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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03-TOP ONE群智貸款C6_A1

713 - 364 -7788 
832 - 498 - 7566

群智貸款

Michelle Young  
 通國、英、粵語、韓語

● 外國人貸款，保證最低
   最低利息。B1, B2, 
   J1保證通過
● 只要一年P&L盈虧表，
   不查稅表
● W2用一年VOE貸款方式
● 不查收入貸款
● Construction Loan,
   Lot Lo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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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報導
，美國副總統彭斯18日上午接受新冠病毒疫苗
的接種，並將過程全程直播。川普政府表示，疫

苗接種的直播是聯邦政府努力
的一部分，旨在讓公眾對疫苗
的安全信與有效性建立信心。
另一方面，川普也在推特上宣
布已批准莫德納公司研發的疫
苗，成為美國可接種的第2種

疫苗。
報導中指出，與彭斯一同接受疫苗接種的，

還有美國公共衛生局局長(U.S. Surgeon General)

亞當斯(Jerome Adams)。接種的人都被告知將收
到1份 「注射記錄」，確認其已接種疫苗，而3
週後需要再次注射，每次注射完後手臂都會出現
痠痛的症狀。

不過，彭斯卻輕鬆地表示， 「我沒有甚麼感
覺。做得很好，感謝您為國家的付出」。 「現在
美國人可充滿信心，我們為您和您的家人提供1
種，甚至在幾小時內就會有2種安全的冠狀病毒
疫苗」。他強調， 「在這個充滿挑戰的時期，保

持警惕病接種疫苗，每個人都能發揮作用」。
報導指出，總統當選人拜登與副總統賀錦麗

也會公開接受疫苗接種。目前安排拜登於下週接
種，而賀錦麗接種時間則尚未安排。至於川普是
否會接種疫苗，要等到白宮醫療團隊點頭後才會
進行注射。因為川普之前染疫時接受的療法，讓
他在這時接種恐產生副作用。

((路透社路透社))

建立信心建立信心 美副總統彭斯直播接種疫苗美副總統彭斯直播接種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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煲
來
飽
去

讓您欲罷不能的煲仔飯

TeL:713-777-8838 
9888 Bellaire Blvd #138 Houston, TX 77036

煲來飽去位於黃金廣場燕窩城隔壁

精緻的小菜

Happy Hour 週一到週四２：３０～５:３０　凡來店內消費一個主餐便送一杯飲品
招聘：長工，企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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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
歡迎使用
觀看高清美南國際電視新聞台

正當世紀大風雪横
掃美國東北部時， 聯邦
藥物管理局顧問委員會
推荐對另一新冠疫苗莫
德納之特別上市，以快
速拯救苦難中之病患 ，
預計下星期一開始， 這
劑新疫苗將可快速送到
全國各地。

美國目前之經濟下
滑狀態每六個人中就有
一人遭遇飢餓之困境，
根據英媒體報導 ，包括
英國在內， 目前有百分
之二十五的人口正處贫
窮缐上， 要求聯合国伸出援手， 使這個
昔日的大英帝國臉上無光，為什麼英美兩
國處境竟然如此悽涼。

本週六上午八時至下午四時美南國际
貿易中心和國會議員格林辦公室聯合食品
銀行舉辦食物發放會， 並從上午八點到下
午四點免費作新冠病毒检測， 為大休士頓
及國際區居民服務。

這次的活動我們也得到僑界社團之大
力支持，也是我們每年一度對社區所做的
重要服務。

今年正遭受新冠病毒之重大災難， 多
少人失去了自己的工作， 造成嚴重的社會
問題， 我們也盡量伸出援手， 為社會送
上點溫暖。

總統當選人拜登正在面對前所未有之
挑戰 ，現任總統仍然沒有承認败選， 经
濟纾困案也未通過。

我們期盼疫苗能早日遍及， 為一蹶不
振的經濟打強心針。

華盛頓國家大教堂今天響起鍾聲，為
國人祈禱疫苖来拯救國人。

Today the U.S.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advisory
panel recommended to ap-
prove the second coronavi-
rus vaccine from Moderna.

This new vaccine comes as
the first vaccine from Pfizer
has started its distribution
process.

But as the vaccinations be-
gin, recorded cases of new
hospitalizations and deaths
are rising to new levels as
hospitals are running out of
space and energy to provide
sufficient care.

Health experts say Ameri-
cans have an important
choice to make. The upcom-
ing holidays and festive gath-
erings could help drive an-
other surge of cases and
hospitalizations and inevita-
ble deaths.

We are so happy that Con-
gressman Al Green in con-
junction with the Houston
Food Bank, the Texas Divi-
sion of Emergency Manage-
ment and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will present a
Free Drive-Thru COVID
Testing and Food Distribution event on Satur-
day, December 19th at 1111 Bellaire Blvd. in
the International District.

We really appreciate Congressman Green’s
caring so much care about our community.
We also have many community leaders who

will join us to help with the event.

This is such an important event for our com-
munity. Every year we sponsor events to cele-
brate the holidays, but this year is very differ-
ent. So many people need to get help and we
all need to give a helping h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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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8//20202020

Give A Helping HandGive A Helping Hand

我們共同為社會送上溫暖我們共同為社會送上溫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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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據共同社報導，日本政府18日在
內閣會議上通過飛彈防禦相關文件，內容包括
將新造2艘神盾艦，作為放棄部署 「陸基神盾
系統」計劃的替代方案。文件中還寫入將延長
陸上自衛隊12式陸基反艦飛彈的射程，藉以開
發能從敵方射程圈外實施攻擊的 「防區外飛彈
」（Stand-Off Missile，又譯為距外飛彈）。文
件未寫明擁有在對方國家疆域內阻止瞄準日本
的飛彈的 「對敵基地攻擊能力」，表示將繼續
探討強化嚇阻力。

日本政府決定將12式岸基反艦飛彈射程延
長至900公里，並新造2艘神盾艦，皆旨在防範
北韓與大陸的威脅。日媒日前指出，新增2艘
神盾艦一方面在於取代 「陸基神盾系統」，另
一方面則是因應大陸在琉球群島日益頻繁的活
動。而12式陸基反艦飛彈，現有射程為100多
公里，原傳出擬增長為 400 公里，將涵蓋宮古
海峽全域（宮古海峽寬度290公里）。

經歷放棄在山口和秋田兩縣部署陸上飛彈
攔截系統 「陸基神盾系統」引發的混亂，日本
政府透過逾半年討論，終於敲定有關彈道飛彈
防禦的應對方針。日本政府暫時擱置有脫離
《憲法》防禦戰略 「專守防衛」理念之憂的擁
有 「對敵基地攻擊能力」相關討論，但也著眼
於未來政策轉變的可能，先行開發可以轉用的

防區外飛彈。所謂對敵基地攻擊，指的是在敵
方發射飛彈之前就摧毀其發射場，其實就是先
發制人攻擊。

日本官房長官加藤勝信18日在記者會上就
強化防區外飛彈能力重申： 「並非是以攻擊敵
方基地為目的。」他表示今後將繼續在政府內
部探討如何強化威懾力。防衛相岸信夫強調：
「為守護國民的生命與和平的生活，將繼續力

爭切實提升防衛力。」在內閣會議敲定前，政
府在國家安全保障會議（NSC）九大臣會議上
通過了文件。

內閣敲定的文件中，把新造的 2 艘神盾艦
名稱記作 「神盾系統搭載艦」，並寫入由海上
自衛隊負責運用，神盾艦追加功能和設計調整
等細節則作為今後的探討課題。

關於防區外飛彈，文件強調對保障自衛官
的安全並有效阻止試圖進攻日本的艦艇而言不
可或缺。文件還寫入將在陸上、戰機、護衛艦
等 「多樣的平台」上搭載。政府計劃把射程從
目前的一百幾十公里延長至 900 公里左右，從
下年度起用5年時間進行開發。

圍繞對敵基地攻擊能力，日本前首相安倍
晉三辭職前的9月11日曾發表談話，要求在年
底前給出方針。菅義偉政府就是否應擁有該能
力展開了謹慎探討。

衝大陸與北韓而來
日本敲定將開發 「距外飛彈」 新造2艘神盾艦

新冠病毒對各國造成的災難無窮, 但令人
感悲哀的是,英國竟因財政窘困而需要聯合國
拯救飢寒交迫的兒童,為他們提供食物果腹,真
是匪夷所思,曾經締造過日不落國輝煌歷史的
大英帝國真是日落西山，不堪回首了嗎?

在 30 多年前因為非洲面臨大饑荒, 英美
四十多位名歌手包括麥可傑克森在內聯合唱
了一首 We Are the World 的歌曲發起捐款以
救濟饑民的活動, 當時轟動世界，獲得各國響
應而使非洲饑民得到關懷援助,充分展現愛是
沒有國界的。

這次英國孩童鬧饑荒,當然是因為財政問
題，由於英國疫情嚴重,使財政出現捉襟見肘
的窘境, 加上社福制度的侷限性, 讓中下階級
的學童無法獲得照顧，由於學校停課, 貧困家
庭仰賴學校對孩童所提供的營養午餐被取消
，三百多萬貧困學童陷入飢餓危機,政府卻強
詞奪理, 認為已對孩童的家庭做了經濟紓困，
所以孩童的營養問題應由家庭負責。

當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接到緊急求救後毫

不猶豫的對這些孩童伸出援手, 讓一萬八千多
名貧童得以暫時果腹度日，這是該基金會成
立以來第一次救助非洲之外的國家,但聯合國
卻對英國說道:”不是只有英國，全世界的孩
童都不應受到飢餓，我們可以救急,但不可以
救窮，英國政府應該解決自己長期的財政與
貧困問題。”

我不知道英國首相柏瑞斯江生在聽到這
句諷刺的話後是否感到羞愧和失落, 為何曾經
彪炳寰宇的英國,到了他執政時會落魄到這樣
的慘境呢?！或許罪過並不在他, 因為歷史常
常是很悲情、很悽壯，也很無奈的，在經過
大戰摧殘，英國在各洲的殖民地紛紛獨立後
，強弩之末的大英帝國早已失去往日的光澤
，而一場在國內充滿矛盾與對立, 掙扎與煎熬
的脫歐已經讓英國分崩離析,折損了卡麥隆和
梅伊兩位首相, 迄今與歐盟的分手依然不清不
楚, 現在又面臨了病毒與飢童的問題,英國何
去何從真是令人擔憂啊!

【李著華觀點 : 日落西山國衰矣
哀哉!英國兒童還須聯合國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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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瑞典這個北歐國家或將成為第壹批沒有現金的國家。瑞

典在今年5月宣布實行電子克朗試點測試，從而成為全球最早考慮發行

國家加密貨幣的國家之壹。此後，瑞典政府宣布，從12月11日開始研

究國家金融系統使用數字貨幣運行的可行性。

瑞典金融市場與住房大臣佩爾· 博隆德表示，11日啟動的數字貨幣

運行可行性研究預計將於2022年11月底完成，而為了實現這種過渡，

“數字化支付市場能夠安全運行並惠及每個人是至關重要的”。瑞典中

央銀行金融委員會前主席安娜· 欣貝裏· 巴特拉將負責領導該委員會開展

這壹大規模研究項目。

與此同時，在美國管理和信息咨詢企業埃森哲公司的協助下，該國

主要貨幣當局繼續開展電子克朗試點項目，並希望該電子貨幣能夠基於

支持其他加密貨幣（例如比特幣）的相同技術。

但是，瑞典央行行長斯特凡· 英韋斯仍然對這種電子貨幣的未來持

謹慎態度，並表示，有關是否發行電子克朗的任何決定都需要在政治層

面做出，因為“如何設計數字貨幣以及使用何種技術，都可能會對整個

金融系統產生重大影響”。

瑞典央行估計，今年10月該國現金使用量降至歷史最低水平，因為

新冠肺炎疫情促使人們進壹步放棄使用現金。它指出，瑞典只有不到

10%的支付采用現金付款。國際清算銀行在2018年就指出，瑞典是世界

上使用現金比例最低的國家。

瑞典正研究使用本國加密貨幣
或成首個無現金國家

網絡安全風險上升
半數希臘企業受到攻擊威脅

綜合報導 希臘工商協會壹份研究報告表明，2020年超過50%的大

中型企業受到網絡攻擊的威脅，這引發了各大企業對網絡安全問題的關

註。

據報道，網絡安全風險急劇上升，新冠大流行雖然加速了公共機構

和企業的數字化進程，但網絡安全系統和政策卻還沒有得到相應的提升

和審查。

希臘工商協會稱，“情況嚴重的話，網絡攻擊會破壞企業正常運作

，甚至會危及其生存。不僅會損害公司信譽、造成經濟損失、幹擾正常

生產活動，還會竊取知識產權，泄露機密信息，切斷數據庫訪問，甚至

以公開數據為由對企業進行勒索。由於對個人信息保護的不足，也可能

會為企業帶來相應的法律風險。”

根據德勤與美國制造業生產力和創新聯盟(MAPI)2018年的壹項研究

顯示，在過去12個月裏，40%的工業企業受到了網絡安全事故的影響。

勒索案件增加了35倍，欺詐案例增加了2.5倍。因物聯網安全問題引發

的經濟損失，平均達到33萬歐元。數據泄露造成的經濟損失，平均達到

750萬歐元。

值得註意的是，以上數據在2019年顯示出強勁的上升趨勢，而新冠

大流行期間預計數字將進壹步增加。

每次網絡攻擊後的平均恢復成本，加上其對日常運營的平均影響，

總損失預估達1300萬歐元。在過去五年中，該損失成本已經顯著上漲了

72%。

據報道，該協會建議企業對現有網絡安全水平進行評估；對現有及

發展中網絡安全風險與威脅進行調查和評估；在可控環境中，識別那些

需要被保護、具有戰略性意義的貨物，並對網絡安全系統進行系統性地

測試。

意大利國家衛生院：
疫情防控使流感患者減少三成

綜合報導 據歐聯網援引歐聯通訊社

報道，意大利累計新冠確診病例增至

1843712例。意大利國家衛生院日前指出

，2020年入冬以來，由於民眾普遍采取

了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等防疫措施，

意大利季節性流感患者出現了大幅度減

少，流感病毒傳播率已降至歷史最低。

意大利民防部的新冠疫情報告數據顯

示，截至13日18時，過去24小時，該國

新增新冠確診病例17938例，死亡484例

。意全國累計確診病例增至1843712例，

累 計 死 亡 病 例 64520 例 ， 治 愈 病 例

1093161例。

國際衛生院疫情監測數據顯示，從

今年9月29日意大利發現首例流感病毒

患者，截至12月上旬，意大利幾乎沒有

出現流感病毒社區傳播。特別是由於口

罩的使用，以及頻繁使用肥皂和酒精溶

液進行手部消毒，使流感病毒發病率出

現了大幅度下降。在過去最近壹個疫情

監測周中，意大利全國流感病毒感染率

為1.9‰，遠遠低於往年的平均水平。

在過去壹周，國家衛生院全國疫情

監測系統，通過

國家衛生系統實

驗室累計搜集了

148個生物樣本，

其中包括17例新

冠病毒感染者的

生物樣本，卻沒

有發現壹例季節

性流感病毒感染

樣本。

根據意國家

衛生院實驗室分

析數據，2019 年

9 月下旬至 12 月

上旬，意大利全國季節性流感病毒感

染率約為 3‰，全國流感患者累計 17.4

萬例。專家預測，在防疫措施的作用

下，意大利 2020 年流感患者數量會降

至 11.5 萬例以下，較 2019 年同期將下

降超過三成。

意大利國家衛生院研究員、米蘭

大學病毒學教授法布裏佐· 普雷格裏亞

斯科表示，在過去3至4年中，聖誕節

前後往往流感疫情將會達到峰值，但

目前看來，2020 年流感疫情不會再出

現峰值。

普雷格裏亞斯科呼籲，民眾在聖誕

新年期間留在家中，堅持佩戴口罩和保

持社交距離，並認真遵守防疫措施。在

抗擊新冠病毒疫情的同時，進壹步減少

流感及其他呼吸道傳染性疾病的病毒傳

播，不斷提高全社會的健康水平。

脫歐談判“加時賽”能否見成效？
英演習模擬最壞情況

綜合報導 隨著英國和歐盟延長脫歐

貿易談判期限，雙方在英國脫歐過渡期

終止前達成協議的可能性有所增加。與

此同時，英國將展開名為“頂石行動”

(Operation Capstone)的演習，模擬“無協

議脫歐”的最壞情況，測試英國國內準

備態勢。

據報道，“頂石行動”演習將於

當地時間 16日開始，測試英國的準備

情況。英國官員將測試邊界混亂以及

漁船非法進入英國水域的情況。據報

道，這是英國和平時期最大的演習行

動之壹，將結合警察、邊防人員、海

關官員及軍方人員，協助英國在脫歐

後維持運作。

這項演習包括7個內陸地點，以便

在遠離港口的地方進行額外邊境檢查，

維持貨車行駛。

多達900名額外官員將試圖維持邊

境工作流程順暢，檢查貨車並實施新的

進口管制措施。數百名額外警力可能會

被派赴肯特郡(Kent County)，阻止走私

者利用脫歐後情況，運送移民穿越英吉

利海峽。

除擔任敏感及重要角色的高級官員

外，如有需要，約14000名軍方人員也可

能取消休假待命協助。

另壹方面，此前，當地時間 13日

，英國首相約翰遜和歐盟委員會主席

馮德萊恩同意繼續進行英國脫歐貿易

談判，以期在12月 31日前達成協議。

13日原本是英國與歐盟貿易談判的最

後期限。

二人在表態“再做進壹步努力”之

後，英國和歐盟的代表於14日再次返回

談判桌前。目前雙方沒有為談判設下新

的最後期限，但是，英國脫歐的過渡期

終止日是12月31日。

當地時間14日，英國商務大臣夏爾

馬表示，英國和歐盟在英國脫歐貿易談

判中仍存在分歧，但英國首相約翰遜尚

不願退出談判。

他稱：“我們將繼續討論，當然我

們在某些問題上仍存在分歧，但正如首

相所言，我們不想退出談判”，“民眾

期待我們、企業期待我們做出更大努力

，而這正是我們所做的。”

約翰遜此前表示，只要有壹線希望

就不會放棄談判，但同時補充道，要為

“無協議脫歐”做好準備，以防萬壹。

而馮德萊恩同日對英國脫歐貿易協議談

判表示滿意。

目前，英國和歐盟貿易談判的兩大

棘手問題主要集中在競爭規則和捕魚權

問題兩點。

英國廣播公司(BBC)分析指出，現

在外界有壹種感覺，雙方的立場都已

經松動，足以使得達成值得追求的協

議的機會出現。實現這壹目標的政治

必要性如此強烈，即使是在這麼晚的

談判階段，即使是復雜的問題也有可

能會被擱置。現在還很難說談判是否

會達成壹致，但解決的可能性再次增

加。

獨角獸、隱身獸……
倫敦這家博物館打造神奇動物展

綜合報導 民眾可以在英

國倫敦自然史博物館看到諸

如獨角獸、嗅嗅、隱身獸等

壹系列來自“魔法世界”的

動物。

據報道，近日，受疫情

影響而關閉好幾個月的自然

史博物館重新開放。目前，

該博物館正與英國廣播公司

(BBC)和華納兄弟公司攜手打

造“神奇動物，大自然的奧

秘”展覽。

由著名作家JK羅琳

所著， 2001 年出版的

《神奇動物在哪裏》小

說近年來被改編成系列

電影，書中的魔法生物

也受到廣泛歡迎。

自然史博物館文物

保護主管柯尼希表示，

策展人研究 JK 羅琳 (J.

K. Rowling)創造的魔法

生物特色，並與他們自

己的收藏品做比較。再

從壹長串的清單中，精

挑細選出 100 多個標本

展出。

展覽的第壹個部分包含

嗅嗅、兩腳蛇和隱身獸等書

中提到的奇獸，另外還有噴

火龍、獨角獸和美人魚。

其中，嗅嗅有著鴨嘴獸的

外型，對於閃閃發光的東

西愛不釋手。兩腳蛇則是

壹種長著羽毛和翅膀、有

兩條腿的蛇形生物；隱身

獸則是性情溫和的草食性動

物，具有隱形的能力，並且

能夠預測未來。

由埃迪 · 瑞德曼 (Eddie

Redmayne)飾演的男主角，紐

特· 斯卡曼德的戲服也有展出

。該展覽的展期從12月9日開

始，於2021年8月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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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據美媒《商業內幕》18日引述知情人士爆料
，在美國總統川普女婿、第一千金伊凡卡的先生庫許納（Jared
Kushner）批准下，將川普競選連任的經費成立空殼公司 「美國
製 造 媒 體 顧 問 公 司 」 （American Made Media Consultants,
AMMC），專門供川普家人使用。報導稱，川普競選團隊的
12.6億美元經費中，這家空殼公司就佔了將近一半的6.17億美
元（約台幣168億）。

報導引述一名要求匿名的知情人士指出，庫許納與其他成
員在2018年4月成立這家公司，並讓多位川普競選團隊成員擔
任公司主管，如川普的媳婦賴拉（Lara Trump）擔任總裁，副
總統彭斯的姪子約翰彭斯（John Pence）為副總裁，川普競選
團隊總財務長道爾曼（Sean Dollman）為財務主管。不過，這
種藉此躲避財務與營運向大眾公開的手段，反而引起聯邦選舉

監管單位關注。
根據川普競選團隊財務紀錄顯示，自從AMMC成立以來

，共和黨全國委員會與川普連任相關的委員會已在該公司花費
了將近6億美元。不過數月以來，川普自家的資深選舉顧問與
競選團隊成員向《商業內幕》透露，連他們自己也不知道該空
殼公司是如何運作，甚至是在媒體透露之下才知道川普媳婦與
彭斯姪子涉入其中。前競選總幹事帕斯卡爾（Brad Parscale）甚
至對該公司發起了內部審查，但至今仍未公開結果。

一名熟悉該公司的人士透露，不論是庫許納、賴拉川普、
約翰彭斯以及道爾曼，經常出現在川普競選總部的他們，肯定
會稱對該公司一無所知，但這絕非如此， 「他們所想要的就是
想以此為藉口，好讓他們能責怪其他人」。部分川普顧問甚至
長期指控帕斯卡爾將該公司作為藏錢的地點，不過在川普在6

月將帕斯卡爾開除前，川普團隊在該公司上已花費了4.15億美
元。

另外，由聯邦選舉委員會（FEC）前主席波特（Trevor
Potter）領導的非政黨組織的 「美國競選法律中心（Campaign
Legal Center, CLC）」早在7月時向FEC投訴，川普團隊隱瞞
將近1.7億美元的競選經費，並透過AMMC洗錢。

CLC的的主管費雪表示，川普陣營花費在AMMC身上，
正是連最基本的花費去哪了，都不願向選民說明，藉此掩護隱
藏其最終支出。報導指出，如果聯邦政府懷疑其行為是 「明知
且刻意」違反選舉法律，司法部有權對此展開調查。不過面臨
此類不尋常的調查，多位前司法部官員以及FEC官員會對此案
「謹慎調查」。

庫許納的發言人並未回覆媒體的置評請求。

（綜合報導）美國司法部門今天起訴一名美國電信企業在
中國地區任職的員工，指控他涉嫌干擾紀念六四天安門事件的
視訊活動。外媒與民運人士王丹指稱這家電信企業為Zoom。

美國司法部今天表示，紐約布魯克林聯邦法院今天起訴並
通緝金新疆（Xinjiang Jin，音譯）。金新疆是總部位於中國的
美國電信企業雇員，他涉嫌破壞在今年5至6月為紀念1989年
六四天安門事件的一連串會議。這些會議使用這家公司的視訊
會議系統進行。

儘管新聞稿並未公開這家電信企業名稱，不過美國媒體引
述消息指出，金新疆任職於 Zoom。王丹也在臉書上表示，
「可靠消息獲知，美國FBI（聯邦調查局）剛剛正式宣布，逮

捕zoom公司一名資深員工。」
負責國安事務的美國助理司法部長德梅斯（John C. De-

mers）透過新聞稿指出，在中國具有重大商業利益的企業都無
法倖免於中國共產黨的強制力。中共利用能力所及的範圍扼殺
在中國、美國與其他地區有關譴責中共鎮壓中國人民的言論自
由。對於在中國開展業務的企業而言，這意味企業高層被迫採
取進一步壓制活動，而這種壓制活動背離企業發展價值。

美國聯邦調查局局長瑞伊（Christopher Wray）也表示，聯
邦調查局致力於保護所有美國人的言論自由。美國人民應該了
解，中國政府會毫不猶豫利用在中國經營的企業干預國際議程
，包括打壓言論自由。

根據起訴書，金新疆擔任這家企業與中國司法及情報部門
的主要聯絡人，定期回應中國政府的要求並中止在這家企業視
訊平台的視訊會議。他除了向中國政府提供有關用戶與會議訊
息外，在某些情況下也提供中國境外用戶訊息，像是會議地址
、名稱與電子信箱。他也主動監控中國政府認為違法的會議，
討論不被中共或中國接受的政治或宗教敏感議題。

「人道中國」組織今年5月為天安門事件31週年發起紀念
活動，但付費帳號卻遭到Zoom以 「遵守當地法律」為由，無
預警暫時關閉。Zoom事後坦承，關閉帳號行動是應中國政府
要求，引發外界對於Zoom言論自由的關切。

美起訴Zoom中國員工
指干擾六四紀念視訊會議

（綜合報導）美國今天批准莫德納（Moderna）生技公司
研發的2019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疫苗的緊急使用授權
，為600萬劑疫苗運到全美各地施打鋪路。

美國食品暨藥物管理局（FDA）局長哈恩（Stephen Hahn
）說： 「在對抗全球疫情上，FDA採取另一個關鍵步驟，我們
現在有兩款預防COVID-19的疫苗可施打。」

莫德納生技公司（Moderna）的COVID-19疫苗，和輝瑞
大藥廠（Pfizer）與德國生技公司BioNTech合作的疫苗，兩款
都是所謂的傳訊核糖核酸（mRNA）疫苗，採用實驗室製造的
mRNA，會教導人體辨識新型冠狀病毒的棘蛋白，讓人體能生
產一批中和抗體，在病毒造成感染之前就阻止它。

與輝瑞&BNT疫苗相同，莫德納疫苗也須接種兩劑。不過

莫德納疫苗的儲放條件較寬，雖需儲放於攝氏零下20度的冷凍
設備，但也可在冰箱溫度下儲放1個月，更利於在藥房與沒有
特殊冷凍設備的偏鄉地區配送。

輝瑞&BNT疫苗則需儲放於攝氏零下70度的超低溫，儲放
與配送條件較嚴。

川普女婿遭爆成立空殼公司川普女婿遭爆成立空殼公司
挪用挪用168168億供家族爽花內幕曝光億供家族爽花內幕曝光

第2款COVID疫苗登板 美FDA批准使用莫德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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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韓國中央防疫

對策本部14日通報，截至當地

時間當天0時，新增718例新

冠確診病例，累計確診43484

例。雖然新增病例暫時回落，

但很難看出擴散趨勢有所減弱

。當局表示周中決定是否調高

防疫等級，首爾市今起也增設

新冠檢測點。

據報道，當天新增病例中

社區感染病例682例，境外輸入

性病例36例。另外，新增7例

死亡病例，累計死亡587例，

單日新增病例在13日超過

1000例之後，時隔壹天回落至

800例以下，但由於周末檢測

數量低於平日，疫情形勢仍異

常嚴峻。

鑒於疫情在學校、職場、

小聚會等日常生活空間持續擴

散，宗教設施、療養設施也不

斷出現群聚性感染，加上冬季

病毒更易傳播，確診病例隨時

都可能增加。政府正在研討上

調防疫級別至最高級別等各種對策。如果本

周繼續出現單日新增千名左右的擴散趨勢或

更加嚴重的話，很有可能將“保持社交距

離”等級升至3級。

韓國國務總理丁世均14日表示，防疫等

級3階段是可以選擇的“最後的堡壘”。

另壹方面， 韓國政府將14日至2021年

1月3日定為“集中檢測期”，通過在首都

圈增設150處臨時篩查診所擴大免費新冠病

毒檢測範圍，以及時發現無癥狀感染者，控

制疫情擴散。

臨時篩查診所多設在交通便利地段，無

論有無癥狀任何人都可匿名受檢。

全球戰疫：韓國確診數屢創新高 經濟復蘇“雪上加霜”
入冬以來，韓國疫情迅速反彈，確

診病例屢創新高，讓經濟復蘇“雪上加

霜”。

確診數創今年最高值
自入冬以來，韓國疫情出現壹波小

高峰。最近壹周，單日新增病例持續突

破600個，12月12日，韓國新增確診病

例達950例，創自今年初疫情暴發以來

單日增長最高值；13日，新增病例數達

1030個，這是單日新增病例首次破千。

據韓國中央防疫對策本部14日通報

，過去24小時新增718例。雖然確診數

出現回落，但輿論認為，主要因周末檢

測人群偏少。

韓國防疫部

門稱，第三波大

流行“比前兩次

威脅更大”。

壹方面，此

次新增患者主要

集中在超2500萬

人生活的首都圈

，人流密集，傳

播速度極快。

另壹方面，

與此前教會、酒吧等具體場所引發集體

感染不同，此次地鐵站、辦公樓等日常

生活區感染頻發，感染途徑不明的患者

壹度超過25%。

防疫級別或升至最高級
社會生活恐“停擺”
10月 12日，韓國全國防疫響應級

別曾下調至最低級，社會逐步回歸正

常狀態。但疫情復燃徹底打亂復工復

產節奏。

韓國總統文在寅稱，韓國正遭遇自

疫情出現以來“最大危機”；若不能控

制蔓延，只能將防疫響應級別調至最高

級3級。11月以來，韓國多次上調防疫

響應級別，目前首都圈和其他地區處於

2.5級和2級。

如果防疫響應級別升至3級，眾多

社會經濟活動將“停擺”：禁止10人以

上聚集，電影院、體育場等關閉，學

校停止線下授課，大部分機構采取居

家辦公，公共交通減少運力等。

經濟復蘇難 航空業創新謀“自救”
疫情反彈讓經濟復蘇蒙上陰影。韓

國智庫開發研究院12月發布報告稱，疫

情第三波大流行，將讓經濟再陷低迷，

以服務業為主的內需將疲軟。韓國統計

廳12月稱，49.7%的受訪者稱疫情導致

失業或嚴重影響收入水平。

遭重創的航空業也難覓復蘇跡象，

大韓航空、韓亞航空等主要航司預測，

明年市場前景黯淡。航空業正采取壹切

措施“自救”。

韓亞航空和濟州航空於12月申請開

設“免著陸”國際航班。韓國國土交通

部介紹，這種“免著陸”觀光飛行產品

，乘客從韓國出發，在其他國家上空飛

行後重返韓國；飛行中不降落，但乘客

可購買免稅品。

韓國某大型航空公司負責人表示，

目前積壓很多免稅品庫存，允許旅客

“免著陸”飛行中購買產品，將解決問

題。

也有分析稱此舉“杯水車薪”。大

韓航空11月曾考慮開設“免著陸”國際

航班，後取消計劃。大韓航空稱，近來

疫情惡化，導致新開線路會受影響。

但官方力挺新形態飛行產品。韓國

國土交通部長官金賢美(Kim Hyun-mee)

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航空業通過多種

手段提高盈利勢在必行。他說，防控疫

情是首要任務，但仍要力促經濟復蘇，

尤其是航空業需要重拾信心。

日本疫情惡化菅義偉被批應對失策

支持率跌至新低

綜合報導 日本首相菅義偉上臺已滿三個月，然

而，11月中旬以後，日本新冠疫情急轉直下，菅義偉

的應對方案備受批評，導致其支持率跌至新低。

菅義偉上臺成立“防疫內閣”，內閣秘書長

由前衛生部長出任，他也采用了頂尖的疫情專家

作為參謀。菅義偉因為是平民首相，上臺時的支

持率是歷屆首相第三高，達70%。然而近期其支

持率狂跌。

日本第三波疫情在11月中旬急轉直下，中央疫

情對策小組不斷向菅義偉進言，要求考慮調整或暫

停旨在鼓勵旅遊消費的“Go To Travel”(去旅遊)政

策。但是，他壹直以“無證據顯示疫情是因旅遊而

起”，否定暫停國內旅遊活動做為對策。

日本發布民意調查顯示，菅義偉的支持率大

幅度下滑，同上個月比低了14個百分點，僅剩

42%。此外，民調也顯示，72%的民眾認為，為了

有效抗疫，政府必須暫停“去旅遊”政策。

14日，菅義偉突然改變方針，宣布從11月28

日起暫停“去旅遊”活動。他表示，當前全國範

圍內感染者快速增加的趨勢延續，從多個檢測指

標來看，疫情擴散的地區正在增多。為了使大家

平靜迎接新年，政府將最大限度采取相應對策。

然而，昭和大學感染病學教授二木芳人認為

，醫療界早就已亮起紅燈，菅義偉決定暫停該政

策已經遲了壹個月。另壹方面，自民黨內有聲音

批評菅義偉暫停該政策不合時。振興地方旅遊是

自民黨的重要決策，在歲末年初中止本土旅遊配

套會嚴重影響地方經濟。



AA99香港瞭望
星期六       2020年12月19日       Saturday, December 19, 2020
2020年12月18日（星期五）4 新聞香

港
■責任編輯：何佩珊

可
享
資
助
行
業

55億援重創企 打工仔盼打救
食肆食肆

港抗疫基金增撥64億 望立會速批 下月發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香港政府統計
處17日公布9至11月的最新失業率為6.3%，較
上月輕微回落0.1個百分點，失業大軍減至逾
24.4萬人。但勞工界人士指出，疫下不少僱主要
求員工放取無薪假或停薪留職，估計這些“隱性
失業者”多達十多萬人。香港勞工及福利局局長
羅致光指出，該段期間正值第三波疫情趨穩，勞
工市場有輕微改善，惟第四波疫情可能令勞工市
場壓力短期內再次上升。

政府統計處指出，最新失業率輕微下跌至
6.3%，就業不足率亦由8至10月的3.8%降至9
至11月的3.4%。失業人數則有244,300人，減
少約13,500人，而總就業人數為3,650,100人，
增加約22,400人。

失業率微跌“疫境”中料再升
按行業分析，與消費及旅遊相關行業，即零

售、住宿及膳食服務業合計的失業率為10.1%，
略為下跌1.1個百分點，其中餐飲服務活動業的
失業率由14.8%下跌至13.1%，多個其他行業的
失業情況亦改善，尤其在教育業和藝術、娛樂及

康樂活動業。就業不足率方面，下跌主要見於建
造業、零售、住宿及膳食服務業以及運輸業。

羅致光指出，勞工市場9至11月仍然疲弱，
儘管由於該段期間本地第三波疫情趨穩，勞工市
場呈現輕微改善，故令經季節性調整的失業率微
下跌0.1個百分點，就業不足率亦下跌0.4個百分
點，但鑑於最近的本地第四波疫情，勞工市場壓
力預料會在短期內再次上升。政府會繼續密切留
意相關情況，有需要時推出針對性措施支援受重
創的行業。

工聯會17日公布的最新調查顯示，失業一
個月以下的比率已由月前的7%倍增至15%，可
能與“保就業”計劃結束有關。工聯會立法會議
員陸頌雄指出，政府的失業調查方法令失業率降
低，估計“隱性失業者”超過10多萬人。

中文大學商學院高級講師李兆波接受電台訪
問時亦表示，最新失業數字滯後，未反映“保就
業”計劃11月底結束後的情況，加上第四波疫
情於11月中爆發，政府再收緊社交距離措施，
他憂慮下次公布的失業率數字會回升，並估計升
幅將達0.3個百分點，若疫情未能紓緩，失業率

會進一步升至破7%的水平。
另外，社署17日公布11月份整體領取綜援

的個案約22萬宗，按月下跌0.3%，但失業類別
個案則持續上升，並按月升0.3%至1.9萬宗；按
年計則飆升了約54%。失業類別個案的申請數字
亦按月升8.3%至11月份的931宗，按年計則增
加約52.4%。

工聯會：隱性失業料逾10萬

香港的新冠肺炎疫情反彈，特區政府早前不得不進一步收緊社交距離措施，

令不同行業進一步受創。香港政務司司長張建宗17日宣布為“防疫抗疫基金”注

資64億元（港元，下同），比上輪多一倍，以集中援助最受政府實施社交距離措

施而被勒令關閉的處所，包括食肆、健身中心、美容院及浴室等。立法會財委會將於下周一召開特別會議審議撥款申

請，張建宗期望可盡快通過撥款，並於下月發放。新一輪注資雖能成為一眾企業及處所的“續命丹”，但有勞工界指

出，基金側重支援企業，對打工仔缺乏直接援助，加上不少僱員被要求長期放取“無薪假”，即使保得住工作崗位卻

無糧出，促請政府盡快推出失業或停工現金津貼。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張建宗17日就進一步注資“防疫抗疫基
金”會見傳媒時表示，近日香港疫情出現

反彈，政府因而進一步收緊了社交距離措施，
故有需要為受重創的行業與從業員提供進一步
援助。政府已向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提交文件，
申請為“防疫抗疫基金”注資64億元，其中包
括55億元用作推出19項資助計劃，資助受政府
措施影響而重創的行業及個人，同時預留約9
億元作應急之用。

注資多上輪一倍 特定行業資助增加
他指出，相比今年9月基金上一輪資助計

劃的28億元總金額，今次幾乎是兩倍，再加上
行政長官已在施政報告宣布會特別為旅遊業推
出約6億元的紓困措施，足見這一輪援助的規
模不小，並解釋這是基於這一波疫情在臨近聖
誕和新年前爆發，使傳統旺季的消費減弱。

他強調，今次的注資更有針對性，資助特
定行業的金額有所增加。為簡化申請程序，成
功申請第三輪防疫抗疫基金的人士，只需在網
上簡單輸入基本資料，毋須重新申請。

在考慮社會各界要求提供額外援助的訴求
時，也須顧及到推出額外援助措施對香港公共
財政所造成的壓力。

張建宗指出，至今三輪“防疫抗疫基金”
再加上預算案的紓困措施，所涉及的承擔額超
過3,000億元，相當於本地生產總值約11%，
預計在本財政年度完結時，香港的財政儲備將
減至約8,000億元，相當於大約12至13個月的
政府開支，預計政府在2020/21財政年度將錄
得超過3,000億元的赤字，創歷史新高。面對新
冠肺炎所帶來的不明朗因素，政府更需保持穩
健的財政儲備，以應付不時之需。

工聯會權益委員會主任唐賡堯接受香港文

匯報訪問時卻認為，“保就業”計劃甫完
結，不少行業的裁員消息接踵而來，加上
政府再度禁止晚市堂食及勒令多類處所停
業，未來失業率必然會再創新高，直逼沙士時
期的8.5%失業率。

工聯倡推現金津貼 着手研失業援助
他續說，特區政府為基金的最新注資主要

是援助僱主，大部分從業員未能直接受惠，
“打工仔現在保得住工作崗位，卻因無薪假而
沒有收入，政府卻沒有提供支援。”他促請政
府立即推出為期6個月、每月上限9,000元的失
業或停工現金津貼，並向受疫情影響的重災區
行業工人發放一次性1萬元現金補貼，以及立
即着手研究失業援助金制度。

香港勞聯主席林振昇亦促請政府設立失業
貸款基金，向工人提供失業貸款，以解決短暫

的 生
活 困
難。

民建聯人
力事務發言人鄭泳
舜呼籲政府推出短期失
業援助金、優化現有失業綜援
計劃，加快推出3萬個新增職位的進
度，並提供更多非技術工種職位，及考慮支援
被迫放無薪假及開工不足的打工仔。

��(���

新
巴
城
巴
強
制
放
無
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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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
或再多一批打工仔加入“隱形失業”
行列。新巴城巴17日與工會及員工代
表探討臨時節流措施，工會代表引述
公司將推出8項措施，包括每月1至2
天強制無薪假、工作少於8小時將按
時薪計算薪酬及取消節日額外津貼等
等。有工會代表指出，部分新制員工
往後或只能依靠底薪，月入只有約1.7
萬元（港元，下同），與招聘廣告聲
稱的月入可達2.5萬元相比，減少約三
分之一。

新巴城巴指出，第四波疫情令整
體客量下跌約50%，加上政府的各項
抗疫資助已於上月底完結，兩巴的營
運面臨嚴峻挑戰，虧蝕嚴重，故除各
可行的臨時節流措施外，同時要求政
府盡快審批於去年8月提交之加價申
請及繼續提供抗疫資助。

新巴城巴於第一期“保就業”計
劃，分別獲批5,132萬元及8,265萬元
工資補貼，並承諾聘用1,986人及3,352
人；第二期“保就業”兩巴獲發相若的
工資補貼及承諾受薪僱員人數。

■受疫情打擊，香港“隱性失業者”料超過10
多萬人。圖為旺角街頭結業的食肆。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幼稚
園

幼稚
園

健身中心健身中心

■■工聯會認為工聯會認為，，港府新一港府新一
輪輪““防疫抗疫基金防疫抗疫基金””注資注資
主要是援助僱主主要是援助僱主，，大部分大部分
打工仔未能直接受惠打工仔未能直接受惠。。圖圖
為工聯會請願要求政府關為工聯會請願要求政府關
注失業問題注失業問題。。 中新社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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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日凌晨，在嫦娥五號返回
器成功着陸，地面搜索隊抵達返
回器着陸點前，直播中出現了一
個“可可愛愛”的畫面，有一隻

小動物從返回器前跑過，率先到達現場。畫面
中，這隻動物身型小巧，動作敏捷，雖然只是與
“嫦五”幾秒鐘的擦肩而過，卻成功吸引網友的
注意。大家紛紛猜測，這個身影到底是哪個小動
物。是小狐狸？是田鼠？“難不成是玉兔？”

在眾多猜測中，兔子莫過於網友心中最期
待的答案，因為在中國神話中，有一隻白兔在月
亮上陪伴着嫦娥。這個美好的猜想竟得到了官方
的認證，空中搜索分隊副指揮員劉鵬飛接受媒體
採訪時證實“牠其實是一隻兔子”。

“就像網友們所說的，是玉兔，也可
以！”劉鵬飛還介紹，之所以能發現這隻“小
可愛”是因為執行此次任務的飛機加裝了能捕
捉紅外影像的設備，“只要是自身能發熱的，
我們都能將它捕捉到”。

不過，中科院動物所的專家表示，牠有大
尾巴，是沙狐的可能性大。 ■中新社

習近平電賀“嫦五”任務圓滿成功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17

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
軍委主席習近平發來賀電，代表黨中
央、國務院和中央軍委祝賀探月工程嫦
娥五號任務取得圓滿成功。賀電全文如
下：

探月工程任務指揮部並參加嫦娥五
號任務的全體同志：

欣聞探月工程嫦娥五號任務取得圓
滿成功，我代表黨中央、國務院和中央

軍委，向你們致以熱烈的祝賀和誠摯的
問候！

嫦娥五號任務作為我國複雜度最
高、技術跨度最大的航天系統工程，首
次實現了我國地外天體採樣返回。這是
發揮新型舉國體制優勢攻堅克難取得的
又一重大成就，標誌着中國航天向前邁
出的一大步，將為深化人類對月球成因
和太陽系演化歷史的科學認知作出貢
獻。對你們的卓越功勛，祖國和人民將

永遠銘記！
人類探索太空的步伐永無止境。希

望你們大力弘揚追逐夢想、勇於探索、
協同攻堅、合作共贏的探月精神，一步
一個腳印開啟星際探測新征程，為建設
航天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再立
新功，為人類和平利用太空、推動構建
人類命運共同體作出更大的開拓性貢
獻！ 習近平

2020年12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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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大冀分得月壤參與研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17日

凌晨1時59分，歷經23天月球採樣之旅，嫦娥五號

返回器攜帶月球樣品，採用半彈道跳躍方式再入返

回，在內蒙古四子王旗預定區域安全着陸，中國探

月工程“繞、落、回”三步走計劃圓滿收官。十年

磨一劍，嫦娥五號歷經重重考驗，創造中國航天

史上五個“首次”，終於取回珍貴的月球樣

品。中國國家航天局副局長吳艷華17日向香

港文匯報記者表示，月壤有非常嚴格的保

存條件，“見到大氣就沒用了”，在能夠

具備條件進行科研的前提下，將依照有

關月壤管理辦法，與香港等地的科學

家共同分享月壤，“歡迎大家一起

來研究”。

“玉兔”迎“嫦娥”

中國國務院新聞辦17日就嫦娥五號
任務召開發布會。吳艷華表示，中

國是全球第三個取回月球樣品的國家，
此次取回的月球樣品主要包括三類用
途。第一類也是最主要的目的，是進行
科學研究。第二類，為了能早一點與公
眾見面，將有一部分樣品入藏國家博物
館，向公眾展示，進行科普教育。第三
類，一般依據國際合作的公約和多邊雙
邊的合作協議，中國將發布月球樣品和
數據管理辦法，與有關國家和世界的科
學家共享，也有一部分按照國際慣例，
可能作為國禮相送，比如聯合國外空司
曾向中國提出，目前還在研究商談當
中。

月壤分存北京湖南
吳艷華透露，嫦娥五號取回的月球

樣品將在北京、湖南韶山兩處儲存。
“這麼珍貴的月壤，要進行異地災
備”，他說，國家航天局經組織研究，
除位於北京的中科院國家天文台作為主
要存儲地點以外，還將在湖南韶山毛主
席的故鄉進行異地災備，以告慰毛主
席，中國尊敬的偉人，他提出“可上九
天攬月”這個夙願實現了。

對於月球樣品的科學研究，中國科
學院國家天文台研究員、探月工程三期
副總設計師李春來表示，嫦娥五號任務
工程的可實現性，包括安全降落地形地
貌方面的因素，還包括能源供給的光照
條件、熱控條件、通信因素、測控因

素，另外一個很重要的因素，就是考慮
取回樣品和原地探測的科學價值因素。

全新採樣點利地質研究
李春來表示，此前俄羅斯和美國的

九個採樣點，都在緯度30度的範圍，嫦
娥五號的採樣點選擇了43度的風暴洋東
北角的玄武岩區域，這是全新的採樣區
域，全新的樣品研究，對月球表面的風
化作用、火山作用和區域地質背景、區
域地質演化方面應該作出很多科研貢
獻。

他強調，對於採回的月球樣品，將
會妥善存儲。絕大部分樣品會用於科學
研究，科研人員會在實驗室進行長期
的、系統的對月球樣品的研究工作，包
括它的結構構造、物理特性、化學成
分、同位素組成、礦物特點和地質演化
方面，希望能夠深化對月球的起源、演
化方面的認識。

對於外媒關於中國會否將月球樣品
分享給美國NASA的問題，吳艷華表
示，外空資源是人類的共同財富，中國
政府會按照《外空條約》來執行。第
二，中國政府願意與各國志同道合的機
構和科學家共享月球樣品，包括有關探
測數據，來進行科學分析。“不過遺憾
的是，2011年，美國國會通過了‘沃爾
夫條款’，限制美國NASA、國務院科
學委員會等官方機構與中國航天往來合
作，能不能合作，還要看美國政府的政
策”，吳艷華說。

■■紅外影像設備捕捉到的疑似兔子的影紅外影像設備捕捉到的疑似兔子的影
像像（（右紅圈右紅圈）。）。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容啟亮教容啟亮教
授談嫦娥五授談嫦娥五
號表取採樣號表取採樣
返回地球返回地球。。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記者攝攝

■■嫦娥五號返回器搜索回收隊伍合影嫦娥五號返回器搜索回收隊伍合影。。 中新社中新社

■17日1時59分，嫦娥五號返回器在內蒙古
四子王旗預定區域成功着陸，標誌着中國首次
地外天體採樣返回任務圓滿完成。 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虹宇）“嫦娥
五號”上的表取採樣裝置研發者、香港理工
大學工業及系統工程學系精密工程講座教授
容啓亮，17日於理大分享團隊參與探月工程
時表示，裝置的研發過程艱辛，當返回器成
功着陸，代表團隊的10年努力沒有白費。他
們期望理大能有幸分得部分月球土壤進行研
究，並透露有關的採樣裝置將會跟隨“嫦娥
六號”參與下一步的探月工程。

理大容啓亮及其團隊今次主要負責採樣
器甲、採樣器乙、近攝像機、初級封裝系統
的研發。容啓亮分享說：“香港地方小，精
密而細小的儀器部分由我們負責，至於伸開
大約4米的機械臂最後由北京方面負責。”
由於儀器需要測試，香港無法進行航天測
試，要輾轉前往內地不同的省份例如西安等
地進行，實屬不易。

談及採樣返回任務圓滿完成，容啓亮
笑言：“完成封裝的那一刻，開心到癲
晒”。原來，不單研究過程不易，“嫦
五”登月實際操作時，本應由約20人的團
隊親自前往北京測控中心，進行約36小時
的監測，“分分秒秒睇，逐個逐個發布指
令，控制採樣、封裝每一個動作”，但因
疫情緣故，研究人員只能在香港遠程操
作，與北京中國空間科技研究院攜手完
成，“每一個環節都很擔心，只要一步有
誤，就等於有部分環節失效，是絕對不允
許的。”

容啓亮的團隊自2011年開始研發到
2017年交貨，在到2020年“嫦五”出發前
還在不斷地測試。容啓亮表示，研發過程
要非常低調，外人不知實驗室位置，否則
經歷去年理大被圍困事件，有關實驗室恐
怕要遭破壞。

容啓亮透露，今次採集月壤的地點為
位處多年前火山噴發的月球表面，土壤較
為新鮮，未經過長期的風化，相較暴露於
月球表面長年受風化的土壤更容易進行分
析，方便科學家找尋生命的痕跡。此外，
他希望理工大學能獲得一部分月壤，讓理
大相關學者能參與相關的月球環境、地質
研究。

容啓亮透露，“嫦娥六號”會繼續使
用團隊研發的表取採樣裝置，目前已有構
想，但首先需要研究“嫦五”得到的數
據，再展開下一步的工程，而團隊將繼續
收集月球的數據，不斷精進，未來積極爭
取參與“嫦娥七號”、小行星探測等工程
的研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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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事天地

正在向一支“攻防兼备”型空军转

变的中国空军近几年在装备上的更新换

代大家有目共睹，部分装备及体系已经

达到世界先进水平。作为守疆护土，可

远攻可近守的一支现代化空军，中国空

军装备序列中有五种重要机型可称为是

“五大空中王牌”，成为空军装备的坚

实主力！

一、歼-10C

歼-10C相比之前的歼-10A和歼-10B

做了重大改进，采用固定式DSI进气道

，结构简单重量更轻，据称还装备了主

动式电子扫描相控阵雷达，和最新一代

的航电及武器系统。使歼-10C成为一种

多功能，成本低，可大量装备的一种新

型战斗机。

目前歼-10C已经批量服役，在各个

演习中有突出表现，有较强的空中突击

和对地对海精确打击能力，并且表现在

国产战斗机中非常明显的信息战优势。

其单发中型战斗机的体量，并不影响在

国土防空及近距空中打击这种对续航时

间要求不高的任务执行。

歼-10C针对周边的F-16、MIG-29机

群已形成明显优势，F-16V的改进项目

基本和歼-10C相同，主要在航电和武器

系统上做文章，但项目启动晚，数量上

劣势明显。

优势：对空对地多用途性能突出

先进航电及武器系统

采购维护成本相对较低

可攻可守空中铁拳，中国空军五大

空中王牌

缺陷：航程较短

无隐身能力

发动机依赖进口

二、歼-16

歼-16是种在歼-11基础上发展的采

用国产最新一代航电、武器及发动机的

双发重型多用途战斗机。同样装备主动

电子扫描相控阵雷达，可同时识别攻击

多个目标，在保留远距离超视距空战能

力的同时兼备了强大的对地、对海精确

打击能力。对比之前中国空军序列中的

攻击机体积更大，航程更远，作战能力

更强，可以达到F-15E的水平。

歼-16多用途战斗机已于今年批量服

役，对比歼轰-7A和 SU-30MKK这些使

用年限已久，技术水平还停留在前一代

的战斗轰炸机，在电子设备上有脱胎换

骨性的提高，可挂载体积和重量更大的

国产先进空射精确制导武器，航程远续

航时间长。

歼-16的双座双发大型机体带来的另

一个好处就是潜力巨大，据称有计划继

续改进研制专用电子战型号，具备软硬

杀伤能力，将更强有力的夺取战场制电

磁权。

歼-16全面压倒周边的F-15J，F-15K

和SU-27，SU-30机群，至少是这一种机

型就可匹敌其它多种机型的任务能力，

使得单波次攻击的灵活性和数量大为提

高。

优势：对空对地多用途性能强悍

航程远续航时间长

先进航电及武器系统

改进潜力大

缺陷：缺乏隐身能力

采购维护成本较高

目前数量不足，还未装备海军航空兵

三、歼-20

歼-20重型隐身战斗机对于中国空军

的重要性毋庸多说，是种打破强敌“单

向透明”的空中利器，首次使敌手也不

得不认真考虑空中防御，尤其中高价值

重点空中目标的防御问题。从这点来说

，歼-20的重要性再怎样强调也不过分。

歼-20战斗机使我国成为世界上第二

个可自行研发且批量装备隐身战斗机的

国家，在隐身能力，超机动性，超音速

巡航性能，超信息战能力上全面达到第

五代战斗机标准，使我国空军一跃成为

世界先进空中力量，对周边其他对手形

成代差性优势。

歼-20首次公开亮相是在2016年珠

海航展，后在2018年珠海航展，2019年

长春空军开放日多次进行公开飞行表演

，且打开弹仓展示内置武器系统，起到

了非常大的震撼效果。目前歼-20已服役

3年，已经形成战斗力。

歼-20全面压制周边任何型号战斗机

，只是在全向隐身能力上较世界最先进

水平稍有不足，周边可能只有

F-22能够与歼-20一战。

优势：具备世界一流的隐

身能力

代差性压到周边对手

穿透性打击能力

可攻可守空中铁拳，中国

空军五大空中王牌

缺陷：价格昂贵，维护困

难

数量较少

四、轰-6K

轰-6K和其刚刚在2019年国

庆阅兵时露面的最新改型轰-6N

在中国空军装备序列中的位置

无可比拟，这是一种大航程长

航时大载弹量的空中武器发射

平台，可以挂载和发射其它战

术战斗机无法使用的大型空射

巡航导弹，起到对敌方的战略

性威胁。

临空投掷自由落体炸弹的

年代早已过去，虽然轰-6系列

的基础平台早已老旧，但轰-6K

及其最新改型通过换装大推力

涡轮风扇发动机，更新航电及

武器系统，结合长剑-10巡航导

弹等远程打击兵器，获得了超

远航程和武器挂载能力，能够

前出威胁第一岛链上的目标，

这是其无法撼动的地位所在。

轰-6K还重点提升了在现代

化战场上的生存性，一方面利用其较大

的机体安装多种电子对抗设备获得强大

的电子战能力，大大战场感知和对抗能

力；另一方面减少了乘员且为每位空勤

人员安装弹射座椅，也大大增加了人员

的生存能力。

而在2019年国庆阅兵时首次公开露

面的轰-6N还加装了空中加油装置，进

一步增加航程和续航时间，作战打击能

力进一步提升。

优势：航程远续航时间长

载弹量大

可挂载发射大型空面武器

缺陷：无隐身能力

发动机依赖进口

五、空警-500

空警-500是中国最新一代空中指挥

预警飞机，装备了最新一代数字式主动

电子扫描相控阵雷达，性能较前一代的

空警-2000和空警-200有较大提高。

可以说，没有成规模的空中指挥预警

飞机的空军，就不能称之为现代化空中力

量。中国空军在空警-500上实现了空中预

警的数字化、电子化和体系化。传统预警

机上机械驱动转动的雷达天线已经开始被

重量轻，结构简单，扫描频率快的电子扫

描相控阵雷达替代，在这方面空警-500确

实可以说处在世界前列。

有了空警-2000和空警-200的历练，

空警-500雷达性能和系统集成能力大幅

超越前两种机型，在雷达探测距离、反

隐身和抗电子干扰能力、跟踪目标数量

以及引导战机批次等方面代表了当前中

国预警机的最高水平。

优势：雷达性能强

系统集成能力强

数字化程度高

全机体及设备纯国产

缺陷：平台性能不足

可见，中国空军现役主战装备已经

成体系化，现代化，没有明显短板，在

现代化空战中完全可以压到一切敌人。

可攻可守空中铁拳
中国空军五大空中王牌

2020年12月18日（星期五）2 新聞中
國

■責任編輯：李鴻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中

國疫苗研發已進入衝刺階段，進入三期臨床階段

的疫苗數量位於全球前列，正作好大規模生產準

備。近期以來，浙江、四川、江蘇等內地省份展

開新冠疫苗緊急接種或已完成採購招標，其中即

將供港的科興新冠滅活疫苗亦備受青睞，成為內

地多省採購的主力疫苗。據了解，多地已公開疫

苗價格和接種方式，間隔14-28天，接種2劑

次，價格為200元（人民幣，下同）/支（瓶），

2劑次共400元。

多省採購科興疫苗
川浙已啟緊急接種
該滅活疫苗即將供港 接種2劑次間隔14至28天

當前，中國已有多個新冠病毒疫苗進行三期
臨床試驗，包括國藥集團中國生物的2個

滅活疫苗、北京科興中維公司的1個滅活疫
苗、軍事醫學研究院和康希諾公司聯合研發的
腺病毒載體疫苗、中科院微生物所和智飛生物
公司聯合研發的重組蛋白疫苗等。其中，國藥
兩款新冠滅活疫苗和科興“克爾來福”疫苗在
今年7月左右已獲批，對有需求的特殊人群進
行緊急接種。

義烏緊急接種已開始
隨着上述疫苗在臨床試驗中不斷傳來喜

訊，國內多個省份已開始採購疫苗並進行緊急
接種。今年10月，浙江成為率先公布新冠疫苗
接種計劃的省份。該省稱，綜合評估秋冬季疫
情防控形勢，認真謀劃新冠疫苗緊急接種工
作，確定重點人群優先、疫情地區優先、安全

接種、知情自願原則，將緊急接種對象分為重
點保障對象、重點推薦對象和一般對象。

浙江方面的重點保障對象涵蓋醫務、衞生
防疫、口岸檢疫和邊防檢查、集中隔離醫學觀
察等4類工作人員；重點推薦對象主要為：鐵
路、民航、公交、地鐵等保障公共交通等城市
基本運行的工作人員，商場、超市等人員密集
或室內密閉公共場所以及農貿市場、冷鏈配送
企業工作人員，學校及託幼機構、養老機構、
社會救助機構、監獄等工作人員，前往疫情中
高風險國家和地區從事公務的人員，以及根據
疫情風險評估和防控需要確定的相關人員；一
般對象為自願接種的其他人員。

據媒體報道，10月中旬，嘉興市有關疾控
部門表示，已有供應醫務人員接種的疫苗，但
針對一般人群的自費疫苗還沒到。義烏的新冠
疫苗緊急接種已開始，在個別社區服務中心，

一小時內有約二十人來接種新冠疫苗，多為出
國工作或有出國打算的人員，費用是200元每
針，外加28元的接種服務費。

四川首針接種逾4.6萬人
四川省方面17日表示，該省目前正加快高

風險崗位人群新冠病毒疫苗緊急接種，已到貨
11.8萬支，已接種第一針4.6萬餘人，接種兩針
1.2萬人。四川將加快採購、積極儲備新冠病毒
疫苗，將於元月15日前完成所有重點人群的首
劑接種，在2月5日前完成全部兩劑接種。

江蘇省日前發布通知，採購了科興“克爾
來福”疫苗和北京生物疫苗，中標產品價格均
為200元/支，用於該省新冠病毒疫苗緊急使
用。此外，湖南、江西等省份亦有官方表態，
有望在今年底、明年初展開新冠疫苗的緊急使
用。

��(���

17 日，寧波余姚市民王麗
（化名）告訴記者，她上午接種
了新冠疫苗，係北京科興中維生
物技術有限公司的新冠病毒滅活
疫苗克爾來福。王麗稱，她接種

的新冠疫苗價格是200元（人民幣，下同），
加上服務費，她一共支付了228元。醫生告訴
她，四周之後來接種第二針，屆時將會提前給
她發接種短信。

跟平常打疫苗沒區別
王麗介紹，此前，她先在工作單位預約，

隨後接到了寧波市衞生健康委和疾控中心的短
信通知。她提供的短信截圖顯示，其已預約某
社區衞生服務中心的新冠疫苗（緊急接種），
可攜帶身份證（或戶口簿、醫保卡等）相關證
件，佩戴好口罩去接種。

王麗稱，她上午完成了第一針新冠疫苗接
種，“打在左胳膊上方，跟平常打疫苗沒區
別，沒（什麼特別的）感覺。”她接種後半個
小時留醫院觀察，沒有出現任何不良反應。截
至中午12點，她的身體仍一切正常。

產品規格為0.5ml/支
她給記者看了看她收到的一份《寧波市新

型冠狀病毒滅活疫苗（Vero細胞）接種知情同
意 書 （ 免 費 ） 》 （ 以 下 簡 稱 《 知 情 同 意
書》）。在這份意見書中關於“疫苗介紹”載
明，該疫苗為滅活疫苗，上臂三角肌肌內注
射。產品規格為0.5ml/支（瓶）。接種新型冠
狀病毒滅活疫苗（Vero 細胞）可刺激機體產生
抗新冠病毒的免疫力，用於預防新型冠狀病毒
感染所致的疾病。

《知情同意書》顯示，該疫苗的接種對象
是“18-59 歲的重點保障對象”，接種 2 劑
次，間隔14-28天，推薦間隔28天。每次接種
劑量為0.5ml。

《知情同意書》提及，疫苗的保護效果並
非100%。少數人接種後未產生保護力，或者仍
然發病，與疫苗本身特性和受種者個人體質等
因素有關。

重點人群優先緊急接種
寧波市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一名工作人員

也告訴記者，目前該市已可以接種新冠疫
苗，小部分符合寧波戶籍、有寧波的居住證
或在寧波連續繳納社保滿一年，並且有緊急
接種需求的人群，可向所屬衞生服務中心預
約，並提交護照、簽證、留學等證明材料。

寧波市疾控中心工作人員介紹，目前新冠
疫苗緊急接種是重點人群優先，對出國的人也
會提供，具體開打時間還沒定，大概“這月底
到下月初”。 ■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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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浙江、四川、江蘇等內地省份展開新冠疫苗緊急接種或已完成採購招標，
其中即將供港的科興新冠滅活疫苗亦備受青睞。圖為工作人員在科興控股生物技術
有限公司疫苗分包裝車間工作。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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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Y家庭全科及急症

高 血 壓

糖 尿 病

高 血 脂

常見皮膚病

皮膚活檢

婦 科 病

兒 科 病

老年癡呆

骨質疏鬆

憂 鬱 症

感 冒

咽喉痛

鼻竇炎

腹 瀉

尿 路 炎

關節注射

動物抓咬傷

清創縫合

角膜異物清除

地址:6609 W Sam Houston PKWY S STE 98 Houston, TX 77072 (位於8號公路及百利大道東北角及Shell加油站旁廣場)

Tel:(832)433-7159

本診所自2014年起
週一、二、三、五、六： 8:30am - 5pm
週四、週日 公休 

顧瑛 醫學博士
美國家庭醫學會資格認可醫師
美國老年醫學會資歷任可醫師

主 治 急 症
體檢特價  體檢+化驗:$125
①+女科婦科、宮頸膜片+$45
②+男性前列腺表面抗原+$20

移 民 體 檢

D03FA_JY顧瑛567B_8

2020年12月18日（星期五）3 經濟中
國

■責任編輯：李鴻培

新冠肺炎疫情無阻香港IPO市場對

中外企業的吸引力，港交所 17 日公

布，截止至今年12月10日，新股集資

總額按年升25%，新經濟公司的上市集

資額按年增逾61%。港交所的新股市場

集資金額有望創2010年以來的新高，

當中新經濟公司佔上市新規實施以來香

港整個新股市場集資總額近60%。行政

總裁李小加相信，港交所未來將繼續在

連接全球投資者、企業和市場方面扮演

重要角色。

■香港文匯報記者 岑健樂、周曉菁

港交所17日發表2020年回顧披露，新經濟
公司對股票市場平均每日成交金額的佔比

不斷增加，由2018年的4.1%，增至2020年11
月的22.8%。短短幾年，香港已成為全球第二大
生物科技融資中心，自上市新規生效以來，已
迎來47家醫療健康和生物科技公司在香港主板
上市。展望2021年，港交所會繼續專注落實三
年戰略規劃，捕捉區內外各項發展機遇，以實
現成為“國際領先的亞洲時區交易所”的願
景。

行政總裁李小加表示，今年是香港交易所
成果豐碩的一年，儘管宏觀環境充滿挑戰，港
交所的業務仍然欣欣向榮。港交所會繼續穩步
推進集團的三年戰略規劃，把握增長機遇，並
審慎控制成本和管理風險。2020年更加突顯了
香港作為亞洲金融中心的地位。

Vesync暗盤彈逾六成
近期新股表現普遍造好，小家電生產商Ve-

sync一手中籤率僅1.54%，認購75手才穩獲一
手。該股以招股價上限5.52元（港元，下同）
定價，集資淨額約14.37億元。合共獲近35.8萬
份申請，超購約537倍，國際配售超購約7.58
倍。

17日晚該股暗盤高開高走，富途暗盤開報
8.5元，高出招股價5.52元逾五成，最高曾見

11.1元，收報9.61元，較招股價漲74%。不計
手續費，每手1,000股賬面可賺4,090元。輝立
暗盤則高升68.48%，收報9.16元，較上市價高
65.9%或3.64元，成交約4,170萬股，涉3.58億
元。不計手續費，賬面可賺3,640元。耀才暗盤
收9.21元，不計手續費賬面可賺3,690元。

遠洋服務掛牌低收
內地物業管理服務提供商遠洋服務17日掛

牌上市，開報5.86元，輕微低過招股價5.88
元，午後低見5.42元，隨後跌幅收窄，收報

5.85元，較招股價低0.5%，成交5,709.3萬股，
涉近3.28億元。不計手續費，每手500股賬面蝕
15元。

另一新股線上內容服務供應商云想科技早
段高見9.68元，全日收報8.12元，較招股價
6.98元高16.3%，成交2.67億股，涉資金逾20.6
億元。不計手續費，每手 1,000 股賬面可賺
1,140元。

此外，騰訊有份投資的互聯網醫療企業微
醫，將在本月內完成約3.5億美元的私人融資，
目標明年赴港上市，料屆時估值達120億美元。

港交所：IPO集資有望10年最佳

2020年港股市場創新紀錄

市值

市場成交總額

牛熊證成交額

#滬港通北向交易

#深港通北向交易

#滬股通南向交易

#深股通南向交易

#成交額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岑健樂

新紀錄(截至11月底)

466,332億港元(11月27日)

290,115億港元

21,906億港元

81,523億元人民幣

109,646億元人民幣

26,369億港元

22,428億港元

2020年之前最高紀錄

383,620億港元(2019年12月30日)

264,228億港元(2018年)

19,954億港元(2019年)

49,914億元人民幣(2019年)

47,658億元人民幣(2019年)

18,221億港元(2018年)

10,116億港元(2018年)

■■ 李小加退任前透過視李小加退任前透過視
像會議與傳媒交流像會議與傳媒交流。。

港交所提供圖片港交所提供圖片 中
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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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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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京報道）中
國商務部新聞發言人高峰17日透露，1月至11
月，中國企業承接服務外包合同額12,977.9億
元（人民幣，下同），執行額9,226億元，同
比分別增長12.9%和16.4%。從市場看，承接
中國香港離岸外包執行額968.5億元，同比增
長17.6%。他更指出，今年以來，中國克服新
冠肺炎疫情的衝擊，經濟運行逐步恢復常態，
有望成為今年全球主要經濟體中唯一實現正增
長的經濟體。

高峰透露，1月至11月，中國企業承接離
岸服務外包合同額7,658.8億元，執行額5,629.9
億元，同比分別增長11.5%和16.6%。值得注意
的是，從地區看，1月至11月，粵港澳大灣區
承接離岸服務外包執行額775億元，同比增長
16.4%。31個服務外包示範城市承接離岸外包
執行額4,676億元，同比增長13.7%，佔全國
83.1%。

此外，從結構看，1月至11月，中國企業
承接離岸信息技術外包（ITO）、業務流程外
包（BPO）、知識流程外包（KPO）執行額分
別為2,601.4億元、881.4億元和2,147.1億元，
同比分別增長16.4%、14.4%和17.8%；承接集
成電路和電子電路設計外包離岸執行額399億
元，同比增長54.7%；承接醫藥和生物技術研
發外包離岸執行額 387.4 億元，同比增長
26.4%。

高峰表示，1月至11月，中國內地企業承
接美國、中國香港、歐盟、日本、新加坡和韓
國離岸外包執行額分別為1,263.7億元、968.5億
元、891.3億元、516.6億元、308.6億元和293.3
億元，同比分別增長29.4%、17.6%、11.1%、
13.9%、15.7%和25.8%，合計佔中國離岸服務
外包執行額75.3%。承接“一帶一路”沿線國
家離岸外包執行額 991.2 億元，同比增長
8.1%。從企業看，1月至11月，民營企業承接
離岸服務外包執行額1,377.2億元，同比增長
25.1%，高於全國平均增速8.5個百分點。外商
投資企業承接離岸服務外包執行額2,510.9億
元，同比增長11.9%，佔全國的44.6%。

外貿及利用外資均現增長
高峰指出，中國有望成為今年全球主要經濟

體中唯一實現正增長的經濟體。“從開放型經濟
看，今年前11個月，中國外貿進出口以人民幣
計增長了1.8%，以美元計增長了0.6%，均實現
了正增長；利用外資以人民幣計增長了6.3%，
以美元計增長了4.1%；對外投資基本保持了穩
定。”他說，“從國內消費看，回暖態勢持續，
實物商品消費保持較快增長，服務消費逐步恢
復。中國經濟總體持續恢復，生產和需求都在穩
步回升，為維護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穩定、推動世
界經濟復甦發揮了積極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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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邦中小企業商業貸款 (SBA Loans)  

商業貸款 (Commercial & Industrial Loans)  

商業房地産貸款 (Commercial Real Estate Loans) 

商業公寓住宅貸款 (Multi-Family Real Estate Loans) 

海外信用保證基金 (OCGF) 

與金城銀行攜手完成夢想並邁向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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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新冠疫情後台灣首場標籤認證
馬拉松賽事 「2020台北馬拉松」將在明(20日)
上午6時30分於市府前廣場準時開跑，共約有
2萬8千名跑者參賽，在貫徹防疫及入境隔離措
施下，依世界田徑總會銅標籤認證賽事規定，
主辦單位邀請到12名國外菁英選手抵台接受隔
離後參戰，但參賽跑者是否要戴口罩，台北市
長柯文哲表示，在起跑前與抵達終點後都要戴
上口罩。

由於受到莫斯科芭蕾舞團染易影響，對於
外籍參賽人士自主健康管理特別重視，台北市
長柯文哲說，12名外籍選手已加做核酸檢測呈
陰性，目前對於所有參賽者都要求要在在起點
、終點都要戴上口罩。

柯文哲也表示，跑的時候要戴口罩不太容
易，原則上是開始跑口罩才可以拿下來，跑完
還是要戴上去。北市體育局也說明，除了參賽
者外，加油民眾也需要戴口罩，而跑者起跑後

距離要拉開到一公尺，才可脫掉口罩。
正式邁入第24屆的台北馬拉松今年調整賽

道，納入素有 「台北華爾街」之稱的南京東路
，終點更史無前例地跑進台北體育園區，為的
就是讓跑者耳目一新！在賽前記者會中，台北
市長柯文哲與一眾來賓揭曉全新路線，期待國
內外跑者共襄盛舉，朝國際知名城市馬拉松為
目標邁進，讓 「台北馬拉松」成為台北的運動
城市名片。

今年在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下，受限於防疫
隔離的規定，各項賽事來台參賽的國外選手大
幅減少，然而仍有很多國外菁英選手對本賽事
相當有興趣躍躍欲試，依世界田徑總會銅標籤
認證賽事規定，主辦單位邀請12位國外菁英選
手來臺參賽，為此特別準備專屬跑步機於每位
選手的隔離房間內，讓這些國外菁英選手專心
備戰這場今年罕有的標籤認證賽事。

台北國際馬拉松明開跑
柯文哲：起點前與終點後都要戴口罩

蔡詩萍》死不道歉
就難怪人民要 「揭竿反萊豬」 了

（中央社）民進黨政府決定2021年元旦起
，進口含有萊克多巴胺的美國豬肉。毫不意外
，決策一開始，便遭到強大反彈。

我自己是很理解，不管是國民黨政府，還
是民進黨政府，都不可能長期抗拒美國要求台
灣開放市場的壓力。

因此，原則上，我理解這決定，但我也提
醒過，正因為朝野都曾在這議題上，因為執政
或在野的關係，而有贊成或反對的 「此一時也
，彼一時也」的尷尬，因而雙方必須要有兩黨
默契，共同來承擔這不得不承擔的 「共業」。

要這麼做，由於現在的執政黨是民進黨，
最好的做法，莫過於，向最大在野黨國民黨爭
取合作，要合作，必須要有 「今是昨非」的勇
氣，於是，適當適度的道歉，向國人道歉，向
在野黨道歉，是跨向這政策解套的必要措施。

但很可惜，民進黨沒這勇氣。蔡英文總統
沒這智慧。想當然耳的，曾經因為開放美牛，

而被民進黨K到爆的國民黨，怎可能乖乖的，
就因為妳蔡英文要開放，我就跟著妳開放呢？

在江湖上出來混，總是要還的，不是嗎？
這道理，混政治那麼久的民進黨，國民黨，不
會不明白的。

但，政治 「是可能的藝術」，要解開這個
死結，（說它是死結，因為任何政黨若互換位
子，就互換腦袋的話，這問題就無解！）唯一
的方式，就是執政的人，要勇於承擔！

要承擔，不是什麼都不說，一意蠻幹。給
人你很傲慢，鴨霸的感覺。要承擔，是你要先
「以今日之我」去面對 「昨日之我」，要以
「今日之是」，去坦承 「昨日之非」！

不道歉，怎麼解開國民黨當年執政時，被
你 「一再暗算」的痛！不道歉，怎麼解開當年
相信你，支持你的選民，現在的疑惑？不道歉
，你怎麼去跟秉持專業意見，而始終堅持立場
的專業人士對話？

這正是目前蔡英文總統的尷尬，正是民進
黨政府的困窘。

只因為，你當年是那樣 「蠻橫的反對」，
而今，又要如此 「蠻幹的硬上」，怎麼可能不
踢到鐵板，不撞上冰山呢？

不但未見 「以今日之我」去面對 「昨日之
我」的道歉，也未見以 「今日之是」去抱歉
「昨日之非」的誠意，也便罷了，民進黨政府

還動輒，以見獵心喜的態度，一再去攻擊在野
黨的反對，導致自己也一再的失分，例如，前
行政院發言人丁怡銘拿台北冠軍牛肉麵為例，
攻擊柯文哲市長，結果反而導致自己的下台，
蘇貞昌院長的嚴重扣分！

沒想到，這樣的錯誤，亦即，不在政策面
上，想辦法說服反對者；不在政治層次上，以
道歉緩解自己之前的反對，紓解曾經被你反對
的國民黨情緒，反倒一再的，以 「查水表」，
嚇唬從知識面，專業面，反對的人士！（多可

惡！）
更是一再宣稱，如果地方政府以零檢出，

對抗中央，那就不惜取消地方自治的權限？！
（這是不是更可惡！把地方自治當成了中央的
施捨！而非憲政的精神！）

我再說一遍，我完全理解，開放美牛，美
豬的台灣處境，但我不能接受，你民進黨執政
，就一改立場，就不先道歉的，要台灣人民
「轉彎」支持你！

若不支持，就 「查水表」，就 「污衊攻擊
」，就 「取消地方權限」，這像個謙卑的政府
該有的態度嗎？

這像個一直把人民掛在嘴邊的政府嗎？
以前，民進黨最喜歡罵威權國民黨的 「民

主」是 「抓民來煮」（台語），如今呢？勢力
龐大的民進黨政府，是 「逼民吃萊豬」嗎？！
是嗎！

屢揪防疫疏漏 柯P成阿中天敵
（中央社）近日俄羅斯古典芭蕾舞團一行

52人來台，原本預計在自主健康管理期間就要
登台演出，在北市府堅持二次採檢下，驚險揪
出確診案例；不久前浙江台商因Ct值高，專家
懷疑在台灣住檢疫旅館感染，一開始指揮中心
說浙江台商住的防疫旅館，沒有確診者，隔天
即坦承有與一德國工師確診者同住，由於這家
防疫旅館在台北市，是市長柯文哲的管轄範圍
，指揮中心不得不快速承認，深怕被北市抓包
，對比衛福部對彰化縣政府出手之重，卻不敢
在台北市造次，柯文哲彷彿是衛福部長陳時中

防疫工作上的天敵。
由於有確診者，導致整趟表演泡湯，原團

回俄羅斯的芭蕾舞團，創下藝文團體來台無法
登台首例，若不是北市為避免防疫破口，堅持
二次採檢，恐怕就會演出確診者登台事件。

回顧日前浙江台商確診事件，指揮中心在
一開始認為是境外感染事件，其間一再改口，
最後才承認同住的檢疫旅館，有另一名德國工
程師確診者，接連二件事都在北市的堅持下有
更透明及嚴謹的防疫，凸顯出在台北市的地盤
上，陳時中只能戰戰兢兢以對。

相較於今年八月執行萬人血清調查的彰化
縣政府衛生局，最後發現台灣社區新冠病毒陽
性率為萬分之8.3，證實台灣社區很安全，卻因
為沒有通知陳時中一聲，就遭陳時中下令政風
調查處置，最後更以沒有通過人體試驗審查委
員會 IRB，認定彰化縣政府違反人體試驗法，
給了彰縣政府十分的排頭。

但日前公開調查報告的台北榮總，今年也
在端午連假後做了萬人血清調查，最後發現陽
性率為萬分之5，證實台灣社區安全。明明一樣
的調查，其中一個被開罰，另一個就沒事，顯

然是柿子挑軟的吃，這樣的雙標讓國民黨團書
記長林奕華昨天飆罵，指揮中心對待彰化縣政
府顯然就是有政治思維，對長期在公衛努力的
縣政府來說非常不公平。

台大公衛學者金傳春也直言，彰化衛生局
的研究IRB過程確實需要更完備，但是面對新
興疾病，防疫政策原本就該聽更多不同的聲音
，明明台灣是自由民主國家，如今反而像是極
權國家。



AA1414台灣新聞
星期六       2020年12月19日       Saturday, December 19, 2020

（中央社）33歲呂男不滿43歲謝男因債務
糾紛騷擾岳母，18日清晨夥同3男從台北南下
苗栗找謝談判，清晨7時許在南庄鄉南江村圍堵
謝男轎車，雙方持刀爆發衝突，謝男被砍傷，
呂一行人開車逃逸，警方隨後於國道攔截1車4
人，並查出何姓報案人也涉案，全案依殺人未
遂罪嫌移送偵辦。

謝姓男子昨日上午7時許，開車行經南江村
福德橋附近，遭呂男轎車堵住去路，一群人下
車尋仇，他趕緊倒車逃離，卻失控撞擊呂的轎
車，右輪騎上引擎蓋動彈不得，被呂男一行人
持辣椒水、球棒及短藍波刀攻擊，現場留有1把
長約60公分的武士刀。

謝男寡不敵眾，不僅黑色轎車被砸爛，右

前臂、左前臂、左手虎口、腹部均遭砍傷，左
上背1道撕裂傷，額頭血腫，現場血跡斑斑。

警方上午8時40分在國道1號北上107公里
處攔截涉案車輛，帶回呂男等4嫌，後來發現何
姓報案人為呂嫌的大舅子，何男雖稱載小孩上
課路過看見才報案，但監視器畫面卻見何男趨
前疑似動手而被轉列嫌疑人。警方調查，嫌犯
多人有毒品、傷害前科，全案依殺人未遂罪嫌
移送偵辦。

呂男供稱，謝與岳母有債務糾紛，岳母之
前請謝男追討30萬元債務，沒討到錢謝卻要求
1萬元報酬，雙方討價還價，呂男不滿謝男不斷
騷擾岳母，找了3名友人南下談判，原想給謝男
教訓，不料謝男拿出武士刀攻擊。

幫追債不成還想索萬元走路工幫追債不成還想索萬元走路工
男遭痛扁砍傷男遭痛扁砍傷

（中央社）環島鐵路電氣化最後一塊拼圖
到位！南迴鐵路電氣化預計12月20日舉辦通車
典禮，台鐵也將於12月23日正式改點，普悠瑪
號將首度可環島行駛，高雄到台東最多節省27
分鐘；明(2021)年1月3日之前，行駛南迴鐵路
列車全面5折。為慶祝通車，台鐵今(12/19)也宣
布台東站和枋寮站將分別推出限量紀念車票。

台鐵環島鐵路電氣化路網，其中最後一哩
之路段枋寮至知本站間，訂於2020年12月23日
通車開始營運並改點，普悠瑪號將首度行駛南
迴線。台鐵南迴線鐵路西起屏東縣枋寮站，東
至台東站，全長98.2公里，於1992年通車，為
環島鐵路最後一段竣工通車的路線，通車時全
線均為無電氣化區間且大部分為單軌區間。行
政院為提升經濟發展，建構環島鐵路電氣化路
網，自2013年6月核定起至2020年12月底全部
完工通車營運。

為慶祝通車，台鐵台東站和枋寮站也將分
別推出限量紀念車票，預估將造成鐵道迷搶購
，其中台東站將於12月20日開賣，枋寮站則將
於12月23日正式通車改點當日開賣。

台鐵表示，為慶祝台鐵局南迴線鐵路電氣
化正式通車啟用，花蓮運務段規劃發售紀念套
票讓喜愛鐵道文化的民眾收藏。南迴線的山海
交錯一直是該線特色，本次套票將南迴十周年
「南迴鐵路 開天闢地」系列重新包裝，以紀

念環島鐵路又往前邁進了一大步。
該款紀念車票套票限量一千份，套票一套

150元，內含五張名片式車票，包括台東→知本
、知本→太麻里、太麻里→大武、大武→內獅
、內獅→枋寮。因採 「舊票新裝」方式販售，
僅供收藏，無法做乘車票券使用。

台鐵表示，南迴鐵路是環島鐵路的最後一
塊拼圖、亦是鐵路電氣化的最後一哩路，啟用

典禮將於20日在台鐵台東站舉辦，典禮當天上
午9時30分在車站廣場發售電氣化紀念套票，
依票號GQ0001至GQ1000販售，無法選號，每
人每次限購六套，售完為止，當日設有集章處
供旅客蓋章留念。

另枋寮站在台鐵環島路線中佔有重要地位
，不但是屏東線的終點、亦是南迴線的起點，
南迴線電氣化通車後，普悠瑪及推拉式自強號
首次投入營運，每日增加停靠普悠瑪號 5列次
、推拉式自強號 2列次(假日 4列次)，南半環莒
光號列車再也不需要於枋寮站更換電力機車，
大大提升旅客乘坐便利性。枋寮站也於電氣化
通車同日升等為二等站，可望成為屏東地區的
觀光轉運中心。

台鐵表示，為慶祝南迴線電氣化通車暨枋
寮站升等，12月23日上午9時40分將於枋寮站
發售紀念套票 1500 套，每套售價 250 元。套票

內含有3張名片式車票、2張薄紙式月台票。
枋寮站發售紀念套票特色以營運接軌、歷

史承接為主題，發行首次普悠瑪異級名片式車
票、台鐵吉祥票(福祿東海) 「加祿─東海」區間
票及暫時不再開行之普通車票 「枋寮─內獅」
名片式車票各1張。紀念票也將藍皮列車行駛風
姿加入外，並於該張名片式車票軋上109.12.22
紀念日期，現場另備有兩款紀念戳章供民眾蓋
章留念。

台鐵表示，南迴電氣化12月23日全線通車
後，旅客往返再也不用忍受濃濃柴油味，鐵路
電化後除了提升運輸效率，也提供旅客更好的
乘車體驗。而往返枋寮－台東間的 3671 次、
3672次的藍皮普快車─ 「忘憂列車」也將隨之
停駛。

環島鐵路電氣化最後拼圖！
南迴線明辦通車典禮 開賣紀念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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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休城工商

HCCHCC：：20212021年春季計劃年春季計劃
和研討會和研討會

HCCHCC：：20212021年春季計劃和研討會年春季計劃和研討會

虛擬資訊會話
通過註冊虛擬資訊會話，瞭解

HCC 西南提供了哪些服務。我們的
學術顧問和來自經濟援助和學生服
務部的工作人員將隨時回答未來學
生可能提出的關於課程、計劃和職
業道路的任何問題。

12 月 17 日星期
四下午 3 .m

註冊
存取： bit.ly/2KeARlZ

1.4萬億美元協議的總體支出法案的談判已基本完成
救助方案將補貼企業分發疫苗資助學校更新失業救濟金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兩黨國會領導人正

在努力並齊頭並進，爭取長期推遲的新冠病毒

救助方案，希望早在周三就達成一項協議，該

協議將向個人和企業提供援助，並幫助將運送

數以百萬計冠狀病毒疫苗。 加利福尼亞州眾議

院議長佩洛西（Nancy Pelosi）在離開國會大廈

時說：“我們會早日回來，並按計劃完成工作

。” 經過幾個月的徒勞之後，關於新冠病毒救

濟的談判在星期二激增。 國會最高的民主黨和

共和黨領導人舉行了兩次會議，希望最終鞏固

一項領導協議，該協議將恢復對受到大流行影

響的企業的補貼，幫助分發新的冠狀病毒疫苗

，資助學校並更新即將到期的失業救濟金。

共和黨人努力控制長期拖延的救助方案的

價格標籤，試圖在為州和地方政府提供幫助的

鬥爭中佔上風，同時限制獎金，失業救濟金和

民主黨人尋求的直接付款的成本。 在佩洛西

（Pelosi）國會大廈套房舉行兩次會議後，民主

黨人敦促採取更為慷慨的步驟來幫助在新冠病

毒經濟中掙扎的個人，眾議院少數黨領袖麥卡

錫給出了樂觀的評價。 麥卡錫說：“我認為我

們已經建立了很多信任。我認為我們正在朝著

正確的方向前進。

我認為有可能實現

這一目標。” 儘管

新冠病毒救濟會非

常困難，但活動的

增加可能表明協議

即將達成。 參議院

多數黨領袖 Mitch

McConnell 說 ：

“我們正在取得重

大進展，我對我們

很快就能完成理解

感到樂觀。 12 月

26日，超過1000萬人的失業救濟金用完。大流

行9個月後，許多企業勉強維持經營。而且需要

資金來分發新疫苗，這些新疫苗最終為該國恢

復正常提供了希望。

麥康奈爾向民主黨施壓，要求他們放棄備

受期待的1600億美元的州和地方政府援助計劃

。幾位資深民主黨人，包括渴望達成協議的當

選總統拜登的親密盟友，都表示他們將繼續努

力，爭取明年的援助。 麥康奈爾說，如果民主

黨人同意放棄1600億美元的州和地方援助計劃

，他將放棄對使企業免受與新冠病毒相關的訴

訟的保護的規定的需求，這是關鍵的優先事項

。 佩洛西幾個月來一直堅持，州和地方的援助

將在任何最終法案中，但是隨著時間的流逝，

民主黨人似乎不願意將其餘的人質束縛在需求

之上 “我們必須讓人們有生命線。唐納德· 特朗

普總統的首席談判代表，財政部長姆努欽（Ste-

ven Mnuchin）支持方案，其中包含許多類似要

素。除其他條款外，兩黨還對運輸和過境援助

，農村互聯網服務和郵政服務的援助提供支持

。

協議最大的障礙包括州和地方政府的資金

短缺。如何處理特朗普和民主黨人讚成但遭到

許多共和黨保守派反對的直接付款；並恢復每

週300美元左右的額外失業救濟金，以補充州的

正常失業救濟金。 立法者致力於最終確定一項

年底全面撥款計劃，這將成為川普總統最後一

項重要立法的基礎。 希望在周五午夜之前將完

成的協議交付給川普。屆時政府將部分關閉，

而上週的臨時撥款法案將到期。但是不能保證

大規模的年終措施會及時完成。立法者說，這

筆1.4萬億美元的總體支出法案的談判已基本完

成。一項艱苦的妥協將使另外的14億美元左右

成為最後一部分，以繼續建設他長期以來期待

已久的美墨邊境牆。

(本報訊）12月12號是世界
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
會於Tracy Gee 社區活動中心舉
行年會選舉2021年副會長及理
事的活動,當天氣候很好。

當天洪良冰會長帶領著所
有的理監事中午12:00就到了會
場,安排會場消毒,佈置會場,搬
桌椅，準備防疫的措施,地上每
6尺距離都貼了保持距離的貼紙
。進門的地方有理事幫忙量體
溫，並供應手套,酒精,擦手液，
防疫措施仔細做得非常的完備
。下午 1:15 大家井然有序排隊
進場,每一次限制有投票權的10
位會員進到會場投票，由於疫

情世華美南分會有儘量管制室
內人數，會員投完票領完會裡
送的精美豐盛禮物,就立刻離開
現場，雖然疫情,但有資格投票
的會員投票人數出席率所幸有
超過一半以上,提名委員會委員
有何真,羅秀娟,王秀姿,王慧娟,
張錦娟,最後選出了副會長孫玉
玟,理事鄭麗如,張瓊文,李瑞芬,
蔡沂汶,陳碧如五位和後補理事
卿梅。

洪良冰會長也送給所有今
年的理監事及提名委員會每人
一份聖誕禮物,大家皆大歡喜。
這次12月12號的世華美南分會
年會選舉辦得圓滿成功。

世華美南分會於上周六舉行年會暨副會長世華美南分會於上周六舉行年會暨副會長、、理事選舉理事選舉，，過程圓滿成功過程圓滿成功

立法者致力於最終確定一項年底全面撥款計劃立法者致力於最終確定一項年底全面撥款計劃，，這將這將
成為川普總統最後一項重要立法的基礎成為川普總統最後一項重要立法的基礎。。 希望在周希望在周
五午夜之前將完成的協議交付給川普五午夜之前將完成的協議交付給川普。。

這是一個好消息這是一個好消息，，談判人員在已延期的新冠談判人員在已延期的新冠
病毒援助法案上取得了進展病毒援助法案上取得了進展。。

圖為世華美南分會圖為世華美南分會20212021理事團隊理事團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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