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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道】當地時間12月19日，美國國家
過敏症和傳染病研究所所長，安東尼·福奇在受眾
主要為美國兒童和其家庭的新冠肺炎市政廳講話中
表示，即使年齡較大的家庭成員已經接種新冠疫苗
，其他家庭成員在接觸他們時仍需要佩戴口罩。

福奇表示：“疫苗對於結束疫情極為重要，但
是在幾乎所有人都接種疫苗之前，我們仍需堅持佩
戴口罩這項基本公共衛生措施。”

當地時間12月19日，據美國《國會山報》報
導，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FDA)正在調查接種輝
瑞新冠疫苗後的過敏反應。

食藥局的生物製品評估和研究中心主任皮特·
馬克斯表示，除阿拉斯加州外，美國其他多州也報
告了接種疫苗後不良反應。 FDA現已準備好針對
嚴重不良反應的治療措施，將與疾病控制和預防中
心合作，繼續對不良反應進行密切監視。

馬克斯表示，食藥局目前並不確定是什麼原因
引起不良反應，但他指出，輝瑞以及莫德納(Mod-
erna)生產的疫苗中存在一種叫做聚乙二醇(PEG)的
化學物，可能是罪魁禍首。他補充道，有些人所經
歷的不良反應可能比之前預測的要更為普遍。

（（網絡照片網絡照片））

福奇提示福奇提示 即使已接種疫苗即使已接種疫苗
也要戴口罩也要戴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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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八十年代以來 ,大批亞洲移民湧到
美洲大陸 ,包括美國和加拿大在內的主要
城市, 都打下了非常堅實的经濟基礎 ,也為
各国之發展帶來了重大之影響。

今年的總統大選， 亞裔選民對民主党
而言变成關鍵的選勝關鍵， 根據數字統計
， 亞裔選民占總數的百分之四點七 ，足
以影響喬治亞總統大選的结果，因為拜登
只以一萬二千票打敗川普， 根據出口民調
顕示， 亞裔支持拜登和川普之比例是二比
一，這項轉變主要之原因是亞裔社區多年

來未能得到共和黨之關注 ，全國各大城市
的華埠 ，亞洲城及越南城多半都是民主黨
的天下。

今天候任的美國副總統何锦麗不僅熱
衷於討論她的亞裔背景， 而且深以亞裔為
榮 ，拜登剛任命即將出任美國貿易代表的
戴錡，代表了亞裔首次全方位的站上全國
政治舞台。

我們深信在拜登政府之領導下， 各個
族裔都能在政治上發揮力量 ，更表明民主
黨照顧少數族裔的決心。

After the 1980’ s, many Asian immigrants
came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Canada. Many
years later, this group of newcomers settled
down in major cities and created an economic
miracle which has had a big impact on the U.
S. society.

Today, in spite of our differences,
Asian-Americans have carved out a relatively
cohesive political coalition. It is very clear that
Vice President-elect Kamala Harris, a Demo-
crat, has been enthusiastic about mentioning
her Asian heritage. Another example, the
presidential candidate, Andrew Yang, who
successfully joined the national political race
for president.

President-elect Joe Biden has appointed
Katherine Tai as the U.S. Trade Representa-
tive. She is the first Asian to serve in this high
position.

In the 2020 election, Asian-Americans were
suddenly in a crucial position, constituting 4.7
percent of the voting population -- enough to
make a difference in the presidential contest
in Georgia where Biden won by 12,000 votes.

We are so proud that Asian-Americans are
getting more attention in American politics.
We need to continue to encourage more
young people to run for public off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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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20202020

Asian-Americans In PoliticsAsian-Americans In Politics

亞裔在政壇展露頭角亞裔在政壇展露頭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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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據“今日俄羅斯”（RT）19
日消息，澳大利亞退休海軍上將、澳國防軍前
司令克里斯.巴里表示，澳大利亞軍方領導層應
對其軍隊在阿富汗犯下的任何罪行負責。此前
，澳大利亞軍方公佈的一個調查報告證實，在
阿富汗執行任務的澳軍人涉嫌戰爭罪，製造了
多起殺害囚犯和無辜平民事件。

克里斯.巴里還呼籲成立一個皇家委員會來
調查該事件。巴里表示，澳軍人的暴行玷污了
澳大利亞的聲譽。上個月，他還呼籲解散澳大
利亞戰爭紀念委員會，因為擔心其成員與涉嫌
在阿富汗實施殺戮的軍人關係過於密切。

針對澳軍方殺害阿富汗囚犯及平民一事，

發言人趙立堅曾在11月27日表示，我們對調查
報告披露的細節感到震驚，嚴厲譴責這種違背
國際公約和人類良知的行徑。趙立堅指出，我
們呼籲對此進行徹底調查，並將有關人員繩之
以法。 “澳大利亞有一些西方國家一向以所謂
人權衛士自居，動輒對其他國家的人權指手畫
腳。” 趙立堅說，報告揭露出的事實，充分暴
露出這些西方國家所謂人權自由的虛偽性。
“有關國家應反躬自省，多想想如何採取措施
解決自身存在的嚴重違反人權的問題，違背良
知的問題，停止借人權問題干涉別國內政，搞
政治操弄。”

澳國防軍前司令澳國防軍前司令：：澳軍方領導層應對澳軍方領導層應對
軍隊在阿富汗犯下的罪行負責軍隊在阿富汗犯下的罪行負責

感染的背後感染的背後：：朝鮮經濟朝鮮經濟
面臨三十年來最嚴重打擊面臨三十年來最嚴重打擊

（綜合報導）朝鮮因為新冠疫情的全面封閉，讓其本就脆弱的經濟遭遇了數十年來最嚴重的
打擊和考驗。

報導稱，落後的衛生保健系統難以為抗疫提供足夠的支撐和保障，朝鮮別無選擇只能採取強
硬的防禦措施。在其所有省份被封鎖之後，朝鮮不得不關閉其在國際制裁下最後的外部收入來源
：旅遊業。

8月，平壤開始進一步加強邊境防疫和安全管理後，海關人員對進口貨物進行消毒，同時邊境
與海關部門加大了對走私者的處罰力度。

韓國國際貿易協會的一名官員表示，10月起朝鮮切斷了對韓國假髮、手錶和鞋的出口。
11月，據首爾情報簡報稱，朝鮮一個以走私著稱的邊境小鎮惠山被全面封鎖，當局在此發現

了大量未經消毒的外幣。
韓聯社12月18日的消息稱，韓國農村振興廳發布《2020年度朝鮮糧食作物產量推算結果》報告,
推測朝鮮今年的糧食總產量為440萬噸,較去年減少5.2%。政府報告表示："由於8、9月份惡劣的天

氣條件，朝鮮今年農作物總產量下降不少。"同時最近幾週，糖和調味品等價格比今年早些時候有
了大幅上漲。

首爾國立大學經濟學教授金炳淵表明，今年朝鮮經濟可能出現10%的經濟滑坡，近30年來，
朝鮮還未面臨過如此大規模的經濟下滑。上一次經濟嚴重下滑還是在1992年，全國性飢荒的前夕
，當時經濟萎縮了7.1%。

儘管如此，安全專家稱，經濟困難並不會影響金正恩政權，平壤也不會馬上重啟與華盛頓的
無核化談判。 10月10日的閱兵式上，朝鮮對外展示了新型武器和軍事裝備。

幾十年來，執政朝鮮的金氏家族經歷了飢荒、公共衛生恐慌及一輪接一輪的國際制裁，練就
了"頑強的意志"。

最近幾週，朝鮮官媒提倡在明年1月前開展為期80天的"救濟"運動，號召朝鮮人民"抓農業、
促生產"。金正恩也強調並敦促人民"自力更生"。同時，金正恩驕傲地指出，新冠病例為零就是朝
鮮今年最大的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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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士五家醫院院長致信衛生部長

籲采取措施控制疫情

綜合報導 瑞士五家最大醫院的院長致信該國衛生部長，要求當局

采取緊急措施減少新冠病毒感染病例。

蘇黎世、伯爾尼、巴塞爾、洛桑和日內瓦大學醫院的院長們在致瑞

士衛生部長阿蘭· 貝塞特的信中表示，在重癥監護病床日益短缺的情況

下，疫情迫使他們推遲對患有其他危及生命疾病的病人的手術。

報道稱，自10月份以來，這五家醫院已有4000多例手術被推遲。

瑞士近期每天新增新冠肺炎病例約5000例。在過去的28天裏，大約

有1.3%的人口被感染。院長們說，他們擔心2021年初第三波新冠疫情可

能引發衛生系統崩潰。

瑞士公共衛生部發言人13日拒絕就這封信置評。

蘇黎世大學醫院院長格雷戈· 祖恩德講述了壹位年輕的癌癥患者在

沒有切除腫瘤的情況下被送回家，因為沒有空余的病房。

“我很擔心。情況非常緊張——伯爾尼、蘇黎世和阿勞的重癥監護

病房現在幾乎全部住滿了，而且病例還在增加，”他表示。

當地時間12月11日，瑞士政府擴大了限制措施，下令所有餐館、

商店和酒吧在晚上7點關門。同時政府表示，需要迅速努力減輕醫院和

衛生工作者的負擔。

祖恩德說，他希望看到瑞士實施全面封鎖措施，包括禁止滑雪活動

，以控制疫情。

新冠病例激增
荷蘭實施第二輪嚴格封鎖措施

綜合報導 由於新冠病例急劇增加，荷蘭首相呂特宣布，當地時間

15日淩晨起，荷蘭開始實施第二輪嚴格的封鎖措施，為期5周，直至1

月19日。

據報道，12月15日至2021年1月19日，荷蘭所有非必需品商店、發

廊、博物館和劇院等場所都將關閉。另據路透社報道，12月16日起，荷

蘭的中小學校和大學將轉為遠程學習，直至次年的1月18日。

呂特在電視直播講話中詳細說明了新的防疫限制措施，包括將聚會

限制在不超過兩個人的範圍內，並且需在家裏進行。他說，聖誕節前後

有三天是例外，這三天內，人們可以在家中接待三位成年訪客。呂特還

建議市民待在家中，不要外出上班，盡量避免與他人接觸，並呼籲人們

將非必要的國際旅行推遲到3月15日之後。

呂特說:“作為內閣成員，我們意識到我們今天采取的措施是多麼嚴

格和激烈。”“尤其是快到聖誕節了。”

在呂特發表講話前，隨著實行封鎖令的消息傳出，許多渴望抓住聖

誕購物最後機會的人湧向市中心，還有不少人進行抗議。

自10月中旬以來，荷蘭的酒吧和餐館已經關閉，不過許多餐館、咖

啡館和咖啡店提供外賣。部分封鎖最初減緩了高感染率，但最近幾天感

染率再次上升。

過去兩周，荷蘭7天的新增病例平均值已經從11月29日每10萬人中

29.22例，上升到12月13日的每10萬人中47.47例。

荷蘭國家衛生部門發布的數據顯示，截至當地時間14日上午，該國

24小時內新增新冠病例約8500例。截至目前，荷蘭累計新冠病例超60

萬例，死亡病例超1萬例。

德國法蘭克福為中文學校頒發“融合獎”
綜合報導 記者獲悉，德國法蘭克福

華茵中文學校日前榮獲2020年度法蘭克

福市“融合獎”(Frankfurter Integration-

spreis)，成為首個獲此殊榮的華裔團體。

法蘭克福於 2002 年起設立“融合

獎”，旨在獎勵為促進該市不同族群和

文化和諧共處作出傑出貢獻的團體、倡

議和項目。

當地時間12月8日，法蘭克福副市

長Weber的見證下，法蘭克福市外國人

參事會主席Medoff向法蘭克福華茵中文

學校頒發了榮譽證書。校長周捷博士、

教務理事史翠紅、財務理事西馬· 海爾

(Hilmar Heier)，以及數位同學和家長參

加了頒獎儀式。

Weber副市長和Medoff 主席表示，

法蘭克福的多元文化特色構成了這座城

市的生活魅力，這是法蘭克福最大的財

富。這其中，就有像華茵中文學校這樣

的團體多年來的努力和貢獻。

據介紹，華茵中

文學校擁有 1 所總

校、2 所分校、700

多名學生、50余位教

師，系全德最大的中

文學校之壹。今年共

有40多個團體入圍法

蘭克福市融合獎評選

，經過來自法蘭克福

市政界、學術界、文

化界、體育界等各界

評委的多輪評選，華

茵中文學校最終成功

獲獎。

該校校長周捷表示，除了給不同國

家的孩子教授中文，學校還努力傳播中

國文化、講好中國故事。“疫情暴發之

前，我們經常組織學生，到德國當地養

老院、學校、社區進行民族舞蹈、民族

音樂、中華武術表演，每年參加法蘭克

福市多元文化節，還曾獲得過最佳團隊

獎，而且還踴躍參加多個德國當地的文

化藝術活動。這個過程首先是介紹中國

文化，同時也是跟當地文化的交流與融

合的過程。”他表示，此次獲頒法蘭克

福融合獎是過去幾代人共同努力的結果

，也是全體華人共同支持的結果。

未來幾天很關鍵！
英歐談判分歧縮小 仍有機會達協議

隨著英國和歐盟延長脫歐貿易談

判期限，雙方正努力在脫歐過渡期終

止前達成協議。雙方雖然在某些方面

取得進展，但距離達成協議似乎還有壹

定距離。

歐盟：分歧縮小 接下來幾天很關鍵
當地時間16日，歐盟委員會主席馮

德萊恩表示，歐盟與英國努力就脫歐貿

易協議進行磋商，好消息是分歧從3個

縮減至2個，前方仍有壹條達成協議的

“窄路”，接下來幾天很關鍵。

目前，歐盟與英國遲遲未能達成協

議的分歧主要在包括漁業、監管治理、

公平競爭等重要領域。馮德萊恩指出，

好消息是與英方找到前進的道路，但在

公平競爭環境和漁業還待尋求共識。

她特別提到漁業，說此時距達成共

識仍有困難，重申歐方不質疑英國擁有

水域主權，但歐盟成員國的漁民也需能

有進入英國水域的穩定性，唯壹負責任

的正確做法是繼續嘗試尋找解決方案。

馮德萊恩強調，接下來幾天，談判

將很關鍵，不過她說知道先前已經說過

這些話，而且也知道壹次又壹次地延後

最後期限。

英國：“仍有機會” 但差距猶在
另壹方面，英國首相約翰遜也向議

員們表示，英國和歐盟在脫歐談判上

“仍有機會”達成協議。

約翰遜的發言人表示：“我們在某

些領域取得了壹些進展，但仍存在壹些

重大差距。”

但他也補充稱，“情況仍然是這

樣”，約翰遜認為“最有可能的結果”

是沒有達成協議。

約翰遜在接受議會議員聖誕前最後

壹次首相問答時表示，還有機會、有希

望，與海峽對岸的朋友和合作夥伴達成

協議。“他們要明白，英國和其他任何

國家壹樣，擁有想要控制自己的法律和

漁場的自然權利。”

他還強調，“無論未來幾天發生什

麼”，無論達成協議與否，英國都將

“繁榮昌盛”。

還剩不足15天！
脫歐能否順利過渡？
由於距離脫歐過渡期結束不到15天

，英歐雙方能否達成貿易協議，以及協

議能否及時生效也備受關註。

馮德萊恩向歐洲議會喊話，表示時

間的緊迫性把情況變得很艱難，尤其是

歐洲議會需要時間以執行審查和批準，

“但我要衷心感謝歐洲議會的支持和理

解。如果我們談成協議，可以指望歐洲

議會能支持”。

不過即使達成協議，文件必須經

過翻譯成 20多種語言讓歐洲議會審查

及表決。歐洲議會曾表示過程需 6 周

，但時間顯然已不夠。外界也在關註

歐洲議會如何能夠符合程序又展現彈

性。

英國2020年1月31日正式脫歐，隨

後進入為期11個月的過渡期。雙方3月

啟動以貿易協議為核心的未來關系談判

，期待在過渡期內達成協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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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馮德萊恩此前曾稱，歐盟團隊正努力

與英國政府達成脫歐後貿易協議，從目前

的情況來看，無法說是否會達成協議。若

雙方在過渡期限內仍未達成協議，雙方

貿易自2021年起將回到世界貿易組織框

架下，重新實施邊檢和關稅等安排。

澳大利亞現巨大“外星六角形”
網友稱和美軍有關

綜合報導 近日，壹名

澳大利亞網民在社交媒體

Instagram 上發布了壹張充滿

了神秘氣息的衛星照片——

在澳大利亞的西澳大利亞

州，壹個六角形的、巨大

的、類似“魔法陣”的非

自然形成的痕跡出現在地

面上。盡管外媒誇張地稱

其為“外星六角形”，但

有網友指出，這種現象其

實和美軍有關。

據英國媒體報道，發現

這張衛星圖的網民名為瓦妮

莎· 哈蒙德，她是壹名來自昆

士蘭州的育兒領域網紅，有

六萬多名粉絲。據說，她是

在尋找下壹個度假目的地時

，偶然在衛星圖上發現了

這個神秘地點。她將照片

發在自己的 Instagram 賬戶，

並詢問她的粉絲這究竟是

什麼。盡管照片讓許多用

戶驚嘆不已並引發了豐富

的聯想，但很快就有網友指

出，這個“外星六角形”雖

然處於澳大利亞，但其實和

美軍有關。

報道稱，有網友表示，

此地點位於西澳大利亞的

埃克斯茅斯鎮，所謂“外

星六角形”其實是美軍哈

羅德· 霍爾特海軍通信站的

12 座高聳的無線電發射塔

——只是衛星照片鳥瞰的角

度讓這些天線很難被辨認

出來。 這些巨大的無線電

發射塔組成了壹個巨大的

天線陣列，可以為那些部

署到西太平洋和東印度洋

的美國和澳大利亞海軍潛

艇提供通訊服務。據網友

稱，該站始建於 20 世紀 60

年代末期，目前仍在使用

中，曾因幹擾民航和外國

駐軍的問題引發過壹些爭

議。

而比起英國媒體“外星

六角形”這種故作神秘的說

法，該基地的名稱其實更值

得壹提——據說，哈羅德· 霍

爾特這個名字是為了紀念當

年的壹位澳大利亞總理，他

在壹次潛水中神秘失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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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韓國最大在野黨國民力

量黨15日首次就前總統樸槿惠、李明

博事件道歉。

當天，韓國國民力量黨應急對策委員

會委員長金鐘仁在韓國國會舉行記者會說，

總統的錯誤就是執政黨的錯誤，作為當時的

執政黨，沒有盡到應盡職責，誠懇謝罪。

金鐘仁表示，兩名前總統樸槿惠、李

明博被捕入獄，是可悲可恥的；不能讓悲

劇重演，將反省錯誤，推進人事改革等。

國民力量黨是韓國保守派勢力主要

代表，就前總統問題致歉引發關註。有

分析認為，由於明年首爾市長、釜山市

長等將進行選舉，保守派此舉意在表明

改革決心、籠絡人心。

近來，韓國總統文在寅和執政黨共同

民主黨支持率不斷下跌。據韓國民調機構

Realmeter最新報告顯示，文在寅的施政好

評率為37.1%，創執政以來最低值；執政

黨共同民主黨的支持率為31.4%，在野黨

國民力量黨支持率為30.5%

今年7月，首爾高等法院對樸槿惠

“親信幹政”案和受賄案作出重審宣判

，判處其有期徒刑20年。10月，韓國

最高法院大法院對李明博貪汙受賄案進

行終審判決，判處其有期徒刑17年，

取消保釋資格。

京都動畫縱火案嫌犯拘留期滿
將因殺人等罪遭起訴

綜合報導 日本動畫制作公司“京都

動畫”縱火殺人案，造成36人遇難。對

於因殺人等嫌疑而被逮捕的嫌犯青葉真

司，檢察官根據精神鑒定的結果等，判

斷可以追究其刑事責任，擬在拘留期滿

的當地時間 16日，以縱火及殺人等罪名

對其提起訴訟。

據報道，青葉在當地時間2019年7月

18日上午，闖入“京都動畫”第壹工作室

。他涉嫌潑灑汽油進行縱火，最終造成36

人死亡，33人受傷，是“平成”時代以後

最嚴重的慘禍。

青葉本人也因嚴重燒傷在醫院接受治

療，直到2020年5月，日本警方才以涉嫌

殺人、縱火為由，將青葉正式逮捕。

青葉此前曾承認放火燒毀了工作室，

他說，“我想我可以用汽油殺死很多人。

”然而，由於他的醫療記錄中涉及精神類

疾病，檢察官和警方壹直在調查他是否需

要負責。

2020年12月10日，日本警方表示，京

都地方檢察廳將以殺人罪等罪名，正式起

訴青葉真司。

據介紹，日本“京都動畫”工作室於

1981年成立，位於京都市伏見區，事發前

有近160名員工，曾制作《涼宮春日的憂

郁》、《輕音少女》等多部知名動畫。

韓國新增病例再創新高
首爾高風險場所“全員檢測”

綜合報導 韓國疫情迅速惡化，五天內

三次刷新單日新增病例最高值。首爾市宣

布，將對高風險場所工作者進行“全員檢

測”。

12月12日和14日，韓國報告單日新增確

診病例分別達950例和1030例，連續刷新自

今年初疫情暴發以來單日確診病例最高值。

據韓國中央防疫對策本部16日通報，過去24

小時，新增1078例確診病例，再次刷新單日

新增病例峰值。

韓國防疫部門稱，形勢空前嚴峻，如果

按照此傳播速度，單日新增病例將很快突破

1200例。

首都圈疫情尤為嚴重。過去24小時，包

括首爾、仁川、京畿道在內的首都圈，新增

確診病例757例，累計確診2.5614萬例；首爾

市單日新增病例近來連續刷新紀錄。

首爾市宣布，將對高風險場所內工作者

實行“全員檢測”，包括呼叫中心、療養院

、物流中心、宗教機構等人員；還計劃對出

租車司機、急救人員等特殊行業工作人員實

行檢測，以免引發集體感染。

首爾市從本周起在地鐵站、學校周邊等

地增設了150個篩查站，將於17日在市中心

首爾廣場再加設臨時的檢測中心。首爾市代

市長徐正協介紹，將擴大病毒檢測範圍，從

目前日均檢測1萬人預計增加到日均檢測3.7

萬人。

目前，韓國首都圈及其他地區防疫響應

級別分別為2.5級和2級。輿論呼籲，全國將

防疫響應級別調高至最高級3級。

韓國中央事故處理本部防疫部門負責

人尹泰皓在16日記者會上說，將防疫響應

級別升至最高級，需要綜合考慮壹系列因

素；如果全國防疫等級上調為 3級，將對

個體經營者、中小企業等造成嚴重影響。

他要求，民眾務必遵守防疫規定，減少出

行。

日本獎勵民眾200萬日元“安家”福島
日網民：不去

綜合報導 日本政府新政引發輿

論聲討。據日本共同社14日報道，

日本政府決定從明年開始，向搬家

到福島核電站周邊的家庭發放200萬

日元（約合12.5萬元人民幣）補貼

。該措施在日本社交網絡上引發大

規模討論，有網友稱“為什麼讓大

家住在那裏？不管大家的生命安全

了嗎？”

據悉，2011年福島第壹核電站

核事故發生後，包括南相馬市、雙

葉町、川內村在內的12個市町村的

居民被緊急疏散。到2021年 3月，

正好是福島核事故發生10周年。

雖然目前核電站周邊12個市町

村的撤離命令已經解除，但截至今

年4月，這些地區的人口只有約1.8

萬人，其中65歲以上的老年人占四

成。日本政府準備通過發放補助的

方式，鼓勵曾經背井離鄉的人們重

返家園，也希望能吸引外地人前來

，以促進社區重建乃至地區經濟復

興。

日本政府不僅鼓勵撤離人員返回

，而且鼓勵該地區以外的人遷入。從

其他地區搬往這12個市町村居住的家

庭可以獲得200萬日元補助金；單身

人士可獲得120萬日元補助金，此外

，如果搬到該地區並在5年內發展創

業，可以獲得最多400萬

日元的補助。日本政府

計劃從明年夏天開始提

供補助金，至於補助金

來源，則準備靈活運用

此前設立的、用於支援

避難居民返鄉的福島再

生加速化交付金。

然而，日本政府的

這壹舉措在社交網絡上

引發熱議，有網友支持

這樣的做法，認為這有助於促進福島

災區的重建與復興。但也有網友表

示，“為什麼不把首相官邸搬去福

島？”“這金額還不足以讓我冒生命

危險”。還有網友表示，“我生在福

島、長在福島，但現在當地工作少、工

資低，孩子想上幼兒園都沒處去，我結

婚後搬到了東京，作為過來人，就算給

我200萬日元我也不會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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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在會上發表重要講話，總結2020年經濟工
作，分析當前經濟形勢，部署2021年經濟工

作。李克強在講話中對明年經濟工作作出具體部
署，並作了總結講話。

會議強調，明年是我國現代化建設進程中具有
特殊重要性的一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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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貫徹新發展理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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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實做好“六穩”工作、全面落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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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優異成績慶祝建黨100周年。

宏觀政策保持連續性穩定性
會議指出，明年宏觀政策要保持連續性、穩定

性、可持續性。會議要求，構建新發展格局明年要
邁好第一步，見到新氣象。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環
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要緊緊扭住供給側結構性改革這條主線，注重需求
側管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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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更加注重以深化改革開放增強發展內生動
力，在一些關鍵點上發力見效，起到牽一髮而動全
身的效果。

會議確定，明年要抓好以下重點任務。
一是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要充分發揮國家

作為重大科技創新組織者的作用，堅持戰略性需求
導向，確定科技創新方向和重點，着力解決制約國
家發展和安全的重大難題。要發揮新型舉國體制優
勢，發揮好重要院所高校國家隊作用，推動科研力
量優化配置和資源共享。要抓緊制定實施基礎研究
十年行動方案，重點布局一批基礎學科研究中心，
支持有條件的地方建設國際和區域科技創新中心。
要發揮企業在科技創新中的主體作用，支持領軍企

業組建創新聯合體，帶動中小企業創新活動。要加
強國際科技交流合作。要加快國內人才培養，使更
多青年優秀人才脫穎而出。要完善激勵機制和科技
評價機制，落實好攻關任務“揭榜掛帥”等機制。
要規範科技倫理，樹立良好學風和作風，引導科研
人員專心致志、扎實進取。

二是增強產業鏈供應鏈自主可控能力。產業鏈
供應鏈安全穩定是構建新發展格局的基礎。要統籌
推進補齊短板和鍛造長板，針對產業薄弱環節，實
施好關鍵核心技術攻關工程，盡快解決一批“卡脖
子”問題，在產業優勢領域精耕細作，搞出更多獨
門絕技。要實施好產業基礎再造工程，打牢基礎零
部件、基礎工藝、關鍵基礎材料等基礎。要加強頂
層設計、應用牽引、整機帶動，強化共性技術供
給，深入實施質量提升行動。

三是堅持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形成強大國
內市場是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重要支撐，必須在合理
引導消費、儲蓄、投資等方面進行有效制度安排。
擴大消費最根本的是促進就業，完善社保，優化收
入分配結構，擴大中等收入群體，扎實推進共同富
裕。要把擴大消費同改善人民生活品質結合起來。
有序取消一些行政性限制消費購買的規定，充分挖
掘縣鄉消費潛力。要完善職業技術教育體系，實現
更加充分更高質量就業。要合理增加公共消費，提
高教育、醫療、養老、育幼等公共服務支出效率。
要增強投資增長後勁，繼續發揮關鍵作用。要發揮
中央預算內投資在外溢性強、社會效益高領域的引
導和撬動作用。激發全社會投資活力。要大力發展
數字經濟，加大新型基礎設施投資力度。要擴大製
造業設備更新和技術改造投資。要實施城市更新行
動，推進城鎮老舊小區改造，建設現代物流體系。
要加強統一規劃和宏觀指導，統籌好產業布局，避
免新興產業重複建設。

四是全面推進改革開放。構建新發展格局，必
須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實行高水平
對外開放，推動改革和開放相互促進。要完善宏觀
經濟治理，加強國際宏觀政策協調。要深入實施國
企改革三年行動，優化民營經濟發展環境，健全現
代企業制度，完善公司治理，激發各類市場主體活
力。要放寬市場准入，促進公平競爭，保護知識產
權，建設統一大市場，營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
化營商環境。要健全金融機構治理，促進資本市場
健康發展，提高上市公司質量，打擊各種逃廢債行
為。要規範發展第三支柱養老保險。要積極考慮加
入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要大力提升
國內監管能力和水平，完善安全審查機制，重視運
用國際通行規則維護國家安全。

五是解決好種子和耕地問題。保障糧食安全，
關鍵在於落實藏糧於地、藏糧於技戰略。要加強種
質資源保護和利用，加強種子庫建設。要尊重科
學、嚴格監管，有序推進生物育種產業化應用。要
開展種源“卡脖子”技術攻關，立志打一場種業翻
身仗。要牢牢守住18億畝耕地紅線，堅決遏制耕地

“非農化”、防止“非糧化”，規範耕地佔補平
衡。要建設國家糧食安全產業帶，加強高標準農田
建設，加強農田水利建設，實施國家黑土地保護工
程。要提高糧食和重要農副產品供給保障能力。要
加強農業面源污染治理。

六是強化反壟斷和防止資本無序擴張。反壟
斷、反不正當競爭，是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
制、推動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國家支持平台企
業創新發展、增強國際競爭力，支持公有制經濟和
非公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同時要依法規範發展，健
全數字規則。要完善平台企業壟斷認定、數據收集
使用管理、消費者權益保護等方面的法律規範。要
加強規制，提升監管能力，堅決反對壟斷和不正當
競爭行為。金融創新必須在審慎監管的前提下進
行。

七是解決好大城市住房突出問題。住房問題關
係民生福祉。要堅持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
的定位，因地制宜、多策並舉，促進房地產市場平
穩健康發展。要高度重視保障性租賃住房建設，加
快完善長租房政策，逐步使租購住房在享受公共服
務上具有同等權利，規範發展長租房市場。土地供
應要向租賃住房建設傾斜，單列租賃住房用地計
劃，探索利用集體建設用地和企事業單位自有閒置
土地建設租賃住房，國有和民營企業都要發揮功能
作用。要降低租賃住房稅費負擔，整頓租賃市場秩
序，規範市場行為，對租金水平進行合理調控。

八是做好碳達峰、碳中和工作。我國二氧化碳
排放力爭2030年前達到峰值，力爭2060年前實現
碳中和。要抓緊制定2030年前碳排放達峰行動方
案，支持有條件的地方率先達峰。要加快調整優化
產業結構、能源結構，推動煤炭消費盡早達峰，大
力發展新能源，加快建設全國用能權、碳排放權交
易市場，完善能源消費雙控制度。要繼續打好污染
防治攻堅戰，實現減污降碳協同效應。要開展大規
模國土綠化行動，提升生態系統碳匯能力。

會議指出，經過幾代人一以貫之、接續奮鬥，

我國即將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這是新生活新奮鬥的
起點，要繼續艱苦奮鬥。要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
果，堅決防止發生規模性返貧現象。要做好同鄉村
振興的有效銜接，幫扶政策保持總體穩定，分類調
整優化，留足政策過渡期。

促進經濟運行保持在合理區間
會議強調，要促進經濟運行保持在合理區間，

繼續做好“六穩”“六保”工作，合理把握宏觀調
控節奏和力度，精準有效實施宏觀政策。要持續激
發市場主體活力，完善減稅降費政策，強化普惠金
融服務，更大力度推進改革創新，讓市場主體特別
是中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戶增加活力。要依靠創新
提升實體經濟發展水平，促進製造業高質量發展。
要充分挖掘國內市場潛力，以改善民生為導向擴大
消費和有效投資，完善支持社會資本參與的機制和
政策，更加注重民生基礎設施補短板，推動新型城
鎮化和區域協調發展。要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抓好
農業生產，推進農村改革和鄉村建設。要深化重點
領域和關鍵環節改革，推進“放管服”改革，不斷
優化營商環境。要加強污染防治，不斷改善生態環
境質量。要做好基本民生保障工作，促進重點群體
多渠道就業，持續改善人民生活。

會議號召，全黨同志要緊密團結在以習近平同
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齊心協力、開拓進取，以
優異成績迎接建黨100周年，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
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不懈
奮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全國
人大常委會有關領導同志，國務委員，最高人民法
院院長，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全國政協有關領
導同志以及中央軍委委員等出席會議。各省、自治
區、直轄市和計劃單列市、新疆生產建設兵團黨政
主要負責同志，中央和國家機關有關部門、有關人
民團體、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機構和企業、中央軍
委機關各部門主要負責同志等參加會議。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
確定明年八大重點任務
習近平李克強作重要講話 確保“十四五”開好局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央

經濟工作會議12月16日至18日在北京舉

行。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

委主席習近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

務院總理李克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栗

戰書、汪洋、王滬寧、趙樂際、韓正出席

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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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6 日
至 18 日，中
央經濟工作會
議 在 北 京 舉
行。習近平發
表重要講話。

新華社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為明年經濟
工作提出八項重點任務，“強化反
壟斷和防止資本無序擴張”進入年
度任務清單。專家表示，中央針對
包括互聯網平台在內資本擴張行為

的一系列監管整頓，旨在引導資本更多投向創新和
製造，制止資本在低附加值端重複建設，進而引導
產業升級和經濟向高質量發展，探索適合新興產
業、數字經濟的監管路徑建規立制。

由螞蟻集團暫停上市開始，及其後一系列針對

互聯網平台的監管新政醞釀出台，中央政治局會議
及經濟工作會議均強調“防止資本無序擴張”，與
產業升級、暢通雙循環等一系列戰略決策緊密相
關。

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教授劉煜輝表示，
當前中央反思互聯網經濟核心在於，互聯網經濟一
開始對提高經濟效率和推進轉型發揮巨大作用，但
後期監管和治理沒有跟上而出現問題，現在已無法
帶動經濟產業升級和提高勞動生產率。

劉煜輝指出，當前互聯網經濟成為低附加值產

業規模化的工具，平台本身不能帶來高附加值的創
新，也就無法成為經濟結構調整的關鍵，反而破壞
原來的市場規則和社會保護機制。

劉煜輝舉例說，互聯網平台在資本市場籌資的
天然超級溢價的優勢，於是先大量燒錢搞低價補
貼，最後形成主宰國民經濟生產、流通、消費、分
配四個環節的平台壟斷力量，憑借渠道壟斷、客戶
數據優勢擠壓上游利潤空間。

中泰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迅雷提出反思：過去
幾年，互聯網平台蓬勃發展。目前的消費構成中，
網購的增長幅度最大。但中國消費增速的回落幅度
大於GDP增速的回落幅度，說明網購模式並沒有促
進消費，只是起到了“瓜分蛋糕”的作用。把消費

的部分流量從網下轉移到網上，網購造成的環境污
染等成本由社會而非企業承擔。

李迅雷表示，防止資本無序擴張，一是要限制存
量經濟下的少數企業通過信息資源的壟斷和濫用去搶佔
別的企業利潤；二是需要建立相關的法律法規對資本擴
張進行約束，如用戶信息的保護和隔離等。

專家表示，未來政策將鼓勵民間資本流向科技
領域，即能創造經濟增量的領域，參與“做大蛋
糕”的活動而非“切分蛋糕”的活動。另外，對於
反壟斷，專家提醒，互聯網經濟與傳統經濟有所不
同，反壟斷和監管重點亦有不同，互聯網經濟更應
在隱私保護、欺詐等環節加強監管，而非單純的規
模管控。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

倡“做大蛋糕”非“切分蛋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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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區政府早前公布，已與兩間疫苗
製造商達成預先採購協議，其中

科興控股生物技術有限公司將供應750
萬劑新冠滅活疫苗，首批100萬劑疫
苗最快下月便到港；上海復星醫藥、
德國BioNTech和美國輝瑞藥廠（Pfiz-
er）也會提供750萬劑信使核糖核酸
（mRNA）疫苗，首批100萬劑疫苗
最快明年首季到港。

由於兩者都對運輸過程的儲存溫
度有嚴格的要求，科興需要保持在攝
氏2度至8度，而輝瑞需保持在攝氏零
下70度，令人關注到香港有否足夠能
力運送。

機管局發言人18日表示，香港國
際機場內有7間公司持有國際航空運
輸協會冷鏈運輸認證（IATA CEIV
Pharma），並設有30部冷凍拖卡，以
及5,000方呎的冷凍庫，冷凍庫最低可
達攝氏負25度，另外有兩個停機坪遮
蓋，用以暫存無法即時發貨的疫苗及
藥品，相信可做到無縫運輸，配合疫
苗保持低溫的運送需求。

30部冷凍拖卡 實時監控溫度
發言人續指，預計一部冷凍拖卡

可以接載15萬至30萬劑疫苗，而冷凍
拖卡內可以預設溫度，由最低攝氏零
下20度至最高20度，拖卡內並設有實
時系統，監察拖卡內的溫度情況，以
保萬無一失。

至於輝瑞疫苗需要保持在攝氏零
下70度，發言人表示，了解到藥廠會
有特別盛載容器存放疫苗，把包裝內
的溫度維持在零下70度。而疫苗放入

容器後，容器外的冷
凍拖卡及儲存庫等溫
度則毋須達攝氏零下70度，而
按當局理解，疫苗到港後，連
同容器存放在一般 2 度至 8
度，甚或12度至25度的倉庫
都足可以應付。

復星日前表示新冠疫苗將放置在
一可控制溫度及具全球定位系統功能
的溫度感應器冷藏運輸裝置，利用乾
冰維持零下70度，而疫苗抵達香港的
中央儲存倉後則儲存於零下70度的雪
櫃內，解凍後由維持在2度至8度的冷
凍貨車運抵接種場所，而疫苗在接種
場所的藥物雪櫃以2度至8度儲存，可
儲存5天。

擬包機運送 一次過100萬劑
參與疫苗運送相關籌備工作的國

泰航空，其貨運服務總經理劉爾修指
出，已與衞生署及機場方面成立小
組，討論疫苗到港的物流安排，國泰
也有和波音公司及空中巴士公司商討
運送疫苗的相應準備。

他介紹，國泰正考慮以包機或以
半包機形式運送疫苗，而每架包機可
以一次過運載100萬劑疫苗，國泰亦
會租用有如“空中雪櫃”的溫控貨物
集裝箱，每箱可裝載約15萬至17萬劑
疫苗，將疫苗保存在2度至8度或15
度至20度以運送抵港。劉爾修透露，
若停機位置靠近貨運場，估計最快可
45分鐘交貨到政府部門手上，而若停
機位置在較遠的地方，則隨時要花上
一至兩個小時。

港府採購的新冠病毒疫苗最快

明年1月抵港，香港機場管理局18

日表示，機場本身已有足夠冷鏈

（冷凍冷藏供應鏈）設備，包括約

有30部冷凍拖卡及5,000平方呎的

貨運站冷凍庫等，可做到無縫運

輸，以配合疫苗運送需求，而現時

已開始與藥廠及相關單位聯絡。有

份參與疫苗運送相關籌備工作的國

泰航空則透露，已做好準備運送疫

苗的工作，正考慮以包機形式或以

半包機形式運送，前者可以一次過

運送約100萬劑疫苗，若停機位置

靠近貨運場，估計最快可以 45分

鐘便交貨到政府部門手上。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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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管局公布疫苗無縫運輸部署 百萬劑運力無難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港府雖然研究在使用未
經註冊新冠疫苗時可免除藥廠責任，但香港食物及衞生局
局長陳肇始指出，如果巿民注射疫苗後出現不良反應，是
涉及藥廠製造疫苗時沒有依照標準或出現污染等問題，仍
將會追究藥廠責任。

政府將就使用新冠疫苗進行緊急立法，而陳肇始接受
now新聞台節目訪問時表示，政府會監察市民接種新冠疫苗
後的反應，假若巿民接種疫苗後出現不良反應，政府會調查
成因，不排除追究藥廠責任：“如果記錄到市民有不良反
應，有些不同的副作用，要審視原因，會同藥廠溝通，如果
是一般反應就正常，如果在調查當中，這些反應是因為藥廠

本身污染，或者疫苗製造過程無依照標準，一定追究佢（藥
廠）。”

她解釋，有些疫苗副作用或在接種後多年才浮現，而
特區政府正參考國際做法，可能免除藥廠這方面責任：
“新冠疫苗短短一年，過往其他疫苗要十年、八年去檢視
副作用，可能不會這麼快浮現出來，是一直要去跟進。有
些其他國際做法，這個方面做一個免責，我們現在要研
究。”

被問到有建議以派錢等形式鼓勵市民接種新冠疫苗，
陳肇始未有正面回應，只表示現階段要令市民建立接種新
冠疫苗的信心，將會推出公眾教育和宣傳。

冷鏈運輸就緒 疫苗45分鐘送抵

陳肇始談疫苗副作用：若涉藥廠違規必究

■■機管局指兩個停機坪遮蓋，用以暫存無法即時發貨
的疫苗及藥品。

■■55,,000000方呎的冷凍庫方呎的冷凍庫，，冷凍庫最低可達攝氏負冷凍庫最低可達攝氏負2525度度。。

■■劉爾修表示劉爾修表示““空中雪櫃空中雪櫃””每箱可裝載約每箱可裝載約1515萬至萬至1717萬劑疫萬劑疫
苗苗，，保存在低溫下運送抵港保存在低溫下運送抵港。。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香港機管局指一個

冷凍拖卡可載15萬至
30萬劑疫苗。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30部冷凍拖卡
◆一個冷凍拖卡可以接載15
萬至30萬劑疫苗，內設實
時系統，監察拖卡內溫度

最快

45分鐘
運抵政府儲存倉包機空運

◆每架包機可
以一次過運載
100萬劑疫苗

2020年12月19日（星期六）4 新聞香
港

■責任編輯：何佩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明年開
始有新冠疫苗給巿民接種，香港運輸及房屋局
局長陳帆18日表示，已和內地政府商討，日
後香港跨境司機在港接種任何一種疫苗，都可
以獲得內地認受，方便日後香港與內地通關後
的跨境交通運輸。

香港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18日就施政
報告舉行政策簡報會，會議以視像形式進行。
旅遊界立法會議員姚思榮會上提到，不少跨境
客運車及商務車司機希望與內地盡快通關，並
關注到跨境司機將來在香港接種疫苗後，內地
是否認可有關疫苗，以及健康碼互認可否同步
進行。

陳帆表示，特區政府明白跨境運輸業界面
對的困難，正與廣東省政府溝通，盡量協調，
以保持跨境運輸運作正常，但跨境司機的病毒

檢測則需要加密至每日一次。至於疫苗方面，
他表示，跨境司機在香港無論接種哪一款疫
苗，內地都會認受，“就疫苗的接種，對方說
只要香港的跨境司機接受了香港接種的疫苗，
無論接種的疫苗是邊一種，他們都會認受。”

經民聯議員盧偉國則關注到香港與內地貨
運駁船的停航問題，因為多間船公司本月初相
繼發出通告，指臨近農曆新年，船員要預留時
間檢疫、回鄉探親，往來香港及內地多個港口
的駁船下月起陸續停航，至2月底才恢復，而
這些駁船每年運載一億噸貨物，60%是建築物
料：“如果物料供應鏈斷裂，建築業就麻煩，
駁船停航點辦？”陳帆回應說，會與內地有關
部門協調：“駁船暫時仍然係正常營運，我哋
同廣東省對口單位溝通過，他們都明白對香港
的影響，希望大家在協調下看如何處理。”

跨境司機港接種疫苗將獲內地認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港府公布的數字
顯示，截至本月15日，各社區檢測中心已為24.5萬
人作病毒檢測，當中有0.19%即477人結果屬初步陽
性，而因應近期再有外傭宿舍出現小型爆發，當局
18日起在社區檢測中心為全港外傭提供一次性的免
費檢測。

政府表示，目前港九新界共有18間社區檢測中

心投入服務，每日為逾萬人提供檢測，而17個流動
採樣站或樣本瓶派發點，亦有10.3萬人曾作檢測，
當中112個結果屬初步陽性，比率為0.11%。

同時，政府18日開始為全港外傭提供一次免費社
區檢測，多個檢測中心18日上午開門前已有不少外傭
排隊等候檢測。有外傭表示僱主要求她做檢測，以確定
有否感染，因為她負責照顧一名新生嬰兒，而她假日會
外出。有僱主更陪同外傭到場檢測。有僱主則表示，在
疫情下，已提醒外傭與朋友聚會要注意衞生。

政府8月底已為轉新約的外傭提供免費檢測，但
香港家庭傭工僱主協會主席容馬珊兒認為，當時部
分外傭擔心檢測結果影響轉新工，參與意慾低，今
次檢測的誘因亦不太大：“（全民）免費測試已有
好多外傭做了檢測，有部分僱主覺得安心，覺得沒
事，又見到佢（外傭）日常生活，無去宿舍或危險
地方，所以都未必會叫她們參加。”

香港外傭可免費檢測一次
■■有外傭到場檢測有外傭到場檢測。。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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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肺炎免費測試與食物銀行食品分發新冠肺炎免費測試與食物銀行食品分發
昨在國際貿易中心昨在國際貿易中心（（ITCITC））前後熱烈舉行前後熱烈舉行

傳染病專家福奇說一月中旬是新冠肺炎疫情非常黑暗的時刻
福奇博士敦促美國人過低調的聖誕節以遏制冠狀病毒的傳播
福奇建議人民出行時要小心盡量減少聚會防止病例繼續上升

從昨天（12 月 19 日 ）上午八時
起至下午四時，由國會議員Al Green,
休士頓食物銀行，德州緊急管理部門
及國際貿易中心（ITC )共同主辦的新
冠肺炎（COVID-19)免費測試及食物
免費分發活動，在陰雨綿綿中在 ITC
大樓前後及美南大樓前熱烈舉行。長
長的車陣，將百利大道連綿數哩，加
上警車出動維持秩序，使這項俾益社
區的活動獲得熱烈迴響。共有數百輛
車陣人次在車內接受口水匯集檢測，
檢測結果將於二天後通知。

【【休士頓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秦鴻鈞報導】】美國傳染病專家美國傳染病專家、、國家過敏症和傳國家過敏症和傳
染病研究所所長福奇染病研究所所長福奇（（Anthony FauciAnthony Fauci））說說，，按照當前新冠肺炎按照當前新冠肺炎
疫情在美國的發展趨勢疫情在美國的發展趨勢，，一月中旬可能是一月中旬可能是““非常黑暗的時刻非常黑暗的時刻”。”。
福奇說福奇說，，再過一周左右再過一周左右，，人們就會看到旅行人們就會看到旅行、、聚會導致的病例飆聚會導致的病例飆
升升。。隨著聖誕節和猶太教光明節的臨近隨著聖誕節和猶太教光明節的臨近，，又會發生大量旅行和聚又會發生大量旅行和聚
會會，，這將帶來新一波傳染這將帶來新一波傳染。。他表示他表示，，由於兩個傳染由於兩個傳染““高峰高峰””疊加疊加
，，因此一月中旬情況恐怕會極為惡劣因此一月中旬情況恐怕會極為惡劣。。為此原因為此原因，，全國最大的傳全國最大的傳
染病專家福奇博士再次敦促美國人過低調的聖誕節染病專家福奇博士再次敦促美國人過低調的聖誕節，，以遏制冠狀以遏制冠狀
病毒的傳播病毒的傳播。。他強烈建議受災的受害病例在飆升之前他強烈建議受災的受害病例在飆升之前，，要美國人要美國人
民出行時要小心民出行時要小心，，並應盡量減少聚會並應盡量減少聚會，，以防止受感染的病例繼續以防止受感染的病例繼續
上升上升。。

““我要和我的妻子在一起我要和我的妻子在一起，”，” 福奇告訴福奇告訴《《華盛頓郵報華盛頓郵報》。》。
““聖誕節假期對我們來說是一個特殊的假期聖誕節假期對我們來說是一個特殊的假期，，因為平安夜是我的因為平安夜是我的
生日生日。。福奇於福奇於1212月月2424日年滿日年滿8080歲歲。。他有三個成年女兒他有三個成年女兒，，在假期在假期
期間期間，，他們不會回家他們不會回家，，沒人會拜訪他或他的妻子格雷迪沒人會拜訪他或他的妻子格雷迪。。 那種那種
孤獨的感覺太痛苦了孤獨的感覺太痛苦了 我們不喜歡那樣我們不喜歡那樣。。 但這只是我們在這個前但這只是我們在這個前
所未有的挑戰性時期中必須接受的一件事所未有的挑戰性時期中必須接受的一件事。”。”

福奇繼續說福奇繼續說，，由於由於COVID-COVID-1919每天的新感染每天的新感染，，住院和死亡人住院和死亡人
數繼續激增數繼續激增，，美國目前面臨著美國目前面臨著““大問題大問題”。”。 大流行現在已經在大流行現在已經在
全國殺死全國殺死300300,,000000多人多人。。 週三有週三有244244,,365365例新病例報告例新病例報告，，有有33,,
607607例死亡例死亡。。 福奇上週透露福奇上週透露，，他女兒的男友他女兒的男友3232歲的哥哥在感染歲的哥哥在感染
COVID-COVID-1919後是如何死亡的後是如何死亡的。。 他鼓勵人們盡可能多地呆在家裡他鼓勵人們盡可能多地呆在家裡
，，盡可能讓同一個家庭的成員保持互動盡可能讓同一個家庭的成員保持互動。。 他補充說他補充說：：今年聖誕今年聖誕
節不能像往常一樣營業節不能像往常一樣營業，，因為我們已經處在非常困難的境地因為我們已經處在非常困難的境地，，如如
果不採取任何行動果不採取任何行動，，我們將把情況變得更糟我們將把情況變得更糟。。

全美頂尖傳染病專家福西反復警告全美頂尖傳染病專家福西反復警告，，由於人們無視感恩節聚由於人們無視感恩節聚
會的防疫指南會的防疫指南，，節後疫情一浪接一浪節後疫情一浪接一浪，，預期疫情在聖誕節前不會預期疫情在聖誕節前不會

突然回落突然回落。。他現在敦促人們結束旅行回他現在敦促人們結束旅行回
家後要小心防疫家後要小心防疫，，嚴格遵守防疫隔離措嚴格遵守防疫隔離措
施施。。最近幾天最近幾天，，美國東北部遭受大雪襲美國東北部遭受大雪襲
擊擊，，環境溫度急劇下降環境溫度急劇下降。。 一場大風暴一場大風暴
在東北部內陸卸載一英尺厚的積雪在東北部內陸卸載一英尺厚的積雪，，而而
降雨降雨，，降雪和寒冷的混合氣候導致周日降雪和寒冷的混合氣候導致周日
至週一從南阿巴拉契亞山脈到新英格蘭至週一從南阿巴拉契亞山脈到新英格蘭
南部海岸的旅行延誤南部海岸的旅行延誤。。 寒冷的風暴影寒冷的風暴影
響到美國東北部大約響到美國東北部大約95009500萬人萬人。。 預計預計
會有大量旅行延誤會有大量旅行延誤，，包括一些航班取消包括一些航班取消
。。 一些原定於週一開放的學校可能會一些原定於週一開放的學校可能會
延遲或關閉延遲或關閉。。 在周日早晨和下午初在周日早晨和下午初，，
降雪和寒冷的天氣會使阿巴拉契亞中部降雪和寒冷的天氣會使阿巴拉契亞中部
地區蔓延地區蔓延。。惡劣的天氣不僅影響人們的惡劣的天氣不僅影響人們的
出行計劃出行計劃，，還可能導致更多的疾病還可能導致更多的疾病。。
惡劣的天氣和不可避免的畜群聚集可能惡劣的天氣和不可避免的畜群聚集可能
在接下來的幾週或一個月內造成嚴重的在接下來的幾週或一個月內造成嚴重的
感染病例感染病例。。

另一位專家另一位專家、、白宮新冠疫情工作組白宮新冠疫情工作組
成員伯克斯成員伯克斯（（Deborah BirxDeborah Birx））也在當天也在當天
強調節後防疫的重要性強調節後防疫的重要性。。她提醒在節日她提醒在節日
期間參加聚會的年輕人期間參加聚會的年輕人，，要在要在55至至1010
日後接受檢測日後接受檢測，，而且要假定自己已經感染而且要假定自己已經感染，，不要接近不要接近6565歲或以歲或以
上的親人及那些沒有戴口罩的人上的親人及那些沒有戴口罩的人。。伯克斯承認伯克斯承認，，全美各地的防疫全美各地的防疫
措施及限制有所不同措施及限制有所不同，，但她呼籲民眾要注意保障自身的健康但她呼籲民眾要注意保障自身的健康，，聽聽
從專家的建議從專家的建議。。她指出她指出，， 「「對於每一個美國人對於每一個美國人，，這是一個保護你這是一個保護你
自己及你的家人的時刻自己及你的家人的時刻，，所以所以，，如果你的州長或市長沒有宣布那如果你的州長或市長沒有宣布那

些我們知道是防疫至關重要的措施些我們知道是防疫至關重要的措施，，如戴口罩如戴口罩、、保持社交距離保持社交距離、、
避開酒吧及室內人群避開酒吧及室內人群，，你需要自己執行那些限制你需要自己執行那些限制。。不要去那些地不要去那些地
方方，，你現在需要保護你的家人你現在需要保護你的家人。。」」

「「危機與轉機危機與轉機--工作與信仰大會工作與信仰大會
【【本報訊本報訊】】國際基國際基

督徒華商協會督徒華商協會20212021年會年會
華商協會將於華商協會將於20212021

年元月年元月 11至至 22日隆重召日隆重召
開視頻年會開視頻年會。。這項主題這項主題
為為 「「危機與轉機危機與轉機」」 的工的工
作與信仰大會特別邀請作與信仰大會特別邀請
到國際知名作家及講員到國際知名作家及講員
孔毅老師孔毅老師、、孔雷漢卿長孔雷漢卿長
老老、、基督教論壇報鄭忠基督教論壇報鄭忠
信社長信社長、、林永健牧師林永健牧師、、
黃恩牧師黃恩牧師、、劉彼得牧師劉彼得牧師
、、房地產專家惲濤弟兄房地產專家惲濤弟兄
、、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埃克森美孚石油公司

高管黃曉軍博士高管黃曉軍博士,, 及休士及休士
頓教牧座談會頓教牧座談會,, 與領袖座與領袖座
談會談會。。

請參看宣傳海報及請參看宣傳海報及
視頻視頻 -http://www.iccba.-http://www.iccba.
net/net/20212021/material//material/

華商協會鑑於人生華商協會鑑於人生
三分之一時間均用在職三分之一時間均用在職
商場或家務工作商場或家務工作;;除了維除了維
持生計持生計,,應體會到工作是應體會到工作是
神的呼召與祝福神的呼召與祝福;;也是我也是我
們以誠信卓越才能貢獻們以誠信卓越才能貢獻
社會的機會社會的機會;;更是我們發更是我們發
揮光鹽效用揮光鹽效用,, 為主作見證為主作見證

以榮神益人以榮神益人,,領人歸主的領人歸主的
使命使命!!

再次誠摰邀請再次誠摰邀請,,歡迎歡迎
您參加您參加,,代邀親朋好友參代邀親朋好友參
加華商加華商 20212021 年會年會,,特別特別
是目前身陷職商場危機是目前身陷職商場危機
的朋友的朋友;; 欲知大會內容詳欲知大會內容詳
情情,,請您點擊網址請您點擊網址- http:- http:
////20212021.iccba.net;.iccba.net; 由於名由於名
額有限額有限,,請您及早網上報請您及早網上報
名登記名登記;;

請勿錯失良機請勿錯失良機,,上網上網
報名可確保您以後隨時報名可確保您以後隨時
上網瀏覽觀看的機會上網瀏覽觀看的機會!!

美國傳染病專家美國傳染病專家、、國家過敏症和傳染病研究所所長福奇國家過敏症和傳染病研究所所長福奇（（Anthony FauciAnthony Fauci））說說，，按按
照當前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國的發展趨勢照當前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國的發展趨勢，，一月中旬可能是一月中旬可能是““非常黑暗的時刻非常黑暗的時刻””

圖文圖文：：秦鴻鈞秦鴻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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