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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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21/2021

（中央社）白宮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Jake
Sullivan）今天說，美國政府正目不轉睛地盯著
「伊斯蘭國呼羅珊省」（ISIS-K）等極端組織在

阿富汗發動恐怖攻擊的可能性。
蘇利文接受美國國家廣播公司（NBC）

「晚間新聞」（Nightly News）訪問時表示，由
於不知剛掌權的武裝組織塔利班（Taliban）是否
會繼續讓人安全前往首都喀布爾的機場，並考量
到 「伊斯蘭國呼羅珊省」等團體發動攻擊的可能
性等其他意外因素，把美國人帶離阿富汗的行動
風險很高。

蘇利文說： 「我們非常關注、緊盯不放的意

外因素之一就是伊斯蘭國呼羅珊省等組織發動恐
攻的可能性，這個組織是塔利班不共戴天的死敵
，所以我們會持續努力把風險降到最小程度，並
盡可能讓更多人登機。」

路透社報導，美國官員說，他們正日以繼夜
地努力把美國人和曾協助美軍的人撤出喀布爾，
但伊斯蘭國呼羅珊省等組織的存在讓當地安全情
勢相當艱困。

蘇利文在新聞節目中說，目前不確知有多少
美國人還待在阿富汗，但總統拜登政府已承諾會
讓所有想離開並與美國官員聯繫的美國人登機。

不過，蘇利文警告，當地情勢瞬息萬變。

他說： 「我們現在已與塔利班建立聯繫，好
讓人安全前往機場，也正努力讓美國人和有風險
的阿富汗人抵達機場。話雖如此，我們不能指望
任何事。」

伊斯蘭國呼羅珊省成立於 2015 年，美國智
庫 「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SIS）認為，這個
團體獲得了在伊拉克和敘利亞的伊斯蘭國支持。

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表示，伊斯蘭國呼羅珊
省是針對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平民發動近百起攻擊
的始作俑者，也是自2017年1月以來與美國、阿
富汗及巴基斯坦安全部隊爆發約250起衝突的禍
首。

阿富汗風雲詭譎阿富汗風雲詭譎 美國緊盯當地恐攻可能性美國緊盯當地恐攻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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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ccording to the Census
Bureau, over the past
decade the U.S.
population growth
increased by about 23

million people and was
made up almost entirely
of Hispanic, Asian and
Black.

The white population
declined for the first time,
a drop that was driven in
part by aging and a sharp
drop in the birthrate.

The top five cities by
population in the U.S. are
New York. Los Angeles.
Chicago, Houston,
Phoenix and Philadelphia.
The census also showed
that the population
continued to shift away
from the old industrial belt
from New York to sunbelt
states like Florida and
Texas. This shift also
changed the political map.

New data also showed
that Hispanics accounted
for about half of the

country’s growth over
the past decade. The
Asian population grew
about 36 percent, or
nearly one-fifth of the
country’s total.

As the nation has been
growing more diverse
over the past decade, we
can also see more
newcomers arriving in
America. This is a good
sign for our economy.

Today, the Asian
American population is at
about six percent, but our
contribution to the
economy is much greater
than that. When you look
at the different cities in
America, many small

businesses are run by
Asians and many
professionals are Asian.

America is changing
these days. Many of us
came to this land and we
were looking for a better
life. We now need to be
united and work together.
The world is in chaos. It is
very sad that so many
people are suffering in the
pandemic or because of
the unrest and unstable
situations in many
countries.

We strongly urge the
leaders of the world to set
aside their differences
and seek peace and
prosperity for all.

0808//2020//20212021

Our Population Pattern IsOur Population Pattern Is
ChangingChanging

根據二〇二〇年人口普查報告
中，过去十年以來， 西裔和亞裔
人口激增 ，白人人口首次下降 ，
這顯示美國的多元化正不斷在提高
之中 ，其中增加的二千三百萬人
人口多半是非白人 ，白人人口之
下降多半是因為老齡化和出生率下
降。

目前美國人口最多的城市分別
是紐約 、洛杉磯、 芝加哥 、休斯
敦及鳳凰城 ，而且是人口增加最
快的城市增長了百分之十一點二。

這項調查同時顯示人口繼續從
東部的紐約伊利諾州移向阳光地帶
的佛羅里達、 德克薩斯州， 也影

響了政治版圖之改變。
新的數字顕示 ，亞裔人口的

增加速度超過預期高達百分之三十
六 ，而黑人增加率是百分之六。

截止二〇二O年， 美國人口
結構白人仍佔百分之五十七奌八
， 拉丁裔佔百分之十八點七， 黑
人是百分之十四點一， 亞裔是百
分之五點九， 總人口是三億三千
一百四十四萬九千二百八十一人。

二十年來 ，美國人口正在不
斷改變中， 預計下一個十年白人
顯然會變為少數， 而有色人種會
成為多數。

新移民已經成為將来人口增長

之主力 ，這也充分証明大多數人
還是希望來到美國， 不論局勢如
何變化， 世界政治版圖也不斷改

變 ，我們大家還是要團結一致，
共同追求更美好的明天。

美國人口結構在变化中美國人口結構在变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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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在印控克什米爾地區，原本示威
司空見慣，近乎每週都有。但地方人士透露印
度直接接管兩年來，靠亂抓人、維安部隊棍棒
威嚇與沒收手機等，當地現已噤若寒蟬。

法新社報導，印度幾十年來都在印控克什
米爾這一側陳兵超過 50 萬，對付當地要求獨
立或與巴基斯坦合併份子；另一側的區域正是
巴控克什米爾。

印 度 總 理 莫 迪 （Narendra Modi） 政 府
2019年8月以落實和平為由，撕毀憲法所賦予
印控克什米爾的自治保障，如今印控克什米爾
再無當地選出的自治政府，改由新德里所任命
的一位副省長來治理。

新德里當局更火速立新法取代舊制，讓當
地幾無任何克什米爾籍的員警或高階官僚，而
藉調整土地所有權規定以永久改變當地穆斯林
為主的人口結構，也激起 「屯墾殖民」的批判
。

印度兩年來在當地逮捕 5000 多人，多是
根據所謂 「公共安全法」，這項法律採 「預防
性羈押」，允許在未經起訴或審判下監禁兩年

。
國際人權聯合會（FIDH）人員羅斯洛

（Juliette Rousselot）告訴法新社： 「在大多數
情況下，預防性羈押不過是用來打壓異己和確
保自我審查的工具。」

印度還濫用措辭含糊的反恐法規 「預防非
法活動法」，以便讓人們在未經審判下可無限
期延押。

兩年前印控克什米爾自治被毀、大批印軍
預先前來防止當地反彈時，拉菲克（化名）就
是上千名遭預防性羈押者之一。他堅信是因參
與過抗議不公的示威被捕。現年 26 歲的拉菲
克表示，收押一年讓他 「不成人形」。

拉菲克呼應其他十幾個告訴法新社類似境
遇的人，稱自己當初與 30 個人被綁上一架軍
機載往離家幾百英里外的監獄， 「在獄中有6
個月，每天都是整晚被人用強光照著..難以想
像是怎麼活過來的」。

拉菲克好歹最後還獲釋。維權人士指出，
不少其他克什米爾人仍在印度惡名昭彰的監獄
裡受苦。

印控克什米爾自治被廢
高壓治下噤若寒蟬

這是一張將永久深植人心的照片, 一批絕
望無助的阿富汗人民在喀布爾機場企圖逃離家
園卻因為坐不上援救他們的美國空軍運輸機,竟
緊跟著飛機沿著跑道奔跑，直到飛機狠心拋離
他們凌空而去……。

歷史很殘酷,歷史很無情,這一幕悲慘傷痛
的歷史畫面, 是美國攻打阿富汗20年後所換來
的,現在來省思這一場美國所參與的歷史上最久
的境外戰爭的過失為時已晚, 畢竟把一場原本
只是為了殲滅基地組織首腦賓拉登並嚴懲包庇
他的塔利班政府以消除恐怖主義對美國本土威
脅的戰爭轉變成一場改造阿富汗的民主和平體
制, 並希望能將阿富汗帶回往年曾經有過的的
繁榮和文明的戰爭顯然是徹底的失敗了。

拜登說,美國從來就沒有一個從阿富汗撤退
的良好時機。

錯了, 在剷除賓拉登後,適時收手離去就是
最好的撤退時機, 但歐巴馬政府錯失了, 他不但
不撒,而且更增派美軍至10 萬人以試圖一舉殲
滅塔利班，但當他意識到塔利班並非散兵游勇,
而是一群曾經執政並擊退過蘇聯的聖戰士，而

且他們紀律嚴明,在極端宗教思想管束下,在阿
富汗鄉村受到愛載，是不可能輕易被消滅時,歐
巴馬還是不願跟他們和談撤離,反而殺害了有意
與阿富汗執政者和解的塔利班頭號領導人曼蘇
爾, 這不啻增強了塔利班抗美的意志。

川普執政時深刻了解和談的重要, 但他犯
的嚴重錯誤是竟傲慢的只跟塔利班和談而遺漏
了最必要的阿富汗政府, 而且不以”不撤軍”
為談判籌碼, 在失去價值後,也就不再被塔利班
重視, 而造成美國今天撒退的困境與窘態。

遲來的正義不是正義, 羞辱的撤軍不是撤
軍。

拜登總統已派出7000名美軍到阿富汗機場
以確保安全撤出, 他說:” 直到最後一個美國人
撤出之前，美軍不會離去。” 但是塔利班立即
警告美國:” 美軍必須在911之前完全撤離阿富
汗!”

為了保住美國最後一點顏面, 拜登總統應
該在九一一之前把所有美國人撤出阿富汗, 以
免以後塔利班用逮捕的人質來要脅美國啊 ！

【李著華觀點 : 歷史瞬間
20 年換來 1 張圖 ,美國的阿富汗戰疫空遺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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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將在9月提前舉行大選
綜合報導 加拿大總理賈

斯廷· 特魯多在渥太華宣布提

前舉行聯邦大選，以圖改變

已經維持近兩年的少數政府

執政狀態。

按照加拿大法律，競選

期至少36天。因而此次大選

投票日設在今年9月20日。

特魯多當日與總督瑪麗·

西蒙會晤，提請解散國會並

獲準。他隨後對媒體表示，

此次秋季大選意在讓加拿大

民眾在抗擊疫情的關鍵時刻

有機會決定國家走向。

2019年10月，特魯多率

領聯邦自由黨在加拿大第43

屆眾議院選舉中獲得全部338

席中的157席，雖再次勝選，

卻未能達到170席的簡單多數

門檻，喪失了過去4年的多

數政府地位，只能組建少數

政府。在此局面下，執政黨

施政易受反對黨掣肘。

目前加眾議院全部338個

席位中，自由黨占155席，最

大反對黨保守黨占119席。其

余席位由魁北克集團、新民

主黨、綠黨和獨立人士瓜分

，並有1席空缺。

加輿論對今秋大選早有

預見。特魯多及內閣成員近

期積極在各地宣布一系列民

生投資舉措。近月來陸續有

眾議員宣布是否尋求連任意

向，一些選區則有人公布參

選意願。自由黨已於14日發

布新的競選廣告。

各反對黨批評自由黨不

顧正在反彈的疫情、且在並

未遭遇議會不信任挑戰的情

況下發動大選。

加政治民調網站338Can-

ada的最新數據顯示，自由黨

現以35.4%的支持率在投票預

測中保持領先，但在議會席

位上仍可能以微小差距不能

達到多數政府門檻。主要對

手保守黨的支持率為29.7%。

加民調機構數據顯示，

自由黨從去年3月中開始不

惜以巨額赤字推行一系列

抗疫紓困措施以來，支持

率總體保持優勢。去年夏

季，加政府將學生服務助

學金項目，交給與特魯多

家人及其重臣過從甚密的

慈善機構運營，引發風波

並導致自由黨民望大幅下

滑。保守黨曾借此發難，

要求問責。但自由黨在秋

季的信任投票中過關，避

免了當時觸發大選。

加拿大選舉委員會表示

，已為疫情期間安全地進行

大選作好準備，預計此次選

舉成本逾6億加元。該機構

同時預估今秋大選中會有更

多選民選擇郵寄選票，因此

某些選區的投票結果屆時可

能會延遲公布。

加拿大大選一般每四年

一次， 本 次 選 舉 本 應 於

2023 年 10 月舉行。少數政

府局面在加拿大歷史上並

不鮮見，維持時間多在兩

年左右。

哈薩克斯坦首都
開放接種中國疫苗

綜合報導 盡管哈薩克斯坦近期疫情形勢有所緩解，但哈衛生部建

議在疫情傳播風險較高區域繼續實施周末隔離限製措施。

18日，哈衛生部長阿列克謝· 措伊在政府例行工作會議上表示，近

三周來，哈疫情形勢有所緩解。為進一步防控病例增長，建議在疫情傳

播風險較高的“紅色”和“深紅色”區域內繼續實施周末隔離限製措施

。阿列克謝· 措伊同時指出，相關部門應加強防疫監督力度，繼續開展

疫苗接種宣傳工作。

雖疫情數據整體趨緩，但該國最大城市阿拉木圖疫情仍不樂觀。截

至18日，過去24小時內該市新增確診病例1517例。對此，阿拉木圖首

席衛生醫師別克欣稱，本市防疫限製措施將延長至8月31日。目前，該

市疫情風險級別依然處於“紅區”。

據努爾蘇丹市政府官網消息，哈方采購的中國國藥集團新冠疫苗已

於近日運抵努爾蘇丹，並向首都民眾開放接種。此前，阿拉木圖市公共

衛生管理局消息稱，已將首批1萬劑中國國藥疫苗分配至市內各個接種

點，近期內還將增供3.5萬劑疫苗。

目前，兩市民眾可選擇接種的疫苗包括俄“衛星V”、哈國產Qaz-

Vac疫苗以及中國國藥疫苗。

據哈衛生部數據顯示，截至17日，哈完成第一劑疫苗接種者超613

萬人，完成第二劑疫苗接種者逾476萬人。

截至18日14時，哈薩克斯坦過去24小時內新增確診病例逾7000例

，累計確診病例超77.4萬例。

澳統計局報告：
失業率或飆升

30萬澳大利亞人面臨失業危機

綜合報導 由於澳大利亞各地對疫情的多項限製措施，該國已持續

穩定的失業率預計將再次上升。

作為近幾周全澳各地出臺的多項疫情限製措施造成的後果，失業率

迅速降至10年來最低水平的趨勢似乎即將結束。據悉，失業率已連續8

個月下降，從去年10月的6.9%降至今年6月的4.9%。然而，隨著經濟陷

入低迷，未來幾個月失業率將再次飆升至5%以上。

澳大利亞統計局(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將於本周四(19日)發

布至關重要的7月勞動力報告。經濟學家預測，澳7月失業率將升至

5.0%，但未來幾個月將進一步升至5.5%。其中安保資本(AMP Capital)首

席經濟學家奧利弗(Shane Oliver)預計，7月就業人數將減少5萬人，且主

要是在新南威爾士州(簡稱“新州”)。而在上周六(14日)，新州將大悉尼

區的封鎖擴大到整個州。對此，奧利弗也預計8月的影響會大得多。

“最終就業人數預計將減少約30萬人。”奧利弗表示。

然而，澳大利亞央行預計，隨著疫苗接種率的上升和封鎖變得不那

麽必要，失業率將恢復下降趨勢，到2022年底達到4.25%，並於一年後

達到4%。澳央行認為，低失業率和更高的工資增長是將通脹恢復到某

種正常水平並可持續地維持在2%至3%的目標之間的關鍵因素，這將使

其能夠將利率從緊急水平上調。不過澳央行也預計2024年之前，這些條

件不會滿足。

澳大利亞政府抗疫支持率“跌落懸崖”
只因疫苗推廣太緩慢

綜合報導 由於澳大利亞民眾對政府

應對疫情能力的信心急劇惡化，該國聯

邦政府以及兩個州政府的支持率下降得

最快。

由JWS研究公司進行的最新的全澳範

圍內“真實問題”調查(The True Issues

survey)顯示，認為澳大利亞比世界其他地

區能更好地應對疫情的受訪民眾比例從今

年2月的79%降至今年7月的57%。此外，

在定期調查人們對政府抗疫行動的關註，

以及如何評價政府在處理這些疫情的表現

等問題上，澳民眾對聯邦政府的整體表現

的支持率正在下降。對此，JWS主任斯卡

爾斯(John Scales)表示：“而當談到聯邦政

府對疫情的處理時，它的支持率已經‘跌

落懸崖’。”

民眾對聯邦政府應對疫情的支持率已

從今年2月的56%降至38%。一年前，也

就是 2020 年 7月，聯邦政府的支持率為

66%。據悉，這項調查是在今年7月中旬

進行的，當時新南威爾士州才剛開始失去

對變異毒株德爾塔(Delta)的控製。調查還

顯示，民眾對全澳各州的支持率有所下降

，但並非所有州都是一樣的。卡爾斯認為

：“聯邦政府如今面臨的挑戰是‘我們該

如何擺脫疫情’，但

民眾卻認為他們已經

失敗了。”

現如今，各州的

平均支持率已從今年2

月的64%降至53%。西

澳大利亞州政府的支

持率為78%，與2月的

80%基本持平。另有

62%的民眾選擇支持南

澳大利亞州政府，但

這一比例低於今年2月

的 78%。新南威爾士

州的支持率從 65%降

至 49%，昆士蘭州的支持率從 65%降至

47%，而去年首次遭受疫情“摧殘”的維

多利亞州的支持率為50%，與今年2月的

49%相比幾乎沒有變化。

根據調查顯示，疫苗推出緩慢且麻煩

不斷才是導致支持率下降的罪魁禍首。數

據顯示，疫苗推廣危機拖累了聯邦政府的

整體表現。今年7月，將聯邦政府的整體

抗疫水平表現評價為“好”或“非常好”

的比例是41%，低於今年2月的49%。而

相比於去年7月的58%，這個數字下降了

17個百分點。

然而，最新的評級或遠高於 2020

年 2 月的最低點 28%，因為當時的聯

邦政府正因對山火危機的處理飽受批

評。

“真實問題”調查也詢問了澳民眾對

於哪些問題最為關心。在最新的調查中，

59%的受訪者將醫療列為最關心的問題，

高於2月的45%。其次最重要的問題是經

濟和財政，占21%，再次是環境和氣候變

化，占20%。

19歲少女單獨駕機起飛環繞地球

盼創下世界紀錄

綜合報導 擁有英國和比利時雙重國籍的19歲少

女飛行員羅瑟福德(Zara Rutherford)，於當地時間18日

駕駛其超輕型運動飛機升空，展開環繞世界之旅。她

期盼，能夠創造單獨駕機繞地球一周的最年輕女性世

界紀錄。

據報道，羅瑟福德夢想有天成為宇航員，但當下

的目標是創造上述紀錄。她打算花3個月單獨飛越5

大洲共52個國家或地區，中間將經過海洋、沙漠和遼

闊的西伯利亞荒漠等。

羅瑟福德18日展開的第一段航程很短，僅從比利

時家鄉庫特萊(Kortrijk)飛越英吉利海峽到英格蘭。

她駕駛的鯊魚超輕型飛機(Shark UL)只有325公斤

重，因此接下來除了在繁忙的紐約肯尼迪機場(JFK)停

留，她會盡量避免降落在大型航空轉運中心，以免帶

來困擾。她會降落在較小的機場和航空站，在那裏過

夜休息和加油。

她的每段單獨飛行航程時間為5到6小時。她也

已取得包括洪都拉斯、沙特阿拉伯等地的入境許可。

報道稱，羅瑟福德並不是單獨駕機環繞世界的最

年輕飛行員，因為這項紀錄已在2021年7月，由18歲

英國青少年魯德洛(Travis Ludlow)創造；但她若成功

，將會是完成這項紀錄的最年輕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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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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撤軍導致阿富汗政府快速垮台，外界因
此有聲音質疑美方的承諾不可靠，甚至讓 「棄台論」再起。美
國總統拜登19日親自駁斥，似乎暗示如果台灣受到攻擊美方將
會保衛，甚至把台灣和與美國有防禦條約的北約組織（NATO
）及日、韓放在一起，從而與美方一貫的 「戰略模糊」立場有
所背離。但1名拜登政府高層官員隨後澄清，強調美國對台政
策不變。

引述北約憲章第5條 盟友神聖承諾
美國廣播公司（ABC）19日播出拜登專訪，拜登在答問時

指出，台、韓及北約的情況與阿富汗截然不同。他說： 「我們
與這些實體達成了協議，不是基於該島（台灣）或南韓發生內
戰，而是基於它們有一個團結政府，事實上，該政府正試圖阻
止壞人對他們做壞事。」

「我們作出並遵守了每一個承諾。我們對（北約憲章）第
5條（集體防禦條款）作出了神聖承諾，如果事實上有人要入
侵或對我們的北約盟邦採取行動，我們將作出回應。日本情況
亦然，南韓亦然，台灣亦然。（阿富汗情況）根本不能相提並
論。」

台海戰略模糊政策 華府一貫立場
在專訪播出後，1 名拜登政府高層官員隨即表示，美國

「關於台灣的政策沒有改變」。華府智庫 「德國馬歇爾基金會
」專家葛來儀則稱，拜登明顯的錯誤描述 「令人遺憾」。她說
： 「從1954年至1979年（指當年美台的《中美共同防禦條約
》），美國曾對台灣作出第5條承諾。而坎貝爾的公開聲明顯
示，拜登政府並未考慮恢復這一承諾。」白宮國安會印太事務
協調官坎貝爾5月初曾表示，他不認同取消對台海的 「戰略模
糊」政策。

針對拜登之說，總統府發言人張惇涵昨表示，感謝拜登總
統上任後，持續以實際行動，諸如近日宣布的拜登政府首度對
台軍售案，履行《台灣關係法》及 「六項保證」，展現對台灣
承諾的堅若磐石。外交部亦表示，誠摯感謝拜登及美國政府再
度明確重申對台灣的安全承諾，我國政府將持續提升自我防衛
能力，捍衛台灣人民得來不易的民主與自由。

府稱美台堅若磐石 大陸重申一中
張惇涵指出，蔡總統一貫立場是 「遇到壓力不屈服，得到

支持不冒進」，誠如蔡總統強調的， 「台灣唯一的選項，就是

展現自我防衛的決心，讓自己更強大、更團結、更堅定保衛自
己，讓台灣的存在具有意義，也更具有正面貢獻」。

國民黨主席江啟臣則說，拜登只是表達美國的承諾就是承
諾，並沒有說得很清楚，台灣發生什麼狀況時要出兵。阿富汗
事件讓拜登承受很多內外壓力，而其實美國對同盟國、準同盟
國或夥伴關係的承諾，完全是case by case（視個案而定） 。

江啟臣指出，拜登口誤的機率或許有，但他不認為口誤到
非常嚴重，倒是拜登試圖表達美方的承諾，台灣不用過度放大
解讀。他奉勸民進黨不要拿拜登的話做大內宣，美國就是定調
對台政策立場沒改變，也就是回到《台灣關係法》，維持 「戰
略模糊」。

在大陸方面，大陸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表示，她注意到有
媒體稱拜登也許是口誤，因為阿富汗是一個主權國家，而台灣
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一個中國原則是任何國家都絕
對不可以逾越的紅線和底線，中國必須統一也必然統一，任何
人都不要低估中國人民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堅強決心，
堅定意志和強大能力。

拜登提名美前次卿勃恩斯出任駐中大使
曾挺台參與WHA

比照北約比照北約 日韓盟國日韓盟國 拜登拜登：：台灣受攻擊台灣受攻擊 美會防衛美會防衛！！
美高層官員立即澄清美高層官員立即澄清 對台政策不變對台政策不變 葛來儀質疑拜登口誤葛來儀質疑拜登口誤

（綜合報導）美國駐中大使懸缺11個月，總統拜登今天提
名職業外交官、前次卿勃恩斯出任這個要職。在美中全面競爭
時代，勃恩斯主張美國應聯合盟友因應中國挑戰，他也支持台
灣國際參與。

拜登（Joe Biden）今天宣布3項駐外大使人事案，其中勃
恩斯（Nicholas Burns）獲提名出任美國駐中大使，前芝加哥市
長易曼紐（Rahm Emanuel）則獲提名擔任駐日大使。

勃恩斯現年65歲，早在1980年代就踏入美國外交圈，外
交資歷相當豐富。他曾在前總統小布希（George W. Bush）時
代出任主管政治事務的國務次卿、美國駐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NATO）大使。在此之前，他曾擔任美國駐希臘大使及國務
院發言人。

根據白宮資料，勃恩斯在擔任國務次卿期間，曾與中國政
府在多項議題上共事，包括阿富汗、聯合國對伊朗制裁、北韓
與美國印太政策等。

白宮指出，勃恩斯目前在阿斯本戰略集團（Aspen Strategy

Group）擔任執行長，期間曾組織與中共中央黨校進行政策對
話，也有就當今美中關係發言、撰文或進行講授。

美國前駐中大使布蘭斯塔德（Terry Branstad）去年10月卸
職返美，早在今年4月就傳出勃恩斯有望出任駐中大使，但拜
登一直等到上任滿7個月的今天，才正式做宣布。前總統川普
（Donald Trump）當時在上任1個多月前，就宣布他的駐中大
使人選。

先前美國駐中大使多由政治人物擔任，勃恩斯是少數獲提
名出任這個要職的職業外交官。

近年來美中進入全面競爭，關係也因人權、COVID-19
（2019冠狀病毒疾病）疫情、智慧財產權、網攻及諜報工作等
問題急速惡化。勃恩斯多次公開主張美國應聯合盟友，共同因
應中國挑戰。

拜登1月底甫上任之時，勃恩斯就在推特上呼籲，美國與
歐盟（EU）應在貿易、人權、5G、民主及香港與台灣未來等
議題上，有一致對抗中國的立場。他強調： 「我們共同合作會

有效益的多。」
由美國、日本、印度及澳洲組成的 「四方安全對話」

（Quad）3月12日召開領袖峰會，勃恩斯當時也推文表示，4
會員國能在COVID-19疫苗分配、強化區域民主及抑制中國專
斷等議題上，擔任領導角色。

勃恩斯也關注台灣議題。去年10月川普染疫，勃恩斯提醒
外界中國可能伺機加大施壓台灣力道。他也曾說，他支持美國
推動台灣參與世界衛生大會（WHA），但中斷對世界衛生組
織（WHO）的金援不是好作法。

勃恩斯在外交圈雖備受敬重，但中國議題近年在美國敏感
性高，國會共和黨人近來也強力阻撓拜登重要職位與駐外大使
任命案的推進，包括爭議性低的提名，勃恩斯提名案要獲參議
院通過，恐要等上好一陣子。

至於美中緊張關係在勃恩斯上任後是否有轉圜可能，在美
國所主導國際抗中氛圍仍持續之際，可能性不是沒有，但改變
程度恐怕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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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pm 中文學校(粵語,國語)(only during school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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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安全安心！
東京殘奧會所有場館均將“空場”辦賽

綜合報導 東京奧運會和殘奧會組

織委員會發布消息稱，與日本政府、

東京都、國際殘奧委會(IPC)的各位代

表圍繞殘奧會觀眾事宜舉行了四方磋

商，就舉行賽事的東京、埼玉、千葉

、靜岡1都3縣所有場館原則上均采取

無觀眾的“空場”方式達成了一致。

這是考慮到東京、埼玉、千葉正處於

新冠對策的緊急事態宣言下，靜岡縣

也已要求日本政府發布宣言。

關於以地方政府和學校為單位購

買門票、給兒童和學生提供觀賽機會

的“學校聯合觀賽項目”，若地方政

府和學校提出希望，就將實施。馬拉

松等在道路上開展的項目則將要求民

眾不要在沿途觀賽。

奧組委主席橋本聖子在四方磋商伊

始強調：“進一步采取萬全對策，能夠

實現安全、安心且順利的大賽。”

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表示：

“最優先的是確保安全安心。將為了

能在安全的環境下舉辦大賽而采取措

施。”

17日距離東京殘奧會開幕還有1周。

8月24日舉行殘奧會開幕式，9月5日

閉幕。

菲律賓德爾塔毒株感染病例激增
首現拉姆達本土病例

綜合報導 菲律賓疫

情持續延燒，5月檢測出

德爾塔變異毒株占所有

變異株比例僅為3.81%，

但 7 月大幅增至 42%。

另外，菲律賓日前通報

，發現首例感染“拉姆

達” (Lambda) 變異毒株

的本土病例，目前感染

源尚不明。

菲律賓通報，該國

新增14610例新冠確診患

者，累計確診病例數達

1755846例。

馬尼拉都會區實施

強化社區隔離(ECQ)類

封城措施逾一周，但

菲律賓確診數仍居高

不下，16 日通報確診

病例數為疫情爆發以

來第3高。

菲國衛生部次長維

赫利當日表示，德爾

塔變異毒株幾乎擴散

到菲律賓全國各區，

只剩南部民答那峨島

的 卡 拉 加 區 (Caraga) 尚

未檢測出感染德爾塔

的病例。

菲律賓基因體中心

(PGC)執行長薩洛瑪在線

上記者會指出，他們收

到的新冠感染者樣本中

，德爾塔變異毒株所占

比例正迅速攀升。

薩洛瑪說：“根據(7

月)全國提交給我們的樣

本，德爾塔變異株占所

有變異株的 42%。”她

指出，在5月和6月，菲

律賓基因體中心驗出的

德爾塔變異株占所有變

異株比例分別為3.81%和

5.84%。

薩洛瑪表示，大馬

尼拉地區樣本檢測出

德爾塔變異毒株的增

加幅度最為顯著，從 6

月的 10.56%暴增到 7月

的68%。

另一方面，菲律賓

衛生部 15 日通報，檢

測出該國首例感染拉姆

達變異毒株的本土病例

。感染者是菲律賓中部

地區的一名 35 歲孕婦

，並非海外歸國的菲律

賓人。

維赫利表示，該確

診患者“來自一組群聚

病例”。至於這名孕婦

如何感染，目前不得而

知。

日本發布兒童版《防衛白皮書》
韓國怒了：立即刪地圖！

綜合報導 日本防衛省在其官網發布

了一本面向中小學生的《防衛白皮書》

，其中將日韓爭議島嶼(韓稱“獨島”，

日稱“竹島”)標作日本領土，引發韓方

抗議。

據報道，這是防衛省首次面向兒童

製作白皮書相關材料。這本“兒童版白

皮書”共30頁，用簡單易懂的語言，介

紹了日本2021年版《防衛白皮書》的內

容，總結了對日本周邊安全環境的分析

以及自衛隊的活動等內容。

報道稱，在說明日本周邊“海空警

戒監視狀態”的地圖中，“兒童版白皮

書”直接將日韓爭議島嶼寫為“竹島”

，並畫在日本的領土範圍內。

對於日方此舉，韓國外交部對日方

表示：“‘獨島’不論從歷史上、地理

上，還是國際法上都屬於韓國固有領土

，韓方對此表示強烈抗議，並敦促日本

立即刪除該地圖。”

同時，韓國外交部亞洲太平洋局

局長李相烈和韓國駐日本大使館公使

金容吉分別通過外交渠道，向日本駐

韓國總括公使熊谷直樹和日本外務省

亞洲大洋洲局代

局長實生泰介提

出了抗議。

關 於 製 作

“兒童版白皮書”

的 目 的 ， 日 本

防 衛 大 臣 岸 信

夫 表 示 ： “ 這

是 為 了 讓 國 民

從 學 生 時 代 就

開 始 接 觸 國 家

的 防 衛 情 況 ，

並加深理解。”

7月13日，日本發布2021年版《防

衛白皮書》，主張對“竹島”(韓稱“獨

島”)擁有主權。這也是自2005年以來，

日本第17次將該島嶼的主權寫入《防衛

白皮書》。

泰
國
單
日
死
亡
病
例
創
新
高

綜合報導 泰國官方通報，過去24小時新增

新冠肺炎確診病例20515例，已連續8天單日確診

超過2萬例；新增死亡病例312例，首次超過300

例，再創單日死亡病例新高。

截至當天，泰國累計確診病例968957例，其

中死亡8285例，已治愈出院753119例。

泰國新冠肺炎疫情管理中心表示，當天全國

各府均有新增確診病例，其中曼谷新增4154例，

仍為全國最多，其周邊的龍仔厝、北欖、春武裏

3府新增病例也都超過1000例。

德爾塔變異毒株目前仍是泰國新冠肺炎患者

感染的主要病毒。最新研究結果顯示，泰國近期

確診病例中感染德爾塔毒株的占78.2%，感染阿

爾法毒株、貝塔毒株的分別占21.2%、0.6%。

泰國總理巴育當天在社交賬號發文稱，對疫

情下全國民眾遭遇的苦難感同身受，希望民眾繼

續忍耐，互相扶持度過這段艱難時期。他表示，

新冠肺炎疫情管理中心已同意將局部“封城”措

施延長至8月底。如果相關措施執行較好，泰國

疫情有望在本月底迎來拐點。9月初新增病例如

果持續減少，屆時政府將調整“封城”措施，解

封部分行業和場所。

據統計，截至8月17日，泰國累計已接種新

冠疫苗2461萬多劑次，其中1872萬多人接種了首

劑疫苗，538萬多人接種了兩劑疫苗，51萬多人

接種了3劑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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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智英罪證曝光 出錢出力勾外力
“12逃犯”之一李宇軒及在香港被捕

的律師助理陳梓華，19日在香港高等法院

承認串謀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

安全。控方當日陳述的案情，首次曝光黎

智英作為連串行動的主腦和金主的犯案細

節，包括直接操控及出錢資助，企圖將被

告擔任骨幹的“SWHK”團隊打造成“國際

反華平台”；在台灣密會並指令李宇軒及

劉祖廸兩人尋求組織“國際反華陣線”並

作了分工，及以國際文宣和“游說”反華

政客，乞求外國制裁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區

政府，更向美國參議員“獻上”144名中

央和特區政府官員及政治人物的制裁名

單。黎智英不單墊支巨款作為計劃的啟動

資金，更促成發起 4次“眾籌”，涉款逾

3,700萬港元，又透過其名下海外私人公司

迂迴運作資金，及出錢打賞李、陳二人表

揚其“戰績”。

29歲的陳梓華及30歲的李宇軒，19日上午由穿避彈衣的懲教人員押上法庭。兩人在庭上承
認一項串謀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
罪。控罪指，兩人於2020年7月1日至2021年2月
15日在香港與黎智英、Mark Herman Simon、劉祖
廸及其他人一同串謀，請求外國或境外機構、組
織、人員實施對香港或中國進行制裁、封鎖或者採
取其他敵對行動。

陳梓華李宇軒認勾結外力危害國安罪
控方在讀出案情後，李宇軒當庭表示同意，更

鞠躬以英語說：“I would like to say sorry. （我想
說聲對不起。）”國安法指定法官李運騰將案押後
至2022年1月3日再訊。

據了解，控方的案情基於警方國安處的深入廣
泛調查，並成功從陳梓華及李宇軒身上取得證供，
直指黎智英及其助手Mark Simon為幕後主腦及金
主。

控罪詳細羅列出黎智英及Mark Simon由2019
年至2020年香港國安法實施後，如何操控李宇軒、
陳梓華及已潛逃的劉祖廸（綽號“攬炒巴”），更
由策劃、指示、撥款到實施，“一條龍”地推動
“SWHK”勾結外部勢力，乞求外國制裁香港特區
政府以至中央政府。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鄭治祖、雨樂

=�+7

劉祖廸劉祖廸
“SWHK”團隊核心

負責帶領、指示及下達命
令予其他團隊成員/劉祖
廸作為精神領袖宣揚“攬
炒”理念，打擊中央及特
區政府

2019年
10月11日

由黎的私人滙豐
銀行戶口透過支票存
入144,100港元

2020年
1月

黎將其擔任董事的BVI
註冊公司LACOCK Inc.連同
公司的滙豐銀行戶口，轉名
交予陳梓華，戶口內有8萬
港元，相關文件於壹傳媒
大樓內簽署，此舉是黎
為對陳執行計劃的獎

賞，Mark Simon
表示此公司可用作
處理打“國際線”
文宣的工具

2020年
2月24日

由力高公司
的滙豐銀行戶
口存入 80,273
港元

由 美 國 Stripe Payments E
Limited存入616萬港元(當中SWHK
第一次眾籌於2019年6月進行)

李宇軒的戶口匯出156萬港元到台灣
公司Chartwell Hong Kong Limited的台
灣銀行戶口，Mark Simon為該公司董事

2019年
8月9日 由英國一銀行

戶口存入英鎊30萬
(當中SWHK第二次眾籌於
2019年7月進行)

由 Mark
Simon 的 滙
豐銀行戶口
存入50萬港
元

由 美 國 銀 行
Amalgamated
Bank 的 The Proj-
ect Hong Kong
Trust 戶口匯入 42
萬美元(當中SWHK
第三次眾籌於2020
年2月進行)

2019年
6月28日

與陳梓華的資金運作

由Mark Simon的私人
滙豐銀行戶口存入3萬港元

2019年
8月2日

反中亂港團夥角色
陳梓華

黎智英和Mark Simon的代理人

向李宇軒及劉祖廸下黎的指示。負責構建國際反華
網絡，為組織反中亂港示威作準備

與李宇軒私人銀行戶口
資金來往

李宇軒李宇軒
“SWHK”團隊核心

負責帶領、指示及下達命令
予其他團隊成員/負責國際游
說工作及建立與外國聯繫，
向國際組織發布抹黑中央及
特區政府的政治文宣及搞
“眾籌”，“SWHK”網頁
管理員

肥黎黑金走向肥黎黑金走向

2019年
8月

1日及2日

2019年
11月21日

Mark SimonMark Simon
黎智英助理及操盤手

執行執行、、匯報黎智英的指示匯報黎智英的指示，，
審核所有資金及批出小額資金審核所有資金及批出小額資金

2020年
2月28日

●● 20192019年年，，爆發多場破壞活動爆發多場破壞活動。。圖為有黑暴圖為有黑暴
舉起美國國旗舉起美國國旗。。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肥黎支持
推反華宣傳計劃
陳梓華聯絡黎智英，其

後與其助手Mark Simon取
得聯繫，並獲兩人支持反華
國際宣傳計劃，及尋求外國
政府對中央政府及香港特區
政府施加制裁，以及採取敵
對政策。陳梓華再聯絡李宇
軒組織實施計劃。

2019年
6月

2019年
8月

2020年
1月

2020年
8月

香港警方在拘捕李宇軒後發現一份144人的制裁名
單，名單由Hong Kong Higher Institution Internation-
al Affairs“香港大專國際事務團”及“SWHK”團隊製
作，名單中有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現任政務
司司長李家超，律政司司長鄭若驊，前警務處處長盧偉

聰及曾偉雄，現任保安局局長鄧炳強等，而該份名單事
前交給黎智英過目。2019年12月，李宇軒到美國與
“香港民主委員會”始創人朱牧民（牧師朱耀明的兒
子）、美國參議員Rick Scott、Todd Young 及 Ted
Cruz會面前，將該名單通過朱交給美國國會議員。

成立SWHK
黎做最高指揮
陳梓華向李宇軒建議，

與劉祖廸成立“Stand with
Hong Kong Fight for Free-
dom”（SWHK）團隊。黎
智英作為最高指揮，制定策
略，並與Mark Simon、陳
梓華、李宇軒及劉祖廸組成
各有分工的“攬炒”團夥，
採取國際宣傳及發動“眾
籌”、構建反華國際網絡、
管理“SWHK”團隊聯繫外
國、發表煽動文章等策略。

台灣密會
定游說四階段
黎智英、陳梓華及劉祖

廸和一名女子於台灣密會，
黎智英提出其所謂“支爆”
理念和計劃，並要求陳梓華
及劉祖廸按四個階段在國際
展開“游說”，眾人均表同
意。調查顯示，香港國安法
公布實施後至2021年2月，
黎智英等人仍然實施此策
略。

國際游說工作四階段國際游說工作四階段
與外國政客會面及解說香港情況

尋求外國政府支持及譴責中央及特區政府

與外國官員會面，將他們的想法帶回香港

游說外國政客影響對華政策，最終實現推翻
中國共產黨的目標

反華宣傳時序

擬“制裁名單”交肥黎過目

科水3次國際宣傳 迂迴泵水避追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據控方披

露，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與其助手Mark Simon
長期勾結外國勢力，2019年6月至8月期間，兩
人通過陳梓華向李宇軒下達指示，讓他聯同其他
攬炒派向國際組織發布政治宣傳物品及舉辦眾
籌，企圖譴責中央及香港特區政府、香港警隊，
公然尋求外國組織或國家對中央及特區政府實施
所謂的“制裁”。黎智英及Mark Simon在事後
表示非常滿意3次國際宣傳的成效，並為有關宣
傳工作付費。

李宇軒與其他攬炒派在2019年6月至8月期
間，在全球發布3次國際宣傳，包括2019年6月
的第一次國際宣傳，2019年7月第二次國際宣傳
和2019年8月第三次在日本出版的國際宣傳。為
支付國際宣傳及刊物的費用，李宇軒與其他攬炒
派組織了3次眾籌，分別籌得700萬港幣、30萬
英鎊及183萬美元。

預支500萬作首次宣傳
黎智英與Mark Simon非常滿意有關的活

動，更為有關宣傳工作付費。兩人分別為第一次
國際宣傳工作預留500萬港元作預支，並透過其
下公司，包括加拿大公司LAIS Hotel及香港力高
公司，向5間報紙媒體支付156萬港元費用，而
李宇軒另向黎智英及Mark Simon補償156萬元
從眾籌所得資金；就第二次國際宣傳工作，

Mark Simon透過眾籌所得的資金經由一個英國
銀行賬戶轉賬至李宇軒於香港渣打的個人戶口；
就第三次國際宣傳工作，Mark Simon將眾籌所
得的資金過戶至其於美國的個人戶口，再轉賬
320萬港元至李宇軒於香港花旗銀行的個人戶
口，用作刊登刊物的費用。

LAIS Hotel還支付了在6家報紙上發表的費
用，總額約為350萬港元，包括對《日本經濟新
聞》出版的一篇文章支付了2,040萬日元的出版
費。Mark Simon在2019年11月再轉賬50萬港
元到李宇軒的渣打銀行賬戶，作為2019年11月
選舉觀察團預付款的財務支持。

准劉祖廸自由用《蘋果》版權圖片
黎智英及Mark Simon還通過多種方式協助

有關的宣傳活動，包括在《蘋果日報》上為
“SWHK”提供免費廣告宣傳，及容許劉祖廸自
由使用有《蘋果日報》版權的圖片用作國際宣傳
工作。

除用作支付宣傳刊物外，眾籌所得的資金亦
用於“SWHK”團隊的營運開支，及於英國開展
以尋求外國干預的“國際游說工作”，包括在當
地組織集會及遊行，資助英國國會“跨黨派國會
香港小組”出版刊物，邀請英國保守黨國會議員
希利（Bob Seely）於2019年8月來港“觀察”
修例風波期間的“示威”等。

為應付開支，黎智英指示組織第四次眾籌以
營運“SWHK”團隊。2020月8月，第四次眾籌
完成，並籌得 170萬美元，有關金額存放於
Mark Simon在美國設立並控制的Project Hong
Kong Trust下，並由陳梓華、李宇軒及劉祖廸用
於“國際游說工作”。

黎智英
最高指揮

組織、策劃及批出大
額資金

●黎智英與其助手Mark Simon長期勾結外國勢
力，向國際組織發布政治宣傳物品。圖為有份散
播有關流料的《紐約郵報》。 資料圖片

主腦兼金主撥款實施一條龍主腦兼金主撥款實施一條龍 游說外國制裁中國游說外國制裁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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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搞好城市“裏子工程”
河南慰問受災群眾 細察鄭州地鐵受災現場 要求究責失職瀆職行為李

克
強：

香港文匯報訊，綜合記者劉蕊及國務院網站消息，8月18日至19日，中共

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河南省委書記樓陽生和省長王凱陪同下在鶴

壁、新鄉、鄭州考察，看望受災群眾，主持召開災後恢復重建專題會議。在鄭州地

鐵5號線受災現場，李克強強調，要把城市的“裏子工程”擺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並要求相關調查要實事求是，對失職瀆職行為要問責追責，警醒後人，給社會一個

交代，回應人民群眾的關切。

●要準確把握西藏工作的階段性特徵，
加強和創新社會治理，緊緊依靠各族
幹部群眾築牢反分裂鬥爭的銅牆鐵
壁。
要堅持我國宗教中國化方向，積極引
導藏傳佛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
團結宗教界人士和信教群眾為維護國
家安全和社會和諧貢獻力量。

●要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主
線，推進民族團結進步事業。
要全面加強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教
育，樹立各民族共享的中華文化符
號和中華民族形象，構建中華民族
共有精神家園。
要傳承保護西藏優秀傳統文化，推
動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

●要牢固樹立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冰
天雪地也是金山銀山的理念，建設生態
文明高地。
青藏高原是世界屋脊、亞洲水塔，保護
好青藏高原生態是對中華民族生存和發
展的最大貢獻。
中央支持西藏創建國家生態文明建設示
範區，支持開展生態綜合補償試點，支
持青藏高原綜合科考。

●在鄭州地鐵5號線受災現場，李克強要求相關調查要實事求是，對失職瀆職行為要問責追責，警醒
後人，給社會一個交代，回應人民群眾的關切。 新華社

●●李克強走進鄭州特大暴雨受災小區李克強走進鄭州特大暴雨受災小區，，仔細查仔細查
看房屋浸泡受損情況看房屋浸泡受損情況。。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19日上午，
西藏各族各界幹部群眾2萬多人歡聚在布達拉宮
廣場，熱烈慶祝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中央代表團團長汪
洋出席慶祝大會並講話。汪洋指出，要鞏固發展
西藏和諧穩定的良好局面，確保國家安全和邊疆
穩固。西藏70年發展歷程證明，團結穩定是福，
分裂動亂是禍。任何外部勢力都沒有資格對西藏
事務指手畫腳，任何分裂西藏的圖謀和伎倆都將
以失敗而告終。

新西藏巍然屹立世界之巔
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央統戰部部長、中

央代表團副團長尤權宣讀了中共中央、全國人大
常委會、國務院、全國政協、中央軍委關於慶祝
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的賀電。

汪洋向西藏自治區、西藏軍區、武警西藏總
隊、西藏自治區政法系統、中國佛協西藏分會分
別贈送了習近平總書記題詞的“建設美麗幸福西
藏 共圓偉大復興夢想”賀匾和賀幛。

在熱烈的掌聲中，汪洋發表了熱情洋溢的講
話。汪洋說，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是中國人民
解放事業和祖國統一事業的重大勝利，是西藏具
有劃時代意義的歷史轉折。從此，西藏走上了由
黑暗到光明、由落後到進步、由貧窮到富裕、由

專制到民主、由封閉到開放的康莊大道，一個欣
欣向榮的社會主義新西藏巍然屹立在世界之巔。

汪洋說，黨的十八大以來，西藏步入發展最
好、變化最大、群眾得實惠最多的新時代。經濟
年均增速位居全國三甲，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
入增速連續多年位居全國第一，城鎮化率上升13
個百分點。經過堅持不懈的努力，62.8萬貧困人
口全部脫貧，26.6萬人從山高地遠的苦寒之地搬
遷到河谷城鎮安居樂業，西藏與全國一道如期全
面建成小康社會。

汪洋指出，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
局，我國正處於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時
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已經開
啟，西藏經濟社會發展也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
我們要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
想為指導，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
信”、做到“兩個維護”，深入學習習近平總書
記在中央第七次西藏工作座談會上的重要講話精
神和在西藏考察時的重要指示精神，全面貫徹新
時代黨的治藏方略，認真落實黨中央決策部署，
奮力譜寫雪域高原長治久安和高質量發展新篇
章。

汪洋強調，要始終堅持黨的領導，堅定不移走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要鞏固發展西藏和諧穩定
的良好局面，確保國家安全和邊疆穩固；要以鑄牢

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主線，推進民族團結進步事
業；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推動經濟社
會高質量發展；要牢固樹立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山、
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銀山的理念，建設生態文明高地。

慶祝西藏和平解放70周年大會隆重舉行

汪洋：任何分裂西藏圖謀都將以失敗告終
汪洋講話要點

來源：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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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軍區某團在海拔4,500多米的高原組
織兩型火箭炮實彈射擊考核。據悉，此次參與
考核的某型火炮不久前才正式列裝，隨即參加
此次極端環境下的實彈考核。駐訓以來，該團
結合地理環境特點，針對性地進行機動展開、
火力打擊等課目訓練，不斷創新戰法訓法，提
高火炮命中率，錘煉部隊快速精確火力打擊能
力。 圖/文：《解放軍報》

新 型 火 炮 亮 劍 高 原

7月底殃及河南多個地市的特大洪澇災害造成302人遇難，全省1,481.4萬人受災，直接經濟
損失1,337.15億元人民幣。水災尚未遠去，疫情又
接踵而至，河南省“災後重建”與“阻擊新冠疫
情”雙線作戰，值此艱辛時刻，李克強總理來到
河南，慰問受災群眾，視察重建情況，令河南人
民備受鼓舞。

已撥付中央預備費救災
李克強來到鶴壁市袁莊村受災群眾家中，看

到屋裏糧食和物品都被水淹過，他關切詢問吃住
怎麼解決、補助拿到沒有。聽到群眾生活得到安
置，他叮囑當地政府組織專業力量開展徹底環境
消殺，做好死亡畜禽無害化處理，防止大災後出
現大疫。他對鄉親們說，豫北遭遇多年罕見大
災，這裏是蓄滯洪區，你們為防汛作出貢獻，黨
和政府會幫助你們渡過難關，已撥付中央預備費
支持救災和恢復重建，對房屋等財產損失也會補
償，大家一起努力重建家園，“一分錢不能少，
而且要及時地發，直到你們戰勝災害，有完全的
自救能力為止。”李克強走進仍有積水的農田，
看到作物受損嚴重，他說這裏是糧食主產區，國
家會加大支持，幫助群眾恢復生產、減少損失。

要強化預警和應急疏散機制
在此次特大洪澇災害中，鄭州市遇難者人數

最多，達到292人，尤其是廣受社會關注的鄭州地
鐵5號線造成14人遇難。據國務院網站發布視頻
內容，李克強總理8月18日來到鄭州地鐵5號線沙

口路站，走進受災現場。他詳細詢問了“7．20”
當晚的詳細情況，並在現場表示，鄭州“7．20”
特大暴雨造成人員重大傷亡讓我們感到痛心，
“我們在向遇難者哀悼同時，也要痛定思痛，吸
取教訓。”

他強調，要把城市的“裏子工程”擺在更加
突出的位置，“搞好‘裏子工程’，首先是安全
工程，要強化預警和應急疏散機制，一旦有特大
或者極端的預警情況，該停就停，該關就關，生
命至上，避險為要。”

他還特別強調，這件事情在全社會引起了很
大的影響，國務院也成立了鄭州“7．20”特大暴
雨災害調查組，要實事求是，把各方面情況調查
清楚，與此同時，對失職瀆職行為要問責追責，
警醒後人，也是給社會一個交代，回應人民群眾
的關切。

記者了解到，8月19日，5號線實現空載運
行。“7．20”特大暴雨災害導致鄭州地鐵全線網

停運，目前經過全力排險搶修，鄭州地鐵4號線、
5號線已實現空載運行。根據國家規範要求，第三
方安全評估單位將對地鐵空載運行情況開展安全
評估，待安全評估通過後，及時向社會公布恢復
運營時間。

要求公開透明發布信息
在鄭州銀榕花園小區，李克強總理先後走進

兩戶一樓居民家中，仔細察看房屋浸泡受損情
況，關切詢問消毒殺菌是否完成，水電氣供應等
是否全面恢復正常，李克強詢問大家還有什麼困
難。一位居民告訴總理，因為幼兒園被雨水浸泡
仍未恢復，自己必須每天留在家中照顧孩子，無
法正常上班。另一位居民表示，自己家中被泡需
要更換地板、粉刷牆面等，希望政府能夠提供臨
時租住場所。李克強說，這些困難看似不大，但
沒有支持，光靠自己，就很難跨過去。總理要求
當地負責人認真排查，匯總分析小區受災居民的

合理需求，幫助他們盡早解決實際困難。
在鄭州疾控中心，李克強聽取河南疫情防控

匯報，要求地方同志和疾控人員毫不放鬆打好新
冠疫情防控和災後防疫兩場硬仗，實事求是，公
開透明發布信息。

李克強主持召開災後恢復重建專題會議。李
克強說，災後重建任務艱巨，要以習近平新時代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導，貫徹黨中央、國
務院部署，加快推進這項工作。地方要負起主體
責任，做好受災嚴重地區重建規劃，抓好水毀農
田修復、秋冬種、房屋重建和加固，加快水毀學
校、醫院維修恢復，幫扶企業、商戶復工復業。
同時要通過工程性措施補短板、強基礎，加快解
決城市內澇等突出問題。

中央預備費等資金、金融等政策將給予強有
力支持。目前汛期還沒有過，據預報河南等部分
地區可能還有暴雨，要持續不懈做好防汛救災準
備和應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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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休城工商

休士頓最具黃金位置及功能的休士頓最具黃金位置及功能的 「「百樂公寓百樂公寓」」
全新裝潢全新裝潢 現正限量特惠中現正限量特惠中 歡迎把握時機歡迎把握時機

(本報記者秦鴻鈞 ）提起全美 「中國城」 的歷
史，休士頓西南區中國城的發展，可說是奇蹟中
的奇蹟，在短短的三、四十年內，休市西南區的
快速發展令人嘖舌，而位於休士頓中國城最具黃
金位置及功能的 「百樂公寓」 ，更是此黃金地點
中最耀眼的一顆明珠，佔盡地利的優勢。 「百樂
公寓」 位於中國城生意最紅火的商場- 「敦煌商場
」 旁，並且距離數百家亞洲獨特的餐館和商店僅

幾步之遙。百樂公寓內的住戶可輕鬆直達鄰近的
高速公路，包括：Sam Houston 八號公路和69州
際公路，和Westpark Pkwy 付費高速公路。使您
可以在最短的時間內輕鬆往來大休士地區，休士
頓市中心，IAH喬治布什洲際機場，和世界頂尖
的醫療中心。

「百樂公寓」 是一個提供舒適和便利生活的
公寓社區。他們有一臥室、兩臥室和三臥室三種

戶型。這些戶型並配備了電灶，冰箱和洗碗機。
由他們努力工作且專業的管理和維護人員，以確
保公寓居民擁有舒適和享受的生活。

在 「百樂公寓」 居住，可說是休市的 「天之
驕子」 ！因為該公寓匯聚了敦煌、王朝、黃金廣
場的豐富機能，得天獨厚享有衣食住行育樂的便
利，與各大超級市場：H Mart 、大中華、百佳、
惠康等超市及各美食餐廳、排隊名店、醫療院所
、金融機構如華美銀行、Chase Bank、 恆豐銀行
、美南銀行、富國銀行Wells Fargo、國泰銀行...

都在輕鬆步行可達的距離內，真實生活享有出繁
華、入寧靜的優越！

「百樂公寓」 因位於敦煌廣場隔壁，更是幾
分鐘步行可至中國城各個超市及餐廳。在此居住
，真可謂 「天之驕子」 ！ 「百樂公寓」 全新裝潢
，現正舉辦限量優惠中，歡迎電話洽詢詳情。
「百樂公寓」 地址：7255 Corporate Dr. Hous-

ton TX 77036, 電話：713-272-8100

王朝旅遊九月帶您暢遊美國中部王朝旅遊九月帶您暢遊美國中部

隨著更多的人接種疫苗，大家的防
疫意識提高，感染率的下降以及獲得更
多的科學證據，已經全劑量接種FDA授
權的疫苗或世界衛生組織授權應急使用
的疫苗的人可以安全地在美國境內旅行
。這是一個大好的消息，困了一年多的
大家終於又可以離開自己生活已久的城
市，出去走走了，哪怕是境內，也可以
給自己放鬆放鬆，等到疫情全退去後，
我們才瘋狂的走遍全世界吧！目前，我
們王朝旅遊已經開始重新上架了很多美

國境內的旅行團——黃石公園、美東美
西、夏威夷、坎昆、邁阿密/奧蘭多等等
，歡迎登錄到我們網站去細看。

還有一個最新的消息，王朝旅遊董
事長的私人團回歸——美國中部10日遊
（9/6/2021-9/15/2021），10 日暢遊阿
肯色州、田納西州、肯塔基州、密蘇裏
州、印第安納州、伊利諾斯州、堪薩斯
州、俄克拉荷馬州。蠢蠢欲動的大家也
紛紛通過我們的電子郵件和電話，甚至
迫不及待的來到我們公司諮詢旅行團的

細節，都要想著去旅遊。有人會想，這
些地方我早就去過了，但我可以明確的
告訴大家，去每個地方跟不同的人去會
有著不一樣的感官體驗；還有人問，現
在參加旅行團會不會有風險？我們的宗
旨是“一切站在客人的角度出發”，所
有旅行團都是做足了衛生清潔消毒，所
有工作人員接種了疫苗，旅行車定時消
毒，客人可以安心出行，只要有跟過王
朝旅遊董事長親自帶隊的私人團就會深
有體會這一點。

人生就是一次充滿未知的旅行，在
乎的是沿途的風景，在乎的是看風景的
心情，旅行不會因為美麗的風景終止。

走過的路成為背後的風景，不能回頭不
能停留，若此刻停留，將會錯過更好的
風景，保持一份平和，保持一份清醒。
享受每一刻感覺，欣賞每一處風景，這
就是人生。

旅行的意義不在其他，而在自己
“身體和心靈，必須有一個在旅行的路
上。”嘗試著走出去，你才會發現，世
界遠不是你在生活的城市一呆幾十年所
看的那樣，你會結識不同的人、聽到各
種曲折的故事、交到一輩子的朋友！

王朝旅遊專業代辦全球簽證和護照更新
官方網站：https://aaplusvacation.com

服務專線：(713)981-8868 微信客服：
aat713

地址：6918 Corporate Dr, Suite A-14,
Houston, TX, 77036 休斯頓敦煌廣場側

面精英廣場A14

芝加哥和華盛頓，D.C，2021年8月
4日 -- 領先的食品配送市場Grubhub和
美國國家亞太島民美國商會（國家ACE）
宣佈了一項新的贈款計劃，以支持獨立
的AAPI擁有的餐館。隨著該行業在大流
行後面臨新的挑戰，AAPISTRONG餐廳基
金可用於說明餐館應對這些挑戰，並通
過貨幣贈款（如支付員工工資或修復歧
視或偏見對餐廳造成的損害）從大流行
的影響中恢復過來。

"我們的AAPI擁有的餐館在整個大流
行期間遭受了嚴重的損失，更糟糕的是
，他們是仇恨、歧視和偏見的受害者，"
董繼玲總裁兼國家ACE首席執行官說。
"Grubhub 對 AAPI 擁有的餐廳的持續承諾

通過他們在 AAPI 傳統月期間提供的支援
而得到證明。格魯布及其食客的捐款將
為沒有資格獲得PPP或RRF基金的AAPI餐
廳老闆帶來希望。

AAPISTRONG 餐廳基金將通過他們的
「捐贈變革」 計劃獲得200萬美元的捐款

支援。在整個5月份，格魯布的客戶選擇
在結帳時匯總帳單，並捐贈差額來支援
AAPI擁有的餐廳，格魯布也匹配格魯布
®會員的捐款。全國符合條件的餐館將
可以申請1萬美元或8000美元的補助金
，9月份將有近200家餐館獲得資助。
AAPI擁有的餐館是大流行初期受災最嚴
重的餐館之 一。到2020年4月，美國大
約一半的中餐館因大流行而關閉，再加

上消費者的偏見和誤解。
格魯布餐廳高級副總裁凱文•卡恩

斯（KevinKearns）表示："餐館提供的無
與倫比的多樣性是全國每個城市文化結
構的重要組成部分。"雖然每家餐館都受
到這一流行病的影響，但AAPI社區及其
企業經歷了仇恨犯罪和歧視的可怕和不
可接受的上升。因此，我們很自豪地與
國家 ACE 合作，向 AAPI 擁有的餐館回饋
，這些餐館需要一點額外的說明才能重
新站起來。

從2021年8月4日起至2021年8月31
日，AAPISTRONG餐廳基金將接受來自全
國所有AAPI自有餐廳的贈款申請。要有
資格獲得贈款援助，AAPI 擁有的餐廳必
須滿足以下所有要求：餐廳必須是亞裔
美國人/太平洋島民/夏威夷原住民 （AA-
PI） 多數擁有（至少 51%），總部設在美

國，必須在 2019 年投入運營，目前正在
運營，證明其主要許可活動為"食品準備
和供應"，最多在三個地點運營。

申請將於美國東部時間2021年8月4
日星期三www.NationalACE.org。 下午3
點開放。

期間的施用期將於201 0年8月31日
關閉，贈款將在10月初全部發放到餐館
。有興趣的食肆可詳細瞭解AAPISTRONG
餐廳基金及 www.nationalace.org/aapist-
rong-restaurant-fund 的全部申請程式。

###
關於國家 ACE
國家 ACE 的使命是大力宣導 AAPI 企

業利益，並在所有增強和推進 AAPI 企業
擁有者、企業家和企業領導者的目標和
願望的問題上實現積極變革。全國 ACE
在全國擁有 70 多個附屬商會和少數族裔

商業組織合作夥伴，致力於通過改善經
濟發展和影響、推進聯盟和加強社區建
設以及培養下一代 AAPI 企業家和高管來
支援和推動影響 AAPI 企業界的問題。國
家 ACE 為 AAPIS 在全國範圍內的商業利
益提供了統一的聲音。瞭解更多：www.
nationalace.org。

關於格魯布
格魯布是 「只吃 Takeaway.com」 （LSE
： JET，AMS：TKWY，納斯達克：GRUB
）的一部分，這是一個領先的全球在線
食品配送市場。Grubhub 致力於通過創
新的餐廳技術、易於使用的平臺和改進
的送貨體驗，將 3300 多萬食客與他們喜
愛的當地餐廳所喜愛的食物聯繫起來，
提升了食品訂購水準。Grubhub 在美國 4
，000 多個城市擁有超過 300，000 家餐
廳合作夥伴。

全國各地的獨立餐廳可以通過全國各地的獨立餐廳可以通過AAPISTRONGAAPISTRONG
餐廳計劃申請最高餐廳計劃申請最高1010，，000000美元的補助金美元的補助金

國泰銀行基金會宣佈向社區捐款國泰銀行基金會宣佈向社區捐款國泰銀行基金會宣佈向社區捐款國泰銀行基金會宣佈向社區捐款國泰銀行基金會宣佈向社區捐款國泰銀行基金會宣佈向社區捐款國泰銀行基金會宣佈向社區捐款國泰銀行基金會宣佈向社區捐款國泰銀行基金會宣佈向社區捐款國泰銀行基金會宣佈向社區捐款國泰銀行基金會宣佈向社區捐款國泰銀行基金會宣佈向社區捐款國泰銀行基金會宣佈向社區捐款國泰銀行基金會宣佈向社區捐款國泰銀行基金會宣佈向社區捐款國泰銀行基金會宣佈向社區捐款國泰銀行基金會宣佈向社區捐款國泰銀行基金會宣佈向社區捐款國泰銀行基金會宣佈向社區捐款國泰銀行基金會宣佈向社區捐款國泰銀行基金會宣佈向社區捐款國泰銀行基金會宣佈向社區捐款國泰銀行基金會宣佈向社區捐款國泰銀行基金會宣佈向社區捐款國泰銀行基金會宣佈向社區捐款國泰銀行基金會宣佈向社區捐款國泰銀行基金會宣佈向社區捐款國泰銀行基金會宣佈向社區捐款國泰銀行基金會宣佈向社區捐款國泰銀行基金會宣佈向社區捐款國泰銀行基金會宣佈向社區捐款，，，，，，，，，，，，，，，，，，，，，，，，，，，，，，，
倡導多元共融倡導多元共融倡導多元共融倡導多元共融倡導多元共融倡導多元共融倡導多元共融倡導多元共融倡導多元共融倡導多元共融倡導多元共融倡導多元共融倡導多元共融倡導多元共融倡導多元共融倡導多元共融倡導多元共融倡導多元共融倡導多元共融倡導多元共融倡導多元共融倡導多元共融倡導多元共融倡導多元共融倡導多元共融倡導多元共融倡導多元共融倡導多元共融倡導多元共融倡導多元共融倡導多元共融，，，，，，，，，，，，，，，，，，，，，，，，，，，，，，，打擊針對亞裔的仇恨打擊針對亞裔的仇恨打擊針對亞裔的仇恨打擊針對亞裔的仇恨打擊針對亞裔的仇恨打擊針對亞裔的仇恨打擊針對亞裔的仇恨打擊針對亞裔的仇恨打擊針對亞裔的仇恨打擊針對亞裔的仇恨打擊針對亞裔的仇恨打擊針對亞裔的仇恨打擊針對亞裔的仇恨打擊針對亞裔的仇恨打擊針對亞裔的仇恨打擊針對亞裔的仇恨打擊針對亞裔的仇恨打擊針對亞裔的仇恨打擊針對亞裔的仇恨打擊針對亞裔的仇恨打擊針對亞裔的仇恨打擊針對亞裔的仇恨打擊針對亞裔的仇恨打擊針對亞裔的仇恨打擊針對亞裔的仇恨打擊針對亞裔的仇恨打擊針對亞裔的仇恨打擊針對亞裔的仇恨打擊針對亞裔的仇恨打擊針對亞裔的仇恨打擊針對亞裔的仇恨

國家國家 ACEACE 與格魯布合作推出與格魯布合作推出 AAPISTRONGAAPISTRONG
餐廳基金餐廳基金，，說明苦苦掙扎的說明苦苦掙扎的 AAPIAAPI 擁有的餐廳擁有的餐廳

因疫情許久不見因疫情許久不見，，僑領僑胞們於線上互動熱絡僑領僑胞們於線上互動熱絡。。

【2021年8月17日洛杉磯訊】國泰銀行基金會
今日宣佈，向五家非牟利機構各捐出10萬美元；受
惠機構分別是 Stop AAPI Hate、Asian Pacific Policy
and Planning Council（A3PCON）、Chinese for Affir-
mative Action （CAA） 、 Asian American Education
Project（AAEdu）及Asian Americans Advancing Jus-
tice–Los Angeles。並且基金會向另外10家機構分別
捐出1萬五千美元至5萬美元不等的善款。這些善款
來自國泰銀行在今年早些時候捐贈給基金會的100萬
美元款項，用於支持這些倡導多元社區並打擊亞裔
仇恨犯罪的機構。

國泰銀行副主席及基金會主席吳平原表示：
「這些機構的工作意義非凡，我們十分榮幸能支持

它們打擊種族歧視及仇恨犯罪。我們相信，這些捐
款將有助於構建一個更具包容性的社會。」

基金會聯合主席Deborah Ching表示： 「我們捐
款的策略，是投資在能促進多元包容的教育資源，
為改善下一代對亞裔人士的看法和態度奠定基礎。
我們向這些機構提供重要的社區資源，支持他們孜
孜不倦地抗擊反亞裔及其他種族的歧視行為。 」

Stop AAPI Hate、A3PCON及CAA的代表Manju-
sha Kulkarni感謝國泰銀行和基金會的捐款，並表示
： 「國泰銀行對我們的支持，讓我們的聯盟能繼續
提升社會對反亞裔仇恨及種族歧視的關注；並通過
向亞太裔人士提供資源及協助，找到解決種族主義
的方法。」

Asian American Education Project 聯合創辦人
Stewart Kwoh表示： 「在我們應對當前反亞裔暴力
浪潮之際，感謝國泰銀行基金會着眼長遠，支持我
們為不同背景的青少年提供長期教育，從根本上打
擊無知和誤解。」

Asian Americans Advancing Justice–Los Ange-
les首席執行官Connie Chung Joe同樣感謝國泰的支
持。她表示： 「我們看到反亞裔的仇恨日益嚴重，
並成為疫情的替罪羔羊。所以當像國泰銀行這樣的
亞太裔企業領袖站出來，協助我們打擊這種不義的
種族主義、支持我們的社區時，我們十分高興。多
謝國泰銀行，協助我們建立一個公正公平的社會。
」

以下是受惠的五家非牟利機構的詳細資訊：
Stop AAPI Hate成立於2020年，它的Stop AAPI

Hate報告中心紀錄在美國發生的反亞太仇恨及歧視
事件。在2020年3月19日至2021年3月31日間，報
告中心錄得6,603起事件。

Asian Pacific Policy and Planning Council
（A3PCON）是地區組織的聯會，關注大洛杉磯地區
的亞太裔社區的權利和需求。此聯會重點關注亞太
裔之中的低收入人群、移民、難民及其他弱勢團體
。

Chinese for Affirmative Action（CAA）提倡系統
性的改革，以保護移民的權利、促進語言多樣性、
糾正針對亞太裔的種族歧視和社會不公平現象，並
致力停止美國司法部將美籍華人當成間諜相關罪行
目標的做法。

Asian American Education Project（AAEdu）從下
一代着手，為青少年及兒童製作課程，讓他們認識
亞太裔人士的真實歷史。

Asian Americans Advancing Justice – Los Ange-
les 致力促進亞裔人士的公民權和人權，為所有人建
立一個公平公正的社會。該組織每年為超過15,000
個人士和組織提供服務，並在2016年起一直受到國
泰銀行基金會的支持。

另外，國泰銀行基金會將向10個機構捐款，以
下為機構名稱及所獲捐贈金額：

華美博物館（5萬美元）
LAAUNCH（5萬美元）
Southern California Public Radio（5萬美元）

LA vs Hate（5萬美元）
Asian Americans Advancing Justice-San Francis-

co-Asian Law Caucus（5萬美元）
UCLA Labor Center（5萬美元）
Asian Law Alliance（1萬五千美元）
Center for Asian Americans United for Self-Em-

powerment（1萬五千美元）
華埠服務中心（1萬五千美元）
Coalition for Humane Immigrant Rights（1萬五千

美元）
關於國泰銀行基金會
國泰銀行基金會成立於2002年，將推動廉租房

、社區和經濟發展及教育視為己任，並支持有益於
社區進步、和文化與藝術、健康與社會福利、環保
與公眾服務相關的項目。了解更多信息，請瀏覽
cathaybankfoundation.org。

關於國泰銀行
國泰銀行為國泰萬通金控（那斯達克：CATY）

的子公司，在美國九個州提供廣泛的金融服務，並
在香港設有分行，在北京、上海及台北設有代表處
。1962年，為支持洛杉磯日益壯大的華裔社區，國
泰銀行應運而生；半個多世紀中，我們與客人共同
發展、不斷創新，為客人提供所需的金融產品及服
務，協助他們實現目標。請瀏覽cathaybank.com獲
取更多訊息。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只擔保國泰銀
行在美國本土分行地點的存款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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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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