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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年末折扣季線上銷售額大增

【綜合報道】據 Adobe Analytics 統計
，26 日感恩節當天，美國 80 家網上零售商
線上銷售總額創紀錄地突破 51 億美元，比
2019 年增長 21.5%，最受歡迎的商品包括
玩具、電腦、手錶、運動器材等。Adobe
預計，“黑色星期五”當天的線上銷售額
將突破 100 億美元，同比增長 39%，接下
來“網絡星期一”的線上銷售額將可能突
破 127 億美元。
全美零售業聯盟(National Retail Federation)也對今年年末折扣季的銷售情況持

樂 觀 態 度 。 NRF 首 席 經 濟 學 家 克 雷 恩 茲
(Jack Kleinhenz)表示，在度過了“如此艱
難的”一年後，民衆會認為理應為自己和
家人購買更好的禮物作為獎勵，“這種心
理將促進消費”。據 NRF 預計，今年 11 月
和 12 月的銷售額將同比增長 3.6%至 5.2%
之間。
往年年末折扣會有衆多民衆於午夜時
分在商場排隊等候進入。今年受疫情影響
，衆多商家已提前在線上推出折扣活動，
衆多民衆也選擇通過線上方式消費。

（網絡照片
網絡照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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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need to put Country first
大俠行天下日記 我見我聞我思
我見我聞我思11
11//28
28//2020

國家重要還是個人重要？
國家重要還是個人重要
？

Millions of people disregarded the CDC’s warming
they still went back home for thanksgiving dinner
with the love ones according to latest report across
the country hospitals are facing a crisis-level
shortage of beds and staff to provide adequate care
of patients
In Washington President Trump lashed out at
reporter calling the journalist a “lightweight”after
the president was pressed about his election defeat.
Trump will travel to Georgia to help two Republican
Senator to be elected in January next year.
Today Philadelphia appeal court also ruled that the
Trump campaign could not stop-or attempt to Te
verse the certification of the voting result in

不顧政府醫療當局之警告， 成千上萬
的美國民眾仍然堅持回家過節，和他們的
親朋好友相聚，度過了 2020 年的感恩節
。
根據最近統計數據顯示，由于感恩節
及黑色星期五之人潮，截止星期五全國確
診人數超過了一千三百萬人， 全國各地之
醫院已經呈現飽和狀態。
今年六十六歲服務於紐約醫院的佛克
醫生，上週在家中因心臟病去， 她在今年
疫情期間對無數患者進行器官檢查， 她曾
經在媒體上透露新冠疫情患者，發现在他
們的心肺及肝臟中有非常微小的血塊，尤
其在腦部上之血塊非常可能造成腦充血致
死， 她的發現是治療病患的重要參考。

Մ↛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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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nnsylvania. In the 21 pages ruling the judge
pointed out “free fair election are the lifeblood of
our democracy”
Last week a federal judge in Atlanta appointed by
Trump denied an emergecy request to halt the
certification of Georgia’s vote saying that such
move would breed confusion and
disenfranchisement that We find have no basis in
fact and law.
Giving the national crisis in pandemic we strongly
suggested President should concede in the election
afte4 all the country is always important than
individual

川普總統在記者會上表示， 如果全國
選舉人票決定是拜登勝選，他將會離開白
宮，他在白宮的記者會上和發問記者發生
爭執，並告誡記者他是美國總統， 川晋並
宣稱他即將前往喬治亞州為兩位共和黨參
議員助選。
截止目前為止，即便是大多數州已經
確定拜登勝選，雖然票數距離非常接近，
但是選舉人票拜登是遙遙領先，川普要以
訴訟翻盤，可謂難上加難。
全國疫情如此嚴重， 我們甚盼華府諸
公， 應以大局為重 ，國家重要還是個人
重要呢?
( 图片来源：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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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核科學家遭暗殺，
首席核科學家遭暗殺，
伊朗到底會採取什麼報復措施？
伊朗到底會採取什麼報復措施
？
（綜合報導）伊朗最高領袖哈梅內伊當地時間 28 日誓言，將對殺害該國首席核科學家穆
赫森.法赫里扎德的幕後黑手進行報復。據該國通訊社報導，此前一天，法赫里扎德在德黑蘭
附近的一個城鎮遭到暗殺。中東事務專家 28 日在接受《環球時報》記者採訪時表示，法赫里
扎德之死對伊朗的民心及輿論刺激很大，類似年初該國“三號人物”蘇萊曼尼將軍之死造成的
效果，因此伊朗政府勢必會採取報復措施。但考慮到當下所處的美國權力交接的敏感時期，伊
朗料不會採取可引發激烈衝突的手段，或許以進一步推動核能力發展作為反應手段。
據伊朗伊斯蘭共和國通訊社 27 日報導，59 歲的伊朗國防部研究和創新機構負責人、首席
核科學家穆赫森.法赫里扎德在德黑蘭附近的一個城鎮被暗殺。隨後，伊朗國防部發布聲明稱
，法赫里扎德的汽車遭到不明恐怖分子的自殺式爆炸襲擊，並遭到開槍射擊，法赫里扎德在被
送到醫院後不治身亡。
目前沒有組織或個人宣布對襲擊負責，但伊朗輿論普遍認為，以色列是這起事件的幕後黑
手。伊朗總統魯哈尼在 28 日的電視內閣會議中稱，伊朗人民不會落入以色列的圈套中，“伊
朗肯定會在適當的時候對我們科學家的殉難作出回應。”而伊朗國營的全球衛星電視台阿語頻
道則指控以色列情報特務局“摩薩德”謀殺了這位科學家。
一位熟悉以色列情報部門的中東問題學者 28 日對《環球時報》記者表示，此次事件出自
以色列之手的可能性的確較大。他表示，2018 年以色列公佈大量關於伊朗核計劃的文件時，以
總理內塔尼亞胡曾經專門提到過法赫里扎德的名字，並稱他是這一計劃的負責人之一。而根據
以色列的報導，這名科學家在以色列情報機構“摩薩德”的暗殺清單中排名第一。
據 BBC 報導，在 2010 年至 2012 年間，四名伊朗核科學家曾遭到暗殺。伊朗一直認為，這
四起事件的肇事者均為以色列。
“從國際形勢看，有史以來最親以的美國總統特朗普即將下台，候任總統拜登在選舉期間又
曾提到過要恢復伊核協議，這加強了以色列的緊張感，需要在美國新總統上任前的兩個月窗口期
內把事情都做完”，上述學者表示，之所以採取路邊埋伏襲擊的作法，可能是考慮到德黑蘭的防
空力量較強，如用無人機發動襲擊，一旦被擊落，伊朗方面有可能從中獲得一些相關信息。此外
，伊朗國內有不少以色列的線人，“摩薩德”未必需要親自出手。
面對這一局面，伊朗會採取何種報復行為？中國前駐伊朗大使華黎明對《環球時報》分析認
為，法赫里扎德的死對伊朗來說是一次重大損失，對伊朗國內輿論和民心刺激也很大，類似於今
年年初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聖城旅”指揮官蘇萊曼尼將軍被美國無人機炸死的情況。在此情景
下，伊朗政府一定會做出反應，採取報復，以給國內各方交代。但對於報復的具體措施和激烈程
度，伊朗政府會非常審慎地考量。
“考慮到拜登上台後可能會繼續推動和伊朗的核談判，倘若伊朗的報復過於激烈，引發中東
地區大規模軍事衝突或戰爭，則局面恐至難以挽回的地步，伊朗會得不償失。”華黎明稱。他同
時表示，不能排除美國和以色列會在未來兩個月內採取更多類似行動，以鞏固特朗普政府過去四
年的中東政策遺產，這將成為對伊朗政府的極大考驗。

據媒體公開報導，在過去的一個多月裡，以色列已經實施一系列針對伊朗的活動。以色列軍
隊襲擊了敘利亞境內的伊朗軍事力量，摧毀了敘利亞首都附近的兩個敘利亞軍隊的彈藥庫，並襲
擊了駐紮在敘利亞境內的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軍事基地。不過，不同於之前以色列對於襲擊活動
的遮遮掩掩，近期的軍事襲擊活動之後，以色列均高調承認，且公開向伊朗表達威脅姿態。
西北大學中東研究所副教授王晉對《環球時報》表示，以色列近期對伊朗高調“秀威脅”，
就是為了激怒伊朗，在未來的地緣政治博弈中謀得先手。不過，伊朗此前就已對此有所預判，因
此已要求國內各個軍事和情報機構保持理性，包括要求伊朗的地區代理人如黎巴嫩真主黨等繼續
“忍耐克制”，防止衝突蔓延。
他認為，經歷特朗普的多年制裁，伊朗的經濟困難重重，社會政治危機較大，難以承受與美
國和以色列衝突的風險，“在未來兩個月的敏感期內，伊朗大概率可能還是保持忍耐。”不過，
伊朗應會繼續推動核能力研發，提升濃縮鈾的豐度和濃縮鈾的產量，以此作為報復手段，同時平
息國內民眾憤怒，安撫強硬派團體。
今年 1 月，在蘇萊曼尼死於美國無人機的空襲之後，伊朗宣布進一步減少對 2015 年伊核協議
承諾的遵守，表示伊朗的核計劃將不再受到任何限制。

俄啟動大規模軍人接種疫苗項目，與印度達成
俄啟動大規模軍人接種疫苗項目，
年產逾 1 億劑
億劑“
“衛星 V”合作
（綜合報導）俄羅斯國防部長謝爾蓋.紹伊古 27 日證實，俄軍中大規模新冠疫苗接種項目已經
啟動，目標是為超過 40 萬軍人接種。俄羅斯直接投資基金同一天宣布與印度一家製藥企業達成協
議，將授權後者每年在印度生產逾 1 億劑俄方研發的“衛星 V”新冠疫苗。
紹伊古當天在一場部長級會議上說，迄今超過 2500 名俄羅斯軍人接種了新冠疫苗。這一人數
今年底將達到 8 萬。他說：“按照總統指示，武裝部隊人員已經開始大規模接種新冠疫苗。計劃
是為超過 40 萬名軍人接種。”
紹伊古介紹，俄軍還在研究如何利用接種過疫苗軍人的血漿治療新冠患者。 “現階段，超過
500 名接種過疫苗的軍人參與了這項研究。”俄羅斯總統新聞秘書德米特里.佩斯科夫 26 日說，俄
羅斯將在新年以前開始大規模接種新冠疫苗。

俄羅斯直接投資基金 27 日宣布與印度藥業巨頭熙德隆旗下一家生物製藥企業達成協議，授權
後者每年在印度生產逾 1 億劑“衛星 V”疫苗。
“衛星 V”屬人類腺病毒載體疫苗，由兩種腺病毒載體組成。它由俄羅斯“加馬列亞”流行
病與微生物學國家研究中心研製，8 月成為首款在俄註冊的新冠疫苗，在俄羅斯已進入三期臨床試
驗階段。這款疫苗在印度開展二期與三期合併臨床試驗，在白俄羅斯、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委內
瑞拉等國開展三期試驗。
俄羅斯直接投資基金負責推動這款疫苗的研發、生產和推廣，9 月與巴西巴拉那州政府簽署協
議，同意在當地開展疫苗臨床試驗和生產。俄方說，這款疫苗也會在韓國等國生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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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戰以來最大幅度軍費上調
英國尋“脫歐”後新定位
智能研究機構與國家網絡安全部隊；並
以 2022 年發射英國第壹枚火箭為目標，
組建太空司令部。
英國廣播公司報道稱，當前英國軍
事研發支出已占國防預算的 22%，高於
多數國家水平；而這壹比例很可能在軍
費增加後繼續上升。

據報道，英國首相鮑裏斯· 約翰遜日
前宣布，未來 4 年英國將增加 241 億英鎊
國防開支，這是英國政府 30 年來最大幅
度的軍費上調。面對疫情沖擊與“脫
歐”談判雙重關卡，英國為何此時“大
手筆”增加軍費？高額軍費的可持續性
前景又將如何？
高調增加軍費
據英國政府網站公布，約翰遜 11 月
19 日向議會下院發表政府對外交、國防
等領域綜合評估的階段結果，宣布將在
未來 4 年中追加 241 億英鎊軍費，超出保

守黨競選宣言的承諾 165 億英鎊；國防
開支占國內生產總值(GDP)份額將提高至
2.2% ， 未 來 4 年 國 防 支 出 總 額 將 達 到
1900 億英鎊。路透社報道稱，此次是英
國自冷戰以來最大幅度的軍費上調；此
舉將穩固英國作為歐洲最大、北約第二
大防務支出國地位。
約翰遜在講話中稱，新增的國防預
算將用於提升英國核威懾力，並通過復
興造船業，把英國恢復為“歐洲最重要
的海軍力量”。同時他宣布將專註於
“徹底改變戰爭的新興技術”，在軍事
研發領域追加 15 億英鎊投資，成立人工

SNF 基金會開啟新壹輪援助
為全球抗疫捐款近 1 億美元
綜合報導 Stavros Niarchos 基金会宣布了新一轮的捐赠，旨在新冠
疫情国际行动倡议的框架内帮助全球非营利组织的工作，目前该基金会
累计捐款总额已增至 8190 万美元。
Stavros Niarchos 基金会(SNF)的新一轮捐赠，即第五次捐赠，包括 26
笔捐款，总金额为 980 万美元。本次捐赠将重点为多国弱势群体提供帮
助，主要援助对象包括意大利、西班牙和美国的非营利组织。基金会在
希腊选择援助的组织是伊萨卡洗衣(Ithaca Laundry)，该组织为雅典的无
家可归者提供免费的移动洗衣服务和就业机会。
基金会总裁 Andreas Drakopoulos 表示：“我们从这些组织的坚持中
获得了特别的灵感。尽管时局艰难，这些组织仍设法为最需要帮助的人
们提供服务，我们感谢他们所提供的为这项事业做出贡献的机会。”
Stavros Niarchos 基金会(SNF)是具有领先地位的私人国际慈善组织之
一，由希腊船王 Stavros Niarchos 家族创立，为艺术、文化、教育、健康
和体育以及社会福利领域的非营利组织提供资金，旨在为整个社会带来
广泛、持久和积极的影响。基金会还支持促进公私伙伴关系形成的项目
，以此作为服务大众的有效手段。

秘魯前總統比斯卡拉或參加 2021 年大選

本周宣布決定
綜合報導 秘魯前總統比斯卡拉宣布，他正在考慮是否參加2021年4月
11日舉行的大選，或有可能競選國會議員，本周內將宣布最終決定。對於
薩加斯蒂就任秘魯總統，比斯卡拉表示了祝賀，並稱願意提供幫助。
據報道，比斯卡拉指出，他沒有與任何其他政黨討論競選國會議員
這個問題。鑒於憲法法院最近的裁決，他才剛剛開始考慮這種可能性。
上周，憲法法院(TC)多數法官做出裁決，宣布不予受理比斯卡拉為國會
對他的彈劾案所提出的權限訴訟。
比斯卡拉表示：“我正在考慮參加國會議員競選。三天前我沒有這
種想法，但在憲法法院宣布裁決後，我開始評估這種可能性。我將在本
周內做出決定。”
報道稱，比斯卡拉表示，若當選國會議員，他的壹些建議將包括：
消除國會豁免權、改革秘魯《憲法》、促進私人投資的同時加強社會服
務。
此外，比斯卡拉還祝賀弗朗西斯科· 薩加斯蒂就任秘魯總統，並補
充說，他願意提供幫助。
2020 年 11 月 9 日，秘魯國會以涉嫌腐敗為由，投票通過對時任總統
比斯卡拉的彈劾案，並解除其總統職務，由時任國會主席梅裏諾接任。
隨後，秘魯全國各地爆發大規模抗議示威活動，導致梅裏諾 15 日宣布辭
職。秘魯憲法規定，當總統不能履行職責時，應由副總統接任。由於秘
魯副總統職位自去年 10 月起壹直空缺，總統職務由國會主席接任。
秘魯國會 11 月 16 日舉行全體會議，議員薩加斯蒂當選新壹任國會
主席，並按憲法程序於 17 日宣誓就任總統，任期預定至 2021 年 7 月。

來，美法等大國都有太空建設計劃，英
國也不肯落後。”
路透社分析稱，軍費大幅增加標誌
著英國結束軍費縮減時代，開始尋求
“脫歐”後新的全球定位。
“在‘脫歐’背景下，英國不安全
感實際在上升。作為‘脫歐’後主權獨
立的象征，英國要進壹步提升軍事實力
“不安全感”上升
。事實上，這是英國自‘脫歐’啟動時
“英國大幅增加軍費是基於對國際形 就有的壹個明確目標。”崔洪建表示。
勢的判斷，即今後大國博弈與軍事競爭將
加劇，同時希望借此維護自身實力、利益
來源或引爭議
和相應的國際地位。”中國國際問題研究
據報道，英國反對黨工黨黨魁基爾·
院歐洲研究所所長崔洪建向本報分析。
斯塔默對增加國防預算表示歡迎，但對
《華爾街日報》稱，此次英國軍費調 經費來源問題提出質疑。斯塔默表示，
整正值英國與歐盟未來關系談判的關鍵階 保守黨政府曾在競選宣言中承諾將 GDP
段，英國此舉旨在強化自身在北約中的地 的 0.7%用於對外援助，他擔心增加軍費
位，並刺激歐洲鄰國尋求和英國的合作。
將導致這壹諾言無法實現。“錢從哪來
崔洪建表示，從英國此次國防投入 ？英國是七國集團中受疫情影響經濟衰
的方向上判斷，英國有意在海軍及核武 退最嚴重的國家。”斯塔默說。
器方面維護已有優勢，並在網絡和太空
《衛報》稱，在約翰遜公布軍費上
等新的軍事領域彌補自身短板。“近年 調決策前幾日，英國的對外援助預算就

被削減數十億，從 GDP 的 0.7%降至 0.5%
。此舉曾引發保守黨內部的批評。
“對外援助是壹個國家通過軟實力
發揮影響力的重要途徑，壹旦英國政府
把對外援助預算挪到軍費上來，將在英
國內部引起爭論。同時，英國釋放出把
軟實力轉化為硬實力的信號，也將引發
國際社會對英國外交與防務政策是否會
轉向的猜測。”崔洪建說。
《華爾街日報》稱，新的國防預算將
使英國武器裝備迎來壹輪新升級，但裝備
淘汰換代也是“壹個困難的決定”。具體
方案還需等待完整的政府外交和國防綜合
評估。該評估結果將在明年年初揭曉。此
外，據英國廣播公司報道，即使此次增撥
軍費，當前英國的武器裝備預算中仍有
130億英鎊的“黑洞”需要填補。
“英國壹旦決定增加軍費預算，將
會是壹個長期趨勢。在英國‘脫歐’與
疫情影響經濟的背景下，英國能否支撐
長期、高水平的防務開支？目前還是壹
個問號。”崔洪建說。

意大利新冠疫情持續惡化
聖誕假期或將加強防控
綜合報導 當地時間 22 日，意大利
緊急民防部報告該國新增新冠確診病例
28337 例，新增死亡病例 562 例，這是意
大利連續兩周單日新增死亡病例超 500
例。伴隨聖誕節和新年假期臨近，如何
實施防控措施正成為該國目前的壹大課
題；而針對死亡病例持續增加的現狀，
如何分配重癥患者的醫療資源，也日益
受到社會的關註。
【聖誕假期或將加強防控】
據報道，由於聖誕節和新年假期即
將到來，假期期間該如何進行疫情防控
，意大利官方和民間都在積極討論。
意大利緊急民防部副部長、國家科
學委員會協調員米奧佐警告稱，人員流
動和聚集是造成病毒傳播的重要原因之
壹，聖誕和新年期間，不可避免地會擴
大人員流動及家庭的聚集活動。因此，
恪守防疫規則、加強防控措施和擴大病
毒篩檢就顯得尤為關鍵，否則此前的努
力都將付諸東流。
威尼托大區主席紮亞也警告說，如
果人們都認為聖誕過後生活將回歸正常

化，並放松防疫警惕，那也意味著第三
波疫情即將到來。因此，他認為，很有
必要加強節日期間的疫情防控。
此外，根據壹項關於聖誕和新年防
控措施的最新民調結果顯示，有 23.9%的
受訪者認為，應禁止任何形式的節日晚
餐聚會；28%的人認為，應批準直系親
屬共進節日晚餐；16.9%的人認為，應批
準更多的親友在節日期間團聚；27.8%人
認為，節日期間應取消疫情防控限制。
【重癥患者醫療資源調配受關註】
報道稱，目前，意大利的新冠死亡
病例持續居高不下，如何減少新冠患者
死亡率和重癥患者的醫療資源調配問題
，越來越受到全社會的關註。
為了向公眾解釋如何調配重癥醫
療資源問題，意大利國家衛生院官網
日前刊發了壹份關於重癥醫療資源調
配的征求意見稿，該稿由意大利麻醉
復蘇和重癥監護協會與意大利法醫醫
學和保險協會共同起草。文件所遵循
的原則，是給生存幾率更大的患者創
造救治機會。

該稿指出，醫療機構在重癥患者醫
療資源超負荷運轉的情況下，應允許醫
療團隊根據臨床表現，進行判斷和擇優
分配醫療資源。
此外，醫療機構應當每天對所有重
癥患者的治療目標進行評估，並確定無
法承受高強度治療後果的患者，以便進
行相對保守的治療。針對重癥患者治療
方案的評估，不得由主治醫生單獨作出
決定，必須由醫療團隊或專家小組共同
擬定。
據介紹，該草案在征詢公眾意見後
，或將成為意國家衛生系統中，針對重
癥患者臨床治療的指導意見。

世界唯壹白色長頸鹿戴上追蹤設備 以防被偷獵者殺害
綜合報導 肯尼亞伊沙格比尼· 希羅拉
保護區表示，世界上唯壹已知的壹只白色
長頸鹿，目前已配備了全球定位系統(GPS)
設備，以防止被偷獵者殺害。
白色長頸鹿的膚色，是由壹種罕見的
“白化基因”所致。保護區中原本生活著
三只白色長頸鹿，但今年 3 月，其中壹對
長頸鹿母子的遺骸被人發現，保護區懷疑
是偷獵者所為。
肯尼亞伊沙格比尼· 希羅拉保護區表
示 ， 佩 戴 在 動 物 角 上 的 GPS 裝 備 將 每 小
時更新壹次它的位置。護林員將能夠監
視長頸鹿的活動，以保護它免受偷獵者
的攻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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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新冠確診超 3.1 萬例
首都圈防疫措施將升級
綜合報導 韓國中央防疫對策本部發
布消息稱，截至當地時間 23 日 0 時，該國
24 小時內新增新冠確診病例 271 例，累計
確診已超 3.1 萬例；新增死亡病例 4 例，
累計死亡為 509 例。
據報道，針對目前的疫情形勢，韓國
政府將從 24 日起，將首都圈防疫響應級
別上調至 2 級。進入 2 級防疫響應後，首
都圈公共場所的防控力度將進壹步加大。
報道稱，在娛樂場所方面，夜店和壹
部分酒吧等設施將被禁止營業，室內演出
場所和練歌房在 21 時後也必須關門；在
餐飲業方面，餐廳在 21 時後不可提供堂
食，咖啡廳則全面禁止堂食。此外，電影
院、體育設施及物流中心等地的限制措施
，也將被加強。
此前，韓國政府曾在 19 日將首都圈
防疫級別從 1 級上調至 1.5 級。政府認為
，首都圈人口多達 2600 萬，人口密度較
高，而近日的疫情形勢十分嚴峻。

綜合報導 近日，有消息人士稱，
圍繞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在“賞櫻會”前
夜舉辦宴會壹事，包括時任安倍第壹
秘書的多人正在接受東京地檢署特搜
部的調查。
據報道，從 2013 年至 2019 年，安
倍政府都會在“賞櫻會”前夜舉辦被
稱為“前夜祭”的大型宴會。“前夜
祭”由壹個名為“安倍晉三後援會”
的政治團體主辦，該團體的代表則由
當時的安倍第壹秘書擔任。
報道稱，特搜部在此前的調查中發
現，承辦“前夜祭”的酒店收到的費用，
高出了從參加者收取的會費總額。特搜部
據此判斷，這部分的資金差額很可能是由
安倍方面進行了填補。目前，檢方正在就
是否將此事立案偵查進行討論。
此前，安倍曾對這壹問題表示，
其後援會在“前夜祭”沒有任何收支
，並對關於後援會事務所填補資金缺
口壹事予以了否認。
日本政府從1952年起在首都東京新
宿禦苑舉辦賞櫻會，邀請社會各界代表與
首相壹起欣賞櫻花，費用由政府承擔。
安倍執政期間，賞櫻會預算大幅
增加。日本內閣府數據顯示，2014 年
賞櫻會支出大約 3000 萬日元，2019 年
增至 5500 萬日元，參加人數從大約 1.4
萬人增至 1.8 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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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前首相安倍的秘書遭調查
與 賞櫻會 風波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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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戰疫：韓國業界：中韓“後疫情”合作潛力大、待創新
綜合報導 隨著新冠肺炎疫情呈長期
化趨勢，韓國企業界看好中國市場，建
議創新合作模式。
近日壹場防疫用品展覽上，壹種
“移動測溫消毒通道”投入試用。它利
用人臉識別技術等，可快速檢測體溫、
釋放消毒液等。
這是中韓企業聯合推出的新品。該
設備由中國高科技企業制造，韓國企業
負責推廣、並“改良”部分設計以實現
本土化生產。“這是疫情期間，很具代
表性的中韓合作模式。”韓中絲綢之路
國際交流協會會長李先虎認為，中韓企
業應加強防疫領域技術合作，中國壹些
優秀產品，可利用韓國企業平臺進行全
球推廣，中韓要繼續拓展第三方平臺。
韓國企業參展方代表金鉉錆說，目
前韓國社會對防疫品需求激增。“韓中
在技術、制造方面各有優勢，應互補合
作。”

疫情改變了消費習慣，韓國保健、
食品業加速布局中國電商市場。
據韓國銀行發布的數據，受疫情影
響，今年 1 月至 9 月，韓國日均非接觸式
支付規模同比增長 17%，而線下接觸式
支付規模同比減少 3.7%；移動支付規模
日均達 1 萬億韓元。
“得益於線上支付，疫情期間銷售
額同比增長 80%以上。”在日前壹場研
討會上，韓國食品公司如萃首席執行官
慎才元對記者介紹，公司正擴大在線部
門。他說，韓國和中國對新冠肺炎疫情
管控較好，中國采取了壹系列有力措施
，並用行動影響了其他國家參與。
通過分析近來市場，慎才元認為：
“疫情讓民眾的生活習慣發生很大變化
。”他舉例稱，在韓國，不使用合成添
加劑的天然產品、以及能提高免疫力的
維生素、益生菌等產品銷量劇增。
慎才元說，疫情長期化將對食品、

保健品行業造成持續影響，韓中在天然
保健品等領域合作潛力巨大。
韓國 Natural bottle 公司總經理金原
道“看好中國電商”。他稱，中國的海
外直接購買體系較完善，隨著中國互聯
網發展，會有更多韓國人使用中國電商
平臺。
他告訴記者，很多年前，自己常去
美國、歐洲參加博覽會，但近年來更多
時間去中國。他稱，壹直關註中國“雙
十壹”活動，希望明年能參加中國電商
促銷。
“韓中應創新合作模式。”韓國
Just My Day 公司總經理金原泰指出困擾
已久的問題——壹些在韓國銷量好的本
土優質產品，在中國賣得不如劣質品。
金原泰認為，由於存在信息差，消
費者選擇外國品牌時易被誤導；韓中電
子商務交易習慣不同，中國渠道更多元
，韓國主要集中在本土搜索引擎軟件。

他建議，希望韓中“打通”電商平臺排
行榜，對於在生產國經驗證的公司或產
品，給予優惠便利。
韓國政府也大力扶持企業“進軍”
中國電商。今年 11 月，韓國農林畜產食
品部在中國電商平臺開設旗艦店，韓國
海洋水產部利用中國電商“雙十壹”促

銷活動推介海鮮等。
數據顯示，韓國諸多實體企業因疫
情陷入困境，僅今年上半年，個體企業
減少約 14 萬家。但跨境電商卻保持紅火
，今年前 9 月，韓國跨境電商出口 1840.9
萬筆，總額超去年 1319.8 萬筆，連續兩
年創歷史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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擴大對外開放 各國從中受益
在東博會和商務與投資峰會強調 建設更緊密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及中新社報道，中國國
家主席習近平 27 日在第十七屆中國－東盟博覽會和中
國－東盟商務與投資峰會開幕式上視頻致辭。習近平
表示，中國將堅定不移擴大對外開放，世界各國都將
從中受益。
27 日
第十七屆中國－東盟博覽會和中國－東盟商務與投資峰會
上午在廣西南寧開幕。習近平強調，2013 年，我提出願同東

部分國家領導人視頻發言摘要
柬埔寨首相洪森
維護多邊主義、深化國際合作一方面將推動各
方更好適應新常態，妥善應對層出不窮的挑
戰，另一方面也將提升經濟社會發展的韌性與
可持續性。
加快地區數字互聯互通建設將成為後疫情時代
推動地區經濟復甦的重要動力，推動數字技術
合作是未來的重要議題。

泰國總理巴育
以東盟—中國自貿區建成 10 周年為契機，加強
和豐富雙邊合作。攜手應對危機，維護區域穩
定、繁榮和可持續發展。

巴基斯坦總統阿里夫·阿爾維
巴中經濟走廊創造奇跡，將巴基斯坦轉變為經
濟樞紐，在這裏來自中國的貨物可以迅速出
海，從海外輸入的貨物途經巴基斯坦抵達中
國。巴中經濟走廊也是連接中亞國家的重要通
道。巴基斯坦希望研究設立巴基斯坦—中國—
東盟貿易三角的可行性。

廣西海鐵聯運同比增

■ 27 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第十七屆中國－東盟博覽
會和中國－東盟商務與投資峰會開幕式上致辭。
會和中國－東盟商務與投資峰會開幕式上致辭
。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曾萍 南寧報道）伴隨着一聲嘹亮的
汽笛聲，一列貨運列車駛出欽州港東站，這趟滿載着電子設
備、服裝等產品的班列將在 3 天後抵達四川城廂站。“今年以
來，北部灣港務集團加快推進北部灣三港重大基礎設施建設，
大力發展集裝箱（港稱貨櫃）多式聯運。”廣西北港物流有限
公司副總經理蔣偉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近年來西部陸海新通
道規模增長迅速，“以海鐵聯運集裝箱班輪——新加坡/香港
班輪為例，2017 年僅開通 42.5 班次，到 2020 年 10 月底已擴大
為 364 班次，全年向 460 班次衝刺，同比預計增長 982%。隨着
RCEP 協定落地，西部陸海新通道將會在區域合作中煥發新的
活力。”
據了解，目前，西部陸海新通道已開通渝桂、川桂、滇
桂、黔桂、隴桂、陝桂 6 條海鐵聯運班列線路，今年 1 月至 10
月，累計開行 3,655 列、同比增長 113%，班列到發量保持高速
增長。西部地區經廣西陸路口岸至越南、泰國、老撾、柬埔
寨、馬來西亞等中南半島國家的跨境公路班車線路常態化開
行，今年 1 月至 10 月，友誼關口岸進出口貨運量 262.86 萬噸，
同比增長 13.08%。中越（南寧—河內）跨境直通班列自 2019
年 8 月起實現每周三班常態化開行，今年 1 月至 10 月，中越
（南寧—河內）跨境直通班列累計開行127列、增長63%。

113%

冀桂港共同參建西部陸海新通道
“廣西北部灣港至香港‘天天班’保持正常運行，廣西
已成為全國重要的鐵海聯運基地和服務西部地區開放發展的
國際門戶港。”蔣偉表示，香港在商貿物流、航線開發、港
口運營等方面有優勢，桂港兩地可優勢互補，進一步加深合
作，共同參與西部陸海新通道建設。

緬甸總統溫敏
實施有利於緬中兩國互利互惠的“一帶一路”
項目、加強數字經濟等合作，有助於創造就業
機會、促進貿易和投資，進而緩解新冠肺炎疫
情對經濟的衝擊。

越南總理阮春福
今年 11 月由東盟 10 國與中國、日本、韓國、
澳洲、新西蘭共同簽署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
關 係 協 定 》 （RCEP） ， 是 “ 引 以 為 豪 的 成
就，充分肯定了開放、平衡、基於規則的多邊
自由貿易體制”。
來源：中新社

■目前，西部陸海新通道已開通 6 條海鐵聯運班列線路，今年 1 月至 10
月，累計開行3,655列、同比增長113%。
資料圖片

盟國家共建 21 世紀海上絲綢之路，攜手共建更為緊密的中國－東盟
命運共同體。7 年來，中國－東盟關係已成為亞太區域合作中最為
成功和最具活力的典範，成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生動例
證。面對新冠肺炎疫情，雙方守望相助，共克時艱。當今世界正在
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各國人民的命運從未像今天這樣緊密相
連。中方視東盟為周邊外交優先方向和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重
點地區，願同東盟推進各領域合作，維護本地區繁榮發展良好勢
頭，建設更為緊密的中國－東盟命運共同體。
第一，提升戰略互信，深入對接發展規劃。依託陸海新通道建
設，加強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合作，加快推進現有經濟走廊和重點項
目建設，積極構建中國－東盟多式聯運聯盟。明年是中國－東盟建
立對話關係 30 周年，中方願同東盟一道，打造更高水平的戰略夥伴
關係。
第二，提升經貿合作，加快地區經濟全面復甦。進一步實施好
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協定。中方希望《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
定》盡早生效。暢通貿易、促進投資，相互開放市場，推動產業
鏈、供應鏈、價值鏈深度融合。在確保疫情防控前提下，採取措施
便利人員往來和貨物流通。推動瀾湄合作、中國－東盟東部增長區
合作。
第三，提升科技創新，深化數字經濟合作。在智慧城市、5G、
人工智能、電子商務、大數據、區塊鏈、遠程醫療等領域打造更多
新的合作亮點，加強數據安全保護和政策溝通協調。建設中國－東
盟信息港，打造“數字絲綢之路”。

為東盟抗疫提供資金支持
第四，提升抗疫合作，強化公共衞生能力建設。加強政策對
話、信息分享和疫苗合作。中國將在疫苗投入使用後積極考慮東盟
國家需求，為東盟抗疫基金提供資金支持，為東盟培養1,000名衞生
行政人員和專業技術人員，共同建設應急醫療物資儲備庫和公共衞
生應急聯絡機制。
習近平強調，當前，中國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取得
了重大戰略成果，成為世界上第一個恢復經濟增長的主要經濟
體。不久前，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審議通過了關於制定第十四個
五年規劃的建議，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奮鬥目標將如期實現，
明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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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將堅定
不移擴大對外開放，增強國內國際經濟聯動效應，以自身復甦帶
動世界共同復甦，包括東盟在內的世界各國都將從中受益。放眼
未來，中國同東盟合作空間將更為廣闊。
習近平最後說，希望雙方通過本屆盛會，創造更多商機，收穫
更多成果，攜手共創更加繁榮美好的未來。

共建
“帶路”
興數字經濟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
出席開幕式、巡視博覽會展館並集體會見東盟國家和巴基斯坦駐華
使節。楊潔篪指出，本屆中國－東盟博覽會、中國－東盟商務與投
資峰會恰逢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全面建成 10 周年、中國－東盟數
字經濟合作年，也是中國和東盟國家在團結抗擊新冠肺炎疫情背景
下共同主辦的重大國際展會。在疫情特殊背景下，今年依然有 1,600
多家中外企業線下參展，許多外國客商以線上方式積極參加“雲上
博覽會”。這再次有力證明，疫情無法阻隔中國同周邊國家的經貿
合作，中國－東盟博覽會前景廣闊，潛力巨大。
2020 年是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全面建成 10 周年，也是中國—
東盟數字經濟合作年，又恰逢以東盟為核心推動的區域全面經濟夥
伴關係協定（RCEP）剛剛簽署，是中國—東盟經貿關係中具有里
程碑意義的時間節點。本屆盛會以“共建‘一帶一路’共興數字經
濟”為主題，老撾擔任主題國，巴基斯坦擔任特邀合作夥伴國。
本屆東博會首次採取線上線下相結合的形式開展，舉辦實體
展，同步上線“雲上東博會”，包括線上展示平台、在線會議和洽
談平台、直播營銷推廣平台、跨境電商服務平台等。線下實體展以
境內參展參會客商和外國企業駐華機構為主，境外客商以“雲上”
參展參會為主。線下實體展面積 10.4 萬平方米，總展位數 5,400
個，參展企業1,636家，分為商品貿易、投資合作、先進技術、服務
貿易四大專題。

香港

■責任編輯：凌晨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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單日92宗確診 89宗本地感染 17宗無源案第四波新高

確診破六千 醫院爆疫潮
香港第四



(

波新冠肺炎疫
情有惡化趨

勢，27 日新增 92 宗確診個案，其中不明源頭個案有 17
宗，為第四波疫情以來最高單日數字，累計個案更打
破 6,000 宗大關至 6,040 宗。同時，養和醫院懷疑出現
小型爆發，一名 77 歲長期住院女病人離世前檢測呈陽
性，兩名醫院人員亦初步確診，而瑪嘉烈醫院一名女
護士和屯門醫院一名男病人也初步確診。香港醫管局
表示，社區疫症包圍醫院的情況再次出現，擔心為醫

■養和醫院女病人初步確診陽性
養和醫院女病人初步確診陽性，
，在等候測試結
果期間心臟病發離世。
果期間心臟病發離世
。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護帶來感染風險。政府專家顧問、香港大學微生物學
論醫院或老人院都會受到影響。衞生防護中心表示，

香港過去兩周確診個案趨勢

確診個案愈來愈多，倘巿民仍繼續有大量社交活動，
情況將愈趨惡化。



香

港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 27 日在疫情簡報會上
指出，新增的個案有 3 宗為輸入病例，其餘 89 宗屬本地感
染，佔總數近97%，其中跳舞群組再增加58宗個案，不明源頭個
案更錄得17宗，是爆發第四波疫情以來新高。初步確診個案則續
有超過60宗，包括有醫院病人和醫護人員，其中養和醫院可能已
出現小型爆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多間學
校亦受新一波疫情影響。在27日新增的17宗
本地不明源頭個案中，再有學生感染，其中旺
角聖公會諸聖中學一名14歲男生發病後仍有
上課和參與補習班，學校要停課14日。教育
大學則表示，一名文化與創意藝術學系學生亦
確診染疫。
香港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
27 日表示，該名聖公會諸聖中學男生在校內
雖沒有密切接觸者，但其24日發病求診及接
受檢測後，26 日仍有回校上學，學校需要停
課14日，衞生防護中心建議全體師生接受檢
測。
該名染疫男生發病後除回校上學，本周
四也有到長沙灣一間補習社補習，衞生防護中
心指補習老師及其他學生均有戴口罩，中心會
視乎情況決定安排他們檢疫或接受檢測。














養和醫院33樓全層封閉
香港醫管局總行政經理庾慧玲表示，一名77歲末期癌症女病
人8月入住養和醫院33樓單人病房，她25日發燒，翌日氣促，醫
院安排她接受病毒檢測，結果初步確診，惟病人在檢測未有結果
前心臟病發搶救無效離世。醫院安排病人所住樓層33名醫護人員
檢測，發現一名曾為病人急救的護士及一名同層工作管房初步確
診。
張竹君指，該病人長期留院，估計是院內感染，認為養和醫
院可能出現小型爆發，“可能係屋企人或醫護人員（傳染），我
哋正調查，唔排除任何可能性，一個曾探佢嘅屋企人開始不適，
正安排檢測。”
袁國勇 27 日傍晚到養和視察。他表示，病人免疫力低，懷
疑是探望家人把病毒帶入醫院，她感染後再傳給醫護人員。
他說，病人曾心臟停頓，院方為其進行心肺復甦，醫護或趕
不及戴 N95 口罩故與患者有緊密接觸，認為事件無法避免。他不
排除院內會再有其他病人或醫護人員受感染，但認為醫院感染控
制措施沒有問題，同層病人入住獨立病房，相信受交叉感染機會
較低，但建議院方增加空氣流量 ，並呼籲醫生盡量不要處方霧化
藥物。 袁國勇認為，即使醫院感染控制措施做得好，但“醫院裏
面有爆發，最重要原因係社區有爆發。如果社區裏面的爆發無辦
法控制到，遲早醫院或者老人院，或者其他醫療院舍，都係會受
到影響”。

多間學校師生確診須停課

系講座教授袁國勇亦警告，倘無法控制社區爆發，無

■ 瑪嘉烈醫院女護士及女兒初步檢測結
果為陽性。
果為陽性
。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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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波疫情本地個案患者居住地區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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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大學27日則表示接獲報告，一名文
化與創意藝術學系學生亦確診，該學生現正於
醫院留醫。教大表示染疫學生並非宿生，最後
一日返回校園是23日，校方已暫時關閉相關
地點進行消毒，並會密切跟進有關情況。
香港未來數天或會有更多學校出現確診
個案，據了解，鰂魚涌的嘉諾撒書院亦有一
名教師自行接受檢測後初步確診，學校下周
一及周二需要停課兩日。有家長向香港文匯報表示，
學校暫時仍未有向他們透露太多資訊，只得部分家長
接獲校方通知：“十分擔心，唔知佢（初步確診的老
師）有冇教我啲小朋友，佢最近派畀學生嘅功課會唔
會受污染？”
保良局何壽南小學亦有家長於周四接獲通知，表
示一名學生在母親確診後亦證實初步確診，該校 27 日
改為網上授課，而四至六年級學生 30 日則恢復面授課
程。聖保羅男女中學 26 日亦發通告，指有老師被列作
密切接觸者，故校方會暫停面授課堂至另行通知。







瑪嘉烈女護士初步確診

同日，屯門醫院一名 21 歲男病人初步確診。他本周四（26
日）下午入住矯形及創傷科病房，獲安排檢測即晚得出初步結果
呈陽性，5 名入住同一病格男病人列為密切接觸者要隔離檢疫，
檢測結果均呈陰性。
庾慧玲指出，近日每日新增數十宗確診個案，反映 7 至 8 月
社區疫情包圍醫院情況再次出現，醫護人員受感染風險大幅提
高，醫管局會提醒同事提高警覺，工作時穿上全套保護裝備，並
盡可能為病人檢測。
張竹君則認為，現時確診個案反映兩周前的情況，而不少確
診者有很多活動，包括跳舞、用膳、到酒吧或出席宴會等，若巿
民仍持續有關活動，“情況會愈來愈惡化，一傳十、十傳百，大
家停止呢類活動，希望疫情可以減低。”

鍾南山：當務之急 全民檢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香港出現
第四波新冠肺炎疫情，牽動各界關注。27 日
在深圳舉行的首屆中國衞生健康科技創新發
展大會上，共和國勳章獲得者、中國工程院
院士鍾南山多次提到香港疫情反覆與本土病
例未絕也不斷增多密切相關。他直言，香港
本土病例明顯增加是一個非常危險的跡象。
“現在當務之急是要做一個香港的全民檢
測，我也呼籲香港民眾這麼做。”

首屆中國衞生健康科技創新發展大會以
“科技創新助力新冠疫情防控”為主題。鍾
南山在大會上強調，香港疫情要控制，全民
檢測是根本。“香港前一個階段做得相當出
色，特別是在疫情早期，這麼多人口和這麼
密集的城市，能夠很好地控制疫情的蔓延，
也是因為很注意地用了一些該用的措施。”
他認為，後來香港開始有些放鬆，以至
於逐漸出現了一些本土疫情，“是一個非常
危險的跡象”：“對我們來說，出現本土病
人，是要非常注意的。本土的病人往往到處
跑，現在就算是病人沒有症狀，他的感染性
也是很強的，特別是在出現症狀以前的5天至
6天，這時候是比較明顯厲害的。”

須根本上斷本土病例

■鍾南山在首屆中國衞生健康科技創新發展
大會上強調，香港疫情要控制，全民檢測是
根本。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 攝

鍾南山直言，香港第一次的全民檢測做
得不是很成功，全港 800 多萬的人口，只有
170 萬人做了核酸檢測，數量遠遠不足。但他
也很高興地看到，現在有越來越多的香港市
民開始主動排隊去做核酸檢測，“這些主動
去核檢的人，他們的理念不僅是為了自己的

真耶穌教會
True Jesus Church

335 Avenue E,Stafford,
TX 77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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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院男病人檢測呈陽性

註：第四波疫情由11月19日出現首宗跳舞群組個案起計，數字暫至11月26日
資料來源：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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養和醫院發言人表示，未來三天為全院3,200名員工檢測並清
潔及消毒病房範圍，相關病房樓層已全面隔離，仍留醫的13位病
人獲安排病毒測試及留在原有房間接受14天檢疫，其間病房暫停
接收新病人並謝絕探訪。醫院其他病房探訪安排亦會收緊，將限
制每名病人只可登記三名親友探望，並要所有登記訪客每三天進
行病毒檢測，而病房每次探訪人數由二人減至一人。
公立醫院亦有醫護人員初步確診，庾慧玲表示瑪嘉烈醫院一
名兒科護士前日上班期間接獲通知，其孩子因鋼琴老師確診被列
為密切接觸者要接受檢疫，女護士與教師曾在沒有戴口罩情況下
見面，她通知醫院並接受檢測，結果初步確診。
該護士曾照顧的 4 名嬰兒被列為密切接觸者要在醫院接受檢
疫，並已接受檢測，全部對病毒呈陰性反應，同房另有20名嬰兒
入住，其中 7 人已出院，醫管局會通知他們父母安排嬰兒檢測。
另外，該護士曾與一名同事用膳，她同被列為密切接觸者需檢
疫，醫院並會為同一病房工作的約50名醫護人員安排檢測，已有
結果全部呈陰性。

有家長初確小學網上授課

TJ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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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健康，也為了他人的健康。”
全民檢測的好處有什麼呢？很重要的作
用就是把患病的和健康的分開，通過集中收
治到香港亞洲國際博覽館，類似方艙醫院的
地方治療，以切斷感染源，阻止疫情蔓延。
“我多次有這個願望，現在也還是在反覆地
跟我的香港朋友說，希望在香港還是要有一
個全民的檢測，才能從根本上阻斷本土病
例。”

境外輸入不可能避免
在香港嚴防境外輸入方面，鍾南山表
示，在目前的全球疫情環境下，境外輸入不
可能避免，只要與外界有聯繫就會存在境外
輸入，但要持續做好應對措施，一旦發現就
去隔離，同時密切觀察病毒潛伏期，增加核
酸檢測的頻率，提高檢出率。
隨着冬季來臨，流感進入爆發期。鍾南
山表示，流感與新冠防控感染的防護方法一
樣，都是要做好自我防護，香港市民在戴口
罩和保持社交距離方面一直做得非常出色，
有助於降低流感發生率，縮短流感季。

休城社區
星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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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政府為當選總統拜登的過渡正式開始做準備
拜登和團隊要準備4萬億元的預算和4000多個職位
【 休士頓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秦鴻鈞報導】
】 川普政府週一
為當選總統拜登 （Joe Biden）
為當選總統拜登（
Biden） 開始正式過
渡開闢了道路，
渡開闢了道路
，使拜登的團隊能夠獲取簡報
，辦公場所
辦公場所，
，安全計算機和其他權力轉移所
需的政府服務。
需的政府服務
。 總務管理局 (GSA) 局長墨
菲（Emily Murphy）
Murphy）的宣布標誌著川普總統
的政府正式承認拜登贏得了 11 月 3 日的選
舉，儘管總統拒絕承認並繼續毫無根據地指
控選民欺詐。
控選民欺詐
。 總務管理局掌握著過渡資金
和工具的鑰匙，
和工具的鑰匙
，但是墨菲推遲發布正式承認
拜登勝利的決心，
拜登勝利的決心
，因為川普競選活動提出了
一系列質疑結果的訴訟。
一系列質疑結果的訴訟
。 墨菲致拜登的信
是在密歇根州四人選舉委員會投票通過以
154,,187 票證明拜登在該州的勝利後數小時
154
。上週五
上週五，
，佐治亞州的共和黨州長在重新計
票後證明了該州的選舉結果，
票後證明了該州的選舉結果
， 拜登以大約
12,,000 票的優勢領先於川普
12
票的優勢領先於川普。
。 拜登贏得了
306 選舉人票選票
選舉人票選票，
，當選總統需要 270 選舉
人票。
人票
。
川普在一條推文中說，
川普在一條推文中說
，他為墨菲的決定
開了綠燈，
開了綠燈
，因為這符合
因為這符合“
“我們國家的最大利
益 ”。 但川普表示
但川普表示，
， 他將繼續質疑結果
他將繼續質疑結果。
。
最近幾天，
最近幾天
，越來越多的國家安全官員
越來越多的國家安全官員，
，商業
領袖甚至國會的共和黨人齊聲說，
領袖甚至國會的共和黨人齊聲說
，川普政府
推遲允許過渡開始的行動對美國國家安全構
成了威脅。
成了威脅
。
拜登的過渡官員將在未來幾天開始與主
要聯邦機構的領導人舉行會議，
要聯邦機構的領導人舉行會議
，討論大流行
的對策，
的對策
，了解美國的國家安全利益
了解美國的國家安全利益，
，並“全
面了解川普政府為挖空政府機構所做的努力
。總務管理局的正式聲明將向拜登過渡團隊
釋放超過 600 萬美元
萬美元，
，該團隊可以用來僱用
員工，
員工
，支付差旅費以及其他費用
支付差旅費以及其他費用。
。也許更重

要的是，拜登的團隊現在將可以自動訪問主
要的是，
要聯邦機構的簡報，
要聯邦機構的簡報
， 包括有關 COVIDCOVID-19
19
反應和疫苗推出計劃的信息。
反應和疫苗推出計劃的信息
。 典型的移交
工作量是巨大的，
工作量是巨大的
， 並且隨著該國努力應對
COVID 大流行和經濟危機
大流行和經濟危機，
， 現在的工作量
將更大。
將更大
。拜登和他的團隊需要趕上國家安全
威脅的速度，
威脅的速度
，準備超過 4 萬億美元的預算
萬億美元的預算，
，
並在數十個聯邦機構中擔任 4000 多個政治
職位。
職位
。
總務管理局管理著聯邦建築物和租賃，
總務管理局管理著聯邦建築物和租賃
，
在確保從一位總統順利過渡到下一任總統方
面發揮著關鍵作用。
面發揮著關鍵作用
。 墨菲說
墨菲說，
， 她沒有受到
川普的壓力，
川普的壓力
，可以阻止正式確定
可以阻止正式確定。
。川普關於
選舉舞弊的斷言與全國選舉安全官員聯盟的
發現相矛盾，
發現相矛盾
， 該聯盟的結論是 11 月 3 日大
選是“
選是
“ 美國歷史上最安全的選舉
美國歷史上最安全的選舉”。
”。 該安
全組織的聲明說：“
全組織的聲明說
：“沒有證據表明任何投票
沒有證據表明任何投票
系統會刪除或丟失選票，
系統會刪除或丟失選票
，更改表決或以任何
方式受到損害。”
方式受到損害
。”該組織的聲明包括川普自
該組織的聲明包括川普自
己的國土安全部內的網絡安全機構以及國家
安全局。
安全局
。國家選舉主任協會
國家選舉主任協會。
。
接下來幾週將採取的其他關鍵步驟為拜
登即將上任總統鋪平道路：
登即將上任總統鋪平道路
： • 選舉學院定
於 12 月 14 日開會
日開會，
，每個代表團分別在各自
的州開會，
的州開會
，並以紙票方式投票選舉總統和副
總統。
總統
。 • 國會將於 2021 年 1 月 6 日舉行聯
席會議，
席會議
，以計算選舉人票並宣布結果
以計算選舉人票並宣布結果。
。•拜
登和當選副總統卡瑪拉•
登和當選副總統卡瑪拉
• 哈里斯
哈里斯（
（Kamala
Harris）
Harris
） 將於 2021 年 1 月 20 日舉行就職典
禮 ， 儀式可能在國會大廈外舉行
儀式可能在國會大廈外舉行。
。 副總統
首先宣誓，
首先宣誓
，然後中午由新總統宣誓
然後中午由新總統宣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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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政府週一為當選總統拜登 （Joe Biden）
川普政府週一為當選總統拜登（
Biden） 開始正式過渡開闢了道路
開始正式過渡開闢了道路，
， 使拜登
的團隊能夠獲取簡報，
的團隊能夠獲取簡報
，辦公場所
辦公場所，
，安全計算機和其他權力轉移所需的政府服務

「華裔高中生感恩節慰問軍屬遺孤
華裔高中生感恩節慰問軍屬遺孤」」
（本報訊）感恩節前
夕 ， 休 士 頓 Debakey
High School 華 人 高 中 生
AnjieZhou 在家人支持下
，主動參加休士頓華人治
安聯防隊例年向美軍家庭
送溫暖活動！向大休士頓
地區受新冠疫情影響，生
活困難的美國軍人家屬，
遺孤們贈送了三十只大火
雞。
Anjie 表 示 ， 不 滿 足
於書本上對社會的理解，
希望在社會中接觸到更多
的真實！用真誠與善良去
幫助弱勢族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