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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軍傷亡美軍傷亡 喀布爾機場疑遭自殺攻擊喀布爾機場疑遭自殺攻擊
（綜合報導）美國官員透露，

今天發生在阿富汗喀布爾機場外的
爆炸事件疑為自殺引爆行動，造成
人員傷亡，包括美軍在內。美國國
防部發言人柯比指出，在距機場艾
比大門不遠的一家飯店也發生爆炸
。

上述官員引述初步報告內容指
出，爆炸造成了人員受傷，但還不
知道詳細人數與國籍，只知包括 3
名美軍在內。但塔利班民兵組織表

示，至少有13人因此死亡，包括兒
童。

柯比（John Kirby）推文說，在
機場艾比大門（Abbey Gate）附近
的巴龍飯店（Baron Hotel）也發生
了爆炸。

自從塔利班民兵組織15日攻下
阿國首都喀布爾後，美國與盟國即
透過喀布爾機場空運撤離大批國民
和一些阿富汗人，而機場外也一直
有成千上萬人聚集，期望能搭上離

境的飛機。
美國白宮一名官員表示，拜登

總統已聽取爆炸事件簡報，當時拜
登正與國安官員開會商討阿富汗情
勢。

英國廣播公司（BBC）今天稍
早引述英國國防部主管武裝部隊的
次長哈佩（James Heappey）所說，
英方已取得 「非常、非常可信的情
報，得知機場即將遭到攻擊」，可
能就在 「數小時內」。

路透社路透社



I01-John Lee李元鐘保險256B_16

AA22要聞2
星期五       2021年8月27日       Friday, August 27,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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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aders of the Asian American community
are concerned that a report on the origins of
the COVID-19 virus expected to be released
this week by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will be
used to "legitimize racist language" and lead

to more anti-Asian violence
across the country.

Three months ago
President Biden ordered a
90- day investigation into
how the COVID-19 virus
originated. The deadline of
the report will be met this
week.

One of the Asian
community leaders said
that no matter what the
report says our community
will continue being targeted
by those who see us as
foreigners.

In May of this year President Biden signed
the COVID-19 Hate Crime Act into law. This
was an effort to counter the rise in anti-Asian
hate crimes and expedite the review of
potential COVID-19 related hate crimes and

incident reports.

A recent report showed that more than 9,000
reports of bias have been made since the
beginning of the pandemic.

We sincerely urge that our community needs
to be very alarmed at what the outcome of the
report will be at the end of this month.

As Senator Hirono said, “We also want to
remind President Biden that he should make
every effort to not fuel the hate-starting with
clear and specific language and to continue
his condemnation of violence against the
AAPI community.”

President Biden also met with a group of
Asian leaders at the White House to discuss
how to combat the rise of anti-Asian hate
crimes, voting rights and immigration issues.
We need to speak out about our current
situation and we need to be united and fight
for our rights.

0808//2626//20212021

COVID-COVID-1919 Origin ReportOrigin Report
Could Fuel More TroubleCould Fuel More Trouble

隨著拜登政府將在月底前公布有關
新冠病毒頭源之報告將出爐 ,正在引起
在美華亞裔社區之廣泛關注和憂慮。

亞裔社區領袖企望拜登總統之報告
不要再度加大對亞裔之仇視， 導致社
區之恐懼和不安。

三個月前， 總統下令情治單位要
查明病毒是否從試驗室中流出，此舉引
發了中美兩國之再次緊張關係。

亞裔社區人士認為 ，不管報告如
果描述，這都會對亞裔仇恨態度再度惡
化，主要是去年川普已把病毒定名為中
國病毒， 因而引發了至少九千件的仇
恨反亞裔事件。

今年五月拜登總統頒佈了冠疫情反
仇視法會，並在白宮召開亞裔領袖會議
，旨在安撫和防止更多反亞裔事件之發
生。

我們希望政府在本月底前之報告必
須非常謹慎，切忌以不當刺激之言詞，
再度掀起仇恨情緖。

老實說，我們亞裔只佔全國人口之
百分之六，投票率也很低， 在政治上
之话語權也極有限。

我們呼籲華亞裔在此時此刻， 要
注意事態之發展 ，共同面對反亞裔未
來之挑戰。

亞華裔美人社區處境愈見艱難亞華裔美人社區處境愈見艱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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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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文兒童宗教教育：週六早上11:00 下午2:00

TJC

335 Avenue E,Stafford,
TX 77477

電話: (281)631-5260
網址: www.tj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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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日本前外務大臣岸田文雄（64歲
）26日在國會召開記者會，正式表態將競選自
民黨總裁。岸田稱 「將透過把不包括總裁的黨
高層的任期定為每屆1年，最多可連任3屆，
來防止權力集中」，強調決心致力於自民黨改
革。對於菅義偉政權的現狀，他指出 「無信不
立。國民的信賴這一政治根基已經垮塌。我國
的民主瀕臨危機」，鮮明展現了與菅義偉首相
對決的色彩。

菅義偉（72歲）的自民黨總裁任期將於9
月30日屆滿，自民黨敲定於9月17日發布黨總
裁選舉日程公告，並在9月29日舉行投開票。
而菅義偉考慮如果順利連任總裁，將在 10 月
上旬解散眾院以舉行大選。

據共同社 26 日報導，圍繞下屆眾院選舉
，岸田明確表示為了搞活自民黨， 「堅持」黨
推薦的比例代表候選人年齡不超過 73 歲的制
度，主張 「大膽錄用中青年擔任黨高層，讓黨
恢復青春活力」。

關於新冠疫情對策，岸田指出需要獲得國
民的認同， 「如果（設想的是） 『大概會變好
吧』，就無法獲勝。需要事先考慮最糟糕的事
態」。

岸田就競選總裁的理由說明稱： 「我將站
在國家的重要岔路口，傾聽國民呼聲，賭上政

治生命，展示新的選項。希望包括首相在內實
施總裁選舉，重新獲得國民的信賴，守護我國
的民主。」對於政治和金錢問題，他表示 「將
認真向國民說明，提高透明度」。

在記者會前舉行的岸田派集會上，他尋求
理解說： 「傾聽國民各種各樣的呼聲，我確信
有自己應該做的事情，（因此）決心成為候選
人。」

岸田文雄宣布參選總裁，是繼去年敗給菅
義偉之後的第二次。曾任日本外相、防相及自
民黨政調會長等要職的岸田 25 日與岸田派幹
部磋商，並派員拜訪前首相安倍晉三爭取支持
，但安倍已表明支持菅義偉連任。另外，前總
務大臣高市早苗及該黨現任政調會長下村博文
亦有意競逐。

據共同社報導，自民黨青壯派對眾院選情
感到擔憂，希望透過更換首相打開局面的呼聲
擴大。報導說，某派系高層露出放棄的表情稱
： 「圍繞首相的新冠對策，選民不滿高漲。聽
取民眾意見的年輕黨員聲音不斷增強。」鑑於
22日隸屬菅義偉地盤的橫濱市長選舉也敗北，
許多人悲觀地認為 「這樣下去無法迎接選戰」
，其他幹部亦感到束手無策，稱 「已無法壓制
（黨內輿論）」。

表態參選自民黨總裁
日前外相：菅義偉 「政治根基已垮掉」

喀布爾失陷後,許多阿富汗人試圖逃離家園
,寧願飄泊異邦成難民,也不願接受塔利班威權
統治, 這讓人回憶起1975年西貢淪陷時一批批
飄流海上的難民,雖然拜登說喀布爾不是西貢,
但歷史悲劇再次上演, 真是莫可奈何。

隨著 8 月 31 日撤軍期限到來，美國正加
緊進行撤退,儘管五角大廈誓言，塔利班如膽敢
襲擊美國在機場的地面部隊，美軍必迅速做出
毀滅性反擊,但塔利班嚴管封鎖到機場的道路,
除美國人外, 阿富汗平民難以過關,曾協助美軍
的阿富汗人一旦坐不上趕往美國的飛機, 他們
的命運必悽慘。

當年美國曾接納了30萬越南難民,那是基於
道義責任,如今也應對阿富汗難民負起救濟任務
,事實上,當川普總統去年宣布將撤出阿富汗後,
阿富汗平民已開始向外逃離,根據聯合國難民署

數據，有150萬難民逃到巴基斯坦，阿富汗西
邊的伊朗也收容了350萬難民, 兩國在許多城市
搭建簡陋難民營提供基本民生所需。

伊朗因前幾年已接納許多敘利亞難民,所以
只能有限度接受阿富汗難民,現已在邊界搭起川
普式防護牆,採取疏導的方式,開通道路讓難民
們過渡到歐洲。

在阿富汗東北部的鄰國烏茲別克斯坦與塔
吉克斯坦是以突厥文化為主,與阿富汗的波斯文
化有相當差異,由於民風不同,不太願接受阿富
汗難民,不過塔吉克斯坦準備收容10萬名難民,
烏茲別克斯坦也已接?了1500名阿富汗難民。

此外,英國、加拿大與澳洲都表示樂意接納
阿富汗難民,歐盟為避免重蹈2015年移民危機覆
轍,所以法國與德國特別慎重處理難民問題,而
奧地利與瑞士則明確表示不接受。

【李著華觀點 : 鄉關何處
阿富汗難民飄泊異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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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非大西洋沿岸再度發生船難
造成47人不幸身亡

綜合報導 總部設在日內瓦的國際移民組織和聯合國難民署通報，

北非大西洋沿岸10天之內再度發生船難，船上試圖前往西班牙加那利群

島的47名移民不幸身亡。

國際移民組織和聯合國難民署當日在一份聯合公告中稱，涉事船只

於8月3日啟航，共搭載54人，包括3名兒童；航行兩天後，因發動機

出現故障只能在海上漂泊，至8月16日被毛裏塔尼亞海岸警衛隊發現，

船上僅7人幸存，其余47人死亡。

公告指幸存者後在毛裏塔尼亞北部城市努瓦迪布下船，當中4人情

況危急，已入院接受救治，聯合國難民署正在努力提供援助，包括是否

需要為他們提供國際保護。

公告表示，10天前北非大西洋沿岸已發生一起船難，當時造成40人死亡；

目前隨著越來越多的偷渡船只駛往加那利群島，今後死亡人數料會不斷攀升。

由於與非洲西海岸最近處僅相隔約130公裏，加那利群島一向是偷渡

“重災區”，移民常常乘坐簡易船只從毛裏塔尼亞、塞內加爾、岡比亞等

國出發前往加那利群島；據西班牙當局統計，今年1月至7月，已有7500

多人從非洲西海岸抵達加那利群島，這一數字較去年同期翻了一番。

西班牙另一條“常規”偷渡路線是西地中海一線；上周歐盟邊境與

海岸警衛局公布的統計數據顯示，今年1月至7月，該局登記的非法入

境業已超過7500人次，較去年同期略有增加，非法入境人員主要來自阿

爾及利亞和摩洛哥。

暴雨和洪災侵襲多國
數十萬人受災

綜合報導 近一個月以來，強降雨等極端天氣及其引發的洪澇災害

在多國造成大量民眾傷亡和財產損失。

蘇丹全國民防委員會通報，近期該國多地暴雨和洪災已造成43人遇難，

2800多棟房屋完全坍塌，8600多棟房屋部分坍塌。據聯合國人道主義事務協

調辦公室統計，該國境內已有8個州約1.2萬人受此次暴雨和洪災影響。

當地時間17日，土耳其災害與應急管理署表示，該國北部黑海沿岸

地區受近期暴雨影響發生洪災，已有78人遇難，47人下落不明。目前仍

有超過8000名救災人員在受災最嚴重的3個省份開展救災工作，累計已

有超過2000人從災區緊急撤離。

據當地媒體報道，針對在洪災中坍塌居民樓的調查工作已經展開，

一名工程承包商被拘捕。

8月初，印度東部西孟加拉邦連日暴雨引發洪災，截至6日已造成

23人遇難，約30萬人被緊急疏散。

7月26日，哥斯達黎加紅十字會表示，該國北部和東部加勒比海沿

岸地區暴雨引發的洪水已經持續泛濫4天，截至當天已造成2人死亡，2

人失蹤。受災地區的房屋和農田被淹沒，道路和橋梁等基礎設施受損嚴

重。已有3200多名受災民眾被轉移至政府設立的57個緊急庇護所。

7月，歐洲中西部地區連日暴雨引發洪災，德國、比利時、荷蘭等國多地

區受災，造成數百人死亡或失蹤，大量地區停電，基礎設施受損。截至7月18

日，該地區洪災已造成至少187人遇難，其中德國156人、比利時31人。

氣象學家認為，今年全球各地頻發的高溫、幹旱、山火、暴雨、洪

水等極端天氣與氣候變化相關。此外，部分地區建築不當以及改變河道

都加重了其在洪災中的損失。

海地總統遇刺案有新進展
總統侍衛長卷入毒品交易

綜合報導 上月，因海地總統莫伊茲

遇刺時，他的安保人員都不見蹤影，負

責保衛海地總統官邸的侍衛長赫拉德

(Dimitri Herard)迅速成為這起事件的嫌疑

人。現在，赫拉德被曝是美國緝毒局追

查多年的另一起毒品案件的嫌疑人。在

那起案件中，數百磅甚至數千磅的毒品

在緝毒執法人員出現前被帶走，赫拉德

被懷疑參與其中。

據報道，一些協助調查總統暗殺事

件的國際官員表示，他們正在調查當時

的那起毒品案件是否有助於解釋這次的

總統遇刺案件。

海地是毒品運往美國的一個主要中

轉站。美國和聯合國官員說，在海地，

由於許多政客、商人和執法人員濫用職

權，毒品貿易得以繁榮發展，而赫拉德

長期以來一直是美國緝毒局在海地追查

的最大毒品走私案件的調查焦點。

這個龐大的毒品案件不僅涉及赫拉

德，還涉及法官和一位海地前總統的姐

夫。美國和聯合國的官員說，海地是一

個毒品國家，海地政界人士、司法人員

都牽扯其中。

2015年 4月，當一艘懸掛巴拿馬國

旗的貨船MV Manzanares停靠在海地首

都的一個私人港口時，碼頭工人開始

卸載他們認為裝滿糖的袋子，直到其

中一個被撕開，他們才意識到那是毒

品。

碼頭工人們在盡其所能地搶那些毒

品的時候發生了打鬥，保安人員不得已

向空中開槍以阻止這場搶劫，混亂的場

面引來了海地緝毒警察。但在他們到達

那裏之前，突然出現兩輛向碼頭加速行

駛的吉普車。目擊者稱，身著總統衛隊

和其他警察製服的人出現了，他們沒有

逮捕人，而是瘋狂地抓起一袋袋的可卡

因和海洛因，把它們扔進自己的車裏，

然後超速開走了車。

據采訪的一名目擊者說，對一些警

衛喊命令的就是赫拉德，當時他是總統

安全部隊的成員。目擊者表示，在赫

拉德的指揮下，多達800公斤的可卡因

和300公斤的海洛因被運走。一名前聯

合國官員也證實，有人在港口發現了赫

拉德，他被指控派遣總統衛隊成員運送

毒品。

在海地緝毒部門、美國緝毒局和美

國海岸警衛隊為期28天的搜查中，他們

總共發現了大約120公斤可卡因和海洛

因。追回的120公斤毒品使其成為海地

有史以來最大的緝毒行動之一。

當時，美國緝毒局沒有就其對這起

緝毒事件的調查發表評論，也沒有一個

主要嫌疑人被逮捕，此案最終導致舉報

人投訴美國緝毒局在打擊海地毒品走私

方面做得不夠。

但美國緝毒局前特工麥克尼科爾斯

（McNichols）斷言，海地的腐敗網絡一

直延伸到了美國緝毒局本身。當麥克尼

科爾斯和另一名前緝毒局特工喬治· 格列

柯(George Greco)於2014年首次抵達海地

時，他們說，他們註意到有一筆多達120

萬美元的非常規支出，似乎與美國緝毒

局的一名高級官員有關。

據麥克尼科爾斯和一名聯邦調查局

特工的書面證詞，有人看到這名美國緝

毒局高級官員多次私下與海地的一位毒

販會面，這不禁令人擔心這名官員向其

透露了有關美國緝毒局的行動。為了防

止賄賂和勾結，美國緝毒局禁止特工單

獨會見可疑的毒販。但美國緝毒局發言

人拒絕就這些指控置評。麥克尼科爾斯

還說，每當他試圖進入海地港口時，警

衛就會在入口處把他們攔住大約半個小

時，盡管他們有外交牌照。

今年早些時候，美國政府的一份報

告總結說，在海地，只有5人因販毒被

定罪。

比利時從阿富汗撤離700多人
荷蘭增設安置中心

綜合報導 據比利時媒體報道，截至8

月23日，比利時軍方已從阿富汗撤離700多

人，其中220多人經巴基斯坦飛抵比利時；

與此同時，由於從阿富汗撤離的人員不斷增

加，荷蘭當局決定增設一家安置中心。

比利時通訊社援引軍方知情人士的話

說，當日比利時國防部調派的C-130運輸

機共在阿富汗首都喀布爾和巴基斯坦首都

伊斯蘭堡之間飛行 3架次，在“幾乎滿

員”的情況下，總計將280多人撤離阿富

汗，當中約240人為比利時公民或通過比

方撤離資格審查的阿富汗公民，其余40多

人來自荷蘭和瑞典。

報道稱，比利時國防部原計劃安排

C-130運輸機飛行4架次，後因飛機出現機

械故障取消了1架次；24日比利時國防部

將加快步伐，C-130運輸機在喀布爾和伊

斯蘭堡之間的飛行可能增至6架次。

另據比利時《晚報》等媒體報道，當

地時間23日上午，兩架從伊斯蘭堡起飛的

包機相繼飛抵布魯塞爾梅爾斯布魯克軍用

機場，220多名從阿富汗撤離的人員入境

比利時，其後被送往一處軍事基地，接受

身份核查及新冠病毒檢測。

報道援引比利時外交部知情人士的話說

，按照計劃，當地時間23日晚，第3架從伊

斯蘭堡起飛的包機也將飛抵梅爾斯布魯克軍

用機場，機上搭載的撤離人員約為250人。

同日據荷蘭通訊社報道，由於從阿富汗

撤離的人員不斷增加，荷蘭當局設在北部城

市格羅寧根的安置中心已經飽和，為此當局

決定在中部城市宰斯特增設一家安置中心。

報道稱，格羅寧根安置中心最多可容

納540人，8月22日隨著170多名從阿富汗

撤離的人員入住，安置中心無法再接待更

多人員；增設的宰斯特安置中心料從本周

開始運轉，未來荷蘭當局不排除增設更多

安置中心。

罕見高溫天氣接連出現，雅典任命“首席高溫官”
綜合報導 受氣候變化及森

林大火的影響，希臘首都雅典近

期接連出現罕見高溫天氣，日間

溫度已逼近44攝氏度，當地民

眾苦不堪言。為此，雅典政府專

門任命了一位“首席高溫官”，

以應對嚴峻的氣候挑戰；這一職

務在全歐洲範圍尚屬首例。

《紐約時報》報道稱，希臘

屬於典型的地中海氣候，夏季本

就幹燥少雨，今年該國更是出現

了嚴重的森林火災，約8萬公頃

林地被大火吞噬。自然災害加持

的酷暑天氣令不少雅典市民叫苦不

疊，此前已經有民眾反映“呼吸

急促、有灼燒感”；有人在曬晾

衣服時，發現森林大火產生的灰

燼“能把黑色的衣服染白”。此

外，由於雅典建築吸熱性強，不

少民眾在夜間也是輾轉難眠。25

歲的非洲移民肯尼吐槽稱，當今

的雅典“比喀麥隆還熱”。30歲

的瑪利亞· 察尼慶幸早早移居荷

蘭，她認為雅典酷熱難耐的主要

原因之一是綠化太差——沒有樹

蔭、沒有公園，幾乎不宜居住。

日前，雅典市市長巴科揚尼

斯任命了一位特殊的官員——雅

典的“首席高溫官”埃萊尼·米裏

維利斯。作為一名社會人類學家

，學者出身的米裏維利斯為改變

家鄉氣候環境而決意從政，並於

2014年入選雅典市議會，並於

2017年至2019年間出任雅典市副

市長，其工作重點也是研究氣候

變化之下城市的適應性問題。

為應對雅典高溫氣候挑戰

，米裏維利斯提出了三套應對

策略：第一，作為城市發展的

長期目標，她認為雅典未來需

要致力於改善綠化和基建，植

樹造林、建設公園，並促進城

市的水文環境。第二，作為短

期目標，她認為市政當局應優

先解決社會弱勢群體的居住環

境，比如協助他們安裝空調設

備，以抵禦夏季酷暑。第三，

她認為應通過有效的宣傳手段

促進民眾以及政策製定者的環

境意識，讓人們切實了解到酷

暑的危害。她建議氣象學界把

高溫天氣按照颶風那樣設立分

級，以便民眾能夠直觀地了解

到不同級別的酷暑對人體所形

成的危害，這種措施也有利於

政府部門采取相應的應對舉措。

據路透社報道，希臘正遭受

30年一遇的熱浪侵襲，第二大島

埃維亞島的山火災情已持續超過

10天，當局出動包括9架消防直升

機和1架救火飛機協助救火。《紐

約時報》評論稱，“首席高溫官”

的設立在未來有可能形成某種趨

勢，在雅典之前，受酷暑困擾的

美國佛羅裏達州邁阿密-戴德縣就

任命了北美地區的首位“首席高

溫管”，非洲國家塞拉利昂也有

望在近日任命類似的官員。



AA55美國新聞
星期五       2021年8月27日       Friday, August 27, 2021

（綜合報導）在美軍執行撤離阿富汗的任務之際，阿國首
都喀布爾（Kabul）遭遇自殺炸彈攻擊，造成12名美軍死亡。
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矢言會捉到凶手。

拜登今天在白宮發表演說時，除了讚揚殉職美軍是 「英雄
」，他也說： 「我們不會原諒、不會遺忘。我們會把你們（凶
手）抓捕到手，要你們付出代價。」

拜登在這場電視轉播的演說中還提到： 「我們不會被恐怖
分子嚇阻。我們不會讓他們阻止我們的（撤離）行動，我們會
繼續撤離。」

美國中央司令部司令麥肯錫（Kenneth McKenzie）稍早表
示，激進組織伊斯蘭國（IS）今天在喀布爾發動雙重自殺炸彈
攻擊，造成美軍12死15傷。一名不具名阿富汗官員說，這次

攻擊另造成至少60名阿富汗人死亡、143人受傷。
喀布爾日前再度落入塔利班組織（Taliban）手中後，美方

與塔利班達成協議，要在本月31日前完全撤出阿富汗。現在美
國和其他西方國家正快馬加鞭從喀布爾機場撤離國民和部分阿
富汗籍員工。

軍事介入還是填補權力真空
美學者披露北京在阿富汗首要目標

8個美國駐歐洲基地
將接納25000名阿富汗難民

（綜合報導）美軍事新聞網站 「Defense One」報導，隨著
塔利班拿下阿富汗首都喀布爾，周邊機場迄今仍一片混亂。儘
管阿富汗坐擁近1兆美元的礦產，卻需要穩定的環境才能順利
開採。美學者認為，雖然如此，但大陸目前首要目標仍在於防
止動亂朝大陸邊境蔓延，而非填補美國撤出後的權力真空。至
於軍事介入，更不在選項之內。

在塔利班占領阿富汗首都一個多星期後，喀布爾機場仍一
片混亂。大批阿富汗人想要逃離故土，更有人把嬰孩遞過刺網
希望西方軍隊將孩子帶離阿富汗。相較於機場一片混沌，3英
里外的中國大陸使館卻依舊開放。

在塔利班接管後，大陸是少數仍維持喀布爾使館開放的國
家之一。華府智庫德國馬歇爾基金會（GMF）亞洲專家維斯特
史莫爾（Andrew Small）表示，短期內北京對阿富汗的重點，
會著重在防止局勢不穩定向中國大陸邊境蔓延，而非利用美國
離開的混亂，或介入美國正退出的區域。

他強調，北京不希望邊界再度出現 「被排斥國家」。他們

希望塔利班能建立一個克服各種障礙，並具有外交合法性的政
府。

參議院軍事委員會（Senate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前
幕僚長蒲納羅（Arnold Punaro）認為，雖然美軍正忙著瘋狂撤
出，而外界則努力究責，但更應該注意的是美國從阿富汗撤出
，目的是要讓五角大廈能將注意力轉移到大國競爭與中國大陸
的威脅之上。

他強調， 「就在我們陷入阿富汗困境的同時，北京在軍事
、經濟與技術上的腳步不斷前進。我們是否利用這次轉折，將
伊拉克與阿富汗拋在身後，轉而真正的關注北京」。

史莫爾指出，大陸與阿富汗的邊界約46英里。1999年塔利
班統治阿富汗期間，雙方就以某種型態進行合作。雖然2007年
與2011年塔利班針對大陸公民的攻擊事件，造成雙邊關係的緊
張；但彼此在2001年前後都維持著關係運作。

這種關係又特別受益北京與塔利班的主要支持者巴基斯坦
的關係熱絡。即便如此，自2014年以來，北京還是在沒有伊斯

蘭馬巴德的協助下，直接與塔利班接觸。
北京官員曾於2014年、2015年、2016年與2019年，多次

與塔利班官員會面，商討阿富汗的和平進程。近日，大陸外長
王毅於7月與9名塔利班成員會晤，重申北京不會介入阿富汗
內政的立場。

雖然長遠看來，大陸可能會自阿富汗所擁有、價值近1兆
美元的礦產獲利，這包括大多數可用於電子產品的稀土礦產；
不過，這需要國家維持足夠的穩定才能達到。

「德國馬歇爾基金會」（GMF）亞洲計畫主任葛來儀
（Bonnie Glaser）提到， 「北京肯定想拿到阿富汗的礦產，但
這建立在高度穩定的前提上。北京過去在阿富汗的經濟投資岌
岌可危，部分原因就是該國安全不足」。

但史莫爾強調，北京對阿富汗軍事干預來獲得穩定環境的
可能性 「幾乎為零」。 「阿富汗是一個陷阱，北京不會試圖填
補權力真空。軍事干預是嚴重錯誤，任何試圖這樣做的人都會
遭到削弱或拖累」

美軍喀布爾遇襲美軍喀布爾遇襲1212死死
拜登下令報復拜登下令報復ISIS 揚言揚言 「「讓凶手付出代價讓凶手付出代價」」

（綜合報導）美國歐洲指揮部(U.S. European Command)表
示，超過7000名阿富汗撤離人員，已在德國拉姆施泰因空軍基
地(Ramstein Air Base)和義大利錫戈內拉海軍航空站(Naval Air
Station Sigonella)通過審核，他們將在那裡花費大約兩星期的時
間完成簽證，然後才能轉到美國重新定居。

軍事時報(military times)報導，美國空軍托德·沃爾特斯上
將(Tod Wolters) 表示，總共有8處美軍駐歐洲基地準備接收阿
富汗難民，分別在德國、西班牙、義大利與科索沃。

其他 6 座軍事基地：德國巴伐利亞萊茵軍械兵營(Rhine

Ordnance Barracks)、 霍 恩 費 爾 斯 (Hohenfels) 和 格 拉 芬 沃 爾
(Grafenwoehr)，施龐達萊姆空軍基地(Spangdahlem Air Base)，以
及位在西班牙的羅塔海軍基地(Naval Station Rota)，與科索沃的
邦德斯泰爾營地(Camp Bondsteel)，都可以用來接收撤離人員。

沃爾特斯上將說： 「我們在上星期五，也就是8月20日接
待了第1批疏散航班，經過3天的審查，他們再出發前往美國
。」

迄今為止，拉姆施泰因空軍基地接手了55趟難民航班，錫
戈內拉海軍航空站有3 趟。這2座基地分別有 5783與662 人等

待處理，其中完成審查的1500人，已經飛往杜勒斯機場。
沃爾特斯說，撤離人員已經接受了健康和安全檢查，不到

25 人被送往醫療所接受新冠肺炎治療。所有從阿富汗撤離的人
員都要接受病毒篩檢，確定呈陰性的人員可飛往美國，他們在
抵達杜勒斯後會接種疫苗，不過他們也可以在德國就先注射。

截至星期三上午，約有 8.8萬名可能受迫害的阿富汗人、
美國人和第三國國民已從喀布爾機場撤離。這項工作預計將持
續到 8 月 31日，也就是撤離行動的最後一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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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目前，德爾塔疫情已經蔓延至柬埔

寨絕大部分地區，確診感染這種變異新冠毒株的患

者超過800例。

根據柬埔寨衛生部21日通報，該國當天新增

報告493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新增治愈出院655

例，新增死亡16例。新增確診病例中，304例為社

區傳播感染病例，189例為境外輸入確診病例，多

數來自泰國。截至目前，柬埔寨全國累計確診8.8

萬例，累計治愈8.4萬例，累計死亡1778例。

首都金邊出現新的德爾塔疫情，柬埔寨新冠肺炎研

究小組委員會21日發布消息稱，醫護人員前往金邊朗哥

區“Bright Line Realestate Co.Ltd”建築工地對相關人

員進行采樣檢測，結果發現有人確診感染德爾塔病毒。

該委員會透露，目前工地已被封閉21天，即從8月20日

至9月9日。該委員會呼籲近期曾前往上述地方的人員

，立即接受采樣檢測，並自行隔離觀察21天。

根據柬埔寨衛生部通報，截至8月20日，柬埔

寨全國23個省市累計發現836例Delta新冠變異病毒

感染病例。患者包括入境外國人、自泰國和越南回

國勞工、醫務人員、公務員、軍警、翻譯員、工廠

職員、銀行職員、學生等。其中，首都金邊確診人

數最多，已通報168例。奧多棉芷省、暹粒省、蔔

疊棉芷等省份均超過百例。只有2個省份沒有出現

德爾塔疫情，分別為白馬省和桔井省。

柬埔寨衛生大臣曼本亨指出，德爾塔疫情正在

金邊市和多省迅速擴散，他要求個人和社區嚴守防

疫規定，減少不必要的外出。

醫療資源吃緊
東京研議將東京奧運場館轉供醫療使用
綜合報導 東京奧運會和殘奧會

組委會22日宣布，殘奧會相關人士

中，新增30例新冠確診病例，累計

達131例。由於疫情擴大，醫療資源

緊張，東京都開始朝設置臨時醫療設

施進行研議，可能將東京奧運及殘奧

會場館等相關設施，暫時轉供醫療使

用。

據報道，東京奧運會和殘奧會

組委會宣布，殘奧會相關人士中，

新增30例確診病例，其中2人是海

外選手，但未入住選手村，目前仍

處於抵日後的 14 天隔離期。東京

奧運會和殘奧會組委會從8月 12日

開始公布與殘奧會相關染疫數，至

今累計131例。

剩下的28例，有10例來自海外

，包括8名大會相關人士、1名誌願

者及1名媒體相關人士；有18例住在

日本，包括16名大會委托業者、1名

組織委員會職員，以及1名媒體相關

人士。

受德爾塔毒株侵襲，東京都疫情

不斷擴散，居家療養的患者數持續增

加，到8月12日已超過2萬人，甚至

發生患者在居家療養時因病情突然惡

化而死亡的情況。

居家療養患者快速增加也已成日

本全國性課題，厚生勞動大臣田村憲

久說，必須研議確保臨時醫療設施，

要求各地方政府及早做好相關準備。

日本醫師會會長中川俊男日前表示，

將向各地方政府建議，應把大規模活

動場館或體育館等設施，當成臨時醫

療設施使用。

東京都據稱開始朝設置臨時醫療

設施進行研議。目前可能方案之一是

，將東京奧運及殘奧會場館等相關設

施，暫時轉供醫療使用。

報道指出，東京都政府及相關團

體所擁有或管理的東京奧運及殘奧會

比賽場館，分布在東京都多地。從急

救醫療層面來看，許多場館位置相當

便利，有醫療相關人員之前就認為，

可以當成臨時醫療設施來使用。

不過，由於殘奧會從8月24日到

9月5日舉行，如果真的把比賽場館

轉為臨時醫療設施之用，最快也得要

到9月6日以後；此外，由於還需要

跟相關機構協調，等到真正轉用可能

還需時日。

從硬件方面來看，這些場館一開

始是為了運動員及觀眾所建造，如果

要當成醫療設施使用，還需要嚴格的

感染管控及相關醫療設備。從軟件方

面來看，如何確保足夠的醫生、護士

等進駐，也是一大課題。

菅義偉親信橫濱市長選舉敗北
日媒：對現政權影響不可避免

綜合報導 據日本放送協

會(NHK)報道，日本橫濱市長

選舉結果出爐，立憲民主黨支

持的山中竹春擊敗了首相菅義

偉支持的小此木八郎。有意見

指出，這對菅義偉政權的影響

將不可避免。

據報道，此次橫濱市長選

舉共有8名候選人參選，為史

上最多。最終，菅義偉支持的

前國家公安委員長小此木八郎

敗選。

對於這一結果，執政黨內

有意見認為，“與菅義偉關系

密切的小此木在菅義偉的選舉

地盤敗北，對現政權的影響將

不可避免”。

自民黨內還有人指出，鑒

於此次選舉的結果，自民黨總

裁選舉應該在眾議院選舉之前

實施。不過，另一方面，也有

意見認為，目前執政黨內應該

專心一致抗擊新冠疫情。

自民黨總裁選舉的時間將

在8月26日投票決定。此外，

菅義偉的首相任期將於9月30

日到期。

印尼雅萬高鐵
唯一跨既有鐵路箱梁完成架設
綜合報導 歷經3個日夜連續奮戰攻堅

，印尼雅萬高鐵全線唯一一處上跨印尼既

有鐵路箱梁架設完成，標誌著項目建設又

一重大高風險工程施工取得突破。

此次上跨既有鐵路箱梁架設位於雅萬

高鐵4號梁場萬隆往雅加達方向DK1114橋

上，由中國國鐵集團所屬中國鐵路國際有

限公司牽頭的中方施工聯合體成員中鐵四

局集團負責施工。

據施工方負責人介

紹，上跨既有鐵路箱梁

架設安全風險高、施工

難度大，印尼鐵路公司

對安全防護和架設窗口

時間要求嚴苛。中鐵

四局項目部采取夜間

避開客貨列車通行時

間，分時段施工、連

續多次箱梁架設的方式

，安全優質高效完成了

箱梁架設。

當前正處新冠疫情在印尼第二波反彈

期間。施工過程中，中方團隊采取施工區

域封閉集中管理，各工區、工點“網格

化”管控，備足至少3個月防疫和生產、生

活物資，加大工地現場醫務室醫護人員、

醫用物資、醫療設施的配置，積極組織中

印尼員工接種疫苗等措施，在確保人員健

康安全的前提下，穩步推進工程施工。

（中央社）拒絕打高端、真正愛台灣！民間
團體反對高端疫苗，26日到高雄巿議會陳情，要
求議員們提案，建請巿政府不要讓高雄巿民成為
次等國民，要打國際認證疫苗，拒當高端白老鼠
，國民黨團接下陳情書，並表示已經在4日提案
通過。

民間鬥士團體發言人徐尚賢26日陳情表示，
堅決反對施打風險高、保護力又不明的高端疫苗
，台灣人不是白老鼠、高雄人也不是次等國民，
苗栗縣議會、基隆巿議會都已通過要讓他們縣巿
的人民施打國際認證的疫苗。

拒當高端白老鼠！民團要求，高雄巿議會應
提案，建請高雄巿政府讓巿民打國際認證的疫苗
，不要讓高雄成為台灣的次等城巿。徐尚賢說，
不是反對國產疫苗，而是反對有問題的高端疫苗
，不能因為國產就要台灣人賭上性命。

國民黨議員陳麗娜說，高端疫苗並沒有說它
有多少效力、也沒有說會產生什麼後遺症，這樣
不清不楚的疫苗，就要讓大家伸出 「愛國手臂」
？她要反問，愛國就要打高端嗎？到底愛國跟高
端、跟政府，這三角關係是什麼？

巿議員陳美雅說，國民黨團捍衛高雄巿民健
康，已提案要求高雄巿政府應該支持國際認證的
疫苗，凡是沒有經過國際認證，都不應該讓高雄
巿民當白老鼠，否則繼續打下去，還會有多少巿
民會因為疫苗產生什麼樣的不良作用。

國民黨團總召童燕珍表示，根據報導，已經
有好幾例因為高端疫苗出現不良反應，甚至可能
因此死亡，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中
說要負責，他怎麼負責？拿什麼負責？這種草菅
人命的做法，大家都不能接受。

高雄民團拒高端
要求打國際認證疫苗

（中央社）南部半導體材料 「S廊帶」材料
研發核心落腳中油高雄煉油廠，27日起公開展
覽55公頃無汙染土地都市計畫書、圖，預計投
入近60億元，在2025年陸續完成相關建設，預
估可帶動地方 1.6 萬就業機會，而煉油廠另外
183公頃汙染土地預計將於2023年底完成整治。

高市府都發局指出，中油高雄煉油廠（五
輕舊址）土地面積共238公頃，是行政院宣布建

立南部半導體材料S廊帶的研發核心，其中無汙
染的55公頃舊廠行政區土地是經濟部 「循環經
濟推動方案」擇定循環經濟研發場域，中油將
投入建置 「循環技術暨材料創新研發中心」及
「材料國際學院」，轉型為產官學創新合作、

實驗及試量產研發專區。
中油公司提報內政部同意依都市計畫法辦

理個案變更，預計將投入近60億元，2025年起

陸續完成綠能所、材料國際學院及材料研發中
心等建設，並強化材料自主研發，培育產業所
需人才，預估帶動地方1.6萬就業人數。

高市府都發局長楊欽富表示，高雄煉油廠
轉型開發活化，能夠向北串接橋頭、路竹至南
科的新興半導體製造聚落，往南與大社、仁武
、大寮、林園、小港等既有石化鋼鐵產業互補
，除了落實穩固台灣半導體產業領先的國家戰

略，也超前部署爭取優質科技大廠進駐北高雄
科技矽谷走廊。

都發局表示，高煉廠238公頃土地必須同步
整治與開發，才能加速土地活化，高煉廠除了
無汙染的55公頃將實施都市計畫變更程序外，
另外183公頃土地目前已在進行汙染整治相關程
序，預計2023年底完成整治工程。

半導體S廊帶核心 中油高煉廠啟動都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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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疫情平穩，25日新
增5宗輸入個案，無本地確診個案，但有一宗抵達英國後
確診的個案。該名患者本月13日離港前往英國，本月16
日、即離港第四天於英國檢測時，對新冠病毒呈陽性反
應。由於未能排除這是一宗香港輸出個案，患者在港期間
居住的沙田穗禾苑詠昌閣會被納入強制檢測公告。

香港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25日表示，日前接獲英國
衞生部門通知，一名來自香港的42歲女子在當地確診。
為審慎起見，患者於潛伏期間居住的穗禾苑詠昌閣被納入
強制檢測範圍，任何於指定期間曾身處該大廈超過兩小時
者均須在限期前接受強制檢測。

在25日新增的5宗輸入個案，其中3宗涉L452R變種
病毒株。患者包括兩名分別1歲及2歲從巴基斯坦抵港男
童，以及一名從法國來港3歲女童。餘下兩名患者包括44
歲從菲律賓抵港女子和61歲從杜拜抵港女子，她們早前已
分別在香港及巴基斯坦完成接種兩劑復必泰及國藥疫苗。

疑現輸出英個案
穗禾苑詠昌閣強檢

變種毒一傳七 港須全民打針
專家倡特定公眾場所需見“針卡”未來一年料仍要戴罩

香港截至25日有超過400萬人接

種最少一劑新冠疫苗，接種率逼近六

成（59.5%），但遠遠追不上不斷提

升的“群體免疫”門檻。身兼政府專

家顧問的香港大學微生物學系講座教

授袁國勇與其團隊的研究發現，Delta

新冠變種病毒的基本繁殖率躍升至 7

（即一名患者平均感染 7人），比未

變種的新冠病毒高近兩倍，削弱疫苗

保護力，可能要多達142.9%人口打針

才能達至群體免疫。袁國勇坦言，這

是不可能達成的目標，而新冠病毒不

會如 2003年非典般完全消失，故香

港在堅守清零目標的同時，必須盡快

達至全民打針，更建議在放寬防疫措

施後，應規定出入可以脫口罩的公眾

場所者都要出示打針證明。有專家則

相信，港人未來一年也要跟口罩為

伴。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郭虹宇）24間
社區疫苗接種中心的“即日籌”安排，由27日開
始將擴展至12歲或以上學生。他們可在派發籌號
當天的指定時段接種疫苗，每位領籌者最多可由
兩人陪同，陪同者亦可一同打針。有受惠的學生
向香港文匯報表示，未接種疫苗就復課或增加爆
疫風險，故非常支持師生打針，她亦會身體力行
先打為快。

12歲的楊綽穎27日就符合領取“即日籌”
的資格。她25日向香港文匯報表示，校園接種率
不足下復課並不“穩陣”，故她非常支持師生打
針，“打針可以保護自己、身邊的人、整個香
港，甚至整個世界。如果今後放寬即日籌的年齡
限制，我一定會打。”

9歲正就讀小學五年級的溫菁琳雖然未合資
格接種疫苗，但呼籲其他合資格者打針，讓社會
回復正常生活，“只要能打針，一定會去打，我
父母已經接種。至於老師、教職員，唔使人叫都
應該自覺去打針，老師每日要接觸很多學生，每
一個老師接觸不同級別科目，如果教職員都能接
種，將會安心很多。”

未成年須攜家長同意書接種
學生的“即日籌”安排明天開始生效，派發時

間由每日上午7時45分開始，領取者可攜同身份證
親身取籌，亦可委託家人或照顧者代領，惟須出示
學生身份證副本和在學證明文件登記。食衞局發言
人提醒青少年及其家長，年齡介乎12歲至17歲的
人士必須攜同家長同意書方可獲接種疫苗。家長同
意書的範本可以從疫苗接種計劃專題網站下載。

根據青協早前一項調查發現，僅約四成半受
訪中學生願意接種新冠疫苗，近三成則仍未決
定；逾八成受訪家長已接種或打算接種，六成半
家長也願意讓子女打針。青協業務總監徐小曼25
日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學生不願接種疫苗主要
原因離不開擔心疫苗的副作用、懷疑疫苗效用
等，建議特區政府就副作用的普遍性作更多解
說。

被問及“即日籌”打針擴展至12歲以上學
生，她認為對鼓勵學生打針有幫助，尤其是校方
不會安排集體接種的學生，又認為校方若在開學
後安排學生集體接種，相信可提高接種率。

香港大學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栢良25日
接受電台訪問時則指，“即日籌”措施“有少少
幫助”，但認為特區政府要向年輕人“谷針”就
要提供具創意的誘因，如容許已打針的年輕人成
為貴賓會員，購買演唱會、舞台劇或水上樂園門
票等。

需97.4%人接種才達群體免疫
袁國勇和港大微生物學系名譽助理教授龍

振邦、港大微生物學系名譽講師趙晞揚25日共
同撰文指出，Delta變種病毒的基本繁殖率達
7，即1人可以傳染7人，遠較未變種的新冠病
毒高近兩倍，令復必泰疫苗的效用跌至88%，
推算要有97.4%人口打針才可以達至群體免
疫，科興疫苗的效用也跌至約六成，要142.9%
人口打針才可做到群體免疫，“逾100%接種率
看似違反常理，透過注射疫苗達群體免疫已成
無法達到的空中樓閣。”

雖然疫苗效用下降，無法預防病毒傳播，
但袁國勇強調疫苗仍然有用，因為疫苗能大幅
減低病毒殺傷力，可預防感染後出現重症及死
亡個案。早期的動物實驗證實，疫苗能“護
肺”，但未能減少上呼吸道病毒量，故仍有傳
染性，所以接種疫苗仍是預防醫療系統崩潰的
有效方法。

袁國勇指出，公立醫院隔離病房使用率在
疫情爆發初期曾高達八成，當時若不以“圍堵
清零”策略應對，香港的醫療系統可能癱瘓，
目前有疫苗面世，香港必須堅持清零目標，以
便爭取時間為全民接種疫苗。

若再爆疫應只准已打針生面授
除了疫苗接種率外，學校通風情況等亦是

香港防疫方面的漏洞，袁國勇說：“我們沒做
好就讓小學生復課，換氣量是否夠每小時六次
根本沒人知，這些事未做好就讓他們全日在學
校飲食，一定有很多問題。”他建議香港一旦
出現新一波疫情，應只讓已經打針的學生繼續
上面授課堂。

他表示，如果所有適合打針的市民都完成
接種兩劑疫苗，香港可考慮能否“與病毒共
存”，除了放寬社交距離措施外，亦可考慮在
有足夠檢測量和能夠迅速追蹤個案的條件下恢
復正常通關，但建議規定出入可以脫口罩的公
眾場所者，都要出示打針證明。

港大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栢良同意，
特區政府原先提出的七成接種率已經不足以安
全地放寬社交距離措施，最新目標應該是全民
接種，若達成目標，除了部分戶外運動及疫苗
氣泡下的餐飲處所限制可以適度放寬外，大部
分防疫規定均需維持，又估計市民未來一年均
需要繼續戴口罩。

一 場 突 如
其來的疫情，令
學生失去正常的
校園生活，難免
對學業及個人成

長產生負面影響。直資學校福建中
學附屬學校在疫情期間受到啟發，
選擇摒棄“全天候上課”的傳統模
式，改以“半天上課、半天活動”
的全新時間表，希望讓學生平衡學
業及身心健康。該校校長徐區懿華
表示，學生在疫情下的情緒問題亦
是重要課題，因而在新學年推出全
新的情緒教育措施，包括開設4D
沉浸式學習實驗室、將情緒教育讀
本融合英文科課程等，教導學生處
理情緒問題。

“全天候上課”模式為學生帶
來沉重學業負擔，特別是學生放學
後仍要參加課外活動，頗為吃力。
福建中學附屬學校校長徐區懿華表
示，在疫情期間，學校將原定全日
的課程“壓縮”至半天，但對課程
進度、學生水平等影響不大，“於
是我們就思考，究竟有沒有必要沿
用原有的全日制方式？”

經過內部討論及收集家長意見
後，校方認為若教育局允許下月恢
復全日面授課堂，該校也會沿用疫
情期間的半天上課時間表，但會在
午膳後新增30分鐘的功課輔導及
70分鐘的“體藝及個人成長自由
時段”，學生可以按能力及興趣選
擇參加拔尖補底活動、運動訓練、
多元智能興趣班等。因應新的時間

表，該校亦推出全新的“跨科學習”，令學
生有全人發展。

逾九成教師接種至少一劑
徐區懿華表示，校方視疫情為改革的契

機，探討新的上課模式，相信可減輕學生的
壓力，讓教師騰出空間進行班主任課、善用
上課日的時間進行各類活動。為了在新學年
讓學生全日留校，教師積極配合，現已有九
成以上教師接種至少一劑疫苗。

該校駐校教育心理學家沈李以慧表示，
疫情反覆令不少學生的情緒受到困擾，低年
級學生欠缺群體生活及面授課堂更不利其成
長及適應。有見情緒教育的需求大增，校方
將在新學年開放4D沉浸式學習實驗室，透
過影片、選擇題等教導學生處理情緒，並向
學生派發“福娃Emoji”貼紙，學生可按心
情貼在學生手冊，以表達情緒，教師亦能提
供適當照顧。

學校還將退休校長康羅賜珍設計的英文
版情緒教育讀本《情緒小蘑菇》融入英語課
程，讓學生認識情緒健康的重要。將升讀小
六的顏柏謙表示，課後經常參加田徑校隊訓
練，回家梳洗、吃飯後還要兼顧作業和溫
習，自由時間並不多，得知學校有新的上課
安排，“我感到好興奮，因為可以冇咁大壓
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詹漢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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讚接種可“保護全世界”
學生：有得打必打

●沙田穗禾苑詠昌閣。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學校開放4D沉浸式學習實驗室，供學生從影片、活
動中學習處理情緒的方法。 香港文匯報記者詹漢基攝

●●DeltaDelta新冠變種病毒的基本繁殖率躍升至新冠變種病毒的基本繁殖率躍升至77。。專家表專家表
示示，，香港在堅守清零目標的同時香港在堅守清零目標的同時，，必須盡快達至全民必須盡快達至全民
打針打針。。圖為市民打針後離開接種中心圖為市民打針後離開接種中心。。 中通社中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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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 國 本 輪 房
地產調控進行五
年，從全面調控到
“一城一策”，目
前進入各城市政策
精準“打補丁”階

段，中央與地方調控力度有增無
減。地方政府層面，房地產調控持
續升級加碼。北京、上海、廣州、
深圳、杭州、武漢、合肥、西安等
二三十個城市在限購、限貸、限售
等方面“補漏洞”，增加交易稅費
成本，建立二手房成交參考價格發
布機制，嚴打學區房炒作，優化住
宅用地供給，調整土拍規則，嚴查
經營貸、消費貸等資金違規流入房
地產市場。目前一二線主要城市在
基礎的限購限貸政策之下，通過房
屋贈與、離婚、法拍房、落戶等購
房路徑也被限制，炒房漏洞逐一被
堵住。

與此同時，去年底發布的房地
產貸款集中度管理制度，在資金端
為房地產市場戴上“緊箍咒”。6
月下旬起，多個城市出現“房貸
荒”，房貸放款周期拉長，7月上
海全線上調房貸利率。

高樓價加重民眾家庭負擔
中國經濟轉型，房地產市場是

重要風向標，如果沿襲以往慣性思
維，把房地產作為短期刺激經濟、
增加財政收入的手段，可能收效一
時，但無異於飲鴆止渴，必將付出
巨大代價。近年中央屢屢重申不把
房地產作為短期刺激經濟的手段，
即使近期經濟復甦動力減弱，下行
壓力增大，地方財政吃緊，中央對
房地產調控的政策始終未現“鬆
口”，並持續向地方施壓。

再者，國家主席習近平在8月
17日主持召開中央財經委員會第
十次會議上強調，在高質量發展中
促進共同富裕。而虛高的房價，和
高昂的孩子補習教育成本一樣，成
為壓在大多數家庭頭上的沉重負
擔，成為阻礙共同富裕的絆腳石。

“房住不炒”調控基調不變
為控制房價，國家住建部、發

改委、市場監管總局等八部門近期
聯合發布通知，“力爭用三年左右
時間，實現房地產市場秩序明顯好
轉。”中央政治局會議再重申“房
住不炒”、“穩地價、穩房價、穩
預期”，顯示中央層面“房住不
炒”的調控總基調不變。

可以預期，隨着樓市調控的深
化，房地產市場將面臨房企存量有
息債務高企、償債高峰集中來臨、
融資政策持續收緊、行業內分化加
劇等風險，部分槓桿率較高且資金
周轉能力較弱的房企違約風險上
升，在經濟復甦放緩的宏觀背景
下，房地產行業發展面臨新的調
整。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監管加碼監管加碼 野村提醒三風險野村提醒三風險

北京市住建委稱，長租公寓、租金貸、
短租房等“租賃＋互聯網＋金融”新

業態、新模式近年不斷出現，現有法律文件
層級和內容與現實需要不匹配的問題日益突
出，亟需通過地方性立法加強北京住房租賃
的頂層設計，完善住房租賃管理制度體系。

調控由新房深入至租房
《徵求意見稿》對出租人、住房租賃企

業、中介機構等參與者提出81個條款，其
中第六十條為“本市建立租金監測和發布機
制。住房租金快速上漲時，住房城鄉建設等
主管部門可以採取限制住房租賃企業經營房
源的租金漲幅、查處哄抬租金行為等措施，
調控住房租賃市場。必要時可以實行佣金或
租金指導價。”

中國樓市針對價格的監管，從最初對
開發商實行新房限價，到今年深圳、成
都、西安等多個城市開始執行二手房成交
參考價，如今調控深入到對價格最敏感的

租房群體。去年9月住建部發布《住房租
賃條例（徵求意見稿）》，提出“租金上
漲過快的，可以採取必要措施進行合理調
控”，北京此次地方立法則探索提出系列
調控房租的實際舉措。深圳7月 30日在
《深圳經濟特區社會建設條例（草案徵求
意見稿）》提出，建立房屋租賃參考價格
制度，引導房屋租賃當事人合理定價，對
租金水平進行合理調控。

易居研究院智庫中心研究總監嚴躍進認
為，深圳和北京對租金提出指導價、參考價
後，未來該制度或將逐漸推廣，成為租賃市
場穩租金的重要配套政策。

長租公寓押金需納監管
中國租房的途徑，除房東和租客個人直

接交易外，還可通過中介以及在長租公寓等
租賃企業租房，中介佣金一般為一個月租金
左右，通常由租客負擔。此次針對租金價格
的調控“三管齊下”，對中介或長租公寓高

價收房後再高價租給租客的行為進行約束，
防止這些企業在資本助推下放大市場波動；
實行佣金指導價將有助於減輕租客實際負
擔；實行租金指導價，由政府分區域規定租
金的上限或漲幅，確保租金保持在合理範
圍。

長租公寓將受到嚴格監管。近年長租公
寓在資本驅動下，長收短付、高收低出搞資
金池、甲醛超標等亂象不斷，2020年蛋殼
公寓爆雷後，政府對長租公寓等住房租賃新
業態加強監管。此次北京市提出，長租公寓
向租客單次收取租金的數額不得超過三個月
租金總和，押金不超過一個月租金，且押金
要納入監管賬戶，以防止住房租賃企業利用
“資金池”無序擴張。

今年以來，各地規範住房租賃的文件密
集下發。據統計，今年前7個月，中央部委
及各地政府出台住房租賃相關政策近50
次，內容涵蓋規範市場秩序、給予財政和金
融支持、增加租賃土地供給等各個方面。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道）
市場擔憂樓市加碼監管，A股地產股25日逆市
下跌，金地集團、保利地產和萬科A等重磅地
產股跌幅在2.43%至3.71%之間，世茂股份、綠
地控股等亦有不同程度跌幅，滬深300地產指數
收跌3.7%，該指數今年跌逾24%；對地產有較
多風險敞口的銀行板塊也跌1%。分析人士認
為，地產股短期受壓，對其長期走勢則有不同
意見。另外，和房地產上下游相關的股份同樣
會受到政策影響，其中的風險值得留意。

專家：調控促樓市健康發展
易居研究院智庫中心研究總監嚴躍進向記者

表示，8月24日一天內，除北京出台住房租賃條
例外，涉及樓市的調控還有合肥學區房限購、東
莞三限房政策、銀川限購政策升級等，雖然政策
頻頻打壓，但其實是從規範市場的角度進行。他
告訴記者，“實際上近期集中供地等方面似乎有
一點微調的跡象，即不會盲目以打壓地價等角度
來管控房企，至少也要考慮房企的經營壓力和經
營訴求。”因此預料地產股走向總體以向好為導

向。
著名經濟學家宋清輝認為，從當前全國各地

的調控趨向來看，房地產市場調控或會越來越嚴
厲，傳遞到資本市場層面，地產股亦會受到市場
情緒影響。一般而言，政策收緊會導致股價走
低，從而出現波動。“但具體問題要具體分
析”，他指政策對地產股的短期和長期影響或不
太一樣。他認為，從長期來看，樓市調控不斷目
的還是為了促進樓市健康發展，對於一部分實力
雄厚、財務穩健型的房企而言，反而屬於利好消
息。

壓力料擴散至地產業其他層面
另外，分析均認為，房地產相關行業的股份

同樣會受到政策影響。宋清輝稱，房地產行業作
為中國經濟的支柱性產業之一，對許多行業都有
直接的影響。除地產股外，建材、母嬰、教育、
金融等相關的股份會受到樓市調控政策影響。嚴
躍進則提醒，政策持續管控下，地產股相關企業
需要關注各類問題，類似壓力也體現了包括房地
產中介或代理平台、租賃企業等領域。特別是政

策若導致二手房交易降溫，那麼也要注意一些新
的風險，如家居裝飾等產業也會受衝擊，下游產
業的企業股票也需要注意。

野村證券首席中國經濟學家陸挺在最新報
告中稱，中國已將遏制房地產泡沫上升到國家
戰略的層面，直接出手干預了房地產信貸供
給，且幾乎沒有撤回相關高壓舉措的迴旋空
間；市場應當準備好迎接比預期嚴重得多的經
濟放緩、更多貸款和債券違約，以及潛在的股市
動盪。

●宋清輝認
為房地產市
場調控或會
越 來 越 嚴
厲，地產股
亦會受到市
場 情 緒 影
響。

資料圖片

中國樓市調控加碼深入到

住房租賃市場。北京市住房和

城鄉建設委員會 24 日發布

《北京市住房租賃條例（徵求

意見稿）》首次提出擬建立租

金調控機制，必要時可以實行

佣金或租金指導價，是繼住建

部公開住房租賃條例後，首部

公開的地方性住房租賃條例。

預計在公開徵求意見並修改完

善後，草案明年上半年將提交

北京市人大審議，後續其他地

方省市有望跟進。

住房調控推進
北京租管開先河北京租管開先河

詢意見限制加租詢意見限制加租 必要時實行佣金指導價必要時實行佣金指導價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 ◀北京市住房和城鄉建設委員
會日前提出擬建立租金調

控機制。圖為北京建築
地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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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銀行體系結餘逾4,574億元（港元，

下同），維持歷來高位水平。香港金管局25日

宣布，計劃透過未來兩個月增發共400億元外匯

基金票據，應付銀行在銀行體系流動資金充裕的

環境下，對該等票據的持續需求，消息公布後港

匯隨即走強。有分析預期，銀根收緊下有助改善

短期拆息表現，料金管局是次舉動或先行為日後

美聯儲加息做好鋪墊，以免日後香港跟加息時，

或出現加息幅度過大情況。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翠媚 ●香港金管局25日宣布，計劃未來兩個月增發共400億元外匯基金票據。圖為

香港金管局門前。 資料圖片

金管局表示，計劃於今年9月7、14、21
及 28日，以及10月5、12、19及 26日

舉行的8次定期投標中，每次增發50億港元
的91日期外匯基金票據，若8次的計劃增發
量全部執行，票據發行量將會增加共400億
元。金管局又指，會繼續留意市場情況，並
保留調整或不全部執行上述八次增發的可能
性。

縮減港銀結餘 拉升短息
星展香港財資市場部董事總經理王良享25

日表示，港銀體系結餘已升至逾4,000億元以
上，料是次金管局增發外匯基金票據，有助縮

減龐大港銀體系結餘，令短期利率相對有支
持，亦預期金管局或為了日後美聯儲加息作好
準備，一旦日後香港跟隨美國加息時，加息幅
度亦不至於一次過加得太多。

王良享亦提到，金管局對上一次增發外匯
基金票據，當時正正是美國處於加息周期，加
上今次增發規模不大，料港元短期拆息不會顯
著波動，港匯則有望反彈至7.78算。翻查資
料，金管局對上一次增發外匯基金票據為2017
年的8月至9月，當時共增發400億元外匯基金
票據。

雖然在本地銀行仍“水浸”下，港匯自今
年6月起輾轉走弱，25日曾低見7.7891，而金

管局公布消息後，港匯隨即走強至高見
7.7826。

港元拆息方面，與樓按相關的一個月港元
拆息25日跌至0.06554，再創逾10年低位。

港元需求疲軟令港匯弱
華僑永亨銀行經濟師李若凡則認為，近期

港匯表現偏軟，主要受美元走強影響，加上港
元貸款需求溫和、新股市場較淡靜，以及缺乏
季節性因素下，港元需求相對疲軟，因而增添
港匯下行壓力，不過若未來情況有進一步改
善，相信港匯沽壓將減輕。而金管局是次增發
外匯基金票據，她相信有助遏止拆息再向下。

部署美加息 港金管局先“收水”
發400億票據吸資 分析：防範日後港美息差過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馬翠媚）內地TMT
企上市步伐見放緩，羅兵咸永道最新報告顯
示，上半年中國科技、媒體及通訊行業
（TMT）企業首次公開募股（IPO）數量共計
78宗，較去年同期的109宗有所下降。不過，
期內香港成為內地TMT企作二次上市主要選
擇地，而在中美持續博弈下，該行看好今年下
半年香港IPO市場對中概股的吸引力將進一步
提升。

羅兵咸永道中國內地科技、媒體及通訊行
業主管合夥人高建斌25日表示，今年上半年，
中國內地TMT公司在國內科創板及創業板上
市的勢頭有所放緩，而受中國企業赴美上市以
及中概股回歸香港資本市場的驅動，中國內地
TMT公司在全球資本市場依然保持了非常活躍
的表現。

報告顯示，今年上半年有44%內地TMT
企業選擇在港及海外上市，獲得約1,758億元

人民幣融資額，佔總融資額的82%。有28%和
22%的內地TMT企業分別選擇在科創板和深圳
創業板上市，分別獲得約234億元人民幣及121
億元人民幣融資額，分佔總融資額 11%及
6%。至於主板有5宗TMT行業IPO，獲得約
24億元人民幣融資額，佔總融資額2%。而值
得一提的是，今年上半年赴港作二次上市的
TMT企業共有4家，總融資額為529億元人民
幣，佔總融資額的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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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
菁）小米）二季度智能手機市佔
率躍升至全球第二，帶動公司收
入和利潤創單季歷史新高。小米
25日發布的中期業績顯示，二季
度總收入同比增加64%達878億
元（人民幣，下同），經調整淨利

潤按年勁升87.4%至63億元，均勝市
場預期。總裁王翔於電話會議中有信心地表
示，下半年會專注擴大手機和IoT產品市場份
額，爭取做到董事長雷軍所說的，三年奪下全
球第一。

季內，小米智能手機收入達591億元，同
比增長86.8%，手機收入佔總收入近七成；全
球智能手機出貨量達到5,290萬部，同比增長
86.8%，首次超越蘋果成為全球第二。上半
年，小米收入按年升59.5%至1,646.71億元，
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計量經調整利潤增1.18
倍至123.91億元。

境外市場收入佔比達半
王翔指，小米手機已在歐洲佔據市場第

一，但在拉丁美洲、亞太區、非洲，甚至中
國市場都仍有很大增長空間，集團未來會持
續推進手機雙品牌策略。數據顯示，二季度
小米境外市場收入已佔達436億元，約為總收
入的一半。

截至6月底，小米的AIoT平台已連接的
設備數（不包括智能手機及筆記本計算機）
達到3.74億件，同比增長34%；擁有5件及以
上連接至AIoT平台設備的用戶達到740萬，
同比增長44.5%。旗下米家App的月活躍用戶
數同比增長38.6%，達到5,650萬。

7737萬美元收購深動加快造車
爭取三年登頂的同時，小米也未放慢造

車計劃。25日小米公告披露，將以6,247萬美
元收購深動科技71.16%的股權，加上8月初
的股權收購，即以約7,737萬美元買下這家
自動駕駛技術初創企業，這是小米宣布造車
後的首項向外收購。

至於市場關心的恒大汽車股權“花落誰
家”，王翔未否認與恒大汽車曾有接觸，坦言
一直在與不同的智能汽車團隊見面、交流，小
米整個造車計劃仍需繼續規劃和招募人才等。羅兵咸：港成中概股二次上市首選地

●●雷軍雷軍

● 小米二季度智
能手機市佔率躍
升至全球第二，
集團表示會爭取
做到董事長雷軍
所說的，三年奪
下全球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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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銀行體系結餘逾4,574億元（港元，

下同），維持歷來高位水平。香港金管局25日

宣布，計劃透過未來兩個月增發共400億元外匯

基金票據，應付銀行在銀行體系流動資金充裕的

環境下，對該等票據的持續需求，消息公布後港

匯隨即走強。有分析預期，銀根收緊下有助改善

短期拆息表現，料金管局是次舉動或先行為日後

美聯儲加息做好鋪墊，以免日後香港跟加息時，

或出現加息幅度過大情況。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翠媚 ●香港金管局25日宣布，計劃未來兩個月增發共400億元外匯基金票據。圖為

香港金管局門前。 資料圖片

金管局表示，計劃於今年9月7、14、21
及 28日，以及10月5、12、19及 26日

舉行的8次定期投標中，每次增發50億港元
的91日期外匯基金票據，若8次的計劃增發
量全部執行，票據發行量將會增加共400億
元。金管局又指，會繼續留意市場情況，並
保留調整或不全部執行上述八次增發的可能
性。

縮減港銀結餘 拉升短息
星展香港財資市場部董事總經理王良享25

日表示，港銀體系結餘已升至逾4,000億元以
上，料是次金管局增發外匯基金票據，有助縮

減龐大港銀體系結餘，令短期利率相對有支
持，亦預期金管局或為了日後美聯儲加息作好
準備，一旦日後香港跟隨美國加息時，加息幅
度亦不至於一次過加得太多。

王良享亦提到，金管局對上一次增發外匯
基金票據，當時正正是美國處於加息周期，加
上今次增發規模不大，料港元短期拆息不會顯
著波動，港匯則有望反彈至7.78算。翻查資
料，金管局對上一次增發外匯基金票據為2017
年的8月至9月，當時共增發400億元外匯基金
票據。

雖然在本地銀行仍“水浸”下，港匯自今
年6月起輾轉走弱，25日曾低見7.7891，而金

管局公布消息後，港匯隨即走強至高見
7.7826。

港元拆息方面，與樓按相關的一個月港元
拆息25日跌至0.06554，再創逾10年低位。

港元需求疲軟令港匯弱
華僑永亨銀行經濟師李若凡則認為，近期

港匯表現偏軟，主要受美元走強影響，加上港
元貸款需求溫和、新股市場較淡靜，以及缺乏
季節性因素下，港元需求相對疲軟，因而增添
港匯下行壓力，不過若未來情況有進一步改
善，相信港匯沽壓將減輕。而金管局是次增發
外匯基金票據，她相信有助遏止拆息再向下。

部署美加息 港金管局先“收水”
發400億票據吸資 分析：防範日後港美息差過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馬翠媚）內地TMT
企上市步伐見放緩，羅兵咸永道最新報告顯
示，上半年中國科技、媒體及通訊行業
（TMT）企業首次公開募股（IPO）數量共計
78宗，較去年同期的109宗有所下降。不過，
期內香港成為內地TMT企作二次上市主要選
擇地，而在中美持續博弈下，該行看好今年下
半年香港IPO市場對中概股的吸引力將進一步
提升。

羅兵咸永道中國內地科技、媒體及通訊行
業主管合夥人高建斌25日表示，今年上半年，
中國內地TMT公司在國內科創板及創業板上
市的勢頭有所放緩，而受中國企業赴美上市以
及中概股回歸香港資本市場的驅動，中國內地
TMT公司在全球資本市場依然保持了非常活躍
的表現。

報告顯示，今年上半年有44%內地TMT
企業選擇在港及海外上市，獲得約1,758億元

人民幣融資額，佔總融資額的82%。有28%和
22%的內地TMT企業分別選擇在科創板和深圳
創業板上市，分別獲得約234億元人民幣及121
億元人民幣融資額，分佔總融資額 11%及
6%。至於主板有5宗TMT行業IPO，獲得約
24億元人民幣融資額，佔總融資額2%。而值
得一提的是，今年上半年赴港作二次上市的
TMT企業共有4家，總融資額為529億元人民
幣，佔總融資額的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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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
菁）小米）二季度智能手機市佔
率躍升至全球第二，帶動公司收
入和利潤創單季歷史新高。小米
25日發布的中期業績顯示，二季
度總收入同比增加64%達878億
元（人民幣，下同），經調整淨利

潤按年勁升87.4%至63億元，均勝市
場預期。總裁王翔於電話會議中有信心地表
示，下半年會專注擴大手機和IoT產品市場份
額，爭取做到董事長雷軍所說的，三年奪下全
球第一。

季內，小米智能手機收入達591億元，同
比增長86.8%，手機收入佔總收入近七成；全
球智能手機出貨量達到5,290萬部，同比增長
86.8%，首次超越蘋果成為全球第二。上半
年，小米收入按年升59.5%至1,646.71億元，
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計量經調整利潤增1.18
倍至123.91億元。

境外市場收入佔比達半
王翔指，小米手機已在歐洲佔據市場第

一，但在拉丁美洲、亞太區、非洲，甚至中
國市場都仍有很大增長空間，集團未來會持
續推進手機雙品牌策略。數據顯示，二季度
小米境外市場收入已佔達436億元，約為總收
入的一半。

截至6月底，小米的AIoT平台已連接的
設備數（不包括智能手機及筆記本計算機）
達到3.74億件，同比增長34%；擁有5件及以
上連接至AIoT平台設備的用戶達到740萬，
同比增長44.5%。旗下米家App的月活躍用戶
數同比增長38.6%，達到5,650萬。

7737萬美元收購深動加快造車
爭取三年登頂的同時，小米也未放慢造

車計劃。25日小米公告披露，將以6,247萬美
元收購深動科技71.16%的股權，加上8月初
的股權收購，即以約7,737萬美元買下這家
自動駕駛技術初創企業，這是小米宣布造車
後的首項向外收購。

至於市場關心的恒大汽車股權“花落誰
家”，王翔未否認與恒大汽車曾有接觸，坦言
一直在與不同的智能汽車團隊見面、交流，小
米整個造車計劃仍需繼續規劃和招募人才等。羅兵咸：港成中概股二次上市首選地

●●雷軍雷軍

● 小米二季度智
能手機市佔率躍
升至全球第二，
集團表示會爭取
做到董事長雷軍
所說的，三年奪
下全球第一。

資料圖片



AA1010台灣新聞
星期五       2021年8月27日       Friday, August 27, 2021

（中央社）4人打高端後死亡，其中2人的死因
是主動脈剝離。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胸腔內科主
任周百謙在節目上指出，主動脈剝離與疫苗的關聯
性須好好討論，因為患者若被急救過，可能會影響
到主動脈剝離的判斷，像是被壓胸過的人，可能產
生假性主動脈剝離，因此他認為很多東西不是靠死
後解剖就好，畢竟它只是給出大數據，但實際上無
法排除與疫苗的直接或間接關聯性。

新光醫院的副院長洪子仁在談話節目《有話好
說》上表示，疫苗施打後的不良事件，必須要透過
科學與證據來檢視，目前的死亡案例，看起來時間
序是有相關，但死亡與疫苗之間的因果關係還不確
定，這些都須再釐清。不過，高端被用放大鏡檢視
，指揮中心可以透過說明各例的狀況，來消除民眾
的疑慮。

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胸腔內科主任周百謙指
出，高端在大規模田野試驗打疫苗，出現4個死亡案
例，有2人出現主動脈剝離的症狀，到底該怎麼判斷
與疫苗之間是否存在關聯性，這些都要好好討論。

周百謙表示，急救其實會影響到主動脈剝離的
判斷，被壓胸過的人，可能因為血壓的瞬間變化，
而產生假性主動脈剝離。疫苗造成主動脈剝離，在
危險因子上很難判讀，造成主動脈剝離的常見主因
有4個，血壓控制不佳、結締組織毛病、外傷與血管
畸形。

周百謙以桃園44歲的男子為例，個案在失去生
命跡象後，曾被電擊過4次，他認為當時AED上顯
示的心臟狀況也應被納入考量，很多東西不是靠死
後解剖就好，它只是一個大數據，但與疫苗直接或
間接相關是無法排除的。

周百謙說，驗屍都只能靠死後解剖嗎？別人也
有作 「核磁共振」的全身性掃描，在沒有動到身體
大部分的結構下，去思考每個區面所產生的臨床意
義，或許就可以來解答高端疫苗有多少問題？哪些
是來自於心臟相關的？哪些不是。

周百謙指出，國外也開始討論死後解剖的相關
議題，認為死後解剖的問題在於 「主觀意識太重」
，常常都是法醫說是就是，不是就不是，但科學是
要經過驗證的，因此認為核磁共振可以作參考，也
許針對這四例死亡個案，會有不一樣的結果也不一
定。

目前累計4人打完高端後猝逝，其中2例死因是
主動脈剝離。桃園56歲陸姓作家在8月23日接種高
端，8月24日死亡，個案本身有高血壓病史，經解
剖發現死因為主動脈剝離合併心包填塞；基隆40多
歲女性8月24日上午接種高端，下午身體不適赴急
診就醫，診療過程中倒下，指揮中心專家諮詢小組
召集人張上淳說，經電腦斷層掃瞄檢查，發現個案
主動脈剝離，且範圍很大。

（中央社）衛福部長陳時中昨天證實首批BNT疫苗，近期
即將到貨，是否如媒體爆料的195萬劑、9月1日抵台？陳時中透
露，除了日期外， 「與事實相差不遠」。陳時中表示，一旦疫苗
到貨，會優先提供國內120萬名12～18歲學生施打，剩餘近約80
萬劑釋出，開放民眾登記接種意願，並依第一至第十類按照年齡
層逐步開放。

AZ+莫德納 今明到29.5萬劑
此外，除BNT疫苗即將來台外，據傳今、明2天，分別會

有 26.5 萬劑的 AZ 疫苗，及捷克捐贈的 3 萬劑莫德納疫苗，共
29.5萬劑新冠疫苗抵台，疫情中心今天也將說明接種規畫。

陳時中表示，這批BNT疫苗將優先分配給12至18歲的學生
族群接種，初步規畫到校園施打，並比照流感疫苗接種方式，由

家長簽署同意書後再施打，剩餘則納入公費疫苗接種平台讓一般
民眾預約填選。依照教育部統計，國內12至18歲的國高中生約
有120萬人，到時候應會有近80萬劑BNT可望納入公費疫苗接
種。

指揮中心發言人莊人祥說，待BNT疫苗到貨後，將於公費
疫苗接種意願登記平台新增BNT的選項，屆時想接種的民眾也
可變更選項，但建議民眾勾選每一種品牌疫苗，以免重新排隊延
後接種時間。

阿中髮夾彎 趙批救雪崩民調
陳時中也證實，這批BNT疫苗原先是大陸上海復星所訂的

貨，總劑量約300萬劑，不過因大陸尚未核准BNT使用，造成各
界競相爭取，最後經由中央與民間一起努力才爭取到。

不過，對這批貨包裝字樣並不符合我國要求，而是有 「復必
泰」字樣的版本，但他強調，政府在 3 小時內就已決定同意，
「畢竟內容物是最要緊的，安全有效才是我們最關心的。」

惟對此，中廣董事長趙少康痛批，陳時中為什麼突然又准許
貼有中文 「復必泰」的BNT疫苗進台灣？不是良心發現，而是
要救蔡英文雪崩下跌的民調，再加上打高端2天不幸死4人，民
進黨也慌了，不敢再擋。

昨日我國新增8例確診個案，其中2例本土個案、6例境外移
入個案。新增的6例境外移入個案包含3男、3女，分別自美國、
日本及大陸入境。另確診個案新增2死，為具慢性病史的70度歲
、80多歲男子。截至目前，國內共累計1萬5947人確診、832人
死亡。

首批195萬劑快來了 12～18歲學生先打
釋出80萬劑BNT 開放民眾接種

（中央社）教育部昨日公布 「110─125學年度各教育階段學
生數預測結果」，即將在9月開學的110學年度，大專學士班總
人數將首度跌破百萬人，甚至在未來16年間，大一學生平均年
減2800人，到125學年度的大一新生更只剩18.4萬人，比99學
年度少了8.5萬人。

教育部定期蒐集各項出生和人口數資料，分析99到109學年
度10年間的學生人數實際值，並預測未來16年學生人數起降。

在大專校院部分，教育部以四年制大專學士班為大宗，推估
110學年大專學生數，將首度跌破百萬人大關，而118學年度適
逢虎年，人數將減至79.5萬人，下探最低點；125學年度大學學
生預測數為82.8萬人，126學年再減29.6萬人；以此推算並預計
，未來16年間，大學學生數平均年減1.1萬人。

小學新生 平均年減3000人
近來國內報讀研究所人數逐年下降，碩博士班就學學生已從

99學年度的18.5萬人，到109學年度減至16.9萬人。預估未來16
年，研究所學生數將平均年減1100人，125學年度將只剩下18.1
萬人，26年間減少3.9萬人。

針對高中以下學校，小學方面，教育部預期到了111學年度
，小一學生人數可維持於20萬人以上，不過推估將逐年遞減，
甚至在未來16年之間，小學一年級學生人數將平均年減3000人
，到了118學年度國小學生總人數也將跌破百萬，125學年度將
降至92萬3000人。

國中部分125學年度學生數將減至46.6萬人，平均年減8200
人，國中畢業生數僅15萬2000人，較101學年度計減13萬7000

人；預計未來17年間，國中畢業生平均年減3400人。
明年對策總預算 增編50％
教育部依照統計發現，高中人數變化與國小、國中學生預測

結果相近。預計至125學年度，高一學生及高三畢業生平均年減
3000 人及 3600 人，屆時高中學生數將減至 50 萬人，平均年減
9700人。

行政院會昨通過111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針對少子女化
對策計畫經費，總預算編列802億，較110年度增加268億，約
增50.4％。若再加計前瞻計畫第3期特別預算8億，合共810億，
較110年度相同基礎增加271億，約增50.5％。如連同非營業特
種基金54億，整體規模達864億。

少子化今年大專生總數首跌破百萬人

打高端後2人主動脈剝離亡
醫：解剖無法找出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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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經濟

疫情下全球入境旅遊目的地何以重塑？專家：數字科技賦能旅遊發展
綜合報導 “新冠肺炎疫情對旅遊行業帶來了打

擊和創傷。一旦疫情趨於好轉，人員可以流動，全世

界的旅遊目的地又會加入到搶奪客源的‘戰鬥’中去

。”8月19日，中國旅行社協會入境旅遊分會常務副

會長鄭琳在接受中新社記者專訪時如是說。

疫情影響下，全球入境旅遊目的地何以重塑？旅

行社如何能夠利用技術手段在產品開發、推廣宣傳和

獲客運營方面賦能？在第五屆中國-阿拉伯國家旅行

商大會論壇上，包括鄭琳在內的多位專家學者圍繞

“中阿國家數字經濟時代的目的地重塑”這一議題，

共同探討數字科技賦能旅遊業發展的新動能。

從歷史視角看，現代旅遊業的興起與發展，始

終離不開科技的賦能。“中國入境旅遊企業應用數

字技術互聯網工具的時間比較早，其中不乏有很多

非常成功的企業。在整合供應鏈、提高用戶體驗度

等方面，都有非常好的創新並取得了非常好的效果

。”鄭琳表示，自數字技術興起以來，旅遊業是數

字技術應用的重點領域，推動“互聯網+旅遊”深

化發展，不僅能提升一個國家的旅遊產業數字化水

平，還能助力國家的數字建設。特別是疫情發生以

來，以數字技術為支撐的數字經濟發展強勁，更顯

活力，成為保障中國經濟行穩致遠的重要支撐和構

建新發展格局的新動能。

“為了能夠在疫後重建的‘戰鬥’中勝出，中

國很多入境旅遊企業也都在做著積極準備。”鄭琳表

示，疫情給了旅遊行業更多的學習提升和沈澱的機會

，可以在升級產品、拓寬渠道、組織培訓、內容輸出

等方面下下功夫。針對海外市場，組織對海外客戶的

分享培訓、需求調研、產品疊代、宣傳推廣等利用數

字技術互聯網手段可完成的工作就變得尤為重要。

同時，在入境旅遊方面，針對不同的客源國也

要進行有針對性的營銷推廣工作。“比如面對阿拉

伯語市場，有一些旅行社專門搭建了阿拉伯語網站

，針對阿拉伯國家客源國進行有效的營銷推廣，均

取得了不錯的成績和效果。”鄭琳介紹，在貓途鷹

(TripAdvisor)等全球性在線旅遊交易平臺的阿語頻

道上，也有大量來自中國的入境旅遊企業的產品。

鄭琳希望，在全世界旅遊目的地疫後重建的過程

中，中國入境旅遊可以借助互聯網、數字科技等手

段進行目的地重塑、目的地營銷，在疫情後脫穎而

出。中國入境旅遊企業能夠在現階段借助“網絡”

與客源國進行連接，同時學習旅遊網站、平臺、新

媒體等運營策略和營銷技巧，使自己變得更順應市

場需求，並提高在全球市場中的競爭力。

全球小麥供需形勢趨緊
謹防價格攀升影響口糧安全

小麥是全球分布最為廣泛的糧食作

物，世界上有超過40%的人口以小麥為

主食。今年以來，全球多個地區頻繁遭

遇極端天氣，導致部分小麥主產國產量

受損、質量下降，直接影響到了全球小

麥進出口形勢，並波及經濟欠發達國家

和地區的糧食安全。

同時，也應該看到，近年來全球小麥

總體產量保持了穩步增長態勢，特別是以

中國為代表的幾個國家小麥產量連年提升

，為全球糧食安全作出了巨大貢獻。

供需格局逐步吃緊
從當前全球小麥生產形勢看，受極端

天氣影響，預計今年美國、加拿大、俄羅

斯等國小麥將減產，烏克蘭、澳大利亞以

及歐盟等國家(地區)小麥產量增加。“部

分國家小麥產量增加，一定程度上抵消了

全球小麥產量下降。總體來看，全球小麥

供需基本呈緊平衡態勢。”鄭州糧食批發

市場研究預測部部長申洪源說。

根據美國農業部發布的小麥作物展望

報告，7月份以來，美國北部和西部地區

持續大範圍幹旱，硬紅春小麥產量預計比

上年減少42%，創下30多年來的最低水平

；北部平原的杜倫麥生產也因持續的旱情

，產量預計比上年減少近半；太平洋西北

地區受幹旱的影響，白小麥產量同比減少

29%。加拿大大草原地區天氣持續炎熱

幹燥，小麥總產量下調750萬噸，預計

為2400萬噸。俄羅斯小麥產量數據下調

1250萬噸，預計為7250萬噸。

然而，烏克蘭、澳大利亞和歐盟上

調了產量數據。烏克蘭小麥因為生長條

件理想，產量達到3300萬噸，同比增長

30%。澳大利亞由於作物生長期間出現

及時降雨，小麥單產增加4.25%，預計

小麥產量將達到3000萬噸。歐盟小麥產

量上調40萬噸，預計達到1.386億噸。

從供需看，今年全球小麥供需面呈趨

緊態勢。根據美國農業部8月份發布的

報告，今年全球小麥產量7.769億噸，雖

然比上一年度增加107萬噸，但比上月

預測值調減1549萬噸，預計本年度消費

量7.867億噸，全球小麥期末庫存年度數

據下調至2.79億噸，創下5年來最低水

平，全球小麥供需格局逐步吃緊。

供需區域性矛盾突出
全球小麥供需區域性矛盾突出，小

麥生產和出口高度集中，但消費和進口

國卻呈分散狀態，這種供需格局容易受

疫情、政策變動、運費價格上漲等因素

影響，導致全球小麥價格大幅上漲。短

期來看，全球小麥市場存在的緊張情況

是由於區域間的供需矛盾造成。

近5年，世界小麥平均產量約7.75

億噸左右，但產量主要集中在中國、歐

盟、印度、俄羅斯、美國、加拿大、烏

克蘭、澳大利亞8個國家(地區)，約占世

界小麥總產量的76%。其中，中國、歐

盟和印度小麥年均產量超過1億噸，俄

羅斯、美國、加拿大小麥年均產量分別

為7578.7萬噸、4993.9萬噸和3105.1萬噸

；烏克蘭和澳大利亞小麥年均產量分別

為2816.2萬噸和2376.9萬噸。

俄羅斯、歐盟、美國、加拿大、烏

克蘭還是小麥出口大國(地區)，近5年年

均出口量占全球總出口量的71%。俄羅

斯年均出口3596.2萬噸，歐盟出口3255

萬噸，美國、加拿大、烏克蘭出口分別

為2594.8萬噸、2328.4萬噸和1932萬噸。

與生產和出口高度集中相比，全球小

麥消費和進口呈分散態勢。根據美國農業部

近5年平均數據，小麥10個主要進口國分別

為埃及、印度尼西亞、土耳其、阿爾及利

亞、中國、巴西、菲律賓、緬甸、日本、歐

盟，總進口量占全球進口量的41%。

其中，中國是世界第一大小麥生產

國，也是世界第一大的小麥消費國。我

國生產的小麥主要用於國內消費，小麥

進口量逐年增加的同時，也向日本、韓

國、馬來西亞等國少量出口。

申洪源認為，根據全球小麥的“生

產和出口相對集中、消費和進口相對分

散”的供需特點，以及各個貿易國的分

布情況，生產和出口國的經濟發展水平

基本處於全球經濟發展平均線之上，而

多數消費國、進口國的經濟發展水平相

對落後，特別是一些非洲國家、南美國

家及中亞地區國家，雖然絕對進口量不

大，一旦全球供應出現波動，勢必影響

到相關國家和地區的社會穩定。

不過，最近有消息顯示，全球34個國

家均表示將提高小麥的出口預期，這將有

助於緩解當前全球小麥供需緊張的局面。

謹防價格攀升影響口糧安全
當前全球小麥供需趨緊，價格大幅攀

升。美國芝加哥期貨交易所小麥指數已經

攀升至782.25點，創近8年半來新高。

“全球小麥價格上漲是極端氣候、

疫情、全球流動性過剩等各種因素疊加

作用的結果。”申洪源說。

申洪源認為，目前在全球通脹環境

已經形成、新冠肺炎疫情及變種毒株難

以消除的背景下，未來2至3個月，即便

小麥產區氣候改善、產量預期回升也難

以把國際小麥價格拖拽回去年同期水平

。從長期看，受疫情影響、國際投機資

本炒作和全球流動性泛濫等因素影響，

小麥價格仍將保持高位運行，將對國際

糧食供應鏈的穩定與安全，對我國糧食

供應的自主可控產生較大影響。

目前來看，全球小麥減產、價格上

漲對我國小麥供需基本面沒有產生明顯

影響。供應方面，今年我國小麥產量

達到 1.34 億噸，庫存充足；前 7 月，

累計進口小麥 625 萬噸，預計全年進

口總量或接近 1000萬噸。消費方面，

預計今年小麥消費 1.38 億噸左右。供

應總量略大於消費總量，年度結余

600萬噸左右。

全球小麥價格持續處於高位運行，

某種程度上會加大我國輸入性通脹的壓

力，增加我國糧食采購成本。

面對全球小麥價格上漲，我國要牢

牢端穩14億多人的飯碗，需堅持底線思

維，確保糧食產能不下降；統籌兼顧、

全面協調，既要擴大進口來源、渠道和

種類，又要合理調配國內不同糧食品種

的供需和調運；製定分級應急預案，以

應對在不同條件下食用、飼用和深加工

的合理需求；合理引導市場預期，杜絕

投機炒作、囤積居奇，特別是在非常時

期管理好金融市場，以防出現極端金融

事件；加強對現有製度下的執行監管，

加大對涉糧涉農違法的處罰力度，形成

震懾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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