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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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官員今天表示，衣
索比亞武裝衝突頻傳的泰格瑞省已有超過
40萬人 「跨進饑荒門檻」 ，呼籲緊急採
取人道行動，來幫助飽受這8個月內戰蹂
躪的數百萬人。

法新社報導，衣索比亞政府軍和泰格
瑞省（Tigray ）前執政黨 「泰格瑞人民解
放 陣 線 」 （Tigray People's Liberation
Front TPLF）上月重啟戰鬥，叛軍奪回泰
格瑞省首府馬凱勒（Mekelle）並宣稱掌
控該省大部分地區後，政府軍戲劇性撤離
，宣布 「單方停火」 。

本週，衣索比亞政府軍摧毀兩座能讓
所需援助進入該地區的關鍵橋梁，引發外
界指控當局試圖阻止人道救援。

聯合國安全理事會今天首度針對衣索

比亞問題舉行公開會議，衣國這場耗時8
個月的內戰已造成數千人喪命和數十萬人
陷入饑荒。

聯合國人道事務官員拉傑辛漢（Ra-
mesh Rajasingham）在會議中表示，自
從這幾週烽火再起後，情勢 「急遽惡化」
。

他說： 「估計已有超過40萬人跨進
饑荒門檻，另有180萬人在饑荒邊緣。」
「有些人表示實際人數甚至更高，多達3
萬3000名兒童嚴重營養不良。」

他說： 「（在泰格瑞省）這些人的生
命，取決於我們向他們提供食物、藥品、
營養補充品和其他人道援助的能力。」
「我們現在就得送到他們手上，不能再拖
到下週，就是現在。」

聯合國聯合國：：衣索比亞內戰衣索比亞內戰 4040萬人陷饑荒萬人陷饑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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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day more than twenty Texas and Houston
Minority Media leaders got together at an
organizing meeting to form the Texas Minority
Media Alliance. Together we will make a

formidable force to be
reckoned with. We must
unite to leverage the
minority population with
a voice.

We have united to form
an alliance to extend our
individual reach and
support our collective
communities.

We are so glad that our
Congressman Al Green,
Texas Senator John
Whitmire and State
Representative Gene
Wu came to the meeting
to give us their support.

Today Texas is the state that has so many
newcomers looking forward to opportunity. At

least 11,000 new residents move to Texas
every day and many of them are members of
minority groups, especially those from
California.

In the last forty years, Southern News Group
has offered many media services to the
community, including print newspaper and TV
production and we have also held many
community events that we have
co-sponsored together with many groups.

Most of us came from different corners of the
world. We settled down in this great land and
made it our home. We all love America.

The Texas Minority Media Alliance can
becom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historical
organizations in our history. We will continue
to write new chapters of history for our
community.

0707//0303//20212021

Founding Of Texas MinorityFounding Of Texas Minority
Media AllianceMedia Alliance

近十年来，由于大批移民和外
州移居德州人口激增，全德州少數
族高裔人口已經接近半數，不但改
變了人口結構，更让我們的多種文
化和媒體大放異彩。
多年來，美南新聞印報廠及美

南電視攝影棚，不斷為近百家少數
族裔媒體服務，包括西班牙、越南
、韓國、阿拉伯文、俄羅斯、日
本等各族裔社區的報紙都是我們服
務的客戶，加上近年來电視新媒體
之崛起，我們的電視攝影棚，也為
大家共同享用制作各種不同之語言
節目。
今天我們大家終于再度團結在

一起，成立德州少數族裔媒體聯盟

，主要在於擴大對社區之服務，將
以聯盟之共同力量為我們大家發聲
，並且向各界顕示少數族裔在美國
政治上之力量。
我們今天也有幸邀請到美國國

會議员格林、德州參議員惠特邁到
場共同見證聯盟之成立。
疫情過後，國內政治變化更加

複雜我們一定要用這股話語權來保
障自己的權益。
社會變遷是一個不可阻擋的勢

力，我們有幸在這個偉大的时代中
，參與共同書寫歷史的另一篇章。

德州少數族裔媒體聯盟正式成立德州少數族裔媒體聯盟正式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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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時局

最強熱浪加一萬次雷擊最強熱浪加一萬次雷擊，，加拿大加拿大
火燒燎原火燒燎原，，政府將出動軍機救災政府將出動軍機救災

【綜合報道】在創紀錄的熱浪之後，加拿大西部
因一萬多次雷擊引發的130多場野火正在熊熊燃燒。
數百人被警告他們可能不得不離開家園。加拿大聯邦
政府表示，將派遣軍用飛機幫助緊急救援人員控制不
列顛哥倫比亞省的火災。

據BBC報導，最近幾天，北美大片地區出現異
常高溫，高溫炙烤讓植被十分易燃，又遇上10000多
次雷擊……

週二，加拿大出現有史以來最高氣溫49.6攝氏度
（121.3華氏度），高溫炙烤下的不列顛哥倫比亞省
的利頓村，燃起熊熊大火。許多居民不得不逃離。

起火的還有溫哥華東北部的村莊。週三晚上，該
處村莊突發大火，村民們連隨身物品都來不及拿就趕
緊逃跑。溫哥華市長說：“大約15分鐘內，整個城
鎮就被火焰吞沒。”

不列顛哥倫比亞省野火局週五表示，在前一天發
生了約 12000次雷擊後，全省發生了136場火災。他
們正在為整個週末燃起更多的野火做好準備。這些大
火已迫使多條主要道路關閉。

加拿大國防部長表示，政府將提供包括軍用直升
機和救援人員在內的援助，以幫助撲滅火災並幫助受
火災威脅的人們。

加拿大公共安全部長比爾•布萊爾表示，天氣和
野火對不列顛哥倫比亞省產生了“毀滅性的”和“前
所未有的”影響。他說：“這些野火表明，我們正處
於一個漫長而充滿挑戰的夏季的早期階段。”

過去一周時間內，極端高溫已導致加拿大719人
突然死亡。他們多數是通風條件極差的私人住宅中獨
居的老年人。

普京簽署法律普京簽署法律，，禁止公開禁止公開
展示納粹軍事犯罪分子形象展示納粹軍事犯罪分子形象

【綜合報道】俄羅斯總統普京當日簽署一項法
律，禁止公開展示納粹軍事犯罪分子的形象。

俄羅斯塔斯社：普京簽署關於禁止公開展示納
粹分子形象的法律

報導稱，俄羅斯法律信息官方網站當地時間1日

發布了普京當天簽署的這
份法律文件。
文件規定，禁止在本國

公開展示已被紐倫堡國際
軍事法庭判決書認定為犯
罪團體、組織或運動頭目
的講話材料與形象，禁止
展示其他與這些犯罪團體
、組織或運動有過合作的
組織頭目的講話材料或形
象。但存在例外情況，即
在讓民眾形成對納粹意識
形態的消極看法，且不具
有為納粹主義宣傳或辯護
的特徵時，可使用相關講

話材料與形象。
俄羅斯衛星網還提到，起草這項法律的人員表

示，這項法律的宗旨是禁止在俄羅斯境內美化軍事
犯罪分子。

【綜合報道】日本靜岡縣熱海市3日發生
大規模泥石流，有19人失踪。據日媒消息，
日本政府當天下午在首相官邸召開會議，首
相菅義偉表示，“最重要的是把人的生命
（安全）放在第一位，盡一切努力了解受災
情況並採取緊急措施。”

據日本靜岡縣熱海市警察和消防部門消
息，受近幾日大雨影響，當地時間7月3日上
午10時30分左右，熱海市伊豆山的山體發生
大規模泥石流，有房屋受損。熱海市消防本
部稱，附近居民報警稱“發生泥石流”，另
有至少2起119電話報警稱“無法與受災居民
取得聯繫”。
另外，熱海警察署稱，經趕至現場的警察確
認，幾戶住宅已被泥石流沖走，目前至少有
19人失聯。

日本發生大規模泥石流有日本發生大規模泥石流有1919人失踪人失踪
首相菅義偉發聲首相菅義偉發聲

印尼日增確診和死亡病例均創新高

總統發布社區活動緊急限製令
綜合報導 印尼官方下午通報，該

國當日新增新冠肺炎確診病例24836例

，累計確診2203108例；新增死亡504

例，累計死亡58995例。

這是自去年3月初新冠疫情暴發以

來，印尼單日新增確診病例數和死亡病

例數的最高紀錄。兇猛反彈的第二波疫

情讓印尼醫療系統面臨嚴峻形勢。

據印尼媒體報道，因為病例直線暴

增，爪哇島各地醫院也接近滿負荷運轉

；在首都雅加達，一些定點收治醫院的

急診室不得不被用作隔離病房，而急診

室只能轉移到停車場搭建的帳篷中；很

多排隊等待病床的患者只能在家中接受

治療、親屬四處排隊購買氧氣罐。

當天，印尼總統佐科發布了社區活

動“緊急限製令”，決定自7月3日至

20日在爪哇島6個省(區)和巴厘島實施

緊急社區活動限製。

該緊急限製令內容包括非重要行業

全員居家辦公、重要行業最多50%員工

到辦公室辦公；所有教學活動均線上進

行；關閉購物中心、商場和貿易中心；

傳統市場、超市、雜貨店營業至每日

20時、只能接納客容量的50%；餐館、

咖啡廳等禁止堂食、外賣營業至每日

20時；關閉宗教場所、公園、文化體

育娛樂場所、旅遊景點；公共交通只能

接納客容量的70%；乘坐飛機、火車、

長途汽車在國內旅行須出示疫苗接種證

明及行前48小時核酸陰性證明等。

負責該緊急限製令執行的印尼海洋

事務和投資統籌部長盧胡特稱，目標是

先將單日新增確診病例降至1萬例以下

。該國已連續6天日增病例超2萬例且

屢創新高。

泰國普吉島有條件重啟對外國遊客開放
首批遊客今抵達

綜合報導 泰國普吉島有條件重啟對外國遊

客開放，首批遊客今抵泰國普吉島重新對外國遊

客開放，首批旅客當天中午已抵達該島，開啟

“久違的”的旅遊。

據報道，當日，泰國正式開啟“普吉島沙盒

計劃”。據早前報道，“沙盒計劃”指的是從7

月1日起有條件開放普吉島國際觀光。泰國旅遊

局長育他沙曾表示，全島的酒店和其他與旅遊相

關場所已經為重開觀光做好準備，島上80%居民

已完成疫苗接種。

據法新社報道，來自以色列、阿拉伯聯合酋

長國、卡塔爾和新加坡等國家的249名乘客1日

降落在該島。首批25名旅客在中午前乘坐阿提

哈德航空公司的航班抵達普吉島，並接受了檢疫

程序。

據報道，旅遊業是泰國的支柱產業之一，普

吉島更是泰國最重要的旅遊景點之一。在疫情暴發

前的2019年，到訪泰國的外國遊客達3990萬人次

，其中約989萬人次的外國遊客到過普吉島。

根據目前泰國方面的規定，遊客完成新冠疫

苗接種滿14天可入境普吉島，毋須隔離。待滿

14天且經檢測證明未感染新冠後，遊客還可造訪

泰國其他地點。

如果“沙盒計劃”執行順利，泰國另外九個

府將會在今年第三、四季度陸續向已接種疫苗的

旅客開放。8月，到訪普吉島的旅客可進行“跳

島之旅”，如前往倪島及萊利島等。9月，從普

吉島前往的泰國國內地點將擴至清邁、芭堤雅及

武裏喃等其他觀光勝地。

印度產阿斯利康疫苗還是不能進歐盟
綜合報導 印度產阿斯利康疫苗還

是不能進歐盟英國、瑞典研發的阿斯利

康新冠疫苗（Vaxzevria）早已經歐洲藥

品管理局（EMA）批準上市，但是，該

機構30日表示，由於可能與原產疫苗存

在“差異”，印度版阿斯利康疫苗（Co-

vishield）未在歐盟獲得授權。

據消息，EMA表示，盡管印度使用

的生產技術與原產阿斯利康疫苗類似，但

根據歐盟的規定，印度版阿斯利康疫苗目

前並沒有獲得批準。EMA解釋說，“疫

苗是生物產品，生產條件的極其細微的差

別都可能會給成品帶來差別，因此歐盟法

律要求製造場所和生產過程作為授權過

程的一部分進行評估和批準。”

非洲聯盟埋怨歐盟至今不承認印度

生產的阿斯利康疫苗，並稱這可能對非

洲人民有害，因為印度製造的低成本阿

斯利康疫苗正在非洲大規模使用。

EMA則表示，“如果我們收到印度

版阿斯利康疫苗的市場授權申請，或者

對原產阿斯利康疫苗授權的生產地的任何

變更獲得批準，我們將對此進行溝通。”

此前，觀察者網曾報道，根據EMA方

面的說法，阿斯利康唯一提交審批申請並

最終獲得批準的疫苗是原產阿斯利康疫苗

，他們尚未接到印度版阿斯利康疫苗的審

批請求。據《印度時報》30日報道，印度

版阿斯利康疫苗的生產商印度血清研究所

當天已通過阿斯利康向EMA發出了印度版

阿斯利康疫苗在歐盟的上市許可申請。

歐盟目前批準上市的疫苗共有四種：美

國輝瑞與德國生物技術公司聯合開發的輝瑞

疫苗，美國莫德納疫苗，歐洲阿斯利康疫苗

以及強生疫苗。另有四種疫苗處於“深化研

究”階段，包括俄羅斯的衛星五號，中國國

藥，德國CureVac以及美國的諾瓦瓦克斯。

不過，世界衛生組織已經緊急批準

印度版阿斯利康疫苗上市，世衛組織非

洲事務負責人Mihigo對歐盟沒有批準上

市表示遺憾。這位負責人認為印度版阿

斯利康與原產疫苗完全相同，“唯一的

區別是在歐盟以外的其他地區生產和分

發。”他敦促歐盟國家在“新冠通行

證”上承認印度版阿斯利康。

《印度時報》報道稱，歐盟“新冠

通行證”計劃僅承認EMA批準的疫苗，

印度版阿斯利康疫苗因為沒有獲得EMA

批準，所以不在許可範圍內。這意味著

接種了印度版本阿斯利康疫苗的民眾，

無法享受到“新冠通行證”的便利。

EMA則在聲明中表示，“對任何有

關進入歐盟的決定概不負責”，這是歐

盟委員會和歐盟成員國的責任。

非盟與中非共和國疾控組織28日在發

表的聯合聲明中批評歐盟的規則對非洲

接種疫苗的人“很不公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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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韓國實施新版防疫響

應措施。公眾聚集場所營業限製措

施和私人聚會人數限製措施放寬。

然而，由於防疫形勢惡化，首都圈

推遲一周實施新版防疫措施。

當天起，新版防疫級別從之前

的5個級別減至4個，首都圈實施二

級防疫響應，其他地區實施一級響

應。根據新規，1日至14日，首都

圈可允許最多6人私人聚會，此後放

寬至8人。影院、網吧、補習班、大

型超市等公眾聚集場所營業時間不

受限製，練歌房、餐廳、咖啡館等

公眾聚集設施營業時間延至晚12點

，室內和室外體育場進行的比賽上

座率不得超過30%和50%。

但首爾市、京畿道、仁川市政

府6月30日商定推遲一周實施新版

防疫措施，暫時維持禁止5人以上私

人聚集的措施。餐廳、咖啡館等公

眾聚集設施也維持堂食截至晚10點

的限時營業措施。

非首都圈實施一級防疫響應。

除了釜山、光州、大田、全羅道等

12 個市和道之外，在遵守防疫規

定的前提下，私人聚會和公眾聚

集設施營業不受限製。室內和室

外體育場辦賽上座率不得超過50%

和70%。



歐盟7月起啟用數字疫苗護照
刷手機就可直接通關

綜合報導 為方便民眾出國旅行，德國等歐盟國家引進數字疫苗護

照，7月1日起民眾只需打開手機，就可出示App版的數字疫苗護照，大

幅提升通關的便利性。

資料圖為在德國柏林一名在療養院工作的婦女正在接受新冠疫苗接種。

據報道，隨著旅遊旺季來臨，歐盟各國紛紛開放邊界歡迎旅客，不

過前提是旅客的新冠病毒篩檢結果呈陰性、曾染疫但恢復健康或已接種

過疫苗。

其中，接種過疫苗的人除了可出示國際預防接種證明書，即按世界

衛生組織規定格式印製的黃色小本子，上面有持有人從小到大接種疫苗

的紀錄；7月1日起，還可使用手機App版的數字疫苗護照，增加通關的

速度。

報道稱，歐盟統一規格的的數字疫苗護照，又名“數字綠色證明”

(Digital Green Certificate)。在德國，取得數字疫苗護照的方式十分容易

，民眾先到接種站、醫院或藥房索取紙質的接種證明，然後用免費下載

的App掃描上面的條形碼即可。

報道指出，在邊境的檢疫人員在掃描App顯示的條形碼時，馬上可

知道持有者的姓名、出生年月日、接種何種疫苗以及接種日期。據介紹

，數字疫苗護照的適用範圍涵蓋歐盟27個成員國、冰島、挪威、瑞士、

列支敦士登。

夏天是歐洲傳統的旅遊旺季，許多民眾等不及想出國旅行，德國至

今已發出數千萬張接種證明，民眾可直接用手機掃描轉換成全歐通行的

數字疫苗護照。

俄搗毀一新納粹團夥分支機構
抓獲多名極端分子

綜合報導 俄羅斯聯邦安全局1日發布消息稱，搗毀了一個“新納粹

主義”團夥的分支機構，拘留7名成員。

俄聯邦安全局消息稱，該“新納粹主義”團夥的分支機構位於俄羅

斯別爾哥羅德市。該機構宣傳新納粹主義、挑起民族間沖突並準備對執

法人員和平民實施武裝襲擊。

俄聯邦安全局消息稱，在行動期間收繳了部分冷兵器和宣揚極端主

義材料，並發現一個製毒實驗室。

俄聯邦安全局當天發布的另一條消息稱，抓獲了國際恐怖主義團體

“伊紮布特”在俄羅斯韃靼斯坦共和國的負責人。該負責人通過網絡散

布激進思想並招募民眾加入恐怖主義團體。在抓捕時，從此人身上搜出

了宣傳材料和通訊工具等物品。

此外，當天俄聯邦安全局還透露，兩名“伊斯蘭國”恐怖組織成員

準備同時在莫斯科和阿斯特拉罕地區的人員密集處，使用熱武器和冷兵

器發動恐怖襲擊。安全人員成功阻止了這一計劃。在對兩人進行抓捕時

，一名在阿斯特拉罕地區的恐怖分子開槍射擊，最終被安全人員擊斃，

另一人則在莫斯科被抓獲。

近年來，為消除恐怖主義威脅，俄保持了對恐怖主義的高壓態勢，

俄高層多次呼籲國際社會組建反恐陣線，加強合作對抗恐怖主義和極端

主義。據俄國家反恐委員會主席博爾特尼科夫此前透露，去年俄聯邦安

全局在俄共消滅71個恐怖組織分部。

OneWeb第8批衛星升空，5次發射覆蓋北緯50度以北

綜合報導 英國衛星通信

公司OneWeb又一批36顆通信

衛星搭乘俄羅斯“聯盟-2.1b”

火箭從俄東方航天發射場發

射升空，在3小時52分鐘內分

9批分發。這些衛星大約需要

一個月時間從450公裏的近極

軌道升至約 1200 公裏的工作

軌道。

OneWeb 成立於 2012 年，

是一家全球性的通信公司，計

劃發射648顆近地軌道衛星，

通過低軌衛星互聯網星座構建

高速低延時的網絡連接。隨著

第8批衛星的發射成功，One-

Web累計在軌衛星 254顆，占

OneWeb計劃的648顆低軌衛星

總數的近40%。

本 次 發 射 也 是 OneWeb

“5-50”計劃的第 5次發射。

“5-50”計劃旨在連接北半球

的寬帶數據用戶，服務將於今

年底開始，覆蓋英國、阿拉斯

加、北歐、格陵蘭島、北冰洋

和加拿大，2022年提供全球服

務。

發射成功後，OneWeb發布

聲明表示，其已準備好為英國

、加拿大、阿拉斯加、北歐、

格陵蘭和北極地區提供連接。

今年夏天，OneWeb將在包括阿

拉斯加和加拿大在內的幾個關

鍵地區開展服務示範，為未來

六個月的商業服務做好準備。

按照計劃，到2022年 6月

，由648顆衛星組成的低軌衛

星星座將全面覆蓋全球。One-

Web最近還獲得了部署 648顆

衛星所需的24億美元。

據 SpaceNews 報道，One-

Web政府、監管和參與部門負

責 人 克 裏 斯 · 麥 克 勞 克 林

（Chris McLaughlin） 表 示 ，

OneWeb 目標在 2021 年再發射

四五批衛星，填補地球最南

部地區。麥克勞克林說，還

需要 10 次發射才能提供全球

服務。

國內曝出貪汙指控後
巴西暫停購買印度新冠疫苗合同

綜合報導 巴西衛生部長周二表示，

按照聯邦審計署（CGU）的指示，巴西將

暫停一份從印度購買新冠疫苗的3.24億美

元合同，正是圍繞該合同的交易，導致巴

西總統博索納羅遭到涉嫌不當行為的指控

。

在舉報人公開指控存在涉嫌違規的行

為後，購買2000萬劑印度巴拉特生物科技

公司（Bharat Biotech）Covaxin疫苗的這筆

交易，已成為一個讓博索納羅頭疼的問題

。隨著疫情期間巴西累計死亡人數超過50

萬人，博索納羅的支持率有所下降。不過

，他否認有任何不當行為。

然而，棘手的問題依然存在，路透社

指出，這可能會在明年的總統選舉前給博

索納羅帶來麻煩。

巴西衛生部長奎羅加在新聞發布會上

說，他的團隊將在合同暫停期間調查這些

指控。路透社稱，巴西聯邦檢察官已對此

交易展開調查。報道稱，相對較高的價格

（約15美元一劑）、談判速度快、監管部

門尚未批準等都是危險信號。

印度巴拉特生物技術公司在一份聲明

中表示，該公司

已“逐步”獲得

巴西疫苗的監管

批準和供應合同

，但並沒有收到

巴西衛生部的預

付款。該公司補

充稱，當供應給

印度以外的政府

時，Covaxin的價

格設定在每劑15

至20美元之間。

報道稱，調

查巴西處理疫情

情況的參議院小組也在調查這筆交易。該

委員會中一位主要的反對派參議員倫道

夫· 羅德裏格斯（Randolfe Rodrigues）周一

向最高法院提交了對博索納羅的正式刑事

訴訟。他要求法庭調查博索納羅“在被告

知衛生部存在一個巨大的腐敗計劃後，為

什麼沒有采取任何行動”。

據俄羅斯衛星通訊社6月30日報道，

巴西左翼和中間派政黨周三向眾議院提交

了一份請願書，要求彈劾總統博索納羅。

這份請願書被稱為“超級請願書”，因為

它整合了之前的爭論，獲得許多署名支持

，其中包括在議會占有席位的七個政黨，

以及數十個組織和運動。

在這份“超級請願書”裏，博索納羅

被控犯下23項罪行，而最新的一項指控就

是與購買Covaxin新冠疫苗相關的不當行

為。

法國地區選舉後民調：
馬克龍仍是大選“種子選手”

綜合報導 六年一次的法國地方選舉

（大區議會和省議會選舉）第二輪投票

結果出爐。選舉結果顯示，勒龐領導的

國民聯盟（RN）沒有贏下本土13個大區

中的任何一個。然而，曾在2017年總統

選舉中擊敗她的馬克龍也笑不出聲。他

領導的中間派共和國前進黨（LREM）的

候選人同樣無一人勝出。

傳統右翼陣營成為本次選舉的大贏

家。在法國本土13個大區中，傳統右翼

陣營取得了7個大區的勝利，而傳統左

翼陣營贏得5個大區，顯示地方政治基

本盤仍然繼續得以保持2017年大選前的

狀況。

在本次投票之前，法國輿論一致認

為明年的大選將大概率成為2017年馬克

龍與勒龐對決的重演。但當結果出爐之

後，才發現情況並非那樣簡單，共和黨

等傳統右翼由於在基層耕耘較深，正在

收復上次大選以來的失地。不過，地方

選舉結果並未為針對明年大選的全國民

調造成實質性影響，馬克龍和勒龐依然

大概率在投票第二輪進行一場決鬥。

盡管馬克龍的黨派在地方上表現不

佳，從得票率上看遠不如共和黨和國民

聯盟，但這並不意味著他失去了明年大

選“種子選手”的地位。今年以來，馬

克龍的全國民調支持率總體呈上升趨勢

，從開年的20%左右到如今在30%線上

徘徊（截至6月27日），高於其他黨派

的候選人，這表明法國人對政府在疫情

“下半場”的表現還是給予了一定程度

的肯定。

法國政治立場偏右的《費加羅報》6

月30日就評論稱，結果讓眾人頗為吃驚

的地區選舉實際上沒有為奔著總統大

選而去的各黨派重新洗牌，明年的選

戰依然將是一場馬克龍與勒龐的決鬥

。共和黨等右翼候選人或許將挾地區

選舉之勢進入大選第一輪，但恐淪為

陪跑角色。

地方選舉雖然通常被認為是大選

前的政治風向標，反映出各黨在基層

下的功夫深淺，但其選票分布往往並

不代表各總統候選人的實力對比。

BFM電視臺在地區選舉之後進行的民

調預測顯示，馬克龍的支持率依然在

30%之上，而勒龐則為23%到 25%，遠

遠超過其他競爭者。在針對第二輪的

預測中，馬克龍和勒龐的得票率分別

為60%和40%。

右翼陣營也遠沒有到值得慶賀的時

候。在較低的投票率下，共和黨作為傳

統大黨固然靠選民的黏性交出亮眼答卷

，但還沒來得及品嘗勝利的喜悅，共和

黨的前任和現任大佬們就必須開始捉對

廝殺。地方選舉為這些傳統右翼政客們

揭開了走向總統寶座的理論可能性，他

們變得比以往更加渴望戰勝同一陣營內

的競爭對手。

首先是右翼陣營中得票率最高的

格澤維爾· 貝特朗。他曾先後加入希拉

克和薩科齊政府，分別擔任法國衛生

部長和勞工與社會事務部長。2015 年

大區議會選舉中，貝特朗戰勝勒龐，

當選為法國上法蘭西大區議會主席。

其次是巴黎大區主席佩克雷斯和前任

共和黨主席瓦濟耶，他們都在地區選

舉中表現不錯。

《費加羅報》分析認為，目前這三

人都無法在右翼陣營中取得領導權，其

全國支持率僅分別為14%、11%和12%，

均很難進入大選第二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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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週四晚上的撤軍顯得異常平
靜，沒有大張旗鼓，也沒有舉行儀式。

當地時間7月2日，阿富汗國防部發言人法
瓦德•阿曼證實，美軍和多國聯軍已於昨夜全
部從巴格拉姆空軍基地撤離，基地已被移交至
阿富汗國防和安全部隊。

當天，美國五角大樓發言人約翰•柯比在
國防部記者會上確認，美軍已將駐阿最大軍事
基地巴格拉姆空軍基地移交給阿富汗軍隊，並
宣布了駐阿美軍指揮權變更計劃。

柯比說：“美軍未來將在阿富汗維持少量
駐軍以保護美外交人員，支持阿首都喀布爾國
際機場的安保，繼續為阿安全部隊提供建議並
支持美方反恐行動。”據美聯社報導，預計約
有650名美軍將留在阿富汗。

巴格拉姆基地位於阿富汗東部帕爾旺省，
距首都喀布爾北部約50公里，是美國在阿富汗
的主要空軍基地，也是美國在阿富汗軍事力量
的象徵。

“對於一代又一代美國軍人而言，巴格拉
姆空軍基地是一個進入或離開戰爭的門戶，它

見證了這場跨越20年戰爭的風雲變化。”《紐
約時報》報導稱，“可週四晚上的撤軍顯得異
常平靜，沒有大張旗鼓，也沒有舉行儀式。”

“2001年12月，以美國為首的聯軍正式進
駐巴格拉姆，其發展成為一個可容納多達1萬多
名士兵的巨大基地。”英國廣播公司（BBC）
在報導中回顧了巴格拉姆空軍基地的歷史。

美聯社稱，該基地有兩條跑道供大型貨機
及轟炸機起飛、降落。此外，它還有110個停機
位，並配有一個擁有50個床位、3個手術室、1
個急診室和1個現代化牙科診所的野戰醫院，以
及一個由美國中情局（CIA）管理的監獄。

去年2月，美國與塔利班達成協議，約定美
軍從阿富汗逐步撤軍。今年4月，美國總統拜登
宣布駐阿美軍於5月1日開始撤離，並於9月11
日之前完全撤出。目前，撤離行動已持續兩個
月。

2日，美國白宮新聞秘書普薩基在當天的例
行記者會上表示，駐阿富汗美軍預計將於8月底
前完成撤軍。

美軍撤離在阿富汗最大軍事基地
白宮表示預計於8月底前完成撤軍

特朗普集團被控稅務欺詐特朗普集團被控稅務欺詐 檢方步步緊逼檢方步步緊逼

（綜合報導）當地時間週四（1日），特朗普集團及
其首席財務官韋塞爾伯格因涉嫌稅務犯罪被檢方起訴。

當天，紐約曼哈頓檢方在聽證會上指控特朗普集團
實施了為期15年的“稅務欺詐計劃”，韋塞爾伯格幫助
策劃了這一計劃，企圖用未報告的收入補貼自己和“特
朗普集團其他高管”。檢方對該集團及韋塞爾伯格提起
了15項罪名指控，包括稅務欺詐、共謀、重大盜竊和偽
造商業記錄等。

據美媒報導，這是曼哈頓地區檢察官塞勒斯•萬斯
和紐約總檢察長萊蒂西亞•詹姆斯調查了特朗普集團近3
年來發起的首次控告。但令人奇怪的是，與長達3年的調
查範圍相比，此次指控範圍較窄，僅瞄準了特朗普集團
高管涉嫌逃稅的行為。而檢方此前表示正在調查的其他
幾個重要問題都沒有被提及。

對此，檢方暗示稱，與即將到來的案件相比，這不
過是一盤“開胃菜”而已。據美媒分析，其背後深意是
希望利用韋塞爾伯格釣出“更大的魚”——前總統特朗
普及其兩個兒子埃里克、小唐納德。

在聽證會上，曼哈頓地區助理檢察官凱里•鄧恩表
示，這項持續了15年的“稅務欺詐計劃”讓特朗普集團
高管在不納稅的情況下“秘密加薪”，是一種“徹底而
大膽的非法支付計劃”。

在一份25頁的起訴書中，檢方表示，該計劃至少讓
特朗普集團的另外三名高管以及韋塞爾伯格的家人受益
。 73歲的韋塞爾伯格正是其中的核心人物，他涉嫌隱瞞
176萬美元的“收入”，其中包括曼哈頓公寓的租金、兩
輛奔馳的租金、家人的學費，涉嫌逃稅約90萬美元和收
取13.3萬美元的退款。

起訴書明確指出，特朗普集團的高管對此事知曉，
並試圖隱瞞：“2016年9月左右，韋塞爾伯格指示會計
部門的一名工作人員，從小唐納德•特朗普的'詳細總賬'
的條目中刪除'Per Allen Weisselberg'標記，這些標記與代
表韋塞爾伯格向其家人的私立學校支付的學費有關。”

據美媒報導，一旦被定罪，韋塞爾伯
格可能因重大盜竊罪最高可判 15 年有
期徒刑，而特朗普集團則面臨罰款等處
罰。在大陪審團對韋塞爾伯格和特朗普
集團提起公訴後，他於週四前往曼哈頓
地區檢察官辦公室自首。
為何起訴韋塞爾伯格？美媒：他能把
特朗普送進監獄
美媒指出，值得關注的一點是，檢方
在指控文件稱，韋塞爾伯格與該集團的
“其他人”策劃了這一計劃，但沒有透
露“其他人”都有誰。但鄧恩表示，特
朗普集團“前首席執行官”，即前總統
特朗普，親自簽署了“許多非法薪酬支
票”。然而在本案中，特朗普並沒有被
起訴，這究竟是怎麼回事？
檢察官萬斯的調查最初因特朗普“封
口費”事件而起。 2016 年 6 月，特朗

普競選美國總統期間，其前私人律師邁克爾•科恩向兩
名聲稱與特朗普有染的女性支付了“封口費”，但此事
被特朗普否認。萬斯認為，這筆費用可能經由韋塞爾伯
格之手支付。

2018年，萬斯啟動了針對特朗普名下公司的調查工
作。此前的法庭文件顯示，萬斯的調查包括2016年大選
期間支付的“封口費”、對特朗普在其資產價值上誤導
貸款人和徵稅當局的指控，以及對一筆1.02億美元的免
債未適當繳稅的指控。

而自2019年以來，美國紐約州總檢察長辦公室同時
在對特朗普集團進行調查。調查期間，特朗普集團的多
名員工被罷免，包括他的兒子埃里克•特朗普，及長期
擔任特朗普稅務律師的雪莉•狄龍。

作為特朗普集團的“元老級”人物，深受特朗普器
重的首席財務官韋塞爾伯格無疑是檢方調查的最佳切入
口。 韋塞爾伯格從1973年便一直任職於該集團，為
特朗普的父親弗雷德•特朗普工作，幾十年來一直負責
集團財務。特朗普曾稱讚他“採取了一切必要措施來保
護公司的底線”。

用美國媒體的話形容，“如果有誰知道什麼事情可
以把特朗普送進監獄，那一定是現在被控逃稅176萬美元
的韋塞爾伯格”。
美媒：起訴“老臣”，意在逼其“出賣”特朗普

一名熟悉調查情況的人士透露，檢方此前也一直將
“火力”主要集中在韋塞爾伯格身上，花了幾個月的時
間努力爭取他的合作，但都以失敗告終。美媒報導稱，
將韋塞爾伯格列為被告表明，檢方迄今未能說服他改變
立場。

而在韋塞爾伯格前往曼哈頓地區檢察官辦公室自首
後，彭博社消息稱，他似乎決定與紐約當局合作，有可
能會引出更多針對特朗普集團的訴訟，並增大特朗普遭
到政治性指控的可能性。

但也有美媒報導，沒有公開跡象表明韋塞爾伯格已

經“叛變”，在周四的庭審上，他否認了自己的罪行。
他的律師瑪麗•穆里根和布萊恩•斯卡拉托斯也在當天
發表聲明稱，韋塞爾伯格“打算在法庭上對這些指控進
行抗辯”。

目前，韋塞爾伯格被釋放候審，但檢方以其存在逃
跑風險為由沒收了他的護照。他將有幾個月的時間來決
定是否認罪，並有可能和檢察官達成協議。

美媒分析稱，為了撬開這個口子，檢方可能用最大
的好處引誘韋塞爾伯格，比如最大程度的減刑。如果對
方依然不肯合作，那麼檢方可能還會拋出一些額外的
“誘惑”，比如承諾不對他的家人提起指控。因為在起
訴書提到，韋塞爾伯格的家人因這一“稅務欺詐計劃”
獲得了好處，比如，他的兒子巴里曾在特朗普集團任職
期間，住在紐約的一套免租金的公寓裡。

分析稱，不管結果如何，在周四的指控之後，檢方
離獲得韋塞爾伯格令人信服的證詞又邁近了一步，他們
無疑找到了一條“捷徑”，正一步步逼近特朗普集團的
最高層——特朗普和他的兩個兒子。

週四，曼哈頓地區檢察官辦公室強調，對特朗普集
團的調查仍在進行中。紐約州總檢察長詹姆斯也在當天
的聲明中稱，此次訴訟是對特朗普集團潛在犯罪行為調
查的一個標誌性事件，檢方將依據事實和法律，繼續深
入調查。
分析：檢方後續調查重點將直指特朗普本人

在遭起訴後，特朗普集團方面當天回應稱，民主黨
的萬斯檢察官是出於政治動機才提出指控。集團律師則
在聲明中表示，此次指控完全是因為公司名叫“特朗普
”， 並稱該案件不恰當、不公正，應該由民事稅務
當局來解決。

特朗普本人則在聲明中駁斥道，指控其公司逃稅的
行為完全是一種“獵巫行動”，旨在分裂美國。

而檢方否認案件帶有政治動機。鄧恩表示，大陪審
團批准起訴，大陪審團裡“沒有政治”。

據美媒報導，週四當天，特朗普的律師向法官表示
，特朗普提出讓眾議院民主黨人看一看2016年競選總統
前，自己旗下公司的財務報表及他與會計師事務所簽訂
的8年合同，但他依然拒絕透露更敏感的來源數據或內部
通訊。

2019年，眾議院向特朗普發出傳票，要求美國瑪澤
會計師事務所提供特朗普2011年至2018年間的財務記錄
。然而，美國最高法院去年7月裁決稱，國會要求現任總
統信息的傳票不得“超過合理必要範圍”，並將這個問
題打回了下級法院。

今年6月底，特朗普敦促華盛頓聯邦法官結束這一僵
局，稱國會的要求違憲，無法執行。隨後，該法院下令
進行調解，特朗普提出同意讓眾議院民主黨人看一眼財
務報告，但這場調解仍以失敗告終。

美媒報導稱，這張傳票只是圍繞特朗普稅務信息鬥
爭的一小部分。今年3月，最高法院做出另一項裁決後，
瑪澤會計師事務所已將相關文件交給了萬斯。後者於本
週四正式就特朗普集團的稅務問題發起了首次控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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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女假日無休 教跨境童服務社區
每周日晚上10點多，連續為跨境學童上了近6個小時補習課的“90後”港青葉寶

儀，在批改完最後一本作業後，迎着月光快步走向了地鐵站。因為擔心錯過尾班車，通

常連買消夜的時間都不敢浪費，一個飯糰或一盒三文治，就是她的晚餐。“雖然這只是

一份周末兼職，卻能在孩子們的進步中，收穫到滿滿的成就感。”從內地求學、就業到

做兼職，葉寶儀已為百餘名跨境學童上過補習課。周末兼職授課之餘，她還當義工，參

加社會公益活動。她深感當下的香港青年人擁有的是前所未有的最好機遇，應該勇敢踏

出第一步去嘗試，而自己也願意分享經歷，做一個先行者和溝通橋樑。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深圳報道

深圳大學管理學院畢業的葉寶儀，1998年生於香
港，在深港兩地均有過求學經歷。

跨境求學難 過來人“開路”
“我曾經也是他們中的一員，深知跨境求學的

不易，希望能通過我的些許努力，幫助他們在學習
之路上走得更順也更穩。”大二期間，受到朋友做
家教賺零用錢的啟發，葉寶儀到了一家跨境學童培
訓機構當兼職教師，“因為我本身就有在香港受教
育的優勢，熟悉香港教學模式，通曉繁體字，也可
用粵語授課，與其做普通家教，不如把這個優勢最
大化，更有針對性地教跨境學童。”

畢業後，葉寶儀開始為四、五、六年級的香港
小學生教授中文和英文課程。疫情期間，香港中小
學採用網課方式教學，很多完全沒有參加過補習班
的學生，紛紛加入線下補習大軍，跨境學童補習的
需求幾乎是爆發似的增長。

疫情留深圳 補習增十倍
“我的部分學生已經有近兩年沒回過香港上

課，一直在深圳上網課，時間一長，容易注意力不
集中，學習效率也低。”葉寶儀表示，很多家長讓
孩子白天上完網課後，下午或晚上送來上補習班。
從去年9月份以來，她帶的學生數量增加了近十
倍，從最初的1個班4個學生，發展到帶4個班近40
個學生。

對於常年奔波兩地的跨境學童們來說，幾乎沒
有多餘時間在香港參加補習班，但內地父母不熟悉

香港教育，基本都會選擇把孩子送去深圳的補習
班。“香港的小學升中學是一個重要的分水嶺，就
像內地的初中升高中，決定孩子日後能否去到一所
好學校。所以小學高年級的補習需求不斷增加。”
葉寶儀說。

葉寶儀經常利用業餘時間備課，根據每所學校
的教材，制定出適合該年級的教學方案。考試前，
也會根據每個學校給出的考試範圍，有針對性地給
學生進行重點輔導，提高備考狀態。

孩子有進步 受感動欣慰
和孩子們相處，總是能有許多令人感動的小細

節。每周日下午兩點到晚上9點，葉寶儀的課程都
是安排得滿滿當當，有時忙起來，連吃個三文治的
時間都沒有。經常課程沒講完還會拖堂十幾分鐘，
結束後時不時還需要和家長溝通學生的情況。“有
一次，一個六年級的孩子知道我沒吃飯，特地拿了
三文治和維他奶給我。當時真的很感動，因為沒想
到我的學生這麼細心，會關心我。”

最近正是六年級的畢業考試階段，葉寶儀班上
70%的孩子都有進步。“其中一人，從入班時70多
分的成績，提升到了90多分，當他開心的拿成績單
給我時，我就覺得很欣慰。”初入社會的葉寶儀坦
言，這份兼職更多的是生活裏的一種調劑，能帶給
自己工作上的滿足感，“我本身很喜歡小朋友，跟
他們在一起相處，能感受到他們對我的真誠與愛，
讓我在這個行業找到了更多的滿足感，這也令我很
想教好他們，可以在學業方面更上一層樓。”

●●葉寶儀為跨境學童們上課葉寶儀為跨境學童們上課。。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 攝攝

中學起做義工 擴視野結情誼
除了教跨境童，葉寶儀周末還會做義工，

參與社會公益活動。端午假期，她就參與了龍
崗區新聯社區黨群中心組織的防疫活動——在
社區體溫檢測點做義工服務。“參加這些義工
活動，收穫的不僅是當下的快樂，也會因此而
認識很多不同的人，開闊見識，更有一些情誼
後續是能夠得到延伸的。”

讓人快樂收穫多
葉寶儀第一次接觸義工時，還是一名香港

中一學生，帶着新學會的夏威夷小結他尤克里
里（ukulele），她和學校社團同學一起探訪老
人院，為老人們彈奏新歌。“那次也是我第一
次到老人院，發現居住在裏面的老人平時沒有
親人的陪伴和其他的心靈撫慰，是非常孤單
的。

所以難得有年輕人來探望，即使是做一些
很微不足道的事情，也都會令到他們特別的開
心和滿足。”在此之後，葉寶儀還去過幼兒園
給孩子們演奏，每一次義工活動，給不同群體
帶來快樂時，她也同時收穫很多。

剛步入大學，葉寶儀就加入了一些義工社
團，先後以義工的身份參與過多項大型活動，
“譬如2018年的中國盃帆船賽藍色盛典，作為
義工組長，從前期策劃籌備到後期落地執行，
由我們一群年輕人去推動。

向港生分享經驗
同時，在深大的時候，還以義工小組長的

身份接待了來自台灣、香港的交流團。”畢業
後，葉寶儀還返校將這些經歷分享給師弟師妹
們，讓更多的港澳學生從她的經歷中學到經
驗。
離開校園，社區黨群中心成了葉寶儀參與

義工活動的主陣地，定期協助舉辦一些提供給
社區居民的免費活動。“龍崗這邊傳統手工藝
比較出名，就經常會有一些傳統手作的活
動。”葉寶儀曾參與過客家傳統糕點——茶果
的教學活動，從前期準備開始，跟着去街市採
購芭蕉葉、糯米粉、豬肉、蝦米和魚乾等食
材，又在活動中充當客家話翻譯，幫助居民更
好的理解茶果的製作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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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聞

（中央社）台灣5G開台滿週年，盤點一年成果
，5G 用戶數約 276 萬、普及率 11.8%，均不及當年
4G開台滿週年成績；NCC表示，政府補助款近期將
核准，有望加速普及。業者則認為，關鍵在於殺手
級應用與更親民價格。

不過盤點5G開台滿週年成果，5G用戶數到今
年 5 月為止，用戶數為 276 萬 2854 戶，普及率為
11.8%，對比 4G 滿週年的 648 萬 5911 戶與普及率
27.6%，顯然5G成績仍有待改進。

目前各家電信業者積極建置5G基地台，盼望藉
此吸引民眾轉用5G。此外，五大電信喊出今年底5G
用戶數目標，中華電200萬戶、遠傳160萬戶、台灣
大130萬戶以上、台灣之星50萬戶、亞太電信40萬
戶，初估將有580萬戶，也就是近600萬戶的水準，
代表半年內，5G用戶數將挑戰翻倍。

NCC 表示，今、明兩年 5G 建設補助金額達
155億元，希望加快5G基地台建設，有望2年半達成
電波人口涵蓋率85%。今年首波5G建設補助在5月
底截止，電信業者都有遞件申請，目前仍在審核中
，近期核准補助後，基地台加量，也有機會帶動5G
涵蓋率與垂直場域應用發展。

業界認為，台灣當時轉換到4G技術時，技術、
設備發展階段都較為成熟，目前5G技術仍在積極發
展階段，加上先前4G吃到飽資費便宜，的確會影響

民眾轉換意願，後續5G用戶爆發關鍵，仍需要仰賴
殺手級應用，以及更為親民的資費。

值得注意的是，NCC審定通過的5G手機，從
去年開台時的9款已增加到82款。其中，前三多分別
為OPPO的18 款、三星17 款、vivo有9款，台灣的
華碩有6款、宏達電2款。

業界分析，不少民眾4G合約陸續到期，但是
不少人換了5G手機仍繼續使用4G服務，也就是說，
5G手機滲透率應該高於門號數。因此，一旦資費調
降，不僅有望催化商機，更可以加速普及。

台灣5G開台前後，一度造成行動通訊申訴案
增加，2020年第3季整體行動通訊申訴量較第2季增
加約16%。業者曾說明，5G共構基地台啟用前會短
暫影響4G收訊，會提前通知也盡量在離峰時間進行
，NCC則表示會不定期查核以確保品質。今年前4
月消費申訴總量已經略為下滑，跟去年同期（5G開
台前）水準接近。

在 5G 網速部分，國際調研機構 Opensignal 在 4
月公布今年首季 「全球 5G 用戶體驗報告」，台灣
「5G 下載網速」以平均 309.9Mbps 登上全球第二。

NCC表示，今年會先以實驗性質做5G網速量測，預
計明年5G涵蓋率到一定程度後，才會公布5G網速測
速結果。

5G開台滿週年普及率僅1成 NCC：補助款核定加速建置

環南市場擴大篩檢環南市場擴大篩檢
台北市疫情升溫台北市疫情升溫，，環南市場有環南市場有4141名攤商核酸檢測名攤商核酸檢測（（PCRPCR））為陽性為陽性，，北市府立北市府立

即啟動緊急處理機制即啟動緊急處理機制，，33日上午也擴大篩檢作業日上午也擴大篩檢作業，，現場安排動線讓民眾依序排隊篩現場安排動線讓民眾依序排隊篩
檢檢。。

核二1號機停機台電：乾貯設施仍待新北核准動工
(綜合報道）核二廠1號機在7月1日提前停機，新北市認為

是因台電未儘早規劃乾式貯存設施。台電表示，事先已規劃推動
室外乾貯設施，但相關審查仍須新北市政府核准才可動工，以利
後續除役作業。

新北市核能安全監督委員會日前表示，核二廠1號機提前停
機是因為台電未儘早規劃乾式貯存設施，並非新北市責任，呼籲
台電儘快興建室內乾貯設施。

台電今天回應，核廢料是中央、地方；政府、民間必須共
同合作面對的議題。核二廠1號機已在7月1日停機，為了讓用

過的核燃料安全順利退出反應爐，事先已經規劃推動室外乾貯設
施，但是相關審查仍須新北市政府核准才可動工。

台電說明，核二廠室外乾式貯存設施水土保持計畫於2015
年就獲農委會核定，但是其中的 「營建工地逕流廢水污染削減計
畫」，5年半來台電已12度提送申請，但都遭新北市政府環保局
以非技術因素駁回，至今無法實質動工。

台電指出，去年3月向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提出行政訴訟，法
院在今年4月判決表示，新北市政府環保局應就該計畫申請，作
成核准的行政處分。

此外，台電表示，為滿足社會期待，也已經同步進行室內
乾貯設施計畫。計畫今年已獲行政院核定，等2029年完工取得
運轉執照後，承諾會把室外乾貯存放的用過核燃料全數移至室內
乾貯，但為兼顧除役時程，希望新北市政府先行同意室外乾貯設
施，讓爐心燃料可以取出。

台電解釋，核二廠乾式貯存分為1期室外與2期室內，1期
室外乾式貯存主要是用於將反應爐內的燃料取出。國際上完工核
准使用的乾式貯存設施將近134座，其中3/4都屬於室外貯存型
式，可見室外乾式貯存在國際上是成熟的技術。

高利貸趁疫情打劫男借1萬遭苛扣週還1800元
(綜合報道）男子受疫情衝擊失業，申請小額借款卻遇高利貸，借貸1萬僅拿到3000元，每週

還需還1800元，年息高達900%。高雄警方查獲鄭男以及玩具步槍一把，訊後依重利、恐嚇罪送辦
。

2019冠狀病毒疾病，COVID-19）疫情升溫，民生經濟跟著受創，原以打零工維生的被
害人頓失收入來源，透過網路廣告小額借款，不料卻遇上以鄭男為首的高利貸集團藉此趁火打劫
。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警大隊偵二隊獲報男子遭高利貸集團威脅討債。調查
發現，被害人5月底向34歲鄭男小額借貸新台幣1萬元，卻遭對方巧立名目扣
取利息、手續費等，最後借款1萬元卻僅實拿3000元，且每週償還 「純利息」
1800元（不含本金），經計算月息75分、年息高達900%。

警方調查，男子陸續還款3週共5400元後，鄭男等人竟變本加厲要求男子結清本利1萬1000
元，否則威脅不利。員警6月30日在鳳山區逮捕鄭男，搜出放款用本票、現金13萬7400元，另查
獲玩具步槍等證物。

全案訊後依涉犯刑法重利、恐嚇罪嫌移送高雄地檢署偵辦。且因涉案性質惡性重大，經檢察
官向高雄地方法院聲請羈押。檢警並持續清查帳冊內被害人，擴大追查其他共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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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警察局長費納上周三舉行社區治安大會休士頓警察局長費納上周三舉行社區治安大會
現場觀眾提問現場觀眾提問，，立即面對犯罪立即面對犯罪，，拿出有利對策拿出有利對策

防疫不妨藝防疫不妨藝 僑委會邀你僑委會邀你KK歌領獎金歌領獎金

（（休士頓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秦鴻鈞報導 ））休士頓警察局休士頓警察局
長長Troy FinnerTroy Finner 於上周三於上周三（（66月月3030日日 ））下午下午
五時半五時半，，出席在中國城附近的出席在中國城附近的 Tracy GeeTracy Gee
Community CenterCommunity Center 舉行社區治安大會舉行社區治安大會，，探探

討社區所面對的各種問題討社區所面對的各種問題。。共有上百位共有上百位
休市各族裔人士參加休市各族裔人士參加，，將將Tracy GeeTracy Gee 大廳座大廳座
無虛席無虛席。。為了節省時間為了節省時間，，所有的投訴以紙片所有的投訴以紙片
呈遞呈遞，，再由當天會議的主持人休市再由當天會議的主持人休市AliefAlief區市區市
議員議員Tiffany D. ThomasTiffany D. Thomas 唸出唸出，，由由FINNERFINNER警警
察局長當埸回答察局長當埸回答。。

曾在警界服務過曾在警界服務過3131年的費納警察局長表年的費納警察局長表
示示：：犯罪是槍枝的非法活動正在展開犯罪是槍枝的非法活動正在展開，，我們我們
必須努力與必須努力與MetroMetro 和休士頓大學合作和休士頓大學合作，，在休在休
市西區和中西部設置兩個站市西區和中西部設置兩個站，，加強警方的工加強警方的工
作作。。當天提出社區關注的問題及答案如下當天提出社區關注的問題及答案如下：：
••警車可以經常經過小區嗎警車可以經常經過小區嗎？？休市休市WestWest--
montmont地區地區？？下班後俱樂部下班後俱樂部？？

答答：：警察會分單位進去警察會分單位進去，，現在警察人數有限現在警察人數有限，，需要打電話見需要打電話見
面面。。WestmontWestmont地地
區區：：先打電話報警先打電話報警，，在家裡見面在家裡見面。。下班後俱樂部是非法的下班後俱樂部是非法的，，請發請發
送地址送地址。。
••在休市在休市BellaireBellaire唐人街地區唐人街地區，，打工工人成為攻擊目標打工工人成為攻擊目標，，更多的更多的
人失業人失業，，需要更多的警察監視需要更多的警察監視。。每晚每晚1212點到凌晨三點在點到凌晨三點在BissonBisson--
netnet和和WilcrestWilcrest街有賽車合法嗎街有賽車合法嗎？？

答答：：更多的失業更多的失業,,老年人要小心不要被攻擊老年人要小心不要被攻擊，，居民和企業需居民和企業需
要見警察才知如何獲得保護要見警察才知如何獲得保護。。半夜半夜1212點至凌晨三點在點至凌晨三點在BissonnrtBissonnrt
和和WilcrestWilcrest 街有賽車街有賽車，，這是犯罪行為這是犯罪行為，，賽車手可以被捕送進監獄賽車手可以被捕送進監獄
，，汽車被沒收汽車被沒收。。
••敞蓬車貨車周末在路上飛馳而過敞蓬車貨車周末在路上飛馳而過，，還帶槍掃射還帶槍掃射。。如何處理可否如何處理可否

向警方捐款向警方捐款？？
答答：：敞蓬車貨車有危險敞蓬車貨車有危險，，警察通行證也沒有用警察通行證也沒有用。。週末路上有週末路上有

危險的司機危險的司機，，休士頓警察局休士頓警察局、、哈里斯縣和警察正在監視他們哈里斯縣和警察正在監視他們，，並並
將逮捕這些瘋狂的人將逮捕這些瘋狂的人。。請報告槍手事件請報告槍手事件，，報告地址和時間報告地址和時間；；警方警方
需要更多支持和資金需要更多支持和資金，，感謝大家的幫助和支持感謝大家的幫助和支持。。
••有關有關RichmondRichmond 地方的撲克俱樂部地方的撲克俱樂部，，是否合法是否合法？？至於無家可歸至於無家可歸
者及其住所問題者及其住所問題？？

答答：： RichmondRichmond有一些撲克俱樂部有一些撲克俱樂部，，警方會確保他們是合法警方會確保他們是合法
的的。。警方關注在警方關注在RogerdaleRogerdale和和RichmondRichmond郵局附近有賣淫俱樂郊郵局附近有賣淫俱樂郊
。。警方也關注無家可歸者及其住所問題警方也關注無家可歸者及其住所問題。。
••有關公交車上的垃圾桶有關公交車上的垃圾桶，，街頭遊民服務街頭遊民服務，，及及GessnerGessner 街地區街地區
的各種危險犯罪的各種危險犯罪？？

答答：：應建立公交車上的垃圾桶應建立公交車上的垃圾桶，，交通中的處理程序交通中的處理程序。。街頭街頭
遊民去服務提供者遊民去服務提供者、、項目項目、、心理健康心理健康、、庇庇
護所護所，，最終需要更好的教育最終需要更好的教育。。公寓區域內公寓區域內
的巡邏隊的巡邏隊：：有關有關GessnerGessner街地區有各種危街地區有各種危
險犯罪險犯罪，，下午下午66點後不能去那裡點後不能去那裡。。所有的公所有的公
寓居民都需要把門鎖好寓居民都需要把門鎖好，，警察巡邏隊會去警察巡邏隊會去
那裡巡查那裡巡查，，房東也需要一個協會來幫助處房東也需要一個協會來幫助處
理理。。
••有關休士頓警察局面臨招募更多警察與有關休士頓警察局面臨招募更多警察與
政府削減警察的資金問題政府削減警察的資金問題、、維持警力維持警力？？
答答：：休士頓目前沒有問題休士頓目前沒有問題！！休士頓必須維休士頓必須維

持警察學院持警察學院，，今年有六個班今年有六個班。。RanchesterRanchester
和和BellaireBellaire街道交叉口的街道交叉口的HoustonHouston 警察局警察局，，
每週工作每週工作66天天，，工作時間很長工作時間很長，，派出所空調派出所空調
有問題有問題，，休士頓警方保護該廣場休士頓警方保護該廣場（（頂好廣頂好廣
場場））的的2626家商店家商店，，需要更多支持需要更多支持。。
••警方對青年有何服務及協助計劃警方對青年有何服務及協助計劃？？ 有關有關
處理固體垃圾及維護社區清潔問題處理固體垃圾及維護社區清潔問題？？
答答：：休頓警方正在努力開展青年項目休頓警方正在努力開展青年項目，，即即

使冠狀病毒疫情暫停了一段時間使冠狀病毒疫情暫停了一段時間，，警方仍警方仍
在前任政府的支持下開展工作在前任政府的支持下開展工作。。警方強調警方強調
青年計劃的公園和娛樂場所青年計劃的公園和娛樂場所，，在在FF區舉辦青區舉辦青

年大會年大會。。警方也警方也
在處理固體垃圾在處理固體垃圾
問題問題，，盡量確保盡量確保
公共區域和住宅公共區域和住宅
區清潔及固體垃區清潔及固體垃
圾的清潔圾的清潔。。
••有關國內和國有關國內和國
際恐怖主義的問際恐怖主義的問
題題，，休士頓警方休士頓警方
有何具體的行動有何具體的行動
？。？。

答答：：休士頓休士頓
警方正在處理國警方正在處理國
內和國際恐怖主內和國際恐怖主
義問題義問題，，如果聽如果聽
到任何相關消息到任何相關消息
，，人們需要報告人們需要報告
或報警或報警，，止贖暫止贖暫
停令已於三月到停令已於三月到
期期，，但休士頓警但休士頓警
察局可以提供幫察局可以提供幫
助助。。

我們將改善社區外觀我們將改善社區外觀，，修剪樹木修剪樹木，，清理該區域並帶走垃圾清理該區域並帶走垃圾。。
歡迎參加本月第四個星期二在歡迎參加本月第四個星期二在：：95119511 Cook Rd. Hunting villageCook Rd. Hunting village
，，舉行的下一次會議舉行的下一次會議。。歡迎註冊歡迎註冊FF區通訊區通訊：：註冊註冊TanglewideTanglewide
Civic Club ,Civic Club , 有關有關88月月1212日的招聘會日的招聘會，，謝謝大家的到來與支持謝謝大家的到來與支持。。
這次在西南區中國城舉行的社區治安大會這次在西南區中國城舉行的社區治安大會，，受到各族裔人士的關受到各族裔人士的關
注注，，出席極為踴躍出席極為踴躍。。尤其華裔人士尤其華裔人士，，更表現極大的關注更表現極大的關注。。本報系本報系
「「美南集團美南集團」」 董事長董事長、、 「「美國德州休士頓國際區美國德州休士頓國際區」」 主席李蔚華先主席李蔚華先
生更一早來到現場生更一早來到現場，，並在現場設置並在現場設置 「「國際區國際區」」 服務攤位服務攤位，，表示支表示支
持持。。而而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羅復文處長羅復文處長，，經文處教育組楊淑雅組長經文處教育組楊淑雅組長，，
「「休士頓西南管理區休士頓西南管理區」」 主席李雄主席李雄，，執行董事李成純如執行董事李成純如，，僑務委員僑務委員
黎淑瑛黎淑瑛、、劉秀美劉秀美，，僑聯總會美南辦事處主任李迎霞及其女婿呂振僑聯總會美南辦事處主任李迎霞及其女婿呂振
偉警官都來到現場偉警官都來到現場，，場面極為熱烈場面極為熱烈。。

（本報訊）僑委會為鼓勵全球僑校學生藉由傳唱華語、閩南語及客語等歌
曲，強化華語文學習動機、認識及體驗臺灣流行音樂文化，特別舉辦 「全球僑
校學生暨僑生華語歌唱大賽」 ，透過手機APP系統就可參加初賽及地區複賽，
不受疫情影響。競賽全程採線上方式辦理，總決賽將以參賽影片評審，並進行
網路直播，向全球觀眾展現才華。僑委會歡迎喜歡唱歌的同學一起來學華語、
唱好歌。

僑委會歡迎美南地區年滿12歲至24歲青(少)年學生報名參加，請向所就讀
中文學校申請參賽識別碼，上網註冊報名並下載App 「美華卡拉吧」 後登入，
演唱歌曲上傳即可進行評分。海外線上初賽，即日起至8月4日，本階段將由比
賽系統標準評分，入圍名單由僑委會於8月7日前在活動網頁公布。

總決賽第一名可獲得3,600美元，除了華語獎前三名及三名優選之外，特別
增設 「最佳閩南語歌曲表演」 獎及 「最佳客語歌曲表演」 獎，鼓勵同學演唱閩
南語及客語歌曲，認識臺灣優美的本土語言。詳細參賽辦法及規則說明請登入
活動官網（https://www.singhuayu.tw）查詢，也歡迎電洽休士頓華僑文教服務
中心(電話:713-789-4995#106李小姐)。

比賽流程教學影片及APP下載：https://www.singhuayu.tw/process

休士頓休士頓AliefAlief 區市議員區市議員 Tiffany D. ThomasTiffany D. Thomas
（（左左 ））擔任大會主持人擔任大會主持人。。休士頓警察局長休士頓警察局長
費納費納（（右右 ））當場回答觀眾提問當場回答觀眾提問。（。（記者秦記者秦
鴻鈞攝鴻鈞攝 ））

圖為圖為 「「美南集團美南集團」」 董事長董事長、、 「「休士頓國際區休士頓國際區
」」 主席李蔚華先生主席李蔚華先生（（左左 ））特別趕來參加盛特別趕來參加盛
會會，，與費納警察局長與費納警察局長（（右右 ））相見歡相見歡。。

出席大會的華人代表與休士頓警察局長出席大會的華人代表與休士頓警察局長 TROYTROY
FINNER (FINNER (右五右五））合影合影。（。（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由李蔚華先生由李蔚華先生（（中中 ））擔任主席的擔任主席的 「「休士頓國際休士頓國際
區區」」 也派員在現場設置服務攤位也派員在現場設置服務攤位，，以示支持以示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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