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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堵防堵OmicronOmicron 美國下週起改搭機前美國下週起改搭機前11日篩檢日篩檢

（綜合報導）為防堵新變種Omicron，美國總統拜登今天宣布
加強版入境規定，不論疫苗接種狀態或出發地，所有赴美旅客篩檢
時程將從目前搭機前3日內縮至1日。新規預計下週初生效，確切

日期尚未公布。
為因應 COVID-19（2019 冠狀病毒疾病）冬季疫情、新變種

Omicron 威脅，拜登（Joe Biden）今天前往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
（NIH），宣布一系列抗疫新措施，包括擴大追加劑接種、加強入
境篩檢規定、加速國際疫苗捐贈工作等。

拜登表示，一個月前，美國政府宣布外籍旅客須打完疫苗才可
入境，他這週公布額外措施，強化國際旅遊規定，讓美國有較多時
間研究並抑制Omicron傳播。

根據美國目前規定，凡是已完整接種獲美國食品暨藥物管理局
（FDA）核准、世界衛生組織（WHO）緊急使用清單（EUL）上
COVID-19疫苗的外籍或美籍旅客，搭機前3天內檢驗即可；若未
打完疫苗，外籍旅客不得入境，美籍旅客則須持搭機前1天內陰性
報告。

拜登指出，未來不論疫苗接種狀態或出發地為何，所有入境旅
客須改在搭機前1日內篩檢。他說，縮短篩檢時程能提供大眾多一

層保護。
根據白宮提供的資訊，入境篩檢新規適用所有赴美國際旅客，

包括美國籍人士。新規預計下週初上路，但白宮尚未公布確切日期
。

此外，拜登今天也延長大眾交通工具口罩令至明年3月18日，
適用範圍除包括搭乘飛機、火車期間，在機場或公車站內也須戴口
罩。白宮指出，不守規定者最低恐面臨500美元罰鍰，累犯者最高
可開罰3000美元。

為加速全球疫苗接種工作，拜登表示，美國目前已援贈超過2
億8000萬劑疫苗給110國，未來100天內會加緊腳步，再送出2億
劑疫苗。

拜登強調，美國對外援贈的疫苗，沒有一劑會造成美國人民權
益損失，他永遠都會優先確保國內人民受到保護。但他說，讓全球
人們接種疫苗不僅是個道德義務，也是他保護美國人民的方式，
「這是場全球傳染病，需要所有人齊力抗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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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knew Judge Robert Eckels many years ago

when he was a State Representative. Later
he became Harris County Judge. During his
tenure he built Houston’s Beltway 8 and the
Westpark Toll Road. When Hurricane Katrina
hit the Gulf Coast,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evacuees came to Houston. Eckels and
Houston Mayor Bill White rose to national
prominence in 2005.

Judge Eckels was the leader who created the
High Speed Rail in Texas which will connect
Dallas to Houston in 90 minutes. The rail line
will span 236 miles carrying passengers on a
Japanese-made bullet train and make only
one stop at Brazos Valley near Texas A&M
University.

As Eckels mentioned, because the
government changed in Japan, it will affect
the original deal. Tonight in Dallas he met
community leaders from the Chinese,
Korean, South Asian and many other groups.

We are so happy that the meeting was very
fruitful and look forward to seeing how we can
be a part of this and other great projects.

According to a New York Times report,
people continue to move to Texas from all
over the nation. We are here to welcome
them to be part of our community.

1212//0202//20212021

Judge Robert Eckels MetJudge Robert Eckels Met
With Local Dallas LeadersWith Local Dallas Leaders

我和赫里斯郡县長埃克是數十
年的好友， 從他在年輕時代就代
表我們這區當選為德州州議員，
再又當選為大休斯敦地區哈里斯縣
縣長 ，他的父親也曾任過縣長，
可謂是政治世家， 但是， 他早年
也賣過保險同時上法學院， 毫無
官二代之陋習。

他在縣長任內曾面臨新奧良之
世紀大颶風，數十萬人湧至休斯敦
，在他的領導和協調下， 太空體
育館成了難民中心， 同時也規劃
完成了環市之八號收費公路及橫貫
市中心到兩南區的西園高速， 為
休斯敦之發展奠下堅實之基礎和藍
圖。

當外界普遍認為他應更上一層

樓時， 他毅然離開政壇， 專注於
發展一條休斯敦到達拉斯的高速子
彈列車計劃 ，據他表示， 原本已
和日本安倍政府簽約貸款建造，
但是由于政府更迭， 目前還未定
案， 但是這計劃從2008 年至今已
經有十三年之久。

埃克縣長今天來到達拉斯，
和各族裔見面， 包括華裔、 韓裔
、印裔 、尼帕爾裔包括華人領袖
顧天鵬會長等代表們餐敘， 這位
德州共和黨老大之一，再度表現了
他的親和力。

今天我們大家在美國面臨了許
多挑戰，但是， 這是我們已經選
擇了的家園， 我們必須體認到華
裔下一代之生存和發展。

我們一定要走進社會主流 ，
參與公共事務 ，打造堅實之経濟

基礎 ，才是自救之道。

休斯敦休斯敦 達垃斯高鐵計劃達垃斯高鐵計劃
羅拔埃克縣長的雄心壯志羅拔埃克縣長的雄心壯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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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耶穌教會
True Jesus Church

中英安息日崇拜：週五晚上7:45週六早上10:45
中英文分組查經：週六下午1:30
英文兒童宗教教育：週六早上11:00 下午2:00

TJC

335 Avenue E,Stafford,
TX 77477

電話: (281)631-5260
網址: www.tjc.org
電子郵件: Houston@tj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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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日本政府要求各航空公司暫停12
月赴日航班新訂位政策緊急喊卡，日媒報導，
日本政府將每天入境人數上限調降為 3500 人
，即便暫停新訂位喊卡，恐怕仍難滿足日本國
民返國需求。

日本TBS電視台、產經新聞報導，日本政
府國土交通省日前要求各航空公司，禁止包括
日本人在內的所有人新增 12 月赴日航班訂位
，造成旅外日本人可能無法返鄉過年引發軒然
大波。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今天說，已指示國土交
通省要充分顧及國人返國需求。

岸田一句話讓國土交通省政策出現180度
轉變，撤回暫停新訂位的要求，並重新通知各
航空公司。

國土交通大臣齊藤鐵夫今天為政策反覆道
歉說， 「（國土交通省）航空局提出這麼粗糙
的政策方針，我身為國土交通省負責人感到非
常抱歉」。

追究政策反覆原因，主要是因為國土交通
省負責航空行政的航空局，自行做出要求暫停

新訂位的判斷，且在提出政策要求兩天後的12
月1日傍晚，才向國土交通大臣及首相官邸報
告。

既然政策已緊急踩煞車、恢復正常訂位，
但由於日本政府已從本月起將每天入境人數上
限調降到 3500 人，日本政府未來政策方針將
盡可能在人數上限與滿足日本國民返國需求取
得平衡。

日本國籍航空日本航空公司受到政策煞車
影響，原則上將接受有意返國日本國民的新增
訂位。

日本每天允許的入境人數上限都分配給每
家航空公司，而 12 月是日本歲末年終，返鄉
需求本來就很多，加上目前正實施嚴格的入境
限制措施， 「目前已經有到達入境人數上限的
天數」。

營運全日本空輸的全日空控股跟日本航空
一樣，都將接受新增訂位。但因為國際線航班
也較過去減少，12月訂位狀況跟日航一樣，全
日空公關負責人說， 「就算取消暫停新訂位的
要求，要接受更多訂位本來就有難度」。

日本暫停新訂位急喊卡
恐仍難滿足日人返國需求

(本報訊）澳洲總理莫里森（Scott Morrison
）今天宣布，內閣中的教育部長遭前政府職員
指控於雙方交往期間施虐，已被停職接受調查
。

幾天前，一項備受矚目的調查顯示澳洲議
會普遍存在性騷擾和霸凌，國會議員和工作人
員都受到該機構 「性別歧視」文化的影響。

前政府職員米勒（Rachelle Miller）今天指

控澳洲教育部長塔吉（Alan Tudge）在兩人2017
年交往期間，對她肢體與情感上施虐。然而塔
吉斷然否認指控。

米勒去年首度公開這樁雙方合意的婚外情
，她今天在坎培拉告訴記者， 「這是種情感上
、有時身體上的虐待關係」，取決於嚴重的權
力失衡。

據米勒描述，她某次在凌晨4時回完一通工

作電話後，塔吉把她從床上踢到地板上，並說
他因為和她一起喝酒失眠而 「大為光火」。

她說： 「當我試圖在床上坐起來時，我感
覺到有人在踢我的臀部和腿，是部長。」

就在米勒向媒體發表聲明幾小時後，莫里
森告訴國會，塔吉已同意在 「獨立和公平的調
查程序」進行時停職。

塔吉稍早前否認這些指控，他在給當地媒

體的一份聲明 「完全」反駁米勒的個人說法。
自從國會職員希金斯（Brittany Higgins）聲

稱自己2019年在某位部長辦公室裡，遭一名同
屬執政自由黨（Liberal Party）的男性幕僚同事
性侵後，澳洲國會的職場文化便受到愈來愈多
的檢視。

前政府職員控情感和肢體施虐 澳部長遭停職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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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時報告歐洲首例
新型變異新冠病毒感染病例

綜合報導 在博茨瓦納、南非等國發現新型變異新冠病毒後，比利

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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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利時衛生大臣弗蘭克· 範登布魯克當日在記者會上通報，一名未

接種新冠疫苗、從國外返回比利時的入境人員確診感染新型變異新冠病

毒，即毒株名爲B.1.1.529的變異新冠病毒。

範登布魯克沒有透露患者身份、旅行路線等信息，僅指11月22日

患者新冠病毒檢測結果呈陽性，此前沒有新冠病毒感染史。

晚些時候，比利時流行病學專家馬克· 範蘭斯特(Marc· Van· Ranst)在

其推特賬戶稱，該患者11月11日從埃及返回比利時，11月22日開始出

現新冠病毒感染症狀。

這是比利時及歐洲國家報告的首例新型變異新冠病毒感染病例。11

月24日，博茨瓦納衛生官員報告發現B.1.1.529變異新冠病毒，25日報告

4例感染病例，同日南非報告22例感染病例。

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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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時荷蘭語國家廣播電視台等媒體其後

報道，南非、博茨瓦納、納米比亞、津巴布韋、莫桑比克等國很可

能“榜上有名”。

目前流行病學專家擔心，B.1.1.529 變異新冠病毒因攜帶諸多

變異，其感染性和抗藥性可能更強，爲此歐洲多國“嚴陣以待”，

德國、法國、意大利、荷蘭、捷克等國均對南部非洲國家發布入境

禁令，26日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也發表聲明，敦促歐盟成員國

緊急叫停前往南部非洲國家的航班，對相關入境人員加大檢測力度

及落實隔離措施。

默克公司稱其新冠口服藥有效性為30%
美藥監局會批準嗎？

綜合報導 默克公司和Ridgeback Biotherapeutics LP公司表示，對其

實驗性新冠藥物的最終分析發現，該藥的效果不如早期研究，這促使美

國衛生監管機構在外部委員會開會前幾天，繼續對該藥的申請進行員工

審查。

報道指，美國食品藥品管理局(FDA)公布了對該藥申請的初步審查

結果，包括對這種名爲莫那比拉韋(molnupiravir)藥品的臨床試驗數據的

分析。

FDA工作人員說，該藥在降低住院和死亡風險方面有效，但他們沒

有表明是否支持該機構批准該藥。FDA還表示，在後期試驗中未出現重

大安全問題。

FDA說，仍在對莫那比拉韋進行審查，並將在下周舉行的公開會議

前發布對該藥物安全性的分析。

上周早些時候，這兩家公司告訴FDA，對後期研究結果的最終分析

表明，該藥的有效性爲30%。但是，兩家公司今年10月在初步查看了試

驗結果後公布，莫那比拉韋的有效性爲50%。

目前，莫那比拉韋已被授權在英國緊急使用。英國政府本月初表示

，抗新冠口服藥莫那比拉韋被發現“安全有效”，可以降低患重症風險

更高的輕至中度新冠患者住院和死亡的風險。

法國面臨“分裂”危險，海外屬地爆發騷亂
爭論是否給予“自治”

綜合報導 據法國BFM電

視台報道，法國政府近期推

動的新冠防疫措施在瓜德羅

普、馬提尼克這兩個位于加

勒比海的海外屬地引發強烈

反彈，連日來兩地爆發暴力

騷亂，當地官員提出自治要

求，負責海外事務的部長

勒科努 29 日親赴當地與民

意代表會面。動蕩之下，

是否讓屬地自治的辯論引

發朝野熱議。反對黨對政

府“准備給予當地自治權

以解決實際問題”的表態

展開強烈抨擊，遭到“圍

剿”後，勒科努急忙回應稱

“自治不等于獨立”。

報道 稱 ， 爲 遏 制 新 冠

疫情 ，法國推出“健康通

行證”，並強制醫護人員接

種新冠疫苗。法屬海外省瓜

德羅普和馬提尼克的居民近

日舉行罷工抗議，反對法國

政府嚴格的防疫措施，抗議

逐漸升級成暴亂：示威者焚

燒政府建築物、打砸搶、向

島民收取高額過路費、設置

路障阻止病人或醫護人員前

往醫院、朝警察開槍等。兩

個島嶼上的居民稱，“日常

生活完全中斷，仿佛身處中

東地區”。

法新社稱，反疫苗就是直

接向巴黎展示反叛——殖民史

、法國政府曾在當地香蕉園濫

用殺蟲劑的醜聞等因素令法國

海外屬地對疫苗的安全性缺乏

信任。早期是殖民地的瓜德羅

普、馬提尼克如今雖然是法國

的“海外省”，但因爲遠離巴

黎，生活水平與法國本土有較

大差距。此次因爲反疫苗引發

的暴亂揭露了海外屬地居民長

期以來對法國中央政府的不滿

，當地失業率高，很多年輕人

找不到工作，基礎設施破舊，

供水不穩定。

除增派警力外，法國政

府派勒科努本周前往加勒比

地區平息事態。勒科努表示

，“相對于海外屬地，部分

當地議員提出自治的可能。

如果能解決當地民衆的生

活實際問題，考慮給予當地

議員更多決策事務的自由”

。右翼政黨認爲，這是政

府面對騷亂的“退讓”，

是試圖“收買激進的獨立

分子”，將對法國領土完

整構成威脅。

勒科努對媒體表示，給自

治權不是放棄海外領土，法國

某些海外屬地已經高度自治，

比如法屬波利尼西亞。瓜德羅

普工會代表認爲，所謂自治只

是避免解決實際問題的煙霧

彈，“這只是爲了讓我們停止

抗議”。

澳議會報告鼓吹“擴軍”
稱本國軍隊規模“小到危險”
綜合報導 澳大利亞聯邦議

會外交、國防和貿易聯委會在

發布的最新報告中稱，澳國防

軍規模“小到危險”。該報告

對澳當前的國防實力能否保護

國家安全提出質疑，並呼籲對

本國國防軍力規模進行緊急審

查 。

據澳大利亞新聞網報道

，報告顯示，澳國防軍目前

“僅有58600人”，遠低于亞

太地區的其他中等強國。報

告還拿韓國軍隊的 59.9 萬人

和印尼軍隊的 39.5 萬人兵力

作參照，並特別渲染中國“擁

有世界上最大規模的軍隊，總

兵力超過200萬”。

該報告敦促澳政府在澳

中緊張局勢日益加劇的背景

下，緊急考慮大幅增加國防

軍規模的必要性。報告聲稱

：“在競爭日益激烈的印太

地區，聯委會擔心，澳大利

亞的主要地緣戰略利益已經

移回至澳所在地區”。基于

這種考慮，該報告認爲，澳

國防軍不足 6 萬人的兵力，

無法有效地爲長期高頻次戰

鬥行動提供足夠的作戰部隊

，不適合應對潛在的新安全

局勢。報告建議澳國防軍進

行轉變，不僅要擴大常規部

隊 規 模 ， 而 且 還 要 組 建 在

“灰色地帶”等方面的軍事

力量。澳媒稱，這不是澳大

利亞近年來首次鼓吹擴張軍

力。去年，澳大利亞國防部

發 布 《2020 年 國 防 戰 略 修

訂 》 和 《2020 年 部 隊 結 構

計劃》時，就宣布將在未來

十年投入 700 億澳元國防預

算加強國防能力建設。、

中國澳大利亞研究會會

長、華東師範大學澳大利亞

研究中心主任陳弘接受《環

球時報》記者采訪時表示，

澳聯邦議會外交、國防和貿

易聯委會是一個政策工作委

員會，對政策推進起很重要

的作用，該委員會現在提出

這樣的報告，實際上正呼應

了最近一段時間澳大利亞一

個非常令人警覺、同時也非

常危險的趨勢。在冷戰結束

後的很長一段時間裏，澳大

利亞清醒地意識到，其國防

力量主要在于防禦，而非進

攻，5 萬多國防軍的規模也

符合澳本身的國家定位。然

而，澳大利亞如今出現一批

黩武主義者，一直在渲染所

謂的“中國威脅論”。

據報道，澳大利亞國防

部長達頓近來發出愈發強硬

的言論，他上周五在位于堪

培拉的國家新聞俱樂部發表

演講時就大談涉華議題，渲

染“中國威脅論”。達頓當

時宣稱，澳大利亞正面臨自

二戰以來最重大的戰略環境

變化，並用大篇幅渲染中國

對本地區包括澳大利亞在內

的各種“威脅”。澳總理莫

裏森 28 日稱，他認爲達頓的

言論“完全正確”，並稱中

國“日益好戰”，他完全認

同達頓的看法。“現在不是

澳大利亞能夠承受軟弱代價

的時候，也不是澳大利亞可

以在國家安全問題上兩頭下

注的時候。”

今年以來，澳大利亞在

武器采購方面也是動作頻繁。

《澳大利亞金融評論報》29

日報道稱，澳聯邦議會開始

對澳美英近期簽署的“奧庫

斯”（AUKUS）三方安全夥

伴關系協議進行審查。根據

該協議，澳大利亞將在未來

數十年間向美英采購至少 8

艘核動力潛艇。美英承諾澳

方采購的核潛艇將在南澳大

利亞州首府阿德萊德建造，

並將爲澳方提供潛艇官兵和

技術人員的培訓。在審查聽

證會上，工黨議員威爾遜提

出，莫裏森政府試圖利用國

際核安全制度的漏洞來采購

核潛艇的計劃存在巨大不確

定性。威爾遜批評澳政府聲

稱使用武器級鈾作爲燃料的

潛艇是“用于和平目的”，

無疑是在削弱核不擴散制度

方面“開辟出新天地”。

陳弘表示，擴軍是外向

型的，而非單純防務型的舉

動，加之澳要組建核潛艇艦

隊，增加遠程打擊能力，本

身也說明是要對外構成一種

威脅。澳當前的舉動正顯示

出其外交政策的不理智，不

惜充當美國的馬前卒，頻頻

對中國發出戰爭叫囂，甚至

還說“戰鼓正在敲響”，說

明它可能已經開始對中國進

行軍事上的准備，這樣的行

爲會嚴重影響本地、區域甚

至全球的穩定和平。陳弘認

爲 ， 澳 大 利 亞 對 外 政 策 是

“機會主義和冒險主義並存

”，現在澳大利亞正走上一

條非常危險的道路。



AA55美國新聞
星期五       2021年12月3日       Friday, December 3, 2021

R03-CHI AME中美酒樓56B_16

（綜合報導）美國及南韓國防部長今天在首爾舉行會談，
會後共同聲明首次提及可能刺激中國的台海問題，美國防長奧
斯汀也批評中國開發武器的行為造成區域緊張。

奧斯汀（Lloyd Austin）今天與南韓防長徐旭在首爾召開第
53次韓美安保會議（SCM）。韓聯社報導，這次會後共同聲明
中首次提及 「台灣」，引發關注。

聲明中寫道，美韓雙方防長依據美國總統拜登及南韓總統
文在寅在今年5月峰會發表的共同聲明，確認維持台海和平穩
定的重要性。

報導指出，中國一向在其他國家提起台灣問題時，以 「干

涉內政」嚴正批評，美韓這次在具軍事合作象徵的外交性文書
中提及台海問題，很有可能再次激起中方反彈。

奧斯汀也在聲明中表示，印太地區是美國國防部最關注的
區域，展現美國在印太地區牽制中國的意志。

據韓媒Newsis報導，奧斯汀在會後記者會中，對中國軍方
持續開發極音速武器（hypersonic weapons）

等強化軍事力量的作為表達憂心，認為 「這種開發武器的
行為本身就會造成區域緊張情勢升溫」。

對中國7月試射極音速武器，奧斯汀表示，就中國對美國
及其他美國盟友造成的所有威脅， 「我們會盡力防禦、遏制」

。
南韓方面對台海議題態度則相較保守，有媒體詢問徐旭對

日前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挺台發言的看法，徐旭僅表示仍在持
續摸索與美國緊密合作的方式， 「比起針對特定國家的威脅進
行討論，我們更傾向就新南方政策與美國印太戰略的合作發展
」。

這次會議中，也修正了睽違 11 的年美韓戰略計畫方針
（Strategic Planning Guidance，SPG），確立足以應對北韓核武
及各種飛彈的戰略，雙方預計在之後1、2年內就此擬定戰略計
畫指南（Strategic Planning Directive，SPD）。

美24小時連爆3例 Omicron恐已進社區 足跡令人憂

美歐外交高層對話
強烈關切北京在台海行徑

（綜合報導）美國聯邦眾議院29日以366票贊成、46票反
對的懸殊比數，通過廢除1957年和1991年兩項授權總統動武
的法律，而所有反對票都來自共和黨。在此之前，眾院才在18
日表決通過廢除2002年給予總統對伊拉克用兵的 「作戰授權法
」。但未來這3個作戰授權法（AUMH）送交聯邦參議院審議
時，能否通過仍是未知數。

根據美國憲法，國會擁有宣戰權，總統則擁有戰時指揮權
。不過在1957年中東戰爭和1991年波斯灣戰爭期間，國會通
過法案，授權總統發動戰爭的權力。

在眾院表決廢除1957年和1991年兩個作戰授權法前兩天
，拜登總統才第二度下令空襲伊拉克及敘利亞邊境的親伊朗民
兵組織並炸毀其軍事設施。但2月與6月這兩次空襲，拜登均
未援引作戰授權法。

眾議院18日也通過廢除2002年針對伊拉克戰爭的作戰授
權法。只不過2002年該法案在表決時，兩黨涇渭分明，這次廢
除相關法條時，獲得跨黨派支持。

支持廢法的眾院外交委員會主席米克斯表示，作戰授權法
早就超出它原本設計的目的，過了這麼久還繼續保留，恐會對

政府濫權開綠燈，國會應收回發動戰爭的權力。
美國總統和國會圍繞宣戰權的爭奪由來已久。總統身為三

軍統帥，本身就有權力下令軍隊展開行動，但憲法規定若要向
某一個目標宣戰，並進行長時間（超過60天）的戰鬥，必須得
到國會授權。然而總統在宣戰權上，往往處於強勢地位，美國
史上多次對外用兵，經國會宣戰的極少，絕大部分都是總統先
斬後奏（如韓戰、越戰等），事後也未被究責。

美國美韓防長會談共同聲明美國美韓防長會談共同聲明
首次提及台海安全首次提及台海安全

（綜合報導）美歐外交高層今天召開中國對話，雙方會後
發布聯合新聞稿，強烈關切中國在台海、南海與東海的單方面
問題行徑。他們批評北京作為破壞區域和平安全，也直接衝擊
美歐安全繁榮。

美國副國務卿雪蔓（Wendy Sherman）與歐盟對外事務部
秘書長沙尼諾（Stefano Sannino）今天下午在華府舉行第2屆美
歐中國議題對話（US-EU Dialogue on China），雙方談論多項
議題，並向對方說明近期與中國官員會晤內容。

兩人會後發布聯合新聞稿，對中國一系列問題行徑表達關
切，囊括台灣海峽、南海、東海、新疆、西藏與香港等議題。

新聞稿指出，雪蔓與沙尼諾對中國在南海、東海與台海的
問題及單方面行徑表達 「強烈關切」（strong concern）。他們

認為北京作為有損區域和平安全，且對美國與歐盟的安全繁榮
造成直接衝擊；他們也重申，依循國際法維持、促進航行與飛
行自由有其重要性。

此外，新聞稿表示，兩人也討論中國內部持續上演的人權
侵犯問題，包括新疆與西藏少數民族遭系統性壓迫、香港自治
與民主被侵蝕等。雙方希望持續在中國人權議題上往來與合作
，包括在多邊場域。

雪蔓與沙尼諾5月在布魯塞爾召開首次中國議題對話，會
後也曾發布聯合新聞稿。但兩人當時並未對中國在台海的作為
表達關切，涉及台灣部分，僅談到台灣國際參與的重要性，包
括世界衛生組織（WHO）論壇與世界衛生大會（WHA）。

今天聯合新聞稿不僅談到台海情勢，措辭也相當強硬，顯

見中國近幾個月在台海作為，包括10月初4天內就派出149架
軍機擾台，已成為美歐關切重點之一。

在整體對中政策上，根據今天的聯合新聞稿，雪蔓與沙尼
諾重申美國、歐盟與中國的關係多面向，雙方應在投資發展自
身經濟的同時，在對中作為上持續保持密切聯繫，並在可能情
況下與中國合作，以負責任方式管理與北京的競爭及系統性對
抗（systemic rivalry）。

在其他議題上，兩人也談到保護與建立經濟及科技韌性、
強化與確保供應鏈多元化、因應經濟脅迫的重要性。

展望未來，新聞稿指出，兩人決定持續舉辦美歐資深官員
、專家層級會議，下一屆高層對話則預計在2022年年中召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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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意推進排汙入海
日本準備砸重金宣傳消除形象受損

綜合報導 爲消除東京電

力福島第一核電站核汙水排

放入海可能導致的海邊休閑

活動形象受損，日本政府開

始對福島縣海水浴場的設施

改造和旅遊宣傳等進行支援，

將在該縣推進感受大海魅力

的住宿型旅行“藍色旅遊”

以吸引遊客。

據報道，日本政府今年4月

決定，從2023年春季前後開始

把核汙水排放入海。複興廳以

水産業爲主將全力采取措施挽

回形象受損。

據觀光廳稱，設想改造老

化的“海之家”的淋浴和更衣

室、向國內外宣傳大海的魅

力、推出海邊瑜伽等體驗策

劃；還將修建前往海水浴場

的斜坡等推進無障礙化，促

進取得海灘的國際環境認證

“藍旗”。

爲對致力于此類項目的福

島縣內市町村和觀光協會進行

財政支援，已在下年度預算申

請中列入3億日元(約合人民幣

1692萬元)。

據該縣透露，東日本大地

震前縣內18處海水浴場受海嘯

和核事故影響曾一度全部關閉

。據悉之後逐漸重啓，到2019

年開放了7處，但2020年起，新

冠疫情導致多處沒有開放海水

浴場。

據此前報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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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全國漁業工

會聯合會以及國際社會的強烈

反對。

韓國外交部官員日前表示

，日方在未與周邊國家充分協

商的情況下，做出核汙水排海

決定，該決定將對韓國國民的

健康、安全及海洋環境産生影

響。

韓或擴大限製入境國名單
將開發奧密克戎毒株檢測法

綜合報導 新冠病毒“奧密克戎”變異

株引發全球關注。據韓國國際廣播電台29日

報道，韓國政府對從南非等八國出發的外國

人發布入境禁令，並將根據此變異株擴散情

況等，及時調整限制入境對象國名單。同

時，韓國還將開發“奧密克戎”變異株檢測

法，以便盡早發現此毒株。

據報道，爲應對新冠病毒“奧密克戎”

變異株，韓國政府決定，將禁止從南非、博

茨瓦那、津巴布韋等非洲南部八國出發的所

有外國人入境。從這八個國家出發的韓國公

民，無論是否接種了新冠疫苗，都需要在臨

時生活設施進行10天隔離。

報道稱，隨著出現“奧密克戎”變異株

的國家增多，韓國政府將在確定“奧密

克戎”的危險度和擴散情況後，逐步擴大限

制入境對象國名單。

報道援引專家的話說，該變異株是會擴

散至全球、還是消失，未來2至3周將是關鍵

。就目前的情況而言，加強警惕是上策。

另一方面，韓國防疫部門決定，開發可檢

測“奧密克戎”的PCR檢測法，現有檢測試劑

僅能檢測出“德爾塔”等4種變異毒株。“奧

密克戎”檢測法推廣後，原來需要3至5天的

變異毒株檢測時間，將可縮短至1天。

此前報道，近日，博茨瓦納、南非等多

國報告了一種新型變異新冠病毒，該毒株不

同尋常的變異已引發衆多科研人員關注。世

界衛生組織將其命名爲“奧密克戎”變異株

，目前還不清楚此毒株是否能引發更嚴重的

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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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柬埔寨財經部消息稱

，政府預計2021年人均國內生産總

值(人均GDP)爲1730美元，2022年將

增長至1842美元。

柬埔寨副首相兼財經大臣翁本

莫尼洛說，官方預測柬埔寨2021年

的經濟增長率爲2.4%，與主要國際

金融機構預估的 2%左右相符，並

預計2022年經濟增長率爲4.8%，使

得 柬 埔 寨 國 內 生 産 總 值 將 達 到

305.44 億美元，人均國內生産總值

預計增至 1842 美元，高于 2021 年

的1730美元。

翁本莫尼洛說，未來一段時間，

柬埔寨經濟仍然會面臨許多國內外挑

戰和風險，這將對經濟增長和國家可

持續的發展造成影響。

據了解，柬埔寨國會于11月25

日通過《2022年國家財政預算案》，

2022年柬埔寨預算計劃支出85億美

元，相當于國內生産總值(GDP)的

27.95%，比 2021 年國家預算增加

8.4%。其中，政府計劃向外國和發展

夥伴借款16億特別提款權，約合22.62億美元，與

2021年相比增長1.41億美元。

柬埔寨財經部指出，該國計劃向中國、泰國、

日本、韓國、法國、德國和亞洲開發銀行、世界銀

行、歐洲投資銀行和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等借款

，用于實施防止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發展能源、水

利灌溉、基礎設施、衛生、教育、農業和其他優先

領域等共計35個項目。

日本禁止所有外國人入境
日專家稱該決定“相當大膽”

綜合報導 據日本放送協會

(NHK)29日報道，鑒于新冠病毒

奧密克戎變異毒株在歐洲等地迅

速蔓延，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于當

日宣布，從11月30日零時起，將

原則上禁止所有國家及地區的外

國人入境日本。

岸田文雄表示，爲防止最糟

糕的情況出現，日本將采取緊急

預防措施，原則上禁止世界上所

有國家及地區的外國人入境日本

。日本公民如從已報告奧密克戎

感染病例的14個國家和地區返回

，必須接受隔離。

此前，日本政府曾于11月8

日放寬入境限制，允許持短期簽

證的商務旅行者、外國留學生和

務工人員在提交疫苗接種證明及

活動計劃書的條件下入境。但隨

著此次措施的頒布，原則上上述

外國人將無法入境日本。

岸田文雄表示，這些措施均

是在奧密克戎毒株的信息未明確

前所采取的臨時措

施。

東京大學公共

政策研究生院教授

鈴木一人在《日本

經濟新聞》網站發

表評論表示，禁止

所有外國人入境是

一項“相當大膽”

的舉措，但這也體現出岸田文雄

政權希望國內疫情保持低位穩定

，恢複國民經濟的堅定意志。

28日晚，一名從非洲國家入

境日本的男子新冠檢測結果呈陽

性，但其是否感染奧密克戎毒株

還有待確定。

（中央社）上櫃公司康和證券大股東鄭國華
、董事長鄭大宇父子遭檢舉於2006至2008年涉嫌
利用員工6名人頭向關係企業華和資產購地，造
成公司2億元損失，事後財報涉嫌隱匿關係人交
易，並侵占售地款1000多萬，涉犯《證交法》財
報不實、非常規交易、特別背信罪。台北地檢署
2日指揮調查局台北市調查處兵分14路搜索，約
談鄭國華、鄭大宇父子9人到案。檢方訊後，3日
凌晨諭令鄭國華以1000萬元交保。

另鄭大宇，康和期貨董事長康景泰各200萬
元交保，華和資產管理公司總經理曾宏昌 150萬
元交保，鄭國華的秘書鍾珮君、司機林清連，以
及華和資產管理公司財務經理陳宥汝3人均請回
。

康和證券成立 30 年，曾獲國家品牌玉山獎
「傑出企業」，今年6月康和證券爆發經營權糾

紛，大股東鄭國華、鄭世華兄弟鬩牆，最終鄭國
華勝出，由其兒子鄭大宇出任康和證券董事長。

但調查局接獲檢舉，2001年5月鄭國華因其

經營的康和建設連續跳票，導致多筆土地遭債權
銀行拍賣，鄭國華2003年透過康和證券百分之百
持股的康聯資產管理公司，轉投資康證資產公司
（現改名為華和資產），利用司機等6位親友及
員工充當人頭，向法院以低價標回康和建設當初
遭債權銀行拍賣、位於北市萬芳社區附近的土地
。

之後華和公司出售萬芳社區的土地給建商約
24億多元，但事後財報公布後，股東不僅預期獲
利落空，公司還虧損達1.3億元，因而向檢調提
出檢舉。另華和公司名下北市中山北路土地，鄭
國華先以人頭低價向華和買地，再轉賣價達數千
萬元。

康和證券昨回應，有關昨檢調單位至公司調
查，所有作業均依照相關規定辦理，並全力配合
檢調單位調查，相信司法公正，目前調查程序對
於公司營運、財務、業務並無影響，一切正常運
作。

康和證券涉購地套利2億
董座父親、大股東鄭國華1000萬元交保

（中央社）今年屏東潮州與內埔年街都因
防疫停辦，隨著疫情趨緩，業者看好明年熱度
，內埔鄉公所 2 日舉行 「2022 過年來內埔尞」
特區競標，9個特區總標價達81萬6668元，特1
區更以14萬5000元高價標出；而潮州鎮公所預
計明年初開標，勢必再掀高潮。

內埔年街雖不像潮州年街歷史悠久，2019
年才開始辦，但同樣人潮湧進，今年因受疫情

影響停辦時，不少民眾大呼可惜，所幸台灣疫
情趨緩，內埔鄉公所宣布 「2022過年來內埔尞
」將於明年1月31日強勢回歸，一連5天陪大家
過新春。

內埔鄉公所指出，明年年街市集選在環繞
六堆300紀念公園周邊的中興路、埔興路及文山
路上，並特別於市集周邊十字路口轉角處、也
就是人潮聚集精華區規畫9個特區，採競價標租

，昨競標以總標價81萬6668元分由5位不同商
家標得，規畫9至10個攤位的特1區更以最高價
14萬5000元標出，突破去年13萬8888元紀錄。

公所說，特區熱烈競標顯示眾多攤商對內
埔年街的商機充滿期待，截至目前一般攤位的
招商登記共1126攤格，將於7日上午在內埔鄉
立中正圖書館進行抽籤。

內埔鄉長鍾慶鎮指出，隨著疫情趨緩，鄉

親與攤商們都對年街市集充滿期待，明年年街
市集商機無限，勢必能再次引爆人潮、洶湧錢
潮。

相較之下，擁有逾30年歷史、去年以25萬
創下特區標價新高的潮州年街則遲遲未公布招
商訊息，對此，潮州鎮公所指出，預計明年初
舉行開標，屆時與年節時間接近，不僅氛圍更
濃厚也比較應景。

屏東內埔年街回來了 特區競標創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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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管局即時收緊措施 轉機客須24小時離港

��(���
Omicron（奧密克

戎）變種新冠病毒席

捲全球，香港雖然已

迅速對曾出現Omicron確診個案的國家地區收緊入境限制，

但未有限制相關地區的轉機安排，成為外防輸入最大的缺

口，1日香港就因此新增一宗Omicron輸入個案。來自爆疫

地區尼日利亞的38歲患者，早前擬經香港轉機，其間因為簽

證問題在香港國際機場禁區滯留4天，當準備離境前做檢測

呈陽性，經4天化驗才確認是Omicron病毒，是香港第四宗

Omicron確診個案。專家指出，患者滯留機場期間曾使用餐

廳、洗手間等公共設施，不能排除會與其他旅客和機組人員

接觸造成交叉感染，這些接觸者之後順利進入社區，增加香

港爆疫風險，建議特區政府停止轉機安排，或為轉機人士設

立獨立房間候機。機管局表示，嚴格要求所有航空公司必須

安排旅客於24小時內完成轉機。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轉機滯留禁區4天 疫客恐機場播奧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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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國勇袁國勇：：
OmicronOmicron滅活疫苗研發最快滅活疫苗研發最快33個月個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香港大學
研究團隊成功分離及培養出新變種病毒
Omicron（奧密克戎），有助了解其傳播
性和毒性，領先亞洲。領導研究的港大醫
學院微生物學系講座教授袁國勇1日表
示，港大團隊將與內地藥廠合作，最快3
個月可完成研發針對此病毒的滅活疫苗，
以及與美國病毒專家何大一合作研究。袁
國勇又表示，觀乎香港首兩名Omicron確
診者已接種復必泰疫苗，染疫後抗體水平
飆升逾10倍，顯示現有復必泰疫苗仍具保
護性，科興等滅活疫苗則需打第三針。

以鼠實驗了解傳播力毒性
袁國勇1日在視像記者會上表示，港大

團隊在香港發現的其中一名確診者分泌物中
分離出Omicron病毒株後，會以老鼠及倉鼠
進行動物實驗，了解Omicron傳播力和毒
性，下一步聚焦研究還包括香港曾染疫和接
種不同疫苗人士所產生的中和抗體是否足以
中和該病毒。同時，團隊會大量培植病毒
株，分發給其他地區的實驗室和研製疫苗機
構，還與美國病毒專家何大一合作研究，分

析現用於治療的中和性單株抗體是否有效。
港大團隊亦正與內地的疫苗公司協

商，在Omicron病毒或引發全球大流行前
研發出針對該病毒的新疫苗。袁國勇指
出，針對Omicron的滅活疫苗及mRNA疫
苗，最快3個月內完成研發，因現可利用
免疫橋接（immunobridging）技術研發疫
苗，較傳統臨床研究更快，研發後仍需要
時間測試，但相信疫苗安全性並沒問題。

外地不少專家稱Omicron病毒或令現
有疫苗失效，但袁國勇透露，香港首兩名
感染此病毒的患者均已接種兩劑復必泰疫
苗且未滿6個月，但在感染後數日內他們
身體內的抗體飆升至少10倍，且病徵輕
微，沒有嚴重併發症，顯示mRNA疫苗仍
具一定程度的保護性。至於科興疫苗，他
則表示滅活疫苗要打三四針才有足夠保
護，故市民定要接種第三針科興疫苗。

突變或涉南非愛滋病人
袁國勇直言，香港現只有七成巿民打

了第一針，絕不理想，“接種率要99%以
上，向其他地區通關才不會令香港醫療系

統癱瘓。”他又以新加坡為例，當地接種
率85%，但對外通關後疫情爆發，有大量
感染個案，不少未有打針的長者死亡，
“香港長者接種率低……可能會有很多人
死亡。”

對Omicron病毒的棘突蛋白有30多
處出現突變，袁國勇則認為最大可能是南
非有較多愛滋病人，他們免疫力低，新冠
病毒入侵後，他們的血清中和抗體不足以
對抗病毒，令病毒在他們體內大量繁殖並
產生突變，另一個可能性則是該病毒已在
南非出現一段時間，且不斷變化，直至有
一項突變令疫情爆發。

● 袁國勇表示，港大研究團隊將繼續研究Omicron變種
病毒的毒性和傳播性。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 變種病毒的NP蛋白：左為未感染，
中、右為感染48小時後。

香港1日新增3宗新冠肺炎確診個案，以及新
增1宗Omicron輸入個案。證實感染Omi-

cron變種病毒的男患者38歲，沒有接種新冠疫
苗，上月15日從巴布亞新幾內亞前往尼日利
亞，24日從卡塔爾乘搭航班QR818抵港，擬經
香港轉機前往其他國家，但等候期間，因為簽證
等問題在香港機場一號客運大樓的5樓橙區和6
樓橙區滯留4天，有關區域屬於處理內地以外航
班範圍。

離境前檢測呈陽性
當他解決簽證等問題準備離開香港時，檢測

發現對新冠病毒呈陽性反應，當時他並無病徵。
入院後抗體測試呈陽性，Ct值30至36，病毒量
低。經4天的病毒基因排序，發現帶有Omicron
變種病毒。患者逗留過的機場禁區早於本周一已
納入強制檢測範圍，曾在該處逗留的人士最遲1
日接受強檢，暫時未錄得相關確診。

衞生防護中心表示，今共錄得的4宗Omi-
cron變種病毒個案，與南非及尼日利亞相關的各
佔一半。

對有轉機旅客確診感染Omicron變種病毒，

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認為這反映了機場管理
存在明顯漏洞。他指出，全球多地因應新型變種
病毒採取禁飛措施，不少旅客或因而利用香港轉
機，帶來極大風險，令人質疑香港特區政府及機
管局何以仍容許外地旅客在港轉機，“Omicron
變種病毒蔓延各地，可能愈來愈多地區需要禁
飛，香港仍讓這些旅客來港轉機，其實對民生及
經濟並不會帶來多大利益，風險卻很大。”

倡禁A區轉機或早檢測
他強調，就算旅客登機來港前72小時有核酸

檢測陰性證明，但在航程中也可能受到感染，並
在香港機場等候期間“陰轉陽”。縱使特區政府
不禁止來自A組高風險地區的旅客在港轉機，若
然旅客在機場滯留超過24小時，就應盡早為其進
行病毒檢測，並應在禁區內設置房間隔離這些旅
客，“轉機旅客滯留機場禁區期間，都要上洗手
間、要食飯，有這麼多公共設施，會有機會與其
他機場人員、旅客及禁區內的員工接觸，如果接
觸者染疫走入社區，便有可能感染其他人。”

至於今次發現的Omicron確診個案，梁子超
直言是較為“好彩”，“他本身Ct值高，即病毒
量低並有抗體，相信是之前已感染的‘復陽’個
案，病毒傳播性應該不高，但繼續讓外地旅客在
香港轉機，不排除下次有高傳染性的染疫旅客播
疫。”

他認為，機場禁區員工雖已加密檢測次數，
但不能保證變種病毒不會“走漏”到社區，“如
果社區發現有個案就累街坊，政府要人力物力封
區檢測，又要做追蹤工作，如果有擴散則更麻
煩，所以政府要思考是否仍容許轉機旅客來港，
因為轉機可說是百害而無一利。”

另外，香港1日新增3宗輸入確診個案，分
別從巴基斯坦、西班牙及菲律賓抵港，兩人完成
接種疫苗。其中61歲患者帶L452R變種病毒，在
抵港時檢測樣本呈陽性。另一名5歲患者為密切
接觸者，她與31歲外傭在竹篙灣檢疫中心確診。
初步確診少於10宗。

航企延誤乘客轉機或被罰
機管局發言人1日晚指出，衞生署已就個案

發出強檢通知，並稱嚴格要求所有航空公司必須
安排旅客於24小時內完成轉機，未能符合規定的
航空公司可能面對懲罰措施，該局正就相關個案
向航空公司嚴肅跟進。

機管局亦表示，機場目前並沒有滯留的轉
機/過境旅客，若有滯留旅客會被要求留在指定的
範圍等候，並由保安人員看守。所有轉機旅客必
須留在機場禁區內的橙區，不得進入綠區。所有
處理旅客的機場員工，亦只可處理指定區域的旅
客，個案涉及的機場員工均已按要求穿上個人保
護裝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
港已先後出現4宗Omicron變種病
毒確診個案，巿民最關注特區政府
能否及時檢測出該病毒，避免流入
社區。香港大學微生物學系講座教
授袁國勇1日表示，其團隊未來其
中一個研究重點，是針對現時香港
檢測技術的準繩度，探討會否出現
“假陰性”。有檢測機構則強調，
香港目前輸入病例極少，特區政府
的化驗所有足夠能力進行全基因排
序，確定病毒種類。

對於有外電報道部分PCR（聚
合酶連鎖反應）檢測並無法區分
Omicron和目前的主流病毒株Del-
ta，袁國勇表示，港大研究團隊亦會
檢視香港不同實驗室的檢測方法，以
確定會否出現“假陰性”問題。

認可新冠病毒檢測承辦商相達
生物科技創辦人招彥燾接受香港文匯
報訪問表示，PCR檢測是辨識Omi-
cron的S基因缺失變異特性，外國或
有PCR檢測只檢查S基因其中一個
靶點，可能存在“假陰性”，但香港
特區政府對檢測承辦商有較嚴格的要
求，須檢查多個靶點，故檢測較準
確。

他表示，Omicron變種病毒與之
前曾流行的Alpha一樣有N501Y變
異，而沒有L452R變異，若符合這
兩點，則極有可能是 Omicron 病
毒，屆時可進行全基因排序以確定是
否感染該病毒。

●●專家建議禁止來自專家建議禁止來自AA組高風險地區的旅客在港組高風險地區的旅客在港
轉機轉機。。圖為機場人員為旅客檢測體溫圖為機場人員為旅客檢測體溫。。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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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鵝改口允內地消費者退換貨
惟限定條件仍不清晰 滬消保委促今提交《更換條款》正式說明

		
?���

根據內地媒體
的報道，上

海市民賈女士在實體店
購買了一款11,400元人民

幣的羽絨服，卻被要求簽署
“除非相關法律另有規定，所有

中國大陸地區專門店售賣的貨品均
不得退貨”的“霸王條款”，以至於這

件有明顯質量問題的羽絨服經過多次溝通
仍無法退換。

加英美均可30天退貨
該事件被爆出後，引起輿論嘩然，並有網友指

出，加、英、美加拿大鵝官網均顯示，無論是線上線下
購買均可以實現30天退貨。1日，上海市消保委表示已約

談了加拿大鵝（希計（上海）商貿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加
拿大鵝”），該公司派外部律師、高級客戶體驗經理以及此次涉

事的國金門店店長參加了約談會。上海消保委指出，此次約談反映
加拿大鵝參會人員對專門店“更換條款”的具體含義並不了解，且參
會人員所表述的公司退換貨流程與消費者反映的實際情況多有出入，
上海市消保委要求加拿大鵝在12月2日中午前提交《更換條款》的正
式說明，另在約談中上海市消保委詢問了中國內地以外區域加拿大鵝
專門店退換貨條款是否與中國內地相一致，加拿大鵝參會人員表示不
知道，加拿大鵝參會人員也確認了在加拿大鵝官網上30日無理由退貨
的相關條款，並表示該條款不適用於中國內地，中國內地適用7天無
理由退貨條款。

1日晚間，香港文匯報記者以消費者身份致電加拿大鵝上海環貿
門店詢問退換貨政策，該門店僅表示根據購買單據背後的更換條款為
準，當詢問在門店購買的服裝超過7天但在30天以內是否可以退換，
該店員亦直言時間太長，換不了。而香港文匯報記者登錄加拿大鵝中
文官網進行退換貨查詢時，退貨政策一欄也已經變為“無法找到該頁
面”。

曾因虛假宣傳被罰45萬
其實，這並不是加拿大鵝第一次因負面消息登上熱搜。今年7

月，國家企業信用信息公示系統（上海）網站顯示，加拿大鵝關聯公
司希計（上海）商貿有限公司新增行政處罰，處罰事由為利用廣告對
商品或服務作虛假宣傳，欺騙和誤導消費者，處罰款45萬元人民幣，
責令公開更正並停止發布。在此次調查中，上海市黃浦區市場監督管
理局發現其銷售的大部分羽絨服並非使用保溫性能更出色的高蓬鬆度
鵝絨，而是使用了蓬鬆度較低的鴨絨，因此，希計公司以偏概全地稱
產品所使用的羽絨“優良且最保暖”，與事實不符。而該宗虛假宣傳
事件，也引起一眾網友不滿。

律師：據內部規定拒退貨違法
北京煒衡（上海）律師事務所合夥人鞠秦儀律師對香港文匯報表

示，根據《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第二十四條，“經營者提供的商品或
者服務不符合質量要求的，消費者可以依照國家規定、當事人約定退
貨，或者要求經營者履行更換、修理等義務。沒有國家規定和當事人
約定的，消費者可以自收到商品之日起七日內退貨；七日後符合法定
解除合同條件的，消費者可以及時退貨，不符合法定解除合同條件
的，可以要求經營者履行更換、修理等義務。”顯然，消費者在購買
了加拿大鵝的商品後，七日內可以無條件無理由退貨，七日後滿足法
定條件的仍然可以退換貨。鞠秦儀表示，加拿大鵝銷售方如果單方面
根據所謂自己的內部規定拒絕法定標準下的退換貨，已然明顯違法。
一旦出現這種情況，消費者可以向相應消費者權益保護部門、工商行
政管理部門進行投訴舉報，以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倪夢璟 上海報道）繼因虛假

宣傳等被處45萬元（人民幣，下同）罰款後，近

日，加拿大冬季服裝製造商Canada Goose（加

拿大鵝）“不得退換”的“霸王條款”再次

引發輿論熱議。1日，Canada Goose發

布了中國內地退換貨政策聲明，稱“符合相關法律規定的情

況下，所有內地專門店售賣的產品可以退貨退款。”同

日，上海市消費者權益保護委員會就加拿大鵝退換貨

條款的公平性和合理性問題約談企業。上海市消

保委副秘書長唐健盛指出，在約談會前，加拿

大鵝發布聲明稱“在符合相關法律規定的

情況下，所有中國大陸地區專門店售賣

的產品可以退貨退款”，但就“哪

些法律”“怎樣界定符合”等問

題加拿大鵝方面卻表示並不

清楚，“對此，我們要求

加拿大鵝在2日中午

前提交《更換條

款》的正式說

明”。

消費者的認可原
本應是商家最渴望的

榮譽，但部分商家將消費者的信任置
之不理，甚至以所謂內部規定為由愚
弄消費者，無視法律法規，這無異於
玩火自焚。

加拿大鵝這個品牌對於中國消費者
來說其實並不陌生，打着高端的旗號，
加拿大鵝通過宣傳自己的高品質以及足
夠潮流的樣式，吸引了眾多內地粉絲，
更被不少粉絲稱之為“羽絨服界愛馬
仕”。尤其當內地氣溫驟降時，香港文
匯報記者亦曾目睹過加拿大鵝門店大排
長龍的熱鬧景象。 不過，加拿大鵝的
濾鏡很快被打破，今年年中，加拿大鵝

因虛假宣傳被處罰款45萬元人民幣。
在眾多質疑聲中，加拿大鵝此次

的退換貨事件顯然再度挑戰了中國消
費者們的底線。高售價為消費者們帶
來的並不是更高質的產品，反而是更
高的維權門檻，企業無視法律法規阻
撓消費者合法合理的退換貨要求，甚
至對中國內地實行雙標制度，如此高
高在上的態度，絕非一個優質企業應
有的所為。

更諷刺的是，加拿大鵝總裁兼首
席執行官Dani Reiss還曾表示，公司
二季度營收的增長主要得益於電商渠
道的快速增長以及大中華區市場的貢
獻，並在財報電話會議中表示繼續看

好其品牌在中國市場的發展。一邊大
賺營收而感謝中國消費者，一邊卻單
獨為中國內地制定了比其他地區更加
苛刻的退換貨規定，這樣的雙標行
為，相信任何一個消費者都不能接
受。

而隨着中國消費市場越來越成
熟，中國消費者和市場對於商品以及
品牌的要求和需求亦在不斷變化，無
論是外來品牌還是國產品牌，如果不
能將消費者的需求放在第一位，甚至
暗藏雙標規定，相信這樣的品牌不會
被市場接納，消費者對於雙標的行為
也絕不會姑息。

●香港文匯報記者 倪夢璟

雙標規定挑戰底線 無視法律玩火自焚�
/=

●12月1日，加拿大鵝上海環貿店內僅有零星幾個顧客。 香港文匯報記者倪夢璟 攝

部分地區退換貨政策
加拿大：
2021年11月8日以及之後購買的商品，都可
以在2022年1月10日之前退回，而2021年11
月8日之前或2022年1月10日後購買的商品，
將遵循30天退貨政策

英國：

訂單發貨日起的30日內可進行退換

美國：
2021年11月8日以及之後購買的商品，都可
以在2022年1月10日之前退回，而2021年11
月8日之前或2022年1月10日後購買的商品，
將遵循30天退貨政策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倪夢璟

◀加拿大鵝
中文官網退貨

政策網頁已顯示
無法找到該頁面。

香港文匯報
記者倪夢璟 攝

文 匯 要 聞2021年12月2日（星期四） ●責任編輯：樓軒閣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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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疫情反彈、內外需疲弱等因素影響，11月財新中國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

（PMI）降至49.9，較10月下降0.7個百分點，繼8月之後再次位於榮枯線以下，反映

製造業修復進程放緩。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

分項數據顯示，製造業供給恢復，需求疲弱。
製造業生產結束連續三個月的收縮，生產指

數站上榮枯線，供給約束減輕，尤其是電荒有所緩
解，加快生產恢復。需求則略顯低迷，新冠疫情及
產品價格上漲均對需求形成抑制。海外疫情亦對外
需造成不利影響，新出口訂單指數連續四個月位於
榮枯線以下。

市場需求疲弱和成本壓力限制了製造業企業對
於勞動力的使用，就業指數連續第四個月低於榮枯
線，收縮程度較10月有所惡化，消費品生產企業就
業收縮尤為明顯。

企業家對未來仍保持樂觀
通脹壓力部分緩解，製造業購進價格指數大幅

下降，出廠價格指數隨之下降。
受調查企業表示鋼鐵價格降幅較為明顯，而化

工原材料和電子品價格依然高企，運費亦未見明顯
下調。不過，購進價格和出廠價格指數已分別連續
18個月和19個月位於擴張區間，通脹壓力不容低
估。

此外，製造業企業生產恢復但需求不足，庫存
被動增加，產成品庫存和原材料庫存指數均略高於

榮枯線。
企業家對未來保持樂觀，樂觀度較10月有所回

升，疫情的緩解、需求的增加、供應鏈的恢復，均
是值得期待的正面因素。

官方製造業PMI結束兩連跌
財新PIM與中國國家統計局日前公布的PMI走

勢相悖。統計局公布的11月製造業PMI較10月升
0.9個百分點至50.1，結束了連續兩個月的收縮態
勢，重回擴張區間。

財新智庫高級經濟學家王喆表示，官方製造
業PMI與財新中國製造業PMI雖位於榮枯線兩
側，但兩者數值極接近，均指向製造業景氣度相
對平穩。

兩版PMI構成分項亦基本一致：生產穩步擴
張，需求略顯疲弱，供應商配送時間有所延遲，
就業則連續數月落於收縮區間。

不過，官方製造業PMI的生產指數較財新的
更高，顯示前者調查樣本企業更高的生產活躍
度，這也是財新中國製造業PMI原材料庫存增
加而國家統計局版本相應指數降低的原因。

市場通常認為官方和財新PMI調查樣本企業行

業分布、規模大小等存在差異，統計局調查樣本傾
向於大型企業和重工業，財新更偏重中小企業，行
業上側重輕工業和服務業。

專家：通脹壓力有所緩解
王喆還指，在市場較為關注的通脹指標上，兩

版PMI價格指數均大幅回落，其中官方製造業PMI
的出廠價格指數甚至降至收縮區間，通脹壓力部分
得到緩解。

“總體而言，11月製造業景氣度基本維持平
穩，經濟下行壓力增加和通脹壓力緩解是11月經濟
的突出特徵。”王喆稱，中小企業紓困仍是重點，
就業有所惡化，居民收入增幅有限，消費品購買力
薄弱，這些問題也應給予足夠重視。

此外，部分原材料價格依然位於高位，企業還
面臨較大成本壓力，通脹問題尚不可掉以輕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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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上月財新製造業PMI再陷收縮區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
蘿蘭 上海報道）12月首個交
易日，A 股上演“個股行
情”，滬深大市小幅上落，三
大指數漲跌互現，但兩市共有
逾3,000隻個股以紅盤報收。
總投資近30億元（人民幣，
下同）的中國首個萬噸級光伏
綠氫示範項目─中國石化新
疆庫車綠氫示範項目正式啟動
建設，利好刺激A股氫能概念
大幅向上，多隻個股飆至漲
停。

截至收市，滬綜指報
3,576點，漲13點或0.36%；
深成指報14,794點，跌1點或
0.01%；創業板指報3,473點，
跌22點或0.64%。兩市共成交
11,464億元。個股表現出色，
共有3,220隻股票上漲，121隻
漲停。

新疆光伏綠氫項目啟建
中國石化集團新疆庫車綠

氫示範項目正式啟動建設，這
是全球在建的最大光伏綠氫生
產項目。另有報道稱，國家氫
能頂層設計有望加快對外發
布，而四川省和重慶市前日同
時啟動“成渝氫走廊”建設，
多重利好刺激A股氫能板塊狂
飆，致遠新能、石化機械、京
城股份、美錦能源、鎮海股份
等多股漲停。頁岩氣、油氣設
服、天然氣等概念板塊亦跟
漲。行業板塊中，造紙印刷、
化肥、美容護理、包裝材料等
漲幅居前。兩市僅風電設備、
醫療器械、光伏設備、生物製
品、航天航空、化學、電池等
少數板塊收跌。

1日北向資金淨流入30億
元。據東方財富Choice數據顯
示，至11月底，北向資金已連
續14個月淨流入，合計淨流入
額4,583.68億元，成為史上第
二長的月度淨流入記錄。

安信證券判斷，12月風
險與機遇並存，建議提前布
局明年賽道，特別是以“寧
組合”為代表的高景氣賽
道，及中小成長、元宇宙等
高彈性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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彩虹新能源獲准發A股
香港文匯報訊 彩虹新能源1日宣布，於日前

接到最終控股股東中國電子轉發的日期為11月24
日的國資委批覆，原則同意公司公開發行不超過
5,878萬股A股股份並申請A股上市的總體方案。
彩虹新能源1日收報20.65元（港元，下同），跌
1.67%。

深化光伏玻璃戰略布局
彩虹集團指出，本次募集資金將主要於用與

公司主營業務相關發展所需的項目─江西彩虹
光伏有限公司上饒超薄高透光伏玻璃一期項目。

目前，該項目備案手續已按國家投資管理
及環境保護法律法規之有關規定完成，且項目
廠房已於今年9月動工，預計於2023年內完工。

隨着全球低碳經濟的興起，新能源產業作為
國家“十四五”規劃的戰略性新興產業之一，未
來前景廣闊。為把握行業發展機遇，彩虹新能源
堅定深化光伏玻璃板塊戰略布局，在合肥、咸

陽、延安等地建設了多個大型光伏玻璃窰爐及生
產線，產品銷售及市場認可度較高，技術及產能
居於行業前列。

同時，公司聚焦光伏玻璃產業薄型化、大尺
寸、高透化技術的發展趨勢，上饒超薄高透光伏
玻璃一期項目的實施是公司未來業務發展目標的
重要組成部分，有利於鞏固和擴大公司主營業務
的市場份額，提升綜合競爭優勢，為公司的長期
高質量發展夯實基礎。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央視新聞
報道，在第34個“世界愛滋病
日”來臨之際，2021年“世界
愛滋病日”主題活動暨山西臨汾
紅絲帶學校十周年紀念活動圓滿
舉辦。

世界衞生組織結核病/愛滋
病防治親善大使彭麗媛在主題活
動上通過視頻寄語臨汾紅絲帶學
校學生，回顧10年來與學校師
生的溫馨點滴，鼓勵同學學習身
邊榜樣，接續愛的傳遞，開啟心
智、傳播愛心、快樂成長！

主題活動以臨汾紅絲帶學校
為縮影，結合免費抗病毒治療、
母嬰阻斷、重點地區防愛攻堅等
典型案例，展現了中國愛滋病防
治工作取得的積極進展，體現了
黨和政府對愛滋病感染者的關懷
和對受愛滋病影響兒童的關心關
愛，呼籲全社會凝心聚力終結愛
滋，共同為加快推進健康中國建
設貢獻力量。

中國國家衞生健康委副主
任、國家疾控局局長王賀勝，有
關部門和北京、山西等負責同
志、臨汾紅絲帶學校師生代表，
紅絲帶健康大使等出席活動。

根據人民網此前的報道，
2011年，時任世界衞生組織結
核病和愛滋病防治親善大使的彭
麗媛錄製防治愛滋病公益短片
《永遠在一起》，紅絲帶學校的
孩子也受邀參加。當時，紅絲帶
學校尚屬於臨汾市傳染病醫院自
辦的民辦學校，2011年11月18
日，彭麗媛專程來到臨汾紅絲帶
學校，與孩子們共同唱歌、讀
詩、暢談理想，度過了其樂融融
的一天。隨後，臨汾市將紅絲帶
學校納入了教育序列編制，市財
政解決學校教育經費，建立了
“紅絲帶學校教育基金”。根據
《健康報》的最新報道，學校已
先後走出24個孩子，現在還有
32個孩子。校長郭小平說：“現
在學校的孩子再過10年也都成
人，不需要再上學，而且他們的
下一代也會健康，學校就沒有存
在的意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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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享有選舉權與被選舉權，我很珍惜！”
居陸85歲台法學專家邵子平南京投票選舉區人大代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旻 南京報道）12月1日，江蘇南京選

舉新一屆區鎮兩級人大代表。台灣知名法學專家邵子平從北京專程赴

南京，在鼓樓區觀音里選區投票站鄭重地投下自己的選票。“這是我

一生中第一次行使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依法享有的政治權利，我非常

珍惜。”他強調，要竭盡全力推動兩岸交流，“希望早日看到兩岸和

平統一。”

在全南京參加換屆選舉的674萬市民中，邵
子平是一位特殊的選民。1936年出生於南

京鼓樓醫院的邵子平在南京度過童年，畢業於南
京市琅琊路小學，父親邵毓麟是民國外交官，他
12歲隨家人離開南京去台灣。1971年，在德國
獲得法學博士的邵子平離開台灣赴美國密歇根大
學任研究員，1973年任職於聯合國總部。

2018年12月4日，獲知長期在大陸生活的邵
子平因無大陸身份證生活不便，南京市破格為他
恢復戶籍。台灣當局卻以此為由，在翌年3月野
蠻廢止他在島內的戶籍。

曾公布日軍在南京暴行默片
今年11月5日，常年生活在北京的邵子平專

赴家鄉南京，積極參選南京鼓樓區人大代表，既
期望代表選民參與管理地方國家事務，為政府分
憂，積極為居民群眾服務，致力於推動兩岸民間
交流，同時也積極投出選舉票。

在自己戶籍地南京鼓樓區觀音里社區，邵子
平起早摸黑，每天步行至少一萬步，向選區居民
介紹自己：“曾發現並向世界公布美國馬吉牧師
1937年拍攝的日軍在南京大屠殺暴行的默片和
德國商人記錄南京大屠殺的《拉貝日記》，有力
駁斥了日本右派否認大屠殺的謊言。2000年7月
30 日，被家鄉授予‘南京好市民’榮譽稱
號。”

“鄉音無改鬢毛衰”，走街串巷的邵子平以
一口地道的南京話與居民攀談。他驚訝，“奇怪
了，我幾十年沒有機會說南京話。如今一回到家
鄉，記憶被激活，南京話自然就脫口而出。”

“台灣註銷我的戶籍，而作為南京市民，我
享有選舉與被選舉權，我很珍惜！”得知邵子平
已是85歲高齡，南京有市民勸他“回家享福”，
邵子平卻答道，“能服務家鄉就是享福！”

“希望早日看到兩岸和平統一”
對於耄耋之年仍執着回報家鄉，觀音里社區

主任沙愛玲多次表示“很感動！”
“邵老的精神可嘉，我挺欽佩他。”在南京

馬家街上開了一家“谷里農民蔬菜平價店”的葛
維全已經與邵子平成為忘年交。他說，“邵老12
歲離開南京，後來在美國、德國學到許多先進的
管理經驗，這種報效祖國、推動兩岸和平統一的

真誠令人敬佩。”
邵子平認為，自己在推動社區居民居家養老

服務、促進兩岸民間交流等方面有能力為家鄉奉
獻更多才智，目的是“希望早日看到兩岸和平統
一。”

為國旗護衛隊製作並捐贈專用手套的江蘇友
誼國際集團董事長陳呂榮，獲知邵子平對民族歷
史的重大貢獻。特別贈送給他一副天安門國旗護
衛隊、中國人民解放軍陸海空三軍儀仗隊、國家
禮炮隊的專用手套。

邵子平說，“戴着這副與每天在天安門升起
國旗的國旗護衛隊一模一樣的手套投下選票，更
加體會到為祖國效力才能體現人生價值。”

▲12月1日，江蘇南京選舉新一屆區
鎮兩級人大代表，台灣知名法學專家
邵子平在南京市鼓樓區觀音里選區投
票站鄭重地投下自己的選票。

香港文匯報記者陳旻 攝

◀南京市民被邵子平（左）的赤子之情
感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陳旻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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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看好疫情下宅經濟趨勢，臺北市政
府、旺旺中時媒體集團、台灣新媒體發展協會攜手
舉辦臺北網紅節 「KOL影響力」論壇，活動特別請
來臺北市副市長黃珊珊揭開序幕，加上影響力網紅
站台更添話題與聲勢，論壇聚焦討論網路、電商、
社群經營，吸引許多電商、品牌與會汲取新知互相
交流。

今年參與人數翻倍
臺北市副市長黃珊珊表示，自己也當過一日網

紅，在臺北網紅節momo直播秀中大賣臺北市商圈
優質商品，網紅直播讓商品販售變得更有溫度，藉
由臺北網紅節不只讓品牌聽見更多不同聲音，臺北
市政府也能因為這些意見領袖而更貼近市民的生活
，聽取市民的意見，期待臺北網紅節愈辦愈盛大，
振興臺北經濟，成為臺北市的品牌。

《中國時報》董事長王丰也指出，數位時代讓
生活品質提升，人手一機，人人都有機會成為網紅
，至於如何在社群中長紅，則是臺北網紅節正在推
廣與努力目標。台灣新媒體發展協會理事長陳義文
觀察，今年臺北網紅節的參與人數是去年的兩倍。

論壇活動上午場由iKala營運長鄭鎧尹分享 「AI
解密網紅行銷趨勢」，以精準行銷為訴求；Google
台灣客戶行銷副總經理李芝禎以 「翻轉社群－網紅
行銷 『影』商機」分享，短影音、直播是極為重要
的 「影」商機。momo購物網EC行銷部長邱昱誠談
「電商趨勢與KOL導購」，網紅帶給消費者的感知

與認同，是直播導購的關鍵；Wiser秩宇總經理高
慶俞論壇主題以 「跨進全球網紅市場－解析歐美日
網紅生態」觀察到，全球化時代，跨境電商是許多
電商平台目標，網紅影響力可以讓努力事半功倍。

10大潛力網紅頒獎
疫情下，讓宅經濟受到重視，臺北網紅節

「KOL影響力」論壇讓各領域專家齊聚一堂，包括
本次臺北網紅節熱銷品牌負責人SIG沈默是金總經
理廖延修、泉發蜂蜜經理葉冞糖、森田藥粧副總經
理邵子豪、佐登妮絲集團行銷總監劉靜芳、pHfor-
mula梵谷醫學總經理潘國勇、良食實業董事長黃美
珮、ROBINLO &CO.吳嘉慧等，為10大潛力網紅
頒獎為臺北網紅節更添話題。

（中央社）新冠肺炎新型變異株Omicron來勢洶洶，疫情指
揮中心昨緊急宣布，即日起開放國人施打第3劑疫苗，另為拉抬
第2劑施打率，行政院擬與大賣場、百貨業合作，開設接種站，
全聯、家樂福、愛買皆表示願意配合，指揮中心不排除祭出抽獎
，刺激打氣。

接種後死亡、染疫致死 合計2002人
值得關注的是，因接種疫苗死亡個案昨日新增3例，累計已

有1154人，加上因染疫死亡848位，整體死亡人數合計為2002
人。

指揮中心在11月29日宣布，元旦起，與第2劑間隔6個月，
可追打第3劑，但因Omicron在國際間傳播迅速，指揮中心昨決
定提前1個月，即日起開放接種第3劑，且間隔縮短至5個月即
可。

蔡英文總統昨晚也表示，國際疫情升溫，必須嚴陣以待，並
呼籲還沒接種1劑的國人要 盡快接種，政府也已追加購買疫苗，
為接種第3劑做好了準備， 「拜託大家持續落實防疫，一起團結
守護台灣」。

1至3類 與第2劑間隔最少5個月

陳時中說出，與第2劑至少間隔5個月，亦即在7月3日前已
接種2劑，包括第1至3類對象及外交、公務奉派、代表國家出
賽的運動員等因公出國，都可至指定醫療機構接種，估計約有6
萬人；第3劑疫苗品牌為莫德納，劑量與國際相同，僅施打原劑
量的一半。

疫情中心發言人莊人祥說，原則上符合以上資格都能接種第
3劑，不過仍建議一般民眾間隔6個月再接種。

中央研究院生物醫學科學研究所研究員何美鄉指出，國際也
有3、4個月就打第3劑的做法，但年輕人的抗體反應好，如果太
快施打第3劑，疫苗的抗原只會被免疫系統當成病毒 「吃掉」，
等於是浪費掉了，若是年長者或有慢性疾病，則可以早點打，但
若是健康的年輕人，尤其是女性抗體反應比男性高，就不需這麼
早打，以免浪費第3劑的效果。

規畫夜間施打 賣場設站隨到隨打
陳時中也透露，為因應第3劑需求，上月已向AZ原廠增購

500萬劑疫苗，預計明年起分批供應，內容包含次世代疫苗可選
擇；在治療藥物方面，11月19日已向默克藥廠採購莫納皮拉韋1
萬人份療程，輝瑞新藥Paxlovid也已向我國提出部分技術性資料

，中央也已送出採購意向書，只是數量還未決定。
國內疫苗到貨總計3700餘萬劑，仍有950餘萬劑未施打，第

1劑施打率為78％、第2劑僅57.82％，為鼓勵民眾施打，行政院
長蘇貞昌下周將接種第2劑。行政院發言人羅秉成說，為加速第
2劑施打率，規劃開放夜間施打，並在賣場、百貨公司設置施打
站，隨到隨打，甚至不排除參考國外做法，祭出贈品或抽獎等鼓
勵方式。

衝刺第2劑 不排除送贈品或抽獎
蘇貞昌並請內政部、法務部等單位，加強對移工施打疫苗，

特別是失聯移工，應鼓勵他們盡速出來施打疫苗，政府不會溯及
既往。

陳時中昨宣布，將和全台擁有174個據點的全聯合作，不排
除規畫抽獎。家樂福、愛買昨也表示，願意配合政府政策。

各縣市原規畫在年底舉辦跨年活動，是否應防範Omicron而
更改？陳時中坦言，變更大型活動舉辦是不得已的最後手段，現
在臨時變動的可能性不高，但仍請大家做好心理準備。

臺北網紅節論壇
力拚社群經濟

（中央社）高雄市鳳翔國中一名梁姓老師1日早上執行交通
導護工作卻遭闖紅燈的車撞成重傷，仍未脫離險境。台南市教育
產業工會今天呼應全教總的聲明，批教育部約20年前就說要重
視教師執行校外導護，迄今卻毫無具體作為，不排除發起不合作
運動，全面退出校外交通導護工作。

台南市教育產業工會指出，這次意外透過媒體報導及現場影
像，老師站導護 「拿指揮旗擋車」，事實上，教師執行導護現場
安全令人堪憂，但大家更需了解的是，教師並非《道路交通管理
處罰條例》所稱 「依法令執行指揮通之人員」，若發生事故需冒

著被告風險，且已有實際案例，而教師被車撞，還可能被檢討
「缺乏指揮交通專業」，意即老師管制交通本身就是違法的。

台南市教育產業工會說，棘手問題還不止於此，教師執行校
外導護時間與班級教學時間是重疊的，若此時班級學生發生意外
，面對家長究責，教師仍需承受，所以老師都只能自求多福、希
望不要出事。

該會也批評，教育部2003年10月間曾發布新聞提到 「法律
上並無明定教師擔任導護之義務，但因基於愛心而協助，若發生
事故，對教師而言，甚感遺憾之外，卻要負事故連帶責任，使教

師備感壓力，此問題確實值得重視。」但近20年來，問題依舊
，教育部行政怠惰不作為致教師遭受嚴重傷害，監察院豈能無視
？

台南市教育產業工會也呼籲，政府規畫提供一條安全就學通
道，是根本也是各方共識，校內導護歸教育人員，校外導護歸社
會或可討論成為原則，強調教育部若繼續推諉卸責，不排除發起
不合作運動，全面退出校外交通導護工作。

高雄師執行交通導護遭撞重傷
台南教產批教育部：怠惰無作為

第3劑即日起開放接種 防範Omicron
全聯等賣場將支援打疫苗



AA1111
星期五       2021年12月3日       Friday, December 3, 2021

綜合經濟

2022年人工智能領域發展七大趨勢

人工智能已成爲人類有史以來最具

革命性的技術之一。“人工智能是我們

作爲人類正在研究的最重要的技術之一

。它對人類文明的影響將比火或電更深

刻”。2020年1月，谷歌公司首席執行

官桑達爾· 皮查伊在瑞士達沃斯世界經濟

論壇上接受采訪時如是說。

美國《福布斯》網站在近日的報道中

指出，盡管目前很難想象機器自主決策所

産生的影響，但可以肯定的是，當時光的

車輪到達2022年時，人工智能領域新的突

破和發展將繼續拓寬我們的想象邊界，

其將在7大領域“大顯身手”。

增強人類的勞動技能
人們一直擔心機器或機器人將取代

人工，甚至可能使某些工種變得多余。

但人們也將越來越多地發現，人類可借

助機器來提升自身技能。

比如，營銷部門已習慣使用工具來

幫助確定哪些潛在客戶更值得關注；在

工程領域，人工智能工具通過提供維護預測

，讓人們提前知道機器何時需要維修；法律

等知識型行業將越來越多地使用人工智能工

具，幫助人們對不斷增長的可用數據中進行

分類，以找到完成特定任務所需的信息。

總而言之，在幾乎每個職業領域，各

種智能工具和服務正在湧現，以幫助人們更

有效地完成工作。2022年人工智能與人們日

常生活的聯系將會變得更加緊密。

更大更好的語言建模
語言建模允許機器以人類理解的語

言與人類互動，甚至可將人類自然語言

轉化爲可運行的程序及計算機代碼。

2020年中，人工智能公司OpenAI發布了

第三代語言預測模型GPT—3，這是科學家們

迄今創建的最先進也是最大的語言模型，由大

約1750億個“參數”組成，這些“參數”是

機器用來處理語言的變量和數據點。

衆所周知，OpenAI正在開發一個更

強大的繼任者GPT—4。盡管細節尚未得

到證實，但一些人估計，它可能包含多達

100萬億個參數（與人腦的突觸一樣多）。

從理論上講，它離創造語言以及進行人類

無法區分的對話更近了一大步。而且，它

在創建計算機代碼方面也會變得更好。

網絡安全領域的人工智能
今年1月，世界經濟論壇發布《2021年

全球風險格局報告》，認爲網絡安全風險是

全世界今後將面臨的一項重大風險。

隨著機器越來越多地占據人們的生

活，黑客和網絡犯罪不可避免地成爲一

個更大的問題，這正是人工智能可“大

展拳腳”的地方。

人工智能正在改變網絡安全的遊戲

規則。通過分析網絡流量、識別惡意應

用，智能算法將在保護人類免受網絡安

全威脅方面發揮越來越大的作用。2022

年，人工智能的最重要應用可能會出現

在這一領域。人工智能或能通過從數百

萬份研究報告、博客和新聞報道中分析

整理出威脅情報，即時洞察信息，從而

大幅加快響應速度。

人工智能與元宇宙
元宇宙是一個虛擬世界，就像互聯網一

樣，重點在于實現沈浸式體驗，自從馬克·紮

克伯格將臉書改名爲“Meta”（元宇宙的英

文前綴）以來，元宇宙話題更爲火熱。

人工智能無疑將是元宇宙的關鍵。

人工智能將有助于創造在線環境，讓人

們在元宇宙中體會賓至如歸的感覺，培

養他們的創作衝動。人們或許很快就會

習慣與人工智能生物共享元宇宙環境，

比如想要放松時，就可與人工智能打網

球或玩國際象棋遊戲。

低代碼和無代碼人工智能
2020年，低代碼/無代碼人工智能工

具異軍突起並風靡全球，從構建應用程序

到面向企業的垂直人工智能解決方案等應

用不一而足。這股新鮮勢力有望在2022年

持續發力。數據顯示，低代碼/無代碼工具

將成爲科技巨頭們的下一個戰鬥前線，這

是一個總值達132億美元的市場，預計到

2025年其總值將進一步提升至455億美元。

美國亞馬遜公司2020年6月發布的

Honeycode平台就是最好的證明，該平台

是一種類似于電子表格界面的無代碼開發

環境，被稱爲産品經理們的“福音”。

自動駕駛交通工具

數據顯示，每年有130萬人死于交

通事故，其中90%是人爲失誤造成的。

人工智能將成爲自動駕駛汽車、船舶和

飛機的“大腦”，正在改變這些行業。

特斯拉公司表示，到2022年，其生産

的汽車將擁有完全的自動駕駛能力。谷歌、

蘋果、通用和福特等公司也有可能在2022

年宣布在自動駕駛領域的重大飛躍。

此外，由非營利的海洋研究組織ProMare

及IBM共同打造的“五月花”號自動駕駛船

舶（MAS）已于2020年正式起航。IBM表示

，人工智能船長讓MAS具備偵測、思考與決

策的能力，能夠掃描地平線以發覺潛在危險，

並根據各種即時數據來變更路線。2022年，

自動駕駛船舶技術也將更上一層樓。

創造性人工智能
在GPT—4谷歌“大腦”等新模型的加

持下，人們可以期待人工智能提供更加精

致、看似“自然”的創意輸出。谷歌“大

腦”是Google X實驗室的一個主要研究項

目，是谷歌在人工智能領域開發出的一款

模擬人腦具備自我學習功能的軟件。

2022年，這些創意性輸出通常不是爲

了展示人工智能的潛力，而是爲了應用于日

常創作任務，如爲文章和時事通訊撰寫標題

、設計徽標和信息圖表等。創造力通常被視

爲一種非常人性化的技能，但人們將越來越

多地看到這些能力出現在機器上。

新型電力系統助力實現“雙碳”目標
綜合報導 在日前召開的2021年南方電網能源發

展論壇暨南網能源院研究成果發布會上，中國發展研究

院院長王彤表示，如期實現“雙碳”目標是挑戰更是機

遇。2020年到2050年，能源系統需要新增投資約100萬

億元，以新能源爲主體的新型電力系統將發生革命性變

革，新的增長點和巨大商機凸顯，低碳技術、清潔能源

材料、新能源汽車産業鏈等新興領域前景廣闊。

南網能源院在會上發布了《中國電力市場化改

革報告》《中國電力行業投資發展報告》《粵港澳

大灣區電力發展報告》等一系列研究成果。來自能

源領域的專家學者共同探討構建新型電力系統、助

力碳達峰碳中和的新思路新舉措。

王彤建議，加快構建新型電力系統，包括研究

新能源接入模式、加強常規電源調節能力、各級電

網協同規劃、電網數字化轉型、新一代調度系統、

綜合能源服務模式、布局重大科技創新等。

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電力科學院名譽院長周

孝信表示，在實施路徑上，要落實構建清潔低碳安

全高效的能源體系和構建以新能源爲主體的新型電

力系統。他認爲，可以通過兩種路徑實現儲能，一

是應對風光新能源發電出力短周期(日內)波動性間

歇性的運行靈活性調節需求，可采用抽蓄、電化學

電池、壓縮空氣等儲能技術；二是應對風光新能源

發電長周期(周內、月內、跨季節)出力波動能源電

力供需不平衡，以及突發災害下能源電力供應的儲

能需求，主要采用綠色技術生産儲存氫和氣體/液

體燃料(如甲烷、甲醇、氨)等方式。

澳門大學校長、智慧城市物聯網國家重點實驗

室主任宋永華認爲，澳門已基本進入碳達峰階段，

應以政策爲引領、科技爲驅動，積極將澳門打造成

爲具有世界影響力的碳中和先行示範城市。他同時

提出7條路徑，包括大力推動陸上交通電氣化，推

廣氫動力海上交通，發展本地清潔電源，推廣低碳

建築/園區，城市配電網智能化改造，積極參與廣

東電力市場交易購買綠電等。

投資是反映行業狀況的“晴雨表”。《中國電

力行業投資發展報告》披露，2010年以來，我國風

電裝機容量增幅始終在10%以上。爲解決新能源的

間歇性特點與電力供應穩定性之間的矛盾，應提升

高效率高容量儲能投資，增加抽水蓄能等調節電源

、電化學儲能等新型儲能裝置投資規模。

《中國電力市場化改革報告》建議，“雙碳”背景

下，電力市場化改革正面臨諸多挑戰，應完善電力市場

體系，引導新能源實現有序發展；擴大市場配置範圍，

加快推進區域統一電力市場建設；創新機制，兼容新型

市場主體，暢通分布式資源消納渠道；完善價格形成機

制，促進新能源與調節資源協同發展；改革輸配電價定

價機制，加強投資激勵、優化新能源布局。

《粵港澳大灣區電力發展報告》披露，2020年

粵港澳大灣區清潔能源裝機容量5414萬千瓦，同比

增長11.2%，占總裝機容量的63.8%，區內外清潔能

源電力供應占比超過60%；已建成珠三角地區500

千伏內外雙環網，供電港澳能力進一步增強，大灣

區內部網架日益完善。2020年新建成投産昆柳龍直

流工程，西部省區對粵港澳大灣區的送電容量增加

500萬千瓦，區外電力供應保障能力進一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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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 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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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