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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王朝旅遊董事長親自帶隊

aaplusvacation.com 6918 Corporate Dr, A14, Houston(中國城敦煌廣場側)

23
週年

713-981-8868
★ 申請簽證  ★ 認證 ★ 公證 

代理Gate1旅遊 Viking/Globus 遊輪 廉价机票 埃及 歐洲 亞洲 澳紐 南美/中美洲 非洲等全球旅遊團

★★精選夏季團重啟★★
★首選黃石、坎昆全包團 讓您樂在其中

★阿拉斯加“午夜陽光”、夏威夷陽光充沛

★西雅圖星光號火車    令您流連忘返

9/6-9/15/2021 10天美國中部精選遊
$1488/人包含早餐酒店及小費

太空中心門票$19.95   自然博物館門票$10 

（中央社佛州瑟夫賽德27日綜合外電報導）位於美國佛羅里
達州邁阿密海灘附近一棟公寓大廈日前部分坍塌，，搜救工作持續
進行中，邁阿密戴德郡郡長萊文-卡瓦今天表示，罹難人數目前增
至9人。

美聯社報導，邁阿密戴德郡（Miami-Dade County）郡長萊
文-卡瓦（Daniella Levine Cava）說，一人在醫院不治，搜救人員
從廢墟中又挖出4具屍體。

目前超過150人仍下落不明，數十名救災人員在瓦礫堆中全力
搜救並尋找生還者。萊文-卡瓦表示，已確認4名死者身分，並通
知他們的親屬。

位於佛州瑟夫賽德鎮（Surfside）的香普蘭大廈南棟（Cham-
plain Towers South）24日凌晨突然崩塌，原因不明。

代表這棟公寓管理委員會的律師德瑞特（Kenneth Direktor）
表示，大樓屋頂水泥鋼筋鏽蝕，最近正在進行更換及修補作業。

美佛州濱海公寓大廈崩塌美佛州濱海公寓大廈崩塌 罹難增至罹難增至99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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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 group of young Asians led by Nguyen T.
Nguyen got together last week at Arthur

Storey Park which is located in the
International District. These young
Asian Americans planned to organize
a Lotus Club. They want to show their
love and service to the local
community.

As chairman of the International
District, I came to join them, not just to
appreciate their effort to clean up the
park, but also to promise them we will
work with them very closely to create
more activities and beautify the park.
From the Harris County Parks
Department our good friend, Mr. Steve
Dorman, also joined us to thank all the
local civic groups that have been
working with the County and

sponsoring a lot of events, including the
Lunar New Year festival.

We also appreciate the Rotary Club that also
has joined as a big sponsor for our
community events. Many members of the
club have been important leaders and they
always think about our community.

Today we have many Asian American that
know how to serve our community well,
especially during the pandemic period. They
have donated their time and money to try and
help those who need it the most.

We all worry about the hate crimes in our
society. We hope all the younger generation
will understand that we all need to work
together. After all, we are all in the same
family.

0606//2828//20212021

Awakening Of AsianAwakening Of Asian
American Young PeopleAmerican Young People

對社會服務是當前青年們對
社區的責任和義務，上週末一群
亞裔青年在扶輪社的組織下來
到了休斯敦國際區內的公園，舉
辦了一場淸掃和愛護社區的活動
，這項定名為蓮花社的青年團體
，他們有感於目前對亞裔仇視之
社會現象，造成社會種族對立
，他們希望走進社區，來緩減
對亞裔仇恨之現象。
青年代表越裔青年阮氏是組

織的重要發起人，他號召了許多
同年層的大中学生，捲起袖子在
公園中淸理垃圾，並預計將來在
大水塘中種些荷花供大家欣賞。
做為國際區區長，我特別感

謝這批年輕人和扶輪社代表共同
來關心我們的社區，我已向他們

保證，將來會在公園中建造一個
國際标誌的庭園，並將記錄下无
数移民對美國之貢獻。
老實說，我們亞裔美國人是

應該對社區做更多貢獻的時候了
，我在這次活動中，也遇到許多
非亞裔人士，他們多年來有過許
多到亞洲经商觀光之経驗，他們
對亞裔存有較深刻之瞭解，和那
些眼光如豆的井地之蛙截然不同
。
我們大家選擇了在這塊土地

安身立命，我們要一起來呵護自
己的家園，更要鼓勵更多年輕人
組織各種慈善團體來積極參與社
區服務，以盡到我們對社會之義
務，而非只是口號一句。

亞裔青年的覺醒亞裔青年的覺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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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據日本放送協會(NHK)報道，當地時間

23 日上午，位於日本福井縣的關西電力公司美濱核

電站 3號機組的核反應堆啟動，重新恢復運轉。該機

組已服役超過 40 年，2004 年曾發生嚴重事故，造成 5

人死亡。

據報道，東京電力公司福島第一核電站發生事故後，

日本法律規定國內核電站的運轉年限原則為40年，但如果

通過了國家相關部門的審查，則可將運轉年限最長延至60

年。

2021年4月，美濱核電站所在地福井縣政府同意3號

機組恢復使用，為此，有關人員一直在著手準備核反應堆

的啟動工作。

鑒於國家相關部門的檢查等工作已經結束，6

月 23 日，關西電力公司的操作員在中央控製室操

作顯示屏，開始拔出抑製核裂變反應的控製棒，並

於 10 時啟動核反應堆，美濱核電站 3 號機組恢復使

用。

據關西電力公司介紹，作業進展順利的話，24日淩

晨，核反應堆將達到連續進行核裂變反應的臨界狀態，預

計29日即可開始輸電工作。

據路透社報道，前日本原子能委員會代理委員長鈴木

達治郎對此感到擔憂，稱該行業和日本政府尚未接受福島

的教訓。

另據報道，2004 年 8月 9日，美濱核電站 3號反應

堆渦輪機房發生蒸氣泄漏事故，導致5人死亡、6人受

傷，這是福島核事故發生前日本傷亡最慘重的一次核

電站事故。

5年投2200億韓元，韓國想搶占6G主導權
綜合報導 韓國政府今日公布了一項

“6G研發實行計劃”，將在未來5年投

入2200億韓元（約合12.5億元人民幣）

開發6G核心技術，並通過與中美等國合

作，力爭在2028年成為全球首個實現6G

商業化的國家。

這一計劃由韓國科學技術信息通信

部在今日的6G戰略會議上提出。計劃具

體包括：確保下一代核心原創技術、搶

先拿下國際標準和專利、構建研究產業

基礎等。在下一代核心原創技術方面，

韓國政府將著力推動低軌道通信衛星、

超精密網絡技術等六大重點領域的十項

戰略，以確保搶占6G通信核心技術製高

點。韓國“Korea Bizwire”網站透露，

韓國政府已製定計劃在2031年發射14顆

低軌道衛星來測試相關技術。

而在國際標準方面，該計劃稱韓國

政府將主導製定6G發展願景，攜手專利

廳為6G核心技術的研發和專利提供全方

位支持。此外，韓國政府爭取年內在三

所高校運營6G研發中心，通過產學研合

作培養高級人才，為相關技術研發和產

業發展奠定基礎。

在上月韓美領導人峰會時，雙方同

意加強包括6G在內的新興技術領域合

作。本次會議上，韓國信息通信企劃

評價院（IITP）與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

（NSF）簽署了關於聯合研究的合作諒

解備忘錄。除了美國，韓國方面表示，

他們同樣正在與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

（CAICT）及芬蘭奧盧大學進行合作。

韓國科學和信息通信部部長林惠淑

在一份聲明中表示，“下一代移動網絡

是數字創新的基礎，我們應該發揮創造

力並依據我們在網絡領域的經驗和技術

，引領6G時代國際市場。”

據業內知名媒體 RCR 無線新聞

（RCR Wireless News）介紹，理論上講

，韓國的6G目標將實現每秒1TB的數據

傳輸速度，比5G要快5倍，網絡延遲將

也是5G的十分之一。韓國政府希望在

2026年啟動6G試點項目，覆蓋沈浸式數

字醫療、汽車自動駕駛、智能城市和智

能工廠等領域。

去年7月，韓國三星電子發布白皮

書，概述了公司對6G通信技術的願景。

三星強調，6G的架構要求包括解決移動

設備有限的計算能力帶來的問題，從技

術開發的初始階段就開始實施人工智能

。白皮書中提到，6G技術將提供50倍於

5G網絡的峰值速率，延遲為5G的十分

之一。另外，6G標準的完成和商業化最

早將在2028年，而大規模商業化可能在

2030年左右。

在昨日（22日）舉行的線上技術發

布會上，三星表示，若6G時代來臨，將

突破擴展現實、超高分辨率渲染、數字

復製等產業的物理技術局限，用戶用指

間就能實現一切的時代終將到來。將以

此前積累的技術創新經驗為基礎，提供

最先進的技術和解決方案。

目前，世界上已有多國家展開6G研

究，如中國、美國、芬蘭、韓國等。

2019年11月，科技部會同發改委、

教育部、工業和信息化部、中科院、自然

科學基金委在北京組織召開6G技術研發

工作啟動會，成立國家6G技術研發推進

工作組和總體專家組，中

國6G研發正式啟動。

今年 5月 12日，工

業和信息化部黨組成員

、副部長劉烈宏主持召

開 5G/6G 專題會議，聽

取 了 IMT-2020 （5G）/

IMT-2030（6G）推進組

專家關於 5G和 6G工作

進展情況的匯報，研究

推動 5G和 6G發展相關

工作。

會議提到，已累計建成5G基站超81.9

萬個，占全球比例約為70%；5G手機終端

用戶連接數達2.8億，占全球比例超過80%

；5G標準必要專利聲明數量占比超過38%

，去年上半年以來上升近5個百分點，位列

全球首位。要在現有5G的基礎上，結合技

術演進、經濟社會發展趨勢，研究提出未

來6G的願景需求和應用場景。

日本東京都知事
小池百合子因過勞已住院靜養

綜合報導 據日本共同社報道，

日本東京都政府發布消息稱，知事小

池百合子因過度疲勞需要靜養，本周

不再處理公務。相關人士透露，小池

百合子已入住東京都內醫院。

據稱，為應對新冠疫情及處理一

個月後將開幕的東京奧運會、殘奧會

等重要事務，小池百合子最近一周左

右的身體狀況不佳。

報道稱，東京都副知事多羅尾光

睦代理其職務，並於22日晚出席了小

池百合子原定參加的BS節目。

據報道，19日，小池百合子與日

本首相菅義偉會面，就奧運和殘奧期

間減少人流的措施、新冠疫情狀況以

及疫苗接種等交換了意見。

21日，她還出席了就舉辦東京奧

運事宜與國際奧委會（IOC）等舉行

的五方磋商。

22日下午3點多，她在東京都政

府大樓出席疫苗相關會議，開頭致辭

時表示“不好意思，聲音沙啞了”。

會後接受媒體采訪時，樣子看起來也

很辛苦。

為了與幹部等商討新冠應對方

案，小池百合子上周末也頻頻現身

政府大樓。

【【李 著 華 觀 點李 著 華 觀 點:: 為 彭 斯 喝 采為 彭 斯 喝 采!!
共和黨需要他振衰起敝共和黨需要他振衰起敝】】

【綜合報道】近來，日本多地報告
新冠疫苗冷藏庫電源插頭脫落的事故，
多數事件的原因不明，造成數千劑疫苗
浪費。

據時事通信社報導，日本兵庫縣蘆
屋市25日上午報告，發現一個新冠疫
苗冷藏庫的電源插頭從插座上脫落，導
致冷藏庫溫度上升。負責冷藏庫的職員
稱，24日下班前檢查過冷藏庫情況，並
給房間上鎖後離開，不存在誤拔插頭的
情況，事故原因不明。大阪府寢屋川市19日
也發生了類似情況，警方未發現有可疑人士
接觸冷藏庫。

日本神戶市、兵庫縣豬名川町、橫濱市
、千葉縣市原市、埼玉縣川越市、島根縣大
田市相繼發生疫苗冷藏庫插頭脫落事故，總
計約2100劑的疫苗被迫丟棄。疫苗冷藏庫的

製造方表示，冷藏庫的插頭通常不會自然脫
離插座。

自5月下旬開始，一個反對疫苗的團體
在日本社交媒體上發起名為“拔掉插頭”的
話題標籤，起初一些日本網友發布疫苗危險
性相關言論時會附帶這一標籤，之後有不少
網友用此標籤表達對疫苗浪費事件的憤怒。

日本多地疫苗冷藏庫電源插頭脫落日本多地疫苗冷藏庫電源插頭脫落
數千劑疫苗浪費數千劑疫苗浪費

彭斯在卸任副總統職位後言行很低調, 但日
前他在加州雷根總統圖書館演講中強調,憲法並未
賦予他推翻各州選舉的權利, 他也對認證拜登當
選總統感到自豪,這等於反駁了川普稱他是叛徒的
不實指控,彭斯不懼川粉反抗的壓力, 勇敢做一位
誠實的政治人物, 非常值得尊敬, 陷入災難與困境
的共和黨急切需要像彭斯一樣真誠的政治人物來
負起振衰起敝的大任, 讓我們為彭斯喝采,並為他
加油打氣!

彭斯是一位虔誠的福音派基督教徒, 也是一
位極端保守主義者, 在被川普欽定為副手搭檔並
當選為副總統後謹守本份,所以“今日美國報”
(USA Today) 曾以一幅非常傳神的漫畫來描述他
，在漫畫中川普扯高氣昂的走在前頭，而彭斯則
是拿著掃把和畚箕緊緊跟在川普後頭幫他清掃和
收集垃圾。

是的，彭斯4年任期就是這樣的效忠川普, 甚
至在川普被兩次彈劾不成後, 彭斯原可依照憲法
第25修正案第四條的規定,聯合白宮內閣過半數

閣員罷免川普，然後由自己取代川普擔任總統,
但他並沒有那麼做, 只有在一月六日國會聯席會
議上他才公開的違逆了川普, 沒有對他愚忠, 而是
選擇效忠憲法, 所以遭到蠻橫的川粉在攻陷國會
大廈時揚言要絞死他, 但彭斯顯然不畏懼要脅, 他
明確與川普切割, 堅定說道:”如果我們違憲, 我們
不僅失去選舉，更會失去我們的國家!”

大哉斯言, 正當國會絕大多數共和黨參眾議員
因不敢違逆川粉,昧著良心偽善支持川普, 竟不敢
成立委員會去調查國會暴動的真相, 這是共和黨
有史以來最大最腐敗的集體墮落, 如今我們看到
彭斯勇敢站出來講真話, 對那些氣餒不已的共和
黨基層黨員而言真是打了一劑強心針！

不過，彭斯可能會碰上麻煩, 他如果有志參
加2024年大選, 很難通過黨內初選的層層關卡,
各州短視的共和黨政客為顧己利, 很可能對他避
而遠之, 不敢公開支持他, 最後讓他成為共和黨的
一隻孤鳥, 但彭斯可做黨內意見領袖, 對共和黨振
衰起敝提出建言, 那是彭斯可以做的最大貢獻了!

第三波疫情恐慌中第三波疫情恐慌中
印度宣布放寬疫情防控印度宣布放寬疫情防控

(綜合報道）全
印度醫學科學研究
所（AIIMS）所長蘭
迪普•古萊里亞博
士對人們再次開始
輕視新冠肺炎疫情
表示擔憂。他警告
說，新冠病毒和傳
染性更強的病毒變
體正在印度全國傳
播。

隨著德里新冠肺炎病例的減少，封鎖限
制將從6月28日開始進一步放寬。根據政府
公佈的數據，在提出放寬防疫措施的前一天
，德里報告了89例新增病例，這是德里第三
天單日新增少於100例。

儘管印度最近新冠肺炎病例有所減少，
但專家和邦政府對第三波疫情的擔憂揮之不
去。
本月早些時候，德里首席部長阿文德•基里
瓦爾警告說，第三波疫情發生的可能性是相
當真實的，他的政府時刻準備以“戰備狀態
”來應對。

與此同時，專家們擔心，儘管重新開放
是必要的，但不遵循適當的疫情防控措施可
能會導致局勢升級。

27日，德里最受歡迎的跳蚤市場之一人
流量巨大，這也引起了當地人越來越多的擔

憂。德里南部居民阿
倫•辛格告訴衛星網
：“我對重新開放感
到高興，但我也擔心
第三波疫情。我認為
經濟需要步入正軌，
放鬆是必要的，但人
們也需要認真遵守疫
情防控規則。”

時隔近兩個月後
，德里政府已經允許
體育館和瑜伽學院以

50%的容量開放。不過，電影院、劇院、水
療中心、學校、學院、教育機構、游泳池、
娛樂和遊樂園將繼續關閉。

孟買富通醫院的ICU重症監護主任錢德
拉謝卡爾告訴媒體：“封鎖不能是持續的。
有些事情是可行的，有些事情是不可行的。
我們能把人關幾個月或幾年。但是，我們不
能把一切都打開。政府需要明確哪些是開放
所必需的，哪些不是。我們需要繼續遵循疫
情防控規則，並確保每個人都接種了疫苗。
”

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期間，德里是印
度受影響最嚴重的地區之一。這一流行病摧
毀了印度的若干地區，每天奪去大量生命，
此前氧氣供應短缺以及各醫院基本藥品短缺
也加劇了印度的苦難。



聯合國：2020年有8500余名兒童兵

近2700人被殺害
聯合國表示，去年有超過8500名兒童在世界各地的各種沖突中被招

募為兒童兵，另有近2700名兒童在沖突中遭到殺害。

19379名兒童遭到嚴重侵犯
聯合國秘書長安東尼奧· 古特雷斯 （Antonio Guterres） 向安理會提

交的這份關於兒童與武裝沖突問題的年度報告涵蓋了殺害、殘害和性虐

待兒童，綁架或招募兒童、拒絕提供援助等問題。

報告證實，在21場沖突中，有19379名兒童成為招募或強奸等嚴重

侵權行為的受害者，而新冠大流行使他們更容易遭受綁架、招募和性暴

力。

報告指出，2020年侵害行為發生最多的是索馬裏、剛果（金）、阿

富汗、敘利亞和也門。經核實，去年有8521名兒童被招募為兒童兵，另

有2674名兒童在各種沖突中喪生，5748人受傷。

進展和承諾
該報告還包括一份黑名單，旨在指責沖突各方，並希望推動他們實

施保護兒童的措施。為了平息圍繞該報告的爭議，古特雷斯於2017年發

布的黑名單分為兩類。一類列出了已經采取措施保護兒童的各方，而另

一類則列出了尚未采取措施的各方。

報道稱，盡管統計數據發人深省，但該報告還詳細介紹了與阿富汗

、中非共和國、尼日利亞、菲律賓、南蘇丹和敘利亞交戰各方的對話取

得的切實進展。去年達成了約35項新承諾，以更好地保護兒童，其中包

括在緬甸和南蘇丹簽署的兩項新行動計劃。

據悉，在聯合國介入後，武裝團體和部隊將超過12643名兒童從隊

伍中釋放出來，更多的兒童免於被招募。

不同技術新冠疫苗可混打？
歐洲研究稱保護力或更強

受新冠疫苗供應短缺影響，部分國

家開始推進接種不同廠家生產的兩針新

冠疫苗，幫助民眾迅速完成接種，以便

更快解除限製措施，重啟經濟活動。

但這並非病急亂投醫，而是基於臨

床依據。初步研究表明，接種不同的新

冠疫苗還可能提供更強大的免疫防護。

德意總理相繼混打
德國總理默克爾近日宣布，她在接

種第一針阿斯利康新冠疫苗後，又接種

了一針來自美國的莫德納疫苗。

此前德國的疫苗接種活動推進緩慢

，還將阿斯利康疫苗限製給60歲以下人

群使用。後來德國推翻這一限製措施，

因此66歲的默克爾也加入接種行列。

4月時，默克爾的發言人在推特上發

布了一張她的疫苗接種證明的照片，顯

示默克爾已經接受註射。

而第二針來自莫德納的新冠疫苗，

也意味著默克爾采用的兩種疫苗技術不

同。其中阿斯利康疫苗使用腺病毒載體

技術，而莫德納疫苗采用mRNA技術。

73歲的意大利總理德拉吉也接受了

混合疫苗接種。他在接種一針阿斯利康

疫苗後又在本周接種了一針輝瑞疫苗。

後者是全球首款使用mRNA技術的新冠

疫苗。

據德拉吉透露，他完成第一針註射

後產生的抗體數量較少，因此他決定聽

從建議，使用另一廠家的疫苗作為第二

劑。

雖然歐洲民眾已廣泛安全接種阿斯

利康疫苗，但個別接種者出現的罕見血

栓癥狀引起監管機構註意，這種癥狀在

青少年身上更加常見。

意大利藥品監管機構AIFA上周表示

，60歲以下的意大利人在接種第一針阿

斯利康新冠肺炎疫苗後，可以在第二針

接種時采納不同的疫苗。

研究稱免疫反應或增強
出於對阿斯利康疫苗的疑慮，一些

歐洲民眾傾向於在接種第二針疫苗時更

換廠家。

對於混合接種的安全性，英國一項

研究發現，成年人混合接種阿斯利康和

輝瑞疫苗後有更大可能出現中輕度的副

作用，例如寒戰、頭痛和肌肉酸痛等。

這項由牛津大學領導的研究招募了

830名50歲以上的誌願者參與。參與者

出現的不良反應都較為短暫，未發現其

他安全性問題。

因此有專家認為，中輕度副作用更

明顯，或許說明混合接種能激發更強大

的免疫反應。

西班牙也在5月公布一項混合接種

疫苗的研究。超過600多名誌願者接種

了一針阿斯利康疫苗，其中三分之二又

接種了一針輝瑞疫苗。結果顯示，混合

接種者比接種一針或兩針阿斯利康疫苗

的參與者抗體水平都要高。但該試驗並

未比對接種兩針輝瑞疫苗者的抗體水平。

德國隨後發布一項針對混打疫苗的

小規模研究部分回應了上述問題。26名

年齡在25歲到46歲之間的參與者依次接

種了阿斯利康和輝瑞疫苗。與接受兩劑

輝瑞疫苗的人相比，前者對阿爾法變種

新冠毒株的中和反應活性高3.9倍，對德

爾塔毒株的中和反應活性接近。該變異

株已經在全球92個國家廣泛傳播。

多國推進混合接種
據路透社報道，多個國家已經開始

考慮推進混合接種疫苗來環節供應短缺，

加強防護。

加拿大安大略省和魁北克省表示，

由於阿斯利康疫苗出貨量不穩定，以及

擔心出現罕見血栓癥狀，當地已計劃推

進混合接種。

韓國 6月 18日表示，由於COVAX

（全球疫苗共享計劃）發貨延遲，約76

萬名接種了阿斯利康第一劑疫苗的民眾

將接受輝瑞疫苗作為第二針註射。

阿聯酋宣布向接種了一針國藥疫苗的

民眾提供輝瑞疫苗作為第二針的選項。

巴林表示，符合條件的候選人可以

選擇輝瑞或國藥疫苗作為第二針接種，

而對第一針接種的疫苗廠家不做限製。

美國國立衛生研究院6月1日表示，

已開始在完全接種疫苗的成年人身上進

行臨床試驗，評估不同疫苗加強針註射

的安全性。

正在研發新冠病毒疫苗的諾華公司

在6月21日表示將參加新冠疫苗混合接

種試驗，以測試是否要使用不同生產商

的疫苗作為加強針。試驗於6月在英國

啟動。

綜合報導 加拿大新斯科舍省警

方確認，被抗議者阻斷的104號高速

公路，目前依然沒有得到疏通。警

方目前正在與抗議者進行對話，試

圖以和平方式讓104號高速公路的交

通重新恢復。當天早些時候，現場

的警員們開始指引車輛改道繞行。

這次阻斷高速公路的抗議活動

是從此前一天即6月22日晚上開始

的，當天，新斯科舍省政府宣布，

從6月23日起，通過這條連接新斯

科舍省和新布倫瑞克省的104號高速

公路進入該省的遊客，需要在入境

後進行自我隔離。但是，該省政府

對從該地區的另外兩個省——愛德

華王子島省、紐芬蘭和拉布拉多省

入境的遊客則沒有此項要求。

這一決定引起了新布倫瑞克省遊

客的不滿。他們在104號高速公路臨

近兩省交界處的東西兩個流向的車道

上停放車輛阻斷交通，以示抗議。他

們要求新斯科舍省政府解除這一針對

新布倫瑞克省的限製措施。

抗議者說，他們的抗議活動雖然阻

斷了交通，但是對於運送醫護人員和患

者的車輛，都是予以放行的。對此，警

方表示，抗議者應該以和平方式集會，

阻斷高速公路交通是非法的。

加拿大多黨派人士
公開譴責種族主義歧視言行

綜合報導 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省

坎盧普斯市一所原住民寄宿學校舊址地下

日前驚現215具兒童遺骸，再次揭開該國

原住民遭受種族滅絕的那段黑暗歷史。近

來，來自不同黨派的多名加拿大政界人士

公開譴責該國長久以來存在的種族歧視言

行，要求抵製種族主義的吶喊聲越來越響。

本月15日，十多名來自不同黨派的加

拿大眾議員在眾議院聲討加拿大現存的系統

性種族主義，發表不再競選連任的聲明。

加拿大原住民議員穆米拉克· 卡卡克

當天在議會大廳中宣布，由於加拿大議會

存在赤裸裸的種族歧視，她將不再競選連

任。

27歲的卡卡克來自加拿大新民主黨。

她說，她在議會親耳聽到太多標榜種族和

解、包容和多元的演講，但最後事實證明

都是花言巧語。

卡卡克說，在議會大廈走廊上，令人

難以置信的是居然在她身後慢跑的男安保

人員“差點把手放在她身上”，讓她“一

個棕色皮膚的女人倍感屈辱”。

“像我這樣的人不屬於聯邦議會。實

際情況是，這個議會和這個國家是在原住

民的背上、創痛中和流離失所的情況下建

立起來的。”卡卡克說。

加拿大魁北克黨團眾議

員西蒙· 馬西爾在議會表示

支持卡卡克對種族歧視的控

訴，譴責對原住民的種族歧

視，並指出所謂的“進步、

環保、平等、民主的加拿大

本質上是虛偽的”。

自由黨國會議員、今年

年初辭去加拿大創新、科學

和工業部長一職的納夫迪

普· 貝恩斯15日也宣布不再

競選連任，表示也曾遭到種

族歧視。他說，2004年他代

表自由黨競選議員時，自由黨內高級官員

建議他不要把自己戴錫克人頭巾的照片放

在競選宣傳冊裏。

貝恩斯說，最近在不列顛哥倫比亞省

一所原住民寄宿學校舊址發現215名原住

民兒童遺骸，安大略省發生針對穆斯林家

庭的恐怖謀殺致4人遇害，這都證明加拿

大“要實現真正的平等和包容還有很長的

路要走”。

加拿大總理特魯多18日參加“行動起

來！加拿大華人團結一致”基金會主辦的

網絡論壇時表示，新冠疫情以來，加拿大

針對亞裔的種族主義及仇恨行為不斷上升

，許多亞裔遭受傷害。特魯多說，系統性

種族主義在加拿大無處不在，存在於加拿

大各級政府和機構、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

之中，“我們必須改變系統”。

加拿大民調機構安格斯· 裏德研究所

本月8日公布的民調結果顯示，過去一年

中，約58%亞裔加拿大人遭遇過至少一次

針對亞裔的歧視，28%的人表示“一直”

或“經常”遇到相關歧視。

安格斯· 裏德研究所公布的最新調查顯

示，34%受訪加拿大人認為加拿大是一個種

族主義國家，42%少數族群受訪人和54%的

受訪女性認為加拿大是種族主義國家。

世衛擬在南非建
新冠疫苗技術轉讓中心

綜合報導 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說，擬在南非建立新冠疫苗

生產技術轉讓中心，以幫助非洲國家生產疫苗。

據路透社報道，世衛組織希望，這個技術轉讓中心能為非洲中低收

入國家的製藥企業提供生產mRNA（信使核糖核酸）疫苗的專有技術和

生產許可。

目前，兩家南非製藥企業南非生物疫苗公司和埃弗裏根生物製劑

與疫苗公司加入這一項目。世衛組織正在與美國輝瑞製藥有限公司

和莫德納公司商談，希望他們能加入項目，分享他們的mRNA疫苗技

術。

不過，世衛組織說，即使這兩家美國製藥企業同意加入，非洲製藥

企業仍需要9到12個月才能生產新冠疫苗。

據美聯社報道，南非近期疫情加劇，醫院承受巨大壓力。南非總統

西裏爾· 拉馬福薩21日說：“過去幾周，新增病例一直急劇增加。過去

一周，每日新增病例已從4月初不到800例增加到超過1.3萬例。”

要求解除限製措施
抗議者阻斷加拿大104號高速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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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在美國西海岸，從加拿大邊境到墨西哥邊境，美國政府向2000多萬人發布了
高溫警告。

面對炎熱氣候，美國人民各出奇招，空調被搶購一空，連帶空調的酒店客房也被訂光了。
據波特蘭市當地媒體《威拉米特周刊》（Willamette Week）報導，27日，美國俄勒岡州波

特蘭市最高溫度飆升至44.4攝氏度，創下了1940年有歷史紀錄以來的最高紀錄。
美國國家氣象局信息顯示，26日下午，波特蘭國際機場的氣溫就創下了42.2攝氏度的歷史

新高。僅僅24小時後，27日下午5點左右，波特蘭國際機場的氣溫就突破了44攝氏度，連續第
二天打破歷史最高氣溫紀錄。同時，波特蘭市中心的氣溫也突破了43攝氏度。

此前，波特蘭市的最高氣溫紀錄約為41.7攝氏度，並且只出現過三次，分別是1965年7月
30日、1981年8月8日和8月10日。

距離波特蘭市不遠的西雅圖，也遭受了高溫襲擊，連續兩天打破了最高氣溫紀錄。
據西雅圖氣象局發布的信息，27、28日連續兩天，西雅圖的最高氣溫都突破了40攝氏度，

遠遠高於往年平均溫度23攝氏度。
美國國家氣象局已經對太平洋西北地區發布了高溫警報，包括華盛頓州、俄勒岡州、加利

福尼亞州、愛達荷州、蒙大拿州和內華達州的部分地區。
據美國國家氣象局稱，高溫預計至少會持續到本週周中。從27日到30日，最高溫度高達44

攝氏度，預計數百個每日高溫紀錄可能被打破。
高溫天氣也蔓延到了加拿大西海岸，加拿大部分地區也發布了高溫警告。
據CNN報導，加拿大環境部已經向不列顛哥倫比亞省和艾伯塔省的大部分地區發出高溫

警報，到周中，加拿大部分地區的高溫可能達到40度以上。
連北極圈附近的好望堡（Fort Good Hope）地區，氣溫都將升至悶熱的30攝氏度。
不僅是高溫，據CNN 27日報導，美國西部大部分地區正在經歷一場20年一遇的持續乾旱

。
最嚴重的干旱集中在加利福尼亞州、內華達州、猶他州和亞利桑那州的西南部。但極端和

異常乾旱也逐漸延伸到了太平洋西北部。
美國國家海洋和大氣局（NOAA）的國家綜合乾旱信息系統報告稱，極端和異常的干旱已

經連續第三週創下紀錄，49.7%的美國西部地區正在經歷極端乾旱。
乾旱加上極端高溫，形成了一個惡性循環：氣溫越高，就越乾燥，越乾燥越熱，大大增加

了發生森林火災的風險，美國多州州長已經宣布進入緊急狀態。
據CNN分析，美國西北海岸出現的極端高溫天氣，是因為巨大的高壓脊在美國西北部向

北移動時形成了熱穹頂效應，熱空氣上升，但高壓如同蓋子，迫使熱空氣回到表面，又被進一
步加熱。就像一個烤箱，炙烤著該區域。

美國國家海洋和大氣管理局（NOAA）解釋說：“想像一個游泳池，當加熱器打開時，加
熱器噴嘴周圍區域的溫度會迅速升高，而游泳池的其餘部分需要更長的時間來加熱。”

美國西北部地區臨近太平洋，介於地中海氣候和溫帶海洋性氣候之間，以氣候溫和著稱，
夏季溫度通常在21度左右，很多家庭甚至沒有安裝空調。

突如其來的高溫下，美國人民熱壞了，想盡一切辦法避暑。
西雅圖本是美國安裝空調數最低的地方之一，但在高溫下，西雅圖人民終於妥協，開始裝

空調了。
據當地媒體Ring 5 電視台報導，西雅圖當地超市裡的空調都被搶購一空。零售商接受當地

電視台採訪時說：“空調很難買到，真的很難買到。我不認為現在還有零售商有。昨天我們才
賣掉了最後一個。”

在金縣，據《西雅圖時報》報導，金縣公共衛生髮言人詹姆斯•阿帕（James Apa）說，僅
在26日一天，金縣就有41人因為高溫到急診室就診。

在西雅圖，西雅圖公共事業公司的數據顯示，西雅圖人26日用水量為72.3萬噸，比本週早
些時候的平均用水量多出了近19萬噸。

美國人民瘋狂尋找“庇護所”，湧向海灘、公園和溜冰場等等。
為了給美國人民避暑，疫情也顧不上了。俄勒岡州衛生局25日甚至宣布，取消在游泳池、

電影院和購物中心的聚集人數限制。
因為太熱，甚至連有空凋的酒店都被訂光了。
上週末，西雅圖北部的假日快捷酒店的空調房被搶購一空，這在新冠暴發以來還是首次。

華盛頓酒店協會董事會主席的羅恩•歐（Ron Oh）說，電話裡不斷響起，都是來預訂客房的。
人們瘋狂打電話說：“哦，天哪，太熱了，我需要一個有空調的地方。”

美國向西部2000多萬居民發布高溫警告

疫情期間疫情期間，，美國人均壽命下降已經達到了美國人均壽命下降已經達到了““驚人的驚人的””程度程度

（綜合報導）美國在2018-2020年時間段中的人均壽命
減少了近兩年。這也就是說在2018年原本擁有78.7年人均壽命
的美國在2020年時下降到了76.9年。研究還發現，這種劇烈下
降趨勢在美國非洲裔和拉丁裔人群中最為顯著。

早在疫情剛開始期間專家們就預估到人均壽命會下降，但
將近2年的下降幅度出乎所有人的預料。

“我曾很天真的認為新冠病毒並不會造成國家之間人均壽
命會出現很大的區別，因為這畢竟是一場全球大流行病，所有
的國家都會受到相似的打擊，”美國社會與健康中心名譽主任
史蒂文.伍爾夫說道，“但讓我沒有想到的是美國對這個大流行
病的應對方案以及成果竟如此糟糕。”

這項新的研究報告使用了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下屬的
國家衛生統計中心和人類死亡率數據庫的數據，並且發現了
2018至2020年間，美國人均平均壽命下降了約1.9年，是16個
可對比地區與國家下降程度的8.5倍。其它16個對比國家的平
均人均壽命下降大約是2.5個月。這種下降趨勢使美國與其他
這些地區與國家之間的預期壽命差距擴大到了近5年，其中非
洲裔和拉丁裔下降的幅度更大。數據表明，與2018至2020年
，相比起人均壽命下降了1.4年的白人人口，非洲裔和拉丁裔

人均壽命都平均下降了3.9年與3. 25
年。其它少數族裔人群如亞裔、太平
洋島民、美洲印第安人和阿拉斯加原
住民，沒有足夠的相關數據支持研究
人員進行有效對比。

以上所提到的 16 個地區與國家
包含了台灣、奧地利、比利時、丹麥
、芬蘭、法國、以色列、荷蘭、新西
蘭、挪威、韓國、葡萄牙、西班牙、
瑞典、瑞士與英國。澳大利亞、加拿
大、德國、意大利和日本因為死亡率
數據不完整，沒有被包含在內。

文章中所關注的美國人均壽命的
大幅度下降並不意味著 2020 年出生
的嬰兒的未來的平均壽命，而是表示
2020年整個美國人口的死亡率有多高
。 “任何地區人均壽命下降了0.1年
已足以引起關注了，（2020年）下降
了 3.9 年（拉丁裔）和 3.25（非洲裔
）年，即便只是下降 1.4 年都太可怕
了。” 伍爾夫表示，“自從二戰以
來，美國就還沒有出現過這樣大幅度

的下降。”
二戰過後，美國的人均壽命一直在攀升。到了90年代，

美國的人均壽命增長趨勢開始變慢，並且與同經濟發展水平國
家和地區相比，美國的人均壽命從較高水平滑落到了低於平均
水平，這一趨勢一直持續到了2010年。美國人均壽命與2010
年左右呈現出了零增長狀態，2014 年開始了三年的下滑期。
“那時美國與別的同經濟水平地區與國家之間的差距就在逐漸
擴大。真正讓人擔心的，是當我們與其他地區與國家相比，
（在人均壽命方面）美國基本沒有取得任何進展。”伍爾夫說
道。

美國現在已有超過60萬人民死於新冠肺炎，而這卻只是
影響美國人均壽命下滑的冰山一角。
疫情的連鎖反應

新冠肺炎對家庭財務、心理、以及身體健康造成重創。即
便新冠肺炎對於普通家庭的影響力已經極大降低，病毒所帶來
的連鎖反應還會持續出現。比如，去年春天，很多美國人民因
為害怕接觸到新冠病毒而選擇不去或者拖延醫療檢測和醫療緊
急服務。還有不少人，因為疫情，沒有及時得到相應的醫療服

務。伍爾夫和其他研究人員表示，與新冠肺炎一起出現的“副
作用”會在幾十年內在不同程度上危及美國人健康和降低人均
壽命。

伍爾夫說道：“新冠肺炎的連鎖反應將會整體呈現在今年
剛出生的嬰兒身上。這種大流行病不僅會在流行病高發期對嬰
兒們的妊娠和嬰儿期產生直接的影響，而且會因為大流行病對
現在的經濟及社會造成的破壞，牽連到兒童往後的發育以及健
康軌跡。”
導致糟糕健康狀況的系統

寶拉. 布雷夫曼，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的健康與平等中心
主任，表示，雖然美國人的健康狀況顯示出巨大的種族差異，
但糟糕的健康狀況並不僅僅表現在少數族裔身上，在各種族和
階層上都可以看到，它已然是全國性問題。美國人的日常生活
壓力往往高於其它發達國家人民，導致了慢性疾病普遍性和較
高的死亡率。他指出，“兒童保育費用即使對中產階級家庭來
說，也是主要的壓力來源。缺乏方便的公共交通意味著很多人
需要數小時來通勤。”
種族差異

過去的20年，美國在努力縮小白人與非裔之間的人均壽
命差距上，取得了一定進步。最新研究發現，這次的疫情直接
抹去了之前所有的努力：美國非裔男性的人均壽命在疫情過後
，已經降到了68歲，為1998年以來最低水平；拉丁裔男性的
人均壽命在美國為倒數第二，平均74.5歲。其次就是擁有74.7
年人均壽命的白人男性，75.3歲的非裔女性，80歲的白人女性
以及81.4歲的拉丁裔女性。

從歷史數據上來看，拉丁裔的人均壽命比白人要高出幾年
，但這一差距在2020年期間幾乎縮小至零。

伍爾夫雖然預估到非裔和拉丁裔的新冠死亡率和死亡人數
要高於白人社區，但目前這個比例高得嚇人。

長期來看，非裔和拉丁裔將不成比例受到新冠疫情持續性
地影響。本來，非裔的健康狀況就比白人更多地受到社會因素
的影響，比如，他們更可能租房住，受教育程度更低，收入低
，更可能住在受污染的區域，更可能沒有雇主支持的健康保險
。這些情況導致非裔和拉丁裔社區新冠死亡率更高。而導致這
種差異的，並不是人種生理上的差異，而是社會性的差別。

更令人擔心的是，出於對醫療系統的不信任，非裔美國人
拒絕疫苗的比例高於其它族群。意味著全美上下放開新冠限制
時，他們更容易暴露於病毒之下。

持續性縮小健康狀況的種族差異，需要美國建立非裔對醫
療系統的長期信任，需要對醫護人員進行反種族歧視的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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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沙國際郵輪碼頭通過驗收
可停靠全球最大郵輪 中國首實現與地鐵無縫接駁

該項目將打造成國際一流的郵輪母港，並攜手
香港、深圳等共建粵港澳大灣區郵輪母港

群。

年設計通過能力達75萬人次
據介紹，南沙國際郵輪碼頭工程位於廣州南

沙自貿區，目前已建成22.5萬總噸和10萬總噸郵
輪泊位各1個，岸線總長770米，配套建築面積
約6萬平方米的航站樓，年設計通過能力達75萬
人次，可停靠目前世界上最大的郵輪。據公開資
料顯示，位居2020年全球十大最大郵輪之首的郵
輪總噸位和載客量分別達228,081噸、5,518人。

廣州市港務局有關負責人表示，南沙國際郵

輪碼頭工程是廣東省重點建設項目，項目落成
後，將成為新廣州的水上國際客運門戶，為廣
州、廣東乃至華南地區居民的郵輪旅遊提供良好
的硬件支持和服務體驗，帶動交通、旅遊、商
貿、物流、金融、船舶等產業的發展，成為郵輪
旅遊產業的引擎。

打造粵港澳郵輪母港群
據了解，南沙國際郵輪碼頭工程全面驗收，

填補廣州郵輪基礎設施空白，標誌着廣州國際郵
輪產業發展步入新階段。該碼頭工程所在的南沙
國際郵輪母港項目，在新冠疫情發生前曾開通出
發香港、日本、越南、菲律賓等地一系列航線，

業界期待全球疫情盡快受控好轉而逐步恢復郵輪
出行。

據規劃，南沙國際郵輪母港致力打造成國際一
流的郵輪母港，擬涵蓋郵輪旅遊、物資配送、商品
交易以及郵輪製造和維修等在內的全產業鏈。未來，
將推動更多郵輪企業前來探索開闢新航線，包括力
爭將“海南三亞－西沙”郵輪航線延伸到廣州南沙，
開通以南沙為母港出發環東南亞的郵輪遊線。同時，
將攜手深圳太子灣郵輪母港、香港啟德郵輪碼頭“溝
通對接、優勢互補、客源互送、合作共享、一同發
展”，擬構建“郵輪+飛機”、“郵輪+高鐵”、“郵
輪+景區”等跨界新模式，逐步打造粵港澳郵輪母
港群，協同發展大灣區郵輪產業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
道）25日傍晚，一列滿載小家電、燈具、
餐椅、PVC地板等貨物的廣州中歐班列定
製班列駛出廣州大朗國際物流貨運基地，將
經霍爾果斯口岸出境直奔德國杜伊斯堡車
站。該班列預計全程運時約18天，共計發
運100個標箱，貨重505噸，貨值2,300多
萬元（人民幣，下同）。這標誌着廣州中歐
班列成功開闢“廣州大朗——霍爾果斯——
杜伊斯堡”新線路。

“這一新線路的開通讓我們出口家
電有了更多選擇。貨物通過中歐班列出口
到歐洲不僅在價格方面優勢明顯，且對比
海運用時更短。”廣東美的廚房電器製造
有限公司物流部經理陳煥如表示，受疫情
影響，多個國家和地區不時倡導“居家抗
疫”，這持續拉動冷藏類、廚房工具類、
空氣淨化類等多種小家電的出口需求，今
年前5月家電出口繼續增長。

隨着海外市場需求不斷增大，中歐班
列也即將進入暑期發運旺季。負責監管大朗
廣州中歐班列的廣州海關所屬廣州車站海關
多次深入提前調研企業生產經營情況，全方
位指導企業做好發運前各項工作準備；積極
溝通對接鐵路部門、班列運營企業，提前做
好貨物分流、發運準備。目前，廣州中歐班
列採取匹配班次、定製服務、拓延線路等多
項措施保障“廣貨廣出”發運順暢。

從拼車到專車發貨
“目前，廣州中歐班列發運的貨物中，

由珠三角企業生產的貨物佔到全部貨物數量
的70%以上，越來越多的貨物從‘拼車’轉
為‘專車’。中歐班列為企業打通生產鏈供
應鏈，助力外貿高質量發展不斷賦能。”廣
州車站海關監管科謝婉琳科長介紹。

隨着此次德國杜伊斯堡路線開通，從
廣州大朗發運的廣州中歐班列線路達到“6
出2進”的常態化運營，覆蓋俄羅斯、德國、
波蘭、立陶宛、烏茲別克斯坦等多個歐洲、
中亞國家，為廣東省1,500餘家企業提供了
進出口貨運服務。截至6月26日，今年廣州
大朗已累計開行中歐班列67列，同比增長
了123.33%，實現進出口額超20億元。

●●廣州南沙國際郵輪碼頭工程全面通過竣工驗收廣州南沙國際郵輪碼頭工程全面通過竣工驗收。。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廣
州
中
歐
班
列
新
開
德
國
杜
伊
斯
堡
線

●●2525日傍晚日傍晚，，廣州廣州
發運德國杜伊斯堡發運德國杜伊斯堡
新線路中歐班列緩新線路中歐班列緩
緩駛出廣州大朗堆緩駛出廣州大朗堆
場場。。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方俊明 廣州報道）香

港文匯報記者26日從

廣州市港務局獲

悉，廣州南沙國

際郵輪碼頭工程全面通過竣工驗收，可停靠目前世界

上最大的郵輪。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到，該碼頭工程所在

的南沙國際郵輪母港項目，已實現與公交、地鐵、港澳水

上客運等交通方式無縫連接，也是內地首家實現與地鐵無

縫接駁的郵輪母港。

������������

�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敖敏輝廣州報道）廣
州加快推進粵港澳大灣區世界級機場群建設又有
重大進展。26日，白雲國際機場T3航站樓工程
開工，這是白雲機場三期擴建自去年9月27日開
工以來所取得的又一個重大突破。

面積超42萬平方米
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到，白雲機場原T1和

T2航站樓將連接成一個整體，組成白雲機場第一

航站區。以本期規劃的T3航站樓和綜合交通中
心、停車樓為主，將構成白雲機場第二航站區。

據白雲機場T3航站樓設計方廣東省建築設
計研究院有限公司介紹，T3航站樓設計建築面積
為42.2萬平方米，設計目標是打造一個以人為
本、智慧運行、面向未來的航站樓。在“新基
建”框架下，充分運用5G、大數據、物聯網、人
工智能等新技術，打造智慧服務、智慧運行、智
慧管理的航站樓。T3航站樓的建設，將有利於白

雲機場進一步提升旅客出行效率、優化出行體
驗，滿足未來民航運輸“全自動、無人化”發展
需求。

據廣東機場集團工程建設指揮部介紹，伴隨
着三期擴建的建成並投入使用，白雲機場最終將
實現5條跑道，2個航站區的規劃格局，白雲機場
內通過地下服務車道、APM隧道、高速小車行李
隧道聯繫第一和第二航站區，實現兩個航站區功
能整合，互聯互通，資源共享。

機場周邊通過穗莞深城際和地鐵22號線北延
段（芳村至白雲機場城際鐵路）把航站樓緊密聯
繫起來。

白雲機場T3航站樓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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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立法院今天發文給各單位及黨團、
立委辦公室，詢問職員與助理施打疫苗意願。人事
處說明，這次調查排除接種優先順序第1到10類人員
，因此在這10類人員之後才接種疫苗，目前也沒接
到施打日期通知。

立法院從5月中旬後，就傳出勞動部國會聯絡
人、民進黨立委羅致政2名助理、移民署國會聯絡人
與總務處技工染疫消息，6月初則傳出國民黨立委溫
玉霞 1 名助理也確診。因應 2019 冠狀病毒疾病
（COVID-19）疫情，立法院休會後許多立委辦公室
都改採分流上班。

立法院人事處表示，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開

辦疫苗接種外展服務計畫，因此人事行政總處與銓
敘部要求各人事機關先行調查接種意願並且造冊；
立法院這波接種疫苗對象包含立法院職員、約聘僱
人員、技工工友、駐衛警、外包廠商與黨團、立委
公費助理。

立法院人事處表示，外展服務的意思是若機關
有超過百人有意願接種疫苗，且有適合場地，就可
聯繫醫療院所，在所屬機關設立疫苗接種站。

但立法院人事處也表示，這次調查排除接種優先
順序第1到10類人員，因此在這10類人員之後才接
種疫苗，目前還沒接到施打日期通知。

疫苗接種 立院發文調查職員與助理意願

防疫計程車司機著裝出勤防疫計程車司機著裝出勤
因應因應DeltaDelta變異株於全球日益擴散且其傳播力高變異株於全球日益擴散且其傳播力高，，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宣布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宣布

，，禁止所有入境旅客親友至機場接機禁止所有入境旅客親友至機場接機，，違者最高可罰新台幣違者最高可罰新台幣1515萬元罰鍰萬元罰鍰。。

疫情連2年傷生計 財部放
寬可二度申請延分期繳稅
(綜合報道）有民眾、店家反映，連2年受疫情衝擊，無力負

擔稅捐。財政部今天宣布，放寬受疫情衝擊者，可再次申請延期
或分期繳納，最長再延1年或再分3年繳納，但要在申報期內提
出申請。

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疫情2020年爆發，去年曾衝擊
國內部分產業及個人生計，今年因本土疫情影響，產業經濟再次
受到干擾，且衝擊程度擴大。

財政部表示，日前接獲不少民眾反映，收入連兩年受疫情影
響，去年申請延長1年繳納所得稅，期限至今年6月30日；但本
土疫情再度造成收入驟降，不僅去年，今年的稅款也無力繳納，
盼能再放寬。

財政部經綜合考量，今天宣布，將於30日發布 「稅捐稽徵

機關受理納稅義務人因嚴重特殊傳染性
肺炎（COVID-19）疫情影響申請延期
或分期繳納稅捐審核原則」修正規定，
放寬受疫情衝擊的個人與企業，可申請
二度延期或分期繳納稅捐。

以綜所稅為例，去年申請延期1年
繳納者，可再次申請最長延1年，連同今年要繳的稅一併至明年
（2022年）6月30日前繳納；若去年申請分期繳納，可連同未繳
餘額及今年新增的稅款，申請最長再分3年繳納，但前提是先前
每期都有按期還款。

財政部提醒，有延期、分期需求者，記得在申報期結束前
申請，以綜所稅及營所稅為例，要在6月30日前完成，可透過網

路申辦、郵寄、電話或臨櫃辦理，各稅捐稽徵機關將從寬、從速
辦理。

可申請延期、分期範圍，包括綜合所得稅、房地合一所得
稅、營利事業所得稅、營業稅、貨物稅、菸酒稅、特種貨物及勞
務稅、房屋稅、地價稅、使用牌照稅的本稅、利息、滯報金、怠
報金及罰鍰。

學者提6大供電隱憂經部：多管齊下落實能源穩定
(綜合報道）國內能源安全有6大供電隱憂，經濟部今晚一一回應，並強調政府已全力發展再

生能源，推動低污染燃氣機組、天然氣接收站等，以落實能源安全與供電穩定。
今天媒體報導，中央大學管理講座教授梁啟源針對台灣能源安全提出6大隱憂，經濟部晚間

發布新聞稿一一回應。
第一，再生能源推動部分，太陽光電相較民國105年、106至110年6月期間的累積設置量，

已大幅成長4.15倍；即便去年太陽光電、離岸風電施工進度因疫情有所延宕，依進度規劃，後續
年度併網量仍可如期達成目標。

第二，針對太陽光電產生的負載落差問題，經濟部指出，面對大量再生能源加入系統，須採
取多元措施因應，台電也將精進抽蓄機組運轉模式，增加夜尖峰調度彈性，並規劃增設快速起停
燃氣機組，因應夜間用電需求。

第三，對於今夏備轉容量相關準備，經濟部表示，由於今夏用電可能再創新高，台電每天上
午召開穩定供電會議，針對機組運轉狀況、維護期程安排、精算電力調度，並適度擴大需量反應
總量，努力維持供電穩定。

機組部分，由於近期水情改善，水力機組發電能力大幅提升；協和4號機、林口3號機、興
達複循環2號機等機組也已歸隊；民營嘉惠電廠50萬瓩新機組也可接受調度；7月起還有大林6號
機、大潭6號機等機組陸續完成大修，確保今夏供電穩定與安全。

第四，針對核實計算備轉容量和備轉容量率，經濟部說明，目前備轉容量確實逐漸難以反映
夜間太陽光電未發電的供電情況，因此正與台電重新檢討備轉容量燈號、計算條件及公布方式。

第五，關於天然氣安全存量問題，截至110年5月，台灣天然氣安全存量天數平均為11天，
高於法規規範的7天，足以因應進口來源風險；且為提升風險因應能力，已規劃於116年提升至14
天。

另外，鑑於現行接收站負載率較高，已積極推動北中南天然氣基礎設施新擴建計畫，不僅能
降低接收站負載率，更可讓接收站就近供應電廠，達成區域供氣、相互支援目標。

至於報導指稱，天然氣接收站儲槽周轉率偏高，會造成內槽金屬材質疲勞，經濟部表示，依
據中油近年委託日本顧問公司評估，以目前儲槽使用現況估算，最早使用的永安一期3座地下儲
槽還可使用130年以上。

第六，針對電價訂定議題，經濟部指出，再生能源於發電占比增加為必然趨勢，但發電成本
會隨技術進步而逐漸下降；政府思量電價調整時，除權衡燃料成本、能源結構變化，也會秉持照
顧民生、穩定物價、節約能源3原則辦理。

經濟部最後表示，考量國際綠電趨勢，政府已全力推動再生能源發展；為穩定供電，也推動
低污染燃氣機組及天然氣接收站等基礎設施；電價部分則提供民眾可負擔的能源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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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學人行動愛台美南學人行動愛台 分享返臺服務契機分享返臺服務契機

休士頓台灣同鄉聯誼會休士頓台灣同鄉聯誼會

（（本報訊本報訊））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於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於66月月2525日晚日晚
間舉辦間舉辦 「「愛台灣線上開講–美南學人行動愛台愛台灣線上開講–美南學人行動愛台」」 視訊座視訊座
談會談會，，邀請休士頓歸國學人顧寶鼎以及劉彥良現身說法邀請休士頓歸國學人顧寶鼎以及劉彥良現身說法
，，分享他們在臺灣服務的心得及協助臺灣新創產業發展分享他們在臺灣服務的心得及協助臺灣新創產業發展
的過程的過程，，吸引逾吸引逾4040位僑青及僑臺商參加位僑青及僑臺商參加。。會議由中心主會議由中心主
任陳奕芳主持任陳奕芳主持，，副主任楊容清協助會議進行副主任楊容清協助會議進行；；駐休士頓駐休士頓
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羅復文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處長羅復文、、經濟組組長徐炳勳經濟組組長徐炳勳，，
科技組長游慧光均上線向僑胞致意及推介業務科技組長游慧光均上線向僑胞致意及推介業務。。

陳奕芳感謝僑社各界的參與陳奕芳感謝僑社各界的參與，，希望透過本活動鼓勵希望透過本活動鼓勵
美南僑胞返台創業或就業美南僑胞返台創業或就業，，協助國內新創產業發展協助國內新創產業發展。。羅羅
復文強調科技與經濟結合的重要性復文強調科技與經濟結合的重要性，，並分享近期拜訪華並分享近期拜訪華
埠台商引進的臺製拉麵機埠台商引進的臺製拉麵機，，藉此說明台美商機交流暢旺藉此說明台美商機交流暢旺

。。徐炳勳徐炳勳、、游慧光也分別講述臺灣和美國在疫情期間的游慧光也分別講述臺灣和美國在疫情期間的
產業合作概況及科技部人才培育計畫產業合作概況及科技部人才培育計畫。。

顧寶鼎以顧寶鼎以 「「臺灣離岸風電發展現況臺灣離岸風電發展現況」」 為題為題，，詳加解詳加解
析台灣離岸風電產業發展概況析台灣離岸風電產業發展概況，，及返台協助綠能產業發及返台協助綠能產業發
展心得展心得。。劉彥良以劉彥良以 「「海歸生醫學人機會與挑戰海歸生醫學人機會與挑戰」」 為題為題，，
說明臺灣目前吸引海外學人返台發展優惠措施及生醫產說明臺灣目前吸引海外學人返台發展優惠措施及生醫產
業發展概況業發展概況，，鼓勵青年返台發展鼓勵青年返台發展。。兩段精彩的演講廣受兩段精彩的演講廣受
好評好評，，提問踴躍提問踴躍。。

在在Q&AQ&A之後之後，，文教中心特別準備台灣喔熊頸枕文教中心特別準備台灣喔熊頸枕、、防防
疫包及呼吸急救器等摸彩品供與會來賓抽獎疫包及呼吸急救器等摸彩品供與會來賓抽獎，，並致贈出並致贈出
席者精美紀念品席者精美紀念品，，活動於高昂愉悅氣氛中結束活動於高昂愉悅氣氛中結束。。

活動大合照活動大合照

圖文圖文：：秦鴻鈞秦鴻鈞

休士頓警察局長
Troy Finner將於本周
三（6月30日 ）下午
五時半，出席在中國
城 附 近 的 Tracy Gee
Community Center
（3599 Westcenter
Dr. 77072)舉行的市
民治安大會，探討近
年來因疫情導致的治
安惡化，兇殺、偷車
案件頻傳，甚至兇殺
案增長了42%， 市民
面對治安惡化情況應
有的因應之道。歡迎
市民們踴躍參加，積
極面對罪惡，拿出有
利對策。治安大會由
Alief 區市議員 Tiffa-
ny D. Thomas 主持，
誠請關心自身及社區
安全的僑胞踴躍參加
，共商對策。

休士頓警察局長費納（TROY FINNER）
本周三舉行社區治安大會歡迎踴躍參加
圖文：秦鴻鈞

休士頓台灣同鄉聯誼會代表們感謝李迎霞前會長提供開會場地，並恭賀李迎霞會員及其夫婿賴清陽大律師新購奧斯
汀兩家旅館：Holiday Inn, 及Candlewood Suite Auston ,賓客迎門、大展鴻圖！並恭賀該會理事劉志忠榮任110年
雙十國慶籌備會主任委員。及該會已報名國慶系列活動- 雙十國慶杯歌唱比賽於10月24日（星期日）下午二點～
四點舉辦，語文包括華語、台語和客語。

AA88休城社區
星期二       2021年6月29日       Tuesday, June 29,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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