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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59號公路中高層公寓，2臥2衛，2臥半2衛

˙近Westheime 3房2.5衛房，售$189K

Lance Chau
(713)271-9898

貸款: 買房、重貸、出租房貸款、抵押兌現、不查收入
Fast Easy Mortgage

Lchauemail@yahoo.com
RMLO NMLS 246133

6120 Westline Drive Houston, Texas 77036

Venture Equity 房屋買賣/貸款/投資/商業

永創佳業 1031物業延稅交換

Archegos 爆倉撼動華爾街 韓裔經理人涉內線
（ 中 央 社 ） 美 國 避 險 基 金 Ar-

chegos Capital爆倉撼動華爾街，恐使全
球銀行損失超過 60 億美元。 「華爾街
日報」今天起底這個基金的韓裔經理人
比爾．黃，揭露他曾和解一椿內線交易
案。

「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報導，Archegos Capital虧損引
發價值近300億美元大規模股票拋售，
也導致兩家大型投資銀行股價大跌。

比爾．黃（Bill Hwang）曾經是亞
洲老虎基金（Tiger Asia）的基金經理
人，也是避險基金泰斗羅伯森（Julian
Robertson）的門生。

羅伯森是老虎基金（Tiger Man-
agement）創辦人，他培養的一群投資
人紛紛創立自己的避險基金公司，華爾
街稱他們為 「虎仔」，比爾．黃是其中

之一。
比爾．黃曾於 2012 年承認，亞洲

老虎基金至少3次非法利用投資銀行內
線資訊，從證券交易中牟利，之後亞洲
老虎基金向投資者退還資金。

據當時報導，比爾．黃和亞洲老虎
基金透過支付 4400 萬美元，和解了一
起相關民事訴訟，但沒有承認或否認相
關指控。

據信比爾．黃現年近 60 歲，他在
韓國讀完高中後移民美國，曾就讀加州
大學洛杉磯分校（UCLA），後來取得
卡 內 基 美 隆 大 學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企管碩士（MBA）學位。

根據韓媒過去的訪問，比爾．黃的
父親是名牧師，在 50 歲時去世。比爾
．黃本身也是基督徒，曾公開談論自己
的信仰，聲稱希望以投資造福社會。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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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俠天下行

Wealee@scdaily.com
我見我聞我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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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sident Biden announced on
Monday that all 90% of adults will
be eligible to get the vaccine
within the next three weeks as
well as people will have a
vaccination site within five miles
of where they live. For the vast
majority of adults we don’t have
to wait until May 1.

Biden said, “We will increase
the federal pharmacy vaccination
program from 17,000 to 40,000
and we will make another 33
million doses of COVID-19
vaccines available to vaccination
sites this week.”

He also called on the mayors and
governors to reinstate the mask
mandates. He said, “This is not
politics.”

Until today more than 549,600
Americans have died from

COVID-19 and more than 124,
800,000 vaccine doses have
been administered. After 30
million cases of COVID-19, it
comes to more than ten percent
of the population.

Former U.S. 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Director Dr. Robert Redfield told
reporters that his personal
opinion was that the virus was
released from a lab. But most of
the researchers have been
saying that the virus was not
engineered in a lab but passed
naturally from the animal.

We are not going to argue more
about where the virus came
from.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o find the way to help more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0303//3030//20212021

This Is Not A Political IssueThis Is Not A Political Issue

拜登總統宣稱，在未來三星期之內，
全國百分之九十以上成人將能接種新冠疫
苗， 並且會在你所居住的五英里方圓內都
設有種植中心，總統非常自信地說，大家

不必等到五月一日，在四月
十九日前就能完成這項計劃
。
全國參與種植之藥房，將從
萬七千家增至四萬家，在本
週內將發送三千三百萬支疫
苗供國人使用，雖然疫情已
經得到舒緩，總統仍然擔心
這㘯戰爭尚未取得完全胜利
，他呼籲地方及聯邦政府仍
然要要求大家戴口罩，他說
”這不是個政治問題“。
截至今日為止，美國全國已
經有五十四萬九千六百人失

去生命，已經有一億四千五百八十萬人種
植了疫苗，拜登政府在五十八天內巳經達
到一億人之目標。

我們對於拜登總統之高效率行動表示
高度之讃掦和欽佩，事在人為，我們見到
他毎日都在自己西裝口袋中装有全國確诊
及死亡數字，對抗病毒是他要完成的最重
大政績。

川普時代的疾管中心主任羅拔雷夫告
訴記者表示，這種可能性是非常不可能的
。就他個人之觀點，新冠病毒是從武漢試
驗室洩漏出來的，但是在世界衛生組織今
天發表的報告中表示這種可能性是非常不
可能的，因為在二 0 一九年十二月前沒有
發現過任何新冠病毒之証據。

不過這些觀點再次引發了各界之討論
，目前大家需要共同努力的是要如何拯救
這埸世界災難，而不是到了去追尋責任的
時候了。

這不是個政治問題這不是個政治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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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耶穌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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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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JC

335 Avenue E,Stafford,
TX 77477

電話: (281)631-5260
網址: www.tjc.org
電子郵件: Houston@tjc.org

59

90

Av
e. 

E

德國累計確診超270萬人
二季度預計可獲逾七千萬劑疫苗

綜合報導 德國累計確診感染新冠病毒人數已超過270萬。德國聯邦

衛生部當天公布的新冠疫苗交付報告預測，今年二季度該國能夠獲得的

新冠疫苗有望較一季度大幅增長，最高或可達到7350萬劑。

德國疾控機構當天公布的新增確診人數和新增死亡人數分別為15813人

、248人。據德國“時代在線”截至當地時間24日21時實時數據，德國累計

確診2710004人、治愈2445027人、死亡76009人。截至當天，德國已接種

11447546劑次疫苗，共有3516966人接種了第二劑疫苗。

連日來，德國第三波疫情持續肆虐，疫情數據接連反彈。圍繞即將

到來的復活節假期，在不到兩天時間內上演了戲劇性的一幕：23日淩晨

，德國聯邦政府宣布與各州州長達成決議，將在復活節期間實施為期五

天的嚴厲封鎖措施，關閉絕大部分商店。然而就在一天後的24日，德國

總理默克爾再度與各州州長磋商後宣布收回成命，不再利用復活節實施

迄今為止最嚴厲的防疫措施。但默克爾24日當天仍強調，23日公布的大

部分措施將繼續實施，且敦促各疫情嚴重地區按照此前決議共識中的

“緊急制動”機制，相應收緊封鎖力度。

德國聯邦衛生部當天公布的疫苗交付預測報告顯示，德國一季度獲得的

疫苗總劑數為1980萬，而二季度有望獲得7050萬至7350萬劑疫苗。

從全年來看，德國聯邦衛生部預計該國可望獲得3.237億劑疫苗。

這些疫苗包括1.007億劑輝瑞-BioNTech疫苗、至少7800萬劑莫德納疫苗

、5630萬劑阿斯利康疫苗、3670萬劑強生疫苗，以及2450萬劑德國Cu-

revac疫苗和2750萬劑賽諾菲與葛蘭素史克聯合研發的疫苗——前提條件

是後兩款疫苗能夠獲得歐洲藥品管理局批準上市。

德國聯邦衛生部強調，上述疫苗交付量是基於預測得出的數據，存

在不確定性，後續可能出現變動。

歐盟峰會：難題疊加 分歧未解

歐盟春季峰會通過視頻方式召開。在

新一波新冠疫情沖擊歐洲多國的背景下，

加快疫苗生產和合理分配疫苗成為峰會首

要議題。歐美、歐土關系也是峰會重點。

同時，美國總統拜登以視頻方式參加了本

次峰會，繼續其政府修復跨大西洋關系的

努力，但難掩雙方關鍵分歧。

聚焦疫苗分配
由於變異病毒等因素，歐洲多國近

期新冠疫情強烈反彈，感染和死亡人數

急劇上升。歐洲疾病預防與控制中心24

日數據顯示，截至2021年第10周，歐洲

經濟區累計報告新冠確診病例2400多萬

例，死亡病例超過57.7萬例。

而另一方面，由於阿斯利康制藥公

司等藥企無法按合同交付歐盟足夠的疫

苗，導致歐盟國家目前疫苗接種速度比

預期嚴重滯後。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

恩20日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說，按照歐盟

與阿斯利康簽訂的合同，這家公司第一

季度應向歐盟交付9000萬劑新冠疫苗，

但迄今僅交付約三成。

疫苗供應不足導致如何分配成為會

議焦點。此前英國《金融時報》網站報

道，由於阿斯利康對歐盟的供應短缺，

歐盟成員國之間在新冠疫苗分配問題上

爆發了爭執。

馮德萊恩敦促阿斯利康制藥公司加

緊履行疫苗交付合同，確保歐盟獲得應

有份額。歐盟27國領導人在峰會中同意

擴大歐盟內部新冠疫苗產能。峰會會後

發布的公報指出，加快疫苗生產、交付

和分配將是克服疫情危機的關鍵所在。

但為了合理分配生物新技術與輝瑞

公司提供的1000萬劑額外的疫苗，成員

國領導人進行了數小時激烈討論。奧地

利、保加利亞、克羅地亞、拉脫維亞、

斯洛文尼亞和捷克均抱怨疫苗分配不均

，要求獲得更多份額，最終歐盟未能就

此達成共識。有分析人士說，這場爭端

再次暴露歐盟內部在疫苗分配問題上的

嚴重分歧。

歐土有條件緩和
歐盟與土耳其的關系是本次歐盟峰

會另一個重點。會議聲明說，歐盟將加

強與土耳其在有共同利益的領域合作，

包括擴大關稅同盟、加強應對氣候變化

合作和反對恐怖主義等。

與土耳其的關系是歐盟外交在2020

年的一個痛點。先是因敘利亞伊德利蔔

地區戰事升級，土耳其通過“開閘放難

民”向歐盟施壓以尋求支持；後土耳其

又因與塞浦路斯、希臘在東地中海天然

氣資源爭端，與歐盟齟齬不斷。不過，

土耳其近期表現出溫和姿態。歐盟25日

發表聲明說，由於“非法鉆探”活動停

止，土耳其分別與希臘、塞浦路斯恢復

對話和即將對話，東地中海地區局勢最

近緩和，歐盟對此表示歡迎。

根據此次峰會公報，重啟歐土合作

旨在“獎勵”土耳其。但歐盟為恢復歐

土合作設置了前提條件：“如果當前的

緩和態勢可以持續的話。”對此，土耳

其外交部發表聲明，批評歐盟“對安卡

拉提要求”的態度，但同時承諾會以

“積極的步驟”回應歐盟姿態。

歐美分歧難解
本次歐盟峰會的另一大看點是美國

總統拜登參會。拜登政府上任以來，在

試圖修復過去四年遭受重挫的美歐關系

上做出了一系列努力。2月，拜登參加慕

尼黑安全會議線上特別會議，告訴盟友

“美國回來了”。這一次，拜登與歐盟

成員國領導人就跨大西洋關系、合作抗

疫、氣候變化等問題交換了意見。

峰會前，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到布魯

塞爾參加了北約外長會議。作為拜登政

府首位訪問歐洲的美國高官，布林肯也

傳遞了美國要重啟跨大西洋關系和北約

同盟體系的信號。

然而，美國對歐洲的擁抱姿態並未

解決雙方之間的主要分歧。布林肯公開

指責俄羅斯到德國的“北溪-2”輸氣管

道計劃是“壞主意”，甚至言語裏隱含

進一步施加制裁的威脅。

德國《法蘭克福匯報》發表評論

說：“拜登仍然強硬。”評論認為，拜

登政府雖然口頭一再強調珍視盟友，以

區別於前任特朗普政府。但在分歧問題

上的態度卻沒有變：美國對“北溪-2”

的批評就是其中之一。

德國總理默克爾在會後表示，拜登

參會是非常重要的姿態，意味著歐美將

再次建立起密切聯系。不過她也指出：

“歐盟與美國有共同的價值觀基礎，這

是始終如一的。但另一方面，我們也有

各自的利益。”

芬蘭地緣政治分析師馬爾庫· 西拉對

新華社記者說，美國希望與歐盟重修舊

好，其實是為了重新獲得領導權，想回

到上世紀 90年代單極化的國際格局中

去。默克爾的態度說明了歐美的根本

差異：歐盟希望在國際事務中有更大的

發言權，並努力成為更加獨立和有影響

力的一極。

蘇伊士運河“堵船” 全球貿易損失驚人
綜合報導 世界最大船級

社——英國勞氏船級社估算，

蘇伊士運河“堵船”後，給世

界貿易造成的損失達到每小時

4億美元（約合人民幣26.18億

元）。

據報道，臺灣長榮海運

（Evergreen）旗下的超大型貨

櫃輪“長賜”號（Ever Given

）在蘇伊士運河擱淺已超過48

小時，造成運河雙向航道堵塞

。蘇伊士運河是世界上最繁忙

的貿易路線之一，約有12%的

全球貿易量經過此地，包括全

球貿易中 5%至 10%的液化天

然氣、原油和成品油等能源商

品，其他還包括服裝、家具、

汽車零部件等大宗消費品。勞

氏船級社估算，運河西行方向

的貿易額約為每天51億美元，

東行方向則約為每

天45億美元。

美國零售聯合

會（NRF）負責供

應鏈和海關政策的

副總裁喬恩· 戈爾德

（Jon Gold）說，許

多公司本就面臨新

冠疫情造成的供應鏈問題，

“堵船”進一步給本已緊張的

供應鏈帶來壓力。

美國物流公司 OL USA

LLC 總裁阿蘭 · 貝爾（Alan

Baer）稱，美國進口商目前都

面臨著長達3天的到貨延遲，

如果運河繼續堵塞下去，貨輪

就只能繞道非洲好望角，航程

將增加7到9天的時間。

波羅的海國際航運公會

（BIMCO）的首席航運分析師

彼得·桑德（Peter Sand）表示，

“堵船”的影響將繼續擴大，

影響供應鏈，“現在，所有人

都在制定應急計劃。”

世界海運理事會（WSC）

的數據顯示，蘇伊士運河的船

舶日吞吐量為106艘。如果運

河堵塞2天，重新暢通後還需

要2天的時間疏通擁堵的船只

，堵塞時間越久，疏通所需的

時間就越長。

報道還指出，蘇伊士運

河的“堵船”除了堵住了載

滿商品的集裝箱，還影響到

了空閑集裝箱的調度。海運

貿 易 物 流 顧 問 喬 恩 · 門 羅

（Jon Monroe）擔心，中國的

工廠已經從疫情的影響中恢

復，接到了世界多地的訂單，

正在為出口貿易開足馬力生

產，需要大量空閑集裝箱。

美國的進口商品也受到影響

，既包括商場裏的消費品，

也包括制造業零部件。

法國大巴黎地區醫院：
我們很快將被迫“挑選病人”
綜合報導 法國巴黎公立醫院集團旗下的41名危機醫療部門負責人

在法國《星期天報》上發表聯合署名文章，就目前大巴黎地區的新冠疫

情和醫療壓力發出警報。他們稱，根據目前已知的新冠病毒感染狀況，

幾乎可以確定在未來兩周內大巴黎地區的重癥監護將超出負荷。這就意

味著，為了盡可能拯救更多的生命，醫院將不得不有選擇地收治病人。

文章還稱，其實這種對病人的“挑選”已經開始。大巴黎地區的醫院為

了增加重癥監護床位已經推遲了大量的非緊急醫療活動，在接下來數日這一

情況還會加劇。同時，隨著第三撥疫情逐步影響到全法各個地區，通過跨大

區轉移重癥病人來延緩醫療資源飽和的操作空間也日趨減小。

這41名醫生還明確表示，疫苗接種是在中長期應對新冠疫情的核心

手段，在法國所處的危急情況下，疫苗接種無法有效扭轉局面，當前的

防控措施也不足以快速控制疫情。

從當地時間3月20日開始，法國政府以“控制而不封閉”的原則對全

法19個省份居民的出行實施了較為寬松的限制，引發法國輿論尤其是專業

醫護人員的質疑。同樣是在28日《星期天報》發表的一篇采訪中，法國總

統馬克龍表示將在未來幾天對現行防控措施的效果進行評估，並根據具體

情況采取必要手段，但目前法國政府還沒有做出任何新的決定。

綜合報導 中國外文局全國翻譯專業

資格（水平）考試（以下簡稱CATTI）

項目中心與德國慕尼黑應用語言大學在

線上聯合舉辦了中德CATTI國際版啟動

儀式暨雙方合作簽約儀式。未來，雙方

將共同主辦中德CATTI國際版，並建設

CATTI考試德國考區運營中心。

CATTI國際版全稱國際中文通用翻

譯能力測試，由中國外文局主辦。

2020 年 12 月通過居家網考方式，在 55

個國家進行了試點考試，反響熱烈。

CATTI國際版將於今年6月推出中英正

式考試，並逐步推出中韓、中日、中

德試點考試。

中國駐慕尼黑總領事張越對當天的

簽約和“國際中文通用翻譯能力測試”

德文版的啟動表示了祝賀。他指出，作

為德國唯一的一所外國語高等學府，慕

尼黑應用語言大學培養了大量中德翻譯

人才。語言互通是“一帶一路”互聯互

通的基礎，更是民心相通的前提條件。

希望雙方簽約後能夠順利推進考試的研

發，用好語言這條無形之路，增進中德

在教育、文化、經

貿等各領域的互學

互 鑒 ， 推 動 共 建

“一帶一路”行穩

致遠，推動構建人

類命運共同體。

慕尼黑應用語

言大學校長弗洛裏

安· 弗依斯在致辭中

表示，與 CATTI 的

合作對於進一步加

強和擴展全球翻譯

和口譯領域的發展

至關重要。他說，

即使是在目前這樣的疫情困難時期，

德國與中國仍然可以找到增加互信、

深化友誼的方式，期待此次合作為促

進德中關系的進一步發展做出重大貢

獻。

在中國外文局人事部主任閔藝看來

，中國與德國一直有著深厚的外交關系

基礎，雙方的本次簽約是兩國教育文化

領域合作的一次重要事件，將打破語言

傳播壁壘，促進各領域深入合作，加強

中文和德文在世界的發展，並對推動中

德文化交流具有重要意義。

出席24日簽約儀式的還有中國前駐

德國大使、CATTI德語專家委員會主任

梅兆榮，德國翻譯協會副主席科妮莉亞·

格勒特森，慕尼黑應用語言大學高級會

議口譯系、中德文翻譯系等相關院系負

責人、教授等。

中德CATTI國際版啟動儀式在線上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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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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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國務卿布林肯今天說，美國不會逼
盟邦在美中之間選邊站，也無意圍堵中國，
但須與盟邦維護基於規則的國際體系、合作
因應挑戰，在北京企圖分化的領域拉近距離
。

布林肯（Antony Blinken）美東時間29日
透過視訊訪問紐約，主持聯合國安全理事會
討論敘利亞人道局勢的會議，會見聯合國官
員與美國代表團職員，並與美國駐聯合國大
使湯瑪斯-葛林斐德（Linda Thomas-Green-
field）出席視訊記者會。

布林肯答覆媒體提問時說，美國及盟邦
、夥伴都和中國有著既競爭、合作又對抗的
關係，共通點是必須從優勢地位和中國接觸
，而優勢地位始於堅強且帶有合作、協調的
聯盟與夥伴關係。

他表示： 「這無關圍堵或壓制中國，而
是維護基於規則的國際體系。我們75年來對
此投入甚多，就算這體系有瑕疵，仍符合我
們的利益與價值觀。無論中國或其他國家，
當有人挑戰這體系、不照規則行事、企圖破
壞規則與承諾，我們都有理由挺身對抗。」

布林肯舉例，北京當局侵犯人權、違反
世界人權宣言等國際承諾時，美國與盟邦必
須團結一致發聲、行動，支持 「基於規則的
秩序」。

美國總統拜登政府欲打造面對中國的統
一戰線，布林肯3月先後出訪亞洲與歐洲，嘗

試修補美國與日本、韓國及北大西洋公約組
織（NATO）盟邦的關係。但觀察家認為，
相關國家與中國貿易關係密切，可能因顧及
經貿利益而不願完全倒向美國。

布林肯重申美國不會逼盟邦在美中之間
選邊站，坦言盟邦與中國有著複雜關係，不
見得完全契合。但他強調美國與盟邦有必要
共同應對挑戰， 「這代表與盟邦合作在北京
企圖分化我們的領域拉近距離」。

北韓上週恢復試射彈道飛彈，是布林肯
口中美國須與盟邦協調應對的挑戰之一。

布林肯以 「挑釁」形容北韓試射飛彈，
指責平壤違反聯合國安理會決議，威脅區域
與國際和平。他說，美國、韓國與日本一致
承諾推動朝鮮半島非核化， 「平壤這些挑釁
完全不會動搖我們三國及全球盟邦、夥伴從
優勢地位面對北韓，以利減少區域威脅的決
心」。

前美國總統川普退出多項國際組織與協
定，拜登1月上任後修正路線，強調多邊主義
重要性，宣布美國重返世界衛生組織（WHO
）與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等組織。

布林肯說，多邊體制絕非完美，但美國
如果不參加，利益與價值觀與美國不同的國
家可能填補空缺，或是無人挺身而出，造成
混亂。當今沒有國家能單獨有效處理重大國
際挑戰，各國必須團結維護基於規則的國際
秩序，這對共同安全繁榮至為關鍵。

布林肯：美不逼盟邦選邊站 但要防北京分化

美國前總統川普日前遭佛奇、柏克斯兩
位抗疫大將批評處置疫情失當，他今天發表
聲明回嗆兩人 「試圖重塑歷史以掩飾自己直
覺不佳、建議錯誤」，還說他幾乎總是推翻
他們的建議。

川普怒氣沖沖地在聲明中，痛罵佛奇
（Anthony Fauci）和柏克斯（Deborah Birx）
是 「兩個很愛自我推銷的人，他們試圖重塑
歷史，以掩飾自己直覺不佳和給出的錯誤建
議，幸好我幾乎總是推翻那些建議」。

川普指控美國國家過敏與傳染病研究院
（NIAID）院長佛奇試圖在疫苗研發上攬功
，並 「改變目標，好讓自己儘可能看起來表
現優異」。

川普還說，白宮疫情工作小組協調員柏
克斯 「已證實是個騙子，可信度所剩無幾」
。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昨天播出
一部與疫情有關的紀錄片，內容包括佛奇與
柏克斯的訪談。

佛奇說，專家去年4月敦促全美民眾遵循
封城令時，川普卻呼籲全國 「解放」，令他
大為震驚。

柏克斯則談到，她擔任白宮冠狀病毒工
作小組協調官員期間，在節目中公開表示
2019 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正迅速蔓
延，隨後便接到川普一通 「令人非常不舒服
」的來電。

她還說： 「聯邦政府並未向美國民眾提
供一致的訊息，鑄成第一項大錯。」

在川普擔任總統時，美國染疫死亡人數
飆升到全球第一，但他仍抵制戴口罩、封城
和其他抗疫措施。

佛奇、柏克斯受訪批他防疫失當 川普火大回嗆 由歐洲聯盟發動並與世界衛生組織合作倡議
的疫情大流行全球條約今天發表，共有27位世界
領導人連署，但未見美、中及俄羅斯，未來是否
變成另一個國際公衛角力議題受矚。

歐洲理事會（European Council）主席米歇爾
（Charles Michel）今天與世衛組織（WHO）秘書
長譚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召開聯
合記者會，發表由數十位國家領導人署名呼籲推
動疫情大流行全球條約並說明願景。

米歇爾指出，2019 冠狀病毒疾病（COV-
ID-19）全球大流行不只是健康議題，帶給全球一
個殘酷的教訓是沒有一個國家以及一個大陸能獨
自戰勝疫情，下一次的疫情大流行不是 「如果」
的問題，而是 「何時」的問題，必須做好準備，
沒有時間浪費。

他強調疫情曝露國際社會在處理重大疫情議
題的弱點，而推動成立一個關於疫情大流行全球
條約將增強疫情透明度、問責制及國際的共同責
任，呼籲國際領導人 「此時留下一個令人驕傲的

遺產」。
這項呼籲得到包括德國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英國首相強生（Boris Johnson）、法國
總統馬克宏（Emmanuel Macron）、韓國總統文在
寅和南非總統拉瑪佛沙（Cyril Ramaphosa）等 25
國國家領袖以及歐盟、世衛等2位領導人共27人
支持。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美國、中國及俄羅斯並
未加入連署，媒體在記者會上對此詢問，譚德塞
則說在一開始的呼籲階段不需要所有國家都發聲
，但下個階段所有194會員國都可以加入討論。

由於目前世衛已有 「國際衛生條例」處理監
視疫情問題，因此國際上也有另一種聲音認為不
必要再訂立另一項處理疫情大流行的正式條約。
且條約內容未來若討論到疫苗合作，富有國家以
及開發出疫苗的國家是否願無私分享尚待觀察。
這些因素都使這項條約倡議未來是否發展成另一
個國際公衛角力議題，格外受矚。

27世界領導人籲締全球條約應對疫情 美中俄缺席

中國華為公司財務長孟晚舟的律師團今天在加拿大法院辯稱
，雖然美國以共謀和銀行詐欺罪名指控她，但事發地點香港在中
國領土之內，只跟中國有關，與美國無關。

辯護律師還指出，從加拿大引渡孟晚舟到美國，將損害中國
在國際法上的主權。

美國當局指控，孟晚舟2013年向匯豐銀行（HSBC）陳述時

，對於華為子公司在伊朗的活動有
所誤導隱瞞，這是美方起訴和要求
引渡孟晚舟的主要依據，但抗辯律
師厄特（Gib van Ert）表示，那次

會面是在中國境內，不應與美國或加拿大有關。
厄特是孟晚舟律師團的新成員，他告訴加拿大法院說： 「如

果當天有任何違法情事，那是發生在中國領土之內，是中國的事
。」

厄特指出： 「2013年8月22日在香港的一家餐廳，一個中國

公民與英中銀行匯豐之間發生了什麼事，是國際法的問題，不干
美國的事。」

僅一週前，渥太華當局和華府針對中國政府高層官員施加經
濟制裁，讓已經緊繃的國際關係再升溫，如今孟晚舟力抗引渡案
又有最新辯護說法。

美國指控，華為子公司星通科技在伊朗的活動違反了美國制
裁措施，孟晚舟撇清華為與子公司星通的關係，誤導了匯豐銀行
。

但孟晚舟和華為皆否認任何犯行。

美國欲引渡孟晚舟辯方律師：損害陸主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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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新冠確診病例超10萬
近期集體感染事件不斷近期集體感染事件不斷

印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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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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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印度衛生部發表聲明表

示，近兩周以來，印度疫情呈現出明

顯的反彈跡象，變異新冠病毒已蔓延

至印度18個邦。同時，部分病例樣本

還發現了再次突變的變異新冠病毒。

聲明表示，過去三個月以來，印度

10個官方實驗室對10787個新冠病毒

陽性樣本進行基因組分析後，得出的

結果顯示，771個樣本感染了變異新冠

病毒，其中736個樣本感染的是在英

國發現的變異病毒，在南非以及巴西

發現的變異病毒樣本分別為34個和1

個。目前，已檢測出具有較強傳染性

變異新冠病毒的地區已擴大至18個邦

。

聲明稱在部分地區發現了再次突變

的新冠病毒，“對馬哈拉施特拉邦的

樣品進行分析後發現，與2020年12月

相比，E484Q和L452R突變的病毒樣品

比例有所增加。此類突變可帶來免疫

逃逸，使病毒具有更強的感染性。”

聲明同時指出，由於數據樣本有限，

目前還無法確定變異病毒與近期印度

疫情反彈有關。聲明稱，“基因組測

序和流行病學研究正在進一步分析這

種情況。”

印度衛生部24日公布的數據顯示，當天印度全國新

增新冠肺炎確診病例47262例，刷新了近4個月以來的

單日新增紀錄。其中馬哈拉施特拉邦、旁遮普邦、卡

納塔克邦、泰米爾納德邦以及首都新德裏地區的新增

病例持續上升。24日當天印度全國新增死亡病例275

例，為該國今年以來單日新增死亡病例的最高紀錄。

目前，印度累計確診病例達11734058例，累計確診病

例位居全球第3位。

綜合報導 韓國中央防疫對

策本部通報，截至當天 0 時，

韓國境內的新冠確診病例累計

超過 10 萬例。這距 2020 年 1 月

20 日境內出現首例確診病例，

已過430天。

韓國經歷了2020年2至3月始

於大邱、慶北地區“新天地”教會

的第一波大流行，以及8月始於首

爾光化門集會的第二波大流行，第

三波大流行於同年11月中旬暴發

，並一直持續至今。

截至當地時間 3 月 25 日 0 時

，韓國較前一天新增確診病例

430例，一連兩天超過400例。近

期，始於各種親友聚會、公眾聚

集設施、職場等日常空間的集體

感染事件接連不斷，單日新增病

例超過 400 例已成常態。政府將

結合當前疫情走勢，於26日公布

下周起適用的防疫響應級別和防

疫措施。

韓國自2月26日開始疫苗接種

，目前累計報告超1萬例疑似異常

反 應 ， 占 境 內 累 計 接 種 人 數

(73.5815萬人)的 1.36%。按各疫苗

的異常反應報告率來看，阿斯利康

疫苗占1.45%，輝瑞疫苗占0.4%。

半導體工廠“一把火”或嚴重拖累日本經濟復蘇
綜合報導日本半導體巨頭瑞薩電子公

司主要工廠火災的影響持續發酵。一些經

濟學家認為，半導體供應鏈正遭受嚴重沖

擊，備受“芯片荒”困擾的日本汽車制造

業可能擴大減產規模，進而嚴重拖累日本

經濟復蘇。

瑞薩位於茨城縣的那珂工廠19日淩晨發

生火災，起火點位於“無塵室”，是工廠核心

設施。目前，那珂工廠尖端產品300毫米晶圓

生產線已停產，何時重啟尚不清楚。

在控制汽車行駛的重要半導體——微

處理器領域，瑞薩的全球市場份額排名第

二，而那珂工廠是瑞薩旗下車載半導體的

重要生產基地。

瑞薩電子公司總裁柴田英利日前表示

，火災對微處理器供應鏈的影響可能非常

嚴重，恢復生產存在不確定性，“目標是

在一個月內重新開始生產，但有些方面仍

然前景不明”。柴田說，公司正在考慮代

工方案。

《日本經濟新聞》報道說，半導體產

品生產工序多，供應鏈正常化可能需要三

個月以上。

伊藤忠綜合研究所研究員深尾三四郎

認為，高端半導體對無塵要求極高。在半

導體及其制造設備供應吃緊的背景下，工

廠很難迅速重新采購設備、恢復工作環境

。因此，汽車產業未來半年可能都會面臨

半導體采購困難的局面。

日本第一生命經濟研究所經濟學家永

濱利廣回憶，2011年東日本大地震中，那

珂工廠因受災停產約3個月。當年瑞薩車用

微處理器占全球市場份額的40%，那珂工

廠受災對全球汽車產業造成巨大影響。現

在，瑞薩的全球市場份額有所下降，但因

汽車業在日本工業生產中占比最大，火災

勢必對日本3月和4月的宏觀經濟指標產生

負面影響。

全球半導體芯片市場去年年底出現供

給不足，今年1月以來“芯片荒”越發嚴重

。豐田、本田、日產等日本企業相繼宣布

減產，日本國內部分生產線一度陷入停頓

。日本八大汽車制造商1月的國內總產量同

比減少10.1%。那珂工廠火災讓日本汽車制

造商進一步減產的風險加大。

三菱日聯摩根士丹利證券公司認為，

火災勢必加深日本車商的“缺芯”減產擔

憂，預計各大車企到今年9月的減產總規模

將擴大至165萬輛。

野村證券估計，受供應鏈斷裂影響，

第二季度日本車企的全球產量可能減少120

萬輛，其中日本國內減少40萬輛。

野村綜合研究所研究員木內登英表

示，火災的實際影響並非僅限於汽車制造

商。汽車產業關聯廣泛，汽車產量下降將

導致零部件、材料等相關領域的生產大幅

減少。按年率計算，瑞薩火災及其後續沖

擊或拖累第二季度日本國內生產總值(GDP)

7.3個百分點。

各界原本預計，新冠疫情緊急狀態解

除將助推日本經濟在第二季度回升。木內

登英表示，目前情況來看，第二季度日本

經濟即使增長，增幅也會較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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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及記者李理報

道，中國駐美大使館華盛頓當地時間5日發佈通

知，就搭乘臨時包機意願開展摸底調查。通知

稱，將首先面向全美符合條件的未成年中小學留

學生開放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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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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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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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票隔離費用自理
通知指出，根據公開、透明、公平原則，首先面向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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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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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長：兒子回家最後希望
一名名叫“惠子”的留美高中生表示，最近美國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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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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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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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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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齊引領疫苗研發攻關合作
這篇題為《同舟共濟 定克時艱》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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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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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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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企全力生產美採購物資
文章介紹說，中方盡己所能，為包括美國

在內的有關國家提供支持，而位於美國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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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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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崔天凱：中美需團結合作互幫互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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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紐約市史坦頓島醫護人員收到紐約市史坦頓島醫護人員收到
美國華人團體及華人企業捐贈的美國華人團體及華人企業捐贈的
口罩口罩。。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隨着全球各地陸續開展新冠疫苗接種

計劃，不少市民都期待可與其他地方恢復

通關。香港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邱騰華

29日會見傳媒時表示，相信疫

苗接種能加強保障，有助出行，已重啟與新加坡建立“旅遊氣

泡”的討論，希望讓香港居民完成兩次接種後，再相隔14天

才出行。他透露已於29日去信日本、韓國、泰國、越南、

澳洲和新西蘭重新探討“旅遊氣泡”，但具體情況當然

要視乎疫情而定。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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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騰華提構思候覆 致函日韓泰越澳紐探討

打工仔接種兩劑 免每14天再檢

兩千疫苗中心職位供旅業應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特區政府決定

以1.5億元（港元，下同）協助旅遊業從業員短期就
業，由5月1日起安排導遊、領隊、旅行社職員、酒
店從業員、旅遊巴司機等到24間社區疫苗接種中心
工作，負責管理中心運作及相關行政支援工作。該
計劃提供2,000個為期約5個月的職位，月薪介乎1
萬元至4萬元。據了解，合資格申請者至少要有兩年
相關工作的證明。

香港旅遊業議會聯同業界29日下午與政府開會
商討方案細節。與會的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表
示，旅遊業從業員經常需要處理突發事件，亦要從事
登記、講解和人流管理等工作，相關的經驗和技能與
疫苗接種中心所需的管理及行政支援工作相近，預計
受聘的人員只需接受短期培訓及熟習環境。

旅遊業議會、香港酒店業主聯會、香港酒店

業協會等業內18個組織將成立一間行政支援公司
負責招聘工作。旅遊業議會名譽顧問胡兆英在會
後說，料該公司將會運作約7個月，政府會出資約
200萬元協助。他表示，所有具兩年旅遊業經驗的
從業員，包括導遊、領隊、酒店業員工，不論在
職、放無薪假或被遣散者都可以應徵，疫苗中心
主任及副主任的應徵者，需要具備大學程度，月
薪介乎3萬元至4萬元，而登記員日薪則為1,300
元，獲聘人士會接受最少3日半的培訓，“所有時
薪以100元計算，工作13小時，包括一個小時飯
鐘錢，上一日班有1,300元。”

胡兆英說，如果疫苗中心日後有需要延長運
作，業界會繼續招聘人手。他表示，旅遊從業員
本身的工作性質，較勝任行政支援工作，而且業
界失業率較高，感謝政府接受業界的建議。

●●港正港正重啟與新重啟與新
加坡建立加坡建立““旅遊旅遊
氣泡氣泡””的討論的討論。。

設計圖片設計圖片

●●聶德權聶德權（（紅圈紅圈））2929日與多個旅遊業界代表會日與多個旅遊業界代表會
面面，，詳細聽取他們有關短期職位的建議詳細聽取他們有關短期職位的建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費小燁）打針除了便利
外遊及公幹，也方便特定群組的打工仔。香港食物
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29日宣布，餐飲處所、獲准
恢復營業的表列處所員工，以及教職員，若已接種
兩劑新冠疫苗，可獲豁免每14天接受一次病毒檢
測；已接種疫苗者亦可望到安老院及醫院探訪，詳
情稍後公布。業界歡迎政府決定，有飲食集團更提
供一天“打針假期”，鼓勵員工接種疫苗。

擬放寬接種者探訪安老院醫院
陳肇始指出，考慮到已完成接種疫苗者會獲得

相當的保護，因此宣布已完成接種兩劑疫苗的餐飲
處所及獲准恢復營業的表列處所員工，將會被視為

已符合定期檢測的規定，返工可獲豁免每14天接
受一次病毒檢測。

她強調，“已完成接種”是指接種第二劑後再加14
天。而教育局早前已公布，若個別學校能安排全校教
職員定期進行病毒檢測，會按實際情況考慮讓有關學
校全校恢復半天面授課堂。陳肇始指出，已完成接種
疫苗的教職員亦將被視為已符合定期檢測的規定。

發展局亦會與建造業界商討，鼓勵從業員盡快
接種疫苗抗疫，以取代定期檢測的安排。陳肇始解
釋，已完成接種疫苗的市民，互相之間可形成“保
護氣泡”，特區政府認為可適度放寬一些限制，例
如安老院及醫院的探訪安排等，包括正研究讓已完
成接種疫苗的探訪者在接種兩星期後，只需提供同

日快速抗原測試陰性結果，便可進行探訪，醫管局
正研究細節，並會於稍後公布詳情。

有食肆推“打針假期”響應
已經接種疫苗的員工復工毋須每14天檢測一

次，餐飲業界認為做法合理，稻苗學會會長黃傑
龍︰“如果你說接種疫苗後可以豁免（檢測），我
覺得亦是很合理，因為注射疫苗後，相對感染風險
降低很多。而且業界都是佩戴口罩上班，如果可以
保留檢疫能力予醫療需要，亦是一個合理安排。”
黃傑龍旗下的飲食集團亦於上周起推出“打針假
期”，讓員工每打一針，就可獲一日有薪病假，減
少員工因為接種疫苗而未能上班的擔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讓在內地港人免
檢疫返港的“回港易”計劃實施逾4個月，目前計
劃僅涵蓋廣東省及澳門，其餘省市的港人返港仍要
強制檢疫14天。

香港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29日宣布，政府
將研究擴展“回港易”計劃，包括市民使用“回港
易”計劃，經機場由內地不同省市回港，研究能否放
寬檢疫安排，詳情由政制及內地事務局負責。現行的
“回港易”計劃下，從廣東省及澳門返港時，港人憑
72小時內無染疫證明，可豁免14天強制檢疫。

港府於去年11月11日宣布計劃，11月23日實
施，截至今年1月18日，累計3.2萬多人經該計劃
回港，平均每日約56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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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騰 華
指出，香港

要和其他地方建立“旅遊
氣泡”，必須兩地的疫情防控工作做
得好、往來人士必須在出行前一段時間內沒有離開
過所在城市，及出發前與到埗後作雙檢測和乘坐特
定航班等。

鑑於國際間愈來愈多地方有疫苗接種，他指香
港亦具備有關條件以作為額外保障，希望參與“旅
遊氣泡”的香港居民完成兩次接種後，再相隔14
天才出行，特區政府已將相關構思向新加坡政府提
出，正待其回覆。他強調，在接種疫苗前，已有雙
測試、專屬航班，兩地的防疫管控亦已做到一定程
度，相信接種疫苗只是加強保障。

在英港人入境 隔離21天
對於個別疫苗是否獲外國政府認可的問題，邱

騰華相信每個地方的政府和衞生部門都有一套認可
的標準，特區政府和其他地區討論“旅遊氣泡”的安
排時亦會徵詢雙方的衞生部門，在專業層面討論雙
方認可的問題。

另外，全球疫情繼續嚴峻，變種病毒的輸入風
險成為疫情反彈的隱憂。香港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
肇始強調，特區政府會按不同地區的風險嚴格執行
“外防輸入”的措施，並決定按不同地區疫情的最新
發展及實際需要，調整適用於不同地區的登機及強
制檢疫要求。她指出，考慮到英國的確診個案數字
已有所下降，加上當地的疫苗接種進度，決定容許
在英人士及在離境前21日曾到英國者可登機到港。

為確保在當地的香港居民能有序地返港，以控制
感染風險，政府正與航空公司商討於下月下旬安排指
定航班，讓在英的香港居民可直接回港。他們抵港後
須集中於一間指定酒店隔離21天，除了要跟隨在機場
“檢測待行”的安排外，亦會在第七天、第十二天及第
十九天進行檢測，政府會於稍後公布更多詳情。

此外，來自低風險組別地區的人士的強制檢疫
期將由現有的21天調整為在指定酒店檢疫14天，

加上其後
7 天的自我監

測，並在第十九天進
行強制檢測，與從中風險組別

地區抵港但已完成接種疫苗者一樣。低
風險組別在開初的階段將包括澳洲、新西蘭及新加
坡。從高風險地區返港的人士則須繼續按現時規
定，於指定酒店隔離21天。

陳肇始表示，適度放寬入境限制有助逐步恢復
香港與世界其他地區的往來，及香港與該些地區商
討“旅遊氣泡”的安排。

專家提醒嚴防變種毒株輸入
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29日接受香港文匯報

訪問時表示，目前香港的疫苗接種率依然偏低，單靠
“旅遊氣泡”吸引市民接種，效果不會太大，最重要是
讓長者及高危群組恢復對接種疫苗的信心。他建議透
過香港與海外的分析數據，確實做好接種疫苗的風險
評估，例如會否誘發中風及其他疾病風險等。

他又指，不同地方均存在變種病毒威脅，認為實
施“旅遊氣泡”前，雙方必須有良好的監測機制，否
則不僅影響本地防控工作，亦影響香港與內地通關。

“回港易”研擴展
涵內地其他省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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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台灣高等檢察署科技偵查中心
今天舉行109年度毒品情勢說明記者會，指出
青少年濫用新興毒品並混搭笑氣的情勢嚴峻，
必須嚴密防範擴散，善用科技提升查緝效能。

高檢署今天在毒情發布中心召開記者會，
由檢察官吳廣莉、刑事警察局偵查第三大隊副
大隊長王耀輝，針對毒品情勢、驗出新興毒品
死亡案件數等議題進行分析，並發布毒情警示
及預判。

高檢署報告指出，去年查獲的毒品來源以
境外為主，又以中國大陸為最大宗；其中查獲
的第四級毒品中有9成是第三級毒品 「喵喵」
的先驅原料， 「喵喵」又是混合式毒咖啡包中
最常見的成分，此趨勢值得關注。

此外，大麻類毒品案並未因武漢肺炎
（2019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疫情影響
而減緩，來自美加地區夾藏大麻類毒品案件持
續上升，同期間台灣種植大麻案件也有增長。
大麻毒品來源多元、取得管道便利以及風險性
低等因素是否會改變毒品施用習慣，值得持續
觀察。

吳廣莉指出，教育部資料顯示，民國109
年間青少年常用成癮物質以愷他命為最多，混

合型毒品居次，笑氣排第三，笑氣雖非毒品，
但實務上發現青年學子常搭配混合式毒咖啡包
或愷他命使用，相關機關要密切關切。

吳廣莉說，新興毒品死亡案例自108年第
4季的42件開始急速攀升，到109年第二季來
到高峰，而109年全年死亡案件共有143件，
其中施用強力搖頭丸（PMMA）共有93件。

吳廣莉表示，經高檢署整合六大緝毒系統
資源強力壓制，新興毒品死亡案件數明顯下降
，但面對新興通訊模式或網站的推波助瀾，青
少年間對精美包裝混合式新興毒品咖啡包、笑
氣等成癮物質濫用現象仍須加強防堵。

高檢署也提出預警，表示新興毒品不斷推
陳出新，去年查獲大量喵喵先驅原料，傳統毒
品大麻持續升溫中，另從國際情資得知，新興
毒品 「吩坦尼」也來勢洶洶。

王耀輝則指出，107 至 109 年查獲毒品咖
啡包的件數逐年上升，還曾查獲混有17種毒
品的咖啡包，連藥頭都不知道自己在賣什麼毒
品，對健康危害重大，提醒民眾注意咖啡包或
飲料包有無二次封口痕跡，如有則很有可能是
摻毒後留下的證據，千萬不要上當。

高檢署：青少年濫用新興毒品混搭笑氣情勢嚴峻

（中央社）高雄台電包商茂泰公司工人今
天抽水時，高姓工人要下去移動抽水機疑缺氧
昏迷，下去的侯姓班長跟著暈倒，幸職安人員
拉起2人，目前1命危2傷。勞工局開罰茂泰
30萬、台電15萬。

高雄市政府勞工局晚間指出，為消弭局限
空間作業風險，市府除配合勞動部職業安全衛
生署辦理宣導外，自今年起全面自辦局限空間
作業講習，督促相關作業廠商全員到訓，截止
目前已實施 15 場次，期以要求嚴格遵循 SOP
程序作業，並於作業前要求業者通報勞檢處，
預先管控。

勞檢處代理處長林信興表示，業者從事局
限空間作業必須事前通報勞檢處，一旦發現業
者未落實通報、教育訓練、或各項安全措施時
，若有涉及違法情形將依法加重裁處。

勞工局表示，台電公司及茂泰公司1月25

日都有參加局限空間作業宣導講習，但仍未事
前通報及未依SOP程序進行作業，市府並依違
反職業安全衛生法第6條從重裁處茂泰公司新
台幣30萬元罰鍰；台電違反職安法第27條，
也從重裁處15萬元罰鍰。另勒令民族線人孔
抽水點檢及慣性定位工程停工。

台電公司承攬商茂泰有限公司於三民區大
順二路施作人孔加高工程，將抽水機放入人孔
內。因抽水機未到達定位，25歲高姓工人爬梯
進入5米深地下空間，但他在移動抽水機時，
疑似缺氧摔落人孔井內。

45歲侯姓班長見狀要下去救他，但也跟著
昏倒。負責職安的42歲羅姓男子見狀，趕緊
穿戴氧氣設備將2人拉起，但也感到身體不適
。3人後續都已送往高醫救治，高男及羅男已
恢復意識，但侯男仍在加護病房急救中。

台電包商工安意外1命危2傷 高市勞工局開罰30萬
（中央社）林姓計程車司機24日下午提著一

包裝有百萬現金的手提袋衝進派出所，警方協助
聯繫失主謝姓父子，對於林男拾金不昧又婉拒紅
包的行為，謝姓父子感激不已。

台中市第三警分局健康派出所指出，24日下
午林姓計程車司機提著1只黑色格紋手提袋走入
報案，打開發現為一綑綑的千元大鈔，清點後，
總數高達新台幣100萬元整，讓員警也嚇了一大
跳。

林姓計程車司機表示，剛剛從西區載一對父
子前往南區，乘客下車後，他才發現後座遺留一
只手提袋，打開發現是鉅額現金，心想失主一定
相當著急，立即趕來派出所請員警協尋失主。

員警協助聯繫，不到半小時謝姓父子即趕來
派出所，員警核對手提袋內容物特徵及現金的數
量後，確認失主的確是謝姓父子。

81歲的謝父表示，該筆現金是要做為繳納房
貸之用，稍早從西區的銀行臨櫃取款後，立即搭
乘計程車前往他間銀行繳納，因在車上與兒子討
論稍後要辦的流程，一時分心，下車時才會不慎
將現金遺留在計程車上。

2 人發現不慎遺落裝有百萬現金的手提袋也
是著急不已，輾轉聯繫上計程車行時，得知司機
已送交派出所，隨後又接獲員警通知，終於讓他
們放下心中的大石，對於警方的協助頻頻致謝，
更大讚林姓司機拾金不昧的精神。

計程車司機拾百萬現鈔 直送派出所還婉拒謝金

（中央社）行政執行署台北分署4月6日將舉辦123聯合拍賣會，並推出集點送禮活動，民眾只
要符合到場參加、購買動產等條件即可累積點數，依點數兌換玻璃水瓶、陶瓷杯及茶具組等禮品。

行政執行署各分署在每個月第 「1」個星期 「2」下午 「3」時同步舉辦動產、不動產聯合拍賣會
，稱為 「123聯合拍賣會」；台北分署為感謝民眾長期以來的支持，特地舉辦集點送禮活動。

台北分署表示，集點活動將於4月6日舉行的123聯合拍賣會開跑，有意參與的民眾可到會場索
取集點卡，凡到場者即可獲贈1點，如當天成功購買動產者（不含不動產）加贈1點。

台北分署指出，購買動產每滿新台幣1000元可再獲1點，此部分最多累計3點，連同到場、成功
購買動產的2點，一次拍賣會最多可累積5點；好禮採限量供應，各品項所需點數不同，換完為止，
台北分署將不定期更新好禮內容。

台北分署說，4月6日拍賣會有許多物美價廉的動產進行拍賣，包括名牌太陽眼鏡，每支只要500
元，還有超潑保暖觸控手套及可洗口罩組，以及百貨專櫃銷售的歐美進口首飾與其他服飾配件。

此外，拍賣會上有4筆建物及19筆土地待價而沽，包括位於台北市中山區新生北路三段82巷，
面積53餘坪、總價4486萬元的辦公室，及中正區金門街34巷，面積74餘坪（含頂樓增建部分）、總
價3800萬元的公寓。

行政執行署台北分署拍賣會推出集點送好禮活動

（中央社）台灣高等檢察署今天上午以國家安全法等案件被告身分，傳喚中華統一促進黨
總裁張安樂，庭訊2小時後請回；張安樂表示，檢察官的問題都很理性。

張安樂接受媒體聯訪表示，只要不挑釁，兩岸就可和平發展，年輕人為什麼要當炮灰？堅
決反對挑釁發生戰禍，讓年輕人衝前面。

大批群眾聚集高檢署外聲援張安樂，警方也派大批警力維持秩序。
張安樂出庭前接受媒體聯訪說，只是講別人不敢講的話，為民請命，絕不認罪；他不在乎

國安法，但他要講出這議題，攸關台灣人民生命財產安全，大家要面對。他說的 「紅色隊伍」
是找回中國人，只要台灣有中國人，兩岸就永遠和平；台灣失去中國人，就面臨戰爭。

全案緣於張安樂接受中國官媒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採訪時，透露如何靠過去江湖背景，藉參
加活動等方式吸收、培訓青年 「由綠轉紅」，發展負責宣揚 「和平統一」的紅色隊伍。

專責偵辦內亂、外患罪的高檢署今年初接獲告發後立案，指派檢察官王正皓偵辦。

涉國安法等案列被告張安樂應訊2小時後請回

涉國安法涉國安法 台灣高院傳喚張安樂台灣高院傳喚張安樂
台灣高等檢察署台灣高等檢察署3030日上午以國家安全法等案件被告身分日上午以國家安全法等案件被告身分，，傳喚中華統一促進黨總裁張安樂傳喚中華統一促進黨總裁張安樂

（（前中前中））到案到案，，大批群眾到場聲援張安樂大批群眾到場聲援張安樂，，警方也派大批警力維持秩序警方也派大批警力維持秩序。。

核電利大於弊核電利大於弊？？ 蘇貞昌蘇貞昌：：先問侯友宜對核廢料意見先問侯友宜對核廢料意見
媒體近日針對使用核電利弊進行民調媒體近日針對使用核電利弊進行民調，，行政院長蘇貞昌行政院長蘇貞昌（（圖圖））3030日受訪表示日受訪表示，，可以先可以先

問新北市長侯友宜對於核廢料的意見如何問新北市長侯友宜對於核廢料的意見如何，，國民黨縣市長也都反對核四廠設在他們那裡國民黨縣市長也都反對核四廠設在他們那裡，，
這一目瞭然這一目瞭然。。

台師大家園共育調查學術成果發表台師大家園共育調查學術成果發表
台灣師範大學台灣師範大學3030日舉行日舉行 「「家‧園共育－許孩子一個美好未來家‧園共育－許孩子一個美好未來」」 記者會記者會，，公布調查發現公布調查發現，，家長家長

與幼兒園教師關係融洽與幼兒園教師關係融洽，，幼保品質也越好幼保品質也越好；；並建議幼兒園強化科學探索和邏輯推理等活動並建議幼兒園強化科學探索和邏輯推理等活動。。



AA88廣告
星期三       2021年3月31日       Wednesday, March 31, 2021

休城社區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
「衍易風水命理工作坊」主持

人，有卅年風水顧問經驗的風
水大師衍易女史，日前致函她
的弟子，由她所編撰的2021流
年風水，2021萬年曆，已在網
上，大家可隨時上網查看。

衍易老師的信如下：親愛
的學友們，許久不見，大家都
好嗎？先祝各位新年快樂！

由於COVID-19的緣故，
2020庚子年讓人過得有些心驚
膽跳。接下來的2021辛丑年會
如何呢？

辛丑年辛金天透地藏，又

有丑中的濕土相生，陰金極為
強旺；凡是八字忌金的朋友，
還是要謹慎保守才好。同時
2021年丑未沖，屬羊的學友犯
太歲，更是宜靜不宜動。趨吉
避凶，還是要求平安為上。

在疫情尚未過去的現在，
請各位一定要戴口罩，勤洗手
，少出門，不可輕忽。生活作
息要規律，飲食方面，尤其要
注意食用能提高自身免疫力的
食物。兵來將擋，水來土掩，
對付傳染病，免疫力還是我們
自我保護的最重要的堡壘！

我已經把2021辛丑年的流

年風水上載到 www.FengShui-
Professor.com；同時非常感謝
談駿頤學友的幫忙，2021年的
萬年曆也已經在網上。覺得有
需要的朋友，不妨上網參考。

否極終將泰來，希望很快
能再與各位歡聚一堂！
衍易
中文官網：http://fengshuipro-
fessor.com/master
英 文 官 網 ： http://www.
fengshuichic.com/
(832) 202-5751

衍易老師編製的2021流年風水
2021萬年曆 已經在網上 可隨時上網查看

（本報訊）世界華商經貿聯合總會及國際
傑人會世界總會近日合贈1,050瓶乾洗手液給休
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希望協助德州僑胞度
過雪災及新冠肺炎疫情艱難時刻。文教中心於3
月25日於中心前廣場採用drive thru 的方式發放
，領贈情形踴躍，吸引百餘位民眾驅車前往領
取，民眾領取洗手液後，紛紛搖下車窗表示感
謝。

此次捐贈活動是由北美
洲華商經貿聯合總會總會長
鄭秀明倡議，世界華商經貿
聯合總會總會長李志俊發起
。原先希望協助受雪災侵襲
的德州僑胞，德州雖已由雪
災逐步恢復，但這一批液乾
洗手液也可以幫助疫情之下
的僑胞防疫。文教中心主任
陳奕芳特別請僑務促進委員
劉志忠及僑務志工協助包裝
及分贈的工作。劉志忠表示
很榮幸協助中心辦理分贈，

為社區防疫盡一份心力。
捐贈團體的總會長雖然沒有辦法參加此次

分贈活動，特別拍攝短片向德州的僑胞致意。
李志俊表示此次寒災重創德州，海內外同胞都
十分關切，才特別發起本次捐贈活動，僑胞已
平安順利度過這次寒害，此次分贈乾洗手液在
新冠疫情中，發揮避疫功用。

華商經貿總會偕傑人會世總會贈乾洗手液 助美南社區防疫

劉志忠夫婦劉志忠夫婦((左一左一、、右一右一))、、陳奕芳陳奕芳（（左二左二））及楊容清及楊容清((右二右二))清點清點
乾洗手液乾洗手液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美國霍普
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的
疫情數據顯示，目前美國的確診總數超
過 3025 萬例，並有近 55 萬人染疫病歿
，兩項數字都高居世界各國之冠。拜登
政府官員週一懇求美國人繼續採取預防
措施，以防止新冠病毒在全國各地病例
增加的情況下蔓延。 美國疾病預防控制
中心主任瓦倫斯基（Rochelle Walensky
）博士敦促公職人員和其他人對局勢的
嚴重性進行宣傳，以防止第四次激增。
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官員們說，各州開放
經濟，過早放寬對新冠病毒的限制以及
出行增加是造成病例激增的原因。

瓦倫斯基說，週日美國超過了3000
萬例新冠病毒病例，而且新病例的7天
平均每天略少於 60,000 例，與之前的 7
天相比增加了10％。住院人數也有所增
加，死亡人數開始上升。瓦倫斯基說，
美國的大流行趨勢看上去與歐洲國家如
德國，意大利和法國相似，這些國家的

病例激增。 “我們沒有無所作為的奢侈
。為了我們國家的健康，我們現在必須
共同努力，以防止第四次激增。” 總統
拜登（Joe Biden）的目標是在任職的前
100天裡，接種2億支疫苗，而全國各地
的疫苗接種也在增加。 但是，美國的某
些地區已開始取消口罩規定和其他新冠
病毒限制，而美國人因為他們想享受春
假來彌補自己一年來受限的生活方式，
所以又引起了冠狀病毒的激增。

美國總統拜登的首席醫療顧問佛奇
（Anthony Fauci）指出，美國的2019冠
狀病毒疾病疫情在最近處於平穩狀態，
但部分地區太早放寬防疫措施恐讓疫情
復燃。佛奇表示，雖然2019冠狀病毒疾
病變異株的出現是問題的一部分，但各
州太早放寬防疫措施也是問題之一。官
員們應該不鼓勵不必要的旅行，並鼓勵
採取戴口罩和保持社會的距離措施，以
阻止該病毒及其危險變種的傳播。他說
道，當病例數開始趨於平穩時， 「你真

會面臨疫情攀升的危險，在歐盟（EU）
的幾個國家，他們曾進入疫情平穩期，
然後又開始復燃。

美國在去年冬季面臨疫情高峰，當
時經常每天新增超過10萬起確診病例，
如今疫情趨緩，每天通報近5萬起確診
病例。馬里蘭州、康乃狄克州、德州和
密西西比州在內的美國各州都已放寬防
疫限制，例如取消強制戴口罩的措施，
或允許餐廳、零售店和其他商家以更寬
鬆或沒有限制的方式重新開業。佛奇還
警告，在即
將到來的復
活節假期出
遊，可能會
助長新一波
疫情，就如
同新年假期
之後所出現
的疫情高峰
。

美國確診總數超過美國確診總數超過30253025萬例萬例5555萬人病歿居世界之冠萬人病歿居世界之冠
官員懇求國人採取措施防止在新冠病例增加的情況下蔓延官員懇求國人採取措施防止在新冠病例增加的情況下蔓延

佛奇指出美國部分地區太早放寬防疫措施讓疫情復燃佛奇指出美國部分地區太早放寬防疫措施讓疫情復燃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中國城位於王朝
商場側面的康明藥房，於本周開始，會每周收
到疫苗。在天氣容許的情況下，每周六進行疫
苗接種。社區民眾留下他們的手機號碼者會收
到註冊短信，註冊提交後會收到預約時間。社
區民眾從此以後可以從從容容的打疫苗了。

康明藥房也歡迎沒有保險的社區民眾來接
種。如果是有聯邦政府紅藍卡的長輩，無需排
隊等候，會有藥劑師專門給長輩接種。

成立於2004年的康明藥房至今服務社區已

超過17個年頭。 藥房除提供各種處方用葯及
非處方用葯外，還經營各式醫療用品及器材
。 藥房提供送葯到府服務多年， 廣受社區民
眾的喜愛。 康明藥房作為美國最大的獨立零
售藥房(GNP)網絡中的一員， 已連續多年被評
為 5 星級藥房。 藥房接受各類醫療保險。 取
藥到康明， 健康伴您行。
康明藥房的地址：9630 Clarewood Dr. Suite
A3, Houston, TX 77036. 藥 房 電 話 ：
713-772-7700

中國城康明藥房 每周六進行疫苗接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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