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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地電話、報紙、咖啡和茶

房間寬敞、整潔
免費早餐新鮮、健康

緊鄰中國城  交通購物方便
2930 W Sam Houston Pkwy S

Houston, TX 77042

(713) 785-3899

Josie LinJosie LinJosie 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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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屋 |商業 |投資 |⽣意    ⼀站式服務  

聯⽲地產
中國城中國城中國城
亞洲城亞洲城亞洲城

全新蒂凱佳苑精品公寓
24.2萬起

凱蒂亞洲城商圈旺鋪
招商中
與休斯頓⼤學 ,  休斯頓社區⼤學 ,  HMart,  鮮芋仙 ,  85C,
海底撈 ,添好運 ,  Kura等名店為鄰

(713) 630-8000(713) 630-8000(713) 630-8000

前進華⼈新⽣活圈前進華⼈新⽣活圈前進華⼈新⽣活圈

1,000 ~ 8,000平⽅英呎

外媒報導，策畫涉案金額高達650億美
元的美國史上最大龐氏騙局、曾任納斯達克
（Nasdaq）主席的美國金融家馬多夫
（Bernard Madoff），已證實在獄中去世，
享壽82歲。

美國CNBC報導，聯邦監獄局（Fed-
eral Bureau of Prisons）證實，馬多夫於北
卡羅萊納州布特納（Butner）的聯邦醫療中
心（Federal Medical Center）去世，享壽
82歲，與他的83歲生日僅距離約半個月。
據未具名的消息人士表示，馬多夫的死因並
無可疑之處。

馬多夫策劃了美國史上最大規模的龐氏
騙局，調查人員稱此一層壓式投資詐騙計畫
運轉長達40年，不過馬多夫自己堅稱僅20
年。涉案金額據稱高達 650 億美元，在
2008年金融海嘯期間，由於投資者競相撤

資，馬多夫卻無法向其兌現，導致最終計畫
暴露。而從計畫被發現至今，受害者得到的
賠償仍遠不及其損失。

遭受損失的3.7萬名受害者來自136個
不同的國家，還包括美國著名導演史蒂芬史
匹柏（Steven Spielberg）、諾貝爾和平獎
得主埃利．維瑟爾（Elie Wiesel）等名人。
由於詐騙規模過於龐大，馬多夫最後遭判處
150年徒刑，名下1.7億美元財產也遭到沒
入。

「英國廣播公司」 （BBC）指出，馬多
夫2020年曾以身患嚴重腎臟疾病等健康狀
況為由，請求將其提前釋放。不過美國聯邦
法官陳卓光（Denny Chin）駁回他的請求
，強調許多受害者仍因他的所作所為而受苦
，且認為馬多夫 「並未真正感到後悔」 ，只
是難以忍受自己的生命逐漸崩潰。

美最大龐氏騙局主謀馬多夫獄中去世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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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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ussia has warned the Unit-
ed States to stay away from
the annexed Crimean penin-
sula for their own good as
the situation in Ukraine inten-
sifies.

U.S. Secretary of State An-
thony Blinken met with allies
and Ukrainian ministers in
Brussels and made it clear
that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along with its allies in Europe
have Ukraine’ s back and
considers Russia’s ongoing
military buildup in the region
“very provocative.”

Two U.S. warships passed
through Turkish waters this
week to be deployed in the
Black Sea.

In 2014 Russia unilaterally

annexed Crimea, a peninsula
that sticks out into the Black
Sea and is home to a Rus-
sian naval base.

Today President Biden
phoned Putin and proposed
that they meet in a third
country to cool down the situ-
ation in the region.

But Russian Deputy Foreign
Minister Ryabkov said, “The
United States is our adver-
sary and does everything it
can to undermine Russia’ s
position on the world stage.”

We are really worried when
the world is facing the pan-
demic and an economic cri-
sis, we don’t want to see a
conflict between two super-
powers.

0404//1414//20212021

Ukraine Stand-Off IntensifiesUkraine Stand-Off Intensifies

美國軍艦正在駛往黑海
，俄羅斯四萬名武裝部隊已
經駐進烏克蘭東部邊境，俄
國今天正告美國 最好不要插
手，美國和北約正在遭受一
場非常嚴重的挑戰。

國務卿布林肯在布魯塞
爾告訴北約外長們說：“我
們堅決和烏克蘭站在一起来
維護主權和領土完整，我們
已經看到俄羅斯烏克蘭邊界
結集自2024 年來之重兵，這
是美國和盟國最大的关切。
”

新冠病毒横掃全球迄今
，世界地缘政治和經濟版圖

也隨之變化，中美兩大強權
正在政經進行前所未有之角
力，鳥克蘭之危機可能會帶
來極大之影響。

除非美國和北約伸出援
手，根本不是俄羅斯之對手
，倘若美國要出兵援助，可
能會引發美俄衝突，後果不
堪設想，如果北約目睹俄羅
斯併吞烏克蘭，後患無窮。

我們要再次呼籲，在這
場已經是人類浩劫的疫情，
我們絕不忍再见到戰爭帶來
的禍害了。

烏克蘭瀕戰火邊緣烏克蘭瀕戰火邊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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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獲得美國食品暨藥物監督管理局(FDA)
授權使用一個多月的強生新冠疫苗(Johnson
& Johnson) 因為在注射後發現六件嚴重的血
栓病例以及一人死亡後立即被FDA與DCD疾
病控制與預防中心發出禁令, 全美各州政府緊
急下架這款一劑式疫苗, 這是攸關人命的公衛
事件, 值得我們關注。

根據CDC統計,全美已有超過680萬人接
種了強生疫苗, 所以出現血栓的機率低於一百
萬分之一, 死亡率亦小於680萬分之一，但美
國政府當機立斷做出禁令, 那是一種非常負責
任的作為, 展現了對美國人民生命和健康的高
度重視,而強生公司也表示將完全配合衛生機
構調查與評估, 也顯示這家公司勇於承擔責任
的態度，非常值得肯定。

強生公司疫苗研發經過縝密測試, 全球有
44,000人參加三期臨床注射, 完全符合檢測的
所有步驟, 在防止新冠病毒中度病例有66%的
功效，在預防需住院的重症有效性幾達
100%,所以取得使用權成為繼輝瑞 與莫德納
之後, 美國的第三支抗疫生力軍，他們已共交

付2.4億劑疫苗，其中已接種了1.9億劑,功勞
甚大。

強生現在暫被禁用,必造成美國人恐慌, 不
過一些地方政府領導人卻展現了不憂不懼的
態度, 曾在三星期前注射過強生疫苗的伊州州
長普利茲克向州民說:”我自從注射後從未遇
到任何健康問題, 所以一點也不擔憂!” 。 這
位州長當初在率先注射強生疫苗時曾說過:”
我不會要你們做我自己不會做的任何事!”普
利茲克的態度是從政者表率, 他讓已注射了29
萬強生疫苗的伊州州民安心了。

目前輝瑞和Moderna在全美注射量已超
過1.8億，迄今沒有血栓或嚴重副作用的報告
, 尚未有疫苗失效危機, 由於強生暫時下架, 很
可能造成疫苗劑量不足,除非輝瑞與莫德納調
整生產與供應計畫, 否則將耽擱拜登政府預期
達成的目標, 不過,為了生命安全, 相信拜登政
府不會不擇手段去達到目的。最近阿斯利康
疫苗( AZ疫苗) 到美國申請, 因該疫苗曾在其
他國家造成血栓而未獲授權使用, 在強生出事
後, 相信AZ疫苗很難在美國被注射了。

李著華觀點︰強行下架強生疫苗是政府負責任的作為

「英國廣播公司」 （BBC）14日報導，
由於血栓症狀的發生率 「高於預期」 ，丹麥
已宣布全面停用阿斯特捷利康公司（Astra-
Zeneca）與英國牛津大學（Oxford Universi-
ty）合作開發的新冠肺炎（COVID-19）AZ
疫苗，也使其成為首個做出此決定的歐洲國
家。

丹 麥 衛 生 局 長 布 勞 斯 特 倫 （Soren
Brostrom）表示，這是一個 「艱難的決定」
，但研究指出，接種AZ疫苗後出現血栓症狀
的發生率 「高於預期」 ，且丹麥仍有其他
可用的疫苗，加上該國疫情已獲控制，因
此決定 「不要冒險」 ，將停用現有的240
萬劑AZ疫苗，將其自目前接種計畫中移
除。

此舉預計讓丹麥的疫苗接種計畫出現
數週的延宕。不過布勞斯特倫也強調，在
相關狀況改善或釐清後，未來不排除再度
接受該疫苗。除AZ疫苗之外，由於與AZ
疫苗同樣採用腺病毒載體（Adenovirus）
技術的美國嬌生（Johnson & Johnson）
疫苗，也疑似出現血栓副作用，在美國緊

急遭到停用，丹麥也已宣布停用該疫苗。
歐盟藥品管理局（EMA）的安全委員會

上週才證實，AZ疫苗在接種2週內， 「有極
低可能性出現血栓和血小板減少的症狀」 ，
高風險族群則是60歲以下的女性；英國藥物
及保健產品管理局（MHRA）同日也證實此
事。雖然兩者仍重申施打AZ疫苗 「利大於弊
」 ，不過包括英國在內，許多國家仍僅針對
新冠肺炎風險較高的高齡族群施打該疫苗，
以確保風險平衡。

歐洲首例 丹麥全面停用AZ疫苗

日本醫師會會長中川俊男今天說，由於目前
已是2019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第4波疫
情，為避免屆時出現病床吃緊的情況，有必要檢
討提前發布 「緊急事態宣言」 。

日本政府從2020年初爆發疫情以來，2020
年4月首度發布 「緊急事態宣言」 ，並在今年一
月二度發布、持續約兩個半月，到3月21日才全
境解禁。但解除 「緊急事態宣言」 後，包括大阪
與東京在內的部分地區，疫情再度回溫反彈。

日本放送協會（NHK）報導，中川說，因應
疫情狀況也有必要提前發布 「緊急事態宣言」 ；
如果最後決定要發布的話，要盡早發布才能發揮
「緊急事態宣言」 效果。

談到醫療能量現狀，他說，大阪已經開始發
生醫療崩潰，也就是在必要的時候無法接受適當
醫療的情況， 「必須考量在首都圈的1都3縣也有
醫療崩潰之虞」 。

另外，有關即將於7月登場的東京奧運，日
本週刊文春網路版報導，身兼日本政府厚生勞動
省傳染病對策諮詢小組成員的京都大學教授西浦
博說，相關單位還是應該檢討以防疫優先，將東
奧再延期一年。

西浦說，如果一年後大部分日本民眾都能完
成疫苗接種的話，東奧再延一年難道不是有效選
項嗎？更不用說延期舉辦衍生費用跟感染者持續
增加，兩者究竟是孰輕孰重。

西浦會這麼建議，主要是看到變種病毒株來
勢洶洶，及日本疫苗接種速度落後等情況。

他說，就算疫苗都有現貨，還是令人擔憂負
責注射疫苗的醫護人員不足。大阪府政府當初有
在檢討派遣醫護人員，前往專門因應新型冠狀病
毒疫情醫院協助接種疫苗，但後來因為感染者增
加而暫緩。

疫情升溫 日本醫師會籲檢討提前發布緊急事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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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爭端無果
“非洲第一大壩”談判再陷僵局

埃及、埃塞俄比亞、蘇丹三國當地時

間4月3日至6日在剛果（金）首都金沙

薩就復興大壩危機舉行磋商，但未達成

任何協議。

復興大壩談判再次無果
此次談判是在非盟主導下舉行的。非

盟輪值主席、剛果（金）總統齊塞克迪此

前表示，金沙薩會談的目標是恢復三個國

家關於復興大壩的談判進程。他指出，有

必要在非洲聯盟框架內達成解決該問題的

辦法，維護三個國家人民的利益。

埃及外交部發布聲明稱，金沙薩

會談沒有取得任何進展。埃及外交部

發言人艾哈邁德· 哈菲茲說，埃塞俄比

亞拒絕了蘇丹提出的“由美國、歐盟

、聯合國和非洲聯盟在監督談判中發

揮作用”的提議。

蘇丹外交國務部長同日表示，埃塞

俄比亞在復興大壩上的單方面行動明顯

違反了國際法。

埃塞俄比亞方面未就此發表評論。

有分析說，埃塞希望完全由非盟主導進

行談判。

復興大壩爭端已有10年之久
世界第一長河尼羅河有兩大支流，發

源於埃塞俄比亞高原的青尼羅河是其主要

支流。長期以來，埃塞俄比亞對其提供尼

羅河重要補給卻無法享受水源福利的狀況

不滿，同時作為非洲人口眾多的國家，埃

塞俄比亞急需一個能用來灌溉和發電的大

型水庫，來緩解生存和發展壓力。

2011年，埃塞俄比亞宣布在境內開建

有“非洲第一大壩”之稱的復興大壩。

2020年7月，復興大壩開始蓄水，計劃在5

至10年內蓄水完畢。開建以來，復興大壩

一直飽受爭議。埃及、蘇丹與埃塞俄比亞

已圍繞復興大壩問題進行了近10年的曲折

談判，然而都未能達成一項協議。

按照埃塞俄比亞的設計，復興大壩

完工後裝機容量可達6000兆瓦，這對滿

足該國1.1億人口的用電需求至關重要。

地處尼羅河最下遊的埃及認為，該國

97%的灌溉和飲用水依賴尼羅河。如果

大壩建成並開始蓄水將導致埃及水資源

告急，估計至少出現330億立方米的水

需求缺口。由於復興大壩位於埃塞俄比

亞與蘇丹的邊境，蘇丹擔心該水壩的安

全以及對本國水電站造成的影響。

目前，位於埃塞境內的復興大壩的

建設已接近完工。去年雨季期間，埃塞

在三方未達成協議的情況下，已單方面

對大壩進行了蓄水。根據當地氣象條件

，一般將在7月份進入雨季，這是也是

大壩蓄水的最佳時間。現在距離今年雨

季只有幾個月時間，在此之前盡快達成

協議變得越來越緊迫。

目前三國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埃及和

蘇丹要求埃塞俄比亞必須在談判解決前停

止第二次蓄水。他們強調必須與非洲聯盟

一起進行四方調解。蘇丹和埃及呼籲非洲

聯盟建立具體的談判機制，希望埃塞俄比

亞方面簽署具有約束力的協定，並書面承

諾不采取任何損害下遊國家的措施。

爭端解決需要政治智慧
尼羅河流經11個國家，是沿岸各國

水和電的生命線。實際上，自上世紀50

年代以來，各國對殖民時代的尼羅河流

量分配協議一直存有爭議。而在新冠疫

情影響下，尼羅河沿岸各國經濟、糧食

安全等方面面臨著重重挑戰，水資源分

配方面的問題更加凸顯。

分析認為，復興大壩問題的解決需

要各方的政治智慧。復興大壩問題未來

可能持續成為地區的焦點議題，需要相

關國家通過談判與合作妥善解決。

世界可持續發展協會創始主席阿拉

姆· 艾哈邁德（Allam Ahmed）在接受媒

體采訪時表示，鑒於各方當前存在的分

歧，需要一個從未參與過談判且利益不

相關的國家發揮調解作用。他認為，各

方沖突可能將進一步升級，必須在更高

層次進行幹預。由於談判處於僵局，應

引入獨立技術專家對復興大壩的各項數

據進行透明的技術評估，或許這些懸而

未決的問題可能得到解決。

蘇丹戰略中心的分析師薩米· 易蔔拉

欣（Samy Ibrahim ）對媒體表示，如果

當前一輪談判未能達成協議，埃及和蘇

丹將別無選擇，只能探索其他途徑解決

爭端，包括采取軍事行動。

巴西單日新增確診病例逾9萬例
累計確診超1319萬例

綜合報導 巴西衛生部公布的數據顯示，當天巴西新增新冠肺炎確

診病例92625例，累計確診13193205例；新增死亡病例3829例，累計死

亡340776例；累計治愈11664158例。

巴西聯邦眾議院通過一項提案，允許巴西私營企業可以為員工購買及接種

新冠疫苗，但前提是私營企業要先捐贈一部分新冠疫苗給巴西公共醫療系統

(SUS)。該提案還允許私營企業購買經世界衛生組織(WHO)認可的外國機構授

權生產的新冠疫苗，不需要得到巴西衛生監督局(Anvisa)的註冊或授權。

巴西一研究機構公布的一項由67000名醫護工作者參與的臨床調查結果

顯示，中國科興疫苗對於在巴西亞馬孫地區發現的P.1變種新冠病毒具有很好

的預防效果。該機構表示，中國科興疫苗對於巴西發現的P.1變種新冠病毒預

防持續有效，並且可以用於預防全球範圍內的新冠病毒新變種。

聖保羅州政府7日表示，該州將於4月14日開始為67歲的老人接種

新冠疫苗，66歲和65歲的老人將於4月21日開始接種。

聖保羅州新冠肺炎疫情應急中心當天表示，該州自3月15日起至4

月11日實施的“緊急階段”防疫措施目前已取得顯著效果，該州的新冠

患者重癥監護病房(ICU)床位使用率已呈現下降趨勢，該州將於4月9日

決定是否結束實施緊急防疫措施。

截至目前，巴西累計確診病例數和死亡病例數均位居全球第二，僅

次於美國。疫情最嚴峻的聖保羅州累計確診病例達2576362例，死亡病

例達79443例。

加拿大人口第一大省
重啟緊急狀態和“居家令”
綜合報導 面對難以遏制的新一波新

冠疫情，加拿大人口第一大省安大略省

宣布，全省立即進入第3次緊急狀態，並

從8日起重新實施為期4周的“居家令”。

該省剛剛從4月3日開始實施被稱為

“緊急剎車”的全省再度“封城”措施，至

少持續4周。約一個月前，該省在3月8日全

面解除了實施逾50天的“居家令”。但疫

情隨即重新擡頭。

加拿大日增病例已從3月上旬的約

3000例升至目前的逾6000例。安大略省4

月7日報告單日新增病例3215例，占全國

的49.3%。

按照新的限制令，安大略省府要求

民眾留守家中，除非買菜、買藥、看病

、註射疫苗、鍛煉身體或必須外出工作

。絕大多數“非必要”零售店僅可在有

限時段提供預約路邊取貨服務，包括經

營安全用品、車輛維修保養等在內的部

分商家僅準許容納25%的客流量。該省還

決定，為多倫多及毗鄰的皮爾地區等疫

情“重災區”民眾優先安排疫苗接種。

該省仍然保持學校和托兒中心開放

。但多倫多等地的市級政府近日已要求

學校均改上網課。

由於媒體已提前一天獲悉省府計劃重

啟“居家令”，記者7日在多倫多一大型商

場看到，顧客甚多。在果蔬區，雖有商場

工作人員反復提醒保持安全社交距離，但

不少顧客近身聚集，且對提醒不作理會。

截至4月7日晚，加拿大累計報告病

例約102.09萬例，其中變異新冠病毒感染

病例達16864例；康復約93.75萬例，死

亡23141例。

安大略省目前累計報告病例約36.76

萬例，占全國總數的36%。在第三波疫情

沖擊下，目前該省醫院重癥監護室中的

新冠感染者數量也達到歷史峰值，令醫

療系統不堪重負。

此前一天，阿爾伯塔省宣布重新收

緊防疫措施，包括關閉餐飲堂食、限制

商店客流量等。但醫衛團體呼籲省府采

取更嚴厲的封鎖措施。

加公共衛生署首席衛生官委員會7日

發出聲明表示，鑒於疫苗供應有限和疫

情持續的情況，同意和支持加國家免疫

咨詢委員會的專家建議，可將兩劑疫苗

接種間隔時間延長至4個月，從而最大限

度增加第一劑疫苗覆蓋人數。在所有符

合條件的人群接種首劑疫苗後，再按照

高風險人群優先的原則，盡快完成第二

劑接種。加官方亦重申在9月為所有有意

願人士接種疫苗的目標。

澳擬改革有關性侵法律
性騷擾將成員工被解雇理由
綜合報導 聯邦政府針對一份有關工作場所性騷擾的報告予以回應

表示，接下來將努力改革有關性侵犯的法律法規。

報道稱，根據擬議的修改，性騷擾行為將成為員工被解雇的理由，

同時《性別歧視法案》的適用範圍將擴大到包括法官和議會議員在內。

政府還希望將性騷擾納入《公平工作法案》嚴重不當行為的定義中。此

外，《人權法案》也將進行修訂，允許受害者在2年內站出來提出案件

，而不是目前的6個月。

據了解，澳大利亞總理莫裏森和總檢察長卡什概述了這些變化，這

些變化是政府正在支持的55項建議中的一部分，建議源於一份2020年1

月發布的報告，當時政府采納了其中的9項建議。2021年4月8日，政府

第二次回應了這份報告。

莫裏森表示：“過去幾個月圍繞議會大廈的事件，進一步凸顯和強

化了這些問題的嚴重性，凸顯我們所面臨的挑戰，以及澳人，尤其是全

澳各地女性感受到了巨大挫敗感。性騷擾是不可接受的。這不僅不道德

、卑鄙，甚至是犯罪，性騷擾行為剝奪了澳人尤其是女性的人身安全，

以及因此而失去了經濟安全。”

近段時間以來，澳大利亞政壇發生一系列醜聞，引發眾怒。先是澳

政府工作人員被指控強奸多名女性，隨後又有國會工作人員被曝長期在

國會大廈內實施猥褻行為，引發多方批評和抗議。

對此，澳大利亞40多個城市超10萬女性走上街頭，抗議在工作場

所、政治機構和司法系統中的性別暴力和性騷擾。

4000人競爭一職
阿聯酋選拔出首名阿拉伯女性宇航員
綜合報導 阿聯酋總理穆

罕默德· 本· 拉希德· 阿勒馬

克圖姆在社交媒體上發文稱

，阿聯酋已選拔出全球首位阿

拉伯女性宇航員，名為諾拉·

阿勒馬特魯希(Nora Al Ma-

trooshi)。

阿聯酋總理稱，“今天

我們宣布，選拔出 2 名阿聯

酋宇航員，其中一位是諾

拉 · 阿勒馬特

魯希，這是首

位阿拉伯女性

宇航員。另外

一位宇航員是

穆罕默德· 穆拉

(Mohammed

Al Mulla)”。

他還說，

兩名宇航員是從 4000 多名申

請者中選出來的，他們將前

往 美 國 國 家 航 空 航 天 局

(NASA)，參加宇航員培訓計

劃。

2018 年，阿聯酋與俄羅

斯航天局簽署協議，一年後

，阿聯酋首位宇航員哈紮·

曼蘇裏乘坐載人飛船，成功

被送往國際空間站。這是國

際空間站首次迎來阿拉伯宇

航員。

另據介紹，2014年，阿聯

酋啟動計劃，希望成為第一個

將無人探測器送往火星的阿拉

伯國家。阿聯酋與美國科羅拉

多大學大氣與空間物理實驗室

等機構合作，歷時6年，聯合

開發出“希望”號火星探測器

。2021年 2月 9日，火星探測

器“希望”號成功進入火星軌

道，開始對火星大氣層的監測

和研究。阿聯酋總理宣布了相

關消息。

數日後，阿聯酋航天局還

公布了探測成像儀拍攝的火星

照片，3處海拔最高的火山在

圖中清晰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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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美國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
今天表示，美國自阿富汗撤軍的時刻已到，
華府將和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 「協
同」 自阿富汗撤軍。

布林肯在布魯塞爾和北約盟友會談前表
示： 「我們透過團結已經達成我們訂立要達
成的目標，現在是讓我們的部隊回家的時候
。」

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今天稍晚將
正式宣布，華府將在9月11日前撤離現在還
駐在阿富汗的2500名美軍，在911恐怖攻擊
事件的20年後，終結這場美國史上最長的戰
爭。

隨著北約中最大的軍事強國撤軍，北約

盟國在布魯塞爾開會，料將同意撤出北約駐
阿富汗的9600名士兵。

布林肯說： 「對我們的盟友，這是重要
的一刻。」

「我們一起進入阿富汗對付攻擊我們的
人，並確保阿富汗不會再次成為可能攻擊我
們當中任何一個國家恐怖分子的避風港。」

布林肯表示，盟國 「將在未來幾周甚至
幾個月密切合作，以安全、謹慎地協同自阿
富汗撤軍」 。

布林肯堅稱，儘管美國自阿富汗撤軍，
「我們對阿富汗以及對其未來的承諾依然不

變」 。

美國務卿：華府和北約將 「協同」 自阿富汗撤軍

美國威斯康辛州基諾沙郡一名白人警員去年8
月開槍射傷一名非裔男子，掀起釀成數人死傷的抗
議，也助長替非裔伸張正義的浪潮；他遭控的刑事
罪名獲不起訴後，現在恢復值勤。

威斯康辛州基諾沙郡（Kenosha）警察局長米
斯基尼斯（Daniel Miskinis）今天透過聲明指出，
經過內部審查，發現謝斯基（Rusten Sheskey）
警員 「採取的行動符合政策」 ，因此不會受到懲處
，他的留職調查結束，已於3月31日回到工作崗位
。2020年8月23日，謝斯基開槍造成非裔男子布
雷克（Jacob Blake）重傷癱瘓，但數個月前，明
尼蘇達州明尼阿波利斯市（Minneapolis）才發生
非裔男子佛洛伊德（George Floyd）遭白人警察以
膝蓋壓頸致死事件。

謝斯基開槍傷人引爆連日激烈抗議，期間還發
生青少年黎頓豪斯（Kyle Rittenhouse）持步槍開

火，造成兩名男子死亡，另有一人受傷。黎頓豪斯
遭控一級輕率過失殺人罪和另外5項刑事罪名。

基諾沙郡地區檢察官認定，涉案警員謝斯基在
處理家庭糾紛時是出於自我防衛採取行動，才以近
距離朝布雷克開了7槍。今年1月，威州檢方宣布
對謝斯基做出不起訴處分。

調查人員發現，事發當時布雷克持刀且拒捕，
警方多次使用電擊槍都無法制伏布雷克後，才開槍
將他射倒。

布雷克上月在威州聯邦法院向謝斯基提告，要
求對他受到的傷勢提供金額不明的損害賠償金，以
及 「大量的」 懲罰性損害賠償金。

警察局長米斯基尼斯說： 「此案已經過多個層
級審查，我知道有些人對結果仍不滿意。但有鑑於
事發過程的事實，我們已經做出合法且適當的決定
。」

自衛朝非裔開槍獲不起訴 美國威州白人警員復職

美國聯邦眾議院議長裴洛西（Nancy Pelosi）今天邀請總統
拜登於本月28日赴國會聯席會議發表演說，在執政百天之際闡
述 「這個歷史性時刻的各項挑戰與機會」 。

據裴洛西辦公室發布的邀請函內容，她說： 「我寫這封信，

邀請您在4月28日星期三於國會聯
席會發表演說，值此歷史性時刻，
就各種挑戰和機會分享您的見解。
」

儘管這場演說的架構一如國情咨文（State of the Union），
但美國總統執政滿一年之前不能正式發表國情咨文，因此拜登
28日首度赴國會所發表的演說名稱有所不同。

這場演說將給拜登大好機會，向數百萬收看轉播的美國民眾

宣傳他2.3兆美元基礎建設計畫。
而拜登目前在海內外都面臨著諸多重大挑戰，包括說服更多

美國民眾接種2019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疫苗、因應墨
西哥邊界日增的移民、俄羅斯與烏克蘭間緊張局勢、中國對台灣
的進逼，以及伊朗核子問題等。

2月間，裴洛西就說要邀請拜登赴國會演說；國會後來通過
拜登1.9兆美元的COVID-19紓困案，拜登於3月11日簽署紓困
法案生效。

拜登就職百日裴洛西邀28日赴國會發表演說

美國白宮說，總統拜登明天一早將陪伴現年69歲的第一夫人吉兒（Jill Biden）前往門
診，接受一般醫療處置。

法新社和美聯社報導，白宮並未在聲明中透露吉兒將接受何種醫療處置，僅表示是
「一般」 療程。

白宮表示，完成這項醫療處置後，拜登伉儷將返回白宮， 「回歸日常行程」 。
拜登明天稍後將向全國發表演說，內容有關他對美軍將於2021年9月11日前完全撤離

阿富汗的計畫，接著將造訪阿靈頓國家公墓（Arlington National Cemetery）第60區，這
是許多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喪生美軍最後的安息之地。

美第一夫人赴門診 白宮：僅為一般醫療處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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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成下一反壟斷目標 美團捱沽
傳市值845億股份異常轉倉 料主要股東部署減持

中國加強對互聯網平台的監管，令一眾大型互

聯網股受壓。繼阿里巴巴之後，市場擔心美團會成

為下一個被整治的目標，該股近日已表現疲軟，13

日再傳出其股份在中央結算(CCASS)裏有異常轉

倉，涉及的異常轉倉股份市值高達845億元（港

元，下同）或5.85%發行股份，引發市場憂慮該股

會步騰訊後塵，被主要股東減持，結果引發美團13

日沽壓沉重，股價大跌7.4%，收報276元，成交多

達122億元。

從CCASS中顯示出，美團近日倉位出現大
變動，有投資者從實名持股將股份移至

CCASS系統內，並交由高盛持倉，涉及5.85%
或3.01億股美團，市值高達845億元。資料顯
示，目前美團除了創辦人王興外，只有策略股
東騰訊，以及創投基金紅杉資本兩個財團，持
有逾5%美團股份。騰訊上周被南非大股東大手
減持2%持股，即引發短期震盪，騰訊股價至今
也未回復減持前的水平。

騰訊賬面獲利豐 沽貨誘因大
翻查CCASS記錄，高盛在4月12日代客

持有的美團股份，突然激增至3.0157億股，相
當於總股本的5.85%，市場相信是主要股東的
轉倉行動。觀乎過去經驗，有機會是高盛準備
部署日後沽貨作準備。目前持有超過5%或3億
股的美團股東，僅有創辦人王興、騰訊，以及
紅杉資本(Sequoia Capital)，其分別持股約
11%、20%及約8%。由於王興的股份屬A類股
份(同股不同權)，因此沽貨的誘因相對較低。

至於騰訊及紅杉，大部分持股都是B類股
份，即沒有特別投票權，可隨時賣出。由於兩
者都屬早期投資者，美團的賬面回報已逾數十
倍，故現階段將之變賣，其實相當合理。紅杉
過去亦曾多次減持美團，而騰訊則透過兩間子
公司：Huai River及Tencent Mobility持有，
持股分別為12.3%及7.7%。亦有推測指，內地
的“反壟斷”調查，最終可能令騰訊面對巨額
“罰單”，騰訊有機會先行沽售美團套現，以

應付該筆“罰款”。

沈振盈：美團2月料已見頂
訊匯證券行政總裁沈振盈認為，美團與騰

訊一樣，很可能已在今年的2月份“見頂”，
相信美團的未來走勢會較騰訊更弱，特別是內
地的“反壟斷”調查有結果之前，該股都會持
續向下。

科技股普遍下挫，以內地市場監管總局為
首的3部門召開互聯網平台企業行政指導會，
要求各平台企業，要在1個月內全面自檢自
查，逐項徹底整改，並向社會公開《依法合規
經營承諾》，接受社會監督。市場又擔心美團
或成下個遭調查及罰款的目標，所以沽壓最
大。騰訊則反覆跌0.9%報608元，快手亦挫
3.1%，京東及百度各跌3.5及2.2%，一起拖累
恒指及科指表現。

耀才：大市年底可闖32000
耀才證券主席葉茂林指出，在中概股繼續

撤離美國並回港上市，預期今年底，港股的日
均成交會回復至2,000億至3,000億元水平，恒
指可望挑戰32,000點。目前唯一擔心的是中美
關係持續緊張，或會令市場出現“灰天鵝”。
該行研究部總監植耀輝亦指，內地下半年有可
能開始收緊銀根，導致港股及A股成交縮減。
但港股目前嚴重跑輸外圍，相信再調整的幅度
不會太多，恒指有望於27,000至28,000點尋到
支持。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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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
道）全球經濟貿易強勁復甦，拉動中國一
季度出口同比增長38.7%，在大宗商品快
速漲價的帶動下，進口同比亦超預期增長
19.3%。中國海關總署新聞發言人李魁文
13日表示，未來外貿有望維持向好勢頭，
但全球疫情反覆、國際形勢不穩定、蘇伊
士運河被堵等因素帶來挑戰。

海關總署發布數據顯示，中國今年外
貿實現“開門紅”，一季度貨物貿易進出
口總值達到 8.47 萬億元（人民幣，下
同），同比增長29.2%。其中，出口4.61
萬億元，同比增長38.7%，進口3.86萬億
元，增長19.3%；貿易順差7,592.9億元，
擴大690.6%。

東盟歐盟美日為前四大貿易夥伴
中國對主要經濟體出口仍保持較快增

長，東盟、歐盟、美國和日本為前四大貿
易夥伴，進出口同比分別增長26.1%、
36.4%、61.3%和20.8%，但由於3月起基
數效應開始減退，增速普遍較1月至2月回
落。

進口方面，李魁文稱，在美國等主要
經濟體貨幣寬鬆政策的影響下，全球大宗
商品價格快速上漲，助推鐵礦砂、大豆、
原油等產品進口飆升，鐵礦石進口量創紀
錄，肉類進口量也創新高。

李魁文又指，未來一段時期中國外貿
較快增長趨勢有望維持，但具體走勢需要
進一步觀察。全球疫情目前有所反覆，國
際形勢中不穩定不確定因素還比較多，如
近期蘇伊士運河“被堵”等突發因素對國
際貿易物流時效帶來短期影響。此外，
2020 年二季度中國進出口環比增長
16.8%，基數顯著抬高，客觀上對2021年
二季度外貿增長帶來挑戰。綜合來看，未
來一段時期外貿運行有利因素較多，但外
部挑戰也不少，外貿穩定增長仍然任重道
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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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海關總署發布數據顯示中國海關總署發布數據顯示，，中國一季度貨物中國一季度貨物
貿易進出口總值達到貿易進出口總值達到88..4747萬億元人民幣萬億元人民幣。。 新華社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岑健樂）中國持續加
強反壟斷，繼阿里巴巴上周六被國家市場監管總
局罰款逾182億元人民幣後，市場監管總局、中
央網信辦、稅務總局召開互聯網平台企業行政指
導會。騰訊、美團、京東、百度、快手等34間
互聯網平台企業代表參加了會議。

據了解，此次會議肯定平台經濟的積極作
用，長期平台經濟總體態勢向好，同時分析存在
的突出問題，例如強制實施“二選一”，濫用市
場支配地位，實施“掐尖併購”（即對優秀公司
進行收購），燒錢搶佔“社區團購”市場，實施
“大數據殺熟”（即以自身有的用戶數據，對客
戶進行價格歧視），漠視假冒偽劣，資訊干預以
及實施涉稅違法行為等問題必須嚴肅整治。

再有“二選一”將重罰
會議指出強制實施“二選一”問題尤為突

出，是平台經濟領域資本充足性，無序擴張的突
出體現，“是對市場競爭格局的公然踐踏和破
壞”。會議要求充分發揮阿里巴巴案件的警示作
用，限期全面整改問題，建立平台經濟新格局。
各平台企業要在1個月內全面自檢自查，逐項徹
底整改，市場監管部門將組織對平台整改情況進
行跟蹤檢查，整改期後，若再發現平台強迫實施
“二選一”等違法行為，一律依法從重從嚴處
罰。

中國加強平台企業監管

●●繼阿里巴巴之後，
市場擔心美團會成為
下一個被整治的目標

山東漁民怒斥：
毫無人道滅絕人性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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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一存、馬靜 北京報

道）在國內外輿論的強烈質疑和反對聲中，日本

政府當局13日仍然一意孤行做出決定：兩年後將

把逾百萬噸福島核廢水，陸續排入太平洋。多位

中國科學家對於日本“愚蠢和不負責任”的做法

表示譴責，並擔心這種罕有放射性核廢料的水，一旦源源不斷的被排入海

洋，將改變人類DNA（去氧核糖核酸），造成下一代畸形、殘疾等，後患無

窮，貽害將長達數千年甚至數萬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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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丁春麗 山東報道）“日本將核廢水排
入大海是最沒有人道的事情，我們漁民表示強烈譴責。”山東
長島縣砣磯島的漁民王忠國這幾天一直關注事件進展，島上的
漁民獲悉該消息都氣憤填膺。

對於海洋環境污染，砣磯島上的漁民有着切膚之痛。2011
年6月，蓬萊19-3油田發生康菲漏油事件，該起事故被定性為海
洋溢油污染重大責任事故。王忠國回憶說，離着19-3油田只有
39海里的砣磯島也受到了油污影響，當時養殖繩、養殖籠、網
具及海灘上有成分不明的黑色物質，岸灘有不明性質的疑似黑
色油渣、油漬、塊狀油污。他們養殖的海貝，當時不管是小
苗、中苗，還是大苗，一連數年基本上95%全部毀滅。

“魚蝦是活的，污染了之後可以跑到別的地方，但我們養殖
的貝類產品無法移動，遭受了重創，蝦夷貝這個品種基本滅絕
了。”王忠國表示，康菲漏油事件已經過去馬上十年了，漁民起
訴康菲的案件敗訴了，當地的養殖業一蹶不振，尤其是貝類產
品。目前，漁民們只能養殖一些鮑魚、海膽之類的水產品。

冀國家採取措施護漁業安全
“康菲漏油事件還僅是局部海洋污染，日本核廢水入海簡

直就是對海洋漁業產業毀滅性的打擊，毫無人道、滅絕人
性！”王忠國憤慨地說，漁民們堅決反對日本這一做法。但其
也坦言，漁民們也不知道該具體做些什麼來抵制，他想到了利
用抖音、快手等平台表達一下漁民譴責的心聲。

王忠國說，漁民養殖的水產品從沿海輸送到全國各地，日
本核廢水入海不僅事關漁業養殖產業，更事關國民身心健康。
漁民們非常期待國家出手，保護本國漁業產業安全，保護全國
人民的身心健康。

●●日本政府日本政府1313日決定日決定，，福島第一核電站核污水將福島第一核電站核污水將
排入大海排入大海。。圖為日本福島第一核電站和核污水儲圖為日本福島第一核電站和核污水儲
水罐水罐。。 新華社新華社//共同社共同社

核
廢
水
入
海
將
損
人
類
DNA
數
萬
年

文 匯 要 聞2021年4月14日（星期三） ●責任編輯：趙雪馨 1

所謂核廢水，是在冷卻核反應堆後殘留的
廢水。根據日本專家研究，核廢水中的

主要污染物是氚等多種放射性物質，它們各
自的半衰期有所不同。氚的半衰期約為12.43
年，銫137的半衰期是30年，鍶90半衰期29
年，它們的危害都不是短時間內能消除的。
來自德國的海洋科學研究機構的計算結果顯
示，從福島核廢水排放之日起，57天內放射
性物質就將擴散至太平洋大半區域，3年後
美國和加拿大就將遭到核污染影響。

中國生態環境部特邀觀察員、公眾環境
研究中心主任馬軍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
示，日本政府在缺少第三方科學論證、資訊
透明度不足的情況下，做出這一決定是對國
際社會不負責任的表現。因為根據“綠色和
平組織”發布的報告，福島核廢水中含有的
大量氚和碳14，將大幅增加人類集體接收的
輻射劑量，存在損害人類DNA的潛在危險。
用該組織高級核專家蕭恩．伯尼的話說，廢
水中的有害元素和其他放射性核廢料將危害
環境達幾千年之久。

誘發部分海洋魚類生物基因變異
“從來沒有科學研究表明，含有放射性

元素的水對人類的健康沒有壞處。”中國生
物學專家、淮陰師範學院生命科學學院教授
陸桂華接受香港文匯報採訪時指出，此前有
媒體披露，即使經過處理，福島核污水中除
了氚，還有碳14、鈷60、鍶90、銫134等放
射性物質殘留。此外，由於日本建造的是用
鈾鈈混合燃料、用液態鈉作冷卻劑的快中子
增殖堆，這種反應堆可以把常見的鈾238變
成鈈239，這意味着其乏燃料中應該比輕水
反應堆含有更多的毒性極大的放射性鈈239
或鈈240。在他看來，事實上在加拿大西海
岸的三文魚身上已經檢測到銫134，以及美
國夏威夷海域放射物含量水平已達先前的兩
倍，就說明日本福島核污染已經擴散到了北
美地區。

陸桂華直指，含有放射性元素的核廢水
一旦排放大海，必將逐步擴散，長期來講會
誘發部分海洋魚類生物發生基因變異，人類
如果食用這些遭到污染的魚類，將面臨巨大
的健康風險。他強調，污水中的放射性核廢
料會對人類的遺傳物質DNA造成損害，下一
代則可能會畸形、殘疾、癌變、夭折，而這

種基因損害會持續數千年甚至數萬年。

東亞沿海海岸線恐永久不可居住
包括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博士生導師高

歌、蘭州大學生命科學學院教授李祥鍇、原
航天科工集團高工張培民、中科院計算所高
工翟冬青、中科院理化技術研究所博士唐守
勝、湖南婁底職業技術學院財貿系講師吳
輝、淮陰師範學院生命科學學院教授陸桂
華、中國科學家論壇理事會常務理事彭宏鍾
等多位科學家，聯合發布聲明認為，將核污
染廢水排放到海洋中，是一個愚蠢且不動腦
筋的工程處理方案，水是擴散的流動性液
體，將福島核污染廢水排入太平洋，勢必將
給全世界的海洋生物及沿岸生命帶來嚴重的
輻射變異威脅，特別是包括日本、韓國、俄
羅斯遠東在內的東亞沿海地區，甚至將由此
導致海岸線永久性不可居住。

“我們作出如下估算，100萬噸水是100
萬立方米的體積：100米×100米×100米=
100萬立方米。”上述科學家指出，如果把
核污染廢水轉化成“吸附固體（泥塗）”，
就可以大大降低流動性的核擴散危害，且固
體核廢棄物擴散風險很低，不會造成大面積
污染。而如果是一座100萬立方米的“泥沼
土山”，日本政府則完全有能力封閉處理。
他們呼籲，日本政府當務之急應對當前的廢
液儲水罐填充土壤或沙土類凝固劑，使之變
為“泥沼土罐”，再進行封閉處理。此外，
在填充過程中，還可以同時投放特定的收斂
劑來降低、收斂核廢水中的核殘餘物比例，
為下一步處理時消除核殘餘物做好準備。

籲國際社會力遏日排放
上述科學家聯名強調，在核廢水轉化為

不能流動的固體之後，日本政府能夠以“空
間換時間”，並在這個時間裏加速研發環保
淨化的新科學技術，獲得福島淨化處理、恢
復可用生態的機會。他們認為，國際社會和
聯合國組織應強力阻止、禁止日本進行海洋
排放，同時，全世界科學家亦應援手保護全
人類共同的海洋生態資源，“這麼明顯的舉
手之勞，如果日本政府視而不見，一意孤行
將核廢水排放海洋，那麼這將是日本對全人
類、對東亞人民欠下的又一筆歷史性新債
務，請日本政府慎重考慮。”

科 學 家 聲 音
向海洋排放核污水，短期內會污染海洋生物，直接影響捕
撈漁獲物的食品安全。在將核污水多種核素徹底無害化處
理前，應阻止以任何形式排污入海，才能在最大程度上保
護海洋生態環境及海洋生物。
——綠色和平日本辦公室資深核能專家蕭恩·伯尼（Shaun Burnie）

這些核廢水即使經過淨化，如果被排到海洋中，仍可能導
致放射性同位素留存在包括魚類在內的海洋生物體內、繼
而在人體內積累。

——俄羅斯科學院遠東分院太平洋海洋研究所實驗室首席科研
員、生物學博士弗拉基米爾·拉科夫

人類通過食用海產品，間接地攝取海水中的各種放射性同位
素。實驗證明，如果長期、大量食用放射性污染海產品，有
可能引起慢性射線病等疾病。

——中國地質大學海洋學院教授劉恩濤

來源：中新社及中通社

日本政府日本政府1313日正式決定將福島上百萬噸日正式決定將福島上百萬噸
核污染水排入大海核污染水排入大海，，多國對此表示質疑和反多國對此表示質疑和反
對對。。對這一關係本國民眾對這一關係本國民眾、、周邊國家人民切周邊國家人民切
身利益和國際公共健康安全的大事身利益和國際公共健康安全的大事，，日方不日方不
與周邊國家和國際社會充分協商與周邊國家和國際社會充分協商，，一意孤行一意孤行
的做法極其不負責任的做法極其不負責任。。

日方本可用其他手段處理這些核廢水日方本可用其他手段處理這些核廢水，，然而日本政府和東然而日本政府和東
電方面稱電方面稱，，排放核廢水入海排放核廢水入海，，是是““成本最低成本最低、、最易操作最易操作””的方的方
案案。。日本國內一些反對排污入海的人士一針見血指出日本國內一些反對排污入海的人士一針見血指出，，日本政日本政
府和東電不是不可為府和東電不是不可為，，而是不想為而是不想為。。

若無清除放射物或影響全球生態若無清除放射物或影響全球生態
儘管日方口口聲聲將對核廢水進行過濾和稀釋後排放儘管日方口口聲聲將對核廢水進行過濾和稀釋後排放，，確確

保安全性保安全性。。然而然而，，福島第一核電站核污染水不同於普通核電站福島第一核電站核污染水不同於普通核電站
正常運營時產生的含氚廢水正常運營時產生的含氚廢水，，這些水不少曾接觸過堆芯熔毀的這些水不少曾接觸過堆芯熔毀的
核燃料核燃料，，接觸的放射性物質極其複雜接觸的放射性物質極其複雜，，氚以外的放射性物質能氚以外的放射性物質能
否徹底清除令人存疑否徹底清除令人存疑。。如果日方無法履行口頭作出的安全承如果日方無法履行口頭作出的安全承
諾諾，，那麼所排放的核廢水對全球生態可能造成深遠影響那麼所排放的核廢水對全球生態可能造成深遠影響。。

東電曾長期隱瞞福島第一核電站堆芯熔毀的事實東電曾長期隱瞞福島第一核電站堆芯熔毀的事實，，福島核福島核
廢水也曾多次曝出洩漏事故等廢水也曾多次曝出洩漏事故等。。由日本民眾和學者組成的原子由日本民眾和學者組成的原子
力市民委員會指出力市民委員會指出，，迄今迄今，，日本政府和東電的相關信息公開和日本政府和東電的相關信息公開和
說明是說明是““不正確和不誠實不正確和不誠實””的的。。如原子力市民委員會所說如原子力市民委員會所說，，日日
本政府和東電如何取得國內外的信任是解決福島核廢水問題的本政府和東電如何取得國內外的信任是解決福島核廢水問題的
最大障礙最大障礙。。

8888個國家及地區個國家及地區66..44萬人簽名反對萬人簽名反對
日本多個環保組織及市民團體日前向日本政府提交反對這日本多個環保組織及市民團體日前向日本政府提交反對這

一決定的簽名一決定的簽名，，簽名共計約簽名共計約66..44萬人萬人，，簽名者來自包括日本在內簽名者來自包括日本在內
的的8888個國家和地區個國家和地區。。作為日本近鄰和利益攸關方作為日本近鄰和利益攸關方，，中方指出這中方指出這
種做法種做法““將嚴重損害國際公共健康安全和周邊國家人民切身利將嚴重損害國際公共健康安全和周邊國家人民切身利
益益”。”。韓國政府也對此深表遺憾韓國政府也對此深表遺憾，，要求日本透明公開污水處理要求日本透明公開污水處理
全過程相關信息全過程相關信息。。韓國外交部同日召見日本駐韓大使提出嚴正韓國外交部同日召見日本駐韓大使提出嚴正

抗議抗議。。
海洋是人類共同財產海洋是人類共同財產。。福島核福島核

電站事故核廢水處置問題不只是日電站事故核廢水處置問題不只是日
本國內問題本國內問題。。日方應認清自身責日方應認清自身責
任任，，秉持科學態度秉持科學態度，，履行國際義履行國際義
務務，，對國際社會對國際社會、、周邊國家以及本周邊國家以及本
國國民的嚴重關切作出應有回應國國民的嚴重關切作出應有回應。。
重新審視福島核電站核廢水處置問重新審視福島核電站核廢水處置問

題題，，同各利益攸關國家同各利益攸關國家
和國際原子能機構充分和國際原子能機構充分

協商協商，，是日方唯一是日方唯一
正確的選擇正確的選擇。。

●●新華社新華社

�
/=

日須與國際社會充分協商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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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中国

▶3月 30日，患者在北京航空总
医院康复医学科的国内首个完全自主
知识产权的下肢康复机器人的帮助
下，进行精准康复训练。

张建房摄 （人民视觉）

▶2020年，安徽淮南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工作人员通过漫画手册向群众讲解知识产权
保护知识。 陈 彬摄 （人民视觉）

▲这是位于海南海口的海南国际知识
产权交易中心。 新华社记者 蒲晓旭摄

加强顶层设计
提高法治化水平

中共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从加强顶层设计、
完善法律法规、改革体制机制、加强司法和行政
保护等方面，对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作出一系列决
策部署。出台《深入实施国家知识产权战略行动
计划 （2014—2020年）》等重要文件；组建国家
市场监管总局，重新组建国家知识产权局；在北
京、上海、广州设立知识产权法院，最高人民法
院挂牌成立知识产权法庭……随着一系列创新举
措的落地实施，“保护知识产权就是保护创新”的
观念日益深入人心。2019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
社会满意度较 2012年提升了 15.29分，知识产权
保护成效获得了社会普遍认可。世界知识产权组
织发布的2020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显示，在全球
参与排名的131个经济体中，中国位列14。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中国知识产权法律的
‘四梁八柱’已经牢牢架起”“让创新成果获得快保
护、严保护”……多位代表委员围绕知识产权保护
建言献策；“审结一审知识产权案件46.6万件，同
比上升11.7%”“知识产权案件判赔金额同比增长
79.3%”，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显示出2020年知
识产权司法保护的显著成果。保护创新成果的共识
日益增强，司法保护的力度越来越大，不仅有效推
动了中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也向世界展示出中
国在高水平对外开放中对知识产权保护的力度和决
心。

值得注意的是，“健全知识产权保护运用体制”
已经作为单独一节，被写入“十四五”规划纲要。知
识产权在中国“发展路线图”上“化零为整”，这一
改变引起不少专家学者的注意。

中国科学院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教授马
一德认为，这折射出中国自身发展脉络，说明科
技自强自立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
同时也说明加大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能保证中国在
发展中行稳致远。

日前，国家知识产权局印发《推动知识产权高
质量发展年度工作指引（2021）》（下简称《工作指
引》）。《工作指引》要求，强化知识产权高质量发
展标杆引领，主要围绕准确把握高质量发展的内在
要求，持续推动“十四五”知识产权高质量发展指
标体系实施落实，因地制宜设置地方“十四五”指
标体系，高标准推进知识产权强国建设试点示范工
作等重点任务。

国家知识产权局副局长何志敏说，发明专利的
高价值和中国品牌的影响力等都是知识产权质量的
衡量标准。何志敏指出，在“十四五”规划纲要的5
方面20个主要指标中，专门为知识产权设置了一项
关键性指标（即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
到12件），作为衡量“创新驱动”的产出指标，充
分说明党中央对知识产权、特别是专利重要性的高
度重视。

提高技术保障
强化全链条保护

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先进技术保护知识产
权，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加强知识产权信息化、智能化基础设施建
设，强化人工智能、大数据等信息技术在知识产
权审查和保护领域的应用，有利于推动知识产权
保护线上线下融合发展。

蚂蚁链以达摩院区块链的技术研发为基础，进
行了版权保护的尝试。2020年10月22日，蚂蚁链
发布了一站式数字版权服务平台。使用者通过审核
和认证，就可以开始数字版权保护之旅。通过区块
链不可篡改特性并结合隐私保护技术，为内容原创
者提供“发布即确权”服务，大幅降低了权属证明
难度，有效预防和降低了侵权纠纷的发生概率和处
理难度。

以字节跳动公司旗下的“图虫社区”应用为
例。通过蚂蚁链技术平台，创作者在完成身份认
证和通讯校验后，图虫平台就能通过加密方式将
版权存证的“申请人+发布时间+发布内容”三
者信息合并加密后上传至区块链，“相当于为每
一张原创作品匹配了独一无二的电子身份证，解
决了摄影师担心作品被侵权的后顾之忧。”蚂蚁
链版权业务负责人刘劲雄对本报说，“区块链可
以建立基于信任的数字版权保护机制，让人人都
可以用最低的成本和最高的效率来保护自己的作
品，这是蚂蚁链致力于推动版权保护技术开放的
初衷。”

目前，图虫平台已为其 80 万签约摄影师提
供“发布即存证”服务，目前已有高达 3655 万
张原创图片上链存证，并通过平台服务高效地
帮助众多权利人维护了自身合法权益。此外，
知识产权保护是一个系统工程，要加强知识产
权保护，需要打通知识产权创造、运用、保
护、管理、服务全链条，健全知识产权综合管
理体制，增强系统保护能力。

在知识产权保护的过程中，技术尽职调查
正越来越受重视。技术尽职调查是指技术相关
因素的尽职调查，即根据委托方要求，对于拟
投资项目，由技术、管理、法律、财务、运
营、大数据等各方面专家组成的专业尽调团
队，从技术维度，围绕技术成果价值 （先进性
与成熟度）、相关产品生产运营能力、产品市场
竞争力、创新研发能力、技术发展环境和前
景、知识产权状况、技术的市场开发潜能等多
个方面，进行的专业调查、分析和评估，以确
保项目在技术方面的先进性、可行性和投资价
值，最大限度规避因技术因素引发的投资风险
和知识产权、专利侵权等风险。

从事知识产权保护业务的北京八月瓜创新服
务平台首席执行官孙鹏对本报说：“在加强创新
引导和布局，提高科技创新竞争力，加速产业升
级的大背景下，如何推动重大投资项目决策的科
学化，规避重大投资失误风险，特别是避免产生
知识产权的侵权纠纷，确实需要从重大投资项目
的决策程序、管理机制、运营模式等相关环节，
完善有关体制机制，推动管理创新，其中一个重
要手段，就是实施技术尽职调查。”

针对技术尽职调查，八月瓜创新服务平台搭
建了一个基于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的科技平台
——“创新大脑”，“创新大脑”实现了覆盖研发
前、研发中、研发后的科技信息分析，知识产权
申请保护、交易运营，技术成果转移转化，科技
咨询，技术尽职调查，科技金融等全产业链的知
识产权甄别和保护服务。目前，创新大脑已积累
了全球110多个国家、组织及地区的专利数据集
合，收集了近 1.4 亿专利数据，并将专利的法
律、工商、经营等信息精加工提炼，紧跟全球专
利发布最新情况不断扩容高价值数据库，通过
200多检索字段为企业创新提供技术、市场信息。

八月瓜创新大脑总经理刘佳音对本报说，创
新全链条服务其实是一个标准化的创新流程。在
完善的技术创新全生命周期过程中，从创意立
项，技术构思，技术攻关，技术应用，到产品上
市，每一个环节都和知识产权有着紧密的联系。
从创新立项开始，一直到产品上市前，每一个环
节都需要了解外部和自身的技术信息、市场信
息，这些信息是可以通过对公开的知识产权信息
进行检索而获得，以便企业更早地识别相应风险
进行应对，最终形成对自己的产品、技术以及知
识产权的完备保护体系。“不能等到产品上市之
后被别人发起侵权诉讼时，才知道自己侵权了，
那将会给企业带来巨大的损失。”

注重提高质量
推进国际合作与竞争

历经多年发展，中国积累了丰富的知识产权
资源，已成为名副其实的专利大国。目前，中国
专利和商标等知识产权总量连续多年位居世界首
位，并在高铁、核电、5G 等领域形成了一大批
核心专利。截至 2020 年 10 月底，发明专利有效
量为 296.6 万件，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15.2件。中国知识产权工作正在从追求数量向提
高质量转变。

在取得成绩的同时，知识产权领域的国际合作
和竞争也越发深入。知识产权是国际竞争力的核心
要素，也是国际争端的焦点。只有秉持人类命运共
同体理念，坚持开放包容、平衡普惠的原则，深度
参与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框架下的全球知识产权治
理，推动完善知识产权及相关国际贸易、国际投资
等国际规则和标准，才能推动全球知识产权治理体
制向着更加公正合理方向发展。

2020年11月6日，由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国
家市场监管总局、全国打击侵权假冒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共同主办的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打击
侵权假冒国际合作论坛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办。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副局长田世宏在论坛中
指出，2020年中国政府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大局，打击侵权假冒工作统筹协调更加有力、重点整
治扎实开展、司法保护持续加强、宣传引导积极有
效、国际合作逐步深化，知识产权质量效益持续提
升，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进一步优化。

知识产权对外转让在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合
作中受到关注。

马一德表示：“进入新发展阶段，中国要加
强事关国家安全的关键核心技术的知识产权保
护，依法管理和严格审查涉及国家安全的知识产
权对外转让行为，完善国际知识产权风险预警和
应急机制。”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
究所所长刘中民认为，科研院所在国际合作中应强
化知识产权管理能力、保护能力及合同执行能力，
尊重和理解国际惯例及国际通用条款，了解和认识
国际合作中的知识产权特点，分级分类推进知识产
权管理。在此基础上，合作双方建立公平合理、合
作共赢的合作原则，清晰界定知识产权权利及利益
分配等，以多种形式运用知识产权，充分实现科技
成果的知识产权价值。

中国知识产权保护向高质量发展
本报记者 杨俊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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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還沒有接種疫苗。 位於2221 Fulton St. Houston, Tx 77009 的Walgreens 擁有輝瑞COVID-19疫苗。 本週四
, 4/15和周五, 4/16, 時間上午9:00開始。如果有人需要打疫苗, 請發短信給 會長 趙婉兒 。713-480-4885

如 要 在 網 路 上 查 看 這 項 討 論 ， 請 造 訪 https://groups.google.com/d/msgid/CSAH-Members/
475ad1f9-fca4-47f3-a8d8-677115de79acn%40googlegroups.com。

休士頓中華老人服務協會接踵 Pfizer COVID-19 輝瑞疫苗

JCCAA 即將改選 2021年第一 副會長 (1名)和第二副會長(5名), 請各位理事踴躍提名, 提名截止日為 4/18. 請理事們將
您心目中的人選, 提名訊息麻煩以單獨

E-mail 方式給副理事長 鄭大展 Frank Cheng <fcheng49@yahoo.com>.避免用 Group message 回覆,
隨信附上更新的 JCCAA Board Member Roster, 請各位理事抽空 check 一下, 看看您的資料是否都正確. 如有需要更正

的部分, 煩請個別 E-mail 給 Peggy Chiu <peikuan_chiu@yahoo.com>.

JCCAA 2021 年第一副會長和第二副會長提名通知

美華協會與休斯頓浸信會大學 （HBU） 和其他社區組織合作，主辦我們的 HAAPI 食品展，為服務不足的休斯頓 AAPI
社區提供包裝食品。 首批500個家庭 將收到休斯頓食品博覽會捐贈的食品。出席者必須通過位於方德倫的正門進入校園

休斯頓西南部的食品分銷

隨著亞洲仇恨的增加和Aapi選舉、立法和組織力量的增強
， Aapi 勝利基金正在抓住時機， 發起一個智囊團， 重塑其c4
的品牌， 成為Aapi勝利聯盟

華盛頓 -- 今天，在針對亞裔美國人和太平洋島民的仇恨
事件增加和AAPI社區擁有的選舉權上升之後，美國最大的亞裔
美國人和太平洋島民美國活動家網路AAPI勝利基金宣佈將其c4
實體重新命名為該c4內的AAPI勝利聯盟

AAPI勝利聯盟將取代AAPI進步行動，並將尋求利用2020
年選舉產生的AAPI社區的勢頭，制定對AAPI社區產生切實、積
極影響的政策，並反擊目前困擾我們社區的仇恨和虛假資訊。
AAPI勝利聯盟的使命是"通過提供進步問題教育，在全國各地建
立亞裔美國人和太平洋島民（AAPI）的政治力量：制定和倡導
影響我們的政策;與組織建立聯盟，說明 AAPI 發揮其權力，成為
地方、州和國家各級的勝利邊緣。

此外，AAPI勝利聯盟將：與聯邦和州兩級的立法者合作，
推動和實施從 AAPI 視角中受益的 AAPI 社區的政策。

繼續在這一領域進行建設，並與民選官員、基層組織和其他
代表AAPI和其他BIPOC團體工作的團體密切合作。

利用選舉收益和增加AAPI選民的參與，在全國建立對更多
亞非他普候選人和民選官員的基層支援。

繼續組織和促進提高對AAPI進步事業的認識和行動的工作
。

提升對 AAPI 社區關心的廣泛主題的細微差別觀點。
AAPI勝利聯盟中還將成立有史以來第一個AAPI智囊團。
這個智囊團將專注於：促進數據分解，打擊向 AAPI 社區和

有關 AAPI 社區的錯誤資訊。
制定政策建議，改進仇恨犯罪報告和對策，如《Covid-19

仇恨犯罪法》，並解決種族主義和無知問題，這些種族主義和無
知為這些暴力行為創造了有利的環境。

確保普通美國人了解我們 AAPI 社區中的多樣性。超過
2200萬AAPI居住在美國，代表50多個種族群體，講100多種語
言。與少數民族神話模式相反，並非所有的 AAPI 都受過良好的
教育。雖然大約一半的 AAPI 擁有學士學位，但分項數據顯示，
只有不到 20% 的柬埔寨人、苗族、寮國人或夏威夷原住民和太
平洋島民擁有學士學位。

重點是反映當今美國四個危機的政策：（1） Covid - 19，
特別是健康差異和當前和未來大流行的影響：（2） 種族正義和
我們如何結束對AAPI社區的仇恨行為：（3） 經濟不平等，特
別是大流行病對服務部門小企業的經濟影響：和（4）氣候，因
為AAPI社區的某些人口受到氣候變化的影響更不利。

AAPI勝利聯盟執行主任瓦倫·尼戈爾發表了以下聲明：
"我很高興地宣佈成立AAPI勝利聯盟和聯盟內第一個AAPI

智囊團。這對全國各地的AAPI社區來說是一個遊戲規則的改變
者，也是我們利用AAPI人民日益增強的選舉權的機會。隨著反
亞裔仇恨的抬頭和需要加強亞非共同體的宣傳，亞非合作聯盟勝
利聯盟將為所有亞非共同體而戰，並確保我們在作出艱難決定時
佔有一席之地。

"對於我們的社區來說，建立一個新的智囊團也是非常需要
和早就應該建立的。這個智囊團將專注於打擊 AAPI 仇恨，制定
促進 AAPI 利益的政策建議，確保國家瞭解 AAPI 社區中的多樣
性，並提升我們的 AAPI 社區感興趣的話題。AAPI 的選舉、立
法和組織權力將繼續存在。現在是我們的社區利用在這個國家成
為 AAPI 的含義的時候了。

AAPI勝利聯盟主席董恩博士發表了以下聲明：
"看到AAPI勝利聯盟的成立和AAPI勝利基金多年來的發展

，我感到非常榮幸。這種品牌重塑和智囊團的形成只會有助於更
好地瞭解和倡導全國各地的AAPI社區。對於全國各地的 AAPI
來說，這是具有歷史意義的一天。AAPIs 是美國增長最快的人口
群體，現在是我們的民選官員、政策和政治反映這一事實的時候
了。

勝利基金宣佈 AAPI 勝利聯盟 一個重新命名的 c4 實體
並成立有史以來第一個AAPI智囊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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