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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美國總統拜登就任近10個月，
《華盛頓郵報》與美國廣播公司（ABC）14日
發布的最新民調顯示，拜登的滿意度降至41％
新低，不滿意度更達到過半的53％，主因在於
民主黨與中間派人士對他的負面聲浪升高，加
上通貨膨脹加速，打擊經濟。

與上次9月所作的民調相比，拜登的支持
度從44％進一步滑落到41％。而在6月，拜登
滿意度還有50％，他就職的第3個月，52％美
國民眾曾正面評價拜登團隊的執政表現。

拜登滿意度一路降，在於他逐步流失民主
黨與中間派獨立人士的支持。本次民調中，雖
然有8成民主黨人認同拜登的工作，但與6月時
的94％高支持度相去甚遠，另有16％民主黨人
不滿意他的表現，至於獨立選民，僅35％受訪
者仍讚同拜登團隊的表現，不認同的高達5成8
。

民調分析，全美經濟低迷，物價飛升、通

膨走高，可能是拜登與選民蜜月期早早結束的
主因。調查發現，7成受訪者認為美國當前經
濟情勢 「不是很好」 或 「很糟」 ，半數受訪者
把通膨加劇的責任歸咎拜登，對他處理經濟的
支持度不及4成，而對經濟現況滿意的低於三
分之一（29％）。

美國通貨膨脹嚴重，居民消費價格指數
（CPI）顯示，2021年10月美國的消費類產
品和服務價格同比飆升了6.2％，為過去31年
內增長最快的一年。資料表明，通膨幾乎影響
了美國經濟的各個方面，例如牛奶價格上長
17％，雞蛋價格增長42％，而能源服務價格
增長則超過11個百分點。通膨迫使數以百萬
計美國人退出房地產市場，許多家庭也負擔不
起汽車之類的重要商品，8月至9月，美國汽車
成交率下降7.3％。在經濟迫切需要增長的時候
，這些關鍵市場卻在冷卻。

雖然受訪者中過半支持拜登即將簽署的基

礎建設法案，但拜登政府的表現，對1年後期
中選舉的民主黨選情，恐怕不是好消息。民調
發現，如果現在就舉行選舉，在已登記的選民
中，51％會支持共和黨的國會議員候選人，僅
41％支持民主黨。

通膨嚴重通膨嚴重 拜登執政滿意度降至新低拜登執政滿意度降至新低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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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ident Biden will convene a
virtual meeting today with China’
s President Xi Jinping and will
discuss how to, “responsibly
manage the competition”
between the two countries, as
well as, “to work together where
the mutual interests align.”

This is third direct engagement
between the two leaders since
Biden became President. As the
White House indicated, a joint
statement is not expected after
the meeting.

The Chinese president has not
left China since the outbreak of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Just last week, the U.S. and

China issued a joint
announcement on climate saying
that they will cooperate to slow
global warming by boosting clean
energy initiatives including the
curbing of methane emissions.

President Biden has repeatedly
emphasized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is one of competition, but
not conflict. Biden has known
President Xi since 2011 when he
was Vice President.

Lately, China has been angry at
U.S. efforts with its close
relationship with Taiwan. China
claims it will stay on high alert at
all times and take all necessary
measures to resolutely smash

any interference by external
forces.

Today the world is suffering
because of the pandemic and
many economic issues. We all

hope the leaders of the two
nations will work out solutions to
their problems and help solve the
many challenges facing the
whole wor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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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aders Of The U.S. AndLeaders Of The U.S. And
China Will Meet TodayChina Will Meet Today

拜登總統今晚和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舉行視频會議，將就中美
兩國共同關切之問題進行討論，
白宮方面表示，两國元首將討論
如何有效地掌控競爭而又能促進雙
方共同之利益。

這是拜登就任總統以來雙方元
首第三次之接觸，白宮方面表示
，雙方元首會談後可能不會發表
任何聯合公報。

自從新冠疫情發生以來， 習
近平主席皆未出國參加任何會議
，但是中美兩國已經就氣候變化
問題發表了聯合聲明，決心共同
治理地球暖化帶來的世界危機。

拜登總統就任以來，一再強
調中美兩國是競爭而非對抗之關係

，但是最近一連串美國對台灣之
親近關係引起中國之忿怒和不満
，因而造成台海有史以來最緊張
之情勢。

自從二〇一一年以來， 拜登
總統就和習近平主席為舊識，我
們希望今晚中美兩國元首之會議能
夠得到圓滿之成果。

展望目前世界面對之困境，
近二年來新冠病毒對所有國家造成
之傷害，社會之動亂，失去了多
少無辜生命。

我們盼望中美兩大國能以拯救
人類之偉大胸懷，為全人類之未
來之福祉尋求答案。

图片来源：路透社资料照片

中美元首今晚線上會談中美元首今晚線上會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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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時局

【【李著華觀點李著華觀點:: 爭一塊政治版圖爭一塊政治版圖--美國華裔的政治覺醒美國華裔的政治覺醒】】

（綜合報道）俄羅斯國防產品出口公司總經理亞歷山大•米
赫耶夫稱，俄羅斯已經開始向印度交付首批S-400防空系統。

正在參加迪拜航展的米赫耶夫稱，向印度交付首批S-400

防空系統的工作已經開始，印度將在
年底前獲得第一個團的S-400防空系
統裝備。
此前的7月20日，米赫耶夫曾表示
，向印度交付的首批S-400防空系統
正處於生產的最後階段。
據《今日印度》報導，業內消息人士
稱，第一批S-400系統的部分設備已
經開始抵達印度，它們將被部署在印
度西部前線，以應對來自“中國和巴
基斯坦空域的威脅”。
消息人士還透露，S-400的相關部件
將通過空中和海上路線運抵印度，並
將被迅速部署到指定地點。在第一個
團的交付在今年年底完成並展開部署
後，印度空軍將開始將主力集中在東
部前線，還將調撥出一部分資源用於
在國內培訓S-400的相關人員。
《印度時報》則表示，印度官方消息

人士證實了俄羅斯開始向印度交付S-400防空系統，以便在今
年按計劃部署，並稱這將大大提供印度的防空能力。

據報導，2018年10月，俄羅斯與印度簽署了總價54.3億美
元，向後者供應5個團的S-400防空系統的合同。預計第一個團
的S-400設備在2021年年底前交付，2024年底前完成全部合同
。印度當時聲稱，購買這些裝備是為了應對“來自中國方面的威
脅”。

2019年2月14日，俄羅斯副總理尤里•鮑里索夫稱，俄羅
斯已經收到印度方面的預付款。幾天后，俄羅斯工業和貿易部負
責人丹尼斯•曼圖羅夫宣布，為印度生產S-400的工作已經開
始。

值得一提的是，在印度準備採購俄羅斯S-400的消息傳出
後，美國就開始對印度發出威脅，聲稱此舉可能違反美國《以製
裁法反擊美國敵人法》(CAATSA)，進而招緻美方制裁，這是由
特朗普於2017年簽署的旨在阻止各國購買俄羅斯軍事裝備的美
國法律。針對美方的威脅，印度外交部曾表示，它與美國和俄羅
斯都有戰略夥伴關係。印度外交部發言人今年1月還曾表示，
“印度一直奉行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這也適用於我們以國家安
全利益為指導的國防採購和供應。”

而美方則告知印度，它不太可能獲得 CAATSA 的豁免。去
年，美國以 違反CAATSA 為由對其北約盟友土耳其從俄羅斯購
買 S-400 導彈的行為實施了一系列制裁，包括從F-35項目中剔
除土耳其。

俄羅斯開始向印度交付首批俄羅斯開始向印度交付首批S-S-400400,,將部署西線針對中巴將部署西線針對中巴

由芝加哥華埠更好團結聯盟、培德中心、華諮處與美亞健康協會所號召的一百多個亞
裔社團舉行的“選區重劃，振興華埠”活動獲得了主流媒體格外重視， 也引起美國其他城
市華裔共嗚，這凸顯了美國華裔政治覺醒以及爭取政治版圖的強烈企圖心，意義相當不凡
。

長久以來，許多人都說，美國是族裔大熔爐，是靠新移民強大起來的國家，不久前美
國商務部公佈的2020年人口普查數據證明此言不虛。 這次普查結果呈現了美國人口結構
的新趨勢， 那就是 : 白人與黑人愈來愈少， 混血裔、西裔與亞裔卻愈來愈多， 尤其是亞裔
， 在過去十年呈指數級增長了36%，已達2400萬人口， 相當於台灣當前的人口， 已佔美
國3.3億人口的6%，這是非常驚人的成長，但亞裔在政治領域卻相形薄弱。

美國民主核心價值在於投票公正性， 理論上是一人一票， 獲得多數票者當選， 但特
殊選舉人團制卻讓希拉蕊在2016年以總票數近300萬票勝過川普卻因選舉人團票不足而飲
恨敗北， 這種票票不等值的現象更在各州聯邦眾議員與州內議員選舉時層出不窮，很多時
候出現得票少者反而當選的不合理現象。

根據美國憲法規定， 自1790年起，每十年進行一次全國人口普查以統計各州人口分
佈以及各族裔比率，做為政府經費以及全美435位聯邦眾議員席次分配的依據，所以每次
普查公佈後各州議會之掌權政黨都會利用多數表決優勢強行操作扭曲的傑利蠑螈（Gerry-
mander）選區規劃，以增加自己黨的議員席次， 這是非常不公的現象，像德州和威斯康辛
州就是明例， 由於共和黨掌控這兩州州議會， 所以他們所規劃的Gerrymander選舉地圖硬
把民主黨鐵票區瓜分， 所以全州民主黨候選人的總得票數勝過共和黨人，但當選的席次卻
相反，最高法院對於各州議會的操作卻束手無策。

芝加哥亞裔在過去十年增長了31%，是全州增長最多的族裔，中國城橋港區更擁有最
密集的華裔，但長年以來被瓜分為三個不同Gerrymander選區，造成華埠歷史上從未出現
過華裔區長，所幸現任區長盧漢士是華裔女婿， 他這次也站出來為華裔發聲抱不平， 相信
在人口遽增以及政治覺醒下，美國華裔政治版圖必然會加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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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印度國家犯罪記錄辦公室

(NCRB)的最新數據顯示，與2019年相比

，2020年該國商人的自殺人數增長了近

50%。與此同時，該國的整體自殺人數增

加了10%，創曆史新高。

報道稱，新冠疫情引發經濟困境。

根據印度國家犯罪記錄辦公室(NCRB)公

布的數據，與 2019 年相比，印度“商

人”的自殺率增加了近50%，爲各類別

中最高。同時，2020年印度商界的自殺

人數增加了29%。

數據顯示，2020年，印度商界的自

殺人數超過農民。具體來看，共有多達

11716 名商界人士因自殺死亡。同年，

10677名印度農民死于自殺。

報道指出，傳統上，與農民相比，

商業界的自殺死亡人數總是較少。新冠

疫情以及隨之而來的封鎖，使小企業和

貿易商遭受了沈重打擊，許多人被迫關

門大吉或拖欠貸款。

印度中小微企業聯合會秘書長阿尼

爾· 巴哈德瓦吉稱，“在新冠疫情大流行

的2020年，小企業受到了非常嚴重的影

響。直到現在，人們認爲更多的農民因

農作物歉收和貸款增加而自殺。但這表

明商人的壓力並不小，而大流行使情況

變得更糟”。

與此同時，印度的整體自殺人數

增加了 10%，達到 153052 人，創曆史

新高。

研究：福島放射性銫繞至北冰洋
七至八年後回流日本

綜合報導 日本築波大

學客座教授青山道夫日前

在福島大學主辦的國際研

討會上發布研究結果稱，

2011年東京電力公司福島

第一核電站事故中流入海

洋等的放射性物質铯137抵

達美國西海岸後部分北上

，經太平洋最北部的白令

海，約7至8年後回流至日

本東北沿岸。

據報道，2017年在白令

海和穿越白令海峽的北冰洋

邊緣海楚科奇海，檢測出源

自福島核事故的铯137。檢出

的是微量，大幅低于標准

值，但青山稱，“從動向

考慮，應該也已擴大到了

北部的北冰洋”。

青山在北太平洋761處

采集了表層海水，調查铯

137和铯134的活度，收集

共同研究和各國政府的監

測等觀測數據，還使用模

型計算，分析了動向。青

山查出繞北太平洋南側回

流至日本的路線，以及進

一步從日本海穿越津輕海

峽回到太平洋的路線。

此次解析中，部分铯

137抵達美國西海岸後北上

，沿阿拉斯加半島流動，

2017年在白令海測得的活

度爲每公升海水0.003貝克

勒爾、在楚科奇海測得

0.004貝克勒爾。

在日本東北北部沿岸，

2018年前後活度開始上升，

2019年超過0.002貝克勒爾

。在從日本海穿越至太平

洋一側的津輕海峽，铯137

活度在2017年前後達到峰

值，此後呈減少趨勢。

因此，青山分析稱，

是從白令海沿堪察加半島

南下回流的铯137産生了影

響。他還表示，通過此次

研究，“有關源自福島第

一核電站事故的铯，查明

了北太平洋全域十年間的

較大動向”。

菲律賓經濟持續復蘇第三季度GDP增長7.1%
綜合報導 菲律賓國家統計局

(Philippine Statistics Authority)11月9日

發布的數據顯示，該國經濟持續從新

冠疫情中複蘇，今年第三季度國內生

産總值(GDP)同比增長7.1%，高于菲

律賓央行原先預計的6.2%，也高于其

他經濟預測機構預期的4.6%至6.5%區

間。

統計數據顯示，第三季度推動菲

律賓經濟增長的主要行業包括，批發

和零售業、汽車和摩托車銷售和維修

業、制造業、建築業。

菲律賓國家統計局官方網站圖表

顯示，受新冠疫情影響，該國GDP增

長率在2019年二季度曾跌至-17%，隨

後艱難回升，今年一季度之前增長率

均爲負值，二季度迅速提升至最高點

12%。今年前三季，該國GDP平均增

長率爲4.9%。

菲律賓中央銀行行長本傑明· 迪

奧克諾(Benjamin Diokno)表示，菲律

賓經濟增長表現強于預期，全年經

濟增長率有望超過政府預期的4%至

5%。

菲律賓經濟高

官在一份聯合聲明

中強調，經濟增長

快 于 預 期 ， 是 民

衆 遵 守 防 疫 規 定

、 企 業 陸 續 恢 複

運營、疫苗接種快

速開展等多方面因

素促成。“在應對

疫情和其他需求之

間謹慎尋求平衡，

促使多數産業持續

擴大增長。”

當天，菲律賓總統府發言人哈裏·洛

克表示，杜特爾特政府特別是其經濟團

隊，對菲律賓經濟的持續複蘇持樂觀態

度，更多行業的重新開放，將使該國經

濟更加“快速且包容”地增長。

韓國“尿素荒”！
韓稱1.87萬噸中國尿素將入境救急

綜合報導 韓國外交部表示，

通過多種渠道與中方進行溝通，爭

取到中國尿素出口程序的盡早啟動

，已確認韓企簽購的1.87萬噸中國

尿素即將走出口程序。這些尿素能

夠滿足韓國2到3個月的需求，緩

解“尿素荒”。

韓國外交部還披露，經駐華外

交機構證實，韓企申請的部分尿素

出口檢測已經完成。據悉，申請出

口檢測的尿素總量為7000噸左右，

其中有多少完成檢測，尚不清楚。

報道稱，考慮到車用尿素溶液

的濃度約為30%，上述尿素可以生

產5.61萬噸尿素溶液。據業內估測

，韓國境內機動車每月尿素溶液需

求在2.4到2.7萬噸之間，若上述待

發尿素順利入境，可供韓國國內使

用2到3個月。

韓方認為，若上述尿素順利通

關抵韓，有望成為化解“尿素荒”

的重要轉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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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魯疫苗接種率將達60%至70%
能否實現群體免疫？

綜合報導 秘魯近60%的目標人口已接種兩劑疫苗，這是否表明秘魯

可以實現群體免疫？對此，泛美衛生組織(PAHO)副主任賈巴斯· 巴博薩

指出，群體免疫的概念還不能適用于各國的新冠疫苗接種率。

巴博薩表示，目前還沒有科學證據表明新冠疫苗接種率達到多少才

能實現群體免疫，“有些說70%，有一些認爲80%就足夠了，我們必須

等待更長的時間。”

巴博薩解釋說，這一概念是針對麻疹等知名疾病而提出的，例如當

至少95%的五歲以下兒童接種麻疹疫苗時，這種集體免疫力就會實現，

剩下5%沒有接種疫苗的兒童就會受到已經接種的95%的兒童的保護。

然而目前各國接種的新冠疫苗是不同的，各自的功效和效果也不

同，而且新冠病毒有不同的變種，所以這是一個完全不同的情況。

巴博薩強調說，可以肯定的是，各國政府必須繼續爲民衆接種疫

苗。他說：“秘魯的努力非常重要，政府必須繼續接種疫苗，以覆蓋所

有可以接種疫苗的群體。”

巴博薩還談到所謂的新一代新冠疫苗，對此他說，他們尋求發展一

款針對所有類型的新冠病毒變體的疫苗，但目前擁有的新冠疫苗也“可

以拯救生命並控制病毒的傳播”。

秘魯衛生部11月10日發布的新冠疫情數據顯示，與前一日報告相比，

新增檢測49882次，新增新冠肺炎確診病例1238例，其中過去24小時新增

病例爲688例，累計確診病例達到2210129例；單日新增死亡病例23例，累

計死亡200532例。目前仍有3238人住院，已有2189378人康複。

勒文宣布辭職
瑞典或將迎來首位女首相
綜合報導 瑞典首相勒文向瑞典議會議長安德烈亞斯· 諾倫遞交辭呈，

這是勒文今年內第二次辭職。有分析認爲，瑞典或將迎來首位女首相。

據外媒報道，勒文當天遞交辭呈後對媒體表示，擔任首相的七年時

光“很美好”，而他已經爲瑞典做出了“在每種情況下都最適合的

決定”。勒文同時希望諾倫盡快確定新首相人選。諾倫則稱將盡快與各

方舉行會談，並將于當地時間11日召開新聞發布會。而在新首相上任前

，勒文將繼續領導瑞典政府。

勒文此前表示，他預計瑞典社會民主黨新黨魁安德松(Magdalena

Andersson)將成爲下一任瑞典首相，因爲目前議會的組成人員與今年7月

他重新出任首相時一模一樣。有媒體稱，目前安德松已經獲得了多個黨

派的支持，勒文辭職也爲她參與選舉“鋪平道路”。

安德松自2014年以來一直擔任瑞典財政大臣，如果她最終競選成功

，將成爲該國首位女首相，從而結束瑞典作爲唯一一個從未有女性擔任

政府首腦的北歐國家的地位。

勒文從2010年開始擔任瑞典社會民主黨黨魁，並于2014年當選瑞典

首相。2018年，勒文遭遇瑞典議會不信任投票，最終因爲新首相人選被

議會否決而繼續擔任首相。

今年6月21日，在瑞典議會舉行的針對勒文的不信任投票中，超過

半數議員投票反對他繼續擔任首相，勒文因此成爲該國首位在任期內遭

不信任投票罷免的首相。勒文後于6月28日宣布辭職。但7月勒文再次

被提名爲首相候選人並最終通過議會投票，重新出任首相。

勒文8月透露他將于明年大選前辭去首相和社會民主黨黨魁的職務

，以便繼任者提升社會民主黨的民調支持率。本月4日，勒文正式辭去

社會民主黨黨魁一職，並由安德松接任。

希臘近半地區處疫情“深紅區”
新冠疫苗預約激增

希臘衛生當局發布的最新疫情地圖

顯示，該國44%的地區，都已經處于疫

情風險等級最高的“第五級”。由于希

臘新冠疫情持續惡化，新的防疫政策開

始實施，全國新冠疫苗接種預約數量激

增。

希臘近半地區處于“深紅色”
據報道，希臘國家公共衛生組織宣

布，過去24小時，希臘新增6801例新冠

病毒肺炎患者，目前累計確診815068例

。當日新增死亡67例，累計死亡16560

例。

根據希臘衛生當局發布的最新

疫情地圖，該國 44%的地區，都已

經處于疫情風險等級最高的“第五

級”，因此在疫情地圖上被標記爲

深紅色。

希臘首都雅典也因爲北部和南部出

現大量確診病例，疫情地圖上從一周前

的“第二級”黃色，變爲了“第三級”

的橙色。

私立醫療部門協助抗疫工作
爲緩解疫情給希臘衛生系統造成的

壓力，當地時間10日，該國私立醫療機

構代表同希臘衛生部長普萊弗裏斯舉行

會議時保證，私立醫療機構將在抗擊疫

情方面做出自己的貢獻。

私立醫療部門提供的協助，將包括

提供免費的ICU床位，並協助提供緊急

救護車服務，以及爲新冠確診患者提供

獨立隔離病房等。

根據希臘媒體的消息，國家公立醫

療系統和私立醫療機構的合作，已經從

拉裏薩和希臘北部開始。

普萊弗裏斯指出，除了床位和病房

外，就職于私立醫療機構的專業醫護人

員，參與到對新冠患者的救治工作中至

關重要。

此前，普萊弗裏斯已呼籲私人醫生

參與抗擊新冠疫情的“戰鬥”。他說，

如果私人醫生的參與積極性較低，下周

政府將啓動動員計劃。

新冠疫苗預約量激增
由于希臘的新冠感染者人數近期出

現大幅上升，再加上已開始實施新的防

疫政策，這讓很多未接種疫苗的人群開

始接種新冠疫苗。

希臘衛生部初級保健秘書長希米斯托

克利斯說，最近幾天預約接種首劑疫苗和

加強針疫苗的人數增長了200%。“現在不

少人已經意識到疫情仍在肆虐，應對它的

唯一辦法，就是接種疫苗。”

此外，希米斯托克利斯還說，所有

18歲以上的成年人，都應該接種加強針

疫苗。

面向接種過輝瑞、莫德納和阿斯利

康疫苗人群的加強針預約平台，將在第

二劑疫苗注射後的五個半月開放，但加

強針的實際注射時間，將會在第二劑注

射後的6個月後進行。對于注射過強生

單劑疫苗的人群而言，他們可以在接種

疫苗後的兩個月，進行加強針注射。

另外，他還提醒民衆稱，即使接種了

加強針疫苗，也應遵守各項防護措施。

百萬未接種疫苗者聖誕節前恐感染
希臘克裏特大學肺病學教授紮納基

斯預測稱，今年聖誕節前，希臘將有大

約100萬沒有接種過疫苗的人感染新冠

病毒。

他表示，出現這種現象的原因是，

傳染性極強的變異毒株已成爲希臘的主

流毒株。沒有疫苗保護的人群很容易受

到感染。

他強調，如果疫苗接種率不能得到明

顯提升，希臘將會爲此付出慘痛代價。

此外，他還預測稱，如果疫情不能

得到緩解，到12月初時，希臘每天新增

的新冠患者確診人數可能達到1.1萬例。

維基解密創始人阿桑奇獲準在監獄裏與未婚妻結婚
綜合報導 維基解密聯合

創始人朱利安· 阿桑奇已獲准

在英國倫敦貝爾馬什監獄與

女友斯特拉· 莫裏斯結婚，婚

禮上的賓客將從監獄犯人中

挑選。

莫裏斯是一名出生于南非

的律師，她說自己是在2011年

加入阿桑奇的法律團隊時認識

他的。當時阿桑奇住在倫敦的

厄瓜多爾大使館，莫裏斯幾乎

每天都去大使館看望阿桑奇，

並且對他“非常了解”。他們

在2015年墜入愛河，于兩年後

訂婚。他們還有兩個孩子，莫

裏斯一直獨自撫養著兩個年幼

的兒子。莫裏斯說，阿桑奇通

過視頻看到了兩個兒子的出生

，他們還去大使館看望了他們

的父親。他們的兩個孩子都是

英國公民。

這對夫婦已經訂婚多年，

一直試圖結婚。根據英國1983

年頒布的《婚姻法案》，囚犯

有權申請

在監獄裏

結婚，如

果申請被

批准，他

們必須支

付婚姻的

全部費用

。

監獄

管理局的

一名發言人表示：“監獄負責

人以慣常的方式接收、考慮和

處理了阿桑奇的申請，就像對

待其他囚犯一樣。”

莫裏斯對此表示很欣慰，

並且希望他們的婚姻不會再受

到幹擾。此前，阿桑奇和莫裏

斯表示，他倆曾多次請求在監

獄舉行結婚儀式，但沒有得到

回應。他們對英國司法大臣多

米尼克· 拉布和貝爾馬什監獄負

責人珍妮· 路易斯提出了指控。

按照訴狀，拉布和路易斯被指

控針對阿桑奇的案件“濫用權

力”，被要求在11月12日之前

作出回應。

現年50歲的阿桑奇是澳大

利亞公民，自2012年以來，他

一直待在厄瓜多爾駐倫敦大使

館，以避免被引渡到瑞典，在

那裏他面臨性侵犯指控。他一

直否認這些指控，這些指控最

終被撤銷。

自2019年 4月以來，阿桑

奇一直被關押在貝爾馬什監獄

，當時他被警方帶出厄瓜多爾

駐倫敦大使館，並因違反保釋

條件而被捕。

在維基解密公布了數十

萬份與阿富汗和伊拉克戰爭

有關的泄密文件後，他因被

控陰謀獲取和披露國防信息

而被美國通緝。這些出版物

包括 2010 年 4 月公布的美國

士兵在伊拉克從直升機上射

殺平民的鏡頭。

關于他被引渡到美國的聽

證會于2019年 5月 2日開始。

此後不久，美國政府宣布他們

對阿桑奇提出了新的指控，指

控他犯下了違反間諜法和機密

信息泄密的 17 項罪名。如果

被引渡到美國，阿桑奇將面臨

最高 175 年的監禁。阿桑奇繼

續反對以間諜罪名被引渡到美

國。

波白邊境危機下
俄羅斯出動轟炸機“挺白”

綜合報導 白俄羅斯與波蘭邊境危機連

日來不斷升級，歐盟方面彰顯團結，對白

俄羅斯譴責施壓不斷。而就在二者緊張加

劇之際，俄羅斯連續兩日出動轟炸機進入

白俄羅斯領空巡邏。

據報道，俄羅斯國防部10日稱，兩架

圖-22M3遠程轟炸機（如圖）當天在白俄

羅斯空域執行巡邏飛行任務。白國防部表

示，自10日起，俄白飛機將定期在白邊境

進行聯合飛行。11日，俄軍又出動兩架

圖-160戰略轟炸機進入白俄領空，再次進

行巡邏飛行，並演練對地轟炸等多項作戰

任務。路透社稱，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

11日就此事表示，“我們必須持續監控邊

境地區的形勢。讓它們尖叫，讓它們喊

叫。沒錯，它們都是能搭載核武器的轟

炸機。但我們別無選擇。我們必須看看

他們在邊界外做什麽。”白國防部在一

份聲明中表示，爲應對波蘭軍隊在邊境

附近集結的情況，白俄羅斯有義務獨立

以及與戰略盟友俄羅斯一起采取“適當

的應對措施”。

歐盟方面連日來對白俄羅斯譴責

不斷，並威脅要實施制裁，德國代理

總理默克爾甚至致電俄羅斯總統普京

試圖“搬救兵”。據《紐約時報》報

道，在此次波白邊境危機前，波蘭自國內

司法改革後與歐盟陷入巨大分歧，在這一

背景下，歐盟此次對于波蘭的支持尤爲

“驚人”。爲彰顯團結，歐洲理事會主席

米歇爾10日前往華沙會見波蘭總理莫拉維

茨基，譴責白俄羅斯正在對歐盟邊境發動

“殘忍的混合攻擊”，並聲稱歐盟可以爲

波蘭提供資金，修建邊境牆，該言論引發

爭議。

據報道，白外長馬克伊反駁稱，白沒

有與歐盟進行任何“混合戰爭”，現在邊

境地區所發生的一切，是歐盟草率政策造

成的結果，因爲是他們讓難民過來並宣稱

准備予以接納。此外，歐盟方面對待難民

的態度引發批評。聯合國秘書長發言人10

日表示，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對波白邊

境的移民情況表示擔憂。聯合國難民事務

高級專員菲利波· 格蘭迪在歐洲議會上警

告稱，一些地方出現不負責任的排外言論

、建圍牆和鐵絲網以及毆打難民和移民等

暴力舉措，歐盟目前面臨的挑戰都不是做

出上述反應的借口，歐盟應在處理移民問

題上做出榜樣。

默克爾致電普京，希望他出面對白俄

羅斯施加影響。而普京提議歐盟成員國與

白俄羅斯應直接溝通討論現有問題。馬克

伊稱，歐盟無意與白進行對話，在其對白

有關的武器庫中只有制裁。盧卡申科表示

，如果西方引入新的“讓人難以接受的”

制裁，通過白俄羅斯向歐盟供應的天然氣

和貨物可能會被切斷。俄國家杜馬主席沃

洛金評論稱，此次危機的根本原因是歐美

對中東的長期錯誤政策，現在中東國家的

公民被迫尋求庇護，歐盟不急于幫助白俄

羅斯，而是揮舞著武器並以制裁威脅白俄

羅斯，這明顯是雙重標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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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11月14日發布的一項新的民意
調查中，美國總統拜登的工作支持率繼續下跌，
降至41%，這主要是由於民主黨人和獨立人士的反
對聲越來越高。調查還顯示，70%的受訪者把當前
的經濟狀況評價為“不是很好”或“很糟糕”。

據報導，一項由《華盛頓郵報》和ABC新聞
進行的調查發現，53%的美國人不贊成拜登擔任總
統的表現，6%的人表示他們沒有意見。

拜登獲得的41%的支持率比9月份的44%略有
下降，比6月份的50%大幅下降。而拜登擔任總統
三個月後，52%的美國人曾正面評價了拜登的工作
表現。

11月的民意調查發現，拜登在民主黨人和獨
立人士中的支持率正在下滑。其中，80%的民主黨
人表示他們贊同總統所做的工作，低於 6 月份的
94%。本月有16%的民主黨人表示他們不贊成拜登
所做的工作。對於獨立人士，35%的人表示他們贊

同拜登的工作表現，而58%的人表示不贊同。
報導指出，拜登的支持率下滑可能是由於全

國范圍內的經濟困難打擊了美國人，包括物價上
漲和通貨膨脹率上升。調查顯示，70%的受訪者把
當前的經濟狀況評價為“不是很好”或“很糟糕
”；不到三分之一的美國人(29%)對國家經濟狀況
滿意。

在新的調查中，受訪者對拜登經濟處理方式
的支持率為39%，對疫情應對的支持率為47%。

然而，民意調查中也有一些對拜登而言的好
消息。大多數接受調查的美國人表示，他們支持
拜登將簽署的兩黨基建法案，以及民主黨人仍在
談判的社會開支法案。

這項民意調查於11月7日至11月10日進行，
通過電話對1001名美國成年人進行了調查。誤差
幅度為3.5個百分點。

（綜合報導）美國前總統特朗普簽署了一份協議，把首都華盛頓的酒店以3.75億美元的價
格賣給了一家來自邁阿密的投資公司。

據報導，《華爾街日報》援引熟悉內情消息人士的話說，CGI商業集團投資公司獲得了這
家酒店，準備去除大廈正面特朗普名字的金色字母，並已經與負責管理這棟大廈的希爾頓酒店
集團公司達成使用其標誌的協議。

據報導，華盛頓特區具有標誌意義的古老郵局將以特朗普國際酒店的名字獲得新生。這座
具有127年曆史的地標性建築百年郵局經歷耗資兩億美元的翻新，被特朗普改造成一座擁有263
間客房的酒店。

消 息人士指出，出售只有在2022年第一季度才能完成，因為美國眾議院委員會
正在研究特朗普酒店與聯邦政府之間的租賃條件，並對可能存在的利益衝突展開
調查。

此前，美國眾議院監督與改革委員會文件顯示，特朗普多年來向美國政府提
供了有關其華盛頓酒店財務狀況的不實信息。據悉，在特朗普擔任國家元首的四年時間裡，他
的酒店損失超過7000萬美元。同時，根據美國眾議院的文件，特朗普曾稱，他的酒店帶來了數
千萬美元的利潤。

據俄羅斯衛星網介紹，著名的特朗普酒店位於華盛頓的主幹道上，距離白宮500米，距離
國會大廈1公里。和其它酒店一樣，這棟多層建築的門面上，閃耀著特朗普姓氏的五個金色字
母。

特朗普的公司從2012年開始改建經營這座原來的老郵政大樓，為此每年付出約數百萬美元
的租金，據悉還投入了數億美元裝修。特朗普的酒店生意受到了新冠疫情的巨大打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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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民調支持率再下跌！
多數受訪者憂美國經濟不樂觀

（綜合報導）美國海軍研究所網站日前發布消息稱，美海軍已正式啟動對海軍造船廠的基礎設施升級改造
項目，大力提升對美海軍艦船的維修保養能力，這種能力被認為在“大國競爭”的海上軍事競爭中至關重要。

據報導，美海軍方面已正式發布首批合同，首先針對夏威夷州的珍珠港海軍造船廠和華盛頓州布雷默頓的
普吉特灣海軍造船廠進行升級改造，涉及金額約80億美元，預計將於2029年11月完工。美海軍海洋系統司令
部發布聲明表示，參加競標的公司將競爭未來的任務訂單，包括倉庫、幹船塢、碼頭等瀕海設施升級改造項目
的施工前規劃、可行性評估，以及相關的疏浚工程、環境評估及附帶設計等。一些項目的實施地不僅在珍珠港
和布萊默頓，還可能包括關島以及太平洋、印度洋上的一些地點。
實際上，美海軍這份80億美元的海軍造船廠升級改造合同僅是更宏大計劃的一部分。根據規劃，美海軍準備
使用20年時間、投入210億美元實施“造船廠基礎設施優化計劃”，主要針對美海軍4大造船廠進行升級改造
。由於該計劃時間跨度大、涉及資金量大，美海軍專門設立了計劃實施與監管辦公室，由一名海軍少將負責。

關於美國弗吉尼亞州諾福克海軍造船廠和緬因州朴茨茅斯海軍造船廠的升級改造工作，相關合同目前尚未
對外宣布。

（綜合報導）“多達160000美國現役軍人在養活他們的
家人方面陷入困境”，美聯社11月14日爆料稱，這是一個隱
藏的危機，在這個地球上資金最充足的機構之一（美國國防部
）內部已經存在多年，而且在新冠病毒疫情期間惡化。

美聯社報導，據協調美國200多家“食物銀行”工作的慈
善組織“供養美國”（Feeding America）估計，長期糧食不足

問題已經延伸到美國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包
括美國軍隊。
由於缺乏正式研究，這個問題的確切範圍存
有爭論，但活動人士表示，它已經存在多年
，主要影響生有子女的美國初級軍人——用
軍事術語來說是 E1 到 E4（注：這是按照工
資等級標識的美國現役軍人，指的是從列兵
到一般有下士軍銜的士官）。
“供養美國”組織的政府關係官員文斯•斯
霍爾說：“美國各地的許多食物銀行都知道
這個令人震驚的事實”，“這應該是造成深
深尷尬的原因。”
該組織估計，在上一年，美軍最低級軍銜士
兵中有29%面臨糧食不足問題。
“事情就是這樣的，”34 歲的美國海軍 E4
（三級士官）詹姆斯•伯翰農說。他依靠糧
食救濟來養活他的兩個女兒。

美國伊利諾伊州民主黨參議員、前“黑鷹”直升機飛行員
塔米•達克沃斯說，“這是美國人民不知道的事情之一，但是
在美國軍人之中是理所當然的事。我們知道這一 點”。 “我
們是地球上最強大的軍隊，但我們那些軍銜較低的人——如果
他們已婚並有一個或兩個孩子——他們很餓。如果你擔心你的
孩子今晚能不能吃到晚飯，你 怎麼能專注於執行任務並捍衛我

們（美國）的民主呢？”
美國聖路易斯一家“食物銀行”的首席執行官、美國陸軍

退伍軍人梅雷迪思•克諾普表示，這個問題涉及美國軍隊的所
有部門。她回憶自己在得克薩斯州還是一名年輕軍官時，一位
帶著嬰兒的新兵找到了她。 “因為他付不起賬單，他們正準備
斷掉其（住宅）的電，”克諾普說，“這讓我很震驚”。

報導提到，除了新入伍美國軍人的微薄薪水之外，軍旅生
活的頻繁變動使其配偶很難找到穩定工作。美軍內部自給自足
的軍事文化讓許多人不願談論他們的困難，因 為擔心他們會被
視為不負責任。此外，美國農業部一項晦澀難懂的規定阻止了
數以千計有需要的美國軍人家庭獲得SNAP政府援助計劃（即
通常所說的食物券），從 而加劇了這個問題。

這是該問題最奇怪的方面之一，美國農業部的一項神秘規
定，阻止了成千上萬有需要的美國軍人家庭獲得食物券。根據
美國2008年《食品和營養法》的規定，在計算領取SNAP福利
食物券的資格時，津貼也算作收入，這最終導致數千名美國軍
人家庭失去資格。

多名人士批評五角大樓對這個問題視而不見。對美軍飢餓
問題進行廣泛研究的美國民間組織MAZON公共政策副總裁喬
什•普羅塔斯說，“五角大樓（該問題）的否認令人沮喪”，
“讓我們的領導人承認這個問題很尷尬”，這不僅僅是一個人
道主義問題。

多達多達1616萬美國現役軍人難以萬美國現役軍人難以““養家糊口養家糊口””

美海軍宣布投美海軍宣布投8080億美元升級造船廠億美元升級造船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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衞健委：堅持“動態清零”防疫目標
本輪疫情涉21省 整體趨穩 大連防控處膠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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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家衞健委表示，大連疫情近日發展較快，正處於膠着期。圖為大連海事大學11日進行第
二輪全員核酸檢測。 香港文匯報大連傳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玫 海口
報道）全球首款吸入式腺病毒載體新冠
疫苗克威莎日前亮相“第五屆海南國際
健康產業博覽會暨中國國際醫療健康產
業高峰論壇”（簡稱“海南健博
會”），向公眾展示了應對新冠疫情的
創新解決方案。

2月獲批上市
該疫苗只需深吸一口氣，再花10

秒吸入“新冠疫苗”，接着屏氣5秒
鐘，全程不到半分鐘就可以完成“新冠
疫苗”的接種。據介紹，該疫苗是康希
諾生物股份公司與軍事醫學研究院陳薇
院士團隊聯合研發的，於今年2月獲國
家藥監局批准附條件上市，已在國內外
大規模接種，安全性、有效性獲得廣泛
認可。

吸入式新冠疫苗在製劑配方未改
變的情況下，使用專用設備將疫苗霧化
成微小顆粒，通過吸入的方式進入呼吸
道和肺部，從而激發黏膜免疫、體液免
疫和細胞免疫三重保護，無痛安全便
捷，可及性更高。研究結果顯示，吸入
型新冠疫苗在黏膜局部產生的抗體比血
清抗體出現早、效價高且維持時間更
長。同時，吸入式新冠疫苗無需肌肉注
射，消除了局部不良反應，提升人群接
種意願，有望進一步提高免疫覆蓋率。

康希諾生物銷售副總裁趙國軍表
示，康希諾生物自主研發的吸入劑型
是積極創新的產物，不僅為新冠疫苗
提供更加安全、有效、可及的接種方
式，同時踐行了為中國及全球提供創
新、優質、可及的疫苗使命。

●●參觀者體驗吸入式疫苗參觀者體驗吸入式疫苗。。
香港文匯報記者何玫香港文匯報記者何玫 攝攝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

道）中國國家衞健委13日表示，截至目

前，內地本輪疫情已波及21個省份，累計

1,379例感染者，已治癒300多例。官方研

判認為，全國目前疫情整體趨於平穩，前期

受疫情影響的多個省份疫情已得到有效控

制，不過大連疫情近日發展較快，正處於膠

着期，市內個別鄉鎮和街道出現社區傳播，

沒有擴散到大連市之外的地區。要堅持“外

防輸入、內防反彈”的總策略不動搖，堅持

“動態清零”的防疫目標，做到及早發現、

快速處置、精準管控、有效救治，確保疫情

不出現規模性輸入和反彈。

對於內地本輪疫情，國家衞健委疾控局副局
長吳良有表示，目前黑龍江黑河、河北石

家莊、河南鄭州、四川成都等地疫情正逐步得到
控制。遼寧大連、北京、江西上饒、雲南德宏等
局部地區的疫情仍需關注。其中，大連疫情近日
發展較快，目前處於膠着期，市內個別鄉鎮和街
道出現社區傳播，病例主要集中在莊河市，沒有
擴散到大連市之外的地區。北京—吉林關聯疫情
的感染人數局限，風險場所和風險人群的調查與
管控措施正有序進行。

堅決鞏固來之不易的防控成果
吳良有表示，本輪疫情發生以來，病毒的傳

染性強，疫情涉及的省份多。陝西、內蒙古、甘
肅、青海、寧夏、湖北、湖南、山東、江蘇、浙
江、貴州、重慶等省（區、市）的疫情基本都在
一個潛伏期左右得到控制。目前，大連、黑河、
成都、石家莊、上饒、瑞麗等重點地區仍有國務
院聯防聯控機制綜合組派出的工作組在當地指導
疫情處置。國家衞健委將密切關注各地疫情形
勢，繼續指導各地落實好防控措施，全力以赴控

制疫情擴散蔓延，堅決鞏固來之不易的防控成
果。

本輪疫情涉及老年人較多，重症比例也相對
較高。國家衞健委醫政醫管局監察專員郭燕紅表
示，截至11月12日24時，本輪疫情累計有感染
1,379例，經過精心救治，現在有300多例已經
治癒出院。

在這一過程中，累計有重症患者85例，經
過精心救治，有66例都已經轉為輕症，甚至治
癒出院。現在有19例重症患者仍在醫院進行精
心救治，整體病情非常平穩。

須嚴防疫情入校 落實校內防控
在本輪疫情中，還出現很多未成年感染者，

令外界格外關注校園疫情防控問題，中國教育部
防控辦主任王登峰表示，首先要嚴格防止疫情進
校園，在校門管控和師生的健康監測、健康管理
方面採取相應措施。此外，校內要嚴格落實技術
方案，做好各項疫情防控的措施。如果學校涉疫
之後，不管是隔離還是在線教學，都要確保不要
由校園再作為一個新的傳染點引向校外。

力爭3-11歲年底完成接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劉凝哲北京報道）國

家衞健委13日通報，截至11月12日，內地累計
報告接種新冠病毒疫苗23億7,271.3萬劑次，完
成全程接種的人數為10億7,384.5萬人。目前，3
歲-11歲人群已接種8,439.5萬人，加強免疫已經
接種4,944萬人，將力爭在12月底完成3歲-11歲
人群的全程接種工作。

教育部防控辦主任王登峰表示，內地大、
中、小學正在按照國家的統一部署，穩步推進新
冠疫苗的接種工作。目前，18歲以上的學生新
冠疫苗接種已達到95%以上。內地1.6億的3
歲-11歲孩子已有一半開始接種新冠疫苗。

王登峰強調，對於3歲-11歲以及11歲-18歲
群體接種新冠疫苗的方針，與國家整個疫苗接種
的方針一致，即知情、自願和同意的原則。他表
示，學校要讓所有的師生，包括學生的家長都
“知情”，了解新冠疫苗的安全性、有效性以及
個人接種疫苗對整個學校、家庭、對個人的保護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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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道）經濟部今天表示，疫情改變民眾消
費習慣，109 年零售業使用行動支付消費占比，較
108年成長3.1個百分點；而餐飲業者今年提供線上點
餐系統、加入外送平台的占比呈現兩位數成長，提供
宅配或外送占比也都提高。

經濟部統計處今天公布110年批發、零售及餐飲
業經營實況調查，共調查3931家，回收樣本3808家
，回表率96.9%，零售業109年營收為新台幣3兆8597
億元，較108年增加0.2%。

其中，非店面零售業年增12.2%，統計處分析，
主要是疫情助長 「宅經濟」發威，推升營收續創新高
，而綜合商品零售業年增1.5%，同樣受惠疫情，帶動
民眾對民生物資需求。

疫情也改變了民眾的消費習慣，許多人開始採
用零接觸交易，數據顯示，109年選擇行動支付消費
的占比為5.1%，較108年成長3.1個百分點；信用卡
為 37.9%，仍是最多人的消費方式；至於現金，109
年為30%，較上年的35.1%下滑5.1個百分點。

統計處分析，部分大型綜合商品零售業者近年
陸續開發自營行動支付，加上強化網路銷售，帶動民
眾行動支付使用率提升，進一步觀察，發現綜合商品
零售業行動支付占9.8%，居所有業別之冠，

汽機車及其零配件用品零售業因產品具高單價
特性，訂金多以現金、信用卡等方式支付，占比為

26.5%，尾款則採支票、轉帳匯款方式付款，占比
73.4%；其他非店面零售業則逾7成採信用卡支付。

餐飲業 109 年營收為 7776 億元，較上年減少
4.2%，其中，餐館業年減2.9%、外燴及團膳承包業年
減29.9%，衰退幅度近3成，統計處指出，主要是受
疫情爆發，以及邊境管制重創所致。

而在疫情籠罩下，部分餐飲業者也改變營運模
式，今年提供線上點餐系統比例為32.5%，較去年增
加13.5個百分點，加入外送平台的占比升至51.6%，
成長12.4個百分點，不僅如此，提供行動支付占比較
去年成長1個百分點，比重升至49.8%，將近5成；宅
配或外送占比也都提高至44.3%，較去年多出5.1個百
分點。

批發業109年營收為10兆5066億元，較上年增
加2.5%，仔細觀察銷售結構，發現以資通訊產品及機
械器具占比最高，為40%，當中的電子零組件則高達
29.4%，較108年增加3.9個百分點，顯見電子零組件
產品銷售對批發業零售額有顯著影響。

統計處說明，109 年批發業銷售對象內銷占
66.3%，以 「貿易、批發及零售商」占45.2%為主要銷
售對象；外銷占33.7%，以銷售至中國大陸（含香港
）占21.1%為大宗，顯示批發業營業額逾3成易受國
際經濟景氣影響。

(綜合報道）110年度金融知識奧林匹克競賽吸引逾2萬名學
生參與，決賽成績今天出爐，金管會副主委蕭翠玲表示，舉辦競
賽的最大目的是促使金融知識普及化，並向下扎根，有助金融素
養的養成。

台灣金融研訓院今天發布新聞稿指出，金融知識奧林匹克
競賽邁入第13年，競賽內容涵蓋生活知識、金融法規常識、金

融消費理財、金融消費者權益保護及金融時事議題。
今年競賽吸引全台國、高中職逾2萬名學生參加，國中組

總人數有9136人、團體組有653隊；高中職總人數有1萬1114人
，團體組有989隊，另外，有107組參賽者報名行動支付創意影
片大賽。

決賽今天舉行，高中組個人組冠軍由台南一中學生鄭維哲

拿下、團體賽則是北一女中；國中組部分，個人組冠軍是新北市
二重國中顏均諺，團體賽是台南市安定國中。

蕭翠玲出席致詞時表示，舉辦競賽的最大目的是促使金融知
識普及化，並向下扎根，年輕學子不僅能及早建立社會經濟體系
運作的概念，同時避免遭受詐騙，蒙受不明損失，她認為，無論
參賽者成績如何，學習過程都會對金融素養的養成有極大助益。

疫情改變消費習慣
經部：行動支付使用意願攀升

事實查核中心在事實查核中心在LINELINE設有聊天機器人設有聊天機器人
資策會與事實查核中心合作開發資策會與事實查核中心合作開發AIAI辨識技術辨識技術，，民眾在民眾在LINELINE通報的可疑訊息能透通報的可疑訊息能透

過過AIAI進行交叉比對進行交叉比對，，還有建置資料庫還有建置資料庫。。

打假進化版武器資策會瞄準深度偽造影片與不實廣告
(綜合報道）資策會攜手台灣事實查核中心攔截假訊息實驗成功，資策會下一步將開發 「進化

版武器」，瞄準深度偽造影片、不實廣告兩大領域打擊，將有助於電商業者偵測假廣告。
科技犯罪早已不是新話題，日前網紅小玉透過Deepfake技術製作換臉不雅片，引發軒然大波

，顯示AI技術用於造謠或造假上屢見不鮮，資策會與台灣事實查核中心合作開發 「AI鑑識技術與
台灣不實訊息聯防體系技術」後，仍必須持續精進打假技術。

資策會服創所組長陳?易表示，AI技術上分為2個層面，一個是自動分群，另一個則是把專
家知識AI化，如何透過AI學習、辨別訊息真偽，要相當了解文字語言特徵、帳號溯源、傳播模式

等，進而建構風險模型。
他說，技術不僅能輔助事實查核與加快澄清速度，也可以做各種應用，如傳播行銷及資通

訊服務領域，下一步是用於偵測不實廣告，幫助電商平台避免商品廣告資訊違規而挨罰，屬於內
容風險偵測。

未來希望能擴大成數位信任的鑑識技術，陳?易說，如部分企業會受到假訊息影響，都有過先
例，像是公司的執行長聲音遭合成後告知員工假消息，又如Deepfake變臉，如何辨別語音或影片
為合成，都是目標。

金融知識競賽2萬名學生參與金管會促金融知識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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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nual Percentage Yield (APY) as of 10/20/2021。 $0 - $49,9999.99 利率為0.25%APY；
$50,000+ 利率為0.50%APY。 APY 在帳戶開設前後可能改變，手續費可能會減少利息收入。

即日起，中國信託數位銀行正式為德州居民服務。
我們提供安全簡易的線上開戶流程及優惠利率！

0.50%APY*
儲蓄帳戶
最高可達

最低開戶金額 $250

連結其他銀行轉帳

FDIC 保障

無帳戶管理費

線上開戶就是這麼簡單，
今天就上網開戶吧！ 掃描開戶

你好，德州

繼149架大陸軍機於10 月初密集侵擾台灣西
南防 空識別區 之後，10 月尾又因為美國總統拜登
及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相繼發出 「捍衛台灣安全」 的
聲明之後，大陸軍機又再來次飛來台灣上空活動，
故讓兩岸局勢再掀緊張，引發國際關注。

美國官方連日表態挺台。繼五角大樓警告，中
國對台打壓只會增加發 生誤判和意外衝突的風險
後，白宮發言人莎琪也表示，美國 對台承諾堅若
磐石，在台灣遭遇攻擊時, 會派遣美軍 協防。美國
的做法以及與台灣防務關係，係以《台 灣關係法
》為指導，美方恪守相關承諾，持續支持台灣自我
防 衛，也持續反對任何片面改變現狀的行動。
莎琪指出，雖然無法對具體軍事行動或 訓練置評
，但強調，美方對台灣的支持以及與台灣防務關係
， 和此相吻合。
拜登政府多位高層官員及相關單位，連日來已多次
對台海 情勢表達嚴正關切。美國國防部發言人柯
比 表示，中國 「加緊恐嚇並壓迫台灣和其他夥伴
與盟友，包括在台灣附近、 東海和南海加緊從事
軍事活動。我們認為這是破壞穩定，只會 提高誤
判的風險。」

近日《美聯社》分析報導說，中國軍機在侵擾
台灣防空識別區後，恫嚇動作已有所緩和;但台海
情勢依 舊緊張，軍機擾台背後的論調與思維並沒

有改變。雖然專家一 致認為，現階段兩岸發生直
接衝突的可能性並不高，但是台灣 正逐漸成為一
個 「火藥庫」 ，任何意外或誤判，都可能導致美
中兩大強權爆發衝突。

英國智庫 「國際戰略研究所」 (IISS)防務分析
家博伊德 (Henry Boyd)指出，從美國的角度來看
，基於與中國展開大 國競爭，台灣問題被重新提
上議程， 「對抗中國本身已經成為 一種強大動因
，若不(在台灣問題上)迎戰，也會被視為背離 美國
的國家利益。」

美國民調:不到半數的美國人認為軍事實力勝
過大陸。據美國獨立智庫 「芝加哥全球事務委員
會」 (Chicago Council on Global Affairs)近日發布
民調顯示，近 2 年來美國民眾對華府經濟與軍事
實力的信心明顯下滑。以軍事 力量為例，認為美
國軍事實力仍強於中國大陸的美國民眾，已 減少
到不足 50%;不過，認為大陸軍事實力強過美國的
民眾， 則只有 18%。

這項民調於2021年10月7日至10月26日之
間進行，全美共 有 2086 名成年人接受問卷的調
查。調查分多項議題;其中，就 美國與中國大陸經
濟實力來看，大約 40%的受訪者認為北京強 於華
府，認為美國經濟實力更強的人僅 27%，而認為
雙方相去 不遠者則為 31%。

比對 2019 年民調，可發現受訪者對美國經濟
權力的信心正下滑中。當時認為美國經濟實力較強
的民眾還有 38%，如今則 下滑 11 個百分比;認為
美中經濟實力相的受訪者 只有 29%，

事實上，《華盛頓郵報》也指出，認為大陸經
濟已經 「超 英趕美」 的看法並非首次出現。在蓋
洛普與芝加哥全球事務委 員會在 2011 年到 2016
年間的民調中，皆顯示認為北京在經濟 上已超華
府的民眾呈現多數比例。

在軍事力量上，民調也顯示美國民眾信心的滑
落。民調顯 示，認為美軍軍事力量強過大陸的比
例，由 2019 年的 58%下降 至 2021 年的 46%，
認為雙方實力相當的受訪者約 35%，認為大陸強
過美國的僅不到 18%。 至於對美中經貿的看法，
愈來愈多美國民眾主張對陸更為

強硬。面對貿易問題，大多的受訪者都認同國
際貿易會使美國 經濟、美國消費者與就業市場獲
益;但談到對陸貿易時，高達 58%的受訪者認為美
國與大陸貿易有損國家安全。相較於 2019 年的
33%，2021 年成長 15%。更有 57%的受訪民眾
認同美國縮減與大陸經濟往來，即使 這可能會造
成全美消費價格上揚也沒關係。相較於 2020 年
的 55%、2019 年的 47%，2021 年有 62%的受訪
者主張提高大陸商 品關稅

((政海楓聲政海楓聲))大陸軍機擾台的回響大陸軍機擾台的回響 楊楚楓楊楚楓

中國城康明藥局中國城康明藥局 開始新冠兒童疫苗免費注射開始新冠兒童疫苗免費注射

20212021 恆豐杯網球賽通知恆豐杯網球賽通知

（本報訊）中國城康明藥房有收到CDC直接派送的輝瑞(Pfizer)新冠兒童疫苗。無需預約，
無需注冊。完全免費。有小朋友要打的話，可以直接去藥房。藥房電話713-772-7700。地址是

9630 Clarewood Dr, Ste A3, Houston, TX 77036

（本報訊）一年一度的恆豐杯網球賽又來了,
今年的網球比賽將在 Clements High School, 4276
Elkins Rd, Sugar Land, TX 77479, 日期是二零二一
年十一月二十和二十一號, 星期六和星期天舉行,星
期六是小組循環賽,星期天是網球賽的決賽。由於
參加人數眾多,男子雙打是星期六早晨九點開始,混
雙和老年組將在星期六上午十二點開打,比賽為大
家提供午餐。

資格要求
所有參賽球員必須是居住在大休斯敦地區,年

齡在三十歲以上。同時,每位參賽選手都必須有醫
療保險,主辦方及場地提供方不負責任何意外事故
及傷亡。

比賽分組

為了讓更多的人參與,比賽能夠公平和有競爭
性,賽事將分為四個組,A,B, C,D。

A 組:男子雙打,高級組 (USTA 4.0 以上),但允
許其它組配對參加

B 組:男子雙打,普通組 (USTA 4.0 以下),允許
混雙和老年組參加

C 組:混合雙打,但允許女雙組合參加
D 組:老年組合,球員組合年齡要在 120 歲以上,

不限性別
比賽規則
將以小組循環比賽,每個小組將會有四個隊,每

隊至少要打三場比賽,每場比賽以勝八局為一場,如
果一局出現平局 deuce,第二個平局就是局點,誰贏
局點分就贏了這一局。在局點時,接球方可以選擇,

由誰接發球。混雙例外,句點發球,必須是女子對女
子,男子對男子接發球。每小組的前兩名進入下一
輪第二天(星期天)的比賽,將是小組的第二名對另外
小組的第一名交叉爭奪決賽權。

報名事項
舉辦方將提供場地和比賽用球及中午午餐,因

此,每位參賽球員須繳納十五美元(三十美元雙打組
合)的報名費,比賽當天收取。報名只需要發一封郵
件到 muliu2k@yahoo.com,標題寫:“恆豐杯 2021 網
球賽報名”,同時提供比賽人員姓名,那個小組,聯繫
電話,就行了。報名截止日期為 2021 年 11月 14 日
。報名截止之後,你會收到郵件確認回复。這裡是
去年的恆豐杯網球比賽參賽照片, https://www.
youtube.com/watch?v=rqT9WzZyCbI&list=

PL6Y3YNPMUhtwBwt-
gjTxD7gj57-l_O9eeV&index=5

獎品
恆豐杯網球比賽的宗旨是以球會友,促進休斯

頓地區的網球運動。因此,比賽獎品將是網球,而且,
每個組(如果都是八隊參賽的話)的獎品都是一樣的,
第一名兩箱球,每人一箱,第二名兩人一箱球。由於
目前市場上網球供應緊張,若是不能購買到足夠數
量的網球,組委會將會給比賽的優勝者禮物卡,第一
名每人五十美元,第二名每人二十五美元。

如有任何問題,歡迎電話 832-231-3288 或微
信 MULIU2K 聯繫。希望在比賽現場見到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