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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仰光6日綜合外電報導）緬甸軍政府發言
人今天表示，遭罷黜的文人領袖翁山蘇姬因煽動群眾對
抗軍政府及違反COVID-19防疫規定，遭法院判刑4年
。聯合國、國際特赦組織和英國隨即譴責這項判決。

軍政府發言人紹敏通（Zaw Min Tun）表示，依據
「刑法第 505（b）條和天災管理法 」 ，翁山蘇姬
（Aung San Suu Kyi）涉及的指控各判2年有期徒刑。

紹敏通表示，前總統溫敏（Win Myint）也因為相
同指控遭判4年徒刑。他還說，他們兩人目前還不會入
監服刑。

他表示，翁山蘇姬與溫敏將在首都奈比多（Nay-
pyitaw）面對其他指控的審判。

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巴舍萊（Michelle Bach-
elet）對翁山蘇姬遭判刑表示遺憾，並要求緬甸當局立
即釋放她。

巴舍萊的辦公室發布聲明，批評這場由軍方所掌控
法院秘密進行的審判是個 「騙局」 。她又說，這項判決
「關閉了通往對話的另一扇門，徒將加深對政變的厭惡
」 。

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也譴責緬
甸軍政府。區域倡議副秘書長Ming Yu Hah表示： 「翁
山蘇姬因這些不實罪名被判重刑，是軍方決心消滅所有
反對派及扼殺緬甸民主又一例證。」

「法院荒謬、腐敗的判決是任意懲罰毀滅模式的一
部分，自2月軍事政變以來，已有超過1300人遇害，
數千人被捕。」

國際危機組織（ International Crisis Group）資深
顧問霍塞（Richard Horsey）告訴法新社，這些判決
「關乎報復，以及軍方權力的展示」 。

「但她若被送進監獄，才會讓人訝異。她比較可能
會在自宅或當局的招待所，服完這個刑期，以及之後其
他的刑期。」

英國表示，翁山蘇姬因煽動群眾對抗軍政府及違反
COVID-19（2019冠狀病毒疾病）防疫規定的罪名遭
法院判刑4年，是軍政府扼殺反對派的 「駭人手段」 。

英國外交大臣特拉斯（Liz Truss）發表聲明譴責：
「翁山蘇姬遭判刑是緬甸軍政府扼殺反對派，以及打壓
民主自由的又一駭人手段。」

「英國呼籲這個政權釋放政治犯，進行對話，讓緬
甸重返民主。任意拘禁民選政治人物只會引發更多騷亂
。」

緬甸軍方今年2月1日發動政變罷黜翁山蘇姬，國
內掀起一連串抗議活動，當局對異議人士展開鎮壓行動
，造成嚴重傷亡。

路透社報導，翁山蘇姬面臨12起案件，包括多起
貪腐指控，以及違反國家機密法、電信法和COVID-19
防疫規範，最高刑期累計超過100年。

翁山蘇姬的支持者表示，這些罪名毫無根據，目的
是要結束她的政治生涯，並在軍方鞏固大權的同時，讓
她官司纏身。

在奈比多舉行的審判不對媒體開放，軍政府的公共
資訊管道也未提到相關訴訟。翁山蘇姬的律師被禁止對

媒體和大眾發言。
翁山蘇姬所屬 「全國民主聯盟」 其他高階成員的判

決近幾週內已陸續出爐，軍政府祭出嚴厲判決毫不手軟
。

克倫邦（Karen State）一名前首長本月稍早遭判
刑75年；翁山蘇姬一名親信幕僚則遭判20年。

此外，柬埔寨強人總理洪森（Hun Sen）今天表示
，金邊當局將和緬甸軍政府合作，洪森此舉和東南亞國
家協會（ASEAN）其他成員國不同調。

根據當地監督團體，緬甸2月爆發軍事政變以來，
已經1300多人遇害，東南亞國協10國領袖對於如何處
理緬甸問題感到棘手。

軍政府拒絕東協特使和翁山蘇姬會面，造成軍政府
領袖敏昂萊（Min Aung Hlaing）被拒於東協峰會之外
。

不過，69歲的洪森今天誓言，將和緬甸軍政府領
袖合作。依照輪值表，柬埔寨2022年將擔任東協主席
國。

翁山蘇姬遭判刑翁山蘇姬遭判刑44年年
國際人權機構和英國同聲譴責國際人權機構和英國同聲譴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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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any Texas community leaders
were invited to the Houston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on
Saturday to discuss how to
promote the local economy
through financial institutions.

In the last ten years more than
four million people have moved
to Texas. We are becoming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economic
powers in the nation, especially
in Harris County and the greater
Houston area. More than one
million Asians and other
immigrants have come to this
region.

Over fifteen years ago we
created the Houston International
District with the assistance from
our state representative Hubert

Vo. We changed this
thirteen-square-mile-area from
a depressed area to one of the
most prosperous districts.

Our community meeting tonight
included a very diverse group
including business leaders from
the Chinese, Korean, Indian,
Japanese, Latino and Nepalese
communities. We all agreed that
we need more financial
institutions to help more small
businesses.

Judge Robert Eckels also
attended the meeting. He is
working on building the bullet
train between Houston and
Dallas. This project will make a
big impact on the Texas
economy.

1212//0606//20212021

ITC Community LeadersITC Community Leaders
MeetingMeeting

德州各族裔社區領袖應邀於週
日下午在休斯敦國際貿易中心參加
社區經濟繁榮座谈會，討論疫情
期間如何應對社區面臨之未來挑戰
。

前赫里斯郡县長埃克也參加座
談，並和社區領袖們充分交換意
見。

多年來 ，大休斯敦及德州各
大城市和鄉鎮地區湧進了四百多萬
之居民，世界頂尖公司也紛紛搬
到德州，來自世界各地尤其是亞
裔新移民更為德州経濟作出重大貢
獻。

參加座談會的還有來自華裔
、 韓離、 印裔、 尼伯爾裔、 日

裔、拉丁裔及主流社區之領袖。
集會中大家認為金融體系及中

小企業是當前社區繁榮之主要支柱
，埃克縣長目前正在推動休斯敦和
達拉斯間的子彈列車計劃，此工
程將對美國和德州経済帶來重大影
響。

過去十五年來， 休斯敦國際
區之成立，已經成為社區繁榮發
展之典範，我們如何把一塊落後
荒蕪之地，改變為中小企業落戶
之地。

座談會會中社區領袖們同意為
建立發展金融體系共同努力。

子彈列車籌劃人埃克前縣長出席座談會子彈列車籌劃人埃克前縣長出席座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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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時局

【【李著華觀點李著華觀點:: 噤聲了噤聲了----郭莫遭郭莫遭 CNNCNN 開除開除】】

（綜合報道）俄羅斯總統普
京於12月6日訪問印度，與印
度總理莫迪舉行會談。此訪是
近三年來普京首次訪問印度。
俄印還將首次舉行外長防長的
“2+2”對話。儘管美國近年
來竭力拉攏，但“有聲有色的
超級大國”印度卻沒打算將雞
蛋放在一個籃子裡。
據印度電視新聞台12月5日

報導，俄羅斯總統普京將於12
月6日訪問印度，參加第21屆印俄年度峰會。這將是普京與印度總理莫迪在2019年11月金
磚國家峰會期間會晤後的首次面對面會晤。

印度《經濟時報》5日稱，普京此次訪問印度，基本上是在向外界傳達信息“印度對俄
來說是非常重要的合作夥伴，甚至優先於許多其他夥伴”。因為這是疫情發生以來，普京首
次雙邊訪問。（普京今年早些時候在日內瓦與拜登舉行了峰會，但那是在第三國）。

近年來的公開報導顯示，雖然俄印兩國之間受美國干擾等因素影響嫌隙日增，但雙方在
軍工、政治、經濟等領域的合作基礎和潛力依然不可低估。

印度電視新聞台介紹，莫迪和普京將在峰會前舉行一對一會談。在峰會期間，普京和莫
迪將回顧俄羅斯和印度之間雙邊關係的現狀和前景，並將討論如何進一步加强两國的戰略夥
伴關係。

俄羅斯駐印度大使尼古拉·庫德舍夫12月4日表示，普京對德里的訪問將產生務實的經
濟成果，並將為莫斯科和新德里的雙邊關係提供推動力，涵蓋兩國關係的所有領域。俄印預
計將簽署10多項雙邊協議，包括互聯互通、航運、太空、軍事技術合作、科技、教育和文化
等問題。

預計雙邊重點將放在S-400導彈防禦系統的交付和其他防禦協議上。印度曾在2019年
10月在新德里舉行的第19屆印俄年度雙邊峰會期間與俄羅斯簽署了一份54.3億美元的合同
，購買5套S-400地對空導彈系統，以滿足長期安全需求。

此外，作為對印度和俄羅斯軍事關係的一個重大推動，兩國預定簽署關於供應75萬支
AK-203突擊步槍的協議。在峰會召開前幾天，印度中心批准在北方邦的一家工廠由印度-俄
羅斯步槍私人有限公司合資生產AK-203步槍，以促進印度國防製造業的自力更生。

據日本《讀賣新聞》12月6日報導，一位印度高級官員5日透露，俄印兩國正在製定一
項協議，允許俄羅斯海軍艦艇使用印度港口設施和海軍基地進行加油和維修。根據該協議草
案，俄羅斯海軍艦艇將能夠在印度沿海港口加油，並在發生事故和其他緊急情況下使用印度
洋的海軍基地。另一方面，印度海軍將能夠從俄羅斯海軍艦艇的航行中獲得加油支持，並能
夠在俄羅斯遠東地區附近作戰。

值得注意的是，俄印首腦會晤同一天，俄羅斯外交部長謝爾蓋·拉夫羅夫（Sergey Lav-
rov）和國防部長謝爾蓋·紹伊古（Sergey Shoigu）將於週一在新德里與印度外交部長和國防
部長參加"2+2"形式的會談。這也是兩國首次舉行外長防長“2+2”形式的會談。

報導稱，兩國部長們將就關鍵地區和國際議題進行深入討論，包括亞太地區的局勢以及
阿富汗和敘利亞的發展，並就上海合作組織和俄羅斯、印度和中國的互動交換意見。

峰會後還將有一份 "強大的聯合政治聲明"，涵蓋兩國關係的所有領域。據俄羅斯衛星通
訊社12月4日報導，俄羅斯駐印度大使尼古拉·庫達舍夫表示，在這份聯合政治聲明中，將
關注在金磚國家、上海合作組織、俄印中戰略三角、G20等平台上的繼續互動和鞏固，當然
還有重要的雙邊議程。

據印度《經濟時報》5日分析稱，經貿合作是俄印關係相對薄弱之處。俄羅斯遠東地區
和俄羅斯北極地區將是印度與俄羅斯的印太夥伴關係的關鍵支柱。俄羅斯一直非常希望印度
能在資源豐富的俄羅斯遠東地區增加其足跡，因為鄰國中國已經在那裡取得了進展。俄羅斯
遠東地區為印度提供了巨大的機會，包括基礎設施、關鍵商品的利用、酒店業、農業和造船
業等領域。而在北極地區的伙伴關係可以幫助滿足印度的要求，包括能源。

俄印首次舉行外長防長俄印首次舉行外長防長““22＋＋22””會談會談

主流媒體CNN才宣佈暫時中止黃金時段 Prime Time主持人柯里斯郭莫(Chris Cuomo)的
職務不到幾天, 突然出重手開除這位收視率最高的明星媒體人，震撼新聞界, 不過卻也彰顯了
CNN作為一個正派的媒體為伸張倫理正義，絕不包庇護短的作風, 那是值得肯定的。

柯里斯郭莫原先被CNN暫停工作的原因是他利用職務的權位協助自己的胞兄前紐約州長
安德魯郭莫私下運作出主意,企圖擺平遭到性騷擾的指控, 雖然他以手足親情為由,向公司求情,
所以CNN新聞主管紮克當初只訓戒他，未採取重罰手段, 不過CNN後來發現他涉案程度比自
己講的要深, 於是特聘律師來徹查, 沒想要竟發現連他自己也被其他女人控告性騷擾, 所以原先
力保他的紮克不得不了斷與郭莫間的關係。

據指控柯里斯郭莫的女當事人律師黛布拉•卡茨說，郭莫在策劃和幫助他哥哥面臨指控的
回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 但他卻告訴觀眾，他只是非常關心那些問題而已。卡茨說:“ 當
我的當事人聽到他的虛偽言論，對他試圖詆毀那些女性感到非常厭惡。”

據了解內情人士透露，當初在一位位女性指控柯里斯郭莫的胞兄性騷擾時，這位CNN主
播竟向線人施壓，要求他們提供有關指控者的信息，並立即向州長報告了他所瞭解到的情況，
更積極幫助他對指控做出回應, 後來柯里斯郭莫也承認，曾打電話關說其他記者，以瞭解他們
對指控他胞兄的人的相關信息,這顯然與他向CNN說詞不符。

柯里斯郭莫才華洋溢，如今卻失業了,他的哥哥與爸爸都曾是相當強悍的政治人物, 虎父
虎子兩人先後各擔任三屆紐約州長, 父子任內政績斐然, 創造了政壇奇蹟, 而安德魯郭莫去年更
成為美國家喻戶曉的”抗疫英雄”, 怎奈這一位政壇硬漢與胞弟最後卻都是色厲內荏的人, 當
然那些挺身而出的女子也在在彰顯了#MeToo 運動的成效。

MeToo自從四年前開始推動以來,已先後推翻了好萊塢電影大亨哈維•溫斯坦以及政壇、
文壇、商界、娛樂圈和體育界 一位又一位的權勢人物, 郭莫兄弟只是最新被推倒的兩人, 但絕
不是最後的, 那些擁有權勢的人豈能不慎焉！

日本拒持在留資格者從南非等10國入境

赴日航班停止預約

綜合報導 爲控制新冠病毒奧密克戎變

異株蔓延，日本邊境口岸防疫措施進一步強

化。日本官房長官松野博一宣布，自當地時

間2日零點開始，原則上拒絕擁有在留資格

的外國人，從南非等10國再入境。同日，

日本國土交通省也宣布，已要求各航空公司

暫停新的赴日國際航班預約售票。

據報道，爲防止新冠病毒奧密克戎變異

株蔓延，日本進一步收緊邊境口岸防疫措施

，日本將拒絕擁有在留資格的外國人，從南

非等10國再入境。

報道指出，原則上拒絕再入境的對象全

部爲非洲國家，除南非外，還有斯威士蘭、

津巴布韋、納米比亞、博茨瓦納、萊索托、

莫桑比克、馬拉維、贊比亞和安哥拉。日本

此前允許這些國家的人員再入境，但需要在

指定設施接受隔離。

對于日籍回國者，日本要求需要在指定

設施進行隔離的對象，將新增瑞典等4國。

此外，當地時間1日，日本國土交通省

表示，已要求各航空公司至12月底，暫停

新的赴日國際航班預約售票，在國外的日本

人也無法預約買票。

此前報道，日本政府爲防止奧密克戎傳

入國內，自11月30日起，禁止所有外國人

新入境，隨後規定，從英國、德國等14個

國家和地區歸國的日本人，入境時需要在指

定設施接受隔離。

目前，日本已出現兩例奧密克戎感染者

病例。

民調顯示：七成五馬來西亞民眾
對後疫情時代馬中合作具期待

綜合報導 中國和馬來西亞

學術機構近期在馬來西亞進行

的一份民意調查顯示，中馬在

抗擊新冠疫情上的合作尤其是

在疫苗上的合作增進了大多數

馬來西亞民眾對中國和中國企

業的好感，也令七成五以上馬

來西亞民眾對後疫情時代馬中

合作更具期待。

該次民調由馬來西亞新亞

洲戰略研究中心、斯特雅大學

民調研究中心和廣西大學中國

東盟研究院共同進行；共有來

自馬來西亞各地的1667人受訪

，受訪者來自馬來西亞各族群

、各年齡階層及不同職業，受

教育水平不同。

馬來西亞總理伊斯梅爾日

前再度表態，肯定中國履行將

疫苗作為全球公共產品的承諾

，感謝中國向馬來西亞提供新

冠疫苗助力馬抗擊疫情。本次

民調亦顯示，57%的受訪民眾

肯定中國向馬來西亞提供數量

充足的新冠疫苗。將中國疫苗

保護力更高和具備先進技術列

為中國疫苗優勢所在的民眾合

計占受訪者逾三分之二。

此外，調查顯示，有33.1%

受訪者和32.9%受訪者的家屬樂

於選擇中國新冠疫苗，25.2%受

訪者及28.0%受訪者家屬傾向於

選擇其他國家疫苗。36.8%的受

訪者和35.2%的受訪者家屬則無

特定選擇。

調查顯示，在馬中疫苗合

作方向上，期待迎來更多中國疫

苗、馬中合作促進馬來西亞成為

疫苗生產中心、馬中合作促進馬

來西亞成為疫苗研發中心三大合

作方向各得到約三分之一受訪民

眾支持為優先合作方向。

調查指出，有超過60%馬來

西亞民眾經過馬中抗疫合作尤其

是疫苗合作，進一步增進對中國

及中國企業的好感；有75.2%的

民眾認為，在後疫情時代經濟復

蘇中，馬中將迎來更多合作機遇

。電子商務、旅遊和基礎設施建

設是後疫情時代最受馬來西亞民

眾期待的三大馬中經濟合作領域

，此外，電子產品製造業、共享

服務中心、綠能等領域也在期

待榜中名列前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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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爲防止新冠病毒奧密克戎變異

株蔓延，當地時間1日，韓國中央防疫對策本

部決定，從3日至16日，所有入境韓國的人

員，不論國籍以及是否已完成全程新冠疫苗

接種，都必須接受爲期10天的隔離。

報道稱，具體措施包括，韓籍歸國者和在韓

長期居住的外國人，需要居家隔離10天，並在入

境前、入境第1天和隔離結束之前，共接受3次新

冠病毒核酸檢測。而短期居留的外國人，則需要

在韓國政府提供的臨時生活設施內，隔離10天。

此外，韓國政府決定，從當地時間3日零

時起，將尼日利亞列爲重點防疫國和高風險

國，並將其排除在免除隔離國家名單之外。

報道指出，韓政府考慮到，居留在南非、博

茨瓦納等非洲9個國家的人員，只能從埃塞俄

比亞起飛直航來韓，因此政府決定，從4日至

17日，暫停每周執飛3班的直航航班。但將安

排往返兩國的不定期航班，以幫助當地韓國

公民安全回國。

1日，韓國跨部門新冠新變異株應對小組

舉行第1次會議，會議決定，今後將對所有入

境人員進行新冠病毒奧密克戎變異株的檢測

，若社區感染病例中，出現疑似奧密克戎感

染病例時，將額外加以檢測。

該小組還規定，奧密克戎確診病例的密

切接觸者，也將接受居家隔離，隔離期將從

10天延長至14天。奧密克戎確診病例將在醫

院和生活治療設施接受治療。

此前報道，1日晚間，韓國防疫部門表示，

韓國已發現5例確診感染奧密克戎的新冠病例。

駐日美軍戰機于住宅區附近“空投”燃料箱

當地居民強烈抗議
綜合報導 據報道，就駐日美

軍三澤基地戰機將兩個燃料箱

“空投”至日本青森縣內的問題

，該縣知事1日向美軍方面提出強

烈抗議，並要求政府進行應對。

據美軍稱，當地時間11月30

日，一架F-16美軍戰機在飛行時

遇到事故，在空中丟棄兩個燃料

箱後于青森機場迫降。

美軍稱丟棄燃料箱的位置爲

“非居住區域”，但據日本媒體

報道，其中一個燃料箱是在國道

附近被發現的，該區域靠近當地

町政府所在地，周圍遍布房屋，

最近的一座房屋距離燃料箱僅20

米左右。

青森縣知事三村申吾向媒體

表示，對發生這樣的事情深表遺

憾，此事可能導致嚴重事故，將

會對美軍及日本防務省提出強烈

抗議。

美軍的這一行爲也引起了當

地民衆的憤怒與恐慌。《每日新

聞》1日報道稱，住在附近的居民

島元由香利表示，事發時她在家

中聽到了巨大的響聲，屋外彌漫

著燃油的氣味，稱“稍有

差錯便會屋毀人亡，實在

不可原諒”。

日媒報道稱，這並不

是駐日美軍戰機第一次從

空中抛物。據當地媒體

《東奧日報》統計，駐日

美軍三澤基地的戰機從

2006年以來，曾先後11次

于空中抛棄燃料箱、模擬

彈等物，給當地造成不少損失。

日本《陸奧新報》發表評論

文章稱，每當發生類似的情況，

地方政府都會提出抗議，卻因

“又一次”類似事件的發生而難

掩失望之情。本次事件沒有出現

人員傷亡幾乎可以稱作是一次

“奇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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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密克戎傳至20國
疫苗分配不均使新冠變種一再出現？

奧密克戎毒株持續蔓延。據美國國

家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所長福奇，截至

目前，已有20個國家報告了奧密克戎毒

株確診病例，累計達226例。而據歐洲

疾病預防和控制中心，在歐洲，10個歐

盟國家已經發現了44個新變種的病例。

與此同時，不少衛生專家再次呼籲

實現“疫苗公平”。分析稱，如果沒有

疫苗分配不均而導致更強的變異毒株出

現，新冠疫情有望在2022年逐漸受控制

，轉化爲同其他傳染病一樣與人類共存

的地方流行病。疫情是否能受控，終究

必須取決于人類的決斷。

【福奇：累計20國發現奧密克戎毒

株病例】
美國國家過敏和傳染病研究所所長

福奇表示，迄今爲止，已有20個國家報

告了奧密克戎毒株確診病例，但美國尚

未發現。

福奇在白宮疫情簡報會上說：“截

至昨天，18個國家的確診病例爲205例

，而就在今天早上，20個國家的確診病

例已經上升到226例。”

他還說：“該變種的突變與其他值

得注意和值得關注變種非常不同。雖然

在德爾塔毒株中也發現了一些突變，但

該變種並非德爾塔毒株。這些突變與傳

播性增加和免疫逃逸有關，而其他突變

的功能特性尚未被確認。”

而據歐洲疾病預防和控制中心11月

30日消息，10個歐盟國家已經發現了44

個新變種的病例。奧地利、德國、葡萄牙

和荷蘭已經證實存在這種新變種病例。

荷蘭官員當天表示，他們在近兩周

前收集的樣本中檢測到了奧密克戎毒株

，這比從來自南非抵達荷蘭的航班上檢

出新變種的時間更早。荷蘭國家公共衛

生研究所(RIVM)在一份聲明中說：“我

們在11月19日和11月23日的兩個測試

樣本中發現了奧密克戎毒株。目前還不

清楚這些人是否去過南非”。

這表明，當各國禁止來自南非的航

班以阻止奧密克戎毒株的傳播前，奧密

克戎毒株可能已經進入歐盟。

【歐洲藥品局承諾數月內批准新疫
苗】

歐盟醫療機構表示，歐盟可能在三

到四個月內批准針對新的奧密克戎毒株

的新冠疫苗。歐洲藥品管理局此前曾因

批准新冠疫苗耗時過長而受到批評。

制藥公司正在研究他們的新冠疫苗是

否對奧密克戎毒株仍然有效。歐洲藥品管

理局表示，如果這些疫苗最終需要修改，

該機構將准備在幾個月內批准它們。

歐洲藥品管理局執行主任庫克(Emer

Cooke)在布魯塞爾的歐洲議會上說：“我

們需要做好准備，以防有必要修改目前

的疫苗……我們可以在三到四個月內讓

這些疫苗獲得批准。”

庫克還強調，目前的針劑仍將提供

保護，並呼籲人們接種疫苗。

德國醫藥公司BioNTech總裁兼聯合

創始人沙辛(Ugur Sahin)說，輝瑞-BioN-

Tech新冠疫苗將可能爲對抗奧密克戎變

種毒株引發的重症提供強有力的保護。

該公司正在進行一項爲期兩周的實驗

，對接種了兩劑或3劑輝瑞-BioNTech／複

必泰疫苗者的血液進行分析，看血液中的

抗體能否讓奧密克戎變種毒株失活，從而

判斷是否需要開發新的疫苗。

【專家：疫情能否受控取決于人類
決斷】

許多衛生專家認爲，如果沒有疫苗

分配不均而導致更強的變異毒株出現，

新冠疫情有望在2022年逐漸受控制，轉

化爲同其他傳染病一樣與人類共存的地

方流行病。疫情是否能受控終究必須取

決于人類的決斷。

世界衛生組織指出，控制冠病疫情

是做得到的，關鍵是人類要能做出必要

的艱難選擇。世衛新冠疫情技術負責人

克爾霍夫說：“這場大流行的軌迹掌握

在我們手中……我們能否在2022年達到

控制傳播的狀態？我們本來可以做到的

，但還是沒能夠。”

專家一再強調，若允許新冠疫情在

某些地方肆意傳播，就會大大增加出現

更危險的新型變體的可能性，令全世界

陷入危險境地。

此外，據新加坡《聯合早報》，第一

批疫苗面世一年來，全球已接種75億余劑

。到2022年6月，世界有望生産約240億

劑疫苗。但是，較貧窮的國家極度缺乏疫

苗，而在有疫苗的地方一些人卻抗拒接種

，使得德爾塔等傳染力更強的變體得以在

各地引發一波接一波的感染潮。

非洲疫苗采購信托機構(AVAT)、非

洲疾病管制暨預防中心以及COVAX，在

聯合聲明中還表示，捐贈疫苗的質量需

要加強。法國政府疫情危機科學顧問小

組成員馮達奈對此表示贊同。

他說：“讓全世界接種疫苗，不是

只有劑量數目問題。我們必須支持那些

脆弱醫療體系，並致力說服民衆接種疫

苗。”

加拿大官方要求電信服務商
推行新技術以打擊欺詐電話
綜合報導 加拿大官方正推行一種新技術打擊欺詐電話。電信服務

提供商從11月30日起對基于互聯網協議(IP)語音電話的來電身份進行驗

證，以證明來電者的身份是否可以信任。

加拿大廣播電視和電信委員會(CRTC)表示，這項被稱爲 STIR/

SHAKEN的新技術將有助于減少虛假來電的出現頻率和影響。隨著服務

提供商繼續升級其IP網絡並向客戶提供兼容的電話服務，越來越多的加

拿大人將能夠看到此技術的效果。

“STIR”(Secure Telephony Identity Revisited)意爲安全電話身份重審

；“SHAKEN”(Signature-based Handling of Asserted information using to-

KENs)意爲使用toKEN的基于簽名的確認信息處理。

除了要求推進STIR/SHAKEN之外，CRTC還鼓勵服務提供商爲客戶

提供電話過濾服務，提供先進的呼叫管理功能；要求服務提供商在其網

絡內阻斷某些類型的電話；批准一項由加拿大貝爾公司開發的使用人工

智能的新呼叫阻斷措施的試驗。在2020年7月至2021年10月期間，逾11

億個電話在到達用戶之前被阻斷。CRTC還表示，正與業界合作，開發

一個追蹤騷擾電話至其來源地的流程。

CRTC主席兼首席執行官斯哥特(Ian Scott)表示，新技術將減少欺詐

行爲，幫助民衆在接聽電話時重拾安心。

法國確診奧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
正研究其他疑似病例

綜合報導 法國官方宣布確診該國首例新冠病毒變異株奧密克戎毒

株感染病例。

法國政府發言人阿塔爾當天宣布，法國在法屬留尼汪確診該國首例

奧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據留尼汪當地衛生專家透露，該確診患者是一

名53歲男子，此前曾前往非洲南部國家莫桑比克並曾在南非停留，然後

來到留尼汪。

目前這名奧密克戎毒株感染患者的感染症狀爲“咳嗽、肌肉疼痛、

發燒和疲勞”，尚未有嚴重的病情，當地醫療部門仍在進一步觀察。他

本人和其接觸者正在當地接受單獨隔離。

阿塔爾表示，法國衛生部門正在對其他數例奧密克戎毒株疑似病例

進行研究。與該奧密克戎毒株感染患者相關的5人檢測初步結果顯示他

們未感染奧密克戎毒株。

法國衛生部稍早前表示，對與南非等多個非洲南部國家有較多聯系

的留尼汪和馬約特的疫情形勢密切關注。留尼汪和馬約特均位于印度洋

，與非洲大陸距離較近，均爲法國屬地，兩地人口共有100萬人。

阿塔爾強調，法國目前的第五波疫情仍是由新冠病毒變異株德爾塔

毒株引發的，因此仍需要繼續推動新冠疫苗接種，以降低感染風險。法

國流行病學家豐塔內認爲，應對奧密克戎毒株的方式依然是接種疫苗及

實施確保防疫距離等防疫措施。

最新數據顯示，法國的兒童新冠發病率仍在快速上升，6到10歲兒

童的新冠發病率現已超過每10萬人中有600名感染者，明顯超過所有年

齡段人群發病率的平均水平。

奧密克戎已達希臘？
60歲以上不打疫苗者將被罰款

希臘總理宣布，60歲以上未接種新冠疫

苗的人，必須在2022年1月16日之前預約接

種第一針，否則每個月將面臨罰款。同日，

希臘專家指出，希臘很可能已經存在和奧密

克戎變異株相關聯的病例，只是尚未被發現。

60歲以上人士不接種疫苗將被罰款
據報道，希臘總理米佐塔基斯在內閣

會議上宣布，60歲以上未接種新冠疫苗的

人，必須在2022年1月16日之前，預約接

種第一針疫苗，否則每個月將面臨100歐

元(約合人民幣721元)的罰款。

報道指出，罰款工作將由獨立公共收

入管理局(AADE)進行。罰款收集的錢將被

集中到一個特別基金中，用于爲醫院的建

設提供資金支持。

此外，米佐塔基斯還表示，當局將在2021

年12月6日至12月12日和2022年1月3日至1月

7日期間，向所有成年人提供共兩次免費的新冠

病毒自測，無論他們是否已經接種過疫苗。

報道表示，這項測試的目的，是更有

效地檢測出感染新冠病毒的無症狀人群，

並在節日期間更密切地監測疫情趨勢。

專家：奧密克戎或已抵達希臘
希臘塞薩洛尼基亞裏斯多德大學環境

工程學教授薩利亞尼斯接受采訪時說，希

臘很可能已經存在和新冠病毒奧密克戎變

異株相關聯的病例，只是尚未被發現。

他說：“這一變種病毒抵達希臘並不

困難。最近幾天，歐洲多國都發現了奧密

克戎感染病例。”

他強調，希臘可能需要采取新的措施應

對這一變種毒株，因爲一旦這一病毒進入希

臘，可能會導致大量的新冠激增病例。

疫苗效力可能降低但仍是“保護屏障”
當地時間29日，世界衛生組織表示，

奧密克戎變異株可能會在全球傳播，構成

“非常高”的全球風險，新冠病例激增可

能會在某些地區産生“嚴重後果”。世衛

組織敦促各國需有所准備。

鑒于此，希臘當局認爲，盡管疫苗的

功效可能受其影響而有所降低，但接種疫

苗依然是對抗疫情的最好防疫措施。

希臘國家疫苗接種委員會主席西奧多裏

杜在疫情發布會上說：“由于奧密克戎變異

株的存在，疫苗的有效性可能會降低，但接

種疫苗仍然能爲人們提供保護屏障。”

她表示，一些專家稱，最新變異毒株

是迄今爲止“最糟糕的變異毒株”，最令

人擔憂的是，它似乎與原始新冠病毒差別

很大，而這意味著，針對已知病毒和變異

株研制的疫苗、藥物的效果可能受影響。

但是，有證據表明，接種疫苗的人即

使被感染，發展爲重症的幾率也很小。

與此同時，近日，莫德納首席執行官班塞

爾接受采訪時指出，奧密克戎的大量突變

可能有助于它突破現有疫苗的防護，因此，

現有疫苗在對抗奧密克戎時，將無法提供

對抗德爾塔所達到的相同保護。

班塞爾還說，莫德納已經在著手開發

針對奧密克戎的疫苗。不過，他也指出制

藥廠商可能需要數個月的時間，來開發和

大量生産新款的新冠疫苗。

據報道，希臘國家公共衛生組織宣布

，過去24小時，希臘新增7486例新冠確診

病例，當日新增死亡88例。

澳大利亞一女子縱火燒新冠隔離酒店 超160人被疏散
綜合報導 日前，澳大利亞

昆士蘭州凱恩斯市一家隔離酒

店內，一名女子因涉嫌在床下

縱火，被警方控告縱火和故意

破壞罪。大火致超160人緊急

疏散。

報道稱，當地時間28日上

午，澳大利亞昆士蘭州凱恩斯市

一家隔離酒店突發火災

。大火導致正在酒店內

隔離的163人緊急撤離，

目前沒有人員受傷。

警方負責人克裏斯·

霍奇曼(Chris Hodgman)

說，火災造成了“重大

損失”，酒店的許多樓層目前

可能無法使用。

當地警方表示，火災始于

一名母親和兩個孩子正在進行

隔離的房間。目前，這名31歲

的母親由于縱火和故意破壞罪

而被起訴。

霍奇曼說，這名女子和她

的兩個孩子從澳大利亞另一個

州來到這裏，並在隔離房間裏

住了幾天。目前，兩個孩子正

由警方照看。

據報道，當地防疫政策規定

，任何從其他州或海外抵達昆士

蘭的人，都必須隔離14天。擁

有符合政府通風標准房屋的人，

可居家隔離，但那些不符合標准

的人，必須在指定的酒店進行隔

離，並自己承擔費用。

報道指出，這一事件發生時

，澳大利亞各地反對新冠防疫措

施的抗議活動正持續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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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衛生官員周日表示，新冠病
毒奧密克戎變異株已經蔓延至美國約三分之一的州
，不過，德爾塔變體目前仍然在美國占主導地位。

儘管奧密克戎的出現在全世界引發恐慌，但美
國傳染病專家安東尼•福奇表示，“到目前為止，
它看起來沒有很大程度的嚴重性。”他補充說，得
出明確的結論還為時過早，需要進行更多的研究。

福奇說，他還希望美國能在“合理的時間內”
取消針對來自非洲南部國家旅行者的禁令。

南非政府抱怨稱，在發現奧密克戎並迅速通知
了國際衛生官員後，南非受到的是懲罰，而不是讚
揚。

福奇在接受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國
情咨文》節目採訪時，對南非表示讚揚。他說，美
國實施旅行禁令時“我們真的一無所知”，還需要
時間來研究這種變異毒株。

據路透社統計，美國已經至少有16個州報告了
奧密克戎感染病例：包括加利福尼亞州、科羅拉多
州、康涅狄格州、夏威夷、路易斯安那州、馬里蘭
州、馬薩諸塞州、明尼蘇達州、密蘇里州、內布拉
斯加州、新澤西州、紐約州、賓夕法尼亞州、猶他
州、華盛頓州和威斯康星州。

許多確診病例此前已經完全接種疫苗，他們的
症狀比較輕微，關於一些患者是否接種加強針的情

況未被報告。
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主任羅謝爾

•瓦倫斯基（Rochelle Walensky）在接受美國廣播公
司採訪時表示，儘管有幾十例奧密克戎病例，但德
爾塔變體仍占美國新增新冠病例的99.9%。

“我們每天都聽到越來越多的疑似病例，所以
這個數字很可能還會上升。”她說。

據路透社統計，在過去7天裡，美國平均每天新
增11.9萬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每天有近1300人死
於新冠肺炎。

隨著奧密克戎在美國出現，新冠疫苗製造商打
算迅速調整疫苗，以針對該變異株，美國監管機構
已承諾對此審查，但這可能仍需要數月時間。

"當然，FDA（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和CDC
將迅速採取行動。" 瓦倫斯基說。

莫德納聯合創始人兼董事長努巴•阿費揚
（Noubar Afeyan）告訴CNN，還需要7到10天的時
間來收集關鍵數據，然後“需要60到100天”才能研
發出專門針對奧密克戎的疫苗。而目前還正在探索
其他選項，比如提高當前加強針的劑量。

美國政府官員也在與輝瑞公司和強生公司合作
研發新的疫苗，輝瑞公司和默克公司正在研發新冠
肺炎的藥物治療方案。

（綜合報導）美國《國會
山報》日前發布評論文章稱，
美國城市犯罪率上升是一種人
為“流行病”。

文章開篇提到，全美各地
犯罪活動猖獗，從暴力襲擊到
無恥的行竊，再到“打砸搶”
不斷。白宮將這一系列無法無
天的現象全部歸咎於新冠疫情
。文章直言，新冠疫情現在似
乎已經達到了“神話般的水平
”，它被當作美國人生活中一
切錯誤的罪魁禍首。

在近日的白宮新聞發布會
上，白宮新聞秘書普薩基聲稱
，新冠疫情才是最近美國各地
發生有組織的商品搶劫事件的“根本原因”。福克斯新聞記者彼得•杜西問道，“當一大群犯罪
分子組織起來，他們想去搶劫一家商店……直到貨架上再也沒有東西，你認為這是因為疫情嗎？
”普薩基回答說：“我認為在很多社區的根本原因是疫情，是的。”

美國多個城市近來頻發搶劫盜竊事件。在紐約，犯罪活動已經變得十分嚴重，以至於美國銀
行的首席執行官呼籲員工“穿戴樸素”，建議員工採取必要求生措施以避免受害。花旗銀行正在
提供汽車接送服務，避免員工在城市街道上行走。

多年來，美國多個城市削減警察系統的預算，臥底小組和槍支暴力小組被取消，追捕某些嫌
疑人、交通執法等活動都被大大削減或乾脆停止。檢察官則面臨著關於非刑事化、反對假釋以及
其他執法限制政策和法律變更。

在舊金山這樣的城市，目前對犯罪活動懲罰的確定性和嚴重性已經低於威懾水平。幾十萬美
元的貨物可以被盜，但犯罪分子被抓獲的可能性很低；即使抓獲犯罪分子，懲罰的嚴重程度也相
對較低。雖然拜登政府可能沒有看到現實中存在的因果關係，但這些犯罪分子顯然看到了這其中
的成本效益。

特朗普社交媒體公司稱已籌集特朗普社交媒體公司稱已籌集特朗普社交媒體公司稱已籌集特朗普社交媒體公司稱已籌集特朗普社交媒體公司稱已籌集特朗普社交媒體公司稱已籌集特朗普社交媒體公司稱已籌集特朗普社交媒體公司稱已籌集特朗普社交媒體公司稱已籌集特朗普社交媒體公司稱已籌集特朗普社交媒體公司稱已籌集特朗普社交媒體公司稱已籌集特朗普社交媒體公司稱已籌集特朗普社交媒體公司稱已籌集特朗普社交媒體公司稱已籌集特朗普社交媒體公司稱已籌集特朗普社交媒體公司稱已籌集特朗普社交媒體公司稱已籌集特朗普社交媒體公司稱已籌集特朗普社交媒體公司稱已籌集特朗普社交媒體公司稱已籌集特朗普社交媒體公司稱已籌集特朗普社交媒體公司稱已籌集特朗普社交媒體公司稱已籌集特朗普社交媒體公司稱已籌集特朗普社交媒體公司稱已籌集特朗普社交媒體公司稱已籌集特朗普社交媒體公司稱已籌集特朗普社交媒體公司稱已籌集特朗普社交媒體公司稱已籌集特朗普社交媒體公司稱已籌集特朗普社交媒體公司稱已籌集特朗普社交媒體公司稱已籌集特朗普社交媒體公司稱已籌集特朗普社交媒體公司稱已籌集特朗普社交媒體公司稱已籌集特朗普社交媒體公司稱已籌集特朗普社交媒體公司稱已籌集特朗普社交媒體公司稱已籌集特朗普社交媒體公司稱已籌集特朗普社交媒體公司稱已籌集特朗普社交媒體公司稱已籌集特朗普社交媒體公司稱已籌集特朗普社交媒體公司稱已籌集特朗普社交媒體公司稱已籌集特朗普社交媒體公司稱已籌集特朗普社交媒體公司稱已籌集特朗普社交媒體公司稱已籌集特朗普社交媒體公司稱已籌集特朗普社交媒體公司稱已籌集特朗普社交媒體公司稱已籌集特朗普社交媒體公司稱已籌集特朗普社交媒體公司稱已籌集特朗普社交媒體公司稱已籌集特朗普社交媒體公司稱已籌集特朗普社交媒體公司稱已籌集特朗普社交媒體公司稱已籌集特朗普社交媒體公司稱已籌集特朗普社交媒體公司稱已籌集特朗普社交媒體公司稱已籌集特朗普社交媒體公司稱已籌集特朗普社交媒體公司稱已籌集特朗普社交媒體公司稱已籌集特朗普社交媒體公司稱已籌集特朗普社交媒體公司稱已籌集特朗普社交媒體公司稱已籌集特朗普社交媒體公司稱已籌集特朗普社交媒體公司稱已籌集特朗普社交媒體公司稱已籌集特朗普社交媒體公司稱已籌集特朗普社交媒體公司稱已籌集特朗普社交媒體公司稱已籌集特朗普社交媒體公司稱已籌集特朗普社交媒體公司稱已籌集特朗普社交媒體公司稱已籌集特朗普社交媒體公司稱已籌集特朗普社交媒體公司稱已籌集特朗普社交媒體公司稱已籌集特朗普社交媒體公司稱已籌集特朗普社交媒體公司稱已籌集特朗普社交媒體公司稱已籌集特朗普社交媒體公司稱已籌集特朗普社交媒體公司稱已籌集特朗普社交媒體公司稱已籌集特朗普社交媒體公司稱已籌集特朗普社交媒體公司稱已籌集特朗普社交媒體公司稱已籌集特朗普社交媒體公司稱已籌集特朗普社交媒體公司稱已籌集特朗普社交媒體公司稱已籌集特朗普社交媒體公司稱已籌集特朗普社交媒體公司稱已籌集特朗普社交媒體公司稱已籌集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10億美元億美元億美元億美元億美元億美元億美元億美元億美元億美元億美元億美元億美元億美元億美元億美元億美元億美元億美元億美元億美元億美元億美元億美元億美元億美元億美元億美元億美元億美元億美元億美元億美元億美元億美元億美元億美元億美元億美元億美元億美元億美元億美元億美元億美元億美元億美元億美元億美元億美元億美元億美元億美元億美元億美元億美元億美元億美元億美元億美元億美元億美元億美元億美元億美元億美元億美元億美元億美元億美元億美元億美元億美元億美元億美元億美元億美元億美元億美元億美元億美元億美元億美元億美元億美元億美元億美元億美元億美元億美元億美元億美元億美元，，，，，，，，，，，，，，，，，，，，，，，，，，，，，，，，，，，，，，，，，，，，，，，，，，，，，，，，，，，，，，，，，，，，，，，，，，，，，，，，，，，，，，，，，，，，，計劃明年推計劃明年推計劃明年推計劃明年推計劃明年推計劃明年推計劃明年推計劃明年推計劃明年推計劃明年推計劃明年推計劃明年推計劃明年推計劃明年推計劃明年推計劃明年推計劃明年推計劃明年推計劃明年推計劃明年推計劃明年推計劃明年推計劃明年推計劃明年推計劃明年推計劃明年推計劃明年推計劃明年推計劃明年推計劃明年推計劃明年推計劃明年推計劃明年推計劃明年推計劃明年推計劃明年推計劃明年推計劃明年推計劃明年推計劃明年推計劃明年推計劃明年推計劃明年推計劃明年推計劃明年推計劃明年推計劃明年推計劃明年推計劃明年推計劃明年推計劃明年推計劃明年推計劃明年推計劃明年推計劃明年推計劃明年推計劃明年推計劃明年推計劃明年推計劃明年推計劃明年推計劃明年推計劃明年推計劃明年推計劃明年推計劃明年推計劃明年推計劃明年推計劃明年推計劃明年推計劃明年推計劃明年推計劃明年推計劃明年推計劃明年推計劃明年推計劃明年推計劃明年推計劃明年推計劃明年推計劃明年推計劃明年推計劃明年推計劃明年推計劃明年推計劃明年推計劃明年推計劃明年推計劃明年推計劃明年推計劃明年推計劃明年推計劃明年推“““““““““““““““““““““““““““““““““““““““““““““““““““““““““““““““““““““““““““““““““““““““““““““真相社會真相社會真相社會真相社會真相社會真相社會真相社會真相社會真相社會真相社會真相社會真相社會真相社會真相社會真相社會真相社會真相社會真相社會真相社會真相社會真相社會真相社會真相社會真相社會真相社會真相社會真相社會真相社會真相社會真相社會真相社會真相社會真相社會真相社會真相社會真相社會真相社會真相社會真相社會真相社會真相社會真相社會真相社會真相社會真相社會真相社會真相社會真相社會真相社會真相社會真相社會真相社會真相社會真相社會真相社會真相社會真相社會真相社會真相社會真相社會真相社會真相社會真相社會真相社會真相社會真相社會真相社會真相社會真相社會真相社會真相社會真相社會真相社會真相社會真相社會真相社會真相社會真相社會真相社會真相社會真相社會真相社會真相社會真相社會真相社會真相社會真相社會真相社會真相社會真相社會真相社會真相社會真相社會”””””””””””””””””””””””””””””””””””””””””””””””””””””””””””””””””””””””””””””””””””””””””””””

奧密克戎已蔓延至美國約三分之一州

（綜合報導）美國前總統唐納德 特朗普的新社交媒體公司表示，已與投資者達成協議，在
計劃上市前從投資者那裡籌集10億美元。

特朗普媒體與技術集團正致力於在明年年初推出一款名為“真相社會”的社交媒體應用軟
件。

在今年1月美國國會大廈遇襲後，特朗普仍被禁止使用推特和臉書。他表示:“10億美元向
大型科技公司發出了一個重要信息，即必須終止審查和政治歧視。隨著我們的資產負債表擴大
，特朗普媒體和技術集團將處於更有利的位置，反擊大型科技公司的暴政。”

特朗普今年早些時候宣布了創辦真相社會的計劃，稱它將允許對話“不受基於政治意識形
態的歧視”。特朗普媒體和技術集團與數字世界收購公司就該項目進行了合作，後者是一家所
謂的特殊目的收購公司或“空白支票公司”。

今年年初，Spacs成為美國股市的一個重大事件。它是空殼公司，成立的唯一目的是與一家
私人公司合併，使其上市。然而，由於與它們合併的一些公司未能實現它們雄心勃勃的財務預
測，它們已失去了很多光彩。

上週六，特朗普的公司表示，已從“一群不同的機構投資者”那裡獲得了10億美元，但沒
有透露這些投資者是誰。據報導，這家社交媒體公司目前的估值接近40億美元。這似乎突顯了
這位美國前總統吸引強大資金支持的能力，儘管他在執政期間存在爭議。

特朗普的支持者在華盛頓特區的美國國會大廈發動攻擊，擔心時任總統的特朗普會引發更
多暴力事件，各大社交媒體平台此後禁止特朗普進入。此前，特朗普在沒有證據的情況下聲稱
，去年的總統選舉存在廣泛的欺詐行為。

據路透社報導，許多華爾街公司拒絕了對這位前總統的新企業進行投資的機會。但一些對
沖基金、家族投資公司和高淨值個人都支持它。

根據特朗普公司網站上的一份演示，當他被屏蔽時，他在推特上有8900萬粉絲，在臉書上
有3300萬粉絲，在照片牆上有2450萬粉絲。

然而，人們對這位前總統的財政狀況提出了質疑。上個月，一個國會委員會發現，特朗普
“嚴重誇大”了他在華盛頓特區酒店的盈利能力，特朗普集團稱這一說法“具有誤導性”。

特朗普媒體技術集團與數字世界收購公司的合作關係已經引起了關注。上個月，民主黨參
議員伊麗莎白•沃倫要求證券交易委員會調查計劃中的合併可能違反證券法。 SEC拒絕就其是
否計劃採取行動置評。

“真相社會”計劃於2022年第一季度全面推出。據新聞稿稱，這是特朗普媒體計劃三個階
段的第一個階段，隨後是名為TMTG+的訂閱視頻點播服務，將包括娛樂、新聞和播客。在其
網站上的幻燈片中，該公司設想最終將與亞馬遜的AWS雲服務和谷歌云競爭。

（綜合報導）美國農業部近日公佈
的數據顯示，在過去兩年中，美國在解
決糧食不安全問題方面幾乎沒有取得任
何進展，其中有色人種社區受到的影響
尤其明顯。

據美國廣播公司5日報導，政府數據
表示，2020 年，超過 10%的美國家庭
（1380 萬戶）處於食品不安全的狀態，
也就是說，這些家庭沒有足夠的資金和
資源為家中提供充足的糧食，這一數字
與2019年持平。 “美國可能是史上最富
有的國家，但美國的食品不安全程度尤
為擔憂，”美國食品研究與行動中心主
席的路易斯•瓜迪亞這樣表示。

美媒指出，食品安全問題對美國的
黑人和棕色人種影響尤為嚴重。根據美
國經濟和社會政策智庫城市研究所2020
年的一項研究，拉丁裔或非裔等種族群
體中，約有 40%存在食品不安全問題。
這幾乎是白人家庭數據的3倍。該研究所
的高級研究員伊萊恩•韋克斯曼稱，糧
食不安全是貧困等更大系統性問題的一
個症狀。低收入家庭經常疲於負擔各種
生活必需品和支出，有時甚至連食物都
沒有。健康專家也指出，不能持續獲得
健康食品或穩定的食物來源，會對一個
人的健康產生長期的影響，對兒童和青
少年群體尤其如此。

美國去年超美國去年超13801380萬戶家庭存在食品不安全問題萬戶家庭存在食品不安全問題
美國城市犯罪率上升是一種人為美國城市犯罪率上升是一種人為““流行病流行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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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郭若溪深圳報道）12月4
日至5日，“第二屆2021大灣區（深圳）疫苗峰
會”以“線上+線下”的形式分別在深圳坪山、北
京舉辦。中國工程院院士鍾南山遠程參與了“中國
在行動：以抗擊新冠為契機塑造中國在全球健康領
域的領導力”院士對話論壇。他表示，預防為主是
防控新冠疫情的關鍵，現在一個很重要的戰略是以
治病為中心轉變為以人民健康為中心。在應對新變
種病毒Omicron（奧密克戎），還是要堅持客觀的
動態清零方法，並且要進行進一步精準地防控。

鍾南山表示，主流新冠疫情毒株德爾塔出現
一年之後，現在又出現了奧密克戎，根據初步從
南非各地的分析，奧密克戎的傳染性更強、致病
力減弱；從南非來看，多數病人症狀較輕。

那麼，現有疫苗的保護力會不會降低呢？鍾
南山認為，奧密克戎可能對於抗體病毒的綜合能
力的影響會大一些。“現在中國正在緊鑼密鼓地
進行，因為在香港已經分離出奧密克戎的病毒
了，所以我們現在有三個抗體，要很好地觀察現
有的雞尾酒抗體、單抗體或者雙抗體會不會對於
奧密克戎影響更大。”

鍾南山指，很多國家都已經報道了奧密克
戎，說明很多國家對於這個問題非常重視了，有
的國家甚至採用封國的政策。“但奧密克戎並不
可怕，我們還是採用一個客觀動態清零的方法，
而且要進行進一步精準地防控。”

疫苗研發暫不需要調整毒株
對於新冠病毒奧密克戎變異株對目前疫苗研

發的影響，是否有必要更換毒株進行相關疫苗的
研發和接種，鍾南山認為，現在不是一個緊急需
要調整疫苗的時候，暫不需要考慮立刻調整更換
疫苗毒株的問題，還要在觀察兩三周後，看看奧
密克戎的發展趨勢。他分析稱，滅活疫苗雖然它
的保護率稍微低一些，但是確實覆蓋的範圍是最
廣，“所以作為一個基礎注射和基礎研究，我相
信它不會對於奧密克戎完全無效”。

鍾南山還指出，換應該不會有問題，但代價
很大，是否要換要看兩方面因素，一個是奧密克
戎的傳播情況，另一個是奧密克戎的致病率，
“假如它的致病率並不是說像我們所講的那麼可
怕”，在這樣的情況下，新冠病毒慢慢就會像流
感一樣。

第三針接種異種疫苗效果或更佳
談及疫苗全程接種後的加強針情況時，鍾南

山表示，兩劑滅活疫苗接種後，接種第三劑原疫
苗有效，並在真實世界證明有臨床保護性增強。
同時，兩劑滅活病毒疫苗接種後，接種mRNA疫
苗、亞單位蛋白疫苗、腺病毒載體疫苗均有顯
效。鍾南山強調，接種異種類型疫苗效果可能更
佳，但需要在真實世界進一步觀察其保護率，才
能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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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區國際疫苗創新中心在深落成
具公眾教育創新孵化等功能 架中國與全球疫苗領域合作橋樑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圳

報道）12月4日，大灣區國際疫苗創新

中心（以下簡稱創新中心）在深圳市坪

山區生物醫藥創新產業園區正式落成。

該中心是中國首個國際化的疫苗創新中

心，也是首個以疫苗生態創新為核心的

創新中心，將致力於凝聚政府、行業、

公眾等多方力量，打造融合公眾教育、

學術交流、創新孵化等多功能為一體的

綜合性創新空間。專家認為，創新中心

承載着帶動中國疫苗行業全鏈路創新升

級，以及架設中國與全球開展疫苗創新

合作橋樑的雙重意義。

2019年11月，在中法兩國元首的共同見證下，《疫苗創新戰略合作備
忘錄》在人民大會堂簽訂，提出要促進創新疫
苗研發的國際合作，助力深圳建成國內首個世
界級的疫苗創新中心。“公共衞生合作尤其是
疫苗合作是法中關係發展的優先重點之一。諒
解備忘錄的落實以及如今國際疫苗創新中心的
落成將進一步促進法中兩國在公共衞生領域尤
其是疫苗領域的合作。”法國駐華大使羅梁
在賀詞中表示，創新中心將推動大灣區相關產
業各利益方加強對話，協同增效，從而為法中
公共衞生領域合作貢獻力量。

2019年，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的《粵
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提出，推動新一
代信息技術、生物技術、高端裝備製造、新
材料等發展壯大為新支柱產業。疫苗作為生
物技術產業的重要細分領域，也迎來更加廣
闊的發展空間。中國國家衞生健康委副主

任、中華預防醫學會會長李斌4日表示，大
灣區作為國家經濟技術和產業創新發展的試
點地區，肩負着嘗試創新思維、探索創新路
徑的重要使命。大灣區國際疫苗創新中心建
設，體現了疫苗創新合作，為疫苗知識的大
眾科普教育、疫苗產業科技化創新與創業互
動提供了依託的平台。

疫苗企：冀助力升級公衞軟硬基建
在現場，創新中心展示的5G智慧化接

種門診與無人疫苗接種系統是由13家創新生
態聯盟合作夥伴聯合打造的，綜合了從疫苗
進入接種門診前的研發生產、冷鏈物流、電
子標籤全程追溯到疫苗進入接種門診後的接
種雲端登記、智能預檢、無人接種一體化、
遠程醫療等功能，減少了疫苗接種的複雜環
節，提升了疫苗接種效率，率先勾勒出了未
來疫苗接種的智慧化全場景。

據國際疫苗知名企業賽諾菲巴斯德大中
華區負責人張和平介紹，創新中心將致力於
凝聚政府、行業、公眾等多方力量，打造融
合公眾教育、觀點展示、學術交流、行業論
壇、創新孵化等多功能為一體的綜合性創新
空間；倡導和推動公共衞生事業發展，疫苗
產業全鏈路創新升級等一切有利於“改變認
知、推動創新”的行動。
“創新中心接下來將承載更多商業孵化和

創新科技孵化功能，支持領域內的創新技術
及成果展示等，助力疫苗創新創業的開展，
賦能公共衞生事業的發展。希望借助這一空
間，建立一個生態，形成一個創新聯盟，共
同升級公共衞生的軟硬基建。”張和平表
示，期待創新中心成為國際疫苗領域新思
想、新探索的策源地與孵化器，以及更深入
開展全球合作的試驗場與加速器，實現更多
惠及全民健康的真正突破。

●大灣區國際疫苗創新中心外
景。 香港文匯報深圳傳真

●第二屆大灣區（深圳）疫苗
峰會大灣區國際疫苗創新中心
開幕儀式現場。

香港文匯報深圳傳真



(綜合報道）工研院今天舉辦國際氫應用技術交流會，集結
台灣、日本與澳洲代表針對氫能技術與策略發展進行交流，期促
進台灣與日本、澳洲國際交流合作，在新興科技中掌握先機。

工研院今天在台北張榮發基金會舉辦國際氫應用技術交流
會，工研院副院長彭裕民、台電綜合研究所所長鍾年勉、中鋼副
處長劉世賢及日本台灣交流協會副代表星野光明出席參加，澳洲
辦事處副代表兼商務處長莫博仁則透過視訊方式與會。

會議並未開放媒體採訪，工研院下午透過新聞稿表示，與
會的代表從各國氫能政策、氫能在儲能、發電應用發展等面向，
為台灣氫能政策提供建言，並希望藉由加強與日本跟澳洲的國際
合作，以新興科技在變局中掌握先機，共創淨零碳排、永續共生
的未來。

彭裕民說，為協助政府擘劃氫能發展策略、協助產業布局
，並考量氫能發展涉及整體能源產業面向，工研院整合院內跨領
域單位進行2050我國氫能發展策略規劃。

工研院並邀集國營企業、國內氫能產業專家等13個單位組
成國內氫能專家諮詢小組，討論相關策略規劃包含國際經濟評估
、氫氣來源、基礎設施、氫氣應用以及法規標準等方向，希望盡
早部署氫能發展策略，帶領台灣迎接2050淨零碳排挑戰。

彭裕民表示，希望透過這次會議與國際交流氫應用技術發展
，特別是加強與日本跟澳洲的國際合作，以利未來工研院和產業
界攜手合作將相關技術導入國內場域，協助台灣由 2025 年的
「能源轉型」，逐步邁向2050年的 「淨零轉型」。

星野光明指出，日前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已在第26屆聯合國
氣候變遷大會（COP26）中承諾日本將在2050兌現淨零碳排的
目標，並宣告 「亞洲能源轉型倡議」。

其中氫氣便被視為重大新能源來源之一，為了實現這一目
標，日本致力於氫氣供應鏈上的技術突破，包含興建如國際氫氣
運輸儲能系統、氫能熱電廠等，也已開始與澳洲合作綠氫原料的

供應。
星野光明表示，在交通上除了目前

已建設166個加氫站供應氫能動力汽車與
巴士使用外，日本更投入研發氫能動力火
車等大型運輸載具。他說，在能源轉型與
零碳排已成為各國能源政策核心，紛紛研
擬氫能相關政策的今日，台灣也應該加入
國際行列，共同實現零碳排的未來。

莫博仁指出，在發電、運輸與工業
生產中，擴大來自再生能源的綠氫使用已
經被世界各大經濟體視為減少碳排的主要
機會。

莫博仁說，澳洲因擁有超越自身國
內需求 2000 倍的風力與太陽能源，更能
在全球綠氫的供應上貢獻心力。估計到
2050 年，全球氫氣出口將達到每年 3000
億美元的規模。

莫博仁表示，目前澳洲政府已投入
數十億美元在澳洲的主要區域，建立綠氫
工業中心，促進氫能研發及應用相關技術
，以期透過氫能的大規模應用，進一步降
低氫能成本至目標價每公斤2元澳幣，增
加氫能應用的競爭力。

莫博仁說，台灣與澳洲因有著長期
而值得信賴的能源貿易關係，在運輸上更
具有地緣距離的優勢，相信在未來也是在能源轉型上的絕佳夥伴
。

工研院表示，未來將持續與日本及澳洲交流，包括與日本
氫能技術研發單位就氫能技術、應用、基礎設施與法規設計等議

題共同研討，以及與澳洲駐台辦事處研議氫氣進口、綠氫生產及
應用的示範合作等方向。

工研院強調，將尋求國際氫能合作夥伴，架構氫能策略藍圖
，協助國內產業掌握國際市場趨勢布局，開創產業新商機，達成
2050年淨零碳排的最後一哩路。

工研院布局氫能技術 邁向2050年淨零碳排

全聯門市設疫苗接種站全聯門市設疫苗接種站
配合政府防疫政策配合政府防疫政策，，全聯有全聯有140140至至150150間門市配合設置疫苗接種站間門市配合設置疫苗接種站，，板橋大觀板橋大觀

門市門市66日率先開打日率先開打，，民眾上午在全聯賣場外填寫資料民眾上午在全聯賣場外填寫資料。。

下半年水情好轉桃園新竹二期稻作陸續收成
(綜合報道）水利署北水局今天表示，桃園、新竹兩地二期稻作已陸續收成；而目前石門水庫

蓄水率接近滿庫，寶山與寶山第二水庫蓄水率也超過85%，水情較歷年狀況好，不過，考量氣候
變遷及降雨不確定性，北水局仍呼籲民眾珍惜水資源。

去年下半年起，台灣面臨百年大旱，北水局表示，今年桃竹地區一期稻作除了桃園第三灌區
有供灌外，其餘均停灌休耕，直到今年下半年水情好轉，石門水庫、新竹頭前溪灌區合計3萬
5000公頃二期稻作，從7月中旬起陸續整田插秧。

北水局指出，今年桃園、新竹兩地二期稻作稻田已陸續收成，部分新竹地區農田整田插秧較

晚，收成較慢，但最慢也可在12月上旬收割完成。
北水局進一步表示，在政府各水利單位均謹慎管控水源、農民全力配合節水灌溉下，桃竹二

期稻作順利完成供灌，水利圳路也開始年度歲休，準備面對明年春天的期作供灌。
根據水利署資料，目前石門水庫蓄水率接近滿庫，寶山與寶二水庫蓄水率在85%以上，較歷

年水情好，不過，氣象局預報資料顯示，今年冬季至明年春天之間恐有弱聖嬰現象。
北水局表示，考量氣候變遷及降雨不確定性，後續將密切監控水情及做好穩定供水的工作，

由於目前已進入枯水期，呼籲民眾把節水當生活常態，好好珍惜每一滴水資源。

熟齡離婚潮保經提醒優先處理保單關係人變更
(綜合報道）今年藝人大S與汪小菲斷離10年婚姻，微軟創辦人比爾．蓋茲也與結縭27年的妻

子梅琳達正式離婚，保經業者指出， 「熟齡離婚」夫妻財務牽扯較深，建議先釐清保單關係人並
作必要變更，避免影響雙方權益。

內政部統計，2020年國人離婚數高達5萬1680對，2021年前10月累計已有3萬9128對登記離婚
，離婚率名列亞洲前茅。永達保經提醒，當夫妻進入協議離婚階段，應立刻處理牽扯夫妻雙方權
益的保單，並掌握以下3點檢視，包括未成年子女保單等都要作考量，避免未來糾紛。

第一是要保人校正。當要保人、被保險人不同，要保人雖擁有申請保單借款、更改受益人、契
約變更權利，但所有契約變更都必須經要保人及被保險人雙方書面同意，因此永達保經建議，離
婚時最好將要保人與被保險人變更為同一人，避免引發紛爭。

其次是受益人校正。永達保經指出，保單受益人不會因離婚就自動更改、失效，若離婚後忘記
變更保單受益人，當事故發生時，會發生前夫或前妻領取保險金的糾紛；另外，若保單受益人是

小孩，或離婚時夫妻雙方協議將保單受益人改為小孩，倘若小孩
未成年，將由法定代理人管理財產，建議可申請保險金信託，避
免保險金被法定代理人不當挪用。

第三是有保單價值準備金的保單會列為財產，離婚時可主張夫
妻財產分配。永達保經表示，若結婚時雙方未以契約訂立夫妻財產制，即適用法定財產制，有保
價金的保單會列為財產，計算婚前、婚後價值，婚後增加的價值必須拿出來分配，尤其經濟弱勢
的一方可行使 「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

台灣保險法專家、北宇管顧總經理劉北元則表示，民法規定，夫妻難於或不繼續維持共同生活
，不同居已達6個月以上時，夫妻一方可向法院聲請酌定對於未成年子女監護權，也可向法院聲
請將夫妻法定財產制變更為分別財產制。

一旦法院准許夫妻改用分別財產制，雙方可以接續處理過去婚姻關係中所累積的婚後財產分配
問題，換言之，在一定條件下，法律准許夫妻在沒有離婚的狀態下，先解決子女及財產問題。劉
北元說，此讓婚姻陷入僵局的夫妻可運用低衝突制度，在離婚條件尚無共識的情況下，逐步解決
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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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2020年初開始，新冠疫情就徹
底貫徹甚至改變了每個人的生活環境及
工作習慣，更為大多數民眾增添了不少
煩惱及不便。而對於很多拿到綠卡身份
的美國新移民來說，生活更是難上加難
。

數不清的來自中國的新移民，過往
為了家庭及業務，經常要往來中美兩國
。但自從Covin 19 爆發之後，天價的
機票及隨著疫情情況而不斷變換的隔離
政策，讓很多往返於美國和中國的新移
民們叫苦不迭。不僅如此，由於疫情導
致航班數量急速減少，讓國際航班更是
一票難求，出現了有錢卻沒處買機票的
現象，機票代理作為航空公司和乘客中
間的第三方服務商，承擔的是向航空公

司刷票，再提供給乘客的業務。
由於回國航班機票一票難求，代買

機票的生意一直火熱，而這也讓一些不
法分子動了歪心思，在疫情期間變成了
賣假票的票販子，這就讓很多有機票需
求的新移民，不僅要花精力來找尋機票
，還要再花額外的精力，來辨認真假機
票，以免受愚被坑。

因為疫情航班限制，導致航班數量
大減，機票的價格被炒到天高，甚至比
原價高出10倍，成為天價機票，一票
難求。往往一張經濟艙的回國機票，平
均就要4、5萬元人民幣，而商務艙的
機票，更是到達了7到10萬人民幣。曾
有不少等待回國的新移民向律師行透露
：一位王姓來自中國東北三省的小姐，

由於美國疫情病毒變異，依舊沒有好轉
的現象，國內的家人希望她能夠回國待
一段時間，確保安全， 才再返回美國
工作生活。於是她找代理售壹機票的辦
公室，買了一張從洛杉磯到瀋陽的商務
艙機票，要價7萬5000塊人民幣。王
小姐告訴友人，她找了好幾家公司，對
比價格之後，選擇了洛杉磯一家，因為
這家公司所賣的機票，已經算是相對便
宜，其他任何一家，一張機票都要賣8
萬元人民幣以上。

而另一位姓張的移民，則沒那麼幸
運，張先生在微信群裡，找了個票代買
票，結果被騙6萬元人民幣。張某說：
「我在微信群裡看到這個人，一直發機
票信息，因為當時急著回國，而各大官

網票，都已經售罄，再加上我想坐直飛
不想轉機，而我以前認識的票代，都沒
有賣直飛的票，剛好這個人在群裡，一
直說有賣直飛的票，那我就加入了去。
然後他說現在票很緊張，晚一秒票都會
沒有，所以最好的方法，就是直接付他
全款，不要定金，我也是著急，就直接
支付寶轉賬了。結果轉完後，這個人再
也不回我消息，再後來直接把我拉黑。
我還要再花時間去找人買票。真的不僅
浪費了我的錢，還浪費了我的時間，害
得我比我預期的要晚了一個月才能回國
。

(( 東翻西看東翻西看））疫情下新移民返國費錢耗時疫情下新移民返國費錢耗時 楊楚楓楊楚楓

王朝旅遊推薦跨年好去處王朝旅遊推薦跨年好去處，，美東跨年美東跨年88日團日團
20222022年時代廣場跨年狂歡年時代廣場跨年狂歡

【利好消息】疫情後，在西半球跨年迎新！
美東跨年團：【銀榜惠享】紐約+費城+華府+

尼亞加拉瀑布+波士頓+2022時代廣場跨年狂歡 8
日遊 兩人一房僅需$999/人。

與眾不同的跨年體驗，在歡樂幽默中迎接嶄
新的2022，團費包含兩晚曼哈頓或法拉盛時代廣
場的希爾頓花園酒店（大床房型）或在美食如雲
的法拉盛中心地段凱悅酒店（可選大床房或雙床
房型，且包早餐），其餘時間入住瀑布景區酒店
，尼亞加拉瀑布就近在咫尺！還會在12月30日為
跨年團團友們專門舉辦豐盛的迎新晚宴獨家體驗
：與北美崔哥跨年！在豐盛的迎新晚宴上近距離
與北美脫口秀演員互動！

此外，隨著疫情緩解，大
家已接種疫苗以及國家之間開
放邊境，出外旅遊的意願大大
提升，王朝旅遊在2021年接
連帶領兩團，於9月及11月出
行美國本土遊，橫跨了德州、
阿肯色州、田納西州、肯德基
州、印第安納州、伊利諾州、
密蘇裏州、堪薩斯州、俄克拉
荷馬州、新墨西哥州、阿利桑
納州等等，客人紛紛表示十分
震驚，娓娓道來：原來美國本
土也有著那麼多具有特色以及
驚艷的景點。亦紛紛表示還會
繼續跟隨王朝旅遊遊遍世界各
地，得到廣大客人支持，王朝

旅遊亦提早預備明年帶領大家繼續出發，明年3月
份賞荷蘭鬱金香團，6月份黃石之旅，9月份西班
牙葡萄牙歐洲之旅，11月份摩洛哥北非之旅，欲
知詳情，請隨時致電王朝旅遊咨詢！

王朝旅遊已整裝待發，更是期待與大家一同
向世界出發，欣賞世界美景，體驗不同文化的洗
禮！

王朝旅遊專業代辦全球簽證和護照更新官方
網站： https://aaplusvacation.com 服務專線：
(713)981-8868 微信客服：aat713

地 址 ： 6918 Corporate Dr, Suite A-14,
Houston, TX, 77036 休斯頓敦煌廣場側面精英廣
場A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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