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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導
】週六，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
登通過一份公告宣布，他和賀
錦麗當選第四十六屆美國總統
和副總統，並承諾做“所有美
國人的總統”。之後不久，美
南傳媒集團董事長、幾內亞共
和國駐休斯頓名譽總領事李蔚
華發出賀電，恭賀拜登和賀錦
麗當選第四十六屆美利堅合眾
國總統和副總統。

拜登在回复給李蔚華先生
的郵件中指出：“美國人民信

任我並選擇我任總
統和哈里斯任副總
統的信，我感到很
榮幸和謙卑。”

“面對前所未
有的障礙，創紀錄
的美國人投票，再
次證明，民主深深
打入了美國人民的
心中。”

“隨著競選活動的結束，
是時候將憤怒和殘酷的言辭拋
諸腦後，讓我們成為一個國家
聯繫在一起。”

“現在是美國團結的時候
了，並癒合創傷。”

“我們是美利堅合眾國，
如果我們一起做，那就沒有什
麼是我們不能做的。”

“我今晚將要向全國講話
，我希望您能收看。”

“今晚上線時，您可以通
過轉至此鏈接來觀看我的評論
，只需單擊此處。”
You can watch my remarks by
tuning in to this link when we
go live tonight, just click here.
喬·拜登

拜登宣布勝選拜登宣布勝選 美南傳媒集團董事長美南傳媒集團董事長、、幾內亞共幾內亞共
和國駐休斯頓總領館名譽總領事李蔚華致賀電和國駐休斯頓總領館名譽總領事李蔚華致賀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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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法國官方7日在尼斯舉行儀式
，悼念尼斯襲擊案遇難者。法國總理卡斯泰在儀
式上講話重申，法國將繼續打擊極端主義。

尼斯 10 月 29 日發生持刀襲擊案，一名來自
突尼斯的21歲嫌犯發動襲擊，殺害3人。在7日
的悼念儀式現場擺放著3名遇難者的遺像，出席
儀式的各界人士為遇難者默哀一分鐘。

悼念儀式由總理卡斯泰主持。法國前總統薩
科齊、尼斯市長埃斯特羅西、尼斯當地市政官員
、宗教人士、遇難者家屬等人士出席儀式。卡斯
泰首先向遇難者家屬表示慰問，並回顧了遇難者
的生平。

卡斯泰表示，在世俗主義的共和國中，要尊

重宗教的本質，保證民眾進行宗教活動。他表示
要繼續打擊極端主義，國家“不會妥協”。他重
申要堅持法國的價值觀。

製造尼斯襲擊案的嫌犯已通過飛機從尼斯被
轉移到巴黎接受治療。該嫌犯在製造襲擊案後威
脅警察，被警察打傷，隨後送往尼斯的醫院治療
時發現其感染新冠病毒。據法國媒體報導，嫌犯
從尼斯到巴黎的轉送過程戒備森嚴，有多名警察
參與押送。目前襲擊案相關的反恐調查仍在進行
中。

法國內政部長達爾馬寧6日前往突尼斯訪問
，與突尼斯官方討論加強合作打擊恐怖主義。

新冠疫情已經讓印度新冠疫情已經讓印度““矽谷矽谷””大變樣大變樣

（綜合報導）“新冠疫情已經讓印度'矽谷'大變樣。”據美聯社11月7日報導，疫情下的印度
班加羅爾，曾經熙熙攘攘的郊區高檔消費點已經人去樓空，年輕人經常光顧的酒吧也陷入了沉寂
。時尚展銷廳、餐廳和軟件公司建築裡的灰塵越來越多，空蕩蕩的商業中心掛著一排求租招牌。

文章介紹，位於印度IT中心班加羅爾市的Koramangala，是當地大學生和年輕上班族過去常去
的地方。這裡既有豪華公寓、商業建築，也有許多印度億萬富翁居住的高級住宅。

然而，數月的封鎖已經迫使商家關門，租金不斷上漲，企業紛紛壓縮辦公空間，搬去了成本
更低的郊區。

寬闊的林蔭大道空曠得可怕。
現在，成千上萬生活在當地的學生和IT公司員工，已經搬回家鄉遠程工作。儘管印度經濟已

經大範圍重啟，但與其他大多數主要城市相比，班加羅爾勞動力回來復工的節奏要慢得多，愈加
拖延了這座城市的複蘇進度。

班加羅爾是印度疫情最嚴重的城市之一，累計報告近34.5萬新冠病例，其中4000人死亡。而
在印度全國，感染者已超840萬，疫情致12.5萬人死亡。

今年5月，印度政府宣布了一項價值2660億美元的刺激計劃，但消費需求和製造業尚未恢復
，曾經繁榮的購物區和商業中心仍在苦苦掙扎。

而班加羅爾各個角落一直在重演相同的故事：房東廉價出租房屋，否則就得眼睜睜地看著房
子空置。一些房主甚至失去了幾十年的老租戶。

“一家意大利家具店已經租了17年，最近搬走了。情況很糟糕。”Koramangala一幢商業大樓
的老闆說。

卡納塔克邦工商業聯合會主席賈那德納（C. R. Janardhana）則表示，班加羅爾15%的企業已經
倒閉，14萬家實業公司和大小商店永久關門。經濟重啟後，該市正在緩慢復甦，但預計這場危

機將持續到疫情結束。
而對於班加羅爾一豪華酒店裡的手工藝品商人里亞茲（Mir Riyaz）來說，他根據收入而非健

康風險來做決定。
當房東拒絕給租金優惠時，里亞茲迅速計算了一下並發現自己付不起了。由於不確定生意能

恢復多少，他決定退租。
“我和其他很多人一樣很痛苦。可無論我的命運如何，我都必須去面對。”

法國官方悼念尼斯襲擊案遇難者法國官方悼念尼斯襲擊案遇難者
總理卡斯泰重申打擊極端主義總理卡斯泰重申打擊極端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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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美國總統大選之最後計工作正
在日夜進行中，值此新冠疫情蔓延擴散之
時， 全國國民仍然完成投下一億三千五百
萬張選票，也是我們大家值得驕傲之大事
。

雖然數字显示拜登已經勝券在握， 但
是川普總統仍然沒有任何放棄之跡象， 拜
登和他的幕僚已經在著手準備接管政權。

此次美國大選引起全球高度關注， 尤
其是在世界各地美國的盟邦， 如果拜登上
台，他在對外關係之处理將和川普大相径

庭， 尤其是處理亞洲問題上。
對世界人民而言，美國之領導地位仍

然非常重要，白宮主人對世界政治经濟之
影響力仍然居首，我們欣見美國能重返國
際社會之大家庭， 共存共榮。

我們熱烈期盼大選結果能讓美國再返
國家正常運作， 更希望新政府尽快挽救失
控的疫情。

我們更要奉勸政客們要知所進退 ，否
則會被拋棄在歷史的長河中。

( 图片来源： 路透社）

The 2020 election has now almost come to an end.
There is still a lot to be determined, but we know
that the nation has successfully pulled off another
election. Under incredible circumstances and with
this record high turnout, we should be very proud.

But in the meantime, even the Democratic Party will
be winning. President Donald Trump has offered
little indication that he was prepared to concede

defeat, even as the vote totals now show him trailing
former Vice President Joe Biden in key battleground
states.

Trump has not prepared a concession speech and
in conversation with allies in recent days, he has
said he has no intention of conceding the election.

In Asia, American allies are very worried about what
is going on. In America,
in Europe, including
France and Germany,
other political leaders
are also watching very
closely how the new
administration will take
care of world affairs.

Trump campaign
general counsel Matt
Morgan said that this
election is not over.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a speedy resolution
of the election. The
world is also expecting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ill continue to work
with them

美國新冠疫情日記美國新冠疫情日記1111//0707//20202020
The Whole World IsThe Whole World Is

WaitingWaiting
世界正在等待美國大選世界正在等待美國大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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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01 Corporate Dr. #201. Houston, TX 77036（華埠大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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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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研究：歐洲第二波新冠疫情毒株
或源自西班牙

綜合報導 近日，西班牙巴塞爾大學、瑞士蘇黎世聯邦理工學院和西班

牙高等科學研究理事會科研人員研究發現，引發歐洲大陸第二波新冠疫情的

毒株可追溯自西班牙。科研人員已將該毒株命名為“20A.EU1”。

據報道，該研究團隊的科研人員發現，歐洲大陸出現第二波新冠疫

情後，西班牙80%感染者體內具有20A.EU1病毒株，而英國感染者含有

這種病毒株的比例更是高達90%，冰島占60%，瑞士則有30-40%感染者

含有該毒株。法國、德國、荷蘭、拉脫維亞、意大利、比利時、瑞典、

挪威等國也發現大量感染者體內含有該毒株。

參加該項目研究的瑞士進化遺傳學家艾瑪· 霍德克羅夫特教授表示，通

過分析大量的新冠病毒基因組，研究者追溯到新冠病毒的另壹個變異體20A.

EU1毒株，並發現它起源於西班牙東北部，特別是加泰羅尼亞地區。

關於20A.EU1的來源和超級傳播者，研究人員認為，這種毒株最先

在西班牙加泰羅尼亞和阿拉貢地區的農業工人群體中被發現，然後在當

地迅速蔓延，並通過遊客傳至其他歐洲國家。

研究證實，20A.EU1病毒株從6月份開始出現在西班牙，7月份西班

牙的傳播率已經超過40%； 9月份瑞士、愛爾蘭和英國的傳播率達到

40-70%，並擴散到歐洲至少12個國家。

研究人員指出，目前尚無任何證據證明這種新冠病毒株的變體更具

有傳染性或致命性。在歐洲第二波疫情中，西班牙新冠疫情出現反彈的

時間比其他歐洲國家明顯早很多，而且與西班牙恢復旅行的時間基本吻

合，也印證了20A.EU1毒株起源於西班牙的說法。

意大利連續兩天新增確診超3.1萬
護士將舉行罷工

綜合報導 意大利緊急民防部疫情報告數據顯示，意大利10月30日

、31日已連續兩天新增確診病例超過3.1萬例。意大利全國護士聯合會

表示，將於11月2日舉行護士全國24小時大罷工，旨在為護士爭取更多

權益和社會福利，確保抗疫壹線醫療工作者的健康安全。

據報道，截至10月31日18時，意大利累計確診病例已增至679430

例，其中死亡病例38618例，現存病例351386例，普通入院患者17966人

，重癥患者1843人，治愈患者289426人。

意倫巴第大區主席豐塔納 (Attilio Fontana)表示，大區政府11月2日將

與米蘭市長薩拉(Giuseppe Sala)等政府領導人舉行疫情工作會議，研擬未來

壹個時期的疫情防控措施，並決定是否對疫情嚴重的城市采取封城措施。

針對是否進壹步采取封城措施的問題，意總理孔特表示，目前政府

所采取的限制措施，需要等待15天才能夠看出是否有成效。專家預計，

除非下周確診病例出現暴增局面，否則意政府在11月8日以前將不會下

令實施全國封城措施。

另壹方面，當地時間10月31日，意大利全國護士聯合會發表聲明

指出，11月2日上午7時至3日上午7時，將舉行護理人員24小時全國大

罷工。罷工期間，醫院和養老院將維持最低限度針對患者、急診和老人

的醫療服務。

全國護士聯合會主席德帕爾瑪表示，在抗擊疫情壹線的護理人員每天

都在加班加點，隨時都有被病毒感染的可能和生命危險，醫護工作者已經

感到疲憊不堪。目前醫護人員單日被感染人數高達80人。德帕爾瑪要求必

須改善醫療工作者的待遇和工作環境，確保醫療工作者的健康安全。

維也納遭恐襲致多人死亡
至少壹名嫌犯仍然在逃

奧地利首都維也納發生多起槍擊事

件，造成多人死亡，目前至少仍有壹名

嫌犯在逃。奧地利總理庫爾茨稱這是恐

怖襲擊事件，並承諾將采取行動進行打

擊，歐洲多國政要表態聲援。

維也納市中心6個地點遭襲
至少壹名嫌犯在逃
報道稱，槍擊事件發生在奧地利重

新實施限制措施的幾個小時前。事件發

生時，多處的酒吧和餐館擠滿了人。維

也納警方證實，維也納市中心6個地點

發生槍擊事件，彼此相距不到10分鐘的

步行距離。另外，每個遇襲地點都有多

名襲擊者參與。

奧地利內政部長在新聞發布會上表

示，襲擊事件造成多人死亡，目前至少

有壹名襲擊者在逃，他呼籲民眾盡量避

開維也納市中心。

奧地利警方此前消息稱，事件還導

致至少15人受傷，多人傷勢危急。據報

道，死者中包括壹名襲擊者。而當地媒

體消息則稱，事件導致至少7人死亡，

至少有壹名遇難者是警察。不過，這壹

消息暫時未得到官方證實。

“令人厭惡的恐怖襲擊”

當地時間11月

2日晚，奧地利總

理庫爾茨譴責槍擊

事件為“令人厭惡

的恐怖襲擊”。他

在社交媒體上發文

稱，“我們正在經

歷艱難的時刻”，

“我們的警方將對

這起令人發指的恐

怖襲擊的肇事者采

取果斷行動。”

他補充說，“我們決不會被恐怖主

義嚇倒，我們將采取壹切手段打擊這次

襲擊。”

捷克警方表示，他們已經開始在與

奧地利的邊境進行隨機檢查。捷克警方

在社交媒體上發文稱，“作為對維也納

恐怖襲擊的預防措施，警方在與奧地利

的邊境口岸，對來往車輛和乘客進行隨

機檢查。”

歐洲多國政要致以慰問
槍擊事件發生後，法國總統馬克龍

在社交媒體上說，“法國人民同奧地利

人民壹樣感到震驚和悲痛。”德國外交

部則稱，不會“向分裂我們社會的仇恨

屈服”，“在這艱難的時刻，我們的心

與傷者和受害者同在。”

意大利總理孔特表示，“在我們共

同的歐洲家園，沒有仇恨和暴力的空

間”。意大利外長則發文稱，“歐洲必

須做出反應”。此外，荷蘭、捷克、希

臘領導人也向奧地利致以慰問。

歐盟理事會主席米歇爾表示，“歐

洲強烈譴責這種侵犯生命和人類價值的

懦弱行為。今晚的可怕襲擊之後，我的

心與受害者及奧地利人民同在。我們與

奧地利站在壹起。”

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說，她感

到“震驚和悲傷”，並表示“與遇難者

家屬和奧地利人民同在”。

希臘新冠疫情加劇醫療資源緊張
將推出新補助措施

綜合報導 希臘新冠疫情日

益加重，當局將大部分醫療資

源調動到抗疫前線，其它醫療

項目則需要“讓路”。另壹方

面，疫情嚴重沖擊希臘經濟，

希臘當局將推出壹系列新的補

助措施。

據報道，為籌集醫療資源

抗擊新冠疫情，希臘公民保護

部副部長哈達利亞斯表示，要

把在希臘疫情地圖黃色區域(A

區)的醫院常規手術量減少20%

，把紅色區域(B區)的醫院常規

手術量壓縮80%。

希 臘 醫 院 醫 生 聯 合 會

(OENGE)強烈批評上述決定，

認為“是災難性和致命的”，

因為低收入群體無法支付私營

醫院費用，而不得不到公立醫

院進行必要的手術，壓縮手術

量會令他們得不到及時治療，

令新冠以外其它疾病的致死風

險增加。

另壹方面，由於希臘當局

實施新壹輪防疫限制措施，該

國餐飲業、娛樂、旅遊行業等

將再次受到巨大沖擊。為了在

壹定程度上彌補這些企業的損

失，希臘政府將推出壹系列新

的補助措施，具體內容將涉及

特別補助、延遲繳納稅收和強

制減租，且國家補助金領取範

圍將擴大至自由職業者和所有

企業。

報道稱，在新壹輪補助措

施中，工作單位由於國家命令

或疫情影響而停工的員工，將

獲得每月534歐元的特別補助

金，該金額可能會增加。

而在希臘疫情地圖上被標

為橙色和紅色的地區(目前已簡

化為紅色)，最多可延緩6個月

繳納9月份的增值稅。

位於紅色地區的房屋租金強

制降低40%，包括公司寫字樓、

住宅屋、學生和員工宿舍。同時

，房東將以稅務減免的形式獲得

租金30%的退稅。當局可能會擴

大該措施的適用地區。

此外，第3期國家貸款已

以優惠條件向企業和自由職業

者發放。第4期和第5期將以更

具吸引力的條件，分別於12月

和1月開始接受辦理。貸款人

僅需償還貸款金額的50%-70%

，具體金額比例將依據所處地

區的風險等級而定，還可能進

壹步下降。

對於在疫情期間無力償還

債務的納稅人，其在2020年 3

月-6月的債務可選擇分12期免

息支付；或分24期，以2.5%的

利率支付。這壹政策可能會延

伸至6月之後的債務。

希臘當局還計劃於今年

底宣布 2021 年的財政扶助措

施，如減少企業所得稅和保

證金等。

因日內瓦新冠疫情擴散
世貿總幹事選定工作或延期

綜合報導 世貿組織成員

將在11月 9日就總幹事遴選

事宜舉行總理事會會議，希

望屆時能就總幹事最終人選

做出決定。然而，因瑞士日

內瓦新冠確診病例劇增，總

部設於當地的世貿組織可能

將推遲相關選定工作至少1個

月。

8月，世貿組織前壹任總

幹事阿澤維多離任。新任總

幹事的遴選程序早在6月就啟

動。10月28日，世貿組織表

示，來自尼日利亞的候選人

恩戈齊· 奧孔喬-伊韋阿拉成

為最終推薦候選人。若最

終獲任，奧孔喬-伊韋阿拉

將成為世貿創立 25 年以來

第壹位女性，兼第壹位非洲

籍總幹事。

然而彭博社指出，受

疫情影響，日內瓦當局宣

布了新的封鎖措施，從 11

月 2 日到 29 日，當地將禁

止五人以上的公共和私人

活動。目前，日內瓦的新

冠感染病例和住院人數都

在激增。這可能會給世貿

組織選定新任總幹事的工

作帶來負面影響。

部分面對面會議可能會

轉為視頻會議，此外，世貿

組織高級官員正在討論是否

推遲原定於11月9日舉行總理

事會會議的計劃。

據報道，世貿組織發言

人羅克韋爾 (Keith Rockwell)

沒有立即回應彭博社的置

評請求。

目前除了疫情，世貿組

織新任總幹事的選定工作還

面臨來自美國的阻礙。美國

方面此前表示，並不支持奧

孔喬-伊韋阿拉，而是支持另

壹名來自韓國的候選人俞明

希。報道指出，美國的這壹

意向，讓最終的遴選結果充

滿不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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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馬來西亞衛生部3日表示，

早前宣布停止使用的兩款來自韓國的流感

疫苗SKYCellflu Quadrivalent和VaxigripTetra

，可以恢復使用。

馬來西亞衛生總監諾希山表示，衛生

部下屬的國家藥劑管制組已根據韓國疾病

控制及預防機構、國內外安全報告及國際

管制機構的資料，詳細研究了上述兩種疫

苗的風險。“截至10月31日，韓國疾病及

預防機構證實，流感疫苗導致死亡的幾率

很低”。

此前，馬來西亞衛生部10月28日指出，

由於上述韓國疫苗被指導致多起死亡案例，因

此勸告醫務人員暫停使用這些疫苗。

諾希山稱，根據韓國疾病及預防機構

，沒有特定的疫苗品牌、廠商或生產編號

與死亡案例有關。衛生部已評估流感疫苗

質量，以及本地和國際的預防接種異常反

應報告，包括上述兩款疫苗。

他指出，截至10月引進馬來西亞的150

萬支疫苗都遵守規定的質量標準，包括這

兩款韓國疫苗。調查也顯示，馬來西亞沒

有人因接種流感疫苗後死亡。

據媒體此前報道，韓國2020年擴大流感疫苗接種計

劃，欲為約1900萬青少年和老年人提供免費接種。10月

16日，仁川市壹名17歲青少年接種流感疫苗後死亡，此

後，韓國類似病例持續增加。截至當地時間11月3日，

韓國累計已有88人接種流感疫苗後死亡。

菅義偉問福島核汙水能不能喝
工作人員回應亮了

綜合報導 如何處理福島第壹

核電站內含有放射性物質的核汙水

，壹直令日本政府十分苦惱。據日

本《朝日新聞》3日報道，日本首

相菅義偉今年9月26日在視察福島

第壹核電站時，曾詢問處理後的核

汙水能否飲用，結果有些意外。

據報道，菅義偉當天在視察時

看到了凈化處理後的核汙水，於是

便詢問東京電力的有關人員“可以

喝嗎？”東電工作人員則回應稱：

“如果稀釋的話就可以喝”，但是

菅義偉最後卻並未飲用。

此前，福島核處理水擬排放入

海壹事引發了多方強烈反對。包括

韓國國會委員會和地方議會都相繼

通過要求停止排放核處理水的決議

，韓國媒體也報道稱日韓對立有可

能擴大。位於日本海壹側的釜山市

議會10月 23日也通過決議，稱如

果日方決定排放入海，將要求韓國

政府全面禁止進口日本水產品。

為此，多名日本政府相關人士10

月23日透露，關於核汙水凈化後的處

理水處置方針，日本政府已決定放棄

在10月內敲定。日本共同社指出，雖

然日方已開始向福島縣內的地方政府

等各方以排放入海為前提進行說明，

還打算在閣僚會議上正式敲定，但預

計協調工作需要壹些時間。

《朝日新聞》也批評稱，就算

菅義偉喝了，關於核處理水是安全的

，即使排放進大海也沒關系的認識

“也沒有在社會上普及吧”。報道還

分析稱，日本政府推遲判斷(核汙水入

海)的背景是對汙染水的不信任度還很

大，“如果稀釋的話就可以飲用，那

東京電力的輕率態度著實令人難以理

解。如果能喝的話，那就不要排放進

海洋，在東京電力和經濟產業省作為

飲料使用怎麼樣？”

2011年3月11日，日本東北太

平洋地區發生裏氏9.0級地震，地

震導致福島第壹核電站、福島第

二核電站受到嚴重的影響，福島

第壹核電廠的放射性物質泄漏到

外部。日本原子力安全保安院將

福島核事故等級定為核事故最高

分級7級(特大事故)與切爾諾貝利

核事故同級。

韓國單日新增新冠病例回至三位數

首爾市廳再現確診

綜合報導 韓國疾病管理廳中央

防疫對策本部表示，截至當地時間4

日0時，韓國新增118例新冠確診病

例。單日新增病例時隔3天再次增至

三位數。

其中，本地感染病例為98例，境

外輸入病例為20例，累計確診病例共

計26925例。本地感染病例較前壹天

的46例約增加1倍，從地區來看，京

畿道41例、首爾39例、忠南10例、

仁川4例，釜山、大邱、大田、濟州

各1例。

境外輸入病例中，外國患者為11

例，韓國患者為9例，11例在機場檢

疫過程中確診，9例在隔離過程中確

診。

另外，首爾市廳的1名跑口報道

人員被確診。這是首爾市廳繼3日1

名跑口記者被確診後，再次出現新增

病例。目前，曾在同壹時間前往市廳

記者室的人員正在接受新冠病毒檢測

，記者室目前也已被關閉。

防疫當局表示，酒館、餐廳、家

庭聚會、學校和補習班等各類場所均

持續出現新增病例，呼籲民眾註意防

疫。尤其是萬聖節期間，20到30歲年

齡段人群大量前往娛樂場所聚集，防

疫當局正密切關註疫情形勢。

日本花王集團：
用好進博會平臺為中國消費者提供美好生活方案

綜合報導 日本花王集團企業傳播部門公

關部科長吉野日和子4日在接受中新社記者專

訪時表示，進博會是向全球展示中國積極推進

市場開放的重要活動，作為國際盛會，受到世

界各地矚目。花王集團希望利用好這壹平臺，

積極向中國消費者以及全球消費者提供美好生

活方案。

吉野說，花王參加了前兩屆進博會，收獲

頗豐。中國給予了進博會巨大支持，參會企業

也越來越多。

吉野說，今年新冠疫情在全球肆虐，而中

國通過強有力的措施有效控制了疫情，國民經

濟有序恢復，穩中有升，花王所在的日用消費

品行業也能感受到這種日益增長的消費需求和

活力。作為外資企業，花王由衷歡迎並期待中

國日益開放的政策以及能實現讓生活更加豐富

多彩的良好經濟循環。

據吉野介紹，本屆進博會花王展區規模在

去年的基礎上再次擴大，以“創造未來、創造

生活”為主題，展臺整體設置為“面向新未來

的健康、美生活”和“面向新未來的潔凈、衛

生生活”兩大區域。

吉野稱，疫情對人們的日常生活帶去了巨

大影響，人們會更加註重“後疫情”時代的衛

生生活。針對“後疫情”時代生活，花王將在

“面向新未來的潔凈、衛生生活”展區重點展

示整體家居清潔、抗菌、健康的解決方案。以

居家及外出時的日常動線為索引，通過還原具

體場景帶領大家體驗日本家庭中花王產品構築

的“細菌防線”，以期為中國消費者提供參考

。

最後，吉野感慨道，隨著中國經濟的日益

發展，消費者對商品品質的要求也將越來越高

。對此，花王將持續把最先進的商品帶給中國

消費者，為中國消費者提供更多面向美好生活

的建議。

花王株式會社創建於1887年，創始人為長

瀨富郎，是日本知名的綜合性日化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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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十大服務進口來源國
美國 日本 澳洲 德國 英國 加拿大 韓國 新加坡 俄羅斯 法國

來源：《中國服務進口報告2020》

展商：進博會提供新機遇 持續看好中國市場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
國商務部6日在第三屆中國國際進口博
覽會上發布的《中國服務進口報告
2020》顯示，美國成為中國第一大服務
進口來源國和服務貿易逆差來源國。

報告顯示，自中共十九大舉行以
來，中國三年間累計自美國服務進口
2,574.5億美元。這一報告強調，中美服
務貿易的合作本質是互利雙贏。美國企
業為中國服務貿易發展發揮了積極作
用，中國服務進口極大地滿足了美國企
業服務出口需求，美國企業收穫了豐厚
利潤和回報，推動了美國經濟發展。

經貿摩擦影響華自美服務進口
引人注目的是，中美發生經貿摩

擦以來，中國自美國服務進口受到明
顯影響。據商務部統計，2019年，中
國自美國服務進口834.7億美元，比上
一年下降 4%，佔中國服務進口的
16.6%。其中，旅行進口 451.7 億美
元，同比下降5.2%；運輸進口112.3億
美元，同比下降20.4%。金融服務、建

築服務進口則同比分別增長49.9%和
22.8%。2019年，中國從包括美國在內
的十大服務進口來源國合計服務進口
2,642.2億美元，佔中國當年服務進口
總額的52.7%。

華未來五年服務進口有望達2.5萬億美元
報告並稱，未來五年中國服務進口

增速將高於全球平均水平，服務進口規
模累計有望達2.5萬億美元，佔全球比
重將超10%。

因疫情之下人員流動受阻，中國服
務貿易規模比去年明顯縮水。據官方數
據，前三季度中國服務進出口4,848.5億
美元，同比降幅達17.4%。

商務部當天公布報告稱，儘管疫
情給中國經濟造成暫時性影響，但中
國服務進口的長期目標沒有變。未來
五年，中國旅行進口有望突破1萬億美
元；知識產權使用費、電信計算機和
信息服務、金融服務、保險服務、其
他商業服務等數字服務進口累計將超
過1.3萬億美元。

美國成中國
第一大服務進口來源國

���(�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倪夢璟、孔

雯瓊 上海報道）參

加進博會的企業

中，美國企業絕對

是忠實的“回頭

客”，究其原因是由於中國市場對美企而言是最重要

的市場之一，且隨着中國防疫的趨穩，“雙循環”發

展新格局不斷推進，這些美國“老朋友”無一不對進

博會以及中國市場發展表現出堅定信心。據了解，因

為十分在乎中國市場，進博會首日便有29家展商集體

簽約第四屆進博會，購買“早鳥票”提前“搶佔”進

博展位，其中不乏美企身影。

以全球體積最小的心臟起搏器在進博會上打響知名度的美敦力
（Medtronic, Inc.），今年繼續參展進博會。談及中國市場

重要性，美敦力全球高級副總裁顧宇韶表示：“美敦力相信中國
將在未來成為世界上最大的醫療市場。”得益於進博會的廣泛影
響，美敦力的創新醫療科技產品受到更多關注。例如在首屆進博
會上，美敦力帶來的Micra心臟起搏器收穫各方關注，在進博會亮
相一月後，Micra便在中國博鰲超級醫院完成了首次植入。而在第
二屆進博會期間，Micra還正式舉行了上市發布，至今已經順利完
成了近700例手術植入。“今年，我們把全球體積最小心臟起搏器
2.0版——Micra AV雙腔起搏系統帶到了第三屆進博會，首次與國
內公眾見面。進博會為中國患者的醫療需求與全球先進醫療科技
產品對接提供了寶貴的橋樑。”顧宇韶說。

探索與內地組織多元化協作模式
去年參加進博會並嚐到甜頭的美國藥企輝瑞今年“玩大了”，

不僅雙展台擴大面積參展，更是攜諸多全球唯一和中國首秀的創新
產品亮相。另外，在進博會首日，輝瑞還早早簽約參加明年進博
會，此種迫切的心態，和中國市場的重要性不無關係，且進博會亦
帶給企業頗多收穫。輝瑞生物製藥集團中國區首席運營官吳琨先生
表示，進博會是個全球化的貿易交流平台，在此有機會和社會各界
廣泛交流合作。

將中國總部設立在上海的艾伯維（AbbVie），不僅在公共防疫
專區設立了專區，也在醫藥展區設立了“超凡實驗室”概念展區。
艾伯維中國總經理歐思朗表示：“在今年的特殊背景下，本屆進博
會如期舉辦，展現了中國政府一如既往與世界開放合作的決心，彰
顯出中國經濟強勁的韌性與實力。艾伯維排除萬難首度參展，表達
了我們對中國市場的持續看好及助力‘健康中國2030’的決心。中
國以高水平對外開放作為驅動力提出的‘雙循環’新發展戰略，給
艾伯維帶來了嶄新的發展機遇。借助進博會這一國際性大平台，艾
伯維希望能推動更多創新藥以亞太首秀甚至全球首秀的方式登陸中
國市場。同時，作為一家創新驅動型的公司，艾伯維將持續探索與
中國政府、醫院、高校等各類組織的多元化協作模式和機會，構建
開放式、多層次的立體醫療創新生態圈。”

已連續三年成為進博會的座上賓的瑪氏（Mars Company）對
進博會讚不絕口，瑪氏箭牌中國區總裁麥偉堅更直言“進博會就
是瑪氏生根中國的快速通道”。麥偉堅表示，進博會的舉辦全面
展示了中國市場的強韌性、良好的營商環境和巨大的發展潛力，
如今的中國市場充滿了多樣性，這也給外商品牌提供了更多機
會。

產品堅持貼近本地消費者需求
國際食品巨頭億滋Mondelē z International今年的展台五彩斑

斕、趣味十足。億滋國際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馮樸德（Dirk Van
de Put）通過視頻表示，億滋在中國的“雙循環”經濟中積極參與
和投入到中國的發展，堅持本土優先的策略，從中貼近本地消費
者並快速響應他們的新需求。儘管面對疫情挑戰，今年億滋大中
華區前三個季度的業務依然持續增長，進一步增強了對中國市場
持續發展的信心。在中國，電商是推動經濟增長的新動力，億茲
旗下的炫邁品牌今年把握住了這個機遇，一舉躍升至天貓超市口
香糖品類第一。

“在這裏，我們
一 點 也 沒 有 不 放
心。”經歷14天的隔
離，丹納赫大中華區
總 裁 彭 陽 終 於 通 過

“考驗”，將在進博會舞台上尋找更
多機遇。“我們今年的進博會有20多
個簽約項目，我們很看重這次的機
會，這也是無論如何我也要到場的原
因。”談及進博會的防疫措施，彭陽
直言多重保障讓他非常放心。此次，
丹納赫還有 400 名員工來到現場，
“我們一點也沒有害怕，因為中國的
防疫措施做得非常充足。”

其實此次從新加坡來到中國，
彭陽僅僅航班便更改了數次，集團
員工也一度為他擔心無法訂到相應
的機票。“因為還要隔離 14 天，如

果 買 晚 了 就 真 的 趕 不 上 進 博 會
了。”儘管經歷了航班“風波”，
但彭陽一直堅定地希望來到進博
會，幾經波折後，彭陽幸運地搶到
了新加坡飛上海的機票。

體現中國高水平防控能力
隔離14天、有效期內的核酸檢測

報告、健康承諾書、體溫監測……一
系列防疫措施為參展人員保駕護航，
“中國的防疫措施很到位，我們在進
博會很安心。”在彭陽看來，一系列
措施是必要的。在新冠疫情席捲全球
的特殊時期，第三屆進博會依然如期
舉辦，體現中國政府的信心和高水平
的防控能力。

彭陽表示，作為進博會的“常
客”，他們希望借助這一絕佳平台，

與全球合作夥伴共同努力，進一步加
強交流以及資源的共享。尤其在當前
這一特殊時期，中國經濟已率先呈現
復甦態勢，而中國超大的市場規模為
全球經濟復甦提供了良好的契機，帶
動全球經濟增長。

控疫為經濟發展創造良好環境
羅蘭貝格全球管理委員會聯席總

裁戴璞（Denis Depoux）已是第三次
參加進博會了，經歷過中國防疫的安
排，他表示，對中國的情況感到十分
安心。“很讚歎，覺得整個過程非常
順暢，被安排得很好。”他認為，這
樣的安排是很重要的，因為必須控制
住疫情，工作、生活、經濟發展才能
有良好的環境。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倪夢璟、孔雯瓊 上海報道

“中國防疫讓我們安心”
��$

■■艾伯維展台艾伯維展台。。 香港文匯報記者倪夢璟香港文匯報記者倪夢璟攝攝

■不少服務貿易類企業展台內設直播區介紹自身服務。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記者夏微 攝



AA77香港瞭望
星期日       2020年11月8日       Sunday, November 8,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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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90

Av
e.

 E

2020年11月7日（星期六）4 新聞香
港

■責任編輯：周文超

林
鄭
月
娥
在
京
期
間
與
中
央
各
部
委
會
面
內
容
概
要

商務部

◆支持香港企業在國家推進以國內大
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
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下，進一步把握
內地市場的商機

科技部

◆香港與深圳正全力推進河套地區港
深創新及科技園的建設，並探討在
深圳的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內進一
步深化合作

◆香港正積極透過不同途徑採購疫
苗，希望繼續與科技部就有關事宜
保持聯繫

民航局

◆希望香港國際機場與大灣區內的機
場加強合作，並於區內擴展貨物及
旅客的多式聯運

中證監

◆期望繼續支持香港金融業的發展，
包括在香港推出更多金融產品及擴
大各項互聯互通計劃的涵蓋範圍

衞健委

◆希望能盡快逐步有序恢復內地與香
港的跨境人流，以滿足兩地居民及
經濟活動的需要

發改委

◆希望中央能進一步支持鞏固香港作
為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和國
際航空樞紐的地位，建設國際科技
創新中心和便利生產要素在大灣區
自由流通的措施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今年以來，林鄭月娥行政長官帶
領特別行政區政府積極作為，全
力防控疫情、穩定經濟、紓解民
困，堅定落實香港特別行政區維
護國家安全法，維護香港大局穩
定，取得了顯著成績

中央政府堅定支持林鄭月娥特
首，堅定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
政，這是一以貫之的

希望香港把疫情防控作為頭等大
事來抓，嚴格落實常態化疫情防
控措施，統籌做好疫情防控和經
濟恢復工作

加強統籌謀劃，突出重點、遠近
結合，既要從市民的迫切需求出
發，解決好當前的民生問題，也
要明確目標和方向，逐步解決制
約香港長遠發展的瓶頸

要把握國家進入新發展階段的新
機遇，在構建新發展格局中充分
發揮獨特優勢，積極融入國家發
展大局，譜寫香港發展新篇章

凡是有利於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
定、有利於增進香港同胞切身福
祉、有利於促進內地與香港融合
發展的事情，中央都會全力支持

韓
正
講
話
重
點

韓
正
講
話
重
點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靜、鄭治祖

韓正6日在釣魚台國賓館會見林鄭月娥約一小時。全
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國務院

常務副秘書長丁學東，國務院港澳辦分管日常工作的副
主任、黨組副書記張曉明，兼任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的
香港中聯辦主任駱惠寧，和中聯辦副主任仇鴻等參加會
見。

中央挺港挺特首“一以貫之”
韓正在開場白轉達國家主席習近平的問候，並表示

今年以來，林鄭月娥行政長官帶領特別行政區政府積極
作為，全力防控疫情、穩定經濟、紓解民困，堅定落實
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法，維護香港大局穩定，
取得了顯著成績。

“今年以來，在中央的堅強領導下，林鄭特首帶領
特區政府可以講是克服各種困難，迎難而上，在疫情防
控、紓解民困、恢復經濟、落實香港國安法、維護香港
社會的穩定大局積極作為，作出了顯著的成效，中央政
府對此是充分肯定，中央政府堅定支持林鄭月娥特首，
堅定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這是一以貫之的。”他
說。

建構新發展格局中發揮優勢
韓正說，希望香港把疫情防控作為頭等大事來抓，

嚴格落實常態化疫情防控措施，統籌做好疫情防控和經
濟恢復工作。加強統籌謀劃，突出重點、遠近結合，既
要從市民的迫切需求出發，解決好當前的民生問題，也
要明確目標和方向，逐步解決制約香港長遠發展的瓶
頸。要把握國家進入新發展階段的新機遇，在構建新發
展格局中充分發揮獨特優勢，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譜寫香港發展新篇章。

韓正強調，“凡是有利於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
凡是有利於增進香港百姓的民生福祉，也凡是有利於促
進香港能夠更好的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融入大灣區發展
大局，這些事情，中央政府都會全力支持。”

林鄭月娥此次在北京三日，與中央6個部委會見商討
惠港政策，韓正說：“你們這次來北京和各部門的溝
通，我一回北京就聽說了，都是好消息，各部門都大力
的支持特首，支持特區政府，而且很多方面給了很多很
好的政策、意見和工作方案，這些部門也充分體現了中
央政府的要求和精神。”

林鄭月娥表示，衷心感謝中央政府對香港發展的大
力支持，並表示一定會用好中央各項支持舉措，把握國
家發展重大機遇，促進香港發展經濟和改善民生。

林鄭月娥其後在總結訪京行程時表示，她在會面中
感受到，國家領導人對香港特區過去一段日子應對挑戰
的工作是欣慰的，而中央給予的肯定為香港融入國家發
展大局投下了信心的一票，並強調香港特區一定會用好
中央的信任、用好國家發展帶來的種種機遇，繼續推動
香港的經濟和社會發展。

香港特區政府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食物及衞生
局局長陳肇始，創新及科技局局長薛永恒，政制及內地
事務局局長曾國衞和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等亦
出席了6日的會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
報道）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6日
結束訪京行程並與媒體見面時表示，
是次訪京得到中央及相關部委高度重
視，特區政府提出的支持香港的各項
政策措施，都得到積極回應。她表
示，中央非常重視香港，全力支持香
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而具體細節會
在施政報告中公布。

林鄭月娥表示，今次訪問北京，
在很短時間內與中央六個部委的一把
手進行了很好的交流。是次提出的支
持香港的政策措施主要圍繞防控疫
情、恢復經濟、紓解民困三個方面展
開，包括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國
際航空樞紐、國際科創中心及大灣區
建設等。

着重防疫情 振經濟 紓民困
林鄭月娥感謝在韓正副總理親自

指示下，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院港
澳辦主任夏寶龍，國務院常務副秘書
長丁學東早前召開了中央部委會議，
與中央有關部委，以及廣東省政府的
負責人等，專題地研究特區政府提出
需要中央支持的政策措施，並予以積
極的回應。過程中，國務院港澳辦副

主任張曉明、香港中聯辦主任駱惠寧
亦參與了有關的研究和協調工作。

她續說，她和特區政府多名決策局
局長是次在京，與相關部委討論及所提
出希望中央進一步支持的政策措施，均
圍繞着中央在三方面支持香港特區：防
控疫情、恢復經濟和紓解民困等問題，
建議涉及鞏固及提升香港作為國際金融
中心、國際航空樞紐和國際創新科技中
心，及粵港澳大灣區的建設。

林鄭月娥透露，在會議過程中，
各個相關部委的領導人都已經深入研
究了他們所提出的建議。在這段時
間，她非常高興看到中共中央五中全
會通過了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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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
香港的部分表示會繼續支持香港特區
提升競爭優勢，及繼續支持香港在創
新科技的工作。

林鄭月娥離開北京後，會前往廣
州和深圳，與廣東省及深圳市領導深
化粵港澳大灣區及港深合作項目。她
表示，在回到香港後，特區政府內部
會再梳理，並希望在本月底發表的施
政報告中能夠向香港社會各界詳細交
代具體的項目。

會見林鄭月娥 勉港在國家發展大局中找更好定位

韓正提3個有利於
中央定會全力挺港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韓正

6日在釣魚台國賓館會見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

長官林鄭月娥。韓正強調了 3個“有利於”：

凡是有利於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有利於增

進香港同胞切身福祉、有利於促進內地與香港

融合發展的事情，中央都會全力支持，並希望

香港把握國家進入新發展階段的新機遇，在構

建新發展格局中充分發揮獨特優勢，積極融入

國家發展大局，在過程中充分發揮自身優勢，

找到更好的定位，把香港發展得更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針對健
康碼等問題，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指
出，“最終問題是香港的防疫抗疫工作要做得更嚴
格，推出更多外防輸入個案的政策。相信如果香港
做得好，中央一定會積極考慮。”

林鄭月娥表示，明白香港各界，包括商界及市
民都希望盡快豁免港人到內地後的14天檢疫，但14
天檢疫安排是為兩地民眾健康而設，故兩地政府必
須要在保障人民健康的前提下，才會解除這十四天
的檢疫。

她說：“我希望內地的居民也放心，我們不會
隨意因為香港的經濟理由或是香港居民的訴求，而
不理會內地人民的健康。我們這次來也跟衞健委匯
報了我們在抗疫防疫的工作、我們作的努力，但是
到這一刻為止，我們還需要繼續努力才能達到一個
可以解除14天檢疫安排的標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
報道）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林鄭
月娥6日在北京會見傳媒時表示，香
港國安法自6月30日在港刊憲實施以
來，至今已超過4個月，可以見到香
港社會已經恢復穩定，且再沒有大型
暴力事件發生。她指出，由此看出，
香港國安法非常有效，有震懾作用，
為香港提供穩定的基礎。

林鄭月娥表示，國家制定香港國
安法的目標就是防範、制止、懲治，
防範作用非常重要，可以保障穩定的
社會環境。“有了穩定的環境，我們
就可以聚焦經濟發展、改善民生，這
也是為什麼我選在這個時候來到北
京，跟相關部委探討香港未來如何融
入國家發展大局，在哪些領域得到國
家進一步的支持。”

林鄭月娥說，十九屆五中全會通

過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十四五”規
劃和2035年遠景目標的建議，其中
第57條提到香港澳門必須要全面準
確貫徹“一國兩制”，也要確保國家
的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未來
要經濟發展，必須要有一個穩定的環
境，香港國安法就為我們提供了很穩
定的基礎。”

恢復港社會穩定 國安法成效顯著兩地通關免檢疫
港須防控更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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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安法在港刊憲實施4個多月以
來，香港社會由亂到治，恢復穩定。

資料圖片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委、、國務院副總理韓正國務院副總理韓正66
日在北京釣魚台國賓館日在北京釣魚台國賓館
會見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會見香港特區行政長官
林鄭月娥林鄭月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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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7300萬最高票創造歷史擊敗川普成為第46任總統
參議員哈里斯打破種族和性別壁壘成為第一位女性副總統

【本報訊】2020年 12月份會員通告1. 第四
季會員慶生會: 11月14日、星期六、上午10:00
在僑教中心後門停車塲舉行。 10、11、12月生
日的“壽星”和“非壽星”會員請在11月11日
前憑有效會員証打電話 713-480-4885、或用
Line、WeChat、Message向會長報名登記。我們
將會為“壽星”準備禮物和蛋糕一份。 “非壽
星”會員可領取禮物一份。如果沒有預先登記
恕當天就不能領取禮物或蛋糕。當天請依照交
通指揮的義工指示停車。不用下車、請戴上口
罩、並出示會員証。我們的義工會為您服務。

時間: 2020 年 12 月 6 日, 星期日,下午 2-4

點。
ZOOM 網 上 會 議 室 鏈 接:https://us02web.

zoom.us/j/81156555299 會 議 號 碼 Meeting ID:
811 5655 5299 或 撥 打: + 1 346 248 7799 US
(Houston)

2. 醫學講座:關節筋肉疾病的疼痛與困擾。
12月6日、星期日、下午2:00至4:00在Zoom 會
議室。歡迎大家踴躍參加。

隨著年齡，關節、肌肉及骨骼多年的使用
損耗，關節筋肉的疾病成為許多人面臨的困擾
。關節僵硬很常見，雖然大多是發生在年長者
身上，不過任何年齡層的人都可能發作。您想

要知道關節筋肉疾病有那
些嗎? 如何診斷，有那些
治療方式及減緩疼痛跟預
防的伸展運動?

主講人: 呂汶錫醫師是一名美國認證的運動醫學
及家庭醫學科醫生. 他專精於頸椎, 肩膀, 手肘,
手腕, 臀, 膝, 腳踝等各部肌肉骨骼類疾病. 呂醫
師將為您講解如何免除關節筋肉疾病的疼痛。
歡迎大家踴躍參加!

3. iPad 和 iPhone 第 II 班 (LINE): 將於 12/9/
2020 開班到 1/20/2021(聖誕節和元旦放假)。一
共五週。每週三和週五上午 10:00 至 12:00 在
Zoom視頻上課。讓你進一步了解iPad和iPhone
設定和不同的應用軟件如:中英(國際語文)字典
、地圖和行事曆、Safari 等的使用。了解如何使

用LINE的最新功能。從通話到視頻聊天，從即
時消息到文件共享、Skype 使你可以隨時保持與
親友聯繫。讓你一步步輕鬆了解如何應用LINE
內多元功能做行銷。

每班人數有限、請早報名。每班收費35元。
有興趣的會員請於開班前、週一至週五上午十
點到十一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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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士頓中華老人服務協會
CHINESE SENIORS ASSOCIATION OF
HOUSTON, INC.
10303 Westoffice Drive Houston, Texas 77042
電 話: (713)784-9049 網 址: www.csahouston.
wordpress.com

【【休士頓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秦鴻鈞報導 】】根據美聯根據美聯
社報導社報導，，拜登拜登（（Joe BidenJoe Biden））在在20202020年年
總統大選中獲勝總統大選中獲勝，，使川普總統在擊敗使川普總統在擊敗
克林頓克林頓（（Hillary ClintonHillary Clinton））四年後慘敗四年後慘敗
，，震驚世界震驚世界。。拜登達到拜登達到270270票的門檻票的門檻。。
他贏得威斯康星州他贏得威斯康星州，，密歇根州和亞利密歇根州和亞利
桑那州桑那州。。川普競選活動已提起多項訴川普競選活動已提起多項訴
訟訟，，以質疑某些選票的合法性以質疑某些選票的合法性。。在預在預
計拜登贏得選舉之後計拜登贏得選舉之後，，這些挑戰的命這些挑戰的命
運在周四被掩蓋了運在周四被掩蓋了。。拜登現在保持著拜登現在保持著
歷史上任何總統候選人的最高票數紀歷史上任何總統候選人的最高票數紀
錄錄（（超過超過73007300萬萬），），打破了奧巴馬在打破了奧巴馬在
20082008年創下的歷史最高紀錄年創下的歷史最高紀錄（（69506950萬萬
）。）。他在全國範圍內以接近他在全國範圍內以接近400400萬票的萬票的
優勢領先川普優勢領先川普。。前副總統本月已滿前副總統本月已滿7878
歲歲，，這是他第三次嘗試贏得白宮競標這是他第三次嘗試贏得白宮競標
，，成為美國有史以來最年長的總統當成為美國有史以來最年長的總統當
選總統選總統。。他的競選夥伴他的競選夥伴，，加利福尼亞加利福尼亞
州參議員哈里斯州參議員哈里斯（（Kamala HarrisKamala Harris））是是
第一位黑人婦女和第一位亞裔美國人第一位黑人婦女和第一位亞裔美國人
當選美國歷史上的副總統當選美國歷史上的副總統。。拜登和哈拜登和哈
里斯的當選為美國總統和副總統里斯的當選為美國總統和副總統，，在全國各地在全國各地
引發了慶祝活動和抗議活動引發了慶祝活動和抗議活動。。在美聯社預計拜在美聯社預計拜
登經過五天的選票投票後登經過五天的選票投票後，，拜登在賓夕法尼亞拜登在賓夕法尼亞
州勝選州勝選，，使他超過了確保贏得對陣川普總統的使他超過了確保贏得對陣川普總統的
勝利所需的勝利所需的270270選舉人票的門檻選舉人票的門檻。。

然而然而，，川普已暗示他不太可能很快認輸川普已暗示他不太可能很快認輸。。
在星期三的一條推文中在星期三的一條推文中，，總統沒有證據表明他總統沒有證據表明他
已經在賓夕法尼亞州已經在賓夕法尼亞州，，喬治亞州和北卡羅來納喬治亞州和北卡羅來納
州獲勝州獲勝 。。川普競選活動宣布將在威斯康星州重川普競選活動宣布將在威斯康星州重
新計票新計票，，美聯社稱拜登已獲勝美聯社稱拜登已獲勝。。週四週四，，隨著越隨著越
來越多的選票被製表清楚來越多的選票被製表清楚，，他在賓夕法尼亞州他在賓夕法尼亞州
和喬治亞州等州的早期領導地位正在逐漸消失和喬治亞州等州的早期領導地位正在逐漸消失
！！根據蓋洛普的說法根據蓋洛普的說法，，川普的支持率從未達到川普的支持率從未達到
5050％％。。在選舉日之前的一次又一次民意調查中在選舉日之前的一次又一次民意調查中
，，多數選民不同意川普對冠狀病毒大流行的處多數選民不同意川普對冠狀病毒大流行的處
理理，，大流行已經殺死了大流行已經殺死了234234,,000000多名美國人多名美國人，，
並在包括他在內的美國感染了並在包括他在內的美國感染了950950萬以上萬以上。。在在
整個大流行中整個大流行中，，川普試圖淡化這種病毒川普試圖淡化這種病毒，，嘲笑嘲笑

拜登戴著面具拜登戴著面具，，並錯誤地聲稱並錯誤地聲稱，，在在COVID-COVID-1919
的病例和死亡人數繼續上升的時候的病例和死亡人數繼續上升的時候，，美國正在美國正在
大流行中大流行中““轉危為安轉危為安”。”。賓夕法尼亞州斯克蘭賓夕法尼亞州斯克蘭
頓市的拜登於頓市的拜登於20192019年年44月開始總統競選活動月開始總統競選活動，，
譴責特朗普對譴責特朗普對20172017年年88月在弗吉尼亞州夏洛茨月在弗吉尼亞州夏洛茨
維爾的暴力白人至上主義維爾的暴力白人至上主義。。拜登現在面臨著試拜登現在面臨著試
圖統一一個被黨派政治深深分裂的國家的巨大圖統一一個被黨派政治深深分裂的國家的巨大
挑戰挑戰。。儘管這一現實早於川普上任的時間儘管這一現實早於川普上任的時間，，但但
在過去四年中也已明確體現在過去四年中也已明確體現。。

參議員哈里斯參議員哈里斯（（Kamala HarrisKamala Harris））打破種族打破種族
和性別壁壘和性別壁壘，，成為第一位女性副總統成為第一位女性副總統，，創造了創造了
歷史歷史。。據美聯社報導據美聯社報導，，參議員哈里斯參議員哈里斯（（KamalaKamala
HarrisHarris））星期六在歷史上三度成為歷史上第一位星期六在歷史上三度成為歷史上第一位
當選副總統的女性當選副總統的女性，，第一位黑人和第一位亞裔第一位黑人和第一位亞裔
美國人美國人。。哈里斯大選對民主黨來說是一個突破哈里斯大選對民主黨來說是一個突破
。。幾位黑人議員在選舉日之前告訴雅虎新聞幾位黑人議員在選舉日之前告訴雅虎新聞，，
她的成為第一位女性副總統將為全國各地的少她的成為第一位女性副總統將為全國各地的少
數民族青年提供鼓勵數民族青年提供鼓勵。。第一位代表阿拉巴馬州第一位代表阿拉巴馬州
參加國會選舉的黑人女性眾議員塞威爾說參加國會選舉的黑人女性眾議員塞威爾說:: ““這這

代表著黑人女性在我們的選舉代表著黑人女性在我們的選舉
能力和兌現美國承諾方面的能能力和兌現美國承諾方面的能
力方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力方面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那些促使拜登選擇哈里斯的那些促使拜登選擇哈里斯的
人將她描述為聰明戰略人將她描述為聰明戰略，，難以難以
推翻的溫和選擇推翻的溫和選擇。。哈里斯就讀哈里斯就讀
於加利福尼亞大學黑斯廷斯分於加利福尼亞大學黑斯廷斯分
校的法學院校的法學院，，並於並於19901990年被年被
聘為阿拉米達縣聘為阿拉米達縣（（AlamedaAlameda
CountyCounty））的副區檢察官的副區檢察官。。她她
一直在努力一直在努力，，並於並於20042004年成年成
為舊金山的第一位黑人區檢察為舊金山的第一位黑人區檢察
官官。。於於20102010年當選加利福尼年當選加利福尼
亞州司法部長亞州司法部長，，並於並於20162016年年
贏得美國參議院席位贏得美國參議院席位。。她是擔她是擔
任該職位的第一位女性任該職位的第一位女性，，第一第一
位黑人美國人和第一位南亞裔位黑人美國人和第一位南亞裔
美國人美國人。。哈里斯的密友哈里斯的密友，，新澤新澤
西州參議員布克西州參議員布克（（Cory BookerCory Booker））告訴雅虎新聞告訴雅虎新聞

（（Yahoo NewsYahoo News），），她獲勝的文化影響可能被低她獲勝的文化影響可能被低
估了估了。。

中華老人服務協會中華老人服務協會1212月份活動通告月份活動通告

拜登拜登（（Joe BidenJoe Biden））贏得歷史性總統選舉贏得歷史性總統選舉 。。據美聯社報導據美聯社報導，，民主黨候選人民主黨候選人
拜登已經獲得足夠的選舉人票拜登已經獲得足夠的選舉人票，，成為美國第成為美國第4646任總統任總統

哈里斯哈里斯（（Kamala HarrisKamala Harris））成為歷史上第一位女性副總裁哈里斯星期六成成為歷史上第一位女性副總裁哈里斯星期六成
為第一位女性為第一位女性，，第一位黑人和第一位亞裔美國人當選副總統第一位黑人和第一位亞裔美國人當選副總統，，三度創造三度創造
歷史歷史。“。“這代表了真正的巨變這代表了真正的巨變””

拜登和哈里斯的當選為美國總統和副總統拜登和哈里斯的當選為美國總統和副總統，，在全國各地引發了在全國各地引發了
慶祝活動和抗議活動慶祝活動和抗議活動。。 在美聯社預計拜登經過五天的選票投票在美聯社預計拜登經過五天的選票投票
後後，，拜登在賓夕法尼亞州勝選拜登在賓夕法尼亞州勝選，，使他超過了確保贏得對陣川普使他超過了確保贏得對陣川普
總統的勝利所需的總統的勝利所需的270270選舉人票的門檻選舉人票的門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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