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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稱胡克小學槍擊是騙局昔稱胡克小學槍擊是騙局 美名嘴須賠美名嘴須賠410410萬萬
（中央社）美國德州陪審團今天表示，極右翼陰謀論名嘴瓊斯（Alex Jones）謊稱2012年桑

迪胡克小學槍擊案是騙局，須賠償一名罹難孩童家屬至少410萬美元。
綜合法新社和路透社報導，陪審團商議一天後，決定了瓊斯應支付的補償性賠償金額。
48歲的瓊斯多年來一直在他的網站 「資訊戰」 （Infowars）和流行廣播節目中聲稱，桑迪胡克

小學（Sandy Hook Elementary School）槍擊案是槍枝管制倡導人士 「策劃」 的騙局，但後來承認
這起造成20名學生與6名教職員身亡的槍擊案 「百分之百是真的」 。

罹難者家屬提出多項誹謗訴訟，瓊斯被判負有法律責任，這起德州官司率先打到賠償階段。
德州奧斯汀（Austin）的陪審團裁定，瓊斯因造成家屬情緒悲痛而須付410萬美元補償性賠償

，陪審團接下來將聽取有關懲罰性賠償是否合理的證據，預計明天展開審議。

這筆補償性賠償金額遠低於原告求償的1.5
億美元。原告是6歲受害者路易斯（Jesse Lewis
）的父母赫斯林（Neil Heslin）與史嘉蕾．路易
斯（Scarlett Lewis）。

他們的律師法拉爾（Kyle Farrar）在電郵中
說： 「我方滿意裁定結果，我們期待明天展開的
懲罰性賠償階段。」

瓊斯今天並未出庭聆判，他的律師也未立即回應置評請求。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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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t Thursday at the monthly meeting of the Houston International District, our board
member, Mr. H.D. Chambers, who has served on the board for the past several years,
announced his retirement after thirty-seven years of service at his education post.

H.D. has served as superintendent with a career of thirty-seven years in Texas public
education. Prior to taking on the leadership role as the superintendent of the Alief School
District, in the spring of 2011, he also served as superintendent for the Stafford School District.

H.D. has created a meaningful and useful opportunity for educators to prepare students
for higher education, the workforce and the armed services.

In the last twenty years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Houston International District, our
board members have come from business, education and local community leaders. The
district has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promoting the economic prosperity of the local
community while developing the culture and improving the public safety. At the farewell party
for H.D., we presented him with a plaque of appreciation and expressed our heartfelt thanks
for his service to our community.

In the last twenty years we have had support from people representing all walks of life.
Many newcomers are still coming to our area to start their new lives. We always open our
arms to welcome all of them. This is a great nation which will continue to benefit from all the
newcomers.

Mr. H.D. Chambers, we all wish you well and much joy in your retirement life. 0808//0505//20222022

H.D. Chambers, Thank You For YourH.D. Chambers, Thank You For Your
ServiceService

上週四在休斯敦國際區的例行委員會議中
是服務七年多的委員的艾理芙學區總程伯最後
一次參加委員會，也是他宣佈從服務三十七年
的教育崗位上退休。

近十年來，程伯總監出任艾里艾學區掌門
人，並且把學區重艱難困境中重建成為一個耀

眼的學區，在他的領導下，曾經兩次發行學區
公債，大興土木，分別加蓋多棟校舍及巨型
職業技術訓練中心，為學區之職業訓練建立了
完整課程和制度。

休斯敦國際區成立近二十年來委員會組成
之份子主要來自商界、教育及社區領袖，我

們在促進社區経濟繁榮、發展文化
、教育及改善治安是我們三大主要
任務，尤其是學區總監程伯之參與
，做出了非常重大之貢獻。
程伯在教育事業上奉獻了三十七

個年頭，他曾經擔任體育教練，一
直到七年前出任學區總監，由于他
出眾之領導力，把學區之地位大大
提高近年來，並且創辦了雙語學校
，教授中文及越文。
在上週四舉辦的歡迎會上，我代

表全體委員贈送了一個「功在社區
」之紀念匾額，感謝他多年來對教
育事業之奉獻。
國際區成立迄今，在各界人士之

熱心支持下，獲得長足之進步，正
有許多來自東西兩岸之居民不斷湧

入，百利大道上呈現繁榮景象，商業地產也
不斷上漲，成為休斯敦一個経濟模範區。

我們在此再次感謝程伯總監對社區教育之
極大奉獻，並祝福他退休生活丰富和愉快。

程伯總監榮退程伯總監榮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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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道】委內瑞拉官員拿出了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寫給馬杜羅的幾封信件，指出這是英國承認馬杜羅是委
內瑞拉總統的證據，因此該國存放在倫敦的黃金儲備理應歸委內瑞拉政府所有。

委內瑞拉中央銀行行長卡利克斯托•奧爾特加•桑切斯週四在採訪中表示，這些外交信函證明，英國政府承認馬
杜羅是委內瑞拉的總統，而這可以推翻倫敦一名法官上月做出的一項裁決，該裁決稱馬杜羅政府對這些金條沒有所有
權。此外，奧爾特加還指出，英國政府向馬杜羅政府的官員發放簽證，也佐證了委內瑞拉政府要求英方歸還黃金的主
張。

報導提到，目前，這些黃金存放在英格蘭銀行的金庫中，總價值約為委內瑞拉52億美元外匯儲備的五分之一。
在2019年英國政府將委反對派人物胡安•瓜伊多視為其自封的“臨時總統”之後，瓜伊多陣營一直在試圖奪取對這
些黃金的控制權。馬杜羅政府已經表示，將對倫敦法院上月的裁決提出上訴。

在返回倫敦途中的奧爾特加對彭博社說道：“女王簽署的三封信代表了一種官方立場。”他展示了英國女王伊麗
莎白二世在今年6月以加勒比海小國聖文森特和格林納丁斯國家元首的身份簽署的兩封信。在第一封信中，她向馬杜
羅告知該國駐委內瑞拉的外交官發生變化。在第二封信中，她請求馬杜羅任命一位新的委內瑞拉駐該國代表。而在第
三封信中，伊麗莎白二世則代表另一個加勒比海國家聖盧西亞的政府寫信給馬杜羅。這三封信標記的收件人都是“委
內瑞拉玻利瓦爾共和國總統尼古拉斯•馬杜羅•莫羅斯閣下”。

奧爾特加還出示了自己的外交護照，上面有自2018年6月以來英國當局簽發的8張簽證，以此證明英國政府承認
馬杜羅政府官員的身份。他補充說，英國駐委內瑞拉臨時代辦也在2021年向馬杜羅政府提出申請，並獲得了相應簽
證。

報導提到，委內瑞拉政府指出，倫敦法院上月的裁決對在英國金融體系中存放資產的其他國家產生“巨大影響”
。奧爾特加指出：“此事事關倫敦作為全球最中立、最可靠的經商之地的聲譽。他們在法庭上說一套，事實上做卻是
另一套。”

據俄羅斯衛星通訊社此前消息，7月29日，委內瑞拉政府要求英方歸還其黃金的訴訟被英國高等法院駁回。委內
瑞拉議會議員雅各布•托雷斯稱，英國政府以支持瓜伊多為掩護，想要侵吞委內瑞拉的黃金儲備。

英女王信件可證明倫敦法院侵吞黃金儲備裁決非法英女王信件可證明倫敦法院侵吞黃金儲備裁決非法

（綜合報導）一直在大力發展軍工產業的韓國，正在提升自己作為“武器
出口國”的存在感。在俄烏持續衝突背景下，韓國正在努力贏得北約國家的訂
單。

報導稱，挪威、芬蘭、愛沙尼亞、澳大利亞的軍方相關人士，4月到訪位
於韓國昌原的軍工企業韓華防務公司，參觀K9自行火砲的生產流程。四國同為
K9的客戶，韓國防衛事業廳的負責人也陪同前往。據韓華防務介紹，參觀該廠
的一名芬蘭陸軍大校說：“K9的火力、機動性和防禦能力都很卓越。”

這種火砲最大射程40公里，一分鐘可發射6到8枚砲彈。韓國從2001年開
始出口K9，目前已經出口到了土耳其、波蘭、印度等8國。其性能毫不遜色於
競爭對手德國的自行火砲，而且價格更低，在市場上頗受好評。

報導指出，韓國在上世紀70年代開始提倡“自主國防”，軍工產業一直作
為國家戰略產業受到扶植，在K2坦克、FA50輕型攻擊機、護衛艦等的出口上
下了很大力氣。 1月韓國宣布其接到了來自阿聯酋購買“天弓”-2防空導彈的
訂單。

據報導，韓國主要的軍工企業去年出口額合計達到70億美元的歷史新高。
今年的研發經費同比增長76%至1.48萬億韓元（約合12億美元），首次突破
萬億韓元大關。

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的統計顯示，2017到2021年，韓國出口武器
的市場佔有率排名全球第八。尹錫悅政府的目標是上升到第三或第四名，尤其
是準備深耕歐洲市場。

韓國自2014年以來就一直與歐洲國家開展裝備領域的合作。受此次俄烏衝
突的影響，歐洲各國紛紛增加國防開支。尹總統6月出席北約峰會期間也向各
國領導人推銷了本國軍工產品。 7月下旬，波蘭政府宣布從韓國採購600台自
行火砲、980輛坦克、48架戰鬥機。韓國媒體報導稱，訂單總金額超過10萬億
韓元。波蘭副總理表示，這些武器對於地面戰場尤其重要。波蘭已經向烏克蘭
提供了大量坦克，現在急需補充自己的庫存。

韓國借俄烏衝突向歐洲推銷軍火韓國借俄烏衝突向歐洲推銷軍火



西班牙南部高溫襲來
「佐伊」 成為世界上第一個被命名的熱浪

綜合報導 本周，熱浪「佐伊」襲擊

了西班牙南部城市塞維利亞，將當地氣

溫推升至110華氏度（43.3攝氏度）以上

，這是該市有記錄以來遭遇的最嚴重熱

浪。「佐伊」也是世界上第一個獲得命

名的熱浪。

據報道，過去幾天，熱浪「佐伊」

給西班牙南部帶來了酷暑，尤其是塞維

利亞所在的安達盧西亞自治區。即使在

晚上，西班牙氣象局記錄的一些地區的

溫度也在80華氏度（約26.7攝氏度）以

上。

據央視新聞客戶端消息，當地時間7

月26日，西班牙數個自治區繼續發布高

溫天氣黃色或橙色預警。其中卡斯蒂利

亞-萊昂、卡斯蒂利亞-拉曼恰、馬德裏和

埃斯特雷馬杜拉自治區發布高溫黃色預

警，加納利和安達盧西亞自治區發布高

溫橙色預警，科爾多瓦、塞維利亞等省

份最高氣溫預計可達40攝氏度以上。此

外，瓦倫西亞和加泰羅尼亞等自治區發

布風暴黃色預警，部分沿海省份和巴利

阿裏自治區啟動風浪預警。

由於高溫持續，「佐伊」是西班牙

塞維利亞自6月正式啟動新的試點計劃

以來第一個被命名的熱浪。該計劃對熱

浪進行排名和命名，只有最嚴重的熱浪

才會被命名。今年的命名是按字母順序

顛倒的，在佐伊（Zoe）之後，將是亞戈

（Yago）、塞尼亞（Xenia）、文斯洛

（Wenceslao）和維加（Vega）。

該計劃是塞維利亞市和大西洋理事

會的阿德裏安娜-阿什特-洛克菲勒基金會

復原力中心（阿什特-洛克）之間的合作

，其他合作夥伴包括西班牙政府氣候變

化辦公室和幾所西班牙大學和研究機構

。這套排名系統對塞維利亞的熱浪采取

了三級分類的方法，第一類為最低等級

，第三類為最嚴重等級。

該熱浪分類系統對每個類別的熱浪

都有具體的標準，其中不僅包括白天的

溫度，還包括夜間最低溫度、濕度和熱

量對人類健康的預期影響。每一級都將

觸發一系列應急服務，如發布天氣警報

、開放冷卻中心和派遣社區衛生團隊檢

查弱勢群體。

氣候變化正在導致世界各地的熱浪

變得更頻繁、更強烈，且持續更長時間

，這增加了對人類健康的風險。塞維利

亞的新命名和排名系統，旨在提高公眾

對極端高溫的危險性的認識。

塞維利亞的系統是目前唯一給熱浪

命名的系統。世界多地城市也在效仿，

推出類似的排名計劃。希臘雅典最近宣

布了一個新的熱浪分類系統，包括洛杉

磯、邁阿密、密爾沃基和堪薩斯城在內

的幾個美國城市也在啟動自己的類似試

點項目。

今年夏天的大部分時間，西班牙

一直在與極端高溫作鬥爭。據西班牙

氣象局稱，6 月的高溫打破了全國各

地的地方紀錄，6 月的前兩周是西班

牙有記錄以來最熱的時段。7 月早些

時候，極端高溫再次出現，西班牙多

地出現野火。

奧地利抗疫女醫生不堪死亡威脅
在辦公室自殺震驚全國

綜合報導 一名奧地利醫生持續受到

來自反疫苗接種活動人士和新冠病毒大流

行陰謀論者的死亡威脅，於當地時間7月

29日上午自殺。這一事件震驚整個奧地利

，該國領導人呼籲團結和停止仇恨。

據報道，這名醫生叫麗莎-瑪麗亞· 凱

勒邁爾(Lisa-Maria Kellermayr)，女，36歲

。警方在她位於上奧地利州的診所辦公室

裏發現了遺體。

凱勒邁爾博士是一名全科醫生，經常

接受媒體采訪，談論抗擊新冠疫情和推廣

疫苗接種。當地媒體援引檢察官的話說，

他們在現場發現了一封遺書，「由於死因

已明確，因此不會進行屍檢」。

奧地利總統亞歷山大· 範德貝倫(Al-

exander Van der Bellen)在社交媒體推特

上對凱勒邁爾自殺表示哀悼：「讓我

們結束這種恐嚇和散布恐懼的行為。

仇恨和不容忍在奧地利沒有立足之地.

」他稱贊凱勒邁爾是一位治愈、保護

人們免受疾病侵襲並對疫情采取謹慎

態度的醫生代表。

「但一些人對此感到憤怒。這些人恐

嚇她，威脅她，先是在互聯網上，然後是

當面，直接在她的診所裏，」範德貝倫寫

道。

在凱勒邁爾自殺當日的下午，哀悼

者已經聚集在奧地利首都維也納的衛生

部大門前，用鮮花和蠟燭悼念這位去世

的醫生。

自2021年 11月以來，凱勒

邁爾一直生活在恐懼中。她當時

批評反對新冠防控的示威者阻塞

了醫院前的緊急出口。一些疫苗

反對者和右翼極端分子開始騷擾

和侮辱她，甚至發出死亡威脅。

凱勒邁爾的診所網站上還

收到一些恐嚇信息，其中有「處

決」、「屠殺」和「獵槍」等字眼

。有一條留言寫著：「我要打倒

你，把你綁在辦公室的椅子上。

然後你可以先看我割斷你一名員

工的喉嚨。」

奧地利警方表示，此前對凱

勒邁爾作出了一些保護措施。但凱勒邁爾

抱怨沒有受到足夠的保護，便將對她的死

亡威脅公之於眾並聘請私人安保服務。她

表示，自己在安全措施方面花費了超過10

萬歐元。

然而，凱勒邁爾還是不得不於6月底

暫時關閉診所。她當時接受采訪時說：

「在我的病人和員工的安全方面，我不能

冒險。」7月中旬，凱勒邁爾表示，她將

永久關閉診所，因為她無法「就全體員工

是否或何時可以在『正常』情況下工作提

供任何信息」。

奧地利警方否認了媒體和社交媒體上

提出的「不作為」指控。 調查人員稱，

對涉嫌肇事者的一些調查仍在進行中。其

中一些被終止，因為收到德國當局方面的

訴訟駁回。有跡象表明，來自德國的嫌疑

人寫過威脅信。

奧地利上個月放棄了為成年人引入強

製性新冠疫苗接種的計劃，稱該措施不太

可能提高西歐最低的疫苗接種率。去年，

成千上萬的人定期遊行抗議封鎖措施和強

製接種疫苗，這凸顯了許多國家在公共衛

生措施上的社會分歧。

奧地利醫師協會表示，凱勒邁爾的死反

映了對醫務人員威脅的更廣泛趨勢。奧地利

衛生部長約翰內斯· 勞赫(Johannes Rauch)對

凱勒邁爾的死「深感震驚」。「作為一名醫

生，她一生致力於他人的健康和福祉。對她

和她的員工的死亡威脅是殘酷的現實，」勞

赫在推特上寫道，「對人的仇恨是不可原諒

的。這種仇恨必須停止。」

德國二季度經濟環比零增長
外界預計下半年 「衰退難以避免」

綜合報導 德國聯邦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德國今年第二

季度經濟環比零增長。主要原因為俄烏沖突、新冠疫情和供應

鏈中斷。

據報道，聯邦統計局在一份聲明中將第二季度的零增長歸因為俄烏

沖突、新冠疫情和供應鏈中斷。

報道稱，相比於之前一些經濟學家悲觀的負增長預期，這份零增長

答卷在某種程度上已經算得是好消息，而未來幾個月德國陷入經濟衰退

似乎越來越不可避免。

7 月 25 日，俄羅斯天然氣工業股份公司（Gazprom）表示，通

過「北溪-1」管道向德國供應的天然氣將降至輸氣量的 20%，由此

進一步削減了對歐洲的天然氣供應。德國如今正準備斥資數十億

美元協助家庭度過即將到來的能源危機，並投入巨資轉向可再生

能源。

報道稱，為了應對天然氣短缺，德國各城市如今正試圖通

過各種方法來降低能源消耗。德國西北部的大城市漢諾威率先

宣布節能措施，包括關閉公共建築和休閑中心的淋浴間和浴室

的熱水。此外，市政府建築只會在 10 月至 3 月供暖，室內溫度

限製在最高 20 攝氏度，但托兒所、學校、療養院和醫院不受節

能措施限製。

法國7月CPI
同比上漲6.1%

綜合報導 法國官方機構發布最新經濟數據，顯示法國今年7月的消

費者價格指數(CPI)同比上漲6.1%，漲幅再創新高；但CPI環比漲幅有所

下降，表明通脹幅度收窄。

根據法國國家統計與經濟研究所當天公布的經濟統計初值，

7 月法國 CPI 同比增長 6.1%，繼 6 月同比增長 5.8%之後再度打破

1985 年 9 月以來 CPI 同比統計漲幅低於 5%的紀錄。統計顯示，能

源價格仍在上升但漲幅有所放緩，而食品、製成品等價格的漲幅

有所提高。

數據顯示，法國能源價格7月的漲幅為28.7%，低於 6月的漲幅

(33.1%)；食品價格 7月同比上漲 6.7%，再創 2008 年 7月以來的漲幅

新高(6 月同比增長 5.8%)；新鮮食材的價格 7 月同比上漲 6.6%；製

成品價格7月的漲幅為2.7%，高於 6月漲幅(2.5%)。

今年以來法國CPI已連續數月上漲，1月同比增長2.9%，2月同比增

長3.6%，3月同比增長4.5%，4月同比增長4.8%，5月同比增長5.2%，6

月同比增長5.8%。不過數據同時顯示法國7月CPI環比增長0.3%，低於6

月的環比增長(0.7%)，表明通脹幅度收窄。

法國《費加羅報》此前分析已指出，高通脹的狀況未來數月依然不

會緩和，法國國家統計與經濟研究所預計9月通脹率將接近7%，隨後會

逐漸穩定。法國國民議會最近兩周接連表決通過保持購買力水平的相關

法案，旨在應對通脹問題。

法國國家統計與經濟研究所29日還發布了法國今年第二季度經濟數

據。數據顯示，法國第二季度國內生產總值(GDP)同比增長4.2%，環比

增長0.5%，相關數據優於預期。分析認為，這一數據結果得益於法國對

外貿易的復蘇特別是出口增長。

印度科學家：猴痘病毒或已在印度存在多年
綜合報導 據消息，

有印度科學家認為，猴痘病

毒可能多年來一直在印度存

在，只是未被人發現。

來自新德裏的基因

組與整合生物學研究所

科學家表示，印度喀拉

拉邦出現的猴痘病例，

與此前西班牙「超級傳

播者」引發的全球猴痘

疫情無關。印度的前兩

例猴痘病例經測定為A.2

株，而歐洲暴發的疫情

為B.1株引發。除此以外

，該研究所的科學家還

得出結論，猴痘可能在

印度存在的時間比目前

所知的更長，且多年來

一直未被識別出來。

該研究所臨床醫生

和計算生物學家斯卡裏

亞表示，喀拉拉邦患者

身上發現的A.2毒株通

常出現在美國（佛羅裏

達州、得克薩斯州和弗

吉尼亞州）和泰國。

「而來自美國的病毒群

體中，最早的樣本可追

溯到 2021 年，這表明

該病毒已經傳播了相當

長一段時間，比歐洲暴

發猴痘疫情還早。」

印度目前有4例猴

痘確診病例，其中來自

喀拉拉邦的3名患者皆有

出境史，而新德裏的一

名患者沒有。韋洛爾基

督教醫學院病毒學退休教

授雅各布· 約翰表示，

「猴痘並非嚴重疾病，雖

然印度可能也出現過病例

，但並未被註意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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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多年以來首次！
韓媒：韓國出現人口負增長
綜合報導 韓國統計廳發布的

一份最新數據顯示，截至2021年11

月，韓國包括外國人在內的總人口

數為5173.8萬人，較前一年減少了

9.1萬。報道稱，這是韓國自1949

年統計相關數據以來首次出現人口

負增長。

據統計，韓國勞動人口（15-64

歲）同比減少0.9%，兒童人口同比

減少2.7%，而65歲以上的老齡人口

同比增加了5.1%，85歲以上的老齡

人口比重也在逐年上升。統計顯示

，韓國老齡人口占總人口的比重由

2016 年的 13.3%上升至 2021 年的

16.8%，相當於每6個人中就有1位

老年人。

韓國統計廳26日發布的另一份

數據顯示，截至今年 5 月，韓國

55-79 歲的老齡人口首次突破 1500

萬，達到1509.8萬人。其中，就業

人口增至877.2萬人，同比增加49.6

萬人，創歷史新高。由此，韓國老

齡人口就業率已達到58.1%，同樣

刷新紀錄。

韓
國
政
府
發
布
防
疫
常
態
化
方
案

引
導
民
眾
主
動
配
合

綜合報導 韓國政府發布「推

進日常防疫常態化方案」，爭取在

不實施社交距離限製措施的情況下

，通過政府宣傳、公共機構表率和

現場調查等方式鼓勵民眾積極配合

防疫工作。

韓國中央災難安全對策本部官

員在會議上發布了該方案。重點強

調各事業單位積極實施居家辦公，

並鼓勵出現疑似癥狀者休假。

按韓國政府各部門推進的措施

來看，人事革新處將在下月底前實

施加強版的防疫措施，建議各公共

機構盡量避免不必要的活動和聚餐

。雇傭勞動部鼓勵各事業單位保證

出現疑似癥狀者休假。

保健福祉部於25日叫停了療

養院等機構中的面對面探望，並要

求相關工作人員每周接受一次核酸

檢測，加大對高危設施的防疫力度

。政府還將分階段增加4000多張

新冠患者專用病床。

韓國教育部將建議補習班

轉為線上教學。產業通商資源

部將與超市和百貨商店等進行

協商，討論針對顧客和從業人

員的防疫、用餐管理方案並開

展現場檢查。

韓文化體育觀光部將加大對演

出場所、電影院、練歌房、網吧等

場所的防疫現場調查力度，為電影

院和酒店等住宿設施提供價值約

302億韓元的防疫用品。

菲地震災區阿布拉省宣布進入災難狀態
總統前往視察

綜合報導 菲律賓地震災

區阿布拉省宣布進入災難狀態

，菲總統馬科斯空中視察了阿

布拉省受損嚴重地區，並在該

省警察局營地主持了地震影響

情況通報會。

阿布拉省27日發生7.0級

地震，造成電力供應中斷，部

分建築受損。截至目前共有5

人死亡，131人受傷。一些居

民目前仍然居住在室外，也缺

乏食物和清潔飲水。阿布拉省

政府因此決定宣布進入災難狀

態，以便啟動應急資金，更好

地展開各項救災行動。

據菲新社報道，28日馬科

斯前往阿布拉省查看地震造成

的損失程度。在聽取了當地行

政人員災情匯報後，馬科斯為

地震災民分發了救濟包。他在

現場表示，政府將確保災民獲

得食物以及帳篷等物資。

當天，馬科斯還訪問了阿

布拉省醫院，了解在強震中受

傷人員的情況。

在地震影響情況通報會

上，馬科斯責成各部門匯總

災情，盡快打通被封閉的道路

，並恢復供電。

菲律賓武裝部隊北呂宋司

令部匯報，武裝部隊已分配了

10架飛機用於當地的災後響應

；已部署了100多名人員參與

搜索和救援工作，還有500名

人員處於待命狀態。

菲社會福利和發展部報

告，已為阿布拉省撥出了

500 萬美元，用於資助在地

震中受傷、房屋被毀或部分受

損的人士，後續還將向該省發

放500萬美元救災。

菲國防部通報，約110個

鎮4969個家庭2萬多人受到地

震影響。目前，約 2312 個家

庭被安置在疏散中心，413

個家庭在親屬處尋求庇護，其

他家庭則在其房屋附近搭建了

帳篷。

中國 「紅通」 逃犯、跨國電詐團夥頭目
在泰國曼谷機場被抓獲遣返

綜合報導 一名因跨境販運同

胞到老撾和柬埔寨從事電信詐騙而

被通緝的中國人，在曼谷素萬那普

國際機場被捕。

泰國警察局長蘇瓦特（Suwat

Chaengyordsook）接報，一名被國際

刑警組織「紅色通緝令」通緝的中國

逃犯，將於第二天前往曼谷素萬那普

國際機場。周某因涉嫌「販賣人口進

出境」而被中國和國際刑警通緝。

周某一抵達曼谷後就被泰國警

方逮捕，並在素萬那普機場拘留中

心接受了初步審訊。他承認將中國

人帶到老撾和柬埔寨，在電信詐騙

中心團夥工作。本月初，泰國再從

柬埔寨解救出68名「電詐奴隸」

，預計還有上千人仍被關押。

中方通知泰國警方，周某的護

照已被吊銷，要求將他驅逐回中國後

進行起訴。泰國警方已於7月25日下

午5點將周某送上飛往廣州的航班遣

返，中方支付了他的遣返費用。

泰國警察局長蘇瓦特表示，泰

國總理巴育正在努力打擊泰國和東

南亞的電信詐騙和其他網絡犯罪。

泰國正與面臨類似問題的所有東盟

國家密切合作。

5月，泰國皇家警察在泰國南

部普吉島的一家酒店舉辦了執法機

構和合作夥伴打擊網絡犯罪會議。

來自東盟8個國家的代表以及7個

非東盟國家的代表出席了會議。來

自Facebook、微軟、趨勢科技、幣

安和 Meta 的代表也出席了討論打

擊網絡犯罪的話題。此前，泰國政

府發出警告，移動運營商放任不管

將每天罰款100萬。

泰國最近在防止公眾成為電信詐

騙的受害者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泰國

數字經濟和社會部為 IP 電話添加了前

綴 +697，這是電信詐騙者慣常使用的

無法追蹤的網絡電話，以保持匿名。

該前綴有效警告公眾，如果接

到+679號碼的電話，很可能是電詐

試圖騙取您的錢，所以不要接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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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悉，2022年5月起，根據新修訂的《外
商投資統計調查制度》，實際使用外資

金額為包含銀行、證券、保險領域的全口徑
數據，同比為不含上述領域的可比口徑。

吸收外資質量提升
關於上半年實際使用外資情況，商務部

29日數據顯示，從行業看，服務業實際使
用外資金額 5,371.3 億元人民幣，增長
9.2%，高技術產業實際使用外資增長
33.6%，其中，高技術製造業增長31.1%，
高技術服務業增長34.4%；從來源地看，韓
國、美國、德國實際對華投資分別增長
37.2%、26.1%和13.9%（含通過自由港投資
數據）；從區域分布看，中國東部、中部、
西部地區實際使用外資分別增長15.6%、
25%和43.9%。此外，1-6月，中國合同外
資1億美元以上大項目實際到資同比增長
30.2%，佔全國吸收外資比重達53.2%，帶
動作用明顯。

商務部綜合司副司長楊濤表示，上半年
中國吸收外資質量提升，引資結構更加優
化。製造業和高技術產業實現“雙提升”，
製造業實際使用外資增長54.8%，佔比較去

年同期提升5.9個百分點至25.4%；高技術產
業實際使用外資增長33.6%，佔比提升3.8個
百分點至35.5%。

開放大門越開越大
陳春江認為，中國高效統籌疫情防控和

經濟社會發展，經濟運行持續企穩回升，跨
國公司在華投資前景良好、機遇廣闊。“首
先是市場的機遇，中國是全球第二大消費市
場，擁有14億多的人口規模，超過4億的中
等收入群體，市場成長潛力將不斷釋放。”
他說，“第二是開放的機遇，中國開放的大
門越開越大，外資准入負面清單越來越短，
准入的限制越來越少，跨國公司投資機會更
多了。”他還指，第三是環境的機遇，中國
基礎設施完善、產業配套齊全、人力資源豐
富、社會大局穩定；中國將持續營造市場化
法治化國際化的營商環境，為各國企業發展
創造更好的條件。

談及穩外資舉措，陳春江表示，下半
年，商務部將着重開展五方面工作：一是抓
緊推出新的穩外資政策措施。加快修訂出台
《鼓勵外商投資產業目錄》《外國投資者對
上市公司戰略投資管理辦法》等專項政策，

加強政策宣傳貫徹，確保落地見效。二是加
大投資促進力度。辦好第22屆中國國際投
資貿易洽談會等重點展會，積極開展產業鏈
招商，力爭引進一批新的外資項目。組織舉
辦跨國公司地方行活動，引導外資企業多去
中西部和東北地區走一走。

陳春江續指，三是提升外資服務水平。
繼續發揮好外資專班的作用，通過舉辦座談
會、視頻會等方式，強化與外資企業和外國
商協會的常態化交流，及時解讀政策，積極
回應外資企業來華營商便利等訴求。健全重
點外資項目清單動態更新機制，推出新一批
全國重點外資項目。

“四是推動增設服務業擴大開放綜合試
點地區。”他說，按照國務院部署，推動增
設若干試點地區，出台更多服務業改革創新
試點舉措。複製推廣新一批試點成果，推動
全國服務業領域制度型開放。五是持續優化
營商環境。配合全國人大常委會開展外商投
資法執法檢查，督促各方全面深入落實外商
投資法及其實施條例。發布2022年版《中國
外商投資指引》，為外商投資提供更多的便
利。指導各地用好外資企業投訴工作機制，
進一步提升投資保護工作水平。

中國商務部研究院國際市
場研究所副所長白明表示，上半
年在東部疫情多點復發的情況
下，實際使用外資仍能收穫
17.4%的可比口徑同比增長，與

中西部使用外資增速明顯密不可分，另外，
RCEP的生效亦為中國吸引外資帶來時間窗口，
在原產地累積原則的影響下，很多國家或將重新
考慮布局。談及下半年如何穩外資，他則建議應
做好兩方面功課：一是穩定疫情，二是努力穩定
GDP增速在合理水平，為世界經濟體注入信心。

RCEP生效中西部表現突出
白明表示，上半年疫情主要發生在以上海為

代表的長三角，珠三角地區也有不少散發疫情，
這兩個區域是中國經濟最活躍的地區，對吸引外
資確實產生了一定影響。不過可喜的是，中西部
表現突出，上半年實際使用外資西部增速高達
43.9%，中部增速達 25%，均遠高於東部的
15.6%。

他認為，中西部成為外商投資熱土有三點原
因，一是中西部軟硬件條件的改善，二是成為
“一帶一路”的開放前沿帶來的諸多機會，三是
受益於國家發改委出台的《中西部地區外商投資
優勢產業目錄》，比如某些勞動密集的加工類產
業等，在中西部是受到鼓勵的，因此也帶動了中
西部的外資增長。

他表示，中國吸引外資的步伐從未停下，
從市場准入的負面清單越縮越小到營商環境的
改善，從產業鏈供應鏈的日趨完整到自貿試驗
區的設置，外商投資的環境越來越好，各種政
策陸續到位。“目前國內幾乎是全產業鏈，而
且不是單一鏈，一旦某個城市發生疫情，依然
有其他城市頂上，可替代性強。”他建議，下
半年首先要穩住疫情，其次要穩住市場主體，
努力將GDP提升到IMF對於今年世界經濟增長
的預期（3.2%），甚至高於世界預期，以增強
世界對中國經濟的信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朱燁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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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京報道）中國
商務部綜合司副司長楊濤29日表示，上半年中
國貨物進出口達19.8萬億元（人民幣），同比
增長 9.4%，進口、出口分別增長 4.8%、
13.2%。其中，4月受超預期因素影響，進出口
增速回落至0.1%，5月、6月快速反彈，分別達
9.5%和14.3%，展現了外貿較強的發展韌性。商
務部外貿司副司長張斌則表示，下半年，商務
部將突出擴增量、穩存量、強保障三個着力
點，積極促進出口、擴大進口，多措並舉穩定
外貿。其中包括穩定中小微外貿企業預期，支
持外貿企業降成本等。

支持外貿企業降成本
談及下半年重點，張斌指出，一是擴增量。

商務部將加大出口信用保險支持力度。挖掘跨境
電商等潛力，培育跨境電商綜合試驗區，開展市
場採購貿易創新提升專項行動。發揮貿易暢通工
作組作用，用好已簽署自貿協定，指導企業精準

開拓國際市場。辦好用好進博會、廣交會、服貿
會、消博會等展會，鼓勵企業多種渠道抓訂單。
支持高技術高附加值大型成套設備出口和共建
“一帶一路”重點項目。

他說，二是穩存量。將加強外貿運行監測預
測預警，密切跟蹤研判形勢。落實好推動外貿保
穩提質意見等穩外貿政策措施。發揮各級穩外貿
相關工作機制作用和物流保通保暢工作機制作
用，加強對外貿企業生產經營保障，及時暢通物
流堵點，推動規範港口有關收費。支持加工貿易
穩定發展，發揮加工貿易產業園和承接地作用，
引導向中西部地區和東北地區有序轉移。

張斌指，三是強保障。商務部將指導各地加
大下半年穩外貿工作力度，穩定中小微外貿企業
預期，支持外貿企業降成本。加強與相關部門的
協同配合，形成穩外貿工作合力。及時掌握外貿
領域的新情況、新問題，研究推動出台針對性舉
措。擴大進口，保障大宗商品國內供給。加大國
家進口貿易促進創新示範區培育力度。

商務部三點着力穩外貿：
擴增量穩存量強保障

下半年中國穩外資舉措

中國五方面穩外資 將推新政策
上半年吸收外資同比增17.4% 製造業高技術產業“雙提升”

◆上半年中國吸
收 外 資 同 比 增 長

17.4%。圖為寶馬集團
位於瀋陽市鐵西區的華晨
寶馬里達工廠，該廠剛
於6月開業。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

燁 北京報道）中國商務部29

日召開專題發布會，介紹2022年上

半年商務工作及運行情況。2022年1

至 6 月，中國實際使用外資金額

7,233.1億元人民幣，按可比口徑同

比增長17.4%，製造業和高技術產業

實現“雙提升”。中國商務部外資司司

長陳春江透露，商務部將堅持促增量、

穩存量並舉，做好招商、安商、穩商工

作，充分發揮中國的綜合引資優勢，吸引

更多跨國公司投資中國、共享紅利。未來

將重點開展包括抓緊推出新的穩外資政策

措施、加大投資促進力度、提升外資服務

水平等在內的五方面工作。

1. 抓緊推出新的穩外資政
策措施

2. 加大投資促進力度

3. 提升外資服務水平

4. 推動增設服務業擴大開放
綜合試點地區

5. 持續優化營商環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朱燁

		
��

◆ 商務部下半年
積極促進出口、擴大進

口，多措並舉穩定外貿。
圖為全國首個海鐵聯運自動
化集裝箱碼頭日前在廣西
欽州正式啟啟用。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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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9日（五）
陳先生陪同太太向私家醫生求診，陳太當時已出

現喉嚨痛、咳等病徵，被診斷為感冒。二人為安
全起見，同往流動採樣站接受核酸檢測

7月30日（六）
下午約 3 時，陳先生接獲檢測結果陰性的短訊通
知，但太太傍晚約6時許，接獲初步陽性通知，當晚
呈報衞生署，陳太登記要求入住隔離營檢疫，陳先生
則登記作密切接觸者

7月31日（日）
陳太收到隔離令。陳先生早上致電衞生署熱線，交代太
太為長期病患，希望盡快安排太太送往任何的隔離設施，
對方着他耐心等候，但指近期每日確診人數持續超過

4,000，需時處理入營申請。之後，陳先生不時再撥打熱
線，但一直未有接通

8月1日（一）
陳先生早上致電追問衞生署，會否安排當天送營，職員稱會派員

接人，惟陳先生苦等，遲遲未獲通知。陳先生擔心太太病情，改為
致電消防處熱線，對方指尚未收到衞生署的“出車”指令，着他繼續
等，但等到當晚11時，也沒有任何回電

8月2日（二）
早上10時許，陳先生終於收到衞生署回電，稱已通知消防處接送病人，着他等消防處通

知。等至下午1時，他致電消防處查問進度，對方解釋原本安排陳太前一晚送往北
大嶼山醫院，惟其時床位已“爆滿”，原再打算改送竹篙灣檢疫中心，但也

爆滿，當時仍努力找床位。陳先生無奈收線，未幾收到消防處回電指北
大嶼山醫院剛騰出一個床位。終於在下午4時許，陳太搭上抗疫

的士入院接受治療

陳太太確診送隔離經過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核酸檢測證確診 求助四天始隔離
患者受病痛折磨無藥食 憂重演第五波床位“爆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香港2日新增4,123
宗新冠肺炎確診個案，當中234宗為輸入個案，再多
11名確診病人離世，除了早前公布不治的22個月大
女嬰外，其餘死者都是年長的長期病患，亦是疫情
反彈以來死亡個案第二次升至兩位數。香港衞生防
護中心表示雖然確診數字有起伏，但疫情整體趨勢
仍在向上發展，由於整體個案增加，離世個案亦隨
之增加。香港醫管局強調沒打疫苗較打齊疫苗人士
的死亡風險高15倍，再次呼籲市民要打齊3針以上
疫苗。香港特區政府2日宣布，本周四（4日）起6
個月至3歲幼童可接種科興疫苗。至於復必泰疫苗，
政府正與藥廠洽購兒童版。此外，50至59歲人士周
四起可預約接種第四劑疫苗。

死亡數上升與確診數上升有關
香港醫管局總行政經理（質素及標準）劉家獻2

日在疫情記者會上表示，2日留醫的新冠患者共
1,536人，當中有16名病人危殆、28名病人嚴重。他
形容，近日死亡數字“上升速度快”，由上月初每
日僅1至3宗死亡個案，增至近日不時見雙位數，
“中間有起起跌跌，平均每日五六宗，今日去到11
宗，所以新冠疫情並唔係普通傷風感冒。”他解
釋，相信死亡數字上升與確診人數上升有關，會有
相當比例的確診者病情惡化，甚至死亡。

他強調，接種疫苗可減低患重症或死亡風險，
“未打針盡快打針，打一針或者兩針嘅，盡快打
齊。”

特區政府2日發新聞稿表示，家長或監護人由本
周四上午9時起，可透過網上預約系統，為6個月至
3歲的幼童預約接種科興疫苗，亦可選擇透過參與疫
苗接種計劃的逾千間私家醫生或診所，預約免費接
種科興疫苗。此外預約系統亦會同步更新，由周四

上午九時起，50歲至59歲合資格人士可網上預約接
種第四劑科興或復必泰疫苗。

逾五百師生確診涉383間學校
另外，香港各學校2日呈報新增549宗新冠確診

個案，他們分布於全港383間學校，涉及443名學生
和109名教職員。過去7天有199間學校出現兩宗或
以上個案，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建議14間學校合共
14個班別，以及1個校巴感染群組停課一周。

此外，調景嶺基督教健明幼兒學校多個班別有
師生染疫，過去數日累計10名學生及2名教師確
診，該校共有92名學生及17名教職員，需全校停課
一周，是恢復面授課以來首次全校停課。

中心表示，停課幼兒學校由於人數少、學童年
齡小及有較多接觸，因此建議停課；其餘學校仍為
零星個案，認為學校暫未見大規模爆發風險。

明起半歲嬰可接種科興

香港新冠肺炎疫情持續反彈，近日

每日均多逾4,000人確診，據香港醫務衞

生局統計，當中四成患者需入院或入住

隔離設施，但目前只啟用竹篙灣社區隔

離設施及兩間社區隔離酒店，其

他相關設施處於備用狀態，提供

約9,000間房的竹篙灣瀕臨逼爆。香港文匯報2日接獲讀者

陳先生求助，指其妻子確診4天以來，一直因病床不足遲

遲未能安排入住隔離營或入院，夫婦倆連日來周旋在

香港衞生署及消防處之間，說好的“出車”前來接人

未兌現；其間他們狂試預約“指定診所”俱爆額，

未能獲處方新冠藥物，“太太屬長期病患，好擔心

有病無藥醫，令她病情惡化。”撲足4天床位，2

日剛好北大嶼山醫院有病人出院，才成功安排陳太

入院。他慨嘆香港是否又重演第五波疫情期間，床

位“爆煲”、公共醫療系統崩潰的狀況。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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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診四天的陳太太確診四天的陳太太，，22日終獲入住北大嶼日終獲入住北大嶼
山醫院山醫院。。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北大嶼山醫
院香港感染控制
中心。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就有香港市民確診
後在家呆等4天仍未能送醫或送往隔離中心，其間亦
未獲發新冠藥物，香港醫務衞生局發言人回覆香港
文匯報查詢時表示，特區政府現時集中使用一所社
區隔離設施及兩間社區隔離酒店，會密切監察疫情
的發展及社區隔離設施的使用情況，有需要會重啟
處於備用狀態的相關隔離設施。醫療衞生界立法會
議員林哲玄認為，陳先生的遭遇顯示特區政府在疫
情升溫下，必須加強統籌安排、啟動備用資源，包
括指定診所及方艙醫院等，最能“救近火”是推廣
遙距視像診症，他促請特區政府多管齊下、及早籌
謀，切勿重蹈第五波的覆轍。

議員倡遙距診症“救近火”
林哲玄表示，新任行政長官是紀律部隊出身，

市民對他在統籌安排和行政效率方面有期望。就投
訴人陳先生的遭遇，林哲玄認為凸顯了部門合作的
問題，使陳先生遊走於衞生署及消防處之間。為免
確診者變“人球”，他建議集中由一個熱線中心處
理，政府必須急聘足夠人手處理個案，以及建立統
一文檔、指揮流程。患者一個電話打進來，應該立
即提供具體安排及時間表，同時向同住家人提供防
感染錦囊，以及提供遙距診症，令患者心中有數，
做出最好個人衞生安排。

據他所知，特區政府已經着手考慮啟動備用隔
離設施應對疫情，但本着先後原則，會先啟動部分
方艙醫院接待可能大量出現的長者患者。

他表示，香港備用隔離設施足夠，現在最大難
題是香港全面復常，各行各業重開，政府難以聘請人
手，以重啟隔離設施，才出現大量隔離設施閒置，而

需要隔離的患者卻無法得到適切的安排。“政府目前
是在研究請人方案，但疫情不等人，亟應加大力度早
做預備。”他指出，遙距診症是應對即將到來疫情高
峰期的關鍵，只要大部分確診病人得到及時遙距診
症，及時處方口服藥大幅降低重症和入院率，得到居
家隔離醫學支援，病人就可在家安然康復，公共醫療
就不致再受擠壓，但目前醫管局的遙距診症數量遠遠
未達要求，數量少是因為推廣不夠，以及醫管局的遙
距診症中心人手嚴重不足。

他建議政府啟動與私家醫生全方位合作，動員
全港私家醫生，建立分布在全港各區的遙距診症網
絡，可以大大提升應對這次，以及未來疫情的能
力，“只要絕大多數的病人得到及時診症、分流，
就有望令公共醫療，以及社會運作保持最大限度正
常化，不再被疫情衝擊以致崩潰。”

政府：視需要重啟備用隔離設施

作為密切接觸者的50餘歲陳先生，正
在家中隔離，2日接受香港文匯報

電話專訪時，講述事件來龍去脈 。他透
露，45歲的太太上周六（30日）收到核
酸檢測陽性的短訊，他則仍是陰性。“屋
企只有我們兩人，她即時入客房自我隔
離，當晚大家分頭呈報衞生署。”由於他
們共用廁所，加上兩人同患高血壓等長期
病症，格外擔心染疫後較難控制病情，
“太太擔心傳埋我，兩個一齊病晒，無人
照顧咁點算？”

致電衞生署消防處不得要領
他們呈報時已表明需要將患者送入

隔離設施或入院，以為即將會被接走，所
以陳太當晚便開始執拾行李，準備隨時入
營。豈料等足4天，其間他們不時致電予
衞生署及消防處熱線查問，“真係要好有
耐性，有時聽完10分鐘電話錄音，才有
真人對話。”衞生署曾指，其太太收到隔
離令後，很快便會獲送入營，但收到隔離
令後電話來來往往，衞生署及消防處只着
他“等安排”，始終得不到確切資訊。他
苦笑打電話打到記得熱線職員的聲音，
“打到我都認得消防處接線生把聲！”

今次遭遇，也令陳先生十分擔心特
區政府的抗疫能力，因衞生署與消防處的
熱線職員曾提及，近期確診人數眾多，處
理需時，床位亦相當緊張。“我諗住這兩
個部門經過第五波後，可以協調得更加
好，如公開隔離營及醫院即時入住數據，
讓市民查閱，一旦有空位病人可自訂抗疫
的士入營，市民就不必要電話查問，但原
來他們無協調。”最奇怪是他們一直未收
到政府送來的電子手帶及陳先生的隔離
令，更遑論抗疫物資。

“撲床位”撲個空，無奈之下，陳
先生只得一邊依從衞生署指引，在家中戴
上口罩，每次太太使用廁所後進行大消
毒，一邊等候政府派員接人。“幾時嚟？
去邊度？通通唔知，只好叫自己耐心忍
耐。”

從未收到電子手帶抗疫物資
最令他擔心是太太有病無新冠藥

食，連日來備受喉嚨痛、咳及頭痛等病徵
折磨，“睇見新聞，有確診者明明今日無
事，隔日就走咗，佢有事點算！”他倆幾
乎天天嘗試預約“指定診所”領取處方新
冠藥物，但一直不成功，“我每日朝早、
下午，凌晨，任何時段都試，預約全部滿
額！真係諗住最後要靠親友幫手買。咁搞
法，即使市民想居家隔離，政府也沒有足
夠支持。”

等了又等，熱線打了又打，確診第4
天的陳太2日終獲送入北大嶼山醫院，原
因是該院剛剛有病人出院，才成功安排陳
太入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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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同源會華埠小姐五十週年獎學金休士頓同源會華埠小姐五十週年獎學金
選美大賽於七月卄三日晚在選美大賽於七月卄三日晚在 Royal SonestaRoyal Sonesta
酒店盛大舉行酒店盛大舉行。。晚宴賓客如雲晚宴賓客如雲 席開四十多席開四十多
桌桌。。加上餐後選美大賽觀眾共五百多人參加加上餐後選美大賽觀眾共五百多人參加
。。德州哈里斯郡等四分區專員德州哈里斯郡等四分區專員CommissionCommission--
er Jack Cagle,er Jack Cagle, 哈里斯郡法官哈里斯郡法官 Lina Hidalgo,Lina Hidalgo, 前前
名譽法官張文華名譽法官張文華,, 前市議員前市議員 Gordon Quan,Gordon Quan,台台
北北 經濟文化辦事處副處長王韋龍和夫人經濟文化辦事處副處長王韋龍和夫人,, 僑僑
教中心黃依莉副主任也應邀出席教中心黃依莉副主任也應邀出席。。這次慶祝這次慶祝
5050週年的活動週年的活動,, 也邀請歷界獲獎的休士頓華也邀請歷界獲獎的休士頓華
埠小姐出席埠小姐出席。。

休士頓同源會會長趙婉兒表示休士頓同休士頓同源會會長趙婉兒表示休士頓同
源會於源會於 19541954 年成立年成立。。第一屆的華埠小姐選第一屆的華埠小姐選
美大賽是在美大賽是在 19711971 年迄今已踏入第五十屆年迄今已踏入第五十屆。。
是休士頓社區的亮點盛會之一是休士頓社區的亮點盛會之一。。今晚這個重今晚這個重
要的時刻為華裔社區表揚模範的華裔年輕女要的時刻為華裔社區表揚模範的華裔年輕女

性性，，鼓勵她們通過自己的才能和促進藝術的鼓勵她們通過自己的才能和促進藝術的
表達和智力發展表達和智力發展，，並為華裔年輕女性提供了並為華裔年輕女性提供了
了解她們的傳統並回饋休士頓社區的機會了解她們的傳統並回饋休士頓社區的機會。。

華埠小姐獎學金選美大賽由選美大賽主華埠小姐獎學金選美大賽由選美大賽主
席席Betty GeeBetty Gee和共同主席和共同主席Grace LynnGrace Lynn 和和 TamTam--
my Sumy Su 共同策劃共同策劃。。晚宴的主持人晚宴的主持人 Rose-AnnRose-Ann
AragonAragon 和和 Jonas ChinJonas Chin 熱情活潑熱情活潑,, 快速的臨場快速的臨場
反應互動更是提昇全場的氣氛反應互動更是提昇全場的氣氛。。此次參賽佳此次參賽佳
麗共有九位麗共有九位。。從自我介紹從自我介紹,, 泳裝走秀泳裝走秀,, 才藝競才藝競
賽賽,, 旗袍儀態及機智問答等旗袍儀態及機智問答等。。經過五位評審經過五位評審
遴選後遴選後,, 最終入選四位佳麗最終入選四位佳麗:: 1818 歲的克萊門歲的克萊門
茨高中畢業生袁加麗奪得了冠軍茨高中畢業生袁加麗奪得了冠軍,, 亞軍亞軍//中國中國
新年小姐得主是關美珍新年小姐得主是關美珍,, 二公主是劉雨二公主是劉雨,, 才藝才藝
小姐是載曉芸小姐是載曉芸。。冠軍袁加麗將代表休士頓參冠軍袁加麗將代表休士頓參
加加 20232023 年在舊金山舉行的美國華埠小姐選年在舊金山舉行的美國華埠小姐選
美比賽美比賽。。

休士頓同源會華埠小姐五十週年獎學金選美大賽結果休士頓同源會華埠小姐五十週年獎學金選美大賽結果

出席選美盛會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王韋龍副處出席選美盛會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王韋龍副處
長和夫人長和夫人,, 僑教中心黃依莉副主任僑教中心黃依莉副主任,, 僑務委員劉僑務委員劉
秀美秀美,, 僑務顧問李雄與主辦單位會長趙婉兒僑務顧問李雄與主辦單位會長趙婉兒,, 主主
席席Betty GeeBetty Gee 和和Commissioner Jack CagleCommissioner Jack Cagle 合照合照

德州哈里斯郡第四分區專員德州哈里斯郡第四分區專員 CommissionerCommissioner
Jack CagleJack Cagle 頒發褒獎狀給主辦單位會長趙婉兒頒發褒獎狀給主辦單位會長趙婉兒
和選美主席和選美主席Betty GeeBetty Gee

經文處王韋龍副處長和夫人與出席僑胞經文處王韋龍副處長和夫人與出席僑胞,, 20202020美美
國華埠小姐國華埠小姐Lauren YangLauren Yang 及及20222022美國華埠小姐美國華埠小姐
第四公主第四公主Noel YangNoel Yang合影合影

休士頓同源會會長趙婉兒致詞休士頓同源會會長趙婉兒致詞

最後入選四位佳麗最後入選四位佳麗。。 ((左一左一))季軍劉雨季軍劉雨, ((, ((左二左二))
冠軍袁加麗冠軍袁加麗, (, (右二右二))亞軍關美珍亞軍關美珍, (, (右一右一))才藝獎才藝獎
載曉芸載曉芸

出席晚宴的十七位歷界休士頓華埠小姐出席晚宴的十七位歷界休士頓華埠小姐

九位參賽佳麗與主辦單位合影九位參賽佳麗與主辦單位合影。。 ((左一左一))休士頓休士頓
同源會會長趙婉兒同源會會長趙婉兒, (, (左二左二))休士頓華埠小姐選休士頓華埠小姐選
美共同主席美共同主席Grace Lynn, (Grace Lynn, (左四左四))華埠小姐選美華埠小姐選美
共同主席共同主席Tammy Su, (Tammy Su, ( 右一右一))華埠小姐選美主華埠小姐選美主
席席 Betty GeeBetty Gee

九位參選佳麗九位參選佳麗

選 美 主 席選 美 主 席 Betty Gee,Betty Gee, 女 主 持 火女 主 持 火
Rose-Ann Aragon,Rose-Ann Aragon, 男 主 持 人男 主 持 人 JonasJonas
Chin,Chin, 選美共同主席選美共同主席Tammy SuTammy Su

女主持人女主持人Rose-Ann Aragon,Rose-Ann Aragon, 男主持人男主持人Jonas ChinJonas Chin

休士頓華埠小姐選美共同主席休士頓華埠小姐選美共同主席 Grace LynnGrace Lynn 和和Tammy SuTammy Su

休士頓華埠小姐選美主席休士頓華埠小姐選美主席 Betty GeeBetty G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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