普
標語。
包括紐約、奧勒岡州波特蘭、明尼蘇達州明尼亞波利斯、
華盛頓州西雅圖、佛羅里達州奧克蘭，5 日都有群眾上街。在
紐約，原本和平的示威變調，入夜後有人縱火、以垃圾和雞蛋
攻擊警察、妨礙警方逮人，共 25 人被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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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重打擊！
印度新德裏新冠疫情和空氣汙染不斷惡化
綜合報導 目前，印度首都新德裏正經
受新冠疫情升溫和空氣汙染惡化兩項嚴重打
擊。新德裏不僅是印度少數疫情仍嚴重惡化
的城市，該市空氣質量還因農民火耕及氣候
變冷引發汙染，進壹步惡化。
據報道，截至上周，印度新增新冠病例
已連續第 7 周下滑。不過，印度累計病例迄
今已逼近 823 萬例，確診病例數仍居世界第
二。
在印度整體新增病例下滑之際，新德裏
卻是少數新增病例持續增長的城市。根據官
方統計，1 日，在檢測的 44623 個樣本中，陽
性 比 例 達 12.69% ， 高 於 前 天 的 陽 性 比 例
11.42%。
根據新德裏官方的報告，1 日壹共新增
5664 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新增 51 個死亡病
例；累計病例達 39 萬多例，其中 6562 人死亡
。
除受疫情打擊外，隨著季節進入冬季，
氣候愈來愈冷，以及鄰省農民在收割期焚燒
農業廢棄物，也讓新德裏空氣質量日益惡化
，已連續壹周以上空氣質量指數(AQI)都超過

300 的“非常差”(Very poor)等級，若長期接
觸將導致呼吸道疾病。
印度氣象局(IMD)表示，新德裏的空氣
汙染，40%來自鄰省旁遮普、哈雅納和北方
邦 10 月 31 日監測到的 3000 多個農場火點。
由於 1 日，衛星監測到上述地區的農場火點
增加到 6000 多個，因此新德裏的空汙只會更
加惡化。
印度氣象局空氣品質部門科學家索尼
(Vijay Soni)說，火點達到 6000 多個相當嚴重
，若新德裏的風速降低，加上氣溫低導致空
氣沈降，讓空氣中的懸浮粒子無法吹散，空
氣質量將更加惡化。
此外，由於氣溫降低，新德裏焚燒廢棄
物取暖的情況比例大增，將讓空氣質量更加
惡化。
印度空氣汙染年年發生，中央政府和地
方政府雖提出解決方案，但農民焚燒廢棄物
等汙染源持續存在，每年出現嚴重的空氣汙
染；中央政府最近在最高法院壓力下，已表
示要制定相關法律，且設置常設機構處理空
氣汙染問題。

柬埔寨向中國出口大米增長迅猛
前 10 個月同比漲 36%
綜合報導 盡管今年遭受疫情和
洪災沖擊，柬埔寨向中國出口大米仍
呈現迅猛增長態勢。今年前 10 個月，
柬埔寨向中國出口大米突破 19 萬噸，
同比增長 36%。
柬埔寨農業部 3 日公布的報告披
露上述信息。柬埔寨農業部指出，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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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1 月至 10 月，柬埔寨大米出口總量
為 53.6 萬噸，較去年同期的 45.7 萬噸
，增長 17%。
據介紹，為落實中柬兩國領導人
達成的共識，雙方有關企業共同努力
推動柬埔寨對華大米出口。經過五年
的持續推廣，成效顯著。為了擴大柬
大米的銷路，提升其知名度，中方有
關企業發揮遍布全國的銷售團隊和銷
售網絡的優勢，在全國超過 5 萬家網
點推銷柬大米。
柬埔寨農業部報告指出，柬埔寨向
60個國家和地區出口大米，中國依舊是
最大的出口市場。今年前 10 個月，柬
埔寨向中國出口大米19.4萬噸，同比增
長36.26%；向歐洲國家出口大米17.4萬

TJ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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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噸，同比增長32.51%；向東盟6個國家
出口大米7.1萬噸，同比增長13.4%。
據知，2019 年，柬埔寨大米出口
量為 62 萬噸，其中向中國出口 22.2 萬
噸，比 2018 年增加 35%。2020 年中國
為柬埔寨提供 40 萬噸大米進口配額。
有分析稱，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
下，柬埔寨大米進口國的糧食需求增
加，此外，柬埔寨對相關國家和地區
的進口稅下降，獲得進口配額增加等
均是今年柬埔寨大米出口量增長原因
。從大米出口種類來說，自 2016 年開
始，柬埔寨香米出口量就在持續增加
；白米和蒸米自 2018 年大幅度減少，
但今年在新冠肺炎疫情的情況下已恢
復增加；有機大米出口也逐漸增長。

韓國調整保持社交距離
防疫分級標準
綜合報導 韓國中央災難安全對策本部
宣布，全面調整保持社交距離措施的分級標
準及實施方案，以構建更精準的防疫體系。
中央災難安全對策本部第壹次長、韓
國保健福祉部長官樸淩厚當天在記者會上
公布了新版調整方案。新版保持社交距離
政策在原有 3 級疫情防控級別基礎上進壹
步細化，增加了 1.5 級和 2.5 級，同時各級
別標準在不同地區將有所區別。
新版保持社交距離防疫分級標準將從
11 月 7 日開始實施。根據新標準，1 級為
“生活防疫”階段，保證疫情控制在醫療
體系可承受的範圍內，首都圈壹周內日均
新增病例在 100 例以下，非首都圈在 30 例
以下，江原道、濟州道等醫療機構較少的
地區在 10 例以下。

假如日均新增病例數超過上述標準，
同時 60 歲以上單日新增確診病例達到壹定
水平，則防疫級別上調至 1.5 級。新增確診
病例數繼續上升並達到壹定疫情擴散規模
，則防疫級別上調至 2 級，此時將禁止舉
行 100 人以上的聚集性活動，限制公共設
施訪問人數，室內須戴口罩，違規者將被
罰款。1.5 級和 2 級被劃分為“地方流行”
階段。
2.5 級和 3 級為“全國流行”階段，2.5
級時將禁止 50 人以上的聚集性活動，3 級
時將禁止 10 人以上聚集性活動。
據韓國疾病管理廳發布的數據，當地時
間 10 月 31 日 0 時至 24 時，韓國新增確診
124 例，累計確診 26635 例；新增死亡 2 例
，累計死亡 466 例；累計治愈 24357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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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私相授受“
涉私相授受
“港語學
港語學”
”圖吸七區百萬公帑

播獨組織狂申錢 攬炒區會濫撥款
“ 港語學
港語學”
”今年向區議會申請的部分撥款
香港攬炒派把持的區議會對多項所謂“公共活
動”撥款涉嫌私相授受。日前，灣仔區議會社會壓力
下被迫否決了與攬炒派關係密切的播“獨”組織“港

申請月份
2月

區議會
深水埗區

2月

深水埗區

款，涉及款項逾 180 萬元，其中大部分竟然是“防
疫款項”。同時，擔任深水埗區議員助理的
“港語學”召集人陳樂行更在同一區議會用
同一名義申請並獲得了 50 萬元“防疫撥
款”。曾任深水埗區議員的陳國偉表
示，由於申請人身份明顯與有關撥
款有利益關係，再加上有關組織
與防疫扯不上關係，故區議
會根本不應批出撥
款，有關部門
應加強審
查。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齊正之、

全民戴口罩 防疫保平安

180,000

全民戴口罩 防疫保平安

180,000

（深水埗中南分區）

個與“防疫”本毫無關係的“語言推廣”組織，今年
以來已分別向 7 個區議會申請逾十筆數目不同的撥

申請款項（港元） 已知獲批款項（港元）

（深水埗東分區）

語學”申請的 50 萬元（港元，下同）防疫撥款，但原
來事件只屬“冰山一角”。香港文匯報記者發現，這

活動

2月

深水埗區

全民戴口罩 防疫保平安

180,000

（深水埗西分區）
5月

中西區

中西區故事廣東話徵文計劃

20,000

20,000

6月

灣仔區

灣仔粵語文化祭

96,040

94,040

6月

黃大仙區

問問“黃”醫師

150,000

不詳

6月

深水埗區

深水埗青年閘誌

149,940

149,940

7月

油尖旺區

“油”
然懷舊唱歌日

81,304

74,374

8月

沙田區

沙田故事 廣東話文學比賽

360,000

22,000

11月

南區

南區故事 廣東話徵文比賽

不詳

不詳

11月

灣仔區

灣仔堅守 全民潔手

500,000

被否決

◆資料來源：區議會網站、
“港語學”社交專頁及網站

張得民

■“港語學
港語學”
”召集人陳樂行
召集人陳樂行。
。

,000
0
0
5
批
3 項共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得民

▲今年 2 月 ，“
，“港語學
港語學”
”
以同一名義向深水埗區
議會申請 3 項防疫撥款
項防疫撥款，
，
合共 54 萬港元
萬港元。
。
深水埗區議會資料

資料圖片

“港語學”
惡意排斥普通話

NGO（非
香港文匯報記者近日翻查區議會記錄，發現自稱是
政府組織）的“港語學”早於今年2月向深水埗區議會申請
撥款，聲稱會進行“防疫活動”。

疑“朝中有人”撥款易
根據議會記錄，“港語學”將有關申請細分為深水埗的“東
分區”、“中南分區”以及“西分區”三個活動而分別申報，每
項申請涉款 18 萬元，合共 54 萬港元。在深水埗區議會“健康及
安全社區工作小組”公布的 7 月份會議記錄中，表示小組通過了
“港語學”申請的50萬元防疫撥款。
有建制派區議員指出，根據“港語學”的官方資料，該組織
的宗旨為推廣粵語和繁體中文，但就以防疫名義向區議會申請鉅
額撥款，服務範疇明顯與其宣稱的不符，而在灣仔和深水埗兩區
更已經申請逾百萬元的款項，更令人質疑有借區議會掠水之嫌。
資料顯示，陳樂行曾在 2016 年至 2018 年期間擔任灣仔區議
員楊雪盈的助理。去年11月後，陳樂行亦轉到深水埗區議員劉家
衡和李文浩辦事處下繼續任助理。知情人士指，所謂“朝中有人
好辦事”，有兩個“熟悉”的議員在議會內自然亦較容易申請撥
款，這一點在區議會“打滾”多年的陳樂行似乎亦都相當明白。
根據深水埗區議會記錄，李文浩曾在今年2月的區議會大會中
為“港語學”宣傳，稱“港語學”會考慮邀請服務區域的區議員協
助派發物資，取代原定在社區會堂或社區中心派發的方案。香港文
匯報記者查訪後發現，“港語學”的地址在深水埗一座商業大廈六
樓單位，而恰巧劉李二人的辦事處又是在同層的604-605室，中間
只有一室之隔。

2014 年，進入香港浸會
大學就讀中醫系的陳樂行成
6 立了一個所謂“推廣粵語”
組織，為了顯示其激進“本
土”的本質，陳樂行刻意不
用社會大眾習慣用的“粵語”或“廣東
話”，而稱之為“港語學”，企圖在語言上
與內地進行分割。
該組織在成立後，經常與多個反對派組
織合作，大肆反對政府在全港中小學推廣的
“普教中”政策，被外界視為一個變相的播

(

圖書館”。
陳樂行此前為灣仔區議員楊雪盈的助
理，有知情人透露，自去年區議會選舉後，
攬炒派把持了絕大部分區議會，而陳樂行就
成為激進攬炒派議員劉家衡的助理。
“港語學”的網站上顯示，該會地址位
於深水埗“名人大廈”一個單位，但巧合的
是，該地址竟與劉家衡的議員辦事處只是一
壁之隔，令人懷疑享受議助公帑的陳樂行是
否在工作上也“一身二用”？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得民、齊正之

陳樂行與
“獨梟”
關係密切
關係密切，同年更加入反對派陣營，成為
灣仔區議員楊雪盈的助理。

曾
“佔領”
浸大語文中心

借防疫巧立名目屢申款
該知情者還透露，除了以上兩區外，陳樂行還透過“港語
學”的組織成員關係在多區“漁翁撒網”申報撥款，其中，
“港語學”向有身兼該組織發言人的沙田區議員李志宏所在的
沙田區議會申請 36 萬元撥款，最終獲批 2.2 萬元。香港文匯報記
者翻閱多個區議會資料，發現中西區、黃大仙區、油尖旺區和
南區都有“港語學”主辦的活動，申報款項共超過 25 萬元。
記者就此向“港語學”的陳先生查詢，對方回覆時聲稱“陳
樂行有豐富的醫學背景”，但對該組織為何會申請防疫撥款的事
和有團體指該組織涉嫌私相授受的指控就避而不談。
曾任深水埗區議員的陳國偉在接受記者訪問時指出，申請人
身份明顯與有關撥款有利益關係，且現時區議會申請撥款機制存
在漏洞，如審查申請人或組織會否有涉嫌“港獨”的背景等，否
則只會給人有機可乘，濫用社區公帑。

“獨”組織。
香港文匯報記者瀏覽“港語學”的網
站，發現該組織在自我介紹中刻意將香港
與內地分開，宣稱要“捍衛香港人學習及
使用粵語、正體字嘅權利，以及傳承粵語
所承載嘅香港文化”云云，但在網上公布
的“旗下作者”，也只有自封“召集人”
的陳樂行透露了姓名，其他人則都以假名
代替。
據了解，近年“港語學”甚少公開活
動，只在其網站上宣稱明年會成立“廣東話

■去年 2 月，“港語學”召集人陳樂行（左
二）與鍾翰林（中）、梁頌恆（左一）、呂
俊賢（右二）等“港獨”組織頭目舉行“誓
師大會”。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得民）自稱
“浸大山神”的陳樂行在浸會大學就讀中
醫 及 生 物 學 系 期 間 甚 為 高 調 ， 早 在 2016
年，當時就讀三年級的陳樂行在浸大校園
發起“反對普通話作必修課”活動，由於
熱衷於政治活動，他除與不少反對派組織

兩年後，陳樂行藉着浸大“普通話畢業
試”事件發難，聯同前“眾志”常委廖偉
濂、時任浸大學生會會長劉子頎及一班激進
學生衝入浸大語文中心，陳樂行更涉嫌惡意
推撞中心職員，對中心內職員破口大罵。在
“佔領”的八小時期間，有人多次搗亂，嚴
重阻礙教職員的工作。
對陳樂行等人衝擊語文中心事件，浸
大對包括陳樂行在內的多名學生給予紀律
處分。校長錢大康根據現場影片，認為陳
樂行和劉子頎兩人使老師受威脅和侮辱，
勒令兩人停學。
被停學後，陳樂行經楊雪盈介紹下加
入戴耀廷的“風雲計劃”，準備為參選區
議會鋪路。同時，他也與楊雪盈一起，在
“風雲計劃”課程中擔任導師，向參與者

介紹落區技巧。

同名男子捲入非禮案
行為一向激進的陳樂行與多名“港獨”
組織頭目關係密切。去年 2 月，陳樂行與
“學生動源”鍾翰林、“香港民族陣綫”梁
頌恆以及“學生獨立聯盟”呂俊賢等多名
“港獨”組織頭目在灣仔舉行所謂“誓師大
會”，反對“普教中”，而這些“港獨”組
織頭目們更要挾教育局停止“普教中”，更
聲稱會配合陳樂行“有進一步行動”。在去
年 11 月區選後，陳樂行擔任深水埗區議員劉
家衡的助理。
另外，有人涉嫌與一宗非禮案有關。今
年 5 月，一名女子報警稱在灣仔一間公寓被
一及男子非禮。消息指，涉嫌被指非禮事件
的男子與“陳樂行”同名同姓，當日兩男兩
女相約在一間公寓聊天，至凌晨時分，一名
男子潛入其中一名女子房間懷疑有不軌行
為，事發後，該女生不甘受辱報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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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

中國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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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美新政府同中方相向而行
吹風會宣布習近平將出席上合視頻峰會並發表講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美國目前正在舉行總統大選，未來中美關係
走向亦受到外界矚目。中國外交部副部長樂玉成 5 日在北京應詢表示，中方對中美關
係的態度是明確的、一貫的。中美之間雖然有分歧，但也有廣泛共同利益和合作空
間。保持和推動中美關係健康穩定發展，符合中美兩國人民根本利益，也是國際社會
共同期待。希望美國新一屆政府同中方相向而行，秉持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
作共贏的原則，聚焦合作，管控分歧，推動兩國關係沿着正確軌道向前發展。

5日上午，外交部舉行中外媒體吹風會。外交
部副部長樂玉成介紹國家主席習近平即將

出席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元首理事會第二十次會議
有關情況，並回答記者提問。據外交部網站消息，
在被記者問及中方對美國總統選舉看法及其對中美
關係的影響時，樂玉成應詢表示，目前美國總統選
舉計票仍在進行中，結果尚未確定。希望此次選舉
平穩、順利進行。

中美有分歧也有合作空間
樂玉成指出，中方對中美關係的態度是明確
的、一貫的。中美之間雖然有分歧，但也有廣泛共
同利益和合作空間。保持和推動中美關係健康穩定
發展，符合中美兩國人民根本利益，也是國際社會
共同期待。希望美國新一屆政府同中方相向而行，
秉持不衝突不對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贏的原則，
聚焦合作，管控分歧，推動兩國關係沿着正確軌道
向前發展。
應俄羅斯聯邦總統普京邀請，國家主席習近平
將於 11 月 10 日在北京出席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元
首理事會第二十次會議並發表重要講話。此次會議
由上海合作組織輪值主席國俄羅斯主辦，將以視頻
方式舉行。這是中國共產黨十九屆五中全會後，習
近平主席首次出席多邊組織峰會，也是中國今年面
向歐亞地區的重大多邊外交行動，具有十分重要的
意義。

樂玉成介紹，會議期間，各方將主要圍繞疫情
形勢下進一步加強上合組織合作的優先任務以及重
大國際和地區問題交換意見。在全球疫情與百年變
局相互交織背景下，上合組織國家以視頻方式舉行
峰會，充分表明各方對上合組織發展的高度重視，
以及繼續弘揚“上海精神”、攜手應對風險挑戰、
共同維護地區國家安全和發展利益的堅定決心。
樂玉成表示，習近平主席將同與會各國領導人
深入探討攜手應對風險挑戰、共同促進安全穩定和
發展振興的新思路新舉措，就繼續弘揚“上海精
神”，鞏固上合組織團結互信，深化各領域合作，
加強“一帶一路”同各國發展戰略和地區合作倡議
對接，支持多邊主義，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等提出
一系列倡議主張，推動後疫情時代上合組織持續健
康穩定發展。

將批准涉及多領域合作文件
此次會議上，成員國領導人將發表峰會宣言，
批准涉及多個領域的合作文件。樂玉成表示，中方
期待各方以此次峰會為契機，強化命運共同體意
識，凝聚新的合作共識，形成新的合作舉措，為實
現共同發展振興注入強勁動力。相信上合組織將堅
守初心和使命，始終高舉“上海精神”旗幟，堅定
遵循開放包容合作原則，堅決捍衛多邊主義，堅決
維護國際公平正義，為構建新型國際關係和人類命
運共同體作出應有貢獻。

■習近平將於 11 月 10 日在北京出席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元首理事會第二十次會議並發表重要講話。
此次會議由上海合作組織輪值主席國俄羅斯主辦，將以視頻方式舉行。圖為去年習近平出席上海合作
組織成員國元首理事會第十九次會議並發表重要講話。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針對“中國市
場的對外開放是否是有條件的”這一提問，中國外
交部發言人汪文斌 5 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中方
擴大對外開放、推進對外合作取得了實實在在的成
果，是不容置疑的。
有記者提問，中國宣布致力於讓中國市場成為
世界的市場、共享的市場、大家的市場。與此同
時，中國準備禁止進口澳洲銅礦、食糖，對澳紅酒
採取限制措施，阻礙澳木材和大麥輸華。中方採取
的行動如何才能與中方傳遞的信息相符？
汪文斌回應說，很高興你關注 4 日習近平主
席在第三屆中國國際進口博覽會開幕式上發表的
主旨演講。中國在確保防疫安全前提下如期舉辦
進博會這一全球貿易盛會，體現了中國同世界分
享市場機遇、推動世界經濟復甦的真誠願望。正

如剛才你提到的，習近平主席在演講中指出，中
國將堅定不移全面擴大開放，將更有效率地實現
內外市場聯通、要素資源共享，讓中國市場成為
世界的市場、共享的市場、大家的市場。這不僅
是表態，也是中國的實際行動。
汪文斌表示，第三屆進博會儘管是在新冠肺
炎疫情的特殊背景下舉行的，但是世界 500 強參
展企業規模與往屆相同，而且各方參展面積還有
進一步擴大，這都說明中國的對外開放與合作在
不斷向前推進。

望澳方多做有利互信的事
“至於你提到的澳洲有關產品對華出口的問
題，我們也多次回答過類似問題。中方主管部門依
法依規對外國輸華產品採取相關措施，這符合中國

法律法規和國際慣例，保障了國內相關行業的合法
權益和消費者安全，也符合中澳自貿協定的有關規
定。”汪文斌對記者說。
他強調，一個健康、穩定的中澳關係，符合
兩國人民的根本利益。同時，相互尊重是各國間
開展務實合作的基礎和保障。我們希望澳方多做
有利於中澳互信與合作、符合中澳全面戰略夥伴
關係精神的事，能夠推動中澳關係早日重回正
軌。
記者追問，考慮到中方近期對澳採取的行動，
我想弄明白中國市場的對外開放是否是有條件的。
如有，條件是什麼？
汪文斌在重申中方立場的同時表示，中方擴
大對外開放、推進對外合作取得了實實在在的成
果，是不容置疑的。

中國“天眼”有望捕捉宇宙大爆炸原初引力波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中國科學院國家
天文台召開新聞發布會宣布，中國“天眼”
（FAST）自今年 1 月驗收以來，運行穩定可靠。5
日，FAST有關快速射電暴方面的研究成果，在國際
科學期刊《自然》上發表。
有別於其他望遠鏡，FAST 以“聽”的方法運
作，接收來自太空深處物體發出的無線電波。隨着
性能的提升，FAST科學潛力逐步顯現。
“FAST 的靈敏度是全球第二大單口徑射電望

遠鏡的 2.5 倍以上，這是中國建造的射電望遠鏡第
一次在靈敏度這個重要指標上佔據了世界的制高
點。”FAST 運行和發展中心常務副主任、總工程
師姜鵬說，超高靈敏度使其在射電瞬變源方面具
有重大潛力，有望在短時間內實現納赫茲的引力
波探測、捕捉到宇宙大爆炸時期的原初引力波，
為研究宇宙大爆炸原初時刻的物理過程提供數據
支撐。
FAST 於 2016 年落戶中國貴州。這款 500 米口

徑球面射電望遠鏡，是全球最大的單面口徑射電
望遠鏡，從 2020 年 9 月開始搜尋地外文明。它的
反射面面積與大約 30 個標準足球場相當，是全球
最靈敏的單口徑射電望遠鏡，大大拓展了人類的
視野。
截至目前，FAST累計發現脈衝星數量超過240
顆，基於 FAST 數據發表的高水平論文達到 40 餘
篇。FAST在快速射電暴方面的研究成果，5日凌晨
發表在國際科學期刊《自然》上。

廣西螺螄粉進軍東盟市場

澳輸華產品被採措施？ 中方：符合國際慣例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5
日，柳州螺螄粉（東南亞口味）預裝
新品發布會在廣西柳州市螺螄粉電子
商務產業園舉行。這是柳州城市職業
學院螺螄粉研究學會與螺螄粉企業柳
州螺哈螺哈食品有限公司合作出品，
面向東南亞市場而研發的首款東南亞
口味螺螄粉。
據 悉 ， 該 款 螺 螄 粉 取 名 Ahroi
（哈偌伊）柳州螺螄粉，是泰語“美
味”的意思。
其是在堅持地道柳州味的基礎
上，針對東南亞市場專門研發的螺螄
粉產品。從調味、選材、工藝到容
量、包裝等都進行了精心而反覆的研
製、選型與設計，爭取能將柳州螺螄
粉融入東南亞市場。
據螺螄粉包裝設計負責人柳州城
市職業學院老師梁爽介紹，包裝上卡
通人物帶着螺螄帽，穿着泰國民族服
裝。整個大場景是一碗獨具東南亞特
色的冬蔭功湯，再加上螺螄與螺螄
粉，並用一條中國龍串聯起來。整個
包裝將柳州螺螄粉文化符號與東南亞
異域風格元素充分融合。
該款螺螄粉有“冬蔭功味”“醬
香乾撈型”等多種口味，一個多月後
將上市，主要銷售往東南亞。
今年 1 月至 6 月，經海關檢驗出
口柳州螺螄粉為2019年全年出口總值
的 8 倍。出口市場不再局限於美國、
澳洲和歐洲國家，首次進入新加坡、
新西蘭等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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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夫婦痛失獨子
二十餘同窗代盡孝
在山東菏澤一個特殊的家庭
裏，有一對父母和 20 多個孩子，
卻像親人一樣。把他們連接在一
起的卻是 8 年前一場不幸的意
外……

■央視新聞

■8 年間，20 多個孩子一直用力所能及
的方式陪伴痛失愛子的袁松濤夫婦。有
人結婚成家了，袁松濤夫婦也會以父母
的身份參加婚禮。
網上圖片

2012年9月24日晚，袁松濤的兒子袁振放
學途中遭遇車禍，全身粉碎性骨折，

陷入昏迷。由於傷勢過重，醫院宣布袁振腦死
亡。在搶救了62天後，袁松濤決定，捐獻兒子的
器官。
袁松濤說：“我有個堂哥得的是尿毒症，到
最後天天透析花了不少錢。有腎源了，人家又不
捐了，結果早早去世了。想着孩子的器官能保留
下來，還能在別人身上延續，感覺孩子還沒有完
全離開爸爸媽媽。”
起初，妻子陳愛雲無法接受，但最終還是同
意了丈夫的想法。2012 年 11 月 13 日，袁松濤為
兒子簽下《人體器官捐獻登記表》，捐出眼角
膜、肝臟、腎臟等器官，袁振也成為山東省菏澤
市首例器官捐獻者，他的器官最終讓五個人重獲
新生。

8年來常陪伴
袁振去世時只有18歲，高中尚未畢業，同學
們決定替他盡孝。
袁松濤回憶，兒子袁振還在 ICU 時，這些孩
子就常常往醫院跑。後來袁振去世，孩子們都改
口喊他們“爸爸媽媽”，這讓他很感動，心裏感

覺兩口子的生活也不再孤單。
“我們回到家，孩子們就一撥一撥過來，說
‘我們就是袁振，爸爸媽媽放心’。”袁松濤
說。
“我記得我正在院裏掃地，有幾個孩子，一
進門就喊媽，哎呀，我可激動了。”陳愛雲說。
8年間，20多個孩子一直用力所能及的方式陪
伴袁松濤夫婦。現在每逢周末，袁松濤都和孩子們
聚在一起。有人結婚成家了，袁松濤夫婦也會以父
母的身份參加婚禮。
袁振的同學李顯龍告訴記者：“剛開始讓我
們聚在一起的是袁振的為人，他人真的很不錯。
但慢慢就發現，兩位爸爸媽媽特別好，我們就習
慣了，也沒有刻意做，就感覺像自己家一樣。”

詮釋別樣幸福
當年，事故發生後，肇事司機逃逸。到案後，
法院判決肇事司機賠償60多萬元人民幣，但至今沒
有執行到位。遭受了喪子之痛的袁松濤夫婦並沒有
心生怨恨，多年來，他們堅持做公益活動。在農村
執教30年的袁松濤，去年調入一所學校負責餐飲安
全。工作之餘，他給老人做飯包餃子，還義務教學
生們捏麵塑、護送學生上下學。

■ 袁松濤夫婦愛子生前照
片。
網上圖片
每天早晨孩子們上學、下午放學的時候，也
是袁松濤的志願服務時間，學校門口總能看到他
護送學生的身影。
8年時間，曾經18歲的孩子們，求學、畢業、
成家、立業。這個家，也從除夕歡聚到中秋團圓，
彼此陪伴着走過了歲月的酸甜苦辣。這個家，撫平
了父母的傷痛，也搭建了一個溫暖的港灣，成就了
一段真情佳話。
袁松濤和陳愛雲用自己起初並不幸運的遭遇
和後來面對挫折的人生選擇，為人們詮釋了付出
與收穫的別樣幸福，而這種幸福，也在這個大家
庭和更多人中，不斷傳遞。

志願軍老兵為戰友建展館

他們之間沒有血緣關係，多年來

在遼寧省瀋陽市渾南區高坎鎮舊站
村，今年89歲的志願軍老戰士孫德山，
省吃儉用，投入了自己靠開荒種地等掙
來的八萬餘元人民幣積蓄，從 2009 年
起，用時七年，籌集了一千餘件展品，
利用自己家的院子建成了一個史料翔
實、頗具規模的反映抗美援朝歷史的展
覽館。
孫德山17歲參軍，1950年隨部隊赴
朝參加抗美援朝戰爭，在執行任務時腹
部曾受過重傷，至今右手仍留有殘疾。
在復員轉業後，他回到家鄉自食其力，
做一個普通農民。“戰友在我面前倒
下，我活着回來，必須要為他們做點什
麼。”孫德山說。
孫德山修建的展覽館是免費對外開
放的，他只希望通過這種方式讓更多的
人記住那段歷史，記住那些為了祖國犧
牲的戰友。
■文/圖：新華社

中國

中國經濟

3

經濟

■責任編輯：何佩珊

星期六
2020年11月7日
2020年11月6日（星期五）

A12

Saturday, November 7, 2020

46萬人入飛 認購金額389億歷來最高

■阿里稱，積極評估金融科技監管環境變化對業務的
影響。
資料圖片

■ 新 iBond 認購
金額遠勝上一
次。 資料圖片

最新一批 iBond 5 日截止認購，港府發言人 5 日
表示，根據從配售機構收集到的初步資料，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菁）阿里
巴巴5日公布截至9月末的第二財季業績，
期內收入錄 1,550.59 億元（人民幣，下
同），同比增長 30%，主要由中國市場核
心商業及雲計算業務的強勁收入增長所驅
動；非公認會計準則（Non-GAAP）下淨
利潤為 470.88 億元，同比增長 44%，勝過
市場預期。

iBond 認購金額約 389.3 億元（港元，下同），認購
人數約 46 萬人，而根據初步認購數字，是次認購金
額為目標發行額的 3.9 倍，較 2016 年 iBond 相應金
額高 73%，而由於認購金額超過目標發行額，預計
最終發行額將提高至上限 150 億元。 由於總認購人
數少於 150 萬人，市場料每人可穩獲 1 手以上，認
購 3 手以下料全獲分配。■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翠媚

1.3 萬億元的螞蟻集團暫緩
隨着早前Ｈ股凍資
上市，部分向隅資金轉戰 iBond，加上是次
iBond保底息逆市上調至2厘，更可按需求酌情加
碼發行最多150億元，較過去6次的iBond每次發
行額 100 億元為多，不少銀行均表示，是次新
iBond認購反應熱烈，其中銀香港iBond總認購金
額更破紀錄。

中銀香港：認購額創新高
中銀香港個人數字金融產品部副總經理周
國昌表示，該行新 iBond 認購反應熱烈，總認購
金額創新高，約為 2016 年的 2 倍，更突破該行
於 2012 年最高的總認購金額，認購人數亦有所

增加，又指由於該行今年新增手機銀行認購渠
道，帶動電子渠道認購佔比顯著上升至超過 7
成。
滙豐發言人5日亦表示，市場對新一批iBond
認購反應非常踴躍，經該行申請認購 iBond 的金
額約為2016年的2倍，申請宗數亦超越2016年的
水平，而以認購金額計算，75%的申請均經由數
碼渠道進行。
工銀亞洲指，該行總認購人數超過2016年數
字，最高認購金額約為 500 萬元，平均認購金額
則超過 10 萬元，均高於 2016 年水平。花旗銀行
亦表示，經該行申請認購的總認購金額及平均認
購金額均為2016年的接近兩倍。

信銀國際表示，該行認購累積總金額較2016
升接近 9 成，最高認購金額為 300 萬元，平均認
購金額約9萬元。
招商永隆銀行表示，該行今次 iBond 平均認
購金額為 10 萬元，總認購金額較 2016 年多 1.8
倍，認購人數增 3 成；陸金所旗下陸香港稱，至
認購截止時間，通過陸香港 App 預約認購 iBond
的金額近 1.6 億元，客戶平均認購 3.4 手，最大認
購金額超過150萬元。

本月17日正式掛牌
iBond 預計在下周四公布正式認購結果，本
月16日正式發行，17日在聯交所上市。

源於互聯網科技產業，如拼多多創始人黃崢以 2,041.8
億元位列第 7，字節跳動創辦人張一鳴憑藉 1,848.3 億
元身居第 9，網易創辦人丁磊以 1,781.6 億元的財富，
為中國富豪榜第11。
今年共有 400 位（組）富豪及富豪夫婦榜上有
名，其總財富從一年前的 1.29 萬億美元升至 2.11 萬億
美元。即便今年疫情持續的情況下，仍有近三分之二
的上榜者的財富在過去一年時間有所上漲。且上榜門
檻變高，今年中國榜的上榜門檻為103.4億元，一年前
為約67.7億元（10億美元）。

積極評估監管環境變化

不過受去年 9 月取得螞蟻集團 33%股
份的一次性收益等影響，期內歸屬於股東
淨利潤為 287.69 億元，按年減 60%。董事
會主席兼首席執行官張勇於電話會議中主
動指出，阿里巴巴作為螞蟻集團的重要股
東，針對近期金融科技監管環境出現的變
化，會積極評估其對業務的影響，並採取
合適的措施。
截至 9 月末，中國零售市場年度活躍
消費者達 7.57 億，較截至 6 月 30 日止增加
1,500萬；中國零售市場移動月活躍用戶達
8.81億，較6月增加700萬。季內，天貓實
物GMV（不含未支付訂單）同比增21%，
其中快速消費品對天貓總體的增長貢獻最
大，季度成交同比增速達到 28%，食品和
健康產品的增速分別達到38%和50%。
張勇坦言，中國市場核心商業隨着消
費者購買頻次和平均消費支出提升而持續
穩健增長。疫情令越來越多的消費者養成
了線上購物的習慣。即便中國疫情已得到
有效控制，大部分人的生活恢復正常，但
線上消費的習慣仍會繼續，這會令中國電
商繼續加速發展。
期內，雲計算分部收入同比增長 60%至 148.99
億元，但繼續錄得虧損 1.56 億元，較 2019 年同期虧
損 5.21 億元繼續收窄，相應的經調整 EBITA 利潤率
亦從去年同期的負6%改善至負1%，首席財務官武衛
解釋，仍歸因於實現規模經濟效益所致，但承諾會在
兩個季度內實現盈利，該部分業務會繼續提高利潤
率，認為沒有理由會不能達到雲行業同業的平均盈利
水平。

44%

身家 4377 億 馬雲蟬聯中國首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菁）螞蟻集團暫緩上
市，但無阻阿里巴巴兼螞蟻創辦人馬雲的身家，他以
4,377.2 億元財富（人民幣，下同），第三度蟬聯福布
斯中國富豪榜榜首，其財富按年增長了72%。且另有9
位螞蟻集團個人股東，入選今年中國富豪榜。
騰訊創辦人馬化騰以3,683.2億元的財富緊隨馬雲
之後，農夫山泉創辦人鍾睒睒則藉公司上市，財富值
攀至3,596.5億元，位列第三。
值得留意的是，中國互聯網領軍者創造了大量財
富，榜單前20名中，有10位即一半富豪的財富主要來

阿里上季多賺 勝預期

新iBond抽 3 手以下料全取

■ 馬雲繼續是中國首富
馬雲繼續是中國首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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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瑛 醫學博士
美國家庭醫學會資格認可醫師
美國老年醫學會資歷任可醫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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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袍人生》北榮罕病治療中心主任 牛道明

學以致用 從醫之路更堅定
（中央社） 「因為我很聽話」，是牛道明
成為醫師的註解。父親是一般內科醫師，母親
是名護士，父母期盼家裡有個人接下醫師的棒
子，但是哥哥對工程有興趣，姊姊則對文史有
興趣，沒辦法只好自己站出來，但行醫過程也
確實不後悔。
綽號 「牛伯伯」，現職台北榮總罕見疾病
研究治療中心主任的牛道明說，曾有位女童全
身長滿黃色脂肪瘤，因冠狀動脈阻塞驟逝，後
來一查才知道是膽固醇受體出問題，發病率為
百萬分之一。他發現，許多罕見疾病患者都無
法獲得適當醫療照護，於是他決定自己來！
牛道明先前擔任總醫師時，半夜來了一位
有敗血症的唐氏症孩童，情況很糟，他向父母
表示小孩晚上可能就會走；看到父母在一旁不
斷哭泣，牛道明整晚不眠不休地搶救，後來奇
蹟似地救活病童，沒想到父親得知病童脫離險

境時，卻責怪太太： 「當初就跟妳說不要送到
榮總！現在救活了怎麼辦？」當時台灣的醫療
和社福資源還沒有像現在那麼完善，扶養這些
孩子所要面對的壓力不是一般家庭能體會的。
剛開始當實習醫師時，牛道明十分恐慌，
害羞的他常常懷疑自己是否不適合當醫師。有
次在外科值班，看到一個病人喘得非常厲害幾
近昏迷，經過血液氣相分析發現是嚴重缺氧，
他趕緊打電話給值班住院醫師；然而住院醫師
同樣是菜鳥，也亂了方寸。後來牛道明憑著所
學，幫病人插管、調整呼吸器，病人症狀迅速
改善，馬上恢復意識，在場所有的醫護人員一
陣歡呼，家屬也十分感激。
牛道明現在回想起，在實習醫師時就學以
致用救活病人，讓他心中 「自己是否適合當醫
師的疑慮」消散無蹤，這數十年來也總是力求
進步。

核四存 6 貨櫃 120 束燃料棒未運美
船期難喬台電火燒屁股
（中央社）台電上月 21 日深夜外運核四第 6 批燃料棒到美國
原廠異地封存，對外放話是最後一批燃料棒。根據《蘋果新聞網
》獨家取得消息，武肺疫情打亂國外船期，核四廠內還有 6 個貨
櫃的燃料棒，約 120 束，仍放置廠內，因船期難安排，台電內部
火燒屁股，希望最快 11 月底、最遲 12 月下旬一定要外運至美國
，否則台電恐違反立法院決議，核四維護費用恐遭立法院卡關甚
至全數遭刪除。
依照立法院決議，台電應於今年底前，將核四廠 1744 束燃
料棒全數運至美國，由原廠異地封存。台電規劃以 3 年時間分 8
批運出，前年及去年已外運 4 批燃料棒，共計 880 束，以此推算
，核四廠去年 8 月底之後，僅剩不到 5 成共 864 束燃料棒，864 束
低於核四廠 1 號機運轉所需的 872 束，1 號機去年 8 月之後，因燃
料棒數量不足無法啟動，等同 「空殼子」。
●疫情打亂船期、護目箱短缺 最壞打算 12 月下旬運走
立法院先前決議，今年底前台電須將核四廠 1744 束燃料棒

全數運至美國。台電人員表示，今年受疫情在全球延燒，打亂世
界各國的船期，台電原訂上半年要外運第 5 批燃料棒，後來延至
8 月底才訂到船運出。
原能會主委謝曉星上月中在立法院備詢指出，核四燃料棒至
10 月 15 日已運出 1504 束，還剩 240 束，由於運送燃料棒需要護
箱，護箱目前又短缺，且受疫情影響，船期時程被耽擱，因此台
電 10 月 4 日改採其他方式外運燃料棒，但細節不方便講太明白，
至於台電能否能在年底前全數運回美國 「不敢肯定」。
就在謝曉星備詢後的一周，台電 10 月 21 日清晨運送燃料棒
，當時外傳這是核四最後一批燃料棒，運完後，核四將正式謝幕
。但台電人員近日透露，10 月 21 日當天並沒有把剩下的 240 束燃
料棒全數運完， 「原因不方便透露」，核四廠內上有 6 個貨櫃的
燃料棒，約 120 束，沒有外運。
●核四封存 5 年每年列維護費 燃料棒送不完恐遭刪預算
台電人員表示，歐美國家近期再掀第二波疫情， 「船期實在

很難安排」，剩下 120 束仍放置在核四廠內，正與國外加緊聯繫
船期，為了達到立法院決議，台電內部可說火燒屁股，希望最快
11 月底可以接洽到船，以免 12 月疫情變得更嚴峻，船期又被取
消，台電最壞打算最遲 12 月下旬一定要安排到船期運至美國，
否則違反立院決議吃不完兜著走！
台電強調，依照國際原能總署相關核子保安規定，核燃料束
運送作業必須以保密方式進行，相關細節均為機密，何時外運或
分幾批，10 月 21 日是否還沒有全數運完等，核四廠內目前還有
多少束燃料棒等，台電都不便說明，完全依照立法院決議，今年
底前將核四廠燃料棒全數運至美國，目標不變。
核四自 2015 年 7 月 1 日起正式進入 「封存」，由政府每年編
列維護費用，若台電未依立法院決議執行，台電內部評估，核四
仍有改建或變賣可能，須維護資產保存價值，若不遵守立法院決
議，屆時不排除核四維護費用遭立法院卡關甚至全數遭刪除。

校園急用 2.5 萬支額溫槍
醫材通路王 10 天喬到!親曝搶貨關鍵
（中央社）今年武漢肺炎疫情肆虐全球，
教育部在 2 月決定針對開學加強防疫，要求學生
進入校園前須量體溫，不過那時全台額溫槍嚴
重不足，為此教部致電維康醫療用品董事長賴
調（音同條）元、請他協助緊急採購，當時全
球防疫物資調度都緊繃，額溫槍也是各國搶購
，被外界稱為 「醫材通路王」的他靠著人脈、
經驗，硬是為台灣買到 2.5 萬支額溫槍，完成這
不可能任務，也成為我國防疫有成的幕後推手
。
賴調元投入醫材產業已有 35 年，1990 年創
辦維康醫療用品前，他在美商嬌生公司負責醫
院內口罩等感控耗材供應服務，當時工作是把
新式醫材介紹給醫療從業人員使用。
賴調元在嬌生公司時，注意到醫材產業有
二大趨勢，一是國民所得提高，大家重視健康
，醫院病床一床難求，病患面臨提早出院問題
，二是醫院為提升醫療品質，勢必把非核心業
務外包，於是他在醫院成立維康醫療用品門市
，讓患者出院後也能自我照護，另建立美德耐
集團，並整合醫療紡織品，提供醫院布服租賃
，現在各大醫院護師服幾乎都由他提供。
●挑戰！搶 2.5 萬支額溫槍 攸關各校可否
順利開學

今年武肺疫情嚴峻，台灣 1 月出現首例確診
患者前，中國大陸早有確診病例，對此賴調元
說，當時已注意到香港、南韓已開始搶購防疫
物資，而台灣民眾對於購買口罩等防疫用品，
其實還不踴躍，直到國內出現首例境外移入武
肺個案後，民眾才蜂擁至藥局搶買口罩、酒精
等防疫用品。
雖然政府早有準備防疫物資，但以醫療人
員需求為優先，市場上仍不足供應民眾所需，
而突如其來的挑戰，就發生在今年元宵節前 2 天
，賴調元表示，當時接到來自教育部的電話，
說為了因應開學防疫，將要求學生進入校園前
都須量體溫，希望他幫忙採購額溫槍，總數高
達 2.5 萬支。
賴調元表示，今年為了維康 30 周年慶，雖
於過年前向美國廠商預訂 3 千支額溫槍，庫存也
有 500 支，但總數距離 2.5 萬支實在差太多，也
讓他擔心，若額溫槍沒到位，會不會害到某些
學校無法開學。
●霸氣！每天睡不到３小時
「只有我可
以完成使命」
由於當時開學日已迫在眉稍、僅剩 15 天，
所以賴調元掛了電話後，馬上積極聯絡國外大
廠，但面對中國、香港都在搶貨，導致日本、

美國、德國、台灣等主要生產額溫槍的業者，
竟然都嚴重缺貨，他說，起初想法滿悲觀的，
「2.5 萬支真的量太大了，覺得有錢也買不到」
。
不過賴調元也轉念告訴自己，在這種壓力
下， 「我要是辦不到，台灣也沒有其他人能辦
到，只有我可以完成使命」，於是更積極聯絡
廠商，想為防疫盡最大力量。
其實，賴調元接到教育部緊急電話的當天
，他的女兒正要到比利時讀書，他按原計畫陪
女兒前往比國，而台灣與比利時有 7 小時的時差
，台灣白天就是比利時晚上，所以他在當地，
幾乎都是深夜打電話與台灣聯絡。
賴調元總計在比利時待了 7 天，他說，為搶
買額溫槍的事，當時他每天睡不到 3 小時， 「有
時才剛睡 5 分鐘，聯絡電話又來了」，因為這次
採購的訂單數量龐大，國外原廠生產線也無法
負荷，有時是製造過程零件短缺，有時是國際
貨機停飛，總之考驗重重，他也只能持續不斷
聯絡製造商與在台工作人員。
●如願！和美商搶訂單 近 2000 間學校順
利開學
終於，靠著長期累績的商譽、信任感及團
隊合作，及前後共 10 天拚命三郎式的努力，賴

調元成功爭取到製造商原先預計給美國 Walmart
、Costco 等量販店的額温槍訂單，接下來的調
貨期間，他也是每天僅盯交貨，最後東湊西湊
，一共搶到 2.6 萬支額溫槍，數量還比教育部要
求的多一些， 「真是得來不易」。
賴調元說，爭取到額溫槍是幫台灣做事，
「讓我很有成就感」，近 2000 間學校也才可在
2 月 25 日順利開學；他也說，這有如不可能任
務，但基於在醫材產業 30 多年的使命感，他就
是要求自己一定要完成，過程雖累，但總算如
願。
面對秋冬天冷，武肺疫情可能再起，賴調
元說，維康會持續提供防疫物資，包括醫療用
口罩、N95 口罩等，民眾也應保持社交距離、
多喝水、戴口罩、勤洗手，可補充維他命 B 群
及益生菌等提升免疫力，促進腸胃道健康，降
低感染機率。
維康走過 30 年，而賴調元這位醫療後勤專
家，近年來更加強轉型，正積極布署電商，他
說，希望能和台灣醫療界一起成長，也盼能造
福更多的病患和家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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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市議員黃馨慧籲政府把關建案公設比

讓民眾購屋安心

（中央社）台中市議員黃馨慧 6 日都發業務
質詢表示，目前建案的公設比居然無法可管，建
議市府都發局研擬把關機制，在兼顧廠商合理利
潤及民眾消費權益下超前部署，促進房市交易資
訊公開透明，減少購屋糾紛，她也針對 3 月動工
興建 「西大墩公園環保節能減碳館」、 「兒童國
民運動中心」工程進度，要求場館主體及設施符
合綠建築與兒童運動需求，務必如質如期、早日
完工啟用。
黃馨慧表示，台中房市價格，因為都市建設
、公共設施規劃因素 「水漲船高」，民眾耗盡一
生積蓄，可能還要背負二十、三十年房貸壓力，
買到的到底是實際生活空間、還是偶爾用到的虛
坪公設？更甚至，隨著公設使用時間愈長、維護
管理費用也逐年增加，無形中增加持屋成本。
她指出，目前建物權狀法定登記為主建物．
附屬建物、共用部分，並沒有所謂 「公設比」。
檢視建案動輒每坪數十萬至百萬不等、 「公設比
」要由誰決定？政府在審查建築執照時，可不可

以超前部署研擬把關機制，減少相關購屋糾紛？
黃馨慧說，建商建屋都會有成本，但不論是
虛坪登記、或是實坪登記，都需要符合公平合理
原則。以長遠眼光看，唯有反映實際成本，充分
揭露交易登記資訊，符合房屋公平交易機制，未
來年輕人才可能買得起房子。
此外，黃馨慧關切今年 3 月動工興建 「西大
墩公園環保節能減碳館」、 「兒童國民運動中心
」工程進度，要求場館主體及設施符合綠建築與
兒童運動需求，務必如質如期、早日完工啟用。
都發局長黃文彬表示，現行的建築法、建築
管理自治條例及建築技術規則，無相關公設比規
範，但考量市民與建築開發商間的買賣，以及後
續公設管理維護費用，常因公設比產生爭議。
市府未來將於建造執照審查時，針對建商常
設置的 「管理委員會使用空間」，如大廳、交誼
廳、健身房等加強審查，宣導業者提供適當比例
的共用設施空間，促進房市交易資訊公開透明、
減少購屋糾紛。

我要行使罷工權!勞部花3百萬開發桌遊

教高中生勞資對戰
（中央社） 「我決定現在要行使罷工權！
」這個在真實世界很難出現的場景，可以在桌
遊中提前練習了！為了讓學生瞭解勞動法令相
關知識，勞動部耗資 300 多萬元研發桌遊，找來
桌遊設計公司、學者、學生、老師、桌遊測試
師反覆打磨，依不同年齡層打造高中、國中、
小學共三個版本，最快本月中旬將正式對外發
表，將免費贈送給全台高中以下學校。
勞動部官員說，因疫情關係，勞動部今年
有許多例行性的校園宣導活動都被迫暫停，有

在玩桌遊的同仁便發想，製作一個以宣傳勞動
政策的桌遊，希望能打入學子的日常生活。
●小學版認識職業、國中版教打工 高中
版模擬勞資對戰
依勞動部規劃，該桌遊依適用年齡層分為
高中、國中、小學三個版本，最多可支援 8 人同
時遊戲。三個版本各自主題不同，畫風也都不
一樣。小學版著重在職業認識，命名為 「未來
職多少」；國中版從個體勞動法出發，強調傳
遞打工相關的法令知識，命名為 「環島 Play 打

工 Play」；高中版以集體勞動意識設計，命
名為 「火星度假村」。
勞動部官員透露，桌遊研發花費相當多時
間，一開始委託桌遊開發公司構想後，不但再
找了專家學者進行 3 場工作會議，討論遊戲要傳
達的理念為何；還到各地校園進行 8 場試玩場，
依老師、學生的回饋意見後再進行修改。最後
還找了專業桌遊測試師反覆研磨、調校遊戲難
易度，過程中承辦人不但玩遍各大桌遊吸取經
驗，還曾忙到深夜才回家。
●高中生扮演勞資雙方 勞方可練習發動
罷工
對於具體遊戲方式與外觀，勞動部官員相

當保密，僅透露較貼近大人的 「高中版」，參
考學生喜歡 「對戰」、 「科幻世界」回饋意見
，會由學生各自扮演勞資雙方一同進行任務，
但遊戲目的並不是擊垮對方才會勝利，而是要
互相競爭與合作，若雙方完全採取敵對態度，
可能會導致公司破產；扮演勞工方可以發動罷
工拿到關鍵資源，但同時也要考慮發動罷工後
己方也可能會受傷。
勞動部說，為了方便教學，遊戲會附上教
師手冊供老師參考。這套桌遊目前正在加緊製
作中，預計 11 月中、下旬會對外正式發表，屆
時印製 6000 套對全國高中、國中、小學免費發
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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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冠狀疫情嚴峻 美國日均確診超 9 萬刷新全球病例紀錄
調查稱逾七成美國人贊成福奇的疫情應對 遠超川普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全球冠狀病毒感染病例繼續激增。
上週，包括法國、德國、西班牙和意大利在內的許多歐洲國家都
重新收緊了防疫限制措施，以遏制冠狀病毒疫情的再次爆發。英
國從上週四開始重新開始封鎖，德銀經濟學家因此預測英國 10
月 GDP 將同比下降 6%至 10%。報道稱，英國政府決定在英格蘭
再度實施爲期一個月的封鎖，意味着第四季度經濟將陷入萎縮，
令英國面臨 W 形的經濟復甦。封鎖的影響將取決於持續時間和
解封的速度，但是假定僅持續四周，且在聖誕前夕逐步解除。歐
洲尤其是在法國的冠狀病毒病例攀升，多國重新實行防疫限制措
施，令市場憂心忡忡。他表示：“這讓每個人都感到緊張。市場

最討厭的就是不確定性。”一些專家警告，不要僅僅根據選舉的
預期結果和可能發生的預期市場動向嘗試短期投資。
2020 年迄今，新冠疫情在全美持續激增肆虐，前幾天全美新
增確診數再創新高。繼歐洲公共衛生形勢惡化後，美國最近兩日
的平均單日新增確診病例超 9 萬例，最近一週平均單日新增病例
達到近 8 萬例。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CDC）網站 10 月 31 日
的數據顯示，全美 10 月 30 日報告新增新冠確診病例 99750 例，這
不僅是美國疫情暴發以來單日最高紀錄，也刷新了全球範圍內的
一國單日新增病例紀錄。 目前，全美累計確診病例達到 940 萬例
，累計死亡 23.5 萬例，均爲全球首位。據媒體導報，42 個州報告

稱死亡病例增多。疫情之下，美國社會種族歧視的痼疾也再次暴
露，少數族裔社區的感染率與死亡率遠遠高於白人社區，經濟也
遭受重創。
一項最新調查顯示，美國選民壓倒性地贊成該國首席傳染病
專家福奇博士應對新冠病毒疫情的工作。全美範圍內，72%的選
民表示他們贊成福奇在應對疫情方面所做工作，僅 28%的人不贊
成。與此同時，只有 41%的受訪者表示贊成川普對疫情的處理，
59%的人表示不贊成。美國總統川普繼續指責一位關鍵性的傳染
病專家，甚至暗示如果在週二贏得總統大選，就可能炒掉這位專
家。

川普在賓州密歇根州和佐治亞州提起訴訟呼籲暫時停止計票
佩洛西週二晚上非常自豪的說 我們已經控制了衆議院

參加此次大選的美國民衆比以往任何時刻都多，有超過 1.5 億人
參加此次大選的美國民衆比以往任何時刻都多，
參與投票。
參與投票
。今年
今年，
，由於大量的郵件投票和一場激烈的競賽
由於大量的郵件投票和一場激烈的競賽，
，預
計結果將需要更長的時間。
計結果將需要更長的時間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川普
總統週三在賓夕法尼亞州，密歇根
州和佐治亞州提起訴訟，因為他落
後於民主黨人拜登，以爭取贏得白
宮所需的 270 個選舉團票。除了在
賓夕法尼亞州和密歇根州提起訴訟
外，川普的競選活動還要求重新計
票。從歷史上看，威斯康星州全州

範圍內的重新計票只改變了幾百張
選票；在計算的近 330 萬張選票中
，拜登以 0.624 個百分點為首。 川
普的競選活動宣布，將要求威斯康
星州重新計票。儘管川普要求對他
已經失去的地方進行重新點票，但
他卻同時進行了徒勞的嘗試，以製
止他正在擊敗的其他州的選票計數

。拜登週三表示，所有州都
應繼續進行這一計數，並補
充說：“沒有人會把我們的
民主從我們這里奪走-現在，
永遠不會。”
選舉至少有 1.03 億人通過
郵寄或當面親自投票進行了
早期投票，佔 2016 年總統大
選投票總數的 74％。 郵件選
票通常需要更多時間進行驗
證和計數。 今年，由於大量
的郵件投票和一場激烈的競
賽，預計結果將需要更長的
時間。拜登週三贏得了密歇
根州和威斯康星州，收回了
四年前從民主黨手中溜走的
“藍牆”的關鍵部分，並大大縮小
了川普總統連任的道路。選舉日後
整整一天，兩位候選人均未獲得贏
得白宮所需的 270 個選舉團票。 但
是拜登在大湖州的勝利使他獲得
264 個選舉團選票，距離總統只有
六席之遙。 在包括內華達州在內的
任何州中以六票獲得勝利，足以結

束川普在白宮的任期。有 264 個選
舉團選票，這意味著他與任何一個
州相距越過門檻而成為當選總統都
相距一個州。拜登說：我將以美國
總統的身份執政。當我們獲勝時，
將沒有紅色狀態和藍色狀態。只是
美利堅合眾國。這與川普形成了鮮
明的對比，川普在周三清晨錯誤地
宣稱自己贏得了大選，儘管仍有數
百萬張選票尚未計算，而且競選還
遠遠沒有結束。
兩位候選人今年都為各州激烈
競爭，拜登的眾人政治人物在藍領
小鎮引起共鳴，而他的競選活動還
推動了底特律和密爾沃基等城市的
黑人選民的投票率提高。4 日，拜
登在特拉華州威爾明頓的大通中心
發表講話表示，參加此次大選的美
國民衆比以往任何時刻都多，有超
過 1.5 億人參與投票。“現在經過
漫長的一夜計票，很明顯，我們正
贏得足夠多的州，來獲得勝選所需
的 270 張選舉人票。我到這裏來並
不是宣佈我們已經勝選，我是想說

，當計票結束，我們相信我們將是
贏家。”另據美國福克斯新聞預計
，截至發稿，拜登已獲得了 264 張
選舉人票，川普獲得了 214 張。
除總統寶座外，美國民主黨與
共和黨 3 日也在激烈爭奪國會兩院
的控制權。美國國會衆議院議長、
民主黨人佩洛西週二晚上說: “我
非常、非常自豪的是，我們可以說
已經控制了衆議院。”。衆議院
435 個席位今年全部改選，民主黨
目前以 232∶ 197 的優勢在該院占主
導地位（自由黨有一個席位，還有
5 個席位處於空缺狀態。在參議院
100 個席位中，共和黨目前擁有 53
席。在參議院 35 個將進行改選的席
位中，共和黨佔 23 席，民主黨佔
12 席。
不管誰當選美國總統，由自己
所在的黨控制參議院都將對執政發
揮至關重要的作用。由於仍有許多
選票有待統計，美國國會兩院選舉
的最終結果可能還需要時間。

休城工商

2020 年 11 月 3 日美南銀行創行 23 年週年
今年 2020 年 11 月 3 日（周二）是一個
具有歷史意義且重要的日子，除了美國
總統大選，也是美南銀行創行 23 年週
年的日子。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
處羅復文處長特別在百忙中抽空再次蒞
臨該行位於休士頓總行道賀參與當日活
動，接受銀行董事長李承穗、副董事長
曹桂卿、執行長 Mark Simmons、資深
董事長李昭寬、董事洪恭儀、董事謝增
坤、董事丁昭信等人邀請共同主持 23
週年切蛋糕儀式。
董事長李承穗在 23 週年當日對全
體員工致詞中表示，在過去的 23 年裡
，銀行本著服務的理念，用感恩的心去
回饋我們的社區和服務我們的客人。也
由於你們的努力和貢獻讓美南銀行能有
今日，並邁入另一個新的旅程碑。她強
調，特別在疫情期間，這個充滿挑戰的
情況下，看到同事間彼此支援、幫忙客
戶 爭 取 申 請 政 府 企 業 救 助 專 案 （PPP
Loan），美南銀行更是第一家帶頭捐贈
防疫物資給急救單位人員和老人公寓等
。董事會為大家的表現感到驕傲和讚賞
。 並期勉大家再接再勵，朝下一個旅
程碑共同努力。
李承穗說，未來銀行業將面臨不同
變數和挑戰。我們將繼續共同努力, 管
理好風險, 化危機為轉機，再創造新的
契機，朝銀行未來目標前進。
執行長 Mark Simmons 高度讚賞和
肯定全體員工們的努力和表現，他說，
我看到的是一群了不起的員工。特別在
今年疫情艱難時期，大家奉獻精神和對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羅復文處長（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羅復文處長
（中右一
中右一）
）與董事長李
承穗（右 四）、
承穗（
）、左起
左起：
：經文處副領事陳偉玲
經文處副領事陳偉玲、
、副董事長曹桂卿
副董事長曹桂卿、
、
董事謝增坤、
董事謝增坤
、資深董事長李昭寬
資深董事長李昭寬、
、執行長 Mark Simmons。
Simmons。右起
右起:: 董
事洪恭儀、
事洪恭儀
、經濟組組長徐炳燻
經濟組組長徐炳燻、
、董事丁昭信
董事丁昭信（
（右 三）等人共同主
持 23 週年切蛋糕儀式
週年切蛋糕儀式。
。
於工作的認真與敬業、客戶服務和專業態度都
讓我以及銀行感到驕傲。Mark 非常有信心美南
銀行未來將有一個漂亮的成績單。
美南銀行(Member FDIC)成立於 1997 年，總
部設於德州休士頓中國城內，在休士頓糖城、
奧斯汀、達拉斯 Plano 和 Richardson、加州安那
市等區域均設有分行及貸款辦事處，提供全方
位的商業及個人銀行服務。美南銀行的網路和
手機 APP 版行動銀行擁有健全軟硬體系統功能
，如線上付款、轉帳，手機 APP 付款查帳等服
務。以優質的服務品質感謝客戶多年的支持與
愛護。有關美南銀行最新資訊請參閱網站：
www.swnbk.com。美南銀行總行地址 6901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電 話:
713-771-9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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