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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死於新冠肺炎的人數已經突破50萬大關，美國總
統拜登22日傍晚在白宮舉行燭光悼念儀式，稱這是 「令人
心碎的重大事件」，敦促美國民眾不要變得麻木不仁，強
調逝去的生命不只是一個數字，同時呼籲美國上下一心，
捐棄黨派之爭，團結抗疫。這麼多的美國人因疫情失去生
命，讓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女主持人凱拉爾
（Brianna Keilar）在播報時忍不住眼淚潰堤

夜幕低垂，白宮南門廊和兩側樓梯上，燃起500支白色
蠟燭，主入口掛上黑色簾幕。美國總統拜登夫婦和副總統
賀錦麗伉儷當天穿黑色衣服、戴黑色口罩，在海軍陸戰隊
樂隊演奏的《奇異恩典》樂聲中肅立默哀。當天下午，拜
登已下令美國境內外所有聯邦建築和軍事設施降半旗5天。
華盛頓的國家大教堂鳴鐘500次，向疫情死難者致哀。

默哀前，拜登沉痛地說，美國過去一年死於疫情的人
數已超過兩次世界大戰及越戰陣亡美 軍的總和，真的令人
心碎， 「作為一個國家，我們不能接受如此殘酷的命運。
儘管疫情已持續很長時間，但我們絕對不能讓自己對悲傷
變得麻木不仁……不能把每個生命看成一個統計數字、一
種模糊概念，或者一則新聞」。

美降半旗5天 白宮悼50萬逝者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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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俠天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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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強大的美國，抵擋不住天災加人禍 ，
德州過去一週之雪災，新冠病毒之攻擊，
已經奪走五十萬人之宝貴生命，我們是多
麽的無奈和悲慟，在歷史上也寫下慘痛之
一頁。

當前所未見的風雪橫掃德州大地，包
括州長在內的政客們却在推卸責任，並說

是太陽能電力釀的禍，市長抱怨州政府根
本沒有給予預先的警告，缺水又缺電到底
什麼人要負起責任。

拜登總統在追悼去新冠肺炎去世的五
十萬國人時， 許多人失去親人之悲哀，他
有如身受之經驗 ，我們堅信曙光已經在望
， 我們的國家將会再度迎來光明和微笑。

Millions of Texans who have gone through a
devastating week of freezing temperatures
and a relentless winter storm, now along with
all the politicians, are pointing fingers at each
other.

President Biden has now approved more
counties in Texas as major disaster areas.
The water systems in both Austin and Hous-
ton were hit hard by the winter storm and now
are finally fully restored.

President Biden honored more than a half mil-
lion Americans whose lives have been lost to
the coronavirus and spoke to the nation from
his own experience when it came to describ-

ing the grief of losing a loved one. He said, “I
know that when you stare at that empty chair
around the kitchen table, it brings it all back,
no matter how long ago it happened, as if it
just happened that moment.”

The president also expressed optimism telling
Americans, “We will get through this I prom-
ise you.”

In the White House, President Biden and his
wife Jill participated in a moment of silence,
standing by 500 lighted candles. The Presi-
dent also ordered the flag of the United States
to be flown at half-staff for five day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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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23//20212021

Our Nation Will SmileOur Nation Will Smile
AgainAgain

天災人禍天災人禍 人間煉獄人間煉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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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實現1500萬人接種
第壹劑新冠疫苗目標

綜合報導 英國接種第壹劑新冠疫苗超過1500萬人，完成英國政府

疫苗接種第壹階段計劃，英國首相約翰遜稱贊此為“非凡的壯舉”。

英國衛生部公布，截至2月14日，全英國有15062189人接種了第

壹劑新冠疫苗。從去年12月8日註射第壹針新冠疫苗開始，經過兩個

多月時間的努力，英國完成了四個高風險最優先群體的接種計劃。

四個高風險最優先群體包括：英國國家醫療服務體系(NHS)壹線醫療

人員、養老院居民和護工、70歲以上老人及被醫學確診為在臨床上

極度脆弱的人。

英國首相鮑裏斯· 約翰遜在其推特上發布的壹段視頻中表示，“在

兩個月的時間裏，英國取得了非凡的壯舉，共向最脆弱的人的手臂註

射了1500萬支疫苗。”“這是壹個真正全英國範圍內的‘全國性努

力’，我們壹起完成了它。”“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無疑還會有坎

坷。但在取得了如此寶貴的成就之後，我知道我們可以帶著巨大的信心

前進。”

英國衛生大臣馬修· 漢考克表示，在不到10周的時間裏，已為全英

國1500多萬人註射了疫苗，達到了這個“奇妙”的裏程碑，“也就是說

，現在(英國)每4個成年人中就有1個人開始接受疫苗保護，免受這種可

怕疾病的危害。”

自1月初以來，英國新冠病毒感染病例已經下降了80%，住院人數

減少了60%。2月14日，英國單日新增確診病例10972例，比壹周前的

15845例下降31%。

從2月15日開始，英國疫苗接種計劃將進入壹個新階段，65歲以上

的老年人和臨床易感人群將被邀請預約註射新冠疫苗。

秘魯醫用氧氣短缺危機持續
政府擬轉化工業氧氣

綜合報導 秘魯生產部長何塞· 路易斯· 奇科馬指出，私營公司需要

支持國家解決目前的醫用氧氣短缺危機，將部分工業氧氣轉化為醫用氧

氣。為此，政府正在對工業氧氣生產商進行調查，以了解這種轉化的可

能性和所需時間。

奇科馬報告說，政府將在20日之前清點20家工業制氧公司。

秘魯生產部建立了壹份工業氧氣生產商和銷售商的登記冊，以便

根據第31026號法令，規範和確保國家衛生機構使用醫用氧氣。根據

相關法令，工業氧氣的生產商、貿易商和進口商必須在三天內將信

息提交該部登記，這將有助於確定參與工業氧氣生產、進口和銷售

過程的人員。

此外，秘魯全國私有企業組織聯盟(Confiep)正在準備壹項建議，以

便私營部門能夠購買新冠疫苗，並免費發放給工人及其家人。

此前，新任衛生部長奧斯卡· 烏加特也指出，正在評估允許私營部

門進口和出售疫苗，但價格不能高於政府在這方面花費的成本。

在過去壹年中，新冠肺炎疫情在壹定程度上推動了創業。Datum公

司的壹項調查表明，在秘魯目前所有的創業企業中，42%是在疫情期間

成立的。

調查結果顯示，55%的秘魯人將創業作為他們唯壹的收入來源。此

外，8%的人雖然開始創業，但也有壹份正式的公司工作。目前，最常見

的初創企業與食品、送貨服務和紡織品有關。68%的企業家在社交媒體

上做廣告。

冷鋒“美狄亞”過境希臘：
多地斷水斷電 學校關閉

近日，冷鋒“美狄亞”入境希臘，

希臘全國範圍內出現大幅降溫和雨雪天

氣，同時多地出現斷水斷電，學校也被

迫關閉。

據報道，氣象專家稱，這是希臘

12年來遭遇的最強冷鋒。當地時間 16

日，希臘政府宣布決定停飛該國境內

航班並停運火車及港口，首都雅典所

屬的阿提卡大區，也暫停了新冠疫苗

接種工作。

3人在暴風雪中失蹤
報道稱，當地時間16日晚，克裏特

島雷西姆農的3名牧民外出放牧，徹夜

未歸。17日上午9時，克裏特島市政搜

救隊、民防部門、警務人員、消防隊和

當地居民組成的隊伍正式開始了對這3

名失蹤村民的定位搜救工作。

據介紹，失蹤3人通常放牧的區域

海拔超過1000米，經過壹夜的降雪，地

面已經覆蓋了厚厚的積雪。有關部門表

示，盡管目前3人的行蹤難以定位，生

死未蔔，但當局仍將盡全力搜救。

當局召開緊急會議應對斷水斷電
當地時間2月16日，希臘政府舉行

了特別緊急會議，主要議題是解決因惡

劣天氣導致的斷水斷電。

公民保護部副部長哈達利亞斯表

示，“這些困難將會盡快得到妥善解

決”，哈達利亞斯同時指出，在整個希

臘都出現了不同程度的問題。

關於電力問題，哈達利亞斯表示，

“電力網絡遭到巨大破壞，尤其是在

阿提卡北部和東部地區”，哈達利亞

斯同時指出，“維修人員正在希臘各地

奮戰”。

希臘配電網絡運營商HEDNO公司首

席執行官表示，“HEDNO面臨著前所未

有的局面，幾十年來從未發生過這種情

況。目前，全國範圍內有600多名維修

人員和1500名員工在努力修復。尤其是

在阿提卡的北部郊區，我們有400多人

24小時值班。”

供水方面，目前阿提卡所有的抽水

站已重新運轉，並恢復正常供水。

學校遠程上課受影響
受惡劣天氣影響，希臘多地自當地

時間15日起已陸續關閉學校，取而代之

的是線上授課。然而，由於多地停電，

導致大量學生無法上課和考試。對此，

希臘教育部於17日表示，因為斷網斷電

等情況無法遠程上課的學生，將不會被

計入缺勤名單。

同時，希臘教育部還要求大學生遵

守大學、院系及任課教師的指示，按計

劃參加冬季學期的課程和考試。

最新研究數據：
英國新冠病毒感染大幅下降
綜合報導 英國倫敦帝國理工學院公

布最新研究結果，自1月份以來，英國新

冠病毒感染者數量大幅下降，已下降三分

之二以上。

研究項目結果顯示，依據今年2月4

日至13日期間8.5萬多份拭子測試的綜合

分析，英國新冠病毒感染率已降至為200

人中1人測試呈陽性，而此前為每63人中

1人；感染率降為0.51%，比2021年1月研

究報告結果的1.57%，下降了三分之二以

上。

英國倫敦帝國理工學院完成的“社區

傳播實時評估”(REACT)研究項目，是目

前英國壹項規模大、權威的新冠病毒疫情

調查研究的系列科研項目。該項研究項目

由英國衛生和社會關懷部(DHSC)委托而

進行，利用家庭測試對全英國新冠病毒疫

情進行全方位的監測和分析。

倫敦帝國理工學院教授、該研究項目

主任保羅· 埃利奧特(Paul Elliott)表示，

“令人欣慰的是，感染人數減少發生在所

有年齡段和全國大部分地區”，“這樣的

結果令人鼓舞，比我們許

多人去年12月底時預期的

狀況更好。”

參與該研究項目科學

家判斷，所有年齡組感染

率均出現幅度相似的下降

，表明與連續實行長達六

周的全國性疫情封鎖的嚴

格限制措施有關，而非目

前大規模疫苗接種的直接

影響。

據悉，英國首相鮑裏

斯· 約翰遜將依據英國疫

情大幅下降的最新數據，制定新的全國性

抗疫策略，於2月22日公布逐步解除疫情

封鎖等相關限制措施“路線圖”。英國衛

生大臣馬修· 漢考克(Matt Hancock)當日則

表示，“這些研究結果顯示出令人鼓舞的

跡象，感染率現在正朝著正確的方向發展

，但我們仍然不能放松警惕。”

研究項目專家警告稱，雖然疫情出現

下降趨勢，但目前醫院就醫患者數量仍高

於去年5月第壹波高峰期，英國各大醫院

已不堪重負。為避免疫情再次出現反復，

需要密切監測緩解疫情限制措施所帶來的

負面影響。

18日，英國新增新冠病毒確診病例

12057例，累計確診4083242例；新增死

亡病例454例，累計死亡119387例；新冠

疫苗接種 497257 人，累計接種人數

16996806人。

阿姆斯特丹取代倫敦
成歐洲最大股票交易中心

綜合報導 據“中央社”報道

，最新數據顯示，在英國脫離歐

盟單壹市場後，荷蘭阿姆斯特丹

已取代倫敦，成為歐洲最大的股

票交易中心，並獲得了壹部分英

國衍生性金融商品業務。

據報道，美國芝加哥選擇權

交易所公布的數據顯示，2021年1

月，阿姆斯特丹單日股市交易額

為92億歐元，倫敦為86億歐元。

芝加哥選擇權交易所指出，

相較之下，2020年壹年間，倫敦

平均每日股市交易額為175億歐

元；德國法蘭克福為59億歐元，

在歐洲排名第二；阿姆斯特丹為

26億歐元，排名第六。

報道稱，倫敦金融城長期警

告，在沒有適當服務業貿易條款

的情況下離開歐盟單壹市場，將

造成不利後果，尤其是金融服務

方面。

當地時間 2 月 18 日，歐洲

證券和市場管理局表示，股票

交易從倫敦轉移到歐盟是長期

趨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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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新聞

I01-John Lee李元鐘保險256B_16

美國主管機關今天表示，製藥商應在追
蹤數以百計受試者免疫反應的臨床試驗中，
測試對抗2019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
新變種病毒的改良疫苗，而這種試驗可能耗
時數月。

美國食品暨藥物管理局（FDA）在聲明
中說，如果疫苗無法以現有形式誘發免疫反
應，開發者或許需要加以改良，好讓疫苗得
以抵抗在美國現蹤、更具傳染力的變種病毒
。

FDA 認為，目前獲核准的輝瑞（Pfizer
Inc）和德國BNT共同研發的疫苗，以及莫德

納（Moderna Inc）疫苗對在美國散布的變種
病毒有效。

FDA食物與藥物代理專員伍考克（Janet
Woodcock）表示，製藥商不該等到變種病毒
得以躲過疫苗，才開始研發改良版本。

她在記者會上表示： 「我們必須參與並
致力於此，才能在遇到門檻前有備無患。」

更具傳染力的新變種病毒出現後，美國
政府加緊追蹤冠狀病毒突變，並試著保持疫
苗與療法抵抗新變種的效力。

輝瑞與莫德納都說打算進行臨床試驗，
測試他們用於對抗變種病毒的改良疫苗。

對抗變種新冠 FDA：改良疫苗臨床試驗須耗時數月

香港民主黨前主席李柱銘等 9 名泛民派
人士16日在香港的法院受審。美國聯邦眾議
院議長裴洛西今天稱庭審是對香港法治的冒
犯，北京正不計一切打壓香港人權與自由。

壹傳媒集團創辦人黎智英以及李柱銘、
何俊仁等9人被控參與2019年8月18日的反
送中集會，各被控組織未經批准集會和參與
未經批准集結罪，16日在西九龍裁判法院開
審。

裴洛西發表聲明說： 「李柱銘是原則與

勇氣的化身，他和平、堅持不懈的為香港與
中國的自治與自由而戰，感召全球數百萬熱
愛自由的人。對李柱銘與其他泛民領袖的開
審是對法治的冒犯，傳達北京將不計一切打
壓香港人權與自由的殘酷訊息。」

「中國政府必須曉得，扼殺人權之舉全
世界都在看，我們也必須拿出所有選項，讓
中國須為此付出代價。若我們僅因商業利益
而不清晰地為中國人權發聲，就會失去為全
世界人權發聲的道德威信。」

港民主派受審 美眾院議長裴洛西痛斥：冒犯法治絕不坐視

世界貿易組織（WTO）今天同意成立爭端解
決委員會，討論美國要求香港進口商品標示 「中
國製造」（Made in China）的新規定。

日內瓦貿易官員表示，世貿組織爭端解決機
構（Dispute Settlement Body, DSB）接獲香港第 2
度申請，要求成立委員會， 「針對美國關於商品
製造來源標示要求做出裁決」。

1月25日香港首度在世貿組織遞出申請要求仲
裁，卻遭美國攔下。根據世貿規定，第2次遞出申
請，實務上就會自動受理，但因世貿組織解決貿
易爭端通常會耗費數年，此事還遠遠稱不上接近

解決。
去年7月，北京對半自治的香港實施港區國安

法後，時任美國總統川普宣布結束美國對香港的
優惠待遇。

1個月後，美國海關宣布，從香港進口的商品
必須標示 「中國製造」而非 「香港製造」。這項
規定於去年11月生效。

香港表示，這項措施不符世貿多項規範，包
括原產地規則協定以及技術性貿易障礙協定。

香港表示，美國的規定 「專斷、片面、不必
要、無理」。

美要求港貨標 「中國製造」 WTO將組委員會裁決

有自信在結冰跑道上降落的機師們聽好
了，美國東北的新罕布什爾州有座湖泊的湖
面冰凍厚度現在已達降落標準，可供作跑道
使用。

法新社報導，溫尼伯索基湖（Lake Win-
nipesaukee ）上的奧爾頓灣（Alton Bay）一處
2600呎（792公尺）長的地帶，因湖面結冰厚
度已達至少12吋（約30公分），這個月初開
放給民眾使用。

到了本月20日，厚度已直逼20吋（約50
公分）。

這是唯一獲得美國聯邦航空總署（FAA

）批准使用的冰面跑道，而膽子太小的還是
不要輕易嘗試。

新罕布什爾州航空運輸局的機場監管人
員尼沃拉（Carol Niewola）說： 「冰面很滑
溜，這是機師最常向我們反映的事。」

「在鋪面跑道、草地跑道上很簡單的轉
向、停止等動作，在這裡的困難度都會增加
，冰面跑道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她說： 「冰面上有覆蓋一些雪，提供一
點點抓力，但很有限。」

這條 「跑道」並非年年都能用，去年就
因冰結得不夠厚，而未開放飛機起降。

湖面結冰搖身變飛機跑道全美僅此一條

美國總統拜登今天表示，新型冠狀病毒病歿
人數已突破50萬人關卡， 「令人心碎」，呼籲全
民團結抗疫。防疫高官佛奇也表示，政治分歧是
造成美國病故人數 「驚人」的主要原因。

法新社報導，拜登在全國電視演說中表示：
「我知道那是什麼感覺。」他指的是自己家庭多

年來發生的許多悲劇。
他說： 「我請求所有美國人都記得，記得那

些我們失去的親人以及他們所留下的。」他還說
： 「我也呼籲我們國人採取行動、維持警覺、保
持社交距離、戴口罩與接種疫苗。」

拜登籲請美國人哀悼、記得失去的人，但也
同時必須展現決心。他說： 「作為一個國家，我
們不可以、也絕對不能讓這個情勢持續下去。」

他說： 「我們必須終結政治亂鬥與分裂家庭
和社區的不實資訊。」 「我們美國必須上下一心
，團結一致抗疫。」

根據路透社的公衛數據統計，截至今天下午
，美國已累計2800多萬人感染2019冠狀病毒疾病
（COVID-19）與50萬54人病故。

拜登政府首席防疫顧問、美國國家過敏與傳
染病研究院（NIAID）院長佛奇（Anthony Fauci
）今天接受路透社訪問時說，疫情襲擊美國的時
候，美國社會正因政治分歧而撕裂，也因此戴口
罩成為一種政治聲明而不是公衛措施。

他說： 「即使認為做得很棒的國家，也會遇
上問題。」他指出即使如德國和英國嚴格遵守公
衛措施，仍飽受疫情所苦。

佛奇說： 「然而這無法解釋，何以一個富裕
且高度發展的國家會有全球最高的死亡率，以及
成為全球疫情最慘重的國家。」 「我認為這種情
況不應該發生。」

美國人口僅約占全球4%，染疫病故人數卻高
達全球20%。

美新冠病故破50萬人 佛奇批政治分歧釀驚人慘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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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印度政府宣布，將對直接或間

接來自英國、南非和巴西的人強制進行新冠

分子檢測，以遏制在這些國家發現的變異病

毒的傳播。

據報道，目前印度是全球新冠確診人數

第二多的國家，1月印度發現4人感染在南非

發現的變異病毒，2月又發現壹人感染在巴西

發現的變異病毒。截至目前，印度已報告187

例感染在英國發現的變異新冠病毒病例。

據報道，印度民航部17日在壹份聲明中

表示，從下周開始，所有從英國、歐洲或中

東航班抵達或轉機的旅客，在檢測、檢疫和

隔離方面的條款有所不同。除在線提交自我

申報單和攜帶新冠陰性報告外，還需提供過

去14天的旅行史。

規定還指出，航空公司應告知乘客，來

自英國、巴西和南非的乘客必須接受新冠測

試，因此他們在機場的中轉時間可能為6至8

小時。

此外，航空公司應該分辨從英國、南非

和巴西抵達或過境的旅客，並在旅途中和下

機時將他們隔離。

這些旅客在離開機場前，必須交出他們

的樣本進行檢測。印度當局將在稍後通知他

們。如果檢測結果為陰性，他們將繼續居家

隔離7天，之後將再次接受檢測。如果第二次

檢測仍呈陰性，將意味著他們可以結束隔離

，但需要在接下來的7天裏，繼續監測他們的

健康狀況。

杜特爾特簽署
菲新冠疫苗傷害緊急賠償法案

綜合報導 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簽

署了壹項《新冠疫苗傷害緊急賠償法

案》，並允許地方政府以預付款方式購

買新冠疫苗《備忘錄》。

菲政府防疫計劃要求，加入新冠肺

炎疫苗實施計劃(COVAX)的機構向菲律

賓提供疫苗前，均須簽署賠償或無過失

協議。

據由菲參議院和眾議院審議通過的

《新冠疫苗傷害緊急賠償法案》，菲政

府擬建立壹個5億比索的賠償基金，國

家將出資為接種新冠疫苗後死亡或出現

嚴重副作用者提供賠償。

同日，杜特爾特簽署《備忘錄》，

批準地方政府以預付款方式購買新冠疫

苗。

根據菲免疫計劃，地方政府可以通

過與國家政府和疫苗制造商的三方協議

采購新冠疫苗。

根據《備忘錄》，在有不可撤銷信

用證或銀行擔保的前提下，地方政府被

允許以最低預付15%定金的方式預定新

冠疫苗。菲總統發言人哈裏· 洛克表示

，該備忘錄有望促使地方政府以最高

50%的預付款購得新冠疫苗。

菲政府計劃本月在該國開展大規

模疫苗接種，今年的目標是為約五千

萬至七千萬菲國人接種新冠疫苗。壹

線衛生工作者將是第壹批新冠疫苗接

種者。

根據菲衛生部數據，該國當天新

冠肺炎新增確診 1744 例，累計確診

555163例，死亡 11673例，康復 512375

例。

日本疫苗接種擴大至8個都縣
菅義偉前往醫院視察

綜合報導 日本新冠疫苗率先接種

工作18日在長野、兵庫、岡山、廣島

各縣啟動。共同社的統計數據顯示，已

開始接種的至少有8個都縣的16家醫院

。當天，首相菅義偉視察了開始接種的

東京的醫院，表示“感到醫務人員期待

著效果。將盡早向全國民眾提供”。

據報道，在日本，率先接種疫苗的對

象有4萬人。厚生勞動省收集其中半數

的數據，調查安全性。共同社的統計數

據顯示，已開始接種的至少有8個都縣

的16家醫院。19日預定進壹步擴大實

施地區，預計下周將在成為對象的全國

100家醫院全部開始接種。

日本首相菅義偉18日視察了於17日

開始接種的東京的醫院，表示“感到醫

務人員期待著效果。將盡早向全國民眾

提供。”

也有醫療機構為消除對接種的不安，

而力爭萬無壹失。村山醫療中心(東京)

18日面向職員舉行了說明會。此舉旨

在加深對不良反應的理解，讓大家考慮

是否接種。為避免影響普通診療，該中

心計劃20日接種。

另壹方面，致力於新冠疫苗研發的日

本KM Biologics公司(熊本市)17日向中

央政府提交了臨床試驗計劃，力爭3月

下旬啟動以成年人為對象的臨床試驗。

日本17日開始接種美國制藥巨頭輝

瑞公司生產的疫苗。雖然在研發上落後

於海外，但園田指出，“如果依賴進口

，(用於購買的)國家資金將流向海外，

也無法預計能否穩定供應。還應該考慮

將來大概每年都流行，需要反復接種的

情況”，強調需要便宜的國產疫苗。

該公司研發的是用消除毒性後的病毒

制造的滅活疫苗，與輝瑞疫苗的生產手

法不同。滅活疫苗在脊髓灰質炎等傳染

病上已獲得了成效，園田表示“可以期

待不良反應的風險變得較低”。

該公司於2020年5月著手研發，在動

物實驗中確認了有效性。2021年3月下

旬起，將以人為對象開始小規模臨床試

驗。計劃在秋季到冬季進行數萬人規模

的試驗後上市流通。

柬埔寨官方：
接種中國疫苗有助於經濟復蘇

綜合報導 隨著柬埔寨疫情形勢趨於穩

定，以及接種中國疫苗工作順利實施，柬

埔寨官方認為，疫情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影

響正在降低。

柬埔寨衛生部通報，該國當天新增1

例境外輸入新冠肺炎確診病例，無新增治

愈出院病例。截至當天上午，柬埔寨累計

確診484例，累計治愈470例，在院治療14

例。

另據柬埔寨財經部當天公布的壹段柬

埔寨副首相兼財經大臣翁本莫尼洛講話稱

，柬埔寨通過開展接種中國新冠疫苗，有

助於推動柬埔寨經濟復蘇。

翁本莫尼洛表示，多年來，柬埔寨經

濟持續保持平均7%的年增長率，但2020年

因受新冠疫情沖擊，導致經濟萎縮約4%。

這是20年來經濟表現最差的壹年，許多支

柱產業遭受新冠疫情重創。

翁本莫尼洛稱，隨著今年2月開展接種

新冠疫苗，柬埔寨將有能力推動經濟復蘇和

社會發展，並降對疫情對經濟造成的風險。

2021年國內生產總值預料將增長4%。

此前，中方首批援柬新冠疫苗此前抵

達金邊，柬埔寨首相洪森到機場舉行隆重

儀式迎接。洪森表示，中方援柬首批新冠

疫苗供柬民眾和軍隊緊急使用。疫苗援助

是柬中兩國和兩國人民鐵桿情誼和緊密合

作的又壹力證，必將有力推動兩國關系發

展和命運共同體建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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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何佩珊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及記者李理報

道，中國駐美大使館華盛頓當地時間5日發佈通

知，就搭乘臨時包機意願開展摸底調查。通知

稱，將首先面向全美符合條件的未成年中小學留

學生開放登記。

中國包機優先接小留美生
駐美使館開展搭乘意願調查及開放登記 高中生：救命稻草

根據駐美大使館的通知，目前大多數海外留學人員仍然
選擇留在當地。同時考慮到有一些留學人員、特別是

未成年的小留學生面臨無法解決的實際困難，需要返回
中國，中國有關部門正在積極考慮對疫情嚴重國家一些確
有困難、急需回國的留學人員，採取逐步、有序方式，作
出開通臨時航班和包機等相應安排。

機票隔離費用自理
通知指出，根據公開、透明、公平原則，首先面向全

美年齡未滿18周歲（以登記日為準）、父母未陪伴在旁、
長期或短期在美留學的中小學留學生開放登記。如安排臨
時航班和包機，將根據可能的航空運載量，從保護弱小原
則出發，按照登記人員年齡從小到大順序排序，優先安排
小留學生乘機回國。

根據安排，機票和回國隔離費用自理。自願承擔回國
過程中的各種可能風險，並自覺接受乘機過程及抵達目的
地後的各項檢疫安排。除未成年留學生外，監護人等其他
人員不能陪同乘機。截止時間為美東時間2020年4月6日晚
6時（北京時間4月7日晨6時）。

家長：兒子回家最後希望
一名名叫“惠子”的留美高中生表示，最近美國每天

確診數字都是四位數起跳，她確實有點後悔沒有早點回中
國，在家裡的母親更是心急如焚。包機回國消息一出，她
第一時間就在母親的催促下做了登記。“這就像救命稻
草，我現在的安全感已經被打破了，我相信祖國做事的效
率，很快就能讓我們回國。”她還特意在自己的社交媒體
上寫道：“感謝祖國，感恩生為中國人，我們要加油。”

一名兒子在蘭道夫馬克高中唸書的家長表示，她的兒
子是住校生，學校現在停課，孩子沒有辦法自己照顧自
己。家長為了確保兒子能回來，四月份定了各個時段五張
機票，加起來十幾萬元人民幣，但結果是全部被取消。現
在有了包機安排，她表示，簡直是幫助自己兒子早日回家
的最後一絲希望。

中國民用航空局飛行標準司副司長韓光祖6日介紹，
從3月4日到4月3日，民航共安排11架次臨時航班，協助
在伊朗、意大利和英國的1,827名中國公民回國，接回人員
主要以留學生為主。

��(���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駐美
大使崔天凱華盛頓時間5日在《紐約時報》刊
文指出，圍繞疫情中美兩國間有一些不和諧的
聲音。“但現在不是相互指責的時刻，現在我
們需要團結合作、互幫互助。”

齊引領疫苗研發攻關合作
這篇題為《同舟共濟 定克時艱》的文章

說，此時此刻團結至關重要。要保持清醒、明
辨是非，對那些企圖煽動種族主義和歧視仇
外、把別國或別的種族當成替罪羊的愚蠢言行
說不。因為這樣的言行不僅會嚴重破壞中美當
前合作抗疫的努力，也將埋下猜疑甚至對抗的
禍根，將兩國的人民拖入險境，甚至殃及全
球。

文章表示，中方始終負責任地通報疫情信
息。中國建立了新冠肺炎疫情網上知識中心面
向所有國家開放。中美兩國衛生部門和防控專
家也一直保持着密切溝通。

文章認為，作為世界最大的兩個經濟體，
中美應該引領治療技術和疫苗研發國際攻關合
作，充分探討治療藥物技術共享，聯手幫助缺
乏醫療條件的國家，推動完善全球衛生治理。
此外，還要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穩市場、
保增長、保民生，確保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開
放、穩定、安全。

華企全力生產美採購物資
文章介紹說，中方盡己所能，為包括美國

在內的有關國家提供支持，而位於美國疫情

“震中”的紐約州正是重點支持對象。目前，
中方正協助美政府在華採購抗疫物資。中國企
業加班加點，生產、交付紐約與全美採購的醫
療物資。華為向紐約州和華盛頓特區捐贈了數
萬件防疫物資。中資企業總計已向美捐贈150
萬隻口罩、20萬個檢測盒、18萬個手套及許多
其他防疫物資。

文章稱，不久前，中國也遭受了疫情的迎
頭痛擊，因此我們對美國人民的苦痛感同身
受。我們搏鬥過，付出了巨大犧牲，所以深知
這裡及世界各地抗擊疫情的艱難。我們銘記，
在最困難的時候世界各地的朋友給了我們慰藉
和幫助，其中很多是美國人，很多是紐約人。
現在我們也願真誠回報他們的善意，與他們共
渡難關。

崔天凱：中美需團結合作互幫互助

■■中國駐美大使館將安排包中國駐美大使館將安排包
機機，，優先接未成年留美學生回優先接未成年留美學生回
國國。。圖為中國留美學生與當地圖為中國留美學生與當地
同學和老師交談同學和老師交談。。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紐約市史坦頓島醫護人員收到紐約市史坦頓島醫護人員收到
美國華人團體及華人企業捐贈的美國華人團體及華人企業捐贈的
口罩口罩。。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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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停14日非強制 爆疫食肆照營業
員工確診 住院兩日即復工 店方稱已徵詢當局意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20日新
增15宗新冠肺炎確診個案，10宗為本地病例，
其中四成源頭未明，包括一名的士司機（車牌
為TR8063）發病後第8天才求診。香港衞生防
護中心呼籲本月9日至11日曾乘搭該的士的乘
客進行檢測。專家指，源頭不明個案比例高
企，加上不少巿民早前有拜年活動，疫情或有
滯後情況，擔心疫情會否反彈。

源頭不明案包括一的士司機
衞生防護中心指出，10宗為本地確診病例

中，4宗為19日已公布的初步確診不明源頭個
案，故20日未舉行簡報會。在5宗輸入病例中，
3人來自巴基斯坦，另2人分別來自菲律賓及印
尼。

該4宗不明源頭個案，包括一名29歲的士司
機（個案10836）。他居於貝澳新圍村，11日最
後一天開工，同日失去味覺，但至18日才到普通
科門診求醫，遞交深喉唾液樣本檢測證實染疫。
據衞生防護中心資料，其駕駛的士車牌為
TR8063，通常於東涌交更，中心建議本月9至11
日曾搭該的士的市民進行檢測。

另一不明源頭個案是居於葵涌雍雅軒1座的

42歲私家醫生林嘉揚（個案10845 ），無病徵，
於16日交深喉唾液樣本，18日最後一天上班。

其餘兩宗無源頭個案，包括居於沙田銀禧花
園6座的70歲退休女子（個案10835），於13日
發病，17日才求診，及居於秀茂坪南邨秀旺樓的
51歲家庭主婦（個案10847），無病徵，經社區
檢測中心檢測確診。

20日不明源頭個案佔本地病例四成，衞生署
指，本月6日至19日的14天內累計新增244宗個
案，203宗本地個案中有37%、即75宗源頭不
明。政府專家顧問、中文大學呼吸系統科講座教
授許樹昌接受電台訪問時指出，不明源頭個案比
例仍偏高，社區存在隱形傳播鏈。

專家憂新春拜年疫情或滯後
衞生防護中心總監林文健表示，近期整體確

診個案雖維持低水平，但擔心疫情反覆，因為農
曆新年期間不少市民外出拜年，疫情或有滯後，
希望疫苗接種成為控制疫情的轉捩點。

他續說，中心已不斷增加個案追蹤效率，目
標是24小時內完成各個案追蹤工作，而香港社會
自由流動性大，抗疫仍有難度，但感覺市民配合
度日漸增加。

香港文匯報發現有
職員“中招”的食肆，
未理會香港衞生防護中
心“停業勸喻”繼續營
業，有飲食工會對此感

到不解，又認為員工心情矛盾，一方面不
想停工，但另一方面又會擔心食肆環境有
病毒殘餘，因而染疫。有飲食業界人士則
指，政府從來沒有硬性指引要求爆疫食肆
關閉14天，估計香港文匯報今次發現的
“中招”食肆風險較低，故可繼續營業。

“老細要求，想唔返都唔得”
飲食業職工總會主席郭宏興接受香

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以往食肆若有員
工確診，相關食肆都會關閉14天，故對
有“中招”食肆可以繼續營業感到驚訝
和不解，並直言會令人質疑是否真的消
毒妥當。

他直言，員工只能“被迫”上班：
“老細要求，想唔返都唔得啦！”員工心
情亦會相當矛盾：“我同一啲停過工嘅工
友傾過呢個問題，佢哋都話一方面好唔想
停工，手停口停成14日咁多，但唔停又擔
心會中招，到時得不償失，中招隨時停更
耐，仲連累到屋企人。”

食肆可營業料傳疫風險低
不過，稻苗學會會長黃傑龍接受香港

文匯報訪問指出，政府其實從來沒有向業
界提出硬性指引，而“中招”食肆要關閉
14天並非強制要求，“一直以來，都係一
個一個個案咁睇，政府發現有食肆有人確
診，就會同間食肆傾，又會睇個傳播風
險，以往都係一間食肆有幾個員工、食客
確診先關閉。”

他續說，其他行業的關閉指示也類
似，故相信今次香港文匯報發現的“中
招”食肆可繼續營業，有關部門應已衡量
其中風險。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香港20日疫情
20日新增確診宗數：15宗

‧輸入個案：5宗

‧不明源頭個案：4宗

‧有關連個案：6宗

新增強制檢測大廈名單
新增一宗或以上確診個案

‧葵涌和宜合道33號雍雅軒第一座

‧觀塘曉光街101號秀茂坪（南）邨秀旺樓

‧油尖旺彌敦道521-523號禮基大廈

‧沙田小瀝源行善里香港恒生大學賽馬會住宿
書院善衡康活書院

‧上水智昌路9號上水名都羅馬閣

‧沙田樂景街2號-18號銀禧花園 6座

出現兩宗或以上確診個案的工作場所

‧九龍塘廣播道1A號香港電台電視大廈

新增15宗確診 4宗源頭不明

未停業食肆爆疫經過

16日 一名知客到社區檢測中心接受檢測

17日 對新冠病毒呈初步陽性

17日 知客晚上被送往亞博館，並接受覆檢

18日 覆檢結果呈陽性，但已接近康復，同晚
9時出院

19日 衞生防護中心公布確診

20日 知客復工，酒樓一直有營業

●資料來源：香港衞生防護中心、綜合消息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成祖明

爆疫嚴重食肆群組
紅磡寶其利街“永明粥店”

樓面、廚房員工等相繼確診，其中4人來
自同一家庭，至1月底群組累計有7名員工及
3名家人確診

今年
1月

銅鑼灣利園三期“園中鴨子”

一名員工及兩名廚師最先確診，累計15
人確診

去年
12月

中環歷山大廈“8⅟ Otto e Mezzo BOMBANA”

一名24歲廚師最先確診，其後再有廚
師、侍應及食客先後染疫，累計23人染疫

去年
11月

上環德輔道中“星月樓”

一名員工和兩名食客先後染疫，其後續有
曾到訪人士確診，累計21宗個案

去年
11月

上環干諾道中“泉章居”

先後有食客及員工確診，最終累計12名
到訪者確診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去年
11月

本
月

19日香港有兩間食肆有員工確診，分
別是天后的御名軒茶樓及荃灣的

都好小廚。香港文匯報記者20日下午巡察，
發現都好小廚已應衞生署建議停業，但御名軒
如常營業，門外貼有一張由清潔公司在本月
17日發出的單據和證明書，證明該處已完成
霧化消毒。現場所見不時有市民駐足觀看外賣
紙，也有數名食客堂食。

店方貼告示稱已全面消毒
茶客李先生表示，以往曾光顧御名軒，從新

聞中知悉該處有職員確診，但認為店方已經全面
消毒，故不太擔心會有感染風險，“都貼了告示
指已全面消毒，如果有問題都不會讓它營業。”

駐足在門外觀看外賣資訊的江小姐則表
示，20日路經天后時，看到御名軒仍有營
業。當記者透露該店19日有職員確診，江小
姐如夢初醒說：“好彩冇入去啫！”她認為曾
有職員確診總會令客人擔心，店方最好按政府
規定停業較為穩妥。

茶樓經理方先生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
示，該店一名無病徵的知客16日接受病毒檢
測，翌日收到通知樣本初步呈陽性，同晚被送
往亞博館，多次覆檢也呈陽。消息一出，酒樓
生意額頓時下跌一半。他續說，該染疫職員已
接近康復，翌晚獲准出院，“一知道已經立即
消毒整間茶樓，門外都已經貼上了證書，證明
已經消毒。”

方先生強調，店方曾向衞生防護中心查詢
是否一定要停業14天，回覆是“暫時不需
要”，“我哋跟足政府的政策，所有員工在
18日（即知客初確翌日）之前已全部接受檢
測，均呈陰性，而該名確診的員工出院後，我
也有向衞生防護中心查詢她能否上班，中心指
經醫生判斷後出院、即是正常，我才安排該名
確診的員工復工。”他又直言，職員確診的新
聞一出，酒樓生意額頓時下跌一半。

專家指停業防潛伏期播毒
呼吸系統科專科醫生梁子超接受香港文匯

報訪問時表示，衞生防護中心建議食肆停業
14日的目的，並非只方便食肆進行清潔消
毒，更重要是防止員工之間存在傳播鏈。

“場所環境可進行全面消毒，但場所的傳
播源頭始終在人身上，若果員工之間已有傳播
鏈，但有人仍處於潛伏期，就可能會傳播畀其
他員工及客人。而且唔少（食肆員工）都做散
工，一個人要在幾間餐廳工作，很有可能會將
病毒帶去第二間食肆。”他說。

至於該確診知客出院後兩天復工，梁子超
認為所有確診者在出院時都經過嚴格臨床評
估，證明已痊癒才能出院，傳播風險非常低。

食肆一旦有新冠肺炎確診個案

時，香港衞生防護中心一般都會建議

徹底消毒及停業14日。港府日前放寬

食肆堂食時間和同坐人數限制後，隨

即出現多名食肆員工感染新冠肺炎，

令人擔心食肆群組再現或引發新一波

疫情，但香港文匯報記者發現，有爆

疫食肆在職員確診後一直照常營業，

染疫職員出院後兩天更獲准復工。有

關食肆的經理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查

詢時強調，曾向衞生防護中心查詢停

業安排，獲得回覆是“停業並非強制

性”，並強調店舖已經消毒，開門做

生意無問題。有傳染病專家指出，停

業14日的目的不只是方便食肆消毒，

更重要是避免或處於潛伏期的員工，

將病毒傳播予客人或其他職員。

●香港文匯報記者 成祖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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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工上班心矛盾 怕停工又怕染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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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日公布有員工確診的天后御名軒茶日公布有員工確診的天后御名軒茶
樓樓2020日照常營業日照常營業。。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19日公布有員工確診的荃灣都好小廚
已停業。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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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嘉義檢警今天破獲近年最大
宗大麻販毒案，查獲約 1600 株大麻，市值
逾5億元，逮捕周姓及李姓嫌犯，將依違反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送辦，並持續追查在逃何
姓嫌犯、大麻來源與流向。

嘉義縣警局今天下午召開記者會表示，
查獲近年最大宗栽種大麻販毒案件，嫌犯於
嘉義縣市承租多處新蓋好的透天厝，以專業
手法室內大量種植大麻，採集大麻花加工包
裝，提供其他涉案人士販賣。

嘉義縣警察局長廖訓誠表示，21日嘉義
地檢署檢察官指揮警方，於縣市 19 處透天
厝查獲大麻活株1421株、乾株227株、乾燥
大麻花逾4公斤及種植大麻器具；並在今天
凌晨逮捕周姓、李姓嫌犯，將依違反毒品危
害防制條例移送法辦。照市值計算，這批大
麻價值超過新台幣5億元。

嘉義縣警局刑事警察大隊長徐名谷表示
，初步調查周姓、李姓嫌犯有點類似 「代耕
業者」，幫忙別人種植大麻，並採集大麻花
乾燥後，製成商品，再交由幕後的主嫌銷售
。何姓涉案人協助租房打雜、巡視大麻生長
情況，目前在逃中。

徐名谷表示，由於查獲數量龐大，目前
多數大麻植株暫放在縣警局大禮堂保管，檢
警正持續追查其他涉案人及大麻種子、植株
來源與販售流向。

嘉義縣長翁章梁今天特別到縣警局表達
感謝之意。他表示， 「一個人若染到毒品，
一生就幾乎完蛋」，警方破獲大批大麻，避
免毒品流入市面，也保護了民眾。

縣警局禮堂今天放滿大麻，像是一座大
麻農場，還散發出濃濃草藥味道；翁章梁說
，很像九層塔的氣味。

嘉義檢警破獲販毒案 起出1600株大麻市值5億

（中央社）基隆市4名警員疑黑吃黑和
涉貪。警政署今晚表示，涉案4警均記過免
職，另究責5名主官監督不周責任和調整職
務，其中基隆市警察局第一分局分局長楊?
宜加重記過二次。

警政署晚間發布新聞稿表示，基隆市警
察局張姓和黃姓警員涉與詐欺車手勾結，侵
吞贓款遭人毆打，經民眾報案曝光後由警局
主動查處並移送地檢署，法院2月7 日裁定
羈押。

基隆市警察局自清循線擴大追查發現，
另有周姓和蘇姓2名員警涉嫌於偵辦毒品案
時，疑以多報少、私吞毒品，謀取不法所得
。

警政署說，上述4名員警涉案情節重大
，嚴重斲傷警察風紀，經基隆市警局召開考
績會後予以一次記二大過免職。

另，警政署長陳家欽今天也邀集副署長
、主秘、督察室、政風室和人事室等主管召
開會議，針對相關主官（管）考核監督不周
責任部分，依主官勇於自清、他（自）檢等
情節，分別究責及調整職務，以示整飭風紀
決心。

其中，相關主官考核監督不周責任及調
整如下：

1、花蓮縣警察局督察長婁子才調任警
政署保安警察第七總隊秘書，並記過一次。
（前於基隆市警察局第一分局分局長任內）

2、雲林縣警察局斗六分局分局長江慶
斌調任嘉義市政府警察局警務參，並記過一
次。（前於基隆市警察局第三分局分局長任
內）

3、基隆市警察局第一分局分局長楊?宜
，加重記過二次。

4、基隆市警察局第三分局分局長林鼎
鈞調任南投縣政府警察局竹山分局分局長，
並記過一次。

5、警政署警監一階警政委員詹永茂記
過一次。（前於基隆市警察局局長任內）

另，其他人員職務調整如下：
1、嘉義縣警察局朴子分局分局長蔡進

明調任雲林縣警察局斗六分局分局長。
2、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恆春分局分局長

陳鴻忠調任嘉義縣警察局朴子分局分局長。
3、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組

長陳至瑋陞任屏東縣政府警察局恆春分局分
局長。

4、南投縣政府警察局竹山分局分局長
呂芳逸調任基隆市警察局第三分局分局長。

警政署表示，上述人員統一於 26 日辦
理交接、到任。

警政署指出，對於員警以身試法深感痛
心，將責由基隆市警局持續擴大清查有無其
他員警涉案，以徹底清除害群之馬，不掩飾
、不庇縱和公開接受檢驗，絕不護短。

基隆4警員涉貪毒記過免職 警政署究責5主官

（中央社）台南市安平區陳姓男子今晚在平通
路民宅遭槍擊，2顆子彈命中心臟，送醫不治，台
南市警局刑警大隊證實槍手是安平區停車場命案主
嫌之一的蔡姓男子，蔡男行凶後隨即向警方投案。

台南市消防局今晚8時57分獲報，安平區平通
路民宅傳出槍響，台南警消趕赴現場發現，一名男
子身中至少2槍倒地，已無生命跡象，緊急送往成
大醫院，醫師在男子心臟取出2顆子彈，搶救無效
死亡。

警方立刻封鎖案發現場，且尋獲疑似凶槍及數
個彈殼，警方初判槍手開了7槍，從男子中槍部份
來看，槍手可能存心要置對方於死地。

刑警大隊今晚向中央社證實，槍手是涉及安平
區停車場追殺命案的在逃主嫌之一蔡姓男子，綽號
「蝦米」，蔡男犯案後隨即向警方投案，警方偵訊

中。

警方調查，死者是51歲陳姓男子，以前曾混跡
嘉義，後來到台南謀生，和行凶的蔡男等安平區停
車場命案涉案者疑似相熟，未料安平區停車場命案
發生後衍生出殺人槍擊案。

王姓男子16日晚上在安平區疑和他人發生衝突
，負傷後隨機攔截2名大學生共乘的機車，一度三
貼，但2名大學生先後跳車逃離。王男則騎車逃到
永華路上停車場，卻被人開車追上衝撞，警方獲報
趕到時，王男已無生命跡象，送醫不治。警方隨後
在台86線快速公路橋下找到涉案車輛。

台南檢警初判有10人涉案，已陸續逮捕劉姓、
蘇姓、余姓、王姓、郭姓等6名男子到案，其中蘇
男、余男及王男遭羈押禁見。另有蔡男、曾男等4
人在逃，曾男今天下午向警方投案，蔡男今晚則涉
嫌到安平區民宅開槍殺人。

涉台南安平停車場命案 蔡姓主嫌再開槍殺人後投案

（中央社）苗栗縣議會國民黨團書記長江村貴涉嫌於頭屋鄉
長任內收受2名清潔隊員職缺人事紅包各新台幣40萬元，苗栗地
院今天依違反貪污治罪條例判刑9年4月，褫奪公權5年。可上
訴。

判決書指出，江村貴於民國105年間擔任頭屋鄉長期間與時

任頭屋村長的彭正榮，共同基於職務
上收受賄絡犯意聯絡，由彭正榮出面
收受陳姓、林姓鄉民各50萬元，作為
錄取頭屋鄉公所清潔隊員對價，每次

人事紅包江村貴分得40萬元，彭正榮分得10萬元。
苗栗地院指出，法院審理時，江村貴否認收賄，辯稱是簽賭

彩金，但同案被告彭正榮及2名行賄者均坦承不諱，且有帳戶交
易明細等資料佐證。

法官審酌江村貴身為頭屋鄉長，罔顧選民付託，敗壞官箴，

且在案件位居主導地位，情節較重，認其共同犯不違背職務收受
賄賂罪共2罪，各處有期徒刑8年，應執行有期徒刑9年4月，褫
奪公權5年，犯罪所得80萬元沒收；彭正榮始終自白犯行，主動
配合檢警調查，減刑後，應執行有期徒刑1年6月，緩刑5年，
並支付公庫20萬元，褫奪公權3年，犯罪所得20萬元沒收。

同案被告陳姓、林姓鄉民被依非公務員對公務員犯不違背職
務交付賄賂罪，各判有期徒刑5月，得易科罰金，緩刑3年，褫
奪公權1年。

鄉長任內涉人事收賄苗議員江村貴判刑9年4月

立法院三餘吟社開課立法院三餘吟社開課
為推廣台語漢詩為推廣台語漢詩，，立法院日前成立三餘吟社立法院日前成立三餘吟社，，2323日開課日開課，，院長游錫院長游錫??（（後右後右））出席致詞出席致詞。。

中捷何時恢復通車中捷何時恢復通車 交通局長葉昭甫受訪交通局長葉昭甫受訪
台中捷運綠線列車因聯結器軸心斷裂而暫停試營運台中捷運綠線列車因聯結器軸心斷裂而暫停試營運，，外界關注何時可以恢復通車外界關注何時可以恢復通車

。。台中市交通局長葉昭甫台中市交通局長葉昭甫2323日上午出席市政會議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日上午出席市政會議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負責台中捷運負責台中捷運
施工的台北市政府施工的台北市政府，，已將相關報告書送到台中市政府已將相關報告書送到台中市政府，，目前將針對報告書召開審查目前將針對報告書召開審查。。

基隆基隆22員警疑黑吃黑遭收押員警疑黑吃黑遭收押 清查後又有清查後又有22警涉貪警涉貪
基隆市張姓及黃姓警員涉嫌黑吃黑侵吞不法贓款遭收押後基隆市張姓及黃姓警員涉嫌黑吃黑侵吞不法贓款遭收押後，，經警方深入追查經警方深入追查，，發現兩人涉嫌與周發現兩人涉嫌與周

姓姓、、蘇姓警員偵辦毒品案時蘇姓警員偵辦毒品案時 「「以多報少以多報少」」 ；；基隆市警察局副局長林詮峰基隆市警察局副局長林詮峰（（圖圖））說說，，相關疑貪瀆等不法相關疑貪瀆等不法
情事情事，，已報請地檢署偵辦已報請地檢署偵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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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休城工商

(本報休斯頓報導) 生死有命，當在
這個世界的旅程結束時，免不了的，親
人或是朋友會與我們告別，奔向下一個
旅程，面對親愛的家人離開，要如何送
這最後一程？讓所有的親朋好友，記得
他的一生。休斯頓有一家殯儀公司，以
頂級的服務承辦喪事，從美國總統到各
界領袖、社區達人、名貴、學者，都找
這家殯儀公司來服務。

這家公司是喬治•路易斯殯儀公司
(Geo. H. Lewis & Sons Funeral Directors)

，從1936年以來，便承辦休斯頓最負盛
名的喪禮，包括火葬、土葬、和追悼會
，提供從頭到尾的一條龍服務。 80 多
年來，喬治•路易斯殯儀公司為許多有
眼光的家庭提供最高質量的“白手套”
服務，重視每一個細節。

喬治•路易斯殯儀公司曾經承辦像
雷根等許多美國總統的葬禮。在中國人

圈子中，蔣宋美齡、孔家後代、不少休
斯頓的醫生、律師等也由這個公司承辦
。喬治•路易斯殯儀公司以其專業的精
神，最高品質的服務，得到民眾的信賴
，把最後一程的大事，交由他們去處理
，可以放心的與親人告別。

中國人注重風水寶地，許多家屬也
有宗教上的考量，無論是選擇墓地或是
火葬、靈骨塔，喬治•路易斯殯儀公司
都能提共各種符合需求的服務，與家屬
討論最適切的方案。80多年來，喬治•

路易斯殯儀公司提供的服務，讓所有參
加告別式的親友印象深刻，經驗豐富的
殯儀經理周到的照顧每一個層面，精湛
而專業，讓所有親友能真正尊重並了解
逝者的一生。

喬治•路易斯殯儀公司擅長提供溫
馨的氛圍，他們備有休斯頓最大的殯儀
館，環境極為優雅精緻，並且有不同的

場地選擇，能適合各種宗教儀式。加上
其地點便利，就位於休斯頓上城/ Gal-
leria地區，設有寬敞安全的停車空間，
就整體環境而言，可說是休斯頓地區的
首選。

喬治•路易斯殯儀館的設備上乘、
高貴，為了讓家屬更了解其服務，他們
在網站上有令人印象深刻的虛擬展示，
把豪華的家具、美輪美奐的空間、和精
緻的細節活生生地呈現出來。憑藉著這
些優雅的設施、和對每個細節的謹慎關
注，喬治•路易斯殯儀公司希望能達到
並超越每個家屬的期望，知道他們做了
最對的選擇。

在告別式當天，有些家庭會安排餐
飲招待，喬治•路易斯殯儀公司也提供
餐飲服務，其場地相當豪華，菜單可以
依照家屬的喜好，選擇從簡單到最高級
的餐飲。

喬治•路易斯殯儀公司的母公司，
是全北美規模最大的殯儀、火化和墓園
服務公司Dignity Memorial® network of
funeral，在北美擁有超過2,500家供應社
，提供各式喪葬服務，保證質量、服務
、和客戶的滿意度。此公司亦提供生前
契約，讓人提前安排，若是晚輩因為工
作或搬家而遷移到其他地方，公司會協
助轉換服務地點與墓地，並且不收額外
的費用。

此外，喬治•路易斯殯儀公司還有
全球運送服務，包括護送您過世的親人
到最終的休歇地，無論目的地在哪裡
（美國或是全球）。喬治•路易斯殯儀
公司也提供各種最高質量的定制棺木和
產品，有關喪禮的一切，都交給喬治•
路易斯殯儀公司處理。

欲了解更多信息，請聯繫電話:
(713) 789 – 3005。 網 站: www.
GeoHLewis.com。 地 址: 1010 Bering
Drive. Houston, Texas 77057-2110。

最後的隆重最後的隆重 以特別的方式告別親人以特別的方式告別親人
喬治喬治••路易斯殯儀公司提供最高服務路易斯殯儀公司提供最高服務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當您提交2020年
納稅申報表時，請確保您知道可扣除稅項的稅
收減免。 在報稅時，請請注意六個最重要的稅
收減免項目為自己省稅。這包括：房屋貸款利
息扣除，學生貸款利息扣除，房地產稅免，稅
收虧損減免扣除，靈活的支出賬戶扣除和慈善
捐款扣除。

房屋貸款利息扣除: 除非您用現金購買房屋
或還清抵押貸款，否則這種減稅對您來說可能
是一個很大的幫助。對於逐項扣除的申報者，
該期限已延長至2020年，並有可能為您節省數
千美元的稅款。 您可以扣除的金額取決於您何
時抵押貸款，對於您在2018年或更晚時期抵押
的抵押貸款，您可以扣除已支付的抵押利息，
累計本金最高為$ 750,000 。已婚夫婦分別提交
申報表時，每人可減半。 根據IRS，如果納稅
人滿足以下兩個條件： 1. 必須提交1040表，並
在附表A上逐項扣除， 2. 抵押必須是個人擁有
的合格房屋的抵押債務。

學生貸款利息扣除: 學生貸款利息扣除通常
為陷入債務的學生提供幫助。2020 年，自 3 月
份起，擁有聯邦貸款的學生就已推遲了付款。

單身申報人的扣除額逐漸減少，調整後的調整
後總收入為70,000 美元，如果您已婚並提交共
同申報表，則扣除額為140,000美元。扣除額完
全針對收入為$ 85,000的單身申報者和已婚聯合
收入為$ 170,000的申報者。 要申請2020年的扣
除額，您需要滿足以下條件： 您已在2020納稅
年度支付了合格學生貸款的利息。 您有法律義
務為合格的學生貸款支付利息。 貸款僅用於支
付合格的高等教育費用。

房地產稅減免: 要扣除您所擁有的不動產所
支付的不動產稅，包括州，地方或外國稅，請
確保稅款是根據物業的評估價值確定的，並在
IRS 1040表格的附表A中逐項列出付款。 如果
您的房地產稅是通過抵押貸款提供者支付的，
請確保檢查1098表中的房地產稅部分。您可以
申請的所有州和地方稅（包括房地產和個人財
產稅，所得稅和營業稅）的最高扣除額為 10,
000美元，如果您是已婚並單獨提交，則最高可
扣除5,000美元。

稅收虧損減免扣除: 稅收虧損是以虧損出售
證券以抵消資本利得稅的責任。一位退休的客
戶股票下降共同基金中損失了約3萬美元。她可

以將其資金從共同基金中移出，等
待 31 天才能遵守 IRS 的“衝售規
則，然後再將其資金重新移至相同
的共同基金中。實際上，長期的節
稅方法是每年最多可以使用 3,000
美元的虧損來抵消您的收入，然後
將剩餘的收入結轉至未來幾年。

靈活的支出賬戶扣除: 靈活支
出帳戶（FSA）是一種稅前收益，
用於支付您的保險計劃或其他地方
未涵蓋的合格醫療，牙科和視力保
健費用。 這是雇主提供的最好的
節稅福利之一，因為它使您每年最
多可節省 2750 美元，而無需支付
其中的一分稅。一些雇主甚至會為
您的計劃做出貢獻。 您必須在年
末之前將帳戶中的所有錢花光，否
則您將損失所有不使用的錢。

慈善捐款扣除: 您所做的所有捐贈，包括捐
贈善機構一袋衣服，在雜貨店捐贈了5美元，您
都應該記錄所有這些捐款，以確保獲得最大的
稅收優惠。 長期增值證券向公共慈善機構捐款

的扣除額通常限於納稅人調整後總收入的30％
。 如果您的年齡超過70.5，您甚至可以從退休
儲蓄中直接扣除捐款。

2020年您報稅時需要申請的6個最重要的稅收減免

（本報訊）2021年2月27日，為
拯救七歲的小圓圓，請休斯頓的朋友
到糖城的福遍教會參加骨髓庫登記活
動！全程無接觸，在車內完成唾液取
樣。

這是一個普通的美國華裔家庭，
但家中一對可愛的兒女鬆鬆和圓圓先
後得了急性髓細胞性白血病，讓這個
原本其樂融融的四口之家承受了巨大
的痛苦。

哥哥鬆鬆（Jerry）三歲時患急性
白血病，經歷化療和骨髓移植，目前
病情穩定。鬆鬆在進行治療的時候，
妹妹圓圓（Lilian）出生，給父母帶來
了很多的快樂和希望。然而，在2020
年9月，七歲的圓圓也被診斷為同樣
的急性髓細胞白血病（AML）。看到
一雙兒女都要經歷病痛的折磨，父母
親的那種心碎煎熬無人能夠體會。

堅強的圓圓目前正在接受第四輪
化療。她天資聰穎，活潑開朗，住院

的時候經常找醫生護士，講笑話給他
們聽，成為了大家的“開心果”。

如果有機會接受骨髓移植，圓圓
被治癒的機率很大，但她急需骨髓捐
贈者！

通常，每個患者的最佳骨髓匹配
者最有可能來自同一種族群體，然而
由於少數族裔在美國骨髓庫登記不足
，因此患者找到骨髓匹配的機會也要
低得多。

77％的白人可以在骨髓庫中找到
最合適的人，而只有40％的亞洲人和
25％的非洲裔美國人有機會找到匹配
。

為了拯救圓圓以及其他孩子，尤
其是登記偏少的亞裔族群的生命，請
您考慮註冊成為潛在的骨髓捐贈者。

請在華人朋友在社交媒體上幫忙
轉發，不僅這次可以幫助到圓圓，也
可以幫助到更多有需要的亞裔病人。

如果您的年齡在 18-60 之間（45

歲以上註冊需要
自 付 $100， 45 以
下全部免費），
請按照下面鏈接
內容註冊。請特
別鼓勵 18 歲以上
的年輕人登記捐
獻！

您 現 在 有 三
種方式幫助小圓
圓：
一. 休斯頓居民可
以在 2 月 27 日駕
車至 福遍中國教
會 （7707 High-
way 6， Missouri
City. ） 現場登記
。全程無接觸，不用下車，絕對安全
。
二. 網上登記成為骨髓捐獻志願者：
1. 註冊（ join.bethematch.org/lillian ）

2. 醫院會給您郵寄取唾液樣本的swap
kit；
3. 郵寄給醫院唾液樣本。
三. 如果您居住在華人比較多的地區
，可以向親人朋友轉發圓圓（Lillian

）的網站：Donor4Lillian.com；
也可以協助舉辦 donor drive現場登記
，請訪問這個網頁了解詳情：http://
www.donor4lillian.com/donor-drive/

全程無接觸骨髓資料登記 拯救七歲小圓圓

房屋貸款利息扣除房屋貸款利息扣除:: 除非您用現金購買房屋或還清抵押貸除非您用現金購買房屋或還清抵押貸
款款，，否則這種減稅對您來說可能是一個很大的幫助否則這種減稅對您來說可能是一個很大的幫助。。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 ）
國會議員 Al Green 在休士頓
食物銀行和 「國際區 」區長
李蔚華先生的幫助下，將於今
天（2月24日，星期三）上午
十時起，在美南新聞旁的 「國
際貿易中心」主持第二次贈送
食品和供水的活動，以幫助此
次遭受冬季暴風雨烏里（URI
)影響的選民。將有500個家庭
獲得食物和水，供應持續。此
供應給所有需要的人前來領取
。 「國際貿易中心」（Inter-
national Trade Center ）的地址
在：11100 Bellaire Blvd. Hous-
ton TX. 77072

國會議員Al Green 今在 「國際貿易中心」
舉行第二次冬季風暴食品和水的分贈活動


	0224WED_A1_Print.pdf (p.1)
	0224WED_A2_Print.pdf (p.2)
	0224WED_A3_Print.pdf (p.3)
	0224WED_A4_Print.pdf (p.4)
	0224WED_A5_Print.pdf (p.5)
	0224WED_A6_Print.pdf (p.6)
	0224WED_A7_Print.pdf (p.7)
	0224WED_A8_Print.pdf (p.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