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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美將持續分享疫苗投資海外生產
拜登
路透社
（中央社）美國總統拜登出席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經
濟領袖峰會時表示，將強化與 APEC 經濟體的關係以推進公平、開
放的貿易與投資；他並承諾，美國將持續分享疫苗、在海外投資生
產。

APEC 領 袖 峰 會 於 12 日 舉 行 ， 由 主 辦 國 紐 西 蘭 總 理 阿 爾 登
（Jacinda Ardern）主持。受到 COVID-19（2019 冠狀病毒疾病）
疫情影響，今年會議再度以線上方式進行。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
代表總統蔡英文出席，其他出席者包括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等人
。
根據白宮發布的摘要，拜登在會中強調美國加強與 APEC 經濟
體關係的承諾，以推進公平、開放的貿易與投資，增強美國競爭
力，以及確保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
各領袖也在會中討論因應 COVID-19 大流行及支持全球經濟
復甦的努力。拜登指出，美國已捐贈超過 2.2 億劑疫苗，其中 6400
萬劑是捐給 APEC 經濟體，他並承諾，美國將持續分享疫苗、在海

外投資生產疫苗，與 APEC 經濟體合作建立全球衛生安全。
拜登也重申，追求持續、包容性成長之際，美國有意做為
APEC 經濟體強勁、可信賴的夥伴，並討論深化美國與印太地區經
濟往來的方法。
另外，拜登在會中提及各國如何共同合作，利用數位科技促進
開放、可靠及安全的網路，投資強化網路安全，發展數位經濟標準
為各經濟體的未來找到定位。
在氣候議題上，他談到氣候危機同時也帶來巨大機會、創造好
工作，各國一定要共同合作，朝向永續未來邁進。
此外，阿爾登在峰會會後線上記者會表示，美國及秘魯已分別
表達主辦 2023 年、2024 年 APEC 的意願，期待相關安排儘早定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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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要看好人民的荷包
我見我聞我思
Wealee@scdaily.com
11/
11
/12
12/
/2021

根據勞工部發表之数字顯示, 美國全國物價
比去年増長了百分之五點四, 过去一年來所有物
價，包括食品、 房租 、汽車、 汽油共上漲了
百分之六點二 ，是從一九九〇年來漲幅最大的
一次。
在食物方面， 牛排價比去年同期漲了百分
之二十四點九， 雞蛋上漲了百分之十一點六 ，
雞肉上升了百分之八點八。
食品公司表示， 這些調漲因素是因為疫情
期間原材料、 人工及運輸成本上漲 ，只有轉嫁
到消費者身上。
包括泰生肉食公司在內的食品公司表示 ，
因成本不斷上升， 他們將在明年繼續上調所有
食物之價格。
根據去年的一項家庭收入調查 ，低收入家

庭每年平均支出四千四百元食物費用， 佔他們
收入的百分之三十六， 而高收入家庭每年支出
一萬三千元， 只佔他們收入的百分之八。
今天，我們在庆祝退伍軍人節之
同時， 我們也欣見國會通過了基建法
案， 拜登總統也非常奋興地表達重建
美國的大藍圖。
我們也要再度呼籲國會兩黨應該
加強團結， 來解決國內外的問題 ，
我們更要提醒華府政客們 ，不要再挑
起戰火， 你們草率之決定和自私之政
治企圖 ，已經犧牲了多少寶貴的生命
。
在紀念退伍軍人節的時刻， 我們
除了向他們致敬之外， 我們決不願看

到另一場戰爭 ，許多退伍軍人還生活在貧窮缐
上 ，尤其是在物價飛漲之時刻 ，政府要看好人
民的荷包， 是項責任也是義務。

Celebrating Veterans Day
We Need To Watch The Rising Prices
According to Labor Department
statistics, how much shoppers
paid for groceries climbed 1% in

October from September and
were 5.4% higher than at the
same time last year. Overall

prices including things like rent,
cars and energy climbed 6.2%
over the last 12 months, the
largest increase since 1990.
At the grocery store, the cost of
steak went up 24.9%. Chicken
costs 8.8% more than a year ago
and cereal is now 5% more
expensive.
Today, manufacturers are facing
higher costs for commodities,
labor and transportation, as well
as other expenses incurred
during the pandemic. Tyson
Foods has reported that they
plan to hike prices again in 2022.

幾內亞共和國駐休斯敦名譽總領事

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According to recent data,
households in the low income
group spent an average $4,400
on food, representing 36% of

their income, while households in
the highest income group spent
$13,000 for their food,
representing just 8% of their
income.
Today we are honoring our
military veterans who served in
the armed forces and we salute
their service and dedication to
our country. But a lot of these
veterans still live in very difficult
situations.
We urge the federal government
to take strong action to improve
our economy.
We all need the peace and not
the 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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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EC領袖峰會 習拜線上同框
日相稱CPTPP不容恫嚇
(本報訊)由紐西蘭主辦的第 29 屆亞太經濟合作組織
（APEC） 「經濟領袖會議」（AELM）昨晚以視訊方式舉
行，會後發布題為 「攜手協作，共同成長」的領袖宣言，
同意力促新冠疫苗更易取得和降低碳排放，但並未贊成由
美國主辦 2023 年 APEC 峰會。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擔任我
國領袖代表出席，為爭取更多 APEC 成員國支持台灣加入
《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他在會中強
調台灣加入 CPTPP 的優勢。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則在發表談
話時劍指中國，稱 CPTPP 不容許不公平貿易行為或經濟恫
嚇的存在。
張忠謀第 5 度獲蔡英文總統邀請代表出席 APEC 領袖
峰會。張忠謀先前表示，他會提到台灣加入 CPTPP 的實力
，主要有兩方面。第一，台灣貿易總額在 CPTPP 中占相當
高的比例。更重要的是，CPTPP 是一個非常高標準的國際
多邊貿易協定，台灣已經相當接近它的標準。
張忠謀同時期待 APEC 繼續秉持自由貿易精神，加速
疫後經濟復甦，盼 APEC 努力督促各方讓 APEC 會員國公
平迅速取得疫苗。APEC 領袖峰會昨晚舉行至約 10 點，由
於時間太晚，總統府安排張忠謀周六上午開記者會說明。
APEC 的成員包括亞太地區 21 個經濟體，而 CPTPP 現
有 11 個成員國均為 APEC 成員，由於大陸和台灣均申請加

入 CPTPP，令相關議題大受關注。紐西蘭貿易部長歐康納
10 日表示，CPTPP 成員國對新成員加入持開放態度，歡迎
英國、中國及台灣申請加入；申請者必須考量加入這項協
定所需符合的標準。
日本首相岸田在 APEC 領袖峰會上發表談話時，則劍
指中國說，CPTPP 不容許不公平貿易行為或經濟恫嚇的存
在。對於台灣申請加入 CPTPP，日方已多次表達歡迎態度
，但日本官員也曾提到，將要求台灣儘早撤銷對福島縣等
日本產食品的限制。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透過視訊向 APEC 領袖峰會發表
談話時，表示中國期待《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
（RCEP）明年如期生效，並已申請加入 CPTPP。他強調
，開放是亞太合作的生命線，要堅持開放的地區主義，以
2040 年願景為指引，推進區域經濟一體化，早日建成高水
平亞太自由貿易區。習還呼籲要踐行真正的多邊主義，堅
持對話而不對抗、包容而不排他、融合而不脫鉤。
白宮則在一份聲明中提到，拜登在會上發表談話時，
將討論如何在全球範圍應對新冠疫情和支持全球經濟復甦
。聲明說，拜登參與這次領袖峰會， 「表明了美國對印太
地區和多邊合作的承諾。」

東歐難民危機 西方譴責白俄放任
(本報訊)白俄羅斯與歐盟多個東歐成員國間的邊境難民危機
愈演愈烈。聯合國安理會 11 日舉行閉門會議，英美等國提出討
論白俄與波蘭邊境的危機，俄羅斯代表則直斥其不值討論，還形
容西方國家 「有某種受虐傾向」。白俄的鄰國也加緊布防應對，
烏克蘭宣布調派 8500 名軍警到西北部邊境地區演習，防範難民
湧入。
歐盟質疑 白俄報復制裁
今年 8 月以來，為前往德國等西歐國家，大批來自敘利亞等
中東國家的難民取道白俄羅斯，進入波蘭、立陶宛、拉脫維亞等
歐盟成員國，增添了後者的邊境管控壓力。歐盟質疑白俄放任中
東難民湧往鄰國，藉此報復先前歐盟對該國的制裁。
安理會 15 個成員國 11 日召開閉門會議，愛沙尼亞、法國、

愛爾蘭、挪威、美國、英國提出難民危機議題，譴責白俄 「有組
織地利用生命和福祉受到威脅的人，目的是破壞鄰國在歐盟外部
邊界的穩定」。俄羅斯駐聯合國公使紀柏梁（Dmitry Polyanskiy
）會前反唇相譏，稱難民危機是歐盟的恥辱，西方國家在俄方面
前提此事要有無比勇氣，想必 「有某種受虐傾向」。
歐盟已揚言對白俄實施新制裁，對象包括 30 名白俄人或實
體。白俄總統盧卡申科 11 日也威脅，歐盟有所行動，白俄可能
會切斷歐洲天然氣供應報復。俄羅斯總統普丁 11 日提議歐盟國
家和白俄恢復接觸，以解決當前危機。俄國外長拉夫羅夫則稱，
難民潮是由美國為首發動的戰爭所造成，要求歐盟向白俄提供經
濟援助，應對難民前往白俄的危機。
難過冬 難民還得面臨抓捕

波蘭方面稱，目前約有 3000 至 4000 名難民滯留在白俄邊境
一側，一些難民多次在夜間試圖強行進入波蘭。波蘭並指控白俄
蓄意驅趕難民越境，指在邊境地區發現 7 具難民屍體，相信白俄
境內的死亡人數會更多。由於寒冬來臨，滯留難民缺乏食品、飲
用水、過冬物資等生活必需品，加上還得躲避波蘭和立陶宛方面
的抓捕，難民處境十分艱難。
白俄的鄰國亦加緊布防應對。烏克蘭 11 日宣布派 8500 名士
兵及警員，前往其西北部接壤白俄和波蘭的沃倫州演習，防範難
民湧入。立陶宛、愛沙尼亞及拉脫維亞的國防部長 11 日警告說
，這場難民危機有可能升級為軍事對抗。

廣 告
星期六

2021年11月13日

Saturday, November 13, 2021

A5

綜合國際
星期六

2021年11月13日

Saturday, November 13, 2021

A6

全球確診病例超 8800 萬
世衛專家稱變異新冠病毒將成新挑戰

世衛組織公布最新數據顯示，截至
北京時間 8 日 0 時 04 分，全球範圍內新冠
肺炎確診病例已達 85929428 例，累計死
亡 1876100 例。
另據美國約翰斯· 霍普金斯大學實時
統計數據顯示，截至北京時間 8 日 12 時
32 分，全球確診病例達 88005213 例，死
亡病例累計 1897568 例。
世界衛生組織歐洲區域辦事處主任克
盧格當地時間表示，進入2021年，世界擁
有了疫苗等應對新冠疫情的新工具，但同
時也面臨病毒變異等新挑戰。他呼籲各國
提高警惕，調查和跟蹤異常的快速傳播事
件、意外的疾病表現或重癥，加大對變異
病毒的系統性測序力度並利用測序數據來
推動早期預防，以及更多分享數據。
美洲：加拿大新冠疫情加速惡化
約翰斯· 霍普金斯大學最新數據顯示
，美國依然是全球疫情最嚴重的國家，

累計新冠確診病例超過 2157 萬例，死亡
病例超過 36.5 萬例。據報道，目前，美
國每天平均新增新冠確診病例超 20 萬例
，超 13.2 萬人因感染新冠病毒住院，且
住院人數仍在不斷攀升。美國壹些地區
的醫院已經不堪重負。
據加拿大電視臺報道，截至 7 日下
午，加累計新冠確診病例 6330672 例，累
計死亡病例 16544 例。公共衛生局當天發
布的數據顯示，過去 7 天，加拿大日均
新增確診 7688 例，另外加拿大目前共確
診 11 例感染變異新冠病毒的病例。
據哥倫比亞國家衛生研究院統計數
據，該國 7 日新增確診病例 17576 例，創
單日新增確診病例新高，累計確診
1737347 例。哥首都波哥大市政府當天宣
布，波哥大即日起進入紅色預警狀態，
並進壹步收緊新冠疫情防控措施。
歐洲：法國推遲開放餐館和博物館

秘魯官員：第二波新冠疫情或開始

已簽多份疫苗協議
綜合報導 秘魯衛生部長馬塞蒂表示，最近全國範圍內確診病例都
有所增加，可能預示著秘魯第二波疫情的開始。為遏制疫情蔓延，秘魯
迄今已與相關各方達成 12 項采購新冠疫苗的初步協議，並簽署了兩項具
有約束力的采購協議。
據報道，5 日，秘魯衛生部長馬塞蒂表示，該國每天的新增病例都
比前壹日多，尤其是重癥患者和死亡病例數量上升。從需要重癥監護病
房(ICU)和呼吸機的患者人數的增加中，可以明顯看出這壹點。
馬塞蒂認為，出現這種情況可能是所謂的“疫情疲勞”，導致人們
放松了警惕，不再采取嚴格的防疫措施。
為了遏制疫情蔓延，秘魯迄今已與相關各方達成 12 項采購新冠疫苗
的初步協議，並與全球疫苗免疫聯盟協調的 COVAX 機制和輝瑞公司，
簽署了兩項具有約束力的采購協議。
COVAX 機制此前稱，新冠疫苗將在 2021 年下半年抵達秘魯，但它
最近發出了書面來函，指出將在 2021 年第壹季度發送新冠疫苗，這將確
保秘魯 20%的人口有疫苗可以接種。
關於上述疫苗是否會對新冠病毒變異毒株有效時，馬塞蒂表示，在
英國發現的變異毒株目前還不需要新的疫苗，但“我們必須做好準備，
以防在未來幾年中新冠病毒發生新的突變，改變其基因組成並需要開發
新的疫苗”。

巴西確診超 787 萬例
聖保羅州公布疫苗接種計劃
綜合報導 巴西衛生部當地時間 6 日 19 時 30 分公布的數據顯示，當
天巴西新增新冠肺炎確診病例 63430 例，累計確診 7873830 例；新增死亡
病例 1242 例，累計死亡 198974 例；累計治愈 7036530 例。
聖保羅州政府 6 日正式公布該州新冠疫苗接種計劃，將於 1 月 25 日
開始為民眾接種新冠疫苗，首批接種疫苗的群體為醫務工作者和 60 歲以
上的老人，人數為 900 萬。該疫苗需要接種兩次，第壹階段需要 1800 萬
劑。目前，聖保羅州政府已儲備 1080 萬劑新冠疫苗。
巴西衛生部長愛德華多· 帕祖洛(Eduardo Pazuello)6 日表示，巴西將
於今年 1 月開始為民眾提供新冠疫苗接種，並將向拉丁美洲國家出口新
冠疫苗。他還表示，巴西所有州市都會同時、平等和按比例接種疫苗，
疫苗將是免費的，不強制接種。
巴西經濟部當天宣布，為滿足下壹階段全民接種新冠疫苗的需要，
從即日起將對進口醫療註射器和針頭實行零關稅。這壹免稅政策的截止
日期為今年 6 月底。此前，巴西政府對醫療註射器和針頭征收 16%的進
口關稅。
目前，巴西疫情最嚴重的聖保羅州累計確診病例達 1501085 例，死
亡病例達47511例。此外，米納斯吉拉斯州、聖卡塔琳娜州、巴伊亞州、南
裏奧格蘭德州和裏約熱內盧州累計確診分別超 56.5 萬例、50.6 萬例、50.2
萬例、46.5 萬例和 44.8 萬例。

等公共場所
根據世衛組織歐洲區域辦事處數據，
歐洲地區目前有超過2.3億人生活在全國封
鎖中，還有壹些國家將在接下來幾周宣布封
鎖措施。超過四分之壹的歐洲國家新冠感染
率非常高，衛生醫療系統承受巨大壓力。
7 日，德國單日新增確診和死亡人數
又大幅回升至 2.6 萬人和 1070 人。德國總
理府部長布勞恩當天警告稱，如果各州
不能堅持貫徹 5 日達成的關於收緊防疫
措施的決議，德國恐面臨更長和更嚴厲
的“封城”措施。
法國總理卡斯泰當地時間 7 日說，自
2020年底以來，新冠病毒傳播趨勢加劇，
公共衛生狀況遠未回歸正常，因此不能放
松警惕。博物館、電影院和體育館等文化
體育場所將至少關閉至 1 月底，餐館和酒
吧將至少關閉至 2 月中旬。據悉，法國目
前已為大約4.5萬人接種了疫苗，預計到1
月底將累計完成100萬人的疫苗接種。
當地時間 7 日傍晚，希臘國家公共衛
生組織宣布，過去 24 小時，希臘新增 510
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目前該國累計確診
142777例，累計死亡5146例。希臘國務部
長傑拉佩特裏蒂斯當天表示，如果有必要
，政府不排除將采取更嚴格限制措施的可
能，以遏制新冠病毒的傳播。
亞洲：多國新增病例數破紀錄

日本暫停奧運聖火展覽
馬來西亞衛生部 7 日發布的疫情數
據顯示，截至 7 日中午，該國過去 24 小
時新增新冠確診病例 3027 例，單日新增
病例首次超過 3000 例，並刷新前壹天新
增 2593 例的疫情以來最高紀錄。
印度尼西亞官方 7 日發布的新冠疫
情數據顯示，6 日該國新增確診病例 9321
例，是疫情暴發以來單日新增首次超過
9000 例，累計 797723 例；累計死亡 23520
例；累計治愈 659437 例。
據日本廣播協會電視臺數據，截至
北京時間 7 日 17 時，日本當天新增新冠
確診病例首超 7000 例，連續 3 天刷新疫
情暴發以來紀錄。日本特別是東京都及
周邊地區疫情呈加速蔓延之勢。
日本首相菅義偉傍晚宣布，東京都
及周邊的神奈川縣、埼玉縣和千葉縣從 1
月 8 日起實行緊急狀態，暫定持續至 2 月
7 日。東京都政府同日宣布，在東京都各
個市、區進行的奧運會聖火巡展活動將
暫時停止，以“減少人員流動和防止新
冠疫情的進壹步傳播”。
伊拉克衛生部 7 日發布的新冠疫情
數據顯示，該國當天新增確診病例 790 例
，累計確診病例超過 60 萬例，達 600755
例。伊衛生部長哈桑· 塔米米當天表示，
伊拉克政府將繼續在機場和邊境口岸采
取應對措施，防範變異新冠病毒輸入。

泰國新冠疫情管理中心 7 日發布的
數據顯示，泰國當天新增確診病例 305 例
，累計確診 9636 例，累計死亡 67 例。為
有效控制新冠疫情並降低病亡率，泰國
的疫苗接種將分為三個階段，首批 200 萬
劑疫苗的接種將於 2 月開始在疫情最嚴
重的中部 5 府進行。
韓國中央防疫對策本部 8 日通報，截
至當天0時，韓國較前壹天0時新增新冠確
診病例674例，累計確診67358例。單日新
增病例較前壹天減少195例，連續4天低於
1000 例。韓國中央防疫對策本部 8 日表示
，當天起乘機入境的所有外國人必須提交
72 小時內的核酸檢測(PCR)陰性證明，乘
船入境的外國人從15日起適用該規定。
非洲及大洋洲：澳發現首個感染變
異新冠病毒的本土病例
據非洲疾控中心官網最新數據，截
至非洲東部時間 7 日，非洲地區累計確
診人數超過 288 萬，達 2881964 例，其中
死亡病例數超過 6.8 萬，達 68779 人，治
愈 2380146 例。
最新數據顯示，澳大利亞累計確診
28547例，累計死亡909例。澳大利亞昆士蘭
州衛生部門7日說，該州當天報告的壹例本土
新冠病例的病毒基因測序顯示，該病例感染
了英國發現的變異新冠病毒。當地媒體稱這
是澳首個感染變異病毒的本土病例。

加拿大啟動入境新規
赴加旅客須憑檢測陰性證明登機
綜合報導 加拿大從 1 月 7 日開始對航
空旅客實施壹項新的入境防疫臨時指令。
所有旅客在出發飛往加拿大之前，原則上
必須接受新冠病毒檢測並獲得陰性證明。
具體而言，所有 5 周歲及以上的旅客
，無論其國籍為何，都必須向航空公司提
供出發前 72 小時內進行的新冠病毒檢測
的陰性證明才允許登上飛往加拿大的航班
。其檢測必須是核酸 PCR 或環介導等溫
擴增(LAMP)兩種方式之壹。
不過，相較大約壹周前公布的方案，
實際措施略有調整。從加勒比海地區或南
美出發的旅客在新規推行的第壹周，可使
用出發前 96 小時內進行的檢測證明。從
法屬聖皮埃爾和密克隆群島和海地出發的
旅客分別可獲壹周和兩周的豁免，但加官
方呼籲他們在抵加後即刻接受病毒檢測。
旅客抵加後，加邊境官員和公共衛生
官員將對他們的健康狀況進行詢問、觀察
和篩查，並審查其隔離計劃。所有獲準入
境加拿大的旅行者，仍必須完成完整的
14 天強制隔離，且下載使用官方指定的
手機應用程序以便接受追蹤。

加官方強調，針
對赴加旅行的外國國民
，所有現行相關入境限
令仍然存在，且加政府
將根據形勢繼續執行或
加強這些措施。自
2020年3月中旬以來，
加政府已對非加拿大公
民或永久居民實施入境
限制令，但加拿大公民
的直系親屬、壹些“必
需”行業的從業者和留
學生等可獲豁免。
安大略省政府已從 1 月 6 日開始，在
多倫多皮爾遜國際機場為國際航空旅客提
供自願、免費的新冠病毒核酸檢測。檢測
結果將在 48 小時內匯總至該省的衛生系
統，公共衛生部門則會對陽性病例進行跟
進。該省省長福特表示，目前每周有逾 6
萬名國際旅客進入多倫多國際機場，當局
無法承擔任何不必要的風險。
安大略省 7 日報告新增病例 3519 例和
89例死亡病例，均刷新了單日數字紀錄。

累計病例數在全國居首的魁北克省將
率先實施宵禁，原則上禁止民眾在 1 月 9
日至 2 月 8 日期間的晚上 8 時至淩晨 5 時之
間離開住所。
不列顛哥倫比亞省則決定，把自 11
月中旬開始施行的社交聚會禁令延長至 2
月 5 日。
截至 7 日晚，加拿大累計報告病例
635134 例 ， 單 日 新 增 8341 例 ； 康 復
538267 例，死亡 16579 例。

罕見寒冷天氣席卷西班牙
多地迎強降雪致交通中斷
綜合報導 西班牙大部分
地區迎來降雪，“菲洛梅娜”
風暴給伊比利亞半島帶來數十
年未見的寒冷天氣，大片地區
可見白雪皚皚的景象。
8 日和 9 日，西班牙壹半
以上地區進入降雪高度警戒狀
態，氣象局稱目前的情況是
“異常的，極有可能是歷史性

過氣溫仍將保持在極低水平。
此前，比利牛斯中部的壹個滑
雪站創下了零下 34.1 攝氏度的
非官方最低記錄。
據報道，“菲洛梅娜”風
暴也給加那利群島以及伊比利
的”。
米。西班牙交通部門表示，大 亞半島南部海岸，帶來了強降
馬德裏地區、卡斯蒂利亞 雪擾亂了 336 條主要道路的交 雨和大風。
拉曼查和巴倫西亞地區的降雪 通。歷史名城托萊多和東南部
最為嚴重，數百條道路的交通 的阿爾巴塞特，請求軍隊幫助
中斷。
清理街道。
氣象局稱，馬德裏、中部
天氣預報員表示，這場大
高原和附近山脈地區預計還會 雪將持續到 10 日，之後隨著風
有 20 厘米的降雪，在海拔更高 暴“菲洛梅娜”開始向東北方
的地區降雪量可能會達到 50 厘 向移動，大雪將逐漸消退，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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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警告歐盟 俄或再入侵烏克蘭
美媒 11 日報導，美國官員近日已警告歐盟，俄羅斯軍隊在烏克
蘭邊境集結，可能計畫再次入侵烏克蘭。俄羅斯則反咬美國及
其盟國在黑海地區擴大軍事活動，俄方還派戰機緊急升空，攔
截 1 架在克里米亞半島附近飛行的英國電偵機。
多名華府官員表示，美國密切關注俄羅斯在烏克蘭邊境集
結兵力，已向歐盟成員國透露俄方可能會採取軍事行動。這是
美國根據掌握的情資做出的評估，這些情報尚未與歐洲政府分
享。如果需要歐洲國家一起行動，則必須披露情報。官員表示
，這些評估得到公開證據的支持。
另一名官員說，俄羅斯目前不會入侵烏克蘭，但展現在必

要時動武的姿態，也有侵略時遭遇抵抗的應變方案。知情人士
承認，無從得知莫斯科的真正意圖，及何時會有下一步行動。
美方憂心忡忡，是因為積累的證據與俄羅斯 2014 年吞併原
屬烏克蘭的克里米亞半島前夕一樣。白宮官員 11 日說，美國正
與盟友商討俄軍集結問題，強調烏克蘭是美國的夥伴，同時譴
責俄羅斯任何侵略行為。俄羅斯反駁稱，在境內調兵是俄羅斯
內政，否認有任何侵略意圖，反批美國派軍艦到接近俄羅斯領
土的黑海水域巡航是挑釁。
俄羅斯國防部 11 日表示，一架英國波音 RC-135 電偵機企
圖飛近克里米亞，於是派遣 1 架蘇愷 30 戰機升空攔截，但在俄

機逼近後，英機立即改道飛離；過去 24 小時，北大西洋公約組
織（NATO）的行動涉及 2 艘美國軍艦、戰略飛行任務和 4 架
北約偵察機，其中包括這架英國電偵機。
當天俄羅斯總統普丁在電話中告訴德國總理梅克爾，稱西
方國家在黑海地區的行為破壞穩定、危險而且有挑釁意味。
烏克蘭能源部副部長涅姆奇諾夫在電視直播節目中表示，
烏、俄正在進行一場 「能源戰」，俄羅斯正在盡一切努力讓烏
克蘭對能源危機有更深刻的感受。10 月底，俄羅斯宣布，鑒於
國內日益增長的用煤需求，停止對烏克蘭供應動力煤。

美中非洲角力戰 美國轟炸機
低空飛越吉布地
（綜合報導）非洲近年已成中美俄兵家必爭之地。其中吉
布地是美國在非洲唯一的永久性基地，也是中國首個海外軍事
基地，這個彈丸之國已成中美角力的前沿和焦點。美國空軍 2
架超音速 B1B 槍騎兵轟炸機 11 日遠從英國基地飛赴吉布地上空
，美國非洲司令部表示，這是展示對非洲之角穩定及安全的集
體承諾。
美國 2 架 B1B 超音速轟炸機從英格蘭的菲佛德基地起飛，
飛抵吉布地時，與 2 架法國幻影戰機及 4 架來自英國航空母艦
伊莉莎白女王號 F35B 隱形戰機會合，低空飛過美軍在當地的
萊蒙尼爾軍營（Camp Lemonnier）。

此外，B1B 也和美、法的聯合終端攻擊管制員合作，模擬
提供合作無間的空中支援。
萊蒙尼爾營位於吉布地國際機場，是美軍在非洲唯一常設
基地，主要支援東非和葉門的反恐任務，這座基地約有 4000 名
人員，距離中國在吉布地的軍事基地僅 16 公里。
美國非洲司令部形容，當天的轟炸機特遣隊低飛行動象徵
國際社會對非洲之角穩定及安全的集體承諾，同時進一步展示
吉布地是區內主要的安全夥伴。
吉布地位於非洲東北角紅海進入亞丁灣及阿拉伯海的出海
口，戰略位置非常重要，更是各國必爭之地。美、法、日在此

有軍事基地；中國在 2017 年也正式啟用吉布地的軍事基地。俄
羅斯則以代理人形式掌握對非洲的政治影響力，還是非洲最大
的武器供應國。列強對吉布地在內的非洲，不論是戰略布局或
是經濟利益，都是寸土不讓。
面對中國透過 「一帶一路」在非洲積極布局，美國也不敢
掉以輕心。國務卿布林肯 15 至 20 日將前往肯亞、奈及利亞與
塞內加爾，討論如何終結新冠疫情、對抗氣候變遷。國務院發
言人普萊斯說，布林肯將與這些國家的總統見面， 「在需共同
面對的全球優先議題上，增進美國與非洲合作」。

嬌生集團宣布將一拆為二 消費者業務與製藥分家
（綜合報導）美國嬌生集團（ Johnson & Johnson）今天宣
布計劃分拆為 2 家公司，把銷售 Band-Aid（OK 繃）和泰諾
（Tylenol）的消費者保健部門，與製藥部門分家。
嬌生聲明表示，將創造兩家 「全球性領導企業，更有能力
透過創新，為病患與消費者帶來更佳健康」。
這是繼奇異（General Electric）與東芝（Toshiba）之後，
本週宣布將分拆旗下事業的第 3 家大型企業。
法新社報導，嬌生集團計劃於 18 到 24 個月內完成分拆，

成為兩家上市公司。
嬌生集團執行長戈斯基（Alex Gorsky）表示，這是全 面評
估後做出的決定。
他表示，董事會與管理階層認為， 「分拆是加速我們服務
病患、消費者與醫療保健專業人員的最好辦法，能為我們具才
華的全球團隊創造機會，帶動獲利成長，而且最重要的是，能
改善世界各地人民的醫療保健。」
嬌生集團表示，全球各地超過 13 萬 6000 名員工依舊是這

些事業的骨幹。
美國綜合經營跨國集團奇異公司本週稍早宣布，將分拆成
3 家上市公司，分別專注於航空、醫療保健及能源。
日本電機大廠東芝公司今天宣布旗下事業將分割成 3 家公
司，分別為基礎建設、硬體設備、半導體記憶體，預計 2023 年
度下期成立兩家新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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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GO

J
BL娛樂系列獨家代理
專業家庭卡拉 OK
及專業舞台音响系統

卡拉OK伴唱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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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智能音樂系統
背景音樂系統
分區音量控制
多重系統整合

安防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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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音響燈光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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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先生 2296996888
Ewi
nXi
ao3467608888

家庭影院工程設計

專業工程管家服務

我們特有的家庭影 K系統，為您
打造震撼的 5.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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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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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hdaudiosystem.com
為您省心省力。
24806ScarlattiCantataDr Katy TX 77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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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泰國外長敦· 帕馬威奈近日表
示 ， 區 域 全 面 經 濟 夥 伴 關 系 協 定 (RCEP) 與
“壹帶壹路”倡議可以相互促進，實現共同
目標。
敦在接受中新社記者書面采訪時表示，
東盟 10 國和中國、日本、韓國、澳大利亞、
新西蘭於去年 11 月 15 日正式簽署的 RCEP，
是朝著建設更加統壹和經濟壹體化的亞太地
區邁出的重要壹步，它將有助於加強區域內
貿易和投資，並吸引外國公司投資東盟。東
盟地區充滿巨大商機。
他說，RCEP 將通過降低關稅、減少貿易
壁壘以及改善商品和服務的市場準入來建立
壹個壹體化的區域市場。它還將促進公平競
爭，制定標準化的規則和法規，例如知識產
權、電子商務、政府采購和爭端解決的規則
等。這些都有利於增加貿易和投資。
他指出，RCEP 的簽署無疑是多邊主義的
勝利，表明了有關各方對開放、包容和有益
於所有人的、基於規則的多邊貿易體系的堅
定承諾。
敦說，盡管經濟規模和經濟發展水平各
不相同，但仍有 15 個國家成功簽署了這壹全
球最大的自由貿易協定。這更堅定了我們的
信念：即所有利益攸關方均可從本協定中受
益。
東盟各國都是“壹帶壹路”倡議的重要
夥伴。敦認為，RCEP 與“壹帶壹路”倡議可
以相互促進，共同推進區域合作，增強連通
性和供應鏈。
在他看來，“壹帶壹路”倡議在推動本地區基礎設施建設方
面發揮著關鍵作用，而 RCEP 則通過協調跨境貿易和投資規則，
加強軟件的“互聯互通”，兩者具有互補性。
“因此，我們應該努力發揮這種互補性的作用。我們的理念
應該以互信、尊重、利益相結合為基礎，以實現可持續增長和包
容性發展為共同目標。”他說。
作為 RCEP 中最大的經濟體，中國正在加快構建國內國際
“雙循環”新發展格局。對此，敦認為，“雙循環”政策可以與
RCEP 攜手合作，以促進區域經濟增長。
他說，由於“雙循環”模式有助於擴大中國國內市場，因此
也將有助於各國增加與中國的國際貿易和投資，進而改善區域供
應鏈，而 RCEP 也將為出口商和投資者提供更多的貿易和投資機
會。
敦表示，RCEP 有助泰國經濟增長。該協議將為泰國企業、
尤其是汽車零部件和食品加工等出口和制造業領域帶來大量機遇
。他說，從長遠來看，相信泰國的經濟將隨著 RCEP 的擴張而繼
續增長。隨著未來更多國家加入 RCEP，將創造出更多商機。
中國和泰國是友好鄰邦，近年來，兩國各領域交流合作日益
深入。敦認為，在 RCEP 框架之下，泰中兩國關系將更加緊密。
“毫無疑問，RCEP 將進壹步鞏固泰中兩國已經緊密和親密
的關系——不僅在貿易和投資方面，而且也在人與人之間的交往
聯系上。”敦說。
他表示，未來，泰中應繼續同RCEP參與國壹道，堅持多邊主義
，為本地區增長和繁榮營造開放、透明、公平、可預期的環境。

與
RCEP

倡議可以相互促進

日本新增新冠確診 7570 例！
菅義偉：1 個月後會改善

A8
泰國外長：

綜合報導 據日本放送協會(NHK)
報道，日本全國新增新冠確診病例
7570 例，連續 3 天創下日增確診病例
最高值。鑒於嚴峻的疫情形勢，日
本首相菅義偉已於當天宣布該國首
都圈進入緊急狀態，並表示：壹個
月後，狀況壹定會改善。
據報道，當天的新增確診病例
中，首都圈壹都三縣(東京都、埼玉
縣、千葉縣和神奈川縣)比日本全國
的壹半還多，達 4036 例。此外，大
阪府(607 例)和愛知縣(431 例)等地的
疫情也較嚴重。
報道稱，目前，日本全國累計
確診病例已超過 26.7 萬例，死亡病
例達 3886 例。
鑒於現狀，日本政府已於 1 月 7
日宣布首都圈進入緊急狀態，實施
時間為 1 月 8 日至 2 月 7 日。
菅義偉對此表示，“壹個月之
後，狀況壹定會改善”，呼籲民眾
積極配合。
另壹方面，大阪府、兵庫縣和
京都府也已向日本中央政府請求，
希望加入緊急狀態。不過，日本政
府表示，目前暫不考慮擴大緊急狀
態範圍，將對相關情況持續進行分
析和討論。

2021年11月13日

壹帶壹路

﹁

﹂

韓法院判處日本向慰安婦受害者每人賠償 1 億韓元
綜合報導 韓國法院對韓籍日軍慰安婦受
當地時間 8 日上午，首爾中央地方法院民
害者對日本政府提起的索賠訴訟，進行壹審 事合議 34 庭開庭，宣判已故裴春姬等 12 名受
宣判，判處日本政府向慰安婦受害人賠償每 害慰安婦對日索賠訴訟。法院宣布原告勝訴
人 1 億韓元(約合人民幣 60 萬元)。
，日本政府應給原告們每人支付賠償 1 億韓元
。
裁判部表示，
綜合證據和各種資
料以及辯論來看，
認定 被 告 ( 日 本 政
府) 的 非 法 行 為 ，
“原告們可能受
到了難以想象的
，精神和肉體上
的極度痛苦，並且
其連受害賠償都沒
有得到”。
裁判部認為，
賠償金額應達到原
告要求的人均 1 億

韓元，因此接受了原告的所有請求。
報道稱，慰安婦受害者們以日本政府為
對象，在韓國法院多次提出索賠訴訟，但這
是第壹次案件得到宣判。
據此前報道，裴春姬等人認為，日本政
府在殖民統治韓國時期誘騙或強迫她們當慰
安婦，於 2013 年 8 月提出調解申請，要求賠
償 1 億韓元的經濟損失。
但日本方面壹直拒絕送達訴訟文書，應
原告請求，於 2016 年 1 月移送正式審理。
法庭走公示送達程序，於 2020 年 4 月首
次開庭審理。公示送達指，用公開宣告的方
式送達，經過法律規定的壹定時間，即視為
送達。
開審後，日本政府以國際法上的國家主
權豁免為由，要求駁回起訴，而原告主張可
以追究賠償責任。
此外，另壹起對日索賠案的壹審，也將
於 2021 年 1 月 13 日宣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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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周一實施 分區處理 員工旅客分流

機場分隔航班 內地綠 外地橙


● 香港合資格人士 11 日起可免費打第三針
新冠疫苗。
新冠疫苗
。圖為市民在官涌疫苗接種中心外
排隊等候打針。
排隊等候打針
。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

香港特區政府與內地有關部門正商討
恢復正常通關，為此正全方位檢討防疫措
施，特別要加強外防輸入的力度。香港機
管局 10 日發通告，表示機場一號客運大
樓下周一凌晨 5 時起，將會把內地及外地

● 林鄭月娥
林鄭月娥、
、聶德權
聶德權、
、陳肇始 11 日在渣華道體
育館社區疫苗接種中心與接種疫苗的市民傾談。
育館社區疫苗接種中心與接種疫苗的市民傾談
。

航班分作“綠區”和“橙區”處理，以分
隔相關員工和旅客。機管局發言人表示，
從事客運服務及航班處理的機場業務夥伴
及服務承辦商，須成立專責團隊分別處理
相關航班。機場空運員工協會認為新措施
或造成人手壓力，但並非不可行。此外，
衞生防護中心 11 日指，10 日公布的兩宗
機組人員確診個案已進行了全基因組測序
分析，與早前在香港確診的個案沒有關
連。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10 日發出的內部通告，離港層及抵
根據機管局
港層將各自劃分為“綠區”及“橙區”，大

堂包括海天碼頭在內的所有登記櫃枱，將會納入
“綠區”，而禁區內1號至24號的閘口，將會處理
所有往來內地航班，同樣亦屬“綠區”。至於“橙
區”則涉禁區內 25 號至 71 號閘口，用於處理其他
航班。
在離境旅客方面，前往內地航班的旅客，將
會在“綠區”範圍內登機，前往非內地航班的旅
客，可從“綠區”進入“橙區”登機。至於轉機旅
客，由內地轉機到國際航班，只可由“E1 轉機檢
查通道” 前往離港層；由非內地航班轉機到其他
非內地航班，只可由“W1 轉機檢查通道”前往離
港層。通告指出，旅客只可在劃分的區域範圍內活
動或登機，不能前往另一區域。

或增人手壓力 並非不可行
機管局並要求各機場夥伴及承辦商須劃分專
責團隊分別處理兩區的航班，並制定輪流值班計
劃，隔離各專責團隊使用的更衣設施、休息室等設
施，以避免互相接觸，“綠區”職員提供服務時應
留在“綠區”，避免進入“橙區”，而“橙區”職
員值班期間不得進入“綠區”。機場員工如非必要
應避免進入“橙區”，逗留“橙區”時亦應避免接
觸旅客、機組人員及工作人員。
機場空運員工協會總幹事儲漢松表示，新措
施為與內地恢復正常通關而設，機管局亦正與不同
公司商討如何實施。他認為，雖然分隔團隊後可能
構成壓力，員工亦關注更衣室、休息室、飯堂等安
排，並擔心或有不便，但實際上並非不可行。
針對兩名國泰航空外籍貨機機師日前確診，
令人擔心獲豁免機組人員或會將病毒帶入社區，香
港大學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栢良 11 日接受電
台訪問時指出，歐美目前實施“與病毒共存”的策
略，令機組人員在當地感染風險增加，但他們抵港
後仍可獲豁免檢疫，自由在社區活動，令人感到奇
怪。最簡單的做法，是要求貨機人員需在酒店隔離
後才能進入社區。雖然此舉必定會對貨運或機組人
員造成影響，但亦要考慮現時豁免安排對其他市民
是否公道。

機組人員進入香港有漏洞
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接受電台訪問時強
調，香港在外防輸入方面要“守穩”。目前，機組
人員在外地要遵守閉環式管理，例如使用點對點交
通工具，來港後須檢測等，但一些未經檢疫者可進
入香港社區，存在漏洞。雖然在疫情下，各行各業
都受影響，但不能在不安全的情況下運作，以免影
響整個社區。
此外，衞生防護中心表示，10 日公布的兩名
確診機師已進行了全基因組測序分析，發現均屬於
在歐洲常見的“Delta”變異病毒株，且基因排序
十分相似，確定兩人均在外地感染，而同日確診、
由意大利抵港的15歲女童則列為輸入復陽個案。

●林鄭月娥 11 日在渣華道體育館社區疫
苗接種中心接種第三劑科興新冠疫苗。
苗接種中心接種第三劑科興新冠疫苗
。

特首偕兩局長第三針打科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合資格人士
11 日起可免費打第三針新冠疫苗，許多香港市
民一早預約，趕在第一時間接種，連同首兩針
接種人士，部分疫苗接種中心更一度出現逾百
人的人龍。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公務員事
務局局長聶德權和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 11
日以身作則，率先接種第三針科興疫苗。林鄭
月娥表示，越多人接種疫苗，香港越有希望走
出疫情，市民亦能越快回復正常生活，包括恢
復與內地正常通關。聶德權透露，若情況允
許，特區政府將盡早開放已接種兩劑科興滿6個
月的人士打第三針。

聶德權呼籲已接種兩劑科興疫苗滿 6 個月的
人士，未來積極接種第三針。他指，現時第三
針安排僅向免疫力弱的人士、長者、醫護人員
等高風險群組開放，特區政府會檢視疫苗接種
中心運作，視乎優先的特定組別、未來數天的
接種情況，“如果情況可以的話，我們會盡早
開放給已接種兩劑科興疫苗而第二劑疫苗已超
過6個月的人士來接種第三劑。”他並指，已接
種兩劑復必泰，若屬於高風險群組，亦應該接
種第三劑疫苗。

林鄭：越多人接種越早正常生活

被問到為何第三針不“溝針”，首兩針均選
擇科興的聶德權解釋，個人意願上希望在同一
技術平台接種第三劑疫苗，亦較傾向滅活疫苗
技術。他續說，接種疫苗有兩項作用，首先是
預防感染，高抗體水平的防感染保護力會較
高；第二是預防重症，兩種疫苗在預防重症和
死亡風險的保護力相若，故市民可按照自身情
況決定第三劑接種哪種疫苗。
聶德權表示，11 日是首日開始第三針接種，
特區政府會觀察運作和接種情況，現時香港仍
然有 21 間社區疫苗接種中心，有足夠能力處理
接種疫苗。除預約打第三針外，市民亦可領取
即日籌，“希望大家輪到自己要接種第三劑的
時候，盡快接種疫苗，增強保護力，亦希望大
家用好現時社區疫苗接種中心的接種能力。”

林鄭月娥、聶德權和陳肇始 11 日在渣華道體
育館社區接種中心接種疫苗後視察中心運作，
並與前來接種疫苗的市民傾談。中心運作大致
順暢，市民亦滿意相關安排。不少市民在選擇
第三針打哪一款疫苗時各有考慮，但都希望可
接種第三針加強抗體。
林鄭月娥說：“新冠病毒仍然在全球肆虐，
市民應盡早接種疫苗保護自己、親朋和社區。
越多人接種疫苗，香港越有希望走出疫情，市
民亦能越快回復正常生活，包括恢復與內地免
檢疫的跨境往來。我呼籲市民盡快接種第一劑
和第二劑新冠疫苗，而特定組別人士也應按時
接種第三劑疫苗。”

聶德權：市民可自選打哪種疫苗

未打針無“定檢”港大中大禁入校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為保障
校園和大學社區的健康與安全，香港中文大
學及香港大學 11 日分別公布下學期的最新疫
苗安排。中大表示，未提交接種疫苗證明或
每 14 天提交定期檢測結果的大學成員，在下
學期起將被拒絕進入校園，有關學生只可選
讀極少部分提供網上教學的課程，已選讀的
所有面授課程將被取消。港大則要求所有成
員於下學期起必須完全接種疫苗或每星期自
費進行檢測，方可進入校園。
中大日前表示，現時逾八成大學教職員
及同學已透過 2019 冠狀病毒疫苗接種或定期
病毒檢測申報系統提交接種疫苗證明，其中
95%人已完成接種一劑疫苗或以上。若香港
本地“零確診”的情況持續，2021-22 年度下
學期的教學安排將繼續以面授為基本教學模
式，校方將不會為未能返回校園的學生作特
別教學安排。
至於未提交接種疫苗證明或選擇每 14 天
提交定期檢測結果的大學成員，在下學期起
將被拒絕進入中大校園。有關學生只可選讀
極少部分提供網上教學的課程，已選讀的所

有面授課程將被取消。

中大倡聖誕新年留港度假
中大指出，部分學生基於其他原因，例
如宿舍的入宿要求，已直接向大學部門提交
了接種疫苗資料，大學行政部門將於下個月
代表有關學生透過系統申報。由於網上申報
只需大約兩分鐘，大學歡迎學生立即申報，
以免系統未能及時收到網上申報而影響選
課。
中大又強烈建議目前在香港上課的學生
於聖誕及新年假期期間留在香港，以免下學
期面授課程開課時受到延誤。計劃離港的學
生，應務必注意入境香港的強制檢疫要求，
及可能對下學期學習進程造成的延誤。
港大副校長（教學）何立仁 11 日則向全
體師生發出電郵，宣布明年 1 月 17 日起，即
第二學期的第一天，所有人必須完全接種疫
苗或每星期自費進行檢測方可進入校園；持
有不能接種疫苗之醫學證明者，方能獲得豁
免。有關詳情將於下月初公布，以確保所有
人能於明年1月中前完成接種疫苗。

#
1

先打兩劑科興
第三劑“溝針”

梁先生：今年 4 月打
首兩針時選擇了科
興，因為科興採用
傳統的滅活技術，
感覺較安全，但很
多人接種復必泰都沒
有問題，專家又指它的保護力較高，
所以決定“溝針”，不想很快又要打
第四針。

信科興較安全
不怕打第四針

黃先生：科興採用的
滅活技術經過長時間
驗證，相信較為安
全，所以即使專家
指第三針打復必泰的
保護效力較好，我亦
繼續選擇科興，最多之後打
第四針。
●圖/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恆諾

教師打第三針享一日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港教育局 11 日
去信全港學校，表示會跟從公務員事務局的宣布，
讓全體教師及職員可在接種第三劑疫苗後享有一日
“疫苗假期”，並收緊檢測安排，未打第一針的教
職員需要每星期自費檢測。
根據教育局原本的規定，由今年9月1日起所有
幼稚園及中小學、提供非正規課程的私立學校全體
教職員，包括由學校直接僱用的教學及非教學人
員、提供在校服務的人士，以及經常出入校園的人
士，必須至少已接種第一劑疫苗，或每兩星期完成
一次病毒檢測並取得陰性結果，現有關檢測要求由
每兩星期調整至每星期進行。
在新安排下，在 12 日或之後所進行的檢測，其
結果有效期只為一星期。而由本月 25 日起，所有未
打第一針的上述相關人士，須每星期進行病毒檢
測，包括因身體情況不允許接種疫苗而須進行檢測
者。
信函提到，檢測樣本必須是非自行採集的鼻腔
和咽喉合併拭子樣本，即深喉唾液測試或快速抗原
測試的結果均不獲接受。除非持有醫生證明書證明
健康狀況不允許接種疫苗，否則所有因未接種疫苗
而須定期進行的檢測，都必須在工作時間以外，按
自費原則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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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歷史決議” 清醒不懈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百年奮鬥交優異答卷 十大經驗啟趕考新程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
社及中新社報道，中國共產
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六
次全體會議，於 11 月 8 日至
11 日在北京舉行並通過全會
公報。全會還審議通過了
《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
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
議》。 全會公報提出，中國
共產黨團結帶領中國人民又
踏上了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

● 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 11 月 8 日至 11 日在北京舉行。中央委
新華社

目標新的趕考之路。全黨要 員會總書記習近平作重要講話。

始終謙虛謹慎、不驕不躁、艱苦奮鬥，不為任何風險所懼，不為任何
干擾所惑，決不在根本性問題上出現顛覆性錯誤。全會強調，全黨必
●習近平、李克強、栗戰書、汪洋、王滬寧、趙樂際、韓正等在主席台上。

須永遠保持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繫，踐行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
不斷實現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團結帶領全國各
族人民不斷為美好生活而奮鬥。

中

國共產黨曾在 1945 年、1981 年分別制定
《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和《關於建
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共中央
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
也被視為中共第三個“歷史決議”。
出席這次全會的有，中央委員 197 人，候補
中央委員 151 人。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常務委員
會委員和有關方面負責同志列席會議。黨的十九
大代表中部分基層同志和專家學者也列席會議。
全會由中央政治局主持。中央委員會總書記
習近平作了重要講話。
全會聽取和討論了習近平受中央政治局委託作
的工作報告，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
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審議通過了
《關於召開黨的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
習近平就《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
歷史經驗的決議（討論稿）》向全會作了說明。
全會充分肯定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以來中央
政治局的工作。

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全會認為，總結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
史經驗，是在建黨百年歷史條件下開啟全面建設
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在新時代堅持和發
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需要；是增強政治意識、
大局意識、核心意識、看齊意識，堅定道路自
信、理論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做到堅決
維護習近平同志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
位，堅決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確保
全黨步調一致向前進的需要；是推進黨的自我革
命、提高全黨鬥爭本領和應對風險挑戰能力、永
葆黨的生機活力、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為實現
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而繼續奮鬥的需要。
全黨要堅持唯物史觀和正確黨史觀，從黨的百年
奮鬥中看清楚過去我們為什麼能夠成功、弄明白
未來我們怎樣才能繼續成功，從而更加堅定、更
加自覺地踐行初心使命，在新時代更好堅持和發
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全會總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社會主義
革命和建設時期、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
設新時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以來黨
的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
全會指出了中國共產黨百年奮鬥的歷史意
義：黨的百年奮鬥從根本上改變了中國人民的前
途命運，中國人民徹底擺脫了被欺負、被壓迫、
被奴役的命運，成為國家、社會和自己命運的主
人，中國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不斷變為現實；
黨的百年奮鬥開闢了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正
確道路，中國僅用幾十年時間就走完發達國家幾

掃碼閱讀
六中全會公報

百年走過的工業化歷程，創造了經濟快速發展和
社會長期穩定兩大奇跡；黨的百年奮鬥展示了馬
克思主義的強大生命力，馬克思主義的科學性和
真理性在中國得到充分檢驗，馬克思主義的人民
性和實踐性在中國得到充分貫徹，馬克思主義的
開放性和時代性在中國得到充分彰顯；黨的百年
奮鬥深刻影響了世界歷史進程，黨領導人民成功
走出中國式現代化道路，創造了人類文明新形
態，拓展了發展中國家走向現代化的途徑；黨的
百年奮鬥鍛造了走在時代前列的中國共產黨，形
成了以偉大建黨精神為源頭的精神譜系，保持了
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黨的執政能力和領導水平
不斷提高，中國共產黨無愧為偉大光榮正確的
黨。

不在根本問題上犯顛覆性錯誤
全會提出，全黨要牢記中國共產黨是什麼、
要幹什麼這個根本問題，把握歷史發展大勢，堅
定理想信念，牢記初心使命，始終謙虛謹慎、不
驕不躁、艱苦奮鬥，不為任何風險所懼，不為任
何干擾所惑，決不在根本性問題上出現顛覆性錯
誤，以咬定青山不放鬆的執着奮力實現既定目
標，以行百里者半九十的清醒不懈推進中華民族
偉大復興。
全會強調，全黨必須堅持馬克思列寧主
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表”
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全面貫徹習近平新時
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用馬克思主義的立
場、觀點、方法觀察時代、把握時代、引領時
代，不斷深化對共產黨執政規律、社會主義建設
規律、人類社會發展規律的認識。
全會強調，必須堅持黨的基本理論、基本路
線、基本方略，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
信”，做到“兩個維護”，堅持系統觀念，統籌推
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
戰略布局，立足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
建新發展格局、推動高質量發展，全面深化改革開
放，促進共同富裕，推進科技自立自強，發展全過
程人民民主，保證人民當家作主，堅持全面依法治
國，堅持社會主義核心價值體系，堅持在發展中保
障和改善民生，堅持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統籌發展
和安全，加快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協同推進人民富
裕、國家強盛、中國美麗。
全會強調，全黨必須銘記生於憂患、死於安
樂，常懷遠慮、居安思危，繼續推進新時代黨的建
設新的偉大工程，堅持全面從嚴治黨，堅定不移推
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做到難不住、壓不
垮，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航船劈波斬浪、一
往無前。

新華社

中共二十大於明年下半年召開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十九屆
六中全會審議通過了《關於召開黨的第二十次全
國代表大會的決議》。
全會決定，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
會於 2022 年下半年在北京召開。全會認為，黨的
二十大是我們黨進入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
家、向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進軍新征程的重要時
刻召開的一次十分重要的代表大會，是黨和國家
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全黨要團結帶領全國各
族人民攻堅克難、開拓奮進，為全面建設社會主
義現代化國家、奪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
大勝利、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作出新

的更大貢獻，以優異成績迎接黨的二十大召開。
根據《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工作條例》，
黨的最高領導機關，是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和它所
產生的中央委員會。在全國代表大會閉會期間，
中央委員會領導黨的全部工作，對外代表中國共
產黨。根據《中國共產黨章程》，中國共產黨全
國代表大會每五年舉行一次，由中央委員會召
集。中央委員會認為有必要，或者有三分之一以
上的省一級組織提出要求，全國代表大會可以提
前舉行；如無非常情況，不得延期舉行。全國代
表大會代表的名額和選舉辦法，由中央委員會決
定。

“四力”概括凝練 符事實振人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
玨 北京報道）中國共產黨第
/1
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全體
會議審議通過了《中共中央關
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
史經驗的決議》，審議通過了《關於召開黨的第
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的決議》。北京專家指出，
十九屆六中全會公報全面總結了中共百年奮鬥歷
程中四個時期的重大成就和十個方面的歷史經
驗，同時通過對歷史經驗的總結和運用，為中共
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指明歷史任務和前進方
向。尤其是公報提到“決不在根本性問題上出現
顛覆性錯誤”，表達了在國際形勢變幻、中西方
意識形態對立背景下，中國執政黨堅持中國道
路、中國制度、中國理論和中國文化發展的戰略
定力和堅定信念。

“新提法”助統一思想意志行動
北京師範大學政府管理學院院長唐任伍對香
港文匯報指出，十九屆六中全會是“兩個一百
年”奮鬥目標的歷史交匯期召開的一場具有承先
啟後意義的重要會議，全會公報全面總結了中共
百年奮鬥歷程中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社會主義
革命和建設時期、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
設新時期、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四個時
期的主要任務和重大成就，以及十大寶貴的歷史
經驗。他說，公報以突出篇幅強調了十八大以來
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引領全黨和全國人
民取得的新的重大成就，高度評價習近平新時代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當代中國馬克思主

義、二十一世紀馬克思主義，是中華文化和中國
精神的時代精華，實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新的
飛躍”，其中“中華文化和中國精神的時代精
華”是最新提法，有助於全黨進一步統一思想、
統一意志、統一行動。
中共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教授韓慶祥
也對香港文匯報指出，公報概括十八大以來中共取
得了 13 個領域的成就，兩大亮點值得關注：一是
強調中共政治領導力、思想引領力、群眾組織力、
社會號召力顯著增強，這“四力”凝練地概括了中
共集中統一領導的能力體系，從根本上回答了中國
共產黨為什麼能；二是強調國內意識形態領域發生
了全局性、根本性轉變。這種概括既符合事實，也
振奮人心。
通過對歷史經驗的總結，公報為中共實現第
二個百年奮鬥目標指明了歷史任務和前進方向，
並強調“決不在根本性問題上出現顛覆性錯
誤”。唐任伍指，2013 年習近平在參加 APEC 峰
會時曾提到“中國決不能在根本性問題上出現顛
覆性錯誤”，所謂根本性問題就是執政黨堅持的
道路、制度和理論問題，這也是關係黨的事業興
衰成敗第一位的問題。他說，中國共產黨歷史
上，曾經出現過顛覆性的錯誤，留下了極為深刻
而沉痛的教訓，而類似的教訓在國際共產主義運
動史上亦不鮮見。時隔八年，在建黨百年坐標
下，在中美競爭加劇、中西方意識形態對立的背
景下，重申“決不在根本性問題上出現顛覆性錯
誤”有新的內涵，表達了執政黨堅持中國道路、
中國制度、中國理論和中國文化發展的戰略定力
和堅定信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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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aty 地區最豪華的自助餐廳
地區最豪華的自助餐廳-- 「大飽口福 」 （Feast Buffet )
集美、
集美
、墨、中、日經典菜餚於一爐
日經典菜餚於一爐,,公司
公司、
、家庭聚餐首選
(本報記者秦鴻鈞 ）休士頓 Katy 區最近新開了
一家豪華的自助餐廳— FEAST BUFFET ,中文名：
「大飽口福 」，光聽名字就令人心動不已，恨不
得立即飛到那裡，「大飽口福」一番 ！待您真正
踏入該餐廳，立即為該餐廳豪華體面的建築所震
懾，簡直像「五星級」大酒店的格局！放眼四顧
，從四壁到屋頂，從室內擺設到桌椅，無一不透
出典雅、華麗的氣息，使在這裡吃飯，更添滿足
和華麗感！

地點適中，位 Katy 最繁華區，交通便利

所有人耐心排隊訂座付款，絲毫沒有不耐煩，因
為完成此舉後，您就可以盡情享受美食，「大飽
口福」啦！
在「大飽口福」餐廳，可以獨自或與家人、朋
友共同前往，可以公司聚餐，或在這裡大宴賓客
、親友。該餐廳共有六個大廳，總共 800 個座位，
是宴客首選。

中、日、美、墨經典菜餚，盡情享用，
吃飽為止

除了本身住在 Katy 的居民，「大飽口福」就
在眼前，從休市西北、西南區開車過來，也方便
的不得了，只需十幾、二十分鐘,「大飽口福」就
在眼前了，使您恨不得立即大飽口福一番！初來
的訪客，從中國城或西北區過來，在十號公路過 6
號公路往西，經過 Barker Cypress Rd. ， Greenhouse Rd.下一個出口 Fry Rd. 出來右轉往北走，只
見 Katy 最繁華的社區就在眼前。行在 Fry Rd. 上，
左邊是 The Home Depot 廣場，右手邊是 Applebee’ s, 再 往 前 開 ， 第 一 個 紅 綠 燈 ， 左 手 邊 是
Walmart Supercenter, 右 手 邊 就 是 H-E-B, 及
Houston Community College -Katy Campus, 使
該地區繁榮得不得了。下一條街 Park Row Dr. 左
轉入內，馬上再右轉，就是「FEAST BUFFET 」門
前偌大的廣場，而「FEAST BUFFET 」就位於該購
物中心的中心點上，十分搶眼醒目。門前有寛廣
的停車場，停多少部車都不怕。

在「大飽口福」自助餐廳內，菜色十分豐盛
，有中、日、美、墨四種口味的菜餚，分佈在六
座長型的餐枱上，任您自選，因為菜色實在太精
彩了，往往只裝完一個餐枱的菜，一大盤已滿，
只好先吃為快，盡情享用。他們最受歡迎的菜色
如：蝦仁、炒螃蟹、炒小龍蝦、紅燴雞腿、炒干
貝墨魚、爆炒烤鴨、燒扇貝、炒魚片、炒墨魚、
洋蔥炒牛肉、洋蔥、椒絲炒蝦仁、芝麻雞、甜酸
肉、及各種火鍋材料任選、
炒蛋、炒醬汁茄子、炒芥蘭菜⋯⋯等等，以及
美式各種炸薯條、炸雞，美式烤肉。墨西哥式烤
牛排、豬排，日式精美壽司近二十種，賞心悅目,
清爽有如圖畫⋯還有中式點心如燒麥、肉粽、各

種叉燒包、豆沙包、芝麻球、春捲⋯等等各種美
食點心，就等您來品嚐，讓您一次品嚐到各國經
典名菜，盡情享用，大飽口福，吃飽為止。
在「大飽口福」自助餐廳吃飯，簡直就是是
以任何人都吃得起的「平民的價格」得到「帝王
的享受」。以平常餐廳「一道菜」的價格，享受
「兩百種以上」的經典菜餚。他們周一至周五，
從上午 11 時至晚間 9 點半營業，午餐僅$12.99，
晚餐$16.99， 吃飽為止。周六、周日兩天，從上
午 11 時至晚間 10 時營業，全天$17.99， 吃飽為
止。
「大飽口福」（FEAST BUFFET )的地址：1707
N. Fry Rd. Katy, Tx 77449 , 電話：281-398-1015

陳設寬廣華麗，貴氣十足，800 個座位，
宴客首選
走進「大飽口福」（FEAST BUFFET )，最醒
目的莫過於他們大廳的寛廣氣派，貴氣十足，有
如踏入藝術博物館，觸目所及的皆是高檔的裝潢,
華麗的建材與設計，令人張目結舌，目不暫捨，
使在這裡吃飯憑添無上的榮耀。在大廳的入口處
，是掛號付款，價格平易，人人都吃得起。只見

橋社新聞

節日悄悄來臨,子天訪談錄精彩粉呈

子天訪談錄 SD Talk Show 新年伊始一路走來，聯手嘉賓主持、原密蘇里市市議員阮丹尼
Danny Nguyen 重磅推出大休斯頓地區市長專訪系列，梨城 Pearland 市長、密蘇里市 Missouri 市長、凱蒂 Katy 市長、里士滿 Richmond 市長進行或即將進行的採訪讓海外華人華
僑走進美國的深層地帶，把與本地與日常生活工作學習息息相關的最權威資訊帶到了千
家萬戶。梨城 Pearland 市長說他是人民的公僕，他傾聽與採納所有梨城市民的聲音！他
說：感謝梨城這座偉大城市的公民對我的大力支持和信任，選擇我為市長，我期待為我
們城市的所有公民服務！我想擁有一個我們可以生活、工作、娛樂和祈禱的城市！在 2
月農曆新年寒災侵襲德州導致大面積停水停電遭受嚴寒的緊急時刻，子天訪談錄 SD
Talk Show 通過視訊專訪了德州眾議員吳元之 Gene Wu 對德州雪災造成大面積停電做了
原因講解和分析！讓整
個德州的雪災應急處理
決策過程給民眾提供了
專業的資訊渠道；對美
國總統拜登和吉爾博士
夫婦的全程跟踪報導則
讓民眾了解了美國聯邦
對德州寒災的各種支援
；對亞商會聯手特納市
長 和 Metro、 亞 裔 餐 飲
業超市一起給殘障人士
送熱食、新鮮蔬果、
PPE 及水的報導則凸顯
人人受災，人人相助的
鄰里溫情。使得居住在
大休斯頓地區的華人華
僑不再孤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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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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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州火熱商業用地推薦。
聯繫人：Sky Dong
電話：6269910021
郵箱：skydong1234@gmail.com
微信：tianzidong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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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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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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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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13.718.2 2 7 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