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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59號公路中高層公寓，2臥2衛，2臥半2衛

˙近Westheime 3房2.5衛房，售$189K

Lance Chau
(713)271-9898

貸款: 買房、重貸、出租房貸款、抵押兌現、不查收入
Fast Easy Mortgage

Lchauemail@yahoo.com
RMLO NMLS 246133

6120 Westline Drive Houston, Texas 77036

Venture Equity 房屋買賣/貸款/投資/商業

永創佳業 1031物業延稅交換

印度第 2 波武漢肺炎（新冠肺炎，COV-
ID-19）疫情料將趨緩，印度 16 日出現過去一
週首次單日新增病例下滑且在30萬例以下情形
，昨天也是類似狀況，專家根據統計模型分析
預測，這波疫情可望7月緩和。

根據衛生與家庭福利部的統計，16日單日
新增2019 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武漢肺
炎）病例達28萬1386 例，是4月20日以來最少
的病例，也是過去一週首次單日新增病例下滑
，而 17 日單日新增病例又進一步下滑到 26 萬
3021例。

第2波武漢肺炎病例在5月8日單日新增病
例突破40萬例大關，但之後開始看到疫情有趨
緩現象，官方統計雖然篩檢人數仍有增加，但
陽性率從上週的23%高峰值降到昨天的18%。

印度媒體 Livemint 今天引述印度理工學院
堪坡分校（IIT Kanpur）和海德拉巴分校（IIT

Hyderabad）研究團隊所開發的疫情分析模型預
測，到6月2日，印度每天單日新增病例可能進
一步下降到10萬例以下，到7月7 日可能下降
到1萬例以下，第2波武漢肺炎疫情預料將在7
月出現緩和。

不過，印度阿育王大學（Ashoka University
）物理與生物學教授梅農（Gautam Menon）警
告，任何預測模型的準確性必須基於輸入統計
數據的真實性，由於印度篩檢量水準低於預測
準確度所需，且作為預測依據的實際感染病例
和死亡人數都被嚴重低估，可能讓這類預測模
型脫離現實。

華盛頓大學健康計量評估研究中心（Insti-
tute for Health Metrics and Evaluation，IHME）
另一項研究把印度未通報病例多等種情況納入
考量，預估印度目前每天新增近500萬例武漢肺
炎病例，但預測將在1個月內新增病例減半。

專家預測：印度第2波疫情料7月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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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dia’s neighboring countries Nepal and Sri
Lanka are under lockdown and have sus-
pended vaccinations in the face of a horrific

surge of the coronavirus. Coun-
tries like India with densely popu-
lated cities, heavy air pollution, a
fragile healthcare system and a
large number of poor workers are
facing the threat of the virus and
starvation.

One of the doctors said that,
“We feel like it’ s a world war
situation. Many workers returned
from India and with them came
the virus.” Nearby Nepal is re-
cording at 9,000 infections per
day with more than 40 percent
having now tested positive.

Prime Minister Modi of India has
hosted huge maskless political rallies for his
party. Likewise, Nepal also did the same
thing.

In Taiwan, the government has imposed new
social distancing rules, closed bars, clubs
and gyms and all schools and kindergartens.
In Taipei and New Taipei City schools will be
closed for two weeks starting today. Accord-
ing to the spokesman, an increasing level of
community transmission has been shown by
cases of unknown origin.

The island has one of the lowest vaccination
rates in the world with fewer than 1% vacci-
nated. We do not understand why the gov-
ernment has acted so slowly on the vaccine.
Taiwan is considered a wealthy country
where the vaccine can be readily purchased.

President Biden just announced that the U.S.
will send twenty million doses of COVID-19
vaccine to foreign countries. Maybe this is too
little too late.

0505//1818//20212021

India And Asian CountriesIndia And Asian Countries
Fight The COVID WarFight The COVID War

隨著可怕之新冠病毒侵襲印度
以來，亞洲隣國正面對重大之危機
，尼泊爾、孟加拉各地醫院已經不
堪重負，全國處於封城狀態，數以
千萬計的尼泊爾工人從印度回來之
後，把這個人囗只有三千萬的小國
再次帶入病痛的深淵，一名當地的
醫生說，我們感覺就像世界大戰。

在台灣，政府已經宣布確診人
數在幾天內增至三百三十五人，所
為学校已娛樂場所將關閉，這是去
年疫情爆發以來，首次之社區傳染
而使防疫陣線失守。

根據台灣疫防中心之消息，首
宗病毒在華航機師發现後，繼續在
茶室娛樂㘯地不斷蔓延。

目前在台灣二千三百萬人口當

中，只有不到百分之一的人接受了
疫苗種植。

令人不解的是，政府為何對疫
苗之取得如此遅缓，事到如今，疫
苗還不知在何處。

台灣一年多來之防疫工作，曾
經被國際讚譽為世界第三名，總共
只有二千零十七人確診，十二人死
亡。

然而近日來的疫情直轉急下，
加上又缺水斷電，這將是對國民及
政府一次最慘酷的重大考驗。

整個亞洲之情勢正走向危機階
段，新加坡、泰國、越南，都在實
施封城锁國之行動，拜登總統宣布
即將運送二千萬劑之疫苗，雖是杯
水車薪，也可解燃眉之急。

病毒危機病毒危機 世界大戰世界大戰



AA33綜合國際
星期三       2021年5月19日       Wednesday, May 19, 2021

真耶穌教會
True Jesus Church

中英安息日崇拜：週五晚上7:45週六早上10:45
中英文分組查經：週六下午1:30
英文兒童宗教教育：週六早上11:00 下午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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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 Avenue E,Stafford,
TX 77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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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疫情持續趨穩
官方稱今夏有望重啟旅遊
綜合報導 德國國內新冠疫情連日來持續趨於穩定。德國聯邦經濟

部長阿爾特邁爾表示，該國今年夏天有望重啟旅遊業。德國總理默克爾

日前亦表示，盡管歐盟範圍內的疫苗護照距離推出尚有距離，但她對今

夏恢復旅遊仍充滿希望。

德國官方用於衡量疫情嚴峻程度的“平均每十萬人七日累計新增確

診感染新冠病毒病例數”已連續多日下降，截至9日已降至118.6。這一

數字在一周前尚高達146.5。德國疾控機構當天公布的新增確診人數和新

增死亡人數分別為12656人、127人。“時代在線”實時數據顯示，截至

當地時間9日20時，德國累計確診352.9萬人、死亡85448人。截至目前

，德國已接種3440萬劑次疫苗，757.2萬人實現完全接種。

德國聯邦經濟部長阿爾特邁爾9日在德媒采訪中表示，德國第三波

疫情表現出已被遏制住的跡象。他預計，德國的酒店和度假公寓不久後

將重新迎來顧客，戶外營業的餐飲企業也將重開。

阿爾特邁爾強調，聯邦政府和各州應當就下一步“解封”的步驟進

行充分協商，以確保今夏在德國境內度假成為可能。

此前一天，德國總理默克爾在柏林遠程出席歐洲理事會峰會後表示

，盡管疫苗護照距離正式推出仍有一些問題需要解決，但包括葡萄牙在

內的一些歐盟成員國疫情數字已經降到很低的水平，因此她對於今年夏

天像去年夏天那樣賦予人們旅行的自由“充滿希望”。

默克爾表示，盡管她無法給出重啟旅遊的具體日期，但考慮到德國

第三波疫情已經呈現出被遏制住的跡象，她對整個歐洲控制疫情的前景

抱有希望。

倫敦警方“權杖行動”
打擊暴力犯罪

綜合報導 英國倫敦警方官方網站披露，倫敦警察廳近日實施了有

針對性的巡邏和武器清查，實施名為“權杖行動”的系列措施，嚴厲打

擊暴力犯罪。

據警方公布的信息，在4月26日至5月 2日期間，作為“權杖行

動”的一部分，倫敦警察共查獲411把刀具和166件其他武器，並逮

捕了994人。

此次行動中，倫敦警察廳與英國交通警察合作，使用了毒品探測犬

和安檢門來阻止人們在地面和地鐵裏攜帶武器和毒品，自動車牌識別技

術被用於識別進出倫敦道路上攜帶和販賣毒品的人。

警方稱，采取這一行動和措施與英國頻發的暴力犯罪有關，其中很

多涉及刀具和其它利器。據英國國家統計局(ONS)統計數據，2020年全

英國警方備案的涉及刀具或利器的違法行為超過4.6萬起。

倫敦警察廳負責暴力案件指揮官亞歷克斯· 默裏(Alex Murray)表示，

最近在倫敦的暴力事件增多，顯示出警方此類行動的必要性，繳獲這些

刀具避免了更多傷人事件的發生。

英國議會下院去年的一份簡報顯示，2019年至2020年，倫敦的持刀

犯罪發生率居全國之首，每10萬人中就發生179起持刀犯罪。截至2020

年，作為首都的倫敦暴力案件頻發，已連續六年每年導致至少有100人

死亡。

而2021年也並不太平，在最近的一起案件中，一名14歲少年上月在

東倫敦被利刃刺死。亞歷克斯· 默裏稱，今後警方還將繼續在街頭實施

巡邏和武器清查行動，采取一切可用的手段來防止暴力犯罪。

非常違和？
雅典衛城新鋪水泥路面引爭議

綜合報導 據報道，近來隨著希臘新

冠肺炎疫情逐漸緩解，希臘的旅遊景觀也

再次向遊人開放。但是不少人卻發現，希

臘標誌性的景觀雅典衛城竟發生了變化：

一道長幾十米、寬2米至8米、厚度達45

厘米的水泥路面成為了通往帕特農神廟的

必經之路。有人形容這條水泥路“如同一

塊打在古老文化遺址上的補丁”，破壞了

衛城的原始風貌和歷史滄桑感。

雅典衛城始建於公元前580年，位於

希臘首都雅典市區中心的一座丘陵之上，

面積約3萬平方米。衛城是古希臘最傑出

的建築群，集中體現了希臘廟宇、廊柱和

雕刻的最高水平。雅典衛城命運多舛，遭

受過戰爭、自然破壞、宗教褻瀆和文化掠

奪，但歷經滄桑的衛城殘垣斷壁絲毫沒有

減弱其氣度與魅力。

旅遊業是希臘經濟的重要支柱。2020

年，歐洲遭遇新冠肺炎疫情，希臘旅遊業

遭受重創，許多熱門景點被迫關閉。希臘

文化部提議，利用這個旅遊“空白期”加

快衛城文化古跡的修復工作，並重新鋪設

一段“平整”的水泥路面。希臘文化部的

報告認為，這樣做可以方便殘疾人無障礙

參觀，此外還可以為衛城神廟修復工作提

供方便。

據介紹，衛城的神廟修復工作至少還

要持續20年，而高低不平的地面給工人搬

運每塊重達數噸的大理石造成極大不便。

輿論界認為，希臘文化部的初衷可能是好

的，但衛城被人為地增添了一道“現代地

平線”，不免引發社會各界的質疑和批評。

已經在衛城從事40多年修復工作的考

古學家塔努拉斯表示，水泥路面掩蓋了長

達2500多年的衛城歷史痕跡。用水泥覆蓋

巖石路面的做法對衛城“聖巖”造成了不

可逆轉的破壞，同時也違背了希臘文物古

跡的修復和保護理念。

希臘殘疾人聯合會主席巴爾達卡斯塔

尼斯認為，官方表示鋪設水泥路面是為了

方便殘疾人參觀，但聯合會卻沒有收到過

官方的咨詢信息，在水泥路面完工的典禮

上，也沒有邀請殘疾人代表出席。

希臘考古學家協會主席庫特索姆巴說

，在旅遊區設置輪椅通道有一定的規則，

如傾斜度不能超過6度，但衛城水泥路有

些地方的傾斜度超過了14度，因此鋪設水

泥路不免讓人懷疑有“假借方便殘疾人之

名，行增加旅遊人數之實”的目的。她說

，每年旅遊旺季，都有眾多大型郵輪停靠

雅典附近的港口，有時候數千遊客蜂擁至

衛城參觀，修水泥通道可以“引導”遊客

在最短時間參觀完畢。

有當地媒體向希臘文化部提問，為何

不向公眾集資，而是讓希臘船王奧納西斯

設立的奧納西斯基金會投資138萬歐元鋪

設衛城水泥路，文化部回答稱是為了節約

時間。但有媒體近日卻報道稱，從世界某

時裝品牌的新聞公報中看出了端倪。該品

牌曾於1951年在衛城舉辦首場秋冬時裝秀

。而就在6月17日，該品牌將在雅典衛城

舉辦新品時裝秀以紀念其首場希臘時裝秀

70周年。

一位希臘藝術評論家強調，世界各地

的著名文化遺產地都曾舉辦過大型文化藝

術活動。將現代生活與文化古跡結合，增

加了人們對世界文化遺產的了解，也是對

歷史和傳統文化的傳承和發展。業內人士

都知道，一場大型時裝秀需要很長的時間

準備，該時裝品牌在衛城舉辦紀念時裝秀

也應是很早就確定的。

言外之意是，這段水泥路或是因時裝

秀而鋪設。日前還有消息稱，衛城水泥路

的捐款者之名將被刻在衛城城墻上。一些

考古學家憤怒地表示：“雅典衛城偉大的

設計師菲狄亞斯和卡裏克拉特都沒在衛城

留下任何印記，而2500年後誰還敢把姓名

刻在城墻上？”

巴以暴力沖突未見緩和
拜登與雙方領導人分別通話

巴以暴力沖突已進入第七日，局勢

未見緩和跡象。當地時間15日，以軍空

襲了加沙地帶的一棟多層建築，樓內有

多家新聞媒體的分支機構。美國總統拜

登當天分別與巴以領導人通話，討論地

區局勢。

以軍空襲加沙地帶多家媒體所在
大樓

當地時間 15日下午，以色列軍方

空襲了加沙地帶一座辦公樓，樓內有

卡塔爾半島電視臺和美聯社等媒體的

辦公室。

美聯社社長兼首席執行官普魯伊特

對此表示“震驚和恐懼”。普魯伊特發

表聲明說，以色列當局“一直以來都知

道我們在該大樓設有辦事處，我們的記

者都在那裏工作”。

普魯伊特說：“這是一個令人極度

不安的發展。我們差點失去許多寶貴生

命。”

報道稱，在空襲前一小時，以色列

軍方曾向樓內人員發出警告，人們在導

彈襲擊前已經撤離。

16日早些時候，哈馬斯向特拉維夫

和以色列南部城鎮發射了火箭彈，稱這

是對以色列摧毀該大樓的報復。以色列

總理內塔尼亞胡此前表示，以色列“仍

處於行動之中，還沒有結束，只要有必

要，行動就會繼續下去。”

美國白宮新聞秘書普薩基在社交

網站上表示：“我們已直接告訴以色

列，確保記者和獨立媒體的安全乃重中

之重。”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發表聲明表

示，他對加沙地帶的平民傷亡感到“擔

心”，並對以色列襲擊國際媒體所在的

建築“深感不安”。

拜登與巴以領導人分別通話
美國總統拜登15日與巴勒斯坦總統

阿巴斯舉行電話會談，這是拜登上任以

來首度與阿巴斯通話。

白宮發表兩位領導人通話摘要指出

，拜登強調哈馬斯必須停止朝以色列境

內發射火箭彈，兩人對當前暴力沖突導

致包括孩童在內的無辜平民喪命，表達

一致關切。

拜登表達了美方對加強美巴夥伴關

系的承諾，強調美政府最近決定，將恢

復對以色列占領的約旦河西岸和加沙地

帶的援助，美國前總統特朗普曾切斷該

援助。

當天，拜登還與內塔尼亞胡通電

話。以色列總理辦公廳在一份聲明中

稱：“(以色列)總理向(美國)總統通報

了以色列已采取的行動，以及以色列

打算采取的行動。”內塔尼亞胡還因

“美國支持以色列的自衛權”，向拜登

表達了感謝。

據最新消息，自沖突以來，以色列

報告有10人死亡，其中包括兩名兒童。

加沙地帶至少已有149人死亡，其中包

括41名兒童。

來自美國、埃及和聯合國的特使

正努力使該地區恢復平靜，但尚未顯

示出任何進展。聯合國安理會定於 16

日晚些時候舉行會議，討論巴以暴力

沖突。

成交價超1億美元！
畢加索畫作《坐在窗邊的女人》拍出

綜合報導 西班牙畫家畢

加索的畫作《坐在窗邊的女

人》以1.034億美元的高價，

在美國紐約佳士得拍賣行成

交。

據報道，這是近兩年全

球藝術品拍賣實際成交價首

次超過1億美元，凸顯了畢加

索在藝術領域的特殊地位，

也證明了藝術品交易市場仍

充滿生機。

據介紹，當天成交的這

幅畫名為《坐在窗邊的女

人》，由畢加索在1932年完

成，畫中女子是他的情婦。

畢加索生於1881年，逝

於1973年。是西班牙著名的

畫家、雕塑家，也是西方現

代派繪畫的主要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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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新聞

I01-John Lee李元鐘保險256B_16

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Federal Reserve
）一位官員今天表示，美國經濟要從2019冠
狀病毒疾病造成的嚴重衰退中復甦需要時間
，類似上個月僱用數據低迷的狀況偶爾還是
會發生。

聯準會副主席克拉里達（Richard Clari-
da）今天發表這番看法之際，政府數據顯示
美國4月間僅新增26萬6000個工作，遠低於
預期，讓今年就業與成長強勁復甦的預測增
添變數。

克拉里達在與亞特蘭大聯邦準備銀行總
裁波士蒂克（Raphael Bostic）談話時表示：
「我們的工作職缺仍比14個月前少800多萬

個，所以勞動市場仍有很大的缺口。但我也
認為，要重啟一個20兆美元的經濟體，得比
關閉這個經濟體花更多時間。」

克拉里達表示： 「這是空前的震撼，造
成空前的衰退，而我們或許會有前所未見的
復甦。」

世界最慘重的2019冠狀病毒疾病（Co-
vid-19）疫情2020年重創美國經濟，造成數
以千萬計人遭解僱，成長萎縮3.5%。隨著疫
苗問世，疫情趨緩，美國經濟今年預料會強
勁反彈，克拉里達表示，成長可能高達 7%
。

空前衰退後 Fed官員：美國復甦可能也會前所未見

根據美國科學家所做的最新研究顯示，
輝瑞（Pfizer）&BNT、莫德納（Moderna）
兩款 COVID-19 疫苗，對最先出現於印度
的兩種變異病毒仍高度有效。

法新社指出，但這類實驗室的研究調無
法預測實際情況的有效性，因此仍須透過其
他研究加以驗證。

這 份 由 紐 約 大 學 葛 羅 斯 曼 醫 學 院
（NYU Grossman School of Medicine）與紐
約 大 學 朗 格 尼 醫 學 中 心 （NYU Langone
Medical Center）進行的實驗室研究，尚未刊
於同儕審查的期刊上，因此被認為只是初步
研究。

這份研究的資深作者藍道（Nathaniel
"Ned" Landau）告訴法新社： 「我們發現疫
苗抗體面對變種病毒時會略弱，但也沒弱到
哪去，因此我們認為疫苗還是很有保護效力
。」

美國已有超過1.5億人施打這兩種疫苗
，研究人員首先替接種兩款疫苗之一的患者

抽血，接著將這些樣本在試驗室接觸人工製
造的假病毒，這些假病毒含變種病毒的棘蛋
白，特別最先出現印度的B.1.617或B.1.618
變種病毒。

最後，混有變種病毒的樣本再接觸實驗
室培養的細胞，觀察有多少細胞會因此感染
。這種假病毒微粒含有螢火蟲用以發光的酵
素 「螢光素(酉每)」，將螢光素(酉每)加入
假病毒，即可辨識有多少細胞遭到感染。

整體而言，結果顯示中和抗體－即免疫
系統製造來阻止病原侵入細胞的Y型蛋白，
在 B.1.617 中有近 4 倍的減量，在 B.1.618 中
則有約3倍減量。

藍道說： 「換言之，有部分抗體無法有
效抵抗這些變種病毒，但還是有很多抗體有
效。」

不過藍道指出，由於整體的抗體水平仍
比感染原始病毒痊癒者來得高， 「既然有效
抗體足夠，所以我們認為這些疫苗仍有高度
防護力」。

美研究：輝瑞、莫德納疫苗對印度變種新冠應有效

美軍表示，兩架美國海軍教練機今天在南德州
上空相撞，迫使其中1架的兩名人員彈射逃生，其
中1人輕傷。

駐紮在德州聖體城（Corpus Christi）的海軍空
訓總部（Chief of Naval Air Training）在社群網站推
特（Twitter）寫說，兩架英國製的 T-45C 蒼鷹
（Goshawk）教練機，上午11時左右在聖體城西南
方約80公里的里卡多（Ricardo）上空相撞。

一架內有學員和教練的飛機順利降落在附近的
金斯維爾海軍航空站（Naval Air Station Kingsville）
；另一架則在學員和教練平安彈射後於不遠處墜機
，其中一人在聖體城醫院治療輕傷。

美聯社報導，出事原因仍待釐清，海軍和當地
官員已展開調查。他們通報說，沒有其他傷亡或注
意到有其他附帶災情。

美2架海軍教練機半空相撞 1人輕傷

澳洲與美國的研究團隊開發出能
夠降低 99.9%新冠病毒量的實驗性抗
病毒療法，團隊目前針對老鼠進行實
驗，證實能夠改善老鼠的存活率及死
亡率，在倖存的老鼠中，肺部已經針
測不到任何病毒。

綜 合 澳 洲 財 經 媒 體 「Business
News Australia」 、 澳 洲 廣 播 公 司
（ABC）報導，由澳洲格里菲斯大學
（Griffith University）附屬昆士蘭孟席
斯衛生研究院（Menzies Health Insti-
tute Queensland）及美國貝克曼研究
院（Beckman Research Institute）研究
人員所組成的跨國團隊，13日在國際
學術期刊《分子治療》（Molecular
Therapy）刊登能夠殲滅新冠病毒的新
一代抗病毒療法。

研究團隊使用稱之為小干擾核糖
核酸（small interfering RNA，siRNA
）的基因靜默 RNA（gene-silencing

RNA）技術，直接攻擊病毒的基因組
，讓病毒無法再進行複製，團隊也客
製脂質奈米粒子，將小干擾核糖核酸
直接送進患者的肺部。

團隊目前已經對老鼠進行實驗，
任職於格里菲斯大學的共同研究主任
（co-lead researcher）麥克米蘭（Ni-
gel McMillan）表示， 「團隊注射脂質
奈米粒子，它們就自己去尋找病毒，
然 後 就 像 追 熱 飛 彈 （heat-seeking
missile）一樣摧毀病毒。」

他說，這是他們頭一回能以包裹
成粒子的形式送進血管、攻擊病毒，
小干擾核糖核酸透過血管輸送進入肺
部、肺臟細胞，摧毀受病毒感染的肺
部細胞，這種療法降低了 99.9%的病
毒量，他還特別強調治療過程中，一
般正常細胞完全不會受到傷害。

基因靜默 RNA 技術主要建立在
如 克 流 感 （Tamiflu） 、 瑞 德 西 韋

（Remdesivir）等現有抗病毒藥物之
上，這些藥物的作用主要在降低新冠
症狀、讓患者早點康復，不過麥克米
蘭指出，新技術能夠阻止病毒複製，
所以患者能夠自行康復，這種方式也
會讓患者的康復速度更快。

麥克米蘭指出，雖然基因靜默
RNA技術並不能完全 「治癒」新冠患
者，但它的治療效果幾乎和完全治癒
一樣好，在老鼠實驗中，團隊發現存
活下來的老鼠 「肺部已經偵測不到任
何新冠病毒」， 「療法改善了染疫老
鼠的存活率及死亡率。」

他說這種療法能夠治療重症患者
或是在檢疫中心隔離的輕症患者，對
前者而言，接種疫苗已經太遲了，針
對後者，療法能夠確保患者不會受病
情所苦， 「如果治療得夠快的話，我
們基本上能夠排除人們因為這種疾病
而死。」

美 國
國 家 過 敏
與 傳 染 病
研 究 院
（NIAID）
院 長 佛 奇
（Anthony
Fauci） 曾
指出儘管目前市面上已出現新冠疫苗
，但仍沒有針對新冠病毒的直接治療
方式，麥克米蘭說，就直接療法來看
，基因靜默RNA技術算是第一個。

基因靜默 RNA 技術的另一個優
點是不只適用於對抗新冠病毒，也能
擊潰變種新冠，甚至是其他種冠狀病
毒。格里菲斯大學的研究共同作者莫
里斯教授（Kevin Morris）表示，這種
療法被設計為用來對付所有亞型冠狀
病 毒 ， 包 括 SARS 冠 狀 病 毒
（SARS-CoV-1）、新型冠狀病毒

（SARS-CoV-2），以及任何未來發
展出的變種病毒，他說這種技術主要
瞄準病毒基因組中的超保守區域（ul-
traconserved regions）。

此外，療法中使用的奈米粒子能
夠在攝氏4度的環境中維持穩定達12
個月，一般室溫下能維持1個月以上
，因此在資源匱乏的環境中也能用這
種方式治療新冠患者。

麥克米蘭說，團隊接下來要進行
下一階段的臨床實驗，順利的話，最
快2023年就能在人體上進行這種療法
。

有效殲滅99.9％新冠病毒澳美新療法讓肺部病毒全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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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醫少藥的印度鄉村“束手無策”？
變異病毒蔓延44國

印度新增新冠死亡病例數再創新高

，染疫逝世的總人數已經超過25萬。目

前，病毒已經開始在廣袤的鄉村地區蔓

延，衛生系統面臨巨大壓力。而根據世

界衛生組織的報告，最早在印度發現的

變異病毒B.1.617，已蔓延至全球44個國

家和地區。

印度單日新增死亡數再創新高
12日，印度再新增近35萬例確診病

例和4205 起死亡病例，該國累計確診

病例超2300萬例，累計死亡逾25萬例

。當日的單日新增死亡病例數再次創下

紀錄。

報道稱，盡管印度主要城市的疫情

趨緩，但在印度有三分之二人口居住的

廣大鄉村地區，病毒似乎正肆無忌憚地

擴散開來，使當地衛生設施及火葬場和

墓園均供不應求。

印度很多鄉村地區醫療資源匱乏，

部分地區甚至沒有醫生，居民恐怕只能

自力救濟。

印度古吉拉特邦(Gujarat)藥劑師吉圖

(Jeetu)表示，他所處的村莊已有數百人

染疫，死亡人數也急劇上升。然而，在

當地，他是唯一能夠處理新冠肺炎的人

。吉圖說，“這裏什麽都沒有，沒有醫

療中心、沒有醫生、沒有護理師，村子

裏沒有任何設施，我只能按照我的判斷

去處置。”“但又能怎樣？我們已經束

手無策了，這裏的人太窮了。”

嚴峻疫情下，許多農村地區甚至

連用於火葬的木材都已經全部被消耗

一空。

據官方提供的數字，目前，印度每

天約有 4000 人直接或間接死於染疫，

但許多專家認為，未登記在案的數字

可能還要高出多倍。獨立的衛生政策

與生物倫理研究人員班恩(Anant Bhan)

稱：“死亡人數肯定比官方公布的數

據高出許多。”

印度病毒學家沙希德· 賈米爾(Sha-

hid Jameel)接受當地媒體采訪時表示，

現在說疫情已經達到峰值還為時過

早。雖然有跡象顯示感染人數可能達

到一個平臺區，但這是一個非常高的

平臺區。

印度變異病毒已蔓延至全球44國
世界衛生組織表示，導致印度疫情

加速蔓延的B.1.617變異病毒，已在全球

44個國家和地區檢測到。

世衛組織稱，該變異病毒2020年10

月在印度首次被發現。之後，在一個開

放數據庫中，有4500多個新冠病毒樣本

被驗出了該變異毒株，這些樣本來自44

個國家和地區，遍及世衛六大區域，即

非洲、美洲、東南亞、歐洲、東地中海

和西太平洋。

在印度以外地區，英國通報的由該

變異病毒引起的病例數最多。

前幾日，世衛組織宣布將 B.1.617

變異病毒列為全球第四個“須關切”

變種病毒。世衛解釋稱，將其列入清

單，是因為這個變異病毒似乎比原始

病毒更易傳播，“有許多國家的感染率

快速增加”。

不過，世衛也提到，B.1.617變異病

毒對疫苗有效性造成的“實際沖擊可能

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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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菲律賓總統杜特爾特13

日晚參加菲新發傳染病機構間工作組

(IATF-EID)核心成員會議，批準首都大

馬尼拉地區及鄰近4省布拉幹、甲米地

、拉古那、黎剎(NCR Plus)，以及其他

一些地區，從5月15日至31日，防疫隔

離分類從“修訂版加強社區隔離”

(MECQ)降級為更寬松的“一般社區隔離

(GCQ)”，同時詳細規定了限制措施。

除黎剎(NCR Plus) 外，阿布拉的檢

疫分類也從MECQ降級為GCQ。在當地

政府的要求下聖地亞哥市、伊莎貝拉市

、三寶顏、季裏諾、伊富高市仍實行

MECQ等級隔離。

13日晚，菲總統發言人哈裏· 洛克

詳細解讀了GCQ下的限制措施：旅行

方面，仍只允許授權人員“必要情況

下進入和離開 NCR Plus”；交通方

面，“按照交通部的指導方針運行，

同時應提倡公共交通的使用”；只允

許年齡在18歲到65歲之間的人離家外出；酒吧、音樂

廳、劇院等文化場所，網吧、臺球廳等娛樂場所，遊

樂園、兒童遊樂設施，室內運動場及室內旅遊景點，

會展場所等仍不開放；允許宗教集會和為非新冠肺炎

死因死亡人員舉行的葬禮，但人數最多達到場館容量

的10%；允許室內和室外用餐服務，室內用餐人數限

制在餐廳座位的20%，室外限制在50%；戶外旅遊景

點可開放30%，嚴格遵守最低的公共衛生標準；運動

方面，可以進行非接觸性運動、戶外遊戲；美發沙龍

、美容院和美容診所，可提供不用摘除口罩的服務，

限制使用場地的30%。

3月初，菲首都大馬尼拉地區疫情突然惡化。3月15

日，菲政府宣布大馬尼拉地區再度實施宵禁。3月22日

起，大馬尼拉地區及周邊四省，先後執行了一周“一般

社區隔離”(GCQ)和兩周“加強社區隔離”(ECQ)政策。

4月10日，杜特爾特批準4月12日至4月30日上述地區

繼續“封城”，隔離等級降為“修訂版加強社區隔離”

(MECQ)，隨後又延期至5月14日。

日首相召開新冠對策會
緊急事態宣言對象新增3個道縣

綜合報導 日本首相菅義偉在官邸召開

新冠病毒感染癥對策總部會議，就基於修

改後的新冠特別措施法發布的緊急事態宣

言對象，宣布新增北海道、岡山、廣島3個

道縣，時間為本月16日至31日。

據報道，日本政府最初計劃將群馬、

石川、岡山、廣島、熊本5縣，追加列為

防止蔓延等重點措施的對象，但在上午的

基本應對方針小組會會議上，專家要求采

取強有力的應對措施，因而緊急改變了決

定。群馬、石川、熊本3縣按計劃列為防

止蔓延措施的對象，時間為5月16日至6月

13日。

由此，基於特措法的宣言對象為新增

的3個道縣以及東京、愛知、京都、大阪、

兵庫、福岡，共9個都道府縣。防止蔓延措

施的對象為埼玉、千葉、神奈川、岐阜、

三重、愛媛、沖繩加上此次新增3縣，共10

個縣。

報道指出，日本政府采取了要求提供

酒類的餐飲店停業，以及加強對印度變異

毒株的口岸防控等措施，但疫情向地方蔓

延的勢頭顯然仍在持續。

經濟再生擔當相西村康稔就暫不追加

宣言對象的方針，14日向小組會征詢了意

見。但專家表達了對變異毒株導致疫情蔓

延以及病床吃緊的擔憂，同時也有意見認

為，從敦促國民轉變行動的觀點出發，應

當發布宣言。因此，政府轉變方針在宣言

對象中新增3個道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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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及記者李理報

道，中國駐美大使館華盛頓當地時間5日發佈通

知，就搭乘臨時包機意願開展摸底調查。通知

稱，將首先面向全美符合條件的未成年中小學留

學生開放登記。

中國包機優先接小留美生
駐美使館開展搭乘意願調查及開放登記 高中生：救命稻草

根據駐美大使館的通知，目前大多數海外留學人員仍然
選擇留在當地。同時考慮到有一些留學人員、特別是

未成年的小留學生面臨無法解決的實際困難，需要返回
中國，中國有關部門正在積極考慮對疫情嚴重國家一些確
有困難、急需回國的留學人員，採取逐步、有序方式，作
出開通臨時航班和包機等相應安排。

機票隔離費用自理
通知指出，根據公開、透明、公平原則，首先面向全

美年齡未滿18周歲（以登記日為準）、父母未陪伴在旁、
長期或短期在美留學的中小學留學生開放登記。如安排臨
時航班和包機，將根據可能的航空運載量，從保護弱小原
則出發，按照登記人員年齡從小到大順序排序，優先安排
小留學生乘機回國。

根據安排，機票和回國隔離費用自理。自願承擔回國
過程中的各種可能風險，並自覺接受乘機過程及抵達目的
地後的各項檢疫安排。除未成年留學生外，監護人等其他
人員不能陪同乘機。截止時間為美東時間2020年4月6日晚
6時（北京時間4月7日晨6時）。

家長：兒子回家最後希望
一名名叫“惠子”的留美高中生表示，最近美國每天

確診數字都是四位數起跳，她確實有點後悔沒有早點回中
國，在家裡的母親更是心急如焚。包機回國消息一出，她
第一時間就在母親的催促下做了登記。“這就像救命稻
草，我現在的安全感已經被打破了，我相信祖國做事的效
率，很快就能讓我們回國。”她還特意在自己的社交媒體
上寫道：“感謝祖國，感恩生為中國人，我們要加油。”

一名兒子在蘭道夫馬克高中唸書的家長表示，她的兒
子是住校生，學校現在停課，孩子沒有辦法自己照顧自
己。家長為了確保兒子能回來，四月份定了各個時段五張
機票，加起來十幾萬元人民幣，但結果是全部被取消。現
在有了包機安排，她表示，簡直是幫助自己兒子早日回家
的最後一絲希望。

中國民用航空局飛行標準司副司長韓光祖6日介紹，
從3月4日到4月3日，民航共安排11架次臨時航班，協助
在伊朗、意大利和英國的1,827名中國公民回國，接回人員
主要以留學生為主。

��(���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駐美
大使崔天凱華盛頓時間5日在《紐約時報》刊
文指出，圍繞疫情中美兩國間有一些不和諧的
聲音。“但現在不是相互指責的時刻，現在我
們需要團結合作、互幫互助。”

齊引領疫苗研發攻關合作
這篇題為《同舟共濟 定克時艱》的文章

說，此時此刻團結至關重要。要保持清醒、明
辨是非，對那些企圖煽動種族主義和歧視仇
外、把別國或別的種族當成替罪羊的愚蠢言行
說不。因為這樣的言行不僅會嚴重破壞中美當
前合作抗疫的努力，也將埋下猜疑甚至對抗的
禍根，將兩國的人民拖入險境，甚至殃及全
球。

文章表示，中方始終負責任地通報疫情信
息。中國建立了新冠肺炎疫情網上知識中心面
向所有國家開放。中美兩國衛生部門和防控專
家也一直保持着密切溝通。

文章認為，作為世界最大的兩個經濟體，
中美應該引領治療技術和疫苗研發國際攻關合
作，充分探討治療藥物技術共享，聯手幫助缺
乏醫療條件的國家，推動完善全球衛生治理。
此外，還要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穩市場、
保增長、保民生，確保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開
放、穩定、安全。

華企全力生產美採購物資
文章介紹說，中方盡己所能，為包括美國

在內的有關國家提供支持，而位於美國疫情

“震中”的紐約州正是重點支持對象。目前，
中方正協助美政府在華採購抗疫物資。中國企
業加班加點，生產、交付紐約與全美採購的醫
療物資。華為向紐約州和華盛頓特區捐贈了數
萬件防疫物資。中資企業總計已向美捐贈150
萬隻口罩、20萬個檢測盒、18萬個手套及許多
其他防疫物資。

文章稱，不久前，中國也遭受了疫情的迎
頭痛擊，因此我們對美國人民的苦痛感同身
受。我們搏鬥過，付出了巨大犧牲，所以深知
這裡及世界各地抗擊疫情的艱難。我們銘記，
在最困難的時候世界各地的朋友給了我們慰藉
和幫助，其中很多是美國人，很多是紐約人。
現在我們也願真誠回報他們的善意，與他們共
渡難關。

崔天凱：中美需團結合作互幫互助

■■中國駐美大使館將安排包中國駐美大使館將安排包
機機，，優先接未成年留美學生回優先接未成年留美學生回
國國。。圖為中國留美學生與當地圖為中國留美學生與當地
同學和老師交談同學和老師交談。。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紐約市史坦頓島醫護人員收到紐約市史坦頓島醫護人員收到
美國華人團體及華人企業捐贈的美國華人團體及華人企業捐贈的
口罩口罩。。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壹傳媒壹傳媒末日近末日近 股票勢淪廢紙股票勢淪廢紙
黎智英無力泵水資金幾近“乾塘”

壹傳媒17日開市前停牌，公布將待發出
關於保安局公布有關凍結黎智英持有的

資產，以及公司股權的聲明，而該聲明屬公
司內幕消息的公告。壹傳媒停牌前報0.186
元，市值約4.9億元。有分析員指出，港交所
為保障小股民，不應貿然允許該股復牌，因
為壹傳媒大股東黎智英的所有股份已被凍
結，並長年私人“泵水”為公司續命，據估
計有關注資逾20億元。

如今黎智英的資產被凍結，令人無法相
信壹傳媒仍具持續營運能力，壹傳媒需證明
有新資金或白武士打救，否則，港交所應拒
絕壹傳媒的復牌申請，以免復牌股價出現恐
慌性拋售，損害小股民利益。

連蝕5年半注資逾20億
統計顯示，截至去年9月底止，壹傳媒

半年虧損1.45億元；在之前，壹傳媒已連蝕5
年，合計虧損19.47億元。而黎智英近年則頻
頻賣產救亡，私人向壹傳媒注資估計逾20億
元。

據《蘋果日報》上周六（15日）報道，
截至去年9月底，壹傳媒的“受限制銀行結
存”、“已抵押銀行存款”和“銀行結存及現
金”合共為2.287億元，假設在出售台灣業務
後，未能錄得正數的營運業務現金流及缺乏新
股東貸款支持下，按理這筆2億多元現金可維
持營運9個月至10個月。

港交所17日拒絕評論個別個案。香港
立法會金融服務界議員張華峰直言，壹傳媒
的有關公告並未釋除市場疑慮，作為上市公
司，壹傳媒必須向股東清楚交代，黎智英資
產被凍結會否影響公司未來運作、對股價的
影響等。

他指出，就算是一般股民，都會擔憂有
關股票隨時變廢紙，上市公司應負上責任，
回應所有可能引起市場揣測的傳聞。他預
期，若壹傳媒未能釋除市場疑慮，股份復牌
極有可能出現恐慌性拋售，股價在短時間內
直插至仙股，所以認為證監會、港交所應要
求壹傳媒繼續停牌。

他認為，監管機構有責任監督市場，如

果不停牌，對投資者不公平。

持續營運成疑應拒復牌
香港金融發展策略研究所所長詹劍崙指

出，由於黎智英還有案件涉及國安法，若其
一旦被定罪，即表示他損害國家安全，而多
年來壹傳媒依靠他的巨額注資才能生存，即
壹傳媒的持續營運能力也成疑，港交所絕對
可以此為由，拒絕該股的復牌申請。

另一方面，他又指，壹媒傳的報道多年
來都一直損害國家利益，如果壹傳媒整盤生
意也涉嫌違反國安法，他亦質疑該股份是否
適合繼續擁有上市資格。

問及如果壹傳媒復牌無期，或者最終要
退市，股民應如何應對？詹劍崙稱，香港過
往有很多被除牌的公司，都轉為私人公司，
股份並不會變成“廢紙”，只是不能在公開
市場上買賣，以前的股民可以繼續做小股
東，只是這樣長年虧蝕的公司，股份價格無
可避免大貶值。

倘復牌料股民只顧逃亡
至於去年8月黎智英被捕後，曾有大批

聲稱支持壹傳媒的股民，紛紛入市以示支
持，壹傳媒股價一度由 0.075 元，暴炒至
1.96元的高位，出現“仙股變蚊股”奇景，
結果後來揭發是有“大鱷”借此去操縱股價
獲利，警方聯同香港證監會亦拘捕了一眾涉
案人士。

故此，張華峰估計，即使壹傳媒往後復
牌，料也不會再出現同類情況，因為股民屆
時應只顧逃亡，而“大鱷”也不敢惹上擾亂
金融市場的嫌疑，所以禍港多年的壹傳媒料
將“收皮”。

有法律界人士亦指，凍結財產有效期為
兩年是較長，而且當局可以未完成調查為由
申請延期，加上審理案件動輒以年計，變相
被告人的財產長期被凍結，由當局監管直至
有關控罪有裁決。一旦黎智英罪成，其持有
的壹傳媒股份更可能被沒收，一般會在公開
市場“變賣”。如此看來，黎智英及其一手
創辦的壹傳媒窮途末路，末日不遠了。

香港保安局上周五根據香港國安法凍結黎智英持有的壹傳媒股份，以及

他擁有的3間公司於本地銀行賬戶內的資產。壹傳媒17日開市前停牌，以待

發出有關黎智英被凍結資產及公司股權的聲明。法律界人士表示,保安局局長

可申請延長凍結期至超過兩年，一旦黎智英罪成，其持有的壹傳媒股份也可

能被沒收。該批佔壹傳媒約 71%的股份停牌前市值約 3.48億元（港元，下

同）。由於黎智英一直向連年虧蝕的壹傳媒輸血續命，現在黎私產被凍結再

難“泵水”，市場人士估計作惡禍港多年的壹傳媒將步入末日。壹傳媒恐怕

復牌無期，縱使復牌也恐怕會暴瀉，勢淪為廢紙。

●香港文匯報記者 蔡競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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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競文）壹傳媒創辦人黎
智英近年官司纏身，旗下壹傳媒也連蝕5年半，累蝕
近21億元（港元，下同）；而過去10年，累蝕更逾
27億元。截止至去年9月底，壹傳媒可動用資金約
2.287億元，當時料若業務無改善下，則僅夠維持9
個月至10個月運作。事實上，壹傳媒的經營每況愈
下，8個月後的今天，手頭現金相信幾近用盡，加上
大股東黎智英的股份及現金被凍結，可謂已經到了窮
途末路的地步。

該公司最新的半年業績，繼續錄得1.4億元虧損，反
映業績一直沒有改善，手頭現金也難以大幅回升，所以
說壹傳媒已近“乾塘”，並非無的放矢。有分析員認
為，壹傳媒的數碼業務僅靠收費訂閱支撐，難以持續增
長，目前有關虧損達1.24億元。廣告收入方面，也因為
過去經常得罪商家，不少商家都抽走廣告，令收入連年
收縮。印刷業務虧損在最新的半年業績顯示，已顯著擴
大至逾2.85億元。

該名分析員續說，壹傳媒的廣告收益連年下跌，
並非全因政治因素，從商業角度來看，同樣出了問
題。壹傳媒近年多次呼籲市民訂閱蘋果日報電子版，

但很多揚言“力撐”蘋果的人，其實並無“真金白
銀”訂閱，甚至基本的訂閱人數也出現倒退，令市場
對該股的轉型抱失望看法。

壹傳媒的經營版圖也連年萎縮，《壹本便利》、
《忽然1週》、《飲食男女》、《Me!》與《壹週刊》等
雜誌相繼停刊或結束紙本經營，免費報紙《爽報》也
“摺埋”。台灣業務方面，壹電視於早年出售，而台灣
《蘋果日報》上周也宣布印刷版18日停刊。

股價從高位插水99%
壹傳媒經營不善，從股價便可反映出來。壹傳媒股價

在2000年3月乘科網泡沫時創出高價，當時該股高見4.6
元高位（股份後來5合1股，即折合23元），之後股價大
幅回落。壹傳媒上周五停牌前報0.186元，即股價較其歷
史高位下跌逾99%。

多年來，黎智英一直透過多途徑向壹傳媒“泵水”
估計超過20億元，以維持公司的運作，同時他亦是香
港反對派的最大金主。其助手Mark Simon則曾是美國
共和黨的香港支部主席，令人猜想壹傳媒的營運基金是
否一直得到美國方面的捐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保安局
上周五根據香港國安法實施細則相關條
文，凍結黎智英持有的壹傳媒股份，以
及其擁有的3間公司於本地銀行賬戶內
的財產。

保安局局長李家超（圖）17日表
示，案件已進入法律程序，所以行動細
節和資產細節不適宜公開。他強調，是充
分考慮所掌握的資料後作出的決定。

李家超17日出席撲滅罪行委員會會議後會見傳
媒。被問到保安局凍結黎智英資產的理據時，他回應
說：“根據國安法下所制定細則，當保安局局長有合
理理由懷疑某些資產是屬於危害國家安全相關罪行財
產，我可以以書面發出一個凍結通知。我是充分考慮
了我掌握的資料後作決定的。”

李家超指，黎智英已被香港警務處國安處起訴涉嫌
勾結外國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這些並已在法庭提
堂。

他強調，危害國家安全是嚴重的罪
行，港府必然會嚴厲執法，追究到底，
打擊防止危害國家安全罪行，港府會
嚴厲使用法律的有效手段，確保這些
行為會面對法律的制裁，而凍結資產
是重要的措施，確保港府能防範及制
止這些嚴重的罪行。對於無論是犯罪
得益或是對違法行為的一些融資，凍結

資產是一個國際公認、有效打擊或防範這些
“洗黑錢”或對違法融資的犯罪行為。

無回應“七一前取締《蘋果》”
對於有報道指“七一前會取締《蘋果日

報》”，李家超指，今次所採取的行動，是依據法律
去打擊一些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與新聞工作沒有直
接的關係。任何人從事任何工作都必須守法，當有違
法的行為，特別是涉及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行，當局必
然會嚴厲依法處理。

窮途末路 雜誌報紙陸續倒閉

李家超：凍資充分考慮所掌握資料

香 港 新 聞 2021年5月18日（星期二）4 ●責任編輯：何佩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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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記者劉世怡台北18日電）愛國
同心會成員張秀葉 107 年參選北市議員，與
會長周慶峻涉辦餐會賄選，且涉收中資等，
違反政治獻金法，2人遭起訴。北院今天依選
罷法及政治獻金法論罪，判2 人有罪，可上
訴。

張秀葉當年落選。台北地方法院今天依
違反選罷法，判周男3年6月、張女3年5月
，均褫奪公權3年；2人違反政治獻金法的未
經許可設立專戶而收受政治獻金罪，各判 6
月、5月，均得易科罰金。可上訴。

檢方起訴指出，張秀葉於民國 107 年代
表中國民主進步黨參選台北市第13屆中正、
萬華區市議員選舉，她自 101 年起擔任愛國
同心會秘書長，負責管理愛國同心會及中國
民主進步黨帳務；周慶峻則為愛國同心會會
長及中國民主進步黨黨主席。

檢方指出，張秀葉等人涉嫌於 107 年 10

月初，在台北市某餐廳舉辦餐會，席開50多
桌招待選民、每桌金額至少新台幣7000元以
上，進行選舉造勢活動，餐會與選舉投票有
對價關係。

檢方起訴指出，周慶峻未報監察院許可
，在愛國同心會 「贊助我們」網頁上向支持
者募款，張秀葉藉此向支持者收受政治獻金
，合計金額新台幣17萬9000元及人民幣2000
元。

檢方查出，周慶峻、張秀葉未設立專戶
，於 107 年間接續收受周慶峻在中國經營的
湖北同心聯發農業綜合開發公司所捐贈的政
治獻金，合計金額189萬8820元。

檢方表示，張秀葉將這筆金額入冊，以
作為愛國同心會運作及舉辦慶祝中華人民共
和國國慶餐會與資助張秀葉參選台北市議員
活動之用，而未於107年度結束後5 個月內的
申報截止日前向監察院辦理繳庫。

參選議員涉賄及收中資 愛國同心會2人遭判刑

（中央社）榮總桃園分院資訊室採購弊
案，前主任、副技師被控收受賄賂及3C產品
，二審的高等法院今天依貪污等罪仍判李姓
前主任3年8月，前副技師2年及緩刑5年、
須支付國庫40萬元。可上訴。

二審的台灣高等法院判決指出，榮總桃
園分院民國 101 年間辦理 「儲存設備（磁碟
陣列）共同供應契約採購」等採購案。

廠商為順利得標及請款，詢問院內資訊
室姜姓前副技師，想要何物作為回饋，並請
姜男代為詢問李男態度。姜男、李男後來涉
索取手機及筆記型電腦得逞。

判決指出，後續的其它採購案，姜男索
求桌上型電腦、百貨公司禮券得逞，廠商也
有送上現金。案經檢方起訴，一審判決，李
男有期徒刑3年8月，褫奪公權4年，沒收犯
罪所得；姜男有期徒刑2年，褫奪公權2年，
緩刑5年，支付國庫新台幣40萬元。

全案經上訴，由二審審理，今天宣判。

二審合議庭指出，姜男與廠商等人就犯
行坦承不諱，李男則否認收受筆記型電腦的
賄賂，辯稱是筆電壞了，請姜男幫忙代買功
能一般、約新台幣2萬元左右的筆電，不是
收受賄賂等語。

合議庭認為，依其他被告證人供述證詞
，足以認定李男有收賄，且選購筆電，涉及
個人對款式、規格、功能的喜好及需求，請
他人代購未必符合李男的個人喜好及需求，
應不可能在未言明款式、規格、功能的情形
下，請人代購。

且姜男不良於行，若代購筆電不符李男
需求，後續仍須處理，實在難以相信李男會
委託姜男代購，因此，李男說法，無法採信
。

二審今天依貪污治罪條例等罪，判李男3
年8月，褫奪公權4年；姜男2年，褫奪公權
2年，緩刑5年，應向國庫支付40萬元。全案
可上訴。

桃園榮總採購弊案 二審仍判李姓前主任3年8月
（中央社）檢察官改革團體劍青檢改今天表示

，台灣高等檢察署台中檢察分署無視疫情，持續派
員前往地檢署業務檢查，呼籲台中高分檢停止無謂
染疫風險活動，以免成為所轄地檢署防疫破口。

劍青檢改聲明指出，高檢署已宣布年度檢察業
務檢查均暫緩實施，降低一二審檢察官、書記官和
工友等傳遞卷宗人員接觸機會，台南高分檢隨即停
止業務檢查，所轄地檢署因此得以專注防疫，應予
以肯定。

劍青檢改表示，台中高分檢迄今毫無警覺，無
視疫情嚴重，今天持續派員前往彰化地檢署業務檢
查，更通知台中地檢署將堅持照常前往實施全無急
迫性的業務檢查，並預計於31日對台中地檢署執
行調卷檢查作業。

聲明指出，台中高分檢堅持檢查的行徑令人費
解，若其中有人因故遭到匡列隔離，追蹤回溯後，
勢將波及所轄各地檢署同仁也遭匡列；若有同仁不
幸染疫確診，更可能徹底癱瘓地檢署機能。

劍青檢改對台中高分檢派員前往、拖累地檢署
及增加負擔的作為予以強烈譴責，並呼籲法務部長
蔡清祥關注並評估行政監督。

劍青檢改表示，例行年度業務檢查並不急於一
時，呼籲台中高分檢應遵守防疫政策，停止無謂染
疫風險活動，改變心態轉而積極提供所轄地檢署防
疫資源及後勤協助，團結集中精力準備因應未來變
局，勿一意孤行，成為日後所轄地檢署防疫破口的
元凶。

劍青檢改籲停止無謂活動 以免成檢察署防疫破口

（中央社）台中市議員張耀中的兒子今天被發現在南屯區的住處墜樓，消防局獲報到場，但墜樓
男子已明顯死亡，警方已報請檢察官相驗死者遺體，釐清意外原因。

台中市消防局上午8時32分接獲報案指出，南屯區一處大樓住宅有男子墜樓案，派遣南屯分隊，出
動救護車與消防人員到場，但到場發現墜樓者為年約30歲男子，已明顯死亡未送醫。

警方到場調查死者身分，發現為台中市議員張耀中的兒子，警方已報請檢方相驗死者遺體，調查
案發原因。

台中市議員兒子墜樓警消到場已無生命跡象

（中央社）台北市建管處前曾姓人員涉及昇降設備委外抽驗
案收受民間協會賄賂，另向KTV業者詐取檢查費。曾員案發後
身故，北檢今天處分不起訴，另起訴5名民間檢查員，緩起訴4
名業者。

台北地檢署指出，建管處前員工曾華崇自民國98年起任職
於台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建築管理工程處使用科，自101年起經
辦昇降設備委外抽驗標案，委託民間協會執行昇降設備竣工檢查
、安全檢查等業務。

109年4月26日，北市錢櫃KTV林森店發生火災後，市府大
規模檢查轄內KTV、餐廳昇降設備。曾員利用一家KTV業者急
於恢復菜梯使用的時間壓力，透過台灣昇降設備檢查促進安全協
會簡姓秘書長向業者浮報竣工檢查費用，詐得新台幣1萬元。

此外，另有業者為求承攬昇降設備委外業務順利，以年節饋
贈名義，涉及行賄曾員8萬9000元，另有電梯保養業者為減少被
複檢機會，涉行賄2萬元；曾員還涉嫌以贊助科尾牙的名義，向

民間協會收取3萬元現金
。

檢調去年7月15日搜
索並約談曾華崇到案，檢
察官複訊後聲押遭駁回；
曾員同月 23 日被人發現
陳屍基隆河，北檢今天依
法處分不起訴，行賄、贊
助尾牙的4名業者緩起訴
，簡姓秘書長因協助詐欺檢查費遭起訴，檢察官以簡男認罪、無
犯罪所得，請求宣告緩刑。

另方面，檢察官查出，台灣停車設備暨昇降設備安全協會林
姓秘書長等4名檢查員，利用受北市府委託檢查昇降設備的機會
，在檢查大台北地區捷運站電扶梯等設備時，礙於時間壓力輕率
檢查，製作不實紀錄表，向北市府請領每筆250元的抽驗費。

林姓秘書長詐領6萬4250元，林男妻子詐得1萬5750 元，范
姓檢查員、馮姓檢查員各詐得10萬8000元、12萬8000元。

檢察官依貪污治罪條例利用職務上機會詐取財物罪嫌起訴林
姓秘書長等4人，考量4人均自白犯罪、繳回犯罪所得，建請法
院判處2年以下徒刑，並宣告緩刑。

北市府昇降設備檢查弊案 5民間檢查員遭起訴

立院三讀 社會住宅提供弱勢比率提高至立院三讀 社會住宅提供弱勢比率提高至4040%%
立法院副院長蔡其昌立法院副院長蔡其昌（（右右））1818日敲槌三讀修正通過住宅法部分條文日敲槌三讀修正通過住宅法部分條文，，明定調高社宅提供弱勢者明定調高社宅提供弱勢者

的比率的比率，，由現行的由現行的3030%%提高到提高到4040%%。。屋主參加社宅包租代管屋主參加社宅包租代管，，每屋每月租金收入免稅額度每屋每月租金收入免稅額度，，由現行由現行
的不得超過新台幣的不得超過新台幣11萬元萬元，，擴增到擴增到11萬萬50005000元元。。

鄭文燦主持防疫會議鄭文燦主持防疫會議
桃園市長鄭文燦桃園市長鄭文燦（（中中））1818日上午主持防疫會議時表示日上午主持防疫會議時表示，，若桃園市的學校缺課率達若桃園市的學校缺課率達22成成

以上以上，，且大多數學校同意且大多數學校同意，，就全市停課就全市停課。。

隔離人數大增隔離人數大增 新北成立檢疫隔離關懷中心新北成立檢疫隔離關懷中心
國內武漢肺炎疫情升溫國內武漢肺炎疫情升溫，，新北市隔離人數大增新北市隔離人數大增，，市長侯友宜市長侯友宜1818日表示日表示，，將原設將原設 「「居家檢疫關懷居家檢疫關懷

中心中心」」 擴增服務人力擴增服務人力，，更名更名 「「新北市檢疫隔離關懷中心新北市檢疫隔離關懷中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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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文︰唐心琴）認識妍霞是
在一個活動上，一位坐在前排的
女士忽然回頭跟我說：“妳的名
字跟我公公的一樣”，我當時一

愣，她公公是誰呀？相談之下才知她的家翁是早期著名的京
劇票友朱琴心，就是她夫婿朱江的父親。過了幾天她到我家
，希望我連署她參加世華婦女工商理事競選。她的積極主動
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後來妍霞參加各項僑社活動，幾乎有活動就有她的倩影
，忙裡忙外，像隻蝴蝶一樣的穿梭在其中。她參加僑社多年
，很多社團的人都跟她有所接觸，也都了解她的個性，熱情
、主動，心直口快、容易得罪人，她最大的優點就是不計較,
心胸寬大。

僑社的活動，她真是不遺餘力，尤其是賣票，是一項吃

力不討好的工作，很多人是避之不及，而她是盡心盡力的到
處奔波推銷，這也是她的可愛之處, 她與夫君朱江先生伉儷情
深,兩人儷影雙雙經常出現在僑社活動中, 婦唱夫隨 一對標準
的恩愛模範夫妻.

妍霞更是一位忠貞的國民黨同志，舉凡本分會有活動，
不論捐款募款都不落人後，尤其在高唱中華民國國歌時，愛
國情操溢於言表。

妍霞有很好的歌喉，舉凡僑社有唱歌活動的時候都會請
她上台高歌一曲，曾經在美南電視台我製作美南新星光歌唱
擂台節目中名列前茅，2018年中山學術研究會到舊金山開會
，她代表休士頓分會，在餐會上獻唱一首“感恩的心”，歌
聲動人，餘音縈繞。

如今伊人已逝，將長眠於塵土，妍霞, 妳感恩的心、妳忠
黨愛國的心、妳服務僑社的心，永遠留存在我們的心中。

（本報訊）休士頓雙十國慶籌備會5月15日下午以視訊
方式舉辦正、副主委交接典禮及第一次籌備會議，由109 年
籌備會主任委員何怡中交接給110年新任主任委員劉志忠及副
主任委員劉美玲。駐休士頓辦事處處長羅復文、休士頓華僑
文教服務中心主任陳奕芳及副主任楊容清、僑務委員劉秀美
及陳建賓、休士頓中華公所共同主席江麗君出席共襄盛舉，
近40位休士頓僑團負責人及代表與會觀禮。

羅復文處長在交接典禮上肯定109年國慶籌備會團隊在嚴
峻新冠肺炎疫情下完成艱鉅任務，期許今年新團隊發揮更多
新意再創佳績，並表示疫情雖有紓緩，但仍需注意防疫。陳
奕芳主任感謝109年慶籌會團隊成績斐然，新創的國慶 「辦桌
」及露天電影院兩項活動成為觀摩及學習的對象；她預期今

年在 「雙劉」聯手下，活動將有 「一流」的表現。劉志忠致
詞表示，去年慶籌會團隊面臨疫情挑戰，仍辦理20多項精彩
活動，今年疫情雖見紓緩，但活動仍將遵守防疫規定，以確
保參與僑胞的健康及安全，在各僑團支持合作下，再接再厲
展現支持中華民國的熱情及活力。

新任及卸任主委及副主委接著在羅復文處長見證下完成
交接，他也代表僑務委員會委員長童振源頒發新任正、副主
任委員賀函及卸任主任委員何怡中感謝函。交接典禮完成後
劉志忠立即召開第一次籌備會議；在介紹110年國慶籌備會新
團隊之後，他宣佈本年雙十國慶已有近20個僑團申請承辦系
列慶祝活動，申請的僑團也由負責人一一簡介活動內容，由
出席會議僑團代表一起商討細節，場面熱絡。

休士頓雙十慶籌會雙劉擔重任 籌備工作開跑

羅復文處長代表童振源委員長頒發感謝狀給何怡中以及賀狀給劉志忠羅復文處長代表童振源委員長頒發感謝狀給何怡中以及賀狀給劉志忠
及劉美玲及劉美玲。。

各界僑領出席共襄盛舉各界僑領出席共襄盛舉憶妍霞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 ）疾病預防控制中心（CDC）最近宣布，已經
接受了兩次疫苗注射的人們，可以在露天環境中摘下口罩。根據CDC公
告，美國一些主要的百貨商店已經宣布了他們的口罩政策。 沃爾瑪，
Target放寬了全面接種疫苗人們不戴口罩的規則。其他主要連鎖店仍要求
他們戴口罩的規則。 儘管有CDC的最新諮詢，但Home Depot和Kroger
仍是目前保留口罩授權的商店。雖然許多州立即接受了CDC的新指南，
其中說完全接種疫苗的人在大多數情況下不再需要在室內或室外戴著口
罩，但一些企業正在採取觀望的態度。 勞工團體和其他組織警告說，商
店，飯店和其他企業的員工可能會受到顧客暴露于冠狀病毒的威脅。

Target，沃爾瑪放寬全面接種疫苗的口罩規則；Target在其網站上的
更新中表示，它將仍然遵守州和當地關於口罩的規定。儘管有CDC的最
新諮詢，但Home Depot和Kroger仍是目前保持面具授權的商店。 疾病
預防控制中心指南仍然要求在擁擠的室內環境中使用口罩，例如機場，
飛機，公共汽車，火車，醫院，監獄和無家可歸者收容所，並說人們應
遵守當地和州的法規。

沃爾瑪，Sam’s Club， Costco和Trader Joe's將不再要求全面接種疫

苗的顧客戴口罩。 沃爾瑪週五宣布，完全接種疫苗
的顧客無需戴口罩即可在沃爾瑪和Sam’s Club店購
物。美國最大的零售商的公告並未表明其計劃要求提
供任何疫苗接種證明。未接種疫苗的員工仍必須戴口
罩。 Costco週五表示，除了在“藥房”，“眼鏡店

”和“助聽器”部分中，將允許完全接種疫苗的會員無需戴口罩即可購
物。它還將遵循州和地方的法規，因此在需要在室內使用口罩的司法管
轄區中的商店將繼續執行該規則。 Trader Joe’s是最早更新其政策以不
再要求經過完全疫苗接種的購物者戴口罩的主要零售商之一。Trader Joe
’s鼓勵客戶遵循衛生官員的指導，建議那些完全接種疫苗的客戶在購物
時無需戴口罩。 Home Depot和食品雜貨商Kroger公司在內的幾家主要
連鎖店宣布，它們將暫時保留口罩規定。 休斯頓動物園 “休斯頓動物園
將立即生效，除非再參加有償動物聚會。動物園繼續大力鼓勵所有未接
種疫苗的客人戴口罩，並且希望每個人都在擁擠的情況下進行安全的社
會疏導。” H-E-B尚未表示對其現有口罩政策的更改，該政策稱其“希
望”顧客在商店裡戴口罩。 HEB說：我們的商店將繼續使用口罩。星巴
克 星巴克計劃要求客戶和員工戴上口罩。

CVS， Kroger，Disney 和 Home Depot 說，鑑於 CDC 的新指南，公
司目前正在重新評估其在口罩上的地位。在評估完成之前，其有關口罩
的現行政策將繼續有效。 Kroger 在美國各地經營近3,000家雜貨店將暫
時維持客戶和工人的口罩要求。

沃爾瑪Target放寬全面接種疫苗人們不戴口罩的規則
其他許多主要連鎖店仍要求他們的顧客繼續戴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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