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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美國總統川普的競選陣營發
表聲明，如果原訂15日舉辦的第2場總統大
選辯論延至22日登場，川普願意和民主黨競
爭對手拜登（Joe Biden）舉行辯論。

川普稍早表示，他拒絕參加下週改為虛
擬形式的總統大選辯論，不想浪費時間。

川普的競選陣營也指出，原訂22日舉行
的第3場辯論應延到29日登場。

多家美媒剛剛援引美國總統辯論委員會
的消息，第二場美國總統辯論將於 10 月 15
日以遠程的方式進行。而據彭博社剛剛消息
，感染新冠病毒尚未痊癒的美國總統川普在

接受福克斯新聞採訪時表示，如果下場辯論
以遠程形式舉行，他將不會參加。

川普週四在接受福克斯商業頻道的電話
採訪時說：“不，我不會把時間浪費在遠程
辯論上”， “辯論不應該是這樣的，這很
荒謬”。（（路透社路透社））

總統大選辯論若延期總統大選辯論若延期 川普願參加川普願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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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蘭醫
學杂志今天破
例發表社論文
章，指責川普
政府在新冠疫
情之防禦工作
之失敗，非常
不尋常的希望
選民們做正確
的選擇。

文章中指
出，由于政府
之 無 能 ， 美
國已經有七百
五十萬人感染
，二十萬人因
而 死 亡 ， 造
成不可挽救的悲劇。

在此同時，另外一家科技雜誌也為民
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背書，並指稱川普是
反科學的總統。

川普總統今天已重返橢圓式辦公室辦
公，截至目前為止已經有十五位他的親密
助手被確診，許多白宮官員都在家辦公，
白宮事實上已經淪陷了。

事實上，美國正處於內忧外患之困境
，大選在即，十月十五日之辯論是否可如
期舉行尚未决定，總統之健康情況亦未明
朗，國會紓困議案未決，航空旅遊業大裁
員，國家前途何去何從 ?

兩位副總統在猶他州展開辯論是此次
大選之主軸，我們期盼能為國家找到些解
决問題之答案。

The 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 today
published an editorial written by editors
condemning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for its
response to the COVID -19 pandemic and
called for the current leadership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be voted out of office.

Dr. Eric Rubin said, “We rarely publish an
editorial signed by all our editors.” The editorial
was drafted in August and details how the United
States leads the world.

The U.S. leads the world in COVID-19 cases
and deaths. So far, more than 7.5 million people
in the United States have been diagnosed with

COVID-19 and more than 200,000 people have
died of the disease.

In the editorial, the editors wrote that, “this
crisis has produced a test of leadership. With no
good option to combat a novel pathogen,
countries were forced to make hard choices
about how to respond. 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our leaders have failed that test. They have
taken a cross and turned it into tragedy.”

In a separate issue of the magazine Scientific
American, the publication announced that it was
endorsing Joe Biden over Donald Trump who
the magazine criticized for dismissing science.

When President Trump returned to the Oval
Office, he said, “I think this was a blessing from
God that I caught it. It was blessing in disguise.”

More than 15 members of Trump’s staff have
now tested positive in recent days for the
coronavirus.

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 what is going on in
Washington, DC. People are viewing the White
House as “chaotic,” largely because many
people are now working remotely.

We are not too sure how President Trump’s
health will affect our nation’s future.

美國新冠疫情日記美國新冠疫情日記1010//0808//20202020
Major Medical Journal Calls ForMajor Medical Journal Calls For
U.S. Leadership To Be Voted OutU.S. Leadership To Be Voted Out

著名刊物表達鮮明立場著名刊物表達鮮明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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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距俄羅斯首都莫斯科東南方約180
公里的 「拉占州」(Ryazan)發生一起嚴重的彈藥
庫失火，並引燃了大量的庫存彈藥，發生持續
不斷的誘爆，在最嚴重時，平均每10秒就發生
一起爆炸。事故發生後，附近14個村落趕緊撤
離，所幸到目前為止，還未傳出人員傷亡。

俄國塔斯社報導，緊急情況部表示，事件
發生在星期三晚間，大火是附近先發生乾草叢
野火，然後風勢把火苗帶到彈藥庫附近，導致
內存的彈藥爆炸。官方表示，這個彈藥庫大約
存有7萬5千噸彈藥。

新聞辦公室說，此彈藥庫與人員管理處有
一段距離，發生爆炸後，軍事和文職人員已經
撤離，沒有受傷。

據緊急救援人員表示，彈藥庫的爆炸一直
在持續，幾乎每10秒鐘就引爆了一枚炸彈，到
星期四中午，情況稍微一些，但仍然以每1分
鐘引爆1枚炸彈的情況在爆炸。

當地的消防和救援服務部門已派出消防車

前往事故現場。俄羅斯緊急部也調動1架Il-76
消防飛機、Mi-8直升機，在上空投放滅火粉、
灑水等方式加入滅火工作。

雖然沒有人員傷亡，但強烈的濃煙與持續
爆炸的危險，也威脅到附近居民，半徑5公里
內的 14 個村落，約 2300 多名村民，其中包括
150名兒童趕緊撤離。

在冷戰時期，蘇聯經常在農村地區部署類
似的大型彈藥庫，主要是備戰。但是在冷戰結
束後，俄羅斯經濟力量不足，這樣的彈藥庫大
多數缺乏管理，形成不定時炸彈，時而發生這
類的彈藥庫爆炸事件，比如去年6月，下諾夫
哥羅德州發生彈藥庫爆炸，地點接近城鎮，造
成79人受傷；8月，俄羅斯西伯利亞的克拉斯
諾亞爾斯克邊疆區 ，也發生彈藥庫爆炸意外，
12人受傷。

調查委員會表示，將會對今次的彈藥庫爆
炸展開刑事調查，要查明管理單位的責任。

俄國彈藥庫失火
每10秒連環爆 2300人撤離

今年副總統辯論會在平和中完成，相較
於一週前舉行的混亂的總統辯論會,真是大異
其趣, 兩位有可能成為未來總統接班第一順位
的人選都戒慎恐懼,不敢暢所欲言，一再迴避
敏感問題，使辯論會淪為各為其主辯護的解
說會。

本來歷史上的副總統辯論會一向不受重
視,不過今年情況特殊, 兩位總統參選人年事
已高，尤其在川普染疫後打亂了選情，所以
兩位年輕的副手都有可能接班,因此他倆的辯
論不啻為”準總統”的辯論會,各方高度期待
他們能夠在辯論會上各言爾志。

但結果並非如此, 副總統彭斯保持他一貫
支持川普的堅定立場來為他辯護, 而賀錦麗也
是完全站在拜登那一邊來說話, 在九十分鐘的
辯論中兩人正面交火不多, 在主持人資深女記
者蘇珊·佩奇的控場下以文明有禮的方式完成
了平淡的辯論,反而使那隻停留在彭斯白髮上
的黑蒼蠅意外成為關注的焦點，我感到十分
好奇的是, 辯論會的主辦單位連那麼大的一隻

蒼蠅都防衛不了，他們還有能力防治新冠病
毒入侵嗎?!

這一次辯論會的九個議題包括了新冠疫
情應對、大法官提名、醫療保健、氣候變化
、擁槍權利、墮胎權利、種族歧視、經濟振
興以及對選舉結果的態度等，其實這些都是
這一次大選中老生常談的問題, 一般關心大選
的選民對於兩陣營的立場與說法應該都耳熟
能詳, 所以保守派的彭斯和自由派的賀錦麗兩
人的答案了無新意, 毫無創見, 對於有害於他
們主子的問題如氣候變遷的影響以及增加大
法官人數等問題他們都通過糾纏、打太極與
改變話題等戰術，避免給出明確回答,導致辯
論缺少實質性內容，所以主持人蘇珊·佩奇一
度向他倆抱怨：難道選民不配了解你們的答
案嗎？

其實他們不給出答案,也等於就是他們的
答案, 當然我們也就不需要再追問, 倒是他們
絕口不談當選後的施政理想與方針卻是相當
令人感到失望的啊!

【李著華觀點: 盍各言爾志 ? 副總統辯
論會淪為各為其主辯護的解說會】



AA44綜合國際
星期五       2020年10月9日       Friday, October 9, 2020

澳政府撥款開發面部識別功能
以便民眾獲得更多服務

綜合報導 澳大利亞聯邦政府近日表示，將花費超過 2.5 億澳元

來升級在線系統，以便民眾可以使用面部識別功能來獲得更多政

府服務。

據報道，這筆資金是下周預算案中 8億澳元數字技術壹攬子計

劃的壹部分。這筆資金將支持數字身份項目，並與MyGov以及14種

其他服務進行全面整合，例如獲得董事身份識別號或稅號等等。人

們還將能夠使用面部識別來提出破產申請、註冊無人機、參加投票

並申請福利金。

目前已有超過160萬人和116萬家企業，正在使用面部識別技術來在

線獲取70種政府服務。

澳大利亞總理莫裏森對此表示，他希望這項技術可以使個人和企業

在使用政府服務時，能夠變得更安全、更輕松，從而節省時間和金錢。

據悉，在數字技術的壹攬子計劃中，最大的壹部分資金超過4億澳

元，用於實現業務記錄現代化，使公司可以快速查看、更新和維護其數

據。

莫裏森表示，當疫情發生時，許多企業迅速轉向線上業務，並在

這幾個月來經歷了可能需要十年才能達到的變化，找到了新的客戶

和業務運行方式。他還說：“該計劃可以通過消除過時的監管壁壘

，提高小型企業的能力並支持整個經濟對技術的采用，來促進澳大利

亞的經濟復蘇。”

此外，還有近3000萬澳元將用於支持農業、礦業、物流和制造業領

域的私營公司，以投資5G技術試驗。

亞阿沖突至少230人死亡 俄美法三國聯合籲停火
納卡地區沖突已致至少230

人死亡。當地時間3日，亞美尼

亞和阿塞拜疆當局分別就當前

局勢表態。亞美尼亞方稱，將

使用“壹切必要手段”，保護

亞美尼亞人免受阿塞拜疆的攻

擊，而阿塞拜疆方指責亞軍隊

攻擊阿塞拜疆平民等。隨著沖

突持續，多方呼籲結束敵對狀

態。

亞阿雙方各執壹詞
3日，亞美尼亞總理帕希尼

揚向國民發表電視講話。他表

示，前線的戰鬥非常激烈，對

納卡地區的襲擊達到史無前例

的規模。他說：“到目前為止

，我們已經有重大的軍事和平

民傷亡。”

亞國防部發言人斯蒂芬階

(Shushan Stepanian)則說，3日，

“整個前線都發生了激烈的戰

鬥”，亞美尼亞軍隊擊落了三

架飛機。此前，過去壹周，土

耳其向阿塞拜疆派遣了武裝人

員，土耳其軍方正在援助阿塞

拜疆的武裝人員。

帕希尼揚說，根據亞美尼

亞方面掌握的信息，阿塞拜疆

軍隊中有150名土耳其軍官參與

了行動的指揮。“土耳其和阿

塞拜疆追求的不只是軍事政治

目標。”

亞美尼亞外交部表示，亞美

尼亞將采取“壹切必要的手段和

步驟”，防止阿塞拜疆及土耳其

的軍隊實施“大規模暴行”。

不過，阿塞拜疆國防部否認

有任何飛機被擊落，並表示亞美

尼亞人員“炮擊”了平民土地。3

日晚些時候，阿塞拜疆總統阿利

耶夫說，他的軍隊已經占領了壹

個城鎮和幾個村莊。

阿塞拜疆當局沒有透露軍

事人員傷亡的細節，但表示有19

名平民被殺，另有55人受傷。

多方呼籲結束敵對狀態
針對納卡局勢，俄羅斯、法

國等多方呼籲結束敵對狀態。

俄羅斯衛星網報道稱，法

國總統馬克龍與阿塞拜疆總統

阿利耶夫通電話，要求恢復納

卡地區接觸線上的停火制度，

並重啟和平談判。

而在2日，俄羅斯總統普京

則再次應約同亞美尼亞總理帕

希尼揚通電話，討論納卡地區

局勢。普京再次強調，根據歐

洲安全與合作組織(歐安組織)明

斯克小組共同主席國聲明，立

即停火、恢復通過政治外交途

徑解決這場沖突的必要性。

此外，俄美法三國總統10月

1日就納卡地區沖突發表聯合聲

明，強烈譴責在納卡沖突區接觸

線出現的暴力升級，呼籲沖突各

方盡快停火並恢復談判。

巴西金融市場上調
今年經濟增長和通脹預期

綜合報導 巴西央行發布的最新壹期《焦點調查》報告顯示，巴西

金融市場分析師上調該國今年經濟增長和通脹預期。

報告顯示，分析師將巴西今年經濟增長預期由上周的負5.04%上調

至負5.02%。不過，分析師維持明年經濟增長預期3.5%不變。

5日，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也改善了對巴西經濟的預測，將該國

今年經濟增長預期從負9.1%上調至負5.8%。而上個月巴西政府則維持了

今年經濟下降4.7%的預期。

分析師同時將該國今年通脹預期由上周的 2.05%上調至 2.12%。

不過，他們將明年通脹預期從此前的 3.01%下調至 3%。這兩個通脹

數據均低於巴西政府設定的今明兩年通脹率管控目標中值 4%和

3.75%。

至於基準利率，分析師認為，到今年底前，巴西的基準利率將維持

目前2%的水平。而到明年底前，基準利率將提高至2.5%。

至於匯率，分析師預測，到今年底前，巴西雷亞爾與美元的匯率將

為5.25比1。到明年底前，匯率將升至5比1。

外貿方面，分析師預測，巴西今年外貿順差將從此前的551.5億美

元調至574.9億美元。而明年外貿順差將為550億美元，高於此前預期的

533.1億美元。

分析師還預測，巴西今年外國直接投資額將從此前的550億美元下

降至512.6億美元。而明年外國直接投資額將為650億美元，低於此前預

期的685億美元。

《焦點調查》是巴西央行發表的宏觀經濟預測報告，是將當地主要

金融機構100余名分析師的意見匯總而成，每周發布壹次。

俄堪察加海水汙染：
大量海洋生物死亡 沖浪者發燒嘔吐

綜合報導 俄羅斯遠東勘察加半島壹

處黃金觀光海域最近發生海水汙染，測

出石化產品，據環保組織表示，海水已

經變色，海灘可見壹些海洋生物的屍體

，壹些沖浪者甚至出現發燒嘔吐癥狀。

當地已展開調查，並稱將采取壹系列應

對措施。

綠色和平組織(Greenpeace)表示，

堪察加半島哈拉克特爾斯基(Khalaktyr-

sky)海灘周圍抽取的水樣測試顯示，

石油含量比平時高四倍，酚含量也高

出2.5倍。

該組織在壹份聲明中說：“汙染程

度尚未確定，但在沿海發現了死亡動物

這壹事實，證實了這壹情況的嚴重性。”

該聲明稱該事件為“生態災難”。

該組織在聲明中表示：“海水……

已經變色，對人們健康構成危險。過去

幾周，接觸過海水的人都出現不良反

應。”壹些沖浪者甚至出現發燒和嘔吐

癥狀。

據報道，俄羅斯當局10月3日通知

堪察加地區的民眾遠離壹處原始海灘，

因發生不明原因的海水汙染。綠色和平

組織表示，這是當地發生“生態災難”

的證據。

據《莫斯科時報》報道，人們對俄

羅斯遠東地區的這場

環境災難感到擔憂，

此前當地人稱，發現

了數十種海洋動物的

屍體從太平洋被沖上

海灘。周末在社交媒

體共享的汙染海灘圖

片顯示，被沖上海灘

的有章魚、海膽、螃

蟹和其他海洋動物的

屍體。

俄羅斯當局表示

，初步檢測發現，海

水有高含量的石油產

品和化學物質苯酚。綠色和平組織要求

當局盡速找到汙染源。

此外，根據該地區自然部的消

息，哈拉克特爾斯基海灘，大小拉戈

爾納亞灣和巴布亞灣都發現死亡的海

洋動物。海水，沙子以及死亡動物已

被取樣並通過飛機運送到莫斯科進行

化驗。

俄羅斯總檢察院發言人伊萬諾夫表

示，俄羅斯總檢察院已經控制對勘察加

邊疆區汙染情況的調查。

伊萬諾夫表示：“俄羅斯聯邦總檢

察院已經控制勘察加邊疆區檢察院對有

關哈拉克特爾斯基海灘水域被汙染的消

息進行的檢查工作進程和結果。根據有

關發現汙染地區的額外信息，檢查活動

已經擴大，大小拉戈爾納亞灣和巴布亞

灣也正在進行檢查。”

據悉，勘察加地區間檢察院已經邀

請相關部門專家參與檢查，並監測所采

集樣品和樣品的結果。

勘察加地區間自然保護檢察院臨時

院長波多普利戈拉已經前往事發地。

伊萬諾夫指出，在有理由的情況下

將采取壹系列應對措施，包括對涉及人

員的行動進行刑事程序評估。

英國最大電影院線集團將暫時關閉在英所有影院
綜合報導 英國最大、

全球第二大的電影院線集

團“電影世界”(Cineworld)5

日宣布，將於 10 月 9 日暫

時關閉其在英國的全部影

院。

該集團在其官方網站發

布公告，由於新冠病毒疫情

的持續沖擊，將暫時關閉在

英國的所有 127 家影院。同

時，也將關閉在其他國家的

536 家影院。這壹決定將涉

及其全球 4.5 萬名員工的就

業崗位。

暫時關閉影院的消息使

得該集團股價於當日

英國股市開盤時暴跌

57%。該集團今年上半

年營收為 5.4 億英鎊，

遠低於去年同期的 16.5

億英鎊，今年上半年

該集團虧損近 13 億英

鎊，而 2019 年同期的

稅前利潤為1億英鎊。

該集團首席執行官

穆基 · 格林丁格(Mooky

Greidinger)將旗下影院的

處境比作“沒有商品的

雜貨店”時稱，因為疫

情的嚴重影響，全球各大電

影公司壹直不願意發布新的

大制作電影，導致世界範圍

的各大電影院線運營體系資

金正在大量流失。

自今年3月英國新冠疫情

暴發後，英國許多電影院經

歷了長達幾個月的關閉。在7

月政府放松疫情封鎖後，各

影院開始逐步開放。

格林丁格表示，英國電

影行業曾希望新壹部《007》

的上映能在英全境掀起壹場

觀影熱潮，來振興行業，但

該部電影日前已確定將改檔

至明年4月。

格林丁格表示，希望旗

下影院能在兩到三個月內恢

復放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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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白宮新冠肺炎疫情大爆炸，美國總統川普與
身邊多名人士相繼染新冠，目前川普病況穩定已經出院，不過
傳出白宮內早就出現新冠重症患者，白宮最高安全官貝里
（Crede Bailey）在大法官提名儀式前就確診新冠肺炎，並且在
9月底住院治療，目前病情嚴重，令外界懷疑他才是白宮新冠
疫情爆發的源頭。

綜合《今日美國報》（USA Today）、英國《每日郵報》
（Daily Mail）報導，美媒昨（7）日引述4名消息人士指出，
白宮最高安全官貝里早在9月底就因為染上新冠肺炎住院，目
前病情嚴重。

貝里是白宮最高安全官員，掌管白宮安全辦公室，負責發
放進入白宮的安全認證工作，他同時也要負責和白宮內的特勤
局協調、合作維安事宜。

報導指出，貝里早在9月26日川普在白宮玫瑰園舉行最高
法院大法官提名儀式前就確診新冠肺炎，不過白宮當時並未揭
露貝里確診一事。《今日美國報》指出，一直到昨日消息曝光
，一名白宮官員才證實確有此事。

川普2日凌晨宣布與夫人梅蘭妮亞（Melania Trump）雙雙
確診新冠肺炎，他於當晚病情惡化住院，並出現發高燒、血氧
濃度不足等情況，白宮醫療團隊後續讓他使用雞尾酒療法、瑞

德西韋（remdesivir）及類固醇藥物地塞米松（Dexamethasone
）等方式治療，川普病況才轉趨穩定，並且於5日出院、返回
白宮繼續治療。

川普確診後，他身邊多名重要幕僚、官員也相繼確診，外
界將矛頭指向上月26日舉行的大法官提名儀式，懷疑新冠病毒
在這場活動上流竄，成為 「超級傳播者大會」，不過《每日郵
報》指出，如今傳出貝里早在活動之前就染疫，或許他才是白
宮疫情大爆發的源頭。

（綜合報導）美國副總統彭斯與民主黨副總統候選人賀錦
麗，在辯論上針對川普政府的防疫成效進行激烈攻防。賀錦麗
一開頭就說， 「美國人民見證了這個國家史上最失敗的政府」
，並批評白宮 「隱瞞疫情」。彭斯則反酸拜登的抗疫計畫，看
起來與白宮抗疫工作小組的計畫沒有兩樣，還促請賀錦麗 「停
止拿人命來玩弄政治」。

彭斯極力捍衛川普在防疫上所做的努力，包含在今年1月
底決定不讓中國遊客入境美國，稱此決定 「為我們爭取了寶貴

時間」。他並指拜登的抗疫計畫 「提到檢測、生產新的個人防
護裝備和研發疫苗，看來有點像抄襲。」

賀錦麗則指責川普政府在疫情初期未即時採取行動，甚至
「隱瞞疫情」，知道疫情的嚴重性卻未知會公眾，導致美國民

眾大量犧牲。她還提到，當年歐巴馬總統和副總統拜登曾派遣
一個疾病專家團隊，赴中國監測可能發生的情況，並在白宮內
設了一個監測大流行病的辦公室，但川普卻將它撤了，因而
「現在我們看到，21萬美國人失去了生命。」

當主持人問到關於新冠疫苗的問題時，賀錦麗直言不會打
川普要我們打的疫苗！彭斯則藉此抨擊賀錦麗，稱她的說法是
在降低美國社會大眾對於疫苗研發的信心指數。他說： 「妳應
該停止拿人命來玩弄政治。」

辯論會開始時，很多觀眾注意到彭斯的左眼有點發紅，據
谷歌公司表示，在半小時內 「粉眼新冠」（pink eye Covid）就
成了熱搜詞。有人懷疑這是否為新冠肺炎患者的症狀。不過白
宮表示，彭斯每天都在接受檢測，結果一直都是陰性。

賀不打川記疫苗
彭斯罵拿人命玩政治

確診發大財！白宮禮品店推 「川普擊敗新冠」紀念幣 要價超傻眼

他引爆白宮新冠大爆炸他引爆白宮新冠大爆炸？？
首席安全官病重首席安全官病重99月底就住院月底就住院

（綜合報導）美國總統川普自染疫後，極力展現強健形象
，不僅聲稱雖然自己確診但 「從來沒這麼好過」，甚至從醫院
返回白宮後不久，立刻在媒體面前脫下口罩向外界致意，而白
宮禮品店也順勢推出 「川普擊敗新冠」紀念幣，要價100美元
（約台幣2900）。

據路透社與《每日郵報》報導，非白宮官方的白宮禮品店
已在官網上開放預訂 「川普擊敗新冠」紀念幣，並指出該款紀

念幣上面寫著 「個人超越並擊敗致命的新冠疫情病毒」，不過
目前仍未有該商品照片。

報導指出，白宮禮品店主席詹尼尼（Anthony Giannini）負
責設計這次紀念幣。他在網站上表示， 「當白宮禮品店剛聽到
川普確診新冠肺炎的噩耗，我們祈禱並充滿信念，深知總統必
定能戰勝新冠病毒。川普是愛好拳擊者，這次紀念幣設計將凸
顯這位歷任最令人著迷的總統身上的超級英雄特質」。聲明還

說， 「不論你是否喜歡，川普的強壯可謂到了神話境界，因此
我所打造最後一套川普紀念幣將尋求符合川普強壯形象」。

白宮禮品店也曾於2018年推出川普與北韓最高領導人金正
恩在新加坡首次會談的紀念幣，而目前 「川普擊敗新冠」紀念
幣僅開放線上預購，預計大選後的11月14日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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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日本厚生勞動省2日召開

新冠疫苗專題會議，決定免費為全體國

民接種新冠疫苗。

據悉，此舉旨在減小現階段國民負擔

，讓所有人盡快接種上疫苗，盡可能控制

重癥病例和死亡病例出現。在首次接種後

，如有繼續接種的需要，日本政府也將進

壹步調整相關接種方針。

此外，若民眾接種新冠疫苗後出現

健康受損的情況，日本政府將根據《預

防接種法》規定的救濟制度支付相應的

醫療費。

日本政府計劃在2021年上半年之前

確保全部國民的疫苗用量，相關費用約

為6700億日元(約合63.7億美元)。日本

政府此前已與歐美的幾家相關制藥公司

基本達成疫苗供給協議。

由於當前疫苗還處於研發階段，專家

預計疫苗最快也得年底才可上市。由於初

期供應量有限，日本政府提出優先為治療新冠肺炎的相

關醫務工作者及易轉成重癥的老年人等人群接種。

具體接種工作由各市町村等地方政府實施，相關

費用計劃由中央政府負擔，不要求地方政府負擔。

另壹方面，部分民眾也發出了不願接種疫苗的聲

音，他們認為疫苗研發時間較短，臨床驗證可能不充

分，安全性無法得到有效保障。

馬來西亞確診病例繼續暴增
總理因密接確診者居家隔離

綜合報導 馬來西亞過去24小時內新冠肺炎

確診病例突破400例，達432例，最近4天中第

三次創疫情暴發以來單日確診病例新高。馬來西

亞總理穆希丁也因曾與確診病例出席同壹會議而

於5日宣布開始居家隔離。

10月以來僅5天時間，馬來西亞累計確診病

例已達1589例，逼近9月全月的1884例。

除了確診病例迅速反彈。馬來西亞政府高層

也連續出現確診病例。繼環境部副部長之後，馬

來西亞總理署負責宗教事務的部長於5日證實自

己確診。這是新壹波疫情以來首位確診的部長。

而這位部長曾在近日參加有總理穆希丁和多位部

長、衛生部高官出席的會議。

面對疫情反彈，目前馬來西亞政府尚不準備

重新祭出全國性的管制措施，避免再度給經濟社

會活動按下全面“暫停”鍵。

馬來西亞國防部長伊斯梅爾此前表示，將對

疫情嚴重區域實施局部性措施。

目前，馬來西亞疫情以沙巴州最為嚴重。多

位政治人物都是上月底赴沙巴進行州選輔選活動

時染疫。

伊斯梅爾5日宣布，沙巴州新增3個縣區實

施有條件行動限制令；此前，沙巴已有4個縣區

實施更嚴厲的針對性加強行動限制令。

截至目前，馬來西亞累計確診病例12813例，

累計死亡病例137例，累計治愈病例10340例。

為配合東京奧運
日本或2021年春開放觀光客入境

綜合報導 多位日本政府

相關人士透露，為配合延後

到2021年夏天擬登場的東京

奧運，日本政府已開始正式

討論“有條件”開放外國觀

光客入境，最快2021年春天

起試行。

據報道，受新冠疫情影

響，日本政府已禁止159個國

家或地區人士入境。雖然針

對部分商務人士等逐漸解禁

，但如果重新開放外國觀光

客入境，將是日本邊境管控

政策壹大轉變。目前，日本

政府針對東京奧運舉辦時的

外國觀光客出入境等過程，

正在進行具體對策研究。

就外國觀光客在各自國

家申請日本簽證時，日本政

府或將要求下載某專用健康

管理APP。外國觀光客在離開

各自國家前，必須先取得新

冠病毒檢測呈陰性證明，還

必須為入境日本若不幸染疫

，投保民間醫療保險。

以上措施都完成後，只

要入境日本時的新冠病毒檢

測確認陰性，就可前往東京

奧運賽事場地觀戰。當下，

日本傾向讓符合規定入境的

外國觀光客，不用在飯店等

地隔離14天，但入境日本後

的14天內，都必須通過專用

APP報告自身健康狀況。

目前，為了應對外國觀光

客入境後的健康管理，日本政

府傾向設置專用的“發燒健康

咨詢協助中心”，避免影響到

各地保健所的醫療能力。

此外，日本政府將關註

國內外疫情發展，預計 2021

年1月匯整出應對方案，並於

同年4月起試行重新開放外國

觀光客入境。這項措施待東

京奧運結束後可能會持續下

去，希望能有助於日本境內

應對外國觀光客的需求。

不過，如何真正做到外

國觀光客解禁，還有許多待

解課題，例如要開放多少外

國觀光客入境，仍待討論，

日本政府相關人士說，“必

須關註未來全球疫情發展”。

至於日本給予免簽證

待遇的國家或地區，如何

讓 這 些 外 國 觀 光 客 完 成

APP 下載、做好出國前檢

查，以及入境後的活動範

圍到什麽程度，將是未來

討論焦點之壹。

雨季提前到來
印尼首都雅加達受疫情和洪災雙重考驗

綜合報導 往年都在10月底至

11月才開始的雨季，今年提前於9

月底就來到了印尼。連續幾天的高

強度降雨，讓已備受新冠疫情煎熬

的首都雅加達又面臨洪澇災害的考

驗。

印尼官方安塔拉通訊社5日下

午報道，從昨夜下至今日淩晨的壹

場大雨導致流經雅加達全城的芝裏

翁河河水泛濫，該市東部比達拉區

(Bidara)170戶民居遭受洪水沖擊。

據27歲的當地居民烏瑪(Umar)

稱，淩晨4時30分左右，洪水達到

了1.5米高度，他家房屋已被洪水淹

沒。至上午10時左右，仍有80厘米

高的洪水流淌。同屬雅加達東部的

哥本區(Kebon)約1200多名居民的住

宅受到洪水影響。

據印尼國家減災署數據，進入

10月份以來連續多日降雨帶來的洪

水已淹沒全市17個地區，至少46人

在洪水中喪生，17萬多居民被轉移

至安全地方臨時避難。

往年每年11月至次年4月的雨

季，地處西爪哇島多條河流入海口

平原地帶的雅加達都會發生洪澇災

害。今年反常提前到來的雨季和還

在擴散蔓延的新冠疫情，讓該市面

臨雙重嚴峻考驗。

雅加達救災當局

已規劃設置34處臨時

避難場所供遭洪災侵

襲的災民臨時安置。

但防疫部門和衛生專

家提醒在集中安置災

民時應充分考慮新冠

病毒的傳播蔓延。

印尼政府新冠肺

炎疫情官方網站 5日

下午公布，該國當日

新增新冠肺炎確診病例3622例，累

計確診已升至307120例；新增死亡

102例，累計死亡11253例。其中，

作為全國疫情最為嚴重的省級行政

區，雅加達當日新增確診1022例，

累計確診79872例。目前，雅加達及

周邊衛星城正處於第二次“大規模

社會限制”防控措施實行階段。

（中央社）台中市政府斥資近千萬優化望高
寮夜景公園，利用既有地形、動線新設計，輔以
「光」點綴，打造媲美 「日本函館」的絕美景緻

，繼中秋節吸引人潮，國慶連假也將成朝聖知名
景點，除了望高寮美景，遊園北路中科特區，從
大肚山居高臨下的百萬夜景，最美的夕照、雲海
、燈海一覽無遺，無敵景觀視野，璀燦夜景盡收
眼底，呈現豐富的視覺享受。

台中市大肚山夜景超吸睛，其中，望高寮夜
景公園為全國首座以 「夜景」為主題規畫的特色
公園，除擁有地形上的休憩優勢外，良好視野也
可眺望台中景色，市府整建以 「森林音樂會」主
題設計，及燈具特殊鋪排方式，讓夜景不僅在眼
前呈現，而是隨視覺規畫延伸到地面的光點上，
被譽為媲美 「台北陽明山」、 「日本函館」，更
是年輕朋友告白及情侶約會的首選。

大基地、低密度、高綠覆的 「精銳闊」，進
駐台灣大道的中科特區，以壯闊街廓打造中部超
低密度國際花園景觀宅，居高臨下優越地點，占
地4300坪的開發面積，規畫3棟建築物僅占656
坪，建築密度約15％，將全街廓主體空間豪氣規
畫為兩座公園、三座花園，未來住家坐擁公園與
花園，在家就能天天欣賞百萬夜景。

中科成立 17 年，中科去年營業額創下 7972
億元歷史新高，今年園區年營業額持續展現爆發
力，預估再攀高峰，可望破8500億營業額，園區

突破5萬多個就業機會。
台積電、美光、友達、巨大集團等全球指標

的科技、自行車大廠都在中科加碼投資，為中部
帶來不少就業機會，廠辦、土地、住宅等產品需
求也顯著提升，中科營運開出亮眼成績，與就業
人口大幅成長雙引擎，科技新貴購屋需求的消費
力強勁。

鄰近中科的台中國際機場已升級為台中國際
門戶計畫與智慧機械、航太科技產業園區，中部
國際核心、科技核心形成，包括百大上市企業或
隱形冠軍企業、高科技人才與高技術含量的產業
聚落齊聚，住宅生活的要求與品質的提升成為購
屋選擇。

交通建設到那裡，繁榮就到那裡！精銳建設
協理高鴻麟表示， 「精銳闊」位在台中港與台中
國際空港的雙港樞紐核心，鄰近國道三號龍井流
道、國道一號中港交流道、74號快速道路，由台
灣大道、向上路、西屯路等可便捷通往西屯、南
屯，未來還有捷運藍線通過，交通核心位置廣納
中部客群，及來自各地的國際科技人才。

繼中秋連假後，國慶連假到來，民眾出遊潮
，近來台中市很夯的網美打卡景點， 「精銳闊」
藝術展，吸引中科員工與大批當地區域客，這處
《藝游位境》免費景觀景點，讓民眾宛如穿越超
現實時空，走入藝術家打造的戶外美術館。

國慶連假夜景人氣夯國慶連假夜景人氣夯
中市制高點最美夕陽中市制高點最美夕陽、、燈海無敵視野燈海無敵視野

（中央社）熊貓（foodpanda）外送的虛擬
超市 「熊貓嚴選」，昨晚因APP系統出現問題
，許多民生用品出現1折價格，吸引台南地區有
上千名消費者下單訂購，數量過多而爆單，且
超市員工驚覺問題而拒絕出貨，數十名熊貓外

送員聚集台南市東區中華東路的虛擬超市發貨
點不知所措，形容被 「訂單綁架」。

一名女外送員抱怨，從昨晚9點左右就上線
，整晚塞在這裡，動彈不得，無法接其他的訂
單。另有一名男外送員表示，系統一直轉訂單

進來，店家亂了不出貨，他耗在這裡一整夜
，也無法取消訂單。
最後經超市員工與外送員溝通，雙方認為

該問題必須由公司與消費者解決，且消費者
下單都有資料，外送員才先行離開，繼續跑
單，至於 「熊貓嚴選」發生的問題，待總公
司白天出面解決。
所謂虛擬超市就是一個個倉儲中心，熊貓

（foodpanda）把熱門品項放在倉儲內，提供以
該位置為據點、輻射距離 20 分鐘車程內的使用
者。熊貓也在點餐APP設置 「熊貓嚴選」，讓
消費者下單選購，昨晚發生消費狀況，就是
「熊貓嚴選」發生標錯價格。

這次標錯價格的商品從民生用品到保健食
品都有，例如統一瑞穗鮮乳1858毫升原價約166
元，但熊貓嚴選卻只賣25元，舒潔110抽的8包
裝衛生紙原價 99 元，標錯價卻是 19 元，原價
600多元的寵物尿墊，APP價格僅42元。

熊貓APP中的 「熊貓嚴選」標錯價，許多
商品價格1折起。讀者提供
熊貓APP中的 「熊貓嚴選」標錯價，許多商品
價格1折起。讀者提供

外送員說，這些訂單都是透過熊貓APP裡
「熊貓嚴選」下單，並以信用卡結帳，也就是

消費紀錄完成，目前就看業者如何因應。

熊貓超市錯標1折！秒湧千筆訂單
外送員遭 「訂單綁架」 大排長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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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日 疫 情
確診個案：11宗

‧輸入個案：2宗

‧有關聯個案：6宗

‧不明源頭個案：3宗

初步確診個案：少於10宗

不明源頭個案

個案5136：38歲男，居於油麻地駿發花園3
座，旺角鼓油街大華藥房職員，10月3日發
病，潛伏期曾到九龍城打鼓嶺道按摩

（旺角另兩間龍城中西大藥房兩名43歲及37

歲男職員（個案5135及5137）亦確診，兩人

與個案5136有接觸，其中個案5135潛伏期曾

與家人到油塘中心按摩）

個案5140：57歲男，葵涌石蔭路殘疾院舍
“國寶之家”院友，戴口罩情況不理想，無
病徵。部分院友可自由活動並出入院舍，至
少另兩名院友初步確診

個案5143：19歲男，浸會大學學生，居於
將軍澳健明邨，10月1日發病，9月28至30
日曾回大學上課

（ 個 案 5143 的 17 歲 胞 弟 亦 確 診 （ 個 案

5144），胞弟就讀將軍澳迦密主恩中學，10

月4日發病，9月30日最後回校上課）

China Secret酒吧及豪麗大廈群組：

個案5134：24歲女，泰籍女子，曾入住豪
麗大廈，10月5日發病

個案5141：36歲女，泰籍女子，曾與個案
5134同住在豪麗大廈，並於9月23日到過
China Secret酒吧，10月6日發病

個案5142：34歲女，泰籍女子，曾與早前
確診的個案5123在豪麗大廈同住，10月6日
發病

輸入個案

個案5138及5139：19歲男子及47歲女子，
二人均於10月5日乘坐 AI310從印度抵港

資料來源：香港衞生防護中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新增無源3案引爆3群組
專家憂疫情反彈 當局或要再收緊防疫

��(���

■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香港新冠病毒疫情出現反彈之

勢，7日新增 11宗確診個案中，9

宗屬本地個案，其中3宗個案

不明感染源頭，引發至少涉及 6人的感染群組。新增個案中更涉及

大學和中學，一名19歲浸會大學男生染疫，屬不明源頭，而其就

讀將軍澳迦密主恩中學的17歲胞弟亦確診。香港衞生防護中心

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表示，確診學生未必是在校園內染疫，

源頭主要來自社區，暫不擔心校園爆發。港府專家顧問、

中大醫學院呼吸科主任許樹昌指不明確診個案數目增加，

令人擔心，指出市民對防疫過於鬆懈，部分酒吧及食肆

未依足防疫規例，令疫情有反彈跡象，當局或要再度收

緊防疫措施。

▲旺角大華中西大藥房一名38
歲男職員確診新冠肺炎，列作
源頭不明個案。他的兩位同業
好友亦告確診。三人形成“藥
房群組”。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將軍澳迦密主恩中學一名17歲男生被他的19
歲哥哥傳染疫症，該校職員正在準備核酸檢測樣
本包。 中新社

▶葵涌國寶樓“國寶之家”殘疾人士院舍一名院友
確診，另有至少兩名院友初步陽性。 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余韻）近日再次出
現多宗與學生、家長相關的感染個案，社會
不禁憂慮復課可能帶來的風險。有家長代表
7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未來數天是
關鍵的節點，希望學生、家長及普羅市民提
高防疫意識，慎防第四波疫情爆發。

香港優質家長學會總幹事奚炳松表示，
出現學生感染個案，作為家長難免會擔心自
己子女的安全。他提到，復課後校園內多人
聚集，學生之間的防疫意識或許較弱，故這
兩三天會是防疫關鍵，因此涉事學校、教育
局需要留意個案會否對學校其他學生造成感
染，盡量減少負面影響。

奚炳松提醒，踏入秋冬季節，疫情或會
反覆，故特區政府有必要堵塞輸入個案方面

的疏漏，避免增加源頭不明的個案；他並呼
籲家長，需要提醒孩子加強防疫意識，希望
疫情能盡快受控。

籲校方持續防疫措施
香港家長會主席梁兆棠指，學校出現個

別感染情況，家長最擔心的是學校防疫措施
是否穩妥、能否讓學生安心上課。他表示，
學校在上課前、放學後有沒有做好恒常清潔
工作，消毒噴灑物料的持久性等均非常重
要，而後者更是校方最難掌握和控制的關
鍵。梁兆棠提到，理解家長希望學生能夠回
校上課，但為防止第四波疫情爆發，學校需
提醒家長，若孩子生病，則應留家休養，避
免傳播疾病。

家長憂復課引發校園爆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文）新增的不明源
頭個案中，兩宗分別涉及藥房以及院舍，其中三
名在旺角不同藥房工作的男售貨員均證實染疫，
他們平日會互相到店舖中借貨及聊天，當中兩人
更曾於潛伏期分別到油塘中心及九龍城打鼓嶺道
做按摩，目前有關藥房的店員已全部送去檢疫。
另外，一名 57歲殘疾院舍“國寶之家”男院友
確診，至少另有兩名院友初步確診。
三名藥房的男售貨員7日確診，衞生防護

中心將其中一名在豉油街大華藥房工作的38歲

男職員（個案5136）列為不明源頭個案；另兩
人（個案5135及個案5137）則視為有關聯個
案，兩人分別43歲和37歲，於西洋菜街和亞皆
老街的龍城中西大藥房工作，而三人於10月3
日及4日先後發病，均於5日早上各自到養和醫
院求醫，結果證實染疫。

香港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表
示，該三名確診者平日會互相到店舖中借貨及
聊天，而個案5135及個案5136曾於潛伏期內，
分別到過油塘中心及九龍城打鼓嶺道按摩，目

前有關藥房店員已全部送往檢疫中心，涉及的
按摩場所員工，則會派樣本瓶進行病毒檢測。

另一不明源頭個案為殘疾院舍“國寶之
家”的57歲男院友（個案5140），院舍位於葵
涌石蔭路，患者並無病徵，另有至少兩名院友
初步確診。張竹君指出，該院舍有30多名院友
及6名員工，中心調查時發現，院友戴口罩情況
並不理想，多人亦可在院舍內自由活動以及出
入社區，故所有院友及員工均需要撤離檢疫，
當中數人因其他原因已送院。

張竹君7日在疫情簡報會上表示，新增的11宗確診個
案，2宗為輸入個案，均來自印度；9宗為本地個

案，當中3宗源頭不明，除浸大男生外，另一人為藥房職
員，以及殘疾院舍“國寶之家”的院友（見另稿）。

兄弟與14親友飯聚 球友需檢測
該名感染源頭不明的19歲浸大男生（個案5143），

居於將軍澳健明邨健晴樓，他10月1日發病，10月5日到
私家醫院求醫後確診，而他曾於9月28至30日回校上
課，同一課室的同學需要接受病毒測試，校園則要大清
洗。另外，與患者同住的 17 歲弟弟亦確診（個案
5144），而弟弟就讀於將軍澳迦密主恩中學，9月30日最
後回校上課，至10月4日發病。

張竹君表示，兩兄弟平日會與其他人打籃球，衞生署
會向他們的友人派發樣本瓶進行病毒檢測，而他們還曾與
約8名親戚飯聚，以及與6名親戚燒烤。

香港浸大7日表示，確診男生9月28至30日在浸大九龍
塘校園上課，其間一直有佩戴口罩，校方收到報告後已即時
關閉相關課室和設施，進行徹底清潔消毒。受事件影響，部
分課堂將改為網上進行，老師會通知學生相關安排。

將軍澳迦密主恩中學亦表示，校方周二（6日）晚接
獲通知有學生確診，因涉事學生在傳染期內並無回校，校
內師生不會列為密切接觸者，但校方會按教育局及衞生防
護中心指示，7日及今日兩天暫停全校面授課堂以及校內
活動，全面進行清潔及消毒，衞生防護中心亦會為師生提
供病毒檢測。

另外，網上7日亦流傳土瓜灣保良局顏寶鈴書院一名
中一女學生初步確診。校方回覆表示，學校接獲一名家長
通知表示有學生懷疑初步確診，但指出該名學生經初步檢
測結果呈陰性，惟仍需再進行測試，而校方決定今明兩日
（8日及9日）停止面授，改為網上教學。

張竹君：學生感染源頭在社區
除7日兩宗學生確診個案外，早前亦有一名22歲IVE

男生及一名主要上網課的男生確診。對於接連有學生染
疫，張竹君7日表示暫未見有學校群組爆發，主要是社區
出現個案，學生感染源頭亦主要來自社區， 故不算太擔
心。她又說，若中小學有學生確診並曾在傳染期返校，會
建議該校停課14日，而大學因為校園較大，涉及人數較
多，會酌情處理。

許樹昌：4天假期效應未全現
香港已連續8日出現不明源頭個案，累計達13宗。

許樹昌指出，來歷不明確診個案數目增加，令人擔心，
由於不明源頭個案難找到相關緊密接觸者，現要密切留
意會否出現第四波疫情。他又指出，上周一連4天假
期，很多市民外出，由於病毒的潛伏期是14天，相關
影響仍未浮現，要密切留意。

他又表示，樓上酒吧較難巡查監管，但是否要再收緊
營運規定，需視乎有否群組爆發，至於學校，則是其中一
個高危地方，校內較多學生聚集，有確診學校應暫停14
天面授課程。

另一港府專家顧問、港大微生物學講座教授袁國勇認
為，不明源頭個案增多，與政府放寬防疫措施後，部分酒
吧及食肆未有依足防疫規例有關，“人哋規定4人一枱，
你哋坐咗8個人；我親眼睇到執拾桌面嘅人會送餐”，他
指再不採取措施控制高危地方，確診只會一直增加。

呼吸系統科專科醫生梁子超認同要加強巡查酒吧等高
危地點，若未來兩周再出現酒吧群組，要考慮重新勒令
關閉酒吧。

藥房兩中招職員曾按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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珠三角高速擁堵嚴重 有車主寧坐火車返回
國慶假期首日，一張廣州南站密密麻麻的

旅客進站的照片刷遍網絡，引發全國關
注。7日，類似場景再次出現。在廣州南站旅
客抵達區，車站各大旅客抵達通道已經全部開
放，大量旅客從不同方向湧入地鐵口。由於人
流過多，廣州南站和地鐵方面設置臨時隔離
帶，旅客在等候區排起了長長的隊伍。

來自江西宜春的車主文強，當日早上7時
從老家出發前往中山，至下午7時，仍未到達
廣東清遠。“珠三角地區特別擁堵，今晚12時
之前很可能趕不到中山。”同樣來自江西宜春
的車主姚先生，由於父親過60歲大壽，國慶首
日趕回老家，全程耗費了23個小時。“路上有
不少交通事故，車走得慢，人也特別辛苦。”

南站7日加開46夜間班次
6日，姚先生“撿漏”買到了一張返程的

普速列車車票，決定將車留在老家，選擇坐火
車返回廣州。“這次國慶高速公路堵車超過我
的預期，為此，我決定不開車回廣州，春節假
期再開回來。”
數據顯示，國慶長假前6天，廣州南站日

均發送旅客超過33.8萬人次，日均抵達旅客
30.7萬人次，均幾乎兩倍於北京西站和南站。
7日，廣州南站到達旅客有望突破35萬人次。
為迎接客流高峰，廣州南站7日共計開行462
對動車組列車，並在凌晨期間加開夜間高鐵46
趟，集中開往深圳、南昌、湛江、潮汕、長沙

等熱門方向。與此同時，廣州南站安排工作人
員、志願者在服務台、各進出站通道進行宣傳
引導、幫扶重點旅客，保障旅客快捷出行。

與假期開始時的扎堆出遊不同，深圳的返
程客流從5日開始就陸續開始增加，預計8日
下午達到頂峰。在深圳北站，來自各地的高鐵
列車一輛接一輛駛入站台，旅客們拖着行李、
拎着包裹，攜家帶口地走出車廂，擠滿了站
台，好似春運一般。據深圳交通部門預計，返
程超大流量於8日下午到來，部分錯峰出行的
市民則會在本周末陸續返程。
把國慶過成了“春節”是不少市民們在這

個黃金周的共同經歷。從長沙返回深圳的張先
生，因為疫情今年未能回家過年，妹妹出嫁的
婚禮也推遲了舉行，“這次放假提前了2天回
家，除了親朋聚會就是為妹妹籌備婚禮，還抽
空參加了一次同學聚會，走親訪友熱鬧得跟過
年似的。”張先生為了躲避人潮，特意提前兩
天回來準備上班。

遊客：三亞回京僅半天
平安北京交通管理局官方微博7日早間消

息，7日至8日16時至19時，各高速公路的進
京方向將迎來車流高峰。截至7日17時，北京
市區前往首都機場和大興機場的軌道交通合共
運送超過五萬名乘客。大興機場7日全天計劃
執行687架航班。

從海南回到北京的吳迪表示，她們全家大

小三人一早從三亞搭乘環島高鐵，只用半天時
間就回到北京。“黃金周期間先後到了古都西
安和海南，現在國內防疫很令人放心，大家出
遊興致都很高，許多景點都是人潮洶湧。”

公路和鐵路是國慶出行的主要交通方式。
全國高速公路交通信息地圖7日晚顯示，京津
冀、長三角和珠三角是全國高速公路最為擁堵
的地區，其中，珠三角的客流密度和擁堵情況
最為嚴重。以廣州為中心的珠三角地區，擁堵
里程超過5公里的路段達到9個，在韶關、清
遠、河源等環珠三角地區，5公里以上的擁堵
路段亦有6條。其中，湖南、江西南下廣東的
韶關、清遠、河源等地，擁堵路段最多。

西安鄭州返京車票緊張
中國國家鐵路集團有限公司數據顯示，10

月6日，全國鐵路預計發送旅客1,130萬人次，
加開旅客列車803列，假期返京車票售賣緊
張，陝西西安、河南鄭州、黑龍江哈爾濱等地
的返京車次一票難求，多趟熱門車次連候補購
票也已約滿，僅剩個別高鐵車次的商務座和長
途普速車次的硬座席位尚有極少量餘票。
機場輸送旅客量不及高鐵和公路，但旅客

強度同樣很高。據白雲機場7日數據，當天，
該機場計劃起降航班1,279架次，其中出港642
架次，進港637架次，全天預計接送旅客達17
萬人次，接連創下疫情暴發以來復產復工單日
運輸旅客量新高。

超長國慶假期於10月

8日正式收官，各地迎來

返程高峰。其中，

珠三角地區客流強

度超過長三角、京

津冀地區。7日，廣州南站發送及到站旅客量超

過60萬人次，廣鐵集團高密度安排逾500趟高鐵

列車運輸旅客。公路方面，由於有國慶首日嚴重

擁堵的經歷，不少車主提前返回，珠三角地區主

要高速公路由於客流大，顯示“嚴重擁堵”的路

網猶如一條條毛細血管。有車主為避“堵”，將

私家車留在老家，臨時選擇其他交通工具返回廣

東。 ■香港文匯報記者 敖敏輝、郭若溪、李理

廣州、深圳、北京連線報道

之返程篇
國慶國慶黃金周黃金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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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陽波 西安報道）
“其實就是一個遲來的春運，過年因為疫情沒
能回家，這次假期回家，返程行李箱裏塞的全
是特產，那都是家人的牽掛和深深的愛。”將
要返回成都上班的李先生說。
據了解，西安至上海、廣州、成都、重慶

等方向客流從10月6日開始增大，西安至廣
州、上海、重慶、成都方向的高鐵車票較為緊
張，中國鐵路西安局集團有限公司全天發送旅
客40萬人次。到了7日，無論是普客還是高
鐵，均出現客流高峰。

旅遊順便帶貨 特產文創暢銷
假期倒數第二日的西安北站候車廳內，旅

客們在工作人員的引導下，排隊等候依次檢票

前往站台，各色行囊擺滿了隊伍兩側的空地。
即將登上西成高鐵的李先生表示，離家前一天
晚上，家人全體出動給自己準備返程禮物。
“方便泡饃、方便涼皮，還有紅棗、雜糧、蘋
果等，整整裝了兩大行李箱。”雖然自己一個
人帶三個行李箱十分不便，但李先生表示，那
是家的味道，是全家人的祝福和牽掛。

來自成都的旅客王靜表示，這次來西安旅
遊的一大任務就是“帶貨”。“2017年時和兩
個閨蜜一起來西安旅遊，大唐不夜城的漢服唐
裝，還有仿唐團扇、仿唐妝盒等都給她們留下
深刻印象。”王靜笑言，當時都沒有買全還頗
有遺憾。“這次我來西安姐姐家過節，兩個姐
妹都讓我捎一套。”
返程高峰的到來帶火了西安的特產銷售。

在大唐不夜城的陝西特產展台，近兩日商戶明
顯感覺銷量直線提升，各類特產、文創都更是
成為熱銷的“伴手禮”。一位專賣核桃、獼猴
桃乾特產的商戶表示，這兩日每天銷售過萬，
核桃每到下午早早就斷貨了。“很多外地遊客
要返家，都想給家人帶一份禮物。”據最新監
測數據顯示，全省商品銷售日均近60億元人民
幣，同比增長8%以上。
據悉，7日當天，西安北站預計發送旅客

14.5萬人次，開行列車達220.5對，車站亦溫
馨提醒旅客注意“零點”乘車時間別看錯。
“火車乘車時間是以北京時間為準，從零時起
計算的，實行24小時制。”工作人員表示，很
多購買凌晨車票的旅客，往往不太注意這個區
分，稍有走神便很容易看錯時間而影響乘車。

特產裝滿行囊 全是父母牽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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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多條高速迎返程高峰。 香港文匯報深圳傳真

■■ 1010月月77日日，，國慶長假臨近尾聲國慶長假臨近尾聲，，貴陽火車站迎來旅客貴陽火車站迎來旅客
返程高峰返程高峰。。圖為旅客在貴陽火車站準備出站圖為旅客在貴陽火車站準備出站。。 新華社新華社

8天的中秋國慶假期
漸入尾聲，對於吉林長
春市民崔先生來說，這
是個“縮水”的長假，
因為他有半數時間都在

忙着參加親朋好友的婚禮。疫情暴發改
變了人們的正常生活節奏，對今年有結
婚計劃的新人影響更甚。中國農曆春節
和5月份原本是婚禮宴請的旺季，但受
疫情因素影響，不可避免出現了“旺季
不旺”。

溫度適宜、時間充裕的“十一”黃
金周假期，自然成為舉辦婚禮的首選時
間段。近期，一個“8天假期要參加23
場婚宴”的話題更是衝上了網絡熱搜
榜，“十一”黃金周結婚的熱度可見一
斑。

在這個長假，崔先生的兩位同事分
別舉辦了婚禮。她們都是媒體工作者，在
抗擊疫情最吃緊的那段時間，她們曾深入
吉林省各地，走進發熱門診、隔離區，及
時報道當地疫情防控的真實情況，在一定
程度上緩解民眾的憂慮情緒。在其中一對
新人的喜宴上，當主持人提及這段過往經
歷時，現場人士紛紛以掌聲表達對這位女
記者的敬意，有人還因感動而落淚。

不可否認的是，“黃金周”之所以
能變身“婚禮周”，根源在於疫情在
中國得到了有效防控，境內已經連續多
周無本土新增病例。然而，即便在如此
好的形勢下，中國各地依然保持着疫情
防控常態化措施，以守住這來之不易的
戰“疫”成果。

■六對新人10月1日在上海市閔行區
婚姻（收養）登記中心新址參加一場特
殊結婚證頒證儀式，每對新人中至少
有一位參與過抗擊疫情工作。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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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周文超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及中新社報

道， 對於近70國在第75屆聯合國大會第

三委員會就涉港、涉疆問題發言，支持和

呼應中方立場，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

7日答記者問時表示，這些正義呼聲再次

表明，公道自在人心。少數西方國家借涉

港、涉疆問題抹黑中國的企圖再次以失敗

告終。

近70國撐華 外交部：公道自在人心
少數西方國家聯大妄議涉港涉疆問題 中方駁斥

有記者提問，日前，針對少數西方國家在聯合國
大會第三委員會妄議涉港、涉疆問題，近70國

發言支持和呼應中方立場，反對西方國家干涉中國
內政。中方對此有何評論？

國安法維護香港繁榮穩定
華春瑩表示，日前，近70國在第75屆聯合國大

會第三委員會發言，支持和呼應中方立場。其中，
巴基斯坦代表55國就涉港問題做共同發言，古巴代
表45國就涉疆問題做共同發言，支持中方在涉港、
涉疆問題上的立場和舉措。這些國家認為，中國制
定和實施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法有利於“一國兩
制”行穩致遠，有利於維護香港的繁榮和穩定，香
港廣大居民的合法權利和自由也可在安全環境下得
到更好保障。這些國家讚賞中國新疆依法採取一系
列措施，應對恐怖主義和極端主義威脅，保障新疆
各族人民人權。這些國家強調，不干涉主權國家內
政是《聯合國憲章》重要原則，堅決反對將人權問
題政治化和雙重標準做法，反對對中國進行無端指
責和無理干涉。

她指出，這些正義呼聲再次表明，公道自在人
心。少數西方國家借涉港、涉疆問題抹黑中國的企
圖再次以失敗告終。中方已多次闡明在涉港、涉疆
問題上的立場。“我想強調的是，涉港、涉疆問題
根本不是一些勢力鼓噪的人權問題，更不應被政治
化。少數外部勢力出於不可告人的目的，以人權為
名行干涉之實。中方堅決反對任何人、任何國家、
任何勢力在中國製造不穩定、分裂和動亂，堅決反
對借涉港、涉疆問題進行政治操弄，干涉中國內

政。”

再次挫敗美國等抹黑中國圖謀
華春瑩進一步強調，人權保障沒有最好，只有

更好。各國首先應是做好自己的事情。一些西方國
家自身人權劣跡斑斑，難民問題久拖不決、人道主
義危機屢屢上演，種族主義、極端主義、少數族裔
問題抬頭，反猶太、反穆斯林、反非洲後裔的言論
和惡性事件頻頻發生，動輒對別國採取經濟封鎖、
金融制裁等單邊強制措施，嚴重侵犯他國基本人
權，他們有什麼資格對其他國家的人權狀況說三
道四？中方絕不接受人權“教師爺”，反對搞
“雙重標準”。我們願與各方一道，本着平等和
相互尊重的原則，開展建設性對話與合作，共同
促進國際人權事業健康發展。
據了解，美國、德國、英國等少數國家6日在第

75屆聯合國大會第三委員會審議人權問題時，惡意
抹黑中國，干涉中國內政。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張
軍當場嚴厲駁斥，堅決反對並完全拒絕美國等少數
國家的不實指責。近70個國家呼應中方立場，其中
巴基斯坦代表55國就涉港問題作共同發言支持中
國，古巴代表45國就涉疆問題作共同發言支持中
國，科威特代表3個阿拉伯國家作共同發言支持中

國，還有很多國家在國別發言中支持中國。各方支
持中方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統一的努力，積極評
價中國人權事業發展成就，反對將人權問題政治
化，反對雙重標準，反對政治對抗。會場內形成了
支持中國的強大聲勢，再次挫敗了美國等少數國家
抹黑中國人權狀況的圖謀。

14億人民幸福是最好人權實踐
張軍在駁斥時指出，中國的人權成就舉世矚

目，不是謊言和欺騙所能否認的，指責中國是找錯
了對象。在中國960多萬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沒有戰
亂恐懼、沒有顛沛流離，14億人民共享着安寧、自
由、幸福的生活，這是最大的人權工程、最好的人
權實踐。
張軍強調，這些國家的政治陰謀絕不會得逞。

指責別人解決不了自身的問題，更掩蓋不了自身的
失敗。人權不是少數人的專利，更不是政治工具。
保護人權並非只有西方一種模式，各國有權自主選
擇符合自身國情的道路。

聯合國大會第三委員會是討論人權、社會發展等
問題的主要委員會。2019年10月，美國曾糾集一些國
家借人權問題搞反華行動，遭到了絕大多數國家堅決
反對，以失敗告終。

巴
基
斯
坦
代
表
55
國
發
言
：
香
港
事
務
是
中
國
內
政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
道， 在第75屆聯合國大會第三
委員會一般性辯論期間，巴基斯
坦、古巴等數十國家6日發聲，
在涉港、涉疆問題上表達對中國
的支持。

巴基斯坦當天代表55國作
共同發言，堅決反對借香港事
務干涉中國內政。發言指出，
不干涉主權國家的內政是《聯
合國憲章》重要原則，是國際
關係的基本準則。香港特區是
中國不可分離的部分，香港事
務是中國內政，外界不應干
涉。

發言強調，支持中國在香港
特別行政區實行“一國兩制”。
各國都有權通過立法維護國家安
全。中國制定和實施香港特區維
護國家安全法是維護國家安全的
正當舉措，有利於“一國兩制”
行穩致遠，有利於維護香港的繁
榮和穩定，香港廣大居民的合法
權利和自由也可在安全環境下得
到更好保障。
古巴當天代表45個國家做共

同發言，堅定支持中國在新疆採
取的反恐和去極端化舉措。發言
指出，各方應通過建設性對話與
合作促進與保護人權，堅決反對
將人權問題政治化，反對雙重標
準。讚賞中國政府堅持以人民為
中心的理念，推動經濟社會可持
續發展，消除貧困，增加就業，
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促進和保護
人權。
發言強調，讚賞地注意到中

國新疆依法採取一系列措施，應
對恐怖主義和極端主義威脅，保
障新疆各族人民人權。新疆已連
續三年多未發生暴力恐怖案件，
各族人民在安寧穩定的環境中幸
福地工作生活。
發言表示，中國堅持開放和

透明，已邀請 1,000 多名外交
官，國際組織官員，記者和宗教
人士訪問新疆，他們親眼看到了
新疆取得的巨大成就。注意到中
國已邀請人權高專訪問新疆，雙
方正就此保持溝通。在涉疆問題
上應尊重基本事實，而不應出於
政治動機和偏見，對中國進行無
端指責和無理干涉。

■近70國讚賞中國新疆依法採取一系列措施，應對恐怖主義和極端主義威脅，保障新疆各族人民人權。圖
為在新疆特克斯縣境內的牧民定居點，小朋友在巷道內追逐玩耍。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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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周文超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世界貿易組

織發布《全球貿易數據與展望》更新報告。報

告顯示，今年上半年全球貿易表現好於預期。

其中，全球個人防護裝備出口增長了49%，預

計其貿易額達到了980億美元，其中近44%來

自中國。今年前6個月，中歐班列運輸進出口

貨物同比增長30.9%，成為穩定國際供應鏈的

“鋼鐵駝隊”。世貿組織高級經濟學家表示，

中國進出口貿易為全球貿易作出積極貢獻。

世貿：中國為全球貿易作出貢獻
個人防護裝備44%來自中國 中歐班列進出口增30.9%

中
國
經
濟
持
續
穩
定
恢
復

世貿組織高級經濟學家芭芭拉．安德莉亞．
阿德里安表示，今年上半年全球個人防護

裝備出口增長了49%，預計其貿易額達到了980
億美元，其中近44%來自中國。上半年全球口罩
貿易額預計達到710億美元，同比增長87%，其
中57%來自中國。

支持了亞洲區域貿易
阿德里安還表示，當其他經濟體仍處於困境

時，中國已出現復甦。中國是最大的旅遊消費國，
亞洲一些最不發達國家從中國遊客身上受益，而這
些國家現在因失去了大量中國遊客而承受損失。中
國將在最不發達國家的旅遊業復甦上發揮作用，尤
其是對亞洲地區的最不發達國家來說。
世貿組織高級經濟學家科爾曼．尼表示，中

國的進口需求維持了區域內的貿易，出口表現也
好於預期。今年上半年亞洲區域內貿易同比下降

了6%，但中國從亞洲其他國家的進口僅下降了
1%，中國支持了亞洲區域內貿易。若不包括中國
在內，亞洲區域內貿易下降了9%。中國不僅在
出口方面表現突出，在進口上也為全球需求作出
了貢獻。
世貿組織副總幹事易小准當天在新聞發布

會上表示，新冠疫情對全球貿易的影響在不同
地區差別較大。相對而言，亞洲地區的貿易量
下滑較小，而歐洲和北美地區的貿易縮水幅度
較大。世界貿易組織預計，今年全球貨物貿易
量將萎縮9.2%，全球貿易表現或好於預期。

經濟復甦給世界信心
值得注意的是，世界銀行上月28日發布東亞

和太平洋地區經濟報告，將今年中國經濟增速預
期上調至2%，比6月預期上調一個百分點。世行
結合疫苗問世、經濟持續復甦等積極因素，預測

中國經濟明年將增長7.9%。世界銀行的報告亦表
明，國際社會高度肯定中國統籌推進疫情防控和
經濟社會發展取得的顯著成效。中國經濟加快復
甦將為擴大中外經貿合作提供更多機遇，為推動
全球復甦注入更多動力，也會給世界人民帶來更
多信心。

與東盟貿易逆勢增3.8%
中國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今年前8個

月，中國企業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非金融類
直接投資118億美元，同比增長31.5%。上半
年，中國對東盟投資達62.3億美元，同比增長
53.1%。今年1至8月，中國與東盟貿易總額達到
4,165.5億美元，逆勢增長3.8%，實現雙方互為
第一大貿易夥伴的歷史性突破。今年前6個月，
中歐班列運輸進出口貨物同比增長30.9%，成為
穩定國際供應鏈的“鋼鐵駝隊”。

巴西商界：中國經濟復甦有利巴西提振經濟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巴西聖保羅

州貿易協會聯合會副主席法里德．穆拉德日前接
受採訪時說，中國是巴西最大貿易夥伴，中國經
濟復甦有利於巴西提振經濟。
穆拉德表示，中國率先控制住新冠疫情並實

現復工復產。近幾個月來巴中兩國貿易已開始從
疫情中恢復，復甦勢頭最好的部門是農業，“聖
保羅、南馬托格羅索和馬托格羅索等州對華農產
品出口額都大幅增長”。
巴西經濟部數據顯示，9月巴西對華出口額

同比顯著增長，帶動巴西對亞洲出口總額增長；
而當月巴西對北美、南美和歐洲的出口額同比均
明顯下跌。穆拉德說，對華出口給巴西帶來巨大
機遇，有助於巴西經濟復甦。“我堅信，巴中貿
易合作未來必將進一步深化。”

51.5%——國慶前一天
新鮮出爐的製造業 PMI
（Purchasing Managers In-
dex，採購經理人指數）數
據，比8月上升0.5個百分

點，3月份以來持續位於50%的臨界點以
上。面對錯綜複雜的國內外環境，中國經
濟持續穩定恢復，發展動力活力進一步增
強。

製造業PMI升至51.5%
今年以來，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

情對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帶來前所未有的
衝擊，一季度國內生產總值等經濟指標
出現同比下降。面對疫情影響，黨中央
始終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首
位，採取了強有力的疫情防控舉措，奪
取了全國抗疫鬥爭重大戰略成果。

與此同時，中國統籌推進疫情防控
和經濟社會發展工作，抓緊恢復生產生活
秩序。進入二季度，復工復產、復商復市
有序推進，二季度經濟增速由負轉正，同
比增長3.2%，並延續穩定復甦態勢。

8月份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1
至8月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累計增速、1
至8月貨物出口累計增速3個指標實現年
內首次轉正，1至8月固定資產投資累計
增速也接近轉正……近期發布的最新數
據，釋放復甦的積極信號。

8月份，高技術製造業增加值同比增
長7.6%，明顯快於規模以上工業增長；
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總額同比增長
19.1%，自5月份增速由負轉正後，延續
穩定增長態勢；9月份製造業PMI升至
51.5%，進出口指數年內首次升至榮枯線
以上……市場預期改善，經濟活力顯
現。

經受住疫情壓力測試
“中國經濟經受住了疫情的壓力測

試，在疫情防控和經濟恢復上都走在世
界前列，展現出強大的韌性和活力。”
第十三屆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委員王一
鳴說。

持續復甦的中國經濟，給世界注入
信心和動力。世界銀行最近發布的報告預
測，今年中國經濟增速將達2%，比6月
初的預測上調1個百分點。聯合國貿易和
發展會議近期也發布報告，預計今年全球
經濟將萎縮4.3%，但中國經濟仍將保持
正增長。貿發會議官員表示，中國有很大
政策空間來實現本國經濟強勁復甦，並為
世界經濟復甦提供機遇。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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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貿易組織發布世界貿易組織發布
《《全球貿易數據與展全球貿易數據與展
望望》》更新報告顯示更新報告顯示，，
今年上半年全球貿易今年上半年全球貿易
表現好於預期表現好於預期。。全球全球
個人防護裝備出口增個人防護裝備出口增
長了長了 4949%%，，其中近其中近
4444%%來自中國來自中國。。圖為圖為88
月月2525日日，，廣西南寧郵廣西南寧郵
局海關工作人員正在局海關工作人員正在
查驗跨境電商進出口查驗跨境電商進出口
包裹包裹。。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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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國立臺灣海洋大學特聘教授黃
將修與法國里爾大學教授Sami Souissi合作超過
二十年，釐清浮游性橈足類行為與數種環境污
染對生物之生理、生態與全球變遷等前瞻議題
，於浮游動物與環境生態議題上具極大貢獻，
經科技部與法國法蘭西學院自然科學院雙邊審
查會議遴選，通過獲頒2020年第22屆臺法科技
獎，黃特聘教授創下紀錄成為海大第二位獲獎
的傑出研究學者，前一位是張清風前校長於
2012年獲獎。

海大指出，臺法科技獎自1999年設立，主
要頒發獎項予臺灣及法國雙方所遴選的傑出臺
法科學合作研究學者，兩位教授此次獲獎的重
大科學貢獻，是在大尺度的海洋上證明橈足類
是溫帶和亞熱帶生態系統氣候變化的極好指標
，另深入研究溫帶及亞熱帶關鍵橈足類動物的
進化與生命週期模式。

海大說，獲此殊榮，黃將修特聘教授除了
感謝臺法兩國遴選委員肯定過去臺法雙邊戮力
研究的成果，更感謝二十餘年來參與臺法合作
的所有研究室成員、校長許泰文積極推動台法
合作與國際化，以及張清風前校長、院士廖一
久的有力推薦。第22屆臺法科技獎預訂於11月
25日舉行授獎典禮。

海大說，獲獎的兩位教授共同主持多次臺
法幽蘭計畫，也共同指導七名台法雙博士研究
生（包括四位法國籍、一位台灣籍、一位奈及

利亞籍及一位印度籍）取得雙博士學位，且學
生成就非凡；其中，法國籍雙博士 Dr.Gael
Dur目前是日本靜岡大學副教授，法國籍雙博
士 Dr.Francois-Gael Michalec 則在瑞士蘇黎世
聯邦理工學院E.T.H.擔任資深研究員，該校為
世界大學排名綜合排行全球第6，共產出32位
諾貝爾獎得主，愛因斯坦即畢業於該校，而兩
人共同指導唯一的臺籍臺法雙博士助理教授潘
彥儒目前任職於本校養殖系，且在激烈競爭下
成功拿到科技部五年愛因斯坦計畫。

海大指出，黃將修於美國波士頓大學獲博
士學位並在威斯康辛大學擔任博士後，返國至
今都在本校海洋生物研究所任教，專業領域為
海洋生物學與生態學，尤其是浮游動物研究，
專注於橈足類動物的行為、生物學和生態學，
他更曾擔任世界橈足類專家協會副會長、亞洲
水產學會台灣分會會長、《Plos One》期刊的
學術編委等，也曾被遴選為國立中山大學傑出
校友（2005 年）與東海大學校友楷模（2018
年），並獲印度多所大學頒發國際學術研究成
就獎。

他與法國的雙邊合作獲得豐富且卓越的學
術成果，除共同發表50餘篇國際深具影響力且
重要的SCI論文；許多重要著作也被國際英文教
科書廣泛引用，指導15位博士生獲博士學位，
另共同指導7位臺、法雙學位博士，目前實驗室
成員包括7名台灣與多國的博士生、1名博士後

研究員、2名助理及2名碩士生。
海大表示，兩位教授1999年於巴西的世界

橈足類大會相識，之後，相繼主辦第八屆與第
九屆世界橈足類大會，迄今保持跨國學術研究
， 累 計 超 過 40 次 互 訪 ， 2005 年 雙 方 簽 署
『FIT-ULille1-NTOU』合作備忘錄（MOU）

促進海大和法國里爾大學雙邊合作，2017年兩

校擴大合作關係締結為姊妹校。
黃將修表示，未來將持續提升並建立本校

與里爾大學合作研究的高度與深度，並推動海
洋大學與歐美國家的學術合作關係，更具體促
進雙方在環境、生態與永續地球等領域之學術
合作與交流。

海大教授攜手法國權威致力浮游環境生態研究

獲第22屆臺法科技獎

國慶連假衝國旅｜北水處推世界級湧泉
開放陽明山 「藍寶石泉」 祕境

（中央社）國旅在疫後復甦，國人報復性
旅遊衝花東與離島，北市觀光相形失色。為了
搶遊客，北市府衝一波，近期開放 「祕境」，
即陽明山國家公園草山水道系統內的水源禁地
「藍寶石泉」做為旅遊景點，除讓遊客盡情飽

覽水源祕境，還可直飲世界級 「藍寶石泉」的
甘醇水質。北水處說，草山水道系統已登錄為
市定古蹟，為活化古蹟及振興旅遊，已與旅行
社合作將藍寶石泉列入套裝行程。

草山水道系統起造於1928年，從陽明山竹
子湖、紗帽山延伸至天母、圓山，1932年完工
， 2004年北市府登錄為市定古蹟。

北水處主任朱聖心說，該水道系統中最吸
睛之處，莫過於位於陽明山國家公園內的陽三

湧泉，亦即第三水源取入井 「藍寶石泉」，泉
水從質地剛硬的紫蘇角閃安山岩湧出，因地質
學巧合，讓它散發如藍寶石般的透亮光芒，也
造就了泉水的獨特口感。

●藍寶石泉含多種礦物質 可直飲泡茶更
能襯出茶韻

他說， 「藍寶石泉」的水質帶有多種少量
的納、鈣、鋅、鉀等礦物質，口感較一般沉積
岩的少種多量礦物質的湧泉更柔順，是世界級
屬一屬二的礦泉水。

朱聖心說，藍寶石泉水水質潔淨，又含多
種礦物質，毋須再過濾等處理就可直飲，水質
純淨甘甜，也是全台灣最優良的自來水源，不
僅可直飲，用來泡茶更能襯出茶韻。歷年都在

天母古道祭短暫開放3小時供民眾參觀，曾有民
眾趁難得機會扛20公升大水瓶上山裝泉水，結
果吃力扛不走。

不過，未來民眾有機會喝 「藍寶石泉」喝
到飽。朱聖心說，為了振興國旅，北水處推出
「祕境」，即日起開放陽三湧泉供民眾參觀，

從天母古道入口進入，進入水源禁地，通過六
道門禁，可親身踩踏混凝土包覆的水管的水管
橋，感受山澗飛瀑帶來的清涼，經過解鎖一窺
藍寶石泉的波光閃耀，以及日人將飲用及灌溉
分流的建築智慧，最後爬約80度的陡坡走回原
點，需挑戰腿力，建議民眾量力參觀。

●40 人旅行團規劃每日上下午各 1 團 每
周僅開放3天

朱聖心也說，目前受理旅行社團進團出參
觀 「藍寶石泉」，每天上下午各一團，每團上
限40人，民眾需透過旅行社報名，依旅行社安
排造訪，屆時遊客可在現場無限暢飲藍寶石泉
水。未來擬規劃每周僅開放3天，讓景點也能休
養生息，將於下周向市長柯文哲報告後定案。
目前已有超過20家旅行社將此景點列入其遊程
，民眾可以自行上網搜尋。

至於藍寶石泉水是否商品化開賣？朱說，
水資源有限且為公共財，目前雖有討論，但尚
無方案。

新莊槍擊案｜路人好衰！
流彈打中17歲少年生殖器 送醫還出車禍

（中央社）新北市新莊區新莊路廣福宮
（三山國王廟）對面，昨天（8 日）晚間 10 時
許，發生槍擊事件，郭姓男子（23歲）不滿因
積欠羅姓男子（30歲）1萬元，頻頻遭追債，羅
男還因債務打郭男，郭男心生不滿，持仿製的
貝瑞塔手槍，朝羅男左腿開2槍，其中一槍因反
彈波及到一旁的李姓少年（17歲），附近正在
烤肉的民眾聽到聲響，以為在放鞭炮，查看才
驚覺有人中槍，立即打電話報警並將人送醫，
開槍的郭男在行兇後自行騎車到新莊分局持槍

投案。
據了解，無業的郭男當時從板橋騎乘機車

，攜帶已故老大贈送的仿製貝瑞塔手槍，前往
羅男住處，羅男疑似被郭男騙要還錢在樓下等
候，沒想到郭男騎車到案發現場，直接掏槍對
羅男開了2槍，1槍打中羅男左大腿，另1槍沒
有打中反彈後，波及一旁正好剛要出門的李姓
少年，導致李姓少年的生殖器遭流彈所傷，郭
男在開完槍後就離去，附近民眾聽到聲響，探
頭查看驚見2名傷者倒地哀嚎，才知道是槍擊事

件，立即拿起手機協助報警。
警方及消防隊獲報到達現場，救護人員立

即幫2名傷者處置傷口，左大腿中槍的羅姓男子
，因為沒有打中要害及血管，現場血跡並不多
，由救護車送往醫院救治，另1名李姓少年，被
流彈傷及生殖器，造成生殖器上有2公分撕裂傷
，救護人員立即加壓止血包紮後送醫，沒想到
在送醫途中，在新莊瓊泰路轉往中環路的路口
，與一輛機車發生擦撞車禍，疑似是機車騎士
沒注意到救護車，滑倒後撞上救護車，在後續

支援救護車到場後，將少年及騎士分別送醫，
所幸3人送醫後都無生命危險。

新莊分局偵查隊隊長林子翔受訪時表示，
郭男因為1萬元債務，加上前一陣子被羅男毆打
積怨已久，在昨天晚間10時許，騎機車到羅男
住處犯案，郭男在犯案後，直接攜帶犯案工具
（仿製的貝瑞塔手槍）騎機車到分局偵查隊投
案，郭男繳交手槍時，彈匣內還有未擊發的10
顆子彈，警方將調查郭男的槍枝來源，並漏夜
偵訊後依殺人未遂罪移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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車市回暖明顯迎“金九銀十”
4S店讓利促銷

“雙節”期間美系德系優惠幅度大；車市回暖

明顯，有銷售顧問稱，恢復程度遠超預期

“沒有壹個冬天不會過去，沒有壹個春天不會來

臨”，用這句話來形容下半年的汽車市場再合適不

過了。經歷過疫情陰霾的汽車市場，在下半年出現

明顯的回暖信號。

“雙節”期間，經銷商4S店備足政策，開啟

放價促銷。日前，新京報貝殼財經記者在探訪了北

京多家汽車品牌的4S店後了解到，汽車經銷商的

到店客流量有所回暖，各品牌都有不同程度的終端

優惠。總體來看，美系車優惠幅度大，日系中本田

和豐田優惠力度相對較小，德系、韓系和自主品牌

汽車的優惠力度多在1萬-3萬元之間。

威爾森汽車數據分析機構預測，得益於新品上

市、黃金周假期促銷等因素，10月乘用車市場銷量

預測零售量為178萬余輛，同比增長3.5%。

德系BBA優惠力度大
奔馳車型最多優惠9萬多
在記者探訪的美系品牌汽車中，上汽通用別克

的優惠力度最大。在汽車行業分析師任萬付看來，

上汽通用別克銷量的回暖與優惠力度大有直接的關系。

北京壹家上汽通用別克4S店的消費顧問告訴

記者，“現金優惠多在3萬元以上，個別車型現金

優惠力度超過5萬，因為銷量有壓力，現在都是賠

錢賣車。”以威朗車型為例，2.0T雙離合豪華型的

現金優惠額度高達5.5萬元，除此之外，還附贈包

括延保等服務優惠。

同為美系品牌的長安福特，優惠力度沒有通用

那麼大。北京朝陽區壹家長安福特4S店的銷售顧

問表示。“基本優惠在1萬-4萬元，蒙迪歐部分在

售車型可優惠4.5萬元。”不過目前長安福特也有

個別車型訂車無現貨，買車需等待。

據多家經銷商門店介紹，今年截至目前銷量表

現較好的是德系和日系品牌。記者走訪發現，德系

品牌中大眾和斯柯達的優惠幅度比較穩定，基本在

2萬-4萬元。大興區壹家上汽大眾4S店的銷售顧

問介紹稱：“十壹期間途嶽優惠最高可達4.1萬

，預約試駕還會送禮品。如果分期購車的話，

首付20%，可享2年免息分期；如果是置換還有

其他優惠。”壹汽-大眾的優惠活動與上汽大眾

基本壹致。

相比之下，BBA等豪華品牌車型的優惠力度普

遍較高，比如奔馳E級的優惠可達9.3萬元；奧迪

A4L的優惠金額約為6萬元，購車還會送禮包；寶

馬X2的優惠力度在5萬元-7萬元之間。

日系品牌優惠力度出現分化的趨勢。本田的

優惠力度多在 1萬-2.5 萬元，個別車型無優惠，

例如皓影部分車型可優惠1.2萬元，但雅閣則是

部分車型無優惠。豐田的優惠力度相對較少，比

如卡羅拉和亞洲龍的優惠金額分別為 3000 元和

5000元，但會有禮品贈送；奕澤 IZOA的優惠力

度約為1.5萬元。

相較於豐田和本田，東風日產的優惠力度比較

誘人。大興區壹家東風日產 4S店的銷售顧問介

紹，“天籟可優惠2.8萬-3.3萬元之間，同品牌置換

可享積分，積分可抵現金。”

韓系品牌客流較少
自主品牌頭部車企優惠多
記者探訪過程中發現，韓系品牌的客流相對其

他品牌較弱。壹家北京現代4S店的銷售顧問稱，

“都是賠錢賣車，店內不會搞太大幅度的優惠”。

據了解，該店銷售的新索納塔目前並沒有優惠，

ix35、悅動等車型廠家會給予3000元的補貼。

與北京現代相比，東風悅達起亞的客流量更少，

不過優惠力度大。記者在朝陽區壹家東風悅達起亞店

了解到，部分車型最高優惠可達近4萬元。

自主品牌中，頭部企業客流集中，優惠力度也

較大。記者在壹家長城哈弗4S店了解到，幾乎全

系車型都有現金優惠，哈弗H6可現金優惠2.5萬元，

哈弗H7可現金優惠2.7萬元。

自主品牌的吉利汽車優惠力度也比較大。朝陽

區壹家吉利汽車4S店的優惠普遍在2萬-5萬元之間

，例如幾何A 2019款優惠可達4.1萬元。

新能源汽車方面，北汽新能源的價格相對

穩定，也有壹定的優惠力度。記者從朝陽區的壹

家北汽新能源店了解到，EC5車型可享3萬元消費

券優惠，比亞迪的優惠力度也均在萬元左右，此外

購車還會送電卡。

市場復蘇信號明顯，恢復程度超預期
記者在探訪汽車經銷商的過程中了解到，車市

回暖明顯，汽車消費需求逐步釋放。

中國汽車工業協會數據顯示，8月國內汽車市

場的銷量為218.6萬輛，同比增長11.6%；其中乘用

車市場的銷量175.5萬輛，同比增長6%，至此國內

汽車產銷量已經連續5個月呈現正增長，其中已連

續四個月增速保持在10%以上。

中國汽車工業協會副秘書長陳士華分析稱，

“汽車市場的銷量回暖主要受益於國民經濟形勢的

穩定及恢復，以及政府部門推出的刺激汽車消費的

政策等提振了消費信心。”

早在2月、3月，工信部接連發文要穩定汽車等大

宗消費產業，隨後各地紛紛響應，出臺刺激汽車銷售

的政策，例如直接現金補貼、放松限牌政策、開展促

銷補貼、支持汽車消費信貸、新能源免征購置稅等。

全國乘用車市場信息聯席會秘書長崔東樹分析稱，

“得益於中央及地方出臺的刺激汽車消費的政策，有

效釋放汽車市場的活力，再加上汽車廠商和經銷商開

展的讓利促銷活動，進壹步激發了消費熱情。”

上汽大眾的銷售顧問坦言，“雖然今年到目前為止

銷量仍呈現下滑狀態，但市場的恢復程度遠超預期，9

月客流量明顯增加，對10月也有很大的信心。”

在汽車行業分析師張翔看來，“汽車市場的銷

量回暖很大程度上與經銷商的優惠促銷有關，經銷

商4S店通過大幅度的優惠力度吸引消費者購車，

不過，這種通過促銷提振銷量的做法也會損害他們

的經營利潤。”

張翔的觀點與記者走訪時了解到的情況基本壹

致，多家 4S店的銷售顧問與記者交談都提到了

“賠錢賣車”。北京現代 4S店的銷售顧問稱，

“現在形勢不好，都是在賠錢賣車，但為了走量也

沒有其他辦法。”

中國汽車流通協會預測，隨著“金九銀十”消

費旺季的到來，9月汽車市場持續回升，預計狹義

乘用車零售銷量同比增長在8%左右。銀河證券分

析稱，傳統汽車消費旺季“金九銀十”今年得到延

續，北京車展將進壹步帶動汽車消費，十壹黃金周

也會刺激到汽車消費，對四季度汽車消費的釋放形

成支撐，乘用車市場四季度將大概率持續回暖。

中汽協預測，後續政府主管部門還將出臺相關促

進汽車消費的政策，但直接促進消費的力度會相對減

弱，政策節奏也會放緩，四季度增長的節奏有可能放

緩；在相對樂觀的情況下，全年銷量預計同比下降

10%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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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在家投票。

查看申請投票的截止日期， 

以及在 11 月 3 日或之前將選票返還何處。

2) 提前投票。

提前瞭解投票的日期和地點， 

以避免擁擠和排長隊。

3) 11月3日當天安全投票。

查看在何處投票，因為您平常投票的 

地點可能不開放。請佩戴口罩， 

必要時攜帶身份證，投票後請進行消毒。

不論您選擇郵寄選票還是親自投票， 

AARP 樂齡會都會幫助您瞭解所需資訊， 

確保您安全投票。

請訪問 
chinese.aarp.org/election2020  
瞭解安全投票的不同方式、當地截止日期以及更多資訊。

安全投票， 
為自己發聲！
今年的選舉與往年不一樣。 
但您依舊可以進行投票，為自己發聲。 

您的一票將可能影響很多重要事項， 
比如加強社安福利和聯邦醫療保險、 
降低藥品價格以及保護您和家人的健康。

DISCOVER NEW BUSINESS

Southern News Group

Tel:(281) 498-4310  Fax:(281) 498-2728

11122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Tel:(281) 498-4310  Fax:(281) 498-2728

11122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

www.sc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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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刊登商家地址電話免費刊登商家地址電話

Free Listing
Free Listing

廣告版位，自即日起

     
廣告版位，自即日起

HOUSTON

開始預約開始預約

2021年
休士頓黃頁

開始召集廣告 

2021年
休士頓黃頁

開始召集廣告 

歡迎來電咨詢

TEL 電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FAX 傳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Client's Name 客戶名稱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mail 電郵   

2021 Houston Travel Guide AD as below. 
Please SIGN the proof & return with payment befor deadline, Thank You

   休士頓黃頁廣告稿如下: 簽名後寄回此稿,  
   同時支付全額廣告費(恕不接受口頭訂單), 謝謝！

10/15Deadline
截稿時間:

Note 備註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微信：AD7133021553
Email：cla@scdaily.com

*限時折扣只適用於特定的墓產，截至2020年10月18日。折扣只適用於新的生前購買。條款和條件適用。請向相關人員了解詳
情。|  **60個月0%利率的貸款將在收到第一筆付款後開始，並且僅適用於首付10%的情況下。殯葬套餐的信貸交易示例：購買

總價為$12,804，首付10%和0%年利率貸款，需要每月支付$193.27，為期60個月。優惠僅適用於符合條件的購買，且可能會有變
化。其他條款和條件適用。請聯繫我們了解更多詳情。優惠截止日期為2020年10月18日。|  www.prepaidfunerals.texas.gov

我們非常重視您的健康和安全。我們遵守保持社會距離的做法，並堅持最高的清潔標準。  
請訪問我們的網站或Facebook頁面了解活動的最新情況。

 重陽對公眾開放參觀: 物業發行! 
可以預約網上視頻約會

> 特惠折扣  > 可以提供嘉賓墓園視頻參觀

> 出席者均可尊享特別優惠 

  

高達 17%  
前計劃墓產優惠折扣*

0%的利息 ,  
為期60個月 (無需信用評估)** 

敬請即刻致電回覆!

10月17日，星期六  |  上午10點至下午2點。
Memorial Oaks  |  Earthman Resthaven

10月18日，星期日 | 上午10點至下午2點 
Forest Park Westheimer

MEMORIAL OAKS
FUNERAL HOME & CEMETERY  

13001 Katy Fwy.  |  Houston

MemorialOaksFunerals.com
281-497-2210

EARTHMAN RESTHAVEN
FUNERAL HOME & CEMETERY

13102 North Fwy.  |  Houston

EarthmanResthavenFuneralHome.com
281-443-0063

FOREST PARK WESTHEIMER
FUNERAL HOME & CEMETERY

12800 Westheimer Rd.  |  Houston

ForestParkWestheimer.com
281-497-2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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