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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粮价創去年粮价創1010年高點年高點 今年恐持續今年恐持續

（綜合報導）聯合國糧農組織（FAO）今天表示，2021年世界
糧食價格大幅攀升28%，來到10年來高點，糧價今年重返更穩定市
況的希望渺茫。

聯合國糧農組織的糧食價格指數去年平均為 125.7 點，創下

2011年131.9點以來的最高點。
聯合國糧農組織這項月度指數12月稍微下滑，但在之前已連

續4個月攀升，反映了農作歉收，以及過去一年的強勁需求。
糧價攀升已導致通膨普遍上揚，此時正值各經濟體從疫情危機

中復甦之際。聯合國糧農組織警告，價格上揚讓仰賴進口國家的貧
窮人口陷入風險。

聯合國糧農組織在最新更新報告中，對於糧價壓力是否會在今
年減退，抱持謹慎態度。

聯合國糧農組織高級經濟學家阿巴希安（Abdolreza Abbassian）
指出： 「高物價通常被認為會隨產量增加而滑降，但隨著投入成本
高、全球疫情持續，越來越多不確定的氣候情況，期待2022年重
返更穩定市況不容樂觀。」

能源價格上揚帶動的肥料價格飆漲，已推升了農民種植作物時
所謂的投入成本，令人憂心明年的收成前景。

聯合國糧農組織在最新報告中表示，12月各類糧食價格指數除
乳製品外皆下跌，其中，蔬菜油和糖價明顯下滑。

聯合國糧農組織表示，12月受Omicron疫情，以及南半球小麥
收成供應等因素影響，需求減弱。

不過，整體來說，2021年各類糧食價格指數大幅攀升，聯合國
糧農組織的蔬菜油價格指數創下新高。

2022年開年以來，穀物期貨交易震盪，油籽市場則受到南美洲
乾旱和馬來西亞大水影響。

12月乳製品價格在西歐和大洋洲牛奶產量減少的情況下，維持
強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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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 this time last year thousands
of rioters rushed into U.S. Capitol
Hill in Washington, D.C. Five
people were killed and it was one
of the darkest days in American
history.

Democrats held an event today
in Washington and President
Biden and Vice President Harris
spoke to the nation. They also
once again assured the world
leaders that democracy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still alive and
well.

Recently, the Justice Department
has already prosecuted more
than 700 people who participated
in the riot on that day. Fifty of
them have been sentenced.

Up until today many Republicans
still do not accept the results of
the last presidential election. But
the attack on the U.S. Capitol
has had irreparable
consequences for American
democracy.

Racial discrimination, spread of
the pandemic, inflation, higher
prices for goods and world
issues means that President
Biden will face a big challenge in
the mid-term elections for his
re-election hopes. If the
democrats lose the battle, the
president will become a “lame
duck president.”

Today, for all of us it is very

painful to remember the victims
who lost their lives in the riot. As
the leader of democracy in the

world, the U.S. has to remember
this tragedy of January 6, 2021.

0101//0606//20212021

Shame Day Of DemocracyShame Day Of Democracy

去年此時 ，數以萬計的暴徒
衝入美國國會山莊造成五人死亡
， 是美國史上最黑暗的日子之一

。
民主黨人今天在華府舉辦了一

場活動， 並由拜登總統和副总統

哈里斯分別向國人發表談話， 他
必須向世界各國領袖再度保證，美
國的民主是安然無羔的。

司法部已經對當天參加暴亂的
七百多人提起公訴， 而且有更多
人恐遭調查， 其中五十人已遭判
刑， 部長加蘭德重申將不受任何
暴力威脅。

時至今日 ，許多川普支持者
還是不承認上次大選之結果， 但
是對國會山莊之襲擊，已經為美國
之民主帶來無法補救之後果。

種族歧視 、疫情蔓延、 通物
膨脹、 世局不安是造成民怨和種
族主義抬頭和政客可以操控之籍口
和時機。

拜登總統必須盡快整和民主黨
國會人士早日通過民生法案，來拯
救國內経濟 ，如果今年中期選舉

被共和黨打敗， 他就會是跛腳總
統， 大部分施政就會被阻， 民主
黨之優勢必將失去。

疫情真是已経改變了社會型態
， 世界上許多生活在水深火熱的
人民， 他們需要的是疫苗和麭包
， 民主可能是件非常遙遠的事。

拜登總統必須正視國內外之嚴
峻情勢 ，國內情勢可能造成之民
怨必然是政客們可以用來攻擊執政
者之機會， 如何搞定物價是當急
之務。

今天我們大家都非常沈痛的來
追念在國會暴亂中失去生命的犧牲
者， 當我們這個號稱民主國家的
老大 ，無法自救時， 也是全世界
的悲劇。

國會暴動國會暴動 民主之恥民主之恥



AA33要聞3
星期五       2022年1月7日       Friday, January 7,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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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90

Av
e. 

E

(本報訊)儘管外界近來目光集中在北京對立
陶宛的經濟制裁；但軍事新聞網站 「Breaking
Defence」卻分析，展望2022年，斐濟與索羅門
群島將成為美中地緣政治角力的重要戰場。

報導指出，在印太地區中，除了北京自己
以外，很少有國家會相信中國大陸願意遵守並
強化國際法，同時又友善對待鄰國。

事實上，形勢相當明顯，透
過金彈、頻頻地口頭與軍備威
脅，北京正脅迫鄰國採取符合
其心意的行動；與此同時，還
要提振大陸國內的經濟情勢。
面對此情此景，南海與太平

洋地區的國家該何去何從？目
前澳洲與美國、英國簽署AU-
KUS 協議，將 3 國彼此緊密連
結。《星條旗報》也指出，日
本與美國已擬訂一項針對 「台
灣緊急情況」的計畫。不過，
東京與華府迄今還未證實相關
報導。
※太平洋小國更形脆弱

文中認為，相較於菲律賓、越南、南韓或
日本，太平洋小國在北京直球攻勢下更形脆弱
，從而更凸顯其成為美中角力主戰場的可能性
。

例如，2020年國慶日前夕，台灣駐斐濟商
務辦事處在斐濟首都蘇瓦的太平洋酒店舉行雙
十國慶酒會，並宴請100名賓客。當時，2名大

陸外交官與1名台灣外交代表發生鬥毆，導致台
灣官員出現輕微腦震盪。

然而，事後斐濟政府卻沒有採取任何行動
，而被視為向北京磕頭。不過，斐濟2022年會
舉行選舉，屆時社會民主自由黨（Social Demo-
cratic LiberalParty, SODELPA） 領 導 人 拉 布 卡
（Sitiveni Rabuka）很可能一反現任總理巴依尼
馬拉馬（Frank Bainimarama）親中做法，向北京
伸出的手、資金與援助說不。

雖然斐濟可能向北京道別，美中在此的角
力卻更加劇烈，而中國大陸在該區域的其他國
家也持續取得成功。2021年11月，就在總理宣
布尋求與北京的外交關係後，索羅門群島首都
發生騷動。聖誕節前夕，該島國宣布北京將派
遣6名警察，協助索羅門警方進行鎮暴訓練並提
供非致命性援助。

※不滿北京改變西發利亞體系
這事件演變為美國與其盟友、夥伴，如何

管理中國大陸與區域其他國家的根本衝突。對
五眼聯盟國家而言，其不滿北京有意改變西發
利亞體系、《日內瓦公約》、《紐倫堡公約》
，以及聯合國為代表的自由國際秩序。

對此，北京長期以來持續辯稱，大陸並沒
有參與國際法形塑的過程，而國際法與北京的
法律也不吻合，故不受國際法的拘束。

文中認為，北京在南海的態勢，讓美國和
其盟友很可能使用外交與軍事力量來影響大陸
。例如，愈來愈多可靠的預測認為，北京可能
在10年內與台灣開戰；美國、日本、澳洲與其
他國家，正採取行動讓大陸明白採取軍事行動
的代價恐超過其能力可負擔範圍。

另一個有趣的訊號則是剛剛通過的2022財
年《國防授權法》(NDAA)；該法案敦促拜登政
府邀請台灣參加下一次的環太平洋軍演。環太
平洋軍演參與國家包括澳洲、汶萊、加拿大、
法國、日本、紐西蘭、菲律賓、南韓、新加坡
與美國。2018年，大陸也曾受邀參加環太平洋
軍演，最後卻因南海相關舉措而遭拒。

報導總結，面對北京加強對台灣、甚至是
對自由國際秩序的壓力，拜登政府似有意加強
管理，而澳洲與日本也跟進採取類似行動。但
這是否意味著印太地區會出現更多的威脅與會
談，這可能取決於北京如何行動而非華府怎麼
計畫。

立陶宛算什麼 2022年美中角力戰場
美媒點名兩大國家

(本報訊)多名專家分析，由於哈薩克在區域
能源供應體系中佔重要地位，又是政局長期相
對穩定的專制國家，讓周邊的俄羅斯、中國大
陸對當地動亂相當緊張，擔憂遭到波及；而美
國在撤離阿富汗後，對中東和中亞的影響力下
降，加上其與哈薩克的關係，導致在干預此事
上十分無力。

哈薩克在油價與天然氣價格大漲下，引發
民眾多年來對專制政府腐敗、貧富差距增加、
經濟困難等問題的不滿，哈薩克最大城阿拉木

圖（Almaty）爆發衝突，政府難以因應，總統
托卡葉夫（Kassym-Jomart Tokayev）已向集體
安全條約組織（CSTO）求援，讓俄羅斯等國派
兵支援。

資深中東事務分析師、美國智庫 「中東論
壇」（Middle East Forum）寫作研究員法蘭茲曼
（Seth J. Frantzman）6 日在《耶路撒冷郵報》
（Jerusalem Post）指出，哈薩克問題受到中國大
陸與俄羅斯的 「密切關注」，因為該國是政局
相對穩定的專制國家，此種大規模抗議已多年

未見，讓同樣實行專制統治的中俄擔心，反政
府情緒可能跨越邊境，進一步擴散至自家領土
。

另外，哈薩克不僅是重要的能源輸出國，
更是中俄與歐洲的貿易中轉要道，《大西洋月
刊》（The Atlantic）2019 年便指出，中國大陸
已是中亞的最大投資者，可見該區域穩定對北
京的重要性。

而相對於中俄，美國對哈薩克危機的干預
能力卻極為有限。智庫 「大西洋理事會」

（The Atlantic Council）史考克羅戰略與安全中
心（Scowcroft Center for Strategy and Security）
資深研究員艾許福特（Emma Ashford）5日指出
，美國在哈薩克 「幾乎沒有影響力」，在駐哈
薩克大使默色（William Moser）2021年10月離
任後，當地甚至尚未派駐新大使；且美國石油
公司與當地經濟緊密連結，讓拜登政府不太可
能實施制裁，因為這將對美國與歐洲盟友造成
傷害。

哈薩克暴動有何影響？ 專家：中俄最緊張、美國好無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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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成為美國公民
荷蘭男子拒向美國報稅打贏訴銀行案

綜合報導 一名“意外”成爲美國公民的荷蘭男子成功“翻案”——

荷蘭司法機構裁決，荷蘭銀行不得因爲這名男子拒絕向美國政府報

稅，就以“逃稅”爲由關閉男子開立的賬戶。

根據荷蘭中部地區法院當日發布的法院判決書，涉案荷

蘭男子因在美國出生而成爲美國公民，但一歲左右就離開美

國，此後與美國再無關聯，因此男子認爲自己成爲美國公民

“實屬意外”。

然而根據美國稅法，無論身在何處，只要是美國公民就必須向

美國政府報稅，據此男子的開戶行要求男子提供美國報稅所需的個

人信息，被拒後便以男子涉嫌“逃稅”爲由關閉了他的銀行賬戶，

否則擔心銀行或被美國政府懷疑協助客戶“洗錢”。

其後雙方“對簿公堂”，一年前一審裁決銀行勝訴，男子

隨即上訴，直至 30 日荷蘭中部地區法院作出裁決，男子成功

“翻案”。

法院判決書表示，根據相關法案，對于身爲美國公民的銀行客戶，

如果其賬戶余額低于5萬美元(約4.4萬歐元)，荷蘭銀行無需向美國政府

提供客戶的賬戶信息，而在庭審期間，確認涉案男子的賬戶余額低于5

萬美元。

判決書亦指，美國政府的統計數據顯示，對于“意外”成爲美國公

民的海外人士，僅有一小部分人確需向美國政府繳稅，因此銀行應先確

認涉案男子的繳稅資格，但銀行卻疏于核查。

30日法院的判決傳出後，自認“意外”成爲美國公民的荷蘭人在媒

體發聲，表示判決邁出重要一步，解決了一個困擾他們多時的問題，不

過荷蘭政府應繼續與美方協調，避免這一群體成爲荷美商業利益的“犧

牲品”。

另一方面，有荷蘭媒體報道，“意外”成爲美國公民的荷蘭

人現面臨兩難處境，如向美國政府報稅花費頗高，放棄美國國籍

也要花費數千歐元，且只有近5年每年都向美國政府報稅才有可能

獲批。

荷蘭數百人違反防疫規定辦狂歡派對

被警察驅離
綜合報導 荷蘭警方突襲一場違反新冠防疫規定舉辦的狂歡派對，驅

離了參加者。這場派對在一處廢棄工廠舉行，有數百人參加。

據荷蘭廣播基金會(NOS)電視台報道，數十名警察進入中部城鎮雷

斯威克的這個臨時派對場地執法，另有數百名警察出動帶領人群離開。

多名派對狂歡者被捕，但並未發生暴力事件。

據悉，這場違法派對吸引了來自各地的數百人參加，據當地民衆表

示，有看到來自法國和德國的車輛，甚至還有車主遠從西班牙和意大利

前來。

雷斯威克市長梅傑說：“這是場違法派對，所以才會查禁。在新冠

危機之際，並不適合舉辦這種派對，大家都應遵守(衛生)措施。”

據法新社報道，奧密克戎變異毒株導致病例暴增，荷蘭當局在聖誕

節前一周新制定了一系列防疫限制措施，非必要開放的酒吧和商店都會

暫停營業直到1月14日。在1月14日之前，除了參加喪禮外，如非同家

庭成員，不得有超過2人以上的群聚。

海地總理躲過刺殺

海地總理府證實，總理阿裏埃爾·

亨利本月 1日在一場紀念海地獨立218

周年的活動中遭遇刺殺，所幸躲過一

劫。

這個加勒比島國的總統若弗內爾· 莫

伊茲去年7月遇刺身亡。最新襲擊再度

引發對海地官員人身安全的擔憂。

遭遇伏擊
“有人要殺我。我的生命被置于瞄

准鏡下。”亨利接受法新社電話采訪時

說。

按照總理府的說法，亨利1日在北

部城市戈納伊夫一座教堂參加紀念儀式

。一夥“匪徒、恐怖分子”埋伏在教堂

周圍，試圖槍殺總理。

戈納伊夫位于海地首都太子港以北

大約150公裏處。1804年1月1日，海地

共和國在這裏宣告獨立。因獨立日活動

需要，市區主要道路清場，舉辦紀念活

動的教堂裏也幾乎沒有普通市民。

美聯社報道，亨利一行走出教堂時

遭到襲擊，趕緊尋找掩護。社交媒體上

一段視頻顯示，亨利及其隨從在槍聲中

匆忙跑向車隊。法新社從總理府獲得的

一張照片顯示，一枚子彈在亨利所乘坐

防彈轎車的擋風玻璃上留下痕迹。

亨利的警衛人員以及警方與武裝人

員交火。據海地媒體報道，事件導致一

人死亡、兩人受傷。

總理府說，警方已針對襲擊者發出

逮捕令。

無法無天
按照警方的說法，襲擊系“武裝團

夥”所爲，警方暫時無法確認傷亡情況

。這起事件發生之前，戈納伊夫一個地

方幫派的頭目在當地媒體上對亨利發出

威脅。

美聯社報道，該團夥警告，亨利不

得踏進戈納伊夫市一步。

亨利接受法新社采訪時說：“我清

楚我在冒險。我們不能讓匪徒威脅政府

，無論他們有什麽背景……”

襲擊事件迫使亨利無法按計劃發表

講話。據美聯社報道，2020年初，同樣

是在戈納伊夫，時任總統迫于暴力抗議

威脅，取消了訪問當地的計劃。

莫伊茲去年7月 7日淩晨在太子港

家中遇刺身亡。海地執法部門逮捕多

名海地公民、兩名海地裔美國公民和十

多名哥倫比亞雇傭兵，但調查隨後陷入

停滯。

美聯社分析，亨利所領導的政權

很不穩定，襲擊事件是對其又一次打

擊。

亨利去年7月20日出任總理，一面

尋求建立一個廣泛的執政聯盟，一面費

力應對日益加劇的貧困和日益猖獗的幫

派暴力。據路透社報道，莫伊茲遇刺後

，幫派團夥在海地部分地區的勢力範圍

得到強化，相互之間火並不斷。

太子港“人權分析與研究中心”

彙總數據顯示，過去一年，幫派團夥

在海地制造至少 950 起綁架案。幫派

分子還封鎖公路、綁架卡車司機，導

致海地近幾個月來陷入嚴重的燃料短

缺。

加拿大人口最大省份重新禁止餐館堂食
學校一律上網課

綜合報導 迫于嚴峻的新冠疫情，加拿

大人口最多的省份安大略省省政府在1月3

日宣布重新收緊公共防疫限令的一系列措

施，包括禁止餐館堂食，要求學校改上網

課等。

其中一些限令包括：社交聚會人數上

限減至室內5人和室外10人；各企業和機

構的員工應盡量遠程工作；購物中心、圖

書館、室內婚禮或追悼儀式等的人員容量

降爲50%；停止餐飲業堂食；晚上10點後

限制售酒；對室內的音樂廳、影劇院、博

物館、畫廊、動植物園、遊樂場所等原則

上進行關閉；關閉室內體育健身設施，但

爲奧運會、殘奧會及特定職業聯賽備戰的

訓練活動除外。

這些限令將于1月5日生效，計劃持

續至少21天，並視屆時的相關指標來決定

是否調整。

另外，迎來新學期的公私立學校一律

改上網課，至少持續至1月17日。但校園

設施可用于兒童看護服務等。

醫院的非緊急手術均將暫停，以保障

重症救治的資源供給。安大略省衛生部門

預估，每周有8000至1萬次大小手術及醫

療程序會受影響。多倫多及周邊城市幾個

主要醫院系統近日都有數百名員工感染病

毒，只得進行隔離。

新一輪限令大致相當于退回至該省

2021年夏季三步重啓計劃之第二步的狀態

。安大略省省長福特表示，當局必須考慮

各種選項來減緩奧密克戎變異株的傳播。

省府還表示，將擴大面向企業的扶助措施

適用範圍。

安大略省在去年11月下旬開始出現奧

密克戎變異株。其後該變異株迅速成爲推

動疫情反彈的主力。該省在聖誕節前重新

實施針對餐飲、商店等的客容量限制等措

施。但這並未有效遏制病毒蔓延，單日新

增病例數紀錄仍被不斷刷新。

在進入新年的頭兩天，安大略省日增

病例數分別達到逾1.84萬例和逾1.67萬例

。1月3日新增病例回落至約1.36萬例。安

省現有活躍病例數已飙升至10萬例以上。

該省累計病例約80.5萬例，約占全國總數

的35%。

因資源不足，安大略省近日已停止向

無症狀或有輕症狀的人士提供免費核酸檢

測。因此，醫衛專家普遍相信，公布的確

診病例數大大低于實際數字。除安省之外

，多個省份也采取了類似措施。

相鄰的魁北克省在1月3日報告新增

病例約1.53萬例。該省已從新年前夜開始

重啓防疫宵禁令。加拿大軍方正在派員赴

該省支援疫苗加強針接種工作。而在安大

略省西北部偏遠地區，有原住民部族因爲

已有逾四成人口染疫，不得不籲請軍方提

供支援。

研究人員在泰國北部發現一掌突蟾屬新物種
綜合報導 記者從中國科學

院昆明動物研究所獲悉，中

泰研究人員基于長期的國際

合作研究，爲泰國兩棲動物

多樣性新增 7個物種，包括 1

個掌突蟾屬新物種，及6個新

記錄種。

據介紹，泰國橫跨 2 個

全 球 生 物 多 樣 性 熱 點 地 區

(Indo-Burma 和 Sundaland)， 擁

有多樣化的生態系統。中國

與中南半島國家(包括泰國)

在生物資源分布上具有相互

交融和一脈相承的親緣關系

， 共 有 很 多 關 系

相 近 的 類 群 ， 共

同 組 成 很 多 亞 洲

特 有 的 屬 、 種 。

近 年 來 ， 一 系 列

研 究 表 明 中 南 半

島 區 域 物 種 多 樣

性被極大低估。

中科院昆明動

物研究所車靜課題

組長期活躍在東南亞地區，

前期已發表系列兩棲動物和

爬行動物新科記錄、新屬、

新種及國家新記錄種。同時

，在對物種多樣性認識基礎

上，開展了多個亞洲地區特

有類群的系統演化曆史研究

。2021年度，車靜課題組和泰

國帕堯大學 Chatmongkon Su-

wannapoom團隊基于長期的國

際合作研究，爲泰國兩棲動

物多樣性新增7個物種，包括

掌 突 蟾 屬 新 種 Leptobrachella

murphyi sp. nov.，及掌突蟾屬

新記錄種腹斑掌突蟾，大頭

蛙屬新記錄種 L. bannaensis 和

L. utara，纖樹蛙新記錄G.yun-

nanensis 和 G. quangi，棘胸蛙

屬新記錄種Q. verrucospinosa。

據悉，Leptobrachella mur-

phyi sp. nov.爲研究者在泰國北

部進行野外考察時發現。和已

報道的掌突蟾屬物種主要在4-8

月繁殖不同，該物種是在12-2

月繁殖。

相關研究成果分別發表

于 Zootaxa 和 Biodiversity Data

Journal 上。這一系列發現，

進一步豐富了泰國兩棲物種

多樣性，爲區域生物多樣性

保護提供了重要的數據支撐

；同時也提示跨境合作中系

統考察、新技術和方法使用

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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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總統拜登將在國會遇襲週年演說中直言
抨擊前總統川普，說他得為去年1月6日煽動支持者闖入國會
的暴動事件負起 「個人責任」。

法新社報導，拜登將在演說中直截了當指責川普和其共和
黨盟友，在對美國民主這場前所未見的衝擊中所扮演的角色，
這個決定標誌著他對川普和這場騷動的立場急劇升級。拜登擔
任總統的第一年大多傾向無視川普。

川普迄今拒絕承認在2020年總統大選敗選，持續向數以百
萬計支持者散布陰謀論，聲稱自己才是真正贏家。

白宮新聞秘書莎琪（Jen Psaki）今天表示，拜登將在國會
大廈雕像廳（Statuary Hall）態度堅定地究責川普。這裡就是一
年前川普支持者闖入、試圖中斷拜登當選認證程序的所在之處
。

莎琪說： 「我預期拜登總統將闡明在國會大廈所發生事件
的重要性，以及川普總統要為這場混亂和殺戮負起的個人責任

。」
她說： 「拜登總統相當清楚這位前總統對我國民主構成的

威脅。」
當被問及拜登是否會直接提到川普的名字時，莎琪表示

「正在為演說定稿，但我認為民眾會知道他指的是誰」。
今天稍早，國會警察局長曼格爾（Thomas Manger）表示

，他的警隊不會再像去年那樣措手不及。
司法部長賈蘭德（Merrick Garland）也承諾正義正在伸張

，說他 「致力於向各種程度的所有肇事者依法追究責任，無論
當天是否在場，都得為攻擊民主負起刑事責任」。

然而在政治領域，美國仍處於危險的分裂狀態。
共和黨高階官員似乎都將缺席民主黨領導的國會紀念活動

，包括拜登明天的演說和祈禱守夜。
參議院共和黨領袖麥康奈（Mitch McConnell）和黨內其他

人士預計前往喬治亞州亞特蘭大，參加已故參議員艾薩克森

（Johnny Isakson）葬禮。
共和黨參議員霍利（Josh Hawley）在福斯新聞（Fox News

）一篇投書中表示，去年1月6日是遭 「部分示威者」破壞的
「示威」。霍利是川普關於拜登竊奪選舉言論的頭號支持者之

一。
他寫道： 「政治示威集會不是犯罪。相反的，這是受到美

國憲法明確保護的權利。」
川普原本要在他位於佛羅里達州的私宅召開記者會，好在

明天和拜登一較聲量，昨天卻突然宣布放棄，但再度宣稱
「2020年大選有罪」。

前民主黨籍總統卡特（Jimmy Carter）在 「紐約時報」撰
文稱，美國 「已瀕臨不斷擴大的深淵邊緣。如果不立即採取行
動，我們將面臨內戰和失去寶貴民主的真實風險。美國人必須
擱置歧見，並在為時已晚前共同努力」。

Omicron狂燒醫護被榨乾
美醫院慘況曝光

美國會遇襲週年演說美國會遇襲週年演說
拜登將直球對決川普拜登將直球對決川普

（綜合報導）Omicron雖然被視為症狀較溫和，不過全美
各地醫院仍感受到Omicron高度傳染的威力，值得注意的是這
隻變異株和先前幾波疫情造成的混亂不同，雖然患者的病情並
不嚴重，但是連醫護都相繼病倒，導致醫院人力極度短缺，不
少醫護絕望表示已經 「筋疲力盡」。

美聯社報導，和前幾波疫情不同，Omicron肆虐下，許多
醫護也染疫，導致醫院面臨嚴重的人力短缺問題。同一時間，
大批民眾湧進急診室希望進行病毒檢測，讓醫療系統更緊繃，
讓人更驚訝的是，部份醫院裡因為其他疾病住院的患者中，高
達2/3檢測結果呈現陽性。

唯一的好消息是，這波新冠患者的症狀並未如同Delta患
者那般嚴重，加護病房並不如那時滿載，也沒有這麼多患者需
要呼吸器治療。

不過人手嚴重不足的壓力仍讓許多醫院收緊非緊急手術及
關閉病房，國民兵也被派至各州支援醫療中心及病毒篩檢站。

新冠疫情延燒2年，醫護已經筋疲力盡、充滿挫折，猶他
健 康 大 學 （University of Utah Health） 醫 生 格 拉 斯 格 （Dr.
Robert Glasgow）感嘆， 「真的很累了，我已經說得很保守了
。」這間醫院有數百名員工染疫或隔離。

目前全美有8.5萬人因新冠住院，直逼9月初Delta疫情高
峰的9.4萬人，美國住院高峰落在2021年1月的12.5萬人。

值得注意的是，部份住院患者一開始並不是因為新冠住院
，紐約大學朗格尼醫學中心（NYU Langone Health）就有65%
患者是因為其他疾病住院後意外發現染疫，西雅圖2間大型醫
院的確診患者中，2/3是因為其他因素住院。

Omicron狂燒，加州醫院不堪負荷。
加州大學舊金山分校醫療人力中心（Healthforce Center at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副主任絲佩茨（Joanne Spetz）表示
，病例增加有好有壞，好消息是患者症狀較輕，代表疫苗、先
前染疫形成的免疫力有用，壞消息是病毒快速傳播，代表一部

分的人最終仍需要住院。
加州36%的醫院通報人力嚴重短缺，另外40%預計將人力

不足，有醫院甚至通報1/4員工因為新冠相關原因請假。因應
人力不足，部分醫院轉向臨時機構求助，或是將患者轉出，也
有醫院空出病床，或是關閉婦產科，因為護士人手不足。

阿拉巴馬州是全美疫苗接種率最低的州之一，僅約50%成
人完整接種，當地醫院甚至要求民眾到其他地方做病毒檢測，
拜託輕症患者在家隔離就好，情況危急再就醫，診療室也人滿
為患，部分患者必須在走廊上接受檢查。

康乃狄克州許多急診室患者沒有病床，只能躺在走廊上，
護士經常連值 2 個班， 巴克斯普蘭菲爾德緊急護理中心
（Backus Plainfield Emergency Care Center）護士戴頓（Sherri
Dayton）說： 「我們要被淹沒了，我們筋疲力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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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棄韓投朝者系一年前“脫北者”
綜合報導 韓聯社消息稱，韓國軍方、警方、

情報部門認定，在1月1日翻越駐江原道高城郡第

22師邊防哨所護欄投奔朝鮮的男子，正是2020年

11月在同一駐地從朝鮮逃至韓國的約30歲出頭的

“脫北者”。

韓聯社稱，韓軍方在與有關部門開展聯合調

查後得出上述初步結論。此人一年多前投韓後，

向情報部門供述稱自己“曾是體操運動員”，而

韓方調查人員之後還爲此安排兩場示範檢驗真僞

。據悉，該男子個子不高，體重50多公斤，能夠

輕松跨越3米高的邊防護欄。

據韓國軍方和情報部門了解，這名投朝人員

安然無恙，在非軍事區朝方一側被3名朝軍官兵

帶回朝鮮。韓國防部官員稱，在事發後抓拍的監

控畫面中，辨認出4人，聯合參謀本部戰備態勢

檢查團正在深入判讀細節。

韓國防部官員當天表示，他們經調閱平民限

行線一帶的監控畫面辨識出此人。韓軍方沒有具

體說明其職業等身份信息，但據悉其在韓國從事

保潔工作，經濟上並不寬裕。此人自2021年12月

30日起失聯，但不涉及間諜行爲。

韓軍方在其越界後的1月2日上午和下午通過

軍事通信線路各向朝方發送了通知。朝方只確認

已經接收通知，並沒有對韓方提出的保護人身安

全的要求給予答複。

韓聯社稱，此人在一年稍多的時間裏神不知

鬼不覺地在同一地點先棄朝投韓，再棄韓投朝，

暴露出韓國軍方邊防漏洞和警方的警衛不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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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日本放送協會

（NHK）報道，日本政府已

基本決定最快自 2022 年年

初起，允許餐飲店和文娛活

動舉辦單位等在網上購買抗

原檢測試劑盒。

抗原檢測試劑盒可在

短時間內檢測出是否感染

新冠病毒。在日本，法律

規定購買該試劑盒時需由

藥劑師面對面給予說明。

基于這些因素，目前除了

部分例外企業，大部分企

業以及普通人無法通過網

絡進行購買。

有意見指出，考慮到可

能到來的第6波疫情以及逐

步恢複的社會經濟活動，應

解禁網絡購買。有鑒于此，

日本政府基本決定，最快自

2022年年初起，允許通過第

三方防疫認證的餐飲店及文

娛活動舉辦單位等在網上購

買抗原檢測試劑盒。

另一方面，考慮到內

部有意見指出“爲確保人們到醫療機構接受

診斷，最好不允許普通人通過網絡進行購買”，

政府將繼續推進相關討論。

衝繩縣知事怒斥駐日美軍“散播病毒”

綜合報導 日本衝繩縣報告新增

新冠確診病例 130例，時隔 3個多

月日增首次超過100例。衝繩縣知

事玉城丹尼怒斥駐日美軍無視防

疫規定導致疫情急速蔓延，呼籲

取消美軍可以不配合日方防疫措

施等“特權”。

根據衝繩縣政府3日發布的數

據，衝繩當天新增新冠確診病例130

例，較前一天的51例大幅增加。自

日本暴發新冠疫情以來，衝繩縣累

計確診病例增至50895例。

位于衝繩縣的駐日美軍漢森

營地上月報告出現新冠聚集性感

染。最新數據顯示，從 2021 年 12

月 31 日至本月 3 日，衝繩縣駐日

美軍及相關人員 4 天內新增確診

病例419例，增速處于高位。至此

，衝繩縣內與美軍基地相關的新

冠確診病例累計已達 3699 例。駐

日美軍的病例數沒有被計入衝繩

縣疫情統計數據。 衝繩縣單

日新增確診病例最近一個多月以

來一直保持在四五十例左右，疫

情突然急速蔓延引發衝繩縣政府

對美軍不滿。

衝繩縣知事玉城丹尼2日召開

記者會說，駐日美軍軍營內的疫

情已經外溢，這顯示出美軍防疫措

施和管理不到位，他感到“非常憤

怒”。

他指出，最新研究證實，駐日

美軍已經把變異新冠病毒奧密克戎

毒株傳播至衝繩縣。他怒斥道：

“不要把美國的疫情帶到日本，更

不要帶到衝繩。”

雖然駐日美軍向日本方面通報

了單日新增確診病例數，但具體是

哪個基地出現疫情、有多少人確診

以及是否感染奧密克戎毒株等詳細

信息一概不予提供。

玉城說，這是《日美地位協

定》帶來的“結構性問題”。他

呼籲修改協定以取消美軍相關“特

權”。

按日本媒體說法，根據《日美

地位協定》，日本政府連入境美軍

士兵的姓名和人數都無法掌握；對

于駐日美軍基地的防疫措施，更是

只能“觀望”。

長期以來，衝繩縣一直受美

軍基地噪音、士兵犯罪等問題滋

擾。這次美軍帶來的防疫隱患令

衝繩縣政府和民衆更加憤怒不安

。衝繩縣政府多次要求美軍加強

防疫措施，但似乎都未得到美方

重視。

印專家：印度進入第三波疫情
大城市75％為奧密克戎感染病例

綜合報導 印度疫苗工作小組負責人表示

，印度大城市已報告大量奧密克戎毒株感染

病例，該國正迎來第三波疫情。

據新德裏電視台3日報道，孟買、德裏和

加爾各答等大城市的新冠感染者中，75%的患

者感染的都是奧密克戎毒株。印度政府3日上

午公布的數據顯示，印度目前已報告

約1700例奧密克戎病例，與此同時，

新增感染病例數增加了22%。

據印度國家免疫技術咨詢小組主

席阿羅拉博士稱，印度的首例奧密克

戎感染患者出現在2021年12月初。截

止到上周，全國範圍內有12%的患者

爲奧密克戎感染病例。而就在一周之

後，這一比例上升至28%。阿羅拉稱

，根據過去4、5天的數字來看，印度

病例數正在“急劇增加”，現在已進

入第三波疫情。“印度顯然正處于第

三波疫情中，這一波疫情就是由新毒

株奧密克戎引發的”，阿羅拉這樣表示。

據印度衛生部當地時間2022年1月4日早

間發布的數據，印度在過去 24小時內新增

37379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新增124例死亡

病例。目前印度累計確診34960261例，累計

死亡482017例。

（中央社）台北市土方公會理事長王建翔、
侯姓業者等人，涉嫌承攬南港區大型建案的土石
方清運，將廢棄土 「北土南倒」，違法運往雲嘉
南地區多處偏遠的農地及魚塭棄置，士林地檢署
指揮刑事局偵辦，連續2天搜索全台26處，拘提
王、侯等46人到案，初估不法獲利高達1億7000
萬元。檢察官複訊後，6日凌晨諭令王、侯兩人
各交保500萬元，其他涉案被告分以2萬到30萬
元交保或飭回。

綽號 「毛毛蟲」的46歲王嫌，具有幫派背景
，曾在北市中山區酒店擔任幹部，2020年選上北
市土方公會理事長一職。但去年7月因涉及組織
犯罪等罪嫌遭逮，檢方諭令100萬元交保，所涉
組織犯罪案仍在偵查中。

檢警調查，王建翔等人見土石方清運有利可
圖，鎖定建案需要廢棄土石方收容同意書，才能
作為提報 「建築工程剩餘資源處理計畫書」，並
取得開挖工程許可，王嫌先以低價土資場取得同

意書後，再包攬工程。
王嫌等人去年承攬南港一處基地近萬坪、地

下4層的大型豪宅建案，預計2025年完工。王嫌
取得土石方清運工程後，向建商收取每車3萬元
的清理費，委由侯嫌找來多家運輸公司的砂石車
司機，白天挖土放置在砂石車上，直到凌晨才開
車出發，沿台61線西濱快速道路南下至雲嘉南地
區的農地及魚塭非法傾倒、回填，嚴重汙染環境
。

檢方本月4日、5日先後指揮刑事局等單位，
兵分多路到雙北市、新竹、苗栗縣、台中市、基
隆市等26處搜索，拘提王嫌、土資場員工、砂石
車司機等 46 人，並通知 17 名證人到案說明，查
扣到1000多萬犯罪所得、工程合約、廢土清運四
聯單、月報表暨帳冊及11輛砂石車等贓證物，初
估不法獲利高達1億7000萬元。全案訊後，依偽
造文書、廢棄物清理法等罪嫌移送法辦。

北土南倒撈1.7億
土方公會理事長500萬交保

（中央社）1年多來我方首次遣返陸籍偷渡
犯回大陸，陸委會6日表示，近幾年兩岸持續依
協議相關規定處理遣送作業，包括新店槍擊案
嫌犯送返及本次偷渡犯遣返，均屬常態性作業
，法務部則說，這是基於兩岸共同打擊犯罪跟
司法互助協議架構下正常進行，並非突發狀況
。但負責執行 「金門協議」，遣送偷渡犯回大
陸的移民署，則擔心曝光 「破局」，影響後續
十多人等待遣送作業。

移民署指出，兩岸基於共同打擊犯罪、強

化人流管理的合作意旨，透過金門協議互輸通
緝、偷渡對象，5 日便遣送21 名非法入境我方
的大陸人士。

其中自稱民運人士，曾參與香港反送中的
胡海波，去年9月從廈門游泳到金門，強調自己
是民運人士，希望尋求政治庇護，但不被民進
黨政府接受，胡後來被移到高雄收容所，5日依
金門協議送回大陸。

21名遣返者已平安順利返陸，現正接受隔
離檢疫中。據了解，未來仍有10幾名等待遣返

的大陸偷渡客，這些大陸人士都是以偷渡方式
來台，其中有數人是在對岸犯案被通緝而躲到
台灣，也有人以 「投奔自由」、 「政治庇護」
當理由，政府一律先收容再協商遣返。移民署
為執行遣返順利及安全考量，不便對外說明相
關細節。

陸委會則證實，此次偷渡犯遣返，其實也
是2016年以來行之有年的常態性作業，為低層
次的 「事務性」問題，不涉政治等高層次議題
，在執行層面上兩岸本就仍有來往，這也是兩

岸往來密切下的必然結果。
有關偷渡犯遣返，2020年雖受新冠肺炎疫

情影響，仍在同年11月間執行1次金門協議，
相關執行過程順利，對兩岸正常有序交流具有
正面意義。

法務部政務次長陳明堂在立法院表示，遣
返是基於兩岸共同打擊犯罪跟司法互助協議架
構下，對相關刑事案件，包括人犯遣返、資料
通報等，能夠正常進行，並非突發狀況。

執行金門協議 後續十多人等待遣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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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e Texas Lottery Commission scratch ticket games will be closing soon:

Texaslottery.com is the official source for all pertinent game information. Game closing procedures may be initia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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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me # Game Name / Odds $ Official Close of 
Game

End Validations 
Date

2302 Emerald Green 7s - Overall Odds are 1 in 4.11 $5 1/7/22 7/6/22

2255 $1,000,000 Extreme Cash - Overall Odds are 1 in 3.57 $20 1/13/22 7/12/22

2248 $250,000 50X Cashword - Overall Odds are 1 in 3.55 $10 1/29/22 7/28/22

2313 Double Doubler - Overall Odds are 1 in 4.83 $1 2/2/22 8/1/22

2301 Sapphire Blue 7s - Overall Odds are 1 in 4.85 $1 2/2/22 8/1/22

2163 Texas Loteria - Overall Odds are 1 in 3.96 $3 2/2/22 8/1/22

2191 Level Up! - Overall Odds are 1 in 4.23 $2 2/23/22 8/22/22

2273 Rose Gold Riches - Overall Odds are 1 in 3.89 $5 2/23/22 8/22/22

2295 Texas Red White & Blue™ - Overall Odds are 1 in 4.38 $5 2/23/22 8/22/22

2314 Crazy Cash - Overall Odds are 1 in 4.09 $5 2/23/22 8/22/22

2317 Double Your Money - Overall Odds are 1 in 3.47 $5 2/23/22 8/22/22

2303 Ruby Red 7s - Overall Odds are 1 in 3.57 $10 2/23/22 8/22/22

2287 $1,000,000 Crossword - Overall Odds are 1 in 3.42 $20 2/23/22 8/22/22

2304 Diamond White 7s - Overall Odds are 1 in 3.25 $20 2/23/22 8/2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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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狠準遏第五波 明起晚市禁堂食
酒吧主題樂園戲院關閉 大型活動暫停

��(���收緊防疫措施

外 防 輸 入 措 施

八國禁飛：所有從澳洲、加拿大、法國、印
度、巴基斯坦、菲律賓、英國、美國來港的民
航客機，禁止着陸香港

‧曾逗留以上八國的人士，包括香港居民也不
得抵港，包括轉機

生效日期：本周六（8日）零時起

為期：14天

內 防 擴 散 措 施

▶取消所有大型活動、非必要聚會

被取消的官方活動：包括本地漁農美食嘉
年華、香港單車節、特區政府與新一屆立
法會議員聚會等

受影響私營活動：

‧跑馬地馬場5日晚起，賽事不接受公眾
人士入場

‧張敬軒演唱會、黃子華舞台劇場次延期

‧所有本地遊和公海遊暫停

收 緊 社 交 距 離 措 施

生效日期：本月7日起，為期14天

▶堂食安排：

‧傍晚6時至翌日凌晨5時，全面禁止堂食

‧其他時段的每枱人數上限

B類：2人 C類：4人 D類：6人

暫 停 開 放 處 所

▶酒吧、健身中心、美容院、卡拉OK、浴
室、主題樂園、體育場所、博物館、戲院
等場所

其 他

▶醫院和院舍未來兩星期除非有恩恤理由，否
則暫停探望

▶口罩令和4人限聚令維持

資料來源：政府新聞處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威）新冠變種
病毒Omicron肆虐下，香港特區政府5日宣布
食肆明日起晚市禁堂食14天。香港餐飲業界人
士估計，其間業界的整體損失或高達15億元
（港元，下同），若措施持續，兩個月損失更
高達80億元，或出現結業潮，盼政府向業界提
供財政支援。專家亦相信，一度獲改善的就業
市場勢必惡化，就業不足率必然會上升，若嚴
謹的防疫措施持續，失業率勢倒頭回升。

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5日向香
港文匯報表示，農曆新年是飲食業黃金檔

期，原本有不少訂枱預約，禁晚市堂食的消
息一出，已有不少食客致電食肆取消訂枱，
而食肆早前亦已預訂不少食材準備在農曆新
年期間應市，甚至已聘請人手應付旺市，現
時卻需叫停，估計此兩星期間整個業界的損
失或達15億元。

限令若拖兩個月恐掀結業潮
他更指，農曆年前後的團年、團拜及春茗

活動倘若受影響，業界每月損失將達40億元，
措施實施兩個月就損失80億元，有食肆更可能

因經營困難關門，導致出現結業潮，盼政府可
向業界提供財政支援。

旺季變淡季消費券效應消失
香港樹仁大學經濟及金融學系助理教授袁

偉基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農曆新年
前後向來是中式酒樓的旺季，暫停晚市堂食令
團年飯全部取消；市民不外出食飯連帶影響零
售業銷情，消費券效應亦一下子消失，香港經
濟亦肯定會轉差。他並指，香港失業情況持續
改善，若單是收緊防疫措施14天，或未必即時

推高失業率，但就業不足率必然會上升；若嚴
謹的防疫措施持續則失業率勢倒頭回升。

港九勞工社團聯會代表5日聯同立法會
議員林振昇及周小松約見勞工處處長，就受
疫情影響嚴重的行業建議援助措施提出多項
訴求，期望政府能及時援助勞工階層渡過疫
情難關。林振昇表示，基層勞工十分憂慮要
放無薪假甚至停工、減薪、裁員等情況重
臨，“中式酒樓有不少只在大型宴會才有工
開的兼職零散工，他們或要失業一段日
子。”

餐飲業：“辣招”實施14天 全行料損失15億

林鄭月娥5日在記者會上表示，過去一天
（即4日至5日）疫情出現急劇變化，

發現社區傳播個案，第五波疫情一觸即發。
她強調要把握現在關鍵時刻，與Omicron病
毒競賽。為控制疫情不要在社區爆發，因此
今次採取兩年抗疫以來果斷措施，以“快、
狠、準”擊退病毒，爭取在最短時間內切斷
傳播鏈，抑制疫情擴散。

以短暫陣痛力爭農曆新年復常
她希望這次重鎚出擊，以短暫的陣痛遏

制Omicron的傳播，讓市民在農曆新年期間
正常外出，並和內地盡早恢復正常往來，
“不希望如去年對抗第四波疫情那樣，要維
持五六個月。”

林鄭月娥宣布收緊防疫措施，“外防輸
入”方面，從本周六起為期14天至本月21日
午夜，禁止所有從澳洲等8個國家來港的民航
客機着陸香港，並禁止曾逗留該八個國家的
人士登上任何客機來港，包括轉機。

在“內防擴散”方面，收緊現行的社交
距離措施，相關措施包括食肆晚上6時至凌晨
5時全面禁止堂食，酒吧、主題樂園、戲
院等場所要關閉。另外取消如本周五
舉行的本地漁農美食嘉年華、單
車節等所有大型活動及非必要
聚會，暫停所有本地遊和
“公海遊”活動。至於將會
繼續生效的措施包括 4人
“限聚令”和佩戴口罩的要

求。
她再次呼籲全港市民提高警覺，注重個人

衞生，若無要事便盡量留在家中，但亦要按照
政府的要求接受病毒檢測，最重要的是若尚未
接種疫苗，希望能盡快接種疫苗，無論是第一
針抑或第三針的加強劑。

將嚴肅跟進國泰違規機組人員
國泰機組人員涉違規出行引發“望月樓

群組”，導致疫情蔓延，作為防疫總指揮的
林鄭月娥表示，事件令社會要付龐大代價，
國泰高層需要負責，已要求國泰公司最高層
向政府提交報告，會嚴肅跟進有關的違規行
為，“早前已會見國泰高層，作為高層，儘
管他們未必知道每一位員工的行為，但他們
(高層)需要負責，要負上企業及領導責任，需
要全面調查並提交報告予特區政府，同時內
部採取適當懲處行動，政府看完報告及研究
法律基礎後，一定會嚴肅跟進。”

另外，教育局5日去信全港中小學及幼稚
園，提醒學校須提高戒備，嚴格做好防疫工
作。局方考慮到面授課堂對中小學生的學習及

成長十分重要，故維持現行面授課堂
的安排，學校各教職員及學生
須繼續嚴格遵照《學校健康
指引》及《預防2019冠
狀病毒病給學校的健康
指引》。

變種新冠病毒Omicron傳入香港社

區，並造成多條傳播鏈。香港特區行政

長官林鄭月娥 5日召開記者會，形容

“香港疫情出現急劇變化，第五波疫情一觸即發”。她宣布收緊防疫措施，包

括明天（7日）起晚上6時後全面禁止堂食，酒吧、主題樂園、戲院等場所關閉

（見表）。林鄭月娥表示，為阻止疫情在社區爆發，今次採取“快、狠、準”

的措施，希望短時間內抑制疫情擴散，讓市民農曆新年回復較正常生活，對於

造成新一波疫情爆發的國泰航空，已要求該公司最高層向特區政府提交報告，

以及內部懲處有關人員，特區政府亦研究法律基礎後會嚴肅跟進。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弦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張弦）新冠變
種病毒Omicron疫情
在港蔓延，行政長官
林鄭月娥5日承認，香
港與內地正常通關的
進程勢必受疫情反彈
影響。但她認為只要
香港在今波疫情中速
戰速決，持續一段時
間做到沒有本地個
案，就能夠盡快讓香
港與內地恢復免檢疫
通關，不會浪費去年9
月起特區政府已作出
的大量正常通關前期
工作。

林鄭月娥表示，
香港已為與內地就正
常通關投入大量準備
工作，例如多次對接
會議、安排內地專家
訪港，以及調整交代

確診數字的方式，相信只要今波
疫情應對能“速戰速決”，在最
短時間遏止病毒傳播，就能啟動
恢復兩地正常通關的工作，政府
亦因此直接推出嚴厲的社交距離
措施，而非像以往般拾級而上。

提高接種率利正常通關
她說：“現在我們只要速

戰速決，在很短時間內遏抑傳
播，便可以重新啟動那些（正
常通關）工作。希望在最短時
間遏抑這疫情，讓大家在農曆
新年可以重新外出，可以做生
意，亦可以跟內地盡早啟動有
關兩地人員正常往來。”

此外，她認為無論如何提
升疫苗接種率一定有利於保護
市民的健康，也一定有利於香
港早日走出疫情，創造恢復正
常通關的條件，所以要盡最大
的努力提升疫苗的接種率。

復
常
通
關
進
程
受
阻

●香港特區政府宣布，明日起食肆晚市禁止堂食。圖為5日晚旺角倫敦大酒樓食客旺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 香港與內地恢復正常通關進
程勢受疫情反彈影響。 中通社

◀酒吧、戲院等亦須
暫停開放。 中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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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保冬奧會冬殘奧會圓滿成功
抓緊抓好最後階段各項賽事組織等準備工作習

近
平
：

4日下午，習近平
來到二七廠冰雪項目訓
練基地，習近平勉勵備
戰冬奧的運動員們說，
大家很辛苦，很多人十
年磨一劍、五年磨一

劍。人生能有幾回搏，拚搏是值得的，不
經一番寒徹骨，怎得梅花撲鼻香，祝你們
取得好成績。臨別時，大家齊聲高呼：
“中國冰雪，加油加油！”

這個集科研、訓練於一體的國家冰
雪運動複合型基地，場館和設施設備目前
均已投入國家隊冬奧備戰使用。習近平先
後走進六自由度訓練館、綜合風洞館，詳
細詢問鋼架雪車等項目六自由度訓練系統
運行、速度滑冰團體追逐項目風洞訓練情
況，沿途觀看國產4人雪車、國產雪蠟
車、應急醫療救治設備等器材裝備展示，
了解基地建設和打造冰雪運動科學訓練體
系情況。習近平強調，當今世界，科技在
競技體育中的作用越來越突出。建設體育
強國，必須實現高水平的體育科技自立自
強。要綜合多學科、跨學科的力量，統籌
推進技術研發和技術轉化，為中國競技體
育實現更大突破提供有力支撐。

勉速滑運動員科學備戰
在速滑館一層，速滑運動員正在進行

團體追逐訓練。習近平仔細觀看，並向參
訓運動員、教練員表示慰問，勉勵他們科
學備戰、奮勇拚搏、爭創佳績。

隨後，習近平前往速滑館地下一層，
參觀“帶動三億人參與冰雪運動成果
展”，了解中國冰雪運動發展情況。

習近平指出，這些年，在各方面共同
努力下，越來越多的人愛上了冰雪運動，
提前實現了“帶動3億人參與冰雪運動”的

目標。建設體育強國、健康中國，最根本
的是增強人民體質、保障人民健康。這是
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一個重要
方面。要充分利用舉辦北京冬奧會、冬殘
奧會形成的熱潮，堅持競技體育和群眾體
育一體推進，推動中國冰雪運動持續發
展。

力爭在競技道德風格上都拿最好獎牌
習近平對運動員康復治療工作十分關

心。在體能中心醫療站，習近平詳細了解
基地綜合運用超低溫冷療艙、漂浮艙等設
備，全方位提高運動員康復治療水平情
況。他強調，二七廠冰雪項目訓練基地肩
負着中國冰雪運動科技研發的重要使命。
希望你們擔當使命、勇攀高峰，為加快發
展中國冰雪運動作出更大貢獻。

專項體能訓練館內，運動員、教練
員、服務保障人員代表以熱烈掌聲歡迎總
書記的到來。習近平向大家揮手致意。他
指出，再過一個月，北京冬奧會就要開幕
了。今天是元旦後上班第一天，我來專題
調研北京冬奧會、冬殘奧會籌備工作，主
要是來給大家鼓勁加油。作為東道主，我
們不僅要辦好北京冬奧會、冬殘奧會，而
且要努力取得好成績。希望大家抓住最後
的備戰關鍵期專心訓練，以最佳的競技狀
態迎接大賽的到來。

習近平強調，人生能有幾回搏，長期
準備、在此一舉。希望大家增強為國爭光
的志氣和勇氣，堅持拚字當頭，敢於拚
搏、善於拚搏，在奧運賽場展現新時代中
國運動員的精神風貌和競技水平，力爭在
競技上、道德上、風格上都拿最好的獎
牌。習近平預祝大家取得好成績，大家報
以熱烈掌聲，高呼“請總書記放心！”
“我們準備好了！” ●新華社、央視網

������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韓正陪同
考察。1月4日，習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員、北京市委書記蔡奇和市長陳吉寧陪同下，深
入體育場館、媒體中心、訓練基地等，實地了解
籌辦備賽情況。

堅持綠色共享開放廉潔辦奧
4日上午，習近平首先來到國家速滑館，結合

大屏幕聽取場館設計理念、建設過程、運行情況
介紹。國家速滑館又稱“冰絲帶”，是北京賽區
標誌性場館和唯一新建冰上競賽場館，擁有亞洲
最大的全冰面設計，冬奧會賽時將承擔大道速滑
比賽任務。在主席台區，習近平仔細察看場館內
部布置及賽道，詢問場館賽時運行規劃和賽事服
務保障準備情況。習近平指出，要堅持綠色辦
奧、共享辦奧、開放辦奧、廉潔辦奧的理念，突
出科技、智慧、綠色、節儉特色。無論是新建場
館還是場館改造，都要注重綜合利用和低碳使
用，集合體育賽事、群眾健身、文化休閒、展覽
展示、社會公益等多種功能。“冰絲帶”設計和
建設很好貫徹了這樣的理念。要在運營管理中融
入更多中國元素，使之成為展示中國文化獨特魅
力的重要窗口，成為展示我國冰雪運動發展的靚
麗名片。

場內，技術人員和製冰作業人員正在對賽道
進行測試。習近平通過顯示屏觀看測試情況，詳
細了解製冰流程和賽道冰面溫度等。他強調，冰
上項目設施對製冰技術要求很高。國家速滑館不
僅硬件世界一流，製冰技術也世界領先，實現了
低碳化、零排放。要發揮好這一項目的技術集成
示範效應，加大技術轉化和推廣應用力度，為推
動經濟社會發展全面綠色轉型、實現碳達峰碳中
和作出貢獻。

把冬奧村建成永久設施很好
習近平又考察了北京冬奧村（冬殘奧村）。

北京冬奧村（冬殘奧村）分居住區、廣場區、運
行區3個區域，賽時將為各國運動員及隨隊官員提
供3,000多個床位及商業服務。在廣場區，習近平
聽取冬奧村（冬殘奧村）建設過程、運行概況、
疫情防控等情況介紹，沿途察看書報亭和官方特
許商品零售店等，了解各類商業服務設施運行情
況。習近平指出，冬奧村是冬奧會的重要場所和
重要遺產。你們統籌賽時需要和賽後利用，把冬
奧村建設成為永久設施，賽後轉化為人才公寓，
這個做法很好，有利於豐富北京“雙奧之城”的

文化內涵。你們以四合院理念設計建設冬奧村，
體現了北京千年古都既古老又現代的獨特魅力。

嚴格落實分區分類閉環管理
在居住區，習近平考察了綜合診所、殘疾

人運動員住房樣板間，詢問冬奧村（冬殘奧
村）開展基本醫療服務、提升醫療應急處置能
力、提高精細化服務保障水平、打造“運動員
之家”等情況。習近平強調，運動員、教練員
的吃、住、行、醫、康、樂等服務保障工作非
常具體。要想運動員之所想、辦運動員之所
需，為運動員提供方便、快捷、精準、細緻的
服務，特別是針對殘疾人運動員的特殊需求，
增設相關無障礙設施。要繼續完善管理方案，
優化服務流程，健全應急預案，提高精準化、
精細化管理和服務水平，打造安全、溫馨、舒
適的“運動員之家”。要嚴格落實分區分類閉
環管理的各項措施，加強疫情防控。

習近平同運行管理、服務保障人員和志願者們
親切交流，對大家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謝。他強調，
成功舉辦北京冬奧會、冬殘奧會，不僅可以增強我
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信心，而且有利於展示
我們國家和民族致力於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陽光、富強、開放的良好形象，增進各國人民對中
國的了解和認識。他指出，能夠參加北京冬奧會、
冬殘奧會的志願服務工作，是人生難得的機會，希
望大家振奮精神、鼓足幹勁，團結協作、共同努
力，確保冬奧期間各項服務保障工作順利，讓各國
參賽人員充分感受到中國人民的熱情好客和文明禮
貌，感受到春天般的溫暖。

加強統一指揮調度是關鍵
當天下午，習近平來到北京冬奧運行指揮部

調度中心，聽取北京完善賽時指揮調度和城市運
行保障協調機制情況介紹，並向現場工作人員了
解突發事件應急處置預案等內容。習近平指出，
加強統一指揮調度，是確保北京冬奧會、冬殘奧
會順利的關鍵。北京、延慶、張家口三個賽區要
加強協調配合和統一指揮調度，形成一盤棋。北
京要擔負起牽頭抓總職責。要健全統一指揮、統
籌調度、有機銜接、運行暢順、反應快速、果斷
處置的體制機制，完善各類工作規程和突發情況
應對預案。要抓住最後一個月的準備時間，加強
測試演練，查隱患、堵漏洞、強弱項，確保北京
冬奧會、冬殘奧會圓滿成功。丁薛祥以及中央和
國家有關部門負責同志陪同考察。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

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近日在北京考察2022年冬

奧會、冬殘奧會籌辦備賽工作時強調，辦好北京冬奧會、

冬殘奧會，是我們向國際社會作出的莊嚴承諾。經過幾年

努力，各項籌備工作基本就緒，我們完全有信心、有能力

為世界奉獻一屆精彩、非凡、卓越的奧運盛會。要堅定信

心、振奮精神、再接再厲，全面落實簡約、安全、精彩的

辦賽要求，抓緊抓好最後階段各項賽事組織、賽會服務、指揮調度等準備工作，確保

北京冬奧會、冬殘奧會圓滿成功。

勉媒體記者講好中國故事 傳播中國聲音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及央視網報道，北

京冬奧會、冬殘奧會主媒體中心毗鄰國家速滑
館，賽時將作為全球註冊平面媒體和轉播商的工
作總部。在4日的考察行程中，中共中央總書記、
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先後走進主新聞
發布廳、媒體工作間、智慧餐廳，實地了解中心
建設運行、完善防疫措施、打造全流程服務模
式，以及賽時信息發布、媒體運行、餐飲服務等
情況。在媒體工作間，習近平同正在做準備的媒
體記者親切交流，向大家致以新年祝福。習近平
勉勵大家講好中國故事、傳播中國聲音，爭取第
一時間把北京冬奧盛會傳播出去。要通過辦好這
樣的大型國際賽事活動，進一步提升我們的文化

傳播力、新聞影響力、國家軟實力。
在智慧餐廳，習近平察看智能餐飲設備運行

情況，了解中心加強食品安全監管情況。他強
調，北京冬奧會、冬殘奧會的主媒體中心，把主
新聞中心和國際廣播中心整合起來，統籌賽時服
務功能和賽後會展功能，做到了綠色辦奧、節儉
辦奧。他指出，對北京冬奧會、冬殘奧會來講，
做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是最大的考驗。受疫
情影響，北京冬奧會、冬殘奧會現場觀賽受到很
大限制，新聞傳播比往屆更加重要。主媒體中心
要做好各項運行、服務、保障工作，既要保障好
各項新聞報道和傳輸轉播功能的安全運行，又要
確保疫情防控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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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月44日下午日下午，，習近平在二七廠冰雪項目訓練基地專項體能訓練習近平在二七廠冰雪項目訓練基地專項體能訓練
館館，，同運動員同運動員、、教練員教練員、、服務保障人員親切交流服務保障人員親切交流。。 新華社新華社

●●習近平在習近平在
二七廠冰雪二七廠冰雪
項目訓練基項目訓練基
地地，，實地了實地了
解北京解北京 20222022
年冬奧會年冬奧會、、
冬殘奧會籌冬殘奧會籌
辦備賽工作辦備賽工作
情況情況。。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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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疫情擴大 信陽商丘現病例
固始縣全域只進不出 各類學校停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道）
前海一直致力於招攬港澳高端人才。日前，前
海舉行重大平台項目啟用儀式，前海國際人才
港、前海深港國際法務區正式亮相，兩大平台
着力高標準打造全要素人才功能生態圈、全鏈
條法律服務生態圈。其中，前海國際人才港將
強化粵港澳及國際跨境合作，驅動國際人才要
素高效、便捷、自由流動，國際人才實現“一
窗通辦，一站滿足，全程在線，有求必應”。

探索人才引進“直通車”制度
目前已有22家企業和機構達成初步入駐或

合作意向，包括波士頓諮詢、愛思唯爾、瀚納
仕、翰德、香港科技青年聯合會、前海國際先
進技術研究院、香港專業人士協會等。

據悉，前海國際人才港位於前海桂灣片
區，一期規劃建設面積4.8萬平方米，規劃“四
港九中心八大業態”功能布局，其中，“四
港”即國際人才自由港、國際人才服務港、國
際人才運營港、國際人才數據港，而國際人才
自由港強化粵港澳及國際跨境合作，驅動國際
人才要素高效、便捷、自由流動；國際人才服
務港實現“一窗通辦，一站滿足，全程在線，
有求必應”；國際人才運營港以市場化理念進
行專業化運營，聯合入駐機構每年舉辦100項以
上高端活動；國際人才數據港致力全球人才大
數據挖掘與利用，引領人才數據治理，開啟數
智融合時代。

據悉，前海方面還將進行人才制度改革創
新，探索建立全球高端人才引進“直通車”制
度，加快構建粵港澳三地“互通互認、共享共
建”的國際人才引進、評價、激勵機制。

據介紹，前海國際人才港將引入管理諮詢公司、
獵頭公司、人力資源科技服務企業、創新投資機構、
國際技術轉移孵化中心、涉外服務機構、新媒體創
意公司、人才組織八大類企業機構，並按照三分之
一外資企業、三分之一港資企業、三分之一內資企
業的比例開展招商，確保港企在前海國際人才港中
發揮重要作用。

此外，規劃建設的前海深港國際法務區，將
構建“兩中心一高地”的功能布局，包括國際商事
爭議解決中心和國際法律服務中心，國際法律服務
中心將突出聯動香港，聚集港澳、國際知名律師事
務所和公證、司法鑒定、法律查明等全鏈條、全生
態法律服務機構，打造適應開放型經濟體制的國際
化法律服務資源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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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5日起，信陽市固始縣公交車、出租
車、網約車、客運班線暫停營運。

固始全域所有人員只進不出，中心城區所有
人員不進不出。5日中午起，固始全縣各級各
類學校、學前教育和校外培訓機構全面停
課。

商丘確診者為鄭州病例密接者
在商丘市睢陽區疫情指揮部接鄭州市二

七區協查函，推送睢陽區一居民為鄭州市二
七區一例初篩陽性人員同餐廳就餐的密切接
觸者。19時10分，該人員經睢陽區疾控中心

檢測初篩陽性，22時10分覆核陽性，確定為
無症狀感染者，已閉環轉運至新冠肺炎定點
醫院救治。

鄭州疫情涉牌友喪宴和聚會
截至5日18時，鄭州市新增陽性病例6

例，累計確診病例7例，無症狀感染者10
例。5日晚召開的“鄭州市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第二十七場新聞發布會上，鄭州市政府
副秘書長李慧芳說，截至目前，管城、二
七、中原、金水4區重點區域、重點人群核
酸檢測採樣98.98萬人，已全部檢測完畢，共

檢出陽性病例6例。該市在重點區域、重點
人群核酸檢測的基礎上，5日10時啟動全市
全員核酸檢測工作。目前，全市已累計採樣
644.25萬人次，完成檢測506.46萬人次。

李慧芳說，3日以來，推送涉及鄭州市本
土疫情數據1.23萬條，已排查1.21萬條，排
查率98.38%。累計排查密接410人、次密接
902人。從現有流調情況看，本次疫情傳播呈
現多點散發、聚集傳播並存特徵，傳播鏈條
較為清晰，主要涉及牌友、喪宴和家庭等聚
集性傳播。針對牌友鏈條，現已鎖定73人；
針對喪宴鏈條，現已鎖定131人。

河南省繼鄭州、洛陽、許昌、周口出現確診病例

後，5日又有信陽、商丘通報出現感染病例。4日，信陽

市固始縣在核酸檢測中發現初篩陽性病例1例，經信陽市

疾控中心實驗室5日覆核為確診病例。5日，當地在對該

確診病例的密接人員進行核酸檢測時，又發現無症狀感

染者1例，係4日通報確診病例同車從鄭州返回的63歲

男子。目前，流調工作還在進一步進行中，對流調中發

現的密接和次密接人員已按照相關規定閉環管控。固始

全域所有人員只進不出，中心城區所有人員不進不出。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馮雷 河南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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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日日1010時起時起，，鄭州分時段分區域錯峰開展全員核酸檢測鄭州分時段分區域錯峰開展全員核酸檢測。。
香港文匯報記者馮雷香港文匯報記者馮雷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陽波、張仕珍
西安報道）“從近3輪核酸篩查的情況看，
病例總量呈現下降趨勢，都是在隔離管控人
員和封控、管控區域發現的。”西安市副市
長徐明非在5日下午舉行的疫情新聞發布會
上表示，目前社會面基本實現清零，西安疫
情蔓延勢頭得到有效遏制。1月4日，西安市
新增本土確診病例35例，而截至當日24時，

西安全市正在集中隔離42,000餘人。徐明非
亦指出，下一步，西安將對封控、管控區域
和集中隔離人員，認真分析研判，達到解除
條件的，經評估後，逐步有序予以解封。

截至1月4日24時，西安市本輪疫情已
累計報告本土確診病例1,793例，目前已有
37名確診患者出院。

徐明非表示，從近3輪核酸篩查的情況

看，病例總量呈現下降趨勢，社會面基本實
現清零，疫情蔓延勢頭得到有效遏制。說明
西安全面收緊社會管控、實施最嚴格的防控
措施、方向和舉措是正確的，效果正在逐步
顯現。但由於新冠病毒的潛伏期一般不超過
14天，從感染到發病有一個過程，不排除有
零星散發可能，所以現在依然處在疫情防控
關鍵期，仍然不能有絲毫的麻痹鬆懈。

西安社會面基本清零 達條件小區將逐步解封

“巨無霸”中國移動A 5日在上交

所掛牌，成為2022年上交所首家上市公

司，早盤高開9.41%，但之後卻隨着大市向下升

幅收窄，全日僅升0.52%，沒有破發。至於滬深

A股則開年以來連跌兩日，創指跌近3%向下擊

穿3,200點，滬綜指跌破3,600點整數關口。

●“巨無霸”中國移動A5日在上交所掛牌，成為2022年上交所首家上市
公司，雖然盤中一度漲逾一成，但午後不斷回吐升幅，最終勉強收紅。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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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市場預期中概
股加快回流下，羅兵咸永道發表報告指，去年A股
在港IPO勢頭強勁，共有493隻新股上市，融資金
額高達5,478億元（人民幣，下同），同比分別增
長25% 和17%，同創歷史新高。該行預期即將開
始全面推行的註冊制將持續利好A股市場，料今年
北上深三地交易所的融資規模和數量總和有望再創
歷史新高，香港IPO市場亦有望重新躋身全球三大
融資市場之列。

報告指，去年上交所的主板和科創板共有249
隻新股，融資金額達3,750億元，僅次於納斯達克
位列全球IPO市場第二位。IPO以創業板數量最
多，共有199隻，其次是科創板共錄162隻。科創
板以2,062億元融資額位列首位，其次是上海主板
的1,688億元。

中概股回歸可續帶動港股
羅兵咸永道中國市場主管合夥人梁偉堅認

為，內地即將開始全面推行的註冊制將持續利
好A股市場，在科創板、創業板和北交所試點

註冊制新股數量穩健增長的推動下，料今年A股
多層級資本市場獲得IPO企業數量將達580至690
間，而北上深三地交易所的融資規模和數量總和
有望再創歷史新高，達到5,600億至6,350億元。

該行亦提到，去年美股市場共有37間中企首
發上市，融資額為124億美元，IPO數量和融資額
分別按年增長12%和2%，但主要集中在上半年。
該行預期受相關監管政策和法規影響，中資企業
未來赴美上市或有所降溫，不過在新經濟企業和
中概股回歸下，將繼續成為港交所上市活動的主
要驅動力，料今年有120家企業在港上市，全年融
資總額達到3,500億至4,000億港元。

年內料逾10家SPAC赴港上市
羅兵咸永道香港企業客戶主管合夥人黃煒邦

認為，隨着港交所制定SPAC（特殊目的收購公
司）上市制度的新規則令上市融資平台進一步擴
闊及多元化，今年料有10至15間SPAC赴港上
市，集資約200億至300億港元，亦有信心香港
IPO市場年內能重新躋身全球三大集資中心之
一。

● 黃 煒 邦
（ 左 ） 表
示，有信心
香港 IPO市
場年內能重
新躋身全球
三大集資中
心之一。

中移動A股首掛僅升0.52%
滬深股指連跌兩日 大盤延續弱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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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日中移動A股開盤價報63元（人民

幣，下同），相較57.58元的發行價
漲9.41%，盤中一度漲10.4%，高見63.58
元，早市收盤升幅縮窄至3.8%，午後不斷回
吐升幅，最終勉強收紅，股價報57.88元小升
0.52%，日內換手率達54%，成交153億元。
分析人士認為，現在整體的市場氣氛還不是
很好，所以該股從高位回落也是正常的。公
司此前公布，其A股發行價格定為每股57.58
元，全額行使超額配售選擇權情況下，預計
募集資金總額將高至560億元。據此計算，
其創出A股逾11年最大IPO，在A股IPO融
資規模中位列第五。

回購港股刺激H股逆市升
中國移動A股上市前夜，中國移動在港

交所公告將回購不超過20.47億股港股股
份，消息刺激中移動H 5日最多升7.3%，雖
然港股下跌1.6%，但該股5日收報49.6港
元，全日升幅仍有3.33%。

中國移動董事長楊傑在上市儀式上表
示，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推進，
經濟社會加速數智化轉型，信息服務藍海空
間廣闊。

中國移動將錨定“世界一流信息服務科
技創新公司”的新定位，全力推進新基建、
融合新要素、激發新動能，做強做優做大數
字經濟，開拓創新賦能美好數智生活。他強
調，中國移動要奮力開創高質量發展新局
面，成為A股市場具有長期投資價值的優秀
上市公司。

至此A股已集齊內地三大電信運營商。
除中國移動外，中國聯通早已在A股上市；
中國電信自美國退市後在去年8月亦回歸A
股，其A股首日掛牌收漲35%。中國電信、
中國聯通5日分別跌1.83%和0.25%。

A股三大指數齊跌
至於滬深A股則延續弱勢，低開低走。截

至收市，滬綜指下破3,600點，收報3,595

點，跌37點或1.02%；深成指報14,525點，
跌265點或1.8%；創業板指也跌破3,200點關
口，收報3,161點，跌88點或2.73%。兩市共
成交13,051億元。

風電設備、航天航空、中藥、光伏設備、
電力、電池、半導體等板塊均重挫，前三者整
體狂瀉4%，其餘跌幅亦超過3%。兩市僅遊
戲、珠寶首飾、石油、銀行、保險、旅遊酒店
等少數板塊收紅。

方正證券指，2022年開年連續兩個交易
日，A股主要指數均出現調整下跌。1月市
場波動加大，或與投資者行為有關，因為年
初是新一輪考核周期開始，市場風險偏好往
往更高，更容易出現調倉行為，近期市場並
沒有重大利空消息，總體看這兩個交易日中
調整幅度較大的，也都是2021年漲幅相對較
大的板塊。鑒於當前市場流動性總體寬裕，
且目前A股整體估值並不高，後續行情持續
下行可能性不大，1月到2月的春季躁動行
情依然值得期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香港文匯報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

5日

中移動A股首掛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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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台北市長柯文哲
6 日表示，台灣僅把非洲 10 個國
列為高風險，但去年12月到現在
，從那些高風險國家回來的人約
10個，而從美國回來就有50幾個
， 「政治是政治、科學是科學，
不過台灣一向是政治凌駕科學。
」

柯文哲表示，衛福部長陳時
中說 「全世界都是高風險國家」
，其實也對，但應用同樣標準，
目前高風險國家的防疫規範是
「14+7」，其他國家則可選 「7+

7」，但還是那句話， 「科學是科
學、政治是政治」，他認為現在
美國回來的人，恐怕比其他國家

更危險。
新北市長侯友宜昨表示，該

做的事絕對不要等待，避免疫情
進到台灣擴大後，造成全民生活
不便、經濟重大損失，呼籲中央
真的要去調整高風險國家列管整
個處理流程，全面防疫阻絕於境
外才是最好的態度。

陳時中昨回應，現在入境者
沒有人能回家檢疫，全世界都是
高風險。法國人口 6000 多萬，7
天平均個案數有19萬8000，而美
國7天平均個案數則是56萬7000
人，美國人口數是法國 5 倍，若
將法國個案數乘以 5，就是 90 幾
萬人，法國情況比美國嚴重。另

澳洲來看 1 天有 6 萬 5000 人確診
，人口是2500萬，若要與美國人
口比較，需乘以14，等於約90多
萬，也比美國多。

根據本報統計，12月16日至
昨日，美國境外移入個案佔當日
境外移入總數的比例介於 9.1 至
76.9％間，其中12月16日至22日
，佔比從個位數升至 35.7％，並
於23日達76.9％高峰，昨則佔單
日境外移入個案的60％；法國移
入個案則介於0至12.5％間；澳洲
入境者在12月16日至元旦都無人
確診，近期雖有零星案例，但每
日不超過 1 例，整體比例佔當日
境外移入個案僅0至5％。

（中央社）為因應Omicron本土疫情來襲，中央流行疫情指
揮中心昨天宣布，北部應變醫院、急救責任醫院即日起需加開
5％～20％不等的專責病房，以備不時之需，業界人士分析，此
舉顯然是記取去年5月本土疫情大爆發的教訓，也有人擔憂，若
這波疫情未能控制住，將排擠一般醫療量能。

指揮中心昨天表示，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桃園市等4
縣市應變醫院，需在3日內恢復開設急性一般病床總數之20％作
為專責病房；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宜蘭縣、桃園市、新竹
市、新竹縣及苗栗縣等北部8縣市急性一般病床總數500床以上

的急救責任醫院，應在3日內恢復開設5％作為專責病房，收治
疑似或確診個案。

醫療應變組副組長羅一鈞說，台北區可增加 436 床、北區
150床，可增加586床。若量能全開，台北區及北區總數可從現
行1179床增加至1453床。

新光醫院行政副院長洪子仁分析，去年萬華社區疫情爆發後
，每天病例數以百例迅速增加，當時就是沒有預留專責病房，才
會出現醫院要先降載才能收病患的窘境，導致很多病患因時間差
未能受到妥善照護。

洪子仁指出，現在適逢春節前，病患開刀的意願偏低，此時
宣布降載5％，對醫院來說並不算太困難，以新光醫院來說5％
等於是要開出25間專責病房，能在1天內完成作業。

台北市立萬芳醫院感染科主任李文生表示，昨天指揮中心宣
布後，院內就已召開防疫會議，立即加開17間專責病房，目前
能收治約30名新冠疑似、確診病患，但他也擔心，一旦這波桃
園機場疫情失守，接下來若要再加開專責病房，將影響到一般病
患的住院、開刀機會。

雙北基桃開專責病房
恐排擠一般醫療量能

（中央社）持續深耕台灣的日立冷氣
，昨（6日）宣布第十四屆 「日立慈善盃女
子高爾夫菁英賽」即日起到9日愛心開打，
以 「慈善公益，一起愛台灣」的主題，將
選手的熱血、觀眾的熱情轉化為愛心，為
公益團體於寒冬中送暖。作為年度女子職
業高球巡迴賽的首場賽事更是引人矚目，
「為了用行動凝聚大家的愛心，幫助更多

公益團體，因此在疫情中我們更堅持理念
，照常舉辦活動，持續實現日立冷氣 『珍
愛地球．深耕台灣』的企業願景。」

錢珮芸挑戰2連霸令人期待
本屆賽事雖因應防疫需求而暫停售票

，且不提供接駁服務，但將改由網路、電
視雙平台於明、後日（8、9 日）下午 1 點

，於民視無線台、民視新聞YouTube頻道
及TLPGA粉絲團轉播賽事，讓選手、球迷
都能安全地在線上也能共襄盛舉，貫徹日
立慈善盃一直以來以 「幫助公益團體」和
「創造國內職業高爾夫選手的培育環境」

的比賽宗旨。
日立慈善盃結合體育與慈善兩大理念

，開啟台灣慈善公益賽事先河，不僅作為
業界表率拋磚引玉，將賽事收入捐贈至十
大公益團體，捐款總額已突破7800萬元，
而且更以高額積分與獎金吸引眾多台灣好
手角逐后冠，大大提高了比賽的吸睛度，
加上去年選手錢珮芸，創下日立慈善盃賽
史最低總桿成績強勢奪冠，讓球迷今年加
倍期待其能否連霸挑戰衛冕冠軍寶座。

五度榮獲 「天下企業公民獎」
日立冷氣深耕台灣逾半世紀，身為全

台最大變頻空調製造廠，不僅大力支持在
台舉辦的國際相關體育賽事，更將關懷延
伸至公益、教育等其他面向著手，長期贊
助國際自由車環台賽、台北羽球公開賽、
Challenge Taiwan鐵人三項、嘉義市國際管
樂節、台灣燈會等活動，讓世界看見台灣
之餘，同時更為偏鄉學校捐贈空調產品，
以提升莘莘學子生活環境，因著對慈善公
益的投入，已五度榮獲 「天下企業公民獎
」外商企業組第一名，期待讓大家都能夠
體會日立冷氣所帶來 「享受幸福溫度、呼
吸最好空氣」的溫暖。

日立慈善盃 女子高爾夫菁英賽愛心開打

柯P老實說：美國回來
恐比其他國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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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斯拉保費一夜之間暴漲80%！
新能源車險漲幅為何這麼大？

最近，“一夜之間，特斯拉車主

保費暴增”成熱議話題。有網友稱，

12月27日新能源汽車專屬保險正式上

線後，特斯拉Model Y的保費從8278

元暴漲至1.4萬多元，漲幅達80%。這

背後的原因是什麽？揚子晚報記者采

訪消費者、險企、車企得知：專屬保

險責任拓寬了，可解決以往傳統商業

車險覆蓋不了的問題。出險率高、工

時較貴的車型對應的保費增加；但也

有車型的保費不增反降。專家認爲：

專屬保險上線對新能源車行業是利好

；不過保險公司未來仍可在服務和針

對性險種等方面下功夫；車企也應考

慮消費者呼聲有所作爲。

消費者吐槽
“一夜之間”保費增80%
省的油錢都貼給保險了？
有網友吐槽，特斯拉Model Y在

12月 23日投保爲8278元，12月27日

後暴漲到1.4萬多元，“一夜之間”漲

幅達80%。一些特斯拉車主和准車主

憂心忡忡。南京市民季先生買了輛

Model Y長續航版，2021年 5月提車

，第一年保費7250元。“明年續保會

漲多少？”他有些忐忑。南京市民宋

先生剛預訂了一部特斯拉，准備近日

提車，他表示“漲就漲吧，希望保障

能跟上。”

不少網友稱，之所以選新能源

車是爲了省錢。現在豈不是“省的

油錢都貼給保險了？”還有人擔心

，這會縮小新能源車的優勢，進而

減少銷量。

有熱心網友貼出了保費新舊對比

圖。以三大知名新能源車品牌爲例，

上漲幅度從24.77%-100%不等。但也

有部分新能源車的保費下降，有兩款

降幅爲7.21%和5.19%。

微博大V汽車博主@“董買買”

指出，有的新能源車品牌維修費用

高，出險頻率高，保費就漲得多；有

的品牌維修費用不高、整體理賠次數

少，保費反而會下降。他統計，下降

的大多是售價25萬元以下的品牌。

企業聲音
車企稱持續關注後續價格
險企人士稱是“市場行為”
12月27日，新能源汽車專屬保險

正式上線。中國人保、平安産險、太

保産險、大地保險等12家保險公司同

步開售。

保費的提高，會不會影響銷售？

12月29日，揚子晚報記者聯系上一家

知名新能源汽車品牌的相關人士。這

位人士表示不清楚。

12月29日晚間，蔚來發布《關于

新能源汽車專屬保險的說明》。《說

明》提及，“保險無憂的定價依然爲

保險費用+1680元蔚來專屬服務，其

中1680元蔚來專屬服務不變，整體保

費的變化與用戶所在地區、違法記錄

、過往出險情況等因素有關。目前各

地情況不同，整體而言蔚來車型的保

費調整幅度不大，我們將持續關注後

續的價格變動。”

南京一家財險公司的車險部資深

人士介紹，“跟傳統商業車險比，確

實有的車保費貴了，有的車便宜了。”

他個人認爲，這就是一種“市場行

爲”。大家不要只看價格，而是要看

到專屬保險的責任拓寬了——承保範

圍包括車輛起火、“三電”系統(即電

池、電機和電控)、車上人員以及自用

充電樁損失、外部電網故障損失等附

加風險保障，在使用層面全面覆蓋行

駛、停放、充電及作業的場景。舉例

說，“有的車主家有不止一個充電樁

，新的保險可以做到有幾個就保幾個

。而以往這是做不到的。”

專家解讀
新保險發揮市場調控作用
有助于新能源車行業發展
北京聯合大學管理學院教師楊澤

雲稱，新能源車專屬保險與傳統燃油

汽車保險的主要區別在于：新能源車

的電池及其驅動系統都是保險標的。

專屬保險通過附加險的方式，將新能

源汽車的充電設施在充電過程中可能

面臨的風險都承保。此外，針對新能

源汽車可能起火造成第三者較大損失

的風險，附加險還增加了火災事故限

額翻倍險。這些可以大大緩解新能源

車主的各種擔心。

南京市律師協會保險法律專業委

員會主任唐浩認爲，新能源汽車專屬

保險與傳統的商業車險不能簡單做保

費上的類比。二者保障範圍不同，不

具有可比性。保險費率的確定依據，

是保障範圍和標的物的出險概率。舉

例而言，锂電池的起火隱患常常見諸

報端。風險程度高的標的物，必然導

致保費上漲。而且，此次新能源汽車

專屬保險的推出，經過了行業協會的

征求意見，在程序上沒有問題。

東南大學法學院副教授、交通法

治與發展研究中心執行主任顧大松認

爲：專屬保險的上線，對新能源車行

業是利好。因爲它解決了以往傳統商

業車險覆蓋不了的問題。不同車型有

的保費提高，有的保費降低，也有助

于發揮市場調控的作用，從安全的角

度引導新能源車的生産方向。

後續猜想
未來不排除“降價”可能 安全

駕駛仍然是“王道”
未來新能源車保險有沒有“降

價”的可能？專家如何“支招”？

江蘇一位車險行業資深人士介

紹，專屬保險的利潤空間已經很薄。

“據我所知，行業要求各家公司的賠

付率，是按85%算的。即收1萬元的

保費，8500元要用于賠付。”有的車

品牌感覺保費漲了，除了其出險率高

，還因爲維修工時費太高。“車企也

應考慮消費者的呼聲，有所作爲。”

未來新能源車企業和保險公司有可能

會一起商量解決方案，比如降低工時

費，進而有望降低保費。

楊澤雲介紹，新能源汽車在銷售

過程有各種補貼。但發生事故時，更

換各種零部件並無補貼。修理價格高

也是新能源汽車保險保費高的原因之

一。

南京一家財險公司的車險部資深

人士介紹，不管哪種車險，對車主而

言，安全駕駛才是“王道”。以新能

源車保費第一年爲7250元爲例，在沒

有出險的情況下，下一年續保大概是

6300元。“不出險時間越長，優惠越

多。”

唐浩認爲，未來專屬保險有可能

根據風險概率的實際情況進行調整。

此外，保險公司也可在服務上有所作

爲。比如眼下是冬季，天氣寒冷，新

能源車的保養、充電救援等，保險公

司都可以動動腦筋。

顧大松認爲，新能源汽車專屬保

險的保障範圍還可以繼續擴大，比如

對換電車型提供針對性保險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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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5、4、3、2、1”

倒數結束，盧旺達駐華大使代

言的數千斤咖啡、斯裏蘭卡

駐華大使推銷的錫蘭紅茶一

上架就賣光……多位駐華大

使直播帶貨的火爆場面屢屢

出現在直播間。在“秒空”

背後，世界看到中國新平台、

新業態、新模式的不斷發展，

更看到了中國消費市場的巨

大潛力。

“直播帶貨”既是獨具一

格的中國風景，也成爲中國跨

境貿易發展的出入口。據統

計，自 2020 年以來，包括俄

羅斯、韓國、馬來西亞、新加

坡、秘魯、智利、西班牙、盧

旺達、毛裏求斯、南非、盧森

堡、塞爾維亞、保加利亞、斯

裏蘭卡在內，數十個國家的駐

華大使和領事、參贊曾出鏡中

國電商平台直播間，變身“好

物推薦官”。此外，受疫情衝

擊，中國外貿企業面臨壓力，

如今把貿易和展會搬到線上，

借助直播來獲取訂單和客戶，已成爲越來越多

外貿企業的新路子。無論是世界産品走進來，

還是中國商品走出去，直播帶貨正成爲外貿新

方式，讓跨境貿易“跑更遠”。

直播帶貨通過直接與消費者互動，既拉近

了商家與消費者的距離，也爲商品贏得了銷售

機會。在直播場景下，通過互動方式，商家將

優質、性價比高的商品展現給消費者，達到了

良好的銷售效果。同時，跨境直播帶貨，通過

讓外商在屏幕前“買買買”，讓中國的産品有

了“走出去”的新平台，有效緩解外貿企業防

疫期間的銷售壓力。

直播帶貨成爲跨境貿易新方式，得益于

中國電子商務的快速發展。5G、智慧物流、

大數據正在催生新業態、新平台和新模式，

爲中國消費驅動增長提供了堅實的支撐。直

播帶貨在跨境貿易領域發揮作用的同時，有

關部門也要正確引導、促進新業態健康發

展。“直播帶貨”促進了跨境貿易發展，也

可能存在虛假宣傳、假冒僞劣、售後維權難

等問題。對跨境直播帶貨而言，直播電商需

要意識到，不誠信經營影響的不僅是企業商

譽，更是一國信譽。誠信經營優質商品才是

制勝法寶。

火熱的直播帶貨場面爲世界提供了一個了

解中國的窗口，透過這個窗口，世界看到了一

個發展的、開放的中國。兼有“世界工廠”和

“世界市場”雙重身份的中國，未來將更加開

放地走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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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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