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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疫苗緊急使用
川普：
川普
：24 小時內就可施打
【綜合報道】據美聯社引述知情人士透露，美國食
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趕在 11 日前批准由美國藥
廠輝瑞（Pfizer）與德國 BioNTech 聯手開發的新冠疫
苗緊急使用，預計讓醫療人員以及局家看護優先施打，
下 周 起 運 送 首 批 290 萬 劑 。 不 過 白 宮 幕 僚 長 梅 多 斯
（Mark Meadows）同日也向 FDA 局長哈恩（Stephen
Hahn）施壓要仍在實驗中的輝瑞疫苗緊急授權通過，
否則要他準備走人。
報導指出，根據疫苗研發計畫 「神速行動」 （Operation Warp Speed）相關官員指出，將有首批 290 萬
劑疫苗。總統川普也在推特上在特別拍攝影片說明，
「我們將確保讓全美國人免費施打疫苗，24 小時之內

就會有人施打」 ，而接受看護的高齡長者與前線醫療人
員會是優先施打對象。
根據最後試驗階段顯示，輝瑞疫苗防護力達 95%
。FDA 表示，這款疫苗可提供給 16 歲（含）以上民眾
施打。路透社報導，衛生照護人員與長照設施內的年長
人士，預計將是首批約 290 萬劑疫苗的主要接種者。
不過，美聯社報導指出， 「緊急使用」 意味疫苗仍
在實驗階段，在第 1 劑之後才會起部分防護作用，過 3
周後才可施打第 2 劑，屆時才會有全面防護作用。但目
前仍不清楚防護時效長度。另外，疫苗可以防止新冠肺
炎所出現的病狀，但目前不清楚可否阻止無症狀確診下
的病毒傳播。

（網絡照片
網絡照片）
）

要聞 2
星期日

2020年12月13日

Sunday, December 13, 2020

A2

我見我聞我思
Wealee@scdaily.com

America Is In Hell
大俠行天下日記 我見我聞我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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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成了人間煉獄

The United States reported 108,044
COVID-19 hospitalizations on Friday, setting
the highest record since the pandemic began.
This is the tenth consecutive day that the U.S.
has remained above 100,000 hospitalizations.
Today in Washington, D.C. President Trump
signed a one-week stopgap funding bill to
avert a government shutdown at midnight.
The Supreme Court today rejected a bid from
Texas’s attorney general supported by
Trump to block the ballots of millions of voters
in the battleground states that went in favor of
president-elect Joe Biden.

正當新冠疫苗即將接種在國民身上時
，全國疫情正在持續惡化，白宮今天直接
告知聯邦薬物管理局局長，如果他在週五
以前無法批准疫苗程序 ，就要炒他魷魚
， 請他走路。
今天全國死亡人數已經超過三千人，
全國各大醫院之緊急病床都已進入緊急狀
態。
雖然兩支疫苗之批準已近在眼前，但
是確診人數今天還是破了記錄， 共有十萬
零六千人，我們看到各大醫院及社區之慘
烈狀況， 真是人間煉獄 ，苦不堪言。
今天我們再看華府政壇， 由德州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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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Wednesday Biden’s son Hunter was
under tax investigation, but federal
prosecutors in Delaware now are looking into
his dealings with a Chinese businessman.
White House Chief of Staff Mark Meadows
today told FDA chief Dr. Stephen M. Hahn
that a vaccine must be authorized by Friday or
he needs to resign.
We are very sad to see what is going on
around the nation. Many people are losing
their lives to the COVID-19 virus and we still
don’t see any measures being put into place
to slow down the pandemic. Our only hope
now is the vaccine.

黨州務卿向其他五州提出之選舉無效之诉
訟已被否決， 總統當選人拜登之子罕特已
被聯邦司法部進行調查他和中国大陸商人
不正常之交往， 川普總統還在推特中指責
司法部門為何不在選前行動？
當全国國民正在和病毒做生死存亡的
賽跑時，我們眼看政爭未停， 華府政壇一
團混亂， 川普總統今天簽署了法案，旨在
為聯邦預算支出延長一星期到十二月十八
日 ，否則聯邦政府就要關門。
我們看到美國有史以來最黑暗的日子
， 是天災也更是人禍。

歡迎使用
觀看高清美南國際電視新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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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斬首行動
斬首行動”
”打響
8 個伊朗軍事目標悉數盡毀
個伊朗軍事目標悉數盡毀，
，聯合國緊急發聲
（綜合報導）據悉，伊朗重要人物剛剛被
暗殺後，該國再次遭到沉重一擊，八個軍事目
標遭到敵方的猛烈攻擊，已經面臨嚴重損壞。
據悉，此次攻擊的發起者依舊是以色列，大批
戰機騰空起飛沖向伊朗再敘利亞的軍事基地，
多枚炸彈準確的瞄準了伊朗的防禦設施，造成
了軍事基地的大面積損毀。對此伊朗方面大為
震怒，但以色列卻絲毫不知道收斂，反而警告
伊朗稱，若再不撤離，必定會讓其付出更大的
代價。
以色列這次十分囂張，彷彿根本不怕伊朗
的報復，難道以色列的軍事實力已經足夠對付
伊朗了嗎？其實不然，在此次襲擊發生之前，
特朗普剛剛派出了自己的親信蓬佩奧訪問以色
列，很有可能就是在商討如何對伊朗發起攻擊
。然而在此之前，特朗普還曾召集身邊親信展
開了一次秘密會議，討論能否對伊朗的核設施
進行打擊。對此，國防部部長米勒以及彭斯，
蓬佩奧都表示了反對。特朗普或許是不甘心，

才會再次派蓬佩奧出訪。
值得一提的是，蓬佩奧在此次出訪中還訪
問了戈蘭高地，這是美國高級官員第一次進入
戈蘭高地。重要的是，戈蘭高地並不是國際社
會所承認的以色列領土，而是敘利亞和以色列
矛盾的一切開端，且在中東地區極具戰略意義
，所以蓬佩奧此行也令國際社會所震驚。
在此之後，一場突然的襲擊就造訪了伊朗
的在敘利亞的軍事基地，大批 F-16、F-35 等
戰機闖過戈蘭高地，飛速進入敘利亞領域。凌
晨時分火光沖天，彈藥從天空猛烈砸下，雖然
防禦系統幫伊朗阻擋了些許攻擊，但八個軍事
目標還是悉數盡毀，伊朗和敘利亞士兵傷亡慘
重。以色列不僅進行武力攻擊，還放話出來，
伊朗駐軍在敘利亞的存在本身就是一個錯誤！
似乎是在執意挑起與伊朗的爭端。對此聯合國
緊急發聲，呼籲各國為了世界和平而保持克制
。

駐韓美軍向韓國交還 12 座軍事基地
（綜合報導）韓國官員說，就駐韓美軍向
韓方交還 12 座軍事基地一事，韓美當天達成
協議，其中 6 座基地位於首都首爾。至此，韓
國 80 座美軍基地中只剩 12 座有待韓方收回。
韓聯社報導，韓國總統府青瓦台官員 11
日在記者會上說，韓美當天在線舉行駐韓美軍
地位協定聯委會會議，就美方向韓方返還 12
處基地達成協議。根據協議，韓方新收回的基
地分別位於首爾市龍山區、中區，以及京畿道
、大邱市、慶尚北道和江原道，總面積為
146.5 萬平方米。
按照韓聯社說法，這是韓美自 2002 年開
啟駐韓美軍基地返還工作以來，韓方首次收迴
龍山美軍基地的部分地皮。韓國官員說，這片
地皮將用於建造公園和公租房項目。不過雙方
沒有談妥收回基地後的清潔治理費用。韓國國
防部說，新收回的 12 座基地中，有 11 座的重
金屬和石油污染物超標。

雙方暫時商定，由韓方先行承擔治理費用
，日後雙方再協商費用分擔問題。韓聯社報導
，治理費用不是一筆小錢，韓國國防部說去年
收回的 3 座基地清理費用高達 980 億韓元（約
合 9000 萬美元）。韓方一直要求美方分擔部
分清理費用，但美方堅持只有在污染構成“實
質且迫在眉睫”健康風險的情況下才出錢。韓
國坊間要求政府把美軍基地清理費用當成與美
方談判駐軍費的籌碼，不過韓國國防部公開表
示，“這是兩碼事”。
大約 2.85 萬名美軍士兵駐紮在韓國。美韓
1991 年至今先後簽署 10 份駐韓美軍費用分攤
協定。第 10 份駐軍費分攤協定去年 12 月 31 日
到期，雙方沒能在協定失效前達成第 11 份協
定。
韓國先前同意增加分攤金額，在 2019 年
支付的 8.7 億美元基礎上增加 13%；但美方要
求韓國分攤 13 億美元，增幅達到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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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蘭大學研究：2019 年 11 月意大利已有兒童感染新冠
綜合報導 據報道，日前，米蘭
大學研究團隊發論文指出，2019 年
11 月，壹名患呼吸道、麻疹等疾病
的意大利 4 歲男童的咽拭子樣本在
新冠病毒檢測中呈陽性反應，再壹
次證實 2019 年 11 月意大利已經出現
新冠病毒傳播。該研究比意大利科
多尼奧市(Codogno)醫院發現本土確
診病例，至少提前了 3 個月時間。
據報道，2019 年 11 月 30 日，居
住在米蘭市的壹名 4 歲男童因出現
呼吸道不適、嘔吐等癥狀，被送往
當地壹家醫院急診室。次日，該男
童身上出現了類似麻疹的斑點。
2019 年 12 月 5 日，醫務人員對男童
進行了咽拭子麻疹病毒檢測，並按
規定保留了咽拭子樣本。

歐洲央行：
歐元區消費者正逐步適應電子消費
綜合報導 根據歐洲中央銀行發布的數據，盡管現金在 2019 年仍是
歐元區最常用的消費結算工具，但消費者正在逐步適應和偏好使用電子
支付方式手段。
報道稱，歐洲央行統計數據顯示，2019 年，消費者使用現金購物金
額首次縮減，為占社會消費總金額的 48%，而 2016 年該項統計數據則為
54%。
2019 年，歐元區就個人消費交易而言，現金用於小額消費更為常見
。但是，使用電子消費的金額占比已升至 41%。其中在每 10 筆電子支付
交易中，就有接近 4 筆為使用非接觸式電子支付技術進行。
歐洲中央銀行(ECB)董事會成員、意大利著名經濟學家法比奧· 帕內
塔表示，隨著數字化支付的興起，歐洲中央銀行始終致力於確保整個歐
元區的現金接受和使用，同時促進數字支付方面的創新，包括未來在可
能發行數字歐元方面的工作。
在互聯網商品交易平臺消費方面，目前歐元區成年人通過銀行卡消
費占交易額的 49%，25%為電子支付方式進行。其中 40%的付款為支付
卡直接付款，20%為銀行轉賬付款。
歐元區的南歐人通常更加熱衷於使用現金消費，馬耳他以約 88%現
金交易額，位居歐元區現金使用榜首。西班牙和意大利緊隨其後，現金
交易額占比分別為 83%和 82%。荷蘭人使用現金交易額在歐元區占比最
小，僅為 34%。
帕內塔警告稱，目前數字支付依然存在著停電、網絡威脅和技術故
障等潛在風險。而現金的支付彈性和獨特功能，未來仍將是值得信賴的
價值儲備。出於預防性原因，歐元區大約有 34%的居民家中，或多或少
都會有壹些現金儲備，以備不時之需。
帕內塔指出，消費者自由選擇付款方式，對於歐元區來說至關重要
。因此，歐洲央行旨在確保在整個歐元區都能接受和使用現金，同時將
會不斷促進數字支付方面的創新，包括歐洲央行未來可能發行數字歐元
等。

環保再進壹步

巴拿馬 2021 年起逐步取締壹次性塑料制品
綜合報導 巴拿馬總統勞倫蒂諾· 科爾蒂索於 12 月 2 日正式批準了第
187 號法案，該法案要求自 2021 年開始以漸進方式逐步取代壹次性塑料
制品的使用。
據報道，第 187 號法案是由無黨派人士代表愛迪生· 布羅塞提出
的，並於此前的 7 月 23 日通過了國民議會的審議。科爾蒂索總統在
簽署該法案後向布羅塞表示了祝賀，並稱：“這項法律對於巴拿馬可
持續性經濟的發展具有重要作用，同時也為政府的環保政策和行動提供
了法律支持。”
為保護環境，巴拿馬政府曾在 2019 年宣布，在超市、藥店和零售店
禁止使用聚乙烯材質的塑料袋，巴拿馬也因此成為中美洲首個禁用塑料
袋的國家。
此次簽署的第 187 號法案是對 2019 年“限塑令”的補充，該法案旨
在通過推廣可重復使用、可回收或可生物降解材料制造的產品，逐步取
代壹次性塑料制品，如塑料杯、塑料盤、塑料牙簽、壹次性塑料攪拌棒
等。
科爾蒂索總統也同時宣布，巴拿馬還將參加 2020 年聯合國氣候峰
會 ， 並在會上介紹巴拿馬正在開展的環保行動。巴拿馬還將同各國
壹道，共同討論如何將環境保護與經濟復蘇相結合，為發展可持續性經
濟及創造就業機會奠定基礎。

近日，米蘭大學研究人員對
2019 年 9 月至 2020 年 2 月期間，米蘭
地區出現的 39 例皮疹病例所保留的
咽拭子樣本進行了研究分析，其中
38 份樣本對新冠病毒呈陰性，而保
留的 4 歲男童咽拭子樣本，則對新
冠病毒檢測呈陽性反應，並分離出
了新冠病毒株。
研究報告作者之壹西爾維亞•
比安奇表示，根據對 4 歲男童咽拭
子樣本反推調查，該男童在 2019 年
11 月 21 日出現呼吸道癥狀以前的 4
至 5 天，已經感染新冠。而這名男
童及家人並無出國旅遊史。
比安奇強調，2020 年 3 月以來
，用於該項研究的實驗室壹直處於
關閉狀態，因此完全可排除樣本在

實驗室內被感染的可能性。根據醫
學觀察，新冠病毒可引起類似川崎
病、麻疹等其他病毒的感染癥狀。
由此表明，新冠病毒在意大利暴發
前，就已經在北部地區悄無聲息地
傳播開來。
研究報告的另外壹名作者、米
蘭大學醫學院院長吉安文森佐•祖
科蒂表示，該項研究表明，這名患
有呼吸道等疾病的 4 歲男童為本土
感染者，至少在 2019 年 11 月，新冠
病毒就已經開始在意大利北部地區
傳播。而那時的新冠感染者由於臨
床表現，往往會被醫務人員視為壹
種流感。
據 此 前 報 道 ， 2020 年 6 月 ，
意 大 利 國 家 衛 生 院 在 壹 份 聲 明中

表示，研究人員在2019年年底收集的
米蘭和都靈，以及 2020年 1 月份在中
部城市博洛尼亞收集的汙水樣本中，
均發現了新冠病毒基因痕跡。
2020 年 11 月中旬，意大利米蘭
腫瘤研究所與錫耶納大學聯合在
《腫瘤學期刊》(Tumori Journal)上
發表學術論文指出，新冠病毒最早
在 2019 年 9 月就已經開始在意大利
北部地區傳播。該項研究對 2019 年
9 月至 2020 年 3 月，自願參加肺癌早
期篩查的 959 名受檢者血液樣本，
分別進行了病毒篩檢分析。研究結
果顯示，被檢測血液樣本中，11%
具有新冠病毒抗體，其中陽性樣本
包括 2019 年 9 月和 2020 年 2 月所采
集的樣本。

希臘累計確診逾 11.6 萬例
政府延長封鎖至 2021 年 1 月
綜合報導 希臘國家公共衛生組織
(EODY)7 日宣布，過去 24 小時，希臘新
增 1251 例 新 冠 確 診 病 例 ， 累 計 確 診
116721 例 ； 新 增 死 亡 89 例 ， 累 計 死 亡
3092 人。為防控疫情，政府決定將學校
、餐館等的關閉時間延長至當地時間
2021 年 1 月 7 日。
當地時間 12 月 7 日，希臘政府發言
人佩薩斯宣布，雖然近期新增確診病例
數出現減少，但公共衛生醫療系統面臨
的壓力依舊很大。在綜合分析流行病學
數據和聽取專家意見後，政府決定將學
校、餐館、法院、滑雪場、文娛場所、
體育場館等的關閉時間，延長至當地時
間 2021 年 1 月 7 日。
在 2021 年 1 月 7 日前，跨區域的旅
行依然被禁止；從晚上 9 點到次日從早
晨 6 點的宵禁措施，則仍會繼續。目前
使用的短信平臺出行申請系統，將依
然延用。
從 2020 年 12 月 8 日起到 2021 年 1 月 7
日，所有從國外抵達希臘的旅客除必須
填寫旅客定位表、持有 72 小時內核酸檢
測陰性證明外，在抵達希臘時，都將再
次接受核酸檢測，並隔離 10 天。
對於企業而言，遠程辦公的員工比
例將保持不變。佩薩斯還說，關於零售

店、美容美發店和
教堂的重新開放時
間，政府將根據專
家們最近幾天對流
行病學數據的分析
和建議，在本周晚
些時候作出決定。
希臘總理米佐
塔基斯表示，除非
有意外情況出現，
否則希臘的疫苗接
種計劃將於 2021 年
1 月初啟動。政府
不會強制民眾接種
疫苗。對於殘疾人
等不便前往疫苗接
種中心的人，將成
立特別小組，為其提供上門服務。
近日，塞薩洛尼基亞裏士多德
大學對外展示了其開發的壹款高科
技防護裝備，壹種結合了抗菌和抗
病 毒 系 統 (PPE) 的 個 人 防 護 面 罩 ， 有
望成為保護希臘國內醫護人員的重
要防護裝置。
這 款 全 臉 覆 蓋 的 面 罩 名 為 “VITER1 GR” ， 取 自 “Virus Terminator
Greece”(希臘病毒終結者)，利用特殊的

LED 燈產生無菌的 UV-C 輻射，發送到吸
入空氣中消毒，再以同樣的方式對呼出
的空氣進行消毒，確保使用者的絕對安
全，將人們對疫情的被動防護轉換為主
動防護。
目前該設備已經獲得了工業產權組
織和美國專利局的專利評級號。這款
“面罩病毒終結者”正在等待希臘相關
部門的批準，並有望成為保護希臘國內
醫護人員的重要防護裝置。

綜合報導 在 2015 年上映的美国科幻电影
真實版《火星救援》？
《火星救援》中，被遗落在外太空的男主角，在
NASA 收獲史上首批“太空蘿蔔” 火星上种出了马铃薯，因而幸存。而现实生活中
，美国宇航局(NASA)表示，人类史上第一批“太
空萝卜”11 月 30 日已成功收成。
据报道，美国女性宇航员鲁宾斯(Kate Rubins)11 月 30 日在国际太空站上，采收了 20 棵萝
卜，并用铝箔纸将其包好，置入冷藏室中，2021
年将把它们送回地球，供科学家研究。这项植物
实验名为“Plant Habitat-02”，这次采收被 NASA
形容为“历史性事件”。
据实验项目经理杜福尔(Nicole Dufour)表示
：“与宇航员之前在空间站种植的绿叶蔬菜、或
第一种在高等植物培养实验(APH)生长的矮小麦
相比，萝卜是一种不同的作物”。
杜福尔表示，种植多种农作物有助于确定，哪
些植物可以在微重力下茁壮成长，为执行长期任务
的宇航员提供最好的食物，以达到营养均衡。
报道称，NASA 之所以选择种萝卜，是因为
科学家对它们的属性已相当了解，且不需要特别
照顾，只要 27 天就能发育成熟。

李元鐘保險
已發表19萬字保險專欄，
www.johnleeins.com 歡迎索取
我們擁有最多美國政府認證的
各項保險專業證照、得獎無數
美國保險碩士、台灣淡江保險學士

美國及台灣前十大保險公司理賠專員
汽車、房屋、商業、人壽、醫療、老人保險
7001 Corporate Dr. #201. Houston, TX 77036（華埠大廈）
電話: (832) 500-3228請找謝經理
I01-John Lee李元鐘保險2567B_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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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總統文在寅
就政局混亂向國民致歉

柬埔寨疫情形勢嚴峻
洪森要求采取最嚴格措施
綜合報導 柬埔寨首次出
現的社區傳播使當地疫情形
勢更加嚴峻，柬埔寨首相洪
森要求全國行政長官采取最
嚴格的防控措施。
根據柬埔寨衛生部通
報，當天新增兩例新冠肺炎
確診病例，均為社區傳播病
例，其中壹名 29 歲柬埔寨女
性是內政部官員，居住在棉
芷區長夏社分區。11 月 27 日
晚曾在 Zando 服裝店萬景崗
分店購物，全程未戴口罩。
柬埔寨內政部部長蘇慶
指出，該患者沒有接觸過確
診的監獄總局局長或其他有

關聯人員，為了以防萬壹，
內政部秘書處召集所有官員
和工作人員，包括之前未接
受檢測的人員，於 7 日接受
新冠病毒檢測。
11 月 28 日，柬埔寨壹名
56 歲女性出現感冒癥狀，新
冠核酸測試結果為陽性，隨
後她任職柬埔寨內政部監獄
總局局長的丈夫及其他 4 名
家屬核酸測試為陽性。這是
柬首次出現社區傳播病例，
柬埔寨官方把該事件稱為
“11· 28 社區傳播事件”。
截至 12 月 7 日，柬衛生部已
追蹤到 1.13 萬名接觸者，有

32 人相繼確診。
針對當前疫情形勢，洪
森表示，政府已經做好準備
並已草擬壹份公函，在必要
情況下，呈送國會主席和參
議院主席，征求兩個機構的
壹致同意，再申請國王宣布
國家進入緊急狀態。
洪森指出，國家進入
緊急狀態勢必影響國家經
濟，為了避免這種事情發
生，他要求全國省市長采
取最嚴格的措施，包括所
有商場、餐廳等公共場所
必須規劃社交距離，嚴防
人潮聚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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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日本最大的水產市場
——豐洲市場已經累計確診 160 例新
冠肺炎病例。雖然確診人數眾多，但
豐洲市場仍在正常營業，東京都政府
也解釋稱，“大多數病例的感染途徑
不明，因此不是集體感染”。
據日本放送協會報道，從今年
8 月份以來，豐洲市場水產批發商
鋪的工作人員中連續出現確診病
例 ，481 家商鋪自主接受病毒檢測
後 ， 3111 人 中 確 診 71 人 ， 另 有 89
人為散發病例和密切接觸者，累計
確診 160 人。
東 京 都 政 府 稱 ， 確 診 的 160 人
中，已經判明感染途徑的有 16 人，
其中包括同壹家店鋪的工作人員。
雖然確診人數眾多，但政府工作人
員解釋稱，“沒有同家店鋪短時間
內確診 5 人以上的案例，不同患者
的確診間隔在兩周以上，衛生部門
不認為是密切接觸者，因此不是集
體感染”。
豐洲市場的疫情和東京都政府的
解釋也在日本網上引發了熱議，壹名
網友稱，“就算不是集體感染，這種
規模的疫情也太可怕的”；另壹名網
友稱，“市場內部是密閉空間，不及
時封鎖怕是控不住感染”；還有網友
質疑道，“政府的解釋真是莫名其妙，
難道感染者是恰好湊到壹起的嗎”。

人確診 仍正常營業
160

綜合報導 韓國總統文在寅稱，政局混
亂引發國民擔心，對此深表歉意。
近來韓國法檢矛盾不斷激化。韓國法務
部長官秋美愛 11 月底要求對韓國檢察總長
尹錫悅進行停職並懲戒，這是韓國史上首次
出現檢察總長被法務部長停職情況。隨後，
尹錫悅提起行政訴訟，要求撤銷停職命令。
全國檢察官發出集體抗議。
12 月初，韓國首爾行政法院作出判決，
宣布暫停針對尹錫悅的停職處分。但秋美愛
表示不服，在社交網絡稱檢察機關“濫用檢
察權”。韓國法務部將於 12 月 10 日舉行懲
戒委員會會議討論對尹錫悅的處分。
文在寅 7 日稱，在最需要團結抗疫的時
候，混亂的政局，讓民眾感到擔憂，對此深
表歉意。
但文在寅仍表態要繼續推進司法改革。
他說，韓國正面臨進行系統化改革的機會，
尤其對於有強大影響力的權力機關的改革是
最重要的壹環。文在寅稱，希望通過改革，
建立壹個專門調查高級官員腐敗的辦公室，
如果這成為現實，將為民主制度開辟新的篇
章。
自文在寅政府上臺後，壹直力推檢察系
統改革，主張設立壹個獨立於檢察院的機構
調查官員腐敗問題等，但改革引發爭議。
去年，力挺司法改革的曹國就任法務部
長官後，反對者和支持者針鋒相對，掀起輿
論嘩然，曹國任職僅 35 天後便宣布辭職。
今年 1 月秋美愛就任法務部長官。

2020年12月13日

日本最大水產市場暴發疫情：

亞洲時局

印尼嚴重疫情中舉行地方首長選舉
綜合報導 盡管新冠疫情嚴峻，
印尼仍於 9 日舉行地方首長選舉，超
1 億選民當天投票選舉 9 位省長、224
位縣長和 37 位縣級市長。734 對候選
人參加競選。
該選舉投票日原為今年 9 月 23 日
，因疫情暴發和蔓延，印尼總統佐科
於 5 月 4 日簽署緊急法令，將該項大
規模選舉活動推延；7 月 14 日印尼國
會確定選舉投票日為 12 月 9 日。
當前印尼疫情仍在惡化，據官方
信息，在選舉地區中有 24 個地區屬於
疫情高風險的紅色區域、237 個地區
屬中風險的橙色區域。
當天印尼全國 30 多萬個投票站都
按疫情防控衛生標準設置了洗手臺或
提供免水洗手液，通過體溫測量的選

民投票時需保持社交距離。各投票站
設置了專區票箱供體溫超過攝氏 37.3
度的選民投票。
印尼選舉委員會在選前專門做出
安排，采取“上門服務”方式讓那些
正在醫院隔離治療或居家隔離的新冠
患者參加投票。
該國軍警亦加強選舉安全保障，
將所有投票站分為安全、不安全、極
不安全和特殊四個級別，根據不同安
全級別部署了不同的安保力量，確保
選舉順利進行。
盡管印尼政府壹再強調遵守防疫
衛生規定防止病毒傳播，但在長達數
月的選舉準備和競選過程中，違反防
疫規定的現象時有發生。據印尼媒體
披露的數據，截至上月底有 60 多位候

選人被確診感染新冠，其中 4 名候選
人死亡。
9 月中旬，印尼選舉委員會主席
阿裏夫被確診感染，全國多地選舉官
員和選務人員被感染。
印尼官方9日下午通報，該國當天
新增確診 6058 例，累計確診 592900 例
；新增死亡171例、創下疫情暴發以來
死亡數新高，累計死亡18171例。

文匯

中國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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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 分析研究 2021 年經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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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反壟斷 防止資本無序擴張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政治局 11 日召開會議，中共中
央總書記習近平主持會議。會議分析研究 2021 年經濟工作指出，要整體推進
改革開放，強化反壟斷和防止資本無序擴張。

會議認為，今年是新中國歷史上很不平凡
的一年。面對嚴峻挑戰和重大困難，我
們保持戰略定力，準確判斷形勢，精心謀劃部
署，果斷採取行動，付出艱苦努力，交出了一
份人民滿意、世界矚目的答卷。中國成為全球
唯一實現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三大攻堅戰取
得決定性成果，科技創新取得重大進展，改革
開放實現新突破，民生得到有力保障，全黨全
國各族人民向心力、凝聚力進一步增強。

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
會議指出，今年是“十三五”規劃收官之年。
經過5年奮鬥，中國經濟實力、科技實力、綜合
國力和人民生活水平躍上新的大台階，新時代脫
貧攻堅目標任務如期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勝
利在望，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向前邁出了新的一大
步。
會議強調，中國經濟運行逐步恢復常態，
但新冠肺炎疫情和外部環境仍存在諸多不確定
性，要強化機遇意識、風險意識，科學部署，
狠抓落實，牢牢把握經濟工作主動權。
會議指出，明年是中國現代化建設進程中
具有特殊重要性的一年，做好經濟工作意義重
大。做好明年經濟工作，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全面貫徹黨的十
九大和十九屆二中、三中、四中、五中全會精
神，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立足新發展階
段，堅持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以推
動高質量發展為主題，以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
革為主線，以改革創新為根本動力，以滿足人
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為根本目的，堅持
系統觀念，鞏固拓展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

成果，更好統籌發展和安全，繼續做好“六
穩”工作、落實“六保”任務，科學精準實施
宏觀政策，努力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堅
持擴大內需戰略，強化科技戰略支撐，擴大高
水平對外開放，確保“十四五”開好局，以優
異成績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周年。

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
會議要求，要扭住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同
時注重需求側改革，打通堵點，補齊短板，貫
通生產、分配、流通、消費各環節，形成需求
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動態平
衡，提升國民經濟體系整體效能。要整體推
進改革開放，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增強
產業鏈供應鏈自主可控能力，形成強大國內
市場，夯實農業基礎，強化反壟斷和防止資
本無序擴張，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
展，持續改善生態環境質量。要對全面建成
小康社會進行系統評估和總結，鞏固拓展脫
貧攻堅成果，做好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要
抓好各種存量風險化解和增量風險防範。

加強黨對經濟工作全面領導
會議強調，要加強黨對經濟工作的全面領導。
要增強政治意識，善於從講政治的高度思考和推
進經濟社會發展工作，提高專業化水平，努力成
為構建新發展格局的行家裏手。歲末年初，要把
困難群眾生活安置好，落實安全生產責任制，提
前對“兩節”相關工作作出安排。要毫不放鬆抓
好“外防輸入、內防反彈”各項工作，確保疫情
不出現規模性輸入和反彈。要做好“十四五”規
劃綱要編制工作。會議還研究了其他事項。

■ 12 月 10 日重
慶市黔江區一家
紡織企業的女工
在織綢。臨近年
底，重慶市黔江
區工業園區各企
業開足馬力趕訂
單，滿足市場需
求。
新華社

遼寧一村莊居民家中自
來水可點燃，反映兩年沒人
管，經網絡曝光後輿情沸
/
騰，終於有了處理結果。當
地官方 11 日通報，擴容後的
蓄水池投入使用，恢復供水，副區長等 13 人
被追責問責。網友不禁感慨，民生無小事，為
政者若漠視民生，不擔當、不作為，這把火最
終會“燒”到自己身上。
上月下旬，遼寧省盤錦市大窪區趙圈河
鎮居民上傳一段視頻，家中水管裏流出來的自
來水，用打火機能點燃熊熊火焰。魔幻的“自
來水可點燃”事件，引發無數網友圍觀。據稱
這不是個案，當地幾十戶居民家中都出現過，
而且至少存在了兩年，居民多方反映也未得到
明確答案。更令人憤慨的是，面對媒體採訪，
自來水服務站站長卻聲稱“這不是我考慮
的”、“不太清楚”。
飲水安全是最基本的民生，“不是我考慮

的”，那該誰考慮？為政一方，面對老百姓的民
生關切，“在崗卻不在狀態，在位卻不在謀事”，
沒有壓力就不聞不問，慵懶無為，推責卸責。這
表面上是自來水治理問題，說到底是政府部門責
任心和對群眾的感情問題，部分公職人員的怠政、
懶政，對群眾疾苦麻木不仁，在這起“自來水自
燃”事件中暴露無遺。
所謂“在其位，謀其政”。為官不為，
不僅是一種瀆職，也是另一種腐敗，它破壞了
幹群之間的魚水關係，透支了黨和政府的公信
力，還會形成一種不思進取、碌碌無為的不良
風氣，阻礙社會的健康發展。
對那些為官不為、尸位素餐者，要敢於
亮劍、嚴厲問責。更重要的是，需要持續探索
長效機制建設，樹立“有為才有位，有位就要
有為，為官就要為民”的用人導向，有效防
止、治理“懶官懶政”，回應民眾的關切和期
盼。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玨

資料圖片

中共中央召開黨外人士座談會

習近平：要牢牢把握經濟工作主動權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12 月 8 日，中共
中央在中南海召開黨外人士座談會，就今年經濟形勢
和明年經濟工作聽取各民主黨派中央、全國工商聯負
責人和無黨派人士代表的意見和建議。中共中央總書
記習近平主持座談會並發表重要講話強調，要把中共
十九屆五中全會精神體現到工作謀劃、履行職能、自
身建設各個方面，圍繞經濟發展取得新成效、改革開
放邁出新步伐、社會文明程度得到新提高、生態文明
建設實現新進步、民生福祉達到新水平、國家治理效
能得到新提升，廣泛凝聚各方共識，引導統一戰線廣
大成員堅定戰勝困難、應對挑戰的意志和決心，為奪
取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勝利而團結奮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強、汪洋、王滬寧、韓
正出席座談會。李克強受中共中央委託通報了今年經
濟工作有關情況，介紹了關於明年經濟工作的有關考
慮。

肯定今年經濟工作成績

民生無小事 懶政必追責


■習近平主持中央政治局會議，分析研究2021年經濟工作等。

座談會上，民革中央主席萬鄂湘、民盟中央主席丁
仲禮、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進中央主席蔡達峰、農
工黨中央主席陳竺、致公黨中央主席萬鋼、九三學社中
央主席武維華、台盟中央主席蘇輝、全國工商聯主席高
雲龍、無黨派人士代表歐陽昌瓊先後發言。他們贊同中
共中央對當前中國經濟形勢的分析和明年經濟工作的考
慮，並就推進新型智慧城市建設、完善國家科技創新體
系頂層設計、推動落實碳中和目標、推進公共文化服務
均等化、培育擴大內需新增長點、推進社區衞生機構建
設、提升草原生產力以保障草原生態恢復、引導民營企
業投身鄉村振興和促進共同富裕、推動數字經濟快速發
展等提出意見和建議。
在認真聽取大家發言後，習近平發表了重要講
話。習近平表示，大家在發言中充分肯定了今年經濟
工作取得的成績，並就學習貫徹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
精神、正確認識當前經濟形勢、做好明年經濟工作提
出了很多建設性意見和建議，我們將認真研究、積極
吸納。

準確判斷形勢
習近平強調，今年是新中國歷史上極不平凡的一
年。面對錯綜複雜的國際形勢、艱巨繁重的國內改革
發展穩定任務特別是新冠肺炎疫情的嚴重衝擊，我們

保持戰略定力，準確判斷形勢，精心謀劃部署，果斷
採取行動，付出艱苦努力，交出了一份人民滿意、世
界矚目的答卷。在這期間，各民主黨派中央、全國工
商聯和無黨派人士自覺把工作重點聚焦到中共中央決
策部署上來，緊緊圍繞黨和國家中心工作，就推進改
革創新、提升治理能力、激發經濟發展新動能、保障
改善民生等重大問題開展調查研究，通過上下組織聯
動、運用信息化手段等方式靈活開展調研，掌握第一
手資料，聽取第一線聲音，努力把情況摸清、問題找
準、對策提實，向中共中央、國務院報送各類調研報
告、意見和建議，為中共中央科學決策、有效施策提
供了重要參考。習近平代表中共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
的感謝。
習近平指出，明年是中國現代化建設進程中十分重
要的一年，做好經濟工作意義重大。我們要強化機遇意
識、風險意識，科學部署、精準施策，真抓實幹、埋頭
苦幹，牢牢把握經濟工作主動權。要全面貫徹中共十九
屆五中全會精神，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立足新發
展階段，推動高質量發展，構建新發展格局，統籌疫情
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統籌發展和安全，保證經濟行穩
致遠、社會安定和諧，為“十四五”時期開好局、起好
步。

提出三點希望
習近平提出了三點希望。一是希望大家深化學
習、提高認識，認真學習貫徹中共十九屆五中全會精
神，做到吃透精神、把握精髓，體現到工作謀劃、履
行職能、自身建設各個方面，廣泛凝聚各方共識，為
奪取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勝利而團結奮
鬥。二是希望大家統一思想、發揮優勢，為“十四
五”規劃制定實施特別是做好明年經濟工作積極建言
獻策，加強對國家經濟社會發展重點問題的調研，提
出更多有價值、有分量的意見和建議。三是希望大家
加強引導、凝聚共識，為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
化國家新征程營造良好氛圍，胸懷大局、把握大勢，
繼續擔當起中國共產黨的好參謀、好幫手、好同事的
政治責任，深入基層一線了解和反映群眾的所思所
想、所盼所願，協助黨和政府破解民生難題，協助黨
和政府做好解疑釋惑、理順情緒、化解矛盾、凝聚共
識工作，集中精力辦好自己的事，為推動中國經濟社
會發展貢獻智慧和力量。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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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首：訂兩藥廠千五萬劑 第三家將達協議

購疫苗人人有份 百萬劑下月開打

新冠病毒疫情爆發至今近



(

一年，香港終於有疫苗抗疫。

長者高危群組優先接種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11

疫苗到港後，政府會先安排高危群組
接種，包括醫護人員、60 歲以上長者、長
期病患、院舍員工及院友等，有關群組佔
全港人口約 300 萬，而政府目標是於明年
內，為全港大部分市民免費接種疫苗。
林鄭月娥指出，政府將會修訂現時
的《預防及控制疾病規例》（599 章），
允許上述疫苗在香港緊急註冊使用。
至於會否強制市民接種疫苗，林鄭月
娥表示接種疫苗屬自願性質，但她聽到
“人人都說想盡快打”，令生活回復正
常。不過，她表示因應疫苗抵港的物流安
排、時間、注射安排等，市民不可以選擇
注射何種疫苗，“這個是一個政府疫苗接
種計劃，並不是一個市場行為選擇去做，
現在我不可以說是一個自由可以選擇，看
來應該是沒有。”
對於有人憂慮內地疫苗的安全性，林
鄭月娥強調專家會看科學及證據，指出有
關疫苗是以全球標準批准使用：“如你問
我如何說服港人使用內地疫苗，我會答不
好涉及政治，要去政治化。”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及陳恒鑌均
期望政府做好疫苗供港安排，以及提早籌
備全民免費接種計劃。他們指出，根據過
往的經驗，極可能出現針對疫苗的網絡抹
黑及惡意流言，促政府提高警覺，加強宣
傳及澄清工作。
陳恒鑌又期望特區政府盡早與內地政
府商討，爭取容許已經接種疫苗、並證明
已產生病毒抗體的香港居民，前往內地可
以豁免 14 天隔離檢疫，藉此恢復正常跨境
往來。

日宣布，特區政府已跟兩間藥
廠達成採購協議，其中中國科興控股生物技術公司將供應香港 750 萬劑
疫苗，首批 100 萬劑可望最快下月抵港；而德國藥廠 BioNTech 及美國輝
瑞藥廠亦將供應 750 萬劑，首批 100 萬劑最快明年首季到港，政府將安
排醫護人員及院舍長者等高危群組優先接種。另外，特區政府將與阿斯
利康（AstraZeneca）達成供應 750 萬劑疫苗的協議，並正尋找第四間供
應商，目標是合共採購 3,000 萬劑疫苗，足夠全港巿民免費接種。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11 日下午舉行記者會表示，
林鄭月娥
政府 9 月底獲立法會財委會通過約 84
億港元撥款，作為疫苗採購及注射工作，
目標是購買至少兩款藥廠並使用兩種不同
技術的疫苗，如有一種出問題，另一種可
補上，購置劑量為香港人口的 2 倍，即
1,500 萬劑；如每人要打 2 針，則需要購買
3,000萬劑量。

經科學委員會嚴格挑選
她指出，政府在疫苗採購上已取得
“最新突破性”發展，政府跟兩間藥廠達
成採購協議，包括科興控股生物技術公司
的滅活疫苗，首批 100 萬劑最快下月到
港；第二間美國輝瑞藥廠與德國生物技
術公司 BioNTech 共同研發的核糖核酸疫
苗，復星醫藥負責提供。
另外亦即將達成採購協議，購入阿
斯利康製藥與牛津大學研發的“不可複
製性病毒載體”疫苗，但估計最快要明

審視疫苗運輸安排。

年下半年才到港，而三種疫苗都會向香港
提供750萬劑。
政府現時仍與第四間藥廠商討預先採
購，以購入餘下750萬劑疫苗。
林鄭月娥強調，疫苗的挑選是基於科
學委員會的意見，委員會由衞生署領導，
並會視乎疫苗的數據決定。衞生署署長陳
漢儀補充，現時全球有 13 款疫苗已進入研
究第三期，包括現時選用的三款疫苗，形
容其技術較成熟。
她又指出，科學委員會的聯席會議曾
建議政府，市面上的四種不同疫苗技術都
應考慮，現時選用的三款疫苗，使用了三
種不同技術，符合專家建議。問到中國科
興生物疫苗曾於試驗中傳出有不良反應，
陳漢儀強調科學委員會有參考疫苗最終試
驗後的數據才作出定，而 BioNTech 及輝瑞
藥廠疫苗對冷凍要求獨特，需要冷凍技術
能達到攝氏負 70 度，非常具有挑戰性，政
府已經聯絡機管局、物流公司，密鑼緊鼓

三款疫苗使用技術及抵港日期

■林鄭月娥 11 日率多名官員舉行記者會宣布，香港採購新冠疫苗取得突破性進展，特區政府已與疫苗製造商達成協議，首批約 100 萬
支疫苗有望下月抵港。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研製機構
科興控股生物技術
公司（Sinovac）
疫苗使用技術
滅活技術
到港日期
2021年1月

研製機構
復星醫藥德國 BioNtech 與美國藥廠輝瑞
（Pfizer）共同研發
疫苗使用技術
mRNA核糖核酸技術
到港日期
2021年第一季

研製機構
阿斯利康（AstraZen-

eca）與英國牛津大學
共同研發
疫苗使用技術
不可複製性病毒載體
到港日期
2021年下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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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信疫情逐漸受控
巫先生：雖然我不是高危群組，不知
何時先有疫苗可以接種，但我不介意，長
者同醫護有較高感染風險，當然要首先給
他們。相信社會一部分人打了疫苗，疫情
就會逐漸受控。

至 於 BioNtech 及 輝 瑞 使 用 的 mRNA
核糖核酸技術製造疫苗，疫苗內的核酸
需要以納米封包後注射至體內細胞，在
體內細胞製造 S 蛋白，刺激免疫系統從而
產生免疫力。
他指出，疫苗需要確保核酸能夠讓
細胞吞噬，才能發揮作用，而這類疫苗
需要以超低溫保存，運輸及儲存方式成
為關鍵要素，惟一般診所難以做到超低
溫設置存放，政府收到疫苗前亦需要先

有疫苗肯定係好事

制定一系列超低溫運輸及存放系統，才
能避免因溫度影響而造成浪費。

區先生：終於有疫苗，肯定是好事。
但現在疫苗是新產品，有點擔心會不會有
副作用，我可能會多等一段時間才打針。

對牛津大學疫苗有保留
對 於 由 阿 斯 利 康 （AstraZeneca） 和
英國牛津大學以不可複製性病毒載體技
術共同開發的疫苗。
他則指疫苗仍存在不肯定性，接受
注射者有機會因體質、體重及地區差異
而在接受第一劑病毒載體後產生免疫反
應，導致第二劑疫苗失效，無法為身體
產生保護效果，且成效只有 62%，與一
般 有 90% 至 95%成效的疫苗有差距，故
他對該疫苗的保護性沒有太大信心，需
要等待第三期最終臨床報告出爐才能定
奪成效。

真耶穌教會
True Jesus Church

335 Avenue E,Stafford,
TX 77477

疫苗首重安全可靠
羅小姐：疫苗產地不是問題，最重要
是可靠同安全。希望可以快點重過正常生
活，再去旅行，但要先等長者等高危群組
接種，我們年輕人抵抗力較好，相信只要
做好防疫措施，等多一段時間都沒問題。
■圖/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恆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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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子超指出，由科興控股生物技術
公 司 （Sinovac） 以 滅 活 技 術 研 發 的 疫
苗，乃是通過培植病毒苗，再直接把病
毒蛋白注射至體內，讓體內製造對抗病

輝瑞疫苗需超低溫儲運

有望重過正常生活
李小姐：外國已經開始接種，香港
亦應該盡快開始。抗疫已經有一年，少
了同朋友見面，感到好悶。有疫苗最少
有重過正常生活的希望。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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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址: www.tjc.org
電子郵件: Houston@tj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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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興疫苗運輸存放方便

毒的免疫系統，從而達至對病毒免疫。
有關疫苗在生產上需要投放較多生產成
本於生物安全上，但在儲存溫度上並沒
有限制，能夠方便運輸以及存放。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芙釵

=

專家析三款疫苗技術特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芙釵）香港特區
政府 11 日宣布預訂三種疫苗，分別以滅活
技術、mRNA 核糖核酸技術，以及不可複
製性病毒載體技術製造。不過，呼吸系統專
科醫生梁子超表示擔心，對以不可複製性病
毒載體技術製造的疫苗成效存疑，擔心會因
個人體質影響疫苗保護性，而滅活技術疫苗
則直接把病毒蛋白注射體內，讓身體產生抗
體；mRNA 核糖核酸技術則需要注意運輸
及存放條件。

資料來源：香港特區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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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長期失業率繼續攀升 接近金融危機後最高水平
經濟學家擔心失去工作的百萬美國人將面臨長期失業
【休士頓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秦鴻鈞報導】
】由於新冠病毒尚未有消退跡象
由於新冠病毒尚未有消退跡象，
，且
美國多個州正恢復更嚴格的封鎖措施以減緩該病毒的傳播，年底
美國多個州正恢復更嚴格的封鎖措施以減緩該病毒的傳播，
假日季就業激增的希望正迅速消散。
假日季就業激增的希望正迅速消散
。 據美國勞工統計局上週五
發布的最新非農就業報告，
發布的最新非農就業報告
，由於運輸
由於運輸、
、倉儲
倉儲、
、醫療保健和專業服
務的就業增長在一定程度上被政府和零售業失去的工作所抵消，
務的就業增長在一定程度上被政府和零售業失去的工作所抵消
，
11 月美國的就業增長繼續放緩
月美國的就業增長繼續放緩。
。 同時
同時，
， 長期失業率繼續上升
長期失業率繼續上升，
，
接近金融危機後的最高水平。
接近金融危機後的最高水平
。 據美國勞工統計局的數據
據美國勞工統計局的數據，
， 將近
400 萬美國人失業了 27 週或更長時間
週或更長時間，
， 這表明春季失去工作的
人們再次找到工作有多麼困難。
人們再次找到工作有多麼困難
。在美國
在美國，
，逾三分之一的失業者已
經失業至少 27 週，而疫情前該比例為 20
20%
%。當選總統拜登在上
任前呼籲國會國會批准數十億美元的緊急 COVIDCOVID-19
19 援助
援助，
，他與
眾議院和參議院最高民主黨人舉行的會議上表示，
眾議院和參議院最高民主黨人舉行的會議上表示
，第二次刺激計
劃應在年底前提供緊急援助。
劃應在年底前提供緊急援助
。
因美國國會尚未就 CARES 法案的後續計劃達成一致
法案的後續計劃達成一致，
，該法
案將領取失業救濟金的時間在以往最多 26 週的基礎上再進行延
長。除非美國兩黨很快達成妥協
除非美國兩黨很快達成妥協，
，否則當 CARES 法案提供的緊
急援助於 12 月底到期時
月底到期時，
， 數百萬美國人可能會失去僅有的微薄
收入。
收入
。在一些財政刺激計劃到期之際
在一些財政刺激計劃到期之際，
，美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激
增，威脅到了美國經濟活動中最核心的消費者支出
威脅到了美國經濟活動中最核心的消費者支出。
。一些經濟學
家預計，
家預計
，隨著暫時停工變成永久失業
隨著暫時停工變成永久失業，
，上百萬美國人將面臨崗位
消失的困境。
消失的困境
。多位美聯儲官員近日表示
多位美聯儲官員近日表示，
，美國未來的經濟形勢將
取決於能否控制疫情反彈。
取決於能否控制疫情反彈
。市場同時注意到
市場同時注意到，
，由於疫情反彈威脅
到消費者支出和就業增長，
到消費者支出和就業增長
，美聯儲官員近日頻繁表達了憂慮
美聯儲官員近日頻繁表達了憂慮。
。
可能有數百萬個工作崗位再也回不來了。
可能有數百萬個工作崗位再也回不來了
。 CNN 報導稱
報導稱，
，儘
管 6 月非農業部門新增就業崗位 480 萬個
萬個，
，但幾乎所有重返工作
崗位的人，
崗位的人
，都是此前被臨時裁員的
都是此前被臨時裁員的，
，比如工廠
比如工廠、
、商店
商店、
、酒店
酒店、
、酒

吧和餐館的員工，隨著經濟重啟
吧和餐館的員工，
隨著經濟重啟，
，他們也會重新開
始打工生涯。
始打工生涯
。但與此同時
但與此同時，
，多達 75
75..9 萬被解僱的美
國人發現，
國人發現
，他們的工作崗位恐將一去不返
他們的工作崗位恐將一去不返，
，是崗位
不見了而非臨時性失業。
不見了而非臨時性失業
。一項新的研究表明
一項新的研究表明，
，在冠
狀病毒大流行期間，
狀病毒大流行期間
，老年工人面臨的失業率高於中
年職業工人。
年職業工人
。 隨著經濟即將恢復開放
隨著經濟即將恢復開放，
， 另有 310 萬
人申請初次失業，
人申請初次失業
，自 3 月份以來總計超過 3350 萬。
在美國，
在美國
， 個人消費支出占美國國內生產總值
（GDP
GDP）
）的 70
70%
%。消費主導美國經濟增長
消費主導美國經濟增長。
。在第一
輪經濟衝擊中，
輪經濟衝擊中
，直接派發的現金是幫助許多人挺過
幾個星期難關的救命錢。
幾個星期難關的救命錢
。一項來自哈佛大學的分析
顯示，
顯示
，根據 4 月份 2.3 萬億美元救助法案發放的刺激
性補貼，
性補貼
，對於偏低收入家庭支出的提振效果
對於偏低收入家庭支出的提振效果，
，要高
於偏高收入家庭，
於偏高收入家庭
，多數支出都被用於必需品開支
多數支出都被用於必需品開支。
。
不少經濟學家指出，
不少經濟學家指出
，考慮到相當比例的美國人短期
內無法找到工作，
內無法找到工作
，占美國經濟活動三分之二以上的
消費者支出將很難恢復到正常水平，
消費者支出將很難恢復到正常水平
，美國經濟復甦
當選總統拜登在上任前呼籲國會國會批准數十億美元的緊急新冠病毒
前景因此不容樂觀。一位求職者說：他已經在
援助，
援助
，他與眾議院和參議院最高民主黨人舉行的會議上表示
他與眾議院和參議院最高民主黨人舉行的會議上表示，
，第二次
LinkedIn 上申請了各種職位
上申請了各種職位，
， 但發現一旦出現列表
刺激計劃應在年底前提供緊急援助
，就會有數十人在幾分鐘之內提交申請
就會有數十人在幾分鐘之內提交申請。
。就業市場
19..3 週。長期失業的國家失業救濟金將用光
19
長期失業的國家失業救濟金將用光，
，這通常持續六個月
氾濫，
氾濫
，競爭異常激烈
競爭異常激烈。
。
。幾週後將是聖誕節和新年假期
幾週後將是聖誕節和新年假期，
，當人們遇到極其困難的財務問
勞工統計局週五發布的就業報告顯示，
勞工統計局週五發布的就業報告顯示
， 10 月 ， 將近 360 萬
題時，
題時
， 他們將如何度過這些假期
他們將如何度過這些假期。
。 美國人民迫切希望獲得第二
美國人失業了至少 27 週，比 9 月猛增了近 50
50％
％。 現在
現在，
，他們佔
輪刺激資金支持。
輪刺激資金支持
。
失業人數的三分之一，
失業人數的三分之一
，而一個月前還不到五分之一
而一個月前還不到五分之一。
。長期失業者
的隊伍正在猛增。
的隊伍正在猛增
。全國 10 月份的就業機會仍比 2 月份少了 1000
萬。在 1100 萬仍然失業的美國人中
萬仍然失業的美國人中，
，10 月份的平均失業時間為

餵養美國分發 42 億頓飯飢餓的人口將增加到 5400 萬
拜登團隊年底前將推動第二輪冠狀病毒刺激支付支票
與去年相比 ， 分發的食品數量急劇增加
與去年相比，
。與飢餓作鬥爭的人說，即使在
20072007
-2009 年大蕭條期間
年大蕭條期間，
， 他們在美國
也從未見過這樣的事情今年從無人機攝
像頭捕獲的巨大交通擁堵。
像頭捕獲的巨大交通擁堵
。 車子緩緩駛
來 ， 每個司機都在等待幾個小時
每個司機都在等待幾個小時，
， 等待
一箱或一袋食物。
一箱或一袋食物
。 從加利福尼亞州的阿
納海姆市，
納海姆市
， 德克薩斯州的聖安東尼奧市
， 俄亥俄州的托萊多市和佛羅里達州的
奧蘭多及其中間點，
奧蘭多及其中間點
， 成千上萬輛載有飢
餓人口的車輛在地平線上排起長隊。
餓人口的車輛在地平線上排起長隊
。在
紐約和其他大城市，
紐約和其他大城市
， 人們站著
人們站著，
， 等待街
區的盡頭。
區的盡頭
。
從三月到十月，
從三月到十月
，餵養美國 (Feeding America) 從未如此
餵養美國 (Feeding America) 網絡是美
迅速地分發過如此多的食物，
迅速地分發過如此多的食物
，有 42 億頓飯
億頓飯。
。估計面臨
國最大的國內消除飢餓組織，
國最大的國內消除飢餓組織
， 致力於使
飢餓的人口將增加到六分之一，
飢餓的人口將增加到六分之一
， 從 2019 年的 3500 萬
人們與食物和消除飢餓聯繫起來。
人們與食物和消除飢餓聯繫起來
。 捐助
增加到今年年底的 5400 萬
者 ， 員工和志願者在我們消除美國飢餓
【 休士頓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秦鴻鈞報導】
】 在 2020 年的大流 的努力中都發揮著重要作用
的努力中都發揮著重要作用。
。 從三月到十月
從三月到十月，
，
行中，
行中
， 由於疾病
由於疾病，
， 失業和業務倒閉
失業和業務倒閉，
， 越來越多 餵養美國從未如此迅速地分發過如此多的食物
的美國人擔心空冰箱和荒蕪的櫥櫃。
的美國人擔心空冰箱和荒蕪的櫥櫃
。 食品銀行 ，有 42 億頓飯
億頓飯。
。估計面臨飢餓的人口將增加到
正在迅速分發餐點，
正在迅速分發餐點
， 美聯社的數據分析發現
美聯社的數據分析發現，
，

六分之一 ， 從 2019 年的 3500 萬增加到今年年
六分之一，
底的 5400 萬。該小組認為
該小組認為，
，後果對兒童來說更
加嚴峻。
加嚴峻
。 報告稱
報告稱，
，在密西西比州
在密西西比州，
，阿肯色州
阿肯色州，
，
阿拉巴馬州和路易斯安那州四個州，
阿拉巴馬州和路易斯安那州四個州
， 到今年年
底 ， 五分之一以上的居民將面臨糧食不安全的
問題，
問題
， 這意味著他們將沒有錢或財力將食物擺
在餐桌上。
在餐桌上
。
大流行之前，
大流行之前
， 現年 53 歲的巴特勒
歲的巴特勒（
（Butler
） 在旅遊主導的城市中蓬勃發展
在旅遊主導的城市中蓬勃發展，
， 擔任機場班
車和豪華轎車司機，
車和豪華轎車司機
， 代客泊車和酒店門衛
代客泊車和酒店門衛。
。自
三月以來，
三月以來
， 街道變得寂靜無聲
街道變得寂靜無聲，
， 這座城市的工
作一直稀缺。
作一直稀缺
。 服務行業的許多低薪僱員首當其
沖地遭受了經濟困難。
沖地遭受了經濟困難
。 但是苦難已經深入到了
員工隊伍中四分之一的人表示自己沒有足夠的
食物，
食物
， 通常在爆發前每年的收入超過 50
50,,000 美
元。 對於有色人種社區而言
對於有色人種社區而言，
，這種流行病是一
個複雜的災難，
個複雜的災難
， 黑人和拉美裔人的死亡
黑人和拉美裔人的死亡，
， 感染
和失業率過高，
和失業率過高
，令人不安
令人不安。
。 根據聯邦統計
根據聯邦統計，
，今
年春季拉丁美洲人的失業率激增至 18
18..9％ ， 高
於任何其他種族和族裔群體。
於任何其他種族和族裔群體
。

眾議院今年春天通過的一項刺激法案，
眾議院今年春天通過的一項刺激法案
，但
由於黨派爭執而陷入僵局。 當選總統拜登
（Joe Biden）
Biden）上任的經濟團隊的履歷中
上任的經濟團隊的履歷中，“
，“勞
勞
動經濟學家”
動經濟學家
” 的位置相當多
的位置相當多。
。 至更早對話中更
大的一部分。
大的一部分
。 最近幾天
最近幾天，
， 國會觀察家越來越樂
觀，由於兩黨參議員團體提出的一項 9080 億美
元提案的支持日益增加，
元提案的支持日益增加
， 刺激方案可能在今年
年底前達成。
年底前達成
。 儘管今年早些時候開出的 1,200
美元的付款很受歡迎，
美元的付款很受歡迎
， 但該計劃似乎沒有包括
的內容是另一輪刺激支票。
的內容是另一輪刺激支票
。 拜登本人在最近幾
天繼續推動刺激性交易，
天繼續推動刺激性交易
， 並強調今年達成的任
何協議都可能“
何協議都可能
“ 只是首付
只是首付，
， 這並不是交易的結
局 。 川普
川普（
（Donald Trump）
Trump） 總統定期表示支持
刺激支票，
刺激支票
，拜登
拜登（
（Biden
Biden）
）不會在今年年底之前
排除刺激支票的可能性。
排除刺激支票的可能性
。 經濟學家一直在爭論
， 另一輪的刺激支票將通過幫助家庭滿足基本
需求來幫助加快恢復速度。
需求來幫助加快恢復速度
。 勞動經濟學家經常
建議採取一系列措施，
建議採取一系列措施
， 將資金引導給個人
將資金引導給個人，
，例
如增加失業保險或增加 SNAP 計劃的資金
計劃的資金，
，或
者提供更多的帶薪假期。
者提供更多的帶薪假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