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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白宮首席防疫專家佛奇
示警，Omicron將接管冬天，美國將迎
來確診數、住院數、死亡數都創新高的
慘況。

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IH）院長柯
林斯（Francis Collins）昨（19）日警告
，新冠變異株Omicron可能會讓美國單
日確診人數飆升至100萬例；同日，白
宮首席防疫專家佛奇也示警，美國將會
迎來確診數、住院數、死亡數都創新高
的慘況，直言Omicron將 「接管」 冬天
。

綜合美媒AXIOS、英國《每日郵報
》（Daily Mail）報導，即將退休的美國
國家衛生研究院院長柯林斯昨日接受美
國全國公共電台（NationalPublic Radio
）早晨節目 「Morning Edition」 專訪時

警告，如果美國再不採取所有可行措施
，美國將有可能面臨單日百萬人確診慘
況。

Delta變異株讓美國進入新一波疫情
，不過同時間，Omicron也持續如野火
燎原般散布全美各州，目前全美一共有
830例Omicron病例，病例數較17日翻
倍，18日美國新增12.7萬人確診，過去
一周平均每日新增1300人病歿。

柯林斯表示， 「我們不能放鬆戒備
，就算它（指Omicorn）導致重症的風
險較低，如果我們不專注於所有緩和措
施，我們仍有可能單日新增100萬病例
。」

柯林斯的警告相當駭人，今年1月
美國疫情達到顛峰時，單日確診數最高
來到30萬例。

佛奇曝佛奇曝OmicronOmicron將將 「「接管接管」」 冬天冬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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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t was really a great pleasure to attend
Guangyi and Cynthia’s wedding party which
took place at the five-star Houston Blossom
Hotel. It was a beautiful set up and the
Chinese food was delicious and all the
guests had a wonderful time.

Both parents, Chairman Chen and Mr. Zhang
and their families were so happy and the new
couple were well-educated in America

U.S. Congressman Al Green and President
David Leebron and First Lady of Rice
University Ping Su also were among the
guests and all of them gave a very great
blessing to the newlyweds.

The groom was graduated from Rice
University and his wife got her degree from
Texas A&M University and both of them were
very outstanding students.

I also sent them my congratulation message:
”May the marriage of this couple be blessed
with faith, joy and love. We wish the couple a
world of happiness and love, and may all
their dreams come true.”

As a present, I gave them a book which I
wrote titled, “A View Of The World From
Harvard.” I hope they will learn from some
of my writing

We are so proud that this outstanding young
and smart and well-educated Chinese
American couple will be a part of our
community.

Today we are facing many challenges in our
society. We need new blood and a young
generation to continue fighting for our rights
and our future.

This great country belongs to all of us. We
are here and adopt America as our own
home.

1212//2020//20212021

Model Of The New ChineseModel Of The New Chinese
American CoupleAmerican Couple

上週末參加了陳亞民
董事長令郎陳光毅迎娶張
府千金張嘉欣小姐在華人
経營的寶盛五星級大飯店
之盛大婚宴，鮮花滿桌，
富麗堂皇，加上精緻烹調
之中式菜餚，實屬難得一
見之豪華塲面。

當然婚禮最大的意義
和特色是父母親之祝福和
苦心，還有來自國會議員
格林和萊斯大學校長李爾
邦伉儷之祝賀。

格林議員特別為這對
新人頒發了印有國會印章
的賀詞及紀念品，希望他
們為社會作出貢獻。

新朗光毅獲得萊斯大
學碩士學位，新娘嘉欣畢

業於德州農工大學，在校
長夫人孫月萍之巧思之下
把兩校校景合而為一當作
結婚賀禮，並祝賀她們新
婚燕爾，永結同心。

我在祝辭中祝福她們
，在婚禮之日所分亨之喜
悅伴隨她們共度人生歲月
，俗語說：“百年恩愛雙
心結，千里姻緣一線牽”
， 並且把我寫的一本書
《從哈佛看世界》做為禮
物，希望他們也能體會到
「真正幸福的是使人幸福
的人」。

這對幸福的夫婦，從
她們身上看到了華裔年輕
人之希望，今天我們生活
在美國的華裔人士，正面

對前所未有之挑戰，所幸
我們不断有眾多的後起之
秀，繼續為爭取華裔應有

之權益而奮鬥。
我們來一起祝福他們

，做個對社會有用和孝順

父母的華夏兒女，用勤勞
智慧之手，開創燦如星河
之未來。

華裔青年華裔青年 時代中堅時代中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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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時局

【【李著華觀點李著華觀點:: 固執不屈固執不屈--喬曼欽頑抗喬拜登喬曼欽頑抗喬拜登】】

（綜合報道）日本一批發廠商將中國產鰻魚偽造成日本
愛知縣產鰻魚出售，在長達5年期間內未被發現。近日該事
件被曝光後，負責人鞠躬道歉。

事情傳開後不僅在日本網絡上受
到關注，19日在中國微博上也成為
熱議話題。有中國網友調侃道：
“現在是比較容易查出來了吧，畢
竟咱們產的確實沒有輻射。”

日本岐阜縣批發廠商“高山水產青果”未明確區分愛知
縣產鰻魚和中國產鰻魚，把中國進口的鰻魚偽造成日本愛知

縣生產的鰻魚再批發給零售店。針對此事，岐
阜縣政府下達指示，要求該廠商基於日本食品
表示法進行整改。事發後，“高山水產青果”
負責人東勇隆17日傍晚在該縣高山市召開記
者會，鞠躬道歉稱給相關人員以及消費者“造
成了困擾，對此深刻道歉，將採取措施防止此
類事情再次發生”。

據報導，該公司今年6至10月以“愛知縣
產”的名義銷售的3萬多條鰻魚中，有6640條
是中國產的，沒有標示產地就銷售的鰻魚則有
3426條。縣政府檢查時，在該企業發現了採購
中國鰻魚的發票，但是發現銷售發票只有愛知
縣產的，從而查出該企業偽裝產地。該公司承
認了縣政府的指控，聲稱在本國鰻魚產量不夠

，無法滿足顧客對日本產鰻魚需求量的情況下，會用中國進
口鰻魚來補貨。且這樣的造假行為至少持續了5年。

事情傳開後在日本網絡上受到關注，有多名網民抨擊廠
商造假行為，另一方面，也有網友問到：“為什麼要偽裝產
地呢？我挑著中國產的鰻魚買，比日本產的要好吃。現在冰
箱裡還凍著兩條日本產的鰻魚，但根本沒有想吃的慾望，已
經凍了3個月了。”

日本批發商將中國鰻魚偽造成日本國產日本批發商將中國鰻魚偽造成日本國產 造假造假55年被發現後道歉年被發現後道歉

民主黨參議員喬曼欽(Joe Manchin)在福斯新聞台丟出重磅政治炸彈--他將不投票支持該黨
所推動的“重建更美好法案”( Build Back Better Act)，這無疑是宣判這個法案在參議院將無法
得到50票支持而胎死腹中,將重挫喬拜登總統的施政計畫。
“ 重建更美好法案”是拜登上任總統後所提出福國利民之治國藍圖,包括了對教育、氣候、文
化、藝術、衛生和保健的社會改造計劃, 從減低教育成本與醫療費用以及建立支薪病假和產假到
改善氣候變化投資等鉅細靡遺,對美國整個社會安全網的保護非常重要, 也是拜登的治國核心, 由
於受到黨內保守派喬曼欽等人反對而受阻, 經過5個多月來黨內協商, 終於把原先2.5 萬億預算刪
減為喬曼欽可接受的1.75 萬億, 沒想到喬曼欽卻出爾反爾, 相當沒有政治誠信, 他的新說詞是, 這
個法案如延續10的話,將來預算會超過5 萬億美元,因此他要求政策必須有時限，而不是自動續約
, 換句話說, 他還是堅持自己當初的意見: 法案不是不好, 但政府承擔不了。

其實老謀深算的眾議院議長裴洛西當初之所以要求將1.2兆美元基建計劃法案和Build Back
Better重建美好法案兩案包裹表決, 就是怕出現這種局面,沒想到現在真的出現這種困境, 而攪局
人就是黨內同志。

來自西維吉尼亞州的喬曼欽在民主黨內作風極保守, 他的特異獨行與黨內同志格格不入,使他
成為一隻孤鳥, 近年來黨內達成的重要決議, 他幾乎都反對, 給民主黨帶來困惑, 民主黨之所以對
喬曼欽忍氣吞聲，主因當前參議院席次兩黨形成50:50勢均力敵態勢, 如少了喬曼欽一票, 在許多
”過半即過關”決議中，兼任參議院議長的副總統賀錦麗的那張票就投不出來，民主黨也不可
仗勢人多而使用預算和解協議(budget reconciliation) 方式單獨通過議案，所以喬曼欽意志動見
觀瞻，民主黨團每做出決議前必先徵詢他,拜登也特別厚愛他，其他貫徹黨意的黨籍議員反而不
受重視。

政黨政治在於結集一群理念相通以及目標相同的人共同奮鬥以造福民眾，其實喬曼欽的許
多政治理念已與民主黨不合, 而他的選區又屬於共和黨傳統保守區, 他似乎更適合轉變黨籍, 將來
才更能伸展大志的。

大韓航空發布“無人機集群飛機外觀檢查系統”
綜合報導 大韓航空舉辦路演活

動，發布“無人機集群飛機外觀檢查

系統”。該系統使用大韓航空自行設

計制造的無人機，機身長寬各約1米

、重量約5.5公斤，支持同時使用4架

無人機進行檢測作業，可將飛機外觀

檢測作業時間從目前的10小時減至4

小時左右。

據介紹，使用無人機檢查飛機外

觀可以避免人工檢測過程中存在的不

安全性和缺乏准確性等缺陷，目前全

球多家航空公司都在積極探索相關解

決方案。經過一年多的努力，大韓航

空成功推出可以同時使用2架以上的

無人機對飛機外觀進行檢測的“無人

機集群飛機外觀檢查系統”，這也是

全球範圍內首個支持同時使用多架無

人機對飛機進行檢測的解決方案。

該系統融合了許多最新技術。比

如使用“自主集群飛行技術”使得系

統可以支持4架無人機同時進行檢查

作業。即使其中一架無人機發生故障

，其他三架無人機仍可自行對任務內

容進行調整，保證檢查作業的完成。

其次，該系統還使用了基于雲計算的

信息共享技術，允許多人同時參與工

作進程，使相關檢查作業不受時間和

空間限制，大大提高了外觀檢查工作

的效率。除此之外，該系統還采用了

地理圍欄技術、防碰撞技術等多重安

全措施，以確保受檢飛機以及周邊建

築和人員的安全。

據悉，經過一段時間的試運營，

大韓航空將根據飛機維修保養部門的

意見對系統進行進一步完善，並就機

場內使用無人機的相關規範和飛行範

圍等問題與有關部門進行進一步的溝

通。與此同時，大韓航空還將根據韓

國政府的發展政策，攜手人工智能和

機器學習領域的先進企業，共同探索

飛機維修保養的科技創新之路。

韓國“與新冠共存”按下暫停鍵

文在寅就再次收緊防疫致歉
綜合報導 韓國中央防疫對策本部通報，

截至當天零時，韓國較前一日零時新增新冠

肺炎確診病例7622例，累計確診544117例。

自政府上月1日放寬防疫措施以來，韓國單

日新增確診病例和重症病例連日劇增，導致

醫療系統超負荷。韓國疾病管理廳廳長鄭銀

敬當天警告稱，一旦新冠大流行加劇，韓國

境內單日新增確診病例月內或增至1萬例，

明年1月最多可達2萬例。

韓政府當天決定，暫停分步“複常”

措施，從18日起實施防疫措施強化方案。

根據該方案，在全國範圍內，餐廳和咖啡

廳的私人聚會人數不得超過 4人，且均應

爲完成疫苗全程接種者。未完成接種人員

只可獨自一人堂食，或選擇打包以及外賣

送餐。

疫情傳播風險較高的營業性娛樂設施

、餐廳、咖啡廳限時營業至晚9時；電影院

、公演場地、網吧等可營業至晚10時。另

外，大規模活動、集會的限員人數有所下

調，超過一定規模的展覽會、博覽會、國

際會議等同樣將適用“防疫通行證”制度

。韓國國務總理金富謙表示，此次調整方

案將實施至明年1月2日，政府將在年底重

新評估防疫形勢。

此外，韓國教育部16日表示，爲配合政

府當天公布的防疫措施強化方案，首都圈各

級學校和部分非首都圈、人員密集學校將從

20日起暫停全面到校上課，直至寒假開始，

各大高校也將加強防疫管控。

當天，韓國總統文在寅就政府決定再

次收緊防疫措施向國民致歉。文在寅說，

在“分階段恢複日常”的過程中，政府未

能控制住重症患者的增速，確保病床等工

作准備得也不夠充分。政府將在加強防疫

措施期間內對此進行切實調整，最大限度

地控制疫情。文在寅還表示，防疫措施再

次收緊將給小工商業者和個體戶帶來失落

感，政府將盡快確定損失補償等支援方案

並迅速落實。

進口商人“終于等來這個好消息！”
緬甸投資委員會為進口商發福利

綜合報導 緬甸投資委員會（MIC)主

席莫敏圖中將，依據緬甸投資相關第230

條例，發布了一則聲明，爲國內進口商人

減免手續。除煙酒、機動車組裝生産原材

料及工業用糖外，在進口商品時無需向緬

甸投資委員會申報。

因此，除了酒精類飲品、香煙、摩

托車及汽車組裝生産所需原材料、配件

及工業用糖外，進口其他商品無需取得

緬甸投資委員會及各省邦投資委員會同意

，可直接按照貿易管理局及稅務管理局規

定進行。

從聲明中得知，進口酒精類飲品、

香煙、摩托車、機動車原料、配件及工

業用糖的企業，在申請證明的同時需向

緬甸投資委員會提交國內年度需求調研

報告。在得知進口大部分商品無需申請

MIC證明時，國內投資商人對此表示歡

迎，手續減少對于國內投資環境提升有

很大的幫助。

自緬甸收到國外投資商的反饋後，將

繁瑣的規章制度進行簡化。爲了提升緬甸

境內的經商便利度，緬甸當局致力于促進

投資提升産業競爭力，爲外籍投資商人解

決在緬甸面臨的投資困難。

近幾個月以來，因爲疫情在內的原

因，已有多個外資企業暫停在緬項目。其

中，有的投資商表示會重新評估緬甸營商

環境，恢複穩定後才會繼續開展在緬項目

。此外，有的投資企業則明確表示不會從

緬甸撤資，對于緬甸未來的形勢有著足夠

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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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疫情不容樂觀
總統稱旅行禁令“令人遺憾”
綜合報導 南非新冠肺炎確診病例接近300萬例大關，達到2988148

例，死亡病例總數也攀升至89915例。

特別是隨著奧密克戎變異毒株的肆虐，南非單日新增確診病例于12

月2日再次突破萬例大關，疫情形勢不容樂觀。

針對個別國家日前對于南非實施旅行禁令的做法，南非總統拉馬福

薩2日晚間在訪問科特迪瓦期間表示，“這種做法令人遺憾，同時也是

不公平和不科學的。”

拉馬福薩指出，這些禁令將對包括南非在內的衆多非洲國家造成難

以估量的損失，尤其是對南非等以旅遊業爲支柱産業的國家影響巨大。

拉馬福薩重申，南非堅決反對以旅行禁令爲代表的“衛生種族隔離”做

法。爲此，他呼籲世界各國團結起來，確保新冠肺炎疫苗和治療方法盡

快實現“大規模生産，並免費、公平提供給所有人”的目標。

日前，南非提前迎來第四波新冠肺炎疫情高峰。包括豪登省、西開

普省等南非經濟大省，疫情相繼大幅反彈。特別是包括比勒陀利亞、約

翰內斯堡在內的豪登省，再次成爲本輪疫情的“重災區”。據豪登省疫

情指揮委員透露，該省預計將在未來兩周內面臨新一波疫情高峰衝擊，

屆時衛生醫療資源將面臨巨大壓力。

此外，南非各省衛生部門官員也紛紛呼籲民衆自覺接種新冠肺炎疫

苗，以最大可能抵禦本輪疫情的侵襲。

德國疾控機構：
奧密克戎或引發新一波疫情
綜合報導 德國疾控機構表示，新冠奧密克戎毒株或將在該國引發新

一波疫情。德國聯邦衛生部長勞特巴赫當天表示，接種疫苗加強針是抗

擊該毒株的首要手段。針對德國據稱疫苗儲備不足的問題，勞特巴赫表

示，莫德納將提前向德國供應3500萬劑疫苗。

德國疾控機構羅伯特·科赫研究所當天公布的新增確診人數和新增死亡人

數分別爲56677人、522人，截至當天累計確診6670407人、死亡107202人。

其中，該國官方用于監測疫情嚴重程度的“平均每10萬人七日累計新增確診病

例數”(發病率指數)當天回落至340.1。需接受ICU重症監護治療的患者較前一

日減少40人，總數爲4765人。截至當天，德國累計接種1.382億劑次新冠疫苗

，共有5820萬人已完全接種，首次達到該國總人口數的70%。其中，15日的單

日接種疫苗劑次達到150萬，爲德國開展疫苗接種以來單日新高。

羅伯特· 科赫研究所當天在其每周疫情報告中指出，當前的疫情發

展仍令人高度擔憂，重症患者數和死亡病例數仍在增長，一些地區的重

症收治能力已經超負荷。該機構表示，德國亟待升級社交限制措施、提

高接種速度，以使得在“預計將要來襲的、由奧密克戎毒株引發的一波

疫情”開始前盡可能地爲德國醫療系統減負。

勞特巴赫就任新政府衛生部長後曾公開“炮轟”前任部長施潘留下

的新冠疫苗庫存不足以滿足加強針接種要求，引發德國輿論嘩然。勞特

巴赫當天在柏林舉行的記者會上表示，抗擊疫情和新型變異毒株的主要

手段仍是開展加強針接種。他坦言，依靠當前的疫苗庫存量只能確保明

年三月完成加強針接種目標，“這實在太慢了”。

勞特巴赫表示，衛生部從10日開始已經在設法獲得更多疫苗。他表

示，莫德納公司已經保證將提前向德國供應3500萬劑疫苗，此外該部門

還在同波蘭等國談判，以尋求從其它歐盟國家獲得疫苗。

“英國已在新一波的奧密克戎疫情中淪陷”
明年1月或遭三重夾擊

綜合報導 “英國已經在新一波的奧

密克戎疫情中淪陷”，英國媒體紛紛報道

稱。奧密克戎毒株在歐美國家迅速傳播。

按照英國官員的預測，奧密克戎毒株馬上

就會成爲主導英國新冠疫情的主流毒株。

英國政府公布的最新疫情數據顯示，該

國新增78610例新冠確診病例，創疫情暴

發以來單日新增最高紀錄。

英格蘭首席醫療官克裏斯· 惠蒂15

日在新聞發布會上說，未來數周內疫情

數字或再次打破紀錄。隨著奧密克戎毒

株的加速傳播，英國正面臨“相互疊加

的雙重打擊”，即德爾塔變異毒株感染

病例保持高位的同時，奧密克戎毒株感

染病例也“迅速增長”。當被問到民衆

能否參加聖誕或新年派對時，惠蒂說，

民衆在聖誕假期前要減少不必要的社交

活動，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戴好口罩，盡

可能在通風良好的場所或戶外會面。

英國首相約翰遜認同惠蒂的建議，

但他表示政府沒有計劃限制聖誕節期間

的聚會人數，或要求酒吧餐廳停止營業

。約翰遜再度重申，今年聖誕節的情況

會比去年好得多。不過，約翰遜敦促民

衆務必接種第三劑疫苗。他說，“每個

接種第三劑疫苗的人都是爲國家抗疫做

貢獻”。約翰遜宣布，啓動“奧密克戎

緊急加強針國家任務”，在新年前爲英

格蘭所有18歲及以上人員提供加強針接

種服務。

此前，英國衛生與社會保健部已經

將英國新冠疫情警報級別由3級升至4級，

以應對奧密克戎毒株在該國快速傳播。

英國設立的新冠疫情警報系統共分5個

級別，級別越高意味著政府需要采取越

嚴格的防疫措施。4級意味著“病毒傳染

性強，疫情對醫療保健服務的直接壓力

廣泛且巨大或正在上升”。本月8日，

英國還啓動了《應對新冠疫情：秋冬計

劃》B計劃（即後備計劃），以應對奧

密克戎毒株在英國快速傳播。

英國《每日郵報》稱，數百萬英國

民衆響應約翰遜政府的呼籲，紛紛取消

他們的節日計劃，這讓酒吧和餐館迎來

“取消預約海嘯”。一名酒吧經理說，

上周預訂的聖誕派對全部被取消，一系

列演出也被取消，劇院導演尼古拉斯· 海

特納則表示，場館處于“危機模式”，

預訂量“急劇下降”。酒店業也呼籲，要

求政府開啓救助計劃，以避免數萬家企業

在新年初就破産。商界領袖警告說，對于

在近兩年因防疫措施陷入困境的酒吧和餐

館來說，限制社交的建議可能是災難性的

。英國工業聯合會也表示，限制社交的建

議會對餐飲業造成巨大傷害。

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在歐洲議

會總部表示，目前多個歐洲國家仍在應

對德爾塔毒株，但許多成員國發現奧密

克戎感染病例也在持續增加。目前歐洲

主流的疫情病毒仍是德爾塔病毒，但奧

密克戎毒株傳播力更強，新增確診數字

平均兩三天就會增加一倍，這樣的情況

令人擔憂。她警告說，該病毒下月或成

爲歐洲主流病毒。接種疫苗是目前預防

奧密克戎毒株最有效的辦法，歐盟與廠

商已簽署大量采購協議，每月可生産3

億劑，能夠滿足成員國的疫苗需求。

歐洲疾病預防與控制中心發布報告

稱，奧密克戎毒株已在歐洲出現社區傳

播，預計明年前兩個月歐洲境內的奧密

克戎感染者將超過德爾塔，在未來幾個

月，入院和死亡病例的數字仍會顯著增

加。爲了抵禦奧密克戎的入侵，西班牙

、希臘、匈牙利15日開始爲5至11歲兒

童接種新冠疫苗。德國也開始爲這個年

齡組別的兒童接種疫苗。

《華盛頓郵報》稱，美國疾病控制

與預防中心（CDC）數據顯示，奧密克

戎確診病例數一周增加7倍，這樣的速

度會讓許多衛生系統早已緊繃的地區壓

力加劇。明年1月，很可能出現奧密克

戎毒株、德爾塔毒株和流感三重夾擊的

“完美風暴”。美國首席傳染病專家福

奇表示，兩劑莫德納新冠疫苗對抗奧密

克戎毒株的效力相當低，不過目前可用

的疫苗加強針在對抗奧密克戎毒株方面

仍有效。世界衛生組織15日表示，全球

77個國家或地區都出現了奧密克戎毒株

感染病例，奧密克戎正以前所未見的速

度傳播，僅靠新冠疫苗不足以阻止疫情

，還需遵守防疫規定等。

澳5名小學生命喪充氣城堡，校方不當處置引發學生家長不滿

綜合報導 澳大利亞塔斯馬

尼亞州發生一起重大安全事故：

當地某小學搭建的一座“充氣城

堡”隨風飄起，導致多名小學生

從高空墜落，共造成5人死亡，

多人受傷。而校方對這起事故的

不當處置，引發學生家長不滿。

據報道，當日上午，塔斯馬

尼亞州德文港市的一所小學組織

了學年末娛樂活動，搭建了一座

充氣城堡。就在孩子們玩得正開

心時，一股強風刮過，固定不穩

的充氣城堡隨風飄起，多名學生

從10米高的空中跌落，2名男孩

和2名女孩當場摔死，均爲六年

級學生，另有一名學生送醫後不

久宣告死亡。附近居民反映，他

們清晰地聽到重物落地時發出的

響聲。

報道稱，由于受傷

人數較多，當地醫院不

僅派遣了多輛救護車，

還動用了救援直升機。

這場慘劇驚動了澳大

利亞政界高層，總理莫裏

森表達了哀悼和心痛：“孩子們

開心出門玩一天，卻變成如此可

怕的悲劇”。當地警察局長海因

表示，警方正在與衛生、安全等

監管部門取得聯系，進一步調查

這場事故中存在的安全漏洞。目

前，警方並未透露充氣城堡是通

過何種手段固定。

有家長表示，校方之前組

織過此類活動，沒有發生過事

故。此外，當地天氣預報也未

報道當天會有強風。

不過，對于這場突發事故的

處理方式，不少家長對學校表達

了憤怒。澳大利亞新聞網稱，事

故發生後，涉事小學直接封鎖了

校園，禁止學生家長入內。有家長

反映，自己在校門口站了很久，心

急如焚地等著接孩子，而校方對這

場事故卻未透露一點口風，相關情

況他們最終是在社交媒體上了解到

的。對此，一些澳大利亞民衆在社

交媒體上痛批學校“可恥”。

《紐約時報》報道稱，大型

充氣玩具的確有相當的危險性，

類似的慘劇之前也曾發生。2016

年，英國埃塞克斯郡某遊樂場的

充氣城堡被風吹起，導致一名7

歲女童死亡；2名遊樂場工作人

員因渎職獲刑3年。2014年，美

國紐約州一個充氣屋飛起了15

米高，造成多人受傷。

伊朗加快核計劃
美國終於松口：願取消製裁，造福伊朗經濟！

綜合報導 在停滯幾個月後，維也納伊

核計劃談判終于恢複，但目前來看，進展

緩慢。伊朗和西方互相指責對方，認爲是

對方原因造成談判進展緩慢。

西方將伊核協議談判進展緩慢責任歸咎

于伊朗身上，指責伊朗提出超過伊核協議框

架之外的要求。《阿拉伯新聞》報道，英法

德發表聯合聲明，批評伊核協議談判進程如

此緩慢主要原因在伊朗。聲明稱，雖然伊朗

重回了談判，但伊朗也提出了更多要求，這

些要求超出了協議規定的範圍。

聲明還說：“兩年來，伊朗采取了史

無前例的舉措，不久前還加快了違反《聯

合全面行動計劃》最爲敏感條款的進程。

伊朗還減少了來自國際原子能機構的監督

請求，使國際社會對伊朗核項目的狀況了

解更少。伊核計劃從未如現在這樣向前推

進，圍繞核協議的局勢升級正在破壞國際

和平與安全、全球不擴散機制。”

不過法國、德國和英國同時表示，他

們仍致力于全面執行核協議和安理會第

2231號決議。“我們正在孜孜不倦地、真

誠地與維也納的所有夥伴合作，以達成一

項拯救和恢複全面協議的協議。”

英法德三國強調，“伊朗現在依然可

以通過外交途徑達成協議”，並

呼籲德黑蘭“在伊核協議全面崩潰

和達成一個公平、全面的協議兩者

之間做出選擇，以造福伊朗人民和

國家”。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也表示，目

前留給伊核協議談判的時間不多了，

伊朗從沒有想過參加真正的談判，只

是在拖延時間。除非進展迅速……否

則伊朗核協議將成爲一個空殼。

但同時，美國也對伊朗核計劃不斷取

得進展表示擔憂，希望伊朗盡快回到伊核

協議當中來，全面遵守伊核協議的義務。

因爲美國擔心，拖得越久，伊朗距離成功

獲得核武的可能性就越高！

美國常駐聯合國代表格林菲爾德14日

在聯合國安理會會議上稱：“拜登總統清楚

地表示，如果伊朗願意重新遵守《聯合全面

行動計劃》中的義務，美國願意相向而行。

我們願意全面取消有違伊核協議中義務的制

裁，以便讓伊朗從交易中獲得經濟實惠。”

對于美歐指控是伊朗的原因造成維也

納談判進程緩慢，伊朗方面予以否認。俄

羅斯衛星通訊社報道，伊朗外長阿米爾-阿

蔔杜拉希安15日與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

通電話時表示，維也納伊核協議和解除對

德黑蘭制裁的談判進展緩慢，原因是西方

缺乏主動性。

阿蔔杜拉希安稱，我們提交了兩項關

于解除有關核計劃制裁的協議草案，這些

文件符合《聯合全面行動計劃》，我們沒

有提出任何要求，除了那些包含在《聯合

全面行動計劃》裏的內容，但是同時我們

也不接受任何在該計劃框架外的責任。

不過伊朗並不僅僅是要求取消制裁，還

要求美國保證不會再退出伊核協議，而這是

美國無法保證的。“我們怎麽能再次信任美

國人?”如果他們再次放棄交易怎麽辦?因此

，違反協議的一方應保證這種情況不會再次

發生，”伊朗一名高級官員14日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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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據美國NBC新聞報導，一名白宮官員上週
六表示，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將於本週二（12月21日）就
奧密克戎（omicron）病毒引發的新一輪疫情發表演講，並公
佈美國政府正在採取的新措施，以幫助需要援助的社區。

這位官員說，拜登預計將超越他已經公佈的“冬季計劃”
，推出額外的防疫措施，同時“對選擇遲疑接種疫苗的美國人
發出嚴酷的冬季警告”。

報導稱，就在這一消息發布之際，美國境內的新冠肺炎確
診病例正在快速上升，聯邦衛生官員呼籲民眾盡快接種疫苗。
這位官員說，拜登政府已經“為不斷上升的疫情做好了準備”
，美國總統將解釋他的團隊“將如何應對這一挑戰”。

拜登本人一直在從他的醫學專家那裡收到更多的疫情簡報
。他的助手們說，總統已經告訴他的團隊，向美國公眾傳達的
信息必須是真實和直接的，因為擔心新冠病毒更易傳播的變種
——奧密克戎預計會迅速傳播，使未接種疫苗的人面臨更高的
風險，同時也對那些接種過一針或兩針疫苗的人構成威脅。

國際製藥及疫苗巨頭—美國輝瑞高管表示，新冠肺炎疫情
最早將於2024年成為地方性疾病。這意味著該病毒將最終從全
球緊急情況轉變為持續存在，最後變得與流感非常相似。

輝瑞疫苗全球總裁科塞羅(Nanette Cocero)上週五在一次投
資者電話會議上表示：“我們相信新冠肺炎將過渡到地方性疾

病，時間可能在2024年之前。”
當人們通過接種疫苗或病毒感染使體

內有足夠的免疫力時，即使在病毒傳播的
同時，也能控制傳播、住院和死亡，新冠
肺炎就會達到普通流行病的水平。

輝瑞公司首席科學官米凱爾•多爾斯
滕(Mikael Dolsten)說：“具體的發生時間
和方式將取決於疾病的演變，社會如何有
效地部署疫苗和治療，以及將疫苗公平分
配到疫苗接種率較低的地方。”

多爾斯滕認為，“病毒新變種的出現
也可能影響新冠疫情的繼續發展。”

根據他的說法，新冠肺炎轉變為地方
性疾病的時間可能會因地而異。 “似乎在
未來一兩年內，一些地區將過渡到地方病
流行模式，而其他地區將繼續處於大流行
模式。”

目前在美國，以德爾塔（Delta）病毒變種為首的感染病例
仍在激增，同時奧密克戎病毒開始迅速蔓延。美國疾病控制中
心（CDC）主任瓦倫斯基(Rochelle Walensky)週末前在白宮簡
報會上說，新入院的七天平均人數比前一周躍升了4%。

輝瑞方面表示，為了對付新冠肺炎疫情，接種疫苗和服用
抗病毒藥物，將變得更加常見。輝瑞預計各國將優先接種年度
疫苗（即每年打一針更新版新冠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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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疫情再次告急 拜登將宣布防疫新政

（綜合報導）美軍各軍種開始開除那些拒絕接
種新冠疫苗的官兵，有多達2萬名現役軍人面臨因
拒絕接種疫苗被開除的風險。

據美聯社報導，美國陸軍目前已懲戒超過
2700名軍人，並將從明年1月開始啟動開除的流程
；空軍在早些時候宣布開除27名拒絕疫苗令的士
兵；海軍陸戰隊迄今已開除了103名拒絕接種疫苗
的官兵；海軍則擬定新的懲戒程序，並開除了一名
尋求豁免拒絕接受檢測的水兵。

陸軍領導人數月來一直警告，如果官兵不遵守
疫苗令，那麼這些人將面臨各種後果。陸軍要求所
有官兵在12月15日前接種新冠疫苗。

陸軍方面說，共有468459或者98%的現役軍人
至少打了第一針疫苗，但是超過3800名軍人斷然
拒絕接種，這些人可能從下月開始被開除。

海軍方面稱，共有 342974 人接種了疫苗，大

約有1.7%的水兵依然抗拒接種，拒絕執行疫苗令
的水兵將很快受到懲處。
根 據美軍各軍種提供的數據，雖然至少有3萬名
軍人尚未接種疫苗，但是其中數千人提出的臨時、
永久或行政豁免的請求已獲批准，在其餘2萬名左
右軍人當中，有數千人正在設法通過各自的豁免程
序，或者已斷然拒絕接種疫苗，這個數字大約占到
130萬現役軍人的1.5%。

五角大樓發言人柯比表示，國防部長奧斯汀的
關注點是讓盡可能多的官兵接種，他說：“接種疫
苗是保護他們自身和他們所在部隊的最好辦法。”

陸軍官員說，在那些沒有接種疫苗的軍人當中
，某些人獲得了醫學或行政上的豁免，或者提出豁
免要求正等待批准。拒絕疫苗令的陸軍軍人在現役
軍人中佔比不足1%。雖然數千名軍人請求宗教豁
免，但是沒有一位獲得批准。

（綜合報導）2021年美國多個城市的兇殺案
數量創造歷史新高，其中有著“罪犯之都”稱號
的芝加哥因謀殺死亡的人數已經超過 800 人，為
1994年以來的歷史新高。同時在2021年美國警方
在接警記錄中有關兇殺的案件處理率僅為50%。在
佛羅里達海灣海岸大學任教的美國退休警官托馬
斯表示說：“這個國家已經失去了理智”!

有美國媒體表示稱，根據一項統計數據顯示
，在過去的63年時間內，有超過4萬人在芝加哥被
殺害，其中大部分都是有色人種還少數族裔。而
且這還僅僅是一個城市的數據，加上新奧爾良、
亞特蘭大、巴爾的摩等城市的話，這個數字還會
進一步提升，目前美國累計因為凶殺案造成的人
員死亡人數，已經超過了二戰中美國軍隊的死亡
人數，不得不說，則是一組令人震驚的數字。

在美國如此高的兇殺案陰雲之下，是美國已
經近乎崩塌的政治體系和徒有其表的虛假民主。
在這項統計數據中，美國因為謀殺案所死亡的人
，大部分都是年收入非常低的窮人。現在美國的
現實情況是，不管是政客還是普通人，大家對於
低收入有色人種群體的態度是漠不關心的。尤其
是對於政客來說，城市裡的窮人只有兩個作用，
一個是他們出於政治目的所引用的棋子，要么就
是根本存在的影子，因為這些人沒有任何選票作

用和政治優勢，窮人的痛苦是被轉化的政治表演
道具而已。

對於日趨嚴重的暴力犯罪情況，紐約市立大
學教授赫爾曼分析稱，這其中主要原因就是新冠
疫情引發的一些問題匯集在了一起，隨即造成了
極大的心理創傷，這是“全國性”的問題。在一
份由福克斯新聞台發布的調查報告中顯示，有5分
之1的受訪者表示說，近年來兇殺案的持續上升最
主要的原因就是美國人的到底價值觀崩潰了，尤
其是美國的年輕人不知道未來怎麼辦，教育問題
，就業問題已經成為美國人年輕人心中揮之不去
的夢魘，在極度壓力之下很可能會選擇暴力行為
。同時對於政府允許個人持槍，有35%的受訪者表
示應該禁止，這在以“持槍文化”盛行的美國，
已經是非常高的比例數字了。

同時美國司法系統的“崩塌”，也是近年來
兇殺案提升的一大因素，由於要考慮到監獄的運
營成本問題，在押犯人的機會成本等問題，美國
司法系統近年來開始逐步減少在押犯人的數量，
而在法庭審判上，對於一些犯罪事實的量刑也在
減小，這樣做的後果就是犯罪率急速提升。尤其
是新冠疫情暴發之後，美國的失業率大幅度提升
，這也滋生了大量的個體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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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飛機製造商波音公司上週五（17日）表示，暫停對美國僱員的新冠疫苗

接種要求，因為數千名工人尋求豁免，以及在法庭上對聯邦政府的疫苗接種強制令提出的挑戰
。

波音公司在一份內部公告中說，其決定是在審查了美國地方法院本月初的一項裁決後作出
的，該裁決叫停了拜登總統針對聯邦政府承包商疫苗強制令的執行。

路透社報導說，最近幾週，因宗教或醫療原因尋求疫苗豁免的波音公司員工人數已超過1.1
萬人，佔其美國員工總數的近9%，這一水平比高管們最初估計的高出許多倍。

事實上，絕大多數申請都是基於宗教原因，這將美國最大的雇主之一推入了一場關於調查
員工宗教信仰道德辯論的中心。

而根據上週五（17日）的備忘錄，波音公司的疫苗接種要求已推動超過92%的美國員工登

記為完全接種，或已獲得宗教或醫療豁免。
波音公司補充說：“到目前為止，疫苗接種要求的成功使公司能夠很好地遵守聯邦行政命

令，如果它在未來被恢復的話。”
波音公司的一位發言人證實了這一決定，並補充說，公司“致力於為我們的員工維護一個

安全的工作環境，並促進我們全球員工的健康和安全。”
波音公司發言人補充說，波音公司根據法院關於禁止執行聯邦政府承包商行政命令和一些

州法律的決定，暫停了針對公司員工的疫苗接種要求。
上個月，白宮將聯邦政府承包商的員工接種疫苗或在獲得豁免的情況下定期接受檢測的最

後期限推遲到明年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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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70後後晉升常委晉升常委 出任地方要職出任地方要職
省級黨委換屆完成近半

姓名 出生年月 職務

任 維 1976年5月 西藏自治區常務副主席

葛海蛟 1971年12月 河北省常務副省長

楊發森 1971年2月 新疆烏魯木齊市委書記

盧東亮 1973年12月 山西省大同市委書記

韋 韜 1970年4月 山西省太原市委書記

曹路寶 1971年9月 江蘇省蘇州市委書記

劉洪建 1973年1月 雲南省昆明市委書記

部分新晉省委常委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王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隨着

遼寧省黨代會 18 日閉幕，中國已有 14 個省

（區）完成省級黨委換屆，這意味着省委換屆已

完成近半。餘下的17個省（區市），包括京津

滬渝四大直轄市以及廣東省，將在明年上半年完

成省級黨委換屆。梳理選舉產生的新一屆省級黨

委常委，“70後”常委數量較之前增加一倍，達

到38人，且多人出任要職，履新省內重要城市

一把手或省級政府常務副職，凸顯中共高級官員

隊伍正加速形成“60後”為主、“70後”接力

的梯隊格局，將為中國領導幹部人才培養及政策

的連續性提供有力保證。

今年10月底，新疆、山西、河南、安
徽4省區率先換屆；11月底，江

西、江蘇、廣西、西藏、湖南、雲南、
內蒙古、福建、河北等9個省區也完成換
屆；12月18日，遼寧完成換屆。此輪換
屆選舉產生新一屆省委常委，新面孔近
60人，其中有22名是“70後”，這也使
得現有“70後”省級黨委常委數量達到
38人，較換屆前增加一倍。其中最年輕
的是西藏的新晉常委任維，他是1976年5
月出生，此前是中國最年輕的副部級官
員，目前已擔任西藏自治區常務副主席
職務。

多名前央企副總空降後再晉級
數量增加的同時，“70後”常委紛紛

出任要職，履新省（區）內重要城市一把
手和省級政府常務副職。除任維新任西藏
自治區常務副主席，還有葛海蛟任河北省
常務副省長、楊發森任烏魯木齊市委書
記，盧東亮任大同市委書記，韋韜任太原
市委書記，曹路寶任蘇州市委書記，劉洪

建任昆明市委書記。
不少來自央企以及金融系統官員，此

番當選省級黨委常委，成為一大亮點。他
們此前大都由央企或金融機構副總空降地
方副省長（副主席），如今更上層樓、晉
升省委常委。包括西藏自治區黨委常委、
常務副主席任維，曾任中國大唐集團副總
經理；新疆自治區黨委常委、總工會主席
伊力扎提．艾合買提江，曾任中糧集團副
總經理；安徽省委常委、副省長張紅文，
曾任中國航天科工集團副總經理，他也是
備受關注的“航天少帥”；山東省委常
委、秘書長劉強，曾任中國銀行副行長；
遼寧省副省長張立林剛剛在遼寧黨代會上
當選遼寧省委常委，他此前是中國建設銀
行副行長。這批高學歷專業人才擔任要
職，將在助推地方經濟發展，防範、處置
好地方金融風險方面起到積極作用。
此輪履新的“70後”常委還包括3名

女性高官，她們是福建省委常委、副省長
郭寧寧，廣西自治區黨委常委、副主席蔡
麗新，及遼寧省委常委胡立杰。

●中國省級黨委正進行換屆。圖為今年中矗立在北京西單
的建黨百年主題花壇。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
18日，四川德陽廣漢三星堆遺址管理
委員會與成都金沙遺址博物館簽署
《三星堆遺址與金沙遺址聯合申遺合
作協議》，雙方將在世界文化遺產申
報與研究、陳列展覽、宣傳推廣等方
面展開合作。
協議約定，雙方同意將三星堆遺

址、金沙遺址“打捆”，聯合向聯合
國教科文組織申報世界文化遺產項
目，聯合編寫申報世界文化遺產文
本。充分利用雙方資源，開展多種形
式和層面的合作研究，不斷擴大三星
堆遺址、金沙遺址在學術界的影響
力。同時，在文物保護、文物修復、
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建設、博物館學等
領域加強雙方合作。
廣漢市委副書記、德陽廣漢三星

堆遺址管委會主任王居中介紹，三星
堆遺址“古文化、古城、古國”的面
貌基本清晰，突出普遍價值已被學界
公認，真實性、完整性得到有效保
護。三星堆遺址和金沙遺址代表了一
種獨特的人類藝術成就，為古代宗教
信仰、祭祀禮儀和重大歷史事件提供
了物證；三星堆遺址和金沙遺址也是
中國長江上游早期城市的傑出代表。

三
星
堆
金
沙
遺
址
聯
合
申
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馬曉芳北京報道）
2021首屆企業社會責任及公益論壇18日在京
舉行。中國殘聯副主席呂世明在論壇表示，殘
疾人事業發展仍然不平衡、不充分，滯後於全
國經濟社會發展總體水平，促進殘疾人全面發
展和共同富裕任重道遠。
呂世明說，中國有8,500多萬殘疾人，

“十四五”時期殘疾人事業發展面臨一些突出
問題：殘疾人返貧致貧風險高，相當數量的低
收入殘疾人家庭生活還比較困難；殘疾人社會
保障水平和就業質量還不高，殘疾人家庭人均
收入與社會平均水平相比還存在不小差距；殘
疾人公共服務總量不足、分布不均衡、質量效
益還不高，殘疾人就學就醫、無障礙等多樣化
需求還沒有得到滿足；殘疾人事業仍然是經濟
社會發展的短板，欠發達地區、農村和基層為
殘疾人服務的能力尤其薄弱。他表示，中國企
業社會責任建設總體上呈現良好的發展勢頭，
同時呼籲廣大企業、社會組織在新的發展階
段，攜手推動殘疾人的全面發展和共同富裕。

中國殘聯副主席呂世明：
促進殘疾人共富任重道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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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聞

(綜合報道）為協助民眾快速辦理遺產稅申報，
財政部今天表示，遺產稅申報稅額試算服務2022年1
月1日上線，國稅局從 「被動受理申報」轉換為 「主
動協助申報」角色，預估適用對象占遺產稅申報案件
比率約7成。

財政部今天舉辦 「遺產稅申報稅額試算服務」
啟動記者會，財政部長蘇建榮出席。

財政部自去年7月1日起，推動國稅局單一窗口
查詢金融遺產服務，並自今年9月1日起，金融機構
將金融遺產資料提供國稅局，由國稅局統一回復民眾
，解決民眾原需分別洽金融機構或郵局查詢及領取資
料的不便。

財政部指出，自民國109年7月實施以來，受理
申請案總計達11萬件，查詢金融遺產資料高達86萬
多筆，每月均均受理申請案約6500件、查詢金融遺
產資料5萬多筆，服務量能逐步擴大。

蘇建榮致詞時表示，如今進一步規劃 「遺產稅
申報稅額試算服務」，國稅局從 「被動受理申報」轉
換為 「主動協助申報」，可有效解決繼承人、代理人
洽詢各金融機構領取金融資料的不便，同時節省人力
成本，盼如同所得稅申報那樣簡便，新服務將在明年
1月1日上線。

財政部指出，民眾利用線上或洽任一國稅局、
各直轄市地方稅稽徵機關臨櫃申請查詢被繼承人金融
遺產資料時，併同勾選申請稅額試算服務及延期申報
，國稅局於受理申請後30個工作日內將處理。

財政部說，國稅局將對符合一定條件的遺產稅案
件提供申報稅額試算通知書，經民眾確認試算內容無
誤，選擇線上登錄，或採簽章寄回被繼承人戶籍地國
稅局，或就近洽任一國稅局臨櫃遞送，即可完成遺產
稅申報。

試算服務適用對象為被繼承人為經常居住中華
民國境內的國民，遺產總額在新台幣3000萬元以下
，且被繼承人無不計入遺產總額的財產。媒體詢問遺
產總額3000萬以下所占遺產稅申報案件比率，財政
部說，根據遺產申報資料統計，3000萬以下者遺產內
容相對單純，約占7成。

至於遺產種類，蘇建榮說明，限於不動產、存
款、投資理財帳戶、電子支付帳戶、記名式儲值卡、
基金、上市、上櫃及興櫃有價證券、短期票券、保險
及汽車範疇，古董等物則無法適用。

財政部表示，扣除額則以列報配偶、子女、父
母、身心障礙、死亡前未償債務、公共設施保留地及
喪葬費扣除額等為限。

國稅局推遺產稅申報稅額試算服務 2022年元旦上線

台積電赴日設廠投審會通過 擬明年興建2024年底生產
(綜合報道）經濟部投審會今天通過台積電赴日建廠申請，台積電將於日本熊本縣設立子公司

JASM，預計明年開始興建晶圓廠，並於2024年底前開始生產。
經濟部投審會今天通過台積電赴日建廠申請，理由是赴日設廠為台日指標性企業合作，且相

關製程技術落後台灣至少一個世代，應無高階製程外流疑慮，台灣半導體仍保有國際競爭優勢。
日本媒體6日報導，日本政府內閣會議通過法案修正草案，將補助半導體企業在日本設廠，

日媒指台積電與索尼集團計畫在熊本縣共同新建的半導體工廠可望成為補助首例，修正草案將送
交國會審查。

台積電與日本索尼半導體在11月9日共同宣布，將在日本熊本市合資設立JASM（Japan Ad-
vanced Semiconductor Manufacturing），採用22奈米及28奈米製程提供專業積體電路製造服務，初
期預估資本支出約70億美元，索尼計劃投資約5億美元，JASM預計明年2022年開始興建晶圓廠，

並於2024年底前開始生產。
台積電當時表示，這座晶圓廠將直接創造約1500個高科技專業工作機會，月產能達4.5萬片

12吋晶圓。初期預估資本支出約70億美元，此案並獲日本政府承諾支持。
台積電總裁魏哲家當時透過新聞稿表示，很高興能夠獲得業界領導廠商，同時也是台積電長

期客戶SONY的支持，將藉此嶄新的日本晶圓廠滿足市場需求，同時也樂見有這個機會能夠邀請
更多的日本人才加入台積電全球大家庭。

專家研判，台積電日本JASM廠應不是單純只為就近幫客戶代工生產，否則台積電就會維持
獨資設廠的模式。索尼是全球影像感測器（CIS）的龍頭廠，過去主要由自家的晶圓廠生產，預期
未來台積電與索尼不排除可能在相關特殊技術研發展開合作，深化雙方的合作關係。

純網路保險最快年底開放 黃天牧：商業模式更靈巧
(綜合報道）數位時代來臨，金管會可望開放純網路保險。

金管會主委黃天牧表示，若未來開放，期待純網保定位和實體保
險公司商品有區隔，例如純網路壽險可能以保障型為主、純網路
產險主要因應平台經濟衍生的碎片式需求。

黃天牧今天出席 「信託業辦理高齡者及身心障礙者財產信
託評鑑」頒獎典禮，會後接受媒體採訪時指出，針對外界關心純
網路保險是否可望拍板開放，保險局正緊鑼密鼓規劃中，預計今
年底至明年初宣布答案。

黃天牧說，無論是純網路銀行或純網路保險，做的事情一
定要和實體銀行在網路販售的商品和服務有區隔，否則就僅是實
體金融機構流程數位化；就純網保而言，會希望純網保考量實體
保險公司在網路金融上面哪些商品有其限制性並去發展，或因應

未來經濟結構模式。
他表示，現在平台經濟衍生很多碎片化風險需求，例如外送

平台衍生的外送員投保需求等，不過透過碎片化商品滿足使用者
需求，可能不是現在實體保險公司在專業、資料庫或成本考量上
願意做的方向，也是純網保可著力的方向；此外，實體保險公司
業務員傾向推銷高佣金的產品，保障型相對較少，純網保不會有
業務員，販售的商品類型和業務員導向願意販售的商品就會不同
。

未來若開放純網保，黃天牧指出，就需求面而言，純網路
壽險至少會以保障型商品為主，純網路產險則可能因應將來平台
經濟發展衍生的碎片式需求；不過若確定政策方向，後續還得舉
辦公聽會、相關法規修訂等程序。

黃天牧也說，針對吸收社會資金的單位，都希望股東結構
有一定比例的金融機構在內，此外，金融傳統特質是穩健，但穩
健不足以成事，必須有些科技的DNA進來才能帶動創新；所以
若開放純網保，股東結構中勢必要有科技公司和一定比例的金融
機構參與，組成的文化才能兼顧穩定和創新。

金管會期待純網銀掀起鯰魚效應，刺激銀行業加速數位化
發展，針對純網保效益的期待，黃天牧表示，純網保商業模式可
能和一般傳統保險公司不一樣，會比較靈巧；例如香港純網路保
險公司也是針對特定族群或區塊推出商品。

據悉，金管會研議純網保開放可行性後，有業者表達興趣
，其中包含國外業者。

20222022台灣燈會主燈安座台灣燈會主燈安座 籌備工作揭幕籌備工作揭幕
20222022台灣燈會的中央主燈台灣燈會的中央主燈 「「鳳彩飛舞鳳彩飛舞」」 設在高雄市衛武營都會公園設在高雄市衛武營都會公園，，高雄市長高雄市長

陳其邁陳其邁與交通部觀光局長張錫聰與交通部觀光局長張錫聰2020日上午主持安座典禮日上午主持安座典禮，，為台灣燈會各項籌備工作為台灣燈會各項籌備工作
揭開序幕揭開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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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美南日報的忠實讀者，當會留
意到自從今年6 月份開始，筆者除卻每
個禮拜日為美南報撰寫 「美南人語」 、
「政海楓聲」 、 「東翻西看」 三個專欄
文章之外，又在每週週二及週六的當天
版面上，分別有上開欄目的文字刊登，
為廣大休市及德州華人，分析及論述政
情、民情及經濟、體育等多方面的資訊
。

此刻已屆一年終結之際，我心中突
有他想，改變一下文字內容，向大家推
介一些健康養生之道。繼上周週六推出 (
東翻西看） 「常用眼目 應惜目如金」 一
文之外，今天向諸君介紹的乃是台灣國
學大師余光中所鼓吹的 「適量運動」 的
養生保健方法。

余光中所提出 「適量運動」 ，是健
康的 「四大基石」 之一，在海外己傳頌
一時。原來這套養生法中，不是由余氏

創立，這全都是其妻子范我存主導的。
原來范我存在年輕時，身體並不好

，柔弱多病。余光中與其在台灣重遇時
，一個是台大三年級的高材生，一個是
因病休學的高中女生。因為志趣相投，
故成愛侶。但雙方家長卻並不同意他們
兩人在一起，余家擔心范我存身體不好
，范家則嫌棄余光中有些書呆氣。但兩
人卻堅定地發展他們的感情。共同的愛
好，則是他們感情的基礎，舉凡音樂、
繪畫、電影、文學，童年逃難的經歷，
都是他們共同的話題。

終於有情人得成眷屬。婚後，范我
存成為余家的支柱，伺候公婆、輔佐丈
夫、照顧小孩。她不僅照顧余光中的飲
食起居，還陪着余散步，教他瑜伽，替
他找推拿師傅來養生。

他們的運動內容定有三大方法
首先，決不久坐不動，否則會使人

減壽2年。反之從頭到腳，適時活動，會
加強人體健康，故全世界許多國家都在
提倡 「適量運動」 。 「適量運動」 是指
不會造成過度疲勞，運動過程又會感覺
很舒服，且輕微出汗，一般均為有氧運
動。散步、瑜伽、推拿等，即為余老的
「適量運動」 。

運動內涵如下：
一、散步：余光中夫婦幾十年來都

有一個習慣，每天早晨都會在家門前的
河堤公園散步。世界衞生組織認為，對
老年人來說，散步是最好的有氧運動，
每分鐘步行100步以上，心率即可達到
100至110/分鐘。需要注意的是，每次散
步約3公里多，時間為30分鐘多左右；
每周至少散步5次。其他有益的有氧運動
：快走、慢跑、游泳、打太極拳、五禽
戲、做韻律操、羽毛球、乒乓球等，可
根據自身年齡和健康狀況，來選擇適合

的運動。
二、瑜伽：范我存十分注重養生保

健，自己勤練瑜伽，然後再轉教給丈夫
。對此，余光中笑道： 「我們家是一人
繳學費兩人學，很划算。」 瑜伽是通過
體位、呼吸訓練、意識冥想，從身體、
心理等幾個方面，達到養生的目的。練
習瑜伽有以下功效：刺激分泌荷爾蒙的
內分泌腺、增強心肺功能、打開與疏通
經絡、促進血液循環、增強記憶力、提
高睡眠品質、提高心情愉悅指數等。

三、推拿：除散步和瑜伽，范我存
還替余光中找了一位推拿師傅，每兩周
推拿一次，這是 「被動的運動」 。每次
推拿，范我存都會在一旁認真地記筆記
，引得推拿師傅感慨道： 「要照顧國寶
級大師真的不簡單啊！」 中醫按摩方法
，在人體經絡、穴位，用推、拿、提、
捏、揉、點、拍等方法，調和人體氣血

、提高人體免疫力，以達到疏通經絡、
驅邪扶正、調和陰陽、延長壽命的功效
。推拿具有恢復體力、減輕疲勞、增強
人體血液循環、提高人體抗病能力、調
節臟腑、防病治病、延年益壽等功效。
上述保健養生方法，不算複雜，願我讀
友，坐言起行，人人活到九十九，笑看
天下太平！

((東翻西看東翻西看)) 實踐實踐 「「適量運動適量運動」」 來養生來養生 楊楚楓楊楚楓

北美油煙機北美油煙機Range HoodRange Hood怎麼選怎麼選??
我是一名從加州搬到德州的IT工

程師，我和我老婆今年九月在休士頓
糖城(Sugar Land)買了新房子。身為
北美華人一般家庭都會需要一臺大吸
力油煙機。於是我們透過網路開始尋
找各品牌其產品，但因我和我老婆討
論過後覺得側吸式黑色玻璃比較好看
。所以就沒有把媽媽樂、太平洋那種
傳統頂吸式不鏽鋼油煙機納入考量。
我在網上搜尋到離我家最近的兩家油
煙機銷售門店，位於休士頓糖城的方
太和樂廚家居。方太、老闆是大陸數
一數二的高端廚電品牌，樂廚則是北
美品牌，專門為在美華人定製廚房電
器。但老闆只在官網進行查看，所以
我並沒有看過實體機型，其它兩家都
位於糖城 77478 百佳 (Jusgo) 超市
Plaza裡。
Google地圖標註兩家門店的位置

方太門店
樂廚門店

我在公司官網上搜尋了這三家30
寸的側吸式油煙機(方太JQG7505、
樂廚X800B PRO、老闆A672)的功能
、各項數據以及價錢來做一個對比總
結

以下為三家高端機型對比表（中
、低端機型不再比較範圍內）

基於以上官方數據對比後，主要
從五個維度進行總結。(沒有經過數據
實測驗證)

一、吸力:老闆A672 1080CFM略
微高一些，另兩款為1000CFM，所
以三款差異不大。吸力覆蓋面積來說
樂廚最好，攏煙版做到開合120度面
積最大。老闆是105度，方太是90度
。

二、噪音:方太JQG7505噪音最
低，最大值為 56.5，樂廚 X800B
PRO是59，老闆A672是67。

三、清潔:三臺都是玻璃機身和大
油槽很方便清潔，但只有樂廚有自清
潔功能，所以更便於打理。

四、外觀:方太和樂廚外觀非常相
似，屬於簡約高大上風格。老闆是超
大攏煙版和上掀式設計。

五、價格:以2021年黑五價為例
，樂廚X800B PRO是$849，價格最
優 。 老 闆 A672 是 $1049， 方 太
JQG7505是$1249。

我們最後選擇購買樂廚 X800B
PRO，原因其實很簡單，其一是樂廚
的價格比起方太、老闆來說更佳親民

，其二是樂廚X800B PRO多了自清
潔功能，這是我老婆非常需要的關鍵
功能，後來也買了樂廚的爐竈，

15000BTU火力還蠻大的！這
套搭配顏值真的很不錯。最
後樂廚的質保非常有誠意，
且門店的銷售人員非常有耐
心回答油煙機各種專業問題
，所以我們選擇了性價比高
的樂廚。
以上只是我的個人觀點，對
於不同家庭需求及喜好可以
自行前往各門店體驗比較。
分享一下使用樂廚 X800B
PRO兩個星期後的心得，付
款後很快安裝完就直接使用
了。老婆比較滿意，煮一頓
飯油煙消失了，噪音也不是
很大。我覺得最壞的缺點就
是，無法在樓上猜測晚餐煮
什麼了。清潔上我們只是使
用濕毛巾簡單的擦拭。

樂廚家居旗艦店，地址：3412
hwy 6, suite M, suger land, TX
77478，電話：832-328-31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