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發行人 李蔚華/Publisher: Wea H. Lee 社長 朱勤勤/President: Chin Chin Chu 副社長 朱幼楨/Vice President: Emerson Chu 副社長 秦鴻鈞/Vice President: Christi Chin 總編輯 蓋 軍/Chief Editor: Jun Gai
商業廣告：ad@scdaily.com 設計部：art@scdaily.com 編輯部：editnews@gmail.com 會計部：acccounting@scdaily.com 分類廣告：cla@scdaily.com 美南新聞網站：www.scdaily.com 美南電視15.3：https://scdaily.com/tv
美南黃頁：https:scdaily.com/yellow_pages 美南新聞電子報 e-paper:www.scdnews.com 分類廣告專頁Classified AD: www.scdaily.com/classified ads 美南微信公眾號：美南網ID:today-america 國際貿易中心：http://www.itchouston.org

AA11

12046

Top USA Investment

富國地產

E-mail: chentoby@ymail.com

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 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832-------------------------------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235-------------------------------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5000
E-mail: gracewang71@yahoo.com

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Cell: 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713-------------------------------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459-------------------------------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2656
R01-TOP USA-TOBY  富國地產_C57_8

Toby Chen
Broker / 企管碩士
德州 /加州地產經紀人

國、台、英語

Grace Wang
工商管理碩士
房地產經紀人

54 Sugar Creek Center Blvd., #300 Sugar Land, TX 77478
買的稱心，賣的放心，售屋高價又快速

值得您依賴的房地產投資專家

專精:房屋 商業 公寓 土地開發 物業管理 

◆西北區75個單位Condos出售，地點佳
，入住率高，現收租金，高報酬近8%，
售$3,990.000。

◆糖城Tang City Plaza 店鋪出
    租，1F&2F請來電洽詢
◆Warehouse 出售，位於
    Rosenberg，近59號高速
    33,885呎，地大5.50AC，售
    $1,800,000。

◆休斯頓商業中心, 繁華地段獨立旺
鋪1萬1千平方尺, 大型獨立停車場，
交通便利, 視野好。適合家居相關產
品零售。可租, 可售！請電Grace。 另有多單位公寓樓出售，請電洽！

2020年11月19日 星期四
Thursday, November 19, 2020

給您家的感覺

服務人員專業、友好
及時解決問題

免費WiFi、室內冰箱
本地電話、報紙、咖啡和茶

房間寬敞、整潔
免費早餐新鮮、健康

緊鄰中國城  交通購物方便
2930 W Sam Houston Pkwy S

Houston, TX 77042

(713) 785-3899

美國總統川普17日在推特宣布，國土
安全部網路安全和基礎設施安全局（CISA
）局長克雷布斯（Chris Krebs）最近就大
選安全問題所作發言 「高度不準確」 ，已被
他解僱。

同一天，賓州最高法院駁回川普競選團
隊一樁重要選舉訴訟，裁定費城選務官員對
監票員設下的防疫安全距離並未違反州法。
這項裁決對川普正在進行的法律戰是一次重
大挫敗。

克雷布斯身為CISA局長，其職責包括
確保美國選舉免遭駭客攻擊。 CISA網站最
近發布聲明，指今年大選是美國史上最安全
的選舉，並無證據顯示有任何舞弊情事。過
去一周，克雷布斯也一再駁斥相關指控，他
推文稱，有關選舉系統遭到操縱的說法，
59位安全專家一致認為，每一起案例不是
沒有事實根據，就是技術上不合理。

川普17日推文稱，克雷布斯的聲明高
度不準確，大選確實存在大規模不當和欺詐
，因此克雷布斯被立即解除CISA職務。路
透上週報導，克雷布斯曾告訴同僚，他預期
自己會被炒。

17日下午，川普的律師朱利安尼出席
聯邦法院一場聽證會，為川普在賓州對選舉
結果提出的質疑進行辯護。朱利安尼指控，
賓州的選舉流程是全美範圍內廣泛的選民欺
詐。多名共和黨監票員宣稱他們被隔離在柵
欄後面，看不到選票信封上的任何細節，因
而無法確定計票是否得到正確執行。

賓州最高法院所作的裁決，可能會削弱
川普團隊在聯邦法院的選舉訴訟力度。
CNBC新聞網稱，川普團隊若在這種情況下
失敗，不僅不可能逆轉拜登在賓州的勝利，
也不太可能逆轉在全美其他地方拜登的勝利
。

發言不準確 川普再炒國土安全部官員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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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中原律師
DANIEL LEE

C.Y. LEE LEGAL GROUP, PLLC

www.leelegalgroup.com

11122 Bellaire Blvd., Suite 103, Houston, TX 77072
(Tues-Thur 9:00am-5:00pm)

1305 Prairie St., Ste. 300, Houston, TX 77002
(Mon-Fri 9:00am-5: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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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Counsel Mark Thering and Of Counsel Glenn Loethen.

精通國語、英語
粵語、西班牙語

休士頓最佳律師  獲獎無數

歡迎來電預約:
832-632-4639
英語、國語、粵語、西班牙語

資深出庭辯護律師

刑事事故/車禍意外/人身傷害
家庭法/離婚官司/子女扶養
商業/房產糾紛/各類案件

專
精

為服務華人社區已於美南新聞大樓一樓設有辦公室

manager.v@houstondivorcenow.com
E-mail:

法學博士 ATTORNEY AT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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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
歡迎使用
觀看高清美南國際電視新聞台

七十年代打開中國大陸外交大門的美
國前國務卿基辛格博士忠告，即將上任的
拜登政府必須侭快重啟中美對話以避免軍
事衝突。

基辛格在紐約的一場座談會上表示，
除非中美兩國採取合作行動，否則會把世
界帶進戰爭的深淵，他十分担擾兩國之交
往不斷在惡化中，這位年紀近百的外交家
是一九七二年尼克森總統訪華的鋪路人。

自從新冠疫情猖
獗以來，川普總統不
斷指責新冠病毒來自
中國大陸，先後三天
內關閉中國駐休斯敦
領事館及孔子學院，
兩國關係進入冰凍狀
態。

由于川普至今不
承認敗選，拒絕給總
統當選人拜登聼取每
日情勢簡報，並在今
天又把一位和他意見
相左做國家安全部高
官克斯利革職，雖然
他可能在位只有六十

多天， 他仍然執行從阿富汗及伊拉克之辙
軍及可能進攻伊朗之軍事行動。

拜登總統當選人今天邀請了一些外交
、治安專家座談，聽取他們的簡報。

我們全體國民正遭受嚴重恐怖的疫情
，再看華府上演的荒謬大戱，稱為全球民
主典範的美國，我們不斷批评其他國家民
主選舉不公，這次輪到自己，怎能不讓人
汗顏呢。

The one who opened the China door in the early 70
’s, former Secretary of State, Dr. Henry Kissinger
has advised the incoming Biden administration to
move quickly to restore lines of communication with
China to avoid military conflict.

Kissinger told the session of the Bloomberg New
Economy Forum that, “unless there is some basis
for some cooperative action, the world will slide into
a catastrophe comparable to World War I.”

Kissinger is worried that America and China are
now drifting increasingly toward confrontation and
they’re now conducting their diplomacy in a
confrontational way.

The 97-year old diplomat was the one who paved
the way for President Richard Nixon’s historic
1972 trip to China.

Since the pandemic hit this year, President Trump
has stepped up his criticism of China blaming them
for the spread of the virus and the death toll in the U.
S.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re at
the lowest in decades. Trump is planning several
new hardline moves against China in the remaining
weeks of his term.

President-elect Joe Biden has received a briefing
on national security and diplomacy from a group of
experts outside of government. Trump is still barring
Biden from receiving a classified intelligence briefing
that typically is given to a President-elect.

President Trump is also in the middle of a legal
battle. He fired the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official Chris Kreisler who had rejected
Trump’s claims of widespread voter fraud.

At this critical time, our nation is facing the
pandemic disaster and an economic downturn and
we do not see any peaceful solution to the political
dispute.

Even with the vaccine on the market soon, we still
don’t know how many of our sisters and brothers
will lose their lives before they can get help. This is
really a shameful national tragedy.

美國新冠疫情日記美國新冠疫情日記1111//1818//20202020
Cool Down OfCool Down Of

U.S.-China RelationshipU.S.-China Relationship
基辛格肺腑之言基辛格肺腑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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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頓 7001 Corporate Dr, #201. Houston, TX 77036

電話: (832)500-3228 中國城華埠大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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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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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PO計劃

李元鐘保險服務地點 

今年總統大選已結束半個月,勝負已定,但
川普總統依然不認輸,主要的原因是他得到了
7300萬張選票支持,再加上大多數共和黨領導
層無意勸阻他停止非理性的抗爭，導致總統交
接程序無法正常運作, 讓民主選舉蒙羞。

雖然領導抗疫不力是川普落敗的主因, 但
是根據CNN所做的今年大選出口民調顯示,川
普沒有獲得絕大多數少數裔的支持則是關鍵因
素,尤其是在亞利桑那州, 眾多的西裔選民轉向
支持拜登, 加上已故共和黨大老馬侃的遺孀公
開力挺拜登, 所以使亞利桑那州選戰由紅轉藍,
讓川普輸掉最關鍵的一州。

西班牙裔與拉丁裔是美國崛起最快速的少
數族裔,根據上次人口普查,已登錄的西裔人口
達到了五千八百萬，佔全美總人口的18%，
在剛剛完成的2020年普查雖然數字還沒有統
計出來,但最保守的估計絕對會突破20% ,他們
人多勢眾，無論是任何的選舉,他們的選票都
會說話, 所以是兩黨政治人物極力爭取的對象

，但是川普顯然沒有把他們放在眼裡, 無論是
在美墨邊界築牆、封殺非法小移民夢想生法案
以及諸多蔑視新移民言論都創傷了西裔, 所以
他們的選票很難投給川普。

反觀溫和理性的拜登一再呼籲族群和諧與
融合，這是他獲得少數裔支持的重要原因, 拜
登在競選團隊中重用許多西裔人才, 所以今年
大選, 除了佛州因特殊選民結構,絕大多數西裔
來自古巴,向來強力支持共和黨,使川普受益外,
其他各州西裔選票絕大多流入拜登囊中。

相較於西裔,華裔在這次大選展現的力量
顯得薄弱,但華裔楊安澤參選總統在民主黨內
初選的表現不俗,燃起華裔參政的希望, 然而華
裔在支持拜登或川普的立場上涇渭分明, 整合
不易。值得注意的是，亞裔共和黨人全國委員
會倒戈支持拜登的舉動有些令人突兀,不過,美
國是一個多元化的社會，我們除了投票給自己
屬意的人選外, 也應該尊重別人的選擇才對！

李著華觀點︰少數裔站在他身後-拜登可以凝聚族群向心力

韓聯社18日援引南韓法律界消息指出，
南韓政府正考慮實施總統文在寅就任以來第4
次特赦，南韓法務部日前已要求各地監獄、看
守所編制特赦名單，雖然特赦時間和對象尚未
決定，不過消息指出，南韓前總理韓明淑、前
總統李明博有望在特赦名單內，而另一位前總
統朴槿惠恐怕無望。文在寅上台以來已3次特
赦，分別為 2017 年 12 月、2019 年 2 月及
2019年12月，共赦免1萬5996人。

而韓媒《Money Today》則報導，目前南

韓執政黨和在野黨均已有自己屬意的特赦人選
，分別是76歲的前總理韓明淑和78歲的前總
統李明博。至於69歲的前總統朴槿惠，由於
還在等待最高法院做出最終判決，根據南韓法
律不屬於被特赦的對象。

韓明淑是南韓首位女總理，因涉嫌受賄被
判刑2年，目前服刑結束，但褫奪公權的部分
尚未恢復。李明博則因涉嫌貪污受賄，在今年
10月終審宣判中被判刑17年，目前正在監獄
服刑。

文在寅將第四次特赦 李明博可望獲自由身 朴槿惠無望

英國首相強生（Boris Johnson）宣示一項重
大的環保目標：將要在2030年來臨前，禁止汽油
車與柴油車的銷售。這項宣示比原先計劃提前了
5年。英國政府表示，這是 「2050年全英國零碳
排」 計畫的重要部分，被稱為 「綠色環境革命」
。路透社報導，目前英國稱的上 「國事如麻」 ，
包括歐洲最致命的COVID-19危機、英國脫歐貿
易談判，以及他最倚重的顧問多明尼亞‧卡明斯
(Dominic Cummings)離職，可能是這些原因，所
以強生想要強調他的綠色政策，這是他重振政府
形象的一步。

強生在星期二《金融時報》上發表的一篇專
欄文章中說： 「現在是時候推動高科技綠色企業
了，人們會知道這項改變，將使英國更加乾淨與
美麗。」

英國在去年修定法律，要在2050年實現全國
零碳排的目標，這將改變英國人能源使用方式的

王全面改變，必然影響生活。
強生表示，該計劃總共將籌集120億英鎊的

資金，其中3成來自民間企業，他希望可創造和
支持25萬個高科技的綠色產業工作機會。

這項稱的上 「雄心勃勃」 的計畫，得到了工
業界的支持，英國工業聯合會理事長喬許·哈迪
（Josh Hardie）表示： 「這能夠為真正的低碳經
濟，帶來巨大的投資和綠色工作機會。」

據該計劃，從2030年起，包括油電混合車也
要禁售。

工業聯合會表示，由於鋼鐵業免不了會排放
二氧化碳，因此在2020年代中期，將建立二氧化
碳的捕獲與儲存的產業鏈，以抵消鋼鐵業的碳排
放量。

另外，到2030年英國的海上風力發電，從現
在的10吉瓦增加到40吉瓦，政府還承諾投資
5.25億英鎊，發展大型與小型的核電廠。

英國零碳排大目標：宣示10年內禁用汽油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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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發表19萬字保險專欄，
www.johnleeins.com 歡迎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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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元鐘保險
我們擁有最多美國政府認證的
各項保險專業證照、得獎無數

美國保險碩士、台灣淡江保險學士

美國及台灣前十大保險公司理賠專員

汽車、房屋、商業、人壽、醫療、老人保險

真耶穌教會
True Jesus 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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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JC

335 Avenue E,Stafford,
TX 77477

電話: (281)631-5260
網址: www.tjc.org
電子郵件: Houston@tj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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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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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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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政府將斥資15億加元
推動就業培訓以重振經濟

綜合報導 加拿大總理賈斯廷· 特魯多11月13日在渥太華宣布，加

聯邦政府將投資15億加元用於技能培訓和就業支持，以期在新冠疫情沖

擊的背景下重振勞動力市場。

這是加聯邦政府落實與各省和地區達成的《勞動力開發協議》的壹

項舉措。加政府表示，該項投資將幫助參與度不足的群體，以及建築、

交通運輸和酒店餐飲業等受疫情沖擊最嚴重行業的就業者，能盡早回歸

勞動力市場。相關措施具體包括技能培訓、在職培訓、雇主資助培訓、

經濟扶持和補貼、就業咨詢及服務等。

加政府稱，這是該國史上最大幅度投資員工培訓計劃的壹部分，

將有助於實現創造逾百萬就業崗位的目標，以推動經濟復蘇。此前

，加聯邦政府已向各省和地區提供34億加元支持，以推動勞動力市

場開發。

加官方數據顯示，今年 10月份，該國勞動力市場新增 8.4 萬個

就業崗位；失業率為 8.9%，略低於 9 月的 9%和 5 月的 13.7%。自 4

月份以來，已有近 240萬人在因疫情而失業或停止工作之後又重返

工作崗位。

不過，目前加拿大第二波疫情的防控形勢仍然緊張。在過去7天內

，全國日均報告新增確診病例逾4300例。重癥患者數量在增加。首席公

共衛生官譚詠詩13日表示，由於病患數量已對醫療資源帶來壓力，情況

非常令人擔憂。壹些地方的醫院已被迫取消擇期手術。而模型數據顯示

，如果照目前的情勢發展，12月初加拿大將出現每天新增逾1萬例確診

病例的情況。

特魯多敦促各省和地區作出決策，限制人員接觸。他亦提醒民眾遵

從防疫措施。

“我們在未來幾天和幾周內的所作所為將決定我們在聖誕節能做什

麼，”特魯多說。

德國單日新增確診逾2.1萬
疾控部門稱醫院面臨超負荷風險

綜合報導 德國疾控部門公布的單日新增確診感染新冠病毒人數再

度突破2萬，達到21866。截至當晚，德國累計確診人數已接近75萬。

德疾控部門負責人當天表示，由於需接受重癥監護治療的新冠病患和病

死人數持續上升，必須作好德國醫院將“超負荷”的準備。

德國聯邦疾控機構羅伯特· 科赫研究所12日公布了上述數字。據德

國“時代在線”實時數據，截至當地時間12日22時40分，德國累計確

診749016人、治愈467720人、死亡12313。其中，近七日平均每十萬人

新增確診人數為156.9，創下疫情暴發以來新高。

羅伯特· 科赫研究所所長威勒當天在柏林舉行的記者會上表示，盡

管德國的新增確診人數增速有所放緩令他感到審慎樂觀，但當前尚不明

確這是否是壹種穩定的發展趨勢。

德國從11月2日起全國實施第二輪“封城”措施。威勒指出，目前

尚不清楚新增感染人數曲線出現的變化在多大程度上與官方采取的關閉

餐館等“封城”措施有關。他指出，這也可能與德國實驗室的檢測能力

已達到極限有關。威勒指出，當前可以明確的是，德國接受重癥監護治

療的新冠病患人數和新冠病死人數都在持續上升中，“我們必須作好醫

院承載能力超出最大負荷的準備。”

11月 16日，德國總理默克爾將再度與各州州長舉行會談，屆時

德國聯邦政府將與各州商談是否將當前的“封城”措施延續至12月

的問題。

意大利日增新冠確診超3.7萬
多地升級防控措施

綜合報導 意大利緊急民防部12日

報告新增新冠確診病例37978例，死亡

636例。全國累計確診病例增至1066401

例，其中死亡病例43589例。為控制疫情

傳播，意大利多個地方政府紛紛升級防

控措施。

據報道，隨著新增確診病例持續攀

高，經意大利衛生部核準，威尼托、艾

米利亞-羅馬涅和弗留利威尼斯朱利亞等

地方政府12日再次祭出地方性防疫法令

，並參照紅色疫情高風險地區防疫標準

。該法令有效期至12月3日。

威尼托大區主席紮亞(Luca Zaia)表

示，相關法令從13日起開始，威尼托、

艾米利亞-羅馬涅和弗留利威尼斯朱利亞

相毗鄰的三個大區，將共同采取統壹的

防疫辦法和措施。

法令規定，上述三個大區允許在城

郊綠地或鄉村進行體育鍛煉，但禁止在

街道或廣場從事體育活動，戶外活動必

須佩戴口罩；將關閉所有露天商品交易

市場，每個家庭只允許壹人進入商店購

買日用品。

法令要求中小學校體育課、歌唱等

課程壹律暫停；從

下午 15 時至晚 18

時，允許酒吧、餐

館提供餐桌服務，

公共節假日除食品

、藥品、煙草店和

報亭，其他經營場

所全部關閉。

法令還規定，

在公共和私人交通

工具上必須戴口罩

，並保持適當安全

距離，公共交通工具載客量不得超過

50%。專業運動員參加比賽，須在賽前

72小時內進行病毒檢測，對新冠病毒呈

陰性反應的運動員方可進入賽場。

首都羅馬等城市12日也相繼宣布了

防疫新規，羅馬周末將對商業街區進行

人流限制；佛羅倫薩禁止餐飲經營場所

周末營業；博洛尼亞禁止在古城中心的

廣場和街道舉行活動、遊行等，並限時

關閉部分廣場；維羅納市區設多條單行

道避免人群聚集；熱那亞市區每晚21時

起開始宵禁。

米蘭市公共衛生部門負責人貝爾加

馬斯基(Walter Bergamaschi)12 日表示，

倫巴第大區實施宵禁和封鎖措施後，米

蘭市目前疫情已經逐步開始向好。最近

壹周，米蘭的Rt傳染指數已經下降接近

50%。

當天，意大利前國家航天局局長、

國際知名物理學家巴蒂斯頓(Roberto Bat-

tiston)則表示，意大利紅色疫情高風險地

區疫情新增曲線增速的放緩，預示著很

快將會出現疫情拐點，也說明了區域封

鎖措施正在發揮作用。

希臘政府再更新防疫規則
全國部分學校將關閉兩周

綜合報導 希臘衛生部11月14日傍

晚的統計數字顯示，希臘當天新增2835

例新冠病毒肺炎患者，累計確診72510例

。因新冠病毒而死亡的人數在24小時內

增加38人，累計死亡人數為1035人，總

數超越1000人。

據報道，現時因新冠肺炎而在重

癥監護室插管的有 336 人，是新冠疫

情發生以來的最高紀錄，患者平均

年齡 65 歲，其中 100 人是女性。自 2

月底希臘新冠疫情發生以來，已有

362 名新冠患者從重癥監護室治愈出

院。在因新冠病毒死亡的 997 人中，

平均年齡為 80 歲，96.9%有潛在健康

問題和/或 70 歲以上，其中 399 人是

女性。

希臘政府11月14日上午宣布，全國

托兒所、幼兒園、小學將從11月16日起

關閉兩周至11月30日，特殊學校將繼續

運營。

希臘教育部長凱拉梅烏斯表示，

關閉幼兒園和小學的決定並不是因

為新冠病毒在學生間傳播，而是為

了減少家長的外出活動，並避免家

長在接送孩子的過程中擁擠。在學

校關閉後，教學將改為通過國家電

視臺 ERT 進行視頻教學，以及與線

上課程相結合。

小學的電視視頻教學將在EPT2頻道

進行，教學時間將從11月16日早上9點

開始；小學線上教學將從11月18日下午

2點-5點進行，每節課為30分鐘。而幼

兒園的線上教學時間為下午2點-4點20

分。上述課程安排包括10分鐘的休息時

間。

凱拉梅烏斯解釋稱，把幼兒園和小

學線上課程安排在下午進行，是因為部

分家庭有正在上初中、高中或大學的

孩子，需要在早上進行線上課程。加

上父母需要遠程工作，因此為了分時間

段使用電子設備和網絡，需要做出如此

安排。

在壹周前，希臘初中、高中和大學

已經關閉，學生在家中進行遠程教學。

雖然希臘實施全國封鎖已經壹周，但新

增數字並沒有減少。多名醫學專家認為

，希臘已經進入了與新冠病毒抗爭的最

艱難階段。

希臘國防部長帕納吉奧托普洛斯14

日宣布，他曾與新冠確診者接觸，雖然

他的新冠測試結果為陰性，但仍將進行

自我隔離。

希臘國家公共衛生組織發布最新

指引，新冠確診患者必須根據癥狀的

嚴重程度至少隔離 10-20 天。其中，

無癥狀新冠確診者和癥狀輕微確診者

必須隔離至少 10天。在至少 3天不服

用退燒藥的情況下不發燒，才能結束

隔離。

此外，對於癥狀較重的新冠患者，

最短隔離期是14-20天，結束隔離的條件

與輕癥患者相同；對於新冠確診患者的

密切接觸者，應隔離14天。

國際最新研究稱
木衛二背面可能會明顯發光

綜合報導 施普林格· 自然旗下國際專業

學術期刊《自然-天文學》最新發表壹項行星

科學研究論文稱，實驗室的模擬結果顯示，

木衛二(歐羅巴)的背面可能會明顯發光。根據

這項研究的計算結果，美國宇航局的歐羅巴

快帆(Europa Clipper)任務可能會觀察到這壹現

象。

該論文介紹，木衛二很可能擁有壹個被

厚冰殼覆蓋的地下海洋，冰殼主要由水冰構

成。木衛二的外表面受到來自木星的高水平

輻射。論文通訊作者、美國加州理工學院美

國宇航局噴氣推進實驗室的默西· 古迪帕蒂

(Murthy Gudipati)及同事在實驗室裏將鹽漬冰

暴露在高能電子下，模擬了這種輻射與木衛

二表面的相互作用。

他們發現，被輻照的冰通過壹個叫做電

子激發發光的過程發出綠光，發光的強度取

決於冰的具體成分。

論文作者認為，歐羅巴快帆航天器的低

空飛越可以通過測量在不同的波長區域看到

多少冰輝，來確定和繪制木衛二背面表面的

化學成分。這種觀測也許還可以確定地下海

洋的特征，例如縮小其鹽度範圍，因為地表

經過劇烈處理的冰的產物和海洋物質會在地

質時間尺度上進行交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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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美國

美國國安顧問歐布萊恩16日表示，若民主
黨總統候選人拜登確定勝選，而顯然目前看來情
況是如此，白宮國家安全會議（NSC）將會確保
「專業的權力交接」 。歐布萊恩此話暗指拜登會
勝選，成為迄今公開這麼承認的川普政府最高層
官員。

歐布萊恩在參加全球安全論壇（Global Se-
curity Forum）視訊會議時表示，如果會有新政
府，這個政府應該要有時間就職並執行政策。他
說： 「我們可能在政策上有意見分歧，但是如確
定拜登-賀錦麗是贏家—而顯然現在看來情況是
如此—我們會在國安會議展開非常專業的權力交
接，這點毫無疑問。」

歐布萊恩說，美國即使在最具爭議的時期也
如常交棒，和平及成功實現權力轉移。他舉例說

，當年（2000年大選）布希與高爾角逐總統大
位，直至12月中才開始權力過渡，但亦完成。
但歐布萊恩仍小心地指出，權力交接只會發生在
「當前訴訟解決不了總統所面對的問題之情況下

」 。
美國總統大選結果，拜登預計獲得306張選

舉人團票，川普則有232張。在喬治亞州，因普
選票得票差距僅0.3百分點，該州於13日起進行
全面手工重新計票。人工重新點票後卻發現，喬
州弗洛伊德郡（Floyd County）有2600多張選
票未統計到。據《亞特蘭大憲法報》報導，這批
選票納入計算後，川普可增加1643票，拜登則
增加865票，等於川普額外增加近800票。不過
拜登全州原領先川普約1.4萬張票，這一變動難
以撼動該州結果。

保證交接 國安顧問暗指拜登勝選

美國之音報導指出，美國星期二（2020年
11月17日）實施了一次軍方所說的里程碑式飛
彈攔截試驗，在打造多層次導彈防禦系統的努力
中取得重大進展。報導表示，這是應對來自中國
越來越大的中程彈道飛彈威脅的一項突破。

在美國夏威夷時間晚上7點50分，一枚模
仿敵方洲際彈道飛彈ICBM的目標導彈從位於馬
紹爾群島誇賈林環礁的雷根彈道導彈試驗場發射
升空，朝夏威夷方向進發。配備神盾反導系統的
美國海軍"約翰•芬號"飛彈驅逐艦從作戰指揮與
控制中心獲得了追蹤資料，之後發射一枚艦載標
準-3型第二批次A款導彈(SM-3 Block IIA)，並
將目標擊毀。

這是美國首次使用陸基飛彈以外的武器成功
攔截洲際彈道飛彈，這將提高美國飛彈防禦 系
統的層次和靈活性。這次試驗的成功也滿足了美
國國會向軍方提出的在2020年結束前對標3型
第二批次A款導彈攔截洲際彈道飛彈作出可行性
評估的要求。這一款飛彈的最初設計目標是對付
敵方中程彈道飛彈的威脅。

美日聯合研製的標3第二批次A款飛彈的設
計射程遠遠超過目前美國軍艦上部署的標3第一
批次A款和B款飛彈。與改進的神盾反導系統配
合使用，這款飛彈能大大增加飛彈防禦的範圍，
並顯著提高攔截敵方飛彈的幾率，並因此被認為
是應對來自中國越來越大的中程彈道導彈威脅的
一項突破。

導彈防禦局局長、海軍中將希爾星期二在試
驗成功後說，這一成就是標3型第二批次A款飛
彈項目的一個關鍵性里程碑，"我們證明了配備
有SM-3 Block IIA型飛彈的神盾彈道飛彈驅逐
艦能夠摧毀洲際彈道飛彈目標。"

2017年2月，美軍宣佈首次將一枚標3二批
次A款飛彈從配備神盾反導系統的戰艦上發射，
並成功將目標飛彈攔截擊毀。此後，飛彈防禦局
官員稱預計會在2018年將這款飛彈交付海軍使
用。但是，這項武器的研發後來遇到了挫折。星
期二的試驗原本安排在今年5月進行，但因為新
冠疫情的影響被延遲。

美國首次使用艦載飛彈成功攔截洲際彈道飛彈

美國總統川普提名的聯準會（Fed）理事
爭議性人事案，今天在共和黨把持的聯邦參議
院以47對50票闖關失敗，不過參院多數黨領
袖策略性投下反對票，替未來留下2度表決的
機會。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和法新社報
導，川普提名出任聯準會理事的謝爾頓（Judy
Shelton），過去因提出多項罕見政策構想而備
受爭議，包括美元幣值恢復與黃金價格掛鉤，
說這將能確保匯率穩定。然而，大多經濟學家
認為回歸黃金本位制（gold standard）不切實
際且過時，美國早在1971年就摒棄這項作法。

謝爾頓也曾在前總統歐巴馬（Barack
Obama）主政期間，直言不諱支持低利率政策
。

今天表決過程，共和黨陣營中有兩人加入
民主黨陣營投下反對票；有兩人因暴露於2019
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病毒而接受隔離
；1人因家中有事無法出席表決，但曾公開反
對謝爾頓人事案。

而 共 和 黨 籍 參 院 多 數 黨 領 袖 麥 康 奈
（Mitch McConnell）原是同意這項人事案，
後改投下反對票，使得最終表決結果為47票贊

成、50票反對。
麥康奈這一步可能是出於策略，讓他有機

會可以議長身分安排另一輪投票。
副總統當選人、現任民主黨籍加州聯邦參

議員賀錦麗（Kamala Harris）也返回華府投下
關鍵一票。

賀錦麗之後在社群網站推特發文指出：
「我們需要一個可以信賴的聯準會，以在疫情
期間協助處理經濟大計。謝爾頓各項危險構想
將戕害我們的經濟，她未能承諾運用聯準會所
有力量來提供抗疫紓困方案，這也是令人無法
接受的。」

聯準會人事案向來獲兩黨支持，但參院民
主黨領袖舒默（Chuck Schumer）抨擊謝爾頓
極端不適任這職位，說她是 「我所見過最沒有
資格進入我國中央銀行的人選」 。

儘管謝爾頓人事案遭擋下，白宮今天表示
，預期最終將闖關成功。

路透社報導，白宮發言人迪爾（Judd
Deere）推文表示，總統川普提名的聯準會理
事人選極為稱職。白宮全力支持她，並有信心
參院在重新考慮之後，會通過這起人事案。

川普Fed理事人選爭議性過高 參院共和黨人也反對

美聯社報導，FAA審查員史蒂夫·迪克森
（Steve Dickson）上週表示，737Max設計變
更後，已通過了大部分的審查，現在已到最後

階段，將會發給安全認證。
波音公司在經過2年的重大修改後，再次

向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FAA），提交波音
737MAX的飛航安全審查
。由於兩場嚴重墜機，致
使346名乘客喪生，波音
737MAX所有訂單被取消
，連帶得使波音股價大幅
下跌，再加上疫情，收益
是近幾年來最低。
2019年，伊索比亞航空

與印尼獅航的737MAX接
連事故，全球民航管理監
理 機 構 下 令 全 球 的
737MAX全面停飛。
飛航調查發現，兩起事

故當中737MAX都出現飛
機不尋常的俯衝現象，後
來發現，問題可能是波音
公司所設計的預防飛機失

速軟體與737MAX出現衝突，由於MAX的引擎
的尺寸和位置與原本的737MZ有所不同，飛機
重心也出現改變，然而MAX仍採用在737MZ
身上設計的防失速軟體。

該軟體錯誤的評估MAX出現失速狀態，而
錯誤的被電腦接管控制而觸發機頭向下俯衝，
導致墜毀。

全球的民航公司紛紛退訂，波音公司渡過
了最慘淡的2019年，然後到了今年初，又發生
新冠狀病毒大流行，航空旅行下降了約65％。

到今年，波音公司被取消的客機訂單多達
1,000架，每架飛機的單位在9,900萬美元至
1.35億美元之間，可以發現波音損失了多少收

入。
不過，全球仍月近400架Max在服役，因

此，波音公司必須修改這些MAX，通過安全認
證後，才能重新飛行。

飛行員還必須接受新的模擬器培訓，根據
波音公司的說法，現在MAX不會再出現自動將
飛機俯衝的操作，也不會覆蓋飛行員的命令。

路透社報導，業內消息人士稱，因為MAX
的事故造成形象大壞，波音可能不會再用MAX
這個名字，而傾向改用其他的，例如737-7型
或737-8型。

美國FAA批准波音737MAX再次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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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籲各國加強病毒溯源合作
外交部回應意國去年9月或現新冠：應在全球研究動物宿主和傳播途徑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劉凝哲 北

京報道）意大利米

蘭國家腫瘤研究所等機構研究人員在該國《腫瘤雜誌》

（Tumori Journal）上發表論文稱，在檢測了去年9月至

今年3月參與肺癌篩查試驗的959名志願者的血液樣本

後，發現其中111名志願者血樣中存在新冠病毒的受體結

合域（RBD）特異抗體，佔志願者總數的11.6%。這表

明，新冠病毒可能早在去年9月就已在該國傳播，較意大

利報告首例新冠確診病例早了幾個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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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立堅表示趙立堅表示，，國際上不斷出現關於新冠肺國際上不斷出現關於新冠肺
炎疫情暴發時間炎疫情暴發時間、、地點等報道地點等報道。。圖為湖南衡圖為湖南衡
陽的南華大學附二醫院陽的南華大學附二醫院PCRPCR實驗室實驗室，，檢驗醫檢驗醫
生在進行核酸實驗檢測生在進行核酸實驗檢測。。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凝哲

上述論文引發全球媒體廣泛報道。新
華社引述外媒報道稱，上述該項研

究基於對959人血液樣本的分析，這些血
液樣本是在2019年9月至2020年3月進
行肺癌篩查時採集的。研究顯示，超過
11%的被檢測者，111人有專門的冠狀病
毒抗體。所有被檢測的人都沒有症狀，
也沒有任何發病跡象。

此前的觀點認為，新冠病毒是2019
年12月在中國武漢出現的，並在2020年
1月發展成為一場大流行病。該項新的研
究給上述已受到重重質疑的觀點找出新
的漏洞。值得一提的是，意大利研究人
員提供的數據尤其有價值，因為它是以
實際血液樣本為基礎的。該項研究的結
論似乎與2019年底意大利老年人中出現
嚴重呼吸系統症狀和“非典型流感”的
報道相一致。

再次印證溯源是複雜科學問題
針對上述科學研究的報道，中國外

交部發言人趙立堅表示，已經看到、聽
到國際上不斷出現關於新冠肺炎疫情暴
發時間、地點等報道。這再次印證了病
毒溯源是一個複雜的科學問題，應由科
學家在全球範圍開展國際科學研究與合
作，促進對病毒動物宿主和傳播途徑的

了解，目的是更好預防未來可能出現的
風險，保護各國人民的生命安全與健
康。

趙立堅強調，病毒溯源是一個持續
發展的過程，可能涉及多國多地。中方
希望各國都採取積極態度，同世衞組織
等加強合作，推進全球溯源工作。中方
將繼續積極參與病毒溯源和傳播途徑全
球科學研究，同國際社會一道，為全球
病毒和抗疫合作作出貢獻。

曾光：中國發現早 不代表是起源地
中國國家衞健委高級別專家組成員、

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流行病學前首席科
學家曾光日前在談及病毒溯源問題時表
示，傳染病從哪裏來這個問題，正常的情
況下都是不清楚的，搞清楚的情況，只能
是例外。中國之所以最早發現新冠肺炎疫
情，一個重要的原因是，中國經歷過非
典，首先建立原因不明的肺炎上報系統，
因為有這個系統，中國才能在全世界第一
個發現新冠肺炎疫情。

他還強調，武漢先發現病例，上報
給全世界，“但現在我們研究認為，這
個新冠肺炎最早出現在國外的可能性非
常大，中國發現得早，不代表我們就是
起源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
道）據中國國家航天局消息，17日，長征五
號遙五運載火箭和嫦娥五號探測器在中國文
昌航天發射場完成技術區總裝測試工作後，
垂直轉運至發射區，計劃於11月下旬擇機實
施發射。探月工程嫦娥五號任務是中國探月
工程第六次任務，計劃實現月面自動採樣返
回，助力深化月球成因和演化歷史等科學研
究，是中國航天領域迄今最複雜、難度最大
的任務之一。

長五火箭抵發射區
據介紹，長征五號遙五運載火箭於9月下

旬由遠望運輸船隊安全運抵海南文昌清瀾
港，並通過公路運輸方式分段運送至中國文
昌航天發射場。此後，火箭按照測試發射流
程，陸續完成了總裝、測試等各項準備工
作。17日上午，活動發射平台駛出發射場垂
直測試廠房，平穩行駛約2小時後，將長征五
號遙五運載火箭安全轉運至發射場一號發射
工位。

依照以往慣例，長征五號運載火箭完成
總裝後，從垂直轉運至發射區到迎來首個發
射窗口的時間大概為一周左右，這意味着嫦
娥五號最快將在下周啟程奔赴月球。據介
紹，長征五號火箭轉運至發射區後，將完成
火箭功能檢查和聯合測試等工作並確認最終
狀態，此後火箭將加注推進劑，按程序實施
發射。

將實現“四個首次”
中國探月工程“繞、落、回”三步走計劃

中，月球採樣返回是最後一步，也是難度最大
的一步。專家表示，嫦娥五號包括軌道器、返
回器、上升器、着陸器四部分，任務將實現中
國航天史上的四個首次，即：首次在月球表面
自動採樣，首次從月面起飛，首次在38萬公
里外的月球軌道進行無人交會對接，首次帶月
壤以接近第二宇宙速度返回地球。

天問一號料明年2月抵火星
此次嫦娥五號任務，是長征五號系列運載

火箭第二次應用性發射，也是“胖五”在今年
第二次太空出征。另據國家航天局表示，長征
五號運載火箭今年7月成功發射的中國首次火
星探測任務天問一號探測器，已在軌飛行116
天，飛行里程超過3億千米，距離地球約6,380
萬千米。探測器姿態穩定，能源平衡，部分分
系統完成自檢，各系統工作正常。天問一號計
劃於2021年2月到達火星，實施火星捕獲，
2021年5月擇機實施降軌，着陸巡視器與環繞
器分離，軟着陸火星表面，火星車駛離着陸平
台，開展巡視探測等工作。

■2020年5月，國際知名學術期刊《美國科學院院報》發
表了德國和英國研究團隊共同撰寫的有關新冠病毒變種的
報告。報告第一作者、英國劍橋大學彼得·福斯特博士表
示，在中國報告首例病例之前，新冠病毒可能已經在人類
和動物中傳播。他所依據的基因突變率表明，病毒最初的
成功傳播可能早在2019年9月13日就開始了，這一可能
性達到95%。

■2020年5月，醫學期刊《國際抗菌劑雜誌》刊登標題為
《新冠病毒2019年12月底已在法國傳播》的論文。研究
人員選取了14個在2019年12月2日到2020年1月16日
期間因類流感疾病入住重症監護室的病例，於今年4月重
新進行新冠病毒核酸檢測，發現一名42歲男子的樣本新冠
病毒檢測呈陽性。由於該病例與中國缺乏關聯，並且在發
病前沒有臨近旅行史，這表明新冠病毒2019年12月底已
在法國人當中傳播，比2020年1月24日當地首次確診病
例早了近1個月。

■2020年6月，西班牙巴塞羅那大學發布公告稱，該校領
導的一個研究小組在去年3月採集的巴塞羅那廢水樣本中
檢測出新冠病毒。研究人員對當地廢水樣本做了檢測，結
果發現在2019年3月採集的廢水中已有新冠病毒的蹤跡，
而西班牙在2020年2月25日才報告首例新冠確診病例。

■2020年11月，意大利米蘭國家腫瘤研究所等機構研究
人員在該國《腫瘤雜誌》（Tumori Journal）上發表的論
文成果表明，新冠病毒可能早在去年9月就已在該國傳
播，較意大利報告首例新冠確診病例早了幾個月。

多國研究揭新冠出現或早於武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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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助克疫情 團結促復甦
習近平倡金磚五國

堅定維護國際公平正義 反對將疫情政治化

香港文匯報訊據中新社報道，金
磚國家領導人第十二次會晤17日以視
頻方式舉行。俄羅斯總統普京在會晤
上說，中國向世界證明是能夠成功戰
勝新冠病毒的。

據塔斯社消息，普京說，眾所周
知，中國是第一個面對新冠疫情威脅
的國家。中國向世界證明是能夠成功
戰勝新冠病毒的。我就中方進行的抗
疫工作向所有中國朋友們表示祝賀。
中方的抗疫成果確實重大、顯著，為
其他各國樹立了良好的榜樣。

據俄總統新聞網站消息，普京在
會晤期間提到，5年前的《烏法宣言》
中有一項內容已經提到金磚國家應共
同應對傳染病，這就包括新冠病毒。

在此基礎上，金磚國家建立了流行病
預警系統。因此我們可以在新冠疫情
下快速做出反應並採取正確的抗疫措
施。

普京說，俄羅斯直接投資基金已
與印度、巴西相關方面達成協議，進
行“衛星—V”疫苗的臨床試驗，與
中國、印度的製藥公司達成在中印設
立俄疫苗生產中心的協議。

普京表示，俄羅斯疫苗安全、有
效，目前重要的是集中力量進行大規
模生產。除了“衛星—V”疫苗外，
俄羅斯第二種新冠疫苗“EpiVacCo-
rona”已經註冊，第三種疫苗正在研
發中。俄方準備就新冠疫苗的生產與
應用與金磚國家互動。 ■■俄羅斯總統普京主持會晤俄羅斯總統普京主持會晤。。 美聯社美聯社

中國戰勝新冠病毒 為各國樹立好榜樣普
京： 2001 年，美國高盛公司首次提出 BRIC 概

念，用巴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四國英文名稱
首字母組成縮寫詞。“BRIC”拼寫和發音同英文
單詞“磚”（Brick）相近，故被稱為“金磚四
國”。

2006年，巴西、俄羅斯、印度和中國四國外長舉行首次會
晤，開啟金磚國家合作序幕。為應對金融危機，2009年6月，
“金磚四國”領導人在俄羅斯舉行首次會晤。金磚國家間的合作
機制正式啟動。2010年12月，南非正式加入金磚國家後，英文名
稱定為BRICS，最初的“金磚四國”變為“金磚五國”。

金磚國家合作機制成立以來，合作基礎日益夯實，領域逐漸拓
展，已經形成以領導人會晤為引領，以安全事務高級代表會議、外
長會晤等會議為支撐，在經貿、財金、科技、農業、文化、教育、
衞生、智庫、友城等數十個領域開展務實合作的多層次架構。金磚
國家合作的影響已經超越五國範疇，成為促進世界經濟增長、完善
全球治理、促進國際關係民主化的建設性力量。近年來，金磚國家
致力於完善全球治理，包括推動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的
改革，並創立了新開發銀行和應急儲備安排。 資料來源：新華社

金磚國家合作機制影響超越五國範疇

◆我們願積極考慮向有需要
的金磚國家提供疫苗。

◆中國企業正在同俄羅斯、巴
西夥伴合作開展疫苗三期臨
床試驗，我們也願同南非、
印度開展有關合作。

◆我們將在福建省廈門市建立
金磚國家新工業革命夥伴關
係創新基地，開展政策協
調、人才培養、項目開發等
領域合作，歡迎金磚國家積
極參與。

◆中國願承擔與自身發展水平
相稱的國際責任，繼續為應
對氣候變化付出艱苦努力。

來源：新華社

第一，要堅持多邊主義，維護世界和平穩定。面對多
邊和單邊、公道和霸道之爭，金磚國家要堅定維護

國際公平正義，高舉多邊主義旗幟，捍衛聯合國憲章宗
旨和原則，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維護以國
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尊重彼此根據自身國情選擇的
社會制度、經濟模式、發展道路。倡導共同、綜合、合
作、可持續的安全觀，通過協商和談判化解分歧，反對
干涉內政，反對單邊制裁和“長臂管轄”，共同營造和
平穩定的發展環境。

推動疫苗研發中心建設
第二，要堅持團結協作，合力克服疫情挑戰。要加

強國際聯防聯控，支持世界衞生組織發揮關鍵領導作
用。中方願積極考慮向有需要的金磚國家提供疫苗。推
動金磚國家疫苗研發中心建設。中方倡議召開傳統醫藥
研討會，探索傳統醫藥在新冠肺炎防治方面的作用。要
以團結取代分歧，以理性消除偏見，凝聚起各國攜手抗
疫的最大合力。

在廈門建夥伴創新基地
第三，要堅持開放創新，促進世界經濟復甦。一手

防疫情，一手穩經濟。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推動落
實“人員與貨物跨境流動便利化倡議”，保障產業鏈、
供應鏈安全暢通。利用疫情搞“去全球化”，最終只會
損害本國和各國共同利益。要堅定不移構建開放型世界
經濟，反對濫用國家安全之名行保護主義之實。加強科
技創新合作，營造開放、公平、公正、非歧視的營商環
境。中方將在福建省廈門市建立金磚國家新工業革命夥
伴關係創新基地。希望金磚國家支持中方發起的《全球
數據安全倡議》。

中國將更融入全球市場
第四，要堅持民生優先，推進全球可持續發展。將

落實《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置於國際發展
合作核心，將消除貧困作為首要目標，讓資源更多向
減貧、教育、衞生、基礎設施建設等領域傾斜。支持
聯合國發揮統籌協調作用，推動構建更加平等均衡的
全球發展夥伴關係，讓發展成果更多惠及發展中國

家，更好滿足弱勢群體需求。
第五，要堅持綠色低碳，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

落實好應對氣候變化《巴黎協定》，恪守共同但有區別
的責任原則，為發展中國家提供更多幫助。中國將提高
國家自主貢獻力度，已宣布採取更有力的政策和舉措，
二氧化碳排放力爭於2030年前達到峰值，努力爭取2060
年前實現碳中和。我們將說到做到。

習近平強調，中國將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
國家新征程，我們將科學把握新發展階段，堅定貫徹新
發展理念，積極構建新發展格局。中國開放的大門不會
關閉，只會越開越大。中國將更加積極地融入全球市
場，更加主動地深化對外合作，為世界經濟復甦發展創
造更多機遇和空間。

會晤通過《莫斯科宣言》
五國領導人圍繞“深化金磚夥伴關係，促進全球穩

定、共同安全和創新增長”主題，共商抗疫合作大計，共
繪金磚發展藍圖，就金磚合作和當前國際形勢深入交換意

見，達成廣泛共識。
五國領導人表示，面對新冠肺炎疫情，五國應團結

互助，加強疫苗和藥物方面合作，支持世界衞生組織發
揮重要協調作用，反對將疫情政治化，維護產業鏈供應
鏈穩定，推動實現世界經濟復甦和增長。推進金磚國家
經濟夥伴關係，深化貿易投資、數字經濟、科技創新、
能源、氣候變化等領域務實合作。加強政治安全合作，
包括反恐、反腐敗、外空安全和網絡安全等領域合作，
尊重各國主權、安全和領土完整，致力於通過和平方式
解決爭端。拓展人文交流合作，深化民間友好。領導人
同意，繼續就重大國際地區問題密切溝通，堅持多邊主
義，完善全球治理，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秩序，
維護以世界貿易組織為代表的多邊貿易體制，推動構建
人類命運共同體。

五國領導人還聽取了金磚國家相關機制負責人工作
報告。會晤通過了《金磚國家領導人第十二次會晤莫斯
科宣言》。

丁薛祥、楊潔篪、王毅、何立峰等參加會晤。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金磚國家領導人第十二次會晤17日晚以視頻方式舉行。俄羅斯總統普京主持，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印度

總理莫迪、南非總統拉馬福薩、巴西總統博索納羅出席。習近平發表題為《守望相助共克疫情 攜手同心推進合作》的重要講話。習近平指

出，當前，世紀疫情和百年變局交織，國際格局深刻演變。人類社會正在經歷百年來最嚴重的傳染病大流行，世界經濟正在經歷上世紀30年代

大蕭條以來最嚴重衰退。在這樣一個重要時刻，舉行這次會晤，具有特殊重要意義。我們堅信，和平與發展的時代主題沒有改變，世界多極化

和經濟全球化的時代潮流也不可能逆轉。我們要為人民福祉着想，秉持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用實際行動為建設美好世界作出應有貢獻。

■■習近平習近平1717日在日在
北京出席金磚國家北京出席金磚國家
領導人第十二次會領導人第十二次會
晤並發表重要講晤並發表重要講
話話。。 新華社新華社

中方承諾

來源：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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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话题

北京护国寺小吃豆汁改为罐装，首次走出门
店，进入商超；天津老美华鞋店开出“智慧门
店”，“云货架”、3D量脚仪等“黑科技”云集；四
川老字号张飞牛肉首次以氮气锁鲜包装的形式卖
到全国，让更多年轻消费者爱上“老味道”……

本报记者在采访中发现，面对不断升级的消
费需求和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冲击，很多老字号企
业开始主动求变，研新品、上“云端”、扩渠道，在

转型发展中越“活”越年轻。
在国人记忆里，一块老字号招牌就是一段传

奇，记录了社会变迁、市井繁华。统计显示，20世
纪50年代初，中国有老字号企业约1万多家。随着
经济社会不断发展，部分老字号近年来在市场的瞬
息万变中逐渐“失宠”。目前经商务部认定的中华老
字号共1128家，其中只有10%蓬勃发展，不少企业
经营出现危机。老字号，是该好好考虑换个活法！

“云货架”、氮气锁鲜运输、老厂区向游客开放——

老字号怎样换个新活法？
本报记者 彭训文

▲ 上海市民在2020第十四届中华老字号博览会上观看老字号企业展出的自行车。
周东潮摄（人民视觉）

转型：豆汁进了生鲜超市

11月4日上午，经常到盒马鲜生十里堡店购
物的北京市民王女士早早来店里，选购一种“有
味道”的产品——老字号护国寺小吃豆汁。王女
士说：“现在散装豆汁不好买，这种罐装豆汁挺
好喝，这已是我第二次买了。”

豆汁，北京一种传统美食，以绿豆为原料发
酵，味道酸涩，顾客评价分化：爱的恨不得天
天喝，不喜欢的一口难咽。此次进入盒马，豆
汁迎来了新变化：在口味上，罐装豆汁的豆腥
味略淡。采用塑料易拉罐包装，每罐500毫升。

为啥豆汁这种传统小吃能进入具有互联网新
零售属性的盒马柜台呢？

“我们也是在困中求变、危中寻机。”聚德
华天控股有限公司北京护国寺小吃配送中心经
理康泽波对记者表示，一直以来，豆汁的主要
消费人群是中老年人，以门店销售为主。疫情
发生后，门店经营受到影响。而盒马不收进店
费、品质控制要求严格，公司决定同盒马联合
探索数字化转型，吸引更多年轻消费者。

为了让年轻人爱上豆汁，盒马鲜生采购经理
姜波和同事试验了多种口味样本，并根据盒马大
数据制定出“降酸度、改包装”的大原则。为
此，护国寺小吃一改以前大锅现煮、按碗销售的
方式，调整了生产线，降低豆汁酸涩度，改为小
规格、密封包装，全程冷链运输，豆汁保鲜期从
现喝调整到冷藏条件下可保存15天左右。

“罐装豆汁最畅销时每天北京供应量近万罐
左右，相较于5月份上市时有近百倍增长。如今
盒马与护国寺小吃合作推出的传统小吃种类达十
三四种。”姜波说。

豆汁进商超，是老字号主动求变的一个缩
影。和护国寺小吃一样，在新冠肺炎疫情发生
后，传统老字号企业纷纷加快了转型步伐。

在“吃”上，很多老字号重品质也重“颜
值”。今年 10 月以来，梅林推出新系列“猪大
萌”新品午餐肉，主打低钠低盐的清淡口味，
外形包装酷似 猪 头 ， 好 吃 又 好 玩 。 光 明 乳
业 推 出 7 款不同营养强化奶，分别富含多种
营养。由于采用开盖即饮的包装设计，更合
乎“宅经济”发展环境和年轻人的“眼缘”。

数字化转型，让不少餐饮老字号找到新的商
业节奏。美团点评消费促进中心 6 月底发布的
《“餐饮老字号”数字化发展报告(2020)》 显
示，在疫情冲击下，很多老字号企业通过打造

“无接触餐厅”“安心餐厅”等数字化经营，走在
了餐饮行业复工前列。

在“用”上，很多老字号变得更“潮”更时
尚。疫情发生之初，童涵春堂根据古代中医药
方，研发出草本精油龙珠口罩，人们佩戴时
捏爆鼻梁处的龙珠，草药香味萦绕，可起到
一定防护作用。王麻子最近推出一款既能切又
能斩的两用菜刀，在电商平台上成为爆款。

据天猫平台提供的数据，1000多个中华老字

号品牌中，到今年已有接近八成入驻天猫；很多
新品还在电商平台同步首发。

创新：去郫县豆瓣厂区“打卡”

古今中外，任何一家百年老店的持续经营都
不易：创新，担心丢失传统；坚守，可能抓不住
增量市场。如何平衡好传承与创新，是摆在每一
家老字号企业面前的考题。

拥有300多年历史的老字号——四川省郫县
豆瓣股份有限公司厂区如今很热闹，每天要接待
上百名游客。今年5月底，这家老字号完成了历
时2年多的技术改造。露天晒场变成电脑控制的
阳光智能晒场，全自动生产、包装、输送线替代
了人工，郫县豆瓣非物质文化遗产技艺体验基地
更成为厂区工业旅游线上游客必到的“打卡地”。

厂区变成旅游区，有人认为这样的创新步伐
迈大了。“这是审慎考虑后的决定。”郫县豆瓣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徐良对记者说，两年前
企业就思考从文化传承高度加大品牌推广力
度 ， 一 方 面 通 过 技 术 改 造 、 打 造 工 业 旅 游
线，将豆瓣制作的非遗文化传承和现代生产
工艺串联起来；另一方面，不断推出受更多消
费者欢迎的新品。

作为郫县豆瓣传统制作技艺传承人，公司技
术主管张安秋更加关注人们的消费习惯和市场环
境变化。随着疫情对餐饮行业造成冲击，他带领
徒弟研发出豆瓣牛肉酱、豆瓣蘸料、豆瓣蘸水等
方便即食的小包装产品。过去供餐馆，现在供商

超、家庭，郫县豆瓣开始走出厨房、走上餐桌。
然而，拿捏好传承与创新的“分寸感”并不

容易。一方面，市场环境的确在快速变化。今年
的疫情冲击，是导致一些餐饮老字号业绩下滑的
重要原因；另一方面，随着经济社会发展，人们
的消费需求日益多元化。

第 一财经 商 业 数 据 中 心 10 月 底 发 布 的
《2020 新健 康 消 费 趋 势 大 数 据 报 告》 显 示 ，
50%的消费者去年在食品消费中购买了健康
品质相关产品，83%的消费者主动调整饮食来
预防疾病，饮食上倾向低脂、低糖、少油、少
盐。

清华大学经管学院教授胡左浩表示，多数年
轻消费者如今追求高品质、高颜值的消费体验，
是消费升级的表现。“在消费升级背景下，市场已
告别‘量的满足’，向‘质的消费’和‘情感消
费’转变。”

这意味着，当前消费市场正在从卖方市场向
买方市场转变，新兴消费人群正在崛起，新的消
费习惯正在对市场产生影响。而动辄上百岁的老
字号能快速适应这种角色转换吗？

脱困：年轻人爱上百雀羚

今年9月，一名微博博主在探访某老字号加
盟店后发布了评论视频，将自己的消费体验总结
为4个字：难吃价贵。视频发出后，该老字号加
盟店的微博账号发布声明，表示已经报警。这波
操作引发网民对老字号“倚老卖老”“傲慢守

旧”“不重视消费者体验”的吐槽。最终，事件
以老字号总店解除与该加盟店合作关系并自查整
改而告终，但口碑“翻车”的苦果已经酿成。

无独有偶，一些老字号因定位不准造成营业
收入持续下滑，最近引发社会关注。网友在社交
媒体上纷纷留言：“除了品牌外，没有吸引顾客
的点”“吃老本”。

业内人士表示，个别老字号仍习惯于强调
“百年”“御赐”的品牌渊源，但消费者并没
有在购买中感受到“非来不可”的消费体验。

总的看，产品老旧、服务落后、无法吸引年
轻消费者，是造成一些老字号营收持续下降的主
因。组织架构陈旧、市场反应滞后、人力资源匮
乏、欠缺互联网思维等，成为一些老字号发展面
临的共同困境。

谁能助这些老字号突围脱困？政府部门的
呵护支持当然不可少。老字号关乎很多非遗技
艺传承发展，近年来，各级政府通过政策扶
持、项目资金等一系列有效措施，加大了保护
和发展老字号的力度，很多老字号实现振兴。

更重要 的 ， 老字号自身要 在 守 住 品 牌核
心和文化的同时，以创新吸引消费群体回归。

百雀羚又回来了!今年“双 11”活动预售，
老字号百雀羚取得开门红：天猫平台上，定制精
彩礼盒上线仅 5 分钟即售罄，核心单品广受好
评。如今，在各大卖场货架、电商平台页面，百
雀羚重新占据显眼位置。

从1931 年推出中国第一代护肤品，到前些
年一度消失，到如今再次热销，百雀羚经历了
变与不变的“凤凰涅槃”。面对近年来消费升
级过程中出现的美妆市场蓝海，经过调研，百
雀羚在秉承原有“汉方草本护肤”特色的基础
上，对产品进行升级改造：为年轻女性做草本
类的天然配方护肤品，产品功能专注于保湿。
为摆脱“老气横秋”的印象，百雀羚包装材质
变成更具质感的玻璃瓶，并针对不同消费群体
推出或重塑“三生花”、“小雀幸”、“蓓丽”等多
种子品牌，让很多人重新爱上了这个国产品牌。

“当这一代年轻人看着陪伴自己成长的国
货品牌以一种全新的方式重现时，它带来的
惊喜能够唤起人们内心的怀旧情愫。”百雀羚
社交电商事业部负责人李进说。

“老字号的优势在于扎根传统，缺陷在于不
能很好地与时俱进。”徐良表示，郫县豆瓣用两
年多时间、1.8亿元资金，对企业进行全面技术
改造，提升产能、食品卫生安全；通过革新思
维、战略咨询，提升企业管理能力；大力引进专
业人才，实现队伍更新换代。在他看来，“这些
都要花精力、花时间去做，更需要有自我革命的
勇气和魄力。”

老字号的“新”还在于能抓住每一代消费者
的心。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市场营销系副教授
王锐表示，许多国外百年品牌对此非常擅长，不
论是产品设计、包装，还是品牌塑造、推广营
销，都让人们觉得很“年轻”。

专家建议，老字号企业亟须加快品牌和产品
双升级，同时不断完善创新链、借力数字化进行
转型，方能最终换个新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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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衛生署追踪接觸者 

全民抗擊新冠

如果您的COVID-19檢測結果呈陽性或
曾與確診患者接觸：

哈里斯郡衛生署會與您聯繫。如果您收
到來自 832 927 7575 的電話，請一定要接聽！

如果收到來自346 229 1960 的短信，請及時回复！

 衛生署追踪信息都是全程保密
而且不會問關於移民、個人銀行或者社安號等個人信息。

接觸者追踪是一種簡單且全程保密的方法。
公共衛生署一直以來使用這種方法來減緩傳染

病的傳播速度，避免疫情爆發。
我們都應儘自己的一份力量，回答幾個簡單的問

題來協助衛生署抗擊新冠.

更多關於新冠病毒的最新信息，請登錄
www.hcphtx.org

OCEE 11/10/2020

H C P H T X . O R G

(832) 927-7575

!

台灣人傳統基金會座談如何辨認防疫口罩
時日：11/21 星期六 2:00pm CST
會 議 連 結: http://houston-taiwanese.org/

2020-11-21-webinar
內容：如何辨認防疫口罩
主講人: 前同鄉會會長吳振成先生, Jack Wu, 1973 他從台

大土木系畢業, 1976 UT Austin 碩士, 1977 到 Houston 當 En-
gineer, 1981 台灣同鄉會會長, 2003 從 engineer 退休, 改行房
地產, 現半退休, 經常組團週遊世界各地. 今年因武漢病毒肆虐,
居家不得旅遊, 專注於防疫發展, 參加了口罩研究, 也舉辦過防疫
口罩座談, 對防疫口罩有深入探討。

美國東部時間：美國東部時間11月18日下午12：00，無黨
派公民參與組織"亞太島民美國投票"（APIAVote）將與執行主任
陳克莉（Christine Chen）舉行新聞發佈會，就亞裔和太平洋島
民（AAPI）在2020年大選中的投票率進行創紀錄的演講。今年
，在總統戰場州，有911，393名阿API選民提前投票，比2016
年這些州整個AAPI 的投票人數多21%。

記者招待會將介紹亞利桑那州、佐治亞州、密歇根州、明尼
蘇達州、內華達州、北卡羅來納州、賓夕法尼亞州、威斯康星州
和德克薩斯州等關鍵戰場州的組織者和社區領袖關於他們在這個

選舉週期如何動員社區、哪些問題引起AAPI選民共鳴以及為
什麼他們州投票率上升等問題。今年 AAPI 選民激增的主要原
因之一是：

早期基層參與：社區團體和領導人不僅圍繞選舉組織，還
組織2020年人口普查，以激發選舉前的興趣。APIAVote 與當
地團體合作，為數千名社區成員舉辦 50 多次關於公民參與和
選民教育重要性的培訓

增加黨派聯繫：共和黨和民主黨在這個週期都建立了更大
的社區參與計劃，但仍有大量需要早期投資和政黨和競選活動

的持續參與。
有針對性的（和翻譯

的）選民外聯：APIA-
Vote通過無黨派和語言
電話銀行、文本銀行和涵
蓋20個州和13種不同語
言的綜合郵件計畫，在選
舉前覆蓋了70多萬戶家庭

選舉保護：與亞裔美國
人一起促進正義 |AAJC，
APIAVote在選舉前幾周接
到 了 數 千 個 選 民 打 給
888-API-VOTE熱線的電
話

陳麗晶，AAPIVote 執
行董事

詹妮弗·周，亞利桑那
州ANHPI公平項目總監

斯蒂芬妮·喬，亞裔美
國人促進司法執行主任 -
亞特蘭大

理查·穆伊，阿皮亞沃
特-密歇根總統

蘿拉·米蘇米，執行董事兼董事會主席，亞裔美國家庭上升
之聲（密歇根州）

琳達·赫，亞裔美國人組織專案執行主任（明尼蘇達州）
克莉絲蒂娜·多恩，美國CAPI公共政策總監（明尼蘇達州）
亞洲社區發展理事會外聯主任兼內華達州一個APIA副主任

Eric Jeng
北卡羅來納州亞裔美國人協會執行主任查維·科內魯
SEAMAAC公司首席執行官（彭西瓦尼亞）
越南領導（彭西尼亞）執行董事南希·吳
黛比·陳，市政參與項目總監，OCA-大休斯頓
艾麗斯·易，奧斯汀亞裔社區公民聯盟主席
錢達·帕布，德克薩斯州SAAVE教育基金創始人
NtxhaisChai Moua，自由社區權力聯盟主任（威斯康辛）
時間：美國東部時間11月18日，星期三，12點
地點： Rsvp https://apia.vote/2020NovBriefing [請注意：

連結是大小寫敏感]
要最大化縮放的功能，請提前計劃並下載桌面安裝程式。按

照說明安裝程式，這是免費為客人。按選此連結可詳細瞭解如何
加入會議。

社區領袖在新聞簡報會上向亞裔美國人和太平洋島民創紀錄的投票率講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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