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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克蘭反攻收復南部傳捷報
（中央社基輔 12 日綜合外電報導）烏克蘭南部
軍事指揮部發言人今天表示，烏軍過去 2 週在烏克蘭
南部收復 500 平方公里失土；克里姆林宮今天則依舊
堅稱，俄羅斯將會達成在烏克蘭的軍事目標。
烏軍發言人胡梅紐克（Natalia Humeniuk）透過
視訊進行新聞簡報表示： 「
我們在多個區域取得少
至 4 平方公里，多則數十、上百平方公里的進展，已
經解放共約 500 平方公里失土。」
路透社無法獨立驗證他說法的真實性。
與此同時，克里姆林宮今天堅稱，俄羅斯將會
達成在烏克蘭的軍事目標。這是烏克蘭戲劇性展開
絕地大反攻，收復數千平方公里失土後，俄方首次
公開回應。
一名記者提問，俄羅斯總統蒲亭（Vladimir Putin）對於自己的軍事領導力是否有信心，克里姆林
宮發言人培斯科夫（Dmitry Peskov）拒絕直接回應
，而是表示 「
特別行動」將會持續，直到達成目標
為止。
他表示： 「
軍事行動持續，而且會繼續進行，
直到達成最初設定的目標。」

培斯科夫表示： 「
當然，軍隊執行特別行
動的任何行動都會回報給總司令。」他是指蒲
亭。
他表示： 「
總統和國防部，以及所有軍事
指揮官隨時保持聯繫。在執行特殊軍事行動時
也不例外。」
烏克蘭上週展開閃電式反攻，聲稱幾天內
在烏東奪回超過 3000 平方公里領土。這是克里
姆林宮首次就此回應。
被問到蒲亭是否會全面動員對抗烏克蘭，
培斯科夫則說必須問國防部。
他還表示，俄羅斯看不到與烏克蘭進行和
平談判的前景，也沒有談判的理由。
培斯科夫表示，對於烏克蘭札波羅熱核電
廠（Zaporizhzhia）的去軍事化，目前沒有展開
討論。
烏克蘭迅速收復哈爾科夫州（Kharkiv）失土，
是俄國軍隊繼 4 月退出基輔市郊以來面臨的最重大挫
敗。烏軍連連進逼，也使得俄軍失去用以支持烏東
軍隊的關鍵後勤補給據點。

（路透社
路透社）
）

莫斯科面臨兵敗幾乎靜默不語，也沒有對烏克
蘭東北部情勢做出解釋，使得部分主戰的政治評論
家以及網路上的俄國國家主義分子極為憤怒。

★申根簽證★ ★認證★ ★綠卡★

2022 王朝旅遊董事長親自帶隊
★★★★★★★★★★★★★★★★★★
9/7-9/20：14天葡萄牙西班牙深度遊
11/8-11/18：11天摩洛哥夢幻之旅

★★多条精選歐洲遊★★
★首選黃石、坎昆全包團 讓您樂在其中
★阿拉斯加、夏威夷、哥斯達黎加
★暑假熱門多線路美東美西遊 任君選擇
自然博物館門票$13

太空中心門票$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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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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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的月亮真的大嗎
中秋夜， 後院月色皎潔， 是團圓丰盛之象徵 ，
唐代詩人李白的“舉頭望明月， 低頭思故鄉” ，宋
代王安石有云“春風又綠江南岸， 明月何時照我還
”，人們常以月圓月缺來形容悲歡離合。
今夜我們的大家遠離故鄉數千哩之外， 遠眺云
海深處， 有無限感受。
近百年來 ，我們在國窮家困之情境下， 遠走他
郷 ，也是為了溫飽和追求更好之生活 ，轉瞬間我們
來到這塊土地已有數十年之久， 許多海外遊子捲起
袖子努力，耕耘這塊新天地 ，他們許多都成功成為
富商、 教授 、醫生、 律師及金融家 ，共同為社區
繁榮做出貢獻。
我們是個民族大熔爐， 我們來自世界每個角落
，但是我們大家都以自己之固有文化為榮。
今天中午我們一起共同為休斯敦國際區之涼亭
舉行破土動工儀員， 來自政府商界領袖共同為這個
代表華亞裔文化之精神堡壘喝采， 同時遙望遠方的
親友們值此秋夜， 我們希望共享明月秋色，祝福國
泰民安。

Mid-Autumn Moon Festival

The Mid-Autumn Festival is
celebrated on the 15th day of the 8th
month of the lunar calendar. It is the time

for family members and
loved ones to congregate
and enjoy the full moon as a
symbol of abundance,
harmony and good luck.
The Mid-Autumn
Festival began in the Song
Dynasty and continued in
popularity into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New Year’
s Day has now become the
major holiday of the festival.
Tonight many people
are thousands of miles
away from their hometowns
looking into the depths of
the sea of clouds and there
are infinite feelings that run deep this time
of year.
More than one hundred years ago,

many Chinese Asian immigrants came to
America looking for a better life. We rolled
up our sleeves and worked hard to build
this country together. Many of us became
rich as businessmen, lawyers and doctors,
along with many other professions.
America is the “melting pot” of
nations and home to people from every
corner of the world, but we are always very
proud of our inherent native culture.
At noon today, we held a
groundbreaking ceremony for the new
Asian pavilionin the International District.
We really appreciate Commissioner Jack
Cagle’s strong support of this important
project. On this special autumn night, we
wish the country and all its people the
most prosperous and happy times for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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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著華觀點:: 歷史陰霾
李著華觀點
歷史陰霾--911 歷史傷口難癒
911 恐怖襲擊事件是我們這一代人的共同記
憶,相信活在當下的多數人都會記得 2001 年 9 月
11 日襲擊事件發生當天,自己身在何處正在做什
麼事,如今一轉眼 21 年過去了,當年出生的嬰兒馬
上就要大學畢業了,我們回憶起 911 事件, 仍心有
餘悸,那兩架飛機凌空衝撞紐約世貿大樓機毀樓
倒,冒出火焰、濃煙、碎片以及人們從窗外凌空
躍下求生的恐怖景象將永遠烙印在腦海裡，那是
我們永遠揮之不去的陰霾。
21 年前的 911，除了兩架撞毀紐約大樓的飛
機外，還有另外兩架衝向五角大廈以及賓州一片
田野上的飛機，總共近 3000 人死亡, 這是自珍珠
港事件以來美國本土最致命的襲擊事件,整個國
家為之顫抖哀戚,我們可以用劫機、屠殺、自殺
、空難、殘暴、悲情、憤怒、重創……等等不同
文字來敘述這樁泯滅人性的歷史傷痛。
在 911 後，美國安全防衛體系丕變，為懲
罰恐怖份子, 小布希總統領導美國與盟軍展開反
恐戰爭 ，出兵阿富汗與伊拉克，所費不貲, 911
之後十年,美國狙殺了蓋達基地（al Qaeda）的
首腦賓拉登後，但未能斬草除根，該組織遺孽化
整為零，向全世界慘透，多年來依然對全球秩序
造成極大威脅。2014 年在中東亂局中乘機崛起,
宣佈建國的伊斯蘭國恐怖組織(ISIS) 的極端狂熱
份子多年來大肆發展邪門宗教惡勢力，並透過網
路鼓吹無知者盲目投入他們宣稱的"聖戰",或煸惑
孤狼屠殺行動，罪惡之重遠超過賓拉登，他們以

挑釁和分離主義企圖分裂各國民族，以建立大一
統國家，更不時公怖斬首人質錄影帶恐嚇世界，
而在巴黎、威尼斯、倫敦、柏林和巴塞隆納等大
城市不斷發生的恐怖襲擊更使 ISIS 猙獰面貌顯
露無遺，這些伊斯蘭恐怖主義對西方的威脅讓人
們一次又一次的回憶起 911 恐怖情景，而一次又
一次的療傷止痛，依舊驅逐不了邪惡的妖魔鬼怪
，儘管伊拉克戰爭和阿富汗戰爭在模糊不清的反
恐戰爭刺激下，變成了打着“任務完成”旗號的
泥潭,尤其在狼狽退出阿富汗而讓塔利班政府在
喀布爾恢復成立，回歸神權政治後，預示著婦女
和女童在該國的悲慘未來, 以及公民自由與政治
權利的被剝奪,這凸顯了美國現在並未確立其全
球霸權地位。
在 911 後的反恐戰爭中超過 7000 名美軍死
亡，3 萬多名軍人和退伍軍人自殺。恐怖襲擊後
出現的同理心和合作精神已消失，取而代之的是
籠罩各地的其他仇恨主義。美國曾害怕來自其他
國家的恐怖分子，現在這片國土也面臨着類似的
仇恨, 去年 1 月 6 日國會大廈的襲擊就證明了這
一點。
美國已在 911 遭到襲擊的地方建立了 1,776
公尺全美最高大的摩天大樓，那表示美國人誓以
1,776 年美國獨立建國的精神重新出發，絕不向
恐怖惡勢力屈服的堅強意志, 就讓各族裔一起團
結, 彼此接受與包容, 並發揚多元文化的主義與
精神吧!

德國防長：烏克蘭在對俄戰鬥中
德國防長：
捍衛歐洲安全，
捍衛歐洲安全
，將持續給予支持
(綜合報道）德國國防部長克里斯蒂娜•蘭布雷希特日前表示，“烏克蘭在與俄羅斯的戰鬥中捍衛著歐
洲的安全”，並表示“希望基輔最近的軍事進展可以加速結束戰鬥”。
德國防長克里斯蒂娜•蘭布雷希特在接受美國政治新聞網站 Politico 採訪時表示，德國必須從過去幾年
的錯誤中汲取教訓，要採取更加重視軍事需求的國家安全戰略。 “我們的價值觀、民主、自由和安全在烏
克蘭得到捍衛。”“烏克蘭最近的成功讓我看到了希望，俄羅斯可能被迫結束其戰爭。”她強調說，即使
這場衝突持續數週或數月，也會一直支持烏克蘭。
德國在今年夏季之前加大了對烏克蘭的軍事援助，特別是提供了防空坦克和榴彈砲，並承諾提供高科
技防空導彈。蘭布雷希特說，德國正在培訓烏克蘭士兵進行排雷行動，而且德國正在與波蘭進行“非常具
體的”會談，計劃在波蘭東部建立一個維修中心，以便在需要時能夠迅速修理交付給烏克蘭的武器。
不過，蘭布雷希特此前表明，德國不會向烏克蘭大量交付重型武器，因為德國武裝部隊的庫存已經耗
盡，必須確保自身防衛能力。德國反對黨基民盟的議員羅德里赫•基澤維特爾說：“如果蘭布雷希特的結
論正確，我們的安全是在烏克蘭得到捍衛，那麼她和總理朔爾茨必須以向烏克蘭適當交付裝甲車，來支持
這一結論。“

未來壹周，緬甸仰光部分地區將停電
綜合報導 仰光電力供應公
司 YESC 發布信息稱，3 日開始
的壹周時間內，因氣候變熱，
仰光省用電量增加。為保障電
力系統穩定，仰光用電高峰期
，將對電壓進行緊急調控，由
此部分鎮區將出現暫時停電情
況。
YESC 發布的信息顯示，為
仰光供電的發電機組中，達吉
大鎮區 U Energy 的電力機組在
進行維護，電力供應量減少了
106MW 左 右 ； 阿 隆 鎮 區 Toyo
Thai 發電廠的壹臺機組也在進行
維護，電力供應量減少了 55MW
左右；另外壹水利發電站 1 臺機
組也在進行維護，電力供應量
減少了 100MW。
9 月 3 日早晨，阿隆鎮區
CECC 的壹臺利用廢熱發電的機
組突然停機，因此電力產量減
少了 55MW 左右。

日本第七波疫情見頂病死率下降
每日入境上限再放開
綜合報導 壹周內，日本
的新增感染人數約為 126 萬人
，同期死亡人數為 1990 人，
按此數據計算，目前病死率
約為 0.16%，低於第六波疫情
高峰時期約 0.27%的病死率。
日本第七波疫情正在見
頂，新冠病死率持續下降。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已經表示
，將從 9 月 7 日起將該國每日
入境人數上限從目前的 2 萬人
提高至 5 萬人，邊境管制進壹
步放松。
世衛組織截至 8 月 31 日
的統計數據顯示，在 8 月 22
至 28 日的壹周內，日本的新
增感染人數約為 126 萬人，同
期死亡人數為 1990 人，按此
數據計算，目前病死率約為

0.16%，低於第六波疫情高峰
時期約 0.27%的病死率。
日本周六最新公布的數
據顯示，有嚴重癥狀的新冠
患者人數較周五減少了 33 人
至 506 人，死亡 288 例，新增
新冠感染人數較壹周前減少
近 5.7 萬例至 12.3 萬例。
上個月，日本的第七波
疫情導致該國新冠死亡人數
超過 7000 人，並超過第六波
創下歷史單月最高死亡人數
紀錄，但日本政府並未實施
任何限制措施。
為厚生勞動省提供建議
的專家小組上周編制的分析
報告認為，盡管日本新冠感
染水平仍處於高位，但新增
確診病例數量已經開始出現

下降趨勢，第七波疫情有望見
頂。另據日本地方衛生部門的
數據分析，過去幾波疫情的死
亡病例中，新冠為直接死因的
占比也在持續下滑。
與此同時，日本宣布進
壹步放松新冠邊境管制。日
本首相岸田文雄已經表示，
該國將從 9 月 7 日起將每日入
境人數上限從目前的 2 萬人提
高到 5 萬人，以確保經濟發展
。岸田文雄於本月早些時候
檢測出新冠陽性，他於上周
三返回辦公室工作。
此外，從 9 月 7 日起，接
種過 3 劑以上疫苗的人將不再
需要出示核酸證明，只需出
示疫苗接種證明即可。岸田
文雄還表示，日本政府將從

10 月起進行針對奧密克戎變
異株的疫苗接種，該疫苗有
望於 9 月底開始分發。
隨著針對奧密克戎變異
株的新冠疫苗在各國獲得批
準，多國政府都已經表示，
即便今年冬季新冠感染人數
會增加，但預計不會因此增
加針對新冠的限制措施。
丹麥政府表示，由於加
強疫苗接種、人口的免疫力
增強以及新冠更有效的檢測
措施，該國已經做好充分的
準備，在即將到來的冬天建
立壹個完全開放的社會。該
國衛生機構稱，盡管新冠感
染人數在夏季出現反彈，但
病例數正在下降。
丹麥預計 9 月份將獲得
450 萬 劑 針 對 奧 密 克 戎 變 異
株的新冠加強疫苗，並將從
9 月 15 日 起 為 50 歲 以 上 的
人 和 弱 勢 群體提供第四劑加
強針。

緬甸軍方與若開軍大戰
軍方壹個據點被若開軍攻占

亞洲時局

綜合報導 若開軍（AA）表示，軍方 9 號軍事
作戰指揮部下屬，駐謬杭鎮卡馬雅 377 營，卡馬雅
378營和卡馬雅540營，以及駐紮在登扭，丁齋山，
林密山等的部隊，故意向謬杭鎮內的京瑟，布耶瑪
扭，奧德甘，谷哆，羌納，勒嘎，維達裏等村莊，
進行了炮擊。炮擊致使 1 名 5 歲男童，1 名 38 歲男
性民眾，1 名 69 歲女性民眾死亡，9 人受傷。
AA 發布的信息稱，8 月 2 日起，若開-孟加拉
邊境軍方 40 英裏邊防警隊營地附近，就開始爆發
戰事。因戰事，軍方部隊除封鎖了邊境 37-40 英裏
周邊外，也從維拉山進行封鎖。期間，軍方部隊
壹天約從克茂瑟，34 英裏，38 英裏，7 號程羌戰術
作戰指揮部，38 英裏和 39 英裏之間區域和周邊的
據點營地，發射 300-400 枚炮彈進行攻擊。另外，
還出動了空軍戰機，進行空襲。
40 英裏邊防警隊營地戰事中，除 1 名中士受
傷被俘虜外，營地內包括巡長等的 19 人死亡。AA
繳獲大量武器彈藥及物資。
營地被攻克後，在營地內，發現營地被攻克
前，不少死亡的軍方下屬邊防警員的遺體，就埋
在營地裏。該營地攻克戰中，AA 也有傷亡，但具
體 AA 未透露。該 40 英裏軍方邊防警隊營地被攻
克後，孟都鎮北部近 30 個邊防警隊小據點，軍方
進行了撤離。
孟都鎮 1 名民眾稱，昂明格拉村的據點營地都
不在了，孟都北部近 30 個小據點，都撤離了，孟
都鎮程羌壹線的公路，AA 在進行檢查。其他剩下的據點營地，軍
方派出了軍方部隊駐守。

緬甸向俄羅斯采購大量低價燃油

即日抵達
綜合報導 緬甸國管委發言人左敏吞少將稱，從俄羅斯進口的燃油，未
來數天內，就將運抵緬甸。屆時將以相對便宜的價格投放市場，以緩解緬甸
的油荒和油價高企的狀況。
左敏吞少將說，這些燃油的采購價比較便宜，加上運費後的到岸價也比
現在的燃油價格便宜不少。
未來數天內，從俄羅斯進口的燃油，第壹批就將運抵。該批燃油，
壹部分是政府部門的用油，到時我們會盡快發下去，剩余部分將立即
投放市場。
左敏吞少將表示，燃油是緬甸最為重要的基礎物資，無論工業品還是農
產品，都需要使用燃油生產、運輸，所以只要油價下去了，那這些價格都會
相應下跌。燃油價格高企，就會導致基礎物價上漲，只要控制了油價，基礎
物價就會下跌。
數日前，外匯市場美元匯率、國內燃油價格、大米價格、食用油價格等
上漲嚴重，為此國家開展了調控工作。
之前，緬甸央行發布信息稱，為穩定美元匯率，央行將向市場投放 2 億
余美元，主要提供給燃油及食用油進口商。進口商獲得美元後，需要盡快進
口相關物資投入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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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氣短缺
德國再重啟壹座燃煤發電廠

時稱，海登 4 號的發電能力可能會受
到煤炭鐵路運輸能力的限制。尤尼珀
29 日宣布，海登 4 號已於當天淩晨 5：
30 分 開 始 重 新 並 網 發 電 ， 目 的 是 減 少
天然氣供電負擔。
自 1987 年投入使用以來，位於德國
北萊茵-威斯特法倫州的海登 4 號發電廠
壹直是該國“最強大的發電廠之壹”，
單機容量為 875 兆瓦，在滿負荷運行時
，每小時會燃燒 265 噸煤。不過在 2020
年 12 月，為響應德國政府減少碳排放的

綜合報導 根據伊弗普調查公司（Ifop）於公布的壹項民調結果，
76%的法國人表示，他們每天全面沐浴至少壹次。但皮膚科專家指出，
雖然身體的某些部位需要每天清洗，但並不壹定需要每天洗澡，也不建
議這樣做。
據法國 BFMTV 報道，法國人在個人衛生方面似乎有所改善，伊弗
普調查公司這項最新民調顯示，76%的法國人每天沐浴至少壹次，意大
利人的這壹比例為 53%。巴黎皮膚科醫生勞倫斯· 奈特接受 BFMTV 采訪
時指出，皮膚水脂膜是抵禦空氣中細顆粒物汙染、紫外線的屏障，主要
由水分和脂肪等組成，可保護皮膚免受外界細菌侵害。每天洗澡可能損
害水脂膜，從而傷害皮膚。因此，勞倫斯· 奈特表示，沒有必要每天洗
澡，但私處、腋窩和腳趾間隙等壹些容易藏汙納垢地部位需要每天清洗
。
巴黎皮膚科醫生、法國皮膚病學會成員瑪麗· 茹爾丹接受 BFMTV 采
訪時也表示，“不衛生可能導致感染風險，但過度清潔也可能導致皮膚
水脂層的平衡被破壞。”她解釋說，為了避免皮膚問題，比如皮膚受刺
激或起濕疹，應該根據自己的生活方式調整個人衛生習慣，運動情況、
工作條件和可能的荷爾蒙失衡等，都會影響個人日常衛生。
專家建議，在炎熱天氣裏，最好快速淋浴，清洗敏感部位。瑪麗·
茹爾丹解釋說，這有助於降溫和排汗。而且，皮膚科專家壹致認為，清
潔產品的選擇非常重要，必須選擇適合皮膚 pH 值的沐浴產品，建議在
冬季使用補水產品，以保護皮膚水脂膜。

土耳其軍艦十多年來
首次停靠以色列港口
綜合報導 土耳其和以色列方面證實，土方壹艘護衛艦停靠以色列
北部港口城市海法。這是十多年來首艘在以色列停靠的土耳其軍艦。
路透社援引土耳其官員的話報道，這艘軍艦是根據北大西洋公約組
織的調度而停靠海法的。壹名以色列官員說，土方已向以方提交艦員上
岸申請。
以色列國防軍在壹份聲明中通報了土方護衛艦停靠海法，說這是以
色列與北約合作的壹部分，顯示以方對北約的支持。
據《耶路撒冷郵報》等媒體報道，自 2010 年 5 月以色列海軍攔截向
加沙地帶巴勒斯坦人運送物資的“藍色馬爾馬拉”號土耳其救援船並造
成 10 名土耳其人喪生以後，這是土耳其軍艦首次停靠以色列港口。
那次事件發生後，土耳其召回駐以色列大使，要求以色列道歉並賠
償損失，但遭到以方拒絕，兩國直至 2016 年 6 月才同意實現關系正常化
並重新互派大使。
然而，美國駐以色列大使館 2018 年 5 月從特拉維夫遷至耶路撒冷
，巴勒斯坦多地抗議者與以軍發生沖突並導致大量巴勒斯坦人死傷
後，土耳其再次召回駐以大使，並驅逐以駐土大使和駐伊斯坦布爾
總領事。
2021 年 6 月，時任以色列總理本雅明· 內塔尼亞胡下臺，以土關系隨
後出現緩和。今年 3 月，以土兩國總統在土耳其首都安卡拉舉行會晤，
雙邊關系出現迅速恢復勢頭。8 月 17 日，以色列總理辦公室發表聲明，
宣布與土耳其恢復外交關系，雙方將重新互派大使和總領事。

世界氣象組織：

本世紀將出現第壹個“三重”拉尼娜現象
綜 合 報 導 世 界 氣 象 組 織 (WMO) 預
測，人們即將看到本世紀第壹“三重”拉
尼娜現象，橫跨北半球連續三個冬天。該
組織日前發布預測警告了這壹不尋常的轉
折：目前的拉尼娜現象，壹種可以推動惡
劣天氣的天氣模式將可能在未來六個月內
持續到 2023 年。
WMO 秘書長 Petteri Taalas 在壹份新聞
稿中說道：“連續三年出現拉尼娜事件是
非常罕見的。”該現象預計將繼續在世界
遙遠的角落助長惡劣天氣。
拉尼娜現象通常會每隔兩到七年出現
壹次，通常持續壹年或更短。它在太平洋
上展開，但其影響可以在全球範圍內感受
到。跟厄爾尼諾現象壹起，它是厄爾尼諾南方濤動(ENSO)的極端階段之壹，是壹種
反復出現的氣候模式。
在拉尼娜現象期間，異常強勁的信風
將溫暖的表面水從美洲吹向亞洲。然後從
海底，更多的冷水上升 - 導致整個熱帶太
平洋中部和東部的冷卻效應。這壹現象的
後果因地區而異，每年都不盡相同，但拉
尼娜現象通常具有跟厄爾尼諾現象相反的

影響。比如澳大利亞往往會得到更
多的雨水，而東非通常比正常情況
下更幹燥。
這個特殊的拉尼娜事件開始於
2020年9月。Taalas指出，從那時起，
它的“標誌”已經在世界各地的異
常天氣事件中顯現。這包括襲擊非
洲之角的四十年來最長的幹旱。根
據聯合國支持的壹份報告，面對連
續五個骨幹的雨季，橫跨東非的七
個國家--從厄立特裏亞壹直到肯尼
亞和索馬裏--的 5000 多萬人預計今
年將經歷糧食不安全。Taalas 表示，
最新的拉尼娜現象預測證實，目前
的幹旱將繼續惡化。
另壹方面，在澳大利亞，拉尼娜現
象帶來了創紀錄的降雨量。上周，悉
尼的雨量計記錄了自今年年初以來超
過 兩 米 的 雨 水 。 這 是 自 164 年 前 開 始 記
錄以來，該城市第壹次在今年年初達
到這壹標準。悉尼是新南威爾士州的
首府，嚴重的洪水全年都困擾著該州
的部分地區。

鼓勵體現“包容性”
綜合報導 據報道，英國各
地消防部門花費了 17000 英鎊
（約合人民幣 13.5 萬），專門
給消防車重新上色，將其塗成
象征 LGBTQ+（性少數群體，
包括同性戀、雙性戀和跨性別
等）群體的彩虹色。
報道稱，2017 年以來，英

國多地消防和救援部門為了在招
聘中體現“包容性”，同意了將
消防車塗成彩虹色的提議。
牛津郡消防部門花費了4320
英鎊（約合人民幣 3.43 萬）完
成上色，也是英國各郡中花費
最高的；多塞特郡和威爾特郡
花費了 3390 英鎊（約合人民幣
2.69 萬）；薩福克郡花費
了2284英鎊（約合人民幣
1.81萬）。
牛津郡相關負責人
表示，為壹輛老舊的車
噴漆實現了“平等、多
樣性和包容”的目標；
多塞特郡和威爾特郡也
認為，選擇這種方式是

為了促進包容性。2022/2023 年
度，針對消防車“變色”的預
算將繼續上漲。
“包容性”還體現在其他方
面，英國各地超 35000 英鎊（約
合人民幣27.8萬）的支出，用在
了購買與LGBTQ+群體有關的宣
傳產品上，比如彩虹旗。
昨天，該消息在海外社交
媒體上引發吐槽，不少網民批
評，政府如此操作就是在浪費
錢，“打了求救電話的人會關
註來的消防車是什麽顏色？”
“明明可以用這些錢多雇壹個
消防員，他們卻用來給車換顏
色”，有網民怒斥，“消防部
門應當道歉”。

10:00am
11:00am
11:15am
1:30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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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25 Sugar Ridge Blvd. Stafford, Texas 77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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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當地壹家智庫的湯姆·
裏安吐槽，“（政府）為了追
求所謂的‘正確’騙了納稅人
，消防隊長們必須認識到，昂
貴的彩虹外形（消防車）對救
人壹事毫無助益。他們應當將
重點放在救火，而不是文化戰
爭上。”
另據每日郵報報道，彩虹
旗是 LGBTQ+群體的標誌，今
年年初，屬於英國國家醫療服
務體系(NHS)的醫院被曝光在疫
情期間，花費了數萬英鎊，將
醫院門口的人行道塗成彩虹色
，理由是“體現包容性”。有
議員直言，這筆錢原本更應該
花費在病人身上。

曉市頓華人浸信會

真耶穌教會

CHINESE BAPTIST CHURCH

True Jesus Church

蔡啟遠代理主任牧師、楊建牧師、
王浩詒牧師、徐英牧師、
李鄭嘉惠兒童事工主任

關榮根
主任牧師

當涉及到更多的極端天氣事件時，氣
候變化也在起作用--無論是幹旱、洪水還
是拉尼娜現象。研究指出，隨著全球氣
溫的上升，極端的拉尼娜和厄爾尼諾事
件到本世紀末將變得加倍頻繁--約每十年
壹次。
世 界 氣 象 組 織 預 測 ， 今 年 9 月 至 11
月，拉尼娜現象有 70%的機會持續存在。
從 2022 年 12 月到明年 2 月，它有 55%的機
會持續存在。

英國消防部門花 1.7 萬英鎊將消防車塗成彩虹色：

900 Brogden Road, Houston TX 77024
Tel:713-461-0963 Web: www.cbchouston.org

西南華人浸信會

方面以“技術故障”為由，宣布“完全
停止”“北溪 1 號”管道天然氣運輸
，且未提及恢復供應時間。俄聯邦安
全會議副主席梅德韋傑夫更是直接警
告，“歐洲將直接沒有俄羅斯天然氣可
用”。
9 月 2 日，德國能源監管機構聯邦網
絡局局長穆勒通過社交媒體表示，目前
德國液化天然氣接收終端的建設、天然
氣存儲水平和節能意願變得更為重要，
能否實現最終的天然氣儲備目標將取決
於每個人。聯邦統計局的數據顯示，德
國目前正在從挪威、荷蘭和比利時獲得
天然氣，總體天然氣儲備量約為 83%，
尚未完成供暖季到來之前的存儲目標。
《華爾街日報》發文直言，今年歐
洲的冬季“本來就已註定寒冷”，俄方
宣布無限期完全關停“北溪 1 號”天然
氣管道的決定，將讓歐洲的凜冬提前到
來。

英語崇拜/國語崇拜/粵語主日學
國語主日學
粵語崇拜/英語主日學
中文學校(粵語,國語)(only during school year)

335 Avenue E,Stafford,
TX 77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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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之三法國人每天洗澡
法專家：沒必要！

政界、經濟界、環保組織、工會、各聯
邦州及地方代表，成立了“增長、結構
轉型與就業委員會”，以便在淘汰煤電
和能源結構轉型議題上取得廣泛社會共
識。
2019 年 5 月，時任德國總理默克爾
在“彼得斯堡氣候對話”非正式部長級
會議上承諾，德國將在 2038 年前逐步淘
汰燃煤發電，並稱這是壹項“壯舉”，
具有重要裏程碑意義。
去年 12 月，德國新政府承諾加快淘
汰煤電。由現任總理朔爾茨領導的社民
黨、環保為主的綠黨和親商的自由民主
黨聯合組建的新政府，將全面淘汰煤電
的目標提前 8 年到 2030 年。
然而，俄烏沖突的爆發改變了事情
發展的軌跡。美歐對俄實施的壹系列制
裁，逐漸演變成能源博弈戰，歐洲能源
成本大增，通脹壹路走高。就在近日，
歐美決定對俄能源限價，隨後，俄羅斯

90

電話: (281)631-5260
網址: www.tjc.org
電子郵件: Houston@tj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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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德國重啟了該國最大燃煤
發電廠之壹的海登 4 號發電廠，以節省
天然氣，應對冬季能源需求，初步預計
將運營到明年 4 月末。海登 4 號已是德國
近壹個月重啟的第二座燃煤發電廠了，
有德國能源及氣候專家感嘆，“這是壹
個痛苦卻無法避免的決定”。
據路透社消息，德國能源巨頭尤
尼珀（Uniper）發布聲明，宣布下屬的
海 登 4 號 燃 煤 發 電 廠 將 於 8 月 29 日 重
啟 ， 運 營 到 2023 年 4 月 30 日 。 聲 明 同

努力，尤尼伯宣布海登 4 號停止商業發
電，轉入電網儲備系統。
其實，海登 4 號也不是德國政府
“復活”的第壹座燃煤電廠了。德國
《商報》8 月 1 日報道稱，為節省稀缺的
天然氣，德國下薩克森州的米爾海姆
（Mehrum）燃煤發電廠作為電網儲備的
壹部分啟用投產。德媒預計，不久還會
有更多的燃煤電廠陸續重啟。
“將已經關閉的燃煤電廠重新接入
電網是痛苦的，但也是不可避免的決定
。”談及德國重啟煤電之舉，綠色和平
組織德國能源及氣候問題專家施密德
（Karsten Smid）略顯無奈，“為了確保
這不會開氣候保護的倒車，在接下來的
幾年裏，必須采取措施抵消如今造成的
額外排放。”
值得壹提的是，就在今年以前，德
國還可以說是“談煤色變”。
早在 2018 年，德國聯邦政府曾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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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五角大樓紀念“9•11
拜登五角大樓紀念“
11”
”
恐襲 21 週年
週年：
：反恐無期限
星期二

（綜合報導）美國總統拜登當地時間
11 日在五角大樓舉行的“9•11”恐襲 21
週年紀念儀式上說，耗時 20 年的阿富汗戰
爭已經過去，但美國對防止再遭恐襲的承諾
沒有期限。
這是拜登首次以總統身份出席在五角大
樓舉行的“9•11”週年紀念儀式。按照慣
例，美國的總統和副總統會以每年輪換的方
式，在“9•11”紀念日分赴紐約、五角大
樓或賓夕法尼亞州出席官方紀念活動。當天
，美國第一夫人吉爾•拜登赴賓州尚克斯維
爾鎮出席紀念活動，副總統哈里斯則前往紐
約世貿中心遺址廣場參加悼念。
五角大樓的紀念儀式在雨中舉行。拜登
首先來到位於五角大樓西南側的“9•11”
紀念園，向遇難者紀念碑敬獻花圈。 21 年
前，恐怖分子劫持美航 77 號班機試圖衝撞
五角大樓，最終造成包括機上 59 名乘客在
內的 184 人遇難，五角大樓西南側樓體受損
。
紀念儀式開始，禮兵逐一念出每一位遇難者
的姓名，並鳴鐘致哀。
2001 年 9 月 11 日 9 時 37 分，飛機的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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擊，導致連接五角大樓西南角的廊道坍塌起
火，室內濃煙滾滾。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在
紀念儀式上講述了一名倖存者奮力救援同事
的故事。 “爬到我背上，我背你出去：這
就是五角大樓的精神，這也是當時現場所有
人的反應。”
拜登隨後發表講話，表達了繼續打擊恐
怖主義的決心。他說，過去 21 年，所有一
切都發生了變化，但美國保衛自身安全的決
心從未動搖，將恐怖分子繩之以法的決心從
未動搖。
拜登在講話中提到了本•拉登以及今年
8 月被美軍擊斃的“基地”組織頭目扎瓦希
里。他表示，美國軍方、情報以及反恐人員
仍在密切跟踪新的恐怖主義威脅。美國將繼
續監控和打擊恐怖主義活動，“無論在哪裡
發現他們，無論他們躲藏在何處，我們都將
毫不猶豫地採取必要行動。”
拜登說：“對於所有失去親人的人來說
，21 年既是一生，也是一瞬。這些記憶幫
助我們癒合，但也能打開傷痛，把我們帶回
到悲痛萬分的那一刻。”

拜登正式接受邀請出席英女王葬禮
（綜合報導）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當地時間 9 月 11 日報導，一位白宮官員稱，白金
漢宮沒有邀請美國總統拜登率領代表團（delegation）參加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的葬禮，而是向拜
登及其夫人發出了特定邀請。
白宮當地時間 11 日已宣布，拜登已正式接受邀請，並將由第一夫人陪同前往。
報導稱，此前的國葬，例如南非前總統納爾遜•曼德拉的國葬，會允許現任總統帶一個官員代表團
參加。
據《紐約時報》當地時間 11 日報導，伊麗莎白二世的靈柩已運抵愛丁堡。
11 日，伊麗莎白二世的靈柩從蘇格蘭巴爾莫勒爾堡出發，六個小時後抵達愛丁堡。在靈柩當地
時間 13 日被運往倫敦之前，英國王室將在那裡舉行儀式。
據此前報導，已故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的葬禮確定於當地時間 9 月 19 日 11 時在倫敦威斯敏斯
特大教堂舉行，這也是伊麗莎白二世舉辦登基儀式和婚禮的地點。

美國紐約延長全國緊急狀態
（綜合報導）9 月 9 日，紐約州衛生部表
示，在長島拿騷縣發現了最新的污染樣本。美
國紐約州州長宣布該州進入災難緊急狀態，本
次緊急狀態將持續到 10 月 9 日。
紐約州州長凱西•霍赫爾在聲明中指出，
還未接種脊髓灰質炎疫苗的兩個月以上嬰幼兒
、兒童以及成年人都應盡快接種，已經接種疫
苗者應接種加強針。為加快疫苗接種速度，護
理人員、助產士和藥劑師都已獲得授權，可以
實施脊髓灰質炎疫苗接種。
她表示，“紐約州發生了一場災難，受影
響的地方政府無法充分應對”。
今年 7 月，曼哈頓以北約 48 公里的羅克蘭
縣報告了美國近十年來首例脊髓灰質炎病例。
在羅克蘭縣發現脊髓灰質炎病例後，其鄰近的
奧蘭治縣、沙利文縣以及紐約市的廢水樣本中
也相繼發現了這種病毒。紐約州衛生官員說，
每發現一例病例，就意味著可能有數百人感染
。
美國疾控中心表示，大約四分之三的脊髓
灰質炎病毒感染者沒有症狀，但他們仍可能將
病毒傳播給他人。
脊髓灰質炎俗稱小兒麻痺症，是脊髓灰質
炎病毒引起的急性傳染病，可能導致癱瘓甚至
死亡，3 劑疫苗可提供接近 100%的保護力。
小兒麻痺症曾經是美國最可怕的疾病之一
，一度每年暴發上千例小兒麻痺症確診病例
。 1955 年美國開始供應小兒麻痺症疫苗，全
國性的疫苗接種運動在 20 世紀 60 年代將每年
的病例數減少到 100 例以下，在 20 世紀 70 年代
減少到 10 例以下。 1979 年，小兒麻痺症在美
國被宣布消除，這意味著該病毒在美國不再有

常規傳播。
美國上一次報告小兒麻痺症病例是在 2013
年。根據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最新的兒童
疫苗接種數據，大約 93%的 2 歲兒童至少接種
了 3 劑脊髓灰質炎疫苗。
紐約州衛生部門官員設定了將脊髓灰質炎
疫苗接種率提升到 90%以上的目標。目前，在
幾個高風險地區中，奧蘭治縣接種率最低，只
有不到 59%。
全美：猴痘疫情位居全球之首
美國紐約民眾等候接種猴痘疫苗
就在一個多月前的 7 月 29 日，紐約州州長
凱西•霍赫爾宣布紐約州進入“災難緊急狀態
”。她表示，紐約州已經成為美國猴痘傳播率
最高的地區之一。 “超過四分之一的猴痘病
例發生在紐約州，目前對高危人群的影響過大
。”
當地衛生官員表示，猴痘疫情“對公共健
康構成迫在眉睫的威脅”。
就在紐約州宣布因為猴痘疫情進入“災難
緊急狀態”之後的 8 月 1 日，美國的加利福尼
亞州和伊利諾伊州也宣布進入緊急狀態。
據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及福克斯新聞網
9 月 8 日報導，美國猴痘病例數已超 2.1 萬例，
並已經出現第二例死亡病例。最近幾個星期，
美國猴痘患者中非裔感染者的比例不斷上升。
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官員宣布正在調查一名
猴痘死亡患者的死因，這是美國已知的第二例
猴痘死亡病例，距離得克薩斯州報告首例死亡
病例不到一個月。
美國公佈的數據顯示，全美猴痘總病例數
達 21504 例，位居全球之首。目前猴痘病例數

排名前三的州是加利福尼亞州、紐約州、佛羅
里達州，其中，加州病例最多，共有 4140 例。
與此同時，美國猴痘新增病例還出現了明顯的
種族差異：美國非裔在感染人數中所佔比例不
斷上升。
美國公共衛生專家指出，由於檢測能力不
足等原因，美國實際猴痘病例數可能遠高於官
方統計數據。大部分疑似病例未得到及時檢測
和確診，因此未及時採取防控措施，從而大大
增加了將病毒傳給更多人的風險。
近來，美媒已不斷刊發文章，批評美政府
抗擊猴痘疫情不力，導緻美國出現疫苗短缺及
接種緩慢、檢測能力不足、分配過程存在嚴重
種族差異等問題。公共衛生專家表示，美國遏
制猴痘疫情快速蔓延的窗口正在關閉，美國政
府正在重蹈新冠疫情防控不力的覆轍。
彭博社近日刊文稱，從疫苗供應遲緩到與
民眾溝通缺失，美國政府應對猴痘疫情的錯誤
一個接一個。 “如果新冠疫情帶給我們什麼
經驗教訓，那就是應對這類突發公共衛生危機
有兩點至關重要：一是通過有效分配資源以減
緩疫情衝擊；二是與公眾有效溝通，讓他們了
解疫情帶來的各種風險。但在猴痘疫情應對上
，拜登政府這兩點都沒做到。”
《華盛頓郵報》則刊文指出，美國猴痘疫
情防控已然失敗，政府往往是在疫情失控後宣
佈公共衛生緊急狀態，而不是提前著手應對。
美國面對猴痘疫情的狀態與當初新冠疫情時如
出一轍：疫苗短缺，診所排長隊，病例增加迅
速，公眾擔憂、恐懼、疑慮情緒蔓延，各州不
堪重負。
今年 4 月，一個由美國公共衛生從業者、
流行病學家、醫護人員及各行業代表組成的名
為“人民疾控”的組織在英國《衛報》網站上
發表文章，對美國政府的疫情應對方式以及無
視社會和公共衛生責任感到憤怒。他們呼籲，
美國需要一個新的疾控中心，應優先考慮人民
健康而不是大企業的利益。

首都華盛頓：移民大量湧入
數千名移民被運到華盛頓
和紐約州因為脊髓灰質炎病毒而宣布進入
緊急狀態不同，華盛頓因為移民而進入緊急狀
態。
當地時間 9 月 8 日，因數千名移民從美國
亞利桑那州和得克薩斯州乘坐公共汽車抵達華
盛頓，華盛頓市長繆里爾•鮑澤宣布華盛頓從
即日起進入為期 15 天的公共衛生緊急狀態。
今年夏天，鮑澤曾聲稱華盛頓特區存在
“人道主義危機”，併兩次就此事向國民警衛
隊求助，但均遭到拒絕。鮑澤在 8 日的聲明中
宣布將成立一個專門的移民服務辦公室以協調
處理該市移民問題。
從今年 4 月開始，得克薩斯州州長格雷格
•阿博特和亞利桑那州州長道格•杜西用巴士
運送移民前往華盛頓，以抗議拜登政府的移民
政策。
截至 9 月 8 日，得克薩斯州州長辦公室已
通過 190 餘輛巴士將超過 7900 名移民送往華盛
頓，另有 2200 餘名移民乘坐 40 多輛巴士前往
紐約市，300 餘名移民乘坐 5 輛巴士前往芝加
哥。此外，亞利桑那州向華盛頓派出 46 輛巴士
，運送了 1677 名移民。
發起“運人”行動的得克薩斯州州長格雷
格•阿博特和亞利桑那州州長道格•杜西都是
共和黨人，與民主黨籍總統拜登的聯邦政府在
移民政策上分歧明顯。
自拜登政府放寬邊境管控政策以來，美國
西南邊境湧入的移民數量於今年 3 月創下 22 年
以來的新高。得州州長阿伯特屢次將矛頭指向
美國總統，直言這是一場“拜登邊境危機”。
而對於“移民免費大巴”一類舉措，白宮方面
則譏諷這是共和黨人的“政治噱頭”，是浪費
納稅人錢財的“可恥行徑”。
一些評論人士說，兩黨政治爭鬥使邊境成
為“昂貴的競選道具”，移民淪為“政治棋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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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警方：網絡公司易被利用成幫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一存 北
京報道）多位警方人士向香港文匯
報記者表示，在電信網絡詐騙犯罪
案件中，網絡公司易被電騙集團盯
上成為幫兇。浙江杭州市公安局刑
偵支隊黨委副書記、副支隊長郭立
峰表示，電信詐騙非法盈利既大又
快，有網路公司為片面追求利益，
不惜鋌而走險，置法律於不顧，走
上犯罪道路。

刷單引流類案件為高發區域

“目前來看，杭州刷單引流類
案件成為高發區域。”郭立峰介
紹，杭州存在大量互聯網公司，這
些公司往往會被境外的犯罪集團所
利用，或者認為電信詐騙非法盈利
既大又快，為片面追求利益，因此
會置法律於不顧，從卡商、通訊
商，還有利用自己個人的網上賬
號，提供給境外的犯罪集團用。
郭立峰表示，電騙集團引誘杭
州一些中小型互聯網企業為他們提
供引流服務、跑分服務，甚至提供
一些偷渡或者境外的所謂的鎖號、
解封等，“這往往會影響一些涉世
不深的學生、外地的打工人員，他
們可能為了追求一些蠅頭小利，被
境外犯罪集團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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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6

最高法：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境外作案佔八成

堅決遏制跨境電騙多發高發態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一存 北京報道）反電信
網絡詐騙法，將於 12 月 1 日起實施。中國最高人民
法院刑事審判第三庭庭長馬巖 6 日在北京表示，當年
內地發生的電信網絡詐騙案，境外作案犯罪佔比達
80%，跨境電信網絡詐騙犯罪案件呈社會危害更重、
打擊難度更大等特徵。他指出，大批電詐犯罪窩點轉
移至境外作案，給打擊治理工作帶來困難和挑戰，存
在偵查難、取證難、認定難、追贓難等問題。人民法
院將堅決遏制跨境電騙犯罪多發高發態勢，將其作為
從嚴懲處的“重中之重”，“特別是對於犯罪集團首
要分子和骨幹成員，最大限度彰顯刑罰的功效。”

今年1至7月份追贓挽損5.22億元

浙江省公安廳刑偵總隊新型犯
罪偵查支隊支隊長向善亮也指出，
以互聯網為支撐的新技術、新產業
蓬勃發展，在帶來便捷的同時，也
為具有非法非接觸性、跨區域性、
無邊界性特徵的電信網絡詐騙犯罪
提供了便利，有些公司企業遊走在
合法與非法的邊界，為電信網絡詐
騙犯罪提供必要的技術服務，有些
個人為了賺取非法利益出租、出
借、出售銀行卡，為境外詐騙集團
跑分、洗錢等等。
“浙江省嚴厲打擊以電詐為代表
的涉網新型犯罪。”浙江省公安廳刑
偵總隊總隊長陳德良介紹，今年1到
7 月份，共搗毀電信網絡詐騙及關聯
犯罪窩點 412 個，打掉犯罪團夥 425
個，抓獲相關犯罪嫌疑人1.35萬人，
返還民眾損失 4.8 億元（人民幣，下
同），成功預警潛在受害人950多萬
人次，勸阻民眾780多萬人次，止付
資金18億元，追贓挽損5.22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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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日舉行的
香港文匯報記者從最高法
新聞發布會上了解到，2017 年至
2021 年，全國法院一審審結電信網絡詐
騙犯罪案件10.3萬件，22.3萬名被告人被
判 處 刑 罰 。 其 中 ， 2018 年 同 比 上 升
71.69%，2019 年同比上升 25.15%，2020
年同比上升 40.36%，2021 年同比下降
17.55%。今年上半年，全國法院一審審
結電信網絡詐騙犯罪案件1.1萬件，2.1萬
名被告人被判處刑罰，同比又有所下降。

堅持全鏈條縱深打擊
“近年來，隨着我國信息網絡技術
快速發展，犯罪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傳
統犯罪持續下降，以電信網絡詐騙為代表
的新型網絡犯罪持續高發多發。”馬巖表
示，人民法院對電詐犯罪始終堅持依法從
嚴懲處，將跨境電信網絡詐騙犯罪作為從
嚴懲處的重中之重，對電信網絡詐騙犯罪
始終堅持全鏈條縱深打擊，對電信網絡詐
騙犯罪始終堅持全力追贓挽損。

年輕學生多受電騙集團蠱惑下水
◆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境外作案佔八成
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境外作案佔八成，
，呈多發高發態勢
呈多發高發態勢。
。圖為
早前浙江省湖州市吳興區飛英派出所的民警在給中小學生上
“防範網絡詐騙 共築網絡安全防線
共築網絡安全防線”
”專題講座課
專題講座課。
。 資料圖片

他介紹，電詐犯罪鏈條化運作模式
日益明顯，圍繞這一犯罪，滋生了大量周
邊黑灰產業鏈，後者又助推此類犯罪高發
多發，成為前者屢打不絕的重要因素。人
民法院着眼於斬斷電詐犯罪的幫助鏈條，

律師：反電騙法全鏈條防範懲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一存 北京報道）十三
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六次會議 9 月 2 日表決通
過《反電信網絡詐騙法》，將於 2022 年 12 月 1 日
起施行。有北京律師表示，這部法律作為一次專
門的立法，立足刑事處罰、行政處罰、民事責任
等環節、全鏈條防範懲治電信網絡詐騙，為反電
信網絡詐騙工作提供了有力法律支撐，建立起立
體式懲處網絡，並在預防環節將風險和危機降至
最低，給電信網絡安全裝上了“雙保險”。
資深涉外律師、北京中倫文德律師所合夥人

黎學寧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反電騙法
強調相關部門要形成合力、實現跨行業跨地域協
作，着力構建全鏈條式綜合治理格局，以最大限
度擠壓違法犯罪的空間。他認為，過去懲治電騙
犯罪的法律條文及行政法規較為分散且針對性不
強，而反電騙法是一次專門的立法，特別是涉及
到金融、通信、互聯網領域，亦覆蓋到個人信息
保護等領域，從綜合性、全面性角度來說，這能
夠切合當前對嚴厲打擊電騙犯罪的迫切需求。
另外，反電騙法為打擊犯罪和綜合長遠的治

強化源頭預防管控，壓縮電詐犯罪滋生蔓
延的空間，依法懲治其關聯犯罪。
馬巖還指出，電詐犯罪通常是集團
或團夥作案，人員構成複雜、惡性程度
不一、地位作用有別。從近年情況看，
一些未成年人、在校學生、剛畢業大學
生受到犯罪集團蠱惑引誘或欺騙而參與
其中。最高法刑事審判第三庭三級高級
法官陳攀亦表示，境外電信網絡詐騙犯
罪集團大肆組織、拉攏、欺騙、利誘一
些年輕人參與犯罪，拉人下水，毀人前
程，極其惡劣。
當日的發布會上，最高法還發布十
起典型案例。馬巖表示，希望這些案例
能夠提醒引導民眾增強防騙意識和防範
能力，運用法律手段保護好自身權益，
同時明辨是非，不要因貪圖蠅頭小利而
成為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分子的“工具
人”。
談及打擊治理電詐犯罪工作下一步
部署，馬巖說，將完善針對電詐犯罪的證
據與證明規則，健全失信懲戒、涉詐資金
查處、行政處罰和刑事處罰銜接等機制。
法院還將繼續加大對侵害公民個人信息犯
罪的懲治力度，繼續加大追贓挽損工作力
度，通過適用認罪認罰制度，促使被告人
積極退贓退賠，會同有關部門盡快健全涉
詐資金依法及時返還機制。

理提供了有力支撐，對電信、金融、互聯網領
域，以及相應的行業主管部門、企業的監管責任
等作出明確規定，未來將有助於改善管理的漏洞
和薄弱環節。
反電騙法還明確規定，電騙分子及為電騙提供
幫助的違法犯罪人員，除依法承擔刑事責任、行政
責任以外，還應該承擔民事責任。在黎學寧看來，
這部法律對違法犯罪人員建立起立體式懲處網絡，
涵蓋刑事處罰、行政處罰、民事責任等，這樣將極
大提高對電信網絡詐騙行為的打擊力度。此外，這
部法律在預防環節就將風險和危機降至最低，這不
僅能夠有力打擊潛在的詐騙者，也能精準保護無辜
的受害者，給電信網絡安全裝上了“雙保險”。

中
國新聞
中國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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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電信網絡詐騙法 月起施行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9
月 2 日，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
十六次會議表決通過《中華人民共和
國反電信網絡詐騙法》。專家普遍認
為，反電信網絡詐騙法堅持以人民為
中心，統籌發展和安全，立足各環
節、全鏈條防範治理電信網絡詐騙，
精準發力，為反電信網絡詐騙工作提
供有力法律支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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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蓋四條技術路線 研發處於全球第一方陣



2022衞生健康與工業科技創新服務大
會——疫苗研發生產論壇近日舉

(

疫情，中國正在尋找一種序貫加強免疫的最佳

行。鄭忠偉在論壇上表示，中國新冠疫苗研究
始終走在全球第一方陣。目前，全球新冠疫苗
候選品種達到 368 個，進入到臨床的有 170
個。中國研發有 45 款新冠疫苗，包括基於早
期毒株和奧密克戎變異株的，佔全球總數的
26%；有 21 款疫苗在境外獲批三期臨床試
驗，佔全球總數的 30%；有 9 款疫苗獲得國家
藥監局批准附條件上市或者緊急使用，佔全球
總數的 22%；有 3 款納入世界衞生組織緊急使
用清單，佔總數的27%。此外，中國新冠疫苗
的接種率也全球領先，目前已接種超過 34 億
劑次，不過高齡老人接種率較低仍是目前的短
板。

組合，能夠預防變異株的感染、重症和死亡，

國產新冠疫苗不良反應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
中國國家衞生健康委科技發展中心主任、科研
攻關組疫苗研發專班工作組組長鄭忠偉近日在
北京透露，中國已有覆蓋滅活、重組蛋白、腺
病毒載體、核酸四種不同技術路線的18款新
冠病毒變異株疫苗進入臨床，在變異株疫苗研
究上處於全球第一方陣。面對奧密克戎變異株

同時還具有最好的安全性。

依法全面落實電話用戶真實身份信息

一段時期以來，手機卡、銀行卡
大量非法開辦、隨意買賣，成為電詐犯
罪分子的重要工具。反電信網絡詐騙法
明確，電信業務經營者應當依法全面落
實電話用戶真實身份信息登記制度。銀
行業金融機構、非銀行支付機構為客戶
開立銀行賬戶、支付賬戶及提供支付結
算服務，和與客戶業務關係存續期間，
應當建立客戶盡職調查制度，依法識別
受益所有人，採取相應風險管理措施，
防範銀行賬戶、支付賬戶等被用於電信
網絡詐騙活動。
反電信網絡詐騙法還規定，辦理
電話卡不得超出國家有關規定限制的
數量。對經識別存在異常辦卡情形
的，電信業務經營者有權加強核查或
者拒絕辦卡。開立銀行賬戶、支付賬
戶，不得超出國家有關規定限制的數
量。對經識別存在異常開戶情形的，
銀行業金融機構、非銀行支付機構有
權加強核查或者拒絕開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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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18款新冠變異株疫苗進入臨床

專門立法七章50條

反電信網絡詐騙法共七章50條，包
括總則、電信治理、金融治理、互聯網
治理、綜合措施、法律責任、附則等。
這部法律自2022年12月1日起施行。
作為一部“小切口”的專門立
法，反電信網絡詐騙法在總結反詐工
作經驗基礎上，着力加強預防性法律
制度構建，加強協同聯動工作機制建
設，加大對違法犯罪人員的處罰，推
動形成全鏈條反詐、全行業阻詐、全
社會防詐的打防管控格局。
加強部門協同，是反詐工作的重
要經驗。反電信網絡詐騙法規定了各
部門職責、企業職責和地方政府職
責，明確有關部門、單位在反電信網
絡詐騙工作中應當密切協作，實現跨
行業、跨地域協同配合、快速聯動，
加強專業隊伍建設，有效打擊治理電
信網絡詐騙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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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已有覆蓋滅活、重組蛋白、腺病毒載體、核酸
四種不同技術路線的 18 款新冠病毒變異株疫苗進入
臨床。圖為工作人員在科興中維新冠疫苗包裝車間內
工作。
資料圖片

“疫苗接種降低重症死亡率是非常明確
的，從已獲得的一系列真實世界數據，也充分
證明了我國新冠疫苗安全有效，特別是加強針
接種後，保護效果有顯著提升”，鄭忠偉說。
在國產新冠疫苗的安全性方面，一般不良反應
和嚴重不良反應都非常低，低於常年接種疫苗
產生一般不良反應和嚴重不良反應。
美 國 FDA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日前批准兩款新
冠病毒變異株疫苗上市，中國公眾也對國產
變異株疫苗充滿期待。鄭忠偉表示，中國從
去年 10 月就已啟動針對奧密克戎變異株疫苗
的研發，多條路線疫苗並進。目前，中國已
有 18 款變異株疫苗進入臨床階段，包括 3 款

滅活疫苗、7 款重組蛋白疫苗、1 款腺病毒載
體疫苗和 7 款核酸疫苗。這些疫苗的給藥方
式，包括傳統的肌肉注射，還有吸入式和鼻
噴式。

尋找序貫加強免疫的最佳組合
鄭忠偉說，在變異株疫苗研發上走得比較
快的，比如國藥集團中國生物的奧密克戎變異
株滅活疫苗已完成三期臨床試驗，正在滾動提
交材料。多款變異株疫苗已在三期臨床試驗
中，部分在進行二期臨床，覆蓋了所有的疫苗
技術路線。“中國新冠變異株疫苗的研發，仍
然處於第一方陣”，鄭忠偉說。
除變異株疫苗研發外，中國還在進行序貫
加強免疫的研究，也就是通俗講的，不同路線
疫苗加強針“混打”。“我們希望能夠找到一
種最佳組合”，鄭忠偉說，中國在兩劑或三劑
滅活疫苗的基礎上，使用奧密克戎變異株的滅
活、重組蛋白以及 mRNA 等路線疫苗，展開
並行研究。通過志願者在接種不同種類序貫加
強免疫後的血清，與奧密克戎變異株真病毒在
實驗室進行中和。最後爭取能找到一個最佳的
疫苗組合，能夠達到預防奧密克戎變異株感
染、重症和死亡的最好效果，同時還具有最好
的安全性。如果一切順利的話，預計在 9 月
底，取得第一階段也就是 28 天血樣的研究初
步結果。
鄭忠偉還表示，國家藥監局已針對變異株
疫苗的研發、臨床研究等環節出台系列指導原
則，“只要我們獲得了非常好的研究數據，那
麼審批工作也能夠及時地跟進”。

鍾南山：第三針最好打不同技術路線疫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
中國工程院院士、廣州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
國家呼吸系統疾病臨床醫學研究中心主任鍾南
山近日在北京表示，研究數據顯示接種同源的
第四針新冠疫苗不足以有效預防感染，這是新
冠疫苗面臨的挑戰。他認為，中國開展疫苗研
發的種類是世界最多的，對於未來如何找到新
的疫苗是最有利的。

鍾南山表示，要積極推動新冠疫苗序貫免疫
的優勢互補，“打完第三針，第四針要打什
麼”？不管什麼路線的疫苗，要通過真實世界的
數據來證實是否有效。資料顯示，不管打輝瑞的
疫苗，還是滅活疫苗，三針以後經過一段時間，
抗體都下來了，而且對奧密克戎體外的中和活性
還是降低了，所以才會有這麼多突破感染。有看
法認為，使用同種疫苗，不停接種下去是不行

的。
多個數據顯示，序貫加強免疫的抗體效果更
好。鍾南山實驗室的研究顯示，兩針滅活疫苗加
一針mRNA疫苗的序貫免疫，對奧密克戎變異株
的抗體水平以及細胞免疫的水平，都有明顯提
升。序貫加強免疫使用其他類型疫苗，比如腺病
毒載體、重組蛋白疫苗等，都有明顯提升抗體水
平，這應該是可取的疫苗接種戰略。

休城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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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南華埠 Arthur Stoney Park 中式涼亭動土典禮

【本報訊】9 月 10 日是農曆中秋佳節，從
上午開始，休士頓華埠就車水馬龍，掩不住的
節慶喜氣，更增添了適逢周末的歡娛氣氛。加
上在連續數日地區氣象偶爾雷震雨之後，晴朗
明爽的秋陽，照耀來去匆忙的車輛及人群，使
市景看來愈發欣欣向榮。
在繁忙的百利大道及八號路交叉口附近，
為市民熟悉及喜愛的 Arthur Storey 公園邊綠草
坪上，佈置了幾個活動棚，以及上繪中國式涼
亭的彩色畫板，吸引著來往車輛及行人的囑目
。這是國際區管理委員會及西南區管理委員會
歡喜迎接的好日子，一座哈瑞斯縣在此地點支
持建造的涼亭，於 10 日上午十時的吉時啟動動
土典禮的儀式。
儀式由哈瑞斯縣第四區區長 Jack Cagle 親
臨主持，自從今年春天行政區重劃後，Cagle
區長面對新劃入區內的國際區管委會及西南區
管委會範圍，他積極主動的藉著各種活動及場

合，與民眾接觸，以親身暸解大家的意見及
看法。這個涼亭計劃的策劃及建築師李兆瓊
表示，此計劃他與重劃前的負責區長討論多
年，但是都沒有下文；但自從此地劃成 Cagle 區長的範圍後，李兆瓊與他第一次談到
，Cagle 就欣然認同並立刻進行，很快得到
哈瑞斯縣支持而舉行動土儀式。
Cagle 致詞時表示，在多元族裔及文化組
成的華埠地區，於此地人喜歡的公園中建立
這樣一座涼亭，再合適不過了。他更表示涼
亭的興建，可以豐富公園及周邊地區居民的
休閒生態，讓居民在疫情後的生活環境及活
動品質更美好。國際區管委會主席李蔚華及
西南區管委會主席李雄也分別致詞，表示非
常高興看到涼亭計劃開始，對休士頓西南華埠
及周邊整個範圍，都具有文化及生活品質的標
誌性意義。
西南區管委會主席李雄，為了涼亭的動土
典禮，特別穿上了傳統寶藍色中式外衣，而且
搭配了牛仔領扣及牛仔靴；和經常穿著牛仔靴
搭配一頂牛仔帽的 Cagle 區長，互相成為視覺
元素的最佳襯托，完美呼應動土儀式的意義。
而不論是 Cagle 區長、李雄李蔚華兩位主
席，以及建築師李兆瓊，都提到華人文化中
「一家親」 的特徵。而且這種情誼也擴展到與
不同文化及族群之間的相處。歷來美國如一個
大溶爐的概念，更可以豐富成如美南地區的著
名食物 Gumbo 濃湯，大家在一個鍋子裏，各自
發出獨特香味互相影響，但不失原本口感特色
。尤其動土儀式當天是中秋節，在場華裔人士
回想當年離鄉背景到美國，不論求學工作，如

今在本地擁有美好
的生活及多元社區
，都非常珍惜寶貴
的成果。
李兆瓊建築師
更進一步表示，中
秋節這個日子是特
別挑選的，具有獨
特的文化意義又喜
氣吉祥，而且包括
動土的時辰也經過
挑選。而 10 日上午
，天高氣爽加上藍
天綠地的環境，第
四區還出動介紹資
料、兒童現場遊戲，以及波霸咖啡、泰茶攤位
，使動土儀式現場很像美麗秋日周末家人朋友
休閒同樂場合。
潮州會館的舞獅團在預定時間展開熱鬧演
出，貴賓們更拿出紅包餵給獅子求取一切吉祥
如意。舞獅團的少年成員之後更表演了精彩國
術。Cagle 區長不但遵從習俗拿著包菜和橘子
和舞獅團合影，還拿著動土儀式的工具鏟子，
當棍棒及大刀擺了幾個有模有樣的身手。
隨後在吉時準時舉行的動土儀式，使整個
氣氛更生動熱鬧，包括 Cagle 區長、李兆瓊建
築師、管委會主席李雄李蔚華，以及包括 David Peters, Stéphan Le 等在內的兩個管委會到
場董事，及其它貴賓們在涼亭計劃的彩色畫板
前，一起剷土並歡呼拋起，留下開心的典禮影
像。

在場還有兩位女性貴賓，包括亞裔社區熟
悉、前不久才由日本天皇授獎的 Donna Fyjimoto Cole，她表示在休士頓看到中式涼亭的興
建非常高興，市內日式建築地標也希望由日裔
主 動 注 意 維 護 並 介 紹 。 另 一 位 Alexandra del
Moral Mealer 是文武雙全的現代女性，學經歷
驚人，將代表共和黨於 11 月選舉挑戰哈瑞斯縣
長寶座。
休士頓最老的姊妹市協會休台姊妹會也有
兩位理事成員施惠德醫師、Alicia Liu 代表到場
。由休台姊妹市協會代表台北市多年前贈送休
士頓市府的 「敦睦亭」 ，修復工程也即將在荷
門公園展開，同樣由李兆瓊建築師的公司負責
。新舊兩座中式涼亭到時將在兩個著名公園一
起展現亞洲園林休憩文化的精髓風華，意義份
外深遠。

(美南人語
美南人語)) 人無完人 女王也有缺德之處 楊楚楓
英女皇伊利沙伯二世離世，震驚全球，億萬世民對她推崇備
至。不過金無赤足，人無完人；英女皇也有一次缺德之失。那就
是當長子查理斯王子與前女友卡米拉舊情復熾，公開聯絡於英倫
三島之時，戴安娜王妃的婚姻亮起紅燈 之際，戴妃曾向英女皇
泣訴，那知女王的回應竟然是 「我不知道，查理斯是無得救的。
」
想 1981 年戴安娜與查理斯的童話式婚禮成為全球佳話，羨
煞千百萬愛戀中的痴女怨男；但事實上戴安娜並不幸福。戴安娜
在一套紀錄片中坦承婚禮當日，是她人生中最糟糕的一日。查理
斯後來出軋，令戴妃痛苦不堪。她曾走到英女皇面前啜泣求助，
可惜英女王拒人於千里之外。
其後戴妃承認愛上一名保護王室成員的保鑣曼內克（Barry
Mannakee），他 1987 年在倫敦駕電單車執勤時死於車禍，終年
39 歲。戴妃指，相信是因為兩人關係令查理斯發怒，導致曼內
克被調走，繼而被殺。
戴妃在紀錄片中表示，曼內克是她第一位情人，兩人相戀是
因為她與查理斯的婚姻出現問題，她需要一個可依靠的肩膀。當
時曼內克時常陪伴戴妃，跟她一起出外購物、散步，日久生情。
戴妃承認曾非常認真考慮與曼內克私奔。她願意放棄所有榮華富
貴，只望離開皇宮。戴妃憶述曼內克當時也說這是個好主意。

1997 年 8 月 31 日，與英國皇儲查理斯離婚一年後的戴安娜在
法國巴黎遇車禍身亡。當時英女皇伊利沙伯二世與家人在蘇格蘭
阿伯丁郡的行宮巴爾莫勒爾堡度假，在戴安娜與查理斯所生的兩
名兒子威廉和哈里王子要求下，英女皇及菲臘親王當天早上帶同
這兩名孫兒上教堂。
英女皇、菲臘、威廉和哈里上教堂是他們在戴安娜身故後第
一次公開露面，在其後五天，英女皇及菲臘一直把兩名孫兒安置
在巴爾莫勒爾堡內，以防他們受到傳媒騷擾，讓他們私自在巴爾
莫勒爾堡內悼念戴安娜。
英國皇室在戴安娜命喪巴黎後 「與世隔絕」 ，沒有參加公開
悼念活動，以及未有在白金漢宮下半旗致哀，卻惹來子民憤怒，
是向來廣受愛載的英女皇唯一一次引起公眾不滿，許多親皇室的
英國小報更批評皇室，指皇室的反應讓英國人覺得皇室冷漠、不
近人情。不少英國人相信，英女皇不太喜歡戴安娜，認為她破壞
皇室聲譽。為此，英女皇冷待戴安娜之死曾激起英國民憤。
在公眾壓力下，英女皇返回倫敦，全體皇室成員亦在戴安娜
靈柩經過白金漢宮時向其鞠躬。9 月 5 日，戴安娜出殯前一天，
英女皇罕見地以電視直播的形式表達對戴安娜去世的哀悼，表示
欽佩戴安娜，又表示 「作為一位祖母」 與兩名孫兒感同身受。英
女皇態度改變據說可能是母親王太后及時任首相貝理雅遊說努力

所致。英女皇公開哀悼
戴安娜，不但得以平息
眾怒，受人尊敬的國家
元首形象也得以回復。
英女皇早年慶祝 90
大壽時，威廉王子表示
，當年母親戴安娜車禍
去世後，祖母英女皇給
予他極大的支持，陪伴
他走過人生低潮。戴安
娜客死異鄉時，威廉年
僅 15 歲。威廉接受傳媒
訪問時首次透露當年的
心情，他說，在青少年
時失去母親是很大的打
擊，能有英女皇一直陪
伴並支持他，極為重要，英女皇了解他失去至親時面臨的許多難
題。皇室幕僚披露，英女皇深切了解自己因父親英皇喬治六世意
外早逝才得以登基，多年來慶生或登基周年紀念活動都選擇低調
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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