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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晚舟獲釋返中孟晚舟獲釋返中 加拿大加拿大22公民回家公民回家
（中央社溫哥華24日綜合外電報導）中國電信設

備巨擘華為財務長孟晚舟今天獲釋，結束在加拿大近
3年居家監禁生活，晚間隨即飛回中國。加拿大總理
杜魯道隨後說，兩名遭中方關押的加拿大人也將於25
日上午返國。

法新社報導，根據加拿大電視畫面，49歲的孟晚
舟在溫哥華當庭獲釋不久後，便搭上飛機飛回深圳市
。

孟晚舟今天稍早在加拿大透過視訊出席美國紐約
市布魯克林聯邦法院的庭訊，美國聯邦助理檢察官凱
斯勒（David Kessler）表示，美國政府同意暫緩起訴
孟晚舟直到2022年12月1日，如果她履行協議內容
，美方將會撤銷對她的指控。

凱斯勒還說，孟晚舟將以個人具結保釋，也就是
允許她以個人名義擔保而無須交付保釋金，且美國打
算通知加拿大撤回引渡申請。

孟晚舟出庭時對各項指控不認罪。聯邦地區法院
法官唐諾利（Ann Donnelly）後來批准緩起訴協議時
，孟晚舟鬆了一口氣。

數小時後，加拿大法官簽令解除她的保釋條件，
允許她在近3年居家監禁後重獲自由。

路透社報導，孟晚舟在法官下令後情緒激動，並
且擁抱律師致謝。她當庭獲釋後告訴媒體和支持者，
感謝法官 「公正」 審理，也訴說此案讓她生活 「天翻
地覆」 的心情。

孟晚舟在庭外告訴記者： 「我衷心感謝中國駐加
拿大大使館一直以來的支持。」

她說： 「過去3年，我的生活天翻地覆。作為母
親、妻子和公司主管，這段時間對我來說一切都亂了
套。」

「但我相信一定會撥雲見日，這真的是我生命中
寶貴的經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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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arby the International Bridge, American
immigration authorities at the US-Mexico
border in Del Rio, Texas, are trying to
process thousands of immigrants and open
up a field hospital.

The hospital became fully operational on
Tuesday and has already treated almost 1,
000 people.

Many of the migrants are from Haiti and have
crowded under the Del Rio International
Bridge for several days now. At one time
topping almost 14,000 people, they sleep in
the dirt surrounded by garbage and with no
water or food.

Many of them embarked on months-long
journeys to make it to America, especially
those from Haiti, who fled their country due to
the political instability and the earthquake in
July.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has faced
bipartisan criticism for his handing of the
influx of migrants. Some Democrats have

called on the
administration to stop
deporting those who
have fled Haiti and
slammed those border
patrol officials who
used aggressive
tactics confronting
them. Many flights
have already left from
the U.S. and have sent
1,400 Haitians back to
their country.

It is a very sad story
what is happening now
on the border. Over
the last several years
so many people want
to come to the United
States looking for a
better life, but many of them didn’t make it.

We need to urge the U.S. government to help
those countries to develop their own
economies. This is the very basic reason to

make a better life for these people so they
won’t need to risk their lives to come to the
U.S.

We all hope that the U.S. government will
handle all the migrants in a humane way.

0909//2525//20212021

We Are In Migrant CrisisWe Are In Migrant Crisis

成千上萬的難民停滯在美墨邊境國際
大橋下，估計在一萬四千人左，其中大部
分是海地難民，他們穿越過十個國家來到
美國，希望追求更好的生活，這個苦難的
國家遭受過大地震和總統遇刺，真是山窮
水盡，人間悲劇。
拜登政府今天已經在國際大橋附近架

設臨時醫院，給予難民們醫療服務，也正
在加快對难民們的身份審查，同時也加開
班機把部分人遣送回海地。
我們目睹美國邊境執行人員騎在馬上

以皮鞭驅離和鞭打企圖横過河水進入美國
的鏡頭，實在令人不可思議，在華府許
多非裔議員大力譴責執法之不當，更為我
們自稱是維護民主自由的國家感到羞愧。

近百年來，美國成為世界第一経濟和
軍事強國，來自世界各地的移民不斷湧入
，除了正常的移民管道之外，許多都是經
由美墨邊境及其他非法路線進到美國，這
些多半是年輕力壯的難民，確實為美國勞
工貢獻了巨大的空缺，也有許多难民成為
社會之中堅份子。
我們要呼籲政府能夠善待這些難民，

他們在自己的國家遭受到太多的苦難，稱
為美國後院的中南美洲國家，多半都處於
经濟不振民生淍零之中。
從宏觀角度來看，美國必須調整方式

，加強對這些國家之经濟改善，解決民生
問題才是解決難民之道。

難民潮困擾拜登政府難民潮困擾拜登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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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一項該新聞機構實施的最新調
查顯示，針對那些研究尖端技術的留學生，有31
所日本大學已經實施或正在考慮更嚴格的出身組
織相關的身份審查。報導認為，在中美對立的背
景下，日本大學的動作與日本政府加強限制尖端
技術外流中國有關。

報導稱，這次的調查對像是外國留學生較多
的日本67所大學，包括與中國7所開展軍事相關
技術研究的大學簽訂交流協議的大學、設有“孔
子學院”的大學、以及截至去年5月留學生人數
排名前30的大學。其中有56所大學作答，調查在
原則上不公開各大學回答內容的條件下實施。

報導提到，許多日本大學過去僅僅讓留學生
申報其最終學歷。但在本次調查作答的大學中，
有31所大學已經或考慮加強對研究尖端技術留學
生過去學歷、工作履歷等身份審查；有10所大學
會詢問留學生是否有意入職軍事相關組織；有14
所大學會確認留學生是否有外國機構的資金支援
。

即便如此，報導依然認為日本對技術外流風
險缺乏有效對策，因為確認留學生是否有外國資

金支援的大學數量很少。此外，只有佔4成的24
所大學表示，他們已經或考慮要求留學生回國時
簽署保證書，承諾“不將受管制技術帶出日本”
。

共同社稱，有觀點認為可轉用於軍事的尖端
技術可能會通過留學生外流。在中美對立激化的
背景下，隨著日本政府加強管理，大學方面也不
得不對此作出反應。日本政府6月宣布加強對尖
端技術的出口管理，那些接受外國政府研究資金
支持的留學生若要從大學獲得相關技術，須通過
經濟產業相許可。

實際上，早在今年7月就有日媒爆料，日本
政府將從明年春天開始，正式對赴日本的大學學
習的留學生進行嚴格審查。

日本發行量最大的全國報《讀賣新聞》7 月
20日從多個政府關係人士處了解到，“考慮到中
國”，簽證審查嚴格化的目的，是“防止可用於
軍事的尖端技術外流”。日本政府將跨部門合作
，出入國在留管理廳將在外務省、經濟產業省的
配合下，強化審查。接收留學生的日本高校必須
向日本政府提交關於留學生的詳細資料，甚至包
括“學生回國後是否計劃在軍工企業工作”。日
本政府若判定存在“可疑情況”，將不予發給簽
證。

日本大學已經或正在考慮加強留學生審查日本大學已經或正在考慮加強留學生審查,,為防尖端技術外流為防尖端技術外流

（綜合報導）美國總統拜登、日本首相菅義偉、澳大利亞總
理莫里森及印度總理莫迪，當地時間24日在白宮舉行“四方安全
對話”(Quad)面對面會談，會上重申四國要在印太地區加強合作
，並預計在新冠疫苗、基建、科技及氣候等方面的合作，取得進
展。

這是四國首腦2021年3月舉行視頻會談後，首次面對面會談
。拜登在開幕致詞時形容，四個“民主國家”已走到一起，共同
應對從新冠疫情到氣候的挑戰，並提到Quad疫苗計劃有望於印
度生產10億劑疫苗，以增加全球供應。

此外，據白宮會前表示，四國領導人將在峰會上集中討論深
化關係、在新興科技和網絡空間等領域切實合作，以及促進“自
由開放的印太區域”。會談還將包括加強保障半導體供應鏈的順
暢。

拜登24日上午先與莫迪舉行雙邊會談，下午四國領導人舉行
峰會，峰會結束後，拜登將與菅義偉會晤。

一周前，美國、英國和澳大利亞宣佈建立三邊安全夥伴關係
(AUKUS)，尤其是美英表明，將協助澳洲發展核動力潛艇，引起
國際關注。不過，美國官員試圖淡化區域安全課題，稱：“我要

強調的是Quad是非正式聚會。”並說它“不是一個區域安全組
織”，與AUKUS“沒有任何關連”。

澳大利亞總理莫里森則表示，四國均希望“印太地區能不受
脅迫，區內國家的主權受到尊重，國家間的爭議也可根據國際法
和平處理”。

美國高官說，會上重點討論最遲在2022年，向亞洲提供數以
億計新冠疫苗的計劃。之前，四國在3月會議上同意展開疫苗分
發，但印度4月因國內疫情暴發而限制疫苗出口，導致計劃被迫
暫停。印度是全球最大的疫苗生產商。

印度已表示，準備在第四季恢復疫苗出口，會優先落實印度
在全球冠病疫苗獲取機制(COVAX)的承諾，以率先向鄰國提供疫
苗。美國副總統哈里斯與莫迪會面時，對印度決定恢復出口疫苗
表示歡迎。

至於拜登與菅義偉的會面，美國官員表示，儘管菅義偉已宣
布將卸任，但拜登仍期待此次會晤，除了討論印太、經貿等問題
，也要聽取菅義偉對日本國內政局的看法。菅義偉感謝美國早前
取消對日本核食品的禁令。

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開幕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開幕
重申促印太地區重申促印太地區““自由開放自由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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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01-John Lee李元鐘保險2567B_16

已發表19萬字保險專欄，
www.johnleeins.com 歡迎索取

7001 Corporate Dr. #201. Houston, TX 77036（華埠大廈）
電話: (832) 500-3228請找謝經理

李元鐘保險
我們擁有最多美國政府認證的
各項保險專業證照、得獎無數

美國保險碩士、台灣淡江保險學士

美國及台灣前十大保險公司理賠專員

汽車、房屋、商業、人壽、醫療、老人保險

幹旱野火、濫伐樹木
澳大利亞考拉3年內銳減約30%

綜合報導 澳大利亞考拉基金會近日表示，受到幹旱、森林火災和

濫伐樹木等影響，該國的考拉數量在過去3年內銳減了約30%。考拉基

金會敦促當局盡快采取行動，保護考拉的棲息地。

據報道，考拉基金會估計，澳境內考拉數量在2018年還有超8萬只

，這一數字在2021年卻變成了不到5.8萬只。其中，新南威爾士州的情

況最為嚴重，該州考拉的數量銳減了41%。

考拉基金會執行長塔巴特表示，考拉數量“降幅相當顯著”。

報道稱，目前，澳大利亞各地的考拉數量都沒有增加的趨勢。研究

發現，全澳只有一個地區估計有超過5000只考拉，部分地區甚至只有5

到10只。

塔巴特強調，“我認為現在就必須采取行動”，呼籲當局必須考慮

立法對考拉進行保護。

據介紹，2019年末與2020年初，新州持續遭到山火影響，這可能是

加速考拉數量減少的一大關鍵因素。

報道指出，澳大利亞政府已經在6月開始實施針對新州、昆士蘭州

和堪培拉附近區域的國家復育計劃。此外，當局還在就是否將考拉升至

“瀕危”物種，征求大眾意見，期限截至9月24日。

希臘惡犬咬死男童案宣判
犬主人被判5年有期徒刑

綜合報導 2016年4月，希臘北部科紮尼市發生了震驚全國的惡犬傷

人事件，一名男孩被咬身亡。該案的審判結果於近日宣布，犬主人被判

處5年有期徒刑。

據報道，科紮尼當地的三人輕罪法院對肇事犬的主人，即被告夫婦

判處5年有期徒刑。兩名被告也可選擇分別繳納3.65萬歐元贖罪並獲得

自由，但其必須在2021年9月30日前分別繳納1萬歐元作為保證金。但

即便保釋，他們也不得出境、不得飼養寵物，且每個月的1號和15號必

須去警察局報道。

審判結束後，惡犬的男主人在陳述中並沒有表現出任何悔意，並對

判決表示不滿。他將小男孩的死亡歸咎於馬馬齊奧醫院，並強調自己和

妻子的經濟條件不允許他們在9月底前各自支付1萬歐元的保證金。

惡犬女主人在聽證會上試圖顛倒黑白：“我接過孩子時，他的臉上

很幹凈，脖子上有一處咬痕，下巴沒有傷痕，眼睛被劃傷了。”

科紮尼馬馬齊奧醫院的外科醫生米杜爾格拉基斯作證說：“當時孩子

已經昏迷，幾乎喪失行動能力，呼吸困難，心跳不明，處於嚴重休克狀態

。為維持基本生命，我們立即開始進行復蘇，優先考慮恢復呼吸。”

此外，他還強調，孩子的口腔和咽腔損傷嚴重，醫生不得不進行氣

管切開術。然而15分鐘後孩子心臟驟停。孩子嘴部和頭骨的傷勢非常嚴

重，是不可逆轉的嚴重損傷，堪比戰爭帶來的傷害。盡管醫生全力搶救

，但最終還是沒能挽救孩子的生命。

2016年希臘復活節假期時，一名5歲的小男孩和母親一起去朋友家

做客，但房屋主人餵養的羅威納犬從封閉區域的圍欄裏跑了出來，並對

孩子的臉部和脖子造成嚴重傷害。最終孩子不幸去世。

潛艇采購爭議持續發酵
拜登主動邀馬克龍通話協商

澳大利亞放棄向法國購

買潛艇，轉而與美英合作打

造核動力潛艇艦隊一事，持

續發酵。消息人士稱，法英

兩國國防部長原定本周進行

的會晤已取消。而愛麗舍宮

19日確認，法國總統馬克龍

將在未來幾天與美國總統拜

登通電話。

法國取消英法防長雙邊
會議

路透社援引兩名知情者

報道稱，法國國防部長帕爾

利主動提出取消與英國防長

華萊士的雙邊會議。

法國國防部沒有立即對

報道置評，英國國防部也拒

絕回應。

此外，法國外長勒德裏

昂指責澳大利亞和美國撒

謊，並迫使法國召回駐澳大

利亞和美國的大使。勒德裏

昂稱這兩個國家“口是心

非”，“嚴重違反(盟友間)

信任”，反映了法國盟友的

“蔑視”。

“在美國和法國的關系

史上，我們第一次召回大使

進行磋商，這是一個嚴肅的

政治行為，這表明我們兩國

之間現有危機的嚴重性。”

他表示，召回大使是為“重

新評估局勢”。

但他說，法國認為“沒

有必要”召回其駐英國大使

，但他指責英國是“不斷的

機會主義者”。

拜登主動邀馬克龍通話
澳大利亞單方面取消向

法國采購傳統動力潛艦的巨

額合約，轉而與美英合作打

造核動力潛艇艦隊一事，引

起法國強烈不滿。法國政府

一名發言人表示，馬克龍近

日將就此事親自與拜登通話

協商。

法國政府發言人艾塔爾

表示：“未來幾天裏，法美

首腦將進行通話。”他還透

露，是拜登主動要求與馬克

龍對話。

馬克龍將要求拜登進行

“澄清”。艾塔爾說：“我

們想要一個解釋。美國必須

針對這起‘疑似重大背信’

的事件提出說明。”

分析稱，從法國的角

度來看，美國此舉與拜登

政府矢言重返多邊主義、

與夥伴尤其是歐洲盟友展

開密切合作的承諾背道而

馳。

希臘疫苗接種速度放緩
專家擔憂青年新冠病例增多

綜合報導 夏季假期結束後，希臘的

疫苗接種速度並未按照預期增長，希臘政

府和專家對此十分擔憂。同時，中小學已

經開學，大學也緊隨其後。有專家擔心青

年病例的數量可能會因此增多，但這一看

法並未得到廣泛認同。

希臘國家公共衛生組織宣布，過去24

小時希臘新增1305例新冠患者，目前累計

確診630784例；新增死亡33例，累計死亡

14466例。

根據emvolio.gov.gr的數據，截至9月

16日，已有5886915名希臘人完成了疫苗

接種，至少接種了一劑疫苗的人數已經達

到6319108名。同時，還向易感人群接種

了4107劑加強針。

而實際上，希臘疫苗接種速度已經減

慢了。根據希臘《每日報》的報道，每日

約有2萬人接種第一針。這一數據距離暑

假前定下的目標——每日10萬人接種相距

甚遠。

60-64歲年齡段是

所有年齡段中接種疫

苗率最低的，其中只

有 67%的人已接種疫

苗，這一數據非常危

險。該年齡段的人面

臨著各種各樣的健康

問題，一旦感染新冠

病毒就很有可能被送

進ICU，並給希臘衛生

系統帶來額外的壓力

。70-74歲年齡段的接種率也很低，接種率

僅為69%。

據希臘《每日報》報道，9月上旬的

疫苗接種情況不如預期。根據目前的疫苗

接種預約數據，到9月底為止，每日疫苗

接種量不會超過25000針。當前，由於接

種人數較少，希臘政府關閉了部分疫苗接

種中心。

此外，鑒於即將到來的秋冬季節將有

利於病毒傳播，通過接種第三劑疫苗來保

護普通人群免受新冠病毒的侵害，已被列

入希臘衛生部委員會的待辦事項中。

60歲以下民眾的疫苗接種正在等待歐

洲監管局的最終批準。歐洲藥品管理局

(EMA)兩周前在其公告中建議強調接種第

三劑疫苗的計劃，並在特殊情況下對免疫

力低下者、療養院的居民和老年人進行加

強劑量的接種。

重大飛躍！
SpaceX將送首個全平民機組進入太空軌道
綜合報導 美國太空探索技

術公司(SpaceX)即將在本周送

第一個全平民機組進入太空軌

道。億萬富翁企業家艾薩克曼

(Jared Isaacman)將和其他三人搭

乘SpaceX獵鷹火箭，進行為期

三天的名為Inspiration4的任務。

路透社報道稱，本次任務

將在美國東部時間星期三(9月

15 日)20 時進行。

火箭將從佛州卡納

維拉爾角發射升空

，最終在大西洋上

著陸。

四名機組人

員在過去 5 個月

中進行了嚴格的

準備工作，包括

高海拔健身和模

擬器訓練。

38歲的億萬富

翁艾薩克曼將負責這

次飛行任務，他為這

次飛行提供了資金，

但他付給SpaceX具體多少錢並沒

有公開。

其他三名成員則與聖裘德

兒童醫院存在聯系。其中，森

布羅斯基(Chris Sembroski)在吸

引了7.2萬名申請者的抽獎活動

中贏得了一個座位。這項活動

為聖裘德兒童醫院募集了超過

1億元捐款。

另一人阿爾克諾(Hayley

Arceneaux)是一名骨癌幸存者，

後來成為聖裘德兒童醫院的醫

生助理。社區大學的教師普羅

克特(Sian Proctor)也將參與這

次飛行。

“這絕對不是我想象中會

發生的事情，但我認為這對我

來說很有趣。”阿爾克諾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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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多地舉行集會 強調日軍強征慰安婦罪行不容忘卻

綜合報導 韓國多地民眾及政治團體近日舉行集

會，敦促日本政府承認強征慰安婦罪行，並就此正式

道歉。

據韓國媒體報道，當地時間 9 月 8 日，在第

1508 次要求日本政府解決慰安婦問題的“周三集

會”之際，韓國曹溪宗社會勞動委員會舉行“五

體投地”跪拜大禮儀式，慰藉慰安婦犧牲者靈魂

，祈願“極樂往生”，並要求政府盡快解決日軍

慰安婦問題。

曹溪宗社會勞動委員會強調，日軍對慰安婦受害

者施加的行為是難以用語言表達的暴力歧視行為，敦

促製定禁止歧視法，以避免社會進一步出現歧視。社

會勞動委員會執行委員長梁漢雄強調：“對於慰安婦

此類加害行為不能再出現。”

1991年8月14日是日軍慰安婦受害者金學順老人

實名公開證明受害事實的日子，韓國為了向國內外控

告慰安婦問題，並紀念日軍受害者，將8月14日指定

為國家紀念日，且每年進行紀念。

今年8月14日，韓國京畿道議會城市環境委員會

議員鄭大雲在韓國光明市光明洞窟少女像前舉行的

紀念儀式上發表了紀念日聲明書，主張將日本使用

的“日軍慰安婦受害者”一詞變更為以受害者為中

心的“日軍性奴隸受害者”，要求政府宣布2015年

慰安婦協議案無效，同時敦促加害國日本進行真正

的道歉。

出席儀式的日軍性奴受害者遺屬會共同會長梁漢

錫和徐炳華(音)指出：“全世界的人都認為日軍慰安

婦受害者問題是日本犯下的戰爭罪行，是踐踏人權事

件，但加害國日本並沒有正式道歉”，“為了了解受

害者的痛苦，我們要求將‘慰安婦’表述改成‘日軍

性奴隸受害者’，並廢除2015年的協議案”。

鄭大雲最後表示：“為了記住日軍性奴受害者問

題，在迎來京畿道第六屆日軍性奴受害者紀念日之際

，要求日本真誠反省歷史，並真誠道歉。”

8月18日，韓國首爾廣津區議會表示，為紀念

“日軍慰安婦受害者紀念日”，議會樸三禮議長、李

明玉、樸順福、金美英、張敬熙議員發表了聲明書。

聲明書強調：“銘記已故金學順奶奶的勇氣和受害者

的願望，將按照國際人權原則和規範解決日軍性奴隸

問題”，“敦促日本政府明確地承認日軍‘慰安婦’

問題是日軍在戰時有組織的性奴隸犯罪，並且正式道

歉以及法律賠償和製定防止再犯對策”。

議員們舉著寫有“金學順的勇氣將喚醒世界，現

在我們要改變世界”字樣的橫幅，銘記當年。樸三禮

表示，“金學順老奶奶勇敢地證明了自己經歷的痛苦

，為伸張女性人權和糾正歷史作出了貢獻”，“30年

過去了，慰安婦問題依然無法得到解決，但我們會為

尋求解決並恢復名譽盡最大努力”。

另據日本媒體本月早些時候報道，日本文部科學

省受理多家日本教科書出版社申請，修改“從軍慰安

婦”“強征”等表述，淡化日軍罪行。韓國《東亞日

報》等媒體對此進行報道。韓國外交部9月10日就此

回應稱，日軍慰安婦動員、招募和移送的強製性，是

不可否認的歷史事實。受害老奶奶活生生的證詞，才

是比任何文件都要更強烈和明確證明日軍強製動員慰

安婦的證據。韓國外交部已通過外交渠道，向日本政

府表示遺憾。

日韓就福島核汙水排海計劃交鋒
韓方希望監視日方行為

綜合報導 在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年度大會上，日

本和韓國就福島第一核電站的核汙水排海問題展開交

鋒。日本計劃2023年春季前後將核汙水排放入海，韓國

一直對此表示擔憂。

據報道，近日，國際原子能機構年度大會在維也納

召開。日方說明了福島第一核電站核汙水的排海方針，

計劃把氚等的濃度稀釋到國家標準以下。在此基礎上，

爭取在2年後將其排放到大海。

對此，韓國科技情報通信部副部長龍洪澤表示，

“日本政府沒有同利害關系國協商，就單方面做出了決

定，對此表示十分遺憾。”韓方要求日方重新考慮。

日本常駐維也納國際組織代表團代表引原毅表示，

“為了完全擔負對國際社會的說明責任，正在與IAEA密

切合作。”他反駁韓方說法稱：“IAEA方面也承認排海

在技術上是可行的，也符合國際慣例。”

韓方再次發言：“為了確保客觀性、透明性和安全

性，IAEA的作用十分重要。韓國希望可以繼續參加核汙

水排海的監視行動。”

日方強調，“日本願意繼續與各利害相關方對話”

，韓方則表示期待“更有意義且誠實的磋商”。

日本放送協會(NHK)報道稱，國際原子能機構總幹事

格羅西在演說中透露，即將向日本派遣的調查團成員中

“包括來自周邊國家的專家”，從而重申將確保透明度

，打消周邊國家的擔憂。

此外，據日本共同社報道，聯合國有毒物品和人權

問題特別報告員奧雷利亞納在21日的聯合國人權理事會

會議上，就日本計劃把核汙水排放入海表示，“做出把

有汙染可能性的水排入太平洋的決定還為時尚早”，要

求日方慎重對待。

綜合報導 日本農林水產省

表示，美國政府取消了福島核事

故後，對日本產食品的進口限製

。此前作為限製對象的日本福島

等14個縣此次全面解禁，涉及福

島產大米、各地的原木香菇等累

計100個品種。

報道稱，受日本福島核電

站事故影響，美國曾禁止進口

福島縣等日本 14 縣產共計 100

種食品。其中對福島縣的限製

最為嚴格，包括牛奶、牛肉等

多達35種。美國在當地時間21

日表示，將重新恢復日本產食

品的進口。

對此，日本首相菅義偉 22

日在社交媒體上表示，“這是

日本受災地區的人們翹首以盼

的事情，對今後的(災後)復興

有很大幫助，日本對此非常歡

迎。”

不過，也有一部分日本網友

表示，“作為日本國民的我都(對

福島產食品)敬而遠之，外國(美

國)可真有勇氣啊”“現實是，就

連住在大都市的日本人都不會買

福島縣產(的食品)。”也有日本

網友懷疑，“在這種時期，難道不是有什麼交

換條件嗎？”

據報道，日本農水省表示，歐盟(EU)將從

10月10日起部分放寬進口限製。但是韓國等14

個國家和地區還繼續進行進口限製。“美國取

消限製對部分國家和地區有很大影響。”日本

政府將繼續向韓國等余下的國家與地區呼籲取

消限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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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發布美反中亂港事實清單
詳列102條事實 外交部：任何方式支持縱容都將損害自身利益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中國外交部24日發布《美國干預香港事務、支持反中亂

港勢力事實清單》（以下簡稱《事實清單》），以時間線的方式列舉102條事實，揭露

美國2019年香港修例風波以來，炮製涉港法案、悍然實施制裁、污衊詆毀特區事務等多

種干涉香港事務行徑。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當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美方通過打香港

牌，破壞香港繁榮穩定，遏制中國發展的圖謀不可能得逞。美方切實應尊重中國主權，

不得以任何方式支持縱容反中亂港勢力，否則必將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最終也將嚴重

損害美自身在港利益。中方也將對美方干預香港事務的行徑繼續作出堅定有力回應。

美國干預香港事務五類行為
第一類4項：炮製涉港法案，抹黑中方對港
政策，插手香港內部事務，干涉中國內政。

第二類14項：實施制裁，妄圖阻撓香港國安
法和中國全國人大有關決定在港順利實施。

第三類48項：污蔑詆毀特區事務，妄議香港
警方執法行動，破壞香港繁榮穩定。

第四類25項：包庇支援反中亂港分子，為其
兜售“港獨”主張、散播政治謊言提供平台。

第五類11項：糾集盟友聯手干涉香港事務，
通過發表聯合聲明等方式對香港事務說三
道四、指手畫腳。 ●中通社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報道：中國外交部24日
發布《美國干預香港事務、支持反中亂港勢力事
實清單》（以下簡稱《事實清單》），香港特區
政府表示全力支持，港澳辦、香港中聯辦發言人
也分別在記者答問及談話中表示堅決支持，並強
調美國借搞亂香港遏制中國發展的圖謀不可能得
逞。

港澳辦發言人24日指出，從“事實清單”
中，人們可以看到美國干預香港事務、支持反
中亂港勢力是何等的賣力、何等的赤裸裸、何
等的肆意妄為。透過這些確鑿證據，人們更可
以認清美國在民主、自由、人權、法治問題上
奉行的虛偽“雙標”、執迷於當教師爺頤指氣
使的霸權本質和企圖通過搞亂香港來遏制中國
發展的險惡用心。但美國的如意算盤終究是打

不響的。任何外部干預都不可能動搖中國政府
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針的堅定決心，
都不可能阻擋“一國兩制”航船繼續劈波斬浪
前進。

中聯辦發言人24日發表談話指出，《事實
清單》是對美國霸權主義行徑的有力揭露。中國
人不惹事，但也不怕事。我們對一切干涉中國內
政、損害國家利益和尊嚴的言行，必將作出必
要、正當的反擊。從對等制裁美國有關人員和實
體，到出台《反外國制裁法》，再到發佈“事實
清單”，充分彰顯我國堅決反對外部干預的堅定
決心、堅強意志和強大能力。那些企圖“以港遏
華”的外部勢力，必將在中華民族捍衛國家利益
的鋼鐵意志面前碰得頭破血流。

香港特區政府表示，“美國多年來勾結反

中亂港勢力，利用別有用心的機構和人士散播反
國家的言論思想，煽動情緒，鼓吹‘港獨’‘自
決’等主張，嚴重危害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
益，香港亦成為了國家安全的缺口，自身的繁榮
穩定亦岌岌可危。”

港府：堅決反對及防止外力干預港事
特區政府感謝中央果斷行動，在關鍵時刻

制定實施《香港國安法》，防範、制止和懲治危
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再通過完善香港特區選舉制
度，從制度上全面貫徹落實“愛國者治港”原
則。

特區政府將繼續堅定地執行《香港國安
法》及全面貫徹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堅決
反對及防止外國勢力干預香港內部事務。

“民主不是哪個國家的專利，而是各國人
民的權利。”在21日舉行的第七十六屆聯合國
大會一般性辯論上，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發表
重要講話時的這一論述，發人深省。次日，中
國駐美大使在卡特中心和喬治．布什美中關係
基金會上作演講時，詳細闡釋了何為中國式民
主。

這是一個值得世界深入思考和交流探討
的話題。人們不能陷入某些西方政客設下的
“民主對專制”的話語陷阱，誤把“反華”
當作維護“民主”，從而將世界推向危險的
意識形態對抗與人為製造的分裂當中。

民主一詞發源於古希臘，本意是“人民

統治”“主權在民”。縱觀兩千多年西方發
展史，這一理念並未得到真正實現。但西方
特別是美國憑借強大的經濟、軍事力量，企
圖掌控世界民主政治的話語權，將民主簡化
為“一人一票”加“多黨制”，並以此作為
模板衡量他國政治體制——符合的就是“民
主國家”，不符合的就是“專制國家”。

這種將中西方關係渲染為“民主對專
制”的做法，本身就不民主。美國沒有資格
單方面定義並專享“民主”，更沒有資格將
自己的標準強加於人，甚至搞所謂的“民主
改造”。

世界各國形態多樣，每個國家都有權利

選擇適合本國國情、代表民意並能給人民帶
來福祉的民主制度。

民主不是擺設，關鍵要管用。實踐證
明，中國實行的“從人民中來、到人民中
去、同人民在一起、一切為了人民”的民主
政治，行得通、很管用。

從14億中國人擺脫絕對貧困，到中國在
全球率先控制住新冠疫情，再到中國多年為
世界經濟增長貢獻率超過30%，中國式民主
展現的治理效能令世界驚歎。法國調節學派
創始人米歇爾．阿列塔指出，“中國不斷增
進人民福祉，就是民主”。

●中央廣電總台國際銳評評論員

●去年7月，香港各界撐國安法聯合陣線到美國駐港總領事館，遞交165萬個“反美國等外部勢力干
預”的簽名。 資料圖片

兩辦：搞亂香港遏華圖謀不可能得逞

民主不是專利也不是擺設

●●中國外交部列舉中國外交部列舉102102條事實條事實，，揭露美國揭露美國20192019年香港修例風波以來年香港修例風波以來，，炮製涉港法案炮製涉港法案、、悍然實施制裁等多種干涉香港事務行徑悍然實施制裁等多種干涉香港事務行徑。。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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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清單》共分五部分（見表），在炮製涉港法
案方面，《事實清單》指出，2019年11月27

日，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為顯示對反中亂港勢力支
持、阻撓中國中央和香港特區政府止暴制亂、恢復秩
序的努力，簽署美國國會炮製的“香港人權與民主法
案”和“禁止向香港警方出口相關彈藥物項法案”。
2020年7月14日，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香港自
治法案”。美國國會正在審議數項涉港消極法案。

禁防衛裝備出口 制裁官員
在悍然實施制裁方面，《事實清單》表示，2020

年5月29日，時任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取消香港特殊
地位和香港商業優惠措施。2020年6月29日，時任美
國國務卿蓬佩奧宣布，即日起禁止美防衛裝備出口香
港，並限制美國防、軍民兩用技術出口香港。2020年
11月9日，美國國務院以所謂威脅香港和平、安全和高
度自治為由，宣布製裁4名中國中央政府和香港特區政
府官員。

抹黑港選制修改 美化暴力
在污衊詆毀特區事務方面，《事實清單》指出，

2019年6月19日，美國國會眾議長佩洛西在《基督科學
箴言報》早餐會發言時，無視反中亂港分子的各種極端
暴行，聲稱“有200萬人上街反對修訂《逃犯條例》，
那不是一道美麗的風景線嗎？”，公然縱容和鼓勵反中
亂港分子採取違法暴力手段同中央和特區政府對抗。
2020年6月30日，時任美國國務卿蓬佩奧發表聲明，誣
稱實施香港國安法破壞“一國兩制”，違反《中英聯合
聲明》和香港基本法所作承諾。

在包庇支持反中亂港分子方面，《事實清單》表
示，2020年5月27日，美國聯邦參議員霍利會見黃之鋒
等反中亂港分子。2020年7月21日，時任美國國務卿蓬
佩奧在倫敦單獨會見潛逃英國的“港獨”分子羅冠聰，
為其撐腰打氣。羅大肆抹黑中央和特區政府，呼籲美加
大對華施壓。2020年8月10日，時任美國總統國家安全
事務助理奧布萊恩發表聲明稱，美方對黎智英等民主人
士被捕深感不安，呼籲中方廢除香港國安法。2021年4
月16日，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發表聲明，就李柱銘、黎智
英等反中亂港分子被判刑事對中方進行無端指責抹黑。

在多邊串聯施壓方面，《事實清單》指出，2020年
5月27日，美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團發表聲明，公開要求
聯合國安理會討論香港問題，妄稱香港問題“具有全球
緊迫性，牽涉到國際和平與安全”。2021年3月12日，
美國等七國集團外長和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發
表涉港聯合聲明，妄稱中國政府修改香港選舉制度旨在
消滅香港異見聲音，破壞香港高度自治。2021年6月13
日，七國集團峰會發表新聞公報，妄議香港局勢，要求
中國“尊重香港的人權和基本自由，保障《中英聯合聲
明》和基本法賦予香港的高度自治”。

●美國屢包庇支持反中亂港分子，為其兜售“港獨”主
張、散播政治謊言提供平台。圖為陳方安生等亂港分子
赴美竄訪，與美國國會眾議長佩洛西見面。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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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全球金融中心排名重入三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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債券南向通首日成交額40億
港國際債券中心資管中心地位進一步強化

●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考玲

在債券通“北向通”開通4年多後，

香港金融業者期盼已久的“南向通”昨正

式上線，作為國家支持香港發展的又一重

大舉措，將為香港金融業發展引入更多源

源活水。人民銀行 24日晚公布，債券通

南向通首個交易日共 40餘家內地機構投

資者與11家香港做市商達成了150餘筆債

券交易，成交金額約 40億元人民幣，涵

蓋了香港市場的主要債券品種。香港財政

司司長陳茂波昨指出，債券通南向通的啟

動，有利香港進一步強化國際債券中心和

國際資產管理中心的地位。

債券通南向通啟動儀式24日在北京、上海、香三
地連線舉行，標誌着內地與香市場雙向互聯互

通又一重大舉措落地。香特首林鄭月娥、人民銀行副
行長潘功勝、國務院澳事務辦公室副主任鄧中華、香
特區政府財政司司長陳茂波、香金管局總裁余偉
文、工商銀行董事長陳四清先後致辭。香中聯辦副主
任尹宗華和國務院相關部委、香財庫局、香證監
會、兩地基礎服務機構和市場機構有關人士出席了啟動
儀式。

晚上人民銀行公布“南向通”首個交易日的交易情
況，共有40餘家內地機構投資者與11家香做市商達
成了150餘筆債券交易，成交金額約合人民幣40億元，
涵蓋了香市場的主要債券品種。人行指出，下一步將
繼續會同香金管局、兩地基礎服務機構和各市場參與
機構，根據“南向通”運行情況，進一步完善相關制度
安排，推動中國債券市場改革開放高質量發展。

人行：助力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人行表示，債券通南向通是中央政府支持香發

展、推動內地和香合作的重要舉措，充分體現了中央
政府對鞏固和提升香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高度重視，
體現了中央政府支持香長期繁榮、穩定、發展的信心
和決心。“南向通”的推出，有利於鞏固香聯接內地
與世界市場的橋頭堡與樞紐地位，助力香融入國家發
展大局，有利於完善我國債券市場雙向開放的制度安
排。

陳茂波：完善兩地資本互聯互通
陳茂波24日於啟動儀式致辭時指出，債券通南向

通的正式開通，將進一步完善兩地資本市場的互聯互
通機制，標誌着內地債券市場實現雙向開放，實現債
券市場在風險可控的前提下資金雙向流通，有利於發
展離岸人民幣固定收益生態圈，為人民幣國際化提供
重要的金融基建、流動性、風險管理等基礎支持，同
時也有利於香進一步強化國際債券中心和國際資產
管理中心的地位。

陳茂波補充，債券通北向通自2017年啟動以來，
一直運作順暢，業務增長迅速，成為境外投資進入內地
債券市場的重要渠道。今年8月，參與“北向通”的境
外投資超過2,700個，來自34個國家和地區；成交額佔
境外投資參與內地銀行間債券市場總成交金額的60%。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菁）
香特首林鄭月娥24日通過視像形
式，在債券通“南向通”啟動儀式致
辭時表示，香再次發揮了在“一國
兩制”下的獨特地位，助力國家進一
步完善債券市場雙向開放，和跨境資
金雙向流動的制度。債券通南向通也
為內地投資者提供在國際金融市場資
產配置的選項，同時提升香聯接內
地與國際市場的樞紐功能。

她續指，債券通南向通進一步貫
徹了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的，根據國際
經濟金融發展形勢和國家發展需要，擴
大內地金融高水平雙向開放的戰略方

針。特區政府一直積極推動香債券
市場的發展，為企業提供更多融資選
項，並為金融業帶來更多機遇。根據
國際資本市場協會的統計，以亞洲機構
向國際發行的債券計算，去年全年通過
香安排的發行量為世界第一。

善用優勢 提升港金融地位
特區政府亦積極致力發展香

作為區內及國際首要綠色金融樞紐，
林鄭月娥強調，最近已將政府綠色債
券計劃的借款上限提升一倍至2,000
億元。金融基建是香的強項，香
金融管理局的債務工具中央結算系

統，為市場參與者提供高效、完善的
證券託管服務。

林鄭月娥回憶說，在短短一個多
月內，在中央政府及各個機構的支持和
配合下，先後落實推出了離岸A股指數
期貨合約、粵澳大灣區“跨境理財
通”以及債券通南向通，充分體現了中
央政府對香的關心和信任。未來會繼
續善用香的獨特優勢，以積極融入國
家發展大局，為內地資本市場走向國際
化作出貢獻為目標，並把握“十四五”
規劃、雙循環新發展格局以及粵澳大
灣區所帶來的發展機遇，提升香作為
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 林鄭月娥稱，港再次發揮
了在“一國兩制”下的獨特
地位，助力國家進一步完善
債券市場雙向開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菁）
人民銀行副行長、國家外匯管理局局
長潘功勝24日在債券通南向通啟動儀
式上致辭表示，作為連接兩地和國際
金融市場的重要渠道，“南向通”將
進一步提升兩地金融市場聯通效率和
一體化程度，在為內地投資者投資香
及全球金融市場提供便利的同時，
也將為香注入新的活力和能量。

潘功勝指出，香是全球主要國際
金融中心，具有高度開放的商業環境，
深度的金融市場體系，完善的金融基礎
設施和國際化的金融監管體系，是內地

金融市場開放的重要窗口和橋樑。過去
幾年，央行與香金管局等有關方面一
直緊密合作，持續優化“北向通”，在
充分評估的基礎上，共同研究制定了
“南向通”有關方案。

兩地金融合作不斷深化
“南向通”正式開通，標誌着

“債券通”實現了雙向通車，潘功勝
認為，這充分體現了中央政府對鞏固
和提升香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高度
重視，體現了中央政府支持香長期
繁榮、穩定、發展的信心和決心，

“南向通”啟動是中央政府推動兩地
深化金融合作的又一項重要舉措。

在兩地金融合作不斷深化之下，
潘功勝續指，中國金融市場發展的經
驗表明，堅定不移地擴大開放，是實
現金融市場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
發展的強大推動力和重要保障，是進
一步提升金融服務實體經濟能力和國
際競爭力的關鍵舉措。他表明，下一
步，人民銀行將繼續按照黨中央、國
務院的統一部署，一如既往地深化與
香的務實合作，堅定地支持香國
際金融中心的建設與發展。

● 潘功勝認為，債券通
南向通充分體現了中央
政府對鞏固和提升香港
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的高
度重視。 人行網站

● 債券通“南向通”昨啟動，財政司司長陳茂波、金管局總裁余偉文、中聯辦副主任尹宗
華、財庫局局長許正宇共同出席啟動儀式。

債券通南向通首日交易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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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表：記者殷考玲

交易情況

完成首批55筆共計人民幣12.9億元(等值)
“南向通”債券交易。

成功透過南向通進行多幣種交易。

完成首批南向通交易，市場對此新渠道反
應十分理想。

首日達成首批證券交易，並成功開展承辦
南向通的內地投資者債券和資金的離岸託
管及結算業務。

首日率先與境內多家金融機構達成首批債
券交易，並完成了交易及資金結算等相關
平台的境內境外互聯互通系統升級及測試
等各項工作。

完成首批“南向通”託管、做市交易、債
券結算與資金清算，實現對“南向通”業
務的全渠道、全產品及全流程覆蓋。

通過QDII資產管理計劃完成債券南向通開
通首日交易，投資境外債券市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英
國智庫Z/Yen集團與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24
日聯合發布第30期《全球金融中心指數》(GFCI
30)排行榜，香上升1 位，重返全球金融中心排
名三甲，紐約和倫敦續排名第一、二位，新加坡
亦上升1位排第四。不過，內地的上海、北京和深
圳等城市排名則普遍下滑，其中深圳下滑明顯，
由第29期的第8位跌到今期的16位。

據第30期排行榜顯示，紐約得762分高居第
一，較排在第二名的倫敦高出22分，兩者評分較
今年三月份發表的第29期排名有輕微下滑。GFCI
表示，紐約和倫敦仍具有強勁的表現，儘管在過
去18個月，工作習慣發生徹底的改變，但這些城
市的金融服務業仍能維持着良好的表現。

香和新加坡分別獲得716分和715分，居第
三、四位，這是香近幾年來最好的名次，在GF-
CI 28期，香全球排名一度跌至第五位。有資深
金融人士認為，此次香金融中心排名上升，與
國家在香推出國安法嚴厲打擊亂分子不無關
係，穩定的金融環境自然可以獲得加分。不過香
與新加坡仍然競爭激烈，兩者相差僅1分，但兩
者此次評分均較第29期下滑了25分。

社會恢復穩定 有利吸引外資
香特區政府發言人表示，香全球金融中

心排名重入三甲位置，這明確肯定香作為全球
領先金融中心的地位與實力。香在各類競爭力
領域中（包括人力資本、基礎設施、金融業發展

水平，以及聲譽和綜合）繼續名列前茅。在過去
一年多，香社會恢復安全穩定，有利於吸引更
多全球各地的投資者前來營商和投資，並進一步
鞏固香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港續加強內地與國際橋樑角色
發言人續稱，特區政府會繼續發揮香的獨

特優勢，加強香作為通往內地和國際市場雙向
門戶的橋樑角色，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包括
把握粵澳大灣區、前海發展和“一帶一路”倡
議所帶來的龐大機遇。特區政府也將全力確保粵
澳大灣區“跨境理財通”及債券通“南向通”
順利推展，以促進國家金融市場的進一步對外開
放，助力推動人民幣國際化。

Z/Yen集團稱，此次全球金融中心總體評分
下降了12.9 (2.05%)，雖然變化不大，但這是第三
次連續的下跌。這些因素表明，人們對世界經濟
仍然缺乏信心。與2019 年的水平相比，整體評級
繼續下降，反映了持續的國際貿易的不確定性，
新冠疫情大流行的影響，以及地緣政治和地方動
亂。

GFCI 30對全球116個金融中心城市的
未來競爭力和排名進行綜合打分，從而給這
些城市決策者提供有價值的政策和投資參
考。GFCI指數編制採用146項得分
項，這些大量數據由第三方包括
世行、經合組織和聯合國
等提供。

潘功勝：向港注入新活力和能量

林鄭：助力國家完善債市雙向開放



「「國慶醫療講座國慶醫療講座」」 上周六舉行上周六舉行 施惠德醫師施惠德醫師
主講主講 「「揪心的揪心的SARS-COVSARS-COV22」」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一項由安良
工商會休士頓分會/世界廣東同鄉會休士
頓分會主辦的 「國慶醫療講座」 於上周六
（9月18日）下午二時至四時在僑教中心
展覽室及線上同步舉行。由施惠德心臟專
科醫師主講 「揪心的新冠病毒對心臟及血
管的影響及疫苗可能引起的副作用加以探
討」 。
演講開始循例由 「國慶籌備會」 主委劉志
忠致開場白.表示雖仍在疫情期間，但大
家保持得很好。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致詞
時表示：這是今年國慶系列唯一與Cov-
id-19有關的演講。安良工商會休士頓分
會/世界廣東同鄉會會長江麗君介紹主講
人施惠德醫師的背景：施惠德醫師在
1980年畢業於台北醫學院醫學系，並在

1983 年於Harvard School of Public Health取得公共衛生學碩士學位。完成內兒科、心臟內科、
和心臟電生理等專科訓練後，施醫師有十多年的時間在醫學院任教，曾任位於德州Houston Bay-
lor College of Medicine 的心臟電生理學主任。2006年，施醫師開設了私人診所執業迄今。施醫
師長期參與華人社區活動，曾任休士頓華裔醫師協會會長。作為全僑健康日的一員，他也主持過
休士頓亞裔健康教育協會，並創立了食品安全衛生講座。
施醫師在演講中指出：SARS-COV2 嚴重急性呼吸症候群— 冠狀病毒2，又稱COVID-19,冠狀病
毒2019或新型冠狀病毒，襲捲世界已近兩年。美國三億三千萬人口中，已有4100多萬人確診。
目前疫苗施打已三億七千多萬劑，已有50%的人打過二劑。此病初期，死亡率非常高，超過10%
，現在死亡率2%。

SARS-COV2的Spike Protein (棘突蛋白）和人體細胞的ACE2(angiotensin converting en-

zyme 2 )結合，造成多種器
官細胞的功能失調。由於免
疫系統對這病毒的反應，可
能引起 cytokine storm （細
胞活素風暴），反而對正常
細胞攻擊，導致自體免疫。

就心臟而言，心臟的內
膜，心肌，和心包膜都可直
接被病毒侵襲傷害。全身的
血球和血管被破壞，可以引
起血栓和出血。當冠狀動脈
血流被阻塞時，心肌梗塞的
發生，是間接的病變。細胞
活素風暴則造成心內膜炎，
心肌炎，和心包膜炎。不整
心律, 可以是心跳過慢或心動
過速，也會隨之出現。心臟
和血管喪生功能後，血壓無
法維持，造成休克，死亡的
可能性就增高。

疫苗是致病因子的倣品
，讓身體產生類似的免疫反
應，使致病因子不易入侵或症狀減輕。然而，同樣的過度反應也可造成正常細胞的傷害。接種
mRNA疫苗後,心肌炎和心包膜炎的病例就出現過。腺病毒疫苗則有血小板減少性的血栓產生，且
發生的部位不尋常，例如腦靜脈竇。
因為副作用發生的頻率低，接種疫苗比得病的後果還是要好的多。

((本報訊本報訊））參加參加 20212021年年1111月月22日選舉的哈里斯縣選民必須日選舉的哈里斯縣選民必須
在在1010月月44日星期一之前登記投票日星期一之前登記投票。。要進行登記要進行登記，，選民有多項選選民有多項選
擇擇，，包括包括：：至至HarrisVotes.comHarrisVotes.com 打印表格並將其郵寄至我們的辦打印表格並將其郵寄至我們的辦
公室公室10011001 Preston,StePreston,Ste 400400 Houston, Texas,Houston, Texas, 7700277002；；至選務辦至選務辦
公室位於公室位於10011001 Preston,StePreston,Ste 400400 Houston,Texas,Houston,Texas,7700277002；；至任一至任一
哈里斯縣公共圖書館領取表格或至本辦公室任一分支填寫表格哈里斯縣公共圖書館領取表格或至本辦公室任一分支填寫表格。。

完成的選民登記申請必須在完成的選民登記申請必須在1010月月44日之前蓋上郵戳日之前蓋上郵戳，，才能才能
被接受參加被接受參加 1111 月的選舉月的選舉。。如果您搬到同一縣內的新地址或更改如果您搬到同一縣內的新地址或更改
了姓名了姓名，，您可以在線更新您的信息您可以在線更新您的信息。。
哈里斯縣選舉部門計劃在哈里斯縣選舉部門計劃在1010月月44日日，，選民登記截止日期之前選民登記截止日期之前，，
在全縣舉行多次選民登記活動在全縣舉行多次選民登記活動。。在這些活動中在這些活動中，，官方外展人員將官方外展人員將
登記選民登記選民，，並提供有關選票項目和如何投票的一般信息並提供有關選票項目和如何投票的一般信息。。活動地活動地
點將通過點將通過@HarrisVotes@HarrisVotes發佈在發佈在FacebookFacebook，，TwitterTwitter和和 InstagramInstagram
上上。。99月月2828日是全國選民登記日日是全國選民登記日。。

哈里斯縣目前有哈里斯縣目前有22,,480480,,316316 名登記選民名登記選民。。以下轄區已與哈里以下轄區已與哈里
斯縣即將舉行的選舉簽訂了合同斯縣即將舉行的選舉簽訂了合同：：

Alief Independent School DistrictAlief Independent School District
City of Baytown, City of BellaireCity of Baytown, City of Bellaire
City of Missouri CityCity of Missouri City

Cypress-Fairbanks Independent School DistrictCypress-Fairbanks Independent School District
Fallbrook Utility DistrictFallbrook Utility District
Harris County Emergency Services District No.Harris County Emergency Services District No. 4747
Harris County Freshwater Supply District No.Harris County Freshwater Supply District No. 11AA
Harris County Municipal Utility District No.Harris County Municipal Utility District No. 202202
Harris County Municipal Utility District No.Harris County Municipal Utility District No. 390390
Harris County Municipal Utility District No.Harris County Municipal Utility District No. 461461
Harris County Municipal Utility District No.Harris County Municipal Utility District No. 547547
Harris County Municipal Utility District No.Harris County Municipal Utility District No. 566566
Harris County Municipal Utility District No.Harris County Municipal Utility District No. 569569
Harris County Municipal Utility District No.Harris County Municipal Utility District No. 578578
Harris County Water Control and Improvement District -Harris County Water Control and Improvement District -

Fondren RoadFondren Road
Harris-Montgomery Counties Municipal Utility District No.Harris-Montgomery Counties Municipal Utility District No.

386386 - Defined Area No.- Defined Area No. 11
Houston Community College District IIIHouston Community College District III
Houston Community College District VIHouston Community College District VI
Houston Community College District VIIIHouston Community College District VIII
Houston Independent School District Trustees IHouston Independent School District Trustees I

Houston Independent School District Trustees IXHouston Independent School District Trustees IX
Houston Independent School District Trustees VHouston Independent School District Trustees V
Houston Independent School District Trustees VIHouston Independent School District Trustees VI
Houston Independent School District Trustees VIIHouston Independent School District Trustees VII
Intercontinental Crossing Municipal Utility DistrictIntercontinental Crossing Municipal Utility District
Klein Independent School DistrictKlein Independent School District
Lago Bello Municipal Utility District No.Lago Bello Municipal Utility District No. 11A of Harris CountyA of Harris County
Mason Creek Utility District of Harris County, TexasMason Creek Utility District of Harris County, Texas
New Caney Independent School DistrictNew Caney Independent School District
Northgate Crossing Municipal Utility District No.Northgate Crossing Municipal Utility District No. 11
Prestonwood Forest Utility DistrictPrestonwood Forest Utility District
Rankin Road West Municipal Utility DistrictRankin Road West Municipal Utility District
Sagemeadow Utility DistrictSagemeadow Utility District
Tattor Road Municipal DistrictTattor Road Municipal District
The Woodlands TownshipThe Woodlands Township
Tomball Independent School DistrictTomball Independent School District
請至請至HarrisVotes.comHarrisVotes.com查詢更多信息查詢更多信息，，包括選票樣本和投票包括選票樣本和投票

地點地點，，並在並在 TwitterTwitter，，FacebookFacebook 和和 InstagramInstagram 上關注上關注@Harris@Harris--
VotesVotes。。

1111 月月 22 日選舉的選民登記截止日期將近日選舉的選民登記截止日期將近
20212021年年1010月月44日日，，星期一為截止日期星期一為截止日期

主講人施惠德專科醫師主講人施惠德專科醫師（（右三右三 ））與主辦單位及出席貴賓合影與主辦單位及出席貴賓合影：：
（（右起右起 ））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安良工商會安良工商會//世界廣東同鄉會會世界廣東同鄉會會
長江麗君長江麗君、、國慶籌備會主委劉志忠國慶籌備會主委劉志忠、、僑教中心副主任黃依莉僑教中心副主任黃依莉、、國國
慶籌備會副主委劉美玲慶籌備會副主委劉美玲。。

圖為國慶醫療健康講座現場圖為國慶醫療健康講座現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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