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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透社路透社))

以色列轟擊加薩大樓以色列轟擊加薩大樓 美聯社等媒體美聯社等媒體
辦公室遭攻擊倒塌辦公室遭攻擊倒塌

【中央社】路透社人員目擊，美聯社和半
島電視台位於加薩走廊的辦公大樓今天遭以色
列飛彈攻擊倒塌，不過大樓內人員事先已疏散
。

路透社記者表示，這棟大樓的所有權人事
先已接獲警告，得知以色列將發動飛彈攻擊，
因此先行疏散人員。這棟大樓內部也有公寓住
宅和其他辦公室。

半島電視台（Al Jazeera）在推特發文表示
，以色列 「摧毀了加薩走廊的加拉大樓（Jala
Tower），大樓內有半島電視台和其他國際媒體

的辦公室」 。美聯社（Associated Press）記者
則表示，以色列軍方事前已對大樓所有權人發
出攻擊警告。

美聯社報導，以色列軍方在攻擊前近1小時
，已下令大樓內的人員疏散，樓內還有其他辦
公室和寓所。這是以國軍方不讓媒體從加薩走
廊報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武裝團體哈瑪斯
（Hamas）衝突的最新動作。

這整棟12層大樓在遭攻擊後倒塌，揚起了
大量塵土。目前還不清楚這棟大樓的遇襲原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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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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City of Houston is sponsor-
ing African Day in order to pro-

mote the relationship with Africa
on May 27th. Mayor Sylvester

Turner has invited all of the Afri-
can ambassadors from Washing-
ton to join in this great event.
Along with them Ambassador
Yansane of the Republic of Guin-
ea will be included.

I have been appointed by the
Government of Guinea as Honor-
ary Consul in Houston for Guin-
ea. It is my great honor and re-
sponsibility to welcome our Am-
bassador to town. In the mean-
time, we are sponsoring an “In-
vesting in Guinea” business
lunch. We will invite many Texas
area business leaders to come
and meet the ambassador

The areas for discussion will in-
clude education, telecommunica-

tion, agriculture, TV, media and
tourism, all of which topics are of
benefit to both countries.

We are so excited that this lunch
meeting will give more attention
to Africa and
especially for Guinea.

President Conde of Guinea was
just re-elected last year. He is
planning to bring this West Africa
country onto the world stage.

We also hope all the people who
are interested in African invest-
ment will come and join us in
near future.

0505//1515//20212021

We Are Welcoming AmbassadorWe Are Welcoming Ambassador
Yansane To Come For A VisitYansane To Come For A Visit

為了推進休斯敦和
非洲大陸之關係，市長
特納將於五月二十七日
舉辦非洲日活動，並邀
請非洲各國駐美大使前
來參加，其中亦包括幾
內亞駐美大使楊森在內
。

我們正在為楊森大
使在五月二十八日中午
舉辦投資幾內亞座談會
，並邀請到德州地區工
商教育界人士參加。

自從我擔任幾內亞
駐休斯敦名譽總領事以
來，一直在硏究如何能
加強和這個西非國家之

關係，經過多方之接觸
，我們希望在許多領域
進行交流，其中包教育
、觀光、媒體、通訊、
農業五大项目，也希望
更多人士前往投資。

幾內亞經過去年十
月大選，現任孔戴總統
得以連任五年，他正在
推動社會變革及經濟發
展。

我們熱烈歡迎楊森
大使之到訪，希望他此
行會帶來豐硕之外交经
濟之成果。

我們正等待楊森大使的來訪我們正等待楊森大使的來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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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物資緊缺防疫物資緊缺，，印度兩個邦將給民眾注射抗寄生蟲藥物印度兩個邦將給民眾注射抗寄生蟲藥物

全球病亡人數超全球病亡人數超330330萬萬 世衛組織世衛組織
警告疫情第二年更警告疫情第二年更““致命致命””

（綜合報導）印度至少已有兩個邦表示，計劃給民眾注射抗寄生蟲藥物伊維菌素，以預防新
冠病毒感染。而當地醫療系統瀕臨崩潰，醫院已經擠滿了危重患者。
儘管世衛組織和其他機構警告不要採取此類措施，印度果阿邦和北部的北阿坎德邦還是決定這麼
做了。

果阿邦衛生部長稱，歐洲的一個專家小組發現，藥物伊維菌素可縮短康復時間，降低死亡風
險，但世衛組織和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等監管機構表示，幾乎沒有足夠證據證明這個結論。

世衛組織在3月底的一份聲明中表示:“目前有關使用伊維菌素治療新冠患者的證據是不完善
的。在獲得更多數據之前，世衛組織建議只在臨床試驗中使用這種藥物。”該藥物製造商默克公
司（Merck）也表示，現有數據不支持將該藥物用於新冠肺炎的治療。

北阿坎德邦首席秘書奧姆. 普拉卡什（Om Prakash）則對路
透社表示:“一個醫療專家小組建議我們使用這種藥物。”

北阿坎德邦在3月和4月舉辦了大壺節活動，這是一個持續數
週的印度教集會，吸引了來自全國各地的數百萬信徒。集會上，很少有人們戴口罩或保持社交距
離，他們成群結隊地聚集在恒河中進行“神聖的沐浴”。

自4月初以來，該邦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從每天300例以下飆升至每天7000例以上，死亡人數也
大幅上升。

莫迪和印度其他政治領導人因未能阻止各邦的大型宗教和政治集會而受到尖銳批評。儘管印
度病例激增，但由於擔心會對經濟造成影響，莫迪沒有在全國范圍內實施封鎖，而是依賴各邦自
行採取行動。專家表示，各邦政府的行動已經太晚了。

（綜合報導）世界衛生組織官網最新數據顯示，截至歐洲中
部時間14日18時18分，全球新冠累計確診病例達160813869例
，累計死亡病例3339002例。

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14日表示，印度疫情仍然令人
擔憂，世衛組織已送去數千台製氧機、用於移動醫院的帳篷、口
罩和其他醫療用品。此外，尼泊爾、斯里蘭卡、越南、柬埔寨、
泰國和埃及也都出現了感染和住院的高峰。

譚德塞指出，新冠肺炎已造成全球超過330萬人死亡，預計新冠
疫情的第二年會比第一年致命得多，接種疫苗並採取公共衛生措
施是結束新冠肺炎大流行的唯一途徑。
美洲：美國土安全部警告疫情限制措施放寬後恐襲風險上升

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15日統計數據顯示，美國新冠累
計確診病例32893586例，累計死亡病例585224例。

美國國土安全部14日發布一份新的國家恐怖主義諮詢系統
公告稱，極端分子可能會利用美國放鬆新冠肺炎疫情限制的機會
，趁更多人聚集在公共場合之際，對更廣泛的目標發動襲擊。公
告還稱，由於有關新冠病毒來源和疫苗有效性的陰謀論被不斷傳
播，針對亞裔的暴力呼聲在某些程度上也已增大。

巴西衛生部14日公佈的數據顯示，在過去24小時內，該國
新增新冠確診病例85536例，新增死亡病例2211例。第一批200
多名參加東京奧運會的巴西運動員14日開始在里約熱內盧和聖
保羅兩座城市接種新冠疫苗。預計共1800名運動員和官員將在6
月中旬前接種完畢。

據阿根廷衛生部 14 日通報，該國當日新增新冠確診病例
27363例，累計確診3269466例，累計死亡病例69853例。目前，
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及周邊40餘城鎮構成的大首都地區
疫情最為嚴重。布宜諾斯艾利斯市衛生廳廳長14日表示，在近
期大首都地區發現的新增確診病例中，有超過70%的病患是在通
風條件欠佳的封閉空間內不戴口罩參加社交活動時感染的，呼籲
當地民眾嚴格遵守防疫要求。
歐洲：英國感染變異病毒病例翻倍

英國政府網站14日公佈的數據顯示，在過去24小時內，英
國新增新冠確診病例2193例，累計確診病例4446824例。英國感
染首次在印度發現的新冠變異毒株的病例本週已從520例上升至
1313例。英國首相約翰遜14日警告稱，變異新冠病毒的傳播性
更強，將威脅到英國封鎖措施的放寬。

出於對變異病毒的擔憂，英國目前正加速為50歲以上和臨

床易感人群接種第二劑新冠疫苗。目前全英共有
接近1932萬人完成兩劑疫苗接種，佔成年人人口
的36.7%。

德國國家疾病預防控制機構羅伯特·科赫研究
所(RKI)14 日的統計數據顯示，德國新增新冠確
診病例11336例。累計超過882萬人完成兩劑新冠
疫苗接種，佔德國總人口數的10.6%。 RKI宣布
，由於感染在印度首次發現的變異毒株病例增加
，德國將英國歸類為“風險地區”。

法國政府網站疫情數據顯示，法國14日新增
新冠確診病例38045例，累計確診病例接近519萬
例，累計死亡病例超過 10 萬例。目前全法超過
854萬人已接種兩劑新冠疫苗，佔總人數的12.8%
。法國總理卡斯泰15日宣布，將為教師、警察等
行業55歲以上人員開設專門的新冠疫苗接種通道
。據法國媒體統計，該項措施預計覆蓋約40萬人
。

意大利衛生部與高等衛生研究院14日聯合召開例行疫情通
報會並確認，意大利疫情已進一步緩和。隨著新冠疫苗接種計劃
的開展，該國新冠患者年齡中位數降至40歲，醫院壓力持續減
小。
亞洲：印度總理莫迪公開回應第二波疫情

印度衛生部15日公佈的疫情數據顯示，在過去24小時內，
印度新增新冠確診病例326098例，累計確診病例24372907例，
新增死亡病例3890例，累計死亡病例266207例。

印度總理莫迪14日在農民福利會議上表示，目前疫情正向
農村地區快速蔓延。 “因為新冠病毒，我們失去了很多親人”
，但他稱，“印度不是一個失去希望的國家。”

外媒報導稱，這是莫迪首次公開回應第二波疫情造成的重創
。莫迪表示，印度政府正快速建設醫院、氧氣工廠等，並向偏遠
地區運送氧氣。他還就新冠疫苗接種工作表示，印度已接種1.8
億劑疫苗。但據印度媒體報導，由於新冠疫苗短缺，新德里、馬
哈拉施特拉邦和拉賈斯坦邦等地已關閉數百家疫苗接種中心，暫
停或減少為18至44歲人群接種疫苗。印度政府還建議，將新冠
疫苗兩針接種間隔時間從原來的6周至8周延長到12周至16週。

尼泊爾衛生部14日公佈的數據顯示，該國已連續10天新增
新冠確診病例超過8000例，過去10天內報告的新增病例約佔疫
情暴發以來累計病例的20%，新增死亡病例佔累計死亡病例的

25%。截至目前，尼泊爾累計確診病例439658例，累計死亡病例
4669例。

另據中國駐尼泊爾大使在社交網絡上發布的信息，第二批來自中
國的氧氣濃縮器將在未來幾天抵達加德滿都。

據日本NHK電視台統計，日本14日報告新增新冠確診病例
6266例。 NHK電視台報導稱，由於近期新冠確診病例激增，日
本政府擬再增加北海道、岡山和廣島3個地區宣布緊急事態宣言
。
非洲和大洋洲：澳大利亞首架自印度撤僑航班半數乘客未能登機

非洲疾病預防控制中心14日發布的數據顯示，非洲累計新
冠確診病例4671139例，累計死亡病例125659例。

據《澳大利亞人報》等澳媒報導，澳大利亞首架飛往印度的
“救援航班”14日晚間抵達新德里，準備15日返航飛往達爾文
，飛機可容納150名乘客。登機前的核酸檢測中，將近一半的原
定旅客檢測結果呈陽性不能登機，由於登機旅客在離開印度前
48小時和8小時要進行兩次核酸檢測，因此可能沒有合格的乘客
可以補上空位。

澳大利亞政府對印度的旅行禁令於15日午夜結束，據報導，澳
政府計劃從15日起將900名澳大利亞人包機運送回國。目前有約
9000名澳大利亞人滯留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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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名無證兒童被遺棄在美墨邊境
年齡最大的僅7歲

綜合報導 美國海關及邊境保護局(CBP)表示，在距離得州聖安東尼

奧西南方約2個半小時車程的諾曼底，發現五名無證移民兒童越過邊境

，其中包含一名2歲孩童。他們來自洪都拉斯與危地馬拉，年齡最大的

只有7歲。

發現他們的警員斯凱羅說：“這麽小的孩子，被丟在什麽都沒有的

地方，真的很讓人痛心。”CBP表示，將這五名孩童在送往衛生部的安

置中心前，正由CBP妥善照顧中。

針對無證越境兒童的問題，美國國土安全部部長約爾卡斯表示，

2021年3月在美墨邊境受CBP保護的孤身兒童人數創下20年來新高紀錄

，但在他們努力下，截至5月7日，仍受CBP保護的孤身兒童人數已從

6000名降至700名，且平均滯留安置中心的時間也從139小時縮減至24

小時。

約爾卡斯指出，大量難民湧入邊境的問題之所以可以獲得初步解

決，都是因為國土安全部優化了處理無證移民的程序，並且廢除特朗普

時期的“零容忍”政策，讓孤身兒童可以盡快與在美親戚團聚。

相比於特朗普時期的強硬政策，拜登政府的移民政策較為寬松，除成

年移民和與家庭共同移民的孩子一律遣返外，允許孤身兒童暫留美國。

不過，拜登政府也知這只是權宜之計，非長久根除移民問題之道。

美國副總統哈裏斯日前表示，中南美洲國家長期存在糧食短缺問題

，加上2020年颶風來襲，許多人不得不遠走他鄉。因此，哈裏斯說希望

向中南美洲國家提供技術支持，協助他們解決問題。

以色列轟炸加沙地帶
巴勒斯坦9名兒童在內20人喪生

綜合報導 以色列國防軍轟炸了巴勒斯坦伊斯蘭抵抗運動(哈馬斯)位

於加沙地帶的多處軍事目標，造成巴方20人喪生，其中包括9名兒童。

以色列國防軍夜間在其社交媒體上表示，加沙地帶的武裝人員自當

天18時起向以色列南部發射超150枚火箭彈。作為回應，以軍空襲了哈

馬斯位於加沙地帶的多處軍事目標。

《以色列時報》報道稱，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10日晚發表聲明說

，哈馬斯已“越過紅線”，以色列將作出“強力回應”。內塔尼亞胡還

稱，“目前的沖突可能會持續一段時間”，並表示以色列並未謀求暴力

升級。

據彭博社消息，巴勒斯坦在加沙地帶的衛生部門官員報告說，以軍

的轟炸在加沙地帶造成包括9名兒童在內的20人死亡，另有65人受傷。

此外，以色列國防軍11日還表示，截至當天4時(北京時間11日9

時)，加沙地帶的武裝人員對以色列的火箭彈襲擊仍在繼續，已持續10

個小時。

據美聯社報道，哈馬斯領導人11日淩晨發表聲明稱，火箭彈襲擊將

會繼續進行，直到以色列結束“在耶路撒冷和阿克薩清真寺的所有恐怖

主義和侵略行為”為止。

自齋月以來，巴以雙方沖突事件持續發生，特別是上周末以來，緊

張局勢有所加劇。5月10日，巴勒斯坦民眾與以色列警察再度在耶路撒

冷老城聖殿山(穆斯林稱“尊貴禁地”)爆發嚴重沖突，目前已致300余人

受傷。

滯留印度的意大利夫婦乘包機回國
均被轉入重癥病房

綜合報導 意大利民防部9日報告新增

確診病例8292例，死亡139例。截至9日

18時，全國累計確診病例4111210例，死

亡病例122833例，治愈病例3604523例。

據報道，威尼托大區衛生局通報，維

琴查省卡斯特爾貢貝托市最新發現5名患

者確診感染印度發現的變種病毒，其中4

名患者為兒童，1名患者是成年人。該市

市長多蘭塔尼表示，鑒於衛生部門懷疑印

度報告的變異病毒在當地學校傳播，當地

中小學已經關閉，希望最大限度控制疫情

蔓延。

米蘭薩科醫院研究所表示，從印度旁

遮普邦阿姆利則市3日飛抵貝加莫省奧廖

阿爾塞廖機場的6名陽性患者，經病毒測

序，其中有5人感染的是印度發現的變種

病毒，另外一人感染的是英國發現的變種

病毒。

另外，意大利托斯卡納大區比森齊奧

營市一對夫婦上個月前往印度辦理收養子

女手續，就在他們準備和剛剛收養的孩子

一同返回意大利時，45歲的妻子西蒙妮

塔· 菲利皮尼確診感染新冠病毒。西蒙妮

塔和丈夫加利一家三口隨後被困在新德裏

的一家隔離酒店，而

西蒙妮塔已出現肺炎

癥狀。

當地時間8日晚，

西蒙妮塔一家3口在家

人、朋友及社會各界

的資助下，乘坐一架

獲得意大利衛生部門

批準的醫療包機飛抵

達比薩機場。西蒙妮

塔下機後病情開始惡

化，被轉入佛羅倫薩

卡格吉大學醫院重癥

監護室接受治療。

不幸的是，西蒙

妮塔的丈夫加利同時感染了新冠病毒，加

利經歷了幾天無癥狀狀態，飛抵意大利後

病倒，也被送往佛羅倫薩卡格吉大學醫院

重癥監護病房接受吸氧治療。西蒙妮塔夫

婦感染的是否為印度發現的變種病毒，研

究機構正在進一步確認。

意大利衛生部副部長西萊裏9日向媒

體表示，目前意大利宵禁時間為每晚22時

至次日5時，未來1至2周很可能推遲宵禁

時間。能否推遲宵禁時間，還要取決於疫

情的數據變化。

根據意大利衛生部長斯佩蘭紮最新簽

署的防疫法令，意大利將允許那些持有綠

色通行證的親友，前往養老院探視老人。

即持有已接種兩劑疫苗，或具有抗體的康

復患者，以及48小時內拭子為陰性證明的

人，均可赴養老院探視。該法令從10日起

至7月30日有效。

英國試用無人機向偏遠島嶼投遞郵件
綜合報導 英國皇家郵政公

布，使用無人機郵遞送貨試驗

計劃在本周實施，寄往英國偏

遠島嶼的郵件因大霧而被延誤

的日子將結束。

皇家郵政表示，本周將試

行首次無人機從英國本島至斯

基利群島的定期航班。一架大

型無人機可攜帶重達100公斤

的郵件，相當於一次正常的郵

遞送貨量，而且無人機能夠在

惡劣的天氣條件下飛行。

皇家郵政首席商務官尼克·

蘭登(Nick Langdon )說，此舉

是為了消除惡劣天氣對郵遞送

貨的影響，因為飛機和船只有

時會受到大霧的幹擾。在近百

英裏的旅程中，無人機將在操

作員的視線範圍內飛行。無人

機投遞郵件可以更好地服務於

偏遠島嶼社區，如果試驗成功

，可能被推廣到英國更多傳統

郵遞方式難以到達的地方。

尼克· 蘭登表示，自新冠疫

情開始以來，防疫物資包裹量

大增。大型無人機可把個人醫

療防護設備、新冠病毒測試包

和其他郵件送到交通通訊極為

不便的島嶼。

該項試驗是由英國政府資

助。英國商業部官員保羅· 斯卡

利(Paul Sculley)說，"英國站在

航空革命的最前沿，開發更新

、更省油的無人機郵遞技術。

皇家郵政通往斯基利島的'空中

橋梁'不僅將連接孤立的農村島

嶼社區，而且展示了無人機真

正改變我們生活的現實潛力。"

英國皇家郵政曾於去年12

月用無人機向蘇格蘭穆爾島的

一個偏遠燈塔所在地運送包裹

，是全英國範圍內第一個用無

人機向偏遠島嶼投遞郵件的承

運方。

內賈德將再次競選伊朗總統
因對美以尖銳批評而聞名

綜合報導 伊朗11日開啟了總

統候選人註冊登記工作。據伊朗

國家電視臺12日報道，伊朗前總

統馬哈茂德· 艾哈邁迪-內賈德及多

名軍方人士已宣布將在6月大選中

競選總統。

據報道，內賈德當天在200多

名支持者的陪伴下來到內政部參

加大選註冊登記活動。內賈德於

2005年至2013年期間擔任伊朗總

統。俄羅斯衛星通訊社稱，他因

對美國和以色列的尖銳批評以及

在各種問題上有爭議的言論而聞

名。

據伊朗媒體報道，11日完成

註冊的候選人中，有兩位知名度

也很高。一位是現任領袖哈梅內

伊的國防顧問、前防長侯賽因·

德漢，另一位是上月辭任伊朗

伊斯蘭革命衛隊建設總部指揮

官、以獨立候選人身份參選的

賽義德 · 穆罕默德。伊朗溫和

派報紙《伊斯蘭共和報》警告

說，選舉一位“軍方人物來領

導政府”可能會對國家產生“負

面影響”。法新社 11 日援引德

漢的話稱：“在伊朗，國家不

可能軍事化。”

伊朗總統選舉每 4年舉行一

次，總統由選民直接投票選舉產

生，可連任一屆。現任總統魯哈

尼因任期已滿將不參加競選。伊

朗媒體報道稱，總統候選人註冊

登記工作預計將持續至5月 15日

。伊朗內政部將於5月26日至27

日宣布合格總統候選人名單。伊

朗第13屆總統選舉預計於6月18

日正式開始。

據中東媒體預測，伊朗改革

派方面，外長紮裏夫、現任第一

副總統賈漢吉裏和前總統哈塔米

的高級助手穆斯塔法· 塔紮德有望

參選；保守派方面，司法部長萊

希、伊朗領袖顧問阿裏· 拉裏賈尼

，以及伊朗前首席核談判代表、

親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的賽義德·

賈利利有可能參選。不過，這些

政治人物並未出席頭兩天的註冊

活動。

卡塔爾半島電視臺11日報道

稱，在註冊活動啟動之際，伊朗

總統魯哈尼與伊朗憲法監護委員

會就候選人資格認定一事凸顯分

歧。憲法監護委員會本周宣布了

一套篩選候選人的標準，將適齡

條件限制在40至75歲，並要求至

少4年高級管理領導經驗。魯哈尼

指責憲法監護委員會的行為超出

管轄範圍，要求內政部無視這一

標準。

中東政治新聞網站 Al-Moni-

tor 認為，美伊談判進程也將對

選舉產生影響。如果接下來美

伊 的 維 也 納 談 判 能 在 取 消 制

裁、伊核協議前景等問題上取

得積極進展，或有助改革派選

情。反之，將令強硬保守派更

加得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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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已收到疫苗750萬劑
累計接種逾239萬

綜合報導 菲律賓總統發言人哈裏· 洛

克5月10日在達沃市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

宣布，過去幾天再有約350萬劑疫苗運抵

該國，其中包括7日運抵的又一批150萬

劑中國科興疫苗，8日運抵的新冠疫苗全

球獲取機制(COVAX)向菲提供的200萬劑

阿斯利康疫苗。迄今，該國已收到各類疫

苗750萬劑，累計接種逾239萬劑。

洛克表示，隨後會有更多疫苗的運來

菲律賓，政府將優先考慮在疫情重災區部

署接種，包括首都大馬尼拉地區和鄰近省

份、宿務，以及達沃。

10日，菲衛生部副部長瑪麗亞· 羅薩

裏奧· 維爾吉爾在網絡新聞發布會上表

示，大約50萬劑阿斯利康劑疫苗將部署

在大馬尼拉地區接種，其余150萬劑將分

配至該國其他地區。

5月9日，中國駐菲律賓大使黃溪連

接受中央廣播電視總臺央廣中國之聲特別

節目《大國外交》連線專訪，介紹中菲合

作抗疫最新情況時說：“今年2月底，中

國援助菲律賓的首批新冠疫苗運抵馬尼拉

。迄今菲律賓接收的中方援助和菲方采購

中國疫苗已達500萬劑。中國是首個向菲

提供疫苗援助的國家，也是首個通過商業

渠道向菲提供疫苗的國家。目前，中國科

興疫苗已成為菲疫苗接種的‘主力軍’，

占菲律賓獲得疫苗數量的90%。中國疫苗

接種效果良好，菲民眾接受度和信任度不

斷提高。”。

從3月1日啟動全民疫苗接種計劃以

來，截至5月8日全菲已接種了2395494劑

疫苗，其中1508146劑為前線醫護人員，

以及60歲以上老人優先組接種。菲律賓

的目標是今年從全球幾家公司獲得1.48億

劑新冠疫苗，為5000萬至7000萬菲律賓

人接種。

菲律賓衛生部10日數據顯示，該國

新增確診6846例，累計確診1108826例，

累計康復1030367例。

印度多名新冠康复者感染毛霉菌病

部分患者失明

綜合報導 印度马哈拉施特拉邦和

古吉拉特邦的卫生官员表示，新冠康

复者感染毛霉菌病的情况呈上升趋势

，毛霉菌病可能导致病人失明或其他

严重问题。

据报道，目前古吉拉特邦毛霉菌

病患者的数量已超过100人。政府在艾

哈迈达巴德、苏拉特、瓦多达拉、拉

杰科特等地的医院设立了单独的毛霉

菌病病房。

此前，《今日印度》报道，古吉

拉特邦苏拉特地区至少有8人在感染新

冠康复后，因毛霉菌病失去视力。在

过去两周，苏拉特报告了至少40例毛

霉菌病。

在马哈拉施特拉邦，至少有8名新

冠康复者因毛霉菌病失去了一只眼睛

的视力，另有200人正在接受治疗。

孟买一家公立医院耳鼻喉科主任

马法特表示，这种病是由一种叫做毛

霉菌的真菌引起的，这种真菌存在于

潮湿的表面。在很大程度上，它发生

在糖尿病患者身上，在非糖尿病患者

中非常罕见。“目前还没有大范围的

暴发，我们正在进行监测。”

他说：“在患者接受氧气支持时，应

确保加湿器不漏水，(以防止真菌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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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印尼西蘇門答臘省一座金

礦遭遇暴雨引發的山體滑坡，造成8名采

礦工死亡、8人受傷，還有1人失蹤，搜

救人員正在全力搜尋該名失蹤者。

印尼官方安塔拉通訊社11日報道稱

發生事故的“非法采金礦”位於該國西蘇

門答臘省南索羅克縣(South Solok)。從 9

日晚到10日晨的暴雨致使該金礦周圍的

山體坍塌。當地時間10日7時30分左右，

混雜著石塊和樹木雜物的山體和泥石流掩

埋了礦區。

據事發地救援機構負責人費克裏(Fi-

kri)介紹，救援人員艱難地救出了8名幸存

者並將他們送到附近醫院救治。至11日

有8名礦工遇難，還有1名礦工失蹤，救

援人員正在全力搜救該名失蹤者。

這是印尼蘇門答臘島兩周內遭遇的第

二起山體滑坡致嚴重死傷災難。兩周前，

北蘇門答臘省一水電站工地因暴雨發生山

體滑坡，造成10人死亡3人失蹤。

每年雨季，印尼都會發生致人死傷的

嚴重洪災。上月，熱帶氣旋塞羅亞(Seroja)襲擊該國東努

沙登加拉省和西努沙登加拉省，嚴重洪災和山體滑坡造

成超200人喪生，數萬民眾失去家園。

據印尼國家抗災署數據，今年前4個月該國發生的

1205起自然災害中，洪災成為發生次數最多的災害、共

發生了501起。

動作不斷！
日本拉攏美法搞聯合軍演 欲深化合作

綜合報導 日本NHK電視臺網站報

道稱，日美法三國陸上軍演當天正式

在日本境內舉行。日本防衛大臣岸信

夫稱，為配合此次聯合軍演，日本海

上自衛隊還將與美法澳在東海展開聯

合訓練，“深化四國合作”。

日媒稱，日本陸上自衛隊、美國

海軍陸戰隊以及法國陸軍於5月11日

至17日在日本九州舉行聯合陸上軍事

演習。演習的主要內容為離島登陸和

巷戰。三國在日本境內舉行聯合陸上

軍演系首次。對此，岸信夫 11 日表

示，“歐洲各國正在對印太事務保持

較高的關心，擴大與持有相同價值觀

國家的合作，有助於促進地區的和平

與穩定。”法國國防部發言人格蘭讓

日前接受日本時事通訊社采訪時稱，

日美法聯合軍演是“確認我們對印太

地區關心程度，以及與日本深化合作

關系的機會”。在此次三國聯合軍演

期間，日本海上自衛隊還將與美法澳

海軍在東海展開聯合軍演。

在歐洲一些國家積極介入印太事

務的背景下，日本媒體對此次日美法

聯合軍演較為關註。共同社分析稱，

日美試圖就釣魚島和臺灣局勢加強對

中國的牽制，歐洲各國也在強化對中

國的警戒，預計將陸續向日本

周邊派遣部隊。由於歐洲已加

入對華包圍網，所以日美也希

望將澳大利亞納入，以遏制中

國在海洋方面的舉動。《日本

經濟新聞》稱，中國在海洋方

面的舉動並不是日美兩國單獨

能應對的問題，與擁有共同價

值觀的歐洲國家合作尤為重要

。不過，報道提到，歐洲在地

理位置上與中國相距甚遠。

另據NHK電視臺網站報道，日本

首相菅義偉擬出席6月上旬在新加坡舉

行的香格裏拉對話會並發表主旨演

講，強調日本提倡的“自由開放的印

太”構想，就南海、東海局勢強化與

東盟國家的合作。如果成行，這將是

2014年時任首相安倍晉三之後，日本

首相再次出席該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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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好一庫碧水 守好人民的心

科學調水 統籌加強需供管理
召開推進南水北調後續工程高質量發展座談會 強調把握東中西三線特點加強頂層設計習

近
平

習
近
平：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

14日上午在河南省南陽市主持召開推進南水北調後續工程高質量發展座談會並發表重

要講話。他強調，南水北調工程事關戰略全局、事關長遠發展、事關人民福祉。進入

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形成全國統一大市場和暢通的國內

大循環，促進南北方協調發展，需要水資源的有力支撐。要深入分析南水北調工程面

臨的新形勢新任務，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按照高質量發展要求，統籌

發展和安全，堅持節水優先、空間均衡、系統治理、兩手發力的治水思路，遵循確有

需要、生態安全、可以持續的重大水利工程論證原則，立足流域整體和水資源空間均

衡配置，科學推進工程規劃建設，提高水資源集約節約利用水平。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韓正出席
座談會並講話。
座談會上，水利部部長李國英、國家發展改

革委主任何立峰、江蘇省委書記婁勤儉、河南省委
書記王國生、天津市委書記李鴻忠、北京市委書記
蔡奇、國務院副總理胡春華先後發言。

全國一盤棋 通盤優化資源配置
聽取大家發言後，習近平發表了重要講話。

他強調，水是生存之本、文明之源。自古以來，我
國基本水情一直是夏汛冬枯、北缺南豐，水資源時
空分布極不均衡。新中國成立後，我們黨領導開展
了大規模水利工程建設。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
統籌推進水災害防治、水資源節約、水生態保護修
復、水環境治理，建成了一批跨流域跨區域重大引
調水工程。南水北調是跨流域跨區域配置水資源的
骨幹工程。南水北調東線、中線一期主體工程建成
通水以來，已累計調水400多億立方米，直接受益
人口達1.2億人，在經濟社會發展和生態環境保護
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實踐證明，黨中央關於南水
北調工程的決策是完全正確的。

習近平指出，南水北調等重大工程的實施，
使我們積累了實施重大跨流域調水工程的寶貴經
驗。一是堅持全國一盤棋，局部服從全局，地方服
從中央，從中央層面通盤優化資源配置。二是集中
力量辦大事，從中央層面統一推動，集中保障資
金、用地等建設要素，統籌做好移民安置等工作。
三是尊重客觀規律，科學審慎論證方案，重視生態
環境保護，既講人定勝天，也講人水和諧。四是規
劃統籌引領，統籌長江、淮河、黃河、海河四大流
域水資源情勢，兼顧各有關地區和行業需求。五是
重視節水治污，堅持先節水後調水、先治污後通
水、先環保後用水。六是精確精準調水，細化制定
水量分配方案，加強從水源到用戶的精準調度。這
些經驗，要在後續工程規劃建設過程中運用好。

平衡開源節流 做到效益最大化
習近平強調，繼續科學推進實施調水工程，

要在全面加強節水、強化水資源剛性約束的前提
下，統籌加強需求和供給管理。一要堅持系統觀

念，用系統論的思想方法分析問題，處理好開源和
節流、存量和增量、時間和空間的關係，做到工程
綜合效益最大化。二要堅持遵循規律，研判把握水
資源長遠供求趨勢、區域分布、結構特徵，科學確
定工程規模和總體布局，處理好發展和保護、利用
和修復的關係，決不能逾越生態安全的底線。三要
堅持節水優先，把節水作為受水區的根本出路，長
期深入做好節水工作，根據水資源承載能力優化城
市空間布局、產業結構、人口規模。四要堅持經濟
合理，統籌工程投資和效益，加強多方案比選論
證，盡可能減少徵地移民數量。五要加強生態環境
保護，堅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體化保護和系統治
理，加強長江、黃河等大江大河的水源涵養，加大
生態保護力度，加強南水北調工程沿線水資源保
護，持續抓好輸水沿線區和受水區的污染防治和生
態環境保護工作。六要加快構建國家水網，“十四
五”時期以全面提升水安全保障能力為目標，以優
化水資源配置體系、完善流域防洪減災體系為重
點，統籌存量和增量，加強互聯互通，加快構建國
家水網主骨架和大動脈，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
化國家提供有力的水安全保障。

加強頂層設計 指導後續工程建設
習近平指出，《南水北調工程總體規劃》已

頒布近20年，凝聚了幾代人的心血和智慧。同
時，這些年我國經濟總量、產業結構、城鎮化水平
等顯著提升，我國社會主要矛盾轉化為人民日益增
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
盾，京津冀協同發展、長江經濟帶發展、長三角一
體化發展、黃河流域生態保護和高質量發展等區域
重大戰略相繼實施，我國北方主要江河特別是黃河
來沙量銳減，地下水超採等水生態環境問題動態演
變。這些都對加強和優化水資源供給提出了新的要
求。要審時度勢、科學布局，準確把握東線、中線、
西線三條線路的各自特點，加強頂層設計，優化戰略
安排，統籌指導和推進後續工程建設。要加強組織領
導，抓緊做好後續工程規劃設計，協調部門、地方和
專家意見，開展重大問題研究，創新工程體制機制，
以高度的政治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做好各項工作，確
保拿出來的規劃設計方案經得起歷史和實踐檢驗。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為開好這
次推進南水北調後續工程高質量發展座談
會，13日下午，習近平在河南省委書記王國
生和代省長王凱陪同下，深入南陽市淅川縣
的水利設施、移民新村等，實地了解南水北
調中線工程建設管理運行和庫區移民安置等
情況。

做好庫區移民安置後續幫扶
習近平首先來到陶岔渠首樞紐工程，實

地察看引水閘運行情況，隨後乘船考察丹江
口水庫，聽取有關情況匯報，並察看現場取
水水樣。習近平強調，南水北調工程是重大
戰略性基礎設施，功在當代，利在千秋。要
從守護生命線的政治高度，切實維護南水北
調工程安全、供水安全、水質安全。吃水不
忘挖井人，要繼續加大對庫區的支持幫扶。
要建立水資源剛性約束制度，嚴格用水總量
控制，統籌生產、生活、生態用水，大力推
進農業、工業、城鎮等領域節水。要把水源
區的生態環境保護工作作為重中之重，劃出
硬槓槓，堅定不移做好各項工作，守好這一
庫碧水。

位於渠首附近的九重鎮鄒莊村共有175

戶750人，2011年6月因南水北調中線工程
建設搬遷到這裏。習近平走進利用南水北調
移民村產業發展資金建立起來的丹江綠色果
蔬園基地，實地察看獼猴桃長勢，詳細了解
移民就業、增收情況。聽說全村300餘人從
事果蔬產業，人均月收入2,000元人民幣以
上，習近平十分高興。他強調，要繼續做好
移民安置後續幫扶工作，全面推進鄉村振
興，種田務農、外出務工、發展新業態一起
抓，多措並舉暢通增收渠道，確保搬遷群眾
穩得住、能發展、可致富。隨後，習近平步
行察看村容村貌，並到移民戶鄒新曾家中看
望，同一家三代圍坐在一起聊家常。鄒新曾
告訴總書記，搬到這裏後，除了種莊稼，還
在村鎮就近打工，住房、醫療、小孩上學也
都有保障。習近平指出，人民就是江山，共
產黨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為
的是讓人民過上好日子。我們黨的百年奮鬥
史就是為人民謀幸福的歷史。離開村子時，
村民們來到路旁同總書記道別。習近平向為
南水北調工程付出心血和汗水的建設者和運
行管理人員，向為“一泓清水北上”作出無
私奉獻的移民群眾表示衷心的感謝和誠摯的
問候。

●●座談會前座談會前，，習近平於習近平於1313日在南陽市淅日在南陽市淅
川縣陶岔渠首樞紐工程考察川縣陶岔渠首樞紐工程考察。。 新華社新華社

●●1414日上午日上午，，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共中央總書記、、
國家主席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
在河南省南陽市主持召開推進南在河南省南陽市主持召開推進南
水北調後續工程高質量發展座談水北調後續工程高質量發展座談
會並發表重要講話會並發表重要講話。。 新華社新華社

13日下午，中共中央總
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
主席習近平來到南水北調工
程移民村淅川縣鄒莊村，察
看村容村貌，了解移民群眾
生產生活情況，並到村民鄒

新曾家中看望。離開村子時，習近平對鄉親們
說，南水北調工程建設、運行以及移民安置工
作，我一直十分關注。大家現在生活得怎麼
樣，我們很牽掛。他深情地說，你們為了沿線
的人民能喝上好水，捨小家為大家，這是一
種偉大的奉獻精神，沿線人民、全國人民都應
該感謝你們。吃水不忘掘井人，你們就是掘井
人。衷心希望父老鄉親們日子過得越來越興
旺，芝麻開花節節高！

淅川是全國水利移民第一大縣，鄒莊村
是水利移民的新建制村。南水北調工程建
設、運行情況如何，水庫移民現在生活得怎
麼樣？習近平總書記一直十分關注，牽掛在
心。

“吃水不忘掘井人”，飲水當思源。
習近平總書記曾指出，南水北調工程功

在當代，利在千秋。
長渠通南北，潤澤千萬家。這是一項宏

偉的生態工程和民生工程：河北500多萬人告
別了長期飲用高氟水、苦鹹水的歷史；北京
城區每10杯水中就有7杯來自南方；南水北
調中線正式通水後，京津冀豫約6,000萬人喝
上了漢江水。

為了“一渠清水永續北上”，“水源
地”周邊幾百萬人民為保證國家“南水北
調”作出巨大犧牲和奉獻。以丹江口水庫蓄
水為例，數十萬人的故鄉永沉水底。

2015年新年賀詞中，習近平總書記特別
向這裏的移民表達敬意。談到“南水北調中
線一期工程正式通水”，他說：“沿線40多
萬人移民搬遷，為這個工程作出了無私奉
獻，我們要向他們表示敬意，希望他們在新
的家園生活幸福。”

此次，總書記考察的九重鎮鄒莊村，或
許是中國大地上“村齡”最短的鄉村之一，
建村還不到十年。然而數年間，昔日移民村
蛻變為今朝生態園，村裏的各種設施越來越
完善，村民的生活也越過越紅火。 ●央視網

飲水當思源 不忘掘井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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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國安處凍結黎智英資產範疇

●名下持有的壹傳媒股份

（7成壹傳媒股份市值近4億元）

●名下3間私人公司的4

個銀行戶口的資金

台灣《蘋果日報》噚日
向讀者致公開信，聲稱因為
營運上虧損持續，喺“非常
不得已”嘅情況下，壹傳媒
集團決定台灣《蘋果日報》

紙本由本月18日起停刊，並會遣散三百多人，
以集中資源發展《蘋果新聞網》喎。面對呢個
消息，好多網民都表示熱烈地彈琴、熱烈地
唱，更直言《蘋果》一早就應該執啦，有網民
更希望香港嘅《蘋果》快啲執，問“香港
（《蘋果》）會唔會齊上齊落？”

據該公開信內容稱，網絡發展徹底改變讀
者嘅閱讀習慣，而香港政治局勢嘅“加速惡
化”“民主蒙塵”，新聞自由“遭受全面打
壓”，然後標榜創辦人黎智英“為追求民主，
卻因言論獲罪”，更抹黑“親中勢力封殺各種
廣告資源，使香港《蘋果日報》營運萬分艱
辛”。面對無法挽回嘅頹勢，台灣《蘋果》宣
布18日起紙本停刊，將所有資源專注喺數位。

兜咗咁大圈，以為啲人會對佢哋依依不
捨？事實上，好多台灣網民都表示熱烈歡
迎。“Kershaw Huang”認為《蘋果》成日亂
報新聞一早就應該執：“早該停了，都在亂
爆 。 ” “Yip Tony” 認 為 係 “ 樹 倒 猢 猻
散”。“陳一鳴”則揶揄：“那我家吃飯拿
什麼鋪桌子？”有網民追住問香港嘅《蘋
果》幾時執。“Kevin Leung”就問：“點解

唔 係 停 香 港 而 係 停 台 灣 ？ ”
“Gary Lo” 直
言：“希望香港
毒 果 跟 住 摺
埋 。 ” “Boe
Ho”亦揶揄道：
“香港會唔會齊
上齊落？”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鄭治祖

��
��

政法界：提防走資 做法合理

●台灣《蘋果日
報》紙本18日起
停刊。 fb截圖

台《
蘋
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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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
》紙
本
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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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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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安局14日晚發出新聞稿表示，警務處國家
安全處於去年12月11日起訴黎智英“勾結

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並於2021
年4月16日加控黎智英兩項罪名，包括“串謀勾
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及“串謀
作出並意圖妨礙司法公正的作為”。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
護國家安全法第四十三條實施細則》（《實施細
則》）附表3，律政司司長、保安局局長或警務
人員，可按照附表三所訂行使以下方面的權力：
凍結、限制、沒收及充公與干犯危害國家安全罪
行有關的財產。

通知送達港交所壹傳媒銀行等
同時，保安局局長如有合理因由懷疑通知

所指明的財產會被調離香港，可在通知內指示警
務人員可為防止該財產被調離香港而檢取該財
產。如有合理理由懷疑某人所持有的任何財產是
罪行相關財產，保安局局長可藉指明該財產的書
面通知，指示除根據保安局局長批予的特許的授
權外，任何人不得直接或間接處理該財產。

在考慮相關資料後，保安局局長於14日根

據《實施細則》附表3的相關條文發出，凍結黎
智英持有的壹傳媒有限公司的股份，以及其擁有
的3間公司於本地銀行4個賬戶內的財產。根據
《實施細則》附表3第1條，“罪行相關財產”
包括任何干犯或企圖干犯、參與或協助干犯危害
國家安全罪行的人的財產。

據了解，香港警務處國家安全處人員14日
在港交所收市後，將保安局局長發出的凍結財產
書面通知，分別送達港交所中央結算公司、一間
有中介角色的結算公司、壹傳媒及其核數師、相
關銀行。以壹傳媒14日收市股價和市值估算，
黎智英持有71.26%壹傳媒股份約值3.5億元，據
了解，加上其名下私人公司4個銀行戶口的資
金，估計總值在3.5億至4億元之間。

涉串謀欺詐早前被凍資5000萬
壹傳媒行政總裁張劍虹稱，是次事件與壹

傳媒集團戶口完全無關，集團及《蘋果日報》的
運作及資金財務不會受到影響。

據悉，今次是特區政府首次引用香港國安
法第43條凍結黎智英的資產。去年8月，黎智英
因涉嫌串謀欺詐被警方國安處拘捕，警方其後引

用《有組織及嚴重罪行條例》凍結其5,000萬元
資產。目前，黎智英因干犯國安法被還柙候訊及
因其他案件服刑。他身繫9案11罪，其中涉及前
年8．18、8．31非法集會案已審結，被裁定三
罪罪成，分別被判囚12個月及8個月。

●黎智英的財產被凍結，包括所持有的壹傳媒
71%股份。 資料圖片

香港特區政府對涉嫌干犯香港國

安法的首號要犯、壹傳媒創辦人兼

大股東黎智英再度重拳出擊。針

對黎智英被控“勾結及串謀勾結

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

罪”及“妨礙司法公正罪”，

香港保安局局長李家超 14日首

次根據香港國安法第四十三條

的《實施細則》，凍結黎智英

持有的壹傳媒 7成股份、其名

下 3間私人公司在 4個銀行戶

口內的資金，估計總值接近 4

億元（港元，下同）。香港警

務處國家安全處人員 14日將凍

結通知書送達港交所、壹傳媒

及其核數師、相關銀行等，周

身官司的黎智英可謂窮途末路。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 ���

合理懷疑與罪行相關或調離香港

黎智英被凍資4億

黎智英9案11罪一覽
審 結 判 刑

組織及參與未經批准的集結
2019年8月18日組織及參與在銅鑼灣維園至中環遮
打道的“流水式”非法集會。兩罪在今年4月16日
被判囚12個月

參與未經批准的集結
2019年8月31日參與在灣仔修頓球場遊行至西環的
非法集會。今年4月16日被判囚8個月

候 審
組織及參與未經批准集結
2019年10月1日組織及參與銅鑼灣至中環的非法遊
行，兩罪於今年5月17日在區域法院開審

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
2020 年 7月 1日至 12月 1日期間（包括首尾兩
日），在香港請求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
實施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制
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案件於今年4月
16日提堂，押至6月15日再訊

串謀欺詐
2016年6月27日至2020年5月22日期間，與周達
權、黃偉強代表蘋果日報簽署申請租用駿盈街8號，
租約訂明只可作出版及印刷報章雜誌用途。簽約時清
楚了解租約內容，涉嫌欺詐科技園公司，估計涉款
1,980萬元。今年5月6日在區域法院答辯

煽惑他人參與未經批准的集結
2020年6月4日在銅鑼灣維園參與非法集會，案件今
年4月30日在區域法院再提堂

刑事恐嚇
2017年6月4日在銅鑼灣維多利亞公園恐嚇記者案，
去年9月3日被裁定刑事恐嚇罪名不成立，律政司近
日入稟高等法院以案件呈述方式提出上訴，暫未有聆
訊日期

今年4月16日加控
串謀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
2020年7月1日至2021年2月15日期間，在香港與
Mark Simon、李宇軒、劉祖迪等人一同串謀，請求
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實施對香港特別行政
區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
敵對行動。今年6月15日再訊

串謀妨礙司法公正
2020年7月某日至2020年8月23日期間，與其他人
串謀協助李宇軒潛逃台灣。今年6月15日再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保安局
局長14日根據香港國安法凍結黎智英持有的壹
傳媒股份，及其擁有的3間公司於本地銀行賬戶
內的資金。政界和法律界人士14日接受香港文
匯報訪問時表示，保安局的做法有助防止黎智英
將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的資金轉走，以繼續用於反
中亂港的活動，進一步保障國家安全。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批評黎智英作惡多
端，仍在還柙的他已累積多宗案件候審，包括涉嫌
違反香港國安法，凍結其財產可避免有人轉移資
金，做法合法、合情、合理。

她批評黎智英一直以來涉勾結外國勢力，漢
奸行為人所共知，利用壹傳媒旗下媒體不斷製造

抹黑內地和醜化香港的假新聞，甚至涉嫌煽動暴
力，促成前年的黑暴，如今可謂“多行不義必自
斃”。她並促請政府徹查壹傳媒，若《蘋果日
報》觸犯刑事罪行條例或國安法亦應嚴格執法。

倘罪成或沒收財產
全國政協委員、立法會金融服務界議員張華

峰認同保安局依法凍結黎智英的財產，並相信是次
事件加上台灣《蘋果日報》14日宣布即將停刊，預
期會影響壹傳媒的股價。雖然香港交易所未有勒令
壹傳媒停牌，但他認為港交所和證監會在考慮小股
東的權益後，也可以檢視是否有需要將壹傳媒停
牌。

執業大律師龔靜儀認為，保安局的做法合
情、合法、合理，涉嫌違反香港國安法的黎智英
已被還柙一段時間，尚未知道何時才能完成審
訊，但傳媒近月多次拍到《蘋果日報》的高層和
攬炒派政客頻頻探望黎智英，不排除會面期間會
討論財產處理的安排，例如在審訊結束前預先轉
移財產。

龔靜儀表示，若法庭最後裁定黎智英罪成並
須沒收財產，但其財產原來一早已被故意轉走，
將無法達至條例的原意，會打擊香港國安法的震
懾力。雖然案件目前仍未有裁決，但不排除黎智
英的財產會被用於危害國家安全的用途，故支持
保安局依法凍結有關財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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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本報訊】】駐休士頓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駐休士頓臺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羅復文處長於羅復文處長於110110年年55月月1313日上午偕教育組楊淑日上午偕教育組楊淑
雅組長雅組長、、何仁傑組長及柯智文秘書赴德州農工何仁傑組長及柯智文秘書赴德州農工

大學大學(Texas A&M University)(Texas A&M University)探視臺探視臺
灣學生會灣學生會。。計有學生會指導老師蔡計有學生會指導老師蔡
嘉哲教授嘉哲教授、、新舊任會長陳依瑋新舊任會長陳依瑋、、李李
世國及幹部代表等世國及幹部代表等2020人到場人到場，，來自來自
臺灣的訪問學人劉力維使用高科技臺灣的訪問學人劉力維使用高科技
空拍機空拍機，，為與會者留下珍貴影音資為與會者留下珍貴影音資
料料。。

在場師生雖已接種新冠疫苗在場師生雖已接種新冠疫苗，，但但
均表示全球疫情尚未緩解均表示全球疫情尚未緩解，，防疫工防疫工
作仍需大家共同努力作仍需大家共同努力，，爰自製爰自製StandStand
for Taiwanfor Taiwan、、Taiwan Can HelpTaiwan Can Help、、TaiTai--
wan is Helpingwan is Helping等旗幟及標語等旗幟及標語，，並展並展
示本年臺灣推動參與示本年臺灣推動參與 「「世界衛生大世界衛生大
會會」」(WHA)(WHA)主視覺主視覺 「「聽診器聽診器」」文宣文宣
，，彰顯臺灣可以為彰顯臺灣可以為 「「世界衛生組織世界衛生組織
」」 (WHO)(WHO) 「「全民均健全民均健」」 (Health for(Health for
All)All)目標做出貢獻目標做出貢獻，，同時也支持臺灣同時也支持臺灣
參與參與 WHAWHA 體系體系，，與世界建立更具與世界建立更具

韌性及包容力的全球衛生體系韌性及包容力的全球衛生體系。。
羅處長除鼓勵同學們持續防疫羅處長除鼓勵同學們持續防疫、、注意行車注意行車

交通安全交通安全、、隨時與家人保持密切聯繫外隨時與家人保持密切聯繫外;;另另
期許留學期間專心課業期許留學期間專心課業，，於取得學位後返於取得學位後返
國貢獻心力國貢獻心力。。教育組楊組長補充表示教育組楊組長補充表示，，近近
日全美傳出多起亞裔遭襲擊或歧視對待案日全美傳出多起亞裔遭襲擊或歧視對待案
件件，，請同學們外出時結伴同行請同學們外出時結伴同行，，注意週遭注意週遭
環境變化環境變化，，縮短在公共場所及人潮聚集地縮短在公共場所及人潮聚集地
點的逗留時間點的逗留時間。。

德州農工大學位於德州大學城德州農工大學位於德州大學城(Col(Col--
lege Station)lege Station)，，創於創於18761876年年，，係一公立研究係一公立研究
型 大 學型 大 學 ，， 在在 20212021 年年 U.S. News & WorldU.S. News & World
ReportReport美國大學排名第美國大學排名第6666，，於美國與國際於美國與國際
間皆享有盛名間皆享有盛名。。該校學生人數逾該校學生人數逾77萬萬，，規規
模全美第模全美第66大大，，其校友組織龐大其校友組織龐大，，在德州在德州
及全美學界及全美學界、、商界商界、、及政界影響力無遠弗及政界影響力無遠弗
屆屆。。

德州農工大學臺灣學生會成立於西元德州農工大學臺灣學生會成立於西元
19711971年年，，是由臺灣留學生所組成的自主性是由臺灣留學生所組成的自主性
學生社團學生社團，，其目的在於服務臺灣同學其目的在於服務臺灣同學、、增進同增進同
學情誼學情誼、、凝聚臺灣學生向心力凝聚臺灣學生向心力、、以及促進國際以及促進國際
友人認識臺灣友人認識臺灣。。每年德州農工大學的臺灣留學每年德州農工大學的臺灣留學

生約生約120120人人，，留學生人數在亞洲國家排名第留學生人數在亞洲國家排名第44，，
僅次於中國僅次於中國、、印度及韓國印度及韓國。。

發稿單位發稿單位：：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
。。電子郵件電子郵件：：shuya@mail.moe.gov.twshuya@mail.moe.gov.tw

HPDHPD積極互動計劃積極互動計劃（（PIP )PIP ) 1111日舉行實體現埸會議日舉行實體現埸會議

德州農工大學臺灣學生會力挺臺灣加入世衛組織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休士頓警察局HPD全市範圍的PIP月會，隨著疫情的日漸解封，又
回到現場實體會議。本周二（5月11日 ）晚間七時在Houston Police Officers Union會議廳舉行。
共有休市警察局長Tory Finner,警務人員，社區代表，工商界代表等多人出席，但仍遵守戴口罩，
保持安全距離等規定，共襄盛舉。

當天會議的主題： 「仇恨犯罪」，並討論仇恨事件和仇恨犯罪的區別。首先應邀上台致詞的
是休士頓西南管理區執行董事李成純如（Alice Lee )，她介紹Yellow Whistle黃哨運動，她說：黃
色代表危機警示，而黃哨運動是象徵自我保護，全美團結一致，堅定地反對各種形式的歧視、偏
見和不公，特別是近期仇恨亞裔暴力。該活動將於五月份 「亞太裔傳統月」分發十萬個方便攜帶
的小型黃口哨於全美，以幫助大家遇險時信號報警及呼叫使用。並同時在現場提供大家免費索取
。

休士頓警察局長Tory Finner 在致詞時表示：打擊犯罪是他宣誓就職的承諾，在過去三十多天

，兇殺案的犯罪率從46%下降至25%，這值得振奮，並感謝社區Council district GF&JI
guess Richard’s lucky that’s what it is 和警局保持聯繫與合作，警民之間的相互信任共
同打擊犯罪，才能全面降低犯罪，他為作為HPD 警員以保護公民，感到自豪，將繼續
共同努力。

聯邦調查局特工Justin Winter特別在會議上宣導 「防止炸彈製造」專案；犯罪分析與
指揮中心指揮官Jonathan Zera 報告今年迄今的全巿犯罪統計數據，除了汽車盜竊，所
有的暴力犯罪率和財產犯罪都下降。

最後由刑事情報部門的K.B. Galoer 作當天的主題演講： 「仇恨犯罪」，他說休士頓
面積655 平方英里有230萬居民，使用145種不同的語言，，有四分之一人口在美國以
外的地方出生，是種族，族裔，國籍，宗教全面多樣化的城市，HPD犯罪情報部仇恨
犯罪依據1990年《 聯邦仇恨犯罪統計法 》（Act 28 USC Sec 534 ) 對重大偏見事件及
潛在犯罪等事件，將採取與罪行嚴重性一致的方式，調查涉嫌的仇恨犯罪，和各種部
門調查人員合作。
K.B.說： 「仇恨犯罪」和 「偏見動機型犯罪」的定義是不同的。仇恨犯罪是針對特定
身份做出冒犯性的違法行為，包括：種族、膚色、宗教、性別、年齡、殘疾、血統、

國籍及性取向等。德州在2017年9月1日法,將仇恨犯罪法執法納入法律。雖然許多犯罪中含有偏
見和惡意針對的元素，但並非所有罪行都是仇恨犯罪。偏見動機是仇恨犯罪的關鍵因素。

他也提到，為什麼受害者選擇不舉報仇恨犯罪？原因如下：•有些受害者感到羞恥·受害者
擔心自己不會被相信·受害的衝擊可能是壓倒性的·害怕再次受傷·感到無能為力，最好是將事件
拋在腦後·害怕警察等等。這些原因會讓犯罪者逍遙法外。

如果遇過襲擊或緊急事故，請趕快電911，無論您是受害人還是證人。如有安全必要，請離開
該區域。如果有需要醫療，請告知通報單位。可能的話，請留在肇事現場與警方交流，將您所記
得的所有細節傳達給官員。聯繫犯罪情事請致電情報部專綫電話：713-308-8737 。或其他反誹謗
聯盟有關單位ADL www.adl.org ，montrosecenter.org和
houstonagainsthate.org ,最後，民眾想了解會議細節，可前往 HPD 的 YouTube頻道 YouTube.com/
houstonpolice查看影片。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羅復文處長提醒同學們注意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羅復文處長提醒同學們注意
防疫與行車安全防疫與行車安全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羅復文處長、教育組楊淑雅組長、何
仁傑組長及柯智文秘書與德州農工大學臺灣學生會幹部代表合影

圖為休士頓警察局長圖為休士頓警察局長Tory Finner (Tory Finner (左左 ））在會上致詞在會上致詞 圖為大會主題主講人圖為大會主題主講人：：K.B. GaloerK.B. Galo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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