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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SIE LIN,CCIM

（中央社）由於傳染力強的病毒變異株Omi-
cron在美國迅速擴散，總統拜登政府今天宣布讓
學校不停課的多項新增防疫措施，包括每月增加
篩檢1000萬件等。

路透社報導，美國10日通報單日新增135萬
確診病例，創全球新高紀錄，美國疾病管制暨預
防中心（CDC）11日指出，截至8日止，全美的
新增確診總數中，估計感染Omicron 的病例佔
98.3%。

這波疫情來勢洶洶迫使全美民眾取消外出旅
遊，娛樂場所紛紛歇業，也打亂師生恢復上課及
上班族返回工作崗位的規劃。

近幾週來民眾不滿當局只關注施打疫苗忽略
篩檢，拜登政府表示，將增加可供各級學校篩檢
的數量達每月1000萬件，估計如此有助於各級學

校的篩檢量能較去年11月逾倍增。
每月分配500萬劑的免費快篩，將有助於幼

稚園至高中的學校維持照常上課，而當局將使負
責檢測的實驗室具備量能，幫助學校執行每月500
萬件PCR篩檢。

由於若干學區打算恢復線上教學，以免師生
感染Omicron，拜登政府宣布上述防疫措施。

至於其他新頒布的防疫措施包括：聯邦機關
要確保聯邦的檢測場所可幫助幼稚園至高中的各
級學校照常上課、讓當地學區及篩檢供應商連結
起來，以及全額補助訂定診斷與檢測方案的學校
等。

拜登政府說，截至目前，這些防疫措施使得
96%的學校仍維持實體授課，高於2021年1月的
46%。

加強防疫 美校園每月增檢1000萬件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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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alking into restaurants and
factories in large or small cities in
America today, every place is
hanging out the “Employees
Wanted” signs. This wave of
Covid-19 is really changing our
lives.

According to the U.S. Department
of Labor, the latest figures for the
last six months of 2021 showed
that a total of 20 million people
have resigned from their jobs. This
phenomenon is really unbelievable.
Currently our unemployment rate is
3.9 percent. It is at its lowest in
recent history.

Most baby boomers are now
retired. These days, the generation
z young people are getting into the
job market. Those young

employees who worked in the
tourism or restaurants industries
and are paid the highest rate are
resigning from their jobs. Today
there is a shortage of 8% in the
medical field, 4.4% teachers, 6% in
retail and 350,000 workers are
needed in the construction industry.

We have to understand the entire
scope of the labor market and look
to the new immigrants for labor
from Mexico and Central America.
We must change our policy to
welcome more labor to come to
America in order to solve the labor
problem.

The Covid -19 pandemic is totally
changing our lifestyle. Online and
internet offices are now becoming
the norm for our future.

0101//1212//20222022

Wave Of GreatWave Of Great
Resignation In AmericaResignation In America

走在美國全國各大小
城市的餐廳和工廠， 大
家都掛上了召募員工的告
示招牌， 這塲新冠疫情
之大浪， 正在改變了美
國人生活和求職之生態。

根據勞工部發表之數
字， 二O二一年下半年
共有二千萬人辭工， 這
種現象實在令人難予置
信 ，而且目前美國全國
之失業率只有百分之三點
九， 可謂是歷史上最㡳
時期。

美國嬰兒潮一代的職
工多半已經退出職場 ，
也正是Z二千年代出生的
一代要上崗就業之时代
，尤其是在旅遊攴飲觀光
業工作的年輕人辭職比例
最高。

根據最新數字 ，目
前需要招募員工之行業中
， 醫護人員缺百分之八
， 教師人員缺百分之四
點四 ，零售業百分之六
， 酒店觀光業百分之九
，包括營造建筑業也缺三

十五萬工人。
今天我們在面臨通貨

膨脹之壓力 ，经濟仍然
在強勁反彈， 而因疫情
之持續， 網路及缐上辦
公已經成為常態。

在美國整個勞工市場
， 大部分仍然仰賴新移
民及來自墨西哥及中南美
洲之新勞動力， 我們必
須面對新的現實， 來解
決勞工短缺之問題。

美國正在掀起辭工潮美國正在掀起辭工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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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教師工會在緊急投票後決定暫停罷工，結束了與公立學校的激烈爭執，終於同意
老師們重新回到學校恢復面對面教書授課, 家長和監護人終於可以鬆一口氣了。

這次教師們的罷工舉動，已傷害到正規教育，儘管教師工會強調他們並非”罷工”, 而
願採遠程教學, 只是遭到學區拒絕而已, 由於公校和教師工會爭執，使芝加哥這個美國第三大
學區的30多萬名學生被夾在中間——他們一個多星期沒有學習機會,公校和工會都是禍首,
如今雙方各退讓一步而使爭議就此結束,算是皆大歡喜。

此次爭論焦點是學生與教師返校面對面學習是否安全? 因高傳染性的新型變種Omicron
導致感染迅速上升, 使人人生畏, 所以任何一方的說詞都站得住腳。而從全美各地學區在努力
應對大量工作人員請病假、學校人手不足、考試短缺以及對這場似乎永無止境的流行病普遍
感到焦慮厭倦,一些城市如紐約和華盛頓特區,為了推進親自學習，實施了比芝加哥還嚴苛的
安全程序。

自大流行初期以來，芝加哥發生了很多變化，如超過90%的學校工作人員接種了疫苗
。學區考慮了所有因素，在測試、口罩、改善通風等方面花費了超過1億美元來改善, 所以
人毫不諱言稱這次罷工是自私的，他們目光短淺的舉動,再次將自己的政治議程置於城市33
萬名CPS學生的福利之上。不過在這其中，格林伍德山的教師們卻走了相反的道路。他們
把學生放在第一位，工會的權力放在第二位,另外兩所CPS學校也在教師罷工期間另覓新的
代課老師到校提供全課堂教學,教育專家們同意, 學生到教室直接授課比遠程學習優越得多,所
以父母對工會的鬥爭感到沮喪，其中包括在大流行之前的 2019 年進行了為期 11 天的罷課
行動, 也讓學生家長們相當不滿意。

當然學區主管以及市長和衛生主管之所以主張開放學校的另一個原因是學區考試的成
績 竟下掉3分之1, 所以造成學生素質低落, 現在芝加哥市長在達成將公立學校學生送回教
室後不到 24 小時卻診斷出新冠, 儘管稱不上是積勞成疾, 我們也要衷心的祝福她!

俄羅斯本周針對烏克蘭危機，分
別 與 美 國 、 北 大 西 洋 公 約 組 織
（NATO）、維也納與歐洲安全暨合
作組織（OSCE）舉行 3 場會談，
《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評
論，作為衝突現場的烏克蘭卻缺席其
中2場會議，顯示烏克蘭已被邊緣化
，迫使烏克蘭悄悄與莫斯科單獨談判
。

俄羅斯本周相繼於10日、12日
、13日分別與美國、北約、維也納與
歐洲安全暨合作組織就烏克蘭危機進
行對話，一名烏克蘭代表屆時將出席
第3場談判，《紐約時報》指出，衝
突發生在烏克蘭，基輔卻要缺席其中
2場談判。烏克蘭在談判中的角色如
此受限，讓基輔坐立難安，擔心談判
不會有進展，基輔因此悄悄尋求和莫
斯科進行談判。

俄羅斯在烏克蘭邊境集結10萬大
軍，同時要求美國及北約在東歐安全
議題上讓步，俄羅斯的主要要求之一

是排除讓烏克蘭加入北約，以及中止
與烏克蘭的所有軍事合作，前者北約
已經打槍。另外，俄羅斯也要求北約
中止在東歐及中亞的軍事行動。由於
不是聯盟成員之一，烏克蘭無法置喙
。

前烏克蘭駐歐盟大使葉利謝耶夫
（Kostiantyn Yelisieiev）表示，這讓
烏克蘭淪為俄羅斯的 「人質」 ，而且
莫斯科是刻意邊緣化烏克蘭，要求直
接與美國及北約對話。

他說烏克蘭危機涉及全歐洲，普
丁卻要俄美談判，指出俄羅斯透過這
種方式宣布勢力範圍： 「你離開我們
前蘇聯地區，在其他地方做你想做的
事。」

即便美國總統拜登及華府承諾，
在基輔同意之前，不會做出和烏克蘭
有關的決定，不過《紐時》指出，基
輔已經決定不要完全依賴美國主導的
談判。

12月底，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

（Volodymyr Zelensky
）單獨發布一項烏克蘭
與俄羅斯的外交倡議，
根據俄羅斯《工商日報
》 （Kommersant） 報
導，澤倫斯基提出10點
計畫，計畫內容勢必在
烏克蘭社會引發爭議，
其中包含停戰、交換戰
俘、為平民在烏東軍事
前線開放過境點等3步
驟建立信心。

之後再轉向政治議題，包括澤倫
斯基與普丁直接談判，以及第10點，
基輔向國會提案，賦予分離主義者佔
領的地區自治權，並且下放一些權力
給這些地區。

根據俄羅斯方面的解讀，這些法
案將授予烏東地區代理人否決中央政
府外交決策的權力，涉及議題包括烏
克蘭加入北約，這些法律可能滿足莫
斯科的要求，阻止俄羅斯對烏克蘭發

動毀滅性戰爭。不過西方外交官認為
這些法案仍有解讀空間，澤倫斯基不
太可能賦予莫斯科否決北約會員國的
權力，提案也沒提到烏克蘭要將加入
北約納入憲法中。

不過前烏克蘭國家安全暨國防委
員 會 （National Security and De-
fense Council） 秘 書 丹 尼 約 克
（Oleksandr Danylyuk）評論，如同
其他試圖終結戰爭的外交努力一樣，
在許多分析師眼中，烏克蘭尋求單獨

與俄羅斯談判幾乎沒有勝算，卻會營
造出烏克蘭在外交上 「無能為力」 、
只能坐等可能的暴力事件發生的印象
， 「這也是為什麼普丁這麼做，這是
他的目的，展現烏克蘭無能為力。」

此外，澤倫斯基試圖談判的努力
也會有長遠影響：他願意就分離地區
自治權問題進行談判，以及任何接受
在西方與俄羅斯之間保持中立的暗示
，都可能在俄羅斯政壇內引發風暴。

俄羅斯與西方會談 烏克蘭慘遭邊緣化
美國紐約市地方法官路易斯‧凱普蘭

（Lewis Kaplan） 駁 回 英 國 安 德 魯 王 子
(Prince Andrew)的撤銷訴訟請求，他仍要面
對性侵案的民事訴訟。

路透社報導，38歲的維吉尼亞•朱弗里
（Virginia Giuffre）在去年向曼哈頓聯邦地
方法院提出訴訟，指控她在17歲的時候，遭
金融大亨艾普斯坦（Jeffrey Epstein）誘騙
，被安德魯王子性侵。這是艾普斯坦 「性仲
介」 犯罪的其中一樁。

在訴訟提出後，安德魯王子委請律師提
出 「訴訟應撤銷」 的請求，理由是朱弗爾在
2009年與艾普斯坦有和解協議，以及其他的
理由。但卡普蘭法官表示，朱弗爾當然有權
追究安德魯王子毆打她，並造成情緒困擾的
指控。

這項決定將使這起案件能夠繼續進行審
判，庭期目前還未定，法官已表示今年晚些
時候就會開始審理。

白金漢宮發言人拒絕評論法官的決定。
朱弗里指控20多年前，安德魯王子在艾

普斯坦的女友-格希萊恩•麥克斯威爾
(Ghislaine Maxwell)在倫敦的家中強迫發生
性關係，之後又在艾普斯坦於曼哈頓、英屬
維爾京群島的寓所與別墅虐待她。

艾普斯坦於2019年8月在曼哈頓的監獄
自殺，年66歲，當時他正在多項性交易指控
的審判。

而現年60歲的麥克斯威爾在去年12月
29日，因 「1994至2004年期間，為艾普斯
坦誘騙女孩」 而被定罪。

回到朱弗里案件，卡普蘭法官的駁回書
表示，朱弗里與艾普斯坦在2009年的和解
協議，其實內容相當混亂， 「我們不知道雙
方的想法是什麼，如果有的話…雙方對批評
性的語言，至少有兩種合理的解釋。因此，
我認為該協議是模棱兩可的。」

美法官駁回聲請 安德魯王子面臨性侵案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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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發表19萬字保險專欄，
www.johnleeins.com 歡迎索取

7001 Corporate Dr. #201. Houston, TX 77036（華埠大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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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元鐘保險
我們擁有最多美國政府認證的
各項保險專業證照、得獎無數

美國保險碩士、台灣淡江保險學士

美國及台灣前十大保險公司理賠專員

汽車、房屋、商業、人壽、醫療、老人保險

意大利奧密克戎傳播速度驚人
千名校長籲推遲開學

綜合報導 根據意大利民防部數據，隨著奧密克戎變異毒株的快速

傳播，意大利新冠病毒感染率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峰。爲確保師生安全，

意大利1500名各級學校校長聯名呼籲推遲線下開學時間。

根據意大利民防部最新數據，過去24小時，新增確診病例108304例，

新增死亡病例223例。迄今爲止，意大利累計確診病例已達7083762例，死

亡138697例。

據報道，意大利國家衛生院(ISS)發布最新一周疫情監測報告顯示，

全國新冠疫情RT指數已升至1.43，達到每10萬居民1669例感染；醫療

系統重症監護病床使用率，從上周的12.9%增長爲15.4%，普通住院病床

使用率，從上周的17.1上提高到21.6%。

衛生部副部長科斯塔強調，很明顯，550萬仍未接種疫苗的民衆，

將是最有可能住院的感染患者，我們必須最大限度減輕醫院壓力。

根據意大利民防部數據，隨著奧密克戎變異毒株的快速傳播，意大

利新冠病毒感染率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峰。過去幾天，多地區咽拭子檢測

陽性率達到了90%至93%，即使在第一波疫情中，咽拭子檢測陽性率也

未曾出現如此高的數據。此舉令衛生防疫專家感到震驚。

意大利1500名各級學校校長近日向總理德拉吉和意大利教育、大學

和科研部部長比安奇發出聯名信表示，因部分學校員工未接種疫苗而無

法到崗，核酸檢測呈陽性的員工與日俱增，學校正常運轉出現困難，且

在校學生無法有效保證社交距離。爲確保師生安全，呼籲將線下開學時

間至少推遲至兩周以後，在此期間暫采取遠程教學方式，同時要求全體

師生在校期間必須佩戴FFP2口罩。

法國總統選舉不足百日
疫情海嘯下馬克龍遭右翼夾擊

進入2022年，法國總統選舉火藥味

愈濃，距離4月下旬的大選投票已不足

百日，馬克龍的潛在對手已經浮出水面

。法國媒體普遍分析稱，對馬克龍較有

威脅的競爭者均來自右翼。

年初也是法國在歐盟內身份轉換的

關口。當地時間1月1日，法國從斯洛文

尼亞手中接過了指揮棒，正式接任歐盟

理事會輪值主席國，這已經是法國第13

次擔任輪值主席國。

在此次輪值期間，法國正好迎來大

選季。法新社分析稱，馬克龍可借此機

會，在總統選舉前擺出歐盟領導者的姿

態。如今大選即將進入衝刺階段，盡管

法國國內疫情形勢已十分嚴峻，但各黨

政治人物絲毫沒有放松。右翼的共和黨

眼下已聚攏在巴黎大區議會主席佩克雷

斯周圍，期待一舉將馬克龍擊敗，否則

將陷入新的低谷。對于極右翼政黨“國

民聯盟”的候選人勒龐來說，本次大選

很可能成爲她最後一次對總統之位發起

的衝擊，如若無法贏得與澤穆爾的競爭

，並再次挑戰馬克龍，她所在的民粹陣

營也難免重新洗牌。

馬克龍：重點打擊共和黨

作爲現任總統，馬克龍至今仍未

“官宣”參加總統選舉，保持了一副超然

于其他候選人之上的姿態。在五年以前的

上次選舉中，他曾宣告打破法國政壇傳統

上的左右對立，並組建“共和國前進”運

動，豎起進步主義和親歐大旗。

法國《費加羅報》評論稱，今年的

大選對于馬克龍的重要意義依然在此，

他希望以一場勝利來確立由他奠定的政

壇新格局，繼續維持自己作爲進步主義

和親歐陣營代表的形象。

爲此在新年伊始和大選不足百日之

際，馬克龍極力向選民表現出三重角色

：歐盟領袖（歐盟理事會輪值主席）、

抗疫指揮官和國家制度的守護者。

他即將在1月19日赴斯特拉斯堡，

面對歐洲議會作一個重磅講話，開啓法

國的歐盟輪值主席國任期。上周的新年

講話中，馬克龍則表示，自己將密切注

意大選進程，保證一切都在“最好的條

件”下進行。

爲保證選戰順利，馬克龍政府不惜在

抗疫上采取一些“綏靖”做法。面對感

染奧密克戎的確診病例數字的光速增長

，法國政府已頒令限制戶外大型活動的

參加人數，若聚集數量在2000到5000人

之間，參加者必須持有健康通行證。不

過，競選集會事關民主程序，因此不受

此限制。

馬克龍還公開對未接種疫苗者提出

批評，稱想“氣死”他們。他表示從1

月15日起，這些人將無法進入餐廳、咖

啡館等場所。《費加羅報》等多家媒體6

日稱，馬克龍並非一時興起，而是經過

慎重考慮甚至是精心策劃才作出上述表

態，目的是爲競選活動預熱，吸引在選

民中占多數的“沈默的中間派”。

法媒對此評論稱，馬克龍的這番表

態“似乎來自一名總統候選人，而不是

一位總統”。自佩克雷斯被提名爲共和

黨總統候選人以來，該黨已成爲馬克龍

的主要關注對象。通過對未接種疫苗者

采取強硬立場，馬克龍想讓共和黨做選

擇：與他一起提高接種率，還是反對接

種疫苗。假使共和黨選擇後者，那該黨

將在大選前處于非常尴尬的境地。

共和黨：形勢向好但仍需背水一戰
進入新年，佩克雷斯在共和黨內確

立了絕對的支持。她擁有2017年黨內候

選人菲永、共和黨主席克裏斯蒂安· 雅庫

布（Christian Jacob）的支持，貝爾特朗

也表達了對佩克雷斯的支持，而貝爾特

朗身後是在右派陣營極具影響力的前總

統薩科齊。貝爾特朗本人曾任職法國勞

動部部長和財政部部長，對于解決疫情

帶來的問題非常有經驗。

值得注意的是，共和黨的基層勢力

遠比勒龐的“國民聯盟”或馬克龍的

“共和國前進”雄厚。

在2020年法國市鎮選舉和參議院改

選中，共和黨保住了基本盤，守住了一

半以上的大中型城市，並仍然占據著參

議院中的多數席位；在2021年的大區選

舉中，共和黨人也獲得了法國17個大區

中5個大區議會主席的席位，其基層實

力依然不可小觑。

2021年年底的數次民調已經顯示，

佩克雷斯已成爲最有可能與馬克龍在第

二輪一決雌雄的候選人。進入新年，她

借著抗疫大旗反將了馬克龍一軍。針對

馬克龍爲大選集會“開後門”的做法，

她公開表示，自己將來舉行的選舉集會

“既要限制人數，也要健康證”。而佩

克雷斯此前的造勢大會也基本符合這一

風格，只召集了3000人參加，其中不乏

政壇“大腕”爲之站台。這同時也與澤

穆爾的13000人大會形成鮮明對比，後者

人數雖多，卻缺乏政界的頭面人物出來

背書。

目前，佩克雷斯已被公認是馬克龍

連任的最大威脅，而她基本認可馬克龍

的防疫政策。法國24新聞網分析稱，在

防疫問題上，佩克雷斯最大的任務是需

要讓自己看起來和馬克龍截然不同，因

此必須展現一定的強硬態度。

雖然佩克雷斯目前勢頭較好，但共

和黨在此次大選中已頗有一些“背水一

戰”的意味。法國《世界報》1月初就分

析稱，面對澤穆爾-勒龐、馬克龍的夾擊

，包括佩克雷斯在內的共和黨大佬們十

分清楚今年的大選已是一場輸不起的戰

鬥。曆經多年低谷，倘若未能拿下本次

選戰，共和黨的一代精英都將喪失元氣

，難以在短期內東山再起。

極右不容二虎
極右翼的勒龐早已是總統大選的常

客，今年是她第三次參加總統大位的角

逐。在選舉造勢活動中，“國民聯盟”

的發言人和高階成員對此毫不諱言，甚

至還略帶自豪，畢竟密特朗和希拉克兩

位前總統當年也是經過了兩次失利才成

功入主愛麗舍宮。

根據一名該黨匿名高階成員對

《費加羅報》的爆料，勒龐已經“破釜

沈舟”，爲自己立下規矩，將今年當做

對總統地位發起的最後衝擊。假若選戰

失利，勒龐也將不得不考慮其繼承人問

題。“國民聯盟”可能會自1974年創黨

以來第一次迎來一個沒有勒龐姓氏的黨

魁。

然而，在那以前，勒龐首先要應付的

還是來自同一陣營的競爭——另一位極右

翼獨立候選人澤穆爾。法媒甚至使用“野

蠻”（sauvage）一詞來形容這兩名極右

“同志”之間的爭鬥。爲了爭搶選民、明

確定位，兩位極右候選人背後勢力的理念

差異已然浮出水面。雖然同打移民和安全

牌，“國民聯盟”的主張顯得更爲“正

統”：依然呼籲右翼團結，並避免過度渲

染文明衝突，以至于掉落到“宗教戰爭”

敘事中。而澤穆爾對此並無顧忌，在保守

化和認同政治方面沒有限制。

“在四月的第一輪投票中，無論兩人

中誰得票占優，其所代表的派系都將在接

下來的數年裏獲得更多權威，成爲極右陣

營的領頭羊。”《費加羅報》評論道。

孟加拉國羅興亞人難民營再度失火
超過5000人無家可歸

綜合報導 據報道，當地警方發言人

卡姆蘭· 侯賽因透露，大火發生在位于孟

緬邊境考克斯巴紮（Cox's Bazar）地區的

16號營地。該地有超100萬羅興亞難民居

住。火情從當地時間9日16時40分（北京

時間9日18時 40分）開始，並在18時30

分左右得到控制。負責難民事務的孟加拉

國政府官員穆罕默德· 沙姆蘇德· 杜紮表示

，緊急救援人員已經控制了大火，但失火

原因有待確定。

路透社報道指出，被燒毀的“房屋”

其實是用竹子和防水油布建成的棚戶區避

難所。

現年22歲的難民阿蔔杜勒-拉希德表

示，因爲火勢太大，無法搶救屋內的家具

和財産，所有物品都被大火吞沒。“我做

日工省下了 3萬塔卡（約合人民幣 2200

元），這些錢在大火中被燒掉了。”他補

充說，“我失去了夢想。”

29歲的穆罕默德· 亞辛對營地缺乏消

防安全設備感到遺憾。他說

營地經常發生火災，但是沒

有足夠的水來撲滅大火。亞

辛說，“我的家被燒毀了。

我從緬甸帶來的許多文件也

被燒毀了。這裏很冷。”

不久前，1月 2日，一

場大火燒毀了該地區另一個

難民營的新冠治療中心，所

幸沒有造成人員傷亡。

另據路透社此前報道

，2021 年 3 月，考克斯巴

紮地區另一處羅興亞人定

居點也曾發生火災，造成至少15名難民

死亡，燒毀了 1萬多個房屋，約 5萬人

無家可歸。

半島電視台2022年1月9日刊文指出

，多年來，大量來自緬甸的羅興亞人難民

乘船到馬來西亞、泰國和印度尼西亞等國

家尋求庇護。2021年12月底，一艘載有羅

興亞難民的船只在印度尼西亞海域遇險，

在聯合國難民署呼籲下，印尼政府同意船

只靠岸，並向船上百余名難民提供庇護。

羅興亞人是緬甸西部若開邦的一個穆

斯林族群。2017年，緬甸政府在若開邦發

動軍事行動，70多萬羅興亞人逃往孟加拉

國。

為保證女王安全，英國警方擬在溫莎城堡上空設立禁飛區
綜合報導 敦警察廳表示，

作爲安保措施審查的一部分

，將在溫莎城堡上空設立禁

飛區。

該 部 門 已 申 請 設 立 禁

飛區，禁止飛行器出現在城

堡 上 空 2500 英 尺 的 高 度 以

下 、在城堡周圍 1.5 海裏的

範圍內。

一名警方發言人表示，這

將“進一步加強”這一“標志

性地點”的安全。

警方補充說，這一申請是

正在進行的針對安保措施進行

審查的一部分，而不是因爲任

何具體的威脅或情報。溫莎當

地的居民已被邀請就禁飛令的

申請發表意見。

倫敦警察廳的一名發言人

表示:“倫敦警察廳對溫莎城堡

相關區域的執勤工作負責，我

們將與泰晤士河谷警方密切合

作，以確保城堡和周邊地區的

安全。”

據 BBC 此前報道，上月

，一名 19 歲印裔少年攜帶一

把十字弓潛入英國溫莎城堡

，預謀刺殺伊麗莎白女王，

隨後被警衛抓捕。該男子聲

稱自己是印度錫克教徒，刺

殺女王是爲 1919 年賈利安瓦

拉巴格大屠殺中死去的印度

抗議者複仇。此次事件造成

至少379人死亡（印度政府認

爲有約 1000 人死亡），史稱

阿姆利則慘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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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美國

美國總統拜登就任即將屆滿週年，他所屬
民主黨在聯邦參眾兩院雖佔些微多數席次，他
力主的投票權改革等法案仍卡在國會過不了，
他今天宣布要擺脫參院妨礙法案通過的議事規
則。

法新社報導，參院長久以來有使用俗稱
「費力把事拖」 （filibuster）的阻礙議事程序

的手法，是造成立法窒礙難行的罪魁禍首。拜
登（Joe Biden）表示，他決心在改革投票權
的重大議題上擺脫這項程序。

大眾對 「費力把事拖」 的認知來自電影與
電視劇呈現的情節，通常是某個參議員一夫當
關站在發言台滔滔不絕數小時而不下台，試圖
拖延或阻擋議案交付表決。

不過更常見的情況是運用現行的一項議事
規則，也就是即使法案本身只需簡單多數決就
能通過，但針對其中大多數的項目辯論時，卻
需要參院總席次的3/5也就是100席中的60席
同意，才能終結辯論並交付表決。

若是少數黨在參院掌控至少41席，就可
以阻撓法案進入表決程序，這就是所謂的 「費
力把事拖」 。

拜登在2020年美國總統大選期間及就任
總統之初，反對改革 「費力把事拖」 的議事規
則，宣稱他能夠找到民主與共和兩黨的交集。

不過拜登今天卻是立場180度大轉變，力

挺運用所謂
「核選項」 （Nuclear Option），讓民主

黨可擺脫共和黨的掣肘，以通過兩項攸關投票
權改革的法案，並說這對於挽救美國民主格外
重要。

所謂的核選項是指一項受爭議的特別程序
，如此51票的簡單多數即可推翻60票才能推
動法案的議事規則。

截至目前為止，這種核選項只用過兩次，
以避開 「費力把事拖」 的規則。2013年時民
主黨曾使用核選項，阻止參院拖延對總統提名
多個要職的人選行使同意權，除了最高法院大
法官提名人。

共和黨也曾在2017年使用核選項，遏止
拖延對大法官提名人行使同意權，隨後當時總
統川普（Donald Trump）提名的3位大法官人
選以低於60票的票數獲得通過。

如今拜登高舉投票權改革大旗準備再祭出
核選項，問題在於此舉將被共和黨視為宣戰。
共和黨人警告，全面刪除 「費力把事拖」 的議
事規則將後患無窮，並使得兩黨在參院徹底撕
破臉。

對拜登而言或許更糟糕的是，他倡議的改
革投票權主張需要民主黨的參院同僚一致相挺
，而這方面誰也沒把握。

拜登欲擺脫參院阻礙議事規則 恐致兩黨徹底撕破臉

COVID-19（2019冠狀病毒疾病）變異株
Omicron造成員工染疫，紛紛請病假，加上供
應鏈延誤使貨物短缺，美國各地超市貨架如今
又是空空如也。

「國際財經日報」 （IBTimes）和美國財
經媒體CNBC報導，艾伯森公司（Albertsons
）旗下位於舊金山灣區（San Francisco Bay
Area）的連鎖超市喜互惠（Safeway）乳製品
經理韋布斯特（Samantha Webster）表示，
送到倉庫的運貨板已減少。

她並說，有越來越多員工因為自己染疫或
是與感染者有近距離接觸而請假，因此沒有足
夠人手來卸貨。目前近60名員工中，已有15
人請假。

在乳製品區，曾經擺滿奶油乳酪和優格的
貨架，如今越來越空；烘焙區沒有新鮮貝果跟
各種大麵包，生鮮蔬果區的馬鈴薯也所剩無幾
。

韋布斯特表示，其他商品區供應也吃緊，
由於義大利疏菜湯和豌豆湯等罐頭未到貨，湯
品區貨架全都擺滿蛤蠣濃湯， 「商品貨架越來
越空，光靠一個人沒辦法讓貨架上一直有商品
。」

「巴爾的摩太陽報」 （The Baltimore Sun
）報導，巴爾的摩當地許多超市員工因為感染
COVID-19，消費者在貨架上找不到乳類和肉
類等基本商品。

美國各地消費者在好幾家超市也遭遇到相
同的情況。懷特利（Benjamin Whitely）向美
聯社表示，他在華府一家喜互惠超市找到了所
剩不多的肉類和乳製品。

Omicron使餐廳、零售商和航空公司等產
業員工短缺問題日益惡化，公司領導人被迫做
出艱難決定，比如縮短服務時間、取消航班和
關閉商店等。

員工短缺加上供應鏈延誤 美國超市貨架空蕩蕩 軍事新聞網站 「任務與目的 」 （Task &
Purpose）報導，自2021年12月10日至2022年
1月6日期間，共有5名美國海軍單位正副指揮官
遭到解職，速度遠超正常情況；專家指出，美國
海軍在採取此類措施時大多未公開詳細理由，導
致決策無法受公眾監督， 「對所有人都沒有好處
」 。

美國海軍 「邱吉爾號」 神盾驅逐艦（DDG
81）副艦長金斯（Lucian Kins）中校於2021年
12月10日被解除職位；托雷多海軍預備役中心
（Navy Reserve Center-Toledo）指揮官瑞德
（Jennifer Reid）中校同月20日遭拔官； 「蒙哥
馬利號」 濱海戰鬥艦（LCS 8）在同月30日同時
失去艦長贊伯蘭（Richard Zamberlan）中校和副
艦長隆柏格（Phillip Lundberg）中校； 「伊格納
修斯號」 神盾驅逐艦（DDG 117）艦長塞維洛
（Jeffrey Servello）中校則於本月6日被調離現
職。

根據報導，這5名中校被解除職位的理由各

不相同，金斯據稱是因拒絕接種新冠肺炎（CO-
VID-19）疫苗；瑞德遭拔官的理由還不清楚，僅
稱 「因未遵守合法命令而對其失去信心」 ；消息
人士稱贊伯蘭和隆柏格被控有疑似性騷擾行為；
塞維洛則因 「未遵守適當艦上作業流程」 被解職
。

退役美國海軍中校、智庫 「哈德遜研究所」
（Hudson Institute）資深研究員克拉克（Bryan
Clark）指出，美國海軍每年通常解除約40名單
位領導軍官的職務，因此28天內有5人被拔官，
速度確實出現顯著提升。

退役美國海軍上校、智庫 「傳統基金會」
（The Heritage Foundation）資深研究員沙德勒
（Brent Sadler）則表示，美國海軍經常以 「因
未遵守合法命令而對其失去信心」 一句話，掩蓋
解除軍官職位背後的真正原因；但他認為，若該
軍種要公開 「玷汙」 一名軍官的專業聲譽，其理
由也應接受公眾檢視，否則在民眾暗自猜測下，
「對所有人都沒有好處」 。

28天內5正副指揮官被炒 專家指出美海軍這個問題

為評估食用橄欖油，是否對總死亡率與特定疾病死亡率產生
影響，美國哈佛大學研究團隊遴選近10萬名參與者，展開長達
近30年的追蹤研究。結果發現，相較於不食用橄欖油的參與者
，每天攝取超過0.5湯匙或7克橄欖油的人，因心血管疾病、癌
症、神經退化性疾病或呼吸系統疾病而死亡的機率，皆顯著地下
降。

這份研究成果已刊載於2022年1月18日的《美國心臟病學
會期刊》。橄欖油具有多種好處，包括保護大腦、改善認知、預

防失智症的出現，以及避免身體
發炎。
現有文獻證實，食用橄欖油能夠
清除血液中壞的膽固醇，從而預
防心血管疾病的發生。儘管橄欖
油有諸多益處；但食用橄欖油是
否能降低總死亡率與特定疾病死
亡率，目前學界仍不清楚。
為評估橄欖油攝取量，對總死亡

率與心血管等疾病的致死率影響；美國哈佛陳曾熙公衛學院透過
「護士健康研究」 與 「醫護人員追蹤研究」 ，分別遴選60,528

名女性與31,801名男性，進行長達28年的追蹤調查。
所有參與者在加入研究時沒有心血管疾病或癌症，並且每4

年進行一次飲食頻率問卷評估。內容涵蓋各種特定食物，多久食
用一次該食物，攝取脂肪與油脂的類型，以及烹調時使用油的品
牌與類型。

依據橄欖油的食用量，研究團隊將參與者分為4大類：從不

或每月攝取橄欖油少於1次；每日攝取橄欖油大於零，小於或等
於4.5克，或每天攝取小於等於1茶匙；每天攝取橄欖油大於4.5
，小於等於7克，或每天攝取1茶匙到1/2湯匙的橄欖油；每天
攝取橄欖油大於7克，或每天攝取大於1/2湯匙橄欖油。

在28年的追蹤期中，共有36,856人死亡；其中，女性約
22,768人，男性約14,076人。

結果發現，相較於很少或從不食用橄欖油的組別，每天攝取
橄欖油超過7克或1/2湯匙的參與者，死於心血管疾病的機率下
降19%，死於癌症的機率下降17%，死於神經退化性疾病的機
率下降29%，死於呼吸系統疾病的機率下降18%。

研究還發現，如果用每天10克的橄欖油取代人造奶油、奶
油、美乃滋或乳脂，總體死亡率或特定疾病死亡率約下降8%至
34%。至於用橄欖油替代其他植物油，則沒有發現統計學上有
意義的關聯性。

研究團隊總結，這項研究結果支持當前的飲食建議；即增加
橄欖油與其他不飽和植物油的攝取。對醫生而言，更應該建議門
診患者用橄欖油替代人造奶油等脂肪，以改善其健康。

心血管疾病與癌症剋星哈佛認證每天7克就見效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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灣區商業物業“疫”市冰火兩重天
零售商業地產遇冷 物流地產市場火爆

疫情持續兩年，對於大灣

區的商業物業而言可謂冰火兩

重天。一方面，是零售商在疫

情下難以維持而結業，店舖空

置率上升；另一方面，疫情期

間貨物的網購和配送更加頻

繁，導致物流倉儲供不應求，

東莞、廣州、佛山租金同比增

長5%-7%，尤其是物流中轉

核心的東莞，租金上漲更領先

全國。
●香港文匯報記者

盧靜怡 廣州報道

受疫情衝擊，廣州最近出現多家百貨公司
因無法承受租金上漲而歇業的情況，廣

州東百花地灣百貨有限公司9日宣布閉店。東
山百貨花地灣店有關負責人表示，該店開店
已有26年，經營情況一直不錯。“只是業主
不再續約，我們想繼續按現有租金續租，也
沒有辦法達成雙方協議。”據悉，有關方面
曾經提出如果東百花地灣店要想續租，租金
就要上浮30%，但東百方面認為以物業當前
的情況和經營環境，漲租是無法接受的，最
終雙方無法談攏。

加租30%難頂 東百關分店
仲量聯行11日舉行廣州房地產市場回顧

與展望會，在零售物業市場方面，仲量聯行
華南區研究部總監曾麗表示，廣州餐飲業仍
未恢復至疫情前水平，這直接影響到零售商
對於銷售的預期。曾麗稱，市中心商圈的優
質項目銷售強勁，相反，市郊新增項目因商
業氛圍尚未成熟，至今仍留有不少空置面

積。加上部分存量項目的品牌調整仍在持續
以及個別家電零售商年底出現大面積退租的
情況，全年整體空置率同比上升1.4個百分點
至7.0%。

東莞物流地產租金年升7%
相比之下，華南物流市場表現非常亮

眼。仲量聯行華南區董事總經理吳仲豪表
示，華南主要非保稅物流地產市場則供不應
求，大部分新增項目的預租情況十分理想，
廣州、深圳、東莞、佛山和惠州空置率均低
於5%，其中東莞、廣州、佛山租金同比增長
高達5%-7%。

尤其是東莞，由於東莞連接大灣區中心
城市和珠江東西岸的核心地位越發突出，租
戶願意支付租金溢價從而提高區域配送效
率，東莞平均租金2021年同比上升約7%，領
漲全國。

保稅市場方面，新冠疫情導致海外國家
對中國出口產品的需求日益上升，全球港口

貨物周轉速度在各國嚴厲的疫情防控政策影
響下亦顯著下滑；尤其在下半年，“缺艙缺
箱”的問題導致海運價格飆升。保稅市場租
賃需求因出口貨物積壓港口及保稅倉庫而持
續走強，空置率穩中趨降，租金水平平穩上
升。該情況在深圳保稅物流市場較為顯著，
需求大幅上升。

企業“瘦身”甲廈空置率承壓
至於寫字樓，仲量聯行華南區商業地產

部總監馬煒圖稱，廣州辦公樓市場整體較
2020年顯著回暖，全年淨吸納量近50萬平方
米，同比增長約47%。但由於部分房地產、
互聯網企業在去年年底出現戰略調整而縮減
辦公面積，廣州甲級辦公樓市場整體空置率
升至約13%，同比上漲約3%。今年將是供應
大年，廣州全年新增辦公面積近百萬平方
米，辦公空間供應短期集中放量會給區域空
置率帶來上行壓力，導致全市整體租金水平
進一步下探。

▲疫情期間貨物的網購和配送
更加頻繁，導致物流倉儲供不
應求。圖為順豐番禺化龍分撥
中心。 資料圖片

◀ 廣州市郊新增項目因商業
氛圍尚未成熟至今仍留有不少
空置面積。圖為廣州一商圈的
百貨商店。 記者盧靜怡攝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殷考玲） 中
國內地經濟今年或到第二季才發力。瑞銀
投資銀行亞洲經濟研究主管暨首席中國經
濟學家汪濤11日在電話會議表示，預期今
年內地全年GDP增長5.4%，比市場上外
資投行的預測介乎4%至5%略高，因為今
年內地的政策主調以穩定經濟為主，該行
相信今年經濟增長有望達到5%或以上，
但預期首季經濟增長或仍然乏力，要到第
二季後才有較明顯反彈。

汪濤進一步解釋，受疫情反彈和消費
復甦遲緩等因素影響，去年下半年內地經
濟表現疲弱，而且因疫情持續以及因舉行
冬奧以致防疫控制收緊之下，她預期今年
首季內地消費會更加疲軟，故預期第一季
的經濟增加仍然乏力，預期按年增速在
4%以下，要到第二季之後才有明顯的反
彈，估計全年消費增長約5.7%。

全年出口料仍升10%
在經濟增長動力方面，汪濤估計今年

房地產投資將出現負增長，預期全年倒退
約5%，所以內地會加強基建投資以支持
經濟，而今年首季開始基建投資逐步增
加，以對沖房地產投資收縮帶來的經濟壓
力。

至於內地全年出口增長預測方面，汪
濤稱雖然出口方面對競爭加劇，但相信全
年仍可錄約10%升幅。

人幣匯率或小幅貶值
財政政策方面，汪濤預期內地今年或

進一步推出財政寬鬆措施，估計人行今年
會最少降準一次，而人民幣匯率預期會小
幅貶值約2%，兌美元今年底約在6.5水
平。

去年民企內房出現違約情況，汪濤認
為今年上半年房地產行業仍面臨較大的下
行壓力，而且市場對房屋需求早前已見透
支，再者受到疫情以及限購及限售等措施
影響，房屋銷售及新開工也出現大幅下
跌。

房地產投資或跌5%
未來內地房地產的發展方向，汪濤

認為可從兩方面來看，首先為內地政策
的放寬力度是否足夠，以目前來看內地
政府期望穩定行業發展，地方政府未來
可能調整限購、限售等政策，並且在按
揭貸款及開發貸方面放寬。第二是民眾
購房的信心能否回升。她預期今年全年房
地產銷售和新開工面積或均跌 10%至
12%，房地產投資有可能下滑5%。

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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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聽人民心聲 回應現實需要
在學習貫徹六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發表重要講話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強主持開班式，中
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栗戰書、汪洋、王滬

寧、趙樂際、韓正，國家副主席王岐山出席開
班式。

用馬克思主義之“矢”去射新時代中國之“的”
習近平在講話中指出，一個民族要走在時

代前列，就一刻不能沒有理論思維，一刻不能
沒有正確思想指引。中國共產黨為什麼能，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為什麼好，歸根到底是因為馬
克思主義行。馬克思主義之所以行，就在於黨
不斷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並用以指導
實踐。這次全會決議對百年奮鬥歷程中黨不斷
推進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作了全面總結。
注重分析研究和總結黨在百年奮鬥歷程中對馬
克思主義的中國化時代化，是貫穿全會決議的
一個重要內容，我們一定要深入學習、全面領
會。馬克思主義為人類社會發展進步指明了方
向，是我們認識世界、把握規律、追求真理、
改造世界的強大思想武器。同時，馬克思主義
理論不是教條，而是行動指南，必須隨着實踐
的變化而發展。馬克思主義能不能在實踐中發
揮作用，關鍵在於能否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
同中國實際和時代特徵結合起來。面對快速變
化的世界和中國，如果墨守成規、思想僵化，
沒有理論創新的勇氣，不能科學回答中國之
問、世界之問、人民之問、時代之問，不僅黨

和國家事業無法繼續前進，馬克思主義也會失
去生命力、說服力。當代中國正在經歷人類歷
史上最為宏大而獨特的實踐創新，改革發展穩
定任務之重、矛盾風險挑戰之多、治國理政考
驗之大都前所未有，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深
刻變化前所未有，提出了大量亟待回答的理論
和實踐課題。我們要準確把握時代大勢，勇於
站在人類發展前沿，聆聽人民心聲，回應現實
需要，堅持解放思想、實事求是、守正創新，
更好把堅持馬克思主義和發展馬克思主義統一
起來，堅持用馬克思主義之“矢”去射新時代中
國之“的”，繼續推進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
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
合，續寫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篇章。

優先解決主要矛盾和矛盾主要方面
習近平強調，黨的百年奮鬥歷程告訴我

們，黨和人民事業能不能沿着正確方向前進，
取決於我們能否準確認識和把握社會主要矛
盾、確定中心任務。什麼時候社會主要矛盾和
中心任務判斷準確，黨和人民事業就順利發
展，否則黨和人民事業就會遭受挫折。這次全
會決議對黨善於抓住社會主要矛盾和中心任務
帶動全局工作作了全面分析。注重分析和總結
黨在百年奮鬥歷程中對我國社會主要矛盾和中
心任務的研究和把握，是貫穿全會決議的一個
重要內容，我們一定要深入學習、全面領會。

面對複雜形勢、複雜矛盾、繁重任務，沒有主
次，不加區別，眉毛鬍子一把抓，是做不好工
作的。我們要有全局觀，對各種矛盾做到了然
於胸，同時又要緊緊圍繞主要矛盾和中心任
務，優先解決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以
此帶動其他矛盾的解決，在整體推進中實現重
點突破，以重點突破帶動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整
體躍升，朝着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
奮鬥目標不斷前進。

習
近
平
：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屆六中

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11日上午在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開班。中共中央總書

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開班式上發表重要講話強調，黨中央舉辦

這次專題研討班，目的是深入研讀和領會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決議，繼續把黨史

總結、學習、教育、宣傳引向深入，更好把握和運用黨的百年奮鬥歷史經驗，弘

揚偉大建黨精神，增加歷史自信、增進團結統一、增強鬥爭精神，動員全黨全國

各族人民堅定信心、勇毅前行，為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而不懈努力。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省部級主要
領導幹部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精神專
題研討班11日上午在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
院）開班。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
軍委主席習近平在開班式上發表重要講話強
調，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永遠在路上，
一刻也不能放鬆。不論誰在黨紀國法上出問
題，黨紀國法決不饒恕。

必須無條件執行黨中央戰略決策
習近平指出，戰略問題是一個政黨、一個國

家的根本性問題。戰略上判斷得準確，戰略上謀
劃得科學，戰略上贏得主動，黨和人民事業就大
有希望。一百年來，黨總是能夠在重大歷史關頭
從戰略上認識、分析、判斷面臨的重大歷史課
題，制定正確的政治戰略策略，這是黨戰勝無數
風險挑戰、不斷從勝利走向勝利的有力保證。這
次全會決議對百年奮鬥歷程中黨高度重視戰略策
略問題、不斷提出科學的戰略策略作了全面總
結。注重分析和總結黨在百年奮鬥歷程中對戰略
策略的研究和把握，是貫穿全會決議的一個重要
內容，我們一定要深入學習、全面領會。戰略是
從全局、長遠、大勢上作出判斷和決策。我們是
一個大黨，領導的是一個大國，進行的是偉大的
事業，要善於進行戰略思維，善於從戰略上看問
題、想問題。正確的戰略需要正確的策略來落
實。策略是在戰略指導下為戰略服務的。戰略和
策略是辯證統一的關係，要把戰略的堅定性和策
略的靈活性結合起來。各地區各部門確定工作思
路、工作部署、政策措施，要自覺同黨的理論和
路線方針政策對標對表、及時校準偏差，黨中央

作出的戰略決策必須無條件執行，確保不偏向、
不變通、不走樣。

反腐決不能滋生已嚴到位的厭倦情緒
習近平強調，在百年奮鬥歷程中，黨領導人民
取得一個又一個偉大成就、戰勝一個又一個艱難
險阻，歷經千錘百煉仍朝氣蓬勃，得到人民群眾
支持和擁護，原因就在於黨敢於直面自身存在的
問題，勇於自我革命，始終保持先進性和純潔
性，不斷增強創造力、凝聚力、戰鬥力，永葆馬
克思主義政黨本色。這次全會決議對百年奮鬥歷
程中黨高度重視管黨治黨、不斷推進自我革命作
了全面總結，我們一定要深入學習、全面領會。
在新的歷史條件下，要永葆黨的馬克思主義政黨

本色。在為誰執政、為誰用權、為誰謀利這個根
本問題上，我們的頭腦要特別清醒、立場要特別
堅定。全黨同志都要明大德、守公德、嚴私德，
清清白白做人、乾乾淨淨做事，做到克己奉公、
以儉修身，永葆清正廉潔的政治本色。自我革命
關鍵要有正視問題的自覺和刀刃向內的勇氣。現
在，反腐敗鬥爭取得了壓倒性勝利並全面鞏固，
但全黨同志要永葆自我革命精神，增強全面從嚴
治黨永遠在路上的政治自覺，決不能滋生已經嚴
到位的厭倦情緒。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永
遠在路上，一刻也不能放鬆，要以抓鐵有痕、踏
石留印的堅韌和執着，繼續打好黨風廉政建設和
反腐敗鬥爭這場攻堅戰、持久戰。不論誰在黨紀
國法上出問題，黨紀國法決不饒恕。

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一刻不能放鬆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省部級
主要領導幹部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
精神專題研討班11日上午在中央黨校（國
家行政學院）開班。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
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開班式上發表
重要講話。

發揮好黨史立德樹人重要作用
習近平指出，這次全會決議對百年奮鬥

歷程中黨注重進行黨史學習教育作了全面總
結，強調全黨要堅持唯物史觀和正確黨史
觀，從黨的百年奮鬥中看清楚過去我們為什
麼能夠成功、弄明白未來我們怎樣才能繼續
成功，從而更加堅定、更加自覺地踐行初心
使命，在新時代更好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
會主義。這是六中全會提出的一項重要政治
任務，我們要繼續抓好落實。黨的第三個歷
史決議體現了我們對黨的百年奮鬥歷史的新
認識，這方面更要深入學習領會，以利於更
好認識和把握黨的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
經驗。要認真總結這次黨史學習教育的成功
經驗，建立常態化長效化制度機制，不斷鞏
固拓展黨史學習教育成果。全黨要以學習貫
徹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精神為重點，深入推
進黨史學習教育，進一步做到學史明理、學
史增信、學史崇德、學史力行，教育引導全
黨同志學黨史、悟思想、辦實事、開新局，
更好用黨的創新理論把全黨武裝起來，把黨
中央決策部署的各項任務落實下去。要原原
本本學習全會決議，學懂弄通黨百年奮鬥的
光輝歷程，學懂弄通黨堅守初心使命的執着
奮鬥，學懂弄通黨百年奮鬥的歷史意義和歷
史經驗，學懂弄通以史為鑒、開創未來的重
要要求。要用好黨委（黨組）理論學習中心
組制度，推動領導班子、領導幹部帶頭學黨
史、經常學黨史。要用好幹部教育培訓機
制，繼續把黨史作為黨校（行政學院）、幹
部學院必修課、常修課。要用好學校思政課
這個渠道，推動黨的歷史更好進教材、進課
堂、進頭腦，發揮好黨史立德樹人的重要作
用。要用好紅色資源，加強革命傳統教育、
愛國主義教育、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引導
全社會更好知史愛黨、知史愛國。要用好
“我為群眾辦實事”實踐活動形成的良好機
制，推動各級黨組織和廣大黨員、幹部滿腔
熱情為群眾辦實事、解難事，走好新時代黨
的群眾路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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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1日，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在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
院）開班。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開班式上發表重要講話。 新華社

●●1111日日，，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在中央黨校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精神專題研討班在中央黨校（（國家國家
行政學院行政學院））開班開班。。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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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游天地

2022新年伊始，冰雪旅游成为最火的出游主题。记者从同程旅行、驴妈妈旅游等多家在线旅游平台了解

到：元旦期间，冰雪旅游相关的景区、酒店接待人数大幅增长。许多市民游客走进滑雪场、走上冰道，用冰

雪运动开启新的一年，感受别样的冬日旅游乐趣。

1月 5日，在 2022中国冰雪旅游发展论坛上，中国旅游研究院发布了 《中国冰雪旅游发展报告 2022》 和

2022年冰雪经典创新项目、冰雪时尚创新项目和热门冰雪旅游景区（度假区）。从2015年北京冬奥会申办成功

至今，“三亿人上冰雪”已从宏伟蓝图变成了现实画卷，冰雪旅游成为助力“三亿人上冰雪”的示范产业，冰

雪旅游满足了游客对于美好生活的向往，显著提升了人们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三足鼎立 全面开花

庆新年，上冰雪，迎冬奥，用冰雪运动点燃生
活，冰雪主题游不断升温。随着冬奥会的临近，北
京掀起了全民冰雪运动的热潮，北京市属公园4处
雪场7处冰场，为市民游客提供了25项冰雪活动，
人们纷纷走进滑雪场、滑冰场。同程旅行大数据显
示，元旦假期，全国冰雪世界类景区门票预订量环
比增长 220%，滑雪场周边酒店预订量环比增长
140%，滑雪场门票预订量环比增长110%。

中国冰雪旅游“向内而生”，精彩绽放。尽管
有疫情影响，但是在北京冬奥会、冰雪出境旅游回
流、旅游消费升级以及冰雪设施全国布局等供需
刺激下，全国冰雪休闲旅游人数从 2016-2017 冰
雪季的 1.7 亿人次增加至 2020-2021 冰雪季的

2.54 亿人次，预计 2021-2022 冰雪季中国冰雪休
闲旅游人数将达到 3.05亿人次，中国冰雪休闲旅
游收入有望达到3233亿元。

《报告》指出，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下，中国冰雪
旅游重构了“三足鼎立、两带崛起、全面开花”的空
间新格局。“三足鼎立”是指东北地区、京津冀、新
疆三个区域，其中，东北地区蕴含着到2025年达3
亿冰雪旅游人次、5000亿元收入的市场潜力，京津
冀蕴含着到 2025年达 1亿冰雪旅游人次、2500亿
元收入的市场潜力，新疆蕴含着到 2025 年达 1 亿
冰雪旅游人次、2000亿元收入的市场潜力。“两带
崛起”是指以西藏、青海为代表的青藏高原冰雪观
光旅游带和以川贵鄂为代表的中西部冰雪休闲旅
游带，这两带均蕴含着到2025年实现5000万冰雪
旅游人次、1000亿元收入的市场潜力。“全面开花”
则是指全国各地均形成了冰雪旅游亮点，都不同

程度通过科学、艺术、运动、旅游等相结合的手段
实现了冰雪休闲旅游产品的供给。

冬奥激发 冰雪刚需

从北京冬奥会申办成功至今，中国冰雪旅游
实现了从0到1、从北到南、从小到大、从冬季到四
季、从规模到品质、从小众竞技运动到大众时尚生
活方式、从冷资源到热经济的升级。冰雪旅游的
快速发展，跃动着经济社会发展的脉搏，向世界描
绘着美丽中国的好风景。

冰雪旅游让寒冷成为一种产业资源，让千里
冰封、万里雪飘的天寒地冻成为一种旅游场景，让
美丽风景转换成为美好生活。《报告》指出，北京冬
奥会激发了老百姓冰雪旅游的刚性生活需要。发
展冰雪旅游，良好生态环境下的美丽风景是基础，

而冰雪目的地的美好生活决定了游客来了后能否
留下来。中国旅游研究院冰雪旅游专项调查显
示：有90.1%的中国百姓曾经以不同形式体验过冰
雪旅游，每年有 63.3%的人体验过 1至 2次冰雪旅
游，每年有24.8%的人体验过3至4次，这说明中国
正在从冰雪旅游体验阶段进入冰雪旅游刚性生活
需求阶段，常态化重复消费正在成为越来越多人
群的选项。68.4%的游客十分确定会受北京冬奥
会影响增加冰雪旅游的次数。

中国冰雪旅游的吸引力愈发强劲，许多目的
地将本地文化与冰雪资源禀赋相结合，形成冰雪
旅游的特色品牌，满足游客的多样需求。比如，
哈尔滨坚持传统冰雪文化产品化、品牌化，推进
冰雪与艺术融合发展；呼伦贝尔将民族风情与冰
雪融合，发展冰雪那达慕、冰雪专列、驯鹿部
落、冷极村等；阿勒泰融合传统冰雪文化和现代
冰雪文化，实现冰雪观光度假协同发展；沈阳打
造冰雪和温泉的“冰火”双品牌；伊春推进森林
与冰雪观光的精品化；张家口打造奥运文化体验
地和滑雪产业集群。

多业融合 创新发展

在疫情偶发态势影响下，游客目前更愿意近
距离体验冰雪旅游。《报告》指出，“小区域、弱消
费、高频次、旅游本地生活化、服务自助化、冰雪观
光和滑雪休闲度假并重”成为冰雪旅游市场结构
调整的趋势。调查显示：游客对于冰雕制作、冰雪
运动、冰雪民俗、冰屋体验等最为喜爱，冰雪+文
化、冰雪+体育、冰雪+康养等是冰雪旅游融合发
展需要重点关注的方面。文化创意、动漫、时尚、
乡村、科技、康养、体育等持续为冰雪旅游赋能，为
游客提供更加丰富优质的冰雪旅游产品。

冰雪旅游与相关产业正在进行融合创新。冰
雪旅游与文化产业、农业、工业、金融业、林业、高技
术产业等融合发展，实现了业态创新，一大批吉林、
黑龙江、新疆的国家级滑雪旅游度假地为冰雪旅游
高质量供给提供了支持。冰雪旅游与红色旅游、工
业旅游、体育旅游、自驾旅游等业态内融合，大大提
升了冰雪旅游目的地的吸引力。冰雪旅游还为乡
村、城镇和城市经济社会转型升级提供了动力支
持，牡丹江雪乡、哈尔滨亚布力、阿勒泰禾木、伊犁
河谷、阿尔山白狼镇等成为乡村振兴和地区发展的
亮点。

《报告》称，后奥运时代，冰雪旅游要坚持高质
量发展之路，既要传承中国经典冰雪文化，也要发
展面向未来的现代冰雪文化，持续扩大冰雪旅游
市场规模，构建现代化冰雪旅游产业体系，既建设
好美丽中国，更要创造冰雪目的地的美好生活，满
足游客消费升级和地方发展需要，尽快将中国打
造成世界级的冰雪旅游目的地。

上图：2022年元旦假期，许多市民游客在沈
阳市一处冰雪乐园里喜迎新年。

侯 伟摄（人民图片）
左图：2022 年元旦假期，北京颐和园昆明湖

冰场迎来众多市民游客。
刘宪国摄（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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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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華盛頓特區） - 2022年1月11日星期二，國會議員Al
Green（TX-09）在美國總統和副總統在喬治亞州亞特蘭大發表
主張投票權的言論後發表了以下聲明：

"S.2747 《自由投票法》和H.R.4《約翰·路易斯投票權促進
法》都是目前在參議院陷入僵局的關鍵立法。兩者都需要在沒有
有害阻撓的情況下通過，以維護我們安全，自由和公平選舉的憲
法權利。事實上，正如副總統哈裡斯在演講中所說的那樣，接受
目前正常的投票限制是危險的。對敵視投票權的現狀的自滿破壞
了民主和我們國家賴以建立的建國原則。這就是為什麼全面的投
票權立法必須向前推進，國會 議員Al Green說。

"《自由投票法》包括對選民登記標準的重大改革，使選舉
日成為公共聯邦假日，並要求任何在選舉中花費超過10，000美

元 的 實 體
披 露 其 主
要 捐 助 者
。 除 其 他
條款外，它還要求各州確保投票時間不超過30分鐘，並增加對
地方選舉管理人員的保護。約翰·路易斯投票權促進法案恢復了
1965年《投票權法案》中先前被掏空的第4（b）條。法律的這
一領域涉及確定哪些國家必須遵守預先許可的程式。預先許可是
指讓有侵犯投票權歷史的州在將任何與投票相關的條款頒布為法
律之前獲得聯邦批准的做法。約翰·路易斯投票權促進法案將恢
復有歧視性做法歷史的州（如德克薩斯州）的預先許可和統治，
以確保全國所有合格選民的意願和權力不受損害。

長期以來一直是德克薩斯州和全國各地投票權冠軍的國會議
員阿爾·格林（Al Green）總結道 ："我堅決同意拜登總統表達消
除阻撓的願望。在憲法規定的投票權一再受到阻礙之後，憲法規
定的投票權——構成我們民主的基石——無疑是必要的，而且早
就應該進行。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一過時的參議院規則已被利用
，將少數人的意願強加給多數人，就像現在的投票權一樣。我期
待著繼續與我在眾議院和參議院的同事，副總統哈裡斯和拜登總
統合作，確保美國人的投票權得到不惜一切代價得到保護。

國會議員阿爾·格林自豪地與拜登總統和哈裡斯副總統站在一起
爭取通過國家投票權立法

在您下一次國際旅遊之前，您可能需要在
您的行李收拾清單中添加一個：健康保險證明
。

隨著世界各國開始重新開放旅遊，美國人
發現一些國家，包括許多加勒比國家，現在要
求抵達的旅客證明他們有醫療保險。哥斯達黎
加等少數國家甚至要求特殊保險，如果旅客的
COVID-19 檢測呈陽性，則需支付高達 2,000
美元的酒店隔離費用，以及至少 50,000 美元與
冠狀病毒護理相關的費用。

「我們看到這種情況越來越普遍。」 旅遊
建議網站 WendyPerrin 的編輯 Brook Wilkin-
son 說。 「想要一個輕鬆愉快的 2019 風格旅
遊，已變得很棘手。」

您可能已經在美國獲得健康保險計劃，但
如果您沒有自己的健康保險、保險不承保美國
境外的醫療護理，或者您的目的地需要一個特
殊的國家特定保險，則可能需要另外一個國際
旅遊用的保險計劃。

以下是在考慮您是否需要購買旅遊健康保
險時要注意的問題。

您打算前往的國家是否需要旅遊健康保險
？

在 COVID-19 之前，一些國家已經要求旅
客證明他們已有健康保險，現在越來越多的國
家要求與疫情相關，針對特定國家的特殊保險
。

雖然西歐國家尚未採用該要求，但部分國
家已有類似要求，例如柬埔寨要求遊客從當地

公司購買 COVID-19 保險（20 天 90 美元），
還有阿魯巴島、巴哈馬、英屬維京群島、杜拜
、埃及、格林納達、約旦、毛里求斯、納米比
亞、盧旺達、沙巴、聖馬丁、塞舌爾、斯里蘭
卡和泰國。

入境要求經常變化。向您的旅遊社查詢或
網上搜尋最新資料。最好的資料來源通常是國
家旅遊局和美國國務院。其他有用的資源包括
CanITravel.net 和 WendyPerrin.com，它們提
供全面的清單。這些網站還有最新的旅客 CO-
VID-19 疫苗接種、檢測和隔離的要求。請注意
，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 (CDC) 建議推遲國際旅
遊，直到您完全接種疫苗。

如果某個國家需要特殊健康保險，您必須
攜帶書面證明，有時會特別提及保險公司可以
提供的 COVID-19 承保範圍。沒有它，航空公
司可能不會讓您登機，有些國家甚至可能不容
許您入境。

您目前的健康保險計劃是否涵蓋美國以外
的醫療保健？

即使您有健康保險並且進入目的地國家不
需要特殊保險，您可能仍然需要旅遊健康保險
。許多傳統的醫療保險，包括基本的醫療保險
計劃，不提供美國境外的保險，雖然一些醫療
保險補充計劃包括海外保險，但可能是有限的
。

TravelInsurance.com 的聯合創辦人 Stan
Sandberg 表示： 「許多美國旅客在國際旅遊時
真的不知道他們有多少醫療保障。」 「他們假

設健康保險在旅遊時適用，但在
很多情況下並不是。」

如果您沒有可在目的地提供
保障的醫療保險（旅遊或其他種
類），在出現健康緊急情況時，
您可能會面臨數千美元的賬單。

您在旅遊期間會由於疾病或
高風險活動，變得特別容易生病
或遇到意外嗎？

CDC 建議為國際旅遊購買旅遊健康保險，
特別是對於那些 「已有疾病、旅遊時間超過 6
個月或從事水肺潛水或懸掛式滑翔等冒險活動
」 的人。

您可以找到涵蓋已有疾病的旅遊健康保險
計劃，但您通常需要在支付旅遊費用後短時間
內（通常在兩到三週內）購買一份。一些計劃
不會承保因通常被認為是高風險的活動而造成
的傷害的醫療護理。因此如果您想冒險，例如
跳傘，請確保您的計劃有效。

您需要緊急撤離保險嗎？
即使您的健康保險包括醫療運輸，它也可

能只涵蓋將您送到最近的適當醫療機構的費用
。例如，如果您在南非的旅遊中受了重傷，您
的承保公司可能會支付前往約翰內斯堡醫院的
交通費用，但不會支付將您送回家的費用。

一些旅遊健康保險涵蓋緊急撤離回家費用
，而其他公司如 Medjet (MedJetAssist.com)
和 GlobalRescue.com，則銷售獨立計劃提供保
險覆蓋。

選擇旅遊健康保險計劃
旅遊健康保險通常不會很昂貴。 Sandberg

說，為一個 65 歲的老人去歐洲兩週買保險，
50,000 美元的保險額費用可能不到 35 美元。
多付一點可以帶來更高的保險額和額外保障，
例如丟失行李保險。 （相比之下，旅程取消保
險價格更高，最高可達旅遊開支的 10%。並且
可以讓您因任何原因取消的保險價格更貴。）

格價。 Sandberg 的公司提供多種計劃的報
價，InsureMyTrip.com 等平台也是如此。這些
公司也銷售旅程取消保險，但您可以透過輸入
$0 作為您的總旅遊費用來縮小旅遊健康保險的
搜尋範圍。

而且如上所述，您可能需要考慮保險是否
承保針對已有疾病或 COVID-19 的醫療護理，
以及是否包括緊急撤離。

如果您對於AARP樂齡會有任何問題，歡
迎撥打中文熱線1-888-832-1888諮詢。

了解更多關於新型冠狀病毒COVID-19的
資訊，請瀏覽AARP樂齡會中文官網專頁https:
//chinese.aarp.org/covid-19/或掃描下方二維碼
，關注AARP樂齡會官方微信公眾號。

您是否需要特殊的健康保險才能前往國際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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