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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美國聯邦調查局（FBI）今天公
布的資料顯示，美國殺人案件去年激增近30%
，且疫情期間與槍枝有關的命案愈來愈多。

聯調局表示，謀殺和過失殺人案數量去年
大增 29.4%，創下聯邦政府自 1960 年代開始彙
整全國數據以來的最大年度增幅。這類歷史性
增長早已為人所知，並引起警察和檢方關注，
但聯調局彙整數以千計執法機構發布的資料證
實了此一趨勢。

「華盛頓郵報」報導，聯調局表示，整體
而言，暴力犯罪在去年上升了5.6%，而財產犯
罪下降了7.8%，攻擊事件則增加了12%。

犯罪學家和警方不斷研究殺人案件突然急
劇增加的可能原因，從疫情引起社會變化到警
政改革，再到槍枝銷售增加。今年到目前為止
，當局發現凶殺案數量雖進一步增加，但增幅

沒去年那麼明顯。
聯調局的資料也可窺見美國有多少殺人案

是槍擊事件所造成。2019年發生的凶殺案中，
槍殺占 73%，2020 年則攀升到 76%。德州休士
頓2020年共發生400多起殺人案，槍殺事件則
從 2019 年的 221 起增至 2020 年的 343 起，增幅
達55%。

儘管如此，總體來說，犯罪率仍遠低於
1990年代初期達到的歷史高點。在許多城市，
包括華盛頓特區、紐約和芝加哥等，凶殺案數
量仍遠低於近30年前創下的新高紀錄。

內布拉斯加大學奧瑪哈分校（University of
Nebraska Omaha）犯罪學和刑事司法副教授尼
克斯（Justin Nix）說： 「凶殺案幾乎無處不在
，但整體犯罪率都在下滑，所以這並沒讓人真
正感到意外。」

疫情升溫 美2020凶殺案激增近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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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esident Biden is entering the
seismic week of a legislative
agenda fight for his budget.

The vote on his $1.2 trillion
senate-passed infrastructure has
been delayed until Thursday and
Republicans are determined on
blocking the raise the debt ceiling
proposal.

If the government funding bill is
ended this week without
resolution, the federal
government will shut down.
Democrats will have three days
to fund the government and there
is no backup plan B at the
moment. The short term option
could run through early
December or a matter of weeks.

The $3.5 trillion spending bill

represents the most ambitious
effort for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to deploy the power of
government to remake the
economy in decades.

Amid the resurgence of the
pandemic and a messy
withdrawal from Afghanistan
means that success on Capitol
Hill is now more important for
Biden’s political future.

Recent polls show that the
majority of Americans favor the
infrastructure spending on roads,
bridges and transportation.
Education, care of the elderly,
healthcare and fight for climate
change issues also enjoy wide
support.

Today we are facing so many

challenges. We want both parties
to work together to solve the

many problems facing our
country.

0909//2828//20212021

Is The Federal GovernmentIs The Federal Government
Going To Close Down?Going To Close Down?

拜登和民主黨團隊本週在
國會山莊將面臨前所未有之嚴
峻考驗，包括是否能让聯邦政
府繼續運作，或是関門之命運
。
根據最新的數字，國會需

要通過四萬億之預算，是件十
分艱難之任務，而且共和黨將
會阻止預算案而使聯邦政府停
擺。
由參議院通過的萬二千億

基建法案已被眾議院安排在本
週四才進行表決，對於法案中
有關社會安全救助也在民主黨
內有爭議，共和黨更聲稱要阻

擋上調赤字預算之表決。
參議院今晚將投票表決把

政府預算延到十二月三日，民
主黨目前只有幾天时間才解決
預算赤字上限之問題。
佩羅西議長週日在訪問中

堅定表示，我不會把那些無法
通過的法案提交國會。
剛從大衛營回到白宮的拜

登總統，他將在本週使盡全力
來應對預算案之挑戰。
美國联邦政府是否会關門

，這將取決於國會諸公之智慧
和能力了。

美國政府會關門嗎美國政府會關門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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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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郵件: Houston@tj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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匯報訊（記者 文
芬）46歲好萊塢影星安

祖蓮娜祖莉（Angelina Jolie）
在 7 月初和 31 歲加拿大歌手 The

Weeknd傳出姐弟戀緋聞，日前兩人更被
媒體拍到到高級餐廳約會，兩人飯後更直接前

往男方7,000萬美元的豪宅共度良宵。
英國《每日郵報》報道，兩人再度被目擊約會，在

洛杉磯的高檔餐廳約會2個多小時，之後前後腳走出來，
然後搭同一輛車前往The Weeknd的豪宅。據悉，The
Weeknd情史相當豐富，他對娛樂圈中人情有獨鍾，曾與
美國超模Bella Hadid、甜美歌手Selena Gomez以及西班
牙歌手Rosalia拍拖。而安祖蓮娜
和前夫畢彼特則已分開多年，
並一直為子女的撫養權案打
官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李佳芯
（Ali）27日出席紅茶活動，並即場調製茶味雞尾
酒，過程有點雞手鴨腳，十分搞笑。說到無綫人事
變動，曾志偉升任為總經理（節目內容營運），
Ali也是從傳媒口中得悉，她謂：“沒有留意高層
變動，升職加薪是開心事，不過對我影響不大，因
自己作風是公司安排覺得我適合的工作，我會盡力
做好，甚少自薦要求，因我不大了解自己，也不清
楚自己長處，通常接到公司的工作便去做，完成後
會好開心，好似公司給我拍劇機會，先發覺觀眾都
喜歡我拍的劇，才知原來我是可以的，我就是不會
做主動的人。”

近日有傳前無綫高層余詠珊重返有線電視，
旗下愛將之一的Ali可能追隨過檔，對此，Ali否認
其事：“她回巢的消息只是傳聞，未是事實，我完
全不知此事，大家都無直接聯絡，以前大家在無綫
同一間公司工作，私下都無聯絡，我跟無綫在早幾
年續了約，雙方還有好幾年才約滿，證明我仲青
春，可以簽到十年八載，哈哈。”

Ali在《智能愛人》一劇的演出大獲好評，有
望再衝擊奪“最佳女主角”，她謙稱：“言之尚
早，年尾還有好多大劇推出，（可有信心？）由拍
攝到播完都沒有信心，我在拍攝過程上很吃力，因
自己不懂演機械人，也是摸着石頭過河估估吓，出
來得到觀眾鍾意，我仲想點？所以不會諗攞獎，有
獎就視作花紅，對我來說已經好滿足現狀。”問她
想要獎項定男友？Ali竟面紅笑說：“直接一點，
我想搵個老公，事業是重要，但我滿足於現狀，反
而感情控制不來，無得強求，工作上不足可以再努
力，所以有得揀的話，我必定揀自己控制不到
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芬）年度舞台劇界盛事
第74屆東尼獎（Tony Awards）於當地時間26日在
紐約市冬季花園劇院（Winter Garden Theatre）舉
行，由於新冠疫情關係，現場觀眾皆要戴口罩。獲
14 項最多提名的電影音樂劇《情陷紅磨坊》
（Moulin Rouge！The Musical），成功拿下10個獎
項，其中包括最佳音樂劇及最佳男主角等，成為全
晚的大贏家！至於一同爭最佳話劇男主角的好萊塢
兩大男星積嘉倫賀（Jake Gyllenhaal）以及“邪神洛
基”湯赫度斯頓（Tom Hiddleston）雖然有亮相盛
會，但卻食白果。

這次的頒獎典禮，是東尼獎睽違2年在美國紐
約的冬季花園劇場再次舉辦。今年將由2部構成
“百老匯的回歸”，並頒發主要3個部門大獎，分
別是音樂劇作品類、演劇作品類、演劇再上演作品
類，以表揚不畏疫情影響勇往直前的百老匯舞台劇
演員。

最佳話劇男主角大獎由男星Andrew Burnap主
演《The Inheritance》拿下，擊敗了積嘉倫賀及湯
赫度斯頓兩大型男。美國舞台劇女星Lois Smith以
90歲高齡憑《The Inheritance》勇奪最佳話劇女主
角大獎，亦成為東尼獎史上最年老的得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梁靜儀）劉德華（華仔）27日正式“登六”（60歲）生

日，正身在青島拍攝彭順執導的電影《危機航線》的他，雖未能跟Fans

一起慶祝，但一向寵粉的華仔事前特別錄製一段短片跟Fans

見面，片中華仔除了唱出3首歌，又分享生活及工作

點滴，他又說：“希望在我生日之後，一

切都回復平靜，世界健健康

康 、 個 個 平 平 安

安！”

前一晚“華仔天地”官網分享了華仔在生日
前夕特地錄製的一段約15分鐘的片段，

片中華仔唱出3首歌，包括《忘情水》、《月
亮代表我的心》和《奉陪到底》，及跟粉絲分享生活及點
滴。整場直播的裝扮比較簡單，華仔安靜地坐在鏡頭前與
大家聊天、唱歌，氣氛溫馨感人。以往華仔生日都會舉行

大型生日會跟一班Fans慶祝，不過近年因新冠肺炎
疫情而取消。

唱完《忘情水》後，華仔感慨
地說：“去年今天為大家準備了直

播，然後在生日那天就
跟大家一起，沒想到這

麼快就又一年，好

像是兩三天前發生的事，本來好想為大家做一個直播的，
但因為突然由原定14日隔離變成21日，所有時間都用來隔
離，出來的時候已經要拍戲，所以就錄了這個‘見面’
（片段），不說是‘節目’，可能這幾年都忙着拍戲，但
是我覺得我們應該有一個比較接近的機會，在我生日跟你
們見見面，希望你們會開心！”

唱《月亮代表我的心》特別感動
華仔表示剛剛離開隔離那一天是中秋節，之後他再唱

出《月亮代表我的心》，唱罷他說：“每一次唱這首歌，
我都會覺得這首歌應該是我唱的，我不管原唱是誰，每一
次我為你們唱的時候自己都特別感動。”

談到這一年曾隔離3次，華仔說：“今次我放空了自
己，沒有做什麼，不像之前有做運動、練歌及睇劇本，我沒
試過這麼懶惰，這21天又吃又睡，想胖一點點，但是
沒有胖起來。”之後再唱出《奉陪到底》。

見面會尾聲，華仔表示差不多
有兩、三年沒有真正跟Fans見

面，他說：“希望

在我生日之後，一切都回復平靜，世界健健康康、個個平
平安安，今日在這個時候，我覺得這個禮物也差不多了，
送給你們！希望晚上大家早一點睡，我約好你們，我們
夢中見，好嗎？”最後又播出華仔連月來往返香港
及內地的生活及工作片段。

華仔表示生日會在工作中度過，他
感謝所有工作人員和“家人”祝
福：“未來日子期望與大家
繼 續 分 享 美 好 時
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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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尼獎揭曉東尼獎揭曉《《情陷紅磨坊情陷紅磨坊》》奪奪1010獎獎
湯赫度斯頓湯赫度斯頓積嘉倫賀食白果食白果

●華仔獲劇組人員送上祝賀

生日海報。

● 華 仔 風 塵 僕
僕，工作忙碌。

●華仔坐飛
機做足防疫措施。

●華仔在片
段中唱出3首歌。

●●李佳芯滿意目前李佳芯滿意目前
事業的發展事業的發展。。

●余詠珊
傳出重返有
線電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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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積嘉倫賀一身粉紅色積嘉倫賀一身粉紅色
西裝西裝，，盡顯柔情盡顯柔情。。

““登六登六””
忙拍戲忙拍戲

錄歌約粉
絲夢中見

錄歌約粉
絲夢中見

劉德華隔
離

劉德華隔
離2121天天

放縱吃和
睡不長肉

放縱吃和
睡不長肉

●安祖蓮娜祖莉
與前夫畢彼特關
係惡劣。

●●The Weeknd

The Weeknd過去過去

感情生活十分豐富

感情生活十分豐富。。

娛 樂 新 聞 ●責任編輯：凌晨曦 2021年9月28日（星期二）6

●●《情陷紅磨坊》成為今年東尼獎大贏家。

●Lois Smith 以 90
歲高齡獲獎。

●●劉德華劉德華6060歲生歲生
日日，，沒有忘記心沒有忘記心
愛的粉絲愛的粉絲。。

中 國 經 濟 2021年9月28日（星期二）3 ●責任編輯：周文超

香港文匯報訊 海航集團重組進入最後階段。其中A股上市的海航控股公告

稱，普通債權超過10萬元（人民幣，下同）部分可以海航控股A股股票抵債。另據

悉，重組後海航控股將獲得380億元戰略投資，並獲得250億元現金流；重組後公

司的生息負債將降至600億元，負債率將與三大航空公司幾乎一致。

海航獲戰投注資380億人幣
負債率降至81% 與三大航空公司看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
報道）市場擔憂“限電潮”令工業生產受
限，料對製造業和供應鏈造成衝擊，影響
到企業的盈利水平。A股周期板塊27日重
挫，有色、鋼鐵、化工等均大幅殺跌；電
力行業整體雖衝高回落，但部分電力股表
現亮眼。市場資金再度回流至白馬股，貴
州茅台盤中一度漲停。27日滬綜指報
3,582點，跌30點或0.84%；深成指報
14,344點，跌13點或0.09%；創業板指
報3,231點，漲23點或0.74%。兩市共成
交13,656億元人民幣。

在“能耗雙控”目標的壓力下，
部分地區宣布嚴控能耗，實行用電降
負荷，對重點用能企業限電限產。連
日來多家A股上市公司發出公告稱，由
於供電緊張，為響應當地“能耗雙
控”的要求，上市公司本身或旗下子
公司的生產線臨時停產。

多家企業生產線限產停產
中農聯合、ST華鼎26日晚相繼公

告，“全資子公司山東聯合接到通知，
要求降低用電負荷，該限電政策導致山
東聯合部分生產線開車時間減少，預計
將對公司產銷量造成一定影響。”、
“因‘能源雙控’的要求，根據政府的
統一部署和安排，公司部分廠區及子公
司臨時停產。”金嶺礦業、金浦鈦業、
錦雞股份等多家公司亦面臨限產或臨時
停產，公告提醒投資者注意風險。金嶺
礦業公告稱限電政策將導致公司選礦廠
生產運行時間減少，預計對公司後續鐵
精粉產量造成一定程度的影響。多數陷
入限產、停產的上市公司，27日股價均

大幅低收。金浦鈦業因兩家子公司生產線臨時限
產停產而跌停，金嶺礦業同樣跌停，中農聯合挫
8%，錦雞股份跌7%。

盤面上，有色、化肥板塊暴跌7%，船舶製
造、鋼鐵跌超過6%，化工、材料、化纖整體跌
5%。周期股現跌停潮，僅有色金屬板塊有近20
股跌停，化工行業板塊近30股跌停。當日兩市
近200個股跌停，逾3,500家公司下跌。電力行
業早盤大幅高開，其後整體升幅回落，收市倒
跌近2%，但仍有恒盛能源、廣州發展等漲停。
券商板塊尾盤閃崩，東方證券幾近跌停。

釀酒股飆升 茅台一度漲停
釀酒板塊重挑大樑飆升逾5%，青青稞酒、

金種子酒、海南椰島、古井貢酒、瀘州老窖、五
糧液漲停，貴州茅台盤中一度漲停，收市仍大漲
9.5%。除此以外，食品飲料、農牧飼漁、保險
等也小幅收紅。中國石油也積極護盤，收漲
4%。

海航控股27日晚發布公告，公司及其十家子公
司重組計劃草案，根據草案，普通債權超過

10萬元部分可以海航控股A股股票抵債，每家債權
人35.61%債權由股票清償，抵債價格為每股3.18
元。海航控股表示，以海航控股現有A股股票約
164.37億股為基數，按照每10股轉增10股實施資本
公積金轉增；轉增形成的約164.37億股股票不向原
股東分配，全部按照重組計劃進行分配和處置。

部分債權將以A股抵債
中國民航網27日報道稱，根據公司周一會議

上與債權人討論的重組計劃，在債轉股清償近
400億元債務後，重組後海航控股帶息負債壓降
至600億元。重組完成後，清償債務後的海航控
股總資產為1,700億元，總負債為1,380億元，負
債率為81%，與內地三大航空公司－國航、東航
和南航相當。

另外，海航600億元的留債，會按10年期

清償，且僅按2.89%計息，該息率與十年期國
債的利率相當，可算是行業內最優融資條件。
全年財務費用預計20億元左右，遠遠低於三大
航目前50億至60億元的財務費用，達到海航集
團黨委書記顧剛提出的“重組完成後航空主業
財務總費用預計將大幅下降80%以上。”

飛機租賃成本大幅下降
會上，顧剛透露，海航控股與境內外各大飛

機租賃商達成了債務重組方案，針對破產重組前的
飛機租金欠款，各大租賃商均給予了大幅豁免；且
針對破產重組後的租金，不僅下調了15%至20%
的標準，而且在未來幾年時間內，對寬體客機將由
固定租金改為按飛行小時收費。這些措施能夠為海
航控股節省大量飛機租金支出，成本降到了和國
航、東航、南航同樣的水平，將為未來海航的可持
續運營奠定了堅實基礎。

顧剛指，引入戰略投資者後，戰投投入380

億元，其中海航控股將獲得約250億元現金流補
充，在全面清償經營性欠款後，海航航空主業賬
上還可能有100億元現金用於企業經營。重組完
成後，以海航現有670架的機隊規模，優於三大
航的機齡、人機比和成熟且靈活的管理能力，將
徹底夯實內地第四大航司地位。

據悉，債權人已經就重整計劃進行投票。對
於普通債權，每家債權人10萬元或以下的部分由
公司以自有資金一次性清償完畢。超過10萬元的
部分普通債權中，除救助貸款外，每家債權人
35.61%債權由股票清償，抵債價格為每股3.18
元；每家債權人餘下64.38%債權由海航集團等關
聯方清償。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委員
會日前召開第三季度例會指出，堅持把服務實體
經濟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維護經濟大局總體平
穩；並指出，要維護房地產市場的健康發展，維
護住房消費者的合法權益。

人行會議稱，當前全球疫情仍在持續演變，
外部環境更趨嚴峻複雜，國內經濟恢復仍然不穩
固、不均衡，要集中精力辦好自己的事，搞好跨
周期政策設計，統籌做好今明兩年宏觀政策銜
接。堅持把服務實體經濟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
維護經濟大局總體平穩，增強經濟發展韌性。同
時，要健全市場化利率形成和傳導機制，完善央

行政策利率體系，優化存款利率監管，繼續釋放
貸款市場報價利率改革潛力，推動實際貸款利率
進一步降低。

穩定信貸總量增長
穩健的貨幣政策要靈活精準、合理適度，保

持流動性合理充裕，增強信貸總量增長的穩定
性，保持貨幣供應量和社會融資規模增速同名義
經濟增速基本匹配，保持宏觀槓桿率基本穩定。

此外，要支持銀行補充資本，提高服務實體
經濟和防範金融風險的能力。進一步發揮好再貸
款、再貼現和直達實體經濟貨幣政策工具等措施

的牽引帶動作用，用好新增3,000億元人民幣支小
再貸款額度，支持增加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戶貸
款，落實好普惠小微企業貸款延期還本付息政策
和信用貸款支持計劃延期工作，綜合施策支持區
域協調發展。要有序推動碳減排支持工具落地生
效，以促進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為目標完善綠色
金融體系。

另外，還要深化匯率市場化改革，增強人民
幣匯率彈性，引導企業和金融機構堅持“風險中
性”理念，加強預期管理，把握好內部均衡和外部
均衡的平衡，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
基本穩定。

人行：需維護房地產市場健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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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組後海航可獲250億元人民幣現金流，公司
的生息負債將降至600億元人民幣，負債率將與
三大航空公司幾乎一致。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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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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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密利今天在
聯邦參議院軍事委員會作證時，為在前總統
川普任期末期致電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聯合
參謀部參謀長李作成辯護，並表示曾將此事
告知川普政府高階官員。

華盛頓郵報副主編、知名調查記者伍德
華 （Bob Woodward） 與 政 治 記 者 柯 斯 塔
（Robert Costa）共同撰寫的新書Peril（危險
，暫譯），揭發密利（Mark Milley）曾 2 度
致電李作成，向他保證美軍不會向中國開戰
。

華郵引述書中內容指出，密利第一次致
電李作成是在2020年10月30日，亦即美國
總統大選投票前4天；第2次在今年1月8日
，也是川普支持者闖入國會山莊後2天。

書中指出，美軍南海軍演引發緊張局勢
，加上川普對中國言論日趨激烈，10月底，
密利在分析情報後，擔憂中國會認為美國準
備發動攻擊，決定致電李作成，向他保證美
國政府十分穩定，不會對中國發動攻擊，密
利甚至承諾在美國發動襲擊時會向他發出警
告。

這是新書內容曝光後，密利首度詳細地
為他的行動辯護，他表示這項行動是在緩和
與北京的緊張關係，而非 「篡奪權力」。

密利大體證實書中的論述，但駁斥秘密
通話的想法，表示致電李作成是與美國政府
協調後的行動，並曾將此事告知川普高階官
員，包括當時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

）、白宮幕僚長梅多斯（Mark Meadows）和
代理國防部長米勒（Chris Miller）。

密利表示： 「我知道，我確定，總統川
普無意攻擊中國，傳達總統的命令與意圖是
我應有的責任。而且我的訊息是一致的：冷
靜、穩定、降低緊張。 『我們不會攻擊你們
。』」

密利承認今年 1 月 8 日曾和國會眾議院
議長裴洛西（Nancy Pelosi）通話。

根據華郵，裴洛西詢問密利採取了那些
防護措施，防止 「不穩定的總統」發動核子
攻擊， 「他瘋了，你知道他瘋了」。

密利向國會議員表示，裴洛西問他，川
普的行動是否可能導致核子飛彈意外發射，
他則向她保證已採取防護措施。

密利也首度在國會就美國從阿富汗混亂
撤退一事作證，並稱這場長達20年的戰爭是
個 「戰略失敗」。他認為美國應在阿富汗維
持數千部隊，以防止塔利班（Taliban）接管
阿富汗。

今天出席參院軍委會聽證會的還有國防
部長奧斯汀（Lloyd Austin）及美軍中央司令
部司令麥肯錫（Frank McKenzie）。美國結
束阿富汗戰爭，從當地倉皇撤離美軍和平民
，並導致塔利班再度掌權，是這場聽證會的
另個焦點。眾議院軍事委員會明天也將舉行
聽證會，密利、奧斯汀和麥肯錫將繼續面臨
撤軍檢討。

參院聽證 美參謀首長為防美中開戰致電共軍辯護

美國國會將就美國結束阿富汗戰爭，從當
地撤離美軍和平民爆發的混亂，並導致塔利班
（Taliban）再度掌權，舉行聽證會。美國總統
拜登的高階領袖本週將面臨近期最具爭議性的
聽證會。

路透社報導，聯邦參議院和眾議院軍事委
員會將分別在今天和明天舉行聽證會，共和黨
將聚焦於拜登政府在這場近20年戰爭的尾聲犯
下的錯誤。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兩週
前面臨類似質問，即使面臨要求下台聲浪，他
仍堅定為拜登政府辯護。

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Lloyd Austin）預期

將讚揚美軍人員，協助空運撤出 12 萬
4000名阿富汗人，這項任務也造成13名
美軍和數十名阿富汗人，在喀布爾機場外
自殺炸彈攻擊事件中喪生。

一名美國官員告訴路透社，奧斯汀預
期將 「坦承我們應該可以做得更好」。

這名官員表示，當中包括美軍撤退前最後
一次無人機攻擊，五角大廈坦承在那次攻擊中
造成10名平民喪生，其中大多是孩童，而非他
們原本打算攻擊的伊斯蘭國（IS）武裝分子。

聽證會召開前，參議院軍事委員會共和黨
首席成員殷荷菲（James Inhofe）致函奧斯汀，
列出一長串請求，要求五角大廈提供資訊，其

中包括8月26日機場爆炸事件，以及美軍留下
哪些裝備在阿富汗，以及政府未來的反恐計畫
。

民主黨籍參議員夏亨（Jeanne Shaheen）說
，議員也將就 「對於如何讓所有曾經協助美國
的阿富汗人離開，缺乏協調和實質計畫」提出
質疑。

她告訴路透社： 「我們不知道能否獲得答

案。但關於我們在阿富汗為何淪落到那種地步
的問題將會再度被提出。」

其中最難以回答的問題恐怕很多會落到兩
位高階將領身上：美軍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
密利（Mark Milley），以及美軍中央司令部司
令麥肯錫（Frank McKenzie）。

美國會阿富汗聽證會 拜登將領將面臨撤軍檢討

由於美國公債殖利率飆升、通貨膨脹持續升溫
和美國國會遲遲未通過提高舉債上限，華爾街股市
今天收盤重挫，道瓊工業指數大跌569.38點，易受
美債殖利率飆升影響的科技股那斯達克指數慘摔
2.83%。

道瓊指數終場重挫569.38點，或1.63%，收在
34299.99點。

標準普爾500指數大跌90.48點，或2.04%，收
在4352.63點。

科技股那斯達克指數慘摔423.29點，或2.83%
，收在14546.68點。

費城半導體指數下跌131.06點，或3.80%，收
在3314.39點。

美債殖利率飆升、通膨持續升溫！美股重挫道瓊大跌569點

突如其來的疫情不僅造成全球超過470萬人染疫喪命，隨之
而來的壓力也連帶造成許多社會問題。根據美國聯邦調查局
（FBI）在27日公布的統計數據，疫情間與槍枝有關的命案越來
越多，且2020年全美殺人案件激增近30%，令人憂心。

FBI所公布的最新統計資料顯示，在2020年全美謀殺和過失
殺人案數量大增29.4%，創下了聯邦政府自1960年起，開始彙整
全國數據以來的年度最大增幅。根據報導，統計數據顯示在2020
年全美暴力犯罪比例上升5.6%（超過120萬件）；財產相關犯罪
則下降7.8%、搶劫案比例下降9%、強姦案下降12%；攻擊事件
增加12%。

根據了解，今年以來雖然殺人案件數也進一步增加，但是增

幅沒有2020年那麼劇烈。至於為何殺人案件數量急劇增加，犯
罪學家以及警方都在持續探究可能原因，其中可能包含疫情引起
的社會變化、警政改革，以及槍枝銷售量增加等緣故。

聯邦調查局的資料進一步分析了究竟有多少殺人案件是與槍
擊事件有關。數據顯示，2019的凶殺案中，槍殺佔73%；2020年
的比例則上升到76%。當局分析，德州休士頓在2020年發生400
多起殺人案件，槍殺事件則是從2019年的221起，到2020年增
至343起，增幅為55%。

儘管看起來似乎犯罪情況變得嚴重，但從整體趨勢來看，犯
罪率仍低於1990年初期的歷史高點。數據顯示，在華盛頓特區
、紐約、芝加哥等地，凶殺案數量遠低於近30年前當時所留下

的新高紀錄。
University of Nebraska Omaha 犯罪學與刑事司

法副教授Justin Nix分析FBI所公布的數據，他
指出 「凶殺案幾乎是無所不在，但整體犯罪率
仍在下滑，因此並不會讓人感到意外。」他認
為凶殺案之所以在2020年急遽增加，最可能的

原因有二，第一是疫情大流行；第二則是 「警察正當性的危機」
（police legitimacy crisis） 。

專家分析，疫情為人們帶來更大的心理壓力以及經濟壓力。
失業、孤立以及對未來的不確定性，會導致更多的沮喪與憤怒，
若沒有積極應對這些負面情緒，人們就更容易犯罪。且過去也有
研究發現，經濟壓力與缺乏社會支持，都是影響凶殺率的因素。

Nix 指出，美國非裔男子佛洛伊德（George Floyd）在 2020
年於明尼蘇達州Minneapolis被警察壓頸致死，引發全國抗議，
也引起外界對於警察執法過當的質疑。Nix指出，佛洛伊德之死
還有其他類似事件，導致許多人對於警察信任度降低，因此較不
願尋求警方的協助，或是向調查人員提供與凶殺案相關的資訊。

FBI統計美國2020凶殺案激增近30％ 專家分析背後兩大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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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瀉核電站存在安全隱患
東京與地方負責人互相甩鍋，稱立即補救
綜合報導 東京電力公司於9月22日向日

本核監管局提交了一份報告，該報告指出新瀉

縣的柏崎刈羽核電站存在一些安全隱患。

據日媒報道，東京電力公司（TEPCO）位

於新瀉縣的柏崎刈羽核電站發生了一系列設備

故障。由於事態嚴重，日本核監管局（NRA）

在4月下令禁止向該核電站運輸核燃料，並中

止了該核電站請求恢復運營的手續。並且，為

了確保TEPCO具備應對此事的能力，NRA將

會再次對該核電站進行檢查。

據日媒報道，TEPCO在報告中說明了導致

設備故障的三個關鍵因素：缺乏風險意識；高層

對該核電站的管理不到位；公司沒有及時進行自

我糾正。同時，新瀉縣知事花角英世在9月22日

的新聞發布會上說：「東京電力公司一直忽視核

電站的管理。隨著問題接二連三地出現，我開始

懷疑它是否有能力運營管理一座核電站。」

據報告顯示，核電站的一個主要問題是設

備故障。NRA發現該核電站至少有30天未對10

處出現故障的設備進行維修，不僅如此，該核電

站有100個火災探測設備未安裝在適當位置，在

設備維修處理方面的管理也不嚴格。在檢查過程

中，NRA還發現了盡管該核電站配備了安全攝

像頭，但是該核電站的負責人僅要求一名員工在

執行其他職責的同時查看監控。

據日媒報道，該核電站的工作人員曾向上

級反映，要公司加快維修，但公司並未立即采

取行動。也有其他工作人員表示，反正臨時措

施到位，無需快速修復故障檢測設備。TEPCO

在會議上表示，地方負責人從未向其上級報告

過此事。

據日媒報道，與TEPCO在福島縣的其他

核電站相比，新瀉核電站的故障設備數量要比

其他核電站的數量多，並且耗費的維修時間更

長。例如，自2019年以來，福島其他核電站

設備的維修時間很少超過三天，而新瀉核電站

設備維修的時間需要一個多月，甚至有一個設

備維修的案例顯示是耗費了11個月才完成。

TEPCO表示，之所以耗費這麼長的維修時間

，是因為2011年福島第一核電站發生事故後

，高層決定采取成本削減措施。

TEPCO的總裁小早川智明和負責監督核

電運營的牧野重典將受到公司的處罰，在三個

月內減薪30%，並罷免牧野重典和柏崎刈羽核

電站負責人石井武夫的職務，TEPCO的核電

業務也將從東京總部遷至新瀉。而TEPCO的

董事長小林義光在新聞發布會上鞠躬致歉，表

示，「為防止再次發生該類事件，我們會立即

采取措施，而這將是我們最後的機會。」其他

電力公司則表示擔心，由於東電管理不嚴，他

們可能也將面臨公眾的強烈反對。

各說各話！
日韓外長會談強征勞工等問題

未得進展

綜合報導 日本外務大臣茂木敏充與

韓國外長鄭義溶，正在美國紐約參加聯合

國大會，兩人在場邊舉行雙邊會談。但會

中，針對造成日韓關系緊張的強征勞工與

慰安婦議題，雙方各說各話，討論沒有取

得進展。

據報道，茂木敏充與鄭義溶於日本時

間23日晚間，進行了約50分鐘的會談。

會中針對慰安婦和二戰時的「征用勞

工」(日本企業強征韓國勞工)議題進行討

論，茂木再度重申，這兩項議題是韓國方

面的責任，應提出適當的應對方式；鄭義

溶則僅重申韓國立場，雙方討論未獲進展。

不過雙方同意，為恢復日韓關系、在

多項領域合作，雙方將增進人員交流。

日韓雙方因慰安婦和強征勞工議題長

期關系緊張。2018年 10月，韓國大法院

支持4名二戰時期遭日本強征的韓國勞工

的索賠權，判決涉事日本企業向每名原告

賠償1億韓元。隨後，多起強征勞工案宣

判，判決引發日方強烈不滿。

2019年 7月，日本宣布對韓國限製

出口部分半導體材料。韓國官方和輿論

認為，此舉是在韓國大法院對「強征勞

工索賠案」判決後，日本對韓國進行的

經濟報復。

柬
埔
寨
政
府
宣
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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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因多個寺廟暴發新的疫情，柬埔寨政府緊急

叫停亡人節活動，為期3天的假期依舊保留。

根據柬埔寨衛生部24日通報，該國當天新增報告822

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新增治愈出院494例，新增死亡21例

。新增確診病例中，716例為社區傳播感染病例，10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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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7萬例，累計治愈9.9萬例，累計死亡2197例。

今年亡人節9月22日正式拉開帷幕，該傳統節日剛開

始不久，官方就通報位於金邊市鐵橋頭區白特梅分區的尊

布格艾寺廟涉疫的信息，醫護人員前往該寺廟對411名僧侶

和善男信女進行采樣檢測，結果顯示46人確診。目前確診

患者已被送往醫院接受治療。金邊市政府發出通告，決定

暫時關閉尊布格艾寺廟14天，即從9月23日至10月6日，

並呼籲到訪上述寺廟的相關人員，務必接受采樣檢測，並

進行隔離觀察14天。

與此同時，多個寺廟也在這兩天出現新的感染群，這引

起柬官方重視。據柬埔寨首相洪森23日晚上簽發的政令，在

短短兩天內，多個寺廟暴發疫情，可能會引發大規模感染。

在更具傳染力的德爾塔新冠變異病毒正在肆虐之際，為遏製

疫情蔓延，政府決定從25日起取消舉辦亡人節活動，即從亡

人節第4天至第15天，亡人節3天假期(10月5日至7日)照常。

亡人節也被稱為柬埔寨的「黃金周」。根據柬埔寨的

傳統，每年的佛歷10月1日至15日舉行，共計15天。每年

亡人節，寺廟裏人山人海，信徒前往寺廟，聽僧侶誦經、

布施齋飯、為佛像施沐浴禮、堆沙山和開展各種民間傳統

活動。

韓單日新增確診病例數再創紀錄

短期內預計繼續攀升
綜合報導 韓國中央防疫對策本部通報，截至當天 0時

，韓國較前一天 0時新增新冠肺炎確診病例 2434 例，累計

確診295132例。單日新增病例較前一天大增719例，時隔44

天創下韓國單日新增確診病例數最高紀錄，官方預計短期

內這一數字將繼續攀升。

韓國第四波疫情大流行已持續近3個月，但尚未出現趨

緩跡象。數據顯示，韓國單日新增確診病例自7月7日以來連

續80天保持在四位數。近四周新增確診病例中感染途徑不明的

病例比重持續上升，已經逼近40%，首都圈以外地區的社區感

染病例占比也回升到25%以上。

據韓國官方預測，隨著節後回城接受核酸檢測人數的增

多，確診病例數字下周會有進一步增加，非首都圈的確診病

例也很可能增加，節日期間人口大遷移給疫情帶來的影響將

全面顯現，可能出現全國性大擴散。有專家預測，屆時單日

新增病例可能超過3000例。

韓國國務總理金富謙24日表示，疫情擴散態勢驚人，未

能提前防範令人遺憾。若防疫工作不力，分階段恢復日常方

案的實施難免推遲。韓國中央應急處置本部社會戰略組組長孫

映萊當天就將於下周發布的社交距離響應定級方案表示，要再

觀察並分析疫情趨勢，並將綜合考慮危重癥發生率和致死率，

最終敲定防疫響應調整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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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及記者李理報

道，中國駐美大使館華盛頓當地時間5日發佈通

知，就搭乘臨時包機意願開展摸底調查。通知

稱，將首先面向全美符合條件的未成年中小學留

學生開放登記。

中國包機優先接小留美生
駐美使館開展搭乘意願調查及開放登記 高中生：救命稻草

根據駐美大使館的通知，目前大多數海外留學人員仍然
選擇留在當地。同時考慮到有一些留學人員、特別是

未成年的小留學生面臨無法解決的實際困難，需要返回
中國，中國有關部門正在積極考慮對疫情嚴重國家一些確
有困難、急需回國的留學人員，採取逐步、有序方式，作
出開通臨時航班和包機等相應安排。

機票隔離費用自理
通知指出，根據公開、透明、公平原則，首先面向全

美年齡未滿18周歲（以登記日為準）、父母未陪伴在旁、
長期或短期在美留學的中小學留學生開放登記。如安排臨
時航班和包機，將根據可能的航空運載量，從保護弱小原
則出發，按照登記人員年齡從小到大順序排序，優先安排
小留學生乘機回國。

根據安排，機票和回國隔離費用自理。自願承擔回國
過程中的各種可能風險，並自覺接受乘機過程及抵達目的
地後的各項檢疫安排。除未成年留學生外，監護人等其他
人員不能陪同乘機。截止時間為美東時間2020年4月6日晚
6時（北京時間4月7日晨6時）。

家長：兒子回家最後希望
一名名叫“惠子”的留美高中生表示，最近美國每天

確診數字都是四位數起跳，她確實有點後悔沒有早點回中
國，在家裡的母親更是心急如焚。包機回國消息一出，她
第一時間就在母親的催促下做了登記。“這就像救命稻
草，我現在的安全感已經被打破了，我相信祖國做事的效
率，很快就能讓我們回國。”她還特意在自己的社交媒體
上寫道：“感謝祖國，感恩生為中國人，我們要加油。”

一名兒子在蘭道夫馬克高中唸書的家長表示，她的兒
子是住校生，學校現在停課，孩子沒有辦法自己照顧自
己。家長為了確保兒子能回來，四月份定了各個時段五張
機票，加起來十幾萬元人民幣，但結果是全部被取消。現
在有了包機安排，她表示，簡直是幫助自己兒子早日回家
的最後一絲希望。

中國民用航空局飛行標準司副司長韓光祖6日介紹，
從3月4日到4月3日，民航共安排11架次臨時航班，協助
在伊朗、意大利和英國的1,827名中國公民回國，接回人員
主要以留學生為主。

��(���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駐美
大使崔天凱華盛頓時間5日在《紐約時報》刊
文指出，圍繞疫情中美兩國間有一些不和諧的
聲音。“但現在不是相互指責的時刻，現在我
們需要團結合作、互幫互助。”

齊引領疫苗研發攻關合作
這篇題為《同舟共濟 定克時艱》的文章

說，此時此刻團結至關重要。要保持清醒、明
辨是非，對那些企圖煽動種族主義和歧視仇
外、把別國或別的種族當成替罪羊的愚蠢言行
說不。因為這樣的言行不僅會嚴重破壞中美當
前合作抗疫的努力，也將埋下猜疑甚至對抗的
禍根，將兩國的人民拖入險境，甚至殃及全
球。

文章表示，中方始終負責任地通報疫情信
息。中國建立了新冠肺炎疫情網上知識中心面
向所有國家開放。中美兩國衛生部門和防控專
家也一直保持着密切溝通。

文章認為，作為世界最大的兩個經濟體，
中美應該引領治療技術和疫苗研發國際攻關合
作，充分探討治療藥物技術共享，聯手幫助缺
乏醫療條件的國家，推動完善全球衛生治理。
此外，還要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穩市場、
保增長、保民生，確保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開
放、穩定、安全。

華企全力生產美採購物資
文章介紹說，中方盡己所能，為包括美國

在內的有關國家提供支持，而位於美國疫情

“震中”的紐約州正是重點支持對象。目前，
中方正協助美政府在華採購抗疫物資。中國企
業加班加點，生產、交付紐約與全美採購的醫
療物資。華為向紐約州和華盛頓特區捐贈了數
萬件防疫物資。中資企業總計已向美捐贈150
萬隻口罩、20萬個檢測盒、18萬個手套及許多
其他防疫物資。

文章稱，不久前，中國也遭受了疫情的迎
頭痛擊，因此我們對美國人民的苦痛感同身
受。我們搏鬥過，付出了巨大犧牲，所以深知
這裡及世界各地抗擊疫情的艱難。我們銘記，
在最困難的時候世界各地的朋友給了我們慰藉
和幫助，其中很多是美國人，很多是紐約人。
現在我們也願真誠回報他們的善意，與他們共
渡難關。

崔天凱：中美需團結合作互幫互助

■■中國駐美大使館將安排包中國駐美大使館將安排包
機機，，優先接未成年留美學生回優先接未成年留美學生回
國國。。圖為中國留美學生與當地圖為中國留美學生與當地
同學和老師交談同學和老師交談。。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紐約市史坦頓島醫護人員收到紐約市史坦頓島醫護人員收到
美國華人團體及華人企業捐贈的美國華人團體及華人企業捐贈的
口罩口罩。。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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勇水警殉勇水警殉職職 KarKaryy落更啦落更啦
林婉儀遺體尋回林婉儀遺體尋回 親友擁泣親友擁泣 同袍列隊致哀同袍列隊致哀

高級督察林婉儀墮海失蹤第三天，27日早
晨7時許水警、消防、政府飛行服務隊

及海事處繼續搜救行動，其間有市民在大嶼山
二澳泳灘對開海面發現一具人形物體，於是報
警。警方及消防員趕至撈起一具女性浮屍，從
外貌及衣着特徵判斷為林婉儀，證實她已經英
勇殉職。

林鄭：盡忠職守令人敬佩
正在內地進行公務活動的香港特區行政長

官林鄭月娥對林婉儀墮海殉職表示悲痛，並對
她的家人致以最深切的慰問。林鄭月娥也對事
件中3名受傷警員表示慰問，祝願他們早日康
復。她表示，警隊站在維持治安最前線，一直
盡忠職守，保障市民生命財產安全，面對危險
亦無畏無懼，令人敬佩。

27日上午9時許，林婉儀遺體由水警船運
往大欖水警基地期間，大批同袍及家屬早已接
報趕至等候。當遺體由警員合力送上岸時，同
袍及家人兩旁列隊致哀，有家屬難掩傷心抱頭

痛哭，有同袍則以右手按左胸向林婉儀作致
敬，當目送遺體由仵工舁送殮房時更流下男
兒淚。

香港警務處處長蕭澤頤到達大欖水警
基地了解情況，並向林婉儀家人致以深切
慰問。蕭澤頤表示，對林婉儀因公殉職，
警隊上下深感痛心，並向其家人致以最深
切慰問，警隊福利科一直陪伴其家人身
邊，提供最適切支援，並感謝連日來其他
部門人員及內地海警協助搜救。

一哥：艱辛危險仍無惧無畏
蕭澤頤表示，水警同袍在海上執法行動是

非常艱辛及危險，但同袍始終無畏無懼地盡力
維護法紀，“即使面對目無法紀、冷血的走私
罪犯，同樣會無畏無懼執法。”他強調，警方
針對海上走私犯罪，未來必會加強與其他部門
及內地相關執法機關合作，全力打擊跨境走私
活動，將冷血走私罪犯繩之以法。

27日中午，林婉儀約30名親友獲警方安

排由水警船載往龍
鼓灘登岸拜祭。另
有同袍在互聯網上
載林婉儀穿制服行
禮的黑白照片，留
言“Kary落更啦 R.
I.P”，以向她的英
勇殉職作致敬。

事發25日早上
8時許，水警小艇分
區在龍鼓洲近沙洲
一帶進行反走私行動期間，其中一艘水警小艇被
逃走的走私快艇撞翻，艇上4名警員墮海被困小
艇底，其中兩名警員經掙扎自行游上水面，另一
名警員由趕至支援的同袍救出，但女高級督察林
婉儀則墮海失蹤。連日來，水警、消防、政府飛
行服務隊及海事處展開“海陸空”搜救，因事發
地點與內地水域分界相近，內地海警亦協助搜
救。不幸的是，至27日晨，林婉儀遺體終在大
嶼山二澳水域被尋回。

25日在沙洲發生水警小艇遭走私

快艇撞翻事故中，墮海失蹤的女高級

督察林婉儀（Kary）連日下落不明、生

死未卜，家人及同袍憂心不已。事件

27日踏入第三天，林婉儀的遺體終在

大嶼山二澳海面被尋回，證實她已經

英勇殉職。當林婉儀的遺體由水警船

運往大欖水警基地時，大批同袍及家

人在場列隊致哀，有親友目送遺體被

運送離開時傷心相擁痛哭，有同袍流

下男兒淚。對於有警員英勇殉職，香

港特區行政長官、主要官員及社會各

界紛紛發聲明致以深切哀悼。香港警

務處處長蕭澤頤對同袍林婉儀因公殉

職深感痛心，向殉職警員家人致以深切慰問，並強烈譴責冷血走私罪犯。他

強調，縱使海上執法非常艱辛及危險，水警人員必定會無畏無懼地盡力維護

法紀。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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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天早上當天早上88時許時許，，香港水警一艘香港水警一艘““多多
重任務截擊艇重任務截擊艇””在沙洲水域一帶緝私在沙洲水域一帶緝私
時遭走私快艇撞翻時遭走私快艇撞翻，，船上船上44名警員同名警員同
告墮海告墮海，，其中其中33名警員獲救名警員獲救，，女高督女高督
林婉儀失蹤林婉儀失蹤。。水警聯同多個部門展開水警聯同多個部門展開
““海陸空海陸空””搜救行動搜救行動，，內地海警亦協內地海警亦協
助搜索助搜索，，至深夜未有發現至深夜未有發現

9月
25日

當天香港水警當天香港水警、、消防消防、、海事處海事處
及政府飛行服務隊與內地海警及政府飛行服務隊與內地海警
繼續展開繼續展開““海陸空海陸空””搜救行搜救行
動動，，至下午約至下午約33時時，，香港消防蛙香港消防蛙
人在沙洲海底發現懷疑屬於林人在沙洲海底發現懷疑屬於林
婉儀的電筒婉儀的電筒，，隨即擴大搜索範隨即擴大搜索範
圍圍，，惟未有進一步發現惟未有進一步發現

9月
26日

當天早上當天早上77時許時許，，林婉儀的遺林婉儀的遺
體於大嶼山二澳泳灘海面被體於大嶼山二澳泳灘海面被
發現發現，，遺體由水警船運返大遺體由水警船運返大
欖水警基地欖水警基地；；大批同袍及家大批同袍及家
人列隊致哀人列隊致哀，，目送林婉儀遺目送林婉儀遺
體被舁送往富山公眾殮房體被舁送往富山公眾殮房

9月
27日

林婉儀緝私殉職時序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25
日於沙洲緝私行動期間英勇殉職的女
警林婉儀，性格外向好動，投身警隊
14年，憑努力由警員晉升高級督察，
每次執勤也走在最前線，身先士卒，
可謂“巾幗不讓鬚眉”。自6年前調任
水警以來，林婉儀屢破數以千萬港元
計的大型走私案件，以及轟動一時的
寵物走私案，其出色表現獲委以水警
小艇隊指揮官，在警隊前途一片光
明。詎料林婉儀在今次緝私行動時，
遭冷血走私罪犯駕大飛撞翻水警船墮
海英勇殉職。

基層做起 晉升督察
現年37歲的林婉儀，洋名Kary，

已婚，但未有子女，因性格外向及活躍
好動，讀書時期曾參加民安隊少年團，
為實現除暴安良志願，2007年畢業後投
身警隊，最初只是一名基層軍裝警員，
但憑努力至2010年獲晉升為督察。林
婉儀因喜歡水警工作，於2015年調任
水警，由於表現出色及工作拚搏，再獲
晉升至高級督察，隸屬水警總區小艇分
區，駐守昂船洲水警小艇隊擔任指揮
官，持有船隻駕駛牌照。

偵破去年走私寵物案
雖然林婉儀是女兒身，但“巾幗不

讓鬚眉”，除是警察足球隊足球員外，
多年來執勤時也不畏艱險、身先士卒，
2019年攬炒派引發修例風波期間，林婉
儀亦一直走在最前線與黑暴對抗，維護
法紀，保護香港市民生命財產。林婉儀
調任水警6年以來，屢破大型走私案
件，包括2020年9月轟動一時、釀成大
量貓狗死亡的走私寵物避疫案，以及同
年8月偵破3,700萬港元走私案等，當
日兩宗走私案的警方記者會，林婉儀也
有出席交代案情。林婉儀執勤時的拚搏
精神，深受上級賞識及同袍敬重。
去年林高級督察駐守小艇隊期間，

多次帶隊成功打擊海上走私活動，其間
共截獲超過 70艘快艇，並拘捕逾百
人，林督察亦因此獲得超過 40個讚
賞。除此之外，林高級督察過往表現
卓越，曾獲得兩次總區指揮官嘉獎、
一次警務處處長嘉獎（單位）及“踏
浪者行動”勳章。

●●林婉儀遺體由水警船運往大欖水警基地林婉儀遺體由水警船運往大欖水警基地，，多名警員合力抬上岸多名警員合力抬上岸。。

●大批警員在水警基地碼頭列隊，送別殉職女警林婉儀。

●●2727日中午死者家屬前往事發海域進行海祭日中午死者家屬前往事發海域進行海祭。。

●蕭澤頤對同袍林婉儀
因公殉職深感痛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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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桃機航空警察局X光機採購
疑爆弊案，桃檢漏夜偵訊後，向桃園地院聲
請羈押承辦的陳姓警務正及蔡姓廠商，林姓
安檢隊長以新台幣 10 萬元交保，其餘 12 人
請回。

桃園地方檢察署檢察官昨天指揮調查局
中部機動站，兵分多路搜索航警局、廠商辦
公室及住所，分別以被告及證人身分，帶回
林姓、陳姓等警官及廠商共15人，至於X光
機的來源、產地等資訊，檢調也在清查中，
全案朝貪污治罪條例方向進行偵辦。

桃園地檢署昨天漏夜偵訊，考量陳、蔡
涉犯貪污重罪、有逃亡滅證之虞向桃園地方
法院聲請羈押，另外，林姓隊長無羈押必要
，訊後諭知 10 萬元交保，其餘 12 人無保請
回。

航空警察局副局長余一縣今天表示，昨
天上午6時至11時許，桃檢指揮航警局督訓
科及調查局中部地區機動工作站，針對承辦
X光儀器財物及定期保養維修勞務等採購案
件相關承辦人員，林姓隊長、陳姓及鄭姓警

務正等2線3星人員住所實施搜索，並調取
相關採購案卷，由航警局派員帶3人主動至
桃園市調處接受調查。

余一縣說，相關採購為 「109 年度電腦
斷層掃描儀（CT）6部採購案」，預算金額
3億3600萬元，108年10月20日上網公告招
標，有3家廠商投標，經評選由其中1家得
標，同年 11 月 29 日以契約金額 2 億 6148 萬
元決標。目前全球有超過150座機場採用，
是國際間廣泛使用的主流安檢儀器，航警局
在108年配合桃園國際機場第二航廈託運行
李島檯改建，編列預算分2年逐步汰換舊機
種。

對於有媒體報導指稱，承辦人員涉嫌從
中收取回扣，余一縣指出，因現為檢調偵查
階段，基於偵查不公開原則，航警局全力配
合偵辦相關採購案件過程有無違法情事，絕
不護短，若有員警涉嫌違法，將從嚴追究相
關刑責暨考核監督不周人員責任，以端正警
察風紀。

航警局X光機採購疑爆弊案 一警官遭檢方聲押

（中央社）前外交部長歐鴻鍊指駐日代
表謝長廷稱駐大阪辦事處前處長蘇啟誠因有
憂鬱症自殺；謝提告求償，一審判歐須賠30
萬元；經上訴，二審今認定歐因遺孀所述而
知上情等，改判免賠確定。

二審指出，謝長廷為駐日代表，有關其
是否為了卸責、脫罪，曾說過 「蘇啟誠有憂
鬱症所以自殺」一事，屬可受公評之事。

二審表示，歐鴻鍊應說明消息來源及有
無合理查證，經審酌，歐鴻鍊曾致電蘇啟誠
遺孀，遺孀告知 「聽聞外交部關心人士告知
謝長廷在部內聲稱蘇啟誠有憂鬱症」，且遺
孀給歐鴻鍊信函中也記載此事及提及她與外
交部長吳釗燮見面時，請求管好謝長廷嘴巴
不要再傷害家屬。

二審認定，歐鴻鍊應是因蘇啟誠遺孀所
述而知上情，歐鴻鍊有合理憑據使其確信
「謝長廷稱蘇啟誠有憂鬱症」一事為真實。

因此將原判決廢棄，駁回原告之訴，歐鴻鍊
免賠，全案確定。

2018年燕子颱風侵襲日本，導致多名台
灣旅客滯留關西國際機場引發紛擾，駐日本
大阪辦事處前處長蘇啟誠輕生。

判決書內容，歐鴻鍊於民國 108 年 1 月
24日接受 「POP撞新聞」廣播節目訪問時表
示， 「大概因為人家這個指責謝長廷，逼死
了這個蘇啟誠，所以他為了卸罪、脫罪，他
就說，蘇啟誠有憂鬱症所以自殺」。

謝長廷主張，他於107年7月11日出境
後，直到當年 11 月 16 日才再入境，他從未
說過 「蘇啟誠有憂鬱症所以自殺」，因此向
歐鴻鍊提告求償新台幣80萬元。

一審去年8月宣判，認定歐鴻鍊未善盡
合理查證義務，應賠30萬元；案經上訴，二
審由台灣高等法院審理，今天宣判。

蘇啟誠輕生案 二審判歐鴻鍊免賠謝長廷確定

（中央社）一名吳姓男子到鹿港鎮祥運投注站
買彩券，對獎後以為 「摃龜」便丟進回收箱，業者
店休後依慣例再核對丟棄的彩券，竟中100萬元，
但業者沒私吞，報警找出吳男，讓吳男好開心。

彰化縣警察局鹿港分局鹿港派出所警員張宇翔
日前獲報 「請求協尋彩券失主」，員警依照彩券列
印時間調閱店內及附近路口監視器逐一比對，找出
中獎民眾騎乘的機車，再循車籍資料聯繫吳姓男子
，吳男一開始以為是詐騙，警方告知細節，他才相
信中獎新台幣百萬元。

「第一時間當然會浮現據為己有的想法，畢竟
不會有人知道」，鹿港鎮祥運投注站代理人黃竣柏
今天說，一輩子沒做過任何虧心事，如果真的侵占
這張彩券，他的心頭就會像被大石頭綁住一樣，一
定一輩子都會有心理陰影，所以他很快就決定報警
尋找彩券失主。

黃竣柏表示，這張百萬元中獎彩券是中秋雙十

加碼特別獎，中獎人可能只有核對一般開獎號碼，
忘記核對加碼獎號，發現沒有中獎，便將這張彩券
丟在店內回收箱，他店休後，依慣例將民眾棄置於
回收箱內的彩券再核對一次，想不到竟有1張中獎
100萬元。

黃竣柏說，開店約 20 年，開過多次百萬大獎
，吳姓中獎人當天是騎機車來店，推測應是鹿港當
地人，但他不認識吳男，當員警找到吳男來拿回彩
券，非常開心要包一個紅包給他，但他婉拒，兩人
推來推去，他最後只抽出 1000 元，用來買糖果放
店內給客人吃、沾財氣。

吳男後來由妻子、員警陪同到投注站取回彩券
，黃竣柏表示，吳姓男子看起來應是一般勞工，這
筆獎金說不定會帶給吳男一家很大幫忙，能夠順利
找到失主，很感謝員警認真、細心的協助，彩券順
利物歸原主，讓自己心中沒有壓力，更帶給對方快
樂。

投注站老闆核對丟棄彩券竟中100萬 報警找到失主

（中央社）台北捷運萬大線工地今天下
午發生意外，一名年約60多歲工人疑遭潛盾
機夾傷，捷運局證實，晚間6時50分宣告傷
者搶救無效。後續將全力協助理賠、現場調
查等事宜。

捷運萬大線工地一名60多歲工人遭潛盾
機夾傷頭部，警消到場CPR半小時依舊無生
命跡象，緊急送台大醫院，台北市捷運工程
局土木第二工務所主任劉振忠證實，晚間約
6時50分宣布傷者搶救無效。

劉振忠表示，潛盾機開挖加蚋站隧道，

因隧道已貫通，這名工人正在拆解潛盾機，
外殼滑動造成意外。

劉振忠指出，相關工作並非單獨作業，
現場應有4至5人，正在調查原因，工地已
停工，勞動檢查處也已經派人到現場拍照、
訪談人員等。

劉振忠說，廠商須寫報告、預防再出事
故，經勞檢處審核通過才予以復工，時間還
說不準，工人所屬廠商、承包商、北市府全
力協助理賠等後續事宜。

捷運萬大線意外 工人遭潛盾機夾傷搶救無效 （中央社）法務部今天說，性侵 假釋犯電子
監控系統1月間轉換時，因過載誤發離線120分鐘
的假訊號，此電子監控有分告警系統及監控系統均
各自運作，告警誤發120分鐘時，監控持續運作。

自由時報今天報導，審計部調查檢察署對性侵
假釋犯實施電子腳鐐監控情形，發現今年1月12日
凌晨 4 點左右，發生離線 120 分鐘，使約 130 受監
控者有監管空窗期；負責監控設備的廠商，也沒有
就 「出包」120分鐘情形，登載在異常表冊，詳實
離線事由及處理結果，審計部就此函請法務部督促
檢討改進。

法務部保護司副司長吳怡明今天澄清說明，性
侵害假釋犯的電子監控系統，並沒有出現120分鐘
離線而未監控的狀況。電子監控有二個子系統，分
別為告警系統及監控系統，子系統各自獨立運作，

當告警系統誤發120分鐘時，監控系統仍持續運作
中，因此沒有所謂120分鐘離線而未能監控的狀況
。

吳怡明說，廠商雖已於監控系統頁面進行公告
通知各地檢署為系統誤報，但未依照規定把告警系
統誤發情形、修復過程登載在相關表冊上，台灣高
檢署已請廠商交付資料，並就廠商違規做出裁罰。

法務部官員指出，1月12日進行新舊 「性侵害
付保護管束加害人科技設備監控系統」（主系統）
轉換時，因暫時性過載導致 「告警系統」誤發 「監
控主機通訊離線超過120分鐘」的假訊號，值班人
員於當下立即進行檢查，確認監控中的個案追蹤功
能並無中斷或離線，也就是 「監控系統」仍正常運
作中，因此監控作業未產生任何空窗。

法務部：過載誤發離線訊號 性侵犯電子監控沒中斷

藍擬杯葛施政報告藍擬杯葛施政報告 蘇貞昌蘇貞昌：：妨礙民眾知的權利妨礙民眾知的權利
行政院長蘇貞昌行政院長蘇貞昌（（中中））2828日再度受邀到立法院進行施政報告並備質詢日再度受邀到立法院進行施政報告並備質詢，，會前受訪時表示會前受訪時表示，，他依據他依據

憲法規定憲法規定，，應邀來立法院做施政報告應邀來立法院做施政報告，，阻擋或不讓他報告阻擋或不讓他報告，，是妨礙民眾知的權利是妨礙民眾知的權利，，希望大家都能團結希望大家都能團結
一致向前進一致向前進，，不要讓政府空轉不要讓政府空轉。。

藍綠立委清晨搶進議場藍綠立委清晨搶進議場 朝野衝突一觸即發朝野衝突一觸即發
為確保行政院長蘇貞昌施政報告順利為確保行政院長蘇貞昌施政報告順利，，民進黨團成員昨天晚上在議場輪值民進黨團成員昨天晚上在議場輪值，，不過國不過國

民黨團清晨拂曉突襲議場大門民黨團清晨拂曉突襲議場大門；；議場大門上午議場大門上午77時開啟後時開啟後，，朝野立委衝進議場朝野立委衝進議場，，衝突一衝突一
觸即發觸即發。。

北市祭孔大典疫情下登場北市祭孔大典疫情下登場
台北市孔廟台北市孔廟2828日舉行祭孔大典日舉行祭孔大典，，為落實防疫規範為落實防疫規範，，首度取消民眾現場觀禮首度取消民眾現場觀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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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呈現美國司法系統極大漏洞的
華裔藍光裕夫婦被跟蹤、毆打、折磨、屠殺案件，目前已引
起全美華人的極大關注, 「美南國際電視」將在今（9月29日
，星期三）晚七時的 「新聞面對面」節目中，由主持人馬健
，訪問藍光裕夫婦的兒子，現在 「法學院」就讀的 Richard
Lam。

藍光裕夫婦的慘案，在美國受到主流媒體的關注。但因
為在我們社區，華人不會去吵鬧、去示威，三年多來，鮮有
人提及，大家都認為自己不會成為受害者，使我們的權利再
次被踐踏。而藍光裕夫婦的案件，也凸顯了美國 「法治系統
」的失敗 ！

2018年1月11日，藍光裕、梁晶晶夫婦被三個嫌犯，他
們已跟蹤他們夫婦很久了，之前，他們也搶劫過別人，開別
人的車，躲在草叢，跟蹤他們夫婦回家。在綁起來毆打、折磨了
他們夫婦多天後，再將其殺害。犯案後，他們依然大搖大擺，開
藍氏夫婦的車在他們家進出（社區大門的攝象機都已攝入）。

這三人過去也曾犯案，在保釋期間，仍繼續出來犯案。在馬
健與Richard Lam 的對談中表示：藍光裕夫婦辛苦了一輩子，這

三個罪犯，卻不勞而獲。此案如果是發生在別的社區，早鬧翻天
了。而華裔努力向上，不會報警，美國社會就是這麼 「弱肉強食
」 ！

此案三年多來，Richard Lam 化悲憤為力量，（他原是美國
的陸軍，去伊拉克服役），又回去唸法學院，他所有未來的夢想
— 他要用 「法律 」保障所有人的權益！

目前，州議員吳元之已搜集了很多民意，目前三嫌犯的預審
將於10月29日進行，審訊將於12月6日開始。目前，僑界洪良
冰和Bao Lam姊姊Vivi Jan想通過一個和平的燭光守夜活動。目
前預定在11月16日（星期二）在市政廳前的赫爾曼廣場舉行。
目前已有多個社團有意加入，將意識帶入主流，並表達我們對家
庭正義的聲援。

馬健將於今晚七時在美南電視 「新聞面對面」
訪問藍光裕夫婦屠殺案的兒子 談華人伸張正義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由休士頓客家會主辦的 「休士頓
全僑慶祝中華民國110年雙十國慶杯華台客語演講比賽」將於
本周日（10月3日）下午二點至四點，在僑教中心展覽室舉行
。

比賽分華/台/客語三組，每組以不超過十人為限；演講形
式不限；夫妻、母子、父女搭檔皆可；也可以混音。

比賽題目：（1 ）我在Houston ( 2 ) 我的家庭 （ 3 ）我見

我行。由參賽者任選，演講長度：2～5 分鐘；報名費：每人
10 元。評判標準：內容、口齒清晰度、發音標準、趣味性。

獲勝者獎勵：獎盃及獎金。第一名：150元；第二名：100
元；第三名：$50元。優勝者二名，每人$25元，參賽者皆有禮
品，人人有獎。

報名請向客家會會長馮啟豐（281）236-4888 或吳筑君
（713）478-4134 報名洽詢。

休士頓全僑慶祝中華民國110年雙十國慶杯
華台客語演講比賽 本周日下午盛大舉行

遭殺害的遭殺害的Jenny LamJenny Lam與與Bao LamBao Lam在北回歸線地標前的旅遊照在北回歸線地標前的旅遊照。。
（（ABCABC電視台畫面截圖電視台畫面截圖））

時間: 10 月 16 日 週六上午
10:30 – 12:00

地點: Zoom Online Meeting
主題: 1. 投資市場分析

2. 各種IRA的優劣比較
3. 如何在保本的原則下

創造合理的回收及終身收入
主講人: 蕭雲祥, 馬駿, 顏琦

請 打 電 話 預 約:
713-988-3888, 713-261-8794

Meeting ID: 845 3176 1904
亦可電話加入Zoom Meet-

ing:
Zoom Dial In: +

13462487799

蕭雲祥網上投資座談會

圖為今晚七時圖為今晚七時 「「美南國際電視美南國際電視」 「」 「新聞面對面新聞面對面」」 節目中節目中，，主持人馬健主持人馬健（（右右 ））專訪藍光裕的兒子專訪藍光裕的兒子Richard Lam (Richard Lam (左左））的畫面的畫面。。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行刑式殺害行刑式殺害LamLam家夫婦的三名被告家夫婦的三名被告。（。（ABCABC電視台畫面截圖電視台畫面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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