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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洲外交部長黃英賢今、明兩天訪
問中國，以修補緊張的雙邊關係。她啟
程前在坎培拉表示，訪問北京期間，將
敦促中國解除貿易制裁，並尋求對兩名
繫獄澳籍公民行使領事探視權。

路透社報導，預定明天會見中國外
長王毅的黃英賢（Penny Wong）說，
外界不應太過期待她在這次訪問中能夠
立即取得突破。

她出發前在坎培拉（Canberra）的
媒體簡報會中說： 「讓雙邊關係中諸多
艱難問題朝著符合我們利益的方向去化

解，這需要時間。但我確實認為，這次
訪問是向前邁進的另一步。」

此行不僅是澳洲外長自 2019 年以
來首訪中國，也是 2018 年至今兩國外
長首度正式會談。

坎培拉 2018 年禁止中國電信巨擘
華為技術有限公司參與澳洲的第5代行
動通訊技術（5G）網絡建設，並呼籲
就 COVID-19（2019 冠狀病毒疾病）
疫情起源展開獨立調查，導致雙邊關係
破裂。北京則以對數項澳洲商品加徵關
稅作為回應。

澳洲工黨（Labor）在野9年後，於
5月重掌政權，此後一直尋求修復與最
大貿易夥伴中國的關係。總理艾班尼斯
（Anthony Albanese）上月在印尼峇里
島（Bali）20 國集團（G20）峰會場邊
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進行會談，暗示
關係開始破冰。

曾任中國官媒主播的澳籍華裔記者
成蕾與澳籍華裔作家楊恆均皆遭控間諜
罪，並在中國遭到拘押，目前正等候判
決。澳洲一直希望對他們行使領事探視
權。

近4年首訪北京 澳洲外長：尋求化解貿易僵局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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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俠天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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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ern-min Chao, the famous TV news anchor, wrote on her
Facebook page after attending our old friends reunion party. She
said, “This picture tells the story of 3 generations of Chinese
Americas in H-town. From humble beginnings, living above the
family grocery store, newly arrived immigrants & restaurant
workers, to owning law firms, banks & businesses. This is a
snapshot of Houston and all that is possible here.”

“Thank you Wea & Catherine Lee for hosting a wonderful
Christmas celebration as we count our blessings & remember our
journeys.”

I saw many fans of her’s respond enthusiastically and
saying bluntly, “We thank Chinese Americans for your
contribution to Houston and wish your three generations of happy
family forever. “

We have been thinking about it for long time. We really are a
Chinese American family with three generations, and the party

really shocked our hearts. I held the hand of lawyer William Sims
who told me that he is 90 years old. Gordon Quan’s mom is 97,
almost reaching 100. Many old friends, Richard Lin, Ben Chiang,
Ted Hsieh, Harry Sun and the Mayor of Chinatown, Kenneth Li. All
of them were here.

We visited Taiwan many years ago with Eddy Lim and his
wife. Director Wang of the Overseas Chinese Service Center, our
classmate Tammy Cheng, Christiana Lee and Dr Cheng, they all
enjoyed the reunion party very much. My daughter, Margaret,
son-in-law Jack, grandson Andy and granddaughter. All all of
them helped to greet our friends and hand out roses to them.

We spent a very happy and touching gathering of three
generations of old, middle-age and young people together in
laughter and witnessed the process of our Chinese Americans
working hard to grow up in America. 1212//1919//20222022

We Are The FamilyWe Are The Family

著名休斯敦電視新聞主播周璇明在參加完了我們
「溫情相伴老友相聚」之聚會後，在她的臉書上寫道：
「這張照片敘述了休斯敦華裔美人三代同堂的故事，從
経營和住在雜貨店裡的第一代前輩到新移民及餐館主人
，一直到擁有律師事務所銀行及許多商家，這張合照印
証休斯敦造就我們有任何可能成功的機會，謝謝你們伉
儷舉辦了這場精彩的聖誕慶祝會，並將勾起我們共同回
憶和誠絜之祝福。」

在這頁臉書上立即得到非常熱烈的反響，她的一位
粉絲直言「我們感謝華裔給休斯敦之貢獻，並祝福妳
們三代同堂的大家庭永遠快樂幸福。」

我凝思良久，真的我們是三代共聚一堂的華人大家
庭，這次聚會，確實震撼了我們的心。當我緊握沈彥
偉律師的手，他說我今年已經九十歲了，關振鵬之母
親已九十七歲是近百歲人瑞，僑領黃仕遠、林國煌、
林國民、黃泰生都年過八旬，賴清陽律師及夫人李迎
霞仍然聲如宏鐘，伍冠南律師及李衞民醫生回憶過去社
區往事有如回到從前，吳華昌兄及謝坤增伉儷皆是數十

年之舊友，僑教中心王主任、我們的大學同窗陳紫薇暨
夫婿成彥邦醫生、方麗萍都來了，我們的女兒女婿外孫
皆到塲為大家送花致意。

我們在歡笑中共同度過了一個歡愉感動的老中青三
代同堂的聚會，更見證了我們華裔在美國共同奮鬥成長
之歷程。

我們是三代同堂我們是三代同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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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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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誇省涉疫海灘陸續恢復開放
綜合報導 南非誇祖魯· 納塔爾省的三處海灘經驗收後重新面向公眾

開放。

當日，誇祖魯· 納塔爾省政府宣布了這壹消息。此前，由於汙水流

入大海導致大腸桿菌含量超標，對遊客的生命安全造成威脅，誇祖魯·

納塔爾省政府經濟發展、旅遊和環境事務三個部門相繼發出警報，並將

涉事海灘全部關閉。

所幸，經過南非政府和衛生專家的通力合作，安全隱患很快得到控制。日

前，誇祖魯·納塔爾省政府經濟發展、旅遊和環境事務三個部門相繼宣布解除

針對海灘地區衛生安全的警報，這也使被關閉的海灘陸續向民眾重新開放。

誇祖魯· 納塔爾省政府表示，經過多輪檢測，結果顯示涉事海灘的

大腸桿菌水平已經呈現持續下降態勢。在符合安全標準的情況下，省政

府決定重新開放此前被封閉的海灘。截至記者發稿時，德班地區尚有12

處海灘仍然處於封閉。

對此，誇祖魯· 納塔爾省政府表示，當前正值旅遊旺季，作為該省

首府的德班市今年預計將接待超過80萬名遊客。盡管該省旅遊部門力爭

將旅遊業盡快恢復至新冠疫情發生前的水平，但遊客安全仍然是第壹要

務，因此安全問題必須得到首要保證。

英國擬大幅放寬金融監管政策
欲保“脫歐”後競爭力

英國政府揭曉壹攬子金融監管規則

改革方案，包含針對銀行業、保險業的

30多項改革，宣稱可大幅精簡程序、刺

激增長，改革力度為30多年來最大。

英國希望借放寬管制提升本國金融

業在“脫歐”後的國際競爭力，在面對

阿姆斯特丹、巴黎等歐洲聯盟成員國城

市影響力崛起時，倫敦能夠保持其領先

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批評人士則提醒英國政府，不要忘

記十幾年前金融危機的教訓，尤其兩個

月前英國金融市場剛剛經歷壹場震蕩，

放松監管可能重蹈覆轍。

要穩定，也要競爭力

英國財政大臣傑裏米· 亨特在蘇格蘭

首府愛丁堡發布了30多項金融監管規則

調整措施，該計劃因而被戲稱為“愛丁

堡改革”，內容包括放寬企業在倫敦證

券交易所上市相關規則、取消有關股票

賣空交易的限制、降低小型貸款銀行資

本金要求等，還要求金融監管機構制定

規則時不能只以保障金融市場穩定為目

標，還需優先考慮是否有利於促進“英

國經濟增長和競爭力”。

亨特說，這些措施將鞏固“英國作為

全球最開放、最有活力和競爭力的金融服

務樞紐之壹的地位”。據美國有線電視新

聞網報道，近年來由於“脫歐”和政壇風

波不斷，不少企業對在英投資態度變得猶

疑，英國希望借大幅放寬金融監管規則保

住倫敦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據報道，改革方案中尤受關註的壹

大措施是放寬“銀行零售業務須與風險

較高的投資運作分離”的限制。

2008年開始大規模暴發的金融危機

拖垮英國多家銀行後，英國引入這壹限

制措施，要求銀行的存款、房貸等國內

業務資金不得用於投資業務，以免現金

鏈因市場波動斷裂。但金融業人士說，

此舉雖然保障資金流動安全，也給銀行

運營增加了額外成本。

當年執政的工黨政府在 2007 年至

2009年間花了1370億英鎊公共資金救助

本國銀行。按照英國預算責任司的最新

估算，救助銀行計劃導致364億英鎊公

共資金損失。

政府還計劃放寬養老金系統和保險

業的投資業務限制，便於它們投資更長

期、非流動性資產，比如保障房、風力

發電廠、核電站等，這類資產通常很難

在短時間內賣出變現。

據英國廣播公司報道，近幾年，倫

敦作為歐洲首要金融中心的地位逐步被

侵蝕。法國巴黎壹度奪走它“總市值最

高的歐洲股市”桂冠；荷蘭阿姆斯特丹

也取代倫敦成為交易最活躍的歐洲股票

交易中心。

教訓猶在，風險恐高
面對質疑，剛上任不到兩個月的英

國首相裏希· 蘇納克堅稱，政府計劃取消

對大型銀行資產用途的部分限制，並非草

率決定。

他說，英國仍將保持高信譽、強有

力的金融規範制度，“然而，確保金融

業具備競爭力也很重要——本國金融服

務業有100萬雇員，而且他們不僅僅是

在倫敦、在倫敦金融城”。

政府還將放寬針對銀行高級管理

人員的獎金限額、聘用程序和問責處

罰的規定。

英國金融業人士先前抱怨，英國在

金融危機後對銀行高管實施更嚴格監管

措施，帶來壹大麻煩：高級崗位人員遷

入英國工作的審批手續流程冗長，這對

吸引外國企業投資不利。

亨特說，英國“脫歐”後，金融決

策享有更多自由，才有機會實施所擬新

措施。在愛丁堡被記者問及改革是否會

給新的金融危機播下種子時，亨特說：

“我們已經吸取了那次崩潰的教訓，我

們實施的壹些非常重要的防護措施仍會

保留，不過自2008年以來，各銀行財務

狀況已經變得健康了許多。”

另壹些人不這麽認為。工黨影子內

閣的金融城事務大臣圖利普· 西迪克說，

實施“愛丁堡改革”會帶來更多風險。

“保守黨在摧垮我們的經濟之後又推出

來這個，這就不止是誤入歧途了。”他

說，這是在“趕著沖向谷底”。

今年以來，保守黨政府因壹系列醜

聞把多名高官拉下馬，前首相鮑裏斯· 約

翰遜也被迫辭職，經黨內選舉接替他上

臺的伊麗莎白· 特拉斯為刺激經濟頒布大

幅減稅措施，引發金融市場震蕩，英鎊

兌美元匯率壹度跌出新低，迫使英國央

行出手幹預。特拉斯匆匆下臺，前財政

大臣蘇納克10月就任首相。

環保慈善團體“金融創新實驗室”

認為，政府這壹改革方案讓經濟穩定性

承受很大風險，削弱金融危機後設置的

必要保護措施“極其危險”。

不過，倫敦金融城政府政策主管克

裏斯· 海沃德認為，改革不會降低監管標

準，反而提供了“真正促進經濟增長的機

會”，“我覺得我們應該為此感到非常振

奮”。

美國壹男子被發現是“新冠超級免疫者”
其血液稀釋1萬倍仍能殺死病毒

綜合報導 美國佐治亞州56歲的約翰·

霍利斯被發現擁有“超級血液”，這讓他

成為世界上對新冠病毒最具免疫力的人之

壹。測試顯示，他的血液即便被稀釋1萬

倍，仍能殺死90%的新冠病毒。

更神奇的是，他體內的抗體不僅大量

存在，而且其效力也不會隨著時間延長而

減弱。並且，他還對越來越強大的病毒變

種免疫，科學家們認為他的“超級免疫力”

甚至可以強大到抵抗SARS。

霍利斯是弗吉尼亞州喬治· 梅森大學

的發言人。這個發現，源於他壹時興起參

加的壹項研究。

據霍利斯所言，世界上被認定具有這

種特殊免疫力的人只有4個，他是其中壹

個。但盡管如此，科學家們表示，幾乎完

全對病毒免疫的人可能多達百分之壹。

2020年夏天，喬治·梅森大學應用蛋白質

組學和分子醫學中心的聯合主任蘭斯·利奧塔

讓霍利斯準備壹份新聞稿，呼籲接觸過新冠病

毒的人，來參與他正在進行的壹項研究。

霍利斯突然想到，之前室友病得很重

，自己卻完全沒有事。於是，利奧塔問霍

利斯是否願意加入到這壹研究當中來，接

受測試，並且在得到同意之後，采集了他

的唾液和血液樣本。

兩天內，霍利斯接到了利奧塔的電話

，告訴了他這個令人震驚的消息。

在這壹發現之前，霍利斯壹直擔心自

己會被感染，病毒會奪走他的生命。他說

，他甚至給當時17歲的兒子寫了壹封信，

交給了他的律師朋友，以便在他去世時轉

交給他的兒子。

但現在這壹切都改變了，他說：“這

意味著我可以更自信地去理發或買雜貨，

因為這些都不再是生死攸關的事情。”

利奧塔表示，霍利斯在此前就感染了

新冠病毒，並產生了強大的抗體。

之後，霍利斯回憶起，他曾在2020年4月

時醒來發現鼻子充血，他認為那時自己可

能感染了病毒，也就是利奧塔所認為的，

那時候他的身體產生了“超級抗體”。

霍利斯曾在《亞特蘭大憲法報》擔任

體育記者。利奧塔告訴這家報紙：“霍利

斯是壹個免疫水平很高的人，他從未有過

任何真正的新冠肺炎癥狀。”

而霍利斯稱，自己很高興擁有這種免

疫力，希望這些發現可以幫助其他人更好

地抵抗新冠病毒。

燃料短缺加劇
匈牙利取消燃油價格上限
綜合報導 匈牙利政府宣布，即日起取消燃油價格上限措施，以緩

解本國燃料供應不足導致的“恐慌性搶購”。

匈牙利總理府部長古亞什· 蓋爾蓋伊在記者會上宣布，根據匈牙利

石油和天然氣公司建議，政府決定取消燃油價格上限措施，自當天23時

起，汽油和柴油價格將根據市場價格確定。

古亞什表示，匈牙利燃料短缺問題應歸咎於歐洲聯盟對俄羅斯海運

出口石油設置價格上限。“我們擔心的事變成了現實：這項5日生效的

石油制裁措施對匈牙利燃料供應造成了明顯幹擾。匈牙利石油和天然氣

公司離不開進口汽油。”

匈牙利媒體發布的照片顯示，匈全國各地加油站排起數百米長隊。

據法新社報道，匈首都布達佩斯的多個加油站當天出現故障。

匈牙利石油和天然氣公司執行董事鮑喬· 捷爾吉告訴法新社記者，部分

燃料產品出現短缺，該公司四分之壹加油站的燃油已完全售罄。“供應形勢

顯然嚴峻，需求飆升，消費者正在囤油，恐慌性搶購已經開始。”

鮑喬認為，燃料進口量下降30%以及該公司壹家煉油廠處於維修期

導致了燃料短缺，這壹問題需要數周才能解決。

為減輕通貨膨脹給民眾造成的負擔，匈牙利政府去年11月15日開

始對車用燃油實施限價，規定每升汽油和柴油價格不得超過480福林（1

美元約合393福林）。

不過，匈牙利近來通脹高企。歐盟統計局數據顯示，匈牙利10月份

年通脹率達21.6%，創該國1996年以來新高，在歐盟國家中居第三位。

匈牙利央行行長毛托爾奇· 捷爾吉認為，對燃料和食品價格設置上限導

致“通脹率上升3至4個百分點”，“匈牙利正處於危機邊緣”。

結婚79年
百歲夫婦相隔20小時離世
綜合報導 近日，壹

對結婚79年的百歲夫婦

相隔20小時相繼離開人

世，他們長達81年的愛

情故事隨之落幕。

這對老夫婦Hubert和

June在感恩節那天還和自

己的兒女壹起聚餐，他們

的兒子Sam表示，當時兩

位老人的狀態還很好。但

那天晚上，June就生病了

，女兒帶她去了療養中心

。第二天，Hubert去探望

了June後，表示自己非常

擔心，於是也住進療養中

心陪護老伴。住進療養中

心不久，兩人都失去了意

識。Hubert於今年11月30

日晚上 9時 15 分去世，

June則於次日下午5時40

分去世。

據了解，Hubert 和

June於1941年相遇，兩年

後結婚。Hubert於1942年

加入美國海軍，退役回國

後，他在壹家公司擔任車

間主管，直到 1990 年退

休。June是壹家百貨公司

的退休職工。今年7月，

他們壹起慶祝了100歲生

日，兩人的生日僅相隔

10天。今年早些時候，

他們還慶祝了79周年結

婚紀念日。

Sam說：“我很難過

，但也應該為他們高興，

他們忠於上帝和家庭，在

壹起度過了漫長而幸福的

時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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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新聞

美國前總統川普今天譴責聯邦眾議院1月6
日襲擊事件調查特別委員會，說他們建議司法
部對他提出的刑事指控都是 「虛假的」，目的
是阻擋他再度角逐白宮大位。

法新社報導，川普在他的真實社群（Truth
Social）平台發文，特別將 「1月6日襲擊事件調
查特別委員會」（Jan. 6th Select Committee）中
的 「特別」 （Select）寫成 「不特別」（Un-
select）。他同時表示，委員會 「指控的假罪名
，先前已經透過 『彈劾騙局之2』的形式提出、
起訴與審理。而我徹底贏了」。

川普是美國史上第一位任內兩度遭遇彈劾
的總統。第一次是2019年12月曾因濫用職權與
妨礙國會調查為由，遭到眾議院提請彈劾；第
二次是美國國會2021年1月6日遭到川普支持者
闖入，聯邦眾議院以煽動叛亂為名對川普提出
彈劾。川普兩場彈劾案都以無罪脫身。

川普今天說： 「起訴我的整個事件與彈劾
如出一轍，是一場將我與共和黨邊緣化的跨黨

派行動。」
聯邦眾議院1月6日襲擊事件調查特別委員

會今天一致敦促司法部，追究川普煽動叛亂、
妨礙公務程序、密謀欺詐美國政府以及做偽證
等罪名。

聯邦眾議員拉斯金（Jamie Raskin）概述委
員會的調查結果時說： 「委員會已經掌握了重
要證據，證明川普總統有意破壞我們憲法規定
的和平權力移交。」

拉斯金說： 「我們認為，根據我的同僚今
日所述、根據貫穿整場聽證會所蒐集的證據，
有必要對前總統川普提出刑事轉介（criminal re-
ferral）。」

委員會對司法部提出的建議，最終將交由
司法部長賈蘭德（Merrick Garland）指派的特別
檢察官定奪，以調查川普在國會暴動案以及他
試圖推翻2020年總統大選的角色。美國2020年
大選是由民主黨候選人拜登贏得。

川普批眾議員提出假罪名 阻擋他再選總統

調查2021年美國國會動亂事件的美國聯邦
眾議院特別委員會今天建議司法部就4項罪名起
訴前總統川普。英國廣播公司分析，川普面臨
的問題主要在政治，而不在法律上。

眾院1月6日襲擊事件調查特別委員會指稱
，川普教唆支持者發動襲擊，並向違反多條聯
邦法律的暴動群眾提供 「援助和慰問」。委員
會最終報告概要提到： 「如果不是他，1月6日
的種種事件沒有一件會發生。」

委員會成員認為，有證據可就4項罪名起訴
川普，分別是妨礙公務正式程序、圖謀詐騙美
國、圖謀做出不實陳述，以及煽動、協助、助
長或支持暴動。

特別委員會以7名民主黨人和2名積極反對
川普的共和黨人組成，透過表決做成這個結果
。

英國廣播公司（BBC）分析，這次表決替
特別委員會18個月來的調查畫下戲劇性句點，
但川普面臨的問題主要在政治，而不在法律上
。

●一種表態，而非起訴
委員會指稱川普觸犯數項罪名，如果他真

被定罪，可能面臨數十萬美元罰款、最重20年
刑期，且不得參加未來的公職選舉。但委員會
的表決很大程度上是象徵性質。

美國國會無法就上述任何一項聯邦罪名起
訴川普，只有司法部握此大權，而司法部是現
任總統拜登政府的一部分。

實際上，眾院委員會成員也只是透過表決
向司法部提出建議，他們按照自己的觀點來闡
述這件案子，包括動機和機會。或許最重要的
是，他們提供了近兩年藉由訪談、傳喚、檢閱
文件和訴訟所蒐集到的各種佐證。

不過，委員會完全管不著司法部處理這些
證據的方式。

●川普的法律難題
1月6日事件調查特別委員會的建議在法律

上或許沒什麼分量，但有很多跡象顯示司法部
已如委員會所願，針對川普可能犯下的罪行進

行深入調查。
聯邦檢察官召集的大陪審團已發出傳票給

數十名川普執政時期的官員和競選幹部，並要
求取得國會委員會審閱過的許多川普政府文件
。

美國司法部長賈蘭德（Merrick Garland）上
月任命史密斯（Jack Smith）擔任特別檢察官，
從各層面來處理針對川普的調查。賈蘭德提到
川普已宣布參加2024年總統大選，以及川普再
度與拜登競逐大位的可能性，因此應把相關調
查與司法部的日常運作區隔開來。

史密斯的辦公室迄今已向7州官員發出傳票
，這些官員都曾在川普陣營企圖推翻2020年大
選結果的過程中，與川普或川普的顧問聯繫。

川普要擔心的法律問題也不只有國會襲擊
事件。史密斯同時在調查川普卸任後把機密文
件帶回佛州海湖俱樂部（Mar-a-Lago）別墅一
事；此外，喬治亞州一名地方檢察官也持續追
究川普與州級官員聯繫，是否違反了喬治亞州
選舉法。另外還有多起民事案件。

●政治餘波
長期以來，川普企圖把各種針對他的刑事

、民事調查及訴訟描繪成黨派 「政治迫害」一
環，最終目的是要阻止他再掌大權。

國會調查委員會向司法部提出的建議無助
於反駁上述說法，一旦川普真的被起訴，反倒
可能被他用來當作政黨迫害的進一步證據。

但隨著媒體描述委員會建議的性質、提醒
美國人1月6日事件的暴力程度，以及川普接連
數月不願接受敗選結果的事實，預料川普將面
臨多日的負面報導。

川普想要再戰2024年大選，但已有跡象表
明他遇到的政治阻力可能愈來愈大。近期民意
調查顯示，仍有大批美國民眾不喜歡他，連共
和黨選民的支持率都在下滑。

假設性的一對一選舉模擬結果顯示，川普
在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戰中，會輸給佛州州
長迪尚特（Ron DeSantis），在大選中也贏不了
拜登。

BBC：美眾院委員會建議起訴川普 效果多屬政治性
路易斯安那州和西維吉尼亞19日（週一）

2州，成為政府部門當中最新禁止在政府設備上
使用熱門社群媒體服務抖音（TikTok）的州，
擔心中國可能利用它來跟蹤美國人和審查內容
。

據《路透社》（Reuters）20日報導，在美
國50個州中，約有19個州都開始部分施行政府
電腦連線到抖音服務的禁令，其中大部分的限
制是在過去 2 週內所實施的，而最新跟進的州
就是路易斯安那州和西維吉尼亞州。

路易斯安那州長阿多殷（Kyle Ardoin）表
示，他禁止在政府機關擁有的所有設備上使用
抖音，理由是潛在的安全威脅，但沒有確定任
何現有問題。西維吉尼亞州審計員麥考斯基
（JB McCuskey）說，他也為自己的機關做了同
樣的事情。美國官員和抖音已經就國家安全協

議進行了數月的談判，這項協議將解決對於中
國獲取抖音 1 億多美國用戶數據的擔憂。但甚
至有一些國會議員上週提議禁令應該要擴大到
全國範圍，像是如印度等國家已經全面封殺了
抖音。

轉們販售企業資安服務的Jamf控股公司表
示，過去月以來，越來越多政府客戶禁掉了抖
音。大約65%的試圖連接抖音的行為在本月被
阻止。約65%的TikTok嘗試連接在本月被阻止
，相比之下，今年6月時只有10%的連接被阻止
。

抖音重申了一項聲明回應，稱該公司 「感
到失望，這麼多州都跳上了政治浪潮，憑藉毫
無根據的謊言來制定有關於抖音的政策，這對
促進美國的國家安全毫無益處。」

美再添兩州政府機關封殺抖音

美國作家謝倫伯格（Michael Shellenberger
）19日公佈了第7批推特（Twitter）內部文件
，聲稱這些資料顯示出了美國國家相關情報部
門努力壓制當時，總統大選期間拜登（Joe
Biden）的二兒子杭特‧拜登（Hunter Biden）
的地獄筆電門證據，而政府介入的力量在消息
爆發開來的前、後都有發生，後來更是直接要
求推特和臉書高管把輿論風向引導成 「俄羅斯
駭客洩密。」

據土耳其國營《安納杜魯新聞社》（An-
adolu Agency）20 日報導，謝倫伯格在分享文
件那則推文裡談到： 「故事開始於2019年12月
，特拉華州一位名叫艾薩克（J.P. Mac Isaac ）
的電腦店老闆從杭特‧拜登留在他那裡的一台
筆記型電腦，並且聯繫聯邦調查局。2019年12
月9日，聯邦調查局發出傳票，並拿走了那台
筆電，」

謝倫伯格引用《紐約郵報》（New York
Post）的報導說，由於到 2020 年 8 月還沒有收
到聯邦調查局（FBI）的消息，艾薩克給總統川

普 （Donald Trump） 當 時 的 律 師 朱 利 安 尼
（Rudy Giuliani）的辦公室發了電子郵件，不
過，當時朱利安尼正在接受聯邦調查局的監視
。

他後來分享了杭特‧拜登的律師梅西雷斯
（George Mesires）10月13日晚上7點發給艾薩
克的電子郵件的截圖，表明他們提前1天得知
了《紐約郵報》的報導，而該報導將在隔天發
表。

謝倫伯格進一步分享了推特新老闆馬斯克
（Elon Musk）所發佈的推特內部文件，他貼出
的信息截圖顯示，10月13日晚上9點22分，聯
邦調查局特別探員陳（Elvis Chan）向推特當時
的內容主管羅斯（Yoel Roth）發送了 10 份文
件。

《紐約郵報》稱，從杭特‧拜登的筆記本
電腦中洩露的電子郵件顯示，時任美國副總統
的拜登正在幫助他兒子杭特‧拜登在烏克蘭進
行商業交易，他利用其父親的影響力與一名烏
克蘭商人達成交易的細節。

拜登兒子 「地獄筆電門」 Twitter內部文件再揭黑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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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在寅發日歷為流浪犬眾籌
韓執政黨攻擊：剛棄養朝鮮送的豐山犬

綜合報導 近日，韓國前總統文在寅發行了

壹本以他與寵物狗合影為主題的日歷進行銷售，

為流浪犬做眾籌。但韓國執政黨——國民力量黨

方面有人對此批評稱：“剛棄養豐山犬，又去

制作幫助流浪狗的日歷，真是自相矛盾。”

據報道，本月8日，文在寅女兒文多惠所

運營的出版社在韓國某眾籌平臺上開啟了名為

“與妳在壹起”的眾籌項目，銷售內附文在寅

與其寵物狗合影的主題日歷，並將銷售日歷所

籌集到的資金捐贈至流浪狗保護團體。報道稱

，截至《京鄉新聞》發稿時，該項目已籌集到

6500萬韓元(約合34.7萬元人民幣)資金。

《中央日報》對此報道稱，根據相關眾籌項

目的簡介內容顯示，該項目是文在寅此前在送走

自己所養的豐山犬後，但被大眾誤解為“棄養”

的背景下展開的。眾籌項目介紹語稱，“文在寅

秉承‘以人為本’的政治理念，在日常生活中，

他也珍惜活著的壹切”，“他對動物的喜愛是真

心的，即使說‘以動物為本’也不為過”。

然而，國民力量黨方面卻有不少人對此事

進行了質疑和批評。《京鄉新聞》報道稱，國

民力量黨院內發言人張東赫10日對此稱，文在

寅此前所養的兩只豐山犬在被其移交政府後，

9日又被轉交至光州某動物園內。“很難想象

這兩只狗看到相關日歷會是什麼心情，”“我

想問壹下(文在寅前總統)是否真的珍惜(活著的

壹切)，”張東赫說。

與此同時，國民力量黨籍議員樸秀榮10日

也在其社交媒體上對此發文稱：“剛棄養豐山

犬，又去制作幫助流浪狗的日歷，真

是自相矛盾。”議員權性東也發文寫

道：“現在不是為流浪狗拍日歷的時

候，這樣的事更不是棄養豐山犬的人

該做的。”

據此前報道，豐山犬是朝鮮的國

家象征物之壹。朝鮮曾於1956年4月將

豐山犬列為天然紀念物368號，2014年

11月將豐山犬指定為國犬。2018年9月

韓朝領導人會晤期間，朝鮮領導人金

正恩將壹對豐山犬贈送給時任韓國總

統文在寅。文在寅今年卸任後，於11月8日將

自己所養的這對豐山犬移交給了韓國政府。當

時韓媒有消息稱，由於這些豐山犬屬於國家財

產，若文在寅要繼續飼養，需要修改相關法律

的施行令，而韓國總統府反對修法。此後，韓

國總統府就此反駁稱，文在寅方面不想等待施

行令修改程序走完，單方面要將豐山犬還給總

統記錄館。總統府還表示，還犬決定全由文在

寅方面做出，與總統府無關。

日本政府增加防衛費，日企卻紛紛退出這項業務
綜合報導 日本岸田政府提出強

化防衛力，到2027財年的五年內，日

本防衛費將高達43萬億日元（約合

3156億美元），但國內企業卻紛紛從

防衛產業撤退。最近，大企業的動向

明顯，例如島津制作所正考慮轉讓業

務等。這是因為利潤率低，繼續開展

業務沒有“甜頭”。

“遺憾的是，防衛事業很苦。銷

售形勢不會驟然反轉、大幅增長。”

日本島津制作所社長山本靖則在11月

的財務業績發布會上說道。關於占銷

售額八成的防衛領域航空器業務，島

津制作所將之定位為經營資源分配方

面優先級最低的“重組業務”。

島津制作所提供日本自衛隊飛機

駕駛艙顯示器等設備，但近年防衛領

域銷售額壹直停滯在200億日元左右

。山本表示會“考慮所有情況”，將

探討轉讓業務以及與其他企業合作等

方面。

據日本財務省介紹，防衛產業市

場規模約為3萬億日元。日本防衛省

有關人士稱，在“主要企業”之下有

數千家分包商。放眼國內防衛產業整

體，形勢更加嚴峻。這是因為，不斷

有大型企業表示退出防衛產業。

報道稱，為國產運輸機C-2等飛

機生產液壓設備的萱場工業公司、開

展駕駛艙顯示器等儀表業務的橫河電

機公司、制造飛行員緊急逃生裝置的

大賽璐公司、制造艦艇的三井E&S造

船、為陸上自衛隊制造機關槍的住友

重工業……這些公司都表示計劃退出

防衛產業或轉讓業務。造成這種情況

的原因是盈利能力差。

壹家決定退出防衛產業的企業高

管說：“如果沒有壹定的規模，商務

無從成立，但買家數量又有限。也有

來自海外的洽購詢問，但我們不能自

由出口（防衛設備）。”防衛裝備品

的特有制約成為繼續生產的障礙。這

名高管說出了真心話：“因為是民間

企業，所以不能繼續做不產生收益的

事情。”

繼續開展業務的企業也紛紛提出

要求。

川崎重工業負責制造運輸機和潛

艇，社長橋本康彥6日在事業方針說

明會上表示：“如果不確保（防衛裝

備品訂單）穩定並提高價格，那麼日

本企業會不斷撤離。我們也在跟其他

防衛有關人士說，希望能盡快將利潤

率提高到壹定程度。

“另壹方面，壹家大型制造企業

高管認為，出於對信息泄露等方面的

擔憂，不妨將參與防衛產業的企業在

壹定程度上縮小範圍。”參與者越多

，風險就越大。在這個領域，比起橫

向擴大，縱向加深更好。

馬
來
西
亞
年
度
漢
字
揭
曉

﹁漲
﹂
字
二
度
中
選

綜合報導 馬來西亞年度漢字11日

揭曉，“漲”字繼 2013 年後第二度中

選。這也是該國自2011年舉行年度漢字

評選以來，首次出現兩度當選的漢字。

年度漢字工委會介紹，“漲”在十

大候選漢字中獲得民眾 25.4%的選票，

壓過“選”“亂”等候選漢字奪冠。

年度漢字工委會主席吳恒燦介紹

，此次年度漢字評選仍繼續由民眾在

獲提名的漢字中選出十大候選漢字，

再經民眾第二輪投票選出年度漢字。

他說，在十大候選漢字中，有多達7字

與生活中的衣食住行息息相關，體現

民眾對“生活與溫飽、平安與復蘇”

的關心。他呼籲主政者要從中聽到

“民眾的心聲”。

馬來西亞中華大會堂總會總會長吳

添泉指出，“漲”字當選體現通貨膨脹

對馬來西亞民生帶來的挑戰。他呼籲全

民和政府合力應對通貨膨脹。

根據馬來西亞統計部門發布的數據，今年前9個

月，該國消費者價格指數(CPI)比去年同期增長 3.3%

；在今年第三季度，這壹數字則達到 4.5%。馬來西

亞國家銀行此前以史無前例的連續四度加息應對通

脹；新上任的安瓦爾政府也第壹時間表態，要降低

雞蛋等民生用品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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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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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個月前，我們就開始
着手準備通關後，內地赴香港
旅遊市場恢復的相關事宜
了。”中國旅遊集團旅行服務
公司粵港澳大區總經理陳瑞東
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

說，他已抵港多日，忙於各景點、酒店旅遊產品的
採購，對接導遊、車隊、團隊餐廳等上下游資源。

可在廣東常設宣傳展點
他認為，內地遊客是非常龐大的消費群體，

疫情三年，嚴重壓抑了市場消費的慾望，明年出
境遊將會有大幅增長，“內地遊客”絕對會是全
球旅遊業者都想吸引的群體，香港是時候考慮主
動增加在內地的旅遊推廣，以佔得旅遊市場重振
的先機。

“三年疫情，香港旅遊市場亟待復甦，我們
以前合作的團隊接待餐廳幾乎都已經倒閉了，很
多導遊也都辭職轉行，行業人員都需要重新組織
起來，我們正在聯繫一些人員看看是否還願意重
新接團的。”陳瑞東表示，目前已着手籌備的是
景點門票、酒店、往來內地的火車票、跨境巴車
票等單品產品庫，方便個人遊遊客選購，而適合
團隊遊的產品，則還需免檢疫通關一段時間後，
看市場恢復情況而定。考慮到復甦初期可能以廣
東旅客為多，陳瑞東建議，香港可以考慮在粵港
澳大灣區一些內地城市的公共空間增設宣傳展
點，長期並持續地介紹特色景點、優惠、防疫措
施等，而非簡單的一次性的推廣日。

華北赴港航班亟需增加
“我們正在進行一項針對疫情後出遊的調

查，發現大部分人希望出國遊，東南亞、歐洲都
是熱門地，如此一來，香港就更要提前準備，加
大宣傳，適時推出優惠措施，才能吸引更多內地
客。”從業界角度，現時最困難的是航空公司的
運力不足，抵離港運力僅是疫情前的二至三成而
已。“包括北京在內的華北各地，疫情前是香港
的主要客源地，航司運力一定要提前恢復，這樣
才能吸引到他們。”

倡社交平台帶動購物熱
有着23年從業經驗的上海導遊梧桐，對於赴

港遊有自己的看法。她表示，以往內地旅行社宣傳
香港遊的重點主要有“購物天堂”、迪士尼與海洋
公園以及港劇打卡地等，但隨着上海迪士尼以及全
國多地海洋公園的開設，香港的樂園已經不再具備
較強的吸引力，而內地網劇的爆發，也沖淡了香港

影視打卡地的熱度，“在我的旅遊客戶中，更多的
遊客去香港是以購物為主，因此，怎樣將香港的
‘購物’品牌再度打響，我認為是當前重點。”

梧桐建議，香港應該通過社交網絡平台手段
等，拉近香港民眾與內地民眾的距離。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倪夢璟
深圳、上海連線報道

明年內地客全球必爭 業界籲港主動搶先機

憧憬復常通關後遊港 急欲了解食購娛有何新打卡點
內
地
民
眾

闊別三年已有些陌生
請問香港現在“潮什麼”

：

香 港 現 在

“潮什麼”？

闊別三年，就

連一河之隔的

深圳，民眾都感覺香港“有些陌生”。“孩子問我，

香港現在有什麼好玩的，可除了香港故宮文化博物

館，其他的我還真的說不清楚，現在的很多赴港遊攻

略，都還停留在3年前呢。”疫情前，幾乎每周都赴

港的深圳市民孫女士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通關後，

她想馬上帶孩子去看看，希望能發掘更多新變化。

“香港現在有什麼新景點？”“有新的購物商場

嗎？”“我最喜歡吃的那間餐廳不知道還在不在？”

不少期待明年赴港旅遊的內地民眾，都在採訪中提出

這些疑問，希望能有更多渠道了解現在香港最新旅遊

資訊。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倪夢璟、蘇榕蓉

深圳、上海、福州連線報道

穩步復常

2019年年初，孫女士和家人帶着年僅4歲的兒子文浩第一
次去香港過新年，那天他們在迪士尼坐
了小飛象、小小世界，快樂無比。疫情
三年，文浩成了小學二年級學生。今年
暑假，學校安排了一個慶祝香港回歸25
周年的假期作業《我把香港帶給你》，
內容是介紹香港知名景點。

“文浩看着一幅幅香港的照片，提
出‘好想去香港看看’的想法。而其他
家長卻在群裏表示，孩子們還小，根本
沒去過香港，沒辦法做這個體驗式的作
業，只能臨時看視頻補救。”孫女士
說。

“我想當香港故宮館首批內地客”
今年7月3日，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

正式向公眾開放，在港掀起一輪輪觀展
熱潮，也像磁石般吸引着內地的愛好者
們。通關後，打卡香港故宮館成了眾多內
地遊客的首選地，“我想當香港故宮
（館）的首批內地遊客，已經做了很多功
課，現在最怕是搶不到票。”在深圳高校
讀書的李同學是個博物館和展覽愛好者，
她對香港最大的期待就是能去故宮館、
M+博物館感受一番科技互動裝置給文物
帶來的全新“表達方式”。

李同學表示，她時常會打開抖音、
小紅書等短視頻平台，搜索“疫情結束

後去香港做這50件事”“去香港要打卡
的12個景點”等熱門話題，翻看旅遊博
主產品、看旅遊節目。“現在這些途徑
成了了解香港新資訊最快的方式了，有
些大V號真的會經常更新，介紹一些小
眾的地點。”

不過，李同學也直言有太多打卡點
新意不大，譬如登太平山頂、搭叮叮
車、坐昂坪360纜車、走星光大道等。
她建議，香港有關部門應針對不同類型
的內地遊客，精準開發一些旅遊產品，
譬如可以效仿深圳，增加一些網紅店的
推薦、公共空間活動的資訊等。

“期待香港有全新旅遊宣傳片”
在福州經營茶葉工作室的王真真

2019年暑假就帶着女兒乘高鐵去香港
玩，“當時兒子還小，原計劃打算2020
年聖誕節時帶他去香港迪士尼感受聖誕
氛圍，沒想到疫情突然爆發，很遺憾這
三年都沒有成行。”王真真說，這幾天
她在網上看到了香港迪士尼裏巨型聖誕
樹的照片，“看到聖誕樹那一刻，真的
很激動，說明熟悉的香港又回來了，很
快我們有機會又可以去香港過聖誕
了。”

王真真表示，她十分關注香港海洋
公園去年開幕的全新水上樂園，很多港
人讚譽尋回了兒時的快樂回憶。“看到

水上樂園裏室內造浪池宣傳圖的那一刻
我心裏癢癢的，很想帶兒子去玩。”她
期待看到香港有全新的旅遊宣傳片，並
提出香港是否能夠出台相關旅遊景點
App，可以讓內地遊客透過多媒體資
訊，更深入了解香港打卡新景點。

“世界旅遊城市多轉在平台行銷”
全網擁有超過1,000萬粉絲的旅遊

博主Jenny受澳門旅遊局的邀請，這兩
日正在澳門參加啤酒節活動進行旅遊宣
傳，她通過小紅書、微博等內地民眾最
慣用的平台，分享澳門最新的打卡熱
點。Jenny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此次
受邀的主要是內地旅遊大V，“這已經
是不少旅遊城市行銷的方式了。”

作為旅遊博主，疫情爆發前，Jen-
ny參加過很多國家、地區的旅遊推廣活
動，但是回想自己最後一次來香港，已
經是2017年。“香港迪士尼等曾經獨
特的元素，如今對內地遊客來說吸引力
已大不如前，香港是不是考慮多通過互
聯網互動模式，推一些新的旅遊產品，
比如我很多年沒有去，也很想知道現在
有什麼新的景點。”Jenny也直言，其
實不僅是澳門旅遊局，不少國家和地區
的旅遊局已經開始在內地展開動作，包
括開啟線上遊或邀請KOL等方式，為
內地出境遊市場復甦作迎接準備。

香港文匯報記者隨機採訪了數位深圳
市民發現，大部分人對香港的防疫政策並
不清楚，也不知能從什麼渠道獲取正確
且及時的資訊，但不會因此而影響出遊
意願，他們建議能在港鐵、口岸等入境
香港的必經路上增加提醒和指引，更希望
真正通關時，防疫要求能進一步調減。

胡女士：疫情三年，我都已經習
慣在出行前，要去提前了解目的地的防
疫措施，最近大家都在盼香港盡快通
關，去查了下才知道香港堂食要接種三
針疫苗。香港是強制戴口罩，內地則全
靠個人自覺，這點是非常大的區別，單
單這點就有必要重點宣傳。

劉女士：在內地新冠疫苗的接種紀錄，可在
健康碼上查詢，如果到了香港，不知如何出示接種
紀錄以及是否會得到香港的認可？希望這些具體的
問題都能在（恢復正常）通關時得到妥善的解決。
香港的防疫政策就目前階段來看，是非常正確也有
效的，就算戶外沒有規定要戴口罩，我到了香港在
公共場所也會一直佩戴，並不會因此影響出遊意
願。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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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旅遊集
團旅行服務公
司粵港澳大區
總經理陳瑞東

受訪者供圖

◆深圳李同學正在翻看旅遊博主關於香
港遊的介紹。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攝

◆福州市民王真真和女兒
此前遊港。 受訪者供圖

◆◆旅遊博主旅遊博主JennyJenny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內地民眾盼知道香港最新打卡內地民眾盼知道香港最新打卡
點點。。圖為圖為M+M+博物館博物館。。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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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進黨籍新北市議員賴秋媚爭取連任失利
，她近期被檢舉，選舉期間曾涉買票，違反選
罷法，新北地檢署今指揮調查局新北市調查處
帶回調查，檢方複訊後，諭知賴、賴的女兒分
別以30萬、20萬元交保。

賴秋媚稍早移送地檢署複訊時曾大聲喊冤
，並稱每個會員都是有繳費的，不知為何被抹
黑，她表情無奈地強調 「所有證據、收據都已
經給檢察官了，不知道他們在幹嘛！」

據了解，賴秋媚選舉期間涉嫌邀請外燴公
司辦桌，透過餐會向轄內選民買票，檢調今兵
分多路前往賴秋媚服務處與住處等3處，查扣
電腦資料等證物，並帶回賴和賴的女兒，另通
知10餘名外燴公司證人到案。

賴秋媚是新北市五股泰山林口現任市議員
，先前因不滿民調操控選舉，退出正國會派系
，以表清白，本次選舉以 1000 多票落敗，為
該選區落選頭。

民進黨新北落選議員賴秋媚涉嫌買票 檢方諭知30萬交保

基隆市議會議長選舉將於 25 日市長、議
員就職當天舉行，下屆議會國民黨拿下13 席
、民進黨有12 席，議長花落誰家，第三勢力
成為關鍵，國民黨基隆市黨部20 日舉行假投
票，提名蔡旺璉及何淑萍競逐正副議長，另一
方面，民進黨也傳出將由市議員童子瑋出馬競
逐議長寶座。

九合一選舉落幕結果，基隆市議會首次出
現國民黨及民進黨議員都沒有過半的情況，國
民黨議員有13席、民進黨議員有12席，另外
還有2席親民黨議員及4名無黨籍議員。地方
人士分析，可以預期的是親民黨與無黨籍議員
，將成為藍綠兩黨積極拉攏的對象。

國民黨基隆市黨部昨舉行正副議長假投票
，現任議長蔡旺璉及議員呂美玲都想爭取出戰
下屆議長，最終蔡旺璉拿下9票勝出，代表國
民黨出戰下屆議長。至於副議長人選，現任副
議長林沛祥昨早發出聲明，表示為團結黨內，

宣布退出爭取副議長連任，昨則通過由市議員
何淑萍出戰副議長。

另一方面，民進黨基隆市黨部主委蘇仁和
透露，民進黨21 日開會決定正副議長人選並
報給黨中央。不過有消息指出，可能會由童子
瑋出戰議長，預期副議長人選可能是新科議員
洪森永，但也不排除把副議長留給非民進黨議
員，尋求跨黨派合作，以換取對議長的支持。

基隆市長雖然由國民黨籍的謝國樑當選，
但國民黨在議會的席次也少了好幾席，形成兩
黨不過半的局面。蔡旺璉表示，現正積極爭取
親民黨及無黨議員支持，希望能夠取得議長，
讓市政能夠更順利進行。

不過，地方人士認為，面對民進黨這次來
勢洶洶，甚至可能不惜讓出副議長爭取支持，
國民黨想要在下屆基隆市議會取得龍頭寶座，
也沒有那麼容易，在未來幾天內，各方的折衝
及協調布局，將成為關鍵。

基市議長詭譎多變 第三勢力成關鍵

高雄市長陳其邁連任，20日小內閣總辭，拍
完 「畢業照」後，小內閣微調，包括新聞局長、
觀光局長、行國處長皆換人當，分別為原行國處
長項賓和、高市議員高閔琳、美女發言人張硯卿
。至於原觀光局長周玲妏則調任高雄市工商發展
投資策進會總幹事。

高市府團隊昨依據《地方制度法》提出總辭
，陳其邁強調，連任後有不少重大建設要加速推
動，對於後疫情時期，包括產業振興、促進觀光
等都會有不一樣做法，因此會朝向如何發揮集體
戰力，並兼顧經驗傳承及年輕化來做調整。

原新聞局長董建宏因有生涯規畫請辭，將回
歸校園任教，接任的原行政暨國際處處長項賓和
現年54歲、高雄人，有多家電視台及報社主管經

驗，熟悉媒體生態。
原觀光局長周玲妏任內表現有目共睹，包括

舉辦國慶煙火、台灣燈會等大型任務，後續調任
高市工策會總幹事，將作為高市府與企業溝通橋
梁。

新任觀光局長由高市議員高閔琳接任，她這
次黨內初選失利，未能連任；陳其邁看重其國際
交流經驗，期許大力推展疫後高雄觀光，替商圈
、夜市、和住宿業者帶來新發展。

新任行政暨國際處長由32歲張硯卿接任，政
大公共行政學系畢業，曾任新聞台主播，陳其邁
盼她協調市政並整合資源，深化高雄國際辨識度
。

高市府小內閣 出現新面孔

台南市善化區坐擁南部科學園區，穩定吸引
外來人口增加，學齡人口也愈來愈多，其中南科
特定區（LM特區）更是南科附近發展最快速的
區域，因應學生就學問題，台南市政府將投入
5.74億元，擴建小新國小校舍及增設國中部，預
計2025年完工，希望減輕南科附近學校新生激增
問題，方便學子在地就學。

市府教育處 20 日舉行小新國小蓮潭里校區
「國小第二期暨增設國中新建工程新建校舍」動

土典禮時，市長黃偉哲、立委郭國文、市議員陳
碧玉、林志展、李偉智及議員當選人余柷青等人
出席見證動土儀式，祈願工程順利完工。

黃偉哲表示，南科地區發展快速，鄰近移入
人口遽增，新設國中小學校，就是為了因應南科
發展與學生就學需求。感謝籌備設校過程中，來

自議會的支持、各界的督促與學校的努力，讓善
化區孩子們有一個就近入學的學習樂園。

教育局長鄭新輝也說，擴建基地位於小新國
小蓮潭里校區北側，面積約2.18公頃，工程經費
約5.74億元。新建校舍將設置智慧水電表、綠建
築標章、太陽能系統、雨水貯留回收系統等，將
環保永續精神融入校園建築；後續課程教學規畫
，更計畫打造雙語及數位教學環境，滿足學生學
習需求。

小新國小校長謝慶皇指出，目前學校國小部
有24班、幼兒園有2班，待新校舍新建工程完工
後，國小部每年級將增加2班；另外，新設的國
中部每年級8班共計24班，未來還將配合現有特
色融入南科科技元素，規畫校內特色團隊，發展
特色課程。

南科學齡童增台南投逾5億擴新校舍
台南擴充醫療量能！台南市政府衛生局長

許以霖原任成大醫院國際醫療中心主任，任期
屆滿將歸建成醫。今年9月他率先統籌台南13
家醫療及 37 區衛生所建立緊急醫療戰傷系統
， 「這是送給台南市民的畢業禮物」；此外，
設有300床的南科醫院明年也將啟動，預計3
年內完成；沙崙醫院合併兒童醫院則預計 10
年內完成。

急診醫生出身的許以霖深具 「醫療魂」，
任期只剩倒數幾天，仍緊鑼密鼓推進多項大型
計畫。他說，除現有醫療院所外，目前籌辦中
的南科醫院已確定由奇美醫院接手，定位為地
區型醫院，將落腳南科園區，預計明年將動工
，3年內即可完成興建，將設有300床。

因應南科產業性質，南科醫院除一般門診
、急診外，也將設有職業病相關門診及工安相
關醫療資源，滿足員工與周邊居民醫療需求。
據了解，全案預計明年初送台南市醫審會，待
通過後再送衛福部醫審會，明年可望動工。

至於規畫中的醫院，還有沙崙醫院合併兒

童醫院；台南市立醫院及新化分院也將擴充，
提供更完善醫療服務，最快 10 年內即可完成
。

針對目前僅成大醫院、安南醫院及奇美醫
院等3家醫院提供兒童醫療評估，導致評估約
需等待半年之久，為加快兒童早期發現語言、
肢體遲緩等情形，及早治療，明年也將有新樓
醫院、麻豆新樓、柳營奇美和佳里奇美等4家
醫院，加入設立聯合兒童評估中心，縮短個案
等候期。

此外，台南也率先啟動 「戰傷系統」緊急
醫療救治。許以霖說，全民動員署今年9月邀
各縣市投入整備，台南將與高雄、屏東串聯資
源，明年1月也將擴及教導民眾簡易包紮止血
，做好全民備戰準備。

他還說，當前國際局勢下，台灣有必要及
早建立戰傷系統，除 13 家專責醫院提供急救
，37區衛生所扮演各區急救中心，更重要的是
建立全民急救能力，未來也將展開大型演練。

擴充醫療量能 南科醫院明年動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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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CC 總部地址：1350 bayshore Highway ste 740 burlingmame , CA 94010

     分公司地址：52 Sugar Creek Center Blvd #350, Sugar Land, TX 77478

www.gmccloan.com

★ 房地美和房利美核準的直接賣家；

★ 可內部審核，直接放款；

★ 放款額度從10萬到500萬；

★ 專精大額、出租，1-4 units， 套現，低利率；

★ 出租屋現金流貸款計劃；

★ 一條龍服務，最快10個工作日完成；

★ 加州十個分公司, 全美25州提供租賃屋

     現金流貸款計劃；

★ 德州三個分公司休斯頓、達拉斯、奧斯丁拓展中

Nmls# 254895    CA Dre 01509029  

GMCC萬通貸款

GMCC萬通貸款在34個州擁有執照，並開拓業務
Email : info@gmccloan.com

   聯系電話：832-982-0868

休城工商

(本報休斯頓報導) 本報曾為讀者介紹過鷹標德國風油精
(Eagle Brand Green Medicated Oil)、鷹標薰衣草風油精(Eagle
Brand Aromatic Medicated Oil)，均受到讀者廣大好評。現在，
美國市場又推出新的產品，那就是鷹標薄荷丁香風油精 (Ea-
gle Brand Refresh Medicated Oil)，由薄荷、丁香油、和尤加利
葉的天然精油混合而成，氣味清新，用途廣泛。
鷹標品牌忠誠度高

具有百年悠久歷史，鷹標風油精備受世代信賴，不僅爺
爺奶奶們推薦，年輕一輩的人也喜歡用，其性價比高，人氣
排行一直高居不下。鷹標(Eagle Brand) 一向被愛用者定位為優
質藥油，在世界各地都建立了規模龐大的消費者品牌忠誠度
。

這款新上市的鷹標薄荷丁香風油精 (Eagle Brand Refresh
Medicated Oil)可用於緩解普通的肌肉酸痛、背痛、關節炎、
拉傷、瘀傷、扭傷、提神等，與之前的鷹標風油精系列一樣

，都能運用在生活的許多層面上。這款風油精由天然成分所
組成，其特別之處在於含有清新的植物芳香，聞了令人身心
舒暢、 精神氣爽之餘，還能讓人放鬆心情並且緩解緊張的情
緒。

此經典品牌-鷹標薄荷丁香風油精由新加坡製造，品質保
證。
結合薄荷與丁香精油的新品

顧名思義，鷹標薄荷丁香風油精的主要成分萃取於薄荷
與丁香。薄荷的用途非常廣，具有提神醒腦、消炎鎮痛、減
輕肌肉痠痛、緩解關節不適、驅蚊止癢、舒緩頭痛、殺菌等
功效。薄荷的氣味芳香清新，聞了讓人舒暢無比，在疲困勞
累的時候抹上幾滴，人很快就舒服起來，可真是小兵立大功
。

除了薄荷，丁香具有止痛的特性，中國人向來懂得咬丁
香來紓解牙痛，對於風濕痛、關節炎、和頭痛，丁香也很有

功效，可有效緩解不適。丁香還有淨化空氣和抗菌的功能，
可以讓呼吸道更舒暢。
混合尤加利葉精油的精華

鷹標薄荷丁香風油精還包括了尤加利葉精油的成分。尤
加利精油具有殺菌消毒、緩解疼痛、止咳、祛痰等功能，用
途多元，淨化力很強。用來驅蟲防蟲、淨化清潔、提神醒腦
、暢通呼吸道、舒緩肌肉、放鬆身心等，效果都很好。
如何使用鷹標風風油精？

在需要的身体部位，抹一到兩滴，並用手以打圈的方式
輕輕按摩，直到鷹標風油精被皮膚吸收，每日不超過 3 至 4
次。

不要塗抹在受創傷的皮膚或傷口上，也遠離眼睛和粘膜
，例如鼻子裡。孕婦和嬰幼兒最好不要使用風油精。
哪裡可購買鷹標薄荷丁香風油精

鷹標薄荷丁香風油精的用途這麼廣，是居家必備良藥，
想要購買的人，在德州地
區商店、以及亞馬遜網站(
輸入 Eagle Brand Medicated
Oil) 均可買到。
詢問訊息:
1、 Eastland Food Corp. 電
話: (800) 645-0769。Email:
eaglebrand@eastlandfood.
com
2、 Empire International 電
話: (909) 923-8588。
Email: sales@empire-inter-
national.com。

用途廣泛用途廣泛 鷹標薄荷丁香風油精新上市鷹標薄荷丁香風油精新上市
天然成分天然成分 居家必備居家必備 可有效緩解許多疼痛可有效緩解許多疼痛

鷹標薄荷丁香風油精於美國新上市鷹標薄荷丁香風油精於美國新上市

鷹標風油精系列有效緩解疼痛鷹標風油精系列有效緩解疼痛，，由新加坡製造由新加坡製造，，品質保證品質保證鷹標薄荷丁香風油精對背痛可有效緩解鷹標薄荷丁香風油精對背痛可有效緩解

丁香具有止痛的特性丁香具有止痛的特性

對於關節炎對於關節炎，，鷹標薄荷丁香風油精具有緩解功能鷹標薄荷丁香風油精具有緩解功能

鷹標薄荷丁香風油精的重要成分是薄荷鷹標薄荷丁香風油精的重要成分是薄荷，，薄荷氣味芳薄荷氣味芳
香香，，用途又很廣用途又很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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