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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習會將登場 白宮
白宮：
：為美中競爭訂定規則
（中央社記者徐薇婷華盛頓 12 日專電）首場 「拜習會
」 將於美東 15 日晚間登場，白宮發言人莎琪今天強調，會
議是要為美中競爭訂定規則，目的不在尋求特定成果。雙方
會談論美中可合作之處，拜登也會毫無保留地表達美方關切
。
白宮發言人莎琪（Jen Psaki）宣布，美國總統拜登將於美
東時間 15 日晚間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召開線上會議，這
將是拜登上任以來美中領導人首次 「面對面」 會晤。由於時
間關係，拜登目前未規劃在會後召開記者會。
針對拜習會可能成果，莎琪今天在白宮簡報會上表示，
拜登 9 月 9 日與習近平通話時談到領導人互動的重要性，不
是因為美國尋求特定成果，美方並不尋求、而是要為美中有
效競爭訂定規則，讓美國得以捍衛自身與盟友價值，同時討

論美中能合作之處。
莎琪指出，美國相信也瞭解激烈競爭是美中關係一環，
而激烈競爭需要積極外交（intense diplomacy）。拜習會反
映美國積極外交作為，也是種延續，外界不該期望會議是為
了尋求重大成果。
美國政治新聞媒體 Politico 上週報導，拜習會雖不預期
會有重大突破，但消息人士指出，雙方可能會宣布就領事館
重啟、鬆綁簽證限制達成協議。川普政府去年 7 月以北京從
事間諜工作為由，下令中國駐休士頓總領事館關閉，北京則
以關閉美國駐成都總領事館作為報復。
不過，彭博 9 日引述一名知情人士指出，拜習會不會觸
及領事館是否重啟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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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地移民成為萊斯大學校長
我見我聞我思
Wealee@scdaily.com
11/
11
/13
13/
/2021

世界聞名的休斯敦萊斯大學校
董會正式宣布，任命该校建築学院
院長狄羅琪教授接長校務， 成為該
校建校百年來的非裔校長
狄羅琪博士也是首位移民之子
，出掌全球馳名的私立大學， 他出
生在海地首都太子港， 也是一位全
國知名的地震專家， 他在接受任命
時表示， 他將繼續現任校長李布朗
所奠定之優良学術傳統。
萊斯大學是由威廉萊斯先生捐
助，於一九一二年成立 ，當年只對
白人学生開放， 在疫情期間， 學生
們曾要求把他的銅像移走， 因為他
當年是黑奴的主人。
為了應對學生之抗爭，該校已
經設立族群和諧辦公室， 希望平息

學生之不滿情緒。
我們在此也要特別感謝即將御
任的李布郎校長及夫人， 過去十八
年來 ，他們對休斯敦及德州做出之
卓越貢獻， 萊斯大學培養之優秀學
生已經成為社會之中堅。
美南新聞集團屬下的國際貿易
中心曾經得到該校第一夫人孫月萍
之協助下， 先後多次在该校商學院
及貝克中心召開德非經貿高峯會，
促進國際文化及貿易交流。
我們也非常欣幸在休斯敦之萊
斯大學今後在狄羅琪校長之領導下
，继續走向多元國際化之道路，也
要恭祝這位苦學成功的移民之子 出
人頭地 ，為大家爭光， 這難道不是
只有在美國才會發生的事嗎？！

First Black Immigrant
Becomes Rice’
Rice’s President
immigrant and first engineer to
lead the private research
university.
As an internationally recognized
engineer and earthquake expert,
DesRoches will succeed
President Davis Leebron who
announced he is stepping down
this summer.

幾內亞共和國駐休斯敦名譽總領事

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Rice University’s Board of Trustees has
named Dr. Reginald DesRoches to be the
university’s next president. He was born in
Port-au-Prince, Haiti, and is the first black

DesRoches said in his statement
that he is deeply honored to be
named the next president of Rice
and looks forward to building on
the tradition of excellence
established by President Leebron
and those who served before him.
Rice University was established after William
Rice set aside money before he died to help

start the university in 1912 with the stipulation
that it only served white Texans. Throughout
the pandemic, the students demanded
removal of a monument on the Rice campus
and said Rice was a slaveholder.
We really appreciate over the last eighteen
years President Leebron and First Lady Ping
Sun’s contribution to our local and global
community, especially because we have had
the opportunity to sponsor many international
events with Rice through the president’s
office. Their help and support has included
the Texas African Summit event at the Baker
Institute.
We are so happy that we will have such an
outstanding son of immigrants who has
become a top leader at one of the world’s
most famous universities. This could only
happen in Americ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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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EC 宣言強調強化區域
經貿合作 戰疫情
戰疫情、
、促復甦
【綜合報道]21 個國家和地區參加的亞太經合組織(APEC)首腦會議，11 月 12 日晚以視頻形式
在線舉行。各成員經濟體誓言通過緩解供應鏈吃緊、解決勞工問題以及攜手應對新冠疫情，促使
亞太的經濟復甦。美國總統拜登、新西蘭總理阿德恩、新加坡總理李顯龍等均發表講話。
11 月 16 日晚，亞太經合組織第三十一屆部長級會議以視頻方式舉行。中新社發 亞太經合組
織組委會供圖
聯合宣言：強化區域經貿合作 擴大疫苗生產供應
據報導，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會後發表首腦聯合宣言，強調未來將繼續強化亞太區域的經貿
合作。宣言提出，各國將合作致力於擴大新冠病毒疫苗的生產和供應體制的方針。
宣言並指出，為了恢復已疲憊不堪的經濟，加快經濟數字化的步伐，為應對氣候變化，支援
向清潔能源的轉變至關重要。
宣言稱，將採納“新西蘭行動計劃”，作為實現“布城願景 2040”(Putrajaya Vision 2040)的
總藍圖。
1994 年印度尼西亞 APEC 峰會時敲定的茂物目標(Bogor Goals)，在 2020 年底到期，由“布
城願景 2040”取代。這個願景的目標是在 2040 年，建立一個開放、和平、繁榮及充滿活力的亞
太群體。
新西蘭總理阿德恩：成員攜手應對挑戰
峰會今年的主題是“共同參與、共同行動、共同增長”。峰會東道國、新西蘭總理阿德恩 12
日強調 APEC 成員攜手合作，共同應對當前挑戰的重要性。
阿德恩說：“在當前新冠疫情的打擊下，APEC 成員的經濟都受影響，大家的問題都是一樣

的……我們該如何讓最多人在最短時間內完成接種？如何確保商業持續經營，人民都有工作？如
何安全恢復跨境旅遊？如何加快經濟復甦？”
泰總理巴育：確保各層面緊密聯繫及平衡
泰國總理巴育在 APEC 總裁峰會上發言說，泰國承諾在 2022 年確保 APEC 提供各種機會、在
各層面緊密聯繫及取得平衡。
美總統拜登：深化美國在印太經濟接觸
峰會上，美國總統拜登承諾加強美國與 APEC 其他成員經濟體的關係，“以便推進公平和開
放的貿易與投資，提升美國的競爭力，確保印度太平洋的自由與開放。”
白宮發聲明說，拜登指出，氣候危機是創造良好就業的好機會，各國須攜手邁向可持續的未
來。
白宮說：“總統討論如何釋放亞太的經濟力量，深化美國在印太地區的經濟接觸。”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推動展望亞太自貿區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在發言時強調，國際合作是亞太地區復蘇並建立更強大經濟的關鍵。
他談到加深區域經濟整合的重要性時說，APEC 成員通過《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展協定》
(CPTPP)和《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等合作，為實現亞太自由貿易區願景取得令人
鼓舞的進展。各經濟體也應在這些協定的基礎上，繼續推展建立亞太自由貿易區。
李顯龍也說，APEC 是各經濟體就安全重開邊境分享點子和最佳作業方式的有用平台。他鼓
勵各經濟體加速電子健康證書相互認證的工作，並繼續通過 APEC 商業諮詢理事會(ABAC)與商界
保持聯繫。

普京高調宣布正在交付 SS-550
550 防空系統
（綜合報導）普京近日宣布俄正在研製 S-550 在內的最新防
空導彈防禦系統，一下成為討論最多的系統之一。俄羅斯總統普
京在 11 月 1 日至 3 日的索契會議上特別強調了超前發展空天防禦
系統以及向武裝部隊交付 S-550 防空導彈系統的重要性。然後俄
羅斯國防部長謝爾蓋•紹伊古又重複了一遍，指出 S-550 正在進
行中。
現在，媒體上出現了一些關於這個 S-550 導彈防禦系統的細
節。特別指出，S-550 是在 S-500 的基礎上研造的，設計用於攔
截洲際彈道導彈。一位未透露姓名的業內人士說，這些信息是公
開的。
特別是在已公佈的材料中，據說 S-550 將專門從反導攔截和
太空防禦等領域。
消息人士說，S-550 在攔截洲際彈道導彈彈頭和太空攻擊武
器方面的能力"將比 S-400 甚至 S-500 高一個數量級"。該消息人
士還強調，這種能力將遠遠高於美國反導系統（宙斯盾，
THAAD）的戰力。目前 S-550 防空系統"正處於研發的高級階段
"。
在這方面，專家們正在討論 S-500 的優勢。據推測，研製的
S-550 導彈（反導彈）可以獲得最新的發動機，提高導彈的攻擊
速度和打擊高度，這將擴大戰鬥使用的可能性。此外，這些套系
統還包括用於分析敵方導彈飛行軌蹟的先進計算機系統。
專家討論關於 S-550 防空系統比 S-500 更厲害
普京和紹伊古關於 S-550 的聲明，引起了西方強烈的關注。
其中專家薩克希•蒂瓦里說分析，俄羅斯總統普京和國防部
長謝爾蓋•紹伊古關於發展新型 S-550 防空導彈系統的聲明，這

一聲明既符合現實，又是恐嚇北約
策略的一部分。畢竟，北約最近在
黑海地區和波羅的海國家舉行的演
習給俄羅斯作為大國的權威蒙上了
陰影。因此，莫斯科需要用某種東
西來恐嚇北約，S-550 防空系統可
能就應運而生。
但莫斯科可能真的決定對其防
空導彈系統進行現代化改造，因為
俄羅斯定期建立新的防空系統：
S-400 取代了 S-300，然後是 S-500
，還有 S-350 的發展。無論如何，
再來一個 S-550,也不奇怪。
而且專家還猜測，俄羅斯如此
高調宣布，可能也出於商業原因，
打算出口，生產是有利可圖的。例
如，土耳其購買了俄羅斯的 S-400
防空系統，即使代價是惡化與美國
的關係，並強迫其退出最新的 F-35 戰鬥機計劃。現在，S-400
正在向印度交付，印度也是美國的重要軍事政治夥伴。俄羅斯正
在與巴基斯坦建立關係：這個國家最近也越來越遠離美國，並有
興趣獲得最新的武器系統來對抗印度。
與西方關係日益緊張是俄羅斯下一步試射 S-550 空導彈系統
的另一個重要原因。
《軍事觀察》雜誌堅分析，不排除 S-550 可能成為 S-500 的

專門版本，例如專門為打擊敵方衛星系統而設計的機動式反衛武
器。
一些西方媒體注意到，俄羅斯國防部長稱 S-550 為"以前聞
所未見的防空導彈系統“。
最後，西方媒體不排除這樣的聲明是針對內部的，目的是向
俄羅斯選民表明，政府確實在不斷加強俄羅斯軍隊的力量，新型
武器正在出現，比西方的武器更厲害。普京和紹伊古宣布 S-550
，目的是刺激西方和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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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允許接種兩款中國疫苗者入境免隔離
伊朗累計確診超 600 萬例

世界衛生組織官網最新數據顯示，截
至歐洲中部時間9日16時38分，全球累計
新冠確診病例 250154972 例，累計死亡病
例505426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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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日8時22分，全球累計確診病例250784268
例，累計死亡病例 5062943 例。
美洲：美國累計死亡近 76 萬例
據美國約翰斯· 霍普金斯大學最新數
據顯示，美國仍然是全球疫情最嚴重的
國家，累計確診 46686562 例，累計死亡
757181 例。有專家指出，在經曆數周下
降後，美國的新冠病例增長進入穩定期
是“令人擔憂的”信號，這可能預示著
冬季疫情的反彈，因爲人們在節假日和
寒冷天氣下更易在室內聚集。
自本月 8 日起，美國政府允許完成
獲得世界衛生組織緊急使用認證新冠疫
苗全程接種的外國旅客乘坐國際航班入

境，但要求成年旅客出示完成疫苗接種
證明和出發前 72 小時內新冠病毒檢測陰
性證明。而據一份 9 日公開的民意調查
結果顯示，有 55%的受訪美國人認爲，
恢複疫情前的生活會造成很小的風險或
沒有風險。這比今年 8 月德爾塔變異毒
株肆虐時的比例增加了 15 個百分點。另
外，僅有 38%的受訪者報告其居住地公
共場所要求戴口罩。
美國輝瑞公司向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
理局(FDA)申請在緊急授權下批准所有18歲
及以上人群接種輝瑞新冠疫苗加強針。
輝瑞公司表示，相關試驗結果顯示
，接種加強針後，在預防有症狀感染方
面的有效率高達 95%。試驗還證明，加
強針是安全的，副作用與之前接種兩劑
疫苗相同。
輝瑞公司此前曾申請向 16 歲及以上
人群接種加強針，但今年 9 月，FDA 僅
批准向 65 歲及以上和高風險人群提供加

巴西今年 10 月通脹率 1.25%
創 2002 年以來同期新高
綜合報導 巴西地理統計局(IBGE)當地時間 10 日發布的數據顯示，
今年 10 月，巴西通脹率爲 1.25%，高于上月的 1.16%和去年同期的 0.86%
，創下 2002 年以來同期最高水平。
數據顯示，10 月，巴西汽油價格漲幅較大，上漲 3.1%，使得當月巴
西運輸價格上漲 2.62%，推動了其他商品價格的普遍走高。其次，服裝
價格上漲 1.8%，家居用品價格上漲 1.27%，食品和飲料價格上漲 1.17%，
住房成本上漲 1.04%，個人開支價格上漲 0.75%，通信價格上漲 0.54%。
此外，教育、健康和個人護理價格也有所上漲。
巴西地理統計局研究員佩德羅· 基斯拉諾夫(Pedro Kislanov)表示，今年
以來，巴西汽油價格已連續6個月上漲，原因是巴西國家石油公司對燃料出
廠價格不斷進行上調，致使今年內巴西汽油價格上漲38.29%，過去12個月
累計上漲42.72%。在這種情況下，巴西10月的機票價格也出現暴漲。
數據還顯示，今年前 10 個月，巴西通脹率累計爲 8.24%。而過去 12
個月，巴西通脹率累計爲 10.67%，高于上一個 12 個月的 10.2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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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8%。其次是維多利亞，通脹率爲 12.22%。第三是裏奧布蘭科，通脹
率爲 11.9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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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2%、9.36%和 9.3%。
據巴西金融市場最新預測，巴西今明兩年通脹預期分別爲 9.33%和
4.63%，均高于政府管控目標中值 3.75%和 3.5%。

意大利 2022 年將收緊現金管控

單次最高交易額 999.99 歐元
綜合報導 意大利經濟財政部日前再次確認“2019 年頒布的 157 號法
令”，該法令規定，從 2022 年 1 月 1 日起，意大利將進一步管控現金使
用，最高單次現金使用上限爲 999.99 歐元。
據報道，最初的 999.99 歐元現金使用上限，由 2011 年蒙蒂政府制定
。2016 年，倫齊政府將現金使用上限提升至 3000 歐元。直到 2019 年第
157 號法令出台，從 2020 年 7 月 1 日起，現金支付上限縮減爲 1999.99 歐
元，從 2022 年 1 月 1 日起降至 999.99 歐元。
新的現金使用上限涉足支付領域廣泛，無論是公對公，公對私，私
對私的付款，現金額度都不得超過 999.99 歐元。即便是向孩子發紅包，
還是向他人借款，現金總額都不得超過 999.99 歐元。
不過，從銀行取款或存款規則沒有變化，仍然可以從銀行取現超過1000
歐元，因爲這些錢的所有人並沒有發生改變。但取回這些現金後，按照法律不
得一次性支付出去超過999.99歐元，但可以放在家裏，分多次花銷這些現金。
新規規定了現金支付上限，但可以將現金和刷卡混用。比如消費者
要購買一台價值 1200 歐元的數碼設備，可以先用現金支付 900 歐元，然
後刷卡 300 歐元。此外，新規規定，對違反規定，超過 999.99 歐元限額
使用現金的，將對收款和付款雙方進行處罰，罰金最低爲 1000 歐元。

強針。據美國疾控中心統計數據顯示，
目前美國已接種加強針的人數超過 2500
萬人，占總人口的 13.1%。
近段時間，美國多地出現反對疫苗
強制令等防疫措施的抗議活動，並有衝
突發生。
8 日，包括一些市政工作人員在內的
反對者在洛杉矶市政廳外舉行了反對疫
苗令的抗議活動。此前，洛杉矶縣官員
稱，洛杉矶縣警察局超過四分之一雇員
可能因拒絕接種新冠疫苗而失去工作。
上周末，一些反對疫苗令和限制措施的
人在波士頓舉行了抗議活動，其間，反
對者還和支持疫苗令的人發生了衝突，
互相毆打並拆除路障。當地警方被迫介
入，最終逮捕 2 人。

將無需接受出發前核酸檢測和入境後第 8
天的核酸檢測，入境英國後也無需自我
隔離 10 天，但須在抵英後第 2 天接受快速
抗原檢測，如果該檢測結果爲陽性，則須
再接受一次免費的確認性核酸檢測。英國
交通大臣格蘭特· 沙普斯當天說，這一決定
意味著英國進一步重啓國際旅行。
據希臘官方通報，截至當地時間 8
日晚，該國單日新增確診 7335 例，再次
刷新曆史紀錄。有專家預測，希臘的日
增確診病例可能在本周內上升至 1 萬例
，而更糟糕的局面“可能仍未到來”。
另據外媒報道，盡管從本月 6 日開
始，新的防疫措施已在希臘生效，但鑒
于目前病例持續激增的局面，希臘政府
已在考慮實施“B 計劃”，即在必要時
采取與 2020 年相同的措施：一方面加強
歐洲：英國允許接種兩款中國疫苗 國家衛生系統建設，另一方面限制娛樂
者入境免隔離
活動。希臘總理米佐塔基斯 8 日重申，
英國政府 8 日發布公報說，英國將 希臘的經濟活動和社會生活不會因爲疫
承認世衛組織新冠疫苗緊急使用清單上 情原因而再次關閉。
的疫苗，其中包括科興新冠疫苗和中國
國藥新冠疫苗這兩款中國疫苗，以及印
亞洲：伊朗累計確診超 600 萬例
度本土疫苗 Covaxin。自本月 22 日 4 時起
根據伊朗衛生部 9 日發布的數據，
，完全接種這些疫苗的旅客入境英國後 該國單日新增確診 8305 例，累計確診超
將免除隔離。
600 萬例，達 6004460 例；單日新增死亡
根據這份公報，已完成兩劑上述疫 112 例，累計死亡 127551 例。截至目前，
苗接種並獲得相關疫苗接種證明的旅客 伊朗 8000 多萬人口中，超過 5540 萬人已

接種至少一劑新冠疫苗，其中超過 4019
萬人完成兩劑接種，另有近 27 萬人已接
種加強針。
伊朗新冠住院患者數近兩個月來持
續下降，該國已取消部分防疫限制。伊
朗國家防疫指揮部科學委員會官員 9 日
表示，目前伊朗尚未出現暴發第六輪疫
情的流行病學證據，但部分地區新增確
診和住院病例有所增加，面臨一定疫情
反彈風險。
據外媒報道，日本政府 8 日放寬對
商務人士和留學生實施的入境防疫政策
，相關人士入境日本後的隔離日期縮短
爲 3 天。此舉對經濟活動的刺激作用受
到高度期待，但也有分析指出，商務旅
客對經濟的帶動效果十分有限，日本旅
遊産業困境或將持續。
根據 日 本 外 務 省 發 布 的 “ 傳 染 病
危險提醒”，大多數國家的疫情狀況
尚未達到企業允許員工出差的水平。
有業內人士推測稱：“恐怕要等到各
種限制進一步解除之後，才能恢複需
求。”
非洲：非洲累計死亡近 22 萬例
據非洲疾控中心當地時間 9 日發布
的數據，該地區累計確診 8548575 例，累
計死亡 219793 例。

法國前總統奧朗德
為 2015 年巴黎恐怖襲擊案出庭作證
綜合報導 法國前總統奧朗德爲 2015
年巴黎恐怖襲擊案出庭作證。他表示會在
法庭上回答所有相關問題。
奧朗德當天下午來到巴黎特別重罪法
庭，以證人身份爲 2015 年巴黎恐怖襲擊案
作證。法庭當天嚴密戒備，奧朗德在多名
憲兵簇擁下進入法庭。他在開場聲明中表
示，他是應恐怖襲擊案受害者協會的要求
出庭作證的，以解釋在襲擊案發生時他的
總統角色，並證明法國打擊恐怖主義的正
當性。
在被問及襲擊案發生前後的相關情況
時，奧朗德說，他當晚並沒有前往法蘭西
體育場觀看比賽的計劃，但他在得知有德
國政要觀看比賽後才決定前往體育場。當
第一次爆炸聲響起時，他很快意識到面臨
襲擊。當第二次爆炸發生後，他對襲擊的
發生已“毫無疑問”。
奧朗德說，襲擊的威脅在體育場外部
，而不是體育場內部，所以他指示體育場
內的比賽繼續進行；他隨後離開體育場，
部署襲擊案的應對。他表示，在襲擊案發

生後，他做出三
項決定：國家進
入緊急狀態、關
閉邊境以防止襲
擊者逃離、設法
營救巴塔克蘭劇
院的人質。奧朗
德還說，如果同
樣的情況再次發
生，他會做同樣
的事情。
在被問及這
次襲擊是否可以
避免時，奧朗德表示，已經盡最大的努力
追蹤恐怖嫌疑分子，但由于沒有能夠取得
在阻止這次襲擊方面起到“決定性作用”
的信息，安全部門不知道可能成爲襲擊目
標的地點。
巴黎特別重罪法庭未采納一些被告的
辯護律師就奧朗德出庭作證提出的質疑。
法庭指出，襲擊案發生時奧朗德是法國總
統，不能被認爲“對事實不了解”。

2015 年巴黎恐怖襲擊案于 9 月 8 日正
式開庭審理。該案的審理備受法國各界關
注 ， 預 計 將 持 續 數 月 。 該 案 共 有 20 名
被告，其中 14 名被告出庭受審。在所有被
告中，現年 31 歲的阿蔔杜勒薩拉姆是唯一
未被擊斃的襲擊者。
2015 年 11 月 13 日，巴黎發生嚴重恐怖
襲擊，造成 130 人死亡，其中 90 人死于巴
塔克蘭劇院。

埃塞局勢惡化
外媒稱當地十余名聯合國員工被逮捕
綜合報導 據報道，十余名
在埃塞俄比亞的聯合國工作人
員被當地警方逮捕。聯合國警
告稱，埃塞局勢存在“嚴重的
不確定性”。中國外交部提醒
中國公民暫勿前往該國。
法新社援引當地消息人士的
話報道稱，埃塞俄比亞警方在緊急
狀態下對提格雷開展突襲行動，超
過12名在當地工作的聯合國員工
被捕，其中一些人從家中被帶走。
該報道還援引在日內瓦的

一名聯合國發言人的話稱，聯
合國方面已向埃塞外交部要求
釋放這些工作人員。
目前，埃塞官方未就此事
做出回應或披露詳細情況。
近期，埃塞俄比亞北部地
區武裝衝突加劇，11 月 2 日，
埃塞政府宣布全國進入爲期 6
個月的緊急狀態。11 月 5 日，
聯合國安理會成員國發表共同
聲明，對埃塞北部軍事衝突的
擴大和加劇深表關切，呼籲各

方停止敵對行動。11 月 8 日，
聯合國在其官方新聞網站上發
表聲明警告稱，埃塞提格雷地
區長達一年的衝突已經達到
“災難性的程度”，該國的未
來和整個非洲之角地區的穩定
性存在“嚴重的不確定性”。
中國外交部領事司發布消
息稱，外交部和中國駐埃塞俄
比亞大使館提醒中國公民近期
暫勿前往埃塞俄比亞，提醒在
埃塞中國公民和機構加強安全防

範和應急准備。如所在地區安全
形勢惡化，可視情況轉移至首都
亞的斯亞貝巴或其他安全地區。
其他國家的中國公民，如計劃從
埃塞轉機，請密切關注安全形勢
變化，與航空公司保持聯系，謹
慎選擇經埃塞轉機。
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張軍 8
日在聯合國安理會埃塞問題公開
會上發言指出，中方衷心希望埃
塞局勢當中的有關各方能以國家
和人民利益爲重，保持冷靜克制
，避免局勢進一步升級。作爲埃
塞人民的好朋友，中方希望有關
各方能致力于通過政治對話化解
矛盾分歧，爲實現和平和解創
造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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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防相將任職

綜合報導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新
設人權問題首相輔佐官一職，並決定
由前防衛相中谷元擔任。中谷元將在
10 日召開的特別國會上，第 2 次岸田
內閣組建時，得到正式任命。
據報道，當地時間 8 日上午，日
本首相岸田文雄在首相官邸與中谷元
會談，向他傳達了任命人權問題首相
輔佐官的意向。
岸田還指示道，要與外相和經濟
産業相密切合作，與美國等其他同盟
國一起，在國際上“提高人權意識”
，並鼓勵民間企業開展人權工作。
對此，中谷對記者表示，“爲處
理國際人權問題，我會在首相的指示
下進行對應。”
中谷曾擔任過日本的防衛相和自
民黨安全保障調查會長。共 11 次當選
日本衆院議員。他曾聲稱，爲“制裁
國外發生的侵害人權問題”，有必要
制定所謂日本版《馬格尼茨基法案》
，並于 4 月牽頭成立“跨黨派人權外
交聯盟”，擔任聯合會長。

世界銀行預計柬埔寨
公共衛生融資需求將擴大
綜合報導 世界銀行估計，爲應
對新冠肺炎疫情和擴大衛生服務，柬
埔寨公共衛生融資需求將擴大。
根據世界銀行 8 日發布的柬埔寨
衛生融資系統評估報告，柬埔寨在過
去 20 年來取得的經濟高速增長成就，
顯著改善國人平均壽命、母嬰和兒童
死亡率，同時，新冠肺炎疫情不僅影
響政府提供基本服務能力，也限制柬
埔寨在一些衛生保健服務的發展。
世界銀行估計，從 2020 年至 2023
年期間，柬埔寨公共衛生領域需要投
入 30 億美元經費，這包括增加衛生和
兒童營養投資、提升鄉區公共醫療系
統和服務，以及擴大衛生平等基金和
社會保障基金保險覆蓋率。
世界銀行稱，在新冠疫情影響下
，公共衛生融資或將受到負面影響。

政府收入因成衣業、旅遊業和建築業
遭受重創而銳減，影響政府利用國內財
政資源向衛生領域撥款的能力。這三個
經濟支柱爲柬埔寨經濟成長作出70%貢
獻，並提供半數固定薪資就業機會。
值得一提的是，爲了纾解新冠肺
炎疫情對貧困家庭和易受害群體的衝
擊，柬埔寨政府于去年 6 月開始發放
纾困金，政府也向失業而失去收入的
成衣和旅遊業工人提供工資補貼，以
幫助他們渡過難關。
據知，今年柬政府用以防控和治療
新冠疫情和病例的開支，從原本預估的
3000 萬美元，激增至 10 億美元，尚不
包括用以購買新冠疫苗的費用。根據剛
公布的 2022 年柬埔寨國家財政預算法
草案，明年政府計劃從經常開支中撥
給衛生部的撥款爲 5.16 億美元。

在野黨支持率領先

日本專設官員處理外國“人權問題”

綜合報導 韓國社會輿論研究所
(KSOI)發布的總統選舉最新民調顯示
，韓國最大在野黨國民力量總統候選
人尹錫悅(43%)，領先執政黨共同民主
黨候選人李在明(31.2%)，相差值超出
誤差範圍。
報道稱，當地時間 5 日至 6 日，韓
國社會輿論研究所以韓國 18 歲以上的
1009 人爲對象，進行了下屆總統選舉
的支持率調查。結果顯示，韓國最大
在野黨總統候選人尹錫悅，以 43%的
支持率領跑，較前一周上升 10.6 個百
分點。
韓國執政黨共同民主黨總統候選
人李在明，以 31.2%緊隨其後，較前一
周下滑 2 個百分點。
其後依次是韓國國民之黨候選人
安哲秀(4.7%)、正義黨候選人沈相奵
(3.7%)、前經濟副總理金東兖(1.4%)。
報道表示，假設朝野一對一對決
，尹錫悅以 47.3%領先李在明 35.2%，
差距拉大。分析認爲，這主要是因爲
國民力量黨黨內初選結束，推高支持
層關注度。
據介紹，此次民調可信度 95%，
抽樣誤差±3.1 個百分點。
此前報道，日前，韓國民調機構
HANGIL Research 發布的一項調查顯示
，近六成韓國人希望最大在野黨國民
力量實現政權更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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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調顯示韓國下屆總統候選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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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森：中國助力柬埔寨實現疫苗接種目標
綜合報導 柬埔寨首相洪森表示，新
冠肺炎疫苗幫助降低感染率和重症率，中
國助力柬埔寨實現疫苗接種目標。
根據柬埔寨衛生部通報，該國當天
新增報告 68 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新增
治愈出院 72 例，新增死亡 6 例，其中 4
例未接種疫苗。新增確診病例中，61 例
爲社區傳播感染病例，7 例爲境外輸入
確診病例。截至目前，柬埔寨全國累計
確診 11.9 萬例，累計治愈 11.5 萬例，累
計死亡 2835 例。
根據柬埔寨全國疫苗接種委員會統計
，截至目前，柬埔寨全國累計 1393 萬人已
接種新冠疫苗，占全國總人口 1600 萬的
87%。其中 1313 萬人已完成第二劑接種，
195 萬人完成第三劑接種。
柬埔寨全國疫苗接種委員會稱，全國
共計 15.7 萬名 5 歲兒童已接種疫苗，占目
標群體 51.8%；共計 194.8 萬名 6 至 11 歲兒

童已接種疫苗，超額完成接種目標；179.4
萬名 12 至 17 歲青少年已接種疫苗，占目
標群體的 98.21%；1002 萬名 18 歲以上群體
已接種疫苗，超額完成 1000 萬接種目標。
洪森表示，新冠疫苗保障了柬埔寨民
衆的健康，使柬埔寨可以全面重開國門。新
冠疫苗也幫助柬埔
寨降低感染率和重
症率，全國學校于
11 月 1 日全面複課
，約 300 萬名師生
返校，但感染人
數非常少。
洪森指出，
柬埔寨將中國作
爲疫苗供應的戰
略依靠是正確的
決策。中國援助
促使柬埔寨有足

夠疫苗可以迅速實現接種目標。
洪森表示，政府將允許民衆舉辦婚禮
，爲了防範新冠疫情，國家抗疫委員會已
制定婚禮防疫標准作業程序，包括限制賓
客人數最多 200 人等措施。政府將持續關
注疫情形勢，逐漸放寬婚禮限制。

中國焦點
星期日

2021年1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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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民主非西方專利 不能由西方定義

中國全過程民主是真正人民民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中共中

央 12 日上午舉行新聞發布會，介紹中共十九屆六中
全會精神。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江金權在回應中國
全過程民主的相關問題時表示，中國人民有着高度
的政治制度自信，根本原因就在於中國全過程人民
民主是民主含量高、民主成色足、深受中國人民歡
迎的民主，這才是真正的人民民主。他並強調，民
主不是西方國家的專利，更不能由西方國家來定
義，來自說自話。民主的本義是人民當家作主，一
些西方國家所引以為傲的選舉民主，實際上是資本
支配的選舉，是資本集團的遊戲，是有錢人的“民
主”，不是真民主。

江金權說，民主是全人類的共同價值，是中國
共產黨和中國人民始終不渝堅持的重要理

念。中共從成立起，就始終高舉人民民主的旗幟，
同時也從國內外政治發展得失中深刻認識到，中國
的政治文明和政治制度必須深深扎根於中國社會土
壤，照抄照搬他國政治制度行不通，甚至會把國家
前途命運葬送掉。

全過程民主最廣泛最真實最管用
江金權介紹，中共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
志為核心的中共中央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
發展道路，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
治國有機統一，堅決抵制西方所謂“憲政”、多
黨輪流執政、“三權鼎立”政治思潮的侵蝕影
響，走出了一條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的民主道
路。他解釋說，中國全過程人民民主是一個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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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制度鏈條，包括選舉民主、協商民主、社會民
主、基層民主、公民民主等民主政治的全部要
素，涵蓋了民主選舉、民主協商、民主決策、民
主管理、民主監督等民主過程的一切領域，不僅
有完整的制度程序，而且有完整的參與實踐，實
現了過程民主和成果民主、程序民主和實質民
主、直接民主和間接民主、人民民主和國家意志
相統一，是全鏈條、全方位、全覆蓋的民主，是
最廣泛、最真實、最管用的社會主義民主，以多
樣、暢通、有序的民主渠道，有效保證了全體人
民依法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
經濟和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

西方民主呈亂象肆意強加給別國
對於西方社會號稱要以黨派制衡、全民投票來
檢驗民主，江金權強調，民主不是裝飾品，不是用來

◆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意識形
態領域形勢發生全局性、根本
性轉變，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文
化自信明顯增強，全社會凝聚
力和向心力極大提升，為新時
代開創黨和國家事業新局面提
供了堅強思想保證和強大精神
力量。

中央財經委員會辦公室副主任

韓文秀

◆我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雖然已
經超過 1 萬美元，但還沒有達
到高收入國家的水平，即使把
現在所有的國民收入全部平均
分配，也還達不到共同富裕。
共同富裕沒有捷徑，不是變戲
法，必須靠 14 億多中國人民
艱苦奮鬥來實現。

中共中央新聞發布會要點速記

▶中共中央 12 日在北京舉行新聞發布會，中央宣傳部分管日常
工作的副部長王曉暉(中)，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江金權(右二)，中
央財經委員會辦公室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韓文秀(左二)，中央
黨史和文獻研究院院長曲青山(右一)介紹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精
神，並答記者問。發布會由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國務院新聞辦公
室主任徐麟(左一)主持。
中新社

中央宣傳部副部長王曉暉

做擺設的，而是要用來解決人民需要解決的問題的。
如果人民只有在投票時被喚醒、投票後就進入了休眠
期，只有競選時聆聽天花亂墜的口號、競選後毫無發
言權，只有拉票時受寵、選舉後就被冷落，這樣的民
主不是真正的民主。他並援引美國民調機構的最新數
據稱，全球 57%的受訪者、美國 72%的受訪者認
為美國不是民主的良好樣板，而中國民眾對中國
黨和政府的滿意度分別為95%和98%。
至於美國下月召集所謂“民主峰會”企圖重振
西方民主，江金權直言，有一些西方國家民主呈現
空心化亂象，連本國人民都越來越不滿，卻肆意把
自己所謂民主模式強加給別國，造成“水土不
服”，給相關國家人民造成深重災難和痛苦。在西
方國家民主問題堆積如山的背景下召開這次峰會，
簡直是一個莫大的諷刺，目的無非是要打壓他國、
分裂世界，結果只能是越描越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中共中央
12 日就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精神舉行新聞發布會。
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江金權指出，確立習近平同志
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是時代呼喚、歷
史選擇、民心所向。全會公報指出，黨確立習近平
同志黨中央的核心、全黨的核心地位，確立習近平
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指導地位，對新時
代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對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
史進程具有決定性意義。

在被問及“怎樣理解這個決定性意義”時，江
金權表示，這具有充分的實踐依據，那就是：黨的
十八大以來，黨和國家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
歷史性變革，根本在於有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
中央領航掌舵，有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思想指引航向。兩個確立，符合全黨全軍全國人民
的共同願望。
江金權稱，堅強的領導核心和科學的理論指導，
是關乎黨和國家前途命運、黨和人民事業成敗的根本

性問題。一個國家、一個政黨，領導核心至關重要。

確立習近平核心地位是民心所向
江金權強調，確立習近平同志黨中央的核
心、全黨的核心地位，是時代呼喚、歷史選擇、
民心所向。堅定擁護和維護習近平總書記的核心
地位，全黨就有定盤星，全國人民就有主心骨，
中華“復興”號巨輪就有掌舵者，面對驚濤駭浪
我們就能夠做到“任憑風浪起、穩坐釣魚船”。

整
●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玨

一個國家一個政黨 領導核心至關重要

◆慈善捐贈是自願行為，絕不能
“殺富濟貧”“殺富致貧”，
不能搞“逼捐”，因為那不符
合共同富裕的本意，也不可能
達到共同富裕的目的。
◆要吸取上世紀 50 年代“大躍
進”“人民公社化運動”的經
驗教訓，在實現碳達峰碳中
和、推進共同富裕的進程中，
都要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
調，一步一個腳印向前邁進。

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院長

曲青山

◆（中共百年奮鬥的）寶貴經驗是
從我們黨的歷史中總結出來的，
不是從天上掉下來的，不是從書
本中抄下來的，不是從別的國家
照搬過來的，而是一百年來中國
共產黨團結帶領人民，歷經千辛
萬苦、付出巨大代價而得到的。

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江金權
◆世界上民主樣式不可能千篇一
律，即使是西方各國之間，民
主制度、民主形式也不是完全
相同的。用單一的標尺來衡量
世界豐富多彩的政治制度，用
單調的眼光審視人類五彩繽紛
的政治文明，本身就是不民主
的。

王曉暉：六中全會決議重在總結中共百年經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中央
宣傳部分管日常工作的副部長王曉暉 12 日在中
共中央新聞發布會上指出，中共十九屆六中全
會是在重要歷史關頭召開的一次具有重大歷史
意義的會議，其重要的成果是審議通過了《中
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
的決議》。與前兩個歷史決議主要總結黨的歷
史教訓、分清歷史是非不同，《中共中央關於
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的決議》主
要總結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從
建黨到改革開放之初，黨的歷史上的重大是非

問題，前兩個歷史決議基本都解決了，其基本論
述和結論至今仍然是適用的。
王曉暉介紹，在中共百年歷程中，1945 年六
屆七中全會制定了《關於若干歷史問題的決
議》，1981 年十一屆六中全會制定了《關於建國
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兩個歷史決議
產生的歷史條件、時代背景有所不同，但都是在
重大歷史關頭作出的，都對推動黨和人民事業發
展起到了重要作用。現在，距離這兩個歷史決議
制定已經分別過去 76 年和 40 年，黨和國家事業
大大向前發展了，黨的理論和實踐也大大向前發

展了。站在新的歷史起點上，對黨的百年奮鬥歷
程特別是改革開放 40 多年的奮鬥歷程進行全面系
統的總結，既有客觀需要，也具備主觀條件。

歷史重大是非問題 前兩決議基本解決
王曉暉稱，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通過的《決
議》共七個部分，在內容擺布上有兩個特點：第
一個特點是，與前兩個歷史決議主要總結黨的歷
史教訓、分清歷史是非不同，這次主要總結黨的
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從建黨到改革開
放之初，黨的歷史上的重大是非問題，前兩個歷

史決議基本都解決了，其基本論述和結論至今仍
然是適用的。《決議》把着力點放在總結黨的百
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上，符合實際，有利
於推動全黨增長智慧、增進團結、增加信心、增
強鬥志。二是重點總結新時代黨和國家事業取得
的歷史性成就、發生的歷史性變革和積累的新鮮
經驗。第二個特點是，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二十
周年、三十周年、四十周年也都作過了系統總
結。基於此，這次《決議》用較大篇幅總結中共
十八大以來的原創性思想、變革性實踐、突破性
進展和標誌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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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超：不同界別人士參選 證社會對港滿期盼
確認工作並盡早公布。

希望為香港付出的各位精英。
“（這）證明社會各界對‘愛國者治港’下的
香港是充滿期盼，熱切期待加入管治體制，為香港
長期繁榮穩定、由治及興作出努力和貢獻。”李家
超說。
他強調，在完善選舉制度之後，立法會將會更具
廣泛代表性及均衡參與，符合香港整體社會利益，呼
籲社會各界積極在 12 月 19 日的立法會選舉投票日投
票，選出能夠真真正正解決問題，重民生、重發展和
重建設的立法會議員。

中央
“組合拳”
讓
“一國兩制”
行穩致遠
李家超表示，國家是香港的最強大後盾，中央
果斷出手，施展了“組合拳”，首先制定香港國安
法，並完善了香港的選舉制度，落實“愛國者治
港”原則，讓“一國兩制”的實踐行穩致遠。作為
完善選舉制度之下第一場立法會選舉，過去兩星
期，不同界別的人士報名參選，包括建設力量、非
建制派、獨立人士、專業人士，和來自不同背景、

●李家超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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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2021 年立法會換屆
選舉提名期 12 日結束，加上 12 日接獲的 8 份提名表
格，本次選舉 3 個界別共有 154 人參選，各選舉板塊
競爭激烈。
香港特區政府政務司司長李家超12日在一公開活
動上表示，過去兩星期，不同界別的人士報名參選，
包括建設力量、非建制派、獨立人士、專業人士，證
明社會各界對“愛國者治港”下的香港是充滿期盼
的，都熱切期待加入管治體制為港作出貢獻。作為候
選人資格審查委員會主席，他會爭取及早完成審查及

上季 GDP 升 5.4%符預期 短期通脹壓力增

港全年經濟增長修訂為6.4%
香港經濟持續三季錄得增長，政府統計處 12 日
公 布 ， 第 3 季 實 質 本 地 生 產 總 值 (GDP) 按 年 增 長
個百分點，主要由於上半年增長較預期強勁，以及
去年第 3 季的比較基數較高。因考慮到今年首三季
合計按年增長 7%，今年全年經濟增長預測修訂為
6.4%，接近 8 月時覆檢的 5.5%至 6.5%預測範圍的上
限。香港政府經濟顧問歐錫熊指出，只要本地疫情
繼續受控，香港經濟在第四季應可實現穩健的按年
增長，主要視乎外圍對香港貨物出口的需求及內部
需求的因素而定。

●香港文匯報記者 莊程敏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莊程敏、殷考玲) 香
港遲遲未通關，政府經濟顧問歐錫熊 12 日表
示，如果香港稍後能與內地恢復通關，相信
對今年第 4 季經濟影響不大，而現時影響第 4
季經濟的更重要因素，是外圍對香港貨物出
口的需求，以及香港正在改善的內部需求會
否進一步增強。如順利恢復通關，對明年經
濟增長會有明顯幫助，港旅遊業往後的表
現，對香港經濟能否全面復甦有重要關係，
因通關後訪港旅客能夠增加，將對香港復甦
注入動力。
香港政府預測隨着經濟復甦及進口價格
上升，令整體通脹壓力在短期內會增加。歐
錫熊指，通脹壓力近期有上升趨勢，政府會
密切留意，食品價格升幅近期未見明顯，當
中個別項目如牛肉價格有上升，但豬肉價格
同時有所下降，而 10 月份蔬菜價格亦有上
升，但相信對通脹不會有大推升作用，實際
情況有待 10 月消費物價指數公布。他表示，
由於貨物進口價格上升，有可能會傳到零售
層面，但基本通脹在今年餘下時間應維持受
控。

歐錫熊：恢復通關將利好明年經濟

5.4%，與預估數值一樣，但增速比第 2 季減慢 2.2

&
7.
香港經濟增長表現

 































廠商：將維持未能通關時運作

港消費及投資需求續復甦
歐錫熊指出，香港消費及投資需求在第 3
季繼續復甦，私人消費開支增7.1%；受惠於本
地疫情穩定、勞工市場情況改善和消費券計
劃，與消費相關的活動在第 3 季進一步恢復。

● 歐錫熊（中）稱，只要本地疫情繼續受
控，香港經濟在第四季應可實現穩健的按
年增長。

失業率料續跌 降速或放緩

香港第三季GDP主要表現

香港失業率由年初的 7.2%降至第 3 季的
4.5%，跌幅相當明顯。歐錫熊認為，失業率
下降速度亦較 2003 年沙士或 2008 年環球金融
海嘯快，反映勞工市場調節能力有彈性。他
預測，隨着經濟進一步復甦，失業率肯定仍
有下調空間，但下降速度或較前兩季放緩。
目前並無跡象顯示有結構性失業問題，
指長期失業人士佔整體失業人口約 4 成，比率
與以往相若。
至於供應鏈出現瓶頸的問題，他認為情
況在歐美等地影響較大，估計可能會延續到
明年中或之後，但並無影響亞洲地區出口表
現，相反市場因而對亞洲貨品需求增加，令
香港貨物出口表現強勁。

項目

+4.3%

本地固定資本形成總額

+10.8%

貨品出口（離岸價）

+14.2%

貨品進口（離岸價）

+16.8%

史立德：年底最忙盼獲先行通關

+4.2%

對於香港政府指在通關初期會在廣東省
先行，並以恩恤及商務客優先。史立德認為
有關做法相當合理，可以幫助廠商，即使
“健康碼”要實名登記，相信商家亦願意配
合。不過，在廣東的港資企業估計涉及約 2
萬名廠商和員工，加上專業服務北上需求殷
切，若商界每周只有 1,000 個名額會供不應
求，希望初期每日至少有 300 至 500 個商界名
額。另外他認為，明年農曆新年在 2 月初，
很多廠商在年底須處理支薪和趕貨等問題，
若能爭取12月讓廠商先行通關會更好。

+4.5%
製表：記者 莊程敏

落，提醒市民留意，外圍情況轉變都會帶來
風險。
他又相信近日樓價下跌與港人移民無
關，強調政府致力增加土地及樓宇供應，包
括在施政報告提出，未來 10 年分別興建 33 萬
個公營及 10 萬個私營單位，相信能滿足住屋
需求。

關榮根
主任牧師

12525 Sugar Ridge Blvd. Stafford, Texas 77477

郵箱：info@swcbc.org

英語及普通話崇拜、粵語主日學、兒童事工
粵語崇拜、英文及普通話主日學、兒童事工
禮拜三 粵語長青長輩團契
AWANA 兒童聚會
英語青少年團契
禮拜五
SAT 英文及數學培訓課程
粵語、普通話週五團契及其他聚會

+7.1%

服務輸入

Southwest Chinese Baptist Church
禮拜日

私人消費開支

服務輸出

另外，對於近日樓價有放緩跡象，歐錫
熊指，樓價走勢受多方面因素影響，包括經
濟整體狀況、外圍不確定因素，以及美國央
行貨幣政策取向等，認為近兩三個月的樓價
缺乏明顯走向，難以判斷樓價是否見頂回

281-495-1511 網址：www.swcbc.org

+5.4%

政府消費開支

變數仍多 短期樓價缺方向

西南華人浸信會

按年變幅

本地生產總值（GDP）

9：30am
11：00am
10：30am
7：30pm
7：45pm
7：45pm
7：45pm

各團契小組聚會時間及教會活動詳情，請瀏覽本會網頁

真耶穌教會
True Jesus Church

335 Avenue E,Stafford,
TX 77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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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質 GDP 在第 3 季輕微上升 0.1%。第 3 季整
體貨物出口大幅增長；服務輸出溫和上升，
但訪港旅遊業仍然幾近冰封，制約了經濟復
甦的程度。受惠於本地疫情穩定、勞工市場
情況改善和消費券計劃，與消費相關的活動
進一步恢復；營商前景在過去一年有所改
善，整體投資開支續見雙位數增幅。失業率
進一步下降；基本消費物價通脹上升，但仍
然溫和。
隨着經濟復甦及進口價格上升，預料短
期整體通脹壓力增加，但今年餘下時間基本
消費物價通脹維持受控。今年基本通脹率預
測 由 1% 下 調 至 0.7% ， 整 體 通 脹 率 預 測 為
1.6%。
期內，貨品出口總額同比錄得14.2%的實
質升幅，升幅較第 2 季的 20.5%有所放緩。貨
品進口在第 3 季實質增長 16.8%，而第 2 季的
升幅為 21.4%。服務輸出在第 3 季與上年同期
比 較 實 質 上 升 4.2% ， 而 第 2 季 的 升 幅 為
3.0%。服務輸入在第 3 季實質上升 4.5%，而
第 2 季的升幅為 10.6%。用作概括量度整體通
貨膨脹的本地生產總值內含平減物價指數，
在第 3 季較上年同期上升 0.7%，而第 2 季則近
乎沒有變動。

然而，全球疫情反覆，外訪旅遊活動依然低
迷，儘管已從去年低位溫和上升。經季節性調
整後按季比較，私人消費開支繼第 2 季實質增
長2.0%後，在第3季增2.1%。
同時，香港政府消費開支繼第2季按年實
質增長 3.0%後，在第 3 季升 4.3%。他指“早
前推出兩輪消費券的措施對刺激消費市道已起
到明顯作用，預計到第 4 季仍有一定的正面反
應。”

90

電話: (281)631-5260
網址: www.tjc.org
電子郵件: Houston@tjc.org

Ave
.

香港政府指，最新預測反映今年實質本地
生產總值仍將較 2018 年水平低約 2%，

香港到明年3月已封關兩年，與內地的商
貿往來受到嚴重影響，從事手套生產的凱盈集
團董事總經理林曉盈 12 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
問時表示，未能通關對日常往來內地廠房有影
響，但該集團已發展一套應對模式，利用來往
兩地的車隔日來往香港和內地運送文件和樣
板，雖然運輸成本較貴，但可解決未能親身上
內地廠房的問題，有時客戶需要急切取得產品
樣板，也可於24小時內起到樣板。
林曉盈坦言，“我差不多 2 年無上內地
廠房了，很想念內地的同事。未能親身見面
的日子，我們每天透過網上會議、以及比以
前更頻繁的文件往來彌補不足。”
香港政府期望明年 2 月可達到與內地具
規模的通關，林曉盈表示非常期待。她又認
為，早前有商界提出設立“商務通道”的建
議是好事，即使日後通關可上內地廠房，集
團仍會保留利用兩地車往來香港和內地運送
樣板和文件的方法以增加彈性。
不過，也有不少港商因為近 2 年未能返
回內地，已經影響廠房運作。香港中華廠商
聯合會會長、從事包裝和大量增值紙製品全
球製造的華彩集團主席兼創辦人史立德表
示，印刷工作中製成品的顏色是關鍵，過去
需不時到深圳廠房處理事務，現在唯有不停
將產品由內地運至香港，極為耗時。

TJ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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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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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華美南分會年底兩項慈善活動開跑
11 月 11 月（本周四
本周四）
）向弱勢婦女捐款
向弱勢婦女捐款$
$3500 元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世界華人工商婦女企管
協會美南分會今年除了配合總會舉辦捐助台灣偏遠
醫療院所 11 床電動醫療床外，今年年底還要作兩項
慈善活動，對受虐婦女及弱勢兒童提供關愛捐款活
動。
本周四（11 月 11 日 ）上午在會長孫玉玟的率領
下，包括前會長洪良冰、副會長何真，以及王藝達
、宓麥蘭、斐俊莉、李瑞芬、王慧娟、張瓊文、蕭
瑛禎、羅錚等多位理事，前往市中心附近的休士頓
地 區 婦 女 中 心 （HAWC, Houston Area Women ‘ s
Center ) 捐 贈 支 票 $3500 元 ， 由 該 中 心 代 表 Sara
Rehman 代表接受，並作簡單談話。
Houston Area Women’s Center 自 1977 年以來
，已幫助無數受家庭暴力和性暴力影響的婦女、兒
童和家庭。該組識僅從提供幾條捐贈的電話線和接
聽逃避虐待的女性的電話開始，至今，已是一個多
語言和多種族的機構。

他們已擁有並提供以下的服務：190 名帶薪員工
，住宅應急避難所，24/7 全天候熱線呼叫中心，
1000 多人的志願者基地。HAWC 為家庭暴力和性暴
力的倖存者提供安全和全面的救生服務，賦予個人
、家庭和社區權力，以改變創傷、實現獨立並在虐
待發生之前停止虐待。在 HAWC, 我們相信一個由
安全關係和充滿愛心的家庭所定義的未來，屆時整
個社區將在沒有暴力的情況下茁壯成長。我們的價
值觀指導我們所做的一切：奉獻、賦權、多元化、
尊重、團隊合作和卓越。
「世華工商婦女美南分會」會長孫玉玟表示：
第二個慈善捐款是配合休士頓 Mayor‘s Office and
the Police and Clergy Team 在聖誕期間舉辦年度愛的
火花- 關懷貧困兒童玩具捐贈活動。歡迎各位前會
長和會員一同參與這個活動，募款活動到 11/15/21
截止。再次感謝世華美南分會姊妹們的愛心和支持
。

為世華工商婦女會美南分會的理事在會長孫玉玟（右五 ）前會長洪良冰
為世華工商婦女會美南分會的理事在會長孫玉玟（
前會長洪良冰（
（左五
左五）
）副
會長何真（
會長何真
（右四 ）的帶領下
的帶領下，
，本周四向 Houston Area Women’
Women’s Center 捐款
捐款$
$3500
元，由該中心代表 Sara Rehman (中
(中 ）代表接受
代表接受。（
。（記者秦鴻鈞攝
記者秦鴻鈞攝 ）

中美達成強化氣候行動聯合宣言共同加強巴黎協定的落實
美中應對氣候變化的協議是拜登和習近平即將會晤的前兆
（休士頓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
秦鴻鈞報導）
）在第 26 屆聯合國氣候變化大會即將
結束之際，美國和中國這兩個世界上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國於 11
結束之際，
月 10 日在蘇格蘭格拉斯哥聯合國氣候大會上公布了一項協議
日在蘇格蘭格拉斯哥聯合國氣候大會上公布了一項協議，
，
加強應對氣候變化的合作，
加強應對氣候變化的合作
，包括減少甲烷排放
包括減少甲烷排放、
、逐步淘汰煤炭消
費和保護森林。
費和保護森林
。
美國氣候特使柯瑞(John
美國氣候特使柯瑞
(John Kerry )和中國氣候特使解振華宣布
) 和中國氣候特使解振華宣布
了該框架協議，
了該框架協議
， 雙方同意建立 「21 世紀 20 年代強化氣候行動工
作組」
作組
」，推動氣候變化進程
推動氣候變化進程，
，共同加強 「巴黎協定
巴黎協定」
」的落實
的落實。
。
美國氣候特使柯瑞 (John Kerry )和中國氣候特使解振華宣布
)和中國氣候特使解振華宣布
了該框架協議，
了該框架協議
， 雙方同意建立 「21 世紀 20 年代強化氣候行動工
作組」
作組
」，推動兩國氣候變化合作和多邊進程
推動兩國氣候變化合作和多邊進程，
，共同加強 「巴黎協
定」的落實
的落實。
。柯瑞說
柯瑞說，
，這是 「限制變暖的唯一最快和最有效的方
法」，也說雙方將定期會晤
也說雙方將定期會晤，
，以解決氣候危機
以解決氣候危機。
。解振華說
解振華說，
，協議
將使中國加強其減排目標，
將使中國加強其減排目標
，確保中美雙方共同努力
確保中美雙方共同努力，
，並與其他各
方合作，
方合作
，以確保取得成果
以確保取得成果。
。中美都認知到
中美都認知到，
，目前的努力和
目前的努力和《
《巴黎
協定》
協定
》的目標之間存在差距
的目標之間存在差距，
，因此將共同加強氣候行動
因此將共同加強氣候行動。
。
中美雙方承諾繼續共同努力，
中美雙方承諾繼續共同努力
，在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和各自
能力原則、
能力原則
、考慮各國國情的基礎上
考慮各國國情的基礎上，
，採取強化的氣候行動
採取強化的氣候行動，
，有效
應對氣候危機，
應對氣候危機
，加強 「巴黎協定
巴黎協定」
」的實施
的實施。
。雙方同意建立 「21 世
紀 20 年代強化氣候行動工作組
年代強化氣候行動工作組」
」 ， 推動兩國氣候變化合作和多
邊進程。
邊進程
。 中美這份聯合宣言是雙方 30 多次談判的產物
多次談判的產物，
， 中美兩
國外交官過去一年來透過面對面或視訊曾舉行過多次會晤。
國外交官過去一年來透過面對面或視訊曾舉行過多次會晤
。美國
氣候特使柯瑞更曾兩次前往中國大陸，
氣候特使柯瑞更曾兩次前往中國大陸
，為此次峰會做準備
為此次峰會做準備。
。
在中美各自舉行的記者會上，
在中美各自舉行的記者會上
，大陸氣候變化事務特使解振華
和美國氣候特使柯瑞表示，
和美國氣候特使柯瑞表示
，兩國將共同努力
兩國將共同努力，
，加快減排步伐
加快減排步伐，
，以
實現 2015 年 「巴黎協定
巴黎協定」
」 關於氣候變化的溫度目標
關於氣候變化的溫度目標，
， 也就是將
全球平均氣溫升幅控制在低於 2°C 之內
之內，
，並努力限制在 1.5°C

之內。解振華表示
之內。
解振華表示，
，中國將加強其減排目標
中國將加強其減排目標，
，並打算制定一項有
關甲烷的全國計劃，
關甲烷的全國計劃
，兩國都希望採取更多措施制止森林砍伐
兩國都希望採取更多措施制止森林砍伐。
。
柯瑞說，
柯瑞說
，這是限制變暖的唯一最快和最有效的方法
這是限制變暖的唯一最快和最有效的方法，
，也說雙
方將定期會晤，
方將定期會晤
，以解決氣候危機
以解決氣候危機。
。
中國和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兩個排放國，
中國和美國是世界上最大的兩個排放國
，共佔所有碳污染的
近 40
40%
% 。 宣言表示
宣言表示，
， 兩國重視中美雙方建立的 「21 世紀 20 年代
強化氣候行動工作組」
強化氣候行動工作組
」，該工作組將定期舉行會議以應對氣候危
機並推動多邊進程，
機並推動多邊進程
，聚焦在此十年強化具體行動
聚焦在此十年強化具體行動。
。這份聯合聲明
說 ， 中國將在 2026 到 2030 年的 5 年內開始逐步
淘汰煤炭，
淘汰煤炭
， 並將減少強大的溫室氣體甲烷的排
放 ， 在 2030 年前將甲烷排放量至少削減 30
30%
%。
聯合宣言還提到，
聯合宣言還提到
， 兩國 「認識到氣候危機的嚴
重性和緊迫性」
重性和緊迫性
」 ， 特別是在 「2020 年代的關鍵
十年」
十年
」。
聯合國主席古特雷斯對美中兩國的協議表
示歡迎。
示歡迎
。 他說
他說，
， 應對氣候危機需要國際協作和
團結，
團結
， 這是朝正確方向邁出的重要一步
這是朝正確方向邁出的重要一步。
。」歐
洲氣候基金會首席執行長告訴法新社：
洲氣候基金會首席執行長告訴法新社
： 美中宣
言表明，
言表明
， 兩國可以合作應對氣候危機讓我們走
上維持升為在攝氏 1.5 度內的路線
度內的路線。
。因為越來越
多的科學證據表明，
多的科學證據表明
，跨越 1.5 攝氏度的門檻將發
生嚴重的海平面上升、
生嚴重的海平面上升
、 洪水
洪水、
、 干旱
干旱、
、 野火和風
暴的後果。
暴的後果
。
美中宣言表明，
美中宣言表明
， 兩國可以合作應對氣候危
機讓我們走上維持升為在攝氏 1.5 度內的路線
度內的路線。
。
因為科學證據表明，
因為科學證據表明
，跨越 1.5 攝氏度的門檻將發
生嚴重的海平面上升、
生嚴重的海平面上升
、 洪水
洪水、
、 干旱
干旱、
、 野火和風

暴的後果。
暴的後果。
為了達成協議，
為了達成協議
，華盛頓擱置了與北京的一些爭端
華盛頓擱置了與北京的一些爭端，
，包括中國
對新疆維吾爾人的待遇等人道問題。
對新疆維吾爾人的待遇等人道問題
。柯瑞說中美很清楚雙方的分
歧，但要繼續專注於努力推進氣候議程
但要繼續專注於努力推進氣候議程。
。關於美中兩國的協議
關於美中兩國的協議，
，
習近平表示，
習近平表示
，中國準備本著相互尊重的精神在廣泛的問題上與美
國接觸。
國接觸
。現在
現在，
，中美中美關係正處於關鍵的歷史關頭
中美中美關係正處於關鍵的歷史關頭，
，習近平說
，美中兩國合則兩利
美中兩國合則兩利，
，鬥則俱傷
鬥則俱傷。
。合作是唯一正確的選擇
合作是唯一正確的選擇。
。美中
兩國應對氣候變化的協議是拜登和習近平即將會晤的前兆。
兩國應對氣候變化的協議是拜登和習近平即將會晤的前兆
。

中美寺蔬香感恩節聯誼會

圖文：
圖文
：秦鴻鈞

新的法例

健保現在更易負擔
保障家人健康
每5位客戶中就有4位能藉助財務補助
得到每月$10或更低收費的健保計劃。
請於12月15日前報名投保。

新的法例 。 更低費用 。 更多人合資格 。

報名投保

1-800-318-2596
由美國衛生及公眾服務部資助

一項由中美寺休城
分會 、 中美分會所主辦
分會、
的 「2021 蔬香感恩節聯
誼 會 」 於 昨 天 （ 11 月
13 日，周六
周六）
）上午 11 時
至下午二時半，
至下午二時半
， 在休士
頓中美寺法同舍舉行，
頓中美寺法同舍舉行
，
邀請佛光會會員和親朋
好友參加午齋。
好友參加午齋
。 參加者
（ 每個家庭
每個家庭）
） 提供一道
拿手素菜，
拿手素菜
， 供大家共享
。 當天的活動除了素菜
烹飪教學、
烹飪教學
、 蔬食共賞外
蔬食共賞外,,
還有戶外禪、
還有戶外禪
、 康樂遊戲
等活動。
等活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