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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法官推翻加州突擊武器禁令美國法官推翻加州突擊武器禁令
【中央社】在美國近來各地槍枝相關兇殺案大幅攀升之際，美國聯邦法官今天駁回加

州已有30年歷史的突擊性武器禁令，加州州長紐松（Gavin Newsom）立即發表譴責，
並誓言不會退縮。

美國聯邦法官貝尼德斯（Roger T Benitez）在長達94頁的判決書中指出，加州1989
年制定的突擊性武器禁令違憲，他同時也捍衛美國民眾持有半自動步槍的權利。

貝尼德斯在判決書中寫道： 「跟瑞士軍刀一樣，常見的AR-15步槍是住家防衛武器
和家園防禦裝備的完美結合。」

貝尼德斯主張： 「落入罪犯、暴君和恐怖分子手中的槍枝彈藥是危險的，若落在奉公
守法公民的手中則佳。」

貝尼德斯表示，他會給加州30天的時間上訴。加州州長紐松表示，這項裁決對 「公
共安全構成直接威脅」 ，他誓言提出挑戰。

紐松發表聲明說： 「我們不會在這場戰鬥中退縮，我們認為符合常理的槍枝法案可以
拯救生命，將持續推動。」

這項判決適逢美國各地槍枝暴力事件激增之際，在逾一週前，加州才發生一名心懷不

滿的公共運輸單位員工開槍事件，造成9人死亡。
當局本週搜索這名槍手住家時，起出12把槍、約2萬2000發子彈，以及疑似汽油彈

（Molotov cocktails）的爆裂物。
佛羅里達州、印地安納州、加州、科羅拉多州和喬治亞州也發生大規模槍擊事件，美

國總統拜登（Joe Biden）表示，槍枝暴力激增已經成為一種 「流行病」 。
針對紐約州規定在家以外地方不得攜槍的立法，美國最高法院也預定就槍枝團體支持

的法律挑戰進行聆訊。
這將是美國最高法院10多年來首宗涉及憲法第二修正案（Second Amendment）的

重大案件。美國憲法第二修正案保障人民持有武器的權利。
由於2019冠狀病毒疾病疫情（COVID-19）疫情，美國很多民眾待在家中，工作場

所暴力事件減少，不過，槍枝銷售紀錄也創下新高。
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報導，去年3月，關於購買槍枝者的每週聯邦背景調

查件數首度超過10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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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ident Biden will make his
first overseas trip beginning
next week which will include a
meeting with Turkey’s
President Erdogan and an
audience with England’s
Queen Elizabeth.

Starting next Monday
President Biden also plans to
participate in the G7 summit
and the NATO summit. Biden
will try to reinforce the U.S.
commitment to multilateralism
and demonstrate solidarity
among the member nations.

Today the whole world is
facing big challenges,
especially in this coronavirus
pandemic period when many
countries are also having
difficulty with their economic

issues.

We want to remind President
Biden that he should visit
Asian in the near future. So
many global issues just
cannot depend on one region
or area. All of the world’s
leaders need to be united to
solve all of the global
problems.

In the past several years,
Asian countries have already
played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many ways. We just cannot
ignore the new developments
in that region.

We hope the president’s trip
will be successful and bring
new relations together with
European countries.

0606//0505//20212021

BidenBiden’’s First Overseass First Overseas
TripTrip

白宮宣布，拜登總统將於
下週首次出訪歐洲各國，並將
會晤英國女皇依麗沙伯及土耳
其總統等各國領袖後，參加七
國高峯及歐盟會議，會後將於
六月十六日和俄羅斯總統普京
在日內瓦見面。
歐盟各國將在面對面會見

中和拜登商談雙方共同关切及
美國從阿富汗撤軍之行動。
白宮方面表示，拜登此行

將再度重申和歐洲各國之關係
及世界領導者之地位。
拜登總統首次出訪代表美

國要再度領導國際事務之決心

，和川普時代退出世界事務之
行為大相径庭，不過隨著美國
全面撒除世界駐軍之行動，將
會直接影響世界局勢之調整。
新冠病毒奪走了美國人六

十萬條性命，大部分國家尚在
遭受慘重之疫情，可預見之將
來，如果美國要繼續世界領導
之地位，必然要來搶救世界之
疫情，否則一切都是空談。
世界政治和経濟之變化，

我們已經無法不顧其他國家之
存在，唯有達到雙贏之未來，
否則世界永無寧日。

拜登總統首次出国訪問拜登總統首次出国訪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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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加速亞洲疫情加速亞洲 昔日昔日““模範模範””為何失守為何失守？？

（綜合報導）正在服刑的三星電子副會長在鎔又
遇新麻煩。對李在鎔毒公訴，建議法院適用簡易程序
遠近，請提請法院對其處以5000萬元。

據報導，2020 年 1 月，韓國國民權益委員會接
到李在鎔在首爾一家整形手術醫院多次丙泊泊的照片
，證據證據鎔警方檢方。專業醫生的意見接受了治療
，被截取的丙泊泊可推斷出不屬於。但方經調查認定
，在李鎔進行了醫療目的的丙泊酚注射，因此得出了
上述決定。

報導稱，偵查機關偵查審查委員會3月對事件進
行研討後向追捕方面提出的建議停止偵查的意見，但
由於是否調查項目的投票和反對票數，相同導致停止
偵查的意見無效。

公開報導顯示，丙泊酚，又名抓捕，是一種在臨
床上廣泛使用的超短有效麻醉劑，用於常診小手術、

無痛胃鏡檢查等。據美國成癮研究中心設計。的藥物
欣快效果(MBG) 評分，嗎啡、海洛因的MBG 評分為
9. 8，大麻的MBG 為評分4. 7，而飲料的MBG 評分
可高達10。 5，也能捕捉到抓捕活動和活動的機會。

另據韓聯社2日報導，韓國集團總裁社當日委建
議韓國總統尹在鎔赦免李在鎔。文在寅在發表意見後
表示，人口國民也對企業和財界總裁的困難感同身受
當前經濟。生態環境，企業需要地發揮作用。

李在鎔因捲入韓國前樸樸白惠的“親信干政”醜
聞，於2017年2月被激怒。李在鎔因捲入有期徒刑5
年，二審中被有期徒刑刑2年6個月，緩4年執行，
並被釋放。2019 年，韓國大學校長發回重審。2020
年10月，首爾高等法院啟動這些案件的重審。2020
年12月30日，韓國檢方要求法庭外觀。李在鎔9年
有期徒刑。

（綜合報導）在新冠疫情爆發，曾有情緒，亞洲的一些地區
取得了全球最突出的戰績，被亞洲體現了“範模生”。但近來隨
著病毒變種在印度、越南等多地加速傳播，新話題的傳染病又在
亞洲膨脹了。

亞洲多國重災區瘟疫漩渦
媒體對於印度自4月以來爆發的猛烈除疫已多有報導。曾有

過良好的東亞、這次談話、5月遭遇防疫滑鐵盧。
數據中的世界”的數據，自5月以來，平均網站統計的“可

以知道我們的地區分佈範圍”。我們的其他地區的感染率超過
10%，有10%的前10個國家感染率。 8個都位於亞洲。

至今，中國台灣的感染率最高。台灣曾在去年保持了8個月
零下地區的歷史記錄，自以來至少每天更新300例。

在泰國，監獄裡出現了集聚，5月下旬出現了創紀錄的單日
新增9600例，超過了該國2020年報告的總病例數。

在馬來西亞，5 月下旬開始，每百萬人口單日大規模增加，
甚至已經超過了。 馬來西亞政府起，自 6 月 1 日起，在全國范
圍內實施了瘋狂的“全面瘋狂”，關閉非必要的社交活動。

在越南，出現一種危險的病毒新品種。胡志明市自5月31日
起將實施社交距離，舊邑郡將掐滅15天的毒株類型等。

病毒新變種具有的傳播力
亞洲導致重陷暴亂的漩渦的變遷原因是新出現的病毒。
自從疫情爆發以來，已經發現了新冠病毒的另外幾種變異是

要採取的措施，但有可能導致病毒傳染。關注的變種”：英國變
種、一種變種、巴西變種和印度變種。

在印度出現的變種B.1.617被認為是印度當前這波性流行病
的主要推手。爆炸有撲滅，B.1.617比雷的變種傳染力。基本傳
染數（R）是判斷一個病毒變種傳染力的重要指標。英國變種是

4，印度變種可能比6大。國家組織在3日下
午，至少全球有62個和地區發現了印度變種
。
印度變種還健康健康新的變種。5月底在越
南出現的新變種就認為是英國變種和印度變
種的混合體。越南衛生事件，可以通過空氣
迅速傳播，具有極強的傳染性。

亞洲此波已經防疫力的另一個原因或原
因與慢性病有關。在疫苗的速度和覆蓋率上
，亞洲被運動甩在身後。

“我們世界的數據顯示，亞太每100 人
的數據為每100人約48.5劑。”國家的這一
數據為每100人約48.5劑。當下的速度，這
是新的一年新加坡和中國大陸能夠達到70%
的人口密度，實現群體性的突破。

香港大學公共衛生教授 B Cowling 對
CNBCen 大麻水平，許多亞洲國家的政府人
員可以利用。雙國家中，只有新加坡和全球
學院的捕食率達到了平均。菲律賓、泰國、
緬甸至少過一劑。病毒的人口比例勻速5%，語言則講解1%。

Benjamin Cowl 進一步狡猾的亞洲，在早期的防疫中可能還
導致了人們不那麼敏感地刻畫。由於去年的感染案例相對較弱，
所以人們認為病毒並沒有那麼大，戴口罩、保持警惕社交距離，
而不急於逃避。
除了歐美，全球疫情都在復燃

除了亞洲之外，非洲疫情還有組織於6月4日表示，非洲國
家的病例數增加了14個，過去國家复7次達到30%以上。

哈佛醫學院女性學專家 Todd Pollack 對《華爾街日報》表示
，英美擁有充足的國家人口數量在下降，但在全球幾乎其他地方
的國家，甚至是那些之前把疫情控制得很好的人數量都在上升。

《紐約時報》撰文稱，新冠最關鍵階段的可能即將來臨。隨
著傳播力量的迅速變化，各種流行可能會到葡萄酒，新冠大流行
可能會以一種可靠的方式出現群體免疫狀態結束。文章運動，各
地應立即開始。移動行動，在威脅最大的地方對最脆弱的人進行
廣泛的攻擊。

涉入詐騙藥物涉入詐騙藥物，，正服刑罰的正服刑罰的
三星副會長李在鎔被拒絕公訴三星副會長李在鎔被拒絕公訴

七國集團財長會通過全球改革方案七國集團財長會通過全球改革方案
（綜合報導）正七

國集團長會在倫敦舉行
。 據英國政府的財報
稱，七國集團長會通過
了全球革命改革方案，
標誌性的環球科技公司
將在其這運營的業務決
定國家合理納稅，各地
財長同意允許為15%。
此外，各地還同意要求
公司在投資決策中自行
決定對氣候的影響，造
成的後果等。

在企業財長會中，全球方案改革最受
媒體和名人。各地財長認為，全球化和數
字經濟帶來的稅務挑戰需要理論，其一是
，跨國公司需要在總部企業納稅，還需要
在其運營的業務上承擔國稅。是，以國家
為基礎，基礎最低15%的公司，創業創造

的競爭環境，避免稅收。
其他，各地財長歡迎設立工作組解決

環境犯罪，引入和幫助實施治理犯罪犯罪
。七國集團承諾支持最窮和最脆弱的國家
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繼續帶來的危機，啟動
6500億美元特別提款權建議，幫助受疫情
影響的國家緊急救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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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衛生部將兩批次阿斯利康新冠疫苗

有效期延長30天

綜合報導 加拿大衛生部日宣布，已批準將部分批次的阿斯利康新

冠疫苗的有效期延長30天，使之可以使用到7月1日。

涉及的阿斯利康疫苗有兩個批次，它們原本將於5月31日到期。此

次加衛生部將這些疫苗的有效期延長至7月1日，並表示此舉已獲得科

學證據支持。

加衛生部此前批準的阿斯利康疫苗有效期為6個月。加官方在5月

27日收到阿斯利康公司提交的材料，證明兩個批次的疫苗質量、安全性

和功效均可保持7個月。

加衛生部表示，延長有效期的舉措可確保各省和地區用完現有庫存

的阿斯利康疫苗，使民眾可獲得急需的疫苗接種。

鑒於阿斯利康新冠疫苗存在引發罕見血栓的風險，加拿大累計報告

病例數最多的安大略省於5月11日宣布暫停為民眾接種第一劑阿斯利康

疫苗。該省庫存中現還有約4.5萬劑阿斯利康疫苗。

加拿大官方現已累計向各地分配了逾2600萬劑新冠疫苗，其中逾

285萬劑為阿斯利康疫苗。

目前加拿大總人口的約55.8%已接種至少一劑新冠疫苗。加拿大國

家免疫咨詢委員會28日在其報告中建議當局，隨著新冠疫苗供應的增加

，應盡快為民眾接種第二劑疫苗。

24小時內 希臘雅典發生兩起
“黑手黨式”槍殺事件

綜合報導 一名39歲的男子在雅典東南部的瓦裏街頭被槍殺，這是

在24小時之內，雅典發生的第二起“黑手黨式”槍擊事件，引起希臘社

會高度關註。

媒體援引警方消息人士的話報道，死者為已經退役的著名拳擊手塔

索斯· 貝爾德西斯，來自帕特雷，有犯罪前科，還曾在一場熱門電視遊

戲中獲勝。

事發時，他正前往位於瓦裏的一家健身房，殺手則乘坐一輛豪華汽

車接近他，隨後近距離將其射殺。

另據媒體報道，此前一天的5月30日下午，一名阿爾巴尼亞男子在

雅典西部索普利亞的餐廳內被槍殺。

案發時，殺手頭戴帽子和口罩，從人行道上直接向餐廳內的該男子

開槍，事後迅速乘坐出租車逃離現場。被殺的男子也有犯罪記錄，此前

曾兩次逃脫暗殺，並長期穿著防彈背心。

希臘警方表示，這兩起槍擊事件為同一系列“黑手黨式”襲擊，此

類襲擊僅5月份就發生了4起，警方初步判斷為黑幫內鬥。到目前為止

，還沒有嫌疑人被逮的消息。

而2021年4月初，希臘著名記者喬戈斯· 卡拉瓦茲於白天，在雅典

南部的家外被槍殺。僅僅一個月後，一名叫卡羅琳的年輕母親在家中遭

入室搶劫並遇害。

報道稱，希臘警方出動大批“特種部隊”參與維護治安。

希臘免費自檢範圍擴大
歐盟呼籲放寬旅行措施

希臘國家公共衛生組織宣布，過去24

小時，希臘新增1007例新冠肺炎患者，累

計確診402306例；新增死亡41例，累計死

亡12095例。

免費自檢範圍擴大
據報道，希臘總理辦公室副部長阿奇

斯· 斯科爾佐斯稱，從5月31日起，該國

享受免費新冠病毒自我篩檢的群體進一步

擴大，所有年齡在18至30歲的人士都可以

憑借他們的社保號碼，前往藥店免費領取

自檢試劑盒。每人每周可領取的數量為2

個。對於非學生、非就業群體的人士無需

在官方平臺上申報檢測結果。

根據希臘目前的防疫規定，中小學師生

、就職於公共部門和私營企業的所有雇員每

周都必須進行病毒自檢，並將檢測結果在官

方平臺上提交。檢測結果陽性人員不得返工

返校，需要進行為期14天的自我隔離。

夏末決定青少年疫苗接種問題
希臘色雷斯德謨克利特大學藥理學教

授馬諾洛普洛斯31日表示，在今年夏天結

束時，政府將對12-15歲青少年的新冠疫

苗接種問題作出決定。

他說：“現在討

論青少年群體的疫苗

接種問題還為時尚早

。盡管不少人擔心對

青少年註射疫苗是否

安全，但是我們也需

要看到疫苗產生的積

極作用。對學生群體

施打新冠疫苗將有助

於我們能夠按計劃在9

月份順利開學。”

他表示，目前，歐盟藥品管理局已經

批準為12至15歲青少年接種輝瑞疫苗，需

接種2劑，間隔時間至少3周。美國也已

經開始了面向該群體的疫苗施打工作。他

還強調說，疫苗的接種將不會以強製的方

式進行。

歐委會呼籲歐盟國家放寬旅行措施
當地時間5月31日，歐盟委員會表示

，隨著流行病學形勢的改善和疫苗接種運

動的加快，歐盟委員會建議歐盟成員國逐

步放寬旅行措施，包括最重要的是對歐盟

“新冠綠色數字證書”持有者放寬限製。

歐洲議會此前宣布，經過多輪談判磋商

之後，歐盟三大機構已就新冠“數字綠色證

書”達成協議。之後，歐洲議會議員將在6

月7日舉行的全體會議上對協議進行投票。

歐盟期待7月1日正式推出這一證書。

希臘數字治理部長基裏亞科斯· 皮埃

拉卡基斯日前展示了“數字綠色證書”

的使用方法。希臘民眾可以通過Taxisnet

賬號或希臘社保號進入統一數字平臺

gov.gr，由此獲得該平臺簽發的數字綠色

證書。

國際最新研究：蘇丹一處1.34萬年前遺址或有多次暴力沖突

綜合報導 約1.34萬年前的

蘇丹捷貝爾· 撒哈巴(Jebel Saha-

ba)史前墓地，被認為是有人類

戰爭遺跡的最古老遺址之一。

施普林格· 自然旗下開放獲取學

術期刊《科學報告》最新發表

一篇考古學研究論文稱，考古

人員對該墓地的重新分析顯示

，狩獵捕魚采集者當時曾參與

過多次小規模暴力沖突。

該研究論文表示，捷貝爾·撒

哈巴墓地發掘的骨骼上有愈合的

傷口，說明這些個體曾參與過多

次暴力襲擊並活了下來，而不是

之前認為的在一次打鬥中喪命。

論文通訊作者、法國波爾

多大學伊莎貝爾· 克雷維科爾

(Isabelle Crevecoeur)和英國大英

博物館丹尼爾· 安托萬(Daniel

Antoine)及同事使用最新的顯微

鏡技術，重新分析了捷貝爾· 撒

哈巴墓地最早在20世紀60年代

出土的61名個體的骨骼殘骸。

他們鑒定出106處之前未有記

錄的損傷和外傷，並區分出哪

些是投射物損傷(來自箭或矛)

、外傷(來自近距離打鬥)，以

及與自然腐蝕有關的痕跡。

考古人員研究發現，捷貝

爾· 撒哈巴墓地埋葬的41例個

體(67%)至少有一種愈合或未愈

合的傷口。在這41例有傷口的

個體中，有證據顯示92%的傷

口是由投射物和近距離打鬥造

成的，說明曾發生過多人之間

的暴力行為。

論文作者指出，愈合傷口

的數量與晚更新世(12.6 萬至

1.17萬年前)末期尼羅河流域族

群之間多次散發的暴力行為相

一致，而這些暴力行為有時並

不致命。他們推斷，這些暴力

行為可能是在不同族群之間反

復發生的小沖突或突襲。

最新研究發現捷貝爾· 撒哈

巴墓地骨骼殘骸至少有一半的

傷口，被鑒定為是由矛和箭這

種投射物造成的刺傷，這也支

持了論文作者的理論，即這些

傷口來自其他族群從一定距離

之外發起的攻擊，而不是當地

發生的沖突。

戛納電影節堅持線下辦
但防疫政策恐成問題

綜合報導 第74屆戛納電影節還有

一個多月就要開幕，金棕櫚獎主競賽單

元的入圍片單即將於6月3日揭曉。主辦

方似乎信心滿滿，要在這特殊時期成功

舉辦一屆線下的電影節，但法國政府日

前公布的一項防疫新舉措，卻又為其前

景蒙上一層陰影。

此前法國政府宣布，打過兩針疫苗

的英國訪客，6月9日起入境法國無需再

做任何隔離。但隨著德國、奧地利等地

針對英國訪客做出隔離要求，法國政府

也為應對印度變種毒株，宣布自5月31

日起，對英國訪客實施為期七天的隔離

政策，這意味著如果7月6日戛納揭幕之

時，該項政策沒有變化的話，英國嘉賓

必須至少提前七天抵達戛納，入住防疫

旅館，這勢必會讓大量英國電影人和媒

體人打退堂鼓。

事實上，戛納電影節期間的當地住

宿，向來十分緊張。即便今年因為疫情原

因，趕赴該地的外國記者大幅減少，不用

早早提前搶訂旅館，在寸土寸金的戛納多

住上七天，費用也不是一個小數目。因此

，這項針對英國訪客的隔離政策恐怕會影

響許多英國嘉賓的戛納來訪計劃。

英國歷來都是戛納電影節除法國和

美國之外最積極的參與者，往年每屆都

會有上千名英國電影界人士和媒體記者

到訪藍色海岸。由於交通上的相對便利

，自發前往追星的普通觀眾更是不計其

數。

過去一個月裏，法國本土疫情相對

穩定，每日新增案例由四月初的六萬下

落到每日約一萬多例。五月下旬起，法

國的電影院全面重啟（目前只允許35%

的上座率，六月開始擴大到65%，六月

底恢復百分百），票房數據已升至全歐

第一，不少影院外排起了購票的人龍。

但面對起伏不定的疫情，法國政府也不

敢掉以輕心，因此盡管相比之下英國每

日新增病例只有數千例，遠低於法國本

土，但法國政府還是因為擔心傳播性更

加猛烈的變種病毒，而對英國訪客立下

了隔離新規。

按其規定，英國入境者必須提供核

酸檢測陰性證明和令人信服的入境理

由，隨後隔離七天。相比來自巴西、印

度、阿根廷和土耳其等疫情嚴峻地區的

訪客的十四天隔離期，這雖然已經少了

一半，但對於要參加電影節的嘉賓來說

，恐怕還是會覺得很難承受，尤其是對

比西班牙、葡萄牙、希臘等地都已對英

國訪客全面敞開大門的背景。

至於來自美國的訪客，按照目前規

定，6月9日起歐盟國家會對他們重新開

放邊境，只要持有有效核酸證明就可不

受限製入境，相信參加戛納電影節應該

不會受到任何影響。不過，鑒於過去一

年多時間來的經驗，今年造訪戛納的好

萊塢電影人和媒體記者，估計相比往年

也會大幅縮水。按照《好萊塢記者》調

查，接受他們采訪的多家英美電影公司

，幾乎眾口一詞表示，因為原本就沒打

算今年要去戛納現場，所以法國的防疫

政策再怎麼變化，他們根本就不關心。

事實上，經歷了過去這段時間的線

上觀影、線上參展的模式，大家似乎都

已經習慣了這種更加安全和高效的溝通

方式。去年的戛納電影節市場交易環節

，就在線上展開，而且相當成功。而今

年的市場交易環節，也會提前在6月21

日至6月25日先采取線上方式展開，那

就更沒必要在七月初“頂著風險”肉身

前往了。所謂“風險”，既有疫情變化

的風險，也包括隨之而來的經濟風險，

包括預訂好的機票和住宿難以取消退款

等等。權衡利弊之下，他們早已做出了

不出席戛納電影節的決定。“線上就能

把業務都談成了，效率更高，而且確實

要比親自飛過去節約很多經費。”一位

好萊塢業內人士表示。

剩下的就只有歐洲和亞洲的公司了，

德國貝塔電影公司專司買片賣片的執行副

總裁索爾斯滕（Thorsten Ritter）告訴媒體

：“我們這一次肯定會去現場，但究竟去

多少人，很大程度上要取決於參賽片裏有

沒有我們自己的片子，還有我們到時候有

多少員工已經打過兩針疫苗。”

目前，恐怕只剩下電影節組委會

自己依然十分樂觀，其發言人表示他

們正在與法國政府積極磋商，尋求有

什麼變通的辦法，但具體細節暫時不

便透露。而電影市場方面的負責人傑

羅姆（Jerome Paillard）更是告訴媒體

，他相信七月舉辦的實體交易市場，

“將會迎來大量美國、亞洲和南美洲

的訪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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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需一針 100萬份美國楊森疫苗，韓國“搶破頭”
綜合報導 韓國中央防疫對策本部通報，截至當地時間當天0時，韓國較前

一天0時新增感染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確診病例459例，累計確診14.0799萬

例。此外，韓國當天零時起啟動由美國提供的百萬人份楊森新冠疫苗的在線預約

，由於訪問量過大，預約網頁響應速度慢。

據報道，韓國單日新增病例較前一天增加29例，連續三天低於500例。最近

確診病例有所減少，但鑒於周末、節假日檢測數量減少的影響通常會持續至周二

，難以斷言疫情蔓延趨勢有所好轉。而且，娛樂場所發生集體感染，療養醫院和

學校不斷發生集體感染，疫情隨時都有可能擴散。

另一方面，韓國1日零時起，啟動楊森新冠疫苗的在線預約。此次疫苗的預

約對象為30周歲以上預備役、民防隊員，以及國防和外交相關人員共370萬人，

而疫苗數量僅為100萬人份，因此對象人員都希望搶先預約。且這批疫苗由美國

提供，只需接種一劑即可。

當天0時 2分新冠疫苗接種預約網站顯示，楊森疫苗預約排隊人員超過

3萬人，預計等待時間 33分 44秒。有不少網民發帖稱，因民防隊員名單上

遺漏了自己的名字而無法預約。首爾市永登浦區工作人員表示，在向首爾

市發送民防隊員名單的過程中發生錯誤，出現遺漏，現已改正，當天上午8時

30分起可正常預約。

當天新增病例中社區感染病例449例，其中首都圈278例(61.9%)，非首都圈

171例(38.1%)。境外輸入性病例10例，其中4例在入境檢疫過程中確診，6例在入

境後隔離期內確診。

當天新增4例死亡病例，累計死亡1963例，平均致死率1.39%。治愈並解除隔離

的病例累計13.1463萬例，正在接受隔離治療的患者為7373例。迄今共有979.8402萬

人接受病毒檢測，其中952.9991萬人呈陰性，12.7612萬人的結果待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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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第二屆全球綠色目標夥伴2030峰會(P4G

峰會)在首爾閉幕。與會各方在會後發表《首爾宣言》，

商定為克服新冠疫情和應對氣候危機共同努力。

這是自2018年10月在哥本哈根舉辦首屆P4G峰會後

的第二屆峰會，也是首次在韓國主辦的環境領域多邊協

商會議，於5月30日至31日在線上線下同步舉行。包括

韓國總統文在寅在內的全球約50國首腦級人士、20多個

國際組織負責人與會，峰會期間還邀請專家學者以農業

、糧食、水、能源、城市、循環經濟等為主題進行專題

討論。

在大會通過的《首爾宣言》中，各國一致認為氣候

危機已經超越環境問題的範疇，對經濟、社會、安全、

人權等相關課題產生影響，是一項迫在眉睫的挑戰。就

解決氣候問題的具體方案，宣言強調通過擴大太陽能、

風能等再生能源的發展比重加強國際合作，促進能源轉

換。宣言還承諾，將鼓勵停止火電公共融資，積極利用

氫能攻克難以減排領域，助力實現碳中和。

在抗擊新冠疫情方面，與會各國表示，這場全球抗

疫鬥爭為應對國際氣候危機提供重要啟示，有必要通過

綠色復蘇共克疫情。

韓國總統文在寅在致閉幕詞時表示，希望此次峰會

成為擴大綠色合作的重要契機，期待全人類能積極參與

創造綠色未來的氣候行動，讓我們攜手並肩，從現在做

起。

不戴口罩聚眾喝酒 駐韓美軍“違規狂歡”被調查

綜合報導 據消息，駐韓美軍等大量外

國人5月29日被舉報在釜山市海雲臺海水

浴場一帶不戴口罩深夜飲酒狂歡，甚至燃

放煙花爆竹。對此，駐韓美軍發言人彼得

斯· 李5月31日回應稱，已經獲悉此事，正

與負責調查此事的韓國警方等合作，以確

認是否有駐韓美軍相關人士牽扯其中。

彼得斯· 李表示，由於目前相關調查正

在進行中，在調查結束之前不會發表任何

立場。他還提到，駐韓美軍正致力於維持

堅固的韓美同盟關系。據釜山警察廳5月30

日透露，29日晚至30日淩晨，他們接到報案

稱，有外國人在海雲臺海水浴場和龜南路一

帶違規狂歡。一段發布在社交媒體上的視頻

顯示，成群結隊的外國人在沒戴口罩的情況

下喝酒跳舞。視頻裏甚至能聽到煙花爆竹的

聲音，而該海水浴場是嚴禁燃放的。據報道

，釜山警察廳當天接到38起相關舉報，並出

動6輛警車和外事組等警力加強巡邏，但仍

顯得有些心有余而力不足。

根據韓聯社的說法，當天大約有2000人

聚集。警方了解到，這些人中有趁著陣亡將

士紀念日假期來到釜山的駐韓美軍。與此同

時，當地市民的不安情緒也因此持續增加。

一方面，他們對一些外國人的舉動表示不滿

。“外國人晚上連口罩都不戴，就聚在一起

喝酒的情況不計其數。”《朝鮮日報》的報

道中，52歲的釜山海雲臺區居民樸某這樣說

道。另一方面，他們對當地相關部門的作法

也感到不安，“即使(外國人)違反了5人以上

聚集禁令等防疫措施，(相關部門)也不能很好

地管製，令人不安。”樸某補充道。另一名

當地市民也表示，雖然這些外國人的行為違

反了5人以上聚集禁令，但出動的警察並沒

有采取特別措施。

《朝鮮日報》報道稱，雖然當地警方在

接到舉報後，立即安排人力加強警戒和巡邏

，但由於罰款處分等管製權限掌握在地方政

府手中，因此未能進行管製。而擁有管製權

限的海雲臺區廳則表示，夜間只有4名工作

人員，無法對大約2000名外國人進行有效管

製。海雲臺區相關人士表示：“外國人(和韓

國人)在文化上存在很大差異，因此在對違反

防疫規定的罰款處理中，存在很多現實困難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7月，在韓國大邱

、烏山等地的駐韓美軍官兵也曾在釜山海

雲臺海水浴場一帶燃放煙花爆竹，當時也

引發當地民眾的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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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江蘇昆山一台企生產線江蘇昆山一台企生產線
正趕製訂單正趕製訂單。。
香港文匯報記者賀鵬飛香港文匯報記者賀鵬飛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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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賀鵬飛 南京報

道）“非常好，超好！"談起去年以來的訂

單情況，捷安特輕合金科技（昆山）股份有

限公司、鼎鎂（昆山）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涂季冰

喜形於色，“捷安特在昆山有5家工廠，現在訂單都來不

及做，訂單已經排到了今年年底。"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

球蔓延，而大陸由於較早控制疫情，成為很多企業特別是

製造業企業的“避風港"。在江蘇投資的台資企業化危為

機，迎來訂單和營收爆發。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中央

社及聯合新聞網報道，台灣疫情波及

半導體行業。半導體產品封裝測試大

廠京元電子和超豐電子相繼爆發群組

感染，其中京元電子至少有77人已經

確診，4日晚間宣布停工 48小時消

毒，預計將使 6 月產量減少 4%至

6%。此前，彭博的報道就提出，台灣

拒絕從大陸採購疫苗，疫情可能擾亂

主力產業半導體業，進一步威脅已緊

繃的全球供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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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累計確診
破萬例

台灣地區流行疫情指揮中心4日

通報增加472例本土新冠肺炎確

診病例，累計確診破1萬例大

關，新增21例死亡。

●● 京元電子自辦員工快篩京元電子自辦員工快篩，，
員工保持距離等候員工保持距離等候。。 中央社中央社

��(���

文 匯 要 聞2021年6月5日（星期六） ●責任編輯：凌晨曦 1

苗栗縣政府透露，位於苗栗竹南的京
元電子自辦7,000多名員工快篩，截

至4日11時累計篩檢2,447人，其中54人
快篩呈陽性；另有其他高風險者直接進行
核酸檢測，確診者77人。京元電子規劃4日晚
間起停工2天，對公司7個廠區及公司總部進行
清潔消毒。有京元員工透過facebook指出，有
房貸保險要繳，怕得要死也不敢請假，上班又擔
心會把病毒帶回給家人；另外也有員工表示，上午
專程回到公司辦理交接，下午就準備請假。

根據資料，京元電子主要客戶包括英特爾（In-
tel）、高通（Qualcomm）、聯發科、輝達（Nvid-
ia）、韋爾半導體（Will Semiconductor）等。市場
調查機構的數據顯示，京元電子在全球半導體封測
市佔率約3.7%，產線停工勢必會影響產能供應。京
元最大客戶聯發科表示，與京元緊密溝通合作中，期
望將因應疫情停工的影響降至最低，預期停工安排對
聯發科6月營收將有部分短暫影響。

兩廠外勞來自同一仲介公司
根據目前的檢測情況，京元電子的確診者中，以外

籍勞工佔比較大。同樣位於苗栗竹南地區的封測廠超豐
已有9人確診，官方通報指出，這兩間公司的外籍勞工
是來自同一個仲介公司的4個宿舍，4個宿舍有近2,000
人會全數採檢。根據台灣勞動主管部門安排，官方將督
管公司及仲介管制宿舍移工不得任意外出、疏導宿舍分
流，並清查近期轉出外籍勞工加強後續追蹤篩檢、防堵疫
情。

彭博在此前的專題報道中，就特別對台灣疫情可能對
半導體行業的波及提出警告。在京元電子之前，島內半導
體業中已有台積電、世界先進、南亞科技傳出員工確診；
電子業中大立光、敬鵬、和碩、緯創、廣達等也都有員工確
診，整個科技產業如臨大敵。報道指出，台灣當局拒絕採購
大陸疫苗，又沒有更好的採購渠道，恐讓晶片短
缺惡化，長期下來可能侵蝕台灣在半導體領
域的競爭優勢。

捷安特是全球最大的自行車生產企業，受共享單車等新業態影響，
前幾年捷安特的營收一度出現下滑。不過，疫情爆發以來，該公

司的營收大幅上升，去年其銷售額達到700.01億新台幣（折合人民幣
約161.07億元），比2019年增長了10.3%，淨利潤勁增46.7%。今年
一季度，捷安特業績進一步爆發，銷售額較去年同期增長54.8%。公
司淨收入增長170%。

生活方式健康意識獲巨大轉變
究其原因，捷安特認為，疫情改變了人們的生活方式，人們對
健康和健身的意識也發生了巨大轉變。此外，各國政府也在

持續鼓勵人們多騎自行車或e-bike以減少碳排量，並通
過投資建立自行車相關基礎設施或自行車購買津
貼來促進自行車消費。因此，捷安特預計自行
車市場將繼續供不應求。

“去年雖然有疫情影響，但是我們在
大陸市場的銷售成長20%-30%，並沒有
受到衝擊。"上銀科技（中國）有限公司
副總經理陳宏明也指出，去年疫情爆
發，帶動醫療設備的需求大幅增長，另
外5G相關產業的快速發展也帶動了設
備需求，這些都令公司從中受益。
上銀科技（中國）有限公司是台灣最

大的機械廠商上銀科技在蘇州工業園區投
資設立的全資子公司，主要研發及生產滾
珠絲桿、工業機械人及直線電機等高階精密
型產品。陳宏明說，今年公司延續了去年的快
速增長態勢，一些新產品的市場也在迅速打開。

例如，這幾年大陸芯片產業發展很快，上銀科技開
發的晶圓機械手臂在市場上很受歡迎。

外銷訂單大量增長甚至倍增
另一家台資企業康翔鋁業（泰州）有限公司也業績喜

人。“今年上半年訂單比去年好得不止一點點。"公司總
經理張博鈞說，今年一季度公司營收同比增長25%，非
常難能可貴。

“台企外銷今年都是增長幾十個百分點，甚至倍
增，可以說有史以來很少有這樣的業績。"全

國台企聯常務副會長、張家港保稅區精
工光電有限公司董事長陳錦龍也表
示，很多生產電子產品、室內電
器、傢具等產品的台資企業都迎來
訂單爆發，特別是外銷訂單大量增
長。
陳錦龍認為，這次新冠疫情對全

球經濟造成巨大衝擊，國外因為疫情的
原因，生產受到很大影響，但是大陸由於對
疫情管控得非常好，並且具有雄厚的產業基
礎，這為台資企業帶來了巨大的機會。



AA77香港瞭望
星期日       2021年6月6日       Sunday, June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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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JC

335 Avenue E,Stafford,
TX 77477

電話: (281)631-5260
網址: www.tjc.org
電子郵件: Houston@tjc.org

59

90

Av
e.

 E

香 港 新 聞 ●責任編輯：凌晨曦 2021年6月5日（星期六）4

潛伏期行蹤

●伊利沙伯中學舊生會湯
國華中學

●屯門震寰路3號德榮工
廈出席補習課程

●5月29日到灣仔會展舉
行的香港國際教育展

●6 月 2 日出現發燒、
流鼻水、頭痛和失去
味覺等病徵

●6月3日到天水圍（天
業路）社區健康中心求
醫、遞交深喉唾液樣
本

初 確 少 女 行 蹤

患者：17歲

住所：天水圍天盛苑
盛譽閣

居所盛譽閣 所就讀湯國華中學強檢

17歲女生初確變種
袁國勇：恐掀第五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虹宇）17歲中五女生
初步確診感染變種新冠病毒，對青少年群體響起
警號，特別是全港學校已恢復半日上課兩星期，
校內接觸交流增多，傳播風險提升。有校長及家
長代表4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均認為，政府
已批准降低接種復必泰疫苗年齡下限至12歲，政
府以至學校應把握機會進行針對性的解說與宣傳
推廣，並建議政府提供誘因，讓師生廣泛接種疫
苗，確保校園安全。

創知中學校長、香港教育行政人員執委黃晶
榕4日向香港文匯報表示，近日各項升學活動陸續
重辦，如是次初確女生曾參與大型教育展，人群
聚集下更有可能造成跨校交叉傳播，需要加緊提
防，活動主辦方可考慮加入接種疫苗或檢測陰性

的入場要求。
他指出，校內學生人數龐大，容易產生密集

接觸，有需要盡快接種疫苗加強保護。隨着政府
降低接種年齡下限至12歲，推動中學生接種的行
動勢在必行，並建議學校可在早會和周會上加強
關於疫苗的健康教育，讓學生了解接種疫苗的風
險其實很低，如果特區政府決定派員到校接種疫
苗，校方更可鼓勵家長陪同子女到校一起打針。

黃晶榕所屬的學校正考慮為願意打針的學生提
出獎勵措施，如送出書券或新學年的課本供抽獎
等，鼓勵學生於暑假結束前接種，確保9月開學時
校園更安全，如教育局政策允許，校方也會研究讓
已打疫苗學生可全日留校學習或活動，或為已打針
的學生舉辦校外學習活動如參觀博物館、郊外考察

等。教育局亦可考慮類似誘因，刺激中學生打針。

家長盼播學者電視廣告
香港優質家長學會總幹事奚炳松表示，教育局日

前已落實學校教職員疫苗假期，下一步是加強推動中
學生打針。身為家長，最關注無非是疫苗的副作用，
故建議政府及媒體多傳遞正面信息給予家長與青少
年，如專家學者在電視上簡短說明打針的好處，並滾
動播出，讓他們明白接種疫苗對身體影響不大，在保
護力高、副作用少的情況下，家長會更願意和安心讓
子女打針。

同時，他認為學校應該積極鼓勵中學生打
針，如因身體原因不適合接種亦可為學生定期檢
測，或考慮安排沒打針的學生改以網課學習。

●●工作人員為天盛苑盛譽閣居民採樣工作人員為天盛苑盛譽閣居民採樣。。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攝攝

●● 天盛苑盛譽閣居民排隊候檢天盛苑盛譽閣居民排隊候檢。。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攝攝

●●天盛苑盛譽閣居民登記檢測天盛苑盛譽閣居民登記檢測。。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攝攝

該名初確的17歲中五女生無外遊記錄，於
本周三（2日）發燒、流鼻水、頭痛和失

去味覺等，翌日到天水圍（天業路）社區健康
中心求醫，並呈交深喉唾液樣本，結果呈初步
陽性。

病毒量十分高 校園停課21天
據悉，她帶有N501Y變種病毒，但對

E484K和L452R呈陰性，病毒量十分高，深
喉唾液及入院後的鼻咽喉拭子檢測，驗出的
CT值分別是18及17.8。目前在屯門醫院隔離
治療。

女生所住的天水圍天盛苑盛譽閣4日晚
被圍封，同廈所有居民須於病人確診當日計
起第三天、第七天、第十二天及第十九天再
進行強檢。患者就讀天水圍伊利沙伯中學舊
生會湯國華中學，最後上課日是本周三（2
日）。曾於上月15日至本月4日在該校逗留
超過1小時的人士，需接受強制檢測。該校
即日起停止面授課程21天，校方已安排專業
清潔公司進行深層消毒工作。

教育展首天進場 無掃安心碼
在潛伏期間，患者曾到屯門震寰路3號德

榮工廈參加補習課程，以及於上月29日出席
在會展舉行的香港國際教育展。曾於上月29
日身處國際教育展逾1小時者，須在6月6日
或之前接受強檢。消息人士指，由於患者進入
教育展時沒有使用“安心出行”，故衞生防護
中心要查問患者行蹤，再透過程式系統通知同
場的市民。

袁國勇4日晚在接受傳媒查詢時表示，雖
然香港防疫措施已經有效終止第四波疫情，但
無法阻止N501Y變種病毒株進入社區，第五
波疫情可能已經開始。目前，特區政府必須盡
最大能力盡快追蹤接觸者，截斷傳播鏈，並強
調每名市民都應該接種疫苗。

料非印度男傳播鏈感染
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接受香港文匯報訪

問時也認為，變種病毒不會在社區憑空出現，早
前首宗流入社區的印度裔男子帶有雙重病毒（即
N501Y及E484K均呈陽性），但今次的女生卻
只驗出N501Y病毒，而無帶E484K變種病毒株，
顯示她是經另一條傳播鏈感染，相信香港外防輸
入出現“走漏”個案才使女生染疫，目前最重要
的是作風險評估及雙向追蹤，盡快找出源頭並圍
堵。

政府早前表示，一旦爆發第五波疫情，可
能禁止未接種疫苗人士出入學校等處所。梁子
超認為，特區政府應盡快開放青少年接種疫
苗，對香港群體免疫有幫助，目前12歲至15
歲人士接種復必泰疫苗已有第三期臨床研究，
歐美很多國家或地區也已開放予青少年接種，
約300萬人已打第一針，預計6月尾會完成第
二針。

“一般第二針副作用比第一針高，香港可
以先觀察海外青少年大規模接種有無出現罕見
的副作用個案，如果數據正常，政府可以盡快
推出政策，這樣學生和家長的疑慮也會少
些。”他說。

一名 17歲中五女生 4日初步確診

新冠肺炎，並帶有N501Y變種病毒，

病毒量偏高，有可能令香港保持42天

無不明源頭本地病例的記錄瀕臨“斷

纜”，甚或拉開第五波序幕。女生所

住的天水圍天盛苑盛譽閣 4日晚被圍

封，所就讀的天水圍伊利沙伯中學舊

生會湯國華中學需停課及強檢。由於

她在潛伏期曾到過教育展，當日有

4,000人次入場，政府要求當日在會場

逗留逾 1小時者須接受強制檢測。政

府專家顧問袁國勇表示，新一波疫情

可能已開始，政府必須盡快追蹤接觸

者，截斷傳播鏈，並強調只有全民接

種疫苗才能抑制疫情重臨。有專家強

烈建議社交活動頻繁的青年、學生，

應積極打針護己護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4日初步確診
的女生，上周六（29日）約下午4時出席香港中
華廠商聯合會“第二十七屆香港國際教育展”。
不少出席的市民4日都表示收到“安心出行”的
通知。廠商會4日發聲明指，當日入場人次約4,000
人，呼籲入場者盡快進行病毒檢測。

廠商會在4日的聲明中表示，“香港國
際教育展”嚴格遵從《預防及控制疾病（規
定及指示）（業務及處所）規例》（第
599F章），所有大會、參展商以及承建商
的員工，在展覽開幕前均已完成新冠病毒檢
測，並取得陰性證明。每名入場人士均有使
用“安心出行”流動應用程式，或填寫個人
資料。所有場內人士亦必須全程佩戴口罩、
禁止飲食，並保持社交距離。

聲明續指，在展會期間，場內一切設
施，包括演講區、禮物換領處等，均有定時
消毒。會議展覽中心（管理）有限公司於展
會期間，均定時消毒會場、洗手間和公共設
施，並在展覽完結後為展覽廳進行深層消
毒。

當日，香港教育局局長楊潤雄出席了開
幕活動。教育局發言人表示，楊潤雄已完成接
種2019冠狀病毒疫苗，將按衞生防護中心的
公布及指示處理。

廠
商
會
籲
四
千
入
場
者
盡
快
檢
測

校長倡為學生打針提供誘因
●染疫女生在潛伏期到過教育展，當天教育
局局長楊潤雄等嘉賓主禮後參觀海外升學攤
位。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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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休士頓//秦鴻鈞報導秦鴻鈞報導】】拜登拜登（（BidenBiden））政府在政府在44月宣月宣
布了到布了到66月底與世界分享數百萬劑新冠病毒疫苗的計劃月底與世界分享數百萬劑新冠病毒疫苗的計劃
。。五週後五週後，，全球各國仍在不停地和不耐煩地等待拜登政全球各國仍在不停地和不耐煩地等待拜登政
府將疫苗運往何處以及如何分配府將疫苗運往何處以及如何分配。。 對拜登總統而言對拜登總統而言，，這這
些劑量是些劑量是““民主軍火庫民主軍火庫”，”，是美國在國外的合作夥伴的是美國在國外的合作夥伴的
終極胡蘿蔔終極胡蘿蔔，，也是全球能夠挽救數百萬人生命健康的必也是全球能夠挽救數百萬人生命健康的必
要工具要工具。。 拜登的核心問題是拜登的核心問題是：：應向最需要的人提供多少應向最需要的人提供多少
份額的劑量份額的劑量，，以及應為美國合作夥伴保留多少劑量以及應為美國合作夥伴保留多少劑量？？ 至至
少到目前為止少到目前為止，，主管部門將採取不干預的方法主管部門將採取不干預的方法，，通過將通過將
劑量提供給聯合國支持的全球疫苗共享計劃劑量提供給聯合國支持的全球疫苗共享計劃COVAXCOVAX來來
分配大部分劑量分配大部分劑量。。拜登政府計劃將大約四分之一的劑量拜登政府計劃將大約四分之一的劑量
留給美國直接分配給美國選擇的國家留給美國直接分配給美國選擇的國家。。

儘管該百分比尚未最終確定儘管該百分比尚未最終確定，，但這將標誌著但這將標誌著 COCO--
VAXVAX滯後工作的大量提振滯後工作的大量提振，，迄今迄今，，COVAXCOVAX與貧困國家與貧困國家
僅共享了僅共享了76007600萬劑萬劑。。美國日益增長的新冠病毒疫苗庫存美國日益增長的新冠病毒疫苗庫存
不僅證明了美國的獨創性不僅證明了美國的獨創性，，而且也證明了它的全球特權而且也證明了它的全球特權
。。 超過超過 5050％的美國人至少接受了一劑疫苗％的美國人至少接受了一劑疫苗，，並且超過並且超過
11..3535億的人已經進行了完全疫苗接種億的人已經進行了完全疫苗接種，，這使美國的病例這使美國的病例
和死亡率達到了自大流行初期以來的最低水平和死亡率達到了自大流行初期以來的最低水平。。 數十個數十個
國家已要求美國提供劑量國家已要求美國提供劑量，，但迄今為止但迄今為止，，只有墨西哥和只有墨西哥和
加拿大總共接受了加拿大總共接受了450450萬劑劑量萬劑劑量。。美國還宣布與韓國分美國還宣布與韓國分
享足夠疫苗的計劃享足夠疫苗的計劃，，為美國軍人一起服役的韓國為美國軍人一起服役的韓國5555萬名萬名

士兵接種疫苗士兵接種疫苗。。 更廣泛的美國共享計劃是白宮及聯邦政更廣泛的美國共享計劃是白宮及聯邦政
府內部政策府內部政策，，及及COVAXCOVAX和藥品製造商和物流專家利益和藥品製造商和物流專家利益
相關方相關方。。 拜登在拜登在55月月1717日宣布說日宣布說：：我們國家將成為我們國家將成為
世界其他地區的疫苗儲備庫世界其他地區的疫苗儲備庫。。與俄羅斯和中國等其他試與俄羅斯和中國等其他試
圖利用其國內生產劑量的國家相比圖利用其國內生產劑量的國家相比，，我們不會使用疫苗我們不會使用疫苗
來獲得其他國家的青睞來獲得其他國家的青睞。。 與韓國軍方的合作關係表明與韓國軍方的合作關係表明，，
美國有能力使用其疫苗庫存來使一些盟友受益美國有能力使用其疫苗庫存來使一些盟友受益。。美國國美國國
際開發署行政官鮑爾際開發署行政官鮑爾（（Samantha PowerSamantha Power））上週首次表明上週首次表明
了可能的分配了可能的分配。。 她告訴參議院撥款委員會她告訴參議院撥款委員會，，我們共享的我們共享的
7575％的劑量很可能通過％的劑量很可能通過 COVAXCOVAX 共享共享。。多餘供應量的多餘供應量的
2525％將被保留用於美國部署％將被保留用於美國部署。。

拜登已承諾向其他國家拜登已承諾向其他國家//地區提供全部地區提供全部 60006000 萬劑國萬劑國
內生產的阿斯利康疫苗內生產的阿斯利康疫苗。。總統還承諾從現有的輝瑞總統還承諾從現有的輝瑞，，
ModernaModerna和強生疫苗庫存生產中共享和強生疫苗庫存生產中共享20002000萬劑萬劑。。預計未預計未
來幾個月將有更多劑量可供分享來幾個月將有更多劑量可供分享。。美國控制著其國內製美國控制著其國內製
造商的初始生產造商的初始生產。。輝瑞和輝瑞和ModernaModerna才剛剛開始將在美國才剛剛開始將在美國
生產的疫苗出口到海外客戶生產的疫苗出口到海外客戶，，美國已訂購了數億劑授權美國已訂購了數億劑授權
和研發中的疫苗和研發中的疫苗。。 鮑爾說鮑爾說：：決定將劑量送往何處是一個決定將劑量送往何處是一個
緊迫的問題緊迫的問題。。 這項決定取決於這項決定取決於““我們與各國之間的關係我們與各國之間的關係
，，各國的公共衛生和流行病學的基礎設施和準備情況的各國的公共衛生和流行病學的基礎設施和準備情況的
某種組合某種組合。。

休斯頓都會區的暴雨和洪水威脅正在增加休斯頓都會區的暴雨和洪水威脅正在增加

美國豐富的疫苗庫存證明美國的獨創性和它的全球特權
超過50％的人接受了一劑疫苗超過1.35億人接受了完全疫苗接種

美國的病例和死亡率達到自大流行以來的最低水平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根據德克薩斯州休斯頓
(KTRK) 的報導——分散的傾盆大雨和雷暴雨將從 6/3 (週
四) 到 6/7 (週一)，並可能導致孤立的街道洪水。 更大的
降雨和洪水的可能性從周五開始，並至少持續到週六。
對於大多數地區，未來 7 天的總降雨量將在 4 到 8 英寸之
間，孤立點將超過 10 英寸。 到目前為止，哈里斯縣通過
洪水預警系統的地圖提供全市的降雨總量，包括您所在城
鎮的降雨量。

通過下載 ABC13 應用程序隨時了解天氣，將最新的
突發新聞和天氣警報直接發送到您的手機。星期六似乎是
最潮濕的一天。這些將是降雨量高的緩慢移動的風暴，因
此請注意嚴重的街道洪水。我們在 5 月份在 IAH 看到了
超過 11 英寸的降雨。這占我們全年降雨量的一半以上。
根據天氣預報，休斯頓將有4.67英寸的總降雨量，可能造
成分散性洪水。緊急情況可能會發生，尤其是在極端天氣
條件下。 我們這樣做時，最好的策略是已經制定了計劃
。 這包括了解在停電之前、期間和之後採取的適當食品
安全預防措施——並準備好在發生洪水時安全處理食品和
水。

在電力緊急情況之前做好準備。 檢查以確保冷凍室
溫度等於或低於 0° F，冰箱等於或低於 40° F。 在停電

的情況下，電器溫度計會顯示冰箱和冰櫃中的溫度，以幫
助您確定食物是否安全。 將盛有冰塊的水容器冷凍，以
幫助冷凍室、冰箱或冷卻器中的食物保持低溫，以防斷電
。如果您的正常供水受到污染或無法使用，融化的冰也會
提供飲用水。 冷凍您可能不需要立即使用的冷藏物品，
例如牛奶、新鮮肉類和食物。這有助於使它們更長時間地
保持在安全溫度。 把食物放在冰箱裡。這有助於食物保
持更長時間的冷藏。 確保將瓶裝水儲存在盡可能安全的
地方，以免被洪水淹沒。

遇到雷雨天氣，要做好缺水、缺糧、斷電的準備。大
家要準備好足夠的飲用水，以防水龍頭停水。 我們還需
要蠟燭和手電筒，為停電做準備。 基本的食物供應和罐
頭食品對我們度過難關也很重要，尤其是當人們不得不面
對洪水或停電時。 同時，人們需要準備急救用品和足夠
的藥物，以應對突發的困難時期。停電時，冰箱可將食物
冷藏約 4 小時。 如果門保持關閉，一個滿的冰箱將保持
溫度約 48 小時。如果在任何時候食物在 40 F 以上的溫度
持續 2 小時或更長時間: 丟棄它。

讓我們為基本需求做好準備，迎接下週即將到來的雷
暴和強降雨。

世界觀望世界觀望，，等待美國做出關鍵決定將疫苗劑量發送到哪裡等待美國做出關鍵決定將疫苗劑量發送到哪裡？？ 拜登政府計劃將大約四分之一拜登政府計劃將大約四分之一
的劑量保留給美國的劑量保留給美國，，以直接分配給其選擇的各個國家以直接分配給其選擇的各個國家。。

休斯頓休斯頓20212021 年年 55 月月 2020 日星期四的過度降雨展望造成了過度降雨風險日星期四的過度降雨展望造成了過度降雨風險，，休斯頓人和企休斯頓人和企
業應該思考如何防止同樣的損失發生業應該思考如何防止同樣的損失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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