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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盛頓特區升格第華盛頓特區升格第5151州州 美眾院表決再次通過美眾院表決再次通過
（綜合報導）美國聯邦眾議院以些微票差

，再次通過讓華盛頓特區成為美國第51州的法
案，但這項法案將送交聯邦參議院，再度面臨
共和黨參議員強力反對。

美國眾院在不到一年前曾以232票贊成、
180票反對，通過讓華盛頓特區升格為州的法

案，但在參院遭到共和黨人封殺。
民主黨掌控的眾院今天再次就此進行投票

，在沒有共和黨人的支持下，最後以216票贊
成、208票反對，再度通過這項法案。

華盛頓特區是民主黨地盤，目前共和黨和
民主黨在參議院分別各占50個席位，若華盛頓

特區升格為州，有望選出兩名民主黨籍參議員
，打破平衡。

共和黨參議員這次全數反對這項法案，儘
管美國總統拜登支持，但這項法案仍將在參院
再次面臨共和黨杯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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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erek Chauvin, the police office
who knelt on George Floyd’ s
neck, was convicted of two
counts of murder as well as man-
slaughter on Tuesday. The ver-
dict brought some level of peace
to activists for racial justice.

All of last year’s calls for racial
justice would touch all over the
whole nation and become the
largest mass protest movement
in American history.

The President of the NAACP
Derrick Johnson called Floyd’ s
death, “A Selma, Alabama mo-
ment for America.” What hap-
pened in Selma in 1965 was
about the passage of the 1965
Voting Rights Act and Johnson
said that, “The killing of George

Floyd should be the catalyst for
the reform in policing in this na-
tion.”

“We are here to remember the
civil rights leader Martin Luther
King--because of his leadership
we are able to vote.”

Today both the local and federal
levels of government are seeking
to reform our policing system.

Racial discrimination is a big
problem in the U.S. This covers
all of the races including Asian
Americans. Since all of last year,
the pandemic crisis created and
was responsible for many hate
crimes against Asian Americans.

We are so glad for the victory in

George Floyd’ s case, but it is
far from over. We need to be
united with our African friends to

continue our fight until the really
true day of victory comes.

0404//2222//20212021

Justice Has Been ServedJustice Has Been Served

曾經跪在弗洛依德脖子上
的警察德雷肖萬，週二在明尼

蘇達州之法案被陪審團判決兩
項謀殺罪和過失殺人罪成立，

將於八週後正式判決，這項消
息让全國人民鬆了口氣，這項
決定也為爭取種族公正的活動
人士帶來了許多慰籍， 這是一
年來在全美各地充斥着悲傷憤
怒的時刻，各地出现大小抗議
活動，也是史上最大規模的群
眾示威活動，黑人的命也是命
代表了多少被歧視民众的心聲
和悲劇。

老實說，今天弗洛依德之
判決勝利，代表了多少非裔及
許多同情者之牺牲及奮鬥，這
項遅來的正義也是我們亞裔美
人深思及感恩的事件。

早在六十年代，由金恩博
士領導的民權運動，解放黑奴
之歷史脈絡，爭取公民投票，

憲法之前人人平等，他在去世
前的誓言“我有一個夢” 至今
並未實現。

我們回顧亞華裔移民美國
的歷史，雖然早已超過百年，
但是距黑白隔離不能同上一輛
公車和廁所之年代，依旧不遠
。

我們要問，美國之公平正
義及人人平等之訴求都是非裔
領袖流血流汗去爭取的，我們
不但要感恩，我們更要記得歷
史正面評價非裔之貢獻。

弗洛依德之死，換來了又
一次公平正義和警政改革之契
機。

請大家切記，我們是共同
生活在同一屋簷下的美國人。

亞裔對弗洛衣德案勝訴之省思亞裔對弗洛衣德案勝訴之省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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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網站

真耶穌教會
True Jesus 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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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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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菲律賓武裝部隊總司令索貝哈那

今天說，為宣示主權，菲國軍方正考慮參照北
京作法，在西菲律賓海島礁上興建設施。

西菲律賓海是菲國主張在南海擁有主權的
部分，大致為菲律賓200海里專屬經濟海域範
圍。

索貝哈那（Cirilito Sobejana）今天在菲國
軍方舉行的線上記者會表示，軍方已將提案送
交直屬總統府的 「西菲律賓海國家工作小組」
（NTF-WPS）審議。

索貝哈那說： 「我們已經在思考如何強化
我們在那個地區（西菲律賓海）的地位。我們
正考慮在那些區域建造設施的想法，就像中國
正在做的，當然（仍）取決於西菲律賓海國家
工作小組的明智決定。」

他表示，馬尼拉當局未在西菲律賓海島礁
興建設施的原因，是因為各國協議不要在南海
地物上建設，但 「中國已違反（協議），所以
我們現在將開始建設。（是否動工）取決於西
菲律賓海國家工作小組」。

中國與東南亞國家協會（ASEAN）10 個

會員國於 2002 年簽定 「南海各方行為宣言」
。宣言規定： 「各方承諾保持自我克制，不採
取使爭議複雜化、擴大化和影響和平與穩定的
行動，包括不現在無人居住的島、礁、灘、沙
或其它自然構造上採取居住的行動，並以建設
性的方式處理它們的分歧。」

索貝哈那說，軍方萬不得已下才會選擇在
西菲律賓海開戰。他們將持續尋求各種手段，
以和平方式維護菲國在西菲律賓海主權。

菲律賓總統杜特蒂（Rodrigo Duterte）多
次重申，在南海議題上，因承擔不起與北京兵
戎相見，馬尼拉當局只能透過外交努力維護菲
國權利。

菲中南海爭議自3月下旬以來升溫，雙方
外交攻防不斷。

菲國政府指約220艘中國海上民兵船集結
牛軛礁（Whitsun Reef），截至4月11日，雖
僅剩9艘中國船隻停留該處，但至少240艘中
國海警船和民兵船仍在菲律賓專屬經濟海域盤
桓。北京方面則堅稱中國漁船只是在南海島礁
避風，不存在 「海上民兵船」。

宣示主權
菲律賓軍方考慮在南海島礁興建設施

眾議院將在明天就華盛頓特區能否成為美
國第51 州(51st state)的HR 51議案舉行投票, 拜
登總統表明強烈支持的態度,但由於參議院的共
和黨幾乎一致反對, 所以儘管議案在眾議院能
過關, 到了參議院一定被卡關, 拜登的心願是很
難實現的。

“第51州”是美國的罩門, 這些年來,美國
與尚未合併領土的波多黎各一直保持著特殊的
國與國關係，波多黎各夢想成為美國第51 州已
久，多次公投都通過了,最近一次支持率更高達
97%,但歷史的尷尬是: 波多黎各想要嫁人，而
美國卻不敢娶這位既窮又醜的新娘！

其實福特、雷根和歐巴馬三位美國總統都
曾想在任內娶進這位;媳婦，但國會卻以不符合
國家整體利益而遲不批准，使波多黎各妾身未
明，波國人民都自動擁有美國合法身份，但在
美國國會只有一位不具投票權的眾議員，雖然
財政日漸衰疲，但美國對他們的補助卻年年遞
減，川普主政後，更大量刪減補助預算，就連
他們遭受猛獸颶風哈維與瑪莉亞的蹂躪肆虐，
川普也不願拯救他們,看來波多黎各想成為美國
第51州的美夢已破滅。

華盛頓特區的情況當然與波多黎各不同,因
為DC是美國首都所在地, 而且當地的居民都繳
納了聯邦稅, 但卻沒有自己的聯邦參議員發聲,
像波多黎各一樣只有一名不具投票權的聯邦眾
議員, 所以特區政府憤怒的把區民的汽車牌照
上 的 文 宣 從 ” 繳 稅 但 無 代 表 ”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tion）改成了“終結繳稅但
無代表”（ End Taxation Without Representa-
tion）, 由此可見華盛頓特區多麼殷切的想變成
第 51 州-- 華盛頓道格拉斯邦(Washington，
Douglass Commonwealth)以紀念廢奴的道格拉
斯（Frederick Douglass）。

特區面積雖不大, 但根據人口普查, 區內有
70萬居民,比佛蒙特與懷俄明等州還多，人口的
結構是黑人多於白人, 也是民主黨大本營, 所以
一旦成為第51州, 選出參眾議員必然都是民主
黨藉, 這就是為什麼共和黨與川普堅決反對建
州的主因, 從這幾年大法官任命案以及對川普
兩次彈劾案可看出, 兩黨議員的投票行為與模
式幾乎以黨意為考量,除非國會結構改變, 否則
第51州的政治夢想是無法成真的！

【李著華觀點 : 第 51 州 ?
拜登心願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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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島中文網報道，國際原子能機構宣

布，已核實伊朗開始在納坦茲工廠生產豐

度達到60%的濃縮鈾，證實了伊朗官員先

前宣布的內容。另一方面，盡管分歧仍存

，參加維也納伊朗核協議會談的各方，表

達了對會談取得進展的樂觀態度。

伊朗核生產活動獲國際原子能機構

證實
據報道，伊朗常駐維也納國際組織

代表卡齊姆•加裏巴迪表示，國際原子

能機構在給會員國的一份報告中證實，

伊朗已經開始在納坦茲生產豐度為60%

的濃縮鈾。

伊朗原子能組織主席薩利希16日表

示，伊朗已於15日開始生產第一批豐度

為60%的濃縮鈾，目前的進度是每小時

產出9克。

根據國際原子能機構的這份報告，

伊朗向國際原能機構表示，生產的濃縮

鈾豐度為55.3%。

國際原子能機構已進行抽樣分析，

以獨立驗證伊朗宣布的濃縮水平。原子

能機構將在適當時候報告這一分析。該

機構在17日的一份聲明中補充說，已采

取樣本進行研究，並指出濃縮是通過IR4

和IR6離心機進行的。

伊核會談開始“形成諒解”？
一位歐盟官員表示，旨在挽救伊朗

核協議的維也納會談將持續幾天，然後暫

停一段時間，以便伊朗和美國官員返回本

國進行磋商。他指出，艱巨的談判任務取

得進展，並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同時，在維也納舉行的核談判中，

伊朗首席談判代表阿巴斯•阿基奇確認

，盡管存在“嚴重分歧”，但談判已開

始形成諒解。

伊朗官方媒體引述阿基奇的話說：

“似乎已經開始出現新的諒解，雙方對

最終目標有了諒解。但這條道路並不容

易，仍存在一些嚴重的分歧”。

阿基奇說：“我們已經達到了一個

新階段，可以制定包括取消制裁和核步

驟在內的新文本。”他指出，伊朗已經

提出了書面構想。

俄羅斯的談判代表說，與會者對取

得的進展“表示滿意”。歐洲外交談判

代表也證實了這一點，稱談判在一項不

容易的任務中，“取得了進展”。

秘魯首都加強新冠限制性措施
死亡數據有上升趨勢？

綜合報導 秘魯衛生部發布的新冠疫情數據顯示，與前一日報告相

比，新增新冠肺炎確診病例13326例，其中過去24小時新增病例為4704

例，累計確診病例達到1681063例；單日新增死亡病例337例，累計死亡

56149例。

秘魯首都利馬和卡亞俄的疫情警戒將從當地時間4月19 日到5月9

日調整為“極端高風險”，為此將實施更多的限制措施，以遏制新冠病

毒的擴散。

此外，秘魯衛生部宣布，16日、17日和18日將在利馬和卡亞俄的

11個疫苗接種中心為80歲以上接種新冠疫苗，將有102181名80歲及以

上的老年人接種。

根據秘魯衛生部的數據，該國25個大區中只有9個大區開始為老年

人接種輝瑞疫苗。然而，在其他16個大區，即64%的轄區內，老年人沒

有開始接種新冠疫苗。

另一方面，Open Covid平臺研究員、政府新組建的工作者成員Ra-

gi Burhum表示，根據秘魯國家死亡登記系統(Sinadef)的最新數據，秘魯

每天有超過800人死於新冠病毒。

他指出，目前疫情越發嚴峻，死亡數據有上升的趨勢，“這是不能

再否認的事情”，政府的工作需要更加透明化。

他稱，Sinadef的數據能夠使民眾充分了解新冠疫情的致命影響，因

為它“不依賴衛生部門官方記錄所要求的分子檢測結果”來確定死亡原

因。

15日，秘魯政府正式成立了一個臨時技術工作組，目的是更新秘魯

新冠病毒死亡人數。

澳大利亞和新西蘭互免隔離旅行啟動
澳機場旅客激增

綜合報導 澳大利亞和新西蘭之間互免隔離旅行計劃正式生效。這

讓澳大利亞居民一年多來首度得以在不必隔離2周的情況下，入境新西

蘭。當天，數以百計的旅客湧入澳大利亞機場。

據報道，雖然2020年起，澳大利亞多數州已允許新西蘭居民免隔離

入境。不過，新西蘭擔心零星疫情暴發，先前始終對鄰國澳大利亞入境

旅客實施隔離。

報道稱，據電視畫面顯示，澳大利亞機場國際線出境航站擠滿了數

以百計的乘客。澳大利亞航空公司(Qantas)執行長喬伊斯稱：“這是400

多天來，民眾首度能免隔離旅行，我們一天要對新西蘭增加16個回程航

班，班班客滿。”

澳總理莫裏森和新西蘭總理阿德恩在聯合聲明中表示，開放邊境有

助推動兩國經濟復蘇，並讓數以千計親友團圓。阿德恩說：“與澳大利

亞展開免隔離旅行，著實令人興奮。無論是返鄉的家人、朋友或度假民

眾，新西蘭都歡迎你們，祝你們玩得開心。”

不過，莫裏森和阿德恩警告旅客，若疫情暴發，要做好行程

被打斷、短時間內做出適當安排的準備。兩人還說，會持續審視

兩國免隔離旅遊的風險評估。另外，澳新兩國首腦還提出，將免

隔離旅行措施擴及其他太平洋地區國家的可能性，表示“安全無

虞時就會這麼做”。

據美國約翰斯· 霍普金斯大學實時統計數據顯示，截至北京時間4月

19日8時20分，澳大利亞新冠確診病例累計超2.9萬例；新西蘭累計確

診超2500例。

國際原子能機構證實伊朗生產60%濃縮鈾

伊核會談達新諒解

烏克蘭：軍艦出海演習，後路被俄羅斯堵了
綜合報導 烏克蘭政府指責俄羅斯在

烏克蘭演習期間封鎖了位於黑海和亞速海

之間的刻赤海峽，阻止烏克蘭海軍返回港

口。刻赤海峽是連接黑海與亞速海的唯一

通道，也是烏克蘭部署在東海岸亞速海港

口的軍艦進出黑海的必經之路，烏克蘭軍

艦在黑海演習後，需經由刻赤海峽返回亞

速海。

報道稱，烏克蘭外交部向俄羅斯外交

部提出抗議，稱烏克蘭船員被禁止進入俄

羅斯控制的刻赤海峽，這一海峽將烏克蘭

的東海岸和西海岸分割開來。4月15日的

一份聲明中，烏克蘭外交官表示，俄羅斯

已經“宣布從下周到2021年10月，在刻

赤海峽方向的部門黑海海域實施封鎖，禁

止外國軍艦和船只通過”。

烏克蘭官員表示，俄羅斯方面說此舉

是“拿軍事演習當借口”，烏克蘭官員們

“對俄羅斯的這些行動表示強烈抗議，並

要求立即取消對封鎖黑海某些水域的‘非

法’決定”。

報道稱，根據烏克蘭政府的說法，俄

羅斯的舉動將構成“對航行自由權利的嚴

重侵犯”，違反了俄羅斯“不阻礙或幹擾

通過國際海峽進入亞速海港口通道”的義

務。

報道提到，4月14日俄羅斯海軍透露

將在黑海舉行一系列演習，將出動包括護

衛艦、輕型巡洋艦、氣墊船、掃雷艇在內

的艦船以及直升機、戰鬥機參加。他們將

演練水面攻擊以及空中支援作戰。與此同

時，俄羅斯南部軍區的指揮官證實，來自

裏海艦隊的艦船正

在前往黑海的途中

，他們將在那裏與

已經駐紮在該地區

的艦隊會合。

報道還提到，

俄羅斯的此次演習

正值有消息稱美國

將向黑海派出兩艘

軍艦之際。但土耳

其外交部的最新消

息稱，他們收到了

美國方面的通知，

美方已經取消向黑

海部署軍艦的計劃。

另據俄羅斯衛星通訊社4月16日的報

道，俄羅斯國防部導航與海洋學局4月14

日發布的公告數據顯示，計劃封閉至10

月31日的黑海地區將不會妨礙通過刻赤

海峽的航運，此外，所有區域都處於俄羅

斯領水內。

根據文件數據，俄羅斯將於4月24日

21點至10月31日21點對外國軍艦和其他

國家船舶在黑海三個地區臨時暫停執行通

過俄聯邦領海的和平航行權。根據該文件

中所提交的坐標，這是指沿克裏米亞海岸

水域的伸出區域（大致從塞瓦斯托波爾到

古爾祖夫）、刻赤半島海岸附近的長方形

區（奧普克斯基自然保護區的一帶）以及

克裏米亞西端附近的一小片海域。

報道稱，根據公告數據，刻赤海峽

和接近地不屬於上述區域。所有計劃封

閉的地區僅延伸至“俄聯邦領海的外部邊

界”。

刻赤海峽是連接黑海與亞速海的唯

一通道，而在亞速海海域劃分問題上，

俄烏一直沒能達成一致。克裏米亞公投

事件後，雙方形成各自占有亞速海部分

海域的局面。

據悉，這已經不是俄烏首次在刻赤

海峽發生摩擦。2018年 11月下旬，3艘

烏克蘭海軍艦艇越過俄羅斯邊界，非法

進入臨時關閉的俄羅斯海域，從黑海駛

往刻赤海峽。俄聯邦安全局稱，烏克蘭

海軍3艘軍艦在黑海海域的挑釁行為持

續4個多小時，他們的目的明顯是為了

在該地區挑起沖突。隨後俄羅斯扣押了

涉事的3艘烏克蘭軍艦，俄法院也批捕

了引發此次刻赤海峽沖突的全部24名烏

克蘭軍人。

綜合報導 埃及衛生部發表聲明稱，位於

首都開羅北部的圖赫市當天下午發生客運列車

脫軌事故，目前已造成11人死亡，98人受傷。

據埃及“金字塔在線”網站報道，埃及國

家鐵路局消息稱，18日13點45分，自首都開

羅開往曼蘇拉市的列車有四節車廂在圖赫市附

近脫軌，目前正在調查事故原因。包括列車司

機在內的9人已被埃及安全部隊控制，等待進

一步調查。

埃及衛生部稱，事故發生後，已派出數十

輛救護車前往現場，將傷員送往該地區的三家

公立醫院進行救治。根據衛生部的最新報告，

已有14人在接受治療後出院。

埃及總統塞西已下令成立聯合調查委員會對

事故原因進行調查。埃及總理馬德布利也表示，

已責成相關部門加快對受傷公民的賠償程序。

近期埃及火車事故頻發，3月下旬，索哈傑省

發生火車相撞事故，造成32人死亡，108人受傷

。據檢方宣布，事故是人為疏忽造成的。

埃及的鐵路安全問題已存在多年，2002年發生

的嚴重火車事故，造成300多人死亡。據《衛報》報

道，僅在2017年，埃及就報告了1793起火車事故。

埃及列車脫軌事故
已致已致1111人喪生人喪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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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總統拜登22日在世界領袖氣候高峰會議
（Leaders Summit on Climate）上宣布，美國將在2030年前，將
碳排放量減少50至52%，並稱未來10年將是 「決定性的10年
」。

拜登在此線上會議開幕時表示，再不積極解決氣候變遷問
題，相關代價將 「不斷增加」，因此美國 「下定決心採取行動
」，目標是在2030年前將碳排放量減半。他更表示，美國將在
今年 11 月聯合國氣候峰會（COP26）於蘇格蘭格拉斯哥
（Glasgow）舉行前，採取一連串措施， 「讓世界走向成功」
。

聯合國祕書長古特瑞斯（Antonio Guterres）稱讚拜登為減

碳做出的努力，並呼籲逐步淘汰煤炭能源， 「停止與大自然之
間的戰爭」，並警告人類 「已站在深淵的邊緣」，絕不能再走
錯路。

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稍後則表示，應注重 「人與自然
之間的和諧」，並重申其氣候承諾，包括轉向永續能源、於
2060年前達成淨零排放等，還說中國大陸 「期待與包括美國在
內的國際社會共同合作」。

日本首相菅義偉則宣布，該國已決定 「加碼」，將原本於
2030年前減碳26%的目標，大幅提高為46%，並維持於2050年
前達到零排放。菅義偉同日稍早已在該國氣候會議中提到此目
標，並稱將加速推動對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未來還可能進一步

將2030年減碳目標調整為50%。
BBC環境記者麥格拉斯（Matt McGrath）指出，由於外界

先前多次要求美國訂下減碳50%的目標，而拜登此次設定的50
至 52%還比其略高，將讓許多科學家和關心氣候變遷者感到
「驚喜」。不過鑒於美國國內的政治分歧，其不一定能順利實

現該目標。
而針對中國大陸，麥格拉斯認為習近平雖然沒有做出新的

承諾，但他提到中國大陸將 「嚴格控制火力發電」，暗示其有
意限制煤炭用量。國際能源總署（IEA）先前估計，由於全球
工業在疫情趨緩下逐步復甦，煤炭需求量將大幅上升，其中大
陸將佔全球2021年增長量的一半以上。

佛洛伊德慘死膝下真相差點被掩蓋
翻案推手竟是17歲女高中生

線上氣候峰會展開線上氣候峰會展開
拜登宣布拜登宣布20302030年前碳排減半年前碳排減半

（綜合報導）美國明尼蘇達州非裔男子佛洛伊德2020年5
月在警察攔檢過程中，遭白人警察以膝蓋壓頸超過9分鐘後喪
命，不過警方第一時間的新聞稿卻輕描淡寫，完全沒提跪頸過
程，當晚17歲女高中生佛瑞澤（Darnella Frazier）拍下的近距
離完整畫面公開後，讓警察局的偵辦方向大翻轉，立即解僱4
名執法過當的警察，佛瑞澤堪稱此案 「翻盤」的關鍵人物。

2020 年5月25日晚間，佛洛伊德（George Floyd）在警方
攔查過程中遭白人警官蕭文（Derek Chauvin）壓頸後喪命，引
發全美、乃至全世界的反種族歧視抗意浪潮，蕭文20日遭陪審
團宣判三級、二級謀殺罪和二級過失殺人罪等三項指控全部有
罪，恐坐牢數十年，判決結果讓許多美國人喜極而泣，認為正
義終於獲得伸張。

不過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報導，明尼阿波利斯市
警察局案發當晚發布的第一篇新聞稿內容輕描淡寫，隻字未提

警察壓頸等重要過程，似有透過公然遺漏來掩蓋真相之嫌。
警方第一篇新聞稿約200字，標題為 「男子在與警方互動

過程中因醫療事故喪生」，內容大概指出，2名員警抵達現場
、找到了嫌疑人，年約40多歲的嫌犯坐在車裡，警方命令他下
車，他下車後用身體抵抗警方，不過警方仍能為他戴上手銬，
並且注意到他有精神問題，警方呼叫救護車，將男子送至醫院
，男子到院不久後喪命。

CNN指出，這篇新聞稿內容全是事實，包括案發當下佛
洛伊德確實有使用毒品，他也有用身體抵抗警方，警方確實也
沒有使用手槍等 「武器」，不過通篇來看，卻有誤導外界之虞
，而且掩蓋了警察在案件中扮演的角色，也沒提到警方在一開
始的時候就已經為佛洛伊德上銬，混淆事件發生時序，更重要
的是，通篇未提蕭文以膝蓋壓頸佛洛伊德長達9分29秒，也未
提到佛洛伊德在失去意識前不斷呼喊 「無法呼吸」。

警方第一篇新聞稿似有誤導外界之嫌，好在案發當時17歲
女高中生佛瑞澤用手機近距離錄下佛洛伊德倒在地上、警方持
續壓頸的畫面，她當天將影片公布上網，加上其他路人拍下的
畫面，才讓全世界有機會看到事件全貌。

佛瑞澤的影片徹底改變明尼阿波利斯市警察局對這起案件
的懲處方式，明市警察局長亞拉當杜（Medaria Arradondo）一
開始就通知明州刑事偵查局（Minnesota Bureau of Criminal Ap-
prehension）展開調查，不過當天調出街道監視器時並沒有看到
關鍵畫面，一直到當天深夜看到佛瑞澤的影片，他隔天立即開
除包括蕭文在內等4名涉案員警。

CNN指出，要不是佛瑞澤的影片，搞不好蕭文現在還在
當警察，佛洛伊德的姑姑哈蕾森（Angela Harrellson）表示，多
虧佛瑞澤，佛洛伊德可能只是淪為 「另一名被警察殺死的黑人
罷了」。



AA66亞洲時局
星期五       2021年4月23日       Friday, April 23, 2021

台灣新聞

（中央社）桃園市為長期培育韻律體操選手，將武漢
國中納入韻律體操重點發展學校，市長鄭文燦22日到武漢
國中視察，大讚台灣媳婦瑞莎帶領孩子們練習非常認真，
也期盼台灣韻律體操選手有機會站上奧運舞台。

瑞莎多年前在1場韻律體操賽事中，發現來自龍潭的
學生們表現相當不錯，無意中跟龍潭國中的教練聊天，才
知道原來當地有不少學校正培育體操選手，由於瑞莎原就
是體操選手，拿到公民身分的她也想為台灣孩子付出，於
是想用體操專業來栽培孩子。正好武漢國中有適合的場地
，就成立瑞星韻律體操協會。

龍潭區是桃園市韻律體操發展的重鎮，如雙龍國小、
武漢國小、龍潭國小、龍潭國中及龍潭高中等學校都有相
關課程。 「瑞莎很認真！」欣賞完學員們的演出後，鄭文

燦大讚台灣媳婦瑞莎用心帶領陪伴孩子練習，原烏克蘭籍
體操選手瑞莎自2018年起協助培育台灣韻律體操選手，去
年成立瑞星韻律體操協會，並帶隊參加 「LA lights 2020錦
標賽」，獲得1金3銅佳績，也在台北舉辦2021瑞星盃韻
律體操大獎賽，提供體操選手表現舞台。

目前接受瑞莎教練培訓的學生中有不少人表現優秀，
其中國立體育大學熊怡慧及武漢國小林羽潔兩人曾分別獲
得2019年全大運韻律體操第2名，及2020年全國賽韻律體
操第2名。為了讓這些選手接受更具國際視野的訓練課程
，瑞莎也特別聘請2位俄羅斯籍教練，及前菲律賓國家隊
總教練來武漢國中協助專業訓練及指導。

台灣媳婦瑞莎培育選手
鄭文燦讚超用心

彰化產婆文物展
百歲嬤憶接生驚險

（中央社）自古女子生產便是與生命拔河
的驚險歷程，過去沒有正規接生制度，直到
1907年才開啟正式執照，產婆學成了一門需受
過專門訓練的職業。鹿港街長宿舍 22 日舉辦
「產婆剪影」文物展出，103歲黃蔡寬、98歲陳

玉霞現身說法，憶起接生無數小生命，現在也
都7、80歲了。

1907 有了第 1 個以台灣婦女為對象的助產
婦講習生規程，鹿港文史工作者施淑鈴寫碩士
論文，投入研究，訪談無數產婆，22日起在鹿

港街長宿舍展出產婆證
照、產婆出診箱中用品
等文務。

施淑鈴說，新式產
婆除提升自己經濟能力
，也讓威脅婦女生命的

生產過程趨於平安，專業形象贏得敬重，還有
人站上政治舞台，堪稱台灣現代女性先行者。

103 歲黃蔡寬身體還很硬朗，產婆當了 40
年，印象最深是1949年八七水災時，冒著傾盆
大雨搭計程車趕去接生，車子駛不過，還徒步

涉水及胸，一路險象環生，趕到時婦人產下小
娃娃，接手後續處理，心裡才鬆了一口氣，還
好母子都平安。

鹿港98歲的陳玉霞未婚時就考取產婆證照
，曾到九龍半島日本陸軍醫院服務，看到用過
的文物展出，感動地說 「今天是最光榮的一天
」。

鹿港鎮長許志宏說，這些產婆人用雙手迎
接瓜瓜墜地第一聲，也迎接了新時代和自己的
人生，轉眼間她們接生的孩子已當阿公、阿媽
和阿祖了，這次展覽生讓人感到特別溫馨。

竹市模範勞工 龍澐翔抓漏助抗旱
（中央社）新竹市今年共選拔216位模範勞工，24日將在市

府綜合大禮堂舉行頒獎典禮，市長林智堅22日與獲選全國模範
勞工的周普天、市模範勞工龍澐翔及趙力勤會面，並頒發獎狀。
苗栗縣長徐耀昌則接見全國模範勞工范美玲，並恭賀她是苗栗之
光。

新竹市模範勞工龍澐翔為台水公司的 「抓漏職人」，是這次
乾旱北水南調工程的靈魂人物之一，林智堅對目前台灣出現的旱
象，特別詢問龍澐翔工作37年來，是否第一次遇到這樣的狀況
？龍坦言水情的確很嚴峻，大家都繃緊神經應對。

61歲龍澐翔在台水公司負責自來水檢測漏業務，以高科技儀
器監測掌管各區地下水管線狀況，只要水壓不正常、供水異常或
無水狀況，即與團隊不分晝夜前往檢修，去年與工研院材化所研
發 「檢測漏精進技術」，透過收音與電腦分析技術運用在竹南、
竹北等地，以穩定區域供水。

在北水南調工程中，龍澐翔的團隊更在管線架設 「超音波流
量計」，監測每天送水量確實到達20萬噸，如發現某處異常都
需立即前往檢修，確保供水穩定，可說是在現今嚴峻旱象守護大
新竹地區用水的要角。

榮獲全國模範勞工的周普天是計程車司機，30多年來常見道
路事故，義不容辭協助救援，投身義消志工、民防也加入新竹市
救難協會，曾參與過1998年新竹國華空難和大園空難救災，見
過各種場面的他說，只希望能發揮一己之長幫助更多人。

榮獲模範庇護員工的趙力勤，2009年進入喜憨兒烘焙餐廳，
克服身心障礙，成為獨當一面的餐點師傅，她最拿手的料理是鮮
蝦手卷及龍蝦沙拉，希望自己可以越來越好，透過努力獨立賺錢
養活自己。

聯合國人權專家對日本決定排放核廢水入海“深感失望”

綜合報導 三位聯合國人權專家發表

聯合聲明，對日本將福島核電站的核廢

水排放到海洋的決定“深感失望”，指

出此舉可能影響太平洋地區數百萬人。

聯合國有毒物質和人權問題特別報

告員馬科斯· 奧雷拉納( Marcos Orellana)

、食物權問題特別報告員法赫裏(Mi-

chael Fakhri)、人權與環境問題特別報告

員戴維· 博伊德(David Boyd)在聲明中表

示，向海洋排放一百多萬噸核廢水，

“對日本境內外的有關人口充分享有的

人權構成了很大風險。”

聲明說，關於這種排放對人口和環

境可能造成的影響，此前多方曾發出警

告。鑒於此，日本政府的決定非常令人

擔憂。聯合國獨立專家曾先後五次致函

日本政府，表達對福島核電站災後影響

的擔憂；當地漁民社區、非政府環境組

織、鄰國以及民間社會對此也一直保持

關註和討論。聲明強調，相關領域專家

認為其他替代解決方案是可行的，因此

日本這一決定特別令人感到失望。

聲明稱，聯合國專家們向日本政府

表達關切，指出向太平洋排放含有放射

性元素的廢水對人類健康和環境造成潛

在威脅。水中可能含有大量的放射性碳

14以及其他放射性同位素，包括鍶-90和

氚。所謂“高級液體處理系統”( Ad-

vanced Liquid Processing System，

ALPS)不能完全消除核電站大多數廢水中

的放射性物質。

聲明說，盡管日本方面稱氚含量非

常低時不會對人類健康構成威脅，但科

學家警告說，水中的氚會與其他分子進

行有機結合，通過食物鏈轉移，從而影

響植物、魚類和人類。氚的放射性危害

被低估，並可能對人類和環境構成持續

100多年的風險。三位人權專家提醒日本

應履行防止有害物質泄露的國際義務，

對排放的核廢水進行風險評估，防止跨

界環境損害並保護海洋環境。

聯合國特別報告員和獨立專家由人

權理事會任命，以個人身份獨立開展工

作，最長任期六年。他們不是聯合國雇

員，也不在聯合國領取薪水。

疫情擴散東京奧運咋辦？菅義偉：竭力遏制新冠
日本新增新冠確診病例再次超

過4000例，累計確診超52萬例。

疫情持續蔓延引發外界對東京奧運

準備情況的擔憂。當天，日本首相

菅義偉表示，政府將在舉行東京奧

運會前，“竭盡全力”遏制新冠病

毒傳播。

【菅義偉：將在舉辦奧運會前
竭力遏制疫情】

據路透社報道，菅義偉是在同

美國總統拜登舉行峰會前在首相官

邸對記者表示，“政府的立場沒有

改變，在我們即將舉辦奧運會之際

，要竭盡全力遏制病毒傳播。”

報道稱，他回避了一位記者有

關是否可能取消奧運會的問題。15

日稍早，日本共同社報道稱，執政

黨自民黨幹事長二階俊博表示，若

新冠疫情進一步蔓延，那麼“取消

奧運會是一個選項”。

此後不久，二階俊博就自身發

言，又發表解釋文件稱，作為自民

黨，為舉辦安全安心的奧運提供切

實支持(的立場)不變”，強調正真

的意圖在於成功舉辦。官房長官加

藤勝信在記者會上指出二階的意思

就是文件中所說的那些內容，表示

“將繼續以安全、安心為最優先，

推進準備工作”。

【日本連續兩天新增新冠確診
超4000例】

繼14日之後，日本新增新冠確

診病例15日再次超過4000例。這是

日本3月22日解除緊急狀態以來，

單日確診新冠病例最多的一天。

日本廣播協會電視臺統計顯

示，截至當地時間 15 日 20 時 30

分，日本當天新增新冠確診病例

4571例，累計確診521581例；新增

死亡35例，累計死亡9546例。

日本共同社稱，有意見認為，

變異毒株蔓延和年輕人感染增多產

生了影響。鑒於疫情擴大，日本政

府15日基本決定對埼玉、千葉、

神奈川、愛知4縣追加適用基於修

改後的特別措施法的“防止蔓延等

重點措施”。16日將在對策總部會

議上正式決定。屆時，對象將從東

京、大阪、兵庫等6都府縣擴大至

10都府縣。

韓國會議員李介昊確診感染新冠

為現任議員首例
綜合報導 據韓國國際廣播電臺(KBS)報道，韓國共同民主黨議員李介

昊確診感染新冠病毒，成為首例確診的現任國會議員。

據韓國國會消息，李介昊的隨行秘書被確診感染新冠病毒後，他被列

為密切接觸者，並於當天上午進行病毒檢測，結果呈陽性。

在與李介昊進行過接觸的人士當中，議員魏聖坤當天檢測結果呈陰性

，另一議員李源澤即將接受病毒檢測。

報道稱，國會事務處當晚召開緊急災難對策本部會議，就出現確診病例

的對策進行了討論。

共同民主黨發言人許榮表示，預定於17日舉行的共同民主黨國會代

表選舉，將在遵守防疫守則的情況下按計劃進行，因居家隔離而無法參與

議員大會的人士將進行在線投票。共同民主黨將與有關當局保持合作，徹

底進行流行病學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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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Game

End Validations 
Date

2257
Lucky No. 13          

Overall Odds are 1 in 4.33
$2 4/9/21 10/6/21

2060
Weekly Grand         

Overall Odds are 1 in 3.95
$2 4/11/21 10/8/21

2259
7-11-21®            

Overall Odds are 1 in 4.87
$1 4/14/21 10/11/21

2245
Million Dollar Loteria            

Overall Odds are 1 in 3.27
$20 4/14/21 10/11/21

2254
$500,000 Extreme Cash        
Overall Odds are 1 in 3.75

$10 4/22/21 10/19/21

2252
$5,000 Extreme Cash          

Overall Odds are 1 in 4.98
$1 4/25/21 10/22/21

2219
Mega 7s          

Overall Odds are 1 in 3.05
$20 4/29/21 10/26/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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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你截停咗佢哋（路人）就
成功一半，當佢哋聽聽吓開始猶
豫，或者糾結，咁就可能成功埋另
一半，呢個時間你要把握時機提出
捐款。”一名老練的組員教路說，
這個時候被截停的途人是“獵
物”，必須打心理戰，把捐款金額
最細化，把捐款作用最大化，一步
步將對方馴服，比如問“獵物”：
“一日幾蚊，一個麵包一支水嘅價
錢，就能夠幫到無數貧困學童，何
樂而不為？你會否考慮呢？”或者
說：“一日少呢幾蚊真係影響到你
嘅生活質素嗎？一日食少兩支煙，
幫到人又對自己好，何樂而不
為？”
成功氹掂對方開單後，才是戲

肉，要盡一切辦法提高捐款額。捐
款員在每月捐款申請表格上登記對
方的個人資料、信用卡或提款卡號
碼後，在捐款金額一欄留白，待市
民確認簽名後再次發動進一步攻
勢，“先生/小姐，你會唔會考慮捐
多一啲，如果捐多100元，便可以幫
助多一個家庭，為貧困
兒童提供更多機
會。”極力游說
對方加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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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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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款員除了要學會觀人於微，
開場白是第二個關鍵。一般而言，籌
款員的開場白分兩類，分別是單刀直
入和簽名形式。所謂“單刀直入”，
即是直接詢問市民“先生/小姐做啲
善事啦，幫吓貧困山區小朋友，支持
吓我哋機構喇。”這類開場白通常用
在男途人身上，有經驗的組員解釋：
“通常男人肯停落嚟聽你講嘢，捐款
機會就比較大了，不妨直接點。”
不過，面對女途人就要多玩花

樣，可以用“小姐你好，幫手簽個名
鼓勵吓（支持）貧困兒童喇，寫個加
油、畫個愛心就得喇”這類開場白。
組員解釋，單刀直入問女途人捐錢會
把她們嚇跑，“要婉轉一啲打開話匣
子，等佢哋簽名或畫畫後先講我哋為
貧困人士籌款，就無咁突兀。”然後
主打悲情牌，將受助對象的生活描述
得足夠悽慘是游說重點，例如“小姐
你知唔知佢哋真係好慘，飲水、食
嘢、讀書都成問題，你一日幾蚊真係
可以幫到佢哋好多。”
此外，組長教路如果發現途人

禮貌地婉拒籌款員的搭訕，也要繼續
緊隨其後不斷追問，“這些途人應該
有修養，你追落去，用誠意好可能打
動到佢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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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鐘要截6個人
“邊個似水魚就劏邊個”

為揭開籌款中介的神秘面紗，香港文匯報記者近期深入中介公司臥底體驗籌款員的工作，最大感

受是人來人往的街頭上，要截住路人停下步伐絕不容易，要埋沒良心謊稱自己是志願機構的義工是

難，要狠下心劏客更是難，但在組長高壓式管理下，籌款員被要求每分鐘最少截住6名市民推銷捐款計

劃。開單是王道，為免全組業績下滑，組長更傾囊相授劏客三招：專揀年過50的女士，

以及20歲至40歲男士劏；開場白打悲情牌，吸引路人同情捐款；最後是遮蓋捐款表格上

的最低捐款額，盡量氹客多捐幾百元（港元，下同）。 ●圖/文：香港文匯報專題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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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介公司當籌款員是宰客的
“刀手”，但香港文匯報臥底記
者本就不是口甜舌滑，氹客時更
無法狠下心腸謊稱：“你們捐的
一分一毫都會用嚟幫山區兒
童。”因此記者初入行當籌款員
碰到不少釘子、吃過不少苦頭，
印象最深刻的是有天運氣十分
差，全天雙腳無間斷在街頭奔走
拉客也食白果。

組長：唔識睇相就漁翁撒網
無單開的日子，組長總會給

面色，還夾雜着冷言冷語，給記者
巨大心理壓力。情況持續不久後，
組長為免記者“坐沉船”連累全組
業績倒退，唯有慷慨傳授絕門的劏
客秘笈：“你必須學識點樣睇人，
邊啲似水魚就搵呢啲人問。”他還
過兩招稱：“雖然大家都戴着口
罩，但可以從眉目中觀察，眉頭緊
鎖的人一般唔會捐款，可以直接放
棄。四處張望、眼神游移不定代表
呢啲人可能唔趕時間，有機會成功
攔截；若目光堅定或低頭步行，代
表佢哋趕路或者有嘢諗，唔會截得
停。”

組長指，“水魚”也有年齡之
分，一般而言50歲以上的女性較
有善心，向她們埋手成功開單的
機會較大；男性“水魚”則多數
是20歲至40歲。組長又教路：
“你初入行唔識睇相的話，就辛

苦啲，唔理三七廿一，漁翁撒網
式見人就截，機會才更大。”

男士愈入世未深愈容易落疊
記者雖然不贊同籌款中介的

募捐手法，但姑且將組長的劏客
秘笈當“社會實驗”。記者遂根
據秘笈招數觀人於微，果真發現
奏效，成功氹到開單的捐款者，
女的大多數是中年人，尤其當記
者截停後介紹山區兒童的困境
時，這些女士也有同理心，有些
更表示自己兒時也經歷過家境清
貧，三餐不繼的滋味，顯然成長
背景牽動她們的共鳴，紛紛認
捐。
至於男士們，記者發現愈是入

世未深，愈容易落疊。有次記者截
停一名男大學生介紹一項山區學童
助學計劃，男生雖然未投入社會、
沒有收入來源，但卻很爽快答應每
月捐款120元。記者遂好奇問：
“家人唔反對你每月捐錢嗎？”男
生輕描淡寫說：“120蚊啫，每日
慳幾蚊一個月就慳到120蚊。”
從男生的說法，可見籌款中

介設定最低捐款額時也經過一番
盤算，使不同經濟能力的港人也
視這120元“濕濕碎”，有人更認
為區區百餘元便可以參與扶貧項
目，是功德無量、十分有意義，
惟他們卻不知道這些善款是給中
介自肥。

大打悲情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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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捐款的市民有男女之肯捐款的市民有男女之
分分，，通常後生仔及中年婦女通常後生仔及中年婦女
較易中計較易中計。。

●●有籌款員以身有籌款員以身
攔截路人攔截路人，，之後之後
連停泊路邊的車連停泊路邊的車
輛也不放過輛也不放過，，

十分搏命十分搏命。。

● 籌款員開單
時通常不會先寫下
捐款金額，待捐款者
簽名後，會嘗試游說
加碼。

掃碼看片

籌款組長傳授
劏
客

秘
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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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種後再染疫 症狀輕病程短
中疾控報告：西安檢驗師打兩針後染英國變種病毒 幾乎無傳染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

京報道）今年3月18日，西安報告一

名曾接種過兩針新冠疫苗的檢驗師被

確診為新冠肺炎，引發各界關注。

《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周報》日前發表針對上述病例的調查報告，顯示其

感染原因是在發病前5天可能暴露於攜帶有英國變異病毒環境條件中。報告

認為，接種新冠疫苗使得病例的臨床症狀較輕、病程短暫、病毒載量較低幾

乎沒有傳染性。這也同時提醒醫務人員，即使在接種疫苗後，在新冠肺炎患

者救治過程中仍需按規定進行適當的個人防護。

報告稱，該名女性檢驗師分別在2020年
12月30日、2021年1月20日接種兩

針國藥北京研製的新冠滅活疫苗。3月18
日確診當日，檢驗師體溫37.9℃，咳嗽頭
痛，但沒有呼吸困難或呼吸急促，臨床症
狀較輕。3月19日，最高體溫為37.2℃，咳
嗽略有加重，嗅覺輕微下降。3月20日，
體溫正常，嗅覺有所改善，次日起症狀消
失。整個病程中她的血氧飽和度處於正常
水平，未進行吸氧。4月9日，康復出院。

處入境人員檢測高危環境
流行病學調查，該檢驗師很可能是在3

月12日為2例新冠境外輸入（從烏茲別克
斯坦回國）病例採集咽拭子時感染。病毒
檢測證實，3月12日這兩名境外人員體內
的病毒載量很高，為新冠病毒英國變異株
（B.1.1.7）。當天，該檢驗師先後為兩位
患者採集了兩個鼻咽拭子和一個口咽拭
子，這是一個高風險的操作過程。患者可
能會出現打噴嚏或乾嘔，從而短時間內排
出高濃度的新冠病毒。同時，這位檢驗師
患有慢性鼻炎，習慣用嘴呼吸，這會增加
吸入病毒的風險。有研究發現，過敏性鼻
炎和哮喘對新冠病毒感染的易感性風險更
大。

30位接種同組同事無染疫
報告稱，在完成新冠疫苗2劑次接種

14天後，包括檢驗師在內的當地31名醫護
人員均呈現血清新冠抗體陽轉，特別是該
檢驗人員發病2天後的血清抗體滴度極高，
說明疫苗免疫有效。檢驗師發病後，33名
同一醫療小組的同事立即被轉移到另一家
定點醫院進行隔離觀察。3月17日至3月19
日進行的三次連續qRT-PCR檢測均為陰
性，無發燒或其他不適。其中30位為完成
兩劑次疫苗接種的醫護人員，新冠抗體呈
陽性反應。

報告指出，沒有一種疫苗是100%有
效，除個體差異、疫苗轉運接種過程的技
術原因外，高危暴露是疫苗保護失敗的重
要原因。一項新冠疫苗III期臨床試驗也表
明，與普通社區人群相比，新冠疫苗在新
冠肺炎病人救治的醫護人員保護率較低。
從該檢驗師的臨床過程來看，其症狀輕、
病程短，這極大可能是得益於新冠疫苗接
種。

內地接種破2億劑次
中國國家衞健委21日發布的最新消息

顯示，內地新冠疫苗接種21日正式突破
2億劑次，重點地區和重點人群的接
種工作總體進展順利，目前內地醫務
人員的接種率已經超過80%。針對各地
有民眾反映第二劑次預約難問題，官方強
調，國家為各省份調配供應疫苗時，已充
分考慮如期接種第二劑次的需求量。各地
要做好精準調配，確保第二劑次接種在8周
內完成，避免出現“打了上針沒有下針”
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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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京報道）針對台陸
委會主委邱太三20日接受專訪時的涉兩岸關係言論，
國台辦新聞發言人馬曉光21日回應指出，民進黨當局
的有關言論繼續歪曲否定“九二共識”，充分暴露民
進黨當局堅持謀“獨”立場，根本沒有改善兩岸關係
的誠意，企圖推卸破壞兩岸關係的責任，混淆視聽，
欺騙島內民眾和國際社會。他強調，歷史已多次證
明，是否認同“九二共識”是檢驗一切諒解與善意的
“試金石”。“民進黨當局顛倒黑白，欺世惑眾是行
不通的。”

以共識之名否定共識之實
邱太三20日在接受台媒採訪時聲稱，在1993年

的“汪辜會談”中並沒有提到“九二共識”，直到
2000年，前台灣陸委會主委蘇起才創造出“九二共
識”這個名詞。馬曉光回應表示，“九二共識”體現
了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歷史事實和法理基礎，是改善
和發展兩岸關係的最大公約數。在共識中，雙方都表

明了堅持一個中國原則、追求國家統一的態度。對於
一個中國的政治涵義，雙方做了擱置爭議的處理。他
指出，“九二共識”是雙方平等協商、運用政治智慧
達成的，其核心要義是兩岸同屬一中、共同謀求統
一，這是見諸雙方文字的、不容否認的事實。

馬曉光續指，有了1992 年雙方達成的共識，即
“九二共識”，才有了“汪辜會談”，才有了兩岸23
項協議的簽署。他強調，民進黨當局以共識之名否定共
識之實，是典型的詭辯話術。他強調，歷史已多次證
明，是否認同“九二共識”是檢驗一切諒解與善意的
“試金石”。民進黨及其當局把“九二共識”當作制約
他們謀“獨”行徑的眼中釘、肉中刺，一方面否定“九
二共識”，另一方面編造所謂善意，是行不通的。

馬曉光強調，大陸在“九二共識”共同政治基礎
上推進兩岸協商談判，推進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立場沒
有任何改變。民進黨當局只有真正拿出誠意，採取實際
行動，停止謀“獨”挑釁，回到“九二共識”上來，兩
岸關係才能和平穩定發展。

國台辦：民進黨歪曲“九二共識”混淆視聽行不通

●中疾控報告認為，接種新冠疫苗使得病例的臨床症狀較輕、病程短暫、病毒載量較低幾乎沒有傳染性。圖為
4月19日在上海居住的台胞“開打”新冠疫苗，進行預檢和登記。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21日中國國務
院聯防聯控機制就新冠疫苗接種有關情況舉行發布
會。當被問及如何評價“大規模新冠疫苗接種加速
病毒變異”這一說法時，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科研
攻關組疫苗研發專班專家組成員邵一鳴表示，這缺
乏科學依據。

國外有媒體報道稱，全球大規模推廣新冠疫苗接
種可能會促使病毒加速變異，發生病毒免疫逃逸反
應，從而導致新冠病毒感染性更強、毒性更大，且無
有效應對辦法。

會上邵一鳴對此回應稱，這種說法應該是缺乏科
學根據的。“病毒變異是個永恒的主題，特別是
mRNA病毒，它的變異基礎就是病毒會持續複製。作
為新冠這種急性傳染病，整個病程就幾周，要想持續複
製，必須要從感染者循環、不斷地傳給易感者，就是要
流行，不流行就沒有機會複製，然後就傳播不下去。”

邵一鳴表示，從這個意義上看，要阻斷流行就需
要兩大措施，即公共衞生措施和使用疫苗。“疫苗可
以阻斷病毒傳播，病毒在不傳播時就不能複製，不能
複製就不會產生更多變異株，這種情況下，疫苗是絕
對起到正向作用，不會促進更多變異株出現。”

他進一步解釋說，即使沒有疫苗，病毒感染人體

後，免疫系統會產生對病毒的免疫壓力，因此會導致
變異株出現；但如果事先打了疫苗，那麼就具備基礎
的免疫力，病毒再進來後就會大量地把病毒壓制下
去，產生更強的免疫反應，病毒複製更少，變異的機
會也更少。

“通過疫苗大面積推廣，我們還是可以為未來的
病毒發生變異爭取到時間，使得我們的企業及研發機
構能針對變異的出現，研究新一代針對變異株的疫
苗。”邵一鳴稱，疫苗是絕對可以阻止變異株出現，
而不是促進它的出現。

大規模接種加速病毒變異？
專家：疫苗絕對阻止變異株出現

●●44月月1919日台胞黃女士在上海中醫藥大學附屬日台胞黃女士在上海中醫藥大學附屬
光華醫院接種新冠疫苗光華醫院接種新冠疫苗。。 新華社新華社

中國疫苗資訊速遞
專家：智利研究數據證科興疫苗非常有效
●智利衞生部上周發表科興新冠疫苗保護效
果真實世界研究，顯示該疫苗預防保護率
為67%、預防死亡率為80%。科研攻關
組疫苗研發專班專家組成員邵一鳴就此表
示，這一數據進一步說明，國產疫苗是非
常有效的，既能預防感染，也能非常高效
地預防住院、重症和死亡。在這種情況
下，疫苗就可以使得醫療資源能夠不被擠
兌，即使感染，也能夠很快恢復，能夠挽
救大量生命，是非常好的結果。

●邵一鳴表示，疫苗臨床試驗有大量數據，
智利發布的數據已超過千萬人，是目前最
大的而且數據最完整的，是在全國的免疫
接種運動當中產生這樣的研究數據，這一
研究非常重要。他認為，智利發布的數
據，進一步說明科興疫苗是非常有效的。
對於智利感染人數還在持續上升，疫情屢
創新高的情況下，這一研究是非常好的消
息。

康希諾接種百萬 未報告血栓反應
●外國研究顯示，阿斯利康疫苗、強生疫苗
均出現接種後血栓形成的情況，這令各界
高度關注腺病毒載體疫苗的安全性問題。
邵一鳴表示，疫苗接種後形成血栓是極罕
見事件，其發生在不同年齡組的人群是有
差異的。中國對此亦非常重視，採用腺病
毒載體路線的康希諾疫苗目前接種約百萬
人，還沒有觀察到類似的報告。

●邵一鳴表示，安全性是疫苗首要考慮的問
題。歐盟藥監部門通過幾次會議確認，血

栓跟疫苗接種確實有關，美國的藥監
系統和CDC也作出了暫停強生公司
同樣使用腺病毒載體疫苗的決定。他
認為，血栓的發生是極為罕見的事
件，它的發生率大概是20萬到百萬

分之一。其發生在不同年齡組的
人群是有差異的，所以考慮到疫
苗的效益風險比，越老的人感染
風險越高，接種的效益風險比
就越大。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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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中小企京東開網店獲補貼
全球售新計劃升級扶持政策 助優質港貨拓市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玨北京報道

出口跨境電商

已成為中國外貿的一股

重要力量。為全面助力

中國品牌出海，京東旗

下面向全球消費者的電商平台——京東全

球售繼去年首次推出“京”動全球計劃

後，近期再啟“京”動全球計劃2.0，將

進一步升級對商家的扶持政策，推動海量

優質商品賣到港澳台及海外。香港文匯報

記者了解到，來自香港的商家也可以在平

台上開網店當老闆，享受“一站通全球、

京東自營、直接簽約和本地開店”等扶持

政策。中小商家還能申請四大出海補貼：

包括0元（人民幣，下同）入駐綠色通

道、免平台使用費、佣金扣點低至2%，

以及低至5,000元的質保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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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進一步助力中國商家面向全球消費者輸出
海量優質商品，京東旗下京東全球售近期

啟動“京”動全球計劃 2.0，在供應鏈賦能、平
台賦能、營銷賦能、商家賦能、中小商家優惠五
個方向進行了全面升級，為商家提供四大出海解
決方案：一站通全球、京東自營、直接簽約和本
地開店。

全程有專人1V1助開店操作
京東全球售有關人士向香港文匯報介紹，

本次招商實行邀約制，重點招商品類包括時尚
（男女裝、鞋靴、箱包、運動戶外）、居家
（家紡、家居日用、鐘錶、傢具、家裝建
材）、消費品（休閒食品、母嬰、玩具）以及
3C電子（手機通訊、電腦數碼、家電）等。另
外，香港的商家也可以在平台上開網店當老

闆，有意向及有實力的商家可將企業基礎信息
及入駐資料統一發送至jdcrossborder@jd.com，
經邀約溝通及批准入駐後，開店全程有招商經
理1V1幫助開店操作。

京東全球售將在商家關心的前台、運營、流
量、金融等方面提供全方位支持，通過不斷提供
店舖運營培訓、提供在線線下渠道拓展推廣方案
並根據商家的需求定製本地化在線線下推廣及運
營服務。其中包括香港商家在內的入駐中小商家
還享受出海補貼：包括 0 元入駐綠色通道、免平
台使用費、佣金扣點低至 2%，以及低至5,000元
的質保金。

開通跨境集運 優惠港消費者
據悉，為滿足海外及香港消費者更加多樣化

的需求，京東全球售近期還開通了跨境集運，消

費者購買自營商品或來自第三方賣家的商品後，
可一起發貨至集運倉後由第三方集運商統一發往
境外收貨地址。香港消費者可在平台領取集運
券，享受首公斤最低一元的優惠。

此外，京東全球售還持續優化平台體驗，針
對香港用戶的閱讀習慣，提供繁體版的本地化內
容展示；不斷優化線下自提功能和全球用戶的下
單流程，為本地消費者購物提供便利，並聯手香
港聯通、八達通共同為香港消費者推出多種生活
化促銷服務。

據海關總署披露的數據，2020年中國跨境電
商出口同比增長了40.1%，增速超過一般貿易和
加工貿易，中國已成為全球最主要的跨境電商市
場。京東集團的數據顯示，京東全球售其中貢獻
了重要力量，去年海外華人業務銷售額同比增長
了251%。

●京東全球售近期再啟“京”動全球計劃2.0，將進一步升級對商家
的扶持政策，香港中小企也可在平台開網店並可申請補貼。

官方網頁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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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車玲玲澳門
報道）一間間設備齊全的直播間內，主
播在線直播各式澳門手信、文創產品。
展示產品、點擊上架、物流發貨，現在
只要坐在家中動動手指就能買到正宗的
澳門產品，這個系統完整的電商機構已
在澳門出現。這就是澳門首家集專業直
播與培訓於一身的創新型電商服務平
台——澳門直播基地。

發揮“雙循環”優勢 添增長點
澳門直播基地21日舉行開業和授

牌儀式，該平台由萬國控股集團聯同澳
門買手發展有限公司，與阿里巴巴攜手
打造，透過阿里巴巴旗下國際電商平台
以直播帶貨模式助力澳門中小企開拓內
地電商市場，發揮澳門暢通“雙循環”
優勢，將優質產品和服務“引進來”、
“走出去”，開闢更多經濟新增長點，
推動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

萬國控股集團董事長劉雅煌表
示，澳門直播基地填補了澳門網絡
“直播+”市場的空白，希望把本土優
質產品和服務向國內外宣傳推廣的同
時，又能藉助淘寶全球購及澳門作為
中葡商貿合作服務平台的資源渠道優
勢，將優秀的國貨帶到世界的舞台，
從而助力澳門傳統產業轉型升級。

淘寶全球購總監樓建濤希望依託
淘寶直播基地搭建澳門特區直播生態
圈，在多個環節上投入更多直播培
訓、線上流量和政府政策等資源，從
而達到幫助澳門更多企業實現直播電
商轉型。

澳門直播基地CEO朱小娟介紹，
澳門直播基地可以同時容納五十多名
主播共同線上直播。

澳門中聯辦經濟部副部長左祥
華、澳門經濟及科技發展局局長戴建
業等多位澳門政府官員和業界代表出
席活動。

●“澳門直播基地”剪綵儀式。 車玲玲 攝

神 州 大 地 ●責任編輯：周文超 2021年4月22日（星期三）2

“這種黑小麥做出來的饅頭吃起來特別甜，作為西農學

子我們感到特別的驕傲和自豪！”4月20日是西北農林科技

大學建校87周年的日子，當日中午，在該校食堂取餐處，學

生們早早便排起了長隊，只為能早一點領到用該校自研小麥

新品“黑大穗”製成的“巧克力饅頭”。而很多學生在領到

饅頭後，往往來不及走到餐桌，便會迫不及待地咬上一口，

臉上瞬間便泛起由心而發的幸福和滿足。“食堂內的陣陣麥

香和不時傳來的歡聲笑語，讓這個中午變得格外美好。美美

地咬上一大口黑饅頭，為母校慶生，為我們西農人點讚。”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陽波 西安報道

據了解，當天舉辦的“品味西農”
科研成果進社區活動，西北農林

科技大學共為師生們準備了2萬餘個
“巧克力饅頭”，而這種饅頭製作採
用的“黑大穗”小麥，正是由該校農
學院教授張正茂和學生團隊自主研發
選育的。

是糧食又是保健食品原料
“‘黑大穗’是彩色小麥的一

種，籽粒紫黑色，粒大粒飽，具有產
量高、抗病性強、品質優等特點，在
陝西關中、河南周口、安徽界首等地
一般畝產 800 斤以上，名列全國彩色
小麥前茅。”據張正茂教授介紹，除
了畝產高，“黑大穗”還有兩個突出
特點。“一方面，它富含花青素，食
用後有利於清除人體體內垃圾；另一
方面，它亦富含人體需要的 17 種氨基
酸和微量元素，特別是鐵、鎂、鋅、
硒這些人體所必需的營養元素，含量
比普通白小麥高出10%，甚至到50%
以上。”張正茂表示，“黑大穗”不

僅是一種糧食作物，同時更是一種優
質的保健食品原料。

冀全國享受“黑”美味
據悉，這種“黑大穗”小麥，特別

適合加工麥苗粉、麥苗汁、爆麥花、黑
小麥茶、黑小麥麵粉及其製品，如餃
子、麵條（掛麵）、包子、饅頭等系列
產品。此次西北農林科技大學用這種小
麥麵粉製成饅頭，因為顏色接近巧克
力，而被大家稱為“巧克力饅頭”。
“請全校吃‘巧克力饅頭’，不僅是希
望與全校共享科研成果。同時也想在建
黨100周年和建校87周年這樣一個美好
時刻，體現我們西農人愛國愛校的情
懷。”
當日中午的“巧克力饅頭”幾乎是

一“搶”而空，有學生表示，今天的饅
頭感覺味道要比一般的饅頭香很多，滋
味也更豐富一些。“我是蘋果育種專業
的，品嚐‘巧克力饅頭’時，能切身感
受到育種過程中的那種辛苦，以及大家
一起分享成果的喜悅。”另有學生表

示，因為這是學校自主培育出來的國產
小麥新品種，所以吃起來特別甜，絲絲
甜味讓人感覺到特別幸福。“希望這種
小麥能迅速推廣，希望全國人民都能享
受到這種‘黑’美味。”
請全校師生共享科研成果福利，

這在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已經不是第一
次了。近年來，該校已先後舉行了新
品大櫻桃、新品西瓜、新品蘋果、新
品獼猴桃、彩色土豆燒牛肉等等活
動，其中的食材全部由該校自主研發
選育。
據介紹，1934年4月20日，國立

西北農林專科學校在陝西楊凌奠基成
立。87年來，一代代西農人腳踏黃土、
情繫三農，只為了能讓中國人把飯碗牢
牢端在自己手中。而新時代的西農育種
人，更是立志想讓中國老百姓，由吃得
飽到吃得好、吃得安全，先後培育出一
系列處於世界前端的小麥、蘋果、馬鈴
薯、獼猴桃等新品，不僅更好地滿足了
民眾對於健康、美味、營養食品的需
求，同時亦有效保障了國家糧食安全。

●●西北農林科西北農林科
技大學全校師技大學全校師
生共嚐生共嚐““巧克巧克
力饅頭力饅頭”。”。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 巧 克 力 饅
頭”當日刷屏西
北農林科技大學
朋友圈。

受訪者供圖

▶西北農林科技
大學農學院教授
張正茂和學生團
隊研發選育黑大
穗新品。

受訪者供圖

●●用該校自研小麥新品用該校自研小麥新品
““黑大穗黑大穗””製成的製成的““巧克巧克
力饅頭力饅頭”。”。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巧克巧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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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海巡署疑似爆發詐領公款弊案，檢調接獲檢舉，
海巡署內有基層單位人員，利用職務之便，不實核銷單據，藉此
詐領公款，經過長期追查，昨天前往基隆海巡隊搜索，帶回8名
以上警職隊員調查，經過漏夜偵訊，並移送地基隆地檢署複訊後
，後續有人無保請回，但仍有隊員仍持續偵訊中。

據了解，調查局昨天兵分多路，突然前往海巡署基隆海巡隊

與幾個單位進行搜索，理由是有隊員不當核銷辦公經費，藉此詐
領公款，甚至有偽造文書嫌疑，至少有8人以上的隊員遭到帶回
約談。

實際上，海巡各基層單位，包括岸巡隊或海巡隊辦公費少得
可憐，常常都還要重瓣人員自掏腰包後進行事後核銷，據了解，
爆發這起事件，就疑似長年以來，隊員或業務承辦人單據核銷時

出了問題。
基隆海巡隊內低調指出，目前在偵查中不便說明，但也強調

應該是誤解的成分較大，目前靜待調查。全案經過檢方漏夜偵訊
，目前大多數隊員均無保請回，但仍有其餘人員仍在復訊中。

（中央社）台北市松山分局督察組一名楊姓教官15
日醉後返回分局時，途中與黑衣人起口角，對方一路窮
追至警局，無視警方尊嚴，在警局內大鬧砸電腦，有警
員不滿高層壓案遂出面爆料。今松山警分局長更親上火
線說明案情，傍晚又再度於分局前舉辦記者會，上演黑
衣人與楊警官的世紀大和解。

據了解，一名基層警員20日將此事匿名投稿於臉
書粉專 「靠北警察」，文中開頭就寫道 「這件事需要大
眾來公審」，接著說 「某教官什麼也不說，直接往分局
逃竄，10名黑衣人因為不滿，直接砸毀值班台的電腦，
值班的警員都滿臉黑人問號，眼看分局近日沒作為，看
來是想壓下來欸」。

內文直指，一個公務機關的電腦被毀損，難道不用

以現行犯逮捕嗎？某教官自己搞的爛攤子丟給派出所，
這些黑衣人拿刀追砍，難道值班警員不會有危險嗎？

爆料內容迅速傳開，在警界內部與網路上鬧得沸沸
揚揚，松山分局更於今日緊急決議，將楊姓教官調離教
官職，改任警備隊；今日晚間5時30時許，松山分局更
罕見於分局門口召開記者會，當大批媒體面前，找來楊
姓警官與改穿白衣的黑衣人，為了黑衣人鬧警局一事，
當眾握手言和、道歉和好。

透過現場畫面可見，分局長說， 「兩位年輕人喝酒
行為失當，並和大家道歉說明」，接著楊警與身穿白衣
的鬧事黑衣人便現身在所有媒體面前握手言和，雙方輕
輕點頭致意，短暫握手幾秒隨即退場。

頭一遭！黑衣人追醉警鬧事
分局門口上演警民握手大和解

（中央社）汽機車改裝排氣管發出轟、轟、轟的噪音相當擾
人，北市現有4套固定式高噪音車輛偵測攝影系統，今年元旦起
執法，其中1套設在仰德大道1段，發揮嚇阻功效卻遭議員劉耀
仁質疑設置地點不當，在地岩山里居民22日前往市議會抗議，
盼議員苦民所苦，還給仰德大道住戶睡眠安寧。劉耀仁對此澄清
，僅要求檢討各行政區設置順序。

陽明山岩山里長鄭小塔昨率10多名居民到議會，眾人高喊
「車快噪音吵死人，聲音照相不能撤」口號，當場秀出高噪車輛

行經影片。

鄭小塔表示，北市環保局設置4套高噪執法系統，今年1至3
月開出1444件罰單，有916件在仰德大道1段，可見噪音嚴重。

里民指出，陽明山在周末夜裡就變身跑山賽車道，仰德大道
1段山腳下的芝山岩派出所附近，正是駕駛瘋狂飆速起點，成為
居民夢魘，簡直是苦不堪言，噪音透過山壁產生極大迴音， 「晚
上吵到要吃安眠藥才可入睡。」

鄭小塔說，居民長年飽受跑山車輛噪音困擾，夜不成眠，歷
任里長向市府提案改善，去年盼到市府裝設 「聲音照相」科技執
法設備，居民才獲得一點點安寧，豈料劉耀仁罔顧事實，施壓環

保局拆除聲音照相系統，居民完全無法同意，要求劉實際了解仰
德大道1段車輛噪音擾民問題。

劉耀仁指出，身為民代為民喉舌，與官員針鋒相對實屬自然
，但官員若不認同民代說法，也沒有任何事都照辦的義務，議場
上公開討論或辯論被說成是施壓，對民代並不公平，他僅要求檢
討各行政區設置先後順序。

環保局副局長陳沼舟說，噪音照相系統原本設在上坡處，為
避免上坡車速要較快卻被拍照的爭議，已將設備移至較平緩路段
。

空拍機救災 消防員秀給議員看

仰德大道聲音照相 居民疾呼拆不得

（中央社）空拍機22日盤旋高雄巿議會議事廳，原來是巿
議員陳若翠為了解空拍機如何運用於救災現場，因此由消防員到
場示範1分鐘，消防員事後還透露 「很緊張」，怕紙張亂飛。消
防局指出，目前空拍機有20架，配備在各分隊，

消防局指出，配備在各分隊的20架空拍機，可運用在火場
、救溺等災害現場，從事大空域觀察，必要時裝上麥克風擴音，
可向地面民眾宣導、提醒或向消防員下指令，每次充電可飛30
分鐘，高度約400公尺，最遠距離達8公里。

不過對於陳若翠請消防員在議事廳操作空拍機，民進黨有意
參選巿議員的鄧巧佩發文認為，議事廳的環境有異於實際救災現
場，也不具實務運用的參考性，認為應該尊重消防專業，不要把
辛苦的消防人員當成表演團隊。

巿議員童燕珍昨質詢則提到，日前有事連絡前鎮警分局某派
出所，員警先跟他說所長在跟人講話，留話請所長回電，卻遲等
不到電話，查證才知所長那天休假，接電話的員警也沒通報，甚
至問單位地址，還要她自己Google。

警察局長黃明昭致歉說，同仁的應對很不可取，他會追究。
會後派出所長跟員警到議會向童燕珍致意，童燕珍表示，他沒有
要責備人，也請警局不要追究，只是連民代都遇到這種事，何況
一般民眾，希望員警服勤時能將心比心。

高雄巿議會提前慶祝母親節，舉辦 「慈母愛 萱草情」活動
，4月24日晚上7時邀請市民陪媽媽到文化中心圓形廣場，欣賞
傳統戲劇無敵小生孫翠鳳和明華園家族聯合演出的 「皇上有喜」
，劇情逗趣、寓教於樂，適合闔家觀賞。

疑核銷不實單據詐領公款
調查局搜索基隆海巡隊約談8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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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經濟

2020年全球有聲書市場增長25%

有聲閱讀市場前景廣闊
戴上耳機，讓播講人的聲音流淌；

在娓娓道來的敘述中，獨享一方安靜

天地……越來越多人在收聽有聲書、

播客、廣播劇中放松身心、吸收精神

養料，有聲閱讀也越來越受到市場的

關註。

當前，各類有聲讀物和音頻平臺快

速成長。通過聲音讀書、追劇，正成為

許多人的日常。層出不窮的音頻產品不

斷拓展內容、應用場景及體驗的邊界，

也正改變人們獲取知識、休閑娛樂的方

式。

日益受到歡迎
家住倫敦的娜塔莉· 特萊斯是兩個

孩子的母親，每天早晨送孩子上學途

中，她都會陪伴孩子聽有聲書，“這

是一天開始時聚在一起的一種很好方

式。”解放雙眼與雙手、“一心二

用”、利用碎片化時間……對很多人

來說，有聲讀物是通勤、做飯、運動等

移動場景的好搭檔，讓人可以見縫插針

地隨時“充電”。

德勤咨詢公司近期在一份報告中估

算，2020年全球有聲書市場增長25%，

達35億美元，聽眾約5億人。據艾媒咨

詢公司報告，2016年至2019年，中國有

聲書市場增速持續超過30%。有聲書作

為數字閱讀的延伸，極大提高了受眾對

碎片化時間的利用程度，表現出強大的

市場潛力。

播客，即在線音頻節目也日益受到

歡迎。打開各大播客平臺，深入的對談

、輕松的脫口秀等節目令人目不暇接。

據統計，全球現有約216萬個播客頻道

及近1億集節目。美國全國公共廣播電

臺高級副總裁安雅· 格倫德曼表示：“聽

播客越來越成為人們的一種生活方式。

人們試圖通過播客自學，在孤獨時獲得

陪伴。”

廣播劇的流行，讓許多人可以通過

聲音“追劇”。疫情防控期間，劇院停

業加速了廣播劇的發展。劇作家邁克· 巴

特利特認為，廣播劇十分適合當今時代

，因為聽眾可以“以一對一的方式吸收

文化”。

融入日常生活
在當下有聲讀物市場，智能手機、

平板電腦是最主要的收聽設備。“隨著

智能手表、智能家用音箱和其他聯網設

備的日益普及，有聲讀物比以往任何時

候都更能融入人們的生活。”一家有聲

書網站首席執行官伊恩· 斯莫爾說。

有聲讀物為聽眾提供了“潤物無

聲”的陪伴，以迷人的講述讓人們回到

童年的“故事時間”。“音頻是我們在

進餐、辦公或開車時耳旁的低聲細語。

它並不喧鬧或突兀……它就在耳畔。”

德勤咨詢公司在一份報告中指出。

許多有聲讀物愈加註重提高聽眾的

沈浸感和互動性。“輕輕拉動幼苗的葉

子，或者小心地把食指和拇指放在它們

的莖根部，然後拉動……”在園丁兼小

說家愛麗絲· 文森特創作的實時園藝有聲

書中，作家根據播種、發芽等植物生長

環節為園藝新手提供音頻指導。麥克米

倫出版公司在健康和心理類圖書中加入

了冥想指導練習。這些被稱為“主動有

聲讀物”的新型有聲書是對文本閱讀的

補充，被越來越多地應用於心理、烹飪

等書籍中。

對存在視覺、讀寫障礙的人而言，

有聲讀物架起通向書籍世界的重要橋梁

。一家有聲讀物慈善組織贊助人德瓦爾

的兒子盧克患有誦讀困難癥。得益於有

聲書，盧克可以與同學們一起閱讀青少

年喜愛的書籍。

德勤咨詢公司預測，2025 年播客

市場規模或達 33 億美元，有聲書收

入有望在 2023年超過電子書。阿聯酋

一家播客平臺的首席執行官奇拉格·

德賽認為，隨著經濟復蘇以及播客行

業發展更加標準化，播客將在 2021年

走向主流。

未來發展可期
有聲閱讀潛在的廣闊市場吸引著各

大企業。有的音樂網站成功試水播客

後，立即推出9本經典作品有聲書，並

邀請學者對書籍內容深度解讀。另一家

註重開發新興消費市場的有聲書平臺則

決定提供超過5000本阿拉伯語有聲書，

建成世界上最大的阿拉伯語有聲圖書館

。加納一家軟件公司推出名為“非洲回

聲”的手機應用程序，提供50部譯成多

種非洲語言的有聲作品，傳播非洲文化

與歷史。

傳統出版商、圖書館同樣抓住了有

聲讀物這一數字化轉型的重要機遇。以

色列國家圖書館在其“口袋圖書館”應

用程序中增加了大量有聲讀物，希望在

疫情期間為人們提供更多高質量內容。

韓國有聲內容出版商推出制作精美的有

聲讀物卡，像紙質書一樣擺臺銷售。受

益於電子書和有聲書銷量增長，哈珀· 柯

林斯出版集團的數字圖書銷量同比增長

15%。

展望未來，技術革新將進一步豐富

收聽體驗，讓觀眾“聲”臨其境。一家

音頻產品公司宣布正式投資“雙耳音

頻”，它如同將觀眾置於充滿聲音的空

間，讓他們感覺周圍正在發生的事情。

“聽眾將是‘故事導演’，隨著技術發

展，他們可能會被引入更多交互式音頻

體驗。”美國音頻出版商協會執行董事

米歇爾· 科布說。

同樣可能“改變遊戲規則”的還有

人工智能、文本語音轉換技術。2020年

10月，中文在線通過文本語音轉換技術

，可實現一天單機轉換500萬字內容，

錄制成本節約90%以上。“隨著智能揚

聲器和先進語言處理技術的普及，播客

領域必將實現長足發展。這將為內容策

略和創作提供支持，提高用戶黏性和作

品流行度。”奇宏策略媒體數字部門負

責人艾米莉亞· 瓦爾德分析稱。

然而，聲音產品的豐富使得市場

不可避免地出現“眾聲喧嘩”的現

象，要想從中突圍、響亮“發聲”，

提供優質內容依然是關鍵。一家有聲

閱讀企業首席執行官尼克拉斯· 桑丁

認為，個性化和可選擇性是未來有聲

書戰略的核心。

擺在有聲讀物從業者面前的還有多

重挑戰。業內人士指出，有聲讀物市場

還需豐富盈利模式、解決版權爭議等問

題，才能良性有序發展。

海外車企上海車展推電驅化新技術
綜合報導 第十九屆上海國際汽車工業展覽會

開幕。海外汽車品牌和零部件供應商紛紛向中國市

場推出最新電驅化與升級的移動出行方案，展示全

面的電驅化創新成果。

為滿足中國消費者需求，日產汽車攜多元化產

品亮相上海車展。全新一代“奇駿”作為其核心車

型之一，首次亮相中國市場，全面展現了智能駕駛

和智能網聯功能。全新一代“奇駿”將於2021年下

半年在中國市場推出。

日產汽車計劃到2025年向中國市場導入9款電

驅化車型，其中包括旗下最新的電驅化戰略核心車

型日產Ariya，它將與日產汽車最新的電驅化動力

總成系統——日產e-POWER技術一道共同開辟中

國市場。

日產汽車首席運營官古普塔(Ashwani Gupta)表

示，中國立於未來移動出行發展的最前沿，日產汽

車已做好準備投入其中，著力推動智能網聯、智能

駕駛和電驅化技術的革新。

法國汽車零部件供應商法雷奧攜6項創新技術

亮相本屆上海車展，助力更環保、更安全的移動出

行。法雷奧稱，出行正在經歷一場電氣化的變革，

而人們的註意力往往集中在電氣系統上，但也應該

知道，沒有創新的熱系統，這場變革就不可能真正

實現。法雷奧可以在中國市場提供合適的技術，從

電池熱管理到智能空調系統。

為了移動出行更環保，法雷奧還推出了首個端到

端的純電動力總成系統。該系統由法雷奧西門子新能

源汽車合資公司中國團隊開發，包括電動機、逆變器

(作為系統大腦)和減速器(相當於變速箱)，可提供100

千瓦功率。它既適用於占據中國主要市場的中小型城

市汽車，同時也適用於全球小型轎車。

隨著移動出行方式的轉變，新型車輛逐步嶄露

頭角，例如機器人及其他小型無人物流車。法雷奧

正在推出可適應這些新型無人駕駛車輛的即用技術

。在本屆車展上，法雷奧還呈現了由傳感器、電子

控制單元和算法組成的智能出行套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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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月月2424日輝瑞疫苗免費日輝瑞疫苗免費
現場接種活動現場接種活動

2021疫情期間個人報稅小撇步
2021 Personal Tax Reporting Matters during pandemic
Time 時 間:Apr. 24, 2021 Saturday, 10:00AM 1 hour 30

minutes
主講人:

Forest Xu, Tax Partner CPA
Jason Liu, Audit Partner CPA

Briggs & Veselka
會計師事務所合夥會計師
Webex Online Meeting

Meeting number: 182 936 9761 Password: 2021
Or use link below

https://tcchouston.my.webex.com/tcchouston.my/j.php?MTID=
m517ec4be27e6cbaaba86a2dea24c903c

20212021疫情期間個人報稅小撇步疫情期間個人報稅小撇步 線上座談會線上座談會

一、宗旨：
為表彰海外經營有成，在各方

面均表現卓越，且對台灣或僑居地
等國際社會有貢獻之台商企業，特
辦理本表揚活動，以肯定當選企業
之成就，讓全球台商企業相互學習
觀摩，以提升經營能力及競爭力。

二、指導單位：僑務委員會
主辦單位：經濟部中小企業處
中華民國全國中小企業總會
世界台灣商會聯合總會
三、 參選資格：
(一)成立滿5年之台商企業(須

於2016年6月11日以前成立之企業)
。

(二)最近3年（2018-2020年）
連續獲利或營運成長狀況佳。

(三)對台灣或僑居地等國際社
會有顯著貢獻之企業。

註：台商係指非大陸地區的台
籍商人及其子女/下一代

四、 表揚名額：
以8家企業為原則，惟實際當

選家數由評審委員會議決之。
五、參選方式：
需由僑務委員會等國內政府單

位，或我政府（外交部、僑委會、
經濟部等）駐外單位、辦事處、當
地僑團、台商會、參選企業僑居地

之政府有關單位及機構，或海內外
金融界、工商團體、台灣四大會計
師事務所(勤業眾信Deloitte、資誠
PwC、安侯建業KPMG與安永EY)等
推薦參選，自行參選者不予以受理
。

六、參選應繳資料：（請以中
文書寫，相關證明文件、圖片請加
註中文說明）

(一)參選企業送件自我檢核表(
表格見表揚辦法P4)。

(二)推薦書 (表格見表揚辦法
P5-7)。

(三)企業基本資料表(表格見表
揚辦法P8-10)。

(四)評審項目說明書(表格見表
揚辦法P11-14)。

(五)企業在僑居地之事業登記
及營運相關證明文件影本。

(六)企業之董監事（含股份）
名冊。

(七)最近3年（2018-2020年）
之資產負債表及損益表影本，其中
最近一年需提

供完整之會計師簽證報表，
無法提供者，請說明。

(八)最近一年企業納稅證明文
件影本（需經稅捐單位查驗之正式
報稅資料）。

(九)相關事蹟證明文件（如品
質驗證證明書、得獎紀錄）或照片
。

(十)企業內部、外觀、產品及
工作情況的書面照片各1~3張。(另
以電子檔或光碟提供)

以上資料如有影印務請清晰，
文字講述以中文為主，財務報表內
容請加註中文，請檢送10份(正本
乙份，副本A4紙影印9份裝訂整
齊)。

郵寄至：社團法人中華民國全
國中小企業總會

地址：臺灣 台北市106大安區
羅斯福路2段95號6樓

電話：886-2-23660812 分機
117/152 高正穎/盧巧羚

傳真：886-2-23675952
E-mail:kathy_kao@nasme.org.tw
網址：smeaward.moeasmea.gov.

tw 、 www.nasme.org.tw
＊參選資料由主辦單位於活動

結束後燒毀，概不退件。
七、 報名時間：
即日起至6月11日截止。(通訊

寄件以掛號郵戳為憑)

僑務委員會第僑務委員會第2323屆海外台商磐石獎屆海外台商磐石獎
---- 卓越台商選拔表揚辦法卓越台商選拔表揚辦法 ----

 

 

 

為什麼要 接種 COVID-19 疫苗?  答案是; 可以產生保護力 減少感染、嚴重疾病跟死亡的

發生。當群體中大多數的人都接種了疫苗 將可以大幅降低 COVID-19的傳播、達到群體

免疫。疫情早日結束、讓大家回復正常生活。 

 

 

 

 

 

為了方便社區居民接種新冠疫苗，共同守護社區健康。本次活動針對 16歲及以上人

群，將採取不下車的現場接種方式，接種疫苗為輝瑞疫苗，歡迎有需要的各位通過以下

鏈接或二維碼進行注冊報名。 

主辦單位: 殷正男醫師診所，亞裔健康教育協會，華人聖經教會，光鹽社，休士頓華裔

護理協會，中華老人服務協會 聯合舉辦 

 

 

 

 

 

 

 

 

 

 
 注冊后會收到確認郵件或信息，請您根據確認信息上的時間攜帶您的駕照和保險

卡前往活動現場。 
 

  活動現場將採取不下車的接種方式，請您注意個人防護，佩戴口罩，坐在車裡等

待現場人員的協調調度。 

 

 

活動時間：4月 24日、上午九時至下午二時 

 活動地址：華人聖經教會停車場 

6025 Sovereign Dr., Houston, TX, 77036 （中國城中華文化中心斜對面） 
 

預先注冊報名 
 

 電話報名：光鹽社 713-988-4724 或 832-206-3429 

 網絡報名：http://3t7.net/bikqz 

 掃碼報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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