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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範新變種防範新變種 拜登下令禁南非等拜登下令禁南非等88國旅客入美國旅客入美
（中央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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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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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mi-
cr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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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thon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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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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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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was with State
Representative Hubert
Vo, City Councilwoman
Tiffany Thomas and IMD
Board Member Stephen
Le Sr. to host the opening
ceremony for installing
the “Little Saigon” sign
in the International District.

Since 1975, after the
Vietnam war, millions of
refugees moved to
America and Texas
became the second
largest state in the U.S.
They came over here and
many of them started their
new lives and became
very successful politicians
and businessmen. This
also represented many

American success stories
and immigration legends.

Houston, Texas is an
immigrants’ city. Almost
twenty years ago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Hubert
Vo, we went door to door
and got a petition signed
by area business people
and submitted it to form
the International District
bill in the Texa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One
year later our dream
came true. We would now
be able to manage a
thirteen square mile area
in Southwest Houston to
improve this area with a
budget of more than 1.5
million dollars annually.

Today the International
District has become one
of the success stories in
the city of Houston. More
and more residents and
businesses have moved
here and made the district
their home.

We are so happy the
“Little Saigon” sign is
up to represent our
diversity and our part of
America’s immigrant
culture.

We need to live in our
community with harmony
and never forget our roots.

1111//2727//20212021

““Little SaigonLittle Saigon”” Sign Is UpSign Is Up
In IMDIn IMD

上週末我和德州州議員哈伯武
市議員湯姆斯及社區人員一起參加
了國際區越文路牌之揭幕式，為
我們族裔和諧，社區發展走向前
一步。

回顧一九七五年中 美軍決定
撤出越南，成千上萬的越南難民
移居美國，其中尤其是德州為越
裔集聚的第二大州，多年來這些
曾經在海上吃盡苦頭的難民從零開
始，創建了美國移民史上的傳奇
。

早在十多年前 ，越裔州議員
哈伯武和社區人士共同推動設立休
斯敦國際區，經過我們到處走訪
商家簽署支持，終於在德州議會

通過成案正式成立國際區，並在
政府稅收中，每年撥款約一百五十
萬元來治理佔地十三英里西南市
區，多年來，我們得到社區之廣
泛支持，國際區如今已成為休斯
敦市経濟文化之示範區。

今天我們打開市地圖， 許多
大商場商家都是由華越裔人士拼搏
多年的成就，尤其是在國際區之
香港、越華超市，更是其中之典
範。

越文路標為我們增加了族群文
化之色彩，今後我們要增設拉丁
文之標示，我們深信，雖然來自
不同國家，但是我們還是不忘自
己的根。

國際區越文路牌揭幕國際區越文路牌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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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道】世界衛生組織網站最新數據顯示，截至歐洲中部時間26日18時21分，全球確診
病例較前一日增加611528例，達到259502031例；死亡病例增加7881例，達到5183003例。

26日，世界衛生組織召開緊急會議，將最新發現的變異新冠病毒B.1.1.529列為“需要關注”
的變異毒株，並用希臘字母“奧密克戎(Omicron)”為該新型變異新冠病毒命名。

世衛組織在一份聲明中說：“這一變異毒株有大量突變，其中一些突變令人擔憂。”初步證
據顯示，與之前其他“需要關注”的變異毒株相比，B.1.1.529毒株可能導致人們二次感染新冠的
風險增加，這看起來也與目前南非各地感染B.1.1.529毒株的病例數有所增加相符。
世界貿易組織27日凌晨宣布，原計劃於11月30日至12月3日在瑞士日內瓦舉行的第12屆部長級
會議將推遲舉行，新的會議日期目前仍不確定。

世貿組織在一份公告中說，由於新近發現的新型變異新冠病毒導致多國政府採取航空限制措
施，許多國家的代表將無法抵達日內瓦參會。
美洲：新冠病毒新變種引恐慌 美國股市三大指數暴跌

據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最新統計數據顯示，美國累計新冠確診病例48175854例，累計死亡
病例776321例。

美國股市投資者擔憂新型變異新冠病毒的出現將破壞全球經濟復甦的進程，在26日的交易時
段瘋狂拋售，導緻美國股市三大指數暴跌，其中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收盤時跌逾900點，創今年
以來的單日最大跌幅。

為防範新冠病毒新變種的傳播，美國白宮於當日宣布，即日起對來自南非、博茨瓦納、津巴
布韋、納米比亞等八個非洲國家的旅客實施限制入境舉措。
加拿大、巴西、危地馬拉等美洲國家也紛紛表示，將對來自非洲南部國家的旅客進行入境限制。
歐洲：歐洲報告首例新型變異新冠病毒感染病例

比利時26日報告首例新型變異新冠病毒感染病例，這亦是歐洲首例新型變異新冠病毒感染病
例。

為應對可能發生的疫情，比利時首相德克羅26日宣布，比利時將對南部非洲的數個國家發布
入境禁令，比利時居民如從這些國家返回，須居家隔離10天。

俄羅斯防疫指揮部26日宣布，為防範新型變異新冠病毒，俄羅斯將從11月28日起限制來自九
個非洲國家和中國香港地區的外國公民入境。

據塔斯社報導，俄羅斯將限制居住在南非、博茨瓦納、萊索托、納米比亞、津巴布韋、莫桑
比克、馬達加斯加、斯威士蘭、坦桑尼亞、中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外國公民，以及在過去10天內

到訪過上述國家和地區的外國人進入俄羅斯境內。據悉，上述國家和地區均報告發現新型變異新
冠病毒感染病例。

據德國疾控機構羅伯特•科赫研究所數據顯示，德國單日新增新冠確診病例76414例，累計確
診5650170例；新增死亡病例357例，累計死亡病例100476例。其中，該國官方用於監測疫情嚴重
程度的“平均每10萬人七日累計新增確診病例數”(發病率指數)當天升至438.2。該指數自11月8
日以來持續突破單日極值。

據德國電視一台報導，在南非最新發現的新冠病毒變異毒株被認為傳染性遠高於此前流行的
德爾塔等毒株。針對這一情況，德國聯邦衛生部長施潘26日宣布，將從當天午夜起限制該國與南
非之間的航班往來，接下來將僅允許德國公民乘坐航班返國。往來於德國和南非部分鄰國之間的
航班也將受限。

此外，英國、荷蘭等歐洲國家也頒布了針對來自非洲南部國家旅客的入境限制。
亞洲：韓國重症患者人數創歷史最高紀錄
韓國中央防疫對策本部27日通報，截至當天零時，韓國較前一天新增新冠確診病例4068例，

累計確診436968例；新增死亡病例52例，累計死亡病例3492例；重症患者較前一日增加17人，
達到634人，創歷史最高紀錄。

韓聯社26日消息，韓國中央防疫對策本部流行病學調查組組長26日在記者會上表示，韓國迄
今報告20例新冠痊癒後再確診感染新冠病毒的“再感染病例”。

根據柬衛生部26日通報，該國當天新增新冠確診病例29例，新增死亡病例4例。截至目前，
柬埔寨全國累計確診超12萬例，累計治愈11.6萬例，累計死亡2922例。

據泰國新冠疫情管理中心26日發布疫情數據顯示，泰國當天新增新冠確診病例6559例，累計
確診2094886例；新增死亡病例64例，累計死亡20645例。

針對非洲最新發現的新冠病毒變異毒株，新加坡、馬來西亞的衛生部門26日分別宣布，將禁
止近期到訪過南非、博茨瓦納、斯威士蘭、萊索托、莫桑比克、納米比亞、津巴布韋七個國家的
旅客入境，本國公民和持永久居留身份的外籍人士允許回歸，但入境後需要接受隔離。
馬來西亞同時禁止本國公民赴上述七國旅行。
非洲：南非單日新增確診病例數連續5天上升

據南非官方26日數據顯示，該國單日新增新冠確診病例達2828例，自22日起已連續5天呈上
升趨勢，累計確診病例2955328例；新增死亡病例12例，累計死亡病例89783例。

衛組織為新變異新冠病毒命名衛組織為新變異新冠病毒命名
多國緊急實施限制入境舉措多國緊急實施限制入境舉措

（綜合報導）英國大部分地區近日遭受暴風雪侵襲，風暴導致1人死亡，英格蘭北部超5.5萬戶家庭
遭遇斷電。

報導稱，英國日前發布大風紅色警報，風速超過160公里/小時，強風足以吹倒路邊的大樹。 26日，
愛爾蘭北部一名駕車男子，因不幸被樹砸中而喪生。目前，英國紅色警報已經解除，但大部分地區仍處
於大風和冰雪警報當中。

英國北方電力公司稱，強風導致5.5萬名消費者遭遇斷電，停電範圍主要集中在英格蘭北部的諾森伯
蘭郡、達勒姆郡和泰恩威爾郡。英國高速公路交警部門發出警告，M62路段有約120輛卡車被困雪中，司
機須避免前往這些地區。

英國多地遭暴風雪侵襲英國多地遭暴風雪侵襲
英格蘭北部超英格蘭北部超55萬戶家庭斷電萬戶家庭斷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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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01-John Lee李元鐘保險2567B_16

已發表19萬字保險專欄，
www.johnleeins.com 歡迎索取

7001 Corporate Dr. #201. Houston, TX 77036（華埠大廈）
電話: (832) 500-3228請找謝經理

李元鐘保險
我們擁有最多美國政府認證的
各項保險專業證照、得獎無數

美國保險碩士、台灣淡江保險學士

美國及台灣前十大保險公司理賠專員

汽車、房屋、商業、人壽、醫療、老人保險

Southern News Group我們的新網站 www.scdaily.com

美 南 新 聞 網 站 隆 重 推 出 5 大 板 塊 提 升 ,

 為 客 戶 ，  讀 者 提 供 了 更 好 的 瀏 覽 體 驗 。

國際最新研究：
人類原腸胚形成階段神經細胞特化尚未開始

綜合報導 國際著名學術期刊《自然》最新發表一篇胚胎學研究論

文，科研人員對人類發育的早期階段——一個處于原腸胚形成階段的人

類胚胎進行詳細的細胞和分子研究，發現神經系統的細胞特化在這個發

育階段尚未開始。

該論文稱，原腸胚形成是人類發育早期的一個重要事件，這一階段

對人類發育至關重要，但有時很難研究。最新研究結果帶來了對此的獨

特認知。

據介紹，作爲人類發育早期階段的一個決定性時刻，原腸胚形成這

個過程從受精後14天左右開始，持續約一周左右。學界目前對人類原腸

胚形成的理解基本局限于實驗模型，無法直接對其開展研究，因爲這個

階段的人類胚胎很難獲得，部分原因是國際指南之前將培養人類胚胎的

時限控制在受精後的14天內。

論文通訊作者、英國牛津大學尚卡爾· 斯裏尼瓦斯(Shankar Srinivas)

和同事通過分析一個在自願終止妊娠後被捐贈用于研究的人類胚胎，該

胚胎所處的階段相當于受精後的第16至19天。他們對胚胎中的細胞類

型和這些細胞表達的基因進行詳細的描述，並與實驗模型進行對比。

在本次研究中，論文作者檢測到原始生殖細胞(成爲卵子或精子細胞

的幹細胞)和紅細胞等。他們還發現，神經系統的細胞特化在原腸胚形成

這個發育階段尚未開始。

《自然》同期發表“新聞與觀點”文章指出，雖然該論文只研究了

一個胚胎，但研究結果爲其他模型系統的實驗解讀提供了新的背景。同

時，這些數據還爲人類原腸胚形成這一此前未經探索的人類胚胎發育基

本階段提供了獨特認知。

加拿大新一屆國會啟動
2020年政府赤字與債務破紀錄
綜合報導 加拿大聯邦國會11月22日復會。加拿大總理特魯多所率

的少數政府將面對能否順利推行施政計劃的挑戰。

秋季大選產生的新一屆眾議院經無記名投票，繼續選舉安東尼· 羅

塔擔任眾議院議長。作為執政的自由黨眾議員，羅塔於2019年12月首次

成為眾議院議長。

按照早前公布的新規，包括參眾兩院議員在內的所有人員原則上必

須已完全接種新冠疫苗，才能進入國會。因醫療禁忌而不能接種疫苗的

人士需出示病毒檢測結果為陰性的證明。

特魯多表示，民眾期待國會議員們共同努力，處理對國家最重要的問題。

特魯多率領的聯邦自由黨雖然在今年9月下旬的大選中勝選，但未

能贏得眾議院過半數席位，延續少數政府局面。新一屆內閣已於10月26

日宣誓就職。

據加拿大統計局發布的數據，由於新冠疫情，包括聯邦、省、市各

級政府在內，加政府在2020年出現了破歷史紀錄的3255億加元赤字，占

名義國內生產總值(GDP)的14.8%。2018年政府綜合財政收支平衡，2019

年的赤字為407億加元，占名義GDP的1.8%。赤字總額中有逾84%來自

聯邦政府。與2019年相較，聯邦政府赤字增加近12倍。

同時，2020年加政府的債務總額達到GDP的129.2%，亦創歷史新高

。負債額為人均近7.5萬加元，相當於在過去一年內每個加拿大人的債

務增加逾萬加元。

加拿大總督瑪麗· 西蒙於23日在參議院發表王座講話，宣讀新一屆

政府的施政計劃。該施政計劃需獲得反對黨的支持。

特魯多政府一個月前宣布，隨著經濟逐步復蘇，當局將對現行的抗

疫紓困補助措施作出調整，面向企業和就業人群出臺新的扶持措施。

德國“紅綠燈”組合敲定組閣方案
默克爾繼任者是他！

德國社民黨、綠黨和自民黨就組建

一個中左翼領導的聯合政府達成協議，

三黨將共同組建新政府。社民黨候選人

朔爾茨預計將在12月初接替默克爾出任

下屆德國總理，德國在默克爾執政16年

後將迎來一個新時代。

敲定組閣方案

“紅綠燈”組合出爐
24日，經過近兩個月的緊張談判，

在德國聯邦議院選舉中獲得最高支持率

的中左翼政黨社會民主黨與綠黨和自由

民主黨敲定了組閣協議。

這項協議是社民黨、綠黨和自民黨

之間聯合談判的結果，他們將首次以三

方聯盟的形式共同執政。該聯盟被稱爲

“紅綠燈”組合，源自代表各政黨的傳

統顔色。

根據宣布的協議，自民黨黨魁林德

納將出任下任財政大臣。綠黨的聯合領

導人貝爾博克和哈貝克准備分別擔任外

交部長、經濟和氣候部長。

聯盟協議草案涵蓋了廣泛的氣候政

策——包括著眼在2022年底之前通過的

氣候保護計劃，利用所有合適的屋頂進

行太陽能發電的目標，以及將其電網的

擴張與新的可再生能源目標相結合的方

案。協議還允許移民在德國居住滿五年

後獲得申請公民身份的資格。

三方誓言要實現德國現代化，優先

考慮向更綠色、更數字化的經濟體轉型

，以及向基礎設施投資。

目前德國正經曆第四波新冠疫情，

還面臨著“北溪-2號”被叫停、能源電

力價格上漲、英國脫歐等一系列問題。

新一屆聯邦政府就任後，必須要盡快拿

出對策，以應對上述挑戰。

朔爾茨12月將接棒
默克爾時代將正式結束
三黨聯合組閣協議的達成，也意

味著社民黨候選人朔爾茨將成爲德國

下一任總理，取代領導德國 16年的默

克爾。

朔爾茨1958年出生，政治閱曆豐富

，曾任社民黨黨主席、漢堡市市長等。

2017年聯邦議院選舉後，他出任德國副

總理和聯邦財政部長。

外媒稱，此次大選中，朔爾茨最初

不被看好，但後來居上。近年人氣低迷

的社民黨在大選前一個月支持率的強勢

上漲，很大程度上被歸功于是朔爾茨的

“個人魅力”。

據報道，聯盟協議必須得到三個政

黨的執行機構或其成員的認可，之後朔

爾茨才能被議會選舉爲總理，選舉時間

可能在12月初。

朔爾茨表示，“社民黨、綠黨和自

民黨的聯盟已經成立。我們將盡一切努

力在未來十天內讓所有三黨都批准聯盟

協議。”

三黨預計將于12月6日開始的那一

周，宣布正式成立新一屆聯邦政府，並

推選社民黨總理候選人朔爾茨爲新任聯

邦總理。擔任德國總理16年之久的默克

爾，屆時也將結束看守內閣的任務，正

式退出總理府。

任內第三次！
意大利總理否決中企收購案

綜合報導 意大利總理德拉吉否決了

中企浙江晶盛機電公司擬與美國應用材

料公司成立分公司，收購後者旗下位于

意大利的絲網印刷設備業務的計劃。這

是德拉吉今年2月上任以來，第三次否決

中企收購案。

據路透社報道，在A股上市的浙江晶

盛機電23日晚發布公告稱，該公司已接到

通知，本次交易在申報相關政府審批時，

被意大利政府予以否決，使得本次交易未

能通過意大利外商投資（即“黃金權力”

法案）審批。

路透社引述兩名意政府消息人士的話

稱，意政府這一決定是在本月18日的內閣

會議上做出的，當時意大利經濟發展部部

長賈恩卡洛· 喬格蒂建議否決這項收購案

，稱如果收購成功，可能對意大利具有戰

略性的半導體行業造成負面影響。美國應

用材料公司的産品包括用于制造半導體和

其他高科技部件的機器。

2012年，意大利政府制定了“黃金權

力”法案，賦予政府保護銀行、能源、電

信和衛生等“對國家利益具有重要戰略意義

的資産”相關行業免于落入非歐盟成員實體

的特殊國家權力。自引入“黃金權力”法案

以來，意政府共5次阻止外資收購案，其中4

次涉及中企競標，3次是在德拉吉政府上台

後，另一次是2020年前任總理孔特任職期

間。德拉吉上個月否決了將一家蔬菜種子

生産商出售給中資所有的先正達集團的交

易，還曾于4月阻止中企深圳創疆投資控

股收購意大利LPE半導體公司。

根據浙江晶盛機電早前發布的信息，

這次收購案涉及金額1.2億美元，收購美

國應用材料公司旗下位于意大利的絲網印

刷設備業務、位于新加坡的晶片檢測設備

業務以及上述業務在中國的資産，産品主

要應用于光伏、醫療保健、汽車、消費電

子等領域。在意大利對有關收購案進行否

決後，浙江晶盛機電表示，公司將與美國

應用材料公司共同努力跟意大利外商投資

審批部門進行進一步溝通，並及時披露進

展情況。

中國社科院歐洲研究所研究員趙俊傑

告訴記者，由于美國與中國形成所謂全面

戰略競爭的態勢，包括意大利在內的一些

歐盟國家可能會追隨美國的對華政策，聯

手打壓中企。意大利否決中企收購案就是

在技術上共同對付中國的一種表現。趙俊

傑認爲，意大利乃至歐盟國家，以國家安

全、戰略産業安全爲名，幹擾正常市場行

爲的情況以後也會發生，中企進行類似的

收購活動時應加以防範。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此前在回應“中企

收購意大利軍用無人機制造商遭調查”相

關問詢時表示，中國和意大利是全面戰略

夥伴。兩國經貿領域合作廣泛深入、互利

雙贏。中方希望意方繼續恪守自由貿易原

則，爲中國企業提供公平、公正、非歧視

的營商環境。

俄羅斯推出戰鬥機氣味香水
帶有金屬和玻璃味道

綜合報導 近日，素有“戰鬥民族”之稱的俄

羅斯，公布了一款可能是世界上“最具有男子氣

概”的香水。這款香水具有第五代戰鬥機的氣味，

帶有金屬和玻璃的味道。

據報道，俄羅斯國家技術集團說，俄化妝品制

造商協會將這款最新香水，“獻”給第五代蘇霍伊

戰鬥機“將殺”(“The Checkmate”)。上周末，俄

羅斯宣布已成功研制出這架以人工智能爲動力、可

同時攻擊多目標的戰鬥機樣機。

據俄羅斯衛星網，該公司還說：“這種香水味

結合了機身、發動機和飛機駕駛艙結構中使用的玻

璃、天然皮革和金屬的氣味。”據悉，化妝品制造

商使用了戰鬥機駕駛艙的金屬合金、玻璃和皮革裝

飾的原始樣品，並結合了杜松、廣藿香和橡苔的淡

淡的味道。

這款50毫升的香水瓶，采用黑色象棋馬的形

狀，也是戰機的象征之一。

不過，報道稱，到目前爲止，只有參加2021年

迪拜航展的遊客體驗了這款限量版新香型，俄羅斯

國家技術集團還沒有宣布將香水推向大衆流通的計

劃。

據俄媒介紹，“將殺”第五代輕型戰術單引擎

戰機將擁有低可見性和在飛行小時低成本條件下的

高度飛行戰術性能，並將配備先進的機載無線電電

子系統。按計劃，“將殺”將加以適應改裝，憑此

它可根據客戶的意願組裝成多種配置，包括無人模

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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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線授課影響學業？
日本因新冠退休學大學生增加

綜合報導 據日本共同

社報道，日本文部科學省

的調查顯示，2021年4月至

8月，受新冠疫情影響，從

日本全國的國公私立大學

、短期大學和高等專門學

校退學的學生爲701人，與

2020年同期相比，增加316

人，達1.8倍。

報道指出，截至 2021

年8月底，以新冠疫情爲由

休學的學生爲4418人，較

2020年同期增加1741人。

日本文部科學省就退

學和休學增加的理由表示：

“可能受到在線授課導

致與朋友等交流減少的

影響。”

除疫情原因外，還有

因爲“經濟拮據”“不適

應學生生活和學習意願下

降”等退學的大學生。

據日本共同社統計，

截至21日下午7時，日本單

日新增新冠確診病例143人

，累計確診超172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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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柬埔寨計劃部消息稱，該國超10

萬戶家庭因新冠肺炎疫情陷入貧困，根據官方最

近更新的貧困線標准，估計目前柬埔寨貧困人口

達17.8%。

根據上述政府部門公布的報告，新冠疫情對

柬埔寨經濟影響始于2020年初，生産出口産品的

原材料供應鏈受到影響，海外訂單和國際遊客數

量下降，對柬埔寨家庭生活水平的影響始于2020

年4月。

在世界銀行提供技術援助下，柬埔寨計劃部

根據2019年至2020年社會經濟普查數據，重新

制定柬埔寨貧困線。

柬埔寨計劃部稱，根據最新調查，金邊市家

庭人均生活費每天不足1.0951萬柬幣便屬于貧困

；其它城市家庭人均生活費每天不足9571柬幣(

約2.39美元)即屬于貧困；鄉村家庭人均生活費每

天不足8908柬幣(約2.22美元)則屬于貧困。

柬埔寨計劃部指出，2019年至2020年柬埔寨

17.8%人口生活在此貧困線下。其中，首都金邊

市的貧困率爲4.2%，其他城市爲12.6%，鄉村地

區則爲22.8%。

據介紹，這是柬埔寨史上第三次更新貧困線標准，以反映當

前經濟和社會發展狀況。柬埔寨于1997年首次制定貧困線，當時

是使用1993年至1994年經濟社會普查數據，並沿用至2012年。

由于經濟快速發展，以及通貨膨脹率的變化，政府于2013年更新

窮困線標准，過後一直沿用至今。

韓國疫情風險近一周升兩級
形勢恐繼續惡化

綜合報導 韓國中央防疫對策

本部公布的近一周新冠疫情風險程

度評估結果顯示，韓國全國疫情風

險程度爲“高”水平，首都圈和其

他地區分別爲“很高”和“中等”

水平。

據韓聯社報道，韓國防疫部門

經過防疫醫療小組委員會咨詢，每

周對疫情風險程度進行評估，從低

到高依次爲“很低”“低”“中”

“高”“很高”。本月1日，韓國

啓動“分階段恢複日常”的防疫模

式。此後每周疫情風險程度逐漸升

高，近一周(11月14日至20日)首都

圈和其他地區的疫情風險程度較前

一周同期各上升兩個級別。考慮到

近期單日新增病例急劇增加，加上

60歲以上確診比例較高，當前新增

病例增勢恐將持續一段時間。

韓國防疫部門根據應對能力、

疫情形勢、預防接種三個領域的17

個指標評估風險程度，近一周大部

分指標惡化。應對能力方面，全國

危重症病床平均使用率爲62.6%，

首都圈病床使用率升至77%，其他

地區也升至40.1%；疫情形勢方面

，近一周日均新增病例從前一周的

2172例增至2733例，其中首都圈新

增病例猛增27%創新高，危重症病

例也持續呈增勢；預防接種方面，

60歲以上人群的加強針接種率較前

一周略升至7.5%，但仍處于較低水

平。

韓國中央防疫對策本部22日

數據顯示，截至當天零時，韓國

較前一天零時新增新冠肺炎確診

病例 2827例，累計確診 418252例

。單日新增病例數創周日最高紀

錄。當天，韓國首都圈的幼兒園

和中小學全面恢複線下教學。有

觀點預測，韓國疫情形勢可能會

進一步加劇。

青瓦台稱不會吊唁全鬥煥
對其未“真誠道歉”表遺憾

在韓國前總統全鬥煥去世後，朝野對

此發表了各自的立場。韓國總統府青瓦台

發言人樸炅美23日在記者會上表示，青瓦

台祈求前總統全鬥煥的冥福，對家屬致以

慰問，但青瓦台方面沒有送花圈和吊唁的

計劃。

【韓青瓦台稱將不會吊唁前總統全鬥
煥】

據韓媒報道，樸炅美指出，(全鬥煥)最

終沒有揭開曆史真相，青瓦台對其沒有真

誠道歉表示遺憾。

樸炅美還表示，青瓦台方面沒有送

花圈和吊唁的計劃。青瓦台解釋說，如

果不出所料，在家族內部從簡治喪，青

瓦台暫無組建工作組協助“家葬”的計

劃。

不過，韓媒注意到，前不久去世的韓

國前總統盧泰愚享受“國葬”待遇，青瓦

台曾以總統文在寅名義敬獻花圈，由總統

幕僚長俞英民前往靈堂吊唁。

青瓦台就兩位前總統死訊表態的規格

也有差別。據青瓦台解釋，盧泰愚去世時

以“追慕簡報”形式發表立場，此次則以

“關于全鬥煥前總統死訊的簡報”發表。

韓媒分析稱，這體現了青瓦台對全鬥煥生

前所作所爲的負面評價。

報道指出，被問及“祈福的主語是誰

，是不是文在寅”時，青瓦台核心幕僚只

回答，總統的意思都在立場文本的字裏行

間。

【韓國朝野對全鬥煥去世發表各自立
場】

另一方面，據韓國國際廣播電台

(KBS)報道，韓國多位總統候選人也對全

鬥煥去世表達了各自立場。韓國國民力

量黨總統候選人尹錫悅23日對全鬥煥去世

表示哀悼，並向遺屬表示慰問，但決定不

前往吊唁。

韓國共同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李在明對

全鬥煥拒絕承認自己的過錯感到遺憾，並

表示不會參加全鬥煥的吊唁活動。

韓國正義黨總統候選人沈相奵表示，

全鬥煥到最後都沒有透露事件的真相，也

沒有進行道歉，沒有反思的死亡也是有罪

的。如果正視曆史的話，就不能談及國葬

的問題。

此前報道，全鬥煥生于1931年，曾于

1980年至1988年間任韓國第11、第12屆總

統。1996年，全鬥煥因涉嫌軍事叛亂罪等

遭起訴，一審時被判處死刑，後來減刑爲

無期徒刑。1997年，全鬥煥得到特赦，並

于1998年初獲釋。2018年，因涉嫌損害死

者名譽案，其又遭起訴。2021年8月，全鬥

煥被診斷爲患有多發性骨髓瘤，11月23日

傳出其去世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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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駐立外交機構更名為代辦處
要求立方相應更改駐華外交機構稱謂 外交部：中國人民不可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中國外交部發言人

趙立堅26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11月26日，中國外交部正式

照會立陶宛外交部，決定將中國駐立陶宛外交機構更名為中華人

民共和國駐立陶宛共和國代辦處，並要求立方相應更改駐華外交

機構稱謂。趙立堅指出，中方這一舉措是對立方損害中國主權的

正當反制，責任完全在立方。中國人民不可侮，中國國家主權和

領土完整不容侵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京報道）蔡英
文和蘇貞昌等人對台灣遠東集團被依法查處說三
道四，對此，國台辦發言人朱鳳蓮26日應詢指
出，民進黨當局對遠東集團涉事企業被依法查處
一事進行政治操弄，上演煽動對抗、製造敵意的
老戲碼，不過是其凡事政治化、一切為謀“獨”
的醜惡嘴臉、陰險用心的再次暴露罷了。

涉事企業承認違法違規
有記者指出，對於台灣遠東集團因違法違規

被大陸依法查處，蔡英文聲稱，大陸“立刻停止
這樣的行為，不要繼續傷害兩岸經貿及兩岸關
係。”蘇貞昌稱，大陸“過去一直講歡迎台商，

現在說翻臉就翻臉。”
對此，朱鳳蓮指出，首先，台灣遠東集團旗

下的某些企業在環保、土地利用、員工職業健
康、安全生產及消防、稅務、產品質量等方面的
違法違規行為事實清楚、證據確鑿，已經明確公
布。有關執法部門對其進行處罰，具有充分的事
實和法律依據，也嚴格按照法定程序進行。涉事
企業均承認存在違法違規事實，已繳納或正按程
序繳納罰款及稅款。

“作為當事方，遠東集團事發後緘默不語，
島內某些政客無視上述違法事實，刻意說三道
四，難道與你們有什麼關聯？”朱鳳蓮說，“我
要強調的是，我們堅持依法治國，有法可依、有

法必依、執法必嚴、違法必究。”

“台獨”勢力破壞兩岸經貿
朱鳳蓮續指，其次，真正傷害、破壞兩岸經

貿及兩岸關係的是民進黨當局、“台獨”分裂勢
力。民進黨當局變本加厲勾連外部勢力，進行謀
“獨”挑釁，升高台海地區緊張局勢，嚴重破壞
兩岸關係和平發展；違背市場規律，大肆限縮兩
岸經濟交流合作，為兩岸正常經貿往來設置諸多
障礙；頻頻恐嚇參與兩岸交流的台灣民眾和團
體，在島內大搞“綠色恐怖”，製造“寒蟬效
應”，嚴重影響了兩岸同胞正常交往。“這些方
面可謂劣跡斑斑、令人髮指。”現在，他們又對

遠東集團涉事企業被依法查處一事進行政治操
弄，上演煽動對抗、製造敵意的老戲碼，不過是
其凡事政治化、一切為謀“獨”的醜惡嘴臉、陰
險用心的再次暴露罷了。

最後，朱鳳蓮重申，我們加強兩岸經濟交
流合作、深化兩岸融合發展的立場從未改變，
行動從不止步。我們歡迎和支持台胞台企來大
陸投資發展、交流合作的態度沒有改變，將繼
續依法保障台胞台企的合法權益，但絕不允許
“台獨”頑固分子的關聯企業和金主在大陸謀
利，絕不允許台企一邊在大陸賺錢，一邊在島
內支持“台獨”、破壞兩岸關係，幹“吃飯砸
鍋”的事。

國台辦：謀“獨”陰險用心再次暴露
蔡蘇對遠東集團遭罰說三道四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26日在外
交部例行記者會上答問時表示，

11月18日，立陶宛政府不顧中方嚴正
交涉，允許台灣當局設立“駐立陶宛台
灣代表處”，此舉公然在國際上製造
“一中一台”，開創了惡劣先例。為維
護國家主權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中國
政府已宣布將中立兩國外交關係降為代
辦級。11月26日，中國外交部正式照
會立陶宛外交部，決定將中國駐立陶宛
外交機構更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駐立陶
宛共和國代辦處，並要求立方相應更改
駐華外交機構稱謂。

立損中國主權 中方正當反制
趙立堅指出，中方這一舉措是對

立方損害中國主權的正當反制，責任完
全在立方。中國人民不可侮，中國國家
主權和領土完整不容侵犯。中國政府維
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的決心堅定
不移。任何挑戰中國核心利益的行徑都
不會得逞。“我們奉勸立方恪守公認的
國際關係基本準則，立即糾正錯誤，重
新回到正確軌道上來。”

在新中國外交史上，外交降級的
先例極為罕見，上一次發生類似事件是
在 40多年前。資料顯示，1981 年 5
月，因荷蘭政府批准荷蘭公司售台潛
艇，中方將兩國外交關係降為代辦級。
直到1984年2月1日，荷蘭在相關問題
上做出明確承諾後，中荷才恢復大使級
外交關係。

據了解，從宣布外交關係降級到
實質上落實進行機構更名，中間是有彈
性空間的。外交關係降級與是否保留大
使館名稱等，並不一定是完全對應的關
係，降級落實的快慢以及最終是否落實
等情況其實取決於後續事態的發展與判
斷等。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歐洲研究所
所長、研究員崔洪建向香港文匯報記者
表示，中方在宣布將中立兩國外交關係
降級後，很快便又落實進行外交機構更
名，實際上體現了中方的堅定決心和對

立方後續消極回應的強烈不滿。在中方
宣布將中立兩國外交關係降級後，立方
不僅不思悔改，反而到美國等處尋求所
謂“支持”，並且企圖操弄香港等問題
進一步玩火，從而導致中方連續打出
“組合拳”，但中方在降級後更名亦符
合外交慣例。

“球”在立方 主動權在中方
對於中立關係後續發展，崔洪建

指出，目前“球”在立陶宛一方，主動
權在中方。這位專家進一步解釋說，所
謂“球”在立陶宛一方的意思，就是立
陶宛必須要為其錯誤行為負起責任，首
先立方起碼要明確其在涉台問題上到底
是什麼立場。

據介紹，當年荷蘭方面在中荷關
係降級後沒有再進一步做出錯誤舉動，
而且後來荷蘭政府還向中方明確做出了
今後不再發生類似事件等相關承諾，最
終中荷才得以恢復大使級外交關係。崔
洪建認為，中立關係若想改善至少也要
具備類似上述兩個基本條件，但如果立
方接下來再進一步觸碰一個中國原則的
紅線的話，中方的行動肯定還會“加
碼”，中立關係就可能會繼續往下行方
向走。

立方與反中亂港分子沆瀣一氣
另據外交部網站消息，涉嫌違反

香港國安法的立法會前議員、前“香港
眾志”主席羅冠聰通過個人社交媒體賬
號發消息稱，他會見了立陶宛外長、副
外長等人，並感謝他們對台灣和香港的
支持。趙立堅回應媒體詢問時明確指
出，“你提到的這個人是被香港警方通
緝的反中亂港分子”，趙立堅表示，立
陶宛此前公然製造“一中一台”，緊接
着又為像羅冠聰這樣的反中亂港分子撐
腰張目。立方所作所為讓人們對其同反
華分裂分子沆瀣一氣的真實目的一目了
然。“玩火者必自焚。這是至理警句。
希望立方某些人能聽進去，能理性些、
清醒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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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央視網及中
國外交部網站消息，25日，5名美國
國會跨黨派眾議員竄訪台灣，這是本
月內第二次出現類似情況。

11月26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東
部戰區組織海空兵力持續在台海方向
戰備警巡，有關行動是應對當前台海
局勢的必要舉措。台灣是中國領土一
部分，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是我
軍神聖使命。戰區部隊將時刻保持高
度戒備，採取一切必要措施，隨時反
擊任何外部勢力干涉和“台獨”分裂
圖謀。

本月9日，有美國國會議員乘
坐軍機竄訪台灣，東部戰區發布消
息指，中國人民解放軍東部戰區組
織兵力在台海方向進行聯合戰備警
巡，進一步檢驗提升多軍兵種聯合
作戰能力。

“台灣牌”是一張臭牌死牌
對於美國議員的行為，中國外交

部發言人趙立堅表示，美國個別議員
竄訪台灣，嚴重違反一個中國原則和
中美三個聯合公報規定，對外發出支
持“台獨”分裂勢力的嚴重錯誤信
號。中方對此強烈不滿、堅決反對，
已向美方提出嚴正交涉。

趙立堅強調，一個中國原則是
不可撼動的國際關係準則。美國個
別政客肆意挑戰一個中國原則，為
“台獨”分裂勢力站台撐腰，已經
引起14億中國人民的強烈憤慨。台
灣是中國領土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絕不是國際關係的一張牌。我
們奉勸美方一些人不要打“台灣
牌”，因為這是一張臭牌、死牌，
肯定打不贏。這些人必定要撞南
牆、自食惡果。中國實現統一是無
法阻擋的歷史大勢。美個別政客和
台灣當局的拙劣表演不過是中國統
一進程中的幾聲雜音，絲毫改變不
了全世界180個國家堅持一個中國
原則的牢固格局。一切同中國統一
大勢相對抗的錯誤行徑都如同蚍蜉
撼樹，注定失敗。

台灣問題事關中國主權和領土完
整，涉及中國核心利益。一個中國原
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規定是中美關
係的政治基礎。美方應切實恪守一個
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規定，
立即停止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來，
慎重妥善處理涉台問題，及早為中美
關係排雷清障。我們也正告台灣當
局，企圖挾洋自重、倚美謀“獨”，
注定是死路一條。

事件回放
11月19日凌晨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發表談話，強烈抗議和堅決反對立陶宛批
准台灣當局設立所謂“駐立陶宛台灣代表處”，表示將採取一
切必要措施，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要求立方立即糾正錯
誤決定。

11月21日
●中國外交部發表聲明，宣布決定將中立兩國外交關係降為代
辦級。

11月26日
●中國外交部正式照會立陶宛外交部，決定將中國駐立陶宛外
交機構更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駐立陶宛共和國代辦處，並要求
立方相應更改駐華外交機構稱謂。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沖

●11月26日，中國外交部正式照會立陶宛外交部，決定將中國駐立陶
宛外交機構更名為中華人民共和國駐立陶宛共和國代辦處，並要求立方
相應更改駐華外交機構稱謂。圖為中國駐立陶宛外交機構。 網上圖片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26日在例行記者會上。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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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八國非港人禁入境
專家：新變種毒無流入社區不影響與內地復關

傳染力更強的新型冠狀病毒變種病毒株

B.1.1.529流入香港，有專家擔心有關變種病毒

令現有疫苗的功效大打折扣，建議特區政府禁

部分非洲國家人士入境。特區政府 26日晚公

布，今日凌晨零時起，收緊從博茨瓦納、斯威

士蘭、萊索托、馬拉維、莫桑比克、納米比亞

及津巴布韋到港人士的登機及檢疫要求，連同

目前已經被指明為高風險地區的南非，禁止於

21天內曾逗留當地的非香港居民入境。有專

家認為，香港已長時間本地清零，

僅 零 星 輸 入 個 案 ， 只 要

B.1.1.529病毒沒有流入社區

引起社區爆發，就不會影

響內地與香港恢復正常通

關。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聖誕節
將至，包括留學生在內等不少身處海外
港人均會趁佳節返港與家人相聚，國泰
航空26日宣布，下月約有三分之一原以
閉環執勤模式運作往香港的客運航班，
將改為載貨不載客。有在加拿大的留學
生表示，需臨時由直航改為轉機回港，
非常不便。

近日有報道指，國泰航空須減少三分
之一前往香港的客運航班，國泰26日澄
清，該公司實際是減少約三分一原以閉環
執勤模式運作前往香港的客運航班，該些
航班將改為只運載貨物而不接載乘客。

國泰解釋，由於持續受跨境旅遊及營
運限制影響，該公司未能如期運作所有已
計劃的航班，故正整合下月的客運航班，
包括取消部分前往香港的航班。該公司會
盡快聯絡受影響顧客，及盡量安排他們乘
搭其他同一天抵達目的地的航班，務求將
對顧客行程的影響減至最低。

有在加拿大多倫多留學的港生在接
受傳媒訪問時表示，原本預訂下月初乘
坐國泰直航航班由多倫多返港，但突然
接到通知所乘航班取消，改為先飛到溫
哥華後再轉機回港。由於檢疫酒店及上
機前進行檢測均需事前預訂，現需臨時
作出更改，非常不便，加上新安排會比
原定時間早五六小時出發，但抵港時間
差不多，由直航變轉機又沒有任何補
償，故感到不值。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虹宇）由於
科興疫苗適用年齡擴大至 3至 17 歲群
組，12至17歲青少年於下月2日起可優
先接種。香港教育局26日去信全港中小
學介紹最新的政策安排，表示日後完成
接種科興或復必泰疫苗的師生若各達七
成，學校可申請恢復全日面授課堂。

教育局在信函中表示，若全校教職員
及學生完成接種復必泰或科興疫苗超過14
天的人數比率各達七成，可向教育局申請
全日面授課堂；若只有個別班級的學生達
到七成接種率，教育局亦可允許該級別的
學生接受全日面授課堂及其他活動。

至於何謂完成接種，選擇科興的學生
全部須打齊兩針；選擇復必泰者，12至17
歲學生只打1針、18歲或以上須打齊兩
針。學校教職員則無論接種復必泰及科興
均要打齊兩針。

復必泰外展服務暫停
香港公務員事務局26日亦去信全港中

小學，交代學校安排接種疫苗的具體安排，
包括學校以團體預約形式到社區疫苗接種中
心接種、新冠疫苗流動接種站到校外展、或
由學校自行聯繫有外展服務的醫生到校，又
或由監護人自行安排學生接種。

局方指，由於復必泰疫苗到校外展
服務需求減低，現已暫停，學校可申請
到校接種科興，但流動接種站需要一個
貨車可以直達及停泊的操場，並在周二
至周四提供服務，每次外展接種人數至
少為80人。若學校以團體預約形式到社
區疫苗接種中心，可直接與當局的校巴
承辦商聯絡，預約校巴接載學生往返接
種中心和學校，在每個時段，每輛校巴
須至少有兩位教師陪同學生。

在南非等地出現的新冠變種病毒株
B.1.1.529被指可能削弱疫苗效力，多地政府
隨即收緊針對部分非洲國家的入境限制，惟
該病毒已殺入歐洲，比利時26日發現有關確
診個案，成為歐洲首例。英國政府宣布26日
起禁止南非、納米比亞、博茨瓦納、津巴布
韋、萊索托和史瓦帝尼這非洲南部6國的班
機入境。新加坡亦禁止來自南非等7個非洲
國家的非新加坡籍公民入境。

比利時政府26日宣布，當地發現一宗
B.1.1.529新冠變種病毒確診個案，是歐洲
首宗公布的病例，患者是一名於本月11日
從埃及返回比利時的人士，本月22日檢測
呈陽性。

另外，以色列衞生部26日表示，在一
名來自非洲國家馬拉維的旅客身上發現
B.1.1.529確診個案，另有兩名海外旅客確

診新變種病毒株，現時接受隔離。以色列
並將南非、納米比亞、博茨瓦納、津巴布
韋、萊索托、史瓦帝尼和莫桑比克7國列入
高風險名單，來自這些國家的旅客入境時
需取得衞生部門特別許可。

英國衞生大臣賈偉德表示，雖然英國
目前尚未發現B.1.1.529病例，但這變種病
毒株的傳染性可能更高和削弱疫苗效力，
令科學家非常擔心，故決定禁止南非等6
國的班機入境，若有人在過去10天內從這
些國家抵英，需接受核酸檢測，28日起從
這些國家啟程抵英的英籍旅客均須在酒店
隔離。

歐盟料啟緊急煞停機制
德國和意大利亦收緊南非等非洲多國

的旅客入境限制，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

恩26日表示，歐盟將向成員國提出啟動緊
急煞停機制，禁止非洲南部地區的航班入
境。

新加坡衞生部表示，為降低新變種病
毒傳入當地的風險，政府需採取必要預防
措施，規定有南非等7國旅遊史的長期簽證
持有人和短期旅客，將不得入境新加坡或
經星洲轉機，從這7國入境的新加坡公民需
在指定設施隔離10天。

至今已有最少10個國家及地區因應新
變種採取邊境管制措施，日本26日宣布，
從南非等6個非洲國家抵達的旅客，抵埗後
須立即接受病毒檢測，隨即到指定設施隔
離檢疫10日，其間再接受3次檢測。法
國、奧地利和荷蘭亦宣布，禁止在過去兩
周曾逗留南非等7個非洲國家的旅客入境。

●綜合報道

富豪機場酒店日前出現兩宗確診個
案，並帶有病毒株B.1.1.529，證

實有關變種病毒已殺到香港。政府專家
顧問許樹昌指，有關變種病毒可能會影
響疫苗效用，“第一代疫苗主要對應舊
變異病毒株，但病毒株形狀變了，應對可能不好，疫苗功
效因而減低。”

他指出，英國已宣布不容許來自6個出現B.1.1.529病
毒株的非洲國家的人士入境，建議特區政府亦應考慮類似
的防疫安排（見另稿）。

港人須打齊針隔離21天
特區政府26日晚公布，今日起收緊從博茨瓦納、斯威士

蘭、萊索托、馬拉維、莫桑比克、納米比亞及津巴布韋到港人
士的登機及檢疫要求，列為A組指明地區，連同目前已經被指
明為高風險地區的南非，禁止於21天內曾逗留當地的非香港
居民入境；香港居民必須已完成疫苗接種並持認可疫苗接種記
錄方可登機到港，並在抵港後在指定檢疫酒店接受21天強制
檢疫。

特區政府發言人表示：“非洲南部地區包括南非及博
茨瓦納發現B.1.1.529變異病毒株。雖然科學家未完全清楚
該變種病毒對疫情可能帶來的影響，或相關突變會否影響
疫苗的有效性，但為防患未然，我們必須嚴陣以待。”發
言人並指，香港按現行機制對這些地區實施的防控措施，
較英國、新加坡、以色列等地剛宣布的措施，更為嚴謹。

針對公眾最關心有關變種病毒會否影響兩地放寬通
關的問題，許樹昌認為，只要B.1.1.529病毒沒有流入社區
引起社區爆發，對恢復正常通關並無影響，而他對香港控
疫感到樂觀，因為香港最近只有零星輸入個案，已長時間
本地清零，有條件和內地放寬通關的相關措施。

他續說，恢復正常通關應首先開放廣東省，廣州只是
在5月至6月曾出現疫情局部爆發，但在一個月內已平息，
兩地恢復正常通關的風險不高，又相信未來放寬通關範圍
可以擴大至內地不同地方，希望將來香港接種率提升，甚
至可以慢慢與病毒共存。

新增四宗輸入個案
被問到病毒不斷變種，與病毒共存是否更好的方法，

許樹昌表示疫苗廠會經常留意有什麼新的病毒品種及是否
大流行，例如已因應Delta病毒研究第二代疫苗，明年下半
年或能推出，目前最主要是視乎B.1.1.529病毒會否擴散。

另外，香港26日新增4宗新冠肺炎輸入個案，其中3
宗涉及L452R變異病毒株感染，餘下一宗的變異病毒株檢
測結果待定，3男1女均無病徵。其中的9歲男童及11歲男
童於本周三乘搭SQ882航班從新加坡抵港，前者帶有
L452R變種病毒，在機場臨時樣本採集中心驗出確診，後
者則在竹篙灣檢疫中心確診，兩人均沒有接種疫苗。25歲
男患者及43歲女患者分別於本周三從卡塔爾及本周一從芬
蘭抵港，兩人均帶有L452R變種病毒，並已接種疫苗。至
於初步確診個案則少於5宗。

新變種殺入歐 多國收緊限制

師生七成接種率 可申全日面授
國
泰
下
月
減
1/3
飛
港
客
機

●教育局表示完成接種科興或復必泰疫苗
的師生若各達七成，學校可申請恢復全日
面授課堂。 資料圖片

●許樹昌料不影響
復關安排。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富豪機場酒店日前出現帶有病毒株B.1.1.529個案。政府26日公布，禁止非洲8個國家非港人入境。 資料圖片

▲▲有從南非出發的旅客查詢航班安排有從南非出發的旅客查詢航班安排。。 美聯社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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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家人健康

新的法例
健保現在更易負擔

由美國衛生及公眾服務部資助 

報名投保      1-800-318-2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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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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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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