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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城中城大火 國際媒體關注
路透社

（綜合報導）位在高雄鹽埕區的城中城
大樓，今（14）日凌晨 3 點發生火警，火勢
猛烈讓全棟 12 樓一度陷入火海。本次大火
事件目前已累積造成 46 人死亡，41 人受傷
，傷亡相當慘重。美國、英國、俄羅斯、日
本、韓國等多國主流媒體均火速報導，予以
關注。
根據稍早之前多家外媒的快訊，高雄城
中城大樓的大火已釀成 46 人死亡的悲劇，

令多國媒體關注。《路透》、英國《雅虎新
聞》、《華盛頓郵報》、《美聯社》、《俄
羅斯新聞通訊社》等都將 46 人不幸喪生入
標，關注本次大火造成的傷亡程度令人心驚
。
《紐約時報》的標題則特別點出城中城
火災事件 「
現場有如一片火海」，關注本次
火勢之猛烈。美國《CNN》、英國《BBC
》、澳洲《ABC》新聞、《LA Times》等外

媒，則點出本次火警發生在南台灣。根據了
解，本次城中城大火是高雄有史以來死亡人
數最慘重的事件，也是全台灣 26 年來死亡
人數最多的火災事件。
鄰近台灣的日本，則《NHK》、《朝
日新聞》等媒體，也都有關注本次城中城大
火事件；香港英語媒體《南華早報》、南韓
《韓國每日經濟》、MBN 電視台等也都有
報導，顯見本起事件傷亡之慘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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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過後 春節園游會將上場
我見我聞我思
Wealee@sc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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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新冠疫情正在持續減
緩之中 ，但是孩童之感染病例
確在上升之中，上週全美共有
十四萬八千多人確診 ，但孩童
數字佔了四分之一。
霍布金斯大學公佈之數據
顯示，過去一週因病死亡人數
是一千五百五十九人。
福奇博士表示 ，我們必須
把疫情控制在每天一千人之下
，由於冬天之來臨， 可能會有
疫情增加之現象，尤其對那些
未接種的孩童們威脅更大。
美國政府已經決定從十一
月份開始， 全面開放從墨西哥
和加拿大已經接種的旅客，這

將是十八個月來美國對外正式
開放之舉措。
自從疫情蔓延以來，全球
空中及地面交通幾乎癱瘓，各
國採取嚴厲政策防止病毒之入
侵。
自從二 o 二 O 年元月二十
五日，我們舉辦的農曆新年游
園會之後， 由於疫情之擴散，
去年只有在缐上慶祝，我們決
定在 2022 年元月二十九日舉
辦第二十五屆新春游園會迎接
辛丑牛年的到來， 我們將藉此
盛會再次以節日之問侯傳遞給
親朋好友， 在海外共同發揚華
夏文化之偉大傳统。

We Are Ready For The Lunar
New Year Celebration
number of new infections in
children remains exceptionally
high with 148,222 cases reported
last week.

ease restrictions on travel for
fully vaccinated visitors from
Mexico and Canada starting next
month.

Nationally, the Covid-19
hospitalization and death cases
have been dropping in the past
week. Approximately 87,676
people reported Covid-19
infections and 1,559 people have
died daily.

We have decided to sponsor the
25th Annual Texas Lunar New
Year Festival on Saturday,
January 29, 2022 in the
International District. We are
expecting many Asian and
international performers to join us
to welcome the Year of the Ox.

Dr. Anthony Fauci says that
infections should be below 10,
000 a day and with the winter
time coming and more people
staying indoors, experts worry
that the number of cases could
go back up again.

幾內亞共和國駐休斯敦名譽總領事

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After eighteen months of
suffering with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the cases are finally
declining in the U.S., but the

The U.S. government plans to

It has been so long since we
have held our outdoor activities
and we are so happy the
pandemic is finally coming under
control. We wish all of you to stay
in good health and prosperity in
the coming new year.

I01-John Lee李元鐘保險256B_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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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勞動工會表示
使用核能的時機已到
(本報訊)在美國主動銷售給澳洲核子攻擊
潛艦的同時，澳洲也在反思自己的非核家園政
策是不是該停止了。澳大利亞勞動工會(AWU)
全國秘書呼籲，應該檢討對民用核能的禁令，
並表示應該把小型模組化反應爐(SMR)，做為
減碳計劃的重心地位。
世界核能新聞(WNN)報導，AWU 全國秘
書丹·華爾頓(Dan Walton)說： 「既然我們將獲
得核潛艦，那麼我們也該思考民用核能禁令是
否還有存在的必要。」
他進一步說 「核潛艦類似是軍用的 SMR
反應爐，現在 SMR 已是美國和英國創建零碳
經濟計劃的核心，我們澳洲應該效仿。我們本
來就擁有鈾礦，那為什麼我們不發展以安全有
效的方式來使用它？」
「澳洲未來將依靠核潛艦來防禦國家，但
卻缺乏建造和維護它們的能力，這是荒謬的。
如果核潛艦可幫助確保澳洲的國家利益，那我
們應該它必須能夠自己開發和維護核反應爐。
」.
沃爾頓說， 「莫里森總理（Scott Morrison

警察往往給人一種勇敢不懼的形象, 因為
他們的工作常常處於暴戾恣睢的環境中, 所以
願意選擇以警察為職業, 那是相當令人敬畏的
。不過根據 CDC 所公佈的最新數據顯示, 全美
警察注射新冠疫苗的比例不到 60%, 是所有職業
中最低的，甚至比一般美國民眾都還低, 根據
統計數字,在過去不到一年裡, 全美共有 460 位
警察因未接種疫苗而死亡, 是執勤遭槍擊喪命
的 4 倍, 令人十分費解的是, 那些懼打疫苗的美
國警察何以勇敢的去執行警務呢?!
由於注射新冠疫苗是迫切的, 但又屬於自
發性的行為, 所以現在全美國各大城市都面臨
了一個相同的問題, 那就是, 儘管市政府強制要
求警察必須注射疫苗或每星期定時接受新冠檢
驗, 否則就停薪或不能再重回警務崗位, 但是那
些冥頑不靈的警察寧願辭職也堅不注射, 也不
檢驗，尤其是警察工會更公然地為他們撐腰,
像芝加哥警察工會就揚言要控告市政府, 他們
認為強制警察注射的規定是違反了人權與個人
隱私, 這個理由讓女市長萊特福特極其憤怒, 她
向工會領導人嗆聲:“ 要告我們,就來告吧!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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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做的只是為警察創造一個安全的工作環境,
其他的我不管!”
其實市長說的非常有道理, 因為警察每天
都是近距離接觸到形形色色的人，難保對方有
接種過疫苗, 如果自己沒有接種的話, 極有可能
被感染, 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警察當然有可能
把病毒傳染給對方，所以那具有雙重感染的風
險, 市長如不強制警察注射疫苗以避免感染,那
才是怠忽職守, 未盡監督之責！
根據洛杉磯市警察局報告稱, 由於許多警
察堅不願接種疫苗,竟找到一個巧門, 聲稱他們
是虔誠的宗教信徒, 可以得到接種豁免權, 所以
一下子多出了 2600 個信奉宗教的警察, 那真是
匪夷所思的事。
其實現在許多城市的市長極可能要面臨到
的一個窘境就是,在大批警察因不願注射疫苗而
辭退後, 使得原本警力就不足的警務單位更是
捉襟見肘, 因此如何去快速增聘合格又願意注
射疫苗的警務人員就成為當務之急, 否則一旦
警力短缺必然又將造成治安的大問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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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他並不推動澳洲的民用核技術，我不
同意這看法。我們要是不去探索核能技術，那
麼我們就會一直被歇斯底里的恐嚇者阻攔我們
的經濟發展。 如果澳洲決心加快前往零碳經
濟，就應該要學習創造小型組化反應爐，這是
個黃金時機，這些反應爐提供的動力，可以推
動高耗能的製造業，包括鋼鐵廠和鋁冶煉廠等
。這對我們的經濟將有巨大的幫助。」
澳洲是世界第 3 大鈾生產與出口國，僅次
於哈薩克和加拿大，但奇特的是，儘管他們擁
有重要的核基礎設施，包括澳洲核科學技術院
，該院有一座實驗用的 20 百萬瓦研究型反應
爐。然而澳洲沒有一座商用核電廠，所有鈾資
源都用於出口，這是因為澳洲聯邦和州級法都
禁止使用核電。
AWU 是澳洲歷史最悠久、規模最大的工
會之一，其前身是 1886 年 「澳洲採煤工工會
」的成立，如今已涵蓋了全國數百個行業，因
此他們的發言很具有代表性。工會此前曾明確
表示，他們希望澳洲結束核能禁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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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衛組織建議為部分人群接種額外劑量疫苗
美國莫德納公司被曝用疫苗牟取暴利

牟取暴利
約翰斯· 霍普金斯大學最新發布的數
據顯示，美國累計確診 44443680 例，累
計死亡 714002 例。
美國《紐約時報》披露，美國莫德
納公司迄今幾乎只向富裕國家和地區供
應新冠疫苗，中低收入國家和地區或需
溢價購買，或需排隊久等。
據悉，莫德納研發新冠疫苗得益于
美國政府的財政和技術支持。根據艾爾
菲尼蒂數據分析公司的計算，就客戶中
富裕國家和地區占比而言，莫德納高于
其他新冠疫苗制造商。
數據顯示，莫德納向世界銀行劃定
的低收入國家和地區供應的新冠疫苗總
量約 100 萬劑，另兩家美國疫苗制造商
輝瑞公司和強生公司對應的數量則分別
爲約 840 萬劑和 2500 萬劑。迄今僅有少
數幾個中等收入國家和地區與莫德納達
成購買協議，其中多數尚未交付，且至
美洲：美國莫德納公司被曝用疫苗 少 3 個買家的采購價高于美國或歐洲聯

世界衛生組織官網最新數據顯示，全
球累計新冠確診病例 237383711 例，累計
死亡病例4842716例。另據美國約翰斯· 霍
普金斯大學最新統計數據顯示，截至北京
時間 12 日 8 時 21 分，全球累計確診病例
238226958例，累計死亡病例4856751例。
世衛組織免疫戰略咨詢專家組提出
建議，可以爲中度和重度免疫功能低下
者提供額外劑量的新冠疫苗，因爲該群
體作爲新冠肺炎重症的高風險人群，在
接種標准疫苗劑量後，不太可能産生足
夠的免疫反應。
另據世衛組織最新發布的數據，全
球各地獲得新冠疫苗的機會極不平等，
高收入國家接種的疫苗劑量是低收入國
家的 35 倍，世衛組織非洲區域國家和地
區僅有 3%的人口完全接種了新冠疫苗。
疫情還影響了全球各地的兒童免疫計劃
，最貧窮的國家受影響最大。

巴西：9 月年化通脹率達 10.25%
創 5 年來新高
綜合報導 巴西地理統計局(IBGE)發布的數據顯示，今年 9 月巴西年
化通脹率爲 10.25%，創 2016 年 2 月以來新高。
數據顯示，9 月，巴西通脹率爲 1.16%，均高于上月的 0.87%和去年
同期的 0.64%，爲 1994 年以來同期最高水平。其中，巴西電力價格漲幅
較大，當月上漲 6.47%，推動了其他商品價格的普遍走高。其次，住房
成本上漲 2.56%，食品和飲料價格上漲 1.02%，家居用品價格上漲 0.9%，
個人開支價格上漲 0.56%，服裝價格上漲 0.31%。
由于汽油價格上漲 2.32%、乙醇價格上漲 3.79%，使得當月巴西交通
價格上漲 1.82%。其中，機票價格上漲了 28.19%。此外，健康和個人護
理價格、通信價格也有所上漲。不過，教育價格略有下降。
數據還顯示，今年前9個月，巴西通脹率累計爲6.9%。而今年9月巴西
年化通脹率爲10.25%，爲5年來首次超過兩位數，高于今年8月的年化通脹率
9.68%，也高于巴西政府設定的今年通脹率管控目標上限5.25%。
從各大城市看，按過去 12 個月累計，庫裏蒂巴通脹率最高，達
13.01%；其次是裏奧布蘭科，通脹率爲 12.37%；第三是維多利亞，通脹
率爲 11.52%。巴西最大城市聖保羅、第二大城市裏約熱內盧和首都巴西
利亞的通脹率分別爲 9.73%、8.74%和 9.06%。
據巴西金融市場最新預測，巴西今明兩年通脹預期分別爲 8.51%和
4.14%，均高于巴西政府管控目標中值 3.75%和 3.5%。

“我們留下來”！擔憂脫歐
波蘭超 10 萬人舉行遊行
綜合報導 波蘭憲法法院日前裁決，歐盟法律的某些條文與波蘭憲
法“抵觸”。此舉引發批評和擔憂。波蘭 100 多個城鎮和國外的幾個城
市舉行了反脫歐示威活動，僅首都華沙就有大約 10 萬人上街。
據報道，歐盟機構、歐洲議會各黨派和歐洲法律專家對波蘭憲法法院的裁
決感到震驚。德媒稱，多方評估認爲，波蘭正著手“Polexit”(波蘭退出歐盟)。
部分歐洲領袖批評稱，波蘭憲法法院的裁決等同拒絕歐盟法律的核
心原則，亦即在某些司法領域，歐盟法律淩駕在國家法律之上。
歐洲議會議長薩索裏指出，波蘭憲法法院的裁決不可能沒有後果。
他強調，“歐盟法律的優先地位不容爭辯”，對這一原則的任何違反都
構成對歐盟創始原則的威脅，“我們呼籲歐委會采取必要措施”。
在波蘭國內，這一裁決也引發了該國可能脫歐的擔憂。反脫歐示威活動
組織者稱，波蘭100多個城鎮和國外幾個城市舉行了抗議，僅首都華沙就有8
萬至10萬人聚集。人們揮舞著波蘭和歐盟的旗幟，高喊“我們留下來”。
歐盟理事會前主席、波蘭反對黨公民綱領黨黨魁圖斯克在華沙的集
會上，呼籲波蘭人“捍衛歐洲的波蘭”，認爲執政的波蘭法律與公正黨
的政策在歐洲危及波蘭的未來。
波蘭總理莫拉維茨基捍衛憲法法院的裁決。不過，他也表示，執政
黨沒有計劃脫歐，“波蘭現在和未來都是歐盟家庭的成員”。

盟的采購價。
與此同時，世界許多貧窮國家的新
冠疫苗依然嚴重短缺。據統計，截至 9
月 30 日，非洲、中東等地區的數十個欠
發達國家的疫苗接種率不足 10%。非洲
聯盟一名官員曾表示，非盟將以每劑約
10 美元的價格訂購莫德納疫苗。但另兩
名非盟官員說，莫德納要到明年才能交
付疫苗，導致談判破裂。
另一方面，按照莫德納公司估算，
新冠疫苗今年將爲這家企業帶來至少 200
億美元營收，企業高層和投資人身家也
隨之大漲。本月 4 日，美國《福布斯》
雜志發布“美國富豪 400 強”榜單，莫
德納兩名創始人和一名投資人首次位列
其中，個人淨資産均超過 35 億美元。
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前主任湯
姆· 弗裏登指出：“看上去，莫德納的行
爲是他們只求投資回報最大化，別無其
他責任。”
據報道，美國路易斯安那州的新冠
疫苗浪費問題持續加劇，由于沒有足夠
多的居民願意接種疫苗，該州已有近
22.4 萬劑疫苗被白白扔掉。路易斯安那
州衛生部發言人凱文· 利滕稱，該州大部
分的疫苗浪費是因爲裝疫苗的瓶子被打
開後，醫院、診所、藥房等地卻找不到
民衆來接種這些疫苗。根據美國疾控中
心發布的數據，路易斯安那州是全美疫
苗接種率最低的州之一，只有約 46%的

人口已經完全接種了疫苗。
歐洲：法國男子因盜用馬克龍健康
碼被捕
據外媒報道，法國一名男子在出示法
國總統馬克龍的健康碼進入醫院後遭到警
方逮捕，目前該男子已交罰款並獲釋。
報道稱，這名男子當時想在法國馬賽
市內的一家醫院挂號。保安人員察覺到該
男子使用的是馬克龍的健康碼後打電話報
警。警察趕到現場後將這名男子逮捕。
據法媒此前報道，馬克龍的“健康通
行證”二維碼于9月20日晚被泄露至互聯
網。泄露的二維碼最終作廢，無法再使用
。法國政府對泄露事件予以譴責，推測可
能是有權進入新冠疫苗接種者數據庫的醫
療人員複制馬克龍的二維碼後傳至網絡。

疫情形勢不容樂觀，新冠疫苗接種率較
低是一大原因。衛生部已緊急分配 50 萬
劑疫苗用于當地抗疫。此外，當局正在
考慮對這 4 府實行封鎖措施，暫停部分
活動，以遏制疫情進一步擴散。
泰國總理巴育宣布，該國計劃從今
年 11 月起對完成新冠疫苗接種的國際旅
客逐步開放，來自低風險國家和地區的
此類旅客入境後無需隔離。巴育表示，
首批低風險國家和地區名單包括中國、
英國、新加坡、德國和美國等，此後將
逐步增加更多國家和地區。
印尼衛生部長薩迪金表示，截至當天中
午，印尼第二十屆全國運動會駐地已發現83
例新冠病例，比前一天增加了18例。
薩迪金稱，被感染者多爲來自雅加
達、東爪哇、中爪哇和巴厘等省的柔道
、輪滑、摩托車越野賽、射箭和板球等
項目運動員。
印尼媒體當天報道稱，薩迪金懷疑新
冠病毒是在運動員住處傳播的，因爲運動
員駐地“每個房間住了 4 名運動員，他們
都一起吃飯”。該賽事組委會官員稱，目
前已對所有新冠確診者實施隔離，並對密
切接觸者進行了追蹤和檢測。

亞洲：泰國計劃對完成疫苗接種的
國際旅客逐步開放
據泰國官方通報，該國單日新增確
診 10035 例，累計確診超 172 萬例；新增
死亡 60 例，爲 3 個多月以來最少的一天
，累計死亡 17751 例。
近期，泰國大部分地區的疫情有所
緩和，但南部宋卡、北大年、陶公及也
拉 4 府的疫情卻趨于嚴峻。當天，上述
非洲：非洲累計死亡超 21 萬例
泰南 4 府通報的新增確診病例共有 2185
據非洲疾控中心當地時間 11 日發布
例，超過首都曼谷市的 1160 例。
的數據，該地區累計確診新冠肺炎
泰國衛生部官員表示，泰南 4 府的 8388262 例，累計死亡 214177 例。

世衛組織呼籲采取氣候行動
候行動
確保抗疫和持續復蘇
綜合報導 第二十六屆聯合國氣候變
化框架公約締約方會議召開前夕，世衛組
織發布氣候變化與健康特別報告及公開信
，闡述了全球衛生界對氣候行動的立場，
呼籲各國領導人和參會國家代表團加緊采
取氣候行動。
報道稱，代表全世界至少 4500 萬醫生
和衛生專業人員的 300 個組織(代表全球三
分之二以上的衛生人員)簽署了這封公開信
，呼籲各國領導人和參會國家代表團加緊
采取氣候行動。
衛生專業人員在信中稱：“在世界各地
的醫院、診所和社區，無論我們在哪裏提供
護理，我們都已經在應對氣候變化對健康造
成的傷害了。我們呼籲參加第二十六屆締約
方會議的每個國家的領導人及其代表，通過
將全球升溫限制在 1.5℃來避免即將到來的
健康災難，並將人類健康和公平置于所有減
緩和適應氣候變化行動的核心位置。”
報道指出，在發布這份報告和公開信

之際，前所未有的極端
天氣事件和其他氣候變
化對人類生命和健康造
成越來越大的損害。熱
浪、風暴和洪水等日益
頻繁的極端天氣事件造
成數以千計的人死亡，
數以百萬計人的生活受到影響。
與此同時，衛生保健系統和設施在人
們最需要的時候承受了巨大壓力。天氣和
氣候變化危及食品安全，並加劇了食物源
、水源和病媒傳播疾病(如瘧疾等)。氣候
變化還對心理健康産生了影響。
世衛組織的報告指出，“化石燃料正
在殘害我們。氣候變化是人類健康面臨的
最大威脅。所有人的健康都受到氣候變化
影響，但最脆弱和處境最不利人群受到的
衝擊尤其嚴重。”
研究顯示，全世界每分鍾有 13 人死于
空氣汙染。空氣汙染主要由化石燃料引致

。空氣汙染也助長了氣候變化。
報告認爲，需要在能源、交通、自
然、食品系統和金融等各領域采取重大行
動，保護人民健康。報告明確指出，在增
進公衆健康方面，實施宏偉的氣候行動有
巨大的成本效益。
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說：“新冠大流
行揭示了人類、動物、環境之間的密切、微
妙的關系。一些不可持續的選擇毀損了地球
，也毀損了人類。世衛組織呼籲所有國家在
第二十六屆締約方會議上承諾采取果斷行動
，將全球氣溫上升幅度限制在 1.5°C 以內。
這是正確的做法，符合我們自身的利益。”

“雅典娜”發威！希臘政府緊急啓動2000萬歐元救助
綜合報導 風暴“雅典娜”
近日持續在希臘發威。許多地
區出現洪水，其中包括兩個月
前被林火困擾的埃維亞島，急
救人員在大雨中救出百余人。
暴雨導致埃維亞島北部地
區的河流溢出，一些區域濃厚
的泥漿湧入居民家中。在暴雨
中，當地橋梁出現倒塌，供水
網絡出現問題。
本次災情加劇了兩個月前
林火對埃維亞島造成的影響，
火災後遺留下的厚厚的灰燼遇
上雨水，化爲泥漿湧入民宅和
街道，附近的兒童遊樂園也被

破壞，道路也無法使用。
不過，希臘內政部副部長
斯泰裏奧斯· 佩薩斯(Stelios Petsas)接受采訪時否認了燒毀的林
地和洪水之間存在聯系。
災害發生後，多位政府官
員組成的視察小組到訪埃維亞
檢查受災情況。由于受災嚴重
，政府官員已于 10 日宣布，政
府將提供 2000 萬歐元的緊急資
金，以加強埃維亞北部今年冬
天的防洪能力。
除了埃維亞島外，“雅典
娜”也給位于希臘中部的拉裏
薩和皮裏翁山造成了嚴重問題

。在拉裏薩受災最嚴重的是
Agia Larissa，該地區大約 30 所
房屋被淹。多條道路被大水衝毀
，導致車輛和行人無法通行。皮
裏翁山也應遭受暴雨的襲擊出現
山體滑坡。皮裏翁山的東部和南
部都被大片泥沼覆蓋。
惡劣天氣還襲擊了科孚島，
帶來強風和強降雨，部分地區出現
山體滑坡和樹木倒塌。當地機場
出現航班大面積延誤，兩個國際
航班也因天氣原因被取消。
根據氣象學家馬盧薩基斯
的說法，11 日希臘的天氣也非
常不穩定。來自西部的低氣壓

將從愛奧尼亞開始逐漸向東部
和東北度轉移，並帶來冰雹、
閃電、強風等惡劣天氣。
此後，一個來自意大利的
新的低氣壓天氣系統將從 14 日
起給希臘造成新的困擾。新一
波惡劣天氣的強度很可能接近
地中海氣旋。他提醒稱，去年
一個被命名爲“亞諾斯”的地
中海氣旋侵襲希臘時摧毀多所
房屋，造成電力和通訊網絡中
斷及人員傷亡。
氣象專家預計，冬季到來
時希臘面臨的抵抗自然災害的
形勢將更加嚴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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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走 3 年半後
出走3
美國重返聯合國人權理事會
（綜合報導）美國 3 年半前戲劇性從聯合國人權理事會
（UNHRC）出走，中國則在美國缺席期間，趁機擴大影響力
。如今美國改由拜登掌政，於今天重返人權理事會。
法新社報導，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今天選出美國等 18 個新成
員。成員每屆任期 3 年，新一屆任期自明年 1 月 1 日展開。
雖然成員是以無記名投票產生，這次投票是從 18 個候選國
家選出 18 席，並未出現競爭。

美國以外的獲選國家為：阿根廷、貝南、喀麥隆、厄利垂
亞、芬蘭、甘比亞、宏都拉斯、印度、哈薩克、立陶宛、盧森
堡、馬來西亞、蒙特內哥羅、巴拉圭、卡達、索馬利亞、阿拉
伯聯合大公國。
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的任務是推廣並保障全球人權、處理暴
力情勢並提供建議。但厄利垂亞獲選，再度引發人權理事會內
有專制政權的問題。

美國前總統川普（Donald Trump）於 2018 年以長期對以色
列存有偏見、食古不化缺乏改革的理由，退出人權理事會。中
國則趁美國退出期間，在人權理事會大展手腳；如今華府在總
統拜登（Joe Biden）主政下重返人權理事會，勢與中國正面對
決。

美國能源局：燃料價格飆升
今年冬天不好過
（綜合報導）美國能源管理局(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縮寫 EIA)表示，隨著全球天然氣、取暖油和其他化石
燃料的價格飆升，今年冬天美國家庭的取暖費用也將飆升，消
費者要為漲價與短缺做好準備。
EIA 在其最新的短期能源展望中表示： 「隨著即將進入
2021~22 年的冬季，我們看到美國能源零售價格處於多年來的
新高位。而且我們假設美國大部分地區的冬天，會比去年略冷

，因此美國家庭今年必然將在能源費用上花更多成本。」
EIA 將 「取暖季」定義在 10 月至 3 月，寒冷冬季的預期，
將近一半的美國家庭，依靠天然氣來供暖，要是目前能源 是基於美國國家海洋和大氣管理局 (NOAA) 的推估。
價錢維持高檔，今年冬天的暖氣費用會比往年增加 30% 。要是
美國勞工部周三表示，9 月份美國消費者價格指數上漲
今年冬天真的比往年低 10%，那麼取暖費用可能會上漲到 50% 0.4%，前一個月上漲 0.3%。因此取暖費用要是再上漲，那麼這
以上。
個冬天真的不好過。
大約 40%的美國家庭靠電力取暖，他們也會多花 6%的錢，
要是氣溫低於往年，則會多花 15%的錢。

戴琪：美對WTO爭端解決機制立場改變
（綜合報導）美國貿易代表戴琪（Katherine Tai）今天承
認世界貿易組織（WTO）的重要性，也希望這個組織成功，
但表示，美方對世貿組織爭端解決機制的立場已改變。
戴琪將在世貿組織日內瓦貿易平台（Geneva Trade Platform
）發表演說表示， 「我們都承認 WTO 的重要性，也都希望
WTO 成功」；但也指出，WTO 必須有 「彈性」。
在美國前總統川普時期，美國曾阻止派任 WTO 上訴機構
法官，使 WTO 爭端解決機制於 2019 年 12 月徹底停擺。

被拜登任命為美國貿易代表的戴琪指出，如今美方希望緩
和與 WTO 的關係，並改善化解貿易衝突的方法。
她說： 「我們認為，如果建立 WTO 的較大彈性、改變我
們共同處理問題的方法、提高透明度和包容性並恢復 WTO 的
審議功能，我們就能成功改革這個談判的支柱。」
WTO 的上訴機構由 7 名法官組成，可以維持、修改或推
翻專家小組原先的調查結果。在川普採取行動癱瘓 WTO 上訴
機構之前，美國就已批評此一程序，只不過川普對 WTO 加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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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取行動。
雖然美國贏得向 WTO 申訴的多數案件，川普政府仍指控
WTO 逾越權限，做出侵犯國家主權的判決。
就連戴琪也表示，爭端解決機制 「已經成為訴訟的同義詞
，而訴訟曠日持久、代價高昂又具有爭議」。
WTO 秘書長伊衛拉（Ngozi Okonjo-Iweala）希望在今年
稍後舉行的下一次貿易部長級會議之前，先解決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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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田文雄主張對日俄爭議島嶼主權
稱須解決領土問題
綜合報導 日本新任首相岸田
文雄在議會辯論期間表示，日本
主權範圍包括“北方領土”(日俄
爭議島嶼，俄稱爲南千島群島)。
他強調，“必須解決領土問
題，不將這一問題留給後代。”
他還補充稱，日本政府“願與俄
羅斯締結和平條約，解決領土歸
屬問題”。
俄羅斯與日本在二戰結束後
一直未能簽署和平條約。日本以
1855 年俄日簽訂的雙邊貿易邊界
條約爲依據，要求歸還四個日俄
爭議島嶼，並將歸還島嶼作爲與
俄方簽訂和平條約的條件。莫斯
科則認爲俄方對其擁有無可爭辯
的主權。
俄羅斯總統普京與日本首相
安倍晉三 2018 年 11 月在新加坡舉
行會晤，商定在 1956 年《蘇日共
同宣言》基礎上加快和平條約談
判進程。

聯合國秘書長：
采取行動結束“與自然的自殺性戰爭”
綜合報導 聯合國生物多樣性大
會在雲南昆明開幕。會議上，聯合國
秘書長古特雷斯警告“人類對自然
的魯莽幹涉”會帶來嚴重的後果，
並提出了五個行動領域，呼籲各國
采取大膽行動結束“與自然的自殺
性戰爭”。
11 日，《生物多樣性公約》第
十五次締約方大會第一部分會議拉開
帷幕。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通過視
頻發表講話稱：“我們正在輸掉與自
然的自殺式戰爭。”他警告說，“人
類對自然的魯莽幹涉”將會帶來永久
的後果。
古特雷斯表示：“到 2030 年，
生態系統崩潰每年可能造成近 3 萬億
美元的損失。承受最大的影響的將是
一些最貧窮和負債最重的國家。”

據報道，古特雷斯概述了五個行
動領域，首先是支持每個人享有健康
環境的合法權利，包括土著人民的權
利。
其次，必須支持解決生物多樣性
喪失驅動因素的國家政策和方案，特
別是不可持續的消費和生産。
必須努力改變國家和全球會計系
統，使它們反映經濟活動的真實成本
，包括它們對自然和氣候的影響。
他說：“落實 2020 年後框架將
需要向發展中國家提供一攬子支持，
包括大量財政資源和技術轉讓。”
他進一步指出：“必須結束不正
當的補貼，包括對農業的補貼，這些
補貼使攻擊自然和汙染我們的環境變
得有利可圖。這些資金應該轉用于修
複已經造成的損害”。

古特雷斯表示，這五個領域的
行動將遠遠超出生物多樣性，因爲
它 們 將 有 助于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全
球努力。
他指出，人們需要著眼于未來。
他敦促會議代表們要大膽采取行動
，樹立雄心勃勃的目標，以造福子
孫後代。
1992 年簽署的《生物多樣性公
約 》 是全球第一個關于保護和可持
續利用生物多樣性的公約。該公約第
十五屆締約方會議的第一部分會議將
于 10 月 11 日至 15 日在昆明舉行，會
議將討論主席團確定的對《公約》及
其議定書繼續運作至關重要的議程項
目。第十五屆締約方大會的第二部分
將于明年 4 月 25 日至 5 月 8 日在昆明
舉行面對面的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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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柬埔寨政府發言人帕西潘指
出，柬埔寨政府已正式通過公共發展項目
投資法規，以吸引私人企業參與基礎設施
和公共服務項目投資，緩解政府財政壓力
和優惠貸款日益減少的難題。
帕西潘說，此次通過的《公共私人
夥伴關系法》(PPP)草案是在亞洲開發銀
行提供相關法律技術援助下，專門針對
公共基建和公共服務項目而制定，有別
于一般私人投資和發展項目。該法正式
實施後，將取代《特許經營法》，改善
公共領域投資環境，進一步推動經濟和
社會發展。
帕西潘指出，政府已意識到現行公
共項目投資策略將無法滿足未來國家發
展需求，特別是柬埔寨正面對外國無償
援助下降和優惠貸款利息節節攀高的趨
勢。鑒于此，柬埔寨政府 2015 年授權柬
財經部負責制定私企參與公共投資項目
相關法規，包括政策框架、戰略和管理
法規等。
帕西潘指出，在公私夥伴關系框架下
，政府也將能進一步提升現有公共部門專
業能力，建立新的投標和采購程序，監督
和跟進公私夥伴關系項目進度。
另據柬埔寨政府公布的《三年公共投資項目(2022 年至
2024 年》，該國計劃在未來 3 年內開展 675 個項目，其中 187 個
項目正在進行中，投資額爲 58.17 億美元；其余 488 個項目則在
策劃階段，投資額爲 33.84 億美元。

緬北木姐大鐘塔前發生爆炸

引發當地民眾恐慌

綜合報導 木姐市紅綠燈大鍾塔前，有人
引爆了一枚聲爆彈。在發生爆炸事件後，當地
有關部門及警方趕到現場，開展了調查工作。
居住在大鍾塔附近的一名民衆表示，爆
炸地點位于大鍾塔前的沙袋附近，爆炸聲非
常大。因爲爆炸的是聲爆彈，現場並沒有造
成人員傷亡。近期的炸彈襲擊事件，已經在
社會上造成了嚴重的影響，希望不要再發生
此類的事件。
10 月 7 日早上 10 點左右，木姐 105 碼邊
貿站安保部隊駐守著的臘戌茂丹檢查站，發
生了爆炸事件。爆炸事件造成一輛私家車被
炸毀。
5 月 22 日，木姐 105 碼邊貿站內，安放
著對進口貨物進行掃描的 X-ray 機器的建築
，被不法團夥安放炸彈破壞。炸彈爆炸後，
在爆炸建築周圍停靠著的部分貨車被炸彈碎

片擊中受損。
4 月 22 日早上 11 點，木姐紅綠燈處發生
了一起炸彈爆炸事件，爆炸地點不遠處，商
鋪的玻璃櫃遭到波及破裂，萬幸的是沒有造
成人員傷亡。
從國家管理委員會發布的消息得知，今
年 2 月份直到目前，公共場所發生了上千起
炸彈襲擊事件，政府部門建築、工廠、工坊
、道路、橋梁及疫苗接種點，發生了多起槍
擊及炸彈爆炸事件。
政局動蕩時期，如若在路上發現可疑的
包裹，一定要及時告知有關部門，切勿因爲
好奇心自行查看。國內確診率已經明顯下降
，多個地區疫情已經得到控制，但是居家防
疫令仍然生效。爲了防止疫情再次爆發，衛
生部多次發文呼籲民衆，外出堅持做好防疫
措施，與他人保持安全距離。

台灣新聞

花博萬人接種連發
千椅備坐安撫長者
（中央社）北市圓山花博爭豔館 13 日為 68 歲以上長
者施打第 2 劑莫德納疫苗，現場湧入 1 萬 3000 人，許多人
雨中等疫苗、動線混亂惹民怨。北市副市長蔡炳坤 14 日
再赴現場視察，表示已檢討各種缺失，安排椅子給長者，
排隊有秩序，大家情緒也較穩定，不過 15、19 日也都將
有萬人施打疫苗，會是高峰。
蔡炳坤說，前天人數湧進很多，確有缺失，他有開會
討論檢討每個環節，昨天共1萬2000 人接種，是第10期疫
苗的最後 1 天，市府動員 150 人，並在外場安排 1000 張椅
子，讓長者坐下來，情緒較穩定，長者從捷運站下來後，
就有秩序入座，時間到就進場，心情也較輕鬆，另也增加
人力引導，長者若有事要詢問，旁邊隨時有人。而 15 日
是第 11 期 BNT 首日，估計花博會湧入 1 萬多人，需打 4 天
，第 1 天人會最多，第 2 天約 6000 多人；19 日是 AZ 第 2 劑

首日，也估計會有上萬人，會做好準備，22 日開始進入第
12期，會再跟中央討論。
行政院長蘇貞昌昨表示，本周連續有三批疫苗抵台，
近兩周疫苗到貨 530 萬劑，累計達 2600 萬劑，希望本月底
前第一劑覆蓋率達7成，第二劑達3成的目標前進。
蘇貞昌說，目前疫苗充足，指揮中心規畫將進行大規
模接種，預計下周五起進入高峰期，3 大疫苗同步施打，
施打對象更為開放，第一劑 BNT 疫苗開放全年齡層接種
，同時漸漸滿足莫德納及AZ疫苗第二劑施打需求。
民進黨立委黃國書昨天與幼教團體呼籲教育部、衛福
部針對幼兒園及托嬰中心教職工作人員，專案造冊盡速施
打第二劑疫苗，他表示，幼兒疫苗缺口不能成為防疫破口
。

難抵大環境衝擊 白河農會附幼停招
（中央社）台南市山上、善化、官田、西港、新化、後壁及
東山區農會，早期為服務農民，都附設托兒所，隨著少子化、幼
托整合等因素，陸續吹起熄燈號，已有 21 年歷史的白河區農會
附設私立幼兒園，也自今年下半年起停招，全市僅剩新營、北門
及七股區農會仍有托兒所。
以前農村婦女整天忙於農事工作，無暇照顧孩子，當時托育
機構少，家長得把孩子一起帶到田間工作，地方農會配合政策運
用各村里的活動中心或廟宇、學校等場所設立托兒所，讓家長較

無後顧之憂，專心在農務上。
後壁區農會過去在轄內人口數較多的下茄苳、新東里、平安
里及竹新里等 4 里的活動中心設立托兒所。10 多年前農村人口外
流而難以經營，加上無法順應幼托整合、教保員屆齡退休等，結
束托兒所業務。白河區農會的托兒所全盛時期，最遠還設置到關
子嶺分部，後來配合政府 「幼托整合政策」聯合托育，1999 年初
在永安里興建幼兒園，隔年正式立案招生。
白河區農會祕書吳崑鐘表示，正式招收後 2 年，全校學生數

最多達 130 至 140 人，有時遇到 「龍年效應」，學生數還會暴增
，不用特別打廣告，家長就搶著把小朋友送進來念。
這幾年隨著偏鄉少子化，加上鄰近國小陸續開辦公立幼兒園
，招收愈來愈不易。大約 8、9 年前，幼兒園開始盈轉虧，但為
回饋農民，農會持續經營，雖然學生數變少，但當時全校還是維
持在 7、80 名學生。抵不過大環境衝擊，白河區農會附設幼兒園
學生數驟減到 30 多人，營運成本負荷過大，農會決定不再招生
，幼兒園建物、用地將出租，期盼找到下一個有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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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殺的哥疑兇 潛逃 40 小時落網
曾自稱被“微波洗腦”從南非逃港 警據市民報案擒兇

涉及西環的士司機被劏頸殺害恐怖謀
殺案的混血兒疑兇，潛逃 40 小時後於 13 日落
網，其身份背景亦進一步曝光。疑兇曾在網上

疑兇小檔案

自稱在南非被黑社會滋擾及被“微波洗腦”，

姓名：蔡南生（Matthew Choi）

精神備受折磨，故逃到香港。在血案發生後，

性別：男，混血兒

●疑兇蔡南生
疑兇蔡南生。
。

由於疑兇可能攜有武器及非常暴力，潛逃期間

年齡：31歲
（1990 年 8 月南非出世，
有香港身份證）

隨時再釀血案，警方外弛內張通宵緝兇。香港
文匯報記者 13 日直擊全副武裝警員低調搜查賓

身形：約1.8米、中等身材、
體重約70公斤

館及時鐘酒店，並提醒業界留意疑兇行蹤。
至 13 日晚近 9 時，警員根據市民報案，在

外形特徵：白皮膚、蓄短黑髮。
最後露面時身穿淺綠
色風衣、藍色長牛仔
褲、深色鞋及攜有一
個黑色背包

南丫島榕樹灣碼頭截獲疑兇，將他拘捕扣
查，據悉他當時打算趁天氣好轉，乘船
返中環，結果被警方及時捕獲。

曾從事職業：數據分析員、
軟件工程師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蕭景源）香
港汽車交通運輸業總
工會發表聲明，對12
日西環發生謀殺的士
13 日中午 12 時許，香港文匯報記者直擊 7 名戴頭
司機案表示震驚。該
盔、穿着戰術背心及手持盾牌的警員，乘坐七人房車駛
會強烈譴責兇徒暴
至灣仔駱克道，由一名便衣警手持相信區內賓館及時鐘
行，並對被害者表示
酒店地址的 A4 紙帶領，逐一登上附近多座賓館及時鐘
深切哀悼，又要求政
酒店林立的大廈進行調查，離開時由後巷低調撤離。
府批准的士司機在車
其中一間酒店的職員向香港文匯報記者證實，警員登
廂安裝攝錄機及防劫
門展示疑兇的相片和資料，查問有無登記入住，提醒
膠板，保障的士司機的
協助留意，若有發現要在安全情況下報告警方。
職業生活和人身安全。
疑犯欲外出購物行蹤敗露
汽車交通運輸業總工
會於聲明中指出，長期以
香港警方 13 日還在尖沙咀一帶的賓館和時鐘
來，的士司機在工作上面對
酒店調查，有市民曾報案指在尖沙咀港鐵站範
各種難題，經常會遭受乘客無
圍發現貌似疑兇的男子，反恐特勤隊警員趕
理的對待或不合理的投訴，夜
至搜捕。另一方面，警方根據情報分析，13
間司機情況則更差，除會遇到醉
日派人到南丫島搜捕，至 13 日晚 7 時半，
酒乘客不禮貌對待，甚至被襲擊亦
一名外籍女子報案指在士多外發現疑似通
屢見不鮮。
緝犯，警員接報後展開搜索，晚上接近
該會表示，過去一直向政府有關
9 時在榕樹灣碼頭發現可疑男子，於
部門爭取，要求車主可以在車廂內安
是截停搜查，證實其身份證資料與
裝攝錄機以保障司機的權益，但被私隱
通緝犯吻合，再比對通緝照片，證
專員公署以有違對乘客的私隱保障而否決。
實男子是謀殺案通緝犯蔡南
今次案件正敲響警鐘，提高社會人士對的士
生。據悉，疑犯犯案後匿藏島
司機人身安全問題的關注和重視，希望政府能
上出租屋，13 日下午改掛
夠對現行法例進行修改。有的士業界人士表示，除
三號風球後，他打算
車廂安裝攝錄機被否決外，他們在10多年前已開始
外出購物並查看有
向香港運輸署申請安裝膠板，也一直不獲批准，理由
無船出港島，
是擔心交通意外時乘客可能撞到膠板而受傷。
結果行蹤敗露
香港運輸署 13 日接受香港文匯報查詢時表示，署方原則
落網。
上不反對在的士車廂內裝設防劫透明膠板，如果業界決定安裝，
署方會在進行的士車輛檢驗時一併檢視有關設施，確保符合標
準，包括：膠板須牢固裝設在車廂內，在正常運作環境下，不容易脫
位或變形；膠板邊沿或平面凸出部分須用軟物料包裹，不得留有尖利的邊
沿或角位；膠板如設有付款托盤，該托盤的邊沿須用軟物料適當包裹。

◀12 日清晨西環發生的士司機被乘客謀殺案，警方接
報趕至封鎖現場進行調查。
資料圖片

Choi（31歲），中文名蔡南生，
該混血疑兇Matthew
1990年在南非出生，父親為香港人，母親為英國人。

據他於7個月前放上網的履歷稱，他正在尋找軟件開發和分
析的工作。
疑 兇 自 稱 就 讀 南 非 開 普 敦 Table View High
School，2010 年至 2011 年在一間教育機構取得高級文
憑，2012 年在開普敦從事直銷數據分析師，工作 8 個月
再次進修，花了一年時間就讀蘇格蘭一間大學的電腦科
學，並在 2014 年取得學士學位，其後又在南非開普敦任
職納米科技應用程序開發員，半年後又離職。他的最後
一份工作是 2016 年 9 月在一間公司任職軟件工程，但僅
做了 1 年 11 個月，其後相信他獨自來香港，與叔叔同住
西環第二街一個舊樓單位，街坊稱相信他三四年前入
住，但鮮有露面。
2019 年，蔡南生在其個人 YouTube 頻道自稱是行
動主義者（activist），在南非工作期間懷疑因辭職惹來
公司高層管理人員不悅，因而受到黑社會滋擾，又被人
跟蹤，因此由南非逃到香港，但仍被黑社會以科技遠端
“控制大腦”，更使用二次世界大戰時出現的“V2K”

（Voice to skoll、微波傳聲技術）腦電波攻擊，可以將
特定資訊傳送到目標人物的腦部進行“洗腦”，透過植
入一些想法及干預感知去控制及折磨目標人物，所以有
些人會出現“奇怪徵狀”甚至精神問題等。他聲稱這摧
毀了他的人生、工作及家庭。2019 年 10 月，在香港修
例風波期間，蔡南生涉嫌在網上發表欲“仿效”美國槍
擊案言論。警方當時根據資料到其寓所進行調查，並在
他睡房內搜出兩把刻有“my elf weapon”的菜刀，以涉
嫌管有攻擊性武器罪將其拘捕及起訴。其家人曾稱蔡南
生患有精神分裂症但無求醫，法庭一度將他交小欖精神
病治療中心看管，其後證實被告無精神病，只是想法偏
執，最後控方亦因證據不足而撤控。

警低調搜查各區賓館時鐘酒店
警方 12 日在獲悉疑兇身份後，已即時到其寓所及在
港親友住處搜捕，惟未有結果。為盡快尋獲疑兇解除市
民安全威脅，警方一方面防止打草驚蛇，另一方面又免
引起公眾恐慌，全港警員外弛內張，低調搜查各
區賓館及時鐘酒店。

的士業界倡車廂裝攝錄機及防劫膠板

▲警方派員加強南丫島巡邏，至 13 日
晚上拘捕疑犯（紅圈）。

“圓規”風雨遜“獅山”仍釀成1死20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繼上周末熱帶風
暴“獅子山”襲港後，4 日內再遭另一颱風“圓規”
吹襲，天文台由12日下午發出8號風球維持逾23小時
至13日下午才取消，幸其為香港帶來的風雨遠遜“獅
子山”，但仍至少釀成 1 死 20 傷，一名休班消防員在
車禍中不治，另造成逾80宗塌樹和水浸，多區出現海
水倒灌淹浸道路和行人隧道。
熱帶風暴“獅子山”於 9 日襲港後，熱帶氣旋
“圓規”緊接於 11 日凌晨零時 40 分闖入香港 800 公
里警戒範圍並“升呢”為強烈熱帶風暴，天文台直接

發出 3 號強風信號，呼籲市民做好防風準備。至 12 日
下午 5 時 20 分，“圓規”進一步接近香港，天文台再
改發 8 號風球，政府各部門亦在早前“獅子山”襲港
餘威下，嚴陣以待。
13 日凌晨約 5 時，已闖入香港 400 公里警戒範圍
的“圓規”進一步增強成為颱風，惟香港普遍地區未
見狂風驟雨，顯得相對平靜。下午 2 時 02 分，天文台
發出黃雨警告，一度下起大雨，但約兩個半小時後至
下午 4 時 40 分。因應颱風“圓規”逐漸遠離香港，並
在香港之西南約 520 公里外的海南島登陸，風雨進一

步消退，天文台遂改發 3 號風球，並在下午 5 時 10 取
消黃雨警告。

全港72宗塌樹10宗水浸
雖然“圓規”為香港帶來的風雨遠遜於“獅子
山”，但截至 13 日下午 4 時仍至少釀成 10 男 11 女市
民受傷，當中一名31歲男休班消防員更在12日傍晚6
時17分駕電單車在柴灣石澳道失事重傷不治，另又造
成全港 72 宗塌樹和 10 宗水浸。香港民政事務總署須
在各區開放24個臨時庇護中心，共有255人入住。

●灣仔駱克道路邊有大樹倒塌壓毀的士橫
亘路中。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T:5.7"

LEGAL NOTICE
These Texas Lottery Commission scratch ticket games will be closing soon:
Game #

Game Name / Odds

$

Official Close
of Game

End Validations
Date

2160

Weekly Half Grand
Overall Odds are 1 in 4.78

$1

11/17/21

5/16/22

2299

Lucky Dog
Overall Odds are 1 in 4.34

$2

11/17/21

5/16/22

2339

Mucho Dinero
Overall Odds are 1 in 4.29

$2

11/17/21

5/16/22

2289

50X Speedway Riches
Overall Odds are 1 in 3.99

$5

11/17/21

5/16/22

2291

Willy Wonka Golden Ticket™
Overall Odds are 1 in 4.15

$5

11/17/21

5/16/22

Texaslottery.com is the official source for all pertinent game information. Game closing procedures may be initiated
for documented business reasons. These games may have prizes unclaimed, including top prizes. In addition, game
closing procedures will be initiated when all top prizes have been claimed. During closing, games may be sold even
after all top prizes have been claimed. Must be 18 or older to purchase a ticket. For help with a gambling problem,
ncpgambling.org. © 2021 Texas Lottery Commission. PLAY RESPONSIB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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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發布會消息，《廣東省科技創新
“十四五”規劃》（下稱《規劃》）
正式發布，粵港澳科技創新合作再推重
磅動作。根據《規劃》，圍繞粵港澳大
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建設及產業發展實
際需求，廣東將在 2025 年建成 40 家粵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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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iday, October
●責任編輯：
周文超

A
1 8

●根據《規
劃》，廣東將在
2025 年建成 40 家粵港
澳聯合實驗室。圖為香港
城市大學科研團隊在河套
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實
驗室做實驗。
資料圖片

澳聯合實驗室，在目前 20 家的基礎上實現
倍增。同時，還將以橫琴、前海、深圳河
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合作區建設，通過
及打造粵港澳大灣區量子科學中心等平台，
全面深化粵港澳科技創新合作。

《規

劃》提出，到 2025 年，廣東將力爭實現主要創新指標達到
國際先進水平，建成更高水平的科技創新強省，粵港澳大
灣區初步建成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和產業創新高地，成為國家重
要創新動力源。全面深化粵港澳科技創新合作，成為其中最重要的
路徑之一。

實驗室涉多領域 破新冠相關難題
談到未來粵港澳科技創新合作，廣東省科技廳廳長龔國平表
示，首要是圍繞粵港澳三地各自在新發展格局中的戰略地位和比較
優勢，合力推進大灣區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粵港澳大灣區國家技
術創新中心等國之重器建設，加速港澳和大灣區珠三角地區創新
鏈、產業鏈、信息鏈、資金鏈、人才鏈的對接和連通，暢通創新要
素高效聯動。
粵港澳聯合實驗室是建設大灣區國之重器的重要支撐。《規
劃》提出，立足粵港澳科技創新合作基礎和需求，加快建設一批粵
港澳聯合實驗室，爭取到2025年，建成40家左右。
據悉，包括粵港澳光熱電能源材料與器件聯合實驗室、粵港澳
呼吸系統傳染病聯合實驗室等在內，20 家粵港澳聯合實驗室已經先
後授牌，且在各自領域發揮着重要作用。例如在抗疫過程中，粵港
澳呼吸系統傳染病聯合實驗室在鍾南山院士的帶領下，與美國團隊
合作建立了國際首個非轉基因新冠肺炎小鼠動物模型，可應用於新
冠肺炎治療藥物效果評價等研究，有效緩解了動物模型缺乏難題。

研關鍵核心技術 建量子科學中心
對於未來粵港澳聯合實驗室建設，《規劃》提出，由粵港澳高
校、科研機構、企業等法人單位共建，圍繞三地產業發展方向，聚
焦共同關注的研究熱點和重點，開展重大科學問題和關鍵核心技術
研究，推動成果轉移轉化和人才團隊培養。
除了科技創新合作平台，還需要布局合作載體。龔國平表示，
接下來，廣東加快推動橫琴、前海兩個合作區成為大灣區國際科創
中心的重要支點。
《規劃》提出，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合作區建
設，在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河套深
港科技創新合作區深圳園區布局一批重大科技創新基礎設施、粵港
澳合作新型研發機構以及中試基地，並在科研資源跨境流動方面積
極探索規則銜接、機制對接的現實形式。
在具體動作上，例如支持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聯動香港
探索適用國際先進的科研規則體系，設立多元化深港合作創投基
金，先行先試更加便利的出入境和停居留政策，加快打造前海國際
人才港。支持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建設粵港澳大灣區量子科學中
心，建設科技成果中試熟化基地等。
在全省層面，廣東將爭取國家授權開展創新要素出入境綜合改
革試點，推動稅收優惠制度對接和科研儀器設備、生物樣品跨境便
利流通，研究實施促進粵港澳人流、物流、工作、居住等更加便利
化的政策措施，探索搭建粵港澳大型科學儀器設施資源共享平台。
充分發揮粵港澳強強聯手的獨特優勢，深入實施粵港、粵澳聯合資
助計劃。大力推動港澳高校來粵合作辦學，加強粵港澳高校教育科
技交流。
龔國平指，廣東還將擴大和升級科技計劃對港澳的開放，加大
支持港澳青年來粵創新創業的力度，最終通過發揮粵港澳三地協同
創新的放大作用，加快集聚國際科技創新資源，將大灣區建成具有
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和產業創新高地。

20

三大合作載體
建設任務一覽

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布局建設重大科技創新基礎設
施，鼓勵創新主體積極參與國際大科學計劃和大科學工程。
加快建設廣東省智能科學與技術研究院，攜手打造橫琴中藥新
藥技術創新中心。優化粵澳合作中醫藥科技產業園發展路徑。大
力發展集成電路、電子元器件、新材料、新能源、大數據、人工智
能、物聯網、生物醫藥等產業。在科研資源跨境流動方面積極探索
規則銜接、機制對接的現實形式。

﹁

●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位於深圳河
套。
資料圖片
粵港澳光電磁功能材料
聯合實驗室
參與單位：華南理工大
學、香港大學、澳門大
學、香港城市大學、香
港科技大學、香港理工
大學等

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支持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創新
管理運行機制，聯動香港探索適用國際先進的科研規則體系，設立多元化
深港合作創投基金，發展粵港澳合作的新型研發機構，先行先試更加便
利的出入境和停居留政策，加快打造前海國際人才港；試點開展數據
跨境流動，建設國家級海洋科技合作基地，探索發行企業海洋開發
粵港澳中子散射科學技術
債券，探索臨時仲裁制度。
聯合實驗室
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深圳園區：聚焦生命科學、信息科
參與單位：散裂中子源科學中心、
學、材料科學開展前沿科學探索、關鍵技術研發，建設粵港
香港城市大學、東莞理工大學等
澳大灣區量子科學中心，建設科技成果中試熟化基地，建設
粵港澳人機智能協同系統聯合實驗室
國際先進科技創新規則試驗區、粵港澳大灣區中試轉化集
參與單位：中科院深圳先進技術研究
聚區。
院、香港中文大學、澳門大學等
來源：《廣東省科技創新“十四五”規劃》
粵港澳大灣區環境污染過程與控制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敖敏輝
聯合實驗室
參與單位：中科院廣州地球化學研究所、香港理
●廣東將在空天科技等領域推進科研。圖為
工大學、廣東省生態環境技術研究院等

﹂

位於廣州知識城的全國首個航空輪胎動力學
試驗大科學裝置配套工程。
受訪者供圖

已掛牌粵港澳聯合實驗室 （部分）

●香港文匯報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

粵港澳聯合實驗室

稅收優惠、人員通關、儀器過境便利措施以

科創 十四五 規劃：橫琴前海河套領跑

套地區三個片區為主要載體，推進粵港澳大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敖敏輝

聚焦顛覆性技術 突破
突破13
13重點領域
重點領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
根據《規劃》，“十四五”期間，廣東將圍繞
重點領域實施前沿技術和顛覆性技術專項，通
過創新項目申報、遴選、評審機制，實現前沿
技術和顛覆性技術創新突破。重點突破的領域
共 13 個，包括人工智能、衛星互聯網、空天科
技、太赫茲、天然氣水合物、氫能、幹細胞與
再生醫學等。

涉空天科技 發展新一代無人機系統
香港文匯報記者梳理發現，聚焦廣東產業
基礎高級化、產業鏈現代化，廣東在上述的 13
大領域將有一系列細化布局。比如在人工智能
領域，將圍繞智能製造、智能醫療、智能家
居、智能交通等重點領域部署一批面向全球的
深度融合應用場景，布局建設一批開放創新平
台，力爭形成高端引領、開放共享、自主可
控、基礎扎實的人工智能一流創新生態。
在氫能領域，將開展質子交換膜/固體氧化

物電解製氫、大規模風光電製氫、核能製氫、
光催化製氫、電催化水電解製氫、鈣鈦礦催化
製氫、超臨界水煤氣化製氫等前沿技術研究，
推動氫氣壓縮機自主化，突破氫能成本瓶頸。
開展液氨/有機物等液體儲氫、新型材料吸附儲
氫等顛覆性技術研究，實現氫安全高效低成本
儲運。
這些領域不少是涉及未來科技。比如空天
科技方面，大力發展新一代無人機系統、大型
滅火/水上救援水陸兩棲飛機等引領性航空航天
裝備，積極推進省航空產業創新平台建設，適
時創建城市空域飛行示範區。
在衛星互聯網方面，推進衛星互聯網平台
基地建設，加強衛星互聯網核心裝備研製和綜
合服務能力建設，在 5G/6G 非地面網絡融合發
展領域積極探索創新。
廣東省科技廳廳長龔國平表示，接下來，
廣東將更加緊密攜手港澳，增強戰略科技力
量。

中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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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當局所謂“互不隸屬”是赤裸裸販賣“兩國論”

：解放軍演訓針對“台獨”外力干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京報道）國
台辦發言人馬曉光在 13 日例行發布會上回應解
放軍軍機在台海演練等相關問題時指出，解放
軍演訓活動是為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所採
取的必要行動，針對的是“台獨”分裂活動和
外部勢力干涉，目的是從根本上維護中華民族
整體利益和兩岸同胞切身利益。他又指，民進
黨當局炒作所謂大陸“軍事威脅”，完全是顛 ●近日，解放軍海軍某驅逐艦支隊實彈射擊演練。圖為某驅逐艦支隊發射導彈打擊“敵”目
標。
網上圖片
倒是非，倒打一耙。

有記者提出，台防務部門負責人日前稱，
目前台海形勢是 40 年來最為嚴峻時刻，
解放軍將在2025年具備全面“攻台”能力。對
此，馬曉光表示，兩岸同胞都要清醒認識到，
當前台海形勢複雜嚴峻，兩岸關係緊張對立，
根源是民進黨當局勾連外部勢力，加緊進行謀
“獨”挑釁。“他們的所作所為嚴重損害兩岸
同胞的切身利益和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也嚴
重破壞台海和平穩定。”

台當局執迷不悟令台灣更危險
馬曉光表示，解放軍演訓活動是針對“台
獨”分裂活動和外部勢力干涉，目的是維護台
海和平穩定，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維護
兩岸同胞的共同利益，完全是正義之舉。民進
黨當局炒作所謂大陸“軍事威脅”，完全是顛
倒是非，倒打一耙。這樣的謊言欺騙不了兩岸
同胞和國際社會。倘若民進黨當局執迷不悟，
不知懸崖勒馬，只會把台灣推向更加危險的境
地。
10 月 9 日，紀念辛亥革命 110 周年大會在
京舉行。馬曉光對此表示，習近平總書記的講
話從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戰略高度和歷史視野
出發，指出台灣問題因民族弱亂而產生，必將
隨着民族復興而解決，深刻揭示了祖國必然統
一的歷史大勢。講話莊嚴重申黨中央推進祖國
和平統一的大政方針，鄭重宣示堅持一個中國
原則和“九二共識”、堅決遏制“台獨”分裂
活動、反對任何外來干涉、捍衛國家主權和領
土完整的堅強決心和堅定意志，號召兩岸同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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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共同創造祖國完全統
一、民族偉大復興的光榮偉業。
馬曉光表示，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講話鼓舞
人心、催人奮進，為做好新時代對台工作指明了
方向。“我們將深入學習領會、認真貫徹落實，
繼續團結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全體中華兒女，共
同致力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攜手推進祖國完全統
一進程，共圓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

謀“獨”挑釁造成兩岸緊張
針對蔡英文在“雙十”講話中首次提及兩
岸“互不隸屬”，馬曉光指出，1949年以來，
儘管海峽兩岸尚未完全統一，但大陸和台灣同
屬一個中國的事實從未改變也不可能改變，中
國主權和領土從未分割也決不允許分割。
馬曉光強調，兩岸同屬一個中國，兩岸關
係決不是“國與國”關係，所謂“互不隸屬”
就是赤裸裸的販賣“兩國論”。無論企圖怎樣
包裝“台獨”分裂主張，都不能掩蓋其分裂國
家的邪惡用心。由此更加說明，是民進黨當局
的謀“獨”挑釁造成當前兩岸關係緊張動盪，
威脅台海地區和平穩定。他強調，我們打擊遏
制“台獨”，是完全必要的正義之舉。
馬曉光更指，最近一段時間以來，國台辦
和相關部門的表態以及有關行動，都表明了我
們的嚴正立場態度，發出了清晰信號。我們決
不容忍任何“台獨”行徑，決不允許台灣從中
國分裂出去，任何人都不要低估我們捍衛國家
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堅強決心、堅定意志、強大
能力。

●責任編輯：周文超

美核潛艇事故
事發南中國海美軍活躍區
香港文匯報訊 美軍“康涅狄格”號核潛艇
在南中國海發生碰撞事故。中國專家指出，事
故位置可能在美軍於南中國海活躍區。
據中國央視軍事頻道報道，“南海戰略態
勢感知計劃”主任胡波分析，根據監測影像及
潛艇上浮航速推測，事故位置可能在海南島以
南、西沙群島以北，即海南島、西沙群島和巴
士海峽的三角區域中間，這也是美軍在南中國
海活動的活躍區域。
美國海軍10月7日發表聲明指，海軍核動力
潛艇“康涅狄格”號2日在亞太地區的國際水域潛
航時撞上一個“物體”後受損，但沒有人員受到
危及生命的傷害，而且潛艇保持安全和穩定狀態。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10月11日在記者
會上說，此次事故發生後，美方時隔五天才發
表了一份語焉不詳的聲明，這種不負責任、拖
延遮掩的態度，更令國際社會對美方意圖和事
故細節產生懷疑。他表示，美方有責任說明事
故詳細情況，並解釋清楚以下幾個問題：一是
美方核潛艇事故到底發生在什麼地方；二是事
故有沒有造成核洩漏，破壞海洋環境；三是事
故會不會影響事發海域的航行安全和漁業作
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中國海關總署 13 日發布
數據顯示，儘管受海外疫情反覆、國際運力不足、基數抬高等影響，
今年前三季度中國外貿進出口規模保持逐季抬升態勢，並連續五個季
度實現正增長。前三季度中國貨物貿易進出口總值 28.33 萬億元（人
增長 22.7%；進口 12.78 萬億元，增長 22.6%。出口增長動能強勁，
9 月以人民幣計出口增速超預期回升至 19.9%，大宗商品價格上漲則

二、三季度進出口值分別為 8.51 萬億元（人民
幣，下同）、9.59 萬億元以及 10.23 萬億元，增
速分別同比增長29.7%、25.2%以及15.2%。

續保持貨物貿易第一位
海關總署新聞發言人、統計分析司司長李
魁文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中國外貿表現在全
球主要經濟體中處於領先，在國際市場份額有
所提升。根據最新數據測算，今年上半年，中
國進出口、出口和進口的國際市場份額分別約
為13.2%、14.5%、12%，同比分別提升了0.8、
0.9 和 0.8 個百分點，繼續保持貨物貿易第一大
國地位。
李魁文表示，國內經濟持續恢復發展；全
球經濟和貿易有所回暖，國際市場需求增加；
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上漲，推高進口值；外貿穩
增長政策效果持續顯現等，都是支撐中國外貿
增長的因素。

●早前一艘輪船在拖輪的協助下向唐山港曹妃甸港區礦石碼頭
靠泊。
資料圖片

李魁文引述數據稱，中國出口增長動能較足。
前三季度中間產品出口增長29.2%，拉動出口增長
13.2個百分點，有力支撐了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的
順暢運轉。同期，機電產品和玩具、箱包等勞動密
集型產品出口增速均保持在20%以上。
進口方面，前三季度中國進口額12.78萬億
元，創歷史同期新高。李魁文表示，國際大宗
商品價格上漲成為推高進口值的重要因素。
“去年下半年以來，由於全球經濟和貿易需求
從疫情中恢復性增長、全球流動性量化寬鬆、
部分發達經濟體採取財政金融強刺激政策，以
及投機炒作等多種因素的綜合影響，一些大宗
商品國際市場價格呈現快速上漲態勢。”

進口價格同比上漲11.3%
李魁文說，今年前三季度，受國際大宗商品
價格上漲的影響，中國進口價格同比上漲了
11.3%，其中鐵礦石、原油、銅等商品進口均價
的漲幅均超過30%。
對未來進出口走勢，李魁文表示，當前影

響外貿發展的有利和不利因素都比較多。一方
面，中國經濟長期向好的基本面沒有改變，外
貿量穩質升的發展態勢有較好支撐。另一方
面，全球疫情起伏不定，世界經濟艱難復甦，
外部環境更趨複雜嚴峻，外貿發展面臨的不穩
定、不確定性因素依然較多。考慮到 2020 年外
貿高基數的影響，2021 年四季度進出口增速可
能有所回落，但中國外貿總體向好的趨勢不會
改變，全年仍然有望實現較快增長。

專家：短期出口額有望保持
植信投資研究院高級研究員常冉預計，受
芯片短缺、海運運力吃緊、原材料及用工成本
高以及高基數影響，短期內中國出口金額有望
保持，增速逐步回落。進口方面，在國內雙碳
及能耗雙控政策下，大宗商品尤其能源的進口
需求可能有所擴張；中國仍在積極履行中美第
一階段經貿協議，自美進口農產品和能源品的
力度或將加強，以及國內加大促進經濟復甦的
力度，都將支撐進口平穩增長。

發改委：嚴禁地方擅自關停煤礦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記者海巖及澎湃新聞報
道，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 10 月 13 日下午舉行
政策例行吹風會，介紹今冬明春能源保障供應
有關情況並答記者問。國家發改委黨組成員、
秘書長趙辰昕在介紹下一階段保供工作重點時
強調稱，堅持“全國一盤棋”，嚴禁部分地區
形成“資源先供本地”這樣的小循環和保護主
義傾向，嚴禁地方擅自關停煤礦。

﹁
﹂

所幸郭彥青及時向內銷市場轉型。
2018年，他離開青島，來到南京創辦林
語花海花卉有限公司，投資3,000多萬元
（人民幣，下同）新建佔地面積56畝的
綜合性蝴蝶蘭產業基地，主攻內銷市場。
林語花海公司所在的南京江寧台
灣農民創業園為前來創業的台農提供
了“拎包入住”的良好條件。據江寧
台創園四級調研員趙錫斌介紹，台創
園積極落實“惠台 31 條”“農林 22
條”等政策，為台胞台企提供3年免租
金等優惠政策，還協助台企利用周邊
的花卉市場等拓展內銷渠道。
目前，林語花海公司已建成標準智
能玻璃溫室 1.5 萬平方米，蘭花組培室
2,000平方米，並引進台灣和日本等地的
數十種珍稀蝴蝶蘭原生種苗繁育，年產
量達300多萬株，年均總產值達800多萬
元，在蝴蝶蘭從業者中具有獨特優勢及
強勁競爭力。
郭彥青指出，蝴蝶蘭花型美麗且
花期很長，越來越受大陸民眾喜愛，
其中包括很多年輕人。大陸市場對蝴
蝶蘭的認知水平也逐漸提升和日益多
元，公司將會根據大陸市場的趨勢和
變化，積極開發更多的蝴蝶蘭品種，
進一步拓展內銷市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 賀鵬飛 南京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海巖 北
京報道） 9 月信貸投放及社融增長均
低於市場預期。中國人民銀行 13 日發
布金融數據顯示，9 月新增人民幣貸
款 1.66 萬億元（人民幣，下同），同
比少增 2,327 億元；社會融資規模增量
為 2.9 萬億元，同比少增 5,675 億元，
而廣義貨幣 M2 同比增速結束連續兩
個月回落，較 8 月末上升 0.1 個百分點
至 8.3%。由於內地限電限產和房地產
調控給經濟帶來壓力疊加四季度流動
性缺口增大，市場對央行將採取降準
等貨幣擴張政策的預期升溫。

流動性缺口加大 降準預期升溫

民幣，下同），比去年同期增長 22.7%。其中，出口 15.55 萬億元，

海關總署數據顯示，今年前三季度外貿進出
口規模逐季抬升，增速逐季回落。一、

建56畝產業基地主攻內銷

上月新增信貸社融均遜預期

大宗商品價格上漲推升進口值
國進出口增速可能回落，但外貿總體向好的趨勢不變。

“ 我 從 2001 年
來大陸一直做外銷，
疏忽了國內市場，直
到後來外銷做不下去
了。”台灣花農郭彥
青登陸創業 20 年，專注於蝴蝶蘭新品
種研發、種苗培育和花卉銷售，產品
暢銷歐美日韓等國。在出口利潤大幅
萎縮後，他毅然轉攻大陸內銷市場，
很快迎來事業“第二春”。
郭彥青原本在山東青島創業，引
進和培育了大量精品蝴蝶蘭種苗，在
歐美日韓大受歡迎，每年僅出口到荷
蘭阿姆斯特丹的蝴蝶蘭就多達 300 萬
株。不過受人民幣升值等因素影響，
出口利潤逐年下滑。
“我們開始做歐洲市場的時候，1
歐元能兌 11 元人民幣。到我不做歐洲
市場的時候，1歐元只能兌換7.2元人民
幣。人民幣升值40%，也就意味着我們
損失了40%的純利潤。”郭彥青坦言，
除人民幣升值外，新冠肺炎疫情也對其
出口業務造成巨大衝擊。2020年，公司
出口的蝴蝶蘭數量銳減至約27萬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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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關總署：前三季外貿額增22.7% 進口升22.6% 四季度增速或回落

推升前三季度進口規模創下歷史同期新高。海關總署預計，四季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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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銷轉內銷 大陸台農迎 第二春

國台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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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辰昕特別強調，堅決保住民生用能。
“民生用能佔整個供應的比重並不高，據統
計，居民用電量佔全部用電量的 15%左右，民
生用氣佔全部用氣的比例不到 50%。這些民生
用電和用氣全額保障沒有問題。我們將指導地
方和企業堅持民生優先，必要時‘壓非保
民’，科學制定有序用能方案，確保限電不限
居民，限氣也不限居民。”

內地能耗雙控措施逐步升級，工信部、生
態環境部 13 日聯合發布通知表示，京津冀及周
邊地區11月15日至2022年3月15日採暖季實行
鋼鐵行業錯峰生產。京津冀採暖季實行重點行
業限產及加強污染防治，是歷年常規安排，但
由國家部委專門發文還是首次，在當前雙碳及
能耗雙控政策收緊的背景下，凸顯政府對鋼鐵
行業壓減產量及推進減排工作的重視。

人行數據顯示，今年前 9 個月，人
民幣貸款增加 16.72 萬億元，同比多增
4,624 億元。從前三季度的信貸結構上
看，居民中長期貸款佔全部新增人民幣
貸款的比例不到30%，企業中長期貸款
佔比接近五成。
在社會融資規模方面，今年前三
季度社融增量不及 2020 年同期，但高
於 2019 年前三季度的新增規模。數據
吸納是，今年前 9 個月社融增量累計
為 24.75 萬 億 元 ， 比 上 年 同 期 少 4.87
萬 億 元 ， 比 2019 年 同 期 多 4.14 萬 億
元。
另外，代表貨幣流動性的廣義貨幣
M2，9月末餘額為234.28萬億元，同比
增長 8.3%，增速比 8 月末高 0.1 個百分
點，比去年同期低 2.6 個百分點；狹義
貨幣(M1)餘額 62.46 萬億元，同比增長
3.7%，增速分別比 8 月末和去年同期低
0.5個和4.4個百分點。

分析：經濟承壓需工具對沖

東方金誠首席宏觀分析師王青分析
指出，9 月信貸和社融增速低於預期，
顯示市場主體信貸需求疲軟，前期降準
等政策對信貸和社融的提振作用較為有
限，這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四季度降準
的可能性。四季度乃至明年一季度經濟
下行壓力會較突出，因此央行需選擇適
當的政策工具對沖。

降準或推動LPR報價下調
王青認為，再貸款等結構性貨幣政
策力度偏弱，不足以應對經濟全面下行
壓力。降準可能是當前局面下的適當選
擇，且降準還可能推動 1 年期貸款市場
報價利率（LPR）報價下調，以市場化
降息替代政策性降息，而且政策力度整
體上也會比較溫和。

台灣新聞
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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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翁苦撐八小時軟癱
母女躲陽台喊破嗓同獲救
高雄城中城大樓經歷毀滅性的一
天，現場生死悲喜交織。一名 70
歲在園藝店上班的老翁求生 8 小
時後幸運獲救，女老闆看見他激
動大喊 「歐吉桑加油啊！」年僅
8 歲的張姓女童與母親成功逃生
，原本還擔心課本文具全燒毀沒
辦法上學，學校承諾買新的才放
心。
一名園藝行女老闆上午發現
住在城中城的老員工沒來上班，
趕到現場察看才知道凌晨發生大
火，前進指揮所白板上遍尋不到
老先生的名字，她趕緊拜託消防
員到 9 樓找人。上午 10 點 30 分傳
出好消息，老先生成功生還，搭

雲梯車被救出火場，女老闆喜極
而泣大喊 「
歐吉桑加油啊！」
與母親同住在 9 樓的張姓女
童，今年才剛轉學到鹽埕區念小
三，凌晨母親機警聞到煙味，立
刻抓起女兒到陽台待援，消防隊
員搭雲梯車升起，第一時間就看
見母女並將她們救下送醫。幸好
母女僅輕微嗆傷，校方為了讓女
童安心，承諾重新贈與一套上學
用品，並另行心理及課業輔導。
住在城中城對面的趙姓婦人
，原本 15 日要簽約買下城中城 8
樓一間 16 坪套房出租，與賣方談
妥以 40 萬元成交，沒想到還來不
及簽約，一切都付之一炬。

趙婦痛批當地治安與環境衛
生不佳，特別是城中城，一樓中
午開始就有人在騎樓飲酒，喝多
了就容易打架鬧事。大樓內也因
低房租房價，加上沒管理組織，
住客三教九流，且拾荒住戶多，
到處都堆滿雜物，以前他們就常
擔心，這樣的環境遲早會出事。
誇張的是，許多人歷經生死
和親人分離，但在現場仍有當地
居民，中午就大剌剌坐在城中城
對面超商門口喝啤酒乾杯欣賞
「救災秀」，離譜行徑與消防人
員全副武裝的模樣行成強烈對比
。

城中城火災釀 46 人死
內政部擬修法要求既有建物設立管理組織
（中央社）高雄市鹽埕區城中城大樓今天凌晨 2 時許發生大
火，釀成 46 人死亡，針對媒體報導，質疑大樓無管理組織，有
礙建築物公共安全管理。對此，內政部晚間發布新聞稿說明，針
對既有建築物現行法規未能強制要求設立管理組織，內政部將修
正公寓大廈管理條例強制要求既有建築物亦要設立管理組織。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29 條第 1 項明定，公寓大廈應成立
管理委員會或推選管理負責人。同法第 10 條第 2 項規定，共用部
分、約定共用部分之修繕、管理、維護，由管理負責人或管理委

員會。管理委員會應負責整棟大樓之安全與共有及共用部分之維
護、修繕等任務，惟對於既有建築物並無溯及既往之規範。
不過，城中城大樓 2 至 6 樓及 12 樓已閒置多年，目前並未使
用，僅 7 至 11 樓為住宅使用，致使未依 「公寓大廈管理條例」第
29 條第 1 項成立管理委員會或推選管理負責人，並未依同法第 10
條第 2 項規定，由管理委員會應負責整棟大樓安全與共有及共用
部分之維護、修繕等任務，致使未落實安全管理部分。
此是大火後，內政部消防署將與營建署共同檢視現有法規，

要求這類老舊建築物應成立管理委員會，確保維護其建築防火避
難及消防安全設備安全。
內政部表示，為健全既有建築物的公共安全管理，營建署將
修正公寓大廈管理條例，要求既有建築物均應設置管理委員會，
使管理委員會負起公寓大廈的公共安全。
此外，為避免類似事故再次發生，內政部消防署已函請各地
方消防機關全面清查複合用途建築物有供住宅使用的消防安全管
理，違規者依消防法相關規定處理，以預防火災發生。

政院拍板 基本工資漲到2萬5250元 明年上路
（中央社）基本工資審議委員會上周五決定，基本工資從明
年元旦起調升，從現行 2 萬 4000 元調高達 2 萬 5250 元，時薪由
160 元調升為 168 元，月薪調幅 5.21％，是蔡政府任內第六度調
漲。行政院長蘇貞昌昨核定該方案，預計從明年元旦起實施。至
於軍公教明年薪資是否調整？行政院發言人羅秉成說，目前相關
審議程序還在進行中，有結果會盡速分享好消息。
蘇貞昌指出，他昨天核定基本工資調漲案，並自明年 1 月 1
日起實施，後續請經濟部、勞動部，就調漲基本工資對受衝擊的
內虛產業帶來的加重負擔，妥為規畫、溝通，盡速公布配套方案
措施。

今年度每人基本生活費也將一併調漲，預計由去年 18 萬
2000 元提高至 19 萬 2000 元，這也是蔡政府執政以來，第五年調
升基本生活費，約有 210 萬戶受惠，明年 5 月報稅時，就能適用
。
蘇貞昌說，明年基本工資調漲，預估將有超過 245 萬名勞工
受惠，本國受惠勞工約 200 萬人，這不僅是經濟成長的果實，讓
全民共享的具體實踐，也是蔡政府上任來第六度調漲，月薪調幅
達 5.21％，是 15 年來最大的調幅。
對於基本工資明年將上漲，健保投保級距也會一併調整，但
依現行契約規定，家庭看護工薪資多為 1 萬 7000 元、也已凍漲多

年，但隨著基本工資調整，健保自付額也會隨之提高，意謂家庭
看護工薪水不減反增。
根據統計，我國截至今年 8 月為止，共有 23 萬 5756 名家庭
看護工，且主要為印尼移工。台灣移工聯盟昨天赴行政院抗議，
疾呼 「
家務工要基本工資，政府補助弱勢家庭；家務移工納入長
照人員；個別聘僱落日，全面改由機構聘僱」等訴求。
對此，勞動部表示，考量受僱於個人家事勞工工作形態、工
作時間與受僱於事業單位勞工不同，適用勞動基準法有窒礙難行
，目前受僱於家事勞工不分本、外籍，均不適用勞動基準法。

染疫長期症狀 將訂診斷碼追蹤
（中央社）世界衛生組織（WHO）本月公布新冠肺炎長期
症狀（Long COVID），症狀包括疲勞、憂鬱、腦霧等。立委表
示，日前 WHO 已提出明確定義，台灣也應做出指引，確認康復
者是否有 Long COVID，要有明確統計，希望衛福部主動做更多
；衛福部長陳時中則答應，相關的定義或診斷碼，衛福部會研議
訂定。
WHO 本月公布 Long COVID 定義，症狀包括強烈疲勞、憂
鬱、注意力不集中、情緒波動、腦霧等，通常發生在感染發病 3

個月後，並至少持續 2 個月，且無法用替代診斷解釋。
昨天民進黨籍立委洪申翰於衛環委員會質詢時表示，目前國
內有 9000 多名本土確診者，若不清楚是否為 Long COVID，康復
後重返職場、校園後，也不知道如何求助，包括勞動部、教育部
也都表示，需要有衛福部對 Long COVID 的認定，才能做出後續
的工作，指揮中心對 Long COVID 的動作有點慢。
洪申翰認為，衛福部應主動追蹤新冠肺炎長期後遺症，甚至
使用 WHO 的定義銜接台灣的規定和認知。對此，陳時中表示，

國內沒有對康復者的追蹤機制，但因有全民健保，就診資料可以
被分析、討論和追蹤，衛福部會在加強教育的課程裡面做分分享
，心肺復健學會也訂定了術後照顧指引。
至於國內疫情部分，昨天無新增本土個案，但新增 8 例境外
移入個案，分別自美國，烏克蘭、阿拉伯聯合大公國、菲律賓、
印尼入境。截至目前，國內共累計 1 萬 6321 人確診，其中 846 人
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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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同比增長 1 倍多
中國汽車何以暢銷海外？
新能源汽車不斷拓展歐洲市場，
乘用車、商用車等各類車型暢銷海外，
中國車企加大境外投資、轉變出口模
式……今年以來，中國汽車出口持續
增長，並呈現出新亮點、新特點。
海關數據顯示，今年 1-8 月，中國汽
車出口 131.8 萬輛，同比增長 117.5%，創
同期曆史新高，在多地出現“一車難
求”的景象。
熱銷海外創新高
——8 月，乘用車出口同比增長 1.9
倍，商用車出口同比增長 85.7%
位于沙特利雅得市中心的中國一汽
紅旗利雅得旗艦店裏，錯落有致地擺放
著紅旗 H9、HS5、HS7 等多款車型，吸
引衆多當地消費者前來選購。這是繼紅
旗吉達、達曼旗艦店後，紅旗在沙特阿
拉伯的第 3 家旗艦店，于今年 6 月 30 日
正式開業。
紅旗汽車沙特經銷商穆罕默德· 阿蔔
杜勒· 賈瓦德說：“紅旗在沙特上市後，
銷量遠超預期，熱門車型一車難求。”
據了解，紅旗高端車型 H9 在沙特上市 1
個多月，訂單已過百輛。
這只是中國汽車遠銷海外的一個縮
影。海關數據顯示，今年 1-8 月，中國汽
車出口金額達 1377 億元人民幣，增長
111.1%，超過去年全年水平，爲同期曆
史新高。
近年來，中國汽車企業海外布局逐
漸擴大，海外市場收獲頗豐。
上汽有關負責人介紹說，今年上半
年，上汽實現海外銷量 26.5 萬輛，同比
增長 112.8%。目前，上汽産品和服務已
進入全球 70 多個國家和地區，形成了 3
個“5 萬輛級”和 6 個“萬輛級”海外重
點區域市場。
今年 8 月，長城汽車在海外市場實
現銷售新車 12399 輛，同比增長 81.1%；
1-8 月累計海外銷量達 86509 輛，同比增
長 156.8%，海外市場正在成爲長城汽車
最有前景的增長點。吉利汽車 1-8 月海外

出口總量爲 66701 輛，受到多國用戶的
歡迎。
中汽協數據顯示，8 月，乘用車出
口 15.4 萬輛，同比增長 1.9 倍。
不止乘用車賣得好，商用車同樣暢
銷。
今年 3 月，比亞迪與英國公交運
營 商 第 一 巴 士 公 司 簽 訂 126 台 純 電 動
巴士訂單，是蘇格蘭有史以來最大的
純電動巴士項目。5 月，比亞迪在英
國 電 動 巴 士 累 計 銷 量 突 破 1000 輛 。 6
月，比亞迪與倫敦交通局旗下公共交
通運營商 RATP 簽訂 195 台純電動巴士
訂單，這也是英國單筆最大的純電動
巴士訂單。
中汽協數據顯示，今年 8 月，商用
車出口 3.3 萬輛，同比增長 85.7%。
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付淩晖表示
，在全球汽車行業缺芯的背景下，中國
汽車出口之所以能保持較快增長，有兩
個因素的影響比較突出：
一是汽車行業産業鏈條較長，對企
業相關配套各方面要求較高。在全球疫
情背景下，許多國外企業的物流、生産
供應等遇到了很多問題，但是中國産業
體系比較完整、配套能力較強，在這些
方面具有較大優勢。
二是中國疫情防控形勢總體較好，
國內生産秩序、生活秩序維持得較好，
有利于汽車生産穩定運行。此外，汽車
出口增長較快也和去年的低基數有一定
關系。
新特點展現新變化
——新能源汽車進軍歐洲市場，注
重本地化生産，投入暢銷車型
近年來，中國汽車質量、技術、
品牌服務水平不斷提升，國際競爭
力逐步增強，促使汽車出口增長較
快。中國汽車出口呈現一些新亮點、
新特點。
——新能源汽車積極拓展歐洲市場
。中汽協數據顯示，今年 8 月，中國汽

車企業出口 18.7 萬輛，其中新能源汽車
出口增長貢獻度爲 35.2%。中國汽車工
業協會副總工程師許海東對本報記者表
示：“經過《節能與新能源汽車産業發
展規 劃 (2012-2020 年)》 ， 目 前 中 國 新
能源汽車産業已經逐步發展起來，産
品越來越成熟，在國內獲得消費者廣
泛認可，並加快‘走出去’。值得注
意的是，去年以來，中國新能源汽車
正在積極拓展歐洲市場，歐洲政府給
予了大量補貼，歐洲市場的滲透率正
在不斷提高。”
6 月 7 日，比亞迪首批 100 台唐 EV
在 上 海 港 起 航 ， 7 月 24 日 順 利 抵 達 挪
威德拉門港。8 月 12 日，比亞迪唐 EV
挪威上市暨首車交付活動在挪威奧斯
陸舉行。作爲全球首個達成百萬輛新
能源車下線的中國品牌，本次交付標
志著比亞迪乘用車業務正式落地挪威
市場，也標志著比亞迪新能源乘用車
業務正式布局歐洲市場。比亞迪有關
負責人對本報記者表示，預計今年
內 比 亞 迪 將 向 挪 威 交 付 1500 台 唐
EV 。 目 前 比 亞 迪 新 能 源 車 業 務 已
經在美國、加拿大、巴西、智利、
墨西哥、哥倫比亞、厄瓜多爾、烏
拉 圭 、 阿 根 廷 、 巴 拿 馬 等 國家和地
區全面開展。
—— 出 口 模 式 發 生 改 變 。 吉 利 並
購寶騰，長城汽車收購通用汽車在泰
國的工廠，上汽乘用車在泰國建立合
資工廠，上汽通用五菱把工廠建在印
尼……近幾年，中國車企在東盟市場
紛紛投資建廠。業內人士指出，按照
東盟協議，在東盟任何一個成員國建
廠，只要本地化程度達到一定比例，
就能出口到東盟任何一個國家，中國
汽車品牌正在以重資産形式敲開東盟
市場的大門。“中國汽車企業‘走出
去’的模式發生了變化，開始在印尼、
泰國、印度、俄羅斯等國家投資建廠。
這種本地化生産模式，是中國汽車企
業走出去的未來發展方向。”許海東

表示。
—— 産 品 競 爭 力 在 提 高 。 許 海 東
表示，近年來中國車企出口海外的
車型大多爲國內暢銷車型，這些産
品已經在國內獲得了消費者認可，
出口海外之後同樣具有較強的市場
競爭力，能夠獲得海外消費者的認
可 。 例 如 長 城 皮 卡 今 年 1-7 月 在 智 利
累 計 銷 量 達 4773 輛 ， 居 整 體 市 場 第
二位；吉利博瑞在馬來西亞大受歡
迎 ， 上 汽 名 爵 暢 銷 泰 國 …… 好 産 品
自然暢銷海外。
打造品牌，增強整體實力
——還需進一步培養品牌，未來出
口仍有較大增長空間
近年來，推動中國汽車産品“走出
去”，實現品牌的向上發展，逐步成爲
汽車産業的發展方向，越來越多中國車
企加入出海陣營。
“中國汽車品牌的産品競爭力有明
顯提升，在海外市場逐漸建立了較好的
口碑。”許海東表示，中國車企出口已
經進入快速發展階段，更加注重産品、
模式、品牌等整體實力的提升。在他看
來，目前中國汽車品牌實實在在地“走
出去”了，將持續向上發展。“我們的
産品有能力走向海外，未來還需要進一
步培養品牌、打造品牌，讓海外消費者
接受中國汽車。”
汽車出口的好勢頭能否延續？相關
各方普遍樂觀。

從 全 年 外 貿 走 勢 看 —— 付 淩 晖 表
示，第一，雖然近期受疫情衝擊，
世界經濟複蘇勢頭有所放緩，但世
界經濟總體複蘇的態勢是持續的，
外需擴大對國內出口的拉動作用還
會持續顯現。第二，中國産業體系
較完整，配套能力較強，生産整體
狀況較好，有利于企業出口。第三
，穩外貿政策效應還會持續顯效。
一些外貿新業態如跨境電商、海外
倉等的發展，對于外貿增長仍然會
發揮助力作用。
從國內汽車産業看——中汽協方面
表示，展望四季度，國民經濟運行總體
保持穩定，支撐汽車生産和消費保持穩
定。當然，原材料價格上漲可能會加大
企業成本壓力。
上汽有關負責人表示，按照規劃
，今年上汽海外銷量將達到 55 萬輛，
逐步形成中東、澳新、東盟、印度和
歐洲 5 個“5 萬輛級”區域市場，2025
年 上 汽 海 外 年 銷 量 將 衝 刺 150 萬 輛 大
關。比亞迪方面表示，隨著全球碳中
和政策及環保政策的推廣，比亞迪有
望在四季度保持良好勢頭，海外市場
未來可期。
全國乘用車市場信息聯席會秘書長
崔東樹說，中國車企進入發達國家市場
才算真正參與國際競爭。2021 年中國汽
車出口的爆發式崛起，體現了中國汽車
産業的世界競爭力在大幅提升，汽車出
口仍有巨大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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