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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透社路透社

（綜合報導）美國總統拜登表示，他將尋求國會撥出370億美
元，以推動相關立法提高美國晶片製造產能。半導體短缺已導致美
國汽車製造商等業者減產。

路透社報導，美國政府官員說，拜登今天也簽署一項行政命令
，致力解決全球半導體晶片短缺狀況。半導體缺貨已驚動到白宮
與國會議員。

拜登與跨黨派國會議員今天在白宮會面時，也討論到受2019
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疫情衝擊而加劇的晶片短缺問題。

拜登今天說： 「我將指示政府高官與業界領袖合作，找出解決
半導體短缺的辦法。國會已授權一項法案，但他們需要…370億美
元，以確保我們擁有這個產能。我也會推動相關行動。」

白宮表示，拜登提到的是增加晶片製造產能的措施，涵蓋在今
年的國防授權法（Na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 NDAA）中，
但需要另一個撥款程序才能獲得資金。

晶片業已施壓拜登政府與國會採取行動，為這項法律的條款提
供資金。美國半導體協會（Semiconductor Industry Association）今

天稍早表示： 「我們敦促總統與國會大力投資國內晶片製造與研究
。」

拜登的行政命令責成對4大關鍵產品供應鏈展開為期100天的
檢討。這4大產品包括半導體晶片、電動車大容量電池、稀土礦物
和藥品。

這項行政命令也指示對6大部門展開檢視，並仿效國防部強化
國防工業基礎所採取的程序。這項命令將聚焦在國防、公共衛生、
通訊科技、交通、能源和糧食生產等領域。

根據拜登的行政命令，白宮將設法分散對特定產品供應鏈的依
賴，想辦法在國內生產，倘若無法在國內製造產品，就會跟亞洲和
拉丁美洲的其他國家合作。

拜登下令的檢視工作也將探討限制特定材料進口與培訓美國勞
工。

晶片增產晶片增產 拜登促國會撥款拜登促國會撥款370370億美元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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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總統正在對兌他的競選承諾，將
為一千一百萬在美國居留無法取得身分的
居民 取得合法居留權。

在新政府之移民修正案中，拜登建議
凡是二O二一年元月一日前已經留在美國
境內的居民， 凡是经過背景調查良好，並
有徼税記録，將發給五年期限的綠卡，並
且可以在三年後申請成為美國公民。

在此同時，聯邦政府將再度開放位於
德州柯里索春城的少年難民中心，立即收
容七百位十三至十七歲的非法移民。

拜登總統伉儷週五抵達休斯敦慰問德
州雪災災民， 並視察進行中之聯邦疫苗施

打中心。
我們對於拜登之特赦移民仁政，表示

十分之支持，主要是對我們移民為主的國
家，是件利多於弊的徳政，來自巴勒斯坦
成功美容品大王孚陸先生在他參選德州州
長時曾说過一句名言“如果我們德州沒有
拉丁墨裔工人就如我們天空中沒有太陽。
”

一千多萬新的合法居民，他們多半是
吃苦耐勞的勞工階級，他們都和我們一樣
有個美國移民夢， 總統先生我要代表他們
謝謝你。

President Biden rolled out a new immigration
plan offering an eight-year path to citizenship
for most of the 11 million undocumented immi-
grant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is eliminates re-
strictions on family-based immigration and ex-
pands workers visas.

As Senator Bob Menendez said, “We are
here today because last November 80 million
Americans voted against Donald Trump and
against everything he stood for. They voted to
restore common sense, compassion and com-
petence in our government.”

President Biden has also reopened a center in
Carrizo Springs, Texas, for 700 immigrant chil-
dren.

We strongly support the new administration on
their new immigration policy. If 11 million new
immigrants can join our nation, they will be a
new force in our country.

I remembered our friend Mr. Farouk Shami
who once ran for the governorship of Texas.
One time he said the dry, famous words, “If
we don’ t have Latino Mexican workers in
Texas, it’s just like we are without sunshine.
”

We all came to this great nation looking for the
American Dream. Mr. President, please let
them have the same opport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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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20212021

Welcome To Houston Mr.Welcome To Houston Mr.
PresidentPresident

總統先生總統先生 我們歡迎你我們歡迎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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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英國王子哈利日前在洛杉磯接受
脫口秀主持人柯登(James Corden)訪問時，吐露
自己離開英國、卸下王室身分，全是因為 「有
毒」的英國媒體正摧毀其心理健康；他還強調
雖然已卸下皇室職務，卻絕不會脫離公益活動
。

在接受 「深夜秀」訪問時，哈利談到自己
並沒有一走了之，而是稍微退一步喘口氣。他
表示， 「整個環境非常的困難，我想很多人都
看在眼裡。我們都知道英國媒體是甚麼樣子，
它們的惡毒正催毀我的心理健康。所以我做了
任何丈夫與父親都會做的事，我必須讓我的家
庭遠離這裡」。

哈利還提到，不論女王決定如何，他關心
的議題絕不會撒手不管；不過，由於他服役長
達 10 年，失去皇室贊助人，特別是軍職頭銜
讓他與軍中的聯繫中斷，並因此感到難過。
「但我的生活就是公益人生，不論我人在何方

，這都不會改變」。
他也形容網飛(Netflix)熱映的 「王冠」，

不過是齣虛構女王與其家庭生活的連續劇，所
有的劇情是在真實的基礎上大幅改編。 「片子

讓你掌握王室生活方式的輪廓，將責任與服務
置於家庭與個人之上，並產生壓力與種種結果
」。不過， 「相較於戲中對我家庭與妻子的詮
釋，現實裡王室讓我感到更自在。這部戲明顯
就是小說」。

2020年1月，哈利與梅根宣布退出皇室職
務並遠赴大西洋彼岸展開新生活，為英國王室
帶來震撼彈。時隔1年後，白金漢宮日前宣布
，女王孫子哈利與其妻子梅根正式告別王室；
未來兩人不會以王室工作成員的身分回歸，並
放棄所有贊助頭銜。

《路透社》指出，早在哈利一家人移居加
州之前，哈利伉儷就曾吐露英國小報對梅根的
惡行。由於梅根的父親是白裔，母親則是非裔
美國人，媒體對其報導無疑等同霸凌或種族主
義。

不過，熟悉王室事務的人則認為，哈利夫
婦其實很熱衷於透過媒體宣傳自己，只不過必
須在他們的條件下進行。最明顯的例子便是其
日前宣布自己的第2個孩子即將問世，而他們
接受歐普拉的深度訪談，預計將於3月7日播
出。

都是英媒的錯
哈利王子控有毒新聞摧毀心理健康

一場罷免民主黨籍加州州長紐森的運動
(Recall Gavin 2020) 現已突破達標的150萬簽名
, 為確保簽名有效, 主導者依然如火如荼進行簽
名連署, 希望在三月中旬前獲得更多登記選民
的支持。

罷免是民主政治中民意表達的另一種體現
, 也是修正與彌補選舉錯誤的一種方式, 由於需
耗費大量政府經費與社會資源, 全美國目前只
有19個州有罷免州長的權利,加州不但是其中之
一，更是動用最頻繁的一州, 根據該州正式記
錄, 已舉行過 30 次, 但只成功一次,成功率相當
低, 這次紐森的罷免案雖可進行投票, 但能過關
的機率似乎小於49%。

紐森是2018年才被選為加州州長的，此前
做過舊金山市長, 具有豐富的行政資歷, 風流倜
儻, 緋聞婚外情都阻止不了他的仕途，但卻因
為一場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而迫使他政治前景
蒙上陰影。

正像許多州州長一樣, 紐森所下達的居家
禁令使經濟受到重創, 百業蕭條,失業慘重而遭
到嚴厲的批評, 尤其不可思議的是, 紐森禁止州
民外出用餐，自己卻享受特權,與友人到高檔餐

廳參加豪華宴會, 造成民怨炸鍋, 而且發生了該
州歷史上最大的公款詐騙案, 讓公庫1140億美
元失業救濟金中有近10%的比例居然支付給了
欺詐人,

再加上應對疫情鉅額公共支出費用持續高
漲以及企業延期繳稅，使加州財政由原先216
億元盈餘逆轉成543億元赤字, 這些都造成他被
罷免的理由, 而近期對新冠疫苗管理的混亂更
讓罷免案情勢高漲。

不過由於主導罷免運 動的要角大多為共和
黨人物, 當中不乏欲參選州長的人, 現已淪為兩
黨對決, 使罷免案成為意識形態之爭, 在民主黨
佔盡優勢的加州將讓紐森順利脫身。

根據加州最新民 調, 有45% 合格選民反對
罷免紐森,只有 33%贊成, 民主黨已積極展開政
權保衛戰, 刻意把罷免案的主導者與川普綑綁
一起, 紐森本人則勤走地方督察疫苗接種，塑
造親民愛民形象, 不過由於他的民意支持度已
下滑，縱使這次罷免案可過關, 2022 年的選舉
必然難打, 將來更上層樓的機會也大大減少了
。

【李著華觀點 : 罷黜州長?
紐森面對加州選民考驗】



AA55廣 告
星期六       2021年2月27日       Saturday, February 27, 2021



AA66綜合國際
星期六       2021年2月27日       Saturday, February 27, 2021

綜合報導 希臘通報新增新冠確診病

例1424例。希臘專家委員會稱，最近壹

輪封鎖是為防止變異病毒蔓延而進行的

壹場“戰鬥”，但本土病例的暴發和衛

生系統的壓力，或許會令封鎖期再壹次

延長。

希臘國家公共衛生組織宣布，過去

24小時，希臘新增1424例確診病例，累

計確診178918例；當日新增死亡23例，

累計死亡6272例。

據報道，流行病學助理教授吉卡斯·

馬約爾基尼斯表示，盡管還沒有明確的

證據表明，希臘存在英國發現的變異病

毒感染病例“爆炸”增長或“大規模聚

集”，但各年齡段感染率上升 15%至

20%的數據變動，可能與該變異毒株的

傳播有關。

他強調，當局將通過基因組檢測

網絡，對變異毒株的擴散進行更密集

的監測，“我們正在密切關註，並從

根本上處理這壹問題”。他表示，在

目前希臘境內感染變異毒株的患者中，

感染英國發現的變異病毒的比例最高

，感染率估計40%左右；在南非發現的

變異病毒，則集中在某幾個特定區域

傳播，但仍需等待壹段時間以得出更

為嚴謹的結論。

當談及這壹變異毒株對兒童的影

響時，馬約爾基尼斯表示，英國發現

的變異病毒似乎並未在兒童群體中顯

示出更為明顯的特征，病毒在兒童中

的傳播率，仍遠遠低於其他年齡段，

且這壹差距正在擴大。

報道指出，這也就是說，當兒童

感染英國發現的變異病毒時，他們(

作為傳染源)的傳染性似乎不比成年

人。同時，對於其他群體而言，變

異病毒或意味著“可傳播性的輕度

增加”，也“有壹些證據表明，變

異毒株可能增加致病性”。馬約爾

基尼斯也坦言，目前關於變異病毒

的研究十分混亂，只能等待形勢的

好轉。

兒科傳染病學教授瓦娜· 帕帕埃萬格

魯也指出，英國發現的變異病毒已在希

臘國內的許多地區廣泛傳播，“在32個

地區已發現了760余個病例”。同時，

由於多數病例為本土病例，可以確認，

變異病毒在希臘已進入到了社區傳播的

階段。

她也提出，由於南非發現的變異病

毒可能會影響疫苗有效性，除了嚴格

限制已出現南非發現的變異病例的地

區的人口流動外，當局還應進行大規

模的核酸檢測，以及時追溯傳染源和傳

播路徑。

關於封鎖期是否會再次延長的問

題，專家委員會表示，預計會在下周

看到封鎖後疫情硬指標的變化(住院人

數、插管治療人數和出院人數)以及病

例數的變化。目前為止，希臘這些數

據的表現都較為穩定，但如果想要於

2月 28 日結束封鎖，希臘的情況仍然

“非常緊張”。

法國斥10億歐元應對網絡攻擊
馬克龍表示“不屈服”

綜合報導 近日，在法國抗疫工作處於緊要關頭之際，接連發生了

多起針對法國醫院的網絡攻擊事件。法國總統馬克龍在當地時間2月18

日聽取匯報，並批準了壹項計劃，準備斥資10億歐元加強敏感系統的網

絡安全工作。

據報道，法國西南部城市達克斯中心醫院2月8日遭遇網絡攻擊；2

月15日，東部城市索恩河畔自由城中心醫院也遭到大規模網絡攻擊。

對此，馬克龍2月18日上午主持視頻會議，聽取了兩所醫院的醫生

和管理人員對這兩次事件的描述：當時整個信息系統幾乎都處於癱瘓狀

態，患者個人資料和管理數據無法訪問，電話無法接通、外科手術器械

無法操作、床位和主治醫生無法分配，醫護人員被迫重新拿起紙筆，用

各種便簽、手繪排班表和預約登記冊來解決問題，但壹些外科手術被迫

推遲，患者也被分流到其他醫院就診。

報道稱，事件發生後，法國國家信息安全局派遣工作小組趕往醫院

，協助恢復信息網絡並還原數據。不過，可能需要幾周時間才能讓整個

系統重新正常運作。

馬克龍稱，在新冠疫情肆虐時期，這種網絡攻擊造成了“危機中的

危機”。他還強調，醫院和其他行政機構壹樣有嚴格的指示，即絕不支

付黑客所要求的贖金。

馬克龍透露，政府已經計劃籌款10億歐元(其中7.2億是公共資金)來

加強網絡安全，並對即將在拉德芳斯建立的“網絡校園”項目表示歡迎

，該項目匯集了網絡安全領域60多個公私機構，力圖打造壹個“更有凝

聚力、更有效率的安全生態系統”。

據介紹，自2018年以來，法國已遭遇了大量的網絡攻擊，2020年法

國遭受的網絡攻擊更是2019年的4倍，其中11%以醫院系統為目標。

除醫院之外，地方政府部門和公司也是網絡攻擊的對象。而針對個

人的小規模黑客行為同樣顯著增加。

英國成立新科研機構
以尋求創新突破

綜合報導 英國政府宣布成立“先進研究與發明局”(ARIA)，以此

尋求前沿科技的突破性創新發現。

英國商業、能源和產業戰略部國務大臣誇西· 克沃滕向媒體表

示，該機構將從事“高風險”前沿科技研究，專註於高風險、高回

報領域，擁有超前的探索性、開創性以及“比正常情況下更高的失

敗容忍度”。

克沃滕稱，該機構在 4 年內將獲得 8 億英鎊政府資金支持，

“將削減不必要的繁瑣流程，以最快的速度推進最前沿的技術研

究”。該機構的建立，將“有助於鞏固英國作為全球科學超級大

國的地位”。

據稱，在世界範圍內，此類“高風險”科研組織曾在創建互聯網、

全球定位系統等新技術突破方面發揮了關鍵作用。克沃滕說，英國擁有

從蒸汽機到最新人工智能技術的眾多科學發現，而當今世界出現的傳染

病大暴發、氣候變化等壹系列令世人關註的問題，都需要大膽、雄心勃

勃的創新解決方案。

英國工商業聯合會(CBI)首席政策主管馬修· 費爾(Matthew Fell)表示

，該機構的建立讓英國有“獨壹無二的機會來發揮自身優勢”，英國企

業與該機構合作，可以幫助創造更多的產業領域和就業機會，提高生產

率，應對英國面臨的壹系列新挑戰。

希臘新增確診1424例
專家警告變異病毒已在社區傳播

新西蘭向APEC成員國提議：
對抗疫必需品免關稅

綜合報導 新西蘭是今年亞太經濟合

作組織（APEC）峰會的主辦國。在全球

疫苗分配不均問題亟待解決之際，新西蘭

有意利用平臺優勢，在APEC論壇推動成

員國之間對疫苗等抗疫必需品免除關稅。

據報道，新西蘭副貿易與經濟部長維

塔利斯（Vangelis Vitalis）接受采訪時稱

，新西蘭將在APEC會議上傳達的信息是

，“為了應對全球性流行病，我們需要更

多全球參與”。

目前，國家間新冠疫苗的關稅很低，

但註射器、針和手套等配套設備的費用較

高，這可能妨礙接種過程。

“貿易不能解決危機，但可以有所幫

助。”維塔利斯向路透社表示，為確保小

國不會在冠病疫苗接種方面被拋在後頭，

新西蘭建議在21個APEC成員國之間取消

諸如藥品、醫療設備、衛生用品等抗擊新

冠疫情必需品的關稅，並放寬對這些貨物

跨境運輸的其他限制。

兼任2021年APEC高級官員虛擬會議

主席的維塔利斯還提及，該提議必須在未

來幾周內達成壹致，才能在5月舉行的

APEC貿易部長會議上獲得批準。

報道稱，壹些APEC國家去年便承諾

確保疫情期間的供應鏈

開放，並取消對抗疫必

需品，特別是醫療用品

的貿易限制。但自那以

後，除新西蘭和新加坡

外，政府間並未采取任

何堅定的行動。

維塔利斯說，“令

人擔憂的是，只有兩個

小國做到了這壹點”，

並稱新西蘭想要壹份部

長級聲明，列出壹份抗

擊新冠疫情所需的關鍵

物品與服務的名單。

路透社指出，如若上述提議成行，還

將緩解新冠疫苗通過空運和海運港口的情

況。此前，歐美強國為爭奪疫苗爆發多輪

“口水戰”，包括新西蘭在內的較小的國

家擔心大國會囤積和控制醫療供應。

維塔利斯表示，“疫苗民族主義”不

符合任何人的利益，變異病毒的出現意味

著有必要避免“全球部分人口沒有接種疫

苗”。據路透社報道，新西蘭20日開始

為邊境工作人員接種疫苗，但該國500萬

人口中的大多數接種時間要排到今年下半

年。

新加坡APEC秘書處前執行主任、新

西蘭央行前行長艾倫· 波拉德（Alan Bol-

lard）認同新冠疫情是壹個迫在眉睫的問

題，同時認為這也是壹個“跨越先行貿易

壁壘”的機會。

但與此同時，他對於新西蘭的美好願

景持保守態度。他說，新西蘭希望看到

APEC在貿易自由化方面走得更遠，但

“我們必須對今年的目標持現實態度”。

新壹代“守護人” 印尼雨林裝傳感器監聽非法砍伐
綜合報導 印度尼西亞大

片熱帶雨林在非法砍伐下，正

以驚人的速度消失。不過，印

尼現在有了壹個對付濫伐森林

的新“武器”——監聽伐木聲

音的傳感器。

約壹年多以前，美國非

營利雨林保護組織(Rainforest

Connection)在印尼西蘇門答臘

省的熱帶雨林建立壹個太陽

能傳感器系統，利用傳感器

和音頻來探測非法砍伐的聲

音。

該組織利用熱帶雨林最大

的資源——樹木，將智能手機

與太陽能供電面板隱藏在重點

監控地區，通過手機蜂窩網絡

向中央雲計算服務器發送聲音

采樣，再通過對聲音數據的分

析來鑒別電鋸及卡車進出雨林

等聲音。

雨林保

護組織創辦

人懷特說，

他 10 年前在

自願參加婆

羅洲壹項長

臂猿保護項

目時突發奇

想，才研發

出這個通過聲音來保護森林的

方法。

他說：“森林有人穿行難

以監視，但聲音卻是跑不掉

的，所以通過聲音來監視森

林的活動，將是壹個很好的

辦法。”

擁有工程背景的懷特花了

壹年的時間研制出太陽能傳感

器系統後，馬上在印尼測試。

該組織在壹些國際科技巨頭谷

歌和華為等的資助下，已經在

亞馬遜、秘魯和菲律賓等多個

地區的熱帶雨林安裝了這個傳

感器系統。

懷特稱：“我們基本上就

是在為自然世界建立壹個神經

系統。”他希望在未來五年至

六年內，雨林保護組織能夠在

全球的熱帶雨林安裝數萬個傳

感器。

蘇門答臘省當地監察員表

示，自從安裝傳感器系統以來

，他們的監視和打擊非法砍伐

的工作就更加輕松了。

壹名護林員賈斯裏亞迪

說：“非法砍伐已經停止

了，那些不法之徒都不敢到

這裏來。”

根據動態線上森林檢測警

報系統“全球森林觀察”，印

尼是全球森林砍伐率最高的國

家之壹，從 2002 年至 2019 年

，砍伐、“燒芭”等活動造成

約10%的雨林消失。不過近年

來，印尼雨林消失的速度已經

開始放緩。

除了利用科技手段來對付

非法砍伐，印尼當局也加強了

執法力度。



AA77美國新聞
星期六       2021年2月27日       Saturday, February 27, 2021

（綜合報導）中東緊張局勢再度升高！美國總統拜登25日
下令五角大廈執行其就任後首次軍事行動。美軍戰機向敘利亞
東部、親伊朗民兵組織的目標設施發動空襲，摧毀什葉派 「真
主黨旅」等團體的邊境管制站建築，以回應駐伊拉克美軍和聯
軍近日遭火箭炮襲擊。據敘利亞人權觀察組織，有22名民兵被
炸死。

美國國防部證實，美軍於當地時間凌晨2時許，派出1架
F-15戰機飛往敘國東部與伊拉克邊界，轟炸親伊朗的武裝組織
建築物。據半島電視台報導，美軍投下7枚500磅級的聯合直
接攻擊彈藥（JDAM），擊中7個目標。發言人柯比表示，在
拜登指示下，美軍發動空襲，這是對美軍和多國聯軍人員，最
近在伊拉克遇襲且持續遭受威脅的回應。

柯比形容，這是 「結合外交措施的符合比例軍事反映」，

所謂的外交舉動，包括與其他聯軍盟國磋商。柯比強調，本次
行動為 「防禦性攻擊」，美國藉此 「發出明確訊息，拜登總統
將採取行動，保護美軍和聯軍人員安全。」

不過同時，美國也以慎重方式，緩和敘東和伊拉克的整體
局勢。也就是處罰民兵，而非意圖升高與伊朗之間的緊張關係
。拜登政府上台後，正尋求就川普政府摒棄的伊核協議，與伊
朗重新坐上談判桌。

五角大廈聲明指出，美軍空襲的目標，是真主黨旅、塞義
德烈士旅等多個親伊朗民兵組織所使用的邊境管制站設施。上
述民兵團體，先前均參與用火箭炮攻擊美國在伊拉克境內資產
。

美方並未證實死傷狀況，但伊拉克官員告訴美聯社，至少
1名民兵喪生，多人受傷。敘利亞人權觀察組織表示，美軍空

襲摧毀3輛載著彈藥的貨車，至少22名伊拉克什葉派大型傘式
組織 「人民動員」的戰士喪命，真主黨旅就是該組織一員。

本月15日，美軍駐伊拉克北部基地附近的埃爾比勒國際機
場外，遭至少3枚火箭襲擊，1名承包商死亡，包括美軍在內另
8 人受傷；巴格達的美軍基地也曾遭火箭炮攻擊。目前仍有
2500美軍駐守伊拉克，協助對抗伊斯蘭國。真主黨旅否認涉入
近期對美國軍民的襲擊行動，但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告訴媒體
，他相信對方就是美國鎖定的目標。

除了軍事行動，拜登25日也和中東盟友進行外交對話。他
與沙烏地阿拉伯國王薩爾曼通電話，討論雙邊關係和區域安全
等議題，包括美國為結束葉門內戰而重啟外交努力。美方也向
沙烏地確認，在沙國面臨伊朗支持的武裝組織襲擊時，會保護
沙國領土的承諾。

美國報告控王儲批准殺害哈紹吉 沙烏地駁斥不實

瞄準中東武裝民兵瞄準中東武裝民兵！！
拜登上任第一擊拜登上任第一擊 轟炸敘利亞親伊組織轟炸敘利亞親伊組織

（綜合報導）美國今天公布情資報告，指稱沙烏地阿拉伯
王儲穆罕默德．沙爾曼批准殺害記者哈紹吉。沙烏地隨後表示
， 「全面駁斥」報告中 「負面、不實且令人無法接受」的評估
。

美國報告說，沙烏地實質領導人穆罕默德．沙爾曼（Mo-
hammed bin Salman）2018年批准在土耳其伊斯坦堡的行動，要
捕捉或殺害 「華盛頓郵報」專欄作家哈紹吉（Jamal Khashoggi
）。美國對部分涉案人士祭出制裁，但不包括穆罕默德．沙爾
曼。

沙烏地新聞社（SPA）報導，沙烏地外交部在聲明中說：
「沙烏地阿拉伯王國全面駁斥報告中與沙國領導層有關的負面

、不實且令人無法接受的評估，且注意到報告中包含不正確的
訊息和結論。」

聲明還說： 「犯案者是一群違反所有相關規定的人…沙國
領導層已採取必要措施，確保這種悲劇永遠不會再發生。」

沙烏地法院去年判決哈紹吉命案8名罪犯7至20年徒刑。
由於哈紹吉家屬曾聲明已經原諒，使凶手死罪得到赦免。

哈紹吉生前堪稱中東最具影響力記者，經常撰文批評沙烏
地王儲。哈紹吉2018年10月2日前往沙烏地駐伊斯坦堡總領事
館準備領取再婚所需證明文件，卻遭到殺害，至今尚未尋獲的
遺體據信遭到肢解。

路透社報導，這起命案引發全球憤慨，讓沙烏地王儲改革

形象蒙塵，也導致美國與這個最親密的阿拉伯盟國關係緊繃。
法新社提到，美國今天公布情資報告解密後，美國國務卿

布林肯（Antony Blinken）表示，華府希望 「重新校準」與沙
國的關係，但不是讓關係 「破裂」。沙國是美國在中東地區的
長期安全合作夥伴之一。

儘管不滿美方的報告，沙烏地仍強調希望維持雙方關係。
沙烏地外交部表示： 「沙烏地阿拉伯與美國的夥伴關係堅

實持久。我們期盼維持長期持續形塑沙國與美國強韌戰略夥伴
關係架構的基石。」

闖國會還不夠 極端川粉密謀要對拜登鬧更大的
（綜合報導）在美國前總統川普煽動下，眾多川普支持者

於1月6日闖入國會，震驚美國政壇與全球。雖然目前已有諸
多涉案份子遭捕，但據路透社報導，國會警察局代理局長皮特
曼（Yogananda Pittman）25日警告，有情資顯示先前曾參與國
會動亂的極端分子，預定在總統拜登赴國會發表國情咨文演說
時炸毀國會山莊，並殺害多位議員。

報導指出，皮特曼向眾議院撥款委員會議員們表示，她呼
籲國會山莊一帶仍須維持高度維安，強調 「曾出現在6日闖國
會的武裝份子曾表示，他們渴望在國情咨文演說時炸毀國會山

莊並盡可能殺害越多議員」，並強調基於此情勢，警方將採舉
更謹慎的作法，也就是在解決問題之前，國會警員會保持高度
維安戒備。

報導指出，雖然歷年來國情咨文演說通常在年初舉行，不
過目前拜登發表演說的時程仍未確定。在川粉闖國會後，華府
特區仍維持前所未見的維安措施，包括架起圍欄鐵絲網，並由
駐進的國民兵設立檢查點，預計在 3 月中旬前會維持兵力約
5000人。

另外，皮特曼也同時向議員解釋為何國會警察並未事先預

防暴民闖國會。她表示，雖然警方對於可能的動亂並非一無所
知，但隨後動亂的規模，遠遠超過所獲情資顯示，指出 「雖然
我們知道有極端分子暴動的可能性，但沒有可據信的威脅情資
顯示會有上萬名群眾攻擊國會，連聯邦調查局與其他執法部門
也未獲得類似情資」。

1月6日的國會動亂共造成5人死亡，其中包括4名抗議者
與1名警察，而警方目前也起訴了200多名參與動亂的極端分
子，其中包括了守誓者（Oath Keepers）和驕傲男孩（Proud
Boys）等極端右派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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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擴散勢頭嚴峻
韓國要求強化工作場所防疫管理

綜合報導 韓國累計新冠確診病

例達86128例。鑒於疫情擴散勢頭嚴

峻，韓國政府要求強化工作場所防

疫管理。

韓國疾病管理廳中央防疫對策

本部表示，以當地時間19日 0時為

準，韓國新增561例新冠確診病例，

累計確診病例達86128例。從新增病

例各地分布情況來看，首爾177例、

京畿道182例、忠南21例。

最近壹周(2月13日至19日)，韓

國日均新增本地感染病例為445例，

達到實行保持社會距離第2.5階段措

施的水平。不過有分析稱，春節連

休後確診者持續增加，是由於工廠

等工作場所持續出現集體感染。

韓國國務總理丁世均在19日上午

召開的中央災難安全對策本部會議中

提到，京畿道壹工廠出現集體感染病

例。該工廠已有110人確診，占全體

職員的三分之二以上，其中大部分確

診者為外籍勞工。外籍勞工在工廠和

宿舍內共同工作、生活而被感染，且

大部分為非法居留者。

韓國政府決定，以首都圈產業

園區內的外籍勞工為對象，實施無

接觸防疫實況調查，並要求非法居

留外國人無需擔心被查處或被驅逐

出境，積極接受新冠病毒檢測。

日本註射器告急 民眾接種意願不強
此前日本政府表示，力爭在7月

底東京奧運會開始前，實現半數人口

接種2劑疫苗的目標。不過目前來看

，日本在疫苗大規模接種方面仍存在

很多問題。

2月17日，日本正式啟動新冠肺

炎疫苗接種。《朝日新聞》當天報道

稱，日本是七國集團中最後壹個接種

新冠肺炎疫苗的國家，晚了兩個月，

但仍顯得準備不足。

首先是註射器問題。日媒稱

，由於日本政府此前為接種疫苗

準備的是普通註射器，壹瓶輝瑞

的新冠疫苗只能抽取5劑。美國輝

瑞公司建議使用特殊的低死腔註

射器，每瓶可以抽取並接種6劑。

日本廠商中只有壹家公司能生產

這種註射器。

尼普洛公司計劃開發技術事業部

課長 壹宮淳：準備時間需要4到5個

月，制造註射器也需要1到2個月的

時間，到10月份才能把生產量提高

到現在的數倍。

超低溫疫苗管理面臨挑戰
據《日刊工業新聞》報道，輝瑞

疫苗必須在大約零下75攝氏度的超

低溫條件下儲存，需要大量超低溫冰

櫃和幹冰。但是，幹冰增產面臨諸多

挑戰。比如碳酸飲料廠家和快遞行業

的原料分流，以及球狀顆粒幹冰需要

專門機器生產等。

鑒於幹冰能保障疫苗儲存的期

限較短，為避免疫苗運到接種現場

時過期失效，日本政府打算在3月

底前將 3370臺超低溫冰櫃運至醫療

機構，在夏季之前確保供應1萬臺超

低溫冰櫃。

民眾接種疫苗意願不強
日本疫苗推廣的另壹難題是民

眾接種意願不強烈。共同社民調顯

示，只有大約36%的受訪者表示願

意接種疫苗。路透社透露，日本想

在東京奧運會7月 23日開幕之前，

實現半數人口接種2劑疫苗的目標

。但制訂計劃是中央政府，具體實

施的是地方政府，在疲於應對新冠

疫情的狀況下，註射疫苗將成為新

的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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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雖然受到新冠肺炎疫情

影響，但2020年泰國水果出口中國仍大

幅增長。泰國民聯廳(PRD)提供的最新

數據顯示，去年泰國對華出口水果達29

億美元，同比增長39.43%。

中國是泰國水果的最大出口市場。

泰國向中國出口的水果品種有20多種

，其中出口量較大的有榴蓮、山竹、龍

眼、椰子等。去年，泰國向中國出口的

榴蓮總價值就超過15億美元，同比猛

增77.57%。

為加強對華水果出口，泰國積極與

中國方面攜手合作，提高泰國水果的質

量和標準，完善產品追溯管理系統等，

以促進泰國出口的產品符合中國進口法

規的規定。去年，兩國還合作開通了跨

境“水果專列”，中國方面新增廣西憑

祥鐵路口岸、東興口岸作為泰國水果經

第三國輸華入境口岸，為兩國水果貿易

開辟了新通道。

據悉，泰國商業部今年計劃采取線

上線下相結合的方式在中國14座城市

舉辦第二屆"泰國水果黃金月"，這些城

市包括上海、廣州、佛山、湛江、武漢

、青島、大連、廈門、南昌、南寧、長

沙、昆明、成都及重慶等。去年，首屆

活動在中國的11座城市舉辦，旨在向

中國消費者推廣泰國水果，從而增加出

口。

32名在柬中國公民確診感染新冠
中國使館同日發聲

綜合報導 據法新社最新消息，柬埔寨首

相洪森證實，該國華人社區暴發新冠肺炎疫

情，檢測結果顯示，有32名中國公民確診

感染新冠病毒。洪森呼籲民眾不要因此歧視

在柬中國人。

“我們發現了 32 例大規模社區感染

病例……這對我們來說是很糟糕的情

況。”洪森在電視講話中說。報道稱，

洪森證實，“今天檢測呈陽性的都是中

國人。”

法新社稱，發現病例是因為柬埔寨境內

壹批中國公民為申請出境接受新冠病毒檢測

。洪森在講話中強調，“這發生在中國公民

身上，(但)請不要歧視中國人。”

據報道，柬埔寨首相洪森以“2.20”

事件形容此次社區傳播。據報道，洪森

今早(20 日)發表全國電視講話時指出，

“2.20”事件是柬埔寨暴發的第三次社區

傳播。

同樣在20日，中國駐柬埔寨大使館網

站發布提醒，呼籲在柬中國公民嚴格遵守柬

防疫規定。

使館聲明稱，近日，有個別中國公民來

柬後違規離開隔離酒店外出；還有少數在

柬中國公民在得知檢測結果為陽性後，故

意藏匿，逃避隔離治療。上述行為嚴重違

反柬埔寨政府相關防疫規定，不僅給柬防

疫工作帶來極大挑戰，同時也涉嫌觸犯當

地相關法律。

中國駐柬大使館強烈呼籲：在柬中國公

民務必嚴格遵守柬政府各項防疫規定，積極

配合柬埔寨衛生當局做好相關防疫工作。如

有人出現相關新冠肺炎癥狀，請立即就醫，

不得隱瞞；如有人確診為陽性，務請積極配

合當局的隔離治療，並如實告知本人密切接

觸史，不得逃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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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

香港特區政府已採購的疫苗包括科興、BioN-
Tech復必泰及阿斯利康/牛津3款疫苗。各

款疫苗最多預購750萬劑，合共2,250萬劑，按每
人接種兩劑計算，足以讓全港1.5倍人口接種。

愈延遲接種疫苗 保護率愈低
首批100萬劑科興疫苗已於上周五抵港，26

日開始在5間社區疫苗接種中心供市民接種。原
定26日抵港的首批100萬劑復必泰疫苗，據悉將
於27日抵港，按計劃安排於下月起在其餘24間
社區疫苗接種中心讓市民接種。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亞太研究所25日發表的研
究指出，疫苗有效保護期為6個月至一年左右，
故研究人員比較接種計劃展開7至13個月期間，
科興疫苗與復必泰疫苗平均保護率的變化，發現
假如香港能於一年內持續同步接種該兩款疫苗，
科興與復必泰的平均保護率高達 57.53%和
87.69%。

假若復必泰出現補貨困難，延遲接種便會拖
垮疫苗整體保護率，如復必泰若延遲接種疫苗3
個月，最終會令首7個月的平均疫苗保護率減少
到40.71%。

負責研究的中大香港亞太研究所城市與區域

發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法指出，政府應向藥廠爭
取盡早將預購的疫苗付運抵港。但若果阿斯利康
疫苗供貨遲於科興疫苗1個月以上，又或復必泰
疫苗的供貨遲於科興疫苗3至5個月以上，政府必
須安排市民盡快接種科興疫苗，以達至最高的平
均疫苗保護率。

港接種能力足夠 憂疫苗斷貨
特區政府此前透露，每間社區疫苗接種中心

每天可處理約2,500個接種名額，香港文匯報以
此推算，若29間中心同時為市民服務，每日合共
可為7.25萬市民接種，而現時全港約有630萬名
18歲或以上人士，若所有人均參與接種計劃，不
足3個月已可全數接種首劑疫苗，故完成兩劑接
種或只需半年時間，還未計算市民可選擇到1,200
多名私家醫生所涵蓋的1,500間診所，以及醫管
局轄下18間普通科門診診所接種。

雖然數據顯示港府有足夠能力為所有有需要
市民接種疫苗，但疫苗供應方面仍存在很大變
數，或令市民無法及時接種。如原定26日抵港的
BioNTech復必泰疫苗，因出口程序尚待完成，未
能如期付運，25日才有消息指疫苗最快27日抵
港。至於預計最快在今年第二季尾開始分批抵港

的阿斯利康疫苗，也很大機會出現延誤。
香港醫院藥劑師學會會長崔俊明25日向香港

文匯報表示，全球疫苗供應緊張，歐盟採購的阿
斯利康疫苗也延誤了3個月才收貨，故估計該款
疫苗的到港時間或延遲數月，甚至本年底才能讓
市民接種。為確保疫苗供應穩定，建議政府應積
極考慮購入其他種類疫苗。

國藥保護率理想 專家倡購入
崔俊明解釋，國藥疫苗與科興疫苗同屬滅活

疫苗，保護率理想，加上內地已有大量市民接
種，相信適合港人體質。至於由Johnson＆ John-
son研發的病毒載體疫苗，其好處是只需接種一劑
已可提供保護，可縮短整體接種時間，建議政府
考慮購入。

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25日接受香港文匯
報訪問時也指出，如疫苗接種可在6個月內覆蓋更
多人口是好事，因有機會達至群體免疫，各項社
交距離措施有足夠條件放寬，惟政府必須採購可
在短期內齊貨的疫苗，因為時間一拖長就難起保
護作用。他認同香港可購入國藥疫苗，因與科興
疫苗的分別不大，也可考慮選購屬於第四類技術
平台的蛋白疫苗。

新冠疫苗接種計劃 26日正式開打，7

萬名已預約的優先群組市民陸續接種已率

先抵港的科興疫苗；一度延誤付運的復星

BioNTech（復必泰），據悉最快 27日抵

港，令全港新冠疫苗增至 200萬劑。醫學

界普遍認為，新冠疫苗有效保護期僅為 6

個月至一年，香港必須在限期內為七成人

口完成首輪的疫苗接種，才能達至群體免

疫；然後進入第二輪疫苗接種，延續群體

免疫。香港文匯報記者以全港29間社區疫

苗接種中心每天最多共為 7.25萬市民接種

推算，不足3個月已能為全港630萬名成人

接種首劑疫苗，完成兩劑接種或只需半

年。多位專家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

出，香港接種能力綽綽有餘，但問題根源

是全球疫苗供應緊張，供應鏈不穩定，特

區政府必須積極購入更多疫苗，例如增購

科興或引入國藥等，爭取短期內覆蓋更多

人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成祖明）5個社區疫苗
接種中心和香港醫管局的18間普通科門診26日開
始為已預約的市民接種科興疫苗，香港公務員事
務局局長聶德權25日向全體公務員發信指出，本
月初已邀請各常任秘書長和部門首長，提名公務
員於社區疫苗接種中心執行行政支援工作，已收
到逾1,000提名負責不同工作崗位，並呼籲公務員
連同家人按優先次序踴躍報名接種。

“安心”下載量逾290萬
聶德權強調，若全港大部分市民都接種疫

苗，便可為發揮群體免疫效果創造條件，並邀請
專家研究過往多種防疫措施，如院舍探訪、檢測
次數、檢疫安排、社交距離、出行、通關等是否
有條件鬆綁。香港特區政府會按疫情發展，徵詢
專家意見，以市民的健康及福祉為大前提行事。

部分政府大樓經過兩個多星期試行“安心出
行”，聶德權透露，由下月1日起，所有進入政府
大樓或辦公室的政府僱員和市民都必須使用“安
心出行”，或登記姓名、聯絡電話和到訪日期和
時間，而“安心出行”應用程式下載數字累計已
超過290萬。

逾千公務員支援接種

目前，全港 29 間社區
疫苗接種中心中，5間提供
科興疫苗的接種中心 26 日
開打，首兩星期的接種名額
不夠一日就全部爆滿，其餘
24間接種中心則只提供復必

泰疫苗，隨時在打完首批疫苗後便“無以為
繼”。承辦其中一間專打復必泰接種中心的
“醫護誠信同行”主席林哲玄25日接受香港文
匯報訪問時表示，如果第二批復必泰疫苗供港
無期，政府應考慮改變計劃，將該24間中心改
用科興疫苗，以加快為市民接種。

林哲玄補充，雖然兩款疫苗的接種程序有
所不同，但技術上的難度不大，“復必泰疫苗
要有人手稀釋，而科興疫苗就需要較多人手照

顧打完針的市民情況，因為市民接種科興後要
休息30分鐘，比復必泰長一倍，這兩種工作都
可以由醫生和護士處理，分別只是我們要在中
心內做什麼工作。”

不過，林哲玄直言，如果復必泰付運時間
延誤情況不嚴重，政府就沒有必要考慮有關應
變方案，以免復必泰疫苗運抵香港後沒有地方
可以接種而造成浪費。

復必泰曾“甩底”科興預約倍增
香港西醫工會會長楊超發向香港文匯報表

示，政府只容許參與疫苗接種計劃的私家醫生每
次預訂80劑科興疫苗，但因為首批復星BioN-
Tech（復必泰）疫苗供港計劃一度“甩底”，令
心急打針的市民改為找私家醫生接種科興疫苗，

不少診所都已經有多達200名市民預約打針，較
配額超出一倍，供不應求。

他估計，私家醫生最快下周二可以開始為
市民接種，而接種程序則與在社區接種中心打
針相若，市民同樣需要再次簽署電子同意書，
完成接種後亦會獲發針卡。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復必泰若斷貨 籌備全打科興

多拓貨源保
疫苗保護期僅6個月至1年 專家倡增購科興引入國藥

●中央圖書館展覽館是最先啟用的社區疫苗接
種中心。 資料圖片

●新冠疫苗接種計劃26日正式開打，7萬名已預約的優先群組市民將陸續接種國產科興疫苗。圖為優先接種組別人士日前“搶閘”接種疫苗。 資料圖片

● 專家認為，政府必須保障疫苗供應，令疫苗接
種在短期內可覆蓋更多人口。圖為本月19日首批
科興疫苗運抵香港。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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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免接種首輪爭半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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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兩不愁三保障”
的脫貧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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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脫貧攻堅總結表彰大會25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舉行。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
習近平向全國脫貧攻堅楷模榮譽稱號獲得者等頒獎並發表重要講話。圖為總書記彎腰頒授證書給全國脫貧攻堅楷模
榮譽稱號獲得者夏森。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

道，全國脫貧攻堅總結表彰大會25

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隆重舉

行。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

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向全國脫貧攻

堅楷模榮譽稱號獲得者等頒獎並發

表重要講話。習近平強調，經過全

黨全國各族人民共同努力，在迎來

中國共產黨成立一百周年的重要時

刻，我國脫貧攻堅戰取得了全面勝

利，現行標準下9,899萬農村貧困

人口全部脫貧，832個貧困縣全部

摘帽，12.8萬個貧困村全部出列，

區域性整體貧困得到解決，完成了

消除絕對貧困的艱巨任務，創造了

又一個彪炳史冊的人間奇跡！這是

中國人民的偉大光榮，是中國共產

黨的偉大光榮，是中華民族的偉大

光榮。

習近平： 萬人脫貧 創彪炳史冊奇跡9899
全國脫貧攻堅總結表彰大會在京舉行 脫貧攻堅戰取得全面勝利

新改建農村公路110萬公里，新
增鐵路里程3.5萬公里

28個人口較少民族全部整族脫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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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行標準下9,899萬農村貧困人
口全部脫貧，832個貧困縣全部摘
帽，12.8萬個貧困村全部出列

中共十八大以來，平均每年
1,000多萬人脫貧，相當於一個中
等國家的人口脫貧

2,000多萬貧困患者得到分類救
治，曾經被病魔困擾的家庭挺起了生
活的脊樑

近2,000萬貧困群眾享受低保和
特困救助供養，2,400多萬困難和重
度殘疾人拿到了生活和護理補貼

110多萬貧困群眾當上護林員，
守護綠水青山，換來了金山銀山

貧困地區農網供電可靠率達到
99%，大電網覆蓋範圍內貧困村通
動力電比例達到100%，貧困村
通光纖和4G比例均超過98%

790萬戶、2,568萬貧困群
眾的危房得到改造，累計建成集中
安置區 3.5 萬個、安置住房 266萬
套，960多萬人“挪窮窩”

8年來，中央、省、市縣財政專項扶
貧資金累計投入近1.6萬億元人民幣

李克強主持大會，汪洋宣讀表彰決定，栗戰
書、王滬寧、趙樂際、韓正、王岐山出席。

為楷模榮譽稱號獲得者頒獎
汪洋先後宣讀了《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授

予全國脫貧攻堅楷模榮譽稱號的決定》和《中共
中央、國務院關於表彰全國脫貧攻堅先進個人和
先進集體的決定》。毛相林等10名同志和河北省
塞罕壩機械林場等10個集體被授予“全國脫貧攻
堅楷模”榮譽稱號；康柏利等1,981名同志被授予
“全國脫貧攻堅先進個人”稱號；北京首農供應
鏈管理有限公司等1,501個集體，被授予“全國脫
貧攻堅先進集體”稱號。

習近平為全國脫貧攻堅楷模榮譽稱號獲得者
一一頒授獎章、證書、獎牌，並向他們表示祝
賀。習近平等為受表彰的個人和集體代表頒獎。

在全場熱烈的掌聲中，習近平發表重要講
話。

習近平指出，新中國成立後，黨團結帶領人
民完成社會主義革命，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
推進社會主義建設，組織人民自力更生、發憤圖
強、重整山河，為擺脫貧困、改善人民生活打下
了堅實基礎。改革開放以來，黨團結帶領人民實
施了大規模、有計劃、有組織的扶貧開發，着力
解放和發展社會生產力，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
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偉大成就。黨的十八大以來，
黨中央把脫貧攻堅擺在治國理政的突出位置，把
脫貧攻堅作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底線任務，組
織開展了聲勢浩大的脫貧攻堅人民戰爭。8年來，
黨和人民披荊斬棘、櫛風沐雨，發揚釘釘子精
神，敢於啃硬骨頭，攻克了一個又一個貧中之
貧、堅中之堅，脫貧攻堅取得了重大歷史性成
就。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為實現全面建成小
康社會目標任務作出了關鍵性貢獻；脫貧地區經
濟社會發展大踏步趕上來，整體面貌發生歷史性

巨變；脫貧群眾精神風貌煥然一新，增添了自立
自強的信心勇氣；黨群幹群關係明顯改善，黨在
農村的執政基礎更加牢固；創造了減貧治理的中
國樣本，為全球減貧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

1800餘人將生命定格攻堅征程上
習近平表示，在脫貧攻堅工作中，數百萬扶

貧幹部傾力奉獻、苦幹實幹，同貧困群眾想在一
起、過在一起、幹在一起，將最美的年華無私奉
獻給了脫貧事業，湧現出許多感人肺腑的先進事
跡。在脫貧攻堅鬥爭中，1,800多名同志將生命定
格在了脫貧攻堅征程上，生動詮釋了共產黨人的
初心使命。脫貧攻堅殉職人員的付出和貢獻彪炳
史冊，黨和人民不會忘記。共和國不會忘記。各
級黨委和政府要關心關愛每一位犧牲者親屬，大
力宣傳脫貧攻堅英模的感人事跡和崇高精神，激
勵廣大幹部群眾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
家、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而披堅執銳、勇立
新功。

習近平指出，脫貧攻堅取得舉世矚目的成
就，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減貧道路，形成了中國
特色反貧困理論。這些重要經驗和認識，是我國
脫貧攻堅的理論結晶，是馬克思主義反貧困理論
中國化最新成果，必須長期堅持並不斷發展。

堅決守住不發生規模性返貧底線
習近平強調，脫貧摘帽不是終點，而是新生

活、新奮鬥的起點。要切實做好鞏固拓展脫貧攻
堅成果同鄉村振興有效銜接各項工作，對易返貧
致貧人口要加強監測，對脫貧地區產業要長期培
育和支持，對易地扶貧搬遷群眾要搞好後續扶
持，對脫貧縣要扶上馬送一程，保持主要幫扶政
策總體穩定。要堅持和完善駐村第一書記和工作
隊、東西部協作、對口支援、社會幫扶等制度，
並根據形勢和任務變化進行完善。要壓緊壓實各

級黨委和政府鞏固脫貧攻堅成果責任，堅決守住
不發生規模性返貧的底線。

習近平指出，鄉村振興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
復興的一項重大任務。要堅持把解決好“三農”
問題作為全黨工作重中之重，持續縮小城鄉區域
發展差距，讓低收入人口和欠發達地區共享發展
成果，在現代化進程中不掉隊、趕上來。全面實
施鄉村振興戰略的深度、廣度、難度都不亞於脫
貧攻堅，要以更有力的舉措、匯聚更強大的力
量，加快農業農村現代化步伐，促進農業高質高
效、鄉村宜居宜業、農民富裕富足。

習近平指出，回首過去，我們在解決困擾中
華民族幾千年的絕對貧困問題上取得了偉大歷史
性成就，創造了人類減貧史上的奇跡。展望未
來，我們正在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
歷史宏願而奮鬥。全黨全國各族人民要更加緊密
地團結在黨中央周圍，堅定信心決心，以永不懈
怠的精神狀態、一往無前的奮鬥姿態，真抓實
幹、埋頭苦幹，向着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奮
勇前進！

會前，習近平等領導同志會見了全國脫貧攻
堅楷模榮譽稱號獲得者，全國脫貧攻堅先進個
人、先進集體代表，全國脫貧攻堅楷模榮譽稱號
個人獲得者和因公犧牲全國脫貧攻堅先進個人親
屬代表等，並同大家合影留念。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全
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國務委員，最高人民法
院院長，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全國政協副主
席，以及中央軍委委員出席大會。

各省區市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主要負責同
志，中央黨政軍群各部門主要負責同志，黨和國
家功勛榮譽表彰工作委員會成員，全國脫貧攻堅
總結表彰工作領導小組成員，各民主黨派中央、
全國工商聯負責人和無黨派人士代表等約3,000人
參加大會。

2月25日下午，中國國家鄉村振
興局牌子正式掛出。當天上午，脫貧
攻堅總結表彰大會在北京舉行，功成
身退的“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辦
公室”牌子此前已經摘下。

作為中國國務院議事協調機構，
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成立於1986年5月16日，當時
稱國務院貧困地區經濟開發領導小組，1993年12月28
日改用現名。國務院扶貧開發領導小組辦公室負責承擔
領導小組的日常工作。

中國832個貧困縣已經全部摘帽，完成了消除絕對
貧困的艱巨任務，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成為下一階段的重
大任務。國家鄉村振興局正式掛牌，既是中國脫貧攻堅
戰取得全面勝利的一個標誌，也是全面實施鄉村振興，
奔向新生活、新奮鬥的起點。記者從國家鄉村振興局網
站發現，“局領導”一欄，已正式公布黨組書記、局長
王正譜的個人簡歷。這是王正譜作為國家鄉村振興局首
任局長的初次亮相。此前王正譜任四川省委常委、組織
部部長、省委黨校校長，1月27日，當地媒體披露，王
正譜已調離四川。 ●中通社

國家鄉村振興局掛牌 “扶貧辦”功成身退
��

● 25日，中國國家鄉村振興局正式掛
牌。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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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英国人使用航母的经验并

不美国人差多少。早在1912年，英国海

军就完成了在战舰上起降飞机的实验。

英国海对于航空力量的研究可谓全面：

水上飞机、机载武器以及能够搭载飞机

的船只，世界第一艘拥有全通甲板的百

眼巨人号、第一艘拥有舰岛的鹰号都是

英国人的手笔。

二战后，英国海军发明的凹面镜助

降系统、斜角甲板和蒸汽弹射器解决了

喷气式战机上舰的问题，一直沿用至今

。20世纪60年代以前，英国人始终在航

母的研发和使用上处于世界的第一梯队

。真正给英国航母致命一击的则是1956

年的苏伊士危机及其连锁反应。

长期以来，苏伊士运河一直是联系

英国本土和英属印度最为重要的通道。

虽然印度已经独立，但亚洲和非洲依然

有不少英联邦国家。苏伊士运河对于英

国仍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所以当埃

及于1956年7月宣布将苏伊士运河收归

国有后，英国的不满可想而知。当年10

月，英国联合法国和以色列一起发动了

对埃及的战争，第二次中东战争爆发。

在战争中，英国航母编队及其搭载

的海毒液、海鹰两款喷气式战机频频出

击，与装备活塞发动机的空中袭击者攻

击机相配合，对埃及军队的目标发动不

断打击，为登陆活动作掩护。三方联军

在战场成绩斐然。

然而，军事上的胜利很快被外交上

的失败冲刷得荡然无存。在美苏两个超

级大国的干涉下，英国被迫下令部队停

止行动。战争的失败使英国丧失了苏伊

士运河战略通道的控制权，日不落帝国

的框架在随后几年土崩瓦解。

英国的国防战略随之调整：以后除

非出于道义，或者被邀请，或出于保证

以前的保护国的防务义务，否则英国作

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将绝不再单

独作战。从此英国在国际上几乎成为了

美国的跟班小弟。

作为这一战略的一部分，皇家海军

只需要与英国国力相符，不再需要足够

影响全球的海军力量。在此背景下，

CVA01航母计划于1966年被取消。

事实上，该计划在1962年提出时，

寄托了英国海军关于海权的希望：长

280米，宽70.5米，直接铺设斜角甲板；

甲板平面参考了美国的福莱斯特级航母

，但尺寸小了一些，与改进后的中途岛

级相当……

计划搭载45架战机，其中18架购自

美国的F4鬼怪战斗机、18架掠夺者攻击

机和4架塘鹅预警机，以及5架海王直

升机，紧急情况下还可以临时搭载1个

空军直升机中队和1个轻型轰炸机中队

。如果能够完成并服役，计划中的四艘

CVA01将取代已经服役数十年的老旧航

母，支撑起英国海军的未来。

这一切随着计划的终止成为了泡影

，甚至于与配套的82型驱逐舰也大部被

裁，只留下了布里斯托尔号一艘形影相

吊。

1979年，随着皇家方舟号的退役，

英国暂时告别大型航母。无敌级轻型航

母成为了英国皇家的主力担当。不过这

种轻型航母并不是为执行传统航母的任

务而建造的，其最初目的是为了反潜。

1966年新型航母计划被取消，但皇

家海军依然需要空中反潜力量的支持才

能够执行北约框架下的作战任务。

按照北约分工，皇家海军的任务是

在从格陵兰经冰岛到苏格兰北部一线上

配合美军航母编队拦截苏联北方舰队战

舰和潜艇的任务。皇家海军反潜最主要

的手段就是直升机，但直升机航程有限

，如果要执行任务，就需要能够搭载反

潜直升机的反潜巡洋舰。

1968年，相关设计工作展开。最初

的方案是以虎级巡洋舰为蓝本，打造一

款排水量1.25万吨的反潜巡洋舰。在这

个方案中，整舰的结构类似于苏联的莫

斯科级载机巡洋舰：前半部分布置武器

，后半部分按照起降甲板和机库，载机

数量从最初的的6架到最后增至12架。

随着设计的推进，到1971年图纸冻

结时，展现在世人面前的是排水量1.95

万吨的「全通甲板巡洋舰」。事实上这

就是一艘轻型航母。不过为了避免政治

干扰，军方依然称其为「巡洋舰」，这

就是后来名噪一时的无敌级轻型航母。

1973年，无敌级的首舰无敌号开工建造

。

无敌级建造期间，一款飞机的发展

引发了世界各国海军的关注，这就是具

有短距和垂直起降能力的鹞式战斗机。

1968年，美国首先向英国方面对订购了

12架鹞式，定名为AV-8A。之后美国购

买了鹞式的生产许可证，交由麦道公司

生产，这就是后来美国两栖攻击舰普遍

装备的AV-8B战斗机。有美国的示范，

包括西班牙在内的多个国家先后采购了

这款战机。

鹞式的热销让英国人不能等闲视之

，1975年，英国海军批准了生产海鹞战

斗机。为了适应海鹞的起降，无敌级的

设计做了修改，在舰艏安装了170英尺

长的滑跃起飞跑道。1980年，首舰无敌

号服役，二号舰、三号舰的进度也顺利

进行，但是舰名被改为光辉号和皇家方

舟号。

不过决策层对于航母的不待见依旧

没有改观。1982年，无敌号被放上货架

，随即被澳大利亚预定。与他命运相同

的还有老旧航母竞技神号，不过这艘老

家伙的归宿是印度。如果一切顺利，

1985年的英国海军将以光辉号和皇家方

舟为核心构建水面舰队。

然而随着1982年马岛战争的爆发，

这一切都被归零。以无敌号和竞技神号

为核心的英国远征舰队跨越大西洋，在

阿根廷的家门口给潘帕斯草原的牛仔们

上了一堂现代战争课。

阿根廷人收复失地的梦想，被英国

人无情地送进大西洋底。在战争中，无

敌号和竞技神号表现突出，让各国军事

专家眼界大开，一场「大型航母好还是

小型航母好」的大讨论在海军界展开了

，各国都做出了自己的回答。

英国人的答案是：大型航母好！

身为战争当事人的英国虽然取得了马

岛战争的胜利，教训也是十分沉重的

。小型航母缺乏有效的的空中预警力

量，不得不将一些舰艇前出充当雷达

哨舰；而充当雷达哨舰的军舰往往是

对手优先打击的目标，谢菲尔德的沉

没就是明证。

其次，海鹞有限的航程和的载弹量

根本无法无法为远洋舰队撑起航空保护

伞，阿军战机曾多次突破英国海军的防

空圈，攻击英国海军舰只，导致较大损

失……战后英国人曾假设如果大胆级的

皇家方舟号还在，靠着上面的鬼怪战斗

机和塘鹅预警机，皇家海军的战损也许

会小一些。

2003年11月，无敌级的替代者，两

艘CVF航母航母获得了英国王室的命名

：伊丽莎白女王号、威尔士亲王号。

2007年，英国国防大臣德斯蒙德•布朗

正式宣布开工建造CVF航母；次年，英

国国防部与BVT水面舰船公司签订了两

艘伊丽莎白女王级航母的合同。

新的航母采用了大型航母的设计，

排水量高达6.5万吨，与我国的辽宁舰相

当，几乎是无敌级的三倍。该级航母随

之成为英国海军有史以来建造的最大军

舰。按照设计计划，该级舰搭载40架以

上固定翼舰载机和直升机，其中至少要

有36架F35B闪电战斗攻击机。

预警机也是必须要配备的航空装备

。由于实现了全舰系统的高度自动化，

只需要600名舰员就可以顺利操作。曾

经出现在马耳他级上的双舰岛设计复活

，成为它重要的识别特征。

不过尴尬的是，英国再也无法提供

合适的舰载战斗机，美国的F35又拖沓

严重，导致建成的两艘航母面临没有舰

载机的窘境。所以当英国右翼政客威胁

要让英国海军巡航南海时，中国的军迷

都从内心发出不懈的笑声，大英帝国真

的已经日落西山了。

蹉跎了几十年后，英国再度走回大

型航母。但世界早已经不是当年，这其

中的教训值得中国的科研人员注意，武

器研发真的不能想当然，否则代价是国

家和民族无法承受的。

二战后英国是怎样折腾自己的航母的？

伊丽莎白女王级航母CG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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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華團隊有望自主研發光刻機
科研成果在《自然》發表 已申報“十四五”重大科技基礎設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

道）用光刻機把集成電路蝕刻到硅晶片

上，是芯片製造過程中的必要環節，但目

前高端光刻機製造被海外公司壟斷，並對

中國實行出口管制。2月25日，清華大學

與國外研究團隊在《自然》發表一項科研

成果，該成果未來有望應用於EUV（極紫

外光源）光刻和角分辨光電子能譜學等領

域。該文章通訊作者、清華大學工程物理

系教授唐傳祥表示，這一發現有望解決自

主研發光刻機中最核心的“卡脖子”難

題，目前清華大學研究組已向中國國家發

改委提交項目建議書，申報“十四五”國

家重大科技基礎設施。

這篇題為《穩態微聚束原理的實驗演示》
的研究論文，報告了一種新型粒子加速

器光源“穩態微聚束”（Steady-state micro-
bunching，SSMB）的首個原理驗證實驗。由
清華大學工程物理系唐傳祥教授研究組和亥姆
霍茲柏林材料與能源研究中心（HZB）、德國
聯邦物理技術研究院（HZB）合作完成。

SSMB光源有望應用EUV光刻等領域
清華大學發表的新聞稿中提到，基於

SSMB原理，能獲得高功率、高重頻、窄帶寬
的相干輻射，波長可覆蓋從太赫茲到極紫外
（EUV）波段，有望為光子科學研究提供廣闊
的新機遇。《自然》評閱人對該研究高度評
價，認為“展示了一種新的方法論”，“必將
引起粒子加速器和同步輻射領域的興趣”。

《自然》相關評論文章寫道：“該實驗
展示了如何結合現有兩類主要加速器光
源——同步輻射光源及自由電子激光——的
特性。SSMB光源未來有望應用於EUV光刻
和角分辨光電子能譜學等領域。”該論文一

經刊發，立即引起國內外學術界及產業界的
高度關注。

清華大學工物系教授唐傳祥在接受訪問時
表示，SSMB光源的潛在應用之一是作為未來
EUV光刻機的光源，這是國際社會高度關注清
華大學SSMB研究的重要原因。

目前光刻機研發由三家外企壟斷
由於光刻機研發的資金和技術門檻高，

目前全球市場基本由荷蘭阿斯麥（ASML）及
日本尼康、佳能三家公司壟斷。ASML是全球
唯一掌握波長13.5納米（十億分之一米）的
“極紫外”（EUV）光刻技術的公司。由於
波長越短，蝕刻的元器件尺寸就可以越小，
目前最先進的14-7納米光刻機就只有ASML
能生產，由此高端光刻機市場ASML一家獨
大，日本佳能和尼康主要市場在中低端。

在中國，光刻機是芯片製造過程中一個
“卡脖子”的環節。一方面，國產光刻機與
國際水平差距非常大，國內處於技術領先的
上海微電子裝備有限公司已量產的光刻機

中，性能最好的是90納米光刻機，高端光刻
機完全依賴進口。另一方面，在《瓦森納協
定》的封鎖下，高端光刻機在中國被禁售，
ASML至今沒有頒發EUV光刻機出口中國的
許可證；中端光刻機對中國出口也有保留條
款，禁止給國內自主CPU做代工，導致自主技
術成長困難重重。

新研究成果或為研發提供新思路
唐傳祥認為，基於SSMB的EUV光源有

望解決自主研發光刻機中最核心的“卡脖
子”難題。清華大學表示，正積極支持和推
動這一新成果的研發在國家層面立項，已向
國家發改委提交“穩態微聚束極紫外光源研
究裝置”的項目建議書，申報“十四五”國
家重大科技基礎設施。

業內認為，新研究成果或許為高端光刻機
的研發提供一種新思路，但正如唐傳祥所強
調，EUV光刻機的自主研發還有很長的路要
走，需要SSMB EUV光源的持續科技攻關，需
要上下游產業鏈的配合，才能獲得真正成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凱雷北京報
道）2月25日晚間，中國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宣
布附條件批准國家中國生物武漢和康希諾的兩款
新冠疫苗上市。至此，中國已有滅活、腺病毒載
體兩種技術路線的四款新冠疫苗獲批附條件上
市。其中，陳薇院士領銜研製的康希諾疫苗是首
個附條件上市的國產腺病毒載體新冠病毒疫苗，
只需單針接種，是目前國內附條件上市的唯一一
款單針接種疫苗。

國家藥監局宣布，附條件批准國藥集團中國
生物武漢生物製品研究所有限責任公司的新型冠狀
病毒滅活疫苗（Vero細胞）、康希諾生物股份公司
重組新型冠狀病毒疫苗（5型腺病毒載體）註冊申
請。其中，國藥集團新型冠狀病毒滅活疫苗（Vero
細胞）適用於預防由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引起的疾病
（COVID-19）。康希諾生物股份公司重組新型冠
狀病毒疫苗（5型腺病毒載體）。

國家藥監局根據《疫苗管理法》《藥品管理
法》相關規定，按照藥品特別審批程序，進行應急
審評審批，附條件批准上市註冊申請。國家藥監局
要求該疫苗上市許可持有人繼續開展相關研究工
作，完成附條件的要求，及時提交後續研究結果。

據了解，康希諾疫苗商品名為“克威莎”，
其三期臨床試驗期中分析數據結果顯示，單針接
種疫苗28天後，疫苗對所有症狀的總體保護效力
為65.28%；在單針接種疫苗14天後，疫苗對所
有症狀總體保護效力為68.83%。疫苗對重症的保
護效力分別為，單針接種疫苗 28 天後為
90.07%；單針接種疫苗14天後為95.47%。

國藥接種者中和抗體陽轉率99.06%
25日獲批附條件上市的國藥中生武漢新冠疫

苗，屬於滅活疫苗路線，是國藥旗下第二款上市
的新冠疫苗，也是國內批准上市的第三款滅活新
冠疫苗。據介紹，2020年7月16日起，該疫苗在
阿聯酋等多個國家開展Ⅲ期臨床試驗，該試驗採
用“國際多中心、隨機、雙盲、安慰劑平行對照
設計”。Ⅲ期臨床試驗期中分析數據結果顯示，
該疫苗接種後安全性良好，兩針免疫程序接種
後，疫苗接種者均產生高滴度抗體，中和抗體陽
轉率99.06%，新冠疫苗針對已確診的中重症的保
護率達到100%，總保護效力72.51%。

中國成疫苗上市品種和路線最多國家
相關專家表示，目前中國已成為全球疫苗上

市品種和路線最多的國家，這為中國防控疫情增
加了更多有效手段。依照疫苗技術發展歷程，第
一代疫苗包括滅活疫苗等，即利用病原體整體誘
導生物體的免疫應答。第二代疫苗主要代表是重
組基因疫苗、蛋白亞單位疫苗和病毒載體疫苗，
利用病原體的提取物或合成物代替抗原誘導生物
體的免疫應答。目前，在二代疫苗中，中國還有
一款重組蛋白疫苗正在海外多國進行Ⅲ期臨床試
驗，相關進展順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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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Y家庭全科及急症

高 血 壓

糖 尿 病

高 血 脂

常見皮膚病

皮膚活檢

婦 科 病

兒 科 病

老年癡呆

骨質疏鬆

憂 鬱 症

感 冒

咽喉痛

鼻竇炎

腹 瀉

尿 路 炎

關節注射

動物抓咬傷

清創縫合

角膜異物清除

地址:6609 W Sam Houston PKWY S STE 98 Houston, TX 77072 (位於8號公路及百利大道東北角及Shell加油站旁廣場)

Tel:(832)433-7159

本診所自2014年起
週一、二、三、五、六： 8:30am - 5pm
週四、週日 公休 

顧瑛 醫學博士
美國家庭醫學會資格認可醫師
美國老年醫學會資歷任可醫師

主 治 急 症
體檢特價  體檢+化驗:$125
①+女科婦科、宮頸膜片+$45
②+男性前列腺表面抗原+$20

移 民 體 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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慧眼識
使用量與股價齊飆 身家354億美元疫市增20%

李嘉誠重登首富
“超人”李嘉誠重登福布斯香港首富寶座，身家更增加

20%至354億美元，主要受惠其投資的視訊通訊公司Zoom，於

疫情下使用暴增而股價大升4倍所帶動。福布斯香港榜單前50

位富豪總財富為3,310億美元，同比升7.5%。財富增幅最大的

為傢俬生產商敏華控股主席黃敏利，身家按年增加兩倍至63億

美元，排名14，因內地對其產品需求上升。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曉菁

新地半年少賺12% 中期息維持1.25元

李嘉誠在丟失福布斯香港首富寶座僅
一年後，就以354億美元財富回歸

榜首，財富累積較去年勁增兩成。超人
重奪首富之位並非因去年長實系表現亮
眼，而是因其早年持股的Zoom，成全球
疫情最為受惠的企業之一。Zoom 25日
市值約1,121.38億美元。資料顯示，李嘉
誠持有Zoom約8.5%股權。

全球居家辦公和居家學習令Zoom的
使用人數飆升，Zoom股價在2020年累漲
近4倍，漲幅最高時甚至達到近8倍。僅
2020年一年，Zoom市值就增長了逾780
億美元，比長實、長和和長江基建的總市
值還要高。長和、長實和長建25日總市
值合共5,354.91億港元。

黃敏利身家增兩倍
去年的首富恒基地產創辦人“四

叔”李兆基滑落至榜單第2名，身家為
305億美元，新世界發展主席鄭家純以
221億美元身家居第3。由去年第10名躍
升至今年第4的楊建文和林惠英夫婦，成
新榜單中財富增長規模最大的富豪，兩
人財富達186億美元，比一年前增長逾
100億美元，共同創辦的伯恩光學為蘋果
和三星手機電子屏幕的主要供應商。嘉
華國際主席呂志和、李錦記主席李文達
分別以178億美元及174億美元排第5、
第6。

整體排名
第 9 的郭老太
鄺肖卿，則為
香港女首富，
坐擁 134 億美
元。

但論身家增幅最大
的富豪，則是排第14
位的敏華控股主席黃
敏利，他的財富增長
兩倍至63億美元，內地
市場對其傢俬品牌的需求，帶動了集團營
業額上升，從而令其財富大漲。

地產富豪身家縮水
不過幾家歡喜幾家愁，去年疫情籠

罩全球，香港整體經濟倒退6.1%，各行
各業均受到動盪。首50大富豪中，有27
名富豪的財富縮水，其中15人為地產富
豪，如南豐榮譽董事長陳慧慧、“大
劉”劉鑾雄、瑞安羅康瑞、高銀潘蘇通
等人，因主要財富涉及地產行業，而行
業受累疫情影響，令他們的身家不同程
度地縮水。

福布斯富豪的統計截止日為2月 5
日，得益於港股開年的一輪牛市行情，
不少富豪財富因股價上升，而收回了一
些損失。故新榜單的50位向富豪總身價
不跌反升，增加7.5%至3,310億美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悅琴）受惠於香港出售發
展項目大部分已於上半年落成可入賬，新鴻基地產25日
公布截至2020年12月31日止六個月，撇除投資物業公
平值變動的影響後，基礎溢利為174.82億元（港元，下
同），按年升30.25%，每股基礎溢利6.03元。公司股東
溢利為135.78億元，按年跌11.9%，每股溢利4.69元。
中期息每股維持派1.25元。

期內，物業發展溢利為 123.66 億元，按年增加
80.5%，主要原因是本財政年度的香港出售發展項目大
部分已於上半年落成。中期租金收入按年下跌3%至
123.61億元，淨租金收入按年下跌2%至94.96億元，表
現主要受香港出租物業組合租金收入下跌所影響。

截至去年底，按所佔樓面面積計算，集團在香港的
土地儲備為5,600萬方呎，當中包括約22,30萬方呎的發
展中物業，足夠集團未來五年的發展需要；另有約3,370

萬方呎不同用途的已落成物業，分布香港各區。
受疫情影響，新地酒店業務轉虧，期內錄得營業虧

損2.28億元，2019年同期盈利1.97億元。營業虧損主要
是由於受疫情影響導致酒店客房及餐飲服務需求下跌。集
團已採取增加收入方案及成本控制措施來應對疫情危機。

新鴻基地產主席兼董事總經理郭炳聯於業績報告中
表示，隨着大部分已發展國家接種新冠疫苗的人數上
升，預料環球營商信心會逐步改善；加上各國政府持續
推出財政刺激措施及寬鬆的貨幣政策，預期將有助世界
經濟復甦。儘管情況漸趨樂觀，但目前波動的中美關係
及地緣政治形勢等挑戰及不明朗因素，或會拖慢預期的
全球經濟復甦。他指出，集團已成立逾半個世紀，與香
港共同渡過多次危機和風浪，善於將挑戰轉化為機遇。
集團對香港和內地的長遠經濟前景繼續充滿信心，並會
繼續在合適時機購入土地作發展之用。

財富財富：：354354億美元億美元

財富財富：：221221億美元億美元

李兆基李兆基
財富財富：：305305億美元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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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名

鄭家純

呂志和

吳光正

鄺肖卿

李嘉誠

李兆基

楊建文/林惠英

李文達

劉鑾雄

蔡崇信

姓名

74

91

74

91

92

93

-

91

69

57

年齡

221 珠寶

178 博彩、酒店

170 房地產

134 房地產

354 多元

福布斯香港十大富豪榜

305 房地產

186 製造業

174 食品

135 房地產

125 電子商務

財富 主產業

(貨幣：億美元) 資料來源：福布斯

李嘉誠李嘉誠

鄭家純鄭家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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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買房租屋，最怕遇到有問題的房子，無論是房子
本身建造問題、凶宅、鬧鬼等，都令人避之唯恐不及，台中市某
國立大學附近，有一處社區曾發生過命案，且當地人都知道該區
晚上不平靜、環境複雜，還有住過該區的網友透露，自己差點命
喪租屋處。

不久前許多網友在不公開社團上討論到凶宅，其中一名網友
透露，因為自身體質關係，也曾在發生事故的社區住過一段時間
，期間發生不少恐怖事件，該網友也直指該區風水、磁場真的很
有問題，而此社區就是上述提到的位於某大學附近，有許多大學
生、上班族等族群在此租屋。

該名網友分享住在該社區的日子裡，發生的總總事蹟，他說
某次10號忘記匯房租，房東直接帶人到住處查看，就怕有人輕

生；且退房不敢進去清點物品，而是給管理員紅包，拜託對方進
去查看，後來網友才從管理員口中得知，住對面的房客燒炭、隔
壁房客也輕生、另一邊的房客突然暴斃，還有住在網友樓下的房
客連夜搬家，因為同層樓有兩人過世，直到很久才被發現。

後來網友從不斷出事的A棟搬到隔壁B棟，想不到B棟 「更
兇」，形容 「這裡是心目中，台中最可怕的租屋處」，且住進去
後，不管做什麼生意的虧錢，想搬家還無法馬上搬走，期間還生
了醫生也找不出病因的疾病，每天被壓，直到失聯6天，朋友因
為找不到人，才衝到租屋處救人， 「真的差點死在裡面」。

台中人避之唯恐不及的社區，其中最震驚社會的命案，就是
2008年發生在這裡的同志情殺分屍案，主嫌黃家慶因為刑案纏身
，突發奇想找來替死鬼冒用身分，與當時的男朋友林靈里，密謀

殺害也是同志的黃士翰，兩人謊稱要做人體藥物試驗，將肌肉鬆
弛劑、呼吸壓抑劑混合，且用足以致死的劑量，注射至黃士翰體
內。

等黃士翰沒有生命跡象後，接著用電鋸、菜刀將屍體支解成
十五塊，並淋上滾燙熱水，讓血水凝固，最後丟棄荒野，檢方至
今仍無法拼湊黃士翰完整身軀，可見黃家慶手段極度兇殘。

其實從網路上搜尋關鍵字，如果有人想在此租屋，都會被不
少網友勸退，不僅發生過許多命案，當地人認為這裡出入人口複
雜，出現全副武裝的警察也見怪不怪，不過，此處租金便宜，也
是吸引租客入住的最大誘因。

（中央社）苗栗市葉姓竊盜慣犯於2月25日攀爬
住家旁工地鷹架，拆卸窗戶後侵入住宅，竊取被害人
現金1萬8千元、名錶2隻及金飾等物，經報警後，
警方於12小時內持地檢署拘票查緝到案，並當場起
獲相關贓物。

警方分析犯案手法及調閱周邊監視器發現，為轄
內葉姓竊盜慣犯涉嫌重大，葉姓慣犯因另涉他案應於
本月24日發監執行1年7個月，因生性狡猾拒不報到
，詎料葉嫌不知悔改於25日再度行竊，經警方持相
關蒐證資料向苗栗地方檢察署執行科檢察官報告，立
即核發執行拘票，於25日13時許拘捕葉姓慣竊到案
。

本案拘捕葉嫌時，於車內查獲現金1萬元、名錶
2隻及紫南宮錢母金飾1副，雖然知道自己24日要發
監執行，仍僥倖不願如期報到，25日因缺錢花用臨
時起意行竊，不知道警察速度這麼快，遭警查獲時還
驚呼表示還來不及變賣贓物即遭逮，這次被逮真的要
進去監獄裡了，看著紫南宮寓意發財的錢母，冥冥之
中又再度證明 「歹路不要行」，神明不會保佑歹徒的
。

被害人指認領回贓物時，表示本來報案時還不知

道家中2隻名錶及紫南宮的錢母遭竊，而且對於被偷
的東西原本沒有預期可以拿得回來，警方能於12小
時內迅速破案，而且對於遭竊財物失而復得，感謝警
方積極偵辦守護民眾住家及財產的態度，對於居住於
苗栗地區感到安心。

苗栗縣警察局局長周煥興對於苗栗警察分局日前
搗破鄧姓等4人組住竊集團，相關嫌疑人均能於3日
內報請地檢署檢察官指揮，持搜索票拘捕到案，並鞏
固事證將鄧姓主嫌聲押獲准，本次更能於12小時內
，拘捕葉姓慣竊發監執行，將相關竊盜集團及慣竊有
效隔離於社區之外特別表示肯定，更鼓勵所屬員警同
理心看待民眾切身之痛的住宅竊盜案件，全力偵辦將
不法之徒盡速繩之以法，讓鄉親能真的有安居樂業的
感受。

警方同時呼籲，住家外如有工地鷹架者，應特別
注意門窗的防護，避免竊嫌物色進而攀爬行竊，警方
也有提供 「治安風水師」住家安全檢測服務，左右鄰
居也要發揮守望相助精神，讓宵小無機可趁，發現可
疑人、事、物，請立即與警方聯絡，共同打擊不法，
以有效淨化轄內治安。

住宅慣竊入監前落跑繼續闖空門
苗警12小時內逮捕送牢房

（中央社）台鐵局海端火車站23日發生工程維修車撞上3名
工務段人員，造成2死1傷重大工安意外。交通部次長暨台鐵代
理局長祁文中26日至池上、關山慰問死傷者家屬；家屬則痛批
台鐵殺人，並提出4疑點、3訴求。祁回應，目前全力調查中，
絕對還家屬及社會一個真相。

在台鐵官員陪同下，祁文中前往死者潘志鴻及劉皇德家中靈
堂上香致哀，家屬哭得聲嘶力竭、情緒激動，大喊 「把我的先生
（兒子）還給我！」潘母、潘妻幾近昏厥，親屬一度將祁包圍，
在不斷推擠、拉扯下，祁被推入靈堂看屍體，家屬聲淚俱下、跪

求要台鐵給真相，場面數度失控。
「哥哥是枉死的！」潘男妹妹潘澐欣提出質疑，包括電力維

修車有無煞車、有無鳴笛、東工段人力是否不足、內部訊息是否
不一致、瞭望員工作項目書面上與實務是否相符等，並要求立刻
恢復 「呼喚應答通話」機制（指無線電對講機）。

同時提出台鐵應立刻改善道班工工作環境、應在夜間列車班
次少的時段派工，在人力精簡情況下，應要增加自動化設備，及
要徹底調查事故真相，不能毀滅事證等3大訴求。

潘妻被攙扶出靈堂後含淚表示，家裡支柱倒了，希望自己是

最後一個被台鐵拆散的破碎家庭，強調普悠瑪事故後，工安意外
仍層出不窮，痛批螺絲鬆了！台鐵頭痛醫頭、腳痛醫腳，期望喚
起制度全面性改善。

祁文中表示，司機是否減速及鳴笛、鐵道施工申報和資訊傳
遞及工作人員配置等，都在調查範圍。目前由檢調、鐵路局調查
釐清中，預計1個月內會將初步調查結果對外公布。至於應答機
制是否被取消及原因為何？都將納入檢討。

海端站2死1傷 家屬痛批台鐵殺人

台中最可怕社區
一棟樓連死5人 過來人揭驚悚內幕

高雄衛生局證實 罔腰完成意見陳述
（中央社）針對變性網紅 「罔腰」孕事疑雲，高市衛生局日

前發函，下通牒限期1周內出面說明或以書面陳述。衛生局26日
證實，罔腰已完成意見陳述，接著有待調查釐清，才能向外界公
布真相。有官員也私下直斥 「浪費社會資源，不想陪她玩了」，
只求事件盡早落幕。

衛生局長黃志中指出，衛生局調查罔腰案與一般案件一樣，
需要一段時間處理，由於行政程序步驟必須更加謹慎，現在案情
還未明朗，會待釐清後函覆中央。

衛生局簡任技正潘炤穎表示，罔腰已完成意見陳述，相關事

證逐一釐清，關於她所言是否有出入，還要再進一步了解，其餘
現階段不便多說什麼。針對她是親自出面或以書面方式進行陳述
，涉及行政調查案情不便透露。

衛生局醫政科長陳建榮表示，衛生局22日寄出掛號信，到
罔腰的戶籍地及居住地，限期1周內到案說明或書面陳述，而罔
腰已在期限內完成，後續將比對她所陳述的內容與網路PO文，
再回覆給衛福部認定有無違反《人體試驗管理法》及《醫療法》
。

不過，罔腰昨在IG限時動態表示， 「完全沒有行程，今天

也不知道住哪，我現在在彰化」，而她這幾天也與男友Teddy在
中部遊玩、曬恩愛。因此，推測她可能是透過書面方式完成意見
陳述。

罔腰24日已透露 「我會出面約談，各位放心」，也暗示會
在26日完成。針對連日來遭酸民攻擊，她怒嗆 「我自己的行為
，給政府處理就好，你們那邊吵吵吵，好像我睡你老公一樣，那
麼愛調查，怎不查你老公老婆有沒有外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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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英國王子哈利日前在洛杉磯接受
脫口秀主持人柯登(James Corden)訪問時，吐露
自己離開英國、卸下王室身分，全是因為 「有
毒」的英國媒體正摧毀其心理健康；他還強調
雖然已卸下皇室職務，卻絕不會脫離公益活動
。

在接受 「深夜秀」訪問時，哈利談到自己
並沒有一走了之，而是稍微退一步喘口氣。他
表示， 「整個環境非常的困難，我想很多人都
看在眼裡。我們都知道英國媒體是甚麼樣子，
它們的惡毒正催毀我的心理健康。所以我做了
任何丈夫與父親都會做的事，我必須讓我的家
庭遠離這裡」。

哈利還提到，不論女王決定如何，他關心
的議題絕不會撒手不管；不過，由於他服役長
達 10 年，失去皇室贊助人，特別是軍職頭銜
讓他與軍中的聯繫中斷，並因此感到難過。
「但我的生活就是公益人生，不論我人在何方

，這都不會改變」。
他也形容網飛(Netflix)熱映的 「王冠」，

不過是齣虛構女王與其家庭生活的連續劇，所
有的劇情是在真實的基礎上大幅改編。 「片子

讓你掌握王室生活方式的輪廓，將責任與服務
置於家庭與個人之上，並產生壓力與種種結果
」。不過， 「相較於戲中對我家庭與妻子的詮
釋，現實裡王室讓我感到更自在。這部戲明顯
就是小說」。

2020年1月，哈利與梅根宣布退出皇室職
務並遠赴大西洋彼岸展開新生活，為英國王室
帶來震撼彈。時隔1年後，白金漢宮日前宣布
，女王孫子哈利與其妻子梅根正式告別王室；
未來兩人不會以王室工作成員的身分回歸，並
放棄所有贊助頭銜。

《路透社》指出，早在哈利一家人移居加
州之前，哈利伉儷就曾吐露英國小報對梅根的
惡行。由於梅根的父親是白裔，母親則是非裔
美國人，媒體對其報導無疑等同霸凌或種族主
義。

不過，熟悉王室事務的人則認為，哈利夫
婦其實很熱衷於透過媒體宣傳自己，只不過必
須在他們的條件下進行。最明顯的例子便是其
日前宣布自己的第2個孩子即將問世，而他們
接受歐普拉的深度訪談，預計將於3月7日播
出。

都是英媒的錯
哈利王子控有毒新聞摧毀心理健康

一場罷免民主黨籍加州州長紐森的運動
(Recall Gavin 2020) 現已突破達標的150萬簽名
, 為確保簽名有效, 主導者依然如火如荼進行簽
名連署, 希望在三月中旬前獲得更多登記選民
的支持。

罷免是民主政治中民意表達的另一種體現
, 也是修正與彌補選舉錯誤的一種方式, 由於需
耗費大量政府經費與社會資源, 全美國目前只
有19個州有罷免州長的權利,加州不但是其中之
一，更是動用最頻繁的一州, 根據該州正式記
錄, 已舉行過 30 次, 但只成功一次,成功率相當
低, 這次紐森的罷免案雖可進行投票, 但能過關
的機率似乎小於49%。

紐森是2018年才被選為加州州長的，此前
做過舊金山市長, 具有豐富的行政資歷, 風流倜
儻, 緋聞婚外情都阻止不了他的仕途，但卻因
為一場突如其來的新冠疫情而迫使他政治前景
蒙上陰影。

正像許多州州長一樣, 紐森所下達的居家
禁令使經濟受到重創, 百業蕭條,失業慘重而遭
到嚴厲的批評, 尤其不可思議的是, 紐森禁止州
民外出用餐，自己卻享受特權,與友人到高檔餐

廳參加豪華宴會, 造成民怨炸鍋, 而且發生了該
州歷史上最大的公款詐騙案, 讓公庫1140億美
元失業救濟金中有近10%的比例居然支付給了
欺詐人,

再加上應對疫情鉅額公共支出費用持續高
漲以及企業延期繳稅，使加州財政由原先216
億元盈餘逆轉成543億元赤字, 這些都造成他被
罷免的理由, 而近期對新冠疫苗管理的混亂更
讓罷免案情勢高漲。

不過由於主導罷免運 動的要角大多為共和
黨人物, 當中不乏欲參選州長的人, 現已淪為兩
黨對決, 使罷免案成為意識形態之爭, 在民主黨
佔盡優勢的加州將讓紐森順利脫身。

根據加州最新民 調, 有45% 合格選民反對
罷免紐森,只有 33%贊成, 民主黨已積極展開政
權保衛戰, 刻意把罷免案的主導者與川普綑綁
一起, 紐森本人則勤走地方督察疫苗接種，塑
造親民愛民形象, 不過由於他的民意支持度已
下滑，縱使這次罷免案可過關, 2022 年的選舉
必然難打, 將來更上層樓的機會也大大減少了
。

【李著華觀點 : 罷黜州長?
紐森面對加州選民考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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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世间所有的爱都能开花结果

，就像是有的草木在埋藏了一整个冬季

之后，还是能够长出绿芽，蓬勃生长，

而有的却被寒冷所摧残，无法享受来年

春天的好光景。

爱情就是这样，总是不遂人愿，付

出了全部的热情，最后却无疾而终，只

留下泛黄的记忆，慰藉着那颗破碎的心

。

求而不得的爱，让人一生念念不忘

，生活变得暗淡无光，不再有期待，也

不愿意从过往的记忆中走出来。

有些爱，像流星，虽然很美，却稍

纵即逝；有些爱，像石头，虽不起眼，

却无比地坚硬。

当爱情降临的时候，一颗心便奋不

顾身地奔向对方，看见对方的笑容，便

犹如得到了世界上最珍贵的宝石。

美丽的开始并不意味着完美的结局

，命运总是在不经意间开玩笑，看着凡

夫俗子为情所困，懊恼纠结。

时光如流水，一刻不停地奔向大

海，黯然神伤的岁月里。爱恨犹如两

股交织的力量，不断将自己拉扯着，

煎熬着。

曾经的爱情，美不胜收，惊艳了
岁月

在青春张扬的日子里，爱情悄然而

至，多年过去，记忆里依然是对方穿着

白衬衫的清爽形象。

两个人的同款球鞋，一起在阳光明

媚的日子里踏青，一起在球场上挥汗如

雨，更一起走过了落英缤纷的秋季。

还记得坐在自行车后的潇洒与自在

，也怀念着在挤公交车时，被他包围的

安全感，甚至坐火车一起去旅行的票根

，仍然被完整地收藏在抽屉里。

那些与他有关的日子，照亮了自己

的世界，让自己不再惧怕黑夜，不再抗

拒孤独，开始相信永远。

总是会忍不住开始憧憬着两个人的

未来，想象着身穿婚纱的自己，一步一

步走向红毯尽头的他……

那份感情，美不胜收，惊艳了岁

月。

张爱玲说过：“一段感情能给你

带来多大痛苦，就曾给你带来过多大

快乐。”

本以为这份爱能够长长久久，可以

陪伴着彼此一直到老，还能够成为晚年

时候的回忆，可是却没了下文。

满心的期许都落了空，再也没有哪

个人会出现在自己的生命，给自己的生

活点亮一盏能看到未来和希望的灯。

爱得多深情，恨得有多入骨

纳兰性德写过：“人生若只如初见

，何事秋风悲画扇，等闲变却故人心，

却道故人心易变。”

分手似乎来得毫无预兆，就在自己

满心欢喜计划着彼此的将来时，对方却

早已经打算离开。

爱情，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变了模

样，曾经最看不得她的眼泪，如今，却

狠心将她伤得彻底。

她的所有深情付出，如今看来不过

一场笑话。心心念念的爱人，一转身，

却将别人拥在怀里。

她的不甘心，她的恨意，犹如洪水

猛兽一般，瞬间就将自己淹没，她没有

挣扎，也不愿挣扎。

纠缠只会让自己显得愈发可悲，却

也没有了力气放过自己，最终逐渐迷失

在仇恨的海洋里，无法靠岸。

曾经那个肆意张扬的自己已经被遗

忘了，如今活着的自己早已经面目全非

，再也无法重拾生活的热情和动力了。

爱到情深，伤筋动骨。分手时，恨

意难平。

爱过、恨过，皆已成为了经过

三毛说：“或许，我们终究会有

那么一天，牵着别人的手，遗忘曾经

的他。”

生命中充满了无数的相遇与别离，

学会珍惜，才不辜负彼此的相遇，学会

了告别，才是真正的成长。

那些犹如烟花一般灿烂的日子，驱

散了心底的孤单，让自己懂得鼓起勇气

去追逐自己想要的生活。

不管最终的结果如何，那些笑容，

那些温暖，都是无法抹去的，谁也不能

否认那一刻的真心。

面对冷酷无情的分手，谁也难以掩

饰自己内心的恨意和不甘，但是，需要

用一辈子的恨来提醒自己曾经受过的伤

吗？

摆在自己面前的不仅仅只有一条路

，如果总是被回忆所牵绊，这一生都不

会再快乐起来了。

只有往前看，对明天抱着期待，抱

着好心情，才会遇到不一样的人，遇到

重新去爱的机会。

要相信，离开的人一定不是对的人

，而只要自己不放弃对爱情的坚守，一

定能够走出伤痛，重新拥抱幸福。

那些爱意，那些恨意，终究还是被

时光冲淡了，一切都成为了过去。

放手吧，看淡吧。一切的伤痛，都

会被时光治愈。

爱情里的悲欢离合谁也无法预料

，因为种种原因导致最后不能在一起

，只是因为缘分不够，或者彼此不是

对的人。

所以，何必苦苦挣扎，何必紧抓不

放，放下心里的执念，给自己一个重来

的机会，才有更多的可能。

那些被温暖了的岁月，是支撑着自

己走下去的动力，即使陪在身边的那个

人已经离开了，也要试着挥手告别，然

后大步向前走。

深爱过，却忘不掉，只能学会放手

，学会告别。

时光无言，却能够治愈所有的

伤。不管自己遭受了多少的委屈和

不甘，不要自暴自弃，相信自己，

明天太阳会照常升起，生活依然会

继续。

爱过恨过，已成经过，放手吧

（本報訊 ）為了更好的向社區民眾提供健保、福利的申請及相關
服務，光鹽社將在近期舉辦一系列在線的健保、福利講座，講座主題
包括兒童、孕婦白卡，健保市場個人保險，老人紅藍卡及其補充計劃
，和金卡（哈里斯縣健康補助計劃）。

第一次講座的內容是關於健保市場個人健康保險的申請和使用。
根據拜登總統1月18日發布的行政命令，CMS（聯邦醫療保險和

醫療補助計劃中心服務中心）決定，健康保險交易市場將在2021年2
月15日至2021年5月15日開放特殊註冊期，沒有健康保險的個人或者
家庭可以在這段時間申請所需的保險。已經選好計劃的申請人，可以
在這段期間更換健康保險計劃。

過去的一年冠狀病毒病（COVID-19）國家緊急狀態給美國公眾
帶來了前所未有的挑戰。大流行期間，數百萬的美國人正在遇到新的
健康問題，一份全面的適合的健康保險無疑給自己和家人多了一份保

障。
時間：2月27日（週六）下午 2:00-4:00
講員：
Barbara Chang 張茜萍女士是聯邦政府健康保險市場資深諮詢員，

州政府認證Medicaid/CHIP導航員。
古雨女士是聯邦政府健康保險市場諮詢員，州政府認證Medicaid/

CHIP導航員。
講座會議信息：
ZOOM網上會議鏈接: https://us02web.zoom.us/j/81867719546或者

電話撥打：+1 346 248 7799（Houston）
會議號碼：818 6771 9546
本活動免費，開放現場問答，歡迎大家參加。

光鹽健保福利系列講座-健保市場個人健康保險介紹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本月24日下午，接到大妹鴻珍的
電話，告知她的好友嚴女士（毛志江醫師的多年友人）.致電告
知。毛志江醫師已於當天下午三點多，因感染新冠病毒，導致多
器官衰竭而在休士頓去世，距其生年1942年8月，享年78歲。

毛醫師出身名門，他是中華民國僑委會委員長毛松年先生的
長子。從小立志學醫，1968年來美國先獲得博士（PhD) 學位，
後於35歲時在UT Texas 獲得醫學博士（MD ), 是在休士頓第一
位華人醫生，他是美國知名內科及幹細胞醫師，曾擔任醫師協會

主席18年。毛醫生喜愛讀書，談吐絲文，平易近人，喜歡幫助
病人，勤於實踐和思考。在休士頓行醫40年，即便在新冠病毒
期間，仍堅持為病人服務，2021年一月中旬，他被同一診所的另
外一位醫生感染（何樹平醫生，於今年二月一日已因新冠病毒感
染而不幸離世）

我最後二次見到毛志江醫師，是去年九月十九日安良工商會
暨世界廣東同鄉會主辦 「國慶醫療講座」，由毛志江醫師主講：
「人體免疫系統 」。他談到人體免疫系統之重要性，免疫系統

，非常複雜且完善；免疫系統
之老化：細胞老化，一定要去
除，才能汰舊換新。他也提到
，目前現代醫學對付 COV-
ID -19的缺失，大致在於人們
欠缺自身的抗病能力，再加上
各國政策誤導全世界人民, 讓
全世界經濟隨之陪葬。其實，
我們只要（1 ）生活健康（ 2
）睡眠充足（3 ）沒有不良嗜
好 （4 ）服用天然的補充劑
（ 5 ）如普洱茶、靈芝、中藥
鹿茸（ 6 ）尤其經常喝普洱茶
，對抗COVID-19 有效（ 7 ）
中華醫學及中藥的契機：美國
研究中藥的功能，其結果令全
世界驚艶。證明中藥有效，尤

其在美國作合乎科學要求的實驗之後。這是毛醫師最後留給我們
的可貴講座。又有一次，是去年10月13日，新任羅復文處長赴
華埠的安良工商會參訪，由安良的幾位元老出面接待，其中包括
久未在僑社露面的林國煌、徐安夫婦及毛志江醫師。這也是我最
後一次見到毛醫師。在社團活動中,他永遠不多言語，坐在邊上
。

毛醫師多年貢獻僑社，醫術高超、精湛，救人無數。他的遽
然離世，給休市全僑至深的哀痛與悼念。

敬愛的毛志江醫師因感染新冠不幸離世

圖為毛志江醫師圖為毛志江醫師（（左一左一 ））去年去年1010月月1313日在日在 「「安良工商會安良工商會」」。。最後一次在最後一次在
僑社露面僑社露面。。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圖為毛志江醫師圖為毛志江醫師（（左三左三））在去年在去年99月月1919日的日的 「「國慶醫療講座國慶醫療講座」」中與出席貴中與出席貴
賓合影賓合影：：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羅復文處長羅復文處長（（中中），），安良工商會安良工商會、、世界廣東同鄉世界廣東同鄉
會會長江麗君會會長江麗君（（右三右三），），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左二左二），），國慶籌備會主委國慶籌備會主委
何怡中何怡中（（右二右二），）， 「「松年學院松年學院」」董事長陳美芬董事長陳美芬（（左一左一）、）、陳清亮陳清亮（（右一右一））
夫婦合影夫婦合影。。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圖為毛志江醫師去年圖為毛志江醫師去年 99 月月 1919 日在日在 「「國慶國慶
醫療講座醫療講座」」中演講中演講。。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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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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S/AS），學
分可轉入四年制大學，只需再讀兩年就能取得學士學位（B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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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1年1月19日春季開學
報名從速，登記方式：

課程詳情，請訪網站：HCCS.EDU 

HCCS.EDU/VIRTUALLOBBY
HCCS.EDU/APPLY
713.718.2000
713.718.22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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