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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道】美國疫苗接種突破5000萬
大關，超越了拜登承諾上任100天接種1億計
進程。法國巴黎則因發現新感染者近半屬英國
變種病毒，計畫再度封城3個星期。紐西蘭則
因再度發生社區傳播病例，緊急宣布上調最大
城奧克蘭和全國防控等級，為期1個星期。

對於新冠疫苗無法公平分配，世界衛生組
織祕書長譚德塞建議可暫時放棄新冠疫苗智慧
財產權因應。他表示，分析疫苗是讓全球恢復
正常的最好方法，如果持續有疫情，其他國家
或地區也膽顫心驚，現階段疫苗還存在經濟和
其他壁壘，他認為，這次新冠流行史無前例，
符合世貿中有關放棄智慧財產權的規定，但有

些人不想討論，不過他認為如果現在不討論，
什麼時候該討論？

拜登上任前向支持者承諾，上任100天內
要讓美民眾接種至少1億計疫苗。拜登在上台
第37天見證了第5000萬劑疫苗接種。他表示
，距離他的承諾又接近了一步。越多人能夠接
種疫苗，就表示能夠越快戰勝疫情。他希望在
接下來的37天內完成目標。

此外，美國副總統首次透露，她施打第一
劑莫德納疫苗後，絲毫沒有任何不適感覺，但
打了第2劑後，出現了非常輕微的副作用，她
感覺到走路必須要放慢腳步。不過，當天稍晚
就沒事了，她鼓勵民眾盡快接種疫苗。

美國疫苗接種突破美國疫苗接種突破50005000萬大關萬大關

（（網絡照片網絡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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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總統伉儷週五抵達休斯敦，親切
慰問災民，他在告訴群眾的演說中除了對
數百萬災民表示無限之關心之外，並保證
聯邦政府將竭盡所能為德州之重建而努力
。

這是拜登就任總統以來首次出訪災區
，他和夫人探訪了食物銀行， 第一夫人並
親自參加食物之装箱工作，他們同時前往
救災中心及全美最大的疫苗種植中心向數
百位工作人員致意。

對總統而言，他對休斯敦有特別之感
受，他患腦癌的長子曾經在德州安德森癌

症中心長期治療 但最後還是撒手人寰。
今天我們也非常高興聽到強生公司硏

發之另一種疫苗已經得到聯邦政府之批准
， 並將立即投入生產，無疑是對抗病毒之
一支強勁力量。

就在上週，在休斯敦社區服務數十年
的毛志江醫師也因患新冠肺炎而病逝，毛
醫生是前僑委會委員長毛松年之長子，多
年來對華人社區非常熱哀公益，他也成為
此次疫情之犧牲者，我們要向毛医生之去
世表示哀悼。

President Joe Biden traveled to Houston, Tex-
as, on Friday to survey the damage caused by
the winter storm. He met with state and local
officials on the recovery efforts and went to
the Houston Food Bank to thank the volun-
teers.

The president said his visit today was for a
couple of reasons. He said that, “First and
foremost is to let the people of Texas know
our prayers are with you in the aftermath of
this winter storm, and secondly, to let you
know that we will be true partners to help you
recover and rebuild from the storm and the
pandemic and the economic crisis.”

In Harris County alone 1.5 million residents
lost power and heat and 3.5 million people lost

water.

Today we are also very glad to learn that the
FDA approved the Johnson & Johnson coro-
navirus vaccine paving the way for its likely
authorization to come as early as today. This
would make it the third vaccine available in
the United States.

We were also sad to learn that our community
leader, Dr. C. C. Mao passed away because
of the coronavirus. Dr. Mao has been serving
our community for almost fifty years.

Today we are still fixing the critical challenges
in this very difficult time. We really appreciate
that the President came to visit our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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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27//20212021

President Biden Brought APresident Biden Brought A
Warm Message To TexasWarm Message To Texas

親民總統訪德州親民總統訪德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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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2月27日，
韓國中央災難安全對策本部
第二次長全海澈在對策本部
會議上表示，26 日是韓國新
冠疫苗接種首日，有18489人
照計劃接種阿斯利康新冠疫
苗。截至目前，有關方面沒
有接到嚴重不良反應的報告
。

據韓聯社 2 月 27 日報導
，韓國防疫部門表示，各地
療養醫院、療養設施的未滿
65 歲住院患者和從業人員人
中有 289480 人同意接種，其
中6.39%前一天完成接種，在
總人口中佔0.04%。

韓國從 26 日起開啟新冠
疫苗接種工作，優先接種對

象為新冠患者治療醫院、全
國的療養設施、精神病院、
康復設施等未滿 65 周歲的入
住人員和工作人員。由輝瑞
公司生產的58500份新冠疫苗
於當日運抵韓國。 27 日，韓
國將面向防疫一線的醫務人
員開啟接種工作。

（綜合報導)美國伊利諾
州聯邦地區法院25日公佈的
文件顯示，字節跳動公司對
部分美國TikTok用戶要求賠
償侵犯資料隱私一事，已同
意支付9200萬美元（約合人
民幣 6 億元）集體訴訟和解
金。

路透社報導，根據法院
文件，經過 1 年多訴訟，短
視頻軟件TikTok母公司北京
字節跳動公司（ByteDance）
同意和解。 TikTok在美國擁

有超過1億用戶。
TikTok 表示：“雖然我

們不同意訴訟主張，但比起
冗長的官司，我們寧願將精
力集中在替TikTok社群建立
安全愉快的體驗之上。”這
項和解案仍須取得法院批准
。

這項集體訴訟內容聲稱
，TikTok滲透到用戶裝置中
，提取各式各樣的私人數據
，包括被告為了廣告定位和
獲利等目的，利用生物特徵

數據來追踪和描繪TikTok用
戶輪廓等內容。

根據字節跳動向法院申
請尋求批准和解的內容，在
“專家帶頭檢視TikTok的內
部原始代碼”及大規模調解
努力後，終於達成和解。

另一方面，美國聯邦貿
易委員會和司法部正在就
TikTok未能遵守2019年協議
的指控進行調查，此協議目
的在保護兒童隱私。

韓國啟動新冠疫苗接種韓國啟動新冠疫苗接種，，逾逾11..88萬人首日萬人首日
接種無嚴重不良反應接種無嚴重不良反應

俄羅斯承認俄羅斯承認：：提前獲悉美軍空襲提前獲悉美軍空襲，，卻不通知盟友卻不通知盟友
（綜合報導）五角大樓發言人柯比26日向外界匯報美國

空襲敘利亞親伊朗民兵武裝戰績：美軍兩架F-15戰機25日空
襲了敘利亞伊拉克邊境的多處設施，發射了7枚導彈，完全
摧毀了9個設施，部分摧毀了2個。此舉引發地區可能爆發更
大軍事衝突的擔憂。

俄羅斯衛星通訊社26日報導，在美國採取軍事行動後，
俄羅斯聯邦委員會國際事務委員會第一副主席賈巴羅夫稱，
敘利亞是主權國家，美國對該國領土的轟炸不合法。而且美
軍空襲的不是恐怖分子，而是民兵。美國似乎並不是打擊敘
利亞境內的恐怖分子，而是要挑起這種衝突，使其連綿不斷
，星火不絕。美國對敘利亞的空襲可能會導致整個地區局勢

升級，可能會誘發“巨大衝突”。
俄羅斯外交部人士也表示，俄羅斯譴責美國對敘利亞領

土的夜間襲擊，認為這是不可接受的違反國際法的行為。伊
朗在敘利亞境內與正規軍一起打擊極端恐怖組織，但美國卻
打擊伊朗支持的民兵。俄敘議會間友好小組負責人薩布林認
為，美國對敘利亞的親伊朗民兵組織發動的襲擊進一步證明
，在美國謀求的敘利亞目標中，打擊恐怖主義的鬥爭可能已
排在最後。

同時，俄羅斯承認美國在空襲敘利亞前通知了俄方，但
當時太遲了，俄方也無能為力，沒有辦法。塔斯社報導，俄
羅斯外長拉夫羅夫2月26日表示，華盛頓對敘利亞發動空襲

前四五分鐘才通知俄羅斯軍方。拉夫羅夫說:“我們的軍隊
在空襲前四五分鐘收到了警告，當空襲基本在那個時候進
行的時候，這樣的通報已經沒有什麼意義了。”

俄羅斯此時承認在美軍發動空襲前就獲知消息，一方面
是在向盟友伊朗敘利亞進行解釋，在空襲前幾分鐘才獲悉美
國空襲行動，俄羅斯根本無法採取更多有效行動來阻止美軍
的軍事行動，那時候結局已經註定，俄羅斯也無力回天。

另一方面，俄羅斯提前承認獲悉美軍空襲行動，是為了
杜絕美國借題發揮，破壞俄敘伊之間的聯盟。不出所料，美
國五角大樓發言人柯比在美軍空襲行動後就表示，五角大樓
已經充分通過防止衝突渠道向俄方通報有關對敘利亞空襲的
消息。柯比強調，美方按規定向俄方進行了提前通報，同時
不管俄方如何反應，美方依然會按照自己的方式來捍衛自身
利益。

TikTokTikTok遭控侵犯用戶隱私遭控侵犯用戶隱私 字節跳動賠字節跳動賠66億和解億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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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或面臨第三波疫情
家庭醫生獲準參與疫苗接種

綜合報導 意大利民防部報告，該國新增新冠確診病例13452例，新

增死亡232例。截至21日18時，意大利累計確診病例2809246例，死亡

病例95718例，治愈病例2324633例。

專家預計，如果不采取必要的封鎖措施，意大利在兩周內將面臨出

現第三波疫情風險。另壹方面，意大利衛生部21日批準壹項諒解備忘錄

，允許全科家庭醫生參與疫苗接種工作，以推進疫苗接種進度。

據報道，意大利全科醫生聯合會秘書長斯科蒂表示，意大利至少有

3.5萬名家庭醫生，將參與疫苗接種工作。目前，大部分地區政府已經和

家庭醫生簽訂協議，某些地區的家庭醫生還將為弱勢群體，進行上門接

種疫苗服務。

此外，阿斯利康疫苗減緩交付壹事，引發大區政府強烈不滿。繼拉

齊奧大區主席津加雷蒂抱怨稱，接種計劃完全被打亂之後，倫巴第大區

主席豐塔納21日指出，制造商削減疫苗供應的情況，絕不能再持續發生

。他表示，德拉吉新政府應讓歐盟聽到意大利的不滿，借以保證意大利

的疫苗接種。

意大利帕多瓦大學微生物學專家克裏斯蒂表示，目前英國發現的變

異病毒，占意大利新增病例已經達到35%。未來兩周，該國將面臨新增

確診4萬例的風險，已經顯現出第三波疫情的跡象。

目前，意大利新總理德拉吉正考慮將全國設為橙色疫情防控區。但

全國統壹的防疫方案遭到了部分大區主席的反對，而衛生專家們則呼籲

更嚴格的措施。

根據克裏斯蒂和壹些專家的說法，現在已經沒有時間可以浪費，科

研人員已經明確估算到第三波疫情抵達時間。如果不采取必要的封鎖措

施，那麽在兩周內，將面臨出現第三波疫情的風險。

疫情期間英國寵物狗盜竊案頻發
主人：無比憤怒

綜合報導 新冠疫情期間，英國市場對寵物狗的需求攀升，令寵物

狗價格飆升，同時也刺激了寵物狗盜竊行為。

據報道，英國動物組織“DogLost”的數據顯示，英國盜狗案件數從

2019年的172例上升到2020年的465例，增幅為270%。該組織的壹名工

作人員表示，“我在這裏工作30年了，但2020年無疑是我經歷的最糟糕

的壹年。”

在2020年丟失了6只愛犬的薩拉· 伍德稱，他對這種盜竊行為感到

“無比憤怒”。英國國家警察局長委員會副警長布雷科曼表示，“寵物

狗盜竊雖然相當罕見，但近壹段時間卻頻繁發生。”

目前，幼犬的價格已從疫情前的500英鎊上升到了2000英鎊以上。布雷科

曼說，“這令幼犬黑市交易變得利潤豐厚，助長了組織性犯罪的發生。”

據介紹，犯罪組織成員會將自己偽裝成英國某知名動物保護協會的

工作人員，他們通常開著壹輛貼有該組織標識的貨車來到寵物狗主人家

門前，表示該寵物狗和此前遭盜竊的寵物狗信息壹致，再從主人手中收

走寵物狗。

英國警方和動物保護協會明確表示，動物保護協會工作人員絕不會

如此收走他人愛犬，壹般都是先告知警察局，並且會對寵物狗主人出示

自己的證件。

曙光漸現？
英疫情好轉 首相約翰遜公布解封路線圖

英國展開大規模新冠疫苗接種計

劃後，迄今已有 1760 萬人至少註射第

壹劑疫苗，約占全國人口的四分之壹

。由於感染和死亡曲線呈下降趨勢，

22日，英國首相約翰遜正式公布英格

蘭解封路線圖，3 月起擬逐步放寬防

疫措施。

【學校最先解封 師生擬壹周兩檢】
根據約翰遜的解封計劃，學校將是

最先解封的對象。英格蘭所有學校將從3

月8日復課，將為師生每周兩次檢測提

高安全性，同時民眾可進行有限的戶外

社交活動。

約翰遜形容，疫情對學童的學業和

身心健康造成影響，復課是回歸正常生

活的第壹步。雖然有教師工會認為政府

批準全面復課過於魯莽，但決定獲得壹

直反對復課的在野工黨成員支持，疫苗

大臣紮哈維亦強調，在大規模病毒檢測

下，復課是安全的決定。

在蘇格蘭，當地幼兒園及小壹至小

三學生已於22日返校。學校需安排學生

定時洗手、開窗通風，成年人之間以及

成年人和兒童之間需保持2米距離。

在復課的同時，當局還會放寬護老

院室內探訪限制，允許1名指定親屬或

朋友探望院友，同時會放寬室外限聚令

，允許來自不同家庭的兩人聚集。

從3月29日起，室外限聚令將放寬

至6人，同時容許室外運動場所重開。

至於非必要的商店會在4月解封，5月起

酒吧及餐廳能夠恢復堂食，6月則會放寬

室內6人限聚令，目標是在7月恢復正常

生活。

【封城加疫苗，過去六周感染率大
幅下降】

作為受新冠疫情沖擊最嚴重的國家

之壹，英國共有超過410萬人染疫，12

萬人病亡。

自1月初以來，該國每日新增確診

病例數和死亡數皆持續下降。有流行病

學家指出，過去六周內，英國感染率大

幅下降；最近7天的新增感染數字較前7

天下降降逾10%，死亡人數下降27%。

分析認為，封城加疫苗的“組合拳

”對遏制疫情產生顯著作用。

不過當前是否應解除封城，多方仍

各執壹詞。英國醫學會認為，只有當感

染人數降至每天壹千人以下時，才能安

全地大幅放松限制。而最近七日，英國

平均每天新增確診都超過壹萬。

另外，英格蘭學校復課在即，是否

應該為兒童接種疫苗也引發爭論。英國

衛生大臣漢考克稱，多方正進行試驗，

以評估年齡較小的人群接種新冠疫苗的

安全及有效性。英國牛津大學和阿斯利

康日前便已宣布開啟針對6至17歲兒童

的疫苗臨床測試。

英國緊急情況科學咨詢小組(SAGE)

主要成員埃德蒙茲強調，在全國所有人

，包括兒童在內都接種疫苗之前，新冠

疫情“仍有重新流行的重大風險”。英

國要為全體人口接種仍需要數月時間。

【謹慎解封，各階段均需滿足“四
大條件”】

英國自1月初以來進入第三次封城，約

翰遜政府因防疫行動遲緩且過早放寬限制

措施，導致疫情反彈而遭到批評。

此次約翰遜矢言吸取教訓，為防解

封步伐過快，約翰遜提出在每階段解封

前，均要滿足“四大條件”，分別是疫

苗接種計劃進展程度是否如政府預期、

疫苗是否有效減少重癥及死亡個案、感

染率水平會否導致醫療系統崩潰，以及

是否出現新的變種病毒令疫情急劇惡化。

報道指，當局已經料到在學校復課

後，確診個案及感染率可能回升，但他

們認為最重要的是重癥人數會否大增，

以及屆時醫療系統能否承受，假如確診

增加但重癥患者不多，當局亦不壹定會

因此叫停解封。

不過，很多保守黨議員批評，約翰遜

的解封路線圖過於保守，認為應該盡快完

全解封。有議員指出，按照目前疫苗接種

計劃，50歲以下人士應可在4月中前接種，

當局無理由不在4月底前全面解封。

雅典進入“解鎖”關鍵壹周周
商業停擺經濟損失慘重

綜合報導 希臘衛生部的統計數字顯

示，希臘當天新增880例新冠確診患者，

累計確診180672例。因新冠病毒而死亡

的人數在24小時內增加24人，累計死亡

人數為6321人。

據報道，希臘進入防疫關鍵壹周，

從2月11日開始對雅典及周邊地區實施的

硬封鎖措施將在28日到期，各方都十分

關註措施是否會延期。流行病學家均認

為接下來3天的流行病學數據非常重要，

政府將以此為依據在本周末前做出決定。

希臘政府副發言人佩洛尼表示，嚴

格封鎖措施正在奏效，阿提卡地區的流

行病學數據已經保持穩定，當局將把開

放零售業和學校作為優先事項。但她同

時指出，在英國和南非發現的變異毒株

已在希臘許多地區廣泛傳播，32個區域

中共發現了760多例，因此需要對此保持

警惕。

雅典和比雷埃夫斯醫院醫生協會主

席馬蒂娜· 帕戈尼表示，目前希臘疫情整

體情況穩定，如果單日新

增繼續減少到 500 至 600

例左右，則應盡快謹慎地

開放學校和零售商店，因

為人們正在承受著很大的

壓力，孩子們僅憑遠程教

育並不足夠，零售業人員

也必須賺取收入養家。

帕戈尼說，希臘新冠疫苗接種工作

正在快速推進，預計在6月將可以達到相

對的群體免疫，並正常地進入夏天旅遊

季節，屆時酒店、餐飲都可以開放。

對於零售業，雅典商會會長斯塔夫

羅斯· 卡福尼斯2月21日指出，相信在3

月1日將可以開放零售業。他說，希臘發

展與投資部站在實體經濟的壹邊，“每

個人都在爭取安全地重新開放”。但至

今仍然關閉的希臘餐飲業，重新開業日

期則可能要在5月初。

新冠疫情令希臘幾乎所有商業活動

都損失慘重。希臘統計局日前發布的有

關2020年的經濟數據顯示，希臘當年所

有企業和經濟活動的營業額為2660.8億歐

元，與2019年的3077億歐元相比，下降

幅度為13.5%。也就是說，2020年希臘因

為疫情至少損失了約416億歐元，這相當

於2019年國內生產總值(GDP)的23%，而

且進入2021年後也沒有出現任何可以彌

補的跡象。

截至目前，希臘首都雅典以及很多

地區的商業企業均處在再次關閉的狀態

，旅遊業幾乎癱瘓，除外賣和送貨服務

外，自2020年11月初以來，餐飲服務業

的眾多商家壹直停擺。

綜合報導 21歲的哈裏森在“推特”上寫道，她曾在2018

年看到類似的比賽，受到啟發後，決定參加這次的挑戰。

負責組織此次挑戰的“大西洋賽艇活動”(Atlantic

Campaigns)表示，這壹次，來自世界各地的21艘船只參加

了挑戰，其中包括壹些單人劃槳者，還有壹些最多由四人

組成的團隊。

2020年12月12日，哈裏森開始了挑戰之旅，從西班牙

的加那利群島出發，最終到達加勒比海的安提瓜島，用時

70天3小時48分鐘。

在此期間，“大西洋賽艇活動”定期更新哈裏森的行

蹤，她會劃兩個小時睡兩個小時，這樣交替進行。哈裏森

本人也會每周在其社交媒體上更新，分享她的冒險經歷，

比如她遇到了壹條條紋馬林魚，劃船穿過壹片海藻覆蓋的

水域等。

報道稱，哈裏森曾經歷了壹次挫折，當時她的船發生

了傾覆。她還告訴她的安全員，她的左肘受傷了，比賽醫

生和她通過電話討論了傷情。幾個小時後，哈裏森告訴比

賽醫生，她正在克服疼痛，可以獨自完成比賽。

2021年2月21日，“大西洋賽艇活動”在社交媒體上

發文祝賀哈裏森說，她在70天3小時48分鐘內完成了挑戰

，成為“獨自劃船穿越海洋的最年輕的女性”。

在抵達終點後，哈裏森對記者們說：“這是非常美妙

的冒險，這是無與倫比的，擺脫所有的壹切，擺脫社交網

絡，擺脫不好的新聞。”

用時70天！
21歲英國女子劃艇橫渡大西洋創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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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發現240種新冠變異病毒
部分有免疫逃避機制

綜合報導 據印度媒體新德裏

電視臺(NDTV)報道稱，印度馬哈

拉施特拉邦新冠病毒特別工作組成

員沙希克· 喬希(Shahshank Joshi)博

士表示，印度各地出現了240種新

型變異新冠病毒株。

印度權威醫學研究和臨床機

構全印醫學科學研究所(AIIMS)主

任古雷利亞(Randeep Guleria)表示

，在馬哈拉施特拉邦發現的新的

毒株，可能具有高度的傳染性和

危險性。他說，這種新的變異甚

至可以導致對病毒產生抗體的人

再次感染。

他進壹步解釋道，某些毒株具

有“免疫逃避機制”，壹些已經具

備抗體或已接種疫苗的人，有可能

再次感染。

古雷利亞強調，在這種情況下

，有必要保持防疫。

他補充說，目前需要對新型

毒株進行定期和廣泛的監測，

可以通過改進疫苗，應對這壹

挑戰。但印度還需要回到積極

的測試、追蹤接觸者和隔離措

施上來。

疫苗緊缺
日本啟動新冠疫苗接種穩定供應成難題

綜合報導 隨著東京醫療中心的壹名

醫生接種新冠肺炎疫苗，日本開啟了疫

苗接種工作。按照目前的接種計劃，日

本將優先給醫護工作者和65歲以上老人

接種疫苗，並在夏天普及至普通民眾。

對日本而言，新冠疫苗是戰勝疫情乃至

舉辦奧運會的關鍵，開啟疫苗接種給日

本帶來了希望，但因為疫苗全部依賴進

口，未來如何確保疫苗穩定供應成為菅

義偉政府不得不面臨的難題。

日本首批接種新冠疫苗的是東京首

都圈內8所醫院的125名醫生和護士。第

壹個接種的東京醫療中心院長新木壹弘

在記者會上說，希望接種疫苗能夠幫助

醫護人員和患者提升防疫能力。

對“千呼萬喚始出來”的新冠疫苗

接種，日本負責全面協調接種工作的行

政改革擔當大臣河野太郎在記者會上說

，“作為疫情防控關鍵的疫苗接種終於

啟動，希望日本民眾能夠積極接種”。

按計劃，包括國立醫院所屬醫療機

構在內的全日本100多所醫院的4萬多名

醫護工作者是第壹批接種對象。在第壹

批接種完成後，第二批約370萬名醫護

工作者和第三批約3600萬名65歲以上老

人將優先接種。目前，日本醫療系統壓

力巨大，醫院不時有集體性傳染事件發

生，為此，日本政府把醫護工作者作為

優先接種人群，在降低醫療機構內傳染

風險的同時，確保醫療體系正常運轉。

依據日本政府發布的接種方案，第

三批約3600萬65歲以上老人的接種將在

4月啟動，其後啟動有基礎性疾病者(約

820萬人)、養老設施工作人員(約200萬

人)以及60至64歲老人(約740萬人)的接

種，最後在夏天開始16歲以上普通民眾

接種。

關於對65歲以上老人和壹般民眾的

疫苗接種，各地方政府將按照戶籍登記

向個人郵寄接種券，民眾收到後按接種

券編號預約接種時間、地點等。其中，

第壹批65歲以上老人接種券的郵寄工作

將在3月下旬開始。

關於接種方式，主要采取集體接種、

個別接種兩種，此外針對養老設施中的特

殊需要人群，將采取巡回接種方式。

集體接種是在醫院和體育館等地開

設接種設施，好處是可以大量進行接種

、提高接種效率，問題是可能造成人員

聚集，增加傳染風險；個別接種是由診

所等實施接種，好處是方便就近接種，

問題是疫苗運輸存在困難，而且不便於

接種後的現場觀察。《讀賣新聞》面向

75個日本地方政府實施的調查顯示，因

為各地醫療資源、地域環境等千差萬別

，在接種方式上各地存在壹定差異，其

中多數采取集體接種與個別接種並用的

方式。

10日，日本厚生勞動大臣田村憲久

在國會答辯中稱，“因為沒有全國民眾

在短時間內接種疫苗的經驗，所以出現

了混亂”，表達了希望盡快推進接種但

又需要摸著石頭過河的無奈。

日本國內新冠疫苗接種比世界上主

要國家都要晚，原因是厚生勞動省在日

本國內先行實施了小範圍臨床試驗，在

壹定程度上確認了有效性和安全性。

14 日，日本厚生

勞動省在經過評估後

，以簡化審查程序的

“特例批準”方式，

允許輝瑞疫苗的使用

。此外，藥企阿斯利

康5日已經向厚生勞動

省提交新冠疫苗在日

本國內的生產銷售申

請，預計3月以後可能

獲得批準。

目前，對日本來

說，如何確保按時、

按量供應疫苗成為關鍵。日本政府目前

已經向多家海外制藥企業訂購了3.14億

劑可供逾1.26億民眾使用的疫苗，但因

為世界範圍內疫苗緊缺、歐盟對區域內

生產疫苗采取出口批準制度等原因，日

本國內普遍對疫苗能否穩定供應存在擔

心。

確
診
病
例
迅
速
增
加

洪
森
籲
外
省
人
暫
不
前
往
金
邊

綜合報導 柬埔寨衛生部消息稱，該國

當天通報新增25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鑒

於確診病例迅速增加，柬埔寨首相洪森呼籲

外省民眾暫不要前往金邊。

根據柬埔寨衛生部通報，25例確診病

例中，有23例與“2.20”社區傳播事件有關

聯，2例來自非洲。其中壹名患者已失聯，

壹名患者拒絕住院治療。衛生部正在協調，

希望確診患者積極配合政府的防疫規定。

柬埔寨衛生部指出，此次社區傳播事件

最新確診病例中，有3例感染在全球多國蔓

延的變異新冠病毒。變異病毒已蔓延至社區

，其傳播能力比原始病毒高出70%。衛生部

特別提醒民眾不能對疫情防控掉以輕心，務

必采取最嚴格的防疫措施，減少不必要的外

出。

柬埔寨衛生部列出23個高風險地點，

包括娛樂場所、酒店、公寓和學校等，分別

位於金邊市新街市3分區、萬波勒分區、百

色河分區、沙南哥分區、水凈華分區、友誼

分區、威旺分區、奧林匹克分區、四臂灣分

區、萬禾密分區和新金邊分區等。

針對疫情的新形勢，洪森首相呼籲，外

省民眾暫時不要來金邊，避免街頭人潮擁擠

，導致疫情擴散蔓延。洪森要求民眾在公共

場所佩戴口罩，防止交叉感染。他也指示金

邊市府向市場商販、貧困和弱勢民眾免費派

發口罩。

洪森表示，雖然疫情形勢嚴峻，政府暫

不會禁止商業活動，但是餐廳、商場等場所

須采取最嚴格的防疫措施，違反防疫規定將

被勒令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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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對外開放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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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近年高水平
對外開放措施

外商投資准入負面清單

自2017年2020年，針對全國和自貿試驗
區限制措施分別由93項、122項減至33
條和30條

區域合作

2020年11月15日，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
係協定（RCEP）簽署

2020年12月31日，中歐全面投資協定完
成談判

2021年1月26日，中新自貿協定升級議
定書簽訂

自貿區建設

總數達到21個，共計67個片區：

2013年9月27日，上海自貿區

2015年4月20日，廣東自貿區、天津自
貿區、福建自貿區

2017年3月31日，遼寧自貿區、浙江自
貿區、河南自貿區、湖北自貿區、重慶自
貿區、四川自貿區、陝西自貿區

2018年10月16日，海南自貿區

2019年8月2日，山東自貿區、江蘇自貿
區、廣西自貿區、河北自貿區、雲南自貿
區、黑龍江自貿區

2020年9月21日，北京自貿區、湖南自
貿區、安徽自貿區

全球產業鏈受創中國高水平對外開放

外資准入降檻 區域合作續來
中國開啟“十四五”之際，全球新冠疫情仍膠着蔓延，國際經濟風聲鶴唳：

反全球化逆流湧動，單邊主義和保護主義上升，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遭受衝擊，國

際經貿格局面臨深刻調整……在此背景下，中國決定構建高水平對外開放格局，

繼續降低外資准入門檻，優化營商環境，積極參與區域合作，助力全球投資貿易

便利化，為逆風中的世界經濟體系注入新的開放動能和活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燁 北京報道

自2017年至今，中國連續4年持續縮減全國
和自貿試驗區外商投資准入負面清單，限

制措施分別由93項、122項減至33條和30條。
實施一年的外商投資法則為積極有效利用外資
提供了更加有力的法治保障。

中國商務部研究院國際市場研究所副所長
白明對香港文匯報表示，外資准入門檻越來越
低，意味着中國對外開放的“門”越開越大，
以往國有企業佔主導的領域也在逐步放開。
“以前外資不能控股汽車行業，現在正朝着允
許外商獨資的方向轉變，金融、保險等的准入
門檻也在降低。”

吸外資冠全球優化營商環境
中國近年來圍繞打造穩定公平透明的營商

環境頻頻發力，世界銀行發布的2020年營商環
境報告顯示，中國營商環境在全球排名躍升至
31位。但白明提醒，需注意“中國複雜多元”
這一事實，因此未來還需要因地制宜，爭取對
標國際一流水平。他稱，接下來需關注不同城
市間參差不齊的狀況，重點料將放在“如何讓
各地營商環境更均衡”上，從而更全方位、多
角度、細節化地減少市場准入障礙。

2020年，中國吸收外資達1,630億美元，
全球佔比大幅提高至19%，超過美國成為全球
最大的外資流入國。白明認為，中國開放給外
資的領域越來越“細化”。比如有些領域因涉
及到特定區域，雖然做不到百分之百的開放，
但可以細化該領域後，先行開放符合條件的部
分。“中國沒有搞”一刀切’，秉持着”成熟
一塊開放一塊’的理念，除特定領域外，其他
盡可能開放。”他表示，未來將比以往的外資
准入劃分更加細膩，也更符合市場規律，也將
吸引更高質量的外商投資。

隨着中國對外開放力度的加大，區域合作
也越來越多。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

（RCEP）去年順利簽署。其中，日本、澳
洲、新西蘭同屬全面與進步跨太平洋夥伴關係
協定（CPTPP），經RCEP，中國、日本、韓
國、澳洲和新西蘭5國之間也相互簽訂了自貿
區協議。中日更是首次建立直接的自由貿易關
係，使中國與自貿夥伴貿易覆蓋率增加至35%
左右。此外，中歐全面投資協定（CAI）談判
也如期完成。不難預見，中國的區域合作未來
將在多個領域開花結果。

服務業成重點 地方應作準備
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研究院研究員、合

作研究部主任劉英預計，“十四五”期間，高
水平對外開放將着重“制度型”對外開放，更
多區域合作將體現在服務業方面，尤其是金融
和投資領域，同時貨物貿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
也將不斷提升。“包括金融業在內的服務業，
料將成為未來五年降低外商投資門檻的重點領
域，也有望在自貿協定落地時，達成更多相關
項目合作。”

她建議，在RCEP已達成但尚未落地之
前，國內應及時調整一些包括外匯管理在內的
政策，在外商投資便利化方面繼續提升空間，
盡早適應國際化的需求。“各地方也應因地制
宜，制定好配套措施，抓住區域合作的紅利，
用好自貿協定的成果，提高自貿協定利用
率。”

她表示，未來中國還將繼續推進中日韓自
貿協定、中挪自貿協定的談判，積極加入
CPTPP，推進亞太自貿區進程等。“相信”十
四五’期間會有更多區域合作展開談判、或達
成協議。”目前中國已與26個國家和地區簽署
19個自貿協定，與自貿夥伴貿易額佔比達到
35%。未來五年，中國將實施自由貿易區提升
戰略，一個高標準的自由貿易區網絡將向全球
延展開來。

“非常開心看到中歐全面投資協定談判的
完成，這將使歐洲在華企業受益良多。”來自
意大利天冰集團中國分公司總經理費曼（Flori-
an Hajzeri）已經在中國工作8年。他對中國對
外開放力度的日益增大深有感觸，“高水平對
外開放將創造更多貿易協議，最終將為更穩定
的全球經濟發展作出貢獻。”

他同時表示，高水平對外開放代表着中國
繼續加強國際合作的決心，“國界將變得模
糊，更緊密的合作將被期待。”此外，他認
為，這還意味着中國將放寬市場准入，完善法
律框架，最終創造一個誘人、公平、競爭的市
場。

中國冰雪行業近年來爆發式增長，“造雪
機等設備進口享受零關稅，減少了成本；海關
清關程序便捷簡化，相關審批手續流程科學有
序，極大提高了效率；通過公平競爭的機制和
平台，天冰成功中標並承擔2022年北京冬奧會
雪上場館的造雪設備和系統建設。”總部位於

意大利的天冰集團是全球造雪設備行業領軍企
業，在造雪方面佔據全球市場份額的60%。

他認為，中國簽署RCEP將為區域經濟發
展注入旺盛的動力，而區域經濟的強勁發展，
將觸發多米諾骨牌效應，它所帶來的實質性效
益，將不僅促進中國的經濟發展，也將讓世界
上其他經濟體受益。“當然這對中國企業和在
華投資的外商，是至關重要的。”

不論是簽
署區域全面經
濟夥伴關係協
定還是完成中

歐全面投資協定談判，不論
是壓縮外資准入負面清單至
33 條，還是擴容自貿區至
21個，中國用實際行動向世
界表明，中國有決心、有能
力，用高質量、高水平的對
外開放，釋放出雙贏乃至多
贏的合作契機。

當前經濟全球化正在遭
遇暗礁逆流，保護主義、單
邊主義大行其道，國際貿易
投資持續低迷，全球產業鏈
供應鏈受到非經濟因素嚴重
衝擊。在這一背景下，中國
始終高舉全球化旗幟，致力
於國際投資貿易便利化，無
疑為淒風冷雨的世界經濟增
添一抹亮色。

從某種程度上，中國過
去 40 年的經濟騰飛拜對外
開放之賜。展望未來，中國
續寫發展奇跡離不開對外開
放的紅利再造，而構建高水
平開放體系便是必由之路。
正如專家所指，與以往不同
的是，今後的開放重在高質
量引進來、高水平走出去，
着眼於綜合競爭力的增強，
投身於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
理體系，從過去被動的“規
制跟隨”型開放轉向主動的
“規則制定”型開放。

時與勢在哪裏，關鍵在
於選擇。在承前啟後的歷史
節點，中國構建高水平開放
格局，贏得了國內外好評，
正是因為這一選擇符合國內
發展需要，順應了世界合作
大勢，站在了歷史正確的一
邊。

高
水
平
開
放
贏
得
時
與
勢

微觀點

外商點讚中國 穩定世界經濟

●中國去年吸收外資達1,630億美元，超過美國成為全球最大的外資流入國。圖為特斯拉上海超級工廠
中國製造的整車出口歐洲。 資料圖片

● 新西蘭紐仕蘭乳業全球研發總經理羅伊
（右）在第三屆進博會上直播帶貨。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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優先接種群組的市民望穿秋水，
26日終於等到開打第一針。26日清晨
7時許，社區疫苗接種中心未正式開
門已有市民到場輪候，有90多歲的長
者更與女兒及外傭“先打為快”。大

部分打針市民都認為，科興疫苗副作用少，注射後無
不適感，最希望盡公民責任讓香港遠離疫情，盡快通
關。

61歲的謝先生，預約26日晨11時半接種疫苗。他
形容等待過程順暢，沒有出現混亂，而接種後沒有出
現任何不良反應，“接種疫苗是為己、為人、為社
會、為世界的事，要‘先打為快’。”

謝先生現已退休，本打算可以出境旅遊，但礙於
疫情只能以運動、爬山作為娛樂，“浪費了一年時
間，希望接種疫苗後能夠盡快通關出外旅遊。”

選打科興 副作用小
現年68歲的冼先生26日與妻子和朋友前往接種疫

苗，事前更做定功課，搜集比較兩款疫苗的利弊。他
說，根據資料科興疫苗對於長者的保護力更強，副作
用最為輕微，相反曾有國外資料顯示有人接種復星疫
苗後出現嚴重不良反應。

“我以前亦接種過肺炎鏈球菌疫苗，那種疫苗與
科興都係使用滅活技術，對這種技術有信心，因此比

較相信科興疫苗更安全可靠，不擔心會有副作用。”
黃太與93歲的母親及外傭前往接種疫苗，希望一

家人能夠健康平安。根據規定，年過70歲的市民，可
以同時帶同兩名親友接種疫苗，因此黃太及外傭便能
“搭單”26日接種：“大家都接種會比較安心。”

她說，雖然母親年事已高，亦有部分長期病患，
但病情穩定，因此沒有諮詢醫生意見便前來接種，接
種時在場人員也有為她母親作基本的健康評估，確保
合適後就打針：“（打後）無唔妥，我哋都好精
神。”接種疫苗有助控制香港疫情，促成可以盡快通
關、出入境等措施，她就可以“搭飛機”去旅行。

●圖/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芙釵

盡責任齊抗疫 早接種早通關
�#
�1

10:00am
進入中心

‧出示預約成功短訊

‧細閱並簽署同意書
後，開始輪候

約11:15am
輪候完畢，被安排到
疫苗接種間

‧其間護士再次講解
疫苗的資料及可能
出現的副作用

‧無問題後，便注射
疫苗

11:18am
獲發疫苗注射記錄卡

‧到休息區等候30分
鐘以觀察有否出現
副作用

11:50am
無副作用，離開接種
中心

十間針房開四間 接種苦候80分鐘
香港文匯報記者實測疫苗開打 無痛打完都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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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文森）一眾香港特區
政府現任或前官員均身
體力行支持計劃，前往
各疫苗接種中心注射疫
苗。全國政協副主席、
前行政長官董建華在接
種後表示，感覺非常
好，“一啲都無事”，
同時呼籲大眾接種疫
苗，保護自己、家人及
香港，並相信團結可戰
勝病毒。全國政協副主
席梁振英亦於同日接種
了疫苗。

香港前律政司司長
梁愛詩表示，接種過程
順利，並無出現任何問
題或身體不適，期望接
種計劃助香港早日通
關，“我已整整一年無
去過北京，希望能快點
去探望家人和朋友。”

香港衞生署署長陳
漢儀、衞生防護中心總
監林文健亦聯同多名衞
生署服務主管接種疫
苗。香港食物及衞生局
局長陳肇始表示，政府
自周二起為 5個優先組
別人士注射新冠疫苗，
至今未有接種後出現異
常情況的報告。

同日接種疫苗的香
港醫管局主席范鴻齡表
示，並無任何不良反
應，希望醫管局的同事
與市民為己為人，盡快
接種。機管局主席蘇澤
光期望社會有一定人口
比例接種疫苗後，可與
其他國家及地區商討開
放航空專線，讓市民免
檢疫旅遊和工作，同時
振興經濟。

09:50am
到達社區疫苗接種中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的一名親人年滿70
歲，屬優先接種群組，且可以帶同

兩名同行人士一併接種，記者及另一名
年輕親人26日能一起接種疫苗。

防疫措施足
是次機會十分難得，記者早於本周

二午夜零時已透過網上預約，當時顯示
的輪候時間為5分鐘，但其後一度“死
機”，近20分鐘後回復正常，整個預約
過程約20分鐘完成。

記者預約於26日上午10時30分於
中央圖書館的接種中心注射，記者一行3
人26日早9時50分抵達。雖然尚有50分
鐘才到預約時間，但仍可入場，但有預
約了11時的市民未獲職員“放行”。

每名市民進入中心時要先掃描“安
心出行”二維碼，並展示成功預約的手機
短訊及量度體溫，然後會獲派發介紹科興
疫苗的小冊子，包括一張同意書。內容大
意為說明所接種的為科興疫苗，並有一些
注意事項，包括什麼人不適合接種等。記
者同時獲派發一張醫健通單張。

填妥並交回同意書後，記者一行就
開始排隊前往輪候注射區。當時，約30
人在輪候，地上貼有紅線分隔輪候人士
以保持社交距離。

在輪候約30分鐘後，記者到達了輪
候注射區，該處設有40張椅子供市民坐
下輪候，場內亦設有一部不停播放有關

科興疫苗資料的大電視，並設有醫療
站，如有任何有關身體或注射的問題可
由醫生直接解答。

記者現場所見，該中心全場設有10
個疫苗接種間，與網頁上顯示的6至10
個接種間吻合，但當時只有4個接種間
啟用，職員要分批每次叫4人前往注射
疫苗。記者這次又輪候了逾半小時，終
於成功獲安排注射疫苗。

無不適感覺
每個疫苗接種間均由 2名護士負

責，他們會先向市民講解注射的是什麼
疫苗，並講解可能出現的副作用，其後
正式注射，整個過程不到3分鐘，注射
一刻沒有多大感覺，“無痛感，打完都
唔知已經打了。”

接種完成後，記者獲發一張注射記
錄卡及一張寫下注射時間的紙張，當時
為11時17分，即由輪候起計至完成注射
用了近80分鐘，相信是接種間太少的緣
故，這或許是與人手不足有關。其後，
記者沿地下的綠線去休息區等候30分
鐘，以觀察有否出現副作用。

休息區設有數十張椅子，其間有職
員介紹“智方便”應用程式，並可即場
協助登記，而該程式更會連接疫苗注射
記錄。30分鐘過後，記者一行3人並無
感到不適，只是略感疲倦及有睡意，並
在離開時每人獲派10個口罩。

全港疫苗接種計劃26日正

式開打，全日有約6,000名優先

接種群組的市民接種科興疫苗第一針，連同上周香港特區政府官員及被

抽中搶先打針的市民，至今累積6,600人接種科興疫苗。香港文匯報記者

26日親身接種，實測整個注射疫苗的過程。整體運作大致暢順，全程在

場人員不下兩三次詳細向記者講解有關疫苗的資訊及可能出現的副作

用，惟記者打針的中央圖書館接種中心因為市民反應熱烈，加上全場約

10個疫苗接種間只開放4個，需要輪候近80分鐘才成功注射。注射疫苗

後，記者及同行的兩名親人均無出現明顯的副作用或感到不適，只是略

感疲倦及有睡意，僅如服食了感冒藥般。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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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主席劉宇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主席劉宇
隆隆2626日接種疫苗後展示針口日接種疫苗後展示針口，，鼓勵市民鼓勵市民
接種接種。。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新冠疫苗接種計劃新冠疫苗接種計劃2626日展開日展開，，多個接種中心市民大排長多個接種中心市民大排長
龍龍。。圖為中央圖書館接種中心人頭湧湧圖為中央圖書館接種中心人頭湧湧。。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市民成功接種疫苗後喜笑市民成功接種疫苗後喜笑
顏開顏開。。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93歲黃
婆婆。

◀謝先生：
為人為己，
先打為快。

◀冼先生：
對科興疫苗
有信心。

●全國政協副主席董建華接種疫
苗。

●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接種疫
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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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鹽健康園地光鹽健康園地TVTV 廣告廣告

（（本報訊本報訊 ））達福地區僑界急難救助協會於達福地區僑界急難救助協會於22月月2121日舉辦日舉辦 『『您不能您不能
不知道的不知道的Covid-Covid-1919疫苗疫苗』』講座講座，，邀請現任德州大學西南醫學中心行為邀請現任德州大學西南醫學中心行為
神經科／失智科專科的蔣學聖醫師主講神經科／失智科專科的蔣學聖醫師主講，，為僑胞朋友對新冠肺炎疫苗為僑胞朋友對新冠肺炎疫苗
的疑慮解惑的疑慮解惑。。超過超過150150位來自全球各地及美南的僑胞專注聆聽位來自全球各地及美南的僑胞專注聆聽，，駐休士駐休士
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羅復文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羅復文、、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主任陳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主任陳
奕芳及副主任楊容清皆與會共襄盛舉奕芳及副主任楊容清皆與會共襄盛舉。。

救助協會會長孟敏寬致詞感謝來自全球各地的僑胞對活動的支持救助協會會長孟敏寬致詞感謝來自全球各地的僑胞對活動的支持
；；羅復文在會中也勉勵僑胞們施打疫苗羅復文在會中也勉勵僑胞們施打疫苗，，如此才能達成全民免疫將疫如此才能達成全民免疫將疫
情控制住的效果情控制住的效果。。陳奕芳表示陳奕芳表示，，由於新冠肺炎在短期內不會消失由於新冠肺炎在短期內不會消失，，因因
此接種疫苗是當務之急此接種疫苗是當務之急，，很感謝救助協會邀請專業醫師為大家講解很感謝救助協會邀請專業醫師為大家講解，，
讓僑胞們更清楚的瞭解疫苗的實際效用讓僑胞們更清楚的瞭解疫苗的實際效用，，讓疫情未來得以掌控讓疫情未來得以掌控。。

在講座中在講座中，，蔣學聖從醫學的角度解答大家的疑惑蔣學聖從醫學的角度解答大家的疑惑，，灌輸大家基本灌輸大家基本

疫苗概念疫苗概念。。對於外界廣傳有關疫苗的不正確觀念對於外界廣傳有關疫苗的不正確觀念，，如如：：疫苗的效用和疫苗的效用和
安全性不可信賴安全性不可信賴、、施打疫苗後可以不用載口罩也不需要注意防護措施施打疫苗後可以不用載口罩也不需要注意防護措施
、、施打疫苗會導致病毒感染施打疫苗會導致病毒感染、、疫苗常有危險的副作用疫苗常有危險的副作用、、疫苗會改變我疫苗會改變我
們的基因序例等等們的基因序例等等，，這些傳言都一一破解這些傳言都一一破解。。他在講座結束前做了以下他在講座結束前做了以下
結論結論：：11.. 建立個人對病毒免疫力最安全的方式建立個人對病毒免疫力最安全的方式。。22..保護您的家人朋友和保護您的家人朋友和
高危險群的民眾高危險群的民眾。。33.. 阻止流行病擴散阻止流行病擴散、、達到群體免疫的重點工具達到群體免疫的重點工具。。44..
預期也能夠減緩病毒變異的可能性預期也能夠減緩病毒變異的可能性。。在線僑胞對蔣醫師的講座在線僑胞對蔣醫師的講座，，無不無不
感謝並給予肯定感謝並給予肯定，，因為擁有正確的資訊因為擁有正確的資訊，，才可做正確的判斷才可做正確的判斷。。演講之演講之
後後，，蔣學聖也對僑胞提問一一作答蔣學聖也對僑胞提問一一作答。。為服務當天無法上線共與盛會的為服務當天無法上線共與盛會的
僑胞僑胞，，救助協會提供實況影片供大家自行點閱救助協會提供實況影片供大家自行點閱，，連結如下連結如下：：https://tihttps://ti--
nyurl.com/nnyurl.com/n22ysvezysvez77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亞洲商會於2月27
日（星期六 ）亞洲商會將與休士頓市府合作，向
休市老年人或老年弱勢群體捐贈1，000頓飯給最
近受冬季風暴影響的人。為此，休士頓市市長殘
疾人辦公室已在全市各個社區中確定了需要食物
和水以及新鮮農產品的家庭。一支由亞洲商會聯
合起來提供幫助的志願者隊伍慷慨地提供了捐贈
和食物。亞洲商會會長喻斌表示：” 我們很高興
看到我們的成員和擴展的社區團結在一起，為有
需要的人們帶來希望。” “ 當我在國家電視台看
到透納市長需要助手時，我們在這裡提供幫助 !
“ Airi Ramen, China Star Buffet 和 Jusgo Super-
market在星期六下午一時卅分在CST 大都會綜合
服務中心舉行。屆時他們會挨家挨戶地為有需要
的人提供” 希望之包” 。在分散到休士頓的各個

住所之前，透納市長有望在集結點上提供更多的
希望。亞洲商會還通過各種捐款和資金為近期受
到風暴和COVID-19 影響的人提供商業資源，以
幫助休士頓的少數族裔商業社會。這些資源可以
在 https://asianchamber-hou.org 上找到。亞洲商
會在休士頓為商業界提供的支援已有30多年了。
它是一個多元化，多元文化的團體，致力於為亞
洲所有國家增加與本地和海外亞洲社區的業務，
以及改善休士頓的整體經濟繁榮。商會在全市範
圍內舉辦和支持許多活動，以鼓勵其成員發展持
久的關係。有關亞洲商會的更多信息，請訪問其
網站，網址為 http:// asianchamber-7810nou,聯繫
人：Paul Paul Gor, 亞洲商會商務部：Houston
Pgor@asianchamber-hou.org,
電話：713-782-7222 Ext 102

亞洲商會2月27日向老年人或弱勢群體捐贈
一千份飯食給最近受冬季風暴影響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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