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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03-TOP ONE群智貸款C6_A1

713 - 364 -7788 
832 - 498 - 7566

群智貸款

Michelle Young  
 通國、英、粵語、韓語

● 外國人貸款，保證最低
   最低利息。B1, B2, 
   J1保證通過
● 只要一年P&L盈虧表，
   不查稅表
● W2用一年VOE貸款方式
● 不查收入貸款
● Construction Loan,
   Lot Loan

NMLS#270061 RMLO 

Saturday, 4/24/2021

（中央社）美國總統拜登召集數十位各國領
袖視訊氣候峰會，並提出今後十年的溫室氣體減
排目標，但專家表示這意味美國經濟與生活要出
現翻天覆地的變化，知易行難。

拜登在全球領袖視訊氣候峰會開幕式表示，
美國和其他大經濟體必須處理氣候變遷問題，在
領導這個 「具有道德和經濟緊迫性」的問題上，
美國不會等待。他並宣布到2030年前，世界最

大經濟體的美國將把溫室氣體排放量降至比
2005年的排放量還低50%到52%。

「紐約時報」報導，拜登的願景若要達標，
美國將得大量改用電動車、擴大全國的森林覆蓋
率、研發複合式新的碳捕捉與封存技術以及諸多
配套改變，讓專家們嘆拜登的願景 「志氣宏大卻
難以具體落實」。

馬里蘭大學全球永續發展中心主任霍特曼

（Nathan Hultman）說： 「這不是個簡單任務，
沒法好整以暇坐看單靠市場力量來達成目標。」

能源研究與諮詢公司 「榮鼎集團」（Rho-
dium Group）指出，美國 2005 年後溫室氣體排
放已減少21%，雖大多是因淘汰數以百計的燃煤
電廠轉為天然氣、風力與太陽能等，但至今約1/
3的減少量仍是拜疫情限制經濟之賜，減排成績
並非固定，一旦經濟反彈可能再增排放。

紐時紐時：：美氣候願景知易行難美氣候願景知易行難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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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百課程為升學及生涯精設，新的人生今天就啟航
疫情阻止不了您追夢，讓休斯頓社區大學HCC成為您飆昇美好未來的發射台！

HCC西南校區學科種類
數碼及信息技術 | 基礎科學 | 健康科學 | 

工商業 | 視覺及表演藝術 | 其他各類學科

課程詳情，請訪網站：HCCS.EDU

報名方式：
HCCS.EDU/VIRTUALLOBBY 
HCCS.EDU/APPLY 
713.718.2000
713.718.2277

師資雄厚、學費低廉的HCC有數百門優質課程供您選擇，線上教學或校園安全上課靈
活可變，最快數月就能獲取文憑證書，迅速在科技、健康、高級製造、工程及商貿等
熱門行業覓得高薪火熱的職位。學習兩年可獲副學士學位（A.A.S./A.S.），學分可轉
入四年制大學，只需再讀兩年就能取得學士學位，在職場更勝一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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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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th a vote of 94-1 the Senate
passed with a wide bipartisan
majority yesterday a bill de-
nouncing discrimination against
Asian communit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 bill would also direct the De-
partment of Justice to issue guid-
ance raising awareness of hate

crimes during the pandemic and
will establish an online reporting
system.

The bill was sponsored by New
York Democratic representative
Grace Meng and Hawaii Demo-
cratic Senator Mazie Hirono fol-
lowing the March 16th shooting
of six Asian women in Atlanta.

After the bill passed, Senator Hi-
rono said that this bill sends a
clear and unmistakable message
of solidarity to the Asian Ameri-
can and Pacific Islander commu-
nity.

Connie Chung, former CBS cor-
respondent, told CNN that the in-
crease in hate crimes was creat-
ed by former President Trump

calling the COVID-19 virus the
“China Virus.”

We are really happy that Con-
gress finally acted on the hate
crime legislation. We also want
to remind our community leaders
to be united to speak out about
our problem.

It is very sad that when many of
our brothers and sisters are still
fighting the pandemic that they
also need to fight with the hate
crimes.

We urge President Biden to
speed up and sign the bill so that
all the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will pay more attention to it.

0404//2323//20212021

Senate Passes Anti-Asian Hate Crime BillSenate Passes Anti-Asian Hate Crime Bill

參院今天以九十四
對一票壓倒性票數通過
反歧視亞裔法案，立促
司法部加強審查有關對
亞裔歧視案，此案即將
送交眾議院通過後，拜
登縂統會簽署生效。

這項法案是在三月
十六日亞特蘭大多名亞
裔女性在按摩院被槍殺
後由華裔眾議員孟江文
及夏威夷日裔參議員弘
野共同提出。

這項遅来的正義，
將明確地向全國發出非
常強烈的訊息，我們將
從執法單位和民間共同
支持反對種族歧視和法
律規範。

知名的華裔媒體人
鍾毓華今天在接受媒體
訪問時說，這些不幸之
仇視亞裔事件，已經累
積了近四千起，主要原
因還是要归罪於前總統
川普把新冠病毒称之為
“中國病毒，功夫病毒
” ，他的不實稱呼導致
許多國人對亞裔之仇恨
和偏見。

我們要在此大聲疾
呼，特別感謝國會之立
法，希望政府有關執行
部門要認真接受和調查
數千件反亞裔案件，我
們社區更要加強团結，
互助合作，共同應對反
亞裔之不法行徑。

參院通過反歧視亞裔法案參院通過反歧視亞裔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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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新加坡總理李顯龍23日宣布改組
內閣，包括財政、教育、交通和衛生等七大部
門更換部長，王瑞杰卸下財政部長一職，備受
關注的財長遺缺由黃循財出任，而該職位被視
為下任總理的 「領跑者」。有分析指，新加坡
政府第四代（4G）領導團隊核心成員浮現，
這次改組讓黃循財（49 歲）、王乙康（52 歲
）、陳振聲（52歲）等3人有表現的機會。

被視為新加坡下任總理人選的副總理王瑞
杰（60歲），本月8日突然宣布，基於年齡及
健康考量，不再擔任4G領導團隊的領軍人物
，為星國政壇投下震撼彈。王瑞杰向李顯龍請
辭，表示希望讓位給相對年輕的人選，迫使早
已確定的接班計畫需重新調整。王瑞杰卸下財
長後，將繼續擔任副總理兼經濟政策統籌部長
。

在此次內閣改組中，教育部長黃循財被委
任為財政部長，貿工部長陳振聲改任教育部長

，主掌衛生部 10 年的顏金勇改任貿工部長，
交通部長王乙康改任衛生部長。王乙康將與新
財長黃循財一起聯合領導抗疫跨部門工作小組
。這些內閣職務調動於5月15日正式生效。

針對這次的內閣改組，李顯龍說，新加坡
整體上有一套相當完善應對疫情的策略，經濟
情況亦穩定下來，所以在這個時候調整內閣，
做較全面的重組，為該國長遠發展做更好的準
備。同時，也讓內閣團隊有機會吸取更多經驗
。

新加坡國立大學政治系副教授莊嘉穎接受
媒體採訪時表示，這次內閣改組，看起來是希
望給黃循財、王乙康、陳振聲等人表現的機會
，這 3 人應該是接替王瑞杰帶領 4G 領導團隊
最可能的人選。不過，面對新冠病毒疫情，新
加坡政府一方面要防疫、一方面也要顧經濟，
內閣突然 「大洗牌」恐怕會影響相關政策的持
續性。

李顯龍接班人大洗牌
黃循財暫領先

在4月22日第52個”地球日”( Earth Day)
到來之際, 世界40國領袖, 包括美國總統拜登、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俄羅斯總統普京以及歐
盟等國家領袖都參加了網上虛擬氣候峰會, 各
國領導人紛紛發表了未來推行減少溫室氣體排
放的舉措與承諾, 這是具有重大意義的會議, 也
是世人對保護地球反思的機會, 更給”地球日
”做了全新的定義與詮釋。

我們擁有一個共同的地球, 我們一起共享
它的資源, 但因為長久以來沒有做好環境的保
護, 大量的排碳傷害了它, 造成氣候暖化(global
warming）現象，於是各種災難紛至沓來, 從颶
風、烈火、暴雪、強震、洪水到熱浪.......... 所
造成的傷亡損害一次比一次還嚴重，創鉅痛深
的哀戚與刻骨銘心的感受讓我們覺得世界末日
似乎已不遠了。

科學家與環保專家一再叮嚀我們，全球暖
化是他們經過多年觀察與驗證後所記錄的事實
，例如肯亞的乾旱、英國的冬日以及中國西南
部的暴雨等都有實際數據證明是受到氣候暖化
影響，他們也提出嚴正警告: 如果各國不積極

採取重大行動，將無法實現”巴黎協議”中把
全球平均氣溫控制在比工業化前水平上升不超
過攝氏1.5度的目標。

很明顯的是,過去的天氣指標已跟不上當前
氣候的變化，也很難為未來的天氣做可靠預報
，趨於惡化的氣候導致冰山解溶與海平面上升
，使地球上許多土地被海水淹沒，讓人類居住
地減少。

在這次的氣候峰會上, 拜登總統向世界宣
示, 美國到 2030 年時碳排放量將比 2005 年低
50%至52%以達到減半的目標, 而習近平主席也
承諾中國將從 2026 年起逐步減碳消費, 爭取
2030年前實現碳達峰, 並於2060年達到碳中和
，也就是二氧化碳淨零排放的目標。由於美中
兩國都率先出宣示與承諾, 所以其他國家也不
應迴避或推卸對環保的責任與義務。

環保與追求綠色低碳生活並非只為我們這
一代人的福祉做出的考量, 更重要的是我們對
萬世子孫後代的生命所作的承諾, 我們只擁有
一個共同的地球,我們應該疼愛它, 我們應該保
護它!

【李著華觀點 : 我們只擁有一個地球 ,
我們應該疼愛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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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意大利歐聯網援引歐聯通訊社報

道，意大利金貝基金會(Gimbe)發布的疫

情分析數據顯示，在接下來幾周時間，

新增確診病例和醫療機構所面臨的壓力

將會減少，但隨著黃色疫情監控區的恢

復、天氣變暖和不遵守防疫規則社交活

動增加，不可避免會導致傳染曲線的上

升和感染人數的增加。

【重新開放將成“刀鋒邊緣”的決
定？】

據報道，意大利民防部18日報告新

增確診病例12694例，死亡251例。截至

18日 18時，全國累計確診病例3870131

例，死亡病例 116927 例，治愈病例

3248593例。

金貝基金會主席卡塔貝洛塔表示，

預計5月中旬以後，疫情感染指數將會

重新增長。他認為，重新開放是“刀鋒

邊緣”的政治決定。為了度過一個祥和

的夏天，意全國民眾必須呈現出最大程

度的防疫合作。

意大利衛生部防疫局局長雷紮警告

說，解除宵禁仍為時過早，放松新冠疫

情限制措施，可能會意味著新一輪大流

行的重啟。他承認，重新開放市場存在

風險，但政府有一個可以立即啟動進行

疫情幹預的預警系統。

意大利衛生部副部長西萊裏說，目

前記錄到的數據還不足以放開限制。隨

著全國疫苗接種計劃的持續，開放與關

閉的循環將不會再度發生。他敦促民眾

不要把註意力集中在解除宵禁上，當RT

傳染值降低到0.8以下，政府將會進一步

降低疫情控制措施。

意大利商業企業聯合會(Confesercen-

ti)發布市場預測報告指出，意大利大約

有70000家商店可能會在2021年底前永

久關閉。受新冠疫情影響，隨著電子商

務和在線銷售的提升，正在促使35000家

傳統購物商店面臨破產危險境地。

意大利公共和旅遊經營者聯合會都

靈分會主席班奇裏(Giancarlo Banchieri)表

示，情況不能像目前這樣繼續下去，社

會經濟活動低潮已經“觸及到了極限”

。政府必須恢復與行業協會的討論，以

找到重啟經濟可持續解決方案。當局期

望更多有關重啟信息，特別是關乎那些

老城區商業中心開放的信息。

【疫苗接種計劃加速 給藥超1500
萬劑】

意大利衛生部長斯佩蘭紮(Roberto

Speranza)向媒體宣布，該國的疫苗接種

計劃正在加速，在這一階段，衛生系統

必須保持謹慎的防疫態度。過去3天，

意全國共註射了100萬劑疫苗，目前疫

苗給藥已超過1500萬劑，意大利有能力

按照制定好的路線圖，一步步走出新冠

疫情大流行。

意大利國家新冠病毒應急委員會主

任菲格利奧羅將軍表示，截至18日下午

15 時 20 分 ， 全 國 新 冠 疫 苗 共 給 藥

15099777劑，各地區接收註射疫苗劑量

達87.2%。40萬莫德納(Moderna)疫苗 17

日已運抵羅馬，衛生系統將會盡快完成

對各地區的分發工作。

意大利藥品管理局(AIFA)18日發布

第三份針對新冠病毒疫苗不良反應報告

。該報告收集和分析數據涉及2020年12

月27日至2021年3月26日期間，意大利

疫苗接種活動中所使用的輝瑞(Pfizer)、

阿斯利康(AstraZeneca)和莫德納(Moderna)

三種疫苗。

【疫苗不良反應報告說了啥？】
據報道，截至3月26日，在意大利總

共9068349劑疫苗接種過程中，累計收到

了46237份不良反應報告，報告率為每10

萬劑為510例，其中92.9%為非嚴重性不良

反應事件，嚴重報告占7.1%。檢測期內的

疫苗使用量輝瑞占81%，阿斯利康占17%

，摩德納占2%。輝瑞每10萬劑有535份不

良反應的報告，摩德納疫苗有227份報告

，阿斯利康疫苗有477份報告。

意大利所接種的三種疫苗不良反應

報告，其中最多的不良反應為發燒、註

射部位疼痛、疲勞和發冷、肌肉和關節

疼痛、頭痛和感覺異常、惡心和腹瀉。

三種疫苗不良反應統計學差異非常小，

通常這些不良反應癥狀會在疫苗接種的

同一天或第二天出現。

在疫苗不良反應報告中，女性的不

良報告較男性的多出一倍。年齡較大60

歲以上群體對疫苗副作用的反應較低。

輝瑞和摩德納的不良反應是高燒、嚴重

頭痛、肌肉關節疼痛和無力。較少的輝

瑞患者出現過敏反應、淋巴結腫大、感

覺異常、心率過快、高血壓和面部麻痹

癥狀。阿斯利康的嚴重反應為高燒、震

顫、頭暈、暈厥、嗜睡和全身疼痛。

截止到2021年3月22日，意大利疫

苗不良報告中有7例顱內靜脈竇血栓形

成(CSVT)，造成2名接種者死亡，並有4

例多發血管血栓形成，導致2名接種者

死亡。

迄今在所有疫苗不良反應報告中，

共有102例死亡報告，有關原因相關部

門正在進一步調查。這些死亡報告平均

每10萬劑接種者中有1.1例，死者平均年

齡為81.4歲。目前尚無因過敏性休克或

過敏反應引起的死亡報告，卻有因原有

疾病史的心血管病患者。

阿斯利康疫苗的最嚴重副作用之一

，是非典型血栓形成。在歐洲的3400萬

劑註射中，有222例病例，意大利有11

例致死病例。目前歐洲藥品管理局EMA

已確認阿斯利康疫苗與非典型血栓的關

系，估計發病頻率大約是十萬分之一。

為保護兒童
巴拿馬將建立性犯罪者信息庫

綜合報導 巴拿馬國民大會近日正式通過法案，批準建立“國家性

犯罪者官方登記系統”，同時批準設立“無性犯罪證明”制度。根據法

案，若公司或機構的業務活動需要與未成年人接觸，該公司或機構將有

義務拒絕雇傭曾犯有性犯罪的人員。

據報道，巴拿馬國民大會全體會議近日通過了法案，並批準建立

“國家性犯罪者官方登記系統”。該系統將登記所有性犯罪者的詳細資

料並建立數據庫，以供國家司法部門及其輔助機構進行查詢。

該系統將由司法調查局(DIJ)檔案和個人身份識別辦公室負責，辦公

室也將以安全保密的方式對數據庫進行後期維護。

此外，該法案還批準設立“無性犯罪證明”制度，該證明同樣由檔

案和個人身份識別辦公室簽發，以核實證明申請人是否曾犯有性犯罪。

報道稱，隨著這一制度的建立，任何公司、公共機構、官方或私營

教育機構，若其業務活動需與未成年人進行接觸，在雇用或任命人員前

將有義務要求工作申請人出示“無性犯罪證明”，以核實其是否被記錄

在“國家性犯罪者官方登記系統”中。同時，陸路運輸和交通管理局

(ATTT)在為校車配備司機時，也必須核實該證明。

意擔憂疫情感染指數增長
衛生部稱解除宵禁或過早

希臘旅遊業重啟面臨兩大問題
6大海島或設隔離酒店

綜合報導 希臘國家公共衛生組織宣布，希臘累計確診新冠病例

315273例，累計死亡9462例。在接下來的兩個月，希臘當局將對希臘旅

遊業的發展做出判斷。旅遊業對希臘2021年經濟復蘇來說十分關鍵，也

影響著希臘在國際市場上的表現。

然而，希臘旅遊業仍有一些關鍵問題需要處理。首先，是旅遊季的

持續時間以及接待的遊客數量。針對這一問題，希臘政府希望通過使用

疫苗接種證書和檢查新冠病毒檢測結果的簡便方式，來吸引遊客。

其次，希臘政府還需控制扶持經濟發展的成本。有關人士表示，雖

然4月初零售業恢復運營，但仍存在一定的限制。例如，希臘餐飲業或

將於5月10日開放，但僅限在露天場地營業的餐館。

近日，希臘旅遊部呼籲該國6個島嶼，包括聖托裏尼島、米科諾斯

島、科孚島、羅德島、科斯島和克裏特島，從本季度起設立隔離酒店，

以備不時之需。

據報道，被選為隔離酒店的企業，用作隔離檢測結果呈陽性病例的房

間，每間每天將獲得45歐元的補助，空置房間每天則將獲得15歐元。

根據呼籲內容，這6島內的兩星及以上的旅遊住宿企業，例如旅館

和簡裝的公寓、住房均有資格申請，但其設施內必須提供餐飲服務。有

此意向的企業必須獲得特別的“健康至上”證書，並且必須遵守政府的

嚴格衛生協議以及隔離區的特殊說明。

加拿大政府擬再投千億紓困促復蘇
欲征外國買家空置稅

綜合報導 加拿大聯邦政府公布其新

一年度財政預算案，除計劃繼續以大手筆

的開支刺激經濟復蘇外，也準備開征包括

外國買家房產空置稅等多項新稅種。

加聯邦副總理兼財長弗裏蘭在眾議院

介紹了這份題為《就業、增長與韌性的復

蘇計劃》、長達700多頁的預算案。加政

府認為，在新冠疫情持續沖擊下，目前該

國經濟恢復情況並不均衡。聯邦政府有必

要繼續提供強有力的財政支持。當局擬於

3年內擬投資1014億加元(下同)，以實現

增加就業，推動經濟復蘇與增長。

加政府計劃延長緊急工資補貼、租金

補貼等抗疫補貼發放，繼續擴大部分紓困

福利政策。

加官方強調了在今年年底前創造100

萬個工作崗位的承諾。新預算案將支持近

50萬個新的培訓和工作機會。當局還計

劃設定時薪15加元的聯邦最低工資標準

，幫助逾10萬人實現脫貧等。

加政府計劃建立全國性的早期學習和

托兒系統。目標之一是到2022年，將受

監管的托兒所費用平均降低50%。為此，

未來5年內將投入近300億元，並

提供逾80億元的持續支持。

該預算案還計劃投資於生物制

造和生命科學領域，打造本土疫苗生

產能力，並計劃制定長期護理與心理

健康服務的國家標準；提振旅遊業；

幫助婦女、非裔人士等創業；支持和

協助在中小企業中推廣數字應用技術等。加

官方亦計劃在綠色復蘇方面投入176億元，

推進綠色經濟建設，應對氣候變化。

該預算案計劃建設及修繕3.5萬套適

用房。同時，加聯邦政府擬從2022年開

始，對非居民和非國民的閑置房產開征

1%的空置稅。預計這將在4年內給加政府

帶來7億元收入。

目前加拿大的溫哥華及其所在的不列

顛哥倫比亞省已經征收投機與空置稅，多

倫多亦計劃從2022年開征房屋空置稅。

預算案還提出從明年起對網絡巨頭征

收數字服務稅，對私人飛機、高檔遊艇或

豪車等開征奢侈品稅，預計未來5年可分

別為政府增加34億和6億元收入。對電子

煙征稅也被納入計劃之中。

弗裏蘭表示，疫情使加拿大陷入大蕭

條以來最嚴重的衰退。但這是外因造成的

沖擊，並非來自經濟的內在缺陷或不平衡

。因此加政府對國民和企業提供了前所未

有的扶持。加官方認為這一辦法是可行的

。去年第四季度，加拿大的國內生產總值

(GDP)增長了近10%。

根據該預算案，到2025-2026財年，

聯邦債務占GDP的比例將降至49.2%，赤

字占GDP的比例則將控制在1.1%。

這是加聯邦自由黨政府兩年來的首份

預算案。若該預算案不獲眾議院通過，將

會觸發大選。議會最大反對黨聯邦保守黨

黨領已對該預算案表示失望。其他反對黨

雖提出不同程度的批評，但目前表示將作

進一步研究或努力進行議會內部協調。

西班牙首次搗毀3D打印武器作坊 繳獲槍支與炸藥
綜合報導 西班牙警方此

前突襲了該國一家非法3D打

印制作武器的作坊，繳獲的

武器包括一支仿制突擊步槍

和炸藥。這是首次在西班牙

發現這樣的作坊，3D打印能

夠在幾分鐘內生產出武器部

件。

西班牙國家警察發表聲明

稱，執法人員突擊搜查了位於

西班牙加那利群島聖克魯斯德

特內裏費的一處設施，逮捕了

該設施的所有者，但未透露其

身份。

該執法行動發生在2020年

9月，但由於西班牙法院的決

定，之前一直對外保密。

警方在突襲中繳獲 19個

3D打印手槍框架、9個彈夾、

2個消音器以及許多武器零件

等。

警方認為，相關武器零件

是利用3D打印技術當場制造

的，並找到兩臺3D打印機。

當警方突襲這家工廠時，制作

工作正在進行中。

除了槍支零件外，警方

還發現了用於制造爆炸物的

各種化學物質，包括黑火藥

和丙酮。警方還發現了 30多

本手冊，介紹如何通過3D打

印制造槍支。

作坊所有人的動機尚未向

公眾披露。嫌犯被控非法持有

槍支和爆炸物。

這一行動引發了西班牙警

方的擔憂，他們擔心3D打印

技術可能會讓犯罪分子和恐怖

分子，在不引起太多註意的情

況下囤積槍支。聲明說，警方

是在專門監控網絡活動的探員

偶然發現有人在網上購買槍支

零件和爆炸物時，才發現了嫌

疑人的蹤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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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總統拜登主持的氣候視訊峰會，23日主
題轉向科技。知名企業家蓋茲和彭博都在會中發言，闡述科技
在實現碳零排放和綠色新經濟方面的作用，以及如何藉科技實
現拜登在首日揭櫫的減碳目標。拜登則強調氣候變遷是個契機
，可創造大量工作機會。

拜登22日宣布美國積極的減碳目標，白宮試圖向其他國家
保證，美國有能力實現，即便改朝換代也不受影響，因為產業
正朝著改用清潔能源、電動汽車、再生能源等方向發展。

拜登在23日演說時重申，氣候變遷並非威脅而是機會，能

為全美石化、汽車、營造等產業創造大量就業機會。此外，他
認為採取行動對抗氣候變遷有利於經濟發展，反駁共和黨認為
規範碳排放會減緩經濟成長的疑慮。

23日峰會安排美國部會首長與企業領袖對談，闡述科技與
創新如何實現零排放、提升經濟對抗氣候變遷的韌性。與會的
官員包括運輸部長布塔朱吉、貿易代表戴琪、能源部長葛蘭霍
姆、商務部長雷蒙多。

拜登的氣候特使凱瑞說，綠色能源是趨勢， 「企業已做出
關鍵性、長期和戰略的行銷判斷，而市場就是這樣走。沒有任

何一個政治人物能夠改變市場在做的事，不管他們有多譁眾取
寵、不管其能力有多強。」

為凸顯民間企業在對抗氣候變遷上的重要性，峰會邀請蓋
茲與彭博兩位富豪致詞。兩人都是在成巨富後轉投入公益事業
，近年關注氣候變遷。蓋茲投資20億美元協助開發減碳技術，
主要集中於發電與儲電設備。彭博則主張必須必須加快速度減
排，稱 「若沒有破天荒的投資金額，無法擊敗氣候變遷。」他
捐助了數百萬美元，希望能開發更便宜的再生能源取代燃煤發
電廠。

打擊反亞裔犯罪 美參院通過立法

氣候峰會第二天氣候峰會第二天
聚焦科技減碳綠經濟聚焦科技減碳綠經濟

（綜合報導）美國國會參議院22日以94票贊成、1票反對
的壓倒性多數，通過《新冠仇恨犯罪法案》，旨在打擊新冠疫
情下的反亞裔仇恨犯罪行為。這項法案由民主黨人起草，在參
議院獲得罕見的跨黨派支持，只有密蘇里州共和黨議員霍利投
下唯一的反對票。

根據這項法案，美司法部將設立專案小組，加快對反亞裔
仇恨犯罪的調查；建立多種語言的線上仇恨犯罪舉報系統；加
強各州和地方執法部門關於仇恨犯罪的報告、追蹤和培訓；司
法部和衛生部將發布指導方針，以提高公眾對疫情期間仇恨犯

罪的意識，包括限制描述疫情的種族歧視用語。
法案現已送至民主黨掌控的眾議院，預期將在審議後過關

，總統拜登之前已表示支持這項立法。這將是美國國會就打擊
反亞裔犯罪的首項重要立法。

法案的發起人之一、夏威夷州民主黨日裔參議員廣野慶子
在投票前說： 「通過這項法案，將向亞太裔社區發出有力的訊
息，當反亞裔暴力行為在我國激增時，參議院不會袖手旁觀。
」

廣野慶子同時表示，在新冠疫情期間，包括前總統川普在

內的很多人，使用 「帶有種族歧視的語言」稱呼該病毒，這種
表述必然會助長針對亞裔的攻擊事件。

新冠疫情在美國爆發以來，針對亞裔的歧視、騷擾和暴力
事件激增。加州州立大學一份報告指出，美國16個最大城市的
反亞裔仇恨犯罪，在2020年就激增149％。

今年3月，喬治亞州亞特蘭大發生6名亞裔女性遭槍擊身
亡事件，引發美國社會對於針對亞裔仇恨犯罪的討論。這場悲
劇也促使國會兩黨更快採取行動，以更團結的姿態，頒布針對
反亞裔仇恨犯罪的立法。

記取5G教訓 美日聯盟準備打6G爭霸戰
（綜合報導）日媒報導，美國與日本已同意攜手投資45億

美元（新台幣約1264億元）來發展下一代6G通訊技術。一場
與中國的6G爭霸戰正逐步升溫。

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與日本首相菅義偉上週在華府
召開峰會。根據會後公布的資料，兩國將投資研發、測試、布
建安全網路與先進資通技術，且 「美國承諾對此投入25億美元
，日本挹注20億美元」。

日本經濟新聞報導，美日高呼建設 「安全且開放的」5G網
路、包括 「開放架構無線接取網路」（Open-RAN ）的計畫
，反映兩國領袖有意打造一個非由中國領導的通訊網路。

Open-RAN 是一種開放資源平台。網路業者可在這個平
台上混用和搭配不同廠商的硬體設備，而不必擁有整組天線和
基地台系統。

截至目前，中國華為技術有限公司和中興通訊一共掌控約
4成基地台市場。若再加上歐洲公司愛立信（Ericsson）和諾基
亞（Nokia）、韓國三星電子（Samsung Electronics）等大廠，9
成市場份額都被占走，美、日企業遠遠落後。

在5G專利方面，華為與美國高通公司（Qualcomm）各占
約1成，日本通信業者NTT Docomo只占約6%。

儘管遭遇美國多次挑戰，華為以提供誘人價格為主力，仍
在全球傲視其他5G廠商。美國前總統川普（Donald Trump）
政府雖連年出手重創中國科技公司，還是阻止不了中國成為5G
領袖。

中國在5G開發競賽趕上先進國家，提升習近平治下中國

領導階層的信心。現在中國已決心要在第6代通訊技術領域再
次成功，全國人大3月通過的新5年計畫就包括發展6G。

去年11月，中國為開發中的6G傳輸技術，發射一枚測試
電波用的衛星。根據加拿大媒體報導，華為在加拿大設有6G
研究中心。電信設備製造商中興通訊也跟中國聯通（香港）公
司合作發展6G技術。

日本政府官員感嘆日本在5G競賽中起步太慢。一名官員
表示： 「就算我們擁有更好的技術，卻贏不了這場比賽、搶不
到市占率。」

為避免重蹈覆轍，東京已下定決心面對6G領域，要從一
開始就打國際戰。去年底日本成立了一個產官學聯盟，目標是
把日本的專利占比提升至10%。

日方相信，制定全球標準是發展下一代通訊技術的關鍵，
因此試圖就此與美國合作。

日美領袖峰會後公布的資料更提到一項目標，擬將美日通
訊合作拓展至 「第三國」，以促進安全連線。在制定全球標準
時，讓其他夥伴加入美日領導的倡議，應有助於與中國競爭。

對美國而言，發展6G則是收復無線技術領域失土的機會
。

美國佛勞斯特與蘇利文顧問公司（Frost & Sullivan）資通
科技產業高級總監甘地（Vikrant Gandhi）表示： 「不同於5G
，這次北美不會讓成為一代領導的機會輕易溜走。6G領導地位
之爭能會比5G更加激烈。」

華府已開始規劃6G戰線。去年10月，北美電信組織 「電

子通訊標準化聯盟」（ATIS）創立名為 Next G Alliance 的 6G
通訊技術聯盟， 「以提升北美的6G領導地位」。成員包括蘋
果（Apple Inc.）、AT&T、高通、谷歌（Google）、三星電子
等科技巨擘，但不包括華為。

這一聯盟反映全球已因5G競爭而分裂成對立陣營。美國
認定華為構成間諜風險，但華為矢口否認。在美國領導下，日
本、澳洲、瑞典、英國等國家的5G網路已封鎖華為；俄羅斯
、菲律賓、泰國、其他非洲與中東國家仍歡迎華為設備。

歐洲聯盟（EU）去年12月也公布一項由諾基亞帶頭的6G
無線網路計畫，參與者包括愛立信公司、西班牙電信集團
（Telefonica SA）與好幾所大學。

現在全世界多半還沒體驗到5G帶來的好處，6G還只是種
理論命題，競爭卻逐步升溫，凸顯地緣政治是如何強化科技競
爭，尤其是美中之間的競爭。某種程度上，這已經變成一種軍
備競賽。

在研究人員設想下，6G傳輸速度可能高達每秒1TB（兆位
元組），延遲時間僅0.1毫秒，比5G的最低延遲時間1毫秒還
少。為此，科學家正聚焦發展超高頻的兆赫波（THz），以符
合上述速度和延遲時間要求。但目前尚無晶片能在一秒內傳輸
這麼大量的數據。

理論上在6G世界中，我們周遭一切事物都會連上6G 網路
。人們不僅能跟家具、服飾等物品溝通，這些裝置間也能彼此
溝通。但想像中的未來世界最終能否成真，現在論斷還太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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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陸上自衛隊
秋季將舉行大規模演習

集結約14萬人
綜合報導 據日本放送協會(NHK)報道，日本自衛隊正在加強

西南地區的防衛體制，並準備在2021年9月至11月期間集結所有

隊員，總計約14萬人，以西南地區出現險情為假想方案，舉行大

規模的防衛演習。

據報道，日本防衛省正在加強西南地區的防衛體制，

在沖繩和鹿兒島的一些離島上部署部隊。此外，日本陸上

自衛隊還準備在 2021 年 9 月至 11 月期間集結所有隊員，總

計約 14 萬人，以西南地區出現險情為假想方案，舉行大規

模的防衛演習。

演習將集結日本全國各地的部隊參加，從北海道、東北

及四國地區，征調被稱為“師團”及“旅團”的規模在數千

人至一萬人不等的3支部隊，前往九州。報道稱，迄今為止，

日本自衛隊已有約30年未曾舉行過如此大規模的演習。

演習期間，將使用船只及飛機運送隊員、坦克及補給物

資，具體方案將根據新冠疫情的蔓延形勢再行商定。陸上自

衛隊希望通過本次演習演練西南地區防衛部隊的部署及後援

補給方案，發現有待解決的課題，並根據演習結果制定實際

征調部隊的行動方案。

菅義偉訪美冀加強日美同盟
還將向輝瑞爭取更多疫苗？

日本首相菅義偉於當地時間15日晚從

日本啟程飛往美國。除了與美國總統拜登

舉行日美首腦會談以外，多名相關人士透

露，菅義偉還在著手協調與美國輝瑞公司

CEO布爾拉舉行電話會談，預計將請求追

加供應新冠疫苗等。

希望加強日美同盟
菅義偉可能與拜登談這些議題
據日本放送協會(NHK)報道，為與美

國總統拜登舉行日美首腦會談，菅義偉於

當地時間15日晚從日本啟程飛往美國。日

本時間16日上午，菅義偉抵達美國首都華

盛頓郊外的美軍基地。

報道稱，日美首腦會談預定於日本時

間17日淩晨舉行，這將是拜登就任總統後

，首次以面對面方式舉行首腦會談。菅義

偉希望通過會談加深雙方的信賴關系，並

對外宣示日美同盟關系。

此外，菅義偉還打算確認日美在安全

、新冠對策、氣候變化、數字技術等廣泛

領域開展緊密合作、進一步加深同盟關系

的方針。

新冠疫苗接種緩慢
日本或爭取輝瑞額外供應1億劑疫苗
為保證對日新冠疫苗的順利供給，在

美期間，菅義偉還計劃與美國輝瑞公司

CEO布爾拉舉行電話會談，目前正在進行

相關調整。日本共同社稱，輝瑞可能有方

案將向日本新增供應1億劑疫苗，並把美

國國內的剩余部分提供給日本。

日本政府相關人士稱，協調將持續至

雙方會談開始前。但政府高官表示：“既

然是政府首腦和制藥巨頭一把手的會談，

話題不會過於詳細。”

菅義偉曾就日本國內的疫苗供應說明

稱，“6月底之前可確保1億劑”，但並未

給出確保其余疫苗的大致時間，以及面向

普通民眾的具體接種日程。自民黨幹部期

待地表示：“如果可以追加供應，老年人

接種也能盡快結束，總體計劃可提前。”

據此前報道，輝瑞疫苗需接種兩劑，

接種間隔為 3周。據日本共同社報道，

日本新冠疫苗接種率不到 1%。截至本

月 9 日，日本僅有 110 萬人接種過至少

一劑新冠疫苗，均為醫護人員，但也不

到醫護人員總數的四分之一，占日本總

人口的0.87%。

然而，日本變異新冠病毒的蔓延勢頭

正在加劇。分析稱，由於日本疫苗註射進

程超乎預期緩慢，對於遏制疫情擴散幾乎

沒有起到幫助作用。日本政府已指示各地

加強防疫，以遏制“第四波疫情”蔓延。

單日新增 23 萬確診！
變種病毒肆虐 印度疫情嚴峻

綜合報導 印度單日新增23萬人

確診感染新冠病毒，再度刷新單日

染疫最高人數。本月，印度已經新

增200萬人感染，據信與傳遍全境的

新變種病毒相關。

受變種病毒影響，歐洲、日本

、巴西與印度近期疫情持續惡化。

17日，全球總染疫人數已迫近1.4億

，死亡病例也已突破300萬大關。

17日，印度公布過去24小時內

新增234692宗確診病例，再添1341

人死亡，雙雙刷新最高數字。印度

目前每日新增病例為美國的三倍，

僅本月就新增200萬人染疫。

專家懷疑，印度這波疫情來得

如此迅猛，與變種病毒有關。尤其

是被命名為“B.1.617”的“雙重變

種病毒”，同時攜帶E484Q和L452R

突變，不僅傳染性增強，同時有可

能影響疫苗效果。全印醫學科學研

究所指出，上一波疫情峰值時，一

名患者可能傳染30%-40%的密切接

觸者，而這波疫情的監測數據顯示

一名患者可能傳染80%-90%的密接

者。

部分衛生專家還認為，疫苗短

缺接種率未達預期，及3月底以來接

連舉行地方選舉、節日慶祝、宗教

集會等大規模聚集活動，也為疫情

蔓延推波助瀾。

由於患者不斷湧入，新德裏最

大的洛克納亞克醫院重癥床位已由

34個增加到300多個，但仍無法應付

需求，兩名病患被迫共享一張病床

吸氧。

目前，包括孟買所在的馬哈

拉施特拉邦、首都新德裏在內的

15 個邦、市和中央直轄區，已陸

續收緊防疫限制。《印度斯坦時

報》統計，本周末全印將有超過

7 億人處於封鎖或宵禁令，占總

人口的約57%。

出手！韓國正式在國際會議提出
日本核汙水排海問題

綜合報導 據報道，韓國為阻止

日本將福島核汙水排入大海，正在

做多方面的努力。韓國海洋水產部

表示，在12至 15日舉行的《倫敦公

約》暨《議定書》科學組視頻會議

上，正式提出了日本向大海排放核

汙水問題。

據報道，韓國海洋水產部在該次會

議上強調，日本在未經與鄰國韓國充分

協商且未獲得韓方諒解的情況下，單

方面決定將福島核汙水排入大海。日本

向大海排放核汙水是對周邊國家安全及

海洋環境構成威脅的重大問題。

國際綠色和平組織等多方也對日

本政府的相關決定深表憂慮。國際綠

色和平組織強調，在此問題上，共享

信息與合作至關重要。

但日本對此表示，這是將核汙水從

陸地設施排入大海的事宜，並不屬於

《倫敦公約》暨《議定書》會議議題。

據介紹，科學組會議是以防止廢

棄物被排入大海、造成海洋汙染為目

的的《倫敦公約》暨《議定書》框架

內會議，各成員國每年舉行會議，共

享防止海洋汙染的科學及技術信息並

討論相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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籌款員藉慈

善 或 環 保 機 構 之

名，在全港各地進行街

頭募捐，部分人的拉客

手法被指誤導、隱瞞、甚至

有欺詐之嫌，他們的劏客伎倆

全然由中介公司一手傳授。不

過，作為“幕後玩家”的籌款

中介，在整個產業鏈中的角

色神秘，他們真正身份一直是

個謎。香港文匯報記者近期臥

底經過兩個月調查，順藤摸瓜 揭開這些“幕

後玩家”的面紗，發現將這種產業引進香港的始

作俑者之一，就是民主黨前秘書長張賢登的妻

子趙錦霞，其後陸續有十多間中介加入市

場，部分中介負責人為免身份曝光，甚至

聘用初出茅廬的年輕人做“掛名老闆”

掩人耳目。 ●圖/文：香港文匯報專題組

聘後生仔扮老闆
幕後玩家露馬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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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之規管缺失規管缺失 掃碼看片

●● 集善有限公司老集善有限公司老
闆趙錦霞闆趙錦霞((左左))，，右為右為
其夫其夫、、民主黨前秘民主黨前秘
書長張賢登書長張賢登。。

●● 除了集善除了集善，，其他籌其他籌
款中介也不時上載員工款中介也不時上載員工
聚會的相片到網上專聚會的相片到網上專
頁頁，，塑造正面形象塑造正面形象。。

香港文匯報記者臥底調查兩月 揭鴿黨高層妻籌款致富身家億億聲

香 港 新 聞 ●責任編輯：于大海 2021年4月23日（星期五）4

百 無 ， 既 無 “ 慈 善
法”，也無專門法例監管，只
有《稅務條例》（第112章）
第88條對獲免稅的慈善機構規
管其賬目，但若機構放棄免稅待
遇，便不受《稅務條例》監管；
同時也無專門部門管轄，僅由社
署、稅務局、地政總署、警務處、
民政事務總署等九大部門各自為政
分管不同慈善相關業務

《中華人民共和國慈善法》於
2016年通過，同年9月1日起施行。
明確界定慈善組織的法訂定義，確立
監督管理責任及法律責任，縣級以上
人民政府民政部門直接規管，及時向
公眾公開相關賬目和信息

設有中央規管機構，負責備存
慈善組織註冊記錄冊、監察慈善組
織、實施發牌制度

對慈善機構實施註冊制度，倘
機構違規會被“釘牌”，未經註冊
的機構募捐即屬違法；同時，透過
電話或互聯網募捐，也受法例監管

2012年前澳洲對慈善機構的
規管也是政出多門。2012年至
2013 年間，推出相關規管法
例，對“慈善機構”制定法律定
義；設立單一規管機構；提供
公眾可查閱的慈善機構中央記
錄冊；推出“註冊慈善機構
標籤”認證計劃，協助公
眾識別合規的慈善機構

香港

內地

澳洲

新西蘭

英格蘭、
威爾斯、蘇格蘭

及新加坡

各地規管情況

籌籌款中介是一門神秘的行業款中介是一門神秘的行業，，不少負責不少負責
人都保持低調人都保持低調，，以免捐款者識穿這圈以免捐款者識穿這圈

套後不再上當套後不再上當。。消息人士透露消息人士透露，，目前活躍目前活躍
香港的籌款中介約十多間香港的籌款中介約十多間，，而首批在港成而首批在港成
立的籌款中介是名為立的籌款中介是名為““集善集善””的公司的公司。。

根據資料，該公司於2003年成立，兩
名董事分別是趙錦霞及趙秀霞。香港文匯
報記者進一步查核，發現趙錦霞大有來
頭，她是民主黨前秘書長張賢登的妻子。
集善fb專頁也不時上載張賢登夫婦出席公
司活動的照片，而且趙錦霞除擔任集善的
董事外，名下還有8間公司（當中兩間已解
散），業務已由香港伸延至台灣，趙錦霞
於2016年成立的智善社會企業有限公司，
同時在台灣從事籌款業務。

坐擁8000萬元物業 元朗3獨立屋
籌款致富下，據報張賢登夫婦在香港

坐擁8,000萬元（港元，下同）物業，僅元
朗錦繡花園就有3間獨立屋，元朗葡萄園貝
翠大道亦有一間，至今資產市值或逾億
元。

集善 fb所見張氏夫婦與員工狀似融
洽，但4年前該公司卻捲入勞資糾紛中。根
據法庭資料，該公司未有依照勞工法例向

一名離職員工支付約430元工資，被香港
勞工處票控，被裁判官罰款2,000元。欠薪
區區400多元，使張氏夫婦這門生意曝
光，該公司之後變得更低調。香港文匯報
記者早前曾根據該公司的招聘廣告應徵籌
款員，但遲遲未有回音，似乎只有熟人介
紹才能受聘。

這種隱秘的運作在其他中介公司內通
用，香港文匯報臥底記者誤打誤撞獲兩間
中介公司取錄，各間公司試工一個月期
間，隊長及面試官走漏少許聲氣，大爆行
業運作內幕。

記者根據該兩間中介公司管理層的說
法，東拼西湊行業概況。據了解，每間中
介公司旗下一般有8支至10支小隊，每日
分布在全港各區募捐。如果接到大額的籌
款合約便可能不夠人手，多間中介公司便
會聯手完成該合約，有從業員說：“我哋
呢個圈子好細，全港大約只有十多間中
介，之間唔係惡性競爭，如果有需要，甚
至幾個中介一齊接一個項目，各派出隊員

去募捐好平常。”
香港文匯報記者遂對該兩間公司進行

查冊，發現其中一間中介公司成立僅4年，
唯一的董事除了該間公司外，還食髓知味
到台灣開設另一間籌款中介公司。該董事
為公司註冊時需提供個人資料，其身份證
字頭顯示他出生於上世紀90年代至千禧
年，即年約三四十歲。

消息人士指，這麼年輕的董事未必夠
老練經營籌款中介，質疑他不是真老闆，
“因為這行運作隱秘，不排除另有真正的
幕後老闆，呢名董事只是用來頂罪的掛名
負責人。”事實上，記者在中介公司工作
期間，最耐人尋味的是該小組的WhatsApp
通訊群組內，除隊長及隊員，還有一名神
秘人，經常在群組內作出“指導性”言
論，但該神秘人卻從來沒有現身。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透過集善官網的聯
絡電話向該公司查詢，惟一直無人接聽，
WhatsApp留言直至22日晚截稿時仍未有
回覆。

香港慈善籌款活動亂象叢
生，歸根究柢是香港至今未實
施“慈善法”，慈善事業的規
管更是政出多門，分別由香港
稅務局、社署、食環署等9個

部門管轄，彼此各自為政。其中，香港文匯報
踢爆的街頭籌款活動更沒有專門法例監管，政
府目前是根據《簡易程序治罪條例》下“公眾
地方干犯妨擾”罪行，規定獲免稅待遇的慈善
機構在公眾地方賣旗、街頭義賣、售賣獎券，
事前必須申請許可證，但條例對於非免稅慈善
機構卻“冇符”，而且籌款員是四周走動既不
構成“阻街”，部分捐款也確實進入慈善機構
戶口，故即使籌款員訛稱身份也不構成“詐騙

罪”。
港人善心爆棚，香港慈善事業愈見蓬勃。

去年在稅務局註冊獲豁免繳稅的慈善機構逾
9,200家，較2001年增加1.68倍。前年的公眾捐
款高達127億元（港元，下同），18年間增長
3.37倍。惟香港法例未有充足保障市民的善心不
被利用。

“慈善機構”無法定定義
香港現時對“慈善機構”並無法定定義，

亦無專門規管慈善機構的法例或專職的單一規
管部門，只有當機構需要免稅，才間接根據
《稅務條例》(第112章)第88條要求有關機構符
合一定賬目法規，但稅局並非監管機構，賬目

以外的管治問題稅局則無管轄權。
問題根結是如果機構放棄免稅待遇，就不

受該條例管轄，公眾也無法查閱和監察善款去
向。除稅局監管慈善機構的賬目，另有8個政府
部門參與慈善機構不同範籌的管轄，例如會址
申請由地政總署負責批地，若屬社團性質需由
警務處根據社團條例管轄，若機構有辦學則由
教育局監管相關範疇。

對於香港文匯報踢爆的街頭籌款，執法人
員只能根據《簡易程序治罪條例》下的“公眾
地方干犯妨擾”罪行，要求免稅慈善機構在街
頭進行賣旗、義賣及獎券籌款前，申請許可證
或牌照，但條例只規管免稅機構。

社署日前接受香港文匯報查詢時表示，為

慈善用途在公眾地方募集捐款授權書（包括中
介），現時不需向社署署長申請許可證。早年
審計報告也指出，社署職能只監察接受政府資
助的慈善機構如何運用資助，非政府捐款、即
公眾捐款不受社署管轄。

那麼其他法例例如控以“阻街”能否監管
街頭募捐？大律師陸偉雄解釋，如果籌款員四
周走動的話，不構成“阻街”罪名。只有當中
介設置街站擺放臨時攤位及易拉架等，才觸犯
法例涉嫌“阻街”。

籌款員訛稱為慈善機構義工哄騙市民捐
款，又會否構成詐騙？有法律界人士指出，由
於確實有部分捐款最終落入相關志願機構戶口
作公益用途，未能構成詐騙罪。

港無“慈善法”規管各自為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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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賢登妻子趙錦霞有份經營的籌款中介公司集善，不時在其社交平台
專頁上載員工聚餐和活動的相片。

香港慈善機構及免稅捐款
（億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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領導人氣候峰會上
習近平主席這樣說

保護生態環境，不能頭痛醫頭、腳
痛醫腳。我們要按照生態系統的內在
規律，統籌考慮自然生態各要素，從
而達到增強生態系統循環能力、維護
生態平衡的目標。

要攜手合作，不要相互指責；要持
之以恒，不要朝令夕改；要重信守
諾，不要言而無信。

發達國家應該展現更大雄心和行
動，同時切實幫助發展中國家提高
應對氣候變化的能力和韌性。

資料來源：央視新聞客戶端

碳中和：
指企業、團體或個人在一定

時間內直接或間接產生的二氧化
碳排放總量，通過二氧化碳去除手段，如植樹造
林、節能減排、產業調整等，抵消掉這部分碳排
放，達到“淨零排放”的目的。

中國承諾：將在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

碳達峰：
指在某一個時點，二氧化碳的排放不再增長達到峰

值，之後逐步回落。根據相關學者的解讀，這個時間點
並非一個特定的時間點，而是一個平台期，其間碳排放
總量依然會有波動，但總體趨勢平緩，之後碳排放總量
會逐漸穩步回落。

中國承諾：碳排放量將在2030年達到峰值

減碳關鍵詞

資料來源：綜合新華社及《北京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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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構建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
習
近
平
：

出席領導人氣候峰會 強調要堅持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

據中央廣播電視總台中國之
聲報道，中國全國性碳排放權交
易市場將於6月底啟動運營，目
前首批2,000餘家電力企業正在
全國碳排放權註冊登記系統上進

行登記開戶，碳市場將成為未來實現碳減排的重
要市場機制。碳交易，即為了減少二氧化碳排
放、促進溫室氣體減排所進行的將“二氧化碳排
放權”作為商品進行交易的市場機制。中國人民
銀行行長易綱此前透露，預計2030年前，中國碳
減排需每年投入2.2萬億元（人民幣，下同）。今
年6月底，全國性碳排放權交易市場將啟動運營。
目前相關部門正在就管理條例徵求意見，提出要
逐步擴大碳排放配額的有償分配比例，金融管理
部門將配合相關部門參與碳市場的管理。

發電行業率先啟動
中國生態環境部部長黃潤秋說，全國碳市場

將首先在發電行業率先啟動。“全國碳市場建設

的啟動，我們將發電行業作為第一批，啟動第一
個履約周期，對配額進行分配。按照規則，對各
個省的企業應有的碳排放權進行配額分配，盡快
啟動第一單碳排放交易在線上實施。”

專家倡速擴大行業覆蓋
據了解，首批2,225家電企目前已經在全國碳

排放權註冊登記系統上完成開戶資料審核工作。
業內人士預計，2021年中國碳交易市場成交量或
將達到2.5億噸，為2020年各試點交易所交易總量
的3倍，成交金額將達60億元。

統一市場體系下如何推動碳減排和碳達峰工
作進一步提速呢？清華大學能源環境經濟研究所
所長、全國碳市場總體設計專家組負責人張希良
認為，應盡快擴大碳市場行業覆蓋，最大化發揮
碳價格的激勵約束作用。張希良說：“今年也可
以爭取把水泥和電解鋁行業納入進來，碳市場的
總量設定要與國家碳達峰、碳中和的總量控制要
求密切結合起來。” ●央廣網

中國6月啟動全國性碳排放權交易市場
�
6�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應

美國總統拜登邀請，中國國家主席習近

平22日晚在北京以視頻方式出席領導

人氣候峰會，並發表題為《共同構建人

與自然生命共同體》的重要講話。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聯合國秘書
長古特雷斯22日以視頻方式出席領導人氣候峰會
時，敦促發達國家對氣候行動作出更大貢獻。古
特雷斯在視頻中說，過去10年是有記錄以來最熱
的10年，全球氣溫已經上升了1.2攝氏度——
“正迅速逼近災難的臨界值”。他說：“我們需
要一個綠色的地球……必須確保下一步邁向正確
的方向。”

古特雷斯重申了他關於在本世紀中葉建立一

個全球淨零排放聯盟的立場，敦促各國將下一個
10年作為“轉型的10年”，呼籲各國提交全新
的、更有雄心的國家自主貢獻計劃，並列出與
2050年淨零路徑相一致的未來10年的行動和政
策。

他敦促發達國家對氣候行動作出更大貢獻，
要求發達國家在6月舉行的七國集團峰會上兌現
公共氣候資金承諾，包括為發展中國家的氣候行
動每年提供1,000億美元的長期承諾。

聯國秘書長敦促發達國：對氣候行動作更大貢獻

● 習近平指出，面對全球環境治理前所未有的
困難，國際社會要以前所未有的雄心和行動，共
同構建人與自然生命共同體。 新華社

習近平指出，氣候變化給人類生存和發展帶
來嚴峻挑戰。面對全球環境治理前所未有

的困難，國際社會要以前所未有的雄心和行動，
共商應對氣候變化挑戰之策，共謀人與自然和諧
共生之道，勇於擔當，力同心，共同構建人與
自然生命共同體。

中方歡迎美重返多邊氣候治理
一是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人類應該以自

然為根，尊重自然、順應自然、保護自然。要像
保護眼睛一樣保護自然和生態環境，推動形成人
與自然和諧共生新格局。

二是堅持綠色發展。保護生態環境就是保護
生產力，改善生態環境就是發展生產力。要摒棄
損害甚至破壞生態環境的發展模式，摒棄以犧牲
環境換取一時發展的短視做法。大力推進經濟、
能源、產業結構轉型升級，讓良好生態環境成為
全球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支撐。

三是堅持系統治理。山水林田湖草沙是不可
分割的生態系統。要按照生態系統的內在規律，
統籌考慮自然生態各要素，從而達到增強生態系
統循環能力、維護生態平衡的目標。

四是堅持以人為本。要探索保護環境和發展
經濟、創造就業、消除貧困的協同增效，在綠色
轉型過程中努力實現社會公平正義，增加各國人
民獲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五是堅持多邊主義。要堅持以國際法為基
礎、以公平正義為要旨、以有效行動為導向，維
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遵循《聯合國氣
候變化框架公約》及其《巴黎協定》的目標和原
則。中方歡迎美方重返多邊氣候治理進程，期待
同包括美方在內的國際社會一道，共同為推進全
球環境治理而努力。

六是堅持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原則。要充分
肯定發展中國家應對氣候變化所作貢獻，照顧其
特殊困難和關切。發達國家應該展現更大雄心和
行動，同時切實為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技術、
能力建設等方面支持。

中國正在制定碳達峰行動計劃
習近平強調，中國將生態文明理念和生態文

明建設納入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總體布局，堅持走
生態優先、綠色低碳的發展道路。中方宣布力爭
2030年前實現碳達峰、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
是基於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和實現可持續發
展作出的重大戰略決策，需要中方付出艱苦努
力。中國正在制定碳達峰行動計劃，廣泛深入開
展碳達峰行動，支持有條件的地方和重點行業、
重點企業率先達峰。中國將嚴控煤電項目，“十
四五”時期嚴控煤炭消費增長、“十五五”時期
逐步減少。

幫助發展中國家提高應對氣候變化能力
習近平指出，作為全球生態文明建設的參與

者、貢獻者、引領者，中國堅定踐行多邊主義，
努力推動構建公平合理、合作共贏的全球環境治
理體系。中方將在今年10月承辦《生物多樣性
公約》第十五次締約方大會，同各方一道推動全
球生物多樣性治理邁上新台階。中方通過多種形
式的南南務實合作，幫助發展中國家提高應對氣
候變化能力。中方還將生態文明領域合作作為共
建“一帶一路”重點內容，持續造福參與共建
“一帶一路”的各國人民。

習近平指出，氣候變化帶給人類的挑戰是現
實的、嚴峻的、長遠的。我堅信，只要心往一處
想、勁往一處使，人類必將能夠應對好全球氣候
環境挑戰，把一個清潔美麗的世界留給子孫後
代。

與會領導人表示，氣候變化是國際社會共同
面臨的嚴峻挑戰，需要全球合力應對。應該迅速
採取行動，進一步加大減排力度，加強技術創
新，大力發展清潔能源，創造更多就業機會和更
大增長空間，實現綠色、更可持續發展，保護好
人類共同的星球，使人與自然和諧共生，造福子
孫後代。支持昆明《生物多樣性公約》第十五次
締約方大會取得成功。要更加關注脆弱國家和群
體，發達國家要為發展中國家提供更多資金和技
術支持，幫助他們應對和適應氣候變化。

丁薛祥、楊潔篪、王毅、何立峰等參加。

學者：中美合作應對氣候變化將使全球受益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獨立公共政策

智庫澳洲研究所氣候和能源項目主管里奇．梅爾
齊安日前在堪培拉接受新華社記者專訪時表示，
世界各國期盼中美兩國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加強
合作，因為這將使全球受益。

梅爾齊安曾作為澳洲政府代表出席聯合國氣
候變化相關會議，多年來專注於氣候和能源領域
研究工作。他表示，正是在中美雙方合作下，里
程碑式的《巴黎協定》才得以在2015年誕生，從
而讓全球應對氣候變化進程邁出重要一步。“這
體現了中美兩國合作對全球有效應對氣候變化挑
戰的重要性。”

“中國在綠色技術領域一直做得很好”
他認為，中美在氣候問題上開展合作不僅會

讓全球受益，也符合兩國利益。兩國通過合作應
對氣候變化，將有助於阻止極端天氣增加的趨
勢，並促進基於綠色低碳的新經濟發展。“中國
在綠色技術領域一直做得很好，不僅在國內給予

重視並實施、在製造業中推廣，還向世界出口相
關技術。”

梅爾齊安說，中國氣候變化事務特使解振華
與美國總統氣候問題特使約翰·克里都曾參與《巴
黎協定》的談判工作，這將有助於中美兩國就氣
候問題展開建設性對話。

在他看來，氣候變化帶來的挑戰是全球性
的，每個國家都有責任積極應對這種挑戰，這將
推動世界各國就氣候問題更緊密地合作。如果包
括歐盟、澳洲在內的其他各方也能夠積極展開合
作，將有助於今年下半年舉行的聯合國氣候變化
大會取得積極成果。

梅爾齊安認為，應對氣候變化這一挑戰在澳
洲尤其具有緊迫性。去年發生在澳洲的“毀滅
性”森林大火以及前不久在該國新南威爾士州出
現的暴雨洪災，在某種程度上都是氣候變化帶來
的後果。他說，這種自然災害發生得越多，對採
取行動的呼籲就會越多，最好的解決辦法就是每
個人都參與合作，共同解決氣候變化問題。

●● 44月月2222日晚日晚，，應美國總統拜登邀請應美國總統拜登邀請，，中國國家主席習中國國家主席習
近平在北京以視頻方式出席領導人氣候峰會近平在北京以視頻方式出席領導人氣候峰會。。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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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洛杉磯訊】華美銀行之控股公司華美銀行集團
（NASDAQ股票代號EWBC）4月22日公佈2021年第
一季度盈利報告，淨利達2億零5百萬美元，每股獲
利1.44美元。平均資產報酬率為1.50%，平均股東權
益報酬率為15.6%。

華美銀行董事長、總裁兼最高執行長吳建民表示
： 「華美銀行2021年第一季度強勁成長。存貸款穩步
增加，收益和盈利能力持續提昇，信貸品質保持平穩
，淨利較2020年第四季度增長25%。截至2021年3
月31日，我們的總貸款創新高，達3百96億美元，與
2020年12月31日相比 ，年均增長率達13%；總存款
亦創新紀錄，達4百95億美元，與去年第四季度相比
，年均增長率達42%。」

吳建民還表示，華美銀行2021年第一季度的收益
與2020年第四季度相比，年均增長率達10%，同時，
有效的成本控管使調整後稅前撥備前收入的年均增長
率達到17%。鑒於宏觀經濟前景改善，且銀行資產品
質持續穩定，2021年第一季度華美銀行未撥備任何貸
款損失準備金。此外，得益於穩健的財務表現，銀行
第一季度的有形股東權益報酬率達17.2%。

吳建民說： 「自年初至今，華美銀行的存貸款額
強勢成長，而華美銀行客戶所展現出的韌性和經濟的
持續復甦，都使我們對2021年全年的發展前景和資產

品質持樂觀態度。隨著經濟的重啟和回升，華美銀行
將繼續憑藉強勁的財務表現協助客戶持續發展，邁向
成功。」
盈利表現概要：

• 總資產創新紀錄 – 截至2021年3月31日，
總資產達5百69億美元，較2020年12月31日的5百
22億美元增加47億美元或37%。

2021年第一季度賺取利息之平均資產為5百29億
美元，較2020年第四季度增加31億美元或26%，主
要得益於平均可供出售債務證券增加14億美元、平均
貸款增加10億美元、有息現金和存款增加5億零7百
80萬美元，以及根據轉售協議購得2億零4百10萬美
元的平均資產。此外，2020年12月31日至2021年3
月31日期間，平均可供出售債務證券增加22億美元
，轉售協議增加7億美元。

• 總貸款再攀新高 – 截至2021年3月31日，
總貸款達3百96億美元，較2020年12月31日的3百
84億美元增加12億美元或13%。若不計21億美元的
SBA小型商業署薪資保護貸款，總貸款較2020年第四
季度成長6億9千 1百30萬美元或8%。華美銀行於
2021年第一季度提供了5千零75筆新的SBA小型商業
署薪資保護貸款，總額達8億2千8百20萬美元。

2021年第一季度的平均貸款為3百87億美元，較

2020年第四季度增加10億美元或11%。其中，住房貸
款成長最為顯著，較2020年第四季度增加4億3千2
百50萬美元或18%。若不計SBA小型商業署薪資保護
貸款，平均貸款與2020年第四季度相比，年均增長
9%。

• 總存款創新紀錄 – 截至2021年3月31日，
總存款達4百95億美元，較2020年12月31日的4百
49億美元增加47億美元或42%。其中，無息存款創
新高，達1百89億美元，較2020年 12月31日的1百
63億美元增加26億美元或65%。截至2021年3月31
日，無息存款佔總存款的38%，2020年12月31日為
36%。

2021年第一季度的平均存款為4百78億美元，較
2020年第四季度增加34億美元或31%，得益於各類
存款的持續成長，其中，無息存款成長強勁，較
2020年第四季度增加18億美元或44%。

• 資本結構穩健 – 截至2021年3月31日，華
美銀行股東權益為53億美元或每股37.26美元。普通
股每股有形權益為33.90美元。截至2021年3月31日
，有形權益與有形資產比率為8.53%，第一類資本比
率為12.7%，總風險基礎資本比率為14.3%。

華美銀行董事會將在2021年5月 17日派發2021
年第二季度普通股股息每股0.33美元，股東將依其至

2021年5月3日的持股份數獲派股息。
關於華美銀行
華美銀行集團為美國上市公司，股票代號EWBC

在NASDAQ Global Select Market交易。華美銀行為總
部位於加州最大的商業銀行之一，現有總資產5百69
億美元，在美國和中國共有超過120處服務網絡，美
國市場主要分佈於加州、喬治亞州、麻薩諸塞州、紐
約、內華達州、德州以及華盛頓州；在大中華地區，
華美銀行在香港、上海、汕頭和深圳都設有全方位服
務的分行，在北京、重慶、廣州及廈門亦設有辦事處
。有關華美銀行2021年第一季度財務報告及相關資料
，可在該行網址 www.eastwestbank.com查閱。

此為中文譯本，內容以英文新聞稿為準

美國旅館業的盛衰起伏美國旅館業的盛衰起伏

作者作者：：賴清陽律師賴清陽律師

華美銀行發佈華美銀行發佈20212021年第一季度財報年第一季度財報
淨利達淨利達22億零億零55百萬美元百萬美元 每股獲利每股獲利11..4444美元美元
SBASBA小型商業署薪資保護貸款總額達小型商業署薪資保護貸款總額達88億億22千千88百百2020萬美元萬美元

一、 早期：
在美國，投資生意及旅館酒店經營，

早期都是白人中上階層獨占，尤其是連鎖
經營的品牌酒店或高階、大器、時尚、上
檔次的精品或馳名旅館，更是大財團、投
資信託或退休基金會的最愛。

二、 中期：
於1980年代，美國經濟不景氣、石油

禁運、能源短缺、酒店業因現金鍵中斷而
現金流呈負成長，因此，資不抵債，慘遭
銀行沒收斷頭、拍賣變現，此時印度、巴

基斯坦、台灣、韓國等第一代移民趁機購
入、開源節流、轉虧為盈、經濟復甦、百
業興旺、公務會議、商業大展等回歸興旺
，旅館業者日進斗金，因此漸漸進入投資
，於1990-2019年，許多中階連鎖酒店，
如：Best Western、 Comfort、Ramada、
Travel Lodge、Howard Johnson 等，成為
亞裔最佳的投資標的，也造就了一批百萬
富豪，其中一部分更組成銀行等金融機構
，如洛杉磯的萬通、國泰、統一、中聯銀
行；休士頓的首都、金城、美南銀行的董
事長都曾經是旅館業的東主。

三、 近期：
2010年起，中國資金大量湧入，收購

中、大型旅館，甚至加州、德州、佛州、
紐約、華府首都的世界名牌酒店，如：
Marriott、Hilton、Sheraton、Holiday Inn、
Regency等，在美國的旅館業，揮灑出一
片輝煌。

四、 目前：
2020年，全球因Covid-19疫情而風雲

變色，旅館酒店、旅遊、出差、工商展會
等，都幾乎歸零，生活及工作型態也產生
巨大變化，改為雲端視訊、遠距會議及居

家辦公，更使公司工作會議、董事會、股
東大會、法庭活動、生意談判、合資融資
協商等，原本須差旅會見，當面洽談等都
大幅度減少、會展中心使用的預算更是大
減，而短期內大型會議中心酒店的生意，
實在很難看好，因此，情況比起1980年代
更加嚴峻，中大型旅館業開始崩盤，2020
年底開始出現破產重組、低價拋售及法院
拍賣，又一次的房地產拋售止血，買家摸
底、買低，危機入市風潮又起。悲觀者，
認為旅館業短期內很難起死回生，現金流
滿滿、增值再現的機會不大，目前還不是
抄底進場的時候，甚至認為，買低後可能
會更低，一跳樓、二跳樓，甚至三跳樓都
有可能。

樂觀者，則認為地點佳、地產結構好
，低價買入中型酒店，加上保守估計經濟
應會復甦，若2年內的現金虧損準備金及
酒店改善的工程款項都已準備好，應可放
手一搏，存活力會很強，若是拜登充分發
揮美國實力，疫情短期內控管改善，疫苗
注射普及成功，政府貨幣寬鬆政策有效實
行，百業興旺，中型旅館短期內復甦、再
現風華的機會很高。

因此，我們的投資集團，正積極篩選
適宜的酒店，目前已購入 6 家，計畫
2021-2022，再購入2~6家。最近的一個
投資項目就是萬豪酒店(Marriott)旗下的
Courtyard及Residence Inn，該兩家酒店共
約200間客房，購買價格約美金1000萬元
，連同過戶手續、Marriott連鎖酒店加盟
費用、營運資金等，過戶時須備齊1200萬
元及營運準備金及旅館改善費用200萬元
，共1400萬元。

我們預計向銀行融資600萬元，剩下
800萬元部分，預估報酬為每年8%的優先
分紅，3~5年後，生意及現金流逐漸穩定
，市場也復甦的情形下，國際名牌Court-
yard by Marriott的價格應會達到一間房10
萬元，乘上共200間客房，市價將在2000
萬元間。

若成本控制得當，也就是過戶時的
600萬元、 營運準備金200萬元、銀行
融資600萬元，總成本約為1400萬元，每
房平均7萬元左右。因此，我們認為預期
利潤增值約到700萬元。報酬粗估在88%
，5年年平均報酬則為18%；若4年內，則
22%；若是3年內完成，則年報酬率高達

30%。
另一個項目是Hilton旗下的Hampton

酒店，約100間房間，過戶時，需準備現
金300萬元、貸款300萬元，每間房約5
萬元，加上裝修費、過戶費、加盟費及前
三年付現金流的準備金約100萬元，預計
售出總價約900萬元，即每房間約9萬元
，淨利約 300 萬元。項目投資報酬率約
100%，若5年，年平均報酬為20%；若4
年內，則25%；若是3年內，則年報酬率
為33%，均遠比2021年市面上3年Jumbo
CD利率約0.75%高出許多。

在Covid-19疫情期間，百業蕭條、旅
遊業重創，旅館業普遍面臨住房率偏低、
租金又下降的困境，現金周轉不靈，甚至
遭到銀行查封、法庭拍賣，但若持逆向思
考的觀點，也是逢低買進的好時機，只要
精準選對標的，可能買到好地點、有潛力
的機會，等待未來疫情過後的市場復甦，
逢高賣出，獲利了結，享受高報酬的甜美
果實也是指日可待。

我們誠摯地歡迎各位朋友加入投資行
列，一起與我們的旅館資金管理團隊創造
美好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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