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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智貸款

Michelle Young  
 通國、英、粵語、韓語

● 外國人貸款，保證最低
   最低利息。B1, B2, 
   J1保證通過
● 只要一年P&L盈虧表，
   不查稅表
● W2用一年VOE貸款方式
● 不查收入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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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ot Lo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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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5/29/2021

（中央社）美國今天呼籲世界衛生組織（WHO）啟動第2階
段的新型冠狀病毒起源調查，讓獨立專家能完全取得在中國的相關
原始資料以及樣本。

世衛領導的疫源調查團與中方研究人員，今年1到2 月在武漢
及周邊進行為期4個月的調查，並於3月發布聯合報告，認為新型
冠狀病毒很可能是經蝙蝠透過其他中介動物，移轉到人類感染，並
認為病毒意外自實驗室逸出的途徑 「極不可能」。

美國總統拜登已下令所屬單位找出引發 2019 冠狀病毒疾病
（COVID-19）的病毒起源，昨天表示美國各情報圈正在追尋各種
不同的可能理論，包括中國實驗室發生意外。

世界衛生大會（WHA）正在日內瓦舉行。路透社報導，美國
代表團今天發表聲明，稱世衛的初步研究 「不夠充分且尚無定論」

，呼籲應進行美方所謂適時、透明、基於證據的第2階段調查，包
括在中國境內。聲明還說，中國能否讓獨立專家充分取得完整的原
始資料、樣本至關重要。

中國今天透過駐美大使館一名代表回應，中方支持 「對全世界
所發現的所有最初COVID-19病例進行全面研究，同時對世界各
地一些秘密基地以及生物實驗室展開調查」。

世衛公共衛生緊急計畫執行主任萊恩（Michael Ryan）26日在
世衛大會說： 「我們已非正式諮詢許多會員國，尋找下一階段調查
重點，未來幾週我們將繼續相關討論。」

「紐約時報」引述情報高層披露，在情報官員告知尚有大量未
經查核的證據需額外電腦分析、可能有助釐清疫源之謎後，拜登昨
天才下令情報圈要在90天內提出報告。

除匯集科學資源外，拜登政府也想透過情報圈與盟國，繼續挖
掘現有證據，包括截聽譯電、證人證詞或生物跡證，以判斷中國政
府是否掩蓋可能的實驗室意外。

一名官員透露，盟國早在去年疫情大流行之初就提供情資，但
包括英國情報單位在內的部分盟國，對實驗室外逸理論持疑，而澳
洲則對外逸理論持開放態度。

拜登昨天表示美國情報圈裡，兩個單位相信病毒最可能發生在
自然界，但至少還有一個單位傾向是實驗室外逸，但沒有一個單位
對自己的研判有把握。

紐時指出，雖然美國情報圈由18個單位組成，但能對疫源評
估扮演關鍵角色者屈指可數，包括中央情報局（CIA）與國防情報
局（DIA）在內多數單位咸信，目前尚無足夠情資能得出結論。

美敦促世衛美敦促世衛 啟動第啟動第22階段新冠疫源調查階段新冠疫源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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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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day we attended the Houston African Day
Business Forum sponsored by
the Mayor's Office of Trade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MOTIA).

Houston Mayor Sylvester Turner said in his
welcoming message that we have annually
recognized our city’s strong and vibrant
African community by hosting the event and
we are bringing together community leaders,
international partners and elected city officials
to create awareness of the many
contributions that Houstonians of African

descent have made to our city.

The City of Houston along with public and
private partnerships have built the world’s
largest state-of-the-art medical center, a
leading international port and the NASA
Johnson Space Center. The tie between
Houston and Africa has fostered
numerous successful commercial
and cultural exchanges.

As newly appointed Honorable
Consul of the Republic of Guinea
in Houston, I had an opportunity
to meet many ambassadors from
Washington, including the African
Union, Liberia, Burkina Faso,
Angola, Madagascar, Libya,
Cameroon, Mali, Niger, South
Sudan and Togo.

Today the African continent is
facing very big challenges as well
as offering new opportunities.
Many people want to go to Africa
to invest in high-tech, agriculture,
education and energy. All of the
African countries are opening

their arms to welcome all of us.

We are sponsoring another investment forum
at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with the
Guinean Ambassador Kerfalla Yansane
tomorrow. We hope the forum will create new
opportunities for American investors.

0505//2828//20212021

African Diplomats Are In TownAfrican Diplomats Are In Town

今天參加了休斯敦市政府主辦的第
四屆非洲日活動， 来自非洲十三個國
家及非洲聯盟駐美大使皆應邀出席，這
也是市府在疫情減緩後第一次在布朗會
議中心舉行之國際會議。

一大早我和幾內亞大使楊森就来到
会場，和與會的各國外交官先後會見了
非洲聯盟駐美大使馬弗德女士，瑞比瑞
亞駐美大使帕騰，安哥拉駐美大使山托
，布吉尼法索駐美大使卡波里，客麥隆
駐美大使爾索巴，利比亞駐美大使瓦法
，馬利駐美大使尼馬格，多哥駐美大使
赫格比等各國外交代表，他們多半是首
次來訪。

市長特納在歡迎詞中特別強調，作

為拥有多元族裔的全美第四大城，我們
以非裔社區對休斯敦之貢獻表示驕傲。

今天的非洲大陸正发生翻天覆地的
變化，五十五個非洲國家都張開雙臂歡
迎各國之投資和合作， 這块原是一片
荒蕪而物產豐富的大地，正逐漸走向繁
榮和進步。

參加大會之來賓有來自美國各地能
源、教育、基建、醫療、科技之厰商学
者專家，他們把自己之智慧才能貢獻给
非洲大陸。

忝為幾內亞新任駐休斯敦名譽總領
事，受楊森大使之重托，我一定會全力
以赴，在我的人生旅途中，扮演一名出
色的外交官。

非洲大陸外交官共聚休斯敦非洲大陸外交官共聚休斯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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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新冠疫情大流行後，戴口罩、勤
洗手、禁足家中等生活方式成為常態，很多人
發現自己的夢境內容有了很大的改變，甚至為
一些夢境中的焦慮情節深感困擾。心理學家為
此以大型問卷調查進行研究發現，疫情來襲後
，約有9成民眾的夢中出現各種威脅，例如鯊
魚、昆蟲或某種生物的攻擊，還有透不過氣、
遺失口罩、數學考試等，但在疫情緩解後，夢
境內容也出現疫情之後美好與乾淨的生活情境
。

《英國廣播公司》(BBC)的專題報導說，
從新冠疫大流行以來，很多人發現他們日常夢
境有了很大改變，面對疫情帶來的新型生活方
式，人們的大腦應接不暇，疫情與生活壓力被
轉移到睡眠時的夢境中。

蘇格蘭的拉米奇（Fiona Ramage）說，
「我夢見走在海灘上，岸邊滿是鯊魚，然後納

悶著為什麼大家都不遵守社交距離。」現在很
多時候夢見的都跟疫情有關，包括在夢中咳嗽
而產生恐慌。日裔移民沙耶香說，她7歲大的
女兒描述夢見疫情的情節說， 「夢裡所有人都
居家防疫，只有父母戴口罩，然後一家子人都
在洗手。」智利的科爾特斯（Mariela Cortés）
則說： 「我在夢中想讓貓狗戴口罩，但牠們就
是不要。」

報導說，有一群科學家已經對此研究了好
幾個月，美國哈佛大學醫學院（Harvard Med-
ical School）心理學家巴雷特博士（Dr Deirdre
Barrett）透過網路問卷，向大眾收集了約1.5萬
筆夢境內容，經過研究分析後集結成《大流行

之夢》（Pandemic Dreams）一書。研究指出，
有許多人在疫情之初夢見各種威脅，包括被昆
蟲或某種小生物攻擊，或者是透不過氣，常見
的夢境還關在監獄或臨時數學考試，以及封城
禁足和在家上學工作等等。

巴雷特的研究指出，疫情延續數個月之後
，很多人夢境改變成忘記戴口罩遭到旁人羞辱
，或者上街時只有自己戴口罩而其他人都不戴
口罩，也有與親人擁抱時驚覺忘了保持社交距
離等等。這種轉變顯示民眾染病的焦慮減少，
但社交距離焦慮卻大幅增加。

愛丁堡瑪格麗特皇后大學（Queen Marga-
ret University）心理學講師諾雷卡博士（Dr
Valdas Noreika）解釋說，清醒的腦袋跟沉睡中
的腦袋其實互有複雜聯繫，帶著強烈情感的事
情通常會走進夢裡，在疫情中飽受威脅的人，
未來很多年裡都很可能夢見那些事， 「這種現
象既有趣又悲哀」。

巴雷特說，她紀錄到的最新夢境是疫苗接
種，許多夢到接種疫苗時，針筒上的標籤卻寫
著 「氰化物」，這很可能是潛意識中對打針的
厭惡，並非反對接種疫苗。

報導表示，隨著疫情趨緩，巴雷特的研究
顯示民眾心理情況有些改變，以前超過90%關
於疫情的夢都是負面的，但近期已有少量報告
是關於疫後生活的正面情景。例如自然環境變
得更清潔、垃圾量少了，鯨魚游到岸邊與人們
打招呼等等，這些夢境成為人們飽受疫情困擾
後的喘息之地。

疫情大流行心理威脅驟增
專家：夢境情節改變了嗎？

多年來深陷司法困境的前總統川普現已真
正陷入危險關頭, 因為紐約曼哈頓地區檢察官
萬斯已召集了一個特別大陪審團來決定是否起
訴川普或與他有關的企業和個人, 同時正在調
查川普刑事犯罪的紐約州總檢察長詹姆斯也宣
佈將與萬斯合作分享資源以對他進行更深入調
查, 這兩股司法力量的合作將使川普難以招架
和應對。

川普的人格特質非常異類，迄今為止他已
有過三次婚姻與六次破產紀錄, 更被26位女性
指控性騷擾與侵犯，一生共累積了4000多起大
小訴訟, 還有九億美元債務與三億元貸款，他
的人生充滿爭議, 但他毫不畏怯, 他曾在Twitter
上推出 一張合成照，把自己憤怒表情的大頭照
接上洛基席維斯史特龍魁武有力的下半身, 他
戴著拳擊手套，身穿藍色短褲，腰上佩著冠軍
腰帶，這樣的穿著配備告訴大家: 我是拳擊高
手，任何人想進犯我，我會毫不客氣出重拳把
對手擊倒！

川普的確有如此無畏精神與氣勢, 所以他
能兩度逃過彈劾案,儘管輸了大 選, 依然可以一

己之力操控民粹, 並在共和黨呼風喚雨, 在穿粉
擁戴下, 儼然成一方之大, 就連煽動暴民攻擊國
會大廈的事件共和黨都不敢在國會調查。

不過現在川普所遇到的對手不再是唯唯諾
諾的政客, 而是實事求是的法律人, 他所要面對
的是司法案件而不是政治紛爭, 當他在掌握國
家機器與公權力時, 司法似乎對他無能為力,現
在既已下野為平民, 失去司法保護傘, 政黨政客
的庇蔭效用已不大。

值得一提的是, 這次針對川普所成立的特
別大陪審團之所以冠上”特別” 是因為這個大
陪審團成員將以長達半年時間,每星期定期三次
聽取檢察官提出對川普所涉及的商業、稅務以
及種調查證據, 而這些調查已進行了兩年, 甚至
經過最高法院的裁決才取得,傳聞或不確定的證
詞都排除在外, 川普稱這是對他進行的”歷史
上最大的獵巫行動與政治迫害”, 他企圖把司
法案件與政治迫害混為一談，但事實會說話,
當證據呈堂公諸於世時, 川普將百口莫辯, 他唯
一能做的只有施展推拖拉扯功夫, 讓審判無限
期延續下去了。

【李著華觀點 : 特別大陪審團嚴審
川普難過司法難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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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1990

日本泡沫经济癫狂史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回首上个世

纪80年代的日本经济，从战后复苏到

失控癫狂，不免让人陷入沉思。

1960-1985日本经济的复苏启动期

上个世纪60年代，二战战败国日

本开始寻求经济复苏，当时日本的国策

是"贸易立国"，即大力发展出口贸易，

同时限制进口贸易。世界大佬美国就成

为了日本的首位"倾销目标"。刚开始，

日本卖给美国的都是些技术含量不高的

轻工业，例如服装、玩具，直到70年

代才逐渐开始把工业制品销往美国。

70年代中期，日本信心满满的想要

把日本汽车打入美国市场，没想到直接

遭遇了滑铁卢。日本人很纳闷，我们的

汽车省油、实用还便宜，怎么就不行了

呢？我们看看美国人喜欢什么车子，气

派的、烧油的、结实的，美国人有钱，

所以"经济适用型"完全入不了美国人的

眼。

但是很快，剧情就发生了反转。80

年代初，石油危机爆发，油价直接翻了

三倍多，加不起油了，美国人开始想起

了省油的日本车。此后伴随着日本车打

入美国的，还有日本的重工业，比如机

床、重型卡车、挖掘机等。

从1976到 1986十年间，美日贸易

逆差就翻了十倍多，年逆差额接近600

亿美元。对日贸易逆差占到了总进出口

贸易差额的4成，也就是说美国花钱向

全世界买东西，其中有40%是向日本买

的。

这个惊人的逆差数额突然间让美国

政府打了个寒颤。美国政府心想：你这

个二战战败的小日本，靠着我给你买买

买才能重新站起来，没想到你小子的胃

口越来越大，难不成想买空我美国，称

霸世界不成？于是乎，美国开始研究如

何整治这个野心勃勃的小鬼子。

1986-1987日本经济的暂缓期

上面讲的贸易逆差到底是怎么回事

？说人话就是，美国一直在买日本的东

西，而日本却不买美国的东西，这就造

成了钱一直从美国流向日本，这样一直

单向买买买的后果很有可能就变成美国

买穷了，日本卖富了，然后终有一天小

日本就翻身做爸爸了。

所以怎么办？不买吗？那可不行，

毕竟美国的各项生产成本都太高了。如

何能够一边买一边少花钱？有了！从汇

率下手，让你的日元升值，我的美元贬

值，那么花同样的钱就相当于省钱了。

老大不愧是老大！这么阴的招都想

得 出 ， 而

且 日 本 还

得"自愿"陪

玩 。 可 以

不 同 意 吗

？ 不 同 意

的 下 场 可

能 是 第 二

颗 原 子 弹

…… 怕 了

怕 了 ， 我

愿 意 ！ 我

奉陪！

于 是

就 有 了 著

名的"广场

协议（Pla-

za Accord

）"。

其 实

，"广场协

议"不仅仅是美日之间的协议，也不

是简单的逼迫关系。80年代初期的美

国，高通胀导致了财政赤字，贸易逆

差又导致了贸易赤字，为了解决这棘

手的"双料赤字"，综合了各种解决方

案，最后只能选择从汇率入手，让美

元贬值，使强势美元变成弱势美元，

以求增加产品的出口竞争力。而日本

也有自己的小算盘，日本希望通过日

元升值，增加日元的流动性，帮助拓

展海外市场，同时又能增加日元的购

买力，扩大内需。

当然，汇率的调控不可能单单通

过美日两国来达成。于是在 1985 年 9

月 22 日，美、英、法、德、日五国

的财政部长齐聚纽约曼哈顿广场酒店

，一起讨论五国联手干预汇率的事情

。很快，五国就达成了共识：通过英

镑、法郎、马克、日元的升值，来达

成美元的贬值。而在资金干预分担方

面，美、日各分担 30%，德国分担

25%，法国分担 10%，英国分担 5%。

所以，"广场协议"主要就是针对日元

和马克升值的协议。短短 7个月，日

元兑美元汇率就从 1:237 升到了 1:168

，日元升值了30%。

日元升值，使日本的进出口企业遭

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举个例子，一件出

口商品在美国售价1000美元，假设利润

率为10%，即卖出一件可获得利润100

美元，当汇率为1:237的时候可以获得

23700日元，当汇率为1:168的时候，就

只能获得16800日元的利润了。就因为

汇率的变化，凭空就下跌了30%的利润

率。面对如此困境，日本企业也是想方

设法的开源节流，压缩成本。

"广场协议"的效果显然超出了日本

政府的可控范围，美国找到了日本这个

"接盘侠"，并且让日本放开了金融市场

，使得欧美的投资银行、对冲基金可以

自由的出入日本金融市场，达到金融自

由化，而日本却没有达到扩大内需的期

望。

于是日本开始搞降息，降低日本央

行的贴现率。降息的好处：第一，把借

钱的成本降下来，鼓励企业多借钱去扩

大投资，特别是海外投资；第二，希望

能够打压汇率，让日元适当的贬值，不

再一路飙升。因此，从 1986年 1月至

1987年2月，短短一年间，日本就搞了

5次降息，贴现率从5%降到了2.5%。相

对应的，活期存款利率也从1.75%下调

至0.26%，以刺激民众增加消费。

连续5次降息之后，日本企业真的

拿着钱到海外进行投资了。尤其是中国

当时正在改革开放，人力、物力、税收

那都是白菜价，于是日本企业开始大举

投资中国，在中国开厂生产。这似乎是

好事啊，日本企业生产成本降低了，可

是日本本土员工也失业了。

中国廉价工厂的崛起，让日本的高

成本工厂撑不住了，工厂一家家的倒闭

，员工一批批的失业，失业和降薪，大

大削弱了日本民众的购买力，然而越是

买廉价商品

又越是给中

国赚钱，日

本厂商赚不

到钱又出现

更大的倒闭

潮，这种现

象就叫做"通

货紧缩螺旋"

。

形势发展到

这里，通缩

螺旋都出来

了，那应该

直接表现出

经济衰退才

对呀，可是

历史上的泡

沫经济又怎

么解释呢？

刚才讲了实

业，下面该谈谈金融了。

一部分亏损的商人、收入骤减的百

姓开始寻求新的生财之道，他们猛然发

现，"广场协议"根本就是一个保证，保

证美元贬值，保证日元升值，那还干什

么实业打什么工，直接炒外汇啊，简直

没有比炒汇更能确定结果的事情了。

这时候，最最刺激的大招来了。

1987年中旬，日本政府宣布《景气对策

》，两个要点：对居民减税一万亿日元

；对公共事业投入五万亿日元。所以这

是一个六万亿日元的刺激计划，但是刺

激到哪儿了，刺激到金融市场了。至此

，日本全面进入了畸形繁荣的时期。

1987-1989日本经济的泡沫期

5次降息加上六万亿的刺激政策，

原本是为了振兴实业，万万没想到，这

加速了实体经济的衰亡，以及金融市场

的极度畸形疯狂。

当时日本的各个企业，不论大小，

都成立了一个全新的部门——"财务技

术部"，主要工作：炒外汇、炒股票、

炒期货。简直就是躺赚。根本就无需再

开工搞生产。这股风气也从企业吹到了

个人。

等等，炒外汇我们理解了，可是炒

股票又怎么知道买哪只可以稳赚不赔呢

？这就要提到日本当时的"民营化大改

革"了。以日本老牌国企"日本电信电话

NTT"来启动的民营化改革，开启了群

众"打新股"的浪潮。普通老百姓都知道

打新股极少有破发的，基本也是属于抢

到就是赚到的躺赢操作。于是全民炒股

的时代也到来了。到1989年底，东京证

券交易所平均股价达到38915日元，成

为了当时全世界最大的证券交易所。

除了炒股，企业家们还炒房。为

什么企业低成本借到了钱，就没人来

好好发展实业呢？能把钱用到哪，这

还是得听美国爸爸的。从 50 年代起

，美国一直有对日本开展贸易制裁，

从纺织品、钢铁、彩电到汽车、半导

体、电信、工业机械乃至全行业，基

本都被美国采取了贸易制裁，偏偏只

有金融和房地产被美国"遗漏"了。所

以天量的资金不是流入股市，就是流

入房市。

1985年，东京推出了"京都改造计

划"，相对于大企业热衷于投资股市，

普通老百姓更倾向于投资房产。随着越

来越多的人进入房市，房子的供求关系

开始发生变化，供不应求的行情使民众

的心理由理财转向投机，于是大家也不

想工作了，整天想着如何炒房。

股市、房市的双重炒作下，日本是

真有钱！有钱到什么地步？人人都打高

尔夫，夏天滑雪的人次多于冬天，就连

日本经济倒数的"贫困县"也造出了一个

号称拥有世界最大室内沙滩和和海滨浴

场的度假中心，据说海水模仿夏威夷，

雪山模仿阿尔卑斯。日本的壕可谓是前

无古人后无来者。

当时的日本百姓没有谁觉得这会是

一个泡沫。并且从1988年，日本开始反

扑美国，跑到美国的地盘上天价收购美

国的资产。也允许他们那么嚣张，毕竟

"卖掉东京就可以买下整个美国"就是当

时的泡沫巅峰。

1990-2010日本经济的崩溃期

最后，戳破泡沫的不是别人，又是

日本政府自己。也是一个大写的悲剧。

如果早知是一个泡沫，谁又敢去触碰它

。日本政府无非也就是想紧一紧，控制

一下节奏，上调了一下存贷利率，没想

到这居然是个一碰就破的巨大泡沫。

1990年，股市大跌，8个月内市值

下跌近50%。1991年，房价大跌，东京

房价三个月暴跌65，数万亿资产灰飞烟

灭。倒闭的，破产的，上天台的，也集

中爆发。极度疯狂的畸形繁荣过后，是

日本的经济大萧条，是日本消失的20

年。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但究其内因

，又是千差万别。

以上，值得我们深入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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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官員表示，美國今天告知俄羅斯，美國
不會重新加入 「開放天空條約」（Open Skies Treaty）。這項
條約容許在會員國整體領域展開無武裝空中偵察飛行。

這名官員證實美聯社的報導。據美聯社報導，美國國務院
表示，拜登政府今天通知俄方，美國不會重新加入開放天空條
約。此時，美俄雙方正準備在下個月舉行領袖峰會。

路透社報導，這名官員說，美國副國務卿雪蔓（Wendy
Sherman）已向俄國副外長表達這項決定，還說美國在北大西
洋公約組織（NATO）的盟邦和其他合作夥伴都已接獲通知。

美國去年11月退出這項攸關武器管制與查驗的條約，並指
控俄羅斯違反條約規定，但俄方否認。

俄羅斯政府今年1月宣布計劃退出開放天空條約，5 月11

日向國會提交法案以確定脫離。克里姆林宮發言人當時說，俄
羅斯退出的其中一個原因，是美國仍能透過締約的北約盟國取
得情資。

開放天空條約在1992年簽署，2002年生效。條約規定，締
約國得以在發出通知不久後，飛越彼此領空以監視可能的軍事
行動。這項條約允許締約國蒐集彼此軍隊情資，目的是提升相
互理解和信任，減少衝突的機會。

美聯社提到，美國今天表態不會重新加入開放天空條約，
意味著美俄兩個擁核大國之間唯一的主要武器管制條約將只剩
「新戰略武器裁減條約」（New START）。

美國前總統川普任內沒有延長 「新戰略武器裁減條約」，
此約原本預定在今年稍早到期，不過拜登政府上任後迅速採取

行動，將這項條約延長5年，並且就川普政府退出開放天空條
約一事展開檢討。

美國國務院表示，在檢討結束後，鑒於俄羅斯未能採取任
何行動以繼續遵守規定，因此美國不打算重新加入， 「此外，
俄羅斯的行為不是一個致力於建立互信的合作夥伴所該有，包
括最近有關烏克蘭的行動」。

拜登和俄羅斯總統蒲亭（Vladimir Putin）6月16日將在瑞
士日內瓦會談，設法在兩國關係急遽惡化之際尋求共識。

拜登昔日擔任參議員時支持開放天空條約，去年競選總統
時也曾批評川普退出開放天空條約是 「目光短淺」，如今卻表
態無意重新加入，格外引發關注。

美敦促世衛 啟動第2階段陸境內新冠疫源調查

美國告知俄羅斯美國告知俄羅斯 不會重返開放天空條約不會重返開放天空條約

（綜合報導）美國今天呼籲世界衛生組織（WHO）啟動
第2階段的新型冠狀病毒起源調查，讓獨立專家能完全取得在
中國的相關原始資料以及樣本。

世衛領導的疫源調查團與中方研究人員，今年1到2 月在
武漢及周邊進行為期4個月的調查，並於3月發布聯合報告，
認為新型冠狀病毒很可能是經蝙蝠透過其他中介動物，移轉到
人類感染，並認為病毒意外自實驗室逸出的途徑 「極不可能」
。

美國總統拜登已下令所屬單位找出引發2019冠狀病毒疾病
（COVID-19）的病毒起源，昨天表示美國各情報圈正在追尋
各種不同的可能理論，包括中國實驗室發生意外。

世界衛生大會（WHA）正在日內瓦舉行。路透社報導，
美國代表團今天發表聲明，稱世衛的初步研究 「不夠充分且尚
無定論」，呼籲應進行美方所謂適時、透明、基於證據的第2
階段調查，包括在中國境內。聲明還說，中國能否讓獨立專家
充分取得完整的原始資料、樣本至關重要。

中國今天透過駐美大使館一名代表回應，中方支持 「對全
世界所發現的所有最初COVID-19病例進行全面研究，同時對
世界各地一些秘密基地以及生物實驗室展開調查」。

世衛公共衛生緊急計畫執行主任萊恩（Michael Ryan）26
日在世衛大會說： 「我們已非正式諮詢許多會員國，尋找下一
階段調查重點，未來幾週我們將繼續相關討論。」

「紐約時報」引述情報高層披露，在情報官員告知尚有大
量未經查核的證據需額外電腦分析、可能有助釐清疫源之謎後
，拜登昨天才下令情報圈要在90天內提出報告。

除匯集科學資源外，拜登政府也想透過情報圈與盟國，繼
續挖掘現有證據，包括截聽譯電、證人證詞或生物跡證，以判
斷中國政府是否掩蓋可能的實驗室意外。

一名官員透露，盟國早在去年疫情大流行之初就提供情資
，但包括英國情報單位在內的部分盟國，對實驗室外逸理論持
疑，而澳洲則對外逸理論持開放態度。

拜登昨天表示美國情報圈裡，兩個單位相信病毒最可能發

生在自然界，但至少還有一個單位傾向是實驗室外逸，但沒有
一個單位對自己的研判有把握。

紐時指出，雖然美國情報圈由18個單位組成，但能對疫源
評估扮演關鍵角色者屈指可數，包括中央情報局（CIA）與國
防情報局（DIA）在內多數單位咸信，目前尚無足夠情資能得
出結論。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27日對拜登下令情報圈查實驗室
外逸理論回應指出，美方反復鼓噪要對中國進行再調查，充分
顯示美方根本不在乎事實和真相，也沒有興趣嚴肅的科學溯源
，而是想借疫情搞汙名化和政治操弄。

他並強調，美國狄翠克堡（Fort Detrick）基地疑雲重重、
2019年7月維吉尼亞州北部出現不明原因的呼吸系統疾病、威
斯康辛州大規模暴發 「電子煙疾病」，當中有何隱情，呼籲美
方也能像中國一樣，立即與世衛開展溯源研究合作，在美進行
全面、透明、以證據為基礎的國際調查。

加州祭32億獎金誘因
鼓勵州民6月15日前接種疫苗

（綜合報導）為說服遲未接種疫苗和質疑疫苗者儘速接種
，美國加州將提供1億1650萬美元（約新台幣32.7億元）現金
和禮物卡給6月15日前接種2019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
疫苗的居民。

加州準備於 6 月 15 日全面重啟經濟活動，州長紐松
（Gavin Newsom）推動這項獎勵措施是加強疫苗接種行動的一
部分。在這個日期前完成接種的加州民眾，有10 人有機會各
自獲得150萬美元的樂透式獎金，另外30人能獲得5萬美元獎

金。
加州政府表示，從今天開始，前200萬名完成疫苗接種的

加州民眾，每人將獲得可兌換現金或雜貨的50美元禮物卡。
加州公共衛生局（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Public Health）

局長阿拉岡（Tomas Aragon）表示： 「部分加州民眾還沒有準
備好在第1天接種COVID-19疫苗，沒關係。這項計畫目的在
於鼓勵那些需要額外支持才能接種疫苗的民眾，並協助讓加州
保持安全。」

紐松今天在洛杉磯記者會上表示，除了少部分人外，疫苗
接種行動在加州開跑後，已接種的加州民眾人人都能進入獎項
更大的抽獎活動。

紐松說： 「我們讓全州從這場疫情中重振旗鼓的方式就是
讓每位符合資格的加州民眾接種疫苗。」

全美多州和私人組織紛紛祭出誘因，要說服民眾接種對抗
COVID-19的疫苗。這場疫情迄今已在全球奪走約350萬人生
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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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趋行在人生这个亘古的旅途，在

坎坷中奔跑，在挫折里涅槃，忧愁缠满全身

，痛苦飘洒一地。我们累，却无从止歇；我

们苦，却无法回避。”——加夫列尔 · 加西

亚· 马尔克斯（哥伦比亚）

出生于上个世纪 60 年代的林伟农在那个物资

匮乏、动荡不安的岁月降临人世，本身就意

味着他的人生必须经过先苦后甜的历程。

“我的父亲出生于印尼，年轻时为祖国大地

上如火如荼的革命战争所鼓舞，回到了祖国

大陆，成为东江纵队梅江支队的一员。我的

母亲是庄世平的大女儿，出生在泰国，年幼

时一直帮助家里操持家务，一手带大了她的

弟弟妹妹……”

幼年时的林伟农在广州市总工会幼儿园

长大，在父母亲的呵护下幸福成长。但快乐

的日子总是很短暂，“父亲由于海外归侨的

背景，被打倒成为走资派，下放到蕉岭华侨

农场劳动改造。本来我们全家都要去的，但

我妈妈内心比较坚定，她说三个孩子太小，

不能去。”

没有读过什么书的妈妈知道，如果这一

走，孩子们就要在偏僻的农村浑浑噩噩度过

他们的一生，作为一个母亲对这一切显然是

不能接受的。“因为妈妈的坚持，我们的命

运就改变了。”

“到了 1976 年，我突然感觉到风气要变

了，我要认真听课。”虽然他觉悟比较早，

但虚度了的光阴总会以另一种面目还给你颜

色。1978 年高考的名落孙山虽然意外却也在

情理之中。“当时，广州华侨补习学校（现

在的暨南大学华文学院）恢复办学，主要为

了方便归侨子女回国学中文，同时也为归侨

子女提供高考补习班。当时我就想去读这个

班，就想读大学，改变自己的命运。”

上天不会放弃任何一个坚持不懈的人。

1980 年，林伟农以出色的成绩考上了暨南大

学数学系。1984 年大学毕业后，林伟农分配

到广东省粮油进出口公司从事外贸工作，从

普通业务员开始做到了总经理秘书。在别人

看来这个位高权重的职务，却让林伟农感觉

没意思，于是他改做业务并用三个月的时间

通过了外销员资格考试。

上世纪 80 年代的中国外贸行业，尚未完

全脱离计划经济的“套路”走上自由市场的

海洋，体制内的那套外贸政策和流程大大限

制了业务的发展速度和范围，“我就喜欢不

走寻常路，不喜欢墨守成规。”

很快，这个机会就来了。一位荷兰的客

户需要从广州出口花生，本来这是北方某个

单位负责的范围，而林伟农他们主要负责东

南亚市场，按照原来的套路，这样的事情一

句话可能就打发过去了。但林伟农敏锐的发

现这是个极好的机会，于是他说服科长做成

了这单生意。

通过这次合作，林伟农了解了很多欧洲

外贸业务的具体情况，他广泛收集资料，深

入思考、认真分析，对公司在欧洲的业务布

局提出了很多建议。例如在荷兰鹿特丹建立

分公司，把油脂油料运到那里进行分销，因

为当时的鹿特丹是整个欧洲的农产品分销地

。但是非常可惜的是，由于当时整体环境及

政策原因，林伟农提出的建议大部分都没有

得到实质性的推进。于是林伟农后来选择了

“平仓”——1996 年，停薪留职。1998 年办

理离职手续。

1996 年林伟农办理停薪留职后，跟着哥

哥去了非洲安哥拉。在非洲，中国工人能挣

到比国内多几倍的工资。依托中国商品优势

，在非洲进行中国商品批发成了华商的普遍

行业。林伟农和哥哥也不例外，他们在安哥

拉租了门店，把中国的产品运到那里销售，

“当时中国 17%的出口退税政策对我们的外

贸生意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林伟农和

哥哥一同赚到了人生中第一桶金。

2004 年末，中国领导人访问古巴，开启

两国关系的新里程。林伟农敏锐的嗅到了其

中的商机，他果断出手前往古巴做贸易。

“当时我去香港和 90 多岁的外公谈起这个事

，外公说好啊，但要注意风险。我自己是小

公司，要避开竞争，只能另辟一条新的路，

才能找到利润点。”之后的几年，被誉为生

意风向标的江浙企业蜂拥进入古巴的时候，

林伟农已经在那里稳稳站住了脚跟。

2007 年，林伟农的外公庄世平先生去世

，华人首富李嘉诚亲自为他扶灵。这对林伟

农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我感觉很突然

，就好像……没了一个精神支柱”，林伟农

再次涕泪俱下。那种压抑着的哽咽让笔者也

跟着鼻酸。“我的外公一生为了侨胞，帮助

了许许多多的人，死后千万资产全部捐给国

家，一分钱都没有留给自己的子孙后代。”

“首先他是一个社会活动家，他走上了

一条正确的路，他的榜样和同事都是伟大的

人。他没想过要什么，他怎么可能把 ‘小

家’放到 ‘大家’前面呢？初心就是公心

，怎么可能把银行留给家人呢？他把所有的

资产交给国家，没有一点私念，我们很理解

他。”这样的精神一直感召和鼓舞着林伟农

，他将外公作为自己的榜样努力奋斗。

“侨联就是华侨的娘家，是有温度的，

要懂得侨的历史，知道侨的痛点，做侨的贴

心人。”林伟农认为，如何把侨的力量凝聚

到一起，是每一个华侨的责任。“不要人夸

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这句话我外公做

到了，我以此为我人生的座右铭。”林伟农

觉得，干好自己的事，干好自己的企业就是

为国家做贡献。“我是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

，体会很深。我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我拥

护这个党。”

一个“富三代”的奋斗史

副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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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拒支聯會申請兩集會

必嚴究違禁挑戰三法例

李家超籲勿參與宣傳

李家超籲勿參與宣傳 兩判例證有無暴力均屬犯法

兩判例證有無暴力均屬犯法

何俊仁何俊仁
楊森楊森蔡耀昌蔡耀昌

參與“支聯會”集會可能觸犯三法例

		
�/

●“支聯會”去年於維園搞非法
集會，一眾頭目先後接受審判及
制裁。 資料圖片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
記者 蕭景源）“支聯會”副
主席鄒幸彤5月初聲言，即使
香港警方禁止，該會仍會堅
持於6月4日舉行集會，又聲
稱維園開放給公眾使用，無
人可以阻止任何人手持蠟燭
進入維園。香港執業大律師
龔靜儀27日在接受香港文匯
報訪問時，循法例和法庭案
例分析。她指出，倘有人跟
從“支聯會”的“指點”，
根據“共同犯罪”原則，即
使他們故意分成不多於4人的
小組，組與組之間也相隔不
少於1.5米，基於“共同犯
罪”原則，仍有可能觸犯
“參與未經批准集結”、“
限聚令”，甚至香港國安法
中的“顛覆國家政權罪”。

香港警方 27 日正式向“支聯

會”的兩項活動申請發出反對通知

書，包括禁止“支聯會”本月 30日

舉行遊行集會以及在 6月 4日在維園

舉行集會。警方表示，是次決定是

基於“限聚令”，和維護公共秩

序、公共安全、保護他人的權利和

自由等原則。香港保安局局長李家

超強調，參與、宣傳或者公告未經

批准集結均屬犯法，近期兩宗法庭

判決案中，清楚顯示無論是否涉

及暴力，參與未經批准集結

即屬犯罪。任何人試圖挑

戰法律，包括“限聚

令”、《公安條例》、

香港國安法等，警方

都 會 嚴 肅 依 法 處

理。

●香港文匯報

記者 蕭景源

香港國安法第二十二條
“顛覆國家政權罪”

●任何人組織、策劃、實施或者參與實施以下以武力、威脅使用武
力或者其他非法手段旨在顛覆國家政權行為，包括推翻、破壞中
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所確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根本制度；推翻中華
人民共和國中央政權機關或者香港特別行政區政權機關等四類行
為

●對首要分子或者罪行重大的，處無期徒刑或者10年以上有期徒
刑；對積極參加的，處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對其他參加
的，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任何人煽動、協助、教唆、以金錢或者其他財物資助他人實施本
法第二十二條規定的犯罪的，即屬犯罪。情節嚴
重的，處5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情節較輕
的，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

香港法例第245章
《公安條例》第17A(3)(a)條

“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
●任何人在無合法權限或無合理辯解的情況下，
明知而參與或繼續參與此等未經批准集結，或
明知而成為或繼續成為此等集結的成員；及舉
行、召集、組織、組成或集合，或協助或牽涉
於舉行、召集、組織、組成或集合第(2)(a)款
所提述的公眾集會或公眾遊行即屬犯罪

●任何人違反《公安條例》第17A(3)(a)條，一
經循公訴程序定罪可處監禁5年；經循簡易程
序定罪，可處第二級罰款及監禁3年

香港法例第599G章
《預防及控制疾病（禁止羣
組聚集）規例》（俗稱限聚令）

●特區政府已在憲報刊登指明，除獲豁免
者外，於2021年5月27日至6月9日的
14日期間，繼續禁止在公眾地方進行4
人以上的羣組聚集

●任何人參加受禁羣組聚集、組織受禁羣
組聚集，或擁有、控制或營運進行該聚
集的地方及明知而容許進行該聚集，根
據第599G章均屬犯罪，最高可被罰款
25,000港元及監禁6個月

問題綱領傳通街
難稱“不知情”

龔大狀特別指
出，過去有參與“支
聯會”活動者都知悉
該會的綱領，而該等
綱領有可能抵觸中華
人民共和國憲法，或
觸犯香港國安法中的
“ 顛 覆 國 家 政 權
罪”。任何參與相關
活動者基於“共同犯
罪”原則都有可能違
法。由於“支聯會”
一早在其facebook等
媒體就當日集會展開
文宣攻勢，一旦被拘
控，要成功說服法庭
真的事先對“支聯
會”宣傳及號召“毫
不知情”會有一定難
度；既然要承受墮入
法網的風險，當晚最
好不要到維園。

口號標語證互動口號標語證互動
涉違限涉違限聚聚

龔大狀表示，市民對公眾
場所聚集違反“限聚令”或
“非法集結”或“未經批准集
結”應有所認識。首先，俗稱
“限聚令”的《預防及控制疾
病（禁止羣組聚集）規例》，
旨在針對超過法例上規定人數
上限（現為4人）的群組。該
條例第六條中表明，如出現群
組聚集，即一群人為共同目的
而聚集已屬違法，包括參與或
組織該聚集者。

她進一步解釋，是否屬
“群組聚集”仍要視乎實際情
況，如聚集是否事先組織、聚
集者彼此間有否互動、聚集是
否只瞬間出現等。倘支聯會鼓
動市民當日手持蠟燭進入維
園，就有可能構成“事先組
織”及“聚集並非只在瞬間出
現”，而跟隨一起行動者，亦
有可能會被視為“聚集人士彼
此之間的互動”；倘這些人穿
上類似的衣服或有關宣傳品，
或高叫相類似甚至同一的口
號， 就足以證明在場聚集者
彼此間確有“互動”及有“共
同目的”。

輕忽警令易墮法輕忽警令易墮法網網

至於至於《《公安條例公安條例》》
中中““明知而參與未經批明知而參與未經批
准集結准集結”，”，是指有人明是指有人明
知某個集會或遊行在舉知某個集會或遊行在舉
行前行前，，未有按照法例的未有按照法例的
規定申請不反對通知規定申請不反對通知
書書，，或在申請後受到警或在申請後受到警
務處處長的反對務處處長的反對，，又或又或
者明知該項集結正在拒者明知該項集結正在拒
絕服從或故意忽略服從絕服從或故意忽略服從
警方依法作出的命令警方依法作出的命令，，
而選擇參與或繼續參而選擇參與或繼續參
與與。。龔大狀指出龔大狀指出，“，“明明
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
結結””的罪成門檻比的罪成門檻比““非非
法集結法集結””低低，，而警方在而警方在
控告控告““明知而參與未經明知而參與未經
批准集結批准集結””者時者時，，只需只需
證明對方曾經參與一項證明對方曾經參與一項
未經批准的集結未經批准的集結，，以及以及
對方參與時已知道該項對方參與時已知道該項
集結未有取得警方的不集結未有取得警方的不
反對通知書反對通知書，，或者知道或者知道
該項集結拒絕警方依法該項集結拒絕警方依法
發出的命令發出的命令。。

《《公安條例公安條例》》第十第十
八條的非法集結罪八條的非法集結罪，，是是
指指33人或以上在集結一人或以上在集結一
起起，，事前並未根據事前並未根據《《公公
安條例安條例》》向警方申請批向警方申請批
准准，，而他們會作出擾亂而他們會作出擾亂
秩序的行為或作出帶有秩序的行為或作出帶有
威嚇性威嚇性、、侮辱性或挑撥侮辱性或挑撥
性行為性行為，，意圖導致或相意圖導致或相
當可能導致任何人合理當可能導致任何人合理
地害怕如此集結的人會地害怕如此集結的人會
破壞社會安寧破壞社會安寧，，或害怕或害怕
他們會藉以上行為激使他們會藉以上行為激使
其他人破壞社會安寧其他人破壞社會安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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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警方27日表示，根據香港法例第
599G章《預防及控制疾病（禁止羣組聚

集）規例》，及香港特區政府5月26日在憲報刊登
的公告，任何人於本月27日至下月9日期間內，除非
獲得准許，否則皆不得在任何公眾地方進行多於4人的群
組聚集。警方合理地相信，即使對上述集會施加相關條件，亦無
助維護公共秩序、公共安全及保護他人的權利和自由目的，故反對
“支聯會”申請舉行的遊行及集會。李家超其後會見記者時表示，警方已就5
月30日和6月4日的公眾活動申請發出反對通知書，故該兩個活動已成為“未
經批淮的集結”。任何人不應該參加未經批准的集結，或者宣傳、公告未經批
准集結，否則違法。

參加未經批准集結參加未經批准集結 最高監禁最高監禁55年年
他指出他指出，，根據根據《《公安條例公安條例》，》，參加未經批准集結參加未經批准集結，，最高刑罰可判監禁最高刑罰可判監禁55

年年，，宣傳或公告未經批准集結宣傳或公告未經批准集結，，最高刑罰可監禁最高刑罰可監禁11年年。。在近期兩宗公共活動的在近期兩宗公共活動的
判決案中判決案中，，清楚顯示無論是否涉及暴力清楚顯示無論是否涉及暴力，，參與未經批准集結屬於犯法參與未經批准集結屬於犯法，，而有關而有關
案件的被告亦分別判處不同刑期的監禁案件的被告亦分別判處不同刑期的監禁。。李家超強調李家超強調，，香港警務處處長按照香港警務處處長按照
《《公安條例公安條例》》賦予的權力賦予的權力，，並在考慮所有因素後並在考慮所有因素後，，包括限聚令包括限聚令、、公共安全和公公共安全和公
共秩序等種種因素決定發出反對通知書共秩序等種種因素決定發出反對通知書。。當警務處處長作出反對決定後當警務處處長作出反對決定後，，有關有關
活動即為未經批准集結活動即為未經批准集結，，任何人參與未經批准集結都是違法的任何人參與未經批准集結都是違法的。。他指出他指出，，香港香港
國安法條文清晰說明國安法條文清晰說明，，任何人如果組織任何人如果組織、、策劃策劃、、實施實施，，用非法手段去破壞或者用非法手段去破壞或者
推翻在中國推翻在中國《《憲法憲法》》之下所定的根本制度之下所定的根本制度，，屬於顛覆國家政權罪屬於顛覆國家政權罪。。他提醒市他提醒市
民民，，每個人都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每個人都要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任何人嘗試挑戰法律任何人嘗試挑戰法律，，無論是無論是““限聚限聚
令令”；”；無論是無論是《《公安條例公安條例》；》；無論是香港國安法無論是香港國安法，，警方都會依法嚴肅處理警方都會依法嚴肅處理。。

另外另外，“，“支聯會支聯會””於於2626日去信香港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日去信香港政務司司長張建宗，，按按《《預防及控制預防及控制
疾病疾病（（禁止羣組聚集禁止羣組聚集））規例規例》》的規定申請准許群組聚集的規定申請准許群組聚集。。政務司司長辦公室發政務司司長辦公室發
言人言人2727日回應表示日回應表示，，就就““支聯會支聯會””提供的資料提供的資料，，政府未能確立打算舉行的遊行政府未能確立打算舉行的遊行
及集會及集會，，符合相關法例的條件符合相關法例的條件，，並強調政府有需要繼續透過不同的限制社交距並強調政府有需要繼續透過不同的限制社交距
離措施離措施，，避免疫情在社區蔓延避免疫情在社區蔓延。。在疫情持續期間在疫情持續期間，，不建議舉辦涉及大量群眾不建議舉辦涉及大量群眾、、
人與人之間接觸時間較長人與人之間接觸時間較長、、較難控制人數及難以確保有效落實社交距離的聚集較難控制人數及難以確保有效落實社交距離的聚集
活動活動。。

●●李家超呼籲不要挑戰法律李家超呼籲不要挑戰法律。。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攝攝

香 港 新 聞 ●責任編輯：于大海 2021年5月28日（星期五）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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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選制高票通過 港啟良政善治新時代
高效完成本地立法 具廣泛代表性 體現均衡參與 有利行政主導

香港特別行政區

立法會27日高票通過

《2021年完善選舉制

度（綜合修訂）條例

草案》，標誌着新形勢下香港特區選舉委員

會選舉、立法會選舉和行政長官選舉的制度

體系已經形成。條例草案貫徹落實了全國人

大“3·11”決定和全國人大常委會“3·30”
修法的精神，經過特區政府和立法會的共同

努力，不僅吸納了議員和社會各界的合理建

議和意見，亦於兩個月內高效完成修改本地

選舉法例的工作。完善後的選舉制度將在具

廣泛代表性、均衡參與、有利行政主導、安

全性強的多重優勢和保障下，為香港選舉、

香港發展保駕護航，為香港開啟良政善治新

時代。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鄭治祖

●●香港立法會香港立法會2727日三讀通過日三讀通過《《20212021年完善選舉制度年完善選舉制度
（（綜合修訂綜合修訂））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完善選舉制度相關條例草案完善選舉制度相關條例草案2727日以日以4040票贊票贊
成成、、22票反對票反對、、零票棄權下通過二讀零票棄權下通過二讀。。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立法會通過《條例》後，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
娥發表聲明，表示香港國安法實施後，有效地恢

復了社會穩定，27日通過的《條例》確保香港的政治
體制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是另一個里程碑。這
兩項關鍵措施充分顯示中央政府堅定不移貫徹“一國
兩制”方針。近年香港出現的政治亂象，充分顯示香
港選舉制度存在的漏洞，令反中亂港分子有機可乘、
進入特區政治體制，嚴重損害香港憲制秩序、危害國
家安全及阻礙施政。

為堵塞漏洞，撥亂反正，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於3月
11日通過關於完善香港特別行政區選舉制度的決定，
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在全國人大授權下，於3月30日
通過經修訂的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我很高興我
們能夠在兩個月內快速地完成修改本地選舉法例的工
作。”

林鄭月娥說，今次能夠在短時間內有效完成本地
立法的工作，實有賴中央政府的指導、立法會的全力
配合、香港市民的支持，以及特區政府一眾同事的盡
心盡力，特別是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和律政司的同事。
“我們共同迎來香港政治體制將可確保全面準確貫徹
‘一國兩制’的新時代。”

感謝立會不眠不休審草案
她並衷心感謝立法會議員自《條例草案》於4月

14日提交議會後，不眠不休密集地進行審議，並提出
了很多具建設性的建議。“我們通過委員會審議階段
修正案採納了很多有關建議，令相關法律條文更為清
晰，和令選舉安排更臻完善。經修訂的選舉法例將為
我們日後依照基本法附件一和附件二舉行的選舉，提
供堅實的基礎。”

林鄭月娥指出，過去兩年，香港經歷了回歸以來
最嚴峻的政治挑戰。“我在《2020年施政報告》中清
楚指出，我們當前其中一項急切要做的事是要令特區
的憲制秩序和政治體制重回正軌。香港國安法去年6月
30日實施後，有效地恢復了社會穩定；而今天（27
日）通過的《條例草案》，確保香港的政治體制落實
‘愛國者治港’原則，是另一個里程碑。這兩項關鍵
措施充分顯示中央政府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方
針，亦對確保香港長期繁榮穩定至為重要。”

她說，在立法過程中，特區政府堅定地反駁外國
政客和傳媒對中央完善特區選舉制度的誤導性言論，
“這些言論的謬誤和別有用心的意圖，和他們無理抨
擊香港國安法可說是同出一轍。這次完善特區選舉制
度是及時和必須的，反中亂港勢力在立法會製造混
亂、癱瘓特區政府運作，甚至勾結外部勢力損害香港
的安全和利益，沒有一個國家或政府會對上述危害視
而不見。”

要求管治者愛國理所當然
林鄭月娥強調，要求有管治權的人士愛國是理所

當然，也是國際通例。“符合愛國者要求和標準的
人，不論其政治立場，均可依法參選、依法當選，服
務香港特區。實際上，完善選舉制度將有助立法會恢
復其憲制職能，作為行政機關與立法機關之間進行理
性互動的平台，以切實提升管治效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政制
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衞27日在立法會上動議
《2021年完善選舉制度（綜合修訂）條例草
案》恢復二讀辯論時表示，中央是次從國家層
面完善選舉制度是為了堵塞漏洞，構建一套符
合香港實際情況，同“一國兩制”實踐要求相
適應的、具有香港特色的民主制度，有助香港
重回正軌、撥亂反正。

批某些人不斷損害國家和香港
曾國衞27日批評，過去多年來，香港某些

人完全無視中央對港這套基本方針政策的初
心，反而利用中央的誠意和包容，不斷做出損
害國家和香港根本利益的事情，令“一國兩
制”受到嚴重衝擊，香港的繁榮穩定面對前所
未有的挑戰。這些反中亂港分子對抗“一
國”，挑戰中央全面管治權，甚至提出“自
決”“港獨”等主張。

符合香港利益 社會反應正面
因此，無論是從憲制秩序、香港實際情況以

至維護國家安全，現在的選舉制度都必須加以糾
正及完善。今次完善選舉制度必將成為香港“一
國兩制”實踐的重要里程碑，並感謝小組委員

會、法案委員會等在這段時間的不懈努力及辛勞
付出，完成了這項幾乎不可能的工作。
曾國衞強調，由特區政府宣布修例以來，

香港社會的反應都是正面的，認為條例草案將
完善選舉制度的安排具體化、清晰化，充分體
現廣泛代表性、均衡參與的原則，更加符合香
港的整體利益以及實際情況，推動香港民主穩
步向前。
同時，條例草案還對選舉安排作了多項優

化，反映政府積極回應社會關切，照顧選民需
要。
他強調，是次完善選舉制度體現4大重要

原則。一是嚴格依照憲法、基本法以及人大決
定，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及發展利益，保障香
港居民依法享有的選舉權、被選舉權；二是全
面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確保香港特區管
治權牢牢掌握在愛國者手中，為“一國兩制”
實踐行穩致遠提供堅實的制度保障；三是增強
選舉委員會及立法會的代表性，擴大香港社會
均衡有序的政治參與，維護香港社會整體利益
及根本利益；四是強化行政及立法之間的有效
配合，提高政府的治理效能，減少內耗及政治
爭拗，使特區政府及社會各界能夠集中精力，
發展經濟、改善民生，維護香港的繁榮穩定。

曾國衞：建港特色民主制度助返正軌

●●林鄭月娥表示林鄭月娥表示，，立立
法會通過的法會通過的《《條例條例》》
確保香港的政治體制確保香港的政治體制
落實落實““愛國者治港愛國者治港””
原則原則。。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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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優化選舉安排
修訂《選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

目的：依法規管操縱、破壞選舉的行為

優點：任何人在選舉期間內藉公開活動煽惑
他人不投票、投白票或廢票，即屬干
犯非法行為；而任何人故意妨礙或阻
止另一人在選舉中投票，即屬干犯舞
弊行為

使用電子選民登記冊

目的：提升有關發票程序的效率和準確性

優點：選民出示身份證明文件，票站人員用
電子儀器核對和發票，毋須再用紙本
和劃線

安排關愛隊伍

目的：便利年長或有需要的選民投票

優點：票站主任可以在投票站設優先取票隊
伍，讓70歲或以上人士、孕婦、因
其疾病、損傷或殘疾令身體會因排隊
而有劇烈疼痛或痛苦的人士使用

賦權總選舉事務主任要求處所借出物業作點
票站或投票站

目的：解決選舉事務處過去尋找地方作為票
站出現困難的問題

優點：總選舉事務主任有權要求收取政府補
助的學校及非政府機構借出其物業以
供在公共選舉設立投票站或點票站

修訂查閱和編制選民登記冊安排

目的：維持選民登記冊的透明度同時亦保護
選民私隱，以增加市民對選民登記制
度的信心

優點：只限傳媒、政黨以及候選人查閱登記
冊；遮蔽登記冊上選民的部分個人資
料；提交住址證明的要求擴展至所有
新選民登記申請

未來三場重要選舉日期
選舉

選舉委員會界別分組選舉

第七屆立法會選舉

第六屆行政長官選舉

日期

2021年9月19日

2021年12月19日

2022年3月27日

香港文匯報訊 新華社27日播發時評《新
選舉制度順利“落地”香港“一國兩制”實踐
掀開歷史新篇章》指出，香港特區立法會審議
通過《2021年完善選舉制度（綜合修訂）條例
草案》，標誌着完善香港特區選舉制度涉及的
本地立法工作全面完成。這是香港去治亂、
正本清源、重新出發的又一法律成果和制度進
步，“愛國者治港”原則從制度機制上得以全
面貫徹、體現和落實，風雨過後的“東方之
珠”正迎來新的發展階段，香港“一國兩制”
實踐由此掀開歷史新篇章。

評論說，新通過的條例將中央修改完善香
港特區選舉制度的總體安排進一步具體化、清
晰化。中央“決定+修法”與特區“本地立法”
共同完成選制修訂，充分彰顯了中央全面管治
權和特區高度自治權的有機結合。在中央完成
有關修法工作後，香港特區政府迅速向特區立
法會提交有關本地選舉法律修訂案，特區立法
會在一個多月時間裏高質高效地審議有關法
案，愛國愛港政團社團及社會各界人士積極發
聲支持和建言獻策，讓有關法案更加完備，在
立法會以高票順利獲得通過。

評論指，這一順暢專業的立法進程也展現
出特區行政與立法機關相向而行、良性互動的
新氣象，同時也充分證明沒有亂港勢力在立法
會內惡意阻撓破壞，特區行政與立法關係可重
回既監督又合作的憲制正軌，香港的民主質量
和治理效能會大幅提升。可以預期，在新選舉
制度下，行政與立法溝通更加順暢，行政主導
體制運行更加順利。
評論強調，制度的生命在於實施，準確執

行、有效運作新選舉制度是香港特區政府和社會
各界的共同責任。
特區政府要不斷推進對新選舉制度的宣介工

作，不斷增強各持份者對新選舉制度的認知認
同，緊鑼密鼓地展開選舉籌備工作，依法組織和
進行選舉、嚴格規管選舉過程、堅決打擊擾亂破
壞選舉的各種違法活動；社會各界也要主動了解
新選制、積極參與實踐新選制，依法行使民主權
利、依法參選當選、依法展開競選活動，共同確
保接下來的選舉委員會選舉、立法會選舉、行政
長官選舉順利有序進行，將“愛國者治港”原則
落到實處，保證特區政權機關順利換屆、政治體
制有效運作、社會大局持續向好。

新華時評：新選制“落地”啟歷史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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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休城工商

「「新東方廣告印刷公司新東方廣告印刷公司」」 遷移新址遷移新址
新店在八號公路近百利大道顧客福音新店在八號公路近百利大道顧客福音

（本報記者秦鴻鈞）現代生活無論食
衣住行育樂，道道都離不開廣告、印刷。
無論您是作任何生意，都需要張貼廣告，
無論是招牌，背景牆或旗子，乃至橱窗牆
壁貼圖、大幅的彩色橫幅海報、汽車貼圖
貼字，乃至彩色商業印刷、社團宣傳手冊
，都離不開廣告印刷公司。凡是在休市從
事商業、社團活動的人，沒有不認識 「新
東方廣告印刷公司」 的老闆Benjamin Li ,
他做事實在，確實，如期交件，令人信任
。雖然遠了點，位居休市西陲六號公路與
百利大道交口，為了他的印刷品質一流，
大家還是願意大老遠開車去找他印東西 ！

好消息 ！今後您印刷東西不用再老遠
開車去找李老闆了！就在休市西南區，中
國城的中心點上，八號公路與百利大道交
口不遠處（八號公路邊過百利大道往北下
一條小路路口商場內）即至。方便極了。
新店佈置的美崙美奐，引人駐足。 「新東
方」 最擅長印製的包括：招牌壓克力廣告
字母，標牌廣告旗幟橫幅、展示台字母、

LED 燈、燈箱立杆標牌、貿易展覽產品海
報、汽車貼圖貼字、T恤印花、繡花窗戶
、背景牆和旗子等。在印刷方面：有社團
、商品宣傳手冊、各式彩色橫幅海報、
LED 燈/ 燈箱桿，彩色商業印刷：如貿易
、展覽產品小冊子、演出節目單、乃至T
恤衫印刷、刺繡、櫉窗、牆壁貼圖、背景
牆和旗子、明信片、餐廳菜單、婚禮卡/照
片...等等。我們幾乎每天都生活在廣告、

印刷的世界裡，與 「新東方廣告印刷公司
」 有不解之緣。

「新東方廣告印刷公司」 （BK Print-
ing & Signs Co. )的新址：6601 W. Sam
Houston Pkwy S. #4, （Between Bellaire
& Harwin ) Houston ,Texas 77072, 電話：
（281） 575- 8794， Cell: (832)
782-3688 , E-Mail: bkprintingco@sbc-
global.net, 或bkhwy6@gmail.com

圖為圖為 「「新東方印刷公司新東方印刷公司」」 進口處進口處
及客廳及客廳。（。（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新東方印刷公司新東方印刷公司」」 位於八號公路位於八號公路
邊正門口邊正門口。（。（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圖為圖為 「「新東方廣告印刷公司新東方廣告印刷公司」」 老闆老闆Benjamin LiBenjamin Li
攝於新店內攝於新店內。（。（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位於圖為位於Westcenter Dr.Westcenter Dr.與與WestparkWestpark交口進口處右手邊第三棟大樓的交口進口處右手邊第三棟大樓的
「「Auspicious Laboratory Inc.Auspicious Laboratory Inc. 」」 所在地的大樓外觀所在地的大樓外觀。（。（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最近中國城的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
（（本報記者秦鴻鈞本報記者秦鴻鈞 ））隨著隨著

新冠疫情的肆虐新冠疫情的肆虐，，每天都傳來每天都傳來
壞消息壞消息，，如美國疫情仍在持續如美國疫情仍在持續
惡化惡化，，再加上目前疫苗仍處於再加上目前疫苗仍處於
供不應求狀態供不應求狀態，，以及不是每個以及不是每個
人都適合接種新冠疫苗人都適合接種新冠疫苗（（如正如正
處於發熱處於發熱、、感染等疾病感染等疾病、、急性急性
病及妊娠期婦女病及妊娠期婦女，，慢性病人群慢性病人群
醫生建議暫緩接種新冠疫苗醫生建議暫緩接種新冠疫苗））
因此因此，，每個人都應作個人新冠每個人都應作個人新冠
病毒及血清檢測病毒及血清檢測,, 對自己目前身對自己目前身
體狀況有所了解體狀況有所了解，，是安心是安心，，也也
是面對現實應採取的應對是面對現實應採取的應對。。

AUSPICIOUS LABORAAUSPICIOUS LABORA--
TORY Inc.TORY Inc. 是最靠近中國城的是最靠近中國城的
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新冠病毒及血清檢測實驗室。。
位於西南區中國城八號公路與位於西南區中國城八號公路與
Westpark Dr.Westpark Dr. 交口附近交口附近。。他們他們
以 棉 簽 取 樣 核 酸 檢 測以 棉 簽 取 樣 核 酸 檢 測
SARS-COV-SARS-COV-22Nucleic AcidNucleic Acid

RT-PCR testing,RT-PCR testing, 手指端取樣手指端取樣
血清抗體血清抗體 IgG/IgMIgG/IgM測試測試，，取樣取樣
後後1212--2424小時之內出結果小時之內出結果。。大大
部分保險可報銷檢測費用部分保險可報銷檢測費用，，也也
可自費檢測可自費檢測。。無需預約無需預約，，可以可以
直接前來直接前來。。請戴口罩來實驗室請戴口罩來實驗室
檢測檢測，，提前打電話預約可以減提前打電話預約可以減
少等待時間少等待時間，，於室內或車內檢於室內或車內檢
測測。。

營業時間營業時間：：周一到周五周一到周五88::
0000am-am-55::0000pm,pm, 周 六周 六 ：： 88::
0000am-am-44::0000pm,pm, 周日休息周日休息，，緊緊
急情況需先預約急情況需先預約。。
Auspicious Laboratory Inc.Auspicious Laboratory Inc. 地地
址址 ：： 37073707 Westcenter Dr.Westcenter Dr.
SuiteSuite 100100, Houston ,TX, Houston ,TX
7704277042,, 聯 系 電 話聯 系 電 話 ：：
713713--266266--08080808，， E-Mail: inE-Mail: in--
fo@auspiciouslab.com, www.fo@auspiciouslab.com, www.
auspiciouslab.comauspiciouslab.com

羅復文處長布達休士頓地區僑務委員任命令羅復文處長布達休士頓地區僑務委員任命令

「「夏季將至夏季將至，，嚴防空巢被害嚴防空巢被害」」
作者作者:: 梁晨梁晨 檢送達拉斯車隊遊行聲援臺灣參與WHA

（本報訊）駐休士頓臺北經濟文化辦
事處5月27日上午舉辦休士頓地區僑務委
員任命令布達典禮，處長羅復文代表頒發
僑務委員任命令予休士頓地區續任及新任
僑務委員張世勳、劉秀美及陳建賓。辦事
處組長何仁傑、張家華、副領事陳偉玲、
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主任陳奕芳、副
主任楊容清及台灣書院副主任陳譓如特到

場觀禮。
羅復文祝賀三位僑務委員獲蔡英文總

統任命，肯定三位委員對僑社的貢獻，並
期許任內與辦事處攜手合作，凝聚僑胞向
心，協助政府推動國民外交，促進台美雙
邊交流。張世勳分享擔任文教中心台灣文
化導覽志工心得，並表示任內將持續與導
覽團隊合作，行銷優質台灣文化。劉秀美

表示任內將團結傳統僑社支持政府，並將
積極參與公共事務，讓主流社會看到臺灣
的美。陳建賓盼與各社團合作，落實台灣
節，提升台灣能見度。

典禮結束後，羅復文與三位僑務委員
就未來業務推動交換意見，並致贈具台灣
特色伴手禮，三位委員均承諾任內將竭心
盡力，為台灣打拼。

（本報訊）5 月 26 日
傍晚，家住休士頓西南區
的華人于先生回家時驚覺
家中亮著燈光，原本緊鎖
的大門竟然有被撬動的痕
跡。從窗口張望，屋內一
片狼藉，還有人影晃動.....
驚恐之下，于先生馬上報
警，又立刻聯絡了正在社
區巡邏的休士頓華人治安
聯防自衛隊。

休士頓華人治安聯防
的義工在第一時間趕到現
場，在與警方的聯繫中被
告知不要擅自作出對抗行
動，以防萬一！

警方到達現場時，竊
賊已經倉惶逃離，室內貴
重物品被盜竊一空，損失
慘重，名貴手錶，手袋及
現金盡數被盜。

休士頓華人治安聯防
負責人 Hunter 表示，目前
這段時期，針對華人的各
類犯罪頻發，而且大半是
有針對性的團伙作案，確
定目標後盯梢，放風，下
手，對作案的時間、地點
，工具專業化，系列化....

通過媒體及社區的宣
傳，大部分華人已養成不
在車內留放貴重物品的習
慣，但華裔族群的家中依
然會放有名貴物品及大量
現金的印象。夏季將至，
離家前一定要注重門窗上
鎖及相關的安全防盜措施
！

警員 Alex 表示，萬一
被盜，一定要列出損失物
品的清單，報警備案，有
利於指認并抓捕罪犯。

羅復文偕辦事處同仁與僑務委員合影羅復文偕辦事處同仁與僑務委員合影

（本報訊）由北德州歌
林郡台灣商會及達拉斯榮光
聯誼會聯合主辦，世界華人
工商婦女企管協會北德州分
會、達拉斯政大校友會及達
拉斯輔大校友會協辦之 「達
拉斯僑界支持臺灣參與世衞
大會（WHA)車遊」活動5月
22 日熱鬧啟程。當日上午於
Jack Carter 公園舉行啓程典禮
，近百位僑團代表及僑胞現
身力挺臺灣參與國際事務，
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
處處長羅復文及休士頓華僑
文教服務中心副主任楊容清
專程驅車北上為民眾加油打
氣。

北德州歌林郡台灣商會
及達拉斯榮光聯誼會會長劉
志強致詞感謝各社團參與，
共同為台灣二千三百萬人健
康打拼；羅復文感謝主辦單
位熱心發起車隊遊行，希望

藉此展現台灣參與WHA的熱
情與心願。

楊容清對鄉親心繫台灣
，為台灣發聲，深表感動。
僑務委員陳世修、僑務諮詢
委員牟呈華及世華北德州分
會會長李震台分別簡短致詞
支持台灣參與WHA。

典禮之後， 33部裝飾中
華民國和美國國旗以及挺臺
灣入世衞的英文布條的車隊
，由警車前導緩緩行經Plano
市區主要道路，車前國旗隨
風飄揚，吸引道路兩側民眾
注視，許多民眾向車隊熱情
揮手表達
支持。在近一個小時的遊行
活 動 之 後 ， 車 隊 返 回 Jack
Carter 公園，參與的僑領及僑
胞駐足車前合影留念，高喊
台灣加油，活動在溫馨的氣
氛中畫下完美的句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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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百課程為升學及生涯精設，新的人生今天就啟航
疫情阻止不了您追夢，讓休斯頓社區大學HCC成為您飆昇美好未來的發射台！

HCC西南校區學科種類
數碼及信息技術 | 基礎科學 | 健康科學 | 

工商業 | 視覺及表演藝術 | 其他各類學科

課程詳情，請訪網站：HCCS.EDU

報名方式：
HCCS.EDU/VIRTUALLOBBY 
HCCS.EDU/APPLY 
713.718.2000
713.718.2277

師資雄厚、學費低廉的HCC有數百門優質課程供您選擇，線上教學或校園安全上課靈
活可變，最快數月就能獲取文憑證書，迅速在科技、健康、高級製造、工程及商貿等
熱門行業覓得高薪火熱的職位。學習兩年可獲副學士學位（A.A.S./A.S.），學分可轉
入四年制大學，只需再讀兩年就能取得學士學位，在職場更勝一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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