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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中心門票$19.95   

 

 ★首選黃石、坎昆全包團 讓您樂在其中 

代理 Gate1 旅遊 Viking/Globus 遊輪 廉机票 埃及 歐洲 亞洲 澳紐 南美/中美洲 非洲等全球旅遊團 

 

         

       

 

★★精選歐洲及本土遊★★ 

3/12-3/13/22 悠遊兩天鬱金香之旅 

 

 

2022 王朝旅遊董事長親自帶隊 

 ★阿拉斯加、夏威夷陽光充沛 

 ★歐洲多重精品線路    令您流連忘返 

6/1-6/10/22 巨環國家公園系列（黃石） 

 

 

★申根簽證★ ★認證★ ★公證★ 

自然博物館門票$10  

在美國總統拜登宣布禁止進口俄羅斯
石油和其他能源的同時，英國今天也表示
，英國將在今年底前逐步停止進口俄羅斯
石油和石油產品，持續就俄國無端和無理
對烏克蘭發動戰爭究責，這是英美針對俄
國入侵烏克蘭採取的最新制裁措施。

最新制裁措施料將對世界油價和經濟
有重大影響。

英國商務部長夸騰（Kwasi Kwarteng
）推文表示，這項過渡期將給市場、企業
和供應鏈充分時間找到俄羅斯石油的替代
進口來源，俄羅斯石油佔英國石油需求的
8%。

美國總統拜登今天在和盟國密切協商

後，宣布禁止俄羅斯石油、天然氣與能源
進口，瞄準俄羅斯經濟命脈，對俄羅斯再
一次強有力打擊。他也警告油價可能再攀
高，但 「捍衛自由有其代價」。

拜登（Joe Biden）今天採取的進一步
制裁行動是美國片面採取的制裁行動，雖
然拜登表示做出決定前曾和盟國密切協商
，但美國的歐洲盟友尚未宣布同樣舉動。
不過英國已宣布將跟進美國，在今年底前
逐步停止進口俄羅斯石油和石油產品。

拜登今天在出發前往德州前在白宮召
開臨時記者會，宣布禁止所有俄羅斯石油
、天然氣與能源進口， 「這意味美國港口
將不再接受俄羅斯石油」。

擴大制裁 英美宣布禁止進口俄國石油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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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俠天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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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day we are very honored to
welcome Madam Nancy Meyer,
publisher of the Houston
Chronicle and Chairman Jack
Sweeney.

Mr. Chairman, we haven’t seen
each other in nearly 20 years
since you came to the
International District.

Over twenty years ago most of
Bellaire Blvd. was raw land. Over
time, through the efforts of many
business and community leaders,
today we have developed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businesses in this area, including
banks, supermarkets, retail
stores and restaurants. We have

become one of the most
prosperous and successful
business model areas of the City
of Houston.

Today we are so glad to host this
welcoming luncheon in our new
Houston International Studio at
our television center. We will use
this new media platform to
promote the City of Houston
around the world.

Madam publisher, I have two
proposals for your consideration.
One of them is to have this type
of community leaders meeting
with the Chronicle at least twice a
year; second is that we want to
join with the Houston Chronicle

and more than one hundred
Asian media organizations,
including TV stations and
newspapers to promote local
events. We can become
partners in many areas to
promote the greater Houston
community.

For myself and Mr. Gary
Randazzo, Jim Noteware,
Glen Gondo, Stephen Le
and Danny Nguyen, as well
as our board members of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and International
District, are all here to say a
heartfelt “thank you” for
your many decades of
support.

Again, Publisher Meyer, all the
very best, and much success to
you and the Houston Chronicle.

0303//0808//20222022

Welcoming Houston ChronicleWelcoming Houston Chronicle
Publisher Nancy Meyer AndPublisher Nancy Meyer And
Chairman Jack SweeneyChairman Jack Sweeney

今天我們非常榮幸在美南新聞傳媒
中心新落成的美南環球劇坊接待休斯敦
紀事報梅爾發行人一行, 包括董事長斯威
尼先生,我們已經近二十年未见面了。
我們上次見面時，這理還是荒蕪一

片，二十年來我們經過在座的先驅者諸
多社區商業領袖之努力，已經在國際區
及西南區發展了近七百家各型大小商家
及金融機構，成為休斯敦最亮眼的経濟
示範區。
今天我們和紀事報之媒體先進共聚

一堂，並且邀集各族裔之領袖討論如何
共同為休斯敦之繁榮和族群共容而盡力
。
我們同時有兩個願望，第一；我們

希望和紀事報每年至少有两次社區座談
會，討論我們社區面臨之各項挑戰。第
二；我們希望紀事報在休斯敦和全國之
資源和近五十家的各族裔媒體，包括報
紙、電視進行合作，舉辦各種活動，新
聞交換以促進社區全面的経濟文化交流
。
我們和紀事報之交往，早在九O年

代已經開始，我也要特別感謝早年擔任
重責的麥德威及詹森先生，給予我們華
亞裔之幫助。
今天的聚會是我們二十年來的第一

次，感謝梅爾發行人之來訪，也要謝謝
我近三十年的老友羅旦索教授之安排。
謝謝各位之光臨。

歡迎休斯敦紀事報發行人梅爾女士一行來訪歡迎休斯敦紀事報發行人梅爾女士一行來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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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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JC

335 Avenue E,Stafford,
TX 77477

電話: (281)631-5260
網址: www.tjc.org
電子郵件: Houston@tj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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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不要禁止進口俄羅斯石油？
美國內部也充滿了爭議

綜合報導 近期，歐美國家出台了一系

列針對俄羅斯的經濟制裁措施，但對能源行

業卻慎之又慎，沒有對俄羅斯的能源出口采

取直接限制措施。因爲這就是一記“七

傷拳”，既傷人也傷己，尤其是當前美國通

脹正處于40多年來的高位的情況下。

拜登政府反對禁止從俄羅斯進口石

油，因爲通脹惡化已成爲美國選民最關心

的問題，在中期選舉前禁止俄油進口，可

能會拉低美國總統拜登的支持率，導致民

主黨對參衆兩院的控制也面臨失守風險。

白宮新聞秘書普薩基美東時間周四警

告說，切斷從俄羅斯進口石油將會對全球

經濟産生影響，也對美國經濟不利。

她新聞發布會上表示，“我們的目標

和總統的目標一直是將對俄羅斯的制裁影

響最大化，同時將對我們以及我們的盟友

和夥伴的負面影響降到最低。禁止進口俄

羅斯石油會提高美國人民和全世界的汽油

價格，這是總統非常重視的一個因素。”

大約在同一時間，美國衆議院和參議

院的兩黨議員公布了一項禁止美國進口俄

羅斯原油、石油、石油産品、液化天然氣

和煤炭的提案。包括衆議院議長佩洛西在

內的許多民主黨人與共和黨人一起呼籲，

美國要停止向俄羅斯購買石油。

這項議案名爲《禁止進口俄羅斯能源法

案》，由阿拉斯加州共和黨參議員Lisa

Murkowski與西弗吉尼亞州民

主黨參議員Joe Manchin共同

發起。Murkowski稱，與近日

來其他一系列議案不同，該提

案得到了來自兩黨和國會兩院

的支持。

Murkowski說：“這意味

著該提案確實有可能走下去。”

Murkowski目前擔任參議院能源

和自然資源委員會共和黨領袖，

Manchin爲該委員會的主席。

該提案將宣布國家進入緊

急狀態，因俄羅斯進攻烏克蘭對美國的安全

、外交政策和經濟構成威脅；在該緊急狀態

期間，該提案將要求美國總統禁止從俄羅斯

進口原油、石油、石油産品、液化天然氣和

煤炭。該提案對在該法律頒布時已在運輸或

裝船的産品提供豁免。

Manchin和Murkowski都來自于能源生

産州，他們支持增加美國國內的石油生産。

許多共和黨人本周也在呼籲拜登采取行動，

重新開放聯邦土地上的石油和天然氣租賃，

通過加大國內生産來解決能源問題。

當然，也有許多議員並不支持這項能

源議案。猶他州的議員Mitt Romney希望

確保這樣做不僅會傷害美國，康涅狄格州

的議員Chris Murphy表示，他正在關注這

個問題，但它非常複雜，涉及到一種全球

性的大宗商品。

美國汽車協會的數據顯示，美國普通汽

油的平均零售價爲每加侖3.728美元，遠遠

高于一年前的2.737美元；周四加州的汽油

價格升至每加侖4.94美元的紀錄高位。

如果把其他全部石油産品包括在內，俄

羅斯占美國2021年石油進口量的8%左右。

由于産油區墨西哥灣至美國西海岸運輸

困難，美國部分煉油廠長期依賴海外石油。

今年2月從俄羅斯至美國的石油出貨量上升

至去年6月以來的最高水平，平均每天超過

10萬桶俄羅斯石油運輸到美國煉油廠。

經紀商Alor Broker首席分析師安東諾

夫稱，西方談論將俄羅斯排出能源供應國

是十分危險的，根本沒有他國可以替代俄

羅斯石油。

德國總理：北約未接受
烏克蘭和格魯吉亞加入是“正確的決定”

綜合報導 日前，德國總理朔爾茨表示，過去未接受烏克蘭和格魯

吉亞加入北約的申請是“正確的決定”。

據報道，朔爾茨表示，“這是正確的決定，當時北約對是否接收烏

克蘭和格魯吉亞的問題進行了長時間談判。我要強調的是，這個問題無

論過去還是目前都不在議程上。”

報道指出，朔爾茨指的是2021年6月在比利時布魯塞爾舉行的北約峰

會。當時，北約方面在會後發表了一份聲明，稱重申其在2008年布加勒

斯特峰會上的決定，即烏克蘭和格魯吉亞會成爲北約成員國。不過，北約

方面當時未在聲明中提及兩國真正加入該組織的具體時間，相當于沒有同

意兩國的申請。

半島電視台分析稱，盡管北約方面承諾烏克蘭有朝一日會成爲其成

員國，但由于俄烏兩國局勢緊張，以及北約的集體防禦原則，如果烏克

蘭加入北約，意味著其他成員國也將被卷入俄烏衝突。因此，北約現有

的30個成員國對是否接收烏克蘭持謹慎的態度。此外，根據相關規定，

如果北約接收新的成員國，須得到所有成員國一致同意。

俄方此前重申，若烏克蘭加入北約、北約持續東擴，會給俄羅斯國

家安全帶來威脅，踩到俄方“紅線”。不過，美國和北約在今年早些時

候拒絕承認俄方所劃“紅線”。

2月24日，普京就烏克蘭局勢發表電視直播講話，宣布對烏東部頓巴斯地

區進行“特別軍事行動”。對此，俄外交部表示，俄方在烏克蘭的行動不是戰

爭的開始，而是對全球戰爭的抵禦。俄總統新聞秘書佩斯科夫同日表示，俄方

希望能解決烏克蘭中立地位、烏克蘭不在其境內部署武器等俄方的“紅線

問題，並表示俄方願就這些問題與烏方談判。隨後，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

表示，北約將增加對烏克蘭防空導彈和反坦克武器的供應，但“北約不打算卷

入衝突，因而不會派遣部隊進入烏克蘭或調動飛機進入烏克蘭領空。”

英國副首相：考慮沒收俄“寡頭”房產安置烏難民

綜合報導 俄烏衝突升級後，跟隨美

國腳步，英國在各領域對俄羅斯揮舞

起了制裁大棒，但卻在制裁俄羅斯

“寡頭”方面被質疑行動緩慢。對此

，約翰遜政府表示，正考慮針對俄羅斯

“寡頭”采取更嚴厲的制裁措施，其中

包括他們的在英房産。英國副首相多米

尼克· 拉布（Dominic Raab）表示，考慮

沒收俄羅斯“寡頭”的房産來安置烏克

蘭難民。

“如果我們有證據和法律依據，那

麽我們就會這樣做。”據英國《衛報》4

日報道，當被問及英國是否可能沒收俄

羅斯“寡頭”房産時，英國副首相拉布

這樣告訴LBC電台。

當被問及他是否會支持用這些房

産來安置烏克蘭難民時，拉布說：

“是的，當然。我們正在考慮所有選

項。”

“我們正在全面審視一切，這是整

個政府的團隊努力，從外交和國防大臣

到邁克爾· 戈夫（住房大臣），當然，首

相正在非常努力地推動這一點。”

拉布稱，英國是全球制裁俄羅斯的

“先鋒”。“有人說我們行動遲緩或落

後。實際上，我們制裁的俄羅斯銀行比

歐盟還多，包括俄羅斯最大的俄羅斯聯

邦儲蓄銀行（Sberbank）。”拉布稱，英

國“擁有世界上最強大和最嚴格的制裁

制度之一。”

此前，英國《金融時報》3日報道

稱 ， 英 國 住 房 大 臣 邁 克 爾 · 戈 夫

（Dominic Raab）正在擬定計劃，沒收

與俄羅斯總統普京有關聯的俄羅斯

“寡頭”在英國擁有的房産，而不向

他們支付賠償。

據政府內部人士透露，根據戈夫和其

他大臣討論的建議，逃離祖國的烏克蘭

人可能會住在被制裁“寡頭”的英國豪

宅中。但是，《每日郵報》同時指出，

這存在法律上的擔憂，會損害基本權利

。英國政府目前只能凍結被制裁者的資

産，不能無償占有。

目前各國已采取行動，扣押俄羅斯

“寡頭”的財産。截至目前，英國政府

已將195名俄羅斯人列入制裁名單，其

中15人爲俄烏衝突加劇後列入，包括俄

羅斯總統普京。目前，俄羅斯富豪烏斯

馬諾夫（Alisher Usmanov）和伊戈爾· 舒

瓦洛夫（Igor Shuvalov）的資産已被凍結

。據《每日郵報》稱，烏斯馬諾夫在英

國薩裏擁有價值6000萬英鎊的住宅，舒

瓦洛夫在倫敦擁有一套價值1140萬英鎊

的公寓。

德國和法國本周已相繼扣押了一艘

俄羅斯“寡頭”的遊艇。據《福布斯》

雜志當地時間3月2日報道，俄羅斯“寡

頭”烏斯馬諾夫（Alisher Usmanov）于2

月28日被歐盟列入制裁名單之中，而該

媒體在兩天後從遊艇行業獲悉，這位俄

羅斯“寡頭”的一艘遊艇——價值近6

億美元、長 150 多米的“迪巴爾”號

（Dilbar）已被德國北部城市漢堡政府查

封沒收。

但德國漢堡政府否認了有關“沒

收”遊艇的消息。漢堡經濟部門的一

位發言人表示，“沒有遊艇被沒收”，

“也沒有將遊艇移交給其所有者的計劃

。所有未獲批准的遊艇，都無法離開港

口。”

法國經濟財政部發布聲明宣布，

法國海關扣押了俄羅斯石油公司老板

伊戈爾· 謝欽（Igor Setchine）的一艘

“Amore Vero”（意爲“真愛”）遊

艇。這艘遊艇試圖離開法國港口拉西

奧塔時遭到海關扣留。根據國際船舶

傳媒（Boat International Media）網站數

據，這艘遊艇價值 8600 萬英鎊（約合

7.2 億 元 人 民 幣 ） ， 由 荷 蘭 造 船 商

Oceanco 公司建造，在 2013 年正式交

付。

意大利新冠感染率持續下降
大批積壓疫苗將贈別國

綜合報導 意大利衛生部和意大利國家衛生院(ISS)的最新新冠病毒監測

報告顯示，意大利新冠肺炎發病率繼續保持下降趨勢。另外，由于意大利新

冠疫苗采購數量過多，該國決定將多余的疫苗捐獻給其他較貧窮的國家。

報道稱，在2月25日至3月3日期間，意大利新冠發病率爲每10萬

居民中有433例，低于2月18日至24日期間的552例。

報告指出，2022年3月3日，新冠病毒患者占據的醫院普通病房床

位比例爲14.7%，低于同年2月24日的18.5%，自2021年12月23日以來

首次低于15%的門檻。新冠患者占用的醫院重症監護病床比例已從8.4%

降至6.6%。

另一方面，意大利國家新冠病毒應急委員會主任菲格利奧羅表示，

到目前爲止，意大利已經實現12歲以上群體疫苗接種率達到90%，其中

83%的人接種了第三針疫苗加強劑。

但是，由于意大利疫苗采購數量太多，庫房已經裝滿，並且意大利

政府新訂購的疫苗也在源源不斷到貨，爲此，該政府決定將多余的疫苗

捐獻給其他較貧窮的國家。

意大利囤積和積壓大批新冠疫苗的消息被曝光後，招致了政客、媒體和

社會各界人士的批評和指責。大家紛紛譴責當局在采購疫苗過程中，造成了

公共資金的極大浪費，呼籲政府應該有人爲此來承擔社會和經濟責任。

意大利民防部4日報告新增新冠確診病例38095例，死亡病例210例。

200名尼日利亞人稱願與俄軍作戰，烏克蘭要求每人支付上千美元

綜合報導 烏克蘭媒體報道

稱，烏克蘭駐尼日利亞大使館

傳來消息，約200名尼日利亞

志願者希望前往基輔，站在烏

克蘭一邊

與俄軍戰

鬥。

就在

一天之前

，數十名

尼日利亞

人聚集在

位于阿布

賈（尼日

利亞首都）的烏克蘭大使館外

，討論前往基輔的事宜。這些

尼日利亞人中還有人曾在俄羅

斯的軍事大學學習過。 烏

克蘭大使宣布，他們需要的不

是雇傭兵，而是志願者。但志

願者的薪水與烏克蘭軍人的薪

水相當。

《撒哈拉記者報》(Sahara

Reporters 尼日利亞的一個新聞

機構)發布的後繼報道稱，盡管

尼日利亞人非常熱情，但他們

的熱情之火最終被烏克蘭大使

館澆滅。

烏克蘭駐尼日利亞大使館

向那些想要前往烏克蘭的尼日

利亞人索要每人 50 多萬奈拉

（約1200美元）的機票和簽證

費用。多數尼日利亞人認爲，

烏克蘭人要的價格太高了。

有些烏克蘭人懷疑，尼日

利亞志願者並不是真想爲烏克

蘭戰鬥，而是希望作爲難民趁

機前往歐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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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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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前眾議員指出，中國大陸正從俄烏戰
爭中吸取教訓，補強自身經濟與軍事弱點，美
國與西方世界目前採取的制裁等手段，恐在北
京發動台海戰爭時失效，要求美國不應將目光
自中國大陸移開，因為 「通往台灣的道路很可
能就在烏克蘭戰場上」。

美國前眾議員、曾連續4年擔任聯邦眾議
院情報委員會（House Intelligence Committee）
主席的羅傑斯（Mike Rogers）投書軍事新聞網
站 「Breaking Defense」，稱砲彈落在烏克蘭人
民身上時，北京政府不僅拒絕將俄羅斯的行為
稱作 「入侵」、譴責西方發動制裁，還透過聯
合開發北極資源等手段，不斷減輕俄羅斯的經
濟壓力，顯然希望當地持續陷入混亂，讓美國
及其盟友難以將注意力聚焦於印太區域。

羅傑斯還指出，在西方國家啟動大規模制
裁時，中國大陸正制定 「自給自足計畫」，並

密切關注俄羅斯在制裁中受創最深的領域，以
提前加以防備；加上中國大陸是世界最大出口
國，對其的大規模制裁將 「牽一髮而動全身」
，導致更難獲得各國支持，讓目前針對俄羅斯
的制裁 「幾乎肯定對北京無效」。

另外，解放軍無疑也正學習速度、暴力和
後勤的必要性，因為在俄羅斯軍隊陷入困境之
下，西方的軍火等援助已迅速抵達。故中國大
陸將更加關注如何盡快 「壓倒」台灣，並防止
任何支援到來。

羅傑斯強調，要制止俄烏戰爭，關鍵是切
斷北京與莫斯科之間的經濟命脈，稱烏克蘭和
台灣雖分別處於歐洲與亞洲，但雙方命運 「比
人們想像的更加緊密」，而愈早意識到這一點
，西方世界便能愈早結束發生在歐洲的戰爭，
以及阻止亞洲的戰爭爆發。

美 「殺手鐧」 將對大陸失效 專家：通往台灣的道路就在烏克蘭

美國麻州生技藥廠莫德納今天表示，計劃
在 2025 年前針對最威脅全球公衛的 15 種病原
體，展開疫苗研發和臨床試驗；同時針對中低
所得國家免除強制執行COVID-19疫苗專利。

法新社報導，莫德納（Moderna）表示將
啟動 「mRNA管道」（mRNA Access）新計畫
，開放研究人員運用莫德納的 mRNA 技術，
針對新興或被忽視的傳染病開發新疫苗。

莫德納已和合作夥伴展開針對15種病原體
的疫苗研發，包括屈公病、克里米亞剛果出血
熱、登革熱、伊波拉、瘧疾、馬堡病毒（Mar-
burg）、拉薩熱（Lassa）、中東呼吸症候群冠
狀病毒（MERS）與COVID-19（2019冠狀病
毒疾病）等。

莫德納總裁霍奇（Stephen Hoge）受訪時

說，這些合作包括與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
（NIH）的立百病毒（Nipah）疫苗，以及與
比爾暨梅琳達蓋茲基金會（Gates Foundation）
和國際愛滋病疫苗倡議（International AIDS
Vaccine Initiative）的愛滋病毒（HIV）疫苗。

在COVID-19疫情大流行初期，莫德納承
諾在緊急階段不強制執行疫苗專利。

這使得一個試驗性項目得以開展，為貧困
和中等所得國家提供製造COVID-19疫苗的技
術知識，並在世界衛生組織（WHO）的支持
下，於非洲設置一家疫苗製造廠。

莫德納表示將擴大專利承諾，永遠不會對
COVAX 預先市場承諾機制（AMC）的 92 個
貧困和中等所得國家，強制執行COVID-19疫
苗專利。

莫德納宣布3大倡議 免除貧國COVID-19疫苗專利

俄羅斯侵烏戰爭進入第14天，俄烏第三輪談
判於7日晚結束後，俄羅斯暫時停火，在烏克蘭5
城市開闢人道走廊，烏國民眾撤離。美國國防部
稱，俄軍在進攻烏克蘭前所集結的15萬兵力，已
近百分之百進入烏克蘭境內。歐盟為加強制裁俄
羅斯的力道，明（10）日將在巴黎舉行峰會，討
論逐步取消進口俄羅斯天然氣、原油及煤炭，美
國國會也提案促請拜登總統宣布禁止俄國能源進
口。

俄烏第三輪談判於7日晚結束，俄羅斯談判
小組成員斯魯茨基表示，俄國向烏方提出 「烏克
蘭的中立性、俄語的地位和非軍事化」等議題，
但烏方態度強硬，雙方無共識，雙方僅就改善人
道走廊的物流運輸，稍有成果。

俄羅斯國防部自莫斯科時間10時起暫時停火
，開啟從基輔、車尼哥夫、蘇梅、哈爾科夫和馬
里烏波爾撤離等5條人道救援通道，並宣稱侵烏
至今已癱瘓2482個烏克蘭軍事目標。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在第三輪談判後，發布
影片表示，他沒有躲藏，仍在基輔，就在總統辦
公室裡， 「我不怕任何人」。他並批評，儘管俄
烏達成人道走廊協議，但俄羅斯的坦克、多管火
箭與地雷仍炮轟，阻礙烏克蘭平民的撤離，違反
了停火協議。

BBC引述聯合國資料指出，烏克蘭在空襲或
爆炸性武器之下，已有406位平民死亡、801人受
傷，聯合國認為，實際數字可能要更高。聯合國
難民署估計，已有200萬烏克蘭民眾逃離戰火家
園，導致歐洲面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最嚴重的
難民危機。

澤倫斯基8日晚接受ABC採訪時突表示，他
準備就克里米亞和頓內茨克、盧甘斯克人民將如
何生存的問題，與俄羅斯討論並尋求折衷妥協方
案，事實上，除了俄羅斯，這些 「偽共和國」沒

有得到任何承認。
普丁8日簽署命令，對來自頓內茨克、盧甘

斯克和烏克蘭的難民提供免費醫療救助。
至於加入北約，澤倫斯基說，他已了解北約

不準備接受烏克蘭，北約害怕引發爭議與對抗俄
羅斯，烏克蘭不想下跪乞求，他不想成為那樣國
家的總統。

歐盟領袖峰會將於10、11日在巴黎召開，討
論如何強化歐洲聯盟的防衛能力，及烏克蘭加入
歐盟的可能性。此外，依歐盟所擬的峰會聲明草
案，歐盟將逐步減少進口俄羅斯天然氣、石油以
及煤炭，並獨立發展晶片、健康、糧食等產業，
並加速改善歐洲天然氣和電電網。

美國眾議院和參議院的民主共和兩黨議員3
日提出一項法案，禁止美國進口俄羅斯原油、石
油、石油產品、液化天然氣和煤炭。美國總統拜
登最快可望於當地時間8日宣布禁止俄國能源進
口。

在歐盟峰會前夕，法國總統馬克宏、德國總
理蕭茲與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8日針對烏克蘭局
勢舉行視訊峰會時稱，歐洲正面臨二戰以來最嚴
重危機，法德支持通過談判解決問題，願與中國
加強溝通協調，勸和促談，避免局勢進一步升級
，產生更嚴重人道主義危機。

習近平回應稱，中方主張各國主權、領土完
整都應該得到尊重，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應得
到遵守，當務之急是避免緊張局勢升級，甚至失
控。

習近平指出，對俄羅斯的相關制裁，會對全
球金融、能源、交通、供應鏈穩定都會造成衝擊
，中方願與法德和歐方保持溝通和協調，共同支
持繼續推動俄烏和談，談出結果、和平。中方也
支持推動構建均衡、有效、可持續的歐洲安全框
架，與北約開展平等對話。

再祭制裁 歐美將禁止俄國能源進口

美國愛荷華州一所高中今天發生槍擊案，
造成一名青少年死亡、兩人受傷；警方表示，
似乎是槍手駕車朝校園開槍。

法新社報導，根據愛州首府狄蒙（Des
Moines）警察局聲明，警局 「接獲好幾通報案
電話說校園發生槍擊，多人受傷」，警方和消
防救援人員即在當地時間下午2時48分抵達位
於市中心的東部高中（East High School）。

警方表示，有3名青少年中彈送醫，其中

1 人死亡、另外 2 人住院。此外未再透露進一
步細節。

警方聲明表示： 「槍擊似乎來自一輛行駛
中的車。」還說事發當時，受害者在學校大樓
外中彈，但仍屬校園範圍內。

警方已逮捕嫌犯，但尚未指控任何罪名。
警方未透露有多少嫌犯落網，也未說明他們的
身分。

美愛荷華州高中爆槍擊 釀1死2傷

知情人士今天表示，美國總統拜登預料會在本週簽署各界期
待已久的行政命令，指示司法部、財政部等部會審查創造美國中
央銀行數位貨幣對法律與經濟的延伸性影響。

白宮去年表示，正考慮廣泛監督加密貨幣市場，以因應更趨
升高的勒贖軟體等網路犯罪威脅。

拜登的行政命令定下180天期限，相關部會需在此期限內遞
交一系列關於 「金錢未來」以及加密貨幣未來角色的報告。

這名消息人士提及拜登政府內部推動此舉背後的重大能量：
「我們會看到政策在180天內改變，這可能是創造中央銀行數位

貨幣的一步。」

但上述消息人士警告，
行政命令要求遞交的報告，
可能仍會讓人對創造加密貨
幣產生疑慮，或得出可能需
經國會同意的結論。

拜登行政命令可能會在9
日發布。

在西方制裁俄羅斯，導致俄國斷絕與全球絕大部分經濟聯繫
之際，俄羅斯精英階層使用加密貨幣規避西方制裁的疑慮升高；
與此同時，中國等經濟體也著手創造自有的加密貨幣。

拜登的行政命令將要求司法部研究是否需要制定新法來創造
新貨幣，聯邦貿易委員會（Federal Trade Commission）、消費者
金融保護局（Consumer Financial Protection Commission）等部會
則將研究對消費者的影響。

傳拜登將簽行政命令 要求研究發行加密貨幣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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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電上訴被駁回
福島核事故避難居民將獲14億日元賠償
綜合報導 圍繞因日本福島

核泄漏事故而避難的居民們要求

東京電力公司和日本賠償的3個

集體訴訟，日本最高法院第2小

法庭做出了駁回東電幾乎所有上

訴的決定。據此，共計約3600

名原告將獲得14億日元(約合人

民幣7670萬元)的賠償。

報道稱，3個集體訴訟分

別爲，福島縣和鄰縣的受災者

提出的福島訴訟，前往千葉縣

的避難者提出的千葉訴訟以及

去往群馬縣避難的群馬訴訟。

福島訴訟要求賠償10.1億日元，

千葉訴訟要求賠償1.2億日元，

群馬縣要求賠償2.7億日元。

日本政府和東電負擔賠償

款的比例，將通過最高法院作

出最終判斷。

據報道，日本福島核事故

即將過去11年，日本全國的法

院仍有約30起同類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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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泰國官方通報，過

去 24小時新增 22818 例新冠肺炎病

例。至此，泰國累計確診病例達

3004814 例 ， 其 中 今 年 以 來 確 診

781379例。

當天，泰國新增死亡病例52例

，累計死亡23176例。

首都曼谷新增病例2809例，繼續

位居全國首位，其後爲春武裏府和洛

坤府。由于曼谷確診人數持續攀升，

泰國衛生部正協調鄰近的14府地方

醫院收治曼谷的感染者，以緩解首都

醫療資源的緊張狀況。

衛生部官員表示，受奧密克戎毒

株迅速蔓延影響，泰國近期確診病例

激增，導致需要入院治療的重症患者

較之前增加。如果民衆不嚴格執行防

疫措施，在下月的泰曆新年宋幹節(

潑水節)後，泰國單日感染病例可能

會超過5萬例。

截至4日，泰國已接種新冠疫苗

1.2464億劑，全國人口中有77.4%接

種了 1劑疫苗，71.7%接種了 2劑，

30.1%接種了加強針。

泰國總理府副發言人拉差妲當天

表示，目前泰國國內研發的新冠疫苗

共有20多種，其中已有4種正處于臨

床試驗階段。在完成三個階段的測試

後，將向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

(FDA)申請注冊，以便投入使用。

日本福島等三縣約六成受訪“地方官”
反對核汙水排海

綜合報導 日本福島縣、宮城縣和岩手縣受訪的42個市町村長中，

約六成反對東京電力公司福島第一核電站核汙水排放入海。

日本《朝日新聞》對上述東北三縣中曾因2011年“3· 11”大地震遭

受海嘯災害或因福島核事故被下達避難指示的42個市町村的負責人進行

了問卷調查，問卷調查的時間截至2月。結果顯示，約六成受訪者反對

福島第一核電站核汙水排放入海。

反對意見中，最多的理由是日本“國內外對此事了解不充分”，其

次是“很多漁業從業者反對”以及“國家和東京電力公司對聲譽損害和

賠償的措施不完善”。此外，上述42個市町村長中有七成對當地今後的

複興情況感到不安。

應日方邀請，國際原子能機構調查小組2月14日至18日到日本完成

首次實地調查。據國際原子能機構介紹，該機構將在“經處理後”的核

汙水排放入海前發布一份帶有結論的綜合報告。

2011年“3· 11”大地震導致福島第一核電站堆芯熔毀、放射性物質

外泄，持續冷卻堆芯的作業以及雨水、地下水流入反應堆設施産生了大

量核汙水。日本政府2021年4月決定將福島第一核電站的核汙水經過濾

並稀釋後排放入海。東京電力公司計劃于2023年春季開始向太平洋排放

。此舉在日本國內和周邊國家引發強烈擔憂。

日本學者研究300歲木乃伊“美人魚”
究竟是何物種仍待揭秘

綜合報導 日本學者們開始研究一具

有近300年曆史的“美人魚木乃伊”，試圖

找到它的起源。這一奇怪的“木乃伊”在

日本一座寺廟保存，可追溯到18世紀。

這具“美人魚木乃伊”有30厘米長，

長有尾巴，雙手舉到面前，臉上呈現出尖

叫的表情。它的嘴裏有牙齒，頭上也有頭

發，身體下半部分有一些鱗片。

長期以來，它被保存在日本岡山縣的

一個盒子裏。岡山縣位于日本本州島的南

部。據日本一報紙報道，盒子裏還保存有

一張紙條，說這是在1736年至1741年間，

在太平洋上用漁網捉到的。

據稱，這一“美人魚木乃伊”最開始

由一家人保存，後來傳給了另一家人，最

終被一所寺廟收藏，約40年前開始展出。

岡山縣的木下弘在研究佐藤清明時發

現了這件東西。佐藤清明是一名日本的自

然曆史學家，主要研究神秘生物。

木下弘稱，他並不相信這真的是“美

人魚”，這可能是爲了出口到歐洲或者舉

辦特殊活動而制作出來的。類似的木乃伊

化的“美人魚”被認爲是日本用于崇拜的

偶像。

寺廟裏的方丈表示，“我們一直敬奉

它，希望它可以減輕疫情，哪怕只減輕一

點。我希望這項研究能給未來下一代的人

們留下記錄。”

科學家們已經給這一不明物體做了CT

掃描。此外，科學家們將分析它采用了什

麽防腐措施，研究它爲何得以保存得這麽

完好。科學家們還會做DNA檢測，來研究

它到底是由什麽做成的。這項研究的結果

可能將在秋天時發表。

民間傳說中，一直以來都有半人半魚的

生物。在一些3萬年前的洞穴繪畫中就有這樣

有魔力的形象出現了。古希臘詩人荷馬的《奧

德賽》中也有類似記錄。但目前仍然沒有任何

證據表明存在過水生類人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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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及記者李理報

道，中國駐美大使館華盛頓當地時間5日發佈通

知，就搭乘臨時包機意願開展摸底調查。通知

稱，將首先面向全美符合條件的未成年中小學留

學生開放登記。

中國包機優先接小留美生
駐美使館開展搭乘意願調查及開放登記 高中生：救命稻草

根據駐美大使館的通知，目前大多數海外留學人員仍然
選擇留在當地。同時考慮到有一些留學人員、特別是

未成年的小留學生面臨無法解決的實際困難，需要返回
中國，中國有關部門正在積極考慮對疫情嚴重國家一些確
有困難、急需回國的留學人員，採取逐步、有序方式，作
出開通臨時航班和包機等相應安排。

機票隔離費用自理
通知指出，根據公開、透明、公平原則，首先面向全

美年齡未滿18周歲（以登記日為準）、父母未陪伴在旁、
長期或短期在美留學的中小學留學生開放登記。如安排臨
時航班和包機，將根據可能的航空運載量，從保護弱小原
則出發，按照登記人員年齡從小到大順序排序，優先安排
小留學生乘機回國。

根據安排，機票和回國隔離費用自理。自願承擔回國
過程中的各種可能風險，並自覺接受乘機過程及抵達目的
地後的各項檢疫安排。除未成年留學生外，監護人等其他
人員不能陪同乘機。截止時間為美東時間2020年4月6日晚
6時（北京時間4月7日晨6時）。

家長：兒子回家最後希望
一名名叫“惠子”的留美高中生表示，最近美國每天

確診數字都是四位數起跳，她確實有點後悔沒有早點回中
國，在家裡的母親更是心急如焚。包機回國消息一出，她
第一時間就在母親的催促下做了登記。“這就像救命稻
草，我現在的安全感已經被打破了，我相信祖國做事的效
率，很快就能讓我們回國。”她還特意在自己的社交媒體
上寫道：“感謝祖國，感恩生為中國人，我們要加油。”

一名兒子在蘭道夫馬克高中唸書的家長表示，她的兒
子是住校生，學校現在停課，孩子沒有辦法自己照顧自
己。家長為了確保兒子能回來，四月份定了各個時段五張
機票，加起來十幾萬元人民幣，但結果是全部被取消。現
在有了包機安排，她表示，簡直是幫助自己兒子早日回家
的最後一絲希望。

中國民用航空局飛行標準司副司長韓光祖6日介紹，
從3月4日到4月3日，民航共安排11架次臨時航班，協助
在伊朗、意大利和英國的1,827名中國公民回國，接回人員
主要以留學生為主。

��(���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駐美
大使崔天凱華盛頓時間5日在《紐約時報》刊
文指出，圍繞疫情中美兩國間有一些不和諧的
聲音。“但現在不是相互指責的時刻，現在我
們需要團結合作、互幫互助。”

齊引領疫苗研發攻關合作
這篇題為《同舟共濟 定克時艱》的文章

說，此時此刻團結至關重要。要保持清醒、明
辨是非，對那些企圖煽動種族主義和歧視仇
外、把別國或別的種族當成替罪羊的愚蠢言行
說不。因為這樣的言行不僅會嚴重破壞中美當
前合作抗疫的努力，也將埋下猜疑甚至對抗的
禍根，將兩國的人民拖入險境，甚至殃及全
球。

文章表示，中方始終負責任地通報疫情信
息。中國建立了新冠肺炎疫情網上知識中心面
向所有國家開放。中美兩國衛生部門和防控專
家也一直保持着密切溝通。

文章認為，作為世界最大的兩個經濟體，
中美應該引領治療技術和疫苗研發國際攻關合
作，充分探討治療藥物技術共享，聯手幫助缺
乏醫療條件的國家，推動完善全球衛生治理。
此外，還要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穩市場、
保增長、保民生，確保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開
放、穩定、安全。

華企全力生產美採購物資
文章介紹說，中方盡己所能，為包括美國

在內的有關國家提供支持，而位於美國疫情

“震中”的紐約州正是重點支持對象。目前，
中方正協助美政府在華採購抗疫物資。中國企
業加班加點，生產、交付紐約與全美採購的醫
療物資。華為向紐約州和華盛頓特區捐贈了數
萬件防疫物資。中資企業總計已向美捐贈150
萬隻口罩、20萬個檢測盒、18萬個手套及許多
其他防疫物資。

文章稱，不久前，中國也遭受了疫情的迎
頭痛擊，因此我們對美國人民的苦痛感同身
受。我們搏鬥過，付出了巨大犧牲，所以深知
這裡及世界各地抗擊疫情的艱難。我們銘記，
在最困難的時候世界各地的朋友給了我們慰藉
和幫助，其中很多是美國人，很多是紐約人。
現在我們也願真誠回報他們的善意，與他們共
渡難關。

崔天凱：中美需團結合作互幫互助

■■中國駐美大使館將安排包中國駐美大使館將安排包
機機，，優先接未成年留美學生回優先接未成年留美學生回
國國。。圖為中國留美學生與當地圖為中國留美學生與當地
同學和老師交談同學和老師交談。。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紐約市史坦頓島醫護人員收到紐約市史坦頓島醫護人員收到
美國華人團體及華人企業捐贈的美國華人團體及華人企業捐贈的
口罩口罩。。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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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香港代表團審議 提港長遠發展方向韓
正建好金融創科中心 積極融入國家大局：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

院副總理韓正7日上午參加十三

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香港代表團審議，

他表示，過去一年，在以習近平同志為

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全國上下共

同努力，如期打贏脫貧攻堅戰，如期全

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了“十四五”良

好開局，我國發展又取得新的重大成

就。他強調，香港當務之急是全力以赴

防控疫情，中央各有關部門和地方要全

力支持，保證生活物資供應，加強醫療

方面人力物力支持，確保市民生活安定

和社會大局穩定。他希望大家恪盡職

守、開拓進取，堅定支持行政長官和特

區政府依法施政，全力做好疫情防控工

作，建設好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和國際創

科中心，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為國

家建設和香港發展作出新的貢獻。

◆綜合新華社、香港文匯報記者馬靜報道

抗疫非特首一人工作 需整個政府領導社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韓正

副總理7日與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團會面，並參加代
表團審議。

全國人大香港代表團新聞發言人陳勇會後表
示，韓正副總理講話時提到，疫情是香港目前最
突出和揪心的問題，習近平總書記始終牽掛着香
港同胞的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危，要求各部門全力
支持香港抗疫工作。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蔡毅引述，“韓正副總理
在講話中強調，香港抗疫並非特首一個人的工
作，而是政府各部門和全體公務員領導的整個社
會的抗疫。”

蔡毅表示，韓正副總理在講話中體現了中央
對香港和香港市民生命安全的高度關注，並在講
話中提到香港安老院的疫情，甚至提到一位90多
歲老年人的情況，“這些都讓我們深受感動。”
他說，韓正副總理對香港情況瞭如指掌，又非常
關注細節問題。

陳勇指，韓正副總理在講話中披露了與內地
恢復正常通關細節。今年元旦之前，香港連續兩
個半月零確診，特區政府遞交報告希望與內地恢
復正常通關，中央各部委認真審評，與特區政府
相關部門仔細研究，形成了工作制度，中央也已
經批准了相關制度和通關要求的文件，原計劃參
照澳門做法，在1月9日或10日逐步恢復正常通
關。但是在準備宣布的前幾天香港出現疫情，中
央等了幾天，希望香港能夠控制疫情，但是沒有
控制住，後來被迫採取熔斷機制。

援港供應“要多少給多少”
據參加會面的港區人大代表引述，韓正副總

理在講話中詳細講述了中央支持香港抗疫的各項
工作，包括疫情之初，習近平總書記作出重要批
示，中央領導人到深圳研究抗疫工作、設立專
班，重點解決幾件事：第一個是確保香港醫療物
資供應和設備，包括要採樣的檢測機等，“韓正

副總理的原話是要多少給多少，馬上過去”；第
二個，解決香港蔬菜肉類的供應；第三個就是建
方艙醫院。

重申老幼要重點保護
“韓正副總理掌握很多數據和香港存在的一

些薄弱環節，包括社區和安老院，他知道安老院
裏長者接種疫苗比例較低，就強調一老一少要重
點保護。”陳勇引述，韓正副總理強調，關鍵還
是在防護中要採取有力果斷的措施，減少病亡
率。中央全力支持特區政府落實好主體責任，各
個部門都要全力以赴，全體公務員都要以老百姓
的生命安全、身體健康為重。

陳勇引述，“韓正副總理說，相信有國家在
人力、財力、物力全方位的全力支持，國家作為
強大後盾，深信香港社會各界一定會團結一致，
齊心協力，和衷共濟，共同打好疫情防控的阻擊
戰。”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
副總理韓正7日上午參加了十三屆全國人大

五次會議香港代表團審議。在認真聽取港區全國
人大代表發言後。

韓正表示，過去一年，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
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全國上下共同努力，如
期打贏脫貧攻堅戰，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
現了“十四五”良好開局，我國發展又取得新的
重大成就。在中央的大力支持下，在特區行政長
官和特區政府帶領下，香港、澳門積極防疫情、
穩經濟、保民生，保持了社會大局穩定。

韓正指出，近年來，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法
律制度和執行機制更加健全，選舉制度更加完
善，“愛國者治港”獲得堅實制度保障，特別行
政區民主實踐展現新氣象。中央貫徹“一國兩
制”方針的決心堅定不移，落實“港人治港”、
高度自治的大政方針不會有任何改變。

他強調，香港當務之急是全力以赴防控疫
情，中央各有關部門和地方要全力支持，保證生
活物資供應，加強醫療方面人力物力支持，確保
市民生活安定和社會大局穩定。

韓正對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工作予以充分肯

定，希望大家恪盡職守、開拓進取，堅定支持行
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全力做好疫情防控
工作，建設好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和國際創科中
心，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為國家建設和香港
發展作出新的貢獻。

會後，全國人大香港代表團舉行線上記者
會。香港代表團新聞發言人陳勇對香港文匯報等
媒體表示，韓正副總理在講話中充分肯定了香港
過去一年的成績，在特首和特區政府帶領下，迎
難而上，基本保持了穩定大局。完善了選舉制
度，順利圓滿地完成了選委會、立法會選舉，落
實了香港國安法依法懲治違法行為，給香港帶來
由亂到治的變化。“愛國者治港”原則得到落
實，各界廣泛均衡參與，行政立法機關形成良性
的工作互動，市民關心的事情也群策群力，立法
會出現了齊心協力的局面。“韓正副總理說，這
是香港民主的新氣象。”

陳勇說，韓正副總理在講話中希望大家能深
刻認識制定國安法、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的重大意
義。韓正副總理說，“這些都證明‘一國兩制’
是行得通、得人心、辦得到的。”

陳勇透露，韓正副總理在講話中要求香港集

中精力抓好當前和未來兩大方面工作。第一，香
港當務之急就是全力以赴做好防疫抗疫的工作。

第二，希望港區人大代表全力支持特區政府
統籌謀劃香港長遠的發展，主要聚焦兩大方向：
第一支持香港做好以金融中心和創科中心為主的
經濟發展，“他說，這是香港的優勢，也是香港
未來國際競爭力的所在，是中央全力支持的。”
第二是要解決廣大市民最關心的民生中突出的短
板，比如大家最關心的由來已久的住房問題，希
望香港有頂層設計，總體規劃、長遠目標和現實
舉措相結合，讓市民看到希望，同時要得到實
惠。

向港區人大代表提三希望
陳勇表示，韓正副總理還向港區人大代表提

出三點希望：第一，按照中央要求，全力支持配
合香港做好防疫抗疫和疫情防控工作；第二做好
特首選舉工作；第三點，主動對接國家發展戰
略，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大平台。“韓正副總理
在結語講，只要有信心就沒有解決不了的困難，
只要有信心就沒有戰勝不了的疫情，香港一定能
迎來更好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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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韓正參加十三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香港代表團的審議。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治祖、
子京）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
院副總理韓正7日對港區全國人大代
表提出三點希望，包括主動對接國
家發展戰略，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
大平台。

香港社會各界表示，香港特區
政府要用好“一國兩制”獨特優
勢，把握粵港澳大灣區、“一帶一
路”、國內國際雙循環發展格局等
重要國家機遇，積極融入國家發展
大局，攜手共進，達至雙贏。

全國政協常委唐英年表示，
“十四五”規劃擴大內地服務業的
市場規模，增加內地對優質和國際
化專業服務的需求，香港的專業服
務能滿足國家國內國際雙循環的需
要，但新時代、新環境下需要新部
署，建議粵港澳大灣區的“政府與
政府”層面合作可以進一步加強協
調和力度，例如現時的粵港澳大灣
區建設領導小組可以透過強化機
構、常設安排、增強代表及提升參
與，進一步在區內做到“規則銜
接、機制對接”的“先行先試”和
“拆牆鬆綁”。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蔡毅指，希
望香港增強和內地合作，發揮香港
的獨特優勢，繼續做好“走出去”
“引進來”的橋樑。他相信，粵港
澳大灣區是香港未來發展最重要的
發展機遇，鼓勵香港企業、香港年
輕人積極到內地發展，希望兩地亦
可攜手共進，達至雙贏。

全國政協委員楊勳表示，回顧
過去兩年，香港國安法重塑香港良
政善治的格局，推動“一國兩制”
行穩致遠。香港要善用自身的優勢
和力量，主動對接及把握國家“十
四五”規劃和大灣區發展機遇，協
助推動“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
特區政府要以堅定服務香港市民的
初心，帶領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為香港的發展尋求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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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進黨新北市議員初選派系廝殺激烈，原
擬參選第九選區（新店、坪林、石碇、深坑、
烏來）的正國會張銘祐，卻因英系推派黃琳有
婦女保障名額護身而含淚退選，正國會也研擬
推出電視台女主播陳乃瑜應戰，戰火一觸即發
；第六選區（中和）前英系議員張志豪，因跳
槽到湧言會引發不滿，派出前立法院長蘇嘉全
辦公室主任張嘉玲參選。派系間煙硝味濃厚，
初選比大選更精彩。

民進黨第九選區提名2席，其中婦女保障
1席名額打算給英系的黃琳，但黃琳曾在新黨
服務的資歷，引發張銘祐不滿，曾於2月11日
跑到新北市黨部遞交陳情書，要求落實黨內民
主，反對因人設事、要求公平初選。

黃琳則聲明到新黨工作是為分擔家計，她
在 2016 年加入民進黨，從來沒有想過年輕時
在他黨的工作經歷，竟會成為日後被攻擊的題
材，甚至貼標籤抹紅她，英系立委管碧玲在臉
書力挺。

民進黨3月3日召開中執會後，確定直轄
市議員各區提名席次，第九選區初選確定設立
性別保障，唯一女性參選人黃琳形同獲保送，
張銘祐因現任議員陳永福曾大力支持，因此不

願與他爭搶剩下的 「一男」席次，7日向支持
者致歉，宣布退出黨內初選。

不過據悉，正國會不願放棄第九選區，找
來陳乃瑜參選，打算跟黃琳爭搶1席的婦女保
障名額，對此，張銘祐說，已退選不清楚此事
，但 「樂觀其成」。

第六選區民進黨初選同樣精彩，該選區預
計提名3席，其中1席女性保障名額，現任議
員有蘇系的張維倩、湧言會的張志豪，英系的
張嘉玲、正國會的前議員林秀惠也表態參選，
4派系大戰中和 「四搶三」。

張嘉玲更在張志豪獨照看板下方，掛出立
委江永昌的競選合照看板，較勁意味濃厚。外
界解讀英系不滿張跳槽湧言會，因此派出張嘉
玲競爭。張志豪7日公布定裝照，強調和2018
年一樣，邀請蔡英文總統御用攝影師Terry林
政億及造型師林子瑄親自操刀。

另外，第五選區（板橋）預計提5席，目
前現任議員有英系的黃俊哲、王淑慧、新系戴
瑋姍，新人有湧言會的何博文服務處主任黃淑
君、正國會山田摩衣及前板橋區政顧問石一佑
，6人中有5名女性，預料是場女力激戰。

新北市議員 民進黨初選 中和張嘉玲劍指張志豪

國民黨新任中常委今天上任，由於競選期
間賄聲賄影傳聞不斷，黨主席朱立倫已召集黨
內一級主管推動選制改革。新北市長侯友宜昨
呼籲，國民黨的黨意與民意落差很大，改革應
快速不宜再拖了；國民黨中央回應， 「與民意
更靠近、為民發聲是我們不變的目標」，加速
改革是黨內最大共識，不會停下改革腳步。

侯友宜表示，符合民意的期待才是國民黨
應走的路，要以國家、人民的利益為最大的考
量，絕對不是以個人、以黨、以派為主；改革
路線一定要符合國家、人民的期待。

國民黨前主席、立委江啟臣昨上電台也說
，黨主席到考紀會應該處理選風問題，無論事
先防堵，抑或事後處理，若有人有證據，或有

吹哨者願提供證據，該處理就要處理，否則無
法貫徹黨紀，最終國民黨將離心離德。

國民黨強調，朱立倫已請祕書長黃健庭召
開中常委選制改革小組，針對採分區制、具公
職或民代者須至少過半、適當降低席次等來推
動改革，同時，考紀會將依程序積極主動查辦
相關檢舉案，若屬實就取消當選資格。

不過，有藍營人士表示，侯友宜在四大公
投、黨中央提名委員會等黨務相關工作等等，
始終保持距離，招致不少黨內人士不滿，不少
藍營群組熱議黨籍縣市長應共同推動選制改革
，侯友宜怎不直接向黨中央建言，而是從 「外
面」批評國民黨？這恐無助加速改革，反倒增
加紛亂形象。

和民意落差大 侯：國民黨改革勿再拖

年底即將挑戰 「八連霸」的國民黨台南市資
深議員蔡淑惠，疑被檢舉詐領助理補助費，震撼
府城政壇。台南地檢署8日指揮調查局南機組人
員搜索蔡淑惠的服務處、議會辦公室等18處地點
，除查扣帳冊等相關物證外，還傳喚蔡淑惠與助
理等16人及4名證人到案釐清案情。

今年55歲的蔡淑惠出道很早，至今已連任7
屆市議員，今年底即將挑戰 「八連霸」紀錄。蔡
淑惠曾於2019年被國民黨徵召參選台南市第五選
區立委，挑戰民進黨籍現任立委林俊憲，但是並
沒有成功。

台南市議會經扣除永康區前議員林宜瑾當選
立委後，目前共有 56 位議員。但從 2020 年初到
2021年底，共有國民黨籍洪玉鳳、曾培雅、李中

岑、蔡育輝、王家貞，以及無黨籍副議長林炳利
、山地原住民議員谷暮‧哈就、前議員曾順良等
8人涉及浮報助理費被檢調偵辦或起訴，如今再
加上蔡淑惠，累計已有9名議員被查辦。

對此，國民黨台南市黨部主委林進旺表示，
尊重司法調查，但也希望檢調單位秉公處理，讓
案件真相盡速釐清，不要有政治力因素的干擾，
不要選擇性辦案，更不能讓外界有 「只辦藍不辦
綠」的觀感出現。

據了解，昨天上午調查局南機組派出20多名
調查人員，前往市議會蔡淑惠辦公室、服務處等
18處地點執行搜索時，一度引發議會員工的側目
。調查人員除帶回數箱證物，也同時傳喚蔡淑惠
等20人到案說明。

捲入詐領助理費案 南市議員蔡淑惠遭搜索約談

桃園市衛生局推出 「桃食安心資訊平台」，
蒐集桃園市傳統餐飲店2500家食材供應商、製造
商資訊10萬多筆，民眾可至平台了解吃進肚內物
品來源。另針對美國豬肉、福島食品，也可在網
站找到資訊，未來平台內容也會擴大到夜市、宴
會餐廳。

民眾利用該平台，可以查詢傳統餐飲如小吃
店等食材資訊，以位於新屋區的 「溫馨小吃」豬
肉炒飯為例，不只是米、豬肉產地有標示，連醬
油、白胡椒粉廠牌、來源皆有註明。

桃園市長鄭文燦表示，桃園是食品工業、物
流重鎮，在食安地圖扮演入口查驗角色，此外食
安政策不只是專業，也是規範及文化、行業倫理
，該平台也利用食藥署開放的資料庫，讓市府資
料更齊全，未來也會加入專案搜尋項目，如年節
、端午節、中秋節等檢驗。

衛生局說，去年3月開始規畫建立桃食安心
資訊平台，當時考量若發公文請業者提供資料幾
乎不可能，因此團隊採一家一家店逐一拜訪方式
，仔細詢問製造商、供應商，並請業者提供資料

。雖受疫情影響，團隊仍靠著視訊開會，設法在
1年內完成。平台上路後，會要求業者每3個月更
新資訊，若有民眾檢舉，也會稽查。此外業者標
示與實際狀況不符，正在研議罰則，不過初步皆
採限期改善方式。

至於許多民眾有疑慮的福島食品、美豬，該
平台中，也可以查詢哪些店家使用哪裡進口的品
項、食品內容。以日本進口食品為例，甚至可以
詳細到標示都道府縣，哪些店家使用美豬同樣可
以查詢。衛生局也強調，皆會嚴格查驗，若標示
稽查結果是合格，代表符合我國法規，是安全無
虞的。

桃園市衛生局指出，不少商家樂於提供資訊
，未來也會與優良店家合作，於 「食安嘉年華」
中，提供消費券，讓民眾可以至優良店家消費。
鼓勵店家外，也讓消費者認識好的餐飲店。除了
查核第一線業者外，因桃園食品工業多，同樣鎖
定製造商檢查，尤其出貨量大的業者，更會加強
查核。

桃食安心平台 店家食材一查就知

近年網路與數位性別暴力日趨嚴重，網紅
小玉去年涉嫌以深度偽造（Deepfake）技術製
作換臉謎片，引發社會關注。昨天是國際婦女
節，行政院宣布，為有效防制性暴力犯罪，跨
部會同步提出《刑法》、《兒童及少年性剝削
防制條例》、《性侵害犯罪防治法》、《犯罪
被害人保護法》等4項修正草案，將提報明日
行政院會審查。

行政院長蘇貞昌指出，數位科技發展迅速
及運用普及，近年有不肖分子利用換臉技術變
造牟利，散布他人性私密影像等網路性別暴力
不法事件，造成女性人身安全重大威脅，政院
已將 「防治數位/網路性別暴力」列為今年至
2025年的重要性別議題，督導相關部會盤點及
完備相關法令及行政措施。

政院宣布，跨部會提出《刑法》等4部法
令包裹修正草案，預計本周院會通過。

此次修法增訂 「妨害性隱私與不實性影像
罪」專章嚴懲不法，加重罪責保護兒少，並於
「性侵害犯罪防治法」規範加害人治療、輔導

的處遇措施。
被害人保護部分，明定網際網路業者即時

移除不法性影像機制、新訂被害人刑事保護令
，以及課以媒體責任保護被害人個資與隱私。

民進黨12立委提出女性保護3大挑戰，包
括防治性別暴力、平衡照顧與工作、對抗婚育
困境，籲行政院應盡快補上不足之處、提出符
合女性需求的法案。另外，婚育女性重返職場
艱困，立法院公義會主張推動長照假、親子假
、婦女夜間工作保護機制等入法。政院日前通
過《精神衛生法》修正草案，國民黨、民眾黨
立委昨與民團共同籲重視精障照顧者，提供支
持與喘息等服務。

防制性暴力犯罪4法包裹修正 政院明審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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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

“我不能去参加 
你的婚礼了。”

“我在外面等你。”
“对不起，我错过
你的生日了。”

“我需要再 
测试一遍。”

请登录 
getvaxxedhouston.org

  了解新冠疫苗相关信息。

当你没有接种新冠疫
苗，一切都会变得 

更加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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