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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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社華盛頓1日綜合外電報導）美
國聯邦參議員今天敲定一項將挹注1兆美元
在道路、橋梁、港口、高速網路及其他基礎
建設的全面性法案細節，部分人士預測參院
本週將通過這項跨黨派法案。

路透社報導，這項大規模基礎建設計畫
是多年來美國國會一直無法實現的目標，是
總統拜登視為優先要務的法案，將代表美國
數十年來在基礎建設項目的最大投資。

參議員表示，除了先前同意的4500億美
元資金，這項2702頁的法案包括未來5年內
將投入5500億美元在道路、鐵路、電動車充
電站及汰換鉛製水管等項目的新支出上。

參議員組成的跨黨派小組宣布敲定法案
細節後，來自紐約的民主黨人、參院多數黨
領袖舒默（Chuck Schumer）談及此項法案
時表示： 「我相信我們可以迅速處理相關修
正案，並在數日內通過這項法案。」

共和黨首席協商代表參議員波特曼
（Rob Portman）說： 「這是一項非常重要
的法案，因為它要把這個國家龐大、老化、
過時的基礎建設現代化。這對大家都好。」

西維吉尼亞州民主黨籍聯邦參議員曼欽
（Joe Manchin）表示： 「規模真的很大。
這將讓我們未來5到10年持續成長，還能在
這個基礎上持續建設。」

不過，這項法案也受到部分共和黨人批
評，認為費用過於高昂。

共和黨參議員李伊（Mike Lee）在參院
發表演說時表示： 「我對這項法案真的頗為
顧慮。我們花錢的方式完全不妥。」

目前還不清楚參與協商的跨黨派小組以
外參議員是否會提出修正案，這些修正案可
能通過，還可能讓這個關係微妙、倉促籌組
的聯盟不滿。

美議員敲定美議員敲定11兆美元基建案細節兆美元基建案細節 參院料本週通過參院料本週通過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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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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attacked the world as well as our
community. Many people have
passed away and many
businesses have shut down. So
many tragedies are still affecting
our community.

We have to really appreciate all
our colleagues in the different
cities. In such a difficult time they
are still working in the press
room, TV studio and in front of
the camera. Because of their
sacrifice, we are able to print our
newspaper every day and
broadcast our TV programs 7
days a week, 24 hours a day.

In the last fourteen months we
have never missed a day of
operation. This is a real miracle

and we are so proud of you all
my working partners.

Almost every day I arrive at my
office in the morning. I pick up a
fresh copy of the Southern Daily
newspaper and still smell the
fresh ink. I open the TV channel
and the scdaily.com website. My
heart starts beating. It has been
my daily work routine for the last
42 years.

Today it is a sunny day in

Houston, Texas. I walked
through the compound and I
touched the wall of the building. I
saw the colorful foundation and
bright LED sign. I felt that we
have been reborn again after the
pandemic.

Thousands of our readers and
viewers have called us in the last
several months saying they are
very worried and concerned
about our future and for our
survival.

Today I will let all of you know we
are going to continue to fight for
our future and we will never give
up because of all of you.

I am so glad many flags fly in the
blue sky in front of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and
the sun shines on the fresh new
paint of the Southern Media
Center building. We are so
proud. We are rewriting the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media.

0808//0202//20212021

We Are Going To Rewrite HistoryWe Are Going To Rewrite History

新冠病毒打亂了世界，也打亂了我們社區的経
濟和生活。首先，我必須感激美南傳媒集團所
有的工作伙伴冒著疫情之巨大威脅，繼續站在
工作崗位之最前缐，無論是印報工廠的同仁，

在電視攝影棚的編導伙伴，每天派報紙到社區
大街小巷的工作伙伴，站在話筒前的記者，我
們從疫情爆發的第一天到十四個月後的今天二
O二一年八月三日從來沒有退縮过，天天凖時
出報，天天二十四小時播出電視節目，天天上
傳美南新聞網站。
疫情期間，我每天清晨照例前往印報工廠

查看第一份油墨未乾的《美南日報》，打開二
十四小時不中斷的美南電視台，看到一則則跳
躍在美南新聞网站的記者發稿，我的心在震動
，我經常自己擦乾淚水，告訴自己一定要堅強
下去，讀者觀眾需要我們，這是我們肩負著的
社會責任和使命。
今天，我再次走過美南新聞廣場，同仁們

已經把一年來枯萎了的花圃重新整理，清洗和
油漆了大門口噴水池和聳立的美南新聞紅色环

球標誌，百利大道上的巨幅LED重現光芒，美
南傳媒大樓全樓刷上新漆，美南國際貿易中心
各國旗幟迎風飄揚，它代表了我們一股堅忍不
拔的毅力重新步上征途。
我們必須忠心感謝成千上萬的讀者和觀眾

來自四方八面的關懷和詢問，他們關心美南新
聞的现在和未來。
今天我們已經走過了四十二個寒暑，我們

和社區成長已經牢不可分，不論未來有如何大
的挑戰，我們將和各位共存亡，這是一項歷史
的使命，也是我們對大家的承諾。
再次觸摸大樓的磚瓦，廣場上迎風飄揚的

旗幟，喷水池中綻放的五彩水柱，屏幕上播出
的最新時事消息，我們一定會勇往直前再寫傳
媒史上的新篇章。

我們一定會繼續永往直前我們一定會繼續永往直前
再寫傳媒史上的新篇章再寫傳媒史上的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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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時局

東京日增近3000例病例創新高創新高
菅義偉否認中止奧運可能

綜合報導 正在舉辦奧運會的日本

東京都，通報新增 2848例確診病例，

創歷史最高紀錄。日本首相菅義偉當

天就此表示“將保持強烈警惕以防疫

情擴散”，同時否認了東京奧運中止

的可能性。

據日本廣播協會(NHK)統計，日

本新增 7629例確診病例，這是 2021年

1 月 9 日後首度超過 7500 例。正在舉

辦奧運會的東京都自第四度進入緊急

狀態以來，新增確診病例連連攀升，

27日通報新增 2848例確診病例，超過

了 2021 年 1 月 7 日創下的單日新增

2520例的紀錄，累計已有超過20萬人

確診。

由於醫院接收的確診者越來越多

，東京都政府 27 日要求醫院準備更

多病床，目標是在 8月初把新冠病床

數從目前的 5967 張床增加到 6406 張

床。根據東京都政府要求，都內醫

療機構須根據實際情況采取推遲手

術日期安排、減少急診和門診接納

病人數量等措施。針對該指示，東

京都政府 28 日將會舉行面向醫療機

構的說明會。

日本首相菅義偉以人流減少為由

否定了中止奧運會的可能性。與此同

時，他呼籲民眾避免不必要的外出，

在家通過電視觀看奧運會和殘奧委會

賽事。

東京奧組委公布，奧運相關人員

新增 7 例確診病例，自 7 月 1 日以來

累計已達 155 例。據東京奧組委數據

顯示，7 例確診病例中，有 2 人為從

海外抵日參加奧運會的運動員，已入

住奧運村。

有報道指出，傳媒

工作者所處的東京奧運

主新聞中心存在巨大的

防疫漏洞。根據規定，

外國記者抵日後 14 天內

只可進入酒店、比賽場

館、主新聞中心等事先

提交的地點，但當局無

法分辨誰是入境未滿 14

日人士，加上接載記者

等的專用巴士十分擁擠，導致誌願者

與媒體人員產生接觸。

東京奧組委警告，留意到賽場

多國選手和相關人員不戴口罩，甚

至有教練摘下口罩大聲為選手加油

，違反防疫規定。在 26 日女子 400 米

自由泳決賽中，澳大利亞泳將迪梅

絲奪下金牌，迪梅絲的教練巴克薩

爾情緒非常激動，不僅一路手舞足

蹈，多次向空氣揮拳，還把原本掛

在下巴的口罩扯掉，之後抓住看臺

欄桿大喊。

事後，巴克薩爾表示，東京都的

緊急狀態尚未解除，自己的過火行為

確實違反大會防疫規定，“我需要道

歉，因為我扯掉我的口罩，當時我失

去了理智”。

東京奧運會和殘奧會組委會透露

，出現多起違反新冠防疫對策《規則

集》的事例，已向違反者所屬國家或

地域的各國和地區奧委會(NOC)以書面

形式提出“嚴重警告”。東京奧組委

發言人高谷正哲稱“希望大家能夠更

加遵守規則”。

泰國一寺廟火葬場火化爐因超負荷運轉坍塌
綜合報導 國吞武裏

府一名前政府官員通過

社交媒體發文稱，近日

該地區一座寺廟火葬場

火化爐因超負荷運轉坍

塌，他號召民眾捐款建

造新的火化爐。

據介紹，該寺廟火葬

場已經使用了 25年，近

期隨著泰國新冠肺炎疫情

的加劇，每日死亡病例數

快速增加，近一個月該火

葬場已經火化了上百具死

亡患者遺體，火化爐連續

超負荷運轉，導致基座和

煙囪崩裂倒塌。

目前，泰國已有多座寺

廟火葬場出現了類似問題，

日趨嚴重的疫情令該國醫療

系統不堪重負，不少火葬場

也是連續加班加點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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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韓國統一部表示，韓朝通過

韓朝通信聯絡渠道順利進行早間例行通話。

該渠道基於雙方領導人之間的信函溝通，時

隔13個月後重啟。

報道稱，韓朝宣布全面恢復通信聯絡渠

道並重啟例行通話，這是韓朝間通信聯絡線

路自去年6月9日因關系惡化被朝方切斷後

，雙方時隔13個月重啟通信聯絡線路。

韓朝此前每天上午9時和下午5時進行

例行通話。目前，韓方使用位於統一部辦公

大樓內的韓朝聯辦首爾分處進行通話，朝方

的具體通話位置尚不清楚。

此外，韓國統一部一名官員28日還表示

，韓朝之間雖有許多亟待解決的問題，但恢

復對話是重啟通信聯絡渠道後的第一要務。

韓方將向朝方提議討論搭建視頻會議系統的

問題。

韓國統一部已於今年4月在位於首爾市

三清洞的會談本部打造視頻會議室，韓朝舉

行視頻會議也不存在技術方面的困難。

韓國青瓦臺國民溝通首席秘書樸洙賢27

日曾對媒體表示，今年4月以來，韓朝領導

人多次以交換書信的形式就改善南北關系進

行溝通，雙方同意首先恢復此前被中斷的南

北通信聯絡線路。此外，韓朝領導人還就早

日恢復南北間互信，推動南北關系發展達成

一致意見。

【【李著華觀點李著華觀點:: 第一飛毛腿第一飛毛腿
地球最快的人馬雅各布斯地球最快的人馬雅各布斯 100100 公尺奪金公尺奪金】】

【綜合報道】阿富汗一家私立醫院的老
闆說，阿富汗空軍周六對這家醫院進行的轟
炸造成1人死亡，3人受傷。他說，醫院成為
襲擊目標，因為阿軍方錯誤地認為塔利班武
裝人員正在那裡接受治療。

擁有20個床位的阿富汗Ariana專科醫院
的所有者穆罕默德•丁•納雷瓦爾（Mo-
hammad Din Narewal）告訴美聯社，省政府
官員告訴他，根據國防部提供的信息，他在
赫爾曼德省首府拉什卡爾加（Lashkar Gah）
的一所醫院成為了軍方的襲擊目標。

“但醫院裡沒有塔利班，”納雷瓦爾說
，事發後阿富汗國防部沒有立即回應美聯社
的詢問。

“我被告知這是一個錯誤，因為他們
（軍方）得到了塔利班在醫院內的錯誤信息
，”他說，同時指出，塔利班實際上是在該
市的另一家醫院接受治療。

赫爾曼德省議會主席阿圖拉•阿富汗
（Attaullah Afghan）證實，該醫院遭到阿富
汗空軍襲擊，造成1人死亡。

空襲發生之際，塔利班武裝正在向這個
西南城市發起進攻，與阿富汗安全部隊和國
防軍展開了激戰。居民報告說，有幾個街區
發生了拉鋸戰。

納雷瓦爾說，他的醫生們在一天前進行
了兩次手術，但隨著戰鬥的加劇，醫院已將
人員減少到最低限度。目前，醫院裡還有仍
在接受治療的兩名患者，以及數名護士和護
理人員。

週六晚些時候，有報導稱阿富汗安全部

隊將塔利班趕出該市，並有報導稱塔利班陣
地遭到了猛烈的空襲。

最近幾週，塔利班加大了對幾個城市的
軍事壓力，包括阿富汗西部的赫拉特（Herat
），那裡的一個聯合國辦事處在附近發生激
烈戰鬥時遭到襲擊。一名警衛被殺，聯合國
方面正在調查誰應對他的死負責。

在4月中旬宣布美國和北約的最後一支
部隊將從阿富汗撤出，結束了“美國最長的
戰爭”之後，塔利班的攻勢進入了高潮，該
組織已經佔領了阿富汗全國數十個區，現在
控制著所有421個區和地區中心的大約一半
，還控制該國與塔吉克斯坦、伊朗和巴基斯
坦邊界上的主要過境點。

雖然美國和北約軍隊的撤離幾乎已經完
成，美國仍在為正在努力保住領土阿富汗的
地面部隊提供空中支持。美軍已發動了空襲
，來支援赫拉特和坎大哈省南部的阿富汗軍
隊。

美媒指出，撤軍行動增加了阿富汗空軍
的負擔。 “由於對近距離空中支援、情報、
監視、偵察任務的要求增加，阿富汗空軍的
所有飛行平台都負擔過重，”美國駐阿富汗
支出監督機構本週報告說。

阿富汗重建特別監察長約翰•索普科（
John Sopko）在他的報告中說，阿富汗空軍
的飛機飛行“定期維護間隔至少超過了建議
長度的25%”。

但空軍部隊沒有得到增援和補給，因為
飛機被用來支援在與塔利班的無情戰鬥中不
堪重負的阿富汗地面部隊。

阿富汗空軍轟炸醫院炸死無辜者阿富汗空軍轟炸醫院炸死無辜者
以為塔利班分子在醫院治療以為塔利班分子在醫院治療

在全球目光垂注下, 一個名叫拉蒙特•雅各
布斯(Lamont Marcell Jacobs)的選手在東京奧運
會100公尺男子競賽中以9.80 秒的成績為意大利
奪得有史以來第一面百米金牌, 他成為繼牙買加
波特之後新的世界短跑王。

雅各布斯的身世特別令人好奇, 因為他是出
身於美國德州的美意混血兒,但他在出生20天後
非裔的父親即到韓國服兵役,於是他隨著義大利籍
的母親回到”母國”成長 ，雅各布斯曾自述:”
我身體的每一個細胞都屬於意大利，我甚至不會
說英語。"所以他道道地地是一位意大利人, 而他
原先主攻的專項是跳遠而非短跑, 在田徑場上, 跳
與跑的力道有所不同, 他能在兩項中出類拔萃，
除表示具有運動天份與苦練外,與他一米八八高的
身裁優勢不無關係。

雅各布斯曾於2016年以7.95公尺贏得歐洲
地中海23歲以下級別跳遠冠軍,2018年轉到100
公尺短跑有10.28秒成績,次年又跑出10.20秒, 雖
未獲獎牌, 但已展露潛力, 今年他曾贏得歐洲 60
米冠軍, 並第一次以 9.95 秒突破 10 秒障礙, 現又

在東奧奪冠, 進步之神速令人稱奇。
儘管雅各布斯已展現潛力, 但離波特9秒58

世界紀錄還有差距, 波特有195公分高，手長腳
長，跑100公尺只需41步就可衝到目的地，所以
起跑不需衝太快，真正威力在50公尺後才爆發,
雅各布斯則靠平均速度衝刺。在年紀上, 波特22
歲就創下世界紀錄, 雅各布斯現已27歲, 想再突
破需更大動力。

世界短跑紀錄不斷快速進步, 當1984年劉易
斯以九秒九九成績神勇奪下洛杉磯奧運會金牌時
，其他七位競爭者全都只跑出十秒多的成績，但
是到了1988年漢城奧運會時，在百米的短跑賽
上,劉易斯只以九秒九二的成績贏得第二名，而當
年其他人的成績都在10 秒以內, 並且從此以後,
10秒多的成績再也法奪得獎牌,使十秒障礙不再
成為什麼障礙！

今年所有跑進決賽的選手都在10秒以內, 其
中以中國選手蘇炳添的成績格外突出, 他成為第
一位越過9 秒90 大關的亞洲人, 在他的激勵下,將
來中國在短跑上必可再突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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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土化生產疫苗
能否解非洲新冠疫苗之困？

正當各國加速推進新冠疫苗接種工

作之時，非洲，這個有著13億人口的大

洲，正面臨著第三撥疫情來襲和疫苗短

缺的雙重挑戰。截至7月27日，非洲大

陸共報告新冠肺炎確診病例6516954例。

目前，非洲僅有2000多萬人完全接

種了新冠疫苗，占總人口的1.5%。非洲

目前擁有的新冠疫苗總劑量占全球的

1.7%，而高收入國家人均擁有的劑量是

非洲人均的62倍。導致接種率低的原因

，主要是疫苗供給出現了短缺。以目前

的接種速度，70%的非洲國家將無法在9

月底達到使新冠疫苗覆蓋10%人口的目

標。非洲多國和國際組織呼籲，加強非

洲本地化生產新冠疫苗的能力。

非洲首個新冠疫苗生產線實現100
萬劑量產

7月 18日，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在

阿拉曼與埃及外長舒克裏共同出席”中

埃新冠疫苗合作生產項目實現100萬劑

量產“儀式。首批疫苗下線意味著埃及

成為非洲第一個同中國合作生產新冠疫

苗的國家。這同時也是非洲第一條擁有

穩定產能的新冠疫苗聯合生產線，幾天

之內就實現了首批100萬劑量產。

據了解，這批疫苗不僅在埃及使用

，同時也會惠及非洲及阿拉伯地區的國

家。此前，埃及總理穆斯塔法· 馬德布利

表示，目前日產量已達到了30萬劑，如

果原材料充足，日產量可達60萬劑。

非洲國家是否有疫苗生產能力？
長期以來，由於各類傳染病在非洲

傳播，非洲本土也有國家可生產疫苗，

但僅能滿足非洲內部的需求。根據世界

衛生組織的數據，非洲的疫苗製造商不

到10家，分布在埃及、摩洛哥、突尼斯

、塞內加爾和南非。其中大多數公司只

進行包裝和貼標，而不是製造。長期對

原料的依賴使得非洲大陸無法在危機來

臨時迅速轉型。

負責為非洲采購新冠疫苗的非洲

聯盟特使斯特拉夫· 馬希伊瓦此前表示

，這次我們遇到麻煩，是因為非洲大

陸沒有生產。非洲必須生產更多自己

的疫苗。

非洲疾控中心主任約翰· 肯格松也表

示，疫苗是非洲大陸健康安全的根本基

礎，必須對此進行投資。他認為，非洲

已經生產了用於其他疾病的疫苗，對於

新冠疫苗的生產也具備能力。但要實現

這一目標，需要更加強有力的政治意願

和對基礎設施的進一步投資建設。

技術、資金 非洲生產疫苗仍然面臨
重重挑戰

非洲疫苗製造倡議主席威廉· 安波福

認為，非洲疫苗生產面臨最大的障礙是

非洲疫苗市場的結構方式。如果沒有購

買在非洲生產的疫苗的承諾和支持，建

立一個能夠大規模生產疫苗的產業將永

遠是一項艱巨的挑戰。

對於很多國家來說，疫苗生產需要

巨額的金融支持，包括盧旺達等國家希

望與金融機構合作，以實現疫苗的本土

化生產。此外，市場、采購渠道等因素

也是能否實現大規模本地生產的關鍵。

威廉· 安波福認為，新冠疫苗或許是

一個契機，將非洲的金融、技術、監管

、設施等整合起來，發展本土的疫苗生

產能力。他認為，目前在非洲，最有效

的方法就是建立灌裝生產的能力，進而

完成未來支持疫苗製造價值鏈並建立生

產原料藥的能力。

對於非洲而言，本土化疫苗生產是

一場漫長的馬拉松。

IMF預計2021年全球經濟增長6%
2022年增長4.9%

綜合報導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發布《世界經濟展望報告》更

新內容顯示，2021年全球經濟增長預期維持在6%，2022年全球經濟增

長上調至4.9%。

此次發布的更新內容顯示，2021年全球經濟增長與此前預測值保持

一致，但IMF分別上調發達經濟體增長預期0.5個百分點至5.6%，下調

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增長預期0.4個百分點至6.3%。其中，2021年

美國、歐元區和日本最新經濟增長預期分別為7%、4.6%和2.8%，中國

經濟今年有望增長8.1%。

此外，IMF預計2022年全球經濟增長4.9%，較4月份預測值上調0.5

個百分點，原因主要為上調發達經濟體的增長預期。IMF預計，2022年

美國、歐元區和日本經濟增長預期分別為4.9%、4.3%和3%，中國經濟

增長預期為5.7%。

IMF 指出，自今年 4 月發布《世界經濟展望報告》以來，全

球復蘇前景因疫苗獲取能力不同分化成兩組陣營。疫苗接種率高

的發達經濟體在今年晚些時候經濟活動有望進一步恢復正常；疫

苗短缺的經濟體仍將面臨新冠感染人數再度增加和死亡病例上升的

嚴峻挑戰。

IMF認為，如果疫苗普及程度低於預期導致新冠病毒持續變異

並傳播，將會給世界經濟復蘇帶來下行風險，融資環境可能迅速

收緊。如果發達經濟體的通脹上升速度快於預期，市場會對這些

經濟體的貨幣政策前景作出重新評估，將可能引起融資環境迅速

收緊。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可能受到疫情惡化和外部融資環

境收緊的雙重沖擊，將會導致其復蘇進程嚴重受挫，拖累全球經

濟增長。

IMF表示，多邊行動對於減輕復蘇分化、改善全球經濟前景起到關

鍵作用。當務之急是在全球範圍內公平分配疫苗。各國還需加大集體行

動力度，減少溫室氣體排放，以及根據本國所處危機階段實施國家層面

政策，促進可持續、包容性復蘇。

馬拉維第三輪疫情來勢兇猛
已禁止多類人員入境

綜合報導 根據馬拉維衛生部數據，馬拉維共新增新冠肺炎確診病

例5192例，新增死亡病例161例。全國累計確診病例49009例，其中死

亡1513例，痊愈36672例。

馬拉維第三輪疫情來勢兇猛，日增確診病例較前大幅上漲，已經有

數十名旅馬僑胞不幸確診，感染風險不容小覷。

馬政府已禁止非本國公民、不持有在馬居留證件人員、非在

馬定居人員、非醫務人員、非外交人員、非馬公民或外交人員親

屬等以及來自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巴西、尼泊爾等5國人員

入境，但在馬已檢測到最早在印度、南非和英國發現的變異新冠

病毒。

中國駐馬拉維大使館提醒在馬僑胞務必提高重視程度，做好長期抗

疫準備，儲備適量防疫及生活物資。

阿塞拜疆與亞美尼亞再起沖突
多名軍人死傷，俄羅斯出面調停

綜合報導 据俄罗斯卫星新闻通讯社

报道，亚美尼亚国防部当天表示，阿塞

拜疆军队朝亚美尼亚东北部边境的阵地

开火，导致3名亚美尼亚军人丧生，另

有2人受伤。

阿塞拜疆国防部也在同一天发布声

明称：“亚美尼亚武装力量分队继续

在边界进行挑衅。7月 28 日，大约从

00:50开始，亚美尼亚武装力量分队从

位于巴萨尔克恰尔区境内不同方向上

的战斗阵地，用轻武器和榴弹发射器

再次对阿塞拜疆军队在克尔巴贾尔区境

内的阵地进行猛烈射击。射击造成2名

军人受伤。”

冲突发生后，俄罗斯方面进行了

调停。卫星新闻通讯社最新的报道称

，阿塞拜疆已接受俄罗斯提议，即从

当地时间10时起在与亚美尼亚的边境

宣布停火。但阿塞拜疆国防部指责亚

美尼亚方面仍在继续让局势升级，并

使用坦克和120毫米迫击炮袭击阿塞拜

疆阵地。

报道称，随后亚美尼亚外交部也确

认与阿塞拜疆的边境停火协议。亚美尼

亚外交部新闻处表示，目前边境局势相

对稳定。

亚美尼亚与阿塞拜疆曾于去年9月

下旬爆发严重冲突，双方都伤亡惨重，

最终在俄罗斯的斡旋下达成停火。但自

从去年阿亚两国签署停火协议以来，双

方不断在纳卡地区发生冲突。

撥款500億，墨西哥想再打造一支“廉潔無貪”的禁毒部隊

綜合報導 近日，洛佩斯總

統宣布國民警衛隊(Guardia Na-

cional)鞏固計劃將繼續進行。

自現在起至2023年底，國民警

衛隊將在原財政預算基礎上收

到額外500億比索（約163億元

人民幣）的撥款，以期提高其

薪水待遇，強化隊伍專業度，

成為一支廉潔無貪腐的公共安

全部隊。

在出訪韋拉克魯斯時，洛

佩斯總統強調了武裝部隊在其

和平戰略中的重要性：“我們

努力製止了兇殺案的發生，綁

架和其他極度影響大眾的犯罪

也已大幅減少。但是，我們還

有更多要做的，我們要繼續鞏

固實施國民警衛隊計劃。”

洛佩斯總統強調，國民警

衛隊於兩年多前憲法改革時組

建，因為當時武裝力

量並不參與安保任務，

實為荒謬之事。在成立

隊伍時他曾表示，這

支公共安全部隊參考

西班牙、法國和意大

利的國民警衛隊模式

而組建，並在提請聯

邦國會申請後施行。

總統指出，國民

警衛隊將成為一支保

衛大眾安全的防禦部

隊，並帶有顯著印記

：即廉潔而不腐敗。

對此最好的證明便是其成立兩

年後所保持的民眾支持及所獲

贊譽：“國民警衛隊在民意調

查中享有75%的聲譽，人民呼

喚它的存在。現在這支隊伍已

有10萬名成員。”



（綜合報導）新冠疫情大流行期間，養老院是美國新冠集
中暴發的場所。據美聯社報導，養老院居住者約占美國人口的
1%，但約占美國新冠疫情死亡人數的22%。隨著2020年12月
新冠疫苗在美國養老院全面接種以來，新冠病毒感染人數與死
亡人數顯著下降。根據CMS（美國醫療保險和醫療輔助中心）
數據，截至7月18日，全美範圍內有81.3%的養老院居住者、
58.6%養老院員工接種新冠疫苗。據美國退休人員協會（AARP
）7月15日發布分析，養老院中的新冠病例與死亡人數繼續下
降到歷史最低點。

養老院大規模的疫苗接種對於防止新冠感染是否有效？此
前通過聚合性公開數據進行的研究證明了這一點，但利用養老
院居住者個體層面數據進行的研究卻很少。近日，國際權威醫
學期刊《新英格蘭醫學雜誌》發表了一篇研究，研究借助美國
大型長期護理機構Genesis HealthCare的電子健康記錄數據，報
告了21個州280家養老院的接種疫苗居住者和未接種疫苗居住
者的新冠病毒感染率。數據表明，新冠疫苗接種有利於養老院
人群中無症狀感染率與有症狀感染率的降低。研究由布朗大學
公共衛生部、Genesis Healthcare公司研究團隊共同完成。

這與去年的形成了鮮明對比。澎湃新聞（www.thepaper.cn
）記者曾報導2020年4月24日《新英格蘭醫學雜誌》刊發了美
國一養老院六成老人染新冠的案例。在該養老院中，新冠死亡
率高達26%，半數感染者檢測時無症狀。研究者發現，症狀前
或無症狀者可能是傳播的主體。這表明：僅針對有症狀的感染
控制策略，不足以防止新冠病毒在養老院中的傳播。目前大約
有130萬美國人居住在養老院。

在今年的研究中，關於疫苗接種記錄，研究者確定了截至
2021 年 2 月 15 日已接種至少一劑 mRNA 疫苗的居民、截至
2021 年 2 月 15 日已接種兩劑 mRNA 疫苗的居民，以及截至
2021年3月31日尚未接種、但在（其他居住者）第一次疫苗接
種門診當天在養老院中的居民。研究者根據PCR與抗原檢測記
錄來確定截至2021年3月31日的新冠病毒感染病例。當養老院
內有確診病例時，居住者每3-7天會接受一次檢測；此外，倘
若居住者存在任何新症狀或與受感染者存在潛在接觸可能，也
會接受檢測。護士每天對居住者進行評估，並在結構化的病情
變化記錄表中記錄居住者的新症狀。

該研究的樣本一部分是3990名沒有接種新冠疫苗的養老院
居住者，另一部分是18242名接種至少一劑疫苗的居民，其中
14669 名居民（80.4%）接種輝瑞疫苗，3573（19.6%）接種了
Moderna疫苗。在這18242名養老院居住者中，有13048位接種
了第二劑疫苗。
研究結果表明，隨著時間的推移，接種疫苗的養老院居住者與

未接種的居住者的感染率都在下降（見表1）。
在接種第一劑疫苗後的 0-14 天，有 822 例

感染（佔接種疫苗的居住者的4.5%），接種後的
15-28天內有250例感染（1.4%）。在接種兩劑
疫苗的13048名居住者中，在接種第二劑疫苗後
的 0-14 天內有 130 例感染（佔接種疫苗的居住
者的1.0%），14天后有38例（包括接受第二劑
疫苗後15-21天內發生的19例感染）。

在未接種疫苗的居住者中，感染病例從（其
他接種疫苗者接種）第一次疫苗時間後的0-14
天內的173例（佔未接種疫苗居住者的4.3%）減
少到42天后的12例（0.3%）。研究者認為，未
接種疫苗的居住者感染率有所下降，得益於養老
院中較高的疫苗覆蓋率、佩戴口罩等疫情防護措
施。

研究者發現，在所有研究組中，大多數感染
為無症狀感染，且無症狀和有症狀感染髮生率都
在增加。在位於新冠感染髮生率最高的縣的養老
院中，有最多的發病病例，然而在接種疫苗後仍
有較大的下降。

即便養老院的較高疫苗接種率呈現出較好的
防護水平，研究者認為依舊不能掉以輕心。文章指出，在疫苗
接種後持續的新增病例也意味著疫苗接種與養老院的持續監測
依舊需要繼續，以防止未來潛在的疫情暴發。

值得注意的是，研究發現，工作人員的疫苗接種率與養老
院居住者的變化並不一致。 （見表S3）這意味著，在養老院
居住者總體接種率較高的情況下，護工低接種率的養老院與護
工高接種率的養老院在居住者感染率比例上沒有呈現出明顯區
別。

不過，該研究的數據並未包括近期的情形。目前，新冠病
毒德爾塔（Delta）變異毒株是美國主要的流行株。

德爾塔變異毒株2020年12月在印度流行，目前已入侵全
球130多個國家，被世界衛生組織指定為關注變體（VOCs）之
一。據廣東省疾控中心的流行病學專家陸靖團隊發表在醫學預
印本網站上的論文，被德爾塔變異毒株感染的患者，其病毒載
量比早期新冠版本高一千多倍。

病毒載量高，使得接種疫苗後仍可能出現突破性傳染現象
。據美國CDC數據，近期麻省的新冠患者中，約有四分之三
接種了疫苗，接種了兩劑疫苗的感染者鼻拭子中攜帶的病毒與
未接種疫苗的人一樣多。

在德爾塔變體病毒蔓延下，老年人依舊屬於較高風險人群

。據美聯社援引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彭博公共衛生學院公共
衛生實踐副院長約書•亞沙夫斯坦（Joshua Sharfstein）博士稱
，老年人可能無法對疫苗有完全反應，且有人感染病毒的風險
很大。

亞沙夫斯坦認為，為養老院護工接種疫苗是全美的緊急事
件。 “因為即使已經接種過疫苗的人，德爾塔變體病毒也是一
種威脅”。與此同時，美國養老院護工接種率不容樂觀。據
CMS數據，在全美範圍內，約58.6%的護工接種疫苗，遠低於
接種疫苗的養老院居住者（81.3%）。

養老院員工的低接種率在南方的一些州尤為明顯。在路易
斯安那州（LA）與佛羅里達州（FL），養老院員工接種率均未
超過45%。 （見下圖）據美聯社，哈佛醫療保健政策教授大衛
•格拉博夫斯基認為，缺乏信任是許多未接種疫苗的養老院員
工低接種率的核心問題，低薪工人可能對他們管理層提供的疫
苗信息沒有太大信心。

美國平等就業機會委員會（EEOC）於2021年5月28日發
布指導方針，聯邦EEO法律將不會組織雇主要求所有實際進入
工作場所的員工接種新冠病毒疫苗。然而，據美媒Propublica
報導，養老院在新冠疫情期間人手不足的情況下，是否會冒險
辭去員工也很難確定。

（綜合報導）美國國務院8月2日宣布擴大阿富汗難民接納計劃，此舉意味著成千上萬阿富汗人及其親屬有機會獲
得難民身份，能夠在美國定居。

據美聯社報導，美國國務院2日發聲明稱，由於近日塔利班暴力衝突加劇，拜登政府決定擴大有資格在美國獲得難
民身份的阿富汗人的範圍，包括總部設在美國的新聞機構、援助和發展機構以及其他接受美國資助的救濟團體的現任及
前任僱員。 “美國的目標仍然是建立一個和平、安全的阿富汗，然而塔利班暴力事件增加，美國政府正努力為阿富汗
人提供在美定居的機會。”

當地時間7月30日，第一架載有阿富汗翻譯人員及其家屬的航班抵達華盛頓杜勒斯國際機場，機上共有221名阿富
汗人，他們將在美國難民接納計劃下被重新安置到各個城市，近期還將有2000多名通過移民簽證審查的阿富汗人抵達美
國。美國政府此前表示，約2萬名曾為美方充當翻譯、司機和其他服務人員的阿富汗人已經申請“特別移民簽證”。

據英國天空新聞網2日報導，阿富汗塔利班已佔據該國半數國土，正在轉移軍事重心，在阿富汗西部和南部的3個
主要城市與政府軍作戰，分別是赫爾曼德省首府拉什卡爾加、坎大哈省首府坎大哈市和赫拉特省首府赫拉特市。有坎大
哈議員聲稱，塔利班想要把坎大哈當成“臨時首都”。

養老院大數據：接種疫苗如何
降低新冠無症狀、有症狀感染率

兇殺案激增兇殺案激增 警方重組反槍支犯罪部門卻招不到警員警方重組反槍支犯罪部門卻招不到警員
（綜合報導）美國波特蘭警方正在努力

招募願意為重新成立的槍反支暴力部門服務
的警官，該部門一年多前在“黑人的命也是
命”運動的高峰期被解散。然而，因該職位
現在被認為不太理想，鮮有人員報名參加，
該組織更未獲得新的人員配給。

據福克斯新聞網1日消息，自2020年夏
天波特蘭市議會削減警務預算致使反槍支暴
力部門解散後，該市兇殺案激增。在槍支暴
力事件上升的情況下，市長在今年3月份提
議重組反槍支犯罪小組。報導稱，自今年5
月份宣布14個職位空缺以來，只有4名警務
人員提出申請，但該部門尚未分配到任何人
員。圍繞新角色的不確定性也減緩了人們申

請加入反槍支暴力部門的速度，由於官員因
涉嫌種族定性而抨擊舊部門，新團隊的工作
資格受到最嚴格的限制。波特蘭警察協會的
領導人對此批評稱，評定委員會的人已對警
員妖魔化和極力詆毀，並想把警員的行為放
在顯微鏡下觀察。

報導稱，今年到目前為止，波特蘭已經
發生了53起兇殺案，預計將突破1987 年70
起的歷史新高。隨著警官被重新部署到政府
大樓內防衛持續的暴力示威活動，從去年夏
天一直持續到今年年初，無法無天的事件在
該市越來越多地發生。街區治安巡邏也受到
影響，警官對進行預防性盤查執法也變得更
加猶豫和畏縮。

美國擴大阿富汗難民接納計劃美國擴大阿富汗難民接納計劃
更多阿人將獲難民身份在美定居更多阿人將獲難民身份在美定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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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蔣煌基 福

建報道）盧雲秀7月31日在東京奧運

會女子滑浪風帆RS:X級比賽中，為

中國帆船帆板隊摘得史上第三枚奧運

金牌，這也是中國代表團在本屆奧運

會上斬獲的第20金。奪冠瞬間，在

盧雲秀福建省漳州市的家裏，親友們

興奮的掌聲、慶賀聲歡呼雷動。本屆

奧運中，盧雲秀在首日比賽時成績不

理想，但是越戰越勇，靠的是堅持與

刻苦，不斷調整心態。被問到賽後感

受，這位24歲的閩南女孩回應說：

“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拚。”

●●盧雲秀在比賽盧雲秀在比賽
中中。。 中新社中新社

““三分天注定三分天注定 七分靠打拚七分靠打拚””

盧雲秀風帆直掛盧雲秀風帆直掛 憑韌勁破浪摘金憑韌勁破浪摘金
“首先應該感謝我的國家，國家的強大讓我

有好的環境進行訓練。”盧雲秀7月31
日在賽後說，“我的教練很偉大，一年當中跟
我訓練的時間比陪家人的時間還要多，真的太
感謝他們了。”

1996年，香港“風之后”李麗珊奪得美國
亞特蘭大奧運會女子滑浪風帆冠軍。同年，盧
雲秀出生。出生時體重不足4斤的盧雲秀一共有
7個兄弟姐妹，父母甚至搞不清他們的生日，盧
雲秀也是到了讀小學才有了現在的名字。

人生首戰包尾 不服輸攀頂峰
2008年 7月，盧雲秀從田徑改練滑浪風

帆。“起初我甚至不知道什麼是滑浪風帆。但
由於自己不願意讀書，想着也許是一個不錯的
逃避方式。”不過，這位世界冠軍，曾因身材
瘦小而慘遭“退貨”。幸得教練高傳衛頂住所
有壓力和質疑，堅持把她留在隊裏。“這個孩
子不僅肯吃苦、悟性高，身上還有一股不服輸
的勁兒。”高傳衛說。這次挽留，也換來了奇

跡。
2010年，盧雲秀在新疆參加了人生中第一

場滑浪風帆賽，成績是倒數第一。但經過調整
後，盧雲秀很快進入狀態，2011年山東日照全
國青少年滑浪風帆錦標賽第二名，2012年上海
全國青少年滑浪風帆錦標賽場地賽和長距離兩
項冠軍，2013年世界青年錦標賽中奪得女子
RS:X級滑浪風帆冠軍，接着全運會冠軍、全國
錦標賽冠軍、中國帆船聯賽冠軍……盧雲秀彷
彿開了掛，一路乘風破浪。

“感謝一下沒有放棄的那個自己吧。”一
路走來，盧雲秀從“菜鳥”到攀上頂峰，愛上
滑浪風帆的理由是自己在這個項目所取得的滿
足感。“閩南人常講，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
拚。老天已經給我注定了三分，剩下的七分我
好好打拚。”她說。

滑浪風帆項目，除了看天氣，還需有過硬
的技術。不同的風浪和天氣，需要運動員相應
的技術應對。“盧雲秀在國際上綜合能力比較
強的，大風小風都比較平均，這是比較難得

的。”中國帆船帆板運動協會主席張小東說。

首要做好自己 才能戰勝對手
去年9月，盧雲秀在網上晒出一張一隻小

鳥棲息在她的滑浪風帆上的照片。她寫道：小
鳥和我一樣飛累了。“2020年沒有比賽，沒得
到釋放，又一直在一個地方待着，人的激情就
沒了，好像沒了方向感。”盧雲秀第一次參加
奧運，又因全球疫情奧運延期，主教練周元國
曾有些擔心。

“最大的對手是我自己吧，先做好自己
再談論怎麼戰勝對手。”盧雲秀說。訓練場
上，盧雲秀展現出同齡人少有的沉穩；生活
中，她總是帶着靦腆的微笑。寫字、下棋、
彈琴、畫畫，她努力在運動和生活中找到平
衡。

“只做自己的英雄。”盧雲秀說，自己放棄了
童年時光、學校時光，包括陪家人的時光，只做一
個事情，如果這個事再做不好，又不能讓自己開心
的話，那真的對不起當初那美好的時光了。

中 國 新 聞 ●責任編輯：凌晨曦 2021年8月2日（星期一）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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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浪網報道，東京
奧運會游泳比賽進入最後一個比賽日，
在已經結束的項目中，中國游泳隊拿到
了3金2銀1銅的成績，這一成績位居亞
洲所有參賽隊伍的首位。而且，中國隊
的金牌數也遠超5年前的里約奧運。這一
成績更狠狠地打臉了美聯社。

張雨霏成新的領軍人物
美聯社在本屆奧運會開始前，曾預

測中國游泳隊無金牌入賬，只能拿到2銀
2銅。顯然，美媒是覺得中國缺少孫楊，
因此才看衰中國的奧運前景。但是，一
周下來後，中國游泳隊卻取得了3金2銀
1銅的成績，對美媒狠狠地打臉。

中國隊這3枚金牌，分別來自女子
200米蝶泳、女子4×200米自由泳、以
及男子個人200米混合泳。張雨霏成為
了本屆奧運會最大的贏家，也成了中國
隊的新領軍人物。

張雨霏本屆賽事一共參加3個單項+
3個接力，目前拿到了2金2銀。她一人
身兼多項，其中女子200米蝶泳打破了
奧運紀錄，女子4×200米自由泳打破了
世界紀錄；此外，100米蝶泳她只輸了
0.05秒奪銀。

汪順繼孫楊後吐氣揚眉
汪順的200米混合泳冠軍也非常有

意義，要知道這個項目在奧運會上已經
被美國隊統治了17年，但這一次，汪順
卻創造了歷史，而且還刷新了亞洲紀
錄。汪順也成為繼孫楊後，第二位拿到
奧運金牌的男子運動員（名將張琳、徐
嘉余都只拿過銀牌）。

5年前的里約奧運會，中國游泳隊最
終拿到1金2銀3銅，合計6枚獎牌的成
績。而今年在東京，中國在缺少孫楊的情
況下，依然能拿到3金2銀1銅。毫不誇張
地說，如果孫楊能參賽，或再增加2金
（男子200米、400米自由泳）！

●張雨霏日前
在賽後比心。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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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聞

（中央社）連日降雨，石門、曾文、南化等9座
水庫持續放水。水利署副署長王藝峰表示，自去年旱
象開始，全台水庫幾乎沒有放水，其中曾文水庫已近
2年未執行調節性放水，但近日在考量壩體安全、集
水區入流狀況後，已啟動洩洪相關作業，以便預留足
夠蓄存空間。

根據經濟部水利署防災資訊網，目前全台9座
水庫列為放水警戒，包含石門水庫、鯉魚潭水庫、湖
山水庫、白河水庫、德元埤、曾文水庫、南化水庫、
鏡面水庫、牡丹水庫；下游民眾及工作人員應迅速離
開河床，以免發生危險。

王藝峰表示，去年5月之後水情不佳，自此全
台水庫幾乎都沒有放水，僅少數水庫，例如翡翠水庫
因防洪操作、降雨考量，有執行洩洪等調節性放水作
業。

其中曾文水庫已近2年沒有放水，近期在水情
好轉之下，蓄水率已攀升至89.1%、接近9成。王藝
峰指出，曾文水庫上一次開啟溢洪道為108年8月15
日，自當天中午12 時30 分開啟、直至隔天下午2時
30分關閉。

他說明，曾文水庫庫容極大，當初設計時便無
洩洪需求；但八八風災後，庫容稍微縮小，加上氣候

變遷等因素，基於安全考量，仍須根據水情、降雨狀
況等啟動洩洪作業， 「畢竟如果上游水流來得太快太
急，還是要留下一些防洪空間比較保險」。

至於何時進行，王藝峰表示，根據入流狀況而
定，每座水庫都有相關操作規線可參考；另需兼顧壩
體安全，以及考慮未來幾天集水區入流量多寡，事先
預留水庫蓄存空間。

他表示，近日許多水庫皆處於洩洪狀態，提醒
民眾切勿因雨勢間歇性停歇，就接近河川區域；加上
短延時強降雨容易造成車行地下道淹水，開車時必須
注意；若居住在沿海低窪地區，也須設置淹水擋板。

另外，目前八掌溪、急水溪、二仁溪水位為一
級警戒，嘉義縣水上鄉的八掌溪橋、台南市東山區的
青葉橋、高雄市阿蓮與田寮區的崇德橋需特別注意河
川水位高漲問題，非必要請遠離河川區域。

王藝峰解釋，通常堤防高度不高、或附近為農
田的河川較有可能產生溢淹現象，例如二仁溪崇德橋
便因近日雨勢而溢淹，加上二仁溪本身為感潮性河川
，漲退潮水量增減顯著，目前已著手災後處理作業。

王藝峰強調，此為少數個案，在近年前瞻計畫
支持下，各項河川相關工程逐漸完備，溢淹現象大幅
減少，將持續努力落實各項防汛作業。

全台9水庫放水警戒 曾文水庫睽違近2年再次洩洪

曾文水庫蓄水曾文水庫蓄水22個月激增逾個月激增逾44億公噸億公噸
全台最大水庫的曾文水庫全台最大水庫的曾文水庫，，55月底最乾涸時僅剩月底最乾涸時僅剩18301830萬公噸的蓄水萬公噸的蓄水，，但但22個月個月

來持續降雨來持續降雨，，蓄水激增逾蓄水激增逾44億公噸億公噸，，逐漸逼近滿水位逐漸逼近滿水位。。

天使投資人減稅優惠2022年起納最低稅負制範圍
(綜合報道）財政部今天公告，增訂須納入個人最低稅負制課稅的項目，2022年起，個人依據

「天使投資人條款」投資高風險新創事業所享的綜所稅租稅優惠也得計入，以維持基本租稅公平
。意味最快在2024年投資滿2年，2025年申報綜所稅時適用新規。

所謂 「天使投資人條款」指的是產業創新條例第23 條之2所賦予的租稅優惠，目的在促進新
創產業發展。

條例規定，個人以現金投資成立未滿2年且經主管機關核定的國內高風險新創公司，對同一
公司當年投資金額達新台幣100萬元以上，並取得公司新發行股持有期間達2年者，可在投資金額
50%限度內，於申報個人綜所稅時減除。

財政部表示， 「天使投資人條款」優惠原訂2019年底落日，而後又延長至2029年底；統計至
2020年底共有來自35家高風險新創公司的274名 「天使投資人」來申請減稅，投資金額合計7億

多，可減稅3億多元。
財政部官員表示，從公平性角度看，首先， 「天使投資人條款」性質上屬於投資型

的優惠，企業若適用投資型優惠大多都得納入最低稅負制計稅，個人部分原則也應相同；其次，
「天使投資人條款」提供的租稅優惠金額較高，上限達300萬元，比一般個人租稅優惠高許多。

官員說明，綜合考量後，決定於2022年起將個人依 「天使投資人條款」於綜所稅享有的減
稅金額納入最低稅負制計算，強調目的並非是課稅，而是希望保留對稅收的基本貢獻。

根據最低稅負制設計，在各項目需納入計稅總額低於670萬元或綜所稅繳稅金額偏高狀態下
，最終未必會繳到稅，只有因享租稅優惠導致完全免繳稅、且所得金額偏高者，才可能需要繳到
最低稅負制。

財政部提醒，個人自2022年1月1日以後投資國內高風險新創事業公司，並取得該公司新發
行股份，最快於2024年持有期間達2年，於2025年辦理2024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時，應依規
定計入個人之基本所得額課稅。

自行車與體育用品雙展覽明年採線上實體2模式舉辦
(綜合報道）貿協今天表示，隨著歐美各國陸續解封、疫苗接種率提高，2022台北國際自行車

與體育用品展將採虛實整合方式登場，實體展時間為3月9日至12日，線上展為3月9日至4月8日
，助業者掌握疫後運動休閒產業商機。

受疫情影響，台北國際自行車展（Taipei Cycle）及國際體育用品展（TaiSPO）已連續2年
採線上舉行，今年原訂採虛擬與實體方式舉辦，最終考量疫情帶來的不確定性因素太高，改為線
上展。

貿協表示，今年台北國際自行車與體育用品展合計有84國、近3000名線上參觀者，點擊觀看
次數逾10萬次，並促成172場的線上媒合會議，進一步分析參觀者數據資料，發現超過7成民眾為
首次觀展，顯示線上平台確實帶來新客群。

不過，對廠商與買主而言，在實體展面對面交流仍有不可取代的價值，貿協指出，隨著歐美

各國陸續解封、全球疫苗接種率提高，明年兩展將採虛實整合
方式舉辦，自行車實體展時間為3月9日至12日，體育用品展
為3月10日至12日，線上展為期一個月，為3月9日至4月8
日，助廠商搶進疫後自行車及運動健身產業商機。

貿協表示，線上平台將強化互動交流、資訊交換及商機媒合，導入虛擬洽談室、廠商雲端
導覽、名片交換等新功能，會後也會提供線上參觀者相關數據，供廠商用於行銷、產品反饋分析
。

貿協指出，疫情帶動運動需求，也推升相關產業業績，如今年上半年電動自行車出口達
6.47億美元，較前年同期成長40%；體育用品在上半年出口額達17.1億美元，已接近去年全年出口
金額，較上年同期成長106.2% 。

經濟部國際貿易局則指出，台灣體育用品主要出口市場為美國，預期歐美地區逐步解封後，
運動產業將從居家擴展到戶外，相關商品的需求仍殷，而台灣健身產品廠商結合網路、影像等資
訊科技，同時研發新功能，競爭力因此提高，體育用品出口表現可望維持佳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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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這裏。

最低、最新的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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