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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新變種Omicron引發全球擔憂，美
國總統拜登今天試圖安撫民心，表示Omicron雖值
得關切，但不須恐慌。他呼籲民眾戴好口罩、接種
疫苗，屆時若有需要調整疫苗配方，美國會加速研
發配送。

世界衛生組織（WHO）26日將在非洲南部出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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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
cern），並以希臘文第15個字母Omicron（o）予以
命名。

為阻絕Omicron傳播，美國、歐洲與亞洲多個
國家迅速對非洲南部多國祭出旅遊禁令，以色列及
日本則嚴格禁止外籍人士入境。

拜登（Joe Biden）今天在白宮針對新變異株發
表談話。他首先感謝南非迅速向國際通報Omicron
的出現，強調此類資訊透明應被鼓勵及讚揚，因為
這讓他國較有能力快速因應。

拜登表示，Omicron遲早會在美國現蹤，已完
整接種COVID-19疫苗者應盡快施打追加劑，還沒
打疫苗的則該迅速施打。美國部分地區雖已解除口
罩令，但拜登呼籲民眾，在室內公共區域應戴好口
罩，保護自己也保護他人。

新變種病毒來勢洶洶，全球股市重挫。拜登指
出，Omicron雖值得關切，但不須恐慌，美國有全
世界最好的疫苗、藥物與科學家，也比過去擁有更
多能對抗變異株的工具。

拜登也向民眾信心喊話，強調美國會像先前對
付Alpha、Delta變異株一樣，對抗並擊敗Omicron
。

但屆時若真的有需要調整疫苗、追加劑配方來
因應Omicron，拜登表示，美國會動用所有工具，
加速研發與配送程序。他也引述白宮首席防疫專家
佛奇（Anthony Fauci）指出，他相信現行疫苗對
Omicron能提供部分保護力，追加劑則能大幅強化
防護力。

拜登說，專家目前還不認為需要採取額外措施
，但為確保美國在必要時已做好準備，他的防疫團
隊目前正與輝瑞（Pfizer）、莫德納（Moderna）與
嬌生集團（Johnson & Johnson）合作制定應急方案
。

針對美國是否也可能對傳出Omicron確診的國
家祭出旅行禁令，拜登表示，新變種傳播力將影響
是否有需要實施旅遊限制，他目前不預期會這麼做
，之後再看看。

至於美國國內防疫措施是否會升級，拜登指出
，他不會用封城來因應新變種， 「如果民眾打疫苗
、戴口罩，就沒有封城的需要」 。由於下個月聖誕
節假期預期將有大量旅遊人潮，被問及是否考慮要
求國內搭機民眾也須出示完整接種或陰性篩檢證明
，拜登說，專家目前沒有這樣建議。

拜登拜登：：OmicronOmicron值得關切值得關切 不須恐慌不須恐慌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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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內亞共和國駐休斯敦名譽總領事
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The New York Times had an article last week
saying that the trauma of the past few years
has rearranged all of our lives. Many

Americans now have new
needs, new desires, new
possibilities and new
priorities that include
looking for bigger homes,
second homes or any
homes at all.

The New York Times
gathered data from
thousands of towns and
cities across more than
30 matrices such as
school quality, crime
rates and affordability.
After they looked at the
data they found out why
many people are moving
to Texas.

Over the last more than one hundred years,
California has become the most prosperous

“state-of-the-art” U.S. location, turning
the “Golden State” into a global capital.

When people are looking for reasonable
housing at a good price, good schools and a
lower crime rate they found out that in Texas
there are many cities that are suitable for
their needs.

We are here to welcome more people to
move to our state and become Texans.

When we first moved to Texas many years
ago, people were very surprised when we
gave up San Francisco in the Golden State to
come all the way to Texas. We spent all our
energy and young adult life in Texas. Here is
now our home. We are so happy we made
the right decision, but for many of you, it is
never too late.

1111//2929//20212021

We Welcome More PeopleWe Welcome More People
To Become TexansTo Become Texans

《紐約時報》三位記者本週發表了一篇震
撼人心的文章，題目是：“為什麼美國人想搬
家去德州”。
故事要回到許多年前了，當時我們住在金

州之稱的加卅舊金山，一個漢堡是二毛，汽油
每加崙是一毛五，當我每天搭乘速度缓慢的電
車穿過地勢崎嶇之街道時，看到耀眼的紅艷落
日披在雄壯的湾區大桥上，不禁想唱起那條
「我把心已留在了舊金山」，友人們聽到我要
去德州，他們第一反應是你是不是瘋了？
我們還是決定到炎熱荒蕪的德州大地去闖

天下，更把我們的青春年華奉献給這塊土地，
始終都沒有後悔過，今天更證明我們的選擇是
正確的。
《紐約時報》在文章中寫道他們收集了成

千上萬個城鎮，三十多個指標數據，其中包括

教育質量、犯罪率、赚買力，其中包括人口
超過一千的一萬六千八百四十七個城鎮進行調
查，開始明白為什麼這麼多人都要搬到徳州。
一百多年前，人人都想盡辦法到加州淘金

，迄至今日，被稱為金州之地仍然是全球經濟
最發達之州，無論是科技、藝術、電影仍然
是世界之冠，但是隨著氣候災難、房價飛漲改
變了加州之面貌。
今天德州不斷向國人招手，許多城市都相

對地犯罪率較低一流的學區，住房價格低廉
，工作機會多，而且沒有個人州所得稅，過去
十年徳州人口增加了四百多萬，而且多半來自
加州。
我們非常熱烈地歡迎更多人移居德州，同

時更加顯示我們是個多元族群之社會，也為美
國未來的前途增加更多之活力和希望。

德州令美國人再次充滿希望德州令美國人再次充滿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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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時局

【【李著華觀點李著華觀點:: 當恐懼降臨當恐懼降臨--戒慎面對新冠最猛變種戒慎面對新冠最猛變種 OmicronOmicron】】

（綜合報道）歐洲忙於應對新冠變異病毒德爾塔毒株引
發的疫情反彈，而新變種奧密克戎的出現讓各國更加繃緊神
經。除針對最早通報新毒株感染病例的南非及其周邊國家實
施旅行禁令，不少歐洲國家還重新收緊國內防疫措施，恢復
室內場所戴口罩、商店縮短營業時間等規定。

荷蘭政府規定，從28日起，所有酒吧、餐館和大部分商

店每日17時以後停止營業。衛生部門對26日從南非約翰內
斯堡飛抵首都阿姆斯特丹後新冠病毒檢測為陽性的61名旅
客作基因測序，現已確認其中13人感染奧密克戎毒株；流
調人員正在聯繫22日以來從非洲南部國家入境的大約5000
名旅客，追踪病毒擴散途徑。

德國總統弗蘭克－瓦爾特•施泰因邁爾28日在《星期日
圖片報》發表文章，呼籲德國民眾“遵守（防疫）規定，
再次減少與他人接觸……好讓各家學校和托幼機構不必再
次關門、我們不必再次暫停公共生活”。

截至28日，德國已確診3例奧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同
時主要由德爾塔毒株擴散引發的第四波疫情勢頭未減，使
醫療系統承受壓力。德國科學院呼籲政府迅速實施“限制
人員接觸”措施並維持幾週，對已接種疫苗的人群也不例
外；另外呼籲擴大加強針接種範圍並對醫護人員等高風險
人群強制接種疫苗。

英國衛生大臣賽義德•賈維德28日告訴英國天空新聞頻
道，從30日起，英格蘭地區民眾在商店內和搭乘公共交通工
具時必須戴口罩。英國政府7月解除英格蘭地區的口罩令，
而蘇格蘭、威爾士和北愛爾蘭地區政府保留了公交系統和大
部分室內場所強制戴口罩的規定。新命令意味著英國全境將
統一執行這一防疫措施。

不過，據英國廣播公司報導，每天接觸公眾的零售業和

醫護人員認為，口罩令本就應該堅持執行。英國商店、配送
和相關行業工會指責政府官員“在基礎與合理的防疫措施
（指令）方面來回變”。英國護理學院主管卡蘿爾•波佩爾
斯通說，口罩令“是我們已經呼籲執行的事情，不該是由於
病毒新變種出現而迫使首相採取行動”。

英國前一天宣布確認境內發現兩例奧密克戎毒株感染病
例，兩人之間有關聯，而且近期均有南部非洲旅行史。

英國已把南非、納米比亞等10個非洲國家列入“紅色警
戒”旅行警告清單，禁止這些國家居民入境英國，而有近期
相關旅行史的英國和愛爾蘭公民入境後需要在指定酒店隔離
10天；其他海外旅客入境英國後最遲第二天必須接受核酸檢
測，在獲得陰性結果之前自我隔離。任何奧密克戎疑似病例
的接觸者必須自我隔離，無論是否接種過疫苗。

英國首相鮑里斯•約翰遜27日說，當前防疫新規屬“臨
時性和預防性”措施，三週後將重新評估，正好趕在大部分
學校聖誕節放假之前。不過，他強調，需要“減緩新變異毒
株在英國境內的傳播速度”，因為入境限制措施“僅能緩沖
和推遲新變異毒株到來（的影響），並不能完全阻止它”。

按照賈維德的說法，英國當前狀況“遠沒到”重新實施
居家辦公等措施的地步，因為實施這類措施可能需要在經濟
、社會和民眾心理健康方面付出“沉重代價”。

口罩令口罩令、、限時營業令重施限時營業令重施 歐洲多國收緊防疫措施歐洲多國收緊防疫措施

當新冠疫情逐漸消退，人們正歡度感恩佳節之際, 突然從南非傳來新冠最猛變種Omicron,
據醫學專家估計，其刺突S蛋白突變傳染力比Delta強過五倍，世界衛生組織已警告全球:
Omicron前所未見,全球風險非常高, 於是金融市場震盪， 國際原油價重挫，全球股市應聲下跌
，許多國家祭出旅行禁令紛紛實施新限制措施, 各界對此高度擔憂,如疫情嚴峻到非進行閉關封
鎖警戒, 必讓經濟帶來災難, 我們必須以戒慎恐懼之心嚴肅面對之。

一般人常有繆誤想法, 認為只要接觸到新冠病毒，就會感染新冠肺炎,而施打了新冠疫苗就
不會再被感染到新冠肺炎,那是對醫學不正確的認知, 因為感染疾病是與數量多寡相關的, 所以
戴口罩就是要隔絕病毒量, 而打疫苗則是增加免疫量, 如新冠病毒量不足, 就不會得新冠肺炎,
如新冠疫苗劑量減弱, 都還會再得到新冠肺炎, 這一次Omicron來勢洶洶, 是不是顯示新冠疫苗
失靈失效了呢？

醫學專家並不以為然, 因疫苗減弱並非疫苗無效, 且其對重症發作或防止死亡依然有效, 所以
解決疫苗減弱的方法就是加強注射第三劑強心針, 但問題是, 迄今有一半人以宗教信仰原因,認
為人體神聖不可侵犯，不能隨意注入其他物質, 否則將違背聖經中關於遠離血製品的誡律，所
以拒打, 更有人把接種疫苗變成政治表態,一針都不願打, 也不願戴口罩, 當然具有被感染的雙
重風險, 那是害己害人的行為, 如果再不幡然醒悟, 那也是莫可奈何的了, 至於我們期待的“羣
體免疫”須有超過70%的人接種疫苗才能達到, 這顯然已經變成了不可能的目標。

新冠病毒對人類造成的災難, 迄今全球超過25億人感染、逾518萬人死亡, 美國染疫人數已
達4800萬人, 死亡78.2萬人, 超過兩次世界大戰與911恐怖襲擊的死亡總人數。無庸置疑, 疫
苗研發成功及注射減緩了COVID-19肆虐, 很難想像今天的世界如果沒有疫苗會變成什麼樣子
, 怎奈產量有限, 世界上超過一半人還沒有接受一劑疫苗, 如果Omicron需要另外的新疫苗, 相
信莫德納與輝瑞的科學家採用mRNA技術，應可更快研發有效對付這種變種病毒的疫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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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韓國政府表示，韓國決

定響應美國提議，參與共同釋放石油儲

備計劃。此決定綜合了經濟、外交等多

種因素。

據報道，韓國政府表示，釋放石油儲

備的決定，是綜合考慮了原油價格高漲，

國際社會應就此開展合作、韓美同盟的重

要性以及主要國家的參與等因素。

報道稱，關於具體釋放規模、時間

和方式等將在日後公布，預計釋放規模

將與此前韓國和國際能源機構(IEA)之間

的國際合作事例相持平。

報道指出，2011年，利比亞局勢惡化

之際，韓國政府曾根據IEA的要求，釋放

了4%的國家石油儲備。據此，有觀點認為

，此次也將釋放儲備總量的4%至5%。

韓國一位政府官員稱，釋放石油儲備

不會影響到緊急狀況下的國內石油供應。

報道表示，韓國原油儲備管理條例

規定，政府可在國內出現石油供需問題

或出於國際合作目的釋放原油儲備。

據報道，美國近期要求韓國、印度

和日本等主要石油消費國釋放儲備，以

抑製國際油價持續上漲。

目前，日本政府已經決定，將接受

美國政府的要求，首次釋放國家石油儲

備。而美國日前也宣布，將釋放5000萬

桶戰略石油儲備，以降低油價。

韓首都圈新冠危險度達最高級別
政府加速加強針接種

綜合報導 韓國開始實施“分階

段恢複日常生活”防疫模式3周後，

新冠疫情形勢持續惡化。綜合韓媒報

道，日前，韓國政府發布的評價報告

指出，首都圈的新冠疫情達到了最危

險的水平。韓國國務總理金富謙表示

，需要加速進行加強針接種工作。

據報道，日前，韓國疾病管理廳

首次發布的新冠疫情風險度評估顯示

，韓國全國平均風險度爲“高”，首

都圈風險度“極高”，疫情形勢比預

測還要嚴峻。

報道稱，僅在兩周前開始“分階

段恢複日常生活”防疫模式時，韓國

首都圈新冠疫情風險度還是“中”，

全國是“非常低”，與此相比，韓國

新冠疫情情況急劇惡化。

據韓國國際廣播電台報道，韓國

新增新冠確診病例規模，一周間劇增

近26%。日均危重患者爲連續三周增

加。新冠重症患者病床啓用率約爲

70%，首爾地區重症患者病床啓用率

接近85%。

另一方面，報道指出，

韓國政府將于2022年上半年

，爲18至49歲的民衆接種加

強針。目前，韓國政府致力

于對高齡層和高風險群體

擴大進行加強針接種。

此前，韓國政府已決

定，將療養醫院和療養設施入住

人員接種加強針的間隔時間縮短

爲四個月，爲盡快完成加強針接

種，政府表示，將盡力支援前往

相關設施提供接種服務的人員。

韓國國務總理金富謙指出，

近兩周，60歲以上的新冠確診病

例中，已完成全程接種的人員占

比超80%，同時，這也從側面反映

出疫苗接種效果驟降，因此，需

加速進行加強針接種工作。

此外，日前，韓國首都圈地

區學生全面返校上課，他也呼籲

學生們也積極接種新冠疫苗。

韓國中央防疫對策本部通報

稱，截至當天零時，韓國較前一天

零時新增新冠確診病例4116例，單

日新增首次超過4000例，爲韓國疫

情暴發以來的最高值。

中印尼兩國市場對雙邊本幣結算機製反響熱烈

綜合報導 “雙邊本幣結

算探索更多奇跡——印尼與中

國雙邊本幣結算機製(LCS)實

施進展與最佳實踐”線上研

討會舉行，兩國企業界和市

場對該機製反響熱烈。

中國駐東盟大使鄧錫軍、

印尼駐中國大使周浩黎、印尼

企業家協會主席哈裏亞迪(Hari-

yadi)、印尼-中國經濟社會與文

化合作協會副主席林文光出席

研討會並致辭。

印尼數百家企業近700名代

表參加研討會。印尼央行駐北

京代表處執行分析師菲爾曼

(Firman)和中國銀行香港策略

規劃師梁紹仁圍繞LCS機製實

施進展與最佳實踐，結合中

印尼宏觀經濟及LCS成功案例

，對該機製進行剖析解讀和經

驗分享。

鄧錫軍致辭表示，中國-東

盟已相互成為最大貿易夥伴和

重要投資夥伴。在東盟多國探

索本幣結算試點背景下，中

印尼正式啟動雙方本幣結算

機製，是兩國央行深化貨幣

金融合作的重要裏程碑，有助

於降低雙方企業交易成本，擴

大兩國經貿往來中本幣使用，

更大釋放雙方貿易投資和金融

市場潛力。這一合作成果也將

對深化中國-東盟金融合作、促

進貿易暢通起到重要引領和推

動作用。

周浩黎呼籲印尼廣大企業

家實實在在應用好這個機製，

促進印尼與中國雙邊貿易進一

步發展。

哈裏亞迪和林文光表達了

各自協會對LCS機製高度支持

和期待，表示會員企業將很好

應用該機製。

據中國銀行雅加達分行行

長張朝陽介紹，LCS機製運行

以來，中印尼雙邊市場反應熱

烈。截至10月末，僅該行LCS

機製下客戶端兌換已計人民幣

3.5億元，人民幣客戶匯款總計

6.9億元、印尼盾客戶匯款17.18

億印尼盾。目前該行LCS交易

已涵蓋外匯即期/遠期、人民幣

匯入/匯出、印尼盾匯入/匯出等

多種模式。

今年 9 月 6 日，中印尼兩

國央行宣布正式啟動中國與

印尼雙邊本幣結算機製(簡稱

LCS)，開創了兩國貨幣合作

新階段。

當天的研討會由中國銀行

雅加達分行、印尼企業家協會

和印尼-中國經濟社會與文化合

作協會主辦。

日本決定釋放數十萬千升石油儲備
專家：效果短暫

綜合報導 爲抑制原油價格高漲，應美國

要求，日本決定釋放國家石油儲備。日本經濟

産業相萩生田光一表示，日本將釋放數十萬千

升國家石油儲備。對此，有專家表示，此做法

對原油價格的影響短暫。

據報道，當地時間24日，日本首相岸田文

雄正式宣布釋放部分國家石油儲備。日本經濟

産業相萩生田光一就此表示，“通過更換(庫存

的)石油種類，將提前出售數十萬千升”。

萩生田還強調，“將與美國和相關國家等

步調一致，原油價格穩定對于實現經濟複蘇很

重要。”

不過，報道指出，也有人質疑釋放石油儲

備的效果。

據日本放送協會(NHK)報道，針對日本政

府釋放部分國家石油儲備，對原油價格産生的

影響，日本綜合研究所宏觀經濟研究中心所長

石川智久表示，“確實有影響，但國家庫存的

數量是有限的。由于不是無限儲備，所以效果

可能是暫時的。”

另外，他還指出，“由于原油價格居高不

下，汽油價格也不會輕易下跌，其他燃料如柴

油價格也沒有下降，這可能會對消費者的生活

造成嚴重影響。”

日本共同社報道稱，當地時間24日，結束

節假日休市的東京商品交易所重啓交易，對于

釋放儲備的動向，主要産油國或將加強對決姿

態，中東産原油期貨價格大幅反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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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德國社民黨、綠黨和自民

黨在柏林宣布完成聯合執政協議談判，將

共同組建下一屆聯邦政府。社民黨總理當

選人朔爾茨預計將在下月正式就任下屆德

國總理。針對下屆德國政府的經濟政策，

德國專家向中新社記者表示，聯合執政協議

體現了新政府政策的穩定性和延續性，同時

將強調環保和數字化領域的創新發展。

針對下屆聯邦政府的經濟政策，德國

聯邦外貿與投資署(GTAI)總經理赫爾曼

(Robert Hermann)表示，最重要的是其中的

穩定性和高度的延續性。“這體現在德國

當選總理朔爾茨是上屆政府的財政部長，

但兩個新政黨(綠黨、自民黨)在新一屆聯

合政府中的存在將加強某些優先事項。”

在環境和氣候方面，當天公布的聯合

執政協議尋求將“經濟發展和生態責任”

結合起來，創造“生態社會市場經濟”。

預計將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增加數十億歐

元投資。它還爲經濟和氣候事務創建了一

個新的內閣部門。該協議突出了環保主題

，例如推動德國向清潔能源轉型、加速淘

汰煤炭能源、推廣氫能以作爲可再生能源

載體，以及增強對電動汽車的支持。

基爾世界經濟研究所氣候問題專家威

爾弗裏德· 裏克爾斯表示，三黨執政聯盟

宣布的氣候政策喚起了希望，這一政策很

好地融合了更爲遠大的

雄心和更具彈性的工具

，例如碳排放交易等，

這使得執行中具有效率

的氣候政策成爲可能。

德國聯邦外貿與投

資署能源、建築和環境

技術主管格裏奧萊特

(Thomas Grigoleit)向中新社記者分析，德

國新執政聯盟承諾進一步加快兌現應對

氣候變化目標，“我們可以期待政府集

中力量加快淘汰煤炭能源、擴張可再生

能源、建設氫能經濟及相關基礎設施，

以及運輸和物流的持續脫碳，這將爲德

國和國際清潔技術公司提供曆史性的市

場機遇。”

在數字化方面，聯合執政協議中同樣

優先考慮的重點是“全面數字化突破”。

新執政聯盟已承諾創建“數字國家”並制

定有關人工智能和區塊鏈技術的新戰略。

國家將增加對新企業和初創企業的支持，

同時減少官僚主義以鼓勵創新。聯合執政

協議堅持聯邦預算平衡的原則，排除增稅

的可能性。

“商業界可以期待新政府大力推動數

字化。”德國聯邦外貿與投資署數字和服

務部門主管馬克· 羅爾(Marc Rohr)表示，

這將包括5G、高速互聯網和移動電話服務

的全面擴張、通過數字化降低能源成本的

措施以及扶持創新、可持續數字商業模式

的新激勵措施和融資計劃。

針對德國政府組閣將如何走完接下來

的最後一步，德意志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斯

特凡· 施耐德等人在最新報告中分析，這

份聯合執政協議還需要社民黨和自民黨通

過召開黨代會的形式通過，綠黨則將進行

黨員投票。由于新冠疫情期間采用了在線

方式，這一進程預計將大大加快。

“迄今爲止，上述黨內協商這一步從

未導致過德國任何一次組閣失敗。”報告

指出，預計朔爾茨將在12月初正式獲聯邦

議院選舉爲下一任德國總理。由于三黨在

本屆聯邦議院736個席位中占據416個，遠

超當選所需的絕對多數，因此選舉朔爾茨

爲下屆總理很大程度上只是走完程序性的

一步。

秘魯多種新冠變異毒株蔓延：
德爾塔毒株占主導地位

綜合報導 據秘魯衛生部報告，國家衛生研究所(INS)的科學家在分

析了大量病毒基因組排序後表示，秘魯目前主要有5種新冠病毒變體，

其中德爾塔毒株占主導地位。

據報道，盡管自2021年9月以來，秘魯的新增確診病例一直保持著

下降趨勢，但在過去兩周裏，確診病例有所增加，專家們認爲，秘魯已

接近于第三波疫情的開始時期。

日前，秘魯衛生部長塞瓦略斯承認，確診病例的增加趨勢有點“危

險”，但認爲這還不能表明第三波疫情已經開始。

鑒于病例的增加，監察員辦公室呼籲民衆接種疫苗，並表示衛生部

的報告顯示，病例的增加主要發生在秘魯北部，如Tumbes, Piura, Lam-

bayeque和La Libertad，此外，利馬和Tacna的病例也穩步增長。新增感

染者大多數是沒有接種過疫苗的人，有的只接種了一劑，或者患有高危

疾病。

根據衛生部的數據，截至當地時間23日，秘魯已累計確診2226656

例，累計死亡200931例。秘魯是世界上新冠死亡率最高的國家之一。

與此同時，許多人已經無法繼續忍受由疫情引發的心理健康問題。

根據秘魯衛生部的數據，52.2%的利馬居民因疫情而遭受壓力。

該國精神病學專家何塞· 洛佩斯博士說：“我們應該做的是盡量避

免壓力，與家人和朋友分享更多時間，不僅要爲工作留出時間，還要運

動，培養愛好或學習有助于我們擺脫壓力的課程。”

法國官方稱疫情指標惡化
兒童新冠發病率快速上升
綜合報導 法國官方稱新冠疫情指標惡化。法國官方數據顯示新冠

病毒正加速傳播，兒童新冠發病率快速上升。

根據法國官方數據，法國單日新增確診病例32591例，累計確診病

例7483282例。法國累計死亡病例現爲118705例，新增死亡病例81例。

法國新冠住院患者人數現爲8705人；重症患者人數爲1483人。

法國政府發言人阿塔爾24日通報最新疫情形勢，指出疫情指標惡化

。第五波疫情在全法蔓延，已有8個省份的新冠發病率突破每10萬居民

中有250名感染者，21個省份的新冠發病率在過去7天中翻了一番。

阿塔爾表示，政府正在研究應對第五波疫情的具體措施，主要將集

中在三方面：加強隔離措施、加大健康通行證的核查和加速新冠疫苗接

種。阿塔爾透露，官方正在考慮向所有人開放第三劑疫苗接種，同時通

過縮短新冠病毒檢測結果的有效期來縮短未接種疫苗者獲得健康通行證

的時限。

阿塔爾還表示，醫療系統仍是應對新冠疫情的“主戰場”，仍然可

以采取措施避免醫療系統的飽和。他認爲目前醫療系統的狀況仍可控，

爲避免醫療系統的飽和，要繼續努力推動疫苗接種、確保社交距離等防

疫措施和利用好健康通行證。

法國衛生部公布的數據顯示，兒童新冠發病率快速上升，6到10歲

兒童的新冠發病率在一周內增長148%，現已達到每10萬人中有340名感

染者。該數據表明新冠病毒在兒童中的傳播很活躍。中學生的發病率也

高于所有年齡段人群的平均水平，11到14歲人群發病率爲每10萬人中

有208名感染者。

法國官方數據稱，法國目前已有5180萬人接種至少一劑疫苗，約占法

國人口的76.8%；已有5072萬人完成兩劑接種，約占法國人口的75.2%。

專家：德國新政府經濟政策料政策料
將兼具延續性與創新性新性

多人為免打疫苗自願感染新冠？
意公布最新防疫法令

據意大利歐聯網援引歐聯通訊社

報道，意大利博爾紮諾自治省內，不

少人自願感染新冠病毒以避免接種疫

苗。當地時間 24日，意大利總理公布

了最新的“超級綠色通行證”防疫法

令，對未接種疫苗的人進行更嚴格的

限制。

為避免打疫苗 自願感染新冠病毒？
據報道，意大利博爾紮諾自治省是

全國受第四波疫情影響最嚴重的地區之

一，且疫苗接種率處于全意最低水平。

博爾紮諾醫院重症監護室拍攝紀錄片的

攝影師皮齊尼(Andrea Pizzini)表示，過去

幾個月裏，許多來自同一地區的感染

者，先後被送進重症監護室。

他說，上周有3名來自同一地區的

男性患者先後入院，他們告訴醫務人

員，自己是自願感染病毒以拿到“綠色

通行證”的。

皮齊尼補充道，有些人會直接前往

確診新冠的朋友家裏聚會，希望自己能

被感染。

皮齊尼認爲，博爾紮諾地區“反疫

苗”情況如此普遍，與其曆史背景、地

理位置等多重因素有關。

博爾紮諾新冠病毒機構的副協調員

弗朗佐尼(Patrick Franzoni)說，有一些年

輕人，甚至是學齡青少年，他們跟新冠

確診病例見面，並試圖被感染，但他們

沒有意識到，這種病毒對兒童和年輕人

也很危險。

意大利推出“超級綠色通行證”法令

報道稱，意大利總理府舉行內閣會

議後，總理德拉吉(Mario Draghi)舉行新

聞發布會，並公布了內閣會議最新通過

的“超級綠色通行證”防疫法令。

法令規定，從 12 月 6 日至 1 月 15

日，意大利綠碼將分爲“超級綠色通行

證”和“普通綠色通行證”，持有“普

通綠色通行證”的人，將會被各類商業

場所限制進入。

從 12 月 6 日開始，即使是“白

區”，也只有持有“超級綠色通行證”

的人，才能進入室內酒吧、餐館、健身

房、遊泳池、電影院、劇院、博物館等

娛樂消費場所。

新法令還將“綠碼”的使用範圍擴

大，從 12月 6日起，進入酒店旅館、

乘坐區域火車和本地公共交通(電車、

公共汽車和地鐵)，同樣需要攜帶“綠

碼”，對“綠碼”的檢查將會以抽查方

式進行。

法令還規定，紅橙黃三色區改變規

則，黃色和橙色區域將不再關閉商業活

動。不過，這些場所將僅允許有“超級

綠色通行證”的人進入。

此外，橙色區域的各種限制措施，

也僅適用于沒有“超級綠色通行證”的

人。

在紅色區域，各種限制措施和旅行

禁令將繼續保留。規則適用于所有人，

包括已接種疫苗，擁有“超級綠色通行

證”的人群。在完成疫苗接種後，“超

級綠色通行證”的有效期，從原來12個

月減少到9個月。

此外，教師和意大利執法機構的工

作人員，也將被要求強制接種新冠疫苗

。12月1日起，18歲以上的人都可接種

第3針加強劑疫苗。

據報道，意大利民防部報告稱，

新增新冠確診病例12448例，新增新冠

死亡病例85例。

愛因斯坦相對論手稿在法國巴黎以1160萬歐元高價拍出
綜合報導 物理學家愛因斯

坦的相對論手稿在法國巴黎拍賣

，拍出價格高達1160萬歐元。

處理此次拍賣的佳士得拍賣

行形容其“毫無疑問是有史以來

最有價值的愛因斯坦手稿”，估

價爲350萬歐元。佳士得拍賣行

沒有透露買家的具體身份。

法新社報道稱，愛因斯坦

手稿的起拍價爲150萬歐元，

很快超過350萬歐元的估價，

最後由兩名競標者通過電話競

買，每次加價幅度爲20萬歐元。

最終的拍出價格爲1160萬歐元。

大約有100名競標者參與此次拍

賣，均通過遠程進行出價。

這件被拍賣的愛因斯坦相

對論手稿共有54頁，是愛因斯

坦和他的同事、瑞士工程師米

歇爾· 貝索于1913年至 1914年

間在瑞士蘇黎世手寫的。佳士

得拍賣行稱，這件手稿是通過

貝索得以保存下來的。愛因斯

坦本人可能認爲這只是一件簡

單的工作文件，他不大可能保

存他本人的早期手稿。

有專家對這件愛因斯坦手

稿予以高度評價，稱其爲愛因

斯坦通向廣義相對論道路上

“最重要的文件”。佳士得甚

至稱贊其爲“20世紀最重要的

科學文獻之一”。

根據目前對這件愛因斯坦

手稿的研究，該手稿並沒有裝

訂成冊，而且是由很多不同類

型的松散紙張組成。有文獻研

究專家形容這是一件“充滿活

力的工作文件”，愛因斯坦和

貝索似乎都想抓住他們能找到

的紙張，立即寫下他們的發現。

愛因斯坦的手稿和書信曆

來是拍賣會的熱門拍品，但此

前沒有達到如此高的拍出價格

。2017年愛因斯坦的兩張對幸

福“理論總結”的便箋分別以

156萬美元和24萬美元成交；

2018年愛因斯坦的“上帝之信”

以240萬美元成交。



美國新聞 AA55
星期二       2021年11月30日       Tuesday, November 30, 2021

（綜合報導）白宮發布聲明稱，美國總統拜登會見了
傳染病學專家福奇和白宮新冠疫情應對小組成員，了解有
關奧密克戎毒株的最新進展。福奇表示，“現有疫苗有可
能對新冠重症者提供一定程度的保護”。

據報導，聲明稱，福奇告訴拜登，雖然還需要大約兩
週的時間才能獲得關於奧密克戎毒株的傳染性、嚴重性和
其他特徵的更明確的信息，但他仍然相信，“現有疫苗可
能對新冠重症者提供一定程度的保護”。

福奇還重申，為完全接種疫苗的人接種加強針，可提
供“最強的新冠病毒保護”。此外，新冠疫情應對小組對
所有已接種疫苗的成年人的直接建議是，盡快進行加強注
射。

如果成年人在六個月或更長時間前接種了輝瑞或莫德
納疫苗，或者兩個月或更長時間前接種了強生疫苗，則都

有資格接種加強針。重要的是，尚未完全接種疫苗的成人
和兒童應立即接種疫苗。

此前不久，福奇針對新變種可能已出現在美國一事表
示，“如果是的話，我不會感到驚訝。”“雖然我們還沒
有檢測到這個變種，但是如果一個病毒顯示出這種程度的
傳染性並且已經有與旅行相關的病例，包括在以色列、比
利時和其他地方，那麼基本上它最終會傳播到所有地方。
”

當地時間27日，美國疾控中心(CDC)將南非、津巴布
韋、納米比亞、莫桑比克、馬拉維、萊索托、斯威士蘭和
博茨瓦納這8個非洲國家的旅行風險指數提升為“第4級
”，即“非常高”；同一天，美國國務院也向民眾發出警
示，建議不要前往以上8個非洲國家旅行。

（綜合報導）五角大樓測試部門的一份報告警告稱，供美國總統使用的新型“海軍
陸戰隊一號”VH-92A直升機不可靠——尤其是在緊急行動任務情況下。

彭博社、《國家利益》等也報導了這一消息。報導稱，這種新型直升機在執行常規
“行政”任務時有效，例如，前往戴維營，或者將總統運送到華盛頓郊外的安德魯斯聯合
基地的計劃出行。但是，它對“應急行動任務”無效，這指的是緊急飛行。

五角大樓測試部門的內部報告稱，該直升機“未能滿足可靠性、可用性或可維護性閾
值要求”。它的“任務通信系統 （MCS） 在應急任務開始時經常延遲關鍵通信，並且沒
有充分支持及時、持續和安全的通信。”在試飛期間，因發動機排氣和燃油洩漏損壞了著
陸場。

報導稱，白宮軍事辦公室尚未批准使用VH-92A進行首次總統飛行，同時重新評估新
直升機的時間表。

資料顯示，VH-92A由美國西科斯基和洛克希德•馬丁公司基於S-92運輸直升機聯
合研製。該計劃耗資約47億美元，總共生產23架，用於取代美國總統機隊裡作為上一代
“海軍陸戰隊一號”的VH-3D“海王”和VH-60N“白鷹”直升機，目前已經花費了15
億美元。

“海軍陸戰隊一號”是搭載美國總統時的陸戰隊飛機呼號，只載有副總統時呼號則為
“海軍陸戰隊二號”。在執行總統空運任務是，一般出動多架“海軍陸戰隊一號”，其中
一架充當誘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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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奇再談奧密克戎毒株：
疫苗或對新冠重症者提供保護

（綜合報導）美國第一夫人吉爾•拜登近日在白宮接收了2021年白宮聖誕樹，美媒稱，今年在白宮點
亮國家聖誕樹的節慶儀式將花費十多萬美元，這筆錢來自於納稅人的稅款。

據美媒《紐約客》報導，一份美國聯邦文件顯示，國家公園管理局向俄亥俄州的一家公司支付了13.9萬
美元，用於挑選、運輸和移植聖誕樹至白宮，為即將於12月2日舉行的美國國家聖誕樹點燈儀式做準備。此
前，美國前總統特朗普2019年為白宮聖誕樹花費16萬美元。

拜登一擲千金購買聖誕樹時，新冠疫情下的美國民眾飽受通脹之苦。據《華爾街日報》報導，目前美國
通脹率達到了31年來的最高水平，由於供應和勞動力持續短缺，並且需求強勁，各種商品和服務的價格都在
急劇上漲。有美國網友在社交平台上批評政府鋪張浪費，認為購置聖誕樹的錢可以用來幫助更多人。一名推
特網友隔空喊話拜登：“點亮一棵樹比三四個人的年總收入更重要嗎？”

1923年，時任美國總統卡爾文•柯立芝首次主持“國家聖誕樹”點燈儀式，迎接歲末節日。此後，美國
總統為“國家聖誕樹”點燈的習俗延續至今。

（綜合報導）《國會山報》發表評論文章，揭露了
美國社會又一個“可悲”的現實問題，即美國窮人被無
視。文章直言，美國真正關心窮人的人少之又少，其中
一個主要原因是窮人沒有發言權。

文章直言，一些美國報紙頭條近期的報導都顯示，
窮人的狀況值得引起關注，但現實情況是，不管是普通
人還是政客，大家對此都不關心。對於美國政客來說，
城市裡的窮人要么是他們出於政治利益利用的統計數據
，要么是根本不存在的影子，因為窮人不代表任何政治
或選票優勢。窮人的痛苦往往被轉化為下流的政治表演
，或者被完全無視。美媒報導反映出美國網站編輯和記
者的擔憂，但是這些媒體顯然不想將矛頭指向執政的民
主黨，也不想給共和黨以把柄。美國政府理應對此負責
，不能因為牽扯到政黨利益，就掩蓋和忽視數以百萬計
美國人的苦難。文章呼籲，對人命的關注必須始終放在
第一位。

文章提到，目前最具破壞性的“失敗”現像是，美
國的城市中每年都有成千上萬的人被殺害，其中大多數
是少數族裔。截至2020年，芝加哥的黑人人口已降至約

78.8萬，是自20世紀50年代中期以來的最低值，不斷有
人因為安全問題逃離這座城市。去年，芝加哥有近800
人被殺害。在過去的63年裡，有超過4萬人在芝加哥被
殺，超過10萬人受傷，其中數以千計的受害者是兒童。
這僅僅是在一個美國城市。加上紐約、洛杉磯、華盛頓
、巴爾的摩、亞特蘭大、費城和休斯敦的兇殺案，兇殺
死亡數字很容易就超過了二戰中死亡的美軍人數。這些
數字看似不太真實，但並沒有說謊。每一個數字都代表
著一個被暴力奪去的生命，這些殺戮是對美國政治領袖
、媒體和學術界的指控，他們大多口惠無實。這對生活
在城市中的美國窮人，即那些被拋棄的男人、女人和兒
童來說，是一種侮辱。

文章最後質問，為什麼美國的政治精英們寧願圍繞
“覺醒主義”“驕傲的男孩”、批判性種族理論和“白
人至上主義”的話題互相扯皮，卻很少有人關心自己同
胞的疾苦？那些生活在城市中的美國窮人正面臨著諸如
盜竊、襲擊、兇殺、食品不安全、缺乏教育、寒冬裡沒
錢取暖、失業等眾多問題。

美國多地兇殺案累計死亡人數美國多地兇殺案累計死亡人數
已超二戰美軍死亡人數已超二戰美軍死亡人數

新一代美總統專用直升機耗資新一代美總統專用直升機耗資4747億美元億美元五角大樓警告五角大樓警告：：它它““不可靠不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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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工業表示，這是繼2020年翼龍-10執
行中國首次無人機颱風探測試驗任務

後的又一次技術突破，是建設以無人機為主
體的空基觀測體系所邁出的重要一步。

翼龍-10無人機是航空工業自主研發的
高空高速無人機系統，具有航速快、飛行高
度高、自主能力強、系統可靠、安全性高、
部署使用便捷高效等特點，可滿足不同用戶
的定製化需求。

有助提高預報準確率
中國海岸線漫長，以颱風為代表的海洋

氣象災害頻發，每年給沿海居民生命財產和
國民經濟造成巨大損失。近年來，中國對颱
風等氣象災害的預報誤差改進明顯，但是現
有的空基觀測手段無法對其進行高時空分辨
率的抵近式探測，對颱風等氣象災害的精細
監測預報預警能力仍無法滿足實際需求，這
也是受颱風（熱帶氣旋）影響的各國面臨的
共同難題。

利用無人機對颱風直接觀測是提高颱風
強度預報、路徑預報準確率的重要手段。為
此，2020年中國氣象局聯合中國航空工業實
施開展“海燕計劃”，對颱風等海洋氣象觀
測開展科研探測試驗，本年度試驗就是其重
要組成部分，重點開展機載氣象載荷功能和
性能測試。

高分辨率全方位探測
“為更好地適配多型任務載荷，我們在

去年的基礎上對翼龍-10做了進一步的優化
升級，確保了飛機能夠高質量地完成此次科
研試驗”，翼龍-10現場指揮唐克兵說。據
悉，翼龍-10無人機在本次任務中搭載多種
氣象探測載荷，涵蓋了海洋氣象多要素、多
維度以及高分辨率的全方位探測，開創了同
一無人機平台多模式應急氣象協同觀測的先
河。

該任務是建設以無人機為主體的空基觀
測體系所邁出的重要一步，同時為今後實現

“監測精密、預報精準、服務精細”奠定了
重要基礎，對海洋開發利用、防災減災和建
設海洋強國提供重要支撐，並為全球氣象服
務提供全新精準的技術手段。

技術人員嘆回傳數據珍貴
在無人機氣象保障服務指揮調度平台

上，技術人員看着屏幕上一組組實時傳輸回
來的試驗數據很是興奮，“這些數據用常規
氣象探測手段幾乎無法獲取到。”在整個任
務過程中，翼龍-10各系統狀態良好，任務
載荷工作正常，此次飛行觀測試驗取得圓滿
成功。

中國氣象局氣象探測中心副總工程師
張雪芬表示，此次試驗將在驗證翼龍-10無
人機平台、改進載荷的性能、觀測方法、
指揮系統、試驗流程以及自主研製的掩星
系統和太赫茲雷達的同時，為最終建立完
善的無人機氣象應急探測業務系統奠定堅
實基礎。

翼龍性能升級 精測海洋風雲
多要素多維度高分辨 國產無人機氣象觀測再突破就在海外開啟購物季之時，多

位外國駐華大使直播帶貨的火爆場
面引發熱議。“5、4、3、2、1”
倒數結束，盧旺達駐華大使推銷的
數千斤咖啡豆、斯里蘭卡駐華大使

代言的錫蘭紅茶一上架就“秒空”。中國市場巨大
消費能力讓外國友人讚嘆。

大使作為一個國家在華全權代表，走進直播間
與中國消費者直接互動，體現了各國對中國市場的
高度重視和拓展雙邊經貿往來與人文交流的良好心
願。去年以來，貝寧、埃塞俄比亞、南非、坦桑尼
亞、烏拉圭、薩爾瓦多等國駐華大使紛紛進入直播
間為本國產品“帶貨”，不少大使從最初的好奇、
忐忑到熱情高漲，迅速愛上“帶貨”，不斷擔當本
國商品“代言人”。他們在拉近各自國家與中國消
費者距離的同時，也為本國商品贏得了巨大商機。

大使們“秒空”式帶貨讓世界感受到中國市場
消費升級的巨大潛力。無論是烏拉圭的乳製品和紫
水晶，還是薩爾瓦多的精品咖啡豆，來自海外的諸
多高質量產品和服務，不僅更好滿足了中國消費升
級的需求，也激發了中國消費市場的增長潛能。直
播電商作為創新的商業模式，在中國實現爆發式增
長，銷售規模在網絡零售中的佔比不斷攀升。5G、
智慧物流、大數據等科技創新和商業生態創新，正
在催生新平台、新業態、新模式，不僅為中國消費
驅動增長提供堅實支撐，也為世界經濟復甦注入強
勁動力。

專家：未來10年 中國消費者仍重要
大使“帶貨”讓世界直觀體會到中國深化開放、

與世界共享發展機遇的決心。14億多人口，4億以上
中等收入人群使中國成為世界無法忽視的大市場。今
年是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20周年，如今的中國承
擔着“世界工廠”和“世界市場”雙重角色，每年進
口商品和服務約2.5萬億美元，連續十餘年成為世界
經濟增長的第一引擎。“金磚”概念首創者、高盛前
首席經濟學家吉姆·奧尼爾認為，未來10年，中國消
費者仍將是世界最重要的經濟發展因素。

大使“帶貨”受到熱捧也為疫情中的世界帶來
更多暖意。疫情陰霾下，一些國家強調“本國優
先”，實行貿易保護和單邊主義。而中國展現大國
擔當，克服多種挑戰，如期舉行進博會、廣交會、
服貿會並首次舉辦消博會，對全球商品“買、買、
買”，不僅為疫情下的各國經濟增長和世界經濟復
甦貢獻重要力量，也凸顯了中國與各國風雨同舟、
共渡難關的堅定信念，以及開放包容、命運與共的
天下情懷。

開放合作既是推動世界經濟穩定復甦的現實要求，
更是促進人類社會不斷進步的時代呼喚。駐華大使直播
帶貨這個小小窗口，讓世界感受中國市場的潛力與活
力，領略中國人的開放胸襟，感知一個生動立體的魅力
中國。攜手前行，中國與世界各國必將共創一個更加美
好的明天。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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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

報訊 綜合記者

劉凝哲、凱雷

及中國日報網

報道，27日上午9時，隨着對

講機裏傳來的一聲放飛指令，

中國航空工業自主研製的翼

龍-10無人機騰空而起，搭載

毫米波測雲雷達、掩星/海反

探測系統等，經過幾十分鐘飛

行後到達任務空域，與天基、

海基、岸基氣象觀測儀器一

起，對海洋上空雲系、溫濕廓

線分布、以及海面風場等氣象

要素進行協同觀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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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道）強化查核網路銷售，財政部預告修
法，明年3月起，電商平台需替賣家保留交易紀錄，
同時，有採線上銷售的店家，須在稅籍登記資訊新增
銷售網址，另外，在銷售頁面須揭露統一編號及名稱
。

財政部日前預告修正 「稅籍登記規則部分」及
「稅捐稽徵機關管理營利事業會計帳簿憑證辦法」

，明年（2022年）1月22日前截止預告，期間歡迎外
界表達意見。

對修正主因及重點，財政部官員接受中央社記
者訪問時表示，如今電子商務盛行，除網路原生商店
外，眾多實體商店也兼營網路銷售；因此，稅籍登記
及交易紀錄、帳簿保存規定也要跟上時代，確保相關
資訊透明揭露，減少逃漏稅空間並維護消費者權益。

首先，按規定，企業都有保存會計帳簿憑證、
買賣交易資料的義務，但現在不少店家是透過大型電
商平台開店，與買家的交易紀錄、金流也是透過平台
，很少自行保存。

因此，預告修法從明年 3 月起，要求以網站、
APP等電子方式供店家開店的電商業者，應替店家保

存必要交易紀錄。如此一來，國稅局後續若有查核需
求，才有相關資料可了解、勾稽。

其次，在稅籍登記方面，明年3月起，只要是
有透過網站、APP等電子方式銷售的店家，稅籍登記
資訊中必須包含銷售網址，如果是透過電商平台開店
，則要提供申請開店時使用的會員帳號。

財政部強調，此項新制，適用對象除了新設立
店家外也包括已設立店家，明年3月以前已有稅籍登
記且有透過電子方式銷售的商家，要在明年3月15日
前申請變更登記，補上銷售網址等資訊；未主動誠實
登記被查獲，將被處以罰鍰。

此外，明年3月起，店家在網站、APP或社群
軟體上銷售，應於銷售頁面的明顯位置，清楚揭露其
統一編號及名稱，也就是得掛上網路版的 「市招」。

財政部表示，民眾可透過店家揭露的統一編號
及名稱，上 「稅務入口網」的 「公示資料查詢」專區
，確認業者是否為合法登記，以及是否屬於應開立統
一發票，進一步保障自我權益；屆時若發現有店家違
規，也鼓勵向國稅局檢舉。

(綜合報道）勞動部今天說，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保險局已
核准6家醫療保險保單，自12月1日起，移工入境應先由雇主為
其投保COVID-19醫療保險，將相關投保證明上傳勞動部網站
，移工始得入境。

勞動部發布新聞稿表示，為兼顧產業及照顧人力需求，經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同意，於110年11月11日開放移工專案
引進，並要求移工入境前，必須投保COVID-19（2019冠狀病
毒疾病）醫療保險，以強化防疫工作。

勞動部表示，為避免因移工確診，造成雇主負擔龐大住院

醫療費用的經濟壓
力，金融監督管理
委員會保險局已於

日前核准富邦產險、國泰世紀產險、兆豐產險、和泰產險、泰安
產險、新光產險等 6 家保險公司的 「移工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
（COVID-19）住院醫療費用健康保險」及 「移工嚴重特殊傳染
性肺炎住院醫療費用團體健康保險」保單。

勞動部說明，保險期間為移工入境日起30天，保險給付額
度為新台幣50萬元，保費約1200元以下，移工於入境發生CO-
VID-19確診收住醫療機構隔離治療時，所需醫療及用藥費用，
將由保險公司直接理賠予醫療機構。

勞動部進一步表示，自12月1日起入境的移工，雇主應於

移工入境前至勞動部入出國移工機場關懷服務網站上傳載有移工
（即被保險人身分）購買保險證明文件，包括保單、保險理賠申
請書、代理投保委任書及雇主切結書等，未投保及上傳投保證明
文件者，將無法安排移工入境。

勞動部補充，移工為被保險人，配合保險作業，由雇主代
理投保；為避免造成移工額外負擔，保費應由雇主支付，並要求
出具切結書同意無償墊付，不得向移工請求償還。

勞動部指出，若雇主向移工收取保費或自工資中抵扣，已違
反 「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第43條未全額給付薪資
規定，將依 「就業服務法」第57條第9款及第67條第1項規定，
處以6萬元以上至30萬元以下罰鍰，並廢止雇主許可及管制2年
不得申請。

經營社群電商 財政部預告明年3月起須揭露統編

環團號召氣候遊行環團號召氣候遊行 籲護藻礁公投案投同意籲護藻礁公投案投同意
多個環團多個環團2828日舉行記者會宣布日舉行記者會宣布，，將於將於1212月月1111日舉行日舉行 「「藻礁投同意藻礁投同意 非褐護家園非褐護家園

」」 氣候遊行氣候遊行，，並公布主視覺和遊行路線並公布主視覺和遊行路線，，台灣健康空氣行動聯盟理事長葉光芃與藻台灣健康空氣行動聯盟理事長葉光芃與藻
礁公投推動聯盟召集人潘忠政等人呼籲大眾踴躍參與支持護藻礁公投案礁公投推動聯盟召集人潘忠政等人呼籲大眾踴躍參與支持護藻礁公投案。。

LINE Pay：與一卡通討論服務更名退股不影響合作
(綜合報道）行動支付服務LINE Pay與一卡通合作4年，11月初已悄悄出清持有的一卡通近3

成股權，外傳最快12月LINE Pay Money將更名。LINE Pay今天向中央社記者表示，正與一卡通
討論更名，並強調退出股份與合作關係是兩件事。

LINE Pay指出，與一卡通合作會持續，退出股份以及更名對雙方合作沒有任何影響。
根據經濟部商業司的最新資料，LINE Pay已不再持有一卡通股權，也全面退出董監事，空

出的席次和持股由聯邦銀行接手；外傳是因為LINE Pay不滿高雄市政府強勢主導經營，但未獲證
實。

LINE Pay與一卡通貌合神離，早在今年10月底就可看出端倪。當時一卡通公司宣布，因應
法規調整，LINE Pay將於11月2日改版，LINE Pay Money相關所有服務例如轉帳、分帳等將改至
LINE Pay首頁的統一入口下，讓點選路徑調整更聚焦，手機桌面的付款條碼也與LINE Pay分別，

建立各自的付款入口。
此次改版也將LINE Pay Money電子票證與電子第三方支付LINE Pay從單一驗證改為分別驗

證。用戶如果原本只有設定LINE Pay Money的使用密碼，改版後在使用LINE Pay的第三方支付功
能時，會需要重新設密碼，未來兩方用戶的密碼也將分別管理、儲存。

2014年來台的LINE Pay目前台灣用戶數約980萬，支付據點超過32萬個。為了在台發展電子
支付服務，LINE Pay於2017年宣布投資擁有電支執照的一卡通公司，2018年推出LINE Pay一卡通
服務，可連結銀行帳戶進行儲值、轉帳。

不過，後來因為用戶不清楚一卡通實體票證與電支服務的關係，為避免混淆，LINE Pay一卡
通改名為LINE Pay Money，至今台灣用戶超過400萬。

移工入境須先投保COVID-19
醫療險 12月1日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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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1 月下旬舉行的習拜會之前，
中美雙方曾經進行了一場人質交易：中
國允許一名美國公民離境， 而美國更
「大方」 ，一口氣遣返七名中國人返華
。其中一位就是丹尼爾•徐。2017年4
月，他從美國返回中國時，在上海被拘
捕，之後則被禁止離開，轉眼就有四年
。

就在拜登總統和中國領導人習近平
日前舉行視頻峰會前不久，美國就將七
名被判有罪的中國公民送回中國，而北
京方面則取消了一名已被限製離境四年
的美國公民的出境禁令。馬上西飛返美
。

據美國一名高級政府官員稱，其中
一位被遣返的中國公民，是2019年因
非法闖入前總統特朗普的佛羅烈達州的
馬阿拉歌莊園而被定罪的中國女子。由
於涉及敏感的外交事務，這名官員要求
不具姓名。而中國外交部也拒絕置評。

這些舉動是在中美兩國私下達成協

議，允許中國科技巨頭華為高管孟晚舟
從加拿大回國後不到兩個月發生的，此
前中美的外交僵局持續了近三年時間。
與此同時，中國也即在數小時內，做出
回應，釋放了兩名加拿大人，他們是在
孟晚舟於加拿大被捕後不久在華被捕。
據說在中國大陸進行間諜活動。

華為首席財務官孟晚舟在被禁止離
開加拿大近三年後，於9月離開了她在
溫哥華的家。 回返深圳。當時，被禁止
離開中國超過三年的一對美國姐弟，也
被允許返回美國。這對姐弟——喬治城
大學的學生維克多•劉（音）和麥肯錫
公司的顧問辛西婭•劉（音）——從未
被指控在中國有不當行為。但他們的父
親劉昌明，則是一家中國銀行的前高管
，因為一起欺詐案而遭中國警方通緝。

據說，針對劉昌明子女的出境禁令
是為了迫使在美國的劉昌明，早日權行
輕重，回國自首。

這一系列中美外交行動，似乎意在

緩和兩國政府之間的緊張局勢，雙方在
貿易、技術、人權、臺灣等問題上的對
抗愈演愈烈。在日前的視頻峰會上，拜
登和習近平沒有達成突破性協議，僅就
雙方需要防止兩國間的摩擦升級為全面
沖突，取得了一致的承諾。

本月獲準離開中國的美國公民丹尼
爾•徐（音）在中國沒有被判犯有任何
罪行。徐先生去年告訴美聯社，中國當
局於2017年8月阻止他和妻子返回華盛
頓州的家，徐先生說這顯然是試圖說服
他的父親，返回中國並面對挪用公款的
指控。據美聯社報道，徐先生的父親徐
維銘否認了這些指控。

路透社早些時候報道了徐先生返回
美國的消息。

美國國務院一直警告正在考慮前往
中國的美國人：註意“任意拘留和出境
禁令”的風險。該部門表示，在大多數
情況下，美國公民只有在離開中國時，
才意識到出境禁令的存在。

哪位被美國遣返的中國公民中包括女商
人張玉婧，她在2019年蒙混進入前任
美國總統特朗普位於佛羅裏達州棕櫚灘
的的馬阿拉歌莊園。張玉婧被特勤局盤
問後，特工發現她帶著四部手機、一臺
筆記本電腦和一個外置硬盤。他們在另
一家酒店的房間裏發現了另外一批設備
。

這起事件暴露了特朗普的安保漏洞
。但張玉婧在位於勞德代爾堡的佛羅裏
達州南區美國地方法院的審判並未厘清
她是否從事間諜活動。

美國《邁阿密先驅報》本月曾報道
，張玉婧於2019年底完成了八個月的
刑期，但由於與新冠疫情相關的“遞解
離境延誤”，被移民局又關押了一段時
間。

中國外交部本周還宣布許國俊從美
國遣返，這位前銀行高管在20年前因
涉嫌腐敗和挪用公款而逃離中國。2008
年，拉斯維加斯的一個聯邦陪審團裁定

對許國俊的共謀指控成立。中國外交部
表示許國俊遣返歸案標誌著此案20年
來追逃追贓工作取得“重大成果”。這
亦是 「中美人質外交」 合作成功的典範
！

現任現任HISDHISD理事理事Anne SungAnne Sung得到得到Houston ChronicleHouston Chronicle背書支持背書支持

宋嘉年宋嘉年Anne SungAnne Sung以科學防疫競選以科學防疫競選HISDHISD理事理事
美國華裔選民聯盟主席美國華裔選民聯盟主席Helen ShihHelen Shih博士供稿博士供稿

((東翻西看東翻西看)) 中美合中美合走走「「人質外人質外交交」」？？楊楚楓楊楚楓
Anne SungAnne Sung在課堂上聽取孩子們的意見在課堂上聽取孩子們的意見

德州學區將如何應對德州學區將如何應對COVIDCOVID？？
你的選擇將在你的選擇將在2929日開始的日開始的HISDHISD決選中起到關鍵作用決選中起到關鍵作用

休士頓獨立學區HISD 現任華裔理事Board of
Trustees 宋嘉年 Anne Sung, 正在緊張進行決選
Runoff Election 的努力。本次決選是 11月普選
General Election的第二輪，有4名HISD理事席位
需要確定（Anne Sung 代表第7選區，見圖）。

Anne Sung 在休士頓長大，畢業於Bellaire
High School, 後進入哈佛Harvard 大學，有物理和
數學雙學位，並取得哈佛大學公共政策碩士學位
，是華二代的成功典範。不僅如此，她畢業後，
選擇回到HISD，曾在最困難的Davis 和 Lee High
School 負責物理和科學課程教育，一心熱愛和投
入教育事業。

Anne Sung 在2016年以36票的微弱多數當
選，是HISD理事中唯一具有豐富教學和公共政策
背景，也是唯一的亞太代表。對於華人社區升大
學和就業準備，她在過去5年當中將其作為優先事
項，增加了通過AP考試和IB考試的學生人數。在
就業和技術方面，行業認證的學生數量增加了
300%。因此，支持Anne Sung 連任，就是支持華
二代。

在談起她與其競選對手的差別時，Anne
Sung 提到，HISD 作為德州#1， 全美#7 大校區
，極有深遠影響力和領導力。因為COVID的影響
， 她致力於恢復COVID正常教學，積極科學防疫
，有效管理學區經費和效果監督。

HISD本次挑戰了德州州長
不許學區要求戴口罩的禁令，並
在科學防疫中起到帶頭作用。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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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防疫衛生，抵觸帶
口罩和疫苗，並且宣揚教師帶槍
入校，無視校區安全。因此
Houston Chronicle 公開背書支
持了Anne Sung，這是她邁向成
功的第一步。

宋理事特別提醒，在另一波
COVID變異有可能再次掀起高潮
的危險下，每個人的選擇，不僅
對自己學區起到關鍵作用，而且

HISD會影響到整個德州的政策。她希望大家提醒
周圍鄰居和朋友，支持科學和公共教育，保護孩
子們和社區的安全。最後成敗，一票定千鈞。

在Anne Sung 的選區的選民皆可投票給她，
在其他選區的選民，她建議投給現任的候選人，
因為她們都遇到了跟她類似的競選攻擊。即使不
是休士頓獨立學區的家長，如果子女已經長大，
只要在哈裏斯縣登記投票的人都可以投票。

抓緊時間，提前投票只有一周多，從11 月 29

日(周一)到12月7日（周二）截至。最後一天投票
是12月11日（周六）。投票地點，可以在Harris
County 任何投票站，早 7時 至晚 7時 (詳情見
HarrisVotes.Org)。請大家一起來支持Anne Sung
， 加 入 捐 款 和 誌 願 者 行 列 ： https://www.
anne4hisd.com/。其他HISD理事決選詳情，請參
考https://www.houstonisd.org/Page/1880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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