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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0年來歷時最久月偏食
600
年來歷時最久月偏食 天文奇觀緋紅登場
路透社

（中央社）法新社報導，在這場天文
大秀中，移動到地球後方的月球幾乎完全
將被陰影籠罩，月球表面 99%將染上一片
緋紅。
整個北美洲地區，以及南美洲、太平
洋中南部的玻里尼西亞、澳洲及東北亞部
分地區民眾都將能見證這場奇觀。
太空科學家表示，上述地區在視野無
雲的情況下，喜愛觀測天空的人士將能從
格林威治標準時間 19 日 06 時 02 分月球進

入地球半影，即外陰影時，看見月球略微
變暗。
這種深紅色是由一種名為 「
瑞利散射
」（Rayleigh scattering）的現象造成，在
這種現象中，來自太陽較短的藍色光波會
被地球大氣中的粒子分散，較長的紅色光
波則能輕易穿透這些粒子。
美國國家航空暨太空總署（NASA）
網站解釋道： 「
月食期間地球大氣中的塵
埃或雲量愈多，月球就顯得愈紅。」

這會是公元 1440 年左右德國人古騰
堡（Johannes Gutenberg）發明活字印刷術
迄今歷時最長的月偏食，這個紀錄將在遙
遠的 2669 年被超越。
NASA 指出，對賞月民眾來說，好消
息是大家不必等那麼久才能看到下一次月
食，歷時更長的月全食將於明年 11 月 8 日
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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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ww.afnb.com

隨時隨地
掌握您的帳戶

Houston Area:

Nevada Area:
Main Office
Spring Branch
Katy Branch
Harwin Branch
First Colony Branch
Sugar Land Branch
Las Vegas Branch Pahrump Branch Amargosa Branch Henderson Branch
713-596-2888
713-273-1838
281-762-6688
713-273-1888
713-596-2588
281-762-6699
702-777-9988
775-751-1773
775-372-1100
702-216-5500
Dallas Area:
California Area:
Richardson Branch Harry-Hines Branch Legacy Branch
Carrollton Branch
Arlington Branch
Garland Branch Plano Branch
City of Industry Branch Alhambra Branch Arcadia Branch
972-348-3488
972-348-3433
972-348-3466
972-428-5088
817-261-5585
972-272-3375
469-429-2422
626-667-3988
626-863-1980
626-321-4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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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之心
我見我聞我思
Wealee@scdaily.com
11/
11
/19
19/
/2021

家庭團聚，共享火雞大餐之日
子將近， 感恩節是我們最重要的
日子之一， 它代表了家庭之親情
和感恩 ，更彰顯了社會之公義和
溫暖。
回憶起當年剛到美國時 ，我
曾寄住在舊金山派克街一位白人房
主積克的家中 ，他是位公寓管理
員， 因為是獨身，分租了一個房
間給我 ，我因為早出晚歸 ，除了
上課，還在打工至深夜， 唯一和
積克見面，只有和他在週日上午共
進早餐 ，他是位來自歐洲英國之
三代移民 ，曾經參軍後退役， 他
為我們做上非常道地的英氏早餐
， 除了香脆的培根及煎蛋 ，還配

上藍梅果醬麵包土司， 我們在品
嗜香味四溢的咖啡中， 談些一週
來的趣事， 我真心感動積克給予
我這個窮學生和海外遊子之溫暖
， 時至如今， 我得到他的真傳 ，
能做出真正的歐式早餐。
事隔多年， 我又回到派克大
街， 當然積克已經回归天國 ，但
是那幢古老建築依然完好 ，我在
大門前滯留片刻， 思念往事 ，人
事全非 ，但是我對積克早年的關
照和他的美味早餐難予忘懷 ，在
我人生最艱難之日子， 遇到貴人
， 唯有感恩再感恩。
上至養我育我的父母、以及學
校教導我們的恩師 ，在人生中遇

到的老伴、
老友， 在事
業上的伙伴
以及無數幫
助我們的人
， 我們都要
感恩 ，唯有
如此， 我們
的社會才會
和諧，才會
溫暖。
感恩節
即在眼前，
社會似乎動
盪不安 ，全球疫情未見管控 ，眼
見許多國家孩童因飢餓骨瘦如柴

， 但願大家在此感恩節日之時，
伸出援手， 給世界添些溫暖。

Thanksgiving Is The Time
To Say “Thanks
Thanks”
”
enjoying today.

幾內亞共和國駐休斯敦名譽總領事

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This is the last part of the year
and Thanksgiving is coming
soon. This is the time for family
reunions and time to enjoy the
turkey dinner together. It also
represents the time when people
need to appreciate what they are

I remember
many years
ago I was a
new foreign
student and
just arrived in
San Francisco.
I shared a small
apartment with
a man named
Mr. Jack
Jacobson on
Pine Street.
Jack was a
third generation British
immigrant. He was retired from
the army and managed an
apartment complex. Because of
my busy schedule, I had to go to
school and then work in the

restaurant until midnight. We
really hardly ever saw each
other. The only time was on
Sunday mornings. Jack invited
me to enjoy breakfast with him.
He was such a good cook with
the delicious English style
breakfast with bacon and hash
brown potatoes. We spent time
together and talked about what
had happened over the past
week. Jack was always
concerned about my school
studies and my work. His
friendship really deeply moved
me.
Many years later, I went back to
Pine Street in San Francisco
again and heard that Jack had
already passed away. But the
building was still there. I stood in

front of it and my mind went back
to the old days. Jack gave me a
lot of advice and helped me in
my difficult times. I always
appreciated him.
Each one of us has our parents,
teachers, friends and partners in
our lives. It is because of them
that we are able to become
successful in many ways. We
really need to appreciate them.
When we watch so many hungry
kids around the world, all of us
need to help them to get out of
hunger.
The holiday season is the time
we need to say thanks,
especially on Thanksgiving 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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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克爾與魯卡申柯2度通話
白俄邊境移民營地清空
(本報訊)白俄羅斯被控利用移民對歐盟發
動混合戰；明斯克當局昨天表示，白俄與波蘭
邊界一個臨時移民營地已清空，400 多名未能
越界進入歐盟的伊拉克人也已搭機返回家鄉。
在德國總理梅克爾與白俄羅斯總統魯卡申
柯（Alexander Lukashenko）兩次通電話後，最
近幾天，這場移民危機緩解的希望愈來愈大。
兩人的通話是魯卡申柯自去年爭議性選舉
以來，首度與西方國家領導人對話。
主要是伊拉克庫德族的約 2000 人頂著低
溫，被困在布魯茲基（Brouzgui）過境點附近
樹林裡的一個營地數週，並希望越界進入歐盟
成員國波蘭。
歐盟將此局面歸咎於白俄，並指控明斯克
此舉是為報復歐盟對其祭出的制裁。白俄及主
要盟友俄羅斯否認指控，並批評歐盟沒有接納
尋求入境的移民。
然而，白俄羅斯邊防部隊昨天宣布，營地
已被清空，移民 「自願」前往附近的接待中心
，他們在中心獲得熱食和取暖衣物。波蘭當局

也證實營地已清空。
營地居住者重新安置到接待中心的同日，
一架從白俄起飛並搭載 431 人的飛機，降落在
伊拉克。航班起飛前一天，梅克爾與魯卡申柯
進行第二度通話。
一名返國的營地居住者阿比（Arbil）告訴
法新社： 「情況非常糟糕，我們不得不吃草和
樹葉，而且天氣很冷。」
魯卡申柯發言人艾斯蒙特（Natalya Eismont）昨天表示，包含在邊界者，白俄全國約
有 7000 名移民；她說，如果移民願意，白俄
會負責將 5000 名移民送回家，並稱梅克爾將
與歐盟談判，建立通往德國的人道走廊。
不過，柏林否認與魯卡申柯就可能建立人
道走廊達成任何協議，並稱德國 「力挺」鄰國
波蘭。
波 蘭 總 理 莫 拉 維 茨 奇 （Mateusz
Morawiecki）先前警告，勿與明斯克直接談判
，稱此舉將會讓魯卡申柯政權合法化。

日本祭創紀錄國防追加預算 應對中國威脅
(本報訊)日本今天宣布經濟振興對策，包括使國防支出達到
空前規模的一筆追加預算。與此同時，前首相安倍晉三呼籲，將
日本與盟邦澳洲的國防合作提升到 「新高度」。
路透社稍早報導，兩名日本政府消息人士透露，日本計畫撥
款 7000 億日圓（約 1714 億新台幣）以上作為國防追加預算，為
首相岸田文雄政府今天所宣布經濟振興對策的一部分。
不願具名的消息人士並說，部分國防追加預算將用於採購巡

邏機、運輸機和水雷。
路透社稍後引述共同社等日媒報導，日本國防追加預算的金
額至少有 7700 億日圓。
日本經濟新聞（Nikkei Business Daily）指出，就年度國防追
加預算而言，此一金額比 2018 財年的上一次高點多出約 50%。
美國一直力促主要盟邦增加國防支出，同時跡象顯示，日本
公眾情緒已從擔心國家重新步上軍國主義之路轉為憂心中國在亞

洲、尤其是對台灣的軍事獨斷作為。
此外，安倍晉三今天在澳洲智庫主辦的線上座談會中表示：
「鑑於區域安全環境日益惡劣，日本-澳洲雙邊安全與防衛合作
有必要提升到新高度。」
安倍晉三並表示： 「進行多層面努力以促進印太地區和平穩
定，極為重要。我認為，日本應就網路能力、人工智慧和量子技
術等領域，在澳英美聯盟（AUKUS）內部展開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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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魯中產階級數量減至 13 年來最低

勞力市場正恢復
多。

綜合報導 秘魯經濟研究所(IPE)報告
稱，由於新冠肺炎疫情的影響，秘魯中
產階級的人數已下降到 13 年來的最低水
平。世界銀行估計，秘魯為拉丁美洲中

除了疫情，經濟非正規性過高、
社會保護覆蓋率低和秘魯家庭儲蓄能
力低，也影響了中產階級的數量。隨
著政府解除經濟限製措施，中產階級
數量稍有恢復，但其消費模式受到了
沖擊，需要國家出臺政策來提高其獲得
生產性工作的能力，並恢復近年來失去
的金融資產。
在消費方面，Arellano 咨詢公司指
出，由於更多的遠程工作，家庭已經
產階級減少最多的國家。
秘魯的中產階級比例從 2019 年占總 將其消費重點轉移到通信和家庭產品
人口的 36.7%下降到 2020 年的 27.6%，減 及服務上。目前，秘魯中產階級在娛
少了 9.1%，比拉丁美洲的平均降幅大得 樂、時尚和餐館方面的支出減少，此

希臘食品價格一路上漲
困難家庭或雪上加霜
綜合報導 未來幾個月，至少到 2022 年第二季度末，希臘食品消
費品還會出現更大幅度的價格上漲。因爲供應商決定的一系列漲價
尚未滲透到消費者價格中，而且各種原材料的成本仍處于特別高的
水平。
報道認爲，事實上，近期的漲價潮現在已經波及到基本食品大宗
商品，問題變得更加嚴重，特別是對于困難家庭可謂雪上加霜。根
據希臘統計局（ELSTAT）的最新數據，這些家庭每月食品支出占總
支出的 35.5%。
自 2021 年 年 初 以 來 ， 希 臘 的 食 品 賬 單 持 續 上 漲 。 截 至 10 月
份 ， 在 ELSTAT 針 對 消 費 者 價 格 指 數 （ CPI ） 調 查 監 測 的 60 種 食
品 中 ， 有 44 種 食 品 的 價 格 上 漲 ， 漲 幅 從 0.49% 到 21.45% （ 羊 肉
和山羊肉）不等。
一系列産品均出現了相當大的漲幅，例如主要食品面包，比
年 初 上 漲 3.71% ， 還 有 橄 榄 油 ， 現 在 比 1 月 份 上 漲 了 17.92% ， 此 外
， 新 鮮 蔬 菜 10 個 月 內 上 漲 13.34% 、 新 鮮 水 果 （ 9.52% ） 、 海 鮮
（ 5% ） 、 土 豆 （ 自 2020 年 1 月 以 來 上 漲 1.92% ， 但 自 2020 年 10 月
以 來 上 漲 9.1% ） 、 牛 奶 （ 2.81% ） 、 糖 （ 2.47% ） 以 及 更 多 類 別 的
食品價格上漲，不一而足。
咖啡的價格也一路飙升。自 1 月份以來，其價格已經上漲了
3.59% ， 而 且 還 會 進 一 步 上 漲 ， 即 便 消 費 者 以 茶 代 替 ， 仍 將 支 付
更多。
當然，並非所有供應商提價的商品都全部上架，在希臘競爭非
常激烈的環境下運營的超市，有幾個産品類別庫存較大，這些産品
都價格較爲低廉。
據市場專業人士稱，一旦這些庫存清完，希臘零售價格將隨著
供應商價格的上漲而大幅上漲，持續時間也會更久。

波蘭白俄邊境形勢嚴峻

部分移民現病毒性呼吸道感染癥狀
綜合報導 在波蘭和白俄羅斯邊境的難民危機持續之際，一些難民
開始向白俄羅斯方面的醫生抱怨稱，自己出現了急性病毒性呼吸道感染
(AVRI)的咳嗽和打噴嚏等症狀。
在白俄羅斯與波蘭和波羅的海國家的交界處，來自中東和非洲試圖
進入西歐的難民人數，持續增加。
局勢在 11 月 8 日升級。當時，2000 多人聚集在邊境圍欄前。他們多
次嘗試衝破圍欄，但波蘭邊防部隊發射催淚瓦斯，並拘捕了大多數越過
邊界的人。
之後，難民自發在格羅德諾州布魯茲吉通行檢查站附近，建立了一
個營地。
目前，一些來自中東的難民開始向白俄羅斯方面的醫生抱怨
稱 ， 自 己 出 現 了 急 性 病 毒 性 呼 吸 道 感 染 (AVRI) 的 咳 嗽 和 打 噴 嚏 等
症狀。
白俄羅斯邊防部隊發言人娜傑日達· 馬謝維奇表示：“有幾個感冒
症狀的病例。除了成年人，一些孩子也患病了。醫生在現場向大家提供
醫療服務。”
對于當前大量難民聚集在邊境的情況，波蘭方面歸咎于白俄羅斯，
白方則否認了所有指控，聲稱波蘭正在將移民強行驅逐到白俄羅斯境內
。盟計劃擴大對白俄羅斯的制裁，白俄方面則強調制裁只會適得其反，
表示有意盡快調解危機。
俄羅斯總統普京則表示，俄方願協助化解移民危機。

外由於收入減少，對未來的看法也不
那麼樂觀。
對此，厄瓜多爾美洲大學教授菲德
爾· 哈拉米洛表示，政府應該考慮到三個
方面：通過現代化的法規使勞動力市場
更有活力；向家庭提供激勵措施以鼓勵
儲蓄；實施覆蓋面更大的社會保護網絡
來降低新中產階級的脆弱性。
不過，另一方面，根據秘魯國家統
計局(INEI)的最新報告，秘魯勞動力市場
正在恢復，2021 年第三季度就業率增長
了 16.9%，僅比疫情前水平低 1.4%。秘
魯全國超過 1696 萬人有工作，平均月薪
為 1379 索爾。同時，失業率為 5.3%，比

疫情前高出 1.8%，約有 94 萬人失業。
INEI 的報告還指出，大多數秘魯工
人仍然在非正規部門工作。2020 年 10 月
至 2021 年 9 月，超過 1300 萬人在城市地
區工作，其中 352 萬人有正規工作，951
萬人為非正規工作。與 2019 年同期相比
，秘魯正規就業減少了 20.8%，而非正規
工人數量增加了 7.8%。
INEI 估 計 ， 目 前 秘 魯 城 市 地 區 的
非 正 規 率 為 73% ， 農 村 地 區 的 非 正 規
率 達 到 95.6% 。 此 外 ， 女 性 占 非 正 規
工 人 的 75.3% ， 而 男 性 占 71.2% 。 同 時
， 87.6% 的 25 歲 以 下 工 人 在 非 正 規 部
門工作。

APEC 宣言強調強化區域經貿合作
戰疫情、促復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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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亞太的經濟複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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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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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合宣言：強化區域經貿合作 擴大 種？如何確保商業持續經
疫苗生產供應
營，人民都有工作？如何
據報道，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會後發 安全恢複跨境旅遊？如何
表首腦聯合宣言，強調未來將繼續強化亞 加快經濟複蘇？”
太區域的經貿合作。宣言提出，各國將合
作致力于擴大新冠病毒疫苗的生産和供應
泰總理巴育：確保各層面緊密聯系及
體制的方針。
平衡
宣言並指出，爲了恢複已疲憊不堪的經
明年 APEC 的東道國是泰國。
濟，加快經濟數字化的步伐，爲應對氣候變
泰國總理巴育在APEC總裁峰會上發言
化，支援向清潔能源的轉變至關重要。
說，泰國承諾在2022年確保APEC提供各種
宣言稱，將采納“新西蘭行動計劃” 機會、在各層面緊密聯系及取得平衡。
， 作 爲 實 現 “ 布 城 願 景 2040” (Putrajaya
Vision 2040)的總藍圖。
美總統拜登：深化美國在印太經濟接觸
1994 年印度尼西亞 APEC 峰會時敲定
峰會上，美國總統拜登承諾加強美國與
的茂物目標(Bogor Goals)，在 2020 年底到 APEC 其他成員經濟體的關系，“以便推進
期，由“布城願景 2040”取代。這個願景 公平和開放的貿易與投資，提升美國的競爭
的目標是在 2040 年，建立一個開放、和平 力，確保印度太平洋的自由與開放。”
、繁榮及充滿活力的亞太群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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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西蘭總理阿德恩：成員攜手應對挑戰
向可持續的未來。
峰會今年的主題是“共同參與、共同
白宮說：“總統討論如何釋放亞太的
行動、共同增長”。峰會東道國、新西蘭 經濟力量，深化美國在印太地區的經濟接
總理阿德恩 12 日強調 APEC 成員攜手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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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際合作是亞太地區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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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關系協定》(RCEP)等合作，爲實現亞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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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商業咨詢理事會(ABAC)與商界保持
聯系。

加拿大西部省份嚴重洪澇地質災害已致人員死亡及失蹤
綜合報導 近日的罕見強降
水正令加拿大西部卑詩省(又譯
不列顛哥倫比亞省)多地遭遇嚴
重洪澇和地質災害，目前已造
成至少 1 人死亡。
持續的強降水從 11 月 14 日開

始，令卑詩省內陸、弗雷澤河
谷和溫哥華島多地出現洪水、
山體滑坡、泥石流等災害。氣
象部門一度發出大面積的降雨
、降雪或暴風雨等警告。
災情嚴重的梅裏特市(Merritt) 在 汙 水
處理廠完全
癱瘓後，15
日不得不要
求全部約
7000名居民
疏散轉移。
16 日 ， 又
有多個市
鎮發出疏

散令，或關閉學校。該省內陸地
區輸油管道的施工也須叫停。
在溫哥華以東近 300 公裏
的 普 林 斯 頓 (Princeton)，約 300
戶居民一度需要疏散。由于天
然氣管道在洪災中受損中斷，
當地居民未來數日將面臨供暖
問題。
該省南部的高速路被迫關閉
。部分路段被洪水衝斷，導致數
百名駕車者長時間被困，不得不
由軍方派出直升機進行救援。在
溫哥華，一艘駁船在 15 日的大
風中撞上海堤並擱淺。
在弗雷澤河谷的利盧埃特
(Lillooet)附近，當地皇家騎警

證實，已發現一名在泥石流中
喪生的女性遺體。由于還收到
其他人員失蹤的報告，警方表
示，不排除發現更多遇難者。
降水出現減弱。該省南部
大部分地區已處于洪水警告線
之下。
加拿大總理特魯多 16 日與
卑詩省 省 長 賀 謹 (John Horgan)
通話時表示，對受到洪水及山
體滑坡等影響的成千上萬民衆
深爲關切，聯邦政府將在救援
和災後重建方面向卑詩省提供
援助。兩人認同，此類極端天氣
事件表明，需要提高應對氣候
變化的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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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錦麗暫代美國總統職務
拜登怎麼了？
拜登怎麼了
？
（綜合報導）《國會山莊報》（The Hill）報導，由於美
國總統拜登（Joe Biden）19 日進行大腸鏡檢查，期間須接受麻
醉，因此短暫將總統權力移交給副總統賀錦麗（Kamala Harris
），也讓她成為美國歷史上首位暫代三軍統帥的女性。《國會
山莊報》指出，這類暫時性的權力轉移並不罕見。
白宮發言人莎琪（Jen Psaki）表示，在例行年度健康檢查
中，由於拜登須於華特里德醫學中心（Walter Reed Medical
Center）進行大腸鏡檢查，因此按照美國憲法規定，在他接受

麻醉期間，總統權力暫時移交給賀錦麗，後者則會在白宮西廂
辦公室工作。
美國 「有線電視新聞網」（CNN）表示，這也代表賀錦麗
在拜登接受麻醉期間，成為美國歷史上首位掌握總統權力的女
性。
莎琪還表示，拜登的健檢報告摘要將於 19 日稍晚公布。
《國會山莊報》指出，由於拜登 20 日便年滿 79 歲，是美國歷
史上最年長的總統，其年齡正是共和黨的主要攻擊目標之一，

也使他的健檢結果廣受外界關注。
根據報導，美國總統因須接受麻醉而短暫交出權力的案例
並不罕見，如前總統小布希（George W. Bush）就曾於 2002 年
和 2007 年有過類似的狀況；不過前白宮發言人葛里向（Stephanie Grisham）曾透露，前總統川普（Donald Trump）2019 年被
帶到華特里德醫學中心時曾拒絕照大腸鏡，因為就算只有短短
的幾個小時，他也不想將自己的總統大位讓給時任副總統彭斯
（Mike Pence）。

美國削減對中懲罰性關稅？
前國務卿希拉蕊透露：已有進展
（綜合報導）美國前國務卿希拉蕊（Hillary Clinton）表示
，拜登政府正審查前總統川普對中國大陸採取的懲罰性貿易關
稅，其中部分可能被削減甚至取消；她強調，美中未來將需要
在一系列問題上進行合作，但不會允許北京政府在亞太地區的
「激進軍事擴張」。
新加坡《海峽時報》（The Straits Times）報導，川普政府
2018 年起對中國大陸徵收懲罰性貿易關稅，範圍涵蓋後者對美
國出口的近三分之二，引發北京政府反擊，對超過一半美國對
其出口的貨物加徵重稅。

不 過 在 19 日 的 「彭 博 新 經 濟 論 壇 」 （Bloomberg New
Economy Forum）上， 透過視訊發言的希拉蕊表示，其中某
些關稅，尤其是對農產品的關稅，未來可能對美國造成傷害，
因此美國政府正全面檢討相關關稅措施，希望找出最佳解決辦
法，並說她預測關稅政策 「會出現一些變化」，但不會全部消
失。
另外，在這場名為 「大國競爭：新興世界秩序」（Great
Power Competition: The Emerging World Order）的小組討論會
中，希拉蕊也指出，華盛頓和北京政府將需要在一系列問題上

進行合作，但不會允許中國大陸近年在亞太區域的激進軍事擴
張、違反航行自由的措施，以及對周邊國家的恐嚇行為。
《海峽時報》指出，拜登政府正致力於印太地區建立民主
聯盟，包括加強與日本、澳洲和印度的 「四方安全對話」
（Quad），以及和英國、澳洲共組更具軍事性的 「AUKUS」
聯盟等。印度外交部長蘇杰生（Subrahmanyam Jaishankar）本次
也在該論壇中抨擊中國大陸，稱其與印度的關係正經歷一段
「特別糟糕的時期」，因為中方採取了一系列違反邊境協議的
舉動，但沒有給出合理的解釋。

第2屆台美經濟對話22日登場 美國務次卿主談
（綜合報導）美國國務院今天宣布，第 2 屆台美經濟繁榮
夥伴對話將於 22 日登場，美方將由主管經濟事務的美國國務次
卿費南德茲主談，台灣官員則會在台北透過視訊與會。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辦公室今天發布新聞稿表示，第 2 屆
「台美經濟繁榮夥伴對話」（EPPD）將於美東時間 22 日登場
，對話由美國在台協會（AIT）與駐美代表處主辦，美方將由
主管經濟成長、能源與環境的費南德茲（Jose Fernandez）主談
。
首屆台美經濟繁榮夥伴對話去年 11 月於華府登場，當時經
濟部次長陳正祺率小型代表團出席，行政院政務委員鄧振中等

其他官員則在台北透過視訊，與時任美國國務次卿柯拉克
（Keith Krach）就科學技術、5G 及電信安全、供應鏈等議題進
行討論。
駐美代表蕭美琴表示，此次對話沒有台灣官員前來華府與
會，台方官員會線上出席。
美國國務院表示，去年 11 月舉辦首屆對話，目的是要推進
美台之間在廣泛經濟議題上的合作，建立更緊密的雙邊經濟與
商務關係。
國務院強調： 「（美台）夥伴關係是建立在強健雙向貿易
投資、人民間連結，以及共同捍衛自由與共享民主價值之上。

」

駐美代表處說，美國與台灣有長久及穩固的經濟關係，在
雙方持續深化夥伴關係及自 COVID-19（2019 冠狀病毒疾病）
疫情復甦之際，舉行 「台美經濟繁榮夥伴對話」對雙方在諸多
議題上深化經濟合作具有重要意義。
駐美代表處表示，透過此次會議討論，台灣期待強化雙方
在具有共同利益領域的合作，促進共同繁榮與安全，以及為雙
方人民建立更美好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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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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就任日執政黨最大派系會長：

支持岸田 期待修憲

柬埔寨稅收同比微降
官方加強稅務征管
綜合報導 新冠疫情肆虐
重創柬埔寨經濟社會發展，
今年以來，政府稅收同比有
所下降，不過官方表示稅收
表現超出原定目標。
柬埔寨國家稅務總局 12
日消息稱，今年 1 月至 10 月，
柬埔寨國家政府稅收達到
23.15 億美元，與去年同期相
比略微下降 1.23 億美元。
柬埔寨國家稅務總局表示
，今年前10個月的國家稅收已
經超出原定目標，尤其是近一
段時間以來，國家稅收已出現
向好態勢，如今年 10 月份稅
收共 2.08 億美元，較去年 10
月增加了 1252 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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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國家稅務總局稱，
稅收表現超出原定目標，主要
因爲稅收征管工作信息化，包
括推出電子申報系統、電子支付
系統和納稅人手機應用程序等。
今年以來，爲應對新冠
疫情，維持經濟運行，救濟
收入銳減的各行從業人員，
柬埔寨政府已經推出 10 輪經
濟救濟措施。在國家儲備有
限、經濟增速大幅放緩，財
政收入減少的背景下，政府
的持續救濟並非長久之計。
在全面打開國門的同時，柬
埔寨政府也加強稅收工作。
爲提高政府稅收和加強
稅務征管工作，此前，柬埔

寨財經部指示國家稅務總
局 ，要加強向博彩業、電子
商 務、石油和礦産領域征稅
工作，以確保國家稅收不會
流失。柬埔寨財經部還推出
的新規定要求，外國電商將
在簡化增值稅登記機制下登
記，由國家稅務總局大納稅
戶局管理，且須每月進行稅
務申報。
與此同時，不久前，柬
埔寨財經部還推出規定，未
在財經部國有資産和非稅務
收入局注冊，使用政府車牌
、王家軍車牌和警察車牌的
所有私家車 2021 年以後需繳
納進口稅和養路稅。

綜合報導 韓 國 新 冠 危 重 病 例 達 到 475
例，較 11 日增加 2 例，連日刷新最高值。韓
國官員表示，若目前疫情形勢持續，韓國政府
不會進一步放寬防疫規定，防疫措施或將加強。
據報道，自韓國政府 11 月初啓動“與新
冠共存”防疫模式以來，危重病例與日俱增。
危重病例是指難以自主呼吸，需依靠人工呼吸
機等機器呼吸的患者。危重患者中，80%以上
爲 60 歲以上的高齡者。
據韓國國際廣播電台報道，隨著單日新增
新冠確診病例增加，重症患者病床啓用率也達
到約 58%，傳染病定點醫院病床啓用率約爲
59%。
但韓國政府強調，醫療體系尚有余力，尚
無需研討應急計劃。不過，當地時間 11 日，
韓國疾病管理廳廳長鄭銀敬在國會表示，若目
前的疫情形勢持續，政府將不會進一步放寬防
疫規定，將維持或加強防疫措施。
爲遏止突破性感染，目前韓國政府正以療
養醫院和療養設施的住院者及從業人員等高齡
層和高風險群體爲主，讓他們接種新冠疫苗加
強針。
報道稱，韓國 12 至 17 歲的青少年中，約
有 80 萬名已完成第一劑新冠疫苗接種。由于
最近 10 多歲學生的確診病例比重加大，韓國
防疫當局呼籲青少年積極進行接種。
當地時間12日，據韓國中央防疫對策本部通
報，截至當天零時，韓國較前一天零時新增新冠
確診病例2368例，新增新冠死亡病例18例。

除美軍外
日本首次對澳軍實施“武器等防護”
綜合報導 據日本共同社報道，
日本防衛省發布消息稱，在四國地
區以南開展聯合訓練之際，海上自
衛隊護衛艦“稻妻”號對澳大利亞
海軍護衛艦“瓦拉蒙加”號實施了
基于安全保障相關法的“武器等防
護”。防衛省表示，這是首次對美
軍以外實施類似防護。
報道介紹稱，武器等防護是從平
時就守護他國艦艇和飛機的活動，因
2016年日本安保法施行被加入自衛隊
的任務。此前沒有公開過個別的實施
事例，此次屬于罕見應對。日澳兩國
政府加強了防務合作，日方有意展示
在美軍以外也拓寬了合作。
武器等防護的對象國今後也可
能增多。報道指出，日本安保法在

褒貶不一的形勢下成立，或有意見
擔憂自衛隊與他國加深一體化。
日防衛省說明稱“澳大利亞是特
別的戰略夥伴。實施警護提升了相互
運用性，展示可以緊密合作。發布消
息是經綜合判斷後決定的”。防衛省
未透露警護之際的具
體行動內容。
日澳兩國政府
在去年 10 月的防長
會談中，同意開始
就武器等防護展開
協調。在今年 6 月
的外長防長磋商(2+
2) 中 ， 商 定 將 其 加
入對象，朝著實施
推進了准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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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新冠危重癥病例創新高
政府或加強防疫措施

綜合報導 據日本共同社報道，就任
日本執政黨自民黨“安倍派”會長的前首
相安倍晉三 11 日表示，作爲該黨最大派
系，將繼續支持岸田政府。安倍還表示，
期待修憲討論取得進展。
報道稱，關于今後的派系運營，安倍
向媒體稱“因爲是最大的政策組織，當然
希望能成爲堅定支持岸田政府的脊梁”。
圍繞作爲該黨基本方針的《憲法》修
改，安倍提及首相岸田文雄也有此意願，
稱“安倍派希望成爲推進修憲相關國民討
論的原動力”，表示期待修憲討論取得進
展。
關于安倍派內的人才，安倍稱“將來
的首相候選人已出現，希望在黨和政府的
各種場合活躍表現，向國民展示自己的能
力”，但他沒有舉出具體名字。
另一方面，岸田派的前防衛相小野寺
五典就安倍派成立一事向媒體表示，“岸
田首相和安倍是同期，從年輕時起就非常
親密，今後也能維持派系的良好關系”。
“安倍派”的正式名稱爲“清和政策
研究會”，由日本前首相福田赳夫于 1979
年作爲清和會創立，並由福田擔任第一代
會長。前首相森喜朗、小泉純一郎等人也
擔任過該派閥會長。由于前任會長細田博
之擔任日本衆議院議長，從而退出會長一
職，該派閥的幹部邀請安倍晉三擔任會長
，“細田派”也成爲“安倍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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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美軍的武器等防護于 2017 年
5 月首次實施。2017 年的實施數量爲
2 起，2018 年爲 16 起，2019 年爲 14
起，2020 年爲 25 起。雖然日本政府
承諾出示信息，但公布的內容僅爲
年實施數量。

香港瞭望
香港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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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萬人下周二起可打第三針
市民盼獲資訊選打邊款 專家：天氣涼病毒強應速接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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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冠疫苗的保護力會隨時間而下
降，香港特區政府 18 日宣布擴大第三劑
新冠疫苗接種安排，除上周起開打的第
三針優先群組外，近 40 萬名完成接種兩
劑科興疫苗逾半年的市民，下周二（23
日）起合資格打第三針。有已接種兩針

鄭 若 驊 打 第 三 針 科 興

定會接種第三針，但想先等港府提供更
多資訊後才決定打哪款新冠疫苗，有專
家指隨着天氣轉涼，病毒活躍率提高，
呼籲市民盡早接種第三針。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特區政府在評估社區疫苗接種中心和新冠疫
苗接種站的接種能力和服務需求後，18 日
公布擴大接種第三劑新冠疫苗安排，市民不論是
否屬於早前公布的優先群組，只要已接種兩劑科
興疫苗滿半年就合資格打第三針，以加強疫苗保
護力。根據特區政府數據，擴大後將多 40 萬人
合資格。

可網站預約或領
“即日籌”
合資格者可於下周二起透過新冠病毒病疫苗
接種計劃專題網站（www.covidvaccine.gov.hk）
預約，或到設於私家醫院以外地方的社區疫苗接
種中心領“即日籌”，或到公立醫院的新冠疫苗
接種站打針。不過，首兩針選擇了復必泰疫苗的
市民若非優先群組（即長者、醫護人員、長期病
患者，或工作環境有較高暴露風險等），暫時未
合資格打第三針。全港 180 多萬名優先群組，至
今約有6萬人已接種第三針。
有社區疫苗接種中心的負責人表示，已即
時調配十多名護士協助打針，以應付上升的需
求量。市民又點睇？早前已完成接種兩劑科興
疫苗的劉先生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現
階段不急於打第三針，他說：“雖然第三針遲
早都要打，我亦一定會打，但未必是滿 6 個月
就打，可能等夠七八個月，希望政府屆時能提
供更多資訊，例如繼續打科興的話，日後是否
又要打第四針？”劉先生補充，科興疫苗雖然
副作用較少，但如果接種加強劑頻率遠較復必泰
疫苗高，他會參考身邊決定“溝針”朋友打針後
狀況，再決定第三針選擇哪款疫苗。
香港大學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栢良接受
傳媒訪問時表示，歐美地方的數據顯示，約六成
接種復必泰疫苗人士的抗體水平在針後 3 個月仍
然達標，惟接種科興疫苗者的抗體水平下滑速度
較快，故認同特區政府先讓完成兩劑科興疫苗的
人士打第三針。

歐爆
“第五波”
非常嚴重
感染及傳染病專科醫生林緯遜就提醒，病毒
活躍率會隨天氣轉涼而提高，認為現時是開始為
市民打第三針的理想時機，“特別是歐洲這個時
間爆發‘第五波’就非常之嚴重，非常之明顯。
我們盡快加強這些人士的抗體水平，如果去到明
年一月、二月，有另一波新冠病毒襲擊的話，起
碼這些人士可以抵擋，對之後疫情控制一定會有
很大幫助，因為冬季的風險一定是最高。”

●近40萬名完成接種兩劑科興疫苗逾半年的市民，23日起合資格打第三劑新冠疫苗。
中通社

國泰解僱違外站逗留規定 3 機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國泰航空先後
有 3 名從德國返港的外籍貨機機師確診新冠肺
炎，更進入社區，引發軒然大波。國泰 18 日表
示，經調查後確認該 3 人曾嚴重違反機組人員在
外站逗留規定，據悉 3 人已被解僱。發言人指是
次個案僅為個別事件，已向香港特區政府提出檢

●國泰確認 3 外籍貨機機師曾嚴重違反機組人員
在外站逗留規定。
資料圖片

討機組人員抵港檢疫安排，或需要若干國泰員工
入住檢疫中心。香港運輸及房屋局表示，考慮到
事件嚴重性，局方已責成國泰嚴肅跟進，防止再
發生類似事件。
國泰航空 18 日公布，該 3 名確診貨機機師有
嚴重違反機組人員在外站逗留規定的情況，對此
十分遺憾，而有關人等“已不再為國泰航空僱
員”，據悉三人已被解僱。資料顯示，涉事三人
先後入住德國法蘭克福同一間酒店，其中兩人同
日入住。據了解，國泰在外站逗留的規定要求，
機師及機組人員必須留在外站的酒店房間，不得
擅自離開，用膳也只能電召外賣。
是次事件連累 130 名曾到德國法蘭克福的國
泰機師須到竹篙灣檢疫。國泰 18 日表示，是次事
件影響國泰員工、其家人及社區，特別是因此接
受隔離的人士，國泰已向特區政府提出檢討需要
若干國泰員工入住檢疫中心的決定，相信上述個
案僅為個別事件。
據了解，國泰正研究將部分機組人員撤離香

港基地，改駐外地，包括英國，機師要改在外地
換班，之後要連續執勤兩個月至 4 個月。倘若要
回港就需要先檢疫，初步計劃讓員工自願參與，
目前正諮詢員工的意見。
運輸及房屋局其後表示，已收到國泰方面的
調查報告，對於涉事人員未有遵守閉環式管理要
求非常遺憾及不能接受。雖然有關個案屬個別事
件，但考慮到嚴重性，局方已責成國泰航空嚴肅
跟進，並防範類似事件再次發生。

要求機組人員每日一檢打第三針
該局表示，國泰航空已應局方要求，對機組
人員實施一系列的加強措施，包括要求人員回港後
須每日一檢、更嚴密監察外站停留期間的閉環式管
理、更嚴密限制醫學監察期間的人員活動，及要求
接種第三針疫苗，又再次敦促各航空公司嚴格執行
防疫規定，並會繼續與業界保持緊密溝通，務求在
保障公共衞生的同時，確保航空貨運服務持續暢通
運作。

飲食界挺強制
“掃碼”料下周四後執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特區政府
食物及衞生局 18 日傍晚約見 6 個飲食界團體，聽
取日後全部食肆強制使用“安心出行”應用程式
及具體執行細節的意見。第六屆飲食界立法會議
員張宇人會後表示，各團體普遍支持措施，並向
特區政府爭取放寬部分防疫限制，又估計措施可
在本月25日或之後執行。

盼進一步放寬防疫措施
張宇人表示，大部分團體均支持 A 類及 B 類
食肆日後不可再用紙筆填寫食客的個人資料，但
希望繼續容許16歲以下或65歲以上人士進入食肆
時可“填紙仔”。有與會者認為，在強制使用
“安心出行”後，希望政府進一步放寬防疫措

祈耀年：兩地通關復常最為重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推動香港與內地
恢復正常通關是全港各界的共同目標，身處新加坡
出席經濟論壇的滙豐控股行政總裁祈耀年（Noel
Quinn）日前接受外媒訪問時表示，香港與內地恢
復正常通關最為重要，他不希望做影響落實此一安
排的事，故現階段未有計劃申請豁免檢疫到港。香
港特區行政會議召集人陳智思則強調，特區政府必
須顧及絕大部分市民的公共衞生，只有提升疫苗接
種率，香港才有條件與病毒共存。

香港律政司司長鄭若驊完成接種首兩劑科興新冠疫苗已
超過半年，她 18 日到渣華道體育館社區疫苗接種中心打第
三針，所選的仍然是科興疫苗。鄭若驊 18 日接種第三針後
表示，全球疫情仍然嚴峻，接種疫苗除了可以保障自己、家
庭及他人的健康，亦能使香港盡早走出疫境，令生活回復
正常，呼籲未打針的市民盡快打針，而完成接種人士亦
應按時打第三針。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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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興疫苗的市民向香港文匯報表示，一

日前身處新加坡出席經濟論壇的祈耀年被問到會
否向香港特區政府申請來港豁免隔離時，他表示現時
香港與內地恢復正常通關對香港十分重要，故需為此
確保及建立所需條件，“香港在與內地恢復（正常）
通關方面該做什麼就做什麼，這很重要。”
陳智思 18 日在回應部分外資對香港檢疫制度
的關注時表示，明白香港的檢疫政策影響部分外國
商家營商，但強調外商並非政策唯一考慮對象，相
信絕大部分市民不想見到放鬆防疫制度。

施，例如將枱與枱之間的距離從 1.5 米縮短至 1
米；D 類餐飲處所的宴會人數上限由最多 240 人
放寬至300人；放寬A類食肆的營業時間等。
在執行時間方面，張宇人表示，因香港特區
政府會每14日檢討防疫措施，預料會在本月25日
或之後執行。目前法例規定，如有客人光顧酒吧
及餐廳時不使用或使用假“安心出行”，除顧客
本身會被罰款或干犯使用虛假文書罪，處所負責
人亦會受罰，包括停業 14 日。香港持牌酒吧會所
聯會創會會長梁立仁 18 日表示，近日發現顧客使
用假“安心出行”、假電子針卡的問題嚴重，令
有關酒吧受牽連而被停業。
他以一家3,000英呎的酒吧為例，停業14天的
經濟損失數以十萬港元計，但其他處所如康文署泳

池、食環署街市等若有人未掃描“安心出行”，處
所負責人卻不會受罰，質疑此做法有欠公平。由於
酒吧處所難以監察每名客人掃描過程，也難追查針
卡的真偽，故認為特區政府不應將顧客使用假“安
心出行”的刑責推卸在業界身上，同時促請特區政
府修訂現有懲罰機制，容許業界就此提出上訴。

●飲食界團體普遍支持強制使用
飲食界團體普遍支持強制使用“
“安心出行
安心出行”。
”。
資料圖片

專家：接觸帶毒物品染病風險較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有由內蒙古寄
來香港特區的包裹表面驗出新冠病毒，多位防疫
專家 18 日指出，接觸帶病毒物品後的染病風險
較輕微，要求涉事收件人及曾處理該包裹人士進
行檢測已有足夠保障，但提醒市民在接觸包裹
時，應清潔雙手才接觸口鼻。
香港大學公共衞生學院教授潘烈文 18 日接
受傳媒訪問時表示，病毒在室溫下一般不會存活
很長時間，呼籲市民毋須太擔心，但建議市民在

取包裹時可戴上手套，如沒有手套則戴上口
罩 ，拆除包裹後將包裝紙包好、如普通垃圾般
丟棄，之後再洗手，已足夠防疫。
香港大學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栢良則表
示，接觸帶病毒物品染病的風險輕微，但內地也
曾出現類似情況而染疫。他引述青島衞健委調查
指，去年9月一個碼頭的71名工人中，有兩人染
疫，均為煙民，其餘未受感染者全屬非吸煙人
士，估計是因患者手部帶有病毒再經煙頭感染。

中國焦點

2021年11月19日（星期五）

星期六

2021年11月20日

1 10
A

文匯要聞

●責任編輯：周文超

Saturday, November 20, 2021

中共中央部署二十大代表選舉工作

代表應是黨員中優秀分子
黨中央確定，二十大代表名額共2,300名，由
全國 38 個選舉單位選舉產生。做好二十大代表選

舉工作，要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思想為指導，堅持以黨章為根本遵循，堅持黨
的性質宗旨，堅持和加強黨的全面領導，充分發
揚黨內民主，嚴格資格條件，嚴密產生程序，嚴
肅選舉紀律，確保選出的二十大代表素質優良、
結構合理、分布廣泛、黨員擁護。
黨中央提出，二十大代表應是共產黨員中的
優秀分子。要嚴把人選政治關，堅持把政治標準
放在首位，突出考察人選的理想信念、政治品格
和道德修養，着重了解人選政治判斷力、政治領
悟力、政治執行力，增強“四個意識”、堅定
“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等方面的表現
情況，對政治上不合格的一票否決。嚴把人選廉
潔關，認真落實“四必”要求，嚴格甄別核查，
堅決防止“帶病提名”、“帶病當選”。要進一
步優化代表結構，既要有各級黨員領導幹部，又
要有生產和工作第一線的黨員，保證生產和工作
第一線代表比例，注重推薦工人、農民和專業技
術人員黨員中的先進模範人物作為代表人選；女

黨員和少數民族黨員代表應佔一定比例。要有經
濟、科技、國防、政法、教育、宣傳、文化、衞
生、體育和社會管理等各方面的代表。

代表實行差額選舉
黨中央要求，二十大代表的選舉產生，採取
自下而上、上下結合、反覆醞釀、逐級遴選的辦
法進行。要深入開展宣傳教育，廣泛發動基層黨
組織和黨員積極參與代表人選的推薦提名，根據
多數黨組織和黨員的意見，逐級遴選擇優。要嚴
格組織考察，實行差額考察和考察預告，充分聽
取基層黨組織、黨代會代表、黨員和群眾的意
見。要認真搞好會議選舉，代表實行差額選舉，
差額選舉的比例應多於15%。
黨中央強調，各級黨組織要切實加強領導，周
密安排部署，以高度的政治責任感和嚴謹細緻的工
作作風，扎實做好二十大代表選舉工作。要嚴肅政
治紀律、組織紀律和選舉紀律，充分運用湖南衡
陽、四川南充、遼寧等地拉票賄選、破壞選舉案

件，開展警示教育，汲取教訓，引以為戒。加強對
代表選舉工作的全程監督，對違規違紀違法問題
“零容忍”，一經發現堅決查處，確保風清氣正。
要通過做好學習宣傳、組織動員、推薦提名、會議
選舉、嚴肅紀律等各項工作，使代表選舉產生過程
成為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思想的過程，成為貫徹落實新時代黨的建設總要求
和新時代黨的組織路線的過程，成為理想信念教育
和黨性黨風黨紀黨史教育的過程，成為黨內政治生
活生動實踐和民主集中制教育的過程，進一步增強
黨的創造力、凝聚力、戰鬥力，動員廣大黨員、幹
部更加緊密地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
央周圍，不忘初心、牢記使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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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大代表選舉工作從現在開
始，到明年6月底前結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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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最近，中共中
央印發了《關於黨的二十大代表選舉工作的通
知》，對二十大代表選舉工作作出全面部署。中央
組織部近日召開會議，對這項工作作出具體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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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認真做好二
十大代表選舉工作，是開好大會的重要基礎。黨
中央對做好二十大代表選舉工作高度重視，習近
平總書記主持召開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和中央
政治局會議專門研究，確定了做好這項工作的總
體要求和目標任務，要求各級黨組織切實負起政
治責任，認真履行職責，精心組織實施，確保代
表選舉工作圓滿完成。

中國科學院工程院增選 149 院士
港珠澳大橋島隧項目總工程師林鳴當選工程院院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中國科學

◀港珠澳大橋島
隧項目總工程師
林鳴（中）。
受訪者供圖

院、中國工程院 18 日公布 2021 年院士增選結果，分別選
舉產生中國科學院院士 65 人，中國工程院院士 84 人，一
批長期奮戰在國家重大工程、“卡脖子”技術攻關中的
傑出專家當選。值得一提的是，港珠澳大橋島隧項目總
工程師林鳴當選為中國工程院院士。

兩年一度的兩院院士增選，是中國科學研究領域備受關注的大事。
在中科院方面，2021 年共選舉產生中國科學院院士 65 人。其
中，數學物理學部12人，化學部11人，生命科學和醫學學部10人，地
學部9人，信息技術科學部10人，技術科學部13人。新當選院士平均
年齡57.4歲，最小年齡院士為45歲的北京大學城市與環境學院教授朴
世龍，最大年齡院士為68歲的北京航空航天大學計算機學院錢德沛教
授，60歲（含）以下的佔76.9%，5位女性科學家當選。

工程院：60歲以下佔75%
在中國工程院方面，此次增選當選院士平均年齡 58 歲，最大年
齡 69 歲，最小年齡 51 歲，60 歲（含）以下 63 位、佔 75%，男性 78
位，女性 6 位。中國工程院有關部門負責人介紹，此次院士增選中，
中國工程院強化國家戰略需求和重大貢獻導向，堅持“四個面向”，
重視候選人在重大工程、“卡脖子”技術等國家戰略需求領域的貢
獻。如中國載人航天工程空間站系統總設計師楊宏、北斗衛星導航系
統工程總設計師楊長風、核物理工程技術專家胡曉棉（女）、電網特
高壓技術專家饒宏、微創手術機械人領域技術專家王樹新等。 與此
同時，一批長期堅守在東北老工業基地和西部邊遠地區的傑出工程科
技專家當選。新當選的中國工程院院士中，來自東北老工業基地和數
十年扎根雲南、廣西、甘肅、寧夏、新疆等地區的有12位。
據介紹，港珠澳大橋島隧項目總工程師林鳴從2005年起參與港珠
澳大橋前期研究，直到 2018 年大橋建成通車，他帶領團隊攻克了一
系列世界級橋樑建設技術難題，形成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外海沉管隧
道建造技術體系，推動了中國外海沉管隧道建設技術領跑世界的大跨
越。在今年9月，他還獲得了第四屆中國質量獎。

中科院：多名來自於一線專家
在中科院院士增選中，多名來自於一線的專家當選。例如，有微
創腹腔鏡手術亞洲第一人之稱的解放軍總醫院張旭教授，他是中國泌
尿外科腹腔鏡和機械人技術開拓者之一，推動了中國泌尿外科微創技
術的發展。張旭建立的後腹腔鏡理論和技術體系，改變了泌尿外科疾
病的傳統治療模式，已使其成為中國泌尿外科領域的通用技術。空軍
軍醫大學竇科峰教授長期從事器官移植研究，他完成國內首例成功的
活體肝移植，以及亞洲首例成功的肝胰腎聯合移植。
此外，2021 年院士增選還選舉產生中國科學院外籍院士 25 人，
中國工程院外籍院士 20 人。此次增選後，中國科學院共有院士 860
人，外籍院士 129 人，中國工程院院士總數為 971 人，外籍院士 111
人。當選工程院外籍院士的港中大（深圳）副校長、深圳市大數據研
究院院長羅智泉教授，其學術成果包括無線通信的收發機優化設計、
最優魯棒波束成形設計、動態頻譜管理等。此前，羅智泉團隊曾與華
為合作，顯著提升5G網絡通信性能。

▼港珠澳大橋島
隧工程沉管預製
廠全景。
資料圖片

精準“走鋼絲”形成頂級技術體系
香港文匯報訊 （記
者 方俊明 廣州報道）當
今世界只有極少數國家掌
握外海沉管建設核心技
術；港珠澳大橋建設前，
中國在此領域的技術積累幾乎是空白。而
外海沉管隧道安裝因其難度巨大而被形容
為“走鋼絲工程”。港珠澳大橋島隧項目
總工程師林鳴曾經表示：“我們走的，是
世界最長、行走難度最大的‘鋼絲’。項
目施工前後需要經過幾百道工序，每一道
工序都要做到零質量隱患，而項目上有上
千個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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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團隊成員看來，林鳴的“合格”標
準總比中國國內乃至國際上最嚴格的標準
還要嚴苛一分。譬如，隧道中的管廊下隔
牆的混凝土澆築，中國國內最嚴格的規範
允許的軸線偏差是8毫米，但他將該誤差控
制在了3毫米之內。此外，沉降幅度是海底
沉管隧道穩定性的重要考量指標。相比世
界同類工程沉降一般在 15 厘米到 25 厘米，
港珠澳大橋海隧整體沉降不超過5厘米，創
造了世界紀錄。

歷時4年率領團隊與時間賽跑
在港珠澳大橋沉管安裝過程中，林鳴

歷時4年率領團隊與時間賽跑，迎戰複雜的
自然環境，先後攻克了深水深槽、強回
淤、大徑流等世界級難題。針對島隧項目
的人工島工程，林鳴團隊提出外海鋼圓筒
快速築島技術方案，節約工期兩年半，減
少泥沙開挖量近千萬立方米。
從“當年動工、當年成島”的島隧項
目東、西人工島施工奇跡，到精準堪比
“太空對接”的 33 節巨型沉管“深海之
吻”。林鳴團隊完成技術創新 64 項，形成
專利400多項，構建起一整套代表世界工程
頂級技術的《外海沉管隧道施工成套技
術》體系。

休城工商
星期六

2021年11月20日

Saturday, November 20, 2021

A11

華美銀行誠邀您出席
將於休士頓區域總部舉辦的媒體活動
華美銀行捐款支持休士頓警察基金會
（Houston Police Foundation）
向當地一線救援者致敬
【休士頓訊】11 月 17 日，華美銀行在其休士
頓區域總部舉辦了公共安全及社區互動活動，以
慶祝休士頓經濟在疫情後重新開放，同時，探討
社會安全等重要議題。為致敬當地一線救援者，
華美銀行特別在活動中向休士頓警察基金會

（Houston Police Foundation）捐款 1 萬美元，
並由華美銀行資深執行總監兼德州市場總監 Mike
Burr 將支票頒贈給休士頓警察基金會執行總監夏
琳.弗洛伊德（音譯，Charlene Floyd）、休士頓
警察局局長特洛伊.費納（音譯，Troy Finner），
以及休士頓警察局副局
長冼就斌（Ban Tien）
。此外，休士頓市貿易
和國際事務總監克里斯
托 弗. 奧 爾 森 （ 音 譯 ，
Christopher Olson）
等多位政界和社區組織
代表也共同出席了此項
活動。
華美銀行資深執
行總監 Mike Burr 表示
：「華美銀行始終致力
於為我們的社區搭建通
往繁榮的橋樑。我們很
高興能夠通過此次活動
，與當地的公共安全和
休士頓市貿易和國際事務總監克里斯托弗·奧爾森
奧爾森（
（音
社區夥伴歡聚一堂，共
譯，Christopher Olson）
Olson）等多位政界和社區組織代表也
同慶祝休士頓重新開放

共同出席了此項活動並致辭。
共同出席了此項活動並致辭
。

華美銀行第一副總裁兼企業安全資深經理 Mark Garrett（
Garrett（左）、
）、休
休
士頓警察局局長特洛伊·費納
費納（
（音譯
音譯，
，Troy Finner）（
Finner）（中
中），
），以及
以及
華美銀行副總裁兼休士頓區域經理 Alex Chang 共同出席了於 11 月
17 日在華美銀行休士頓區域總部舉辦的活動
日在華美銀行休士頓區域總部舉辦的活動。
。

為致敬當地一線救援者，華美銀行在近日舉辦的活動中向休士頓警察基金會捐款 1 萬美元
為致敬當地一線救援者，
，並由華美銀行資深執行總監兼德州市場總監 Mike Burr（
Burr（左三
左三）
）將支票頒贈給休士頓警
察基金會執行總監夏琳·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
（音譯
音譯，
，Charlene Floyd）（
Floyd）（右三
右三）
）和休士頓警察局局長
特洛伊·費納
費納（
（音譯
音譯，
，Troy Finner）（
Finner）（左二
左二）。
）。
。疫情為商業和社會帶來了許多挑戰，華美銀行
期待與休士頓一起推進當地經濟強勁復甦。」
自 2005 年起，華美銀行持續為休士頓地區提

華美銀行資深執行總監兼德州市場總監 Mike Burr（
Burr（右）與休士頓
警察局局長特洛伊·費納
費納（
（音譯
音譯，
，Troy Finner）（
Finner）（左
左）共同在活動
中分享他們對休士頓地區的未來展望。
中分享他們對休士頓地區的未來展望
。

供全方位的優質金融服務，協助當地企業和個人
蓬勃發展。目前，該行在德州及美國西南部地區
共設有 13 處服務網絡。2021 年，為幫助當地民眾
克服冬季風暴和新冠疫情帶來的挑戰，華美銀行
已向休士頓地區的多個社區組織捐款，這些組織
包括專注於解決遊民問題的 Star of Hope Mission
、服務當地亞裔社區的中華文化服務中心（Chinese Community Center）、促進女性自我發展
的 The Women’s Resource Center，以及休士頓
食物銀行（Houston Food Bank）。
關於華美銀行
華美銀行集團為美國上市公司，股票代號 EWBC 在納斯達克全球精選市場（Nasdaq Global Select Market）交易。華美銀行為總部位於加州最
大的上市銀行之一，現有總資產 6 百 10 億美元，
在美國和中國共有超過 120 處服務網絡，美國市
場主要分佈於加州、喬治亞州、麻薩諸塞州、紐
約、內華達州、德州以及華盛頓州；在中國，華
美銀行在香港、上海、汕頭和深圳都設有全方位
服務的分行，在北京、重慶、廣州及廈門亦設有
辦事處。華美銀行致力於協助客戶把握商機，向
前邁進。有關華美銀行的相關資料，可在該行網
址 eastwestbank.com 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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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