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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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uesday, 2/9/21

（綜合報道）剛成為全球首富
的著名創業家，特斯拉公司(Tes-
la Inc.)創辦人伊隆·馬斯克（Elon
Musk）提出 「最佳減碳方法有獎
徵答」 ，向全球發起1億美元的獎
金，以尋找最有效的捕捉地球大氣
中二氧化碳的方法，(carbon cap-
ture，簡稱 「碳捕捉」 )，為期4年
。

路透社報導，馬斯克同時也是
太空運輸火箭公司SpaceX的負責
人，特斯拉與SpaceX兩個公司，
都在這幾年大獲成功，不但使他成
為最知名的新興企業家，也在去年
底成為全球首富。

馬斯克是個 「科技改善環境」
的主張者，他的特斯拉公司的主要

業務除了電動汽車以外，還有社區
型蓄電系統，多次表示他的蓄電系
統可以協助再生能源穩定供電。

他在今年1月份首次發布了減
碳環保方法的想法，並表示將在今
年晚些時候，透露比賽的細節。

馬斯克在星期一的聲明中說
「我尋找的不是只存在理論上的想
法，我希望的是可以興建並有效運
作的碳捕集系統，而且運動之後能
夠產生足可量測的效果，或許是千
兆噸級的減碳效率。」

這場全球徵尋減碳方式的具體
規則將會在今年地球日，也就是4
月22日宣布，比賽將持續4年，
直到2025年的地球日。

賞金賞金11億億 馬斯克發起馬斯克發起 「「最佳碳捕捉競賽最佳碳捕捉競賽」」
（（路透社路透社））



AA22要聞2
星期二       2021年2月9日       Tuesday, February 9, 2021

Wealee@scdaily.com
我見我聞我思

LIVE

歡迎使用 觀看高清美南國際電視新聞台

上週參加了美國華人百人會的視訊大
會，主題是華裔美人在重塑美國過程中的
處境，並由剛接任百人會會長的前駐中國
大使駱家輝主持。

百人會是於1990年由名建築師貝聿
銘等創立，是在美華裔精英非盈利組織，
其成員包括來自商界学术界、政界及文化
界的人，常設機構於紐約，该會是美國最
具影響力之華裔組織之一， 百人會之入會
資格十分嚴格，必須由會員推荐并经所有
會員同意後才予以接納。

正當中美關系處理低潮和敏感时期，
新任會長駱大使在會中再度重申，今天华
裔對美國做出之貢獻，他對於過去多年來
因國內政治造成對華裔之歧視感到憂心和
不滿，百人會之主要工作是要更多的美國

人能到中國去觀光訪問，促進兩國人民之
瞭解，對於我們而言，我們以自己是華裔
美人而驕傲。

曾任商務部長的駱家輝表示，中美兩
國過去多年來因貿易戰致使兩國關係不斷
惡化，他希望美國往後要以多角方式來和
中國交往，如果沒有其他國家之參與，美
國將無法促使中國認真對待，不止是美國
之損失也是國內消費者和美國公司之損失
。

今天我們身處在美國之華裔，應該真
實地體會到我們處境之艱難，希望大家團
結一致，繼續爭取應有的權益。

( 图片来源：路透社 ) I was with the Committee of 100 last week
with the newly elected President Gary Locke
in a virtual meeting. The topic was, “Rebuild-
ing America’s Promise: The Chinese Ameri-
can Perspective.”

The Committee of 100 is a non-partisan lead-
ership organization of prominent Chinese
Americans in government, business, aca-
demia and arts. The founding the committee
came from the renowned architect, the late I.
M. Pei. He teamed up with master cellist
Yo-Yo Ma and Shirley Young to recruit distin-
guished Chinese Americans from the arts,
business, public service and the sciences to
serve on the committee.

The mission of the committee is to provide
leadership and act as a constructive force in
the dual mission of promoting the full partici-
pation of all Chinese Americans in American

society and acting as a public policy resource
for the Chinese-American community.

Advancing constructive dialogue and relation-
ships between the people and leader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greater China is the overrid-
ing goal and focus.

Gary Locke was the first governor in the conti-
nental United States of Asian decent and the
only Chinese American who had ever served
as a governor of any state. He was also the
first Chinese American to serve as a U.S. am-
bassador.

Today we as Chinese Americans are facing a
big challenge. We hope that under the leader-
ship of Ambassador Locke we will definitely
find more answers to address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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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02//0808//20212021

Ambassador Gary LockeAmbassador Gary Locke
Lead Committee OfLead Committee Of 100100

百人會在爭取華裔權益百人會在爭取華裔權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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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時局

【綜合報道】憑藉全球
最高的新冠疫苗接種率，以
色列正被西方國家視為學習
榜樣。以色列衛生部國際司
主管阿舍.薩爾曼 8 日在接受
《環球時報》記者採訪時透
露，該國已有350萬人接種了
新冠疫苗，其中超過200萬人
完成第二針接種，“今年4月
底前，我們計劃完成對70%人
口的接種。”有研究顯示，
新冠疫苗的大規模接種已令
以色列新增新冠肺炎病例數顯著減少，疫苗
在真實世界環境中顯示出的效果也鼓舞了全
球範圍的疫苗接種行動。

2020 年 12 月 31 日，在以色列特拉維夫
，一名女子接種疫苗。新華社/基尼圖片社
去年 12 月 20 日，在該國總理內塔尼亞胡率
先接種後，以色列啟動了新冠疫苗接種工作
。憑藉與美國輝瑞公司達成的數據分享協議
，以色列獲得了數量客觀的輝瑞/BioNTech
新冠疫苗。最初，以色列向包括60歲以上老
年人、醫務人員等在內的高風險人群優先提
供疫苗，此後年齡限制逐漸降低。自上週開
始，以色列所有16歲以上人群均可以接種新
冠疫苗。

截至目前，以色列已有近四成人口接種
了新冠疫苗，超過20%的人口完成了兩針接
種，並且以每天20萬人的速度繼續推進。雖
然僅有900多萬人口是以色列得以迅速提升
接種率的原因之一，但能成為全球推廣疫苗
最快的國家，以色列還做了諸多準備。薩爾
曼8日介紹稱，以色列很早就與製藥公司開
始談判，去年11月與輝瑞籤署協議，之後也
與莫德納達成單獨購買協議。為推進疫苗接
種，以色列衛生部新冠指揮中心聯合了總理
辦公室、衛生部、國防部在內的多個政府部
門協同工作，並且通過媒體、社區領袖等廣
泛鼓勵和動員居民進行接種。此外，以色列
本身就具備較為成熟、數字化程度高、覆蓋
全民的醫療保健體系，這為新冠疫苗的大規
模推廣和數據追踪收集提供了基礎。

《自然》雜誌5日報導稱，以色列約有
90%的60歲以上人群接種了首針疫苗。該國
衛生部收集的數據顯示，這一年齡段報告的
新冠病毒感染率下降41%，1月中旬到2月初
，60 歲以上人群因感染新冠住院比例下降
31%，重症患者數減少 24%。相比之下，在
疫苗接種比例剛超過30%的59歲以下人群中
，新冠病例只下降12%，住院病例也僅減少
5%。但值得注意的是，以色列政府1月發布

了新的居家令，病例數字的下降可能受這一
因素影響。不過，以色列魏茨曼科學研究所
的生物學家埃蘭.西格爾分析認為，去年9月
以色列頒布居家令時並沒有觀察到上述下降
趨勢，“疫苗實際上已經開始對全國的病例
數產生影響。”

正如內塔尼亞胡日前在達沃斯論壇上所
言，“以色列將成為國際免疫實驗室”，疫
苗在該國大規模接種後顯示的結果以及暴露
的問題，都對其他國家有著重要藉鑑意義。
薩爾曼對《環球時報》記者表示，以色列已
經發現新冠病毒的南非變種毒株會降低疫苗
的效果，並且還發現了一些此前輝瑞沒有報
告的不良反應。

以色列的經驗還影響了各國對“群體免
疫”的認識。以色列國家抗疫專家小組主席
巴里切爾近日表示，疫苗有兩大效果，直接
效果是預防出現症狀甚至重症，其次是間接
效果，即疫苗能讓足夠多的人產生足夠的免
疫力，阻絕病毒傳播。如今新冠疫苗已證實
有直接效果，而群體免疫的效果如何還不得
而知。

隨著以色列完成兩針疫苗接種的人越來
越多，薩爾曼表示，該國正計劃為這些人頒
發“綠色護照”，讓他們可以更安全方便地
工作、購物、旅行，幫助經濟重啟。 “我們
正在與盟友和鄰國討論這一計劃，可能會從
以色列國內和雙邊協議開始，我不認為現在
就能看到此類多邊協定”，薩爾曼說。據
《環球時報》記者了解，以色列可能會最先
與希臘達成“綠色護照”的合作，後者一直
是此類計劃的支持者。而對於是否已經與中
國就此問題進行溝通，以色列駐華大使館發
言人8日回應稱，“和中國討論這一問題還
太早”。

薩爾曼當日還介紹稱，以色列為約1800
人的駐以外交使團提供疫苗，還開始在全球
範圍的要求以色列外交官分批回國接種疫苗
。

以色列新冠疫苗接種率為何全球最高以色列新冠疫苗接種率為何全球最高

全美矚目的超級盃(Super Bowl) 在經過一夜的激
戰後終於落幕, 球霸湯姆•布雷迪（Tom Brady
）在率領坦帕灣海盜隊以31比9壓倒性比數擊潰
衛冕的堪薩斯酋長隊奪下超級盃後,再次確立了
他是NFL美式足球最偉大的球員。

43歲的年紀在美國四大體育中都是超齡的,
尤其是特別耗費體力的足球能存活已是奇蹟,,而
布雷迪竟能10次率領兩支不同球隊闖進超級盃,
並7次奪魁,真是不同凡響！

布雷迪這場比賽從頭到尾都保持最佳戰況,
雖投出總碼數不多, 但非常精確, 投29次,只8球
未成功,3 次 TD達陣得分, 沒有被攔截，創下
125.8分超級盃史上最佳四分衛評分值紀錄，由
於全場都保持最佳狀況, 打完上半場就已以21比
6遙遙領先,當然也不再出現湯姆•布雷迪驚天逆
轉勝的模式, 而海盜隊這次以地主隊身份獲勝除
了在球場上充當首席教練的布雷迪外，全隊固若
金湯的防守也是主因, 他們把酋長隊新銳四分衛
馬霍姆斯防守滴水不漏, 讓他投49次失手23次
之多, 而且2次被攔截,3次被劫殺, 四分衛評分值

只有49.9分,是他本季表現最差的一次,比起湯姆
•布雷迪, 25歲的馬霍姆斯這位去年被封為NFL
史上最年輕的MVP最有價值球員還有很長的一
段路要走。

超級杯是美國人非常重視的體育競技，已形
成了美國的一種特殊文化,上至白宮的總統，下
到街坊鄰里的升斗小民，有近一半的美國人都癡
癡守在電視或網路前觀看精彩絕倫的比賽, 美國
人融入超級盃的那種瘋狂情境不可思議,老美之
所以把超級杯稱之為”超級”,是因為絕大多數
的超級盃大賽從頭拼到尾,完全沒有冷場!

值得一提的是,在美國史上收視率最高的十
個電視節目中竟有九個是歷年超級杯，另一個是
播放多年的連續喜劇《外科醫生》M*A*S*H的最
後一集，超級盃魔力與魅力由此可見一斑！

今年雖有新冠疫情, 但球賽照打不誤,尤其是
這場超級盃還適度開放觀眾入場, 會不會造成感
染十分令人關注, 但願那些前往現場觀賞超級盃
的球迷粉絲能夠健康無恙。

【李 著華觀點 : 超 級 盃 天 王
布 雷 迪 七 奪 金 杯 照 亮 歷 史】

緬甸仰光機場將關閉至4月底
銀行關閉民眾街頭排隊提款

綜合報導 受緬甸軍方宣布全國

進入緊急狀態影響，緬甸民航局1日

向各航空公司總部發電報信息：仰

光機場關閉至4月30日，此階段國

際國內航班全部取消。

記者了解到，東航雲南公司已於

1月底前完成上階段執飛緬甸的航班

計劃，2月並無飛緬甸的航班計劃。

當日，緬甸銀行協會也發布通

告：因現在時局變化不定、要求所

有銀行和分行即日起暫時關閉。開

行時間待通知。

在仰光街頭，記者看到多家銀行

的ATM機前民眾紛紛排起長隊提款。

另據記者了解，仰光證券交易

所關閉。

當日中午，緬甸兩家手機運營

商MPT和MYTEL通話和上網功能已

恢復正常，另外兩家運營商正在陸

續恢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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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據日本亞洲通訊社報道，日本

經濟新聞社等實施的最新輿論調查結果顯示

，有90%的民眾希望延長“緊急狀態”的實

施時間。

這壹項輿論調查由日本經濟新聞社和東

京電視臺在1月29日至31日期間聯合實施。

針對2月7日結束“緊急狀態”的政府計劃，

有45%的人認為“目前實施緊急狀態的地區

必須全部延長”，另有45%的人認為“鎖定

疫情依然在擴大的地區繼續實施緊急狀態”

，兩者合計達到了90%，反對者只有6%。

為了防止新冠疫情持續蔓延，日本政府

在1月8日起，在東京首都圈率先實施“緊急

狀態”，從13日起，在關西地區和福岡縣、

櫪木縣等地也開始實施“緊急狀態”。根據

原來的計劃，上述地區均在2月7日結束緊急

狀態的實施。

但是，除櫪木縣之外，其他地區雖然感

染人數出現回落，病床使用率依然高居不下

，醫療資源繼續面臨緊張的狀態。因此，政

府內部也出現了繼續延長“緊急狀態”的呼

聲。據最新消息，日本政府計劃將“緊急狀

態”再延長壹個月，到3月7日結束。

日本經濟新聞社等的調查結果還顯示，

有79%的人認為，日本首相菅義偉政權宣布

實施緊急狀態已經為時過晚。而菅義偉內閣

的支持率為43%，不支持率則達到了50%。有

55%的人認為，菅義偉的“指導力不足”。

韓素媛案罪犯申請低保獲批準
每月可領取120萬韓元

綜合報導 日前，韓國電影《素媛》原型

罪犯趙鬥淳向居住地所在政府，提交韓國向低

收入群體發放的國民基礎生活保障補貼申請，

引發民眾強烈反對。當地時間2月2日，京畿

安山地區相關人士透露，安山市在上月末審查

通過了趙鬥淳夫婦的基礎生活保障領取資格。

由此，趙鬥淳夫婦每月可領取120萬韓元左右

的補貼。

趙鬥淳因涉嫌於2008年12月在京畿道安

山綁架、強奸、傷害小學生，於2009年9月被

判處有期徒刑12年。他於2020年12月12日刑

滿出獄。

據報道，趙鬥淳在出獄5天後的2020年12

月17日，曾申請支付給65歲以上老人的本人

基礎養老金，並和妻子壹起申請了基礎生活保

障補貼。

隨著資格審查的通過，趙鬥淳夫婦從1月

末開始，將得到30萬韓元的基礎養老金，62

萬余韓元的2人標準生活補助，以及26萬余韓

元的居住津貼等每月120萬韓元左右的福利津

貼。

據悉，這對夫婦在1月末領取今年1月份

的福利津貼時，還追溯了申請日期以後，即

2020年12月福利獎金的壹部分。

此前，青瓦臺國民請願網站上出現標題

為“不要給趙鬥淳基礎生活補助金”的帖

子，其中寫道，“趙鬥淳犯下了不像話的

惡行，因為他，壹個家庭要承受無法治愈

的傷痛”，“但是，每月要給這樣的人120

萬韓元？實在是無法接受

。”如今，支持這壹請願

的人數多達6.1萬人。

報道稱，市政府在為選

定基礎生活保障金領取者的

審查過程中，做出了如下結

論：趙鬥淳已年滿65周歲，

屬於沒有勞動能力的老人；

其配偶因患有慢性疾病或就

業困難等，再加上沒有住宅

，所以沒有將其排除在福利

支付對象之外的理由。

安山市相關人士表示:“趙鬥淳夫婦的福

利補助對象選定與否是個人信息，因此不能公

開”，“如果基礎養老金或基礎生活保障領取

者符合相關法律標準，就不得不向其支付生活

補助”。

日首相菅義偉為執政黨議員
違反防疫規定道歉

綜合報導 日本首相菅義偉在參議院全體會議上，就執政

黨議員在緊急狀態期間違反防疫規定壹事道歉。

近日，有媒體報道稱，自民黨議員松本純於1月18日深

夜連續出入東京都內的餐廳和俱樂部。開始松本堅稱當時是

獨自前往的，後媒體曝光了更多細節，與其同席的還有時任

文部科學副大臣的田野瀨太道和國會對策副委員長的大塚高

司。

菅義偉道歉稱，在抗擊疫情中壹直請求國民理解和協助

，政治家更應以身作則，那樣的行為本不該發生，實在令人

遺憾，對此深表歉意。

2月1日松本曾為此致歉稱，“我是想保護自己的後輩，

發表了與事實不符的言論，對此我深表歉意”。

自民黨對上述3人作出了“勸告退黨”的處分，根據自民

黨的相關規定，該處分僅次於開除黨籍。

此外，公明黨眾議員遠山清彥也被曝出深夜到訪俱樂部

，遠山主動提出辭去議員職務，獲得批準。

日本首都圈於1月8日再度進入緊急狀態，要求餐飲店縮

短營業時間至晚8時，同時呼籲民眾避免晚8時以後不必要和

非緊急的外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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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2020年第四季度經濟萎縮1.3%
全年經濟萎縮8.3%

綜合報導 法國官方公布的經濟數據顯示，法國2020年第四季度國

內生產總值(GDP)環比下降1.3%，2020年全年經濟萎縮8.3%。

法國國家統計和經濟研究所當天公布的數據顯示，法國2020年第四

季度經濟情況要好於官方預期。為防控新冠疫情，法國於2020年10月底

實施第二次全國“封城”，直接影響經濟增長，經濟學家此前曾預測法

國2020年第四季度經濟可能將因此萎縮4%。

法國國家統計和經濟研究所指出，在法國第二次“封城”期間，經濟活

動的損失比在2020年春季實施的第壹次“封城”時的損失“相對溫和”。由

於聖誕假期期間的防疫管制措施有所放寬，2020年12月的消費者支出比11月

反彈23%，壹定程度上減緩了2020年第四季度居民消費的下滑。

數據還顯示，2020年第四季度法國進出口保持穩定，出口增長率已

連續兩個季度超過進口增長率，使得對外貿易繼續在經濟領域發揮正面

作用；法國運輸產品和藥品的出口也保持良好態勢。

同時，2020年法國全年經濟表現也要好於官方預期。法國政府曾在

之前的財政預算案中預測2020年經濟將萎縮11%。另外，法國預算赤字

占GDP的比重也可能低於政府預期的11.3%。

不過，2020年法國仍然遭受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創紀錄的嚴重

經濟衰退。法國2020年實施兩次“封城”導致當年法國居民消費下降

7.1%。居民消費被認為是法國經濟的傳統支柱之壹。

目前，由於變異新冠病毒在法國進壹步傳播，法國官方正在加緊研

究是否實施第三次“封城”，特別是“封城”會給經濟運行帶來多大影

響。法國官方和經濟學家均警告，如果實施第三次“封城”，2021年的

法國經濟將難以實現預定增長目標。

希臘憂第三波疫情強化封鎖
雅典及周邊被列為紅區

綜合報導 希臘衛生部統計數字顯示

，希臘當天新增941例新冠肺炎患者，全

國累計確診155678例。因感染新冠病毒

死亡的人數在24小時內增加22人，累計

死亡人數為5764人。

據報道，自本周以來，希臘單日新

增新冠病例數字節節上升，已經重新逼

近4位數字，加上感染變異病毒的病例繼

續增加，令希臘當局和醫學專家十分擔

心暴發第三波疫情。

數據顯示，本周，希臘日均新增病

例為596例，增長24.2%，阿提卡平均記

錄了46.4%的病例，塞薩洛尼基病例平均

占比為9.2%，其余病例則分散在全國各

地。

希臘當局傍晚宣布，全國地區分黃

色“監測”級別地區和紅色“高風險”

地區。當局已把包括雅典在內的阿提卡

地區列為疫情“紅區”，實施“加強

版”封鎖。

從30日早上6點開始，“加強版”

封鎖措施規定在服裝、鞋類、珠寶商店

實施“預約-到店購物”模式，而零售

業的其它商店則恢復“點擊-取貨”模

式；理發店、美容院、汽車檢測機構

KETO、購買彩票的

博彩店可以運營，

但顧客必須預約才

能前往。

除阿提卡外，

其它“紅色地區”

從傍晚6點至次日淩

晨5點實施宵禁；阿

提卡地區則維持從

晚上 9 點至次日淩

晨 5 點宵禁；只允

許初中從 2 月 1 日

起復課，高中暫時

不重開，高中學生將繼續在家進行遠

程上課。

此前，在29日早上，希臘教育部已

宣布，除疫情“紅區”外，全國初中和

高中在2月1日重新開放。

希臘傳染病學教授、專家委員會成

員西普薩斯表示，有必要在形勢變得危

急之前控制病毒在雅典及周邊地區的傳

播，目前在阿提卡地區的重癥監護室中

，新冠重癥病床占用率已經達到60%，而

且醫院的入院率也在上升。

希臘傳染病專家、政府專家委員會

成員戈戈斯提出民眾分身份證單雙號出

門的建議，身份證號碼以奇數結尾的人

可以在奇數天出門，身份證號碼以偶數

結尾的人在偶數天出門，以限制民眾在

阿提卡等高感染地區的活動。但戈戈斯

否認曾在政府專家會議上提出過上述建

議，稱僅是他的個人想法。

希臘肺病學教授兼希臘肺病學會副

主席紮納基斯紮納基斯估計，希臘實際

活躍病例可能有3萬-5萬例。他稱擔心如

果這種趨勢繼續下去，希臘可能會回到

去年11月的疫情狀況。

歐盟“疫苗保衛戰”有進展
阿斯利康承諾提高交貨量

綜合報導 近日，歐盟與英國阿斯利康公司的疫苗供應爭端引發廣

泛關註，根據最新消息，歐盟的這場“疫苗保衛戰”已取得進展。歐盟

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表示，阿斯利康已承諾將向歐盟提高30%的疫苗交

貨量，歐盟將維持夏季前為70%人口註射新冠疫苗的目標。

據報道，馮德萊恩在社交媒體推特上發文表示，歐盟將可以維持原

有的既定目標，即在今年夏季之前，為70%的歐盟成員國公民註射新冠

疫苗。

馮德萊恩宣布，阿斯利康藥廠將向歐盟提高30%疫苗交貨量，即增

加900萬劑疫苗。此前阿斯利康曾預計，將原定3月底前向歐盟交付的

大約8000萬劑疫苗減少到3100萬劑，引起歐盟強烈不滿。

馮德萊恩還表示，阿斯利康藥廠還將提前壹周向歐盟供應疫苗，並

將擴大在歐洲的疫苗生產。

1月22日，英國阿斯利康公司說，受產能限制，今年第壹季度向歐

盟交付的疫苗由原定的8000萬劑減至3100萬劑，歐盟表達不滿。雙方隨

後舉行的危機會議也無果而終。1月29日晚，歐盟稱將動用與英國所簽

署的脫歐協議中壹項條款，限制疫苗從歐盟出口至英國。但在歐英雙方

領導人通話後，歐盟1月30日緩和立場，不再提及上述條款。

英國發現的變異病毒再突變
美疫苗接種“不公平”？

根據美國約翰斯· 霍普金斯大學的數

據顯示，截至北京時間2月3日6時22分

許，全球累計新冠確診病例超過1.03億

例，有超224萬人因新冠死亡。在英國

發現的變異新冠病毒再次出現突變，引

發擔憂；美國疫苗接種或存在“不公

平”，引發爭議。

紐約州發現13例變異病毒確診病例
在英國發現的變異病毒又出現突變
據美國約翰斯· 霍普金斯大學的數據

顯示，目前美國累計確診新冠病例超

2641萬例，累計死亡超44.6萬，仍是全

球確診人數最多的國家。該國近來不斷

出現感染變異病毒病例。

當地時間2日，紐約市衛生專員戴

夫· 喬克希發表聲明稱，紐約市已經發現

了13例在英國發現的變異新冠病毒感染

病例。喬克希表示，紐約市正在“非常

密切地進行監測”，但該市目前尚未發

現其他變異病毒感染病例。

近日，英國衛生專家因在該國蔓延的

變異病毒中觀察到壹種新突變而擔憂，這

種新突變可能會幫助病毒躲避人體免疫系

統的攻擊。而這種突變此前已經在南非

和巴西發現的變異病毒中出現過。

世界衛生組織指出，全球有80個國

家和地區已出現在英國發現的新冠病毒

變異株，41個國家和地區已出現南非發

現的新冠病毒變異株，10個國家和地區

已出現巴西發現的新冠病毒變異株。

研究發現，部分變異新冠病毒的傳播

力可能更強，但傳播方式沒有改變，

公共衛生措施可以有效控制變異病毒

傳播。

美VIP插隊打疫苗遭批
疫苗接種數據暴露“不公平”？
美國疾控中心(CDC)報告稱，目前美

國已有26440836人接種了第壹劑或多劑

新冠疫苗。這個人數已經超過了美國新

冠確診人數。為進壹步加快疫苗接種計

劃，美國聯邦政府還計劃於11日在全國

範圍內直接向藥房提供疫苗，為人們提

供更多的疫苗接種場所。

然而，美國疫苗接種卻不斷引發爭

議。

由於美國各州的疫苗接種計劃沒有

統壹指導原則，各地紛紛自行決定可優

先接種疫苗的人。這樣復雜的系統促使

“疫苗旅行”應運而生，在美國國內，

不少美國人為了可以提前接種疫苗，跨

州到別的州屬進行接種。甚至還有外國

人也跨國到美國接種疫苗。

“疫苗旅行”引發爭議，美國人擔

心這在制造不平等的問題，進而影響到

美國的全國疫苗接種計劃。

紐約大學格羅斯曼醫學院的醫療

道德學者弗格森說，接種疫苗涉及

預約、註射器，以及人力資源，聯

邦政府壹般根據當地人口數量分發

疫苗並制定策略，因此當有人跨城

、跨州甚至跨國接種時，就會打亂

這些安排。

另壹方面，數日前，美國華盛頓州

貝爾維尤的壹家醫院向約100名VIP捐款

人發送電子郵件，邀請他們優先註冊新

冠疫苗接種，該醫院已就此事道歉。華

盛頓州州長英斯利對此表示，這“不是

正確的方式”。我們需要給所有人壹個

公平的疫苗註射機會。

此外，紐約市市長白思豪1月31日

承認，紐約疫苗接種壹直存在嚴重的

種族差異，非裔和拉美裔居民接種疫

苗的數量遠低於白人。紐約接種疫苗

的白人占48%，拉丁裔占15%，亞裔占

15%，非裔占11%。65歲及以上接種疫

苗的居民中，種族差異更為明顯：大

約12.5萬接種疫苗的紐約老年人中，只

有9%是黑。

當地時間1日CDC報告稱，美國首

批接種新冠疫苗的人中，50歲以上的白

人女性占多數。該報告強調了受新冠大

流行影響最嚴重人群中的種族和民族不

平等。

報告指出，在 2020年 12月中旬至

2021年 1月中旬，至少接種了第壹劑疫

苗的近1300萬人中，63%是女性，55%的

人超過50歲。他們中只有大約壹半的接

種者可以獲得關於種族的信息，其中

60%是白人，目前還不清楚為什麼信息

丟失。但感染風險最高的是非裔、拉美

裔等。

美國政府新冠病毒病衛生公平工作

組主席瑪塞拉博士1日在白宮新聞發布

會上說道：“截至1月30日，關於疫苗

接種，我們遺漏了47%的種族數據”，

“沒有數據的指導，我們無法確保公平

的疫苗接種計劃。”

換電池、裝攝像機……宇航員太空行走壹趟有多忙？

綜合報導 據報道，2月第壹天，美國宇航員維克托· 格洛韋爾和

邁克爾· 霍普金斯進行了太空行走，完成國際空間站電池更換和供電

系統現代化的工作。

據報道，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宇航員於莫斯科時間2月1

日16點啟動將宇航服調至自動供電模式，自此開始出艙計時。

這次太空行走的主要任務，是安裝國際空間站供電所需的系列新

電池中的最後幾塊鋰離子電池。NASA在轉播中說：“將完成2017年

起始的國際空間站電池更換工作”。使用鋰離子電池更換國際空間站

鎳氫電池的工作持續了數年時間。

進入開放太空的宇航員還將對日本“希望”(Kibo)號實驗艙機械

臂上的攝像機進行維護，並在“命運”號實驗艙上安裝壹臺高分辨

率攝像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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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當一對夫婦知道自己即將到來的寶寶性別後，會舉辦一次盛大的
“性別揭秘派對”，邀請親朋好友參加，並將孩子性別這個“秘密”分享給大家。在派對
上，如果是藍色主題，則寶寶是男孩，如果是粉色寶寶就是女孩。

美國密歇根州一位準爸爸，在全家興高采烈地舉行派對時弄巧成拙，結果自己一命嗚
呼。據悉，這位準爸爸26歲，在排隊舉行到最嗨的時候，準備發射一枚高射砲，結果這架
放置在花園的小型加農炮剛被點燃就爆炸了。

準爸爸被流彈擊中，傷勢非常嚴重，立即被家人送往弗林特的赫爾利醫療中心。醫生
們竭盡全力，但還是沒能挽救這個年輕人的生命。據報導，這次意外除了造成準爸爸死亡

，還損壞了車庫裡的三輛汽車。
據統計，很多“揭露性別”的派對都以糟糕的結局收場，其中一個甚至造成了數百萬

美元的損失。去年，美國加州一場“性別揭幕派對”上，人們為了拍照好看使用了“煙火
裝置”，不幸引發一場大火，燒毀7000多英畝（約4.2萬畝）土地。這家人現在樂極生悲
，很可能面臨牢獄之災以及數百萬美元的罰款。加州林業和消防部門表示，噴出彩色煙霧
的裝置引發了火災。這類煙火機通常用來噴出粉色或藍色的煙霧，這樣準父母就可以向家
人和朋友宣布寶寶的性別。結果派對時恰逢加州大火，煙霧噴射裝置使火勢進一步惡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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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總統喬.拜登（Joe Biden）於週五（2月
5日）提出了迅速採取行動以通過1.9萬億美元的新冠紓困計劃
的訴求。但即使他在沒有共和黨人的情況下打開了前進的大門
，他也承認，該計劃中的一個關鍵要素——將最低工資提高到

每小時15美元，不太可能成為法律。
週五上午，美國政府發布的1月份就業報告顯示，招聘工

作已經停滯不前，可能會在數年內阻礙恢復充分就業。由於疫
情導致的死亡人數激增，上個月約有40.6萬人離開勞動力隊伍
。

這份就業報告出爐前不久，參議院民主黨人在沒有共和黨
人支持的情況下，投下了決定性的一票，推動新冠紓困計劃在
參議院獲得通過，向下個月的最終批准邁出了一步。副總統卡
馬拉.哈里斯（Kamala Harris）首次在參議院投下了決定性的一
票。

在參議院批准後，眾議院在周五下午以219-209通過了這
項計劃，同樣沒有共和黨人投票。新冠紓困計劃現在可以通過
國會委員會推進，目標是在3月中旬之前最終確定額外的援助
，屆時額外的失業援助和其他大流行期援助將到期。

拜登在接受CBS採訪時表示，他預計新冠紓困計劃中，不
會包括把聯邦最低工資提高到15美元，但他表示要把它作為單
獨的立法來推動。拜登說：“沒有人應該每週工作40小時還生
活在貧困線以下。但如果你的時薪低於15美元，你的工資就低

於貧困水平。”
與此同時，有新的跡象顯示美國經濟正在走弱。美國勞工

部（Labor Department）週五表示，繼去年12月削減22.7萬個
工作崗位後，今年1月雇主僅增加了4.9萬個工作崗位。餐館、
零售商、製造商，甚至醫療保健部門上個月都在裁員，這意味
著私營企業上個月只增加了6000個工作崗位。

據報導，幾位民主黨參議員拒絕透露他們是否特別支持將
最低工資提高到每小時15美元，而至關重要的西弗吉尼亞州參
議員曼欽（Joe Manchin）已經明確表示反對。

目前的聯邦最低工資是每小時7.25美元，這是2007年通過
的，並在兩年後實施。支持提高工資的人認為，目前的水平不
足以維持生計，早就應該提高工資，以提振工人和整個經濟。

國會預算辦公室（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一項關於
提高最低工資的分析也發現，提高最低工資將大幅減少貧困，
最低工資提高到15美元將使130萬人脫離貧困線。

而反對者則認為，提高最低工資可能會產生意想不到的負
面後果，包括給小企業帶來負擔，減少就業，以及推動企業走
向自動化。

（綜合報導）當地時間2月9日，美國國會參議院將開始審理前總統特朗普彈劾案，彈劾
審判將正式拉開帷幕。

此次“開創歷史”的彈劾審判讓特朗普不僅成為美國歷史上首次被兩度彈劾的總統，也
將成為美國歷史上首位被彈劾審判的卸任總統。

當地時間2月8日，特朗普的律師在審前簡報中表示，彈劾前總統是“違憲的”，並稱即
將到來的參議院審判是民主黨人上演的“政治戲碼”。

報導稱，參議院多數黨領袖舒默和共和黨領袖麥康奈爾8日就彈劾審判的時間表和形式
達成協議。舒默稱兩黨已經敲定了“非常公平”的彈劾審判框架，將達成“找到真相和問責
”的目的。

據悉，審理期間可能不會召集任何證人，特朗普也拒絕了出庭要求。如果沒有傳喚證人
，審判可能在大約一周內結束。
知情人士透露，彈劾案的“開庭辯論”要到10日中午才能開始，國會眾議院彈劾經理和特朗
普律師團隊各自有16個小時時間來進行陳述。

而在 8 日，特朗普的律師提交了一份審前簡報。其中，律師用多種理由抨擊此次彈劾
“違憲，是一場政治鬧劇”，並表示“必須駁回”。

特朗普律師認為，此次彈劾審判是民主黨人上演的“政治戲碼”，他們在簡報中就兩個
方面對特朗普進行辯護：首先，參議院不能根據憲法對卸任總統進行彈劾審判；其次，特朗
普的行為受到第一修正案的保護。

對此，眾議院彈劾案負責人對特朗普律師的這些說法進行逐一批駁。負責人在彈劾簡報
中答复表示“憲法沒有允許總統在任職的最後幾天可以濫用權力，而不被追究責任”，關於
特朗普行為受第一修正案保護的辯護，彈劾官員認為特朗普律師的論點是“毫無根據的”。

眾議院彈劾經理還表示，有“壓倒性”證據表明特朗普煽動了國會騷亂，而且在騷亂發
生後沒有採取行動。 “他試圖逃避責任的努力完全是徒勞的，特朗普違反了他的就職誓言，
背叛了美國民眾。”

據悉，民主黨人需要獲得17名共和黨參議員的支持才能給特朗普定罪。儘管共和黨人承認
特朗普應對1月6日國會騷亂負有部分責任，但預計支持給他定罪的共和黨參議員人數在5人以
下。特朗普極有可能第二次被參議院“無罪開釋”。

據美聯社最新民調顯示，近三分之二的美國人認為特朗普要對國會襲擊事件負責，47%的

民眾認為要定特朗普有罪。
1月13日，美國國會眾議院表決通過彈劾條款，指責前總統特朗普在1月6日國會大廈遭衝

擊事件中“煽動叛亂”。特朗普成為美國歷史上首位在任期內兩度遭到彈劾的總統。
受到1月6日事件影響，目前美國國會周邊高達2.5米的鐵欄仍未拆除，數千國民警衛隊成

員在國會山附近巡邏。國會警方已經確認，在彈劾審理完成前，不會降低安全保護水平。

（綜合報導）“派遣國民警衛隊去保衛華盛頓，花了
納稅人4.83億美元。”美國《福布斯》網站8日以此為題
報導稱，由於擔心美國前總統特朗普的彈劾案審判可能招
致更多暴力活動，預計美國聯邦政府將斥資4.83億美元，
保持國民警衛隊駐紮在華盛頓特區直至3月中旬。

據報導，當地時間2月8日，五角大樓新聞秘書約翰.
科比表示，從1月6日（國會發生騷亂）至3月15日派遣國
民警衛隊保護國會大廈周圍地區的費用總額將為4.83億美
元，其中人事費用2.84億美元，行動費用1.99億美元。

《福布斯》網站還援引“政客”報導稱，由於參議院
針對特朗普的彈劾審判帶來有關安全方面的擔憂，包括可
能引發“大規模示威”，5000名國民警衛隊士兵預定將留
在華盛頓直到3月15日。不過，報導稱，目前尚不清楚是

否存在具體威脅。
報導介紹說，在1月6日美國國會大廈發生騷亂之後，

2.5萬名國民警衛隊士兵從全美各地湧入華盛頓，並參加了
拜登（1月20日）的就職典禮，以防止進一步暴力活動的
發生。

不過，報導也指出，有共和黨議員對在國會大廈周圍
部署國民警衛隊的必要性提出了質疑。佛羅里達州共和黨
籍參議員邁克爾.華爾茲對福克斯新聞說：“我們仍然有國
民警衛隊員在那裡，遠離他們的家人，遠離他們的工作，
增補警察（隊伍），但我們仍無法得到一個關於什麼是這
個可怕的威脅、需要如此多人的簡報。我們仍然沒有答案
。”

特朗普將面對“開創歷史”的彈劾審判

以防暴力衝擊以防暴力衝擊，，美將斥巨資派國民警衛隊保衛華盛頓美將斥巨資派國民警衛隊保衛華盛頓

準爸爸為寶寶舉行準爸爸為寶寶舉行““性別揭秘派對性別揭秘派對”，”，結果命喪花園結果命喪花園



AA66
星期二       2021年2月9日       Tuesday, February 9, 2021

台灣新聞

(綜合報道）農曆年將至，多家金融業者在臉書粉絲專頁共同串聯，呼籲民眾提高警覺，不要
隨意點擊簡訊或郵件不明連結，如要點擊任何官網連結，也要確認官網網址符號內容，避免詐騙
集團得逞。

為提醒民眾春節期間提高防範詐騙意識，國泰世華銀行、中國信託商業銀行、台新銀行、玉
山銀行及台北富邦銀行在各自臉書粉絲專頁，用創意貼文提醒用戶不要被詐騙。貼文內容以 「假
冒金融機構的釣魚網站，網址可能千奇百怪，務必查證正確的網址，拼法差一點，若不慎點擊就
可能出事！」的方式呈現，提醒民眾提高警覺，守護自身資訊與財產安全。

面對詐騙手法日新月異，金融業者列出5大提醒。第一，不要隨意點擊簡訊或電子郵件所提
供的連結，如果收到可疑的電話、簡訊或電子郵件，不要理會並仔細查證。第二，點擊任何導引

到銀行官網的連結前，務必確認正確的官網網址，如果錯一個字或符號都不行。
第三，銀行APP比網頁更安全，如果要登入帳戶，建議多利用銀行APP，詐騙集團可以造假

網頁、文字內容，但無法複製一個完整的APP。第四，絕對不要依陌生人電話指示轉帳、匯款、
操作自動櫃員機（ATM）。第五，不跟陌生來電者透露或核對個人資料，以免遭歹徒利用。

內政部警政署刑事警察局日前也公開呼籲，民眾如果收到假冒銀行、郵局等金融機構名義或
來路不明的簡訊，不要相信或點選連結，並注意核對所附網址列是否正確，以Google Chrome瀏
覽器為例，如果發現網路釣魚（惡意）網站，可以把網址提交到 「Google回報詐騙網頁（https://
safebrowsing.google.com/safebrowsing/report_phish/?hl=zh-Hant ）」進行審核及封鎖，以防民眾再
度受害，也可以撥打165反詐騙專線查證，或用165官方網站進行網路檢舉或報案。

台北自行車展實體展延期台北自行車展實體展延期
線上線上33//33如期登場如期登場

（中央社）外貿協會今天表示，台北國際自行車展及台北國
際體育用品展原定於3月3日至6日在南港展覽館一館開展，但
考量近期國內疫情變化，實體展將延期舉行，辦理日期將在確定
後發布，線上展則於3月3日至31日如期登場。

貿協今天發布新聞稿指出，考量近日國內疫情變化，在與
產業公會討論後，決議將原定3月3日至6日辦理的台北國際自
行車展（TAIPEI CYCLE）及台北國際體育用品展（TaiSPO）實
體展延期辦理，以數位科技 TAIPEI CYCLE Online 及 TaiSPO
Online線上展持續服務參展廠商及全球買主。

貿協指出，TAIPEI CYCLE On-
line及TaiSPO Online 包括虛擬展示、線
上交流、線上導覽、買主數據分析等多
元功能，線上展期間同時搭配線上記者會、採洽會、智慧論壇、
廠商產品影音專輯等數位活動，兩展線上展合計已有超過300名
業者參與。

成車品牌大廠美利達、巨大、重要組車廠愛地雅、鏈條龍
頭桂盟、零組件大廠SRAM及Shimano等知名企業皆參與線上展
，從電動機車跨足電動自行車的GOGORO也首次參展，此外，

健身器材大廠喬山及岱宇也參加線上展展出，以虛擬展示呈現新
品。

貿協指出，台北國際自行車展線上展的國際參展商比例達
20%，有來自義大利、丹麥、英國、美國、以色列、日本、新加
坡等24國的自行車業者共襄盛舉，各項展覽訊息及亮點，將透
過全球自行車及運動產業媒體廣為宣傳，持續為展覽及台灣自行
車、運動產業業者創造國際聲量及商機。

春節將至 金融業串聯臉書小編共同反詐騙

福衛七號完成軌道部署 有效改善天氣預報誤差
（中央社）科技部今天宣布，福衛七號在3日已

經成功把6枚衛星部署在高度540到550公里的任務
軌道，可提供24小時均勻分布的大氣層與電離層觀
測資料，有效減少天氣預報誤差。

作為台灣太空科技重要指標的福爾摩沙衛星七
號（福衛七號），在台灣時間2019年6月25日於美
國佛羅里達州甘迺迪太空中心，搭乘美國太空探索科
技公司（SpaceX）的獵鷹重型火箭（Falcon Heavy）
發射升空，抵達720公里的暫駐軌道，經過1個月的
健康檢查和18個月的轉換軌道操作，目前完成任務
軌道的部署。

科技部表示，福衛七號由國家實驗研究院國家
太空中心（國研院太空中心）與美國國家海洋暨大氣
總署（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ic Administra-
tion，NOAA）共同執行，由6枚衛星組成星系，每
天可提供全球南北緯50度間約4000點的大氣垂直剖

線資料，補足熱帶海洋地區缺乏的觀測資料，可大幅
提升全球氣象預報準確度。

科技部表示，經國際間氣象作業單位證實，在觀
測點還沒均勻分布的情形下，福衛七號資料可減少
24小時天氣預報誤差10%至11%。

科技部指出，福衛七號在完成部署前已經開始
執行任務，在2020年3月7日與NOAA同步對國際公
開大氣觀測資料，2020年9月15日與美國大氣科學大
學聯盟（University Corporation for Atmospheric Re-
search，UCAR）一起公布接收GPS衛星訊號所得電
離層資料，並於 2021 年 1 月 29 日公布接收俄國
GLONASS衛星訊號所得電離層資料。為了讓6顆衛
星平均環繞在地球的上空，使掩星觀測點遍布在南北
緯50度之間，所以要從720公里緩降到550公里的預
定軌道高度。

立方衛星小兵立大功立方衛星小兵立大功
與台灣立方衛星團隊合作的奧德修斯太空公司與台灣立方衛星團隊合作的奧德修斯太空公司認為認為，，台灣電子產業實力堅強台灣電子產業實力堅強，，

發展太空產業極有潛力發展太空產業極有潛力。。



AA77
星期二       2021年2月9日       Tuesday, February 9, 2021

中國社會 2021年2月6日（星期六）2 新聞中
國

■責任編輯：凌晨曦

科興疫苗科興疫苗IIIIII期臨床試驗數據期臨床試驗數據
巴西：18 歲以上的醫務人員入組
12,396名受試者
按照0,14天程序接種兩劑疫苗14天
後，預防由新型冠狀病毒所致疾病
（COVID-19） 的 保 護 效 力 為
50.65%，對需要就醫的病例保護效力
為83.70%，對住院、重症及死亡病例
的保護效力為100.00%。

土耳其：18歲至59歲處於高風險的醫
護人員（K-1）和處於正常風險的一般
人群（K-2），截至2020年 12月 23
日，K-1隊列受試者入組918例，K-2
隊列入組受試者6,453例，總計入組
7,371例，其中1,322例受試者完成兩
劑接種並進入第二劑接種後14天觀測
期。按照0,14天程序接種兩劑疫苗14
天後，預防COVID-19的保護效力為
91.25%。

科興疫苗土國試驗逾九成有效
Ⅲ期臨床研究與巴西差異大 反映國家試驗客觀性

科興控股生物技術有限公司5日宣

布，其旗下子公司北京科興中維研製的

新冠病毒滅活疫苗克爾來福Ⅲ期臨床研

究數據已完成初步統計分析。科興在巴

西和土耳其兩國展開的Ⅲ期臨床研究分

別評價了在高危人群（接診新冠肺炎患

者的醫務人員）和普通人群中的保護效

力。試驗結果顯示，克爾來福疫苗在土

耳其試驗的保護效力為91.25%。

■香港文匯報

記者劉凝哲 北京報道

據介紹，科興中維於2020年7月21日起陸續
選擇在南美洲的巴西、智利，東南亞的印

尼和中東的土耳其這四個處於不同地域、各具特
點的國家開展Ⅲ期臨床研究。這幾項研究使用同
一批疫苗（中劑量600 SU），按照相同的免疫程
序（0,14程序），按藥物臨床試驗質量管理規範
（GCP）要求獨立開展，總入組人數達2.5萬
人。

科興方面表示，在巴西和土耳其兩國開展的
Ⅲ期臨床研究分別評價了克爾來福疫苗在高危人
群（接診COVID-19患者的醫務人員）和普通人
群中的保護效力，兩國均採用多中心、隨機、雙
盲、安慰劑平行對照設計，主要終點為接種兩劑
疫苗或安慰劑14天後新型冠狀病毒所致疾病
（COVID-19）的發病率。

對巴西高危者保護力達83.70%
截至2020年12月16日，巴西針對18歲及以

上醫務人員的研究共入組12,396名受試者，獲得

253例監測期有效病例。按照0,14天程序接種兩
劑疫苗14天後預防由新型冠狀病毒所致疾病
（COVID-19）的保護效力為50.65%，對需要就
醫的病例保護效力為83.70%，對住院、重症及死
亡病例的保護效力為100.00%。

土耳其Ⅲ期臨床試驗目標人群為18~59歲處
於高風險的醫護人員（K-1）和處於正常風險的
一般人群（K-2），截至2020年12月23日，K-1
隊列受試者入組918例，K-2隊列入組受試者
6,453例，總計入組7,371例，其中1,322例受試
者完成兩劑接種並進入第二劑接種後14天觀測
期。基於29例病例的分析結果顯示，按照0,14天
程序接種兩劑疫苗14天後預防COVID-19的保護
效力為91.25%。

兩國試驗均證不會導致ADE
克爾來福疫苗在巴西與土耳其的試驗結果

存在較大差異。此間了解試驗情況的專家向香
港文匯報表示，這正反映出不同國家臨床試驗

的客觀性。巴西的受試人群是接診新冠肺炎患
者的醫護人員，這也是全球首個全部在醫護人
員中開展的新冠疫苗Ⅲ期臨床試驗，還是目前
收錄輕型病例最多的新冠疫苗Ⅲ期臨床試驗。

在巴西所收錄的252例病例中，毋須任何治
療的輕症病例有214例，比例達85%。這種情況
下，就會帶來病例診斷的誤差（無症狀感染或機
械帶毒）。

此外，土耳其與巴西的試驗結果均表明，克
爾來福疫苗不會導致抗體依賴的增強作用
（ADE）。

基於上述結果，科興中維已於2021年2月3
日正式向國家藥監局提交附條件上市申請，並獲
得受理。此次是科興方面首次公布克爾來福疫苗
的Ⅲ期臨床研究數據，也是申請附條件上市前的
要求。科興方面還表示，將積極推進克爾來福疫
苗在相關國家和地區的註冊和應用，以期為全球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全球新冠疫苗的可及性、可
擔負性作出貢獻。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特區政府5日透露，科興
表示最快可於周內向衞生署提供其向世衞提交的
巴西及土耳其等第三期臨床測試資料。衞生署在
整合所有資料後，會在下星期向顧問專家委員會
提交文件審閱，並會盡快安排會議作審批建議，
以檢視有關疫苗須符合安全、效能和質素要求。

香港特區政府發言人表示，到目前為止，科
興已向衞生署提供其已向世衞及其他地方藥物監
管當局提交包括第一及第二期的臨床測試資料，
還提供了一份已向其他地方藥物監管當局提交關
於巴西第三期臨床測試的資料。

發言人指出，衞生署此前按2019冠狀病毒病
疫苗顧問專家委員會的指引，要求科興的相關研
究數據需在醫學期刊刊登，但由於科興表示在短
期內整理刊登有關資料具相當難度，因應疫苗接
種的迫切性，衞生署已要求科興提供其向世界衞
生組織（世衞）提交的第三期臨床研究數據作評
估之用。

發言人重申，政府會確保獲批准認可的新冠
疫苗符合安全、效能和質素要求，才會安排市民進
行接種。“我們的工作會繼續以公開透明為原則，
讓公眾掌握有關疫苗的資訊。”

��(���

科興三期數據
最快周內交港衞生署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凝哲

◀▲科興在土耳其、巴西兩國展開的Ⅲ期臨床研究，結
果顯示疫苗在土耳其試驗的保護效力為91.25%。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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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2021 大休斯敦地區大休斯敦地區《《 擁抱春天擁抱春天 》》雲端大雲端大
型春節聯歡晚會型春節聯歡晚會 （（上上 ））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 秦鴻鈞攝影秦鴻鈞攝影

中國人活動中心董事長靳敏致詞中國人活動中心董事長靳敏致詞。。

中國人活動中心執行長楊德中國人活動中心執行長楊德
清向大家拜年清向大家拜年。。

晚會主席王曉芬致詞晚會主席王曉芬致詞。。

晚會總導演季家錦致詞晚會總導演季家錦致詞。。

晚會藝術總監高曉慧致詞晚會藝術總監高曉慧致詞。。國會議員國會議員Al GreenAl Green 向大家拜年向大家拜年。。

張晶晶張晶晶（（右右））與國會議員與國會議員Troy Nehls (Troy Nehls ( 左左 ））向大家拜年向大家拜年。。

德州州議員吳元之德州州議員吳元之(Gene Wu(Gene Wu
）） 向大家拜年向大家拜年。。

休市市長休市市長Sylvester TurnerSylvester Turner 向大家拜年向大家拜年。。

四位主持人登場四位主持人登場（（左起左起 ））陸峻陸峻、、劉金璐劉金璐、、劉雅蕾劉雅蕾、、孫聞向孫聞向
大家拜年大家拜年。。

（（梨城梨城））雅典娜舞蹈學院表演雅典娜舞蹈學院表演《《憶鄉情憶鄉情》。》。

王曉芬演唱王曉芬演唱《《 山路十八彎山路十八彎 》。》。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協會 美南分會美南分會 線上醫療講座線上醫療講座
Covid-Covid-1919對孩童與青少年的影響對孩童與青少年的影響 第一線所見之病例和治療第一線所見之病例和治療

「「美國影藝學院頒獎美國影藝學院頒獎，，德州三華人受表彰德州三華人受表彰」」

（（本報訊本報訊））Covid-Covid-1919 只針只針
對中老年人嗎對中老年人嗎？？其實不然其實不然，，這這
場疫情對孩童及青少年的影響場疫情對孩童及青少年的影響
非常深遠且巨大非常深遠且巨大。。孩童被感染孩童被感染
後有什麼普遍症狀後有什麼普遍症狀？？病種在年病種在年
輕人身上產生什麼樣的反應輕人身上產生什麼樣的反應？？
父母長輩如何告知孩子怎樣進父母長輩如何告知孩子怎樣進
行預先防範行預先防範？？在孩童心理健康在孩童心理健康
及社交上應如何觀察及社交上應如何觀察？？ CovidCovid的的
症狀在青年人和在中老年人有症狀在青年人和在中老年人有
什麼不同什麼不同？？讓小兒科專科吳善讓小兒科專科吳善
真醫生來一一解答真醫生來一一解答。。

吳醫師表示，疫情至今已
有一年。身為兒科主治醫師，
在第一線觀察到許多學齡兒童
與青少年的生理及心理變化。
本次演講將以實例和說故事的

方式呈現疫情對孩童的衝擊並
給予實際建議指導如何陪伴孩
子順利度過艱難時期。

吳善真是來自台灣移民，
在長庚醫學院完成學業之後來
到美國再深造，因其豐富的多
元文化背景及對社區公益的重
視，同時她的誠信，專業等卓
越之能力而吸引了 HOPE 希望
診所，聘任為小兒主治醫師。
除了英語外，她還能說流利的
普通話，日語和台灣語。這次
她將她的所學、所見和所聞全
部分享給我們，不但在兒童/青
少年的身體健康上，也在心理
健康上投入心力。本次演講機
會難得，希望邀您一起來參加
工商婦女會的醫療講座。

吳善真醫師 個人簡介:美國
小兒專科醫師、希望診所小兒
主治醫師、德州兒童醫院急門
診主治醫師、德州農工大學兒
科住院醫師畢業。吳善真醫生
在德州 A＆M 醫學院 / Driscoll
兒童醫院完成了兒科專業培訓
。她對預防醫學很感興趣，該
醫學強調輔導和教育。吳博士
非常喜歡兒童，因為兒科醫生
可以對孩子健康和成長產生影
響。

歡迎報名，事先報名者可
參加抽獎。

日 期: 2/20/2021 ( 星 期 六)
上午十時。

登記連結: https://forms.gle/
98Wy6iFyhdyUKtQs5

（請事先登記，我們會將
會議連結email給您）。

詢 問 電 話 ： 會 長 孫 玉 玟
281-777-7783 或 理 事 裴 俊 莉
713-517-1566。

（（本報訊本報訊 ））20212021年年22月月，，美國電影藝術與科學學院亞裔委美國電影藝術與科學學院亞裔委
員會向北美地區長年以來對華人社區的文化員會向北美地區長年以來對華人社區的文化，，新聞新聞，，藝術藝術，，電影電影
領域做出重要貢獻的華人藝術家頒發了表彰領域做出重要貢獻的華人藝術家頒發了表彰。。
美南地區的獲獎者分別為美南新聞社副社長秦鴻鈞女士美南地區的獲獎者分別為美南新聞社副社長秦鴻鈞女士，，著名平著名平
面設計師面設計師、、藝術家楊威禮和美國知名華人電影導演梁晨藝術家楊威禮和美國知名華人電影導演梁晨。。

美國電影藝術與科學學院美國電影藝術與科學學院 (The Academy of(The Academy of
Motion Picture Arts and SciencesMotion Picture Arts and Sciences，， 縮 寫 為縮 寫 為
AMPASAMPAS），），是美國文化影視界的專業或資深人是美國文化影視界的專業或資深人
士組成的非營利組織士組成的非營利組織。。同時也是奧斯卡金像獎同時也是奧斯卡金像獎
的主辦單位的主辦單位。。

20202020年年AMPASAMPAS決定結束多年來美國電影界決定結束多年來美國電影界
的族群限制的族群限制，，使其更具多元性與開放性使其更具多元性與開放性，，不僅不僅
對電影撮制中要求增加各族裔人員的比分對電影撮制中要求增加各族裔人員的比分，，在在
會員會員，，管理委員會與十五個行會中也增加了大管理委員會與十五個行會中也增加了大
批華人專業人士的參與批華人專業人士的參與。。

本次獲獎者中的秦鴻鈞女士本次獲獎者中的秦鴻鈞女士，，原來是香港臺原來是香港臺
灣影視公司的專業編劇灣影視公司的專業編劇。。移民美國後移民美國後，，在大休在大休
士頓地區從事新聞工作士頓地區從事新聞工作，，深耕三十餘載深耕三十餘載。。學院學院
的表彰狀描述了她多年來對社區的貢獻的表彰狀描述了她多年來對社區的貢獻。。
「「............超過三十五年來超過三十五年來，，奔波在大休士頓地區的奔波在大休士頓地區的
一位活力又深思的專業新聞工作者一位活力又深思的專業新聞工作者........一萬多篇一萬多篇
優質的新聞報導優質的新聞報導，，從政治從政治，，文化文化，，藝術藝術，，剖析剖析
社區的生活狀態社區的生活狀態，，反聵了人們的思想反聵了人們的思想........」」

平面設計師楊威禮是為休士頓華人社區熟悉平面設計師楊威禮是為休士頓華人社區熟悉
的人士的人士。。至今中國城百利大道上仍然到處可見至今中國城百利大道上仍然到處可見
他親手設計的華埠路標他親手設計的華埠路標。。疫情之間疫情之間，，他組織參他組織參
與的反映休士頓廣大醫護人員抗擊疫情的大幅與的反映休士頓廣大醫護人員抗擊疫情的大幅
壁畫被媒體大幅報導壁畫被媒體大幅報導！！激發了休士頓的熱情激發了休士頓的熱情！！

休士頓在住的美國知名華人導演梁晨曾經是休士頓在住的美國知名華人導演梁晨曾經是
中國七八十年代童星中國七八十年代童星，，也是自主電影製作中最早獲得也是自主電影製作中最早獲得
國際大獎的導演之一國際大獎的導演之一。。梁晨的新作梁晨的新作 「「落在紐約的灰落在紐約的灰」」 在在20202020年年
榮獲八項國際影展大獎榮獲八項國際影展大獎，，入圍加納影展自主電影單元及亞洲國際入圍加納影展自主電影單元及亞洲國際
電影節最佳故事片獎電影節最佳故事片獎。。

秦鴻鈞女士表示秦鴻鈞女士表示，，這一次美國影藝學院對亞裔電影文藝界人這一次美國影藝學院對亞裔電影文藝界人

士的頒獎標誌著士的頒獎標誌著AMPASAMPAS終於打破多年來美國電影界潛移默化的終於打破多年來美國電影界潛移默化的
族群限制族群限制，，讓美國電影讓美國電影、、文化創作市場更具多元性與開放性文化創作市場更具多元性與開放性，，這這
一變革對於美國華裔藝術家一變革對於美國華裔藝術家，，電影人而言電影人而言，，是一次巨大的機會是一次巨大的機會！！

吳善真醫師

圖為美國影藝學院頒發的三位圖為美國影藝學院頒發的三位,,華人得獎者華人得獎者。（。（右起右起））梁晨導演梁晨導演，，
劇作者劇作者、、本報副社長秦鴻鈞本報副社長秦鴻鈞，，平面設計師平面設計師、、藝術家楊威禮藝術家楊威禮。。

本報系董事長李蔚華先生本報系董事長李蔚華先生（（右二右二））代表頒獎得獎人代表頒獎得獎人（（左起左起））梁晨導演梁晨導演、、
平均面積設計師楊威禮平均面積設計師楊威禮、、劇作者劇作者、、本報副社長秦鴻鈞本報副社長秦鴻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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