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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一名北韓外交官今天稍早
表示，平壤拒絕與華府有任何對話，除非對
方改變政策；數小時後，正在南韓訪問的美
國國務卿布林肯說，施壓和外交手段都是美
國正在考慮的對待北韓選項。

路透社報導，布林肯（Antony Blinken
）在首爾與南韓官員舉行的聯合記者會上表
示，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的政府將與
盟邦密切諮詢後，在未來幾週內完成對北韓
政策的檢討。

布林肯說： 「拜登總統計劃與南韓、日
本和其他重要夥伴國進行密切合作和諮詢後
，在未來幾週內完成北韓政策檢討，包括是
否恢復施壓選項及未來外交的可能性。」

當記者問到，美國檢討完政策後可能採
取的作法，布林肯拒絕提供進一步說明。

不過，他在與韓國記者召開的另一場圓
桌視訊會議上，被問到拜登是否會與北韓領
導人金正恩見面，布林肯回答說，華府正在
探索如何說服北韓讓非核化有所進展，包括

「不同種類的施壓點」和外交手段都是美方
考慮選項。

布林肯表示： 「某方面來說，一切都在
考慮範圍內。我方抱持非常開放態度。」

北韓外務省第一副相崔善姬今天稍早稱
，拜登政府試圖與平壤接觸的行為是 「膚淺
伎倆」。這是北韓當局首度對雙方互動發表
公開說法。

路透社路透社

布林肯布林肯：：美檢討北韓政策美檢討北韓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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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內亞共和國駐休斯敦名譽總領事
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A twenty-one year old white man
went on a rampage at three spas
in the Atlanta area Tuesday af-
ternoon killing eight people. Six
of them were of Asian decent.

Investigators said they had not
ruled out racial bias as a motivat-
ing factor even though the sus-
pect denied any racial animus.

The gunman told the police that
he had a “sexual addiction”
and had carried out the shooting
at the massage parlors to elimi-
nate his “temptation.” The au-
thorities charged Robert Aaron
Long, 21, on Wednesday with
eight counts of murder and one
count of aggravated assault in
connection with the shootings.

We are here to urge our Asian
community to be united to meet
the challenge. President Biden
also expressed his concern
about the shooting in Georgia
while renewing his concerns over
a recent surge in violence
against Asian-Americans. The
president said, “At this very mo-
ment so many of them, our fellow
Americans, they’re on the front
line of this pandemic trying to
save lives, yet also in fear for
their own lives just walking down
the streets in America. It’ s
wrong, it’ s un-American and it
must stop.”

This is the time all of our leaders
need to call emergency meeting

talks about this serious issue.
We need the people to under-

stand how to protect our commu-
nity.

0303//1818//20212021

We Hope The Bloody MurdersWe Hope The Bloody Murders
Were Not Racially MotivatedWere Not Racially Motivated

位於亞特蘭大市郊附近的三
家按摩院, 週二下午被壹名二十
壹歲的白人兇手羅伯朗在店內槍
殺了八名工作人員，其中六名是
韓裔亞洲人，目前兇手已經被捕
，他告訴警方自己是壹名色情狂
徒，他也是這三家按摩店之常客
。

此兇殺案也震驚了拜登總統
，壹般認為值此反華亞裔情緒高
張之時，可能會涉及種族歧視，
但是，警方已查明這位年輕兇嫌
是名色情狂，最近才被家人驅出
家門，應該和種族歧視無關，
今天在南韓訪問的國務卿布林肯
也向韓國當局表示哀悼。

事發之後，引起了亞城及全

國亞裔社區之高度關懷和恐慌，
近月來，全美各地反亞裔之仇視
事件已經層出不窮，壹股對華亞
裔之反對浪潮正在各階層醞釀，
即便是在聯邦和地方政府之不斷
呼籲，那些右翼種族份子還在不
斷渲染新冠病毒是來自中國之病
毒。

當新冠病毒還在我們社區繼
續蔓延之時，社會治安不斷惡化
，我們要嚴防反亞裔事件之上演
，也呼籲大家要立即報案絕不能
吞聲忍氣。

我們要向受害人之家屬表示
哀悼，對兇嫌壹定要嚴厲處置，
還給我們亞裔社區壹個公道。

亞城悲劇亞城悲劇 震驚全國震驚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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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印度第二波新冠肺炎疫情持續惡

化，昨天單日新增病例再創紀錄，新增 3 萬
5886例，創下102天新高紀錄。疫情嚴重的馬
哈拉什特拉省和新德里計劃為更多人施打疫苗
。

根據統計，印度昨天一天新增3萬5886例
2019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新冠肺炎）
病例，創下 102 天以來的新高紀錄，其中有
60%需要治療的病例都來自印度疫情最嚴重的
馬哈拉什特拉省（Maharashtra）。

此外，統計顯示，印度 18 個省市及中央
直轄區的單日新增病例都創下今年1月以來新
高紀錄，這讓許多省市強化防疫措施。

其中，被印度總理莫迪點名關切疫情的旁
遮普省（Punjab）從昨晚對9個疫情嚴重的縣
市實施延長宵禁 2 小時的措施，省長辛赫
（Amarinder Singh）呼籲民眾遵守規定。

馬哈拉什特拉省省政府雖然數度警告如果
疫情惡化，不排除全省再度實施全面封鎖措施
，但該省只在部份疫情嚴重縣市實施更嚴格的
封鎖和收容措施。

馬哈拉什特拉省省長薩克雷（Uddhav
Thackeray）希望中央政府能支持馬哈拉什特拉
省為45歲以上的民眾施打新冠肺炎疫苗。

印度中央政府列入3億人疫苗接種計畫的
群體中，除醫療和第一線工作人員外，只有60
歲以上及罹患糖尿病等慢性綜合病症的高危險
群列入首階段疫苗接種計畫。

同樣的，新增病例不斷攀升的新德里，市
長克里瓦爾（Arvind Kejriwal）今天與衛生廳
相關官員開會討論疫情問題後，呼籲中央政府
擴大接種疫苗的群體，以對抗第二波疫情。

印度斯坦時報（Hindustan Times）引述克
里瓦爾說，只要中央政府許可，新德里政府可
在3個月為所有18歲以上市民接種疫苗。

此外，北方省高灘布德納格（Gautam
Buddh Nagar ）警方今天宣布，4月30日前，
禁止未經批准的示威活動及即將到來荷麗節
（Holi）等節慶與宗教慶祝活動。

印度迄今累計新冠肺炎病例超過 1147 萬
例，居世界第2高，死亡人數達到15萬9254人
。

印度新冠肺炎疫情惡化
多地宵禁盼擴大接種疫苗

北韓不爽人犯被引渡到美
怒與馬來西亞斷交警告華府

(本報訊）北韓因不滿馬來西亞法院批准
，將1名涉嫌洗錢的北韓人引渡到美國受審
，犯下不可饒恕的罪刑，宣佈與馬來西亞斷
交，並警告美國，會因此付出代價。

據朝中社19日報導，馬國最高法院9日
裁定，吉隆玻當局可以將北韓男子文哲明
（Mun Chol Myong，音譯）引渡到美國，面
對洗黑錢指控。

北韓外務省透過朝中社發表聲明說，馬
來西亞的做法是邪惡行為，也是十惡不赦的
罪行。聲明中並強調，吉隆玻在美國的壓力
下屈服，採取無視國際法的敵對行為，犧牲
無辜的北韓公民，直指馬來西亞的行動破壞

了奠基於尊重雙方主權的關係。
聲明中說，文哲明在新加坡從事合法對

外貿易活動，所謂他參與非法洗錢是捏造的
。此外，北韓還說，美國是這次事件的幕後
黑手，因此已警告華府，將為此付出代價。

不過，綜合外電報導，文哲明與家人在
馬來西亞已10年，他違反聯合國制裁令，從
2013—2018年透過在新加坡任職的貿易公司
，並偽造文件，購買奢侈品運返北韓。

吉隆坡和平壤原本關係密切，但北韓最
高領導人金正恩的同父異母哥哥金正男在馬
國遭毒殺後，兩國關係隨即急轉直下。

亞特蘭大發生慘絕人寰屠殺案, 一名瘋狂
的白人殺手連續到三家不同地點的按摩店開槍
, 致使八人身亡, 其中六人為亞裔,這位自稱犯有
性癮癖的屠夫無論以什麼理由脫罪, 但他針對
亞裔的血腥暴行絕對罪無可逭！

這次的慘劇是最近一連串在全美各地發生
仇恨亞裔事件中最不幸的一樁, 亞裔真的不能
再容忍了, 聯邦與各州市政府如果不徹底檢討
改進與防範, 亞裔未來在美國的性命必然岌岌
可危！

毫無疑問的是,自從去年新冠病毒肆虐美國
,被川普散播不實偏見,污指為中國病毒, 並以功
夫諧音為之取名為”功夫流感”(kung flu)後,導
致亞裔不斷成為仇恨事件的受害者, 根據追蹤
反亞裔攻擊事件的組織StopAAPI Hate的統計數
字，在過去一年美國發生近3800起亞裔遭惡性
仇恨犯罪的事件，而聯邦調查局也顯示，在川
普執政期，仇恨犯罪總體上升了20%,其中包括
身體暴力、種族歧視言論以及口水謾罵等, 川
普身為一國領導人,不但不弭平族群紛擾，反而
製造無窮盡的混亂,所以他絕對是仇恨事件的罪

魁禍首。
其實反亞裔的種族主義在美國已有很長歷

史，在19世紀中，當中國移民不斷增加，加劇
白人就業的威脅以及種族純度的恐懼, 聯邦政
府甚至在1882年立法制定了歷史上惡名昭彰的
《排華法案》(Chinese Exclusion Act)，禁止華
人進入美國, 1917 年通過的《移民法》再次禁
止亞洲的移民,而在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裔更
因他們的種族而被圍捕關押拘留營中。考證美
國歷史,幾乎每過十年都會出現針對亞裔的偏見
和仇恨犯罪，只不過在疫情期間又被川普煽動
而讓種族仇恨的暴行更加嚴重罷了。

拜登總統非常了解亞裔被仇視造成的災難
, 所以不僅選了流有亞裔血統的副總統，而且
上任後立即譴責反亞裔及太平洋島人的歧視行
為, 更禁用具有挑釁歧視的中國肺炎一 詞, 拜登
的用心良苦，近來他不斷針對亞裔被仇恨傷害
表達關切, 當然可阻止仇恨惡行的氾濫, 不過亞
裔更要自保, 減少單獨外出, 不與人結怨爭吵等
都可以減少仇恨事件發生的!

【李著華觀點 :亞特蘭大慘劇
亞裔又是受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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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計劃3月底開始解鎖
學校零售餐飲旅遊陸續開放

綜合報導 希臘衛生部統計數字顯示，希臘當天新增1165例新冠確

診患者，累計確診206281例。因新冠病毒而死亡的人數在24小時內增加

39人，累計死亡人數為6797人。

據報道，雖然連續的封鎖已經對希臘經濟造成嚴重的傷害，但由於

現時每日新增病例、重癥患者和死亡患者數仍居高不下，希臘已無可能

按照原計劃重開零售業。

當局目前給出了最樂觀的方案：零售業於3月底前復工，並按店鋪

面積來限制接納的顧客人數；餐飲業於4月份復工，僅開放室外座位；

待5月份第一輪疫苗接種完成時，希臘經濟在一定程度上恢復正常。

希臘政府發言人佩洛尼3月8日表示，政府計劃在3月底前取消對零

售業的限制，並重新開放學校，並在5月重新開放希臘旅遊業。但她同

時強調，這些決定將取決於流行病學數據。

希臘財政部長斯塔庫拉斯3月8日說，政府正在研究從3月22日起

，從零售業開始逐步開放經濟活動。

此外，希臘當局計劃在2021年支出75億歐元補助金，但目前相關預算已

經高達115億歐元，且國家每月因零售業停業便損失11至12億歐元。

希臘現時的限制措施與2020年3月初次封鎖時並無太大差別，但成

效卻不同，原因有二。其一，群眾和檢查人員都對疫情產生了倦怠情緒

；其二，人們對新冠病毒的恐懼已經消退，尤其是年輕人。

希臘輿論認為，當局未來的任何決定都將取決於國家衛生系統的應

變能力，而不是感染率。新冠患者的平均年齡出現下降趨勢，且在未來

可能會進一步下降，預計不會對醫療系統造成過大壓力。

歐盟發行2021年第二批
90億歐元社會債券應對疫情

綜合報導 歐盟通報發行2021年第二批社會債券，發行規模為90億歐

元，以籌集資金緩解新冠肺炎疫情對成員國就業市場造成的巨大沖擊。

據歐盟委員會當日發布的公告，90億歐元社會債券為15年期債券，

於2036年6月到期償還；債券吸引眾多機構投資者認購，認購倍數接近

10倍。

這是歐盟2021年發行的第二批社會債券。1月末，歐盟發行2021年

首批140億歐元社會債券，包括100億歐元7年期債券和40億歐元30年

期債券，其中7年期債券采取溢價發行，系負收益率債券。

去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後，歐盟為幫助成員國穩定就業市場推

出“緩解失業風險緊急援助”項目(簡稱“SURE”)；去年10月歐盟開始

依據這一項目發行社會債券，所籌資金轉以優惠貸款的方式向成員國劃

撥，用於支付失業救濟金、資助創業項目等。

計入此次發行的90億歐元社會債券，迄今歐盟共發行5批社會債券

，總發行規模為625億歐元，多數獲10倍以上超額認購；按照歐盟現有

規劃，到2022年12月31日，歐盟社會債券發行規模最高可達1000億歐

元，若屆時經濟形勢不見好轉，歐盟可再增發社會債券。

成員國方面，歐盟統計顯示，今年1月末2021年首批社會債券發行

後，共有15個成員國獲得了歐盟劃撥的優惠貸款，包括遭疫情重創的意

大利、西班牙等國；2021年第二批社會債券發行後，獲得歐盟優惠貸款

的成員國數量將增至16個；整體而言，目前歐盟準備向19個成員國劃

撥優惠貸款，總金額為906億歐元。

德國“超級選舉年”開打
默克爾所在政黨首戰受挫

綜合報導 德國“超級選舉

年”打響首戰。當晚出口民調顯

示，在巴符州和萊法州於當天舉行

的州議會選舉中，綠黨和社民黨分

別位居兩州得票率第一名。德國總

理默克爾所在政黨基民盟在兩州的

得票率則大幅下滑，德媒形容這是

基民盟在地方選舉中的“史上最差

戰績”。

截至當地時間14日晚22時22

分的德國電視一臺出口民調顯示，

巴符州和萊法州得票率前三名的政

黨分別為綠黨(32.7% )、基民盟

(23.8%)、社民黨(11.2%)和社民黨

(36%)、基民盟(26.9%)、綠黨(9.4%)

。其中，巴符州州長所在的綠黨在

該州得票率較上屆選舉上升了2.4

個百分點；萊法州州長所在的社民

黨則基本保持不變，僅微降0.2個

百分點。

基民盟則被普遍視作此次兩

州地方選舉的最大“輸家”：其

在巴符州的得票率下降了 3.2 個

百分點，在萊法州則下降 4.9 個

百分點。

選前曝光的多起醜聞被認為是

影響基民盟選情的直接導火索。3

月初，基民盟及其姊妹黨基社盟在

聯邦議院內黨團的兩名議員因涉嫌

通過向聯邦政府部門和地方政府介

紹口罩供應商而牟利，迫於各方壓

力辭去議員職務。另有一名基民盟

籍議員豪普特曼亦因卷入不當獲利

醜聞而辭職。

不過，亦有分析指出，一方面

基民盟籍的聯邦衛生部長施潘自

去年以來的抗疫表現屢遭質疑，

另一方面近年來隨著環保議題愈

發受到德國民眾關註，綠黨趁勢

崛起，這些因素構成了基民盟在

“超級選舉年”首戰受挫的深層

次原因。

接下來，德國還將舉行四個州

的地方選舉，以及9月下旬的大選

。對於已連續執掌總理大位16年

的基民盟而言，如何利用剩下的6

個多月時間重整旗鼓，將是其當前

面臨的迫切課題。

基民盟秘書長齊米亞克當天表

示，個別議員的不端行為讓該黨遭

到了質疑，此時更應全力進行整頓

。他強調，聯盟黨(基民盟和基社

盟組成的黨團)內執行對貪腐零容

忍的政策。

齊米亞克同時坦言，德國公眾

對新冠疫情下的危機管理的不滿和

不理解正在增多，“因此全體相關

責任人都必須嚴肅地探究，我們如

何才能更好、更務實、更迅速地應

對疫情”。

當天的選舉結果令社民黨籍的

現任德國副總理兼財政部長朔爾茨

感到振奮。將代表該黨角逐下屆總

理的他表示，萊法州的選舉結果表

明，在沒有基民盟的情況下仍有可

能組建起政府。“我希望成為德國

總理，今天的情況表明，這是可以

實現的。”

英國將發報告“擴充網軍”：
裁減軍隊規模，增加應對網絡戰爭投入

綜合報導 “這是一份可以說明英

國將在全球扮演什麼角色的權威文件”，

英國前國家安全顧問彼得· 裏克茲這樣形

容約翰遜政府於16日發布的國家安全評

估報告。據路透社報道，約翰遜16日將

在議會正式宣讀這份報告，首相府13日

發表聲明稱，約翰遜認為網絡力量正在給

人們的生活以及應對戰爭的方式帶來革命

性改變。為此，英國需要加強對敵人的網

絡攻擊能力，從內閣的情報搜集分析，到

網絡軍隊的擴張，英國政府都會給予顯著

的人力財力投入。

報道稱，約翰遜曾將這份名為《競爭

時代的全球英國》的報告稱作“自冷戰結

束以來，對英國外交、國防、安全和發展

政策最重大的評估”。由於唐寧街更註重

對新冠疫情防控措施的討論，該報告的發

布曾被數次推遲。英國媒體根據提前看到

的內容報道稱，約翰遜政府計劃降低傳統

的武裝力量軍費開支，進一步裁減軍隊規

模，同時增加對於應對網絡戰爭的投入。

這份報告將闡明脫歐後的英國在地緣政治

中扮演的角色。

在未來網絡戰爭的應對措施中，約翰

遜政府計劃在英格蘭北部地區建立永久性

基地，部署包括情報、國防及相關科技人

員在內的國家網絡部隊。英國的國家網絡

部隊主要應對外部的空防威脅，及官方乃

至民間通過移動電話等終端設備遭遇到的

犯罪和恐襲威脅。英國《泰晤士報》日前

報道稱，約翰遜政府計劃出資900萬英鎊，

在首相府內設立類似美國白宮風格的“局

勢分析室”，新的“局勢分析室”將會接

通實時的情報網絡分析，會議也會有高級

別的情報分析官員出席，及時向參會成員

介紹近期以及未來6個月的軍情局勢。

此外，根據媒體猜測，近些年一減再

減的英國軍隊人數將會在政府報告中再次

出現調整。路透社稱，英國計劃削減1.25

萬名軍人，使軍隊人數降至7萬左右。在

軍人數量減少的同時，英國強調對現代化

作戰能力加大投入。英國將取消 90 架

F-35輕型戰機的訂單，現有的軍用直升機

數量會減少41%，無人偵察機在退役後也

不會重新采購；不過，英國將按計劃於

2022年在蘇格蘭發射火箭，並借此宣布

啟動英國太空司令部。英國研發的新一代

“暴風”隱形戰機也預計將獲得政府15

億英鎊的研發費用。

此前有報道稱，該報告還主張提升英

國在南亞和東亞的軍事與外交地位，投資

“應對中國的能力”，以便“更好地理解

和回應中國構成的系統性挑戰”，尤其是

在網絡安全領域。但英國前國防參謀長理

查茲警告稱，英國的全球野心將導致其在

附近地區和北約內部擁有的影響力被一點

點地浪費掉。也有分析認為，英國的全球

野心會令其軍事部署過於分散，忽視關鍵

性防衛義務，讓軍事盟友心生嫌隙。

從貝加爾湖中看宇宙：
俄啟用大型水底太空望遠鏡

綜合報導 俄羅斯科學家啟用北半球最大的深水中

微子望遠鏡，計劃用其來更好地了解宇宙的產生和進化

過程。

這個由捷克、德國、波蘭、俄羅斯、斯洛伐克科學

家合作的深水望遠鏡名為“貝加爾-GVD”(Baikal-GVD )，

2015年開始打造，目的是要觀察最小的粒子“中微子”

。由於中微子非常難以探測，但水可以作為有效的觀測

媒介，科學家們決定在水底安置這座望遠鏡。

“貝加爾-GVD”當日緩緩穿過從湖冰中鑿出的一個

長方形孔洞，被安置在距離湖邊約4000米、水深750至

1300米的位置，猶如湖中的漂浮實驗室。

聯合核子研究所研究員諾莫夫站在冰凍的貝加爾湖

湖面說道：“一個體積半立方千米的中微子望遠鏡就在

我們腳下。”

他說，過幾年，這個望遠鏡就可擴大到1立方千米，可

和美國南極研究站極冰下的“冰立方”(Ice Cube)匹敵。

俄羅斯科學家表示，“貝加爾-GVD”是北半球最大

的中微子探測器，而世上容積最大的淡水湖貝加爾湖正

是放置這個漂浮實驗室的理想地點。

聯合核子研究所的蕭依波諾夫說：“貝加爾湖當然

是唯一可以放置中微子望遠鏡的湖泊，因為它的深度”

，“淡水很重要、水的清澈度也是，事實上，有冰覆蓋

2到2個半月也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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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報導，為期兩天
的美國與中國大陸高層會談，18日日在美國阿拉斯加州安克拉
治市(Anchorage)登場。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在雙
方坐上談判桌前公開喊話，大陸已威脅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
序。其與國安顧問蘇利文(Jake Sullivan)將在會談中表達對大陸
部分行動的 「深切關注」，也會明確表達華府不會尋求與北京
發生衝突的立場。他呼籲，大陸需要尊重國際秩序，否則會面
臨一個 「更為暴力的世界」。

布林肯表示，美國將會保衛 「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
」；若國際體系缺少此一基礎，將 「淪為一個更為暴力的世界
」。他進一步指出，大陸在新疆、香港與台灣等地的行動，甚
至是對美國的網路攻擊、對美國盟友的經濟脅迫， 「已威脅國
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而這關乎全球穩定」。這也是為何這
不能僅僅用 「內部事務」便帶過，而美國在這次會談中也有義
務提出這些議題。

布林肯補充， 「我們政府已承諾透過外交領導來深化美國
利益，並強化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這不只是一個抽象概

念，而是能幫助各國和平解決紛歧，有效協調多邊努力，並確
保每位行為者都遵循相同的規則」。

話鋒一轉，他表示如果不遵守現有國際法與國際秩序，
「將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另行替代，世界秩序將變成贏

者全拿的面貌，而這對我們所有人來說都是更為暴力而不穩定
的世界」

在雙方國家安全官員正式會談前，布林肯做出上述談話。
在這場會談中，美方代表為國務卿布林肯、美國國家安全顧問
蘇利文；中國大陸則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楊潔篪、中共外交
部部長王毅出席。美官員將此次會談定調為 「更廣泛的戰略對
話」，美方將藉此表達對中國大陸行動的深切關注，以及重申
彼此在潛在領域中的共同利益。

這是布林肯首度與北京官員正式會晤，也是美國國務卿自
公開稱呼大陸為 「21世紀最大的地緣政治挑戰」後，雙方首次
舉行重要會議。

CNN指出，會議將傳遞明確的訊息給北京，即拜登政府
將持續對北京日益強硬的態度；不過，拜登團隊也表示，新政

府的做法更為細膩；其將透過與盟國緊密合作，更有效地執行
國際法。相較於川普時期，美國政府在對陸議題上的內部分歧
，而這不但困擾川普政府的行動，更破壞美國與中國大陸政策
，拜登團隊將力求擺脫此一困境。

美官員表示，上屆政府最大的問題是在公開場合聽到某件
事的聲明立場，在其他地方卻看到不一樣的聲音。因此，美方
試圖在這次會議中營造協調感與統一的作為，這是與上屆政府
最大的差異。白宮則公開表示，這次會議在美國本土舉行非常
重要，而布林肯與蘇利文更展現強大的統一立場。

美官員還表示，藉由會議刻意且具體視覺化的氣粉營造，
將對形塑美方與中國大陸互動非常重要。大陸會明白，過去其
用來分裂、或試圖分裂美方內部的努力，將不起任何作用。

在與防長奧斯登結束南韓與日本的訪問後，布林肯隨即趕
往阿拉斯加展開美中會談。布林肯在首爾與東京行中強調，美
國將強化與盟邦的團結，並宣布對大陸官員在香港的行動祭出
制裁，這都反映出美國對北京不斷擴張的侵略行為感到不耐，
也因此外界普遍認為，這次會談恐難有具體成效。

（綜合報導）美股今天收黑，美國公債隨聯邦準備理事會
（Fed）上修經濟預測再遭拋售、殖利率竄升，以致本益比偏
高的科技股承壓。那斯達克指數重挫3%，創3週來最糟單日表
現。

美股尾盤跌勢加劇，道瓊工業指數終場下跌153.07 點，跌
幅0.46%，收在32862.3點。標準普爾500指數下挫58.66點，跌
幅1.48%，收在3915.46點。以科技股為主的那斯達克綜合指數
重挫409.03點，跌幅3.02%，收在13116.17點。

道瓊與標普500指數雙雙從歷史高點拉回，那斯達克指數
則創2月25日以來最糟表現。

聯準會主席鮑爾（Jerome Powell）昨天在決策會議結束後
承諾維持寬鬆貨幣政策，直到經濟擺脫 2019 冠狀病毒疾病
（COVID-19，武漢肺炎）陰影充分復甦為止。聯準會官員同
時上修經濟成長預測，並預期今年通貨膨脹將超出聯準會目標
。

聯邦政府再撒1.9兆美元支撐經濟，帶動通膨預期升溫，
向來安穩的美國公債再度面臨沉重賣壓。美國10 年期公債殖
利率今天一度衝破1.75%，創去年1月以來新高；30年期公債
殖利率升破2.5%，為2019年8月以來首見。

美債殖利率走升拉高市場利率，在低利環境中游刃有餘的
科技股投資魅力失色。蘋果公司（Apple）、亞馬遜（Amazon.
com）、Google母公司Alphabet股價跌幅都超過2.9%，電動車
大廠特斯拉（Tesla）跌幅更直逼7%。

晶片股扭轉昨天漲勢，費城半導體指數大跌4.24%。台積
電美國存託憑證（ADR）跌幅達3.6%，2月16日登上歷史高點
以來回檔18%。

近幾週，美債與科技股走勢連動密切。公債殖利率走升意
味企業與個人融資成本將增加，促使投資人出脫近一年來本益
比水漲船高的科技股，資金轉進有望因經濟反彈而受益的景氣
循環股。

當前債市走勢也意味投資人預期聯準會將在經濟加速復甦
後提早升息。聯準會昨天公布，18名官員中，多數預期2023年
底前基準利率都將保持在趨近零的水準，但有7人預期今後兩
年內將升息，比去年12月預測多兩人。

利率走升有助銀行業獲利能力，今天標普500指數金融類
股漲逾0.5%，是11大類股中唯一收紅的族群，表現遠優於跌逾
2.8%的科技類股。

最新經濟數據則好壞不一。美國勞工部公布，上週全美77
萬人初次申請失業給付，較前一週多4.5萬人，不如市場預期
，也顯示勞動市場離走出2019冠狀病毒疾病陰影仍有段差距。

另一方面，費城聯邦準備銀行3月製造業指數從23.1一舉
衝上51.8，遠優於市場預期，且創1973年以來新高，意味製造
業景氣擴張明顯加速。

美債市再動盪 科技股遭殃 那斯達克重挫409點

拜登稱如期撤軍太趕 阿富汗接連發生爆炸與墜機

【【美中會談美中會談】】布林肯會前向陸喊話布林肯會前向陸喊話：：
須尊重國際秩序須尊重國際秩序 否則將面臨否則將面臨 「「更暴力的世界更暴力的世界」」

（綜合報導）美國總統拜登昨天透露要美軍如期5月1日
前撤離阿富汗有困難，阿富汗官員今天旋即表示，一輛載有政
府雇員的巴士今天在首都喀布爾遭路旁的炸彈引爆擊中，造成
3死11傷。

路透社報導，這起爆炸事件適逢阿富汗政府與民兵組織
「塔利班」（Taliban），以及美、俄等國的代表正於莫斯科會

商降低暴力事件，以利阿富汗和平進程推動。
喀布爾警方的發言人證實傷亡數字，但未提供細節；另一

名官員透露，當時巴士搭載的都是政府雇員。巴士是阿國資訊
與科技部租來載送雇員之用，罹難者身分尚待確認。

目前尚無一方聲稱為爆炸事件負責。阿國政府先前指責塔
利班策畫行刺政府雇員、民間要員與媒體記者，但塔利班否認
。

另據阿富汗國防部表示，昨夜一架軍方直升機墜毀於阿國
中部，9名安全部隊人員罹難。

阿國國防部今天發布聲明指出，他們正調查這起發生在邁
丹華達克（Maidan Wardak）省的墜機意外，罹難者包括機組
員與特戰人員；據阿國空軍消息人士與邁丹華達克省官員透露
，直升機於起飛時遭火箭擊中。

法新社報導，美國總統拜登表示要趕在5月1日期限前讓

美軍撤離阿富汗 「很吃力」；美國在川普政府任內與塔利班達
成和平協議，訂出美軍撤離日期。

自從去年2月與美國達成和平協議後，塔利班大體履行承
諾，未再攻擊美軍或其他外國部隊，但塔利班也表明過，美軍
在當地的相關日程不容延宕。

拜登昨晚接受電視訪問被問到 5 月 1 日撤軍大限時說：
「有可能落實，但時間上很趕。我也正準備做出決策。」拜登

還說這紙當初達成的協議 「並非十分牢固」。
塔利班很快對拜登有所回應，塔利班發言人透過法新社放

話，若美國不遵守既定的時間表將 「後果嚴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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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聞

韓國3歲女童被“生母”活活餓死
DNA比對離奇反轉

近日發生的3歲女童被活活餓死的

人間慘劇震動韓國輿論，至今仍余波未

平。此案令人匪夷所思的“案中案”情

節不斷爆出，除了女童的生母是“外婆”

以外，真正的外孫女人在何處，是生是

死也不得而知。韓國輿論在熱議此事時

，一面痛斥施暴者的殘忍，一面感慨

“這是不是已是末世，為什麼竟能發生

如此違背人倫之事？”

3 歲女童餓死在家，生母竟然是
“外婆”

“令人震驚的謎案，3歲女童生前

照片公開”，《中央日報》14日以此為

題報道稱，韓國MBC電視臺追蹤調查類

節目《真實案件探索隊》13日在社交媒

體上公布了近期震驚韓國社會的“3歲

女童餓死在家”案件中的女孩照片，並

發布尋人啟事稱：“對2018年3月30日

出生在九尾市仁義洞某婦產醫院的女嬰

及其生母情況了解的知情人，請聯系節

目組。”很多韓國網民看到女童生前天

使般的面孔後，無不感到悲痛和惋惜，

紛紛義憤填膺地表示“請司法部門徹查

此案，嚴懲兇手”。

報道稱，上月10日下午3時許，慶

尚北道九尾市一處房屋內發現一具3歲

女童屍體（幾近於幹屍），最先發現屍

體的人是住在樓下的女童“外婆”石某

，隨後石某的丈夫向警方報案。很快，

警方以涉嫌殺人及違反兒童福祉法等罪

名逮捕了女童的“母親”金某。據金某

交代，自己離婚後一直獨自撫養“女兒

”，去年8月出於對前夫的怨恨以及再

婚等原因，她將“女兒”獨自留在空屋

內、離家出走數個月。據悉，警方當初

認為這是一起“單親媽媽出於對前夫的

怨恨，故意對孩子不管不顧、致使孩子

死亡”的刑事案件。但一個月後，案件

離奇地出現反轉。警方經過DNA比對發

現，死亡女童的生母竟然是“外婆”石

某。

外婆否認曾調包嬰兒
《東亞日報》稱，目前警方初步推

測，母女關系的石某和金某在同期懷孕

並生下女嬰後，石某很可能將兩個女嬰

調包。本月11日，警方以涉嫌擄掠未成

年人的罪名逮捕了石某。不過，雖然

DNA結果擺在眼前，但石某矢口否認自

己生過女兒，且由於任何醫院也沒有留

下石某產女的記錄，這讓警方的調查取

證工作遇到難題。

據警方推測，石某獲悉女兒金某即

將產女後，當時也臨盆在即的石某便準

備了“嬰兒調包”計劃，因為石某自己

肚子裏的女嬰是婚外戀所得、她一直對

外隱瞞此事。而金某產女後，便帶著孩

子回到娘家居住。石某很可能是在此期

間將兩個女嬰調包，把自己生下的孩子

變為“外孫女”。

警方還推測，石某生育時為了不留

下醫院記錄，很可能叫產婆上門或使用

了黑醫門診，並將孩子委托給寄養人照

料。目前，警方與九尾市政府合作在全

市範圍調查尋找民間產婆和寄養人登記

信息。此外，由於石某一直否認“調包

嬰兒”，金某生下的女嬰現在仍下落不

明。警方決定，對過去兩年發生的“嬰

兒死屍”事件重啟調查，以找到金某女

兒的下落。

遇害女童的親生父親到底是誰？
有媒體報道稱，女童的“母親”，

（實為姐姐），是出於對前夫的恨才把

女孩活活餓死的，她的前夫到底對她做

了什麼？女童的生父又是誰？這些問題

都是人們關註的焦點。據TV朝鮮電視臺

13日報道，警方為了找到“餓死女童”

的親生父親，對石某的丈夫及周邊疑似

戀人關系的男性，還有金某的前夫進行

DNA調查，但均不是女童的生父。而石

某在長達10個月的時間裏是如何做到對

丈夫及周邊人隱瞞懷孕事實並生下女兒

的，她是在哪裏生的孩子，她產女時是

否有人在旁幫助，以及她是如何處置金

某女兒的……目前，警方圍繞這些謎團

展開全方位調查。

《韓國經濟》稱，媒體已將“餓死

女童”的生前照片公開，這或許有助於

警方找到更多有效線索、早日破案。前

不久震驚韓國社會的“領養女童受虐死

亡案”就是媒體將死亡女童的照片公開

後，獲得各界群眾的大量舉報，最終協

助警方查明是一起“故意殺人”案件。

綜合報導 韓國國土交通部公務員與土地住

宅公社(LH)員工近期曝出投機買地醜聞，政府大

動作展開調查。特搜部門相關人員表示，目前正

調查的16起案件中就有100多人涉案，另有2人

輕生。

為解決首都圈住宅供給不足問題，韓國政

府正在推動國有住宅興建，但近期卻曝出執行

相關計劃的國土交通部及土地住宅公社人員，

以開發地區的第一手消息進行土地投資，政府

下令嚴查。

由韓國總理室、國土交通部與地方政府組成

的聯合調查團徹查約2萬名相關單位公職人員近

5年的土地投資行為，總統府青瓦臺也對幕僚進

行相關調查。

青瓦臺幕僚經調查後確認並無投資牟利事件

，但據韓國總理丁世均11日公布的調查結果，

針對國營企業及公職人員的調查顯示，共有20

起疑似投機案，包括單人購買多處地皮、或與人

合夥投資土地等，此外也進一步發現違規交易房

產行為，政府因此擴大調查國營企業及公務人員

的違規牟利行為。

此外，警方聯合特別搜查本部等也進行調查

，相關人士透露，目前正在進行調查的16起案

件中，調查對象約有100多人，考慮投機行為可

能假借親戚或熟人名義進行，涉案人數可能會隨

著調查進行持續增加。

這次“炒地案”曝光，導致國土交通部長卞彰欽引咎辭職

。隨著調查進行，已有兩人疑似因涉案選擇輕生，包括只剩一

年就退休的土地住宅公社全羅北道本部長，以及一名坡州事業

本部幹部。

為防止類似事件再次發生，丁世均14日公布針對相關單位

內部管控的新規定，除建立常態監督體系，全面調查土地住宅

公社員工在新開發地區的土地持有狀況外，也將禁止土地住宅

公社員工以非實際使用目的取得土地所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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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官員：考慮呼籲經濟界為接種者安排“疫苗休假”
綜合報導 據報道，針對新冠疫苗接

種工作，日本行政改革擔當大臣河野太

郎在一檔節目中表示，打算呼籲經濟界

同意接種者取得“疫苗休假”。

據報道，河野在節目中說：“接

種疫苗出現副反應在所難免，其概率

可能比流感還要高。第二天出現發熱，

打針的地方紅腫、疼痛，周身乏力，這

些副反應似乎很常見。”

他還就重度過敏反應表示：“在

日本，出現重度過敏反應的人都已經

恢復健康。關於疫苗，我希望能切實

收集信息，讓盡可能多的人接種。”

在此之上，他表示，打算呼籲經

濟界同意接種者取得“疫苗休假”。

他說：“我正在考慮呼籲有關方面同

意接種者取得‘疫苗休假’，在出現

副反應時安排其休息。”

日本2月17日啟動新冠疫苗接種計劃

，首批將為4萬名醫護人員接種。厚生勞

動省希望，4月以後為65歲以上高齡者接

種，之後依次是有基礎疾病者和普通人。

（中央社）基隆市中心 「基一信橋」將於20
日凌晨拆除，市府設立的留言板，也早已寫滿道
別的話，但在忠一、孝三路口的天橋段與建物僅
約1.5公尺距離，更有2座走道與2樓連接，市民
擔心有安全疑慮，對此，工務處表示，會設置圍
籬，確保民眾安危。

拆除進入倒數，許多市民經過時都會停下腳
步，再多看幾眼天橋，或是用手機拍下它最後身
影，留言板上也早已寫滿道別的話。但近期有民
眾反映，忠一、孝三路口旁邊有許多店家，天橋
距離店家及建物相當近，擔心拆除時會有安全疑
慮，盼市府能審慎施行。

對此，工務處表示，團隊與專業單位已做好
安全評估，施作前會在建物上設置超過天橋高度
的安全防護網，讓碎石不會噴向住家，拆除過程
，會朝建物反方向敲打，讓天橋往另一處傾倒，
不僅如此，會保留建物騎樓通道，民眾仍然可行

走，店家也能正常營運。此外，天橋上通往 「天
橋小館」、 「摩斯」的走道也會一併拆除，已向
店家說明也達成共識。

市府對這次拆除工程做了許多預防、宣導措
施，不僅在天橋出入口掛上 「天橋拆除行人請改
道」標語，提醒用路人，也在各大路口擺放告示
牌，宣導車輛改道行駛，但在天橋下還停放數台
機車，第一分局忠二路派出所長張畯盛表示，已
加強取締違停車輛，至於停放在車格的機車也需
於19日下午2點半後駛離，否則予以告發拖吊。

基隆市國門廣場工程將全面啟動，市府訂於
20、21日進行拆遷工程，為降低交通衝擊，改以
連續48小時不斷電方式施工，預計動工後7小時
內，拆除靠近國光客運臨時站的第一跨距天橋橋
體，天亮後便可恢復國光客運前，以及火車站南
站前交通。

基隆基一信橋周六拆除
市民留言道別

新北校園通App 數位點名上路
（中央社）新北市率先推動學校數位點名，18日在永和區頂

溪國小舉行新北校園通App 「上課yo！學生安全即時通」更新啟
用儀式，即日起新增線上請假、數位點名、推播聯繫家長、即時
管理校務等4項功能，未來能真正落實校園行政減量，大幅提升
行政效能。

市長侯友宜昨到場體驗，跟著學生家長示範線上請假，學校
老師點名、教育局即可快速掌握全市各校出缺席人數等，這套系
統 「讓家長、老師都輕鬆」。

侯友宜表示，新北市是第一個推動學校數位點名的城市，家

長、教師與行政人員運用新北校園通App，可迅速幫學生請假、
聯繫家長，讓課堂上的點名數位化，第一時間掌握學生動向及安
全，不僅提升親師間即時聯繫，減少紙本傳遞時間，也可即時掌
握各校相關數據，協助推動校務。

教育局指出， 「新北校園通App」更新後，新增學生請假線
上化、課堂點名數位化、學生安全即時通、缺勤管理自動化4項
功能，家長可幫學生請假，經老師審核通過回傳，全程e化，省
時又方便。

此外，結合全市班班皆有配置平板及無線AP，老師可在平

板點名，缺席名單會透過App推播給行政單位，取代紙本簽到作
法。在校務作業上，學務處收到缺席通知，立刻透過App推播
「學生未到校」訊息到家長手機，達到同步電話聯繫家長，在最

短時間確認學生安全。
教育局長張明文說，App可以馬上掌握全市學生出缺席情形

，也可全盤了解各校、各行政區的請假人數與假別，讓校務管理
更有效率，甚至掌握每天有多少學生發燒、居家隔離、居家檢疫
，有助防範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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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會選委產生議席 應該多於另兩組別張
曉
明
：

區會現狀違基本法職能定位 參會者倡取消其選委名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國務院港澳辦常務
副主任張曉明17日會見傳媒，簡要通報聽取意見的有
關情況時表示，是次聽取意見做到了“有聞必錄”和
“聞異則喜”，下一步還會做到“有聞必報”，就所聽
到的各種意見如實向全國人大常委會報告，供全國人大
常委會下一步修改有關法律時參考。

張曉明表示，他們當面聽取意見的總人數超過
1,000人，其中既有特區政府官員、立法會議員，亦有
香港工商界、金融界、專業界、勞工界、婦女界、青年
界、宗教界、地區、基層的代表人士，以及智庫代表
等。

“泛民”人士參與 涵蓋面較廣泛
他說，從政治光譜來說，不光是建制派陣營人士參

加座談，“泛民”陣營的一些人士也參加了座談，充分
表明此次座談涵蓋面比較廣泛，交流比較充分。通過這
種交流，收到兼聽則明的效果，強調中央確實是充滿了
聽取各界人士意見的誠意。

達5點共識：人大決定如“及時雨”
張曉明表示，從參與座談和訪談的香港各界人士發

表的意見來看，有5點基本共識：
一是都贊同和支持全國人大“311決定”，認為從國

家層面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非常必要、非常
重要、非常及時。全國人大的決定就像一場“及時
雨”，對於鞏固香港已經出現的由亂及治的局面，實現
香港長治久安，推進“一國兩制”事業行穩致遠，具有
重要意義和深遠影響。

二是都很認同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選舉制度應該
貫徹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並為“愛國者治港”提
供可靠制度保障。

三是都很認同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選舉制度應該
從香港的實際情況出發，要通過對選舉委員會的重構和
賦權，更好體現香港社會整體利益和根本利益，更充分
地保障香港社會各方面的均衡參與。

四是都很認同下一步兩個附件修改工作要加緊進
行，盡快明確新的行政長官和立法會的產生辦法。

五是都建議中央和特區政府統籌考慮愛國愛港
政治人才的培養、選拔、任用問題。要發揮選舉制
度選賢任能的作用，遴選出大批的愛國“能人”，
從而提高特別行政區的治理水平，實現香港市民所
期待的良政善治。

有聞必錄 聞異則喜 有聞必報

選委比例大代表性強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黃玉

山：由選委會選出的立法會
議員，都是社會各界不同領
域的代表性人物，若有更多
這樣的人擔任議員，議員的
層面就會更廣闊，能兼顧香
港社會上、中、下不同階層
方方面面的意見。我相信若
賦予選委會選舉產生較大比
例、更多數量的立法會議
員，能體現均衡參與精神。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陳曼
琪：支持選舉委員會產生較
大比例的立法會議員，並建
議功能組別增加婦女界。
廣東省政協常委、香港廣

東各級政協委員聯誼會會長
余鵬春：由選委會產生較大
比例的立法會議員，更能夠
準確落實“愛國者治港”，
令香港特區的行政立法運作
更為暢順，推動香港更好融
入國家發展規劃中。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子京

●國務院港澳辦常務副主任張曉明、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副主任張勇和中聯辦副主任盧新寧在香港會展中心見媒
體並回答記者提問。

愛國者治港
落 實

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香港

基本法委員會、國務院港澳辦和香

港中聯辦在香港舉行一連三天的座

談會、訪談等活動17日結束。國

務院港澳辦常務副主任張曉明17日在聽取意見座談會後見媒體，他在回答記

者提問時表示，完善香港選舉制度，其中一個重要內容就是要對選委會進行

賦權，由新的選委會選舉產生較大比例的立法會議員，“較大比例”的意思

就是選委會選舉產生的立法會議員要比另外兩種方式，即功能團體和分區直

選產生議員的數量多。他並指，現在區議會的實際狀況不符合基本法對區議

會的職能定位，不應該有太多的政治功能。這次座談也有很多人士提出，應

當取消區議員在選委會中的名額，起碼是應該大幅度削減。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會同國
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香港中聯辦就

落實全國人大關於完善香港特區選舉制度
的決定，於3月15日至17日舉行66場座
談和走訪、約談等活動，廣泛聽取了香港
特區政府和香港社會各界代表人士的意
見。國務院港澳辦常務副主任張曉明，國
務院港澳辦副主任、香港中聯辦主任駱惠
寧，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副主任張勇等
負責人主持有關會議及活動。

各界贊同完善選制 對選委會重構賦權
張曉明17日下午與張勇和香港中聯

辦副主任盧新寧在香港會展中心一同會
見傳媒。張曉明總結了參與座談和訪談
的香港各界人士的5點基本共識，包括
贊同和支持全國人大的有關決定；認同
完善香港選舉制度應該貫徹落實“愛國
者治港”原則；通過對選舉委員會的重
構和賦權，更好體現香港社會整體利益和
根本利益；兩個基本法附件修改工作要加
緊進行；建議中央和特區政府統籌考慮愛
國愛港政治人才的培養、選拔等。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王晨在3月5
日所作的說明中提到要賦予選舉委員會選
舉產生較大比例的立法會議員。被問及如
何理解“較大比例”，張曉明表示，這裡
“較大比例”的意思就是選委會選舉產生
的立法會議員要比另外兩種方式，即功能
團體和分區直選產生議員的數量多。至於

未來新一屆立法會中90個議席如何具體分
配，是下一步全國人大常委會要研究和明
確的事情。

被問及是否會保留選委會中區議員的
議席。張曉明表示，現在區議會的實際狀
況不符合基本法對區議會的職能定位。基
本法第九十七條規定得很清楚，香港特別
行政區可以設立非政權性的區域組織，接
受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就有關地區管理和
其他事務的諮詢，或負責提供文化、康
樂、環境衞生等方面的服務。所以區議會
最多是一個諮詢機構，是一個基層社區服
務機構，而不應該有太多政治功能。

他說，現在的實際情況是，有一些區
議員把區議會變成了挑戰“一國兩制”原
則底線、衝擊香港特別行政區憲制秩序的
平台。顯然要考慮對區議會做出必要的調
整。他引述，這次座談也有很多人士提
出，應當取消區議員在選委會中的名額，
起碼是應該大幅度削減。

國安法實施選制完善 港定能重回正軌
張曉明相信，隨着香港國安法的實

施，隨着下一步香港特區選舉制度的進一
步完善，香港社會政治大環境必然會有大
的改善，特區政府會有更好的條件來解決
市民關注的經濟民生問題，包括住房難、
就業難的問題。香港一定會重回正軌、走
出“政治泥沼”，一定會否極泰來，實現
大亂之後應有的大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書蘭）全國人大
日前通過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決定，待全國人
大常委會完成修訂基本法附件一及附件二，特
區政府將啟動本地修法。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
鄭月娥17日在立法會行政長官“短問短答”
環節上表示，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工作時間緊
迫，需要立法會配合，並建議立法會內務委員
會先成立小組委員會，討論決定內容和經修訂
後的附件一和附件二，待特區政府提交條例草
案後，小組委員會就可以立刻轉成法案委員
會，從速推展條例草案的審議工作。同時，特
區政府提交了有關完善選舉制度的草案後，就
會跟立法會配合，其他法案委員會若非必要都

會暫緩一下，讓有關的選舉條例可以盡快獲得
立法會通過。

攬炒派於去年“鬧辭”後，林鄭月娥宣布
恢復每月行政長官質詢時間，以每次 30分
鐘、短問短答形式，接受議員質詢。

林鄭月娥17日在開場發言時表示，就全國
人大日前通過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決定，中央
政府正在聽取香港社會各界意見，協助全國人
大常委會稍後作出相關修訂。待全國人大常委
會完成有關工作，特區政府將依照經修改的附
件一和附件二，全力推動修改本地相關選舉法
律工作，包括草擬需要修改的主體和附屬法
例，以及在得到行政會議同意後，將法案提交
予立法會審議。

其後，特區政府將依照經修改的選舉法
例，組織和規管相關選舉活動，落實符合香港
實際情況的新選舉制度，妥善安排和舉行未來
12個月的多場選舉。

立會支持配合不可或缺
林鄭月娥強調，上述工作時間十分緊迫，

特區政府會全力以赴，但立法會的支持和配合
亦不可或缺。在參考以往經驗後，特區政府建
議立法會考慮在內會成立小組委員會，讓議員
可以爭取時間先討論全國人大決定的主要內容
和稍後經全國人大常委會修訂的基本法附件一
和附件二。待特區政府向立法會提交條例草案

後，小組委員會便可立刻轉成法案委員會，從
速推展條例草案的審議工作。

她說，特區政府相關官員非常樂意配合小
組委員會工作，並會出席小組委員會會議，請
立法會考慮有關建議。

在上月立法會行政長官答問大會上，林鄭
月娥表示特區政府將在本立法年度就5個範疇的
政策向立法會提交條例草案或展開諮詢。立法
會商界（第二）議員廖長江17日提問道，完善
香港選舉制度是香港的大事，問林鄭月娥是否
能同時兼顧，繼續推動那五條法案建議。

其他非必要草案擬暫緩
林鄭月娥在回應時表示，其中四條法案的

目標仍然是在本屆立法會提出，交由立法會審
議，第五條《消防安全（建築物）條例》則在
這一年內展開諮詢，無法趕及以草案形式提交
立法會。

雖然有關立法工作仍在繼續，但林鄭月娥
表示需有優先次序，當特區政府提交了有關完
善選舉制度的草案，就會和立法會配合，盡量
爭取更多時間審議選舉條例。若非必要，其他
法案委員會會暫緩一下，讓選舉條例可以盡快
獲立法會通過。她亦不想立法會議員過分操
勞，同時要兼顧緊迫的選舉條例及所有法案委
員會，故她希望稍後通過主席或內會主席，將
有關的工作安排得更加好。

●●林鄭月娥在接受議員質詢時表示林鄭月娥在接受議員質詢時表示，，完善香港完善香港
選舉制度的工作時間緊迫選舉制度的工作時間緊迫。。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香港律政司
司長鄭若驊17日
親身到訪民建聯
位於堅尼地城的
街站，以行動支
持全國人大關於
完善香港選舉制
度的決定，並為
街站義工朋友打
氣加油，和呼籲
市民簽名。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倪思言

鄭若驊簽名挺完善選制

特首倡內會先設小組研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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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朱燁 北京報道）國

務院台辦、農業農村

部、國家林草局等

11個部門於17日聯

合出台《關於支持

台灣同胞台資企業

在大陸農業林業領

域發展的若干措

施》。國台辦發言

人朱鳳蓮 17 日表

示，“農林22條措

施”是大陸率先與

台灣同胞分享發展機

遇、為台胞台企提供

同等待遇的重要舉措，

與“31條措施”“26條

措施”一脈相承，進一步

為台胞台企參與大陸農業林

業高質量發展及鄉村振興提供

同等待遇。此外，林木種苗繁育

屬於特許經營範圍，台胞台企在該領

域享有與大陸居民和企業同等的經營活

動權利。

朱鳳蓮表示，為幫助台胞台企參與大陸
農業林業高質量發展及鄉村振興，針

對台胞台企在農業林業領域發展涉及的農地
林地使用、融資便利和資金支持、投資經
營、研發創新、開拓內銷市場等方面提出了
“農林22條措施”。這些措施既着眼“十
四五”時期大陸農業林業發展新要求，又回
應台胞台企的主要訴求。

鼓勵台企參與農林產品國標起草
朱鳳蓮表示，隨着大陸加快實施農業林

業高質量發展及鄉村振興戰略，台胞台企在
大陸農業林業領域發展擁有更光明的前景和
更多的機遇。“農林22條措施”立足新發
展階段，鼓勵台胞台企抓住機遇、升級發
展。貼近基層台胞需求，聚焦台胞台企關心
的普遍性問題，支持台胞台企參與城鄉冷鏈
物流基礎設施、畜牧水產養殖等多個領域的

建設和生產經營，鼓勵台企參與農林產品
國家標準起草，支持台胞參與鄉村建
設，基本涵蓋了台胞台企在農業林業領
域發展的各個方面；並就涉農涉林資金
補助申請、深化台企與農墾企業合作、
加強台灣農民創業園建設等方面提出具
體措施，為台胞台企提供有力支持。

台胞可從事林木種苗特許經營權
“農林22條措施”第14條提出台胞台企

可依法同等從事林木良種培育、林草種苗生
產經營。對此，國家林草局港澳台辦公室副
主任胡元輝回應稱，林木種苗繁育，包括草
種的繁育，屬於特許經營範圍。在該領域，
台胞台企享有與大陸居民和企業同等的經營
活動權利。只要達到《種子法》和《林木種
子生產經營許可證管理辦法》要求，台胞台
企完全可以從事林木種苗的培育和經營。

關於農村土地經營權問題，農業農村部
對台灣農業事務辦公室副主任蔣建平回應指
出，台胞台企作為經營主體，其經營權和其
他主體一樣，一直是受到保護的。關於林地
經營權，胡元輝則表示，台胞台企可以依法
從村集體經濟組織、承包農戶、林業企業等
林業經營者手裏通過流轉獲得集體林地經營
權以及林地上的林木所有權、使用權，經營
發展林業，也可以依法依規實行林權抵押貸
款或流轉處置。但台胞台企需注意，取得林
地經營權時，需要通過地方人民政府對流轉
集體林地經營權資格審查和項目審核，經營
林地應當遵守森林資源管理制度。

國台辦新聞發言人朱鳳蓮補充指出，台
胞台企能夠依法獲得集體林地經營權以及林
地上的林木所有權、使用權。台胞台企可依
據《農村土地承包法》相關規定開展林地經
營權登記，也可依規再次流轉。

陸惠台“農林 條措施”出台
涉城鄉冷鏈物流基礎設施建設 台胞可通過流轉獲林地經營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榕蓉、何德花
福州報道）國台辦等部門17日發布“農林22
條措施 ”後，在大陸台農台商中引起強烈反
響。大陸首批台籍農業科技特派員之一、漳
州台農蔡志陽來大陸發展多年，切身感受到
大陸支持台農創新發展、落細落實同等待遇
的力度，也看到兩岸農業不斷融合發展的趨
勢。蔡志陽向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農林
22條措施 ”非常契合在大陸台農的心聲，讓
大家看到了在大陸發展的光明前途。

提高貸款額度 明確承包期限
蔡志陽說，他最關注“農林22條措施 ”

中的第六條舉措，“這條措施可以使我直接
受益，非常期待。”蔡志陽表示，之前因為
農創園擴大生產的需要，他用貸款買過農業
地，但是由於徵信關係貸款額度並不高，
“現在第六條舉措出台後，台農可納入‘台
商台胞金融信用證書’，直接提高了我的貸
款額度，資金壓力就小了一些，今後，我將
加大投資力度，進一步對農創園實施擴容提
質，讓農創園運作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福建龍岩漳平鴻鼎農場開發有限公司董
事長李志鴻為“農林22條措施”點讚，他表
示，非常感謝大陸秉持“兩岸一家親”的理
念，出台惠台惠農的優惠政策——“農林22
條措施”，乾貨滿滿。李志鴻深有感觸地表
示，第一條舉措明確了他最為關心的土地承
包期限問題，算是吃了定心丸。“可以讓台
灣農民兄弟在大陸更加安心地投入農業發
展，為促進兩岸農業合作交流和實施鄉村振
興戰略貢獻一份力量。”

流轉林地經營權受法律保護
“農林22條措施”的出台，亦幫助解決

了漳平台創園台商台農多年困擾的煩心事。
漳平清境農場開發有限公司董事長陳志堅表
示，清境農場的林地是從自然村流轉的，以
前一直辦不了權屬證書，現在“農林22條措
施”中的第二條明確指出“台灣同胞和台資
企業通過流轉取得的林地經營權受法律保
護”，“煩心事終於有了政策支持，真是太
高興了！”

安徽省月香生態農業科技有限公司董事
長盧月香向香港文匯報表示，“農林22條措
施”的出台給了她很大的鼓舞，讓她對創辦
的農業科技公司規劃投資信心更足了、勁頭
更大了。在陸台胞能夠參與國家農業林業高
質量發展，與有榮焉。

給台農帶來更大發展機遇
福建漳州台商、 菱雲（漳州）農業科技

有限公司董事長林守宏向香港文匯報記者介
紹，國台辦等部門發布的“農林22條措施”
給了廣大在大陸發展的台農台商很大的激
勵，更好地落實了同等待遇，支持台農台企
參與大陸農業林業等領域發展，獲得更好的
發展機遇。

林守宏介紹，他注意到“農林22條措施”中第六條
“ 在福建從事農業生產經營的台灣同胞和台資企業可納
入‘台商台胞金融信用證書’和台企台胞徵信查詢應
用範圍，鼓勵金融機構為其提高審貸、擔保與再擔保
效率”，林守宏表示，他早在兩年前在福建漳州台創
園的協助下，先行先試享受了這一政策，成為漳州第
一家實施農業貸款的台資企業。“現在這條優惠措施可
以惠及更多台胞台企，助益很大。”

林守宏在福建漳州從事休閒農場已十幾年，對於大
陸提出的一系列優先發展農業農村及鄉村振興等方面帶
來的機遇信心十足。“這次發布的‘農林22條措施’
中，就有支持台胞台企鄉村休閒旅遊等鄉村產業，參與
農村一二三產業融合發展的條款，非常契合我們的發展
方向。”林守宏介紹，今年他的生態農場開始推進“田
園大學堂科普教育項目”，實現教育農莊的發展路徑，
“農林22條措施”的推出和落實，對他的農場發展是巨
大利好。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記
者朱燁及中通社報道，11
個部門聯合發布“農林22
條措施”，對此，北京聯
合大學台灣研究院教授朱

松嶺對香港文匯報表示，此舉措是新階段同
等待遇的新落實，是符合大陸新階段、新要
求的新措施，給台胞台企帶來的利好是多方
面的，望台胞台企緊抓機遇。

他表示，“農林22條措施”，是台胞
台企抓住新階段發展的新機遇，是對台胞台
企的重大利好。“農林 22 條措施”是和
“31條措施”“26條措施”一脈相承的，
為台胞台企參與大陸農林業高質量發展及鄉
村振興提供同等待遇的措施。

他指出，“農林22條措施”覆蓋面廣、
支持力度大、且支持內容具體。“這些，在
措施中清晰可見，國台辦發言人朱鳳蓮也明
確點出，如鼓勵台企參與農林產品大陸國家
標準起草等，如資金補助申請、加強台灣農
民創業園建設等。”他說，“這些都非常具
體，而且給了台胞台企極大的揮灑空間。”

廈門大學台灣研究院教授、兩岸關係和
平發展協同創新中心主任劉國深向香港文匯
報記者表示，“農林22條措施”是兩岸融
合發展朝農業和林業領域推進的具體體現。
這些措施提供的政策激勵，可以為台灣地區
農民、果農、養殖業者提供廣闊的發展空間
和更好的發展機會，解決部分台灣業者遇到
的土地、資金、銷售通路和市場瓶頸。

值得注意的是，與此前的“31 條措
施”、“26條措施”強調促進兩岸經濟文
化交流合作，為台胞台企提供同等待遇相
比，“農林22條措施”涉及的是農業林業
與鄉村振興領域，支持台胞台企發展相關產
業。根據措施內容，適用範圍除了水果、花
卉與林木培育，還包括種茶、畜牧水產養
殖、農業機具等多個領域的建設和生產經
營。

劉國深表示，台灣的農業、林業、養殖
業有一定的技術優勢，大陸需要引進台灣農
林業者的技術和經營理念，這對於大陸的鄉
村振興來說具有重大意義，也有助於台胞台
企在參與鄉村振興的過程中實現更好更快的
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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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助台胞參與大陸鄉村振興

● “ 農 林
22 條措施”

有助於台胞台
企參與大陸農業林

業高質量發展及鄉村
振興。圖為近日福建省龍

岩市漳平台灣農民創業園的千
畝台品櫻花茶園。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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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產磁懸浮人工心臟領先國際
細如乒乓球全球最小 完成臨床試驗25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賀鵬飛 南京報道）據央視財

經報道，蘇州同心醫療器械有限公司成功研製出第三代全

磁懸浮式人工心臟，且臨床試驗效果優於國外同類產品，

這為數以百萬計的終末期心衰患者帶來了希望。不過由於

中國醫療器械審批程序複雜，這款國產人工心臟商用落地

時間還未明確。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電子
科技集團有限公司旗下裝備子集團已成功實現
離子注入機全譜系產品國產化，可為全球芯片
製造企業提供離子注入機一站式解決方案。

離子注入機是芯片製造中的關鍵裝備。在
芯片製造過程中，需要摻入不同種類的元素按
預定方式改變材料的電性能，這些元素以帶電
離子的形式被加速至預定能量並注入至特定半
導體材料中，離子注入機就是執行這一摻雜工
藝的芯片製造設備。據介紹，中國電科連續突

破高性能離子源、高速晶圓傳輸等“卡脖子”
技術，自主研製中束流、大束流、高能、特種
應用及第三代半導體等離子注入機，工藝段覆
蓋至28nm，累計形成核心發明專利413項，實
現中國芯片製造領域全譜系離子注入機自主創
新發展，有效緩解中國芯片製造領域斷鏈、短
鏈難題。裝備子集團有關負責人表示，下一
步，企業將瞄準高端，緊跟先進工藝發展，加
快研發適用於更先進工藝節點的離子注入機並
積極推進產業化。

中國電科全譜系離子注入機國產化

重症心力衰竭被稱為“心臟病裏的癌
症”，唯一有效的救治方法就是心臟

移植。中國大約有1,500萬心衰患者，有
130萬到150萬的終末期心衰患者。

同心醫療是由海歸科學家陳琛創辦的企
業。經過10餘年的努力，這家企業於2015年
自主研製出目前世界上最小的第三代全磁懸浮
式人工心臟，其重量不到180克，大小和一顆
乒乓球差不多，重量與手機相當。該產品不但
填補了國內人工心臟領域的空白，在技術上也
不輸世界頂級人工心臟。

據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醫學科學院
阜外醫院院長胡盛壽介紹，人工心臟是最
複雜的醫療器械，素有醫療器械“皇冠上
的寶石”之稱。同心醫療研製的第三代全
磁懸浮式人工心臟和世界頂級的人工心臟
處於同一水平，還有一些技術參數甚至超
過國外同類產品。

臨床結果獲國際同行認可
目前全磁懸浮式人工心臟已在北京阜

外醫院及武漢協和醫院完成臨床試驗25
例。例如，今年33歲的何鑫曾是一名嚴重
的心衰患者。2019年3月21日，他在阜外
醫院進行手術，成為第三代全磁懸浮式人
工心臟首例手術患者，至今恢復良好。

“人工心臟救治一年以上生存率達到
80%以上就算非常好了，但我們25例患者

隨訪，只有2例患者術後沒有獲得成功。
而且這2例患者並非因為人工心臟的關
係，而是來救治的時候已經很晚了，患者
的多個臟器損壞遠遠超過了人工心臟臨床
試驗設計的方案。”胡盛壽指出，和美國
同類產品相比的話，這款國產人工心臟的
臨床效果非常好，臨床試驗結果也得到國
際同行的高度認可和欽佩。

他說，目前中國大約有1,500萬心衰患
者，其中130萬到150萬是終末期心衰患
者，需要借助心臟移植或人工心臟方式來
治療。但中國每年只有幾百例心臟可供移
植，相比一百多萬重症心衰患者無異於杯
水車薪，人工心臟的研發成功為廣大患者
帶來了希望。

不過，目前這款國產人工心臟依然沒
有商用上市，只能通過臨床試驗以及人道
主義豁免形式，在少量病人身上獲得了應

用。同心醫療首席執行官陳琛說，在真正
意義上的國產自主創新的醫療器械中，這
款人工心臟是首個開展臨床試驗的，以往
沒有審批先例。

盼國家加快審批造福患者
而人工心臟是極為複雜的植入式醫療器

械，涉及大量跨學科、跨行業、跨機構的對
話和溝通。陳琛表示，由於學科和視角的多
元化，企業、醫學界和監管機構都會有不同
的理解，比如涉及到機械、材料、流體力
學、電子、自動控制、軟件等等，不同領域
的專家有不同的觀點。
因此，該產品雖然具有完全自主知識

產權，但是對於最終商用落地的時間，目
前還沒有確切時間。對此，胡盛壽等醫學
界人士呼籲國家有關部門加快審批程序，
讓國產人工心臟盡早造福廣大患者。

●●有醫學界人士表示有醫學界人士表示，，中國大約有中國大約有11,,500500萬心衰患者萬心衰患者，，
其中其中130130萬到萬到150150萬是終末期心衰患者萬是終末期心衰患者。。圖為福建某醫圖為福建某醫
院正進行人工心臟植入手術院正進行人工心臟植入手術。。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中電科實現離子注入機全譜系產
品國產化。圖為該公司科技人員正
測試離子注入機。 中新社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國產第三代全磁懸浮式國產第三代全磁懸浮式
人工心臟人工心臟。。 視頻截圖視頻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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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寶購物或將可微信支付
傳阿里騰信拆“圍牆”小程式正測試

阿里巴巴和騰訊涇渭分明各不相干的發展現狀將

被打破。外電引述知情人士透露，阿里巴巴計劃將其淘

寶特價版接入騰訊旗下微信小程式中，日後在淘寶購

物可以以微信支付進行交易。彭博社稱一些商戶受

到邀請已參與內部測試，不過阿里巴巴和騰訊未有

回應。

●香港文匯報記者周曉菁

眾所周知，兩大巨頭的旗下產品一向井水不犯河水，尤
其是佔據中國線上支付市場九成的支付寶和微信支
付，長期以來更是互相排斥，不讓對方的服務進入

自己的平台，各自形成自己的生態系統。一
旦淘寶特價版通過微信小程式售賣商
品，意味着“圍牆”將打破，買賣
雙方或許都可以使用微信支付
進行交易，也就意味在中國買
淘寶、用支付寶的單一性將變
成過去式。

部分商家收到相關通知
淘寶特價版客服針對有關詢問

時表示，微信小程式仍在內部試用，
目前尚未對會員開放。該客服
稱，小程式正在測試和完
善，完善後就會上線，但
現時還沒有具體的上線時
間。另有內媒訪問淘寶特價

版多個商家，得到的反饋是，目
前只有部分商家收到相關通知，大部
分商家對相關事件並不知情。

就正常程序而言，微信小程式
的上線都需得到騰訊的批准，目前
還不清楚該騰訊方是否會同意淘寶特

價版接入。

反壟斷調查下阿里或讓步
在中國反壟斷調查趨嚴的背景下，這一

舉動不難被解讀成是阿里巴巴作出的讓步。
現時中國的監管機構已將監管互聯網公司作為

首要任務之一，無論是聯手排擠規模較小的競爭對
手、強制排他、掠奪性定價等壟斷行為，都在打擊範圍內。
淘寶特價版為阿里巴巴在2018年推出的手機應用程式，主打

低價特賣，主要針對三線或三線以下城市鄉鎮的下沉市場，市場焦
點與拼多多類似。據阿里巴巴披露的數據，至去年底，淘寶特價版年

度活躍消費者已超過1億，去年12月月活躍用戶亦突破1億。而微信目前已經擁有超過10
億用戶，多年來逐漸從單純的聊天工具，發展到提供網約車、線上購物和支付的平台。

雖然阿里巴巴植根於網絡購物，而騰訊的主要業務是社交媒體和遊戲，但兩家公司多年來一直在侵蝕對
方的領地。2017年，微信允許星巴克和沃爾瑪等品牌通過其小程式銷售商品，由此涉足電商業務，通過小程
式產生的總交易金額去年達到2,400億美元。

阿里巴巴旗下螞蟻集團支付寶也與微信支付展開正面競爭，兩者在中國中國線上支付市場佔有率超
過90%。

●騰訊及阿里巴巴旗下
產品過去一向井水不
犯河水，線上支付市
場上更是長期互相排
斥。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永愛）
中國社交電商平台拼多多17日發布
去年第四季及全年財報，全年實現營
收594.919億元（人民幣，下同），
較上一年同比增長97%。公司第四季
營收265.5億元，淨虧損收窄至13.8
億元。截至去年底，年活躍買家數達
7.884億，較上一年底的5.852億同比
增長35%。董事長黃崢宣布董事會已
批准其辭任董事長，由聯合創始人、
現任CEO陳磊接棒。

拼多多公布，去年累計新增活躍
買家超2億，其中第四季新增5,710
萬。以用戶規模計，創立不足6年的
拼多多，已經發展成為中國最大的電
商平台，初步實現服務中國最廣大用
戶的目標。月活躍用戶數方面，去年
第四季，APP平均月活躍用戶數達
7.199億，單季淨增7,650萬。去年下
半年，拼多多月活躍用戶數累計新增
1.51億。

黃崢辭董事長 陳磊接棒
董事長黃崢發布致股東信，表示

辭任董事長後，將結合個人興趣，致
力於食品科學和生命科學領域的研
究，並着眼於拼多多未來的長遠發
展。

黃崢認為，行業競爭的日益激烈
甚至異化，傳統以規模和效率為主要
導向的競爭有其不可避免的問題，必
須在更底層、根本的問題上採取行
動，在核心科技和其基礎理論上尋找
答案。他舉例了辭任董事長後將長期
致力於科研領域，比如通過對農產品
種植過程的方法的控制，探索對馬鈴
薯、番薯、番茄等的潛在有害重金屬
含量進行可靠有效的控制，同時對其
可能有的、有益的微量元素進行可控
的標準化提升等。

●黃崢稱，辭任董事長後，將結合個人興趣，
致力於食品科學和生命科學領域的研究。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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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永慶房屋昨日宣布贊助世新大學男子籃球隊4年
500萬元的獎學金，作為球隊擴編、招募之用。同一天下午，也
是第7屆永慶盃籃球賽的開幕賽，今年一共吸引超過320個員工
、組成20支隊伍報名參賽。

在贊助簽約記者會上，永慶房產集團董事長孫慶餘致詞時表
示， 「人」是永慶最重視的資產。看著世新大學學生運動員為了
奪冠目標，團隊合作拚戰的精神，讓人熱血沸騰，就像看到永慶
經紀人對客戶承諾使命必達的模樣，同樣激勵人心。

孫慶餘說，永慶房屋很榮幸成為男子籃球隊獎學金的贊助者
，並與世新大學簽署產學合作計畫、提供多元實習機會，讓學生
有機會早一步與產業界接軌，從多個面向，與世新一起守護這群
未來棟樑。

世新大學校長吳永乾指出，世新大學積極落實人才培育，籃
球隊即為其一。很高興在男籃進入總決賽的前夕，獲得永慶房屋
的獎學金贊助，這對教練和球員們是很大的鼓舞。

厚實專業 助職涯選擇
世新也將與永慶的產學合作、實習課程，讓莘莘學子能厚實

專業培育，有助於職涯方向的判斷及選擇。並感謝永慶房屋的支
持、成為男籃的堅強後盾，世新也將獻上男籃的冠軍獎盃，以表
謝意。

值得一提的是，第7屆永慶盃籃球賽也在簽約記者會當天同
步開打！永慶房屋不僅對外支持體育發展，對內也鼓勵員工 「聰
明工作、健康生活」，除了去年因為防疫關係停辦，過去6屆皆
年年準時開打。

永慶盃籃球賽今年吸引超過320名員工、組成20支隊伍報名
參賽！在彈性工作8小時下班後相約練球，號召同店、同隊夥伴
，一邊運動、鍛鍊球技更培養默契，並釋放工作壓力獲得健康。

總參與 估逾1500人次
且自3月18日起，周周都有精采賽事，將舉辦50場熱血對

戰，估計總參與人次突破1500人次。除籃球外，永慶房屋也將
陸續在年中舉辦羽球賽、下半年舉辦壘球賽，期許所有永慶人都
能加入比賽。

永慶房屋總經理吳良治指出，永慶打造 「聰明工作健康生活
的幸福職場」，落實彈性工作8小時，讓同仁們在工作之餘，能
培養運動的好習慣，並從競賽中養成團隊合作的默契，無論在球
場或職場，都是合作無間的神隊友。

（中央社）台灣和帛琉促成全
球首個雙向旅遊泡泡，政府大張旗
鼓宣傳，好似旅遊業將春暖花開，
然而限額與高團費其實只造福少部
分旅客，先進國家也已不玩泡泡這
一套，而是朝向 「疫苗護照」的概
念來討論雙邊互惠，凸顯出少了疫
苗的台灣，邊境開放其實落後全球
一大步。

如果旅遊泡泡是在去年吹出，
台灣絕對會是各國矚目焦點，也是
民進黨政府內宣、外宣的絕佳素材
，畢竟各國想要促成旅遊泡泡，必
須建立在國內疫情控制得宜、環境
乾淨的前提之下，是國家對世界展

現防疫實力的最佳舞台，但台灣沒
有把握這個機會。

台帛旅遊泡泡本可在去年就談
成，卻因為疫情指揮中心過度擔心
破口，明知道不能長期鎖國，又禁
不起防疫神話破滅的風險，瞻前顧
後的決策，讓旅遊泡泡拖延好幾個
月才成形，旅遊業界對此一直有微
詞。

等到新冠肺炎疫苗問世量產，
各國對邊境開放思維有天翻地覆的
改變。先不論疫苗功效或無副作用
爭議，既然全世界絕大多數區域都
不安全，各國想防堵病毒又想開放
經濟活動，最合理的選項當然是先

讓打過疫苗的人進來，甚至是幫全
國人民都打完疫苗，直接開放外國
人入境，這種效益遠大於充滿侷限
的泡泡。

台灣在疫苗取得不順，或許是
看到持續鎖國的經濟危機，這時才
來促成旅遊泡泡，行政院長蘇貞昌
並說出 「逐步與相對安全國家研商
」。民進黨政府過去 1 年緊抱防疫
成功的招牌，不容許外界對它有一
絲挑戰，現在嘗到 「鎖國容易，解
封太難」的苦果，想讓經濟、人民
生活回到正軌，疫苗不是萬能，但
沒有疫苗萬萬不能。

先進國家不玩泡泡
推動疫苗護照互惠

（中央社）2020 年全台
房市買賣移轉棟數創近 7 年
新高，吸引許多想挑戰高薪
的轉職者加入。房仲第一品
牌永慶房屋，2020 年不僅業
績較 2019 年成長 3 成，成交
市占一舉衝上 45％。永慶疫
情之下仍穩定成長成為轉職
首選，年後履歷量較去年同
期增加3成。

台灣三大人力網站指出
，年後轉職者較去年大幅增
加，疫後 「報復性轉職潮」
正式啟動。但國際疫情未舒
緩，公司受到疫情影響，新
人最可能挨到裁員、減薪第
一槍。

在2014年至2018年房市

反轉向下，3 年內累積超過
700家房仲關門，但永慶卻在
同時期大舉展店，更逆勢推
出房仲直營唯一 「彈性工作8
小時」制度，以及 「永慶大
聯盟」工作遊戲化平台，第
一線經紀人工時下降 20％，
業績逆勢成長 30％，離職率
更創新低，成功讓員工找到
穩定與安心。

永慶內部統計，年後轉
職的求職者以來自餐飲業的
轉職者為最多。全球疫情影
響，旅遊業的未來不明朗，
旅遊業轉職者較去年同期增
加近 5 成；再來零售業的轉
職者也增加近 4 成，推測消
費習慣改為線上購物，導致

實體店面的業績下降，因此
萌生轉職想法。

永慶房屋提供業務新人
「前9個月保障每月5萬元」

，還有一對一 「師徒達人」
與 360 個小時專業培訓，不
僅讓轉職無陣痛期，更協助
新人快速上手，吸引轉職人
的目光，持續推高履歷量。

永慶推出的 「服務專員
」職缺，每月 36K 外另加考
核獎金，沒有業績和接案壓
力，月排休8到9天。福利不
僅優於業界，每月收入更高
於新鮮人平均起薪，立刻成
為大學畢業生求職首選，
2021 年 1 月，履歷量比起去
年同期增長近4成。

業界最優保障 永慶年後履歷增3成

永慶房屋力挺運動 贊助世新男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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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聯網新型消費那些“坑”
如何識破？

直播帶貨搶單299元的羽絨被，結

果絨子含量僅為4.4%；短視頻營銷說好

的體驗價19.9元，買單價卻直逼萬元；

網絡二手車交易“一鍵貸款”，解約卻

困難重重……上海市消費權益保護委員

會最近公布的2020年消費投訴十大典型

問題中，過半案例與互聯網新型消費維

權有關。互聯網新型消費拉動了經濟增

長，卻也產生不少消費隱患。互聯網新

型消費有哪些“坑”要註意，監管又該

如何破題？

典型1：
直播帶貨為何頻頻“翻車”？

這幾年，直播帶貨行業風生水起，

各個直播間的主播們口若懸河地推銷產

品，給出的價格也經常“擊穿地板價”

，誘惑力十足。但直播帶貨真的價廉物

美嗎？市消保委在快手平臺“優米佳家

紡”直播間模擬消費者購買了一款299

元的粉色“平板羽絨被”，主播宣稱被

子“是鴨絨的，每一絲都是絨”，但經

第三方檢測機構檢測發現，該羽絨被的

絨子含量僅4.4%，與國家相關標準對羽

絨被的定義嚴重不符。

那麼，如果碰到直播帶貨“翻車”

，消費者應該找誰維權？市消保委相關

負責人解釋，依據“誰銷售、誰負責”

的原則，消費者有權依據《消費者權益

保護法》的相關規定，向銷售方要求售

後處理。消費者應及時截圖保存商家公

示信息、宣傳承諾、聊天記錄、購物記

錄等，以便在發生問題後及時向相關部

門或消保委投訴維權。

隨著直播帶貨行業的迅猛發展，有

關規範已快速跟進。去年6月，中國廣

告協會發布《網絡直播營銷行為規範》；

11月，國家市場監管總局發布《關於

加強網絡直播營銷活動監管的指導意見

》，進一步幫助直播帶貨營銷新業態健

康有序發展。

典型2：
短視頻平臺竟有低價“套路”
短視頻平臺日益成為消費者瀏覽信

息、購買服務的重要渠道之一，但其中

的“套路”不少。去年12月，兩名大學

生李小姐、景小姐投訴反映，她們通過

某短視頻平臺看到“艷域東方古裝攝影

”19.9元的體驗活動，但報名後影樓工

作人員設置了重重“套路”，不斷誘導

升級服務，甚至為她們操作辦理貸款，

最後一結賬，服務費用超過2萬元。

來自市消保委的統計數據顯示，去

年涉及艷域攝影有限公司的類似投訴達

到40余件。商家通過短視頻營銷低價體

驗為餌的“套路”現象，在攝影、搬場

等諸多服務領域較為突出。

《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八條規定

，“消費者享有知悉其購買、使用的商

品或者接受的服務的真實情況的權利”

；第九條規定，“消費者享有自主選擇

商品或者服務的權利”。市消保委表示

，一些商家往往以低價體驗為名，借助

時下熱門的短視頻等推廣渠道吸引消費

者下單，卻在提供服務過程中誘導消費

者加價升級，甚至限制、誤導消費者作

出非基於其真實意思表示的消費決策，

嚴重損害了消費者合法權益，建議相關

短視頻平臺應該從嚴審核廣告入駐商家

，並設置便捷的消費者反饋通道來定期

清理不法商家。

典型3：
二手車平臺貸款容易解約難
當消費者在網絡二手車交易平臺購

車時，很多平臺都會主動提供貸款服務

以促進交易，但“一鍵貸款”容易，想

要解除抵押卻難。

去年，市消保委共受理優信二手車

相關投訴40余件，消費者集中反映，解

除貸款抵押的過程中遇到各種難題，比

如，未事先約定就單方加收手續費、以

各種理由拖延推諉辦理，甚至有消費者

想要解除抵押，聯系公司竟打不通電話

。市消保委調查發現，消費者辦理貸款

的過程中，對實際提供貸款的公司並不

熟悉，也沒辦法直接找到放貸公司，導

致在“背對背”的情況下，解除抵押遭

遇重重困難。

市消保委認為，在二手車交易平

臺貸款購車涉及解除抵押等必要的後

續服務，平臺一旦怠於履行責任，售

後服務缺位，將會增加消費者的財產

損失風險。此外，一些平臺與消費者

簽署電子合同前，往往也未盡到相應

的提示、告知義務，發生消費爭議時

，拖延推諉、拒不承擔相關責任等做

法，嚴重侵害了消費者的合法權益。

市消保委也提醒消費者，網上貸款購

買二手車要格外謹慎，務必了解細節

、看清合同規則後再付款，並及時保

存電子合同以便維權。

連續11年世界第一，中國制造憑什麼？
綜合報導 中國已連續11年成為世界第一制造

業大國。這是如何做到的？站在大變局的新時點上

，新冠肺炎疫情和貿易摩擦又將對中國制造帶來何

種挑戰？

對上述問題，記者專訪外交學院世界政治研究

中心主任、教授施展。在此之前，施展的《樞紐

——3000年的中國》《溢出——中國制造未來史》

《破繭——隔離、信任與未來》三部著作成為暢銷

社科作品，引起學術界的關註。

“中國制造成為世界第一的外部因素主要是全

球經濟結構轉型，而中國正好踩在‘正確’的時點

上”，施展認為，一是90年代中期開始的歐美創

新經濟轉型，產生大規模外包需求，中國得以承接

，二是中國加入WTO，使全球市場對中國敞開，

拉動中國制造變得強大。

至於內部因素，一般認為，中國完善的工業門

類、巨大的市場空間、齊全的配套設施、高素質的

產業工人等，都促使中國制造不斷變強，而且速度

很快。

“中國人的刻苦，幾乎沒有其他國家可以相比，以

及強有力的政府，這些要素在一起，形成了強大的

‘供應鏈網絡’，把中國制造的綜合成本降到很低

的水平”，施展表示，供應鏈網絡並不是眾多工廠

的簡單加總，而是需要更多系統生態性的配合，在

達到一個巨大規模之後，會推動成本控制邏輯發生

一種質的變化，從而令其他國家難以與之競爭。

但大不等於強，中國對制造業發展水平有清醒

的認識。中國工業和信息化部原部長苗圩表示，中

國仍處於全球制造業第三梯隊，要成為制造強國還

有大約30年時間。

施展認為，中國制造的不足，除了在高端設備

上有明顯短板之外，還存在工藝能力不足、自主創

新能力不足問題。中國在基礎研究、核心技術上存

在大量短板，尤其缺乏從0到1的創新。在這些方

面，中國都有很長的路要走。

新冠肺炎疫情和貿易摩擦暴露出中國產業鏈供

應鏈上的短板。近日，中國工信部表示將在41個

工業大類和細類進行梳理，找到產業鏈供應鏈的

“空白點”，“強鏈”“補鏈”。

施展認為，從安全角度，解決關鍵“卡脖子”

痛點是必須的，但並不需要追求對所有環節都能自

主掌握，實際上那些卡脖子環節也是處在各國相互

依賴狀態，只要在最關鍵環節上能夠擁有反制能力

就可以。

卡脖子痛點屬於安全問題，但絕大部分經濟環

節並不涉及卡脖子問題，它們都僅僅屬於經濟問題

。就經濟問題而言，各國都應根據比較優勢來發展

，這是效率最高的。

回顧20世紀全球制造業的發展，制造業中心

地位不斷轉移，從歐美轉移到日韓，到亞洲四小

龍，又轉移到中國，中國是否能繼續保持這一地

位？

施展團隊通過對越南制造的深度調研認為，僅

僅轉移工廠而不轉移供應鏈網絡，構不成實質意義

的產業轉移。海外也沒有哪個國家可以承接中國如

此大規模的供應鏈網絡轉移。“中國的供應鏈網絡

並未因貿易摩擦遭遇實質性挑戰”，施展說。

如果有什麼因素能夠改變全球制造業格局，那

麼將是技術革命。施展認為，新一輪技術革命箭在

弦上，但目前還是單點突破，沒有到達多領域共振

的節點，但是越來越多的跡象表明，這種共振效應

已經呼之欲出。對中國來說，如何通過釋放社會的

創新活力，保證自己在新一輪科技革命中不掉隊，

至關重要。



AA1212
星期五       2021年3月19日       Friday, March 19, 2021

休城工商

光鹽健保福利系列講座光鹽健保福利系列講座--年長者紅藍卡年長者紅藍卡
（（MedicareMedicare））相關項目介紹相關項目介紹

【休士頓報導】美南銀行2021
年 「第16屆美南獎助學金」 申請活
動即日起己開放申請，共將獎助5
名學生，每人1,000元，總計額為5,
000元，但凡應屆高中畢業生並將
於2021年秋季進入大學院校就讀、
且需經濟援助的清寒優秀學子，學
業GAP成績在 3.0以上均具資格。
申請截止日至2021年5月10日，將
預定在2021年6月於美南銀行總行
內舉行頒獎儀式。

「美南獎學金」 於2005年由美
南銀行董事會發啟成立。其目的為
表彰獎勵優秀清寒應屆高中畢業生
為主，以期許借此獎學金協助弱勢
族群學子，資助他們部分大學費用
，為社會培養未來專業人才。 「美
南獎學金」 數十年成立至今己獲得
各學術團人士肯定與支持。

「美南獎助學金」 資格評選，
每年均由美南獎助學金評審委員會
負責審理。從應屆的申請者中評選
出前成績優秀5名學生。每位學生
可獲得獎助學金1000美元。審核標
準是依據申請者所提供的在校課學
業成績、課外社區服務相關證明資
料、在學期間曾參加各種活動情況

，或其他活動比賽的得獎資料等，
例如：演講比賽，運動比賽，學校
樂團等、和家庭經濟狀況財務證明
( 收入 )等、兩封介紹信教師推薦信
、及學生自我介紹信兩頁。評選委
員會在當屆截止日期的月份公佈評
鑑審核和獲獎者名單，再以郵寄、
郵件等方式各別通知。

「美南獎助學金」 的申請資格
不局限於美南銀行客戶。舉凡相關
具體申請規定及資格要求、申請表
格下載及相關詳情可至美南銀行網
站查詢：www.swnbk.com;或至美南
銀行各分行索取申請表格，亦可洽
詢美南銀行公關Ling Chuang (莊幃
婷) 713-272-5045 ，或 email: ling.
chuang@swnbk.com

有關美南銀行
美南銀行(Member FDIC)成立於

1997年，總部設於德州休士頓中國
城地址: 6901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電話: 713-771-9700(合
作路和百利大道交口處)。

22年來擁有高度多元化的族群
客戶和豐富的文化資源，以專業的
知識、優質的服務品質，提供客戶

多元化的金融需求。在董事會領導
和全體同仁的努力下業績表現優異
。在不斷茁壯成長擴展的同時，並
本著取之社區、回饋社區的原則，
盡應有的社會責任，除了每年在休
士頓和達拉斯二地提供清寒獎助學
金外，還不定期舉辦各種專題的講

座和參與社區各項等公益活動。
目前美南銀行分行經營據點己

分佈於休士頓糖城、達拉斯Plano、
Richardson、奧斯汀及南加州等地
區，以中、英、越、韓、拉丁等多
國語言，除提供全方位商業和個人
的銀行服務外和中英雙語網路銀行

、自動電話銀行特別提供24小時全
天候服務等，目前己新增e時代的
手機網路服務，歡迎大家多多利用
。有關美南銀行最新資訊請參閱網
站：www.swnbk.com

20212021年美南銀行第年美南銀行第1616屆屆 「「美南獎學金美南獎學金」」 即日起開始即日起開始
接受報名接受報名，，凡具資格應屆學子敬請把握及早申請凡具資格應屆學子敬請把握及早申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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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系列線上健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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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裏斯縣健康
補助計劃）。

第二次講座內容是關於年長者紅藍卡
(Medicare),白卡(Medicaid),紅藍卡優勢計劃
（Advantage Plan）和紅藍卡輔助計劃(QMB)

的申請和使用。
哪些人可以申請紅藍卡
紅藍卡傳統計劃和優勢計劃有哪些區別
哪些人可以申請到紅藍卡輔助計劃來幫

助支付Part B的保費
如何審視紅藍卡優勢計劃的醫療和處方

計劃
對於壹些既有疾病的申請人，如何選擇

適合的保險計劃。

時間：3月20日（周六）下午2:00-4:00
講員：
鄧福真博士是SamHouston State大學社

會學系教授, 光鹽社理事會前理事長，積極投
入華人社區服務工作，同時也是聯邦政府健
康保險市場資深咨詢員，州政府認證Medic-
aid/CHIP導航員。

Barbara Chang 張茜平女士是聯邦政府健
康保險市場資深咨詢員，州政府認證Medic-

aid/CHIP導航員。
講座會議信息：
ZOOM網上會議鏈接： https://us02web.

zoom.us/j/83278611688
或者電話撥打：+1 346 248 7799（Hous-

ton）
會議號碼：832 7861 1688
本活動免費，開放現場問答，歡迎大家

參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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