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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by Chen
Broker / 企管碩士
德州 /加州地產經紀人

國、台、英語

Grace Wang
工商管理碩士
房地產經紀人

54 Sugar Creek Center Blvd., #300 Sugar Land, TX 77478
買的稱心，賣的放心，售屋高價又快速

值得您依賴的房地產投資專家

專精:房屋 商業 公寓 土地開發 物業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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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糖城Tang City Plaza 店鋪出
    租，1F&2F請來電洽詢
◆Warehouse 出售，位於
    Rosenberg，近59號高速
    33,885呎，地大5.50AC，售
    $1,800,000。

◆休斯頓商業中心, 繁華地段獨立旺
鋪1萬1千平方尺, 大型獨立停車場，
交通便利, 視野好。適合家居相關產
品零售。可租, 可售！請電Grace。 另有多單位公寓樓出售，請電洽！

2020年12月15日 星期二
Tuesday, December 15, 2020

美選舉人團投票美選舉人團投票 拜登確認入主白宮拜登確認入主白宮
（綜合報道）美國大選投票上

月結束，各州共538名選舉人團周
一（14日）投票，決定正副總統人
選。根據美國媒體最新報導，民主
黨拜登已拿下302票，川普232票
，拜登確認入主白宮。

美國總統大選投票11月3日落
幕，各大媒體也預測民主黨籍候選
人拜登將以306比232張選舉人票
獲勝成為總統。但拜登仍須經歷一
系列憲政程序認證，今天的選舉人
團投票就是其中之一，選舉人團是
由538名選舉人組成，各州選舉人

數與該州在國會席次相同；在這制
度下，各州選民先投出普選票，再
由該州選舉人投票給當地得票最高
的候選人。總統當選門檻為270張
選舉人票，目前僅剩夏威夷州的4
名選舉人尚未投票。

美國歷史上雖曾有選舉人 「跑
票」 ，未將票投給該州普選票得票
數最高者，但截至目前為止，並未
發生類似事件。若選舉人團未出現
跑票的 「失信選舉人」 ，拜登將會
獲306票成為白宮新主人。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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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alee@scdaily.com
我見我聞我思

LIVE
歡迎使用
觀看高清美南國際電視新聞台

在空陸兩棲開動的貨車和飛機今天全
方位出動，向美國五十州六百個地點運送
三百萬支救命的新冠疫苗，全國各地之大
小醫院已經開始給予醫療人員注射， 這個
歷史的時刻， 証明了人定勝天打敗病毒的
戰爭號角已經全面响起。

哀嚎遍地的各地災情，今天為止，已
經有三十萬國民因新冠病毒而離世。

美國疾管中心主任雷德菲尔德表示，
此行動將會开始让国民對抗病毒，最終回
帰正常狀態， 聯邦藥管局也全面配合，於
上週五深夜批准了新藥上市。

在密西根州的福特機場，小群民眾聚
集高聲歡呼目送第一批
輝瑞疫苖送上联邦快遞
的空運航機。

公衛專家們建議首
批接種疫苗的應該是前
線之醫護人員，也應包
括在醫院工作的人員
， 其次是養療中心之
護理人員及年邁的住院
者。

福其博士表示，
今底前及明年一二三月
份應該對那些比較需要

的族群施打，四月份就可以向所有國人開
放。

目前為止， 联邦政府向輝瑞訂購了一
億支疫苗 ，可供五千萬人使用， 相信數
量將會繼續増加 ，達到全國三億人之需求
。

今天真是美国及全球最重要的日子，
也正意味著向萬惡的病毒開始反攻 ，二O
二O年真是我們的災難年， 多少人無辜地
失去親人好友， 多少悲慘的慘劇不斷上
演 ，我們要感恩科研人員之努力 ，把不
可能的任務達成。

願上天赐福大地， 保佑我們的國家。 Around the world countries are being issued
emergency approvals for the Pfizer-BioNTech
COVID-19 vaccine for the people who need
them at hospitals, clinics and cars and homes.
The first three million doses were sent to 600
locations in fifty U.S. states. Trucks and cargo
planes were packed with the first coronavirus
vaccines on Sunday. This is the most
ambitious vaccination campaign in American
history.
In Kalamazoo, Michigan, the first boxes of the
vaccine developed by Pfizer were loaded on
the trucks as workers applauded openly. This
is an historical monument for our nation.
But the deaths and the number of new virus
cases have soared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vast majority of Americans will not be
eligible for vaccination until this spring. Health

officials still urge that the public must wear
their masks and keep the social distance.
Across the country governors and state
health officials were preparing for the arrivals
of the vaccine shipments. Later they will make
the final decision as to who will be given the
vaccine first.
We are really thankful for all those scientists
who made their mission from the impossible to
the possible.
In the last eleven months we have been living
in hell. Many of us have lost our loved ones,
and because of COVID-19, there are many
sad stories among all of us.
Today real help is on the way. We will fight
and win against this evil. May the world get
back to normal and peaceful very soon.

大俠行天下日記大俠行天下日記 我見我聞我思我見我聞我思1212//1414//20202020

The Help Is Really On The WayThe Help Is Really On The Way

救命的列車正式啟動了救命的列車正式啟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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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時局

(綜合報道）總部位於法國巴黎的經濟合作與發
展組織14日迎來成立60週年紀念，國際社會紛紛呼
籲通過合作共同應對人類社會面臨的共同挑戰。

經合組織恩赫爾.古里亞、法國總統馬克龍以及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共同主持了當天的紀念儀式。聯合
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在發給紀念活動的視頻中表示，在
世界面臨新冠肺炎疫情、氣候變化和其他嚴重危機的
當下，合作應對比以往任何時候都重要。作為重要的
規則制定者、數據和分析提供方，經合組織在實現聯
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實現《巴黎協定》以
及其他推動民生福祉發展等方面扮演著重要角色。

經合組織秘書長恩赫爾.古里亞表示，儘管
世界在過去60年裡發生了巨大變化，經合組織也隨

之不斷變化，但幫助各國政府設計和實施更好的政策
，讓人們過上更美好生活的目標始終不變。古里亞強
調，當前全球面臨新冠肺炎疫情，經合組織將繼續幫
助各國共同應對未來的挑戰。

經合組織部長級會議輪值主席國西班牙首相桑切
斯在致辭中說，世界正面臨著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
嚴重的健康、經濟和社會危機。這場危機應當成為加
強和改善多邊主義的機會和轉折點。各國需要共同努
力，為擺脫疫情、實現經濟復甦、應對氣候變化、生
物多樣性喪失、不平等現象加劇、財富集中以及數字
化等挑戰尋找有效的全球性方案。桑切斯表示，只有
通過各方的集體行動才能解決這些問題，建立更具彈
性和包容性，更加綠色的經濟和社會。

德國能源專家表示德國能源專家表示 反對美國製裁反對美國製裁
““北溪北溪--22””項目項目 正在考慮反制措施正在考慮反制措施

【綜合報道】據德國媒體日前報導，“北溪-2”天然氣管
道項目已確認在12月恢復施工建設。針對美國可能擴大製裁該
項目，德國聯邦議院能源與經濟委員會主席 克勞斯·恩斯特 日前
在接受總台記者專訪時表示，德國反對美方制裁，並正在考慮反
制措施。

據“北溪-2”天然氣管道項目運營公司的發言人介紹，目
前該項目已經完工94%。此次恢復施工，計劃再鋪設2.6公里管
道。這一項目旨在鋪設一條由俄羅斯經波羅的海海底到德國的天
然氣管道，可繞過烏克蘭把俄天然氣輸送至德國，並通過德國干
線管道輸送到其他歐洲國家。一旦通氣，俄羅斯輸往德國的天然
氣將翻一番。

自美國在2019年開始對該項目實施制裁之後，建設工程一
度陷入停滯。美方稱，該管道將增加歐洲對俄羅斯的依賴，從而
威脅歐盟的安全。不過，美方的“長臂管轄”遭到了德國的強烈
抗議和嚴詞拒絕。德國各界始終認為，“北溪-2”天然氣管道
項目事關歐洲能源主權，美國無權干涉。德國總理默克爾面對美
國的施壓多次在公開場合表態支持“北溪-2”天然氣管道項目
，並強調美國的製裁是不合法且不可接受的。

德國聯邦議院能源與經濟委員會主席克勞斯·恩斯特日前在
接受總台記者專訪時毫不客氣地批評說，美國的作法就像黑幫行
為：“美國的境外制裁完全是不合法的，我們堅決反對、也不會
接受這種制裁。這無異於試圖勒索，我一直把它比作是黑手黨的
行為。因為意大利的黑手黨會走進一家餐館說：'我們來保護你
們。'如果你不接受這樣的'保護'，他們就大肆進行破壞。美國的
所作所為跟這一模一樣——他們號稱要保護德國免受俄羅斯的威
脅，可我們並不需要這樣的保護，我們需要俄羅斯的天然氣！但
如果我們不願接受這種'保護'、不去購買美國的頁岩氣，也不聽

從美國的要求、放棄與俄羅斯合
作，他們就制裁和破壞參與管道
項目的德國公司，這種不講理的
域外制裁我們必須拒絕。”

在恩斯特看來，美國之所以
製裁參與“北溪-2” 天然氣管道
項目的德國企業，主要是希望能
夠向歐洲兜售美國的頁岩氣：
“美國出於自身的目的，通過政
治手段延遲了管道建設的完工，
德國的天然氣用戶在為此買單。
他們的行為並不符合德國的利益
，而只是想出售自己的能源天然
氣。歐洲、尤其是德國並不願意
購買美國的頁岩氣。換言之，美
國正試圖通過其經濟強權和政治
強權來實現自己的利益訴求，這
在德國看來難以接受。”

針對美國宣稱的“北溪-2”
天然氣管道將加深歐洲對俄羅斯
的依賴、破壞歐洲的能源安全。
恩斯特反駁說，這是一個完全出
於經濟利益的項目，符合歐洲和俄羅斯雙方共同的利益。 “對
於歐洲的天然氣供應是否會因此對俄羅斯產生依賴，我認為答案
恰恰相反。俄羅斯政府非常需要通過出口天然氣來換取歐元。所
以依賴更多的是在俄羅斯方面，而我們其實從其他地方購買天然
氣也可以。我相信（'北溪-2'）管道建設工程將繼續進行，而項

目也會最終完工。”
據了解，美國參眾兩院近期已經一致決定，把擴大製裁“北

溪-2”天然氣管道項目列入新一年的國防預算法案。這意味著
該項目在2021年將遭到更多阻礙。對此，恩斯特表示，德國和
歐盟都在考慮和討論採取反制裁措施：“我們不會妥協，必須作
出反應！”

經合組織紀念成立經合組織紀念成立6060週年週年 國際社會呼籲合作應對全球挑戰國際社會呼籲合作應對全球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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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日前日本北海道多地發

生集體感染事件，醫療體制陷入危機

。9日，北海道醫療勞動組合聯合會發

表了壹項針對當地醫生和護士的緊急

調查，結果顯示，因疫情急劇擴散，

約六成看護人員有身體負擔，約七成

有精神負擔。

據報道，此次調查以北海道內醫

院和老年人看護機構的305名看護人員

為對象，進行了書面統計。被問到

“工作中痛苦的事情”時，答“精神

負擔”的人有 73.4%，答“身體負擔”

的有 65.2%。還有 54.4%的人回答“工

資、勞動條件”，12.8%的人回答“誹

謗中傷”。

談到精神負擔的具體內容，35%的人

“恐懼及擔憂感染”。談到身體負擔，

22.5%的人為“人力不夠”苦惱。而“誹

謗中傷”的具體內容有“身邊人都和自己

保持距離”“半夜有人打電話問我們這裏

有沒有新冠患者”等。

9日，北海道醫療勞動組合執行委

員長鈴木綠在記者會上表示：“在醫

療第壹線工作的看護人員壹邊忍受緊

張恐懼，壹邊拼命工作。新冠肺炎導

致醫療機構經營狀況惡化，工資也下

調了，只靠使命感工作也快到極限了

。希望北海道政府及國家盡快出臺對

策，讓看護人員安心工作。”

日本壹市醫療系統開始崩潰
政府動用“最終手段”

綜合報導 日本自衛隊醫療小組

抵達新冠肺炎疫情嚴重的北海道旭

川市，支援當地發生集體感染的醫

療機構和養老院。日本醫師會會長

中川俊男稱，這是地方醫療援助的

“最終手段”。

據報道，旭川市是日本疫情最

嚴重的地區之壹，市內兩家主要醫

院早前暴發集體感染，其中壹家醫

院確診近200人，近半數醫護人員確

診或接受隔離，日本自衛隊的壹個

五人醫療小組已經進入醫院提供支

援。

壹名孕婦在當地另壹家重點醫

院接受分娩手術後確診，參與手術

的14 名醫護人員隨後隔離，該院

院長隨後宣布該院將暫停分娩手

術並表示，“醫療崩潰已經開始了

，最早只是偶然發生在北海道，今

後，類似情況可能出現在日本任何

地區”。

當地時間10日，北海道政府宣

布從11日開始，要求旭川市民眾避

免外出，限制措施將持續至25日，

此前已經實行的要求部分店鋪停業

和縮短營業時間的要求也將延長。

北海道政府還要求2021年1月15日

前，道內居民五人以上的家庭內聚

餐需要控制在2個小時以內。

500多人住院
印度怪病或由重金屬引發

綜合報導 印度東南部安得拉

邦政府8日說，飲用水中的鉛和鎳

可能是埃盧魯市壹種不明疾病暴發

的原因。

埃盧魯市出現這種不明疾病，

壹名45歲男性住院患者6日去世。

截至8日，仍有130多人因患這種

怪病住院。

安得拉邦首席部長辦公室8日

在聲明中說，初步檢測在飲用水中

發現鉛和鎳，這些重金屬可能是這

種“神秘疾病”暴發的原因。

聲明說，印度化學技術研究所

等國家級研究機構正在做更多檢測

，很快將得出結果，揭開這種疾病

的詳細成因。

埃盧魯市政府官員希曼舒· 舒

克拉8日說，505人因患這種怪病

住院，其中370人已出院，其他人

仍在醫院接受治療。

舒克拉說，檢測發現患者血液

樣本中鉛和鎳含量高，政府正在埃

盧魯市及周邊農村地區檢測和凈化

水源。

世界衛生組織壹名發言人8日

告訴俄羅斯衛星通訊社，世衛組織

兩名衛生幹事正在協助安得拉邦政

府調查這種疾病，正在收集和檢測

水樣本。

埃盧魯市所在的西戈達瓦裏地

區官員多拉· 喬希· 羅伊告訴衛星通

訊社，超過800人患上這種怪病，

迄今檢測顯示這種疾病不會傳染。

印度衛生部已派3名醫學專家

到埃盧魯市調查這種怪病。這種疾

病的癥狀與癲癇類似，包括抽搐、

嘔吐、頭暈頭痛、短暫昏厥，患者

包括300多名未成年人。

韓國“素媛案”主犯趙鬥順：壹定要讓我和受害者見面

綜合報導 韓國“素媛案”主犯趙鬥

順將於本周末出獄。據韓國 JTBC新聞報

道，服刑期間，趙鬥順曾多次在請願書

中稱自己對於犯罪當時的情況什麼都記不

起來，還表示“懇切地希望壹定要和受害

者見面”。

據悉，趙鬥順的請願書中，曾稱罪名

太“丟臉”，自己壹次也沒有向其他犯人

透露過。趙鬥順收監後到目前為止提交的

請願書超過100個，其中最經常出現的內容

便是聲稱自己從頭到尾喝醉了酒，記不起

來的說法；因為喝醉了，所以也覺得自己

沒有什麼罪過。同時，趙鬥順在請願書的

結尾還經常寫道：“最後拜托您了，懇切

地希望您壹定要讓我和受害者見面。”

據趙鬥順獄友回憶：雖然趙鬥順已經

68歲，但能在1小時內輕松地做1000個俯

臥撐。另壹位獄友還稱趙鬥順的身材就像

是經常健身的人那樣。趙鬥順則自稱保持

運動是為了防止出獄後被人襲擊。此前，

“素媛案”調查筆錄中趙鬥順曾向負責調

查的刑警表示：“我就算吃15年、20年的

牢飯，即使出來已經快70歲，我也會在監

獄裏好好運動，妳就等著我出獄吧”。不

少網民認為趙鬥順不僅沒有反省，暴力性

依然存在。

韓國報道稱，經韓

國法務部確認，趙鬥順

最終出獄日期確定為 12

月 12日。為避免出獄時

出現突發情況，韓國法

務部已於近期秘密將趙

鬥順移送至其他監獄，

並對其他具體信息加以

保密。趙鬥順曾表示出

獄後會返回原居住地安

山，而後又稱自己要搬

到其他地區居住。目前

，政府和警方正在制定各種應對措施。

2008年，趙鬥順因涉嫌綁架及性侵小學生

被判12年有期徒刑。此外，包括強奸殺人

在內，趙鬥順共有18次前科，每次都處於

醉酒狀態，以弱者為對象進行犯罪，還曾

殘忍殺害自家寵物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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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論文：2020年或為人造質量超過活生物量轉折點

綜合報導 國際著名學術

期刊《自然》最新發表壹項

環境科學研究論文指出，2020

年或標誌著人造質量超過活

生物量的轉折點。

該論文稱，過去100年裏

，建築、道路、機器這類人

造物體的質量每20年翻壹番

。最新研究結果提醒人們，

人類對地球的影響正在不斷

增加。

自第壹次農業革命以來

，人類通過農業和采伐等土

地利用變化，讓植物生物量

從約2兆噸(2萬億噸)減少到目

前的約1兆噸。人造物體(被

稱為人為質量)的不斷產生和

累積還讓活生物量與人造質

量之間的平衡發生了轉變。

論文通訊作者、以色列

魏茨曼科學研究院羅恩· 米洛

(Ron Milo)和同事估算了1900

年至今的全球生物量和人造

質量的變化。他們的研究表

明，在20世紀初，人造物體

的質量相當於總生物量的3%

左右；而今天，人造質量已

經超過了全球總生物量，如

今的全球總生物量在1.1兆噸

上下。在這段時間裏，總生

物量略有下降，而人為質量

快速增加，如今正以每年超

過 300 億噸的速度不斷產生

。這意味著對地球上的每壹

個人來說，每周都有超過他

們體重的人造物體被生產出

來。

人造質量的大部分來自

建築與道路，還包括塑料

和機器。這類質量的構成

變化與特定的建設趨勢有

關，比如建築材料在上世紀

50年代中期從磚過渡到混凝

土，以及60年代開始使用瀝

青鋪路。此外，總的人為質

量的變化也與重大事件相關

，比如二戰後各種建設的持

續增加。

論文作者指出，人造質

量超過活生物量轉折出現的

具體時間取決於定義，因此

估算結果可能存在壹定的浮

動性。其研究使用了幹重(不

包括水)估算，但他們認為，

即使使用濕重估算或對質量

類別的其他定義，轉折仍可

能發生在過去、當下或未來

的十年。如果按照當前的趨

勢，人造質量預計將在2040

年超過3兆噸。

調查稱德國國際形象有所提升

綜合報導 記者從德國聯邦外貿與投資署了解到，今年以來，多項

國際調查表明，德國作為投資目的地等方面的國際形象有所提升。

其中，德國今年10月在法國市場研究機構Anholt-Ipsos國家品牌指

數(NBI)中位列榜首。這是德國連續第四年位居該組織在五十個國家的年

度調查中的榜首。德國已有六次在調查中獲得此項殊榮。調查的標準包

括出口、移民和投資及文化與治理。

“我對德國作為投資地在國外享有的積極評價感到非常高興。”德

國聯邦經濟與能源部部長Peter Altmaier表示，“這表明我們設定了正確

的路線。我們將以此為基礎，而不是止步不前，繼續致力於為德國和歐

洲的數字和綠色經濟創建可持續投資的正確框架。”

美國商人對德國的信心亦有所提高。10月公布的德國美國商會(Am-

Cham)年度調查中，將德國作為投資地的分數評為1.8級，較2019年有所

提升。

今年7月，德國連續第三年在蓋洛普(Gallup)年度全球最受人青睞的

國家/地區民意調查中名列榜首，今年更以領先第二名的美國10個百分

點。

此外，在《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的最新全球國家排名中，德國排

在瑞士、加拿大和日本之後，位居全球第四，同時也是歐盟範圍內最受

歡迎的國家。

德國聯邦外貿與投資署(GTAI)總經理羅伯特· 赫爾曼(RobertHermann)

向記者表示，2020年對於世界各地的人們和企業來說都是艱難的壹年。

但他強調，德國在控制新冠疫情以及保護和恢復經濟方面已經取得了進

展。“我們認為，德國取得相對成功的關鍵原因之壹就是堅決的國際主

義。我們希望越來越多的外國公司來德國開展業務。這將有助於我們克

服當前危機和增進我們共同繁榮的努力。”

諾貝爾獎傳統頒獎典禮因疫情取消
改分散各地頒發

綜合報導 由於新冠疫情導致國際旅

行受限，2020年諾貝爾獎將取消傳統頒

獎典禮，改在本周內，分散在各地向獲

獎者頒獎，最後再以壹場小型在線典禮

播放獲獎者致詞的影片收尾。

據報道，2020年諾貝爾獎6個獎項

的得主於10月陸續揭曉時，宣布方式幾

乎和以往相同，僅到場的記者較少。但

受到疫情影響，2020年所有得獎者都不

會前往瑞典或挪威親自領取證書和勛章

。

傳統意義上，諾貝爾獎頒獎典禮於

每年12月10日舉行——這壹天是創辦人

諾貝爾1896年逝世的紀念日。當天，瑞

典首都斯德哥爾摩將舉行盛大典禮。自

二戰以來，斯德哥爾摩的典禮從未被取

消過。

2020年諾貝爾獎首位領獎人是化學

獎獲得者、法國科學家埃曼紐爾· 卡彭蒂

耶(Emmanuelle Charpentier)，她將出席當

地時間7日晚，於德國柏林舉行的壹場

典禮接受瑞典大使頒獎。和她壹同獲獎

的美國科學家詹妮弗· 杜德納(Jennifer A.

Doudna)，則將在8日於加州柏克萊舉行

的壹場典禮中領獎。

在美國加州還會頒發3個獎項，分

別是於當地時間8日在帕洛阿爾托(Palo

Alto)頒給2位經濟學獎得主保羅· 米爾格

羅姆(Paul Milgrom)和羅伯特 · 威爾遜

(Robert Wilson)；以及9日在洛杉磯頒給

物理學獎得主之壹的安德裏亞· 格茲(An-

drea Ghez)。

另2位物理學獎共同獲獎者、英國

科學家羅傑· 彭羅斯(Roger Penrose)和賴

因哈德· 根策爾(Reinhard Genzel)，則將

在8日分別於英國倫敦和德國慕尼黑領

獎。醫學獎得主哈維· 阿爾特(Harvey J.

Alter)和查爾斯· 賴斯(Charles M. Rice)，

也將分別在華盛頓和紐約的瑞典使領館

領獎。

至於住在加拿大的英國籍醫學獎共

同得主邁克爾· 霍頓(Michael Houghton)，

和榮獲文學獎的美國詩人露易絲· 格麗克

(Louise Gluck)，則將分別在家中領獎。

榮獲2020年諾貝爾和平獎的世界糧

食計劃署，將在10日由世界糧食計劃署

執行主任大衛· 比斯利(David Beasley)代

表出席在意大利羅馬舉行的領獎典禮，

典禮將通過網絡直播。

按照傳統，在斯德哥爾摩的頒獎

典禮結束後，會有壹場豪華的晚宴。

2020年則將在 10日於斯德哥爾摩市府

舉行壹場沒有現場觀眾的直播典禮，

內容包括壹場演奏會和播放各地的頒

獎視頻。

巴西現寵物狗感染新冠病毒病例家：

不會傳播病毒
綜合報導 近日，巴西巴拉那州聯邦大學研究人員在庫裏提巴市的

兩只寵物狗的唾液中檢測出新冠病毒。對此，專家分析稱，盡管寵物狗

的檢測結果呈陽性，但它們不會像人類那樣患上新冠肺炎疾病，也不會

傳播這種疾病。

報道稱，第壹只被檢測出感染病毒的寵物狗是壹只成年雄性法國鬥

牛犬。它的主人於11月中旬被確診感染新冠病毒。這只狗的主人註意到

狗的鼻腔中有少量分泌物，並對此進行了病毒檢測，結果顯示其中含有

新冠病毒。而在第二次檢測中，未發現狗有感染新冠病毒的跡象。

第二只被檢測出感染的寵物狗是壹只成年雄性混合犬種，它的主人

也感染了新冠病毒。研究人員稱，這只狗的主人總共養了4只狗，它們

都有輕度的打噴嚏癥狀，但接受檢測後發現只有1只感染了新冠病毒。

研究人員指出，盡管寵物狗的新冠病毒檢測結果呈陽性，但這些動

物不會像人類那樣患上新冠肺炎疾病，也不會傳播這種疾病。

研究協調員、巴西巴拉那州聯邦大學教授亞歷山大· 比昂多解釋

稱，“壹些物種對病毒的抵抗力很強，例如豬和禽類。還有壹些抵抗力

壹般，例如狗和貓。這類動物有可能感染病毒，但不會患上同種疾病，

且能夠在幾天內清除這種病毒感染。”

他表示，目前有些文獻表明貓能夠向其他貓傳播新冠病毒，但沒有

資料提到狗與狗之間是否會傳播病毒。通常情況下，這些動物是通過與

人類接觸，才感染上這種病毒的。因此，比昂多建議新冠患者應與這些

動物保持距離，並在與它們接觸時佩戴口罩。

歐盟公布疫苗批準時間表
意大利總統願直播接種疫苗

綜合報導 意大利民防部報告新增新

冠確診病例12756例，死亡499例。當天

，歐盟公布了新冠疫苗批準時間表。意

大利總統馬塔雷拉表示，他願意盡快接

種疫苗，並希望接種時進行電視直播，

鼓勵更多民眾主動去接種疫苗。

據報道，截至9日18時，意大利累

計確診病例已增至1770149例，其中死亡

病例61739例，現存病例710515例，治

愈病例997895例。

當地時間 9 日，歐洲藥品管理局

局長埃默· 庫克在記者會上表示，根據

藥品管理局相關新冠疫苗審核工作進

程，預計12月 29日將批準輝瑞制藥與

德國BioTech生物技術公司合作研發的

新冠疫苗緊急使用授權；2021 年 1 月

12 日可批準莫德納(Moderna)疫苗緊急

使用授權。

庫克表示，我們仍需要檢查新冠

疫苗制造商生產鏈的質量，以及大規

模疫苗的供給能力。疫苗壹旦獲準緊

急使用授權，將立即分配給簽署購買

協議的歐盟各成員國。她呼籲疫苗不

是萬能藥，民眾應繼續遵守防疫規則

和措施。

據統計，2019年，意大利社會人口

總數約為6036萬人。官方發布的數據顯

示，迄今意大利已訂購超過2.02億劑新

冠疫苗，2021年第三、第四季度大部分

居民均可接種疫苗。意大利衛生部表示

，預計2021年3月底以前，意大利可獲

得2800萬劑新冠疫苗，約650萬民眾可

優先接種。

意大利總統府新聞發言人表示，總

統馬塔雷拉已經決定將盡快接種新冠疫

苗。基於尊重政府對老年人、弱勢健康

群體和醫療工作者的優先考慮，馬塔雷

拉將按規定排隊接種，並希望在接受疫

苗註射時進行電視直播，取得更好的疫

苗宣傳效果。

馬塔雷拉表示，當輪到他接種新冠

疫苗時，他會毫不猶豫地進行接種。希

望通過此舉發揮示範作用，鼓勵更多民

眾積極參與並主動接種疫苗。

意大利衛生部表示，目前政府

已初步擬定了疫苗接種計劃。第壹

階段已設立 300 個疫苗分發站點，將

由軍方負責疫苗的承運和分發工作

；第二階段將設置 1500 個疫苗分發

站點，並安排醫務人員為行動不便

的老年人、殘疾人等健康弱勢群體

上門接種疫苗。

根據官方公布的疫苗接種計劃，倫

巴第大區人口約為1006萬人，初期將設

立66個疫苗分發站點，約30.8萬人可優

先接種疫苗；拉齊奧大區人口約587.9萬

人，設疫苗分發站點17個，大約有超過

35.5萬人可優先接種。

意大利衛生部長斯佩蘭紮表示，新

冠疫苗為自願和免費接種，疫苗將不會

在藥房中出售。政府未來壹段時間會全

面展開疫苗知識宣傳活動，讓民眾了解

接種疫苗的重要性和安全性，借以實現

群體免疫所需70%的疫苗接種指標。

此外，意大利政府目前正在開發壹

款手機應用程序，以便民眾預約接種

疫苗，同時對接種者的身體狀況進行

追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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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選舉人團當日舉行
投票，據彭博社等美媒報導，喬.拜登已
獲得270票，贏得美國大選。根據《美國
憲法》及憲法修正案，總統候選人獲得
超過半數選舉人票，即270張就可當選。

據此前報導，共和黨曾在佐治亞州
、密歇根州、賓夕法尼亞州和威斯康星
州4個關鍵搖擺州發起訴訟，要求推翻該
州大選結果，但截止11日晚，最高法院
已全部駁回共和黨的這些訴訟。拜登的
發言人就此表示：“拜登勝選的正式結
果會在 14 日正式確認，他將在明年 1 月
20日宣誓就職。”

美國總統選舉實行名為“選舉人團
制”的間接選舉制度。選舉人團由代表
50個州和首都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的538
名選舉人組成，投票表決在選舉年12月

第二個星期三之後的第一個星期一舉行
，今年為12月14日。除緬因州和內布拉
斯加州外，其他48個州和首都華盛頓哥
倫比亞特區實行“贏家通吃”制度，即
獲得選民票最多者獲得該州或首都華盛
頓哥倫比亞特區所有選舉人票。一般情
況下，選舉人團投票表決只是例行公事
，不過歷史上也曾出現個別選舉人未按
選民意志投票的情況。

根據程序，美國參眾兩院還要在明
年1月6日舉行聯席會議，清點選舉人團
投票結果，宣布獲勝者，至此新總統當
選程序才算全部完成。但長期以來，美
國總統選舉結果通常在大選投票日就已
成定局，選舉人團投票和國會點票只是
禮儀性的程序，並無實際意義。

（綜合報導）美國輝瑞公司首批新冠疫苗從密歇根州工廠出倉，運往全美145個
站點。但據美媒報導，白宮不僅透出“政界高官優先接種疫苗”的風聲，還於近日通
過了一項名為“疫苗美國優先”的行政命令。

疫苗分配“生死局”面前，有些人又搞起了特權。
目前，美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數居高不下，每天有數千人死亡，全美各地醫院重

症監護室容量近乎飽和。截至目前，死亡病例已有29.5萬餘。
迫於形勢，12月12日，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FDA）正式批准輝瑞公司研

製的新冠疫苗投入“緊急使用”，290萬支疫苗將在此後一周分發至全美各地。
但據美媒報導，雖然疫苗將在FDA授權後24小時內分發到各州，首批接種疫苗

的人卻不足美國總人口的1%。
英國《金融時報》報導稱，紐約及其他地區的許多醫療服務提供者正面對來自

“富人、權貴階層”的大量請求，其迫切希望接種第一輪疫苗。紐約大學生物倫理學
家卡普蘭預測：“美國絕對會出現疫苗黑市。任何被視為救命、保命且供應不足的東
西，都會催生黑市。”

不久前，美國免疫實踐諮詢委員會表示，第一輪疫苗應發放給養老院裡的老人和
護理人員，其次是“關鍵工作者”及“患有基礎疾病的易感者”。但“基礎疾病”和
“關鍵工作者”並不容易界定，例如在紐約州、伊利諾伊州等地，金融家和銀行家正
被廣泛定義為“關鍵工作者”。

除金融業外，美國各行各業也紛紛加入這場疫苗搶奪戰。航空公司行業工會致信
美國疾控中心主任，敦促其確認民航工作人員具備優先接種疫苗資格；肉食加工企業
、衛生紙生產企業也向監管部門呼籲，希望自己所在行業能被“優先考慮”。

就在各路人馬吵得不可開交時，多家美媒援引知情人士消息稱，白宮高級官員將成為美國
首批新冠疫苗接種者。

《紐約時報》透露，在本屆美國政府執政的最後幾週，白宮希望阻止更多政府官員感染新
冠病毒。在一線醫護人員無法得到全面接種的同時，與總統接觸最多的資深官員已被告知，有
關人員將很快為其註射新冠疫苗。

國內“你爭我搶”之餘，白宮新近又通過了一項“疫苗美國優先”行政令，要求美國衛生
部門確保該國疫苗供應商優先為美國人提供疫苗。對此，美國首席傳染病專家福奇表示：“作
為發達國家，美國有‘道德義務’確保新冠疫苗在世界各地得到公平分配。”

微軟聯合創始人比爾.蓋茨在接受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採訪時稱：“在疫情大流行期間阻止
國際分享與合作是一種破壞，更何況，（美國）疫苗最基礎的技術來自一家德國公司……類似
於'在最後一個美國人接種疫苗前，其他國家的人都該等死'的想法，絕對不是正確的反應。”

要知道，據美媒報導，在世界範圍內67個欠發達國家中，僅有1/10的人口有望在2021年
底前接種新冠疫苗。

但目前國際市場中的疫苗被富裕國家搶得一干二淨。其中，美國政府向輝瑞公司下了1億

劑疫苗的初始訂單，後續可能追加5億劑；英國已向輝瑞預訂4000萬劑疫苗，足夠為2000萬人
接種；歐盟簽下2億劑疫苗訂單，預留1億劑供加購；日本訂購1.2億劑。
不遺餘力囤積疫苗、搞“疫苗民族主義”真能救本國民眾於水火嗎？其實研究機構早已反復強
調：“在所有人都安全之前，沒有人是真正安全的。”

病毒是全世界共同的敵人。富裕國家買斷疫苗，既有悖於人權義務，也在相當程度上削弱
了疫苗為全人類建立“健康屏障”的有效性。

究竟誰應該“優先接種疫苗”？
有專家認為，應優先保證一線醫務人員接種，其次是患病風險較高的人，再次是疫情嚴重

地區的人，最後才是其他人。
這本該是順理成章的事。一味以本國為先、以鄰為壑，且不論“道德義務”，就是實踐效

果也可能大打折扣。此前中國領導人表示，中國新冠疫苗研發完成並投入使用後，將作為“全
球公共產品”投入使用，為實現疫苗在發展中國家的可及性和可擔負性作出貢獻。

的確，在這場人類共同面對的災難面前，公共產品應當是“可及”“可負擔”的。如果連
疫苗分配都成了特權爭奪的“生死局”，實在是一個令人遺憾的多輸局面。

（綜合報導）為了數百萬受新冠疫情重創的美國人，白宮官員與國會議員預計14日繼續討
論新的經濟紓困方案，而現有紓困方案不到兩週後就會到期。

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的發言人哈米爾透露，財政部長姆努欽和佩洛西13日通了半小時電
話，兩人打算14日再度對話。

美國家庭、企業與地方社區正努力應對大蕭條後最嚴重的經濟低迷，但民主黨與共和黨人
自7月以來，一直協商不出給予額外財務援助的方案。

2020年春天，美國已實行一項2.2萬億美元的大規模振興方案，其中包括失業救助。但這項
方案將於12月26日到期，屆時會有數百萬美國人失去收入。

據報導，對新紓困方案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面。民主黨人希望確保向地方和州政府提

供大量援助，但反對者擔心這基於政治考慮，紓困方案將傾向民主黨的“藍州”。
白宮與共和黨籍國會議員則堅持，假設員工或學生感染新冠病毒，企業、大學和學校應有

不被控告的法律保障。
根據哈米爾的推文，佩洛西13日表示：“資助州和地方(政府)的必要性變得更重要，尤其

各州又負責配送與接種疫苗。”
據報導，佩洛西告訴姆努欽：“沒有州和地方支持，醫護與第一線急救人員……將面臨失

業風險。”
至於法律責任方面的爭議，佩洛西則說，雙方“應就責任歸屬問題，找到一個不損害勞工

安全的妥協之道”。

美國首批疫苗出倉
分配竟成了大問題

美國新紓困方案難產美國新紓困方案難產 兩週後數百萬人恐失去收入兩週後數百萬人恐失去收入

拜登獲得過半選舉人團票拜登獲得過半選舉人團票 贏得美國大選贏得美國大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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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聞

(綜合報道）針對媒體報導 「網際網路視聽服務管理法」草
案（俗稱OTT TV專法）恐箝制言論自由一事，NCC今天回應
，草案是管理串流影音平台，並沒有YouTube、臉書等社群平台
，並強調草案沒有涉及言論審查。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今天發布新聞稿表示，面對
網際網路視聽服務崛起，以及服務提供者本身跨境、跨產業與多
元商業模式等特性所帶來的挑戰，NCC自2019年開始著手研擬

「網際網路視聽服務管理法」草案（俗稱OTT TV專法）。
NCC指出，草案著重在如何提升網際網路視聽服務健全環

境、保障消費者權益、帶動本土內容產業發展及確保整體視聽服
務產業的公平競爭。

NCC強調，網際網路是自由、開放、創新，不可能用戒
嚴方式管制，草案也沒有涉及言論審查。

NCC表示，草案所定義的網際網路視聽服務，是像Netf-

lix、Line TV等串流影音平台服務事業，排除以使用者分享為主
的社群平台，像是Youtube、Facebook等；若將草案與網路管制
畫上等號，實屬誤解。

NCC強調，草案仍在研議中，歷經多次學者專家及產業界
諮詢會議，也在今年9月3日與10月8日舉辦2次公聽會廣徵各
方意見。如果對於草案有任何問題，都可以向NCC表達意見。

momomomo智慧物流登上智慧物流登上APECAPEC人工智慧報告人工智慧報告
（中央社）momo 富邦媒今天表示，亞太經濟合作會議

（APEC）企業諮詢委員會（ABAC）日前發布 「APEC人工智慧
（AI）」報告，揭露APEC各經濟體的AI發展現況及推動前景，
momo的智慧物流應用成為報告中的案例。

富邦媒指出，報告提及今年2月無預警爆發疫情，世界各地
出現貨架被搶購一空現象，尤其衛生紙需求量大增；momo藉由

AI 預測，將品項排序，體
積大、占用許多物流運能
的衛生紙直接被配送至衛
星倉，避免進主倉堵塞其

他防疫熱銷品的倉儲動線，同時也省去主倉到衛星倉間的轉運時
間。

富邦媒指出，台灣大去年以無人搬運車（AGV）協助mo-
mo打造智慧倉儲，下一步將再為momo物流中心導入5G邊緣運
算並優化路徑。

富邦媒總經理谷元宏表示， 「最後一哩路」布局為momo

近年重點發展項目，已於北、中、南建置29座倉儲，運用AI演
算法及大數據分析全台消費行為、訂單結構，同時整合物流倉儲
的庫存量、運輸承載及暢銷品等供給能量，從源頭施展商品儲存
分流管理、全台出貨量預測、選擇最佳配送距離，以及商品補貨
即時通知，達庫存天數極小化等。

台灣大商務長吳傳輝說，未來台灣大將持續提供智慧倉儲
技術，包括為momo導入5G企業專網，引進台灣大5G室內解決
方案，也期盼結合邊緣運算，取代傳統導航模式，改採現場環境
即時動態路徑規劃，自動辨識可能的障礙並即時規劃閃避路徑。

NCC：OTT草案僅管理影音平台未涉言論審查

（中央社）人力銀行今天發布調查指出，今年僅55.9%的上
班族預估能領到年終獎金，比例創下8年新低，此外，企業的年
終獎金 「基數平均值」落在1.11個月，創9年以來新低。

yes123求職網今天發布 「年終獎金與尾牙規劃調查」，結果
顯示，55.9%的上班族預估能在農曆年前領到2020年的年終獎金
，比例較去年的67.8%大幅減少，創下8年以來新低，估計能領
到年終的上班族中，僅有17.2%認為金額會比去年多。

調查發現，企業方面有74.8%預估將在農曆年前發放2020年
的年終獎金，比例明顯低於去年的90.4%，不論發或不發，今年
年終獎金的 「基數平均值」落在1.11 個月，相較於去年的1.31個
月，下降0.2個月，等於少了6天，創9年以來新低。

以 「行業別」進行交叉分析，年終獎金比較高的產業為金
融保險與會計統計業（2.5個月）、科技資訊業（1.89個月）、
醫護與生技業（1.56個月），以及傳統製造業（1.5個月）、營
建與不動產業（1.45個月）。

年終獎金比較低的則為大眾傳播與公
關廣告業（0.5個月）、文教業」（0.67
個月、餐飲住宿與休閒旅遊業（0.75個
月），以及農林漁牧礦與環保生態業
（0.8個月）、民生服務業（不含餐宿休
旅）（0.83個月）。

yes123 求職網發言人楊宗斌表示
，相較去年調查，今年年終獎金的 「基
數」縮水不少，若以產業別分析，屬於
「五升、九降」狀態，企業端呈現兩樣情， 「疫情重災區」產業

持續有裁員、無薪假壓力，營運甚至需要紓困，勢必衝擊年終數
字。

楊宗斌說，受惠防疫商機、無接觸經濟，以及外銷轉單、
急單效應，加上股市、房市交投熱絡，相關從業人員的年終有機
會提高，某些公司可能保留盈餘，儲糧抗寒以備不時之需，但持

平而論，台灣整體經濟仍維持正成長，企業提供的獎金數字，應
該不會比金融海嘯時期差。

yes123求職網在11月25日到12月9日以網路問卷進行抽樣
，會員有效問卷共1320份，信心水準為95%，誤差值為正負2.7
個百分點；企業部份有效問卷共966份，信心水準為95%，誤差
值為正負3.15個百分點。

人力銀行調查年終獎金平均值1.11個月創9年新低

台灣默克：未來5年高雄廠投資超越過去10年
（中央社）台灣默克董事長謝志宏今天宣布，即

將在年底退休，由李俊隆接任；台灣默克也表示，未
來5年高雄廠的投資金額將超越過去10年，桃園廠的
噴墨式OLED材料可望在明年中量產。

李俊隆在記者會表示，默克看好噴墨式有機發光
二極體（OLED）市場，為了提升在地技術與服務給
台灣客戶，今年在台擴大投資並將產線從日本移至桃
園廠。除在桃園廠生產外，配合台灣半導體客戶擴充
產能，加碼投資生產半導體沉積材料的高雄廠。

他認為，台灣面板廠在液晶顯示面板技術中具
有發展差異化創新產品的能力，除了先前推出超高解
析度（4K2K）面板主導市場，迫使韓國跟進之外，
這次領先跨入微發光二極體面板市場也是在液晶面板

的基礎下，跨入下一代面板研發，當然進度領先全球
。

他說，一般認為，台灣面板廠發展微發光二極
體（Micro LED）跨入下一世代產品是正確的選擇，
畢竟韓國面板廠發展OLED面板多年，領先市場，台
廠要跟不容易；中國面板廠由政府支持投入上兆人民
幣擴充龐大產能，比產能也不是台廠的選項。

台灣默克解釋，韓國領先市場的OLED技術是
蒸鍍技術，但台灣投入噴墨式OLED面板市場，未來
仍有發展空間。

另外，台灣默克看好台灣精準醫療市場，並與
政府合作，探討如何利用健保大數據推動台灣個人化
治療技術，並推出創新治療方案。

台美印太地區合作 婦女生計債券記者會台美印太地區合作 婦女生計債券記者會
「「台美在印太地區的合作台美在印太地區的合作：：婦女生計債券婦女生計債券」」 記者會記者會1414日上午在行政院新聞中日上午在行政院新聞中

心舉行心舉行，，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秘書長項恬毅國際合作發展基金會秘書長項恬毅、、行政院經貿談判辦公室總談判代表行政院經貿談判辦公室總談判代表
鄧振中鄧振中、、外交部長吳釗燮外交部長吳釗燮、、美國在台協會美國在台協會（（AITAIT））台北辦事處處長酈英傑台北辦事處處長酈英傑（（BrentBrent
ChristensenChristensen））出席說明計畫內容出席說明計畫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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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李岐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永愛
深圳報道）近日，外國人就業居留
事務服務中心在深圳市市民中心行
政服務大廳正式揭牌啟用，“外國
人綜合服務管理平台”同步上線運
行。據悉，該中心通過“一站式”
綜合服務，實現了外籍人士申請工
作許可和工作居留兩個證件“一次
辦”，把審批時限壓縮至7個工作
日，將大幅提升審批服務效率。

據介紹，外籍人士在深圳工
作，按照以往的辦理流程，首先要
向深圳市科技創新委（深圳市外國
專家局）申請辦理外國人工作許可
證，然後再向深圳市公安局（出入
境管理局）申請辦理工作類居留許
可，全部流程辦理完，需要跑兩個
部門，花費15個工作日。

現在，深圳率先把“外國人來
華工作許可”“外國人工作居留許
可”兩項業務整合為“外國人在深
就業居留事務”，將兩個部門進行
物理空間的融合，實現兩部門數據
庫共享、系統高度融合。

通過為外籍人士提供“一站
式”綜合服務，把審批時限壓縮到
7個工作日，實現外籍人士同時申
請、同時領取工作許可和工作居留
兩個證件六個“一”，即“一套材
料、一套表單、一次申請、一窗受
理、一網通辦、一次辦結”，提升
了審批服務效率。

服務於比亞迪公司的美國人喬
丹．斯科特，是服務中心成立以來
第一個拿到工作許可證和工作居留
證的外國人，“真沒想到能這麼快
拿到工作許可證和工作居留證！”

從前，喬丹．斯科特的工作許
可和工作居留的申請在別的城市比
較困難，而且是分開辦的，但在深
圳卻可以兩個證一起申請一起辦，
辦的過程也非常順利和高效。他表
示有了這次親身體驗，以後也會向
親戚朋友宣傳，推薦他們到深圳旅
遊、工作和交流。

據外國人就業居留事務服務中
心相關負責人介紹，深圳將進一步
探索和實施更加開放便利的境外人
才引進和出入境管理制度，探索和
加強市區資源合作，建立覆蓋全深
圳的各級外國人就業居留事務服務
中心，吸引更多優秀外籍人才來深
圳市創新創業。

外
國
人
申
深
圳
工
作
居
留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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座談會上，來自香港不同領域的青年才俊與清
華學子齊聚一堂。
其中，因為和來自北京的妻子結婚，港青鄭

智發是在2008年選擇到北京定居。他笑着說，
“我是被老婆‘統戰’過來的。”

起初，他只是常常往返京港兩地，後來他發
現，每個月來北京，都能看到新的變化，也因此
萌生了搬去北京的願望。

“當時住在建國飯店（二環附近），能看着
三環邊上不斷地起高樓，當時整個北京都在如火
如荼建設中。”他說，如果只是靠一些零散片面
的報道，無法了解真正的北京，也無法看到真實
的內地。

港音樂人：這裏的設備市場項目更強
香港著名音樂製作人、音樂監製及作曲家張

家誠則是剛定居3個月。
到京後，張家誠專程去過國家大劇院、天橋劇

場等一系列文藝演出場地。他說，這裏的設備先進
性、市場機會和項目可行性都更強。“音樂本身就
是文化的衍生品，在這裏做音樂就必須懂當地人的
生活。”

此外，史密夫斐爾律師事務所全球合夥人鄒
兆麟、北京大學第一名港籍行政老師、港澳台學
生與交流事務室項目主管王柏榮以及北京大學港
籍學生徐天賜等人也分享了在內地的小故事。

1983年讀中學時，來自香港的鄒兆麟就以遊客
的身份到過北京。1994年後，因工作原因，他每周
一次不間斷去北京出差。直到2003年，他希望舉
家搬到北京，但妻子卻反對。

“我用了5年的時間說服她，曉之以情、動之
以理，終於在2008年‘連哄帶騙’把妻兒都帶到
了北京。”“結果現在，他倆都愛上了北京。”

座談會結束後，幾名清華學子又分別對港青
們進行了“專訪”。

新聞業者授經驗 學生記者發作品
此次座談會是清華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與香

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新聞實踐教學的一次創新合
作。清華大學馬克思主義新聞學與新聞教育改革
研究中心執行主任王君超介紹指出，此次合作將
採取“主講教師與業界導師1+N”（1名清華授課
教師+N名大公文匯集團的業界導師）的模式，由
業界導師現場指導清華學子進行新聞策劃與採

寫，並在大文集團媒體平台發布。同時，掛牌成
立“大公文匯集團清華新聞與傳播學院實踐教學
基地”，推進雙方在報紙轉型、媒體融合和融媒
體建設研究與實踐方面的合作。

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北京新聞中心主任秦占
國在座談會上表示，該合作不僅能促進內地和香港
的青年人交流，同時也為“準新聞人”提供了親身
採寫一線的實踐機會。“希望能借此搭建兩地青年
之間的交流平台。”

在京港人：待過這裏才知日新月異
清華傳院與大文集團共辦“清華學子對話北上港青”座談會

香 港 文 匯

報訊（記者 朱

燁 北京報道）

12 日，由清華

大學新聞與傳

播學院、香港

大公文匯傳媒

集 團 共 同 主

辦，香港專業人士（北京）協會支持的

“清華學子對話北上港青”座談會在北京

舉行。座談會上，北京布洛克快鏈科技的

聯合創始人鄭智發說：“只有在這裏真切

地生活過，才能感受到這種日新月異的發

展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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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學子對話北上清華學子對話北上
港青港青””座談會現場座談會現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朱燁香港文匯報記者朱燁 攝攝

■■““清華學子對話北上港青清華學子對話北上港青””座談會與會者合影座談會與會者合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朱燁香港文匯報記者朱燁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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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健保市場開放期健保市場開放期1212月月1515日截止日截止
2021年的健保市場開放期截止日期為12月15日, 還有1天

的時間。
醫療保險不僅可以在發生意外時，避免家庭陷入財務困境，

而且健保計劃還提供每年壹次的預防性檢查（檢查項目根據年齡
不同而定），通過預防性年度檢查可以提早發現壹些疾病的癥狀

，提早治療。除了每年壹次預防性檢查，健保市場個人健康保險
還有不可以拒絕既有病史，賠付無上限等好處。按家庭收入也有
稅務補助。

光鹽社自2014年開始，為政府指定的協助民眾申請健保市
場個人健康保險的機構，有多名政府認證的健康保險交易市場咨

詢員。疫情期間，為了更好地服務大家，光鹽社同時提供面對面
服務和遠程服務兩種方式協助大家申請健保，所有服務免費。如
果還沒有申請或者更新自己或者家人的健康保險，歡迎盡快和我
們預約，預約電話713-988-4724.

美南銀行年終員工聖誕晚宴活動美南銀行年終員工聖誕晚宴活動
2020年12月，美南銀行年終員工聖誕晚宴活動於10日

（周四）晚在休士頓中國城內的總行大樓內圓滿舉行。今年
由於疫情關係在經多方考量下，決以改變傳統聖誕聚會方式
，利用網路線上視訊和電子郵件相互輔助，順利連結美南銀
行在各區域的分行能夠同步線上共同參與，即使在疫情中也
如期舉辦美南銀行一年一度的聖誕聚會。

活動於當日下午5點在銀行營業時間結束後展開，全體
行員們在自己的電腦面前觀看董事長李承穗、執行長Mark
Simmons、總裁Mohammed Younus等人的聖誕賀詞，隨即
以電子郵件通告今年獲得15及20年最佳員工服務貢獻獎名
單，並於總行二樓大廳以現場視頻線上觀看頒獎過程。

因為疫情，同仁們無法如往年般相聚，大家皆以視頻或
電話互道平安及問候。為了增加今年線上聖誕活動氣
氛，銀行各部門和各區域分行特別在活動前二週，分
別自製錄影短片為今年聖誕活動的比賽節目。經董事
會評選，以創意、團隊、人氣程度等三項評分標準，
從14個部門短片中評選最高得分前三組。比賽結果
，第一名、Note Dept.得獎金$ 500元。 第二名、
Lending Dept. 和Main Office Lobby二組各得獎金$
300元，第三名、Credit Dept.可得獎金$100。執行
長Mark Simmons表示，雖然他沒有參與評選，但是
他看了參賽的每個部門的短片。無論有沒有獲選都是
最棒的，因為他感受到大家的積極的參與和用心。

歷年來的聖誕活動節目裡最受大家關注的項目是
─現金抽獎。今年最大獎項現金$1,000元由總行員工

獲得。當每個人都以為抽獎結束就是當晚活動的終點時，董
事長李承穗隨後送來了一份意外驚喜，宣佈當晚未中獎員工
每人也可獲得現金百元，現場立即響起一片高揚歡呼聲，在
人人有獎的歡樂的氣氛中圓滿結束。

美南銀行15及20年最佳員工服務貢獻獎員工名單如下
：
15最佳員工服務貢獻獎有，Joy Langston 、Mai Hoang、
Nancy Liu、Nancy Chan、Rosa Lu 。

20年最佳員工服務貢獻獎有，Betsy Reese / Catherine
Liang,

徐增全教授榮獲中華民國地震工程學會徐增全教授榮獲中華民國地震工程學會、、中華民國結構工程學會中華民國結構工程學會 「「20202020傑出貢獻獎傑出貢獻獎」」

美國有望在美國有望在33月底之前為月底之前為11億人接種冠狀病毒疫苗億人接種冠狀病毒疫苗
總統川普副總統彭斯和其他政府高官從周一開始接種總統川普副總統彭斯和其他政府高官從周一開始接種

（本報訊）中華民國地震工
程學會、中華民國結構工程學會於
2020 年 12 月 12 日（星期六）舉辦會
員大會，會中選出 「2020年傑出貢獻
獎」，由休士頓大學徐增全（Thom-
as TC Hsu )教授光榮當選。消息傳來
，徐教授在休市的好友,門生皆感欣慰
，並致以誠摯的祝賀之情。受獎者徐
增全教授任教於美國德州休士頓大學
土木及環境工程系，徐增全教授任教
於美國德州休士頓大學土木及環境工
程系,畢生致力鋼筋混凝土力學行為研
究近六十載，其所提出之鋼筋混凝土
結構統一理論(Unified Theory of Con-
crete Structures, 2010, John Wiley)，引
入工程材料之非線性組成律後，即可
整合於現有之有限元分析軟體，透過
高速電腦運算，可用於執行各種基礎

設施的設計分析工作，如建築、公路
、橋梁、海域平台及核電廠圍阻體等
，使鋼筋混凝土扭曲與剪力行為之基
礎理論更為周全，並促進工程實務創
新，此一理論對土木結構工程之研發
影響至為深遠.

除理論研究外，徐教授並於休士
頓大學創建足尺結構實驗室，該校於
2002年命名為 「徐增全結構研究實驗
室」 (Thomas TC Hsu Structural Re-
search Laboratory)，該實驗室設置全球
唯一可以測試大尺寸板殼結構單元的
高端實驗設施(Universal Panel Tester)
，此一成就為全球華人學者之難得殊
榮。徐教授曾於1978年及2010年兩度
應邀至國立台灣大學講學，開設預力
及鋼筋混凝土分析及設計等相關課程
對台灣土木工程之高階技術人才培訓

貢獻良多；2010年亦同時引介核能安
全研究領域至國震中心，於台北籌辦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Infrastruc-
ture Systems for Nuclear Energy，並委
由 John Wiley出版專書以持續傳承經
驗.
徐教授對台灣在核能電廠土建結構耐
震安全分析能力上著有貢獻。徐教授
經此促成國震中心與休士頓大學簽定
長期合作邁近25年，並引介歐洲頂尖
學府 Polytechnic University of Milan 及
University of Parma等名校，強化台美
義三邊長期學術合作關係，提升台灣
地震工程在國際上的知名度及影響力
，致力厚植本土研發量能實功不可沒.

現職：美國休士頓大學土木及環
境工程系，Moores Chair 講座教授，
1998～迄今

ROC 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地震
工程研究中心，資深顧問，2012～迄
今

學歷：美國康乃爾大學土木工程
系 碩士、博士

哈爾濱工業大學建築工程系 學士
經歷：
美國德州休士頓大學土木及環境

工程系教授, 系主任, 結構實驗室主任
, 及講座教授～迄今。

國立臺灣大學土木工程系客座教
授; 及講座教授。

美國邁阿密大學土木工程系教授
, 系主任。

美國波特蘭水泥協會工程師。
榮譽：

2015 Distinguished Member, American
Society of Civil Engineers (“the high-

est honor ASCE can bestow”)
2012 Honorary Member, American
Concrete Institute (“for eminence in
the field of the Institute's interest”)
2009 Houston Mayor Bill White pro-
claims November 8, 2009, as Dr.
Thomas T. C. Hsu Day in Houston for
“bringing excellence and honor to the
University of Houston and the City of
Houston”
2007 Authur J. Boase Award, American
Concrete Institute (“for outstanding
research in concrete structures” given
annually to one recipient.)
中華民國地震工程學會 理事長 黃震
興 敬邀
中華民國結構工程學會 理事長 周中
哲 敬邀

（（休士頓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秦鴻鈞報導 ））美國新冠病毒疫苗計劃首席顧問美國新冠病毒疫苗計劃首席顧問1313
日表示日表示，，美國有望在美國有望在33月底之前為月底之前為11億人接種冠狀病毒疫苗億人接種冠狀病毒疫苗。。 美美
國監管機構已於週五晚間批准了第一批疫苗的緊急使用國監管機構已於週五晚間批准了第一批疫苗的緊急使用，，並於週並於週
日開始裝運日開始裝運。。 美國美國““經編行動經編行動””首席顧問斯勞伊首席顧問斯勞伊 (Slaoui)(Slaoui) 博士博士
說說：“：“到到20212021年第一季度年第一季度，，我們將為我們將為11億人接種冠狀病毒疫苗億人接種冠狀病毒疫苗
。”。” 他說他說，，美國希望在美國希望在1212月底之前分發約月底之前分發約40004000萬劑疫苗萬劑疫苗，，其中其中
包括輝瑞公司剛剛批准的疫苗和莫德納包括輝瑞公司剛剛批准的疫苗和莫德納 (Moderna)(Moderna) 公司希望在公司希望在
本週晚些時候獲得類似緊急使用的疫苗本週晚些時候獲得類似緊急使用的疫苗。。 斯勞伊說斯勞伊說，，11月份將再月份將再
分發分發50005000萬至萬至80008000萬劑萬劑，，22月份將分發相同數量月份將分發相同數量。。疫苗每人需疫苗每人需
要注射兩次要注射兩次。。 ““我們正在與輝瑞合作我們正在與輝瑞合作，，繼續幫助他們並支持他繼續幫助他們並支持他
們實現為我們提供幫助的目標們實現為我們提供幫助的目標。。在在20212021年第二季度再增加年第二季度再增加11億億
劑劑，，首先要接種疫苗的是一線醫護人員以及長期護理機構的居民首先要接種疫苗的是一線醫護人員以及長期護理機構的居民
。。 他說他說，，要使美國獲得要使美國獲得““畜群免疫力畜群免疫力””以阻止致命病毒的傳播以阻止致命病毒的傳播
，，美國將需要對大約美國將需要對大約7575％或％或8080％的人口進行免疫接種％的人口進行免疫接種，，他希望他希望
他能在他能在55月之前達到這一點月之前達到這一點。。 斯勞伊說斯勞伊說：：希望人們保持開放的態希望人們保持開放的態
度度，，並公開同意這是一種非常有效和安全的疫苗並公開同意這是一種非常有效和安全的疫苗，，因此可以服用因此可以服用
。”。” 在一項大型臨床試驗中在一項大型臨床試驗中，，輝瑞疫苗預防疾病的有效率為輝瑞疫苗預防疾病的有效率為
9595％％，，幾乎沒有嚴重的副作用幾乎沒有嚴重的副作用

1313日日，，美國疾控中心美國疾控中心(CDC)(CDC)主任雷德菲爾德發表聲明稱主任雷德菲爾德發表聲明稱，，已已
經正式簽署了輝瑞新冠疫苗的許可經正式簽署了輝瑞新冠疫苗的許可，，允許在美國推進疫苗接種工允許在美國推進疫苗接種工
作作，，疫苗的配送任務隨之開啟疫苗的配送任務隨之開啟。。1414日起日起，，將向包括美國總統川將向包括美國總統川
普在內的高級官員提供疫苗普在內的高級官員提供疫苗。。1111日晚日晚，，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
(FDA)(FDA) 給予美國輝瑞與德國生物新技術公司聯合研發的新冠疫苗給予美國輝瑞與德國生物新技術公司聯合研發的新冠疫苗
以緊急使用授權以緊急使用授權。。這是首款獲批在美緊急使用的新冠疫苗這是首款獲批在美緊急使用的新冠疫苗。。一天一天
后后，，CDCCDC的顧問小組也投票建議的顧問小組也投票建議1616歲及以上的人群使用該疫苗歲及以上的人群使用該疫苗
。。

1313日日，，雷德菲爾德正式簽署疫苗許可後雷德菲爾德正式簽署疫苗許可後，，當日凌晨當日凌晨，，輝瑞輝瑞

公司的第一批新冠疫苗從密歇根公司的第一批新冠疫苗從密歇根
PortagePortage 的 工 廠 起 運的 工 廠 起 運 。。 大 約大 約
184275184275 小瓶疫苗被裝載在大約小瓶疫苗被裝載在大約
190190個盒子中個盒子中，，然後裝上貨車然後裝上貨車，，
該款疫苗的全美配送正式開始展該款疫苗的全美配送正式開始展
開開。。美國希望在美國希望在1212月底之前配送月底之前配送
大約大約40004000萬劑疫苗萬劑疫苗。。其中還包括其中還包括
莫德納莫德納 的疫苗的疫苗。。美國另一藥廠莫美國另一藥廠莫
德納的新冠疫苗將在德納的新冠疫苗將在1717日由日由FDAFDA
專家組進行討論專家組進行討論，，有望成為第二有望成為第二
種在美國批准使用的新冠疫苗種在美國批准使用的新冠疫苗。。
據報導據報導，，美國首輪的新冠疫苗接美國首輪的新冠疫苗接
種計劃最早將從當地時間種計劃最早將從當地時間1414日開日開
始始，， CDCCDC日前建議日前建議，，應考慮將應考慮將
風險較高的醫護風險較高的醫護、、養老院的長期養老院的長期
居住者及護理人員作為新冠疫苗居住者及護理人員作為新冠疫苗
的首批接種對象的首批接種對象。。但肯塔基但肯塔基、、密密
西西比西西比、、紐約等州直接將疫苗分紐約等州直接將疫苗分
配權下放給醫院配權下放給醫院，，理由是相信醫理由是相信醫
院有能力分辨哪些人應該接種疫院有能力分辨哪些人應該接種疫
苗苗。。

從從1414日開始日開始，，美國總統川普美國總統川普
、、副總統彭斯和其他政府高官將從周一開始接種剛剛獲得批准的副總統彭斯和其他政府高官將從周一開始接種剛剛獲得批准的
輝瑞新冠疫苗輝瑞新冠疫苗，，這是一項旨在確保政府連續性的計劃的一部分這是一項旨在確保政府連續性的計劃的一部分
。。 白宮的必要人員和美國政府所有三個部門的某些官員將在未白宮的必要人員和美國政府所有三個部門的某些官員將在未
來來1010天內接種疫苗天內接種疫苗。。FDAFDA此前表示此前表示，，絕大部分美國人都可以注絕大部分美國人都可以注
射該款疫苗射該款疫苗，，僅擁有嚴重過敏史的人群不建議注射僅擁有嚴重過敏史的人群不建議注射，，該人群預計該人群預計

只佔人口的只佔人口的11..66%%。。雖然雖然，，FDAFDA認可的臨床試驗數據顯示認可的臨床試驗數據顯示，，該疫該疫
苗在預防新冠病毒感染方面有苗在預防新冠病毒感染方面有9595%%的有效率的有效率。。但一項民調顯示但一項民調顯示
，，在各州準備開始第一輪新冠疫苗注射時在各州準備開始第一輪新冠疫苗注射時，，只有大約一半的美國只有大約一半的美國
民眾想接種疫苗民眾想接種疫苗，，而四分之一的人不確定他們會接種而四分之一的人不確定他們會接種，，還有四分還有四分
之一的人明確表示他們不會接種之一的人明確表示他們不會接種。。

將從將從1414日開始日開始，，美國總統川普美國總統川普、、副總統彭斯和其他政府高官將從周一開始接種剛剛副總統彭斯和其他政府高官將從周一開始接種剛剛
獲得批准的輝瑞新冠疫苗獲得批准的輝瑞新冠疫苗，，這是一項旨在確保政府連續性的計劃的一部分這是一項旨在確保政府連續性的計劃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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