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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micronOmicron打亂供應鏈打亂供應鏈 美國超市補不了貨美國超市補不了貨
（中央社美國比塞大14日綜合外電報導）COVID-19變異株

Omicron席捲美國，超市貨架空空如也，成了疫情持續擾亂美國
供應鏈的最新跡象。

經常到華府郊區、馬里蘭州比塞大（Bethesda）一家 Giant
超市消費的顧客圖恩（Justin Toone）告訴法新社： 「今天的狀
況不如星期天糟，但還是有很多貨架空無一物，許多貨品被掃光
。」

COVID-19（2019冠狀病毒疾病）疫情期間，美國一再出現
用品短缺狀況，起初大家跑去超市搶購衛生紙，但之後有愈來愈
多貨品被一掃而空，尤其是在出現暴風雪等惡劣天氣的地區。

圖恩說： 「上週連續好幾天，這家Giant超市與周邊所有超
市的貨架上什麼都沒有，沒有水果、蔬菜可買。」 附近商店的蜂
蜜、雞蛋、牛奶與肉品都被搶購一空。

美國雪城大學（Syracuse University）供應鏈管理學教授潘
菲德（Patrick Penfield）說，前幾波疫情是在一段時間內影響美
國不同地區，超市有時間調整供應鏈。

他指出： 「Omicron變異株傳染力那麼強，是一次衝擊全美
上下，美國有很多超市與食品業者都面臨員工請病假或被要求隔
離的問題。」

除了供應鏈之外，美國還有是否能夠生產足夠食品、配送到
超市、並及時上架的問題。

超市現在必須先把庫存商品擺到架上，對於供應短缺的物品
，則必須限制上架的數量，這樣才不會被消費者一掃而空。

美國新增確診病例因Omicron肆虐而激增，潘菲德警告，就
算 「所有情況回歸正常，沒有新的變異株」 ，超市商品短缺情況
可能仍將持續到3月底。

美國 「全國食品雜貨協會」 （National Grocers Association
）說，全美商家難以找到足夠的員工， 「讓關鍵產業感到吃緊，
包括超市與食品業」 。

根據最近針對1500名會員的調查，在疫情高峰期，有些會
員通報有短暫時期營運量能減半。

全國食品雜貨協會在電子郵件中說： 「雖然供應鏈上還有許

多食品，但由於持續遭遇供應鏈與勞工方面挑戰，我們預期在一
些產品類別上，消費者仍將持續遭遇零星的中斷狀況，跟過去一
年半見到的狀況一樣。」

((路透社路透社))

AA11

12042

Sunday, 1/16/2022



AA22要聞2
星期日       2022年1月16日       Sunday, January 16, 2022

Wealee@scdaily.com
我見我聞我思

幾內亞共和國駐休斯敦名譽總領事
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On the occasion of the Spring
Festival, we would like to
welcome the arrival of the Year
of the Tiger to you on behalf of
all our colleagues at Southern
News Group who continue to
fight on the news media front line.

After more than two years of
Covid-19, the pandemic has
isolated us and kept us apart, but
our hearts are indeed connected.

This serious disaster is still
constantly testing our
perseverance and survival. Many
medical teams and researchers
are standing in front of us and
their sacrifices are defeating the
invasion of the virus.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the
springtime and new happiness all
over the sunny earth. We are

starting a new journey again, and we wish everyone peace and safety in the year of the Tiger.

0101//1515//20222022

Welcome The Year Of TheWelcome The Year Of The
TigerTiger

值此新春佳節來臨之際
，我們謹代表繼續在新聞媒
體戰缐上奮鬥的全體美南新
聞傳媒集團同仁向大家共同
迎接虎年的到來。
兩年多來襲捲全球之新

冠疫情，把我們隔離起來，
但是我們的心確連接在一起
，逆境激勵奋斗，患難見証
真情。
這场世紀大災難，還在

不斷考驗著我們的毅志和生
存，多少站在前缐的醫護團

隊及科研專家，他們的犧牲
奉獻正在戰勝病毒之侵襲，
多少動人心弦的故事不斷上
演。
盼望已久的春天及久違

的旭日陽光普照着大地，我
們看見幸福隨著陽光在閃耀
，春節悄悄地來到我們的身
邊， 冬盡春來， 再添新歲
，我們再次站上新的旅程起
點，祝福大家美美満満，平
平安安。

迎戊寅虎年迎戊寅虎年 賀新歲賀新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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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道】“俄羅斯對西方的耐心已經耗盡。”在周五舉
行的年度記者會上，俄外長拉夫羅夫要求歐美國家對俄方此前提
出的安全倡議進行書面回應。本週，俄羅斯和西方國家代表輾轉
3個國家，舉行三場安全會談，然而這些努力並未明顯緩和雙方
之間的緊張關係。多名西方國家高官認為，目前歐洲上空“戰爭
烏雲”密布。就在這一緊張時刻，烏克蘭政府網站遭大規模網絡
攻擊。一些歐洲國家外長“驚恐”不已，擔心這是俄羅斯為“入
侵”烏克蘭做準備。

據俄新社等媒體報導，拉夫羅夫週五表示，世界爆發衝突的
可能性增大，而西方國家對局勢的負面發展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
。俄外長指責西方國家破壞基於聯合國憲章的國際關係框架，妄
圖以自己的規則代替國際法。對於俄羅斯和西方國家舉行的三場
會談，拉夫羅夫稱，期待與美方關於安全保障的會談能夠重啟，
但這取決於華盛頓的回复，俄方希望美國和北約對此作出書面回
复。美聯社等西方媒體稱，拉夫羅夫給西方國家設下的回复最後
期限是下週。

俄外長稱，俄羅斯將繼續為事態的發展做好準備。他認為，
如果美國有妥協的政治願望，那麼俄美將能找到雙方都能接受的
解決方案。不過，如果美國拒絕保證北約不東擴，俄羅斯的回應
可能是各種各樣的，這取決於軍方專家向總統提交的建議。
“三十年來，歐洲從未如此接近戰爭”

在拉夫羅夫週五的年度記者會舉行前，俄羅斯和西方國家剛
剛結束三場關於俄烏危機的安全會談。一些西方媒體和政治人士
認為，這些會談均無果而終，導致歐洲爆發戰爭的可能性增大。
據英國《衛報》等媒體報導，歐安組織輪值主席國波蘭的外長拉
烏13日說：“三十年來，歐洲從未如此接近戰爭”。美國常駐
歐安組織代表當天也表示，目前“戰爭的鼓聲大作”。俄羅斯常
駐歐安組織代表盧卡舍維奇告訴英國天空新聞網說，北約才是侵
略者。

“經過一周的安全談判，西方已準備好應對一切可能”，美
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表示，美國對俄羅斯“不抱任何
幻想”，準備採取必要和適當的措施，保護盟友和夥伴，並對可
能發生的“侵略行為”作出有力回擊。沙利文稱，美國將與盟國

和俄羅斯進行溝通，以便在歐
洲舉行一系列會議後確定進一
步行動。他說，一旦烏克蘭局
勢升級，對俄羅斯實施制裁只
是可用工具的一部分，華盛頓
還有其他措施對付莫斯科。

俄副外長格魯什科此前曾
表示，如果俄羅斯無法通過外
交手段消除安全擔憂，那麼莫
斯科將以軍事手段維護俄羅斯
安全。俄《觀點報》對此的解
讀是，俄羅斯將通過部署戰略
武器在歐洲建立軍事平衡。俄
軍事專家西夫科夫提出數項莫
斯科回應美國軍事挑釁的方式
，包括派“波塞冬”核動力潛
航器前往美國海岸、在古巴和
委內瑞拉建立導彈基地等。俄
羅斯國家杜馬（議會下院）主
席沃洛金表示，俄羅斯擁有世
界上任何國家都沒有的武器，但俄羅斯在與北約對話時並未利用
這一優勢。據俄國防部消息，俄東部軍區部隊正在接受戰備突擊
檢查，而南部軍區今年將接收近3000件新型武器和軍事技術裝
備。

德國《世界報》表示，俄羅斯與西方國家的會談沒有成果，
而歐洲多國已經被戰爭烏雲籠罩。瑞典軍方周四宣布，將加強在
波羅的海島嶼哥得蘭島的活動，以回應區內局勢緊張。立陶宛防
長認為歐洲發生戰爭的可能性達到1945年以來的最大。他14日
宣布，立陶宛將提升軍隊戰備狀態。
迴旋餘地

沙利文週四表示，將在24小時內公佈俄羅斯準備的“入侵
”烏克蘭“劇本”，稱俄羅斯將為“進攻”烏克蘭捏造藉口。不
過，沒等美國公佈，歐洲國家就“發現”了莫斯科計劃“侵略”

基輔的跡象——烏政府網站週五遭大規模網絡攻擊。據法新社報
導，在法國參加歐盟外長會的各國高官此前就警告稱，在俄羅斯
採取軍事行動之前，或者在採取軍事行動的同時，俄可能對烏克
蘭發動網絡攻擊。歐盟各國外長表示，將對此進行有力回應。歐
盟稱，正在調動一切資源，幫助基輔應對網絡攻擊。

儘管俄羅斯和西方國家的會談進入“死胡同”，而且雙方的
表態都非常強硬，但美俄都留有迴旋餘地。沙利文表示，美國情
報組織並未做出俄羅斯明確決定對烏克蘭採取軍事行動的評估，
“所以就目前情況看，俄羅斯仍有機會回到談判桌前”。拉夫羅
夫13日表示，俄將在西方回复莫斯科的安全倡議之後作出全面
反應。此外，德國政府週五宣布，德外長將於下周訪問烏克蘭和
俄羅斯，為緩和俄烏危機進行斡旋。相關國家正在試圖恢復“諾
曼底模式”會談。歐安組織秘書長施密特呼籲各方開始重建互信
、進行合作。

安全會談失敗安全會談失敗，，俄羅斯外長俄羅斯外長：：世界爆發衝突的可能性增大世界爆發衝突的可能性增大

（綜合報導）朝鮮平安北道鐵道機動導彈團
14日進行了發射訓練。鐵道機動導彈團接到朝
鮮人民軍總參謀部緊急下達的任務，迅速到達指
定發射地點發射兩枚戰術導彈，導彈精確命中了
設在朝鮮東海上的目標。這波試射，是為了檢驗
朝鮮鐵路導彈發射體系的反應時間和警戒狀態，
導彈剛剛得到通知便發射升空。
值得注意的是，這是去年9月以來，朝鮮第二次
宣布試射基於鐵路的導彈。分析認為，火車發射
系統為朝鮮發射導彈以及保護其導彈武庫增加了
一個選項。

而就在過去十天內，朝鮮已分三波試射了四
枚導彈，朝鮮方面表示，此前成功試射了高超音
速導彈。

而在朝鮮第二次試射高超音速導彈時，據美
國媒體報導，美方曾因係統誤判導彈將“擊中美
國”，一度引發混亂。

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爆料，在朝鮮發射導

彈的幾分鐘裡，美軍防空部隊曾判斷導彈有可能
對阿拉斯加附近的阿留申群島或加州海岸構成威
脅。當天下午兩點左右，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出
於安全考慮，將美國西海岸的部分航班停飛了約
15分鐘左右。但越來越多的跟踪數據顯示，一
開始的判斷存在錯誤，導彈對美國並沒有威脅。

但值得注意的是，當地時間1月12日，美國
就宣布了對5名朝鮮人的製裁。美國財政部表示
，這5名朝鮮人是因為“購買用於大規模殺傷性
武器和彈道導彈相關項目的商品”而受制裁的。
而這，也是拜登政府首次宣布對朝制裁。

此後，朝鮮外交部發言人發布聲明回應稱，
美國這是故意挑起事端，激化局勢。 “若美國
固執己見，採取如此對抗的態度，朝鮮就不得不
做出更加強有力而分明的反應。”

有觀察指，朝鮮當前的試射頻率，讓人聯想
到2017年，朝美雙方關係處於低點的時刻。而
美方動輒訴諸制裁，只會加劇這種對抗局面。

半個月內朝鮮已試射三波導彈半個月內朝鮮已試射三波導彈



秘魯多地新冠確診大幅增加
專家敦促民眾接種疫苗

綜合報導 最新數據顯示，包括Cusco、Arequipa、San Martín、Ica、

Lambayeque、Moquegua、Piura、Lima和Callao在內，秘魯多地在2021年

最後一周報告的新冠肺炎確診病例數與前一周相比，增加了100%以上。

據報道，秘魯社會醫療保險機構(Essalud)數據情報和分析部門

(UIAD)指出，在2021年的最後一周，Cusco報告了480例新增病例，高于

一周前報告的120例(增加300%)，Arequipa報告600例，遠高于前一周報

告的176例(增加241%)。

與此同時，San Martín報告 97例，高于前一周報告的37例(增加

162%)，Callao報告845例，高于前一周報告的341例(增加148%)，Ica報告

479例，高于前一周報告的200例(增加140%)，Lambayeque報告705例，高

于前一周報告的310例(增加127%)，Moquegua報告136例，高于前一周報

告的61例(增加123%)，piura報告928例，高于前一周報告的418例(增加

122%)，利馬報告13698例，高于前一周報告的6689例(增加105%)。

隨著第三波疫情的到來和奧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的增加，EsSalud負

責人馬裏奧•卡瓦波馬敦促民衆前往疫苗接種中心接種疫苗，不要忽視

安全措施，以防止感染。

秘魯衛生部長埃爾南多· 塞瓦略斯1月10日表示，政府目前還沒有

確定是否強制要求學生在3月底複課前接種兩劑新冠疫苗，但建議家長

爲了孩子們的安全，積極讓學生接種兩劑疫苗。

上周，塞瓦略斯表示，第一批爲11歲以下兒童采購的疫苗將于1月

18日抵達秘魯，接種工作將持續到2月。

綜合報導 巴西汽車生産商協會(Anfavea)公布的數據顯示，2021年巴

西汽車産量爲224.8萬輛，比2020年增長11.6%。目前，巴西汽車制造業

逐漸擺脫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呈現複蘇趨勢。

數據顯示，2021年巴西轎車和輕型商用車産量爲207萬輛，比2020

年增長8.7%。卡車産量爲15.88萬輛，同比增長74.6%。大客車産量爲

1.88萬輛，同比增長2.6%。

就業方面，2021年巴西汽車制造業就業人數爲10.1萬，比2020年下

降0.2%。

數據還顯示，2021年12月，巴西汽車産量爲21.08萬輛，環比增長

2.5%，同比增長0.8%。其中，轎車和輕型商用車産量爲19.71萬輛，環比增

長3.9%，同比下降0.4%。卡車産量爲1.23萬輛，環比下降13.8%，同比增

長18.2%。大客車産量爲1429輛，環比下降9.7%，同比增長41.6%。

與此同時，汽車出口呈現良好趨勢。2021年，巴西汽車出口量爲

37.63萬輛，比2020年增長16%。其中，2021年12月出口4.15萬輛，環比

增長48.4%，同比增長8.3%。

巴西汽車生産商協會總裁路易斯· 莫拉斯(Luiz Moraes)表示，2021年

以來，巴西汽車生産行業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全面推進複工複産，

推動了巴西汽車制造業走向複蘇，該國汽車出口市場也逐步恢複，預計

2022年巴西汽車産量將達到246萬輛，增長9.4%。

歐洲議會議長病逝，任期還剩一周
綜合報導 歐洲議會議長薩

索利的發言人在推特發布消息說

，薩索利因病醫治無效，當天淩

晨在意大利一家醫院去世。法新

社稱，這是歐洲議會首次出現議

長在任期內死亡的情況。

據報道，去年9月，薩索

利曾因感染肺炎住院接受治療

，缺席歐洲議會10月召開的全

體會議。12月26日，薩索利因

“免疫系統功能障礙導致的嚴

重並發症”住院。

薩索利去世後，歐洲政界

人士紛紛表示哀悼。歐盟委員

會主席馮德萊恩表示，“對失

去一位偉大的歐洲人和自豪的

意大利人深感悲痛”。她在推

文中稱，薩索利是“富有同情

心的記者、歐洲議會傑出的領

導人和親愛的朋友”。

薩索利于1956年5月在意大

利佛羅倫薩出生，是意大利社會

民主黨黨員。他曾擔任報社、通

訊社和電視台記者，2009年起成

爲歐洲議會議員。2019年7月，

薩索利當選歐洲議會議長。歐洲

議會是歐盟三大機構之一，是歐

盟的立法、監督和咨詢機構。歐

洲議會議長每兩年半改選一次，

薩索利去世時距離任期結束還有

一周。歐洲議會計劃本月18日舉

行投票，選出薩索利的繼任者。

歐洲媒體普遍認爲，來自馬耳他

的歐洲議會議員梅特索拉很可能

接任。

《紐約時報》稱，薩索利

是歐洲一體化的堅定支持者。

他在今年1月1日發布的最後一

條推文中稱，歐元是“和平與

一體化的象征，是一個曆史性

政治願景即將實現的成果”。

在薩索利任期內，歐盟與中國

的關系遭遇各種挑戰，一個重

要原因就是歐洲議會一些議員

幹涉中國內政，並推出一些不

友好的涉華議案。去年3月，

在中國反擊制裁多名歐洲議會

議員後，薩索利曾表示，歐洲

不是沙包，絕不能接受恐嚇，

並揚言對中國采取反制行動

。一些學者認爲，歐洲議會

急需更加理性務實的對華政

策。

新內閣誕生了
零售業和餐飲業希望荷蘭再次“開放”

荷蘭今天新增29107例病毒感染。本

星期一共感染202000例，比對上一個星

期增加了77%。

有18人染疫死亡。

但是醫院中的新冠病患繼續減少，

今天共有1497名新冠患者，其中395人

接受重症監護。

零售業和餐飲業希望荷蘭再次“開放”
零售商協會INretail 和荷蘭零售委員

會 RND希望新內閣能夠讓商店重新開門

營業。在 INretail 看來，荷蘭應該從

“暫停”狀態中走出來。

荷蘭餐飲業組織KHN（Koninklijke

Horeca Nederland ）也重申，荷蘭必須

再次開放，呼籲“擺脫睡眠”。

INretail認爲，“每個人都希望再次

能夠正常生活”。

一位發言人稱，“如果每個人都遵守

規則，這是有可能的。我們必須轉向一個

商店和社會可以繼續運轉的系統。”就發

言人而言，該系統應包括根據商店面積制

定的最大訪客人數，而且，這可能會因疫

情而異， “我們必須轉動這個按鈕，希

望能與經濟部討論這個問題。”

RND 主席彼得斯（Eus Peters）強

調商店在日常生活中的重要性。“購物

街構成了城市、村莊或地區的中心，購

物確保了社會凝聚力。我們希望與新內

閣合作，解決這個問題。”

根據彼得斯的說法，商店感染新冠病

毒的風險很小，因此商店可以照常營業。

“我希望新內閣也能看到這一點。”

此外，商店的營業時間也應該比硬

封鎖前更長，這樣，消費者應該能夠更

好地分散他們的購物時間。

荷蘭餐飲業組織KHN也認爲餐飲業

可以安全地開門營業。上周，該行業組織

爲此提出了一個計劃，該組織現在還告訴

新內閣：“看看還有什麽可能。”

該行業組織認爲，新內閣在其決定

中應考慮“餐飲業的經濟和社會利益”

，而不應僅考慮冠狀病毒感染和醫院占用

情況數字。

荷蘭南部城市商店周六開門獲民衆
支持

在荷蘭南部城市格倫（Geleen）市

中心，商店將在周六營業，即使周五延長

封鎖。當地零售商在這個林堡市在Face-

book 的購物頁面上寫道，“我們現在必須

開門營業，否則我們將永遠關閉。”

他們指出，在商店關門的情況下，感

染人數再次上升。由此他們得出結論，商

店和餐飲場所不構成危險，因爲它們已關

閉。店主們呼籲， “過來支持我們”。

Facebook上的反應對維權商店來說是令

人鼓舞的。有人寫道：“是時候說這樣的話

了。勇敢點，這就是我們需要的。你將得到人

民的支持打開你的大門！”另一位寫道：“希

望人們意識到，從實體店購物而不是從互聯

網公司購物的重要性，現在就行動吧！”

上周六，林堡省錫塔德（Sittard）和

魯爾蒙德（Roermond）的商店也向顧客

敞開了大門。據經營者說，由于所有長

期的疫情措施，他們幾乎倒下破産了。

這主要涉及非必需品商店，例如時

裝店等，根據當前的冠狀病毒疫情措施

，這些商店必須保持關閉。

新內閣疫情防控走什麽路線？封鎖
會延長嗎？市長們在猜

由荷蘭安全地區的25位市長組成的安

全區理事會將于周四晚上舉行視頻會議，

討論新內閣將于周五宣布的任何新的疫情

措施。市長們還不確定是否會延長嚴格的

封鎖，他們希望聽到來自 OMT 疫情爆發

管理團隊的令人信服的論點。

OMT明天將發布新的建議，部長們

將在周四討論。

兩位新任部長很可能會參與會議，

包括醫學專家出身的衛生部長庫柏斯（

Ernst Kuipers）和金發美女司法部長耶西

爾戈茲（Dilan Yesilg z）。

安全區理事會主席兼奈梅根市長範

布魯斯認爲，安理會很難在新內閣宣布

可能的新措施前一天，知道現在的內閣

所關注的是什麽， “因此，幾乎沒有時

間調整任何的東西。”

他說，安全地區理事會必須負責實

施和執行疫情政策，可以對內閣政策的

調整提出意見和建議，之前就發生過這

種情況，因爲市長們表示某些措施在實

踐中是不可能執行的。

多個城市的零售商和餐飲企業家已

經宣布，他們將在周六開門營業，即使

周五之後不允許這樣做。

企業家們表示，他們不能再容忍眼

看著在德國和比利時，可以讓顧客購物

和進入餐飲場所而荷蘭不能了。地區媒

體De Gelderlander 報道說，一些零售商

已經秘密地讓顧客通過後門進入。

非洲疫苗接種率低於10％
2022年如何實現70％的目標？
綜合報導 在歐美發達地區的疫苗普

及率目標已經基本實現之後，全球剩下的

數十億人可以獲得的疫苗出貨量正在不斷

增加，隨著新的疫苗陸續抵達，數十個落

後國家正在努力將供應轉化爲疫苗接種。

喀麥隆缺乏疫苗接種點，剛果民主共

和國物流不暢，以及肯尼亞的注射器短缺

等等，這些都使在非洲地區推廣疫苗的工

作複雜化。比如在津巴布韋，這個國家最

初曾領先于許多同行，但自滿和認爲奧密

克戎（Omicron）病毒引發的新一波疫情不

那麽嚴重的看法，減緩了疫苗推廣活動。

去年大部分時間都在渴望得到疫苗的

Covax——這個由世界衛生組織(WHO)發起

和支持的旨在解決疫苗不公平問題的項目

，現在的發貨量接近10億劑。隨著項目重

點轉向在較貧窮國家加強免疫，世衛官員

們擔心奧密克戎病毒的快速傳播可能會刺

激更多躲避疫苗的新病毒變種的出現。

報道稱，在富裕國家去年爭先恐後地購

買了大部分疫苗供應後，獲得疫苗仍然是一個

緊迫的問題，隨著這些國家政府擴大刺激計劃

，奧密克戎疫情可能會擴大全球的防疫差距。

世衛組織的一個機

構稱，Covax疫苗分享項

目受到出口禁令和生産延遲

的影響，一些疫苗生産商沒

有履行合同。

雖然新冠病毒的感

染病例和死亡發生率在

較富裕的國家更高，但

非洲脆弱的衛生系統和

糟糕的數據收集表明，

實際的死亡人數可能比

報告的數字更嚴重。

國際社會已經認識到

這一挑戰，世衛組織將重點

放在了20個高風險國家，這些國家今年無法實

現爲70%的人口接種疫苗的目標，考慮到到目

前爲止只有9.5%的非洲人口接種了疫苗，這是

一個很高的要求。

非洲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正向摩洛哥

和盧旺達派遣衛生官員，學習那裏成功推

廣疫苗的經驗。

“我們並沒有得到我們需要的所有疫

苗劑量，但我們現在有了真正的疫苗供應

和輸送，對于仍然存在的需求限制，我們

正在努力解決這些問題。”非洲疫苗項目

負責人塞斯· 伯克利(Seth Berkley)說。

據彭博社的另一則報道，知名疫苗制造商

輝瑞開始瞄准奧密克戎病毒測試疫苗加強針。

據悉，這家制藥公司正在開發一種混

合疫苗，它將最初的疫苗與一種能夠抵禦

高度傳染性的奧密克戎病毒的配方結合起

來。即一針疫苗應對多種病毒變種。

巴西2021年汽車產量
較上一年增長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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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光州一在建高樓外墻坍塌
致6人失聯上百人被疏散

綜合報導 韓國光州市消防本部

消息稱，當地時間11日15時46分許

，光州一處施工現場發生事故，一

幢39層公寓外牆坍塌。截至目前，

共有3人獲救，6人失聯，附近100

余名居民被疏散。

據報道，經確認，事故發生時

，施工人員正進行混凝土澆築。23

層到34層的一側外牆等樓體部分突

然倒塌。在建築物高層作業的人員

均安然無恙，3人被疏散，3人獲救

。其中一人受輕傷，被送往醫院接

受治療。事故還導致10多輛汽車被

埋。

警方和消防部門擔心樓體剩余

部分會進一步坍塌，計劃先進行安

全檢查，再投入救援人員。

目前，事故詳細原因正在進一

步調查中。據附近居民稱，事故並

非意外。此前，施工現場出現過磚

石脫落、膠合板墜落等安全問題，

但施工方和地方政府並未采取任何

措施。施工方還存在明顯縮短工程

工期的迹象。

菲律賓累計確診超300萬例 馬尼拉疫情“嚴重暴發”
綜合報導 據菲律賓衛生部通報

，截至1月11日下午4時，菲全國新

增 28007 例確診病例，累計已確診

3026473例。該國累計已有2792946例

新冠病例治愈，累計死亡52511例。

菲OCTA研究小組11日在其最新

報告中說，由于1月4日至10日菲首

都大馬尼拉地區(NCR)的日平均攻擊

率(ADAR)上升至89.42，已高于ADAR

每天每10萬人中有75人以上確診的

“嚴重暴發”門檻，該小組將NCR的

新冠疫情描述爲“嚴重暴發”。數據

顯示，該地區最近七天新冠檢測者的

陽性率，也從前一周的 20%增加到

48%。

OCTA同時表示，數據顯示每個

病例可能感染的人數已從5.65下降到

5.22，這表明疫情趨勢略有放緩。目

前NCR的醫院床位占用率已從上一周

的27%上升到57%，OCTA預計下周該

數字可能會超過70%。

菲律賓基因組中心(PGC)執行主任

辛西娅-薩洛馬博士(Dr. Cynthia Salo-

ma)11日通報說，菲律賓共檢測出43

例奧密克戎變異株患者，其中21個本

地病例，22個來自國際旅行者；在所

有病例中，35人無症狀，7人有症狀

，1人情況不明。檢測樣本是在2021

年12月日至30日之間收集的。

薩洛馬表示，當前該國每天的病

例“幾乎呈指數級”增長，而這正是

其他國家所經曆的奧密克戎變體傳播

的特征，表明奧密克戎變體可能在菲

流行的新冠病毒中已占主導地位。

菲律賓衛生部副部長弗吉瑞11日

在記者會上透露，該國住院治療的新

冠患者中，約85%都沒有接種新冠疫

苗。在死亡新冠病例中，約93%沒有

接種過或者沒有完全接種新冠疫苗。

菲代理總統發言人兼內閣秘書卡

洛· 諾格拉萊斯(Karlo Nograles)11日表

示 ， 菲 律 賓 健 康 保 險 公 司 (Philip

Health)向有症狀且在公立或私立醫院

隔離的病人，提供了RT-PCR免費測

試，並爲居家隔離者提供新冠隔離家

庭福利包(CHIBP)。由于居家隔離的輕

度確診者持續增加，政府已經對個人

或家庭在藥店購買撲熱息痛和其他流

感藥品的數量進行了限制，藥品的制

造商已經開始增加供應。

他同時呼籲公衆盡快接種新冠疫

苗和加強針。他強調，不管哪種品牌

，所有疫苗都有效。菲目前尚有2800

萬至3000萬民衆沒有接種新冠疫苗，

其中包括300萬60歲以上老齡人。

菲全國應對疫情總協調人加爾

維茲10日晚在內閣會議上表示，菲

將在 2022 年第一季度結束前爲 7700

萬菲律賓人接種疫苗，同時完成

12-17歲青少年的接種。政府的下一

個近期目標是在第二季度前實現

9000 萬人全面接種疫苗。最後一個

裏程碑是在第三季度末完成 7116 萬

人的加強針接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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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緬泰邊境消息，克

倫邦妙瓦底鎮內爆發激烈戰事，

再有一枚炮彈落入泰國境內。對

此，泰國軍方也發射了一枚炮彈

進行警示。

據了解，1月10日，軍方發

射的炮彈，落入泰國梅果京村附

近發生爆炸，之後，爲了警示，

泰國軍方也發射了一枚炮彈。

妙瓦底勒格果新鎮軍方營地

一名負責人稱，妙瓦底勒格果新

鎮地區帕魯壘村附近，1月10日

從早上到中午，克倫民族解放軍

（KNLA）、人民防衛軍聯軍與軍

方之間爆發激烈戰事。下午3點左

右，雙方又爆發了一次戰事。

戰事中，當地不少于2所房

屋受損。受戰事影響，當地500

多名民衆逃往附近的山林內躲避

戰事，有的民衆躲進防空洞內。

同樣的，1月10日下午2點左右，

高加力南部地區也爆發戰事，軍

方的直升機被人民防衛軍擊落，

當地民衆逃往市區內或者山區躲

避戰事。

一名參加戰事的克倫民族解

放軍（KNLA）成員稱，受戰事

影響，部分民衆遭波及受傷。

據了解，1 月 8 日、1 月 9

日、1月10日，高加力地區，軍

方與克倫民族解放軍之間連續爆

發戰事，戰事中，有民衆遭炮彈

爆炸波及受傷，目前，不知道有沒有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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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促各國遵守奧林匹克休戰協議
京冬奧前後和期間美或會同盟友在中國周邊軍演

入世20年 中國進出口增長超8倍

去年中國外貿額首超6萬億美元
穩主體穩市場保外貿政策激發市場主體活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中國外貿進出口以持續高增長

態勢收官2021。中國海關總署發布數據顯示，在外需強勁、全球供應鏈受

阻、價格高企等因素共同支撐下，2021年中國進出口規模首次突破6萬億美元關

口。海關總署14日發布數據，2021年，以美元計價，中國進出口規模達到6.05萬

億美元（約合39.10萬億元人民幣），年內跨過5萬億、6萬億美元兩大台階，達到

歷史高點。

據海關統計，2021年中國貨物貿易進出口總值
39.10 萬億元人民幣，比 2020 年增長

21.4%。其中，出口21.73萬億元，增長21.2%；
進口17.37萬億元，增長21.5%。全年實現貿易順
差 6,764.3 億美元（約合 42,968.86 億元人民
幣），創歷史新高。

經濟發展疫情防控領先全球
海關總署新聞發言人、統計分析司司長李魁

文在國新辦發布會上分析指，中國經濟發展和疫
情防控保持全球領先地位，主要經濟指標保持了
較快增長；全球經濟保持復甦態勢； 2021年以
來中國出台的一系列穩主體、穩市場、保障外貿
產業鏈供應鏈穩定暢通的政策措施，為外貿企業
紓困解難，大大激發市場主體活力，都是外貿增
長的重要支撐。

上月對美國出口增21.2%
2021年12月出口繼續保持韌性，以人民幣

計出口同比增長17.3%，提高0.7個百分點；進
口同比增長16.0%，回落10.0個百分點。當月出
口貨運量為1.4億噸，同比下降11.1%，或顯示
出口韌性主要受到價格因素支撐。

數據還顯示，中國對歐美出口表現良好。
2021年12月中國對美國出口同比增長21.2%，較
11月大幅增長15.9個百分點；對歐盟出口同比增
長25.6%，低於11月7.8個百分點，均高於總體
增速。

人民幣趨貶值或對出口有支撐
保銀資本管理公司首席經濟學家張智威分析

指，12月出口再度超預期，可能反映了奧密克戎
變異株對全球供應鏈的衝擊，出口訂單或從其它
發展中經濟體轉移到了中國。另一方面也說明全
球需求依然強勁，發達國家維持政策以保經濟活
動不受限制。

張智威預計今年一季度中國出口繼續保持強
勁，驅動經濟增長，因為全球需求有韌性，而且
許多發展中國家疫情惡化。但由於多城爆發疫
情，一季度中國經濟前景面臨下行風險仍高。

國盛證券首席經濟學家熊園則指出，今年出
口大概率回落，但韌性仍強不必悲觀。當前海外
疫情大幅反彈，後續中國出口可能持續超預期；
RCEP正式生效，令貿易環境改善；美元指數走
強、人民幣趨貶值可能對出口有所支撐。

中國經濟長期向好基本面不變
海關總署新聞發言人、統計分析司司長李魁

文亦表示，展望2022年，外貿面臨的不確定不
穩定不均衡因素增多。中國經濟發展面臨需求收
縮、供給衝擊、預期轉弱三重壓力。全球疫情形
勢依然嚴峻，外部環境更趨複雜嚴峻和不確定，
國際需求復甦勢頭放緩。此外，再疊加2021年
外貿基數較高的因素，2022年外貿運行面臨一定
的壓力。同時中國經濟韌性強，長期向好的基本
面不會改變，堅定穩住外貿基本盤的信心。

2021年中國外貿特點
●年度進出口規模首次突破6萬億美元
（約合39.10萬億元人民幣）關口，
當年外貿增量達到1.4萬億美元（約
合8.89萬億元人民幣）

●前五大貿易夥伴：
東盟 增長19.7%
歐盟 增長19.1%
美國 增長20.2%
日本 增長9.4%
韓國 增長18.4%

●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進出口增長
23.6%，比整體增速高2.2個百分點

●機電產品出口增長20.4%，佔出口總
值的 59%，汽車出口同比增長
104.6%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2021
年是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20周年。據中國海關
統計，中國進出口總值從2001的4.22萬億元（人
民幣，下同）增至2021年的39.1萬億元，年均增
長12.2%。20年進出口規模增長超過8倍，中國貨
物貿易規模躍居世界第一。

國際市場份額升至13.5%
海關總署新聞發言人、統計分析司司長李魁文

引述數據指，中國貨物貿易規模從2001年的4.22
萬億元起步，於2005年、2010年和2018年分別突
破了10萬億元、20萬億元和30萬億元三個台階，
至2021年接近40萬億元關口，20年間增長了8.3
倍。在全球市場份額佔比方面，中國也由2001年
的4%大幅提升至2021年前三季度的13.5%，其中
2013年首次成為全球貨物貿易第一大國。

出口年均增長12.5%
李魁文還披露數據指，2021年前三季度，中

國出口國際市場份額為14.9%，同比提升了0.6個

百分點，與2012年相比提升了3.8個百分點，這一
增量剛好與世紀之初2000年中國出口國際市場份
額相當。同時，中國進口國際市場份額自2013年
首次突破10%後穩步提升至2021年前三季度的
12.1%，同比提升了0.5個百分點。

海關數據顯示，過去20年，中國出口年均增
長12.5%，機電產品成為最主要的出口產品，2021
年機電產品佔整體出口的59%。同期，進口年均增
長11.8%，2009年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進口國，高
新技術、資源類產品進口穩步增長。

東盟是最大貿易夥伴
另外，20年來，中國與歐盟、美國、日本、

韓國等傳統市場貿易地位穩固，上述貿易夥伴2021
年合計佔外貿的38.3%。

與此同時，中國積極開拓東盟、非洲、拉丁美
洲、俄羅斯、印度等新興市場，與上述貿易夥伴進
出口佔比由 2001 年的 16%提升至 2021 年的
30.7%，東盟以14.5%的佔比保持中國最大貿易夥
伴的地位。

●2021年，中國貨物貿易進出口規模首次突破6萬億美元，創下歷史新高。圖為大批出口商品車在山東
港口煙台港集結等待裝船（2021年12月7日無人機拍攝）。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針對美國可能
會同盟友於北京冬奧會前後和期間在中國周邊繼續
舉行軍事演訓活動，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14日
在例行記者會上作出回應。他表示，北京冬奧會是
體育盛事，疫情之下，各國都應該踐行“更快、更
高、更強——更團結”的奧林匹克格言，通過一屆
成功的冬奧會，為人類合作、共克難關帶來希望。

有記者提問，2021年12月2日，第76屆聯大
協商一致通過了北京冬奧會奧林匹克休戰協議，敦
促各國在北京冬奧會前後休戰並停止敵對運動。但
有動向表明，美國可能會同盟友於北京冬奧會前後
和期間在中國周邊繼續舉行軍事演訓活動。請問中
方對此有何評論？

汪文斌表示，北京冬奧會是體育盛事，疫情之
下，各國都應該踐行“更快、更高、更強——更團
結”的奧林匹克格言，通過一屆成功的冬奧會，為
人類合作、共克難關帶來希望。

汪文斌指出，北京冬奧會奧林匹克休戰決議是
第七十六屆聯大協商一致通過的，反映了聯合國所
有成員的共識。這份決議敦促各國在北京冬奧會開
幕前7天到北京冬殘奧會閉幕後7天，遵守奧林匹
克休戰決議並停止敵對行動，呼籲各國努力促進和
平與人類相互了解。各方切實遵循這一精神，既是
責任和義務，也是國際社會的共同期盼。“我們相
信在奧林匹克精神的指引下，在各方共同努力下，
中國一定能為世界奉獻一屆成功的奧運盛會，共同
推動奧林匹克事業發展。”

聯合國秘書長將出席京冬奧會
13日，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對記者稱，奧運

會是一場極其重要的盛會，體現體育運動團結人
類、促進和平的作用。正是基於這一背景，他將以
不帶任何政治色彩的方式出席北京冬奧會開幕式，
表明奧運會必須成為促進世界和平的工具。

外交部：世界期待中國 中國作好了準備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央視新聞客戶端消息，

14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主持例行記者
會。有記者提問，北美時間1月10日，中央廣
播電視總台CGTN北美總站在華盛頓首都體
育館發起了一場北京冬奧會推廣活動，盛況空
前。

總台央視記者提問，中國駐美大使秦剛在
美國國家冰球聯盟總冠軍球隊華盛頓首都隊主
場比賽期間發表視頻致辭，介紹北京冬奧會情
況，預祝中美冰球隊共同呈現精彩賽事。中央
廣播電視總台台長慎海雄也通過視頻向美國民
眾發出冬奧邀請。許多美國民眾紛紛表達了對
北京冬奧會的期待和祝福。外交部對此有何評
論？

汪文斌說，我也注意到這場活動的視頻，
現場充滿了中國的傳統元素和冬奧氛圍，美國
觀眾的反響也十分熱烈。這場活動的成功，充
分表明，北京冬奧會是全球冬奧運動員和冰雪
運動愛好者的盛會，也反映了美國民眾和國際

社會熱切期盼北京冬奧會的共同心聲。
汪文斌表示，世界期待中國，中國作好了

準備。北京冬奧會各項籌備工作已經基本就
緒。我們相信在奧林匹克精神的指引下，在各
方共同努力下，中國一定能為世界呈現一屆簡
約、安全、精彩的奧運盛會，為疫情困擾下的
世界注入更多團結、信心和力量。

●CGTN北美總站北京冬奧會推廣活動現場，
美國觀眾對北京冬奧會充滿期待。 視頻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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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聚令”延長 跨農曆新年 35.7億紓困 春節前後發放

推第五輪抗疫金 助多行業“過冬”

受社交距離措施影響的處所和人員

●持牌旅行代理商：按職員人數獲5萬元，或者以每

名職員5,000元津貼為計算基準

●旅行社職員、導遊或領隊：7,500元

●旅遊巴士司機：3,350元

●舉辦綠色生活本地遊的旅行代理商：每名參加旅客

200元，最多申報1,000名旅客

●航空支援服務公司：按規模300萬至800萬元補貼

●跨境巴士車主：每輛車3萬元

●跨境出租汽車車主：3萬元

●跨境渡輪船隻營辦商：50萬元

資料來源：香港特區政府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費小燁

餐飲處所

●食肆及工廠食堂：按面積5萬至25萬元
（卡拉OK、夜總會及酒吧額外獲2.5萬元）

●食環署街市熟食/小食攤檔、公屋熟食攤檔：2.5萬元

●美食廣場的食物製造廠：按面積獲發1萬至5萬元

浴室處所

●5萬元

年宵市場及林村新春市場檔戶

●相當於攤位使用費50%的特惠金

2022漁農美食嘉年華檔戶

●5,000元

美容院、按摩院

●按員工人數發放1.5萬、3萬或5萬元特惠金，最多

150萬元

派對房間、出租遊樂船

●2萬元

電影院

●每塊銀幕5萬元，每條院線最多150萬元

健身中心、體育處所、公眾娛樂場所、會
址、遊戲機中心、遊樂場所、麻將/天九處所

●5萬元；臨時公眾娛樂場所則發1萬元

康體用地營運者

●5萬元

受影響兼職導師／僱員

●支付全數服務酬金；每位註冊體育教練獲5,000元

藝術文化界

●個人獲5,000元；團體獲4萬元；公司獲5萬元

幼兒中心

●全日制每服務一名幼兒獲2,000元；半日制則

1,000元

非政府福利機構興趣班導師

●5,000元

已註冊補習社

●2萬元

幼稚園及私立日校

●幼稚園：3萬至8萬元

●註冊私立日校：4萬元

學校服務提供者

●每一小賣部/食堂：4萬元

●每名飯盒供應商每服務一所學校：5,000元

●每名校巴司機、小巴司機、校巴保姆：6,700元

●每名在學校擔任導師、教練、培訓人員：5,000元

長期“冰封”狀態的行業

第五輪“防疫抗疫基金”

◀◀

◀◀

◀◀

◀◀

◀◀

◀◀

◀◀

◀◀

◀◀

◀◀

◀◀

◀◀

◀◀

◀◀

◀◀

▶▶ ◀◀

▶▶ ◀◀

貨幣：港元

延長防疫措施
現行社交距離措施延
長14天，直至下月3
日農曆年初三

‧包括食肆每晚6時後
禁止堂食

‧限聚令人數上限4人

‧口罩令等

取消所有大型活動，
包括年宵花市、新春
市場以及旅發局新春
活動等

繼續對8個疫情嚴重
國家實施地區性航空
熔斷機制

‧生效日：即日起至
下月4日

指定處所繼續關閉

‧包括美容院、戲
院、健身中心等

‧除非疫情出現明顯
逆轉或社區爆發，
否則下月 4日有望
逐步放寬

‧日後重開也需以
“疫苗氣泡”為基
礎運作，進入處所
人士需已打針

資料來源：

香港特區政府

整理：香港文匯報

記者 高俊威

鑑於新一波新冠肺炎疫情仍未完全受

控，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14日宣布，

將 7日起收緊的社交距離措施再延長多兩周至下月 3日（年初三），即橫跨農曆新

年，年宵花市等大型新春活動叫停。如疫情沒有明顯反彈，最後可於下月4日（年初

四）逐步放寬措施。為協助直接受措施影響的業界與一直冰封的旅遊業度過“寒

冬”，特區政府同時宣布推出總承擔額達35.7億元(港元，下同)的第五輪防疫抗疫基

金，例如仍營運的持牌食肆或工廠食堂獲發5萬至25萬元不等，各合資格處所最快下

周一起接受申請，估計可於農曆新年前後發放。

��(���

第五輪防疫抗疫基金雖然
出手快，但不少經濟援助只針
對僱主或公司，資助金額未有
直接落入前線員工口袋裏。有
美容院員工14日向香港文匯報

記者表示，不祈求“攤大手板”要政府資助，但
希望政府審視不同美容療程的播疫風險，讓低風
險美容療程如常開工。

減肥養生戴罩 比理髮更安全
美容院全能師吳小姐對延長“停業令”感無

奈。她解釋，如果政府認為面部美容的風險太
大，可以禁止面部美容，而不少美容院都是做身
體療程的，比如減肥、養生，客人全程戴口罩，
美容師則穿上“全副武裝”，風險較剪頭髮更
低：“唔理解點解髮型屋可以繼續營業，美容院
要全面關閉。”她希望政府審視不同療程的風
險，讓美容院局部開放。

過年賺錢良機 停業入不敷出
對防疫抗疫基金只資助受影響美容院經營

者，並沒有援助前線員工，吳小姐表示失望：

“我一個月人工大概兩萬幾蚊(港元，下同)，過
年更加係美容師衝業績、拎獎金嘅時期，停業對
家庭影響好大。我本身要供樓，小朋友又要補
習，停業唯有盡量減少開支捱過去，本來以為會
好似之前幾輪咁，畀9,000元一個月，但現在1元
都無，我要cut開支。”

餐飲復甦煞停 散工措手不及
從事酒店宴會散工20年多、酒店及餐飲從業員

協會副會長翟炳輝表示，飲食業原本正在復甦，上
月（12月）散工人工時薪80元至90元，平安夜每

小時更高達120元，是疫情爆發前的水平，故大部
分散工均缺乏危機意識：“無諗過又會爆第五波疫
情，好多散工都無儲返啲錢，所以又停晚市係殺大
家一個措手不及。”

以翟炳輝為例，過去幾個月工資近2萬元，
本月收入估計或跌至5,000元：“一星期返得一
或兩日。”他已考取保安牌，若“停晚市令”持
續，會考慮轉做保安員。對抗疫基金未有將飲食
業員工和散工納入資助範圍之內，翟炳輝慨嘆散
工是疫情下首當其衝的一群，但經常被政府忽略
甚至遺忘。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美容業員工：望准低風險療程開工
��

●香港文匯報記者 費小燁

林鄭月娥14日在記者會上宣布，晚市禁堂
食、受規限處所停業等社交距離措施將延

長14天至下月3日，包括年宵花市、農墟及美食
嘉年華等多項農曆新年大型活動將會取消。

以復關為目標 須採必要措施
她解釋，雖然近日香港疫情回穩，但爆疫風

險仍存在，加上香港要創造與內地恢復正常通關
的有利條件，故現階段並非放寬防疫措施的最佳
時機，“如果以（正常）通關為目標，我們更希
望起碼有一段時間，當然最好是14日沒有本地
個案，所以我們看不到實施至下月3日的社交距
離措施還能有中段的檢討空間，即是說不會提早
撤銷部分措施。我們要有點決心，既然想達清零
局面，我們就採取這些措施。”

林鄭月娥指出，自從上周收緊措施後，對部
分行業帶來影響，尤其是被要求關閉的商業處所和
禁止晚間6時後提供堂食的食肆，因此迅速決定推
出第五輪“防疫抗疫基金”的支援措施。

新一輪基金將以第四輪基金為藍本，但由於
暫定的受影響日期較之前短，津貼金額亦有所下
調，“今次受限（嚴格防疫措施生效）時間，包
括14日公布延長多14天，先後共四星期、共28
天，相對於第三輪，當時關閉處所由44天至65
天，第四輪更嚴峻由57天至158天，故我們發放
的金額，就是用第四輪的基金資助額為基礎的一
半，如果它是一個被影響的處所，我們給它的資
助是第四輪的一半，個人就是三分之二。”

是次援助涵蓋兩部分，包括向受新一輪收緊
社交距離措施直接影響的處所和人士提供支援。
以餐飲處所為例，按每名營運中食肆或工廠食堂
的面積，向持牌人發放5萬至25萬元不等的一次
性資助。個人方面，每名合資格註冊體育教練、
個人藝術從業者及自由職業者等，各獲發5,000
元等（見表）。

同時，未能恢復與海內外人員往來而長期處
於“冰封”狀態的行業也獲支援，包括旅行代理商
及其職員、導遊、旅遊巴士司機、航空公司等。

林鄭月娥表示，防疫抗疫基金尚有約40億
元結餘，新一輪支援計劃的總承擔額為35.7億
元，期望農曆新年前後可以發放，又強調特區政
府會不斷監察基金的使用情況並會“急處所營運
者所急”，不排除日後再向立法會申請撥款以提
供額外補助。特區政府其後發新聞稿表示，新一
輪的“防疫抗疫基金”下的“遊樂場所牌照持有
人資助計劃”、“會址資助計劃”、“遊戲機中
心資助計劃”、“麻將/天九牌照持有人資助計
劃”及“體育處所資助計劃”將於17日起接受
申請，截止申請日期由本月31日至下月17日不
等。

●特區政府宣
布，推出35.7億
元第五輪防疫抗
疫基金，支援仍
營運的持牌食肆
等各合資格處
所。圖為禁令前
酒樓晚市堂食場
景，今年食肆晚
市團年飯將暫
停。 中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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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ntal properties (over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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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l GMCC loan officers for other programs:  purchase, refinance, cash out, rental cash out, Jumbo cash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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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坦福明星學校斯坦福明星學校，，入學考試需入學考試需11月月2121日前報名日前報名
沒有居住區域限制沒有居住區域限制，，可跨區就學但需通過考試可跨區就學但需通過考試
本報記者秦鴻鈞報導本報記者秦鴻鈞報導

校長梁競懿校長梁競懿（（中中））和獲得金星教育基金的老師合影和獲得金星教育基金的老師合影

1212名學生代表給老人院送去名學生代表給老人院送去200200張自製的發光聖誕卡片張自製的發光聖誕卡片學生代表在社區老人早餐會上學生代表在社區老人早餐會上
用中英文雙語演講用中英文雙語演講

全校學生觀賞胡桃夾子芭蕾舞演出全校學生觀賞胡桃夾子芭蕾舞演出，，
並和臺上演員互動並和臺上演員互動

在國家在國家STEMSTEM日日，，學生在移動實驗室學生在移動實驗室
里探索里探索2424個科學實驗個科學實驗

圖為梁競懿校長圖為梁競懿校長（（右右））與譚秋晴市與譚秋晴市
議員議員（（左左））在程式設計實驗室在程式設計實驗室。。

圖為梁競懿校長在討論圖為梁競懿校長在討論 「「創造研究室創造研究室」」
的區域內的區域內。。

學生自製機器人實驗室學生自製機器人實驗室，，學生每日上最新學生每日上最新、、
高科技一流的機器人實驗室的課高科技一流的機器人實驗室的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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