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輝瑞新冠疫苗可預防
90%
90
%感染 股市大漲
（綜合報道）由數萬名志願者
參加的研究發現，由輝瑞公司和
BioNTech SE 共同開發的新冠疫苗
預防了超過 90%的病毒感染，是對
抗新冠病毒期間取得的最令人鼓舞
的科學進展。
百年一遇的大流行病爆發已有
八個月，如果進一步研究表明該疫

（路透社
路透社）
）

苗同樣是安全的，那麼此項初步研
究結果將為公司向監管機構申請緊
急使用授權鋪平道路。
輝瑞股價在盤前交易中擴大漲
幅，上漲大約 15%；BioNTech 的
美國存託憑證上漲約 22%。這一消
息令 MSCI 全球指數的市值增加了
超過 5000 億美元。

富 國 地 產 值得您依賴的房地產投資專家
買的稱心，賣的放心，售屋高價又快速

Top USA Investment 54 Sugar Creek Center Blvd., #300 Sugar Land, TX 77478

◆糖城Tang City Plaza 店鋪出
租，1F&2F請來電洽詢
◆Warehouse 出售，位於
◆休斯頓商業中心, 繁華地段獨立旺
Rosenberg，近59號高速
鋪1萬1千平方尺, 大型獨立停車場，
33,885呎，地大5.50AC，售
$1,800,000。
交通便利, 視野好。適合家居相關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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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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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屆利比亞政治對話會
【李著華觀點:不如歸--訴訟
在突尼斯召開
不該是川普走的那條路】

（綜合報導）聯合國主持下的第一屆利比
亞對話會 9 日在突尼斯首都突尼斯市舉行。聯
合國利比亞支助團邀請了代表利比亞社會各階
層的 75 名代表參加了這次對話會。
突 尼 斯 總 統 凱 斯. 賽 義 德 在 致 辭 中 說 ：
“利比亞論壇在突尼斯舉行，因為突尼斯和利
比亞是一個民族，我們擁有實現和平與安全的
共同意願。如果沒有外力干擾，相信利比亞問
題可以得到和平解決”
賽義德強調，戰爭不能解決利比亞危機。
美國大選已塵埃落定,包括所有健在的兩黨
前任總統與當年參選總統的落敗人都已向新當
選總統的拜登道賀,然而川普依然不服輸，堅打
法律訴訟戰以企圖扭轉敗局,但形勢比人強,川普
縱使有再多委屈也不能改變殘酷事實,他只能在
任期屆滿後離去,訴訟不該是他走的那條路。
當然,要求重新計票絕對是川普的權利,但指
控拜登選舉舞弊則無憑無據,他的御用律師朱利
安尼妄稱拜登盜竊了總統選舉更是信口開河，
那些主張贊同川普打官司的都是居心叵測的政
客之流, 他們都是在裂解美國團結與和諧，實不
足為取！
在近百年美國歷史上,只有三位前任總統無
法連任成功，他們皆因碰上重大危機才落敗,
1932 年胡佛總統因遇上經濟大蕭條而敗給羅斯
福，1980 年卡特因遭遇伊朗人質危機而被雷根
擊敗，1992 年老布希則因失業率新高而敗給柯
林頓。今年川普落敗主因當然就是碰上新冠疫
情, 他在處理時的荒腔走板讓美國人民失望至極
,尤其在投票前一天竟揚言在選後開除防疫專家

福奇博士，那很可能就是壓倒川普的最後一根
稻草！
從川普過往行事風格來看，沒有跡象表明
他會向拜登承認敗選, 這讓拜登入主白宮增添變
數, 川普城府極深, 他明知通訊投票對民主黨和
拜登有到, 但卻在許多關鍵搖擺州通訊選票尚未
開完前率先宣佈自己勝選，並要求立即中止開
票,並持續製造陰謀論說法，這是對選舉的污蔑,
現又進一步挑戰法律, 在沒有確鑿證據表明欺詐
、瀆職或不稱職做法下必是徒勞！
川普指控的州,無論是民主黨還是共和黨州
長都保證他們的選舉絕無舞弊,隨著川普提告，
他的支持者表現出暴力傾向，他們堅信川普說
的, 還呼籲內戰，將使美國兩極分化,走向危險
的未知領域, 而能避免危機的取決於川普, 他今
年獲得 7100 多萬張選票支持，能量相當大,如果
今年光榮退出,2024 年依然大有可為,如果一昧頑
強抵抗，他的政治生命即將結束, 也不可能再有
2024 年參選的希望了。

必須就利比亞問題達成和平解決方案，並需要
為此設定具體日期和程序。利比亞對話草案要
求以反映地域平衡的方式組建由總統和兩名副
總統組成的總統理事會。
聯合國方面促成利比亞衝突雙方 75 人參
與政治、軍事和經濟三個方面的談判，其中軍
事談判 10 月在日內瓦舉行。利比亞衝突雙方
代表於 10 月 23 日簽署停火協議，從 23 日起在
利比亞全境“完全和永久”停火。

美國給波音公司提供補貼
歐盟將對美加徵關稅
(綜合報道）歐盟貿易專
員於當日表示將每年對包括飛
機及其零部件在內的價值 39.9
億美元（約合人民幣 264 億元
）美國進口商品徵收關稅，該
關稅預計在數小時內生效。
報導稱，雖然 10 月 13 日
世貿組織發布了歐盟訴美國大
型民用飛機補貼案貿易報復水
平仲裁報告，但歐盟認為不應
在美國大選前徵收關稅並一直
在推遲，有一些官員還建議等
到明年 1 月新一屆政府上台後
再採取措施。而歐盟此次決定
在特朗普擔任總統期間採取這
一行動，可能會被美國視為
“敵意”。

歐盟貿易專員東布羅夫斯
基斯稱歐盟仍希望與美國達成
談判解決方案，如果找到合適
的方案，歐盟將迅速取消關稅
。有歐盟官員表示，他們希望
與即將離任的特朗普政府的貿
易團隊談判達成和解，最近幾
天一直在與美國貿易代表羅伯
特。萊特希澤進行談判，而東
布羅夫斯基也稱歐盟官員已與
拜登團隊進行接觸並討論了貿
易問題。
據新華社此前報導，美歐
航空補貼爭端由來已久。
2004 年，美國向世貿組織提
出訴訟，指控歐盟以各種形式
向空客提供非法補貼。歐盟隨

後也向世貿組織起訴美國政府
向波音提供非法補貼。去年
10 月，世貿組織曾因歐盟違
規補貼空客公司，授權美國每
年對約 75 億美元（約合人民
幣 496 億元）的歐盟輸美商品
和服務採取加徵關稅等報復措
施。
今年 10 月 13 日，世貿組
織發佈歐盟訴美國大型民用飛
機補貼案貿易報復水平仲裁報
告，並於 10 月 26 日正式授權
歐盟加徵關稅，對此，萊特希
澤於上月表示歐盟“沒有徵收
關稅的法律依據”，並暗示如
果歐盟進一步提高關稅，美國
將考慮採取報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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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變天
今晚聆聽了拜登總統當選人在其家鄕
之動人演說， 感到心血澎湃，感動落淚
， 我們相信美國一定會在過去一年來的困
苦中重新振作起來， 他殷切期盼能夠領導
一個團結的國家，而不是充滿仇恨撕裂的
社會。
自從今年二月新冠病毒席捲世界以來
， 我們的社區面臨了前所未有之危機 ，
許多商家關上了大門， 各大城鎮每天發佈
可怕的確診和死亡人數， 他們都是我們隔
壁隣舍的大媽、 大叔及許多家庭的兄弟姐
妹們，晚餐桌上少了自己的親人， 已經有
二十多萬人喪失了寶貴的生命。
華裔在社會上遭受無名之欺辱，白宮
領導人無數次指稱中國病毒， 中國留學
生被驅返。
華人社會一片風聲鶴唳， 這種白色
恐怖淪為政治工具， 我們都聽不到看不
到哪些政客為我們發聲。
疫情猖獗迄今， 我們深處於水深火
熱之中，面對社區经济之凋零 ，許多商
家在垂死掙扎， 希望疫情早日過去，
但是 病毒不但不消失， 目前還沒有任
何防護措施 ，政客們對死亡數字早已麻
木。

多少年前 ，我們大家滿懐熱情的美國
夢，犧牲了多少人的青春歲月 ，在這塊土
地上落葉生根，我們華裔社區從未遭受過
如此之屈辱。
將近三百天過去了， 我要特別感激在
工作崗位上不斷奮戰在新聞最前缐的工作
伙伴， 以及在我們最艱困时期繼续支持的
商家客戶， 因為有你 我們才能走到今天
。
今天民主黨拜登的勝選，給我們帶來
了希望和曙光 ，我們一定和他一起再次找
回美國的國魂， 把民主、公平 、正義再
度得到伸張。
图片来源：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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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den’s Speech
Biden’
Touched All Our Hearts
I

was listening to Joe Biden’s victory speech from
his home state of Delaware yesterday. He promised
to rebuild a country torn apart by multiple crises
after four years of chaotic rule from Donald Trump.
He pledged to be a president who does not seek to
divide but to unify.
I was so moved and remembered earlier this year
when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hit our community.
Our company faced a very difficult situation and we
needed to manage it to just survive.
As a media company we all have a moral and social
responsibility to continue our work to report and
print the daily news to serve our TV audience and
readers.

Մ↛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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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ce the middle of March of this year because the
pandemic has been so serious, I have let more of
our employees work from home, but we couldn’t
stop the printing of our newspaper and reporting of
the news in our TV studio. It was a very hard
decision I had to make. Some of my colleagues still
showed up in the studio and the press room.
We witnessed many people who we know that have

lost their lives. There also have been many small
business losses in my International District of which
I am the chairman. We also have seen a lot of
restaurants that can’t open. An empty shopping
center in our zip code had the highest number of
coronavirus confirmed cases.
My heart is just so painful along with a feeling of
being very helpless. In our community we hear
every day that the government will shut down the
WeChat social media service. The FBI continued
investigating an “espionage” case. The Chinese
consulate was told to close down within three days
due to a spying investigation. All of these ordeals
really have made our community life so miserable.
We came here and adopted this great land as our
own country and suddenly we feel like we are
second class citizens.
During the pandemic period, I decided to talk with
many of my closest friends about supporting Joe
Biden’s run for the presidency in the 2020
election. I created a flyer and sent it to them, but
they all thought it would be very hard to change a
sitting president. But I insisted that we just needed
to try our best.
Today we are so happy that Joe Biden has finally
become the president-elect.
As immigrants and members of the Asian
community, we are going to mobilize all our efforts
to help Joe Biden for our own future.

歡迎使用
觀看高清美南國際電視新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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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事故後是否新建核電站？
菅義偉的回應有點矛盾
綜合報導 自 2011 年福島核
事故發生後，是否繼續發展核
電成為日本政府面臨的難題。
11 月 4 日，日本首相菅義偉也
再次對此作出表態。
綜合日本《朝日新聞》等
媒體 4 日報道，日本眾議院預算
委員會 4 日上午舉行會議，菅義
偉和全體內閣成員出席並進行
答辯。菅義偉在回應在野黨質
詢時表示，“目前還沒有考慮
新增設核電站”。
然而，由於菅義偉此前在
發表施政演說時，曾宣布
“2050 年將實現日本國內溫室
氣體零排放”，日本最大在野
黨——立憲民主黨黨首枝野幸
男認為，菅義偉當時曾稱為實
現脫碳（二氧化碳）社會，

“核電也是壹種選擇”，但在
30 年後，可以運轉的核電站幾
乎都超過了使用年限，這些與
菅義偉此次說法明顯有矛盾。
盡管日本經濟產業大臣梶
山弘誌馬上說明道，“為了在
50 年內也能作為壹種選擇，將
繼續推進技術開發等不斷提高
安全性的措施”，但枝野強調
，“作為第壹大在野黨的黨首
，我正在問首相”，而菅義偉
只是反復強調“作為政府，目
前還沒有考慮新增設（核電站
）”，未詳盡做出說明。
盡管福島核事故陰雲仍未
散盡，但日本政府並未停下發
展核電的腳步。2017 年 10 月，
日本原子能規制委員會召開例
行會議，就東京電力公司重啟

位於新澙縣的柏崎刈羽核電站
相關事宜進行討論，認定該核
電站兩個機組符合新制定的安
全標準。這是福島核事故發生
後，東電公司下屬核電機組首
次通過安全審查。
2018 年 7 月，日本政府內
閣會議通過了最新修訂的能源
基本計劃，提出重點發展太陽
能、風能等可再生能源，但強
調“未來核能發展仍將是重要
方面”。日本經濟產業省認為
，未來電力來源如果過於偏重
某壹類將帶來巨大風險，新版
計劃將核電以及火力發電都定
位為穩定的基本電源。由於核
能 發 電 在 2030 財 年 仍 將 維 持
20%至 22%的占比，此事也引發
了日本社會的強烈爭議。

大馬女生遭性侵殺害
日本北海道暴發數十起集體感染：
自衛隊、醫院受波及
馬外交部提醒在臺學生註意安全
綜合報導 馬來西亞籍鐘姓女
學生 10 月 28 日晚遭壹名嫌犯殺害。
馬來西亞外交部提醒在臺灣的馬來
西亞學生註意安全。
據報道，10月28日晚上8時許，臺
南長榮大學馬來西亞籍鐘姓大三女生自
學校返回租屋處時，遭28歲嫌犯持繩勒

脖，性侵後被殺害，嫌犯將她的遺體帶
到高雄阿蓮山區棄屍。被害人的父母已
於11月1日抵臺處理愛女後事。
臺媒稱，此事讓大馬人民對臺灣
治安感到憤怒，臺灣地區領導人蔡英
文還為此向大馬人民與被害人家屬致
歉。被害人母親來臺前即隔海喊話，
希望“壹命償壹命”，將梁嫌判處極
刑，消息引起國際關註。
馬新社報道稱，馬來西亞政府
通過位於臺北的馬來西亞友誼及貿
易中心，為 1 日抵達臺北辦理大馬
留臺生鐘筱玲身後事的父母提供領
事援助。馬來西亞外交部向遇害家
屬致哀，並促請在臺灣的大馬學生
對個人安全保持警惕及謹慎。該部

也勸請在臺灣的大馬學生及公民向
馬來西亞友誼及貿易中心登記。
此前，鐘姓女大學生的父親對
媒體稱，自己當初很反對女兒赴臺
留學，但因為女兒“很向往臺灣、
稱臺灣非常安全”才妥協。他希望
兇手能被嚴懲，還表示自己將女兒
遺體帶回馬來西亞後，終生都不會
再踏足臺灣這個“傷心地”。
臺媒還報道稱，除了這名女學生
，今年還有壹名來自大馬的25歲鄧姓
女子遇害。今年1月7日，她離開臺北
市萬華區住處後失蹤多日，最終警方
查出，是遭壹名45歲的林姓鄰居毒手
，遇害後遺體被肢解成 2 箱 3 袋搬運
上車，載至基隆七堵山區棄屍。

綜合報導 日本北海道近
來新冠肺炎疫情進壹步加劇，
並接連發生幾十起集體感染事
件。
據報道，北海道 2 日新增
新冠肺炎病例 96 人，其中最
大城市劄幌市就有 83 人，為
疫情發生以來最多的壹天。目
前，北海道累計感染者已達到
3301 人，疫情仍有繼續擴大的
勢頭。
當天公布的感染者，除劄
幌市之外，還分散在旭川市和
小樽市等北海道各地。日本陸
上自衛隊東千歲駐紮地發生了
新的集體感染事件，已有 6 名

20 至 50 歲的男性隊員感染，
並且均在同壹駐地生活工作。
此外，當地壹所高中也確認有
壹名男學生感染。
不僅如此，劄幌醫科大學
2 日宣布，附屬醫院的 2 名 20
多歲的女護士、1 名住院患者
、1 名出院患者共計 4 人感染
了新冠病毒，院內很可能暴發
集體感染。北海道保健福祉部
負責人表示，“感染已經蔓延
到了全道”，並擔心“還沒有
達到（感染）頂點”。
據日媒統計，僅在劄幌市
10 月就發生了 21 起集體感染
事件，占同月累計 46 起的近

壹半。該市政府稱，雖然急劇
增加的集體感染規模都很小，
但是 很 有 可 能 會 持 續 發 生 連
鎖性的感染事件。另外，年
輕人也成為主要感染人群，
40 歲 以 上 的 感 染 者比例也在
慢慢增加。
在劄幌市 2 日發現的 83 名
感染者中，感染途徑不明的就
有 54 人。劄幌醫科大學教授橫
田伸壹此前指出，早在今年 7
月前後，北海道無法追蹤感染
路徑的患者增加時，第三波疫
情就已經到來。而9月大學恢復
面對面授課等重啟社會活動後
，也導致了感染人數擴大。

綜合國際
星期二

2020年11月10日

A4

Tuesday, November 10, 2020

反政府武裝“越線”埃塞總理下令進攻
個月的緊急狀態。英國《衛報》警告稱
，沖突可能演變成“痛苦和血腥的”內
戰。
據報道，阿比在聲明中稱，TPLF 3
日晚襲擊了埃國防軍位於提格雷州的軍
事基地並試圖占領北方司令部，要“掠
奪”軍事資產。阿比補充說，埃政府曾
試圖避免戰爭，但這不是單方面能做到
的。鑒於使用武力是最後的選擇，TPLF
對北方司令部的進攻已經越過了紅線。
路透社當天援引埃軍方發言人的話稱，
軍事行動已經開始。美聯社 4 日報道稱
，目前提格雷州的電話和互聯網服務已
中斷。
綜合報導 埃塞俄比亞總理辦公室發 雷人民解放陣線”（TPLF）襲擊埃北部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發表聲明
布總理阿比· 艾哈邁德的聲明，宣布已對 軍事基地采取軍事行動。同日，埃部長 稱 ， 對 埃 塞 俄 比 亞 提 格 雷 地 區 發 生
隸屬於提格雷州政府的武裝組織“提格 理事會發布聲明，決定在提格雷州實施 6 武 裝 沖 突 的 報 告 表 示 震 驚 ， 呼 籲 立

匈牙利確診病例激增
尋求購買中俄新冠疫苗
綜合報導 匈牙利政府網站稱，匈牙利正在與中國、俄羅斯進行談
判，以購買新冠病毒疫苗。該國周三（4 日）宣布加強對新冠病毒的限
制。
據消息，匈牙利方面表示，該國外長西賈加爾托在電話中與俄
羅斯外長和俄羅斯衛生部長通了電話。匈牙利政府網站介紹，部長
們同意就潛在購買疫苗“保持聯系”，並指出中國和俄羅斯有望在
“幾周或幾個月內”準備把疫苗投入商業使用。
當此之時，匈牙利再次向外界發布該國疫情發展情況。據
報 道 ， 該 國 最 近 24 小 時 記 錄 了 4219 例 新 的 病 例 ， 有 90 例 新 的
死亡病例。根據約翰斯· 霍普金斯大學的最新數據，自大流行
開 始 以 來 ， 匈 牙 利 已 記 錄 了 近 91000 例 確 診 病 例 和 2000 多 例 死
亡病例。
據匈牙利媒體報道，當地時間 11 月 3 日，匈牙利總理歐爾班（Orban Viktor）宣布，因新冠肺炎疫情，匈牙利再次進入緊急狀態，並請求
議會將緊急狀態延長 90 天。同時，歐爾班還宣布，午夜至淩晨 5 點實施
宵禁，禁止民眾外出。歐爾班還表示，應匈抗疫指揮部要求，將關閉娛
樂場所；體育活動、電影院和劇院觀眾數量限制為座位數三分之壹，並
要求佩戴口罩。

感染新冠死亡風險國際研究：
5-9 歲兒童最低 每增加 5 歲增 0.59%
綜合報導 國際著名學術期刊《自然
》最新發表壹項新的流行病學模型研究
論文稱，在新冠病毒(SARS-CoV-2)感染
導致死亡風險方面，65 歲以下人群按年
齡劃分在各國壹致；5-9 歲兒童的感染相
關死亡風險最低，年齡每增加 5 歲，感
染死亡率增加 0.59%。
論文通訊作者為英國劍橋大學梅
根· 奧德裏斯科爾(Megan O'Driscoll)、亨
裏 克 · 薩 爾 耶 (Henrik Salje) 和 法 國 巴 斯
德研究院西蒙· 考西米茲(Simon Cauchemez)， 他 們 的 最 新 研 究 通 過 使 用 45 個
國家的數據，提供了可用於評估各國
感染水平和應對效果的信息。結果顯
示，對於 65 歲以下的人來說，新冠病
毒感染導致死亡的年齡依賴型風險在
各國是壹致的，但 65 歲以上個體的相
對風險在各國之間有很大的差異。例
如，歐洲國家 65 歲以上(新冠肺炎相關
死亡的壹個既定風險因素)人群的死亡
人數大大高於預期。
為了研究感染和死亡模式，論文作
者及其同事利用 45 個國家的新冠肺炎死
亡數據和 22 個國家級血清學調查結果，

創建出壹個模型
。他們估算了感
染死亡率，即感
染病毒的人中可
能因此而死亡的
比 例 —— 可 用 於
比較報告和預期
的死亡人數。該
模型研究結果表
明，在新冠病毒
感 染 方 面 ， 65 歲
以下人群按年齡
劃分的相對死亡
風險在各國是壹
致的；5-9 歲兒童的感染相關死亡風險最
低，年齡每增加 5 歲，感染死亡率增加
0.59%。
論 文 作 者 還 估 計 了 65 歲 以 上 的 人
在沒有護理院傳染的情況下的預期死
亡人數。然後，他們將這些估計數值
與這壹年齡組的報告死亡人數進行比
較，發現各國之間的數字存在差異。
例如，南美洲報告的 65 歲以上死亡人
數少於預期，這可能是由於老年人中

新冠肺炎死亡人數報告不足。同時，
在大多數歐洲國家，報告的 65 歲以上
人口死亡人數高於預期，原因是護理
院中暴發了多起疫情。
論文作者表示，這些研究結果展示
了可以如何將血清學調查結果和死亡數
據結合起來，用於評估新冠病毒感染的
傳播率和死亡率趨勢。基於模型的感染
率估算或許有助於確定脆弱人口可能發
生超額死亡的國家。

英監管機構：
北愛爾蘭尚未就脫歐後貨物檢查做好準備

綜合報導 根據英國脫歐協
議，脫歐過渡期結束後，英國
北愛爾蘭需開始對來往於北愛
爾蘭及英國其他地區的某些貨
物進行檢查。當地時間6日，英
國監管機構發布的壹份報告稱
，北愛爾蘭尚未對此做好準備

，目前正在研究應
急計劃。
負責審查政府
支出的英國國家審計
局表示，受新冠疫情
影響，無論英國是否
與歐盟達成自由貿易
協議，當英國最終離
開歐盟時，英國所有
邊檢工作都將可能遭
遇大範圍幹擾。
據報道，即使英國確實達
成協議，從2021年1月1日起，
出口商也需要提交海關和安全
聲明。然而，英國國家審計局
表示，港口現在幾乎沒有時
間將他們的系統與政府的新

IT 服務進行集成或測試，而
且也沒有足夠的海關站點或報
關員來幫助適應。
國家審計局負責人加雷
斯· 戴維斯表示，“可能會出
現中斷，政府需要迅速做出
反應，將影響降到最低。”
另壹個令人擔憂的領域則
涉及壹項關鍵的政府計劃，即在
幾個歐盟國家進行跨境運輸，許
多卡車公司預計將參與該計劃。
不過，國家審計局報告稱，實現
這壹目標將具有挑戰性。
報告還指出，海關部門將
需要做大量工作，以應對預計每
年2.7億份的海關申報。與此同
時，英國政府也表示，已投入

8400萬英鎊用於培訓海關中介機
構，逐步滿足進口文書需求，並
提高關鍵貨物的物流效率。
不過，英國國家審計局也
警告稱，如果交易商沒有做好
準備，在英格蘭東南部肯特，
可能將出現 7000 輛卡車排起長
隊等候的情況。英國央行 5 日
表示，即使能達成協議，英國
國內生產總值也可能會因貿易
變化而遭受壹定打擊。
英國於 2020 年 1 月 31 日正
式脫歐，隨後進入為期 11 個月
的過渡期。若過渡期內英歐未
達成貿易協議，雙方貿易自
2021 年起將回到世貿組織框架
下，重新實施邊檢和關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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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希臘國家公共衛生組織宣布，過去 24 小時新增 2646 例新
冠肺炎確診病例，刷新自 2 月底疫情暴發以來的單日新增確診紀錄。當
地媒體指出，希臘總理米佐塔基斯將於 5 日發表有關如何應對疫情的講
話，或將宣布再次啟動全國封鎖政策。
據報道，目前希臘累計新冠確診病例 46892 例；4 日當天新增死亡 18
例，累計死亡 673 例。
報道稱，隨著希臘新冠肺炎患者的日增紀錄再次被打破，人們對於
國家衛生系統應對疫情蔓延的能力愈加擔憂。
在阿提卡地區，新冠感染率和新增重癥患者人數都在逐步上升。11
月 2 日，該地區為新冠肺炎患者提供的重癥監護室病床數量已有 70%投
入使用，而這壹地區的感染率比上周已經增加了 30%。北部城市塞薩洛
尼基的感染人數與上周相比已經翻了壹番，並從 3 日開始進入到全面封
鎖狀態。
不過，就政府是否會立即對阿提卡地區實施全面封鎖的猜測，政府
發言人佩薩斯給予了否定答復。他說：“阿提卡地區的病例上升並沒有
呈現出指數級增長的特點。”而關於禁止區域間旅行的決定將由專家商
討後做出。
目前希臘正面臨第二輪疫情的強烈沖擊，部分城市再次實行
封鎖措施。雅典大學流行病學助理教授馬約尼克斯說，“近期病
例激增主要是因為人們大量聚集在室內聚餐。隨著本周處於疫情
風險較高地區的餐廳、咖啡廳、酒吧暫停營業後。預計情況將有
所好轉。”
然而，來自希臘各地的 50 個餐飲協會要求與總理米佐塔基斯會面，
商討行業面臨的危機，並進壹步完善針對餐飲業的支持方案。

有素的軍隊。
埃 塞 俄 比 亞 原 定 於 8 月 29 日 舉 行
全國大選，但由於新冠肺炎疫情被推
遲 。 6 月 10 日 ， 埃 聯 邦 議 院 批 準 延 長
聯邦議院、人民代表院和地方州委員
會 任 期 （ 本 應 於 10 月 5 日 結 束 ） 至 疫
情受控，埃總理任期延長至下壹次大
選 。 TPLF 領 導 人 拒 絕 延 期 ， 並 於 9 月
舉行地方選舉。
路透社稱，自 9 月起，在由誰控制
提格雷州的聯邦軍事人員和資產的問題
上，聯邦政府與 TPLF 的緊張局勢加劇。
上周，TPLF 拒絕承認阿比任命到提格雷
州的壹名將軍，稱其無權做出這樣的任
命。而埃聯邦政府指責稱，近期在境內
頻繁發生的針對平民的襲擊事件，也有
TPLF 的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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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日增確診數創紀錄
總理將就疫情發表講話

即采取措施緩和緊張局勢，確保和
平解決分歧。古特雷斯強調，埃塞
俄比亞的穩定對於整個非洲之角地
區至關重要。
報道稱，TPLF 此前是埃塞俄比亞人
民革命民主陣線（EPRDF，簡稱“埃革
陣”）的壹部分。“埃革陣”以 TPLF 為
核心，還包括其他 3 個政黨，於 1989 年
成立，在埃執政近 30 年。2019 年 12 月 4
日，“埃革陣”中的其他 3 個政黨和另
外 5 個政黨組成埃塞俄比亞繁榮黨，繁
榮黨成為執政黨，阿比成為領導人。而
TPLF 拒絕加入繁榮黨，並拒絕承認其合
法性。TPLF 目前控制著埃最北部的提格
雷州。路透社稱，提格雷州的人口占全
國總人口的 5%，但該州比其他許多地區
更富有、更有影響力，而且有壹支訓練

TJ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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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宣布“好消息”數小時後，
拜登公開講話，“美國仍面臨黑暗冬天”
（綜合報導）在 2020 年美國大選中獲
得絕對優勢的民主黨候選人喬。拜登，在特
拉華州威爾明頓市發表公開講話，他警告說
“美國仍面臨著一個非常黑暗的冬天”，並
且督促人們要佩戴上口罩，“我懇求您，戴
上口罩，自己這樣做，為你的鄰居這樣做”
，“口罩不是政治，而是讓這個國家變好的
方法”。
即將成為第 46 屆美國總統的拜登，是
在輝瑞公司公佈，針對新冠病毒的疫苗有效
率達到 90%後發表的講話，也是在現任總統
唐納德。特朗普在社交媒體上宣布“好消息
”之後的幾個小時後發表的演講。善於利用
社交媒體的特朗普用全大寫字母寫道：“股
市大漲，疫苗將上市。報告 90%有效。好消
息！”。
而與特朗普的激動所不同的是，拜登表
現得很是平靜，他雖然也表示疫苗是安全有
效的，但還是提醒大家“口罩依然是抵抗病
毒最有效的武器”，“今天的新聞並沒有改

變這個緊迫的事實”。據《每日郵報》報導
稱，不僅是比起特朗普，甚至比起世界其他
很多地方的領導人，拜登的口氣都明顯更加
“平淡”。
儘管拜登“平淡”，但卻不能阻止股市
的大熱，就像特朗普在發文中說的那樣，在
輝瑞公司發佈公告之後，不僅該公司的股價
飆升，歡欣鼓舞的發展前景讓整個股市都隨
之振奮，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上漲 1,092.42
點，標普 500 指數上漲 99.43 點。甚至有人
樂觀地認為，美國很可能因此從疫情所引發
的衰退中崛起。
而另一方面，英國人同樣很興奮，英國
首相鮑里斯。約翰遜在 9 日晚的發布會上，
雖然強調說“英國不能依靠新疫苗解決問題
，也不能放鬆我們的警惕”，但卻稱疫苗是
“騎兵的號角”，“可能會是一切在春季恢
復正常”。據悉英國已經訂購了 4000 萬劑
疫苗，可以滿足 2000 萬人口的需要，而其
中的 1000 萬劑會在聖誕節前到達該國。

美一機構拒簽署允許拜登團隊工作信函，權力過渡或將因此延期
（綜合報導）一位不具名的政府高級官員透露：“目前沒
有哪個機構的負責人會去與總統（特朗普）商討過渡問題。”
該官員預計各機構負責人“將被告知不要與拜登團隊對話” 。
由現任美國總統特朗普政府任命的美國總務管理局（GSA
）的官員目前拒絕簽署允許拜登過渡團隊於本周正式開始工作
的信函，美國總統權力過渡可能因此延期。
據《華盛頓郵報》9 日報導，GSA 是一家負責管理聯邦大
樓的機構，根據美國法律，只有在 GSA 確認一方勝選並簽署信
函，正式移交數百萬美元資金，並授權候任總統的過渡團隊進
入政府大樓，使用辦公空間和設備之後，美國總統權力移交工
作才算正式開展。自 1963 年《總統過渡法案》簽署以來，GSA
一直是歷屆美國總統大選結束後在過渡時期的重要部分，依照
以往慣例，該機構會在媒體預測的幾個小時或一天內確定獲勝
者，幾週後選舉團正式公佈結果。
報導稱，GSA 的一系列程序相當於由聯邦政府正式宣布總
統競選的獲勝者，但到了 8 日晚上，也就是媒體預測拜登將獲

勝的 36 個小時後，美國總務管理局局長艾米麗.墨菲仍舊沒有
簽署允許拜登過渡團隊於本周正式開始工作的信函。 GSA 發言
人帕梅拉.彭寧頓表示：“此事尚未確定，GSA 的管理者將繼續
遵守並履行法律規定的所有要求。”而 GSA 總統過渡團隊的負
責人瑪麗.吉伯特則在本月 6 日與政府官員的電話中對同事表示
，GSA 目前處於“等待”狀態，在“確認”之前，不會接待拜
登團隊的工作人員。
對此，一位不具名的政府高級官員透露：“目前沒有哪個
機構的負責人會去與總統（特朗普）商討過渡問題。”該官員
預計各機構負責人“將被告知不要與拜登團隊對話”。而另一
名不具名的官員則表示目前每個機構都為新政府起草了詳細的
過渡計劃，但在正式宣布獲勝者之前，這些計劃不會向拜登團
隊公佈。還有官員稱，目前特朗普允許在“進程不被公開”的
前提下由特朗普政府高級助手參與過渡工作，但這名官員也表
示特朗普不太可能承認自己敗選或參與過渡工作，並擔心“特
朗普一直拒絕參與過渡工作“是一個壞兆頭。

報導稱，GSA 的“拖延”將直接影響拜登團隊的工作進程
。據悉，在“認證”候任總統後，GSA 的管理者將為其團隊申
請進入內網系統，並為其提供用於發放工資和建立新政府行政
工作的 990 萬美元（約合人民幣 6544 萬元）資金。過渡官員還
將在 GSA 的幫助下在聯邦機構設立辦公室開展後續工作並接觸
到政府高級官員（包括即將離任的政府官員），雙方將交接正
在進行的重點工作以及預計進行的項目。一位專家對《華盛頓
郵報》表示，儘管拜登團隊對政府並不陌生，但由於聯邦政府
是一個規模達 4.5 萬億美元（約合人民幣 29.75 萬億元）的機構
，與政府官員的交接是至關重要的。
對此，拜登團隊發言人稱，期待 GSA 管理者迅速確定拜登
和哈里斯為當選總統和副總統。該名發言人在一份電子郵件中
寫道：“美國的國家安全和經濟利益有賴於聯邦政府明確而迅
速地發出信號，表明美國政府將尊重美國人民的意願，進行平
穩、和平的權力交接。 ”

民調顯示近 7 成美國人讚成大麻合法化 支持度創新高
（綜合報導)蓋洛普（Gallup）本週一的一
項民調結果顯示，有創紀錄的美國人希望看到
大麻在美國合法化。
據合眾國際社（UPI）消息，新的民意調
查顯示，有 68％的受訪者贊成將該物質合法
化，這是蓋洛普在該問題上所記錄的最高支持
率。去年，有 66％的人讚成將其合法化。
在上週的公投中，亞利桑那州、蒙大拿州
、新澤西州和南達科他州批准使用休閒大麻。
之前有其他 11 個州也投票贊成這樣做。目前
，全美 35 個州已通過法律，將大麻用於醫療
用途合法化，包括本月密西西比州和南達科他
州。
週一的數據標誌著大約 35 年前開始的全
美範圍內大麻合法化的支持度的日益增加。蓋
洛普調查發現，支持率在 1970 年代初徘徊在
12％，在 1977 年達到 28％，隨後在 1985 年下
降到 23％。此後一直緩慢上升，其中大多數

美國人（58％）在 2013 年首次支持合法化。
蓋洛普介紹：“大多數美國人都支持大麻
合法化，包括按性別、年齡、教育程度和家庭
收入劃分。” “然而，每個群體內部的支持
程度存在很大差異，男性、年輕人、大學畢業
生，以及家庭年收入至少為 10 萬美元（約合
人民幣 65.9 萬元）的家庭比同齡人更傾向於支
持大麻合法化。”
雖然大多數美國成年人都對大麻合法化表
示歡迎，但許多保守派人士和定期參加禮拜的
人卻持反對意見。蓋洛普說，有 49％的保守
派人士表示應該合法，而 87％的自由主義者
和 74％的溫和派人士認為這是合法的。在定
期的教堂聚會者中，也只有 48％的人表示他
們支持合法化。
據報導，本次調查是蓋洛普在全美範圍內
對 1000 多名美國成年人進行了調查，其誤差
幅度為 4 分。

參議員羅姆尼：
參議員羅姆尼
：美國民眾希望領導層變化
美國民眾希望領導層變化，
，但不想政策
但不想政策“
“急劇左轉
急劇左轉”
”
（綜合報導）美國猶他州參議員米特。羅姆尼(Mitt Romney)上週日表示，美國大選結果顯
示，美國人顯然希望領導層發生變化，但不希望政策出現“急劇左轉”。羅姆尼是 2012 年美國
大選共和黨總統候選人。
羅姆尼在接受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採訪時表示，美國選民們傳達了“複雜的信息”，
共和黨在眾議院贏得了更多席位，並且有機會保住參議院的多數席位，但卻失去了總統職位。
羅姆尼說，“我認為，這是美國民眾在說，保守主義原則仍然占我國民意的大多數。”
羅姆尼稱，他不認為美國民眾會贊成“進步主義”的政策，比如綠色新政、全民醫保，以
及擺脫煤炭、石油和天然氣。但在目前階段，美國民眾顯然希望看到白宮領導層發生變化，

“所以這是一個信息：'好吧，領導人要改變了'，但是就公共政策而言，我們不會向左急轉彎
”。
在羅姆尼發表上述言論之前，美國主流媒體確認拜登在 2020 年的大選中獲勝，儘管特朗普
拒絕認輸。
此前幾個月，特朗普一直在指控因疫情而被廣泛使用的郵寄選票會導致選舉欺詐。針對目
前的選舉結果，特朗普的競選團隊已經提起了幾項訴訟，質疑選舉結果。
美國媒體在選舉之夜預測，民主黨將繼續在眾議院獲得多數席位。但隨著更多的競選結果
公佈，很明顯，在下屆美國國會中，民主黨的多數優勢將有所減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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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支條例修正初審完成
最快明年上半年衝嗶經濟
（中央社）電子支付市場將邁入新里程碑，立法
院今天初審通過 「電子支付機構管理條例修正草案」
，未來不同電支平台，也能相互轉帳，並可進行外幣
買賣、紅利整合折抵等多項新業務。
一旦母法三讀通過後，金管會將制定子法，力
拚 2021 年上半年上路。
立法院財政委員會今天審查 「電子支付機構管
理條例修正草案」，修正重點有 3 項。
第 1，整合電子支付、電子票整，未來電子業者
將走入歷史，悠遊卡、一卡通等業者改為電子支付業
。
第 2，放寬電支業者間可相互轉帳，形成串聯，
舉例來說，未來街口也能轉帳到一卡通帳戶，只需掃
QR code 就能完成，大大增加使用便利性。
第 3，大幅度增加電支業者可經營的業務，除了
現行的儲值、代理收付等，等未來修法通過上路，
還進行國內小額匯兌、外幣買賣（含人民幣、港幣）
、協助發行禮券、跨機構轉帳、紅利積點整合折抵等
業務，等於是提高電支業者功能。

金管會先前喊出電子化支付（非現金支付）占
民間消費比重今年底要達到 52%目標，統計至 2019 年
底比為 40%，至今年 6 月因疫情降至 38%，金管會官
員預估，到年底，若另外加計 ATM 轉帳購物部分金
額，有可能會達到 52%目標。
對法案初審通過，金管會主委黃天牧表示，感
謝立院支持，電支電票整合可為台灣非現金支付及行
動支付營造良好發展環境，加速普惠金融推動，是儲
值支付工具發展的重大里程碑。
根據今天初審通過的修正草案，電支業者可經
營的服務項目共新增 9 項，包括國內外小額匯兌、外
幣買賣、提供特約機構收付訊息整合傳遞，提供特約
機構端末設備共用、提供提使用者之間及與特約機構
間的訊息傳遞、電子發票系統及相關加值服務、商品
禮券或票券發行。
另外還有紅利積點整合及折抵，提供儲值卡儲
存區塊或應用程式供他人運用、提供前述服務相關的
資訊系統及設備規劃、建置、維運。

經濟商業對話經濟部：台美都期待年底前召開

刑事局破獲史上最大走私子彈案

刑事局破獲史上最多走私制式子彈案，
刑事局破獲史上最多走私制式子彈案
，查出某國際開發公司以進口合法霰彈
為由，
為由
，夾帶 10 萬 200 顆制式子彈
顆制式子彈，
，以 9 釐米子彈占多數
釐米子彈占多數。
。
（中央社）外傳經濟部次長陳正祺 12 月中將率團赴美召開 「審慎樂觀」的態度。
經濟商業對話，經濟部今天未證實，重申積極洽商中，有具體進
媒體報導，陳正祺 12 月中將率團赴
度會向外說明；陳正祺先前曾表示，台美都期待年底前召開。
美國召開對話，然而，考量疫情及進行年度總預算審查等，經濟 體進度會向外說明。
國務院次卿柯拉克（Keith Krach）9 月來台針對經濟商業對
美國總統由民主黨候選人拜登勝出，各界關注由現任總統川 部長王美花、經貿談判辦公室總談判代表鄧振中、外交部長吳釗
話進行初步溝通，台美雙方就經濟繁榮網路、5G 乾淨網路、產
普政府宣示召開的台美經濟商業對話進度，陳正祺先前告訴中央 燮等人會在台灣以視訊方式參與。
社記者，強調對話一定會進行，期待年底前召開，經濟部抱持
經濟部未證實上述消息，僅重申積極與美方洽商中，有具 業供應鏈重組、印太戰略、新南向政策、新能源、投資審查、婦
女經濟賦權等議題交換意見。

高市議會延續10
高市議會延續
10年寒冬送暖
年寒冬送暖 資助
資助1410
1410弱勢家庭
弱勢家庭
（中央社）高雄市議會議長曾麗燕今天宣布結合慈善機構發送物資金額新台幣 343 萬元，週
六下午在議會前廣場舉辦的這項寒冬聯合送暖，資助 1410 個弱勢家庭。議會這項傳統活動已延續
10 年。
曾麗燕指出，前議長許崑源 10 年前發起寒冬送暖活動，結合民間資源與力量，關懷政府資源
所照顧不及的弱勢家庭，歷經 3 屆議會，迄今送暖 1 萬 4349 戶弱勢家庭。她感謝許崑源、康裕成兩
位前議長在縣市合併 10 年裡，持續辦理議會送暖，讓慈善公益的火把燃燒 10 年，自己也將接棒關
懷弱勢家庭，持續愛的火花。
曾麗燕感謝高雄市慈善團體聯合總會動員各慈善團體、企業及個人，出錢出力共襄盛舉。受

2019 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 疫情影響，公益勸募雖不如以往，但在議會登高呼籲下，今年送
暖及物資金額仍高達 343 萬元，總計結合 113 個慈善機構、企業及個人，送暖給 1410 個弱勢家庭，
發放每戶 2000 元物資券及 500 元等值物資包。
慈善團體聯合總會理事長張來川表示，除審核通過的 1410 戶弱勢家庭外，還有 145 戶未能納
入援助，將由慈總加碼關懷，發放實物銀行 2000 點數，讓大家都能感受社會溫馨。
今年送暖活動也結合 「惜食」概念，由國立高雄餐旅大學師生運用剩餘食材烹煮惜食餐，邀
請慈善機構、個人及受助戶一起享用，除宣導惜食觀念，更鼓勵市民將可食用的剩餘食材捐助實
物銀行，幫助弱勢家庭，更具意義。

PPO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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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龍華打造數字經濟先行區
數字經濟數字城區數字治理“三位一體”賦能高質量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石華 深圳報道）在深
圳經濟特區建立40 周年慶祝大會上，習近平總
書記指出“要圍繞產業鏈部署創新鏈、圍繞創
新鏈布局產業鏈，前瞻布局戰略性新興產業，
培育發展未來產業，發展數字經濟”。此前，

習近平也多次強調，要推動實施國家大數據戰略，加快建設數字中國。6日，深圳市政府
新聞辦舉辦“建設數字龍華打造數字經濟先行區”新聞發布會。香港文匯報記者在會上
獲悉，未來，龍華將通過數字賦能高質量發展，廣泛應用於市民的消費、醫療、教育以
及文化等領域，加快把龍華建設成為大灣區現代化國際化創新型中軸新城。

數字經濟時代，粵港澳大灣區迎來前所未有的
發展機遇。作為全球電子信息產業大區，深
圳龍華區在工業互聯網、人工智能、5G 等智能製
造領域發展走在全球前列，打造具有灣區一流競爭
力的數字經濟發展高地，龍華得天獨厚。

育產業集群 產值營收逾5200億元
“我們要建設的數字龍華，涵蓋數字經濟、數
字城區和數字治理‘三位一體’。其中，數字經濟
為數字城區、數字治理提供技術支撐和物質基礎，
數字城區、數字治理為數字經濟發展提供應用場景
和廣闊空間。”龍華區區委書記、區長王衛表示，
發展數字經濟關鍵在於區塊化培育產業集群，加速
產業鏈垂直整合。為此，龍華目前梳理出12個產業
區塊，覆蓋各類規上企業 1,700 餘家，產值營收超
過5,200億元人民幣。
據了解，在數字生態環境方面，龍華經濟本質
的特徵就是數字經濟，龍華去年研發投入增長超
30％。在數字經濟的每個環節，龍華區都引進了主
導型企業或者機構，為發展數字經濟提供支撐，在
成果的孵化轉化階段有大量的優質孵化器、加速
器，形成了良好的生態土壤。
華傲數據技術有限公司六年前落戶龍華，該公
司 CEO 賈西貝認為，龍華有了發展數字經濟的人
才、技術、數據等創新要素，也有土地、資本等傳
統要素。“龍華已經有了數字化營商環境的雛形。
龍華的政策數字化、政策算法化，通過機器換人、

算法換人，已經讓人才找政策，企業找政策，變成
了政策找人才，政策找企業。”

人工智能可對27種場景識別
目前，美團已經在龍華進行無人機送餐實驗。
龍華區區委書記、區長王衛提出，在消費領域將有
廣闊的空間。“假如我們想喝奶茶，只需要在手機
App 下單，美團就可以用無人機把奶茶送過去房
頂。再通過房子的智能傳輸系統，把奶茶送到餐桌
甚至床頭，這是可以預見的未來。”
此外，龍華在全市率先完成 5G 基站建設後，
首次將現場教學基地“中國文化名人大營救紀念
館”搬上雲端，達到了很好的視聽教育效果。未
來，龍華豐富的文旅資源將通過各種方式上
“雲”，讓市民足不出戶遊龍華。
數字經濟對於城市管理精細化有了明顯推動，
據龍華區政府黨組成員、副區長陳建民介紹，龍華
現在用人工智能技術已經對27種場景進行識別和逐
步的應用，比如亂擺攤、亂停車、人員走失尋找、
井蓋的破損問題等。“在以前可能都要通過人去識
別，現在通過人工智能技術就可以識別。”
前海創新研究院秘書長諶鵬建議龍華區圍繞解
決數字經濟發展關鍵問題開展針對性改革實驗探
索，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數字經濟創新發展、
人工智能產業鏈集群等重大機遇在龍華區疊加，打
造高質量發展的創新平台，以及一批全國領先的數
字經濟創新中心。

■未來，龍華將通過數字賦能高質量發展，廣泛應用於市民的消費、醫療、教育以及文化等領域。
圖為龍華將引入的互聯網醫療。
香港文匯報記者石華 攝

深圳北站港澳創新創業中心將運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石華 深圳報道）2018
年 10 月 24 日，習近平總書記親臨龍華區民治街
道北站社區視察，強調要把更多資源、服務、管
理放到社區，為居民提供精準化、精細化服務。
在發布會當天，龍華區正式印發了《關於建設數
字龍華打造“一圈一區三廊”區域發展格局的決
定》，其中北站新城將突出總部經濟、金融、科
技、文化、人才等服務功能，建設環深圳北站國
際人才服務圈和金融集聚功能區，打造產值超
2,000 億元人民幣的世界級“國際會客廳”，其
中深圳北站港澳創新創業中心即將投入運營。
廣深港高鐵開通後，疫情前，深圳北站直達香

港西九龍僅需15分鐘，與香港、廣州形成半小時生
活圈，與武漢、廈門形成4小時生活圈。高鐵運行
帶來的“同城效應”，極大地拓展了發展腹地，“總
部＋分支、研發＋生產、中心＋網絡”的外溢發展
戰略成為可能。這使得原本處於深圳“腹地”的龍
華區，搖身一變成為深圳經濟外溢的前沿。
龍華區作為深圳市傳統產業大區，實體經濟基
礎雄厚，與香港的科技、專業服務及金融業優勢具
有極強的互補性。龍華以製造業立區，工業巨頭富
士康率先布局於此，華為公司亦比鄰而居。以富士
康與華為作為龍頭，龍華在多年發展中構建起覆蓋
產業上下游的完善產業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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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十國慶籌備會感恩餐會
上周五在室外別開生面舉行
項活動 ， 在疫情橫掃之際
項活動，
在疫情橫掃之際，
， 一項項圓滿完成
， 殊為不易
殊為不易。
。 主辦單位和參與社團
主辦單位和參與社團，
， 在嚴峻
的環境下，
的環境下
， 無不克服障礙
無不克服障礙，
， 或在室內
或在室內、
、 或在
室外舉行，
室外舉行
， 內容極為充實
內容極為充實，
， 參與者熱情不減
， 充分表現僑胞們愛國愛鄉之情
充分表現僑胞們愛國愛鄉之情，
， 也使今年
的國慶系列活動別具意義。
的國慶系列活動別具意義
。
109 年雙十國慶籌備會為了感謝大家的參與
年雙十國慶籌備會為了感謝大家的參與，
，
特別於 11 月 6 日（上周五 ）黃昏五點半起
黃昏五點半起，
，在
僑教中心前門停車場空地，
僑教中心前門停車場空地
， 張燈結綵
張燈結綵，
， 大擺華
麗筵席，
麗筵席
， 筵開九桌
筵開九桌，
， 每位出席者皆是他們精心
筵請的貴賓。
筵請的貴賓
。109 年國慶籌備會主任委員何怡中
在致詞時特別感謝經文處、
在致詞時特別感謝經文處
、 僑教中心
僑教中心、
、 美南銀
今年的國慶感恩餐會，
今年的國慶感恩餐會
，首次別開生面的以台灣的
行 、 味全公司等為當天的感恩餐會提供非常豐
「辦桌
辦桌」
」 形式在戶外舉行
形式在戶外舉行。（
。（記者秦鴻鈞攝
記者秦鴻鈞攝）
）
富精美的禮品。
富精美的禮品
。 除了當天來參加的來賓人人有
禮物之外，
禮物之外
，
節目中還安排有獎徵答，
節目中還安排有獎徵答
， 趣味遊戲
（休士頓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中華民國 109 年國
及抽獎，
及抽獎
，
讓大家可以帶更多的獎品回家，
讓大家可以帶更多的獎品回家
， 包括羅
慶系列活動，
慶系列活動
， 到十月底正式劃下句點
到十月底正式劃下句點。
。 多達 20

處長贈送的台灣名
酒‘ 葛瑪蘭威士忌
’ 二瓶
二瓶，
，僑教中心
陳奕芳主任贈送的
頂級紅酒，
頂級紅酒
， 美南銀
行贈送的 24
24K
K 純金
金鼠，
金鼠
， 籌備會贈百
元紅包，
元紅包
， 味全公司
贈送澎湃的福袋，
贈送澎湃的福袋
，
今年的國慶感恩餐會，
今年的國慶感恩餐會
，大家在戶外舞台又唱又跳的歡樂景況
還有許多數不清的
僑教中心」
僑教中心
」主任陳奕芳及副主任楊容清
主任陳奕芳及副主任楊容清。
。
禮品，
禮品
， 讓所有與會者在戶外開濶的空間
讓所有與會者在戶外開濶的空間，
， 開懷暢 及 「
而當晚出席的各社團代表也享受了一場別開
飲 ， 品嘗海港餐廳有專人上菜
品嘗海港餐廳有專人上菜、
、 分菜的美味佳餚
辦桌」
」 餐會
餐會，
， 又有專人每
。 當然在餐會開始時
當然在餐會開始時，
， 仍不忘介紹今年勞苦功高 生面的 「台式 」 戶外 「辦桌
桌送菜、
桌送菜
、
佈菜，
佈菜
，
加上台上好節目不斷，
加上台上好節目不斷
， 大家在飽
的各工作人員登台，
的各工作人員登台
， 接受大家的鼓掌
接受大家的鼓掌。
。 並由 「台
嘗美酒佳餚之餘，
， 又上台又扭又唱又跳
又上台又扭又唱又跳，
， 一掃多
北經文處」
北經文處
」 羅復文處長頒獎給 「國慶籌備會
國慶籌備會」
」 上 嘗美酒佳餚之餘
月來疫情的鬱悶、
、 陰霾
陰霾，
， 重拾國恩家慶的熱鬧
重拾國恩家慶的熱鬧，
，
任主委黃春蘭、
任主委黃春蘭
、 現任主委何怡中
現任主委何怡中。
。 而主委何怡中 月來疫情的鬱悶
歡快之情。
。
也頒發紀念品給今年對她大力支持的羅復文處長 歡快之情

聞名全球視頻會議軟件公司Zoom創始人袁征
今在網上直播訪談，談其創業過程及創意計劃
Zoom 創始人袁征
創始人袁征（
（Eric Yuan )
（休士頓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一項由萊斯大學校長講座系列
一項由萊斯大學校長講座系列、
、劉
氏創意實驗室，及趙氏亞洲研究中心共同主辦的節目
氏創意實驗室，
及趙氏亞洲研究中心共同主辦的節目，
，將於今天
（11 月 10 日，星期二 ）下午四時
下午四時（
（休士頓時間 ）邀請到聞名全

球視頻會議軟件公司 Zoom 創始人袁征
創始人袁征（
（Eric Yuan )的網上直播
)的網上直播
訪談，
訪談
，這個節目將於今天下午四時在網上直播
這個節目將於今天下午四時在網上直播，
，袁征先生將和
我們分享他的創業過程以及今後的創意計劃。
我們分享他的創業過程以及今後的創意計劃
。
下面是免費上網註冊的鏈接以及有關的英文文宣，
下面是免費上網註冊的鏈接以及有關的英文文宣
，歡迎通知
親朋好友，
親朋好友
，並經由視頻踴躍參加網上直播
並經由視頻踴躍參加網上直播。
。
感謝你們蒞臨及報導過萊斯大學趙氏亞洲研究中心所舉辦的
活動.. 現在向各位介紹劉氏傑出來賓系列
活動
現在向各位介紹劉氏傑出來賓系列,, 邀請到聞名全球視頻
會議軟件公司 Zoom 創始人
創始人,, 袁征
袁征(Eric
(Eric Yuan) 的網上直播訪談
的網上直播訪談..
這個節目將在 十一月十日
十一月十日((星期二
星期二)) 下午四時
下午四時((休士頓時間
休士頓時間)) 在網上
直播.. 袁征將和我們分享他的創業過程以及今後的創意計劃
直播
袁征將和我們分享他的創業過程以及今後的創意計劃..
這項節目是由萊斯大學校長講座系列,, 劉氏創意實驗室
這項節目是由萊斯大學校長講座系列
劉氏創意實驗室,, 及趙

氏亞洲研究中心共同主辦.
氏亞洲研究中心共同主辦.
下面是免費上網注冊的鏈接以及有關的英文文宣.. 歡迎你們
下面是免費上網注冊的鏈接以及有關的英文文宣
和讀者和網友分享,, 并經由視頻參加
和讀者和網友分享
并經由視頻參加..
歡迎各界人士踴躍參加網上直播..
歡迎各界人士踴躍參加網上直播
期待與各位線上見面,,
期待與各位線上見面
Katherine Shen
https://www.eventbrite.com/e/meet-zoom-ceo-and-foundhttps://www.eventbrite.com/e/meet-zoom-ceo-and-found
er-eric-yuan-tickets-124340613121
er-eric-yuan-tickets124340613121?aff=ebdssbeac
?aff=ebdssbeac
https://www.eventbrite.com/e/meet-zoom-ceo-and-foundhttps://www.eventbrite.com/e/meet-zoom-ceo-and-found
er-eric-yuan-tickets-124340613121
er-eric-yuan-tickets124340613121

美南山東同鄉會上周五舉行線上理事會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 ）美南山
東同鄉會在上周五（11 月 6 日 ）在線上舉
行全體理事會，有部分理事，就近在副會
長徐洪濱主理的 「友家山東館」同步參與
。理事會由會長修宗明主持。他表示：本
次理事會的主要目的是在新冠疫情的特殊
情況下，另闢蹊徑組織大家採取線上 zoom
會議的方式溝通進展，增進互相了解；同
時對大家在疫情期間支持參與的赫曼醫院
口罩防護服捐贈活動、省僑辦口罩捐贈分
發活動以及中美兩地疫情的捐款活動表示
感謝；

2. 美國的大選剛剛結束，中美關係近
期緊張，提醒各位理事能在疫情期間抱團
取暖，互相支持幫助，共渡難關，同鄉會
是大家共同的家；
3. 近半年有燒烤會等很多活動因為疫
情不能舉辦，不過很多理事在上半年的抗
擊新冠活動中給與了大力的支持和幫助，
因此我提議在上半年活動中做出突出貢獻
的理事推薦為副會長，按照章程，請副會
長們幫忙推薦；
4. 在省僑辦的口罩捐贈活動中，我已
經向參加的理事要求推薦常務副會長的候

選人，但是因為有部分理事當時未能參加
，因此請理事會在最近的兩週內（截止到
11.20 號周五）自薦或者互薦常務副會長候
選人。
美南山東同鄉會自成立以來，作為一
個民間社團，一直致力於聯繫服務大休斯
頓地區的山東同鄉，增進中美兩國的民間
交流和友誼，是我們大休斯頓地區山東人
共同的家，同鄉會的持續繁榮和發展是我
們大家共同的責任和榮譽！在此感謝理事
們，老鄉們，以及兄弟社團的朋友們，多
年來對同鄉會無私的支持和厚愛！

休城工商

華人石油協會將於十一月十四日（星期六
華人石油協會將於十一月十四日（
星期六）
）
美中上午十點至十二點舉行線上能源前景座談會
2020 CAPA 能源展望小組討論公告
註 冊 現 已 開 啟!(http://capaus.org/
event-4033627) 2020 年 11 月 14 日(星期
六)上午 10 時至下午 12 時, 尊敬的 CAPA
會員和朋友,CAPA 誠摯地邀請您參加將於
2020 年 11 月 14 日上午 10 時至下午 12 時
舉行的在線能源展望小組討論會。今年的
大流行和石油市場的崩潰造成了不確定性,
並給石油和天然氣工業的未來帶來了懷疑
。在本次小組討論中,四位具有全面行業經
驗和知識的小組成員將分享他們對行業挑
戰和前景的看法。他們還將與出席者討論
這 些 問 題 。 小 組 成 Mr. Linhua Guan,
CEO, Surge Energy America, Dr. Bruce
Z. Shang, Manager of Reservoir Technology and Development Geosciences,
Noble Energy ,Dr. JC Wan, VP, Sierra
Resources, Mr. Zach Z. Liu, PE, CFA,

Kinder Morgan:
上午 9:45 開始登記入住;會議從上午
10 時至下午 12 時,星期六,2020 年 11 月 14
日(中央標準時間)地點: 線上會議費用:免
費 註冊:請 RSVP 在 www.capaus.org 並在
" 能源展望小組討論"活動下註冊。請在 11
月 13 日(星期五)結束前註冊。論壇形式:每
位小組成員將發表 10 分鐘的演講,然後進
行討論和問答環節。這次小組討論是聽取
和學習新想法的一個很好的機會。請隨時
邀請您的朋友加入我們。我們期待您的參
與!真誠,寶泰,CAPA 總裁楊美,活動協調員
Mr. Linhua Guan, CEO, Surge Energy America 能源公司的首席執行官,該公
司剛剛成為 10 月份被《休斯頓商業雜誌
》(HBJ)授予 2020 年最佳工作和中市 50
獎的唯一一家石油公司。2019 年,公司還
榮獲 HBJ 首屆創新獎,該創新獎旨在突破

頁岩油開發技術,打破了 3 英里水準井是頁
岩油行業工程和技術極限這一認識。關先
生擁有 20 多年的石油行業經驗,分別曾在
星能源國際公司、挪威國家石油公司、雪
佛龍公司和中石油工作。他是德克薩斯州
註冊石油工程師,並獲得中國石油大學石油
物理學學士學位和地質學碩士學位。他還
擁有德克薩斯 A&M 大學石油工程碩士學
位和賴斯大學工商管理碩士學位。
Bruce Z. Shang 目 前 是 Manager of
Reservoir Technology and Development
Geosciences, Noble Energy 能 源 公 司 的
儲層技術和開發地球科學部經理,該公司正
在兼併雪佛龍。尚在陸上和海上的油氣技
術、勘探和油田開發方面擁有 30 年的上
游油氣行業經驗。在加入 Nono Energy 之
前,他之前是中石化技術休斯頓的儲層地球
物理總監,以及馬拉松石油的地下團隊主管

和儲層表徵經理。Bruce Z. Shang 當選為
SEG 第 二 副 總 裁 (2020-2021), 並 擔 任
SEG 全 球 BOD 主 席 (2018-2020 年)、
CAPA 總裁(2013 年)和 BOD 主席(2015 年)
。他獲得休斯頓大學地球物理學博士學位
和中國石油大學地質學學士學位。
JC Wan 博士是 Sierra Resources 勘
探副總裁。萬博士於 1984 年在中國南京
大學獲得物理學學士學位,1991 年獲得明
尼蘇達大學物理學博士學位。他曾為殼牌
石油公司、阿梅拉達·海斯公司、C&C 儲
油罐公司、Hess 公司和埃爾帕索公司(後
來稱為 EP Energy)工作。萬博士熱衷於石
油和天然氣勘探,並在世界各地許多盆地從
事過各種專案,從陸上到海上,從常規到非
常規資源。近十年來,他一直在沃爾夫坎普
和鷹福特油田開發工作。最近,他正在開發
混合緊砂岩發揮在墨西哥灣沿岸地區。他

是一位經驗豐富的地球物理學家,擁有地震
處理、地震解釋、岩石物理、孔隙壓力預
測、石油物理學、地質解釋、地質力學和
地球建模等專業。
紮克·劉在休斯頓的金德摩根擔任石
油 物 理 學 家/水 庫 工 程 師 。 他 曾 擔 任
2018-19 SPWLA 國際總裁。他是持牌專
業石油工程師(P.E.)和 CFA 特許持有人。
他在石油和天然氣電子交易部擁有 18 年
的廣泛經驗,專注於美國陸上常規、非常規
和 EOR 資產。他獲得了德克薩斯大學奧
斯丁分校的石油工程碩士學位,以及休斯頓
大學石油地質學第二碩士學位。他發表了
10 多篇技術論文,獲得了 3 項美國專利。他
喜歡打高爾夫球和跑步。而且他會騎獨輪
車。

達福榮光弟兄不畏疫情歡慶榮民節

2020 CAPA 能源展望小組討論公告
註 冊 現 已 開 啟!(http://capaus.org/
event-4033627) 2020 年 11 月 14 日(星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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