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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SCBS民調民調：：拜登首場國會演說拜登首場國會演說 8585%%美國觀眾滿意美國觀眾滿意
（綜合報導）根據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新聞

網（CBS News）所做民調，昨晚觀看美國總
統拜登首場國會聯席演說的美國民眾當中，
85%對演說感到滿意，且相同比例的觀眾喜歡
拜登的創造就業計畫。

拜登（Joe Biden）在這場演說中，說明上
任 100 天內做出哪些進展，並提出如何解決
2019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疫情引發的
公衛和經濟漩渦。他矢言以大規模支出協助美
國中產階級和 「被遺忘」的勞工在疫情後重建

。
這份民調訪問943名有觀看這場演說的美

國成年民眾。結果顯示，對演說感到滿意的觀
眾比例高達85%，不滿意比例為15%。而這場
演說令他們對美國感到樂觀的比例也有78%，
感到悲觀的比例僅13%。

此外，有74%的觀眾認為，拜登在演說中
提出的計畫將令他們受惠；有高達85%觀眾對
於其中的創造就業計畫表示支持。看完拜登演
說後，認為美國疫情正在好轉的觀眾比例也有

83%。
關於拜登整場演說表現，受訪觀眾最同意

用 「有總統高度」和 「關懷民眾」形容，其次
是 「激勵人心」和 「大膽」。

不過，這次受訪的觀眾當中，拜登所屬民
主黨的支持者比例達54%，遠高於CBS新聞網
最近一次全美民調顯示民主黨支持者比率為
34%，代表觀眾多為民主黨支持者，有助提高
這項民調的滿意比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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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ur dear friend Harris County
Sheriff Ed Gonzales has been
nominated by President Biden to
be Director of Immigration and
Customs Enforcement. He was
included on a list of 11 nomina-
tions for key national security po-
sitions.

Gonzales was elected in 2016 as
Sheriff of Harris County, one of
the largest counties in Texas and
home to Houston. He has criti-
cized the immigration policy of
former President Trump and
withdrew Harris County from a
federal partnership dating to
2008 that authorized sheriff’ s
deputies to enforce immigration
law. When he was a sergeant in
the Houston Police Department,
he also condemned Trump’ s

commitment to mass deportation.

We are here to congratulate Ed
on becoming the top man in im-
migration and customs enforce-
ment. We are hoping he will try
his best to address all the back-
log of immigration cases which
are related to our community.

Ed is from an immigrant family
from Mexico. Even though he is
from a poor family, because of
his hard work he has become an
outstanding law enforcement offi-
cer and city councilman.

Ed has been so close to our
community and often showed up
at many of our events. His warm
heart has built up our trust and
support.

In 2016 he was elected as Harris
County Sheriff and he still visited
us all the time.

We are also very glad our nation
will have such an outstanding
public servant. Ed, we all are go-
ing to support you in the future.

0404//2929//20212021

Congratulations EdCongratulations Ed
拜登總統日前宣佈提名哈 里斯郡警長愛德武根薩勒出任

聯邦移民局局長，他將成
為美國國家安全部十一位
重量級官員之一。

他自二O一六年當選
警長一職以來，他曾公開
批判前總統川普之移民政
策，他反對立即逮捕非法
移民之聯邦命令及大批駆
逐非法進入美國的移民，
他認為這些非法居民並不
代表對美國安全的重大威
脅。

目前他手下共有五千
名警員，如果此項任命通
過，他將管理二萬名員工
及八十億之财政預算。

我們認識根薩勒警長
已超過二十年了，他常提

起全家從墨西哥移民美國的故
事，由于家境貧窮, 母親支撐家
務，他勤奮好學擠進大學，日
後選上市議員直到副市長，由
于他對選民之親善，常常走進
亞裔社區，我們支持他選上了
警長。

雖然他日理萬機，也經常
會來電問候，我主政的休斯敦
國際區，一直受到他的支持，
並遣派多名屬下參加我們的治
安工作。

我們在此祝福他更上一層
樓，更希望在他領導之下，尽
快改善移民局处理案件及堆集
如山的申请案。

國家得此楝才，是人民之
福也。

好友根薩勒出任聯邦移民局長好友根薩勒出任聯邦移民局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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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印度疫情急遽惡化，引發全球關

注，英國今天宣布，首批醫療援助物資本週運
抵新德里後，將再運送3台製氧機到印度；美
國也將提供價值超過一億美元物資，幫助印度
抗擊疫情。

官方數據顯示，印度的 2019 冠狀病毒疾
病（COVID-19）病歿人數已突破20萬人大關
，迄今累計1800 萬人確診，光是本月就增加
近600萬人確診，許多病患苦等不到病床，在
醫院外嚥下最後一口氣。

法新社報導，英國政府說，這3個被稱為
「氧氣工廠」的裝置，每一個大小都相當於一

個裝運貨櫃，每分鐘可製造500公升氧氣。
英國外交大臣拉布（Dominic Raab）在聲

明中說： 「我們與印度夥伴一起對抗 COV-
ID-19。」

「國際合作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重要，英
國額外的支援計畫將有助於滿足印度當前需求
，尤其是在增加氧氣供應方面。」

英國提供的首批氧氣濃縮機和呼吸器昨天
運抵印度，更多這類物資將於30日抵達。

英國本週共運送 495 台氧氣濃縮機和 200
台呼吸器到印度，法新社詢問 「氧氣工廠」將
於何時抵達，英國外交部沒有立即回覆。

英國衛生大臣漢考克（Matt Hancock）在
記者會上說，英國 「目前」沒有任何多餘的疫
苗可供印度使用。

美國則表示，將與他國分享約 6000 萬劑
阿斯特捷利康（AstraZeneca）疫苗，印度可望
成為受惠國之一。

路透社報導，白宮今天發表聲明說，美國
向印度提供價值超過一億美元物資，幫助印度
抗擊疫情。

聲明說，這些物資明天開始運抵印度，一
直持續到下週，其中包括1000個氧氣瓶、1500
萬個N95口罩和100 萬支快篩試劑。

白宮在概述相關援助的事實文件中說：
「就如同印度在疫情初期美國醫院緊繃之際提

供協助，美國決心在印度有需要時伸出援手。
」

印度疫情拉警報
英美伸援手供抗疫物資

由於愈來愈多的美國富人把自己的資產與
財富以各種不同的管道與方式轉移到海外, 使
得美國稅收大失血, 現在拜登總統所推行的紓
困救濟、基建與家庭計畫需要大筆資金做後盾
, 錢從哪裡來? 在白宮智囊建議下,拜登將把矛頭
對準這些長年在海外逃漏稅的富人！

拜登現在準備給國稅局 IRS 追加 800 億美
元預算以增聘查稅人手並汰換電腦系統, 白宮
預估, 這樣的投資可以在10年內從海外追討回
7000 億美元的稅金, 當然我們無從得知白宮是
如果估計出這個數字的，但他們顯然必有所本
, 一旦事成, 拜登將成為徵收稅賦最多的美國總
統,歷史必在他的政績中記下一筆。

根據國稅局局長喬克瑞汀在國會報告, 由
於稅務局資源不足，每年有1萬億美元稅款未
能被徵收, 他說，自2010年 到2018年因為稅務
局經費減少了20%，所以不得不減少22%的人
力，迄今已短缺了一萬七千名稅務人員, 造成
對公司查稅量減少到37%,對個人查稅量也降低
到46%,他特別強調稅務審計之重要性, 尤其是
應強制對富人的徵收審計，喬克瑞汀的報告,就

是代表了拜登準備對富人進行挑戰。
事實上政府徵收富人稅是合乎社會正義的

做法,但往往被政治人物汙名化, 稱之為”劫富
濟貧”, 並指責稅務局查帳對象有黨派之別, 這
種指控無法查證核實，但稅務人員不足則是不
爭事實, 如今拜登對症下藥，將來應可解決查
稅能力不足之失。

這次拜登對於富人增稅是對年收入40萬元
以上者, 那是佔美國收入最高的1%人群, 而收入
在100萬以上的稅率將從20%提高到39.6%，約
佔納稅人的0.3%或50萬個家庭，所以對一般百
姓影響不大,據商務部人口普查局的調查，美國
一般居民平均所得為3.6萬美元， 所以拜登政
府完全沒有增加市井小民的稅率。

當然富人為保護自身利益，除轉投資避稅
外, 把資產轉移到海外, 或是逃漏報海外所得就
變成富人們的巧門, 如今拜登既增聘人手調查,
將來富人們不得不據實以報, 稅金一分錢都不
能少, 看來海外已不再是富人安全逃稅的避風
港了!

【李著華觀點 : 富人別逃
拜登要追到海外查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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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暫停
印度和巴基斯坦客運航班入境
綜合報導 加拿大聯邦政府宣布，從當日晚間起，暫停所有來自印

度和巴基斯坦的商業和私人航班入境30天。

加官方表示，入境檢測數據顯示，近期來自印度和巴基斯坦的航班

入境旅客中，新冠病毒感染病例過高。加政府因而采取額外措施。貨運

、醫療轉運或執行軍事飛行任務的航班不在禁令範圍內。

加官方同時要求，在上述禁令生效後，由印度或巴基斯坦經第三國

赴加的旅客須在第三國獲得病毒檢測陰性報告。加方將根據形勢變化對

相關限制措施進行調整。

此前，加總理特魯多在回應媒體為何仍不對印度航班采取禁令的問題

時表示，加官方已對入境客采取有效防疫措施，但當局也在研究可能的進

一步舉措。他亦表示，防控重點仍是社區傳播，而非國際旅行。但有省級

行政首長們呼籲聯邦政府在航空和陸路口岸采取更嚴格的防疫手段。

加官方數據顯示，今年2月22日至4月19日，公共衛生部門對通過

航空和陸地口岸入境的近27.5萬旅客的抵加當日病毒檢測中，約1.4%的

結果呈陽性。加衛生部長哈伊杜對媒體透露，近期入境航空旅客被檢測

出陽性的病例中，約一半來自印度。

不列顛哥倫比亞省、魁北克省、阿爾伯塔等疫情嚴峻的省份近日均

已經報告，發現了率先在印度出現的變異新冠病毒。一些省份已經或即

將實施省際之間或城市間的旅行限制措施，以限制民眾的“非必要”旅

行。不列顛哥倫比亞省不僅限制不同衛生局管轄區之間的休閑旅行，還

要求旅遊業禁止為外來旅客訂房訂票。

加拿大目前正處於第三波疫情中，且面對變異新冠病毒蔓延的挑戰

。截至4月21日，加拿大累計報告逾7.3萬例變異病毒感染病例。加公

共衛生署表示，相信這只是“冰山一角”。

截至4月22日晚，加拿大累計報告病例約115.58萬例，單日新增

8373例；康復約104.5萬例，死亡23822例，仍有活躍病例86768例。

意大利熱那亞大橋垮塌案偵結：
涉及71名犯罪嫌疑人

綜合報導 意大利熱那亞檢察院向媒

體通報，熱那亞莫蘭迪大橋(Morandi)垮

塌事故涉嫌嚴重瀆職等犯罪活動調查已

偵結。檢方將向犯罪嫌疑人發出相關案

件偵結報告，對於構成犯罪者檢方將依

法向法院提起公訴。

據報道，熱那亞莫蘭迪公路橋始建

於1967年，是連接A10公路與熱那亞城

西部的一座主要公路橋，橋長1182米、

寬18米，最高處距地面90米。該橋以意

大利著名建築師莫蘭迪設計和命名，是

熱那亞和意大利西北部地區貫通法國的

重要交通樞紐。

2018年8月14日，意大利熱那亞莫

蘭迪公路橋突然發生垮塌，數十輛車隨

著垮塌的橋段墜下，砸向橋下的河流、

鐵軌與建築物。意大利當局曾派出近千

人展開搜救行動，最終確定這起事故造

成43人死亡。事件曾造成大橋周圍600

多名居民被迫撤離，意大利西北部地區

交通網受到嚴重影響。

事故發生後，意大利立即成立了兩

個事故調查委員會，熱那亞檢察院則同

時介入了司法調查。熱那亞檢察官馬西

莫· 特雷利認為，道路運營管理公司取消

或故意遺漏大橋安全監測設施，其公司

高管具有不可推卸的責任，並涉嫌嚴重

瀆職和過失殺人。

檢察官特雷利指出，調查發現，

2014 年，在道路運營管理公司的一份

安全檢查文件中曾記載，根據安全

監測系統數據分析顯示，莫蘭迪大

橋存在垮塌危險。這是最早對莫蘭

迪大橋安全性提出警示的書面文件，

該文件表明，道路運營管理公司已

經意識到大橋的安全風險，卻始終

無所作為。

2018年 9月，熱那亞莫蘭迪公路橋

垮塌事故發生兩周後，熱那亞檢察院曾

授權弗朗切斯科· 科齊等多名檢察官組成

事故聯合調查組。隨後檢察院分別以涉

嫌瀆職、過失殺人等多重職務犯罪，曾

對20多名道路公司高管、政府官員及事

故相關責任人提起公訴。

科齊表示，在莫蘭迪大橋坍塌事件

中，首批被檢方公訴的相關責任人，

主要有意大利高速公路公司總經理喬

瓦尼· 卡斯戴魯奇、運營經理保羅· 貝

爾蒂、維修部經理米歇爾· 苳菲利· 米

戴利、熱那亞路段負責人斯特凡諾· 瑪

利亞尼、項目負責人保羅· 斯特拉祖羅、

維修部歷任負責人馬裏奧· 貝加莫、裏卡

多· 裏卡奇、富爾維奧· 迪達戴奧和馬西

莫· 梅利亞尼。

科齊強調，在首批被檢方公訴的政

府公職人員中，主要有意大利基礎設施

和運輸部監司司長文森佐· 西內利和前

任司長毛羅· 科萊塔、地域監管科科長

卡勒米內· 戴斯達、羅伯托· 費拉紮和

薩爾瓦多· 伯納靠勒索，以及該部門的

兩名主任科員喬瓦尼· 普勞耶迪和布魯

諾· 桑托羅。

與此同時，被檢方公訴的還有意

大利高速公路公司控股企業SPER工程

公司多名工程師，其中包括馬西米勒

亞諾· 賈考彼、馬西莫· 巴紮雷利和埃

馬努埃萊· 德安吉利斯等有關工程技術

人員。

科齊表示，迄今針對熱那亞莫蘭迪

大橋垮塌事故調查已超過兩年半時間，

該案共涉及71名犯罪嫌疑人，以及200

多名證人。經調查取證，檢方對犯罪嫌

疑人

亞美尼亞總理帕希尼揚宣布
辭去總理職務

綜合報導 亞美尼亞總理帕希尼揚宣布辭去總理職務。

帕希尼揚在當日發表的電視講話中稱，為配合提前舉行的議會選舉

，他將辭去總理職務。他同時表示，將繼續履行總理職責直到選舉結束

。“如果人民決定讓我辭去職務，我願意這樣做；如果人民決定讓我繼

續擔任總理，那麼我也將繼續為國家服務。”

根據亞美尼亞憲法，議會選舉前，總理應辭職並解散議會。

納卡沖突爆發後，亞美尼亞出現國內政治危機。作為解決危機的途

徑，該國決定於6月20日提前舉行議會選舉。帕希尼揚3月28日曾宣布

，為了提前舉行的議會選舉，他將於4月正式辭職。對此，他還在社交

媒體發文稱，提前舉行議會選舉是“解決當前亞美尼亞政治困境的最好

辦法”。

亞美尼亞議會實行一院制，每屆任期5年。在選舉中得票率超過5%

的政黨、得票率超過7%的政黨聯盟能夠進入議會。一個政黨或者政黨

聯盟獲得半數以上議席有權提名總理人選並組建政府，否則將由得票最

高的兩個政黨或政黨聯盟在新一輪投票中爭奪組閣權。

亞美尼亞上一次議會選舉發生在2018年12月9日，帕希尼揚領導的

黨派聯盟在選舉中獲勝。

英國出現人傳寵物新冠病毒案例
兩只貓被主人傳染

綜合報導 英國日前確認了兩例人傳

染貓新冠病毒病例。在發現主人可以將病

毒傳染給自家寵物後，研究人員警告患新

冠肺炎的主人在完全康復前，不要輕易抱

寵物，或與其有親密接觸。

這兩例病例的貓為不同品種，分別生

活在各自的家庭中，它們分別表現出輕度

、重度的呼吸道癥狀。研究人員認為，兩

只貓都是被它們各自主人傳染的。兩位主

人在貓生病之前都有新冠肺炎癥狀。

英國獸醫協會副主席丹妮拉•多斯桑

托斯表示：“在世界範圍內的家畜中，只

有少數病例，是人類身上的新冠病毒傳到

動物身上。”他還說，“我們的建議是，

患新冠肺炎，或已出現癥狀，正在被隔離

的寵物主人要避免和寵物接觸，並保持良

好衛生習慣，比如定期洗手。如果寵物需

要照顧，要在和它們互動之前和之後洗手

，並盡量戴上口罩。”

英媒稱，目前還沒有證據表明，被傳

染的貓可以把新冠病毒

傳給人類，其他家畜也

沒有此類傳染情況。但

研究人員說，寵物有可

能充當疫情持續傳播的

“病毒庫”。

格拉斯哥 MRC 大

學 病 毒 研 究 中 心

（CVR）教授瑪格麗

特· 霍西表示，隨著新

冠病毒在人類身上的病

例不斷減少，我們就要

更重視動物之間新冠病毒的傳播，因為這

可能將病毒重新引回人類身上。

此次被傳染的第一例病例，是一只四

個月大的布偶貓幼崽。它的主人曾在

2020年3月末出現過類似新冠肺炎癥狀，

但沒有做過檢測。2020年4月，小貓因呼

吸困難被帶到獸醫處，但病情惡化不治。

驗屍發現小貓肺部有病毒性肺炎和新冠病

毒。第二例病例是另一個家庭的6歲暹羅

貓，其主人的新冠檢測呈陽性。這只暹羅

貓癥狀較輕，後來康復。

科學家們認為，由於動物試驗有局限性

，這兩例病例可能表明，目前我們低估了人

與動物之間新冠病毒的傳播情況。英媒稱，

全世界已報道過多例貓感染新冠病毒病例，

據推測，它們都是被主人傳染的。

敘利亞港口附近海域一油輪遇襲
綜合報導 一艘油輪在敘

利亞港口城市巴尼亞斯附近海

域遇襲起火，大火已被撲滅。

巴尼亞斯位於敘利亞西北

部，瀕臨地中海。敘利亞最大

煉油廠即位於這座港口城市。

敘利亞阿拉伯通訊社援引

敘石油部聲明報道，一艘停靠

在巴尼亞斯港口附近的油輪24

日遇襲起火，大火已被撲滅。

敘方懷疑，這起襲擊由來自黎

巴嫩水域方向的無人機發動。

關於傷亡情況和油輪歸屬

，多家媒體和組織說法不一。

伊朗旗幟電視臺報道，遇

襲油輪是最近抵達巴尼亞斯港

的3艘伊朗油輪之一，襲擊沒

有造成人員傷亡。然而，伊朗

塔斯尼姆通訊社援引匿名知情

人士的話否認遇襲的是伊朗油

輪。

“油輪追蹤”網站在社交

媒體推特上說，遇襲油輪不為

伊朗所有，註冊地是黎巴嫩。

黎巴嫩廣場電視臺則說，

油輪屬於敘利亞，敘方認為襲

擊由以色列無人機發動。

總部位於英國的“敘利亞

人權觀察組織”說，遇襲油輪

為伊朗所有，至少3人死亡，

均為敘利亞人，其中包括兩名

船員，不清楚是哪方發動襲擊

。

以色列方面暫未回應這一

事件。

路透社報道，位於巴尼亞

斯的煉油廠是敘利亞國內石油

產品的主要生產企業。由於遭

受西方制裁，敘利亞近來石油

短缺，一些政府控制區開始實

施限量配給。

敘利亞內戰爆發後，以色列

多次以打擊伊朗軍事設施為由空

襲敘境內目標。敘利亞和伊朗政

府均否認伊朗在敘有駐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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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今天
表示，美國和盟邦擔憂北京當局透過國有媒體和平台在海外宣
傳和造謠，目的是干涉或破壞民主，同時限制中國的新聞和言
論自由。

華府從去年開始加強對中國官方媒體的審查，已將十幾家
中國國家和地方媒體在美國的營運部門認定為外國使團，包括
新華社、中國環球電視網、中新社、解放日報、經濟日報等。
中國政府曾據此批評美國在言論自由上實行雙重標準。

「美國之音」（VOA）報導，布林肯今天透過線上會議與
外國媒體交流時表示，美國沒有封禁中國官媒，將中國官媒列
為外國使團，是為了讓公眾了解真相，知道究竟是誰在支付這
些中國官媒的薪水。

布林肯說，中國政府對這些實體擁有有效的營運和編輯控
制，這些實體只專注於推進北京的全球宣傳，有時還致力於造
謠。

他回答媒體提問時說： 「我們採取措施，確保公眾知道究

竟是誰支付他們的薪水，他們的社論評論傳達的是中國政府和
中國共產黨的意見。」

他還表示： 「我們這麼做是要確保透明度，而不是干涉這
些媒體和他們選擇報導題材的能力，無論他們對美國政府有多
挑剔。我們並沒有禁止這些國家控制的媒體，這些媒體仍繼續
在這裡運作。」

雅虎又將易手？傳Verizon考慮出售Yahoo與AOL

拜登首場國會聯席演說 4大要點一覽

（綜合報導）2017年，美國 「威訊無線」(Verizon)花了45
億美元收購 Yahoo，不過現在可能又要轉售，理由是專心在行
動通訊的本業，退出網路媒體。

商業內幕(businessinsider)引述《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據知情人士的說法，Verizon正在考慮出售其媒
體資產，其中包括Yahoo與AOL，而價格則約在 40 億美元到

50 億美元之間，並指資產管理機構阿波羅管理公司（Apollo
Global Management Inc.）也參與其中。

Verizon 在 2015 年以 45 億美元的價格收購了 AOL(美國線
上)，並在2017年以45億美元的價格收購了雅虎。那一年，這
兩個實體合併為一家媒體公司，名為Oath，後來更名為Veri-
zon Media。

不過，Verizon經常感到網路媒體不好經營，近年來，一些
知名的共享網站已經被出售。比如在2013年，Verizon以11億
美元的價格收購了Tumblr；6年後，等於是 「認賠殺出」的情
況，以區區 300 萬美元的價格賣給了 Wordpress.com 的所有者
Automattic，去年，Buzzfeed News以股票交易從Verizon方面收
購了哈芬登郵報(HuffPost)。

布林肯批陸官媒造謠布林肯批陸官媒造謠
破壞民主限制新聞自由破壞民主限制新聞自由

（綜合報導）美國總統拜登今天利用他首場國會聯席會議
演說，說明他的政府在上任100天期間做出哪些進展，又如何
解決2019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疫情引發的公衛和經濟
漩渦。

以下是他這場65分鐘演說的4大看點：
● 「中國快速進逼」
拜登今天在演說中提及範圍廣泛的新1.8兆美元計畫，疾

呼共和黨議員與他在各項分歧議題上合作，以因應中國構成的
激烈競爭。

今年1月宣誓就任的拜登，主張以對企業、美國富有階級
增稅來替1.8兆美元 「美國家庭計畫」（American Families Plan
）籌措財源。

他認為，合計規模上看約4兆美元的家庭兼基礎建設方案
，代表著這世代難得一見的投資，對美國未來至關重要。

拜登說，這些支出計畫在與中國並駕齊驅上有其必要，還
說他本人和執政團隊都視中國為一大戰略挑戰。

他說： 「中國和其他國家都在快速進逼。」他同時表示，
他投入很多時間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交談，直指習近平 「極
為認真地」要讓中國 「成為世界上最舉足輕重、不容忽視的國
家」。

拜登在演說中多次提及宿敵中國，說北京當局尋求霸權之

際，華府 「樂見競爭」，但 「不尋求衝突」。
● 正面談論增稅 矛頭指向富人
拜登這項計畫目標遠大，所需經費也很龐大。由於他3月

已經簽署了1.9兆美元的疫情紓困法案，批評者認為美國負擔
不起再來一輪這麼大筆的支出。對此，拜登有很清楚的解決方
案：口袋深的避稅者。

為了籌措財源給1.8兆美元 「美國家庭計畫」，拜登政府
計劃把所得稅額最高稅率從川普政府擬定的37%，上調回之前
的39.6%，但年收入未達40萬美元的民眾將不會面臨增稅問題
。

拜登說： 「我無意懲罰任何人。但我不會加重美國中產階
級的賦稅負擔。」

「美國同胞們，涓滴經濟學（trickle-down economics）向
來不管用。是時候讓經濟從下而上、從中往外成長。」

拜登提議向年收入超過100萬美元的富人，加倍徵收資本
利得稅；而2兆多美元的基礎建設計畫財源則來自增收企業稅
。

● 創建工作機會 不忘拉攏川粉
根據拜登講稿，他這次演說提及 「工作」兩個字多達43次

。
他說自己就任短短數月創建了約130萬個全新工作機會，

比過去任何總統上任100天所做都要多。但他很快接著說，美
國要保持這樣的動力、失業率要重回疫前的低水準，就必須通
過他的 「美國家庭計畫」。

他甚至不加掩飾地向支持川普的無大學背景藍領白種男性
喊話，說他的支出計畫創造的基礎建設工作機會，約9成不需
要大學文憑，7成5不需要副學士（Associate's Degree）學位。

他說： 「『美國家庭計畫』是重建美國的藍領藍圖。」他
還表示： 「而這正是我一向所說的，即造就美國的不是華爾街
，而是中產階級，工會創造的中產階級。」

● 重新聚焦黑命關天（Black Lives Matter）
鑒於明尼蘇達州前警察蕭文（Derek Chauvin）不到一星期

前，剛因去年用膝強壓非裔男子佛洛伊德（George Floyd）頸
部致死而遭定罪，外加警察對非裔執法過當釀成死傷事件頻傳
，撼動美國，拜登今天呼籲國會把握機會拿出作為。

他今天在國會聯席會議演說中，直指佛洛伊德案說： 「我
們都看到強壓在非裔美國人後頸的不義之膝。」他說： 「現在
是我們做出真正進展的機會。」

他呼籲國會把一項以佛洛伊德命名的警察改革法案，於5
月25日命案滿一周年之前呈交給他。但這還不夠，拜登說他目
標是根除住屋、教育和公衛方面的系統性種族歧視。

「我們有絕佳機會將道德宇宙的弧線彎向正義的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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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出臺新政便利新冠醫療費用結算
及重癥床位管理

綜合報導 菲律賓總統府新

聞部發布通告，菲新發傳染病

管理機構間工作組(IATF-EID)

於22日通過決議，批準菲律賓

健康保險公司(PhilHealth)使用

借貸支付法(DCPM)，加快對醫

療機構新冠醫療費用的結算；

同時要求菲國家抗擊新冠肺炎

工作小組(NTF)，建立一個“新

冠肺炎病患轉診系統”，實現

對重癥治療床位的精準預測與

管理。

根據決議，PhilHealth 在

新冠病毒大流行導致的公共

衛生緊急狀態期間，在高風

險領域和重要風險地區優先

使用DCPM，便利對醫療機構

的應付賬款的結算，包括新

冠疫苗分配、衛生人力資源

部署和其他應對新冠疫情工

作所需等。

DCPM將首先在IATF確定

的地區實行，尤其是菲律賓首

都大馬尼拉地區，以及八打雁

、布拉幹、甲米地、拉古納、

邦板牙、黎剎省等地。

IATF同時指導NTF基於時

空流行病學早期監測分析，指

導菲衛生部衛生設施發展局和

有關機構一道，建立一套“新

冠肺炎病患轉診系統”，通過

精確預測需求，降低重癥監護

病房(ICU)使用率和醫護資源需

求；提前預測每周需增加新冠

治療床位的數量，以及與之配

套衛生基礎設施需求，幷調度

足夠的醫療設備和人力資源使

之發揮作用。

決議要求NTF審查4月3日

啟動的新冠疫情預防、檢測、

隔離、治療和重返社會措施

(PDITR)的執行情況，以期降低

健保支出等；與勞工部技能發

展管理局合作，開發應對新冠

肺炎技能培訓，編寫教學資料

，加強社區一級執行抗擊新冠

肺炎政策的能力等。

菲衛生部公布數據顯示，

該國新增8719確診病例，目前

活躍病例為102799例，占該國

新冠病毒暴發以來所有病例的

10.5%。目前，首都大馬尼拉地

區700個重癥監護病房(ICU)的

使用率為82%，3800個隔離病

房的使用率為60%，2200個病

房的使用率為67%，呼吸機使

用率為62%。

印度新冠病亡者激增
民眾露天火化遺體景象淒慘

印度全國新增新冠確診病例超33萬

例，再次創下該國日增確診病例數的新

高；此外，印度當天還報告了2263例死

亡病例，同樣創下最高值。

隨著疫情惡化，印度多地醫療資源

面臨崩潰。為解決氧氣短缺問題，當局

擬從國外進口氧氣，不過遠水難解近渴

，多家醫院的氧氣存量已經告罄。與此

同時，由於病亡者大量增加，不得不於

露天火化遺體，景象慘不忍睹。

醫療體系面臨崩潰
多家醫院氧氣告罄
來勢洶洶的第二波疫情，已經讓印

度多地的醫院和醫療資源不堪重負。據

當局的最新數據，截至當地時間4月22

日早上，首都新德裏僅有25張ICU病床

可供使用。

此外，德裏高等法院還在21日撤銷

了一項行政命令，該命令要求新冠病毒

檢測實驗室必須在36小時內提供檢測結

果。法院指出，實驗室因為這一命令把

民眾“拒之門外”，並指出“現在沒有

理由要求在36小時之內生成報告，特別

是當大流行比去年嚴重四倍時。”

更為嚴重的是，對於新冠患者有救命

作用的氧氣，目前在印度持續出現短缺。

為緩解國內氧氣不足，印度國防部

表示，將從德國進口23個移動式制氧機

和容器。這些設備將被部署在收治新冠

患者的軍方醫院，預計將在一周內抵達

印度。

不過遠水難解近渴。當地時間21日

，新德裏的一名衛生官員表示，當地至

少六家私人醫院的氧氣已經耗盡。

雖然印度中央政府已經為新德裏分

配了480噸氧氣，但當地官員表示，由

於北方邦和哈裏亞納邦的警察和政府高

官從中阻撓，這些氧氣無法到達首都。

疫情惡化致病亡者激增
民眾露天火化遺體
除醫療資源短缺外，疫情擴散導致

病亡者激增，使得殯葬業也面臨許多困

難。

在新德裏，多家火葬場已經不堪重

負。一家火葬場的負責人稱，最近幾周

，他們接收遺體的數量上升了5倍，很多

遺體“不得不排隊等待火化”。當地多

個火葬場都出現了遺體積壓的情況，連

火化場地和使用的木柴都出現短缺。

此外，甚至還有很多病亡者家人無

力支付運送逝者遺體的費用。這導致民

眾只能露天點起柴火焚燒遺體，焚燒場

地火光沖天，煙霧彌漫，景象淒慘。

世衛稱印度疫情狀況復雜

譚德塞：“深感擔憂”
針對印度的疫情現狀，世衛組織總

幹事譚德塞在當地時間23日表示，世衛

組織現在對印度的疫情形勢深感擔憂，

並稱當地疫情狀況復雜，印度各地需采

取不同的應對措施。

譚德塞還強調，印度疫情警示大家

，必須利用所有工具，包括公共衛生措

施、疫苗、診斷和治療工具，以全面統

一的方式抗擊新冠病毒。

此外，世衛組織衛生緊急項目負責

人邁克爾· 瑞安也表示，印度此次病例激

增受多個因素影響，包括人口流動性增

加和變異病毒的出現。

瑞安指出，對印度這樣的國家來

說，很難實施並維持嚴格的封鎖措施

，需要找到減少人口流動性和人口聚

集的方法。瑞安還強調，控制疫情所

需步驟是清晰的，但困難在於如何實

施這些措施。

憂地震發生致漏水處擴大
東電擬減少安全殼內核汙水
綜合報導 據日本共同社報道，

東京電力公司計劃減少福島第一核電

站1號機組反應堆安全殼內積存的核

汙水的量。原子能規制委員會指出，

若維持較高水位會給設備造成負擔，

在發生地震等時破損處有可能擴大。

東電計劃2023年度以後從安全殼下

部的壓力控制室抽出汙水。

據報道，東電為冷卻事故導致

的熔落核燃料(燃料碎片)而持續向安

全殼註水，1號機組的汙水已達到距

底部約2米高。但是在今年2月13日

福島和宮城兩縣觀測到最大震度6強

(日本標準)的地震後，水位下降了約

1米。據分析，原本導致漏水的破損

處因地震而擴大，目前水位穩定在

低於破損處的約1米高度。

此前的調查發現，1號機組的

燃料碎片幾乎都分布在底部，周邊

有高約30厘米的堆積物。在從控

制室抽出汙水前，需要先

使水位降低到連接安全殼

和控制室的管道根部(距底

部 30厘米左右)，但擔心

出現燃料碎片和堆積物露

出水面溫度上升，或放射

性物質飛散的情況。

東電2020年進行的停

止註水試驗中，確認了使

水位下降到低於距底部62厘米的

水位計高度後，過了兩天也沒有出

現放射性物質飛散。今後為了從控

制室抽水，需要能夠在更低位置監

測水位和溫度的設備。

東電以通過現有管道抽水的方

法為主，正在進行探討。

2011年3月11日，日本福島縣

附近海域發生9.0級特大地震。受

此影響，東電運營的福島第一核電

站1至3號機組堆芯熔毀。東電持

續向1至3號機組安全殼內註水以

冷卻堆芯並回收汙水。截至今年3

月，該核電站內已產生125萬噸核

汙染水，且數量還在繼續增加。

本月13日，日本政府正式決定

將上述核汙染水經過濾並稀釋後排放

入海。排放將於約兩年後開始，排放

時間預計將持續20年至30年。

(本報訊)印度疫情急遽惡化，引發全球關
注，英國今天宣布，首批醫療援助物資本週運
抵新德里後，將再運送3台製氧機到印度；美
國也將提供價值超過一億美元物資，幫助印度
抗擊疫情。

官方數據顯示，印度的 2019 冠狀病毒疾
病（COVID-19）病歿人數已突破20萬人大關
，迄今累計1800 萬人確診，光是本月就增加
近600萬人確診，許多病患苦等不到病床，在
醫院外嚥下最後一口氣。

法新社報導，英國政府說，這3個被稱為
「氧氣工廠」的裝置，每一個大小都相當於一

個裝運貨櫃，每分鐘可製造500公升氧氣。
英國外交大臣拉布（Dominic Raab）在聲

明中說： 「我們與印度夥伴一起對抗 COV-
ID-19。」

「國際合作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重要，英
國額外的支援計畫將有助於滿足印度當前需求
，尤其是在增加氧氣供應方面。」

英國提供的首批氧氣濃縮機和呼吸器昨天
運抵印度，更多這類物資將於30日抵達。

英國本週共運送 495 台氧氣濃縮機和 200
台呼吸器到印度，法新社詢問 「氧氣工廠」將
於何時抵達，英國外交部沒有立即回覆。

英國衛生大臣漢考克（Matt Hancock）在
記者會上說，英國 「目前」沒有任何多餘的疫
苗可供印度使用。

美國則表示，將與他國分享約 6000 萬劑
阿斯特捷利康（AstraZeneca）疫苗，印度可望
成為受惠國之一。

路透社報導，白宮今天發表聲明說，美國
向印度提供價值超過一億美元物資，幫助印度
抗擊疫情。

聲明說，這些物資明天開始運抵印度，一
直持續到下週，其中包括1000個氧氣瓶、1500
萬個N95口罩和100 萬支快篩試劑。

白宮在概述相關援助的事實文件中說：
「就如同印度在疫情初期美國醫院緊繃之際提

供協助，美國決心在印度有需要時伸出援手。
」

印度疫情拉警報
英美伸援手供抗疫物資

由於愈來愈多的美國富人把自己的資產與
財富以各種不同的管道與方式轉移到海外, 使
得美國稅收大失血, 現在拜登總統所推行的紓
困救濟、基建與家庭計畫需要大筆資金做後盾
, 錢從哪裡來? 在白宮智囊建議下,拜登將把矛頭
對準這些長年在海外逃漏稅的富人！

拜登現在準備給國稅局 IRS 追加 800 億美
元預算以增聘查稅人手並汰換電腦系統, 白宮
預估, 這樣的投資可以在10年內從海外追討回
7000 億美元的稅金, 當然我們無從得知白宮是
如果估計出這個數字的，但他們顯然必有所本
, 一旦事成, 拜登將成為徵收稅賦最多的美國總
統,歷史必在他的政績中記下一筆。

根據國稅局局長喬克瑞汀在國會報告, 由
於稅務局資源不足，每年有1萬億美元稅款未
能被徵收, 他說，自2010年 到2018年因為稅務
局經費減少了20%，所以不得不減少22%的人
力，迄今已短缺了一萬七千名稅務人員, 造成
對公司查稅量減少到37%,對個人查稅量也降低
到46%,他特別強調稅務審計之重要性, 尤其是
應強制對富人的徵收審計，喬克瑞汀的報告,就

是代表了拜登準備對富人進行挑戰。
事實上政府徵收富人稅是合乎社會正義的

做法,但往往被政治人物汙名化, 稱之為”劫富
濟貧”, 並指責稅務局查帳對象有黨派之別, 這
種指控無法查證核實，但稅務人員不足則是不
爭事實, 如今拜登對症下藥，將來應可解決查
稅能力不足之失。

這次拜登對於富人增稅是對年收入40萬元
以上者, 那是佔美國收入最高的1%人群, 而收入
在100萬以上的稅率將從20%提高到39.6%，約
佔納稅人的0.3%或50萬個家庭，所以對一般百
姓影響不大,據商務部人口普查局的調查，美國
一般居民平均所得為3.6萬美元， 所以拜登政
府完全沒有增加市井小民的稅率。

當然富人為保護自身利益，除轉投資避稅
外, 把資產轉移到海外, 或是逃漏報海外所得就
變成富人們的巧門, 如今拜登既增聘人手調查,
將來富人們不得不據實以報, 稅金一分錢都不
能少, 看來海外已不再是富人安全逃稅的避風
港了!

【李著華觀點 : 富人別逃
拜登要追到海外查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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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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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有立法會議員關注現時病毒檢測樣
本瓶派發量不足，香港特區行政長
官林鄭月娥28日回應指，會研究
增加派發量，並指近日特定群組轉
為採樣檢測後，相信可騰空部分樣
本瓶以應付其他市民需求。

民建聯議員柯創盛28日在立
法會特首質詢時間指，很多市民需
透過到郵政局、普通分科診所或港
鐵站等取樣本瓶，以配合政府的檢
疫安排，但樣本瓶很快就派完，要
求特首加強協調、增加派發數量。

林鄭月娥說，香港病毒檢測量
以每百萬人口計算是位於世界前

列，政府27日已公布飲食業就未
能接種疫苗而要定期作檢測的從業
員，都會由取樣本瓶轉為前往檢測
中心採樣，相信可騰空部分樣本瓶
以應付其他市民需求。

不過，林鄭月娥指出，目前收
回的樣本瓶數目僅略多於派發量的
一半，呼籲市民有需要才取樣本
瓶，而並非將其存放家中，“我們
會再看看有什麼方法可以提升分發
量。”

另外，香港食物及衞生局局長
陳肇始28日書面回覆民建聯議員
李慧琼質詢，指今年1月底至本月
23日，政府共完成 41次封區檢

測，約3.7萬人次接受檢測，共發
現22宗確診個案；在封區執法行
動中，向不遵守限制與檢測宣告的
市民，共發出約 40 張定額罰款
5,000港元的通知書。

她又指，自去年11月起至今
年4月23日，發出197次強制檢測
公告，共完成287萬個“須檢必
檢”病毒檢測，當中發現4,318個
初步陽性樣本，陽性比率0.15%。

政府亦曾於去年12月至今年4
月23日期間，進行30次突擊檢查
執法行動，向不遵守強制檢制公告
的市民，發出超過200張定額罰款
通知書。

28日，林鄭月娥出席立法會會議，答覆
議員提出的質詢。不少議員關注防

疫及通關等問題，民建聯議員李慧琼就問及讓
已接種兩劑疫苗的市民能往內地或澳門免檢疫
或減少檢疫，旅遊界議員姚思榮亦關注香港特
區政府與澳門商討“旅遊氣泡”情況。

不能通過澳門進入內地
林鄭月娥回應指，港府一直與澳門及內地

循“旅遊氣泡”的方向探討有關安排，並表示
上周在海南博鰲出席年會時便跟澳門特首賀一
誠探討有關問題，回港後立即跟進如何推行港
澳“旅遊氣泡”或方便通行的安排，“最大問
題是澳門和內地已經差不多全面通關，所以要
想通一個方法，就是香港人經過這個特別的安
排，去澳門毋須檢疫，但不能通過澳門進入內
地。我現在正循着這個方向探討。”被問及有
否時間表，她只表示會盡努力及盡快去做。

經民聯議員盧偉國則表示，工商界提出
“商務氣泡”概念，讓接種疫苗後14天並經檢
測呈陰性者，可自駕到內地廠房。林鄭月娥表
示明白有關需要，並指粵港及深港的合作也因
兩地官員未能往還而受影響。她指，只要內地
接受，任何形式都可探討，特區政府會研究
“商務氣泡”，向內地提出。

林鄭月娥指香港已實行“回港易”及將實
行“來港易”，並形容港深跨境貨車司機的安
排是最近的突破，香港貨車司機在接種疫苗後
加上14天，廣東省政府亦毋須他們每日進行檢
測，“所以我覺得已有路向，只是步伐不如各
位想看見的這麼快。”

工聯會議
員陸頌雄問及特區政府與內
地協商進展，及有無具體指
標如疫苗接種率達多少才能放
寬檢疫安排。林鄭月娥表示，上周
四在廣州出席粵港澳大灣區領導
小組專題會議後，她獲韓正副總
理會見時也提出香港居民回內地
問題，“韓副總理也很關心，
亦主動提及知道香港經濟的復
甦是需要更方便兩地人員的往
來，不過其提示都是要我們繼續
做好防控疫情的工作。”

她說，目前並無接種率多
少、確診個案要降至多少的明確
指標，“當然大家都希望以清零為
目標，但事實上亦不是容易可以做到
完全清零，所以現在需要大家共同努
力。”

暫無接種率須到多少明確指標
對於現時香港的疫苗接種率不算理想，林

鄭月娥強調，接種疫苗是最有效早日回復正常
生活的方法，若要展示香港疫情穩妥，
讓其他地方有信心與香港在人員往
來方面提供更多便利，需
要靠提升疫苗接種比
例。

疫情為港人前往其他地方添加限制，不少人都期

望可早日鬆綁。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28日在立法

會表示，正研究與澳門建立“旅遊氣泡”，香港居民入

境澳門毋須檢疫。有議員冀香港特區政府向中央爭取與

內地建立“商務氣泡”，林鄭月娥亦表示會研究及向

內地提出，並指日前獲國務院副總理韓正會見時也

有提及有關問題，對方的提示是香港要繼續做

好防控疫情的工作。惟現時新冠疫苗接種

比率仍不算理想。

��(���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引韓正提示：港須續做好防控疫情 特首：接種比率仍不理想

研港澳旅泡 入境免檢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就有評論將香港特區
政府以“疫苗氣泡”為基礎
而放寬的社交距離措施與
內地的“社會信用體系”
掛鈎，香港食物及衞生局
28日嚴正澄清兩者絕無關
係，對該等刻意曲解事實
的報道表示極度遺憾。
《蘋果日報》28日頭

版以《社會信用系統殺到
食肆分四級 打針有特權
虛報罰五千》為題報道“疫
苗氣泡”下的措施，並引述民
主黨醫療政策發言人袁海文稱
“政府旨在把新措施逐步改造為
另類的社會信用系統”，揚言這是

“支配市民”“過着猶如失去人權的
生活”云云。

食衞局發言人強調，政府27日宣布
的放寬社交距離措施是建基於香港增強
的抗疫能力和穩步展開的政府疫苗接種
計劃。在調節社交距離措施時，政府已
考慮相關的感染風險，亦有公共衞生理
據支持，目的是為回應各行各業和市民
期望盡快恢復正常生活的訴求。

發言人指，隨着接種疫苗的人數增
加，香港將逐步築起保護屏障，已接種
疫苗的人士在疫苗保護下因而有條件可
以安心回復正常生活。發言人重申，有
關言論意圖誤導市民，不利於現時全港
同心抗疫，必須予以澄清，以正視聽。

香港文匯報訊 華大基因早前
在一日內驗出30宗的初步陽性個
案，當中26宗個案為“假陽性”。
香港特區政府28日再次發表聲明，
指高度重視近日有私營化驗所檢測
結果懷疑出現不尋常的情況，正繼
續嚴肅跟進事件。

政府聲明表示，已要求該私營
化驗所就事件深入調查，並提交調
查報告，將會根據調查結果及情節
嚴重程度，按合約條款作出適當處
分，包括中止服務合約，並保留不
接受該承辦商參與競投政府將來同

類型服務合約的權利。如調查顯示
該醫務化驗所及其專業人員涉及違
反相關專業守則，政府會將個案呈
報醫務化驗師管理委員會以作跟
進。聲明表示，受事件影響的人士
如在隔離期間進行的檢測結果獲確
認為陰性，並對新冠抗體呈陰性，
已獲安排出院。而事件中被送往檢
疫的緊密接觸者在其病毒檢測結果
確認為陰性後，亦已陸續獲准離開
檢疫中心，無需完成14天檢疫期。
政府對受事件影響的市民深表抱
歉。

嚴肅跟進華大“假陽”
政府：將作適當處分

《蘋果》刻意曲解防疫措施
食衞局表極度遺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郵政28日宣布，接
獲泰國郵政機關通知，因疫情關
係，其郵件處理中心需即時關閉至5
月4日，寄往泰國的所有空郵郵政服
務（包括特快專遞）由即日起暫
停，並於5月5日起恢復正常
服務。

港港寄寄泰泰空空郵郵暫暫停停

特定群組轉採檢 料助騰空樣本瓶

●林鄭月娥指現時新冠疫苗接種
比率仍不算理想。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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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針對美國正計劃
就世衞組織第二階段新冠病毒溯源調查向世衞組織
提交新的建議，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28日在例
行記者會上應詢表示，希望美方也能像中方一樣，
採取科學合作態度，同世衞組織開展溯源合作，不
要把科學研究政治化。

當日有記者提問，據報道，美國務院官員稱，
美國正計劃就世衞組織第二階段新冠病毒溯源調查
向世衞組織提交新的建議。知情人士稱，預計美國
將在建議中反駁中國提出的病毒可能通過冷凍食品
傳播的假設，並敦促公布更多數據和新型冠狀病毒
的早期證據。美國還將建議審查武漢病毒實驗室工
作人員的醫療記錄，並允許國際科學家接觸來自實
驗室或患者的2020年前的病毒株。中方對此有何評
論？

所謂建議無視前期研究成果
趙立堅表示，美方應該清楚，新冠病毒“可

能”通過冷鏈食品傳人，“極不可能”通過實驗室
傳人，這是中國—世衞組織新冠病毒溯源聯合研究

報告中的明確結論。關於原始數據，中方在聯合研
究中向世衞專家逐條展示了特別需要關注的原始數
據。外方專家也多次明確表示，專家組獲得了大量
數據和信息，對由於部分信息涉及個人隱私不能複
製和攜帶出境表示充分理解。

“事實都擺在那裏，若真如報道所言，那麼美
方的所謂建議完全就是無視全球科學家前期研究成
果，既不科學，更不嚴肅，是要搞一齣預設結局的
政治鬧劇。”趙立堅指出，其目的無非是繼續為抹
黑打壓中國製造藉口。

溯源政治化毀全球抗疫努力
趙立堅強調，病毒溯源是科學問題，應由全球

科學家合作開展有關工作，將溯源問題政治化的行
徑只會嚴重阻礙全球溯源合作，破壞全球抗疫努
力，導致更多的生命損失。希望美方也能像中方一
樣採取科學合作態度，同世衞組織開展溯源合作，
不要把科學研究政治化，更不要懷揣陰謀論否定科
學，為一己之私破壞國際社會團結抗疫的共同事
業。

美擬就新冠病毒溯源提新建議
中方希望勿把科研政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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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強：中德應為開放互利共贏合作作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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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國政府網28日消息，
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當日下午在人民大會堂
以視頻形式與德國總理默克爾共同主持第六輪
中德政府磋商。

李克強首先致開場白。李克強表示，中德
政府磋商機制在統籌推進中德務實合作上，可
以說一直發揮着“超級發動機”的作用。李克
強指出，回顧上次中德政府磋商以來的兩年多
時間，兩國合作又有新進展。中國對外開放在
不斷擴大，相關新舉措逐步落地，包括德國在
內的各國企業從中受益。儘管去年受到疫情衝

擊，中德雙邊貿易額仍逆勢上揚，充分體現了
中德合作的高水平和巨大潛力。中德合作的直
接受益者是兩國人民，同時也有利於國際產業
鏈供應鏈的穩定。當前國際形勢發生複雜深刻
變化，疫情遠未結束，保護主義繼續存在。中
德作為世界主要經濟體和有影響力的國家，都
支持多邊主義和自由貿易，雙方應當為開放、
互利、共贏合作作出表率。

默克爾：願同中方推進疫苗互認
李克強強調，中德在一些問題上有不同看

法，這是客觀事實。只要雙方尊重彼此核心利
益和重大關切，在平等相待、互不干涉內政的
基礎上進行溝通交流，增信釋疑、縮小分歧、
聚焦合作，就可以為對話合作進一步順利開展
創造有利條件。明年是中德建交50周年，希
望雙方着眼未來50年的合作，堅持真誠相
待、合作共贏，排除不必要的干擾，確保兩國
關係長期健康穩定發展。這不僅有利於中德，
也有利於世界。

默克爾在開場白中表示，在中德政府磋商
機制推動下，雙方外交、經貿、農業、社會、

食品安全、可持續發展、應對氣候變化等領域
合作達到新的廣度和深度，希望這一機制能夠
延續下去。中德兩國在國際社會共同抗擊疫情
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德方願同中方進一步推進
疫苗生產和互認合作。歐中投資協定是透明、
對等的，將為雙方經貿合作提供更多保障。
德中是全方位戰略夥伴，德方希同中方
保持對話交流，進一步增進相互理
解。

王毅、何立峰等出
席上述活動。

魚躍集團副總裁陳堅表示，自印度第二波疫情蔓
延以來，來自印度方面或中間商的製氧機查詢

很多，但是由於印度的醫療器械註冊制度限制，中國
生產的製氧機即使獲得美國FDA和歐盟CE認證，也
不能出口到印度。同時，印度對醫療器械徵收的進口
關稅極高。因此，即使印度企業向中國採購製氧機也
無法清關，此前中國也幾乎沒有一家企業向印度出口
製氧機，而是向印度出口製氧機零配件，再由印度當
地工廠組裝。

不過，由於疫情面臨失控局面，近日印度官方已
經決定緊急開放製氧機等醫療器械的進口。在此情況
下，魚躍醫療已經接到來自印度方面的數萬台製氧機
訂單，此外還有大量詢價。陳堅強調，魚躍醫療的製
氧機年產能多達80萬台左右，完成幾萬台的訂單並
非難事。這批訂單將會盡快完成生產，並出口到印
度。

緊急開放製氧機進口，意味着印度的患者規模正
在迅速擴大。陳堅解釋說，絕大多數醫療機構使用的
是集中加壓給氧，因為加壓給氧可以快速抵達患者的
肺部。在集中加壓給氧設備不夠的情況下，或者在醫
院以外的地方，製氧機就是很好的選擇，例如去年中
國就在方艙醫院和社區大量使用製氧機。印度對製氧
機需求激增，也就代表其新冠肺炎患者激增。

市場炒訂單 需求量成疑
有消息稱，目前境外一些慈善團體向中國製氧機

企業訂購製氧機，然後捐贈給印度。對此，陳堅表示
確有上述傳聞，但目前無法證實。同時，目前市場上
又開始出現炒作製氧機的苗頭，就像去年炒作呼吸機
和額溫槍一樣。“外面的訂單炒得很熱啊，這個要幾
十萬台，那個要上百萬台，但到底是不是有這麼大的
需求量，我們要打一個問號。”他坦言，“有時候是

一個訂單詢了好多廠家，或者一個訂單轉了好多人來
問，最終可能就一個單，但感覺上需求量相當大。”

歐美訂單量遠多於印度
陳堅指出，目前來自印度的製氧機訂單量，只佔

魚躍醫療境外訂單的很小一部分，遠不及來自歐盟和
美國的訂單量。在中國內地疫情受控的情況下，公司
仍有大量歐美訂單，相關生產線也長期處於滿負荷生
產狀態，工人加班加點已經成為常態。

●印度疫情面臨失控局面，官方近日決定緊急開放
製氧機等醫療器械的進口。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
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因在社交媒體上轉發
插畫、發表言論引起熱議。在28日舉行
的例行記者會上，趙立堅在回答日本記者
提問時作出回應。他說，已經將該推文置
頂，“插畫反映的是正當民意和正義呼
聲”。

趙立堅於26日發布一則推文，他轉
發了兩幅畫作，分別是日本名畫《神奈川
衝浪裏》和中國插畫師在原畫基礎上重新
創作的《神奈氚衝浪裏》。後一幅畫作
中，白色浪花彷彿人類畸形的手指，巍峨
富士山變為核電站煙囪，亦有人員在船上
傾倒核廢水。趙立堅附文稱，“如果原作
者葛飾北齋現在還活着，他也會非常關心
日本核廢水問題”。該推文隨即引起廣泛
關注。日本外相茂木敏充於27日接受採
訪時表示，日方已通過外交途徑對中方進
行抗議，並要求趙立堅除推文。

28日，有媒體注意到趙立堅將推文置
頂。同日舉行的例行記者會上，日本記者
詢問發言人會否除推文、對日方抗議有
何評論。趙立堅首先指出，據他所知這是
一幅中國青年插畫家的畫作，這說明葛飾
北齋先生的原作在中國有一定的知名度，
中國民眾對日本文化是相當了解的。

援引科學雜誌 痛陳禍延千年
“這幅新作品反映出中國民眾對日本

政府單方面決定以排海方式處理福島核污
染水的擔憂和不滿。”趙立堅說，事實
上，不僅是中國，日方行徑引發多國政
府、國際組織、全球300多個環保團體和
包括日本國民在內的各國民眾的強烈反對
和嚴重關切。

他重申福島核污染水有害物質多，危
害極大，並援引美國《科學》雜誌、德國
海洋科學研究機構及多國學者的表態稱，
日方擬排放的核污染水即使經過仔細清
洗，仍含有大量放射性物質同位素，其中
碳－14元素半衰期可達5,730年。換言
之，核污染水自排放之日起，未來幾十年
內將影響太平洋沿岸全部國家，所含放射
性物質將對全球海洋環境造成數千年之久
的危害。

全球抗議有時 日方裝聾作啞
“日方為了省錢，單方面決定將核污

染水排海，極不負責任。日方錯誤決定在
先，我們抗議在後。”趙立堅隨即反問：
“日方做了壞事兒，還不讓別人說嗎？全
世界抗議不是一天兩天了，日方一些官員
一直裝聾作啞，為什麼對一幅插畫作品氣
急敗壞？”“他們應該多聽聽世界人民對
於核污染水排海的抗議呼聲。”趙立堅
說，日方應該認清自身責任，履行國際義
務，撤銷錯誤決定。“至於你提到的是否
會帖並道歉，可能你已經注意到，我已
經把這條推特置頂了。”他說，插畫反映
的是正當民意和正義呼聲。正是日本政府
需要撤銷錯誤決定並道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賀鵬飛 南京報

道）印度新冠疫情肆虐，對製氧機等醫療

器械的需求激增。中國以及全球最大的製

氧機生產企業魚躍醫療證實，印度已經緊

急開放了製氧機等醫療器械的進口，魚躍

醫療也已收到來自印度的數萬台製氧機訂

單，並正在緊急生產準備出口。

●●魚躍醫療製氧機生產線魚躍醫療製氧機生產線。。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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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口僅佔一成 國內種豬有保障
中國種豬都是進口的？本地豬快滅絕了？ 農業農村部回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任芳頡 北京報

道）畜牧發展，良種為先。近年來，中國對

進口豬肉依存度攀高，“豬芯片”問題備受

關注。國家生豬產業技術體系首席科學家陳

瑤生28日在農業農村部發布會上表示，近十

年來，全國年均進口種豬不到1萬頭，佔核

心育種群更新比例不足10%，少量進口主要

用於補充資源、血統更新和改善種豬性能，

目前中國種豬供給立足國內是有保障的。

據媒體報道，2020年中國種豬進口總量超2萬
頭，創歷史新高。目前，中國食用的豬肉超

80%都是來自國外引種，中國正陷入一個“國外
引種—退化—再引種—再退化”的局面。會上，
國家生豬產業技術體系首席科學家、全國生豬遺
傳改良計劃專家委員會主任陳瑤生，對部分媒體
報道的“我國的豬都是進口的，地方豬都快滅絕
了”言論作出回應。

適當引種有助品種交流
陳瑤生表示，中國自上世紀80年代開始引進

“杜長大”以來，和美國、加拿大、丹麥等國類
似，實施了本土化選育，特別是2009年啟動全國
生豬遺傳改良計劃以來，進一步加快了系統選

育，保障了中國接近90%的生豬市場的種源供
給。近十年來，全國年均進口種豬不到1萬頭，佔
核心育種群更新比例不足10%。

“雖然我們進步很快，但規範的系統選育歷史
積澱不足，比國外晚了近50年，核心育種群的產仔
數、飼料轉化率等關鍵性狀與發達國家還有10%至
30%的差距。因此，適當引種有利於國內生豬種業
加快追趕，完全不引也可以，但會影響發展效率，
不利於加快縮短與國際先進水平的差距。”陳瑤生
表示，發達國家間都在相互進行品種交流，這是國
際慣常做法，中國也一樣。

關於地方豬的問題，陳瑤生介紹，中國建設
了62個國家級地方豬保種場和保護區，開展了豬
遺傳材料採集保存，並利用地方豬種培育了30個

新品種和配套系。下一步將在全國實施大規模的
主導品種聯合育種，加強優質種源供給。同時，
加強地方品種保護，培育地方特色豬種，更好地
滿足多元化市場消費需求。

畜禽種源自給率超75%
從2008年到2020年，農業農村部實施第一輪畜

禽遺傳改良計劃，覆蓋了奶牛、生豬、肉牛、蛋雞、
肉雞和肉羊等六大主要畜種。經過12年的努力，畜禽
生產性能水平明顯提升，核心種源自給率超過75%。
農業農村部種業管理司副司長孫好勤表示，從2021
年到2035年力爭用10年至15年的時間建成比較完善
的商業化育種體系，自主培育一批具有國際競爭力的
突破性品種，確保畜禽核心種源自主可控。

●●農業農村部表示農業農村部表示，，近十年來近十年來，，全全
國年均進口種豬不到國年均進口種豬不到11萬頭萬頭，，佔核佔核
心育種群更新比例不足心育種群更新比例不足1010%%，，少量少量
進口主要用於補充資源進口主要用於補充資源、、血統更新血統更新
和改善種豬性能和改善種豬性能，，目前中國種豬供目前中國種豬供
給立足國內是有保障的給立足國內是有保障的。。圖為重慶圖為重慶
一生豬飼養場一生豬飼養場。。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官方嚴查
藝人鄭爽涉偷逃稅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澎湃新
聞報道，記者28日了解到，針對近日網
上反映內地演藝人員鄭爽涉嫌簽訂“陰陽
合同”、拆分收入獲取“天價片酬”、偷
逃稅等問題，上海市稅務局第一稽查局已
予受理，正在依照稅收法律法規進行調查
核實。北京市廣電局已啟動對相關劇目製
作成本及演員片酬比例的調查。
稅務和廣電管理部門相關負責人表

示，將認真落實有關要求，嚴查違法違規
行為，堅決查處整治“陰陽合同”“天價
片酬”、偷逃稅等問題，嚴格電視劇合同
管理，嚴控電視劇製作成本和演員片酬在
電視劇製作成本中的比例，為電視劇行業
高質量發展營造良好環境。
此前鄭爽被揭，到美國找代理孕母，

與前男友張恒分手後卻要棄養孩子，引起
網友震怒，中央政法委官方微博亦發文批
評鄭爽，指鄭爽代孕棄養鑽法律空子，這
絕不是無辜！鄭爽隨後不但被代言品牌終
止合作，也被華鼎獎註銷其榮譽稱號，指
她敗壞人倫道德。

“熟蛋返生”
涉事校長郭某已辭職

香港文匯報訊 據澎湃新聞報道，28
日記者從鄭州市獲悉，經相關部門聯合調
查，鄭州市春霖職業培訓學校因發布虛假
廣告，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辦教育促
進法》第六十二條規定，鄭州市人力資源
和社會保障局已責令春霖職業培訓學校進
行整改，整改期間暫停招生和教學活動。

另據了解，校長郭某已辭職。

�

�/

●藝人鄭爽 網上圖片

粵接種量近2000萬劑次 單日破百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隨着

新冠疫苗供應量明顯提升，廣東接種量提速。香港文
匯報記者28日獲悉，連日來，廣東各地採取開闢臨
時接種點、社區接種站等措施，疫苗接種呈火力全開
之勢。各地也加大了港澳同胞接種工作宣傳，港澳人
士接種加速。截至27日24時，全省累計接種1,948.45
萬劑次，累計接種1,589.71萬人，共有366.97萬人完
成全程（2劑）接種。其中，27日當天全省接種123.48
萬劑次，成為全國首個單日接種量過百萬的省份。

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到，由於疫苗供應緊

張，不少地市接種點連續多日無疫苗可接種，有地
方甚至暫停第二針接種。

疫苗供應緊張得到緩解
為保證新冠病毒疫苗供應，廣東加強與國家、疫

苗生產企業溝通協調，積極採取措施協調疫苗供貨，
近一周廣東疫苗供應緊缺情況得到一定程度的緩解。

4月26日中午，國家分發的188萬支疫苗順利
抵達廣東省疾控中心。按照“隨到隨發，不留庫存
不過夜”原則，4月26日18時，這批188萬支疫苗

已全部分配至廣東省14個地市。其中，發往廣州
49.88萬支，深圳44萬支，佛山39萬支，東莞38萬
支。記者在廣州荔灣區多家社區衞生中心看到，大量
已預約的市民前來接種，包括個人和團體。社區中心
表示，此前已登記不少預約者，由於疫苗短缺，一度
暫停。此次新一批疫苗到貨，社區中心不斷致電預約
者，滿足了居民接種的需求。有了充足的疫苗，廣州
亦在天河體育中心開闢大型臨時接種點，日接種能力
達到6,000劑次。順德單日百餘港澳同胞接種。連日
來，在粵港人通過線上或現場預約，接種了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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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交所首季業績撮要
項目 2021年首季 2020年首季 變幅

主要業務收入 54.92億元 40.56億元 +35%

投資收益(虧損)淨額 4.18億元 (0.47億元) 不適用

營運支出 11.02億元 10.08億元 +9%

EBITDA 48.09億元 29.84億元 +61%

股東應佔溢利 38.40億元 22.62億元 +70%

基本每股盈利 3.03元 1.80元 +68%

製表：記者 周紹基

港交所首季賺38億大增七成
史美倫：疫情地緣政治經濟放緩挑戰已經過去

被股東問及何時可納入第二上市的中概股進入
“港股通”時，史美倫表示，這並非由港交

所單方面決定，交易所將繼續與內地有關部門保持
密切溝通，期望早日成事，現未有時間表。港交所
28日舉行股東大會，3名非港府委任的非執行董事
人選獲通過上任，分別為領展主席聶雅倫、怡和太
平洋前行政總裁張明明，以及中信資本董事長張懿
宸，3人任期至2024年港交所AGM屆滿為止。聶
雅倫、張明明都獲得約99%贊成票，張懿宸則獲
77%贊成票。港交所今年有3名非委任董事退任，
分別是陳子政、胡祖六和莊偉林。

高盛維持沽售評級
高盛在業績後發表報告指港交所首季每股盈利

為3.03元，高於該行原預期約13%，主要受收入上
升帶動。撇除投資收益，港交所首季收入仍高於高
盛預測的5%，若納入則高於該行預測9%，成本表
現也符合預期。不過高盛暫時仍維持港交所的“沽
售”評級，以及目標價400元。港交所28日微跌
0.2%，收報488.8元。

港交所首季受惠於交投強勁，單是1月份的日
均成交額，便創2,457億元的月度新高，首季更有5
個交易日成交額逾3,000億元。全季計，首季的日
均成交額創2,244億元，同樣是季度新高，按年升
86%，按季升59%。

首季新股集資大增9倍
滬、深港通的成交量在首季亦創季度新高，當

中北向交易的日均成交額按年升63%，按季升
33%。南向交易更誇張，日均成交額按年飆升1.81

倍，按季激增1.16倍。香港IPO市場繼續蓬勃，首
季共32隻新股上市，集資額高達1,366億元，是去
年首季集資額的逾9倍，數字使港交所暫列全球
IPO第三名。

港交所代理集團行政總裁戴志堅表示，港交所
的業務在今年初開局良好，收入及其他收益均創新
高。新股市場也熱鬧非凡，二級市場成交量強勁。
儘管面臨宏觀經濟不景，以及地緣政治環境帶來了
許多挑戰，但港交所仍然穩步推進落實《戰略規劃
2019至2021》，積極回應客戶及市場需求，並展現出
強大的韌性。同時，亦繼續審慎管理成本及風險，
相信港交所繼續具備優勢，穩握未來增長機遇。

戴志堅：研增加市場流通量
對於政府計劃8月上調股票印花稅，戴志堅表

示，市場已消化印花稅消息，該所會配合政府工
作，多與市場溝通，亦會研究可否透過增加市場流
通量、交易等，以增加收入。至於加稅對市場究竟
有多大影響，需時再觀察，又指買賣股票涉及眾多
因素，包括市況、投資機會等。他又指，雖然4月
份成交相對低，但仍較去年同期多20%。

問及港交所仍未獲准推出“MSCI中國A股指
數”的期貨產品，戴志堅稱，目前未有時間表，認
為現已是適當時間，但亦要監管機構抱同樣的看
法。他指，該所會繼續做好工作，努力將產品對市
場的影響、風險等進行分析，以支持產品盡快推
出。另外，他表示，港交所入股廣州期貨交易所是
重要的突破投資，未來希望與對方合作，包括產
品、互聯互通等，又預計碳排放產品市場需求會上
升，該所會投入研究。

港交所28日公布，截至3月底止的今年首季純利錄得38.4億元（港元，下同），

創季度新高，按年增長近70%，每股盈利3.03元，盈利水平達到市場預期的上限。期

內收入及收益為59.56億元，按年升48.6%，同樣創季度新高，主要由於交易及結算費

增加，以及集體投資計劃的公允值收益錄得1.59億元，反映全球股票及固定收益市場

的廣泛表現。港交所主席史美倫於股東會上表示，過去一年面對疫情，加上地緣政治

緊張及經濟增長放緩，該所面臨一定挑戰，但她相信有關的挑戰已經過去。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紹基

● 港交所首季純利、收入和收益全創紀錄新高。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岑健
樂）螞蟻集團IPO去年突然叫停
一事餘震還在繼續。外媒報道
指，內地監管部門正在就螞蟻集
團當初首次公開募股(IPO)快速過
審一事展開調查。彭博社引述消
息人士稱，來自多個機構的官員
正在調查螞蟻集團，圍繞IPO如
何能夠得以快速通過、螞蟻是否
充分披露了信息，以及該公司在
股票代碼分派方面是否獲得了優
待。

牽涉官員投資者及證監
《華爾街日報》早前也報道

有關消息，指中國政府正進一步
調查螞蟻集團，於去年迅速獲准
在上交所與港交所上市一事，調
查重點放在支持螞蟻集團IPO的
監管機構、官員，國家基金，以
及證監會和上海股票監管機關制
訂的上市標準及流程，何以批准
螞蟻上市。

並稱有關方面還在調查地方
官員向螞蟻提供的支持，以及將從
這家金融科技巨頭上市中獲益的大
型國企。螞蟻集團去年本要在上海
和香港兩地同步上市，集資規模達
350億美元，但在正式掛牌之前幾
天被叫停。此事也掀開全面整頓內
地知名金融科技巨頭的序幕，監管
機構要求螞蟻全面整改；4月中阿
里集團涉嫌壟斷行為，被開出逾
180億元人民幣的天價罰單。

監管機構也受到了波及。中
國證監會上周宣布了禁止系統離職
人員不當入股擬上市企業。《華爾
街日報》稱，當初儘管銀行業監管
機構對螞蟻的業務模式心存憂慮並
考慮對這家公司及同類公司實施更
加嚴格的監管，但是螞蟻還是使其
上市申請相對較快地獲得了各級證
券監管機構的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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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美倫表
示，港交所
過去一年的
挑戰已經過
去。

資料圖片

●市場估計螞蟻整改業務後，或不符上海
科創板上市資格。 資料圖片

單位：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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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華航機師染疫連環爆，至今感染源不明，由於數
名確診機師都曾到過台北清真寺，人潮眾多，也引發民眾擔憂是
否有防疫破口。國民黨前副祕書長蔡正元今(29日)在臉書發文表
示，台灣算是運氣不錯，好幾次的防疫漏洞都沒有造成嚴重疫情
，但這些漏洞也證實 「陳時中的防疫是靠運氣和吹牛」。

蔡正元29日在臉書表示，新冠肺炎防疫工作要靠努力和運
氣，大陸最先發生疫情，但也最先處理好疫情，完全靠硬底子的
努力、沒有絲毫靠運氣，至於美國、印度、英國防疫出了問題，

除了運氣不佳之外，領導人做出錯誤判斷造成環環斷鏈，才爆發
嚴重的死亡率。

蔡正元認為，台灣算是運氣不錯，好幾次的防疫漏洞都沒有
造成嚴重疫情，但這些漏洞也證實陳時中的防疫是靠運氣和吹牛
，且防疫有三寶 「口罩、篩劑、疫苗」， 「陳時中和民進黨吹牛
口罩國家隊，卻不敢吹牛篩劑和疫苗國家隊，防疫工作只做了三
分之一，口罩還是靠企業緊急調度產能製造口罩原料，而不是陳
時中和民進黨有多行。」

蔡正元說， 「台灣的篩劑費用是全世界最貴，而且還有限制
不能普篩，證明篩劑沒有國家隊，碰到沒有實名登記的清真寺聚
會，疫調做不來就束手無策，無法普篩只能靠運氣。」

蔡正元指出，最糟糕的是疫苗不但沒有國家隊，買即將過期
的疫苗，美國也只出口、自己不用，然後變成歐美不用台灣用，
「口罩、篩劑、疫苗三缺二，再宣傳防疫難波萬，真是吹牛國家

隊」。

（中央社）中華航空CI-153航班昨自大阪返台時
，由於桃園機場其他航班遭遇鳥擊，飛機盤旋約1小時
後油量過低，申請緊急轉降松山機場，是松機首度迎來
A350客機。桃園國際機場公司統計，昨日有6件鳥擊通
報，初判是近日下雨導致蟲餌出現，才出現鳥群聚集覓
食。

據悉，CI-153航班自大阪飛回桃機時，有另一架
飛機遭遇鳥擊，機場正在排除狀況，所有航機無法降落
，由於CI-153是A350廣體客機，因此選擇轉往跑道較
長的高雄小港機場降落，但半途上接獲桃園機場通知可
以降落，因此掉頭返回桃機。

不料返回桃機的路上，又有飛機碰到鳥擊，跑道再
次關閉，CI-153在空中盤旋1小時後，油量不夠飛回高
雄，緊急申請就近到松山機場降落。由於松機跑道較短
，平時不會讓 A350 降落，駕駛喊出 3 次 「Mayday」後
，塔台同意放行。

華航證實，因桃園機場受鳥擊影響關閉跑道，3班
載貨航班轉降其他機場，包括CI-153大阪－桃園轉降
松山，及 CI-782 胡志明市－桃園、CI-5880 馬尼拉－
桃園轉降高雄。其中CI-153班機因在空中等候時間較
久，松山機場給予優先降落。

桃園機場昨日上午9時30分至下午4時30分，陸續
有 6 架航機發生鳥擊，分別為 CI-6872、BR-077、
BR-282、CI-5706、BR-131 以及 BR-272，期間分別
暫時關閉05L跑道5分鐘至15分鐘不等，並派員至現場
巡視，並由清潔車輛協助清掃鳥屍，完成清掃及巡視確
認後立即開放航機起降。

現場初判為家燕以及麻雀群，屬於50公克以下的
小型鳥聚集，疑因機場近日雨勢影響、蟲餌出現所致。
桃園國際機場公司指出，將持續加強驅鳥作業，並增加
環場道路巡查頻率，以減少鳥類活動。

桃機遇鳥擊關跑道
3航班轉降其他機場

（中央社）華航機師染疫案延燒第11天，中央流行疫情指
揮中心昨天又公布一名確診機師以及一名抗體陽性個案，目前共
累積16人確診、7名抗體陽性個案，其中抗體陽性3其一家五口
全遭殃更是國內首例，目前華航機師擴大採檢仍在進行中，還有
100多名機師尚未接受採檢。

指揮中心上周針對華航1279名機師進行擴大採檢，結果確
診人數越驗越多，還意外發現4名血清抗體陽性者，因此有專家
指出很可能機師之間早已有隱形傳播鏈，指揮中心昨新增的一名

抗體陽性個案，為28日驗出抗體陽性女機師的丈夫，其3個子女
中有一人確診，即為案1113。

指揮中心指出，目前1279位機師中，已有1101人完成PCR
採檢，1279人完成血清抗體檢驗，累積10名機師確診、7名抗體
陽性機師，其餘6人則包含諾富特飯店員工以及機組員家屬。

華航機師疫情擴大，新北、桃園停課措施卻不同調，新北市
長侯友宜29日指出，中央有訂定標準，各地可視個別狀況調整
因應，林口康橋雙語學校有2名學生染疫，雖然其中1人為血清

抗體陽性反應，但 「禦敵一定要從嚴」，所以用最嚴謹態度面對
，宣布全校停課。

侯友宜說，他希望中央面對疫情採取的步驟能更快速，像是
疫情資訊、疫調結果、量體採檢等訊息，地方政府才能快速反應
。

另據統計，高雄 「海空雙港」高雄機場及高雄港的邊境人員
符合接種資格者，高雄機場2055人、高雄港5178人，目前接種
僅205人，施打率約2.8％。

居檢旅館成染疫破口 航空界不意外

機師1家5口抗體陽性 坐實隱形傳播鏈

（中央社）中華航空機師染疫風暴持續擴大，華航園區內的
諾富特飯店也因1名主管染疫，昨日全棟清空消毒，飯店內412
人全數改到集中檢疫所。航空業人士指出，機組員會有跨機隊的
感染，不是在報到中心出問題，就是居檢旅館有漏洞，諾富特有
員工染疫完全不讓人意外。此外，病毒很可能是從境外帶回來，
外站管理 「防君子不防小人」，也有加強空間。

航空業人士表示，先前長榮發生紐籍機師亂跑，造成同機隊
的人感染，這部分已經很明確。但華航印尼籍、台籍的機師平常
沒有相處在一起，會產生跨機隊傳染，漏洞不是報到中心就是居

檢旅館諾富特，完全不讓人意外。
他分析，機組員回台灣之後，走的都是特別動線，現在機場

沒有什麼旅客，染疫機會應該不大，應該是有人從國外帶回來。
此外，空服員要回公司換下制服，機師則可以換個外套就走人，
擴散問題應不在機場或公司，因此剩下的就只有旅館出問題。

該人士認為，先前有人推測機師報到時哪些環節有問題、執
勤前吹酒測感染等，這些可能性當然不能排除，但機率很小。

如今華航宣布機師居檢要一人一戶，而其他航空公司的機師
也擔心被波及，該名人士斷言，接下來各業者的排班調度會是大

問題，機師請假率很可能飆高，並牽動貨運運價，整體影響極大
。

另有資深機師分享，機組員在外站採泡泡式管理，包括走專
用通道、專車接送、入住指定旅館不得出門等，由航空公司自行
約束組員。據了解，航空公司為機組員挑選居檢旅館時，會向對
方詢問有無監視器可管理，並爭取調閱的權利，若對方不同意，
業者就會挑下一家旅館，落實防疫管理。但機師也坦言，規定擺
在那，會不會有人違規？現實就是 「防君子不防小人」，一切都
要靠機組員自律。

華航機師染疫連環爆
蔡正元轟陳時中：吹牛國家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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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經濟

數字人民幣加速推進
“花”樣翻新

試點地區“擴容”、“白名單”

人群擴大、試點之間嘗試聯動……近

期數字人民幣測試活動頻頻，引人關

註。目前，數字人民幣已經形成“十

地一場景”的格局，隨著大量試點場

景落地，數字人民幣使用和推廣情況

如何？又將為你我的支付生活帶來哪

些變化？

“10+1”格局初步形成
到2020年10月，數字人民幣增加了

上海、海南、長沙、西安、青島、大連

六個試點地區。加上此前深圳、蘇州、

雄安新區、成都四地及北京冬奧會場等

試點地區，數字人民幣試點已經形成

“10+1”的格局。

隨著試點地區擴容，數字人民幣的

測試人群也在大幅增長。深圳4月10日

至23日推出一輪數字人民幣消費專屬優

惠活動，測試人群再擴容50萬名。在北

京、上海等試點地區，參與數字人民幣

研發的國有商業大行積極面向客戶推廣

數字人民幣錢包，進入“白名單”管理

的體驗客戶越來越多。

同時，數字人民幣“花法”也在不

斷翻新：從“發紅包”到消費滿減，從

線下到線上，從手機App“掃一掃”到

可視卡等硬錢包“碰一碰”……數字人

民幣的應用場景逐漸覆蓋了生活繳費、

餐飲服務、交通出行、購物消費、政務

服務等多個領域。

“迄今為止數字人民幣的試點是相

當成功的。”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李

波在博鰲亞洲論壇 2021年年會上表示

，正在考慮讓更多城市進行試點，涵

蓋更多的使用場景，進一步加強生態系

統建設。

近日，數字人民幣試點又傳來新的

活動消息：在蘇州、上海攜手舉辦的

“五五購物節”系列活動中，數字人民

幣紅包將實現跨區域支付。這在試點活

動中尚屬首次。

支付體驗順暢穩定
深圳羅湖書城銷售中心經理易朝霞

告訴記者，數字人民幣支付體驗與現有

手機方式相似，用戶接受較快、體驗順

暢。“特別是在無網絡或者網絡不好的

情況下，數字人民幣可以進行離線支付

，提升了交易的便利性和穩定性。”

順暢，不僅體現在用戶的支付體驗

上，更為商戶結算帶來新感受。華潤萬

家（控股）有限公司市場營銷部品牌管

理總監姜艷告訴記者，“消費者使用銀

行卡消費，資金入賬最快也是次日。數

字人民幣可以實時到賬，有效提升資金

周轉效率。”

記者了解到，微信、支付寶等第三

方支付還需依賴銀行賬戶體系完成清結

算，並通過央行支付基礎設施實現最終

確認，因此資金到賬時間較長。支付機

構所謂“實時到賬”往往要通過“墊資

”實現，其中潛藏著資金挪用、信用違

約等風險。

專家表示，數字人民幣不依賴銀行

賬戶進行資金轉移，無需通過支付系統

進行結算最終確認，減少了清結算的

信用風險和流動性風險。對運營機構

而言，大幅簡化了對賬流程；對商戶來

說，支付即結算，大大提升了資金結算

效率。

未改變現有支付格局
在試點之初曾有觀點認為，數字人

民幣錢包將要替代支付寶、微信支付等

電子錢包。但隨著試點的穩步推進，人

們發現多種支付方式可以並存，數字人

民幣並未改變現有支付服務市場的競爭

格局。

從此前試點活動來看，超過數字人

民幣紅包金額的部分，不少用戶可選擇

用第三方支付方式支付。而在即將到來

的上海第二屆“五五購物節”，上海試

點用戶或可通過支付寶使用數字人民幣

進行線下、線上消費。

專家介紹，數字人民幣只是將用戶

電子錢包的貨幣形式從商業銀行存款貨

幣轉換為央行數字貨幣，而支付寶、微

信支付等電子錢包依然會作為錢包載體

繼續發揮其原有作用。

在積極推進對內合作同時，人民銀

行也在積極探索央行數字貨幣在改善跨

境支付體系方面的可行路徑。

綜合報導 IT科技不再是傳統的信息技術，而

是提供智能化變革所需，融合了人工智能、5G、

雲計算、物聯網等的技術、服務與解決方案

當前，從智能制造到智慧交通、遠程診療、在

線教育等，各行各業正經歷數字化、智能化轉型過

程。這也對支撐數字化和智能化的信息技術(IT)基

礎架構提出更高的要求，“新IT”逐漸成為行業共

識——IT科技不再是傳統的信息技術，而是提供智

能化變革所需，融合了人工智能、第五代通信技術

(5G)、雲計算、物聯網等的技術、服務與解決方案

。正如今年全國兩會上，全國人大代表、聯想集團

董事長楊元慶等提出，推動數字經濟和實體經濟深

度融合，加快產業智能化變革，都離不開“新IT”

的支撐和賦能。

隨著智能終端和數據越來越多，網絡的傳輸速

度越來越快，覆蓋面越來越廣，對雲端的存儲和計

算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尤其是5G在加速行業

智能化變革同時，也讓包含雲計算中心、網絡管道

和終端的傳統“雲—管—端”IT架構變得力不從心

，從而催生出新的架構。

例如，以往所有終端的數據都通過一條網絡管

道通向雲端，進行存儲、計算、分析，再傳回結果

。進入5G時代後，數以百億計的物聯終端接入網

絡，如果單純依靠雲端，一旦網絡出現擁堵，不僅

降低效率，對自動駕駛等智能應用甚至會產生嚴重

影響。這必然會推動計算力向智能終端一側下沈，

邊緣計算應運而生。因此，新的IT架構中，不僅包

括傳統的智能終端、網絡和雲計算中心，還擴展出

邊緣計算、人工智能等，幫助各行各業實現智能化

轉型。

“新IT”將進一步助力5G落地，推動數字經

濟加快發展。一方面，5G已成為產業智能化變革

的先導性技術和數字經濟的基礎設施，在“新IT”

中的角色不可或缺。另一方面，目前我國已建設80

萬個5G基站，建成全球規模最大的5G網絡，相關

應用場景不斷湧現。通過“新IT”全要素發力，將

積極推動5G場景在智慧城市等垂直行業的應用，

夯實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基礎。

“新IT”還能夠支撐智能制造，推動制造業高

質量發展。憑借數字化、智能化轉型升級，我國體

量龐大的制造業正向高質量的高端制造和智能制造

轉變。以5G智能制造生產線為例，攝像頭和各類

傳感器將機器運行和人工操作的軌跡數據實時采集

上傳，再通過5G網絡和邊緣計算、雲計算平臺的

協同，利用人工智能算法進行大數據分析，實現對

機器的預測性維護和對產品的智能質量檢測。這種

高效靈活的智能制造方式，可以使產品交付效率提

高20%以上。通過“新IT”的賦能，智能化升級後

的制造產業將釋放出更大規模、更高質量的效率紅

利。

“十四五”規劃綱要提出，“發展數字經濟，

推進數字產業化和產業數字化，推動數字經濟和實

體經濟深度融合”。通過“新IT”發揮科技力量賦

能作用，將有望使各行各業以更高質量的創新要素

供給來促進消費、創造新的需求，提升我國經濟社

會發展的數字化、智能化水平。

智能化轉型呼喚新信息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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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舊金山加大（UCSF）小兒傳染病學專家李
醫師（Brian Lee）表示，即使兒童還未接種疫
苗，他們可以也應該要安全重返校園。

李醫師在4月22日舊金山加大亞裔健康研
究院（Asian Health Institute）舉辦的市民大會上
說： 「我也是家長，我也擔心我的孩子回到學
校後可能感染新冠病毒，所以我了解家長們的
焦慮。」 李醫師任職舊金山加大貝尼奧夫兒童
醫院（Benioff Children’s Hospitals），這裡是
他的出生地，屋崙則是他的成長地，他也是舊
金山加大醫學院的臨床小兒醫學教授。

目前，年滿 16 歲的青少年已可接種輝瑞
（Pfizer）新冠疫苗，輝瑞也正在提交12歲到15
歲兒童接種疫苗的試驗數據。李醫師預測，12
歲到15歲的兒童今年夏季有機會接種輝瑞疫苗
。

莫德納（Moderna）和嬌生（Johnson and
Johnson）疫苗正在對6個月幼兒到17歲青少年
進行試驗。李醫師也預測，在學校秋季重開之
前，大部分學生應該都可符合資格接種疫苗。

不過，李醫師提出美國小兒醫學協會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Pediatrics）的觀點表
示，就算還未接種疫苗，兒童還是可以回到學
校接受面對面教學，即便位於高病毒傳播率的
社區中，學校的傳播風險仍然很低。

李醫師指出，以舊金山為例，全市公立學
校約有2萬名學生和教職員，僅有5名學生在學
校裡感染到病毒。

李醫師表示，保護措施無法消除感染風險
，但可以大幅降低風險。兩歲以上兒童必須佩
戴貼合性良好、可遮住口、鼻、下巴的口罩，

最好隨身多帶一個口罩，在口罩破裂時可以替
換。學生若發燒超過華氏100.4度，應該留在家
中休息。

在教室裡，學生座位間的距離應至少保持3
英呎，學校應該採取群組制，讓同樣的學生維
持在同一組活動。為了避免學生擁擠在走廊上
，最好由教師前往不同教室上課，而非讓學生
到不同教室上課。

李醫師還建議，學校戶外區域可以設置為
面對面教學場地，特別是天氣好的時候，教室
可以打開門窗改善室內通風程度。

李醫師說，使用肥皂和清水清潔很重要，
但不需要每日進行消毒工作。

李醫師表示，兒童即使感染到新冠病毒，
大部分都沒有症狀，或只有輕微症狀。

根據美國疾病防治中心（Centers for Dis-
ease Control）公布的數據，18歲以下感染新冠
病毒的病人需要住院的不到2%，死亡率只有
0.03%，而這些需要住院的病人四成以上都有潛
在疾病，例如肥胖症、慢性肺部疾病或神經系
統疾病，所以比較容易感染病毒。

感染新冠病毒的兒童會出現的症狀包括發
燒、咳嗽、頭痛、肌肉疼痛和喉嚨痛，較不常
見的症狀包括腹瀉、反胃、嘔吐、腹痛和失去
味覺或嗅覺。

另一個比較讓人擔心的是小兒多系統發炎
症候群（Multi-system Inflammatory Syndrome，
又稱MIS-C），這是一種與新冠病毒有關，極
為罕見但十分嚴重的發炎症狀，會影響到多重
器官，尤其是心臟，以8到9歲的兒童出現得最
多，症狀可持續二到四周。

李醫師指出，美國小兒科學會（American
Academy of Pediatrics）表示，兒童並非新冠病
毒的主要傳播者。

然而，新冠疫情會損害兒童的身心健康。
李醫師引用CDC數據表示，過去15個月來，由
於學校改為網路教學，使36%的女童和19%的男
童出現焦慮症狀，31%的女童和18%的男童出現
憂鬱症狀，兒童與家人和朋友相處時變得較為
退縮，並表現出較多的敵對行為。

李醫師說： 「我在我的孩子身上看到這些

現象，他們花很多時間待在自己房間裡，盯著
iPad看，很少到戶外呼吸新鮮空氣或運動，嘮
叨是沒有用的。」 李醫師指出，三分之二上網
課的兒童運動量減少，超過三分之一的兒童精
神健康狀況惡化。

此外，因為突發精神健康問題前往急診室
的兒童增加了24%，青少年增加了31%。

李醫師說： 「面對面教學的好處遠大於風
險，學生的學業會進步，身體和精神健康會獲
得改善。」

醫師叮囑醫師叮囑 ——
確保重返校園孩童的安全確保重返校園孩童的安全

免費施打新冠肺炎疫苗免費施打新冠肺炎疫苗
日期： 2021年5月2日（星期日）

時間： 上午9:00AM –下午 1:00PM

活動： 免費施打新冠肺炎疫苗

地點： 慈濟德州分會靜思書軒迴廊

6200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TEL: 713-981-8966， 713-270-9988

慈濟德州分會人醫會召集人陳正德醫師，
關心社區健康，致力於各項流行疾病預防、早

期治療及追蹤不遺餘力。
陳醫師以關懷的心，將於5月2日上午九時

至下午一時與慈濟共同合作，於慈濟德州分會
提供免費輝瑞新冠肺炎疫苗注射。

請大家告訴大家，鼓勵十六歲及以上人群
接種疫苗。請電慈濟德州分會(713-270-9988,
713-981-8966) 預約報名，將依報名順序安排施

打時段。或於當日攜帶身分證件直接前往活動
現場，屆時依報到次序施打。慈濟與大家共同
努力，期望早日消弭新冠病毒，俾使大家回歸
往日正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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