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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要求孔子學院在美活動透明化 拜登撤銷
（中央社）美國前總統川普卸任前下
達行政命令，要求各級學校和教育及文化
機構與中國孔子學院的關係必須透明化，
如今這項政策已被 「悄悄下架」 ，引發右
派媒體撻伐。
「新聞周刊」 （Newsweek）報導，
川普在 1 月 20 日卸任前不久頒布一項行
政命令，名為 「建立學生與交流訪問計畫
認證學校揭露與孔子學院及課堂協議的要
求」 。
這項命令規範美國凡是經認證可進行
海外交流的大學和從幼兒園到高中的各級
學校，必須公佈與孔子學院或孔子課堂的
任何合約、合作關係或資金往來。中國的
孔子學院以國外大學為合作對象，孔子學
堂則是在幼兒園到高中開設。

（路透社
路透社）
）

這項政策也適用於獲得中國直接或間
接資助的其他中國文化機構或團體。若未
依規定呈報合約、合作與資金往來等資訊
，美國相關學校或機構的 「學生與交流訪
問計畫」 的認證會被撤銷。
部分右派媒體和川普的支持者提到拜
登這項決定時的說法引起爭議，被其他媒
體拿來做文章。
除了批評拜登此舉等於收回川普對中
共在美國校園宣傳所下的禁令，他們說拜
登 「讓中國的宣傳滲透到我們的大學校園
，藉此報答中國」 。
保守派報紙 「國家脈動」 （The National Pulse）8 日報導此事時，標題是
「拜登悄悄撤回川普對中共在校園宣傳禁
令」 。

新聞周刊對此持不同看法，並指上述
說法 「錯誤」 。它的報導說，拜登 「確實
撤銷了」 川普時代一項有關中國資助教育
計畫的政策，但那項政策只是要求幼兒園
到高中各級學校以及大學揭露他們與這些
計畫的關係。
報導說，總計近年來至少有 45 所美
國幼兒園到高中的各級學校和大學終止了
與孔子學院的教學合作計畫。
川普政府在去年 8 月宣布，孔子學院
美國中心是中共的外國代表機構，並指控
這種有爭議的教育夥伴關係是針對美國大
專院校及幼兒園到高中各級教育機構的宣
傳行動。
目前不清楚拜登撤銷川普這項命令的
原因。

富 國 地 產 值得您依賴的房地產投資專家
買的稱心，賣的放心，售屋高價又快速

Top USA Investment 54 Sugar Creek Center Blvd., #300 Sugar Land, TX 77478

◆糖城Tang City Plaza 店鋪出
租，1F&2F請來電洽詢
◆Warehouse 出售，位於
◆休斯頓商業中心, 繁華地段獨立旺
Rosenberg，近59號高速
鋪1萬1千平方尺, 大型獨立停車場，
33,885呎，地大5.50AC，售
$1,800,000。
交通便利, 視野好。適合家居相關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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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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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mail: chentoby@ymail.com

品零售。可租, 可售！請電Grace。

Cell: 832-235-5000

另有多單位公寓樓出售，請電洽！ E-mail:

專精:房屋 商業 公寓 土地開發 物業管理

Grace Wang

工商管理碩士
房地產經紀人
gracewang71@yahoo.com

Cell: 713-459-26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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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您家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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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川普饒了我們吧

Impeachment Trial Is
Constitutional
With a final vote of 56-44 with six Republicans joining all of their Democratic colleagues
on Tuesday, the Senate voted that the impeachment trial against former President
Trump is constitutional.
During the presentation, the House impeachment managers showed how rioters violently
breached the U.S. Capitol and attacked police
officers as they invoked Trump’ s name as
they tried to disrupt the certification process
for the result of the election.
Trump’ s legal team has contended that the
impeachment trial itself is unconstitutional and
argued that Trump did not incite the rioters
and that his speech about the election was
protected by the first amendment.
In the argument, Congressman Neguse said,

參議院週二以五十六票對四十四票表
決通過彈劾前總統川普案是合乎憲法程序
，從众議院代表們提出令人震撼驚悚的電
視晝面顕示，暴徒們如何攻擊警察及國會
大廈，其目的是企圖證明十一月的總統大
選是有疑問的選舉。
在十三分鐘的影片結束時，還播放了
川普總統對大選結果之不信任，而且是被
民主黨劫走的一次選舉。
為川普辯護的律師堅称，彈劾案是違
法憲法之行為，他們否認川普曾經教唆暴
徒前往國會大厦 而且相信他的言論應被憲
法第一修正案言論自由之保護。

Մ↛፹
LIVE

”The President can’t inflame insurrection in
his final week and then walk away like nothing
happened, and yet that is the rule that President Trump asks you to adopt.”
The Senate plans to continue the trial every
day until it concludes including the weekend.
The trial ultimately will not let Trump be impeached because it is impossible to get 67
votes in the Senate, but in reality, the damage
to our reputation as the greatest democratic
nation on earth will be deep and lasting.
Today many nations are following us to be a
democratic country. If we are not going to believe the system we live under, how can we
expect the rest of the world to do so? In the
case of Burma, the same thing is happening.

我們要非常遺憾地指出，不論參院可
否通過彈劾，此次攻擊國會大厦之事件，
已經對自稱為世界民主典範的美國，造成
無可彌補之傷害。
雖然在參院可能得不到六十七票對川
普進行第二次之彈劾，但是，他的律師仍
然會以三寸不爛之舌為他們的主子辯護，
但是，事實勝於雄辯，录影照片會說話，
川普在美國歷史上留下的劣行，不是律師
口中三言二語能洗刷的。
我們奉勸川普還是重帰故里，每天打
打小白球，不要再想重返政壇， 請他饒了
我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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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中原律師
DANIEL
LEE
法學博士 ATTORNEY AT LAW

精通國語、英語
粵語、西班牙語

資深出庭辯護律師

Of Counsel Mark Thering and Of Counsel Glenn Loet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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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著華觀點︰彈劾危機--共和黨若再袒護川普將長久在野
國會彈劾前總統川普的議程正式在參議
院展開, 經過民主黨彈劾經理與川普辯護團
隊就彈劾是否合憲進行數小時激辯後投票,結
果以 56 票比 44 票通過推進彈劾議程，將進
行為期數天的陳述,由於彈劾投票需通過三分
之二高門檻,民主黨只有 50 票,孤掌難鳴,以共
和黨的懦弱,不可能有 17 人站在公理正義一
方,所以彈劾通過的機率將小於零。
共和黨現已陷入創黨來最大危機,才區區
四年,整個黨已被川普綁架與勒索,畏懼川粉
惡勢力,共和黨政客一再袒護川普,懦弱地背
棄民主,他們本應銘記幾星期前川普是怎麼慫
恿教唆叛亂分子敲打國會大廈的門窗,長驅直
入議會殿堂,當時作為國會議員的他們又是躲
在桌子底下，又是給家人打電話或發短信，
說了他們認為可能是這輩子的最後一句話！
然而現在卻只有 6 位共和黨議員敢於挺身而
出支持彈劾案,其他的全是苟且偷安的投機政
客,他們準備躲在一個站不住腳的說法後面可
恥地尋找退路，準備以憲法不允許總統離任

後定罪為藉口,無視川普為推翻民主選舉所做
出的歷史傷害而讓他逃過罪責。
雖然美國歷史上從未對離任總統進行過
彈劾，但憲法也從未有不可對離任總統進行
彈劾的文字規定，從制憲者意圖、憲法文本
和國會先前慣例都證明，川普必須為任期末
濫用權力犯下的罪行受審，非常遺憾的是,
共和黨參議員竟噤若寒蟬, 公然篾視川普為
所欲為的奪權行為,當他們在投出“無罪”一
票時, 必然是愧對人民,也愧對國家。
川普未來的政治傾向與意圖再清晰不過
了,在彈劾案未投票之前他就已經放出風聲將
要籌組自己的政黨,他的出走必然帶走一些黨
內的川粉而裂解共和黨的力量，然而共和黨
建制派領導人竟不警惕,也不防範,眼睜睜看
著共和黨的式微, 如不利用這次彈劾的機會
制止住川普繼續從政,共和黨將長久淪為在野
黨, 將來的氣勢甚至還屈居於”川普黨”之
後, 共和黨的命運兩年後的期中選舉就可以
看得出來了!

緬甸民眾發動非暴力創意抗爭充氣泳池舉標語
印度山洪暴發至少32死！衛星照曝疑因 「雪崩」 導致而非冰川斷裂
印 度 喜 馬 拉 雅 山 畔 的 北 安 查 爾 邦 （Uttarakhand）7 日早上無預警發生山洪爆發，至少奪走
32 人的性命、約有 197 人失蹤。國際地質學家及冰
川學家根據衛星照指出，災害主因似乎是山崩或雪
崩導致。
綜合印度媒體報導，印度喜馬拉雅山畔的北安
查爾邦山洪爆發，挾帶冰、雪、岩石的急流，讓附
近水力發電工程的工人、中下游尋找柴木或放牧者
全遭滅頂。當地政府已啟動災難響應機制，宣布進
入戰時狀態，相關地區也發布災情警報並採取緊急
救援措施。
這場事故普遍被認為是喜馬拉雅山冰川斷裂，
沖垮水力發電大壩所引發，但據當地媒體《The
Print》8 日報導，專門研究高海拔冰川及地質環境
的卡爾加里大學（Universityof Calgary）舒格博士

（Dan Shugar）比對災害發生前後的衛星照，研判
是雪崩引發阿勒格嫩達河（Alaknanda）及道里根
加河（Dhauliganga）山洪爆發，才引發這場災難
。先前有報導指出，此次的洪水是因為冰湖潰決洪
水（Glacial lake outburst flood，簡稱 GLOF）引起
，這是由冰川融化形成的天然湖泊而成，但現有的
衛星照並未顯示洪水前有出現堰塞湖。
冰川學家與地質學家發現一塊陡峭懸垂的冰川
，很可能形成裂縫，引發雪崩和後續的洪水，哨兵
2 號（Copernicus’s Sentinel 2）衛星圖也顯示南
達德維冰川（Nanda Devi glacier）上的一條裂縫，
可能就是引發雪崩的原因。
目前已發現 32 名罹難者遺體，約有 197 人下
落不明。此外，有一支海軍陸戰突擊隊也抵達災難
現場，投入搜尋救援的工作。

緬甸民眾持續進行反對政變的抗爭，由
於前幾天曾發生軍警開槍擊傷抗爭者的事件
，現在民眾為了避免與軍警衝突，再發明其
他非暴力的抗爭法。星期三，首都仰光的一
條街道上，出現幾十個充氣泳池，抗爭者躺
在裡面舉著反政變標語。這可能是在諷刺警
方鎮暴部隊曾以水砲噴灑抗爭者，所以抗爭
者把泳池拿出來。
路透社報導， 「泳池抗爭」 發生在日本
駐緬甸大使館附近，幾十名抗議者坐在色彩

繽紛的，以海灘為主題的充氣泳池中，舉著
標語牌，內容是嘲弄的軍政府領袖敏昂
（Min Aung Hlaing）。
一個標語寫道 「我們要求民主，而不是
武裝搶劫」 ，而另一個標語是 「我們正在和
平抗議。」
星期二，在曼德勒和奈比多的抗議活動
中，曾發生較嚴重的衝突，鎮暴警察使用水
砲沖擊以驅散人群，而一些示威者扔石頭和
瓶子。有些地方傳出槍聲，後得知是警方用
鎮暴彈驅散人群。
抗爭者之所以在日本大使館附近，
是因為日本是緬甸的主要投資國，
因此他們呼籲日商與日本政府能出
來主持公道，聽一聽緬甸人民的意
見。抗議者 Kyaw Min 說： 「我們
緬甸人民要告訴日本，日本自
1960 年代以來就支持緬甸的民主
發展。我們希望日本和其他國家不
要無視緬甸的局勢，希望他們幫助
我們，支持釋放我們的領導人和恢
復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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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傳來壞消息：
變異新冠病毒似乎正發生新的突變
綜合報導 援引英國科研人
員的研究報道稱，於去年 9 月份
在英國發現的，目前已在英國
各地廣泛傳播的變異新冠病毒
——“肯特”變種目前似乎正
在英國發生壹些新的突變。
路透社報道稱，為英國政
府提供咨詢服務的壹個專家小
組中的壹位公共衛生專家當地
時間周二表示，新冠狀病毒
E484K 突變在英國此前發現的變
異新冠病毒中“自然而然”地
發生了。
英國科研人員在對壹些病
毒樣本的檢測中發現部分新冠
病毒樣本出現了壹種名為 E484K
的突變，而這種突變此前出現
在南非和巴西發現的變異新冠
病毒中，這種現象引發了英國

綜合報導 歐盟通報，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博雷利將於 2 月
4 日至 6 日到訪俄羅斯，這是 2017 年以來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
首度訪問俄羅斯。
據歐盟對外行動署當日發布的公告，當地時間 2 月 4 日晚，博雷利
將飛抵莫斯科；正式訪問期間，博雷利將與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及其他
官員舉行會晤，還將會見俄羅斯非政府組織代表和學術界人士；2 月 5 日
博雷利與拉夫羅夫將共見記者。
公告顯示，博雷利擬與俄方磋商烏克蘭問題、伊核協議、應對新冠
肺炎大流行、氣候變化等議題，俄羅斯反對派人士納瓦利內疑似中毒事
件、俄羅斯人權狀況等也在歐方議程之上。
公告援引博雷利的話稱，歐俄關系是歐盟最復雜的對外關系之壹，
俄羅斯近期局勢進壹步凸顯自己訪問俄羅斯的必要性，當前歐俄之間除
了爭議，還要展開合作或深化合作，“這壹點需要我們迫切關註”。
1 月 25 日，博雷利曾對媒體口頭通報自己將於 2 月初到訪俄羅斯。
當時他表示，由於歐盟成員國首腦計劃今年 3 月就歐俄關系進行專門討
論，訪俄期間他將與俄方進行“戰略磋商”，就俄羅斯當前局勢和“存
在爭議的權利和自由”傳遞明確信息。
去年 8 月發生俄羅斯反對派人士納瓦利內疑似中毒事件後，歐盟於
10 月對俄羅斯聯邦安全局局長、俄羅斯國防部副部長、俄羅斯總統辦公
廳第壹副主任等 6 名個人和壹家實體實施化學武器制裁，凍結他們在歐
盟司法管轄範圍內的財產，禁止他們入境歐盟。
就西方國家指認納瓦利內遭“諾維喬克”類型神經毒劑襲擊，俄羅
斯壹直否認牽涉其中，強調納瓦利內離開俄羅斯赴德國就醫時體內不存
在有毒物質；1 月 17 日納瓦利內從德國返回莫斯科被拘留後，俄羅斯聯
邦懲罰執行局表示，納瓦利內多次違反緩刑條例並於去年 12 月被列入通
緝名單，據此將他拘留，其後法院將做出進壹步判決。

西班牙壹養老院暴發疫情 70 多人確診

此前均已接種疫苗
綜合報導 西班牙中部托萊多市壹家養老院日前暴發疫情，工作人
員證實，該養老院 70 多名居民新冠檢測結果均呈陽性，至少 7 人死於新
冠。這些老人在確診前十余天，已接種了第壹劑新冠疫苗。
據“今日俄羅斯”援引西班牙埃菲通訊社(EFE)報道，該養老院中大
多數死於新冠的人此前都患有疾病，目前有 4 名居民住院治療，12 名工
作人員也被感染新冠病毒。
暴發疫情的養老院日前發表聲明稱，“1 月 13 日，包括養老院工作
人員在內的所有人都接種了第壹劑輝瑞疫苗，6 天後，10 位居民開始出
現癥狀。”
1 月 21 日，當地管理部門批準對該養老院的所有居民進行檢測。1
月 25 日出來的檢測結果顯示，除壹位居民之外，其他所有居民都感染了
新冠病毒，不久後，這位幸免的居民檢測結果也呈陽性。
據稱，該養老院已安排居民 2 月 3 日接種第二劑輝瑞疫苗，下壹輪
PCR 檢測將於 2 月 5 日進行。
目前，西班牙已有近 150 萬人接種了輝瑞或莫德納疫苗。英國傳來
壞消息：變異新冠病毒似乎正發生新的突變

苗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因為
現有的這些疫苗基本都是圍繞
著引發新冠疫情大流行的最初
的幾種毒株設計的。壹些研究
似乎表明，E484K 突變可能有助
於病毒逃過免疫系統的識別，
讓中和抗體失效。英國專家則
稱，即使做最壞的打算，疫苗
也可以重新被設計，在必要的
情況下，在幾周或幾個月內對
疫苗進行調整，使其更好地適
應新情況。
英國前衛生大臣傑裏米· 亨
特則表示，要想比病毒跑得快
，就要盡快為盡可能多的人接
種疫苗，並再次呼籲諸如洗手
、與他人保持距離以及戴口罩
等措施仍然是預防感染的有效
手段。

偷氧氣、造“奇跡水”
拉美抗新冠奇招盡出
新冠疫情重創拉丁美洲，
兩大經濟體之壹的墨西哥氧氣
罐緊缺盜賣成風，地球之肺巴
西雨林醫院氧氣告罄向國際求
援。委內瑞拉推出未經認證的
“奇跡水”，巴拿馬男女隔日
采購強制隔離。各國奇招盡出
，期待疫苗解困。
偷盜氧氣屢禁不止
據德國之聲電臺網站 1 月
31 日報道，墨西哥醫療級氧氣
價格隨疫情蔓延飆漲，氧氣罐
更是盜賣的熱門物件。首都墨
西哥城北部圖爾特佩克市運送
44 大桶氧氣罐的貨車被歹徒搶
劫，同日“墨西哥社會保險局
IMSS”索諾拉州醫院也有大氧
氣罐失蹤。首都紅十字會救護
車在接運新冠患者時，車上的
3 個大氧氣罐被劫。
據統計，1 月份墨西哥
有 7 個 州 發 生 13 宗 氧 氣 罐 搶
劫案，犯罪團夥組織偷竊、
轉 賣 和 哄 擡 氧 氣 罐，市價高
出原先 3 倍。
墨西哥“聯邦消費者檢察
署”推出“送回壹個空罐救人
壹命”的視頻，重申氧氣罐數
量充足，氧氣廠加班加點供應
。癥結在於民眾將氧氣罐留家
備用，從而出現供應缺口。
報道稱，首都政府也宣布
在 16 個大區設立 55 個氧氣加
灌站，並設立專供貧困病患領
取各界捐贈氧氣罐的站點，緩
解短缺現象。

性證明僅 40 美元。購買者僅需
提供姓名、出生日期和預訂旅
行航班，不需采樣即可取得有
執照檢驗師簽名的證明。
美國宣布必須持有陰性證
明才能入境，偽造證明及時派
上用場，較官方 250 美元緊急
檢測費省下了大筆開銷。
墨西哥加勒比海和太平洋
沿岸多個旅遊景點為新冠高發
區，旅客用偽造證明飛往世界
各地，可能帶來災害性後果。
人口 1.24 億的墨西哥染疫人
數 1825 萬，總染疫數排名全球
第 13 位，在拉丁美洲排名巴西
、哥倫比亞和阿根廷之後。病
亡者卻高達 15.5 萬人居全球第
3 位，僅次於美國和巴西。

“地球之肺”醫院缺氧
報道稱，素有“地球之
肺”美譽的巴西北部雨林亞馬
孫州新冠疫情失控，更衍生出
可能二度感染的變異毒株。該
州首府馬瑙斯醫療系統氧氣短
缺幾近崩潰，州長呼籲國際緊
急援助氧氣，委內瑞拉
已做出承諾。
反對黨的聖保羅州
長多裏亞譴責博索納羅
政府不負責任，因為聯
邦政府否認新冠肺炎大
流行，草菅人命。
博索納羅回應：
“馬瑙斯情況確實很糟
，聯邦政府已經盡了全
力，如今只有靠州政府
和市政府自己了。”
偽造新冠陰性證明
報道稱，任期過半
西班牙《國家報》發自墨 的博索納羅長期忽視施
西哥城的調查報道，揭露度假 打疫苗抗疫手段，馬瑙
勝地坎昆偽造壹份新冠檢測陰 斯嚴重疫情下醫院居然

缺氧，導致裏約和聖保羅等大
城市 24 日起連續兩天同步舉行
彈劾大遊行。博索納羅體會到
醫療體系“缺氧”殃及個人政
治前途，怪罪官僚體系導致疫
情失控，轉而接受中國援助疫
苗並公開致謝。

“泛美衛生組織”衛生緊
急情況部副主任西爾萬· 阿爾
迪吉耶裏表示：“泛美衛生組
織和世界衛生組織並未驗證該
針對新冠肺炎的新療法。”這
是“每個國家藥品監管機構的
責任”。

“奇跡水”治病引質疑
據報道，委內瑞拉總統馬
杜羅上周宣布，由本國精英開
發的 Carvativir（卡瓦提比）可
以清除體內 100%新冠病毒，
通過國家測試後已獲得制造許
可，即將向全國發放，作為治
療新冠的輔助藥物。
馬杜羅說，以 19-20 世紀
名醫何塞· 格雷戈裏奧· 埃爾南
德斯命名的“奇跡水”，主要
成分 DR-10 分子與治療丙型肝
炎和埃博拉的藥物相仿。
但委內瑞拉科學研究所
研究者協會發表 51 位成員連
署聲明，表明公布測試過程
及 數 據 前 ， 無 法 支 持該藥療
效的說法。

為限流按性別出行
南北美洲接壤處的運河國
家巴拿馬，人口 430 萬，染疫
總數卻高達 319453 人，病亡數
5244 人；全國每 13 人中有壹人
染疫。
據報道，去年 3 月以來
實施宵禁，8 月起男女隔日
上街並分時段采購生活用品
。目前周末全國強制居家隔
離，並按性別隔日采購減低
感染幾率，但每天仍有超過
千例感染。
聖誕節與新年假期後，1
月 6 日 曾 創 下 單 日 新 增 5186
例的紀錄。吸取慘痛經驗，
2 月份的嘉年華活動已經宣布
取消。

真耶穌教會
True Jesus Church

335 Avenue E,Stafford,
TX 77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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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來將首訪俄羅斯

利安· 唐稱。
BBC 報道還稱，英國公共
衛生部門的專家們目前只在他
們檢測的 214159 個病毒樣本中
發現了 11 個樣本出現了 E484K
突變的，這意味著突變尚未廣
泛存在。英國當前已經采取措
施控制新型新冠病毒的傳播。
英格蘭部分地區甚至開始開展
在南非發現的變異病毒的緊急
檢測，並出臺了旅行限制措施，
以阻止更多病例從國外輸入。
BBC 還援引英國專家的話
稱，盡管這種突變有可能會降
低目前已經上市的新冠疫苗抵
禦病毒的有效率，但不意味著
這些疫苗已經失效。報道稱，
科研人員目前已經在研究這些
新出現的突變對現有的新冠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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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

科學人員的關註。英國利物浦
大學流行病學家卡魯姆· 森普爾
（Calum Semple） 在 接 受 BBC
采訪時表示，“最令人關註的
突變，我們稱之為 E484K 的突
變，目前也自然地出現在了最
先在英國南部肯特郡發現的變
異新冠病毒中。”
英國萊斯特大學病毒專家
朱利安· 唐將則這壹突變的發現
描述為“令人擔憂的發展，盡
管並非完全出乎意料”。他表
示，重要的是民眾應當遵守封
鎖的規定，降低感染病例，這
樣才能防止病毒進壹步發生變
異。“否則病毒不僅會繼續傳
播，還會不斷進化……允許病
毒大肆傳播可以為不同的新興
變種提供壹個‘熔爐’。”朱

TJ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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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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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美疫情病故最多州 加州即將超車紐約

美國已展開疫苗接種且近期新增確診大
幅下降，加州的 2019 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病故數即將超越原本疫情最熱點的
紐約州，躍居病故人數最多的州，凸顯疫情
仍嚴峻的一面。
路透社報導，美國人口最多州的加州，
今天通報染疫致死人數達 4 萬 4495 人，已逼
近紐約州今天通報的 4 萬 4693 人病死，依增
幅看很快會超車。紐約州在去年春天 COVID-19 疫情之初深受重創。
儘管全美新增確診、住院治療和病死人
數持續快速下降，但加州和其他州染疫和病
死情形仍處高檔，較去年夏季疫情高峰時還

要嚴重。
公衛專家憂心，7 日舉行的美式足球超
級盃，以及新型、高度傳染性變種病毒，恐
會在多數美國民眾接種疫苗前引發另外一波
疫情升溫。
為加快推出疫苗，美國總統拜登今天宣
布政府計劃 15 日起增加派送至各州的疫苗數
量。
截至 8 日午夜，美國已累計 2717 萬確診
病例、46 萬 5440 人死亡，染疫住院治療人
數 7 萬 9805 人，為去年 11 月 19 日以來最低
住院水平，當時染疫住院數飆至 8 萬 318 人
。

川普氣炸了被自家彈劾辯護律師戳到最痛處超不滿
100％可回收塑膠瓶 可口可樂將在美國推出
可口可樂公司（Coca-Cola）今天表示，很快
將在美國首度開始販售裝在百分之百可回收塑膠
瓶中的蘇打飲料。
法新社報導，可口可樂公司表示，本月將開
始在加州與佛羅里達等數個州推出百分之百可回
收塑膠瓶，新包裝尺寸為 13.2 盎司（約 375 毫升
），用於普通可樂和健怡可樂等品項。
可口可樂公司將於本月及今年稍晚，在特定
市場推出百分之百可回收塑膠瓶包裝的其他汽水
與瓶裝水。
美國聯邦參議院周二晚以 56-44 投票同
意，展開對前總統川普的 「煽動叛亂」 彈劾
審訊。而據兩名消息人士透露，川普很不滿
委任律師卡斯托（Bruce Castor）的開場陳
述。
據 CNN 新聞網和《每日郵報》（Daily
Mail）10 日報導，在這次參院彈劾審訊中，
由卡斯托和蕭恩（David Schoen）擔任川普
的代表律師。可是卡斯托一上場，就稱讚推
動彈劾川普的眾院彈劾監察人，說他們在呈
現川粉國會暴動上表現得可圈可點。此外，
他更犯了川普的大忌，坦承這位白宮前主人
敗選。
卡斯托在陳述中，除了稱川普為 「前總
統」 外，還強調他 「已不在任」 。此外，卡
斯托說，美國憲法的目標已達成，因為 「選
民已將他免職」 。據消息人士透露，川普在
佛州棕櫚灘海湖莊園（Mar-A-Lago）的新
家觀看這次審訊轉播時，先是吃了一驚，接
著氣得幾乎大吼。
更離譜的是，卡斯托甚至坦承，在看了
民主黨放映的 1 月 6 日川粉國會暴動，辱罵警
察的影片後，他的法律團隊改變了做法。同

時他還絮絮叨叨，大讚家鄉賓州的參議員，
不過他也強調，參議院不該舉行彈劾審訊。
一名川普團隊的顧問看了這荒腔走板的
法律團隊表現後，尖銳地問道： 「搞甚麼鬼
？」 這位顧問甚至直指，萬一川普遭刑事法
庭起訴，那就嗝屁沒搞頭了，因為沒人會想
和他沾上邊。
不只川普爆氣，連路易斯安納州共和黨
籍聯邦參議員凱西迪（Bill Cassidy）都說，
這法律團隊的表現 「漫無章法」 ，並 「亂搞
一通」 ，促使他投票贊同民主黨，彈劾前總
統合乎憲法。
不過，另一名律師蕭恩接手後，隨即發
動凌厲攻勢，說民主黨以彈劾作為政治血腥
運動手段，想阻止川普再尋求入主白宮。此
外，他還指控民主黨，說他們想剝奪川粉的
公民權。
一名消息人士說，由於川普的彈劾辯護
法律團隊 1 個多星期前才成軍，因此表現在
意料中。雖然川普不滿辯護團隊的初步表現
，但幕僚仍充滿信心，認為這改變不了審訊
結果，而他終將像上次一樣，獲判無罪。

與布林肯通話 星外長：樂見美政府加強與東協合作
美國總統拜登就任後，新任國務卿布林肯今天與新加坡外交部長維文通話，兩人重申兩
國間堅實的防衛、安全、貿易等合作；維文也表示，樂見拜登政府加強與東協合作的作為。
新加坡外交部發布新聞稿表示，維文（Vivian Balakrishnan）今天與布林肯（Antony
Blinken）通話，兩人重申新加坡與美國間良好且長期的關係，以及在防衛、安全、貿易、投
資領域堅實且日益增加的合作。
兩人也同意在全球因應 2019 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疫情、氣候變遷等議題密切合
作。
另一方面，維文表示，樂見拜登政府深化與區域互動，加強與東協及其他區域夥伴合作
的作為。兩人並針對區域情勢交換意見，包括緬甸情勢。
緬甸 1 日發生軍事政變，國務資政、實質領導人翁山蘇姬等多名執政黨高層均遭逮捕。
大批群眾連續多日走上街頭，抗議軍方奪權。

根據官網，美國是全球第 19 個使用完全可回
收塑膠瓶的市場。這項新措施讓整個北美地區減
少使用的塑膠比 2018 年少 20%。
可口可樂已設定目標，在 2030 年前使用至少
50%的可回收塑膠。
非政府組織 「擺脫塑膠」 （Break Free From
Plastic）去年 12 月連續第 3 年點名可口可樂、百
事公司（PepsiCo）及雀巢公司（Nestle）為全球
最大塑膠污染源頭，呼籲這些集團在全球終結一
次性塑膠包裝。

文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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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推二手房參考價抑高樓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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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中方向 53 國援助疫苗
事長、國家“863”計劃疫苗項目首席科學家楊曉
明日前接受採訪亦表示，通過疫苗接種構建全球
免疫防線需要各國齊心協力，中國企業正為促進
疫苗公平分配盡應盡的義務。
國藥集團提供的數據顯示，目前國藥集團中
國生物新冠滅活疫苗已在匈牙利、塞舌爾、巴基
斯坦、摩洛哥等十多個國家和地區獲批緊急使
用，在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巴林註冊上市，在中
國獲批附條件上市。
楊曉明說，目前國藥集團中國生物等生產的
國產疫苗出口供應的國家多為發展中國家，這些
國家基本沒有能力研發或生產新冠疫苗，相比其
他國家更需要疫苗，中國企業正為促進疫苗公平
分配盡應盡的義務。

以二手樓網簽價為基礎 再參考周邊新盤價格

者貸款等約束，不過未來不排除按照參考價讓銀行發放貸款甚至過戶。

平台反壟斷指南惹放生質疑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及新華社報道，世
汪文斌表示，繼向巴基斯坦首個交付援助疫
界多國正持續推進新冠疫苗接種，中國疫苗的安全
苗後，中方向柬埔寨、老撾援助的疫苗已分別於7
性、有效性、可及性獲多國認可。中國外交部發言
日和 8 日運抵兩國，中方向赤道幾內亞援助的一
人汪文斌8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中方向巴基斯
批疫苗將於 9 日交付啟運，中方向秘魯出口的首
坦等 53 個發展中國家提供疫苗援助，已經和正在
批疫苗也已於 8 日抵達。近日，中方還將陸續向
向 22 個國家出口疫苗。中方還積極參與世界衞生
其他國家交付更多疫苗，有關國家政府對中方提
組織“新冠疫苗實施計劃”，決定向“實施計劃”
供疫苗深表感謝。
為抑制住房炒作，深圳市 8 日宣布建立二手住房成交參考價格發布機
提供1,000萬劑疫苗，主要用於發展中國家。
他指出，中方將繼續同有關國家以不同方式
制，定期在深圳市住建局官方網站、微信公眾號和深圳市房地產信息平台
汪文斌說，中方支持國內企業同國外合作夥
開展疫苗合作，根據需要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和
伴開展疫苗聯合研發和合作生產，支持有關企業
幫助，為早日戰勝疫情，推動構建人類衞生健康
等發布二手房指導價，措施即日起實施。記者看到，8
日公布的近 3,600 個
向急需獲取疫苗、認可中國疫苗、已授權在本國
共同體作出實實在在的貢獻。
小區樓盤價格普遍低於目前市場價格，有的達兩三成。深圳中原地產董事
緊急使用中國疫苗的國家出口疫苗。對於其他國
中企促全球疫苗公平分配
家疫苗企業在華加工產品、供世界各國使用，中
總經理鄭叔倫表示，該發布機制只是市場參考和指導，並未有相應處罰或
方也予以支持和協助。
中國國藥集團中國生物技術股份有限公司董

香港文匯報訊 公開徵求意見 3 個
後，中國平台經濟反壟斷指南正式落地
相比徵求意見稿，終稿刪改相關市場
定、市場支配地位認定等關鍵條款，並
在楊曉明看來，包括滅活疫苗在內的中國多款
善認定平台企業壟斷行為的考慮因素及
新冠疫苗已處於全球新冠疫苗研發“第一方陣”，
濟措施。有業內學者認為，終稿意味着
這表明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中國疫苗產業整體研發
互聯網巨頭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的查處難
能力、工藝裝備和監管水平顯著提升，實現了從
（相較徵求意見稿而言有所）提高，平
“跟跑”到“並跑”，甚至個別品種“領跑”的突
反壟斷效果將被削弱。但也有學者認為
破。
相關條款的刪改儘管存在認識上的分歧
但目前的基本框架和總體內容並無問題
國藥疫苗達國際先進水平

“現在我們的研發生產工藝與幾十年前的滅
劉旭：舉證和論證變難了
活疫苗工藝已經完全不一樣了，可以說是脫胎換
路透社引述清華大學國家戰略研究
骨的變化——工藝上有提升、技術上有突破。”
特約研究員劉旭表示，在涉及禁止濫用
楊曉明說，國藥集團中國生物新冠滅活疫苗採用
場支配地位的部分，《指南》終稿在相
了先進的細胞培養技術、純化工藝技術等，生產
市場界定、市場支配地位認定、對限制
效率高，質量控制指標已達到國際先進水平。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

爭影響的分析、合理性抗辯領域進行一
列補充，使得適用《反壟斷法》查處
訊、美團、阿里巴巴、螞蟻集團等大型
台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的路徑更難走，要
證和論證的因素變得更多，執法和訴訟
周期亦變得更長。而反壟斷執法周期
長，對巨頭也就越有利。
不過，上海交通大學教授、國家反
委員會專家諮詢組成員王先林則稱，《
南》既遵循反壟斷法的基本分析框架，
上與現行的相關法律規範一脈相承，也
些地方做了適當的突破和創新。儘管在
問題上還會存在認識上的分歧，但基本
和總體內容沒有問題。鑒於平台經濟具
態創新等特點，反壟斷法的規制思路和
措施需要作出相應的變革；在堅持保護
進競爭的宗旨和前提下，平台經濟領域
壟斷應當秉持在包容審慎理念下的依法
原則，以保護創新為政策目標。
《指南》終稿中，對“相關市場
定”部分做了較大調整：一是徵求意見
定， 平台經濟領域經營者之間達成橫向
縱向壟斷協議，反壟斷執法機構在違法
定上可不明確界定相關市場，終稿刪去
斷協議”等表述並修改成“濫用市場支
位案件，通常需要界定相關市場”的籠
法。二是徵求意見稿規定，“在特定個
中，如果直接事實證據充足，只有依賴
支配地位才能實施的行為持續了相當長
且損害效果明顯，準確界定相關市場條
足或非常困難，可以不界定相關市場，
認定平台經濟領域經營者實施了壟斷
為”，終稿中則被刪去。劉旭認為，徵
見稿中的這些條款是對互聯網巨頭反壟
突破性內容，有利於降低認定騰訊、螞
團具有市場支配地位的難度。

中國疫苗運抵 秘魯總統親迎

深住建局發布的《深圳市住房和建設局
關於建立二手房成交參考價格發布機
制的通知》稱，經深圳市政府同意，建立二
手住房成交參考價格發布機制，是落實房子
是用來住、不是用來炒的定位，促進二手住
房市場信息透明，理性交易的重要舉措。深
圳市房地產和城市建設發展研究中心在調查
分析基礎上，形成全市住宅小區二手住房成
交參考價格，定期發布。

涵蓋3595個住宅小區

個成交結構。近期人們也可以看到，新房打
新熱持續高漲，即便近期已出台多個政策抑
制打新熱，但一二手倒掛嚴重，‘買到就是
賺到’已深入人心，打新熱有難以控制的趨
勢。”
他說，深圳市也在想辦法來調控二手房
的價格，但以前更多的是控制新房價格，二
手房政策都是針對成交量，沒有針對價格。
所以這次發布參考價釋放的信號就是，政府
要開始管控二手房價格。以前沒有進行管
控，後果就是一二手倒掛很嚴重，扭曲整個
市場的成交情況。

國民煙花慶祝 國家電視台直播
二手參考價低市價兩三成

二手住房成交參考價格的形成，是深圳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市房地產和城市建設發展研究中心在調查分
“像中央股票”增透明度
析基礎上，以二手住房網簽價格為基礎，參 北京報道）當地時間 7 日晚 7 時
考周邊一手住房價格，綜合形成全市住宅小 54 分許，首批中國國藥疫苗運抵
鄭叔倫稱，管控一手、二手房價並不一
區二手住房成交參考價格，並按照市域全覆
樣，二手有很多不同的小業主，管控起來難
秘魯首都利馬，秘魯總統弗朗西
蓋、區域網格化原則，以住宅小區為區域網
度非常大。二手房的報價也不透明，它沒有
斯科·薩加斯蒂親率部分部長級官員到機場接機，並豎起大拇指表達謝
格單元，發布全市
3,595 個住宅小區二手住
中央交易機制，也沒有中央報價系統，所以
房成交參考價格。
二手房整個從報價到交易的信息都是比較封
意。秘魯各大媒體當天紛紛報道中國疫苗運抵利馬的消息，國家電視台對
對於該新政對二手住房成交參考價格有
閉。因此政府先從增加透明度開始，通過公
疫苗抵達進行了全程直播。在利馬的一些街區，居民們通過燃放煙花等方
什麼作用，局方稱，發布二手住房成交參考
布參考價，令到市場在一個價格很透明的場
式慶祝疫苗到來。在疫情陰霾仍籠罩全球的當下，中國疫苗像一縷陽光，
價格有利於加大二手住房交易信息公開力
景去交易，引導二手房的價格往比較合理的
度，引導市場理性交易，引導房地產經紀機
方向去走，“有點像中央交易股票的做法，
為抗疫成功注入信心和希望。
構合理發布掛牌價格，引導商業銀行合理發
統一報價，在這個價格上下浮動去交易。”
放二手住房貸款，防控個人住房信貸風險，
但目前具體的細節沒出來。他表示，從
穩定市場預期。
現在公布的參考價來看比市場實際成交價格
要低不少，所以執行起來會有一定難度。如
二手樓價貴過新盤
果指導價嚴重偏低，業主不會願意賣，客戶
也很難按照這個價格買到房，因此認為這個
深圳中原地產董事總經理鄭叔倫表示，
從發布背景看，一手房限價已久，而二手一
參考價更多是表態為主，告訴市場政府要開
直沒有限價，時間一長，一二手倒掛現象越
始管控二手房價，意義大過實際作用。未
來越嚴重，就會令到銷售失去平衡。“以前
來，他也不排除政府會考慮按照參考價去貸
是二手房為主導，現在是新房主導，影響整
款、甚至按照參考價去過戶。



■深圳中原地產董事總經理鄭叔倫表示
深圳中原地產董事總經理鄭叔倫表示，
，從現在
公布的參考價來看，
公布的參考價來看
，比市場實際成交價格要低不
少，所以執行起來會有一定難度
所以執行起來會有一定難度。
。記者李昌鴻 攝

(

■首批中國國藥新冠疫苗運抵
首批中國國藥新冠疫苗運抵，
，秘魯總統薩加斯蒂前往機場迎接
並向全國發表電視講話，
並向全國發表電視講話
，感謝中國對秘魯抗疫的支持
感謝中國對秘魯抗疫的支持。
。 新華社

薩加斯蒂在隨後的講話中再次強調，接種疫
苗是當前疫情防控最重要、有效的措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根據深圳
市推出的二手房成交參考價機制，有業主看到，自己小
區指導價格明顯低於市場價兩三成。“如果將來賣房的
話，我主要看市場價，政府成交參考價僅是作為參考而
已。”港人黃鵬表示。
深圳市住建局推出二手房成交參考價機制同時，也
推出全市近 3,600 個小區的指導價格，市民通過掃碼可
了解自己小區的價格。記者看到，包括深圳市 10 個區
大量大型小區均納入其中。家住布吉的李先生表示，他
查詢後看到其所在的德興花園小區價格僅每平米 3.4 萬
元（人民幣，下同）不到，但目前市場價已經到了 4 萬
出頭，兩者相差兩三成，如果日後按照 3.4 萬元賣房的
話，“那樣收入少了四五十萬元，自己肯定不願意。”
黃鵬在深圳有多套房產，除自己居住的一套外，其
他多套出租。他說，政府推出的二手房指導價較市場低
數成，感覺不怎麼合理，“房價應該由市場供需調節，
深圳要建國際化城市，更應由消費者來決定價格取
向。”他認為徵收房產稅來平衡房價更為合理，因為房
子除了居住外亦具有投資功能。未來如果他要賣房的話
會參考指導價，但主要還是看市場價格進行交易，因為
較指導價相差達百萬元。

■首批中國國藥新冠疫苗當地時間
首批中國國藥新冠疫苗當地時間2
2 月 7 日運抵秘魯
日運抵秘魯。
。

在重症監護室等一線崗位工作的醫護人員將優先
接種疫苗。他同時表示，未來一周內將有另一批
中國國藥疫苗運抵秘魯。他表示，這是一項長期
和艱巨任務的開始，隨着更多疫苗陸續運抵，疫
苗接種工作將持續開展。薩加斯蒂同時感謝中國
在疫苗採購和運輸方面給予的支持。

滅活疫苗是完全安全的。他強調，接種疫苗不僅
是個人預防措施，也是一種社會責任。
秘魯衞生部宣布，疫苗運抵後有望在兩天之
內分發到首都利馬的 13 家醫院，並於 10 日開始向
其他地區分發。一線醫護人員將優先接種，第二
針疫苗將在首次接種21天後注射。
這不是中國疫苗第一次享受國家至高禮
遇。

秘魯總統：第一個接種中國疫苗

柬埔寨首相：摯友難時必相助

秘魯總統府此前一天宣布，秘魯總統弗朗西
斯科·薩加斯蒂將成為該國第一位接種新冠肺炎疫
苗的公民，以此證明接種疫苗對遏制疫情擴散的
有效性。薩加斯蒂此前表示，中國國藥集團新冠

7 日下午 4 時許，在柬埔寨金邊國際機場，
柬埔寨首相洪森、副首相兼國防大臣迪班和衞
生大臣曼本亨等高官迎來了載有中國援柬新冠
疫苗的運輸機，這是柬埔寨收到的第一批新冠

疫苗，洪森在疫苗交接儀式上動情地說：“摯
友難時必相助”。在此之前，塞爾維亞總統武
契奇、智利總統皮涅拉等外國元首也率領重要
官員親自前往機場迎接中國疫苗的到達。
在全球疫情仍膠着蔓延的當下，越來越多國
家接收到來自中國的疫苗，而中國疫苗亦憑借過
硬的品質贏得了國際社會認可，多國元首和政府
官員以“帶頭接種”的方式為中國疫苗投下信任
票。
據不完全統計，塞舌爾總統拉姆卡拉旺、印尼
總統佐科、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約旦首相貝希
爾·哈蘇奈、阿聯酋副總統兼總理謝赫·穆罕默德、
巴林國王哈馬德等均接種了中國疫苗。塞爾維亞總
統武契奇、柬埔寨首相洪森、秘魯總統薩加斯蒂、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國駐美國大使館網站2月
8日消息，2月6日，崔天凱大使接受美國有線電
視新聞網（CNN）GPS欄目主持人法里德．扎卡
里亞連線採訪，就中美關係、新冠肺炎疫情等回
答了提問。
扎卡里亞：我想問一個經常被問到的問
題，新冠病毒是否從武漢一家實驗室不小心
洩漏出來的？我要聲明一下，提出這些指控
的人沒有切實證據，但這大體是因為中國沒
有允許衞生研究人員前往調查，沒有分享這
方面數據。理論上說，真相總會大白於天

下。因此我想提這個問題。您是否能確鑿地
說，根據中國所有相關調查，新冠病毒來自
於武漢一家濕貨市場，而不是武漢病毒研究
所的實驗室？
崔天凱：我認為，提出指控的人有舉證的
責任。疫情當前，如此信口雌黃有違人道主義
精神。世衞組織專家組已抵達武漢與中方專家
就此開展合作，他們非常認真，努力釐清所有
事實。中方非常支持他們的工作。我也曾參加
過兩國專家之間的一些會議，他們都是真正的
科學家，他們從科學家而非政客角度來審視疫

情。我認為，不能進行無端指責。很多媒體報
道了世界其他地方的早期病例，所以當然有必
要在世界各地進行溯源研究，從而真正找到病
毒源頭。這樣人類面臨下次疫情時才能防備得
當。所以，不要把這個問題政治化，讓科學家
完成他們的專業工作。
扎卡里亞：世衞組織專家組在中國的考察
訪問是否不受限制？
崔天凱：他們已經到了武漢，已經在那兒
好多天了。我倒要問一下，他們能否被允許到
美國做同樣的事情？

智利總統皮涅拉等也在公開場合承諾接種中國疫
苗。此外多個國家和地區已批准中國新冠疫苗註冊
上市或緊急使用，數十個國家已與中國簽署新冠疫
苗訂購協議。

巴基斯坦：中國康希諾疫苗有效率74.8%
另據《環球時報》報道，巴基斯坦負責國家
衞生事務的總理特別助理費索·蘇丹於當地時間 2
月8日宣布，中國陳薇院士團隊與康希諾公司合作
研發的腺病毒載體新冠疫苗克威莎（Convidecia或
Ad5-nCoV）在巴基斯坦進行的三期臨床試驗中期
分析結果顯示，單針接種疫苗 28 天後，對重症新
冠肺炎的保護效力為 100%，總體保護效力為
74.8%。未發生任何與疫苗相關的嚴重不良反應。

內地 天首次無本土確診

崔天凱：有必要在世界各地溯源 找尋新冠病毒源頭

新華社

53

香港文匯報訊 據北京日報客戶端報道，2
月 7 日 0 時至 24 時，內地 31 個省（自治區、直
轄市）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報告新增確診病例
14 例，均為境外輸入病例（上海 7 例，廣東 7
例）；無新增死亡病例；無新增疑似病例。
當日新增治癒出院病例72例，解除醫學觀
察的密切接觸者 3,372 人，重症病例較前一日
減少5例。
境外輸入現有確診病例 277 例（其中重症
病例 6 例），現有疑似病例 3 例。累計確診病
例 4,804 例，累計治癒出院病例 4,527 例，無死
亡病例。
梳理發現，這是 2020 年 12 月 17 日以來，
31省區市首次無本土新增確診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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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话题
连续 8 年成为全球第一大网络零售市场

中国电商为何活力十足？
本报记者 彭训文

商务部近日发布消息，2020 年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额 9.8 万
亿元人民币，逆势增长 14.8%，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比重达
24.9%，中国已连续 8 年成为全球第一大网络零售市场。专家表
示，中国网络零售“成绩单”亮眼，凸显了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
下中国电商市场的韧性和活力。随着 5G、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
建设持续推进，政府支持电商发展的政策红利不断释放，中国网
络零售市场将在加快转型升级中实现更快发展。

国 网 络 零 售 市 场 蓬 勃 发 展 。 统 计 显 示 ， 2020
年，在线教育销售额同比增长超过 140%，在线
医疗患者咨询人次同比增长 73.4%。企查查平台
数据显示，2020 年新增“电子商务”相关市场
主体 66.38 万家，体现出电商行业在应对疫情冲
击方面韧劲十足。
“近年来，中国网络零售市场持续火爆，
动力十足。”商务部中国国际电子商务中心研
究院院长李鸣涛认为，首要动力源是电商更高
效的流通速度、更广泛的市场覆盖、更精准的
消费匹配等优势。其次，年轻一代消费者逐渐
成为社会消费的主流群体，他们更倾向于线上
消费。近年来政府不断推进新型基础设施建设
和相关政策红利不断释放、法律法规不断完
善，也促进了电商行业快速发展。

带动多行业转型升级

房雪所在的老边区就在全国率先由政府提出打造
的“网红小镇”，目前已初具规模。
直播带货火爆背后，是巨大的市场规模和大
东北室外寒气逼人，带货主播房雪直播间
众消费方式的变革大潮。商务部发布的数据显
里的气氛却十分火热。位于辽宁省营口市老边
示，2020 年重点监测电商平台累计直播场次超
区的一处直播基地里，房雪正对着手机介绍水
2400 万场。与往年相比，去年直播电商凭借更加
果。“两万斤苹果，我 5 分钟卖光。来晚就抢不
直观的互动消费体验优势，迅速成为满足人们购
着，就这么火！”房雪说。
物需求、释放购物欲望的“出口”。
2020 年，疫情让大多数人选择“宅”在家
除了电商直播，2020 年，在线教育、在线医
里，也带火了直播带货。如今，在中国很多地方
疗、社区团购、网络购物节等新业态、新模式，
都有这样大大小小的直播基地和各种网络主播， “家场景”“宅经济”等消费热度凸显，推动着中

网络零售持续火爆

“网购这么‘火’，我也要利用网络脱贫致
富。”黄爱建是河北省武邑县韩庄镇黄村一名残
疾人，但生活的不幸没有击垮他。经过几年摸
索，他经营的木器淘宝店去年交易额达 20 多万
元，客户超过 1500 人。如今，该木器店不仅从
事网络销售，还扩展到仿古家具的个性化定做，
不仅提高了产品销量，还带动了更多贫困户加入
其中。黄爱建的致富经，是中国农村地区电商加
速赋能农业产能化、数字化发展的一个生动案
例。一系列适应电商市场的农产品持续热销，有
力推动了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
反向定制、独家定制……随着一系列电商
新模式出现，越来越多零售业、制造业也在与
电商的合作中转型升级、融合发展。
2020 年“双 11”网络促销活动中，京东小
家电销售排行前三的产品，都是京东联合品牌
商共同打造的；基于淘宝大数据打造的 1800 种
产品，占据淘宝 235 个子类目的销售冠军；拼
多多平台指导研发的一款保温杯，上线一个月
销售额突破百万元。这些成绩背后有一个共同
特点，就是电商平台亲自参与到产品研发、设
计中。
专家表示，随着线上线下加速融合，电商
赋能多行业转型升级速度加快。一方面，电商
企业更多利用销售端大数据了解市场需求的最
新变化，从 而 与 其 它 行 业 合 作 研 发 设 计 出 新
产品、新服务；另一方面，其它行业通过与
电商合作，全面拥抱数字经济，实现数字化
转型。

跨境电商推动外贸发展
“这班从上海出发到德国杜伊斯堡的货物，
早上 6 时 55 分抵达阿拉山口，当天 12 时 23 分海
关系统放行，从发车到目的地用了不到 15 天。”
作为阳光捷通 （北京） 贸易服务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陈辉时刻关注着电脑上的流程单。据悉，依
托中欧班列，该公司货物抵达欧洲的时间比海运
缩短了 80%，而价格只有空运的 20%左右。
防疫期间，陆路运输迎来巨大机遇。从 2020
年 1 月 21 日起，新疆阿拉山口口岸开展跨境电商
业 务 ， 日 均 包 裹 数 超 过 11 万 件 ， 全 年 总 量 超
4000 万件。
阿拉山口的繁忙，背后是防疫期间中国外贸
不断加快的创新步伐，其中跨境电商成为企业开
展国际贸易的首选。据海关统计，2020 年中国跨
境电商进出口额达 1.69 万亿元，增长 31.1%；超
万家传统外贸企业触网上线、提质增效；1800 多
个海外仓正成为中企海外营销重要节点和外贸新
型基础设施。
系列政策利好为跨境电商再添“一把火”。
2020 年，中国与 22 个国家“丝路电商”合作持续深
化，双边合作成果加速落地；跨境电商零售进口试
点范围从 37 个城市扩大至海南全岛和其他 86 个城
市地区，覆盖 31 个省区市；新设46个跨境电商综试
区；
规范跨境支付发展，
放开结汇业务市场准入。
“我们店铺的智能喂食喂水器和智能猫砂盆，
在俄罗斯、西班牙、法国和中东销量很高。”王芳杰
是深圳市艾思科技有限公司的负责人。在“宅经
济”带动下，去年该公司在阿里巴巴全球速卖通平
台上的销售额比 2019 年增长了近 5 倍。而在卖家
云集的阿里巴巴国际站上，去年该平台交易额同
比增长 101%，越来越多中企特别是中小企业依托
跨境零售电商平台闯入了国际市场。
对外经贸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党委书记
庄芮表示，跨境电商、市场采购贸易等外贸新业
态，激发了外贸主体走出去、拓展海外市场的积
极性，对促进外贸提质增效起到积极作用。
专家表示，中国网络零售市场未来要加快转
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而保持网络零售市场
在场景、模式、技术等层面的持续创新活力尤为
关键。
左图：日前，山东省临沂市沂南县网上年货
节拉开帷幕，展销该县种植大户的优质农产品。
图为年货卖家向网友展示沂蒙优质农产品。
尹 君摄 （人民视觉）

相隔千里，年味还是那么浓
■ 欧阳小节
春节来了。在菜市场的百种香气千种味道
里，在商场超市的琳琅满柜充盈货物里，在
“云”上电商的卡券红包喜气洋洋里，年味儿一
次次升腾起来、落在心头。
对许许多多的人来说，这将是一个特殊的春
节。我们或许换了一种方式，以留守代替回家，
以安康守护团圆，但是吉祥、平安、丰裕、富足
等“年”的意味不会改变。带着年的美好向往和
心意出发，一场特殊的年节消费正拉开大幕。
“无论身处何地，过个快乐的年！”一句话，满
载着亲人的叮咛和祝福。一句话，在这个特殊的春
节，也凝聚着许多人的努力。
最是烟火气，抚慰百姓心。过年了，“菜篮
子”“米袋子”“肉盘子”富余吗？煤电油气供应
有保障吗？这道春节“民生题”，各地积极作
答：供应充足、价格平稳！大大小小的商超市场

里，新鲜蔬果、乳肉蛋奶、米面粮油、糖果点
心、酒水饮料铺满了货架。就地过年人数多的城
市里，批发市场早早增加进货，做足了准备。今
冬多轮寒潮来袭，各地稳妥开展能源保供稳价，
让千家万户的春节“亮堂堂”“暖洋洋”。咱大家
伙可以过个安心年！
春节不回家，也得把年味儿和乡情装进包裹
里。故乡那头，是母亲做的腊肠、父亲备的老
酒；游子这头，则是一个个从全国各地寄往某一
个终点的快递。请放心，今年春节京东物流、顺
丰、申通、中通等多家公司纷纷表态“不打
烊”，将在亿万家庭间传递问候！另一头，“2021
全国网上年货节”早已拉开序幕，年夜饭、鲜果
蔬菜、半制成品都将及时送达；健身器材、萌宠
装饰、潮流家电，这些年货新星也将飞抵消费者
手中，让就地过年更便利、“云”上团聚有支

撑。咱大家伙可以过个舒心年！
纵使相隔千里万里，年意从不缺席。今年，
这份年意将不仅仅来自亲朋好友，新春消费券、
流量赠送、景区门票优惠，这些来自所在地的过
年红包您收到了吗？眼下，各地正下力气提供
丰富多彩的假日文化、周边旅游、娱乐休闲等
活动的便捷服务。品质商品越来越定制化、智
能化、绿色化；消费服务更多拓展到家；消费场
景贯通城市农村、涵盖线上线下……一举一动，
正是敞开怀抱、做优市场，让假期热度攀升。咱
大家伙可以过个暖心年！
这不，年货节迎来“开门红”！开启半月，
许多电商大数据就传来好消息：异地订单再次火
爆，送抵远方亲友的心意一点不少；健康、汽
车、宠物等相关的服务消费成为热门选项；教育
培训、数码影音、个人护理增势突出。看吧，大

家都给自己和家人安排了一个温暖、充实的春节
假期。
多年来，春节小长假是创造强劲消费的重要
时点，假日消费潜力无限。眼下，即将到来的这
个春节同样消费红火，亮点多多。更重要的是，
不管身在何地，幸福安康、收获满满，就是咱中
国人的快乐年呀！
（作者为本报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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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中國大年 來華夏遊園
2021年華夏農曆新年遊園會
我們共同度過了艱難的 2020 年。在 2021 年寒冷的
冬天中國農曆新年即將到來。為增進休斯頓社區了解中
國文化、體驗農曆新年，華夏中文學校計劃在 2021 年 2
月 13 日 1:00-2:30（中文）和 3:00-4:30（英文）舉辦兩
場中國農曆新年春節 ZOOM 遊園會。雲端和大家見面，
來華夏遊園。我們一起熱熱鬧鬧、歡天喜地——過大年
！
中文遊園會內容包括包餃子、剪紙、寫對聯、和猜
謎語等活動。英文遊園會的內容與中文遊園會內容稍有
不同，增加十二生肖趣味知識等內容。為鼓勵大家積極
參與，遊園會在活動過程中會公佈四個口令，集齊四個
口令，可以獲得紀念獎品。
活躍華裔社區，我們在行動！
出於對網絡安全的考慮，我們的會議鏈接將會在 2 月
10 日和 12 日以郵件方式發給大家。請參加者事先填表報
名並留下郵箱（華夏絕對不會把你的個人信息洩漏給別
人），報名 2021 年 2 月 12 日晚 5：00 截止。
獎品領取規則：參加完每次活動後， 主持人將會給

出一個領取禮物的口令：金牛迎春、牛年大吉， 牛轉乾
坤、牛氣沖天、九牛二虎、財如牛毛、牛運無邊、牛壯
象健。積滿 4 個口令，再憑您註冊時的電子郵箱地址，
到華夏中文學校主校區領獎。
英文場 ：每一個活動結束後給一個字：牛、年、吉
、祥 。可以把字的翻譯/拼音標註其下。收集 4 個字，憑
電子郵件到總校校區領取獎品。本次活動獎品均是喜慶
的中國文化傳統吉祥字的小挂件。
【華夏中文學校】是由大休士頓地區的華人誌願者
於 1993 年創立並在德克薩斯州正式註冊的非營利性組織
，是大休斯頓地區唯一一家獲得美國教育評定機構 AdvancEd 認證的華文教育學校。建校的初衷是教授以漢語
拼音為註音的簡體漢字，在過去幾十年的發展中，華夏
中文學校逐漸成為美南地區最大的中國語言文化的學習
和培訓中心。我們致力於創造和保持最佳的學習中國語
言文化和藝術的環境, 以鼓勵和保證所有學生學有所成並
在當今的多元化社會中發揮積極作用。

全美亞裔總商會調研 更多亞太裔企業面對關門及裁員危機
亞太裔企業需要拜登政府及州政府的立即關注和支援
華盛頓特區 – 今日，全國亞裔
總商會(National ACE)和”全美策略聯
盟(PPS)”合作，公佈亞太裔企業在新
冠病毒大流行期間經驗的新調查數據
。其中重點包括，84%亞太裔企業受
到新冠病毒大流行的負面影響，44%
已減少僱用員工人數等調查結果的一
部分。這調查反映了亞太裔企業要從
這人生難得一遇的病毒大流行中恢復
，面對著巨大挑戰。
全國亞裔總商會會長暨執行長董
繼玲表示，”對小企業來說，要能撐
過這場病毒大流行，國會需要確保在
因應新冠病毒危機上有健全的長期對
策”。 ”這個困境無法在短期內解決
。事實上，我們需要國會和各州政府

承諾，要能夠在未來歲月中確保小企
業的生存，繁榮。
這調查是從 9 月 28 日至 11 月 30
日在網上完成的，不僅收集了 900 家
亞太裔企業的數據，也收集非洲裔及
西班牙裔企業的數據，以和我們的美
國非洲商會，美國西班牙裔商會夥伴
分享資訊。這調查共收到 8,328 份回
應，因此成為在新冠病毒大流行影響
上，關於亞太裔，非洲裔及西班牙裔
企業的最大規模田野調查。
接受調查的亞太裔有壓倒性的大
多數人說，他們的企業至今還被新冠
病毒大流行打擊得非常嚴重，使得他
們不但收入減少，還得裁員。許多亞
太裔企業主聲稱，如果沒有財務援助

，他們的情況會更糟。
這些調查發現包括:
● 67%亞太裔企業表示，獲得財務
援助，或者額外資金是他們未來 6
個月的第一優先任務。
● 17%亞太裔企業的手頭現金，不
足以支撐他們的企業繼續經營一個月
● 23%亞太裔企業預期會在未來 6 個
月中永遠關門。
● 61%亞太裔企業錯過了重要補助，
因為他們不認為自己符合申請資格
● 49%亞太裔企業預期會至少裁員 1
人
● 80%亞太裔企業明說，他們需要贈
款形式的援助，而不是經由貸款舉債
更多。

亞裔麥當勞經營者協會主席暨全
國亞裔總商會政策委員會的現任主席
Jimmy Ferguson 說，亞太裔，尤其
是亞太裔婦女所擁有的企業，在這次
危機中受到的打擊很大。國會必須確
保這重要的社區獲得生存所需援助，
撐過這場病毒大流行，更為強壯”。
”人們錯誤的認為，亞太裔在這場病
毒大流行中掙扎程度較小，那是不正
確的。
關於全國亞裔總商會

全國亞裔總商會的使命是做為亞
太裔企業利益的強力支持者，就加強
，促進亞太裔企業，創業者，以及企
業領袖的目標及抱負等的所有議題，
推動積極改變。全國亞裔總商會致力
經由支持，宣導影響亞太裔社區的議
題，改善亞太裔社區的經濟發展及經
濟影響，促進結盟及加強社區建造，
培養下一代亞太裔創業家及主管，來
達成這使命。全國亞裔總商會在全國
為亞太裔的企業利益發出統一聲音。

新年伊始，馬上行動，為學業和生涯重新啟航

疫情阻止不了您追夢，讓休斯頓社區大學HCC成為您飆昇美好未來的發射台！
師資雄厚、學費低廉的HCC有百餘項優質科目供您選擇，線上教學或校園安全上課靈
活可變，最快數月就能獲取文憑證書，快速在科技、健康、高級製造、工程及商貿等
熱門行業覓得高薪火熱的職位。學習兩年可獲副學士學位（A.A.S./A.S.），學分可轉
入四年制大學，只需再讀兩年就能取得學士學位，在職場更勝一籌。

HCC西南校區學科種類
數碼及信息技術 | 基礎科學 | 健康科學 |
工商業 | 視覺及表演藝術 | 其他各類學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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