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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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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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您家的感覺

服務人員專業、友好
及時解決問題

免費WiFi、室內冰箱
本地電話、報紙、咖啡和茶

房間寬敞、整潔
免費早餐新鮮、健康

緊鄰中國城  交通購物方便
2930 W Sam Houston Pkwy S

Houston, TX 77042

(713) 785-3899

凱蒂亞洲城年終酬賓活動

⾵味亞洲
優惠回本券

$25ONLY$10
凡訂購滿$35 即可享有加購價$10

掃描QR CODE
⽴刻訂購亞洲美⻝

KATY ASIAN TOWN

價值超過$500 優質⼤獎等你拿

Katy Asian Town Retail Condominium Association, Inc. (the “Association”) is a separate and distinct corporation from AMA On-The-Go, katyasiantowntx.com, and any company or business operating in Katy Asian Town Condominiums. The representations of AMA On-The-Go,
katyasiantowntx.com, and any company or business operating in Katy Asian Town Condominiums are not the representations of the Association, nor is the Association liable for the website content, business offerings, or actions of said entities.

美國喬治亞州舉行2席聯邦參議員決
選，民主黨候選人華諾克率先奪得一席
，僅些微領先的另一民主黨候選人奧索
夫也自行宣布勝選，如果獲得確認，民
主黨將可取得國會參眾兩院控制權，全
面執政。

喬治亞州決選民主黨宣布兩席全拿
，可望全面執政。消息說，美國喬治亞
州舉行2席聯邦參議員決選，民主黨候選
人華諾克率先奪得一席，僅些微領先的
另一民主黨候選人奧索夫稍後也自行宣
布勝選。

據路透社說，33歲的民主黨籍政治
新秀、紀錄片製作人奧索夫（Jon Ossoff
）自行宣布當選，將成為參議院最年輕
的成員。他以些微差距領先尋求連任的

共和黨籍參議員帕度（David Perdue），
最終結果預期最快會在今天稍晚出爐。

51歲的牧師華諾克（Raphael War-
nock）稍早擊敗50歲共和黨籍對手羅夫
勒（Kelly Loeffler），將成為喬治亞州有
史以來首位非裔參議員。

根據艾迪生媒體研究機構，目前已
開票數達98%，華諾克領先羅夫勒1.2個
百分點，差距約5萬4000票。奧索夫則
領先帕度1萬6000多票，相當於0.4個百
分點。若民主黨全取兩席，兩黨就會分
別在參院同獲50席，將賦予副總統當選
人賀錦麗（Kamala Harris）在關鍵表決
上發揮決勝票（tiebreaking vote ）的優
勢。拜登和賀錦麗定1月20日就職上任
。

民主黨全控兩院 美國政壇大翻天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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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中原律師
DANIEL LEE

C.Y. LEE LEGAL GROUP, PLLC

www.leelegalgroup.com

11122 Bellaire Blvd., Suite 103, Houston, TX 77072
(Tues-Thur 9:00am-5:00pm)

1305 Prairie St., Ste. 300, Houston, TX 77002
(Mon-Fri 9:00am-5:00pm)

A02_LEE李中原律師C_16

Of Counsel Mark Thering and Of Counsel Glenn Loethen.

精通國語、英語
粵語、西班牙語

休士頓最佳律師  獲獎無數

歡迎來電預約:
832-632-4639
英語、國語、粵語、西班牙語

資深出庭辯護律師

刑事事故/車禍意外/人身傷害
家庭法/離婚官司/子女扶養
商業/房產糾紛/各類案件

專
精

為服務華人社區已於美南新聞大樓一樓設有辦公室

manager.v@houstondivorcenow.com
E-mail:

法學博士 ATTORNEY AT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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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
歡迎使用
觀看高清美南國際電視新聞台

喬治亞州的參議院選
舉中，民主黨的維諾以些
微票數打敗了現任共和黨
的羅夫勒， 成為該州有史
以來首位在南方喬州選出
的美國參議員，也是第十
一位進入參議院的非裔議
員。

維諾在勝選後表示，
他深深感激喬治亞人對他
的信任，在美國沒有一件
不可能的事， 這 位政府貧
民住宅中長大的參議員，
在家中排列十二名孩子中
的第十一位，在無比艱辛的生活中他成為
一位牧師，在金恩博士同一教會中佈道，
在那个黑白閡隔的五十年代 ，他的母親曾
以棉花工為生， 他的成就代表了千萬美國
非裔社會之成功例子， 他說 “因我們是
在美國 ，八十二歲的母親曾經把棉花做成
了枕頭， 如今她把自己的孩子選擇成 為
美國參議員。”

今天在華府，許多共和黨人诸如德州
參議員克魯茲等人上演了一場政治鬧劇，
企圖在選舉人票公佈之參眾議院联席會議
上，推翻五十州認定的選舉人票 ，公然挑

戰憲法之尊嚴， 他們已經赔上了自己的霊
魂 ，賠上了憲法賦與之公平正義和平交接
的傳統，為的是要川普繼續連任。

共和黨在此次大選中公然指使官員做
票 ，只要能保住政權可以胡作非為 ，請
問這是我們所追求的民主嗎？

今天不論在華府街頭如何叫囂 ，不論
政客如何為非做歹 ，他們總有下台的一天
， 人民的力量將是最佳的答案。

我們非常痛心在疫情加劇 每三十秒就
有一個國人死亡的時候， 我們要問縂統你
有何感受， 感謝上天， 華府就要變天了
。

Reverend Raphael Warnock has won the
Georgia senate seat. He has become the first
Black senator in Georgia history and also will
be the 11th African American to serve in the
US Senate.

Warnock told reporters that his victory was
stunning, “But I think in America anything is
possible. That’ s why I love this country so
much and I refuse to give in to the force of
cynicism. It takes hard work. Change is slow
and often it comes in fits and starts.” He said
that he is so deeply honored that Georgia has
placed their trust in him.

Warnock grew up in Savannah, Georgia, in
public housing. He is the 11th of 12 children in
his family. He is the first college graduate in
his family. He is a senior pastor of the Ebene-
zer Baptist Church where Martin Luther King
Jr. preached. In his victory
speech he said, “Because
this is America, the
82-year-old hands that
used to pick somebody else
’s cotton went to the polls
and picked her youngest
son to be a United States
senator. This election result
really teaches the politicians
in many ways.”

Today thousands of Trump
’ s supporters were in
Washington, D.C. for rallies
to falsely assert that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was
stolen from Trump. Many of
them see the demonstration

as a last stand for Trump. On this same day,
Congress will vote to certify that Joe Biden will
be the next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We are so happy that the American landscape
is changing. More and more minorities are en-
tering politics. We urge the leaders of the Re-
publican Party to have courage to defend
Biden’s victory.

Biden’s electoral victory is being challenged
by some of Republicans attempting the first
legislative coup d’etat in American history.

It is the saddest time in our modern history.
Every thirty seconds one of our countrymen
passes away because of the coronavirus. We
all want to ask, “Mr. President, what are you
doing 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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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06//20212021

The Time Of Change IsThe Time Of Change Is
ComingComing

華府就要變天了華府就要變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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誰說天下是屬於川普的 ? 權力慾薰心的
他, 在四年總統任期內不做一位憂國憂民的總
統,卻在任期屆滿時成為一個擾國擾民的庸人,
他自亂歷史腳步, 讓自己一步步走進歷史的死
胡同裡, 讓自己成為美國歷史上最失敗的總統

2016年1月川普勝選後被美國人民所賦
予的巨大權力將被不光彩地剝奪,他的副手彭
斯將宣告他的權力正式終結, 然而他堅不認輸,
依然在做困獸之鬥,煽動社會混亂可恥的一面
，公然呼籲支持者舉行大規模示威，造成社
會的對立, 讓民主蒙羞!

在美國民主兩個多世紀進程中, 憲法確定
政權和平移交,選舉制度維繫了公平合理的遊
戲規則,但川普卻早在2020大選前決定將不承
認敗選，在選敗後做出一連串挑釁法律的行
為因證據不足而輸掉60起試圖推翻大選的訴
訟，他妄稱的大規模選民欺詐與系統做票都
未成立,繼而向搖擺州共和黨官員施壓，要求
他們阻止選舉結果也沒有成功。

在籌碼用盡,翻盤成功機率小於零後,他竟

對喬治亞州州務卿拉芬斯佩格使出渾身解數
，時而奉承、時而乞求，時而直接威脅其幫
助自己找回足以致勝的11780張選票，從這
段談話錄音讓人知道川普的寡廉鮮恥與毫無
底線的道德標準,這在美國民主史上前所未有,
他企圖顛覆選舉制度的言論已構成嚴重違法
之行徑。

可悲的是,竟還有12名共和黨參議員和
140名共和黨眾議院誓言要在國會殿堂裡阻止
由副總統彭斯舉行的認證拜登的勝選會議, 他
們還呼籲民眾以街頭暴力來要脅國會,這些醜
陋的共和黨民代已展現出對民主傳統的蔑視
，也嚴重破壞了人民對選舉的信心,所幸參議
院多數党領袖麥康奈爾不認同這次的叛亂, 否
則共和黨將玩完了, 克魯茲之流如果能再被選
上，將證明美國社會的是非不明!

美國的核心價值是民主選舉, 川普的言行
顯然已違逆了這個價值, 完全不符合美國的整
體利益，他所造成的亂流需要很長的一段時
間才能夠平息!

李著華觀點︰庸人自擾之-川普自亂歷史腳步

維基解密（WikiLe-
aks ） 創 辦 人 亞 桑 傑
（Julian Assange） 今 天
遭英國倫敦法院拒絕保釋
，因一名法官認定他有潛
逃之虞。美國向英國請求
引渡亞桑傑遭法院拒絕後
，料將提起上訴。

亞桑傑過去8年多的
時間，不是藏身在厄瓜多
駐英國大使館中，就是被
關押在監獄。

亞桑傑被美國當局控
告18項罪名，包括觸犯間
諜法及密謀駭入政府電腦
，但英國法官4日裁定亞桑傑不應被引渡到
美國受審。亞桑傑的律師費茲傑羅（Ed-
ward Fitzgerald）後來為亞桑傑提出保釋申
請。

法官巴萊塞（Vanessa Baraitser）說：
「有充分理由讓我相信，如果亞桑傑今天獲
釋，他將不會向法庭報到，面對上訴程序。
」

美國司法部表示，將會繼續尋求引渡亞
桑傑。

巴萊塞說： 「對亞桑傑而言，他還沒有
贏得官司…因為上訴結果還不得而知。」

支持者盛讚澳洲籍的亞桑傑是名英雄，
因為他揭發了美國濫用權力的行為。但批評
者認為他是名危險人物，破壞了西方國家的
安全。

維基解密創辦人申請保釋 遭倫敦法院拒絕

據路透社引述北韓官媒中央通信社（KCNA）報導，北韓最高領導人金正恩在在執政勞動黨第8次
全國代表大會開幕時，坦承5年的國家經濟發展計劃上出現錯誤，幾乎在各大領域上皆未能達標，引起
外界關注。

報導指出，上一次金正恩舉行全國代表大會是在2016年。在開幕前夕，外界預測他將會親自宣布
新的5年經濟計劃與外交政策，而金正恩在會中指出北韓已藉著在2017年成功試射可打擊美國的彈道
飛彈來強化自身權力，並透過與川普舉行一系列會談，在國際地位上也取得了奇蹟般的勝利。

不過，金正恩指出，原本在2016年宣布要加強北韓經濟自主的5年經濟計畫已執行失敗， 「這項
計畫在各大領域上都執行落後」 。報導指出，金正恩原本尋求透過加速經濟成長與增加境內電力供給
，但根據聯合國相關機構指出，北韓長期電力與糧食短缺問題，在面臨國際制裁以及新冠疫情之下，
問題更加惡化。

報導稱，透過一連串軍事挑釁與大規模殘忍整肅，金正恩的領導權力早已鞏固，但如今罕見承認
失敗，這對一向習慣領導人神化的北韓政府而言，是一大禁忌。不過，南韓國家戰略研究所（KRINS）
外交暨安全中心主任申範澈（Shin Beom-chul）說，金正恩承認經濟失敗可能是一次策略決定，他也
可藉此怪在新冠疫情上，同時打造他仍是愛戴人民的領導人形象。

北韓經濟危機瞞不住了？金正恩罕見坦承計畫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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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01-John Lee李元鐘保險2567B_16

已發表19萬字保險專欄，
www.johnleeins.com 歡迎索取

7001 Corporate Dr. #201. Houston, TX 77036（華埠大廈）
電話: (832) 500-3228請找謝經理

李元鐘保險
我們擁有最多美國政府認證的
各項保險專業證照、得獎無數

美國保險碩士、台灣淡江保險學士

美國及台灣前十大保險公司理賠專員

汽車、房屋、商業、人壽、醫療、老人保險

真耶穌教會
True Jesus Church

中英安息日崇拜：週五晚上7:45週六早上10:45
中英文分組查經：週六下午1:30
英文兒童宗教教育：週六早上11:00 下午2:00

TJC

335 Avenue E,Stafford,
TX 77477

電話: (281)631-5260
網址: www.tjc.org
電子郵件: Houston@tj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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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v
e. 

E

希臘4地封鎖措施再延長
放寬對已接種疫苗遊客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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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2例新冠確診病例，累計確診137918例。當日新增死亡58例

，累計死亡4788例。由於疫情形勢仍然嚴峻，部分地區升級或延長封

鎖措施。另壹方面，針對已經接種新冠疫苗的遊客，希臘當局將放寬

對其限制措施。

據報道，希臘衛生部專家組成員帕帕伊凡吉魯說，根據醫學數據推

斷，目前希臘新冠活躍病例的數量約為8500例。其中雅典地區約有2000

例，北部城市塞薩洛尼基約有1600例。

希臘公民保護部副部長哈達利亞斯29日宣布，雅典西部埃萊夫西納

和阿斯普羅皮戈斯兩市的封鎖措施將延長至2021年1月6日。北部城市

科紮尼的封鎖措施也將被延長至1月6日。此外，位於弗洛裏納地區的

Keli村因為流行病學負擔加重，從30日早晨6點起實施為期10天的額外

限制措施。而此前因疫情惡化被采取嚴格封鎖措施的曼茲拉市因為近期

病例明顯減少得以解封。

希臘政府發言人佩薩斯30日說，希臘政府將在未來數天內決定，是

否在2021年1月8日允許學校開學，並表示最終的決定將取決於實際的

流行病學數據。有衛生專家對開學決定表示擔憂。

此外，30 日，希臘警方發言人克羅諾普洛斯表示，元旦期間

將在全國各地部署 1 萬余名警察，加強民眾對各項防疫規定的遵

守情況。

另壹方面，希臘旅遊部長西奧哈裏斯近日表示，新冠疫苗接種計劃

啟動，將給2021年希臘旅遊業的復蘇帶來積極的推動作用。他說，旅遊

業重啟後，希臘將會對已經接種疫苗和沒有接種疫苗的遊客制定兩套不

同的規則。

他表示，對於已經接種疫苗的遊客，將不再需要接受病毒測試

，也無需隔離，只要在抵達希臘時出示疫苗接種文件即可。而對於

沒有接種疫苗的遊客，希臘將擴大邊境管制措施。他還說，政府已

經制定了壹個全面的幫扶計劃，支持受疫情沖擊嚴重的旅遊企業和

旅遊從業者。

蘇萊曼尼遇刺壹周年美伊動作頻頻
緊張關系再升溫

伊朗將領蘇萊曼尼在伊拉克巴格達

國際機場外遭美軍空襲身亡。此後，美

伊關系持續保持緊張態勢。近日，在蘇

萊曼尼遭擊殺壹周年之際，德黑蘭和華

盛頓均調動軍隊，並且相互警告勿輕舉

妄動，波斯灣緊張情勢再度急速升溫。

美國采取戰略性軍事行動
戰略轟炸機數度飛抵波斯灣
據“中央社”報道，蘇萊曼尼遭擊

殺壹周年前夕，美國采取戰略性軍事行

動，借以抵擋區域內美國資產可能受到

的任何報復性攻擊。

美國B-52戰略轟炸機過去壹個月數

度飛抵波斯灣，其中最近壹次是在2020

年12月30日。兩架B-52轟炸機從北達科

他州邁諾特空軍基地，進行了長達30個

小時的連續飛行，前往波斯灣後折返。

監管中東軍務的美國國防部中央司

令部司令麥肯錫(Frank McKenzie)於任務

後在聲明中說：“我們不希望發生沖突

，但誰都不該低估，我們保衛部隊或是

果斷回應任何攻擊的能力。”

華盛頓強調，此舉意在針對伊朗於

蘇萊曼尼遭到擊殺壹周年前夕，或將實

行的舉措進行阻嚇。相關調遣屬於防禦

性質。除了上述B-52戰機長程飛行任務

之外，美國還加強了巴格達使館周圍駐

軍。

伊朗被指提高戰備水平
警告美國約束挑釁行動
另壹方面，美媒援引知情人士報道

，美國情報機構認為，波斯灣地區的伊

朗海軍部隊在蘇萊曼尼遇害壹周年之際

的最近48個小時，提高了戰備水平。知

情人士說，尚不清楚伊朗的行動是防禦

性的，還是即將攻擊美國利益的信號，

但華盛頓認為，伊朗海軍的行動不是海

上演習的常規動向。

俄羅斯衛星網報道稱，五角大樓發

言人此前還表示，情報部門的信息表明

伊朗可能會發動針對伊拉克美軍的攻擊

。科威特《火炬報》報道稱，伊朗正在

加強核設施附近的防空系統，以防止美

國可能發動的導彈襲擊，並向伊拉克部

署了短程導彈和無人機。

2020年12月31日，伊朗常駐聯合國

代表團致信聯合國安理會，對美國的軍

事冒險主義以及近期在海灣地區的挑釁

行動提出警告。

伊朗常駐聯合國代表團在信中說，

近幾周，美國加大了在海灣地區的軍事

存在，派出多種先進武器，進行挑釁活

動。如果不對美國的行為加以約束，將

會引發地區緊張局勢升級，而美國應為

所有的後果負責。

英歐貿易新年新規新規
法國加來港通關順暢順暢

英國與歐洲聯盟開始執行英歐未來關

系協議。1月1日淩晨，法國加來港有近

200輛貨運卡車順利通關。

【“壹切順利”】
運營英吉利海峽隧道基礎設施的歐洲

Getlink公司說，1日淩晨，累計有近200

輛重型卡車經由法國加來港往來歐洲大陸

和英國，“壹切進展順利”，“所有卡車

都完成了手續，沒有壹輛車未能通關”。

1日當天，首輛從加來港通關前往英

國的卡車來自羅馬尼亞。加來市長娜塔

莎· 布沙爾象征性地為這輛車下達通行指

令。首輛從英國進入法國的卡車由烏克蘭

籍司機維克多駕駛。他笑著對媒體說：

“我在英國的同行們向我表示祝賀，因為

我是(協議生效後)開車進入歐洲(大陸)的

第壹人。”

大約70%的英歐貿易商品經由法國加

來港和敦刻爾克港通行。日均有6萬名乘

客、1.2萬輛卡車往返英吉利海峽。

英國和歐盟經過9個月談判於2020年

12 月 24 日就雙方未來

關系達成協議。英國議

會同月 30 日通過協議

法案。歐盟方面尚未批

準該協議，同意2021年

1月 1日至 2月 28日臨

時執行協議。

【不懼“脫歐”】
加來港總裁讓-馬克· 皮塞索2020年

12月31日說：“我們不願看到‘脫歐’

，但是我們也不害怕它。”皮塞索說，法

國方面過去3年壹直在為“脫歐”過渡期

結束做準備，投入大約1560萬美元並多

次演練、試運行通關系統。

法新社報道，法國方面研發“智能邊

界”系統，貨運公司需要提前在系統內填寫

貨運信息，在口岸過關時只需完成壹次快速

掃描。掃描後顯示綠燈，則卡車通行，若亮

起橙色燈，則卡車需要接受更多檢查。

英國公路運輸協會本周告訴英國《泰

晤士報》，預計英歐未來關系協議生效後

，為確保正常的貨物運輸，每年要填寫

2.2億份各類表格。

傾向“脫歐”的英國報紙《每日快報》

2021年1月1日的頭版標題為《我們的未

來。我們的英國。我們的命運。》該報當

天刊登英國首相鮑裏斯· 約翰遜的文章。

文中說：“我們需要利用‘脫歐’契機，

全力發展我們擅長的產業。”

傾向“留歐”的英國報紙《獨立報》

則表達對英國發展前景不確定性的擔憂，

在1日發行的報紙中發問：“重獲自由還

是自生自滅？”

民意調查顯示，與“脫歐”議題相比

，英國民眾眼下更擔心的是新冠疫情。英

國累計已有逾7.35萬人死於新冠病毒感染

。約翰遜日前提醒民眾，今後壹段日子依

然不輕松。

意大利跨年夜宵禁難阻鞭炮齊鳴
放煙火致1死79傷

綜合報導 意大利民防部報告新增新冠確診病例22211例，累計確診

病例2129376例；全國新增死亡病例462例，累計死亡病例74621例；累

計治愈病例1479988例。

據報道，盡管聖誕假期過後意大利疫情再次出現反彈，政府在新年

期間祭出了嚴厲的封城措施和全國宵禁令，但依然無法阻止民眾跨年夜

燃放煙花爆竹的習俗。

從新年鐘聲敲響的那壹刻，首都羅馬震耳欲聾的鞭炮聲大約持續了

25分鐘。

意大利警方向媒體通報，從跨年夜晚10時實施宵禁開始，因居民燃

放煙花爆竹所引發的事故，全國消防警隊累計出警299次。在迎新年燃

放煙花爆竹事故中，共造成79人受傷，23人正在住院接受治療，壹名兒

童不幸遇難。

報道稱，這名來自意大利皮埃蒙特大區阿斯蒂市的13歲男孩在街頭

玩耍時，撿起了壹個點燃後未能炸響的巨型鞭炮，隨後啞炮瞬間發生爆

炸，導致男孩腹部受重傷送醫不治身亡。

另外，在米蘭市帕多瓦大街居民區，當許多人在街區燃放煙花爆竹

時，當地壹名男子因買不到煙花爆竹慶祝新年，拿出自己的壹把手槍，

向空中射擊慶祝新年。目前警方已介入對鳴槍事件調查。

在首都羅馬，跨年夜燃放煙花爆竹共造成9人受傷，壹名16歲男孩

傷勢嚴重。

遭疫情重創
意大利2020年人均收入損失或達2600歐元

綜合報導 意大利民防部1

月2日報告新增確診病例11831

例，新增死亡364例，全國累

計確診病例超214萬例，死亡

病例超7.4萬例。壹份新冠疫

情社會經濟損失報告指出，

2020年，意大利人均收入損失

較 2019 年可能減少了 2600 歐

元。

據報道，根據意大利現行

防疫法令規定，2021年 1月 7

日，意大利全國將正式解除紅

色高風險疫情管控。在解除全

國封鎖性疫情管控的同時，中

央政府將依照有效傳染數Rt值

和相關疫情風險指數，重新評

定各大區疫情管控級別。

專家分析稱，新年假期結

束後，威尼托、利古裏亞和卡

拉布裏亞大區，很可能被重新

劃歸紅色疫情高風險去，實施

區域封鎖管控。

此外，1月 2日，意大利

手工業者和中小企業聯合會

(CGIA)研究所發布的2020年新

冠疫情社會經濟損失報告指出

，2020年，意大利人均收入損

失較 2019 年可能減少了 2600

歐元。

意大利手工業者和中小企

業聯合會研究所調研員紮比奧

(Paolo Zabeo)還表示，當前的

經濟狀況，是意大利過去75年

以來情況最糟糕的壹年。紮比

奧指出，未來3年企業能否恢

復到2019年的營業水平，依然

有很多不確定因素。

紮比奧分析說，首先，

是新冠疫情的社會控制力；

其次，是復蘇基金對企業的

扶持力度；第三，是社會購

買力能否得到有效提高。只

有在滿足上述條件的情況下

，到 2024 年，意大利才有可

能恢復到新冠疫情以前的社

會經濟發展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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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美國

據《路透社》報導，儘管現任總統川普的
任期僅剩不到15天。但美財政部5日仍宣布
新一波制裁名單，以削弱德黑蘭歲收；包括1
間生產鋼鐵產品的中國大陸企業、12間生產
鋼鐵與金屬產品的伊朗企業，以及伊朗金屬與
礦業企業的3家外國代理，全列入黑名單中。
由於3家外國代理中，包含英國與德國企業，
等於讓北約盟友也意外中槍。

財長梅努欽表示，伊朗利用遭制裁的鋼鐵
與金屬企業收入，不但持續金援恐怖主義組織
，更支持壓迫政權與追求大規模毀滅性武器，
故實施制裁以阻止伊朗政權獲得資金。

在美財政部聲明中，點名生產石墨電極的
開封平煤新型炭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在2019
年12月至2020年6月期間，提供數千公噸的
碳材料給多間伊朗鋼鐵企業，故遭到財政部制
裁。

針對美方指控，平煤新型碳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並沒有回應。《路透社》指出，該企業歸
河南宜城新能源所有，不過其表示並不了解實
際情況。

至 於 包 括 帕 薩 爾 加 德 鋼 鐵 (Pasargad
Steel Complex)與吉蘭綱鐵(Gilan Steel Com-
plex Co)等12家企業，都是設廠於伊朗的鋼鐵
與金屬產品企業。此外，位於德國與英國的伊
朗企業國外代理，此次也遭列美方黑名單中，
意外讓美國的北約盟友也中槍。

儘管美國不斷加緊對伊朗的經濟緊箍咒，
試圖扼殺德黑蘭對 「恐怖組織」 與 「壓迫政權
」 的金援能力；但伊朗官員4日也證實，美國
再度延長伊拉克進口伊朗能源的豁免權達3個
月，好讓伊朗的能源能紓解陷入電力缺口的伊
拉克。

據統計，伊朗目前滿足伊拉克每日30%
的電力需求，而伊拉克每日要自國外進口12.5
億立方英尺的天然氣。

卸任前最後一擊 川普再制裁伊朗讓北約盟友與大陸也遭殃

《路透社》6日報導，美國民主黨總統當
選人拜登，有意提名歐巴馬時期的外交老兵雪
蔓(Wendy Sherman）與盧嵐（Victoria Nu-
land），分別擔任副國務卿與主管政治事務的
國務次卿。

報導中指出，做為與伊朗2015年核協議
的關鍵談判者，以及曾任歐巴馬時期國務院主
管政治事務的國務次卿，讓拜登有意延攬雪蔓
出任國務院二當家─副國務卿的位置。

至於現已自外交體系退休的盧嵐，拜登有
意提名為國務院的三當家─主管政治事務的國
務次卿。盧嵐曾任美國駐歐洲外交官、北約大
使與國務院發言人，

雪蔓於1976年拿到馬里蘭大學社會工作
碩士。1997年至2001年期間擔任國務院顧問
，這段期間她也同時擔任對北韓政策協調者；
1993年到1996年，她則出任主管法律事務的
助理國務卿。目前雪蔓為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
學院教授，與歐布萊特石橋集團(Albright
Stonebridge Group)顧問。

盧嵐曾任主管歐洲事務的助理國務卿，
2003年至2005年時擔任副總統錢尼的副國安
顧問，還於1993年至1996年擔任副國務卿的
幕僚長。

報導認為，雪蔓因政治提名而長期於國務
院打滾，盧嵐則是職業外交官出身。2人對國
務院事務都相當嫻熟，敢於直言批評現任總統
川普的外交政策，特別是對俄國過於軟弱；尤
其是雪蔓對北韓與伊朗事務的經驗，可補足拜
登團隊在這兩大事務的不足。

此外，媒體也指出前國務院官員范納
(JonFiner)，可能獲得拜登提名出任副國安顧
問。范納為記者出身，2009年為歐巴馬政府
延攬，曾為當時副總統的拜登捉刀撰寫外交政
策講稿，也曾擔任時任副國安顧問布林肯的高
階幕僚。

報導表示，目前拜登過渡團隊與雪蔓、盧
嵐等人都未證實此依消息；不過，若2人獲提
名並得到參議院認可，屆時將接受可望提名出
任國務卿的布林肯之領導。

拜登副國務卿與國務次卿 有意請出歐巴馬時期外交老將

在美國喬治亞州舉行的2席聯邦參議員決選
，繼民主黨候選人華諾克先馳得點、率先拿下1
席後；另1民主黨候選人奧索夫(Jon Ossoff)以領
先隊手逾1.6萬票、0.4%的戰績，於6日上午自
行宣布勝選。如果選舉結果正式獲得確認，民主
黨可望獲得參眾兩院的控制權，對拜登政策推動
無疑是一大利多。

根據艾迪生媒體研究機構統計，在開完98%
的選票後，華諾克得票率領先對手羅夫勒1.2%
，雙方得票差距近5.4萬張票；奧索夫則以領先
對手帕度0.4%、逾1.6萬票，自行宣布當選。奧
索夫則在勝選感言中表示，期待自己在美國參議
院中以誠實、謙卑的態度，為選民服務。

據《路透社》報導，若最終正式結果確實是
奧索夫當選，現年僅33歲的他將以最年輕小鮮肉
之姿，入主參議院；而擊敗共和黨對手羅夫勒的
華諾克，則是喬治亞州有史以來首位非裔參議員
。至於川普，將成為1932年以來，首位在單一
任期內同時失去白宮與參眾兩院主導權的美國總
統。

報導中指出，隨著奧索夫與華諾克當選，將
使喬治亞州參議院共和黨與民主黨席次比陷入50
比50之爭。若遇到重要法案未決之時，將由副總
統賀錦麗做出關鍵決策。

換言之，堅守任何一席對共和黨至為關鍵；
不論是否決拜登的政治與司法提名，或抵制新政
府從冠狀病毒、氣候變遷、醫療保健等法案，共
和黨都不能再失去任何一席。反面而言，當拜登
政府想推動任何政策，即使參議院陷入50與50
之爭，但因賀錦麗的關鍵決策權，讓其享有推動
政策的優勢。

綜合《路透社》與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分析，如果民主黨在喬治亞州獲得最後勝
利，川普無疑是頭號戰犯。這也象徵著喬治亞州
、甚至是南方的政治版圖變化。

不但是民主黨獲得非裔鐵粉的支持，也代表
共和黨在選戰期間將華諾克與奧索夫描繪成極左
派激進分子的競選手法，未能獲得白人選民的共
鳴；甚至，川普領導的共和黨，愈來愈無法爭取
南方白人選民的支持。

喬治亞州民主黨奧索夫宣布當選 有利拜登未來政策推動

由以色列城市航空公司（Israel's Urban Aeronautics,UA)所
研發的 「城市鷹」 (CityHawk)飛行車，邁向商用化的重要一步，
美國紐約緊急醫療服務中心（EMS）向該公司設於紐約的的辦
公室Hatzolah航空公司，簽署了諒解備忘錄（MOU），預訂了
4輛飛行車做為緊急醫護之用。

新阿特拉斯(New Atlas)報導，城市航空公司首席執行官尼
莫德‧古蘭-葉奈(Nimrod Golan-Yanay)說： 「紐約緊急醫療中
心向我們預訂了4架空中救護車，這對我們公司是很大的士氣提
振，我們期待兌現我們的承諾，以徹底改變城市空中交通，和全

球主要城市的急救應變能力。」
城市航空公司說， 「城市鷹」 的體積小巧，與汽車相當，它

的升力來源是前車身的涵道風扇，因此不會像傳統直升機那樣，
巨大的旋翼可能造成城市間飛行的危險。因此， 「城市鷹」 可以
更安全降落在城市街道上，更接近傷員在所現場，也就能更快的
把傷者送到醫院，在急救現場，一點點的時間差往往是生死一線
間。

並且，城市鷹也比較安靜，而且機艙空間還比直升機更大，
多出20％至30％。

能力是一回事，但法規卻可能是目前最大的障礙，這種飛行
器目前仍界定在直升機領域，因此城市航空正在向美國航空管理
委員會申請飛行安全認證，這需要3到5年的時間。

在得到EMS的預訂後，現在該公司正準備將城市鷹進行改
裝，為其量身定做成合格的救難飛行車，合格的救難車需要有很
多乘員空間，包括飛行員、患者和陪伴者的空間，2名急救人員
，還有全套的維生備，算起來這大概需要6人的載重能力。

擔任急救飛行車當然只是 「城市鷹」 的應用之一，其他的變
體還包括空中計程車、公司和個人的運輸交通工具。

紐約急救組織預購 「城市鷹」 飛行車



AA66
星期四       2021年1月7日       Thursday, January 7, 2021

神州日報 2021年1月6日（星期三）2 大地神
州

■責任編輯：魯 冰

長江生態嬗變 江豚頻現視野
5年逾八千沿江化工企徹底改造 首消除劣Ⅴ類水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中央提出長江經濟帶“共抓大保護、

不搞大開發”戰略決策至今已滿5年，中國國家發改委5日公布數據表示，長江

經濟帶生態環境保護發生轉折性變化。過去5年，一大批高污染高耗能企業被關

停取締，沿江化工企業關改搬轉（含關閉、改造、搬遷或轉產）超過八千家，

2020年長江流域首次實現消除劣Ⅴ類水體，“十年禁漁”全面實施，生物多樣

性退化趨勢初步得到遏制，有微笑天使之稱的江豚越來越多出現在人們視野中。

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是習近平總書記親自謀
劃、親自部署、親自推動的事關發展全局

的重大戰略。2016年1月5日，習近平在重慶
主持召開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座談會，提出
“生態優先、綠色發展”的戰略定位和“共抓
大保護、不搞大開發”的戰略導向。此後，習
近平先後兩次主持召開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的
座談會。2020年11月14日習近平在南京召開
的全面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座談會上提出，長
江經濟帶要成為“生態優先綠色發展主戰
場”、“暢通國內國際雙循環主動脈”、“引
領經濟高質量發展主力軍”。

提高資源利用率推低碳發展
國家發改委基礎司司長羅國三在5日舉行

的專題發布會上表示，過去長江沿江省市曾過
度追求經濟快速增長，忽視環境容量有限性和
生態承載脆弱性，導致生態環境嚴重透支。過
去五年，沿江省市和有關部門把修復長江生態
環境擺在壓倒性位置，長江經濟帶生態環境保
護發生轉折性變化，兩岸綠色生態廊道逐步形
成。

隨着長江生態修復取得積極進展，下一步
是否將更加強調發展呢？羅國三對此表示，要
繼續把保護修復長江生態環境擺在壓倒性位
置，強化國土空間管控和負面清單管理，嚴守

生態紅線，持續開展生態修復和環境污染治理
工程，在嚴格保護生態環境的前提下，全面提
高資源利用效率，加快推動綠色低碳發展，努
力建設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綠色發展示範帶。

同時，要求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推進暢
通國內大循環，構築高水平對外開放新高地，
加快產業基礎高級化、產業鏈現代化，保護傳
承弘揚長江文化。

倡沿江省市發展新興產業
推動長江經濟帶發展領導小組辦公室綜合

協調組組長王善成則提出，將推動長江流域以化
工為代表的傳統產業轉型升級，鼓勵和支持沿江
省市發展新一代信息技術、高端裝備製造業、新
材料、生物醫藥等新興產業；同時加大執法檢查
力度，嚴厲查處肆意破壞環境、偷排直排、非法
捕撈等違法行為，及時向社會公布案件處理結
果，形成有力震懾。

王善成說，目前，個別地方對長江大保護
認識不夠，存在以破壞犧牲生態環境為代價謀
取經濟利益的現象，一些企業違法違規超標排
污，同時還存在大量低端落後產能，有的城市
污水處理廠和管網建設滯後，污水直排江河，
有的地方長期開採礦產後尾礦庫治理難度大，
一些地方監管有缺陷，企業違法成本低於守法
成本，偷排漏排現象屢禁不止。

依據地表水水域環境功能和保
護目標，中國的地表水按功能高低
分為五類，類別越高，水質越差。
簡而言之，“劣V類水”就是污染

程度已超過V類的水，如果水質指
標當中有一項達不到五類，那麼整
體水質就要被判為劣五類。

■■《成都商報》

劣V類水

灣區水安全保障將構“四張網”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粵港澳大

灣區水安全保障規劃》近日由中國水利部和粵港
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辦公室聯合印發。規劃提
出了構建大灣區水安全保障“四張網”——供水
保障網、防洪減災網、全區域綠色生態水網、現
代化智慧監管服務網的主要任務。

規劃提出，到2025年，大灣區水安全保障能
力進一步增強，珠三角九市初步建成與現代化進
程相適應的水利現代化體系，水安全保障能力達
到國內領先水平。

流域層面加強水資源統一調度
到2035年，珠三角九市水安全保障能力躍

升，水資源節約和循環利用水平顯著提升，水生
態環境狀況全面改善，防範化解水安全風險能力
明顯增強，防洪保安全、優質水資源、健康水生
態和宜居水環境目標全面實現，水安全保障能力
和智慧化水平達到國際先進水平。

規劃提出了大灣區水安全保障總體布局。流
域層面，加強西江、北江和東江流域中上游水土
保持和水源涵養，加強流域防洪及水資源統一調
度，強化幹流及重要支流的保護與治理；灣區層
面，形成“一屏、一核、一帶、三廊”水安全保
障總體格局；城市群和城鎮層面，優化提升四個
中心城市的水安全保障能力，夯實七個重要節點
城市水安全保障基礎，因地制宜提高特色城鎮水
安全保障水平。

規劃提出，構建大灣區水安全保障“四張
網”主要任務：打造一體化高質量的供水保障
網，構築安全可靠的防洪減災網，構建全區域綠
色生態水網和構建現代化的智慧監管服務網。

規劃由水利部珠江水利委員會組織編制完成。
水利部珠江委表示，下一步將準確把握大灣區戰略
對水安全保障的總體要求，聚焦補短板、強監管，
扎實做好大灣區水安全保障各項工作，全面提升大
灣區水安全保障水平，助力大灣區高質量發展。

■■20202020年年““十年禁漁十年禁漁””全面實施全面實施，，生物多樣性退化趨勢初步得到遏生物多樣性退化趨勢初步得到遏
制制。。圖為早前漁政執法船隊從長江武漢段江面駛過圖為早前漁政執法船隊從長江武漢段江面駛過。。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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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生產包裝流程
由於疫苗生

產車間有嚴格的

衞生標準，記者

只能進入分裝和

包裝車間，這是

疫苗生產環節裏

最後一道工序，

在此可看到疫苗

包裝過程中的幾

個關鍵步驟。

■央視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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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產疫苗
現有產能

國藥中生北京公司：

■2021年產能可達10億劑
次以上。

國藥中生武漢公司：

■2020年7月生產車間建
成，產能達1億劑。

北京科興中維：

■已投產3億劑，第二條生
產線投入使用後年生產
能力提高到6億劑以上，
並可能進一步擴大。

整理：香港文匯報

記者 劉凝哲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顧大鵬 石家
莊報道）中國北方多個城市近日發生散發
新冠疫情，首都北京疫情逐步受控，然而
河北新增確診病例和無症狀感染者均在一
天內倍增。1月2日至4日，河北省在3天
內累計新增59例新冠感染者。根據國務
院聯防聯控機制關於局部聚集性應對處置
工作要求，河北省立即宣布進入“戰時狀
態”，組織省、市、縣（區）三級流行病
學調查人員，對所有核酸檢測陽性人員及
其密切接觸者進行現場流行病學調查，全
面查清行蹤軌跡，排查密切接觸者和密切
接觸者的密切接觸者，全部進行集中隔

離，採取隔離措施並進行核酸檢測。

石家莊市小果莊村升至高風險
中國河北省4日新增14例本地確診病

例、30例本地無症狀感染者。其中石家莊
市報告11例確診病例，8人為同村村民，
多人曾參加婚禮。而河北當天新增的30
例本地無症狀感染者，均為石家莊市報
告。河北石家莊市槁城區增村鎮小果莊村
被調整為疫情高風險地區，成為中國內地
目前唯一的高風險地區。此外還有48個
中風險地區，分別在河北、北京、遼寧、
黑龍江等北方省份。

與前幾次在上海、成都短時間內受控
的零星本土疫情不同，北方多個城市在這
一輪疫情中，新增病例未能保持平穩態
勢，特別是無症狀感染者增速快，防控難
度更大。河北省3日新增本土無症狀感染
者13例，4日就增加至30例。

因應境內外疫情的發展，目前，北京、
深圳、大連、浙江多地對入境隔離人員實行
“14+7”隔離措施（14天集中觀察期結束
後再加7天健康監測），並在此基礎上增加
核酸檢測的次數，均呈現陰性才能解除居家
隔離。在境外疫情尚未受控的前提下，不排
除將有更多城市跟進“14+7”。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中國新

冠疫苗研發走在世界前列，在國內計劃通過接種疫

苗實現全民免疫的同時，國產疫苗也不斷迎來國際

大單。中國國家工信部5日表示，將加強產業鏈有機

銜接，推動企業加快疫苗產業化進程，千方百計擴產能，保障新冠病毒疫苗生產供應。目前，

國內已有18家企業陸續開展新冠病毒疫苗產能建設。隨着新冠病毒滅活疫苗產能的進一步提

升，以及其他技術路線企業產能建設的逐步完成，中國新冠病毒疫苗的生產能力能夠滿足國內

大規模接種需求。

三天增59人染疫 河北省入“戰時”

■■工作人員在國藥集工作人員在國藥集
團中國生物北京生物團中國生物北京生物
製品研究所的新冠病製品研究所的新冠病
毒滅活疫苗分包裝車毒滅活疫苗分包裝車
間內工作間內工作。。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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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信部表示，該部專門成立新冠病毒疫苗生產保障工
作專班，每周對重點企業的產能產量進行跟蹤調

度。同時，對各條技術路線的企業，都要求同步推動產
能建設。國藥中生北京公司、國藥中生武漢公司、北京
科興中維公司三家企業已具備規模化生產的各項條件。

中國當前進展最快的三款新冠滅活疫苗，已成為在國
際市場上具有競爭力的搶手疫苗。國藥集團表示，自6月
起，該集團的新冠疫苗分別在阿聯酋、巴林、埃及、約
旦、秘魯、阿根廷、摩洛哥等國家開展Ⅲ期臨床研究，是
全球投入最大、進展最快的新冠疫苗臨床研究。截至目
前，接種志願者入組近6萬人，覆蓋125個國籍，已在除
中國以外的3個國家獲批緊急使用，在2個國家獲批註冊
上市。目前，經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等批准，國藥集團已
經向阿聯酋發運新冠滅活疫苗共計300萬劑。

國內需逾十億劑實現全民免疫
科興的“克爾來福”疫苗亦受到各國青睞，與巴西、

土耳其、印尼等國紛紛簽訂大單，目前
已獲得逾2億劑國際訂單。去年11
月底開始，超過 1,000 萬劑的
“克爾來福”疫苗已運抵巴

西、土耳其、印尼等國，獲得當地熱烈歡迎。
根據目前中國針對新冠病毒的免疫規劃，擬通過三步

走計劃，依次在重點人群、高危人群及普通人群中展開大
規模接種，最終實現約佔全國人口70%的免疫屏障。業界
估計，或將有9億國人接種疫苗，才可能實現全民免疫，
這就意味着中國國內的疫苗需求要達到十多億劑，這對疫
苗產能、儲運等環節都帶來前所未有的挑戰。

促關鍵物料加快生產技術攻關
國家工信部副部長王江平強調，要穩步加快擴大產

能，在確保疫苗質量安全的前提下，科學安排生產計劃，
最大限度挖掘生產潛力，全力做好新冠病毒疫苗生產供應
保障工作。工信部還對新冠病毒疫苗生產供應鏈進行全面
梳理，同時推動關鍵物料加快生產技術攻關，組織上下游
企業加強供需對接，確保新冠病毒疫苗生產供應鏈穩定。

工信部資料顯示，國藥中生北京公司、國藥中生武漢
公司、北京科興中維公司三家企業已開啟“加速”模式。
國藥中生北京公司新冠病毒滅活疫苗項目生產負責人張晉
表示，還將落實產能擴展計劃，企業2021年新冠病毒滅
活疫苗產能可達10億劑次以上。科興此前亦通過融資進
一步擴大產能，預計年產量將超過6億劑。

要聞
文
匯2021年1月6日（星期三） ■責任編輯：周文超 1

燈
檢

隨後，疫苗將被貼
上標籤並安裝注射器推
桿。標籤上標註產品名
稱、生產日期、編號等
信息。

貼
籤

接下來，疫苗進入裝盒工序。每
支疫苗配有一張說明書，裝盒完成後將
進行在線稱重。一旦發現重量不對，
比如缺少說明書或推桿，都將被剔
除，為疫苗安全再添一層保障。

裝
盒

最後的工序是賦碼。國藥集團中國生物董事長楊曉明介紹，監管碼相當於
疫苗的“電子身份證”，共分為三級：每支疫苗單獨賦碼、每10支疫苗組成的
中包裝賦碼、包含多個中包裝的大包裝再賦碼。通過監管碼可以查詢到疫苗生
產、入庫、保存、發貨、運輸等過程是否符合標準，並追蹤到接受注射的人。

賦
碼

在全自動預灌封包裝線，灌裝好的疫苗首先要經過燈檢。這一步驟是利用
高速攝像機代替人眼，觀察是否存在含有顆粒、異物、玻璃渣以及灌裝量有瑕
疵的產品，並剔除。燈檢機自動化程度高、速度快、準確度高，會將不合格的
產品逐一挑出，剔除率在2%-3%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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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话题

质量基础设施是什么？

——融合计量、标准、质量管理等要素，
为企业“诊断把脉”

提到基础设施，人们往往会想到铁路、公路、桥梁、电网等
工程项目。那么，质量基础设施又是什么？

“质量基础设施是有机融合计量、标准、认证认可、检验检
测、质量管理等要素形成的体系，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技术支
撑，是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举措。”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有关
负责人介绍，“国家质量基础设施”概念由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

（UNIDO）、世界贸易组织 （WTO）、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 等
共同提出，致力于推动世界各国完善质量基础设施的管理架构。

近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印发 《关于大力开展质量基础设施
“一站式”服务的意见》，提出要按照经济规律开展质量基础设施
“一站式”服务，力争到2025年，质量政策体系进一步完善，质量
基础设施布局更加合理，质量基础设施效能评价指标体系基本建
立。

质量基础设施如何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
看计量——计量是产品质量和质量优势的基本保证。计量被

形象地称为工业的“眼睛”，在产品生产全过程每个环节，质量控
制水平的提升，都依赖于稳定的计量检测与管理。没有科学、准
确的测量，质量就得不到保证。

看标准——标准是科学、技术和实践经验的总结，标准引
领质量。先进的标准能为质量改进提供路线图，从而提高产品
与服务的附加值，优化产业结构；能够带动从基础元器件、基
础材料到关键工艺、重大装备乃至整个最终产品产业链的质量
提升。

看检验检测认证认可服务——检验检测认证认可服务业可提
供有力技术支撑，为中国制造打造国际市场准入服务平台和面向
国际国内市场的本地化测试平台，构建“一个标准、一次检测、
全球通行”的检测认证体系，有助于中国制造业成功进入全球市
场。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经济研究部副部长刘向东表示，当前
中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是主攻方
向。无论是生产供给还是消费服务，提升质量都需要设定相应的
标准规制，统一高质量标准和完善质量基础设施就具有重要的现
实意义。

市场监管总局有关负责人指出，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进一步
明确建设质量强国的目标，作出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
代化等有关部署，完善质量基础设施显得尤为重要和关键。“近年
来，中国质量基础设施建设取得长足进步，但部分领域质量基础
支撑能力还有待增强，特别是与大企业相比，中小微企业受制于
资金、技术等因素，重要的核心零部件、基础工艺等质量技术支
撑有待进一步加强。”该负责人说。

中小企业是支持重点

——质量管理体系助企业规范过程管理，
优化品质

根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数据，截至9月末，全国实有市场主体
稳定增长，登记在册市场主体共计1.34亿户，其中，企业4200万
户。这其中，中小企业的质量管理是重点支持对象。

刘向东指出，中小企业机制灵活、反应快、活力强，但在质
量管理方面一直存在标准合规不够、质量管理不严、品牌美誉度
不高等诸多问题。“2020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要深入实施质
量提升行动，这反映出中国持续抓好质量提升工作的决心，也释
放出接下来的质量提升行动向着更深层次、更重实效方向推进的
信号。”刘向东说。

记者了解到，在市场监管总局持续三年的质量提升行动中，
已经有不少中小企业尝到了通过质量管理体系提供发展水平的甜
头——

江门市优巨新材料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发、生产、应用及销
售一体化服务的全球供应商。企业靠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工艺技
术开发，打破国际垄断，成为聚芳醚砜系列产品全球第三大供应
商。

“质量管理体系是通往国际市场的通行证。”江门优巨公司负
责人深有感触。

在这家企业中，通过加强配方管理，按照标准对产品设计和
开发的要求进行配方和工艺创新，生产效率提高了、生产成本降
下来了，更具有市场竞争力。现在，企业的生产管理程序更加规

范，在 2019 年第四季度及 2020 年第一季度，产品质量合格率为
100%，产品品质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更有企业通过规范过程管理，克服了多年影响发展的难题，实
现质量水平的跃升——

天津中核永泰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主营医疗辐射防护工程、
防辐射防护通风柜等产品的公司。多年来，企业在防辐射设备产
品生产过程中，焊接部件一次合格率一直徘徊在 85%左右，成为
困扰企业发展的瓶颈。

天津中核永泰科技公司负责人介绍，在质量提升活动中，企
业结合焊接过程存在的质量问题，梳理了 《质量手册》《程序文
件》《管理制度汇编》《作业指导书》 等规章制度，对接高标准，
改进流程。通过一系列针对焊接工艺过程的管理制度建设和专项
培训实施，企业解决了焊接过程中的疑难问题，焊接部件一次合
格率提高到90%，最终产品生产由原来一次交验合格率96%提高到
97%，仅此一项降低成本10万余元。

企业强，产业才能强。工业和信息化部有关负责人表示，“中
国制造”提质增效，既要支持大企业整合创新资源和要素，也要
引导中小企业聚焦产业细分领域精耕细作。而实现这一目标，需
要强化质量根基，完善质量体系，全面提升数量庞大的中小企业
质量水平。

从哪里发力?

——在顶层设计、数字信息技术、加强创
新等方面完善质量基础设施

“相较部分发达国家，中国质量基础设施建设起步较晚，仍面
临许多问题。”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周清杰说，“中国质量
基础设施的管理职能曾长期分散在多个不同部门，管理职能交叉
和碎片化导致质量基础设施建设的系统性和统筹性较弱。其次，
还存在‘重工业制造业、轻服务业’的结构性失衡，服务业领域
的质量基础设施建设明显落后于工业。”此外，部分质量基础设施
与经济发展现实需求脱节。“新兴产业领域的质量标准、经营规范
和市场监管体系更新较慢，与技术变革和产业变革的速度不相匹
配，导致相关部门难以对产品服务质量进行有效的评价和监管。”
周清杰说。未来，做好质量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在行业管理、专
业认证以及标准合规等方面设计一整套以高质量发展为导向的基
础设施体系，全面提升质量基础设施能力，为构建现代经济体系
打造高标准规制的科学基础。

做好质量基础设施建设，加强顶层设计很重要。
刘向东认为，法律法规是推动国家质量基础设施发展的强大

力量。“要实施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以确保真正的创新引领发
展；要严打假冒伪劣，坚决杜绝劣币驱逐良币；要保证公平竞争
的市场环境，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刘向东说，“只有建立完善
的法律法规体系，才能为夯实国家质量基础设施、推动中国制造
业质量提升提供制度保障。”

做好质量基础设施，还需“拥抱”数字经济。
专家指出，当前应充分运用互联网、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现

代信息技术手段，做强国家质量基础设施，使计量、标准、检验
检测等更加便捷地为企业服务，让企业易于获得、掌握，第一时
间投入实际。

做好质量基础设施，也要加强创新引领。发展新一代检验检
测和高端计量设备仪器，健全公共技术服务平台，支持中小企业
提高产品一致性、可靠性、稳定性。

“完善国家质量基础设施”写入十四五规划建议——

质量基础设施“把脉”企业发展
本报记者 孔德晨

“完善国家质量基础设施，加强标准、计量、专
利等体系和能力建设”。在《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
景目标的建议》中，出现了“国家质量基础设施”
这个稍显冷门的词语。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印发《关于大力开展质
量基础设施“一站式”服务的意见》，提出开展全方
位“质量体检”服务，为企业“诊断把脉”。

质量基础设施是什么？如何助力企业高质量发
展？

◀浙江省湖州市吴兴
区埭溪镇自2015年以来开
始建设美妆小镇，为更好
服务集聚区内的企业，吴
兴区市场监管部门在小镇
设立化妆品行业监管所，
助力美妆小镇打造化妆品
产业高质量发展示范区。

图为 12 月 10 日，在
美妆小镇党群服务中心，
化妆品行业专家 （左） 和
化妆品行业监管所工作人
员通过网络直播开展专项
宣传培训。

新华社记者
翁忻旸摄

▲江苏省连云港市连云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执法人员正
在超市检查幼儿奶粉质量，确保婴幼儿配方食品质量安全。

王 春摄 （人民视觉）

▲中国石化西北油田采油三厂坚持“质量永远领先一步”的质量
方针，以质量管理体系贯穿生产经营全过程。图为该厂员工正在工作。

石立斌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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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病毒教育講座系列

因為新冠病毒大流行仍然還是我們今年工
作和生活的最大挑戰, 為了詮釋我們對新冠病毒
的迷思, 了解確診從何而來以及COVID-19 醫學
資料和統計數字背後的含義. 還有, 萬一確診了,
輕/重症又各如何治療? 我們應該注射新冠病毒
疫苗來預防被感染嗎？ 新冠病毒疫苗和其他疫
苗之異? 疫苗的選擇, 何種人不應該注射, 以及
政府疫苗接種計畫和疫苗的釋疑. 為了讓大家更
清楚地了解新冠病毒大流行對我們生活和生命
的影響, 『休士頓華商經貿聯誼會』 邀請 『休士
頓亞裔健康教育協會』 合辦一系列新冠病毒教
育講座:

講座 I -“談 『確診』 色變”, 2021年 1
月10 日 (星期日), 上午9點至11點

主講嘉賓: 施惠德醫師, M.D., M.P.H.
台北醫學院醫學博士

哈佛大學公共衛生學院碩士
Cardiac Electrophysiology, Center for

Cardiac Arrhythmias
休士頓亞裔健康教育協會 -理事&前會長
參考文章 @ TaiwanNews [台灣英文新聞]:

https://www.taiwannews.com.tw/ch/
news/4004276

https://www.taiwannews.com.tw/en/
news/4043385

線上視頻 Webex 會議號碼：126 191
8039, 密碼：01102021

https://chuanlanwen.my.webex.com/ch-
uanlanwen.my/j.php?MTID=
m02a6012f2576a181f7512e9ff47ca88f

講座 II - “征戰於休士頓的新冠沙場”,

2021 年 1 月 17
日, 星期日, 上午
9點至11點
主講嘉賓: 許

環麟醫師, M.D.
重症主治醫師,

Houston Meth-
odist Hospital

助理教授, Texas A&M College of Medi-
cine

Executive Director of ICU Rotation
前內科住院醫師, NY Presbyterian Brook-

lyn Methodist Hospital
重症醫學, 總醫師, Memorial Sloan Ketter-

ing Cancer Center, NY
急診室醫師, 貝里斯Karl Heusner Memo-

rial Hospital
前內科主治醫師, 臨床助理教授, SUNY

Downstate Medical Center, Brooklyn, NY
助理教授, Weill Cornell Medicine
線上視頻 Webex 會議號碼：126 744

6220, 密碼: 01172021
https://chuanlanwen.my.webex.com/ch-

uanlanwen.my/j.php?MTID=
m5344bb0fc24945cb58c59838e509d039

講座 III -“ 『疫苗』 知多少”, 2021年1
月24日, 星期日, 上午9點至11點

主講嘉賓: 林承興醫師, M.D.
過敏免疫科主治醫師, Allergist & Immu-

nologist, Houston Methodist Hospital
助理教授, Houston Methodist Academic

Institute
內科住院醫師, Residency Nassau Univer-

sity Medical Center
過敏免疫專科醫師, Fellowship University

of South Florida
線上視頻 Webex 會議號碼：126 283

8415, 密碼: 01242021
https://chuanlanwen.my.webex.com/ch-

uanlanwen.my/j.php?MTID=
meb4701a87162ba25ea4585c015fdc05f
敬附 活動 flyers. 期待您的參與!
祈願新的一年大家平平安安健健康康!
黃春蘭 敬邀
休士頓華商經貿聯誼會 -會長
北美洲華商經貿聯合總會 -副總會長

                

               第 19 屆北美洲華商經貿聯合總會 - 系列活動 #2 

                 新冠病毒教育講座系列: 講座 I - 談『確診』色變, 施惠德醫師. 

                 講座 II - 征戰於休士頓的新冠沙場, 許環麟醫師, Houston Methodist Hospital.   

            講座 III -『疫苗』知多少, 林承興醫師, Houston Methodist Hospital.  
        

  
 

「確診」從何而來？ COVID-19 數字背後的意義？ 應該害怕嗎？ 

 
 

主講嘉賓: 

 (Dr. Hue-Teh Shih) 
M.D., Taipei Medical College 
M.P.H., Harvard School of Public Health 

Cardiac Electrophysiology, Center for Cardiac Arrhythmias 

休士頓亞裔健康教育協會 -理事&前會長 
 

 

  

   

   中南美洲: 巴拉圭 & 巴西中午 12 點 

   歐洲: 英國下午 3 點, 西班牙下午 4 點 

   南非(約堡): 下午 5 點 

   亞洲: 泰國&印尼晚上 10 點, 臺灣 11 點, 日本 12 點 

   大洋洲: 澳洲(東) 午夜 1 點, 紐西蘭午夜 3 點 
  

  主持人: 黄春蘭, 休士頓華商經貿聯誼會-會長  WebEx: 

 北美洲華商經貿聯合總會-副總會長 Meeting #: 1261918039 

 休士頓亞裔健康教育協會-理事  Password: 01102021    
 

    主辦社團: 休士頓華商經貿聯誼會  報名 / 聯繫:  

          休士頓亞裔健康教育協會  黄春蘭 Alice Wen  

    贊助: 僑務委員會/休士頓僑教中心  alice.wen88@gmail.com 

     駐休士頓辦事處教育組             

談『確診』色變

Myth

Fact

               第 19 屆北美洲華商經貿聯合總會 - 系列活動 #3 

                 新冠病毒教育講座系列: 講座 I - 談『確診』色變, 施惠德醫師. 

                 講座 II - 征戰於休士頓的新冠沙場, 許環麟醫師, Houston Methodist Hospital.   

             講座 III -『疫苗』知多少, 林承興醫師, Houston Methodist Hospital. 
        

  
 

 

       主講嘉賓: 

(Dr. Steven Hsu)

重症主治醫師, Houston Methodist Hospital

助理教授, Texas A&M College of Medicine  
Executive Director of ICU Rotation 
前內科住院醫師, NY Presbyterian Brooklyn   
                           Methodist Hospital 
重症醫學, 總醫師, Memorial Sloan Kettering  
                             Cancer Center, NY 
急診室醫師, 貝里斯 Karl Heusner Memorial  
                                Hospital 
前內科主治醫師, 臨床助理教授, SUNY 
Downstate Medical Center, Brooklyn, NY 
助理教授, Weill Cornell Medicine 

   中南美洲: 巴拉圭 & 巴西中午 12 點 

   歐洲: 英國下午 3 點, 西班牙 4 點; 南非(約堡): 5 點 

   亞洲: 泰國 & 印尼晚上 10 點, 臺灣 11 點, 日本 12 點 

   大洋洲: 澳洲(東) 午夜 1 點, 紐西蘭午夜 3 點 
  

  主持人: 黄春蘭, 休士頓華商經貿聯誼會-會長   WebEx: 

北美洲華商經貿聯合總會-副總會長  Meeting#: 126 7446220 

休士頓亞裔健康教育協會-理事  Password: 01172021    
 

       主辦社團: 休士頓華商經貿聯誼會   報名 / 聯繫:  

        休士頓亞裔健康教育協會  黄春蘭 Alice Wen 

贊助: 僑務委員會/休士頓僑教中心  alice.wen88@gmail.com 

駐休士頓辦事處教育組 

                

               第 19 屆北美洲華商經貿聯合總會 - 系列活動 #4 

                 新冠病毒教育講座系列: 講座 I - 談『確診』色變, 施惠德醫師. 

                 講座 II - 征戰於休士頓的新冠沙場, 許環麟醫師, Houston Methodist Hospital.   

            講座 III -『疫苗』知多少, 林承興醫師, Houston Methodist Hospital.  
 

  
 

  主講嘉賓: 

 (Dr. Chen Hsing Lin) 
過敏免疫科主治醫師, Allergist & Immunologist,  

Houston Methodist Hospital 
助理教授, Houston Methodist Academic Institute 

內科住院醫師, Residency Nassau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 

過敏免疫專科醫師, Fellowship  University of  
South Florida 
 

  

   

 中南美洲: 巴拉圭 & 巴西中午 12 點 

  歐洲: 英國下午 3 點, 西班牙 4 點, 南非(約堡): 5 點 

  亞洲: 泰國&印尼晚上 10 點, 臺灣 11 點, 日本 12 點 

  大洋洲: 澳洲(東) 午夜 1 點, 紐西蘭午夜 3 點 

  

  主持人: 黄春蘭, 休士頓華商經貿聯誼會-會長   WebEx: 

北美洲華商經貿聯合總會-副總會長  Meeting#: 126 2838415 

休士頓亞裔健康教育協會-理事  Password: 01242021    
 

        主辦社團:  休士頓華商經貿聯誼會   報名 / 聯繫:  

        休士頓亞裔健康教育協會  黄春蘭 Alice Wen 

 贊助: 僑務委員會/休士頓僑教中心   alice.wen88@gmail.com 

 駐休士頓辦事處教育組 

『疫苗』知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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