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發行人 李蔚華/Publisher: Wea H. Lee 社長 朱勤勤/President: Chin Chin Chu 副社長 朱幼楨/Vice President: Emerson Chu 副社長 秦鴻鈞/Vice President: Christi Chin 總編輯 蓋 軍/Chief Editor: Jun Gai
商業廣告：ad@scdaily.com 設計部：art@scdaily.com 編輯部：editnews@gmail.com 會計部：acccounting@scdaily.com 分類廣告：cla@scdaily.com 美南新聞網站：www.scdaily.com 美南電視15.3：https://scdaily.com/tv
美南黃頁：https:scdaily.com/yellow_pages 美南新聞電子報 e-paper:www.scdnews.com 分類廣告專頁Classified AD: www.scdaily.com/classified ads 美南微信公眾號：美南網ID:today-america 國際貿易中心：http://www.itchouston.org

12044

AA11Tuesday, 6/1/2021

【中央社】美國總統拜登今天提出6兆
美元預算案，以 「重新擘劃」 美國經濟、與
中國抗衡。不過，這會讓美國背負歷來最多
的債務，且須先經國會同意。

拜登宣布這項支出提案時說，美國在經
歷2019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疫情後，
「已無本錢只是單純回復往昔」 。

他說： 「我們必須把握此刻，重新擘劃
、重塑新的美國經濟。」

法新社報導，美國總統的年度預算案比
較像是 「願望清單」 或一種說明施政優先順
序的方式，最終決定預算分配的還是國會，
而拜登所屬的民主黨目前只在國會占微幅優
勢。

在野的共和黨則對中央政府能扮演任何
重要的新角色抱持懷疑態度。聯邦眾議院少
數黨共和黨領袖麥卡錫（Kevin McCarthy）
說，這項預算案是 「我一生所見最魯莽、最
不負責任的預算提案」 。

就連拜登的部分支持者也警告，經濟已
經準備從Covid-19疫情封鎖中恢復，可能又
會陷入通貨膨脹的漩渦。

拜登主張在他所謂攸關存亡的美中競爭
背景下，重新思考政府與企業之間的關係，

他提出的大型預算案正昭示
了白宮落實此一想法的決心
。

根據拜登的藍圖，聯邦
政府將在2022年釋出6.011
兆美元資金，並逐步增加，
到2031年達到8.2兆美元。
預期債務占年度國內生產毛
額（GDP）的百分比很快會
超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
的水準。

民主黨已明確表示6兆
美元預算的大部分應如何運
用，其中有一大筆會用在基
礎建設上。拜登先前提出規
模2.3兆美元的基礎建設計
畫，但在與國會協商的過程
中，縮減到1.7兆美元。

另外還有1.8兆美元會用於增加國家資助
的教育和社會服務。拜登說，這些都是打造
更美好21世紀勞動力的一環。

拜登表示，這項預算案的整體目標是擴
大美國中產階級，同時讓美國就定位，以勝
過競爭對手。

美國正迎來5月31日陣亡將士紀念日連
假，國會也將休會一週。這個時間點或許能
削弱國會立時的怒火，許多民主黨人希望拜
登利用民主黨在國會的微幅優勢來推動變革
性的法案，但共和黨人態度強硬，企圖擋下
拜登的多數提議。

拜登提拜登提66兆美元預算案強化實力兆美元預算案強化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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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 are so glad many of our friends got
together at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to
join Ambassador Yansane to talk about
investing in Guinea.

In my welcome speech I warmly welcomed
all of those who could come to ITC the
reunion after the pandemic.

Today we discussed many topics including
education, telecommunication, agriculture,
tourism, healthcare, infrastructure and media.

The Ambassador gave us a very detailed
introduction about this West African country.
He is representing their government to invite
all of us to visit Guinea in the near future.

As Honorary Consul for Guinea in Houston,
our goal is to establish a solid bridge
between Houston and Guinea and to bring
more investors and people to Africa.

At today’s forum we listened to many
businessmen and scholars who expressed
their opinions and their willingness to help
this western African country.

0505//2929//20212021

Investing In GuineaInvesting In Guinea

今天上午在休斯敦國際
貿易中心，疫情過後首次迎
來了幾內亞駐美大使楊森及
數十位各界好友，共同參與
了幾內亞投資座談會。

我在會上熱烈歡迎許多
一年多未見的好友們，大家
有久別重逢之感，在座的有
教育、科技、醫療、媒體界
的友人們，他們在會上都發
表之独見的談話，希望能為
幾內亞之招商引資進份力量
。

楊森大使在會上非常精
彩地介紹了這個西非國家，

它雖然國家正在努力發展，
有許多项目極待大家前往投
資，其中包括基建、教育、
醫療、觀光、國民住宅和電
力發電等。

好友拉馬大學喬治博士
、休大教授達索，名建築師
李兆瓊都在會上表示支持。

几內亞這個人口一千五
百多萬的西非國家，正在卯
足全力推動建設，開發資源
，在政府之安排下，我們預
計在年底前組團實際考察。

幾內亞正向世界招商幾內亞正向世界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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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時局

世衛再次呼籲病毒溯源世衛再次呼籲病毒溯源
日本延長九地緊急狀態日本延長九地緊急狀態

【綜合報道】據世界衛生組織28日公佈的最新數據顯示，
截至歐洲中部時間28日17時03分(北京時間23時03分)，全球確
診新冠病例較前一日增加545102例，累計達168599045例；死亡
病例增加12406例，累計達3507477例。

世衛組織衛生緊急項目負責人邁克爾.瑞安在新聞發布會上
表示，需要進行多項研究才能完全了解新冠病毒起源。瑞安強調
，在病毒溯源問題上，希望每個人都能把政治與科學區分開來。
如果期待科學家能夠合作找到該問題答案，就應避免其周圍充斥
著指責的聲音。這就需要提供一個去政治化的環境，“科學和健
康是我們的目標，而不是在政治上進行指責”。

美洲：美媒稱估計美國新冠肺炎感染率達三分之一
據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當地時間28日凌晨數據顯示，

美國報告的病例總數超過3320萬，意味著約有十分之一的美國
人確定感染新冠病毒。但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28日報導稱
，報告的感染率很可能被低估了。該報導稱，美國疾病控制和預
防中心估計，大約三分之一的美國人患有新冠肺炎，到2021年4
月中旬估計總感染數量為1.15億。

據巴西衛生部發布的數據，截至當地時間28日，該國單日
新增確診病例49768例，累計確診病例達16391930例；單日新增
死亡病例2371例，累計死亡459045例。巴西地理統計局最新數
據顯示，今年第一季度巴西失業率升至 14.7%，失業人數達
1480.5萬，均為該機構2012年開始此項統計以來最高紀錄。
歐洲：歐洲藥管局批准輝瑞疫苗用於12歲至15歲人群

歐洲藥品管理局28日宣布，批准將美國輝瑞公司和德國生
物新技術公司合作研發的新冠疫苗用於為12歲至15歲未成年人
接種。歐洲藥管局在一份聲明中說，這一決定是基於美國的臨床
試驗數據做出的。據悉，藥管局的這一決定還需得到歐盟委員會
和各成員國監管機構的批准。輝瑞疫苗由此成為歐洲藥管局批准
的第一款用於未成年人的新冠疫苗。今年5月，加拿大和美國藥
品監管部門先後批准該款疫苗可用於為12歲至15歲人群接種。

英國藥品與保健品管理局28日批准美國強生公司旗下楊森

製藥公司研發的新冠疫苗在該國投入使用。
與英國此前獲批使用的幾款疫苗不同，這款
疫苗只需接種1劑。英國監管機構此前已經
批准美國輝瑞公司與德國生物新技術公司合
作研發的疫苗、牛津大學與英國阿斯利康製
藥公司合作研發的疫苗以及美國莫德納公司
研發的疫苗。英國政府最新數據顯示，英國
至今已有超過3800萬人接種了至少一劑新冠
疫苗，其中超過2400萬人已完成兩劑接種。

據俄羅斯新冠病毒防疫官網28日公佈的
最新數據，俄羅斯新增確診病例9252例，累
計確診5044459例，新增死亡病例404例，
累計死亡120406例。

亞洲：馬來西亞將全面“封城”兩週
據印度衛生部28日公佈的最新數據，印

度累計確診病例升至27555457例。在過去24
小時內，印度新增確診病例186364例；新增
死亡病例3660例，累計死亡318895例。

據《今日印度》28日報導，印度醫學研
究理事會近日研究發現，印度死亡率突然飆
升，主要與受到二次感染的新冠患者有關，
這些患者在感染新冠后，又被其他細菌或真
菌感染，從而導致死亡。

在單日新增確診病例28日首度突破8000例後，馬來西亞總
理穆希丁當晚通過總理辦公室發布聲明，宣布將從6月1日到6
月14日起實施全面行動管制令，全面“封城”兩週。在全面行
動管制令下，僅允許“必不可少”的經濟社會機構繼續運行。從
19日到28日10天內，馬累計新增確診病例約7萬例。截至目前
，馬來西亞累計確診病例達54.9萬例。

由於仍未有效控制新冠疫情，日本首相菅義偉28日晚宣布
將東京都、大阪府、北海道等9地原定本月底到期的緊急狀態延

長到6月20日。加上沖繩縣，日本有10個都道府縣的緊急狀態
將持續到6月20日。據日本媒體NHK統計，截至28日18時30
分，日本當日新增確診病例3708例，累計確診738488例；新增
死亡82例，累計死亡12827例。

非洲：累計確診病例突破480萬例
據非洲疾控中心網站最新統計數據顯示，截至當地時間28

日，該地區累計報告確診病例達480萬例，達4802687例，累計
死亡達129753例，累計治愈4343800例。

剛果剛果（（金金））火山恐再次爆發火山恐再次爆發 4040萬人大撤離萬人大撤離：：帶著床墊徒步走帶著床墊徒步走
【綜合報道】地時間28日

，剛果（金）東北部北基伍省
發言人稱，受尼拉貢戈火山再
次爆發的威脅，該省首府戈馬
市已有大約40萬人撤離。聯合
國兒童基金會表示，這40萬人
中包括近28萬名兒童，人們大
多數是以步行的方式撤離，一
路上帶著床墊和炊具。

剛果（金）政府發言人表
示，據雷達圖顯示，尼拉貢戈

火山口正在繼續擴大，當地的
火山觀測站也報告稱地下岩漿
在持續擴張，不排除地面和湖
面出現岩漿噴發的情況。

22日，尼拉貢戈火山首次
噴發，導致至少31人死亡，此
後附近地區經歷了一系列的地
震晃動，100公里處部分地區
也有震感。戈馬市還出現路面
斷裂和牆體破裂，導致8萬戶
家庭逃離。

随着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的6年任期临近

结束，近日，菲律宾国内关于他竞选计划的讨

论也越来越多。菲总统府周四则表示，杜特尔

特将把2022年是否竞选副总统一事“交由上帝

”决定。

据菲律宾ABS-CBN新闻网5月27日报道，

关于“杜特尔特对参加明年选举是否持开放态度

”，他的发言人哈里· 洛克（Harry Roque）在新

闻发布会上说：“我想我会引述总统的话，他将

‘听天由命’（he leaves it to God）。”

本周，杜特尔特的首席法律顾问萨尔瓦

多· 帕内罗（Salvador Panelo）曾谈及总统的

2022年计划。他在采访中说：“唔，我问过他

，他的回答是，‘我听天由命。’（I leave

that to God。）”

而洛克去年曾表示，杜特尔特不太可能在

2022年作为他女儿、达沃市市长萨拉· 杜特尔

特-卡皮奥（Sara Duterte-Carpio）的竞选伙伴，

竞选副总统。

“据我所知，总统已经迫切期待完成他的

任期，他想回到（故乡）达沃。”

“帕内罗所说的‘杜特尔特-杜特尔特’

（竞选）组合，是他的个人观点。”

杜特尔特今年76岁，总统任期将于明年结

束，并且不得竞选连任。他曾多次否认，女儿

将寻求在2022年接替他。不过，在最近有关最

受欢迎的总统候选人调查中，杜特尔特-卡皮

奥位居榜首。

明年競選菲律賓副總統嗎？

杜特爾特：聽天由命

5月27日，救援人員在

印度奧迪沙邦清理折斷的

樹木。 據印度媒體27日報

道，熱帶氣旋“亞斯”26

日登陸印度東海岸後已造

成奧迪沙邦和西孟加拉邦5

人喪生，超過150萬民眾被

疏散。

熱帶氣旋熱帶氣旋““亞斯亞斯””
在印度造成至少在印度造成至少55人死亡人死亡

綜合時事通訊社等多家日本媒體報道，

就韓方此前抗議東京奧組委官網首頁中刊載

的日本地圖中包含獨島（日稱“竹島”）並

要求更正一事，日本內閣官房長官加藤勝信

在28日記者會上回答記者提問時稱，“‘竹

島’明確為日本的固有領土，韓方的主張完

全無法接受”。

報道稱，加藤勝信在記者會上稱，日本將

“冷靜並毅然地處理問題”。針對韓國政府官

員抵製東京奧運會的言論，加藤還表示，“判

斷是否派遣選手團參加奧運會是韓國奧組委的

工作”。

據韓聯社消息，韓國外交部長官鄭義溶28

日也在國會外交統一委員會全體會議上表示，

外交部將對東京奧運會官網地圖將獨島錯標為

日本領土一事以予嚴厲應對。鄭義溶表示，外

交部已向日方提出嚴正抗議，並強調今後決不

容忍日方有關獨島的任何錯誤行徑。

此前，韓國前總理李洛淵還就此次事件

表示，“日本若拒絕到底，（韓國）政府應

動員抵製奧運等所有可能的手段，以堅決的

姿態應對”。前總理丁世均26日也表示，若

日本拒絕刪除，“必須采取不參加奧運會等

所有手段”。

獨島位於朝鮮半島東部海域，面積約0.18

平方公裏。韓國、朝鮮、日本都宣稱對該島擁

有主權。目前，韓國實際控製這一島嶼。

爭端升級！韓國要求修改錯誤地圖
日本嚴詞拒絕，並回應“抵製東京奧運”威脅

据日本《读卖新闻》5月28日报道，日本

厚生劳动省26日公布的统计数据显示，5月3

日至21日期间，日本全国又新增57例接种辉

瑞新冠疫苗后死亡的病例，死亡病例年龄分布

在20岁至90余岁间。从今年2月日本启动新冠

疫苗接种以来，接种辉瑞疫苗后死亡的案例累

计升至85例。

据悉，死者死因多为中风和心脏衰竭，八

成以上死者年龄超过65岁。关于死亡与疫苗接

种之间的因果关系，厚生劳动省有识之士研究

会认为其中27人“无法评估”，30人“正在

进行评估”。该研究会认为，从目前情况来看

，无需过度担忧。

截至5月16日，日本全国按照国际标准判

断报告的接种过敏反应案例共计146件，每10

万次接种发生过敏反应次数为2.4次。

日本厚生勞動省

已有85人在接種
輝瑞新冠疫苗後死亡

據日本放送協會(NHK)報道，當地時間27

日23時55分，日本瀨戶內海來島海峽附近發生

了一起撞船事故，一艘日本籍貨船傾覆，船上

有3人下落不明。

當地時間5月27日23時55分，日本瀨戶內

海來島海峽附近發生了一起撞船事故，一艘日

本籍貨船“白虎”號在與馬紹爾群島籍船只

“蔚山先驅者號”相撞後傾覆。據報道，日籍

貨船“白虎”號(排水量1.1萬噸)與馬紹爾群島

籍船只“蔚山先驅者”號(排水量2700噸)發生碰

撞，約2小時40分鐘後，“白虎”號沈沒。

據日本今治海上保安部稱，“白虎”號上

共有12名船員，其中包括船長在內的3人下落

不明。此外，當地消防部門表示，船上另外9人

都已被送往附近醫院，均無生命危險。

另一方面，“蔚山先驅者”號在碰撞後沒

有沈沒，船上13名來自韓國和緬甸的船員也都

沒有受傷。

目前，救援人員仍在搜索失蹤船員，日本

政府運輸安全委員會也已經派員到當地，對事

故原因進行詳細調查。

據介紹，事發海域來島海峽的海流有“日

本三大急流”之稱，航路經常會根據潮水流向

改變，事故頻發。

日本瀨戶內海發生撞船事故
一艘日籍貨船傾覆3人失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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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5am 英語崇拜 

10:00am 國語崇拜/粵語主日學 

11:00am 國語主日學 

11:15am 粵語崇拜/英語主日學 

1:30 pm 中文學校(粵語(暫停)、國語(網上教學)) 

 

曉市頓華人浸信會 
CHINESE BAPTIST CHURCH 

900 Brogden Road, Houston TX 77024 
Tel:713-461-0963 Web: www.cbchouston.org 

蔡啟遠代理主任牧師、楊建牧師、 
徐英牧師、 王浩詒牧師、  
李鄭嘉惠兒童事工主任  

據全球解決方案倡議組織主席丹尼斯· 斯

諾納介紹，今年峰會的主題是“大重組”，

旨在實現與環境可持續性、社會團結和個人

動因相適應的經濟繁榮，並且一如既往地聚

焦二十國集團的重點議題，包括健康、經濟

復蘇、氣候變化、數字治理、難民融合等各

個領域面臨的挑戰。他指出，在抗擊疫情的

過程中，人們吸取了很多經驗和教訓：“我

認為，其中很關鍵的一點是，有越來越多的

人開始意識到回歸多邊主義的重要性。首先

，我們需要明確問題出現在哪個層面。像是

氣候變化、金融危機或是大流行病，這些都

是全球性的，那就必須在國際層面上進行合

作。這時候，我們要把自己看作是地球公民

。同理，在處理諸如教育、安全等國內問題

或者移民之類的跨國議題時，我們要把自己

看作是本國或者跨國公民。”

意大利是2021年的二十國集團輪值主席國

。作為該國二十國集團智庫主席和國家協調人

，意大利國際政治研究所執行副主席保羅· 馬

格裏強調，“大重組”是為了更美好的未來

——一個更健康、更公平、更可持續的未來：

“意大利擔任二十國集團主席國期間的重要議

程是通過關註‘人、地球和繁榮’來擁抱‘大

重組’概念。疫情危機過後，我們需要的是回

歸本質、回歸最基本的事務，即我們自己、我

們所在的地球和比國內生產總值更為重要的社

會福祉。意大利將致力於給出‘大重組’的答

案、實現議程所設置的目標、為印度尼西亞接

任下一屆二十國集團輪值主席國鋪平道路。”

被問及期待中國在推動和落實二十國集

團峰會各項議題方面發揮怎樣的作用時，馬

格裏表示，二十國集團是全球二十個重要經

濟體之間達成的共識，每個成員都努力為推

動世界和平與發展作出應有的貢獻。他說：

“毫無疑問，中國的角色舉足輕重。以氣候

保護為例，中國提出的應對氣候變化的新目

標和新承諾是二十國集團非常喜聞樂見的積

極態勢。與此同時，在數字化和經濟繁榮方

面，中國也享有很大的話語權。而最最關鍵

的是，我們必須在歷經動蕩之後盡快解決一

系列緊迫議題，包括實現疫苗在全球範圍的

公平可及、討論如何避免未來再次出現緊急

公共事件等，而這都離不開各國、尤其是二

十國集團的通力合作。”

據悉，德國聯邦衛生部長施潘、財政部

長肖爾茨、環境部長舒爾策等人參與了27日

的峰會討論。而28日，德國總理默克爾、意

大利總理德拉吉將分別在峰會上致辭。

“2021年全球解決方案峰會”在柏林開幕

聚焦後疫情時期“大重組”
當地時間27日，為期兩天的

“2021年全球解決方案峰會”在
德國柏林開幕。本屆峰會以線上
方式舉辦，來自國際組織、民間
機構、政商及科研界的一百多名
代表重點圍繞後疫情時期的社會
、經濟和生態挑戰與二十國集團
議程作報告，吸引了超過160個國
家及地區的6000多名嘉賓參會。

“長賜號”貨輪於今年3月23日在埃及

蘇伊士運河擱淺，造成蘇伊士運河堵塞，事

後埃及伊斯梅利亞市經濟法院裁定預防性扣

押該貨輪。近日，蘇伊士運河管理局宣布了

“長賜號”擱淺事故調查報告，稱事故責任

全在“長賜號”船長身上。

據路透社報道，蘇伊士運河管理局局長

拉比耶表示，3月23日當天，在“長賜號”

發生事故前，有其他船只通過運河，若“長

賜號”船長因惡劣天氣，要求延後通過運河

，這一要求本應立刻獲得批準，作為船長他

也有權要求更改船舶行程。因此盡管船長聲

稱是因天氣導致事故發生，但卻沒有采取任

何上述措施避免意外。

拉比耶認為，這意味著蘇伊士運河管理

局在3月23日的事故中並不存在任何責任。

據悉，目前蘇伊士運河管理局已經將要求

“長賜號”支付的賠償金從最初的9.16億美

元降至5.5億美元，而且只需要2億美元的預

付款就能讓法院釋放“長賜號”。這些賠償

金一部分是要發放給所有參與救援工作的人

員，而金額則是取決於船舶本身以及運載的

貨物價值。

“長賜”號自 2021 年 3 月 23 日起在

蘇伊士運河擱淺 6 天，造成運河交通嚴

重堵塞。“長賜”號脫淺後被埃及蘇伊

士運河管理局扣押，該局向“長賜”號

船主索賠超 9 億美元，以彌補停航造成

的損失。

5月4日，埃及伊斯梅利亞地方法院駁回

了“長賜”號船東公司提出的解除對“長賜

”號扣押的上訴請求， 裁定其不得離開蘇伊

士運河。

蘇伊士運河管理局

“長賜號”船長為擱淺事故負全責

印度衛生部27日發布的數據顯示，印度過去24小時

新增確診病例211298例，新增死亡病例3847例；累計確診

病例接近2737萬例，累計死亡病例超過31.5萬例。

今年4月初以來，印度第二撥疫情暴發並迅速惡化，

目前印度疫情依然嚴峻。為遏製疫情的迅速蔓延，印度政

府從4月初開始在全國範圍內擴大新冠疫苗接種規模。

不過，受原料供應不足等影響，疫苗短缺仍是印度政

府面臨的難題，不少地區的疫苗接種點都排起了長隊。

當地時間27日，在印度古吉拉特邦的一個免下車疫苗

接種點，排隊的車輛綿延約3公裏長。為了接種疫苗，人

們要花費數小時的等待時間。

當地居民 梅赫塔：我從早上8點開始（排隊）到註射

完第一劑疫苗，大約用了4個小時，首要的問題是政府應

該增加疫苗供應，使接種疫苗更方便提高疫苗接種速度。

梅赫塔說，現在疫苗接種很難預約上，他們這次接種

疫苗選擇的是一家私立醫院的疫苗接種點，雖然花了更多

的錢，但至少完成了第一劑疫苗的接種。

當地居民 梅赫塔：在普通的公立醫院，我們得不到

接種名額，現在雖然花費了1000盧比（約合人民幣88元）

至少我們接種了疫苗，接種了第一劑。

原料供應不足
致印度疫苗短缺
接種點排隊車輛綿延3公裏

巴勒斯坦人在廢墟表演噴火

當地時間5月26日，加沙地帶

，巴勒斯坦表演群體在建築廢墟上

表演噴火。據美聯社報道，加沙地

帶的17名記者證實，其WhatsApp

賬號自上周五（5月21日）以來被

封。其中12人表示，他們曾加入負

責傳播與哈馬斯軍事行動相關信息

的群組。到周一中午（5月25日）

，只有4名半島電視臺記者證實他

們的賬號已恢復，但內容均遭刪除

。半島電視臺首席記者韋爾· 達杜

（Wael al-Dahdouh）對此表示：

“加入哈馬斯組織群組只是為獲取

新聞所需信息。當發現賬號被無限

期停用時非常震驚。”達杜的同事

希沙姆· 紮克特（Hisham Zaqqout）

認為非常不合理，因為賬號並未違

反內容政策和使用條款。這已不是

新聞工作者第一次被封禁WhatsApp

賬號。

據俄羅斯衛星通訊社27日報道，白俄羅斯常駐聯合國

代表團已經向6個聯合國安理會成員國和德國、比利時發

出抗議照會，對其在26日發布的指責白俄軍方迫降瑞安航

空客機的聲明表達不滿，並稱在事件調查結果公布之前，

發表任何觀點和評價都是對聯合國成員國主權的破壞。

據報道，法國、愛爾蘭和愛沙尼亞26日在聯合國安理

會發起閉門會，討論瑞安航空迫降一事，隨後3國與美國

、英國、挪威、比利時、德國共同發表一份聲明，宣稱

“白俄羅斯軍機出於虛假理由讓瑞安航空迫降”。

美歐8國就客機迫降事件發聲後

白俄羅斯駐聯合國
代表團發函抗議

據美聯社報道，當地時間5月27日，聯合國人權理事

會投票通過了一項決議，決定對最近巴以沖突中的暴力行

為進行調查。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巴切萊特表示，以色列對

加沙的襲擊可能構成戰爭罪。

巴切萊特當天在就巴以沖突升級召開的在線特別會議

上呼籲，啟動“真正的包容性的和平進程”，以結束以色

列對巴勒斯坦的占領。

她表示，5月10日以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武裝團體

沖突不斷升級，與以色列安全部隊的強烈反應直接相關。

她指出，沖突首先發生在東耶路撒冷，然後擴散到整個被

占領的巴勒斯坦領土以及以色列內部。以色列在加沙地帶展開

了猛烈的空襲，包括炮擊，戰鬥機發射的導彈和海上襲擊。

巴切萊特說，“盡管以色列聲稱，其中許多建築是武

裝組織所在地或被用於軍事目的，但我們還沒有看到更多

這方面的證據。”

她強調稱，根據國際法規定，以色列有義務保護約旦

河西岸、東耶路撒冷和加沙地帶的居民。

在談到可能的戰爭罪問題時，巴切萊特指出，以色列在

人口稠密地區開展空襲造成了大量平民傷亡和廣泛的民用基

礎設施破壞。“如果發現此類襲擊對平民和民用物體造成的

影響是不加區分且不相稱的，則可能構成戰爭罪。”

與此同時，巴切萊特表示，巴勒斯坦伊斯蘭抵抗運動

（哈馬斯）向以色列發射火箭彈也違反了國際人道主義法

，並敦促哈馬斯不要對以色列濫發火箭彈。

巴切萊特對5月21日的停火表示歡迎，但她警告說，

如果最近沖突升級的根源問題得不到解決，沖突再次爆發

只是“時間問題”。

巴勒斯坦人權狀況特別報告員林克也在會議上呼籲，

國際刑事法院應對最近的沖突升級事件進行調查，並表示

這是自2014年以來最嚴重的沖突升級。

聯合國人權理事會
或將定罪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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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國會參議院當地時間28日就
成立獨立委員會調查國會騷亂法案進行表決，結果
未能表決通過。

在當天的投票中，54票贊成、35票反對，贊成
票未達到60票，該法案未能獲得通過。值得一提的
是，有6名共和黨議員加入民主黨陣營投票贊成，另
有9名共和黨議員和2名民主黨議員未參加當日投票
。

該法案旨在成立獨立委員會，對1月6日發生的
暴力衝擊國會事件進行調查，並在今年年底前提交
調查報告，對於加強國會安保、以防類似事件再次
發生等給出建議。該法案此前已在眾議院表決通過
。

在投票結束後，參議院多數黨領袖、民主黨人
舒默稱，該投票結果表明，“共和黨已被特朗普的

‘大謊言’完全包圍”。
此前對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持開放態度的參議

院少數黨領袖、共和黨人麥康奈爾近日開始對該提
議表示堅決反對。他稱，該調查委員會將可能被民
主黨利用，不利於共和黨2022年中期選舉。

投票贊成的共和黨議員穆爾科斯基則認為，調
查1月6日事件真相更為重要。 “我們有責任調查事
件真相，不能假裝什麼事情都沒有發生過。”

今年1月6日，在國會清點總統大選選舉人票期
間，美國前總統特朗普支持者暴力衝擊國會，造成
至少5人死亡。該事件是國會200年來遭受的最嚴重
襲擊。

美媒分析認為，關於成立獨立調查委員會的投
票是對共和黨人“特朗普忠誠度”的一次檢驗。結
果表明，特朗普對共和黨仍具有“較強影響力”。

（綜合報導）古巴全國人民政權代表大會28日在哈瓦那舉行特別聽證會，強烈要求美國解
除自1962年以來對古巴實施的封鎖。

聽證會由古巴全國人民政權代表大會主席埃斯特萬.拉索主持，來自古巴全國各地各行各業
的人民代表參加。

古巴全國人民政權代表大會國際關係委員會在會上發表的聲明中說，美國對古巴的“封鎖
是世界史上針對一個國家的最全面、最不平等和最為曠日持久的一場戰爭。它違反了國際法和
《聯合國憲章》所載明的宗旨和原則”。聲明譴責說，“這是一種種族滅絕行為”。

聲明還呼籲美國國會聽取美社會各界人士的普遍聲音結束封鎖，並邀請美國立法機關與古

巴建立對話機制，因為這“有助於在共同關心的領域進行交流與合作”。
古巴外交部美國司司長費爾南德斯.德科西奧在聽證會上說：“美國現政府認識到

，特朗普政府採取的措施正在損害古巴人民、損害兩國利益，但仍在維持這些措施
。 ”日前，拜登政府再次將古巴列入年度“反恐行動不合作國家”名單。

古巴芬萊疫苗研究所副所長尤里.巴爾德斯在會上說，美國禁運拖延了古巴為民眾
大規模接種新冠疫苗的進程。 “我們沒有為更多人接種新冠疫苗，因為我們缺乏生產更多疫苗
的原料。”

古巴官方數據顯示，僅在2019年4月至2020年3月間，美國對古巴的單方面製裁已造成古
巴55.7億美元的損失，而美國對古巴實施封鎖的近60年中，古巴方面的累計損失已達1441.43
億美元。

古巴今年6月將向聯合國大會再次提交要求美國結束對古封鎖的相關決議草案。由於新冠
疫情，古巴去年決定將該決議草案推遲到今年6月提交。 1992年以來，聯合國大會已連續20多
年通過古巴提出的相關決議草案。

美參議院未通過成立獨立委員會
調查國會騷亂法案

紐約市欲推動紐約市欲推動““同性戀驕傲大遊行同性戀驕傲大遊行””允許穿制服警察參加允許穿制服警察參加
（綜合報導）據美國僑報報導紐約市長白思

豪(Bill de Blasio)星期五表示，正在與紐約市“驕傲
遊行”（(NYC Pride March)）的組織者進行“對
話”，以改變他們禁止穿制服的警察和懲教人員
參加慶祝活動的決定。

根據ny1報導，本月早些時候，NYC Pride表
示，至少在2025年之前，將禁止所有執法人員穿
制服參加“驕傲遊行”。因為非裔和西裔參加者
在攜帶槍支的警察面前可能會感到不安全。

白思豪稱該禁令是“錯誤的”，並表示這是
對紐約市警察局內男女同性戀警官的不尊重，而
且把他們排除在外是沒有道理的。

然而，NYC Pride否認與同性戀警員行動聯盟
(GOAL)有任何對話，GOAL是一個著名的同性戀
警員組織，該組織對 NYC Pride 禁止執法人員穿
制服參加遊行表示失望。 GOAL負責人布萊恩.唐
尼(Brian Downey)曾經表示，這些執法人員，作為

LGBTQ的一員，他們也是很掙扎的。
“紐約市驕傲”組織的聯合主席安德魯.托馬

斯(Andrew Thomas)表示，該組織曾在與紐約警察
局總警司羅德尼.哈里森(Rodney Harrison)的一次會
議上討論過這一禁令，但那次會議以及此後他們
舉行的其他會議的焦點都是公共安全問題。 NYC
Pride 的媒體總監丹.迪曼特(Dan Dimant)表示，自
從和GOAL第一次見面後，我們就沒有和他們說
過話。我們已經和紐約警察局談過了，但僅限於
行動和後勤方面。

思豪週四拒絕透露他希望看到什麼樣的解決
方案，但表示他理解爭端雙方的擔憂。

他說:“我認為，以包容的名義，這是完全可
以解決的。我認為，把這些想要表達自豪感的警
員排除在外是錯誤的，他們每天都在為這座城市
服務。”

古巴強烈要求美國解除封鎖古巴強烈要求美國解除封鎖

（綜合報導）美國西南航空一名前機長承認一項
聯邦指控，即他在擔任飛行員期間曾在飛行途中脫衣
服，將生殖器暴露在女副機長面前，還在筆記本電腦
上觀看色情內容。

報導稱，這名機長名叫邁克爾.哈克，現年60歲
，來自佛羅里達州。

這起事件發生在2020年8月10日，當天的航班從
費城飛往奧蘭多。報導稱，當飛機到達巡航高度後，
這名前機長在駕駛艙內脫衣服，將生殖器暴露在女副
機長面前。而後，他繼續在筆記本電腦上觀看色情內
容。

根據馬里蘭州聯邦檢察官的說法，“隨著飛機繼
續飛行，副機長繼續履行其作為機組成員的職責之際
，哈克則在駕駛艙內進一步繼續著不當舉動。”

關於哈克在飛行期間的不當舉動，美聯社稱，哈
克在遠程聽證會上給出的解釋是：“這始於我和另一
個飛行員之間一場約定好的惡作劇。我從來沒有想過
事情會變成這樣。”當天，哈克也為自己的行為道歉
並表示悔恨。

報導稱，西南航空的一位發言人表示，在公司得
知這一事件之前，哈克就離開了航空公司。根據哈克
的認罪書，他在飛行前從未見過這名女副機長。哈克
被判處一年緩刑，並被勒令支付5000美元的罰款。

關於哈克，美聯社介紹稱，在退休之前，他在西
南航空公司做了27年的飛行員。他為這家航空公司完
成的最後一次飛行是在2020年8月31日，也就是上述
事件發生的三週後。

美國美國西南航空機長機長 在女副機長面前看色情片在女副機長面前看色情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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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盧靜怡廣州報道）廣
州荔灣疫情感染鏈再次擴大。28日，廣州市衞
生健康委副主任、新聞發言人陳斌在發布會上
最新通報，廣州市累計報告確診病例4例和無症
狀感染者10例；其中當日新增報告5例本地無
症狀感染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梳理發現，自5月
21日陸續出現確診病例以來，該疫情傳染鏈已
經增加至16人，當中涉4名學生。該疫情傳播
鏈還擴散至佛山，佛山當天新報告一例陽性個
案，並已於同日宣布將在禪城區開展全員核酸
檢測工作。廣州方面，截至28日14時，全市共
採樣近117萬人，其中近86萬份結果為陰性，
其餘結果待出。

此次通報數據顯示，廣東當日無新增確診個
案，但新增6例來自廣州和佛山的無症狀感染
者。廣州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張周斌日前曾分析，
此次疫情蔓延有兩個特點：一是傳播鏈條非常清
晰；二是病毒傳播速度非常快，這是這次疫情與
以往最大的區別，傳播力非常強。這種病毒可以
通過短時間的用餐和其他臨時間接接觸傳播。

香港文匯報記者梳理數據發現，截至目

前，共有兩名11歲小學生、一名17歲高中生、
一名14歲學生“中招”。廣州市教育局副局長
陳敏生最新透露， 目前已有8所涉疫學校停課
或部分班級停課。由於涉多名學生染疫，他表
示，會主動關心住院治療、集中隔離師生的思
想、學習和身體狀況，做好人文關懷。同時會
對重點涉疫學生“一人一案”做好跟蹤輔導，
加強家校溝通，家校協同做好學生心理調適。

穗每日2800人為車站列車等消毒
廣州此次本土疫情的確診病例和無症狀感染

者，曾多次乘坐公共交通。隨着廣州荔灣疫情感
染鏈進一步擴大，公共交通會否成為“播毒”樞
紐備受關注。廣州市交通運輸局副局長沈穎28
日在發布會上表示，將每日安排2,800餘名保潔
人員深入做好車站、列車及其他公共場所、設備
設施的消毒工作，載客起止點一端在中風險地區
的車輛每趟任務後必消毒。截至目前，廣州公共
交通行業已有近16萬駕駛員、站務員等一線人
員接種疫苗，接種率97.7%，其中地鐵、公交一
線人員接種率達100%。

廣州採網上預約接種減群聚
全面暫停現場排號 市民：再也不用排長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盧靜怡、郭

若溪 廣州、深圳報道）“先預約！再

接種！”隨着廣州新增病例的增加，疫

情防控形勢趨緊。為避免大量人群聚

集，廣州在荔灣區、海珠區、白雲區內

多區實行疫苗接種點新規矩，28日起全

面暫停現場排號，僅支持線上預約。香

港文匯報記者從廣州市衞健委了解到，

為了便利市民接種，廣州在全市設置了

數百個接種點、近2,000個接種台。而

在深圳，仍有少部分社康中心需要現場

排隊拿號接種。

��(���

在廣州天河區林和街社區衞生服務中心接種點
時，每天上午等待接種疫苗的隊伍經常長達

上百米。

打針需驗證預約頁面及身份證
在炎熱的天氣下，隊伍中帶着遮陽帽、墨

鏡、扇子、小風扇等各式裝備的市民成為這條街獨
特的“臨時風景線”。在28日，採取線上預約
後，這條長長的隊伍已經不見蹤影，在黃線內，有
市民打開手機預約頁面和手持個人身份證，經過安
保人員的驗證之下方可進入。現場陸續湧來了大批
不了解新政策而前來排隊的市民，經工作人員耐心
解釋後也漸漸散去。

28日這一天，廣州市民黃小姐親身體驗了預
約接種的便利。“我原先是想通過現場排隊拿號去
打疫苗的，第一次，我八點到現場，發現隊伍已經
在打蛇餅，折了好幾個彎。我等了一小時最終決定
回家。”黃小姐說，看到廣州疫情傳播鏈再次新增
後，她又再提前到接種點重新排隊。“第二回我六
點到現場，現場照樣是拐了幾個彎。因為大家都心
急接種疫苗，人多等候時間長，隊伍前方還有人爭
吵推搡。最後這個站點的疫苗接種不得不提前結
束。”

經歷了兩次不順利的疫苗現場派號，黃小姐
只能通過其他途徑進行疫苗預約。她表示，之前疫
苗預約號常常爆滿，近段日子還經常因為訪問量太
大而崩潰。在實行了疫苗預約制之後，每個接種點
放出的號增加了。“我選了一個比較偏僻的接種
點，最後到現場查了身份證才允許進入接種點排
隊。隊伍人很少，再也不用在看不見頭的隊伍後面
等待了。”她笑說。

在深圳，寶安區石岩文化藝術中心接種點要求
預約才能接種，入口處張貼了一張接種登記示意
圖，現場安保人員向前來的市民通知道，接種點可
供應6,000劑疫苗，大家要預約後才能來接種，中
午12點開始預約下午的號。“我們在等候區設置
了400個座位，還為殘障人士和帶小孩的市民設置
了等候專區。工作人員早上6點多就來到現場布
置，以確保接種工作有序開展。”現場工作人員表
示。

深圳部分社康中心仍需現場輪籌
不過，深圳仍有少部分社康中心仍在進行現

場排隊預約接種的方式。福田區景新社康工作人員
表示，中心目前統一進行現場排隊拿號的形式接種
疫苗。“一來是為了防止一苗多約的情況，二來社
區老人較多，為了方便及保障更多老年人順利接
種。後續是否會改成網上預約還需等通知。”

在南山文體中心疫苗接種點實行發號操作，
包括寫號、排號、蓋章、發號流水作業，按照號碼
時間段順序排隊接種，同時，該接種點還開通老年
人、殘疾人專用通道，優先安排此類人群進行接
種，而對未拿到號的市民，現場工作人員也為他們
送上了飲用水，在高溫天氣下，做好解釋和安撫工
作。

荔灣疫情擴散 佛山現關聯無症狀
●民眾在廣州一接種點接種。 香港文匯報記者盧靜怡 攝

●●廣州廣州2828日起採取網上預約接種日起採取網上預約接種，，以避免人群聚集以避免人群聚集。。圖為廣州一接種點圖為廣州一接種點““僅接受網上預僅接受網上預
約約””的告示的告示。。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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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聞

（中央社）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推動的國人退
休準備平台，原本規劃7月1日在基富通平台上架，
因疫情影響，基富通證券已通知參與平台的投信公
司延後上架。

因疫情關係，台灣集中保管結算所與旗下基富
通證券決定先取消7月1日國人退休準備平台的上線
記者會，目前平台確切上線時間仍在評估中，不過
所有準備作業仍持續進行，包括平台網站、產品等
都以原訂的7月1日為完成目標。

面對高齡社會可能帶來的長壽風險，金管會積
極向國人推廣退休理財觀念，為進一步協助國人以
長期投資方式儲備個人退休金，請台灣集中保管結
算所規劃結合退休投資與促進公益的 「退休準備平
台」。

平台規劃內容包括退休理財教育宣導、個人退
休準備金缺口試算、篩選適合退休投資的基金商品
、退休投資的下單導引、平台參與業者提撥經費投
入社會公益活動等，採漸進方式引導國人自我規劃

退休理財方案，以建構優質友善退休環境，平台預
計今年第3季上線。

金管會證期局解釋，雖然國人退休準備平台按
規劃進度籌備，但希望能有良好的宣傳效果，讓國
人都知道有這樣實用的平台；執行單位考量，在疫
情影響下，若只是單純在7月1日安排上線典禮，卻
無法發揮較大的宣傳效果，還不如延期上線，讓退
休準備平台一上線就打
響名號。

由於基富通證券的基金平台囊括在台灣上架的
主要基金，目前有高達3858檔基金可供選擇，且在
前金管會主委顧立雄拋出退休基金平台的構想下，
基富通先前已推出 「好享退」專案，提供0手續費、
0信託管理費，只收經理費0.3%至0.5%的優惠，由參
與的安聯、國泰、群益投信提供專屬的基金商品，
連前中央銀行總裁彭淮南都親自報名參加，此次基
富通再規劃推出國人退休準備平台，同樣受到矚目
。

鋒面來襲水利署：把握時機在水庫集水區人工增雨
（中央社）鋒面來襲，經濟部水利署上午在翡翠、石門、寶

二水庫等7處執行人工增雨，不過至下午一時左右，主要水庫集
水區尚未出現較顯著降雨。水利署推測，午後降雨會漸趨明顯，
若氣候條件許可，將再進行人工增雨。

至於新竹是否會在6月進入供5停2，水利署也表示，近3
、4天降雨情況，將是最後關鍵。

今天清晨鋒面逐漸接近台灣，受西南風影響，降雨雲系自台
灣海峽北部向東移動，逐漸接近中北部陸地。為把握鋒面前緣雲
系影響的有利時機，水利署已預先通知翡翠、石門、寶二、永和
山、明德、鯉魚潭、天輪壩等地面人工增雨作業小組，在上午7
時完成準備作業，並視雲層與降雨狀況，9時起陸續燃放增雨焰

劑。
水利署副署長王藝峰下午 1 時許接

受中央社記者電訪時表示，現在尚無法
研判出成效，不過到目前為止，各地降
雨情況並不顯著，主要水庫集水區都還沒看到比較明顯的降雨情
形；他推測，下午以後降雨可能漸趨明顯，若氣候條件許可，也
會把握機會再進行人工增雨。

王藝峰並指出，水利署人工增雨作業小組審慎評估降雨影
響程度和作業條件，由於梅雨鋒面可能降雨強度達豪雨等級，施
作人工增雨時須避開強瞬時降雨發生時間，水利署與氣象局均保
持密切聯繫，會在兼顧抗旱與防汛原則下，盼為集水區爭取更多

雨量。
此外，高雄今天起水情燈號由橙燈轉黃燈，至於新竹是否

在6月進入供5停2，近幾日將是最後關鍵。
王藝峰表示，是否實施新竹供5停2，設定條件為新竹地區水

庫集水區累計降雨量是否達到100毫米以上；經濟部會密切評估
未來這3、4天的降雨情形，進行綜合考量。

疫情波及國人退休準備平台延期上線

疫情嚴峻 救護車與外送員穿梭街頭疫情嚴峻 救護車與外送員穿梭街頭
20192019冠狀病毒疾病冠狀病毒疾病，，COVID-COVID-1919疫情嚴峻疫情嚴峻，，全國防疫進入三級警戒全國防疫進入三級警戒，，2929日台日台

北街頭可見救護車接送就醫民眾與快遞外送員北街頭可見救護車接送就醫民眾與快遞外送員。。

疫情嚴峻癌症治療若未能住院壽險業審酌從寬理賠
(綜合報道）因應疫情升溫、醫療緊繃，多家壽險業針對確

診保戶祭出醫療險從寬理賠，南山、台壽今天更表示，若罹癌保
戶應住院但因醫院量能不足改門診治療，將視為住院；全球人壽
也表示將審酌個案，從寬認定。

雙北地區醫療量能緊繃，台灣癌症基金會近日收到癌症患
者反應，多家醫院住院治療只能改為門診治療，不過患者因此不
符合保險公司住院實支實付理賠條件，導致有癌症患者無法負荷
高昂醫藥費，不得不中斷治療。衛福部長陳時中則表示，盼保險
公司考量病人困境，並承諾轉知金管會了解。

值此非常時期，今天已陸續有壽險業宣布將從寬認定癌症
患者的住院理賠。南山人壽表示，疫情持續升溫，在醫療量能緊
繃之際，為讓客戶治療不中斷、守護客戶健康，若保戶罹患癌症

，經醫師診斷必須住院，但因醫院量能不足改以門診治療時，將
視為住院，給付住院醫療保險金，提供溫暖關懷理賠服務。

中信金控旗下台灣人壽表示，考量疫情嚴重影響部分醫院
量能，在疫情警戒升級達三級以上期間，若保戶依病況與療程，
原應住院接受治療，經醫囑註明因醫院滿載、無法入院而需改採
醫院門診治療時，將視同符合保單條款住院約定，可依條款給付
相關保險金，落實公平待客原則，關懷保戶疫情所需。

全球人壽則表示，若保戶依病況與療程，原應住院接受治
療，但因本次疫情而經醫囑建議改醫院門診方式治療，進行理賠
審核時將審酌實情、依個案處理，不會因保戶未住院而直接拒絕
理賠，從寬認定給付。

此外，因應疫情升溫，全球人壽針對醫護人員、已確診

COVID-19住院治療或各種強制隔離的要保人或被保險人，與要
、被保險人因疫情而被實施無薪假或非自願性失業者，提供快速
理賠、續期保費緩繳3個月、補發保單免收工本費、保險單借款
利息緩繳與利率調降紓困共4項關懷服務措施。

先前國壽、台壽、南山、保德信與全球人壽等多家業者皆
配合疫情變化，主動宣布放寬住院保險金理賠認定，若保戶確診
COVID-19，因醫療緊繃無法住院，必須轉入防疫旅館或集中檢
疫所接受治療，將視為住院；富邦與新壽則祭出多項優惠理賠措
施，例如保戶若確診COVID-19住院，醫療險將不主張除外責
任等，盼助保戶度過嚴峻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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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利用低利率公佈拜登利用低利率公佈66萬億美元的預算提案萬億美元的預算提案
在基礎設施氣候教育和科學研究等領域進行大量投資在基礎設施氣候教育和科學研究等領域進行大量投資

歷史上超低的房屋貸款利率促使購買者購買住房歷史上超低的房屋貸款利率促使購買者購買住房
當前休斯頓房地產市場是賣方的市場它將持續漲數年當前休斯頓房地產市場是賣方的市場它將持續漲數年

（（休士頓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秦鴻鈞報導 ））總統拜登總統拜登（（Joe BidenJoe Biden））提出明年提出明年66
萬億美元預算的案萬億美元預算的案，，這將大大增加美國國內支出這將大大增加美國國內支出，，並提高對公司並提高對公司
和最富有的美國人的稅收和最富有的美國人的稅收。。 拜登的完整預算建議拜登的完整預算建議，，包括數萬億包括數萬億
美元的基礎設施建設美元的基礎設施建設，，免費的幼兒園前和免費的社區大學免費的幼兒園前和免費的社區大學，，並增並增
加了一系列促進公共衛生和貧困人口計劃的國內計劃加了一系列促進公共衛生和貧困人口計劃的國內計劃。。作為總統作為總統
，，他將通過提高對公司和美國最高收入者的稅收來為支出增加支他將通過提高對公司和美國最高收入者的稅收來為支出增加支
付費用付費用。。但是但是，，即使增加稅收即使增加稅收，，他擬議的預算在他擬議的預算在20222022年仍將有年仍將有
11..88萬億美元的赤字萬億美元的赤字。。官員們重申官員們重申，，拜登不會對年收入低於拜登不會對年收入低於4040萬萬
美元的個人增加徵收新的稅收美元的個人增加徵收新的稅收。。拜登的預算包括拜登的預算包括22萬億美元的基萬億美元的基
礎設施和礎設施和11..88萬億美元增加兒童保育和教育支出萬億美元增加兒童保育和教育支出，，11..55萬億美元萬億美元
的國內計劃和國防開支以及其他研究支出費用的國內計劃和國防開支以及其他研究支出費用。。

拜登說拜登說：：預算直接投資於美國人民預算直接投資於美國人民，，將加強我們國家的經濟將加強我們國家的經濟
並改善我們長期的財政健康狀況並改善我們長期的財政健康狀況。。 它改革了我們破爛的稅法它改革了我們破爛的稅法，，
以獎勵工作而不是財富以獎勵工作而不是財富，，同時還全額支付了同時還全額支付了1515年的美國就業計年的美國就業計
劃和美國家庭計劃劃和美國家庭計劃。。該提議一旦獲得通過該提議一旦獲得通過，，將有助於迅速恢復就將有助於迅速恢復就
業業，，並稱到並稱到20212021年底失業率將降至年底失業率將降至44..77％％。。 政府官員預計政府官員預計，，在在
短期內短期內，，通貨膨脹率將會上升通貨膨脹率將會上升。。

白宮官員將預算描繪為一項前期支出計劃白宮官員將預算描繪為一項前期支出計劃，，旨在利用低利率旨在利用低利率
，，在基礎設施在基礎設施，，氣候氣候，，教育和科學研究等領域進行大量投資教育和科學研究等領域進行大量投資，，並並
隨後通過提高稅收來減少赤字隨後通過提高稅收來減少赤字。。 但是對於共和黨人來說但是對於共和黨人來說，，預算預算
將為他們的案件提供彈藥將為他們的案件提供彈藥，，因為拜登是一個稅收和大支出的民主因為拜登是一個稅收和大支出的民主
黨人黨人，，拜登不關心債務和赤字拜登不關心債務和赤字。。 參議院預算委員會最高共和黨參議院預算委員會最高共和黨
參議員格雷厄姆參議員格雷厄姆（（Lindsey GrahamLindsey Graham））宣稱宣稱，，拜登的預算真是太拜登的預算真是太
貴了貴了。。南卡羅來納州的格雷厄姆在一份聲明中說南卡羅來納州的格雷厄姆在一份聲明中說：：這將大大增加這將大大增加

非國防開支和稅收非國防開支和稅收。。將對政府資金進行認真將對政府資金進行認真
的計算調查和審計的計算調查和審計。。

白宮新聞秘書普薩基為預算辯護白宮新聞秘書普薩基為預算辯護，，宣稱宣稱
，，拜登從川普政府那裡繼承了赤字拜登從川普政府那裡繼承了赤字，，需要支需要支
出以幫助經濟從新冠病毒大流行中恢復出以幫助經濟從新冠病毒大流行中恢復。。 在在
川普政府任期的最後一年川普政府任期的最後一年，，赤字達到赤字達到33..11萬億萬億
美元美元，，原因是稅收因經濟下滑而減少原因是稅收因經濟下滑而減少，，並且並且
為應對新冠病毒大流行而支出激增為應對新冠病毒大流行而支出激增。。 拜登的拜登的
預算包括他超過預算包括他超過22萬億美元的基礎設施提案萬億美元的基礎設施提案
和和11..88萬億美元的計劃萬億美元的計劃，，以增加兒童保育和教以增加兒童保育和教
育支出育支出。。它還包括用於一系列國內計劃的它還包括用於一系列國內計劃的11..55
萬億美元和國防開支的小幅增長萬億美元和國防開支的小幅增長。。 拜登目前拜登目前
正在與共和黨人談判其基礎設施計劃正在與共和黨人談判其基礎設施計劃，，共和共和
黨人反對一項提議黨人反對一項提議，，該提議花費大約一半的該提議花費大約一半的
錢錢，，並集中精力於更傳統的基礎設施項目並集中精力於更傳統的基礎設施項目，，
例如道路例如道路，，公共交通和寬帶公共交通和寬帶。。代理管理辦公代理管理辦公
室和預算局局長莎蘭達室和預算局局長莎蘭達••揚告訴記者揚告訴記者:: 該預算該預算
利用了歷史低利率所創造的財政空間利用了歷史低利率所創造的財政空間，，進行進行
了急需的投資了急需的投資，，這些投資將有助於增長和共這些投資將有助於增長和共
同繁榮同繁榮。。

拜登的兒童保育和教育提案稱為拜登的兒童保育和教育提案稱為““美國家庭計劃美國家庭計劃”，”，該計劃該計劃
為所有為所有33歲和歲和44歲的兒童以及兩年的免費社區大學提供普及的學歲的兒童以及兩年的免費社區大學提供普及的學
前教育前教育。。該計劃還將擴大美國營救計劃中擴展的聯邦兒童稅收抵該計劃還將擴大美國營救計劃中擴展的聯邦兒童稅收抵
免免。。 拜登建議為低收入地區的學校增加拜登建議為低收入地區的學校增加200200億美元億美元，，建立一項建立一項

針對癌症的針對癌症的6565億美元醫學研究計劃億美元醫學研究計劃，，並為應對氣候變化在整個並為應對氣候變化在整個
聯邦政府中增加聯邦政府中增加140140億美元億美元。。 一位政府官員說一位政府官員說，，預算還要求略預算還要求略
微增加國防開支微增加國防開支，，這將主要用於增加軍事人員的工資這將主要用於增加軍事人員的工資。。 與共和與共和
黨的警告相反黨的警告相反，，白宮預測低利率和適度的通貨膨脹白宮預測低利率和適度的通貨膨脹。。

總統拜登總統拜登（（Joe BidenJoe Biden））提出明年提出明年66萬億美元預算的案萬億美元預算的案，，這將大大增加美國國內支出這將大大增加美國國內支出
，，並提高對公司和最富有的美國人的稅收並提高對公司和最富有的美國人的稅收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隨著房價繼續上漲，房地產市場
變得炙手可熱，但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席勒（Robert Shiller）
預測房價最終會下跌。 上週，全國房地產經紀人協會（NAR）
報告稱，4月份房屋現價中位數為341,600美元，較2020年4
月增長19.1％。 在低利率和COVID-19大流行在家中進行大流
行的革命的推動下，房地產市場炙手可熱這種情況還會持續一
到兩年。

根據城市土地研究所（Urban Land Institute）在五月份進
行的調查， 2021年和2022年平均價格增長的估計分別上調至
8.1％和5％，預計2023年價格增長將達到4％。 經濟學家認
為，到今年年底，單戶家庭的年增長率將達到110萬，到2022
年和2023年將達到120萬。房屋庫存仍將不足大量需求。高盛
（Goldman Sachs）分析師在5月的一份報告中表示，未來幾
年每年將形成約130萬個家庭。 千禧一代正處於購房高峰期，
並將在可預見的未來保持旺盛的需求。

儘管失業率幾乎翻了一番，但1月份的房價較上年同月上
漲了14％，而銷售額卻增長了24％。 現有房屋的需求如此強
勁，以至於平均住宅市場僅售出三週時間，並且在去年出現了
自1999年首次庫存處於歷史最低水平。在美國歷史上最嚴重的

經濟衰退之中，可以遠程工作的白領員工大多毫髮無損，其中
許多人實際上增加了積蓄。分析師稱，歷史上較低的抵押貸款
利率促使其中一些購買者購買住房。 同時，由1980年代初至
1990年代中期出生的千禧一代人，正處於購買首次購房的黃金
時期。隨著經濟復甦，抵押貸款利率可能會飆升，這會使借款
人在利率低時急於購買，而在某些情況下，由於對有限住房供
應的激烈競爭，支付的價格甚至高於要價。

2021年休斯頓房地產市場投看到的三大趨勢： 租賃市場
保持強勁，儘管租房者受到大流行刺激的失業的打擊，休斯頓
的租房空缺仍處於多年來的最低點。租金穩定，租金中位數為
1,464美元。休斯頓的住房許可證也有所增加。僅在二月份，
休斯頓就獲得了近4,300個單身家庭許可證。除了與石油和天
然氣行業有關的工作，休斯頓有多元化的工作，所以還有許多
其他行業，包括醫療保健，航空和技術，這些工作應會看到增
長。 休斯頓的需求在未來幾個月內將會增強。 休斯頓的房價
從去年迄今有所上漲。現在的房屋中位價為263,000美元，比
一年前上漲近12％。2020年12月，當地房屋價格最高達到
272,000美元。休斯頓的住房許可證有所增加休斯頓的住房許可證有所增加。。僅在二月份僅在二月份，，休斯頓就獲得了近休斯頓就獲得了近44,,

300300個單身家庭許可證個單身家庭許可證。。休斯頓的需求在未來幾個月內將會增強休斯頓的需求在未來幾個月內將會增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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