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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斯卡贏家 83
83歲安東尼霍金斯最高齡封帝
歲安東尼霍金斯最高齡封帝
路透社）
）
【中央社】第 93 屆奧斯卡頒獎典禮於台 （路透社
灣時間今(26 日) 上午舉行，演活《父親》中
罹患阿茲海默症的爸爸，擊敗已故影星 「黑豹
」 查德維克博斯曼，成為奧斯卡史上年紀最大
的影帝，而法蘭西絲麥朵曼則以《游牧人生》
獲得影后，《游牧人生》獲得最佳影片、最佳
導演、影后 3 大獎，是最大贏家。
南韓 73 歲女星尹汝貞以《夢想之地》奪
下最佳女配角，是韓國首位拿到奧斯卡的演員
，丹尼爾卡盧亞則以《猶大與黑色彌賽亞》獲
得最佳男配角，最佳導演則由華裔女導趙婷奪
得，是繼李安後第 2 位華裔，而最佳國際影片
（昔為最佳外語片）則頒給丹麥電影《醉好的
時光》，曾志偉兒子曾國祥執導的《少年的你
》鎩羽而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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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敦舉辦非洲日
我見我聞我思
Wealee@scdaily.com
04/
04
/26
26/
/2021

市長特納日前發出
邀請函，定於五月二十
七日為非洲日， 舉辦一
連串有關非洲文化經濟
藝術活動，促進非洲和
休斯敦長期友好合作關
係。
市長表示，休斯敦
是全美各市和非洲交往
最密切的城市， 並且有
大量來自非洲之居民，
長久以來我們非常重視
和非洲各國之交流 ，非
洲帶來的文化政经關係
對我們影響非常大。
今天也接到幾內亞
共和國駐美大使森楊也
將於五月下旬再度訪問
本市，我們將會安排和

文化工商界人士座談，
並接見在大休斯敦地區
之幾內亞僑民代表。
自從我接任幾內亞
駐休斯敦名譽總領事之
後，不斷在籌劃如何加
強雙方關係，幾內亞目
前在農業、基建、教育
都極為需要，我們也預
定在十月底之前組團訪
問幾內亞。
這一年多來之疫情
，打亂了許多既定之行
程，希望在不久之將來
，疫情可以控制下來，
希望盡快到非洲訪問，
落實有關交流投資之計
劃。

Africa Day Is Coming
C. to celebrate Houston Africa Day.
As the letter of invitation
pointed out, Houston is Africa
’ s largest U.S. trade partner
and Houston is home to a
large number of African residents. This event will help
honor the many African communities in Houston to help
the greater Houston community connect with the diverse
African communities and to
raise awareness about the
importance of intercultural dialogue, diversity and inclusion.

幾內亞共和國駐休斯敦名譽總領事

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Houston Mayor Sylvester Turner has invited
all the African ambassadors in Washington, D.

Africa Day also will be kicking
off the African Business Forum that is aimed to highlight the various re-

gions in Africa and their many business opportunities. Mayor Turner also will host a
lunch reception with all the ambassadors.
This is the first time Mayor Turner has hosted
an event after the pandemic. We are all very
glad that Africa Day will represent all the businesses in Houston doing business with Africa.
After I was appointed as Honorary Consul of
Guiana in Houston I was always planning to
promote the culture and economic relations
between Texas and Guiana, especially in the
areas of agriculture, education and infrastructure. Because of the pandemic delay, we still
plan to visit with our business partners at the
end of October of this year.
Mr. Mayor, we are very grateful for your efforts to promote Africa in our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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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多地第三次進入抗疫緊急狀態
【綜合報道】日本政府 4 月 23 日傍晚再次宣布東京都、大阪
府、京都府、兵庫縣 4 地進入緊急狀態。另外，日本政府還決定
在愛媛縣實施僅次於“緊急事態宣言”的“防止蔓延等重點措施
”。這是日本政府自 2020 年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第三次發布
“緊急事態宣言”，時間暫定自 4 月 25 日開始，一直持續至 5 月
11 日。
2020 年 4 月和今年 1 月，因為疫情嚴重，日本曾兩次宣布進
入緊急狀態。此次實施緊急狀態期間，大型商業設施停業，體育
比賽等大型活動原則上不允許有現場觀眾。近期疫情形勢持續嚴
重 4 月 21 日至 23 日，日本連續 3 天新增新冠肺炎確診病例超過
5000 例。在日本政府公佈即將實施“緊急事態宣言”當天，日
本新增確診病例 5113 例，新增死亡 56 例，重症患者 816 例。此
前，日本政府已對東京都、大阪府、宮城縣、沖繩縣等 10 地的
部分區域採取力度小於緊急狀態的“防止蔓延等重點措施”。但
東京都、大阪府等地疫情形勢日趨惡化，有的地方甚至出現多起
確診病例在居家隔離期間死亡的案例。據日媒報導，不少需要送
醫的確診患者遲遲沒有醫院接收，有的患者甚至不得不在救護車
裡等待超過 24 小時。據 22 日舉行的東京都政府視頻會議預測，
最近一周的新增確診病例中，九成或為變異病毒感染病例。東京
都知事小池百合子在會上指出：“現在變異病毒感染病例逐漸增
加，很有可能出現超過第三波疫情的蔓延規模。為堅決阻止住這
股蔓延之勢，東京都的廣大民眾和各商家必須對所採取的防疫措
施給予理解和支持，將人員流動控制住。”第三次“緊急事態宣
言”有何不同在此次緊急狀態期間，日本政府要求民眾盡量避免
外出，公司等機構盡量將居家辦公人員擴大到 70%，大型商業設
施、提供酒類的餐廳等停業，體育比賽等大型活動原則上不能有
現場觀眾。政府將對停業和縮短營業時間的店舖等提供補貼，同

時並不要求學校停課。在東京都，小池百合子知事
表示，由於繁華街區附近的公園和街邊的飲酒行為
屢禁不止，東京都政府人員和警察將聯合上街巡邏
，以糾正此類行為。街邊飲酒行為的減少將有助於
控制疫情的蔓延。據了解，從 4 月 23 日 20 點開始，
東京都政府和區政府人員以及警察和消防等部門人
員組成聯合小組，在新宿區的歌舞伎町周邊進行巡
邏，並勸告民眾不要在街邊飲酒。此外，為了控制
人員流動，東京都政府還要求大型建築物設施關閉
彩燈或取消亮燈活動，晚八點之後街頭商家的廣告
牌或霓虹燈也需要關閉。小池百合子稱：“街頭除
了路燈，其他所有的光亮都需要關閉。”
緊急狀態的實施需要民眾的積極配合。 25 日，
東京都進入緊急狀態的第一天，記者觀察到，在澀
谷、原宿等地，平時熱鬧的街頭依舊人頭攢動，人
氣餐館前依舊排著長長的隊伍，緊急狀態似乎沒有
對東京都民眾的生活帶來太大的改變。據日媒報導
，儘管日本政府要求盡可能終止大型活動、演出，
或以“無觀眾”形式開展體育賽事等，但並不是所
有人都遵從這一要求。在東京淺草寺附近，一家以
表演日本傳統藝術落語為主的演藝中心竟然以
“（落語演出）是維持社會生活的必需品”為由，繼續營業。旅
遊業受衝擊不斷“五一”黃金周長假本是日本民眾出遊的最好時
節之一。但是，隨著新一波疫情的到來，加之“緊急事態宣言”
“防止蔓延等重點措施”的影響，當地旅遊業再次遭受衝擊。據
日媒報導，在日本政府今年 3 月解除第二次緊急狀態後，日本的
旅遊公司預約量開始增加，旅遊業出現復甦的跡象。但是，由於

日本各地的新冠肺炎疫情再次嚴重，日本政府呼籲各地民眾避免
非緊急不必要的外出，導致旅行社訂單越來越少，酒店、旅館等
住宿設施的經營前景堪憂。日本一些商家本來期待，在今年“五
一”黃金周期間通過民眾旅遊消費改善自己的經營狀況，但是隨
著多地進入緊急狀態或實施“防止蔓延等重點措施”，日本民眾
的出行計劃紛紛被打亂，商家的期待也幾乎沒有可能實現，甚至
有的商家還面臨著倒閉的風險。

印度新冠疫情危機 一瓶氧氣抵普通人半年工資
(綜合報道）連日來，印度新冠肺炎確診人數節節高攀，已經連續第五日打破全球單日確診病
例的最高紀錄。根據印度衛生部在 26 日公佈的最新數據，之前一天，全印共有超過 35 萬人確診，
3 天內確診人數破百萬，而確診病例總數已經突破 1700 萬。
印度總理莫迪在 25 日敦促所有國民盡快接種疫苗，並提高對疫情警惕。他在廣播講話中說：
“我們在成功應對第一波疫情后士氣高昂。但是現在，這一波疫情已動搖了整個國家。”
印度公共衛生基金會流行病學教授巴布(GiridharRBabu)認為，與去年第一波疫情相比，印度
當前疫情呈現蔓延速度快、無症狀感染者多、年輕感染者佔多數等特點。
由於印度疫情急劇惡化，新增確診病例呈“爆炸式”增長。醫療系統疲於應付，醫院早已不
堪負荷、氧氣和藥品嚴重缺乏。
如今每個氧氣瓶幾乎都是爭奪的對象。各大城市的醫院外，患者排長隊等候就醫，家屬們憂
心忡忡。
印度首都新德里所有醫院不堪重負，多數醫院已滿員，氧氣即將耗盡，有些病人送到醫院後
因為缺乏氧氣而病亡，還有一些病人還沒被送進醫院就已死亡。首都新德里在 25 日報告有 357 例
死亡病例，這意味著每 4 分鐘就有一人死於新冠肺炎。然而這一數字可能依然是冰山一角，因為
還有太多在家中死亡的患者沒有將新冠肺炎列為死因。
由於氧氣緊缺，各地方都盡可能地保證本地的氧氣供應。為此，德里和北方邦、哈里亞納邦
之間甚至爆發了一場“氧氣爭奪戰”。德里和北方邦互相指責對方轉移自己的氧氣配額，而哈里
亞納邦則直接控訴德里“搶劫”該邦氧氣罐。
哈里亞納邦衛生部長維杰(AnilVij)在接受印度媒體採訪時表示，該邦一輛運送氧氣的卡車在路
過德里時被德里政府劫走。為此，他已經要求警察為所有運送氧氣的卡車提供護衛。此外，還有
多個邦的政府禁止氧氣及氧氣運輸車輛離開本邦。
地方政府不能保障氧氣供應，給普通老百姓帶來巨大的恐慌和混亂。印度各類社交平台上隨
處可見患者家人和朋友絕望的懇求。求助信息從醫院病床到藥物，CT 掃描、新冠病毒檢測，到隔
離期間老年人的食物供應。

為了拯救家人，很多人不得不到非正規的黑市購買各類醫療物資。然而價
格也並非普通人能夠承受。據英國媒體報導，一位名叫普里亞的德里婦女
為了挽救公公的生命，花了 5 萬盧比(約合 700 元美金)從黑市上買了一個氧
氣瓶，而在正常情況下，一個氧氣瓶的價格只要 6000 盧比(約合 90 元美金)。
5 萬盧比相當印度普通工人 5 個月的工資，而 5 萬盧比一瓶氧氣還只是黑市上的起步價，在其
他地方，一瓶氧氣甚至喊價到 10 萬盧比的，這已經要接近普通人 1 年的工資了。
面對失去控制的疫情，印度首都新德里首席部長凱傑里瓦爾 25 日表示，目前新德里實施的全
城封鎖措施將延長至 5 月 3 日。他說，過去一周，新德里的新冠病毒檢測陽性率高達 36%至 37%，
不過 25 日已下降至 29%。
旅行限制與援助同步
由於印度疫情持續惡化，引發多國擔憂。印度的鄰國和世界主要國家均相繼出台針對印度旅
客的入境限制措施。
在 25 日當天，就有德國、意大利、馬爾代夫和孟加拉國對印度往來旅行設限。以德國為例，
從 26 日零時起，德國將對印度實施入境禁令。這意味著，只有德國公民或者在德國有居留權的外
國人才能從印度飛往德國，但是即便是他們也需要在入境前出示新冠病毒測試的陰性報告，並在
抵達後進行隔離。
德國衛生部長施潘向媒體表示：“為了不危害我們的疫苗接種活動，必須對前往印度的旅行
加以限制。”消息人士還透露，德國政府正在考慮暫停與印度之間的航空往來，包括一些間接航
班。
而就在各國爭相對印度旅行設限之時，不少印度富豪利用私人飛機逃離印度。據英國媒體報
導，在英國對印旅行限制生效的 24 日凌晨 4 時之前，8 架搭載著印度超級富豪的私人飛機降落在倫
敦機場。最後一架降落的時間是凌晨 3 時 15 分，這距離限制措施生效僅有 44 分鐘。
同時，還有很多印度民眾逃往阿聯酋，導致從新德里到迪拜的機票比平時上漲了 5 倍。同時
，還有傳言稱，泰國也成為印度富豪逃難的目的地，不過在 25 日的泰國全國疫情新聞發布會上，
發言人稱與泰國外交部溝通後，確認上述傳言不是事實，並沒有印度的富豪包機入境泰國。
美國表示將立即提供製造新冠疫苗的原材料。而據英國媒體報導，英國已開始把呼吸機和氧
氣濃縮器運往印度，同時歐盟成員國也即將運出它們的相關設備。

亞洲時局
日本福島海域魚類再檢出放射性物質超標

被禁上市

東京奧運擬對選手每天實施唾液檢測
布的面向選手“規則集”第二版，
目前正與國際奧委會(IOC)協調相關
細節。
從世界各國和地區聚集的選手定
期檢測，基本上計劃在東京晴海的奧
運村內“檢測樣本采集中心”實施。
為了防止樣本被偷換等違規操作，
唾液的采集將與興奮劑檢測一樣原
則上在監視下進行。與用棉棒采集
鼻子深處粘液的方法相比，唾液具
有能安全簡便地進
行采集的優勢，有
助於對大 量 人 員
進行高效檢測，
預計也會減輕選
手負擔。
關於分析方
法，正在持續探
討采用抗原檢測
還 是 PCR 檢 測 。

綜合報導 鑒於當前疫情形勢依然嚴峻，柬埔寨
政府要求，金邊市和幹拉省大金歐市政府劃分疫情
防控最高等級的紅色區域，禁止居民離開住家，市
場和餐廳也必須停業。
根據柬埔寨衛生部通報，該國當天新增 431 例新
冠肺炎確診病例，新增治愈出院 31 例。新增確診病
例中有 429 例為社區傳播感染病例，從分布來看，
正在封城禁令下的金邊新增 271 例，較前幾日略為
下降；柬埔寨另一個重要地區西哈努克港突增 133
例；此外，幹拉省新增 10 例，磅湛省和茶膠省各新
增 4 例，波羅勉省新增 2 例，特本克蒙省、貢不省、
磅通省、磅清揚省、柴楨省各新增 1 例。
19 日晚，柬埔寨首相洪森緊急指示，進一步收
緊金邊市和幹拉省大金歐市的“封城”措施。政府
將疫情暴發區劃分為“紅區”，禁止居民離開住家
範圍，除非緊急就醫，外出接受核酸檢測、接種新
冠疫苗。“紅區”所有市場、餐廳必須暫停營業，
消防局、水務局、醫院和診所、藥店、方便面生產
工廠、煤氣店、垃圾清運等除外。
為了確保“紅區”民眾的日常生活需求，柬埔
寨政府要求相關部門協調，向“紅區”民眾銷售大
米、方便面、礦泉水、魚罐頭等食品。
柬埔寨財經部20日發布消息稱，因“封城”而陷入經濟困境的
家庭，包括低收入家庭和從事高風險職業人士(如非正規職業工人、
小商販等)，以及新冠肺炎確診患者和死者家庭，將獲得政府援助。

﹁ ﹁
﹂ ﹂

為防新冠
綜合報導 關於對東京奧運會
和殘奧會參賽選手的定期新冠病毒
檢測，日本政府和奧組委初步決定
以采集唾液實施檢測為基本方式，
原則上每天進行。此前計劃“至少
4 天進行一次”，通過與此相比提
高檢測頻率，將構築及早發現感染
者的檢測體制。
多名奧運相關人士透露，上
述方針預計被寫入本月底計劃公

金邊 封城 令收緊
劃分 紅區 禁止居民離家

綜合報導 日本政府已限制從福島縣
海域捕撈的黑鲉上市，原因是此前在從
福島縣海域捕撈的黑鲉中，檢測出其所
含放射性物質超標。
日媒稱，這是 14 個月來，日本政府
第一次對從福島捕撈的魚類采取此類行
動。2020 年 2 月 25 日起，福島縣全面解
除了捕撈魚類的上市限制。
據報道，福島縣消息顯示，4 月 1 日
在福島縣海域捕撈的一條黑鲉體內，檢
測出每公斤含有 270 貝克勒爾的放射性
物質銫。但據介紹，日本食品中的銫含
量上限為每公斤 100 貝克勒爾。福島縣
表示，這條魚是在距福島縣南相馬市 13
公裏的 37 米水深處捕撈。
據媒體此前報道，2021 年 2 月，日
本福島縣近海捕撈的一種魚被檢測出放
射性物質超標，魚是在距離福島縣新地
町海岸約 8.8 公裏、水深 24 米的漁場捕
獲。經檢測，其體內的放射性銫含量達
到每公斤 500 貝克勒爾。
自東京電力公司福島第一核電站事
故發生後，最多曾有 44 種海產品被限制
上市，但自 2020 年 2 月起，上述海產品
上市限制被全面解除。

根據目前提出的方案，若唾液檢測
結果呈陽性，為了確診，將通過采
集鼻內粘液的 PCR 檢測進行復測。
檢測日程將基於盡可能每天檢
測的方針，對每個比賽項目分別制
定。此外，也將有比賽前一天及當
天免除的情況。
另一方面，對出現發熱、咳嗽
等癥狀的選手，將在奧運村診所的
發熱門診進行采集鼻內粘液的 PCR
檢測。被診斷為陽性的選手將被迅
速隔離。
日本政府和奧組委稱，對選手
以外的奧運相關人員也需要采取嚴
格的防疫措施，正在朝著實施定期
檢測的方向展開協調。關於移動手
段及行動限制等具體對策正在抓緊
匯總，規則集公布之前將召開新冠
對策協調會議進行協商，上次開會
是在 2020 年 12 月。

韓法院駁回第二起慰安婦受害者

對日索賠訴訟

綜合報導 韓國法院駁回
韓國慰安婦受害者針對日本政
府提起的第二起索賠訴訟。
韓國中央地方法院民事合
議 15 庭駁回，李容洙等慰安
婦受害者和金福童等已故慰安
婦受害者及其家屬 20 人發起
的對日索賠訴訟。
據報道，訴訟被駁回意味
著，不符合訴訟條件。法庭認
為日本享有國家主權豁免，即
不受韓國法院管轄。
法庭解釋稱，如果認定國
家主權豁免，難免在宣判和強
制執行過程中發生外交沖突。
法庭還指出，韓日 2015 年
就慰安婦問題達成的協議具備
外交形式，有著權利救濟的性
質，雖然談判過程中沒有征求

受害者們的意見，內
容和程序上有一定的
問題，但很難僅憑這
些就認定政府超越或
濫用裁量權。協議是
雙方達成的，不可能
只貫徹韓國一方的立
場，雖然協議文本未
能征得受害者的同意，畢竟走
了意見征求程序，部分受害者
還領取了和解治愈基金會以現
金形式發放的賠償金。
最後，韓國法庭表示，受
害者們飽受折磨，韓國國家付出
的努力和成果似乎不足以撫平傷
痕、補償損失，但恢復名譽、賠
償損失等慰安婦問題的解決需要
包括外交交涉在內的努力。
這一結論與 1 月的第一起

慰安婦索賠訴訟獲勝形成對照
。已故的裴春姬等慰安婦受害
者及其家屬 12 人提起的第一
起對日索賠訴訟，經首爾中央
地方法院民事合議第 34 庭審
理，被判勝訴。法庭認為日本
的違法行為不在國家主權豁免
之列，認可了韓國法院的管轄
權。因日本對此未予回應，僅
此一審判決成為該案的終審判
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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澤連斯基邀普京在頓巴斯會面 稱烏克蘭不希望發生戰爭
綜合報導 近期烏克蘭東
部頓巴斯地區局勢不斷升溫，
烏俄邊境附近部署了大量軍力
，引發外界對烏沖突升級的擔
憂。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提議
與俄羅斯總統普京在頓巴斯會
面，並強調烏克蘭不希望發生
戰爭，希望通過外交努力解決
。俄官方還未對烏總統的邀約
做出回應，不過有俄議員批澤
連斯基的“空話”毫無意義。
據俄羅斯衛星網報道，烏
總統澤連斯基表示，在“諾曼
底四方”政治顧問會議和三方
聯絡小組安全問題分組會議討
上論了全面恢復停火制度問題

希臘難民問題大為緩解
入境人數同比下降 89%
綜合報導 日 前 ， 希 臘 移 民 和 庇 護 部 長 米 塔 拉 基 斯 表 示 ， 過 去
一段時間，在希臘愛琴海各島嶼的難民和移民人士已大幅減少，
2021 年 以 來 ， 抵 達 希 臘 各 島 嶼 的 難 民 和 移 民 人 數 比 2020 年 同 期 減
少了 89%。
根據數據顯示，從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4 月 11 日，只有 925 名難民和移
民抵達希臘各島，這個數字在 2020 年同期為 7591 人，而與 2015 年難民
潮高峰時相比更是差距甚大。
米塔拉基斯說，在過去 12 個月中，一些以往有難民入境滯留問題的
島嶼，甚至整個月都沒有接到一例難民抵達的報告。
另一方面，根據聯合國難民署的數據，僅 2021 年 3 月 8 日至 2021 年 4
月 11 日期間，就有 1851 人離開了希臘諸島前往歐洲各國。
目前，滯留希臘的難民和移民人數約為 5.6 萬人，多數居住在萊斯
沃斯島，其中大多數來自阿富汗，占比達 49%；此外，16%是敘利亞人
、8%是索馬裏人。性別方面，大約四分之一為女性。
雖然難民與移民的負擔正在逐漸減少，但米塔拉基斯承認，難民問
題仍將持續，它將在未來幾十年內影響希臘和整個歐盟。

現有超過 10 萬兵力部署在俄烏
邊境地區，這樣的規模前所未
有。
烏方上月底曾表示，俄方
在烏俄 邊 境 地 區 集 結 軍 隊 ，
對烏國家安全構成嚴重威脅
。俄總統新聞秘書佩斯科夫
表 示 ， 俄 羅 斯不對任何國家
構成威脅。
另據報道，上一次“諾曼
底模式”四國峰會於 2019 年 12
月在法國巴黎舉行，馬克龍、
默克爾、澤連斯基與俄羅斯總
統普京與會。當時的峰會公報
稱，烏俄雙方承諾充分執行停
火。

希臘將對多國旅客免隔離
民眾何時才能自由出行？
綜合報導 希臘衛生部 4 月 19 日傍晚
的統計數字顯示，希臘當天新增 1607 例
新冠病毒肺炎患者，累計確診 316879 例
。因新冠病毒而死亡的人數在 24 小時內
增加 78 人，累計死亡人數為 9540 人。
據報道，希臘政府從 4 月 19 日起，已
經取消對來自歐盟和美國、英國、阿聯
酋、塞爾維亞和以色列 5 個非歐盟國家的
、持有疫苗接種證明或者持有核酸檢測
陰性報告的旅客進行隔離。希臘當局希
望通過逐漸放開對遊客入境的限制，在 5
月 14 日全面啟動旅遊旺季之前，查找防
疫政策的漏洞。
來自上述地區的公民還將被允許通
過雅典、塞薩洛尼基、伊拉克利翁、哈
尼亞、羅德、科斯、米科諾斯、聖托裏
尼、科孚的 9 個機場入境希臘。
希臘陸路邊境站普羅瑪霍納斯以及
尼菲亞也從 4 月 19 日起重開，允許持有
72 小時內核酸檢測陰性證明的遊客入境
。在過去幾個月，邊境站只允許商用貨
車通過。
希臘旅遊部長塞奧哈裏斯日前到訪
莫斯科，並與俄羅斯政府官員以及旅遊
業界代表會面。希俄雙方均同意著手研
究疫苗接種證明互認的技術細節，以免

除對俄羅斯遊客入境時的
隔離。
途易旅遊(TUI)俄羅斯
區總經理德穆拉表示，該
公司將在今夏為希臘帶來
至少 30 萬遊客，但前提是
希臘要在 5 月中旬重新開放
旅遊，並不對遊客進行隔
離。
另外，預期希臘政府
在 5 月 14 日還會取消對民
眾的跨區旅遊限制。而在
希臘復活節之前，希臘醫
學專家對是否允許民眾跨區返鄉和出遊
的分歧較大，部分專家認為疫情仍未緩
解，如果允許民眾跨區旅行，有可能使
新冠病毒蔓延；但部分專家認為，由於
民眾心理極度疲勞，現有的防疫政策組
合已不可持續，因此建議允許持有病毒
自測陰性結果的民眾可以跨區出行。預
計相關決定將會在周末前公布。
此外，希臘新冠病毒自測措施在更
多行業開展。從 4 月 19 日起，部分公共和
私營部門員工必須每周進行一次新冠病
毒自測。被納入強制自測範圍的私營企
業員工包括：零售業、接待服務業、旅

遊及運輸業、清潔服務業、理發和美甲
業，博彩公司員工。
被納入強制自測的公共機構員工包
括：公民服務中心(KEP)、市政當局、法
院、清潔服務以及“家政”服務計劃人
員。
與高中教師和高中學生領取自測盒
的措施相同，符合資格的人士可以憑社
保號碼 AMKA 到藥店免費領取自測盒。
自測結果必須在專設平臺 self-testing.gov.
gr 進行申報。如何測試結果呈陽性，則須
第二次核酸測試，如確認陽性結果，則
必須強制自我隔離 14 天。

為對等捷克再出招：約70名俄使館工作人員或遭驅逐
綜合報導 捷克外長表示
，俄羅斯駐捷克使館人員數量
，將在 5 月底前被降到與捷克
駐莫斯科使館人員數量相同的
水平。這意味著，大約 70 名俄
羅斯大使館工作人員可能被驅
逐。
據報道，捷克外長說：

“昨天我對大使說，如果將不
讓捷克外交官返回俄羅斯，那
麼我們將減少俄羅斯駐捷克使
館的工作人員到相同的水平。
因為俄羅斯方面沒有理會我們
的要求，所以我們決定采取做
出這樣的決定。”他補充說，
俄羅斯使館工作人員需要在 5

月末前離開捷克。
俄媒稱，這意味著，大約
70 名俄羅斯大使館工作人員可
能被驅逐。
早前不久，俄外交部稱，
捷克外交部召見了俄羅斯駐捷
克大使。
4 月 17 日 ， 捷 克 總 理 巴
比什表示，捷克當局懷疑俄
羅 斯 情 報 部 門 與 2014 年 茲 林
州弗爾貝季采村軍火庫爆炸
事 件 有 關 。 當 天 ，捷克宣布
驅逐 18 名俄羅斯外交官，限其
48 小時離境。
一天後，俄羅斯對捷克進
行“加碼”回應，宣布驅逐捷
克駐俄大使館的 20 名工作人員
，限其 24 小時離境，並表示捷
克方面的指責不符合事實，其

背後是“美國在操縱”。
俄羅斯外交部強調，關於
捷克指責俄羅斯情報部門參與
軍火庫爆炸事件的聲明非常荒
謬，不僅空口無憑，而且完全
是杜撰出來的。
21 日，捷克又向俄羅斯發
出最後通牒，稱被俄羅斯驅逐
的外交官必須在 22 日 12 點之
前返回，否則俄羅斯大使館的
人員數量將減少到與捷克相同
。
對此，據俄羅斯衛星網 22
日消息，俄羅斯外交部發言人
紮哈羅娃表示，建議布拉格將
最後通牒留在北約內部用。紮
哈羅娃還表示，可能有些國家
可以接受最後通牒，但俄羅斯
不在此列。

真耶穌教會
True Jesus 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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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X 77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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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意大利民防部報告新增確診病例 12074 例，死亡 390 例。
截至 20 日 18 時，意全國累計確診病例 3891063 例，死亡病例 117633 例，
治愈病例 3290715 例。
據報道，根據意大利總理德拉吉上周宣布的防疫政策，新防疫法令
草案將於 4 月 21 日，在內閣聯席會議上審議批準。從 4 月 26 日起，意大
利將恢復疫情黃色監控區，開放戶外餐廳、電影院、劇院、遊泳池和健
身房等公共設施。該法令將於下周正式生效，有效期至 7 月 31 日，從晚
上 10 時至淩晨 5 時實施宵禁。
歐 洲 藥 品 管 理 局 (EMA) 發 布 聲 明 ， 就 強 生 集 團 研 發 的 新 冠 疫 苗
，近期接種者出現形成血栓的案例，指血栓應該被列為強生疫苗
非常罕見的副作用，並認為接種強生疫苗的好處仍然勝過疫苗帶
來的風險。
聲明表示，調查發現，民眾接種強生疫苗與形成血栓之間可能有關
聯，歐洲藥品管理局旗下的安全委員會對此已做出結論，這些血栓案例
應該被列為非常罕見的副作用。
歐洲藥品管理局表示，旗下的安全委員會確認接種強生疫
苗的整體好處與風險相比仍是正面的，但在強生疫苗的產品訊
息上，必須加上接種疫苗可能形成異常血栓與低血小板的警示
語言。
針對歐洲藥品管理局給予強生疫苗的建議，意大利國家新冠
病 毒 應 急 委 員 會 20 日 宣 布 ， 從 21 日 開 始 ， 將 向 全 國 各 大 區 分 發
已 到 貨 的 18.4 萬 劑 強 生 疫 苗 ， 全 國 疫 苗 接 種 站 點 將 正 式 向 公 眾 施
打強生疫苗。
意大利國家新冠病毒應急委員會菲格利奧羅(Francesco Paolo Figliuolo)將軍表示，根據衛生部和大區政府商定的疫苗接種計劃，隨著強
生疫苗的應市和疫苗供給量的增加，預計將在 4 月份的最後一周，逐
步實現每天施種 50 萬劑疫苗目標，為進一步解禁防疫措施和開放市
場做好準備。

針對澤連斯基的邀約，俄
羅斯還未給出官方回應。不過
，俄羅斯聯邦委員會議員阿列
克謝•普什科夫在自己的 Telegram 頻道評論此事稱，澤連斯
基應停止放空話。
普什科夫稱：“澤連斯基
首先應完全停止炮擊，解除對
頓巴斯的經濟封鎖。而他現在
並沒有這樣做，他華麗的空話
既徒勞，又沒有任何意義。”
近來，烏克蘭東部地區局
勢再趨緊張。歐盟外交和安全
政策高級代表博雷利 19 日警告
稱，該地區局勢有進一步升級
的危險。據歐盟披露，俄羅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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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新防疫法令將出爐
恢復黃色監控區

，建議在停火線會晤，以便盡
可能的準確了解局勢。
澤連斯基在公布的關於烏
克蘭安全局勢的講話中說：
“我去了解什麼？我每個月都
會去那裏幾次，普京先生！我
願意更進一步，邀請您在戰火
紛飛的烏克蘭頓巴斯會面，地
點任意。”
另據烏克蘭國家通訊社報
道，澤連斯基在講話中提到俄
羅斯在俄烏邊境部署大量兵力
，不過他說“這並不意味著升
級是不可避免的”。他還說，
烏克蘭不希望發生戰爭，並打
算在外交上為和平而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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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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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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放寬旅行禁令 今夏將允許已接種
疫苗的美國旅客入境
（綜合報導）歐洲聯盟成員國打算今年夏季
允許已經接種新冠疫苗的美國旅客入境。
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 25 日接受美國《紐
約時報》採訪時說，歐盟成員國將“無條件”允
許已接種疫苗的美國旅客入境。 “在我看來，使
用已獲歐洲藥品管理局批准疫苗的美國人……將
能夠自由出行，到歐盟（國家）旅行。”
三種在美國使用的新冠疫苗已獲歐洲藥管局
批准投入緊急使用，分別是美國輝瑞製藥有限公
司和德國生物新技術公司聯合研發的疫苗、美國
莫德納公司研發的疫苗以及美國強生公司旗下楊
森製藥有限公司研發的疫苗。

馮德萊恩沒有提及何時以及如何重啟跨境旅
行，說這取決於疫情。 “美國疫情正在好轉，歐
盟地區疫情同樣趨向好轉。”
據《紐約時報》報導，這項新規定有望今年
夏天執行。
據法新社報導，馮德萊恩的說法意味著歐盟
政策出現重大變化。歐盟成員國正在商討引入
“疫苗護照”，以確定開放邊界和恢復旅遊業的
相關標準。
為防控疫情，歐盟去年關閉外部邊界，成員
國之間同樣實行邊境管控舉措。

美局部地區已接近“群體免疫”
但全美實現還很遠

楚”需要獲得某種形式保
護來實現“群體免疫”的
人口確切比例，但基準可
能“在 70%到 85%左右”。
他說道：“我們還沒到那
（綜合報導）美國國立
一步。你可以看到美國的一
衛生研究院院長弗朗西斯·
些地方正在接近群體免疫，
柯林斯在 25 日表示，在美國
有很多新冠確診病例，這也
人口當中，接種疫苗或曾經
提供了一些免疫力，再加上
感染過新冠病毒的人數比例
接種疫苗。”
達到 70%至 85%之後，美國
但是，柯林斯表示，美
將實現“群體免疫”。他指
國其他地區和整個國家距離
出，美國的一些局部地區正
達到“群體免疫”還有很遠
在接近“群體免疫”。
的距離。他說道，“還有一
柯林斯在接受美媒採訪
些地區遠遠落後，我們都擔
時表示，專家們“還不太清
心這些地方會成為下一個

（疫情）熱點地區。你可以
看到密歇根州上個月經歷了
一段可怕的時期。他們現在
正在脫離這段可怕時期，這
是非常令人鼓舞的。但下一
個是哪裡呢？你可以查看地
圖，然後說'疫苗接種滯後的
地方在哪裡？'這些才是需要
擔心的地方。”
根據美國疾病控制與預
防中心(CDC)的數據，美國
已經有大約 28%的人口完全
接種了新冠疫苗。
美國衛生專家就達到
“群體免疫”的必要水平進
行了辯論，一些專家認為，

新冠病毒新變種的出現可能
會使預測複雜化。美國頂級
傳染病學專家安東尼·福奇
表示，要獲得“群體免疫”
需要多達 90%的人口接種疫
苗或感染過新冠病毒。
福奇在接受《紐約時報
》採訪時稱，“我認為真實
範圍在 70%到 90%之間。但
是，我不會明說 90%這個數
字。”他指出，他把“群體
免疫”限定在 90 %，因為他
不相信新冠病毒比麻疹更具
有傳染性，“我敢拿我的房
子打賭，新冠病毒的傳染性
不如麻疹”。

美國男子身穿防彈背心，
美國男子身穿防彈背心
，故意倒車撞上警車被當場擊斃

（綜合報導）據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25 日報導，當地時間 24 日下午，美國洛
杉磯一名身穿防彈衣的男子在倒車時撞上了一輛警車，隨後就被警察擊斃，這起事件
導致日落大道暫時關閉。
洛杉磯警察局的偵探梅根·阿吉拉爾(Meghan Aguilar)稱，當天下午 2 點 30 分左右，
警員們正在回應一起報警電話，警車亮起了警燈並響起了警報器，這時一輛汽車突然
衝到他們前面並踩了剎車。隨後，這輛車開始倒車撞向警車。
警方稱，這名男子下了車，只見他身穿防彈背心，一隻胳膊放在身後。阿吉拉爾

如果取消了對疫苗技術的保護，會
讓中俄掌握基體核糖核酸技術的機
會。而這種技術未來的使用面將非
常廣泛，除了用於製造疫苗，還能
製造抗癌或治療心髒病的藥物。可不管這些製藥公司的人怎麼
說，都逃不過一個“利”字。他們之所以擔心疫苗核心技術公
之於眾，就是害怕以後沒辦法賺全世界的錢。
可當下全球疫情狀況並不樂觀，美國既然想要當全世界的
領導者，那就應該做出大國表率，把疫苗技術分發給各國，讓
各國盡快加大馬力生產疫苗對抗疫情。對於民眾來講，新冠病
毒是一場噩耗是災難，但對於美國製藥公司來說，這是一場買
賣、生意，可以讓他們賺得盆滿缽滿。
正因為利字當頭他們才會全然不顧，去遊說美國停止這種
“可怕”的念頭，用中俄當藉口也不過是最後的掙扎罷了，不
過這一招對美國政客極其受用。畢竟美國一直以來就習慣於把
先進技術握在自己手中，不僅能夠獲取大量利益，還能在發起
制裁時實現對別國的技術封鎖。
可美 t 國政客和製藥公司之間矛盾卻愈發緊張。在 4 月初，
美國貿易代表戴琦就在世貿組織的會議上表示，現在各國疫苗
分配不平等讓美國完全不能接受，當下美國必須考慮如何修改

美藥企反對開放疫苗專利
（綜合報導）新冠疫苗作為當下對抗疫情的重要物資，卻
遲遲無法實現在全球範圍內的足量供給。美國政府也因此承受
著巨大的國際壓力，越來越多國家希望美國政府放棄對新冠疫
苗和治療新冠病毒藥物有關的專利和知識產權保護。很多國家
希望能夠得到生產新冠疫苗的技術，解救國內民眾。在重重施
壓之下，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也對此事做出了回應，並表示現
在相關人員正在評估，新冠知識產權如果被豁免結果會怎樣。
然而美國政府的表態卻招致了美國製藥企業的不滿。據英
國媒體 4 月 25 日報導，美國製藥公司正在聯手向美國政府施壓
，希望他們別放棄新冠疫苗的專利保護，還不忘拿中國和俄羅
斯當擋箭牌。美國製藥公司的發言人就表示，如果有關美國疫
苗的技術落入了中國和俄羅斯的手中，美國的優勢將不復存在
。
一名白宮匿名官員在接受媒體採訪時也表示，現在製藥公
司已經加大了對美國貿易部和白宮的遊說力度，希望能夠保護
美國疫苗的知識產權。藥物公司的相關人員還告知白宮官員，

表示，“現場的警員們口頭給他下達了一些命令，但他沒有執行，然後開始倒數，說
3-2-1，並開始露出放在背後的右手。”
隨後警員向這名男子開槍，他被當場宣布死亡，但他的身份尚未確認。阿吉拉爾
稱，這起事件發生時，警員佩戴的執法記錄儀記錄下了現場畫面，警察局將審查錄像
。
警方表示，在現場沒有發現槍支。據報導，這名男子的車上貼有幾張貼紙，上面
寫著“政府欺騙”、聖經術語和“光照派”(The Illuminati)等詞句。
貿易規則改變這一現狀。戴琦呼籲疫苗生產商應該履行《與貿
易有關的知識產權協議》，希望疫苗生產商將技術貢獻出來，
解決全世界當下的疫情難題。
不過美國政府其實早就有計劃要動美國製藥公司的蛋糕，
此前拜登就計劃將藥品價格與美國以外的其他工業化國家掛鉤
。這些國家的藥品價格相比美國要低很多，此外，拜登還想通
過利用養老金集中採購藥物來壓藥價，這些做法都傷到了美國
製藥公司的利益，也導致雙方之間的關係一度鬧得很僵。
如果美國製藥公司真能放開技術產權，這對發展中國家而
言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在去年 5 月，製藥公司吉利德向 127 個
國家授權生產後，瑞德西韋已經在很多國家隨處可見。印度和
巴基斯坦甚至只需要用歐美價格的十分之一就可以用上瑞德西
韋。這不僅能緩解發展中國家沒有疫苗可用的局面，還降低了
他們的成本，擴充了產能。發展中國家甚至還能幫助發達國家
解決產能問題，對全球抗擊疫情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可製藥
公司的利潤會大打折扣。
當下已經有 60 國前領導人和 100 多名諾貝爾獎獲得者聯名
給美國總統拜登寫信，呼籲拜登暫時豁免有關新冠疫苗和藥物
的知識產權，希望美國能夠在全球抗疫問題上做出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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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端人才不限國籍
高端人才
不限國籍放寬年齡
放寬年齡 重高學歷及海外工作經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圳
報道）“來了就是深圳人”“這裏沒有
‘天花板’也沒有‘終點線’”24 日，
在第 19 屆中國國際人才交流大會開幕式
上，深圳用六國語言版的全球攬才宣傳

78%崗位年薪30萬元或以上

片《深圳腳步》向全球人才發出召喚，
深圳將着力建立具有國際競爭力的引才
用才制度，清單式引進“高精尖缺”人
才。在 24 日的“精英天下”中高級人才
招聘會現場，數百家企業的過半崗位都
面向具有海外工作經驗的高端人才，對
大數據、人工智能、芯片等“卡脖子”
領域的海外創新性專才更是拋出不限國
籍、放寬年齡、提高福利等橄欖枝，年
比達 3%。

中國國際人才交流大會由中國國家科技部
（國家外國專家局）、深圳市政府聯合主

辦，是中國面向國際科技創新和國際人才交流
資源。此屆大會以“創新、發展、合作、共
贏”為主題，採用線下線上並重的“雙引擎”
會展新模式，舉辦各類論壇、活動近百場，來
自 30 多個國家和地區的 1,200 多家專業機構和
組織，萬餘名海內外政府代表、專家學者、高
端人才現場參會。開幕式上，中國科學技術部
部長王志剛指出，新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是各
國面向未來必須緊抓的重大機遇。立足新發展
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必須
堅持科技先行，把科技創新作為推動經濟社會
高質量發展的邏輯起點，構建起從科技創新到
產業發展和工程建設的體系化布局。
廣東省委副書記、深圳市委書記王偉中表
示，深圳將堅持全球視野，以更開放的姿態和
寬廣的胸懷，不唯地域引進人才，着力建立具
有國際競爭力的引才用才制度，清單式引進
“高精尖缺”人才，實行“揭榜掛帥”，探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
道）24 日，在深圳市人才服務中心承辦的
“精英天下”中高級人才招聘會上，過萬
求職者向近 500 家參會企業提交了求職簡
歷。
“數字科技人才需求量激增，是今年
最大的特點。”深圳人才集團總經理翟斌
表示，上萬個中高端崗位中，產品線總經
理（智能製造）、人工智能研發工程師、
工業互聯網解決方案專家等高精尖崗位格
外引人矚目。
此次深圳計算科學研究院就帶來了大
量與數字科技相關的崗位，包括新型大數
據平台研發工程師、新型大數據平台測試
工程師、大數據分析引擎開發工程師、大
數據運營工程師等。

近五百企招聘 逾萬人投簡歷

“卡脖子”領域徵才 深圳開百萬年薪

薪 100 萬元（人民幣，下同）以上職位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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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 日，“
，“精英天下
精英天下”
”中高級人才招聘會吸引
了大批求職者。
了大批求職者
。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 攝
設立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大獎，努力形
成人才虹吸效應。同時，進一步加大簡政放
權、鬆綁減負力度，賦予用人單位更大自主
權；持續發揮“基礎研究+技術攻關+成果產業
化+科技金融+人才支撐”全過程創新生態鏈的
功能和效應。

王偉中：近年基礎研究已投48億元
“比如在基礎研究方面，深圳通過特區立
法確定每年財政資金投向基礎研究的資金額度
不低於每年市財政科技投入的 30%，這幾年連
續投（入），（至）今年已達 48 億（元）。我
們就是要讓人才在深圳各盡其用、各展其才，
人生的價值充分實現。”王偉中表示，深圳將
堅定不移把人才優先發展作為城市發展的核心
戰略，着力打造全球一流科技創新人才嚮往的
集聚地。
大會現場，不少企業打出了“全球招聘”
的展板，並重點標出了面向具有海外工作經驗
的高端人才，吸收高學歷、創新性人才的崗

位。據深圳航天工業技術研究院人力資源主管
羅菁介紹，今年希望能多渠道的引進海外高層
次人才，包括 40 歲以下的青年人才和行業領軍
人才。比如，航天歐華需要招聘人工智能算法
專家、國際科創中心負責人，年薪 80 萬元至
150 萬元，需要博士以上且具有海外背景或工
作經歷。

企業：優先解決子女上學配偶就業
“目前特別需要一些大數據、人工智能、
芯片等與美國競爭博弈領域的高端人才，對國
籍無要求，但要求有 3 年以上的海外全職工作
經驗，博士以上學歷，最好在科研院所工作
過。對於優秀人才，薪資還可以再談。”羅菁
表示，除人才住房、商業保險、醫療福利等，
還會優先解決子女上學和配偶就業等問題。
航天工業技術研究院、國藥致君、深圳市
機場集團等 30 多家國有企業也參會“招兵買
馬”。深圳各區也組團招才引智，為加速深圳
國際化發展提供人才儲備和智力支持。

深圳計算科學研究院 CoD 研究室技術
總監歐偉傑說，目前，中國數據庫相關領
域的專業人才缺口每年達兩萬多人，芯
片、基礎軟件等研究領域人才在中國比較
缺乏，造成這種現象的原因，與供需不匹
配有很大關係。大部分畢業生看重 AI、人
工智能等社會熱點崗位，而騰訊、華為等
頂尖科技公司又要求有工作經驗，門檻較
高。
“所以我們在校招方面會放寬要求，
只要有本科（學歷）就會給機會去學習和
成長。”
歐偉傑表示，從整個行業領域來看，
數據庫市場人才的需求很大，未來可以預
見的需求還會持續增長，因為在目前的背
景下，軟硬件都需要能自己掌握真正的核
心技術。“薪資高的職位多為偏研究型，
難度很大，基本上是需要有理論上的突破
和創新，要求也就比較高。”
據初步統計，“精英天下”中高級人
才招聘會崗位總體年薪 30 萬元（人民幣，
下同）至50萬元的佔41%，年薪50萬元至
70 萬元的佔 26%，年薪 70 萬元至 100 萬元
的佔 8%，年薪 100 萬以上的佔 3%。也就
是說，78%的崗位總體年薪為 30 萬元或以
上。

科研經費最高可達1500萬元
除了高薪引才外，多家企事業單位還提
出分配股權、高額科研經費、安居置業等一
系列安民養才政策。例如一些研究所和高校
不僅以年薪 40 萬元至 150 萬元引進高端人
才，同時科研經費更高達 200 萬元至 1,500
萬元不等，還提供配套科研團隊、安家補
貼、子女入學安置等全方位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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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部：稽徵實務上有困難
（中央社）朝野立委擬推囤房稅，財政部今
天表示，已審慎評估房屋稅條例草案內容，不過
認為在稽徵實務上 「有困難」，還是傾向督促地
方政府依照現制，對多房者課徵差別稅率並核實
評定稅基。
為抑制房價，立法院 4 月 9 日三讀通過房地
合一 2.0 修法，預計 7 月 1 日正式上路；不過有立
委認為，應進一步推動囤房稅，朝野提出共 8 案
「房屋稅條例」修正草案，將於 29 日財委會進行
審查。行政院先前表示，須審慎研議，並未提出
對案版本。
財政部賦稅署長許慈美今天回應，對立委關
切的囤房稅議題，財政部目前仍在蒐集資料、審
慎評估；在健全房市的策略上，主要仍傾向強化
發揮現有制度功能，包含督促地方政府對持有不
同戶數者訂定差別稅率，並核實評定稅基。
現行房屋稅條例本身已有囤房稅機制，第一
，對於非自住的住家用房屋稅率落在 1.5%至 3.6%
不等，第二，地方政府可按照持有戶數不同訂定
差別稅率。賦稅署副署長樓美鐘說，像台北市、
宜蘭縣目前都有對不同戶數持有者訂定差別稅率
課稅，財政部接下來會積極督導各地方政府，對
持有不同戶數的納稅義務人訂定差別稅率。
此外，按照現行規定，稅基是由房屋評定現

值來決定，影響房屋評定現值的項目包含標準單
價、地段率與折舊率等。樓美鐘表示，目前看來
，房屋標準單價和房屋實際造價還有距離，接下
來會希望透過評核和考核，督促各縣市政府核實
評定稅基。
至於多位立委針對囤房稅提案，樓美鐘表示
，對於提案內容，財政部都有審慎考慮並詢問地
方政府意見，不過地方政府也都有反映這些提案
內容在稽徵實務上 「有困難」。
第一，房屋稅是按月稽徵，依照使用性質不
同，會調整每月課徵的稅率，若依照立委提案版
本以全國歸戶認定，每個月都要跑龐大的資料；
其次，房屋稅屬於地方政府稅收，若持有多戶者
房屋分屬不同縣市，還需考量後續稅源分配等問
題。換言之，稽徵稅務會變得相當複雜，稽徵成
本增加、徵納雙方的爭議也會增加，和簡政便民
的目標背道而馳。
此外，財政部也擔心，房東會以囤房稅為理
由調漲房租，間接影響廣大租屋者。樓美鐘強調
，要修房屋稅條例，必須考量實務可行性，以及
對產業、房市或居住人的影響，牽涉層面廣闊，
目前財政部立場認為需審慎評估，並持續蒐集意
見，29 日也會盡量和各立委充分溝通。

台積電建構全球專利戰略版圖 先進技術質量居冠
（中央社）台積電智慧財產處專利管理部副處長王志華今天表示，台積電多以營業秘密保護
矽智財，不過，同步積極建構全球專利戰略版圖，在先進半導體技術專利質量都居全球第一。
中華民國專利師公會今天舉辦世界智慧財產權日暨專利師節活動，邀請王志華演講台積電
的專利布局策略與管理。
王志華說，技術領先、卓越製造與客戶信賴是台積電三位一體的競爭優勢，其中，技術領先
及卓越製造都要創新來支持。
台積電多以營業秘密來保護智慧產權，王志華表示，產品製造的專業知識、配方與材料等都
以不公開的方式保護。不過，為捍衛全球營運活動自由、保護創新技術領先對手、強化市場整體
競爭優勢與樹立產業聲譽，台積電同步積極建構全球專利戰略版圖。
王志華說，台積電逐年增加研發經費，增加專利，對專利質量並重，在市場大、訴訟機會高

拚 2050 淨零碳排 民團盼地方政府先行

能源轉型推動聯盟 26 日舉辦 「能源轉型
能源轉型，
，地方先行
地方先行：
：地方氣候治理 6 大訴求
大訴求」」 記者會
，會中公布多名不同政黨的地方議員響應名單
會中公布多名不同政黨的地方議員響應名單，
，未來會持續邀請連署
未來會持續邀請連署，
，盼各縣市能在氣候
行動與能源轉型上有所突破。
行動與能源轉型上有所突破
。

的國家，台積電會有較多專利部署。
王志華並透露，台積電在關鍵技術專利會提前布局，在技術推出給客戶前的 7 至 8 年便會開始
部署，如 16 奈米的鰭式場效電晶體（FinFET），且不會只是點狀申請，會增強專利的豐富性。
王志華指出，全球前 20 大半導體製造廠中，台積電在專利強度位居第一，專利數量則居第二
，僅次於三星。在先進半導體技術方面，台積電的專利質與量都高居全球第一。
為回饋社會及協助提升台灣產業企業全球競爭力，中華民國專利師公會號召 30 位專利師，組
成智財管理國家隊，今天正式成軍，將提供智財管理企業諮詢健檢服務。
公會同時期勉全國專利師們能在國際經濟受到疫情影響之下，共同協助台灣產業、企業升級
發展與創新數位轉型中，推動各產業企業對智慧財產權的重視，期盼能有效協助台灣產業企業提
升智財專利策略與管理品質，促使專利創新應用價值最大化，建立企業全球競爭力。

電動車性能量測儀器把關 大廠布局搶先機
(綜合報道）全球電動車市場成長可期，量測儀器和半導體
測試設備成為把關電動車性能的利器之一，包括愛德萬測試、是
德科技以及固緯電子等，都針對電動車測試量身打造解決方案。
電動車市場成長可期，儘管目前電動車占全球車用製造比
重僅 3%，但未來電動車應用將帶動強勁的充電需求，電動車到
電網 V2G（vehicle-to-grid）電源應用，預期也會擴大儲能設備
商機。電動車也將帶動自動駕駛和先進駕駛輔助系統（ADAS）
應用提升，預估今年下半年自動駕駛投資規模可望明顯成長。
在電動車應用趨勢下，量測儀器廠商積極布局電動車電源
和充電測試方案，例如是德科技（Keysight Technologies）推出再

生三相交流模擬器，適用在電動車和供電設備（EVSE）充電測
試應用，可與電動車和供電設備的充電和逆變器測試解決方案整
合，對裝置進行測試。
台灣是德科技行銷處副總經理羅大鈞指出，是德技已經加
入鴻海推動的 MIH 電動車平台聯盟，也布局電動車電池量測應
用，從電池芯（cell）、電池模組（module）到電池組（pack）
量測設備都已準備就緒。
固緯電子也切入電動車測試領域，推出高精密度直流電源
供應器和無縫式交／直流電源供應器系列，可應用在車載測試項
目。

固緯電子第一事業本部海外營業處行銷部副理龔平章表示
，在目前有限的電力續航下，交／直流功率計可協助電動車週邊
電器產品廠商，事先掌握產品設計的消耗功率與相關係數。
固緯電子第一營業本部經營拓展處行銷技術部經理劉建志指
出，啟動特性、電壓瞬降緩升、負載瞬降，以及緩升與複位的性
能測試。這些特性對車用電子來說，都是非常重要的關鍵因素。
車用晶片測試攸關電動車性能，半導體測試商愛德萬測試
（Advantest Corporation）的測試平台切入車用混合訊號半導體製
造商德國 Elmos Semiconductor 供應鏈，可應用在電動車晶片測試
，因應整合式電源解決方案（IPS）的車用元件測試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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