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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雨來襲河流潰堤 德國至少 42 死
（綜合報導）西歐地區近日豪雨成災，洪患
在德國造成至少 42 死，暴漲的河水潰堤沖毀房舍
，多人失蹤。
法新社報導，警方表示，西部小鎮阿爾韋勒
（Ahrweiler）地區至少 18 人死亡，極端氣候在西
歐大片地區釀災，其中以德國的萊因-法耳次邦
（Rhineland-Palatinate） 和 北 萊 因 - 西 發 利 亞 邦
（North Rhine-Westphalia ）在這次洪患中受創最
嚴重，河水暴漲潰堤，沖毀房舍。
地方官員稍早表示，70 人失蹤。北萊因-西發
利亞邦北一點的尤斯科勤（Euskirchen）已經通報
15 死。
這場豪雨也肆虐鄰近的盧森堡、荷蘭和比利
時，據報已造成 4 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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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急的居民爬上屋頂避難等待救援，直升機
盤旋上空救起困在屋頂的民眾。
65 歲 的 邁 恩 鎮 （Mayen） 居 民 穆 勒
（Annemarie Mueller）從陽台望出去泡在水中的花
園和車庫說，她住的小鎮完全沒有料到會發生這
樣的洪患。邁恩鎮位於萊因-法耳次邦。
她告訴法新社記者： 「
沒人料到會這樣，這
些雨從哪裡降下來？太瘋狂了。」
「
大雨很吵，雨下得又急又快，我們一度以
為大雨會破門而入。」
德國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l）對於這次
的洪災感到震驚，並對在現場不眠不休工作的志
工和緊急救援人員表達感謝之意。
德國人口最多的北萊因-西發利亞邦首長拉謝

特（Armin Laschet）取消在巴伐利亞邦舉行的黨
內會議，以視察邦內的災情。
穿著橡膠雨鞋的拉謝特在哈根（Hagen）告訴
媒體： 「
我們和遭洪水肆虐的城鎮和民眾同在一
起。」
警方表示，大水在波昂南部的舒爾德（
Schuld）造成 4 人死亡，6 棟房舍遭大水沖走。
在北萊因-西發利亞邦，有 13 萬 5000 戶家庭
停電。
萊因-法耳次邦的環境部警告，隨著豪雨持續
降下，萊茵河（Rhine）和摩澤爾河（Moselle）暴
漲水位將繼續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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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捲土重來？
疫情捲土重來
？
美國疫情專家警告如果成年人不接
種疫苗，将會影響孩童的傳染 ，並導
致疫情之捲土重來。
根據霍布金斯大學之統計， 過去
一週以來至少四十六州之疫情都增加了
百分之十以上， 洛杉磯縣統計數字顕
示過去一個月來， 確診人數就增加了
五倍之多， 而全縣只有百分之四十八
點一的居民接種了疫苗。
在密西西比州， 已經有七名孩童
感染住進急診中心，專家們表示 ，百
分之三十四的人在得過 COVID-19 之後
都會有神經及心理上的創傷。
新冠病毒疫情肆虐以來， 美國已
經有六十萬人喪生 ，這埸無情的浩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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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不是疫苖之發現， 真是不堪設
想。
全美醫療專家及社會人士正在討論
，我們是否要實施全民强制接種疫苗之
措施， 我們是全力支持這項行動。
近半年來已經充分證明，疫苗是防
範病毒傳播之唯一有效方法， 我們對
於那些不願接受科學驗證而不去接種的
人 ，要提出強烈的譴責。
請大家要體認到我們是生活在一個
地球村， 許多國家目前還非常缺乏疫
苗， 而我們是有疫苗不願去接種 ，那
些所謂個人自由自主之觀念，已經危及
他人的生存， 這種自私自利令人厭惡
和不恥。

Is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Coming Back?
Medical experts warn that if more
adults in the nation do not get
vaccinated, our children will likely
pay the price.
In 46 states the rate of new
cases this past week was at least
10% higher than the rate of new
cases the previous week. In Los
Angeles County there has been a
500% increase in cases over the
past month. As cases increased
only 48.1% of the population has
been fully vaccinated. In
Mississippi seven children are in
intensive care with COVID-19.
Experts said that many more
adolescents could become
hospitalized in the state.

幾內亞共和國駐休斯敦名譽總領事

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Scientists also have now seen
neurological consequences to
long-haul COVID along with

brain damage as well.

tragedy come back again.

With the experts urging the
importance of vaccinating a
majority of Americans against the
virus, some officials are debating
whether we should mandate
vaccinations at the local level.
We totally agree with the
mandated vaccination because
we are protecting the rest of
population at the same time.
Many people still don’t believe
in the science of the vaccine. In
the last half year if we were
without the vaccine, could we still
control the pandemic?
We urge all the people to get
vaccinated as soon as possible.
We don’t want to see m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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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著華觀點 : 古巴危機 2
民心向背決定國家未來 】

在 1962 年冷戰時期,美國與蘇聯因部署彈道
飛彈紛爭而爆發了嚴重的”古巴危機” , 險些
造成毀滅性核武戰爭。時過近 60 年, 古巴又成
為世界關注焦點，因遭逢經濟與疫情雙重打擊
, 古巴人民憤怒地走上街頭抗議政府無能, 並且
國內與海外串聯, 撼動了國本, 堪稱之為”古巴
危機 2” 。
古巴發生第一次危機是因為應運美國對他
們採取經濟禁運措施, 於是引進蘇聯核導彈駐
紮在本土, 若當初不及時拆除, 古巴必首當其衝
, 成為核武的廢墟。
這一次”古巴危機 2”起因於國內的虛弱,
無論糧食、電力、藥品以及各種民生必需品都
嚴重匱乏, 而且這由來已久,並不是一兩天內所
發生的事, 老百姓是在無法承受生活之苦後才
揭 竿 起 義, 群 起 抗 議 示 威 的 ， 但 古 巴 的 領 導
人--- 60 多年來第一位姓氏不叫卡斯楚(Castro)的卡內爾(Canel)總統卻把危機一骨碌地推給
美國, 認為是美國對古巴所採取的經濟制裁所
造成的後果, 他更推說古巴民眾的不滿是因為
他們對”革命”迷失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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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位領導人不深自檢討,找出國內真正的危
機所在, 也不知道民心向背才是國家未來存亡
的關鍵 ,卻說出讓人無法信服的理由, 看來”古
巴危機 2”是很難化解的。
美國對古巴的外交政策近年來一直在調整
, 由於先前兩國在核彈事件所造成的陰影, 美國
一直對古巴都在採取禁運限匯經濟制裁, 老布
希總統時尤為嚴峻,美國所有海外公司都被禁止
與古巴貿易, 柯林頓在任時,原想放寬對古巴的
封鎖,卻因古巴擊落兩架載有流亡人士的客機而
又收緊政策。歐巴馬執政後曾極力改善與古巴
的關係, 2015 年兩國還恢復正式邦交,美國取消
大量經濟制裁, 使古巴恢復活絡, 但在川普上任
後美古關係又生變。
儘管古巴在各方面都不對美國造成威脅,
但拜登顯然不會再回到他輔佐歐巴馬總統時期
的政策,拜登相當介意古巴的不民主, 換言之, 在
拜登的政治思維裡, 美國與古巴存在著一種意
識型態的紛歧與對立,只要不是民主政體,都是
他的敵人, 古巴恐怕很難逃脫這樣的厄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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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瑪入獄引發暴動
前武裝特工組織可能是主謀
(本報訊)南非前總統朱瑪入獄服刑引發支
持群眾不滿，形成大規模暴動，重創社會安定
與民生經濟。國防部副部長柯德瓦認為前武裝
特工組織 MK 可能是動亂的核心主謀。
南非新聞網站 「新聞 24」（news24）今天
引述柯德瓦（Zizi Kodwa）表示，國家情報局
指出，此次瓜祖魯那他省（Kwazulu-Natal）
與豪登省（Gauteng）大規模暴動、精心策劃
破壞經濟、擾亂社會安定，並且從旁大力煽動
民眾洗劫商家的幕後核心主謀或許就是 MK
（uMkhonto we Sizwe）。
MK 是執政黨非洲民族議會（ANC）於種
族隔離時代所成立的武裝組織，任務是對抗南
非白人政府，並於 1961 年 12 月對政府設施發
動了首次襲擊，隨後被當時的南非政府列為恐
怖組織同時加以取締。
柯德瓦說： 「毫無疑問，他們知道 MK 運
作訣竅，用相同手法組織這場暴動。」
根據其他情報來源，國家情報局認為幕後
黑手正在計劃襲擊瓜祖魯那他省首府德班
（Durban）的港口、自來水廠、變電所，甚至
是德班副首席大法官桑多（Raymond Zondo）
的家。桑多是朱瑪（Jacob Zuma）貪腐與詐欺
案調查委員會的主席。
朱瑪被控貪腐案，因未赴調查委員會作證
，遭憲法法庭以藐視法庭罪判刑 15 個月，並
於 7 日夜間最後期限截止前，在警車戒護下離
開自家莊園入監服刑。
朱瑪的支持者極度不滿，從 9 日深夜開始
在朱瑪家鄉所在的瓜祖魯那他省展開大規模暴

動，架設路障封鎖交通、四處縱火、掠奪商家
、搶奪銀行提款機、洗劫大型購物中心，暴行
也波及到 600 多公里外的第一大城約堡所在地
豪登省。
報導引述情報界 1 名不願意具名的資深官
員表示，種種分析顯示，幕後黑手以自來水廠
、切斷燃料供應、破壞食品工廠和醫療供應為
目標，這一切都是 MK 培訓的典型特徵。據國
家情報局瞭解，幕後黑手正計劃襲擊德班港口
和其他地方，進而達到切斷食物供應鏈的目的
。
報導指出，備受爭議的前國家安全局暴戾
特種作戰部隊負責人德莫（Thulani Dlomo）
已被確定為此次策畫並煽動大暴動的主要嫌疑
人。眾所周知他是前間諜和駐日本大使，對朱
瑪忠心耿耿。
德莫曾經在 MK 有過一段歷史，此次成為
12 名受到國家情報局關注的 12 名大暴動煽動
者之一。
總 統 府 秘 書 長 恩 茲 哈 漢 尼 （Khumbudzo
Ntshavheni）向媒體表示，政府不能隨意宣布
誰是幕後黑手，因為如果這麼做便會危及案件
的調查和起訴成功。至於德莫是煽動此次國家
動亂的主要嫌疑人的指控，國家安全局已經接
手處理。
報導指出，總統拉瑪佛沙（Cyril Ramaphosa）已部署 5000 名軍人應對暴亂，很快還
會有 5000 名士兵駐紮在當地，保護燃料油管
與石油不受威脅，以及確保糧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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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地總統遇刺案：
謎團愈演愈烈 派軍請求未獲回應

近日，海地總統莫伊茲遇刺身
亡 ，海地政局不明朗，引發國際社會
關註。目前，海地警方已逮捕了大量
嫌疑人，包括主要嫌犯海地裔美國人
薩農，但是美媒稱圍繞此案的謎團愈
演愈烈。美國方面已派人協助展開調
查，但是暫未同意海地提出的派軍援
助請求，安理會方面也暫未回應該國
派軍請求。

美媒稱，關於涉嫌海地總統遇刺案
嫌犯薩農的一些細節包括：他是一名醫
生，一個宗教領袖，還是一個失敗的佛
羅裏達商人。
當地官員還確認 62 歲的薩農曾在社
交媒體視頻中表達了領導海地這個國家
的願望。然而，他在海地政治團體中並
不為人所知。美媒援引其朋友們的話
稱，“真正的幕後黑手欺騙了他”。
美媒 還 援 引 其 朋 友 話 稱 ， 有 些 人
說“想讓薩農成為總統。”而且，薩
農這個計劃只是為了逮捕莫伊茲，
主要嫌疑人被捕，謎團愈演愈烈
“如果薩農知道莫伊斯會被殺，他就不
海 地 總 統 莫 伊 茲 遇 刺 已 過 去 近 一 會參與”。
周，目前警方已經逮捕了大多數嫌疑人
美國執法部門和情報機構正在調查
，並抓捕了最主要的一名嫌疑人，但是 薩農以及其他海地裔美國人參與暗殺的
圍繞此案的謎團仍未完全解開。
原因。
當地時間 7 月 11 日，海地裔美國人
薩農被海地當局逮捕，並被指控是刺殺
合作調查，哥倫比亞將參與
事件的主謀。
此外，多國也在協助本案的調查。

南非政府派軍隊協助警方
應對大規模騷亂
綜合報導 針對前總統祖馬支持者因其入獄引發的大規模騷亂，南
非總統拉馬福薩發表全國電視講話。他表示，南非政府已經派出軍隊協
助警方維持治安，以緩解警力不足的問題。
自 7 月 7 日祖馬入獄以來，其支持者在祖馬的家鄉誇祖魯· 納塔爾省
發起抗議活動。但很快，抗議浪潮就席卷至南非經濟大省豪登省：自 7
月 11 日以來，約翰內斯堡多地相繼發生大規模騷亂，層出不窮的打砸搶
事件導致約堡正常社會秩序被嚴重破壞。據南非官方 12 日公布的數據顯
示，截至目前，在誇祖魯· 納塔爾省和豪登省的騷亂中，已有 6 人喪生，
至少 4 名警察受傷。
“南非歷史上從未有過如此糟糕的時刻。”拉馬福薩表示，騷亂使
得南非陷入混亂，民眾處於焦慮和驚恐之中。在此期間，大批商家遭到
洗劫，人們的正常生活難以為繼，這一局面令人感到無比痛心。據他透
露，南非警方已相繼在誇祖魯· 納塔爾省逮捕了 166 人，在豪登省逮捕了
323 人。
拉馬福薩指出，騷亂讓無辜者受到波及，更讓疫情下的南非經濟雪上
加霜，而最終受害者還是普通百姓。“此次抗議行動已經完全發展成為犯
罪行為。”拉馬福薩強調，任何政治理由，都不能成為違法犯罪行為的借
口。他強調，此次騷亂已經影響到當前正在開展的全國範圍新冠肺炎疫苗
接種工作，同時大規模聚集也極有可能引發“超級傳播事件”。
拉馬福薩表示，對於騷亂中的違法犯罪分子，南非政府將通過法律
手段展開嚴厲打擊。同時，南非軍隊也將協助警方盡全力應對當前動蕩
局面，保護民眾的正當權益。“拒絕暴力，拒絕停頓，南非需要繼續向
前。”他說。
此前，中國駐南非大使館已於 7 月 11 日發布安全預警，提示旅南華
人華僑減少外出，加強安保措施，註意人身安全等。

希臘醫生幫人“假裝打疫苗”遭識破

將被提起訴訟
綜合報導 雅典阿斯科利皮奧· 沃拉醫院的一名骨科醫生與相識的 5
人一同前往疫苗接種中心。該醫生詢問值班護士能否由他自己為同行人
員接種疫苗，但隨後值班護士發現該醫生只是“假裝打疫苗”，並將這
一情況上報醫院。
當時該醫生表示，同行的 5 人已經在平臺上預約了疫苗接種，由於
擔心害怕，所以想請這名同行醫生給自己打疫苗。
值班護士聽後表示願意讓步，然而隨後護士卻發現，這名醫生並沒
有真打針，而是把裝有疫苗的瓶子和註射器扔進了垃圾桶。她立刻要求
這位醫生給出解釋，但他沒有回答，並和同行人一起逃離醫院。
希臘警方已展開搜查，但目前尚未找到該醫生。同時，這名醫生的
行為已經觸犯刑法，將被提起訴訟。
醫院管理者安德魯斯· 布萊麥諾斯表示：“我們已經以醫院的名義
對該醫生提起訴訟，事件發生後我們立刻下令行政調查，現在正在等待
結果。事件發生的第一時間他就被免除了工作職責，在調查完成前他不
會出現在醫院。”
醫院聲明稱，該醫生與醫院的合同早在 7 月 5 日就已終止。
據推測，該醫生可能是為了讓不想接種疫苗的人“走後門”獲得疫
苗接種證書。目前，案件還在進一步調查中。7 月 12 日，該事件的 4 名
證人，包括值班護士，都將出庭作證。

哥倫比亞外長拉米雷斯對媒體表示，哥
倫比亞政府、哥倫比亞司法部門正在與
國際社會和國際刑警組織合作，調查海
地總統莫伊茲遇刺案。在此次刺殺案中
，有 20 多名哥倫比亞人涉嫌參與。
拉米雷斯指出，刺殺海地領導人，
這不可接受。“對我們來說，弄清楚為
什麼那裏有多名哥倫比亞武裝部隊前成
員很重要”。
拉米雷斯還指出，波哥大方面將向國
際刑警組織提供協助，提供所有有關這
些人何時離開、聯系方式等信息，這麼
做就是為了揭露這一可怕的罪行。
拉米雷斯說：”參與其中的每一個
人，親自參與或者出謀劃策的，參與這
一犯罪活動的每一個人都應受到懲罰。

聞秘書普薩基在記者會上應詢時曾說，
美方正在評估有關海地希望美國派兵協
助維持局勢穩定的請求，不排除派兵的
可能性。
聯合國秘書長辦公室此前表示，該
組織收到海地政府的來信要求向該國派
遣軍隊，目前正在研究該文件，但是類
似的決定應由聯合國安理會決定。安理
會消息人士則稱，安理會目前沒有計劃
開會討論海地局勢。
聯合國安理會消息人士表示，近期
無需等待聯合國安理會對海地有關派遣
聯合國部隊的請求做出回復。“安理會
不會著急，將仔細研究所有細節。”
海地總統莫伊茲 7 月 7 日淩晨在其官
邸遇刺身亡，其妻子馬蒂娜•莫伊茲受
傷，目前在美國邁阿密的一家醫院，情
海地請求派軍？安理會暫不會做決定 況穩定。海地執法人員 7 月 8 日稱，他們
而面對海地的派軍援助請求，美國 已確定了參與刺殺莫伊茲總統的 28 名嫌
和安理會都沒有明確表態。美國白宮新 疑人，其中 26 名是哥倫比亞公民。

收入目標降低

德爾塔變異毒株打亂希臘旅遊業計劃
起初，希臘政府希望 2021 年旅遊業的
收入能達到 2019 年的 45%至 50%，如今這
一目標降至 30%至 35% 。
報道指出，英國未將希臘列入旅行目
的地綠色名單、德爾塔變異毒株快速傳播
且歐洲病例激增等，都讓希臘旅遊業推翻
了原本的計劃。
但是業內人士表示，德爾塔變異病毒
對國際旅行產生了負面影響，但該影響並
未體現在希臘酒店的預訂量中。相較於 6
、7 月，希臘酒店的需求量有所上升。如
果第四波疫情來臨，希臘旅遊業很可能受
到直接影響。然而，目前尚不清楚歐盟及
其他各國政府是否會對遊客流動采取額外
的限製措施。
出售酒店展現出對未來的悲觀
據報道，有數據表明，網站上發布的
酒店銷售廣告有 1513 個，其中大部分涉及
中小型酒店的銷售，銷售價格甚至達到了
2000 萬歐元。
絕大多數待售酒店都位於阿提卡，雅
典市中心有 360 家酒店待售，而阿提卡省
的其他地區則有 210 家酒店待售。此外，
愛奧尼亞群島上也有大量待售酒店。
愛奧尼亞群島的是英國遊客的主要目
的地，英國實行旅行限製後，該地區酒店

的入住率非常低。
同時，根據愛奧
尼亞大學經濟學院旅
遊系的研究，酒店經
營者對未來幾年持悲
觀態度，因為他們認
為疫情將對旅遊業造
成長期影響。77%的
參與者指出，疫情將
影響未來對旅遊業的
投資，而 84.4%的人
認為，未來幾年疫情對旅遊業的影響依舊 “我們的表現比 2020 年同期要好得多，而
現在非常重要的是，英國政府是否能取消
很大。
對其接種疫苗的公民的限製，我們預計這
將對希臘旅遊業產生直接影響。”同時，
旅遊業人士希望延長旅遊季
另一方面，旅遊業從業者希望，公共 他還表示，無論如何保護公眾健康仍然是
希臘政府的優先選擇。希臘必須加速疫苗
健康情況允許的條件下延長旅遊季。
德國、捷克和波蘭的遊客都對希臘秋季 接種並努力做到安全開放。
此外，泛希臘酒店從業者聯合會要求
旅遊表現出極大的興趣，英國市場也發出積
極信號。目前，英國遊客暫時無法滿足的希 將疫苗接種證書與員工健康證書結合起來
，以確保員工和遊客的安全。
臘旅行需求，或許將在秋季得以彌補。
據酒店經營者稱，雖然酒店員工持有
然而，令人擔憂的是，歐洲疫情或在
8 月底、9 月初迎來第四波疫情高峰期。這 健康證明，但在疫情期間，未接種疫苗的
員工只有出示自檢陰性證明才可上崗。
也讓延長旅遊季的計劃暫時擱置。
泛希臘酒店從業者聯合會還要求酒店
希臘旅遊部長哈裏斯· 塞奧哈裏斯則
指出，6 月作為 2021 年希臘旅遊業開放的 員工的疫苗接種，應該在旅遊旺季開始之
第一個月，入境旅客數量令人信心倍增。 前就已經完成。

世界最高馬“大傑克”去世：
身高 2.1 米 系當地明星

綜合報導 美國威斯康星州一匹“世界上最高的馬”
近日傳出死訊，它的身高約 210.19 厘米，去世時是 20 歲。
據報道，這匹馬名叫“大傑克”(Big Jake)，2010 年作
為現存身高最高的馬匹被載入吉尼斯世界紀錄，11 年來一
直保持該紀錄。
“大傑克”的主人吉爾伯特6月28日確認了它的死訊。
“我們懷著沈重的心情宣告‘大傑克’去世。它不僅僅是
世界紀錄保持者，更是我們家庭的核心成員。很榮幸能有
它出現在我們的生活中。我們會想念你！”吉爾伯特在社
交媒體上寫道。
吉爾伯特表示，“大傑克”3 歲時被買回家，幫主人
幹活，2013 年退休。它“受人尊敬”且是“極其努力的工
作者”，還喜歡讓主人“按摩肚皮”。
吉爾伯特說，“大傑克”比普通的馬吃得多“一點”
，通常一天吃兩桶滿滿的谷物，還要吃一捆幹草。這匹超
大的馬還住在一個比普通的馬大接近一倍的馬廄裏。
據報道，“大傑克”在獲得“世界最高馬”頭銜後成了當
地明星，曾經參加過馬術表演比賽，吸引了大批參觀者。
吉爾伯特稱，自從“大傑克”死後，他的農場一直
“非常安靜”，他相信其他馬“都很悲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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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眾院外委會通過老鷹法案
要求推動台駐美代表處更名
（綜合報導）美國聯邦眾議院外交委員會 15 日表決通過簡
稱 「老鷹法案」的確保美國全球領導地位與參與法案（Ensuring American Global Leadership and Engagement Act），美將回應
中國在新疆地區維吾爾族所實施的種族滅絕，強化與台灣的外
交、安全和經濟關係，法案要求國務卿啟動協商駐美處更名案
。
法案指示國務卿以 「更名為 『台灣駐美代表處』（Taiwan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the US）」為目標，尋求與台方駐美處
官員進行協商。
談到強化美台關係，法案除了重申台灣關係法、美中三聯
合公報與六項保證，與美國對台承諾一致，也支持台灣落實其
不對稱防衛戰略，敦促台灣增加國防支出。
法案要求美國以雙邊自由貿易協議為目標，與台灣積極進
行貿易對話；擴大經濟和科技合作，推動供應鏈安全。
老鷹法案也說明與修正去年 3 月生效的 「台北法案」，指
聯合國大會 2758 號決議，確認中華人民共和國是聯合國唯一合

法的中國政府代表，該決議案不涉及台灣及其人民在聯合國及
其相關組織的代表權問題，未就中華人民共和國與台灣關係採
取立場，也沒有關於台灣主權的聲明。
法案提到，美國反對任何在未經人民同意下，逕自改變台
灣現狀的企圖；要求美國政府在國際組織內發揮影響力，抵制
中方在其中曲解有關台灣的決議或政策。
至於新疆，法案提到，美國應持續揭露新疆現況，與歐盟
等盟友共同關切維吾爾族人待遇，採取聯合行動抵制中方輸出
威權主義。
這是一部由眾議院外交委員會主席米克斯（Gregory Meeks
）所提出的抗中法案，委員會尚未公布最新修正版本內容，據
日前提出的修正案，全案共 612 條，遍及科技、經濟、外交等
領域，討論應對中方挑戰時分區域詳列。
這部法案以 4 票之差表決通過，未獲共和黨支持，兩黨對
法案中有關資助氣候變遷、收緊科技出口管制，與限制取得機
敏個資等存在歧見。

該委員會共和黨首席議員麥考爾（Michael McCaul）事後
表示，法案制定過程中沒有共和黨聲音，沒有新作法讓中共真
正為惡行負責，且將美國的綠色能源政策置於應對中方引發的
國安風險之上。
米克斯則說，這部法案為回應中方挑戰提供堅實基礎，例
如，回應中國大陸對維吾爾族實施的種族滅絕，為香港人民提
供臨時的保護與庇護；施壓中國大陸處理氣候危機，並提供
「一帶一路」的替代選項。
一帶一路指的是中國大陸透過協助外國興建基礎建設，以
擴大其國際影響力，也被批為 「債務陷阱外交」。
老鷹法案 14 日通過眾議院外交委員會後，下一步將送往眾
議院院會審議；還須通過參議院同意、送往白宮交由總統拜登
簽署，才正式成案。在此之前，美國聯邦參議院 6 月 8 日通過
「2021 美國創新及競爭法」（US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Act of 2021），也是抗中重要法案，均須兩院協調一致版本。

美前副助卿米德偉
出任駐中國臨時代辦
（綜合報導）美國駐中大使懸缺許久，美國駐中國大使館
昨天在官方微博公布，由前副助理國務卿米德偉就任駐中國大
使館臨時代辦。他透過影片簡短表示，期待能更進一步了解中
國。
根據美國駐中國大使館官網簡介，米德偉（David Meale）
現為公使銜參贊，他於 2018 年 12 月接任美國國務院經濟暨商
業事務局副助理國務卿一職。
在此之前，他也曾任美國制裁政策與實施辦公室主任、華

府美國外交學院領導及管理學校副主任、美國駐孟加拉大使館
副大使、美國駐烏克蘭大使館經濟事務參贊、經濟局貨幣事務
辦公室副主任等，過去也曾外派中國、香港、台灣、幾內亞。
米德偉透過微博影片簡短表示，非常期待能了解今天的中
國，認識更多人，並期待繼續學習中文等。
美國前駐中國大使布蘭斯塔德（Terry Branstad）去年 10 月
任期屆滿後，美國駐中大使懸缺已久。
在布蘭斯塔德離任後，由傅德恩（Robert W. Forden）擔

任美國駐中國大使館臨時代辦，直至米德偉接任他的職務。
美國新聞網站 Axios 4 月曾報導，總統拜登（Joe Biden）打
算提名曾任政治事務國務次卿的勃恩斯（Nicholas Burns）擔任
這個要職。
另一方面，中國駐美國前大使崔天凱已於 6 月下旬卸任，
目前兩國處於沒有互派大使的情況。

美偶像歌手奧莉薇亞白宮發聲 鼓勵年輕人打疫苗
（綜合報導）美國總統拜登政府推動年輕人接種 COVID-19 疫苗，獲得青少年偶像歌手奧莉薇亞．羅德瑞戈（Olivia Rodrigo）協助宣傳。她今天對白宮的努力感到敬佩，還說注
射到疫苗 「不難」。
18 歲的奧莉薇亞為拜登（Joe Biden）政府的努力注入新的
明星宣傳力量。她以 「駕駛執照」（Drivers License）一曲大受
歡迎，也是迪士尼（Disney）頻道的演員，在社群媒體有約
2800 萬名追蹤者。
法新社報導，奧莉薇亞今天拜會拜登和白宮首席防疫顧問

佛奇（Anthony Fauci），她還將錄製一段影片鼓勵美國年輕人
打疫苗。
奧莉薇亞今天在白宮例行記者會開場時表示： 「我敬佩拜
登總統和佛奇醫生所做的努力。」一旁站著白宮發言人莎琪
（Jen Psaki）。
奧莉薇亞還說： 「我們有必要和朋友及家庭成員談談，並
鼓勵所有族群施打疫苗。」
她指出， 「考量到現在我們已有多少接種站，以及找到它
們有多容易」，接種疫苗 「從沒像現在這樣簡單」。

莎琪表示，奧莉薇亞 「主動提議來到」白宮向歌迷和影迷
傳遞訊息，那就是： 「接種疫苗是保護自己的方法，是確保能
和朋友見面的方法，以及能夠參加演唱會的方法。」
美國各地經歷一波強勁的疫苗施打潮後，接種進度開始遲
緩，主要包括年輕人等族群施打情況不熱絡。
根據美國疾病管制暨預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CDC）統計，美國僅 48%人口接種完整疫苗，
55.5%的人口已至少施打一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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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西部兩縣遭暴雨侵襲
9 天雨量達 7 月平均水平兩倍

A6
柬埔寨疫苗接種工作順利推進
接種重點從金邊轉向外省

綜合報導 受梅雨鋒面影響，日本山陰
地區持續降雨，從 7 月 4 日到 12 日為止，鳥
取縣與島根縣觀測到的累積雨量，已達 7 月
整個月平均雨量的 2 倍，部分地區因大雨發
布最高等級警戒。
據報道，從開始降雨的 7 月 4 日到 12 日
為止，鳥取縣境港市累積雨量達 520 毫米，
島根縣松江市達 460.5 毫米，達到 7 月一整個
月平均雨量的 2 倍。
另外，鳥取縣境港市截至 7 月 12 日上午
9 時 30 分的 3 小時累積雨量達 139 毫米，島根
縣出雲市截至 12 日上午 10 時 50 分的 3 小時
累積雨量 117 毫米，都是開始統計以來的新
高紀錄。
雨勢造成泥石流危險性提高，日本氣象廳
對秋田縣、福島縣、鳥取縣、島根縣、廣島縣
與岡山縣發布“泥石流災害警戒情報”。
氣象廳說，接下來以西日本為中心，可
能會持續降下每小時雨量約為 80 毫米的大雨
，呼籲民眾嚴防泥石流、河川泛濫，並前往
安全場所避難。
截至 12 日下午 1 時 30 分，島根縣雲南市
與飯南町對約 4.1 萬人發布最高等級的第 5 級
警戒“緊急安全確保”，要求民眾盡快確認
周遭狀況與進行避難。
此外，島根、鳥取、廣島、秋田 4 縣，
共對 30 多萬人發布次高等級的第 4 級警戒，
下達避難指示。

2021年7月16日

綜合報導 在疫情持續蔓延的同時，柬
埔寨疫苗接種工作也順利推進。目前，金邊
的接種工作已告一段落，接種的重點將陸續
向外省擴散。
根據柬埔寨衛生部通報，該國當天新增
報告 988 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新增治愈出
院 897 例，新增死亡 30 例。新增確診病例中
，199 例為境外輸入確診病例，789 例為社區
傳播感染病例。
截至目前，金邊市已經完成接種新冠疫苗
計劃，全市 212.8 萬人完成疫苗接種。金邊
市長坤盛、柬埔寨全國疫苗接種委員會主席
奧婉丁於 8 日晚宣布金邊接種工作結束。奧
婉丁指出，根據 2021 年全球人口監測報告，
目前，金邊市成年人口有 214 萬人，如果扣
除不符合接種條件的人數，這意味著金邊所
有成年人都已接種疫苗。
此次柬埔寨疫苗接種離不開中國的有力
支持。坤盛高度評價中國新冠疫苗的安全和
有效。他說，上百萬接種者，無一例嚴重不
良反應，中國新冠疫苗給我們帶來不可估量
的好處。“如果沒有疫苗，我可以斷定，現
在金邊疫情已經失控。”
奧婉丁透露，柬埔寨1000萬人接種疫苗目標將提前完成
，全國14省正在有序開展接種工作，其余10省將在本月內陸
續啟動。柬埔寨政府正在考慮開打“第三針”疫苗。
截至 9 日上午，柬埔寨全國累計確診新冠肺炎病例
5.9 萬例，累計治愈 5.1 萬例，累計死亡 855 例。

日媒：年輕人感染變異病毒數量增加 印度接收最新一架美製 P-8I 反潛機
為東京奧運敲響警鐘
裝備總數已達 10 架
綜合報導 本感染新冠變種
毒株德爾塔的年輕人顯著增加。
該媒體稱，東京奧運會有運動員
和誌願者等年輕人大量參與，依
靠空場舉辦和疫苗接種，對策根
本談不上萬無一失。專家也敲響
警鐘稱，全球接二連三出現的新
變異毒株也有擴大的可能性。
日媒指出，英國大學的研究
表明，德爾塔毒株在英國成為主
流的 5 月下旬至 6 月上旬實施的
隨機檢測中，5 至 24 歲的陽性率
較其他年齡段多出 1 倍以上，多
數未接種疫苗。負責人分析稱：
“學校沒有停課，限製也放寬，
年輕人相互接觸的機會增加了。
”
報道還稱，活動和校園集體
生活也令疫情加速擴大。在學校

發生聚集性病例的以色列，總理
貝內特將重點推進接種率較低的
12 至 15 歲人群的接種工作。日本
和歐美將美國輝瑞產疫苗的對象
年齡定為 12 歲以上，該公司也將
推進面向出生後 6 個月至 11 歲人
群的臨床試驗。
不過，有許多年輕人對接種
敬而遠之。“不良反應比感染更
可怕”等包括謠言在內的網絡信
息也產生了影響。
另一方面，奧運代表團和相
關人士大量抵日，國內未曾確認
的新變異毒株也有登陸日本之虞
。拉姆達毒株(秘魯)已擴散至 29
個國家和地區。在最先確認到該
變異毒株的秘魯，4 月以後的新
增感染者中的檢出率為 8 成，美
國媒體稱其“具有弱化中和抗體

的特性，可能降低疫苗的效果”
。持續至本月 10 日的美洲杯足球
賽也被指或已令疫情進一步擴大
。
該媒體指出，熟悉國內外疫
情狀況的關西福祉大學教授勝田
吉 彰 ( 旅 行 醫 學 專 業) 強 調 稱 ：
“日本國內德爾塔等變異毒株也
在蔓延，原始毒株未感染的人群
也變得易感。”夏季開冷空調、
容易換氣不充分也成為不安因素
。
此外，對年輕人接種遲遲未
有進展的危機感很強。即使空場
辦賽，奧運仍有眾多誌願者和相
關人士聚集。勝田警告稱：“國
內年輕人興奮地在公園和車站喝
酒或狂歡的話，疫情擴大風險將
升高。”

綜合報導 印度海軍近日從
美國波音公司接收了最新一架
P-8I 反潛巡邏機，裝備該反潛機
的總數已經達到 10 架，印度總共
訂購了 12 架 P-8I 飛機。
據報道，印度國防部當天
發布聲明稱，印度海軍從美國
波 音 公 司 接 收 了 最 新 一 架 P-8I
反潛巡邏機，接收總數達到了
10 架。
據悉，印度是美國製造的
P-8 系列反潛巡邏機的首個國際
用戶。2009 年印度國防部了首次
簽署了購買 8 架 P-8I 反潛巡邏機
的合同；在 2016 年，印度又額外
簽署了一份購買 4 架 P-8I 反潛巡
邏機的合同。
印度國防部在聲明中稱：

“這是根據 2016 年印度國防部的
授予的額外 4 架飛機合同交付的
第 2 架飛機。”“除了無與倫比
的海上偵察和反潛作戰能力，
P-8I 飛機還被用於救災和人道主
義任務中。”
印度國防部還表示，印度海
軍在去年 11 月收到了第 9 架 P-8I
反潛巡邏機
， P-8I 巡 邏
機已經是印
度海軍部隊
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自
2013 年 服 役
以來飛行時
長已經超過 3
萬小時。

波音公司在聲明中稱：
“波音公司為印度日益增強
的 P-8I 機 隊 提 供 培 訓 ， 為 印 度
海軍提供備件、地面保障設
備等支持。”波音還說，該
公司的綜合後勤保障以盡可
能低的成本實現了機隊的高
度戒備狀態。

台灣新聞

嚴訂防疫規範
墾丁大街試營運開跑
（中央社）屏東墾丁大街今日起試營運 3 天
，並自許成為示範性的標準防疫夜市，為此，墾
丁大街自治管理委員會訂下嚴格防疫規定，攤商
還在 15 日冒雨防疫預演，管委會主委曾春惠撂下
重話，試營運期間一旦未達標準，將隨時喊卡。
曾春惠指出，在微解封期間擺攤是個考驗，
必須要有周全規畫，否則墾丁大街的聲譽將毀於
一旦，大家都不用玩，因此訂出相當嚴格的規定
，如僅能擺 200 攤等，並在執行前先預演，好讓
攤商清楚了解如何運作。
墾丁大街昨早陰雨綿綿，攤商冒雨演練，準
確做到攤位間距 1.5 公尺，且攤攤設有簡訊實名
制 QR Code。曾春惠說，僅開放台 26 線南北端口
進出，其餘巷弄則封閉、派有志工站崗監控，出
入口則由警方控管人流，總人數控制 1500 人以下

，開放時間調整為晚上 6 點至凌晨 12 點。
曾春惠強調，3 天試營運期間若發現有未達
標準的狀況，將隨時喊卡、不再運作，而若順利
的話，3 天過後會再進行 3 天的大清消，之後正式
營運至 26 日。
「很期待但也怕受傷害！」攤商指出，悶了
60 天終於可以擺攤，不過如果沒人來也是白搭，
畢竟來墾丁的遊客有 9 成都是來玩水的，而今墾
丁沙灘全關閉，看來遊客量難以期待，不過墾丁
大街有 7 成的攤商是外地人，需要租房養家，每
月支出至少 6 萬，能擺攤就多少有收入。
另名攤商則說，相信每個攤商都會遵守規則
，但就不知道遊客願不願意配合，所以起初有猶
豫要不要出來擺，但最後還是決定出來，畢竟真
的悶太久了。

中元普渡法會辦不辦？
北斗奠安宮：不辦怎給好兄弟交代
（中央社）今年中元普渡法會辦不辦，宮
廟好揪結。彰化縣北斗奠安宮今天表示，不舉
辦怎麼給 「好兄弟」交代？將如期舉辦，會遵
照中央防疫指引作好分流管制。埤頭合興宮表
明遵從中央指示，很可能傾向不舉辦。社頭清
水岩將作好延期舉辦的準備，另有多座地方村
里宮廟已宣布今年停辦。

北斗奠安宮主任委員陳在說，中元普渡是
年度宗教盛事，人間與另一個世界的交流，一
年一次招待 「好兄弟」期待消災解厄，不舉辦
怎麼給 「好兄弟」交代？北斗奠安宮將如期在
中元節舉辦，不延期，普渡會場一如往年設在
停車場，一切遵照中央防疫指引採分流管制場
內人數。

社頭清水岩總幹事陳慶福表示，已準備舉
辦普渡法會，如果中央不開放宗教活動，清水
岩就向觀音佛祖報告延後舉辦，其實有些宮廟
舉辦秋祭，觀音佛祖若同意，中元普渡也可以
延到秋天辦理，延後舉辦的事都已先告知信徒
，信眾同意才認養供桌和供品。
埤頭合興宮將視中央防疫指引再作決定，

「很可能不舉辦」。彰化縣溪湖鎮多座中小型
宮廟直接表明今年停辦；一名宮廟管委會理事
表示，疫情充滿不確定性，到目前中央聲稱
「看三級放寬的成果」作為 7 月 26 日解封的依
據，萬一繼續微解封，宮廟接受信眾認捐，屆
時將徒增退費困擾。

香港瞭望
香港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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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展 14 日開鑼
日開鑼，
，入場市民不
少。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受疫情影響而停辦一年的書展14日終於
開幕，主辦方以多項措施加強防疫，包



(

括現場不設現金購票、實施分流
入場等。不過，有室內

空氣質素評估專家 14 日檢測現場的二氧化碳濃度（即廢

▼市民排
隊入場，均
注意保持社交距
離。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氣）變化，發現下午時段的廢氣偏高，達
1,200ppm，倘若現場有隱形患者，在鮮風量不
足、無法稀釋病毒量情況下，或增加播疫風
險，故建議會場應增設空氣淨化機。同
時，眾人翻閱書籍亦可能增加感染
風險，有防疫專家建議市民入
場前要清潔雙手，其後最好
每 30 分鐘使用搓手液消
毒一次。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唐文

書展廢氣偏高
打書釘要防疫
專家倡增設空氣淨化機 每 30 分鐘消毒雙手一次
今年書展加強防疫，大會於現場設多項防
疫衞生措施，所有進場者須佩戴口罩及

量度體溫，還要掃描“安心出行”讓工作人員
檢查。場內多個位置提供酒精搓手液，並有標
識提醒市民保持社交距離。
書展同時推出上午票、晚間票及免費再進
場特別優惠，以疏導人流。為避免現金找贖，
會場不設實體門票銷售，改用拍八達通即時付
費入場，已接種疫苗者還有機會免費入場。除
主辦方外，部分參展商更向已接種疫苗者提供
優惠，例如打齊兩針，購物滿 100 元就送一本
書。

學者即場測二氧化碳濃度

●羅國湧在書展會場檢測二氧化碳濃度。
羅國湧供圖

屬偏高水平，但可接受。
“（會場）依靠很多很高的地方排風，就
算提供足夠的鮮風，與環境混和後都未必能有
效稀釋二氧化碳。”他建議會場增設空氣淨化
機，並加強人流集中處的通風設施，改善室內
空氣質素，減低疫下感染風險。

入場前用消毒液清潔雙手
香港大學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栢良亦
建議，貿發局和參展商增設空氣清新機，增加
場內鮮風流動，因為人多聚集時，空氣不流動
會增加感染機會。他並指，市民在入場前要用
消毒液清潔雙手，其後每隔 30 分鐘都要使用搓
手液再次消毒，從而降低透過書籍傳播病毒的

具分量作品，欠缺重點話題書較難吸引市民入
場。
海天書樓發行部主任朱耀光表示，已有數年
未參加書展，但感覺人流沒以往多，估計部分市
民因擔心書展人多聚集、易受感染，亦可能因為
缺少旅客參與所致。
攜帶一個大行李箱前來的Sandy14日午在接受
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已花逾 2,000 港元買書，主要屬
小說類。她認為今年書價較以往稍為提升，但仍可
接受，她會謹慎選擇，要非常合意才購買，但沒有
限定花費多少。黃同學則購買了一本英語散文書
籍，認為在書展購書較便宜和多選擇，預算花 300
港元購買3本至5本。

員工違規未打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現時 D 類食
肆、酒吧和卡拉 OK 等處所，員工及顧客都需接
種新冠疫苗，以享較寬鬆的防疫措施，但有處所
未遵守打針規定。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 14
日在立法會透露，食環署 4 月底至本月中檢控 5
名處所負責人，涉嫌沒有確保顧客員工已打針。
有食肆負責人向香港文匯報承認，若客人違法借
用他人的電子針卡入場，負責人是無法識別，故

指戴手套易黏上細菌病毒
就有部分市民會戴手套防疫，他指出，手
套對於防疫本身沒有幫助，反而容易黏上細菌
或病毒。
香港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聯席主席曾
祈殷表示，目前香港整體上並無本地確診個
案，社區傳播病毒風險很低，但人多聚集始終
會增加風險，故逛書展的市民最好先接種疫
苗，惟兒童未能接種疫苗，家長帶小朋友到書
展時需要格外小心。

室內空氣質素評估專家、香港理工大學機
械工程學系客座副教授羅國湧 14 日攜著作參
展，並即場放置儀器，分析會場內二氧化碳濃
度變化，結果顯示二氧化碳濃度數值於早上 10
時前的450ppm，飆升至下午的1,200ppm。
羅國湧說，二氧化碳濃度可以作為指
標，顯示場內空氣流動是否充足，數值控
制在 1,000ppm 以下為理想水平，有助稀
釋病毒量，14 日午量度到的 1,200ppm

首日人財不旺 市民購書審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威）書展 14 日開
鑼，雖然入場市民不少，但多間參展商接受香港
文匯報訪問時均表示，無論人流及銷情均較以往
同期下跌，估計跌幅達 20%至 40%不等，認為主
要是受疫情影響令經濟不景，及缺少旅客等有
關。有市民表明會謹慎消費，選擇到心水書籍才
會掏腰包購買。
14 日晨 10 時開幕前，只有數十人排隊等候
入場，場外設置大量鐵馬及帳篷，但至下午仍未
有派上用場。中華書局副總編輯黎耀強 14 日表
示，書展早上人流較疏落，午後人流增多，估計
人流與銷量較以往同期相比下跌 20%。他認為原
因之一是受疫情影響，出版商因擔心銷路未推出

風險。

●翻閱書籍可能增加感染風險。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Sandy認為今年書價較以往
稍為提升，但仍可接受。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5 處所負責人被檢控

有議員建議載有電子針卡的“安心出行”程式加
入身份認證功能，以杜絕借用他人針卡的問題。
稻苗學會會長黃傑龍 14 日對香港文匯報表
示，一些餐飲業處所申請為C類甚至D類食肆時，
所有員工當時已接種疫苗，但員工流動性大，若負
責人疏忽，聘用臨時人手時未查明是否已接種疫
苗，便會出現違規情況，故應小心誤墮法網。
他表示，食肆使用“驗證二維碼掃描器”程

式掃描顧客接種記錄二維碼，若掃描顯示綠色，證
明是真的針卡，但無法驗證使用者是針卡持有人，
業界曾與政府開會商討有關問題，政府回應指處所
只負責掃描確保非假針卡，若顧客使用他人針卡或
觸犯刑事罪行，食肆毋須負刑責。
經民聯工程界立法會議員盧偉國 14 日在立
法會會議上指出，現時電子針卡可儲存在多於一
個“安心出行”賬戶內，或有人儲存他人的針

●黃同學購
買了一本英
語 散 文 書
籍。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卡，須加入身份認證功能，堵填防
疫缺口。
香港創新及科技局局長薛永恒則回應指
出，“安心出行”程式的設計須考慮市民對私隱
的關注，冀增加市民信心以提高使用率，故電子
針卡資料只儲存在用戶手機內，程式無法查核用
戶是否針卡記錄持有人，亦不知針卡記錄有否儲
存在其他流動裝置上。
T:5.7"

LEGAL NOTICE
These Texas Lottery Commission scratch ticket games will be closing soon:
Game #

Game Name / Odds

$

Official Close
of Game

End Validations
Date

2261

$200 Million Ca$h
Overall Odds are 1 in 3.39

$50

7/4/21

12/31/21

2205

Instant Jackpot
Overall Odds are 1 in 3.89

$5

7/9/21

1/5/22

2225

Triple 333s
Overall Odds are 1 in 4.12

$2

7/21/21

1/17/22

2147

$100 Grand
Overall Odds are 1 in 3.89

$5

7/21/21

1/17/22

2260

Lady Luck 7
Overall Odds are 1 in 4.39

$5

7/21/21

1/17/22

2244

Mega Loteria
Overall Odds are 1 in 3.54

$10

7/21/21

1/17/22

2271

Cool Riches
Overall Odds are 1 in 3.76

$10

7/21/21

1/17/22

2298

Million Dollar Loteria
Overall Odds are 1 in 3.27

$20

7/30/21

1/26/22

Texaslottery.com is the official source for all pertinent game information. Game closing procedures may be
initiated for documented business reasons. These games may have prizes unclaimed, including top prizes.
In addition, game closing procedures will be initiated when all top prizes have been claimed. During closing,
games may be sold even after all top prizes have been claimed. Must be 18 or older to purchase a ticket. For
help with a gambling problem, ncpgambling.org. © 2021 Texas Lottery Commission. PLAY RESPONSIBLY.

中國焦點
星期五

2021年7月16日

2021年7月15日（星期四）

Friday, July 16, 2021

●責任編輯：周文超

A8

1

文匯要聞

巴國中企班車爆炸 9 中國人遇難
中方促巴基斯坦徹查真相 護在巴中方人員機構項目安全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外交部網站及中通社報道，中國
駐巴基斯坦大使館 14 日發布聲明，當地時間上午 7 時（北京時間
10 時）左右，由中方企業承建的開伯爾-普什圖省達蘇水電站項目
出勤班車在赴施工現場途中遭遇爆炸，造成包括 9 名中方人員和 3
名巴方人員在內的 12 人死亡。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當天的
記者會上指事件為“炸彈襲擊”，要求巴方盡快徹查真相，緝拿兇
手，予以嚴懲，並切實保護在巴中方人員、機構和項目安全。

●中國駐巴基斯坦大使館
中國駐巴基斯坦大使館14
14日證實
日證實，
，巴
基斯坦西北部開伯爾基斯坦西北部開伯爾
-普什圖省當天發
生一起爆炸，
生一起爆炸
，造成包括
造成包括9
9 名中方人員和
名中方人員和3
3
名巴方人員在內的12
名巴方人員在內的
12人死亡
人死亡。
。 美聯社

●人們將傷員運往醫院
人們將傷員運往醫院。
。

達蘇水電站位置示意圖



根據中國駐巴使館的聲明，事發後，中國駐
巴使館在第一時間啟動應急預案，聯繫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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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斯坦軍方、外交部、內政部等相關部門，要
求巴方不惜一切代價全力救援和救治，加強對
中方在巴機構、項目、人員的安保，並盡快查
明此次事件真相。巴軍方已在第一時間組織救
援，出動直升機轉運傷員。

駐巴使館提醒非必要不外出
 


香港文匯報製圖

聲明說，中國駐巴使館對這起事件表示強
烈譴責，對遇難者表示深切哀悼，對傷者致以
誠摯慰問，將會同巴方全力做好事件善後處置
工作。聲明強調，中國駐巴使館在此提醒在巴
中國公民、企業、項目務必高度重視，密切關
注當地安全形勢，加強項目人員安全，嚴密防
範，非必要不外出。
在當天中國外交部記者會上，路透社記者

提問說：“據報道，今天巴基斯坦發生大巴襲
擊事件，造成至少 6 名中國公民身亡。中方能
否證實？對此有何評論？”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表示，中方對巴
基斯坦開普省發生炸彈襲擊造成中方人員傷亡
表示震驚和譴責，對在襲擊事件中身亡的中
方、巴方人員表示哀悼，對其家屬和受傷人員
表示慰問。巴方安全力量已經採取措施控制了
局面，妥善轉移並救治傷員。
中方已要求巴方盡快徹查真相，緝拿兇
手，予以嚴懲，並切實保護在巴中方人員、機
構和項目安全。
根據人民日報報道，2017年3月8日，中國
葛洲壩集團股份有限公司在巴基斯坦首都伊斯蘭
堡，同巴水電開發署舉行了達蘇水電站主體工程
建設協議簽約儀式，為中企簽約巴基斯坦總投資
最大水電站項目。資料顯示，達蘇水電站地處帕
米爾高原，屬於印度河流域水電梯級規劃的第二
級，總裝機容量為5,400兆瓦，建成後年發電量
約120億千瓦時。該項目主體工程主要由大壩及

王毅：美應為阿方和解重建履應盡義務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當地
時間 7 月 13 日，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
毅在杜尚別同塔吉克斯坦外長穆赫里丁
共同會見記者。
有記者問，美國日前宣布將於 8 月
31 日完成在阿富汗的軍事行動，阿局勢
進入關鍵階段，請問中方對此有何評
價？
王毅表示，美國發動的阿富汗戰爭至
今已持續20年，但和平遲遲沒有到來。在
此期間，數萬名阿富汗平民因美軍行動在
戰火中喪生，上千萬人流離失所、淪為難
民。美國今天在撤出阿富汗的時候，應當
反思自己在阿富汗問題上所扮演的角色，
應當考慮如何為阿富汗的和解重建履行應
盡的義務。

促塔利班回歸阿富汗政治主流
王毅說，阿富汗是獨立主權國家，阿
富汗人民是有着強烈自尊心的民族。事實

再次證明，任何對阿富汗的強權干涉都注
定會以失敗告終。美國和北約從阿富汗撤
出，阿富汗人民痛定思痛，有了一個將國
家和民族的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的新的機
遇。
王毅表示，長期以來，阿富汗政府
為維護阿富汗的國家統一、社會穩定以
及民生改善做了大量工作，應當得到公
正的評價。塔利班作為阿富汗的主要軍
事力量，應當意識到對國家和民族承擔
的責任，堅決同一切恐怖勢力劃清界
限，以對國家和人民負責任的態度回歸
阿富汗政治主流。

當務之急有三
王毅指出，中方支持並期待阿富汗各
方本着“阿人所有，阿人主導”原則，從
阿富汗自身根本和長遠利益出發，通過阿
人對話協商，構建符合阿富汗國情並得到
人民擁護的政治架構，共同開闢國家新的

未來。王毅表示，中國是阿富汗山水相連
的鄰邦，我們始終尊重阿富汗的主權獨立
和領土完整，始終奉行面向全體阿富汗人
民的友好政策，始終堅持不干涉阿富汗內
政的基本準則，始終相信阿富汗各黨派各
民族有能力、有智慧處理好自己的問題，
管理好自己的國家。
王毅強調，當務之急有三點：第一，避
免阿戰火擴大，尤其要防止阿富汗發生全
面內戰；第二，盡快重啟阿人內部談判，
實現政治和解；第三，防止各種恐怖勢力
在阿乘機坐大，決不能使阿再度成為恐怖
分子的聚集地。
王毅說，中方對阿富汗未來的期待是：
建立廣泛包容的政權安排，奉行穩健的穆斯
林政策，堅決打擊一切恐怖主義和極端思
潮，致力於同所有鄰國友好相處。中方支持
一切有利於實現上述目標的努力，並願為此
同各方溝通協調，開展外交斡旋，提供必要
便利。

白皮書：新疆依法保障公民宗教信仰自由

美擬8月31日完成在阿富汗軍事行動

新華社

相應附屬工程和地下廠房隧洞工程等組成，規劃
於2025年4月開始蓄水，二期工程將於2029年建
成。

巴方初步認定機械故障致氣體洩漏
7 月 14 日晚些時候，巴基斯坦外交部網站
發表聲明稱，當日上午，在巴基斯坦開普省，
一輛載有中國公民的班車因“機械故障導致氣
體洩漏”，引發爆炸使得班車墜入峽谷。進一
步調查正在進行中。根據初步報告，9 名中國
公民和 3 名巴基斯坦人喪生。當地政府正在向
傷者提供一切可能的援助。巴基斯坦外交部正
與中國駐巴基斯坦大使館密切聯繫，展開協調
並提供便利。
聲明稱，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向在此次事件
中喪生的中國和巴基斯坦工人的家屬表示誠摯哀
悼，也為傷員的迅速康復祈禱。巴外交部表示，
巴基斯坦和中國是親密朋友和鐵桿兄弟，巴方高
度重視中國公民、項目和機構在巴基斯坦的安全
和保障。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國務院新聞辦 14 日
發表《新疆各民族平等權利的保障》白皮書。白皮書介紹，
新疆堅持保護合法、制止非法、遏制極端、抵禦滲透、打擊
犯罪的原則，全面貫徹落實宗教信仰自由政策，正常宗教活
動依法受到保護，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權利得到有效保障。
白皮書介紹，70 多年來，中國共產黨和中國政府始終堅
持“以人民為中心”的人權理念，始終把生存權、發展權作
為首要的基本人權，把人權的普遍性原則與中國實際相結
合，不斷豐富和發展治疆方略，堅持依法治疆、團結穩疆、
文化潤疆、富民興疆、長期建疆，新疆人權事業不斷得到新
的發展和進步。
白皮書指出，新疆有效保障生命權、尊重保護自由權、
切實維護公正審判權；在保障公民政治權利方面，新疆各民
族不論人口多少、歷史長短、發展水平高低、風俗習慣差異
等，都具有平等的地位，共同參與國家事務、管理地方事
務、行使基層民主權利。
白皮書稱，在新疆，公民既有信仰宗教的自由，也有不
信仰宗教的自由；有信仰這種宗教或那種宗教的自由；在同
一宗教中，有信仰這一教派或那一教派的自由；有過去信仰
宗教現在不信仰宗教的自由，也有過去不信仰宗教現在信仰
宗教的自由。
白皮書指出，我國保障獲取宗教知識途徑，以多種語言
文字翻譯出版發行伊斯蘭教、佛教、道教、基督教等宗教典
籍。白皮書顯示，新疆不斷改善宗教活動場所設施條件，對
年久失修的宗教活動場所，政府有關部門根據《中華人民共
和國城鄉規劃法》，並尊重信教群眾意願，通過新建、遷
建、擴建等，解決了安全隱患問題，保障正常宗教活動順利
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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穗扶持金融科技最高資助2000萬
開發區“金10條” 吸引企業落戶人才引進

●廣州開發區 14 日舉行記者會介紹
日舉行記者會介紹“
“金
融科技10
融科技
10條
條”措施
措施。
。
記者敖敏輝 攝

廣州市近日出台新政大力推動金融科技發展，
《廣州市黃埔區、廣州開發區促進金融科技高質量
發展十條措施》（下稱“金融科技 10 條”），從金
進到金融科技生態打造，建立全方位扶持體系，並

廣州開發區支持四類金融科技企業

首次明確支持四類金融科技企業。對於新註冊或遷

1 金融監管部門批准設立的金融科技企業。

入的金融科技企業，包括落戶補貼、場地租金補貼

2 持牌金融機構直接持股比例不低於30%且擁有實際控制權的從事金融科技業務的企業。

等在內最多可獲 2,000 萬元（人民幣，下同）扶持。

3 運用人工智能、區塊鏈、大數據、雲計算、物聯網及生物識別等相關技術為持牌金融機
構提供智能信貸、信用甄別、風險管理、資產定價、市場營銷、支付結算及智能投顧等
金融科技服務，促進金融業轉型升級，連續2年主營業務收入不低於3,000萬元人民幣且
金融科技服務業務佔比不低於年度主營業務收入30%的科技企業。

此外，還將聯合騰訊雲、京東科技等建設粵港澳大
灣區金融科創中心，加強與新加坡、香港的金融科
技合作，開展跨境貸、跨境資產轉讓等試點工作。

4 其他致力於推動人工智能、區塊鏈、雲計算及大數據等信息技術與金融業務深度融合，
推動金融業發展提質增效，經區金融部門認定的金融科技企業。

●香港文匯報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

廣州開發區是廣州實體經濟的“主戰場”，發
展金融科技優勢十分明顯。該區擁有戰略性

新政還支持金融科技企業創新應用，對自主
研發的金融科技產品及服務進行推廣應用，且年
度實際收入累計達到3,000萬元以上的金融科技企
業，按其年度實際投入研發費用的 10%給予一次
性補貼，每家企業最高補貼100萬元。

新興產業重大項目超過 100 個，高新技術企業逾
2,100 家，擁有華南最大的科技孵化集群。在政策
基礎方面，近 3 年該區先後出台“風投 10 條”、
“金融10條”、“綠色金融10條”及“區塊鏈10
條”等金融業扶持政策。

人才補貼每年最多50萬元
企業金融科技人才也有專項補貼。年度應納
稅所得額達到 30 萬元以上的高管人才和業務骨幹
人才，按其個人應納稅所得額的 15%給予補貼，
每人每年最高補貼50萬元，單個企業最高可10人
享受個稅補貼。
廣州開發區金融工作局發展處負責人黃宗超
告訴記者，新政堅持“守正創新”，即讓金融科
技服務實體經濟。“主要體現在3方面，一是用人
工智能、大數據、雲計算等新一代信息技術精準
嵌入金融服務，實現產業之間的深度融合；二是
解決中小企業融資難、融資貴、融資繁問題；三
是加強科技手段應用，實現以‘網點辦’為主的

落戶首年100%納稅額返補
此次的“金融科技 10 條”，在延續以往政策
的基礎上，出台更具針對性的支持措施。以落戶
扶持為例，新註冊或新遷入的金融科技企業按實
收資本規模進行補貼，實收資本1,000萬元以上補
貼100萬元，1億元以上補貼800萬元，5億以上補
貼 1,500 萬元。入駐後，購置辦公場地費用補貼
10%，最高可達500萬元。
同時，企業落戶後連續3年給予經營貢獻獎，
第一年按照其納稅額的100%進行返補，之後兩年
返補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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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 敖敏輝 整理

中國經濟
中國經濟

●責任編輯：于大海

線下模式，升級為‘雲上辦’、‘掌上辦’的線
上線下結合模式。”
廣州開發區金融工作局局長湯克明說，為布
局金融科技產業，接下來將推進新技術在數字供
應鏈金融、跨境金融、綠色金融、普惠金融及知
識產權金融五大領域的深層次應用。

加強與星港多方面合作
“我們將與新加坡、香港開展合作。比如以
穗港智造特別合作區等為載體，進行金融科技創
新合作，開展跨境貸、跨境資產轉讓、設立金融
科技聯合實驗室等創新合作。”
隨着“金融科技 10 條”出台，廣州開發區將
推動一批金融科技重大項目落地。該區將建設粵
港澳大灣區金融科技創新中心，重點集聚供應鏈
金融、工業互聯網、金融雲、人工智能、區塊
鏈、大數據等金融科技項目。項目建成後，預計
吸引100家以上金融科技及相關企業進駐，預計年
實現交易額1,000億元。

美國通脹“殺埋身”，6 月 CPI 意外
升至 5.4%，創下 2008 年 8 月以來新高，
而市場原本的預計是通脹會降至 4.9%，結
果事與願違。若剔除食品和能源後，美國
的核心消費通脹也在攀升，核心 CPI 年率
從 3.8%升至 4.5%，創下 1991 年以來的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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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藩市聯儲主席、2021 年 FOMC 票委戴利
就表示，現時談論加息為時尚早，但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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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開始討論縮減購債規模是合適的時機。





受消息影響，港股三連升斷纜，14 日一度



跌逾 200 點，收市跌勢略緩，但仍跌 175
點，收報 27,787 點，成交減至 1,440 億元
（港元，下同），是 7 月以來最少。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紹基

外電報道指，過去幾個月以來，美國的食
品和汽油等必需品價格飆升，對美國人
日常生活造成極大影響。雖然聯儲局再次強
調，當前通脹是暫時性的，並不會持續，但隨
着一些關鍵通脹指標持續攀升，不少人相信通
脹持續時間可能會很持久。聯儲局早前預測，
通脹會在夏季見頂，並在秋季大幅放緩。

疫情影響已滲透美經濟
聯儲局主席鮑威爾早前出席美國國會聽
證會時曾表示，美國面臨的通脹壓力只屬暫時
性，料美國不會出現惡性通脹。不過，當地的
物價水平一直攀升，主要由於美國政府大規模
的經濟刺激計劃，推動了消費需求增長，但疫
情關係又使得全球供應鏈受損，緊缺的出貨
量，趕不上價格上漲的速度。此外，取消與疫
情相關的限制措施，推動了旅遊、交通等服務
支出增加，導致通脹壓力進一步加劇。在聯儲
局看來，上述因素只屬暫時性，通脹長遠有望



▲ 美國 6 月 CPI
意 外 升 至
5.4%。 中新社

獎勵向小微企業融資

此外，為扶持金融科技發展，深
圳還打造一批重點項目，分別是舉辦
深圳市金融科技節，鼓勵相關機構發
布金融科技榜單、舉辦金融科技交流
活動，鼓勵供應鏈金融發展、對優質
供應鏈金融企業進行獎勵。對使用區
塊鏈等金融科技手段、年度內直接或
間接幫助小微企業獲得100億元以上融
資的供應鏈金融科技企業，按其向小
微企業融資額的十萬分之一給予獎
勵，單家企業最高不超過200萬元。而
去年9月公布的深圳金融創新大賽，中
銀香港開發的 BoC Pay 大灣區支付就
獲得一等獎，金額為100萬元。

港企可享受同樣支持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院
長助理、金融與現代產業研究所所長
劉國宏表示，大灣區眾多扶持金融科
技和創新的政策，同樣全面適合港企和內地企
業，只要他們符合政策要求同樣將會獲得支
持，包括科技創新獎勵、租房補貼等。
他指出，深圳和大灣區經過這 40 多年發
展，對中高端金融服務的需求強勁，深圳擁有
良好的創新環境和氛圍，強大的科技創新又推
動金融創新，從而更好地促進實體經濟發展。
而香港作為亞太金融中心，具有很好的金融人
才和創新科技優勢，香港與深圳和大灣區在金
融科技領域有良好的合作前景。

             

回落至2%長期目標。
不過，外電引述專家表示，從更長期來
看，疫情影響長時間滲透於美國經濟，供應鏈
中斷、原材料短缺和勞動力供需不平衡等深層
次、結構性問題逐漸暴露，未來通脹水平會大
幅回落的預期，甚為值得懷疑。
富國銀行經濟分析師莎拉豪斯說，通脹
壓力比預期嚴重，並料將持續較長時間。

通脹回落可能性正消退
Grant Thornton 首 席 經 濟 學 家 Diane
Swonk 亦說，物價遽然上漲主要由疫情所帶
動，但通脹升幅卻教許多聯儲局官員感到意
外。
她警告，通脹回落的可能性正在消退。
ING 亞太研究主管 Rob Carnell 說，在美國通
脹上升且持續時間變長的大環境下，美國料會
提前縮表，但聯儲局要提早加息，則會較困
難，即使加息時間可能會略為提早，也不會提

早得太多。

醫藥股跑贏 金融股捱沽
雖然美國通脹消息繼續壓抑大市，但市
場對此已有心理準備，港股跌幅略見收窄。國
指跌 0.5%報 10,065 點，科指更微升 0.1%，收
報 7,667 點。藍籌股普遍回吐，其中醫藥股及
生科股跑贏大市，發盈喜的藥明表現突出，預
期半年多賺逾 135%，該股曾升 9%，收市仍
漲6.5%報139.8元，是升幅最大藍籌。石藥及
中生製藥亦升 3.4%及 2.4%。另外，四環藥業
亦升 11.3%。科技股企穩，騰訊升 0.2%，阿
里 巴 巴 升 0.6% ， 小 米 升 0.6% ， 但 美 團 跌
1.7%。金融股普遍向下，滙控跌 1.6%，友邦
跌 1.8%，建行及中銀跌 1.6%，平保更跌逾
2%。汽車股近全線下跌，恒大汽車挫 8.6%，
拖累母企恒大亦再跌 4%。遭基金大手減持，
比亞迪跌 5.6%，成藍籌最弱股份，吉利跟跌
2.6%，長汽跌2.5%，廣汽跌5%。

中國銀保監會：上半年銀行業利潤增速料顯升

聯儲“鴿轉鷹”言論增 倡討論縮減購債規模

聯儲局官員言論“由鴿轉鷹”，例如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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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
圳報道）作為大灣區核心城市和金融
科技領跑全國的深圳，多年來也十分
重視金融科技產業的發展，長期以來
從總部經濟、金融科技、金融創新大
賽等多方面持續推動金融科技產業發
展。去年 11 月下旬，深圳發布扶持金
融科技發展“28 條”，落戶項目最高
獎勵2,000萬元（人民幣，下同）。
去年 11 月 26 日，深圳市地方金融
監督管理局發布《深圳市扶持金融科
技發展若干措施（徵求意見稿）》，
意見稿共 28 條，明確深圳重點扶持 5
類金融科技企業，即持牌金融機構設
立的金融科技子公司、大型互聯網公
司發起設立或控股的金融科技子公
司、為金融機構提供獨立服務的技術
公司、其他致力於推動信息技術與金
融業務深度融合的公司和金融科技相
關的基礎設施與重大項目，而扶持金
額最多給予不超過 2,000 萬元的一次性
落戶獎勵。

2021年7月15日（星期四）

美通脹驚嚇 港股三連升斷纜
年新高，市場原預期該數字是 4%。不少

深圳瞄準 類企業 政策獎賞兼顧

星期五

融科技企業落戶到成果轉化、應用到創新、人才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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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中國
銀保監會統計信息與風險監測部負責人劉忠瑞
14 日出席國務院新聞辦發布會時表示，由於去
年同期基數低，預計今年上半年銀行業利潤增速
會有明顯回升，但未來不良貸款仍然面臨上升壓
力，不良貸款可能進一步增加。
“由於去年上半年商業銀行累計實現淨利潤
大概 1 萬億元（人民幣，下同），同比下降
9.4%，這個基數是很低的。因此預計今年上半
年銀行業利潤增速會有明顯回升，這一特點和實
體經濟各行各業的特點是相類似的。”劉忠瑞指
出，宏觀經濟受疫情衝擊一年多以來，銀行業通
過讓利等政策安排，與實體經濟同呼吸共命運；
從局部來看，銀行業利潤出現一定的暫時性的波
動，但從宏觀來看，實體經濟利潤回升有利於銀
行改善資產質量，對銀行業高質量發展形成支
撐。資產質量方面，銀保監會數據顯示，截至 6
月末，中國銀行業不良貸款餘額 3.5 萬億元，較
年初增加 1,083 億元。由於加大不良貸款的處置
力度，6 月末銀行業不良貸款率 1.86%，較年初
下降0.08個百分點。

不良貸款仍面臨上升壓力

劉忠瑞稱，2020 年銀行業處置不良資產額
度達到3.02萬億元，是歷史上處置不良資產最多
的一年。今年一季度處置不良資產 4,827 億元，
超過了去年同期水平；上半年預計也會高於去年
同期水平。6月末，商業銀行逾期90天以上的貸
款與不良貸款比例是 79.6%，顯著低於 100%。
一些較為審慎的銀行將逾期 60 天以上的貸款全
部納入不良。但與此同時，“要清醒地認識到當
前經濟恢復不均衡、基礎不穩固，部分企業尤其
是小微企業、個體工商戶生產經營仍然面臨一定
的困難。不良貸款暴露存在一定的滯後性，隨着
延期還本付息政策到期，未來不良貸款仍然面臨
上升壓力，不良貸款可能進一步增加。
對此，銀保監會深入研判風險，掌握風險底
數，指導銀行審慎經營、強化風控。督促銀行按
照實質重於形式的原則，採取預期信用損失法，
充分評估風險，做實資產分類，足額計提撥備。
劉忠瑞提到，“鼓勵銀行統籌做好應對不良貸款
反彈的綜合方案，有效運用現金清收、核銷、批
量轉讓等手段，進一步加大不良貸款處置。支持
銀行多渠道補充資本，增強抵禦風險能力。”

理財整改進展情況符預期

另外，資管新規過渡期剩不到半年時間，
銀保監會政策研究局負責人葉燕斐在發布會上表
示，整體來說，理財整改進展情況符合預期，今
年一季度末已經整改過半，年底前絕大部分銀行
將完成整改。銀保監會將持續督促相關銀行綜合
施策、積極整改，盡快全部清零，從根本上轉變
理財產品市場格局和觀念氛圍。

台灣新聞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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補強紓困搶救運輸業
綠委籲減免汽燃費
（中央社）民進黨正國會派
系立委昨天召開攸關紓困的 「補
強紓困安全網系列記者會」；立
委陳亭妃表示，民眾的牌照稅、
燃料費，因應三級警戒，應思考
按比例給予減免，以符合公平性
。交通場站也受到很大的影響，
人流尚未恢復，應給予更多租金
、權利金的調整，不要讓他們苦
撐。
立委陳歐珀強調， 「正國會
是執政黨的改革派」，希望相關
部會滾動調整，能給予業者及時
紓困，避免倒閉潮。
正國會立委包括陳亭妃、余
天、陳秀寶、陳歐珀等人昨邀國
光客運副董事長王應傑、小客車

租賃公會全國聯合會理事長林建
良等業者，舉辦線上記者會。
陳亭妃說，政府應更彈性協
助撐住交通運輸業， 「不要疫情
結束發生遊覽車業、客運業倒閉
潮」，駕駛的紓困補助是救急錢
，不能再拖，應及時紓困。
業者建議，交通部應運用政
府基金做擔保，協助客運業周轉
，才能撐到交通流量恢復。呼籲
政府減免至少今年後半兩季燃料
費、一季牌照稅，再減輕遊覽車
業的負擔。
余天說，三級警戒下，客運
業者營收比去年差 「有夠多」，
可以說是 「懸崖式下滑」，目前
的補助非常不夠，既然要紓困，

資金就要給真正需要的人拿到，
不要這個也不給、那個也不給。
民眾黨立委邱臣遠昨也邀旅
館業者針對紓困行記者會；旅館
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副理事
長鄭生昌指出，公會在內 150 家
會員，向銀行申請貸款都碰壁，
目前為止沒有一家申請通過，籲
政府指派專責銀行協助旅館業貸
。
邱臣遠指出，去年金管會為
鼓勵銀行持續對受疫情影響企業
、民眾提供紓困及振興所需資金
，訂定 「獎勵本國銀行加速辦理
紓困振興貸款方案」。

把蹦火仔轉型觀光休閒
青年火長簡士凱進校園傳承種子
（中央社）北海岸金山地區最著名的漁業文化 「
蹦火仔」，
這個有百年歷史的漁業捕魚技法，目前漁船僅存 3 艘，富吉 268
號蹦火漁船的 「
火長」漁民簡士凱是青年返鄉，繼承家業後持續
堅持漁季時出海作業。他召集志同道合的漁民朋友成立合作社，
營造在地特色漁產品，轉型觀光休閒漁，還進行校園巡迴課程，
要把蹦火仔的種子深植校園傳承下去。
青年漁民簡士凱自去年漁季結束後，1 年多來與金山漁會一
同進行校園巡迴課程，在北海岸地區的小學透過經驗分享課程與
學生們分享蹦火漁業作業方式，加深在地學子對蹦火漁業文化的
認識，藉由自己青年返鄉的經驗，吸引更多人認識及投入這個行

業。
簡士凱說， 「蹦火仔」早期是由 4 到 5 人搭乘竹筏或木造船
，持火把誘捕魚群，在夜間利用光源進行漁獲作業，演變成如今
一艘船上以 7 到 8 人為一組，利用磺石加水所產生的氣體 「乙炔
」經點燃 「
蹦」聲成為火炬，讓青鱗魚受光吸引紛紛跳出水面之
際，再以叉手網進行撈捕。
市府漁業及漁港事業管理處今天表示，簡士凱仍堅持在漁季
出海作業，並持續與市府及交通部北觀處合作蹦火季活動，進行
蹦火漁法展演，致力保留這個家鄉的漁業文化。
蹦火船的靈魂人物火長，一般由經驗老道的資深船員擔任，

但近年來因環境影響漁獲量降低，加上漁村人口外移及人口老化
，從事漁業勞動力也逐年下降，蹦火仔捕魚技術的漁船僅存 3 艘
，已被登錄為世界文化資產，如何保留傳統文化技藝，是簡士凱
給自己的重要使命。
簡士凱召集志同道合的漁民朋友成立合作社，除販售當地時
令漁貨及研發青鱗魚加工品，串連在地商店及餐廳，營造在地特
色漁產品，並轉型觀光休閒漁業，他說，持續培訓新一代船員，
讓 「
磺港漁火」漁業文化有機會傳承下去，是他堅持蹦火仔的使
命。

居檢關懷熱線 2 個月助 1.4 萬人次
（中央社）新北檢疫隔離關懷中心服務超過 500 天，有小妹
妹打著電話哭訴自己與母親確診，也有不諳中文的新住民打電話
求援。新北民政局長柯慶忠指出，PCR 採樣結果 23%、就醫需求
15%及疫苗接種 11%，這三大類提問占大宗，提供諮詢能讓民眾
安心。
居家檢疫關懷中心今年疫情爆發提升為檢疫隔離關懷中心，
動用 10 個局處人員在約 2 個月時間接了 1.4 萬通的電話。市長侯
友宜昨前往慰問時指出，檢疫隔離關懷中心關懷人數，從最高

6277 人已降至 951 人。
侯友宜說，檢疫隔離關懷中心建置百題 QA，服務超過近 1
萬 4000 名民眾，每當只要重大防疫政策發布，就是電話量急速
攀升的時候，1 天最高曾接過 463 通，龐大的來電量壓力不小。
住三重的小學五年級邱小妹，曾因為父親確診被送醫，不久
還接到自己與母親也確診。邱小妹打電話到中心哭著說，母親發
燒但救護車還在半路，接電話人員陪伴邱小妹等待救護車到來，
並安撫情緒。

菲律賓籍新住民薇拉爾因不諳中文，接線的替代役用流利的
英文溝通後，得知薇拉爾有心臟病史，且曾與確診者接觸正隔離
在家，因開始出現發高燒、脫水，趕緊轉介衛生局處置，提供緊
急就醫服務。
柯慶忠表示，接電話的防疫人員也要時常更新資訊，仔細對
應、回覆民眾，各年齡層接種時段提供必要協助，已積累市民相
當程度的信任感。

新北唯一開放風景區 十分瀑布限兩百人進場
（中央社）平溪區十分瀑布風景區，是由新北市觀光旅遊局
管理，昨(13)日微解封後，成為新北市唯一開放的風景區，為防
止民眾報復性旅遊，停車場設置 40%的總量管制，一旦超過兩百
人便開始實施人流管控，並嚴禁飲食、拿掉口罩等行為，讓民眾
在微解封踏青喘口氣的同時，達到安全防護的防疫原則。
新北市觀光旅遊局風景區管理科股長周抒帆表示，觀旅局因

應遊客微解封時期的管制，在十分瀑布風景區包括遊客中心、吊
橋、瀑布入口等位置都設有實聯制條碼，分散登記的人流，並在
吊橋的前後位置設有安全社交距離的等候位，保障遊客的安全，
座位區、邊走邊吃都是禁止的，而瀑布入口處也有工作人員計算
進場人數，並有體溫量測的機制，一旦進場超過兩、三百人，將
啟動人流管控，並進行網路通報，民眾最好在網路上查詢後再來

前往風景區遊玩。
平溪區公所主秘簡純楚表示，平溪區在微解封時期雖有開放
十分瀑布景區，但其餘的望古、嶺腳、灰窯瀑布景點仍都未開放
，而全區的步道、涼亭也都仍在警戒範圍，甚至菁桐、平溪、十
分老街都少有商家開門營業，公所呼籲遊客若來十分瀑布遊玩，
要注意大部分區內景點的封閉措施，以免撲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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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人民幣試點測試範圍有序擴大

今年以來，金融總量適度增長，
對實體經濟的信貸支持力度持續增強
。上半年企業貸款情況怎樣？國際經
濟金融形勢變化對我國金融市場帶來
哪些影響？下半年我國貨幣政策取向
如何？
在 國 新 辦 13 日 舉 行 的 新 聞 發 布
會上，中國人民銀行相關負責人詳
細解析上半年金融數據，回應了市
場熱點。

融對製造業、基礎設施業、除房地產以
外的服務業等重點領域的支持力度穩固
，信貸投放結構持續優化。”
數據顯示，6 月末，製造業中長期
貸款余額同比增長 41.6%，增速連續 4
個 月 超 過 了 40% 。 其 中 ， 高 技 術 製 造
業的中長期貸款增長 46.3%，維持較高
增速。
與此同時，上半年，我國小微企業
融資呈現量增、面擴、價降的態勢。6
月末，我國普惠小微貸款余額 17.7 萬億
元，同比增長 31%；普惠小微貸款支持
了 3830 萬戶小微經營主體，同比增長
29.2%。5 月份新發放的單戶授信 1000 萬
元以下小微企業的貸款利率是 4.93%，
較上年同期下降 0.3 個百分點。
在人民銀行金融市場司司長鄒瀾看
來，對小微企業等市場主體的金融服務
水平持續提升，企業融資便利性提高，
綜合融資成本穩中有降。
普惠小微貸款同比增三成
今年上半年，我國人民幣貸款增加
12.76 萬億元，同比多增 6677 億元，其中
企（事）業單位貸款增加 8.37 萬億元。
人民銀行調查統計司司長阮健弘認
為，在上年高基數的情況下，信貸投放
保持平穩增長，堅持服務實體經濟導向
，為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提供了有力支
持。“從中長期投資的投向結構看，金

個人房貸增速回落
消費貸款增長平穩
上半年，能夠反映房貸變化的住
戶 中 長 期 貸 款 增 加 3.43 萬 億 元 ， 是 近
年來較高水平。對此，阮健弘提供相
關數據回應了市場對於房貸增長過快
的擔憂。
數據顯示，6 月末，我國個人住房

貸款余額 36.6 萬億元，同比增長 13%，
增速比上年末回落 1.6 個百分點；比年初
增加 2.1 萬億元，同比少增 1602 億元。
而個人貸款的另一個重要類別——
消費貸款，上半年也保持平穩增長。6
月末，人民幣個人消費貸款余額同比增
長 13%。其中，短期消費貸款增長 11.1%
，中長期消費貸款增長 13.4%。
鄒瀾認為，隨著經濟社會發展和人
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居民消費仍有較大
提升空間。人民銀行將積極引導商業銀
行審慎、規範開展消費金融業務，加強
消費貸款用途管理。
針對市場關心的數字人民幣試點測
試工作，阮健弘介紹，數字人民幣試點
測試範圍有序擴大，應用場景日趨豐富
，系統運行總體穩定。數字人民幣試點
的選擇，綜合考慮了國家重大發展戰略
、區域協調發展戰略以及各地產業和經
濟特點等因素，試點地區具備廣泛代表
性，有利於評估數字人民幣在我國不同
區域的應用前景。
降準是貨幣政策回歸常態後的常規
操作
根據人民銀行的決定，7 月 15 日將
下調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 0.5 個百分點
（不含已執行 5%存款準備金率的金融機
構）。此次降準將釋放長期資金約 1 萬

新 Switch 配置遭瘋狂吐槽
“真”Switch Pro 明年才到
綜合報導 近幾年，全球玩家都在期待任天堂
推出新款 Switch，帶來更加強大的性能。7 月 6 日，
任天堂竟然真的突然宣布了新款 Switch。這個“千
呼萬喚始出來”的新機型，原來應該讓粉絲感到振
奮，但看了配置以後，大家紛紛回復：“就這？”
“Switch 新機型值不值得買”還被送上了熱搜，可
見粉絲的“糾結”心情。
原來，新 Switch 並未升級性能，與此前的長續

航版本一樣，只是在原有基礎上作出了一些細節上
的改進，性能並無絲毫升級。更重要的是，許多網
友還吐槽稱，該機在某些方面甚至還出現了降級，
比如屏幕分辨率：新款 Switch 上美其名曰升級了 7
英寸 OLED 大屏，屏幕更大、色彩更艷麗，宣稱能
帶來更好的體驗，但是其分辨率卻依然保持 720P
的效果，在 7 英寸的屏幕提升之下，原本的屏幕素
質，其分辨率還降低了。

可能任天堂也感受到了大家的“憤怒”，
隨 後 ， 最 新 消 息 流 出 ， 本 次 的 OLED Switch 僅
僅 只 是 過 渡 機 型 ， 並 不 是 Switch Pro。 而 Switch
Pro 正 在 研 發 當 中 ， 相 關 機 型 參 數 得 到 了 一 定
的曝光。
據目前最新消息，Switch Pro 預計將會搭載
NVDIA 5nm 製程的芯片 A78 CPU+Ampere GPU，
其性能將會實現質的飛躍，同時配備 8G 內存，在

億元，每年降低金融機構的資金成本約
130 億元。
“此次降準是貨幣政策回歸常態後
的常規流動性操作，穩健的貨幣政策取
向沒有發生改變。”人民銀行貨幣政策
司司長孫國峰介紹，2020 年以來，我國
始終堅持穩健的貨幣政策取向，既有力
支持實體經濟，又不搞大水漫灌。去年
2 月至 4 月，為應對疫情沖擊，我國貨幣
政策力度較大。但去年 5 月以後，貨幣
政策力度逐漸轉為常態，並於今年上半
年基本回到疫情前的常態。
在談及美聯儲貨幣政策變化所帶來
的影響時，孫國峰表示，各經濟體之間
的經濟和金融相互影響，但由於疫情防
控和經濟恢復存在時間差，因此美國貨
幣政策和中國貨幣政策有不同的操作，
這是很正常的。當前，我國經濟穩中向
好，金融市場運行平穩，美聯儲貨幣政
策轉向的討論對中國貨幣政策、金融市
場影響較小。
孫國峰表示，下一階段，我國貨幣
政策將堅持穩字當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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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力支持實體經濟
。同時，密切關註國際經濟金融形勢變
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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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暢性及運行大型 3A 製作遊戲時將會有更好的表
現。 除 了 這 些 核 心 配 置 以 外 ， 得 益 於 全 新 芯 片
的 升 級 ， Switch Pro 還 將 支 持 TV Dock 模 式 下 的
4K 輸出，這對於電視黨來說無疑是最為重大的
提升。能在大屏下暢享高畫質的體驗，此前 1080P
在現在動輒就是 60 英寸以上的電視中呈現的體驗
確實不太好。
任天堂社長谷川俊太郎甚至“誇下海口”，表
示屆時這款 Switch Pro 將會是跨時代的一款機型。
消息稱，任天堂將會在明年正式發布這款 Switch
Pro 新機，並且此前傳聞的《塞爾達：曠野之息》
續作將會成為該機的護航大作。
所以就目前而言，假如手上還沒有
Switch 的 朋 友 們 ， 可 以 選 擇 等 待 OLED 版 本 推
出 之 後 ， 買 OLED 版 本 Switch ， 如 果 已 有
Switch 的 朋 友 ， 這 次 升 級 看 看 就 好 ， 安 心 做
一個等等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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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銀行第 16 屆清寒學生獎學金
於 14 日上午舉行頒獎儀式

【休士頓訊】14 日（周三）上午 10 點
，第 16 屆由美南銀行所舉辦的 「美南清寒
學生獎助學金」 頒獎儀式於位在休士頓中
國城百利大道總行二樓大廳舉行，董事長
李承穗、執行總裁 Mark Simmons、董事
Ed Malmgren 等人皆親自參與，勉勵和期
許他們在未來的大學學習生涯和人生規劃
上更上一層。

2020 由於疫情影響，去年第 15 屆美
南獎助學金頒獎改以視訊舉辦。今年 2021
隨著疫情的趨緩。因此，第 16 屆的獎學生
頒獎儀式便恢復以往的現場頒發。五位獲
獎 者 中 有 二 位 Odanis Serrano 和 DavidMichael Ross 在家人和朋友的陪同和參與
下見證當日頒獎儀式，場面溫馨感人。獎
學金另外三位獲獎者，居住在北達拉斯

Allison Chen，董事會考慮車程因素，故將
就近在美南銀行達拉斯區域分行於 7 月 22
日（周二）下午由總裁 Mohammad Younus 代表負責頒贈。而 Mackenzie Gholson
因與家人到外州訪親無法到場。Luis Cunemo 則需利用暑期打工賺取學費特別告知
請假。。
儀式中，董事長李承穗分別和到場二

位學子就他們的大學專業取向給予建言和
經驗分享。
得獎學子中 Odanis Serrano 的母親特
別向董事長李承穗表達感謝。她說，美南
銀行所舉辦的 「美南清寒學生獎助學金」
對於孩子非常具有鼓勵性和幫助。當兒子
告訴她收到銀行通知獲得獎學金時，這份
喜悅和驚喜是無法形容，更是他們自疫情
以來讓全家感到欣慰和驕傲的事。DavidMichael Ross 的家人則表示，能夠參與，
見證孩子獲獎是具有特別的義意。
「美南獎學金」 設立於 2005 年, 由美
南銀行董事會發啟成立，其目的為表彰獎
勵優秀清寒應屆高中畢業生為主，期許借
此獎學金獎助弱勢族群學子，資助他們部
分大學費用，和爭取大學優先錄取資格和
成為所有學生取得優異成績的動力，為社
會培養未來專業人才。 「美南獎學金」 成
立至今己獲界僑團人士肯定與支持。

有關美南銀行
美南銀行(Member FDIC)成立於 1997 年
，總部設於德州休士頓中國城內提供全面
的商業及個人銀行產品服務。目前服務據
點分布於休士頓、休士頓糖城、奧斯汀、
達拉斯 Plano 和 Richardson 等地。未來將
計劃於休士頓、達拉斯地區、南加州等區
域擴展增設分行以便利服務客戶的需求。
美南銀行為提昇服務品質，己於 2019
年底全面更新銀行網路功能，加強新增人
性化結合科技化金融功能，如行動支付等
。有關美南銀行最新資訊請參閱網站：
www.swnbk.com。 美 南 銀 行 總 行 地 址
6901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電
話: 713-771-9700

重劃選區之戰升溫 休士頓維權人士力爭公平

順時針左上角開始為： 「墨裔法律辯
護與教育基金會」 訴訟副會長佩拉雷斯
（Nina Perales）、大休士頓美華協會律師
陳綺玲（Debbie Chen）、 「純粹正義」
共同創辦人暨組織總監伊凡斯（Roshawn
Evans）、雷克伍德居民崔斯登（Myrtala
Tristan） 、 Mi Familia Vota 馬 丁 尼 茲
（Casandra Martinez）、 「德州民權計劃
」 重 劃 選 區 宣 傳 研 究 員 里 維 拉 （Miguel
Rivera）。
德州哈利斯縣（Harris County）維權
人士發起一項行動，要求每十年一次的重
劃選區過程必須對少數族裔和低收入社區
更公平。
Jenny Manrique 報導
每次提到可怕的哈維颶風（Hurricane
Harvey），崔斯登（Myrtala Tristan）都不
得不重溫當時的情景：無情的大雨將她居
住的社區變成河流，她的住家變成一個漂

浮著傢俱的博物館。
在休士頓郊區雷克伍德（Lakewood）
住了近 40 年的崔斯登 6 月 30 日在一場重
劃選區簡報會上回憶： 「當局從來沒有通
知我們必須撤離，也沒有告訴我們這場災
害的嚴重性。我和丈夫住在一起，在五個
小時內，我不斷撥打 311（急難中心），
但沒有人接電話。我們就這麼醒著過了一
整晚。」
隔天上午，崔斯登用 ziploc 塑膠袋裝
著她的駕照和一些錢就離開住家。外頭有
一艘船正在把民眾從臭水中救起，兒童和
年長者是他們優先營救的對象。
崔斯登說： 「我們一整天都在髒水中
航行，他們沒有給我們任何飲水或食物。
我覺得這十分不公平，政府應該用不同的
方式幫助我們。三年過去，我們還在申請
援助，但是我們什麼都沒有得到。」
崔斯登後來加入了東北行動合作社
（Northeast Action Collective），一個由維
權人士和居民針對他們的社區缺乏排水和
防洪公共投資所組成的團體。 「現在是我
們的聲音應該被聽見的時候。」
崔斯登目前專注在一項全縣的維權行
動上，這項行動鼓勵少數族裔和低收入社
區參與重劃選區工作。重劃選區是一項重
新劃分政治範圍的過程，用來決定選民可
以投票給誰。
墨裔法律辯護與教育基金會（Mexican-American Legal Defense and Educa-

tion Fund，簡稱 MALDEF）訴訟副會長佩拉
雷斯（Nina Perales）解釋： 「重劃選區是
在地圖上畫線標示出誰可以投票選出特定
的民選官員。創造選民團體是非常政治化
的行動，所以參與非常重要。」
每隔十年，社區會根據人口普查收集
到的數據被重新組合成新選區，選區界線
將由市議會、學區信託董事會、縣長、州
議會畫出。
像哈利斯縣衛星城巴沙迪那（Pasadena）這些地區，選區界線成功將西語裔
人口和白人人口隔離開來，白人住在能夠
獲得較多服務的南區，西語裔則住在向來
獲得較少服務的北區，造成西語裔社區較
容易發生洪水和自然災害。
在德州眾議會在北區畫出進一步分散
西語裔選民的界線後，MALDEF 對此提出
訴訟並獲得勝訴，然後將這些地區重新組
合為第 144 號選區。
佩拉雷斯說： 「這個選區原來的眾議
會代表是一名保守派白人，在他尋求連任
失敗後，由一名進步派西語裔女性取代。
只要圍繞著我們社區的線是以公平的方式
被畫出，我們的政治參與力就會變強。」
迷失在翻譯中
對 德 州 民 權 計 劃 （Texas Civil Rights
Project，簡稱 TCRP）重劃選區宣傳研究員
里維拉（Miguel Rivera）而言，他們現在
面對的挑戰之一是西語裔社區還不熟悉重
劃選區的過程，這些挑戰從翻譯像 「傑利

蠑螈」 （gerrymandering，指以不公平的
選區邊界劃分方法操縱選舉）和 「重劃選
區」 （redistricting）這些術語展開。
里維拉說： 「我第一次遇到這個難題
，是在向我的父母解釋我的職業的時候。
我的父母是出生在墨西哥農村的移民，他
們比較了解爭取投票權的問題，因為這方
面有很多術語有現成的詞彙可以翻譯，但
由於他們對墨西哥和美國的認知有別，他
們對人口普查和重劃選區的了解就非常不
同。」
現在，TCRP 以一個特定術語， 「重新
分配」 （redistribution），對西語裔社區
展開凝聚性教育活動。
即將於秋季入讀哥倫比亞大學（Columbia University）的高中應屆畢業生馬丁
尼 茲 （Cassandra Martinez） 第 一 次 聽 到
這個術語，是在參加由 Mi Familia Vota 舉
辦的人口普查講座上。
馬丁尼茲說： 「西語裔民眾不懂重劃
選區和人口普查背後的細節，但他們關心
收入不平等、子女就讀的學校、永遠不會
完工的工程等問題。」
她還補充： 「我們許多人都來自移民
家庭，我們的父母覺得自己與政治脫節，
他們有一種 『我的選票並不重要』 的感覺
。將投票與家庭和社區的未來連接起來，
才是真正可以幫助我這個年齡層的人的方
法。」
陳綺玲（Deborah Chen）是大休士頓

美 華 協 會 （OCA-Greater Houston） 律 師
和維權人士，她提到美國亞裔（AAPI）的
類似經驗。亞裔人口在德州的增長速度比
西語裔更快。陳律師表示，為了確保亞裔
居民參與人口普查，他們的組織在人口普
查期間親自造訪了超過 22 萬 1000 戶人家
。她強調： 「參與重劃選區不需要具備美
國公民或選民身份。」
美華協會使用 「機會地圖」 （opportunity maps）來說明這些選區的多數和少
數如何獲得如下水道、電力、道路建設和
管道等服務。
陳律師說： 「大休士頓每個被人口普
查統計到的居民每年可獲聯邦 1 萬 5700 元
資金，然後由選區決定如何使用這筆錢。
人們通常會希望住在族裔均衡和能有公平
的機會獲得政治代表權的地方。」
居住在主要由共和黨人執政的地區的
非裔民眾，在畫分選區方面也遭受到歧視
。因此，像 「純粹正義」 （Pure Justice）
這類組織也提倡參與重劃選區。
「純粹正義」 共同創辦人伊文斯
（Roshawn Evans）說： 「每個人都想用
某種方式為某些受益人裁剪出他們想要的
選區地圖。在政治食物鏈頂端，共和黨人
操縱著一切，但我們仍然有能力繪製出具
啟發性的地圖。」
伊文斯總結： 「我們希望遇到相同問
題的民眾能團結起來。因此，我只想強調
，投票真的非常重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