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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烏克蘭東部
斯拉夫揚斯克市長利亞赫今
天說，俄軍對當地發動 「猛
烈」砲擊。這個城市是俄軍
在頓巴斯之戰的下一個目標
，砲火造成市內一座市場1人
死亡，至少3人受傷。

利亞赫（Vadim Lyakh）
在臉書貼文說： 「斯拉夫揚
斯克（Sloviansk）！這座城市
遭到猛烈砲擊，包括中區和
北區。各位，去避難吧。」

烏克蘭當局已多次籲請

斯拉夫揚斯克居民離去，因
為在俄軍攻下毗鄰的盧甘斯
克州（Lugansk）北頓內茨克
市（Severodonetsk）和利西昌
斯克市（Lysychansk）後，交
戰前線已逼近斯拉夫揚斯克
。

斯拉夫揚斯克警方說，
當地一座市場今天遭到俄軍
砲火攻擊，造成1名女性死亡
，至少3人受傷。

現場記者看到一家汽車
用品店在中彈後冒出黃煙，

市場內一排排攤位陷入火海
，消防隊奮力滅火。目前無
法確定，俄軍使用的是何種
彈藥。

自3日以來，俄軍對這座
城市的轟擊已造成至少6人死
亡，19 人受傷。當地戰前約
有10萬人口。

斯拉夫揚斯克和區域行
政中心克拉莫托斯克（Kram-
atorsk）目前還在烏克蘭掌控
下，不過已成為俄軍頓巴斯
之戰接下來的進攻目標。

頓巴斯之戰下一目標 俄軍猛烈砲擊斯拉夫揚斯克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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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俠天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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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mass shooting occurred in the Chicago
suburb of Highland Park on Monday, July 4. At
least six people are dead and over thirty-one
people were transported to two hospitals..

Highland Park Police Chief Lou Jogmen
announced that 22-year-old Robert "Bobby" E.
Crimo III was arrested around 6:30 p.m., more
than eight hours after the shooting, following a
chase in the north suburbs. The suspected
gunman allegedly opened fire from a rooftop
during a July 4th parade in north suburban
Highland Park on Monday. A rifle was recovered
from the scene. The attack appears to be
random.

Jogmen said police in North Chicago spotted
Crimo's vehicle near Buckley Road and U.S.
Route 41, and tried to conduct a traffic stop, but
Crimo fled the scene. North Chicago police
called for reinforcements, and Crimo's vehicle
was stopped about six miles away near
Westleigh Road and U.S. 41. He was taken into
custody without incident, and charges were
pending Monday evening as police continue to
investigate.

The incident marks at least 308 mass shootings

or more in the country this year involving at least
four people being shot.

There have been 11 mass shootings in the first
four days of July. In the wake of these
massacres, President Biden, just nine days ago,
signed into law the first major federal gun safety
law in decades.

What is frightening and terrible to consider is
that this tragedy happened when
we were celebrating the national
holiday of July 4 together when all
kinds of parades and fireworks
across the land were celebrating
the birth of this great country. We
must be strong together, but these
shootings cast a huge shadow in
our hearts.

Since the founding of the United
States, it has been an immigrant
country. So many people have
devoted their lifelong energy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have made a
great contribution to the nation.

But in recent years, due to racial

inequality between rich and poor, our nation has
really changed. The pandemic in recent years,
the Ukraine war, inflation and high prices have
caused many people to worry.

Today when we are celebrating the Fourth of
July, we hope that all those who love this land
can work together to create glory for this great
nation.

0707//0404//20222022

Sad Day On The Fourth Of JulySad Day On The Fourth Of July

正當全美興高采烈地在各地舉辦國
慶游行大會時，在芝加哥郊區的高地
公園市又有名瘋子向游行隊伍開槍亂射
，六人不幸喪生，二十多位受輕重。
據警方表示，兇手可能是一名二

十歲的白人，身著汗衫，他在現場丟
下了支來佛槍，他顯然是從屋頂向群
眾亂射，目前嫌犯還在逃亡之中。
截至目前為止，全美各地集體槍殺

案至少有五人被害的己超過三百零八
起，光是七月份已有十一起，三起發
生在國慶日當天。
這是多麼令人恐慌及可怕之數字

，當我們大家在共同慶祝七月四日國慶
時，全國交通充斥著大批旅客，各種
遊行煙花為這個偉大之國家誕生共同慶

祝，但是這些槍殺事件為大家蒙上巨
大之陰影。
美國立國以來是一個移民國家，

多少人懷著追尋美國夢，奉獻了他們
畢生精力，對美國有著非常大的貢獻
，但是近年來，由于種族隔離、貧富
不均，如今的美國真的是變了。
近年來之疫情、戰亂、通貨膨脹

、物價高漲，已経使當政者焦頭爛額
，不知所措。
在慶祝美國國慶之今天，我們期

盼所有熱愛這塊土地的人能夠協心同力
，為美國再造輝煌。

芝加哥等地再傳槍聲芝加哥等地再傳槍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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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發布猴痘應對策略
建議向高風險人群提供天花疫苗

綜合報導 英國衛生安全局發布猴痘應對策略，建議向猴痘感染高風險人

群提供天花疫苗，以控制猴痘傳播。目前，該國累計猴痘病例已近800例。

英國衛生安全局指出，盡管任何人都可能感染猴痘，但最新數據顯

示，猴痘在包括但不限于同性戀、雙性戀和其他男男性行爲者等人群中

傳播風險更高。猴痘病毒目前還沒有被定義爲性傳播感染，但它可以通

過性行爲中的親密接觸傳播。

根據目前可用的疫苗供應以及英國疫苗接種與免疫聯合委員會的建議

，英國衛生安全局建議向高風險人群提供天花疫苗，以阻斷猴痘傳播。

英國衛生安全局說，目前英國及歐洲其他國家沒有獲得許可用于猴

痘免疫的疫苗。但由于猴痘與天花同屬正痘病毒屬，因此爲天花開發的

疫苗被認爲可提供針對猴痘的交叉保護。

自8日起，英國已將猴痘列爲法定應報告的傳染病。英國衛生安全局21

日發布的數據顯示，截至20日，英國累計報告793例實驗室確診病例。

猴痘是一種病毒性人畜共患病，由猴痘病毒感染引發。猴痘病毒可

通過密切接觸由動物傳染給人，也可通過被病毒汙染的材料(例如床上用

品)密切接觸傳染。人感染猴痘的初期症狀包括發燒、頭痛、肌肉酸痛、

背痛、淋巴結腫大等，之後可發展爲面部和身體大範圍皮疹。多數患者

會在幾周內康複，但也有患者病情嚴重，也可能導致死亡。兒童、孕婦

以及免疫功能低下者等人群感染風險更高。

國際研發可生物降解抗菌食品包裝系統
延長保質期提高安全性

綜合報導 施普林格· 自然旗下专业学术期刊《自然-食品》最新发表

一篇材料研究论文称，一项初步研究描述了一种无毒、可生物降解的抗

菌食品包装系统，不仅能延长食品保质期，还能提高食品安全性。研究

人员利用牛油果开展的原理验证实验表明，该系统有望扩展用于生产低

成本、环保的抗菌食品包装。

该论文介绍，当前的抗菌食品薄膜通常需要大量活性成分。纤维基

涂层是一种廉价的替代品，因为这种纤维材料的表面积-体积比高，或能

使其中抗菌成分得到更有效地利用。不过，低通量制备以及依赖潜在有

害的物质和化学过程限制了微纤维在当前食品包装中的应用。

论文共同通讯作者、美国哈佛大学凯文· 帕克(Kevin Parker)、菲利

普· 德莫克利托(Philip Demokritou)和同事研发出一种高通量纤维纺丝系

统，一步就能合成，而且能将抗菌纤维直接包裹在新鲜食物上，无需额

外操作。这种纤维由普鲁兰和自然提取的抗菌物质制成。普鲁兰是一种

自然界存在的多糖，被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认定为“一般认为安全

”；自然提取的抗菌物质则包括百里香精油和柠檬酸等。

他们演示了该技术的可扩展性，达到了比常用的静电纺丝纤维制备

技术(每分钟0.01克)更高的纤维制备速度(每分钟0.2克)。研究团队还发

现，抗菌的普鲁兰纤维在液态和固态环境中皆可生物降解；在包装牛油

果时，牛油果腐烂、减重和褪色的情况均好于对照组。

论文作者认为，基于水的合成过程加上普鲁兰可实用和可清洗的特性，以

及高通量的纤维技术，为易腐食品提供了一个更有前景的低成本包装方式。

伊核談判即將重啟之際
伊朗成功試射祖爾加納衛星運載火箭

綜合報導 伊朗國防部宣布成功試射

“祖爾加納”（Zuljanah）衛星運載火箭

，這是該火箭的第二次試射。伊朗國防部

稱，此次試射是爲了進行研究。與此同時

，伊朗外長阿蔔杜拉希揚與歐盟外交與安

全政策高級代表博雷利宣布，伊核協議談

判將在未來幾天內重啓。

半島電視台援引伊朗伊斯蘭共和國

通訊社（IRNA）的報道稱，本次測試後

，相關數據將用于“祖爾加納”火箭的

下一階段研發，預計伊朗方面將進行第三

次試射。由于伊朗官員在第二次試射前沒

有發表任何評論，因此無法確定試射的確

切時間。

今年3月，伊朗曾宣布，伊朗伊斯蘭

革命衛隊（IRGC）成功發射一顆軍用衛星

“努爾2號”。這是繼2020年的“努爾1

號”後，伊朗發射的第二顆軍用衛星。伊

朗強調，伊朗的發射活動僅出于民用或防

禦目的。

報道指出，美國此前對伊朗的衛星計

劃表示擔憂，稱伊朗用遠程導彈技術把衛

星送入既定軌道，也可能會用同樣的技術

發射遠程武器，甚至是攜帶核彈頭的遠程

彈道導彈等。伊

朗否認了美方的

說法，稱本國的

核計劃“完全是

和平的”。

報道稱，在伊

朗宣布成功試射

“祖爾加納”火箭

的前一天，阿蔔杜

拉希揚與博雷利在

伊朗首都德黑蘭宣

布，伊核協議談判

將在未來幾天內重

啓，但沒有透露具

體的時間表。阿蔔

杜拉希揚稱，伊朗已就本國訴求同博雷利

進行了詳細和深入的討論，並“已准備好

在未來幾天內恢複各方會談”。阿蔔杜

拉希揚稱，希望美國在接下去的會談中

能采取負責的態度，切實、公正地履行

其承諾，以達成最終協議。博雷利表示

：“伊核協議談判將在未來數天內重啓

，我們已就此達成一致，對此我非常高興

。在我結束對伊朗的訪問後，伊朗和美國

將在歐盟的協調下恢複談判，以解決兩國

最後的分歧。”

因IRGC的問題，目前伊核協議談判

陷入了僵局。美國政府決定不把IRGC從

其“恐怖組織名單”中除名。伊朗稱IR-

GC 對伊朗人民極其重要，不能被列入

“恐怖組織名單”，並稱不會就此讓步。

“中東觀察”（Middle East Monitor）指

出，新一輪會談可能將在卡塔爾舉行。

嚴重坍塌事故！
醫療系統拉響紅色預警

綜合報導 哥倫比亞托

利馬省壹座正在舉行鬥牛

表演的鬥牛場看臺發生坍

塌，事故造成包括壹名兒

童在內的4人死亡，另有上

百人受傷。另據現場目擊

者表示，傷亡人數或進壹

步上升。

由於傷者人數較多，

許多人被送往附近城鎮醫

院就治，托利馬省政府宣

布埃斯皮納市進入緊急狀

態。該市醫療系統發布紅

色預警，該省其他地區醫

療系統發布橙色預警。

據當地媒體最新報道

，慘加鬥牛表演的多頭鬥

牛也從圍欄中逃脫，沖出

鬥牛場，在附近街道引發

路人恐慌。

事故發生後，哥倫比

亞總統杜克發表聲明，對

事故傷亡者家屬表示慰問

，稱這是壹起“悲居”，

並責令調查事故原因。哥

倫比亞當選總統佩特邏通

過個人社交媒體帳護發布

信息，對事故傷亡者的家

屬表示慰問，同時要求各

地方政府今後不再批準類

似會造成動物、人員傷亡

的表演活動。

墨西哥新增確診現近期新高
英國確診病例數單周激增23%

據約翰斯· 霍普金斯大學統計數據，

截至北京時間26日11時17分，全球累計

有543304347例確診新冠病例、6328501

例死亡病例。

美洲：墨西哥新增確診現近期新高
據墨西哥衛生部當地時間25日公布

的數據，過去24小時，全國新增16214

例確診病例、23例死亡病例，系今年2

月下旬以來單日新增確診病例數新高。

墨西哥每日新聞網24日報道說，隨

著新增確診病例數的快速增多，墨西哥

第五波疫情形勢趨於惡化，活躍新冠病

例數在過去2周內幾乎增長了3倍。另有

當地媒體援引墨西哥衛生部的消息說，

從6月27日起，墨西哥將為5歲至11歲

的兒童接種新冠疫苗。

秘魯安迪納通訊社當地時間25日援

引秘魯社會醫療保險機構數據情報和分

析部門的壹份報告指出，全國6月12日

至18日報告了10826例確診病例，高於

此前壹周的7457例。利馬、阿雷基帕等

地區新增確診病例數漲幅較大。此外，

秘魯全國的檢測陽性率已連續8周升高

，從今年 4 月時的 0.8%漲到了近期的

4.1%。

不過，從第三波疫情高峰之後，秘

魯的每周住院新冠患者數量連續16周都

在下降，每周死亡患者數量也呈總體下

降態勢。

據報道，秘魯衛生部疾控中心公

共衛生監測執行主任塞薩爾· 穆奈科表

示，雖然確診病例數正在增多，但秘

魯還沒有進入第四波疫情。相關機構

繼續呼籲秘魯民眾積極接種新冠疫苗，

繼續保持戴口罩、勤洗手和維持社交距

離等習慣。

據約翰斯· 霍普金斯大學統計數據，

截至美東時間25日17時20分，美國在24

小時內新增60331例確診病例，累計達

86948200例；新增228例死亡病例，累計

達1015926例。

歐洲：英國確診病例數單周激增
23%

《衛報》報道說，英國今年正經歷

第三次大規模的新冠病毒感染浪潮。據

英國國家統計局數據，截至6月18日的

壹周，英國約有170萬人感染新冠病毒

，比前壹周增加了23%。導致英國各地

區新冠感染病例數量增加的原因很可能

是新冠變異毒株奧密克戎BA.4和BA.5亞

型混合傳播的結果。

倫敦衛生與熱帶醫學院傳染病學教授

約翰· 埃德蒙茲認為，英國新增確診病例

數變多不是個好消息，但從目前看，它

並不會引發災難。英國利茲大學醫學院

副教授斯蒂芬· 格裏芬表示，受益於新冠

疫苗接種，英國現在的處境比2020年和

2021年要好，但仍需註意“長期新冠”

的問題。

俄邏斯衛星通訊社16日報道說，過

去 24小時，俄新增新冠病毒感染病例

3072例，累計達18415877例；新增61例

死亡病例，累計達380837例。

亞洲：韓國單日新增確診連續17天
低於1萬例

據韓國中央防疫對策本部26日通報

，截至當天零時，韓國較前壹天零時新

增確診病例6246例，累計達18326019例

；新增6例死亡病例，累計達24522例。

這是韓國單日新增確診病例連續17天低

於1萬例。

印度衛生部在26日通報說，過去24

小時，全國新增11739例確診病例、25

例死亡病例。目前，印度每日檢測陽性

率為2.59%、每周檢測陽性率為3.25%。

印度“News18”新聞網報道稱，隨

著確診病例的增多，印度德裏地區的防

疫管控區已從6月17日的190個增加到了

6月24日的322個，增幅約為70%。當地

官員指出，大多數病例都有家庭或社區

聚集傳染的特征。

據報道，孟加拉國 25日報告新增

1280例確診病例，檢測陽性率為15.07%

。這是過去4個月以來，孟加拉國每日

檢測陽性率首次超過15%。

據《聯合早報》報道，新加坡25日

新增6168例確診病例，每周病例傳播率

攀升至1.48。這也是每周病例傳播率自6

月14日以來連續12天高於1。

非洲：中國科興新冠疫苗在南非獲
批附條件上市

據非洲疾控中心數據，截至25日，

非洲累計有 11764939 例確診病例、

253977例死亡病例。

當地時間24日，南非衛生產品監管

局宣布已於6月14日批準中國科興新冠

疫苗克爾來福在南非附條件上市，用於

該國18歲至59歲成年人接種，兩劑次間

隔時間為14天至28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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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新聞

美國空軍6架F-35A匿蹤戰機5日飛抵韓
國，參加美軍與韓國部隊舉行的聯合軍演。據
美國之音報導，這是 F-35A 戰機 2017 年以來
第一次公開造訪韓國，也正值盟國與朝鮮相互
展示武器不斷升級之際。

美韓近年來公開宣布減小聯合軍演規模，
第一次是 2018 年，時值美國展開與朝鮮外交
接觸的努力。隨後的幾年則因為新冠病毒大流
行病受影響。

今年5月就職的韓國總統尹錫悅謀求增加
盟軍軍事力量的公開展示，包括軍演，以回應
朝鮮今年進行的破紀錄的飛彈試射。朝鮮看來
也在準備進行 2017 年以來的第一次核武試驗
。

韓國國防部在一份聲明中說，這 6 架
F-35A 戰機將在韓國停留十天。聲明還說，
「這次部署的目的是展示美韓聯盟的強大威懾

力及聯合防衛姿態，同時改進韓國和美國空軍
之間的互操作性。」

駐韓美軍在一個聲明中說，這些戰機來自
阿拉斯加的艾爾森空軍基地（Eielson AFB）。
駐韓美軍發言人表示，這是自2017年12月以
來首次在韓國公開部署第五代戰機，不過沒有
說明是否有過未曾宣布的訪問。

韓國已經從美國購買了 40 架 F-35A 戰機
，仍希望再購買 20 架。駐韓美軍說，韓國空
軍的F-35A戰機也將參加聯合軍演。

朝鮮譴責美韓聯合軍演以及韓國購買美國
武器，稱這是 「敵對政策」的例證，證明美國
提出的不設前提條件地談判是空洞的。

美國總統拜登今年5月訪問韓國與尹錫悅
總統舉行峰會時承諾，在朝鮮一連串的飛彈試
射中，美國將及時根據需要以協調方式向韓國
部署戰略性武器系統。

美6架F-35A匿蹤戰機抵韓參加聯合軍演 2017年以來頭一遭

美國賓州費城官員和媒體
指出，費城兩名警察今晚在班
傑明．富蘭克林大道（Benja-
min Franklin Parkway）附近中
槍，當時有數千民眾在參加國
慶日演唱會和觀賞煙火秀。

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
）地方電視台 CBS3 Philadel-
phia 報導指出，事件發生在當
地晚間9時45分，槍聲響起，

民眾驚聲尖叫並四處竄逃。
CBS3 Philadelphia 引 述 警

局聲明指出，中槍的兩名警察
傷勢穩定，目前警方還在追捕
槍手。

地方媒體播放的錄影畫面
顯示，事發後，民眾急忙逃離
班傑明．富蘭克林大道，警方
也指示一旁大樓內的民眾就地
掩護。

另有民眾告訴美國國家廣
播公司（NBC）地方電視台說
： 「我沒聽到槍聲，但有警察
叫我們趕快跑。」

今天稍早，伊利諾州芝加
哥 郊 區 高 地 公 園 （Highland
Park）發生槍擊事件，槍手從
屋頂朝街上參與國慶遊行慶典
活動的民眾開槍，造成 6 人喪
生、逾36人受傷。

美國國慶日不寧靜 費城槍響2警傷
綽號 「大白鯊」的美國男子徹斯納特（Jo-

ey Chestnut）今天狼吞虎嚥地在10分鐘內嗑掉
63份熱狗堡，在紐約州科尼島（Coney Island）
舉辦的年度大胃王比賽中第15度奪冠。

徹斯納特雖累積15度榮登大胃王寶座，但
今天的表現遠遠不及2020年，當時他在短短10
分鐘內吞下76份熱狗堡，因此他特地向現場群
眾道歉，承諾明年會有更好的表現。

徹斯納特告訴法新社，他的訓練方式是經
常吃熱狗堡，以及大約一週一次參加競食比賽
。

經過今天的大師級表現後，他表示自己接
下來一整天都不會再碰食物了。

徹斯納特無庸置疑是 「奈森吃熱狗大賽」
（Nathan's Hot Dog Eating Contest）的贏家，在

這個領域遙遙領先。大賽主持人席亞（George
Shea）說： 「徹斯納特是一股超越物理定律的
力量。」

第2名的艾斯培（Geoffrey Esper）吃掉47.5
個熱狗堡，第3名的韋柏（James Webb）則吞下
41個熱狗堡。

在女子組大胃王方面，須藤（Miki Sudo）
在10分鐘內嗑完40個熱狗堡，勇奪冠軍。她去
年因懷孕並未參賽，這次帶著寶貝亮相，不過
今年表現不如她過往在10分鐘內吞下48份熱狗
堡的紀錄。

來自美國各地和遠從澳洲來的競爭者傾向
把熱狗堡泡在水或汽水裡，以利於快速連續吞
嚥而不會噎到。

美大胃王常勝軍10分鐘狂嗑63份熱狗堡 15度奪冠

根據官媒新華社報導，今天上午中國國務院
副總理劉鶴應約與美國財政部長葉倫熱線，中方
表達了對美國取消對華加徵關稅和制裁、公平對
待中國企業等問題的關切。

新華社上午報導指出，具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員身分的中美全面經濟對話中方牽頭人劉鶴於今
天上午應約與葉倫（Janet Yellen）舉行視訊通話
。

通稿指出，雙方就宏觀經濟形勢、全球產業
鏈供應鏈穩定等議題務實、坦誠交換了意見，交
流富有建設性。

通稿稱，雙方認為，當前世界經濟面臨嚴峻
挑戰，加強中美宏觀政策溝通協調意義重大，共

同維護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穩定，有利於中美兩國
和整個世界。

通稿最後指，中方表達了對美國取消對華加
徵關稅和制裁、公平對待中國企業等問題的關切
。雙方同意繼續保持對話溝通。

華爾街日報昨天報導，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將在近期內宣布調降部分中國商品關稅
，熟悉內情的人士指出，拜登近幾週一直在考慮
這件事，可能在本週公布決定。

報導指出，美國貿易代表署（USTR）正在
對川普時代關稅政策進行四年一度的強制檢討，
業界人士可以提供意見的時間將於7月5日截止
。

劉鶴與葉倫熱線 關切美國取消對陸關稅

美國芝加哥郊區國慶遊行今天發生大規模槍擊事件，讓獨立紀念日慶典蒙上陰影。總統拜登
在演說中試圖信心喊話，呼籲國人在國家面臨經濟挑戰和分裂之際，發揮愛國情操。

綜合法新社和路透社報導，拜登在白宮的演說中表示，他相信美國能度過 「令人不安」的時
期。

拜登說： 「我們總是從最嚴重危機的最深處攀上高峰。我們先前遇過試煉，如同今日面臨考
驗，但我們從未失敗，因為我們從未背棄定義這個國家的核心信念和承諾。」

他表示： 「經濟正在成長，但並非沒有痛苦。自由受到攻擊，在國內外都受到攻擊。近日，
有理由認為這個國家正在倒退、自由已走下坡，我們認為受到保護的權利不復存在。」

拜登是指最高法院近來一連串裁定，包括推翻近50年墮胎權的憲法保障、為希望在公共場合
擁槍的族群擴大槍枝權利，以及限制政府對抗氣候變遷的能力。

他還說： 「我知道這會令人精疲力竭、令人不安，但今晚，我希望讓大家知道，我們將度過
這一切。」

拜登呼籲國人在面臨國家分裂之際團結一心。
他說： 「在這風雨飄搖的日子，願我們發揮愛國情操。我相信我們會更團結勝於分裂，我更

相信這是我們的抉擇，我相信我們有能力選擇團結，目標一致。」
拜登在演說中僅略提上午發生在伊利諾州芝加哥郊區高地公園（Highland Park）的槍擊事件

。據報槍手從屋頂向觀看遊行的群眾開火，釀成6死36傷。
拜登稍早已發聲明譴責這起 「無謂的」暴力行為，矢言繼續對抗美國槍枝暴力氾濫情況。
根據 「槍枝暴力檔案」（Gun Violence Archive）資料，美國今年發生至少309起大規模槍擊

事件。這個非營利研究組織將大規模槍擊定義為不含槍手、4人以上中彈或遇害。
全國公共電台（NPR）提到，拜登仍樂觀看待國家的未來，堅稱美國人會更團結，但民眾此

刻似乎沒有如此樂觀。最近美聯社/美國民意研究所（NORC）一項調查顯示，85%美國人認為國
家走錯方向。拜登的支持率仍在低檔徘徊。

美國慶活動因槍擊蒙陰影 拜登信心喊話籲團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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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漢語橋”世界中文比賽

印尼賽區抉出名次
綜合報導 經過3天線上

比拼，2022年“漢語橋”世

界中文比賽大、中、小學生

印尼賽區總決賽24日決出名

次。中國駐印尼大使陸慷為

獲壹等獎選手和指導老師在

線頒獎並致辭。印尼阿拉

紮大學校長阿瑟普、雅加

達華文教育協調機構(雅協)

主席蔡昌傑等出席頒獎典禮

並致辭。

陸慷表示，“漢語橋”

中文比賽加深了印尼人民對

中國語言和中華文化的理解

，在中國與印尼青年之間架

起了以語言文化促進民心相

通的橋梁，也是促進中印尼

兩國合作共贏之橋、推動中

印尼文明交流互鑒之橋，希

望越來越多的印尼青年學生

成為促進中印尼兩國民相親

、心相通的友好使者，為印

尼國家經濟建設，為中印尼

人民的世代友好貢獻才智和

力量。

阿瑟普表示，掌握中文

不僅能夠與世界五分之壹的

人口輕松交流，也能為兩國

人民的繁榮、發展和福祉做

出貢獻。印尼很多年輕人都

在學習漢語，對中國文化有

著濃厚的興趣，相信有壹天

他們會成為印尼與中國友好

的使者。

來自小太陽三語學校的

甘涵銹、黃雪欽獲今年“漢

語橋”小學生印尼賽區總決

賽壹等獎、李月芳和黃玉仙

兩位老師獲最佳輔導教師獎

；來自新中三語學校的林瓏

獲中學生總決賽壹等獎、余

雁娟獲最佳輔導教師獎；來

自亞洲國際友好學院的陳佳

馨獲大學生總決賽壹等獎、

華春桑獲最佳輔導教師獎。

第二十壹屆“漢語橋”

大學生、第十五屆“漢語

橋”中學生和第二屆“漢語

橋”小學生世界中文比賽印

尼賽區總決賽由中國駐印尼

使館主辦、雅協和阿拉紮大

學孔子學院聯合承辦。

據蔡昌傑介紹，“漢語

橋”中文比賽自2002年開始

在印尼舉辦，如今已成為印

尼華文教育、中文教學的品

牌。印尼選手曾獲全球壹等

獎、二等獎、三等獎和亞洲

冠軍等各種獎項。

泰國暹邏智庫舉辦“絲路之友俱樂部”研討會

綜合報導 泰國暹邏智庫日前在

曼谷舉辦“絲路之友俱樂部”活

動——“中泰壹家親：疫後經濟

展望”研討會。泰國前國會主席

頗欽、外交部東亞司副司長萍素

達、正大管理學院校長頌頗，中國

駐泰國使館慘贊彭非及來自北京交

通大學、中央材經大學、廣東材經

大學、朱拉隆功大學孔子學院、新

加坡國立大學的專家學者應邀通過

線下或線上方式與會。

彭非重點介紹了中國“動態清

零”疫情防控政策和經濟發展前景

，指出“動態清零”政策符合中國

國情，註重科學精準，對全球抗疫

作出了重要貢獻。中國經濟韌性強

、潛力大，前景光明可期。中國將

持續推動高水平對外開放，為各國

共同發展、實現共同繁榮提供更多

機遇。壹些國家大興冷戰之風，熱

衷於搞排他性“小圈子”“小集

團 ” ，執意打造“印太經濟框

架”等“平行體系”，嚴重破壞

國際政治、經濟、安全秩序。

萍素達指出，疫情以來泰中雙

方共克時艱，“泰中壹家親”的友

好情誼不斷深化。中國是泰國重要

的合作夥伴，中方為

泰農產品輸華、留學

生返華復學等做了大

量工作，泰方深表感

謝。泰方願與中方攜

手努力，推動泰中關

系再上新臺階。

頗欽指出，中國

“動態清零”政策效

果卓著，充分彰顯

“生命至上、人民至

上”理念主張。中國經濟持續穩

定增長，使泰國、東盟及整個世

界受益。中國提出的“壹帶壹路”

倡議和共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

為世界和平發展貢獻了正能量。

泰國反對“小集團”“小圈子”

，倡導與各國人民攜手努力，實

現合作共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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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日本總務省24日公布的

數據顯示，5月日本去除生鮮食品的核

心消費價格指數(CPI)同比上升2.1%至

101.6，日本核心CPI已連續9個月同比

上升。

據日本廣播協會電視臺報道，日

本核心CPI漲幅已連續兩個月超過2%

。報道稱，國際市場原油價格上漲是

推升CPI的主要原因。

數據顯示，5月日本能源類商品價

格大幅上漲，總體同比上漲17.1%。其

中，電費同比上漲18.6%，管道天然氣

上漲22.3%，汽油價格上漲13.1%。與

此同時，生鮮食品以外的食品、耐用

消費品漲價勢頭也更加明顯。去除生

鮮食品以外的食品價格同比漲幅達

2.7%，生鮮食品總體價格同比上漲

12.3%。

據日本《朝日新聞》報道，由於

去年春天以後日本運營商相繼推出低

價套餐，手機通信費顯著下跌成為抑

制CPI上升的重要因素。4月以後該因

素對CPI的影響減退。

日本內閣官房副長官木原誠二在

當日記者會上表示，物價高漲導致購

買力降低，給民眾消費和企業發展帶

來障礙，必須對物價上漲帶來的經濟

風險保持密切關註。他表示，日本政

府將盡快實施總規模約13兆日元的綜

合緊急對策，以應對物價上漲。

印度總理莫迪：
印度今年經濟增速預計將達7.5%

綜合報導 據印度新德裏電視

臺(NDTV)報道，印度總理莫迪

在金磚國家工商論壇表示，印

度今年的經濟增速預計將達到

7.5%。

莫迪說，“我們預計今年的增

長率將達到7.5%，這將使我們成為

增長最快的主要經濟體。”

莫迪還表示，到2025年，印

度數字經濟的價值將達到 1 萬

億美元。此外，他強調了印度

的經濟實力，印度有機會投資

1.5 萬億美元，用於建設國家管

道基礎設施。

印度總理還表示，在“新印

度”，每個領域都在發生變革，

該國經濟復蘇的關鍵支柱是技術引

領的增長。“我們支持每壹個領域

的創新，”莫迪說。

2022年金磚國家工商論壇於6

月22日在北京以線上線下結合方

式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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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何佩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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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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誓就任特首發表感言 指施政會體現實踐習主席希望和要求

李家超：不負國家重託 不負市民期望

◆◆習習近近近平監誓平監誓，，李家超宣誓就任香港特區第六任行政長官李家超宣誓就任香港特區第六任行政長官。。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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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1日在典禮上宣誓就職，其後致辭時表

示，未來5年特區政府會務實有為，迎難而上，“以結果為目標”，在

各方面力謀發展。其後，他在西九站首次會見傳媒時表示，習近近平主席

對新一屆特區政府施政提供了重要的指導方向，為新一屆政府的工作注

入強大的信心和巨大的動力。他將會帶領新一屆政府全力以赴，施政會

體現和實踐習主席的希望和要求，不辜負習主席的重託，亦不會辜負廣

大市民的期望。“我會團結和帶領社會各界續寫‘一國兩制’成功實踐

的新篇章，展現香港的新景象。”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李家超在就職典禮上致辭表示，“一國兩
制”是香港社會的最佳制度保障，是維

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重要基石，更是給予特區
獨特優勢的成功國策。他將全面準確貫徹落實
“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方
針，維護憲法和基本法確定的特區憲制秩序，
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確保香港長
期繁榮穩定。

以改革精神自我挑戰及創新
他指出，未來5年是香港“由治及興”的

關鍵時刻，特區政府會務實有為，迎難而上，
“以結果為目標”，解決社會問題。管治團隊
會重視團隊文化，優勢互補，以改革精神，自
我挑戰及創新，提升管治效能，為市民解困。
領導官員會在問題萌芽時主動介入，積極指
揮。政府施政要關心民心所盼。哪怕每天只解
決一個問題，但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河，持之以
恒，必有所成。

李家超表示，特區政府會全面提升香港的
競爭力，發展經濟，包括鞏固和提升國家“十
四五”規劃下香港作為國際金融、航運、貿易
中心等固有優勢產業，及全力發展新興產業；
凝聚建設香港成為國際創新中心，發揮和結合
香港和內地的自身優勢和不同地方的優勢，讓
香港的基礎科研成績，結合內地特別是粵港澳
大灣區的產業鏈、人才和市場力量等，把創科
及各領域做大做強，發展高端競爭力，提升創
科力量。

他強調，發展是解決社會問題、改善民生
的金鑰匙。政府會正視房屋土地問題，成立行
動和統籌工作組，全面提速、提量、提效，增
加多元土地房屋供應；以科學精準管控新冠疫

情，強化醫療系統應變能力，加強安老護幼；
制訂青年政策和發展藍圖，增加青年上流空
間，並鼓勵他們擁抱粵港澳大灣區機遇，實現
夢想。我們會優化教育，培育有家國情懷，具
世界觀、大局觀的新一代。

在發展的同時，李家超表示，政府會居安
思危，防患於未然。“我們會奠定安穩基石，
確保有充分的防範和保障能力，應對包括國家
安全、金融安全、食物衞生安全、物資供應安
全等風險。政府會全面用好話語權，派員及代
表團到海外，說好香港故事，讓香港的成功和
事實宣揚到海外。”

主席講話有五方面意義
李家超其後在高鐵西九龍站歡送習近平主席

後向傳媒表示，習主席是次來香港視察和發表的
重要講話有幾方面的重要意義：

一是習主席在疫情下親臨香港出席慶祝大
會和就職典禮，充分體現習主席和中央對香港
同胞的深切關懷、對香港發展全力支持及高度

重視；
二是習主席肯定了25年來“一國兩制”的

實踐在香港取得舉世公認的成就，高度評價香
港在國家發展中的重要作用，並對香港未來繼
續在國家發展發揮重要作用寄予厚望；

三是習主席鄭重宣示“一國兩制”方針是
好制度，長期堅持，不會改變，進一步增加大
家對“一國兩制”成功實踐和香港發展前景的
信心；

四是習主席向香港特區政府和社會各界提
出了四點希望；

五是習主席對新一屆特區政府施政提供了
重要的指導方向，亦表明中央將全力支持新一
屆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為新一屆政府的工作注
入強大的信心和巨大的動力。

李家超強調，將會帶領新一屆政府全力以
赴，施政會體現和實踐習主席的希望和要求，不
辜負習主席的重託，不會辜負廣大市民的期望。
“我會團結和帶領社會各界續寫‘一國兩制’成
功實踐的新篇章，展現香港的新景象。”

首天委任四副局兩局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特

區行政長官辦公室1日公布，特首李家超委
任四名副局長和兩名局長政治助理（見左
圖）。他們1日履新。

在是次委任中，現年45歲的陳百里獲
續任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副局長；現年45歲
的陳浩濂續任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副局長，現
年37歲的何啟明續任勞工及福利局副局
長，現年54歲的胡健民續任政制及內地事
務局副局長。現年30歲財經事務及庫務局
局長政治助理葉俊廉獲續任，原民政事務

局局長政治助理、31歲的張進樂獲委任為
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局長政治助理。

李家超1日為行政長官辦公室主任葉文
娟及上述副局長和政治助理監誓。他表示，
十分歡迎這些有抱負、有能力、有擔當的人
士繼續留任在政治委任團隊，為國家、為香
港作出貢獻。“我相信他們會全力以赴，協
助司局長聯繫社會各界，有效施政，同為香
港開新篇。”

特區政府將另行公布其餘副局長和政治
助理的人選。

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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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區第六屆政府主要官員宣誓就職香港特區第六屆政府主要官員宣誓就職。。 新華社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 特區政府1日上午在
灣仔金紫荊廣場舉行升旗儀式，慶祝香
港回歸祖國25周年。全國政協副主席梁
振英，香港特區第六任行政長官李家
超、第五任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以及香
港社會各界人士共同見證。

中聯辦主任駱惠寧、中央駐港維護
國家安全公署署長鄭雁雄、外交部駐港
特派員劉光源、解放軍駐港部隊司令員
彭京堂與政委賴如鑫出席升旗儀式。

在《歌唱祖國》的樂曲聲中，護旗
方隊整齊劃一地踏着中式步操進場，護
送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旗和香港特別行政
區區旗來到旗杆下。在升旗台前站定
後，方隊指揮官走到席前，向李家超報
告護旗方隊與儀仗隊已經準備好。

隨後，升旗儀式正式開始。隨着
《義勇軍進行曲》奏響，國旗與區旗冉
冉升起，現場全體肅立，高唱國歌。上
午8時整，國旗和區旗升至旗杆頂點。

香港特區政府飛行服務隊多架直升機
隊在維多利亞港上空飛過，領航直升機懸
掛大幅國旗，區旗緊隨其後。海面上，香
港紀律部隊消防輪噴灑水柱敬禮。

李
家
超
駱
惠
寧
等
出
席
七
一
升
旗
禮◆飛行服務隊直升機分別懸掛國旗和區

旗在維港上空飛過。 中新社

◆特首李家超、香港中聯辦主任駱惠寧、特區政府主
要官員及嘉賓1日晨出席金紫荊廣場升旗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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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選舉將在年底登場，新北地檢署今邀
集法務部調查局新北市調查處及北部機動工作
站、新北市警察局等單位召開地方公職人員選
舉查察期前策略會議，專注查賄制暴。新北地
檢署指出，截至今日共接獲14件賄選情資，目
前均由檢察官指揮警調追查，盼遏止賄選、暴
力介入選舉。

新北地檢署檢察長毛有增今主持會議，他
表示，新北轄內人口數及候選人數眾多，現今
賄選方式多樣，必須精進查賄技巧、過濾情資
，檢方將秉持情資共享精神，與各單位合作，
嚴查賄選及暴力、嚴辦境外資金、嚴防假訊息
的偵辦原則，全力查賄，讓選舉能夠公平公正

完成。
檢察官劉恆嘉也在會中分享 「檢舉人身分

保密措施」，讓各機關了解從情資提報、製作
筆錄到發放獎金的過程，如何保密檢舉人身分
，主任檢察官洪三峯也針對選舉查察工作綱領
、相關因應作為及精進方向提出報告，並由警
政、廉政、移民和憲兵機關針對各區候選人進
行選情分析等。

新北地檢署指出，目前已接獲14件賄選情
資，正在全力追查，希望民眾勇於出面檢舉不
法賄選，除了可獲高額檢舉獎金，也希望遏止
賄選情事，維護客觀、公平的選舉環境。

新北檢嚴查選前賄選 深入追查14件檢舉案

中市碩頂精密公司未取得衛福部製造醫療
器材許可證，在去年 1 月間被查獲違法生產
「安心口罩」醫療口罩，販售近580萬片，不

法獲利高達1500多萬元，台中地院依《藥事法
》未經核准擅自製造醫療器材罪判黃姓負責人
徒刑3月、另3名共犯2月徒刑，均得易科罰金
；碩頂罰金10萬元，犯罪所得沒收，可上訴。

碩頂公司未領有衛生福利部核准的製造醫
療器材許可證，黃姓負責人於2020年8月起設
計印有 「防疫口罩捕捉病毒的關鍵原料熔噴布
」及 「用途：防止飛沫傳遞，過濾微生物、體
液及微粒粉塵」等字樣的口罩外盒，交由碩頂
公司李姓總經理、周姓會計及頂善公司陳姓行
政人員等人，在同年 9 月起在工廠違法生產
「安心口罩」，並對外販售。

黃男等人在2021年1月5日取得製造許可
證前，共銷售約579萬餘片違法口罩，不法獲

利新台幣1571萬餘元。
黃否認犯行，辯稱 「安心口罩」並非雙鋼

印口罩，不屬於醫療器材，且碩頂具有醫療器
材製造業、販賣業藥商資格，口罩外盒誤用文
字，屬於過失。其他3人則辯稱只是依照黃男
指示工作。

法官認為， 「安心口罩」印有 「捕捉病毒
」、 「防止飛沫傳染、過濾病毒」等文字，符
合醫療器材定義，至於外觀是否標註 「MD」
及雙鋼印，主要是用來區別是台灣製造或國外
輸入，並認定黃男有販賣醫療器材犯意。

法官審酌碩頂公司後續在2021年1月5日
取得衛福部核發醫療器材許可，依違反《藥事
法》，判碩頂公司罰金10萬元，黃男3月徒刑
、其餘李、周及陳各2月徒刑，犯罪所得1571
萬餘元沒收。

無照生產販售 「安心口罩」 無良廠商撈1500萬黑心錢遭判刑

桃園市今天降下大雨，位於桃園市桃園區六軍團指揮部靠龍山街側的擋土牆疑似雨勢擋土牆坍
塌，導致3台機車被壓壞。桃園市桃園警分局、中壢警分局皆派員到場管制人車，並通知軍方到場處
理。

警方表示，晚間接獲通知，桃園區龍山街的六軍團指揮部擋土牆坍塌致3部機車毀損，龍安派出
所、內壢派出所獲報到場管制交通。目前營造廠商已經派遣工程車及施工人員到場，軍方接手做後
續處理。

桃園降大雨六軍團指揮部擋土牆坍塌壓毀3機車

司法院人審會5日決議，調派最高法院法官李文賢接任金門高院分院院長，台南高分院庭長翁
金緞調任最高法院辦理審判事務，另高院法官賴劍毅及台中高分院法官吳進發、高雄高分院法官蘇
姿月、李璧君、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法官陳心弘升任庭長。

首次調任二審法院法官任期間屆滿，為應業務需要，再次調派為二審法院法官，共計有陳杰正
、馬傲霜、王育珍、許曉微、劉兆菊、陳俞婷、紀凱峰、俞秀美、呂煜仁、葉力旗、台中高分院法
官羅立德、許勻睿、古瑞君、章曉文等人。

高院法官蔡世芳調任台北地方法院庭長，智慧財產及商業法院智慧財產法庭法官何若薇調台北
地院法官；高院法官連雅婷、高雄高分院法官趙伯雄、賴彥魁、花蓮高分院法官朱慧真等4人調任
新北地方法院法官等。

司法院人審會決議 李文賢接任金門高分院院長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台北分署5日舉行 「123聯合拍賣會」，

現場買氣火熱，珠寶首飾及手工波蘭陶幾乎被一掃而空，整場拍
賣會共拍賣1381萬6270元。而高科磁技公司股票拍賣，更以喊
價77次，一舉打破台北分署的動產拍賣紀錄。

台北分署表示，今日拍賣會中各式珠寶首飾因以百元起跳拍
賣，沒多久即被民眾幾乎一掃而空，共賣出463件。而前幾次拍
賣會熱銷的手工波蘭陶買氣依然旺盛，161件被一位大戶全數買
走。另罕見的空氣鐘，亦被識貨的行家收購，而實用的手套口罩
組也賣出多件，總計變賣金額為19萬1750元。

至於不動產部分，台北
國稅局當場聲明願以底價
1200萬元承受北市萬華區青
年段一小段 770 地號，面積
1640平方公尺的土地。

此外，磁科股票拍賣則
是本次拍賣會的最高潮，今
天拍賣的磁科股票共3萬9739股，拍賣官宣布起標價75萬元，
現場3組買家隨即開始激烈喊價，在輪番喊價加碼多達77次後，

最終以161萬000元的高價拍定，等於每股40.5元，一舉打破台
北分署拍賣動產的喊價紀錄。

股票喊價競價高達77次 打破台北分署拍賣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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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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