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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衛今天表示，針對Omicron變異
株祭出旅行措施時，各國應採用 「以證
據為參考、以風險為基礎的方法」 ，包
括採檢或隔離國際旅客，全面性旅行禁
令並無法阻止Omicron擴散。

法新社報導，世界衛生組織（WHO
）稱新的COVID-19（2019冠狀病毒疾
病）變異株Omicron在全球構成 「非常
高」 的風險，已導致許多國家紛紛對外
關閉國門。

世衛今天表示，尚未完整接種CO-
VID-19疫苗的民眾，若也容易感染這種
疾病，包括60歲以上者，應推遲前往有
社區傳播疫情的地區。

世衛針對Omicron發布旅行建議時

表示： 「全面旅行禁令無法防止（病毒
）在國際間擴散，但卻會對生命和生計
加諸沈重負擔。」

「此外，實施旅禁還會讓各國不想
通報與分享流行病學及基因定序數據，
進而在疫情期間對全球衛生工作產生不
利影響。」

非洲南部本月稍早出現首起Omi-
cron 病例，如今距離世衛首度接獲
Omicron病例通報才不到1週，這種變
異株已在全球不少國家現蹤。

世衛提到實施旅行限制的國家數量
增加，包括暫時禁止出現Omicron的國
家旅客入境。

路透社報導，世衛指出，截至11月

28日，據報約有56國實施相關旅行措施
，旨在拖延Omicron傳進國內。

世衛還說： 「隨著各國當局加強監
控與基因定序，偵測到Omicron變異株
的國家數量料將增加。」

世衛隨後在更正版聲明中表示：
「尚未完整接種疫苗，或沒有先前感染

過SARS-CoV-2證明，且發展為重症和
死亡風險增加的民眾，包括60歲以上者
，或因患心臟疾病、癌症和糖尿病等共
病而有高重症風險的民眾，建議延後前
往有社區傳播疫情的地區。」

世衛建議各國在實施旅行措施時，
採用 「以證據為參考、以風險為基礎的
方法」 。

世衛：全面性旅行禁令 無法阻止Omicron擴散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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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ident Biden announced new U.S. travel
restrictions from South Africa and seven other
countries to contain the threat from the newly
detected Omicron Covid-19 variant.

The travel ban alone may offer little comfort
to Americans which set a new travel record
on the eve of Thanksgiving Day.

Canadian officials confirmed the country’s
first two cases of the Omicron
variant in Ottawa. Germany and
the United Kingdom also
confirmed cases within their
borders. The UK has mandated
face covering in shops and on
public transport.

Dr. Paul Burton of Moderna
Corporation said in an interview
that we should brace for several
weeks of uncertainty as
scientists and vaccine
manufacturers investigate the
transmissibility of the new
variant, the level of illness that
causes and whether the

antibodies produced in response to the
current vaccines will be effective in thwarting
it.

Scientists are concerned that the new variant
has more than 30 mutations as a part of the
virus raising fear that the protection offered
by vaccines currently available would not be
enough.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s biggest
challenge may be the ongoing stubborn
resistance among the approximately 60
million American adults who remain
unvaccinated.

We sincerely want to urge all people to get
vaccinated to simply protect yourself and your
loved ones.

We also want to urge world leaders to work
together to fight against this new threat.

1212//0101//20212021

New Covid Variant RisesNew Covid Variant Rises
AgainAgain

世界衛生組織定名為“奧密克
戎”之新變異毒株，最初于十一月
十一日在非洲博茨瓦納首次發現
，三天後，南非記錄了世界首個
B.1.1.529 感染病例，南部南非當
局宣布，確認這一新病毒具有高威
染力，隨後不少國家也發現了感
染病例，有跡象顯示正向全球傳
播。
“奧密克戎”突變非常嚴重

，和目前的流行病毒不同，令人
非常惊訝，這意味著原來設計的
疫苗可能要打折扣。
拜登總統已經宣布自週一起限

制從南非附近七個國家的旅行限制
，雖然此行禁令效果有限，不過

對國人來説，仍然會產生許多擔
忧，剛剛過去的感恩節假期，大
家已經欢天喜地的度過了節日，
航空旅客也恢復到疫情前的旅客水
平，這對於拜登政府無疑是重大
考驗。
隣近的加拿大已經証實有兩宗

新型冠狀病毒之患者，英國當局
也下令所有公民必須在公共㘯合戴
口罩。
以色列和日本也宣佈關閉空中

航空交通，來對付新的病毒。
美國疾控中心專家們今天大力

呼籲，凡是未接種疫苗者必須立即
行動，已經接種的也要侭快接種
加強疫苗。

我們必須再
度呼籲那些還沒
有接種疫苖的要
侭快去接種 ，這
是個利人利己之
行為 ，為了保障
你自己及週邊親
朋好友之健康，
你必須去接種，
据估計， 目前在
美國還有六千萬
人還未接種疫苗
，這是多麼令人驚訝而遺憾的事
，公衛專家們建議，我們應該立
即在各大機場及國門進行核酸檢
測，防阻帶病旅客入境。

為了國人及世界各國國民之健
康及生存，這是我們必須大家團
結一致的時候了。

奧密克戎病毒將對世界經濟造成衝擊奧密克戎病毒將對世界經濟造成衝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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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於美國中西部密西根州底特律市的牛
津高中一名高二學生攜帶武器到校向老師和
同學開槍, 血濺四處, 造成3 死 6 傷慘劇, 兇
嫌已遭警方逮捕, 他保持緘默不語, 但表示將
尋求律師保障自己的權利。正在明尼蘇達州
開講基礎設施法案的拜登總統已聽取了幕僚
簡報, 他立即向受難家屬慰問，並表示將加
強寬槍枝管控。
這次的血案又讓校園安全成為焦點話題。根
據警方初步公佈的資料，這個槍殺了3個同
學的嫌犯只有15歲，比上星期在威州基諾沙
市獲得無罪釋放的18歲青少年瑞滕豪斯還年
輕, 我不相信持著AR-15 突擊步槍在大街上
打死2個人的瑞滕豪斯被陪審團判定五項重
罪不成立沒有激勵了這個15歲的兇嫌行凶，
問題是,瑞滕豪斯有自衛保命的理由, 但這位
高二暴徒殺人動機無論為何, 他也沒有正當
理由輕易逃脫刑責, 如果他以為找律師就可
脫責保命，那是對法律過於膚淺的認知。

由於槍枝氾濫成災，美國槍擊事件天天
有，到處有，似乎已沒有任何地方安全了，
從大街、小巷、教堂、市場、工作室、快餐
店、電影院到遊樂中心……, 處處都是歹徒

行凶的地方，兇手身份從落魄人士到極端分
子、種族主義者和精神病患者，他們使用各
樣武器進行攻擊，處處都成為殺戮場, 不過
最令人擔憂的莫過於發生在校園裡, 有一些
特別令人痛心的慘案, 如發生在維吉尼亞理
工大學的血案，那個名叫趙承熙的韓裔學生
因求學與生活頻遭挫折, 竟在校內打死30多
人,造成美國史上死亡最多的校園槍擊案，再
如康州的桑迪胡克小學槍擊案也死傷慘重,
讓人印象深刻。

經過多年來的觀察,我已梳理出槍擊案發
生後固定的流程,那就是 : (1)兇手開槍濫殺 →
(2)警察獲報後迅速趕到現場槍殺或逮捕兇手
→(3)總統獲報後立即做4件事---①向美國
人表達悲痛②向受難家屬致哀③向犯案者譴
責④向國會呼籲通過槍支管控法→(4)輿論熱
議探討槍枝氾濫問題→(5)國會參眾兩院通不
過槍支管控法案。

在以上五個流程走完之後，當然，在不
久之後，當另一個槍擊案再發生時, 又開始
按照以上的流程繼續再走一遍........走到我們
真的已感到麻木不仁了, 那豈不是一件很悲
哀的事嗎？!

烏克蘭外交部長庫列巴今天會晤北大西
洋公約組織（NATO）成員國外長時，籲請
北約以三管齊下的 「嚇阻方案」 阻止俄羅斯
入侵烏克蘭。

俄羅斯外交部發言人說，烏克蘭已調動
半數軍隊或12萬5000士兵進入烏克蘭東部
衝突地區，因應親俄分離主義分子。

法新社報導，北約一直在討論如何因應
莫斯科在烏克蘭邊境附近的軍事集結，西方
國家擔心俄羅斯總統蒲亭可能計劃入侵烏克
蘭。

烏克蘭外交部長庫列巴（Dmytro Kule-
ba）呼籲採取三管齊下方法，包括明確與莫

斯科溝通、準備好制裁方案及擴大軍事支持
基輔。

他參加在里加舉行的北約外長會議時說
： 「我們有信心，如果我們一起努力，如果
我們以協調的方式行動，我們將能夠嚇阻俄
羅斯總統蒲亭，使他打消採取最糟情況的念
頭，也就是軍事行動。」

蒲亭11月30日表示，西方國家和烏克
蘭的軍事演習及其他行動威脅俄羅斯安全，
他也警告不要越過克里姆林宮的 「紅線」 。

另外，俄羅斯新聞社（RIA）今天報導
，白俄羅斯總統魯卡申柯（Alexander Lu-
kashenko）表示，如果波蘭關閉和白俄羅斯

邊境，他準備停
止讓俄羅斯能源
輸送到歐洲。

白俄羅斯因
在西部邊境紮營
的移民而與歐盟
鬧僵，歐盟指控
白俄羅斯讓中東
數千移民飛抵白
俄，策動移民透
過波蘭、立陶宛
和拉脫維亞進入
歐盟，不過，白
俄羅斯否認這樣
的指控。

阻止俄羅斯入侵 烏克蘭籲北約三管齊下

根據今天刊登的研究報告，北極圈降雪被降雨取代的時程，將比原本認定的提早10到20年發生，
約於2070年左右出現。報告警告，全球暖化造成的改變，影響所及將超越北極圈。

法新社報導，北極圈暖化速度比地表其他地區都要快，海冰融化、空氣濕度增加，都可能升高降水
量（precipitation）。

這份發布於 「自然通訊」 （Nature Communications）科學期刊的研究報告說，跟先前的氣候模式
比較，最新預測估計北極年降水主要形式將從降雪改為降雨的時程，將 「提早10到20年」 發生。

研究報告主要作者麥克克里斯托（Michelle McCrystall）告訴法新社： 「改變將變得更加劇烈，時
間也比原先預測的早，因此將對北極圈與以外地區的生活產生很大的影響。」

在加拿大曼尼托巴大學（University of Manitoba）擔任研究人員的麥克克里斯托又說： 「舉例來說
，北極圈中心最快於2070年，就會在當地氣候變化最大的秋季看到雨量多過雪量，時程早於先前模式預
測的2090年。」

但這一切都要取決於全球暖化的程度。
研究報告指出，依照目前暖化速率，在這個世紀末以前，北極圈的降雪將改由降雨取代。
但研究報告指出，若將地球升溫限制在攝氏1.5度以內，即2015年巴黎氣候協定中最具雄心的目標

，代表北極圈降水的主要形式還是降雪。
美國國家航空暨太空總署（NASA）哥達德太空研究所（Goddard Institute for Space Studies）所長

施密特（Gavin Schmidt）說，從研究結果可推斷， 「若各國減排目標與在巴黎協定所做承諾一致，便可
避免最糟糕的衝擊」 。

但施密特又說，他認為這項研究並沒有證明改變將比會原本預期的要早。無論這項改變什麼時候發
生，從降雪改為降雨，都可能對北極圈生態系統與其餘地區產生重大影響。

若目前北極圈的積雪上方遭遇更多雨水，將導致表層的冰變厚，讓馴鹿更難以覓食。
積雪變少也代表北極圈將喪失部分替地表反射太陽熱能與光線的能力，將因此造成暖化。

地球發燒 北極圈50年後降雨多過降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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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官員：
將禁止非洲6國旅客經航空入境

綜合報導 巴西總統府民事辦公室主任西羅· 諾蓋拉(Ciro Nogueira)26

日晚在社交媒體上宣布，爲防範新冠變異病毒，巴西將從11月29日起

禁止來自南非、博茨瓦納、斯威士蘭、萊索托、納米比亞和津巴布韋等

6國的旅客經航空入境。

諾蓋拉表示，該決定是由巴西總統府民事辦公室、基礎建設部、衛

生部和司法部共同討論後做出的，巴西聯邦政府將于11月27日將此旅

行限制令發布在官方公報上。

據巴西媒體報道，由于南非等多國報告發現新型新冠病毒變異毒

株“B.1.1.529”，全球多位醫學專家表示這種變異毒株或具有超強傳

染性。

11月26日，巴西國家衛生監督局建議政府限制巴西與非洲部分國家

的商業航線運營，以阻止新型新冠變異毒株進入巴西。巴西國家衛生監

督局強調，“B.1.1.529”是具有攻擊性的病毒變種，需要立即采取防範

措施。

據巴西媒體統計，截至26日20時，巴西全國已有1.586億人接種了

第一劑新冠疫苗，占總人口的74.37%；有1.323億人完成了兩劑疫苗的

接種，或接種了只需注射一劑的新冠疫苗，這些全面接種者占總人口的

62.03%。此外，巴西超過1563萬人接種了第三劑加強針，占總人口的

7.33%。

巴西衛生部26日公布的數據顯示，當天巴西新增新冠肺炎確診病例

12392例，累計確診22067630例；新增死亡病例315例，累計死亡613957

例；累計治愈21282804例。

截至目前，巴西累計確診病例數居全球第三，僅次于美國和印度；

累計死亡病例數居全球第二，排在美國之後。

希臘疫情持續 專家呼籲采取新措施
政府重申不會封鎖

希臘新冠疫情持續擴散。日前，希臘

衛生專家警告稱，希臘出現新冠確診病例

激增情況後，下一步可能面臨新冠死亡人

數的大幅增長，專家呼籲政府采取更多措

施控制疫情。希臘政府則重申，不會通過

封鎖遏制疫情發展。

專家呼籲采取新措施
報道稱，近期，希臘的新冠肺炎疫情

形勢仍不樂觀，雅典周邊和塞薩洛尼基兩

地，日增新冠確診病例人數，已連續多日

維持在四位數。

衛生專家們已對此發出警告。當地時

間25日，醫學研究人員喬治· 帕夫拉基斯

(George Pavlakis)向希臘媒體表示，在新冠

確診病例激增的情況出現後，希臘下一時

期面臨的，可能就是新冠死亡人數的大幅

增長。

他呼籲，在聖誕和新年假期來臨前，

政府應該考慮實施更多的限制措施，遏制

新冠病毒的傳播速度，例如，關閉酒吧和

限制聚會等。

報道指出，在新冠病例居高不下的同

時，希臘政府官員幾乎每天都在強調，

“不存在對已接種疫苗的人進行封鎖，或

采取新限制措施的計劃”。

但是，令衛生專家們擔心的是，死亡

人數增長速度驚人，這使希臘衛生系統承

受著巨大壓力。如果這一壓力不能得到緩

解，政府將不得不在近期宣布，針對未接

種新冠疫苗人群的新的限制措施。

據報道，目前希臘政府正在考慮的

“加碼”限制措施，包括未接種新冠疫

苗的人士進入超市時，也需提供快速檢

測結果呈陰性的證明，在購物時，應采

取先預訂再取貨的模式，以及乘坐公共

交通工具時，需要佩戴雙層口罩或FFP2

口罩。

政府再次重申不會封鎖
希臘政府重申，不考慮通過實施全國

或局部封鎖，來遏制疫情發展。

希臘政府發言人伊科諾穆在新聞發布

會上說：“希臘不會出現封鎖，國家醫療

衛生系統也不會崩潰。”

他強調，對于未接種新冠疫苗的人，

政府有具體的限制措施框架，對于過度擁

擠的地方，也有具體的“加碼”防疫措施

的建議。

盡管政府已經多次強調，不會以封鎖

手段遏制疫情，但希臘衛生專家們指出，

不應將封鎖的可能性完全排除。

克裏特大學肺病學教授紮納基斯說：

“封鎖的可能性總是在我們的腦海裏徘

徊。”但他同時補充說，在情況達到無法

逆轉的地步之前，仍然可以實施諸多措施

，以扭轉局面。

他指出，如果每天入院治療的新冠患

者人數超過550人，政府就需要考慮可能

要采取其他措施。

此外，他還預計，到聖誕節時，將有

1500至1800人死于新冠疫情。

當地時間11月25日晚，希臘國家公共

衛生組織宣布，過去24小時，希臘新增

6565例新冠確診病例，當日新增新冠死亡

病例78例。

感染奧密克戎毒株有啥癥狀？
疫苗還有用嗎？世衛發聲

近日，“奧密克戎”變異株引發全球

關注，多國陸續升級防疫措施積極應對。

世衛組織表示，目前還不清楚是否奧密克

戎毒株將引發更嚴重的疾病，正與專家合

作了解奧密克戎毒株對于目前的防疫措施

，包括疫苗注射等造成的影響。

奧密克戎毒株是否傳染力更強？
世衛稱還有待厘清
據報道，世衛組織表示，目前還不

清楚是否奧密克戎毒株將引發更嚴重的

疾病，或者比其他源自SARS-CoV-2的變

異株傳染力更強。世衛說：“初步數據

顯示，南非的住院率攀升，不過這可能

是因總體染疫人數增加，而非奧密克戎

毒株特定感染所致。”

世衛的聲明還重申，就初步掌握

的事證分析，由這個變異株引發的再

感染風險可能更高。世衛表示，正與

專家合作了解奧密克戎毒株對于目前

的防疫措施，包括疫苗注射等造成的

影響。

世衛表示：“各大學研究中最初通

報的確診病例，顯示年輕患者病情還算

輕微，不過探究奧密克戎毒株的嚴重程

度，還需要數日至數周的時間。”

世衛還說，目前持續以PCR篩檢確

診病例，並且仍在進行相關研究，以判

別奧密克戎毒株是否對于快速抗原檢測

造成任何影響。

多國升級防控嚴陣以待
南非宣布保持一級封禁等級不變
當地時間11月28日，南非總統拉馬

福薩就新型新冠病毒變異株發表電視講

話，宣布南非仍將保持一級封禁等級不

變。同時，他再次呼籲南非民衆積極接

種疫苗。

歐洲多國通報發現奧密克戎毒株

確診病例後，英國政府呼籲七大工業

國集團(G7)召開緊急會議，討論當前

疫情危機。英國目前是 G7 的輪值主

席國。

英國是宣布境內發現患者感染奧密

克戎毒株的國家之一，其他還包括德國

、意大利等，而歐洲大多數國家已禁止

非洲南部多國的客運航班入境。其中，

荷蘭當局28日報告，在兩架從南非飛抵

荷蘭的航班上，檢出至少13例奧密克戎

毒株感染病例，未來感染病例可能還會

增加。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稱，28日起將把

非洲的莫桑比克、馬拉維、贊比亞這3

國列入加強邊境口岸防疫措施的對象。

關于奧密克戎毒株，他表示“正帶著強

烈危機感進行應對，將切實采取邊境口

岸對策”。

韓國中央防疫對策本部當天同13個

有關部門緊急召開會議，並決定禁止來

自南非等八國的外國人入境韓國，以防

奧密克戎毒株進入國內。

感染奧密克戎毒株會出現什麽症狀？
現有新冠疫苗還有用嗎？
據報道，一位對奧密克戎毒株發

出警報的南非醫生指出，她接觸的幾

十個被懷疑患有這種新變種的病人只

表現出輕微的症狀，而且完全康複，沒

有住院。

南非醫學協會主席庫切說，過去10

天，她接觸約30名對冠病檢測呈陽性的

病人，但他們的症狀與之前的變體有所

不同。她說：“這些患者都出現一種極

度疲勞的症狀，而這對年輕患者來說是

不尋常的。”

她說，大多數患者都是40歲以下的

男性，只有不到一半的人接種過疫苗。

他們還有輕微的肌肉酸痛、喉嚨癢，和

幹咳。只有少數人有出現發燒症狀。她

說，這些輕微症狀與其他變種不同，後

者的症狀更嚴重。

就疫苗的有效性，新冠疫苗制造商

莫德納首席醫療官伯頓 28日說，他懷

疑新的奧密克戎毒株可能避開目前疫

苗。他說，新改良疫苗可能在 2022 年

初上市。

他說：“如果我們必須研發出一

種全新的疫苗，我認爲那將是在 2022

年初才能真正量産。”他說：“身爲

非信使核糖核酸(mRNA)疫苗，莫德納

厲害的地方是，我們可以非常快速地

應對。”

伯頓說，目前疫苗對病毒的保護應

該仍然存在，但這取決于一個人多久以

前接種疫苗。目前最好的建議是接種現

有的新冠疫苗。

此外，與美國制藥公司輝瑞共同開

發疫苗的德國新生物科技公司日前發表

聲明稱：“如果有必要，可在約100天

內出庫針對新毒株的新疫苗。”疫苗開

發公司強生、阿斯利康等也表示，正在

進行相關疫苗調查研究。

意大利黑手黨犯罪內幕曝光
法媒：對經濟影響很大，幾乎無法根除

綜合報導 將一只死海豚扔

在門墊上，用大錘敲碎窗戶；

把武器存放在墓地小教堂裏；

向法官行賄以獲得無罪釋放；

僞造醫療證明讓原本被定罪的

殺手逃脫牢獄之災……從恐嚇

到造假，從販毒到謀殺，以上

這些觸目驚心的犯罪行爲，由

意大利黑手黨組織“光榮會”

的數十名成員供述。這場審判

從今年 1月份就開始了

，媒體近日曝光了這些

驚人內幕。

據報道，意大利最

強大的有組織犯罪集團

“光榮會”近日因355名

成員受審成爲輿論關注的

焦點。除了臭名昭著的黑

手黨成員，被告還包括警察、法

院工作人員、市長和其他官員。

審判的核心人物是現年67歲的

“光榮會”頭號人物路易吉· 曼

庫索，綽號“叔叔”。曼庫索爲

黑手黨家族實際控制人。此前，

他因販毒和有組織犯罪被判處19

年徒刑，直到2012年獲釋。

法新社稱，“‘光榮會’

黑白通吃”，壓迫當地民衆，

現在主導著歐洲的可卡因交易

，並滲透到整個意大利乃至世

界其他國家和地區。本月，58

名黑手黨線人通過視頻連線向

法庭提供證詞，更是曝光了該

組織的各種罪行，也暴露了該

組織在社會各階層的潛在影

響。351頁起訴書中的指控也

表明，“光榮會”爲達目的不

擇手段。目前，這些被告被關

押在卡拉布裏亞南部的貧困地

區。

法新社稱，“光榮會”對當

地經濟的影響很大，幾乎無法根

除。但這次核心成員被捕受審，

或許會對其造成致命打擊。

荷蘭發現13個病例感染奧密克戎變異株
均來自南非

綜合報導 荷蘭國家公共衛生與環境研究所當天在從來自南非的旅

行者中發現了13例新冠病毒“奧密克戎”變種的確診病例。

該研究所公布，在前一天自南非飛抵阿姆斯特丹的61名新冠肺炎確

診病例中已“基本肯定”檢出了數個奧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研究所還

將采取進一步的測試才能最終確認，當時並未公布疑似感染奧密克戎毒

株患者的具體數量。

荷蘭政府正聯系國內自11月22日至今有南部非洲國家旅行史的約

5000名民衆，並要求這些人盡快前往醫療機構接受病毒檢測。

荷蘭皇家航空公司此前回應稱，26 日來自南非的兩架航班上

的 624名乘客在登機前都曾被查驗過新冠疫苗接種證明或核酸檢測

陰性證明，但這些乘客在抵達阿姆斯特丹後竟有 61 人在新冠病毒

檢測中呈陽性，航空公司方面對此也感到吃驚，但目前還無法作

出解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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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美國

美國紐約州檢方11月29日公開文件顯示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明星主播、紐
約州前州長郭謨的弟弟克里斯（Chris Cuomo
）深入參與協助郭謨處理性騷擾醜聞，CNN次
日宣布無限期暫停克里斯職務，等候進一步評
估。

檢察長詹樂霞（Letitia James）新公布的
文件包括，克里斯與郭謨幕僚的簡訊往來，克
里斯參與謀畫如何反駁一系列性醜聞指控，並
試圖利用自己在傳媒界人脈去打聽捲入風暴女
子的相關資訊，協助兄長做出回應以利擺脫性
騷擾指控。郭謨涉嫌在2013～2020年期間騷
擾至少11名女性，性醜聞愈滾愈大，他在8月
被迫辭去紐約州州長職務，但至今仍否認一切
指控。紐約州檢方10月已對他提出刑事訴訟
。針對最新文件揭露克里斯跟郭謨幕僚之間的
關係存在相互勾結的不當作為，CNN表示，新
文件讓該台對克里斯參與郭謨醜聞的深入程度
有了新認識，之前並不知道他涉入得這麼深。

CNN強調，之前明白克里斯把家庭放第一位，
工作放第二位的立場，但上述文件顯示他對郭
謨醜聞的參與程度比電視台之前知道的要深，
所以決定無限期暫停其職務。51歲的克里斯是
CNN當家主播，主持晚間9點黃金時段的新聞
節目。

郭謨前助理貝內特（Charlotte Bennett）
是受到性騷擾的女性之一，她抨擊克里斯利用
媒體資源，打探受害女子，試圖抹黑她們，稱
克里斯的行為違背專業、不可原諒，應受譴責
。若CNN不開除克里斯，顯示CNN缺乏道德
和原則。

郭謨現年63歲，3次當選紐約州州長，本
次任期原定2022年結束。去年爆發疫情後，
因為每天作疫情簡報，成了 「明星州長」 ，沒
想到後來被踢爆瞞報養老院新冠死亡人數，並
在疫情初期，利用職權為親友優先安排核酸檢
測，再加上性騷擾醜聞連環爆，明星光環盡失
，還丟了州長寶座。

紐約前州長性醜聞 主播弟護航遭CNN停職

《南日本新聞社》報導，預計用於駐日美
軍航空母艦艦載機 「陸上航艦起降訓練」
（FCLP），以及日本航空自衛隊、海上自衛
隊等訓練的日本九州馬毛島，雖然仍在進行環
境影響評估，政府卻已對當地工程所需的各種
設施展開招標，遭專家痛批 「輕視法律」 、
「讓日本民主劣化」 。

根據報導，日本防衛省11月公開招標，
項目包括於馬毛島上建立混凝土拌和廠、水泥
儲存筒倉、碎石廠等設施，以便後續於該島進
行鋪設跑道等工程，合約總價約170億日圓，
預定2022年1月17日決定得標廠商、2023年
7月底前完成。

雖然在上述工程正式於馬毛島上展開前，
當地環評報告便會出爐，但日本千葉商科大學
校長、 「環境評估學會」 理事原科幸彥批評，
在結果還未出爐前便 「偷跑」 進行前置作業，
雖未違反《環境影響評估法》，但將傷害與其
他民間關係者的感情。

原科幸彥更指出，若基地建設計畫最後因

環評未通過而取消，簽署合約後支出的相關經
費等於 「白白浪費」 ；而在正式計畫獲得許可
前，便以政府預算推進其附屬計畫，也可能出
現程序問題。

針對此標案，馬毛島所屬的地方政府鹿兒
島縣、西之表市已各自對防衛省表達抗議，強
調此事 「無法接受」 。日本環境法律家連盟
（JELF）理事菅野庄一更指出，在環評通過前
便開始推進計畫，顯示防衛省根本不在意環評
，就算結果不符預期也會繼續建設該基地，痛
批防衛省 「輕視法律」 、 「讓日本民主劣化」
。

由於第5艦載機聯隊（CVW-5）的固定翼
機隊已將駐地自神奈川縣厚木基地轉移至山口
縣岩國基地，距離原本用於進行FCLP的硫磺
島過遠，讓日本政府買下馬毛島，當作美軍最
新的FCLP用地；而為避免遭批過於浪費，自
衛隊表示，未來在未進行FCLP時，會讓部分
美軍和自衛隊的訓練轉移至該島實施。

位於東海第一線 美日最新基地爆弊端 專家痛批：破壞民主

美國疾病管制暨預防中心（CDC）今天表示
，美國出現首起感染COVID-19新變種病毒株
Omicron案例，患者住在美國加州，近期自南非
返國，目前症狀輕微，密切接觸者篩檢皆陰性。

根據美國CDC，此名患者已完整接種COV-
ID-19（2019冠狀病毒疾病）疫苗，11月22日
自南非返國，出現症狀後進行篩檢，11月29日
確診。基因定序結果為新變種Omicron，是美國
首例。

CDC指出，患者確診後隨即自主隔離，目前
症狀輕微且狀況持續改善中。衛生當局已通知所
有與患者有密集接觸者，篩檢結果皆陰性。

世界衛生組織（WHO）11月26日將在非洲
南部出現的 Omicron 列為 「高關注變異株 」
（variants of concern），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當天隨即下令29日起禁止來自南非等8
國的非美籍旅客入境。

根據路透社統計，Omicron目前已在英國、
葡萄牙、荷蘭、德國、日本與韓國等至少24國
現蹤，橫跨非洲、美洲、亞洲、歐洲與中東區域
。為進一步防堵 Omicron，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昨天報導指出，拜登政府預
計2日宣布加強版入境篩檢規定，不論打完疫苗

與否或出發地為何，所有旅客須持登機前1日內
篩檢陰性證明。目前完整接種疫苗旅客，登機前
3日內篩檢即可。

白宮首席防疫專家佛奇（Anthony Fauci）今
天在白宮簡報上證實這項新規，但未透露生效時
程。

談到美國首例Omicron確診，佛奇表示，他
雖樂見患者症狀輕微且狀況持續改善，但不能單
靠一起個案下任何結論。他預估，專家仍需要2
至3週才能對新變種有更多了解，包括傳染力、
免疫逃脫程度、症狀嚴重程度，以及疫苗與追加
劑接種與否有何差異等。

佛奇再次呼籲，打完疫苗民眾盡快接種追加
劑，尚未打疫苗的立即接種，公開室內場合也須
戴好口罩。

聖誕節假期將至，部分人士呼籲美國也應要
求國內旅客搭機前出示陰性證明。佛奇表示，他
不確定現階段是否有此需要，他認為重點還是打
疫苗、接種追加劑。

佛奇指出，美國之所以對南非等8國實施旅
遊限制，不是因為覺得這麼做能避免確診患者進
到美國，而是要讓專家有時間了解新變種並做好
準備，強調這僅是 「暫時措施」 。

加州全美Omicron首例確診 患者到過南非症狀輕微

美國再傳校園死亡槍擊案！密西根州最大城底特律近郊一所
中學，11月30日遭一名年僅15歲該校學生持槍大開殺戒，釀成
3死8傷悲劇。凶嫌已被警方拘留，但行凶動機仍有待調查。

位於底特律以北65公里的牛津鎮，警方當日中午12時51分
左右接獲報案，指鎮上牛津中學發生槍擊案。警方抵達校園後立
即逮捕15歲嫌犯，他是牛津中學高二學生，據了解他持一把案
發3天前，也就是11月27日由其父購入的半自動手槍犯案。

當地官員說，3名罹難者都是該校學生，分別是16歲男學生
米瑞、17歲鮑德溫和只有14歲聖朱利安納等2名少女。其中米
瑞是密西根州最被看好的美式足球明日之星，他遇害的消息傳開
後，已有超過3.2萬人發動網路連署，要求牛津中學把體育館改
以他命名。

警方指出，不清楚3位
死者是否遭凶嫌當成下手目
標，8名傷者中包括一位該
校教師。基於安全考量，牛
津中學校區全面疏散，所有
學生都被送回家。牛津鎮副警長麥凱布在記者會上說，案發時共
接到上百通報案電話，讓警方得以很快掌握情勢，並迅速鎖定嫌
犯，但令人悲傷的是，依舊造成多人死傷。

據了解，警方到校後與槍手在走廊面對面，嫌犯只撐了5分
鐘就投降就逮，警方未發一槍一彈，槍手毫髮無傷，手槍內仍有
7發子彈。警方說，凶嫌把槍藏在後背包內帶入校園，之後揮舞
手槍，從盥洗室出現對師生開火。

《芝加哥論壇報》報導，警方初步認定嫌犯單獨作案，但因
他在被捕時選擇保持沉默，且其父母要求他不要與警方交談，因
此行凶動機仍待釐清。密西根州州長惠特默在聲明中說，這起槍
擊案令人毛骨悚然，身為密西根州一員， 「我們有責任盡一切努
力，遏制槍枝暴力以保護民眾，不讓人們為上學、工作等日常事
務擔驚受怕。」

美15歲槍手掃射校園 3死8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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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股失守23500 14月最低
氣氛轉差 恒指上月瀉1901點 後市料續尋底

憂慮Omicron新型病毒在全球擴散，

資金流往避險資產，引發環球股市、匯市

和商品市場震盪。港股最多曾跌676點，

低見23,175點，為2020年 9月底以來低

位。尾市有買盤接貨，最終恒指在11月底

以23,475點收結，跌幅376點或1.6%，已

經連跌3日，累跌1,264點。總結整個11

月，恒指累跌1,901點或7.5%，科指也挫

5.4%。有分析料12月初市況或持續低迷，

恒指有機會再試低位。

●香港文匯報記者周紹基

11月30日科指亦挫1.2%報6,028點，國指
跌1.5%報8,368點。由於MSCI季檢

在收市後生效，尾市換馬行動令港股成交急增至
2,241億元。市場人士指出，疫苗廠莫德納行政
總裁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相信新變種病毒有高
度傳染力，所有目前的新冠疫苗效力都很可能下
降，言論打擊全球股市當日表現。

MSCI換馬 成交增至2241億
獨立股評人沈慶洪說，投資者在新型病毒

陰霾下，不敢太進取，加上港匯轉弱，不排除
有資金撤離香港，因此他料12月初，市況也可
能不太理想，恒指有機會再試今年低位。訊匯
證券行政總裁沈振盈亦指，港股目前不明朗因

素太多，市場擔心新型病毒會進一步拖累美
股，若美股一旦由高位回落，亞太區股市肯定
會跟隨受壓，跌勢多急難以預計，但不可小
覷。他指出，現時是美股由牛轉熊的關鍵位，
港股亦難獨善其身，在大市整體氣氛轉差下，
投資者在12月不宜輕舉妄動，建議繼續做指數
淡倉作對沖。

科技股齊受壓 阿里創新低
重磅科技股齊受壓，季績差的美團再跌

2.9%，阿里巴巴再創新低，收市跌2.1%，騰訊
也跌0.7%。其他科指成份股中，跌幅較大的包
括網易挫5.5%，比亞迪電子跌9.1%。金融股友
邦跌2.2%，港交所跌3.4%，也是推低大市的主

力。
周焯華在澳門被捕，並表示將辭太陽城主席

及執董，凱升主席及非執董職位。兩股11月30日
復牌大插水，太陽城挫48%，凱升更跌達63%。
濠賭股也繼續受拖累，銀娛再挫2.3%，金沙跌逾
4%，永利(及美高梅分別跌3.3%及5%。彭博社引
述消息指，太陽城集團會自今日起關閉貴賓廳。

多地再次封關，並收緊入境政策，航空股
全線續跌，國泰再挫3.4%，但疫苗股康希諾逆
市再升6.8%，因該公司稱正研究針對Omicron
的疫苗。個股方面，香港科技探索料首9月純利
跌79%，全日挫14.2%，市值蒸發13.5億元。中
燃氣半年純利倒退19%，差過市場預期，股價
更要跌兩成。

●● 港股港股1111月月
累跌累跌77..55%%。。

中新社中新社

交銀國際：港股明年跑贏機會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岑健樂）近日港股表

現持續疲軟，因此投資者相當關注明年港股的
前景。交銀國際董事總經理兼首席策略師洪灝
11月30日表示，目前港股估值比較低，但經濟
環境較去年3月環球股市大跌時好，相信港股短
期急跌只是反映市場恐慌，故預計港股明年跑
贏其他市場的機會較大。

交銀國際建議，關注個別因行業強監管而

遭受重創的板塊，如消費和互聯網行業，而能
源繼續有所表現。

其中，該行表示互聯網行業估值吸引，盈
利增長預計於明年下半年改善，首推個股為
美，其外賣業務穩定增長，而中長期戰略從餐
飲向零售擴張。

該行表示，房地產板塊可能隨着市場情緒
轉變出現技術反彈。該行並看好銀行業，主

要因經濟表現好轉或觸發行業重估，首推個
股為招商銀行，其客戶黏性和資產質量支持
卓越的盈利能力。

交銀國際並表示，如果新冠肺炎疫情持續
肆虐，擾亂供應鏈，導致黏性通脹，那麼美聯
儲將不得不超預期地收緊貨幣政策。這些因素
對於市場的運行無異於雪上加霜，並將是股票
和債券的通敵“滯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
道）隨着近期一系列保供穩價措施成效顯
現，製造業原材料價格高漲和用電緊張的
壓力在11月得到緩解。中國國家統計局
最新發布數據顯示，11月製造業採購經理
指數（PMI）超預期回升至50.1%，高於
10月0.9個百分點，時隔兩月重返擴張區
間。

分項數據顯示，製造業價格指數大
幅回落。主要原材料購進價格指數和出
廠價格指數分別為52.9和 48.9，分別較
上月低19.2和 12.2個點。國家統計局服
務業調查中心高級統計師趙慶河解讀
稱，出廠價格指數降至臨界點以下，表
明近期“保供穩價”等政策落實力度不
斷加大，價格快速上漲勢頭得到遏制。

部分原料價回落 電荒獲緩解
從行業情況看，化學原料及化學製

品、黑色金屬冶煉及壓延加工、有色金屬
冶煉及壓延加工等行業的兩個價格指數均
顯著回落，降至臨界點以下，表明部分基
礎原材料生產行業的採購價格和產品銷售
價格回落明顯。

11月製造業生產指數為52%，比10
月上升3.6百分點，升至擴張區間，隨着
電力供應能力持續提升，製造業產能加
快釋放，其中造紙印刷、鐵路船舶航空
航天設備、電氣機械器材等行業生產活
動顯著加快。

與此同時，受世界經濟持續復甦、國
外聖誕消費季臨近等因素影響，外貿景氣
度延續改善態勢，新出口訂單指數和進口
指數分別為48.5%和48.1%，比10月上升
1.9和0.6個百分點，但仍處於收縮區間。
醫藥、汽車、電氣機械器材等行業新出口
訂單指數均高於10月3個百分點以上，行
業出口產品訂貨量有所增加。

疫情拖累 服務業PMI降至51.1%
此外，疫情再度拖累服務業復甦，11

月服務業PMI回落0.5個百分點至51.1%，
與接觸型消費密切相關的生活性服務業商
務活動指數降至臨界點以下，拖累11月非
製造業PMI微降0.1個百分點至52.3%。

中國物流信息中心分析師文韜指出，
相對於生產端的較快恢復，需求端仍相對
偏弱，未與生產端同步，經濟恢復質量有
待加強。11月新訂單指數和新出口訂單指
數均處於收縮區間，反映市場需求不足的
企業比重較 10 月上升 4 個百分點至
37.6%。當前供大於求壓力有所加大，經
濟恢復質量有待加強。仍需繼續多措並舉
擴需求，穩定經濟內生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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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防疫最新Q&A

來源：澎湃新聞

Q：目前在內地使用的疫苗還有效嗎？

中國疾控中心病毒病預防控制所所長
許文波：

雖然Omicron變異株的氨基酸累加突
變，但是疫苗仍然有效，可以降低重症和死
亡的比例，病毒不可能完全突破免疫屏障，
因為除抗體免疫外，還有T細胞免疫，並且
中國有多種疫苗免疫技術路線上市，包括滅
活疫苗、蛋白苗、載體腺病毒疫苗，還有加
強針、序貫免疫，此外中國還有二代苗的研
製，以上這些是可以應對奧密克戎株的。

Q：Omicron變異株對研發使用中的藥物有
多大影響？

中國醫學科學院病原生物學研究所
錢朝暉研究員：

現有新冠病毒的抗病毒治療藥物主要
包括中和抗體藥物和小分子藥物。中和抗體
藥物主要是通過阻斷刺突蛋白跟其受體
ACE2的結合或者阻斷刺突蛋白的構象變化
來抑制病毒的入侵，而Omicron在病毒刺突
蛋白上存在大量突變。基於已發表的文獻和
新冠S蛋白和不同中和抗體的結構，其中一
些突變可能會對相當一部分中和抗體藥物的
治療效果帶來影響，但仍需通過實驗驗證。
現有小分子藥物的主要靶標是病毒複製酶和
蛋白酶，而相關藥物結合靶標蛋白的關鍵位
點在奧密克戎上並沒有發生突變，因而對小
分子藥物的影響可能不大。不過，考慮到病
毒複製酶和蛋白酶仍然存在突變，藥物是否
受到影響，仍需要進一步研究和確認。

Q：Omicron引發多國警惕，中國是
否會進一步採取邊境管控措施？

中國外交部：
中方注意到有關新冠變異病

毒的情況。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
中方始終密切關注全球疫情形勢變
化，對來華人員採取科學必要的防疫
措施，並保持動態調整。

Q：Omicron變異株會否對北京冬奧
會舉行造成影響？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
我想肯定會帶來防控問題的挑

戰，但是有了中方應對新冠病毒的防
控經驗，我完全相信冬奧會會如期、
順利、成功舉行。

Q：Omicron變異株對中國現使用的
核酸檢測試劑是否有影響？

國家衞健委：
對Omicron變異株的基因組分

析顯示，其突變位點不影響中國主流
核酸檢測試劑的敏感性和特異性。其
變異株突變的位點主要集中在S蛋白
基因的高變異區，並不位於中國第八
版《新型冠狀病毒肺炎防控方案》公
佈的核酸檢測試劑引物和探針靶標區
域。但南非多個實驗室的數據提示，
對於檢測靶標為S基因的核酸檢測試
劑可能無法有效檢出 Omicron 變異
株的S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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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接種數據
接種率

●美國：65歲及以上人群接種率達86.1%
●日本：接種率（全程免疫）60歲-64歲為86.5%、65
歲-69歲為87.83%、70歲-79歲為92.62%、80歲以上
人群94.35%
●中國：2.64億老年人其中2.06億人完成全程免疫，接
種率約為78%。部分省市80歲以上老年人群接種率不足
30%，70歲以上老年人群接種率不足50%

感染風險

●各國新冠死亡病例，平均年齡逾70歲
●武漢疫情期間，80歲以上的老年人病死率約為

20%
●與18歲-29歲人群相比——

65歲-74歲人群住院風險提高了5倍，死亡風險提高

了65倍
75歲-84歲人群住院風險提高了8倍、死亡風險提高

了150倍
85歲以上人群的住院風險提高了10倍，死亡風險提

高了370倍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凝哲

專家籲老人應接盡接贏防控主動
中國全程接種人數累逾11億 尚有5000萬老人未打針

鄭忠偉表示，長者大多有基礎疾病，從
目前全球情況來看，一旦發生感染，

發生重症、死亡風險遠遠高於年輕人和兒
童。

重症患者逾九成是未接種者
目前各國統計的新冠患者，平均死亡

年齡都在 70歲以上。美國疾控中心公開
數據顯示，相較於18歲至29歲人群，65
歲至74歲人群住院風險提高了5倍，死亡
風險提高了65倍；75歲至84歲人群住院
風險提高了 8 倍、死亡風險提高了 150
倍；85歲以上人群的住院風險提高了 10
倍，死亡風險提高了370倍。中國分析廣
東、江蘇的散發疫情顯示，長者接種新冠
肺炎疫苗後出現重症的風險明顯低於未接
種疫苗的長者，出現重症的感染者90%以
上是沒有接種疫苗的。

截至11月 29日，中國60歲以上長者

新冠病毒疫苗接種覆蓋人數達2.15179億
人，其中完成全程接種2.06317億人。相比
美國、日本，中國長者群的新冠疫苗接種
比例較低，部分省市80歲以上長者群接種
率不足30%，70歲以上長者群接種率不足
50%，但其感染新冠病毒後發生重症和死
亡的風險最高，應加快推進這一人群的新
冠疫苗接種。

106歲接種者證疫苗安全性高
針對新冠疫苗對長者群體的安全性問

題，鄭忠偉表示，中國目前使用的新冠病毒
疫苗，均開展了包括長者群在內的全人群I、
II、III期臨床試驗，顯示疫苗具有良好安全
性。目前，國產新冠疫苗在境內外60歲以上
老人當中接種數量已超過5億劑次，其中最
高齡接種者為106歲，顯示出良好的安全
性，且長者群體不良反應略低於18至60歲
成年人群體。中國目前接種幾種新冠疫苗安

全性的指標，好於平常年份接種的各種疫
苗。

“老年人除曾有過接種疫苗發生過敏性
休克或者喉頭水腫的情況，以及正在發燒或
者處於感染性疾病和神經系統疾病的急性發
作期，均可接種新冠病毒疫苗。”鄭忠偉
說，很多長者認為待在家裏不出門，感染風
險就降低了，其實不然。因為隨着年輕人接
種疫苗比例越來越高，很多人即使發生感
染，其症狀很輕或是無症狀，完全可能存在
把病毒帶回家感染老人的風險。一定要盡量
做到所有的老人應接盡接。

鄭忠偉還表示，通過兩年來對新冠病毒
研究發現，長者接種新冠病毒疫苗後產生的
中和抗體水平低於年輕人，且所有人群在接
種新冠疫苗後，隨着時間推移，中和抗體水
平也會出現一定程度的下降。所以，不僅要
呼籲長者加快疫苗的接種，還要呼籲長者適
時盡快接種加強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中國內地累計完成新冠疫苗全程

接種人數已達11億1,050.6萬，官方11月30日強調要加快推進長者疫苗接種。

“我國60歲以上老人總數達2.64億人，現在還有大概20%左右，也就是5,000

萬左右老人還沒有接種新冠病毒疫苗，相當於中等規模國家的人口數量”，疫苗研發專班工作組組長、中國國家衞生健

康委科技發展中心主任鄭忠偉表示，只有全面提高長者的接種率才有可能為中國疫情防控贏得主動、贏得時間。專家亦

強調，接種疫苗是預防長者發病最好的辦法，建議符合接種條件的長者“應接盡接”，既是保護自己，也是保護家人。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喬輝、王月 北
京、內蒙古報道）中國國家衞生健康委新聞發言人
米鋒11月30日表示，全球新冠肺炎新增確診病例
仍在增長，日新增確診病例接近上一輪疫情高峰水
平，加上奧密克戎變異毒株在一些國家和地區擴
散，中國外防輸入壓力持續加大。針對日前內蒙古
發生的本土聚集性疫情，國家衞健委官員表示，病
毒基因組測序結果顯示，此次疫情與既往本土疫情
均無關聯，是一起新的境外輸入源頭引發疫情，當
地疫情的社區傳播風險較高。

或與接觸進口貨物有關
截至11月30日0時到14時，滿洲里新增確診病例

34例，累計報告73例，其中病例40到73，均為大規模
核酸篩查呈陽性。目前，滿洲里已累計排查密接人員
2,700多人，次密接1,400多人。第二輪核酸檢測中，
目前已經檢測出陽性15例，其餘結果待出。針對滿洲
里本輪疫情的源頭情況，當天滿洲里市舉行的發布會
通報稱，此次疫情涉及的前3名病例的病毒全基因組
序列與內地此前疫情的同源性低，提示此次疫情是由
一起新的境外輸入源頭引起。該3名病例均有接觸進
口貨物的可能。現經過大量走訪、調查、研判，綜合
考慮國家疾控病毒檢測及基因測序情況，初步分析此
次滿洲里疫情為境外入境貨物攜帶病毒，通過“人傳

人、物傳
人”方式導致疫
情傳播擴散。

國家衞健委疾控局二級巡視員崔鋼表示，病毒
基因組測序結果顯示，此次疫情與既往本土疫情均
無關聯，是一起新的境外輸入源頭引發的疫情。目
前疫情在呼倫貝爾的滿洲里市已出現小範圍的家
庭、居民小區和學校聚集性病例，當地疫情的社區傳
播風險較高，流出的風險人員排查工作正在進行中。
疫情發生後，國家衞健委、國家疾控局第一時間派出
工作組趕赴當地指導，目前各項處置工作正有力有序
開展，當地已及時啟動應急響應，迅速建立扁平化指
揮體系，落實核酸篩查、流調溯源、醫療救治、社區
管控、風險人員排查等防控措施，力爭盡快控制疫情
的傳播。

●中國長者群的新冠疫苗接
種比例較低。圖為北京一居
民接種。 新華社

●● 1111月月2929日日，，
在滿洲里市東山在滿洲里市東山
街道辦事處怡園街道辦事處怡園
社區府欣小區社區府欣小區AA
區區，，工作人員運工作人員運
送物資送物資。。 新華社新華社

滿洲里新增34確診 疫源為新一起境外輸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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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关注

▼11月 9日，广东佛山顺德的在
建住宅项目凤桐花园，测量机器人
（右） 和混凝土天花板打磨机器人
（左）正在工作。

新华社记者 毛思倩摄

◀11月13日，中国铁建大桥工程局集团有
限公司施工人员在山西临猗黄河大桥及引线工
程项目工地施工。

薛 俊摄 （人民视觉）

▲6月23日，四川省巴中市通江县境内的
镇广高速王坪至通江段，无人自动化摊压设备
在施工作业。

程 聪摄 （人民视觉）

前沿技术助力
智能应用显身手

何为数字建筑？《数字建筑白皮书
2021》 指出，所谓数字建筑，是基于
数字孪生理念，全面运用 5G、BIM

（建筑信息模型）、物联网等前沿技
术，实现建筑的全过程、全要素、全
参与方的数字化、智能化，从而构建
项目、企业和产业的平台生态新体系。

建筑行业作为国民经济支柱产
业，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持续
发挥重要作用。但一直以来，中国建
筑业都面临着产品性能欠佳、资源浪
费等问题，因此，在产业数字化背景
下，智能应用研发渐成行业共识。

据了解，松湖明珠项目中所使用
的机器人均由广东博智林机器人有限
公司生产制造。依据产品线划分，该
公司研制的建筑机器人已有近 50 款，
且大多为解决行业痛点而生，其中 18
款已投入商业化应用。

“以往墙面油漆喷涂环节只能依靠
人工，像腻子打磨、油漆喷涂都会弥
漫浓重的粉尘和有害气雾。”博智林助
理总裁王克成举例介绍，使用室内喷
涂机器人，可实现底漆、面漆等水性
材料的全自动喷涂。仅需半天培训，
工作人员就能快速上手，远程操控完
成作业。

事实上，博智林研发的建筑机器人
不仅将建筑工人从繁重的工作中解脱出
来，还极大提升了施工质量与效率。

例如，测量机器人工效为人工的
2.5倍以上，测量精度在 1毫米内；通
过机械臂，地砖铺贴机器人能够精准
实现地砖的抓取和放置，保证地砖平
整度达0.5毫米；楼层清洁机器人可清
扫石头、碎块及灰尘，清洁覆盖率达
90%……

除了硬件的高科技，不少智能建
筑软件也在建筑业数字化转型中大显
身手。

位于侏罗纪世界努布拉岛的假山
瀑布，是北京环球影城度假区的标志
性景观之一，这一令人震撼的场景便
是中建二局安装公司大量的使用 BIM
技术搭建而成的。

只见在BIM工程师宁涣昌的电脑屏
幕上，桥架、风管、电缆等设备变身一
条条“丝线”，按照1比1尺寸比例嵌入
软件。面对盘虬卧龙的管线布局、纵横
交错的框架搭建，工程师们只得以亚毫
米的精度“抽丝剥茧”，将一根根线缆
连接到设备终端，最终成功将实际误差
缩小在 3 厘米以内，实现了灯光、音
响、设备的精准安装。

“BIM技术之于机电施工，就好比
X 光之于外科医生，利用 BIM 技术可
以形成可视化模型，就像给建筑‘拍
片子’。”宁涣昌对记者说，“在我看
来，数字化赋能，确实让我成为一个
更懂建筑的工程师。”

全周期可视化
安全管理好保障

工程项目建设不仅标准繁多、要
求严格，而且参与人员数量规模较

大，现场管理难度极高。实现高效率
施工作业，大多依赖于项目管理人员
的组织管理能力。

然而，人为管理能力再强，也常
有鞭长莫及之处，更难免有百密一疏
之时。以数字赋能全生命周期管控的
智慧工地系统适时出现，使得管理者
更加“耳聪目明”，成为破题利器。

走进安徽碳鑫科技有限公司焦炉
煤气综合利用项目部办公室大厅，迎
面是一块综合看板大屏，包括现场人
数、工种统计等实时管理数据，一目
了然。

“安全生产始终是项目建设最重要
的目标，智慧工地最重要的作用就是
实现了在线安全管理。”项目经理聂磊
说，该系统能够快速准确地对数据进
行处理识别，并可进行全天候、全流
程、全方位的监管，极大减少人力
投入。

比如，当施工人员进出工地时，
智慧工地系统都会自动“刷脸”智能
核验人员身份信息。对于连续长期未
进场人员，系统将自动予以冻结，注
销其入场权限，再入场时需重新进行
入场安全培训。

“我们将视频 AI 算法与工地监控
相结合，提供安全帽、反光衣、非施
工人员越线等多种智能识别算法，可
实现对工地上‘人的不安全行为’的自
动化、智能化监控。”项目部信息化实
施人员说，“若有工人未佩戴安全帽，
系统后台会自动抓拍并实时报警，管
理人员通过手机等设备就能进行管
理。”

为工程项目锁上“数字安全锁”，
安全帽智能化升级亦不可或缺。在中交
四航局南沙横沥项目现场，工人们佩戴
的智能安全帽格外引人注目。

“智能安全帽的后方安装有感应装
置，当工人们戴上它进入施工区域
时，我们管理人员能实时掌握工人的
动向。”项目部党支部书记林乌殿介绍
称，智能安全帽还具备实时语音对讲
功能，发生紧急事故时，施工人员可
长按安全帽上的 SOS 一键求救按钮，
相关人员收到求救信息后可锁定该工
人位置，实施快速救援。

除了“人的不安全行为”，“物的不
安全状态”也是导致意外伤害事故的
重要原因。

近年间，背靠专业化的技术团
队，数字建造技术和产品提供商品茗
股份在塔机安全辅助技术等核心技术

研发上取得突破，拥有多项发明专
利。其中，塔机安全监控管理系统尤
其得到用户认可。

“由于塔机结构庞大、稳定性较
差，且伴有高空作业，一旦发生意
外，极有可能造成重大损失，因此安
全管理不容忽视。”品茗股份硬件产品
总工康凯说，当塔吊过载、风速过
大、倾角异常时，监控管理系统会自
动采用智能防碰撞技术，通过降档、
降速等措施保证塔吊安全，并第一时
间将隐患信息推送给相关负责人，以
此将安全事故遏制在萌芽状态。

据介绍，品茗塔机安全监控管理
系 统 目 前 已 应 用 于 超 过 85000 台 塔
机，在北京大兴国际机场、中国西部
科技创新港、科威特国际机场等项目
中均有落地应用。

强化绿色导向
瞄准“双碳”未来

根据中国建筑节能协会统计，作
为碳排量“大户”，中国建筑全过程碳
排量占全国碳排量的比重超半数，其
中建筑材料占比 28.3%，施工阶段占
比1%。

“建筑运行每年还要排放 20 亿吨
以上的二氧化碳，因此大力减少建筑
领域碳排放，需要大幅改变目前建筑
业各环节的理念与方法。”中国工程院
院士江亿指出，能否更快更好推进建
筑数字化，直接影响着“双碳”目标
实现进程。

由中建八局承建的吉林北山四季越
野滑雪场，是国内首个大体量人防洞室
改扩建而成的四季越野滑雪隧道，也是
数字化低碳建筑的“新名片”。

“原人防洞无完整图纸资料，给我
们施工带来不小阻碍，像洞内截面变
径就多达52处，扩挖过程中也存在坍
塌和涌水情况。”中建八局技术工程师
郭海岩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表示，为解
决这一问题，施工团队专门使用三维
激光扫描仪，确定需要爆破的具体位
置，精确洞室开挖运出量，并将爆破
的 18 万立方米花岗岩作为回填材料，
极大减少项目建设和使用所带来的能
源消耗。

不仅如此，为尽量少占用原有自然
景观，施工团队利用数字化模型设计，
从山体中“凿”出众多使用空间，并将

钢构件加工区、拌合料加工区等设置在
室内，节约用地超1500平方米。

同时，施工团队还利用 BIM 技术
将室外雪道与实际山地地形融合，借
助模型演示，将24种2400余颗苗木移
栽至植被低覆盖区域。据统计，项目
利用 BIM 技术，共完成对复杂洞室的
设计优化方案 200 多项，解决 4215 处
碰撞问题，减少钢材浪费约56吨。

随着城市建筑更新加快，许多工
业用地和设施在二次利用过程中，往
往需要进行环境风险评估和污染治
理。借助数字技术，提高风险评估与
修复技术的智能化水平，为施工用地
污染治理提供了解决方案。

“怎么才能把现场数据前后链接起
来，像一个自动化工厂一样？”带着这
个问题，2019年，北京建工修复公司
成立“智慧修复职工创新工作室”，致
力于构建大数据平台，以求实现环境
智能修复。

据介绍，大数据平台的“生态环境
数据管理系统”利用物联网技术，通
过传感器、摄像头、手机等终端设
备，实现对项目全过程的实时监控、
智能感知与数据采集。透过中控室大
屏幕，整个项目的运行情况一览无
余，覆盖修复工程的全生命周期，真
正满足全链条技术要求。

“技术要适应需求，更要超越需
求，实现修复技术的数字化、可视
化、智能化，这是我们未来攻关的重
要方向。”北京建工修复公司副总经理
李书鹏说，“我相信，不久的将来，会
有更多的智慧化成果应用在环境修复
的不同场景，依靠数字技术为产业发
展赋能。”

数字蓝图绘就
产业转型正当时

“当前，中国正加快部署推进新
基建，培育壮大数字经济新动能，中
国建筑业迎来战略发展机遇期。”中
国社会科学院“一带一路”国际智库
专家委员会主席赵白鸽表示，“在此
背景下，如何抓住数字化转型的发展
机遇，在新技术、新制造、新基建和
新业态等方面取得突破，成为建筑业
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的必然选择。”

鼓励建筑业数字化转型，营造
“产业+数字”的安全健康新生态是关

键。目前，多地已提出具体举措，力
求产业转型行稳致远。

例如，江苏省提出要加快推进
BIM 技术在规划、勘察、设计、施工
和运营维护全过程的集成应用，实现
工程建设项目全生命周期数据共享和
信息化管理；广东省提出要加强“机
器代人”等应用场景建设，企业购
置、使用智能建筑专用设备符合条件
的，可按规定享受投资抵免企业所得
税政策；浙江省进一步强化数字化引
领，提出要加强物联网、大数据、云
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城市信息
模型 （CIM） 和5G等在建筑领域的集
成应用……

数字化时代，客户需求个性化、
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也对建筑
企业的角色定位提出新的要求。

“推动建筑产业数字化，要以客户
个性化需求为出发点和归结点，因为
客户体验决定了未来产业发展趋势。”
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黄奇帆预测，由于
产业发展逻辑由零和竞争向生态共赢
转变，数字建筑服务商等新角色将成
为产业核心。

中关村智慧建筑产业绿色发展联
盟理事长刁志中分析，未来，建筑企
业一方面可向运营服务商转型，另一
方面可转型为代建服务商，为有土
地资源的企业不仅提供物理实体建
造服务，同时还提供数字虚体建造
服务。

与此同时，建筑产业数字化转型
离不开数字化专业人才支撑，需要加
强人才培养和储备。

近日，上海城建职业学院土木与
交通工程学院已正式更名为数字建造
学院，这是上海同类院校中第一家以

“数字建造”命名的学院。“未来企业
需要的是复合型人才，从学校角度
说，需要培养更多适合当前大环境、
能灵活应用数字建造技术的学生。”
院长刘亚龙介绍，去年学院已尝试开
设建筑工程技术专业 （智能建造方
向），学习内容涉及云计算、物联
网、区块链等，受到不少学生家长
欢迎。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学会会长鲁昕
认为，教育部印发的 《职业教育专业
目录 （2021 年）》 涉及 19 个专业大
类，覆盖了数字建筑所有场景。“从微
观层面来讲，新版职业教育专业将致
力于服务数字智能建筑、智慧城市管
理与智慧城市人才培养。”

从从““满面灰尘满面灰尘””作业作业到到““机器人上阵造房子机器人上阵造房子””——

中国建筑业加快数字化转型中国建筑业加快数字化转型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刘乐艺刘乐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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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位於糖城的 「大休士頓生命
河靈糧堂」 將於12月3-5日舉行三場恩膏特
會，主題： 「進入與神同行的季節」 ，特別
邀請在敬拜讚美和先知性領域備受神重用的
邱育慈(Momo)姊妹擔任講員。國語講座，免
費入場，機會難得，請勿錯失。 「大休士頓
生命河靈糧堂」 地址：311 Julie Rivers Dr.,
Sugar Land, TX 77478，位於59和90公路交
會處，歡迎各界踴躍參加。

邱育慈(Momo)姊妹係台北靈糧堂青年牧
區敬拜主領，台北靈糧堂24小時禱告殿琴與
爐守殿服事同工，同時也是Asia for Jesus超
自然敬拜學院老師，約書亞樂團 「你的香氣

」 、 「穿越」 、 「I’ll Wait」 詞曲創作人，
先知性繪畫老師等，並在Bethel超自然事奉
學校受訓三年，經常在世界各地帶領聚會，
參與跨文化宣教，特別有負擔協助教會建立
敬拜團隊和先知性服事團隊。

邱育慈(Momo)姊妹在近兩年的疫情中，
因身體過敏，使她開始領受神創造健康的律
，於是在飲食、睡眠、運動、作息上做調整
，按著神的心意來生活，結果一年半下來，
體重減輕75磅，外表和以往判若兩人，同時
也進入深度與神相交的生活，真真實實經歷
身心靈的興盛，這次特會她會和大家分享她
的精彩見證，請千萬不要錯過！

此次特會有三場公開聚會，歡迎各界踴
躍參加：
1. 12月3日 (五) 晚上7:30 活出合神心意
的健康生活 (見證分享)
2. 12月4日 (六) 晚上7:30 建立與神親密
關係的旅程
3. 12月5日 (日) 上午10:00 讓敬拜成為你
的生活方式

邱育慈(Momo)姊妹恩膏特會詳情，請洽
「大休士頓生命河靈糧堂」 莫思危牧師 (281)
433-0517，E-mail： rolccgh@gmail.com，
網址：www.rolcc-houston.net

糖城生命河靈糧堂
12月3-5日舉行恩膏特會進入與神同行的季節

311 Julie Rivers Dr., Sugar Land, TX 77478
(281) 433-0517

www.rolcc-houston.net

12/3 ( 五 ) 晚上 7:30  活出合神心意的健康生活
12/3 ( 六 ) 晚上 7:30  建立與神親密關係的旅程
12/3 ( 日 ) 上午 10:00 讓敬拜成為你的生活方式

國 語 講 座  免 費 入 場
機 會 難 得  歡 迎 參 加

講
員

邱育慈邱育慈
MomoMomo姐

妹

台北靈糧堂青年牧區敬拜主領
台北靈糧堂 24 小時禱告殿琴與爐守殿服事

Asia for Jesus 超自然敬拜學院行政同工 / 老師
約書亞樂團「你的香氣」「穿越」「I’ll Wait」詞曲創作人

Bethel 超自然事奉學校三年畢業
參與跨文化宣教

協助教會建立敬拜團和先知性 / 代禱服事

恩
膏
特
會

進入進入

季節季節的的
與神同行與神同行

3-512

大休士頓生命河靈糧堂

獻給夕陽紅舞蹈隊

她們都曾經年輕
她們都曾經美麗
她們來自東方中華的不同城鎮
她們披著夕陽的餘暉聚在了一起

在這裡-我們忘記了年紀
在這裡-我們搭建起親人般的友誼

在 這
裡 - 我
們有著
共同的
興趣
在 這
裡 - 處
處充滿
了歡聲

笑語

夕陽紅
是天邊那道最靚麗的風景
夕陽紅
讓生活充滿了詩意
夕陽紅
追逐著每個人最後的夢想
夕陽紅

用它的霞光照亮南美大地
這一切都離不開
林老師的創辦和奠基
嚴格把關的隊長茉莉
藝術指導老師戴家珍和馬艷麗
她們引領著團結友愛的集體
編排著一個又一個奇蹟
期盼會有更好的成績
把我們的青春還給自己
期盼夢想與年齡攜手飛翔
讓生命綻放出跳躍的魅力！
我們仍然年輕
我們永遠美麗
我們在尋夢的路上
一再接力
永不停息！

夕陽紅感恩節聯歡會詩篇

圖與文圖與文黃麗珊攝影黃麗珊攝影

倪夏蓮和尼克松總統的
孫子乒乓球拍簽名

三位上海人三位上海人，，盧耀輝夫婦與前國手倪夏蓮盧耀輝夫婦與前國手倪夏蓮
，，這次代表盧森堡來參賽這次代表盧森堡來參賽，，是這次參賽的是這次參賽的
運動員中年齡最大的一位運動員中年齡最大的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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