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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03-TOP ONE群智貸款C6_A1

713 - 364 -7788 
832 - 498 - 7566

群智貸款

Michelle Young  
 通國、英、粵語、韓語

● 外國人貸款，保證最低
   最低利息。B1, B2, 
   J1保證通過
● 只要一年P&L盈虧表，
   不查稅表
● W2用一年VOE貸款方式
● 不查收入貸款
● Construction Loan,
   Lot Loan

NMLS#270061 RMLO 

Saturday, 11/27/2021

（ 中 央 社 ） 比 利 時 病 毒 學 家 范 蘭 斯 特
（Marc Van Ranst）26日表示，當地已有一名新
冠肺炎（COVID-19）確診病例，被確認為感染
最新的 B.1.1.529 變種病毒，讓該國成為繼南非
、波札那、香港和以色列後，全球第5個確認被
B.1.1.529入侵的地方。

美國 「消費者新聞與商業頻道」（CNBC）
報導，比利時著名的病毒學家范蘭斯特在推特上

表示，當地一名曾到埃及旅行的確診病患，體內
的病毒已被確認為 B.1.1.529，並稱這名旅客 11
日自埃及返回比利時、22日出現症狀。

英國《電訊報》（The Telegraph）透露，這
名確診病患是一名未接種疫苗的年輕女性，但她
自埃及返回比利時途中僅經過土耳其，並未踏足
南非、波札那、香港、以色列等目前已確認出現
B.1.1.529病例的地區，顯示該變種病毒傳播的範

圍比想像更廣。
B.1.1.529是最新被辨認出的新冠肺炎變種病

毒，南非病毒學家德奧里維拉（Tulio de Oliveira
）表示，該病毒的棘蛋白上共有32處突變，其
中病毒首先與細胞接觸的受體結合區域（Re-
ceptor-binding domain，RBD）有10處突變，遠
高於Delta變種病毒的2處。

歐洲也淪陷歐洲也淪陷 新冠新冠B.B.11..11..529529全球全球55處現蹤處現蹤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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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alee@scdaily.com
我見我聞我思

幾內亞共和國駐休斯敦名譽總領事
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In the Houston
International District we
have a community garden
which provides land to let
the people grow their own
fruits and vegetables. Many
people just pay five dollars
per month to have their
own space. It is such a
good idea that serves our
community.

In recent years, many
farmers markets were
created in the city of
Houston because of the
rising prices of fruits and
vegetables in the
supermarkets and many
people just can’t afford it.

The IMD Farmers Market is

in the planning stage. We
want to build a more than
10,000 square foot building
where we can put more
than fifty booths. This
arrangement would provide
a public place for people to
sell their produce and
would also help many poor
families too.

Times are changing now.
Because inflation has
become so bad, many
families just can’t go to
the supermarket to buy
things for their families. We
hope the IMD Farmers
Market will give them a
place to visit and buy
needed food items at more
affordable prices.

Our good family architect
friend, C.C. Lee, is going to
get on his drawing board
and help us. Many
community leaders and
businesses are ready to
join the effort and donate
their resources and funds
to make the IMD Farmers
Market a reality.

My dear brother and
sisters, this is the time we
need to help each other,
especially after the
pandemic. Please look
after your neighbors and
friends.

We are all in the same
family.

1111//2626//20212021

IMD Proposed FarmersIMD Proposed Farmers
MarketMarket

位於休斯敦國際區西
南方在学區用地的十英畝
土地上, 近年來開闢成一片
菜園, 以每月五元費用租貨
給居民們可以自行種菜, 多
年來頗具成效, 許多區民能
夠种出一些蔬菜瓜菓 ,供自
己食用或送給親友。

這些菜園由於欠缺管
理 ，大半都在荒廢， 而且
缺乏設備及房設供大家使
用。

有鑒於此， 國際區正
在策劃一項農貿市場，加
蓋數呎之大型鐵皮建築，
可以容納五十攤位 ，提供

給區民們販售蔬菜食品之
用。

近年來， 由於物價不
斷上漲， 尤其是蔬菜水果
許多家庭無法負擔， 休斯
敦市內就有近二十個農貿
市場 ，每逢週末 顧客擠得
水洩不通， 已經成為市民
們省錢之去處。

我們要呼籲大家共同
來努力， 國際區農貿市場
已經提交到我們每月月會
之议程中， 希望大家拭目
以待。

國際區將建農貿市場國際區將建農貿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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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捷克總統齊曼（Milos Zeman）因
病住院超過6週後今天出院，但幾個鐘頭後總
統辦公室表示，齊曼確診COVID-19（2019冠
狀病毒疾病），又被送回醫院。

路透社報導，77歲的齊曼今天上午出院接
受居家療養，但他在首都布拉格西方蘭尼市
（Lany）的總統行館確診COVID-19，傍晚一
輛救護車把他載回中央軍醫院（Central Mili-
tary Hospital）。

這次住院代表齊曼暫時不會任命立場中間
偏右的反對派領袖費亞拉（Petr Fiala）為新總
理。齊曼原定26日任命新總理。

總統辦公室發布聲明： 「在治療 COV-
ID-19期間，總統的行程將暫停。」

齊曼已接種3劑COIVD-19疫苗，捷克媒

體引述不具名消息人士指出，齊曼並無症狀。
齊曼10月10日因為慢性疾病併發症住院

，醫師說是肝臟問題，但總統辦公室從未明確
說明。

上月齊曼住院的前一天，捷克剛舉行完國
會選舉。齊曼的盟友在總理巴比斯（Andrej
Babis）領導下，敗給一個中間偏右聯盟，使得
總統對國會的影響力下降。

齊曼上次住院時，一開始入住加護病房治
療，醫師預測病況發展不明。當時國會準備討
論是否轉移他的總統職權，但過了幾週之後，
齊曼病況好轉。

齊曼曾表示他會尊重選舉結果，會在 26
日任命費亞拉為總理。

捷克總統剛出院又確診住院
暫時無法任命新總理

日學者解開免疫逃脫部分機制 可能有助預防重症

(本報訊) 「自由亞洲電台」（RFA）24日報導，先前北韓領
導人金正恩穿著皮製風衣亮相後，在該國引起新一波的時尚流行
風潮，但北韓當局近期開始禁止民眾進行類似打扮，甚至當街沒
收民眾穿在身上的皮風衣，聲稱這種行為對金正恩 「不夠尊重」
。

根據報導，由於金正恩穿著皮製風衣在電視中公開亮相，其
妹金與正也曾進行類似打扮，讓此種穿著自2019年開始在北韓
流行，最昂貴的真皮風衣先被富貴階級搶購一空，當地服飾店則

迅速看準商機，進口合成皮製造相對便宜的同款式產品販售。
不過這類商品仍屬於上層階級專用，因為當地真皮風衣售價

約34美元（約新台幣945元）、合成皮風衣約16美元（約新台
幣445元），但北韓民眾的平均月薪卻僅有0.66美元（約新台幣
18.36元）。

然而近期北韓警察在街上巡邏時，開始於公共場所沒收民眾
穿著的皮製風衣，在一般商店中陳列的服飾也無法倖免；雖然有
人抗議這是以合法手段獲得的私人物品，但警方表示，穿著類似

金正恩的衣服是 「挑戰權威」，並強調 「黨會決定誰能穿著皮風
衣」。

當地民眾告訴RFA，由於南韓影星張東健的皮外套穿著與
韓劇一同流入北韓，讓當地自2000年代起便十分流行穿著皮製
服飾，不過在金正恩的 「領導」下，皮製風衣才開始比皮外套更
受歡迎。消息人士指出，這讓北韓自中國大陸進口的成衣商品及
合成皮數量都不斷增加。

模仿金正恩也不行
北韓警察當街扒人衣服

(本報訊)日本北海道大學專精免疫學的教授小林弘一等人組
成的研究團隊，宣布已解開新型冠狀病毒免疫逃脫的部分機制，
可能有助研發讓免疫系統正常工作來防止重症的新治療藥物。

日本讀賣新聞報導，研究團隊這篇論文已被刊登在英國科學
期刊 「自然通訊」（Nature Communications）。

人體內除了存在攻擊病毒的抗體，還有消除感染病毒細胞的

免疫細胞。這種免疫細胞通常會攻擊出現在受感染細胞表面被
「註記」的部分病毒。

研究團隊分析約300名COVID-19（2019冠狀病毒疾病）染
疫者細胞時發現，在受感染細胞表面指出記號的必要蛋白質活動
力下降，主要是因為新型冠狀病毒的ORF6基因抑制這個蛋白質
的活動。

如此一來，免疫細胞無法排除受感染的細胞，於是造成病毒
持續增生，可能跟造成重症化有關。小林說，只要能妨礙ORF6
活動，就可能有助治療。

同樣專精免疫學的日本東北大學教授小笠原康悅說，新型冠
狀病毒透過各種方式逃脫免疫，能解開其中一項機制具有意義，
甚至有助於預防重症。



AA55廣 告
星期六       2021年11月27日       Saturday, November 27, 2021



AA66綜合國際
星期六       2021年11月27日       Saturday, November 27, 2021

新冠疫苗加強針到底多重要？
希臘頂級專家這麼說

近日，希臘頂級流行病學家索迪裏

斯· 齊奧德拉斯在一次會議中指出，接種

第三針新冠疫苗，能夠有效防止已接種

疫苗的人群再次感染新冠病毒，並能有

效防止重症和死亡。

據報道，歐洲疾病控制中心預計將

會出現新一波大規模新冠疫情，但如果

超過75%的人口接種新冠疫苗，疫情帶

來的影響將會減小；如果疫苗覆蓋率超

過85%，這種影響會更小。

報道指出，與其他冠狀病毒相比，

新冠病毒會導致再次感染。接種疫苗後

，抗體濃度3個月達到最高，此後，再

次感染新冠的幾率就會增加。直到第16

個月，在感染過該病毒的人中，會有很

大一部分再次感染。

第三針疫苗防疫效果突出

希臘頂級流行病學家索迪裏斯· 齊

奧德拉斯在會議中提到，第三針疫苗

有11倍防止感染的效果，以及20倍防

止重症和死亡的效果，他表示，如果

大多數國家使用新冠疫苗加強針，不

僅可以防止自然感染，還可以防止重

症及死亡。

他提到，隨著接種新冠疫苗時間的

推移，感染新冠病毒的可能性會增加，

那些患有基礎疾病的人群和老年人更容

易受到感染。

齊奧德拉斯向有既往病史的人群強

調稱，“這種病毒與所有其他冠狀病毒

和感冒病毒相比，更容易導致再次感染

，尤其是在新冠疫情流行的情況下和冬

季，當然今年也是如此。”

同時，他指出，在希臘有20%的60

歲以上的人沒有接種疫苗，這些人處于

高危狀態。

新冠疫苗可以保護兒童
關于兒童的新冠疫苗接種，齊奧德

拉斯說，美國的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和

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的模型顯示，接種疫

苗的5歲至11歲兒童感染新冠病毒的可

能性更小，住院率也會更低。

當地時間10月18日及11月15日，

歐洲藥品管理局于分別對輝瑞疫苗和莫德

納疫苗進行審查，兩個月後，該局決定將

爲5歲至11歲的兒童接種疫苗。

除新冠疫苗外，這些措施也很重要
齊奧德拉斯表示，2021年冬天，新

冠病毒會與其他病毒發生相互作用，影

響人們的身體健康，並強調11月份接種

流感疫苗非常重要。

至于新冠的新藥物，他指出，上周

它們已經在英國獲得批准，並且正在就

其使用達成跨境協議。他補充說，這些

藥物可能很昂貴，但比其他的治療方式

更便宜，如果在最初幾天內進行治療，

醫療費用將減少50%。

齊奧德拉斯預測，新冠病毒的進化將影

響短期內發生的事情。“重要的是，我們沒

有逃避嚴重疾病和死亡帶來的威脅。但是，

人群免疫力的下降，將最終導致大多數國家

采用第三針疫苗作爲保護措施，這不僅僅是

爲了防止自然感染，也爲了防止重症和死

亡。我們不可能抑制病毒的傳播。”

報道稱，齊奧德拉斯還建議人們在室內

使用口罩，注意手部衛生和增強病毒檢測控

制，他稱，這些措施再加上疫苗接種，將幫

助人們度過一個非常艱難的冬天。

當地時間11月21日晚，希臘國家公

共衛生組織宣布，過去24小時，希臘新

增新冠確診病例4108例，當日新增新冠

死亡76例。

意大利20歲以下新冠患者已超80萬
研究：新冠影響腦神經

綜合報導 意大利最新研究顯示，該國20歲以下人群感染新冠的

人數已經超過80萬。此外，還有最新研究顯示，新冠病毒會對腦神

經造成影響。

據報道，當地時間21日，意大利民防部報告該國新增新冠確診病例

9709 例，新增死亡 46 例。截至當天 18 時，意全國累計確診已增至

4925688例，累計死亡133177例。

羅馬天主教大學衛生系統經濟與管理統計數據顯示，最近三

周，意大利新冠病毒死亡數據連續上升，死亡率增幅已達 20%。在

死亡患者中，絕大多數人都未接種新冠疫苗，死者的平均年齡爲60

歲左右。

意大利國家衛生院的報告指出，意大利四分之一新冠病毒感染病例

爲20歲以下的青少年和兒童，從2020年大流行開始至2021年11月17日

，該國20歲以下的青少年和兒童群體共有808228例感染病例，其中死亡

病例34例，住院患者8557例，重症患者251例。

此外，意大利布雷西亞大學和米蘭貝斯塔神經學研究所研究發

現，腦神經系統是新冠病毒首選的攻擊目標之一。該研究已在《神

經科學雜志》發表，並在 2021年國際精神病學第一次網絡研討會上

進行了討論。

研究數據顯示，新冠病毒感染後期影響著70%的中度和重度症狀感

染者，病毒對感染患者的直接影響通常會導致大腦關鍵區域的體積減少

，尤其是會導致大腦灰質減少。

意大利神經病學學會候任主席兼研究負責人帕多瓦尼表示，一旦新

冠感染的急性期得到解決，其中70%的中重度患者在 6 個月後會報告出

神經系統症狀，包括慢性疲勞(34%)、記憶力/注意力障礙(32%)、睡眠問

題(31%)、肌肉酸痛(30%)和抑郁症及焦慮(27%)。

報道還稱，即使在那些患有輕微疾病的人身上，這些問題也經常表

現出來。

秘魯首都各區新冠感染率上升
專家警告年輕人缺乏控製

秘魯首都利馬各區的新冠感染率近日

有所上升，秘魯專家表示，衛生部應采取

更嚴厲的控制措施，讓衛生系統做好准備

應對確診病例的增加。另一方面，專家指

出，越來越多的年輕人成群結隊的喝酒，

在街上參加聚會和打鬥，這只會使新冠病

毒進一步擴散。

首都各區新冠感染率有所上升
秘魯衛生部22日發布的新冠疫情數據

顯示，與前一日報告相比，新增新冠肺炎

確診病例773例，其中過去24小時新增病

例爲447例，累計確診病例達到2225117例

；單日新增死亡病例 10 例，累計死亡

200894 例。目前仍有 3210人住院，已有

2205275人康複。

秘魯數據分析師胡安· 卡巴哈爾指出

，首都利馬市新增確診病例主要集中在以

下區：在利馬北部，是San Martín de Por-

res、Comas和Los Olivos；在利馬中部，是

San Juan de Lurigancho、Cercado和Magda-

lena；在利馬南部，是Villa María del Tri-

unfo 和 San Juan de Miraflores；在利馬東

部，是Santa Anita、Lurigancho和Ate。

卡巴哈爾認爲，利馬市應該學習Areq-

uipa市的疫情應對模式，當初德爾塔變體

首次在Arequipa被發現後，該地區立即采

取了跟蹤監測和防控行動，並且在最近幾

個月控制住了疫情的反彈，減少了感染者

和死亡人數。目前，Arequipa平均單日新

增病例數不到30例，單日平均死亡人數爲

零。

同時，秘魯醫學協會會長米格爾· 帕

拉西奧斯表示，衛生部應開始采取更嚴厲

的控制措施，讓衛生系統做好准備，以應

對確診病例的增加，而不是坐等感染人數

和住院人數突破紀錄。他批評說：“衛生

部已經失去了主動性和創造性”。

關于新冠疫苗接種，帕拉西奧斯認爲

，一些群體對疫苗接種的抵制以及對生物

安全法規的忽視，導致秘魯北部地區以及

Huánuco, Áncash和利馬的確診病例激增。

年輕人缺乏控制或致第三波疫情
在秘魯衛生部門的工作人員全力以赴

地控制疫情、遏制第三波疫情到來時，越

來越多的年輕人成群結隊的喝酒，在街上

參加聚會和打鬥，這只會使新冠病毒進一

步擴散。

Huancayo 地區 Daniel Alcides Carrión

醫院副院長維默· 帕雷德斯表示，盡管正

在推廣新冠疫苗接種，以使盡可能多的人

口接種疫苗並阻止第三波疫情，但許多年

輕人已經忘記了新冠病毒的存在，以及他

們生病和死亡的親屬。

帕雷德斯副院長遺憾地表示，人們沒

有將自我保護的文化內化，總是要政府部

門告訴他們應該做什麽或不應該做什麽，

以保護自己免受新冠病毒的影響。

載34人移民船只
穿越英吉利海峽時傾覆
綜合報導 據路透社報道，一艘載有34人的移民船只從法國穿越英

吉利海峽到英國時發生傾覆，事故已造成31人死亡，其中包括5名女子

和1名女童。路透社稱，這是有記錄以來穿越英吉利海峽喪生人數最多

的一次。

據報道，法國內政部長傑拉爾德· 達馬甯稱，船上有34人，其中

31人死亡，2人獲救，1人下落不明。“有兩名幸存者，但他們的生

命處于危險之中，正在遭受體溫過低的痛苦。”此外，達馬甯表示

，船上移民的國籍和身份尚不清楚，並稱4名與這起船只傾覆事件相關

聯的“蛇頭”已被捕。

法國總統馬克龍當天通過一份聲明表示，“法國不會讓英吉利海峽

成爲一座墳墓”。他呼籲歐盟各國加強對歐盟外部邊界的管理，並要求

在歐盟層面就移民問題召開緊急會議。

英國首相約翰遜在就此事召開緊急內閣會議後表示，他對發生在英

吉利海峽的這些死亡事件感到震驚和悲痛，會盡一切力量摧毀人口販子

和歹徒的“商業鏈”。他還說，英國必須與法國和歐洲夥伴合作，共同

努力打擊這些團夥。

局勢不斷升級 北約用“蟒蛇”戰術圍困白俄羅斯

綜合報導 難民危機正導致

白俄羅斯與鄰國接壤地區的軍

事緊張局勢不斷升級。據白俄

羅斯國家通訊社報道，該國武

裝力量總參謀長、國防部第一

副部長古列維奇當天表示，與

白接壤的北約國家正在增加它

們在邊境地區的軍隊力量，在

白俄羅斯周圍形成一條“不友

好國家帶”。

“上周，我們發現北約國

家爲部署軍事人員和裝備建設

了12個野戰營地，而今天它們的

營地數量已經增加到14個”，據

俄塔社報道，古列維奇周二在軍

方會議上表示，這些營地可以

容納數以萬計的軍人。他強調，

北約國家波蘭、立陶宛和拉脫維

亞正在其邊境地區增派軍隊，加

上烏克蘭對白俄羅斯的“挑釁行

爲”，根據衆所周知的美國“蟒

蛇卷”概念，北約正在白俄羅斯

周圍打造一條“不友好國家帶”

。古列維奇稱，北約對白俄羅

斯的施壓行爲還包括增加了沿

白邊境地區進行的偵察飛行次

數，“美國空軍正在積極熟悉

所謂的‘東歐戰區’，其飛機

最近的時候距離白邊界大約15

到20公裏”。此外，白總統盧

卡申科日前表示，白俄羅斯鄰

國在其邊境地區部署軍隊的數

量是明斯克的17倍。

當地時間2021年11月23日

，白俄羅斯-立陶宛邊境的普裏

瓦爾卡過境點。當地時間2021

年 11月 23日，白俄羅斯-立陶

宛邊境的普裏瓦爾卡過境點。

爲應對北約的軍事威脅，

白俄羅斯計劃加大作戰訓練強

度，繼續執行“防止突然襲擊”

的偵察任務。古列維奇稱，在各

種訓練和演習過程中，白俄羅

斯將研究在各個作戰方向上集

結部隊的問題，演練擊退侵略

的各種課目。俄聯邦安全會議

秘書帕特魯舍夫23日稱，俄白

將繼續對西方的挑釁行爲作出

合理反應。

引發白俄羅斯邊境地區緊

張局勢的難民危機仍未解決。

據新加坡《聯合早報》24日報

道，波蘭邊防部門周二表示，

約百名難民周一夜間試圖穿越

邊界圍欄進入波蘭，難民危機

最糟糕階段尚未結束。雖然盧

卡申科兩次和德國看守政府總

理默克爾舉行會談，俄總統普

京也和法國總統馬克龍就難民

問題進行商討，然而歐盟內部

在是否與白總統接觸的問題上分

歧很大。據法國國際廣播電台報

道，波蘭總理譴責默克爾與普京

以及盧卡申科舉行會談。歐盟周

二決定對白俄羅斯航空公司和參

與“販運”難民的國際公司實施

制裁。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

恩稱，將和英國、加拿大和美

國協調後實施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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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站式影音設計工程公司

花都影音休斯頓分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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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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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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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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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卡拉OK伴唱設備

GOGO 專業家庭卡拉OK
及專業舞台音响系統

 JBL娛樂系列獨家代理

高清遠程監控系統
高清專業夜視攝像頭
網絡遠程手機電腦回放

安防設備
背景音樂系統
分區音量控制
多重系統整合

智能音樂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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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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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音響燈光系統

擁有專業人才，提供酒吧、夜場、KTV包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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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專業工程管家服務

（綜合報導）美國新申請失業救濟金人數上週降至52年來
最低點，意味隨著供應短缺、高度通貨膨脹和疫情肆虐的一年
來到尾聲，經濟復甦正逐漸加速。

美國勞工部今天發布報告顯示，申請失業救濟金人數雖大
幅減少，但由於每年此時季節性波動大，以致數據調整困難，
因此反映出的情況較為誇大。儘管失業登記人數11月中旬已縮
減至2020年3月以來最低，美國勞動力市場依然緊縮；2020年
3月正是第一波COVID-19（2019冠狀病毒疾病）疫情來襲之
際。

根據報告，美國上週申請失業救濟金人數減少7萬1000人
至19萬9000人；持續請領失業救濟金人數下降6萬人至204萬
9000人；10月消費支出增加1.3%；第3季國內生產毛額（GDP
）上揚至2.1%。

路透社報導，其他數據顯示，美國10月消費者支出增幅超
乎預期，加上不含運輸類設備儀器的商業訂單成長，證實美國
經濟復甦力道強勁；此外，隨著出口激增，美國貨物貿易逆差
上月大幅縮小。

美國總統拜登為失業人數降低大感欣慰，他在聲明中說，

這代表 「歷史性的就業復甦」，以及 「有更多美國人重返工作
崗位，更多人口袋裡有錢」。

法新社報導，英國經濟研究機構牛津經濟公司（Oxford
Economics）經濟學家達科（Gregory Daco）表示，支出和收入
也回升到疫情前水準以上，部分原因是聯邦政府啟動龐大支出
措施。

不過，達科說，復甦進程尚未完成，針對服務業方面的支
出仍遠低於疫情前，由公部門轉向私部門驅動的支出成長也疲
弱不穩。

防範新變種 拜登下令禁南非等8國旅客入美

亞馬遜黑色星期五禍不單行
環團封鎖且員工罷工

（綜合報導）美國總統拜登今天下令，為防範在非洲南部
肆虐的COVID-19新型變種病毒株Omicron，29日起限制南非
等8國旅客入境美國。拜登呼籲民眾迅速接種追加劑，加強自
身保護力。

世界衛生組織（WHO）今天將在非洲南部出現的COV-
ID-19（2019冠狀病毒疾病）新變異株B.1.1.529列為 「高關注
變異株」（variants of concern），並將其命名為Omicron。

拜登雖在麻薩諸塞州與家人度過感恩節，但他今天仍聽取
白宮首席防疫專家佛奇（Anthony Fauci）就新病毒株進行簡報
。拜登隨後下令，29日起對來自南非等8國的非美籍旅客實施
旅遊限制，作為預防措施，直到外界對新病毒株有更多了解。

這8國包括南非、波札那 、辛巴威、納米比亞、賴索托、

史瓦帝尼、莫三比克與馬拉威。
世衛指出，南非11月24日向他們通報Omicron變異株，

此變異株具有大量變異，部分令人擔憂。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報導，Omicron變異株約有50個變異，在
刺突蛋白上有超過30個，科學家擔心此病毒株可能傳播力更高
或會降低疫苗效力。

拜登發布聲明強調，新變種的出現再次說明，除非全球接
種疫苗，否則這場疫情不會結束。他呼籲下週參與世界貿易組
織（WTO）部長會議的各國，能支持豁免COVID-19疫苗專
利，讓疫苗得以在全球製造。

拜登也呼籲已完整接種COVID-19疫苗的民眾，盡快施打
追加劑， 「這是加強自身保護力最好的方式」。他說，美國衛

生當局已批准18歲以上民眾施打追加劑，離第2劑須隔至少6
個月，全國有8萬個接種站。

拜登指出： 「（接種追加劑）安全、免費又方便。現在就
去施打追加劑，才能在假期期間獲得額外保護。」

拜登也向尚未打疫苗的民眾喊話，希望他們今天就去接種
疫苗。他說，美國引領全球，為5至11歲孩童施打COVID-19
疫苗，青少年疫苗接種工作也已進行數個月，但需要所有年齡
層中更多美國人拿出行動，取得這項 「救命保護」。

根據美國疾病管制暨預防中心（CDC）統計，美國完整接
種覆蓋率約達6成，其中近2成民眾已選擇施打追加劑。

美經濟復甦強勁美經濟復甦強勁
請領失業救濟金人數創請領失業救濟金人數創5252年最低年最低

（綜合報導）全球電子商務巨擘亞馬遜今年 「黑色星期五
」購物日在歐洲遭遇兩股示威浪潮。環保人士不滿宣揚過度消
費，發動封鎖15座倉庫；工會則號召物流員工和駕駛罷工抗議
低薪。

路透社報導，總部在美國西雅圖的亞馬遜（Amazon）一方
面面臨氣候運動人士批評過度消費傷害環境，另方面面臨一個
工會聯盟指責其支付的員工酬勞和繳交的稅金皆過低。

環保團體 「反抗滅絕」（Extinction Rebellion）在亞馬遜
於英國各地的13座倉庫發起封鎖行動，並表示： 「『黑色星期
五』（Black Friday）是沈迷過度消費的縮影，這無法讓地球繼
續適合人類居住。」

「黑色星期五」購物日的傳統源於美國，時間是在感恩節
隔天的週五，零售商家會推出折扣價促銷，今年落在11月26

日。亞馬遜則是在2010年將活動帶到英國。
「反抗滅絕」指出： 「亞馬遜這類企業利用我們對便利的

渴望來賺錢，並以犧牲自然世界來促使消費主義更猖獗。」
根據路透社記者在英格蘭東部蒂柏立（Tilbury）碼頭一座

亞馬遜倉庫的報導，示威者將倉庫入口封鎖，現場拉起布條寫
道 「黑色星期五剝削人們和地球」、 「亞馬遜犯罪」和 「無盡
成長、有盡地球」。

「反抗滅絕」表示，他們還封鎖了亞馬遜在德國和荷蘭的
倉庫，並指出亞馬遜的 「犯罪事項」包括從事的活動所釋放二
氧化碳數量，比一個中型國家還多，協助化石燃料企業發展。

另一方面，來自德國、法國和義大利等歐洲最主要經濟體
的工會組成名為 「讓亞馬遜付錢」（Make Amazon Pay）的聯
盟，號召亞馬遜的倉庫員工和貨運駕駛進行罷工，抗議亞馬遜

不公平的低薪和低稅。
在亞馬遜的美國以外最大市場德國，德國服務業工會

（Verdi）表示，萊茵貝格（Rheinberg）、科布倫茲（Koblenz
）和格拉本（Graben）的亞馬遜出貨中心合計約2500名員工參
與罷工。

法國主要工會之一法國總工會（CGT）同樣號召境內亞馬
遜員工加入罷工。 「讓亞馬遜付錢」聯盟還表示，義大利也有
亞馬遜員工罷工。

「讓亞馬遜付錢」在聲明中說： 「我們要求亞馬遜給付員
工公平酬勞及尊重加入工會權利、繳交公平份額稅金，並且承
諾促進真正的環境永續。」



 

10:00am 英語崇拜/國語崇拜/粵語主日學 

11:00am 國語主日學 

11:15am 粵語崇拜/英語主日學 

1:30 pm 中文學校(粵語,國語)(only during school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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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衛生組織稱贊柬埔寨抗疫成效

綜合報導 世界衛生組織駐柬埔寨代

表李愛蘭稱贊柬埔寨抗擊疫情成效，並

表示柬埔寨可作爲新冠肺炎風險管理和

重新開放經濟和社會的一個新模板。

根據柬埔寨衛生部通報，該國當天

新增報告40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新增

治愈出院37例，新增死亡5例，其中3

例未接種疫苗。新增確診病例中，34例

爲社區傳播感染病例，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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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6萬例，累

計死亡2896例。

柬埔寨此前正式頒布“與新冠病毒

共存”戰略，加快經濟重返過去高速增

長軌道。柬埔寨首相洪森強調，持續兩

年的疫情危機嚴重影響國家公共健康和

經濟社會活動，現在是全面重開國門、

全面恢複各行各業的最佳時期。

洪森說，我們要走出疫情危機，在

保護人民健康和生命安全的同時，也要

讓經濟重返過去高速增長軌道。盡管超

過八成人口完成疫苗接種，當前感染率

大幅下降，疫情已基本得到控制，但柬

埔寨疫情不可能“清零”。因此，柬埔

寨需要適應新常態，推動經濟從疫情中

複蘇。

李愛蘭認爲，由于新冠疫苗高接種

率，現在正是柬埔寨重新開放經濟社會

活動的最佳時期。與此同時，新冠疫苗

不是“萬靈丹”，盡管已完成接種疫苗

，民衆仍不能對疫情防控掉以輕心。

柬埔寨全面開放也促進經濟支柱産

業之一的旅遊業複蘇。柬埔寨旅遊部20

日消息稱，送水節假期第二天(19日)全

國出行遊客共 33.2 萬人次，較首日(18

日)增長152%。其中國內遊客32.8萬人

次，外國籍遊客4463人次。最受歡迎的

主要旅遊目的地分別是金邊市、暹粒省

、西哈努克省、貢不省、白馬省、菩薩

省等。

東電稱核汙水排海後輻射量不高

福島居民：不太相信

綜合報導 據日本共同社報道，日前，日本政

府在福島縣召開了關于核汙水的評議會。日本東京

電力公司此前稱，在核汙水排海的情況下，居民遭

受的年輻射量，遠低于普通人上限，對此結果，福

島當地政府等要求東電進行進一步說明。

據報道，當地時間20日，日本政府在福島縣

磐城市召開了關于東京電力公司福島第一核電站的

“反應堆報廢· 汙水· 處理水對策福島評議會”。福

島縣內地方政府首長和漁業相關團體的代表等出席

了會議並發表意見。

報道稱，東電模擬了核汙水所含放射性物質氚

等的活度和擴散情況，日前公布評估結果稱，遭受

輻射量最高的居民，包括漁業者及大量食用海産品

的人，年輻射量最多爲0.00031毫希，遠低于普通

人上限的1毫希，因此對人和海産品等的環境影響

“極其輕微”。

關于東電的說明，有意見表示，“人們不

太信任東電，希望能同時拿出第三方的評估”

，“希望向居民進行簡單易懂的說明”，也有

意見稱，“這到底是多麽保守的評估結果，希望

能反複進行說明”。

2011年3月11日，日本福島縣附近海域發生特

大地震。受此影響，福島第一核電站1至3號機組

堆芯熔毀，東電持續向1至3號機組安全殼內注水

以冷卻堆芯並回收汙水。

2021年4月13日，日本政府正式決定，將福島

核汙水經過濾並稀釋後排放入海，排放時間預計將

持續20年至30年，但此決定遭到福島縣居民以及

日本全國漁業工會聯合會等的強烈反對。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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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民
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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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據韓國國際廣播電

台(KBS)報道，韓國總統文在寅通

過KBS直播，時隔兩年與國民直

接對話。文在寅提到，任期內最感

遺憾的部分是房地産問題，認爲房

地産供給政策本應該更早實施。

據報道，在與國民對話中，文

在寅就最近新冠確診病例驟增的情

況表示，雖然按照新增確診病例有

可能達到1萬例的預測進行應對，

但是對危重患者快速增加的現象感

到擔憂。

文在寅還表示，目前已簽訂了

40萬人份新冠口服藥物的合同，

最晚2022年2月將運抵韓國。另外

，美國正爲5-11歲兒童接種疫苗，

若安全性得到證明，韓國也將降低

接種人群年齡。

此外，文在寅表示，任期內最

感遺憾的部分是房地産問題，他認

爲房地産供給政策本應該更早實施。

不過目前房地産價格已逐漸趨穩，

他將爭取在剩下的任期內繼續穩定

房價，不將問題留給下屆政府。

文在寅還就房地産超額利潤回

收制度表示，普通民衆的被剝奪感

很強，政府正在探討多項對策且已

向國會提交法案，將努力至最後一

刻。

泰國暹羅智庫舉辦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精神研討會
綜合報導 泰國暹羅智庫主辦的

「絲路之友俱樂部」活動——「中國之

路，未來百年：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泰

國學者研討會」日前以線上線下相結合

的方式在曼谷舉行。泰國前副總理、泰

中友好協會會長功· 塔帕朗西，暹羅智

庫主席、泰國正大管理學院副校長洪風

，泰國皇家學會院士瓦拉德及泰學界、

商界、僑界等約20位代表出席研討會

。中國駐泰使館公參楊欣、政黨工作參

贊彭非，中國社會科學院亞太與全球戰

略研究院副研究員周方冶應邀以視頻方

式與會。

楊欣重點介紹了中共十九屆六中全

會召開的重大意義、全會審議通過的

《中共中央關於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

和歷史經驗的決議》主要內容，回顧了

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人民百年奮鬥的光

輝歷程，特別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

新時代以來中國在政治、經濟、文化、

社會和生態文明建設等領域取得的歷史

性成就、發生的歷史性變革，以詳

實的數據深入淺出闡釋了「過去我

們為什麼能夠成功、未來我們怎樣

才能繼續成功」，並積極評價中泰

兩國在政治互信、經貿合作、抗擊疫

情等領域的合作成果。

功· 塔帕朗西表示，中共十九屆六

中全會的召開為全球政黨加強自身建設

提供了新思路。在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下

，中國打贏脫貧攻堅戰，全面建成小康

社會，中國人民的臉上時刻洋溢著自信

與幸福的笑容。希望「泰中一家親」的

傳統友誼永續傳承，兩國人民通過高質

量共建「一帶一路」實現可持續發展和

共同富裕。

洪風高度評價中國共產黨帶領中國

人民在解決絕對貧困、實現共同富裕、

探索現代化道路、傳承傳統文化等方面

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中國共產黨的百

年奮鬥深刻影響了世界歷史進程，為解

決人類發展問題貢獻了寶貴的中國智慧

、中國方案。

周方冶就中國共產黨百年奮鬥的世

界啟示意義及未來中泰合作面臨的機遇

與挑戰分享了看法。

泰中僑商聯合會主席鄺錦榮向研討會

致信祝賀，表示海外僑胞將緊跟偉大祖

國的前進步伐，積極參與「一帶一路」

建設，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

夢貢獻力量。

與會嘉賓會前集體收看了中共中央

對外聯絡部在北京舉辦的「中國共產黨

十九屆六中全會精神專題宣介會」，並

在研討會上圍繞全會精神、文化自信、

政黨先進性、後疫情時代中泰合作等議

題進行了研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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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地舉行第二次防控對接會議 港抗疫工作獲肯定

內地與香港疫情防控工作第

二次對接會議 25日在深圳麒麟山

莊舉行。香港特區政府政務司司長

李家超即晚返港後表示，主持會議的國

務院港澳辦副主任黃柳權肯定香港特區政府

的防疫抗疫工作，而內地專家亦認為香港已

具備基本免檢疫通關的條件，雙方同意按程序落實

正常通關細節。香港特區政府隨即宣布，實名制的

“香港健康碼”將於下月初上架，並會配合“安心出

行”應用程式使用，以便與“粵康碼”對接，同時香

港特區政府正研究機組人員等高暴露風險人員，病毒

檢測加密至兩日一檢。正常通關也將設有配額制度，

以及“熔斷機制”，但細節有待釐訂。正常通關的曙

光漸露，經常需要往返兩地的港商表示歡迎。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內地與香港疫情防控工作第二次對接會議內地與香港疫情防控工作第二次對接會議2525日在深圳舉行日在深圳舉行。。圖為香港政務司司長李家超等官員齊掃圖為香港政務司司長李家超等官員齊掃““安心出行安心出行””進入政府總進入政府總
部西翼向傳媒通報對接會議內容部西翼向傳媒通報對接會議內容。。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25
日新增6宗新冠肺炎輸入個案，已連續48
天本地“清零”。不過，香港衞生防護中
心指出，早前發生感染個案的富豪機場酒
店，兩名確診患者的病毒基因排序相似，
均帶有非洲發現的最新型變種病毒
“B.1.1.529”，全球只有非洲博茨瓦納、
南非及香港三地發現過。富豪機場酒店12
名住客已被送往竹篙灣隔離檢疫。有研究
指該病毒更易傳播，更會令疫苗失效。

在富豪機場酒店檢疫期間確診的36歲
男子及62歲男子，分別居於該酒店5112號
及5111號房間，早前調查顯示自南非抵港

的36歲患者，使用氣閥口罩而釋出病毒感
染62歲男子。衞生防護中心25日指出，據
香港大學全基因組測序分析結果，進一步
確認兩宗個案的病毒基因排序極相似，病
毒株譜系“B.1.1.529”，與南非及博茨瓦
納發現的排序相似，世衞組織已將此譜系
指定為正開展進一步監測的病毒株，中心
會密切監察最新發展。

B.1.1.529或會命名為“Nu”變異病毒
株，香港是繼非洲及南非後第三個發現該變
異病毒株的地區。英國倫敦帝國學院的病毒
學家早前表示，該病毒可能較Delta更具傳
染性，可能可抵禦疫苗產生的中和抗體。

兩輸入個案驗出最新變種病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港特區政府正積極

為正常通關作好準備，如何避免疫情反彈是關鍵。香
港城市大學團隊近日開發出全新數學模型，能更準確
量化“限聚令”等防疫措施的成效，而數據顯示就算
限聚令進一步收緊，都不足以阻止疫情以倍數增長，
反而提升高“風險群組”追蹤與檢測的效率，再配合
防疫措施會更為奏效。專家建議，正常通關後各地旅
客必須接受應用程式的追蹤，按風險做額外或更頻繁
的檢測；高風險場所一旦有人中招，應用程式盡早判
斷出應檢測的“高危人士”，故“安心出行”未來應
覆蓋旅客，加強個人風險評估。

通過“安心”加強個人風險評估
香港城大生物醫學系助理教授阮相宇領導的團

隊首次將“延遲確診”作為變量因素納入數學模
型，並收集了衞生防護中心在去年“第三波”新冠

疫情時的數據，發現“延遲
確診”的百分比是追蹤和檢
測系統效能的關鍵指標。
所謂“延遲確診”是指患
者出現症狀和確診之間的
時間。由於有流行病學關連
的個案，能更有效地被追蹤
和隔離，從而減少疫情擴
散，加上實施社交隔離措
施，有助抑制疫情爆發。

新模型發現，就算“限聚令”進一步收緊，都
不足以阻止疫情以倍數增長。阮相宇建議，旅客應
在入境後接受應用程式追蹤，按風險做額外或更頻
繁的檢測；餐廳或健身中心等出現感染機會更大，
若有確診病例，應用程式應該盡早判斷哪些市民屬
於需要接受檢測的“高危人士”。

城大數模揭示：加強追蹤更高效

●城大生物醫學系
助理教授阮相宇。

內地與香港疫情防控工作第二次對接會由國務
院港澳辦副主任黃柳權主持，香港特區政府

政務司司長李家超率領香港特別行政區代表出席。
國務院港澳辦、國家衞健委、海關總署、移民局、
民航局、香港中聯辦及廣東省、香港特區政府有關
部門參與了會議。

傍晚從深圳返港的李家超形容，今次會議積
極正面，對正常通關確立良好進展，又引述黃柳權
副主任會上讚揚香港特區政府自9月26日舉行首次
對接會議後，已強化不少防疫措施，又對香港以清
零為目標，以及外防輸入和內防反彈的工作予以肯
定，而內地專家團會上亦匯報日前在香港的考察情
況，並提供意見。

雙方深入討論，內地專家認為香港已具備基
本免檢疫通關條件，雙方同意就措施及落實計劃細
節提交報告，並再按需要交流意見，以盡快推進有
序恢復正常通關的目標。

實名制“港康碼”對接“粵康碼”
李家超指出，香港特區政府已進入全面落實

準備正常通關的階段，已要求食物及衞生局立即跟
進專家提供的意見，強化管理高暴露風險人士，以
及要求創新及科技局下周公布香港健康碼細節，而
兩地並同意成立專班，重點研究兩地健康碼的對接
和轉碼問題，以及口岸管理和聯防聯控機制等。

香港創科局局長薛永恒指出，“港康碼”已
完成研發，預期下月初上架供市民下載及學習使

用，下周將有詳細介紹，而香港過去一段時間與內
地專家緊密合作，未來亦會組織專責小組，為“港
康碼”與“粵康碼”對接作好準備。

李家超則表示，“港康碼”將會使用實名
制，初步構思會配合“安心出行”應用程式使用，
以記錄相關人士在過去一段時間的行蹤。

研機場高風險人員採兩日一檢
香港食衞局局長陳肇始表示，本地疫情雖然穩

定，但變種病毒肆虐及威脅下不能鬆懈，須守好國
家南大門，確保不會因正常通關為國家帶來額外公
共衞生風險，而香港過往數月已落實部分防控措
施，當中機場已分隔內地及外地航班，並正研究強
化高暴露風險人員的管理和檢測頻次，包括加密至
兩日一檢。

她強調會按疫情發展調整措施，目標是與內
地恢復正常通關後若出現本地個案，有能力及最快
速度做到防感染及防反彈，並會成立專家小組，個
案追蹤辦公室已與內地有關部門取得聯繫，全面加
強與內地訊息共享。

至於具體通關時間及配額問題，李家超表示
會適時公布，香港特區政府並向內地反映通關初期
採取配額制，以有序、按實際情況及風險可控方式
推進，確保口岸做好分配等工作，至於配額制的實
際運用、操作以及數目等則仍在商討中。

他又表示兩地有共識，將有可操作、清晰標
準的熔斷機制，有關細節亦正進行商討。

��

商家倡通關名額每日最少兩千

●●內地專家認為香港已具備基本通關條件內地專家認為香港已具備基本通關條件，，雙方同意落實細節盡快推進通關雙方同意落實細節盡快推進通關。。圖為圖為““封封
關關””前港人等候邊檢前往內地前港人等候邊檢前往內地。。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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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營珠寶生產及出口的卓先生於番禺設廠，但疫情下難以到
內地處理業務，而他亦希望正常通關初期有較多名額，“最少二
三千個名額先夠，廣東省有兩萬多個港商，加埋恩恤可到內地
的巿民相信有三萬至五萬人，如果名額太少就不夠用。”

卓先生最關心配額制如何運作，是否先到先得還是要
審核申請，“如何界定需要到內地的商務人士，希望不要出現混亂，應
該優先給予有設廠的廠家，因為很多業務也要親自處理，包括睇設計
樣本等，要攞上手睇，不能用視頻，而年尾將至，亦希望到內地廠
房見工人，否則會影響士氣。”

香港經貿商會會長李秀恒則認為，正常通關不應只限
於廣東省，“除了廠家在廣東省設廠外，商界有很多要
到北京及上海洽談生意，可考慮這三地優先免檢疫
通關。”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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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問題絕不妥協
美方勿抱任何幻想

國
防
部
：

發展兩軍關係原則：主權、尊嚴和核心利益不容侵犯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及新華社報道，

中國國防部25日舉行例行記者會，新聞發言人吳

謙表示，中方重視發展中美兩軍關係，願與美方

保持交流合作。他也指出，中方對發展中美兩軍

關係是有原則的，那就是中方的主權、尊嚴和核

心利益不容侵犯。

有記者問，11月16日，習近平主席和美國總統拜登舉行視
頻會晤，就中美關係和雙方共同關心的問題深入交換意

見，達成了重要共識。習主席指出，中美在包括兩軍在內的諸
多領域存在廣泛共同利益，應該互通有無、取長補短，做大中
美合作的“蛋糕”。在此大背景下，中方對發展中美兩軍關係
有何期許？

保持兩軍關係穩定發展符兩國利益
吳謙表示，11月16日，習近平主席同美國總統拜登舉行視

頻會晤。這是中美關係和國際關係中的一件大事，是兩國元首
在關鍵時刻對中美關係的又一次把舵引航，為今後兩國兩軍關
係發展指明了前進方向，注入了新的動力。

吳謙說，中美兩軍關係是兩國關係的重要組成部分，保持
兩軍關係健康穩定發展符合兩國共同利益，也符合國際社會的
共同期待。中方重視發展兩軍關係，願與美方保持交流合作。
但一段時間以來，美方在台灣、南海、艦機抵近偵察等方面講
了很多不負責任的話，做了不少挑釁性的事，對此中方理所當
然要進行針鋒相對的堅決鬥爭。

“我們多次講過，中方對發展兩軍關係是有原則的，那就
是中方的主權、尊嚴和核心利益不容侵犯。特別在台灣問題
上，中方沒有任何妥協的空間，美方不應抱有任何幻想。”吳
謙說。

“習主席深刻指出，未來50年，國際關係中最重要的事情
是中美必須找到正確的相處之道。”吳謙表示，中國軍隊願與
美方共同努力，以實際行動落實兩國元首會晤精神，堅持相互
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贏的原則，着眼長遠，立足當下，加
強溝通，管控分歧，開展合作，推動中美兩軍關係健康穩定地
向前發展，造福中美兩國人民和世界各國人民。

促美立即停止提升美台實質關係
另據美國國務院網站消息，22日，美國副國務卿費爾南德

斯線上出席了第二屆“美台經濟繁榮夥伴關係對話”。雙方認
為對話是深化美台經濟合作的契機。“美國在台協會”稱，雙
方計劃於2022年召開數字經濟論壇及首場實體科技會議。中國
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25日的記者會上說，“中方對此表示強
烈不滿和堅決反對。”

他說，中方一貫堅決反對建交國以任何藉口、任何形式同
台灣當局開展官方往來。美方應切實恪守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
三個聯合公報規定，立即停止提升美台實質關係，停止與台進
行任何形式的官方交往與接觸，停止向“台獨”勢力發出任何
錯誤信號。“我們也要正告台灣當局，任何挾洋自重、‘倚美
謀獨’、破壞兩岸關係的圖謀注定不會得逞。”

針對美國國務院近日公布的“領導人民主峰會”受邀名單
包括台灣一事，趙立堅24日在例行記者會上答問時表示，中方
堅決反對美方邀請台灣當局參加所謂“領導人民主峰會”，嚴
正敦促美方停止向“台獨”勢力提供任何講台，停止為“台
獨”勢力張目。

趙立堅說，中方堅決反對美方邀請台灣當局參加所謂“領
導人民主峰會”。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
是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
部分，一個中國原則是公認的國際關係準則。台灣除了作為中
國的一部分，沒有別的國際法地位。“我們嚴正敦促美方恪守
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規定，停止向‘台獨’勢力
提供任何講台，停止為‘台獨’勢力張目。為‘台獨’勢力搭
台，只會讓自己下不來台。與‘台獨’一起玩火，終將引火燒
身。”

至於“領導人民主峰會”，趙立堅說，中方已多次表明立
場。他說，民主是全人類共同價值，不是少數國家的專利。美方
所作所為恰恰證明，民主只不過是一個幌子，是美方拿來推進其
地緣戰略目標、打壓他國、分裂世界、服務自身維霸私利的工
具。美方披着民主外衣推行集團政治、挑動陣營對抗之舉，是
冷戰思維的再現，受到國際社會有識之士的普遍質疑和反對。

美列12家中企入“實體清單”外交部：中方保留反制權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朱燁北京報道）

日前，美國商務部工業與安全局宣布將12家
中企列入“實體清單”。對此，中國外交部
和商務部均在25日作出回應。外交部發言人
趙立堅指出，美國可以說是已經到了歇斯底
里不擇手段的地步。中方保留對美方採取必
要反制措施的權利，將採取一切必要措施，
堅決維護中國企業的合法權益。商務部發言
人束玨婷表示，中方表示強烈抗議，將向美
方進行嚴正交涉。

近年來，美國頻頻以“危害國家安全”為
由打擊中國企業。早在今年4月，美國就曾將
7個中國超級計算機實體列入“清單”。今年
7月，美國商務部將23家中國實體列入出口管
制“實體清單”。

美國當地時間11月24日，美國商務部
工業和安全局 （BIS）以“從事違反美國國
家安全或外交政策利益的活動”為由將27個
實體和個人加入到“實體清單”，其中12家

是中企，兩家關聯公司位於日本和新加坡，
此外還涉及俄羅斯、巴基斯坦相關企業。

美國商務部宣稱，這些實體和個人被列
入的原因包括支持中國軍事量子計算應用，
支持巴基斯坦核與導彈的擴散，以及支持俄
羅斯軍方。

美國商務部指出，為了防止美國新興技
術被用於中國量子計算工作，以支持中國的
反隱形和反潛應用，以及破解密碼或開發高
端加密應用，8個位於中國的技術實體被添
加到制裁名單中。美方聲稱這些中國企業購
買或者試圖購買美國原產項目，以支持中國
軍事現代化。

包括多家知名半導體企業
據悉，此次被納入“實體清單”的12家

中方企業包括了多家知名半導體企業，如國
科微、新華三半導體技術、嘉兆科技（深
圳）、杭州中科微電子、蘇州雲芯微電子

等。
對此，趙立堅回應指出，美方屢屢泛化國

家安全概念，濫用國家力量，無理打壓中國企
業，這嚴重損害了中國企業利益，肆意破壞了
國際經貿秩序和自由貿易規則，嚴重威脅了全
球產業鏈供應鏈。
趙立堅強調，美國可以說是已經到了歇

斯底里不擇手段的地步。中方堅決反對美方
上述舉措，要求美方立即糾正錯誤，中方保
留對美方採取必要反制措施的權利，將採取
一切必要措施，堅決維護中國企業的合法權
益。
中國商務部發言人束玨婷也在24日回應

稱，美國商務部出台新的制裁清單，不符合中
美兩國元首共識，不利於中美兩國，不利於全
球產業鏈供應鏈安全和世界經濟復甦。她指出，
美方泛化國家安全概念，隨意出台制裁措施，
嚴重缺乏事實依據，程序非常不透明，中方表
示強烈抗議，將向美方進行嚴正交涉。

世界上搞各種脅迫最多國家正是美國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針對美

國官員日前發表涉華消極言論，中國外交
部發言人趙立堅25日表示，世界上搞“經
濟脅迫”“軍事脅迫”“人質脅迫”等各
種脅迫最多的國家正是美國，他正告美方
個別政客，在國際上搞小圈子、歪曲事實
誣衊中國，任何時候都不會成功。

當日例行記者會上，有記者問：據報
道，23日，美國副國務卿費爾南德斯就第
二屆“美台經濟繁榮夥伴關係對話”成果
接受採訪稱，美台將創造私營部門接觸，

確保雙方受益於深化經濟聯繫。美向台闡
明了應對中國經濟脅迫的舉措，包括向立
陶宛、澳洲等被脅迫國家提供道義支持，
並在中國取消向相關國家提供出口信貸時
取而代之。美堅信華為技術不安全，因為
它依賴和受制於中國政府，已經與其他國
家討論華為技術帶來的風險及替代方案。
中方對此有何評論？

趙立堅說，中方堅決反對美方以任何形
式同台灣當局開展官方往來，已向美方提出
嚴正交涉。美國個別人士應立即停止發表不

負責任的言論，停止向“台獨”分裂勢力發
出錯誤信號。
“我注意到美方個別官員又拋出一些陳

詞濫調。”趙立堅指出，美國泛化國家安全
概念，濫用國家力量，甚至通過編造謊言等
手段肆意打壓別國企業，手段層出不窮。世
界上搞“經濟脅迫”“軍事脅迫”“人質脅
迫”等各種脅迫最多的國家正是美國。脅迫
的帽子扣不到中方頭上。“我們正告美方個
別政客，在國際上搞小圈子、歪曲事實誣衊
中國，任何時候都不會成功。”

台灣是中國一部分 何來“國防報告書”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台灣

是中國的一部分，哪裏來的什麼‘國防報告
書’！”在25日的中國國防部例行記者會
上，新聞發言人吳謙指出，搞對抗沒有出
路，“以武謀獨”更是死路一條。祖國統一
不可阻擋，螳臂當車不自量力。

有記者問，據報道，台防務部門近
期發布年度“國防報告書”，渲染大陸
對台軍事準備，聲稱將打造“堅實、強

韌”防衛戰力，以達成固守目標。台防
務部門負責人還叫囂有能力抗衡大陸，鼓
動台軍官兵死戰到底。請問發言人有何評
論？

吳謙指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哪裏
來的什麼“國防報告書”！一段時間以來，
民進黨當局謀取政治私利煽動兩岸對立，肆
意勾連外部勢力，頑固進行謀“獨”挑釁，
這些倒行逆施嚴重損害台灣同胞福祉，嚴重

破壞台海地區和平穩定，必將遭到人民的唾
棄和歷史的審判。
“我們正告民進黨當局：搞對抗沒

有出路，‘以武謀獨’更是死路一條。
祖國統一不可阻擋，螳臂當車不自量
力。”吳謙表示，中國人民解放軍全時
待戰、隨時能戰，將以雷霆之勢挫敗任
何“台獨”分裂圖謀，堅決捍衛國家主
權和領土完整。

●●吳謙說吳謙說，，一一
段時間以來段時間以來，，
美方在台灣美方在台灣、、
南海南海、、艦機抵艦機抵
近偵察等方面近偵察等方面
講了很多不負講了很多不負
責任的話責任的話，，做做
了不少挑釁性了不少挑釁性
的事的事，，對此中對此中
方理所當然要方理所當然要
進行針鋒相對進行針鋒相對
的堅決鬥爭的堅決鬥爭。。
圖為東部戰區圖為東部戰區
海軍某驅逐艦海軍某驅逐艦
支隊早前在東支隊早前在東
海某海域組織海某海域組織
實戰化訓練實戰化訓練。。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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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社新聞

綜合經濟

感恩有你，子天訪談錄碩果累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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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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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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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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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is-
souri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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藝復興節特邀嘉賓北美亞州國際大舞台總導演陳蓮紅文藝復興節特邀嘉賓北美亞州國際大舞台總導演陳蓮紅。。

人民幣匯率走勢平穩有支撐
與美元出現同漲局面

近日，人民幣彙率與美元指數呈現

“雙強”格局。11月16日，在岸人民幣

升破6.37關口，創6月1日以來新高。與

此同時，美元指數也站上95點。在近期

美元持續走強的背景下，三大人民幣彙

率指數不降反升，表現強勁。

專家預計，短期美元指數有望繼續

保持強勢，而臨近年末，在強勁出口的

支撐下，人民幣結彙需求旺盛，人民幣

彙率也有望維持強勢表現。

人民幣與美元出現同漲局面
受美國10月CPI同比增幅顯著超預

期的影響，美元指數連續走強，創下

2020年7月以來的最高水平。

人民幣也表現強勢。中國外彙交易

中心發布的數據顯示，截至11月12日，

CFETS 人民幣彙率指數爲 101.08，創

2015年12月以來新高，按周漲0.25；BIS

貨幣籃子人民幣彙率指數報105.25，按

周漲0.1；SDR貨幣籃子人民幣彙率指數

報 99.49， 按 周 漲 0.28。 今 年 以 來 ，

CFETS人民幣彙率指數累計漲幅超過6%

。

“近期美國通脹大幅衝高，貨幣政

策收緊預期升溫。與此同時，11月英國

央行推遲加息，歐洲央行行長重申明年

不會加息，市場對英國和歐元區收緊貨

幣政策的預期在降溫。”東方金誠首席

宏觀分析師王青表示，大西洋兩岸貨幣

政策的最新動向，是牽動近期美元指數

走高的主要原因。

在美元指數上揚的背景下，人民幣

兌美元彙價未現同步貶值，反而有所升

值，這直接推動三大人民幣彙率指數更

大幅度上行。王青認爲，近期人民幣強

勢運行背後有兩個支撐因素：一是進入

四季度，我國出口保持強勁，出口企業

換彙需求推高人民幣彙價，市場情緒也

更加傾向做多人民幣；二是11月16日中

美元首舉行視頻會晤。本次會晤增加了

國際社會對中美關系的正面預期，也成

爲推動人民幣彙價在美元衝高期間出現

一波強勁走勢的重要原因。

中國郵政儲蓄銀行研究員婁飛鵬則認

爲，美國經濟基本面總體好于歐洲和日

本，且貨幣政策收緊早于歐洲、日本，

從經濟基本面和政策面支撐美元指數走

高。中國經濟持續穩定恢複，出口同比

持續較高，從經濟基本面爲人民幣彙率

提供支持；貨幣政策保持連續穩定，從

政策面爲人民幣彙率提供支持。

人民幣彙率雙向波動是常態
人民幣與美元同漲的局面是否會

持續？業內人士認爲，這取決于兩者

背後的支撐因素。人民幣強勢背後的

關鍵因素是出口。在全球疫情下，極

具韌性的中國供應鏈支撐了出口。此

外，源源不斷的資金流入中國，且中國

企業的境內美元存款突破1萬億美元大

關，也平抑了人民幣的波動，一旦人民

幣有所貶值，企業就會趁機結彙，又會

推升人民幣。

近期美元強勢，主要源于美國通脹

超預期並帶動經濟名義增長和加息預期

強化。在加息預期提前的情緒影響下，

短期美元指數有望繼續保持強勢。光大

銀行金融市場部宏觀研究員周茂華預

計，未來美元指數中樞將繼續擡升，

這主要是因爲美元流動性環境或美國金

融環境中期趨向“收”的方向，也就是

美聯儲政策正常化周期啓動，相當于在

回收全球經濟體系中的美元流動性；同

時，美國相對于歐洲等其他發達經濟體

複蘇相對提前，基本面與政策面也將利

好美元。

對于未來走勢，王青判斷，在年

底前甚至到明年上半年，我國出口勢

頭不會明顯減弱，出口企業換彙需求

將繼續對人民幣彙價形成支撐；中美

元首視頻會晤後，系列具體安排逐步

落地也會對人民幣彙率形成上行牽引

。因此，短期內人民幣彙率將大概率

延續強勢勢頭。

“展望2022年，中美經濟增速差有

可能階段性收窄，美聯儲收緊貨幣政策

的方向比較確定，而國內貨幣政策將

繼續堅持靈活精准、合理適度基調，

不排除邊際向寬的可能。由此，未來

人民幣持續走出單邊升值行情的可能

性不大，將大概率回歸雙向波動格局

。”王青說。

周茂華也認爲，人民幣將繼續在合

理均衡水平附近運行，雙向波動常態

化。首先，經濟基本面與政策面穩字當

頭。經濟有望運行在合理區間，貨幣政

策延續穩健基調；其次，國際收支基本

平衡，跨境資本雙向流動理性有序；再

次，美元未來動能溫和。美國仍有超過

400萬就業崗位尚未回補，疫情未得到

完全控制，美國政策正常化進程偏緩慢

。值得關注的是，目前全球防疫、經濟

複蘇和通脹前景不夠清晰，各國複蘇不

平衡，政策分化引發投資者分歧，市場

波動較爲劇烈。

更多市場主體傾向使用人民幣
爲規避彙率風險，更多市場主體傾

向在跨境貿易投資中選擇使用人民幣。

中國人民銀行近期發布的《2021年人民

幣國際化報告》顯示，經常項目和直接

投資等與實體經濟相關的跨境人民幣結

算量較快增長，大宗商品等重要領域及

東盟等地區使用人民幣進一步增加。

據統計，今年上半年，銀行代客人

民幣跨境收付金額合計爲17.57萬億元，

同比增長38.7%。據環球銀行金融電信

協會發布的數據顯示，今年6月，在主

要國際支付貨幣中人民幣排在第五位。

“通常來說，出口企業都會更多使

用強勢貨幣進行貿易結算。今年人民幣

對一籃子貨幣指數上漲，意味著人民幣

對大多數貨幣升值。海外企業對華出口

過程中收取人民幣，不但規避了彙兌損

失風險，兌換成本國貨幣後，還會産生

一定幅度的彙兌收益，增厚利潤。”王

青認爲。

在周茂華看來，這反映出全球投資

者對中國經濟長期看好，人民幣成爲全

球最穩定貨幣之一。越來越多外貿企業

在簽訂明年外貿合同時，都加大了人民

幣結算比重。

境內外企業使用人民幣積極性提高

，也是人民幣國際化紮實邁進的重要體

現。央行表示，下一階段，將堅持市場

驅動和企業自主選擇，進一步完善人民

幣跨境使用的政策支持體系和基礎設施

安排，推動金融市場雙向開放，發展離

岸人民幣市場，爲市場主體使用人民幣

營造更加便利的環境，同時進一步健全

跨境資金流動的審慎管理框架，守住不

發生系統性風險的底線。

2021中新金融峰會開幕 簽約項目金額1011億元
綜合報導 2021中新(重慶)戰略性互聯互通示範

項目金融峰會(以下簡稱2021中新金融峰會)23日在

重慶和新加坡同步開幕，共簽約重點項目85個、

合同金額1011億元(人民幣，下同)。

中新(重慶)戰略性互聯互通示範項目(簡稱中新

互聯互通項目)是中國與新加坡第三個政府間合作

項目，以重慶爲項目運營中心。其實施6年來，推

動金融服務、航空産業、交通物流、信息通信及教

育、醫療、旅遊等領域一批項目落地，已逐步成爲

中新兩國共建“一帶一路”新名片。

2021中新金融峰會以“深化中國—東盟金融合

作· 共創互聯互通新格局”爲主題，采用線上線下

相結合、以線上爲主的方式舉辦。

與往年相比，本次簽約項目涉及範圍更廣，涵

蓋中新金融重點項目合作、政銀戰略合作、金融機

構與實體企業落地、金融業務模式創新及跨境金融

服務等多個維度。值得一提的是，簽約項目中涉及

金融機構、實體企業落地項目31個、合同金額173

億元，較2020年12個機構落地項目有較大增長。

新加坡通訊及新聞部部長兼內政部第二部長楊

莉明在視頻致辭中說，今年正值中國—東盟建立對

話關系三十周年，雙方將繼續推動在中新互聯互通

項目下的合作，例如跨境融資、貿易數字化以及綠

色融資，她也非常欣喜地看到，很多金融機構和企

業正在抓住中新互聯互通項目創造的合作機會，期

待雙方在金融等領域的合作持續走深走實。

中國商務部副部長任鴻斌提出三點建議。一是

深化綠色金融領域的合作，探索建立支持綠色低碳

行業轉型的金融服務體系，助力各方共同實現碳達

峰碳中和的目標。二是深化跨境供應鏈金融合作，

以《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系協定》生效爲契機，加

強金融結算、跨境投融資等供應鏈金融合作，提升

貿易結算數字化水平，促進中國與東盟國家産業鏈

、供應鏈深度融合發展。三是深化區域金融基礎設

施建設，增強項目輻射效應，提升對中小企業和個

人金融服務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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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CC萬通貸款

★ 房地美和房利美核準的直接賣家；

★ 可內部審核，直接放款；

★ 放款額度從10萬到500萬；

★ 專精大額、出租，1-4 units， 套現，低利率；

★ 出租屋現金流貸款計劃；

★ 一條龍服務，最快10個工作日完成；

★ 加州十個分公司, 全美26州提供租賃屋

     現金流貸款計劃；

★ 德州兩個分公司：休斯頓、達拉斯

★ 奧斯丁即將開業！

GMCC 分公司地址：52 Sugar Creek Center Blvd #350, Sugar Land, TX 77478

Email address: info@gmccloan.com

   聯系電話：832-982-0868

www.gmccloan.com

IS EXPANDING

Arkansas
California
Colorado
Connecticut
Washington 
DC 
Florida
Georgia
Hawaii
Illinois

Indiana
Kansas
Kentucky
Maine
Maryland
Missouri
Montana
New 
Hampshire
New York

Ohio
Oklahoma
South 
Carolina
Texas
Virginia
Washington
Wisconsin
Wyoming

• No employment information needed
• No tax return information
• Only rental cash flow (can be negative). 1-4 units, 

5+ possible by exception
• Purchase, Cash-out, Refinance

Rental Cash Flow Mortgage 
Programs (DSCR)  covered in 26 
States:

•
•
•
•
•

Anne Sung 的支持者
州議員吳元之(Rep. Gene Wu)˙陳綺玲 (Debbie Chen)   

黃登陸(Peter Huang)˙李成純如(Alice Lee)˙施慧倫博士(Dr. Helen Shih)

懇請您共同支持

     

     資歷

˙ 畢業於Bellaire 高中，哈佛大學學士和碩士學位（物理學和公 
     共政策管理）
˙ 唯一具有課堂教學經驗和教育政策專業的校董
˙ 自2016年以來，HISD經驗最豐富和唯一的亞太校董
˙ Houston Chronicle 背書候選人

     政策

˙ 恢復COVID後正常教學，積極科學防疫
˙ 有效管理學區經費和效果評估
˙ 增加具有挑戰性的課程和師資力量
˙ 提供大學和職業所需的21世紀技能

    另外一名候選人

˙ 沒有任何教育背景和公共政策管理經驗
˙ 拒絕遵從科學和COVID防疫衛生，抵觸帶口罩和疫苗
˙ 宣揚教師帶槍入校，無視校區安全

支持Anne Sung和公共教育，請加入志愿者行列：https://www.anne4hisd.com/

Paid for by Anne Sung for HISD | Paula Arnold, Treasurer 

Anne Sung 尋求連任 
                      HISD 第七區的理事

提前投票：11月29日 - 12月7日
選舉日（最後投票）12月11日
投票地點：請見 Harrisvote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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