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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議會 政治混戰
五十一位德州眾議員週一搭乘包
機從德州首府奧斯丁飛往首都華盛頓
，主要是對抗共和黨要强行通過的最
新投票案。
在州議會中佔有六十七席的民主
黨，希望他們的缺席無法在議會中達
到三分之二的出席人數， 而使法案無
法進行表決。
州長艾伯特已經下令要把他們逮
捕強制回到議會， 並且堅持如果大會
流會， 他將繼續再度召集臨時議會來
討論和通過新的投票法案，民主黨人
在基於少數而無法反制之情形下， 只
有逃離議會，使議程無法進行， 他們
堅定認為， 這項法案如果通過， 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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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嚴重影響到人民行使投票權之權利
。
這場政治大戱正代表了民主共和
兩黨之對立日愈加深。
德州向來都是共和黨之天下 ，美
國參議員代表 、州議會、 州長都是
共和黨籍 ，上次總統大選因疫情關系
， 大大放寬了投票方式， 以致使民
主黨投票數激增， 幾乎造成翻盤，
德州共和黨豈能再次容忍， 因此在此
次參眾議院之特別會期中一定要嚴密
把關， 來重挫民主黨之锐氣。

Texas Democrats Fight
Against Election Law Reform
A charter plane with a load of
Texas Democratic house
members took off from Austin
and landed in the nation’s
capital. They are attempting to
fight against the passage of one
of the nation’s most stringent
voting laws.

幾內亞共和國駐休斯敦名譽總領事

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What the Democrats did by
leaving the state was to rob
Republicans in the Texas
legislature of a quorum.
Republicans pledged to do
everything they could to find a
legislative workaround for the
lack of quorum, but if the
Democratic members stay in
Washington DC, then the clock
will run out for this special
session. This means the
Democrats will have about a
month away at home. If they

return to Texas, the governor
could have them arrested. But in
reality, the governor could call for
another special session after this
special session, all the way up
until the election next year.

The Bill 7 which could make
mail-in voting more difficult and
ban drive-thru voting was
introduced during the pandemic
in Houston which is a Democratic
stronghold.

Texas Democrats knew that
when they took the flight to DC, it
was all really about drawing
national attention to the voting bill.

Today we are facing a big
challenge in
Texas politics.
Many Democrats
live in the big
cities such as
Houston and
San Antonio.
Now we are
having more and
more minorities
move into the
smaller areas of
the state. The
minorities now
are becoming

Chris Turner, Chairman of the
Texas House Democratic
Caucus, told reporters that we
need the Congress to pass
federal voting rights legislation to
save our democracy because
these Republican attacks will
continue to occur over and over
again in Texas and across the
country.

the majority. Now the whole state
is turning to blue and later will
control most of the elected
officials.
We all hope that both parties will
compromise and let the political
turmoil come to an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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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著華觀點︰非美國-企圖限制投票,共和黨背離民意
針對共和黨準備在全美各執政州推出限縮
人民投票的法案, 拜登總統在賓州費城以罕見
嚴厲的口吻批評共和黨只顧黨利,不知羞恥, 拜
登直言道: 保護投票權是時代對美國緊迫的考
驗, 共和黨限制人民投票是”非美國、非民主
” 的!
大哉斯言，拜登總算說出大多數美國人民
的心聲, 自從上任後, 他試圖做一位全民總統
以拋棄政黨紛爭，對川普的挑釁言論, 從未反
駁, 但眼看川普咄咄逼人, 拜登終於正面回擊,
拜登說:”輸了大選就必須接受結果, 而不是無
賴指控選舉舞弊!”
是的, 就是因為川普一再把大選失敗歸咎
於選舉舞弊，所以才興風作浪, 鼓動共和黨執
政州修改選舉法, 今年三月共和黨掌控的喬治
亞州在通過新的《SB202 投票權法案》時,州
長坎普大言不慚的說, 此法通過後, 再也不會發
生像去年總統大選的舞弊。坎普真是太健忘了
, 竟忘記去年大選後, 該州的選務單位曾三次重
新計票都沒有發現舞弊, 而且他親自向川普證
實，事後川普還膽大包天要求他們竄改結果以

扭轉選情, 如今坎普竟睜眼說瞎話, 真是太扯了
!
現在共和黨執政的州都是以”防止去年總
統大選舞弊再發生”為由進行修改選舉法, 除
賓州外,已有 17 個共和黨州長簽署了新的限制
投票權法律，他們限制的規定包括取消或嚴格
規定郵寄投票的時間、 地點與條件, 加強選民
身份識別，大量減少投票地點………各種千奇
百怪的限制無非是增加非裔和有色人種的投票
難度, 讓他們知難而退。 眾所皆知這些選民絕
大部分是支持民主黨的, 共和黨不從福利政策
來爭取他們支持,卻想想方設法阻止他們去投
票支持民主黨, 真是荒唐!
日前德州民主黨議員為避免共和黨強行通
過荒誕不經的法案,集體包機逃離德州躲在華
府, 共和黨籍州長艾伯特說準備在他們返回後
予以逮捕, 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現在美式民主面臨嚴峻考驗, 兩黨惡鬥已
從國會山莊延伸到各州市議會,美國已沒有資
格 去批評別的國家不民主, 以當前情勢發展下
去，美式民主終將奄奄一息。

關係正常化1年後 阿聯在以色列開設大使館
詹氏： 日要與英聯手 打造6代戰機引擎
英國官員已證實，日本和英國政府正在討論
，可能聯手研製驅動日方下一代 F-X 戰機的航空
發動機技術。
據 《 詹 氏 防 務 周 刊 》 （Janes Defence
Weekly）13 日報導，要是計畫真的實現，將由雙
方頂尖的航空推進巨擘 IHI 公司（IHI Corporation
，前稱石川島播磨重工業），以及勞斯萊斯
（Rolls -Royce）帶頭合作。
英國國防部發言人說，與日本的提案和英國
政府的 「未來空戰系統」 （FCAS）專案有關，而
在這專案裡， 「暴風」 （Tempest）是關鍵要角
。事實上，英方在 2020 年末時，就和義大利和瑞
典簽訂 3 方諒解備忘錄，同意研製 「未來空戰系
統」 。 「和國際盟友合作是 『未來空戰系統』 戰
略的核心，這將使我們在本世紀剩下的時間裡，

免受與日俱增的威脅，」 英國國防部發言人說，
「除了跟瑞典和義大利的合作夥伴關係外，我們
也在探索和日本開發子系統的機會。」
勞斯萊斯說，它與 IHI 可能的合作立基於它在
亞洲國家的強大產業關係基礎上。而據朝日新聞
報導，日本政府消息人士透露，早在 6 月 7 大工業
國集團（G7）在英格蘭舉行峰會時，日本首相菅
義偉就和英國首相強森（Boris Johnson）在會外
會中討論過相關議題。他們說，日本自衛省官員
6 月底訪英，和英國國防部官員會談，以敲定細
節。不過，由於戰機的組裝主要由日美共同進行
，日本和英國是否能順利合作，仍有待觀察。而
這雙向合作目的不僅在於降低成本，也在於拓展
相關裝備出口的機會。

繼去年美國促成以色列與阿拉伯聯合大公
國等多國關係正常化後，阿聯今天成為第一個
在以色列開設大使館的波斯灣國家。
路透社報導，在美國前總統川普斡旋與力
促下，去年蘇丹、摩洛哥、阿聯、巴林等伊斯
蘭國家紛紛與以國簽署 「亞伯拉罕協議」
（Abraham Accords），展開關係正常化。
上月以國在阿布達比開設臨時大使館，並
在杜拜設立領事館。阿聯新設的駐以色列大使
館 則 位 於 特 拉 維 夫 證 券 交 易 所 （Tel Aviv
Stock Exchange）大樓。
史上首位阿聯駐以大使哈
賈（Al Khaja）在使館外升起國
旗後表示， 「兩國自關係正常
化以來…已首度出現貿易和投
資機會相關討論。我們簽訂了
經濟、航空、科技和文化等領
域的重大協定」 。
以 國 總 統 赫 佐 格 （Isaac
Herzog）也親自出席了阿聯使
館開幕儀式。他形容，使館的
設立是 「邁向中東地區未來和

平、繁榮與安全的重要里程碑」 。他說： 「阿
聯國旗驕傲地飄揚在特拉維夫，這在一年前似
乎還是個遙不可及的夢想」 。
以國外交部長拉皮德（Yair Lapid）表示
，自雙方關係正常化以來，雙邊貿易額已超過
6 億 7500 萬美元，且還會繼續成長。
這個區域和解的發展遭到巴勒斯坦人批評
，巴人希望優先處理他們在擺脫以色列佔領下
建國的訴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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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險及不道德的實驗！
122 名專家批英國“解封”計劃

英格蘭地區室內室外的聚會人數限製取
消；酒吧重新開放；強製保持一米社交
距離的規定被取消；不強製戴口罩，在
家工作的規定取消等。政府將在一周後
評估這些措施，最終決定是否從本月 19
日開始實施。
對此，包括英國醫學協會理事會主
席納格保爾、英國政府緊急情況科學咨
詢小組(SAGE)負責人，以及牛津大學和
倫敦大學學院的科學家等，多達 122 名
科學家和醫療專家聯署公開信，批評解

希臘國家公共衛生組織宣布，過去 24
當地時間 8
小時希臘新增 1997 例新冠肺炎患者，累計 日，希臘總理米
確診增至 435018 例；新增死亡 12 例，累計 佐塔基斯發表講
死亡 12785 例。
話，稱希臘經濟
經受住了新冠疫
當局建議度假返程前進行病毒自測
情的沖擊，且已
當地時間 8 日，希臘公民保護部副部 經進入復蘇狀態
長哈達利亞斯表示，他強烈建議旅客前往 。
島嶼或跨大陸旅行的遊客，在返程前進行
米佐塔基斯
新冠病毒自我檢測。
對希臘經濟的未
根據目前的防疫規定，乘坐飛機、輪 來 表 示 樂 觀 ，
船往返希臘大陸和島嶼的旅客，都必須出 他強調，希臘政
示疫苗接種證明、72 小時內核酸檢測陰性 府在減輕賦稅、
證明、48 小時內快速檢測陰性證明中的任 減少保險費、推動數字化進程等方面會繼
何一種。
續努力，同時確保邊防更加安全，吸引更
此外，12 至 18 歲的未成年人可以提供 多投資者前來投資。
24 小時內病毒自測陰性證明；12 歲以下則
無需出示任何證明。
體育場館即將重開
由於希臘最近幾天出現病例激增的
當地時間 8 日，希臘體育部表示，已
情況，政府專家還建議加強對旅客及渡 經接種新冠疫苗的成年人將能很快重返體
輪公司、航空公司未接種疫苗雇員的病 育場館觀看比賽。同時，體育場館內容納
毒檢測。
的未接種疫苗的青少年比例不能超過 5%，
並且所有人都必須佩戴口罩。
總理：希臘經濟已開始復蘇
此前，希臘衛生部全國衛生委員會已經

新西蘭監獄腐敗案調查進入尾聲
綜合報導 目前，警方正在對新西蘭林姆塔卡監獄(Rimutaka Prison)
展開腐敗案調查，被調查人員多達十幾人，包括至少一名高級經理。
據媒體了解，被調查人員中，一些人的手機已被沒收並進行分析，
探員們還仔細分析了他們的銀行賬戶是否存在違規行為。
這項調查的代號為“波西亞行動”(Operation Portia)，開始於一年前
。此前，一名監獄囚犯被指用手機遙控指揮，將冰毒走私到新西蘭，而
背後很可能有內部人員參與。調查人員認為，有獄警被收買後，允許囚
犯將手機、毒品和煙草在內的違禁品帶入監獄。
“波西亞行動”由警方有組織犯罪調查組展開，目前沒有披露調查
進展。“調查正在進行中，現階段沒有更新。”警方督察在 7 日的一份
聲明中說。
不過，據信調查已接近尾聲，即將進入起訴階段。在某人因腐敗罪
被起訴之前，官方需要獲得總檢察長的批準。媒體了解到，多達 12 名監
獄工作人員遭到調查。
媒體獲得了監獄負責人上月發給員工的一封郵件，稱警方的調查即
將進入決定性階段。“對我們許多人來說，這是一段艱難的時期。”
郵件中寫道，“這並不容易，但我們會以更強大的方式站出來。”
懲教署在 8 日的一份聲明中稱，自去年 7 月 1 日以來，已有 4 名監獄
工作人員已被停職。目前 2 名被停職工作人員已返回工作崗位，還有一
人辭職，另一人被解雇。

批準了這項決定，該委員會建議成年觀眾
在購買電子門票時必須出示疫苗接種證明
，而未成年人則必須出示核酸檢測或快速
檢測陰性結果證明。
對於沒有電子票務系統的場館，觀眾
需要在入口處出示相關證明。
據 介 紹 ， 露 天 場 館 最 多 可 容 納 80%
的客容量(或最多 25000 人)，而封閉場館
內的最大客容量為 60%(或最多 3000 人)。
希臘政府將在未來幾天宣布新措施的生
效時間。

維珍銀河完成首次滿員太空試飛
公司創始人布蘭森隨行
綜合報導 英國維珍銀河公
司的“團結”號太空船當地時
間 11 日在美國新墨西哥州完成
首次滿員太空試飛，公司創始
人理查德· 布蘭森隨行。
《紐約時報》報道稱，當
地時間 11 日上午 8 時 40 分左右
，維珍銀河公司一架運輸機載

著“團結”號太空船從位於美國
新墨西哥州的航天發射場起飛。
在 距 地 面 約 15 公 裏 的 高 空 ，
“團結”號被運輸機“釋放”。
“團結”號隨後啟動火箭發動
機加速，繼續向太空飛行。在火
箭發動機關閉後，“團結”號繼
續滑行至86公裏的高空。飛船後
排4人解開扣帶，懸浮了4分
鐘左右，又重 新 回 到 座 位
上 。 此 後 ， “團結”號太
空船滑翔下降，並降落在發
射場的跑道上。
路透社報道稱，維珍
銀河公司創始人布蘭森是

該公司參與此次飛行的 6 名員
工之一。這次飛行也讓布蘭森
成為第一個在自己的太空船上
起飛的人。維珍銀河公司此前
進行了 3 次太空試飛，但每次
都只有 2 到 3 人登機。
在商業太空旅遊領域，美國
富豪傑夫· 貝索斯旗下太空公司藍
色起源以及埃隆· 馬斯克旗下太空
探索技術公司SpaceX都是維珍銀
河公司的競爭對手。在貝索斯宣
布計劃於7月20日飛行之後，布
蘭森將自己的飛行計劃提前到7月
11日。不過，布蘭森堅稱他和貝
佐斯是友好的競爭對手，並沒有

進行個人競賽。
貝索斯在社交網絡平臺對
此次試飛的成功表示祝賀，並
表示“迫不及待地想加入這個
俱樂部”。馬斯克則前往新墨
西哥州觀看了試飛過程並對試
飛成功表達了祝賀。
維珍銀河在其官網上稱，
此次試飛的主要目的是對用戶
體驗等方面展開評估。該公司
計劃在 2022 年正式開啟商業太
空旅遊業務，在此之前還將進
行兩次試飛。維珍銀河最初公
布的票價為每人 25 萬美元，目
前已吸引 600 多人預訂。

真耶穌教會
True Jesus Church

335 Avenue E,Stafford,
TX 77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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獄警被收買允許囚犯販毒？

非常危險的時刻。”
倫敦帝國學院流行病學家科裏認
為，目前宣稱可與病毒共存為時尚早，
延遲解除限製可讓當局有更多時間遏止
病毒傳播，包括可為民眾接種加強劑疫
苗，以及為兒童打針。
當地時間 7 月 7 日，世衛組織舉行新
冠肺炎例行發布會，世衛組織衛生緊急
項目負責人邁克爾· 瑞安表示，各國現在
應格外小心，雖然很多國家的住院人數
和新增死亡病例數開始減少，但上周全
球多個區域的新增病例數量都出現增長
。以歐洲區域為例，新增病例數量增加
了 33%。
瑞安強調，現在的疫情曲線並不平
緩，而是處於增長狀態，不能錯誤地假
定病毒傳播不會再增加。瑞安呼籲各國
政府，要守住已取得的抗疫成果，謹慎
開放社會。

希臘總理稱該國經濟開始復蘇
體育場館即將重開

2021 年法蘭克福書展
將按原計劃實體舉辦
綜合報導 記者從法蘭克福書展方面了解到，在去年因新冠疫情
取消線下實體書展後，今年的法蘭克福書展將按照原計劃以實體方
式舉辦。
法蘭克福國際書展是全球規模最大的圖書業展會。書展主辦方表示
，在疫情還未完全退去的現在，做出這一決定並不容易。“但經歷了各
大書展紛紛轉為線上舉辦的無奈困境，出版業同行極其渴望面對面的交
流和展館內外偶然的邂逅。”
據介紹，書展將以實體參展為主，線上產品為輔。不僅將在展館進
行實體展示，在法蘭克福市內舉辦各種活動，還將在 2020 年線上書展的
基礎上優化數字方案，將線上產品作為線下活動的有益補充。
其中，今年報名參加實體書展的參展商數字現已超出書展方面
預期。已有 60 個國家和地區以聯合展臺的形式報名參展。除法國、意
大利、西班牙、荷蘭、斯堪的納維亞、中歐和東歐等歐洲圖書市場的大
力參與，北美、拉美、亞洲地區也都設有國家展臺。與往年一樣，少兒
、教育、藝術、宗教、科技出版均各有專門的展示領域，3.0 館的少兒展
區依然還是一位難求。
加拿大今年仍將繼續擔任法蘭克福書展主賓國。書展“論壇館”的
二樓將會為加拿大作家、插畫家和藝術家提供舞臺，集中呈現加拿大文
化的“單一多元性”。加拿大的英語和法語出版社也將聯合參展。
書展主辦方強調，其將與法蘭克福市衛生部門以及展館方一起製定
出安全穩妥的防疫措施。實名製購票、嚴格的入館檢查(需持有疫苗註射
證明或陰性檢測結果)、擴大展臺及通道間距、視頻監控以隨時調整和控
製人流等措施，都是為了保證參展商和觀展人的衛生安全。

冠狀病毒研究員斯特蘭稱，許多科學界
人士均敦促英國新任衛生大臣賈維德在
評估解封時，需考慮長期新冠病毒的問
題。
瑪麗女王大學的高級講師、流行病
學家古爾達薩尼博士說：“政府是有意
讓孩子們暴露於大規模感染之中，而不
是在學校保護他們或給他們接種疫
苗 。 ” 這是不道德和不可接受的。“我
們的年輕人在過去的一年裏，已經遭受
了這麼多的痛苦，現在他們要承擔這個
危險實驗的後果。”
《柳葉刀》總編輯霍頓支持聯署人士
的見解，指出與英國政府科學家的說法
相反，科學界至今對英國全面解除防疫
措施仍未有共識，不少科學家均反對決
定。“許多科學家十分擔心目前完成疫
苗接種人士的比率未達到理想，以及感
染率正急速上升，我們正處於大流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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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 (281)631-5260
網址: www.tjc.org
電子郵件: Houston@tj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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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英國政府日前公布英格蘭
地區最後階段“解封”計劃詳情，讓經
濟盡快重啟。然而，目前英國新冠單日
確診病例仍然高企，百余科學家和醫療
專家近日在權威醫學期刊《柳葉刀》發
表公開信，批評當局解除所有限製是不
負責任的，猶如進行“危險及不道德的
實驗”。
當地時間 7 月 5 日，英國首相鮑裏
斯· 約翰遜在首相府新聞發布會上，公布
了下一階段的一系列解封措施，包括：

除防疫限製的決定“倉促和不成熟”，
並稱任何能夠容忍高水平感染的策略都
是“不合邏輯的”。
納格保爾表示，英國的確診病例
正在飆升，盡管確診與住院和死亡之
間的關聯已減弱，但並未切斷，目前
因感染新冠病毒需住院和使用呼吸機
的患者，較上月同期增加一倍。他同
時提到，約 1/10 患者出現“長新冠”後
遺癥，多達 200 萬人在 3 個多月後仍感
到不適，政府卻刻意淡化“長新冠”
的嚴重性。
“我們知道口罩能有效阻止傳播，
所以從 7 月 19 日起，政府就取消在公共
交通等室內公共場所強製佩戴口罩，是
荒謬和危險的。”
多名聯署專家均非常憂慮“長新
冠”的問題，指出其影響可持續數月甚
至數年。埃克塞特大學高級臨床講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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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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元鐘保險
已發表19萬字保險專欄，
www.johnleeins.com 歡迎索取
我們擁有最多美國政府認證的
各項保險專業證照、得獎無數
美國保險碩士、台灣淡江保險學士

美國及台灣前十大保險公司理賠專員
汽車、房屋、商業、人壽、醫療、老人保險
7001 Corporate Dr. #201. Houston, TX 77036（華埠大廈）
電話: (832) 500-3228請找謝經理
I01-John Lee李元鐘保險2567B_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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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撤軍阿富汗 前總統小布希批一大錯誤

美國前總統小布希（George W. Bush）
今天批評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部隊自
阿富汗撤軍，留下當地平民遭激進組織塔利
班（Taliban） 「屠殺」 ，令人傷心。
小布希（George W. Bush）告訴德國之
聲（Deutsche Welle）： 「阿富汗的婦女將
蒙受說不出口的傷害。這是一大錯誤...徒留
他們給那些殘暴的人屠殺，這讓我傷心。」
法新社報導，小布希表示，他相信德國
總 理 梅 克 爾 （Angela Merkel） 也 有 同 感 。
2001 年 9 月 11 日，美國紐約世界貿易中心遭
恐怖攻擊後，時任總統的小布希派兵前往阿
富汗。
執政長達 16 年的梅克爾今年稍後將卸任
，退出政壇。小布希說，梅克爾帶來 「位居

要職的格調和尊嚴，並做出艱難的決定」 。
美國和北約部隊 5 月初展開阿富汗撤軍
，預計 9 月 11 日前完成撤離，距離他們來到
這個遭戰火蹂躪國家約莫 20 年。
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4 月詳述這
項最終撤軍行動時，原本還有 2500 名美軍和
7500 名北約部隊駐在阿富汗，但如今多已經
撤離，留下阿富汗政府軍對抗有恃無恐、似
乎一心想取得軍事勝利的塔利班。
聯合國 11 日表示，阿富汗境內衝突攀升
，各地遭受更多苦難，同時呼籲繼續提供阿
富汗金援。
拜登則是表示，現在是美國停止捲入這
場戰爭，讓阿富汗決定他們自身前途的時候
。

畢業旅行！梅克爾明與拜登會談但雙方歧見難解

可口可樂宣布新政策 粉絲崩潰喊拒買
即將在 9 月大選後卸任的德國總理梅克
爾，15 日將在白宮會見美國總統拜登。這可
能是她任內最後一次訪美。儘管美德關係已
不似前朝川普總統時期緊繃，不過專家認為
，雙方在北溪 2 號天然氣管線、鋼鋁關稅、
制衡中國等議題仍存歧見，很難因一次會談
就取得突破。
據外媒報導，本次拜梅會談，將著重雙
方合作以因應共同的挑戰，包括對抗疫情、
氣候變遷、促進經濟繁榮和全球安全等。白
宮新聞秘書莎琪說，會議將聚焦在鐵娘子卸
任後的未來合作。
拜登就任後頻頻對歐盟友釋放修復關係
、鞏固跨大西洋聯盟的意圖，但拜登在諸多
議題仍延續川普政策，令德國為首的歐洲國
家十分失望。
德美最大歧見，就是俄羅斯通往德國的
天然氣管線 「北溪二號」 建設。川普 2019 年
12 月宣布製裁參與該管線的相關企業；拜登
5 月豁免制裁興建管線的德國公司與其俄籍執

行長瓦尼格，但仍堅持反對修建管線的立場
。梅克爾日前坦言，不認為在與拜登討論北
溪二號議題時，能找到消弭爭端的解答。
雙方對中立場也存歧異。梅克爾任內努
力促進歐盟、德國與中國建立更緊密的經濟
關係。去年底達成協議的中歐投資協定，梅
克爾就是主要推手。不過拜登政府認為中國
是地緣政治的最大威脅，號召盟友共組民主
聯盟，聯手抗中。
川普政府 2018 年對歐盟鋼鋁產品加徵關
稅，歐盟以牙還牙，對美部分進口商品祭出
加徵關稅反制。不過拜登上任後，維持對歐
鋼鋁關稅不變。歐盟在拜登上月訪歐前，曾
暫停對美關稅的反制措施，但美方始終未對
歐盟做出承諾。
另一項矛盾，是美國在疫情爆發後，去
年 3 月起對歐盟公民實施入境限制，但迄今
仍未解除。歐盟 6 月已解除美國公民的入境
限制，但拜登政府短期內似乎沒有執行對等
措施的傾向。

美國 「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報導，可
口可樂公司 13 日宣布新政策，將修改可口可樂
ZERO（Coca-Cola Zero Sugar）的配方，使其風
味更接近原版可口可樂。部分該飲料的粉絲在社
交媒體上表示反對，揚言拒買新版可口可樂 ZERO
。
可口可樂宣布，其將修改可口可樂 ZERO 的
配方，使其風味更接近原版可口可樂；包裝也從
原本的上黑下紅配上白字 「Coca-Cola」 和黑字
「Zero Sugar」 ， 改 成 純 紅 底 配 上 黑 字 「Coca-Cola Zero Sugar」 。目前已開始在美國推出，
預計 9 月登陸加拿大。
可口可樂並未具體說明如何調整配方，但強
調新版可口可樂 ZERO 與舊版的營養成分相同。
CNN 記者在實際品嘗後，認為美國的新版可口可
樂 ZERO 味道與舊版相似，但喝起來感覺更甜、

更飽滿。
有網友譏諷可口可樂公司 「永遠不會學乖」
；還有人崩潰稱 「你們對我最喜歡的飲料做了什
麼」 ，並強調在將配方調整回原樣前不會再買第
二罐。但也有部分網友給予好評，稱他原先非常
討厭所有不加糖版本的汽水，但新版可口可樂
ZERO 喝起來 「其實很棒」 。
可口可樂似乎也對新配方十分有信心，稱其
已事先邀請喜歡和不喜歡舊版可口可樂 ZERO 的
消費者進行測試，並獲得不錯的反饋。該公司
2005 年 開 始 銷 售 可 口 可 樂 ZERO （Coca-Cola
Zero），2017 年曾修改配方並更名為 Coca-Cola
Zero Sugar（零糖可口可樂），不過台灣一般仍稱
其為可口可樂 ZERO。 2017 年修改配方時也曾引
發批評，但近年似乎已被消費者接受，該口味銷
量 2020 年增加 4%、2021 年第一季增加 8%。

美國司法部 13 日起訴 4 名伊朗人，指控他們
涉嫌密謀綁架一名批評伊朗政府的紐約記者、作
家兼人權運動人士。據傳綁架的目標是伊朗裔美
國女記者阿林賈德，司法部拒絕置評。
美國司法部公佈的起訴書顯示，4 名伊朗情報
人員計劃強行將一名紐約記者帶到伊朗，謊稱聘
請私家偵探，監視及偷拍目標在布魯克林住宅及
家人，聲稱該記者為了躲債而從杜拜逃至美國。
檢方表示，4 名被告擬乘軍用快艇把人帶往委內瑞
拉，甚至曾賄賂目標在伊朗的親戚沒有成功，他

們另密謀將一名英國人和 3 名加拿大人引誘到伊
朗。第 5 名被告是本月 1 日被捕的加州居民，涉嫌
為綁匪提供經濟援助，違反美國對伊朗的製裁，
被控欺詐、洗錢和違反制裁，已獲保釋。
起訴書未說明綁匪的目標是誰，但 44 歲的阿
林賈德自認她就是目標。美國聯邦調查局早在 8
個月前通知她伊朗人員已非常接近她，特工更多
次試圖威脅及引誘她到土耳其。阿林賈德為美媒
「美國之音」 波斯語頻道 伊朗人權問題，曾發起
反對伊朗婦女強制佩戴面紗運動。

涉密謀綁架美記者美司法部起訴4伊朗人

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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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江西、陝西和福建四省多個地方，近來出台了限制未接

：堅持穩字當頭以我為主
(

寧波、麗水兩市和江西撫州、贛州兩市下轄共十個區縣以及陝

接種禁忌者之外，未接種新冠疫苗人員將不得進入相關公共場所，出行也將受到影響。相關政策一
出，引發網友熱議，有網友認為，接種疫苗是目前防疫的有效手段，也是為群體免疫作出一點貢
獻。但也有網友認為，基於自願接種的原則，這樣的措施顯得有點簡單粗暴，沒有完成接種

少3.13萬億元人民幣
鮑 10：不打疫苗還不肯戴口罩到處跑的人都有，確實應該管一下了。
防疫抗疫不能永遠躺在別人的努力上坐享其成，每個人都應該作出必要
● 新增人民幣貸款 12.76 萬億元，
的貢獻。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莉 浙江報道

中國人民銀行日前實施全面降

笑話嗎：如果不接種疫苗，將來是不是有更多的地方不能
● 社會融資規模累計增量為 17.74
去，有更多的限制？如果是這樣，那和強制接種就沒有任何
區別了。
萬億元人民幣，比 2020 年同期

王莉

可能有很多其他原因。

● 6 月 末 廣 義 貨●幣
(M2) 同 比 增 長
衝鋒號角：如果身體沒問題，確實
整
8.6%，比
2020
年同期低
2.5 個
應該盡快接種，這不僅是對自己負責，也
是對親人朋友負責。
百分點
記者
匯報
文
港
香

西韓城市、福建晉江市等發布緊急通知，本月下旬開始，除有

2021 年上半年金融數據
：
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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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聯儲政策轉向對中國貨幣政策影響較小
種新冠疫苗人員出行措施。香港文匯報記者統計，截至 13 日，浙江

文匯要聞

同比多增 6,677億元人民幣

內地多縣市預告：

準，加之美聯儲釋放收緊政策的信

大越楚卿：我覺得政策還是要靈活一點，可以讓未接種疫苗者登記聯繫方
式。
● 新增人民幣存款 14.05 萬億元，

號，外界關注中國貨幣政策是否就此

Mf1226：最好還是接種疫苗為好，畢竟是命。像我們這種過敏體質，想打還
同比少增 5,064億元人民幣
打不了，那是沒辦法。

轉向。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司司長
孫國峰 13 日在國新辦記者會上表示，

為主、穩字當頭，堅持正常貨幣政

● 6 月末普惠小微貸款餘額 17.7 萬
億元人民幣，同比增 31%，比同
期各項貸款增速高 18.7個百分點

策，堅持貨幣政策的自主性。“主要

整理：記者 海巖

下一階段，中國貨幣政策將堅持以我

未接種者公共場所限入

根據國內經濟形勢和物價走勢，把握
好政策力度和節奏，兼顧內外均衡，

李克強：
堅持不搞大水漫灌
疫苗禁忌人員可開具證明

更好支持實體經濟，為經濟高質量發
展營造適宜的貨幣金融環境。”孫國

涉超市醫院學校車站等

峰還認為，美聯儲政策轉向對中國貨

● 央行在國新辦召開記者會解讀上半年
金融統計數據。
金融統計數據
。香港文匯報記者海巖 攝

幣政策影響較小。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

香

港文匯報記者查詢，浙江麗水青田縣
明確要求，自 7 月 21 日起，限制未接
種者出入醫療機構住院部、養老院、學校、
國峰說，去年 2-4 月，由於疫情對內地經
博物館、監所等重點場所，能夠提供禁忌接
濟衝擊較為嚴重，貨幣政策應對力度是比
種證明者除外。此外，還鼓勵通信運營商、
較大的。去年5月以後，貨幣政策力度就逐漸轉
超市等機構推出針對接種者的優惠。
為常態，今年上半年已經基本回到疫情前的常

孫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表示，要統籌今年下半年和明年經濟運行，
着力保持在合理區間，保持宏觀政策連續性
穩定性，堅持不搞大水漫灌，增強前瞻性精
準性，加強區間調控，做好跨周期調節。

部分地方剎停“禁入”
強調未打針需登記

發文地區接種率約三成
相關地方發布的文件強調，接種新冠疫
苗是有效阻斷疫情傳播、構建全民免疫屏障
的重要途徑。文件強調，年滿 18 周歲且無
疫苗禁忌症的人員均須做到“應接盡接”，
並要求各部門單位承擔主體責任，對於未
“應接盡接”的由行業主管部門納入疫情防
控重點監管。對於有接種禁忌確實無法進行
新冠疫苗接種的人員，各地均表示可帶上相

的疫苗接種率並不理想。以贛州為例，截至6
月30日，贛州累計接種新冠疫苗659萬劑次，
其中，308萬人接種了第二針，接種完成率僅
為三分之一。截至6月26日16時，江西全省
累計共1,629.88萬人次接種，佔總人口36%。

生和年滿 18 周歲的高中生應盡快完成兩劑
次接種。浙江寧海縣與青田縣均提出，入境
人員居家健康觀察和日常健康監測期間共同
生活居住人員均須接種疫苗，否則居家審核
不予通過。
根據中國《新冠病毒疫苗接種技術指
南》，通常的疫苗接種禁忌包括：對疫苗苗
種成分過敏或既往發生過疫苗嚴重過敏反
應、患有未控制的癲癇和其他嚴重神經系統
疾病者，正在發熱、患急性病、嚴重慢性病
或處在急性發作期，以及妊娠期婦女。急慢
性疾病發作期結束後，仍可接種。

促假期返鄉學生快打針
通知中也特別強調，假期返鄉學生以及
入境人員要盡快完成疫苗接種。
如江西定南縣要求，全縣所有學校，包
括幼兒園、託幼機構的學生家長要主動配合
教育部門開展調查摸底和宣傳動員，按要求







內地接種疫苗速度




截至 7 月 12日
內地新冠疫苗接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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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封”，健身房、餐廳、影院、學校操場、動物園等可
有條件恢復開放。
台當局“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當天公布，新增 29 例
新冠確診病例，其中 28 例為本地病例；另新增 6 例死亡
病例。6 月底以來，台灣單日確診病例有所緩和，但疫情
仍在持續，業者及百姓期待經濟復甦。有媒體發文稱，
當局為讓奄奄一息的餐飲、服務業者稍喘口氣，訂定部
分行業“微解封”。

新措矛盾錯亂 未解禁業者憂心

中時新聞網、ETtoday 新聞雲報道，措施實行首日，
絕大多數民眾處於觀望狀態，已開放運營場地也大多空
空如也。實際上，“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當前並未降低
警戒等級，“微解封”效力堪憂。新詞攪動島內輿論，
《聯合報》文章指，民眾看不懂當局政策矛盾、邏輯錯
亂的舉措，各縣市也紛紛作出“逆”表態。半鬆綁的業
者憂喜參半，未解禁的業者失望憂心。
據介紹，目前全台各地管制標準並不統一，如餐飲場
所允許開放堂食，但除澎湖縣外的各縣市並未跟進鬆綁政
策；新北市要求電影院維持停業；台北市要求學校操場、動
物園不開放；基隆市也持續關閉校園操場等。

各地執行不一



台灣 微解封

行，應當客觀看待。一方面，這是在去年低基
數基礎上的高讀數；另一方面，歷史上PPI指標
本身波動就相對較大，在數月內階段性的下探
着眼長遠 做好跨周期調節
或者衝高的現象也並不少見。對PPI的觀察應該
香港文匯報訊 由於疫苗與出入公共場所掛鈎的政策在內地網絡
態，在全球宏觀政策中保持領先態勢。
連續三年，當前中國PPI走高是階段性的，今年
據中新社報道，李克強在周一召開的經濟
聯查健康碼及接種記錄
平台引發較大爭議，有縣市在政策推出後不久，就調整了文件內容。
二三季度可能維持相對高位，隨着基數效應逐
形勢專家和企業家座談會上的講話指出，今年
據央視網的報道，浙江寧波寧海縣委外宣中心工作人員對央視網記
撫州崇仁縣措施則暫未明示，提示不接
降準更好支持實體經濟
步消退和全球供給恢復帶來的輸入性影響減
以來經濟運行穩中加固，符合預期，就業前景
者表示，目前執行的文件以“寧海發布”微信公眾號7月12日發布的文
種疫苗可能會給生活帶來不便，並未明確具
“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背景下，各個經濟
弱，PPI有望在今年4季度和明年趨於回落。
件為準。新文件刪除了“原則上不允許未接種新冠疫苗人員（禁忌症者
向好，但國內外形勢依然錯綜複雜。李克強表
體有哪些“不便”。崇仁疫情防控指揮部表
除外）進入……重點場所”的表述，僅要求在人員密集場所實行健康碼
體之間的經濟和金融相互影響，但由於疫情防
人行新聞發言人、調查統計司司長阮健弘
示，要立足當前，着眼長遠，做好跨周期調
示，會在公共場所同時查看健康碼和接種記
和新冠疫苗接種後金邊標識碼“二碼聯查”。該工作人員表示，對未接
控和經濟恢復存在時間差，因此美國貨幣政策
在會上表示，上半年金融總量適度增長，流動
節，應對好可能發生的周期性風險。確保完成
錄。寧海防控辦表示，未接種者信息將匯總
種人群，只動員其進行接種，並不要求重點場所實施禁入。
和備案，由屬地或行業主管部門納入防疫重點
中國貨幣政策有不同的操作也是很正常
性合理充裕，6 月末社融餘額增速
11%與上月末
全年主要目標任務，推動經濟行穩致遠。
浙江麗水市蓮都區行政服務審批中心工作人員在接受央視網記者採
的。”孫國峰指出，當前中國經濟穩中向好，
基本持平，與名義增長的增速基本匹配，總體
他並表示，近期實行的降準措施，要注
監管。
訪時說，目前進入該中心僅需進行登記，不會禁止未接種新冠疫苗的
此次降準主要是為了優化金融機構的資金結
看，金融對實體經濟的資金支持與經濟發展相
重支持中小微企業、勞動密集型行業，幫助
香港文匯報記者查看了多地發布的通知
● 多地將限制未接種新冠疫苗人員進入超
人員進入。蓮都區新冠疫苗方艙接種點的工作人員表示，開具《新冠
內容，均顯示基本要求從 7 月中旬起，超
構、提升金融服務能力、更好支持實體經濟。
適應。上半年小微企業新發貸款合同利率
緩解融資難題。優化營商環境，讓中小微企
市、車站等公共場所
車站等公共場所。
。圖為廣州南站旅客
疫苗接種禁忌證明》需要攜帶本人身份證、病歷或醫院證明。他透
PPI有望下季和明年趨降
市、醫院、學校、車站、藥店等重點公共場
“降準是貨幣政策回歸常態後的常規流動性操
5.18%，分別比上年同期和 2019 年同期低 0.3 個
業在公平競爭中有更多選擇和成長空間；用
在進站時出示“
在進站時出示
“健康碼
健康碼”。
”。
資料圖片
露，目前在接種點開具證明的人“很多”。
所，將啟動“二碼聯查”，並對未接種人員
作，穩健貨幣政策取向沒有發生改變。”
對於近期 PPI（工業品價格指數）上漲較
和1.06個百分點，製造業貸款合同利率4.13%，
好國際國內兩個市場、兩種資源，促進外貿
信息進行登記，動員及時完成接種。“二碼
快，孫國峰說這既有去年同期疫情衝擊導致 PPI
比上年同期低 0.25 個百分點。6 月末普惠小微貸
穩定增長。
金融市場保持平穩運行
關材料，前往指定地點開具禁忌接種證明。
及時完成新冠病毒疫苗接種，以備
9 月份秋
聯查”是指在原先進入公共場所需查驗健康
負增長形成的低基數因素，也有國際大宗商品
款餘額 17.7 萬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
31%，比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台當局稱新冠疫情趨
緩，已實施近兩個月的三級防疫警戒自 13 日起實施“微
內地媒體查詢發現，部分發文地區目前
季開學時查驗。暑期返鄉未接種的在校大學
碼的基礎上，再增加查驗新冠病毒疫苗接種
對於近期市場上關於美聯儲貨幣政策收緊
價格上漲輸入性影響。對於年內 PPI 階段性上
同期各項貸款增速高18.7個百分點。
記錄。目前，內地省份的健康碼，均設置有
完成注射後變色提示的功能。

的討論，孫國峰指出，從中國金融市場來看，
中國的十年期國債利率目前在 3%左右，比前期
有所下降，人民幣匯率雙向波動，金融市場保持
平穩運行，經濟也保持穩中向好的態勢，因此關
於美聯儲貨幣政策轉向的討論對中國貨幣政策、
金融市場的影響是比較小的。“下一步，人民銀
行將以我為主開展國際宏觀政策協調，共同發出
正面聲音，促進全球經濟穩定恢復。”
具體分析下一步貨幣政策，他指出，總量
上，保持貨幣供應量和社會融資規模同名義經
濟增速基本匹配；結構上，支持中小企業綠色
發展、科技創新；價格上，鞏固貸款實際利率
下降成果，促進社會綜合融資成本穩中有降。

推給縣市決定 擺明甩鍋之舉

規定本身還存在自相矛盾之處。台灣《經濟日報》有
評論舉例，互不認識的9人可以搭同一輛車出遊，但5個人
不能在家吃火鍋、打麻將；安親班（小學一至四年級）不能
開，健身房卻可開放、僅是器材不能混用。
這篇文章質疑，若像當局所稱疫情緩和，卻遲遲不
宣布解禁，而是推給各縣市政府自行決定，擺明是要各
縣市自己扛責任的甩鍋之舉。
台灣政治大學經濟系教授林祖嘉 13 日在中時新聞網
撰文表示，指揮中心依其一貫做法，自行宣布某一政
策，完全沒有與各縣市溝通；然後，各縣市首長有因地
制宜的考量，出現全面“逆時中（政策與指揮中心負責
人陳時中的指令相悖）”結果並不令人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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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州速览
《关于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意见》 给政策、增供地、引资金，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

促进实现全体人民住有所居
王俊岭

新市民，特别是城市里的年轻人迎来保障性租
赁住房的大利好！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关于加快发展保障
性租赁住房的意见》（以下简称 《意见》），提出要
扩大保障性租赁住房供给，缓解住房租赁市场结构
性供给不足，推动建立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

李晓舒

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
化，促进实现全体人民住有所居。
这一新政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大家普遍认
为，《意见》 牢牢攥住了“增加供应”这个“牛鼻子”，
提出了一系列实实在在的举措，对于改善居住条件、增
加民生福祉有着十分积极的意义。

建设更多保障性租赁住房
住有所居，是提升老百姓获得感的着力点。
在国新办举行的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住房和城乡建
设部副部长倪虹表示，经过多年发展，我国住房保障能力持续
增 强 ， 累 计 建 设 各 类 保 障 性 住 房 和 棚 改 安 置 住 房 8000 多 万 套 ，
帮助 2 亿多困难群众改善了住房条件。同时，随着城镇化进程
的加速和流动人口规模的扩大，进城务工人员、新就业大学生
等新市民、青年人的住房困难问题也比较突出，需加快完善以
公租房、保障性租赁住房和共有产权住房为主体的住房保障
体系。
如何盘活现有建设用地资源？《意见》 给出了一揽子针对性
措施。
在农村集体土地利用上，提出“应支持利用城区、靠近产
业园区或交通便利区域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建设保障性租赁
住房”；在解决“职住分离”问题上，明确“可将产业园区中工
业项目配套建设行政办公及生活服务设施的用地面积占项目总
用地面积的比例上限由 7%提高到 15%，建筑面积占比上限相应
提高，提高部分主要用于建设宿舍型保障性租赁住房”；在提高
城市自身建筑利用率上，允许“闲置和低效利用的商业办公、
旅馆、厂房、仓储、科研教育等非居住存量房屋”改建为保障
性租赁住房。
《意见》 一公布，就获得了广泛的关注与好评。
肖宇在天津津南区上班，平时住在单位的集体宿舍。在他
看来，尽管住集体宿舍能降低很大一部分生活成本，通勤也便
利，但结婚后不可能还这样住。而如果买房的话，经济压力又
有点大。“如果在现有产业园区内建起更多保障性租赁住房，特
别是有家庭公寓的话，就能帮我解决这个难题！”
河南新乡市民朱冬生经常操心在北京工作的女儿住得怎么样。
在他看来，距离市中心工作地点近的地方租金偏贵，此次 《意见》
提出盘活各类非居住存量房屋，可以很大程度上缓解年轻人的工作
和生活压力。“非常希望 这 些 好 政 策 能 够 尽 快 落 地 见 效 ！”朱冬
生说。

加大不超过 70 平方米小户型供应
根 据 《意 见》， 保 障 性 租 赁 住 房 主 要 解 决 符 合 条 件 的 新 市
民、青年人等群体的住房困难问题，以建筑面积不超过 70 平方
米的小户型为主，租金低于同地段同品质市场租赁住房租金。
《意见》 对做好“增量”作出了部署。
一方面，加大供地。《意见》 提出按照职住平衡原则，提高住
宅用地中保障性租赁住房用地供应比例，在编制年度住宅用地供
应计划时，单列租赁住房用地计划、优先安排、应保尽保，主要
安排在产业园区及周边、轨道交通站点附近和城市建设重点片区
等区域，引导产城人融合、人地房联动。
另一方面，予以配套政策支持。《意见》 给出“精简保障性
租 赁 住 房 项 目 审 批 事 项 和 环 节 ”“ 给 予 中 央 补 助 资 金 支 持 ”
“ 对 保 障 性 租 赁 住 房 项 目 免 收 城 市 基 础 设 施 配 套 费 ”“ 执 行 民
用水电气价格”等一系列具体举措。
“ 《意见》 对每一种土地供应保障性住房租赁都给予了相应
的优惠政策支持，这对于符合条件的住户来说是一大利好，有利
于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的建立。”首都经贸大学城市经济与公共
管理学院教授赵秀池说。
贝壳研究院高级分析师黄卉表示，长期以来，我国住房租赁
市场存在两大短板：一是租赁房源存在一定程度的供给结构错
配，小户型、低租金的租赁住房有效供给不足；二是租赁企业发
展不充分，租赁企业规模化、专业化不足，租客品质化的租赁需
求难以得到满足。《意见》 就加快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给出的系列
举措，无疑抓住了问题的关键。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住房保障司司长曹金彪介绍，现在大城市

6 月 1 日，湖南省最大规模公租房——长沙经济技
术开发区英萃园正式交付使用。该项目分两期建设，
总建筑面积约 44 万平方米，由多层集体宿舍、高层公
寓组成，全面建成后能接待 2 万名产业员工入住。
上图：该公租房外景。

右图：该公租房一期项目交付后迎来第一批住户。
李 健摄 （人民视觉）

的住房租赁市场，户型大的房子供大于求，小户型的房子供不应
求。所以政府给出政策支持，推动发展保障性租赁住房，弥补住
房租赁市场缺少小户型、低租金房源的不足。依据此次 《意见》，
今后企事业单位利用自有闲置土地建设保障性租赁住房，需变更
用途，但不补缴土地价款、免收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但一定是
小户型，且不得上市销售或变相销售。

多主体投资 多渠道供给
在上海一家互联网企业工作的陈筱毕业后就一直和朋友合
租。相比于门槛较高的买房，陈筱还是希望租房市场能有更多选
择。“如果价格、位置合适，水电价格便宜的话，我肯定会试一
试！”
曹金彪介绍，《意见》 明确了建设保障性租赁住房的多种方
式，旨在引导多主体有钱出钱、有地出地、有力出力，真正形成
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制度。“政府给予政策支
持，能够降低建设和运营成本，帮助住房租赁企业实现资金平
衡，让企业发展壮大，同时也能提供适应新市民、青年人的保障
性租赁住房供给。”曹金彪说，开发租赁住房肯定不像商品房那
样挣大钱、挣快钱，但是潜力很大、需求很大。相信此次 《意
见》 出台会引得更多房地产开发企业和租赁企业去发展保障性租
赁住房。

事实上，各方已开始积极准备。上海发布政策，允许通过改
建闲置的非居住房屋、收购或代理经租闲置的存量住房筹措房
源；广州计划在“十四五”期间，筹建政策性住房 66 万套，包
括公共租赁住房 3 万套、保障性租赁住房 60 万套和共有产权住
房 3 万套；宁波市今年 6 月发布“非住宅改建租赁住房”的相关
指导意见，鼓励各方增加租赁住房供给……
企业也纷纷加紧布局。“明确提供土地、财政、金融、水电气
价格等多方面的支持政策，能够有效降低保障性租赁住房的投
资、运营成本，解决项目获取困难、土地支付成本高、收益较难
实现平衡等问题，有利于调动企事业单位、租赁企业参与保障性
租赁住房的积极性，形成多主体投资、多渠道供给的局面。”黄
卉说。
企查查数据显示，截至 2021 年 7 月 6 日，全国共注册 223.7 万
家房屋租赁相关企业，其中状态为“在业、存续”的共有 183.4 万
家。2021 年上半年，房屋租赁企业注册量新增约 18 万家，同比增
长 13.2%。2016 年以来，新增的房屋租赁相关企业注册量，更是占
到了全部现存房屋租赁相关企业总数的 72.5%。按省份看，山东、
广东、江苏、河北、河南房屋租赁相关企业较多；按城市看，广
州、上海、天津、郑州、深圳、青岛房屋租赁相关企业数量排名
靠前。
“未来，各地有望立足城市发展现状，从制定建设计划、完
善租赁平台、严格过程监管到实施监测评价，形成贯穿事前、
事中、事后的全链条发展体系。可以预见，今后全国各地保障
性租赁住房供给将更加充分。”黄卉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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祥瑞花園【生活與健康講
祥瑞花園
生活與健康講座
座】系列
系列((二 )
符永豐經理主講《
符永豐經理主講
《半夢半醒之間談失眠 》

講座主辦單位 「德州地產 」 負責人李雄
負責人李雄（
（左立 ），
），潘婉芬
潘婉芬（
（右
立 ）開場時向大家介紹 「祥瑞花園
祥瑞花園」
」 。（
。（記者秦鴻鈞攝
記者秦鴻鈞攝 ）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祥瑞花園
今年新增的【 生活與健康講座 】上周
六（7 月 10 日）下午二時半在（祥瑞花
園一樓會議廳）舉行。由於祥瑞花園【
生活與健康講座 】系列已打晌知名度。
演講開始不久，即全場爆滿，一位難求
。弄得主辦單位不停要另加添座椅, 以
方便不斷湧入的觀眾。還有觀眾看到本
報的報導，遠從西北區 290 驅車趕至現
場，為的是聽到一些平常難得聽到的健
康話題，真的是 「聽君一席話，勝讀十
年書」 。主講人休士頓 「美福藥局」 的
符永豐經理，將大家平常難言的 「失眠
」 的困境與折磨，以科學化的分析，並
提供解決之道，再加上他豐富的醫藥經
驗，使全場觀眾，大有 「聽君一席話，
勝讀十年書」 之感！
符永豐經理首先介紹何謂 「失眠」
？其定義包括：上床超過 30 分鐘後方
可入睡、整夜無法入眠、三更半夜醒來
後無法再次入眠、經常清晨醒來、或睡

眠時間每天少於 6 小時。其實，我們入
睡也是有分 「週期」 的，每晚約 4～5
次，每一週期約 90～100 分鐘。如第一
階段是入睡期，第二階段 「淺睡期」 ，
第三階段 「熟睡，深睡期」 ，第四階段
為 「快速動眼期」 後，接著就 「起床」
了！
符經理也對失眠作一個分類：所謂
「短暫性失眠」 是 經歷到壓力、刺激、
興奮、焦慮、生病、至高海拔的地方、
或者睡眠規律改變時（如時差；輪班工
作等）。而 「長期失眠」 則可維持數月
之久，通常是壓力或創傷事件的結果。
失眠的原因，包括：壓力、旅行或工作
時間表的改變、不良的睡眠習慣、深夜
吃得太多、心理健康障礙、服用多種藥
物、健康狀況、睡眠相關疾病、飲料、
睡眠模式的改變，以及社交活動可能較
少。
而失眠的併發重症包括：工作或在
學校裡表現或開車時反應時間變慢；發

演講開始不久，即全場爆滿
演講開始不久，
即全場爆滿，
，座無虛席
座無虛席。
。
（記者秦鴻鈞攝 ）

當天抽到獎項的幸運兒出列，與主辦人李雄
當天抽到獎項的幸運兒出列，
與主辦人李雄（
（右一
右一）
）及 「美福藥局
美福藥局」
」 代表符永豐經
理（右二
右二），
），Lily(
Lily( 右三 ）合影
合影。（
。（記者秦鴻鈞攝
記者秦鴻鈞攝 ）
生事故的風險增加，例如高血壓和心臟
病。
符經理也提到失眠對人體的影響：
包括心悸、心臟疾病風險；肌肉酸痛、
顫抖、反應變慢；抑制生長激素、體溫
下降、肥胖風險；第 2 類型糖尿病風險
；免疫系統變差；以及認知障、記憶衰
退、及幻覺等等。
至於失眠的診斷，符經理提到符合
下列情況者才可稱之 「失眠」 ：入睡困
難；不能熟睡、睡眠時間減少；早醒、
醒後無法再入睡；頻頻從惡夢中驚醒，
自感整夜都在做惡夢；睡過之後精力沒
有恢復；發病時間可長可短，短者數天
可好轉，長者持續數日難以恢復；容易
被驚醒，有的對聲音敏感，有的對燈光
敏感；很多失眠的人喜歡胡思亂想；長
時間的失眠會導致神經衰弱和抑鬱症，
而神經衰弱患者的病症又會加重失眠。
在治療失眠方面，符經理提出 「心

（右起 ）李如強
李如強、
、 「美福藥局
美福藥局」
」 Lily, 潘婉芬在
演講後主持抽獎。（
演講後主持抽獎
。（記者秦鴻鈞攝
記者秦鴻鈞攝）
）

理治療」 ：通過解釋、指導，了解有關
睡眠的基本知識，減少不必要的預期性
焦慮反應。 「行為治療」 包括：進行放
鬆訓練，教會患者入睡前進行，加快入
睡速度，減輕焦慮。其他如：建立信心
、規律生活、適度運動、睡前放鬆、安
靜臥房、睡床單純化、睡前飲食、飲酒
等。
他也提及食物療法，如：紅棗：補
中益氣、養血安神；百合：清心安神、
改善神經衰弱；柏子仁：養心寧神、聰
耳明目；酸棗仁：平息焦躁情緒、安定
神經；桂圓：可安神補血；蓮子：寧心
安神、補脾固精之功能。
而 失 眠 吃 的 藥 如 血 清 素 （Serotonin )治療：神經傳導遞質、調節情緒
，認知，學習，記憶、嘔吐、血管收縮
、食慾和睡眠、自閉症、骨質減少、生
長因子。
褪黑激素（Melantonin ): 可調節睡

「祥瑞花園
祥瑞花園」
」 投資人之一李如強
投資人之一李如強（
（右二 ）
主持抽獎。（
主持抽獎
。（記者秦鴻鈞攝
記者秦鴻鈞攝 ）

眠、隨著年齡的增長而降低、餐後至少
等待 2 個小時，然後再服用褪黑激素、
低劑量的褪黑激素通常足以產生催眠作
用。
符經理特別提到可幫助睡眠的 6 種
食物：蜂蜜（含褪黑素 ）、火雞（含色
氨酸 ）、燕麥（含褪黑素 ）、杏仁
（含色氨酸 & 鎂 ）、香蕉（ 含色氨酸
& 鎂 & 血清素 ）、奇異果（含血清素
）。
他也介紹我們平常常用的食材中色
胺酸含量，給大家作參考：螺旋藻
（920）、鱈魚（700）、南瓜子（590
） 、 帕 馬 森 起 士 （560） 、 黃 豆 製 品
（530-590 ）、火雞肉（490 ）、白芝
麻（460）、黑芝麻（390）、黑豆。
最後，符經理介紹了一些抗失眠的
藥物，如安眠藥，抗組胺茲、抗抑鬱藥
、抗精神病藥、a-腎上腺素能激動劑等
。請與您的藥劑師詢問。

「美福藥局
美福藥局」
」 符永豐經理主講 「半夢半
醒之間談失眠」 。（
醒之間談失眠」
。（記者秦鴻鈞攝
記者秦鴻鈞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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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費城演說批川普：共和黨擋投票法是攻擊自由
（中央社）在美國民權領袖
施壓下，美國總統拜登今天表示
，通過全面性的投票權法案是
「國家當務之急」 ，但卻未點出
該如何抵擋共和黨的反對。
許多共和黨主政的州今年通
過新的投票限制，這是前總統川
普鼓勵之事。
拜登今天在被視為美國誕生
地的費城發表激昂演說，雖未指
名道姓，但顯然劍指川普與其支
持者宣稱 2020 年大選被偷走的說
錯誤法。
他對著費城一群歡呼的民眾
說： 「請聽清楚我的話，美國如
今已出現襲擊行動，企圖壓制和

（路透社
路透社）
）

破壞公平自由選舉權。」
拜登提及川普與其支持者宣
稱的選舉舞弊說法： 「襲擊行動
就是那個瞞天大謊。在美國，如
果輸了，就必須接受結果，遵循
憲法，下次再來。不能因為自己
不高興，就說事實是假的，企圖
打倒美國實驗，那不是政治風範
，那是自私。」
他說，共和黨人必須 「站出
來，看在上帝的份上」 ，反對投
票限制；他並質疑， 「你們沒有
羞恥心嗎」 ？
投票權法案在國會面臨苦戰
，拜登所屬的民主黨遭到共和黨
籍參議員阻撓

713-981-8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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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郵輪★全球簽證★護照更新

旅行社 ★ 申請簽證 ★ 認證 ★ 公證

2021 王朝旅遊董事長親自帶隊 ★★精選夏季團重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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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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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博物館門票$10 ★西雅圖星光號火車 令您流連忘返
太空中心門票$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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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aplusvacation.com 6918 Corporate Dr, A14, Houston(中國城敦煌廣場側)
T07_ALL AM TRAVEL王朝旅遊1234567C_8

給您家的感覺
緊鄰中國城 交通購物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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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間寬敞、整潔
免費早餐新鮮、健康
服務人員專業、友好
及時解決問題
免費Wi
F
i
、室內冰箱
本地電話、報紙、咖啡和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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