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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03-TOP ONE群智貸款C6_A1

713 - 364 -7788 
832 - 498 - 7566

群智貸款

Michelle Young  
 通國、英、粵語、韓語

● 外國人貸款，保證最低
   最低利息。B1, B2, 
   J1保證通過
● 只要一年P&L盈虧表，
   不查稅表
● W2用一年VOE貸款方式
● 不查收入貸款
● Construction Loan,
   Lot Lo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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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美國總統拜登今天為氣候措施、
學齡前教育及其他社福計畫推出1.75兆美元支出
法案，並說民主黨有志一同，但部分黨內同志隨
即打槍。

路透社報導，拜登在最後一刻赴國會尋求進
步派支持這項支出計畫，他說 「我們有一套歷史
性經濟架構」，將創造就業並讓美國更具競爭力
。他之後動身前往義大利參加20國集團（G20）
領袖峰會。

他留下國會面對歧見衝突和懸而未決的問題
，但他的一大經濟議程似乎慢慢邁向表決，可能
幾天內就會實現。

然而究竟要如何整合仍是個謎。

目前仍不清楚，民主黨內希望先通過相關跨
黨派1兆美元基礎建設法案的溫和派是否贊同。

國會進步派黨團（Congressional Progressive
Caucus）今晚重申立場，進步派民主黨人唯有推
動更複雜的支出措施，才會表決基礎建設法案。

黨團主席傑亞帕爾（Pramila Jayapal）在聲明
中說： 「我們數十名成員堅持讓兩項法案聯合推
動，能讓它們一起表決才會投票。」

這形同粉碎拜登和眾議院民主黨高層盼在今
天表決基礎建設法案的希望，使得拜登無法在海
外出席領袖峰會前取得一大政策勝利。

眾議院領導層臨時通知說，本週最後的表決
將是一項有關臨時運輸經費的法案。

法新社報導，拜登已大大妥協，將最初提出
的3.5兆美元社福支出規模砍半。儘管民主黨仍
辯論不休，一名白宮不具名高階官員說，拜登相
信這個新架構會贏得所有50名民主黨籍聯邦參
議員支持並在聯邦眾議院過關。

美聯社提到，所有共和黨籍參議員都已表態
反對更大規模的方案，但民主黨要取得黨內每位
成員支持 1.75 兆美元法案，才有望在兩黨各 50
席的參議院過關。然而白宮今天上午公布的立法
架構卻明顯少了有薪家事假和病假，引發相關倡
議團體不滿。

拜登推拜登推11..7575兆美元支出案兆美元支出案 黨內辯論不休黨內辯論不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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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rying to pitch a
multi-trillion dollar plan on Capitol
Hill and bring progressives and
moderates together.

In a closed door meeting, the
president tried to convince
progressives to agree on the
long-awaited details of his $1.75
trillion economic and climate
package. But his pitch will not be
enough to satisfy progressives.

Senate Democrats cannot afford
to lose a single vote to pass the
bill in process known as budget
reconciliation.

Today President Biden is facing
many challenges both here at

home and abroad. In order to
keep his leadership position, he
has to show the world how the U.
S. can lead the world.

Biden has a great amount of
pressure from his own party.
When many in Congress ask for
more social welfare and more
assistance for poor people, where
in the budget does the money
come from? This is the same
issue the federal government has
faced over the past several years.

In the meantime, we urge
President Biden to change his
national and domestic team in
order to meet the growing list of
challenges.

1010//2929//20212021

President Biden Is TryingPresident Biden Is Trying
To Unite His Own PartyTo Unite His Own Party

拜登總統目前在國會正面臨同
黨同志之極大壓力來通過他所
提出之國家基建福利法案 ，在
今天的閉門會談中 ，他企圖说
服激進自由派的民主黨议員，
同意他提出的一千七百五十萬
億的经济及拯救氣候變化之法
案， 這項法案巳得到五十位民
主黨参議員之支持。
但是激進自由派之眾議員對此

項法案未能包括許多他們希望
納入之社會救濟事項而不願支
持总统之法案。
白宮方面是希望先通過基建法

案後，再行處理有關教育文化
及社會救濟之問題。
老實說 ，拜登總統需要在他

參加G20 會議之前 ，為大會交出
個成绩單 ，也為了保住美國在世
界上的龍頭地位。

近二年來 ，由於新冠病毒之
侵襲 世界之格局發生巨大變化，
從阿富汗撤軍到亞太地區之軍事演
習， 眼看數以萬計無法進港之貨
櫃已經让物價飛漲。

拜登總統面臨內外之極大壓力
， 對內必須應對自由極端派對社
會低層救助之要求， 對外許多盟
邦對美國也怨聲載道。

我們呼籲拜登總統應該重組國
安、外交及內政之團隊， 來面對
問題 ，重新調整戰略， 才能走出
困境。

拜登面對同黨之極大壓力拜登面對同黨之極大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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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先前北韓最高領導人金正恩因音
許久未正式出席公開場合，甚至有傳聞指出他
的胞妹金與正發動政變，甚至將他處死的說法
。隨後雖然傳聞已遭南韓否定，金正恩也公開
露面，破除謠言。但金與正冷血狠毒的形象，
仍深植人心。她也曾被英媒評為 「等候繼位的
暴君」，其形象可見一斑。

究竟金與正為何給人冷酷、不擇手段的印
象？根據韓媒報導，金與正曾下令處決8名特
務，理由是涉嫌貪汙，縱使這些人辯稱這是誤
會，她仍以 「在面臨黨與革命行動的危機時，
他們很有可能會背叛國家」唯有將他們處決。
就此可看出她殘酷的一面。

英國《每日鏡報》也曾報導，由於金正恩
的孩子還太小，再加上他們家族在北韓被視為
近乎 「神」一般的家族，所以雖然金與正是女
性，她仍被視為金正恩的接班人。而專家認為
她可能比她的哥哥更為無情冷血，她向來熱衷
於武器研發，也不吝於對外展現她的氣魄。

研究極權政體的學者Natasha Lindstaedt教
授認為，雖然金與正作為女性，但她並不認為
這會在她成為北韓領導人後，削弱她的地位。

他也認為若是一旦金正恩過世，金與正將會成
為北韓下一任領導人，而目前她就是一位等候
繼位的暴君。

雖然北韓國家貧困，但是她與她的兄弟都
享受著與人民不同的富裕生活。她從九歲起就
在瑞士接受教育，擁有私人廚師與保鑣。她回
到平壤上大學之後，便成為了北韓核心權力團
隊的一員，也曾與哥哥金正恩一同接見前美國
總統川普。

在他們家族中，最年長的大哥金正哲
（Kim Jong-chul）對政治沒有興趣，向來不被
認為是接班人的料子。同父異母的哥哥金正男
也在 2017 年死於暗殺。一位美國事務的專家
Sung Yoong Lee認為，金與正完全有可能成為
比她哥哥（金正恩）更為專制的領導人。

在金正恩健康疑似出現疑慮而引發外界關
注的情況下，金與正接班後的治理風格，更為
引人關注。雖然她從未對於家族的殘暴統治表
態，但在金氏王朝統治北韓的 70 多年當中，
數千人被處決、數百萬北韓人因為糧食短缺奄
奄一息。她在北韓掌握實權，很有可能持續成
為北韓人民下一個惡夢。

金與正冷血處決8名特務
被稱 「等候繼位的暴君」

(本報訊)德國與希臘長年在財政經濟議題上
存有分歧，隨著即將卸任的德國總理梅克爾
（Angela Merkel）今天在任內最後一次訪問雅
典，兩國關係的齬齟篇章也將落下帷幕。

梅克爾與希臘總統薩克拉洛普魯（Katerina
Sakellaropoulou）會面時指出，兩國關係 「經歷
過起起落落，但建立在堅實基礎之上」。

梅克爾透過翻譯表示： 「這段時間給予我
們力量的…是總覺得我們屬於一體的感受。」

2008年金融海嘯後，歐債危機衝擊希臘，
歐盟祭出嚴厲撙節政策，梅克爾和時任德國財
政部長蕭伯樂（Wolfgang Schaeuble）成為希臘
民眾的眾矢之的。

薩克拉洛普魯曾是裁決部分撙節措施的高

等法院法官。她告訴梅克爾，希臘被要求 「付
出沉重代價」， 「理所當然」在歐盟成員國當
中，有時會感到孤獨。

不過，薩克拉洛普魯說，德國之後於2015
年移民危機期間伸出援手等經歷， 「促進了相
互理解」。

梅克爾今年9月曾經坦承， 「我任期中最艱
難的時刻，就是向希臘提出了很多要求」。

梅克爾2010年開始敦促希臘時任總理巴本
德里歐（George Papandreou）實施撙節措施，
以減少迅速成長的公共赤字。雅典同意削減預
算並增稅，來換取當時3000億歐元國際紓困金
。

希臘人的退休金大幅減少，基本月薪降至

600歐元以下，私有化浪潮開展；此外，撙節也
導致公共服務和醫院人力縮減，藥品和其他原
料短缺。

2012年危機頂峰時，梅克爾訪問雅典，群
眾憤怒抗議，揮舞印有納粹符號以及把她繪成
希特勒漫畫模樣的橫幅；德國媒體 「畫報」
（Bild）將梅克爾形容為 「希臘最憎恨的女性之
一」。

希臘激進左派人士齊普拉斯（Alexis Tsipras
）2015年當選總理後，兩國緊張局勢更加明顯
。

齊普拉斯成為希臘領導人的數個月前，曾
要求梅克爾和歐洲保守建制派人士 「回去吧」
。當時雅典面臨被踢出歐元區，但最終仍屈服

於債權人施壓，同意採取新的撙節措施。
梅克爾16年的德國總理時代來到終點，但

她在希臘的聲望依然低迷。
希臘現任總理米佐塔基斯（Kyriakos Mitso-

takis）上週在布魯塞爾表示，梅克爾已經承認，
她曾屢次向希臘提出許多要求，撙節力道超出
希臘社會可承受範圍。

德國經濟研究所（DIW）的克里提科斯
（Alexander Kritikos）認為，梅克爾的雅典告別
訪問 「是一個重要訊號，代表希臘過去幾年非
常艱困的經濟危機，現在同樣在通往成功落幕
的道路上」。

他說，梅克爾能與當前保守的希臘政府建
立友好關係，標誌著兩國關係恢復 「常態」。

梅克爾赴雅典告別訪問 德國希臘多年齬齟將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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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阿富汗半數人口面臨創紀錄饑荒 急需人道援助

聯合國發布的一份最新評估顯示，

幹旱、衝突、新冠疫情和經濟危機帶來

的綜合衝擊，使阿富汗一半以上的人口

面臨創紀錄的嚴重饑餓。有關機構呼籲

國際社會齊心協力，采取迅速行動，解

決這場嚴重的危機。

冬季來臨

阿富汗糧食問題雪上加霜
報道稱，由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

和世界糧食計劃署共同牽頭開展的最新

分析顯示，2280萬人的生活、生計和獲

取糧食的機會，將受到嚴重影響。

糧農組織總幹事屈冬玉說：“我們

迫切需要采取有效行動，在冬季阿富汗

大部分地區的交通被阻斷之前，加快和

擴大我們在阿富汗的食物運送速度，以

免使數百萬人，包括農民、婦女、幼兒

和老人，在冰冷的冬天挨餓。這是一個

生死攸關的問題。”

報告發現，從11月到3月的淡季，

超過一半的阿富汗人，將面臨嚴重糧食

不安全的第三級危機或第四級緊急情況

，這需要國際社會做出緊急反應，以防

止人道主義災難的發生。

屈冬玉表示：“我們不能等待和目

睹人道主義災難在我們面前展開，這是

不可接受的。”

無法變現的承諾
正在死亡的兒童
據報道，此次報告，是聯合國在

阿富汗進行該項數據分析的10年中，

記錄的面臨嚴重糧食不安全人數最多的

一次。

此外，在全球範圍內，阿富汗是面

臨嚴重饑餓的人數最多的國家之一。

世界糧食計劃署執行主任比斯利

(David Beasley)說：饑餓(人數)正在上升

，兒童正在死亡。“我們不能靠承諾養

活人們，資金承諾必須變成實實在在的

現金，國際社會必須齊心協力解決這場

正在迅速失控的危機。”

報告顯示，自4月份的評估以來，

面臨嚴重饑餓狀況的阿富汗人數，激增

了37%。

在那些面臨風險的人中，有320萬

名5歲以下的兒童。預計他們將在2021

年底前，罹患急性營養不良。

9月，糧食署和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警

告，如果不立即進行挽救生命的治療，

100萬兒童有可能死于嚴重的急性營養不

良。

城市和農村無一幸免
是遷移還是忍受饑餓？
報道表示，阿富汗城市居民遭受糧食

不安全的比例，首次與農村社區相似。

與此同時，猖獗的失業和流動性危

機，正使所有主要城市中心面臨滑入糧

食不安全的第四級緊急狀態的危險，包

括之前的中産階級人口。

在農村地區，四年來第二次幹旱産

生的嚴重影響，繼續危及730萬依賴農

牧業生存的人的生計。

比斯利表示，阿富汗現在是世界上

最嚴重的人道主義危機之一，糧食安全

保障幾乎已經崩潰。

他表示，今年冬天，數百萬阿富汗

人將被迫在遷移和遭受饑餓之間做出選

擇，除非國際社會能夠加強拯救生命的

援助，除非經濟能夠得到複蘇。

全面災難正在上演
人道主義援助至關重要
據報道，另一場“拉尼娜”現象即

將發生，這有可能將使 2021 年的幹旱

期，延長到2022年。在阿富汗人面臨一

個沒有工作、沒有現金、沒有前景的冬

天之際，立即提供財政支持，對于滿足

最基本的人道主義需求，至關重要。

報道表示，爲了滿足日益增長的需

求，聯合國將需要以前所未有的水平調

動資源，但聯合國的人道主義應急計劃

仍然只有三分之一的資金到位。

比斯利強調：“我們正處于災難的

倒計時，如果我們現在不采取行動，我

們將面臨一場徹底的災難。”

蘇丹政變後示威活動持續
軍方稱將組建新的文職政府

蘇丹政變進入第二天，首都喀土穆等

地的道路被封鎖，商店關閉，電話中斷。

當天，蘇丹武裝部隊總司令布爾漢表示，

將組建新的文職政府管理國家。相關機構

一旦成立，國家緊急狀態將被取消。

蘇丹軍方稱將組建新的文職政府
蘇丹局勢發生突變，過渡政府總理辦

公室當天發表聲明說，總理哈姆杜克當天

早些時候在其位于首都喀土穆的居所中

“遭綁架”。

蘇丹武裝部隊總司令布爾漢隨後解散了

主權委員會，並宣布進入緊急狀態。26日，

布爾漢表示，將組建新的文職政府管理國家

。他承諾，將在2023年7月舉行選舉，屆時

會把權力移交給一個當選的文職政府。

布爾漢表示，有關行動是爲了“糾正過

渡進程”，而不是“軍事政變”。他還稱

，互聯網和通信服務將逐漸恢複。

當地示威持續，
聯合國安理會緊急開會應對
蘇丹局勢突變後，大批抗議民衆26日

持續在街頭示威。有消息稱，軍人與街頭

抗議群衆爆發衝突，造成至少10人死亡，

超百人受傷。

由于國際社會對該國軍方的譴責加劇

，聯合國安理會稍晚召開緊急閉門會議，

商討如何應對危機。聯合國此前已要求

“立即釋放”哈姆杜克。

此外，歐盟、非洲聯盟、阿拉伯聯盟

也對政變表示關切。

蘇丹政壇近期面臨嚴重分歧。軍方領

導人要求改組政府，而部分政府官員則指

責軍方計劃奪取政權。

切斷經濟援助後，
美國稱有意繼續向蘇丹提供人道援助

26日，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萊斯表示

，美國有意繼續向蘇丹提供人道援助，盡

管蘇丹發生軍事政變後，美國已經停止提

供經濟援助。

普萊斯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我們

一直將雙邊援助和人道主義援助區分開來

，後者旨在支持人民，在這種情況下，是

指蘇丹人民，目前的援助暫停不包括人道

主義援助。”

美國此前譴責蘇丹軍人奪取政權，並

宣布將凍結對該國提供價值7億美元的經

濟援助。

德國為商業展會重啟提供疫情保險
保額可達6億歐元

綜合報導 從德國聯邦外貿與投資署獲悉，為幫助德國展會行業復

蘇、使商業展會組織者更好地管理風險，德國聯邦政府和地方政府製定

了一項保險計劃以補償被取消的活動。即日起，德國商業展商可以申請

投保金額最高達6億歐元的新冠疫情保險。

德國是世界領先的商業展會目的地之一。官方數據顯示，德國在疫

情前每年可吸引約1000萬參展者來參加包括法蘭克福國際車展(IAA，現

為慕尼黑國際車展)、漢諾威工業博覽會和 Medica等在內的重要國際展

會。受疫情沖擊，原定於2020年3月至該年年底舉行的展會中有75%不

得不取消，造成420億歐元經濟損失。

在被迫改為舉辦在線展會一段時間後，德國的線下展會如今正逐步

回歸。目前，德國所有16個聯邦州都已允許在嚴格實施防疫規定的基礎

上恢復舉辦現場展會，預計到今年年底將舉辦110多場活動。日前閉幕

的全球最大書業展覽會法蘭克福國際書展便是最新一例。

據介紹，為進一步刺激該行業，德國政府還將撥款2000萬歐元，用

於補貼中小企業，幫助它們參加商業展會。

「我們非常高興地看到該領域在經歷了充滿挑戰的一年後得以重啟

。」德國聯邦外貿與投資署投資咨詢部負責人哈提希(Achim Hartig)告訴中新

社記者，博覽會和商業展覽在德國經濟中起到至關重要的作用，參展商和參

觀者每年可帶來145億歐元的收入。該行業對經濟生產的總體影響折合280億

歐元。「我們非常歡迎所有嚴格按照衛生標準舉行的商業展會。」

英國日增新冠病例今冬或達10萬例
綜合報導 英國衛生大臣賈維德在新聞發布會上說，新冠疫情遠未

結束，人們可能在今冬某天看到，英國單日新增新冠確診病例高達10萬

例。但他同時表示，英政府尚不打算收緊防疫措施。

賈維德說，英國政府對新冠確診病例激增和死亡病例數據“感到擔

憂”，但目前還不准備啓動包括強制戴口罩等措施在內的《應對新冠疫

情：秋冬計劃》的B計劃，即疫情出現嚴重惡化時的後備計劃。

據公布的數據，該國當天新增新冠確診病例49139例，日增病例數連續8

天超過4萬例，累計確診8589737例；新增死亡179例，累計死亡139031例。

19日，該國新增新冠死亡病例223例，是3月9日以來該數據最高值。

賈維德呼籲未接種新冠疫苗的民衆盡快接種，此外民衆在冬季來臨

前還應接種流感疫苗。他要求民衆采取戴口罩等預防措施，以防新冠感

染病例在今冬激增。

截至20日，英國12歲以上人群中超過86%的人已接種至少一劑新冠

疫苗，約79%接種了兩劑疫苗。

不少專家警告，英國將面臨“異常艱難”的冬天。英國衛生安全局

首席執行官珍妮· 哈裏斯20日說，目前英國日增新冠死亡病例數“正朝

著錯誤的方向發展”。英國國民保健制度（NHS）國家醫療事務主任史

蒂文· 波伊斯日前表示，隨著英國新冠感染率上升，住院人數將繼續增

多，此外還有流感病毒等其他病毒傳播，這將增加醫護人員的壓力。

英國政府公布的《應對新冠疫情：秋冬計劃》包括A、B兩個計劃

。其中，疫苗接種是A計劃安排的首要防線；B計劃則包括在一些場所

強制戴口罩，建議人們在家辦公，以及某些大型活動場所可能強制要求

入場人員出示疫苗接種證明等。一旦新冠疫情嚴重惡化，英國政府將在

衛生保健部門面臨“無法承受的壓力”時啓動B計劃。

澳澳大利亞大利亞200200萬年歷史鐘乳石遭人破壞
損失不可逆

綜合報導 新南威爾士州一個古老洞穴遭人闖入，擁有

200萬年歷史的鐘乳石和石筍被損壞，警方已介入調查。

據新南威爾士州警方介紹，10月17日至10月23日期間

，擁有200萬年歷史的吉拉貝南洞穴遭闖入和破壞。警方發

言人稱:「固定洞口的掛鎖被拆除，配電板也被損壞。由於

洞穴內的鐘乳石是自然形成的，造成的破壞不可逆轉。」

澳大利亞國家公園前任經理羅斯· 麥金尼說，此事令人

震驚，完全沒有必要，非常惡心。吉拉貝南洞穴前任經理稱

，雖然破壞沒有想象的那麼嚴重，但這是一個糟糕的行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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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站式影音設計工程公司

花都影音休斯頓分部

花都影音是一家提供一站式專業影音系統設計及安裝工程服務的公司，業務範圍包括：
卡拉OK、家庭影院、私人會所、背景音樂、專業隔音服務等。花都影音總部位於洛杉磯，
我司設有高端家庭影院影K系統，商用KTV試音室及產品展示廳，歡迎蒞臨體驗。花都
影音休斯頓分部提供酒吧、夜場、KTV、私人會所設計，裝修和燈光音響，佈局安裝等
一站式工程，盡心為您服務。

Ewin Xiao 346-760-8888
黄先生    229-699-6888

www.hdaudiosystem.com
24806 Scarlatti Cantata Dr  Katy  TX  77493

北美獨家總代理GOGO 
2019年最新智慧雲端點歌機
手機點歌，高速雲端下載
專業KTV隔音工程設計及施工
娛樂商用KTV網絡工程系統及影音設備配置

卡拉OK伴唱設備

GOGO 專業家庭卡拉OK
及專業舞台音响系統

 JBL娛樂系列獨家代理

高清遠程監控系統
高清專業夜視攝像頭
網絡遠程手機電腦回放

安防設備
背景音樂系統
分區音量控制
多重系統整合

智能音樂系統

家庭影院工程設計
我們特有的家庭影 K 系統，為您
打造震撼的  5.1  7.1  聲道環繞影
院及全景KTV效果
家庭影院、隔音工程設計及安裝

專業舞台燈光音嚮
大型酒吧音響燈光設計安裝
教會及會議影音系統
大銀幕投影、LED拼屏

專業音響燈光系統

擁有專業人才，提供酒吧、夜場、KTV包廂、

私人會所裝修設計，裝修服務，燈光音響
佈局, 安裝，一站式工程，管家式服務，
為您省心省力。

專業工程管家服務

（綜合報導）美國總統拜登展開歐洲行，今天抵達梵蒂岡
會晤羅馬天主教教宗方濟各（Pope Francis），之後將出席20國
集團（G20）會議，並前往蘇格蘭參加聯合國氣候峰會。

法新社報導，拜登動身離開華府前，公開他重塑美國經濟
的 「歷史性」藍圖，為氣候措施、學齡前教育及其他社福計畫
推出1.75兆美元支出法案，但仍要看他能否說服國會議員支持
。

78歲的拜登自認是面對專制政權，尤其是中國時的民主發
言人，雖然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和俄國總統蒲亭（Vladimir
Putin）都不會親自出席G20會議。

拜登的歐洲行有一個氣氛比較融洽的開端。他的班機連夜
降落，在午餐之前抵達梵蒂岡，會晤13億天主教徒的領袖教宗
方濟各。

總統車隊載著拜登與第一夫人吉兒（Jill）行經聖伯多祿廣
場（St Peter's Square），來到梵蒂岡使徒宮（Apostolic Palace）
前，由侍衛與梵蒂岡政要迎接來自美國的貴客。

拜登夫婦由教廷國務院長帕洛林（Pietro Parolin）接待。
吉兒身穿黑色洋裝，佩戴頭紗，這是女性會晤教宗時的傳統裝
扮。

拜登和教宗方濟各過去見過3次面，但這是他當選總統後

，兩人首次會晤。
拜登是史上第二位身為天主教徒的美國總統，他時常參加

彌撒，並公開談論自己的信仰。
白宮表示，會晤預料氣氛 「溫馨」，拜登和教宗將就貧窮

、氣候變遷和疫情等議題交換意見。
不過，問題在於兩人是否會提到墮胎議題。拜登支持女性

有選擇墮胎的權利，84歲的教宗則是斥此為 「謀殺」。
這場會晤將採閉門性質，梵蒂岡先前突然取消現場直播，

引發媒體不滿。

波士頓有望出現200年來首位台裔美女市長 吳弭強勢問鼎

Facebook改名Meta拚改運
美媒不買帳網友猛嘲笑

（綜合報導）隨著波士頓市長決選將於 11 月 2 日登場，
《紐約時報》28日專文介紹36歲的台裔波士頓市議員吳弭。10
多年前因家中變故而意外走入政壇的她，很可能在11月2日的
決選中脫穎而出，成為波士頓200年來首位台裔女市長。

吳弭的父母為來自台灣的移民。在上次市議會改選中，藉
由讓選民參與政策並拼湊出多種族聯盟，她成功地搶下議會席
次。在此次市長決選中，她將對決喬治(Annissa Essaibi George)
，而打破全美最大的政治障礙。

儘管亞裔選民人數在美國成長最快；但亞裔候選人在大城
市選舉普遍表現不佳。據統計數據，美國最大的100個城市中
，只有6個亞裔市長，且全都集中在加州與德州。

相較之下，波士頓選民則有年輕化、高教育程度與左傾等
趨勢。報導認為，在參議員華倫（Elizabeth Warren）提攜下，
吳弭成功走進波士頓政壇。她提議讓波士頓成為政策實驗室，
將城市合約重新分配給非裔波士頓居民擁有的企業，減免大眾
運輸費用，以及藉由租金打擊房地產獲利者，這些都瞄準該地
選民的趨勢。

在市府工作近10年，她政治哲學理念就是， 「在政府中最

簡單的事就是甚麼都不做。在變革的過程中，受惠於現狀的人
往往會被打亂、感到不舒服，甚至處於劣勢。

反對者認為，吳弭並無法實現開出的牛肉，畢竟她的部分
重要政策，如租金控制需要其他政府機構配合才得以實行，而
那並非她一人說了算。喬治表示， 「米歇爾(吳弭的英文名字)
日復一日的談不切實際的事情。我的風格則是言出必行，信守
承諾」。

報導指出，喬治被歸類為務實中間派；不過，從初選以來
的民調顯示，吳弭聲望一路壓著喬治打。另有觀點認為，即使
吳的民調較高，但她致命傷為缺少身處權力核心的政治盟友，
這讓她推動日常事務也會出現阻力。

但吳弭笑看這一切，她強調自己已有準備，而經過人生大
風大浪的她，早就習慣承受更大的風險與挑戰。例如，她原本
的人生計畫根本沒有從政。

吳弭在父母自台灣移民美國不久後出生。父親為伊利諾理
工學院（Illinoi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研究生，但幾乎不會說
英文。吳弭自4歲起就為父母翻譯，協助其填寫各種表格。

報導指出，高中時的吳弭學業與社團生活活躍，隨後在美

國大學入學考試ACT與SAT都取得滿分。在高中畢業典禮上
，她更以一首蓋希文的 「藍色狂想曲」驚艷全場。

正如她妹妹形容，父母希望她們廣泛的參加各種活動，但
不管選擇為何，都要做到最好。 「如果你選擇藝術，就必須成
為畢卡索；我哥哥拉大提琴，就要成為馬友友」。

受父母影響，吳弭認為政治是腐敗而高風險的職業。原本
父母期盼她成為醫生，過著穩定、幸福的日子；但當就讀哈佛
時，她家庭開始解體。

在她高中開始，父親離家出走最後與母親離婚，自此她母
親開始過著與世隔絕的日子，而且古怪。母親常對著電視吶喊
，還狂打911報案。為了照顧罹患精神分裂的母親，吳弭自哈
佛大學畢業後不久就搬回芝加哥，隨後於2009年搬到波士頓。
這段日子被吳弭視為人生十字路口，自此她放下父母為她寫的
劇本，意外走入政界。

在哈佛恩師華倫的帶領下，還在哈佛法學院就讀的吳弭就
已拓展政治人脈。隨後華倫參選議員，吳弭則加入競選團隊，
隨後更開啟她的政治生涯。當外人問起為什麼選擇吳弭，華倫
只淡淡的說了一句 「她是家人」。

美國總統拜登抵梵蒂岡美國總統拜登抵梵蒂岡
會晤教宗方濟各會晤教宗方濟各

（綜合報導）在Connect 2021大會中，馬克祖克柏（Mark
Zuckerberg）正式宣布公司改名為 「Meta」，展現打造元宇宙
（Metaverse）的決心。然而外媒報導，Meta公司此舉，立即引
來了網友猛烈的嘲笑。

《CNN》報導，包含作家 Mitchell Clark、喜劇作家 Matt
Oswalt.，以及製作人Adam Lance Garcia全都推文回應Facebook
更名Meta一事，大多都是不買帳還用力取笑新名字。The Dai-
ly Show的Trevor Noah則是推文指出 「得花好一段時間才能適
應某人是在 「Meta」社團裡被刺激了」的說法。

之所以改名Meta，官方說法是為了專注於發展元宇宙，代
表Meta將會在虛擬實境（VR）與擴增實境（AR）領域的技術

領域大力投資。
根據Meta公司提供的資訊， 「Metaverse 與現今線上社群

體驗的混合體相似，並擴展至 3D 立體空間或投影在現實世界
中。即便與親友分隔兩地，仍可共享沉浸式體驗，一起實現在
實體世界中無法成真的可能性。這將是社群科技全新的進化與
演變，更將引領 Meta 開創嶄新篇章。」

然而報導指出，想要在虛擬世界裡專注發展的Meta，仍舊
免不了得面對現實世界的問題。先前才有吹哨者舉報了該公司
關於演算法的問題，讓外界對於Meta如何處理仇恨言論、錯誤
訊息的處理方式，再度成為關注焦點。

針對Facebook改名為Meta，技術倫理倡導組織（Ethics in

Tech）創始人 Vahid Razavi 則是評論 「別傻了（Don’t be
fooled.），一切都不會改變！」他指出這只是Meta公關部門的
一項策略，為的就是轉移大眾對祖克柏以及企業遭舉報負面消
息的觀感。

《Antisocial Media》作者兼維吉尼亞大學媒體研究教授Si-
va Vaidhyanathan則是指出： 「Facebook今日的句點，並非是祖
克柏的終局之戰。」他指出這個企業始終都想要成為人們生活
的操作系統，並且能從社群互動來改變人們的生活方式與知識
。他認為新名字並不能改變他對於公司的願景，且他也從來不
會讓外界的人改變他既定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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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在中國人民誌願軍赴朝

參戰紀念日之際，朝鮮最高領導人金

正恩向中國人民誌願軍烈士陵園送花

圈，並對誌願軍的豐功偉績和朝中友

誼，予以高度評價。

據報道，10月25日是中國人民誌願

軍赴朝參戰紀念日。當天，朝鮮勞動黨

總書記、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國務

委員長金正恩，代表全體朝鮮人民，向

位於朝鮮平安南道檜倉郡的中國人民誌

願軍烈士陵園，送去花圈。

報道稱，中國人民誌願軍赴朝參

戰，大大顯示了朝中兩國人民的戰鬥

友誼和偉大團結，其歷史意義在70余

年後的今天也依然不變，在朝中友誼

編年史上永垂不朽。

報道表示，金正恩指出，中國共

產黨和政府在極其困難的情況下，高

舉抗美援朝、保家衛國的旗幟，做出

了派中國人民誌願軍到朝鮮戰場的戰

略決斷，給予了無私的革命支援，並

以朝中兩國人民和軍隊團結的力量，

取得戰爭的偉大勝利。

金正恩表示，朝鮮人民將永遠不會

忘記以血肉紐帶聯結的朝中友誼，無論

世代交替也永不褪色、歷久彌堅。

報道稱，朝鮮勞動黨中央委員會

和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國務委員

會送去的花圈，也分別敬獻在中國人

民誌願軍烈士陵園。

金正恩向中國人民誌願軍
烈士陵園獻花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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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爲重建因新冠疫情而萎靡的國

內外旅遊業界網絡，並在與新冠共存的情況

下搶占美妝、醫療、健康等市場，首爾市政

府和首爾觀光財團將于10月 26日至 11月 5日

舉辦爲期九天的“首爾國際旅遊交易會

(SITM)”。

爲了積極宣傳引領首爾未來旅遊發展新

常態下旅遊趨勢的美容、醫療、健康等産業的

競爭力，本次“首爾國際旅遊交易會將與“首

爾醫療觀光國際旅遊交易會(SITMI)”合並舉辦

活動，將參展公司的範圍擴大到醫療觀光、健

康産業、旅遊創業等企業，爲其廣泛提供國內

外旅遊業的宣傳與商業機會。

據介紹，首爾國際旅遊交易會始于2015年

，今年迎來了第七個年頭，是代表性的旅遊

交易會。首爾市每年邀請100位以上的海外買

家，向難以構建自身海外促銷結構的韓國中小

旅遊觀光企業牽線搭橋，爲他們開拓海外市場

提供支援幫助。今年活動將在“三光島”和

3D虛擬活動平台“虛擬(virtual)首爾”以線上

線下混合方式同步舉行，使無法參加線下活動

的參與者也能身臨其境地感受現場氛圍。

首爾市旅遊體育局局長 Choi Kyeongju 指

出，“新冠疫情長期化導致了國內外企業間

的溝通中斷，使我們的旅遊市場面臨著難以

開拓新市場等巨大困難。希望本次活動既能

夠成爲重建旅遊業界網絡的寶貴機會，也是

有利于首爾旅遊實現再次騰飛，搶占旅遊市

場的跳板”。

告別皇室成平民 日本真子公主結婚為何受關註？
日本皇嗣秋筱宮文仁親王的長女真

子，與小室圭正式成婚。這意味著真子

正式脫離皇籍，成爲平民。目前，真子

已離開秋筱宮邸。長達數年的“公主結

婚記”，也暫時告一段落。

公主結婚 占領日媒頭條
一則日本真子公主與小室圭結婚的

消息，迅速占領多家日媒的頭條版面。

盡管這樁婚事早有預告，但日本社會對

其關注的熱度，仍然不減。

真子公主是秋筱宮文仁親王的長女

。秋筱宮文仁親王是現任日本天皇德仁

的弟弟，也是日本第一皇位繼承人。

此前報道，日本宮內廳相關人士評價

真子說：“她作爲長女的責任感很強，有自

己的主意，但同時也會考慮父母和周圍人的

想法，從小就有認真和溫和的優點。”

真子曾多次出席日本皇室公務活動

，大學就讀于國際基督教大學，專修美

術和文化財産研究。她還曾隱瞞公主身

份，在英國留學。

終于要嫁了 卻一波三折
真子公主與法學院畢業生小室圭是大

學同學，2017年9月，二人公開結婚意願。

但是，兩人邁向婚姻的道路，卻並

不平坦。

宣布訂婚不久後，小室圭的母親與人

有財務糾紛，欠債至少400萬日元(約合人

民幣22萬元)且私生活複雜的新聞被傳出，

招致日本民衆的指責。二人婚期延後。

2018年，小室圭赴美深造法律。

近期，日本皇室方面在新聞發布會

上透露，真子患上了“創傷後應激障

礙”，因爲公衆“毫不留情地”反對她

選擇的未婚夫小室圭。

“她覺得自己作爲人的尊嚴被踐踏

了，”真子公主的精神科醫生說，“她

認爲自己是一個沒有價值的人。”

不大辦儀式 婚後成平民將赴美
2021年 9月底，小室圭在時隔三年

後回到了日本，兩周隔離結束後，他終

于見到了他的未婚妻。因爲社會對這樁

婚姻的態度模棱兩可，這對年輕夫婦，

不會舉行盛大婚禮儀式。

日本宮內廳也宣布，二人不舉行

婚禮等任何結婚相關儀式。根據日本

宮內廳的聲明，真子自願放棄領取多

達 1.5 億日元(約合 843 萬元人民幣)的

“嫁妝”。這在戰後的日本女性皇族

中，尚屬首例。

10月26日下午，二人召開記者會，

小室圭表達了“我愛著真子，想與愛的

人度過一生”的意願。真子也表示，

“小室圭是無法代替的存在”。

日本皇室相關人士透露，真子將在

結婚後暫時居住在東京都內，在辦理好相

關手續後，前往美國和小室圭一起生活。

小室圭在美國的一家律師事務所工

作，他的律師考試結果將于12月公布。

真子現在沒有護照，婚禮後前往美國，

需要申請新護照。

日本皇室婚姻屢“破例”
據日本《每日新聞》報道，真子結

婚後，日本皇室目前有5位男性，12位

女性，共計17人。

目前，日本皇室中擁有皇位繼承資

格的僅有3人，秋筱宮文仁親王爲第一

皇位繼承人，而秋筱宮的長子悠仁則成

爲第二皇位繼承人。上任天皇弟弟常陸

宮正仁親王已86歲。作爲天皇孫輩中唯

一的男性，15歲的悠仁，堪稱肩負日本

皇室“傳承的重擔”。

戰後，日本皇室成員與民間聯姻並不

少見，上皇明仁的妻子美智子，就是該國

曆史上第一位平民出身的皇後，而近年來

，日本多位公主也選擇了嫁給平民。

上皇明仁的長女清子于2005年嫁給

一位公務員；其後，侄女典子嫁給一位

神社主持的兒子，兩人都因婚姻失去了

皇族身份。

日本共同社表示，日本皇族出現多

例“破例”的婚姻，讓憲法下象征天皇

制等意義，再次引起思考。



AA99香港瞭望
星期六       2021年10月30日       Saturday, October 30, 2021

香 港 新 聞 2021年10月29日（星期五）●責任編輯：李鴻培

首三季受助公司市場排名

首三季涉灣區受助公司比率 首三季受助行業排名

時期

整體受助公司（間）

涉灣區受助公司（間）

比率（%）

註：該等公司表示大灣區發展是在港設立及擴展業務原因。
資料來源：香港投資推廣署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梓田

2019年

404

186

46.0

2020年

258

115

44.6

2021年

260

151

58.1

排名

1

2

3

資料來源：香港投資推廣署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梓田

2019年

內地(71間)

美國(26間)

新加坡(8間)
台灣(8間)

2020年

內地(45間)

英國(14間)

美國(11間)

2021年

內地(52間)

美國(16間)

英國(15間)

排名

1

2

3

資料來源：香港投資推廣署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梓田

2019年

運輸及工業
（28間）

創新及科技
（26間）

金融科技
（23間）
金融服務
（23間）
旅遊及款待
（23間）

2020年

商業及專業服務
（20間）

創新及科技
（19間）

金融服務
（17間）

2021年

財經及金融事務及
家族辦公室
（31間）

創新及科技
（25間）

金融科技
（19間）

粵港澳大灣區在國家經濟發展及對外開放產生
支撐作用，而香港亦充分發揮在“一國兩制”下作
為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和國際航空樞紐地位
的優勢，並成為外資進入大灣區的重要門戶。近年
進駐香港的外資企業包括不少創新產業、金融科技
及財經金融等，有成功進駐香港的企業表示，大灣
區結合了香港金融優勢和內地實體經濟的優勢，是
未來發展的趨勢所在，將會繼續投放時間進一步發
掘這個市場的機遇。

創意產業企業：內地市場專注灣區
設計啟德體育園的國際建築設

計公司博普樂思（Populous）高級
主 管 兼 總 監 Richard Breslin
（圖）認為，香港為博普樂思提
供了進入亞洲市場的機會，是他
們的一個重要的門戶城市。透過啟
德體育園項目，該公司在亞洲的知名

度獲得提升；通過香港，更加接近一些

希望開拓的亞洲市場，例如韓國和日本。這次為啟德
體育園設計的機會，讓公司在亞洲建立了品牌名聲。

他補充，對於中國內地市場，該公司正嘗試專
注於粵港澳大灣區並發掘其商機。在過去一年，該
公司投放了不少時間進一步了解這個市場的機遇，
將會繼續這方面的研究。

金融科技企業：港匯人才生態多元
落戶香港科學園的加拿大保

險公司Intact高級副總裁及董事
總經理Karim Hirji（圖）表
示，在科學園能與志同道合的
公司聚首一堂，盡享協同優
勢。Hirji道，香港匯聚優秀人
才，而且毗鄰中國內地的世界級

研究中心。在全球百大學府中，香港
有四所大學上榜，這裏更雲集頂級AI公司。

Hirji又指，亞洲提供了另一個AI人才來源，將
擁有不同工作經驗、不同教育背景的人才帶到該公

司的生態系統，帶來了多元的想法。進駐香港不到
一年，Intact的AI專家團隊已經增至25名，當中包
括數據科學家和AI軟件開發人員，並打算於2020年
12月開設第二個據點。

萊坊：星洲外資轉移赴港
今年6月加入英資測計師行萊坊、擔任大中華

區投資部董事的黎遠亨表示，他加入萊坊其中主要
目的是開拓大灣區的內地市場，未來並將以此為基
礎，期望能於內地其他城市有更大發展機會。

他舉例，過去新加坡在功能上與香港類近，但
近年隨着大灣區概念的出現，令香港多了一重優
勢，部分基地在新加坡的外資公司因而選擇轉移赴
港發展，包括私募基金、家族辦公室、地產投資公
司等。他表示過去一段時間，這類現象較之前增加
了一成至一成半。不過，他坦言最近內地對科技行
業、教育、房地產等加強監管，削弱外資意慾，但
長遠而言，相信會有越來越多公司因大灣區前景而
赴港擴展業務。

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一日千里，既是中國最具經濟活力及龐大商

機的區域，也是香港能夠吸引外資到來的重要誘因。香港投資推廣署

28日發表的一項調查報告顯示，在外資企業赴港投資的各項因素中，

基於大灣區發展前景而進駐香港的比率有增加趨勢，該因素由2019年

的 46%，增加至今年的 58.1%。投推署助理署長（業務發展）蔣學禮

28日表示，疫情是香港引入外資的最大障礙，但仍不減外資赴港熱

忱，料此趨勢仍然持續。 ●香港文匯報記者蔡競文

駐港外資：灣區雙優勢 商機續發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菁）
粵港澳大灣區商機大，外資企業積極
在港部署以尋求發展新突破。德勤中
國將於明年5月在深圳舉辦首屆“大
灣區創新訓練營”項目，冀促進大灣
區人才在金融、科技創新、專業服務
等領域互動和交流。德勤中國首席執
行官曾順福28日於記者會表示，希
望通過多元創新的活動，為大灣區重
點領域輸送更多人才資源，助力培養
更多未來領袖，最終實現賦能大灣區
發展的目標。

港商致力融入“十四五”規劃和
大灣區發展建設。香港工業總會總裁
老少聰28日在同一場合指出，根據工
總去年調查，估計現時約有1.4萬家港
資廠商在大灣區營運，對區內經濟和
產業發展有一定影響力。工總旗下不
少會員都表示，願意研發自主品牌，
由外銷歐美轉為內銷內地市場，積極
迎合“國內國際雙循環”。

訓練營將為參加者安排企業參
訪、交流工作坊等。訓練營項目將
每年在大灣區 11個城市輪流舉
辦，參加者需為35至50歲的企業未
來領袖或管理者，今期訓練營的報名
截至日期為12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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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58%%赴港外資赴港外資 看好灣區商機看好灣區商機

●● 香港投資推廣署助理署香港投資推廣署助理署
長長（（業務發展業務發展））蔣學禮蔣學禮
（（左左））和大灣區業務發展主和大灣區業務發展主
管黃楚峰管黃楚峰2828日舉行記者會日舉行記者會
並發表調查報告並發表調查報告。。
香港文匯報記者蔡競文香港文匯報記者蔡競文攝攝

��

投推署：疫情雖有障礙 仍無阻趨勢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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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學禮28日在記者會表示，投推署在2019年1
至9月，協助了404間外資企業在港設立及

擴展業務，其中有186間外資企業表示大灣區是投
資香港的原因，佔總數約46%；去年起新冠疫情
全球大流行，赴港的外資企業總數目減少，但在
赴港的外資企業中，基於大灣區發展前景而投資
香港的公司的比率，則有增加趨勢，去年同期和
今年同期署方分別協助了258間及260間外資企業
駐港，表示大灣區是投資香港的原因的企業分別
有115間及151間，比率分別是44.6%和58.1%，
反映大灣區發展對香港引入外資扮演重要角色。

創科行業連續三年第二多
進駐香港的外資主要來自對香港有策略重要

性的行業，蔣學禮指，2019年首9個月就有運輸及
工業（28間）、創新及科技（26間）、金融科技
（23間）、金融服務（23間）及旅遊及款待（23
間），而2020年同期包括商業及專業服務（20
間）、創新及科技（19 間）及金融服務（17
間），2021年同期則包括財經及金融事務以及家
族辦公室（31間）、創新及科技（25間）及金融
科技（19間）。

受助公司來源分布方面，2019年首9個月主

要有內地、美國、新加坡及台灣；而2020年及
2021年的同期主要有內地、美國及英國等。

初創氣氛帶動家族基金赴港
家族辦公室是在今年被首次分類的行業，過

去一般都被歸納為金融相關行業，這些家族辦公
室都傾向尋找具吸引力的投資機會，例如初創企
業。

蔣學禮補充，署方整體協助外資企業駐港數
字下跌的原因主要是因為疫情，隨着網上會議興

起，署方有舉辦更多網上推介會，而今年的創業
節反應亦相當熱烈，相信明年外資赴港進駐的情
況仍會暢旺，估計趨勢會持續下去。

九千外企地區總部增3%
據投推署統計，2021年境外公司在香港的數

目達到9,049間，是有紀錄以來最高，比2017年的
8,225間增加了10%；而2021年地區總部在香港的
數目也達到1,457間，較2017年的1,413間增加
3%。蔣學禮指，這些企業的母公司主要來源地包

括內地、日本、美國、英國及新加坡。
蔣學禮認為，香港之所以能吸引外資進駐的原

因，主要是香港為最具國際化的商業樞紐、簡單稅
制及低稅率、“一國兩制”下的普通法制度和獨立
司法機構、通訊運輸及其他基礎設施，還有資訊的
自由流通性等。此外，香港是大灣區最具國際化的
商業樞紐，坐擁龐大的生意網絡，是進入大灣區的
最佳門戶，進駐香港的企業亦可同時向外拓展業
務，因此不少內地企業都會先進駐香港作為地區總
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蔡競文）香港近年大力投
資創新科技，創科企業生態環境逐漸完善，已吸引到
來自美國、英國和印度的創新企業赴港創業。投資推
廣署助理署長（業務發展）蔣學禮28日引述2021年
香港初創企業統計調查指，2021年香港初創企業達到
3,755間，比2017年的2,229間增加68%；而受僱人
數也達到 13,804 人，較 2017 年的 6,320 人大增
118%。

調查顯示，初創企業創辦人的來源地主要來自香
港（66%）、中國內地／美國／英國和印度等
（28%）以及回流港人（7%）。初創企業中，金融
科技公司數目超過600間，其他業務包括電子商貿/
供應鏈管理/物流科技、專業或顧問服務、資訊/電腦
及科技，還有設計行業等。

蔣學禮指，香港有強大的企業孵化器和加速器網
絡、一系列由政府支持的計劃，而且有一批經驗豐富
的天使投資者及創業基金投資者，因此香港的初創生
態環境近年得到急速發展。

初創企業4年增68%
不乏英美印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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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台妄增軍事聯繫
中國國防部：堅決反制
外交部：分裂國家的人沒好下場 國台辦：打擊“台獨”不計成本

據報道，有台所謂“陸軍司令”率團赴
美，其間參加美陸軍協會年度會議，

並與美防務部門和軍隊人員會面。針對民進
黨當局近期一再炒作美台軍事聯繫，國防部
新聞局副局長、國防部新聞發言人譚克非大
校28日在例行記者會上答問時表示，我們
注意到有關報道，已向美方表達嚴重關切並
提出嚴正交涉，要求美方必須就此向中方作
出澄清。一個中國原則是中美關係的政治基
礎。中方堅決反對美方與中國台灣地區進行
任何形式的官方往來和軍事聯繫。

美“切香腸”方式“以台制華”
譚克非指出，一段時間以來，美方一些

人違背一個中國的政治承諾，不斷打“台灣
牌”，向“台獨”分裂勢力發出極其錯誤信
號，給中美兩國兩軍關係和台海和平穩定帶
來嚴重負面影響。如果美方繼續頑固抱守
“以台制華”幻想，企圖以“切香腸”方式
實質性提升美台軍事聯繫，中方將堅決予以
反制和回擊。

這位發言人重申，祖國完全統一的歷史
任務一定要實現，也一定能夠實現。任何仰
人鼻息、挾洋自重，阻撓國家統一和民族復
興的圖謀終將失敗。中國人民解放軍將採取
一切必要措施，挫敗外部勢力干涉和“台

獨”分裂行徑，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
整。

支持“台獨”是條不歸路
另據報道，CNN當地時間27日消息

稱，蔡英文在接受其採訪時首次證實有美國
軍隊存在於台灣。蔡英文在接受採訪時宣稱
來自大陸的“威脅”每天都在增加，但她不
願透露目前有多少美國軍事人員在台灣，僅
表示“沒有人們想像的那麼多”。她說：
“我們與美國有廣泛的合作，旨在提高我們
的防禦能力。”

對此，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28日在例
行記者會上答問時重申，一個中國原則是中
美關係的政治基礎，在台灣問題上，美方應
該恪守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規
定，而不是自己單方面炮製的什麼東西。我
們堅決反對美方同台灣地區進行任何形式的
官方往來和軍事聯繫，反對美方干涉中國內
政。汪文斌指出，美艦近來多次在台灣海峽
大秀肌肉，挑釁攪局，向“台獨”勢力發出
嚴重錯誤信號，威脅台海地區和平穩定。是
誰在台灣問題上搞脅迫，國際社會看得很清
楚。

汪文斌強調，兩岸統一是歷史大勢、是
正道，“台獨”是歷史逆流、是絕路。民進

黨當局的謀“獨”行徑絲毫改變不了台灣是
中國一部分的鐵的事實，也撼動不了國際社
會普遍認可一個中國原則的穩固格局。凡是
數典忘祖、分裂國家的人從來沒有好下場。
搞“台獨”是死路一條，支持“台獨”也是
一條不歸路，任何國家、任何人都不應低估
中國人民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堅強決
心、堅定意志、強大能力，否則必將再次遭
到失敗。

蔡言談暴露謀“獨”冥頑不化
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28日應詢表示，

蔡英文及民進黨當局頑固推進“台獨”，借
各種場合在國際上散布“台獨”言論，用
“民主自由”等幌子包裝“台獨”主張，欺
騙國際輿論，鼓噪“以武拒統”、“倚美謀
獨”。蔡接受CNN採訪所談，再次暴露其
“台獨”圖謀冥頑不化。

馬曉光指出，民進黨當局上台以來，施
政無能，民生哀怨，民進黨當局不斷進行
“台獨”挑釁。這是破壞台海和平穩定、升
高台海局勢風險的根源。民進黨當局“以武
拒統”“倚美謀獨”，拿台灣民眾的血汗錢
購買軍火，只會給台灣民眾利益帶來損害，
給島內帶來兵災。我們對“台獨”零容忍。
打擊“台獨”分裂行徑不計成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葛沖北京報道）近期，民進黨當局一再炒作美台軍事聯繫。中國國防部新聞局副

局長、國防部新聞發言人譚克非大校28日警告，如果美方繼續頑固抱守“以台制華”幻想，企圖以“切香

腸”方式實質性提升美台軍事聯繫，中方將堅決予以反制和回擊。對於蔡英文28日向美媒承認“美國軍人

在台”，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重申，凡是數典忘祖、分裂國家的人從來沒有好下場，國台辦發言人馬

曉光則指蔡英文所談再次暴露“台獨”圖謀冥頑不化，我們打擊“台獨”分裂行徑不計成本。

知名專家、鳳凰衛視評論員宋忠
平向香港文匯報指出，蔡英文在接受
CNN採訪時稱美軍以訓練為目的駐紮
在台灣，既是一種嚴重的挑釁行為，
也是一種所謂的恐嚇行為，台灣當局

企圖借此來彰顯美台之間的軍事合作，已經達到一個
很高的程度。美軍以訓練為目的駐紮在台灣就意味着
美台之間的軍事交往已經常態化，而從蔡英文口中承
認此事更是對一個中國原則的嚴重挑釁，這無疑將加
劇兩岸形勢緊張。

宋忠平指出，台灣當局和美國採用的是“切香腸”
和“小步快跑”的方式來加速“台獨”的路線，但他們
一旦觸及到了《反分裂國家法》的“紅線”，相信解放
軍將會採取一切手段來解決台灣問題。他說，大陸從來
沒有承諾放棄使用武力來解決台灣問題，一旦觸及大陸
底線，大陸有可能會被迫採取軍事手段來解決台灣問
題，無論是美國還是台灣當局，都不要低估解放軍維護
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的決心和能力，更不要錯判
形勢，讓兩岸出現非和平的景象。

台民間對美抱糊塗幻想
南京大學歷史學院台灣研究所所長劉相平教授亦

表示，“當下，蔡英文在台灣的內政方面是相當的糟
糕，使得民怨四起。她要去鞏固自己的基本盤”，劉
相平指出，對於蔡英文，美國因素是最好用的。

此外，台灣民間部分人士對美國抱有幻想，“他
們覺得不管蔡英文做什麼，哪怕是她搞‘台獨’，只
要是大陸對台灣進行軍事懲罰，或者是進行‘武
統’，美國人就會幫台灣”。劉相平解釋道，台灣民
間不少人有這種糊塗思想，蔡英文就是利用了這種糊
塗思想去裹挾台灣民眾，把台灣民眾繼續牢牢綁在
“台獨”的戰車上，“這會導致台灣往‘台獨’方向
越走越遠，是我們所不樂意看到的，”同時，“這會
激發大陸民眾的強烈反彈，會進一步刺激提高大陸民
眾的‘武統’聲浪”。劉相平認為，“蔡英文做法刺
激了大陸民眾的情緒，加劇了兩岸民意的對抗，對兩
岸關係的發展非常不利。”

台灣知名作家、新國際理論與實踐中心召集人林
深靖亦認為，蔡英文刻意在此時刻揭露美軍駐台，一
方面是延續她2020年競選時的調性；另一方面，今
年12月18日“四項公投”即將投票，蔡當局面臨巨
大危機，因為根據民調，“四項公投”案可能都會通
過，這將重挫民進黨士氣，延燒到2022年的選舉。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沖、陳旻北京、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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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賀鵬飛南京報
道）針對蔡英文接受CNN專訪時首次證
實美軍在台進行訓練，並認為美國會防
衛台灣，大陸台商對此表示強烈擔憂，
認為此舉可能會令兩岸關係滑向深淵，
並呼籲蔡英文和民進黨懸崖勒馬，在承
認“九二共識”的基礎上讓兩岸關係重
回和平發展的局面。

全國台企聯常務副會長、新聞發言
人孫德聰表示，美國會不會防衛台灣是
美國的事，沒人知道。台灣不該當美國
的棋子。兩岸該和平發展，聯手賺全世

界的錢。
江蘇省一位不願具名的資深台商表

示，近幾年兩岸關係持續緊張，但還能勉
強維持脆弱的和平局面。但是蔡英文公開
承認美軍在台進行訓練，打破了兩岸及中
美之間的平衡和互信，無疑是在本已高度
緊張的兩岸局勢火上加油，可能會令兩岸
關係滑向深淵。他說，台商和台灣百姓都
希望兩岸關係和平穩定地向前發展，希望
蔡英文和民進黨能正視兩岸的現狀，切勿
挾洋自重，充當美國的棋子，將美麗的台
灣推向戰爭的邊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葛沖北京報道）中國國防部新
聞局副局長、國防部新聞發言人譚克非大校28日在例行
記者會上答記者問時指出，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
整，堅決挫敗一切外部勢力干涉和“台獨”分裂行徑，
是中國人民解放軍的神聖使命。大勢所趨、大義所在；
不動如山，動如雷霆。解放軍將強化使命擔當、保持高
度戒備，確保在黨和人民需要的時候召之即來、來之能
戰、戰之必勝。

據報道，民進黨當局領導人在10月10日發表所謂
“講話”，聲稱兩岸“互不隸屬”，台將持續擴充軍
力，展現防衛決心，全力阻止單方面改變現狀行為。對

此，譚克非表示，習近平主席在紀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
會上發表重要講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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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捍衛國家主權
和領土完整的堅強決心和堅定意志，揭示了祖國統一、
民族復興的歷史大勢，指明了兩岸關係的前進方向。

譚克非指出，民進黨當局出於“台獨”本性，置中
華民族利益和台灣民眾福祉於不顧，煽動對立、叫囂對
抗，企圖以所謂“共識”為幌子綁架台灣民意，頻繁勾
連外部勢力，加緊謀“獨”挑釁。其數典忘祖、背叛祖
國、分裂國家的卑劣行徑再次證明，“台獨”分裂是祖
國統一的最大障礙，是民族復興的嚴重隱患。

台商憂兩岸關係滑向深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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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解放軍東部戰
區近月出動作戰艦
艇、反潛機、殲擊機等
多軍種力量，在台島周
邊海空域實兵演練。

視頻截圖

●●被指為解放軍被指為解放軍
““攻台主力攻台主力””的第的第7373
集團軍某兩棲重型合成集團軍某兩棲重型合成
旅旅，，月前組織兩棲重型月前組織兩棲重型
合成裝甲部隊合成裝甲部隊，，舉行東舉行東
南沿海奪島演習南沿海奪島演習。。

視頻截圖視頻截圖

解放軍捍衛國家主權：大義所在 動如雷霆

文 匯 要 聞2021年10月29日（星期五） ●責任編輯：樓軒閣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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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橋社新聞

（本報記者秦鴻鈞 ）如果由空中鳥瞰，整個
「敦煌廣場」 在休士頓中國城有如一顆閃耀的鑽

石，綻放耀眼的光芒。A,B,C,D,E,五棟樓層，佔地
25萬平方呎，共有130家店，其中餐館40家，奶
茶店12家，麵包店4家，學校4家，美容院/足按
摩12家，卡拉OK 4家。除了每家門前寬廣的停車
場外，還在廣場的東北面和西南面另建了兩座立
體停車場，為今天人流量最多的 「敦煌廣場」 埋
下伏筆。尤其近年來由 「德州地產」 接管以來，
負責人李雄更發揮 「休士頓市西南管理區主席」
的優勢，每週七天，每天24小時，保安做的滴水
不漏，商場的每一角落都設有精密的電腦監
控系統。自然治安更好，生意更好，人流量更多
。

佔地理優勢，一趟敦煌，萬事OK ！
「敦煌廣場」 佔盡地理優勢，位於百利大道

與八號公路之間，周圍有六家銀行圍繞。包括八
號公路邊上的恆豐銀行，右前方的華美銀行、富
國銀行（Wells Fargo Bank ),大通銀行（Chase Bank
），美南銀行、國泰銀行、金城銀行。 「休士頓
市西南管理區」 ， 「敦煌廣場」 佔地利之便，自
然治安作的滴水不漏，也成為該區居民及各地前
來 「中國城」 辦事的人士最喜愛逗留之處。因為
在敦煌廣場內無論食、衣、住、行、育、樂，一
應俱全，不用出廣場，即可享有最完整實在的現
代人生活。

D棟商家介紹
「敦煌廣場」 是休士頓中國城店面最多的商

場，共有130家店面，總佔地25萬平方英尺。商
場分A、B、C、D、E五棟。本文將繼續介紹D棟一
家音樂學校：

Vivace國際音樂學校致力於提升休士頓教學水準
開放面授的私課、小班課、每周大師課

位於 「敦煌廣場」 D棟，從Corporate Dr. 入口
右手邊的第一家二樓，就是Vivace國際音樂學校。
該校是由休士頓交響樂團第一小提琴童顏老師創
立。致力於提升休士頓音樂教育水準，為各個年
齡段的學生提供真正專業的音樂教育。在該校授
課的老師大多畢業於世界一流的音樂學院，具有
豐富的教學經驗和飽滿的教學熱情。

隨著疫情的逐漸好轉，Vivace國際音樂學校除
了一直在保持的每月學生音樂會及戶外音樂會，
也將逐步開啟教師音樂會、大師課等活動。讓同
學們有豐富的演出機會，同時有機會與世界級的
音樂大師近距離交流。

同時，Vivace 國際音樂學校Katy 校區已經完
成第二次聲學改造,全面開放新學生報名。同時敦
煌校區及音樂廳也全面恢復面授課程。歡迎大家
通過電耶、電話或者微信服務號等方式與學校聯
繫，以獲取更多的課程與報名信息。

目前該校開放的面授的私課有：鋼琴、小提
琴、中提琴、大提琴、低音大提琴、長笛、單簧
管、雙簧管、巴松管、吉他、電吉他、電貝斯、
架子鼓及拉丁打擊樂等（作曲、編曲、聲樂、吉
他彈唱、鋼琴彈唱等），青少年及成人學生皆可
報名。

另有 「小班課」 包括：
視唱練耳及音樂理論班（英文授課，可選中

文、日文、韓文）

音樂歷史及欣賞班（英文授課，可選波蘭文
）

Vivace Ensemble (Audition 窗口即將開放，敬
請關注 ）

重奏課及Vivace Kids Band （Audition 窗口即
將開放，敬請關注 ）

每周大師課（Audition 窗口即將開放，敬請關
注 ）

其他服務：
每日琴點（練琴房預約 ）
音樂廳及錄音（錄像 ）
該校部分教師介紹：
Louis-Marie Fardet 老師：Cello Ensemble 及大

提琴私課：由休士頓交響樂團的大提琴 Louis-
Marie Fardet 授課。席位有限，按照報名順序優先
安排。授課地點為Vivace 敦煌校區。另有少量大
提琴私課可以安排，他們將按照學生的報名順序
安排。

Vivace Composition Class/ Vivace Ear Train-
ing& Theory Class: 由 Nicky Sohn 老師授課。Sohn
老師的作品橫跨歌劇、芭蕾、韓國傳統管弦音樂
、爵士及其他風格。14歲進入Mannes 音樂學院獲
得學士及鋼琴表演學位。後進入茱莉亞音樂學院
並獲得碩士學位。目前獲得萊斯大學的全額獎學
金繼續攻讀作曲博士學位。除作曲班之外，Sohn
老師也會帶部分新開的視唱練耳及音樂理論班及
部分私課。

吉他及編曲班/ 電吉他、電貝斯、民謠吉他、
古典吉他私課： 由汶麟老師授課。汶麟老師是老
牌樂隊子曰及先鋒樂隊JungleCat的主音吉他手，
《芬克吉他》、《Solo 吉他》及電吉他考級教材
的主編，有極其豐富的演出、編曲及教學的經驗
。除吉他及編曲班外，汶麟老師的電吉他、電貝
斯、民謠吉他、古典吉他私課也在持續招生。同
時也歡迎成人學生報名。

敦煌廣場D棟二樓 Vivace International School
of Music （國際音樂學校）的地址：9889 Bellaire
Blvd.#261D, 或致電+1（713）882-2169， +1（281
）785-7788 或發送郵件至：violet@VivaceMusic.
org (Katy 校區），rli@VivaceMusic.org （敦煌校區
）

敦煌廣場敦煌廣場-- 中國城最多店面中國城最多店面、、治安治安、、生意最好生意最好、、人流量最多的商場人流量最多的商場（（九九））
VivaceVivace 國際音樂學校國際音樂學校，，師資一流師資一流，，為各年齡段的學生提供專業音樂教育為各年齡段的學生提供專業音樂教育

子天訪談錄---秋天是收穫的季節

敬請調到美南電視15.3頻道，登陸美南新聞傳媒集團官方網站，下載美南電視App，收看最新一期的節目。如果你恰好來到休斯
頓，路過美南新聞集團世界總部，不要忘了矗立在休斯頓國際區最繁華的百利大道邊的有“休斯頓時代廣場”美譽的最新巨大
LED電子屏，美南電視子天訪談錄與您的日常生活緊緊的連在一起。聯繫人地產經紀sky

秋天是收穫的季節。金色的南瓜遍布休
斯頓大街小巷。我帶著喜悅的心情告訴
大家：我得到了第一個美國專業執照。
自從做美南電視新聞主播以來，我時刻
關注著世界各地大大小小發生的事情，
採訪了美國政商各界成功人士以及社區
領袖，我感覺自己急需充電。自從今年
初子天訪談錄開播以來，認識了解了前
Missouri City市議員、CCIM商業地產教
父 、 SD Talkshow 共 同 主 持 人 Danny
Nguyen，GHP 資深亞太地區主任沈健
生，美國國會議員AL Green，我意識到
作為一個專業人士是多麼的重要。舍遠
求近，在李蔚華董事長的鼓勵下，在
Danny Nguyen的幫助下，我抓緊時間、
擠出時間學習提升，在努力學習了兩個
月後的 2021 年 10 月 20 日，我通過了美
國得克薩斯房地產經紀人統一考試；27
日，接獲得州執照局發來的通知：拿到
了美國德州房地產執照，成為了一名專

業人士，從此進入了專業人士的行列。
26日來到採訪過梨城市長的市政府

邊 的 St. Andrew's Episcopal Church 的
The Pumpkin Patch南瓜田，看著金色的
南瓜，我也體驗到了收穫的喜悅。我想
和我的觀眾和粉絲們說：只要努力，我
們一定能實現自己的夢想。

2021疫情逐漸遠去。讓我們一起努
力。同時的好消息是，我的Partner，作
為CCIM商業地產的教父Danny Nguyen
也在今天拿到了飛行員執照。 Danny對
我說：I will take Sky to the Sky。

希望你們都喜歡我的節目，關注美
南新聞聯播、關注子天訪談錄，關注美
南新聞國際頻道。從今天起，如果您有
商業地產方面的需求，你就可以聯繫我
，如果你要做廣告、宣傳和採訪，也請
聯繫我或者我的同事們。

電話：6269910021
郵箱：skydong1234@gmail.com

微 信 ：
tianzidongk

子天Sky擔任新聞主播的美南新聞聯播是美南國際電視
頻道推出的一檔重磅晚間新聞直播節目！涵蓋了休斯敦本地
新聞、美國新聞、大陸新聞、國際港澳台新聞，30分鐘內讓
您撥開雲霧，直擊豐富的新聞資訊大餐！觀眾可以直接從手
機下載美南國際電視頻道的《今日美國》標識，或通過
Southern news TV在世界各地或網上收看美南國際電視頻道
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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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百課程為升學及生涯精設，新的人生今天就啟航
疫情阻止不了您追夢，讓休斯頓社區大學HCC成為您飆昇美好未來的發射台！

HCC西南校區學科種類
數碼及信息技術 | 基礎科學 | 健康科學 | 

工商業 | 視覺及表演藝術 | 其他各類學科

課程詳情，請訪網站：HCCS.EDU

報名方式：
HCCS.EDU/VIRTUALLOBBY 
HCCS.EDU/APPLY 
713.718.2000
713.718.2277

師資雄厚、學費低廉的HCC有數百門優質課程供您選擇，線上教學或校園安全上課靈
活可變，最快數月就能獲取文憑證書，迅速在科技、健康、高級製造、工程及商貿等
熱門行業覓得高薪火熱的職位。學習兩年可獲副學士學位（A.A.S./A.S.），學分可轉
入四年制大學，只需再讀兩年就能取得學士學位，在職場更勝一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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