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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03-TOP ONE群智貸款C6_A1

713 - 364 -7788 
832 - 498 - 7566

群智貸款

Michelle Young  
 通國、英、粵語、韓語

● 外國人貸款，保證最低
   最低利息。B1, B2, 
   J1保證通過
● 只要一年P&L盈虧表，
   不查稅表
● W2用一年VOE貸款方式
● 不查收入貸款
● Construction Loan,
   Lot Loan

NMLS#270061 RMLO 

Saturday, 7/17/2021

（中央社）因最早在印度發現的COVID-19
（2019冠狀病毒）Delta變異株肆虐，美國洛杉
磯郡公衛官員難以遏止因此導致的確診病例激增
，這個周末起將恢復強制戴口罩。

路透社報導，由於美國境內許多地區確診病
例激增至令人擔憂的程度，近日來多個地方政府
建議或強制戴口罩，或執行其他防疫管制，洛杉
磯郡是其中之一。這個郡是全美第2大城洛杉磯
所在地，居民達1000萬人。

洛杉磯郡公共衛生局（Department of Public

Health）今天在推特發文指出： 「無論是否接種
疫苗，我們將要求每個人在室內戴口罩，包括公
共場所與商店，如此我們才能遏止我們正面臨的
日益加劇疫情。」

公衛局指出，強制戴口罩措施將從 17 日午
夜開始實施。

洛杉磯郡已連續6天通報新增確診破千例，
截至 14 日止，近 400 人染疫送醫，前一週則是
275人，而且光是14日即新增9個死亡病例。

加州的沙加緬度郡也在今天建議民眾，即使

已接種疫苗，在室內最好還是戴口罩。德州奧斯
汀市則呼籲還沒接種疫苗或者是染疫高風險族群
避免出遊、室內群聚、外出用餐與購物，並且要
戴口罩。

本週稍早，加州優洛郡（Yolo County）也
提 醒 民 眾 室 內 戴 口 罩 ， 密 蘇 里 州 的 春 田 市
（Springfield）則是要求孩童與教師到校暑期輔
導期間要戴口罩。

DeltaDelta肆虐肆虐 洛杉磯將恢復強制戴口罩洛杉磯將恢復強制戴口罩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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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百課程為升學及生涯精設，新的人生今天就啟航
疫情阻止不了您追夢，讓休斯頓社區大學HCC成為您飆昇美好未來的發射台！

HCC西南校區學科種類
數碼及信息技術 | 基礎科學 | 健康科學 | 

工商業 | 視覺及表演藝術 | 其他各類學科

課程詳情，請訪網站：HCCS.EDU

報名方式：
HCCS.EDU/VIRTUALLOBBY 
HCCS.EDU/APPLY 
713.718.2000
713.718.2277

師資雄厚、學費低廉的HCC有數百門優質課程供您選擇，線上教學或校園安全上課靈
活可變，最快數月就能獲取文憑證書，迅速在科技、健康、高級製造、工程及商貿等
熱門行業覓得高薪火熱的職位。學習兩年可獲副學士學位（A.A.S./A.S.），學分可轉
入四年制大學，只需再讀兩年就能取得學士學位，在職場更勝一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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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alee@scdaily.com
我見我聞我思

幾內亞共和國駐休斯敦名譽總領事
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Because the hate crime attacks
have continued, the anxiety still
grips many cities’ Asian
communities. Violent crimes
against Asians continue to rise in
New York City. It has increased
by 400 percent from 21% to
105% last year.

When the city opened back up
for business, a lot of senior
citizens were hesitant to travel
too far from their apartments.
Many of the victims of
harassment and hate crimes no
longer report incidents to the
police because they believe
nothing meaningful will be done
in many cases.

Local police admit that it can be
difficult to prosecute cases as
hate crime unless they have solid

proof in any given case. In many
cities, Chinatown groups of
volunteers now patrol the streets
hoping to deter potential attacks.

We strongly urge all the Asian
communities to unite and fight
together in this battle. We need
to organize as a community and
unite to make sure all our people
are aware of each local situation.

The federal government has
already appropriated the funds to
help local law enforcement to
fight the crime. We need for them
to work with us to team up and
report the crime.

Even though the nation is
officially opened up, nothing has
changed in the Asian
communities. We are still fighting another battle.

0707//1616//20212021

We DonWe Don’’t Have A Vaccine Tot Have A Vaccine To
Cure Hate CrimeCure Hate Crime

今天的紐約市正面臨有史以來
最大的挑戰，和一年前相比，對亞
裔仇視之犯罪率增加了百分之四百
，唐人街的社區領袖非常擔憂這種
恐懼氣氛將是二〇二〇年疫情嚴重
擴散之延續。

美國各大城市已全面開放，沙
灘上擠滿了遊客，航空公司乘客基
本上已回到疫情前的人數， 當一
切在不斷回到正軌時，另一個三角
洲病毒又再次入侵。

對於面對仇恨犯罪的警方而言
，預防措施是件非常艱難的任務，
在諸多犯罪行為案件中，許多是精
神有問題的慣犯，當他們被捕後又

主即被法庭釋放。
目前已經開放的老人服務中心

，由於治安之敗壞，使他們纏足不
前，尤其在遠家或需要行走在大街
上，他們感到十分不安全。

我們要積極呼籲全國各大城市
的亞裔社區，要擴大和組成社區互
助協會，在各地區進行警民互通之
報案管道，定期舉辦聯誼活動，在
二十英裡之內組成小組，發揮守望
相助之精神。

聯邦政府已經撥出巨額款項為
當地執行單位提出資金援助，我們
必須向他們爭取支援，來完成警民
一家的工作。

我們沒有醫治種族主義的疫苗我們沒有醫治種族主義的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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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西歐發生 「百年最強」豪大雨引
發嚴重洪災，大水橫掃德國西部與南部地區，
至少已經造成46人死亡，另有70人失蹤。除
此之外，在比利時、荷蘭和盧森堡也分別受到
不同程度影響。德國氣象局表示，此次暴雨對
北萊茵-西發利亞、萊茵蘭-普法茲和薩爾蘭
影響最大。

在洪水侵襲最嚴重的西部與南部地區有多
起建築物倒塌事件，造成多達 40 人死亡、70
人失蹤。另外在比利時有6人死亡。德國氣象
局 （DWD） 發 言 人 弗 里 德 里 希 （Andreas
Friedrich）表示， 「我們在過去 100 年裡都沒
見過這麼強的降雨」、 「在部分地區，我們觀
察到超過一倍的降水量，這導致洪水發生，沖
毀建築物。」

德國科布倫次警方表示，在受災最嚴重的
阿爾韋勒（Ahrweiler）共有18人死亡，主因為
萊茵河的支流阿爾河（Ahr）在當地決堤，混
濁泥水瞬間淹沒了小鎮舒德爾（Schuld）。警
方表示，當地共有六座房屋被沖垮，還有其他
數棟建物也有倒塌的危險。

德國總理梅克爾（Angela Merke）目前正
訪問美國，與美國總統拜登會晤。她透過發言
人向罹難者家屬表示哀悼之意。北萊茵-西發
利亞邦首長、梅克爾的繼任者人選拉謝特
（Armin Laschet）15日則親自走訪災區，他強
調， 「我們將一次又一次面臨這樣的事件，這
意味著我們必須在歐洲、聯邦和全球加快氣候
保護措施」。

當局派出數百名消防員和就難人員協助救
援受困居民，以及分配沙包阻止大水進一步蔓
延，同時也立刻對失蹤者展開搜索。德國軍方
也派出數百名官兵協助警消進行救援工作，包
括動用戰車清除淤泥和倒塌樹木，以及使用直

昇機吊掛援救受困屋頂的居民。
德國的鄰國比利時也同樣遭遇暴雨和水患

，比利時電視台RTBF報導引述當地檢察官辦
公室以及列日省省長的說法，在瓦隆大區南部
至少有6人不幸罹難。另外，受到水患影響，
比利時國鐵已經暫停了南部地區的鐵路運輸服
務。

比利時國防軍表示，預報顯示河水還將上
漲數公尺，威脅到水壩安全，已經部屬直昇機
和人員協助救災和復原工作。另一方面，荷蘭
軍方也派兵前往受災的林堡省，協助當地療養
院進行撤離。

這波劇烈降雨也對瑞士造成影響。瑞士氣
象局 15 日發出警告說，境內多座湖泊的情況
恐怕會在未來數天之內惡化，包括琉森湖
（Lake Lucerne）、圖恩湖（Lake Thun）和比
爾湖（Lake Biel）有發生洪水風險，並且暴雨
也有可能引發山體滑坡。

法國內政部長達爾馬寧（Gérald Darmanin
）透過推特表示，法國已經派出 40 名消防員
，協助比利時應對此次洪水災情。另外，歐盟
執委會也發表聲明宣布啟動 「民防應急機制」
，協助災區民眾度過難關。

受到洪災影響，萊茵河河上航運已經暫停
運作。萊茵河是德國最重要的經濟與工業動脈
之一，停航勢必將帶來衝擊。另外，包括高速
公路和鐵路運輸也受到影響。

德國氣象局表示，此次強降雨主要是因為
冷空氣和暖空氣相互混和的鋒面滯留造成，鋒
面從法國移動至德國，並且在過去 48 小時內
滯留。德國氣象局表示， 「我們預測最嚴重的
雨勢已經過去，不過萊茵河上游14日和15日
仍會降下大雨。」

西歐驚降百年難見暴雨
災情最慘國至少80死、1300人失蹤

美國兩大主流媒體華盛頓郵報與紐約時報
相繼報導, 拜登總統的兒子亨特拜登將於今年
秋天分別在洛杉磯和紐約舉行個人畫展, 其展
出之每一幅畫作售價從7.5萬美元到50萬美元
不等。新聞披露後引發各界議論, 白宮表示, 為
避免外界試圖向總統的兒子買畫以影響白宮政
策, 白宮已起草了一份秘密購買協議, 保證不對
外公開購買者姓名,亨特本人也不會知道買畫人
的身份。

身為總統公子,當然有選擇職業的自由, 外
界不容對他從事的工作有所質疑。 但眾所周知
, 亨特拜登的專業絕非藝術創作, 連他自己都坦
承, 雖對藝術有興趣 , 但從未接受過專業訓練,
直到去年才開始從事藝術工作 , 所以他能以一
年資歷就開畫展，賣畫作太不尋常了,更何況作
品標價之高, 簡直匪夷所思, 如不是因為他的姓
氏是 Biden, 沒有人相信他有那麼突出的才華與
身價, 所以顯然他是利用父親的權勢去賣畫以
變相收受賄絡, 而白宮所謂的不公開買畫人的
身份做法, 更是”此地無銀三百兩”, 鼓勵有求

助於拜登家人的政商人士變相高價購買亨特拜
登的畫作, 所以為證明買家沒有企圖,更應該公
佈他們的名字讓社會週知才對的！

嚴格說來,亨特拜登開畫展除了時機不對外
,也沒有什麼好挑剔的, 如果他是在拜登不擔任
總統或重要職務時開畫展, 就不會有瓜田李下
之嫌, 何況藝術作品是藝術家心血結晶,自古以
來多少文人才子賣文鬻畫, 比比皆是, 有的書畫
作品賣出之後流芳百世, 傳為後代佳話, 但我不
認為亨特拜登可以做到這一點。

相較於川普總統在任內把自己從未有服務
政府公職經驗的女兒女婿帶進白宮直接擔任機
要幕僚, 並以美國特使身份出訪外國以影響國
家政策, 且利用白宮西翼來運營掌管川普家族
企業相比，亨特拜登卻似小巫見大巫了, 拜登
總統曾自許把道德標準放在最高水平，為避免
留下不好形象，他應該力阻兒子開畫展與賣畫
作, 真的 , 那是不應也不該的洗錢行為,亨特拜
登勿以惡小而為之也!

【李著華觀點 : 總統的兒子要賣畫
不應也不該的洗錢行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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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魯當局：新冠疫苗接種
將推動秘魯經濟增長10%以上

綜合報導 秘魯新增780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累計確診超208.1萬

例。秘魯經濟財政部長瓦爾多· 門多薩表示，秘魯的新冠疫苗接種工作

取得了進展，這將使秘魯經濟在2021年實現10%以上的擴張。

據報道，12日，秘魯經濟財政部(MEF)部長瓦爾多· 門多薩報告說，

截至目前，2021年政府已經向衛生部門增撥了73.2億索爾，以控製新冠

肺炎疫情。

門多薩指出，在這個總數中，約有43.4億索爾被分配用於關註衛生

緊急情況，29.8億索爾被分配用於治療。

門多薩解釋說，這些資金被用於購買新冠疫苗、支付衛生人員的工

資、擴大ICU病床和普通病床的規模，以及用於防治新冠病毒的其他基

礎設施和設備。僅在購買和接種新冠疫苗方面，經濟財政部就額外撥款

16.51億索爾。

門多薩表示，秘魯的新冠疫苗接種工作取得了進展，這將使秘魯經

濟在今年實現10%以上的擴張，並減輕可能出現的第三波疫情的負面影

響。他強調，新冠疫苗是國家經濟復蘇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因素。

另外，秘魯衛生部12日報告稱，在11日結束的第一屆疫苗“馬拉

松”中接種的220602劑疫苗中，有15%至20%是此前遲遲沒有接種第二

劑疫苗的人。

衛生部指出，很多已經接種了第一劑疫苗的秘魯人沒有在預定日期

前來接種第二劑，而疫苗“馬拉松”活動的目標之一正是為這一目標群

體進行接種。

比利時女性感染雙重變種毒株後死亡
專家憂引發新疫情

比利時研究人員表示，一名未打疫

苗的90歲婦女同時感染阿爾法和貝塔兩

種變種毒株，並在就醫5日後死亡。專

家擔憂，由於檢測水平的不足，這種病

例出現的概率可能遭低估，恐怕會引發

新一波疫情。

【感染雙重變種病毒，90歲女性入
院5天後病逝】

研究人員稱，2021年 3月，一名未

接種疫苗的90歲獨居婦女因跌倒送醫，

其新冠檢測呈陽性。起初，這名婦人血

氧濃度良好，後來病情卻急轉直下，並

於入院5天後病逝。

隨後，醫療人員在檢驗死者是否有

任何“受關註的變種”時，發現她同時

感染最早在英國發現的阿爾法變種毒株

和最早在南非發現的貝塔變種毒株。

比利時中部城市阿爾斯特OLV醫院

研究員、分子生物學家萬克柏根說：

“當時比利時正流行這兩種變種病毒，

所以這位女士有可能是從兩個不同人身

上感染兩種不同病毒。遺憾的是，我們

不知道她是如何感染。”

萬克柏根表示，目前很難判斷感染

兩種變種病毒，是否和這名患者病情迅

速惡化有關。

目前未有其他類似病例刊登在醫學

報告中，但她認為“此現象很可能遭到

低估”。萬克柏根呼籲各國擴大使用快

速聚合酶鏈式反應(PCR)檢測，確定患者

感染何種冠狀病毒。

當前，比利時這項研究已提交至歐

洲臨床微生物與傳染病學大會(ECCMID)

，是全球最早“被記錄”的感染雙變種

個案之一。

不過，雖然尚未有類似個案在醫學

期刊上發表，但曾有報道指出，巴西多

位科學家今年1月通報有兩人同時感染

了兩種變種毒株。此外，葡萄牙的研究

人員也曾表示，治療了一位17歲少女，

她還在染疫康復階段似乎就染上第二種

新冠病毒株。

英國華威大學病毒學家楊格認為，

在一個人身上檢驗出兩種變種毒株並不

奇怪，而對於這種情況的研究十分重要

，以進一步了解冠狀病毒特性，包括雙

重感染可能產生的癥狀，以及是否會降

低現有冠病疫苗的效果。

【變種毒株持續蔓延，威脅經濟復
蘇】

目前，德爾塔變種病毒已成為全球

多地主要流行毒株。

二十國集團(G20)各國財長警告，當

前全球經濟復蘇的特點是國際間和各國

內部存有嚴重差異，且“仍有下行風險

，特別是新冠新型變種病毒的擴散”，

而主要的顧慮就是德爾塔變種病毒。

各國財長亦對全球各地“疫苗接種

不同步”發出警告，在一些富國已為境

內三分之二的民眾接種疫苗的同時，非

洲許多國家的接種率還不到5%。

法國經濟部長勒梅爾表示，“經濟

穩健且快速復蘇的唯一威脅就是變種病

毒，以及新一波疫情。我們必須改善全

球各地的疫苗接種行動。”

根據歐洲疾控中心數據，歐盟現

已有 64%成年人口接種至少一劑疫苗

，並有 44%完成接種。早前，歐盟委

員會主席馮德萊恩曾定下目標，在 7

月底以前為 70%的成年人接種至少一

劑疫苗。她於 10日發表聲明稱，歐盟

已獲得足夠疫苗劑量，27個成員國 11

日可收到 5 億劑疫苗，足夠達成上述

目標，呼籲一眾成員國盡可能提高接

種率。

德國疫情數據連續五日反彈
議長呼籲避免再度停課

綜合報導 德國疾控機構公布的疫情監測指標“平均每十萬人七日

累計新增確診數”升至6.2，已連續第五日出現反彈。德國聯邦議院議長

朔伊布勒當天表示，應采取如加快疫苗接種等方式避免學校在暑假後再

度出現停課。

德國疾控機構當天公布的新增確診感染新冠病毒人數和新增死亡人

數分別為745人、6人，截至當天累計確診3736165人、死亡91231人。

目前德國已接種8130萬劑次疫苗，共有35009091人實現完全接種，占該

國總人口42.1%。

近期，德國多個鄰國和熱門旅遊目的國疫情相繼反彈，引發擔

憂。其中，荷蘭疫情大幅反彈，10日單日新增確診 10345 人。西班

牙因疫情持續反彈，德國聯邦政府當天宣布將西班牙全境(含馬略卡

島和加納利群島)再度列為“新冠風險地區”，不再建議德國遊客前

往西班牙。

朔伊布勒當天在《星期日圖片報》采訪中作出前述表示。他表示，

防疫過程中第一要務當然是避免再度出現大量重癥和死亡病例，但與此

同時，防疫措施給個體和企業帶來的損害一樣也應當引起重視。

朔伊布勒強調，關閉大學、中小學、幼兒園絕非“無害”的做法，

兒童和青少年在疫情期間面臨著廣泛的限製措施。他提議應當在尊重青

少年意願的基礎上，加快為12歲-17歲人群接種疫苗的進度，以避免再

度實施停課。

截至目前，負責為德國疫苗接種工作提出建議的德國疫苗常設委員

會僅建議患有特定基礎疾病的青少年接種新冠疫苗。該委員會表示，這

是因為這一年齡段人群感染新冠病毒後出現重癥的風險較低。

阿富汗塔利班控製重要過境點
小布什：美軍撤離是錯誤

隨著美軍倉促撤離阿富汗，當地的不

穩定局勢正在加劇。當地時間14日，阿富

汗塔利班又奪取了一個與巴基斯坦接壤的

主要過境點的控製權。與此同時，宣布發

動阿富汗戰爭的美國前總統小布什日前就

美國撤軍發聲，斥其為一個錯誤。

塔利班加強攻勢
奪取一重要過境點
最近幾天，塔利班重新控製了阿富汗

北部的領土，並進一步朝阿富汗首都喀布

爾進軍。

當地時間14日，塔利班奪取了與巴基

斯坦接壤的一個主要過境點的控製權，這

是自美軍開始撤離以來，他們在各地迅速

行動過程中最重要的目標之一。該過境點

是阿富汗最繁忙的過境點之一，對於該國

對外貿易交易至關重要。

不過，阿富汗官員表示，政府軍擊退

了塔利班並控製了該地區，但當地平民和

巴基斯坦官員表示，塔利班仍然控製著過

境點。

據美國《長期戰爭雜誌》網站統計，

截至7月 10日，塔利班已占領阿境內的

212個地區，只有76個地區仍處於阿政府

控製下，119個地區處於爭奪中。

近幾個月來，阿富汗政府軍與塔利班

武裝之間的對抗一直在

持續。塔利班占領了農

村地區的大片領土並對

大城市發動進攻。隨著

美國倉促撤軍，阿富汗

的不穩定局勢正在加劇

。

對此，美國總統拜

登曾辯護稱，“阿富汗

民眾有權利也有責任單

獨決定自己的未來，以

及他們想如何管理自己

的國家。”

“這讓我心碎”
小布什稱美國從阿富汗撤軍是錯誤
然而，美國前總統小布什日前接受采

訪時說：“我擔心阿富汗婦女和女孩會因

此遭受無法形容的傷害。”

當被問及從阿富汗撤軍是否是個錯誤

時，小布什回應道：“我認為是這樣的。

因為我認為這將造成難以置信的糟糕後果

，我對此很難過。”

2001年，小布什在“9· 11”恐襲後發

動了阿富汗戰爭，以推翻塔利班控製的政

府並打擊基地組織，當時是他擔任總統的

第一年。阿富汗戰爭也因此成為美國歷時

最長的戰爭。

拜登在2021年4月宣布，美國將從阿

富汗撤軍。他於上周表示，美國的軍事任

務將於8月31日正式結束。

小布什說，這一行動的結果是，阿富

汗婦女會感到“害怕”。他還說，他對過

去20年來幫助過美國和北約部隊的人們的

命運感到擔憂。

他說：“他們似乎就這樣被丟下了，會

被這些非常殘忍的人屠殺，這讓我心碎。”

據美聯社報道稱，拜登政府計劃在7

月最後一周開始，撤離那些曾經幫助過美

軍的阿富汗人。白宮曾表示，將把這些人

轉移到第三國，以便他們能夠在那裏完成

入美簽證申請程序。

每年致500萬人死亡！
研究稱氣候變化加劇極端天氣影響

綜合報導 根據一項持續20年的研究，隨著氣候變

化的加劇，全球每年有超過500萬人死於極端高溫或者

低溫，並且與高溫相關的死亡人數出現上升趨勢。

發表在《柳葉刀-星球健康》上的這項研究，分析

了2000年至2019年間全球750個地點的死亡率和溫度

數據。在此期間，全球氣溫以每十年0.26攝氏度的速

度上升。

研究人員發現，全球每年有9.4%的死亡可歸因於

極端低溫和高溫，相當於每10萬人中額外死亡74人

。研究警告，氣候變化可能在未來繼續導致與氣溫相

關的死亡人數上升。

該研究指出，盡管在過去20年裏，死於極端寒冷

的人數高於死於高溫的人數，但與高溫相關的死亡人

數在過去20年裏增加了0.21%，而與低溫相關的死亡

人數在過去20年裏下降了0.51%。研究人員表示，隨

著地球變暖，這一趨勢可能會繼續下去。

該研究發現，亞洲有260萬人死於與溫度有關的

疾病，非洲有120萬人，歐洲有83.5萬人。在過去的

20年裏，美國有17.3萬人死於異常溫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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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站式影音設計工程公司

花都影音休斯頓分部

花都影音是一家提供一站式專業影音系統設計及安裝工程服務的公司，業務範圍包括：
卡拉OK、家庭影院、私人會所、背景音樂、專業隔音服務等。花都影音總部位於洛杉磯，
我司設有高端家庭影院影K系統，商用KTV試音室及產品展示廳，歡迎蒞臨體驗。花都
影音休斯頓分部提供酒吧、夜場、KTV、私人會所設計，裝修和燈光音響，佈局安裝等
一站式工程，盡心為您服務。

Ewin Xiao 346-760-8888
黄先生    229-699-6888

www.hdaudiosystem.com
24806 Scarlatti Cantata Dr  Katy  TX  77493

北美獨家總代理GOGO 
2019年最新智慧雲端點歌機
手機點歌，高速雲端下載
專業KTV隔音工程設計及施工
娛樂商用KTV網絡工程系統及影音設備配置

卡拉OK伴唱設備

GOGO 專業家庭卡拉OK
及專業舞台音响系統

 JBL娛樂系列獨家代理

高清遠程監控系統
高清專業夜視攝像頭
網絡遠程手機電腦回放

安防設備
背景音樂系統
分區音量控制
多重系統整合

智能音樂系統

家庭影院工程設計
我們特有的家庭影 K 系統，為您
打造震撼的  5.1  7.1  聲道環繞影
院及全景KTV效果
家庭影院、隔音工程設計及安裝

專業舞台燈光音嚮
大型酒吧音響燈光設計安裝
教會及會議影音系統
大銀幕投影、LED拼屏

專業音響燈光系統

擁有專業人才，提供酒吧、夜場、KTV包廂、

私人會所裝修設計，裝修服務，燈光音響
佈局, 安裝，一站式工程，管家式服務，
為您省心省力。

專業工程管家服務

（綜合報導）2016美國總統大選鬧得滿城風雨，其中一項
爭議為俄羅斯干預選舉，意在助前總統川普以素人之姿當選。
如今有外媒掌握疑似克里姆林宮外流文件，稱俄總統普廷在一
場國安會議中，親自授權間諜單位執行上述任務。

《衛報》報導，一份被認定為克里姆林宮外流的檔案指出
，2016年1月22日的一場國安會議中，普廷與諜報機構領袖、
高階官員街出席，會中他們同意川普入主白宮有助莫斯科的戰

略目標，例如美國社會動盪以及削弱美國總統在談判中的地位
。

達成共識後，普廷簽署命令，指示俄國的三個諜報機構設
法找出實際方式幫助川普勝選。此時，川普已在共和黨內初選
取得領先地位。報導提到，西方情報機構得知該份文件的存在
數個月並仔細檢視，文件的外流則是克里姆林宮一次嚴重且極
度不尋常的狀況。

《衛報》將這份文件交給獨立專家檢閱，對方表示真實性
很高，整體的語調和要點與克里姆林宮在維安上的思想一致。
對此，俄方相當不以為然，普廷發言人佩斯科夫（Dmitri S.
Peskov）駁斥，俄國領導階層開會並同意支持川普的說法是
「低俗小說的劇情」。

美副國務卿下週訪日韓蒙 跳過中國

驚！波音737系列艙壓開關疑出問題
美航空總署下令檢查上萬架

（綜合報導）美國國務院第二號人物─副國務卿雪蔓
（Wendy Sherman）預定十八至廿五日訪問日本、南韓和蒙古
，討論因應肺炎疫情與氣候變遷等廣泛議題。香港 「南華早報
」及英國 「金融時報」報導，華府和北京仍在磋商雪蔓與中國
外交部副部長在天津會晤事宜，但中方拒絕派該部四名副部長
中排名居首的樂玉成和雪蔓見面，只願意派排第四的謝鋒，使
美方取消她順道訪問中國的計畫。

惟消息人士指稱，該計畫仍有轉機。美方欲確保雪蔓訪中

期間能夠直接見到北京領導高層。美中正磋商會晤的所有細節
，一旦敲定，雙方將共同宣布她這次的中國行。

消息人士還說，由於今年甫升任副部長的謝鋒，在外交部
督導的業務包括美國，又曾於二○一七至二一年擔任該部駐香
港特派員公署特派員，還曾公開反駁美國等西方國家對北京在
新疆進行種族滅絕的指控，而這兩項正是困擾美中關係的主要
議題，因此中方派他會晤雪蔓。而中方為展現誠意，還將派外
長王毅接見她，但美方則希望她能接觸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身

邊的決策核心人物。
美中今年也曾出現類似僵局。北京數度拒絕美國國防部長

奧斯汀會晤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許其亮的要求。中方一
度提出由位階較低的國防部長會見奧斯汀，隨後就拒絕為此交
涉。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及外長王毅三
月在阿拉斯加與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及國安顧問蘇利文會晤後，
雙方不歡而散。儘管如此，美國政府仍一直在為雙方高層再度
往來進行協商。

《《衛報衛報》》取得外流文件取得外流文件！！
爆普廷下令諜報機構爆普廷下令諜報機構 助川普勝選助川普勝選20162016

（綜合報導）美國聯邦航空總署（FAA）表示，由於波音
737系列客機的艙壓開關出現問題，因此通知所有營運商進行
檢查，總計共有美國2502架和全球9315架。

據《路透》報導，這個問題最初是由營運商在去年9月通
報，指稱3款不同型號的737艙壓開關都無法通過測試，波音

最初的調查認為這不至於構成問題。
然而，後續的檢查讓FAA和波音在今年5月發現，艙壓開

關的故障率比最初估計的更高，因此可能會造成安全隱憂。
FAA指出，如果飛機高度超過1萬英尺（約3050公尺），

艙壓開關故障恐怕會導致機艙高度警告系統無法啟動，進而造

成機艙氧氣降低。
因此，FAA於15日通知全球營運商，在各架737上次艙壓

開關檢查後的2000小時飛行時間內，或收到通知的90天之內
，必須由操作人員重複測試開關，並在必要時進行更換。



 

10:00am 英語崇拜/國語崇拜/粵語主日學 

11:00am 國語主日學 

11:15am 粵語崇拜/英語主日學 

1:30 pm 中文學校(粵語,國語)(only during school year) 

 

曉市頓華人浸信會 
CHINESE BAPTIST CHURCH 

900 Brogden Road, Houston TX 77024 
Tel:713-461-0963 Web: www.cbchouston.org 

蔡啟遠代理主任牧師、楊建牧師、 
王浩詒牧師、徐英牧師、  
李鄭嘉惠兒童事工主任  

AA88亞洲時局
星期六       2021年7月17日       Saturday, July 17,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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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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跌至33%！
民調：菅義偉內閣支持率降至成立以來最低

綜合報導 據日本放送協會(NHK)報道，民意

調查顯示，日本首相菅義偉領導的內閣支持率下跌

至33%，為菅義偉內閣自去年9月成立以來最低。

7月9日至11日，日本放送協會以年滿18歲

的民眾為對象，在日本全國範圍內進行了一項民

意調查。2090名受訪者中有1224人做出了回答

，答復率為59%。

關於是否支持菅義偉內閣這一提問，表示

“支持”的人較6月減少4個百分點，占比為

33%，創下去年9月菅義偉內閣成立以來的新

低；表示“不支持”的人增加1個百分點，占比

為46%，創下菅義偉內閣成立以來的新高。

關於“支持”的理由，41%的人表示“因為

看上去比其他的內閣好”；22%的人表示“因為

是自己支持的政黨組建的內閣”。關於“不支

持”的理由，40%的人表示“因為沒有行動

力”；36%的人表示“因為政策不值得期待”；

13%的人表示“因為人品不值得信賴”。

日前，日本政府對東京都發布了第4次緊急

事態宣言，關於再次發布宣言對防控疫情的

效果，6%的人表示“非常有效”；33%的人表

示“在某種程度上有效”；41%的人表示“沒什

麽效果”；15%的人表示“完全沒有效果”。

另外，東京奧運會在東京等首都圈1都3縣場

館的比賽將以無觀眾方式舉行，關於這一決定，

39%的人表示“是妥當的”；22%的人表示“應以

限製觀眾人數的方式允許現場觀賽”；4%的人表

示“應以不限製觀眾人數的方式允許現場觀賽”

；30%的人表示“應該停辦奧運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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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韓國中央防疫對策本部通報

，韓國較前一天新增新冠肺炎確診病例1615

例，累計確診171911例。單日新增病例創下

自去年1月20日韓國內首現確診病例以來的

最高紀錄。

統計數據顯示，韓國非首都圈的新增社

區感染病例將近400例，第四波大流行出現

向全國蔓延的勢頭。有鑒於此，除世宗市、

全羅北道、全羅南道、慶尚北道以外的非首

都圈10個地區，15日起將把防疫響應上調到

第二級。此前，首都圈地區已於本月12日起

，正式啟動防疫響應最高級別第四級，為期

兩周。

韓國中央災難安全對策本部第一控製官

李基日14日表示，首都圈最高級別防疫響應

措施的效果，將至少在一周後顯現，預測今

後一周的單日新增確診病例將繼續增加。他

表示，防疫部門將到下周初期密切關註疫情

形勢，同相關部門、生活防疫委員會和專家

開會，決定從26日起實施的防疫響應級別措

施。

李基日還表示，共1000萬劑新冠疫苗

本月將按照計劃分批每周到貨，相關疫苗

的具體數量有望在本周末公布。韓國新冠

疫苗預防接種推進團同日表示，將於 14日 20時至 24日

18時面向尚未預約接種的 55歲至 59歲民眾開放預約服

務。據悉，這部分人群原定於本月 12日至 17日預約，

但預約服務因莫德納疫苗庫存提前耗盡，在 12 日啟動

15小時30分後停擺。

巴西奧運代表團下榻酒店7人感染
東京疫情反彈引憂

綜合報導 東京奧運會開

幕臨近，但新冠疫情在日本仍

時有發生。巴西奧運代表團成

員下榻的靜岡縣濱松市酒店，

至少7名員工確診，再度引發

擔憂。國際奧委會主席巴赫14

日承諾，奧運會將“不會為日

本帶來任何風險”，試圖緩解

民眾情緒。

日本濱松市政府公布，

巴西奧運代表團成員下榻的

酒店有7名工作人員確診。不

過，31名巴西奧運代表團成

員住在酒店一個隔離區中，他

們與其他客人分開，目前沒有

被感染。

市政府官員澤田義信說

，這些病例是工作人員工作

前進行例行檢測的過程中被

發現。

而在東京，14日新增1149

宗確診，是今年1月22日以來

單日確診最多的一天。日本

《朝日新聞》指出，自從2020

年底的第3波疫情以來，東京

每次解除緊急狀態後，疫情都

會馬上反彈，此次反彈速度最

快，主因跟外出人潮居高不下

及傳染力強的德爾塔變種流行

有關。

同日，巴赫會見日本首相

菅義偉後表示：“我們正在作

出一切努力。我們向日本民眾

承諾，將以最佳方式對抗這種

病毒，不會給日本人民帶來任

何風險。”

他說：“奧運村 85%的

住戶，以及幾乎 100%來到東

京的國際奧委會成員和工作

人員都已接種疫苗。因此，

我懇請日本民眾熱烈歡迎來

自世界各地的運動員，他們

和日本人民一樣，克服了如

此多的挑戰。”

巴赫在發言中也感謝日

本在疫情暴發期間舉辦奧運

，稱東京 2020 奧運是“歷史

性的”。

此前，巴赫在接受日媒采

訪時也稱，“日本國民沒必要

恐慌。已采取奧運相關人員與

日本人明確隔離的措施，希望

對奧運會的安全性給予全面信

賴。”

泰國官方：普吉沙盒計劃仍在實施 沒有閉島

綜合報導 泰國總理辦公室秘

書兼經濟形勢管理中心發言人塔

納功13日在曼谷表示，普吉沙盒

計劃仍在按計劃實施，沒有閉島

。遊客正源源不斷進入普吉島。

塔納功說，近日社交媒體上

流傳有關“普吉沙盒計劃無法控

製新冠肺炎疫情傳播，政府已下

令關閉普吉島”的消息，此為不

實信息，希望民眾不要相信。

他說，普吉府已采取嚴格的防疫

措施，以控製疫情在島內傳播。

此前，經泰國政府批準，普

吉於7月1日起實施沙盒計劃，允

許已完整接種2劑新冠疫苗的國際

遊客免隔離入島。作為先行試點

，普吉沙盒計劃對於後續泰國全

面開放和促進旅遊業發展具有重

要意義。

普吉府12日曾對外公布，7月

1日至11日，普吉沙盒計劃已接待

4568名入境遊客。整個第三季度

（7月至9月），普吉符合旅遊安

全與衛生標準酒店的房間預訂量

已達到17.45萬間夜。

不過，自普吉沙盒計劃實施

以來，入境普吉的遊客中有6人被

確診感染新冠病毒，分別來自阿

聯酋、緬甸、南

非和瑞士，令外

界對沙盒計劃能

否防控疫情傳播

感到擔憂。

對此，普吉

府相關負責人表

示，雖然發現一

些遊客感染了新

冠病毒，但這並

不出人意料，也不會導致沙盒計

劃功虧一簣。普吉已準備好應對

措施以防止疫情蔓延。他說，從

每天入島人數和酒店預訂量來看

，普吉沙盒計劃依然表現強勁。

繼普吉府之後，泰國素叻他尼

府13日也發布公告，宣布其下轄的

蘇梅島、帕岸島、龜島將於本月15

日開始有條件對國外遊客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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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供應鏈打亂 港米油生果衞生紙等漲價15%至25%

●●麥當勞張
貼忌廉缺貨
的“安民告
示”。

疫情復熾航運滯 百業缺貨百物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程敏）變種病毒先
在歐美肆虐，令全球貨品的供應鏈大受影響。從
事進出口貿易的香港中小企經貿促進會常務副會
長黃達勝15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出，疫
情反覆導致當地工廠停工，生產鏈拖慢，加上各
地港口不時要“封港”檢疫，令部分碼頭工人獲
政府津貼後開工意慾大減，以致碼頭癱瘓，貨品
滯留。他直言歐美疫情一日不清，部分歐美產品
的出口都會受到影響。

領疫情津貼不肯上班
黃達勝15日表示，確有船期緊張問題導致歐

美貨物來港受阻，主因歐美疫情嚴重，當地政府
因應疫情爆發發放津貼，一些碼頭工人寧願領取
津貼而不上班，導致“無人開工”，不僅令到出
口香港及中國內地的眾多貨物都滯留在美國碼

頭，同時也都影響美國貨物出口到其他地方。
對船期緊張問題何時能夠緩解，他坦言很難

預計歐美的塞港問題會延續到何時，因為歐美的
疫情時好時壞，但整體而言，疫情好轉時，船運
情況一定會有改善。

黃達勝說，現時美國出口到香港的產品，主
要是生果、肉類及酒類，“現在去超市行，都會
留意到外國貨不會減價，因為外國碼頭堵塞，入
不到貨自然出不到貨，市場短缺也自然不會減
價。”

貨櫃運費跳升逾四倍
不過，目前較受影響的是糧食衣履等價值較

低的貨物，因為多數採用船運；科技類的產品進
口因多數用空運，受影響較少。面對美國部分產
品短缺，港商多數會以其他國家的產品代替，當

然某些獨有的產品可能難於找到代替產品，如麥
當勞的自家製薯餅原料。

黃達勝還表示，由於美國的碼頭擠塞，港商
要運貨到美國也都很難，現時出口至美國的貨櫃
吉箱，由以往隔天可拿到延至2至3星期才可以拿
到；一個20呎貨櫃的運費，由以往千多元美元跳
升至五、六千美元，船期亦較以往慢3個月，惟
目前的情況已較去年3至4月疫情高峰時改善了一
半。

除了歐美碼頭有堵塞情況，黃達勝透露，其
他地區的碼頭亦有同樣情況，如早前的深圳鹽田
港，及馬來西亞的港口，都因碼頭工人爆發疫
情，當地封港檢疫，影響貨物的出口及入口。香
港一些受歡迎的日本品牌電器，產地多來自馬來
西亞、泰國，早前兩地疫情嚴重，影響工廠生產
及港口運作，更影響到香港日本電器的供應。

變種新冠病毒Delta來勢洶洶，歐洲美國疫情更瀕臨失控，各地不少

工廠農場停工，加上早前埃及蘇伊士運河貨船擱淺“塞爆”航道的餘波漸

浮現，令遠航船船期變得異常緊張，影響全球貨品供應鏈，香港也未能倖

免。香港文匯報發現，多間連鎖咖啡店及麥當勞快餐店近日因船期緊張，

美國進口忌廉斷貨，其中麥當勞已是今年第三次出現食物供應短缺。更令

人擔心的是，港人生活必需品如紙張、衞生紙、電器，以及白米、生果等

食品也有供應滯後情況，過去一段日子已漲價15%至25%。有香港航運業

人士“樂觀估計”，船期最快今年第四季才有望改善。

歐美碼頭工不開工 滯壓供港貨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香港消委會網站及經銷商香港消委會網站及經銷商

薯仔
•有美式快餐店一度因為船
期緊張，暫停美國製脆薯
餅供應

花生 •貨源問題，美式快餐店一
度暫停供應碎花生

廁紙
面紙

•消委會數據顯示，過去
30天最高漲價25%

進口
書籍

‧書展上有書商指不少外國
書籍無法運送到香港

酒類

•航運受阻，內地白酒缺貨
嚴重，年份酒價格上漲，
外國酒貨運延誤也十分嚴
重

米
•消委會數據顯示，過去

30日天部分泰國米、日
本米，最高漲價近17%

凍肉

•丹麥豬扒及巴西雞翼，消
委會數據顯示過去30天
最高漲價逾四成

•有批發商表示，部分凍肉
每磅加價8至10元

進口
水果

•船期平均延誤10天以上

•美國疫情加劇，拖慢生產鏈

•例如美國新奇士橙每個零售
價由7元（港元，下同）加
價至10元

受船期影響產品

作為快餐店龍頭的麥當勞餐廳，繼早前
出現美國製薯餅供應緊張，不得不在

其早餐套餐中以粟米杯取代薯餅後，香港
文匯報記者15日發現其分店豎立告示牌
“由美國進口的忌廉因近期船期緊張而缺
貨”，令所有飲品都無法添加忌廉，這已
是麥當勞今年第三次因船期緊張而出現的
缺貨或食品供應緊張問題。除麥當勞外，
近日記者也發現有咖啡店（如部分星巴克
分店）或珍珠奶茶店都出現忌廉斷貨的情
況。

麥當勞星巴克爆忌廉荒
經深入了解後，香港文匯報記者發現

船期緊張下，美國製忌廉缺貨只是冰山一
角，多類市民生活所需也有貨源短缺問
題，尤其以歐美產品最嚴重。

有食品負責人15日向香港文匯報記者
表示，進口水果成本價較疫情前漲價逾一
成，其中從美國入口的橙，今年1月貨運
延期曾長達一個月以上，且來貨價升達
15%至20%，之後貨期雖有改善，但近期
又加劇，“每個美國新奇士橙零售價已由7
元（港元，下同）加價至10元。”

九龍一間凍肉舖老闆亦稱，由於美國
船期混亂，急凍及冰鮮凍肉貨運均受影
響，將延遲供貨，更預告來貨會加價，
“成本升幅低就自己承擔，若來貨價升逾
20%，或需轉嫁消費者，部分凍肉每磅可
能要加價8至10元。”

內地貨品不同程度“斷纜”
除了美國產品，內地貨品供應鏈也有

不同程度的“斷纜”。糧油入口商通泰行
負責人李豐年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
示，早前深圳鹽田港因疫情停運，不少原

本需要停靠的貨船被迫轉至香港葵涌碼頭
“待命”，令葵涌碼頭出現排隊卸貨的情
況，不少貨品上岸延誤，“整個過程中消
耗的時間和人力，使得我們的運營成本上
升2%，貨運延誤數日至半個月不等，好在
有充足的儲備，我們這邊銷售的大米暫未
出現缺貨和漲價情況。”

香港文匯報記者就在消委會網站發
現，香港仍有部分品牌的泰國米及日本米
在過去的30日內出現過漲價情況，最高漲
幅近17%。

另一名酒品經銷商提到，幾乎所有酒
類貨運都有延誤，中國白酒更出現大量缺
貨，“玻璃瓶本就屬於易碎品，運輸成本
高，如今船期緊張，運費再升，簽單率大
幅下降。”

書展部分進口書籍缺貨
除食品外，生活用品同樣受到航運影

響，例如衞生紙、面紙等。在過去的30
天，這些必需品都有出現過價格上升的情
況，最高漲幅達25%。由於外國有部分出
版社及印刷廠因原材料及貨運成本的上升
而停工，以紙漿為原材料的書籍也出現缺
貨情況，香港書展上有書商稱部分進口書
籍缺貨。

不過，批發及零售界立法會議員邵家
輝15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香
港市民毋須過於擔
心會缺貨，“因為
本地經銷商一般都
有充足的儲備，即
使某一款商品缺
貨，也會有同
類替代品補
充。”

●香港文匯報記者 廣濟 ●● 衞生紙衞生紙、、面紙過去面紙過去3030天最高天最高
漲價漲價2525%%。。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 美國船期混亂影響凍肉供貨美國船期混亂影響凍肉供貨，，
勢必加價勢必加價。。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 進口水果成本價較疫情前漲進口水果成本價較疫情前漲
價逾一成價逾一成。。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蘇伊士運河貨船擱淺蘇伊士運河貨船擱淺““塞爆塞爆””航道餘波航道餘波
漸浮現漸浮現，，影響全球貨品供應鏈影響全球貨品供應鏈。。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 港 新 聞 2021年7月16日（星期五）4 ●責任編輯：趙雪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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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上半年GDP增12.7%
專家籲警惕下半年超預期回落 建議實施更積極財策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初步核算，二季度GDP
同比增長7.9%，較一季度放緩10.4個百分

點，兩年平均增長5.5%，高出一季度0.5個百分
點。上半年累計國內生產總值532,167億元（人民
幣，下同），按可比價格計算，同比增長12.7%，
比一季度回落5.6個百分點，兩年平均增長5.3%。
從環比看，二季度GDP增長1.3%，高於一季度
0.9個百分點，但低於2020年下半年。

內需對經濟增長貢獻率達80.9%
中國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劉愛華在國新辦記

者會上表示，上半年國民經濟持續穩定恢復，穩中
加固、穩中向好。但也要看到，全球疫情持續演
變，外部不穩定不確定因素較多；國內經濟恢復不
均衡，鞏固穩定恢復發展的基礎仍需努力。

關於下半年經濟走勢，劉愛華表示，下半年經
濟有望保持持續穩定復甦態勢。內需對經濟增長的
支撐作用在逐步增強，市場對未來經濟增長信心持
續改善。上半年內需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達到
80.9%，比一季度上升了4.9個百分點。此外，全球
經濟延續復甦態勢，為外需增長奠定基礎。

中原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王軍表示，上半年中
國經濟保持穩健的復甦，但復甦不同步不均衡，
生產快於需求，大中小企業、傳統與新興領域復
甦進程不同，兩年平均增速較2019年仍明顯放
緩。下半年穩增長壓力較大，四季度GDP有可能
回落到5%至6%。

“要防止下半年經濟超預期回落，近期貨幣
政策已作出一些主動調整，財政政策應更加積極
主動。”王軍建議，財政政策要更多發力，確保
完成全年地方專項債發行任務。貨幣政策方面，
四季度可以再進行1次至2次的全面或定向降準，
推動實際利率下行來支持實體經濟更好的恢復。

如是金融研究院院長管清友預計下半年經濟
延續下行趨勢，三季度GDP增速在6.5%左右，四
季度在5%左右，全年增速8%以上。

“完成全年6%的增長目標基本沒難度，但經
濟尚未恢復疫情前水平，下半年穩增長壓力凸
顯。”管清友分析，當前經濟下行壓力主要來自於
傳統基建增速下滑，同時下半年出口增速邊際放
緩，消費復甦到正常水平仍需時間。外部風險則來
自於美聯儲可能加息帶來的資本外流和金融市場動

盪。因此，政策寬鬆預期加大。

未來居民收入增利改善消費市場
此外，受基數效應減退和局部疫情反彈等影

響，6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速繼續放緩至
12.1%，較5月回落0.3個百分點，但略高於市場預
期。從兩年平均增速看，消費增長小幅加速。國
家統計局稱，未來居民收入增長有支撐，有利於
消費繼續改善。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6月，消費兩年平均增
速為4.9%，較5月上升0.4個百分點，顯示消費緩
慢改善的趨勢沒有變化。從環比看，6月，社會消
費品零售總額增長0.7%，較5月回落0.11個百分

點，表明消費修復速度有所減慢。
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劉愛華表示，上半年

消費拉動作用增強，最終消費支出對經濟增長的
貢獻率達到61.7%，高於資本形成總額42.5個百分
點。升級類商品消費較快增長，上半年限額以上
單位體育娛樂用品類、通訊器材類、化妝品類的
商品零售額兩年平均增速都超過了10%。

劉愛華表示，隨着經濟持續穩定恢復，就業形
勢保持了總體穩定，各地也持續加大民生保障力
度，目前中國經濟整體上內生動力是在持續增強
的，市場主體活力不斷增強，下一期收入增長仍然
會得到比較好的支撐，從而對消費形成有力的支
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倪夢璟 上海報道）
《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支持浦東新區高水平改革
開放打造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引領區的意見》
（以下簡稱《意見》）15日發布，賦予浦東新區
改革開放新的重大任務。《意見》明確了支持浦
東新區高水平改革開放、打造社會主義現代化建
設引領區的戰略定位，即更高水平改革開放的開
路先鋒、自主創新發展的時代標杆、全球資源配
置的功能高地、擴大國內需求的典範引領、現代
城市治理的示範樣板。

《意見》強調，推動浦東高水平改革開放，
為更好利用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資源提供重要
通道，構建國內大循環的中心節點和國內國際雙
循環的戰略鏈接，在長三角一體化發展中更好發
揮龍頭輻射作用，打造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
國家窗口。

打造世界級創新產業集群
《意見》提出七方面重大舉措，包括全力做

強創新引擎，打造自主創新新高地；加強改革系
統集成，激活高質量發展新動力；深入推進高水
平制度型開放，增創國際合作和競爭新優勢；增
強全球資源配置能力，服務構建新發展格局；提
高城市治理現代化水平，開創人民城市建設新局
面；提高供給質量，依託強大國內市場優勢促進
內需提質擴容；樹牢風險防範意識，統籌發展和
安全。

在打好關鍵核心技術攻堅戰，加速科技成果

向現實生產力轉化等方面，浦東未來將全力做強
創新引擎，打造自主創新新高地。《意見》指
出，浦東將打造世界級創新產業集群，並研究在
浦東特定區域對符合條件的從事集成電路、人工
智能、生物醫藥、民用航空等關鍵領域核心環節
生產研發的企業，自設立之日起5年內減按15%
的稅率徵收企業所得稅。同時，浦東特定區域還
將開展公司型創業投資企業所得稅優惠政策試
點，在試點期內，對符合條件的公司型創業投資
企業按照企業年末個人股東持股比例免徵企業所
得稅，鼓勵長期投資，個人股東從該企業取得的
股息紅利按照規定繳納個人所得稅。

而在增強全球資源配置能力，服務構建新發
展格局方面，將支持浦東發展人民幣離岸交易、
跨境貿易結算和海外融資服務，建設國際金融資
產交易平台，提升重要大宗商品的價格影響力，
以更好服務和引領實體經濟發展。《意見》指
出，將支持浦東率先探索資本項目可兌換的實施
路徑。例如將研究探索在中國外匯交易中心等開
展人民幣外匯期貨交易試點，並構建與上海國際
金融中心相匹配的離岸金融體系，支持浦東在風
險可控前提下，發展人民幣離岸交易。

另外，浦東還將探索開展綜合性改革試點，
包括創新政府服務管理方式，制定浦東放寬市場
准入特別措施清單，強化競爭政策基礎地位，全
面落實外商投資准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
制度，全面依法平等保護外商投資合法權益，加
強反不正當競爭執法，加強企業商業秘密保護。

中國經濟持續復甦，帶動
就業狀況改善。今年上半年，
全國城鎮新增就業 698 萬人，
完成全年目標的63.5%。6月，
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為5%，與

5月持平，基本恢復至疫情前水平，也是2019年
以來低點。不過，青年人就業壓力仍在加大，16
歲至24歲城鎮青年調查失業率上升至15.4%，高
於5月1.6個百分點。國家統計局分析指，當前就
業形勢總體穩定，但結構性矛盾凸顯。專家分析
認為，青年群體的就業壓力在疫情後沒有得到顯
著緩解，需要政策進一步支持青年就業。

去年新冠肺炎疫情爆發之後，城鎮調查失業
率在2020年2月上行至6.2%的高位，而後震盪下
行，2020年3月-5月在5.9%-6.0%，6月-8月在
5.6%-5.7%，10 月-12 月進一步下降至 5.3%和
5.2%。今年一季度春節期間季節性反彈，疊加疫
情影響，一度上行至5.3%-5.5%，到4月和5月分
別回落至5.1%和5%。

中國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劉愛華表示，今
年5、6月，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都是5%，均比
2020年同月降低0.7個百分點。城鎮調查失業率的
回落，主要歸因於經濟持續穩定恢復和穩就業政
策。從主要勞動年齡人口失業率來看，25歲至59
歲主要勞動年齡人口失業率6月下降到4.2%，比
2020年同期降低1個百分點。

應屆畢業生總量新高
不過，在就業形勢總體穩定的同時，劉愛華

指出，就業結構性矛盾凸顯。“隨着6月份畢業季
到來，進入勞動力市場求職的高校畢業生不斷增
多，就業壓力明顯增加，帶動青年失業率明顯上

升。其中，20-24歲的大專及以上人員失業率還
要更高。”

劉愛華表示，今年高校應屆畢業生規模達到
了909萬人，再創歷史新高，總量的就業壓力比較
大。下一階段要堅持就業優先政策，延續實施減
負穩崗擴就業政策，加強對重點群體的就業幫
扶，優化就業服務，擴大就業容量，鞏固就業穩
定的態勢。

中信證券宏觀分析師程強對此表示，6月全國
城鎮調查失業率和31個大中城市調查失業率均持
平於5月，且低於5.5%的年度目標，表明整體就
業形勢較為穩定，預計全年新增就業目標有望提
前完成。但從結構上看，畢業季來臨，青年群體
失業率上升，且明顯高於正常年份的平均水平。
因此，需要政府繼續扶持中小企業的生產經營，
進而緩解青年群體的就業問題。

華泰證券分析師張繼強表示，當前總體失業
率主要體現了25歲-59歲人口的就業局勢良好，6
月 25 歲-59 歲人口失業率為 4.2%，低於 2018
年-2020年同期水平。青年群體的就業壓力仍然
嚴峻，主要對應兩類群體，一是畢業大學生，二
是新進城的農民工群體。16 歲-24 歲人口與 25
歲-59歲人口的失業率差距擴大，今年上半年青
年群體的失業率走勢與2020年基本持平，且顯著
高於疫情前水平。2018 年和 2019 年 6 月，16
歲-24歲人口失業率分別為10%和11.6%。這顯示
青年群體的就業壓力在疫情後沒有得到顯著緩
解，需要政策進一步支持青年就業。

近期國務院常務會議提出“放開靈活就業人
員在就業地參加基本養老、基本醫療保險的戶籍
限制”等措施，促進靈活就業。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

道）由於基數抬升及經濟增長動能放緩，

中國國家統計局15日公布數據顯示，中

國二季度國內生產總值（GDP）同比增速

放緩至7.9%，略低於市場預期，上半年

GDP同比增長12.7%。6月單月，工業、

投資、消費增速雖有所回落，但均高於市

場預期。國家統計局對此表示，上半年經

濟穩中加固、穩中向好，但外部不穩定不

確定因素較多，國內經濟恢復不均衡，鞏

固穩定恢復發展的基礎仍需努力。專家則

提醒，警惕下半年經濟超預期回落。

上半年主要經濟指標
指標 同比增速 與一季度相比

GDP 12.7% 5.6個百分點

工業增加值 15.9% 9.5個百分點

固定資產投資 12.6% 13個百分點

消費 23% 10.9個百分點

進出口 27.1% 2.1個百分點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中央撐浦東打造引領區
推動更高水平改革開放

青年失業率升至15.4% 呼喚進一步擴就業政策

●6月單月，工業、投資、消費增速雖有所回落，但均高於市場預期。圖為工人在位於吉林省長春市的一
汽解放總裝車間裝配車輛。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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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雲祥網上投資座談會蕭雲祥網上投資座談會
時間: 7月17日 週六
上午10:30 – 12:00

地點: Zoom Online Meeting
主題: 1. 2021下半年投資市場分析
2. 社會安全基金的福利及相關問題

3. 如何建立資產配置的模型
主講人: 蕭雲祥, 顏琦

請打電話預約:
713-988-3888
713-261-8794

Zoom Meeting ID: 869 1163 8892
亦可電話加入Zoom Meeting:
Zoom Dial In: +13462487799

儲備退休金的幾個主要管道
A. 政府: 社福基金, 一般會有$1K-$3K月收入,

約67歲可領100%, 62歲可領70%, 如果延遲拿錢67
歲後每年可加8%到70歲.

B. 公司機構: 401 (K), 403(b), $19500/年, $26K/
年如果大於50歲, 可以買ETF及基金, SPY QQQ等.

C. IRA, Roth IRA, 個人退休賬戶. 目前每年$6K
($7K如50歲以上), 可買ETF及基金.

D. 固定指數年金(FIA). 沒有上限額, 可以每年放
$1M或更多. 適合退休計劃. 分成終身收入計劃及現
金累積計劃二種.

E. 固定指數儲蓄保險(FIUL). 每月儲蓄, 越早開
始越好. 沒有限額. 依個人量身定做, 是年輕人最佳
的投資管道之一, 穩健, 保值.

F. 房地產及房地產Trust.
G. 投資股票及基金賬戶.

各種管道各有不同的用途及優劣點, 日後再專篇討
論. 但是必須兼顧保本, 增值, 減稅, 家庭保障, 終身
收入, 現金累積, 長期看護, 順利傳承的基本要求
掌握的重點

1. 退休計劃十分重要, 越早開始越好
2. 分析自己目前的財務狀況, 知道自己的需

求, 把錢放在正確的投資管道.
3. 年輕時多利用401(K), 403(b)累積財富. 利

用稅制增加收入, 行有餘力, 盡早開始FIUL, 增加免
稅利潤. 中年時逐步開始Roth IRA, IRA, 以及FIA的累
積. 退休前十年準備好足夠的終身收入FIA及開始
現金累積管道, 使用ETF,基金,及現金累積FIA, 累積
現金,雙管齊下.

4. 盡早開始儲蓄的習慣, 長期投資, 長期儲
蓄. 使用資產配置方法, 控制風險, 增加回收. 保持
長期6-7%回收目標.

5. 房貸要退休前付清, 醫療保險應於65歲時
加入Medicare + Supplement Plan.

6. 保持身心健康, 享受退休生活.
7. 最後要做一個Check List 檢查表. 列出自

己目前的資產配置管道, 是否符合: 【保本】【增
值】【減稅】【家庭保障】【終身收入】【現金
累積, 利潤鎖定】【長期看護】【順利傳承】等基
本需求. 如果都打Yes, 放輕鬆, 享受生活. 如果都打
X, 盡快調整, 更正錯誤

8. 一定要有一套完整的資產配置方法. 控制
風險, 抵抗通膨, 保持長期成長.

2021下半年市場分析
A. 基本面
a. 利率
b. 公司獲利率
c. P/E,股票價位
B. 技術面
a. S-T: Range
b. L-T: Range
c. Fear & Greedy Index
C. 未來關鍵因素
a. 利率走向/CPI
b. Covid 19
c. 政府財政政策
d. 中美及國家間貿易/政治糾紛
e. 經濟的Cycle

社會安全福利金
A. 社會安全福利金的特點
a. Disability & Surviving Spouse & Child Benefit
b. Inflation Protection

c. Retirement Income
B. 領取社會安全金
a. 資格
b. 年齡
c. 收入
d. 繳稅

如何建立資產配置的模型
A. 決定風險等級:年齡,財務狀況,風險承當的心理
狀態,市場
a. Beta>1
b. Beta=1
c. Beta<1
B. 根據Beta等級配置
a. 在同一Beta水平找到回收最好的產品
b. 選擇最佳配置組合（長中短期）
C. 掌握配置原則
a. 風險等級
b. 分散風險
c. 品質管制
d. 成本控制
e. 兼顧:保本,增值,減稅,流通性,家庭保障,財富傳
承

主講人顏琦主講人顏琦((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主講人蕭雲祥主講人蕭雲祥。。 ((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哈裡斯縣法官莉娜哈裡斯縣法官莉娜··伊達爾戈和專員法院通過伊達爾戈和專員法院通過
打擊刑事法庭積壓的新舉措打擊刑事法庭積壓的新舉措

范醫生診所目前采用最為先進的VNUS閉
合導管手術治療靜脈曲張

人體血管共有三大系統，動脈、靜脈和
淋巴系統，其中靜脈負責將血液回輸至心臟
。大部分靜脈中擁有靜脈瓣膜，就像是閥門
，能阻止血液往下流，但當靜脈瓣膜受損，
或是靜脈壁薄弱，像閥門失去了作用，血液
就會逆行向下流，越往下壓力越大，形成扭
曲盤旋，蚯蚓狀的靜脈曲張。長期持久站立
或從事重體力勞動，都會持續增加下肢壓力
，因此如服務員，空姐，教師都是靜脈曲張
的高發人群。此外，由於妊娠會壓迫盆腔靜
脈回流，引發下肢壓力增大，從而也可導致
靜脈曲張。

下肢靜脈系統主要分為淺靜脈和深靜脈
，下肢90%的血液通過深靜脈回流，剩下10%
通過淺靜脈。靜脈曲張主要發生在淺靜脈，
而淺靜脈則包括了大隱靜脈和小隱靜脈，我
們說的靜脈曲張，主要發生於這兩支靜脈及
其小分支。淺靜脈曲張主要是有幾種情況：
最常見為原發性下肢靜脈曲張，就是我們說
的由於壓力增大及各種原因導致的淺靜脈擴
張。少見情況下，在深靜脈阻塞或深靜脈瓣
膜關閉不全、下肢動靜脈瘺、甚至下腔靜脈
阻塞也能引發下肢靜脈曲張。

在談到靜脈曲張的表現時，範縝醫生表
示靜脈曲張的表現較容易判斷，肉眼可見下

肢靜脈呈彎曲、延長、擴張等。通常早期幾
年，靜脈曲張除影響美觀，並無其他癥狀，
但隨著病程發展，病人逐漸感到下肢沈重酸
脹，到晚上或第二天早上出現水腫。再往下
，由於皮膚上的毛細血管破裂，或血紅蛋白
溢出而引發皮膚顏色改變，出現色素沈著，
濕疹或變硬，此時病人可感覺到皮膚瘙癢等
癥狀。如果任由其發展，就會出現皮膚潰瘍
，潰瘍不愈合，甚至出現靜脈曲張破裂出血
、靜脈血栓等嚴重並發癥危及生命。

范縝醫生介紹到，很多病人在靜脈曲張
出現嚴重癥狀了才到醫院進行治療，在門診
病人中，出現小腿水腫，踝部色素沈著的病
人十分常見。雖然皮膚可看見明顯的靜脈曲
張表現，但仍然需要通過超聲等檢查，來排
除其他形成靜脈曲張的原因，如上文提到的
下腔靜脈梗阻，動靜脈瘺等也可以引發靜脈
曲張，但治療就完全不一樣了。通常情況下
，範縝醫生診所內就可以完成初步檢查和超
聲檢查。

靜脈曲張的外科治療目前仍然作為治療
靜脈曲張的首選，範縝醫生強調，藥物和彈
力襪只能作為治療的輔助手段。在談及門診
病例時，範醫生說，病人常常問道：“我暫
時不想手術，能不能穿彈力襪來治療靜脈曲
張”。醫用彈力襪是外界提供壓力來幫助收
縮靜脈，主要用於高危人群預防靜脈曲張，

並不可作為主流的治療手段，范縝醫生解釋
道。

外科治療也就是手術治療，主要分為傳
統手術和微創手術。傳統手術為大隱靜脈高
位結紮，剝脫術，具體做法是在大腿兩端各
開一個口，將整條淺靜脈抽剝出來，術中易
出血，術後恢復慢，大約一周才可以出院，
範醫生說，現在其診所已經棄用。微創手術
則包括激光，射頻，旋切，打硬化劑等。

范縝醫生診所目前采用最為先進的VNUS
閉合導管手術，自發明以來，超過60萬病例
數，證明其是目前最為有效，安全的手術之
一。其優點是門診手術，患者全程清醒，局
麻下幾乎無痛，30分鐘左右的手術後，即可
下地回家，1天內恢復正常活動。隨訪大多數
病人，術後癥狀改善明顯，不留疤痕。範縝
醫生具有14年外科行醫經驗，在靜脈曲張的
診斷和治療上具有很深的造詣，熟練掌握英
語，國語和上海話，診所提供粵語，西班牙
語及荷蘭語翻譯，到目前已經有超過一千例
靜脈曲張被成功治愈。

范縝醫生目前有兩個診所，具體地址是
：(1)中國城：9440 Bellaire Blvd., Suite 205,
Houston, TX 77036; (2) 8號公路和10號公路交
匯 處 ： 1140 Business Center Dr., Suite 403,
Houston, TX 77043。撥打電話713-935-9758
轉0號線人工服務進行預約。

范縝醫生診所目前采用最為先進的范縝醫生診所目前采用最為先進的VNUSVNUS
閉合導管手術治療靜脈曲張閉合導管手術治療靜脈曲張

哈裡斯縣法官莉娜·伊
達爾戈和專員法院通過打擊
刑事法庭積壓的新舉措

現在，由於疫情大流行
和相關的經濟挑戰，暴力犯
罪正在增加——不幸的是，
哈裡斯縣的情況也是如此。
而且，雖然某些類別的犯罪
正在增加，但哈裡斯縣仍有
大約10萬起刑事案件在審理
中，其中包括4萬起遠遠超
出國家標準的案件，這些案
件需要多長時間才能得到解
決。自 2017 年颶風哈威首次
引發延誤以來，積壓的病例

增加了 40%。隨著犯罪發生
時間的流逝，受害者感到被
忽視，犯罪者感到被賦予權
力，無辜被告感到被拋在後
面。

為了在解決暴力犯罪率
的其他努力的基礎上，哈裡
斯縣法官莉娜·伊達爾戈和
專員上周批准了新的行動，
以幫助我國政府的司法部門
處理積壓的刑事案件，包括
：

增設6名副法官，協助
22個刑事區法院減少積壓工
作。

批准60萬美元資金，以
擴大NRG的陪審團業務。
為來訪法官提供資金，以幫
助支持我們的助理法官結案
。

在執法技術方面投入了
1500萬美元，這將提高身體
攝像頭系統的效率，通過迅
速提供必要的證據來加快法
院案件的審理。目前需要6
個月才能獲得案件所需的身
體凸輪證據。

此前， 法院專員為哈裡
斯縣警長辦公室暴力犯罪、
成人特別犯罪和虐待兒童單

位的偵探分配了額外的加班
資金，通過改進資訊共用、
加快調查和有針對性地調查
，重點調查已知熱點地區的
慣犯和有組織犯罪活動，處
理最暴力犯罪案件。專員法
院此前還批准了德克薩斯州
立法機構在哈裡斯縣增設一
個刑事區法院的決議，該法
院在本屆會議上獲得通過。
這不是我們為解決哈裡斯縣
犯罪率上升而採取的第一個
行動，也不會是最後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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