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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您家的感覺

服務人員專業、友好
及時解決問題

免費WiFi、室內冰箱
本地電話、報紙、咖啡和茶

房間寬敞、整潔
免費早餐新鮮、健康

緊鄰中國城  交通購物方便
2930 W Sam Houston Pkwy S

Houston, TX 77042

(713) 785-3899

Josie LinJosie LinJosie Lin
休斯頓資深千萬經紀

購屋 |商業 |投資 |⽣意    ⼀站式服務  

聯⽲地產
中國城中國城中國城
亞洲城亞洲城亞洲城

全新蒂凱佳苑精品公寓
24.2萬起

凱蒂亞洲城商圈旺鋪
招商中
與休斯頓⼤學 ,  休斯頓社區⼤學 ,  HMart,  鮮芋仙 ,  85C,
海底撈 ,添好運 ,  Kura等名店為鄰

(713) 630-8000(713) 630-8000(713) 630-8000

前進華⼈新⽣活圈前進華⼈新⽣活圈前進華⼈新⽣活圈

1,000 ~ 8,000平⽅英呎

（中央社）美國最大燃料管線營運業者
殖民管線公司（Colonial Pipeline）執行長
布勞特（joseph Blount）今天承認，他的公
司已支付駭客440萬美元（約新台幣1.23億
元）贖金。

殖民管線公司最近遭勒索軟體攻擊，華
盛頓當局認為，是俄羅斯境內網路犯罪集團
「黑暗面」 （Darkside ）所為。

布勞特告訴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他為這項勒索支付贖金，
是為了更大的利益。

他表示： 「我知道，這是極度爭議的決
定。我沒有掉以輕心。我承認，看到錢給了
那種人，我覺得很不舒服。」

彭博（Bloomberg News）先前曾引述
知情消息來源報導，殖民管線公司支付近
500萬美元贖金給東歐駭客。

美最大輸油公司證實 支付駭客1.23億元贖金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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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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passed a
bill to aggressively investigate hate crimes,
especially in the Asian community that have
increased during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The vote was 364 to 62. All the votes against

the bill were from the Republican Party.

The bill was sponsored by Congresswoman
Grace Meng and Hawaii Senator Marie Hi-
rono. At a news conference Ms. Meng said,
“The Asian American community is ex-
hausted from being forced to endure this rise
in bigotry and racist attacks. We are tired of
living in fear.”

This bill would establish a position at the Jus-
tice Department to expedite the agency’ s
review of hate crimes and expand the chan-
nels to report them. It would also encourage
the creation of state-run hate crime hotlines,
provide grant money to law enforcement
agencies and train their officers to identify
hate crimes, and introduce a series of public
education campaigns around bias against
people of Asian descent.

President Biden said this bill puts our nation
one step closer to achieving justice and
equality.

We are so glad and really appreciate this ac-
tion. It is the first time the U.S. Congress has
passed a bill to address this problem in our
community.

This bill also recognizes that this is a country
of immigrants.

Many Asian immigrants came to this land
looking for opportunity. They devoted their
whole lives to being good citizens.
Asian-Americans are some of the top con-
tributors in many fields.

Today all of us need to be united to over-
come the challenges that face our nation.

0505//1919//20212021

We Praise The Anti-AsianWe Praise The Anti-Asian
Hate Crime BillHate Crime Bill

由紐約地區選出的華裔眾議
員孟昭文所提出的反對歧視亞裔
法案，今天以三百六十四票對六
十二票絕大多數通過，並將請拜
登總統簽署生效。

這項在國會首次通過之法案
，將責成執法單位對於歧視亞裔
之侵犯行為要做立即之處理。

孟昭文議員表示，我們亞裔
社區已經無法繼續忍受那些日愈
增長的偏見和種族歧視之攻擊，
我們更無法生活在恐懼之中，在
此通過之法案中要求司法部所屬
執法機關要盡快受理歧視報案，
並增加经費設立政府之報案專缐
及訓練地方警察，推動公共教育
來防範對亞裔之歧視行為。

拜登總統曾宣稱，這是我們
國家對司法公正和正義更進一步
的行動。

今天我們對通過反對歧視亞
裔之法案表示感謝和振奮，從我
們立國之精神而言，整個美國歷
史之強大和种族融合有著密不可
分之關係，換言之，我們是個由
世界移民組成之國家，千萬来自
世界各地的移民，貢獻了他們的
青春和生命，在此創立了新的家
園。

亞裔人口雖然不是多數，但
是我們對社會国家之貢獻是有目
共賭，希望這個新的法律能夠立
即發揮對亞裔社區保護之積極力
量。

亞裔美人尋求公平正義之勝利亞裔美人尋求公平正義之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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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國會亞太裔黨團參眾議員同心齊力催
生的”新冠仇恨犯罪法案”（COVID-19
Hate Crime Act）在日裔參議員慶野慶子與
華裔眾議員孟昭文與趙美心等人強力發起運
作下終於突破重重難關, 在眾議 院以 364票
比62票表決通過，現在只差遞交到白宮由拜
登總統簽署後即成為正式法律, 這條法律對亞
裔而言具有歷史性的里程碑意義,已讓亞裔的
維權訴求從街頭的吶喊呼籲轉換為正式的法
典捍衛, 在明確的法律條文保障下,亞裔不再
是任人霸凌欺辱的弱勢族裔!

檢視這個經過參眾兩院通過的法案, 其最
大效力在要求司法部必須加強審查法辦仇恨
犯罪惡行, 並且必須任命一位高位階官員來執
行監督工作, 也規定司法部長必須定期向各州
和地方執法機構發布指導意見，說明如何建
立仇恨犯罪線上報告以及收集犯罪數據以提
高公眾對犯罪的認識等, 換言之, 在此法制訂
後, 公權力機關針對亞裔的歧視和仇恨事件必
須依法嚴辦, 而不再只是單純譴責而已。

自從川普前總統在去年惡劣的把新冠病

毒稱為中國病毒, 並故意喊出“功夫流感”後
, 激化了種族主義者對亞裔的仇恨情結, 所以
在過去一年裡針對亞裔的仇恨事件急劇上升,
川普當然是罪魁禍首。根據Stop AAPI Hate
組織最新公佈的資料, 過去一年全美至少發生
了6,600起仇恨事件, 而最近幾個月來亞裔被
襲擊污辱的事件更是層出不窮, 就連曾經擔任
過交通部長和勞工部部長的趙小蘭都不能倖
免, 那是多麼荒誕不經的事 !

根據民調顯示, 有八成的亞裔深感受到歧
視, 這是非常嚴重的事, 如這種劣勢不能改變,
那麼亞裔又如何能夠在美國活得安全又有尊
嚴呢!

從參眾兩院的表決看來, 民主黨顯然是強
力支持亞裔的, 沒有一人反對這次的法案, 但
是投出反對票的62位眾議員全都是共和黨籍
, 再加上參議員霍利, 他們都不尊重亞裔的生
命權利, 都是仇視亞裔的亂源與逆流, 所以在
下次國會選舉時, 我們必須用選票去抵制和教
訓他們, 讓他們做不了我們的傳聲筒!

李著華觀點︰嚴懲邪惡之手!--”新冠仇恨犯罪法案”深具歷史里程碑意義

加薩地帶持續遭到面臨轟炸、破壞與死
亡，引起阿拉伯半島各國廣泛的抗議，即使
有些國家已經與以色列走向關係正常化，但
此次事件實在忍無可忍，包括阿拉伯聯合大
公國、卡達、巴林、科威特等國家紛紛批評
以色列，並大力支持巴勒斯坦人。

美聯社報導，在阿聯與以色列簽署和平
協定幾個月後，街頭上再次出現抗議以色列
的聲浪，社交媒體、報紙專欄上也刊出對以
色列的強烈反感。這可能使原本與以色列的
和緩外交又走向難以避免的尖銳化。

分析人士說，持續的衝突，將會使以色
列與沙烏地阿拉伯等其他阿拉伯國家，想要
達成更多正常化協議的努力化為泡影。

阿聯政治分析家阿卜杜勒克哈利克·阿卜
杜拉(Abdulkhaleq Abdulla)說： 「無論當前的
國家總體優先目標是什麼，當發生這種事情
時，巴勒斯坦問題都會捲土重來。」

阿卜杜拉說，他希望自己的國家(阿拉伯
聯合大公國)的態度能夠更強硬與明確，不只
是 「呼籲在所有當事方停止戰鬥」 ，應該直
接稱 「以色列就是侵略者。」

在巴林，民間社會團體簽署了一份聯名
公開信，敦促政府驅逐以色列大使。在科威
特，抗議團體舉行了兩場集會，既為巴勒斯
坦人默哀，也控訴以色列無辜殺戮。在卡達
，由於該國是容許哈馬斯團體的，哈馬斯最
高領導人發表講話時，政府在周末允許數百
人抗議。

去年，阿聯成為20多年來，與以色列建
立聯繫的第一個阿拉伯國家，僅次於埃及和
約旦，分別在1979年和1994年。這對阿聯
來說也很有壓力，在他們與以色列達成和平
協議時，巴勒斯坦人怒斥阿聯背叛。

隨後，其他3個國家（巴林、蘇丹和摩
洛哥）也依循阿聯的做法，迅速宣布與以色
列達成類似的和平協定。

雖然得罪了巴勒斯坦人，但是在阿聯的
內部，民眾算是接受了政府與以色列的關係
正常化，當政府宣布與以色列建立聯繫時，
幾乎沒有看到明顯的批評。

但是與西方民主國家不同，海灣地區國
家政黨是被禁止的，政治表達受到嚴重壓制
。

不再沉默 波灣各國對以色列表示憤怒

頂尖企業（Top Aces Corporation）向以色列買了29架退役的F-16 「鷹」 （Netz）後，如今已首
度開著其中1架飛上青天，而這是第一次有私人戰訓支援企業飛任何4代戰機。

據《戰區》（The War Zone）網18日報導，頂尖企業為了這批戰機，在亞利桑那州梅薩山機場
（Mesa Gateway Airport）新建成F-16卓越中心（F-16 Center Of Excellence）。而頂尖企業的本部
在加拿大，如今已蛻變為貨真價實的跨國企業，將在美國發展剛萌芽的F-16業務。

頂尖企業打算利用這私有機隊，充當空軍，海軍和海軍陸戰隊航空兵的進攻對手，來支援五角大廈
與日俱增的空中對抗支援需求。目前空中對抗服務業者旗下的大都是3代戰機，其中有部分深度升級，
以較低廉的價格，模擬較先進的威脅，而並未實際使用第4代戰機。

報導指出，看到頂尖企業朝複雜，甚至可能更昂貴得多的對戰方向邁進，是很有趣的一件事。而美
國空軍已採循序漸進的方式，將對戰服務的複雜性升級，也因此，起碼就概念上來說，把F-16戰機加
入組合，似乎是很符合邏輯的下一步。

第1架私人F-16首飛 要當敵機對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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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發表19萬字保險專欄，
www.johnleeins.com 歡迎索取

7001 Corporate Dr. #201. Houston, TX 77036（華埠大廈）
電話: (832) 500-3228請找謝經理

李元鐘保險
我們擁有最多美國政府認證的
各項保險專業證照、得獎無數

美國保險碩士、台灣淡江保險學士

美國及台灣前十大保險公司理賠專員

汽車、房屋、商業、人壽、醫療、老人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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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JC

335 Avenue E,Stafford,
TX 77477

電話: (281)631-5260
網址: www.tjc.org
電子郵件: Houston@tj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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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
邊境局勢引關註

綜合報導 近期，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邊境局勢緊張。當地時間13

日，亞美尼亞代總理帕希尼揚表示，目前有240多名阿軍方人員非法越

過邊境進入亞美尼亞，造成兩國邊境緊張局勢升級。

當日早些時候，亞美尼亞常駐集體安全條約組織 (簡稱“集安組

織”)代表比亞戈夫表示，亞方認定，阿塞拜疆武裝力量於12日越過邊

境，深入亞領土數公裏。他稱阿塞拜疆的舉動是挑釁行為，是對亞美尼

亞領土的覬覦及對地區安全與穩定的嚴重威脅。

13日，阿塞拜疆外交部就亞美尼亞稱阿軍隊越過亞阿邊境一事作出

回應。阿外交部表示，由於歷史原因，阿亞兩國對邊境線問題一直存在

爭議，阿政府已采取措施穩定阿亞地區邊境局勢，並於12日派出邊境服

務局官員前往爭議地區與亞方進行談判。阿外交部同時還表示，亞方應

當接受目前兩國邊境地區的實際情況，更不應將升級兩國邊境局勢作為

國內選舉博弈的籌碼。同日，阿塞拜疆外長巴伊拉莫夫與俄羅斯外長拉

夫羅夫也就亞阿邊境局勢進行了電話會談，兩國外長一致同意須通過政

治和外交手段解決當下的緊張局勢。

對此，集安組織秘書長斯坦尼斯拉夫· 紮斯也於同日表示，集安組織密

切關註亞阿邊境地區的局勢。如果兩國間緊張局勢升級，該組織將按照有

關章程和條約采取相應行動。另據國際文傳電訊社報道，紮斯13日同亞美

尼亞代理國防部長阿魯丘尼揚和代理外交部長埃瓦江就亞阿局勢通電話。

紮斯曾於2020年10月表示，如果亞美尼亞的主權受到威脅或者遭到

直接武裝進攻，該組織將介入亞阿在納戈爾諾-卡拉巴赫地區的沖突並采

取必要行動。

集體安全條約組織正式成立於2002年，成員國包括俄羅斯、白俄羅

斯、亞美尼亞、哈薩克斯坦、吉爾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

新西蘭又有動作！
總理考慮率代表團訪華 望推動貿易發展

綜合報導 新西蘭總理阿德恩宣布，

政府將與更多國家探索開啟新冠肺炎疫情

後的旅行“泡泡”項目，並計劃於7月率

領貿易代表團訪問澳大利亞，同時也考慮

訪問中國、歐洲、美國等地，以進一步加

強貿易關系。

據報道，阿德恩13日發表財政預算公

布前的公開講話。她表示，在因新冠疫情

經歷了一年的封鎖後，新西蘭應“與後疫

情時期的世界重新建立聯系”。

阿德恩指出，自從4月與澳大利亞的

旅遊“泡泡”項目開始以來，有超過7萬

人從澳大利亞到達新西蘭，而有超過5.7

萬人，從新西蘭前往澳大利亞。

阿德恩說，新西蘭的疫苗推廣還不完

全，可以安全開放的國家數量也有限。但

她表示，更廣泛的人群將從7月開始陸續

接種疫苗，並希望“更多國家與新西蘭一

起探索(免隔離旅行)機遇。”

另外，阿德恩對現場的商界人士指出

，除考慮與部分國家建立旅行通道外，擴

大貿易關系也是一個重點。她表示，將於

7月初率領一個代表團訪問澳大利亞，並

將考慮率領代表團訪問歐洲、美國、中國

和更廣泛的亞太地區。

阿德恩說，“這將是自新冠肺炎暴發

以來的首次出訪。”她表示，鑒於新西蘭

國內和全球的現實情況，這些出訪“意義

重大”。

值得一提的是，新西蘭與中國一直有

著重要的貿易聯系。中新自貿協定於2008

年簽署生效，是中國與發達國家達成的第

一個自貿協定。得益於這一協定，兩國雙

邊貿易額從2008年的44億美元增長到2020

年的181億美元，年均增速高達14%。

2021年5月初舉行的新西蘭中國商業

峰會上，阿德恩表示，中國是新西蘭最重

要的市場之一，新中兩國始終保持著良好

的全面戰略夥伴關系。她提到，未來新西

蘭政府將在雙邊貿易、疫情防控等方面，

加強與中國的對話與合作。

新西蘭外交部長馬胡塔也稱，新西蘭

希望與中國建立“更為成熟”的關系，確

保在雙方贊同的問題上，保持“尊重和一

致”。

對此，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5月6

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中新兩國互為重

要合作夥伴，兩國關系與合作創造了多項

“第一”。“中方願同新方共同努力，繼

續發揚‘爭先’精神，加強對話，深化合

作，排除幹擾，推動中新全面戰略夥伴關

系取得更大發展。”

以色列發動“最致命”空襲
古特雷斯籲巴以立即停火

巴以暴力沖突已進入第八日，雙方

最新沖突持續升級。當地時間16日，以

色列對加沙地帶一條主要街道進行空襲

，造成42人死亡，其中包括16名婦女和

10名兒童，為近一周來最致命的一次襲

擊。與此同時，聯合國安理會於當天開

會討論了巴以沖突的解決方案。

以色列空襲致42人死亡
多棟建築被夷為平地
加沙地帶衛生部門16日表示，以色

列對加沙一條主要街道進行的空襲已造

成42人死亡，其中包括16名婦女和10名

兒童。

報道稱，這是雙方激烈沖突爆發以

來最致命的一次襲擊。以軍襲擊了一條

市區滿是住宅樓和商家的繁忙街道，摧

毀了兩座相鄰的建築物和另一座約50米

以外的建築。“這是沒有人能形容的恐

怖時刻。”當地一名協助救援的居民這

樣說。

加沙衛生部表示，有50多人在空襲

中受傷。救援行動仍在進行中。

報道稱，連日來，以軍對加沙地帶

的轟炸共造成巴方192人死亡，其中包

括58名兒童和30余名婦女，另有超1200

人受傷。

另外，以軍16日在對南部城鎮汗尤

尼斯的一次空襲中，摧毀了哈馬斯領導

人葉海亞· 辛瓦爾的住宅。不過有消息稱

，空襲時辛瓦爾不在家中。

另一方面，以色列本土守備司令部

司令奧裏· 戈爾丁表示，本輪沖突爆發以

來，10名以色列人身亡，大約50人重傷

，另有數百人受傷。

聯合國安理會召開緊急會議
以總理揚言將繼續攻擊
巴以沖突持續升級，引了國際社會

嚴重關切。聯合國安理會於16日開會討

論巴以沖突的解決方案。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在會上表示

，以色列與加沙武裝分子之間的暴力沖

突是“完全駭人聽聞的”，他敦促雙方

立即停火。

“最新一輪的暴力只會使死亡、

破壞和絕望在循環中持續，並將任

何共存與和平的希望越推越遠。”

古特雷斯在聯合國安理會線上會議

上說。“戰爭必須停止。必須立即

停止。”

不過，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此前

在電視講話中表示，以色列對哈馬斯的

行動不會立即結束。“我們現在正在采

取必要行動，為以色列的公民恢復平靜

和安靜。”

據美聯社報道，本輪沖突為2014年

以來以色列與加沙地帶武裝組織間爆發

的最大規模沖突。

意大利接種超量疫苗女子出現脫水

正接受觀察治療

綜合報導 意大利民防部報告，意全國累計確診病例4139160例，死

亡病例123745例。意大利金貝基金會13日公布監測數據顯示，在過去35

天，意大利新冠患者住院人數減少了49.1%，重癥監護患者減少了45.1%

，醫院壓力大幅度減少。

當地時間9日，意大利托斯卡納馬薩諾亞醫院護士，誤將6劑輝瑞

疫苗一次性註射到了一名23歲女學生體內。經衛生部門核查，減去藥瓶

中的殘留劑量，該女學生實際註射疫苗劑量應為4劑，符合美國輝瑞疫

苗測試接種劑量研究僅限於4劑的要求。

該女生接種疫苗後，出現了發燒、疲倦、骨痛、手臂痛等癥狀。目

前，該學生每天幾乎要喝7升水，卻仍處於脫水狀態。米蘭加拉齊醫院

研究所病毒專家普雷格裏亞斯科正負責對她進行觀察治療，並調查其脫

水癥狀是否與接種疫苗過量有關。

此外，意大利總理府官網發布消息稱，總理德拉吉日前簽署一項聲

明，將放棄擔任總理職務期間任何報酬。德拉吉表示，希望無償為國家

提供服務。

根據2020年納稅申報表，德拉吉2019年稅前收入為581665歐元

。在個人資產方面，德拉吉名下擁有10套房產、6處土地及股票，其

中一套房產位於英國倫敦。此外，德拉吉名下並未登記任何車輛、

船只或飛機。

德拉吉在出任意大利總理前，曾擔任過意大利中央銀行行長、歐洲

央行行長，並在佛羅倫薩大學任職經濟學教授。

奧地利政府升以色列國旗表示力挺
伊朗外長取消訪奧

綜合報導 因奧地利政府在維也納升起以色列

國旗，以此聲援以色列，伊朗外交部長紮裏夫15

日取消了原定訪問奧首都維也納的計劃。

報道稱，巴以沖突持續升級之際，奧地利總理塞

巴斯蒂安·庫爾茨日前在社交媒體上發文力挺以色列，

稱必須以最強烈的方式譴責對以色列的恐怖襲擊。他

還指示在總理府升以色列國旗，以示團結。奧地利駐

以色列大使漢娜· 利科、外交部長亞歷山大· 沙倫貝格

隨後也對巴以沖突做出回應，均表態支持以色列。

報道還稱，紮裏夫原定在維也納會晤奧地利外

長亞歷山大· 沙倫貝格，不過鑒於奧地利在政府機

構上空升起以色列國旗，紮裏夫取消了此訪。伊朗

外交部副部長阿巴斯· 阿拉格希表示：“看到維也

納政府機構上空飄起占領政權的旗幟，該政權數天

內殘忍殺害數十名包括兒童在內的無辜平民，我感

到震驚和痛心。”

沙倫貝格的發言人說，對紮裏夫取消訪問感到

遺憾。

連日來，巴勒斯坦加沙地帶武裝組織與以色列

之間的嚴重沖突持續升級，已造成上百人死亡，引

發國際社會嚴重關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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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美國

美國海軍驅逐艦18日航行通過台灣海峽
，此為美國總統拜登1月下旬就職以來，4
個月內美軍驅逐艦第5次航行台海。此外，
雷根號航空母艦也正在菲律賓海演訓。

美國海軍第7艦隊新聞稿指出，勃克級
飛彈驅逐艦 「魏柏號」 （DDG 54）在符合
國際法的規範下，於當地時間18日例行通過
台灣海峽，表達美國對 「自由開放的印太區
域」 之承諾，未來將持續合法航行。

拜登1月20日宣誓就職以來，4個月內

這是第5度美國軍艦航行通過台灣海峽，包
括2月兩次，3月、4月和5 月各一次，均為
勃克級飛彈驅逐艦。

除此之外，美國海軍太平洋艦隊今天在
社群網站上公布消息，雷根號航空母艦
（CVN 76）與日本海上自衛隊最新一代的
神盾驅逐艦 「摩耶號」 （DDG 179）在菲律
賓海共同航行、進行演訓的照片。

這則貼文的標籤強調 「自由開放的印太
區域」 和美日兩國海軍的夥伴關係。

美國海軍驅逐艦通過台灣海峽 航空母艦鄰近演訓

美 國 聯 邦 參 議 院 民 主 黨 領 袖 舒 默
（Chuck Schumer）今天晚間公布跨黨派修
正案，要在5年內斥資520億美元來大幅提
升美國半導體晶片的生產及研究。

舒默表示，美國必須從各方面解決來自
中國與日俱增的威脅，特別是科技競賽。他
說： 「如果我們不大膽、大幅的加把勁，恐
怕一整個世代都有錯失高薪工作的風險，而
且是數以百萬計。」

這項緊急撥款方案將納入參院本週處理
的1400多頁修正草案之中，草案預計將砸
1200億美元資金在美國基礎與先進科技研究
之上，以更有力與中國競爭。

舒默指出： 「美國製造業因晶片短缺而
承受相當大的衝擊。我們不能光依賴外國處
理器製造晶片。這項修正案將確保我們不再
如此。」

這項提案包括495億美元的緊急追加撥

款來資助今年國防授權法（National De-
fense Authorization Act ）中所納入的晶片
條款，但需要另一道程序來籌集資金。總統
拜登也已要求500億美元的經費來扶植半導
體生產與研究。

據路透社報導，這項法案包括390億美
元的生產與研發激勵措施，105億美元用來
執行包括國家半導體科技中心（National
Semiconductor Technology Center ）、國
家先進包裝製造計畫（National Advanced
Packaging Manufacturing Program）等的研
發計畫。

這項法案也包括15億美元的緊急融資
，協助支持西方企業來替代中國設備供應商
華為及中興通訊，以加速發展由美國營運商
支援的開放式架構模型，及所謂的Open-
RAN（Open Radio Access Network，開放
式無線接取網路）。

提升美國晶片研發產製 參院公布520億美元提案

在以色列與巴勒斯坦武裝組織 「哈瑪斯」
（Hamas）衝突愈演愈烈之際，美國拜登政府仍繼
續推動對以色列的軍售案，其中包括多款精確導引
彈藥。美眾議員歐瑪（Ilhan Omar）痛批，在平民
死傷不斷出現時向戰區提供武器，簡直 「駭人聽聞
」 。

拜登政府5日便已將相關軍售協議送交國會審
查，內容為售予以色列聯合直攻彈藥（JDAM）、
GBU-39小直徑炸彈（SDB）等精確導引彈藥，總
價值約7.35億美元（約新台幣205億元）。 「路透
社」 （Reuters）表示，由於當時以巴衝突尚未升
級，因此無論民主黨或共和黨議員都未提出反對。

不過近期以巴衝突急速升溫，部分聯邦眾議院
外交事務委員會（House Foreign Affairs Commit-
tee）成員開始呼籲拜登政府推遲對以色列的軍售

案。獨立媒體《中東之眼》（Middle East Eye）
18日報導，經常批判以色列的議員歐瑪便強調，
在當地暴力升級且平民不斷死傷下，還向以色列提
供精確導引彈藥，簡直 「駭人聽聞」 。

《國防新聞》（Defense News）則報導，外
交事務委員會主席米克斯（Gregory Meeks）雖然
沒有以強烈言詞抨擊，但也已致信拜登，呼籲推遲
軍售案進行，藉此向以色列和全球傳達停止衝突的
急迫性，進而促進以巴雙方再度展開對話。

由於以色列接受大量美國援助，讓美國有能力
藉此影響該國決策；不過外交事務委員會中共和黨
位階最高者麥考爾（Michael McCaul）指出，在此
時暫停軍售，將向美國在該區域的最大盟友送出
「脆弱訊號」 ，恐影響雙方關係。

衝突之際售以色列精確導引彈藥 美議員：駭人聽聞

美國紐約州檢察長辦公室今天表示，針對前總
統川普旗下川普集團（The Trump Organization）
展開的調查，已不再純屬民事性質，而是刑事調查
。

紐約州檢察長詹樂霞（Letitia James）一直在
調查川普集團是否不實申報房地產價值，藉此取得
貸款以及經濟和稅務上的好處。

檢察長辦公室發言人說： 「我們已經通知川普
集團，我們對該公司的調查已不再是純粹的民事性
質，我們與曼哈頓地區檢察官合作，現正從刑事角
度對川普集團進行積極調查。」

路透社無法立即聯繫上川普集團取得評論。川
普過去曾說，民主黨籍的詹樂霞負責監督的這起調

查是出自於政治動機。
另一方面，民主黨籍的曼哈頓地區檢察官范斯

（Cyrus Vance）過去2年多來一直在調查川普擔
任總統前的商業往來。

范斯辦公室在法庭文件中表示，針對前總統川
普旗下的川普集團，他們在調查 「可能是廣泛且長
時間的犯罪行為」 ，包括稅務和保險詐欺，以及偽
造商業紀錄。

范斯最初展開調查，是因為川普前私人律師兼
喬事人柯恩（Michael Cohen）在2016年大選選前
，曾付封口費給2名宣稱與川普有性接觸的女子。

共和黨籍川普2020年大選失利，敗給民主黨
籍對手拜登後，這起調查便加速進行。

紐約州檢察長：川普集團犯罪行為轉為刑事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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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出口運價指數創歷史新高
歐美需求旺盛推動 運費飆升物流商難捱

歐美需求旺盛推動中國內地出口大升，隨之而來

的出口運價也飆漲。有從事美國海運物流業務的深圳

公司負責人稱，去年疫情發生後前往美國的海運費用

上漲了五倍，由於公司要給出口客戶大量墊資，因擔

憂風險而不敢大幅擴張，因此今年以來業務並沒有大

的增長。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昌鴻深圳報道

上海航交所按周公布的中國貨櫃出口運價指數
上周五報2,134.37，為有數據記錄以來最

高，並且已連續四周上漲。這是指數在觸頂回落
兩個月後，4月下旬重拾升勢，並在5月的頭兩周
連續刷新歷史高位。作為出口需求的先導指標，
運價走高意味着內地出口和人民幣匯率仍將繼續
受到支撐。

貿易順差助人幣止跌回升
據彭博社稱，去年以來該運費指數和人民幣

匯率呈現明顯的正相關性。由於全球疫情使得旅
行項下逆差銳減，貨物貿易順差成為中國內地經
常項目最主要的資金流，對人民幣匯率起到明顯
支撐作用。東南亞等地疫情反覆令許多訂單轉移
到內地，令內地4月錄得超預期的貿易順差，當月
人民幣匯率也止跌上漲。

澳新銀行中國策略師邢兆鵬指，出口運費再度

上行，反映出口向好，加上商品價格普遍上漲，貿
易商可以承擔更高運費成本，料今年全年出口都會
很強勁，商品供應依賴中國的局面在新興市場經濟
體全面免疫前都不會改變，“現在商船供應是中國
經濟成長的一個瓶頸。”

據中國海關上周公布的數據顯示，以美元計
價，4月出口同比增長32.3%，進口升43.1%，當
月貿易順差為428.5億美元，出口增速及順差規模
遠超市場預期。

分析：運費波動或因疫情
邢兆鵬稱，考慮到大宗原物料漲價和中美貿

易協議履約，內地的進口增速可能快於出口，貿
易順差可能逐季縮小，進而對人民幣匯率的支撐
不及去年。“預計6.3至6.4區間可能是本輪升值
的極限，除非疫情再持續一年。”德國商業銀行
新興市場經濟學家周浩認為，近幾個月出口運費

的波動主要受海外尤其是東南亞和中國台灣疫情
的影響，而當前人民幣匯率的主要決定因素仍在
於美元，由於美元沒有明確方向，預計人民幣近
期也會在6.45附近波動。

一年墊資數千萬增業務風險
深圳從事出口美國的海運物流業務的中進國

際執行董事唐毅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表
示，去年疫情爆發以來，前往美國的海運貨櫃運
費基本漲了五倍，認為目前行情不太正常，整個
物流生態受到疫情影響，市場價格虛高。因為海
運巨頭強勢，以各種理由漲價，所以公司業務量
沒辦法提升。更令他頭疼的是，公司很多都是出
口客戶，要求公司墊資，一年動輒數千萬元人民
幣。因擔心風險和資金供給能力，公司只得放棄
許多墊資業務，所以業務量基本上沒有什麼增
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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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出口運價飆至歷史新高，意味出口持續增長。圖為招商港口深圳西部港區。

香港文匯報深圳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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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海巖北
京報道） 國家發展改革委政策研究
室主任、新聞發言人金賢東18日在國
家發改委例行記者會上稱，近期部分
大宗商品價格大幅上漲，主要是由於
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上漲、全球流動性
寬鬆以及市場預期等因素疊加影響。

全年走勢料“兩頭低、中間高”
受國際大宗商品價格傳導效應

以及去年同期低基數等因素影響，近
幾個月PPI漲幅還可能進一步擴大，
二季度PPI同比漲幅可能繼續走高。
“但隨着價格信號對原材料生產流通
的引導作用持續釋放，大宗商品價格
將逐步回歸供求基本面。”金賢東預
計，全年PPI同比漲幅呈“兩頭低、
中間高”的走勢，下半年同比漲幅將
有所回落。

金賢東透露，針對近期大宗商
品領域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發改委
已會同有關部門調整完善鋼材進出口
相關政策，加強期貨市場監管。目前
正與市場監管總局正在聯合調研鋼材
與鐵礦石等市場情況，下一步將強化
市場監管，採取針對性措施，切實維
護市場穩定。

加大開發鐵礦資源保供給
為保障鐵礦石供給，將加大鐵

礦資源勘察開發力度，加快推進內
地鐵礦新項目和在產資源接續項目
建設，統籌做好社會再生鋼鐵資源
回收利用。同時，鼓勵有條件的企
業積極穩妥開發境外鐵礦石資源，
鼓勵企業拓寬鐵礦石進口渠道，有
序推進境外再生鋼鐵原料進口和資
源利用等。

此外，金賢東表示，發改委正
在抓緊編制2030年前碳排放達峰行
動方案，研究制定電力、鋼鐵、有色
金屬、石化化工、建材、建築、交通
等行業和領域碳達峰實施方案，積極
謀劃綠色低碳科技攻關、碳匯能力鞏
固提升等保障方案，進一步明確碳達
峰、碳中和的時間表、路線圖、施工
圖。

金賢東特別強調，支持民營企
業參與國家重大戰略，支持民企積極
投資建設集中式或分布式新能源、大
容量儲能設施，開展“風光水火儲一
體化”、“源網荷儲一體化”示範項
目建設。

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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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剩戶外能插管”醫生淚曝急診室惡夢

台當局拒設方艙 輕症留家勢“埋雷”
昨再增240本土確診 專家：不想學大陸做法恐步日本後塵

綜合華視新聞、中央社及聯合報報

道，台灣新冠疫情確診病例持續三位數增

長，18日再度公布新增240例本土個案。

其中106例在新北市，102例在台北市。

面對承受巨大壓力的一線醫護，民進黨當

局不僅拒絕建設方艙醫院分流輕症病例，

還出台所謂指引，建議輕症、無症狀不需

積極治療的確診病患，可以居家隔離，將

醫院病床留給重症病患，恐埋下繼續“爆

雷”的隱患。台灣預防醫學學會理事長陳

宜民表示，指揮中心如此排斥方艙醫院，

大概是不想學習大陸的做法。

台當局衞福部門18日表示，最新統計顯示，台
北、新北、基隆與宜蘭四地醫院負壓隔離病房

僅剩47間，專責病房僅剩28間，醫療量能吃緊。台
灣大學醫院當日呼籲，輕症或無症狀患者請到社區
採檢站，勿直衝急診，致使急診室堵塞，耗費醫療
資源。台北市衞生局證實，目前台北市病房均已住
滿，無法將患者全部安排進入病房，只能要求其在
家自我隔離等候通知。

新北提請設置方艙被拒
《聯合報》18日發文指，台灣號稱醫療資源充

沛，如今僅數百起感染病例就左支右絀，不可思
議。這顯示出指揮中心部署不足，民進黨當局所稱
的“超前部署”，可能僅關注了口罩實名制，篩
檢、購買疫苗等問題均停步不前。文章建議，應建
立像大陸方艙醫院一樣的臨時收治中心，設計新的
醫療收治程序，分流輕重患者，節約醫療資源，避
免滋生感染。

據報道，疫情嚴重的新北市此前已經提請民進
黨當局設置方艙醫院，但是，防疫部門負責人陳時
中卻表示，“目前沒有考慮建置方艙醫院”。新北
市長侯友宜表示，當局不同意設置方艙醫院，再加
上新冠肺炎疫情為輕症、無症狀確診者為主，目前
新北市整個醫療體系，會就現有的醫療能量盤點，
以設置集中檢疫所為優先，目前已清空183處集中
檢疫所，後續會再陸續徵調，用來容納輕症、無症
狀確診患者，若再有不足，就會依去年演練過的社
區感染大規模爆發時，用隔離收治中心來收治。

台北市長柯文哲18日則表示，台北市會直接徵
用大型旅館，“現在去蓋方艙醫院也來不及了”。
台北市政府18日召開疫情相關記者會，柯文哲表
示，若患者快篩呈現“陽性”，但不需要醫院治
療，會放在防疫旅館，將增加旅館內的醫護人員，
盡量保留醫院戰力。

傳播隱患或致疫情加劇
台灣預防醫學學會理事長陳宜民表示，指揮中

心如此排斥方艙醫院，大概是不想學習大陸的做
法，畢竟在台灣講到“方艙醫院”，許多人就想到
是大陸在使用，然而實際上外國也有這種比較大的
隔離場域，包括意大利與英國在疫情嚴重時都設置
過，因此指揮中心不需要排斥。

而台灣當局出台的所謂的“輕症居家隔離注意
措施”，指輕症大多數天後可恢復，只要在家休養
時盡量做到“一人一室”即可，未有要求同住人也
有相應的禁止外出要求。事實上，這一做法已經在
去年的全球疫情中，被證明是容易埋下社區傳播隱
患的。以日本最近一波疫情為例，為優先確保重症
患者得到收治，日本政府建議輕症患者和無症狀感
染者居家或在指定酒店隔離。日本傳染病專家認
為，居家患者可能是導致日本疫情急劇加重的主要
因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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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台灣
17日因高雄興達電廠設備出狀況，經歷5
天以來第二次大停電，對於在家防疫的民
眾來說，更是增添困擾。據18日公布的
一份網媒民調顯示，有四成網友連續受到
兩次停電影響，近七成網友認為，台灣行
政機構負責人蘇貞昌及經濟部門負責人王
美花應該下台。

網路媒體NOWnews以“相隔不到5
天，台灣又大規模無預警停電，你有受到影
響嗎？”為題進行網絡民調，該民調也詢問
網友，在這兩波限電分區輪流供電中，有受
到影響嗎？結果顯示，參與投票的網友中，
5月 13 日與 5月 17 日都受到影響的有
40.88%。對於“經濟部門負責人”或“行
政機構負責人”是否應該為此下台？有
69.89%網友認為“應該，5天內兩度停
電，影響戶數太廣了”；另有21.76%網
友認為“不應該，用電量超出預估，限電
只是必要措施”。

中國國民黨革實院院長、台北市民代
羅智強18日表示，台灣地區前領導人馬英
九曾憂心忡忡說：“若按民進黨的政策，台
灣10年內必然大缺電”，並早就預言了台
灣當局在蔡英文執政後的台灣處境。馬英九
辦公室回應說，這些都是專家根據科學判斷
預見的。

台灣疫情延燒，許多醫院急
診室需負擔篩檢，以及就診人
潮，甚至改至戶外門診；急診科
醫師田知學坦言“未曾如此”，
急救區、負壓隔離病房與專責病

房全滿床，一位垂死無意識的老人家，病情急需
急救插管，又深怕若是確診者大家恐陷染疫風
險，全院只剩戶外能插管，最後家屬放棄急救，
讓她不禁落淚。

近日雙北（台北、新北）地區醫院擠爆篩檢
民眾與病患，導致急診病房滿床。身在第一線醫
護的急診科醫師田知學，以人山人海形容急診室
現況，她感嘆，全世界不是只有新冠肺炎一個
病，還在思考如何疏通眼前如夢的情況，危急的
情況接連而來。

當時護理師突大喊急救，田知學說，眼前不
是一個急救的床位，但一位年紀非常大的老先生
已經蒼白、定格了，大家衝上去壓胸、準備插
管，自己趕緊請外籍看護找家屬，最後他們決定
不要急救。

田知學調整情緒後，突然，檢傷護理師又往
急診室內大喊，有一位高燒瀕死前呼吸的老人。
她下意識地回應，將病人推進急診室，卻獲得
“沒有床”的回應，而這幾天急診一直都處於這

種狀態。
田知學眼見急診室內都是等着採檢的民眾，

心想“如果在這邊插管？空氣都會瀰漫着他（病
患）的飛沫，萬一他是陽性，大家全部感染”，
而戶外也有許多人等着篩檢，便喃喃說着：“外
面！只有外面可以插管急救。”

“前兩天其他急診爆到需要在戶外急救病人
是真的。”田知學說，當時看着護理師把所有可
能可以就地戶外使用的急救器材推到自己眼前，
為了讓家屬見老人最後一面，試着用氧氣讓病患
撐着，此時的她淚水不爭氣地滑落。

田知學感嘆，這一切太不真實如噩夢般，緊
急事件越演越烈，雙北好多醫院，急診水深火
熱。 ●《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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島內輿論強烈質疑台當局防疫不力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近期台灣新

冠肺炎疫情驟然升溫，單日新增本土確診病例17
日攀升至333例，防疫形勢日趨嚴峻。連日來，
島內輿論持續發聲，批評民進黨當局防疫不力是
造成此次島內疫情爆發的要因，呼籲當局“政治
放一邊，疫情擺中間”，加大普篩，並盡快從多
個渠道獲取疫苗。

有島內媒體稱，“這是自去年初以來，台灣
防疫戰最慘的一次挫敗”。據報道，某種程度的
恐慌情緒正在台灣全島蔓延擴散。儘管民進黨當
局不斷強調物資充足，島內多地仍出現民眾瘋搶
物資情形，口罩、酒精等防疫用品價格水漲船
高，醫院床位捉襟見肘。更令民眾擔憂的是，不
少病例至今仍無法確定感染源頭。

台灣《中國時報》17日發表評論指出，各種
疫情傳聞甚囂塵上，人民需要當局做事。只在社
交媒體上高喊團結，卻不願實時提供正確、完整

的信息，是不可能安定民心的。在整個防疫過程
中，當局“第一時間不是構築病毒防火牆，而是
構築責任防火牆，把責任往外推”。

給足1年防疫時間卻玩政治
“指揮中心在老天爺給的1年假期內只會玩政

治，沒有好好整備篩檢量能，到現在敵人大量出現
才發現根本沒子彈，還正經八百地騙老百姓還在存
子彈。這和騙疫苗如出一轍，是在騙老百姓的
命。”台灣防疫學會理事長王任賢投書媒體說。

曾任當局衞生主管部門負責人的醫學專家楊
志良更是在接受台媒採訪時痛斥：“是獨裁防疫
害了台灣疫情！”

事實上，台灣的本土疫情一直零星出現，周
邊地區頻繁查出來自台灣的輸入病例就足以證
明。然而，民進黨當局卻始終堅持拒絕普篩，台
防疫部門負責人陳時中近日仍辯稱“普篩不僅沒

效，還可能損害醫療量能、拖慢疫調速度，得不
償失”。據台媒報道，目前全台僅台北、新北設
立了屈指可數的社區篩檢站，每天大批民眾前
往，站前“大排長龍”。

有台媒直言，民進黨當局拒絕普篩的真正原
因是擔心會讓其極力塑造的“防疫模範生”形象
破功。台資深媒體人趙少康在社交媒體上質疑：
“如果只是怕普篩戳破了零小區感染的假象，最
後苦果由全民承受，實在太可惡、太自私了。”

台灣《經濟日報》17日發表社論指出，目前
新冠病毒已發生變異，防疫局勢產生變化，當局
防疫措施亟待升級。屢有專家建議普篩，當局卻
毫無作為。

《聯合報》則刊文說，“防疫不能靠運氣。
台灣無法取得足夠的疫苗，若還不加強核酸檢
測，我們真打算只靠口罩與洗手撐過這次疫
情？”

●●新北市亞東醫院爆發院內感染事件新北市亞東醫院爆發院內感染事件，，其中其中
11確診者死亡確診者死亡。。圖為圖為1818日亞東醫院戶外篩檢日亞東醫院戶外篩檢
區情形區情形。。 中央社中央社

●●新北市板橋區亞東醫院新北市板橋區亞東醫院1717日爆出院內傳染案件日爆出院內傳染案件，，共有共有77人確診人確診。。目目
前門診降載且住院病人只出不進前門診降載且住院病人只出不進，，僅收治由急診進入的急重症病患僅收治由急診進入的急重症病患，，
全院醫護防護升級全院醫護防護升級。。 中央社中央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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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话题

有了电商平台，农产品卖得更好了

——一批农产品借助网络零售飞抵万家，带动

更多农户增收致富，有了扩大消费的底气

中国哪里的苹果好吃？陕西洛川、山东栖霞……不少人有自
己的心头好。但知道江苏丰县苹果的消费者不多。

其实，丰县的苹果个大、味甜、汁多，内有“冰糖心”，质量
不含糊。不过长期以来，由于所产苹果标准不一、没有品牌、销
售主要靠批发，丰县苹果在市场上知名度不高。而随着电商平台
全方位介入，打造包括生产、加工、物流及销售各环节的全产业
链条，当地苹果商品化率提升了20%，销售收入上涨70%，还带动
当地2000多人就业。

从丰县苹果到库尔勒香梨，再到广西的沃柑、湖北的粉藕
……近年来，一批农产品借助网络零售飞抵万家，助力更多农户

增收致富。
“ 农 民 收

入 显 著 提
升 、 城 乡 之
间 收 入 差 距
大 幅 度 缩
小 ， 才 能 带
来 购 买 力 提
升。”中国贸
促 会 研 究 院
副 院 长 赵 萍
说 ， 农 村 消
费 能 不 能 进
一 步 释 放 潜
力 ， 收 入 是
关键。

网 络 零
售，在扩销路
促增收方面发
挥 着 重 要 作
用。

报 告 发
现，农户和电

商平台合作时间越久、程度越深，农户以及农产品经销商户抗风
险能力就越强，增收越明显。调查显示，疫情突袭的2020年，与
电商平台合作年限低于3年的样本中出现了亏损情况，但合作超过

3年的中长期样本中完全没有出现亏损。且与电商合作年限越长，
农产品经销商户所吸纳的就业人数越多，员工的收入水平也相对
较高。在合作年限超过3年以上的中长期样本中，雇员年均收入在
6万元及以上的超过了40%。

“这意味着电商的农产品上行服务为农户和商户提供了更有保
障的销售渠道，长期合作能够帮助他们获得相对稳定的收入回
报。”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国际贸易研究部副主任周晋竹说。

为什么网络零售可以发挥这样的作用？
京东零售集团大商超全渠道事业群数智农业生态部总经理

陈海峰认为，农产品上行中面临几大挑战：一是农产品标准不
统一，难以形成定价体系和流通体系；二是品牌打造的能力偏
弱；三是农村电商基础设施不完善。但随着多家电商平台介
入，农产品在标准、品牌方面逐步提升，基础设施不断完善，
打通了上行通道。

报告还显示，农村居民通过农产品上行业务，收入每增加1万
元将带动消费支出增加 3528 元，其中线上消费支出将增加 1131
元。“所以说网络零售切切实实增加了农户的消费支出。”周晋
竹说。

离城越远，农户线上消费倾向越高

——农民每增加1年电商使用会增加3061元的线

上消费支出，家电和数码产品等品质消费不断提升

收入超过 700 万元！去年，2 家苏宁易购零售云店让安徽

省六安市金寨县的杨旭父子尝到了在乡镇市场做品牌生意的甜
头。

从大屏幕彩电、双开门冰箱、静音空调等传统家电的升级
版，到扫地机器人、空气净化器、净水器等新晋绿色家电，乡镇
市场对好货的需求一点也不小。而线上线下双运营的方式，让杨
旭同时收获实体门店加网络零售的“战果”。

在 乡 村 市 场 的 消 费 中 ， 电 商 和 网 络 零 售 具 体 如 何 发 挥
作用？

距离城市越远的农户线上消费倾向越高。报告显示，农民居住
地离最近的城市每增加1公里，农民在线上消费的支出就多出765
元。“这表明电商丰富了商品选择，较为快捷的物流配送，确实能
够为远离城市、购物不便的农村居民提供优质的消费体验。”周晋
竹解释。

农户线上消费支出规模呈现不断增长的态势。
接受问卷调查的农民表示，他们每增加 1 年的电商使用会增

加 3061 元的线上消费支出。“我们量化分析结果也显示，网络零
售并不是替代了农民的线下消费，而是实实在在产生了释放农村
居民消费潜力的作用，在带动线上消费的同时也促进了整体消费
支出3158元的增长。”周晋竹说。

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不断优化升级。
调查显示，在线上消费结构中，虽然农村食品类消费支出仍

然排在第一位，但是生活用品类消费已经超过穿着类消费支出排
到第二位，其中家电和数码产品的消费支出不断提升，也是现代
科技在农村居民生活中加大应用的体现。

这当中，网络零售对农村消费环境的提升影响突出。例如，
苏宁物流的县镇服务中心在全国的覆盖率达到 95％，还能实现
90％以上区域次日达。当上行农产品快速抵达全国重点城市的同
时，农村居民的居家购物也变得更加便捷。

在不少业内人士看来，网络零售对乡村市场的作用，其实是
推动了以供应链为基础的全方位服务，使商品、仓储、物流等能
根据消费者的地理位置进行布局，打造符合本地消费者习惯的零
售业态。

进入快车道，乡村市场未来可期

——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 2019 年达 0.858，

农民收入、农村消费双提升意义重大

一方面，网络零售在促进乡村消费上发挥重要作用；另一方
面，现实的短板也不容忽视。

按照去年的数据测算，农村居民人均消费支出仅相当于城市
居民的一半左右，乡村消费品零售额占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
比例不足15%。

但农村市场呈现增速快、潜力大的趋势。
从消费量看，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2年到2019年，乡村

消费品零售额增速连续 8年高于城镇地区；2015年到 2019年，农
村网络零售增长率连续5年高于全国网络零售增长率。

从农村的网民人数来看，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数据显
示，截至去年 12 月，全国互联网普及率达 70.4%，农村地区互
联网普及率为 55.9%。虽然农村的互联网普及率仍较低，但近
年来增速高于全国水平。

此外，农村居民边际消费倾向一直处于较高水平。报告显
示，2019 年农村居民的边际消费倾向是 0.858，意味着农村居
民每增加 1 元可支配收入，就会产生 0.858 元的消费，而城镇
居民这一数值为 0.628。“农村市场的增长潜力是非常巨大的，
这也意味着未来中国消费市场有着强有力的增长引擎。”赵
萍说。

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副会长吕本富认为，目前在中
国，如果5亿多居住在乡村的人口的购买力、消费力和乡村市场建
设都提升到一定的水平，对推动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
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具有巨大意义，所以乡村振兴
的意义怎么估量都不算过分。

乡村振兴如何发力？“数字乡村是重要抓手，其中的重要板块
就是乡村网络零售。”吕本富说，农村的网络零售既可以提升农民
消费能力，也可以建设农村这个市场，甚至建设城乡循环一体化
的市场，它处在这三个要点中间的结合部。

4 月 27 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部署加强县域商业体系建
设，促进流通畅通和农民收入、农村消费双提升。近年来，越来
越多电商平台、市场主体参与农村物流、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
发力乡村电商，乡村市场潜力未来可期。

农产品上行业务收入每增加1万元，带动农村居民消费支出增加3528元——

网络零售激活乡村消费
本报记者 李 婕

上行，陕西的苹果、广西的沃
柑、山东的大葱……来自全国各地
的水果、蔬菜、禽肉、海产等土特
产品来到城市消费市场，地道滋味
广为流传；

下行，双开门冰箱、扫地机器
人、空气净化器……在城里备受欢
迎的工业品加速直达乡村，品质生
活离咱更近。

近年来，伴随着网络零售、电
子商务等快速发展，城乡市场加速
互动，激活全国大市场的“一江春
水”。那么，网络零售究竟如何在细
微处发生作用？通过哪些途径促进
乡村消费？

近日，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发布
《网络零售促进农村消费研究报告》，
揭示了部分答案。

王 琪作
（新华社发）

湖北省襄阳市保康县实施“网络覆盖、信息服务”工程建

设，帮助农产品走出大山。4月15日，在襄阳市保康县官山茶园，

工作人员直播介绍制茶过程。

陈泉霖摄 （人民视觉）

湖南省永州市江永县 3.6万亩夏橙近日迎来丰收季，不少种植

户利用电商平台，通过网络直播带货，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4月29

日，村民在直播销售夏橙。

田如瑞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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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彤 医学博士

開跑了！即日起接受預約

刊登黃頁請掃二維碼聯系Nicole

Harris 縣選務官辦公室宣布了八個新的辦公室分部地點
Harris 縣選務官宣布辦公室分部地點 (休

士頓, Texas 州） – 今天 Harris 縣選務官辦
公室宣布了八個新的辦公室分部地點，使整
個縣的辦公室總 數達到十個。這些辦公室將
向公眾開放，以領取和遞交選民登記表和郵
遞投票申請，以及協助其他與選舉 有關的服
務。 這十個辦公室位置是： 1001 Pres-
ton, Houston, Texas, 77002 (Main Office)
11525 Todd St Suite #100, Houston, TX
77055 6000 Chimney Rock Rd., Hous-
ton, Texas 77081 16715 Clay Rd. Hous-

ton, Texas 77084 14350 Wallisville Rd.,
Houston, Texas 77049 101 S. Richey,
Suite E, Pasadena, Texas 77506 7300 N.
Shepherd Dr, Houston, Texas 77091
5300 Griggs Rd., Houston, Texas 77021
1001 SGT Macario Garcia, Houston, Texas
77011 1721 Pech Rd., Houston, Texas
77055 Harris 縣選務官 Isabel Longoria 說：
“我很高興能開設這些新地點，使 Harris 縣
的選民更容易獲得選 民登記和選舉服務。”
“我們從縣選民登記義工得知，更多的地點

將有助於他們在社區中註冊新選民，現 在，
他們可以在 Harris 縣選擇在不同的辦公處領
取和遞交選民登記表。” 縣選民登記義工由
縣選民登記官指定，以協助登記合格選民。
年滿 18 歲的 Harris 縣居民可以在 Harris-
Votes.com 報名在線註冊培訓。Harris 縣目
前有 2300 多人接受過縣選民登記義工的培訓
。 有關縣選務部門更多信息，請訪問 Harris-
Votes.com，並在 Twitter，Facebook 和 In-
stagram 上關注 @HarrisVotes。

陪審團服務是美國公民可以補充的最重要的公民義務之一。我回應了我的陪審團傳票週三，並包括了下面的ABC13的故事。
由於有近1，800起謀殺案待審，我們需要說明犯罪受害者家屬在法庭上過一天。哈里斯縣的司法系統遭到罷工的哈威颶風，科

維德颶風和大凍結颶風的重創。造成大量我們的法院必須重新審判，這需要陪審員。
我們的職員瑪麗蓮·伯吉斯在NRG體育場召喚休斯頓人擔任安全陪審團職務方面做得很好。進行宣判。上週，替換殺人犯在普通

人之中判刑和在陪審團任職的案件中被判無期徒刑。
陪審團服務是所有美國公民的基本權利和責任。陪審團本身將我們的製度與許多其他國家區分開來，這些國家的人享有所有權的

自由，而公共安全只賦予富人。在美國，我們的安全和法院的公平性是一項需要我們自己參與的社區責任。這需要我們所有人！

主演了多部耳熟能詳的熱門影視作品電影《夜
店》，電視劇《新閨蜜時代》等。

在休斯敦主辦中文影視戲劇表演藝術興趣班。
為美國華裔兒童提供戲劇培訓，口才教育。用文化
藝術啟迪孩子智慧，開啟藝術之門。

報名熱線：832-208-4905
電子郵箱：823848283@qq.com

《人物風采》

休士頓檢察官官員市民參加陪審團服務

親愛的會員
1) 您希望長命百歲身體健康嗎? 本會為您
舉辦系列健康促進講座(主講人: 鄧雅如)請
踴躍參加

5月26日,星期四,下午兩點至三點半
Zoom線上視頻, 主題：成為好心人

我們都是有心人，更希望成為好心人
，您吃很多魚油來保護心臟嗎？是不是體
重正常心臟就沒有問題呢？是不是什麼油
脂都不能吃呢？您知道芹菜菠菜怎麼保護
您？維他命Ｃ怎麼幫助你嗎？很多天然的
食物，還有生活中好習慣，都可以幫助我
們成為好心人，同時也一起學習好心飲食
小秘訣，還有健康烹飪示範。

時間: 2021年5月26日, 星期三,下午2
至3:30點

ZOOM 網 上 會 議 室 鏈 接: https://

us02web.zoom.us/j/
6453799793

會議號碼Meeting ID: 645
379 9793

密碼: 1234567
2) iPad 和 iPhone 第 I 班:

將於 6/2/2021開班到7/2/2021
。 每班級一期共五週、每週兩
次, 每次兩小時。 每週三和週
五上午 9:00 至 11:00 在 Zoom
視頻上課。你可知道 iPad 和
iPhone設定的所有功能嗎? 這
課程將幫助你了解數碼技術並
逐步引導你認識裝置的基本功
能、如何操控裝置、協助你迅速掌握訣竅
。讓裝置隨時處於最新狀態、以及新增軟
体的調整、並純熟地使用你的 iPad 和

iPhone。每班人數有限、請早報名。班費
35元。有興趣的會員請於開班前、周一至
周五上午 十點到十一點到僑教中心後停車
場向義工, 黃偉或關本俊報名繳費 。

休士頓中華老人服務協會 5/26 健康講座、 iPad和iPhone第 I 班將於 6/2/2021開班
 

 

 

 

 

 

 

 

 

 

 

 

 

 

 

 
 

 

 

 

 

 
 

 

主題: 成為好心人+烹飪示範 

主講人: 鄧雅如女士(德州合格社區健康工作者) 
 

我們都是有心人，更希望成為好心人，您吃很多魚油來保護心臟嗎？是不是體

重正常心臟就沒有問題呢？是不是什麼油脂都不能吃呢？您知道芹菜菠菜怎麼

保護您？維他命Ｃ怎麼幫助你嗎？很多天然的食物，還有生活中好習慣，都可

以幫助我們成為好心人，同時也一起學習好心飲食小秘訣，還有健康烹飪示

範。 
 

歡迎踴躍參加! 
 
 

 

時間: 2021 年 5 月 26 日, 星期三,下午 2 至 3:30 點 

ZOOM 網上會議室鏈接: 

https://us02web.zoom.us/j/6453799793 

會議號碼 Meeting ID: 645 379 9793 

密碼: 12345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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