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發行人 李蔚華/Publisher: Wea H. Lee 社長 朱勤勤/President: Chin Chin Chu 副社長 朱幼楨/Vice President: Emerson Chu 副社長 秦鴻鈞/Vice President: Christi Chin 總編輯 蓋軍/Chief Editor: Jun Gai
商業廣告：ad@scdaily.com 設計部：art@scdaily.com 編輯部：editnews@gmail.com 會計部：acccounting@scdaily.com 分類廣告：cla@scdaily.com 美南新聞網站：www.scdaily.com 美南電視15.3：https://scdaily.com/tv
美南黃頁：https:scdaily.com/yellow_pages 美南新聞電子報 e-paper:www.scdnews.com 分類廣告專頁Classified AD: www.scdaily.com/classified ads 美南微信公眾號：美南網ID:today-america 國際貿易中心：http://www.itchouston.org

AA11

12046

Thursday, 1/20/2022

給您家的感覺

服務人員專業、友好
及時解決問題

免費WiFi、室內冰箱
本地電話、報紙、咖啡和茶

房間寬敞、整潔
免費早餐新鮮、健康

緊鄰中國城  交通購物方便
2930 W Sam Houston Pkwy S

Houston, TX 77042

(713) 785-3899

凱蒂亞洲城

聯⽲地產集團 購屋|商業|投資|⽣意  ⼀站式服務 

(713)-630-8000

1,000 ~ 8,000平⽅英呎
商圈旺鋪全⾯招商

JOSIE LIN,CCIM

美國總統拜登政府今天宣布
，將免費發放4億個N95口罩給
美國民眾，作為遏制COVID-19
（2019冠狀病毒疾病）疫情的
一環。

美國總統拜登政府今天宣布
，將免費發放4億個N95口罩給
美國民眾，作為遏制COVID-19
（2019冠狀病毒疾病）疫情的
一環。

白宮表示，下週起，民眾可
以在全國數以萬計個分發站點取
得這些N95口罩，尤其是藥房和
社區衛生所，而這一口罩發放行

動將於2月全面展開。
未具名的白宮官員在聲明中

表示： 「這是美國歷史上規模最
大的個人防護裝備部署。」

面對美國Omicron變異株病
例激增，政府聚焦於擴大檢測，
白宮18日推出了一個網站，每
個家庭都可在這個網站預訂免費
的COVID-19居家快篩試劑。

拜登政府目標在國內發放
10億份快篩試劑；美國目前約
有85萬3000人染疫病歿，居世
界之首。

免費送快篩試劑后 美政府再送N95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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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anuary 20th is the first anniversary of
President Biden’s coming to power. When

we look back at the whole of last year, many
people might be disappointed. Covid-19 has
fallen into national fatigue, in-fighting against
the pandemic in Congress and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s attempt to pass a major bill
are challenges that still remain, but Biden is
still repeatedly kidnapped by a few of his own
democratic senators.

Because of a lagging supply chain and other
problems, inflation has reached its highest
point over the last forty years. Robbery and
looting in department stores are going on in
all major cities. Just last week in the New
York City subway system, an Asian woman
was killed when she was pushed down by a
black man onto the train tracks.

On the diplomatic front, we are still using an
anti-China policy of a diplomatic boycott of
the Winter Olympics games.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Russian troops have gathered
on the border of the Ukraine making the
tensions between Russia and the Ukraine
imminent. Secretary of State Blinken who is
currently visiting the Ukraine and Europe,
hopes to resolve the crisis, but it may have
little effect. A Russian invasion is very
possible.

Today we are urging President Biden to
change his current foreign policy. Close
relationships and exchange is the trend of the
world. We just can’t stop it.

Most Asian Americans are supporting the
government led by President Biden. If its
performance fails to improve over the next
three years, the Democratic Party is likely to
lose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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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ident BidenPresident Biden’’s Anniversarys Anniversary

去年今天,當拜登總統在國會大厦
前宣誓就職,全國人民帶著無比的希望
和信心迎接新政府的來臨, 對我們亞
裔而言,副總統賀錦麗能夠走到政治高
峯是多麼令人振奮而驕傲之大事, 但
是一年後的今天,拜登總统之支持度已
降至百分之四十四,而且全國民調顯示
大部分人都認為他目前的施政方向是
錯誤的。

首先是疫情大戰陷入疲軟，政府
顕得力不從心，國內供應鏈問題導致
物價高漲，重大案件由於民主黨內之
不團結在參院無法通過，國內治安繼
續惡化，紐約地鐵再度發生黑人瘋子
推倒亞裔女子喪命，洛杉磯街頭公然
集體打劫貨櫃，雖然失業率下降，但
由於疫情和可以拿到救濟金，許多人
辭職在家不願回到工作崗位。

在外交上，美國繼續和中國大陸
對抗，外交抵制冬運會，全面封殺大
陸企業，正在烏克蘭和歐洲訪問的國
務卿布林肯，希望化解俄羅斯對烏克
蘭之出兵，可能效果不大，俄國十萬
大軍壓境入侵是非常可能的事。

我們要呼籲拜登總統，必須調整
美國外交政策，尤其是對大國之關係
，如果我們還在繼續對抗打擊政策，
世界將永無寧日。

今天世界各國之關係密切和交流
是阻當不了的潮流，請問新冠病毒有
任何國家的幸免嗎？经济往來能切斷
嗎？

拜登總统領導之民主黨政府是大
多數亞裔支持的政黨，未來三年如果
政績無法改善，民主黨很可能就要在
野了。

執政週年執政週年 內憂外患內憂外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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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堂,是一個非常莊嚴肅穆的地方,它的鐘聲
所鳴放出來的是優美聖潔的音律 ,但是,一旦鐘
聲變成了槍聲,它就變成了恐怖悽厲的聲音 ,如
果你到教堂聽到的是槍聲,而不是鐘聲,你能不
驚恐和感慨嗎 !
位於德州達拉斯附近一個名叫科利維爾

（Colleyville）的小城市有一座猶太教堂貝斯
以色列公理會日前正在進行安息日禮拜時，一
名男子竟持槍闖入挾持4名教徒為人質，警方
獲報後前往教堂營救,經過11個小時與綁匪對
峙談判，雙方僵持不下,最後發生槍戰，兇手
遭槍擊身亡，所有人質平安獲救,使這樁綁架
案在驚悚中結束。
根據FBI調查,那位亡命之徒並當地居民,而是

一名來自英格蘭的英國公民,名叫馬利克•費
薩爾•阿克拉姆,他近期才抵達美國,並購買了
槍支，他還曾在流浪收容所棲身數日，他在劫
持人質時要求司法當局釋放一名服重刑的巴基
斯坦籍女神經學家西迪基,他聲稱西迪基是遭
陷害入獄,應該立即被釋放。
不過根據司法部記錄,西迪基曾在麻省理工

學院和布蘭代斯大學獲生物學和精神科學學位
，2004年因涉恐而被通緝，2008年在阿富汗
被逮捕,她曾在接受審訊時奪槍向司法人員射
擊，2010年因襲擊罪名被判處86年監禁。檢
方稱，西迪基被捕時攜帶的物品顯示，她涉嫌
對美發動襲擊,被搜獲到的物品包括寫有“大
規模隨機襲擊” 與“髒彈”等文字的紙張，
還列出一些準備襲擊的地標, 但西迪基的親友
堅稱她無辜，被指控的罪名都不涉恐，而是美
國“反恐戰爭”的犧牲品。
當然這些說詞都禁不起司法考驗,西迪基是

在證據確鑿下才被定罪入獄的,阿克拉姆卻一
廂情願企圖以教徒的生命為交換條件,未免太
異想天開了, 所以他的非法行徑絕對應該受到
法律制裁,只是他已提前遭到槍決,無論是被警
察開槍打死,或是自裁身亡, 他都是死有餘辜的
! 深層思考這次教堂被綁架的11個小時裡,引
發了教徒們各種不同的情緒反應——恐懼、憂
慮、沮喪、疲憊、迷茫、憤怒、解脫以及感激
……,在經過創鉅痛深的歷程後,教堂的維安真
是值得我們深思熟慮的!

英國首相強生被爆在封城期間於唐寧街官
邸違規開趴，引發外界和同志砲轟。一旦保守
黨360名議員中有54人致函1922委員會主席
，將啟動不信任投票，強生的領導地位面臨挑
戰。

路透社報導，強生（Boris Johnson）
2019年帶領保守黨拿下30多年來最多席次，
並完成脫歐程序。然而他被指在COVID-19
（2019冠狀病毒疾病）封城期間在首相官邸
舉行派對，引發各界砲轟，黨內外傳出強烈要
求他下台的呼聲。

強生一再致歉，並表示他對其中許多活動

並不知情，而2020年5月20日那次他還以為
是出席工作相關的活動。

若要啟動對強生領導地位的挑戰，保守黨
360名國會議員必須有54人提交不信任信函
給黨內1922委員會（1922 Committee）主席
。

英國 「每日電訊報」 （The Telegraph）
報導，在2019年贏得席次的保守黨議員，多
達20人計劃提交對強生的不信任信函。

英國廣播公司（BBC）政治編輯昆斯伯格
（Laura Kuenssberg）說： 「國會議員將提交
信件，希望能達到54人的門檻以啟動競爭。

他們可能達到54人。」
「泰晤士報」 （The Times

）一項分析顯示，已有58名保
守黨議員抨擊強生。

這些信函列為機密，只有
1922委員會主席知道實際上有
多少議員提交信函。

強生的內閣今天預計批准終
結最近在英格蘭實施的防疫限
制，他隨後將對國會發表談話
。隨著Omicron變異株在英國
迅速傳播，當局宣布這些被稱
為 「B計畫」 的措施，其中包
括盡可能在家工作、室內配戴
口罩以及參加大型活動必須出
示疫苗護照等。

強生開趴惹議 保守黨議員擬推不信任投票逼退

雖然日本正專注於因應新一波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不過專家警告，富士山已進入容易
爆發的狀態，可能被周邊區域的大地震所引爆，導致 「日本建國以來最大規模的自然災害」 ，呼籲政
府和民眾應立即採取行動。

「日本放送協會」 （NHK）報導，在Omicron變種病毒肆虐下，日本新冠肺炎疫情急速升溫，19
日有超過4萬人確診，再創該國單日確診人數的新紀錄；日本政府已宣布，自21日起將東京都等13
都縣納入 「防止蔓延等重點措施」 適用地區。

不過登山家兼環保運動家、日本亞細亞大學和了德寺大學客座教授野口健投書《產經新聞》表示
，小笠原群島周邊海域4日發生規模達6.1的地震，被認為可能是 「南海海溝特大地震」 的前兆；而
2011年311大地震4天後富士山地下14公里發生規模約6.4的強震，導致岩漿帶上方的岩盤裂開，讓
富士山進入容易爆發的狀態。

加上日本東海大學海洋研究所地震預測、火山海嘯研究部門客座教授長尾年恭表示，未來30年內
南海海溝發生規模8至9強震的機率為70%至80%，恐如1707年規模8.6的寶永地震一般，導致富士
山大爆發。

野口健指出，這可能導致熔岩流對富士山周邊區域造成毀滅性的損害，並讓首都圈被火山灰籠罩
，不僅損害居民健康，火力發電廠的渦輪發電機和提供行動訊號的中繼站，都可能因火山灰無法運作
，淨水廠也將無法供水，屆時日本中樞地區將被癱瘓，引發 「建國以來最大規模的自然災害」 。

因此野口健呼籲，日本各界不能僅關注新冠肺炎的因應方法，也應進一步研究如何防備大地震和
富士山大爆發，以減少災難爆發時可能造成的犧牲和損失。

新冠肺炎單日4萬例算什麼
專家：日本將面臨 「史上最大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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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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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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 Avenue E,Staff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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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01-John Lee李元鐘保險2567B_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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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話: (832) 500-3228請找謝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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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典電價飆升：什麽是真正的幫扶？

瑞典近日電價猛漲，政府不得不緊急

出台“臨時幫扶計劃”，以期幫助受影響

最嚴重家庭應對這場突如其來的危機。

電費扶搖直上補貼慷慨大方
瑞典電價自去年12月中旬起扶搖直

上，首都斯德哥爾摩周邊地區平均每日

電力現貨價12月13日突破每千瓦時3克

朗（1美元折合9.0300瑞典克朗）的曆史

紀錄，14日即達到每千瓦時4.25克朗，

此後一路飙升至每千瓦時6克朗以上，

且至今並無掉頭迹象。根據瑞典能源市

場監管機構和北歐歐洲電力交易所Nord

Pool的數據，2021年12月份，瑞典南部

（由于北部位于北極圈內，瑞典絕大多

數人口在南部）獨立屋電價同比上漲

361%，公寓電價同比上漲266%。一位居

住在中部小城克裏斯蒂娜港舊木屋的

居 民 漢 娜. 霍 爾 （Hannah Hall） 稱 ，

2021年 12月她繳付了10400克朗（約合

1150 美元）的電費，相當于前一年同

期的三倍多，而她的木屋面積不過130

平方米而已，“這真是一個前所未有的

昂貴冬季”。

爲了在高電價下度過寒冬，瑞典人

只好“八仙過海、各顯神通”：霍爾夫

婦因防疫需要不得不在家辦公，但漢娜

的丈夫自12月起被迫蜷縮在臥室裏辦公

，因爲啓用書房就意味著必須多開一個

電暖氣，而漢娜卻由衷感謝自己的雇主

——這位頭腦好使的雇主把公司積壓的

厚羊毛襪折成“年終獎”發放給員工，

全家大小每人套上幾雙，可以少開暖氣

；此外，他們還啓用了停用多年的燃柴

壁爐，畢竟家周圍都是樹，劈柴供應還

是有保證的。

事實上近幾個月來，絕大多數瑞典

家庭正是像漢娜一家這麽絞盡腦汁苦熬

的——問題是，倘電價再這麽“自由飛

”下去，很多家庭只怕熬不住了。當地

媒體稱，已經有許多家庭通過信用卡透

支甚至銀行貸款來繳納電費了。

作爲老牌福利國家，瑞典政府當然

要出手幫扶：2021年12月，瑞典財政部

長丹博格（Mikkel Damberg）就承諾，

政府“將致力于幫助盡可能多的人，采

取必要措施讓人們能夠獲得更多喘息余

地”；2022年 1月，能源部長法曼巴爾

（Khashayar Farmanbar）則表示，“充分

理解”人們對因電價暴漲而導致財務狀

況惡化的擔憂。

1月12日，瑞典政府宣布，將撥付

約60億克朗（約合6.61億美元）用于一

項臨時計劃，以幫扶瑞典受電價上漲影

響最嚴重家庭應對危機。

具體措施是，在2021年12月至2022

年2月的3個月內，每月耗電超過2000千

瓦時的家庭可獲得約 2000 克朗（約合

220美元）/月的電價補貼，丹博格稱，

“這是特殊情況下的特殊措施，對于瑞

典而言，在市場因素導致價格波動時提

供支持是破例的”，他預計將有約180

萬戶家庭受益。

真是市場作祟麽忘了豪言壯語嗎
然而，瑞典、乃至整個斯堪的納維亞半

島電價的飙升真的只是“市場作祟”麽？

瑞典雖然缺乏石油、天然氣、煤炭

等傳統化石能源礦藏，卻是水電資源最

豐富的歐洲國家之一，且二戰後一度大

力發展核電，由于瑞典水電資源集中在

氣候惡劣、人煙稀少的北方，且因爲地

形狹長，多峽灣切割，南北輸電系統長

期以來存在嚴重瓶頸，不受地域限制的

核電可以就近部署在人煙稠密、工業和

大城市集中的西南部，極大緩解了瑞典

的能源壓力。

然而自上世紀90年代起，激進環保

主義者逐漸占據了瑞典輿論的話語主導

權，在他們的激烈倡導下，化石能源被

徹底打入“死刑名錄”，核電甚至水電

也不配被當作“綠色能源”。

在這股潮流的衝擊下，瑞典煤電裝

機總容量自2000年起就再未大于1吉瓦

，按照數據分析公司GlobalData的數據，

2020年瑞典所有火電（包括燃煤、燃油

和燃氣等）裝機容量也僅剩3.2吉瓦，而

瑞典政府正順應激進環保派的要求，計

劃在2030年將煤電占比降至，將全部火

電占比降至0.5%，即不超過1.8吉瓦。

瑞典社民黨政府制訂的“綠色能源

規劃”可謂雄心勃勃：自 2020 年起至

2030年，讓風能等“純可再生能源”占

比複合年增長率穩定在 7.4%以上，至

2030年實現“純可再生能源”占比41.3%

，爲此該國政府減少了天然氣戰略儲備

量，並“隨手”永久性關閉了境內的核

電站。

瑞典敢發出如此豪言壯語當然是有

底氣的：去年12月初，由瑞典5家主流

風 能 公 司 （OX2、 RWE Renewables、

Svea Vind Offshore、 Wpd Offshore 和

rsted）委托咨詢機構Thema Consulting所

作分析報告稱，瑞典2050年電力需求將

從當前的140太瓦時升至370太瓦時，盡

管如此，瑞典僅靠海上風能就可提供167

太瓦時/年電力，而“綠色氫能體系”則

可提供130太瓦時，于此同時，瑞典全

國多達130家以上的風能公司“正規劃

建設超過 500 太瓦時/年的海上風電項

目”，也就是說，屆時僅海上風能就能

滿足瑞典年電力需求的45%，加上“綠

色氫能”等其它“純可再生能源”，瑞

典“在2040年實現能源100%‘純可再生

化’將‘不會是太大的挑戰’”（Glo-

balData電力分析師拉維特卡爾Rohit Ra-

vetkar去年10月所下斷語）

然而正所謂“理想很豐滿，現實很

骨感”：瑞典國營電力傳輸系統運營商

Svenska Kraftnaet指出，核電站的徹底關

閉和火電的大幅削減，令瑞典人口和工

業最稠密、用電最集中的南部、西南部

出現巨大供電缺口，而原本“先天不足”

的南北輸電系統在驟然增加的北-南輸電壓

力下更加吃緊，追加基建緩不應急且在瑞

典特殊地理條件下注定不會進展迅速，加

上今冬風力不足，風能發電量大大低于常

年標准，整個歐洲天然氣價格又被人爲炒

高，一系列的因素相互關聯、複合作用，

構成了災難性的惡性循環。

當瑞典朝野上下沈浸在“綠色理念

全球領先”的豪情壯志和自豪感，並以

關聯利益團體的意見爲依托制訂相應能

源政策，卻刻意忽略了原本不應忽略的

新能源諸多不成熟或“看天吃飯”因素

，忽略了全球能源大格局、大環境的影

響，並最終迎來電價飙升的結果之際，

一味指責“市場作祟”，是惟恐觸及

“不可觸及的環保話題禁忌”，還是爲

此前的頭腦發熱諱疾忌醫？

“綠色正確”不可改政府穩坐釣
魚台

然而瑞典的“綠色正確”已到了

“不可撼動”甚至“不可置疑”的地

步，面對公衆“這點補貼根本不夠”的

抱怨，瑞典能源市場監管機構副首席經

濟學家倫德格倫（Jens Lundgren）只好

“閃轉騰挪”地給出了“大家應多買多

用智能節電産品”的建議，照一些瑞典

網民的評價，“仿佛這些新産品都不要

錢似的”。

對于像霍爾一家這樣，“複古”到

啓用劈柴和壁爐取暖的家庭而言，最發

愁的是劈柴也越砍越少（霍爾家周圍的

小樹就基本被砍禿了）——不僅如此，

一些居民已發出“難道砍樹比核電更有

利于減排麽”的質問，當然，不論政府

機構還是環保團體，都不會直接回答這

個問題。

什麽才是真正的幫扶？是面對洶湧

而來的電價上漲狂潮，手忙腳亂地提供

杯水車薪的電費補貼，還是從根本上解

決發電、輸電、供電的供需矛盾，爲國

民提供足夠、穩定的電能？

然而政府顯然甯願選擇“政治保險”

但效果可疑的前者，而不願嘗試後者：

作爲君主立憲的內閣制政府，要想維持

組閣權，就必須在擁有349個議席的議

會獲得多數支持，這對于議席不過半的

社民黨而言，意味著不能輕易冒險、尤

其不能隨便得罪樹大根深的激進環保派

，畢竟相對于右翼，自居左翼的他們更

容易成爲社民黨的支持者。

意大利疫情重創米蘭時裝周
買口罩篩檢或成家庭負擔
綜合報導 意大利民防部報告新增新冠確診病例180426例，死亡308

例。截至15日18時，全國累計確診病例8549450例，死亡病例140856例

，治愈病例5937747例。

據報道，奧密克戎變異毒株引發的第四波大流行，在衝擊意大利經

濟的同時，也重創了2022/2023 年秋冬米蘭時裝周。著名品牌阿瑪尼原

定1月14日至18日舉行時裝周期間舉行的T台走秀，受疫情影響被迫取

消了線下活動，改爲線上“雲秀場”。

意大利國家時裝協會主席卡帕薩(Carlo Capasa)表示，14日開幕的米

蘭男裝周已經從線下改爲了線上舉行，多個時裝品牌將在線上推出最新

産品，與廣大消費者見面。

意大利非營利消費協會(Consumerismo No Profit)近日就購買口罩、

病毒檢測進行了一項商業調查，以了解新冠疫情對民衆日常消費的影響

。調查結果顯示，購買口罩和定期接受新冠拭子檢測，已經成爲家庭一

項必要的支出和負擔。

意大利非營利消費協會負責人加布裏埃爾(Luigi Gabriele)說，調查

顯示，每個意大利居民每年購買外科口罩和Ffp2口罩支出約300歐元，

病毒檢測費用每月支出約75歐元，年消費成本爲1200歐元。按三口之家

計算，購買口罩和病毒檢測兩項消費每年將達到3618歐元；四口之家每

年購買口罩支出1224歐元，病毒檢測3600歐元，消費總額高達4824歐

元。

意大利非營利消

費協會呼籲，考慮到

購買口罩和病毒檢測

已成爲家庭負擔，希

望政府爲年收入低于2

萬歐元家庭承擔全部

費用，年收入超過2萬

歐元家庭，政府承擔

部分費用或減免50%費

用，借以減輕居民家

庭負擔。

荷蘭格羅寧根萬人火炬遊行
抗議政府同意繼續開采天然氣氣

綜合報導 在荷蘭北方的格羅甯根，

昨晚有成千上萬的人手持火炬舉行示威遊

行，抗議政府開采更多天然氣的計劃。據

市政府和警方稱，參加者有8000至10000

人。

格羅甯格人特別感到憤怒的是，中央

政府並沒有認真對待他們的意見。

火炬遊行于晚上 7 時 30 半左右在

大街市 Vismarkt 開始，很快，廣場擠

滿了人。隨後，火炬遊行的參與者穿

越市中心，再次回到大街市，熄滅了

火炬。

昨天，新內閣負責能源礦業問題的

國務秘書維吉爾布裏夫（Vijlbrief）又

爲格羅甯根地震災區的受害者提供了

2.5 億歐元的賠償金，但很

多居民認爲，還不足以恢複

信心。

日前，申請改善地震受

損房屋補貼的事態也引發了

憤怒，有人排了幾個小時的隊，可是空

手而歸。

此外，荷蘭衛生部決定將小兒心

髒手術集中在鹿特丹和烏特勒支，並

將其從格羅甯根大學醫學中心等機構

中撤出，這也引起了很多憤怒。格羅

甯根醫院已經宣布要反對這一決定。

荷蘭名人和多個政黨的政治家Freek

de Jonge、 Lilianne Ploumen 和 Lilian

Marijnissen 等也加入了火炬遊行。據市政

府發言人稱，這次遊行進行得很順利，只

是有個地方出現了噪音，那裏停著幾十輛

拖拉機，不停按動喇叭。

市政府發言人證實，遊行開始時 大

街市的確人很多， “但如果真的太過分

了，我們就會加以幹預。”

據介紹，絕大多數參加遊行者都保持

了足夠的距離，有些人還戴著口罩。

一些參加者說，這是爲了格羅甯根的

未來。

警察配發粉色口罩
意大利警察工會不滿：有損形象
綜合報導 意大利一些省份

的警察近期被配發粉色口罩，

引來一警察工會譴責，後者稱

這種顔色可能會“損害機構的

形象”。

意 大 利 自 治 警 察 聯 盟

（SAP）秘書長表示，粉色口

罩不適合警察，並表示批准購

買的這一決定“令人困惑”。

SAP的一份聲明稱，“我們呼

籲立即采取行動，確保同事們

使用其他顔色的口罩，如白色

、藍色、藍色或黑色。”SAP

表示，他們對粉色這種顔色沒

有偏見，但考慮到警察嚴格的

制服政策，他們表示反對。

SAP還補充說，粉色口罩

已分發給帕維亞等地官員。據

報道介紹，SAP擁有近 2萬名

會員，約占意大利警察總數的

五分之一。

報道提到，在意大利，所

有室內和室外公共場所都必須

戴口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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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美國

美國國會調查2021年1月6日國會山莊之
亂的委員會 「1月6日襲擊事件調查特別委員
會」 ，今天對前總統川普的3位律師發出傳票
。

朱利安尼（Rudy Giuliani）、鮑爾（Sid-
ney Powell）和艾里斯（Jenna Ellis）等3人
曾協助川普翻轉大選結果，但未成功。

「1 月 6日襲擊事件調查特別委員會」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Jan. 6 Select
Committee）要求這些支持川普的律師交出文
件，並在2月8日出席作證。

民主黨籍委員會主席湯普森（Bennie
Thompson）在聲明中說，委員會預期這3位

律師會加入近400位目擊者的行列，出席作證
，釐清委員會調查川普支持者發動致命攻擊的
原因。

委員會也對川普的政治幕僚艾普斯汀
（Boris Epshteyn）發出傳票。

朱利安尼的律師柯斯蒂羅（Bob Costello
）在受訪時表示，這傳票是 「政治戲碼」 ，他
的委託人受律師-客戶守密特權（attor-
ney-client privilege）以及行政官員豁免權約
束， 「我不認為他有可以作證的東西」 。

鮑爾、艾普斯汀、艾里斯尚未回覆記者詢
問。

眾院調查國會山莊之亂 將對川普3位律師發傳票

Omicron變異病毒肆虐造成美國快篩試劑供
不應求，拜登政府推出居家快篩發放網站，計劃
免費提供民眾5億份試劑。網站今天試辦上線，
首波每戶發4份試劑，預計1月下旬寄出。

COVID-19（2019冠狀病毒疾病）Omicron
變異株席捲美國，根據美國疾病管制暨預防中心
（CDC）統計，全美確診數自去年12月下旬以來
急速飆高，一度在今年1月10日新增高達130多
萬例，目前7天平均單日新增約70萬例。

由於Omicron肆虐期間適逢美國耶誕、跨年
假期，不少民眾聚會後出現疑似症狀，急忙購買
快篩試劑自行篩檢，導致試劑一份難求，常常藥
局一補貨就被掃光。

為解決民眾買不到快篩的問題，拜登（Joe
Biden）政府訂購10億份居家快篩試劑免費提供
民眾，其中5億份在快篩發放網站（COVIDtests.
gov）19日正式上線日提供民眾登記領取。

為確保篩劑普及性，首波每戶僅提供4份試

劑，預計1月下旬由美國郵政管理局（USPS）寄
出。民眾不需支付任何費用或郵資。

白宮發言人莎琪（Jen Psaki）今天表示，快
篩發放網站18日試辦上線，19日上午正式啟動
。雖無法確保網站不會出現一或兩個程式錯誤
（bug），但拜登政府與USPS派出最好的技術
團隊，會努力確保網站啟動運轉成功。

經記者今天實際測試，試劑登記頁面簡潔易
懂，只需提供姓名、住家地址與電子郵件，5分
鐘內就能登記完成。登記後會收到一封來自
USPS的確認信，告知待試劑寄出，會再提供包
裹追蹤碼與預計遞送日期。

至於快篩使用時機，白宮網站建議民眾在以
下3種情況下自行篩檢，包括出現疑似症狀、與
確診者密切接觸至少5天後，或是與一群人聚會
前，尤其是當中有重症高危險族群或疫苗施打不
完全者。

美國免費快篩試劑網站試辦上線 首波每戶發4份

即便各項研究顯示Omicron症狀較溫和，不過美國模型預測
，至3月中疫情趨緩時，美國可能會有5萬至30萬人病歿，2月
初時，每周病歿人數可能超越過去疫情高峰。

美聯社報導，自11月中旬以來，美國過去7天平均每日新
冠死亡人數持續上揚，截至17日已來到1700人，不過仍低於
2021年1月時的3300人高峰。長照中心的死亡人數也自2周前
攀升，不過仍低於去年同期10倍。

儘管研究顯示Omicron引發的症狀較溫和，不過美國賓州州

立 大 學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團隊結合不同模型所
得出的預測顯示，美國接下來幾
周將迎來死亡浪潮，預期多達5
至30萬人病歿。

共同帶領這項研究的謝伊（Katriona Shea）表示，美國的
Omicron疫情將在1月底、2月初達到高峰，2月初時，每周死
亡人數可能達到或超越Delta疫情時的高峰，甚至可能超越去年
高峰，當中部份患者可能死於Delta變異株，不過專家強調，
Omicron也會讓患者病死。

謝伊說，模型預測，從12月中至3月中，將有150萬美國人
住院，19.1萬人死亡，考量到不同模型的不確定性，這段時間約
有5.8萬至30.5萬人病歿。

儘管普遍看來Omicron症狀較溫和，不過空前的感染人數代
表許多脆弱族群的病情將變得非常嚴重。

南佛羅里達大學（University of South Florida）流行病學家
薩拉米（Jason Salemi）表示， 「因為Omicron的傳染力，將有
許多人會死。」

事實上美國堪薩斯州（Kansas）的詹森郡（Johnson
County）已經出現太平間空間不足的問題，今年以來已經有30
名居民病死，多數人未打疫苗。

凱薩醫療機構（Kaiser Permanente）及加州大學柏克萊分
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at Berkeley）研究人員近期公開的
研究發現，Omicron患者因為呼吸道症狀住院的風險低了53%
，入住加護病房的風險降低74%，死亡風險降低91%。這份研
究尚未經過同儕審查。

Omicron多輕症？模型預測美將迎空前死亡浪潮

針對美國電信巨擘AT&T和威瑞森（Veri-
zon）明天即將推出5G服務，美國各大客運、
貨運航空公司執行長這星期已示警，說5G訊
號將引發 「災難性」 航空危機。

航空業者認為，最新C頻段5G服務可能
導致為數可觀的飛機無法使用，讓美國航班大
亂，成千上萬名美國旅客滯留海外。

以下是路透社對這起爭議所做的背景整理
。
● 發生什麼事？

美國2021年初以約800億美元（約新台
幣22兆元）價格，將C頻段3.7-3.98GHz範
圍的5G中頻段頻譜，拍賣給行動電話業者。
● 這為何會是一個問題？

美國聯邦航空總署（FAA）警告，最新
5G科技可能干擾飛機儀器，例如用來測量飛
機離地高度的無線電高度計等。

高度計使用4.2GHz-4.4GHz之間頻段運
作，但有人擔心與中頻段使用的3.7-3.98GHz
頻段太過接近，可能會有相互干擾情況。

因為除了測量飛機離地高度，高度讀數也
被用來協助自動降落、協助偵測稱為風切
（wind shear）的危險亂流。

聯合航空公司（United Airlines）執行長
柯比（Scott Kirby）上個月表示，美國FAA為
避免意外而訂定的指令，將限制飛機在起降全
美最大的約40座機場時，禁止使用無線高度
計。

美國航空公司警告，FAA這些指令將干擾
每天高達4%的航班。

柯比表示，問題若懸而未決，代表著美國
各大機場出現惡劣天候、雲蔽甚至濃霧時，機

師 「基本上只能靠目視進場」 。
● 頻率有何區別？

頻率越高，通訊速度越快。因此，5G要
發揮最大價值，業者就希望用到較高的頻率。

部分競標的C頻段過去被衛星無線電所使
用，轉給5G使用表示交通量將會大增。
● 電信業者的說法為何？

威瑞森和AT&T主張，全球約40國部署C
頻段5G都沒有航空干擾的問題。

兩家電信業者已同意在美國約50個機場
設立緩衝區，類似法國作法，為期6個月，以
減低干擾風險。
● 為何其他地方沒有相同的問題？

歐洲聯盟2019年對3.4-3.8GHz的中頻段
5G訂定標準，這個範圍稍低於美國即將上路
5G所使用的3.7-3.98GHz頻譜。這個頻寬在
歐洲被拍賣後，27個會員國有多國使用且目
前並沒有出現任何問題。

擔任31國民航主管機關的歐盟航空安全
總署（EASA）去年12月17日表示，這個問
題僅限於美國空域， 「現階段來說，歐洲沒有
偵測到不安全干擾的風險」 。

美國 FAA 官員注意到，法國使用的
3.6-3.8GHz 頻段，距離美國高度計使用的
4.2-4.4GHz較遠，法國5G使用的功率位準也
遠低於美國授權的等級。

威瑞森已表明，他們未來幾年都不會運用
到接近較高頻段的頻譜。

在韓國，5G行動通訊使用3.42-3.7GHz
範圍，自2019年4月商用上路以來，並沒有
任何無線電波干擾的問題。

5G訊號是否干擾飛安 六大問題一次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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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具箱開大一些 防信貸塌方
人行：貨幣政策要充足發力 提振市場信心

今年中國經濟面臨需求收縮、供給衝擊、預期

轉弱“三重壓力”，宏觀政策定調穩字當頭、穩中

求進，政策發力適當靠前。中國人民銀行（人行）副行長劉

國強18日表示，當前重點的目標是穩，政策的要求是發

力，貨幣政策要充足發力，“把貨

幣政策工具箱開得再大一些，保持

總量穩定，避免信貸塌方”，同時

“抓緊做事、前瞻操作，走在市場

曲線的前面。”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中國
人民銀行金融市場司司長鄒瀾18日表示，近期房
地產銷售、購地、融資等行為已逐步回歸常態，
市場預期穩步改善。2021年末，全國房地產貸款
餘額52.2萬億元（人民幣，下同），同比增長
7.9%，增速比9月末提高了0.3個百分點，其中第
四季度房地產貸款新增7,734億元，同比多增
2,020億元，較三季度多增1,578億元。
鄒瀾說，去年下半年，個別房地產企業風險

顯性化，受此影響，房地產各類主體避險情緒上
升，金融機構也出現了短期的應激反應。針對這
一情況，去年9月下旬以來，人民銀行和其他金
融管理部門一起，加強與相關金融機構的溝通，
幫助金融機構準確把握和判斷市場形勢變化，更
好執行房地產金融審慎管理制度，滿足房地產市
場合理融資需求。

堅持房住不炒 因城施策
下一步，堅持房子是用來住的、不是用來炒

的定位，按照探索新發展模式的要求，全面落實
房地產長效機制，保持房地產金融政策連續性、
一致性、穩定性，穩妥實施好房地產金融審慎管
理制度，加大住房租賃金融支持力度，因城施策
促進房地產業良性循環和健康發展。至於具體政
策支持，鄒瀾表示，房地產最核心的特徵之一是
區域性，在房地產長效機制管理框架下，更多的
是落實城市政府屬地責任，結合當地市場形勢，
因城施策實施房地產調控。

劉國強出席國新辦發布會時表示，在經濟下行壓
力根本緩解之前，進要服務於穩，不利於穩的

政策不出台，有利於穩的政策多出台，做到以進促
穩。

至於貨幣政策如何發力？他指包括三方面，
一是充足發力，把貨幣政策工具箱開得再大一
些，保持總量穩定，避免信貸塌方；二是精準發
力，要致廣大而盡精微，金融部門不但要迎客上
門，還要主動出擊，按照新發展理念的要求，主
動找好項目，做有效的加法，優化經濟結構；三
是靠前發力，一年之計在於春，抓緊做事，前瞻
操作，走在市場曲線的前面，及時回應市場的普
遍關切，別讓市場“哀莫大於心死”。

加大支持小微企科創綠色發展
“當前宏觀槓桿率持續下降，為未來金融體

系加大對小微企業、科技創新、綠色發展的支持
創造了空間。”劉國強指出，五個季度宏觀槓桿
率下降，為未來貨幣政策創造了空間，槓桿越低
空間越大，預計2022年宏觀槓桿率仍然會保持基
本穩定。

1月 17日，人行推動1年期中期借貸便利
（MLF）和7天期公開市場操作利率各下降了10
個基點。人民銀行貨幣政策司司長孫國峰在發布
會上說，這體現了貨幣政策主動作為、靠前發
力，有利於提振市場信心。政策利率的下行使貨
幣市場和債券市場利率也相應下行。至於1月20
日即將報價的LPR會否跟隨下調？孫國峰回應指

“LPR報價行報價時綜合考慮自身資金成本、風
險溢價和市場供求等因素，LPR會及時充分反映
市場利率變化，引導企業貸款利率下行，有力推
動降低企業綜合融資成本。”

LPR會及時反映市場利率變化
劉國強亦強調，資金成本、市場供求、風險

溢價等因素都會影響LPR報價，以及公開市場操
作利率、中期借貸便利利率、存款利率監管等，
對資金成本也會產生影響。20日，商業銀行會給
出最優的貸款報價利率，商業銀行對資金成本等
各種因素比較敏感，會及時考慮各種因素的最新
變化。

至於後續進一步降息和降準的空間有多大，
劉國強表示，存款準備金率經過幾次調降後，當
前金融機構平均存款準備金率是8.4%，“無論是
與其他發展中經濟體還是與中國歷史上的存款準
備金率相比，這個水平都不算高，因此下一步進
一步調整的空間變小了，但仍然還有一定的空
間，我們可以根據經濟金融運行情況以及宏觀調
控的需要使用。”

將保持人民幣匯率基本穩定
利率方面，他說，隨着利率市場化改革的推

進，中國市場觀察利率要有兩個角度，除了看人
民銀行的政策利率，還要看實際的貸款利率變化
結果。2021年全年企業貸款利率為4.61%，是改
革開放四十多年來的最低水平。

對人民幣匯率，劉國強稱，匯率雙向波動是
常態，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
穩定，這是我們的目標。匯率可能會在短期內偏
離均衡水平，但從中長期看，市場因素和政策因
素會進行糾偏。“持續的單邊升值或持續單邊貶
值，在大國很難出現，在中國更不可能出現。因
為我們的宏觀調控有度，也沒有大水漫灌，微觀
市場機制也比較有效，總體保持合理均衡、基本
穩定。”

房地產銷售購地融資
已逐步回歸常態

2021年金融數據
● 新增人民幣貸款19.95萬億元，同比多
增3,150億元

● 社會融資規模全年增量是31.35萬億
元，比2020年少3.44萬億元

● 2021年末，全國房地產貸款餘額52.2
萬億元，同比增長7.9%，比2020年增
速低3.8個百分點

● 2021年末，廣義貨幣供應量M2和社會
融 資 規 模 分 別 同 比 增 長 9.0% 和
10.3%，同名義經濟增速基本匹配

● 2021年末，宏觀槓桿率為272.5%，比
上年末下降7.7個百分點

註：單位：人民幣 整理：記者 海巖

今年貨幣政策發力點
1 保持貨幣信貸總量穩定增長，綜合運用多種

貨幣政策工具，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增強
信貸總量增長的穩定性，引導金融機構有力
擴大信貸投放，保持貨幣供應量和社會融資
規模增速同名義經濟增速基本匹配

2 保持信貸結構穩步優化，落實好支持小微企
業的市場化政策工具，用好碳減排支持工具
和支持煤炭清潔高效利用專項再貸款，引導
金融機構增加對信貸增長緩慢地區的信貸投
放

3 保持企業綜合融資成本穩中有降，發揮貸款
市場報價利率改革效能，穩定銀行負債成
本，促進企業綜合融資成本穩中有降，推動
金融系統向實體經濟讓利

4 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穩定
整理：記者 海巖

●●劉國強劉國強 ●● 中國人民銀行中國人民銀行（（人行人行））副行長劉國副行長劉國
強強1818日表示日表示，，在經濟下行壓力根本緩在經濟下行壓力根本緩
解之前解之前，，有利於穩的政策多出台有利於穩的政策多出台，，做做
到以進促穩到以進促穩。。 圖片來源圖片來源：：國新辦國新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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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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日上午
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六
次全體會議上發表重要講話。

習近平指出，要保持反腐敗政治定力，不斷
實現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體推進的戰略目
標。我們必須清醒認識到，腐敗和反腐敗較量還
在激烈進行，並呈現出一些新的階段性特徵，防
範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團成夥作勢、“圍獵”腐蝕
還任重道遠，有效應對腐敗手段隱形變異、翻新
升級還任重道遠，徹底剷除腐敗滋生土壤、實現
海晏河清還任重道遠，清理系統性腐敗、化解風
險隱患還任重道遠。我們要保持清醒頭腦，永遠
吹衝鋒號，牢記反腐敗永遠在路上。只要存在腐
敗問題產生的土壤和條件，腐敗現象就不會根
除，我們的反腐敗鬥爭也就不可能停歇。領導幹
部特別是高級幹部要帶頭落實關於加強新時代廉
潔文化建設的意見，從思想上固本培元，提高黨
性覺悟，增強拒腐防變能力。領導幹部要增強政
治敏銳性和政治鑒別力。領導幹部特別是高級幹
部一定要重視家教家風，以身作則管好配偶、子
女，本分做人、乾淨做事。

讓初心使命在內心深處真正扎根
習近平指出，要鞏固拓展黨史學習教育成

果，更加堅定自覺地牢記初心使命、開創發展新
局。要深入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屆六中全會精神，
持之以恒推進黨史學習、教育、宣傳，引導全黨
堅定歷史自信，讓初心使命在內心深處真正扎
根，把忠誠於黨和人民落到行動上，繼承弘揚黨
的光榮傳統和優良作風，為黨和人民事業赤誠奉
獻，在新的趕考之路上考出好成績。

——黨中央把全面從嚴治黨納入“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以前所未有
的勇氣和定力推進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剎住了一些多年未剎住
的歪風邪氣，解決了許多長期沒有解決的頑瘴痼疾，清除了黨、國家、
軍隊內部存在的嚴重隱患，管黨治黨寬鬆軟狀況得到根本扭轉，探索出
依靠黨的自我革命跳出歷史周期率的成功路徑。

——黨的十八大以來，全面從嚴治黨取得了歷史性、開創性成就，產
生了全方位、深層次影響，必須長期堅持、不斷前進。

以零容忍態度懲治腐敗
在中央紀委六次全會上發表重要講話 強調嚴的主基調不動搖習

近
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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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8日上午在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六次全體會議上發表重要講

話。他強調，總結運用黨的百年奮鬥歷史經驗，堅持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堅持黨要

管黨、全面從嚴治黨，堅持以黨的政治建設為統領，堅持嚴的主基調不動搖，堅持發

揚釘釘子精神加強作風建設，堅持以零容忍態度懲治腐敗，堅持糾正一切損害群眾利

益的腐敗和不正之風，堅持抓住“關鍵少數”以上率下，堅持完善黨和國家監督制

度，以偉大自我革命引領偉大社會革命，堅持不懈把全面從嚴治黨向縱深推進。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強、栗戰書、汪洋、王滬寧、韓正出席會議。中共中央

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書記趙樂際主持會議。
來源：新華社

清
理
系
統
性
腐
敗
化
解
風
險
隱
患
任
重
道
遠

習近平指出，一百年來，黨外靠發展人民
民主、接受人民監督，內靠全面從嚴治

黨、推進自我革命，勇於堅持真理、修正錯
誤，勇於刀刃向內、刮骨療毒，保證了黨長
盛不衰、不斷發展壯大。全面從嚴治黨是新
時代黨的自我革命的偉大實踐，開闢了百年
大黨自我革命的新境界。必須堅持以黨的政
治建設為統領，堅守自我革命根本政治方
向；必須堅持把思想建設作為黨的基礎性建
設，淬煉自我革命銳利思想武器；必須堅決
落實中央八項規定精神、以嚴明紀律整飭作
風，豐富自我革命有效途徑；必須堅持以雷
霆之勢反腐懲惡，打好自我革命攻堅戰、持
久戰；必須堅持增強黨組織政治功能和組織
力凝聚力，鍛造敢於善於鬥爭、勇於自我革
命的幹部隊伍；必須堅持構建自我淨化、自
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的制度規範體
系，為推進偉大自我革命提供制度保障。

堅持抓住“關鍵少數”以上率下
習近平強調，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繼

承和發展馬克思主義建黨學說，總結運用黨
的百年奮鬥歷史經驗，深入推進管黨治黨實
踐創新、理論創新、制度創新，對建設什麼
樣的長期執政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怎樣建設
長期執政的馬克思主義政黨的規律性認識達
到新的高度。這就是堅持黨中央集中統一領
導，堅持黨要管黨、全面從嚴治黨，堅持以
黨的政治建設為統領，堅持嚴的主基調不動
搖，堅持發揚釘釘子精神加強作風建設，堅
持以零容忍態度懲治腐敗，堅持糾正一切損
害群眾利益的腐敗和不正之風，堅持抓住

“關鍵少數”以上率下，堅持完善黨和國家
監督制度，形成全面覆蓋、常態長效的監督
合力。

黨員幹部時時處處向中央看齊
習近平強調，要強化政治監督，確保完

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要把握新
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
局、推動高質量發展，引導督促黨員、幹部
真正悟透黨中央大政方針，時時處處向黨中
央看齊，扎扎實實貫徹黨中央決策部署，不
打折扣、不做表面文章，糾正自由主義、本
位主義、保護主義，不因一時一地利益而打
小算盤、耍小聰明，確保執行不偏向、不變
通、不走樣。

要加固中央八項規定堤壩
習近平強調，要加固中央八項規定的堤

壩，鍥而不捨糾“四風”樹新風。形式主
義、官僚主義是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大敵。
要從領導幹部特別是主要領導幹部抓起，樹
立正確政績觀，尊重客觀實際和群眾需求，
強化系統思維和科學謀劃，多做為民造福的
實事好事，杜絕裝樣子、搞花架子、盲目鋪
攤子。要落實幹部考核、工作檢查相關制
度，科學評價幹部政績，促進幹部更好擔當
作為。要加強對黨中央惠民利民、安民富民
各項政策落實情況的監督，集中糾治教育醫
療、養老社保、生態環保、安全生產、食品
藥品安全等領域群眾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
鞏固深化掃黑除惡專項鬥爭、政法隊伍教育
整頓成果，讓群眾從一個個具體問題的解決

中切實感受到公平正義。
習近平強調，要完善權力監督制度和執

紀執法體系，使各項監督更加規範、更加有
力、更加有效。各級黨委（黨組）要履行黨
內監督的主體責任，突出加強對“關鍵少
數”特別是“一把手”和領導班子的監督。
紀檢監察機關要發揮監督專責機關作用，協
助黨委全面從嚴治黨，推動黨內監督和其他
各類監督貫通協同，探索深化貫通協同的有
效路徑。要加強對換屆紀律風氣的監督，堅
持黨管幹部原則，強化黨組織領導和把關作
用，特別是要嚴把政治關、廉潔關。

習近平指出，紀檢監察機關和紀檢監察
幹部要始終忠誠於黨、忠誠於人民、忠誠於
紀檢監察事業，準確把握在黨的自我革命中
的職責任務，弘揚黨百年奮鬥形成的寶貴經
驗和優良作風，緊緊圍繞黨和國家工作大局
發揮監督保障執行作用，更加有力有效推動
黨和國家戰略部署目標任務落實。紀檢監察
隊伍必須以更高的標準、更嚴的紀律要求自
己，錘煉過硬的思想作風、能力素質，以黨
性立身做事，剛正不阿、秉公執紀、謹慎用
權，不斷提高自身免疫力，主動接受黨內和
社會各方面的監督，始終做黨和人民的忠誠
衛士。

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
第六次全體會議於1月18日在北京開幕。中央
紀律檢查委員會常務委員會主持會議。18日下
午趙樂際代表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常務委員會
作題為《運用黨的百年奮鬥歷史經驗推動紀檢
監察工作高質量發展，迎接黨的二十大勝利召
開》的工作報告。

十年磨一劍 總書記這樣說……

▲習近平強調，要加固中央八項規定的堤壩，鍥而不捨糾“四風”樹新風。 新華社

◀1月18日，習近平在十九屆中央紀委六次全會上發表重要講話。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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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的冰
可储藏的雪

“新技术在北京冬奥会的实际应
用情况，我们首先关注的是场馆，这
是举办奥运会的基础条件。”北京冬
奥组委技术部部长喻红说，通过技术
攻关，每个竞赛场馆都有着十足的

“科技范儿”。
淡雅的米黄色墙面，深蓝色的

玻璃窗，缀满竖直线条装饰的外立
面庄严大气……在即将到来的冬奥
会上，首都体育馆将承担短道速滑
和花样滑冰两项比赛任务，预计产
生 14 枚金牌。

如今，历经两年多时间改扩建
后，这座修建于1968年的体育馆已充
盈科技新意。

步入场馆，抬头仰望，现代化气
息扑面而来，36 个 37 平方米的网格
膜，在场馆顶部形成一个1332平方米
的巨型投影屏幕。赛时，场地四角布
设的激光投影仪会将绚丽的灯光投射
至屏幕，配合最新的声、光、电技
术，将整个场馆营造成如梦似幻的冰
雪世界，充分展现“最美的冰”这一
设计理念。

梦幻般的视觉效果，离不开建设
者们的奉献。

安装投影屏幕由于跨度大、净空
高，首先要在天花板下方搭设一个施
工平台。“按常规办法，需搭建体积
超 13 万立方米的脚手架，耗时耗资
不说，还考验着场馆承重能力。”中
建八局首体项目经理程占玉介绍说，
在经过多轮“头脑风暴”后，项目团
队决定将施工平台移到轨道上，通过
平台滑行实现施工范围全覆盖，既保
证了施工安全，又极大地节省了人
力、物力。

冰面无疑是冰雪世界中的主角。
因为花样滑冰和短道速滑两项赛事对
场地硬度、冰层厚度要求不同，首都
体育馆通过引入直冷制冰技术、改变
冰场构造等方式，实现快速升降温，
2 小时内即可完成冰面转换。首都体
育馆短道速滑竞赛主任申鸰告诉本报
记者，经过一系列测试赛检验，这块
冰面得到了中外运动员的一致好评，
在 2021 年 10 月举行的测试赛上，运
动员5次打破短道速滑世界纪录。

除了美好的冰面，北京冬奥会也
在积极打造完美的雪面。

1 月 4 日，蔚蓝天空下，巍峨的
小海陀山银装素裹，国家高山滑雪中
心“雪飞燕”的条条雪道如同白色游
龙穿行其间，令人震撼。

本届冬奥会是近二十年来首次在
大陆性季风地区举办，妥善应对冬春
交替期极端天气十分关键。

“如果遇到下雪，密度松软的天
然雪肯定会使赛道雪质发生变化；
若是下雨，雨水也会使赛道表层结
冰，比赛将变得危险异常。”对此，

“科技冬奥”重点专项“赛事用雪保
障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示范”项目
负 责 人 王 飞 腾 与 团 队 提 出 的 办 法
是 ， 构 建 物 理 能 量 平 衡 模 型 进 行

“储雪”——即在冬季温度较低时，
把雪提前造好，并储存起来，待次
年初冬再次使用。

说干就干。2017 年，团队全程
参与北京冬奥组委在延庆区石京龙

滑雪场开展的储雪试验，经过整个
夏季考验，约有 60%的雪被完好储
存下来。“在没接触冬奥会之前，很
少有人想到原来雪还能储存，而且
这项技术不光能服务冬奥会，还能
为冰川保护提供科技支撑。”王飞腾
说。

此外，首钢滑雪大跳台研发了正四
面体模块，可实现不同比赛的赛道剖面
转化；国家雪车雪橇中心赛道通过技术
创新，首次实现360度回旋弯道一次喷
射成型；国家速滑馆采用世界跨度最大
的单层双向正交马鞍形索网屋面，用钢
量仅为传统屋面的四分之一……

科技部社会发展科技司司长吴远
彬指出，在国家重点研发计划中设立

“科技冬奥”重点专项，把场馆规
划、建设、运维关键技术作为重点任
务之一进行布局，解决了国家速滑馆
等场馆设计、建造和运维技术难题，
支撑了国家体育场智能化和国家游泳
中心冰水转换等场馆改造。

100%绿电
生态保护优先

从 申 办 到 筹 办 ， 绿 色 、 生 态 、
低碳、可持续一直是北京冬奥会的
核心理念。一系列节能工艺，为奥
林匹克运动的未来提供了中国智慧
与中国方案。

满 载 全 球 期 待 ， 2021 年 10 月 ，
北京2022年冬奥会火种，被放置在取
形于西汉长信宫灯的火种灯中，顺利
抵京。

“为护送神圣的冬奥火种，我们
做了很多结构上的创新。”火种灯设
计团队成员洪文明解释，例如火种灯
采用了双层玻璃结构，在内外灯罩之
间留有一条导流通道，从而达到有效
泄压的作用，保障在 5 至 6 级风速下
火焰不熄灭。

除了确保安全、稳定，一些环保
技术也应用到火种器具的设计中。

洪文明说，火种灯与火种台的材
质都选用了可回收铝合金，火种台顶
部用的是耐火、无烟、无毒的水性陶
瓷涂料。“火种燃料是丙烷气体，属
于清洁燃料。可以这么说，我们的研
发始终都是以绿色低碳为目标的。”

据 介 绍 ， 一 套 采 用 rPET 材 质
（饮料瓶再生材质） 的工作服将出现
在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上，为所有
场馆的清废团队提供温暖。

这件“有温度”的礼物，外套面
料取材于 28 个饮料瓶，具备良好的
防水防污效果。可拆卸的保暖内胆填
充了先进的高效暖绒，其原料 83%来
自于回收材料。它的吸水量只有其
自重的 1%，即使在潮湿环境下，保
暖 内 胆 依 然 能 够 保 持 良 好 的 保 温
性能。

“ 回 收 我 ”“ 回 头 见 ”“ 回 来
了”……细看服装内外，还“隐藏”
着不少关于循环利用的生动宣传图
标。这些设计上的巧思，将令清废团
队成为行走着的可持续理念传播大
使，鼓励更多观众参与到循环回收行
动中。

场馆外丝带飞舞，场馆内别有
洞天。国家速滑馆“冰丝带”是全
球首个采用二氧化碳跨临界直冷制
冰的冬奥速度滑冰场馆，1.2 万平方
米的冰面采用分区制冷方式单独控

温，可实现根据不同项目分区域、
分标准制冰。

“我们致力于打造‘最快的冰’，
采用这项技术，可将冰面温差控制在
0.5℃内。”国家速滑馆制冰系统设计
负责人马进补充说，制冷产生的余热
还能用于场馆的热水、浇冰、除湿等
场景，减少的碳排放量相当于植树超
120万棵所带来的碳排放减少量。

能源供应是成功举办冬奥会的重
要基础。在北京冬奥会所有场馆已实
现 100%绿电供应背景下，不少场馆
还积极利用可再生能源。比如，延庆
山地新闻中心建有光伏发电系统，实
现电力“自发自用、余电上网”；延
庆冬奥村采用高压电锅炉供暖，实现
100%可再生能源供热。

与此同时，本届冬奥会积极构建
赛时低碳交通运行体系：制定赛时交
通运行政策，鼓励观众优先选择高
铁、地铁、公交出行；在各赛区推广
电动汽车、氢能源汽车的使用，清洁
能源车辆占比达到 85%，为历届冬奥
会最高；通过智能交通系统和管理措
施，提高车辆运行效率等。

为降低赛事举办对生态环境产生
的不利影响，北京冬奥会在各环节都
以生态保护为优先原则，贯穿规划、
建设、运行的全过程。

延庆区生态环境局行政审批科负
责人刘金柱说，在延庆赛区建筑施工
过程中，表面原生土壤被系统收集，
建设完工后全部原土覆盖，珍贵植物
也已就地或迁地保护。

“目前，赛区新增的 2.3 万平方米
生态修复工程全部完工，自去年以
来，延庆区通过红外相机拍摄到野
猪、猪獾、狗獾等有效照片 2000 余
张、视频 500 余条，物种多样性维持
在较高水平。”刘金柱表示。

180度自由视角
机器人“志愿者”

北京冬奥会的成功与否，不仅取
决于运动技能的精彩比拼，还在于赛
事举办的服务质量。一系列“黑科

技”陆续在观赛、防疫、转播等领域
落地应用，让“科技冬奥”从愿景
走向了现实。

借 助 5G + VR 技 术 ，“ 科 技 冬
奥”重点专项“冰雪项目交互式多
维度观赛体验技术与系统”将亮相
本届冬奥会舞台。

“ 过 去 大 家 看 到 的 比 赛 直 播 画
面，是导播人员将多路摄像机拍摄
的画面合拼成的，导播切到什么，
大家就只能看什么。”专项负责人盛
骁杰介绍，如今有了这项技术，观
众只要手持一部 5G 手机，便可自己
当“导播”，随时改变观赛位置，轻
松体验 180 度自由视角观赛。

“自由视角”如何实现？盛骁杰
举例说，国家体育馆中的 U 型架上
共架设了 40 台相机，通过三维重建
和渲染，可以渲染出任意时长和帧
率的精彩特效片段，相当于 1200 台
相机同时拍摄拼接的效果。

除 了 满 足 观 赛 需 求 ，“ 自 由 视
角”技术对于裁判员判罚与运动员训
练也至关重要：一方面，这一技术可
以随时生成 360 度信号画面，帮助裁
判快速、准确地做出判罚；另一方
面，它也可以让运动员多角度回顾训
练及比赛中的技术细节，科学提升
成绩。

得益于 5G 信号在赛事场馆的全
覆盖，本届冬奥会转播也拥有了全
新模式——云转播。

“云转播的基本流程是，将前端
现场采集的音视频信号，通过网络
技术，直接传送到云端存储；导播
人员直接编辑云端音视频素材，制
作成音视频节目，发送到观众终端

（电视机、手机等）。”喻红告诉记
者 ， 除 了 赛 事 转 播 ， 诸 如 赛 事 成
绩、组织管理等核心信息系统已实
现 100%“上云”，这将是奥运会数
字化变革历程上的全新里程碑。

据了解，赛事举行期间，机器
人将承担大量防疫工作。它们分工
明 确 ， 智 慧 快 捷 ， 堪 称 最 重 要 的

“冬奥志愿者”。
在大型体育赛事中，入口处往

往需要进行身份核验、安全检查，

因而容易形成人员聚集。为此，国
家体育馆专门引入智慧出入管理系
统，一套连接后台管理系统的智能
安全服务机器人。

“只要在这台机器人上扫一下身
份证件，观众就可以在一秒钟内完
成所有手续查验，包括身份登记、
智能测温以及健康码、核酸检测、
疫苗注射等七步骤。”场 馆 工 程 师
刘昀说，正是这套智慧出入管理系
统 ， 在 保 障 入 场 者 安 全 通 行 的 同
时 ， 也 为 疫 情 防 控 提 供 了 有 力
保障。

环境消杀机器人一分钟消毒面
积可达 36 平方米，一般续航时间接
近 5 小时；移动测温机器人可按规
定路线主动寻找人员测温，当发现
体温超标人员时，会主动上报给管
理人员；紫外线空气消杀机器人可
通过 222 纳米波长的光波进行高效
消毒，消杀效果非常彻底。

优质的赛事服务，不仅面向观
众，也要面向参赛选手。

冬奥会山地雪上项目赛程安排
和赛事举办、观赛、救援等外围保
障服务，都与气象条件密切相关，
因此需要极为精准的气象预报。

围 绕 气 象 条 件 预 测 ，“ 科 技 冬
奥”重点专项作出相应部署，研发
形成了自主可控的冬奥气象预测系
统，首次实现“百米级、分钟级”
精准预报。在 2021 年 2 月举行的测
试活动中，就有 8 场比赛根据气象
预报调整了赛程。

在运动员激烈比拼的背后，还
有 “ 科 技 + 医 疗 ” 的 全 程 护 航 。

“ 从 雪 车 雪 橇 赛 场 到 延 庆 创 伤 中
心 ， 依 靠 智 能 救 护 车 ， 车 程 能 由
原 来 的 30 分 钟 缩 短 至 15 分 钟 。”

“科技冬奥”重点专项“冬奥会运
动 创 伤 防 治 和 临 床 诊 疗 安 全 保 障
技 术 体 系 的 建 立 与 应 用 研 究 ” 项
目 负 责 人 崔 国 庆 介 绍 ， 该 项 目 还
设 置 冬 季 运 动 损 伤 数 据 库 等 课
题 ， 希 望 借 助 标 准 数 据 的 收 集 分
析 ， 建 立 完 善 的 智 能 影 像 辅 助 诊
断 技 术 ， 实 现 诊 疗 全 流 程 智 能 化
辅助判断。

北京冬奥北京冬奥，，奥林匹奥林匹克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克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刘乐艺刘乐艺

11月月55日日拍摄的北京冬奥会拍摄的北京冬奥会首钢滑雪大跳台首钢滑雪大跳台。。 刘宪国刘宪国摄摄 （（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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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月如梭、四季頻更迭，光陰似箭、辭舊迎新年。 1月15
日是華夏中文學校春季開學的第一天。上午10點課間休息時，
五十幾位學生在老師的帶領下，興致勃勃地來到學校禮堂，迎接
2022年贈予大家的禮物與驚喜。原來第56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
球桌捐贈儀式將在此溫暖舉行。本次捐贈由休斯頓著名華人律師
徐建勳和亞裔商會會長李雄和向華夏中文學校捐獻二張世乒賽乒
乓球桌，以支持華夏中文學校幾十年來大力發展少年兒童乒乓球
活動。關麗華副校長主持了捐贈儀式，她首先對新聞媒體的朋友
美南新聞副總裁朱幼楨、世界名人網王福生、華夏時報陸剛的到
來表示衷心的感謝和熱烈的歡迎！徐律師和李會長先後致辭，他
們表示：“今天我們把兩張乒乓球桌捐送給你們學校，雖然只是
盡了我們一份微薄之力，但也深深寄託著我們對華夏學生的殷切
希望，希望孩子們樹立遠大的理想，奮發向上，成為國家的棟樑
之材。祝愿華夏中文學校發展越來越好。” 徐建勳律師和亞裔
商會瑜斌會長、李雄會長都親身參與了這次世乒賽的許多組織和
推廣工作，徐律師也是世乒賽組委會委員。他們在講話中還特別
強調這兩張世乒賽練習球桌都是從世界矚目的世乒賽練習場地直
接運回來的，每一張球檯都有世界級乒乓球好手甚至世界冠軍練
習過，每一張球檯都有組辦人頒發的證書。這真是兩張彌足珍貴
的乒乓球桌啊！在場的每一位師生欣喜不已。

在捐贈儀式上，學校校長唐藝傑女士說：“休斯頓著名華人
律師徐建勳和亞裔商會會長李雄為推動大休斯頓地區乒乓球發展
，聯合買下了所有世乒賽練習球桌。我們華夏中文學校非常榮幸
地獲贈了其中二張。這是一種大愛精神，我們全校師生必將記得
在這辭舊迎新中給我們帶來的鼓勵。相信在徐律師、李會長的大
力支持下，孩子們一定會收穫快樂，懂得感恩，並讓他們在通往
夢想的道路上走得更加堅實。感謝徐律師、李會長給孩子們帶來
的歡樂。”關麗華副校長也做了熱情洋溢的講話：“徐律師、李
會長為我們華夏捐贈了二張乒乓球桌，進一步完善了我校學生體
育鍛煉環境。非常感謝徐律師、李會長對我校體育素質教育給予

的大力支持！這兩張意義
非凡的乒乓球桌的到來，
會讓孩子們的乒乓課更加
豐富多彩，幫助他們快樂
、健康成長。”學校乒乓
球教練王大志也做了精彩
的發言，衷心感謝徐律師
、李會長的愛心付出。

兩個月前，一場世界乒壇名將高手雲集的第56
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在我們休斯頓成功舉辦，讓我們
有幸親身體驗其獨特、無與倫比的精彩氛圍。轉眼間
，這些乒壇名將揮灑過汗水的乒乓球桌來到了我們校
園，為學校教育的發展寫上了濃重的一筆。這給我們
學校帶來的不僅是物質上的幫助，更重要的是精神上
的鼓舞。乒乓球運動在我們華夏中文學校是一項深受
學生喜愛的活動。我們華夏二十多年如一日，積極開
辦各種形式多樣、靈活方便的乒乓球培訓班。先後有
1500多名中小學生參加。乒乓球是開展校園文化的
較好切入點。對於提高青少年的身體素質，發展學生
個性特長，培養學生合作、誠信、果敢、公平等優良
品質等方面，都發揮了極大作用。

“捐贈的乒乓球桌現在正式啟用啦！”主持人話
音一落，孩子們雀躍地來到這兩張非同尋常的乒乓球
桌前，很快就展示出熱愛運動的天性，玩得不亦樂乎
。徐律師、李會長、唐校長和關校長也一起在捐獻的
球桌前進行了友誼切磋。活動氣氛非常熱烈，學生們
紛紛表示在世界冠軍打過的球檯上打球特別有意義。

傳承文化，關愛無價。今天，有了徐建勳律師、
李雄會長愛心人士的鼎力相助，我們華夏中文學校將一如既往地
重視和開展乒乓球運動，我們華夏的學生會把這兩張彌足珍貴的

乒乓球桌用好、保管好、愛護好，以優異的成績回報社會，向關
心、支持教育事業的社會各界人士交上一份滿意的答卷! 華夏中
文學校陳曉英老師供稿

第56屆世界乒乓球錦標賽球桌捐贈儀式
傳承文化關愛無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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