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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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1月5日 星期二
Tuesday, January 5, 2020

應對應對66日抗議活動日抗議活動 華府嚴陣以待華府嚴陣以待
（（路透社路透社）） （綜合報道）據美國媒體當地時間1

月4日的報導，華盛頓特區市長穆麗爾·
鮑澤要求國民警衛隊出動，以應對1月6
日特朗普支持者們的抗議活動可能帶來
的衝突。據美國媒體報導，6日將有成千
上萬的特朗普支持者抵達華盛頓特區，
抗議總統大選結果，而這也是為了響應
國會部分共和黨議員對選舉人團投票結
果提出的挑戰。

據了解，目前已經有三個團體向國
家公園管理局（NPS）提交了申請，以
便在5日和6日進行支持特朗普的抗議遊
行。國家公園管理局已經批准了“女性
支持美國優先”團體的申請。而“驕傲
男孩”和其他右翼武裝組織的成員也承
諾在6日進行抗議示威活動。特朗普在社
交媒體上表示，他計劃至少親自參加一
場示威活動。在12月中旬的示威活動中

，特朗普的支持者和反對者曾發生衝突
，造成4人受傷。這也引發了官員們對本
週暴力衝突的擔憂。

華盛頓特區市長穆麗爾·鮑澤4日發
布聲明，要求居民避開抗議活動，避免
在5日和6日進入市中心，與前來“尋求
對抗的示威者”接觸。鮑澤辦公室同時
發出通知警告，特區的法律禁止在國會
大廈，國家公園轄區，以及遊行人群的
1000英尺範圍內持武器。而據美國國防
部官員稱，市長穆麗爾·鮑澤已要求從1
月5日至7日在街上安排國民警衛隊，以
協助監督抗議活動。這位官員說，華盛
頓特區國民警衛隊將從事交通管制工作
並在其他方面進行協助。華盛頓特區警
衛隊將提供專門的團隊，隨時準備應對
生化襲擊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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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盛頓郵報》週日下午揭露了川普
總統的一段電話録音， 他要求共和黨籍的
喬治亞州國務卿䒹福斯彬格“找出”一萬
一千七百八十票，推翻總統大選中獲勝的
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 在週六長達一小
時的録音中， 他多次指責共和黨同僚不支
持他在喬治亞州勝利的大選結果， 他要州
務卿為他在週二前“做票“來扭轉整個大
選之結果， 但是遭到國務卿的拒絕。

這個天大的消息週日震撼了全世界 ，
曾經在尼克森總統水門案中被叛刑的約翰
汀表示， 這比水門案
嚴重太多了， 我們現
任在白宮的總統公然
要州國務卿違反憲法
做票， 川普之行動已
經構成立即被彈劾的
條件。

參議院民主黨少
數黨領袖舒默稍候發
表聲明 ，他要求德州
參議員應該立即對川
普非法之行為進行調
查。

我們要非常遺憾
的指出，美國總統大

選已經嚴重造成國內外政治之大動盪， 由
于川普對大選不願承認敗選， 發動五十次
之法律訴訟， 但都被法院否定， 他要在
元月六日大選选舉人票公佈之前 以令人髪
指之違法行為要共和黨同僚公開做票 ，這
難道不是共和黨人之耻嗎？

我們更要非常痛心的指出，政治權力
令人腐化和惡心 ，那些不恥之徒， 對於
每天因新冠病毒而失去生命的二至三千同
胞 ，毫無同情之心， 權欲熏心， 真是我
們民主史上黑暗的一頁。

The Washington Post obtained a stunning
one-hour phone call Saturday. It was reported
that in the conversation President Trump
pushed Georgia Secretary of State Brad
Raffensperger to find votes to overturn the
election results after his loss to Presi-
dent-elect Joe Biden.

In the recorded conversation Trump lambast-
ed his fellow Republican for refusing to say he
was the one who won the election in Georgia.
Trump said, “The people of Georgia are an-
gry, the people in the country are angry and
there’ s nothing wrong with saying that you
know that you’ re recalculating.” But
Raffensperger responded that, “Mr. Presi-
dent, the challenge that you have is that the
data you have is wrong.” Trump later said,
“So look, all I want to do is this: I just want
you to find 11,780 votes which is one more
than we have because we won the state. You
should want to have an accurate election and

you are a Republican.”

The post also reported that Presi-
dent Trump’ s lawyer, Cleta
Mitchell, and other Republican al-
lies of the president were also on
the call.

Sunday evening all ten living for-
mer U.S. Secretaries of Defense
declared in a forceful letter that
the U.S. presidential election is
over, as President Trump contin-
ues to deny his election loss to
Joe Biden. The letter stated that,
“Our elections have occurred, re-
counts and audits have been con-
ducted, appropriate challenges

have been addressed by the court and the
Electoral College has voted. The time for
questioning the results has passed. The time
for the formal counting of the Electoral College
votes as prescribed in the Constitution and
statute has arrived.”

We feel very sorry that there are still almost
three thousand of our countrymen losing their
lives every day because of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Is it that the politicians do not care,
or they just don’t see it?

This is really unbelievable that the political
fighting is still going on in Washington. All of
us as ordinary people just want to have peace
and prosperity for our nation.

These are the darkest days of our democratic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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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1//0404//20212021

The Darkest Page InThe Darkest Page In
Our Democratic HistoryOur Democratic History

美國民主政治黑暗的一頁美國民主政治黑暗的一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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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時局

就在一月六日國會即將舉行確認拜登當選
總統,前夕,共和黨一些政客動作連連,配合了川
普總統毀壞美國憲政體制的拙劣行為,誠為不智
不仁不義，他們的政治計謀一定不會得逞的!

由德州的聯邦參議員柯魯玆召集的十一位
同黨議員表示將在國會認證當天拒絕承認川普
敗選,他們將要求國會對“有爭議州”的選舉結
果進行10天緊急審核。

柯魯玆之流的行徑卑鄙拙劣令人唾棄, 明明
各州早已確認選舉無誤，而且川普對所有他落
敗的搖擺州要求重新計票也全都徹底做過了, 都
未能改變結果，他提出的六十多場訴訟官司全
因無證指控而遭駁回敗陣, 而那些主持選務的主
管幾為共和黨籍州務卿，審判法官也多為川普
任內所任命,難道他們會故意陷川普於不義?所謂
的“有爭議”根本就是一派胡言, 柯魯玆這批政
客只是想討好盲目的川普鐵粉未來的選票罷了
，他們的私欲搗亂了美國憲政, 選民不該再把票
投給他們!

當然他們一再強調選舉舞弊, 似乎也在為喬

治亞州兩位參加參議員決選的共和黨同志背書
助選,因為這兩人有志一同皆認為大選舞弊,聲言
要為川普爭回公道，好，就讓喬州選民用選票
來決定他們的政治前途吧！

就在這些居心叵測的政客大放厥詞之際,又
傳出川普打電話給喬州州務卿拉芬斯珀格以要
求他去找出11780張票以足夠讓他推翻該州的選
舉結果。川普工於心計, 知道會被錄音, 所以在
近1小時交談中,話中藏劍,明明是耍脅州務卿去
做非法的事，卻故意說成”喬州人民很憤怒，
這個國家人民也很憤怒，你重新算一下，沒什
麼不對, 如果你不做,可能違法” 。

川普現在像瘋了般不放過任何一個扭轉劣
勢的機會, 他顯然已把爭奪自己的權位視為一場
場戰爭，只是那將是對國家整體利益的戰爭，
也是對民主尊嚴的戰爭以及對美國人民信認的
戰爭,川普一旦得逞，將導致國家秩序倒塌,政治
規範崩潰以及人民信仰破滅, 且讓我們拭目以待
之!

【李著華觀點 : 知 其 不 可 而 妄 為 之 , 政 客 也 !
憲 政 體 制 怎 堪 再 三 摧 殘 】

駐日、韓美軍基地開始新冠疫苗接種

日韓籍雇員除外

綜合報導 截至29日，已有多個駐日和

駐韓美軍基地開始新冠疫苗接種工作。不

過，這些基地內的日、韓籍工作人員並不

在接種對象範圍內。

據報道，相關人士透露，目前已開

始新冠疫苗接種工作的駐日美軍機構有

三澤基地(青森縣)、橫田基地(東京都)

、橫須賀基地(神奈川縣)、座間營(神奈

川縣)、嘉手納基地(沖繩縣)和瑞慶覽營

(沖繩縣)。

報道稱，目前，駐日美軍共獲得了約

8000劑疫苗，均為美國莫德納公司生產的

新冠疫苗。基地內的美國人將陸續接種，

其中，醫療工作者將會優先接種。

報道同時指出，所有基地內的日本籍

工作人員不在接種對象範圍內。

另據韓媒報道，29日，駐韓美軍司令

部發布新聞稿稱，位於韓國京畿道烏山、

平澤和全羅北道群山美軍基地的醫務、後

勤等人員，當天已開始接種“莫德納”新

冠疫苗。

報道稱，駐韓美軍司令羅伯特· 艾布拉

姆斯也在平澤基地的漢弗萊營內，接種了

疫苗。

不過，與駐日美軍壹樣，駐韓美軍基

地內的接種對象也僅限於美國籍人員，韓

國籍工作人員不在接種範圍內。

李
在
镕
親
信
幹
政
案
重
審
今
最
終
審
理

加
刑
在
所
難
免
？

綜合報導 韓國首爾高等法院刑庭30日將

開庭，最後壹次重審三星電子副會長李在镕

的親信幹政案。審理按照檢方求刑、辯護律

師最終辯論、李在镕最終陳述的順序進行。

檢方將如何求刑，備受關註。

報道指出，最終公審到宣判壹般會有1個

月左右的時間，是否逮捕李在镕的決定，預

計將於2021年初出爐。

據此前報道，李在镕此前卷入韓國前

總統樸槿惠的“親信幹政”醜聞，涉嫌為

繼承三星獲取便利，向樸槿惠“閨蜜”崔

順實控制的財團捐贈並行賄，於2017年2月

被起訴。2019年，韓國最高法院將該案件發

回重審。

據了解，李在镕在壹審中被判有期徒刑5

年，二審中被判處有期徒刑2年6個月，緩期

4年執行，並被釋放。

2020 年 10 月，首爾高等法院啟動對該

案的重審。獨立檢察組在上壹次庭審中指

出，即使三星的守法監視委員會對量刑的

控辯得到認可，對李在镕的判決也不可少

於 5年有期徒刑。而李在镕方面則請求法

庭在量刑過程中反映守法監視委員會的效

力。

韓媒此前報道稱，韓國最高法院認定李

在镕的行賄額增加至50億韓元(約合人民幣

2951萬元)以上，加刑在所難免。

感染者活動頻繁、新增不斷，變異新冠病毒攻破日韓大門
綜合報導 全球抗擊新冠疫情遇到新

問題——變異病毒成新隱患。韓國28日

首次報告3例感染變異新冠病毒的確診

患者後，30日又新增2例，這5人感染的

均為最早源自英國的變異病毒。在已經

確診的患者中，有人曾多次去過醫院、

美容院等公共場所。為此，韓媒擔憂

“變異病毒會擴散至韓國社區”。

據報道，當天新增的2例感染變異

新冠病毒的確診患者中，壹人為80多歲

的男性，13日，他與兩名家人壹同從英

國入境、26日上午突發心臟驟停被緊急

送醫後死亡，目前已確定的密切接觸者

共計11人。該病例在死後檢測中，被確

診感染新冠病毒，並在隨後進行的全基

因組測序分析中查出感染的是變異毒株

。事後，與他壹同從英國入境的兩名家

人以及早在11月初從英國入境的配偶均

被確診，但這3人感染的是否同樣為變

異病毒，目前仍在檢測分析中。

報道稱，京畿道高陽市近日對外公

布了這壹家四口人入境以來的出行軌跡。

其中，死亡確診病例在居家隔離期內因突

發心臟驟停而被緊急送醫，在此過程中

3名出手幫助的鄰居以及緊急出動的4名

救護員(均穿上防護服)被列為密切接觸

者。經檢測，這7人核酸檢測均呈陰性

，目前已采取居家隔離措施。問題是，

事後被確診的3名家人中，有壹人由於

是11月初入境、早已解除隔離，該病例

在本月23日和26日去過醫院、美容院等

公共場所，並與4人有過密切接觸。如

果此人最終也確定為變異病毒感染病例

，不排除變異病毒將擴散至韓國社區。

《東亞日報》稱，當天發現的另壹

個變異病毒感染病例為20多歲女性，該

病例從英國出發、經由阿聯酋入境，她

在入境檢測時被確診並送至隔離中心。

目前，韓國尚未有感染源於南非的變異

新冠病毒的報告。

另據韓國中央防疫對策本部通報，

截至當天零時，韓國新增新冠確診病例

1050例。其中，本土確診1025例，境外

輸入25例。News1新聞網30日稱，發生

大規模疫情傳染的首爾東部拘留所累計

已出現792例確診病例，成為韓國新冠

疫情暴發以來確診病例最多的設施單元

。為了降低收容密度，東部拘留所目前

陸續將非確診在押人員轉移至其他拘留

所，並計劃以免疫力弱或表現良好的在

押人員為主，擴大假釋適用範圍。報道

稱，此前在東部拘留所內服刑的前總統

李明博，在疫情發生後，於上周被送至

首爾大學醫院治療痼疾。他本預計於月

底前結束治療、回到拘留所，但考慮到

拘留所暴發集體傳染，他或將延長在醫

院治療時間。

日本情況似乎更糟，因為最早來自

英國和南非的變異新冠病毒都出現了，

共計15例。為“堵住”變異新冠病毒入

境，日本機場從30日起進壹步加強檢疫

措施。據日本放送協會報道，對於從發

現變異新冠病毒的國家和地區回國的日

本人，要求其提供出發前72小時之內取

得的核酸檢測陰性證明書，並在日本再

次接受核酸檢測。

據悉，東京30日新增新冠肺炎確診患

者944人，只比上周六的最高紀錄少5起

。據報道，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當日在

記者會上稱，跨年之際將是能否控制住病

毒傳染範圍擴大的“分水嶺”，如果疫情

不能得到控制，恐怕要向國家申請再次發

布緊急事態宣言。她呼籲民眾盡可能減少

不必要的外出和回鄉探親，稱每個人的行

動都將影響疫情動向。 31日是

日本的“除夕夜”，往年大量

日本民眾會聚集在東京澀谷的

巨型交叉路口“倒數迎新年”

，連夜趕赴明治神宮參拜，各

大交通機構也實施 24 小時

“通宵運營”。然而，今年的

情況則大不相同，各種慶祝活

動被壹壹叫停，日本政府建議

民眾“宅家跨年”。

為防止變異新冠病毒進壹步擴散，

除日本公民和部分符合條件的外國人之

外，日本政府於12月28日至2021年1月

底暫停批準外國人入境。據共同社報道

，日本政府日前通知日本奧委會，稱來

自受變異新冠病毒影響較大的國家和地

區的運動員，將無法在2021年1月底之

前正常入境。日本放送協會統計數據顯

示，截至30日21時，日本當日新增新冠

肺炎確診患者3841人，確診患者人數累

計為23.1935萬人，其中3455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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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展開新冠疫苗接種
總理：這是復蘇的轉折點

綜合報導 意大利多個地區開始分別啟動新冠疫苗接種活動。意大

利總理孔特表示，27日是歐盟疫苗接種日，也是意大利實現復蘇的重要

轉折點。

報道稱，意大利羅馬斯帕蘭紮尼醫院舉行了該國第壹劑新冠疫苗接

種儀式。該院29歲的護士克勞迪婭率先接種了疫苗。

她表示，自己目睹了疫情給民眾帶來的痛苦和災難，以及為社會經

濟發展所造成的重創。但疫苗只是戰勝疫情的壹種醫療手段，未來仍有

壹段艱辛的路要走。

意大利衛生部長表示，27日舉行的疫苗接種儀式更具象征意義，對

下壹步遏制疫情傳播會產生明顯的積極影響。但疫苗接種不會馬上形成

免疫力，接種者註射首劑疫苗後，仍需在規定的時間內註射第二劑疫苗

，至少需要7至10天才會產生免疫抗體。

意大利總理孔特表示，27日是歐盟疫苗接種日，也是意大利實現復

蘇的重要轉折點。意大利的疫苗接種將從衛生工作者、老年人和最脆弱

的健康群體開始，然後擴大到整個社會的健康群體，最終獲得群體免疫

力戰勝疫情，進而推進意大利實現全面經濟復蘇，並恢復正常的生產生

活秩序。

另據報道，繼英國出現傳染性極強的變異新冠病毒後，歐洲多國相

繼通報發現變異新冠病毒確診病例。針對變異毒株在意大利傳播問題，

意大利科學技術委員會協調員米奧佐表示，變異病毒或為意大利疫情帶

來壹定影響，但目前絕不能成為某些地區疫情出現反彈的說辭。

他表示，意大利境內發現的變異病毒確診病例還很少，控制疫情的

關鍵在於遵守防疫規則，嚴格限制聚集性活動。

德國外長：德國政府不會改變對
“北溪-2”項目的立場

綜合報導 針對美國新政府上臺後，德國政府會否應美方要求改變

此前在“北溪-2”項目上的立場、叫停該項目，德國外交部長馬斯28日

表示，德國聯邦政府將不會改變對於這壹項目的立場。

德國外交部當天在其官網刊登了馬斯就跨大西洋關系接受德新社采

訪的答問全文。馬斯在采訪中作出上述表示。

“北溪-2”(Nord Stream2)全稱為北溪天然氣管道二線。這條海底管

道連接俄羅斯維堡和德國格賴夫斯瓦爾德，將俄天然氣輸送至歐洲，對

德國能源供應有著重要意義。2019年12月，美國總統特朗普批準對俄羅

斯向德國輸氣的“北溪-2”項目實施制裁。德國聯邦政府發言人當時回

應稱，德國政府拒絕接受此類“域外制裁”，此制裁影響到德國和歐盟

企業，構成了對德方和歐方內政的幹涉。

今年8月，三名美國參議員向為“北溪-2”項目建設提供支持的德

國港口小城穆克蘭發信威脅稱，若不停止為該項目服務，則將制裁包括

穆克蘭市長在內所有與港口有關的人員。

馬斯表示，在美國新政府上臺後，德國和美國之間仍將在壹些議題

上有不同看法，且可能將繼續保持這種不同。他表示，如果認為“我們

未來只能做華盛頓想讓我們做的”，那歐洲的主權就無從談起。

馬斯表示，重要的是未來德美雙方在核心戰略和地緣政治問題上要

擁有共同的路線，要站在賽場的同壹邊。“但德國聯邦政府將不會改變

它對於‘北溪-2’項目的立場”。

希臘壹醫護人員接種輝瑞疫苗後
出現過敏反應

綜合報導 希臘國家公共衛生組織

(EODY)宣布，過去 24 小時，希臘新增

1047例新冠確診病例，累計確診136976

例；新增死亡58例，累計死亡4730例。

12月28日，希臘壹名32歲的醫護人

員在壹家醫院接種了輝瑞新冠疫苗後，出

現了過敏反應。該醫護人員在接受治療後

情況穩定。這也是希臘首個接種疫苗出現

不良反應的病例。

該醫院感染委員會主席普爾納拉斯

說：“接種疫苗出現過敏反應屬於正常

現象，人們不必過度擔心。”

隨著疫苗接種工作逐步展開，第二批

疫苗已於29日早晨由專機運抵希臘。這

批最新抵達的疫苗將被分別存放在希臘境

內5個特別建立的倉庫中，並從那裏向分

布在全國境內的疫苗接種中心進行分發。

希臘數字治理部副部長Grigoris Zari-

fopoulos進壹步明確稱，公民疫苗接種的

時間和地點將取決於住址和年齡兩項重要

標準。新冠病毒易感群體，如心臟病患者

、接受過器官移植的病人、慢性阻塞性肺

病患者等，將優先接種新冠疫苗。

此前已預約成功疫苗接種的公民，

將收到接種點發送的短信告知接種的

時間和具體地點。此外，公民也可以

通過相關網站或附近的藥房進行疫苗

接種的預約和查詢。對於那些患有嚴

重基礎病癥但未被納入接種群體的公

民，可憑醫生診斷證明，申請成為疫

苗的優先接種對象。

已經完成預約的公民應當隨時留意自

己的訂單狀態，及時確認時間和地點的可

行性，或申請對隨機安排的時間和地點進

行更改。此外，每壹位接種過疫苗的公民

將獲得壹份相關證明，證實自己已接種疫

苗。

除了接種疫苗外，加強病毒檢測的力

度對於抗疫最終取得成功也有著關鍵作

用。希臘總理米佐塔基斯29日呼籲民眾

積極參加隨即檢測。他說：“快速檢測

允許我們能夠很好地監控無癥狀人員的

新冠病毒陽性率。想要遏制疫情並迅速

制定相關應對措施，及時掌握這些信息極

為重要。”

由於近期出現了病例激增的現象，希

臘政府決定將位於維奧蒂亞州的泰斯庇斯

地區(Thespies)的封鎖時間延長至2020年

12月31日。在此期間，該地居民除健康

原因外禁止外出，並暫停當地所有的宗教

活動，商店也將關閉。

對於即將到來的元旦假期，希臘政

府發言人佩薩斯說，新年假期仍將采

取和聖誕節期間相同的限制措施。從

晚上 22 點到次日早上 5 點的宵禁將繼

續，聚會時僅允許來自兩個家庭的最

多9人參加等。

英國政客請求
不要再將變異病毒稱為“源自英國”

綜合報導 自12月14日，英國首次

宣布該國出現變異新冠病毒以來，包括

丹麥、澳大利亞、意大利、法國、西班

牙、德國、日本等多國相繼報告，其國

內出現變異新冠病毒病例，與英國變異

病毒基因序列壹致。

相關各國在通報疫情時也會強調

“英國變異病毒”，這讓壹名曾經借新

冠病毒抹黑中國的英國右翼政客坐不住

了。

英國右翼政黨獨立黨成員、曾擔任

歐洲議會議員的羅傑· 赫爾默在12月28

日的壹條推特中請求外界不要再將變異

新冠病毒稱為“起源於英國”，而只是

“在英國發現”。

赫爾默稱，這個病毒只是最先在英國

被發現的，與源自英國是“兩碼事”。

但不少網民發現，這個如今忙著給英

國撇清與病毒關系的白人政客，數月前曾

極為“雙標”地將在中國武漢最先暴發的

新冠病毒，稱作了“中國病毒”。

大量網民在評論中指責赫爾默演繹

“非常標準的雙重標準”。

截至目前，英國發現的變異新冠病毒

已在多國出現。

令人擔憂的是，變異新冠病毒在日本

出現了“人傳人”現象，且感染者的國內

活動軌跡，不再限於機場和指定隔離場所

（酒店），已經進入了東京都內。

日媒報道稱，12月26日，日本壹位

曾前往英國的男性飛行員及其家人也被

查出感染類似英國發現的變異病毒。確

診男性飛行員的家人未曾前往英國，因

此日本厚生勞動省認為男子將變異新冠

病毒傳染給家人。

據消息，多家德國媒體28日報道，

英國發現的變異新冠病毒早在11月已在

德國出現。

德媒援引德國下薩克森州衛生部門

的消息報道，英國報告發現變異新冠病

毒後，德國漢諾威醫學院的研究人員對

先前采集的新冠患者樣本進行了更詳細

的檢測，結果在今年11月從壹對夫婦身

上采集的樣本中，發現了英國報告的變

異新冠病毒“VUI-202012/01”。這壹檢

測結果隨後得到了柏林沙裏泰大學醫院

實驗室的確認。

據下薩克森州衛生部門介紹，這對

夫婦的女兒11月中旬曾在英國逗留，她

可能在逗留期間感染了變異新冠病毒。

如今這對夫婦中的丈夫已經過世，妻子

和女兒康復。

另報道，印度當天首次通報了6例

變異新冠病毒感染者，這些患者近日均

從英國返回。

印度衛生部當天公布，他們在印度

班加羅爾、海得拉巴、浦那的實驗室樣

本中，檢測到了在英國出現的變異新冠

病毒。

印度衛生部表示，從11月25日至12

月23日（印度航班禁令生效前），約有

3.3萬名從英國返回的乘客已從印度各地

機場下機。對這些乘客的檢測追蹤當中

，該部發現114例新冠病毒陽性病例。

上述消息也意味著，變異新冠病毒

可能在11月25日至12月23日期間就已

經傳播至印度。

當地時間12月14日，世衛組織舉行

新冠肺炎例行發布會，針對英國發現的

變異新冠病毒，世衛組織衛生緊急項目

負責人邁克爾· 瑞安表示，病毒會隨時間

改變，已有多種變異出現，關鍵在於其

是否會影響公共衛生。目前這種變異病

毒正在英國逐漸流行，需要與國際實驗

室合作觀察這種變異病毒是否在全球範

圍內流行。

疫情當前，人類共同的敵人是病毒

。沒有誰把變異病毒扣在英國頭上，赫

爾默在請求外界不要這樣做的同時，應

該首先反思檢討壹下自己的“雙標”。

巴西政府結束緊急救助金計劃
新援助方案尚未出臺

綜合報導 巴西政府宣布

結束今年在全國實施的緊急救

助金計劃。當日，巴西聯邦儲

蓄銀行向320萬人支付了最後

壹個月的救助金，金額總計12

億巴西雷亞爾（約合14億元人

民幣）。據巴西經濟部透露，

目前沒有在2021年延長該救助

金支付的計劃。

據悉，在完成此次救助金

支付後，巴西政府的這筆額外

公共支出還留有289億雷亞爾

（約合347億元人民幣）的余

額。據巴西參議院下屬的獨立

財政機構預測，這筆救助金余

款將足夠延長至2021年繼續使

用。例如，以每人每月300雷

亞爾（360元人民幣）的標準

計算，若接受救助金的人數為

2500萬，則該余額明年將可再

延長3個月的使用時間。但巴

西經濟部長蓋德斯表示，政府

尚缺乏延長該計劃的充分理由

，因為目前仍不排除新冠肺炎

疫情或將在明年放緩而出現經

濟復蘇的可能性。

今年，巴西政府曾討論過

有關“家庭補助金”擴大計劃

的方案，這是巴西另壹項福利

計劃，旨在為包含孕產婦及15

歲以下兒童和青少年的貧困家

庭提供資金補助。補助金擴大

計劃原本的考慮是在緊急救助

計劃結束後，作為過渡政策使

更多貧困家庭獲得更高金額的

補助。但由於政府和國會議員

間的分歧，該計劃在經過數月

討論後最終被擱置。

目前，尚無跡象表明巴西

政府有新的援助計劃，若無法

出臺新的方案，巴西將於明年

1月起繼續沿用先前的“家庭

補助金”計劃。根據該計劃，

每個符合條件的家庭每月最多

可獲得 205雷亞爾（約合 246

元人民幣）的補助。

為應對疫情的沖擊，巴西

政府於今

年 4 月 份

啟動了緊

急救助金

計劃，旨

在為該國

失業和自

由職業者

提供經濟

援助。在

4至8月間，政府共發放5期救

助金，每人每期可獲得600雷

亞爾（約合720元人民幣）的

援助，從9月起，該數額降至

300雷亞爾（約合 360元人民

幣）。截至12月份，全國已

有6790萬人獲得了該項援助，

總發放金額達到2929億雷亞爾

（約合3515億元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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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目前，美國新冠肺炎累計確診病例數超過
2042萬，累計死亡病例數超35萬，已經成為了全球疫情最
嚴重的國家。隨著新冠肺炎的爆發，各行各業都面臨著嚴
峻的境況，其中包括大量的學校也面臨被迫停課的情況。

為了應對面授課程不足的困境，
全球各地都在努力推動網課項目
，其中網絡連接尤為重要。作為
世界最發達的國家，美國不少學
生無家可歸，上網課困難重重。
光在紐約無家可歸、上不了網課
的學生就有 11 萬，其家長等正起
訴紐約市政府，要求為貧民扎堆
的庇護所提供網課所需的WiFi。

紐約作為美國新冠肺炎重災區
的區域之一，市長比爾.白思豪
（Bill de Blasio）在 2020 年 3 月 15
日開始實施封鎖前，首次宣布通
過網絡開展遠程學習教育計劃。
不過據《雅虎新聞》1月4日消息
，截至目前為止，過去的九個月
中，貧民庇護設施仍有一部分無
家可歸的學生無法使用網絡，上
不了課成了亟待解決的難題。

據美國兒童權益倡導組織一份
報告的數據，整個紐約市約有11.4

萬名學生無家可歸的。在疫情期間，他們只能居住在紐約
市裡的避難所，但並非所有避難所裡都裝有無線網絡。據
悉，該市最初計劃向沒有WiFi的學生提供無限量移動數據

的Ipad，但許多學生無法連接，政府在更換了服務商後，同
樣的問題依舊存在。如國內有移動、聯通、電信等電信公
司一樣，美國也有幾家運營商，開始參與合作的是T-Mo-
bile，但庇護所裡面的學生無法使用該運營商服務，該市切
換到了Verizon，仍有學生連接不到學校。

為此，這些孩子的父母們和無家可歸者聯盟提起了集
體訴訟，表示紐約市政府有責任為這些孩子們提供上學所
需要的條件，不能因為互聯網無法連接的問題而剝奪他們
上學的機會。儘管如此，當地官員們卻聲稱要到2021年夏
天才能在所有庇護所裝上WiFi。

美國教育法律項目的監督律師蘇珊.霍維茨（Susan
Horwitz）表示，雖然過去幾個月里政府一直在推動解決問
題的根源，但很顯然他們只是在繼續推進無效的解決方案
，接過導致了庇護所裡的家庭仍在受苦，“目前缺乏任何
有效的法律依據來阻止這一訴訟的進行，我們期待在所有
庇護所裡都看到配備的WiFi，而且希望要比政府所宣稱的
時間早得多。”

上週，美國地區法官艾莉森.內森（Alison Nathan）已經
開始加速推進該項訴訟，此案即將進入最終審判階段。紐
約市政法律部發言人尼克.保羅.魯奇（Nick Paolucci）也就
此聲明，紐約市已努力在為原告提供網絡服務，並將一如
既往推動這項服務取得進展。 2020年以來的這場瘟疫中，
紐約市已轉向遠程學習，滿足所有學生的網課需求也是政
府努力的方向。

（綜合報導）數千名美國國民警衛
隊士兵將前往首都華盛頓特區，以支持
喬.拜登就任總統。據雅虎新聞報導，到
目前為止，來自近30個州的陸軍和空軍
警衛隊已經承諾在本月晚些時候幫助美
國第59任總統宣誓就職。

當拜登於 1 月 20 日中午就任美國總
統時，預計將有4000 多名士兵在美國國
會大廈的台階上待命。

華盛頓特區國民警衛隊發言人、空
軍高級軍士長克雷格.克拉珀表示:“每隔
四年，這都是國民警衛隊工作的最大事
件。”

“目前，我們收到了多個州對 4000
多人的承諾，但這個數字很容易上升到
7000 人，當然也可能會減少，這取決於
就職典禮的樣子。在這個疫情肆虐的非
常時刻，我們不知道它會是什麼樣子。
”

大約 7800 名國民警衛隊士兵幫助支
持了特朗普的就職典禮，但疫情限制意
味著拜登的就職典禮將會縮減規模。
國民警衛隊士兵將協助執法人員和特區
公園警方執行人群管理、交通管制、通
訊支援和緊急應變服務。

克拉珀補充說：“我們會封鎖街道
，在某些地區設置入口檢查站，很多都
只是為了控制人群。”通常在就職典禮
上，我們會提前幾天到場。實際上，我
們已經有了一些工作人員。 ”

克拉珀補充稱:“我們將封鎖街道，
在某些地區設立檢查站，其中很多只是
為了控制人群。”“通常為了就職典禮
，我們會提前幾天到達那裡。事實上，
我們已經派了一些人員來。”

去年，超過 5200 名警衛人員被部署
在華盛頓特區，以維護喬治.弗洛伊德的
示威活動秩序。

儘管警衛官員說，他們預計就職日
不會發生抗議，但他們表示會做好準備
。 “我們一直有安全方面的問題，如果
發生了需要執法的事件，我們在某種程
度上將充當維護治安的角色，”克拉珀
表示。

“在過去的就職典禮上，我們沒有
擔任過任何執法角色。在這次就職典禮
上，我們預計也不會出現這種情況，但
我們仍計劃增加該地區的人員數量，以
防萬一。”

（綜合報導）本週，大批抗議者將湧入美國首都華
盛頓哥倫比亞特區，以反對大選結果，當地已要求警察
本周全員到崗應對抗議活動。 1月3日，市長繆里爾.鮑
澤緊急發聲，要求居民遠離抗議者。

據美國《國會山報》報導，鮑澤在發表的聲明中，
要求居民在5日和6日避免前往市中心，因為特朗普支持
者計劃這兩天在這裡舉行抗議活動。 “我要求市民和那
些住在市中心的人們在5日和6日避開該區域，這些抗議
者是來尋求對抗的，我們必須確保和平。”鮑澤已指示
華盛頓國土安全與緊急事務管理局從4日開始設立緊急
行動中心，以應對示威活動。

此外，市長辦公室還就槍支使用給出提示，指出抗
議者和其他人不能在活動區域1000英尺（約305米）的
範圍內攜帶槍支，而且在美國國會大廈和國家公園管理

局的區域內，包括自由廣場和國家廣場，攜帶槍支是違
法的。華盛頓哥倫比亞特區將公開攜帶槍支視為違法行
為，並且不支持其他州的隱蔽持槍許可。華盛頓哥倫比
亞特區警察局已要求全員到崗，應對5日和6日的抗議活
動。此前，該市已經宣布了多條道路封閉和市中心禁止
停車的規定。

報導稱，預計本週將舉行抗議活動是一些極右翼組
織，包括“驕傲男孩”(pride Boys)。該組織主席恩里克.
塔里奧（Enrique Tarrio）宣布，他們將“低調行事”，
以較小的團體開展活動。 1月6日，美國國會將對選舉人
團投票結果作出認證。此前，至少十餘名共和黨參議員
表態稱將挑戰大選結果。不過，由於民主黨控制了眾議
院，而幾名共和黨參議員和該黨領袖已經公開表示反對
，所以國會極不可能支持此次挑戰。

數千名國民警衛隊士兵將前往華盛頓
支持拜登就職典禮

大批抗議者將湧入華盛頓大批抗議者將湧入華盛頓 市長緊急發聲市長緊急發聲

紐約無家可歸的學生有紐約無家可歸的學生有1111萬萬
上不了網課上不了網課，，為求為求WiFiWiFi狀告政府狀告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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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聞

非法日租房偽裝防疫旅館非法日租房偽裝防疫旅館 業者被罰仍違法營業業者被罰仍違法營業
（中央社）台中市有業者在臉書張貼訊息提供非法居家檢疫

住處，觀旅局今天表示，業者經營非法日租套房，曾依法開罰，
但業者持續違法營業，觀旅局將持續稽查，杜絕防疫破口。

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疫情升溫，中央疫情指揮中心日
前宣布，1月15日起台灣民眾入境登機前要附檢疫居所證明，要
以集中檢疫和防疫旅宿為原則，居家檢疫者需1人1戶且簽切結
，若無1人1，最重可罰百萬。

由於農曆年前的居家檢疫住處需求提高，最近臉書上出現
名為 「台中居家檢疫住處」的粉絲專頁；業者指出，可提供回台
灣的國人，一個安全便利的臨時居住場所，提供三餐、口罩、抗
菌液以及體溫計，如果回台灣時間有變化，已付費的民眾也可以

退費。
中央社記者今天上午及下午分別以電話、通訊軟體LINE詢

問業者，如果有家人1月15日到20日左右要從上海回到台灣，
是否可訂房？業者表示， 「目前房間都已經客滿」，如有入住需
求，可撥打1922防疫專線，他們要1月28日之後才有空房，每
間一天收費新台幣2100元到2700元不等。

記者又詢問，由於臉書網站上的房間照片看起來不像旅館，
是否為日租套房。業者則回答，他們不是旅館，也不是日租套房
，而是 「居家檢疫替代駐所」。

台中市觀光旅遊局向中央社記者表示，該粉絲專頁的業者
並非市府核准設立的居家檢疫代替所，日前獲知業者在臉書刊登

非法廣告，已主動前往稽查，由於業者非法經營日租套房，由去
年11月25日已依 「發展觀光條例」裁罰新台幣10萬元。

觀旅局說，另關於業者刊登非法廣告部分，將裁罰3萬元
，並發文臉書（Facebook）台灣辦公室，要求下架該粉專。目前
將該間日租套房列入追蹤對象，不定期稽查，一旦查到又違法收
住居家檢疫者，將依 「傳染病防治法」開罰3000至1萬5000元
。

觀旅局指出，台中市共有1450間房間可供居家檢疫，目前
仍有一半以上量能，鼓勵民眾通報、檢舉違規收住居家檢疫者業
者或非法日租套房，以利相關權管單位及時將居家檢疫者安置入
住，避免造成防疫破口。

（中央社）2020年全球經濟因疫情重摔一跤，連帶影響全球
及台灣的IPO市場表現。展望2021年，資誠表示，台灣IPO市
場除了與全球IPO市場同樣受惠於資金充沛的利多效應，也有望
在申請公司面及政府政策面獲得正向支持。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PwC）今天發布新聞稿表示，受
疫情影響，2020年台灣上市櫃新掛牌家數（含櫃轉市）共30家
，集資金額新台幣146.8億元，都較前一年減少。

資誠指出，在這30家新掛牌公司中，上半年10家，下半年
20家，與全球IPO市場的趨勢一致，台灣IPO掛牌家數在第3季
增加5家，第4季則增加15家，其中有10家集中在12月，這股
氣勢會否持續至2021年，值得關注。

資誠聯合會計師事務所審計服務副營運長徐聖忠分析，
2020年台灣上市櫃新掛牌公司有3項特色。

第一，半導體產業最熱，生技產業仍有底氣。2020年台灣
上市櫃新掛牌公司以半導體產業最多，共計5家，家數占比17%
，集資金額43億元，占IPO總集資額29%。

徐聖忠指出，受惠於美國與中國在半導體產業的相互角力

，台灣廠商在2020年獲得不錯的轉單效
益，加上半導體是台灣發展六大核心戰
略產業的重要關鍵之一等因素，半導體
產業相對易獲市場資金青睞。

至於往年IPO市場熱點之一的生技醫療產業，過去3年都有
6家以上的新上市櫃公司，2020年雖僅有3家新掛牌生技醫療公
司，但已通過審議委員會審議的名單中還有5家屬生技醫療產業
，顯示生技醫療產業的IPO實力不容小覷。

第二，集團企業仍持續孵出小金雞。2020年有7家新上市
櫃公司來自集團企業，包括智聯服務（宏碁集團）、達亞（泛晟
德集團）、威鋒電子（威盛集團）等，顯示子公司分拆掛牌，或
推動轉投資公司上市櫃，在台灣集團企業中，已是成熟的募資策
略。

第三，主動提供更多的ESG資訊。在30家新上市櫃公司
中，有2家已編有企業社會責任報告書，有19家則是在公開說明
書中，除了揭露依規定需揭露的ESG資訊之外，也補充說明公司
在企業社會責任方面的具體行動，顯示ESG議題已在台灣資本市

場受到重視。
展望2021年，徐聖忠認為，台灣IPO市場除了與全球IPO

市場同樣受惠於資金充沛的利多效應，也有望在申請公司面及政
府政策面獲得正向支持。

徐聖忠分析，從申請公司面來看，雖然部分公司已如期在
2020年完成上市櫃掛牌，但也有部分公司因所處產業受疫情的衝
擊較大，而暫緩原訂於2020年執行的IPO計畫，不過，隨著產
業開始復甦，這些公司將有機會在2021年重新啟動IPO計畫，
成為2021年台灣IPO市場的一大利多。

另一項利多因素則來自政策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推出
「創新板」（證交所）及 「戰略新板」（櫃買中心）兩大新板塊

，提供簡易公開發行、放寬獲利條件等誘因，更簡化主板的IPO
規範，包括檢討IPO審查規範、簡化IPO申請書件等具體措施，
都可提升公司進入資本市場的意願及信心。

展望今年台灣IPO市場資誠分析2大利多因素

國旅發威及汰舊換新補助 催生15年來最旺車市
（中央社）2020 年台灣汽車市場在新車話題、

國旅發威、台股創歷史新高及汰換新補助政策即將落
日等因素帶動下，催生出45.7萬輛掛牌數，為15年
來最旺，傲視全球。

2020年受惠於國內疫情穩定控制，國內旅遊市
場暢旺，加上 「貨物稅汰舊換新補助」屆臨申請截止
期限，刺激出大量高齡車換購需求，全年總市場登錄
數高達45 萬7435輛，逆勢年增4%，睽違15年再次
達到45萬輛以上的車市規模，其中TOYOTA穩居國
產、進口車雙料榜首，依舊是最大贏家。

觀察全球車市銷售狀況，受到疫情影響，市場預
估2020年全球汽車銷售年衰退約10%，其中中國預估
衰退5%，美國預估衰退15%。台灣車市相較去年同
期逆勢增長4%，更是全球少見

業者表示， 「汽機車汰舊換新貨物稅減免補助」
將在2021年1月7日到期，因政策延續與否還不明朗
，在補助政策可能落日的預期下，消費者趕在年底前
購車，各家車廠接單均超乎預期，不少熱銷車款都傳
出缺車，包括國瑞汽車、福特、裕隆、三陽等均全面

加班因應，為歷年罕見。
去年上半年由進口車引領風騷，尤其豪華品牌近

年越來越多入門車型推出，成功開拓市場，推動進口
車市占率一度超車國產車，衝破5成大關，不過受到
海外疫情仍嚴重，進口車業者說，從5月以後熱車車
款就一路缺車，大家擔心歐洲再度封城，拚命搶車；
下半年國產車也跟著發威，包括豐田、本田、日產均
陸續推出新車，都繳出亮眼成績，全年度國產車市占
53%仍領先進口車。

車商分析，2020年台灣車市能夠逆勢成長傲視
全球，主要有幾個因素，除了汰舊換新補助即將落日
推動換車潮外，台灣防疫有成，不少台商及海外學子
均回台 「防疫」，由於海外疫情依舊嚴峻，短時間難
以回去，成為今年以來車市的新興買家。

另外，在超低利率、資金寬鬆情況下，全球大
開熱錢派對，台灣股匯雙飆，台股指數持續創新高，
房市跟著熱絡，不少汽車銷售業務員就表示，不少近
來在股市賺錢的客戶，砸錢買車不手軟，也有房屋銷
售或仲介領了大筆業績獎金，為自己添購新車。

獨立音樂專輯設計展 結合漫畫插畫的唱片封面獨立音樂專輯設計展 結合漫畫插畫的唱片封面
「「台灣現代唱片印刷展－那些用漫／插畫表現的獨立音樂台灣現代唱片印刷展－那些用漫／插畫表現的獨立音樂」」 展覽展覽33日起登場日起登場，，

展出台灣獨立音樂唱片的專輯裝幀設計作品展出台灣獨立音樂唱片的專輯裝幀設計作品，，希望探討音樂專輯封面設計的文化希望探討音樂專輯封面設計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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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
2021年1月4日（星期一）2 新聞中

國
■責任編輯：趙雪馨

人民幣業務

銀行業務綠色通道

卡式台胞證自助發放

網上就醫、在線應聘等

銀行開戶

換大陸駕照

職業資格認證

提供健保服務

簡化訴訟

福建首批225條
同等待遇清單
經濟領域同等待遇：133項

社會領域同等待遇：66項

文教領域同等待遇：17項

便利化領域同等待遇：9項

投資准入：87項

服務保障：18項

要素支持：16項

地方特色措施：8項

特殊政策：3項

權益保護：1項

生活方面：7項

就業創業：18項

醫保社保：2項

人才待遇：7項

司法服務：7項

特殊政策：18項

參政議政：1項

基層治理：5項

榮譽獲得權：1項

特殊政策：8項

招錄招考：4項

子女就讀：1項

學歷證明：1項

文教交流活動：1項

課題申報、體育活動：1項

獎勵學金、勤學貸款：1項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何德花

福建225條同等待遇惠台胞
涉經濟社會文教便利化領域 台商：牢抓陸機遇加緊轉型升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榕蓉 福州報道）為

積極探索海峽兩岸融合發展新路，加快建設台

胞台企登陸第一家園，福建省各地市各部門陸

續出台一系列提供台胞台企同等待遇的優惠政

策措施。2日，福建省台港澳事務辦公室彙集

並公布了首批225條同等待遇清單。清單所涉

項目集中體現在經濟、社會、文教、便利化等

四個領域。福建台商台胞接受香港文匯報採訪

時表示，同等待遇政策的落實讓廣大台胞的獲

得感也越來越強，同時也帶來了更廣闊的發展

機遇。在後疫情時代，廣大台胞要抓住大陸發

展機遇，順勢而為、乘勢而上，在大陸實現更

多更好的發展。

這份225條清單所涉項目集中體現在經濟、社會、
文教、便利化等四個領域。其中經濟領域涉及

的項目過半，共有133項，重點體現在權益保障、行
業准入、醫療衞生、農業合作、文創旅遊、用地需
求、金融服務、財稅服務、通關服務等方面。經濟領
域中還包含3項同等待遇中的特殊政策，台灣農民創
業園內台農台企享受財政貸款貼息支持；台資高端醫
療器械在閩註冊、生產許可採取“一事一議、個案處
理”辦法；大陸首創“台商台胞金融信用證書”，提
供授信擔保支持。

政府作保貸款 每人額度20萬
此外，社會領域有66項，重點體現在衣食住行、

就業創業、醫保社保、人才待遇、司法服務、參政議
政、基層治理等方面；文教領域有17項，重點涵蓋了
子女就讀、招錄招考、獎助學金、課題申報、體育活
動、文教交流等方面；便利化領域有9項，涉及金融便
利、出行便利、就醫便利、辦證便利、醫保核銷便利
等方面。

台商、宗仁科技（平潭）有限公司總經理陳孟邦

表示，福建省公布首批225條同等待遇清單，對於台胞
台商台企而言都是新的機遇和利好。陳孟邦稱，當前
大陸仍具有明顯的綜合發展優勢，對台商而言，大陸
仍是最具投資價值的市場。在外部環境不穩定性增多
的大背景下，廣大台胞台商台企要抓住大陸發展機
遇，順勢而為、乘勢而上，一定能夠實現更大的發
展。

陳孟邦表示，作為一間從事集成電路行業相關的
科技型創業企業，公司成立五年多來，充分享受到了
福建省及平潭綜合實驗區各項對台優惠政策及同等待
遇政策，特別是在科技創新要素支持、金融財稅服務
保障及人才待遇等方面的政策，極大促進並保障了公
司打造核心競爭力的優勢。

“今年疫情發生以來，當地政府針對台企加大了
金融紓困力度，針對清單第113條‘享受融資擔保服
務’，平潭區管委會的擔保公司幫助我們在中國銀行
和興業銀行的貸款做融資擔保服務，讓我們渡過疫情
難關。”陳孟邦表示，清單第133條“大陸首創‘台商
台胞金融信用證書’，提供授信擔保支持”亦令他受
益，台胞每人可以有20萬人民幣的信用貸款額度，也

是由區管委會的擔保公司擔保。

同等享受政府獎補及綠色通道
陳孟邦稱：“我們和其他陸資企業享受一樣的政

府獎補，政府給予同等待遇，把我們當作自己人，開
設了綠色通道，讓公司更加茁壯成長。去年被評為福
建省上市後備企業後，我們對未來發展信心滿滿。”

廈門市台協會會長吳家瑩亦表示，“十四五”規
劃建議中提出，“支持符合條件的台資企業在大陸上
市”。該清單的發布，說明福建的投融資環境越來越
好，台企享受同等待遇，沒有任何政策障礙。在閩台
企應重視大陸經濟發展的新動向，抓住大陸資本市場
快速發展的機遇，加緊轉型升級，搶佔商機。

閩南師範大學台籍教授趙任民表示，在閩台胞對清
單中養老保險、住房公積金、醫療保險等優惠政策會比
較有感，感謝福建省各地市各部門一直以來對台灣同胞
的關心與厚愛，相信清單的發布對促進兩岸融合又邁進
了一大步。福建省人民政府台港澳事務辦公室有關負責
人表示，首批225條同等待遇清單覆蓋面廣、含金量
高，體現了“先行先試，需求優先”的服務理念。

■■台胞早前在福州市市民服務中心體驗台胞早前在福州市市民服務中心體驗
用台胞證自助辦理業務用台胞證自助辦理業務。。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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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福僑領元旦升旗達福僑領元旦升旗 鍾開瑞接掌中華社團聯誼會鍾開瑞接掌中華社團聯誼會

休斯頓衛生部所有上星期天疫苗的預約已經被預訂完休斯頓衛生部所有上星期天疫苗的預約已經被預訂完
休斯頓市長特納說將建立更多的新冠病毒疫苗分發站休斯頓市長特納說將建立更多的新冠病毒疫苗分發站

（本報訊）不畏新冠肺炎疫情及冷冽寒
流，達拉斯中華社團聯誼會於1月1日在達
拉斯華人活動中心前舉行中華民國110年元
旦升旗典禮。僑務委員孟敏寬、僑務諮詢委
員谷祖光、曹明宗及羅玉昭等僑務榮譽職人
員、僑團負責人及僑胞熱烈參加；駐休士頓
辦事處處長羅復文及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
心主任陳奕芳同一時間在休士頓參加升旗典
禮，也預錄影片向僑領們致意。

升旗典禮由北德州歌林郡台灣商會會長
劉志強及達福地區台灣商會前會長陳文珊連
袂主持。在台大校友會會長鄧祖慶接續領唱
美國國歌及中華民國國歌後，在場僑領仰望
青天白日滿地紅國旗冉冉上升，心中充滿感
動。剛接掌中華社團聯誼會會長的僑務顧問
鍾開瑞致詞感謝各僑團的支持，他希望在任
內發揮聯誼會功能，貢獻僑社。在預錄的短
片中，羅復文感謝達福地區僑領，再次藉升
旗典禮表達對國家的熱愛及台灣的支持，他

希望疫情緩解後
能儘速到訪當地
僑社，傳達中華
民國政府的關懷
。陳奕芳感謝大
家通力合作，順
利辦理升旗典禮
；僑胞這一年來
遭逢疫情的多重
打擊，仍然熱情
參加升旗，表達
對中華民國政府
及台灣的支持，
令人感動。

隨 後 進 行 會
員社團會長交接
，在孟敏寬及谷
祖光共同見證下，達福榮光聯誼會會長金奎
星交棒給新屆會長劉志強，世界華人工商婦

女企管協會北德分會會長趙海藍交棒給新任
會長李震台。活動最後在 「中華民國頌」及
「梅花」的歌聲中結束。

升旗典禮開始前升旗典禮開始前，，在谷祖光在谷祖光（（中中））的見證下的見證下，，中華社團聯中華社團聯
誼會會長黃甫泉誼會會長黃甫泉（（左左））將印信移交給候任會長鍾開瑞將印信移交給候任會長鍾開瑞

（（休士頓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秦鴻鈞報導 ））美國冠狀病毒的死亡人數已超過美國冠狀病毒的死亡人數已超過
350350,,000000，，專家預計在聖誕節和新年期間專家預計在聖誕節和新年期間，，由於假日聚會由於假日聚會，，冠狀冠狀
病毒病例和死亡人數將進一步增加病毒病例和死亡人數將進一步增加。。大休斯頓地區的冠狀病毒新大休斯頓地區的冠狀病毒新
冠病毒病例數冠病毒病例數，，已經確診了已經確診了4040萬例冠狀病毒病例萬例冠狀病毒病例，，感染情況非感染情況非
常嚴重常嚴重，，因此許多人渴望接種疫苗來保護自己因此許多人渴望接種疫苗來保護自己。。市長特納市長特納（（SylSyl--
vester Turnervester Turner））已授權休斯頓衛生部已授權休斯頓衛生部（（Houston Health DepartHouston Health Depart--
mentment））於於11月月22日星期六開放全市第一家免費的日星期六開放全市第一家免費的99疫苗接種診所疫苗接種診所
。。該診所將使有嚴重疾病和冠狀病毒病死亡危險的高風險人群獲該診所將使有嚴重疾病和冠狀病毒病死亡危險的高風險人群獲
得疫苗得疫苗。。 要預約接受要預約接受ModernaModerna疫苗疫苗，，請在上午請在上午77::3030--下午下午44點之點之
間致電衛生部門的冠狀病毒呼叫中心間致電衛生部門的冠狀病毒呼叫中心，，電話為電話為832832--393393--42204220
。。 從從11月月22日星期六開始日星期六開始。。 呼叫中心將為每個要接種疫苗的人呼叫中心將為每個要接種疫苗的人
提供位置和預約時間提供位置和預約時間。。 休斯頓衛生部的工作人員在首次開車進休斯頓衛生部的工作人員在首次開車進
入診所時將對他們進行檢查入診所時將對他們進行檢查，，將他們帶到安全區域接受疫苗接種將他們帶到安全區域接受疫苗接種
，，並在並在1515分鐘內監視他們的不良反應分鐘內監視他們的不良反應。。

休斯頓衛生署表示休斯頓衛生署表示，，週六早上週六早上，，正遇到技術問題正遇到技術問題，，因為人們因為人們
尋求預約該市的第一家新冠病毒疫苗接種診所尋求預約該市的第一家新冠病毒疫苗接種診所--當天可提供當天可提供750750
針針--使呼叫中心不堪重負使呼叫中心不堪重負。。 該部門在電話線開通大約一個小時後該部門在電話線開通大約一個小時後
發推文說發推文說：“：“到我們的新冠病毒呼叫中心的呼叫數量使系統不堪到我們的新冠病毒呼叫中心的呼叫數量使系統不堪
重負重負，，並且當前正在遇到技術問題並且當前正在遇到技術問題。。休斯頓的新冠病毒疫苗接種休斯頓的新冠病毒疫苗接種
診所於週六首次開業診所於週六首次開業。。 開張當天反應熱烈開張當天反應熱烈，，以至於診所的呼叫以至於診所的呼叫
中心被電話淹沒中心被電話淹沒，，產生了技術故障產生了技術故障，，轉移到現場預約轉移到現場預約。。休斯頓新休斯頓新
冠病毒疫苗接種診所在開放第二天周日上午冠病毒疫苗接種診所在開放第二天周日上午77::3030已沒有可用的已沒有可用的
預約預約。。 休斯頓的新冠病毒疫苗接種診所在第二天開放原定開放休斯頓的新冠病毒疫苗接種診所在第二天開放原定開放
時間不到時間不到1515分鐘後分鐘後，，該中心宣布不再接受預約該中心宣布不再接受預約，，因為所有預約因為所有預約
空位都已滿空位都已滿。。周日早上該部門要求休斯頓人不要出現在現場周日早上該部門要求休斯頓人不要出現在現場，，除除
非他們已安排了預約非他們已安排了預約。。

休斯頓市長特納說休斯頓市長特納說，，該市將在不久的將來建立更多的新冠病該市將在不久的將來建立更多的新冠病
毒疫苗分發站點毒疫苗分發站點。。 特納市長說特納市長說：“：“我的目標是在獲得疫苗後立我的目標是在獲得疫苗後立

即將疫苗提供給人們即將疫苗提供給人們。。儘管有許多人在猶儘管有許多人在猶
豫是否要接種疫苗豫是否要接種疫苗，，人們仍然強烈希望獲人們仍然強烈希望獲
得疫苗得疫苗，，這就是今天所證明的這就是今天所證明的。。我們正在我們正在
積極努力解決此問題積極努力解決此問題，，並將盡快提供更新並將盡快提供更新
。。對於給您帶來的不便對於給您帶來的不便，，我們深表歉意我們深表歉意。。
”” 特納市長說特納市長說，，衛生部門將改為現場註冊衛生部門將改為現場註冊
預約預約。。 交通管理已經到位交通管理已經到位。。 有資格獲得疫有資格獲得疫
苗並有興趣接種疫苗的人應去奈特路苗並有興趣接種疫苗的人應去奈特路94019401
號貝尤市活動中心號貝尤市活動中心 (Bayou City Event(Bayou City Event
Center,Center, 94019401 Knight Road)Knight Road) 預 約預約。。 據據
HHDHHD稱稱，，星期六有星期六有11,,008008人接種了疫苗人接種了疫苗。。
這些人是這些人是：： 急救人員急救人員 醫護人員醫護人員 6565歲以上歲以上
的人的人 1616歲及歲及1616歲以上的人患有至少一種歲以上的人患有至少一種
慢性病慢性病，，使他們更容易遭受引起新冠病毒使他們更容易遭受引起新冠病毒
的病毒的嚴重疾病危害的病毒的嚴重疾病危害 。。 由於由於11BB階段為階段為
高風險人群提供疫苗高風險人群提供疫苗，，無論其工作領域或無論其工作領域或
地位如何地位如何，，它都將為許多關鍵人群提供保它都將為許多關鍵人群提供保
護護，，使他們獲得新冠病毒的風險增加使他們獲得新冠病毒的風險增加，，其其
中包括中包括：：受新冠病毒和其他慢性疾病影響受新冠病毒和其他慢性疾病影響
最大的社區最大的社區 師生師生 社會服務工作者社會服務工作者 維護重維護重
要基礎設施以支持德克薩斯州經濟的工人要基礎設施以支持德克薩斯州經濟的工人
其他無法遠程工作的一線工人其他無法遠程工作的一線工人，，因此更有因此更有
可能暴露在外可能暴露在外。。

休斯頓的人們非常渴望獲得這種疫苗休斯頓的人們非常渴望獲得這種疫苗，，特別是對於那些患有特別是對於那些患有
慢性疾病的人慢性疾病的人。。週六週六，，許多休斯頓人等了幾個小時才獲得了第一許多休斯頓人等了幾個小時才獲得了第一
輪輪ModernaModerna 新冠病毒疫苗新冠病毒疫苗，，但許多人說但許多人說，，他們將等待更長的時他們將等待更長的時
間間。。 這是這是Alex WathenAlex Wathen等待了等待了99個月的一天個月的一天。。 ““我有高血壓我有高血壓。。
我患有糖尿病我患有糖尿病。。我對肺炎很敏感我對肺炎很敏感。”。”沃森說沃森說。。 那還有幾個小時那還有幾個小時

呢呢？？ 沃森說沃森說：“：“如果需要的話如果需要的話，，我會整天等待我會整天等待。。我只需要確保我只需要確保
我能做到我能做到。。我不能再冒險了我不能再冒險了。”。”週日以及本週將有更多機會獲得週日以及本週將有更多機會獲得
ModernaModerna疫苗疫苗。。 呼叫中心已恢復正常運行呼叫中心已恢復正常運行。。您可以從上午您可以從上午77::3030
到下午到下午44點開始撥打點開始撥打（（832832））393393--42204220。。

休斯頓衛理公會醫院重症監護主任休斯頓衛理公會醫院重症監護主任Faisal MasudFaisal Masud博士博士，，中心的中心的Steven HsuSteven Hsu博士和博士和
Dharamvir JainDharamvir Jain博士於博士於20202020年年1212月月1515日星期二在醫院接受了新冠病毒疫苗接種後合日星期二在醫院接受了新冠病毒疫苗接種後合
影留念影留念

全體合影紀念全體合影紀念，，祈望大家平安度過疫情祈望大家平安度過疫情

休城新聞

【【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道美南新聞記者泉深報道】】美國聯邦眾議院少數黨領袖凱文美國聯邦眾議院少數黨領袖凱文··麥卡錫麥卡錫（（Kevin McCarthyKevin McCarthy））週日週日
表示表示，，他支持在周叁舉辦國會聯席會議時他支持在周叁舉辦國會聯席會議時，，參眾兩院議員挑戰選舉人團的投票結果參眾兩院議員挑戰選舉人團的投票結果。。

麥卡錫週日對麥卡錫週日對《《國會山報國會山報》（》（The HillThe Hill））說說：“：“我認為我們進行辯論是正確的我認為我們進行辯論是正確的。。我的意思是我的意思是，，
現在已經看到參議員要反對現在已經看到參議員要反對，，眾議院也將反對眾議院也將反對，，除此之外除此之外，，我們還有什麽辦法可改正選舉的問題我們還有什麽辦法可改正選舉的問題
呢呢？”？”

目前還不清楚目前還不清楚，，麥卡錫是否會成為眾議院的反對者之一麥卡錫是否會成為眾議院的反對者之一。。
目前目前，，有許多議員準備挑戰爭議州的選舉人團投票結果有許多議員準備挑戰爭議州的選舉人團投票結果。。在眾議院在眾議院，，這項努力將由眾議員莫這項努力將由眾議員莫··

布魯克斯布魯克斯（（Mo BrooksMo Brooks））領導領導，，他正在發起挑戰他正在發起挑戰。。上週上週，，參議員喬什參議員喬什··霍利霍利（（Josh HawleyJosh Hawley））成為第成為第
一位加入這項挑戰的參議員一位加入這項挑戰的參議員，，因為該行動至少需要一名眾議員和一名參議員來進行因為該行動至少需要一名眾議員和一名參議員來進行。。

目前目前，，至少有至少有140140名眾議院的共和黨人表示名眾議院的共和黨人表示，，將加入布魯克斯發起的行動將加入布魯克斯發起的行動，，包括吉姆包括吉姆··喬丹喬丹
（（Jim JordanJim Jordan））等知名議員等知名議員。。在參議院這邊在參議院這邊，，以特德以特德··克魯茲克魯茲（（Ted CruzTed Cruz））為首的一批參議員也表示為首的一批參議員也表示
，，如果關鍵州不進行緊急審計如果關鍵州不進行緊急審計，，他們將反對選舉人團投票結果他們將反對選舉人團投票結果。。

眾議員亞當‧金津格眾議員亞當‧金津格（（Adam KinzingerAdam Kinzinger））表示表示，，他相信他相信，，超過超過100100名共和黨眾議員將參與其中名共和黨眾議員將參與其中
，，另一份報導引述匿名人士的說法稱另一份報導引述匿名人士的說法稱，，這一數字已超過這一數字已超過140140人人。。

參議院多數黨領袖米奇‧麥康奈爾參議院多數黨領袖米奇‧麥康奈爾（（Mitch McConnellMitch McConnell））曾呼籲共和黨人曾呼籲共和黨人，，不要對投票結果提不要對投票結果提
出異議出異議。。共和黨的二把手共和黨的二把手、、多數黨黨鞭約翰多數黨黨鞭約翰··圖恩圖恩（（John ThuneJohn Thune））則表示挑戰將失敗則表示挑戰將失敗。。

眾議院共和黨會議主席利茲眾議院共和黨會議主席利茲··切尼切尼（（Liz CheneyLiz Cheney））是眾議院排名第叁的共和黨人是眾議院排名第叁的共和黨人，，她向議員們她向議員們
發送了一份備忘錄發送了一份備忘錄，，敦促他們不要挑戰選舉人票敦促他們不要挑戰選舉人票。。利茲利茲··切尼是前副總統迪克切尼是前副總統迪克··切尼切尼（（Dick CheneyDick Cheney
））的女兒的女兒，，她表示她表示，，該挑戰會讓人們對美國的選舉制度產生懷疑該挑戰會讓人們對美國的選舉制度產生懷疑，，不過她沒有提及不過她沒有提及1111月月33日總統日總統

大選期間大選期間，，關於選關於選
民欺詐和違規行為民欺詐和違規行為
的未決指控的未決指控。。

切 尼 寫 道切 尼 寫 道 ：：
““正如您將看到的正如您將看到的
那樣那樣，，有實質性的有實質性的
理由擔心國會的反理由擔心國會的反
對將在這裏開創先對將在這裏開創先
例例。。通過反對選舉通過反對選舉
人團的投票人團的投票，，議員議員
們不可避免地宣稱們不可避免地宣稱
，，國會有權推翻選國會有權推翻選
舉舉，，推翻州和聯邦推翻州和聯邦
法院的決定法院的決定。”。”

她 補 充 道她 補 充 道 ：：
““這種反對開創了這種反對開創了
一個異常危險的先一個異常危險的先
例例，，威脅要竊取各威脅要竊取各
州選擇總統的明確州選擇總統的明確

憲法責任憲法責任，，而將其賦予國會而將其賦予國會。。這直接違背了憲法的明確條文和我們作為共和黨人的核心信念這直接違背了憲法的明確條文和我們作為共和黨人的核心信念””
但是但是，，切尼指出切尼指出，，參眾兩院的民主黨人參眾兩院的民主黨人，，也曾在先前的大選中反對選舉人團票也曾在先前的大選中反對選舉人團票，，例如在例如在20042004

年年，，前總統喬治前總統喬治··WW··布什布什（（George W. BushGeorge W. Bush））和民主黨人約翰和民主黨人約翰··凱瑞凱瑞（（John KerryJohn Kerry））總統大選期間總統大選期間。。

麥卡錫是在連任眾議院少數黨領袖之後麥卡錫是在連任眾議院少數黨領袖之後，，發表了上述評論發表了上述評論。。眾議院議長南希眾議院議長南希··佩洛西佩洛西（（NancyNancy
PelosiPelosi））於週日以創曆史新低的少數票領先於週日以創曆史新低的少數票領先，，再次重獲選為眾議院議長再次重獲選為眾議院議長。。

（（圖片來自網絡圖片來自網絡，，版權歸原作者版權歸原作者））

火上澆油火上澆油 眾議院少數黨領袖麥卡錫眾議院少數黨領袖麥卡錫
支持議員挑戰選舉人支持議員挑戰選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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