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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參院通過 1.9 兆美元紓困法案
【綜合報道】美國參議院以 50 票贊成和
49 票反對，表決通過 1.9 兆美元紓困法案，總
統拜登隨後在白宮發表談話，讚揚參院此舉。
在參院進行黨派路線分明表決後，拜登表
示， 「我先前向美國人民承諾，救援已上路。
今天我能說，我們已朝兌現那項承諾，又邁出
巨大一步。」
拜登說： 「那明顯不容易，不是總是漂亮
美好，但那是如此絕對必要，迫切需要。」
拜登又說： 「這個國家受苦太多，太長久
了，這套方案的一切，都是為了要解救苦難，
滿足國家的最迫切需求，讓我們處於戰勝的更
有利地位。」
拜登指出，參院通過他的 1.9 兆美元疫情
紓困法案，意味發給大多數美國人的每人
1400 美元，將從這個月開始發放，且此法案

的諸多條款將會加速製造和配送疫苗。
拜登又說，逾 85%美國家庭將會收到前述
款項，年收入 10 萬美元養兩個小孩的配偶，
將可獲得大約 5600 美元。
由於參院表決通過的紓困法案，與眾議院
先前通過版本略有不同，如今必須送回眾院審
理。參院多數黨領袖舒默（Chuck Schumer）
今天預測指出，眾院將會通過在參院過關的紓
困法案版本，且總統拜登將會於 3 月 14 日前簽
署此法案，當天也是額外聯邦失業補助到期日
。
眾 院 多 數 黨 領 袖 霍 耶 爾 （Steny Hoyer）
發推文表示，眾院將會於 9 日針對參院通過版
本進行表決，在眾院表決通過後，就會送呈拜
登簽署，而拜登希望能於 3 月 14 日以前簽署此
法案。

（網絡照片
網絡照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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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人會為華亞裔伸張正義
自從上屆總統川普攻擊新冠疫情是中國病
毒開始 ，全美各地不斷上演反華亞裔之暴
力事件， 反華情緒也演變為反亞裔之歧視
事件， 我們要非常痛心之指出 ，這是美國
有史以來華裔處境最艱難的時期。

我見我聞我思
Wealee@sc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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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部設在紐約的百人會，今天發表慎重聲
明，呼籲拜登總統及全國選出的議員代表
、州長、 市長 ，正視對華亞裔歧視事件
， 更希望全國華亞裔社區團體起來， 加強
報案 打擊犯罪極端份子。
百人會將立即採取七項措施， 請求州長 、
市長及國會議員立即公開譴責反亞裔種族
歧視，希望司法部立即成立特勤小組對歧
視案件盡快調查处理， 呼籲司法部修正對
華裔科研人員稿得到公正客觀之對待， 同
時要求政府給予被害人有合理之司法救濟
，並把某些歧視亞裔的政府官員革職。
我們全力並支持百人會之努力，但是這些

呼籲和行動必須得到我們社區之响應和支
持， 非常遺憾 ，值此疫情期間 ，休斯敦
華裔社區近日發生了丈夫槍傷太太自己自

盡之慘劇 ，許多家庭面臨了疫情及精神上
之壓力 ，我們呼籲大家要以人溺己溺之善
心 ，多關心妳們的朋友和隣居。

We Need Help In The Asian Community
saddened to witness the increase
in attacks against many Chinese
Americans and the Asian American community overall. Reports
of discrimination, racism and violence towards people of Chinese
and Asian decent have significantly increased in recent years
These acts of hate have no place
in America.”

幾內亞共和國駐休斯敦名譽總領事
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The Committee of 100 issued a
statement outlining a Seven-Point Plan to combat increasing violence targeting Asian

Americans.
The statement read, “We at the
Committee of 100 are extremely

The Committee of 100 is calling
on all elected officials, including
the Governor, mayors and members of Congress to forcefully denounced all acts of anti-Asian
racism and bigotry, to call on all
law enforcement to adopt a
zone-tolerance stance toward
acts of bigotry, racism and hate
inflicted on Asian Americans. The

committee also called on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 to revamp the
Department of Justice's (DOJ's)
China initiative which has involved the radial profiling of Chinese scientists and researchers.
We are really glad and support
the Committee of 100 to take this
decisive action to help our people. It is very sad during this pandemic that many of our brothers
and sisters were suffering including one of Chinese resident who
openly shot his wife and committed suicide.
We urge everyone to extend your
helping hand. We all need to be
united together during this difficult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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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疫情數據小幅回升 疾控機構
警告疫情或趨於惡化
（綜合報導）德國疾控機構公佈的新增確診感染新冠病毒人數已連續第二天破萬，同時該國
用於監測疫情嚴重程度的指數亦小幅回升。德國疾控機構負責人當天表示，預計首先發現於英國
的變異毒株不久後將成為在德國傳播的主要新冠毒株，屆時要想遏制病毒傳播將更為艱難。他警
告稱，德國疫情已出現趨於惡化的信號。
德國總理默克爾深夜宣布，德國聯邦政府與各州達成決議，將目前實施的全國“封城”措施
延長至 3 月 28 日。
德國疾控機構當天公佈的新增確診人數和死亡人數分別為 10580 人、264 人。 “平均每十萬人
七日累計新增確診數”從前一日的 64.7 回升至 65.4。德國“時代在線”實時數據顯示，截至當地
時間 5 日 23 時 33 分，德國累計確診 2491975 人、治愈 2291660 人、死亡 72285 人。截至當天，德國
已接種 7082562 劑疫苗，其中 2346388 人接種了第二劑。
針對當前疫情數據出現反彈，德國疾控機構羅伯特·科赫研究所所長威勒當天在柏林舉行的記
者會上警告稱，預計不久後，首先發現於英國的 B117 新冠變異毒株將成為德國境內傳播的主要毒
株，屆時要想遏制住病毒傳播將更加艱難。他表示，目前已經出現了疫情趨於惡化的演變信號。
威勒再次呼籲德國民眾繼續堅持遵守防疫規定，同時積極接種疫苗。他強調，德國市面上的
各款疫苗都是安全且有效的。

日前，德國總理
默克爾與各州州長達
成共識，將在本月內
分五步走，小幅“解
封”零售業和公共文
化體育活動。
對此，德國衛生
部長施潘當天亦提醒
公眾，在“解封”進
程中仍需保持警惕。
他為當前採取分步驟
“解封”的策略辯護
稱，如果不敢於冒“解封”的風險，對於政治家而言同樣是不負責任的。他認為，新規的重點在
於引入了“緊急制動”機制，從而使得某一地區疫情急劇反彈時，可以快速回撤到“解封”前的
狀態。

韓國千年古寺遭僧人縱火：
韓國千年古寺遭僧人縱火
：寶殿被燒光 損失
損失17
17億韓元
億韓元

（綜合報導）當地時間 5 日晚上，韓國
全羅北道千年古寺內藏寺遭人縱火，雖然
消防隊員奮力撲救，但木製建築大雄寶殿
還是被完全焚毀，令韓國網友直呼心痛和
憤怒。據悉，被毀的大雄寶殿是文物，財
產損失高達 17 億韓元（約合人民幣 979 萬
元），所幸無人傷亡。
據了解，縱火嫌犯是一名 53 歲的僧人
，他在作案後主動報警，被警方當場逮捕
。他向警方交代稱，自己對寺廟不滿，故
而作案。
內 藏 寺 始 建 於 公 元 636 年 ， 距 今 有
1300 多年曆史，曾先後在朝鮮戰爭時期和
2012 年遭遇意外被毀，最近一次復原是在
2015 年。

意大利阻止向澳出口 25 萬劑疫苗
萬劑疫苗，
，打響歐盟疫苗禁令第一槍

（綜合報導）據意大利安莎通訊社報導，
意大利政府 4 日表示，已阻止在該國生產的 25
萬劑阿斯利康新冠疫苗出口至澳大利亞，歐盟
委員會對此表示支持。這是歐盟國家首次使用
歐盟疫苗出口管理機制阻止新冠疫苗出口。澳
大利亞政府對此選擇淡化處理，一邊表現出
“沒有也無所謂”的態度，一邊要求歐盟審查
疫苗出口禁令。一些官員和媒體評論稱，意大
利開了歐盟阻止疫苗出口第一槍，讓外界擔心
歐盟會採取更多“保護主義”措施。此外，為
應對疫苗短缺，歐盟 4 日宣布，已開始評估俄羅
斯新冠疫苗。
歐盟疫苗出口管製或延長
意大利外交部在有關聲明中表示，阻止疫
苗出口是因為“歐盟和意大利的疫苗持續短缺
，且阿斯利康公司延遲交付供應給歐盟和意大
利的疫苗”。聲明中還寫道，意大利迄今為止
只批准了“少量”阿斯利康疫苗出口，“用於
科學研究”。而澳大利亞在疫情中並非“弱勢

”國家，卻要求獲得“大量的疫苗”。
報導稱，阿斯利康公司 2 月 24 日向意大利
政府提交了出口申請，意政府兩天后將該申請
轉交至歐盟，並提出將拒絕申請。歐盟點頭後
，意大利政府於本月 2 日通知阿斯利康公司其不
予出口的決定。阿斯利康公司暫未對此事作出
回應。英國《衛報》稱，阿斯利康上周向意大
利交付的疫苗數量比原定計劃少了 10%-15%。
為確保歐盟境內的疫苗供應，歐盟委員會
在 1 月底建立並啟動“新冠疫苗出口透明度和授
權機制”，允許成員國在有需要時限制疫苗出
口至歐盟以外的國家和地區。根據該出口授權
機制，疫苗生產商在出口疫苗之前必須先向歐
盟成員國申請出口許可。如果生產商沒有履行
其對歐盟的疫苗供應承諾，其出口許可申請可
能被拒絕。
澳大利亞表示不在乎
對於歐盟的“疫苗禁令”，澳大利亞政府
試圖淡化處理。澳總理莫里森表示，“澳大利

亞不需要依靠這 25 萬劑新冠疫苗，國家疫苗接
種不受影響。”莫里森還對意大利表達了“同
情”，他說，“在意大利，每天有約 300 人死於
新冠肺炎，我能理解意大利人有多麼焦慮，也
能理解其他很多歐洲國家的處境”。澳大利亞
財政部長西蒙.伯明翰甚至對歐盟“嘲弄”了一
番。據美聯社報導，伯明翰當天在接受媒體採
訪時表示，澳大利亞對意大利和歐盟的決定
“感到沮喪和失望”，不過他同時稱，歐盟限
制疫苗出口“體現了一些國家不顧一切地想要
疫苗”，而“澳大利亞從容不迫”。
然而，澳大利亞同時要求歐盟委員會審查
意大利阻止疫苗出口的決定。據《悉尼先驅晨
報》報導，澳聯邦衛生部長格雷格.亨特對記者
表示，“澳大利亞已通過多種渠道向歐盟委員
會提出這一問題，目前在等待答复”。報導言
辭間批評歐盟針對澳大利亞——在過去幾週，
歐盟批准向約 150 個國家和地區出口阿斯利康疫
苗，卻對澳大利亞搞“疫苗民族主義”，“樹

立了危險的先例”。
法新社報導稱，澳大利亞製藥龍頭企業
CSL 研發的本土疫苗沒能通過臨床試驗，現在
正在生產阿斯利康疫苗。澳大利亞共訂購了
5300 萬劑阿斯利康疫苗，目前已收到 30 萬劑。
澳衛生部發言人表示，到 3 月下旬，本土生產能
力能達到每週 100 萬劑，產能會顯著提升。
疫苗全球大戰的前奏？
全球疫苗爭奪戰進入白熱化。澳聯邦衛生
部長格雷格.亨特表示，“我們現在可能面臨著
自二戰以來競爭最激烈的國際（貿易）環境”
。有歐盟官員批評意大利的決定，認為這將引
發“疫苗爭端”。歐洲議會國際貿易委員會主
席貝恩德.朗格在推特上批評說：“潘多拉的盒
子被打開了。這是個錯誤，會導致更多模仿者
。後果可能是致命的，例如引發針對供應鏈的
限制。這或許是新冠疫苗全球大戰的前奏？事
態升級恐怕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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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衛組織稱今年結束疫情不現實
研究稱新冠感染癥狀或成慢性病
世界衛生組織官網最新數據顯示，截
至歐洲中部時間3月1日1，全球新冠累計
確診病例達 113820168 例，累計死亡病例
2527891 例。另據美國約翰斯· 霍普金斯大
學最新統計數據顯示，截至北京時間3月2
日 8 時 22 分，全球累計確診 114414597 例
，累計死亡病例2537449例。
3 月 1 日世衛組織舉行新冠肺炎例行
發布會。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表示，
全球新增新冠確診病例 7 周以來首次出
現上升。歐洲、美洲、東南亞和東地中
海國家的新增確診病例都有所上升，對
此譚德塞表示“失望但並不意外”，他
說產生這種情況的部分原因似乎是公共
衛生措施放寬、變種毒株持續傳播以及
人們放松警惕。
世衛組織衛生緊急項目負責人邁克
爾· 瑞安在發布會上稱，年底前結束疫情
的想法還為時尚早，較為不現實，而明
智的做法是盡可能減少住院病例數量。
目前，最重要的是讓盡可能多的人接種
新冠疫苗，尤其是一線人員和脆弱人群
。同時，世衛組織衛生緊急項目技術主
管瑪麗亞· 範· 科霍夫也呼籲不要在已經
推出疫苗的情況下，讓病毒卷土重來。

數據顯示，美國仍然是世界上疫情最嚴
重的國家，累計確診病例 28659234 例，
累計死亡病例 514320 例。
據外媒報道，3月1日晚間美國國立衛
生研究院院長弗朗西斯· 柯林斯在接受采
訪時稱，一些人因感染新冠肺炎出現的癥
狀可能會轉變成慢性病而長期與病人共存
。他說，“有些患者已經感染這種病毒三
四個月了還未好轉，再過幾個月可能也不
會痊愈，這樣下去病毒甚至會轉化成一種
與人共存的慢性病。”他還表示目前已經
在全力研究攻克這一難題。
美國傳染病學專家福奇表示，美國
衛生官員正在密切關註在紐約市多個社
區發現的一種新冠病毒新變種。他還指
出，這類名為“B.1.526”的變異病毒需
要受到密切關註，因為“它既能避開單
克隆抗體，一定程度上也能避開疫苗誘
導的抗體”。
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報道，美國新
冠肺炎檢測數較一月中旬減少了四分之一
。數據顯示，過去一周內，美國平均每天
約有 150 萬次新冠肺炎檢測，這比 1 月中
旬的平均水平 200 萬次低約 26%。
據委內瑞拉衛生部消息，該國已經
批準使用中國國藥集團研發的新冠疫苗。
美洲：研究稱新冠肺炎感染癥狀或 委衛生部稱：“委內瑞拉已經批準使用
成慢性病
國藥集團疫苗。得益於委中兩國合作，
約翰斯· 霍普金斯大學 3 月 2 日統計 我們能夠關懷國民的健康和生活。”

俄羅斯三連回應美歐新制裁：

不會忍氣吞聲 將反制

歐洲：法國為 65 歲以上人群接種新
冠疫苗
當地時間 3 月 1 日，法國衛生部長宣
布，法國已提高牛津/阿斯利康新冠疫苗的
使用年齡上限，目前已批準在65至75歲健
康狀況堪憂的人群中使用該疫苗。此前法
國政府曾警告說，阿斯利康的新冠疫苗僅
應在65歲以下的人群中使用，理由是該藥
缺乏對老年人療效的臨床數據。
據報道，法國總統馬克龍於當地時間
3月1日公開稱法國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的現
行防疫管制措施仍將維持4到6周，這是馬
克龍最近數周以來首次給出相關官方時間
表。目前，宵禁令在全法範圍內仍然有效
，每日宵禁時段仍為 12 小時，從晚 6 時至
次日晨 6 時。濱海阿爾卑斯省多個城市及
北部敦刻爾克周邊地區由於疫情嚴重，除
了宵禁之外還要實施周末“封城”。
法國官方疫情數據顯示，截至 3 月 1
日法國新冠肺炎累計確診病例 3760671 例
，累計死亡病例 86803 例。
據德國疾控機構公布的數據，當日德
國新增確診感染新冠病毒人數為4732人，
德國累計確診 2456500 人，累計因感染新
冠死亡已達 70105 人。德國聯邦政府發言
人賽貝特當天在柏林舉行的聯邦新聞發布
會上表示，數據顯示德國疫情已經進入了
一個“有希望的階段，但還不是可以松懈

亞洲：菲律賓啟動新冠疫苗接種
3月1日，菲律賓正式啟動新冠疫苗接
種，多名政府高級官員及一線醫護工作者
當天率先接種了中國科興公司生產的新冠
疫苗。當天上午，菲律賓總醫院院長赫拉
爾多· 萊加斯皮成為菲律賓國內首個新冠疫
苗接種者，標誌著菲律賓全國新冠疫苗接

種正式啟動。接種後，他稱贊科興疫苗安
全有效，並“希望菲律賓人，特別是菲醫
護工作者可以接種科興疫苗。”同日，菲
政府應對新冠疫情總協調人卡利托· 加爾韋
斯、菲食品和藥物管理局局長恩裏克· 多明
戈等高級官員也接種了科興疫苗。
非洲：南非累計死亡病例數破50000
據非洲疾控中心當地時間 3 月 1 日發
布的數據，非洲 54 個國家累計確診病例
3897390 例，累計治愈 3476050 例，累計
死亡病例達 103712 例。
當地時間 3 月 1 日晚間，南非衛生部
長穆凱茲通報稱，24 小時內南非新增新
冠肺炎死亡病例 84 例，累計死亡病例總
數突破 50000，達 50077 例。此外，南非
當日新增新冠肺炎確診病例 566 例，累
計確診病例總數達 1513959 例。目前，南
非新冠肺炎確診數、死亡病例數均位居
非洲大陸首位，是非洲新冠肺炎疫情最
嚴重的國家。

希臘高官對疫情前景保持樂觀
病例實時追蹤軟件將上線
希臘國家公共衛生組織宣布，過去
24 小時希臘新增新冠確診病例 1630 例，
累計確診增至 189831 例。
希臘官員認為，目前該國的疫情形勢
前景樂觀；伴隨疫苗接種，希臘政府正在
就疫苗接種證書進行討論；此外，疫情實
時追蹤軟件也計劃於3月在希臘投入使用。

綜合報導 因俄反對派人士納瓦利內被判入獄事件，美國和歐盟同
時宣布對俄羅斯實施新制裁。對此，俄羅斯同一天內作出三連回應。
據報道，俄外交部發言人瑪利亞· 紮哈羅娃（Maria Zakharova）表示，
美方的制裁決定是荒謬的勝利，是一次敵意攻擊，不會影響俄羅斯的政策。
“這一切只是繼續公開幹涉我們內政的借口。我們不會忍氣吞聲，
我們會在互惠原則基礎上作出反應，但反應無須對等。”紮哈羅娃表示。
另據俄羅斯塔斯社報道，俄外長拉夫羅夫也回應了美歐制裁，稱將
對美歐進行反制裁。拉夫羅夫強調，美歐針對反對派人士納瓦利內中毒
事件對俄發起的指控毫無證據。俄總統新聞秘書佩斯科夫當天也回應稱
，美歐對俄制裁不會達到目的。
美國政府的一名高級代表 2 日宣布，美國財政部因俄反對派人士納
瓦利內中毒事件對 14 家組織機構和 7 名俄羅斯公民實施制裁，被列入制
裁名單中的人員所有財產將被凍結，同時被實施簽證限制。
歐盟則通過官方公報宣布對 4 名俄羅斯公民實施制裁，所采取的限
制性措施包括赴歐盟旅行禁令和個人資產凍結。此外，公報還禁止任何
個人和法人實體向清單中所列人員提供資金。制裁自公布之日起生效。
2020 年 8 月 20 日，納瓦利內在托木斯克至莫斯科的航班上出現不適
，飛機在鄂木斯克緊急降落後，他被送往當地醫院。鄂木斯克醫院方面
稱在納瓦利內的血液和尿液中均未發現有毒物質。納瓦利內的家人爭取
到俄當局允許後，於同年 8 月 22 日把處於昏迷狀態的納瓦利內送到德國
夏裏特醫院治療。德國聯邦國防軍實驗室，以及瑞典、法國等多個獨立
歐洲實驗室隨後宣布從納瓦利內的化驗樣本發現諾維喬克類毒劑的痕跡
。俄羅斯就納瓦利內情況一個月內向德國發送了三項法律援助請求，但
未收到任何答復。
俄羅斯外交部此前多次表示，西方和禁化武組織隱瞞了關鍵證據，
因為他們沒有向俄方提供所謂導致納瓦利內中毒的物質的信息。

的階段”，所以必須密切關註疫情發展，
並謹慎采取下一步“解封”措施。
當地時間 3 月 1 日，德國聯邦政府宣
布，各級衛生部門將全部安裝名為 SORMAS 的疫情監測系統，以便對新冠肺炎
疫情進行更全面追蹤。
當地時間 2 月 28 日，挪威首都奧斯陸
市政府宣布將收緊防控措施，以遏制更具
傳染性的新冠變異病毒導致病例激增。據
歐洲疾病預防控制中心數據顯示，截至 2
月 21 日的 14 天內，挪威每 10 萬人平均 70
人感染新冠病毒。這一數字在歐洲排第三
低，居冰島和列支敦士登之後。

官員對疫情形勢表示樂觀
鑒於目前形勢，希臘內政部副部長佩
薩斯表示，如果疫苗接種按計劃實施，從
3 月 15 日起，接種進展將大大加速，4 月
將是最為大規模接種疫苗的一個月。
佩薩斯說，等到復活節的時候，情況將
會非常樂觀，盡管病例不會完全消失，但
“我們肯定不會再經歷去年一樣的封鎖”。
當被問及重啟市場相關問題時，佩薩
斯指出，“即使現在市場處於關閉狀態，

流動性仍然很高。接下來的兩周對於我們 全出行並從中受益。
是否能夠減輕流行病負擔，以打開市場，
至關重要”，並稱，不出意外的話，市場
病例實時追蹤軟件將上線
將於 3 月內重新開放。
與此同時，希臘政府表示，將嘗試在3
月推出希臘版病例實時智能追蹤手機軟件。
是否要發行疫苗接種證書？
雖然當局一再強調“還沒有形成100%的最終
關於疫苗接種證書，佩薩斯表示，目前 方案”，但歐盟委員會的相關頁面上，已將
尚處於接受總理提議的階段，很快將形成方 希臘標為正在開發應用程序的國家之一。
案。報道指出，事實上，在2020年赴希臘旅
日前，希臘數字治理部長基裏亞科
遊的遊客當中，即使沒有人攜帶疫苗接種證 斯· 皮埃拉卡基斯表示，希臘政府“正在
書，也都提供了核酸檢測的陰性證明用以證 考慮病例追蹤的解決方案”。據稱，實時
明自己的健康狀況。因此，將疫苗接種證書 追蹤軟件將提供適用於 IOS 和 Android 系
作為入境條件的提議依然存在爭議。
統，並通過藍牙進行定位。
佩薩斯補充說，現在的防疫措施遠比
據介紹，用戶可以在自己的手機上
2020 年成熟，在歐盟內部建立疫苗接種證 下載該應用並激活賬戶，一旦確診病例
書系統的可能性也更高。
或密切接觸者出現在手機持有者 2 米範
佩薩斯強調，疫苗接種證書的使用， 圍內長達 15 分鐘，系統將向手機發送提
將會使得每個人都有機會在歐洲範圍內安 醒通知。

英國南極基地附近，一座比紐約市還大的冰山斷裂
綜 合 報 導 一 座 面 積 達 大。
究站。
座巨大冰山。
1270 平方千米的巨型冰山從南
報道稱，這座冰山脫離的
根據英國南極調查局
“雖然在南極冰架上發生
極冰架上脫離。據報道，這座 冰 架 —— 布 倫 特 冰 架 (Brunt (BAS)說法，多年來，科學家 的大多數斷裂是它們自然進程
冰山的面積比美國紐約市還要 Ice Shelf)，也是英國南極調查 們一直預計會有一座冰山從南 的一部分，但是大型冰山崩解
局 哈 雷 研 究 站 極冰架上脫離，因為冰架上已 事件，例如周五布倫特冰架上
(Halley
Survey 經形成了巨大的裂縫。
的冰山斷裂仍然非常罕見，令
Base) 的 所 在 地 。
CNN 提到，10 年前，冰川 人興奮。”英國冰川學家、斯
不 過 ， CNN 提 到 科學家們首次觀測到冰架上出 旺 西 大 學 地 質 教 授 盧 克 曼
， 該 研 究 站 事 發 現巨大裂縫；2021 年 1 月，其 (Adrian Luckman) 對 《 衛 報 》
時 處 於 關 閉 狀 態 中一條裂縫開始擴大，每天以 說道。一座面積達 1270 平方千
，他們的 12 名工 1 公裏的速度向東北推進；2 月 米的巨型冰山從南極冰架上脫
作 人 員 已 於 本 月 26 日上午，這條裂縫在幾小時 離。據報道，這座冰山的面積
早 些 時 候 離 開 研 內擴大了數百米，並分裂出一 比美國紐約市還要大。

亞洲時局
綜合報導 在“3· 11”東日本大地震
10 周年到來之前，NHK 在全日本實施的
一項輿論調查顯示，近 3 成受訪者認為
，海嘯災區復興重建“沒有進展”。
為了解民眾對東日本大地震復興重
建的觀感和日常防災意識，NHK 放送文
化研究所在 2020 年 11 月 11 日至 12 月 18
日期間，以全國 16 歲以上的 3600 人為對
象，用郵寄方式實施了一項輿論調查，
共收到 2311 份答卷，占整體的 64.2%。
其中，針對海嘯災區復興重建進展
如何的問題，27%的受訪者回答“沒什
麼進展”，2%的受訪者回答“毫無進
展”，兩者合計，近 3 成受訪者認為
復興重建“沒有進展”。
另外，針對東京電力公司福島第一
核電站事故災區核除汙進展如何的問題
，53%的受訪者回答“沒什麼進展”，
12%的受訪者認為“毫無進展”。
調查結果凸顯，東日本大地震過去
十年，仍有許多民眾感受不到復興重建
的成果。
針對調查結果，熟知災區狀況的日
本兵庫縣立大學教授木村玲歐說：“可
以說，這一結果表明災區復興重建仍在
途中。我們有必要了解民眾為何認為
‘復興重建沒有進展’，並開展長期支
援，讓受災民眾早日開始新生活，恢復
到日常狀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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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 3.11 大地震近 10 周年
3 成民眾認為重建緩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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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鑒於國內疫情有所好轉，馬
來西亞政府決定不再延長在首都吉隆坡等
地實施的“行動管制令”。
負責協調疫情防控的國防部長伊斯梅
爾· 薩布裏· 雅各布當天在新聞發布會上說
，根據衛生部門評估，馬來西亞全國新冠
疫情趨緩，基本傳染數已降至 0.8，社區偶
發病例也有所減少。政府決定，實施“行
動管制令”的吉隆坡、雪蘭莪州、柔佛州
、檳城在現有措施 4 日到期後，5 日開始實
施相對寬松的“有條件行動管制令”。
馬來西亞政府 1 月 13 日在疫情較嚴重
的吉隆坡等地實施“行動管制令”，禁止
婚禮、會議、節日慶祝等聚集活動；民眾
出行限制在 10 公裏半徑內，禁止跨市縣出
行；餐廳禁止堂食等。隨著疫情蔓延，管
制範圍一度擴大至全國除沙撈越州外的所
有地區。
2 月 16 日，馬政府決定在吉隆坡等疫
情較為嚴重地區繼續實施“行動管制令”
，其他地區實施相對寬松的“有條件行動
管制令”或“復蘇式行動管制令”。
伊斯梅爾· 薩布裏說，“有條件行動管制令”或“復
蘇式行動管制令”允許在遵守相應防疫措施前提下舉行體
育、娛樂等活動，但依然禁止跨州出行。在各州範圍內，
除沙巴州外允許跨市縣出行。
馬衛生部發布的疫情數據顯示，截至當天中午，過去
24 小時該國新增新冠確診病例 1555 例，累計確診 304135
例，累計死亡 1141 例。

﹁

﹂

韓國展示國產隱形戰機進展
關鍵部位不再“打碼”
綜合報導 韓國航空航天工業公司
（KAI）公開了韓國 KF-X 戰鬥機原型機
的最新進展，展示了在該公司位於慶尚
南道總部總裝大樓內進行 KF-X 戰鬥機原
型機組裝的場面。

2021年3月7日

馬來西亞決定不再延長
吉隆坡等地 行動管制令

星期日

據悉，目前一共有 4 架 KF-X 戰鬥機
原型機在此組裝，從現場畫面看，首架
機的組裝工作已經接近完成。與之前韓
方采用對機首雷達、發動機尾噴管等
關鍵部位進行打碼處理的方式不同，
在最新公開的畫面中韓
方不再“遮遮掩掩”，
公開展示了首架 KF-X 戰鬥
機原型機的諸多機身細節
，包括已經安裝的兩臺美
制臺 F414-GE-400K 航空發
動機。
據報道，韓國將在今
年 4 月正式向公眾展示該
國研制的 KF-X 戰鬥機原型
機，這比原定的計劃要提
前數周。

韓 國 自 2015 年 以
來就一直致力於發展
KF-X 戰鬥機項目，準
備用這款 4.5 代戰鬥機
取 代 現 役 的 美 制 F-4
和 F-5 戰 鬥 機 。 首 架
原型機的組裝工作從 2020 年 9 月開始，
由韓國航空航天工業公司（KAI）負責
。 地 面 和 飛 行 測 試 預 計 在 2026 年 完 成
， 韓 方 計 劃 在 2028 年 前 向 韓 國 空 軍 交
付 40 架 KF-X 戰機，在 2032 年前再交付
80 架。
此前韓媒報道稱，該機最大飛行速
度 1.81 馬赫，最大航程 2900 公裏。KAI 公
司表示，該機與 F-35A 在外形輪廓上有相
似之處。該戰鬥機的最大有效載荷為
7700 公斤，有 10 個外掛點。
KF-X 戰鬥機的最主要的機載武器是
空空導彈，韓國計劃直接從歐洲進口空
空導彈。韓聯社稱，近期該機主要攜帶
德國的近程空空導彈和歐洲開發商 MBDA 的“流星”主動雷達制導中遠程空空
導彈。

日本高官辭職：
早前被曝出曾接受菅義偉長子不當宴請
綜合報導 日本內閣通過了內閣
廣報官山田真貴子的辭職申請。山
田早前被曝出曾接受過首相菅義偉
長子的不當宴請，其中一次為人均
消 費 約 7.4 萬 日 元 （ 約 合 人 民 幣
4500 元）的高級料理。
據報道，山田是日本首相官邸
直屬官員，主要負責主持首相記者
會。她曾在擔任總務省擔任審議官
，並在任職期間接受過菅義偉長子
菅正剛的不當宴請，其中一次為和
牛和海鮮的高級料理，人均消費約
7.4 萬日元。
據日媒早前報道，共有 13 名總務
省官員曾接受過菅正剛的不當宴請，
其中 11 人已經被處以減薪或訓誡的處
分，一人為非利害關系人免遭處罰，

而山田由於已經離開總務省到首相官
邸任職，也沒有遭到處罰。
事件曝光後，日本在野黨要求菅
義偉對山田進行處分。2 月 24 日，菅
義偉對山田提出嚴重警告，山田主動
一次性返還部分工資。2 月 28 日，山
田因為身體不適入院治療，醫生表示
她需要住院兩周才能恢復。3 月 1 日，
她正式提出辭職申請，並於同日獲得
內閣批準。
此外，菅義偉早前也在官邸就該
事件致歉稱：“一些公務員做出了違
反（國家公務員）倫理規範的行為，
我的長子涉及了此事，我為此衷心致
以歉意。”他強調，希望事情真相早
日曝光，“我將不包庇、不隱瞞，最
重要的是將事件關系理清。”

中國焦點

2021年3月6日（星期六）

星期日

2021年3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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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強

：十四五打好關鍵技術攻堅戰
作政府工作報告 今年 GDP 增速目標 6%以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

“十四五”主要目標和重大任務

巖 北京報道）第十三屆全國
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 5

着力提升發展質量效益，保持經濟持續健康發展

日上午在人民大會堂開幕，中國國務院總理

●經濟運行保持在合理區間，全員勞動生產率

李克強作政府工作報告。李克強提出，“十

增長高於國內生產總值增長，城鎮調查失業率

四五”時期要打好關鍵核心技術攻堅戰，全

控制在 5.5%以內。

社會研發經費投入年均增長 7%以上、力爭投

堅持創新驅動發展，加快發展現代產業體系

入強度高於“十三五”時期實際。今年將深
入謀劃推進“科技創新 2030—重大項目”，

● 十三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 5 日在北京開幕。黨和國家領導人習近平、李克強、汪洋、王滬
寧、趙樂際、韓正、王岐山等出席，栗戰書主持大會。
新華社

大量增加基礎研究投入，要求

期實際。

10.6%，“以‘十年磨一劍’

形成強大國內市場，構建新發展格局

精神在關鍵核心領域實現重大
突破”。

究十年行動方案，全社會研發經費投入年均增
長 7%以上、力爭投入強度高於“十三五”時

政府工作報告金句

中央本級基礎研究支出增長

●打好關鍵核心技術攻堅戰，制定實施基礎研

政府工作報告詳情

上

午 9 時，大會開幕，近 3,000 名全國人大代表出
席。習近平、李克強、汪洋、王滬寧、趙樂際、
韓正、王岐山及大會主席團成員在主席台就座。栗戰書
主持會議。
根據會議議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代表國務院向大
會作政府工作報告。報告共分三個部分：一、2020 年工
作回顧；二、“十三五”時期發展成就和“十四五”時
期主要目標任務；三、2021 年重點工作。

讓科研人員沉下心搞探索
李克強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強調，“十四五”一個重
要任務是，堅持創新驅動發展，加快發展現代產業體
系。要完善國家創新體系，加快構建以國家實驗室為引
領的戰略科技力量，打好關鍵核心技術攻堅戰，制定實
施基礎研究十年行動方案，提升企業技術創新能力，激
發人才創新活力，完善科技創新體制機制，全社會研發
經費投入年均增長 7%以上、力爭投入強度高於“十三
五”時期實際。
“基礎研究是科技創新的源頭，要健全穩定支持機
制，大幅增加投入。”李克強提出，今年計劃中央本級
基礎研究支出增長 10.6%，落實擴大經費使用自主權政
策，完善項目評審和人才評價機制，切實減輕科研人員
不合理負擔，使他們能夠沉下心來致力科學探索，以
“十年磨一劍”精神在關鍵核心領域實現重大突破。

疫情受控今年赤字率下調
李克強還首次提到，要深入謀劃推進“科技創新
2030—重大項目”。同時為鼓勵企業創新，將用稅收優
惠機制激勵企業加大研發投入，延續執行企業研發費用
加計扣除 75%政策，將製造業企業加計扣除比例提高到
100%。
政府工作報告將今年的經濟增長預期目標設定為
6%以上，李克強在報告中表示，這是考慮了經濟運行
恢復情況，有利於引導各方面集中精力推進改革創新、
推動高質量發展。考慮到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和經濟逐步
恢復，今年赤字率擬按 3.2%左右安排、比去年有所下
調，不再發行抗疫特別國債。

專家籲增研發經費 GDP 佔比
雖然財政擴張力度減弱，中央對科技創新、基礎研
究大幅增加投入和政策支持。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
理事長魏建國認為，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及創新明顯增
多，舉措更加細化，財政支持力度更大，首次明確提出
研發投入增長目標，並運用產學研融合、產權激勵、稅
收優惠等多管齊下激勵企業創新。不過，中國研發經費
佔 GDP 的比重 2.4%左右，其中基礎研究經費佔比就更
低，亟待進一步提升。

廣開就業門路，為有意願有能力的人創
造更多公平就業機會。

●建立擴大內需的有效制度，全面促進消費，

讓市場主體安心經營、輕裝前行。

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完善新型城鎮化戰略

切實減輕科研人員不合理負擔，使他們
能夠沉下心來致力科學探索，以“十年
磨一劍”精神在關鍵核心領域實現重大
突破。

●嚴守 18 億畝耕地紅線，實施高標準農田建

解決好吃飯問題始終是頭等大事，我們
一定要下力氣也完全有能力保障好 14 億
人的糧食安全。
千方百計使億萬農民多增收、有奔頭。
努力讓廣大學生健康快樂成長，讓每個
孩子都有人生出彩的機會。

拓展投資空間，加快培育完整內需體系。

設工程、黑土地保護工程，確保種源安全，加
快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常住人口城鎮化率提
●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作政府工作報告。
中新社

降低租賃住房稅費負擔，盡最大努力幫
助新市民、青年人等緩解住房困難。
推進智能化服務要適應老年人需求，並
做到不讓智能工具給老年人日常生活造
成障礙。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國務院智囊：GDP設定考慮長期平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帥 北京報道）
中國國務院研究室相關負責人5日在國新辦解
讀政府工作報告稱，今年 GDP 設定 6%以上
的具體目標，不僅考慮了今年情況，也統籌
考慮明後年，盡可能做到預期目標在年度之
間不要忽高忽低，能夠保持經濟長期平穩運
行。
國務院研究室副主任郭瑋介紹，習近平
總書記對政府工作報告起草作出重要指示，先
後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中央政治
局會議，對報告稿進行研究討論，並對修改工
作提出明確要求。李克強總理主持了報告的起
草和修改，先後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國
務院全體會議，對報告稿進行討論，還多次主
持召開專題座談會，直接聽取各方面意見和建
議。國務院其他領導同志也對報告起草和修改
工作給予具體指導。報告起草還廣泛徵求了各

省自治區直轄市、中央黨政軍群部門、部分中
央企業的意見和建議。
2020 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沒有提出 GDP
具體目標，但在 2021 年設定 6%以上的目
標。國務院研究室黨組成員孫國君對此回
應，其中有三方面綜合考慮：一是經濟狀況
不斷轉好，預計今年經濟總體上能夠保持平
穩運行；二是考慮基數因素，預計今年一季
度同比上升會比較多，全年可能會呈現“前
高後低”的走勢，在季度之間的環比，可能
還是會相對平穩；三是要統籌考慮明後年，
盡可能做到預期目標在年度之間不要忽高忽
低，能夠保持經濟長期平穩運行。
孫國君強調，今年宏觀政策要保持連續
性、穩定性、可持續性，延續和優化去年的
政策邏輯和着力點，保持必要支持力度，不
會急轉彎，目標就是繼續為市場主體紓困。

高到 65%。

優化區域經濟布局，促進區域協調發展
●扎實推動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發
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長三角一體化發展、
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高標準、高
質量建設雄安新區。

全面深化改革開放，持續增強發展動力和活
力
●加快國有經濟布局優化和結構調整，優化民
營經濟發展環境。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
體制，推動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構
建面向全球的高標準自由貿易區網絡。

推動綠色發展，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
●構建以國家公園為主體的自然保護地體系，
森林覆蓋率達到 24.1%；基本消除重污染天氣
和城市黑臭水體；落實 2030 年應對氣候變化
國家自主貢獻目標；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耗和
二氧化碳排放分別降低 13.5%、18%。

持續增進民生福祉，扎實推動共同富裕
●制定促進共同富裕行動綱要，居民人均可支
配收入增長與國內生產總值增長基本同步。勞
動年齡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到 11.3 年。全
面推進健康中國建設，人均預期壽命再提高 1
歲。逐步延遲法定退休年齡，基本養老保險參
保率提高到 95%。

報告首設兩版本 總理宣讀精簡版





“極不平凡”之年，李克強總
理所作的政府工作報告也是極其特
殊的。《新京報》記者注意到，今
年總理宣讀的報告時長僅為 1 小時
左右。為何報告如此“簡短”？原
來，為配合壓縮會議時間，今年的
政府工作報告首次設置了兩個版

本，一個長版本，一個短版本。李
克強總理宣讀的報告是精簡版本，
會場發給代表們進行審議的，則是
完整版的政府工作報告。經人大代
表審議通過，並向社會公開的政府
工作報告也將會是“全本”。
●《新京報》

統籌發展和安全，建設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國
●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加強國家安全體系和
能力建設。強化國家經濟安全保障，實施糧
食、能源資源、金融安全戰略，糧食綜合生產
能力保持在 1.3 萬億斤以上，提高能源綜合生
產能力。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香港瞭望
星期日

● 3 月 5 日，
第十三屆全國
人民代表大會
第四次會議在
北京人民大會
堂開幕。國務
院總理李克強
作政府工作報
告。 新華社

2021年3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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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強：堅決防範和遏制外力干預港澳事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
道）第十三屆全國人大第四次會議5日上午
在人民大會堂舉行開幕會。

栗戰書：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符合香港利益
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政府工作報
告中指出，我們要繼續全面準確貫徹“一

國兩制”、“港人治港”、“澳人治
澳”、高度自治的方針，完善特別行政區
同憲法和基本法實施相關的制度和機制，
落實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
和執行機制。堅決防範和遏制外部勢力干
預港澳事務，支持港澳發展經濟、改善民
生，保持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

5 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國
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栗戰書在參加江西代表
團審議時強調，提交大會審議的關於完善
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的決定草案，符
合憲法和香港基本法，符合香港根本利益
和長遠利益，一定會得到包括香港同胞在
內的全國各族人民的支持。

選委會重構增權 決定+修法兩步走
王晨作草案說明 建立香港特色新的民主選舉制度

落實

愛國者治港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王晨 5 日上
午在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
議作關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完善香
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的決定（草案）》
的說明。他指出，完善香港特區選舉制度

計，通過選舉委員會擴大香港社會均衡有
序的政治參與和更加廣泛的代表性，對有
關選舉要素作出適當調整，同時建立全流
程資格審查機制，進而形成一套符合香港
實際情況、有香港特色的新的民主選舉制
度。有關建議將採取“決定+修法”的方
式，分步予以推進和完成。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劉凝哲

王晨在說明中指出，香港社會出現的一些亂象表
明，香港特別行政區現行的選舉制度機制存在

明顯的漏洞和缺陷，為反中亂港勢力奪取香港特別
行政區管治權提供了可乘之機。為此，必須採取必
要措施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消除制度機
制方面存在的隱患和風險，確保以愛國者為主體的
“港人治港”，確保在香港特別行政區依法施政和有
效治理，確保香港“一國兩制”實踐始終沿着正確方
向前進。

調整優化選委會規模組成和產生辦法
他說，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的總體思
路是：以對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委員會重新構建和
增加賦權為核心進行總體制度設計，調整和優化選
舉委員會的規模、組成和產生辦法，繼續由選舉委
員會選舉產生行政長官，並賦予選舉委員會選舉產
生較大比例的立法會議員和直接參與提名全部立法
會議員候選人的新職能，通過選舉委員會擴大香港
社會均衡有序的政治參與和更加廣泛的代表性，對
有關選舉要素作出適當調整，同時建立全流程資格
審查機制，進而形成一套符合香港實際情況、有香
港特色的新的民主選舉制度。

修改基本法附件一二 不涉修改正文
王晨表示，中央和國家有關部門在綜合分析和
全面評估的基礎上，認為有必要從國家層面修改完
善香港特別行政區有關選舉制度，主要是修改香港
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和立法會的產生辦
法；同時，考慮到保持香港特別行政區相關制度的
連續性和穩定性，本次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有關選
舉制度，可以只修改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
不涉及修改香港基本法正文。
他指出，中央和國家有關部門經認真研究並與

“決定+修法”
兩步推進
第一步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作出決定，明確修改
完善香港特區選舉制度應當遵循的基本
原則和修改完善的核心要素內容，並授
權全國人大常委會根據本決定修改香港
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

第二步
a、全國人大常委會修訂香港基本法附件
一《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產生
辦法》和附件二《香港特別行政區立
法會的產生辦法和表決程式》，對香
港特區實行的新的民主選舉制度作出
具體明確的規定
b、在國家層面完成對附件一和附件二的
修訂後，香港特區將據此對本地有關
法律作出相應修改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

有關方面溝通後，提出採取“決定+修法”的方
式，分步予以推進和完成：
第一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根據憲法和香港基
本法、香港國安法的有關規定，作出關於完善香港
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的決定，明確修改完善香港特
別行政區選舉制度應當遵循的基本原則和修改完善
的核心要素內容，並授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
員會根據本決定修改香港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
第二步，全國人大常委會根據憲法、香港基本
法、香港國安法和全國人大有關決定，修訂香港基
本法附件一《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的產生辦
法》和附件二《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會的產生辦法
和表決程序》，修訂後的附件一和附件二將對香港
特別行政區實行的新的民主選舉制度作出具體明確
的規定。在國家層面完成對附件一和附件二的修訂
後，香港特別行政區將據此對本地有關法律作出相
應修改。

●3 月 5 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開幕。圖為大會審議全國人
大常委會關於提請審議《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的決定（草案）》的
議案。
中新社

林鄭：將協助修訂附件修改本地法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特區行
政長官林鄭月娥5日發表聲明，表示特區政府定
必全力以赴，反映香港社會各界意見，協助全
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修訂基本法附件一
行政長官的產生辦法和附件二立法會的產生辦
法和表決程序，並按稍後經通過的附件條文制
定修改本地的相關選舉法例，交立法會審議。
林鄭月娥表示，“愛國者治港”完全符
合香港特區的憲制要求，要求治港人士是愛
國者乃理所當然，“愛國者治港”是成功貫
徹落實“一國兩制”的必然和必要條件，不
容含糊。她表示，自己和特區政府完全尊重中
央對這次完善選舉制度的主導權，並認同王晨

副委員長在大會就有關決定（草案）說明中闡
述的五大基本原則。特區政府會全面配合，通
過本地立法切實執行完善措施，堅持實踐“愛
國者治港”原則。
林鄭月娥直言，過去兩年，香港面對前所
未有的挑戰，中央一直義不容辭從國家層面為
香港解決迫切的問題，展現了對“一國兩制”
方針的堅持，對香港市民的關顧。無論是制定
實施香港國安法，令香港由亂入治，或者完善
特區選舉制度，確保“愛國者治港”，祖國永
遠是香港的堅強後盾︰“我會帶領特區政府管
治團隊，無畏無懼，履行維護國家根本利益和
香港繁榮穩定的使命。”

遵循五大原則 落實“愛國者治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全國人大常
委會副委員長王晨5日說明草案時指出，要堅持
和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從制度機制上
全面貫徹、體現和落實“愛國者治港”的原
則，確保管治權牢牢掌握在愛國愛港力量手
中，確保香港長治久安和長期繁榮穩定，必須
遵循和把握五大重要原則。
一是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港人
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堅持和完善“一國
兩制”制度體系，堅持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
人治港”，把堅持“一國”原則和尊重“兩
制”差異、維護中央對特別行政區全面管治權
和保障特別行政區高度自治權結合起來，為
“愛國者治港”提供健全的制度保障。
二是堅定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
益。確保國家牢牢掌握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
舉制度主導權，全面落實香港國安法，維護香
港特別行政區社會大局穩定，堅決防範、制止
和懲治外國和境外勢力干預香港事務和利用香
港進行分裂、顛覆、滲透、破壞活動。

真耶穌教會
True Jesus Church

335 Avenue E,Stafford,
TX 77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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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構建和增加賦權為核心進行總體制度設

●5 日，全國 人 大 常 委 會 副 委 員 長 王 晨 作 關 於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
選舉制度的決定（草案）》的說明。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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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 (281)631-5260
網址: www.tjc.org
電子郵件: Houston@tjc.org

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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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總體思路是以對香港特區選舉委員會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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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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是堅持依法治港。維護憲法和香港基本
法確定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憲制秩序，在憲法
和香港基本法軌道上完善有關選舉制度和相
關機制，嚴格依照香港基本法、香港國安
法、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有關決定和香港本
地法律組織有關選舉活動，提高依法治理能
力和水平。
四是符合香港實際情況。發展符合香港實
際情況、體現社會整體利益的民主選舉制度，
依法保障香港同胞廣泛的、均衡的政治參與，
依法保障香港永久性居民依法享有的選舉權和
被選舉權，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廣泛凝
聚香港社會正能量。
五是提高香港特別行政區治理效能。健全
行政長官對中央人民政府負責的制度，維護行
政主導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治理架構和運行機
制，支持行政長官和行政機關、立法機關、司
法機關依法行使職權、履行職責，確保香港特
別行政區政治體制和治理體制機制順暢、有效
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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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中山學術研究會 3 月 12 日舉行
國父逝世紀念日及植樹活動
【本報訊
本報訊】
】休士頓在熬過 200 年來從未有過的冰凍嚴寒的冬天後
年來從未有過的冰凍嚴寒的冬天後，
，
總算盼到春暖花開的季節 ， 每年 3 月 12 日是我們偉大的國父逝世紀念
總算盼到春暖花開的季節，
日，當年 3 月 12 日國父去世前
日國父去世前，
，口中還唸著
口中還唸著：“
：“和平
和平、
、奮鬥
奮鬥、
、救中國
” ，而為何政府會將國父逝世紀念日定為植樹節
而為何政府會將國父逝世紀念日定為植樹節？
？那是眼光深遠的國
父早就發現造林的重要性，
父早就發現造林的重要性
， 他曾特別指出
他曾特別指出：“
：“造林是民生建設重要項
造林是民生建設重要項
目 ”。
”。所以政府為感念國父締造民國的偉大功績
所以政府為感念國父締造民國的偉大功績，
， 便定 3 月 12 日國父
逝世紀念日為植樹節。
逝世紀念日為植樹節
。 每年一到這天
每年一到這天，
， 全國廣大民眾舉行造林植樹活
動，以實際行動來遵行國父遺訓
以實際行動來遵行國父遺訓。
。
休士頓中山學術研究會多年前為紀念國父並有種樹環保雙重意義

， 多年前該會在休士頓僑教文化中心種植蘋果樹兩棵
多年前該會在休士頓僑教文化中心種植蘋果樹兩棵，
， 曾開花結果
曾開花結果，
，
不幸耐不住這次零下冰凍天氣，
不幸耐不住這次零下冰凍天氣
， 現已折損
現已折損，
， 該會決定在今年 3 月 12 日
植樹節假僑教中心再種橘子樹，
植樹節假僑教中心再種橘子樹
， 取大吉
取大吉（
（ 橘 ） 大利諧音好彩頭
大利諧音好彩頭，
， 並盼
望扭轉乾坤，
望扭轉乾坤
，國泰平安
國泰平安。
。
休士頓中山學術研究會舉辦的植樹節活動訂於 3 月 12 日星期五上
午 10
10::30
30，
，在僑教中心後面停車場中山蘋果樹前
在僑教中心後面停車場中山蘋果樹前，
，舉行國父逝世紀念日
及植樹活動，
及植樹活動
，當日活動簡單隆重
當日活動簡單隆重，
，將贈予國父紀念章一枚以及送前 20
位報名來賓《
位報名來賓
《走巡國父足跡
走巡國父足跡》
》CD 一片
一片，
，由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贈送
由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贈送。
。
敬請各位僑胞踴躍參加並祝福大家牛年平安健康。
敬請各位僑胞踴躍參加並祝福大家牛年平安健康
。

休斯敦美國華裔醫生協會 (CADAH) 毛志江 (Dr. Chi Mao) 博士紀念獎學金

圖為休士頓中山學術研究會會長唐心琴
張少歐（Dr. Peter Chang）博士慷慨地提供了第一
筆$ 10,000.00 的對等捐款，為啟動此獎學金邁出一大
步。
CADAH 基 金 會 是 慈 善 免 稅 組 織 （501 （c） （3
）），因此您向 CADAH 基金會的捐贈應符合聯邦及
州稅法的減稅規定。請諮詢您的稅務顧問，以確認您
捐款的可抵扣稅額的詳細信息。
願意捐款者，請在支票上標註 For Dr. Chi Mao’s
Memorial Scholarship 並寄往以下地址
圖為毛志江醫師（
圖為毛志江醫師
（左 10 ）攝於休斯敦美國華裔醫生協會
攝於休斯敦美國華裔醫生協會。
。
圖為毛志江醫師（
圖為毛志江醫師
（右二
右二）
）攝於休斯敦美國華裔醫生協會
攝於休斯敦美國華裔醫生協會。
。
CADAH 基金會
P.O. Box 420725，Houston，TX 77242
【本報訊】2021 年 2 月 24 日，我們摯愛的休斯敦美國華裔醫 在 2015 年擔任基金會主席。自協會成立以來他一直是 CADAH /
捐款者也可以通過
Zelle 支付平台捐款：
生協會（CADAH）創始人兼第一任主席毛志江 (Dr. Chi Mao) 博 CADAH 基金會非常活躍的成員。
收件人的電子郵件地址是：Cadah2003@gmail.com.
士因新冠病毒 (COVID-19) 感染引致並發症辭世。毛醫生的突
為了紀念毛醫生一生對醫學界的奉獻以及他對年輕一代醫生
然離世使我們所有人都感到非常難過。
和牙科醫的支持，CADAH 基金會準備資助並建立毛志江 (Dr. 收件人名稱：CADAH 基金會 （ＣＡＤＡＨ Ｆｏｕｎｄａｔｉ
CADAH 是華裔美國醫師和牙醫組成的專業協會，毛博士不 Chi Mao) 博士紀念獎學金。該獎學金將頒發年度獎學金，獎勵 ｏｎ），
如有任何疑問，請隨時與我聯繫：
僅是協會的創始人, 他還是協會的第一任主席， 並且自 1993 年協 休斯敦及周邊城市的醫學院或牙科學院的優秀學生。
程麗娜醫生 （Dr. Lina Ching）
會創始初期到 1995 年一直任協會主席。 2012 年毛博士被評為協
我們希望您能提供捐款幫助，資助毛博士紀念獎學金早日達
CADAH 基金會秘書：(858)232-1245；Lching_il@yahoo.com
年度傑出優秀醫生。多年來，他還是 CADAH 基金會的董事，並 到 5 萬美元的目標，以繼續發揚毛醫生生前的願望。
非常感謝您的慷慨支持！

2021 年海外青年華語文研習班遠距視訊教學課程 即日起開始報名
【本報訊】僑務委員會為增進海外青年華語文聽、說、讀、
寫及中文電腦輸入應用能力，將開辦 4 梯次華語文線上課程，凡
年滿 12 足歲至未滿 24 歲(以護照所載出生日期為憑)，具僑居國護
照或僑居身分加簽，目前居住於海外，有高度學習華語文意願者
均可報名參加。除第 1 梯次規劃給歐洲地區外，第 2 至第 4 梯次
全球班時間均適用本地區學制。
活動期間：1.第 2 梯次：2021 年 6 月 28 日至 8 月 6 日，共 6 週
，每週 3 天，每天 2 小時，總時數 36 小時。
2.第 3 梯次：2021 年 7 月 5 日至 8 月 13 日，共 6 週，每週 3 天
，每天 2 小時，總時數 36 小時。

3.第 4 梯次(全球密集班)：2021 年 7 月 19 日至 8 月 6 日，共 3
週，每週 5 天，每天 2 小時，總時數 30 小時。
第 2、3、4 梯次配合僑居地時區差異調配，分為上、下午班
課程
1.上午班：臺灣時間上午 9 時至 11 時
2.下午班：臺灣時間下午 3 時至 5 時
課程內容：包括語文教學、中文電腦輸入教時學與網路應用
課程、文化採風、臺灣探索導覽等，並依華語文程度採小班制分
級、線上華語同步視訊課程。
各梯次自即日起開始報名，至開班前 2 週或當期人數額滿為

止，學員需自備電腦、網路、耳機、麥克風等相關設備，同步課
程出席時數至少達總時數 80% (不含始業式與結業式)，且學習評
量及格者核發結業證書。
歡迎有興趣的僑青備妥報名表、1 寸照片 1 張、護照基本資
料頁影本，以郵寄、電子郵件或送交至休士頓文教中心報名，相
關活動及申請表件可至僑務委員會網站( www.ocac.gov.tw /僑生
服務/青年研習/華語文研習班)下載運用，或洽休士頓華僑文教
服 務 中 心 (10303 Westoffice Dr. Houston, TX77042) ， 電 話 ：
713-789-4995 分機：113，電子郵箱：hccc@houstonocac.or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