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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將提名華裔女性任美貿易代表
（路透社
路透社）
）
（本報訊）據美聯社 12 月 9 日報道，有兩位
知情人士稱，拜登將任命有多年貿易經驗的華裔
美國人凱瑟琳·戴（Katherine Tai）為新的美國貿
易代表。若這項提名獲得參議院投票確認，她將
成為拜登政府的第一位華裔內閣成員。
現年 45 歲的凱瑟琳·戴出生在美國康涅狄格

州，中文名叫戴琦，小時候經常隨父
母回臺灣，在哈佛大學法學院獲得了
法學博士學位。
1996 年至 1998 年，她曾代表耶魯
大學前往廣州中山大學做訪問學者，
教了兩年大學英語。
戴琦中文流利，2007 年至 2014 年，她曾在
美國貿易代表總法律顧問辦公室就職，其間曾擔
任中國貿易執行方面的首席顧問，負責處理世界
貿易組織內與中國的訴訟爭端。
她曾對中國貿易違規案提出過訴訟，其中包
括對中國限制稀土出口的訴訟。

戴琦從 2017 年起開始擔任衆議院籌款委員
會首席貿易顧問，是民主黨人和該委員會主席在
國際貿易問題上的主要顧問。
2019 年，她曾與川普政府就修改後的北美
貿易協議進行談判。在戴琦的推動下，川普的貿
易團隊最終同意強化對墨西哥勞工的保護，鼓勵
國內企業使用合格勞工，也取消了專利條款降低
藥價。
《紐約時報》稱，國會同僚認為戴琦在與一
羣難以駕馭的政客和利益集團的談判中發揮了重
要作用。
戴琦的提名受到勞工與商界的支持。在拜登

準備重建與盟友關係、重振美國國內製造業之際
，貿易代表將是至關重要的角色。
美聯社報道稱，戴琦被認為能在貿易自由派
和保護主義者中間取得平衡，是解決貿易政策問
題的實用主義者。
《華爾街日報》認為，戴琦從國會工作人員
晉升為美國貿易代表的提名人，是不同尋常的。
這得益於民主黨議員在意識形態方面的大力推動
，也表明拜登打算迅速處理和中國未決的貿易問
題，同時與盟國緊密合作以應對和中國日益激烈
的經濟競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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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irst African-American
Secretary of Defense

欣見首位黑人國防部長
不顧許多人的反對，總統當選人拜登
今天任命了退休的黑人將軍羅爾奧斯丁出
任國防部長， 將來撑握五角大廈的軍事大
權，我們對於奧斯丁將軍之出缐表示無限
的興奮和支持，這更是新政府重視種族平
衡及用人唯才的表現。他的任命也顯示在
國防領域中绝大多數是白人將領的天下得
到改善，十年前，奧斯丁將軍首次被拔擢
提升為陸軍參謀部之処長，是撐控陸軍部
隊的主要人物。
二 0 二 0 年九月，时任美國和聯軍駐
伊拉克指揮官的他，在巴格達認識了在當

地視察的拜登副總統， 在奧巴馬政府中，
他被認命為美軍中部戰區司令，主要駐守
在中東地區，他也是官階僅次於鮑爾將軍
的黑人軍事將領。
正如拜登在競選中之承諾，我們欣見
各種族裔正在進入白宮內閣，尤其是非裔
人士，這充分表明拜登和川晋截然不同之
處。
國事如麻， 百廢待舉，俗語說， 家
和萬事興 ，在我們這個國家的大家庭中正
逐漸表現出領導者之氣度和決心。

President-elect Biden appointed the first
black man, retired General Lloyd J. Austin III,
as the Secretary of Defense. Austin rose to
the highest military role in spite of the largely
white leadership in the ranks.
General Austin was the director of the Joint
Staff, one of the most powerful behind the
scenes positions in the milit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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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September 2010 at a ceremony at the
Al-Faw palace in Baghdad attended by then
Vice President Biden, General Austin was
commanding general in Iraq. It was at this
time they started a relationship.
In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General Austin
was appointed head of the United States
Central Command--the country’s premier

military command and the one that fights the
war in the Middle East.
We are so glad that President-elect Biden is
keeping his promise to name all color and
ethnic groups to the top positions.
Today President Trump still doesn’t want to
admit that he has lost the election. The legal
fight for the election still continues to the U.S.
Supreme Court while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still can’t understand why the democratic
system didn’t function very well this time.
As an old saying goes, “If a family is in
harmony, everything will be successful.”
For America today, we really don’t see that
happ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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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中經貿論壇告吹
傳北京欲剔除批評者成導火線
(本報訊)華爾街日報報導，一場歐中年度經
貿論壇 11 月低調取消，癥結是中方不讓批評者
與會，歐盟主辦單位拒絕照辦。中國日益強勢
，歐洲在維護商業利益與民主價值間面臨兩難
選擇。
報導引述未具名知情人士說法指出，中方
想剔除的與會者，分別是曾公開批評北京處理
香港與維吾爾族人事務的歐洲議會對中關係代
表團團長包瑞翰（Reinhard Butikofer），與德
國墨卡托中國研究中心（MERICS）負責人胡
謐空（Mikko Huotari）。
中方曾嘗試阻止德國政學界人士與記者參
加其他活動，這次是首度鎖定歐洲議會負責歐
中關係的高層人士，在中國與歐盟談判雙邊投
資協定進度緩慢之際格外引人注目。
第 4 輪 「中國-歐盟工商領袖和前高官對話
」（China-EU CEO and Former Senior Officials
Dialogue）原訂今年以視訊形式閉門舉行，約
40 名來自歐洲與中國的企業執行長、高層官員
與學者參加。
往年與會者名單未引發爭議，但今年共同
主辦的歐洲工商聯合會（BusinessEurope）拒絕
中方不讓包瑞翰與胡謐空與會的要求，導致本
屆對話流產。
歐盟去年將中國列為系統性對手，2019 冠
狀病毒疾病（COVID-19，武漢肺炎）疫情爆

原本十二月八日是全美各州確認今年總
統大選結果的法定日期,根據聯邦法律，各州
所有法律紛爭必須在此日終止,所以大家把這
天稱之為“安全港”（safe harbor）, 象徵了
美國政局維穩的安全港口, 也代表了民主憲政
的一個和平碼頭。
但是非常不幸的是，由於川普總統不認
輸,在一連串的選舉訴訟慘敗無法扭轉劣勢後
，他的一批追隨者竟偷襲“安全港”, 由德州
檢察總長肯·帕克斯頓領頭向最高法院指控喬
治亞州、密西根州、賓州和威斯康辛州的通
訊投票不合法，帕克斯頓的舉動魯莽傲慢, 是
公然向憲政挑釁, 更不可思議的是,這位極富
爭議,正被聯邦政府調查中的司法部長在川普
助威下,竟獲得 17 個州聯手支持, 他們妄稱上
述四個川普輸掉的州是通過法院或行政措施
而不是通過州立法機關更改了各州 2020 年美
國大選的投票規則和程式, 所以郵寄投票違反
了憲法中規定的選舉人條款與平等保護條款,
所以要求最高法院立即阻止這 4 州根據當前的

投票結果任命總統選舉人，這是非常荒唐的
指控,如照他們的邏輯, 那麼川普獲勝的那些
州是不是也違憲非法呢!! 如果照他們的說詞,
今年大選完全不合法,應該要重新舉行, 而拜
登在被起訴的 4 個州總共獲得了 62 張選舉人
票, 如被取消,當然他就過不了 270 票的當關卡
了。
現在最高法院中，保守派大法官以 6 比 3
占絕對多數，其中還包括川普親自任命的三
名, 如真的受審, 誰能保證大選不會翻盤呢？
其實真正可怕的是,此例一開, 無疑為聯邦政
府控制選舉敲開了大門, 各州政府以後將無法
實施自主性有效的選舉,各州州民的投票結果
會被推翻,將來必後患無窮！
川普真是輸不起的人，他用盡一切方法
去反敗為勝,什麼樣的藉口與賤招都使得出來
, 其中還包括受到外國政府操控的投票機器作
票的陰謀在內, 我只想以 7 個字來給他做一個
定論, 那就是:”請神容易送神難”, 2024 還有
人敢投票給他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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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後，多位歐盟高層官員指責中國散布假訊息
。報導寫道，這場歐中年度經貿論壇告吹，顯
示歐洲對北京態度日趨強硬，但主辦單位堅持
明年應再度對話，凸顯檯面下暗潮洶湧。
歐 洲 工 商 聯 合 會 發 言 人 森 納 坎 普 （Peter
Sennekamp）說，過去 3 輪對話在布魯塞爾與北
京輪流舉行，非常成功，很遺憾今年對話 「被
迫取消」。
共同主辦的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以發言
人名義表示，希望明年實際面對面對話，並提
到疫情迫使中方延後與其他國家的經貿對話。
至於今年對話取消真正原因，中國國際經
濟交流中心僅說，這項活動目的是促進國際經
濟研究與貿易合作，但 「部分參與者似乎不符
活動原則或目標」，而且往年曾有參與者違反
不得對外揭露會中發言者身分的規定。
中國歐盟商會主席伍德克（Jorg Wuttke）
表示，中方曾要求不讓一名企業代表參與歐盟
商會舉辦的活動，他拒絕照辦，但那場活動有
辦成。
伍德克在中國歐盟商會 9 月發表的報告中
批評 「中國外交部裡為數不多但非常顯眼的
『戰狼部隊』」，在社群媒體推特（Twitter）
與各國政治人物挑起戰火。伍德克說： 「他們
不喜歡我們報告好幾個部分，而且明白告訴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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脫歐後達成貿易協議最後機會

歐盟英國展開艱難談判

綜合報導 歷經 8 個月協商，英國與
歐盟仍未能就英國脫歐後雙邊貿易關系
達成協議。雙方於 12 月 6 日恢復談判，
預計為期 2 天，這很可能是他們達成協
議的最後努力機會。
據報道，負責英國脫歐事務的歐盟首

席談判代表巴尼耶和英國談判代表佛羅斯
特經歷壹周在倫敦協商到深夜的角力後，
由於仍無成果，談判4日被叫停。
英國首相約翰遜和歐盟委員會主
席馮德萊恩 5 日通電話後說，他們已
指示雙方團隊 6 日重啟以貿易協議為

矛頭直指蘋果
荷蘭對手機支付發起反壟斷調查
綜合報導 蘋果公司在歐洲市場“壹波未平壹波又起”，繼今年 6 月
歐盟宣布對蘋果支付發起反壟斷調查，荷蘭 4 日亦宣布對手機支付發起
反壟斷調查，雖未“點名”，但矛頭直指蘋果支付。
荷蘭消費者與市場管理局當日發布的公告顯示，調查將聚焦手機支
付乃至移動支付廣為使用的近場通信技術(NFC)，懷疑壹些智能手機排
斥其它支付程序，只準自家研發的支付程序連接近場通信技術，以致
“可能扼殺支付程序的創新，減少消費者和企業的自主選擇”。
公告稱荷蘭消費者與市場管理局在壹項市場研究中發現端倪，決定
做進壹步調查；如果證實上述做法的確減少了手機用戶的自主選擇，將
對涉事企業進行處罰，如罰款等；反之如果無人違規，將會終止調查。
公告沒有透露罰款標準，也沒有通報哪些企業被列為調查對象，但
4 日調查消息傳出後，輿論均指鑒於今年 6 月歐盟就已宣布對蘋果支付發
起反壟斷調查，此次荷蘭調查矛頭其實直指蘋果支付。
與荷蘭消費者與市場管理局的懷疑類似，目前歐盟經初步調查認為
，對於植入近場通信技術的蘋果移動設備，由於用戶只能使用蘋果支付
進行感應式支付，蘋果支付“可能會扭曲競爭並減少選擇和創新”，而
且蘋果公司可能還限制用戶使用蘋果支付購買競爭對手的特定產品。
4 日晚些時候，蘋果公司稱不會對荷蘭發起的反壟斷調查發表評論
，僅表示蘋果支付的設計初衷是提供壹種簡單安全的支付方式，供蘋果
用戶選擇，現在“蘋果支付每天都在競爭”，希望與銀行、商家和金融
科技企業合作，“成為全荷蘭消費者和企業的最佳支付選項”。

秘魯累計確診新冠逾 97 萬例
將恢復部分國際航班
綜合報導 秘魯衛生部 12 月 4 日發布的新冠疫情數據顯示，與前壹
日報告相比，新增新冠肺炎確診病例 2014 例，累計確診達到 970860 例，
累計死亡 36195 例。
在新增的 2000 余例確診中，過去 24 小時新增病例為 814 例，另
外 1200 例為調整補增。目前仍有 3768 人住院接受治療，已有 903958
人康復。
另壹方面，秘魯交通通信部長愛德華多· 岡薩雷斯 4 日宣布，飛往阿
姆斯特丹(荷蘭)、馬德裏、巴塞羅那(西班牙)、巴黎(法國)和倫敦(英國)
的國際航班將從 2020 年 12 月 15 日開始恢復。如此壹來，秘魯將恢復與
全球 36 個目的地的國際航班。
岡薩雷斯說：“持續航行時間超過 8 小時的國際航班將從 12 月
15 日開始恢復，該決定是交通通信部與衛生部協商采取的。”他表
示，從 12 月 15 日開始，歐洲至秘魯將有 24 至 30 趟從不同城市發出
的航班。
同日，秘魯衛生部通過國家戰略衛生資源供應中心(Cenares)向秘魯
各地區運送了 676 噸用於新冠肺炎病人護理的醫療用品。
Cenares 已分發了超過 1088 萬個個人防護設備(PPE)，包括 N95 型口
罩、壹次性三折口罩、防護服、靴子、手套和壹次性帽子、面罩和防護
眼鏡等。
同樣，還向各地區 提供了 32800 份血清抗體檢測試劑、139 萬種藥
物和 48000 種醫療用品，包括可伸縮的壹次性采血針、消毒劑、清潔劑
、紙巾和抗菌凝膠裝置。
Cenares 報告說，這些醫療物品的價值為 4378 萬索爾(約合 1216 萬美
元)。

核心的未來關系談判。巴尼耶在社交
媒體上發文表示：“我們將看看能否
有進展。”
不過，約翰遜和馮德萊恩在通話後
發布的聯合聲明並不那麼樂觀。聲明內
容寫道：“我們承認這些分歧的嚴重
性，但我們也同意，雙方談判團隊應該
盡更大努力，來評估能否化解這些分
歧。” 雙方預定 7 日晚間將再度通話。
盡管歐盟和英國已就許多事項達成
協議，但就公平競爭環境、履約管理和
漁業等最棘手議題，雙方仍無法完成談
判。
壹名知情人士告訴法新社：“任何結
果都有可能。由於英國壹直想優先捍衛
主權，歐洲又擔心被英國占便宜，這三

項議題才無法解決。”
英國首相約翰遜曾堅稱，無論談
判結果如何，英國都將“高度繁榮發
展”。但若英國未能和歐盟簽署貿易
協議，他將面臨嚴重的政治和經濟後
果。
英國農業大臣尤斯蒂斯稱，英國
準備和歐盟就脫歐後雙邊貿易協議持
續談判，直到這麼做已失去任何意義
。但他和英國藥品和保健產品監管局
局長雷恩皆表示，已準備好面對無協
議結果。
他說：“我們去年 10 月已為無協
議脫歐做了很多準備，此後也壹直為
今年底離開歐盟後可能無協議做準備
。如果最後結果是這樣，我們已有行

動的準備。”
尤斯蒂斯表示：“我認為，現在
很可能是我們能夠決定是否能達成協
議的最後幾天。如果氣氛再度熱絡，
且真正有重大進展並解決細節問題，
那麼壹定能爭取到更多時間，壹定能延
長(期限)。”
不過他也指出：“除非我們能解
決這些相當根本的分歧，否則我認為
…… 我 們 未 來 幾 天 內 將 必 須 采 取 壹 定
立場。”
英國藥品和保健產品監管局(MHRA)
局長雷恩被問到英國若在年底以無貿易
協議方式，與歐盟“分道揚鑣”，是否
會打亂新冠疫苗的接種計劃，她表示：
“我們已有準備。”

波音 737MAX 復飛面臨挑戰
多國未確定是否符合安全標準
綜合報導 近日，美國聯邦航空局局
長史蒂夫· 迪克森簽署命令，撤銷對波音
737 MAX 飛機的禁飛令。在停飛 20 個月
後，該機型有望實現正式商業復飛。但
有業界人士指出，該機型發動機設計的
空氣動力學問題仍然受到質疑，美國監
管部門要求的改進措施或無法改變這壹
機型本質缺陷。
此前，印尼獅航和埃塞俄比亞航空
執飛的波音 737 MAX 客機先後發生墜機
事件，機上人員全部遇難。調查發現，
該機型的設計缺陷和美國聯邦航空局監
管失誤是導致空難的重要原因。多國航
空監管部門要求該機型客機停飛，並采
取改進措施。
美國聯邦航空局要求波音公司安排
新的機師培訓並升級軟件，改進名為
MCAS 的預防失速系統。MCAS 被指在此
前兩起空難中，令飛機機頭壓低，駕駛
員難以重新控制飛機。同時，波音公司
須消除電線配置等方面的安全隱患。此
外，各航空公司必須對其擁有的每架
737 MAX 進行維護檢查，並獲得美國聯
邦航空局的批準，飛行員必須接受額外
兩個小時的模擬器訓練。
美國聯邦航空局解除禁飛令後，美
國部分航空公司已開始計劃復飛該機型
。美國航空公司計劃在 12 月 29 日安排旗

下第壹班波音 737 MAX 航班復飛，但
表 示 會 讓 乘 客 清 楚 知 悉 這 是 737 MAX
機型航班，若乘客不想乘坐可以更改
行程。西南航空公司表示，需等待其
他航空公司復飛後的情況再決定，預
計需要 3 至 4 個月才會讓該機型重新投
入服務。
空難受害者家屬對解除停飛禁令表
達強烈不滿。埃航空難遇難者家屬發表
聲明，表示對美國聯邦航空局的決定非
常失望。遇難者家屬奧伊斯· 瑞恩表示，
如果不把安全放在首位，那麼這樣的公
司就不應該繼續運營。
目前，仍有多國尚未確定該機型在

改進後是否已符合安全標準。加拿大交
通部長馬克· 加爾諾在壹份聲明中說，加
拿大對波音 737 MAX 的飛行限制仍然有
效。印尼交通運輸部航空運輸總幹事諾
維 · 裏 延 托 表 示 ， 不 會 立 即 批 準 737
MAX 復飛，仍需執行某些程序來確保飛
機安全。
業內人士認為，波音面臨的更大挑
戰是重建乘客信心。737 MAX 的災難與
波音公司的錯誤以及美國航空監管部門
對航空業的不當保護息息相關。航空領
域專家馬克· 東布羅夫斯基表示：“贏回
客戶信任可能要比波音公司重新設計壹
架飛機困難得多。”

印度教師獲 2020 全球教師獎後

放棄了壹半獎金……

綜合報導 日前，來自印
度鄉村學校的壹名教師獲得
了 2020 年全球教師獎，同時
獲得 100 萬美元的獎金。不過
，他在獲獎後放棄了壹半獎

金，並將其與入圍獎項前 10
名的教師壹起分享。
據報道，英國演員、導
演斯蒂芬· 弗雷在網絡頒獎儀
式上，宣布了獲獎者名單。
來自印度的教
師蘭吉辛· 迪塞
爾 獲 得 了 2020
年全球教師獎
，他在印度馬
哈拉施特拉邦
壹個村中的小
學教書。
該獎項評
委指出，迪塞

爾幫助貧困女孩上學，並協
助她們取得優異成績，使她
們沒有錯過學業，也未面臨
早婚。另外，迪塞爾還為 83
個國家的學生提供了在線課
程，並運營了壹個國際項目
，使沖突地區的年輕人之間
建立聯系。
32 歲 的 迪 塞 爾 表 示 ：
“在這個艱難時期，教師們
正盡最大的努力，確保每個
學生都能享有他們與生俱來
的、受良好教育的權利。”
他表示，教師“總是相信給
予和分享(的力量)”，因此，

他將自己所獲得的壹半獎金
，分給了入圍該獎前 10 名的
其他教師。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教育
助理總幹事斯特凡尼婭· 賈尼
尼 (Stefania Giannini) 表 示 ，
“新冠疫情對世界各地的教
育系統帶來了嚴重的打擊
……正是教師們在困難時期
做出的貢獻，才使情況有所
改觀。”
該獎項設立者、瓦爾基
基金會創始人桑尼· 瓦爾基指
出，“通過分享獎金，妳教
給了世界給予的重要性”。
此外，今年還頒發了
“新冠英雄”獎，獲獎者為
壹名英國教師傑米· 弗羅斯特
，他運營了壹個免費的數學
教學網站。

美國新聞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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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能告贏 4 大搖擺州
德州能告贏4
大搖擺州、
、翻盤美大選
翻盤美大選？
？
專家4
專家
4 字曝結果
（綜合報導）美國德州帶頭告上聯邦最高法院，意圖翻轉
4 大搖擺州選舉結果，此舉遭法學專家笑掉大牙，砲轟訴訟
「荒謬」、 「可笑」，幾乎可以確定會失敗。
共和黨籍德州檢察長派克斯頓（Ken Paxton）8 日一次將喬
治亞州、威斯康辛州、賓州、密西根州 4 大搖擺州告上美國聯
邦最高法院，控告 4 州更動郵寄選票程序的行為違法，要求九
位最高法院大法官立即阻擋 4 州基於計票結果指派選舉人組成
選舉人團。除了德州，包括密蘇里州在內等 17 州也加入德州行
列，對 4 大搖擺州提告。
針對川普陣營再出手，美國法學專家認為此舉笑掉大牙，

維吉尼亞州威廉與瑪莉法學院（William & Mary Law School）
教授葛琳（Rebecca Green）表示，德州在法律上完全沒有資格
質疑其他州如何處理選舉， 「太怪了，完全違背憲法如何授權
我們進行選舉」， 「一個州能夠抱怨另一個州的程序，真的太
荒謬了。」
由於派克斯頓跳過下級法院，直接上訴聯邦最高法院，在
美國，能夠直接上訴聯邦最高法院的途徑較窄，上訴人或能透
過 「初審管轄權」（original jurisdiction）的方式狀告最高法院
，凱斯西儲大學（Case Western ReserveUniversity）法學院教授
艾德勒（Jonathan Adler）對此表示，部分保守派法官或許會以

他們需要聽取初審管轄權案例為由，考慮訴訟的論點，不過他
認為大法官仍不太可能推翻選舉結果， 「我的看法是，法官們
會非常謹慎，不想把事情愈弄愈糟。」
另根據休士頓南德州法學院（South Texas College of Law
Houston）教授布萊克曼（Josh Blackman），即便派克斯頓在訴
訟中提出充分論點，他的目標仍非常不切實際， 「無法想像法
院會丟掉那麼多選票，這不是選舉法的運作方式。」
肯塔基大學（University of Kentucky）法學教授道格拉斯
（Joshua Douglas）直言，派克斯頓的論點及要求的補救辦法相
當 「可笑」， 「這就是一個荒謬的訴訟。」

戴琪對陸強硬 任美貿易代表後 美中談判恐複雜化
（綜合報導）美國總統當選人拜登周四提名 45 歲的戴琪
（Katherine Tai）出任美國貿易代表，而這位台灣移民第二代
現任眾院歲計委員會首席貿易律師。
據 CNBC 新聞網與《南華早報》（South China Morning
Post）10 日報導，要是拜登對戴琪的任命獲得參議院通過，或
許她會採合縱連橫的政策，加強與其他國家合作，但可能不會
改變川普政府時期對北京強硬的立場。
而部分中方專家認為，拜登選擇對處理美中貿易爭議有豐
富經驗的戴琪出任貿易代表，可能會讓北京在與華府的關係上
面對更複雜的挑戰。

事實上，拜登已經表示，在檢視川普與北京的協議之際，
不會立即撤除對中國大陸的關稅。白宮前貿易顧問威廉斯
（Clete Willems）說，戴琪和現任貿易代表萊特海澤（Robert
Lighthizer）都有處理中方不公平貿易的豐富經驗。他說，戴琪
中文流利，與中方談判時將贏得敬重。
不過，他也指出，戴琪很可能會採取不同的策略，透過世
界貿易組織（WTO）體系和聯手其他國家對北京施壓，讓中
方有所改變。
而萊特海澤團隊認為，WTO 與世界銀行（World Bank）
官僚化，作業遲緩，又受到北京影響，因此往往選擇繞過

WTO，直接透過關稅施壓。
戴琪在康乃狄克州出生，華府長大，父母都來自台灣，小
時經常隨父母回台探親。她畢業於耶魯大學和哈佛法學院，曾
在華府多家律師事務所的國際貿易部門工作。1996—1998 年曾
以耶魯中國學者身分前往廣州，在中山大學教英語。
而戴琪的任命若獲得批准，她將成為拜登內閣中的第一位
華裔成員，也將創下華裔首度擔任美國貿易代表的紀錄。此外
，她也將成為美國史上執掌貿易代表署的第一位有色人種女性
。

美FDA允許輝瑞疫苗緊急使用 雖有大問題
（綜合報導）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與路透社報
導，即使美國藥廠輝瑞（Pfizer）與德國 BioNTech 聯手開發的
新冠疫苗在受測中出現醫護人員過敏現象，美國食品藥品監督
管理局（FDA）的諮詢委員會 10 日投票中，仍壓倒性通過建議
授權輝瑞疫苗緊急使用，預計數天內就會開始分配疫苗給第一
線醫療人員。
雖然在受測中出現醫護人員過敏現象，美國食品藥品監督
管理局諮詢委員會仍通過投票，建議 FDA 授權輝瑞疫苗緊急使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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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導指出，FDA 的疫苗和相關生物製品諮詢委員會中，17
位委員投下贊成、4 票反對、1 票棄權之下，建議瑞輝疫苗緊急
使用，但投票結果並不代表 FDA 會立即完全授權使用。
輝瑞的疫苗研發部主任揚森（Kathrin Jansen）表示，新冠
疫情基本上已經失控，引進疫苗是當務之急。瑞輝也表示，10
日已向美政府提出在明年 4 月全面許可使用申請。另外，美國
疾病預防與管制中心內的免疫實踐諮詢委員會也將開會，決定
是否推薦輝瑞疫苗分發全國使用。
美國政治新聞網站 Politico 報導，FDA 先前公布了輝瑞疫

苗相關受測報告，初步認證疫苗效力達 95％，也首度披露臨床
試驗過程中共造成 6 名志願者死亡，不過他們的死因都和疫苗
本身無關。不過，英國在 8 日開始大規模接種輝瑞疫苗後，8 日
傳出有 2 名醫護人員出現過敏反應，英國藥品及保健產品管理
局（MHRA）緊急提出建議，呼籲有 「嚴重過敏反應史」的民
眾不接種輝瑞疫苗。
FDA 做出此一決定之際，全美新冠疫情日益惡化，單日死
亡人數不僅破紀錄超過 3 千人，而至今的全國確診人數升至
1500 萬人、30 萬人病歿。

亞洲時局
星期五

韓首都圈將再提升防疫級別
首爾 67 年首次取消新年敲鐘

印度批加拿大總理
有關農民示威言論“幹涉內政”
綜合報導 印度外交部召見加拿大駐印
度高級專員，抗議加拿大總理涉及印度的
言論，指責加方幹涉印度內政。
印度外交部在壹份聲明中說，印方召
見加方高級專員納迪爾· 帕特爾並提出強烈
抗議，加拿大總理賈斯廷· 特魯多和壹些加
方議員涉及印度部分農民抗議示威活動的
言論“對我們的內政構成幹涉，令人無法
接受”。
聲明說：“如果上述舉動繼續，將對
印度和加拿大的關系造成嚴重的破壞性影
響”。
由於不滿政府推行的農業改革，印度
旁遮普邦等多地農民發起抗議示威活動，
其中不少人是錫克教徒。特魯多 11 月 30 日
參加加拿大印度裔錫克教徒壹場活動時說
，如果他沒有註意到關於印度農民抗議的
新聞，就是“失職”，加方“將永遠捍衛
和平抗議的權利”。

印度裔移民是加拿大移民的重要組成
部分。2019 年，印度裔移民占加拿大全部
移民大約四分之壹。加拿大政府中有多名
印度裔官員。壹些媒體報道，特魯多是首
名對印度農民抗議活動發表評論的外國領
導人，其言論背後包含迎合印度裔移民等
方面考慮。
印度外交部發言人阿努拉格· 斯裏瓦斯
塔 瓦 12 月 1 日 說 ， 加 方 對 印 方 內 政 發 表
“壹知半解”“毫無根據”的言論，“最
好不要出於政治目的歪曲外交對話”。
印度外交部在 4 日的最新聲明中說，加
方言論“鼓勵極端分子開展活動”，加拿
大政府應確保印度駐加拿大外交人員的人
身安全。
在印度，部分錫克教徒尋求旁遮普邦
獨立，甚至發起武裝行動。印度政府將壹
些錫克教徒和錫克教組織列為極端分子和
恐怖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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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菲律賓勞工部(DOLE)宣布將於
12 月 10 至 12 日舉辦大型線上招聘會，投放逾 2
萬個國內和海外就業崗位。這是新冠疫情暴發
以來，菲律賓國家政府部門組織的首場大型招
聘會，以期幫助民眾走出疫情帶來的就業困擾
，提振經濟。
據悉，該場線上招聘會由菲勞工部所屬本
土就業局、菲律賓海外就業管理局與合作機構
聯合舉辦。
菲勞工部長貝洛(SilvestreBelloIII)在當天的
聲明中介紹，為了遵守政府對大規模集會的限
制，勞工部首次舉辦大型線上招聘會，會上有
600 多家菲本土公司和 16 家有執照的招聘機構
提供本地和海外崗位。
其中，海外招聘崗位大部分是工人、
護 士 、 護工，也有工程師、計算機軟件設
計員、電信技師、維修技師、木匠、建築工
地領班、勞工、清潔工、健身教練、糕餅制作
師、廚師、餐廳服務員等。
海外崗位目的地國家和地區為新加坡、
日本、德國、新西蘭、沙特阿拉伯王國、卡
塔爾、緬甸、約旦、科特迪瓦、黎巴嫩、加
納、密克羅尼西亞、特克斯和凱科斯群島以及
帕勞等。
據悉，該場線上招聘會將與菲就業網
站 Mynimo.com 和 菲 各 地 的 公 共 就 業 服 務
辦 公 室 (PESOs) 合 作 ， 民 眾 可 以 登 錄 網 站
報名。

菲律賓首場大型線上招聘會
將投放逾 萬
2 國內和海外就業崗位

綜合報導 韓國首都圈疫情惡化，將
提升防疫響應級別至 2.5 級別。首爾市 67
年來將首次取消迎新年敲鐘儀式。
據韓國中央防疫對策本部通報，截至
6 日零時，過去 24 小時，新增 631 例確診
病例，創下自 11 月韓國疫情第三波大流
行以來的單日增長最高值。當天報告新增
病例中，社區感染病例 599 例，其中 470
例發生在包括首爾、京畿道、仁川在內的
首都圈。
韓國總理丁世均舉行會議稱，韓國正
面臨與疫情抗爭的“最關鍵時刻”，盡管
不斷加強防疫管控，但最近壹周單日新增
病例持續突破 500 個。
丁世均宣布，將上調首都圈防疫響應
級別至 2.5 級，為期三周。這意味著，首
都圈將禁止 50 人及以上規模的人群聚集
活動，禁止室內健身房、室內演出場所、
KTV 等營業，僅允許三分之壹學生到校上
課等。
11 月，韓國曾兩次上調首都圈防疫響
應級別，目前首都圈處於 2 級防疫響應。
12 月 5 日 起 ， 首 爾 市 實 施 強 化 版 防 疫
措 施 ，要求電影院、超市等 21 時後全部
關停，限制民眾夜間出行。
首爾市當天還宣布，鑒於疫情快速蔓延
，將取消迎新年敲鐘儀式。這是自1953年設
定該儀式以來，首次取消此慶祝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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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老緬泰四國湄公河護航 9 年

劫案為零貨運倍增

綜合報導 中老緬泰湄公河聯合
巡 邏 執 法 第 100 巡 在 即 。 雲 南 省 公
安廳 6 日在昆明發布消息稱，該機
制自 2011 年運行以來，累計護航商
船 2000 余 艘 次 ， 救 助 遇 險 商 船 130
艘 536 人 ， 挽 回 直 接 經 濟 損 失 1.88
億元人民幣；實現湄公河江面劫持
商船案件零發生，沿江港口貨物吞
吐量翻了 2 番，旅遊人數年均增長
20%以上。
中老緬泰湄公河聯合巡邏執法機
制是 2011 年湄公河“10· 5”案件發生
後，四國執法主管部門為應對湄公河
流域安全挑戰、維護發展環境、重振
航運信心，共同研商建立的第壹個由
不同國家在國際河流開展聯合執法的
安全合作機制。機制以每月壹次湄公

河聯合巡邏執法勤務為依托，從雲南
西雙版納出發，沿瀾滄江—湄公河中
緬界河、老緬界河，抵達老緬泰三國
交界的金三角水域，主要開展護航商
船、多邊交流、聯合執法等工作。
據雲南省公安廳黨委副書記、常
務副廳長周建忠介紹，截至目前，中
老緬泰四方共開展了 99 次湄公河聯合
巡邏執法勤務，累計派出執法人員
15818 人次，執法船艇 787 艘次，航程
56100 余公裏。
在聯合執法的基礎上，四國執法
部門建立水陸聯合查緝、分段巡邏、
船艇聯勤駐訓等壹系列子機制，通過
中老、中緬、老緬、老泰等分區域分
航段的聯合巡邏、聯勤訓練、水陸查
緝等，確保執法船艇每月有 25 天在江

面巡邏，見警率達到 80%以上，將湄
公河由原來的單邊管控提升為雙邊、
多邊聯合管控。
周建忠表示，下壹步，將進壹步
深化四國執法合作，努力構建各方認
同、合作共贏的國際執法安全合作格
局，加大跨境犯罪的打擊整治力度，
加強中老緬泰湄公河聯合巡邏執法機
制建設。
記者了解到，第 100 次中老緬泰
湄公河聯合巡邏執法行動將於 8 日在
西雙版納啟動。此次行動預計歷時 4
天 3 夜，總航程 620 余公裏。
2011 年 10 月 5 日，“華平號”和
“玉興 8 號”兩艘商船在湄公河金三
角水域遭遇襲擊，造成 13 名中國船員
遇害。

台灣新聞

寶佳利用 「勞動基金
勞動基金」」 炒股

執行長唐楚烈與復華執行長等55 人遭聲押
執行長唐楚烈與復華執行長等
（中央社） 「勞動基金」炒股案昨檢方偵訊
復華投資長邱明強、陳姓研究員、基金經理人劉
建賢、寶佳公司執行長唐楚烈、寶佳投資主管邱
裕元等５人，今天早上決定向法院聲請羈押，台
北地方法院將開庭後決定羈押或交保。
勞金局前組長游迺文被勞動部主動調查發現
，有違背職務收賄，以勞動基金代操券商持續下
單買進特定公司股票，達到操控股價目的，還有
財產來源不明弊端。檢廉 11 月 26 日首波偵辦，
搜索游迺文住處等地點，檢察官聲押游獲准隔天
，第二波搜索了寶佳公司，並約談投資主管邱裕
元，複訊後 30 萬交保。

檢廉持續追查發現，寶佳公司執行長兼嘉源
投資負責人唐楚烈、邱裕元去年 5 月下旬起，共
謀炒作遠百股票，開始大筆敲進拉抬股價後，今
年 4 月至 7 月，大單出脫遠百股票，但市場承接
無力，售出數量不如預期，就想把遠百股票甩鍋
給政府基金。
與邱裕元熟識的游迺文今年 7、8 月間起，刻
意違反勞金局作業規範，繞過勞金局有權下單的
承辦交易員，擅自撥打電話到專門受託替勞金局
下單的復華投信，要求以勞金局權益證券科相關
帳戶直接下單遠百股票。

花敬群批只看自償率心理有鬼
柯P叫陣：請中央拿出社宅財務計畫
（中央社）台北市明倫社宅租金過高引發
極大批評，內政部次長花敬群今（12/10）在臉
書上批評，台北市整天把自償率掛在嘴上，不
是因為財務有問題，而是 「心理有鬼」。台北
市長柯文哲傍晚反擊，北市自己的財務都很清
楚、數字也可以拿給人家看，倒是中央宣示要
蓋 12 萬戶社宅， 「你的財務計畫要不要給人家
看一看？」，不要只打口水戰，做事應該要務
實。
柯文哲下午出席世界壯年運動會簽約記者

會後接受媒體聯訪，被問到對花敬群批評有何
看法？柯回應： 「這個國家的錢就這麼多，目
前北市蓋社宅是用住宅基金，但你不可以蓋了
五萬戶之後住宅基金就破產」。
話鋒一轉，柯文哲直言，總統蔡英文曾說
要蓋 20 萬戶社宅，現在已經縮減變成 12 萬戶，
因為有 8 萬戶變成是包租代管，即使如此，蓋
12 萬戶還是要有財務分析。接著柯向中央下戰
書，自己的數字可以拿給人家看，可以很清楚
說怎麼做，反倒是中央蓋 12 萬戶的財務計畫

「要不要也給人家看一看？」。
柯表示，目前北市社宅租金也是市價八折
，整件事情應該要務實、不要打口水戰，北市
蓋社宅已經第五年了、已經超過五年了，結果
現在還在研究租金要怎麼訂？其實市府內部檢
討很多東西是且戰且走，但蓋 5 百戶社宅與蓋 5
萬戶的邏輯不一樣，數量少的時候政府可以補
貼一些，但蓋到 5 萬戶的時候財務就不能隨便，

最後柯再向中央喊話 「你真的要蓋 12 萬戶？你
的財務計畫是什麼計畫？」。
此外，台北市都發局今天表示，明倫社宅
招租申請已結束（11/26 至 12/9），累積至今天
下午為止，總收件量為 3326 件，其中一房型共
有 2616 件申請、二房型有 615 件申請，三房型
則有 95 件申請。預計明年一月八日舉行抽籤、
三月入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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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群無名單 逃離難追蹤 執法缺目標 實行靠呼籲

強檢無牙虎 通街漏網魚
香 港 新



(

冠肺炎疫情

強制檢測群組

持續在社區
擴散，9 日新

9日新增強檢群組

增 104 宗確診個案，除了葵盛西邨第八座及

‧11 月 17 日至 12 月 9 日在葵
盛西邨第 8 座，逗留時間累
積逾兩小時的人士

沙田一田百貨感染群組持續擴大外，再多兩
個大型群組，包括將軍澳——藍田隧道地盤
6 名紮鐵工人確診或初步確診；九龍灣麗晶

‧11 月 17 日至 12 月 9 日在馬
鞍山錦豐苑錦蕙閣，逗留時
間累積逾兩小時的人士

花園六座過去約兩周共有 7 宗確診個案。香
港衞生防護中心因此宣布，該地盤工人、沙

‧11 月 17 日至 12 月 9 日在麗
晶花園第 6 座，逗留時間累
積逾兩小時的人士

田一田員工、葵盛西邨第八座、麗晶花園第
六座及馬鞍山錦豐苑錦蕙閣居民，需要強制
檢測。不過，香港食物及衞生局 9 日向香港
文匯報承認，中心並沒有所有需要強檢人士

■衞署將爆發疫情的葵
盛西第八座居民送往
檢疫，
檢疫
，但已有居民先行
搬離。
搬離
。
資料圖片

‧11 月 28 日或之後在沙田一
田百貨工作過的員工

的名單，就算有人違法未有遵從，政府也未
必能找到這些“漏網之魚”。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葵盛西邨 強檢不禁足

葵涌葵盛西邨及馬鞍山錦豐苑後，九龍灣麗晶花
園亦急增多宗新冠肺炎確診個案。翻查資料，該
屋苑由上月 23 日至今共有 7 宗確診個案，其中 5 宗住
在第六座，當中 3 宗是不明源頭的本地個案，兩宗與
跳舞群組有關。有關單位全部為 D 室，當中 1 個於高
層，另外 3 個為低層毗連單位。政府深夜對麗晶花園
第六座，以及另外四個群組發出強制檢測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葵盛西邨第八座 9
日再多 4 名住戶確診，該邨至今累計有 22 宗個案，
政府要求上月 17 日後在該邨第八座累計逗留超過 2
小時的人士，接受強制檢測，但政府未動用 9 日生效
的“禁足令”，即仍未禁止居民在強檢結果出爐前
離開住所，香港大學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栢良
認為，該邨疫情嚴峻是時候動用“禁足令”，阻截
該邨的隱形患者到處“播疫”，“只要政府在執行
政策時一致，相信市民會支持，受影響人士亦會理
解，政府應放膽去做。”

衞署強檢命令遲緩 房署住戶名單滯後

專家倡封樓 尋回搬離者

惟強制檢測令卻淪為“無牙老虎”，以葵盛西邨
第八座為例，爆發疫情多日後，9 日該座再多 4 名住戶
確診，累計 22 名居民確診後，政府才宣布要居民強制
檢測。香港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解釋，
第八座 5 樓發現有橫向傳播，但陸續有其他樓層同樣
有確診個案，分布範圍較散，與馬鞍山錦豐苑錦蕙閣
的情況類似，預計大廈可能陸續有機會有其他個案。
在政府的強制檢測令遲遲未發出下，該座已有居
民搬出“逃亡”。張竹君透露，衞生署及檢測承辦商
過去幾日分別在葵盛西邨檢測3,000多個樣本，當中包
括其他座數居民的樣本，而且部分居民已搬離，政府
不知他們是否已做檢測，“不知道他們有無做檢測，
所以即日決定強制檢測，希望大家嚴肅對待呢件事，
而且除5樓外，亦有另外5個（確診個案）單位分布其
他樓層，不知道會不會有5樓的情況發生。”
如何追蹤這些“逃兵”也是難，她表示房屋署提
供的住戶名單滯後，部分資料未更新，其中葵盛西邨
第八座5樓有3個單位“失聯”，經追蹤發現其中一個
單位的住戶已離世，另兩個單位正由警方協助追蹤。
即使政府已掌握強檢人士名單，但倘對方不合
作，政府也未能果斷執法。根據法例第 599J 章，政府
賦權西醫強制要求懷疑新冠肺炎病人接受病毒檢測，
病人要在指示發出日期的兩天內完成檢測。

葵盛西邨爆疫多時，政府 9 日才發出強檢令，
卻沒有啟動“禁足令”，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傳染
病處主任張竹君解釋，“不是有條法例就任何時候
都要用。考慮到我們覺得最重要做檢測，因為做完
一次檢測，可能有機會過多一、兩星期，還要做第
二次(強檢)，你要禁幾耐呢？有人反映指，可能有
些居民已離開那兒，我們不知道他們是否有做檢
測，希望其他樓層的人盡量去做檢測，這是法律需
要。”
何栢良不同意政府強檢不禁足的做法，他引用
衞生防護中心的數據指出，第八座有 3,100 名居民，
前日有 2,300 人完成檢測，仍有 800 人未檢測，“進
度太遲太慢，政府有需要進行補救措施，不能再

繼

靠公告短訊發指示 遇不自覺者即束手
但香港醫管局總行政經理（病人安全及風險管
理）何婉霞 9 日在疫情記者會上指出，醫管局急症室
和普通科門診平均每日發出 1,000 至 2,000 張強制檢測
指示，醫管局會透過電話短訊提醒未有在限期內交回
樣本的病人盡快檢測，但有數十名病人兩度接獲短訊
後仍未交樣本。
何婉霞呼籲有關病人盡快提交樣本進行化驗，警
告如果他們繼續無視指示，醫管局可能引用法例第
599J章，將事件轉政府部門跟進檢控。
政府雖然進一步向 5 個群組發出強制檢測令，但
相關法例其實難以執行，香港文匯報記者 9 日向食物
及衞生局查詢有多少市民已經因為到過強檢令涉及的
地方時，發言人承認未有相關名單及統計，發言人表
示衞生防護中心並沒有到過該 34 個指明地方的人士的
名單，並表示了解到部分地方沒備有完整的客人記
錄，重申政府有必要時會立刻在第 599J 章下作出針對
指明地方的強制檢測公告，要求有關人士立即接受檢
測，換言之政府是透過公告，呼籲有關人士自覺接受
檢測，倘若對方無視公告，政府也不能證實對方是強
檢人士。

‧12 月 1 日至 9 日期間在將軍
澳—藍田隧道的主隧道及相
關工程地盤工作，或曾身處
該地盤逾兩小時的人士

等。”他強調，已有充分證據顯示第八座有病毒傳
播鏈，政府應宣布該座為“疫區”，要求大廈居民
強制檢測之餘，還要引用俗稱“禁足令”的“限制
與檢測宣告”要求居民等到有檢測結果後才准離開
該大廈，亦應指示警方尋回早前已搬離的住戶。
對於馬鞍山錦豐苑錦蕙閣也有多名住戶確診，
何栢良表明，若確診人數再增加及有關連，政府亦
應及早引用“禁足令”，強制居民接受檢測。他表
示，由始至終都贊成強檢配合禁足，“政府在出現
跳舞群組時已慢幾拍，輸咗第一球波，之後要求該
群組強檢但無禁足，令政府輸埋第二球波，今次葵
盛西邨事件唔好再輸第三球波。”

昔速封淘大 如今嘆慢板
何栢良表示，政府現時已有條例可以動用，目
前疫情嚴峻，政府不能夠再慢慢研究，“再研究就
是不負責任，政府應該有明確說法，只要執行政策
時一致，相信市民會支持，受影響人士亦會理
解。”
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也認為，政府不同部
門必須建立機制互相配合，在有禁足決定後迅速行
動，避免受影響人士在被禁足前“雞飛狗走”。他
指出，政府在沙士及豬流感疫情期間都試過引用法
例，先後封鎖淘大花園 E 座及灣仔維景酒店，與目
前的情況相似，不明白政府議而不決的原因。

過去需強檢群組(部分)
14 間跳舞場所：Dance Concept； Dance Culture； 香 港
明星舞蹈藝術學校；Danzstage Dance studio； Green
Apple International Dance
school； Heavenly Dance；
新光宴會廳；金麗會；美德
會 ； More Dance fame； 百
樂會懷舊歌舞；Shining Star
Dance studio； Starlight
Dance Club等
14 間宴會或跳舞場所：君好
宴會廳；新光宴會廳 (沙田)；
勁爆娛樂製作公司；世界舞蹈
家演藝總會；星河音樂室；
Victor Yang Studio；星輝宴
會廳；彩龍大酒樓(石硤尾) ；
彩 龍 皇 宮 大 酒 樓 ( 黃 大 仙)；
Bandstage Live Music； 樂
陶 演 藝 中 心 ； A&B Dance
Studio；菲力偉 (尖沙咀) ；
菲力偉 (銅鑼灣)
經醫生臨床判斷懷疑有病徵的病人
‧安老院、殘疾人士院舍及護
養院員工及外判員工（包括
全職、兼職及替假員工）
‧的士司機

■葵盛西邨居民攜帶行李離開
葵盛西邨居民攜帶行李離開“
“疫樓
疫樓”，
”，增加傳播疫情風險
增加傳播疫情風險。
。

資料來源：香港政府新聞處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資料圖片

葛珮帆：須建完善追蹤系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成祖明）對於部分巿
民未有依循強制檢測指示，香港民建聯立法會衞
生事務委員會主席葛珮帆 9 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
問時直言，政府需要嚴正執法，另外亦應要有一
個完善的追蹤系統，以找出該些須接受強制檢測
的人士。

“安心出行”
程式 僅憑自願下載
醫管局的急症室和普通科門診診所數十名被
發出強制檢測指令的病患，在限期後接收兩次短
訊提醒仍未交回樣本，葛珮帆直斥他們的行為不
能接受，指出相關部門需要嚴正執法，“如果有
法唔用，咁就係違背咗希望佢哋盡快做檢測，搵

出隱形患者嘅原意。”
另外，政府要求到過某些處所的人要強制檢
測，如有多宗確診個案的爆疫食肆、疫廈、工作
場所等，但當中或有人認為當局未掌握名單及他
們的行蹤，故未有往檢測而成“漏網之魚”。葛
珮帆則認為，當局至少應向房屋署、承辦商、公
司等拿取有關須強檢的人士名單，以作出追蹤。

強檢指示亂 居民陷恐慌
政府雖然推出“安心出行”應用程式，但只
是讓巿民自行下載，葛珮帆便指出，現時未有強
制市民使用的追蹤系統，就算有處所爆發疫潮須
實施強制檢測，相信有關部門亦沒有充足的人力

物力可以從閉路電視中，辨認出須接受強制檢測
者，故她認為一個完善的追蹤系統是多麼緊要。
她 9 日又回應錦豐苑 C 座強制檢測問題，指
出有關居民需強制檢測的指示較混亂，令居民陷
入恐慌，不少當座居民就檢測前和等待結果期間
可否外出工作或購置日用品感到疑惑，部分表示
前日已在衞生署派發檢測套裝時完成檢測，憂慮
是否要再次檢測，又有居民希望政府派員統一收
樽，減少居民對外接觸機會。葛珮帆表示，她已
和政府相關部門聯絡，確定是次強制檢測並無
限制居民出入，她已要求政府盡快詳盡回覆居
民的查詢，以釋除疑慮，政府表示稍後將公布
詳情。

文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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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同馬克龍通電話：共護多邊主義

汪洋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9日晚同法國總統馬克龍通電話。
習近平指出，當今世界不穩定性不確定性增
加，呼喚更多大國擔當。“獨立自主、相互理
解、高瞻遠矚、互利共贏”是中法建交的初心。
堅持多邊主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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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中法兩
國的重要共識。我們要牢記初心，堅持共識，把
穩中法關係方向盤，加強交往，深化合作，就重
大國際和地區問題保持密切溝通和協調，推動兩
國關係得到更大發展。
習近平強調，中國對自己的道路、理論、制
度、文化充滿自信，也尊重各國人民自主選擇的
發展道路。不同社會制度國家可以相互尊重、和
平共處、共同發展。新形勢下，中歐合作的全球
性和戰略性更加凸顯。無論國際風雲如何變幻，

中方都致力於堅定不移推動中歐關係健康穩定發
展，希望歐方實施積極的對華政策。雙方要一道
努力，加快完成中歐投資協定談判，舉辦好中歐
環境與氣候高層對話以及數字領域高層對話，推
動中歐關係邁上新台階。

雙多邊合作 達多項重要共識
馬克龍表示，法中兩國就抗擊新冠肺炎疫情
進行了良好合作，各領域交流合作全面推進。法
方秉持獨立自主的外交傳統，高度重視發展同中
國的關係，願同中方繼續努力，深化法中、歐中
合作。希望歐中投資協定談判盡早取得成果。法
方讚賞中方為達成氣候變化巴黎協定所作重要貢
獻，以及在疫苗、減緩債方面發揮的重要作用，
特別是為發展中國家提供的支持，希望同中方繼
續就氣候變化、公共衞生、對非合作等重大全球

和地區問題加強協調合作。我希望適時再次訪
華。
兩國元首就下階段雙多邊合作進行了討論，達
成多項重要共識，並責成各自相關部門加緊落實：
一、歡迎兩國立法機構領導人將首次以視頻
方式出席中法議會交流機制第11次會議。
二、在生命醫學、生物育種、月球和火星探
測、衛星研發等領域開展更多合作。
三、通過口岸熱線聯絡等機制提升海關檢驗
檢疫合作水平，確保供應鏈穩定。
四、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困難，加快推進非洲
豬瘟區域化管理技術磋商，爭取早日就合作協議
達成實質性成果。
五、以北京2022年冬奧會和巴黎2024年奧運
會為契機，加強奧運和民間交流合作，增進相互
了解和友誼。

六、歡迎《中歐地理標誌協定》將於 2021 年
初正式生效。支持茶葉、葡萄酒、奶酪等中法高
品質特色農食產品走進彼此千家萬戶。
七、積極參與“加速新冠肺炎疫苗和藥物研發、
生產和公平分配的合作倡議”和“新冠肺炎疫苗實
施計劃”，加大對發展中國家的幫扶力度，讓疫苗
成為各國人民真正用得上、用得起的公共產品。
八、共同維護多邊主義，攜手應對氣候變
化，支持辦好今年12月12日氣候雄心峰會和明年
1月“一個星球”峰會，動員國際社會更積極參與
明年《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五次締約方大會、
《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二十六次締約方
大會、第七屆世界自然保護大會，推動上述重要
國際議程取得積極成果。
雙方還就伊朗核、南極海洋保護等問題交換
了意見。

函賀兩岸企業家峰會年會召開

：企業是兩岸關係發展功臣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及記者蔣煌基報道，2020 兩岸企業家峰會年會 9
日以視頻連線方式在廈門市和台北市同步舉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政
協主席汪洋向兩岸企業家峰會理事會發賀信，代表中共中央和
習近平總書記，對年會召開表示祝賀，向峰會全體會員和與會
嘉賓致以問候。兩岸知名企業家、工商團體負責人、中小企業
和青年創業者等 700 多人與會。

兩岸經合動力強潛力大韌性足
汪洋表示，經濟合作是兩岸關係發展的基
礎，符合兩岸同胞共同利益。儘管受新冠肺炎
疫情衝擊，今年前 10 個月兩岸貿易額仍實現兩
位數增長，充分反映出兩岸經濟合作動力強、
潛力大、韌性足。
汪洋強調，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擘畫了
“十四五”時期大陸經濟社會發展藍圖，提出
了到2035年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的遠景目
標，這必將為廣大台企台胞帶來重大機遇和長
期利好。我們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
識”，以兩岸同胞福祉為依歸，推動兩岸關係
和平發展、融合發展，加強兩岸產業合作，打
造兩岸共同市場，壯大中華民族經濟。我們將
完善保障台灣同胞福祉和在大陸享受同等待遇
的制度和政策，支持台商台企參與“一帶一
路”建設和國家區域協調發展戰略，進一步加
大政策落實力度，讓台企台胞有更多獲得感。
汪洋指出，企業是兩岸經濟合作的主體，
也是推動兩岸關係發展的功臣。希望峰會雙方
理事會團結帶領兩岸企業家秉持民族大義，把
握發展大勢，將兩岸經濟合作的“蛋糕”越做
越大，讓兩岸同胞的利益福祉越來越好，同心
共襄民族復興千秋偉業。

劉結一：台對陸出口貿易創新高
本屆峰會年會主題為“面對新情勢 再創
新契機”。國台辦主任劉結一、峰會大陸方面
理事長郭金龍、台灣方面副理事長邱正雄代表
蕭萬長理事長分別致辭。
劉結一指出，新冠肺炎疫情是試金石，既
映射出兩岸同胞守望相助、共克時艱的作為，
彰顯出兩岸同胞血濃於水、休戚與共的本質，
也凸顯涇渭分明的是與非。劉結一稱，大陸率
先走出疫情陰霾，經濟發展穩步正增長，台灣
也在其中受益，今年創下對大陸出口貿易十年

來新高。劉結一強調，祖國是廣大台灣同胞的
堅強後盾和篤定依靠，更是台灣的前途所在。
國家強盛，兩岸中國人才能過上富足美好的生
活。他呼籲台灣各界有識之士和廣大台胞，在
當今新形勢下，更要秉持民族大義，把握兩岸
關係發展大局，堅持走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融
合發展的正確道路，與大陸同胞一道共擔民族
復興責任使命，共享國家發展尊嚴與榮耀。
劉結一表示，不久前簽訂的區域全面經濟
夥伴關係協定（RCEP），台胞可“近水樓台
先得月”。“協定也是台胞、台企、台商立足
大陸、布局未來的重大利好，充分參與、深度
融入大循環、雙循環新發展格局，就一定能夠
實現更大收穫。”他說。
劉結一表示，大陸是台灣的前途所在，台灣
各界有識之士和廣大台胞，要把握發展大局，堅
持走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融合發展的正確道路。

郭金龍：陸是台企台胞共享市場
郭金龍亦在會上對未來兩岸合作交流提出
包括建設命運共同體、共創兩岸發展新局面、
推動兩岸企業融入新格局以及匯聚兩岸產業發
展新合力等四方面建議。郭金龍說，兩岸一家
親，親望親好，大陸市場已經是台企台胞可以
率先共享的市場，希望兩岸企業積極把握大陸
新發展階段的新機遇，攜手合作，依託大陸強
大的內需市場，在高質量發展的廣闊天地中實
現更大發展。郭金龍期待更多台胞台企成為壯
大中華民族經濟的參與者、貢獻者、受益者。
他說，兩岸經濟互補性強，合作潛力巨大，只
有團結協作，才能在世界經濟格局複雜演進中
共同把握新機遇。
與會嘉賓表示，在疫情影響下，兩岸更應
加強產業合作，打造兩岸共同市場。台灣同胞
應把握大陸“雙循環”和“十四五”規劃帶來
的新機遇，共同建設兩岸命運共同體，共創兩
岸發展新局面。

■9 日，2020兩岸企業家峰會年會以視頻連線方式在廈門市和台北市同步舉行。中共中央台辦、國務院台
辦主任劉結一致辭。
香港文匯報記者蔣煌基 攝

陸機遇前所未有 台胞要緊緊把握
2020 兩岸企業家峰會年會 9 日
上午以視頻連線方式在廈門市和台
/1 北市同步舉行，廈門大學台研院副
院長張文生教授向香港文匯報表
示，汪洋的賀信和劉結一的講話，都對過去一年兩
岸經貿發展突出的表現和成績給予高度肯定，同時
也揭示了兩岸經濟是不可分的，兩岸交流是不可斷
的，大陸是台灣最強大、最可靠、最有力的後盾，
台灣少數人想切斷兩岸交流、兩岸經貿關係的做
法，是不得人心的，也是做不到的，對台灣沒有任
何好處。



陸堅定維護台胞權益
張文生表示，汪洋的賀信和劉結一的講話，都
揭示大陸堅持兩岸和平發展、融合發展的對台政
策，在這個發展過程中，大陸讓利給台灣同胞、台
企、台商，在為台企、台商、台灣同胞服務方面，
大陸真心誠意，切切實實，展現了祖國大陸關心台
胞福祉，維護台胞合法權益的堅定態度。
張文生續稱，汪洋的賀信和劉結一的講話，都
向廣大台企、台商、台胞招手，希望他們加入到祖
國大陸發展進步、中華民族的民族復興進程中來。

雖然目前面臨新冠疫情的影響，但是祖國大陸發展
進步的進程是誰也阻擋不了的，祖國大陸的發展進
步對廣大的台灣同胞來說是前所未有的機遇，應該
要緊緊把握住。

峰會達和平發展正面效果
島內中國文化大學劉性仁教授亦向香港文匯報
表示，兩岸企業家峰會的順利舉行，說明兩岸都高
度重視這個兩岸經貿最高層級的民間經貿領袖平
台，也充分說明兩岸可以利用經貿合作緩解敵對關
係，兩岸民間需要繼續交流，兩岸高層需要耐心對
話，兩岸關係會迎來新的春天。
劉性仁表示，經濟合作是兩岸關係發展的基
礎，當大陸透過企業家峰會釋出將完善保障台胞福
祉和落實同等待遇時，台灣若還是停留在“統戰”
思維中，恐怕就跟不上發展的腳步，期盼兩岸都能
有建設性的、正面互助共贏的思考。雖然兩岸企業
家峰會不會對外公布任何產業合作協議，也不會有
任 何 簽 署 合 作 備 忘 錄 （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MOU）的環節，但值此兩岸對立趨於激
烈之際，此峰會仍舊達成和平發展的正面效果。
■香港文匯報記者 蘇榕蓉 福州報道

中國

中國社會
■責任編輯：于大海
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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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疫苗阿聯酋上市
有效性達 86% 100％預防中重度感染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凱雷
北京報道）阿聯酋衞生與預防部 9 日發布聲
明，阿聯酋宣布正式註冊中國國藥集團中國
生物新冠滅活疫苗，經新冠滅活疫苗臨床試
驗（III 期）期中數據分析表明，該新冠滅活
疫苗有效性高達 86%。此外分析還顯示，
該款疫苗無明顯副作用，疫苗的安全性具有
保障。據透露，中國國藥集團上月已向中國
■中國國藥疫苗在阿聯酋獲批上市
中國國藥疫苗在阿聯酋獲批上市。
。圖為國藥集團上月
在阿布扎比進行新冠疫苗III
在阿布扎比進行新冠疫苗
III期臨床試驗
期臨床試驗。
。
網上圖片

國家藥監局提交了新冠疫苗上市申請，預計
最快本月就可在中國上市。

阿聯酋方面聲明稱，參與阿聯酋國際臨床（Ⅲ
期）試驗的 3.1 萬志願者來自 125 個國家和地
區。

試驗分析顯示，該疫苗具有99％的中和抗體血清
轉化率和 100％預防中度和重度疾病的有效性，且無
明顯副作用。另據報道，志願者中包括 1,000 名患有
慢性病的志願者。有志願者出現輕微副作用，如喉嚨
痛，但迄今為止尚未發現任何意外的嚴重副作用。上
述結果來自於該疫苗的臨床試驗（Ⅲ期）期中數據分
析，其試驗仍在持續進行當中。
今年 9 月，阿聯酋政府緊急批准了中國新冠肺炎
疫苗的使用，在授權後的安全性和功效研究中，該疫
苗顯示出與中期相似的結果，有效保護了在阿聯酋抗
擊新冠肺炎疫情一線的醫務人員。目前，有多名阿聯
酋政要已身體力行接種國藥新冠滅活疫苗。

中國最快12月上市 明年料產逾10億劑

名稱

中國 款疫苗進展

無明顯副作用 臨床試驗仍持續進行

不多的情況下，如果安慰劑組有 100 人發病，那麼
疫苗組只有 14 人發病。中和抗體陽轉率 99%，指
的是疫苗組裏 99%的人都產生了抗體。但是，因
為疫苗組裏也有一些人發病，還需要研究這些人
的抗體水平與發病的關係。100%預防中度和重度
新冠感染，是指安慰劑組有若干中度和重度感染
患者，疫苗組雖然有發病，但沒有該類患者。

6

進度

Ⅲ期臨床試驗在10個國家和地
兩款新型冠
區展開，總接種者將達6萬餘
狀病毒滅活
人，接種人群樣本量涵蓋125
疫苗 （Ve國籍。中國有望年內上市。阿聯
ro病毒）
酋已批准上市
新冠病毒滅
在巴西、印度尼西亞等多
活疫苗“克
國穩步推Ⅲ期臨床研究
爾來福”

中國

據中國生物有關人士透露，三期數據顯示“效果
相當理想”。上個月，中國國藥集團已向國家藥監局
提交了新冠疫苗上市申請，預計最快本月就可在中國
新冠病毒滅 12 月在馬來西亞開展Ⅲ期
上市。雖然目前官方網站上尚未查到關於新冠疫苗的
活疫苗
臨床試驗
申請，不過科研攻關組疫苗研發專班專家組副組長、
中國工程院院士王軍志此前曾透露，關於疫苗，即將
重組新型冠
已獲俄羅斯和巴基斯坦批
有大消息公布，年內將有 6 億支新冠滅活疫苗獲批上
狀病毒疫苗
准，在當地開展Ⅲ期臨床
市。
（Ad5-nCo
試驗
據介紹，為保障疫苗的供應，中國生物已做好大
V）
專家：仍須研究抗體水平與發病關係
規模量產準備工作，北京生物製品研究所、武漢生物
重組蛋白疫 11 月在烏茲別克斯坦開展
針對上述新冠疫苗的國際臨床（Ⅲ期）期中數 製品研究所兩個新冠疫苗高等級生物安全生產車間已
苗
Ⅲ期臨床試驗
據分析，中國疫苗專家陶黎納表示，疫苗有效性 經建設完成，明年產能預計將達到10億劑以上，能夠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凝哲
86%是最關鍵指標，意思是，在兩組志願者人數差 保證安全充足的疫苗供應。
■責任編輯：于大海
2020年12月10日（星期四）

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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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疫苗主管：很可能首選科興疫苗



■國藥集團中國生物早前在服貿會上展出
兩款新冠滅活疫苗。
兩款新冠滅活疫苗
。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
報道，當地時間9日，菲律賓
政府疫情應對主要負責人、
疫苗主管卡利托．加爾維茲
表示，菲律賓在未來選用的
首款新冠疫苗很可能來自中
國。他表示，評估顯示中國
疫苗非常安全。
據海外網引述菲律賓
《每日問詢者報》報道，加
爾維茲在採訪中稱，到明年
第一季度可能會有兩款新冠
疫苗，分別為俄羅斯伽瑪列
亞研究所和中國科興生產。
他表示，巴西和印尼已經獲
得了科興疫苗，所以對此信
心更大。
加爾維茲還肯定了中國
疫苗的安全性。他說道：
“我已經收到了疫苗專家小
組和科學技術部的簡報。根
據他們的評估，中國疫苗非
常安全。”被問及是否願意
接種中國疫苗時，加爾維茲
也給出了肯定的答覆。
此前，菲律賓衞生部長
杜克 7 日表示，菲律賓將在
2021 年第一季度末開始為國
民接種新冠疫苗。

通過道德審查才可臨床試驗

菲律賓衞生部副部長韋
爾吉雷透露，有三家製藥商
開發的疫苗已通過菲律賓道
德審查委員會的審查。只有
通過該委員會的審查，疫苗
才能在菲律賓進行臨床試
驗。

豬價大降 中國上月 CPI 跌 0.5%
專家：食品價格持續走弱 非需求疲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
道） 隨着中國經濟復甦加快，貨幣及信
貸增長提速。中國人民銀行（央行）9日
發布的金融數據顯示，11 月新增人民幣
貸款 1.43 萬億元（人民幣，下同），同
比多增456億元，較10月增長1倍多；雖
然違約頻發拖累企業債融資受阻，不過
新增社會融資規模仍環比增逾 50%，達
到 2.13 萬億元，比上年同期多 1,406 億
元。
當月貸款增加，個人貸款和企業貸
款各佔半壁江山，其中以實體企業中長
期貸款和個人住房按揭貸款增加較多。
分部門看，家庭部門繼續加槓桿，帶動
地產銷售等繼續回升。當月住戶部門貸
款增加 7,534 億元，以個人消費為主的住
戶部門貸款短期貸款增加 2,486 億元，以
個人住房按揭為主的中長期貸款增加
5,049 億元。實體經濟融資需求整體強
勁，企/事業單位貸款增加 7,812 億元，
其中短期貸款增加734億元，中長期貸款
增加 5,887 億元，票據融資增加 804 億
元；非銀行業金融機構貸款減少 1,042 億
元。
海通證券分析指，企業貸款同比多
增約 1,000 億元，其中企業短貸同比少增
900 億元，中長貸多增 1,680 億元，製造
業投資的持續恢復和出口高增長，繼續
支撐企業投資高景氣度，支持信貸增長
和結構優化。

上月新增社融同比多1406億

在新增人民幣貸款和地方債的拉動
下，11 月新增社會融資規模達到 2.13 萬
億元，同比多 1,406 億元。月內對實體經
濟發放的人民幣貸款增加 1.53 萬億元，
同比多增 1,676 億元；政府債券淨融資
4,000億元，同比多2,284億元。
專家預計，12 月年末收官信貸投放
可能季節性回落，但總體貨幣政策會保
持平穩。明年宏觀政策可能更關注防範
金融風險和穩定槓桿率，信貸增長可能
放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
報道）受高基數和食品價格拖累，中
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同比下降
0.5%，自 2009 年以來再度跌入負值區
間，工業品出廠價格（PPI）則降幅明
顯收窄，創八個月高點。專家表示，
CPI 通縮並不意味着國內基本面走弱，
同時考慮到食品供給擾動造成的影
響，短期貨幣政策或不會因此作出調
整。

■12
12月
月 9 日，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
中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
，11
11月份中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
月份中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
（CPI
CPI）
）
同比下降00.5%。圖為四川省成都市一處市場內出售醃臘豬肉製品的攤點
同比下降
圖為四川省成都市一處市場內出售醃臘豬肉製品的攤點。
。
中新社

11月CPI同比由漲轉降，較10月下降1個百分點，
低於市場預期 0 左右的水平。上一次 CPI 同比下
降出現在 2009 年，當時正值國際金融危機爆發，一季
度 GDP 大幅下降至 6.1%，CPI 從 2 月起跌入通縮區間
直至11月轉正，CPI連續9個月通縮。

豬肉價格下降12.5%
造成 CPI 時隔 11 年再度落入通縮區間的主要原因
是食品價格持續走弱。數據顯示，食品價格同比由升
轉降，由 10 月上漲 2.2%轉為 11 月下降 2%，影響 CPI
下降約0.44個百分點；其中豬肉價格下降12.5%，降幅
擴大 9.7 個百分點，雞蛋、雞肉價格降幅亦擴大至
19.1%和17.8%。非食品價格也轉降，同比下降0.1%。
工業品價格方面，在國內供應需求旺盛的帶動
下，11 月工業品出廠價格（PPI）同比降幅收窄 0.6 個
百分點至 1.5%，為今年 3 月以來最高。中信證券首席
經濟學家諸建芳預計，疫苗進展導致全球經濟恢復預
期升溫、中國經濟持續向好等帶動下，PPI 將穩步回
升，明年一季度有望轉正，屆時將帶動工業企業盈利
回升向好。

核心CPI連5月持平0.5%
“CPI通縮並不反映基本面惡化，核心CPI、服務
業 CPI 和非食品價格趨勢表明經濟仍在穩步復甦階段
中。”諸建芳引述數據指出，11 月扣除食品和能源價

格的核心 CPI 同比連續五個月持平於 0.5%，整體 CPI
通縮未影響核心通脹的穩定；服務業 CPI 同比增長
0.3%，亦未出現下行趨勢。非食品價格中，衣着加工
服務、家庭服務、教育文化和娛樂、醫療服務等核心
服務類消費價格繼續環比上漲，與消費回升趨勢相
同，顯示居民需求恢復穩定。另外，11 月製造業 PMI
顯示工業需求繼續回升，10 月消費增速雖未恢復正常
水平，但環比上漲趨勢顯著，均顯示當前經濟回升動
能依然強勁。
諸建芳預計，短期內 CPI 仍面臨通縮壓力，真正
緩解可能要到明年二季度。“當前CPI走低與去年CPI
走高背後有相同的原因，即由於食品端供給的影響，
而非需求疲弱，因此貨幣政策由此作出調整的可能性
較低。”

專家：幣策不宜過度反應
儘管 CPI、PPI 同比同時為負，但市場對通脹預期
並不悲觀。民生銀行研究院宏觀分析師應習文認為，
核心CPI基本保持穩定，通信設備、交通工具價格環比
回升，且幅度不小，耐用消費品回升反映出長期需求
企穩。在 2021 年初基數效應和春節因素消退後，CPI
將逐漸回升，不存在持續通縮壓力。對經濟表現更為
敏感的PPI正逐漸走出通縮區間。在這種情況下，貨幣
政策應繼續保持定力，在穩健基礎上靈活適度，不宜
對短期的物價波動過度反應。

景順料中國經濟明年增

復甦加快 中國貨幣信貸增長提速

■ 中國經濟復甦加快
中國經濟復甦加快，
，貨幣及信貸增長提速
貨幣及信貸增長提速。
。上月
新增人民幣貸款較10
新增人民幣貸款較
10月增長
月增長11 倍多
倍多。
。
資料圖片

8%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曉菁） 中國
疫情率先受控，各大行
普遍看好明年中國經
濟。景順亞太區（日本
除外）環球市場策略師
趙耀庭9日於電話會議
中表示，中國明年實
際 GDP 增速有望達到
8.0%，若中國財政刺
激政策奏效，估計明
年下半年人行有可能
會收緊貨幣政策。
趙耀庭指出，隨
着疫情好轉，中國消
費者將對參與社交活
動的信心提高，消費
者在推動經濟復甦方
面擔當關鍵角色，這
將刺激購物、餐飲和
旅遊等受疫情影響最嚴
重的經濟活動的增長。
內外雙循環的政策亦將
幫助中國建立強大並對
外開放的國內市場。

台灣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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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年前臨危接掌移民署長
警界最佳救援投手邱豐光下月屆退
（中央社）被稱為 「邱霸子」的警界最佳
救火隊長，2 年前也是帶著救援角色接任移民
署的署長邱豐光，即將明年一月屆退，接任人
選引人關注。2 年前，發生越南團旅遊團來台
148 人集體落跑，當時正因世大運維安風波而
沉潛的他，銜命接掌移民署，半個月就抓回半
數脫逃者，連續搗破人蛇集團，救援得讓政府
顏面有光，下個月救援投手將走下投手丘，順
利終結賽局的身影，猶如他的外號 「霸氣又細
膩」，也光榮地留下身影。
警界有句俗語， 「案子會找人」，2015 年
台北市爆發震驚社會的西門町槍擊案，當時警
政署立刻昨發布邱豐光接任台北市警局長，首
要任務就是盡速破案， 讓市民安心，邱豐光不
負使命，短時間內就將殺手陳福祥逮捕到案。
2010 年台中角頭翁奇楠命案，當時台中市
警局長胡木源下台，綽號 「霸子」的邱豐光也
臨危受命至台中，立刻偵破這起牽涉警界與黑
道甚廣棘手案件。

但是世大運的維安風波，卻讓邱豐光意外
遭受牽連，從台北市警局長 「明升暗降」，重
回到警政署擔任副署長，沉潛一段時間後，
2018 年 12 月，越南旅遊團來台，發生 148 人集
體脫逃事件，導致移民署長下台，當時高層立
刻找上最佳救援隊長接任移民署長，他立刻將
當時士氣低落的移民署士氣拉起，半個月就抓
回一半以上脫逃者，1 個月破獲幕後人蛇集團
。
讓移民署成為最大個改變是，邱豐光比照
警政署，在今年初成立科技偵查中心，在北中
南三區大隊成立科技偵查隊，讓同仁可以透過
數位證物勘驗、數位取證、大數據資料分析偵
辦案件，縮短人工比對及分析時間，讓外勤同
仁辦辦案時更添加利器。
據了解，目前高層正在徵詢下任移民署長
人選，未來誰會出線，是否能超越邱豐光障礙
，受到外界關注。

6.7 強震處地震好發帶
曾有 23 起 6 以上強震！未來一周會有規模 4 餘震
（中央社）中央氣象局前局長辛在勤表示
，這個地震在東北部的深震，因歐亞板塊跟菲
律賓板塊撞擊，菲律賓是插往歐亞大陸板塊下
面，插的區域愈來愈深，這個區域我們就叫做
隱沒帶，這種地震發生在東北部，可稱為隱沒
帶的地震。
地震規模 6.7 已快到大震，因為如果是一個
比較深的地震，它的震波傳到地表上，會先感
覺到上下震動，再加上水平的震動，因為這個
地震靠近宜蘭，離台北市不是很遠，所以台北

盆地本來就有這種震動的放大效應，這種水平
震動在台北盆地裡面，造成比較大震動，所以
台北民眾會覺得說晃得很久。
中央氣象局地震測報中心主任陳國昌接受
電訪時表示，晚間該起地震主要發生於歐亞大
陸板塊與菲律賓海板塊隱沒帶，屬於板塊隱沒
帶所引起的深層地震。該地區一直以來都是地
震的好發區域，未來預計仍有餘震發生，但評
估不會太強，但近日東北部宜蘭多雨，加上地
震影響，山區土石可能鬆動，建議民眾近日少

前往山區。
陳國昌說，今年已有 4 起規模 6 以上的地震
，另外先前幾起距離台灣較遠，今天晚間該起
地震較靠近台灣，因此感受上較為明顯，也是
今年規模最大的一起地震。未來不排除一周內
仍有規模 4 以上的餘震發生。
陳說，該地區也是地震好發帶，2000 年到
現在共發生過 23 起規模 6 以上的地震，2004 年
曾發生過規模 7.1 地震。
民間有專家稱今年地震偏少，是否可能引

發更大規模地震可能性？陳國昌說明，預測都
有其極限，地震能量釋放可能明年偏多、今年
偏少，不會每年都一樣。過去民間以原子彈規
模來譬喻也有計算上的錯誤，以今年數據來看
，雖然中型地震偏少，但規模 5 到 6 的地震今年
已有 25 個，規模 6 則有 4 個，通常規模 5 到 6 的
地震一年平均值為 18 個，今年大規模地震數目
已比平均值多，且一個規模 6 的地震等於 1000
個規模 4 的地震，今年整體釋放能量並沒有比想
像中少。

好市多、家樂福等4大賣場齊喊 「拒售萊豬肉」 不甩政府安全保證
（中央社）蔡政府火速宣布明年起開放萊豬進口引發各界正
反論戰，距離開放僅剩 20 天，究竟誰會先開第一槍引進萊豬肉
品？詢問國內 4 大連鎖賣場好市多、家樂福、全聯和愛賣，均斬
釘截鐵表示，沒有進口萊豬販售的計畫。
不僅如此，地方也槓上中央，北市府將嚴格執行《台北市食
品安全自治條例》，也就是要求瘦肉精零檢出，更要 「
連鎖通路
設立不含萊劑專區」做好標示。賣場業者表示，會跟進配合辦理
。
◆好市多、家樂福：國產豬品質好、不會販售萊豬
針對消費者最常購買的賣場通路，好市多、家樂福、全聯、
愛買進行美豬進口大調查。好市多表示 「
我們 99%都是台灣豬肉
，除了豬頸肉是加拿大，還有西班牙伊比利豬」至於明年開放萊
豬進口，是否將開賣美豬？好市多強調 「
一直都沒有這個計畫」
，因為台灣豬品質好，且肉品必須符合法規，廠商、賣場端都會
去抽驗。
至於加工品部分，好市多說，在與廠商合作前，都必須按照
法規及規格要求皆符合下，才可能進到賣場販售。但由於明年只
要在安全容許範圍內，也屬合法進口，好市多直言，目前合作的
廠商都必須合乎現在的法規，目前廠商還沒因為新的法規做任何
規格上的合作改變。
家樂福則強調，考量消費者立場 「我們 30 年來都是販售台
豬，沒有進過美豬，頂多有販售日本黑毛豬，之後也不會考慮萊
豬」，畢竟台灣豬品質比較好。
家樂福跟國內 7 大豬商密切合作，除了賣場商品標籤上有標
示豬肉產地，官網也有提供家樂福自行抽檢的瘦肉精檢驗報告，
至於加工品部分則會要求廠商提供報告，此外，商品區也會配合
食藥署標示，成示範通路代表。
◆全聯：暫沒規劃賣萊豬 會看消費者反應
全聯則回應，全聯是本土企業，所以販售的生鮮豬肉國產佔

9 成 9，只有一項是加拿大的，目前就是販售架上的品項， 「未
來暫時沒有預計販售美豬」，會同步看消費者的反應，而全聯所
販售的肉類商品，不論是豬肉或是雞肉，都會在標籤上顯示是哪
裡產的。
是否加強檢驗萊劑，全聯表示 「
沒有賣美豬」且商品上都有
標示產地，另外，部分商品還有政府把關的產銷履歷溯源標示。
愛買則說 「
尚未規劃進口美國冷凍豬肉」根據銷量觀察到消
費者喜愛挑選冷藏新鮮豬肉，因此目前販售的生鮮豬肉皆為台灣
生產的，可以在愛買選購的台灣豬肉有，屏東台灣珍豬、台糖安
心豚、彰化優酪豬、台中大安黑豬等 4 種。
◆北市槓中央 祭出三招防瘦肉精肉品流入北市販售
北市府《台北市食品安全自治條例》要求瘦肉精零檢出，祭
出三招，將要求 「
連鎖通路設立不含萊劑專區」、 「
肉品進口商
強制自主檢驗」及 「
食材登錄平台揭露豬肉食材資訊」，讓豬肉
製品管理能夠食材溯源、明白標示萊劑，資訊更透明，讓消費者
能自由安心選購，對此，家樂福也說，都賣台豬也有檢驗報告，
要設立不含萊劑專區會跟進配合。
◆豬肉進口商：下單到銷貨約需 3 至 4 個月 下個月開放暫
時不會有萊豬
華漢冷凍食品工業股份有限公司負責人、中華民國禽肉行銷
發展協會榮譽理事長李春來表示，目前抵台的豬肉都是今年 8 月
左右購入的，而自政府 8 月 28 日宣布萊豬進口後就沒什麼在買入
，畢竟美國豬肉內陸運輸要花上 10 多天，坐船還要再 50 多天，
所以下單到銷貨大約 3 至 4 個月，所以明年 1 月 1 日起開放後，市
面上暫時不會有萊豬。
李春來強調 「
沒有萊劑都賣不出去了，還賣有萊劑的，是神
經嗎！」進口豬肉多是前後腿，主要用於加工，現在一直說進口
有問題，說的像是進口的都有毒一樣，就連國產豬肉都受影響、
價格下跌，也使加工廠轉買國產，他直言 「很快的國產豬肉(價

格)就會飛漲。」
李春來也嘆氣說，台灣豬好吃就已經賣的不好了，銷量已掉
1 至 2 成，只能用慘字形容，其他國家的進口豬肉銷量已掉 3 至 4
成，達 2 個慘的狀況，而美國進口豬肉銷量已掉 5 至 6 成，只能
用 3 個慘字來形容。
◆開放全世界萊豬都能進口 實際僅有瘦肉精美豬會進來
台灣目前僅允許 13 國豬肉進口到台灣，其中 9 個歐盟國家，
如丹麥、西班牙、荷蘭等皆不使用萊克多巴胺；其餘為美國、加
拿大、紐西蘭、澳洲，而上述的 4 個國家中，紐西蘭從未出口到
台灣，加拿大農民大多沒用萊克多巴胺，澳洲過去頂多出口 10
至 20 公噸豬肉，但都沒用萊克多巴胺，雖然安全容許量的開放
是給全世界的標準，但實際上能進來的只有美國。
目前國人豬肉年消費總量 90 萬公噸，台灣豬市佔率為 91%，
根據農委會資料，2018 年各種肉品台灣人豬肉消費比例，冷凍進
口豬占 8%、8 萬公噸，其中美國豬又只占進口的 13%，約 1 萬公
噸，而美國豬中只有 22%使用瘦肉精，而台灣人偏好溫體豬，不
吃冷凍豬，一整年只消費 0.49 公斤進口美豬，未來含萊克多巴胺
的美豬只占 0.1 公斤，食用量微乎其微。
雖然政府不斷放話掛保證 「
萊克多巴胺在安全容許量下就是
安全的」，但國人仍有食不安疑慮，引發全國豬肉進口商召開記
者會連署聲明，維持不進口萊豬及落實標示產地意向書，進口商
也強調，外界不要誤會宣示是為政府做的，跟政府沒什麼關係，
不然會很慘，可能使進口豬肉業者倒閉。
對於含萊克多巴胺（瘦肉精）美豬進口，衛福部部長陳時中
說過不只 1 次，在未完成赴美查廠前，只允許舊廠進口，不開放
新廠進口，因此，有萊劑的美豬很難進來，且目前也未有進口商
提出申請，加上日前國內共 80 多家豬肉進口業者共同宣布不進
萊豬，預估明年上半年前萊豬進口比較沒有機會。

綜合經濟
星期五

2020年12月11日

Friday, December 11, 2020

A11

小微經濟穩中向好
企業融資需求上升

2020 年 11 月份，“經濟日報—中國
郵政儲蓄銀行小微企業運行指數”為
44.0，較上月上升 0.1 個點。
從各分項指標指數來看，呈現“五
升三降”態勢。其中市場指數為 39.5，
上升 0.2 個點；采購指數為 42.3，下降 0.1
個點；績效指數為 44.2，上升 0.2 個點；
擴張指數為 42.7，下降 0.2 個點；信心指
數為 41.3，下降 0.3 個點；融資指數為
52.3，上升 0.3 個點；風險指數為 48.5，
上升 0.1 個點；成本指數為 62.6，上升 0.2
個點。
從六大區域指數來看，呈現“四升
兩降”態勢。華北地區小微指數為 41.9
，上升 0.1 個點；東北地區為 41.2，上升
0.2 個點；華東地區為 45.0，下降 0.3 個點
；中南地區為 46.1，上升 0.2 個點；西南
地區為 43.6，下降 0.1 個點；西北地區為
41.0，上升 0.2 個點。
七大行業“三升四降”
從小微企業各行業運行指數來看，
除農林牧漁業、制造業和批發零售業上
升外，其他行業小微企業指數均出現不
同程度的下降。
11 月 份 農 林 牧 漁 業 小 微 企 業 運 行
指數為 43.4，上升 0.3 個點。其市場指
數為 39.4，較上月上升 0.2 個點；采購
指數為 40.9，上升 0.1 個點；績效指數
為 43.6，上升 0.2 個點。調研結果顯示
，11 月農林牧漁業小微企業產量和主

營業務收入均上升 0.5 個點，原材料采
購量上升 0.3 個點，原材料庫存上升 0.2
個點，利潤上升 0.1 個點，毛利率上升
0.6 個點。
制造業小微企業運行指數為 45.3，
上升 0.2 個點。其市場指數為 39.1，較上
月上升 0.3 個點；采購指數為 39.6，下降
0.2 個點；績效指數為 48.4，上升 0.3 個點
。調研結果顯示，11 月制造業小微企業
產量上升 0.4 個點，積壓訂單上升 0.3 個
點，主營業務收入上升 0.6 個點，原材料
采購量下降 0.2 個點，原材料庫存下降
0.3 個點，利潤上升 0.2 個點，毛利率上
升 0.5 個點。
建築業小微企業運行指數為 40.6，
下 降 0.2 個 點 。 其 市 場 指 數 為 37.2 ，
下降 0.3 個點；采購指數為 38.1，下降 0.2
個點；績效指數為 41.5，下降 0.1 個點。
調研結果顯示，11 月建築業小微企業工
程量下降 0.2 個點，新簽工程合同額下降
0.6 個點，工程結算收入下降 0.5 個點，原
材料采購量下降0.5個點，利潤下降0.1個
點，毛利率下降0.2個點。
交通運輸業小微企業運行指數為
43.0，下降 0.1 個點。其市場指數為 40.7
，上升 0.2 個點；采購指數為 37.4，下降
0.3 個點；績效指數為 43.4，下降 0.1 個點
。調研結果顯示，11 月交通運輸業小微
企業業務預訂量上升 0.4 個點，主營業務
收入上升 0.6 個點，原材料采購量下降
0.2 個點，原材料庫存下降 0.4 個點，利

潤下降 0.5 個點。
批發零售業小微企業運行指數為
45.0，上升 0.2 個點。其市場指數為 41.6
，上升 0.3 個點；采購指數為 49.1，下降
0.1 個點；績效指數為 41.9，上升 0.2 個點
。具體市場表現為：銷售訂單量上升 0.3
個點，積壓訂單上升 0.5 個點，銷售額上
升 0.4 個點，進貨量下降 0.2 個點，利潤
上升 0.3 個點，毛利率上升 0.4 個點。
住宿餐飲業小微企業運行指數為
39.3，下降 0.1 個點。其市場指數為 37.6
，下降 0.2 個點；采購指數為 38.4，下
降 0.4 個點；績效指數為 39.0，下降 0.1
個點。具體表現為：小微企業業務量
下 降 0.7 個 點 ， 業 務 預 訂 量 下 降 0.3 個
點，原材料采購量下降 0.3 個點，原材
料 庫 存 下 降 0.4 個 點 ， 毛 利 率 下 降 0.7
個點。
服務業小微企業運行指數為 40.7，
下降 0.1 個點。其市場指數為 36.2，下降
0.3 個點；采購指數為 40.5，下降 0.4 個點
；績效指數為 38.6，下降 0.1 個點。具體
表現為：業務量下降 0.5 個點，業務預訂
量下降 0.3 個點，主營業務收入下降 0.6
個點，原材料采購量下降 0.6 個點，原材
料庫存下降 0.2 個點，毛利率下降 0.5 個
點。
六大區域“四升兩降”
華北地區小微企業指數為 41.9，上
升 0.1 個點。其市場指數為 36.8，上升 0.2
個點；績效指數為 41.9，上升 0.3 個點；
融資指數為 53.9，上升 0.3 個點；風險指
數為 47.2，上升 0.3 個點。
東北地區小微企業指數為 41.2，上
升 0.2 個點。其市場指數為 35.2，上升 0.3
個點；績效指數為 41.9，上升 0.3 個點；
信心指數為 42.3，上升 0.1 個點；融資指
數為 50.1，上升 0.4 個點；風險指數為
52.7，上升 0.2 個點。
華東地區小微企業指數為 45.0，下
降 0.3 個點。其市場指數為 43.1，下降 0.3
個點；采購指數為 44.9，下降 0.4 個點；

績效指數為 45.3，下降 0.2 個點；擴張指
數為 44.2，下降 0.3 個點；信心指數為
41.5，下降 0.2 個點；融資指數為 49.1，
下降 0.2 個點；風險指數為 48.3，下降 0.3
個點。
中南地區小微企業指數為 46.1，上
升 0.2 個點。其市場指數為 43.7，上升 0.2
個點；采購指數為 45.5，上升 0.1 個點；
績效指數為 44.1，上升 0.2 個點；融資指
數為 54.7，上升 0.3 個點；風險指數為
46.9，上升 0.2 個點。
西南地區小微企業指數為 43.6，下
降 0.1 個點。其市場指數為 41.5，下降 0.1
個點；采購指數為 44.3，下降 0.3 個點；
績效指數為 44.2，下降 0.1 個點；擴張指
數為 43.6，下降 0.2 個點；信心指數為
38.2，下降 0.4 個點；風險指數為 48.7，
下降 0.1 個點。
西北地區小微企業指數為 41.0，上
升 0.2 個點。其市場指數為 37.0，上升 0.3
個點；采購指數為 36.7，上升 0.2 個點；
績效指數為 43.5，上升 0.3 個點；擴張指
數為 39.8，上升 0.1 個點；融資指數為
50.0，上升 0.3 個點；風險指數為 45.1，
上升 0.2 個點。
融資需求上升 經營預期下降
11 月反映小微企業融資需求的融資
指數為 52.3，上升 0.3 個點。
11 月農林牧漁業小微企業融資指數
為 50.1，上升 0.5 個點；制造業小微企業
融資指數為 54.1，上升 0.6 個點；交通運
輸業小微企業融資指數為 51.1，上升 0.2
個點；批發零售業小微企業融資指數為
51.8，上升 0.3 個點；住宿餐飲業小微企
業融資指數為 46.8，上升 0.3 個點；服務
業小微企業融資指數為 53.2，上升 0.2 個
點。
小微企業的風險指數為 48.5，上升
0.1 個點。農林牧漁業小微企業風險指
數為 45.8，上升 0.2 個點；制造業小微
企業風險指數為 50.4，上升 0.3 個點；
建築業小微企業風險指數為 45.2，上升

0.2 個點；批發零售業小微企業風險指
數為 51.0，上升 0.2 個點；住宿餐飲業
小微企業風險指數為 42.2，上升 0.2 個
點。調研結果顯示，七大行業流動資
金周轉指數呈現“三升四降”態勢，
其中除農林牧漁業、建築業和批發零
售業外，其他行業的流動資金周轉速
度均有所變緩；回款周期指數表現為
“四升壹平兩降”態勢，其中除建築
業、交通運輸業和服務業外，其他行
業的回款周期均有所縮短。
11 月反映小微企業經營預期情況的
擴張指數下降 0.2 個點，信心指數下降
0.3 個點。
11 月小微企業擴張指數為 42.7，下
降 0.2 個點。分行業來看，除住宿餐飲業
和服務業上升外，其他行業的小微企業
擴張指數均有所下降。其中，農林牧漁
業小微企業擴張指數為 43.6，下降 0.2 個
點，其新增投資需求下降 0.2 個點，用工
需求下降 0.3 個點；制造業小微企業擴張
指數為 44.9，下降 0.3 個點，其新增投資
需求下降 0.5 個點；建築業小微企業擴張
指數為 35.8，下降 0.2 個點，其用工需求
下降 0.4 個點；交通運輸業小微企業擴張
指數為 39.7，下降 0.3 個點，其新增投資
需求和用工需求均下降 0.4 個點；批發零
售業小微企業擴張指數為 44.1，下降 0.2
個點，其新增投資需求下降 0.1 個點，用
工需求下降 0.3 個點。
11 月小微企業信心指數為 41.3，下
降 0.3 個點。分行業來看，除農林牧漁業
上升外，其他行業的小微企業信心指數
均有所下降。其中，農林牧漁業小微企
業信心指數為 42.4，上升 0.3 個點；制造
業小微企業信心指數為 44.3，下降 0.1 個
點；建築業小微企業信心指數為 35.3，
下降 0.4 個點；交通運輸業小微企業信心
指數為 40.6，下降 0.3 個點；批發零售業
小微企業信心指數為 42.6，下降 0.3 個點
；住宿餐飲業小微企業信心指數為 33.1
，下降 0.1 個點；服務業小微企業信心指
數為 33.9，下降 0.2 個點。

休城工商
星期五

2020年12月11日

A12

Friday, December 11, 2020

疫情衝擊德南臺資餐旅業
休士頓文教中心送暖
休士頓文教中心主任陳
奕芳偕副主任楊容清 12 月 5
日在美南台灣旅館公會會長
何怡中陪同下，拜訪位於維
多利亞市(Victoria)的 Hampton Inn、Tokyo Grill 及拉瓦卡
港 (Port Lavaca) 的 Royal Inn
及 American Best Value Inn
等臺資餐旅業者，實地瞭解
他 們 在 新 冠 肺 炎 (COVID-19)
疫情下的經營狀況，並轉達
僑委會委員長童振源的關懷
。
何怡中表示為協助台商
渡過受疫情重創的旅宿產業
寒冬，旅館公會規劃於 12 月
20 日辦理線上旅遊商展，期
結合在地景點、美食及住宿
，鼓勵德州其他城市僑胞及
當地友人前往輕旅遊，提升
會 員 旅 店 業 績 。 Hampton
Inn、American Best Value Inn
及 Royal Inn 業主黃峰濱、張

瓊文及嚴杰先後向陳奕芳一
行介紹旅館營運、防疫措施
及當地著名景點，歡迎民眾
利用假期實地走訪，體驗當
地之美。Tokyo Grill 業主陳敏
昌表示該店謹守防疫守則，
疫情迄今無員工確診，歡迎
民眾前往品嘗美食。
陳奕芳感謝旅館公會服
務同業之用心，並鼓勵商家
加入僑胞卡特約商店，透過
特約商店平台吸引海內外僑
胞前往消費，擴大商機。四
家餐旅業者響應熱烈，當場
同意加入成為僑胞卡特約商
店會，也希望大家能夠多多
支持台商餐飲業，創造雙贏
。陳奕芳另向業者說明海外
信用保證基金 「新冠肺炎疫
情 紓 困 方 案 3.0」 ， 鼓 勵 受
疫情影響業者多加利用。
陳奕芳一行拜會 Tokyo Grill

陳奕芳一行拜會 Hampton Inn

陳奕芳一行拜會 American Best Value Inn

这个感恩节
保护您和家人的健康
请避免大型聚会
保持社交距离
出行戴上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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