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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智貸款

Michelle Young  
 通國、英、粵語、韓語

● 外國人貸款，保證最低
   最低利息。B1, B2, 
   J1保證通過
● 只要一年P&L盈虧表，
   不查稅表
● W2用一年VOE貸款方式
● 不查收入貸款
● Construction Loan,
   Lot Lo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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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中國為對抗新一波 COVID-19 疫
情，已在若干大城市實施封城。在處理器大廠三星
和美光表示，它們在當地工廠因此受到影響後，令
人擔憂全球產業恐怕將出現更多斷鏈情況。

美聯社報導，這使得外界對於 COVID-19
（2019冠狀病毒疾病）Omicron變異株可能為全球
經濟帶來的衝擊，更加感到不安。分析師警告，越
南、泰國和其他對全球製造鏈來說重要的國家，可
能也會祭出防疫措施，造成產品出貨延遲。

野村（Nomura）經濟學家今天發布報告指出
： 「中國封城已開始造成生產中斷。」

中國經濟原本已因與疫情無關的壓力而正在降

溫，壓力來自官方努力迫使當地地產開發商和其他
企業降低已大增的債務水準，但此舉債規模卻是中
國過去20年經濟蓬勃發展的動力來源。

中國最新一波封城中，最大城市是位在西部擁
有1300 萬人口的西安。它對製造業的重要性，雖
然比不上2020 年最先爆發疫情而封城的武漢；但
西安有的工廠，卻是負責生產智慧手機用晶片、汽
車零件及其他產品，供應對象遍及全球和中國品牌
。

韓國的三星（Samsung）和美國的美光（Mi-
cron）在西安受封城影響的工廠，是生產智慧手機
、個人電腦（PC）和伺服器所需DRAM及NAND

記憶體晶片。兩企業皆表示會仰賴他處工廠來彌補
減產，盡可能縮小衝擊；但美光已表明，部分出貨
恐怕會延遲。

根據惠譽國際信用評等公司（Fitch Ratings）
駐首爾分析師雪莉‧張（Shelley Jang）的說法，三
星的NAND晶片42%在西安廠生產，而西安生產的
NAND 占全球供應的 15%。全球使用的 NAND 晶
片1/3由三星製造。

相較於美國和其他國家努力讓防疫管制措施盡
可能對經濟衝擊最小，中國對 COVID-19 採取的
零容忍策略，卻正讓國家經濟付出重大成本。

中國防疫封城中國防疫封城 全球供應鏈延遲全球供應鏈延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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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army of the post-Soviet
military alliance led by Russia is
preparing to enter Kazakhstan to
help the central Asian country
quell civil unrest. Since
Thursday, more than twelve
policemen and demonstrators
have been killed and hundreds
have been injured.

Police in the capital city of
Almaty said that the
demonstrators were attacking the

administrative building and police
station. They rushed into the
airport and set fires and also
interrupted the national internet
service.

Kazakhstan is the nineteenth
largest country in the world.
Since its independence in 1991,
due to rich domestic resources, it
has grown rapidly, but because
of the corrupt government,
inflation and high fuel prices, the

people started protesting in the
streets.

President Biden is bound to face
another challenge with Russia.
These two countries, including
the Ukraine, are not only
extremely important politically,
but also they are important
because of their strategic
security locations.

The pandemic has seriously hit

the people’s livelihoods. Prices
are soaring and people are in
poverty. That will cause the
unrest.

The leaders of all the nations
must learn their lesson.
Otherwise, the tragedies will
continue to happen.

0101//0707//20212021

Turmoil in KazakhstanTurmoil in Kazakhstan

俄羅斯領導的後蘇聯國家軍事聯盟之
軍隊正在準備開進哈薩克斯坦，以幫忙這
個中亞國家平息內亂 ,從本週四開始已有
十多名警察及示威者喪生 數百人受傷。

首都阿拉木圖市警方表示， 示威者正
在襲擊行政大樓 、警察局、 國民們是在抗
議燃料及物價之飈升， 並連續進行了幾天
來的抗議活動， 並且衝進了阿拉木圖機埸
並放火燒毁了主要行政大樓， 全國互聯網
也全部中斷。

總統托卡耶夫已經向包括俄羅斯 、白
俄羅斯、 亞美尼亞等國请求軍事援助。

哈薩克斯坦是全球第九大國土之國家
， 自一九九一年獨立以來， 由於國內资源
豐富 ，経濟成長快速 ，但是由于政府治理
不當 ，経常有民眾示威抗議活動。

俄羅斯方面指責是美國在幕後指使，
但是白宮方面嚴厲反駁決非事實。

包括鳥克蘭在內之危機 ，拜登總統又
勢必面對另一挑戰 對俄羅斯而言， 兩個國
家不但是政治上極其重要， 在経濟利益及
戰略地位都是和美國對抗之課題。

疫情嚴重打擊民生経濟， 物價飛漲，
民不聊生 ，因而造成民怨， 各國領袖必須
記起教訓 ，否則悲劇將不断上演。

哈薩克斯坦動亂影響中亞全局哈薩克斯坦動亂影響中亞全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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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由於美軍作戰十分依賴衛星等太空資產
，中國大陸和俄羅斯持續發展反衛星能力，但核武專
家警告，太空中的核武指揮管制等衛星，事實上同樣
屬於戰略嚇阻系統的一環，就算只是意外遭遇攻擊，
也可能因誤判導致傳統衝突升級為核戰。

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 核 子 政 策 計 畫 （Nuclear Policy
Program）共同主任艾克頓（James M. Acton）和同單
位的研究員麥克唐納（Thomas D. MacDonald）投書軍
事新聞網站 「Defense One」，強調俄羅斯 2021 年 11
月15日以反衛星飛彈摧毀自家舊衛星、導致碎片危及
國際太空站（ISS）的事件，可能比世人想像得更加嚴
重。

兩名專家指出，衛星不僅是美國彈道飛彈預警系
統的關鍵感測器，更是其核武指管系統中不可或缺的
一環，為美國總統下達核武發射命令的首選管道；俄
羅斯也將衛星用於類似目的，但依賴程度不及美國；

外界對中國大陸的核武指管機制所知甚少，但據稱其
正發展太空預警系統。

若某國準備發動先制核武打擊，其可能會優先攻
擊核武指管衛星，藉此干擾他國的反擊能力，故相關
衛星遭攻擊很可能導致核戰發生。而在中俄持續發展
反衛星武器之下，就算其目標僅是一般衛星，也可能
間接導致核武指管衛星受損；更糟的是，部分衛星同
時兼具一般與核武管制任務，代表就算目的僅是減弱
傳統作戰能力，也可能導致美方核武管制系統受損，
大幅增加誤判的風險。

雖然現有反衛星飛彈仍難以直接威脅位於高地球
軌道（high earth orbit）的核武指管衛星，但未來殺手
衛星等太空武器便將有能力做到，因此專家們呼籲美
國、俄羅斯和中國大陸應立即啟動談判，同意不在高
地球軌道衛星的一定距離內操作太空載具，避免意外
引爆核戰。

中俄瞄準美這關鍵設備
專家驚：恐意外引爆核戰

(本報訊)哈薩克多座城市連日爆發反政府示威，其中以第一
大城阿拉木圖的警民衝突最為激烈，市內 「共和廣場」成為抗議
人士主要聚集地點。俄媒7日報導，哈薩克安全部隊6日已清空
廣場，翌日在俄羅斯維和部隊協助下，重奪全面控制機場。據哈
薩克內政部稱，總計有18名執法人員在衝突中喪生，26名 「武
裝罪犯」遭擊斃，逾3800人涉暴動被捕。

哈薩克總統托卡葉夫7日宣布，憲法秩序已基本恢復，地方
政府控制著局勢。他指國家面臨訓練有素的武裝匪徒及恐怖分子
威脅，他們來自本國和外國，強調政府不會與謀殺犯及犯人談判
，並下令士兵和執法人員可不予警告，射殺拒絕投降的恐怖分子

。
以俄國為首的 「集體安全條約組織」（CSTO）派出維和部

隊，6日進駐哈薩克。目前，圍繞維和部隊進駐，以及此次動亂
背後的原因，美俄之間相互質疑批評。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7日
也在致托卡葉夫的口信中表示，中方堅決反對外部勢力蓄意在哈
薩克製造動亂、策動 「顏色革命」。

據俄國和土耳其媒體分析稱，此次動亂的 「幕後黑手」，很
可能是流亡法國的哈薩克前能源和貿易部長、反對派領袖阿布利
亞佐夫（Mukhtar Ablyazov）。在示威剛開始時，此人就在臉書
上協調抗議活動，進而將整個活動帶入動亂階段。而據稱，阿氏

背後有著名金融大鱷索羅斯的基金會支持。
美國6日則警告，俄國派兵維和恐致哈薩克遭接管。美國國

務院發言人普萊斯說： 「美國與全世界會緊盯任何侵害人權情事
，也會密切關注任何可能導致哈薩克被接管的行為。」

據美媒報導，哈薩克許多活躍人士批評托卡葉夫政權無能，
不能靠自己的力量恢復國內秩序。他們認為，哈薩克未來可能會
更加依賴莫斯科，普丁當局也更有可能會像吞併烏克蘭的克里米
亞和東部地區那樣，未來也會吞併與俄國相接壤的哈薩克北部地
區。

哈薩克總統下令 無需警告可對恐怖分子開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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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日增確診超14萬例
學生或強製佩戴Ffp2型口罩
綜合報導 意大利民防部報告新增確診病例141262例，死亡111例。

截至1日18時，全國累計確診病例6266939例，死亡病例137513例。

據報道，意大利衛生部疫情監測數據顯示，過去24小時，意大利共

進行了1084295次新冠病毒的分子和抗原拭子測試，陽性率為13%，高

於2021年12月31日的11.78%。目前，意大利現有重癥患者1297人，本

周平均日收治135人；普通住院患者11265人，本周平均日增加115人。

佛羅倫薩市議會根據議員喬爾蓋蒂提議，決定從1月3日至3月31

日，對所有道路清潔日停在清潔道路上的汽車，不再進行強製罰款和拖

車。該決定出於在奧密克戎變異毒株大流行背景下，佛羅倫薩很多市民

因感染新冠，或因與感染者密切接觸而被隔離無法自由移動。

意大利全國學校校長協會主席詹內利表示，學校正在考慮在開學前

對疫情嚴重的地區，針對11歲以下學生進行大規模咽拭子測試，同時積

極推進5至11歲兒童接種新冠疫苗。也正在考慮，是否要求6歲及以上

年齡段學生返校上課時強製性佩戴Ffp2型口罩。不過個別大區政府已經

提前做出決定，或推遲開學或進行咽拭子篩查活動。

阿布魯佐大區政府是第一個為開學做出決定的大區。大區政府簽署

法令，將開學時間從1月7日推遲至1月10日，推遲三天開學目的在於

對師生進行咽拭子篩查，以保證學校師生安全返校。

翁布裏亞大區已決定開學前對學生進行咽拭子測試。大區已批準快

速抗原測試計劃，從1月1日至12日，將為初中一年級和二年級的學生

，以及教育和專業培訓課程的學生提供免費咽拭子測試。

坎帕尼亞大區政府計劃針對小學生采取一個月遠程教育，留給小學

生接種疫苗的時間；馬爾凱大區預計將在安科納市設立全國第一個專門

為師生和教職員工服務的快速病毒測試點。

法總統候選人：支持法國退出北約
將俄羅斯視為夥伴

綜合報導 據消息，法國總統大選候選人、左翼政黨“不屈法國”

黨黨首讓-呂克· 梅朗雄呼籲該國退出北約。報道認爲，這表明他將俄羅

斯視爲巴黎的夥伴而不是對手。

在接受法國媒體采訪時，讓-呂克· 梅朗雄分享了自己對新冷戰以及法國

在其中的位置的看法。梅朗雄表示，法國應該參與到“緩和”國際局勢的努

力中，而不是追隨華盛頓對中國和俄羅斯發起新冷戰。他認爲，完全退出北

約對法國有利，因爲這讓法國不會成爲美國“軍事冒險主義”的一部分。

“我支持(法國)退出北約。我們得緩和事態。如果我們退出北約，我們

將不會被拖入美國與俄羅斯以及中國之間的冷戰邏輯，”他說道。

梅朗雄還表示，他將俄羅斯視爲法國的夥伴而不是對手。他稱，是西方打

破了北約東擴的承諾，使北約陷入目前與莫斯科的僵局。梅朗雄還表示反對

接受烏克蘭加入北約的任何計劃。他說，這樣的舉動將進一步侵蝕歐洲的安

全局勢，因爲莫斯科會不可避免地將其視爲針對它的新“威脅”。

法國將于2022年4月舉行總統選舉。法國總統選舉5年舉行一次，

實行兩輪選舉制。現任總統馬克龍2017年當選，任期至2022年5月13日

。梅朗雄現年70歲，這是他第三次競選總統。他2012年首次競選總統未

成功，2016年創立“不屈法國”黨，2017年以該黨候選人身份再次參選

。在2017年總統選舉第一輪投票中，梅朗雄意外獲得700萬張選票，但

票數不足以讓他進入下一輪。

日增36246例
希臘疫情擴散開學問題仍懸而未決

希臘新冠疫情持續擴散，學校開學問

題仍懸而未決。專家預測稱，1月19日至

22日，希臘每日新增的新冠確診人數將達

到平均每天6.5萬人，最高的日增確診患

者人數可能達到甚至超過8萬。

開學問題仍懸而未決
據報道，當地時間2日，希臘衛生部長

普萊弗裏斯表示，衛生專家委員會將開會對

學校開放問題進行討論。他指出，政府的首

選計劃是學校在1月10日開學，並可能更新

健康保護協議。他說，新的健康協議的變化

，可能涉及進行更多的病毒測試。

雅典和比雷埃夫斯醫生協會(EINAP)

主席帕格尼于當地時間3日表示，學校應

該在制定新的衛生守則的前提下，在當地

時間1月10日如期開學。她說，停止面對

面的線下授課，幾乎不會減少新冠病毒的

傳播。因爲目前在希臘疫情中占據主導地

位的是新冠病毒奧密克戎變異株，其傳染

性極強，即使在日常的社交活動中，也會

因爲人們防護上的松懈而擴散。不過，帕

格尼稱，預計未來幾天新增病例數量還將

會出現激增。

然而，多位醫學專家則認爲，學校應

該推遲開放，將疫

情的高峰期和學校

的開學時間錯開。

希臘微生物學

教授瓦托普洛斯說

，學校的關閉或開

放取決于病例的增

加速度，但由于傳

染性極強的奧密克

戎的存在，使得事

情應對起來更加棘

手。克裏特大學肺

病學教授紮納基斯

建議，將學校開放

時間定爲1月17日，以降低受假期影響的

疫情對校園的影響。

日增人數可達8萬
塞薩洛尼基亞裏士多德大學環境工程

學教授薩裏雅尼斯稱，根據數學模型預

測，當地時間1月19日至22日，希臘每日

新增的新冠確診人數將達到平均每天6.5

萬人。最高的日增確診人數可能達到甚至

超過8萬。不過，他也稱，在疫情高峰過

後，預計病例數量會垂直下降。

報道稱，雅典大學流行病學助理教授

馬約爾基尼斯說，根據現有的數據分析，

本輪疫情有可能在1月份或2月底之前放

緩。他說，假期過後的病例激增是否會對

衛生系統施加更大壓力，需要進行進一步

觀測。他建議社交活動頻繁的人士在接下

來的兩到三周內，避免與免疫力弱者和老

年人接觸。

據報道，當地時間1月3日晚，希臘國家

公共衛生組織宣布，過去24小時，希臘新增

36246例新冠確診患者，新增死亡病例78例。

多名女性被殺沖擊法國新年
市長聲稱極度震驚，全村感到恐懼

新年伊始，法國一天內竟發生3起

女性遇害案，女權團體對此表示憤怒，

並稱“女性的生存環境極爲殘酷”，並

呼籲法國政府在新的一年裏正視這個問

題，並采取必要措施，避免更多悲劇的

發生。

元旦當日，竟發生三起女性家暴案
據報道，針對婦女的暴力行爲沒有

隨著新年的到來而結束——去年有113

名女性因家暴死亡，今年剛過去幾天，

就又有三名女性遇害。2022年第一起女

性被害案發生在西部曼恩-盧瓦爾省。一

名28歲女性軍人被同爲軍人的男友用刀

刺死，她的屍體于元旦當天在當地一個

寓所內被發現。檢方稱，該女子在2021

年12月31日晚和男友以及他弟弟一起跨

年。大量飲酒後，她的男友變得十分暴

力。在男友弟弟報警之時，她被男友拽

出房間，並被他用刀捅傷，不治身亡。

該案檢察官維倫對媒體表示，案件的最

終定性可能是“蓄意殺害女性”。

同一天晚些時候，東北部默爾特-摩

澤爾省的拉布裏村，一名56歲女性在自

家被發現胸口插著一把刀，當時已死亡

。受害人丈夫在遭警方拘捕期間對殺妻

事實供認不諱。他表示，與妻子在元旦

上午發生爭吵，情緒激動的他捅了妻子

數刀。鄰居聽到聲響後報警，丈夫隨即

被捕。警方在二人家裏發現了一根結好

套的繩索，丈夫稱打算用它自殺。這起

新年殺妻案讓這個僅有1500名居民的小

村感到震驚和恐懼。

另一起女性被殺案發生在1日晚8時

，尼斯市警方在一輛汽車後備箱內發現

了一具女性屍體。法醫鑒定稱死者是被

勒死的。受害人的丈夫及三個孩子隨後

被警方拘捕，檢方稱，受害人丈夫表示

曾與妻子發生爭執，但對受害人之死並

不知情。該案細節目前仍有待調查，但

媒體普遍認爲丈夫嫌疑非常大，應該是

一起典型的暴力殺妻案。尼斯市市長埃

斯特羅西發推文稱“對案件極度震驚”

，他強烈譴責這起謀殺案的嫌犯，並向

受害者親屬表達哀悼。埃斯特羅西還表

示，“杜絕女性遭遇家暴是尼斯市2022

年工作的重中之重”。

教皇譴責：對婦女施暴就是“侮辱
上帝”

“這只是冰山一角”，新年首日就有

三名女性遇害激怒了衆多女權團體，“我

們所有女性”組織發言人布萊耶稱，對婦

女的暴力行爲不會隨新年的到來而結束。

“殺害女性只是冰山一角，有些女性雖未

致死，但其遭受的大量心理和身體的折磨

也非常痛苦”，布萊耶補充說。

梵蒂岡教皇方濟各在2022年的元旦

講話中專門提到制止對婦女施暴的必要

性。法新社稱，針對世界各地家暴事件

頻發，方濟各譴責對婦女的暴力是對

“上帝的侮辱”，“因爲傷害一個女人

，就是侮辱具備女性人性的上帝”。

20萬法國女性聲稱遭受家暴
法國BFM電視台3日稱，根據內政

部最新統計數據，法國因家暴死亡的女

性人數在2019年、2020年、2021年分別

爲146人、102人及113人。去年9月數據

顯示，法國有超過20萬的女性聲稱遭受

家暴，有 379 名男子因家暴被判戴上

“近距離警報”電子手铐。

法國婦女遭遇暴力危險的情況一直

得不到改善讓政府面臨巨大壓力，兩年

前就此舉行的“婦女家暴大討論”決定

實施46項措施改變局面，目前只推出36

項，包括設立24小時家暴熱線電話、首

次報案就沒收配偶槍支並獲得警方保護

令等。司法部長埃裏克· 杜邦-莫雷蒂數

月前要求加速執行戴“近距離警報”電

子手铐的政策。他還希望在2022年爲受

家暴婦女提供5000部“高危求救手機”。

但法國婦女基金會等組織批評現有

措施無法有效幫助家暴受害者。《20分

鍾報》4日稱，去年5月吉倫特省發生震

驚全國的婦女活活被前夫燒死慘案，1月

4日公布的調查結果顯示，嫌犯爲家暴累

犯，曾被判禁止接觸受害人但依然施暴

得手，這證明了“司法部門內部存在嚴

重的功能及協調障礙”。

哈薩克斯坦總統：現階段最重要的任務是控製通貨膨脹
綜合報導 哈薩克斯坦總統

托卡耶夫主持召開國家社會經

濟問題會議。會議通過了多項

旨在穩定局勢的措施。

根據哈總統府官方網站發

布的消息，托卡耶夫在會議上

指出，現階段國家行政部門最

主要的任務之一是控制通貨膨

脹。反壟斷

部門應對液

化氣和糧食

價 格 實 施

爲期 180 天

的 國 家 調

控 。 “ 各

地液化氣最

高價不得高

于去年年底

的價格。”

托卡耶

夫指示，要加快天然氣系統改

革，盡快完成在曼吉斯套州建

設液化氣加工廠的任務。此

外，政府要將液化氣進入電

子交易平台和交易所的時間推

遲一年。“期間，要認真研究

制定監管法律框架，確保交易

平台透明運作，防止價格大幅

上漲。”

托卡耶夫還要求總檢察長

辦公室會同哈競爭保護與發展

署，對操控價格以及其他不正

當競爭行爲展開調查。與此同

時，責成相關部門成立“爲了

哈薩克斯坦人民”社會基金，

促進醫療衛生事業發展和解決

與兒童相關的社會問題。

據托卡耶夫介紹，自當地

時間5日淩晨在阿拉木圖和曼

吉斯套州實施緊急狀態措施後

，兩地局勢正在逐步恢複。

1月2日以來，哈薩克斯坦

西部曼吉斯套州和該國最大城

市阿拉木圖發生非法集會，抗

議液化氣價格上漲。5日淩晨

，阿拉木圖警方驅散非法集會

者。曼吉斯套州和阿拉木圖宣

布進入緊急狀態。隨後，托卡

耶夫總統接受政府辭呈，原第

一副總理斯邁洛夫出任臨時總

理，其他各部門負責人將代理

職務至新一屆政府産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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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站式影音設計工程公司

花都影音休斯頓分部

花都影音是一家提供一站式專業影音系統設計及安裝工程服務的公司，業務範圍包括：
卡拉OK、家庭影院、私人會所、背景音樂、專業隔音服務等。花都影音總部位於洛杉磯，
我司設有高端家庭影院影K系統，商用KTV試音室及產品展示廳，歡迎蒞臨體驗。花都
影音休斯頓分部提供酒吧、夜場、KTV、私人會所設計，裝修和燈光音響，佈局安裝等
一站式工程，盡心為您服務。

Ewin Xiao 346-760-8888
黄先生    229-699-6888

www.hdaudiosystem.com
24806 Scarlatti Cantata Dr  Katy  TX  77493

北美獨家總代理GOGO 
2019年最新智慧雲端點歌機
手機點歌，高速雲端下載
專業KTV隔音工程設計及施工
娛樂商用KTV網絡工程系統及影音設備配置

卡拉OK伴唱設備

GOGO 專業家庭卡拉OK
及專業舞台音响系統

 JBL娛樂系列獨家代理

高清遠程監控系統
高清專業夜視攝像頭
網絡遠程手機電腦回放

安防設備
背景音樂系統
分區音量控制
多重系統整合

智能音樂系統

家庭影院工程設計
我們特有的家庭影 K 系統，為您
打造震撼的  5.1  7.1  聲道環繞影
院及全景KTV效果
家庭影院、隔音工程設計及安裝

專業舞台燈光音嚮
大型酒吧音響燈光設計安裝
教會及會議影音系統
大銀幕投影、LED拼屏

專業音響燈光系統

擁有專業人才，提供酒吧、夜場、KTV包廂、

私人會所裝修設計，裝修服務，燈光音響
佈局, 安裝，一站式工程，管家式服務，
為您省心省力。

專業工程管家服務

（綜合報導）白宮國安會印太事務協調官坎貝爾6日表示
，雖然美中交往日益被競爭所界定，但美國並不尋求 「支配地
位」（domination），而是希望與中國共存，並理解中國在印
太地區的重要作用。他並重申美國致力於維護台海和平安全，
對台政策和 「一個中國政策」並未改變。我外交部發言人歐江
安稱，中國對台灣及民主夥伴的各式威脅恫嚇，已影響台海安
全與區域和平穩定。

坎貝爾透過視訊參加華府智庫 「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
舉辦的討論會，闡述美國對華政策。他說，拜登總統以競爭來
規範美中關係，同時尋求與中國在氣候變化、核不擴散等領域
進行合作，並採取措施防止兩國出現軍事上意外。

坎貝爾表示，美國並不尋求在印太地區發揮支配作用，
「最終尋求的是一種與中國共存的方式，同時對中國關鍵性、

重要性的作用表示理解。」但他也說，美國將繼續在全球舞台
上扮演領導角色，而北京若 「試圖把我們排除在外，將是一個
錯誤」。

他並點名批評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印太地區推行脅迫
性擴張政策。坎貝爾說， 「在許多情況下，中國是一個修正主
義大國，也許是以與印太地區其他國家的利益背道而馳的方式
，尋求改變體系以有利於中國。」

被問到美國是否應調整對台政策時，坎貝爾強調 「我們的
立場沒有改變。它與以前的做法一致。我們致力於維護台海和

平穩定。我們確實有一個中國政策。我們支持台海兩岸的和平
對話與接觸。我們還致力於提高威懾力，以確保更普遍地維護
這種和平與穩定。」

而歐江安表示，坎貝爾強調，中國近年的侵略性行徑，明
顯在挑戰現有體系的穩定與國際秩序，包括在南海及台海採取
更獨斷的軍事行動，以及在歐洲採取更具侵略性作為等。外交
部對美國政府重申對台海安全的堅定承諾表達由衷感謝。

歐江安強調，我國政府將堅定捍衛台灣自由民主的生活方
式，並將繼續深化台美及區域國家合作，維護台海穩定，並為
印太區域長遠的和平、穩定與繁榮作出貢獻。

美日2＋2會談 誓言嚇阻中國破壞區域穩定

美抗中大將半年內身形劇變 外媒曝驚人現況

（綜合報導）美日外長防長 「2+2」會談7日以視訊舉行
，會後發表聯合聲明，誓言嚇阻中國破壞區域穩定的行徑，並
在必要時做出共同回應。聲明也強調台海和平穩定的重要性，
鼓勵和平解決兩岸議題。美日會後還簽署防衛裝備的合作研究
協定，旨在抗衡中國和北韓推進研發超高音速飛彈等新型武器
。我外交部高度歡迎並由衷感謝美國、日本政府公開表達對台
海和平穩定的重視。

布林肯提中俄深化軍事合作
日本外務大臣林芳正和防衛大臣岸信夫代表日方，美國國

務卿布林肯和國防部長奧斯汀代表美方出席會談。布林肯在開
場時指出： 「中國的挑釁行為導致台海、東海及南海的緊張局
勢不斷升溫，而且中國和俄羅斯正在深化軍事合作。另外，北
韓非法發展核武與飛彈的活動也在持續帶來威脅。」

林芳正則表示，國際社會面臨著多方面的挑戰，包括 「片

面和侵蝕性地試圖改變現狀、濫用不公平的壓力和不斷擴展的
威權政權」。他稱， 「日美擁有共同戰略利益、信奉相同普世
價值，兩國理應團結一致，攜手發揮領導力，其重要性超過了
以往任何時期。」

簽合作研究協定 防中國軍備
共同社報導，為應對中國快速增強軍備，美日磋商在多個

領域合作，包括太空、網路、電磁波等安全 「新領域」。會後
，雙方簽署防衛裝備的合作研究協定，布林肯指將藉此抗衡新
湧現的防衛威脅，包括超高音速和基於太空的能力。

美日外長及防長並發表聯合聲明，指控中國持續破壞以規
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稱必要時將應對在該區發生的、破壞穩
定的活動。聲明也強調台海和平與穩定的重要性，並鼓勵和平
解決兩岸議題。此外亦對新疆與香港人權議題表達嚴重關切。

美國還聲言，反對任何企圖改變現狀或破壞日本對尖閣諸

島（釣魚台列嶼）行政權的單邊行動，重申《美日安保條約》
第5條適用於尖閣諸島。美日亦重申，強烈反對中國在南海的
非法海權主張、軍事化作為及脅迫行徑，並援引2016年7月的
「南海仲裁案」仲裁結果，稱其具法律約束力。

中國籲美日 別炒作涉華議題
外交部發言人歐江安表示，拜登政府自上任以來，持續展

現對我國的強勁支持，以及對台海和平穩定的高度重視。我國
政府將在既有的良好基礎上，與美、日及其他理念相近國家緊
密合作，捍衛民主制度與共享價值及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
，共同維護印太區域的和平、穩定與繁榮。

而中國駐日本使館發言人7日則回應說，日美應停止炒作
涉華議題、惡意抹黑中國。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也稱，美
日澳炫耀武力進行軍事恫嚇，與地區和平發展潮流背道而馳。

一中政策未變一中政策未變 坎貝爾坎貝爾：：
美國盼與中國在印太共存美國盼與中國在印太共存

（綜合報導）《紐約郵報》（New York Post）報導，曾於
美國前總統川普（Donald Trump）執政期間擔任國務卿的蓬佩
奧（Mike Pompeo），2021年下半年身形劇變，體重大幅減少
90磅（約40.8公斤），引發外界猜測他是否身患重病，不過蓬
佩奧6日終於接受訪問，強調他這半年努力減重，將軍隊紀律
運用在健康上，才成功 「甩肉」。

前中央情報局（CIA）局長、在川普執政時期擔任國務卿
近3年的蓬佩奧，近期終於接受訪問，告訴外界自己的身材為

何在半年內大幅 「縮水」。蓬佩奧表示，他2021年6月14日站
上體重計，發現自己的體重有生以來首次即將邁入300磅（約
136.1公斤）大關，讓他下定決心開始減重。

蓬佩奧表示，他並未尋求健身教練或營養師的協助，而是
全部 「靠自己」，在自家的地下室建立家庭式健身房，設備包
括各種重量的啞鈴和一台橢圓機，並每個星期運動5至6次，
每次約30分鐘；更重要的是，蓬佩奧戒掉了曾陪他度過深夜工
作或混亂時差的起士漢堡和含糖甜點，而就算IHOP美式家庭

餐廳仍是他的最愛，上桌的餐點也改成蛋白與火雞培根，不再
是淋滿糖漿的南瓜鬆餅。

自蓬佩奧身形劇變以來，許多人在社交媒體上進行討論與
猜測，包括認為蓬佩奧可能身患絕症等。現年58歲、曾以第一
名成績自美國西點軍校（West Point）畢業的蓬佩奧強調，他
只是將過去運用於高度壓力政府職位的紀律性，首度實施在健
康生活上，才終於獲得目前的成果。



 

10:00am 英語崇拜/國語崇拜/粵語主日學 

11:00am 國語主日學 

11:15am 粵語崇拜/英語主日學 

1:30 pm 中文學校(粵語,國語)(only during school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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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中總總會長：
RCEP將促馬經濟復蘇令民生受益

綜合報導 “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系

協定(RCEP)正式生效後，將成爲馬來西

亞疫後經濟複蘇的重要催化劑，也將令

馬來西亞企業從中受益良多。”馬來西

亞中華總商會(中總)總會長兼馬來西亞

全國總商會總會長盧成全12月31日在接

受記者采訪時說。

盧成全告訴記者，自RCEP簽署以

來，擁有10萬會員的中總就認爲該協議

對馬來西亞工商界將産生巨大影響。爲

助力馬工商界把握RCEP機遇，中總成

立相關工作組，進行專題研究和産業界

宣講。談起RCEP之于馬來西亞的影響

，他幾乎都能脫口說出相關數據加以印

證。

“RCEP成員國占據了馬來西亞近

六成的貿易總額，”盧成全介紹，截

至今年11月，中國占馬來西亞貿易總

額18.8%，東盟各成員國在馬來西亞對

外貿易總占比達到25.1%。在他看來，

RCEP的正式生效，無疑將通過加強市

場一體化、減少貿易壁壘和促進貿易

便利化，令馬來西亞貿易地位“極大

的提升”“有效降低企業和投資者的

貿易成本”，從而促進馬來西亞貨物

貿易和服務貿易的進一步成長，有力

促進馬來西亞在後疫情時代實現經濟

複蘇。

談及 RCEP 生效對馬來西亞工商

界 帶 來 的 機 遇 ， 盧 成 全 指 出 ， 在

RCEP 生效前，馬來西亞有 64.6%的關

稅項目與 RCEP 締約方享有零關稅待

遇；在生效當天，就有 5.4%的關稅項

目隨之享有零關稅；最終則將有 90%

的關稅項目享有零關稅。他說，這意

味著 RCEP 將爲大約四分之一的馬來

西亞出口産品帶來新的增長空間，令

他們更容易進入規模龐大的 RCEP 成

員國市場。

盧成全說，根據中總相關機構分

析，RCEP生效後，馬來西亞的食品飲

料産業、化工産品、橡膠制品、塑料産

品、機械設備及電子電機産品出口都有

望“取得長足成長”；專注于電信、銀

行、金融以及咨詢服務等領域的企業也

將從中受益。

“不僅僅是馬來西亞貨物和服務出

口企業從中受益，面向國內市場的企業

和馬來西亞普通消費者也享受RCEP生

效帶來的紅利。”盧成全展望，對于面

向本地市場的制造商和供應商而言，可

以借由RCEP生效獲得質優價廉的原材

料及初級産品，提供價格更優、競爭力

更強的産品和服務。他舉例說，以床墊

支撐架而言，當前馬來西亞進口稅率爲

20%；RCEP正式生效後，基本稅率降爲

零，這無疑將令相關産業和最終消費者

受益。

對于馬來西亞普通民衆而言，

許 多 在 馬 來 西 亞 市 場 大 受 歡 迎 的

消費産品都以 RCEP 成員國爲重要

來 源 地 ， 如 太 平 洋 熏 鲑 魚 、 奇 異

果 、 梨 和 杏 等 水 果 、 松 餅 與 威 化

餅 、 番 石 榴 汁 等 。 盧 成 全 說 ， 這

些産品目前的基本稅率從 5%到 15%

不等，隨著 RCEP 正式生效，基本稅

率最終“歸零”，將讓馬來西亞民

衆以“更優惠的價格享有更多商品

、服務選擇”。

盧成全並認爲，RCEP 正式生效

不免對馬來西亞企業提出新的競爭

和挑戰，這也促使馬來西亞企業提

高競爭力，以更優質産品和服務來

面對競爭。

正是重視RCEP給馬來西亞從國家

經濟到普通消費者帶來的巨大影響，盧

成全說，將不斷向馬來西亞政府提供建

議，也積極與包括中國在內的海外友好

商會密切交流、打造商業對接平台，希

望能幫助馬來西亞企業特別是中小企業

更好把握RCEP帶來的機遇。他建議馬

來西亞企業尤其是中小企業，應該積極

創新、引入先進技術、加快腳步擁抱數

字科技和電子商務，方能更好地從RCEP

正式生效中獲益。

東電高層新年致辭提福島排汙入海
稱欲挽回地區信任

綜合報導 日本東京電力控股

公司會長小林喜光和社長小早川智

明向員工發表新年致辭。雙方都強

調了挽回地區信任的重要性。小林

喜光提到，“爲了福島核汙水排放

入海，要做好與相關人士對話的准

備。”

報道稱，日本東京電力控股公

司會長小林喜光線上向員工發表新

年致辭，強調“挽回信任是首要課

題”。他還表示，“爲了福島核汙

水排放入海，要做好與相關人士對

話的准備。”

東電社長小早川智明則在福

島第一核電站發表致辭稱，“貫

徹對福島的責任比什麽都重要”

，並稱“爲兼顧反應堆報廢與重

建工作，力爭呈現獲得地區信任

的面貌”。

日前，東電向日本原子力規制

委員會提交福島核電站核汙水排海

計劃申請，但此舉遭到日本全漁聯

及國際社會的強烈反對。

東電力爭2023年春季前後開始

排放，排放時間預計將持續20年

至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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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日本全國4日發布的新增新

冠病例總計1268人，爲2021年10月6日後

首次破千。衝繩縣感染人數驟增到225人，

山口縣有79人，其中美軍岩國基地所在的

岩國市就達62人。有人認爲美軍內部的集

體感染已波及到地方。

報道稱，東京都、大阪府、廣島縣

的新增病例也超過一百人，京都府、群

馬縣、愛知縣等地出現了被視爲急劇蔓

延的新型變異毒株奧密克戎社區傳播的

病例。該毒株可能正在各地迅速取代其

他毒株。

病例顯著增加的東京都 4 日確診

151 人感染。知事小池百合子在對職

員的新年問候中稱，“相繼出現據稱

傳染性很強的奧密克戎毒株的感染蔓

延，歲末年初正在急劇擴大”，要求

搶先采取措施。

衝繩縣感染人數驟增到225人，衝繩縣

知事玉城丹尼在記者會上表達了危機感，

他表示“如果感染在老年人中蔓延，可能

出現重症化風險，造成進一步的醫療緊

張”，稱考慮要求政府適用“防止蔓延等

重點措施”。

此外，駐日美軍基地確診病例有所增

加。衝繩縣宣布駐衝繩美軍164人確診陽性

。青森縣三澤市4日宣布，美軍三澤基地相

關人員56人感染了新冠。

美軍岩國基地也宣布有 47 名基地

相 關 人 員 感 染 ， 基 地 內 感 染 者 總 計

489 人。岩國基地所在的山口縣岩國

市感染人數達 62 人。在山口縣的對策

總 部 會 議 上 ， 知 事 村 岡 嗣 政 強 調 ，

“疫情蔓延很可能是受到了岩國基地

相關人員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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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宴有初確者洪宴有初確者 1212官員出席官員出席
徐英偉等隔離徐英偉等隔離特首深表失望特首深表失望預告採適當行動預告採適當行動

最少 12名香港特區政府官員及多名立法

會議員日前出席一個百人宴會，席上有女子其

後初步確診新冠肺炎。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

娥6日主動交代事件，表示經過內部調查後，絕大

多數官員僅短時間逗留，惟相信民政事務局局長徐

英偉極大可能屬緊密接觸者，須到竹篙灣檢疫中心

檢疫21天。特區政府總部及特首辦會作全面清潔消

毒。林鄭月娥對Omicron變種病毒流行下仍有多名

官員出席大型聚會感到失望，稱會採取適當行動。

徐英偉其後於 Facebook發帖向中央政府、行政長

官、問責團隊、民政事務局同事及香港市民致

歉，並指會在檢疫期間深切反思。

●香港文匯報記者 費小燁

��(���

已知12高官出席宴會
相信為緊密接觸者（待衞生署確認）需隔離

‧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偉

‧發展局政治助理馮英倫

初確者抵達前已離開毋須隔離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局長陳浩濂

‧民政事務局副局長陳積志

‧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副局長胡健民

‧創新及科技局副局長鍾偉強

‧創新及科技局政治助理張曼莉

‧教育局政治助理施俊輝

‧警務處處長蕭澤頤

‧廉政專員白韞六

稱無進入餐廳主要部分待衞生署判斷是否緊密接觸者

‧入境事務處處長區嘉宏

資料來源：香港特區政府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費小燁

●●特首林鄭特首林鄭
月娥在記者月娥在記者
會上說會上說，，尤尤
其對民政局其對民政局
局長徐英偉局長徐英偉
感到失望感到失望，，
會採取適當會採取適當
行動行動。。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記者攝攝

機組人員，立法會議
員；防疫政策，立法會首次
大會，看似風馬牛不相及的
事，在疫情下都能悄然聯
繫，互相影響。在6日得知
一名初確者此前有可能與部

分政府官員和立法會議員接觸後，不少立法會
議員及特區政府官員主動去檢測，走在最前線
的記者即使無收到“安心出行”通知，也因為
這幾日頻密進出立法會及中信大廈，為以防萬
一亦同樣去檢測，冀能盡一己之責止住這波不
斷外擴的漣漪效應。

“安心”無亮燈 只為大家安心
外防輸入政策上的不足、個別機組人員的

鬆懈，換來社區檢測中心外長長的人龍，同時
換來對不同行業大大小小的影響，在農曆年來
臨前，由餐廳侍應到美容院老闆，都要再遇一
波“生意寒冬”。

疫情再次告訴我們何謂“命運共同

體”。記者排在等候檢測的人龍中，鴉雀無聲
的氛圍說明了大家無奈的心情，長長的隊列中
有街坊、有上班族，甚至還遇上新任立法會議
員吳傑莊。吳傑莊向記者說，自己的“安心出
行”沒有亮燈，但為了確保安全亦前來檢測，
希望令自己及身邊的人更安心。

香港抗疫近兩年，這次疫情的死灰復
燃、變種病毒在社區的張牙舞爪，都令我們
有必要反思，在特區政府的防疫政策上，是
否應真正檢視漏洞，徹底地為廣大市民負
責？在議會上，是否應進一步凝聚共識，支
持各項防疫抗疫措施的出台、為不足之處提
實質可行的建議？在個人上，是否應不論身
處什麼崗位，都時時保持警惕與公德心，盡
可能護己護人，以免自己成為令社會付出沉
重代價的星星之火？

是次情況對下周首次的立法會大會有何
影響，仍有待一系列檢測結果出爐而定，從積
極的角度去看，或許是對大家推動香港良政善
治的重要提醒。 ●香港文匯報記者藍松山

候檢人龍中遇上吳傑莊立法會大樓連夜消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除了12名政府

官員出席過百人宴會外，多名立法會議員同樣在
席，包括選委會界別議員陳仲尼、陸瀚民、陳沛
良、葛珮帆、吳傑莊，及科技創新界議員邱達根。
立法會秘書處於6日晚安排清潔公司在立法會綜合
大樓的議員樓層（5樓至8樓）和公眾地方（包括
立法會餐廳），以及中信大廈13樓及15樓的議員
樓層進行消毒。

立法會秘書處6日表示，得悉有議員早前曾
與初步確診者接觸，相關議員及其助理已進行檢
測。他們在取得陰性檢測結果前不會返回立法會
綜合大樓及中信大廈的議員樓層。

陳仲尼6日晚發聲明表示，自己在活動期間一
直戴上口罩，與有關初確者接觸不超過15秒。在得
知席間有出席者初步確診，已即主動聯絡立法會秘
書處及食物及衞生局官員作出申報，並會全程配合
局方的隔離檢疫安排。

他已接受病毒檢測，而與他一同出席活動的顧
問的檢測結果為陰性。他們已向衞生防護中心提出

主動隔離21天，正等待有關部門安排。至於議員辦
事處其他同事亦已安排接受檢測。

邱達根表示，自己當晚與該名初確者沒有任何交談
及接觸。他於6日上午已進行檢測，結果為陰性，但他
會按特區政府的防疫指示和安排，有需要時接受強制隔
離，並表示往後將會更加小心，並會進一步提高防疫意
識，以免影響履行立法會議員職務。

陸瀚民表示，自己不認識該位初確者，與對方
沒有交談。他6日和家人已完成自願檢測，同時亦
要求所有辦事處同事立即前往自願檢測，要求所有
同事在家工作至另行通知。

陳沛良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當日晚上
6時08分到場，祝賀數句後於6時40分左右離開，6
日已接受檢測。

葛珮帆表示，與洪為民認識20多年，他生日便
到場祝賀一下，當晚6時22分到場，7時正叫車離
開，7時15分已上車。

吳傑莊亦指，自己當晚7時前已經離開了現
場，與初確者沒有任何接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費小燁）港區
全國人大代表洪為民6日晚上發聲明表
示，對多位官員及其他賓客出席他舉辦的
活動所帶來的不便及對防疫工作所造成的
影響致歉，並指會汲取教訓，深切反思。

洪為民在聲明中指出，該名初步確診
者於當天晚上9時30分至10時15分曾出席
聚會，但並無參加聚餐，且由於她到達現
場的時間較晚，大部分賓客已經離開。他
已把相關賓客資料向衞生防護中心報告，
並已通知出席賓客立即進行檢測，資料顯
示使用快速測試的賓客已回覆指檢測結果
為陰性。

洪為民表示，當天聚會地點以D類食
肆模式運作，由於方便各界人士在不同時
段出席，避免人群聚集，當日的聚會時間
通知及安排是採用分流的形式，並由晚上
6時正開始至11時半結束，因此並非所有
賓客都同一時間在餐廳內，也有很多賓客
並沒有參加聚餐，只是出席道賀便離去，
又強調已按法例遵守防疫措施，也有提示
所有賓客必須使用“安心出行”，而出席
人士必須已接種新冠疫苗。

他已進行快速測試，結果為陰性，並
已安排與其相關的員工和家人接受檢測，
及安排辦公室及家居消毒。

該該百人宴會為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洪為民的百人宴會為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洪為民的
生日派對生日派對，，於於11月月33日晚上在灣仔一餐廳日晚上在灣仔一餐廳

舉行舉行。。派對邀請函已列明場地為派對邀請函已列明場地為DD類食肆類食肆，，出出
席者須出示針卡及使用席者須出示針卡及使用““安心出行安心出行””等等。。

林鄭月娥林鄭月娥66日晚舉行記者會交代事件日晚舉行記者會交代事件，，表表
示席上的示席上的3737歲初確女子歲初確女子，，正在竹篙灣檢疫中正在竹篙灣檢疫中
心心。。由於該名女子只是初步確診由於該名女子只是初步確診，，追蹤工作未追蹤工作未
開始開始，，但特區政府但特區政府66日已進行內部調查日已進行內部調查，，並已並已
確認至少有確認至少有1212名官員出席名官員出席。。

經調查後發現經調查後發現，，該名女子於當晚該名女子於當晚99時半抵時半抵
達會場達會場，，徐英偉極大機會是緊密接觸者徐英偉極大機會是緊密接觸者，，多數多數
人則透過人則透過““安心出行安心出行”、”、政府司機或乘搭公共政府司機或乘搭公共
交通工具的八達通記錄證明於交通工具的八達通記錄證明於99時半前離開時半前離開
（（見表見表）），，且林鄭月娥指他們並無留下吃飯且林鄭月娥指他們並無留下吃飯，，
只在簡單打招呼後離去只在簡單打招呼後離去。。

至於入境處處長區嘉宏雖於至於入境處處長區嘉宏雖於99時半後到時半後到
場場，，但只逗留了很短時間但只逗留了很短時間，，且未有進入餐廳主且未有進入餐廳主
要部分要部分，，有待衞生署判斷是否屬緊密接觸者有待衞生署判斷是否屬緊密接觸者。。

追查其他高官有否出席追查其他高官有否出席
林鄭月娥表示林鄭月娥表示，，已要求特首辦主任陳國基已要求特首辦主任陳國基

聯絡所有政治任命官員聯絡所有政治任命官員，，了解他們有否出席該了解他們有否出席該
聚會聚會，，及要求香港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聯及要求香港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聯
絡高級公務員絡高級公務員，，了解相關出席情況了解相關出席情況。。同時同時，，特特
區政府總部及特首辦會作全面清潔消毒區政府總部及特首辦會作全面清潔消毒。。

林鄭月娥強調林鄭月娥強調，，對對OmicronOmicron變種病毒傳入變種病毒傳入
香港下香港下，，仍有這麼多官員出席大型聚會感到失仍有這麼多官員出席大型聚會感到失

望望，，尤其是在場內逗留尤其是在場內逗留
多時的徐英偉多時的徐英偉，，更更““令人令人
十分失望十分失望”。”。
她強調她強調，，全社會正持續為抗全社會正持續為抗

疫工作努力疫工作努力，，作為官員更應該以身作作為官員更應該以身作
則則，，嚴守紀律嚴守紀律，“，“今次宴會屬私人聚會而不是今次宴會屬私人聚會而不是
公職需要公職需要，，官員要負責官員要負責。”。”

她又指她又指，，自己與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自己與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
日前已在記者會上提醒市民須關注變種病毒帶日前已在記者會上提醒市民須關注變種病毒帶
來的風險及不要參與聚會來的風險及不要參與聚會，，反問若官員不聽反問若官員不聽
從從，，如何在市民面前做好榜樣如何在市民面前做好榜樣。。

徐向中央特首市民致歉徐向中央特首市民致歉
林鄭月娥說林鄭月娥說，，自己作為香港抗疫的第一負自己作為香港抗疫的第一負

責人責人，，今次事件自然有責任今次事件自然有責任，，對個別官員的行對個別官員的行
為將會採取適當行動為將會採取適當行動，，並會就有無其他違規行並會就有無其他違規行
為徹查及跟進到底為徹查及跟進到底，，食環署亦會跟進該餐廳是食環署亦會跟進該餐廳是
否符合防疫規例要求否符合防疫規例要求。。

徐英偉其後於徐英偉其後於FacebookFacebook發帖發帖，，表示作為表示作為
問責官員應該更加警惕問責官員應該更加警惕、、小心謹慎小心謹慎，，以防疫為以防疫為
首要考慮而行動首要考慮而行動。。他會遵守規定接受隔離及汲他會遵守規定接受隔離及汲
取教訓取教訓，，以後不再犯以後不再犯。。

他又向中央政府他又向中央政府、、行政長官行政長官、、問責團隊問責團隊、、
民政事務局同事及香港市民致歉民政事務局同事及香港市民致歉，“，“在此嚴峻在此嚴峻
的時刻我未能緊守崗位主持大局的時刻我未能緊守崗位主持大局，，實在抱實在抱
歉歉！”！”他強調他強調，，會在檢疫期間認真會在檢疫期間認真、、深切反深切反
思思，，並會加倍努力做好工作並會加倍努力做好工作，，不負眾望不負眾望。。

發展局政助亦需隔離發展局政助亦需隔離
發展局發展局66日晚則回應指日晚則回應指，，該局政治助理馮該局政治助理馮

英倫當晚亦曾出席相關宴會英倫當晚亦曾出席相關宴會，，被衞生署通知為被衞生署通知為
密切接觸者密切接觸者，，同樣被安排到竹篙灣檢疫中心檢同樣被安排到竹篙灣檢疫中心檢
疫疫2121天天。。馮英倫對沒有遵守防疫措施致歉馮英倫對沒有遵守防疫措施致歉，，
並表示會汲取教訓並表示會汲取教訓，，按規定接受隔離按規定接受隔離。。

◀▼舉辦播疫生日會的灣仔灣
景大廈西班牙餐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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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衞健委主任被警告 鞠躬道歉
因無核檢陰性報告就診遭拒 孕婦醫院門前流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陽波、張仕

珍 西安報道）“我代表市衞健委對這位

患者深深地道歉，對疫情期間特殊人群

就醫通道不順暢、工作要求落實不到

位，表示深深的道歉。”因“孕婦流

產”事件而被陝西省西安市紀委黨內警

告的市衞健委主任劉順智，在6日下午的

疫情發布會上就事件起身鞠躬致歉。劉

順智稱，經陝西省、西安市兩級衞健委

專家調查，認定事件是一宗責任事故。

涉事醫院存在分診識別不精準、專科介

入不及時、流程處置不高效、應急預案

不充分等問題。

��(���
截至6日，

西安已在此輪疫
情後被封閉管理
長達半月。在眾
志成城、守望相

助、齊心抗疫的大背景下，出現
孕婦在醫院門口流產、急症患者
因錯失救治良機而逝這樣令人捶
胸的事件，折射出，即使是西安
這樣醫療力量頗為雄厚的西部省
區重鎮，在疫情衝擊下向民眾提
供基本公共保障的正常秩序亦會
出現失衡問題。當地政府應該以
此為契機，查漏補缺，釐清責
任，向公眾公布事件細節與原
委，以避免類似事件再次發生。
其他省區亦應對此有對照和借
鑒。

此輪疫情，西安的確診人數
已逼近2,000關口，醫療資源面
對的壓力顯而易見。上述事件偶
發，是因原本的就診渠道發生改
變，就診者因各種原因並不知曉
而致，也有可能在地方壓實疫情
防控責任時，個別單位抱寧錯勿
放的心態，為免擔責所為。但接
連發生此類事件，不僅將在半月
時間內，數以萬計的醫護、志願
者、公安人員奔忙於一線不眠不
休的辛勞付出，令網民忽略，亦
顯示城市在緊急狀態下，應急系
統存在巨大缺陷。而這原本在
2020 年初武漢爆發疫情後，便
應引起各地高度警覺的。

官方公布的處罰不能說不夠
嚴厲，但就事件還需進行更為詳
細調查並公之於眾，使民眾知曉
事件的全部細節與原委。須知，
壓實抗疫責任制度，並不是為留
某一人的工作，也不是為保某一
人的烏紗，而是為了一城、一
省，乃至一國百姓能夠盡可能減
少受到疫情侵害，進而使社會機

器正常運轉。若民眾在疫情期間，於生死存
亡的關頭不能獲得基本公共醫療服務，防疫
的目標便會失準，工作也會大大減分。

新冠疫情在全球大流行，已成為世界百
年未有之大變局的新變量和催化劑。在如此
動盪的世界環境下，誰能夠保障臨疫不亂，
誰方能成為最後的勝利者。中央的動態清零
政策，是在給各地爭取極其寶貴的時間，各
地不能作壁上觀，應密切關注發生疫情地區
所暴露出的防疫短板，引以為戒，查漏補
缺，完善自身預案。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陽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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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孕婦流產”事件而被西安市紀委黨內警告的市衞健委主
任劉順智，在疫情發布會上就事件鞠躬致歉。 網上圖片

●西安市針對“孕婦在高新醫院門口等待2小時後流產”事件作出通報，認定事件是一宗責任事
故。 中新社

1月4日，一名自稱產婦家屬的網友發帖稱，
已有身孕的小姨1日因腹痛，在當晚8時許

被送往西安高新醫院。惟因未持48小時內核酸陰性
證明而一度被拒入院，直到晚10時許。其間其小姨
下身大出血，8個月胎兒不幸流產。帖子發出後，
引發網絡熱議。大量網友抨擊醫院見死不救，並對
西安疫情防控期間醫院急救機制提出批評。更有網
友要求就醫院此番漠視生命的行為進行追責，望當
地醫療系統進行深刻整改。

5涉事官員醫護被處理
“西安發布”6日上午發布事件處理結果，稱

事件引發惡劣社會影響。經陝西省、西安市衞健委
專家調查，認定該事件是一起責任事故。西安市衞
健委責成西安高新醫院主動與患者溝通，做好患者
術後康復治療和安撫補償等工作，又責成醫院向社
會公開道歉，積極反思和梳理工作流程中存在的隱
患，進一步加強醫院管理，優化就診流程。通報並

稱，西安高新醫院已對相關責任人作出處理。其中
總經理范郁會被停職，門診部、醫務部相關責任人
被免職。西安市紀委亦對西安市急救中心黨總支副
書記、主任李強給予黨內警告處分，對西安市衞健
委主任劉順智給予黨內警告處分。劉順智表示，西
安市衞健委深刻反思事件，吸取教訓，立即整改。
對定點醫院加強監督和業務指導，優化就診流程，
開通綠色通道，擴充診療範圍，全力保障民眾疫情
期間的就醫需要。

對因疫致困者臨時救助
西安市民政局副局長孔宏6日亦在發布會上表

示，當地疫情防控已進入總攻階段，城中村是本次
任務重點。目前共有1,165名工作人員，991名下
沉幹部，及4,548名志願者，參與城中村一線防
控。嚴格落實核酸檢測“不落一戶、不漏一人”，
對不具備居家隔離的C類人員（指來自中風險地區
人員；14天內與確診、疑似或無症狀感染者密接

人員；已出現發熱，體溫大於37.3℃但未在發熱門
診人員）及時轉運，實施集中隔離，降低病毒傳播
風險。強調對因疫致基本生活困難者，特別是獨居
老人、孕產婦、殘疾人、慢性病患者、生活困難外
來務工人員，簡化程序給予臨時救助。有需要者可
通過公布的工作隊聯繫電話、網格員建立的網格微
信群等渠道，及時向駐村工作隊反映。

對急危重患要第一時間救治
據《陝西新聞聯播》報道，陝西省委書記劉

國中6日主持疫情防控工作視頻會議時要求，醫院
要能開盡開，對透析患者、孕產婦、新生兒、急危
重患者等要第一時間救治。整改上要堅決徹底，對
國家工作組、省專家組反饋意見，一條條嚴格對
照，全部整改到位，不斷提升工作水平。省長趙一
德也強調，要舉一反三，迅速全面整改群眾就醫用
藥、生活保障、隔離場所管理服務等方面存在的問
題，堅決守護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針對近日西安
市多起群眾反映的看病就醫難突出問題，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孫春蘭1月6日上午召
開專題會議部署醫療服務保障工作，深入了解情
況，查找問題癥結，研究完善政策措施，有關部門
和地方負責同志作了檢查。她指出，發生這樣的問
題十分痛心、深感愧疚，暴露出防控工作存在不嚴
不實的問題，教訓深刻。疫情防控本身是為了人民
的健康、為了護佑每一個生命。醫療機構的首要職
責是提供醫療服務，因此防疫期間決不能以任何借
口將患者一拒了之。要深入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重要

指示精神，統籌做好疫情防控和醫療服務保障工
作，完善疫情條件下醫療服務管理運行機制。要根
據不同患者的就醫需求進行分類救治，對急危重症
患者，不論有沒有核酸證明，在醫護人員做好防護
的前提下，都要第一時間收治；對透析患者、放化
療等腫瘤患者以及孕產婦、新生兒等急需就醫的，
要設置定點醫院，保障連續的醫療服務；對慢性病
人的用藥問題，要適當延長處方用量，通過社區衞
生服務中心送藥上門。每個區都要安排定點醫院負
責接診，由社區安排專門的車輛，給予通行證，開
通綠色通道，點對點接送病人到醫院。有關醫療機

構也要設置必要的急診搶救、手術和病房緩衝區，
先救人，排除新冠後再轉入普通病房。針對120電
話打不通問題，已派督查人員深入了解情況，採取
綜合措施，增加工作力量，確保患者訴求能得到及
時回應和解決。

陝西：深刻汲取教訓加快整改
據了解，針對西安高新醫院孕婦流產事件，

陝西省委和省政府立即成立聯合調查組，對相關
責任人進行了處理，深刻汲取教訓，完善整改措
施。省市聯合召開二級以上醫療機構專題會議，

明確發熱門診應開盡開，不得隨意拒接急危重症
患者，不得以疫情防控為由拒絕發熱患者。要緊
盯特殊人群、重點人員就醫需求，加快摸排透析
患者、孕產婦、新生兒等底數，擴大定點醫院數
量，加強急救車輛儲備，着力打通看病就醫的
“最後一米”，切實滿足封控區、管控區隔離觀
察人員和健康碼為紅碼或黃碼等風險人員的診療
需求。針對更廣泛人群定點諮詢用藥需要，採取
互聯網醫院、互聯網藥店以及預約電話、服務熱
線等綜合措施，合理分流普通群眾的日常諮詢、
慢病用藥等服務。

孫春蘭：決不能以任何借口將患者一拒了之

●西安黃碼醫院醫護身穿防護服接生西安黃碼醫院醫護身穿防護服接生““跨年寶寶跨年寶寶””。。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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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社新聞

休城工商

新年快樂，子天訪談錄碩果累累

德州火熱商業用地推薦。
聯繫人：Sky Dong
電話：6269910021
郵箱：skydong1234@gmail.com
微信：tianzidongk

敬請調到美南電視15.3頻道，登陸美南新聞傳媒集團官方網站，下載美南電視App，收看最新一期的節目。如果你恰好來到休斯頓，
路過美南新聞集團世界總部，不要忘了矗立在休斯頓國際區最繁華的百利大道邊的有“休斯頓時代廣場”美譽的最新巨大LED電子屏
，美南電視子天訪談錄與您的日常生活緊緊的連在一起。聯繫人地產經紀sky

子天Sky擔任新聞主播的美南新聞聯播是美南國
際電視頻道推出的一檔重磅晚間新聞直播節目！涵蓋
了休斯敦本地新聞、美國新聞、大陸新聞、國際港澳
台新聞，30分鐘內讓您撥開雲霧，直擊豐富的新聞資
訊大餐！觀眾可以直接從手機下載美南國際電視頻道
的《今日美國》標識，或通過Southern news TV在世
界各地或網上收看美南國際電視頻道節目。

子天訪談錄SD Talk Show新年伊始一路走來，聯手嘉賓主持、原密蘇里市市議員阮丹尼
Danny Nguyen重磅推出大休斯頓地區市長專訪系列，梨城Pearland市長、密蘇里市Mis-
souri市長、凱蒂Katy市長、里士滿Richmond市長進行或即將進行的採訪讓海外華人華
僑走進美國的深層地帶，把與本地與日常生活工作學習息息相關的最權威資訊帶到了千
家萬戶。梨城Pearland 市長說他是人民的公僕，他傾聽與採納所有梨城市民的聲音！他
說：感謝梨城這座偉大城市的公民對我的大力支持和信任，選擇我為市長，我期待為我
們城市的所有公民服務！我想擁有一個我們可以生活、工作、娛樂和祈禱的城市！在2
月農曆新年寒災侵襲德州導致大面積停水停電遭受嚴寒的緊急時刻，子天訪談錄 SD
Talk Show通過視訊專訪了德州眾議員吳元之Gene Wu對德州雪災造成大面積停電做了

原因講解和分析！讓整
個德州的雪災應急處理
決策過程給民眾提供了
專業的資訊渠道；對美
國總統拜登和吉爾博士
夫婦的全程跟踪報導則
讓民眾了解了美國聯邦
對德州寒災的各種支援
；對亞商會聯手特納市
長和 Metro、亞裔餐飲
業超市一起給殘障人士
送 熱 食 、 新 鮮 蔬 果 、
PPE 及水的報導則凸顯
人人受災，人人相助的
鄰里溫情。使得居住在
大休斯頓地區的華人華
僑不再孤單。

GMCCGMCC萬通貸款客戶的感激回饋萬通貸款客戶的感激回饋
來自來自 NICOLENICOLE的信的信

我只是想花時間向您展示我們在 GMCC 擁有多麼出色的團隊，買方和賣方（需要再次購買）都對別的
貸方不滿意。憑藉 GMCC 了不起的團隊，每筆貸款在不到 21 天的時間內完成 3 筆貸款。我之所以能做到
這一點，是因為我們的團隊、我們的明日之星Processor和她的Ji.processor，我們的underwriter，隨時可以與
之交談。然後是我們的貸款文件以閃電般的速度託管。我對 GMCC 家人的感激之情溢於言表。我不怕向我
的買家和他們的房地產經紀人尋求推薦，因為我知道我有支持我的團隊！

購買者的證詞購買者的證詞
在我最近的或有房地產交易中，我如何表達我對您的指導、勤奮、支持和專業知識的感謝？在 1-10 的範圍內，

您交付了 50+！
您對抵押貸款行業的了解、作為買家和賣家的房地產交易以及您的聯系深度確實令人驚嘆。
你帶來的不僅僅是作為一個反應驚人的抵押貸款經紀人：你的指導幫助我在整個過程中做出更好的決定。我很

高興有你在我的生活中。
感謝您從我獲得資格預審的那一刻起，到出售我以前的房屋，再到我最近的購買，所做的出色工作。我不知道

與貸方合作是什麼感覺，貸方實際上為流程增加了價值並在此過程中教會了我一些東西。
你是貸款界的明日之星。
“歸根結底，重要的不是你活著的年輪，而是你活著的意義。 ”－ 亞布拉罕 林肯

GMCC CLIENT’S VOICE 
Issue 10/6/2021 

PURCHASE BUYER’S TESTIMONY 

How can I ever convey my gratitude for your guidance, diligence, support, 

and expertise during my recent contingent real estate transactions? On a 

scale of 1-10, you delivered a 50+! 

Your knowledge of the mortgage industry, real estate transactions as a 

buyer and a seller, and the depth of your contacts is truly amazing. 

You brought much more to the table than just being an amazingly 

responsive mortgage broker:  your guidance helped me make better 

decisions throughout the whole scary and daunting process. I am so glad to 

have had you in my corner! 

Thank you for doing an amazing job from the moment I pre-qualified, to 

the sale of my previous home, to the final recording on my recent purchase. 

I had NO IDEA what it was like to work with a lender who actually added 

value to the process and taught me something along the way. 

You are a Rockstar. 

In the end, it’s not the years in your life that 

count, it’s the life in your years  

– Abraham Lincoln 

SELLER’S TESTIMONY 

Nicole is my hero.  She helped me purchase a second home in the midst of 

the COVID pandemic.  I am a partner in two businesses and to say it was 

complicated during this unique time is an understatement.  Nicole worked 

hard to get the second home purchase approved, but once it closed, she 

came up with a great solution to refinance my primary home, saving me 

thousands of dollars.  She thinks outside the box and truly cares about her 

clients.  I am happy to recommend her to my family, friends and anyone 

who is looking for a new mortgage or refinance.  Nicole is simply the best. 

 

1350 BAYSHORE HIGHWAY, SUITE 740 
BURLINGAME, CA 94010 

OFFICE: 650-340-7800     FAX: 650-340-7898 

 

FROM NICOLE 

I just wanted to take the time to 
show you what an amazing team 
we have at GMCC, both buyer and 
seller (who needs to do another 
purchase) are not happy with their 
lenders. 
With GMCC amazing team, to close 
3 loans in less than 21 days for each 
loan. I only could do this because of 
my setup team, my rock start 
processor and her jr. processor.  Our 
underwriters, who are always 
available to speak with.  Then our 
loan doc drawer who gets our docs 
to escrow in lightning speed.  My 
gratitude for my GMCC family is 
beyond words.  I'm not afraid to ask 
for referrals from my buyers and 

their realtors because I know I have 
the team that has my back! 

 
 

 

With GMCC, you can dream bigger 

賣方證詞賣方證詞
NICOLE是我的英雄。在 COVID 大流行期間，她幫助我購買了第二套房屋。我是兩家企業的合夥人，

要說在這個獨特的時期很複雜是輕描淡寫的。 NICOLE努力讓第二套房子的購買獲得批准，但一旦完成，
她想出了一個很好的解決方案來為我的主要房屋再融資，為我節省了數千美元。她跳出條條框框的思考，真
正關心她的客戶。我很高興向我的家人、朋友和任何正在尋找新的抵押貸款或再融資的人推薦她。 NI-
COLE簡直是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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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家人健康

新的法例
健保現在更易負擔

由美國衛生及公眾服務部資助 

報名投保      1-800-318-2596

每5位客戶中就有4位能藉助財務補助

得到每月$10或更低收費的健保計劃。 

請於截止日期1月15日前報名投保。

新的法例。更低費用。更多人合資格。

休城畫頁

休士頓僑界隆重慶祝元旦升旗典禮休士頓僑界隆重慶祝元旦升旗典禮（（下下））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
羅處長羅處長（（左二左二），），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右一右一））頒發頒發
辦理辦理110110年國慶系列活動有功個人感謝狀給年國慶系列活動有功個人感謝狀給 「「國慶籌備國慶籌備
會會」」 主委劉志忠主委劉志忠（（左一左一）、）、副主委劉美玲副主委劉美玲（（右二右二）。）。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羅復文處長羅復文處長（（右右））致詞感謝僑胞致詞感謝僑胞
踴躍參加升旗典禮及對中華民國的一貫支持踴躍參加升旗典禮及對中華民國的一貫支持。。

中華公所共同主席黃泰中華公所共同主席黃泰
生鼓勵僑胞秉承生鼓勵僑胞秉承國父遺國父遺
志志，，再創國家榮景再創國家榮景。。

中華公所共同主席江麗君中華公所共同主席江麗君
致詞致詞：：祝願大家心想事成祝願大家心想事成
，，團結互助團結互助，，克服困難克服困難。。

升旗典禮開始升旗典禮開始！！ 「「青年文化志工協會青年文化志工協會」」 旗旗
隊進埸隊進埸。。

「「美南中國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美南中國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 （（左左 ））及及
「「青年文化志工協會青年文化志工協會」」 （（右右 ））擔任此次升旗擔任此次升旗

典禮的前導典禮的前導。。

美南中國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旗隊前導進美南中國大專院校聯合校友會旗隊前導進
場場，，揭開典禮序幕揭開典禮序幕。。

頒發頒發FASCAFASCA 20212021 年度美國總統志工服務獎獎狀給各組得獎人後合影年度美國總統志工服務獎獎狀給各組得獎人後合影。。

羅處長羅處長（（右右））頒發捐贈僑生獎助學金僑委頒發捐贈僑生獎助學金僑委
會感謝函給王敦正僑務諮詢委員會感謝函給王敦正僑務諮詢委員（（左左 ）。）。

羅處長頒發辦理羅處長頒發辦理110110年國慶系列活動有功團體代表後合影年國慶系列活動有功團體代表後合影。。

鄭昭僑務諮詢委員鄭昭僑務諮詢委員（（右一右一）、）、羅處長羅處長（（右右
二二 ））陳奕芳主任陳奕芳主任（（左一左一））代表德州州長代表德州州長
Greg AbbottGreg Abbott頒發頒發 「「德州黃玫瑰德州黃玫瑰」」 表揚獎狀表揚獎狀
給趙婉兒僑務顧問給趙婉兒僑務顧問（（左二左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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