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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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報導）美國太平洋西北地區及加
拿大西岸上周熱浪來襲後，氣溫連日創新高
。上周五至周一攝氏 40 度以上的酷暑已造
成當地死亡人數破百，除了提高野火機率之
外，加拿大大量溶雪也可能引來水患。

美國奧勒岡州政府 30 日表示，當地已
有 63 人因高溫死亡，其中光是波特蘭所在
的蒙諾瑪縣（Multnomah County）就有 45

人死亡，年齡都是介於44至97歲的中高齡
者。

蒙諾瑪縣政府表示，2017 至 2019 年全
奧勒岡州只有 12 人因高溫死亡，但這回熱
浪短短一周內就在縣內造成超過3倍死亡人
數。當地衛生局官員表示： 「這是場真正的
衛生危機，突顯極端熱浪足以致死，對身體
虛弱的人來說更是如此。」

華盛頓州政府也公布超過 20 人因高溫
死亡，其中光是西雅圖所在的金縣（King
County）就有至少 13 人死亡，年齡介於 61
至97歲之間。

位於加拿大西岸的卑詩省災情更加嚴重
，在6月25至30日間共有超過486人猝死或
意外死亡。歷史數據顯示，以往當地5天期
間死亡人數約165人。

路透社路透社

美加連日高溫美加連日高溫 死亡人數破百死亡人數破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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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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other new variant called Delta is claimed to
be much more contagious than other variants,

but Delta is not the first
variant that has beat its
predecessors and competitors
in certain areas. The Alpha
variant that first became
dominant was discovered in
Britain and the Gamma
variant was first discovered in
Brazil.

Delta is now the most
common contagious variant in
India and Britain, accounting
for more than 90% of all new
cases and now accounts for
over 20 percent of all new
cases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waves of infection are now sweeping
through several countries in Asia. After the

devastating outbreak in India, Malaysia now
is in the spotlight of the pandemic.

Taiwan, Thailand and Vietnam have been
seeing more new cases than usual recently
as well.

We urge all the nations to help each other.
After all, we all live in the same global village.

This pandemic is telling us the story that no
place can be immune from this terrible virus.

We need to work under the WHO’s
leadership to support those poor countries to
get more vaccine to protect their people.

0606//3030//20212021

New Variant IsNew Variant Is
Attacking The GlobeAttacking The Globe

新冠病毒另一變種登塔正在
席捲整個世界，尤其是亞洲各國
正在拉緊發條， 防止此種新病毒
帶來的混亂和恐慌。

這些突變不會產生多大影響
，但有些則非常強大，這種變化
可以使病毒更容易複製或逃避免
疫系統，甚至可能让病毒在鼻腔
中持續更長時間。

曾經有近一年，亞洲一些地
區取得了全世界最佳的抗疫成績
，台灣就是其中之一，但是，隨
著疫情之爆發，目前已經有確診
人數一萬四千八百零四人，其中
死亡人數六百四十八人。

繼印度疫情持續之後，馬來
西亞成為最嚴重國家之人，菲律
賓自六月一日開始，每天確诊人

數也超過了六千人。
我們要大聲呼吁在聯合國國

際衛生組織之架構下，所有國家
應該立即加強互助合作， 把多餘
之疫苗配送到所需要的各个國家
去。

今天美國和許多地區已經全
面開放，可以不戴口罩，但是，
大部分地區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熱
之中。

今天我們大家生活在同一個
地球村，此次疫情也充分证明沒
有任何地區倖免。

我們也要在此向所有的慈善
家、社會各界呼籲請大家伸出援
手，這是我們大家生死存亡之時
刻， 唯有疫苗才能阻止病毒，才
能让大家重回正常之生活方式。

病毒在襲擊亞洲各地病毒在襲擊亞洲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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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耶穌教會
True Jesus Church

中英安息日崇拜：週五晚上7:45週六早上10:45
中英文分組查經：週六下午1:30
英文兒童宗教教育：週六早上11:00 下午2:00

TJC

335 Avenue E,Stafford,
TX 77477

電話: (281)631-5260
網址: www.tjc.org
電子郵件: Houston@tj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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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威廉和哈利兄弟1 日撇開彼此的
歧見，在母親黛安娜王妃 60 歲冥誕當天，肩
並 肩 為 她 在 肯 辛 頓 宮 （Kensington Palace）
「低地花園」（Sunken Garden）的雕像揭幕。

據《每日郵報》（Daily Mail）與美國國家
廣播公司新聞（NBC News）1 日報導，他們
為雕像揭幕時充滿感情，向母親的 「愛，勇氣
與品格」致敬，並說： 「我們每天都希望，她
還在我們身邊。」

然而，歷經梅根與哈利淡出英國王室前後
的風風雨雨，加上兄弟倆漸行漸遠，他們是否
能修好，彼此有何互動，似乎才是各方關注的
焦點。而彷彿英格蘭足球隊以2-0打敗德國隊
還不夠驚人似的，這神奇的賽事竟然不可思議
地讓這對關係緊張的兄弟破冰，為他們製造了
話題。

事實上，自從梅根和哈利1年半前宣布，
他們將淡出王室後，威廉與哈利就鮮少交談。
不過，就在黛妃雕像揭幕前，兩人開始聯絡，

甚至還透過簡訊，聊起英格蘭足球隊周二以凌
厲的攻勢，55 年來首度在歐洲足球國家盃 16
強大賽的淘汰賽中擊敗德國。

威廉身為英國足協主席，是狂熱的足球迷
，而哈利也一樣熱中足球，但兩人所支持的球
隊不同。無論如何，知情人士說，這距離兩人
全面和解還很遠。不過，這起碼已出現最正面
的跡象，顯示兩人有修好的可能。

此外，消息人士說，王室已向哈利表達，
期待能看到他兩歲的兒子亞契。據信自從亞契
出生後，威廉和凱特只看過他一、兩次。而黛
妃的雕像揭幕儀式會拖延3年半，主要也是因
為威廉和哈利關係惡化所致。

據說 39 歲的威廉對弟弟哈利按下核彈鈕
，傷害與王室，甚至家人的關係，內心覺得很
受傷，也很憤怒。一位消息人士說，他們 「高
度懷疑」，就算是表面上，兩人還能恢復原有
的親密。

神奇話題破冰
威廉哈利為黛妃像揭幕 兄弟情成焦點

賓州最高法院以程序正義違法為由,撤銷了
陪審團在三年前對天才老爹比爾柯斯比的有罪
判決，並立刻把他釋放, 最高法院的解釋是: 柯
斯比先前曾與檢察官達成協議，如果他在與受
害女子康斯坦的民事訴訟中作證，將不會受到
任何指控，因此他當時被訊問時所做的證詞不
能成為檢方起訴他的依據,法院因而認定違反程
序，柯斯比應無罪釋放。

柯斯比在被釋放出獄後高舉V字型勝利手
勢，他興奮表示正義得到伸張，並強調自己以
前從未犯過任何罪行, 他還希望別人不要再像
他一樣受到冤屈。

柯斯比有受到冤屈嗎 ? 當然沒有,事實上賓
州最高法院這次的判決受到傷害最大的恐怕還
不是那些曾遭受他性侵的女性受害者以及推動
#MeToo的女權運動者, 而是使得陪審團制度受
到了重創, 既然最高法院可用違背程序去推翻
由陪審團所做出的實質犯罪結論, 這個陪審團
制度還有存在必要嗎? 將來陪審團所做出的裁
決還會有公正性與權威性嗎！

柯斯比曾是美國的喜劇天王，他的幽默魅
力與快樂因子造就了他的傳奇，儘管他的形象
如此詼諧，但前些年一位又一位女子出面指控
遭他性侵, 他則矢口否認，並提出反訴訟，聲
稱那些女人是為了獲取自己的經濟利益才不擇
手段污篾毀謗他的傳奇與名譽。

其實對女人來說，要將自己悲慘的過去公
諸於眾，那要多大的勇氣才可以做得出來的，
由於老爹在美國影視圈舉足輕重的地位，多少
遭受他性侵的女人敢怒不敢言，直到《紐約雜
誌》製作了”我不再害怕”的專題，把三十五
位出面指控他的女人集結在一起, 大家排排坐
，公開講述那些悲慘的塵封往事, 他們要讓整
個社會看清楚柯斯比猙獰的面目！ 在看到雜誌
的照片後真是令人百感交集，因為這些女子彼
此都不認識，她們沒有必要聯合起來污蔑控訴
他, 並毀滅他的”神聖”形象。

如今往事已矣，在最高法院判定柯斯比無
罪後, 那不就意味著她們是在集體說謊嗎!對他
們而言,那真是情何以堪,情何能堪的啊！

【李著華觀點 : 老爹贏了，司法輸了
賓州最高法院的判決重創陪審團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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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否认的是,“海外留学”这一

起点,让大部分海归群体迈上了较高的

学业起点,相比国内诸多普通高校而言,

不管是语言还是视野等方面都具有先天

的优势。然而,当我们将时间轴稍微拉

出一段距离,以十年左右为一个发展的

阶段,就会清晰地发现对于人生而言,起

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中间努力的过程

。

如果人生是不断跋涉的旅程,那

“海外留学”的经历,只能算是旅行中

的一个起点,意味着学校学业的暂停,人

生新画卷的展开。

得知记者在做“海归就业现象”这

一话题后,在某跨国公司从事投资的林

博士给记者讲述了由他亲自招聘的两个

海归女孩的故事。

留学英国的谈笑和留学美国的

Amy,两个女孩同样的年纪,同样是名校

毕业,同样是高起点,同时进入一家公司,

但10年后的状态却截然不同。一个已

经完成了人生的三级跳,现为某国家级

投资平台的投资经理,在行业内已经小

有名气；另一位,却在工作的起起伏伏

中籍籍无名,无奈离开了精英云集的投

资领域。

也许从这两个海归女孩的故事里,

能对“海归就业”有一些新的感受和启

发。

高考拉开两个女孩的起点

1988年在南京出生的谈笑,在 2006

年的高考中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打击。

一直以来,成绩在学校都属上游的

谈笑考出了有史以来最差成绩,堪堪刚

过一类本科线,高不成、低不就的成绩,

距离自己梦想的北京对外经贸大学遥不

可及。

在迷惘徘徊了一阵后,正逢宁波诺

丁汉大学首届招生,谈笑报考后被国际

商务管理专业录取。宁波诺丁汉大学是

中外合资办学,有半年到英国诺丁汉大

学交流学习的机会,对于谈笑而言,这半

年的学习交流,也是她打开眼界的一次

新机会。

同样是2006年高考,在距离南京不

远的上海市,女孩Amy通过自主招生以

极为优异的成绩进入上海财经大学学习

。和谈笑在学校的平凡不同,作为从小

获奖无数的全国奥赛数学冠军,Amy在

大二的时候,就以优异的成绩获得了到

美国学习交流的机会,并且在毕业之后

成功考取美国迈阿密大学经济系研究生

。

高考的起点不同,摆在两个女孩前

面的路也不同。相比Amy的顺利,如果

想要继续深造学业,摆在谈笑面前的路

只有一条:出国读研。

“我们学校是全英语教学,学习的

内容和国内课程也不一样,如果我想要

读研就只能出国。”想要出国读研并不

难,但是想要去一流的大学深造却极为

不易。因为大四的成绩直接影响学校的

申报,谈笑形容自己当时的状态是“玩

了命一样地学习,高考我都没这么拼过,

尤其是临近考试,我整整一个月没上网

、没碰手机。”

功夫不负有心人,大学四年的悬梁

刺股让谈笑成功考入了伦敦政治经济学

院金融与财务管理专业。这个专业英国

排名前三,在世界排名也非常靠前。想

要申请伦敦政治经济学院需要在大学就

拿到一等学位,那一年谈笑所在的专业

有200多人,包括谈笑在内只有4个人拿

到了一等学位。

谈笑和Amy,虽然高考的起点不同,

但是在大学四年后,两个人却又同时站

在了“海外名校研究生”这同一起点。

毕业进同一家公司,年薪30万

2011年,在英国读书的谈笑和在美

国读书的Amy,都面临着毕业。

对于两位在顶级名校毕业的研究生

来说,毕业找工作都不是难事。谈笑所

在的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极为重视学生的

就业,因此在入学之初,谈笑就经过了各

种就业课程预演和学习,在过五关斩六

将之后,谈笑进入到投资人林博士所在

的投资公司实习,同时应聘进公司的还

有Amy,首份工作年薪30万人民币。

“首先考虑的还是Amy,所以她成

为了我的助手。因为奥赛冠军的简历非

常难得,而且Amy在面试时的表现也非

常抢眼。”时隔6年,林博士依然非常清

晰地记得两个女孩的面试表现。作为林

博士的助手,Amy的工作内容主要是寻

找并且选定一些具有发展潜力的科技公

司进行评定和投资。

对于一个初出茅庐的女孩来讲,光

鲜亮丽的工作、动辄上亿元的投资,

Amy延续了她一贯的人生高起点。然而

,这一切都在短短的四个月后戛然而止

。

“工作了4个月,公司就解除了和她

的劳务合同。4个月里,Amy不仅跟我常

有争吵,跟英国总部的老板也多有不和

。”林博士回忆,Amy最大的问题不是

脾气,而是“永不认错”的态度。

“我们当时在东北有个新能源投资

项目,初期就投入1.2个亿,是我们在国内

最大的一笔投资。周一下午在吉林有重

要会议,原定我周日从北京飞吉林,Amy

周一早上到达。但是我有事情耽误了,

改为了和Amy同一时间出发。我在机

场候机的时候问 Amy 是否已经出发,

Amy却说北京大雨,所有飞机停飞,她赶

不过去了,但我当时就在北京机场。”

林博士告诉记者,当时北京确实下雨,但

是航班却并没有延误,正常起飞。

Amy以为林博士已经在东北,“我

当时还安慰Amy,想给她一个机会,说如

果是有事情耽搁了,可以乘坐下一班航

班,但是Amy始终坚持说是因为航班的

问题。后来我才知道,那天是她路上迟

到了,赶不上飞机了。”林博士告诉记

者,在这起“航班事件”后,从东北忙完

回到北京,他就通过律师走正常程序开

除了Amy。

“我、Amy还有律师在办公室谈判

的时候,Amy明显呆住了,没想到自己这

次撒谎会有这么严重的后果。”林博士

解释,对于公司来说,出差延误航班事小,

但是为此撒谎事大。作为投资公司的工

作人员,工作中会涉及到投资的应用和

流向,因此对于诚信的要求就更为重要

。

“当然,在Amy身上也不仅仅这一

次的问题,经过几个月的接触,我们觉得

她不适合在我们公司工作。例如,很多

时候太过于以自我为中心,因为个人耽

误了公司全体的行程,却没有一句道歉

。”林博士告诉记者,在开除了Amy后,

“永远是对的”Amy第一次向公司认错

,但是为时已晚,只能含泪离开。

在Amy离开之后,谈笑接替Amy的

工作,成为林博士的助手,并且一直工作

了5年,完成了自己人生的第一笔工作积

累。

“谈笑的工作能力非常强,极有责

任心,且单兵作战能力很强,交代给她的

事情总能做得很好。”对于谈笑的评价

,林博士非常之高,“谈笑的成长特别快,

虽然是南方女孩,但却是不折不扣的女

汉子。有一次为了去山西取一份重要文

件,她中午坐飞机飞太原,晚上再从太原

飞回济南,不耽误第二天开会使用文件

。”

谈笑和Amy的第一份工作,虽然开

头相同,但却是截然不同的收尾,两个高

起点女孩的人生,也第一次开始了分岔

。

一个完成三连跳,一个回到起点

在第一家公司工作了5年后,有了一

定的磨练和积累,2016年,谈笑跳槽去了

北京另外一家投资公司任高管,同时以

合伙人的身份开始独立进行投资项目的

运作。

与此同时,Amy在离开林博士所在

的公司后却多有波折,2015年Amy找到

林博士,希望能够再次回到公司工作,同

时保证自己会端正工作态度,绝不会犯

以前的错误。

“我跟英国的老板商量了一下,但

老板对Amy的印象很差,坚决不允许她

再回到公司。后来我就帮她联系了另外

一家投资公司做项目经理,但是工资待

遇年薪税前十五万,Amy没有接受。”

林博士说,后来他听说Amy又陆陆续续

换过几家公司,工作时间都不算长,再后

来离开了竞争激烈的投行业,回到了上

海老家。

与此同时,谈笑却在扎实的工作中

迎来了自己人生的高光时刻:在北京的

投资公司工作两年后,谈笑再次跨越一

步,进入到现在工作的大型投资公司,同

时工资再次翻倍。

而这背后,是不为人知的辛苦和疲

倦:对于在投行工作的人来说,全世界的

飞行是工作的重要部分。谈笑的手机软

件上清楚记录着她近年来的飞行里程:

飞行次数300次,飞行时间833小时13分

钟,飞行里程509518公里,可以绕地球近

13圈。

在从2006年高考算起的12年后,两

个女孩终于在这一次次的飞行中再次拉

开了距离。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不放弃吧,不

放弃上进,不放弃向前走,一定要努力才

有出路。”谈笑说,她从研究生的时候

开始考 CFA 特许金融分析师,现在是

CFA持证。“这两年过得挺顺利的,我

想再考个注册会计师证,现在刚过了三

门,要继续把剩下三门奋斗完。虽然这

都不是很厉害的事,但是我觉得人总要

干点什么,只有努力才能往好的地方发

展”。

如果说国外的留学给谈笑带来了什

么,那应该就是“挑战和努力”。“我

研究生其实算是跨专业,而且我高中本

来是艺考播音主持专业,成绩算不上太

好。正是在国外考研、读研的经历,让

我觉得只要努力,没有什么不可能。不

管起点是什么,什么时候努力都不晚。

”谈笑说。

两个高起点海归女孩
8年之后拉开了事业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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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有線衛星公共事務廣播電視網今天公布
最新的美國總統排行榜。解放黑奴並遭到暗殺的林肯再度居於
首位，其次為華盛頓與小羅斯福，甫卸任的川普在44位中排名
第41。

這是有線衛星公共事務廣播電視網（C-SPAN）自2000年
以來第4次進行總統排名，邀集美國142位歷史學家或專家對
美國230多年來44位總統進行評分。

林肯以897分今年再次居首位，這也是他第4度獲得歷史

學家青睞，認為是美國史上最優秀總統。其次是美國國父華盛
頓、推行新政走出經濟蕭條並在二戰中領導的 「小羅斯福」
（Franklin Roosevelt）。

遭到刺殺身亡的甘迺迪（JFK）排名第8，演員出身的雷根
、歐巴馬則緊追在後，排名第9與第10。

至於遭到2次彈劾的川普，則以312分，排名第41，只贏
過要為引爆美國內戰負責的皮爾斯（Franklin Pierce）、在林肯
遭到暗殺後繼任總統但隨後成為美國首位被彈劾總統的詹森

（Andrew Johnson），以及無法調解南北衝突的布坎南（James
Buchanan）。

這項排名是由歷史學家或專家針對歷任總統的公眾說服、
危機領導、經濟管理、道德權威、國際關係、行政技能、與國
會關係、願景和議程設定、平等正義、在各自時代的表現等10
個項目評分。

美眾院通過成立委員會 調查國會山莊暴動事件

美軍數天內將完成撤軍
指揮官憂阿富汗恐陷內戰

（綜合報導）美國聯邦眾議院今天表決通過成立委員會，
調查1月6日國會山莊暴亂事件，在聯邦參議院共和黨人阻擋
成立911事件式獨立委員會之後，為民主黨掌控的特別委員會
開了綠燈。

議員今天大致依照黨派路線投票，只有兩位共和黨人跑票
，眾院以222票贊成、190票反對，通過成立調查委員會。

眾院議長裴洛西（Nancy Pelosi）表示，委員會將報告 「結
果與建議，以避免未來再發生攻擊事件」。

裴洛西等人認為，時任總統川普的支持者攻擊美國民主堡
壘國會山莊，是美國黑暗的一天。

民主黨人敦促徹底調查，許多共和黨人卻也提醒，別讓調
查過程政治化。

5月間，眾院211名共和黨人有35人贊同民主黨訴求，同
意參考911事件後設置的委員會，成立委員會來調查國會暴亂
事件，但參院共和黨人以委員會絕對只會是黨派操作、不會為
正在進行中的司法部與國會調查帶來更多幫助為由，透過程序
投票阻止委員會成立。

美國總統排名美國總統排名
林肯居首川普倒數第林肯居首川普倒數第44

（綜合報導）數家媒體
報導，阿富汗民兵組織塔利
班（Taliban）持續攻城掠地
，但美國軍方可能將在數天
內完成撤軍。美軍最高指揮
官警告，最後一批美軍撤離
時，阿富汗可能陷入內戰。

美國官員告訴路透社，
部分美軍預計將續留阿富汗
，保衛美國大使館與喀布爾
機場。

自從美國上月開始撤軍
後，阿富汗戰鬥遽增，塔利
班趁機奪下大片土地。

根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
網（CNN），一名不願具名
的美國國防部官員說： 「對
撤軍與撤退程序而言，這一

週可能是關鍵的一週。」
CNN 證實了路透社的報導
。

約有 650 名美軍預計將
留在阿富汗，協助維護美國
駐喀布爾大使館安全，另有
數百人可能會派駐喀布爾機
場。

美國總統拜登下令 9 月
11日為美軍完全撤出的最後
期限，但最近報導指出，最
近幾個月派駐阿富汗的4000
多名美軍，多數將在 7 月中
之前提早撤離。

美軍撤出的速度現在顯
然更快了。駐阿富汗美軍指
揮官米勒（Scott Miller）上
將昨天說，聯軍撤離時，如

果阿富汗領導階層無法團結
一致，阿富汗將面臨 「非常
艱困的日子」。

數天前，聯合國警告，
由於塔利班奪下許多地區，
自 5 月以來在阿富汗 370 個
行政區攻下50多個，還包圍
許多城市，並步步逼近首都
喀布爾，擔憂阿富汗 「局勢
危急」。

「紐約時報」報導，米
勒在罕見的記者會上說：
「現在局勢並不樂觀。如果

持續按目前的情勢發展，可
預期阿富汗將走向內戰。這
應該令全世界感到擔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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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近期我國內疫情雖然降溫，但昨
天死亡人數又升為兩位數，對於重症死亡人數仍
難降溫，醫師指出，原因之一為治療藥物單株抗
體申請流程過於繁複，目前的單株抗體使用仍需
申請批准，有時候醫師與疾管署之間認知不同，
常需電話溝通，再加上行政程序往返，病患往往
因而錯失治療良機，呼籲指揮中心應進一步鬆綁
藥物申請流程。

萬芳醫院感染科主任李文生表示，單株抗體
藥物由於價格昂貴，數量又少，使用前都要經過
疾管署台北區管制中心指揮官張上淳的核准，雖
然張教授有授權請疾管署的防疫醫師幫忙審核，
但還是會因為書面資料與臨床實際情況有落差，
導致審核不容易通過。

李文生指出，由於單株抗體使用需要申請，
醫師經常要打電話跟 CDC 溝通，行政程序往返
有時候仍然要花8到12小時，若是小夜班的病患

有需要，就要等到隔天才能使用單株抗體，許多
重症病患就因此錯失治療良機。

亦有醫師指出，目前單株抗體規定只能用於
65歲以上患者，但問題是根據統計，目前新冠肺
炎病患60～65歲病例死亡率高達90％以上，限定
65歲以上才能用，60～65歲病患怎麼辦？且單株
抗體對60歲以下治療效果很好，臨床卻不能用，
事關病患生命，眼見有病患不能用，後來轉成重
症，往往讓醫師感到十分遺憾，希望能開放授權
醫師認定使用。

對此，指揮中心發言人莊人祥表示，過去治
療新冠重症的藥物如單株抗體、瑞德西韋，因使
用上需經過疾管署台北區管中心指揮官同意，可
能會有公文往返的時間差，但現在作業時間已從
原先的數天，縮短為數小時，與過去相比算很快
了，不過若第一線仍有進一步增加藥物使用效率
的需求，指揮中心會再與專家小組討論、研議。

死亡率居高不下
醫師籲放寬單株抗體申請

（中央社）慈濟基金會有意捐贈500萬劑德
國原廠BNT疫苗，行政院發言人羅秉成昨日表
示，經過評估後，同意循台積電及永齡基金會
模式，成立慈濟基金會採購疫苗專案，參考台
積電、永齡先行經驗與做法，接續共同推動疫
苗捐贈。對此，慈濟基金會表達感謝，也強調
，救人如救火，保護人民的健康是全民的共識
，也是慈濟申購疫苗的初衷。

阿中稍早稱等鴻海 文茜罵
慈濟基金會早在5月底就透過管道，向政府

表達捐贈疫苗的意願，6 月23 日更以具體行動

提出洽購疫苗申請案，證嚴上人也透過視訊向
蔡總統懇請，但中央疫情指揮官陳時中一直以
採購疫苗不是上街買菜，希望讓鴻海、台積電
把路走清楚，慈濟再來做，陳時中也提到了解
慈濟為善不落人後的心，此舉再度引起外界譁
然。

知名媒體人陳文茜更發專文， 「請掌權者
放下拳頭，讓慈濟慈悲救世吧！」羅秉成昨日
指出，慈濟基金會於6月23日提出申請洽購疫
苗案，表達有意願採購疫苗捐贈政府，指揮中
心就於本周一邀請慈濟基金會討論交換意見，

達成共同合作促成捐贈案的共識。指揮中心疫
情監測組組長周志浩也表示，雙方洽談很愉快
，目前進度相當順利。

慈濟基金會除表達感謝外，也強調救人如
救火，保護人民的健康是全民的共識，也是慈
濟申購疫苗的初衷。昨也傳出永齡基金會及台
積電欲洽購的1000萬劑BNT疫苗有望於今年8
、9月抵台。陳時中低調指出，這問題很難回答
，但也是 「我方所期待的結果」。

傳永齡台積購疫苗8、9月到
慈濟基金會執行長顏博文近日接受天下雜

誌專訪說，慈濟至少花費一個月以上時間研究
、了解各個疫苗，BNT是唯一12歲以上可施打
的疫苗。全台灣有120多萬名國、高中生，希望
慈濟所採購、捐贈的疫苗，也可以分攤讓國、
高中生，就不會占據到成人的quota（配額）」
。

對於在取得政府授權後，慈濟是否來得及
在開學前讓學生或大眾施打嗎？顏博文在專訪
中並未回應，但強調，只要政府協助，慈濟會
依據申請書上提出的交期，可以很快地完成相
關程序。

慈濟買疫苗 政院點頭專案處理

猪嘴蘑是长白山的一种特产蘑菇，

虽然味道鲜美，但食用前须反复清洗，

不然会致人中毒。当地人对猪嘴蘑的处

理非常熟练，但仍有人接连中招，这是

怎么回事呢？

大哥比我大十二岁，在我还用衣袖

擦鼻涕的时候，就被大哥使唤着当了个

信使，给他和邻居家的琴姐跑腿传书送

信了。

有天，我在琴姐写给大哥的信上得

知，琴姐的父母嫌我家穷，不同意她和

我大哥搞对象，托熟人给琴姐介绍了一

个吃公家饭的，说过两天就来相亲。琴

姐还说自己这辈子跟定大哥了，决不变

心！但父母逼得紧，她只好先答应下来

。如果那个人看不中她就算了，若被相

中，就算去趴火车道，也决不嫁！琴姐

还问大哥到时候愿不愿意和她一起死，

大哥回信说，不管生死，都和琴姐在一

起。

我一看，这是要出人命呀！我把大

哥的信交给琴姐后，瞅着琴姐弯弯的眉

毛、大大的眼睛说：“琴姐，你真好看

，那个男人肯定会相中你的！但我不想

你和大哥死！”说完，我就抹起了眼泪

。

琴姐见我哭了，也跟着掉起眼泪，

哭着哭着突然问我：“三，你说我把脸

弄丑了，你大哥还能喜欢我不？”说着

她张开手里正剪布头的剪子，在脸上比

画起来。

我吓坏了，忽然急中生智，竟想起

八岁时，我因为嘴馋，吃了没用盐水搓

洗的猪嘴蘑，脸上被“拱”出“小蘑菇

”，又丑又痒。我赶紧把这个鬼点子告

诉了琴姐，她听了高兴地说：“难怪你

大哥老夸你聪明，说你人小鬼大，还真

是嘞！这办法中用。”

猪嘴蘑是生长在柞木上的一种菌类

，黑色，圆乎乎胖嘟嘟的样子，像极了

黑猪的嘴。这东西做熟菜不好吃，生吃

味道却特别鲜美，只是食用前得用咸盐

搓洗十几遍消毒，如若不然，食用者的

脸上很快就会生出密密麻麻的痘痘，当

地人会说这是被猪嘴蘑“拱”着了。

我八岁时吃过一回就上了瘾，隔天

在树林里看到一块柞木上长满了猪嘴蘑

，就采了一些用衣服兜着，跑到小河边

洗洗就吃了。第二天早上，我的脸先是

如针刺般的疼痛，接着就火烧火燎地发

起烧来，很快，又冒出了红疙瘩，被阳

光一照，我难受得生不如死，心焦得直

想往凉水里跳。

琴姐照我的办法，在树林里采了些

猪嘴蘑吃了。第二天，那个来相亲的男

人一看琴姐满脸都是红疙瘩，厌恶得都

没看她第二眼，便摔门而去。

琴姐的父母一看，琴姐竟然不顾受

苦遭罪地跟他们作对，这是铁了心要跟

我大哥呀！他们狠狠地骂了琴姐一顿，

便不再干涉她的婚事。就这样，琴姐二

十二岁那年嫁到了我们家。其他兄弟姐

妹都改口叫她大嫂，唯独我依旧叫她琴

姐。

时间转眼过去了十多年，这年夏天

，我大学毕业后，坐火车回家等待分配

通知。就在我坐的绿皮火车快要驶进火

车站时，突然汽笛长鸣，接着一个紧急

刹车停了下来。我在第一节车厢坐着，

火车停下后，就跟着大伙儿一起把头伸

出窗外看发生了什么事情。

这时，就见火车司机跳下车头，指

着一个跑向稻田的女子骂道：“你是活

够了吗？跑啥？”

听火车司机的意思，肯定是这女子

想卧轨自杀，幸亏火车司机把火车停下

了。我仔细一看那女子，顿时大惊失色

：这不是我的大嫂琴姐吗！

火车到站后，我跳下火车就往回跑

，在火车道旁找到了琴姐。她见到我后

，眼泪瞬间涌出眼窝，在我的追问下，

才把要自杀的原因告诉了我。

原来，大哥这些年种人参发了大财

，起了外心，竟然迷上了一个比他小十

多岁的外来妹，天天嚷着要和琴姐离婚

，琴姐一气之下就跑到火车道上寻死。

幸亏火车司机发现得早，再加上火车快

要进站了，放慢了速度，很快停了下来

，她才没死成。我好说歹说，才把琴姐

劝回了家。

到家后，大哥见我回来了，十分高

兴，要带我们下馆子庆祝一下。我拦住

大哥，说：“哥，在家里吃吧，我想吃

琴姐烧的菜，对了，我还想吃猪嘴蘑！

我这就去采！”采好猪嘴蘑，我交给琴

姐，让她做成凉拌菜。晚饭时，我和大

哥都吃了不少。

第二天早上，我和大哥都被“拱”

到了，不光脸上、脖子上冒出了“小蘑

菇”，连嘴唇都被“拱”肿了！到了十

点钟，温度升高后，我和大哥都难受得

受不了，便跑到一处有树荫的河里，堵

了个水泡子，然后双双泡进水里，才算

缓解了一些难受的滋味儿。

中午时分，琴姐给我和大哥送饭，

大哥见了她就火冒三丈，骂琴姐故意害

他。琴姐呆呆地看了我们哥俩一会儿，

突然“哇”的一声哭了，捂着脸转身跑

回了家。

过了一个晚上，当我再见到琴姐时

，顿时惊呆了：只见她满脸红疙瘩、嘴

唇外翻，显然也被猪嘴蘑“拱”到啦！

我问她怎么回事，她说：“看到你俩那

么遭罪，我觉得只有我这样，心里才能

好受点！”

可大哥却嗤之以鼻地说：“你这就

是猫哭耗子假慈悲！猪嘴蘑有毒，你不

知道吗？为啥不用食盐好好消毒？我看

你就是没安好心！”

我一下子被大哥的话激怒了，上前

一把将他推开，说：“琴姐当年为了嫁

给你，吃猪嘴蘑差点被‘拱’死！她现

在又因为你，心甘情愿陪我们一起受罪

，这样的女人就算打着灯笼也不好找！

你不是不想要她了吗？我要！从现在开

始，我愿意做她的男朋友！”

大哥惊得目瞪口呆，好半晌，指着

我的鼻子问我：“老三，你说的可是真

的？”我毫不含糊地说：“是真的咋啦

？你能找比你小十多岁的外来妹，我为

啥不能找比我大十岁的琴姐？实话跟你

说了吧，我打小就喜欢琴姐！她美丽善

良，一直都是我心中的女神！只要你前

脚和她离了婚，我后脚就和她登记！”

说到这儿，我已经完全进入了角色，一

把拉过琴姐的手说：“走，我们一起去

河里泡冷水去！”

显然，琴姐也被我的举动搞蒙了，

一时间竟像个雕像杵在那儿不知所措。

大哥沉不住气了，冲过来一把打开我的

手，骂道：“老三，你个王八蛋！我从

今往后再没你这个弟弟！”说完，他拉

起琴姐的手，向河边走去。

就这样，大哥终于悬崖勒马，彻底

收了心。跟琴姐和好如初后，大哥还不

许我和琴姐单独说话。直到多年后的一

次家宴上，已经年过花甲的大哥突然十

分感慨地说：“我今天能有个和睦美满

的家庭，尽享天伦之乐，还多亏了老三

！要不是他当初要和我抢老婆，恐怕我

会继续鬼迷心窍，众叛亲离啊……”

听了大哥的话，我也敞开了心扉，

说：“其实，那次咱俩被猪嘴蘑‘拱’

到，是我做的手脚，只是想让你也尝尝

当初琴姐为你吃的苦。后来见你数落琴

姐，我便灵机一动，谎称自己暗恋琴姐

……”

话音未落，只见琴姐端来一盘菜，

笑盈盈地说：“好了，好了，有什么话

，吃了这盘猪嘴蘑再说！”

苦肉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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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G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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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275
777         

Overall Odds are 1 in 4.74
$2 6/20/21 12/17/21

2262
Veterans Cash            

Overall Odds are 1 in 4.40
$2 6/23/21 12/20/21

2269
Gifts Galore            

Overall Odds are 1 in 4.29
$2 6/23/21 12/20/21

2168
$50,000 Bonus Cashword        
Overall Odds are 1 in 4.07

$3 6/23/21 12/20/21

2267
Holiday Bucks         

Overall Odds are 1 in 4.28
$5 6/23/21 12/20/21

2270
Caesars®          

Overall Odds are 1 in 3.70
$5 6/23/21 12/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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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文 匯 報 訊 電 影

《1921》7月1日內地上映，6月

28日晚已在北京舉行了首映禮。監

製兼導演黃建新、聯合導演鄭大聖、製

片人任寧攜演員韓東君、劉昊然、王仁

君、張頌文、劉家禕、張超，以及演員

俞灝明、范世錡、生港帥、史彭元等到

場與觀眾進行交流與分享。大家都認為

《1921》是建黨百年之際中國電影人通

力為黨的生日準備的

一份精美禮物，以更

國際化的視角、更年輕

態的表達方式，呈現了

一份足夠獨特也足夠動

人的主旋律電影新篇

章。而 6月 30日首公布

電影預售總票房（含點

映）破億人民幣。

徐小明創作《中國紅心》賀建黨百年
《1921》首公布預售總票房破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
台灣歌手周杰倫（周董）因受新冠疫
情影響，其香港站演唱會可謂波折重
重，由2020年開始多度改期，原本
延至今年8月在中環海濱戶外演出場
地舉行，可惜因台灣疫情嚴峻，主辦
方寶輝娛樂及杰威爾音樂擔心再有變
數，經再三溝通商議後，6月30日宣
布決定再一次延期到明年3月！

周杰倫香港站演唱會原定8月20
日至22日及8月27日至29日假中環
海濱戶外演出場地舉行，主辦單位與
各部門一直保持溝通協調，甚至再印
新門票。而周董及演出團隊亦一同積
極籌備，也做足為飛來香港隔離準
備，無奈眼見台灣疫情持續，並宣布

三級警戒
維持至7月 12日；
大會主辦實在無法在不能預期變化的
環境下堅持舉行演唱會，忍痛再一次
宣布延期至明年3月。

大會主辦寶輝娛樂及杰威爾音樂
對4度延期深表無奈及歉意，希望歌
迷朋友能再等等。寶輝娛樂老闆Si-
mon表示，這是一個相當沉重的決
定，因為前期準備工作，但最近入境
政策多變，所以跟杰威爾音樂再三商
量後，最終決定還是以大家健康為
重，延期到明年3月。杰威爾音樂對
這次決定也感到無奈：“萬分感謝香
港的歌迷朋友！我們沒有放棄，懇請
大家再等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達里）為配合香港特區政府向
合資格市民發放5,000元（港元，下同）電子消費券，
TVB與虛擬銀行及電子支付平台合作推出遊戲，讓觀眾
有機會抽獎獲得100%現金積分，將5,000元變成10,000
元。

TVB多個節目均派出代表支持活動，包括馮盈
盈、游嘉欣、陳庭欣等。馮盈盈透露會用5,000元電
子消費券作自我增值，例如買書和報讀課程，為自己
建立不同的興趣。她說：“最近我學習刺繡，現在正
在手巾上繡水仙花，完成後會送給媽咪，因為她最愛
水仙。”問到為何會選擇學刺繡，盈盈說：“其實讀

書時都有學過，但已忘記得一乾二淨，所以要看片重
新學習。透過刺繡可以訓練自己的專注力，達至心境
平靜，之前自己思緒有點亂，刺繡有做冥想的效果，
之後我可能會再學畫畫或其他手工藝，接觸多些與藝
術有關的事物。”
游嘉欣表示從小就有儲蓄的習慣，笑言已有6位

數姑婆本，電子消費券因為不能拿來做儲蓄，打算用
來買衫添置新裝。暫時未有新劇拍攝的嘉欣，表示夏
天將到也會積極減肥，因為經常被朋友取笑她上鏡時
很肥腫。近期開設網上頻道分享養寵物心得的陳庭
欣，透露會運用電子消費券來購買拍攝器材。

據報道，6月28日電影首映，現場還來了很
多業內的導演和演員，導演王紅衛、唐季

禮、張一白、烏爾善、郭子健及近段時間廣受
好評的主旋律劇集《叛逆者》的導演周游等，
知名主持人倪萍，演員董子健、李治廷，編劇
張冀、秦海燕、趙寧宇、袁媛、任鵬等都來到
了現場。這些影視界同業都對影片不吝稱讚之
詞。香港導演唐季禮表示：“這是一部我看了
感到很激動、很細膩的故事片，但同時它也
含有類型化元素，諜戰那條線讓我感到驚險
刺激，看得很過癮。希望中國更多的青年通
過觀影更加愛國。”

倪萍鞠躬表達對主創之敬意
導演周游也對《1921》給予了很高

的評價，認為這部作品就像一幅宏大
的歷史畫卷，表示這部作品讓其感受
到了革命年代的曙光，“這些仁人
志士本來是應該時刻都面臨着生
死的抉擇，在那麼殘酷的背景
下，這些歷史中的人物卻充滿
了一種希望的光芒。特別是
那個小女孩給我的印象特
別深，她清澈的眼神為
革命理想主義的年代
增加了一份柔軟和
希望”。

北京電
影學院
導演

系副教授、編劇王紅衛在觀影前也很好奇，觀影
後表示果然讓他驚喜，“影片在其他主旋律題材
電影的基礎上，建新導演和大聖導演依然在創
新，這是一部特別磅礡、信息量浩瀚的電影，從
小的方面到大的方面，從橫線到縱線都寫得非常
全面”。

著名主持人倪萍稱《1921》這部電影震撼心
靈，“黃軒和倪妮角色之間的這種知識分子革命
時期的浪漫愛情，我好幾次為他們落淚。電影中
既有宏大的場面，又有細緻的人物刻畫，這是特
別讓我敬佩的一部電影。”倪萍難以抑制內心的
激動，更鞠躬來表示對各位主創的敬意。

歌曲加入童聲合唱
另外，著名導演徐小明為表達對中國共產黨

建黨100周年的美好祝願，特意創作一首《中國
紅心》，以歌頌黨恩，賀建黨百年。徐導在華聲
頻道訪問中表示，這些年以來，他一直見證着祖
國的經濟在不斷騰飛，科技創新逐步走向世界的
前沿，以及祖國對全世界一些有需要的國家施以
援助，付出了巨大貢獻，作為一名香港同胞，他
認為非常值得在重要的時刻－中國共產黨建黨
一百周年，同時也是香港回歸祖國二十四周年的
盛大的日子，創作一首歌以頌黨恩，也深切表達
他對祖國的孺慕之情，顯示中國人團結就是力
量。

早於40年前徐導演唱《大俠霍元甲》（又
名：《萬里長城永不倒》）等經典歌曲紅遍南
粵，曲風與歌詞所表達的那股積極向上的正能量
與這次新歌相比有異曲同工之處。在音樂創意方
面，徐導特別加入了童聲大合唱，聽起來有一種
耳目一新的感覺。徐導稱兒童是祖國未來新生代

力量，透過孩子們清澈嘹亮的童聲，將祖輩
們的心聲一代代地傳承下去。再細看

歌詞，寫到“十四億神州
大地，十

四億中國紅心，願與世界攜手共創和平安穩。”
充分表達了中國人團結就是力量，海納百川，憑
着鋼鐵般的意志與剛毅，繼往開來，齊心協力為
祖國的發展作出不懈的努力。

徐導語重心長地說：“在這首歌其中有一部
分加入了童聲合唱，採用了一問一答的表達方
式。回憶兒時，我經常向父母親、爺爺奶奶長輩
們問十萬個為什麼。而長輩們的回答是沒有一個
肯定的，當我長大以後發現這些又成為了我兒
子、女兒的疑問。如今祖國的科技發展日新月
異，以科學回應神話，例如登陸火星、宇航科
技，我認為把這樣的情景構思融入歌曲裏挺好
的。”

自小出生在粵曲世家的徐導，在歌中也加入
了以琵琶演奏的粵式小調元素，他認為香港和廣
東同屬南方，這種帶有鄉情的演繹，是對南粵大
地的傳統特色文化致敬與獻禮。為了讓音樂更具
時代感，展現出年輕人一種朝氣，一種衝勁，加
上電聲部分，可謂匠心獨運。“整個製作過程中
我與廣東、北京的團隊一直保持不斷地溝通，
不斷地改。童聲部分是涵蓋了與我合唱，
還有一個大合唱，群唱部分，這些
是在廣東完成的，當時廣
州的疫情開始出

現反覆，確實為錄製的分工和時間增
加了難度和時間，感謝多方單位的大
力協助，團隊最終順利地在北京完成
整體的音樂合成。”徐導說。
徐導由衷地表示：“非常感謝

大家對我的新歌《中國紅心》欣
賞和點讚，這首歌是表達我對
祖國的孺慕之情，祖國今天
的強大、繁榮、昌盛，值得
我們自豪，我創作這首歌
也是我對祖國的赤子之
心，同時也是對中央
領導們盡心盡力為
國 為 民 的 讚
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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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嘉欣自爆擁6位數姑婆本

馮盈盈用消費券自我增值

●馮盈盈表
示刺繡有做冥
想的效果。

●●周杰倫到港獻唱周杰倫到港獻唱
可謂好事多磨可謂好事多磨。。

●●徐小明於歌曲中特別徐小明於歌曲中特別
加入了童聲大合唱加入了童聲大合唱，，給給
人一種新的感覺人一種新的感覺。。

●徐小明表示兒童要將祖輩們的
心聲一代代地傳承下去。

●●內地名主持倪萍參內地名主持倪萍參
與與《《19211921》》首映首映。。

●●《《19211921》》為慶祝為慶祝

中國共產黨成立中國共產黨成立100100

周年重磅電影作品周年重磅電影作品。。

●●游嘉欣打游嘉欣打
算用消費券算用消費券
來買衫來買衫。。

●●《《19211921》》主創們近日亮相首映禮主創們近日亮相首映禮，，票房旗開得勝票房旗開得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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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人生共產黨給予

1990 年，我
調幹來到深圳這
座改革開放的先

行城市，參與了深圳市沙頭角、福田、鹽田港三個保稅
區的建設、改革與發展。望七之年的幸福人生是共產
黨給予的，沒有黨的正確領導就不會有我今天的美好
生活。在黨的百年生日之際，祝福您生日快樂！祝福
早日實現民族的偉大復興！如今，退休後，我作為社
區一名共產黨員義務工作者，希望能繼續發揮餘熱，
在助力深圳抗擊疫情中，為黨的事業略盡微薄之力。

深圳 退休職工

郭伯信
1956年生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若溪郭若溪 攝攝

改革開放促成長發展

我 1983 年工作調動
回深圳後，1985 年開始
從事駕駛行業，至今駕齡
已有 36 年。改革開放前
的深圳到處都是泥濘的土

路，如今建成四通八達的國際大都市。開車上高速公
路，去到哪裏都非常方便。乘着改革開放的春風，我們
這代人才有了成長和發展。今天是黨的生日，我把美好
的祝願獻給黨，把祖國建設得更加富強，也希望自己和
家人的生活能更上一層樓，未來開車走遍更多祖國的大
好河山。

深圳 司機

黃少平
1962年生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若溪郭若溪 攝攝

自主研發不再靠進口

我 1954 年 12 月
入黨，如今已經 66
年了，是黨對我全面
的培養和教育，才有
了今天的我。在黨的

領導下，國家強大了，人民過上了好日子。我們
的機械從仿製、進口到自主研發，其中培養了很
多的技術人員，越來越多的中國製造讓我看到了
祖國的強大，滿足了國民經濟和軍事科技需求，
我由衷感到欣慰和幸福。

上海 機械工程師

陳坤祥
1935年生

解決了溫飽奔了小康

當年焦裕祿書記
來到蘭考到俺家吃
飯，俺娘借遍全村都
沒有借到白麵。現如

今，咱們不但溫飽問題解決了，還奔了小康，吃
得好住得好穿得好，統統都好，這都要感謝共產
黨。咱們享了共產黨的福，更要把共產黨的好一
代代傳揚下去，讓孩子們從小就知道，要永遠跟
着黨走、相信黨，以後的生活會更好。

河南 蘭考縣朱莊
社區居民

魏善民
1942年生

續為中國林學育人才

我 18 歲的時候，就
進入國立西北農林專科學
校附設高級農業職業學校
高中部學習，從我跨進西

農校門，就在黨組織培養引領下走上革命道路。
1949年6月1日成為共產黨員。在建黨100周年之
際，有幸能看到祖國的復興和強盛，感到非常欣
慰。常懷感恩之心，讓我與時代發展同步共進，
繼續為西北地區林學事業開疆拓土，為黨的事業
培養後繼之才，這不僅是對黨的忠誠，更是一名
共產黨員不忘初心、牢記使命的本色。

陝西 著名林學專家

毛繩緒
1922年生

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

習近平總書記這樣闡述這個百年大黨的人民情懷與擔

當。人心向背，決定着一個政黨、一個政權的前途命運。

從“為人民服務”到“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從滿足

“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文化需要”到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

美好生活需要”，中國共產黨以人民為標尺，持之以恒答好人民考卷。

一百年一路前行，共產黨人初心不改。一百年一路同行，中國人民真心擁護。

這一天，在東北工廠的車床邊，在走出疫情陰霾的武漢醫療一線，在浙江的電商藍

海中，在亭亭如蓋的泡桐樹下，在首都北京的上學路上……十位在過去一百年裏不斷加

入人民大家庭的受訪者，對香港文匯報記者說出了心裏話：要永遠跟着黨走、相信黨，

以後的生活會更好。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陽波、倪夢璟、劉蕊、郭若溪、王欣欣、王莉、俞鯤、帥誠、江鑫嫻

西安、上海、鄭州、深圳、哈爾濱、杭州、武漢、廣州、北京連線報道

圖片除註明外，均為受訪者供圖

百
姓
跟
黨
走

共
圓
復
興
夢

不懈奮鬥建製造強國

在祖國溫暖的懷抱中
出生，從紅色的課堂走上工
作崗位。改造傳統產業、發

展先進製造業的歷史機遇，給我提供了不斷超越自己、實現價值
的舞台。我用120餘項技術創新成果證明：只要每個“螺絲釘”
都具備敬業專注、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定能挺起中國裝備製造
業的脊樑。我要攜同更多年輕技術能手，為實現從製造大國躋身
製造強國這一所有中國產業工人共同的夢想而不懈奮鬥。

黑龍江 哈電集團汽輪機公司
數控銑工、高級技師

董禮濤
1972年生

讓更多中國品牌出海

生而逢時，非常幸運趕
上中國互聯網技術、數字經
濟蓬勃發展的新時代。我所

從事的跨境電商行業，從零起步，憑借中國完善的供應鏈體系和
領先的電商技術，越來越多的中國製造、中國品牌，通過互聯網
平台出海，被海外消費者熟悉、認可。我相信，未來隨着中國創
新設計、智能製造等能力的進一步提升，將有更多中國品牌走出
中國，走向世界。

浙江 國貿數字科技有限公司
首席運營官

韓杰
1982年生

●● 在北京在北京，，民眾於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民眾於慶祝中國共產黨成立100100
周年主題花卉景觀前觀賞周年主題花卉景觀前觀賞、、拍照拍照。。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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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

中國經濟運行續保持擴張態勢，但

擴張力度有所減弱。6月30日公布的6月

中國製造業PMI（採購經理指數）和非製

造業PMI仍處景氣區間，但雙雙放緩，分

別為50.9和 53.5，比5月回落0.1和 1.7

個百分點。專家分析指出，經濟復甦勢頭

減弱，原材料價格漲勢放緩，通脹壓力有

所緩解，但下半年企業盈利仍承壓，經濟

增長壓力加大。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

製造業PMI保持擴張 力度減弱
通脹壓力有所緩解 企業盈利料仍受壓

中 國 經 濟 ●責任編輯：于大海 2021年7月1日（星期四）3

中國國家統計局數據同時還顯示，製造業和
非製造業PMI雙雙下降，拖累綜合PMI回

落1.3個百分點至52.9。
“6月PMI指數繼續小幅下降，但仍保持在

榮枯線之上，表明經濟繼續保持平穩恢復態勢，
但回升勢頭有所減弱。”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
心宏觀部研究員張立群分析指，新訂單指數小幅
提高而出口訂單指數小幅下降，反映內需與外需
有此漲彼消的轉換苗頭，但總需求回暖仍較緩
慢，企業預期仍偏謹慎，從採購活動反映的生產
經營形勢有趨緩跡象。

原材料價格漲勢放緩
製造業PMI數據顯示，6月生產指數小幅下降

至51.9，較5月回落0.8個百分點；反映市場需求的
新訂單指數上升0.2個百分點至51.5，連續13個月
保持在51以上。近期出台的一系列“保供穩價”政
策效果顯現，製造業價格快速上漲得到初步遏制，

當月價格指數從高位明顯回落。主要原材料購進價
格指數和出廠價格指數均出現下降，錄得61.2和
51.4，較5月分別回落11.6個和9.2個百分點，均為
年內最低。

中信證券研究所副所長明明分析指，原材料購
進價格指數和出廠價格指數均由升轉降，預計工業
品價格PPI高點已過。隨着價格向基本面回歸，對需
求的抑制因素也逐步緩解，新訂單指數停止了自3月
以來的持續下降趨勢，反映市場需求加快復甦，尤
其是受到居民端持續溫和復甦和年中促銷活動等因
素帶動，消費品製造業PMI上升至近5個月高點。

新出口訂單指數錄三連降
6月外需明顯下降，新出口訂單指數連續三

個月下降，且連續兩個月運行在收縮區間，進口
指數也降至榮枯線以下。明明認為，內地局部疫
情反覆，導致港口物流效率下降，可能也是進出
口指數下降的原因之一。同時，中國局部疫情反

覆亦導致航空運輸、住宿、餐飲等行業的商務活
動放緩，令服務業景氣度明顯回落。他預計隨着
局部疫情進一步受控，相關領域將恢復。

中國物流信息中心分析師文韜表示，從二季度
整體看，經濟保持平穩恢復，製造業PMI均值為
51，6月局部地區疫情反覆對生產有短期性影響，
但經濟中仍存在不穩定因素，市場需求回升增速有
減弱跡象，二季度新訂單指數均值較一季度均值下
降0.9個百分點，外部需求下降較為明顯。6月反映
市場需求不足的企業比重較5月上升3.3個百分點至
36.3。

文韜還提到，雖然原材料價格漲勢放緩，但
企業原材料價格增速連續明顯高於產成品價格，
企業利潤空間壓力較大，預計原材料價格上升勢
頭將持續到三季度，企業利潤空間將繼續承壓。

明明則強調，小型企業是當前經濟的薄弱環
節，而小型企業PMI仍在榮枯線以下，需要政策呵
護為小企業紓困解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
報道）6月30日是A股上半年收官戰，
滬深三大指數齊齊收紅，儘管滬綜指、
深成指今年以來未能跑贏其他環球主要
指數，但創業板指仍表現亮眼，期內累
計升17%，並創2015年年中以來的近
六年新高。

截至收市，滬綜指報3,591點，漲
18點或0.5%；深成指報15,161點，漲
161點或1.08%；創業板指報3,477點，
漲70點或2.08%。兩市共成交9,425億
元（人民幣，下同），較前一交易日再
萎縮近550億元。

發展綜合醫院利中藥板塊
中國國家衞生健康委、國家中醫藥

局、中央軍委後勤保障部衞生局近日聯
合發布《關於進一步加強綜合醫院中醫
藥工作推動中西醫協同發展的意見》中
提出，及時總結推廣各地加強綜合醫院
中醫藥工作，推動中西醫協同發展的經
驗做法，適時組織遴選部分技術水平
高、科研實力強、發展潛力足的綜合醫
院，打造中西醫協同“旗艦”醫院、
“旗艦”科室，輻射帶動全國整體中西
醫結合醫療水平提升。中藥板塊走強。

2021年過半，因今年A股行情波
折，滬綜指與深成指漲幅不大。期內滬
綜指累升3.4%，深成指升4.78%，但創
業板指則大漲 17.22%，創近六年新
高。巨豐投顧分析，自3月指數見底以
來，創業板累計漲幅已超過30%，創業
板的走強和階段新高，與題材股的強勢
以及資金的推動有直接關係，部分科技
成長類品種迎來高景氣，近期北向資金

的風格，也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北向資金主要流
向中盤股、成長型股、創業板股（科技股、工業
科技股）等新板塊個股，藍籌股（必需消費品、
醫療）流入資金則顯著放緩。

降基金交易經手費
另外，滬深交易所6月30日均公告下調基金

交易經手費。7月19日起，深交所基金交易經手
費收費標準由按成交金額的0.00487%雙邊收取下
調至按成交金額的0.004%雙邊收取，基金大宗交
易經手費收費標準按調整後標準費率的50%雙邊
收取。7月19日起，上交所基金交易經手費收費
標準，由按成交金額的0.0045%雙邊收取下調至
按成交金額的0.004%雙邊收取，基金大宗交易經
手費收費標準按調整後的標準費率同步下浮，下
浮幅度維持不變，即按競價交易經手費標準的
50%向買賣雙方收取。交易單元使用費收費標準
由原每個交易單元每年5萬元，下調至每個交易
單元每年4.5萬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中
國影視業發展迅猛，但影城基地的經營現狀卻不
容樂觀。高力國際在《全球視角下中國影視地產
發展機遇》白皮書中統計，近年中國起影視城投
資興建熱潮，未來將有數百個影視基地與園區項
目入市，但目前實際實現盈利的影視基地僅佔

5%。該機構建議，影視產業地產化發展，應跟隨
房地產投融資和收益邏輯，尤其是對非一二線城
市而言，投資建設大規模影棚與外景基地需謹
慎。

2019年，全球電影票房達422億美元的歷史
新高，其中中國票房佔近四分之一。2020年新冠

疫情下中國電影票房以204億元人民幣首次超越北
美，成為全球第一大電影市場。

白皮書指出，中國影視產業有較大提升空
間。歐美地區影視工業化高度成熟，影視基地在
歐美已成為成熟資產，項目收益穩定；反觀中國
現有影視基地卻大多仍處於以旅遊景點為基礎、
具有觀光功能的影視外景拍攝基地，數量龐大、
形式類似、設施質量一般、專業化運營不足，少
數以影視生產為主的也無法形成規模效應。

高力倡影視基地房地產化發展

◀6月中國製造
業PMI和非製造
業PMI仍處景氣
區間，但雙雙放
緩，專家料下半
年企業盈利仍承
壓，經濟增長壓
力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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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衞認證中國為無瘧疾國家
感嘆中國“幾十年有針對性持續行動 取得了不起的成就”

#�
�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

新社、央視網、人民日

報報道，世界衞生組織6

月30日宣布向中國授予

國家消除瘧疾認證，並稱讚中國經過70

年不懈努力完全消除瘧疾是“了不起的

成就”。

世衞組織當天發布消息稱，經過70年的努
力，中國獲得了世衞組織給予的無瘧疾認

證，對於一個在上世紀40年代每年報告3,000
萬例瘧疾的國家來說，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成
就。

“今天，我們祝賀中國人民消除了瘧疾。”
世衞組織總幹事譚德塞說：“他們的成功來之不
易，是經過幾十年有針對性的持續行動才取得
的。隨着這一宣布，中國加入了越來越多國家的
行列，向世界表明，無瘧疾的未來是一個可行的
目標。”

外交部：對中國和世界都是好消息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6月30日在例行記

者會上表示，中國獲得世界衞生組織消除瘧疾認
證，這對中國和世界而言，都是個好消息。中國
將繼續致力於衞生事業發展和國際醫療衞生合
作，為維護中國人民和世界人民健康福祉作出更
大貢獻。

中國是世衞組織西太平洋區域三十多年來第
一個獲得無瘧疾認證的國家。該區域已取得這一
認證的其他國家包括澳洲（1981年）、新加坡
（1982年）和文萊（1987年）。

世衞組織西太平洋區域主任葛西健說：“中
國為實現這一重要里程碑所做的不懈努力表明，
堅定的政治承諾和加強國家衞生系統可以消除這
一曾經是主要公共衞生問題的疾病。中國的成就
使我們朝着無瘧疾的西太平洋區域的願景又邁進
了一步。”

世衛：屠呦呦團隊貢獻不可估量
世衞組織在回顧中國消除瘧疾歷程時指出，

上世紀70年代，中國科學家發現的青蒿素是當今

最有效的抗瘧藥物。世衞組織全球瘧疾項目主任
佩德羅．阿隆索說：“截至目前，青蒿素聯合療
法治癒的瘧疾病患已達數十億例。中國科學家屠
呦呦團隊開展的抗瘧科研工作具有卓越性，貢獻
不可估量。”

世界衞生組織駐華代表高力發表觀點文章表
示，中國可以在實現全球目標方面發揮作用，貢
獻中國在消除瘧疾方面的重要經驗。文章稱，數
十年來，世界衞生組織和全球社會一直致力於支
持各國政府消除瘧疾的努力。中國就是其中之
一。在此基礎上，中國於2010年啟動了消除瘧疾
行動計劃，以強有力的政治承諾為後盾，以跨13
個部委以及中央和地方之間有效的聯防聯控作為
支持。“這項工作取得了驚人的成果。”文章介
紹說，自2017年以來，中國報告的本土瘧疾病例
數一直為零。世衞組織於2021年6月30日認證了
中國的無瘧疾狀態。

文章指出，中國瘧疾預防和控制計劃要取得
成功，需要有高級別的政治承諾，並將其轉化為
充足的國內經費支持和往往堅持數十年的干預措
施，甚至在國家實現無瘧疾狀態之後也是如此。

文章說，大多數實現瘧疾零病例的國家都具
有良好的初級衞生保健體系，能確保生活在其
境內的所有人，無論其國籍或法律地位如何，都
能獲得瘧疾預防、診斷和治療服務，同時又不會

遭遇經濟困難。有效的數據系統、強大的社區參
與和衞生條件的改善也是成功的關鍵。“這正是
中國的經驗。”

須展現出防疾病再傳播的能力
據報道，在消除瘧疾行動中，中國制定了

“線索追蹤、清點拔源”的工作策略，總結了
“1-3-7”工作模式，建立了國家、省、市、
縣、鄉五級瘧疾實驗室檢測網絡，加強了國家和
省級參比實驗室的診斷與質量控制能力，完善了
瘧疾媒介監測和瘧原蟲抗藥性監測體系，建設了
邊境地區消除瘧疾的“3＋1防線”。

其中，“1-3-7”工作模式即要求在發現病
人的“1”天之內診斷並上報病例、“3”天內完
成病例的覆核和個案流行病學調查、“7”天內
開展病例所在疫點的調查與處置，能夠切斷傳染
源的傳播。

消除瘧疾認證是世衞組織對一個國家無瘧疾
狀態的正式承認。如果一個國家以嚴格、可信的
證據證明，至少在過去連續3年內，按蚊引起的
本地瘧疾傳播鏈在全國範圍內已被阻斷，世衞組
織就授予該認證。一個國家還必須展現出防止疾
病再次傳播的能力。授予無瘧疾認證的最終決定
由世衞組織總幹事根據獨立的消除瘧疾認證小組
的建議作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道）6月30日，深圳國家
感染性疾病臨床醫學研究中心（下
稱“國研中心”）/深圳市第三人
民醫院（下稱“深圳市三院”）
與深圳康泰生物製品股份有限公
司（下稱“康泰生物”）簽訂戰
略協議，雙方將在新冠變異毒株
疫苗研發領域展開合作。

料最快4個月內進行一期臨床
深圳國家感染性疾病中心主

任、深圳市第三人民醫院院長劉
磊表示，此次合作將充分利用雙
方的資源和能力，深圳市三院將
提供作為深圳市新冠定點收治醫
院的臨床資源，以及進行病毒研
究的平台P3實驗室和分離病毒毒
株的科研技術人才。

“預計最快可在4個月內進入
一期臨床研究。未來深圳市三院
還會和康泰生物繼續展開深度合
作，進行針對流感等多種流行病
的疫苗研發。”

康泰生物董事長杜偉民表
示，深圳市三院具有P3實驗室
（生物安全防護三級實驗室）條
件，有着國研中心這一深圳唯一
的“國家隊”；康泰生物是深圳
疫苗龍頭企業，疫苗生產工藝技
術成熟。“我們這兩家強強聯
合，推動開展應對新冠病毒變異
毒株疫苗的研發工作，前端和後
端的環節都具備了，可以說是一
次完美的合作。”

據深圳市衞健委此前通報，
“5．21”和“6．14”疫情報告
的確診病例分別是感染Alpha變
異毒株（B.1.1.7）和Delta變異毒
株（B.1.617.2）。此次合作，雙
方也將根據新冠疫情情況，適時
開展相關的新冠病毒變異毒株分

離工作。同時，雙
方還將依據所得毒
株的性狀，協商開
展新冠病毒變異毒
株的研究，評估所
得毒株作為疫苗備
選株的可能性，為
進一步研究提供數
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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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衞認證中國為無瘧疾國家世衞認證中國為無瘧疾國家。。圖為早前在福州圖為早前在福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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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台灣疫苗數量不足，許多青壯
年苦等不到疫苗，紛紛選擇出國接種。YouTu-
ber泰芮拍影片分享，身邊赴美打疫苗的人出乎
意料的多，綜合親友的經驗，她列出去美國打
疫苗的相關費用及流程，其中若在美國當地沒

有親友可投靠，那至少要準備台幣18至20萬元
才夠。

YouTuber 泰芮（Teri）昨發布新影片分享
「赴美打疫苗的各種資訊」表示，身邊的朋友

和自己的家人都去美國打疫苗，人數還超出她

預期的多，許多人應該都很好奇相關
的程序及費用，因此她決定將相關資
料整理出來，給想去的人參考。

泰芮表示，大家最好奇的就是赴
美打疫苗到底要準備多少錢，她認為
至少要準備12至13萬元，加上住宿費
的話則要18至20萬元左右。至於會這
樣計算是因為多數飛去美國打疫苗的
人都有親友居住在當地，所以基本上
不用額外付住宿費。

泰芮指出，想去美國打疫苗必須
先申請 ESTA（美國電子旅遊許可）
，簽證費大約是台幣 400 元，接下來
就可以買機票，但現在的機票約是平
時的2倍，大概是台幣5萬元，接下來
就根據航班時間預約自費核酸檢測，
一般件為5800元、急件7000元。

泰芮說，入境美國之後，就可以
根據住宿的位置，挑選周遭的藥局打
疫苗，接種完第一劑至少要等21天才
可以打第二劑，且因為第二劑的副作
用較強，因此打完可能需要休息觀察

3至5天，最後回去台灣之前再做一次核酸檢驗
就可以登機了，不過要注意的是，台灣為了防
堵印度Delta病毒，因此要求返台旅客一律入住
防疫旅館，隔離期滿再做公費篩檢，打疫苗的
流程就是這樣，整個過程大約要25至30天。

泰芮也說，在美國自費篩檢費用約7000元
，但不同地區可能會有價差，來回機場費用約
2000 元，回台之後的防疫旅館費用約 3 萬，這
代表不含吃住就要大概 10 萬台幣。若以每餐
300元，一個月的餐費就要27000元，住宿費就
差很大，在美國的住宿費最便宜大約45000元左
右，如果有親友在當地就可以省超多。

泰芮透露，整體算下來，想要飛去美國打
疫苗，但在當地又沒有親友，一趟下來至少要
花16萬元，且因為人生地不熟，可能發生的種
種變數，因此費用可能會落在20萬元左右，其
實就是不小的負擔。

而泰芮居住在美國的友人Amy也在影片中
分享，在美國打疫苗很方便，只要上網搜尋住
家附近的藥局，選擇自己可以的時間預約即可
，而且在當地還有許多接種完疫苗的福利，除
了著名的紐約樂透活動，民間業者也推出許多
打疫苗的優惠餐點。

Amy也分享莫德納疫苗與輝瑞／BNT疫苗
的差異，兩者的效果其實差不多，打完第一劑
之後的症狀多是手痠，但莫德納第二劑的副作
用真的很強，當初很多人警告她，果然她打完
第二劑後，真的覺得自己好像得流感，全身無
力、發高燒，整整兩天昏睡，因此她建議上班
族如果要打莫德納，可能要先請2天假，否則就
去打輝瑞疫苗。

（中央社）台積電最近投入
採購和捐贈新冠疫苗行列，獲得
了國內外廣泛關注，根據最新公
布資料顯示，早在去年，台積電
就支持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基金
會（Foundation for the NIH），針
對新冠肺炎的診斷、疫苗與治療
，進行相關醫學研究。

美國國家衛生院（NIH）是
美國最重要的生物醫學研究機構
之一。最近比較為台灣熟知的是
，高端疫苗在去年與美國國衛院
簽約，取得新冠疫苗的基因重組

S-2P棘蛋白技術。
台積電近期向美國表達提供

疫苗給台灣的請求，也獲得美方
善意回應，其實，早在去年，台
積電就資助美方相關工作，除了
支持以上美國國衛院的疫苗研究
外，台積電也透過北美子公司援
助當地公衛機構關鍵個人防護設
備、呼吸機，並協助加快新冠患
者隔離中心的建造和使用，和支
援資源匱乏地區即時的食品、臨
時居所和醫療等協助等。

對於資助美國國衛院研究一

事，台積電方面表示，詳細項目
暫無法透露，金額不會超過2千萬
美元，應該是美國子公司所進行
的援助項目。

台積電昨公布企業社會責任
報告書，報告指出，台積電去年
透過歐洲子公司捐贈個人防護裝
備、人工呼吸器、重症監護設備
給歐洲各地醫療院所。台積電
（南京）也捐贈防護服、護目鏡
及手套等物資給當地社區衛生所
，並向當地學校及課後服務據點
捐贈電腦設備；日本子公

台積電社會責任報告
曾資助美國疫苗研究

（中央社）福和客運昨傳出月底結束營業的消息，是全台
第一間受疫情影響關門的客運業者，不少業者都憂心，若情況
再不改善，或提供紓困，福和僅是倒下的第一張骨牌。福和客
運目前僅有基隆到新店的1551路線，對基隆民眾通勤至雙北相
當重要，對此，公路總局表示，一定會讓路線持續運作，目前
正協調其他客運業者代駛事宜。

班次腰斬 乘客少6成
1551路線主要往返基隆、新店，每天早上5時發出首班車，

末班車晚上11時至11時半間，尖峰時段10到15分鐘一班，離峰
時段及例假日則是15到20分鐘一班，停靠站包括內湖、公館、
景美等，是許多通勤族上、下班搭乘的路線。福和客運7月1日
突公告，受疫情、大環境經營不宜等因素，導致營運困難，將

於8月1日起停駛，令外界相當震驚。
福和客運指出，現在每班車次平均搭乘人數僅12人，每天

虧損，才不得不做出選擇，強調會依法給予員工應有權益，或
協助轉任至其他代駛公司任職。一名於福和客運任職20多年陳
姓司機表示，疫情前1551路線每天約有66班車次，但疫情爆發
後，縮減至36班，減少30班次，此外，駕駛員剩不到20人，乘
客也減少約6成。

同業喊苦 盼速紓困
由於基隆有許多市民在台北上班，都是靠1551路線通勤，

現在因疫情多數公車已經減班，如果又有路線消失，擔心以後
通勤時間會受影響。對此，公路總局台北市區監理所表示，正
與其他客運業者協助代駛事宜，確保民眾交通需求；基隆市政

府交通處長蘇先知也強調，將會督促公路總局，不讓市民搭乘
權益受到影響。

同為國道客運經營者感嘆，今年客運產業營收僅去年的1成
，可說慘上加慘，班班空車已成常態，硬跑只是浪費成本，他
說，福和是老字號品牌，近年即使營收下降，但1551是黃金路
線，如今卻仍難逃收攤的命運，憂心之後還會有其他業者撐不
下去。

另名客運業者則說，聽聞同業倒閉的消息，不免感到脣亡
齒寒，尤其目前經營環境對客運業並不友善，若政府不持續推
出紓困計畫，不出3個月定會有公司再度倒下。

不敵疫情虧損 福和客運8月1日停駛

赴美打疫苗的人超多！
價格10萬起跳 網紅揭費用細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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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2月17日，跨境通接到其持

股5%以上股东徐佳东的通知，其与李

俊秋女士已办理了解除婚姻关系手续，

并与李俊秋女士就离婚股份分割等事宜

做出相关安排。

具 体 安 排 为 ： 徐 佳 东 持 有 的

237210715股跨境通股份中，将70111800

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份的4.50%，

均为无限售流通股）分割予李俊秋，并

将于12个月内办理完成上述70111800股

股份的过户手续。

根据跨境通 2 月 17 日的收盘价

（6.44元/股）计算，70111800股股份的

总市值约为4.52亿元。

2月18日，跨境通的股价开盘即上

涨，收盘价为6.65元/股，单日涨幅为

3.26%。以此计算，徐佳东离婚所分割

股份价值约4.66亿元。

跨境通致力于打造自有跨境电商零

售渠道为主，第三方跨境电商渠道为辅

，依托互联网技术，以大数据、精准营

销、精细化运营为基础的全球跨境电商

零售企业。

公开资料显示，徐佳东于1977年出

生，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获博士学位。徐佳东于2008年创建环球

易购。2014年，跨境通并购环球易购。

徐佳东至今一直担任环球易购总经理，

现任跨境通董事长、总经理。

如今，环球易购已成为跨境通主要

子公司，2018年和2019年上半年，环球

易购均为跨境通贡献了超过50%的营收

。

2月18日，新京报记者致电跨境通

就相关问题进行采访，公司方面称，

“股东离婚属于他的个人行为，现在是

疫情期间，估计会在疫情结束后，再推

动此事，公告里已经说明会在12个月内

办理完成股份过户的手续。”

截至2020年2月17日，徐佳东持有

的上市公司股份中有22808.2886万股处

于质押状态，占其所持股份的96.15%，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14.64%。

根据公告可知，本次权益变动前，

徐佳东持有上市公司15.22%的股份，李

俊秋持股比例为0；本次权益变动后，

徐佳东持有上市公司10.72%的股份，李

俊秋持股比例为4.5%。

公司方面表示，徐佳东的部分股份

要解除质押之后再转让至李俊秋名下。

2018年，徐佳东曾短暂担任过跨境

通的实际控制人。

2018年9月21日，杨建新和徐佳东

签署《表决权委托协议》，协议约定杨

建新拟将其直接持有的占上市公司总股

本6.9381%（对应股份数量为108098093

股）的跨境通股票所对应的可支配表决

权，一次性不可撤销地委托给徐佳东。

该表决权委托生效后，徐佳东将累

计拥有占上市公司总股本24.50%的可支

配表决权，杨建新、樊梅花夫妇及其一

致行动人新余睿景持有股份所对应的可

支配表决权比例由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25.93%下降至18.99%。

上述《表决权委托协议》经双方签

署后生效，徐佳东据此成为跨境通实际

控制人。

但是，“鉴于表决权委托在执行过

程中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2018年11

月7日，徐佳东与杨建新签署了《撤回

表决权委托协议》，协议签署后，杨建

新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所拥有股份对应

可支配表决权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24.85%，杨建新、樊梅花重新成为跨境

通实际控制人。

记者注意到，徐佳东2019年多次减

持跨境通的股票，减持时间依次为2019

年7月3日、2019年7月24日至7月26日

、2019年11月20日和11月21日，2019

年11月27日、2019年12月2日至4日、

2019年12月10日和11日，累计套现约

2.47亿元。

2月初公司曾发预告，2019年最多

亏损达14.3亿

2020 年 2 月 3 日，跨境通发布了

2019年度业绩预告。

2019年，跨境通预计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为亏损14.3亿元至11.3

亿元，2018年同期为盈利6.2亿元。

业绩预告显示，根据财务部门的初

步测算，跨境通2019年度归属于上市公

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2.8亿元，其中，环

球易购的净利润为-15.9亿元。

如果剔除清理积压滞销存货及对

期末积压滞销存货计提存货跌价准备

的影响,则跨境通 2019 年度归属于上

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应为 7.7 亿元，

其中，环球易购的净利润为 3.8 亿元

。

跨境通表示，其 2019 年亏损的主

要原因为：本集团加强库存管理，降

低SKU数量，及时处理积压滞销存货

。环球易购和百圆裤业通过买赠促销

等方式清理积压滞销存货分别约为7.5

亿元、0.8亿元；环球易购基于《企业

会计准则》和相关会计政策的规定对

期末各项存货进行减值测试，根据测

试结果，对于期末积压滞销的存货按

单类存货的成本高于其可变现净值的

差额计提存货跌价准备约12.2亿元。

近年来，资本市场上已经发生多起

“天价”离婚案，私募一哥徐翔离婚案

或牵涉多家上市公司，当当网创始人俞

渝和李国庆目前尚未离婚成功，但是李

国庆已公开表示诉求希望股权平分……

这些离婚案背后，有些财产分割已经涉

及上市公司实控人的变更。

甘薇贾跃亭爆出40亿天价离婚索偿

2月12日，据媒体报道，贾跃亭方

面此前披露的一份声明显示，在贾跃亭

提出破产重组以后，已申请离婚的甘薇

向贾跃亭提出了接近5.71亿美元（约合

人民币40亿）的索偿。

2019年10月，贾跃亭和甘薇被爆申

请离婚。2019年 10月 11日贾跃亭和甘

薇已经在成都锦江区人民法院申请离婚

。

数据显示，截至2月12日，贾跃亭

已经16次被列为失信被执行人。

据媒体报道，相关文件显示，截至

2019年 12月 17日，贾跃亭身负的债务

总计约为37.7亿美元，其中有抵押索赔(

债务)约为12亿美元，无抵押索赔(债务)

约为25.6亿美元。

沃尔核材创始人付价值9亿股份离

婚 十年后曝光

2019年9月11日，沃尔核材的一则

公告将其创始人周和平夫妇离婚10年的

消息公之于众。

同时，这也导致上市公司沃尔核材

将变更为无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状

态。

因为周和平与邱丽敏于2009年8月

3日办理离婚登记时未对登记在周和平

名下的沃尔核材股票进行实际分割过户

，故双方签署了《离婚财产分割补充协

议书》。

根据补充协议，邱丽敏将获得约

1.82亿股沃尔核材的股票，按照2019年

9月10日的收盘价计算，价值约为9.09

亿元。另外，邱丽敏将因此成为沃尔核

材的第二大股东。

彼时，沃尔核材表示：公司无控股

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后不会对公司的人员

独立、财务独立及资产完整产生影响，

本次股份分割不违反法律、法规和规范

性文件的规定，不会对公司日常经营活

动产生不利影响。

恒星科技控股股东离婚分割价值5

亿股份

2018年1月20日，恒星科技发布了

一则《关于披露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的

提示性公告》。

公告显示，因解除婚姻关系并进行

财产分割，恒星科技控股股东谢保军先

生拟将其持有的上市公司股份1亿股分

割给焦会芬女士。

本次权益变动后，谢保军的持股比

例将由29.12%下降至21.16%，而焦会芬

的持股比例将由0上升至7.96%。

据悉，2018年1月19日，恒星科技

的收盘价为5元/股，照此计算，1亿股

股份的总市值为5亿元。

彼时，恒星科技表示：本次权益变

动后，谢保军仍为上市公司第一大股东

，本次权益变动未导致恒星科技的控制

权发生变化。

东尼电子实控人离婚转让价值3.4

亿股份

2020 年 1 月 15 日，东尼电子发布

了关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权益变

动的提示性公告，上市公司实控人沈

晓宇因为离婚将约1290.15万股股份转

至前妻张英名下，按照 1月 13日的收

盘价计算，这部分股份的总市值约为

3.4亿元。

公告显示，此事将导致东尼电子股

东权益发生变动，但未导致东尼电子控

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不涉及

东尼电子控制权变更。

天价离婚案再现
跨境通董事长离婚
“分手费”超4.6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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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僑教中心楊容清僑教中心楊容清
老人協會臨別贈言老人協會臨別贈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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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中心於6月25日
晚間舉辦 「愛台灣線上開講–美南學人行
動愛台」 視訊座談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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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展的過程，吸引逾40位僑青及僑臺商參加
。會議由中心主任陳奕芳主持，副主任楊
容清協助會議進行；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

化辦事處處長羅復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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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奕芳感謝僑社各界的參與，希望透
過本活動鼓勵美南僑胞返台創業或就業，
協助國內新創產業發展。羅復文強調科技
與經濟結合的重要性，並分享近期拜訪華
埠台商引進的臺製拉麵機，藉此說明台美

商機交流暢旺。徐炳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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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顧寶鼎以 「臺灣離岸風電發展現況」
為題，詳加解析台灣離岸風電產業發展概
況，及返台協助綠能產業發展心得。劉彥
良以 「海歸生醫學人機會與挑戰」 為題，
說明臺灣目前吸引海外學人返台發展優惠

措施及生醫產業發展概況，鼓勵青年返台
發展。兩段精彩的演講廣受好評，提問踴
躍。

在Q&A之後，文教中心特別準備台灣

喔熊頸枕、防疫包及呼吸急救器等摸彩品
供與會來賓抽獎，並致贈出席者精美紀念
品，活動於高昂愉悅氣氛中結束。

(記者黃麗珊)今年因疫情很特別
的情況就是說從去年一整年我們都
沒有辦法在僑教中心互動。可是我
們還是一直有用線上的活動，沒有
停過啊,到現在目前為止呢，僑教中
心已經有稍微有一點開放，可是每
天只有三個班級，一個班級裏面只
先最多只有十五人。

我的雙親他們在休斯頓來看我
的時候呢參加老協活動都非常的開

心。所以呢他們他們特地囑咐我，
我爸爸和媽媽各準備了一個一份禮
品，祝老協現場的大哥哥大姐姐們
呢生日快樂。我即將於七月十三號
要離開返回臺灣。回臺灣將擔任僑
務委員會綜合規劃處的國會聯絡員
。

希望各位我雖然將離開了，但
是我們的感情沒有斷。那也就是說
希望各位大哥哥大姐姐們，如果有

回臺灣。那一定要聯絡我，至少讓
我請喝一杯咖啡，請吃一頓飯也沒
有問題。那我的 line 呢是沒有變的
，所以有什麽有什麽呃，只要回臺
灣呢，請一定要通知我，讓我略盡
地主之誼。真的天下沒有不散的宴
席，那再講下去，我的眼淚真的就
要流下來了。敬祝各位順心如意，
身體健康，期待我們再相會。

活動大合照活動大合照

主講人劉彥良教授主講人劉彥良教授

主講人顧寶鼎博士主講人顧寶鼎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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