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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眾院通過史上最大基建案 拜登達成不可能任務
（中央社）美國國會眾議院 5 日通過美國史
上規模最大的基礎建設法案，讓拜登總統終於實
現一個似乎快要幻滅的理想，那就是獲致一項足
以改善全美上億人生活的跨黨派重大成就。
經過數週艱難協商，眾議院占多數的民主黨
克服黨內歧見，通過約 1.2 兆美元的基建支出案
以改善美國道路、橋梁、管路、港口和網際網路
連線。
這大概也是明年期中選舉前，共和黨會幫助
拜登通過的唯一重大法案。
拜登還有另一項提案的支出規模更大，有待
國會通過，目標在擴大美國社會安全網，並投入
龐大經費以對抗氣候變遷。
經過重重挫折與延宕－甚至在法案通過前的
最後數小時仍有波折，拜登終於在這個失能和猜
忌的政治時代中，達成了許多人斥為不可能的任
務。這是美國史上最大手筆的一項基礎建設法案
。

拜登發表聲明說： 「今晚，我們全國邁出了
重大的一步。」 聲明中誇耀他所稱 「一個世代僅
見的跨黨派基建法案」 ，並讚譽尚未獲得眾院通
過、規模更大的 「重建美好未來法案」 （Build
Back Better Act）。
他說： 「我期待將這兩項法案簽署為法律。
」
儘管拜登和幕僚持續努力到深夜，要讓黨內
同志上下一心，但直到 5 日表決前的最後一刻，
民主黨內的分歧仍看似會讓拜登的法案再次泡湯
。
法案最後以 228 票對 206 票通過，有 13 名
共和黨籍眾議員投下同意票，但也有 6 名民主黨
籍眾議員跑票。
民主黨經過 2 日慘澹的地方選舉結果，5 日
終於戲劇性翻身，迎來拜登迫切需要的勝利。
這並非拜登所屬民主黨首次看似就要通過這
兩項歷史性法案，先前也曾因遭遇新阻礙而功敗

夏令時即將結束 別忘調慢一小時

垂成。幕僚形容，即使磋商持續進行，但
拜登數週來已呈現 「關機」 狀態。
儘管這兩項法案幾乎涵蓋拜登所有國
2021 年夏令時將
（路透社
路透社）
）
內施政議題，但在整個磋商過程中，拜登
於 11 月 7 日星期日凌
多數時候都避免指揮民主黨人要在何時表
晨 2 點結束！提醒讀
者請將時鐘回調一個
決以及如何表決。
小時。
然而就在 5 日上午，正當民主黨仍在
為 3 天前的地方選舉結果愁雲慘霧、而拜
登實現選舉承諾的能力也遭質疑之時，拜
拜登和民主黨國會進步派黨團（Congres登改變了作法。
sional Progressive Caucus）主席、眾議員傑亞
拜登第一次給民主黨人下明確指導棋，表示
帕 爾 （Pramila Jayapal） 談 話 ， 以 了 解 她 的 立
「現在」 就是表決通過這兩大支出法案的時機，
場。熟悉兩人通話內容的知情人士說，拜登沒有
許多盟友都認為他早該這麼做。
下最後通牒，但明確表示他此刻需要民主黨人團
拜 登 在 白 宮 國 宴 廳 （State Dining Room）
結一致。
現身後，拒絕接受提問，而是閉門開始打電話給
拜登和幕僚忐忑不安地在白宮留意表決結果
民主黨眾議員，要他們和他站在同一陣線。他說
，直到 13 名共和黨籍眾議員表達支持，才放下
： 「我們要讓全世界看到，美國的民主能夠實現
心來，法案最終以 228 票比 206 票通過。
並推動我們的經濟，就讓我們這麼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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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極待改革行動
我見我聞我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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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拜登總統從歐洲返回白宮
時，發現維吉尼亞州州長被共和
黨籍的楊肯奪走州長保座 ，這正
意味看民主黨之政治危機已經呈
現。
目前美國國内外正在面臨令
人棘手之困境，首先是國內経済
物價上漲通貨膨脹問題 ，一般民
生用品從食物、 汽油 、用品都在
不斷漲價 ，薪资平民家庭苦不堪
言。
國會兩黨對立嚴重， 包括民
主黨也未能取得一致立場， 以致
拜登上台已十個多月，還未能通
過有關基建社會救助等之預算方
案， 對現任政府之施政是大的阻
礙和打擊。

在外交上， 和中國大陸之全
面對抗， 整個台海和南海情勢丕
變 ，並和澳洲英國進行軍事結盟
， 利用台灣問題掀起纠紛， 如果
處理不當將會引發戰爭。
拜登總統再度強調 ，人民需
要我們有所行動， 這也是需要不
斷努力，呼吁我們民主党人士支
持通過基建法案。
我們要呼籲政府要正視目前
之困境 ，也決不是通過法案就可
以解決民生和民怨問題， 如果面
對中美兩大國之紛爭和對峙， 可
能是最緊急和必須之問題 。
在此疫情稍缓之時， 全球各
國應該共同努力來改善生活 ，而
不要再做無謂的對抗了。

Challenges For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democratic governor Murphy
won the seat very narrowly and
defeated Republican challenger
Jack Ciattarelli.
President Biden said that,
“People wanted us to get
things done and that is why I am
continuing to push very hard for
the Democratic Party to move
along and pass my infrastructure
bill and my Build Back Better bill.
”

幾內亞共和國駐休斯敦名譽總領事

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When President Biden came back home from
Europe he received a lot of bad news. The
Republican’s Glenn Youngkin won the seat
of Governor of Virginia. In New Jersey,

Biden has for months been
working for his legislative
agenda as his party has failed to pass a $1.2
trillion bipartisan infrastructure plan and a
$1.75 trillion social safety net expansion bill.

Today most people are facing difficulties
related to the rising prices of food, gas and
general goods.
Overseas we are still having so many issues
with China and many other countries
including the South China Sea and the
Taiwan Strait.
If the current administration cannot solve the
problems here and overseas, this is going to
be very serious for the Democratic Party in
the mid-term elections next year.
When President Biden reached a full year
into his presidency, he already has felt a new
sense of urgency to pass his agenda and
provide direction for the Democratic Par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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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白簽署聯盟國家一體化法令
【綜合報道]俄羅斯總統普京和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通過
視頻會議，共同簽署了聯盟國家一體化法令等一系列文件。兩國
領導人強調，將共同維護歷史精神價值，共同抵禦外部力量干預
兩國內政。
消息一經傳出，關於“俄白合併”、“再造蘇聯”等種種議
論紛紛出現。
普京在會議上表示，建立聯盟國家不僅意味著經濟上的一體
化，雙方還將在包括政治和國防在內的所有其他領域加強協調。
盧卡申科也表示，一體化法令的簽署標誌著俄白兩國在建立聯盟
國家的道路上又邁出重要一步，俄白聯盟正變得更加強大。
似乎兩位元首的表態也與炒作言論暗合。但實際的情形如何
呢？我們真的能夠見證一個統一的俄白聯邦的出現嗎？
對此，中國社科院助理研究員劉丹指出，雖然“俄白聯盟國
家”已成立二十年，但由於俄白兩國在政治、經濟一體化等方面
存在原則性分歧，最終完成的項目不多，成果寥寥。
哈爾濱工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學者原泉表示，俄白兩國
之間的“走近”是一種國家關係的走近，白俄羅斯有著明確的國
家認同和民族意識，“俄白合併”至少在普京和盧卡申科在位期
間不會實現。
“俄白聯盟國家”坎坷 20 年
實際上，俄白簽署文件中的“聯盟國家”並不是一個新事物
。據公開資料顯示，早在 1996 年，彼時處在經濟動盪、政局不
穩情形下的俄羅斯和白俄羅斯就推動建立了“俄白共同體”。
1997 年，兩國簽署《俄羅斯與白俄羅斯聯盟條約》，“俄白共同
體”升級為“俄白聯盟”。
1999 年 12 月，俄白兩國在莫斯科簽訂《建立聯盟國家》條
約，“俄白聯盟國家”正式成立。根據該條約，兩國將在主權平
等的基礎上建立一個新的國家，兩國將進行全面一體化，甚至將
擁有共同的憲法。
不過在實際執行的過程中，“俄白聯盟國家”的發展遠沒有
那麼順利。
對此，中國社科院助理研究員劉丹在《“俄白聯盟國家”20
年曆史嬗變和發展趨勢》一文中曾精闢地總結道，“在白俄羅斯
政治階層中有兩種永恆的傾向不斷掙扎：一方面希望俄羅斯提供
全面和無私的援助；另一方面不希望失去民族獨立”。
因此，在政治一體化方面，兩國預期的“共同憲法”始終沒
有達成。在 2002 年 9 月，普京曾向盧卡申科提出過聯盟國家的三
種政治方案：完全合併、歐盟模式、俄白聯盟國家條約模式。普
京傾向於前兩種，其中“完全合併”是希望白俄作為 7 個行政區
完全併入俄羅斯，而盧卡申科堅持國家主權獨立，只肯考慮第三
種方案。
在貨幣一體化方面，根據簽訂協議，兩國原本計劃到 2005
年將俄羅斯盧布作為唯一貨幣在兩國流通，發行中心設在莫斯科
，但後來盧卡申科擔憂貨幣一體化影響主權獨立，將該計劃凍結
。實際上，白俄羅斯方面更傾向於建立超國家的貨幣發行中心，
由雙方央行共管。然而俄白兩國至今未就這一問題達成共識。
哈爾濱工程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院學者原泉在《俄白走向統一？
恐怕正相反吧》一文中也指出，2000 年以來，普京的強硬政策一
定程度上威脅到了白俄羅斯的國家自主性，日益引起包括盧卡申
科在內的白俄羅斯人的不滿。
因此在近幾年，不論是在政治上，還是文化生活上，白俄羅斯都
有意凸顯與俄羅斯的差別。比如，加強白俄羅斯語教育，盧卡申
科在慶祝勝利日時罕見用白俄羅斯語演講；比如，在 2014 年烏

克蘭危機中，盧卡申科公開支持烏克蘭政府；比如，在
2018 年，白俄羅斯駐中國使館將該國中文譯名改為“白羅
斯”。
此外，再加上俄白兩國在能源問題上存在利益紛爭，
而且白俄羅斯為保持外交政策的靈活性，曾嘗試與西方國
家關係正常化。種種因素最終導致，俄白兩國雖然已簽約
20 年，但成果寥寥，“俄白聯盟國家”至今仍在構建當中
。
白俄羅斯需要俄羅斯支持
那既然如此，俄白兩國為何又時隔多年再度重啟“聯
盟國家”方案呢？
原泉對觀察者網表示，首先就是，今年以來，白俄羅
斯的國內外環境並不安寧，在“迫降客機”事件之後，面
對西方國家的製裁脅迫，白俄羅斯客觀上有加深俄白關係
、擴展白俄國際空間的需要。
據觀察者網此前報導，今年 5 月 23 日，一架從希臘飛往立陶
宛的客機緊急降落於白俄羅斯首都明斯克機場，隨後白當局逮捕
了乘坐該趟航班的白俄羅斯反對派人士普羅塔謝維奇。此後，美
國、歐盟、英國、加拿大等以“人權與自由問題”為由對白俄羅
斯進行多輪制裁。包括對白俄航司關閉領空，停止發放新貸款，
限制產品貿易，凍結白俄企業實體資產等。
其次，從更大的視角來看，原泉認為，這種國內外的不安寧
至少從 2020 年 8 月的白俄羅斯大選之後就開始持續“積攢”。
彼時，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以 78.9%的得票率贏得總統選
舉，再度連任。盧卡申科最大的競爭對手季哈諾夫斯卡婭只獲得
不到 7%的選票。反對派不服選舉結果，集結了號稱 20 萬的抗議
者上街遊行，盧卡申科指控“美國籌劃並指揮騷亂”，歐盟“煽
風點火”宣布將不承認盧卡申科為白俄領導人。
此外，北約也在向白俄軍事施壓，盧卡申科稱他們在白俄羅
斯西部邊境集結軍隊，其坦克和飛機只需 15 分鐘就能到達邊境
。
當時情形，用原泉的話來說，就是“顏色革命”這把野火藉
著新冠肺炎的“東風”向白俄羅斯氣勢洶洶地奔殺而來。雖然西
方國家的蓄意挑唆最終沒有得逞，但是與外部密切勾連的反對派
自此成為白俄國內重要的不穩定因素。
最後，原泉認為，白俄羅斯與俄羅斯此時加深關係，也與波
蘭、立陶宛兩國對於西白俄羅斯地區的長期“爭奪”有關。
歷史上，白俄羅斯曾是波蘭立陶宛聯合王國的一部分。可以
說在歐洲國家中，波蘭和立陶宛兩國對於白俄羅斯有著切實的野
心。而且波蘭至少想恢復到 1921 年蘇波簽訂的《裡加和約》時
期的水平，即把西白俄羅斯地區歸還給波蘭。該地區是在 1939
年 9 月 17 日蘇聯紅軍進入波蘭之後，重新併入了白俄羅斯。
為此，波蘭沒少花心思。根據觀察者網專欄作者薛凱桓介紹
，波蘭長期在白俄羅斯領土上實施“軟實力”滲透戰略，各種文
化項目和獎學金計劃經費充足。此外，波蘭戰略滲透的一大“殺
器”就是如同波蘭“身份證”的“波蘭人卡”，這種卡一般發放
給擁有波蘭血統的白俄與烏克蘭等國公民，試圖使他們在波蘭如
“在自己家一樣隨便”。而白俄羅斯，尤其是西俄地區一直生活
著一隻龐大的波蘭人群體，這給波蘭推廣“波蘭人卡”以可乘之
機。
因此，薛凱桓認為，波蘭的戰略野心不僅僅是推動白俄“顏
色革命”，還在於他們希望西白俄羅斯等地區的回歸。而且原泉
認為，如果白俄羅斯此時不求助於俄羅斯，選擇單打獨鬥的話，

那甚至白俄羅斯的國家認同和民族意識都可能會被消解掉。
“俄白合併”暫不會到來
不過，即使面對如此危急的國內外局勢，白俄羅斯選擇與俄
羅斯加深關係，也並非是要最終與俄羅斯合併，或者成立一個新
的“蘇聯”。
本次俄白兩國簽署的“一體化條約”主要是經濟方面的一體
化，旨在協調宏觀經濟戰略、引入統一的稅收原則，在金融信貸
和銀行、工業和農業領域執行共同政策，對石油、天然氣、電力
和運輸服務市場進行統一協調等。
不論普京所說“雙方還將在包括政治和國防在內的所有其他
領域加強協調”，還是盧卡申科所說“兩國經受住了外部壓力的
考驗，俄白聯盟正變得更加強大”，都未明確提出在政治一體化
方面有何明確目標。
原泉認為，本次“俄白聯盟國家”一體化法令簽署體現了俄
白兩國的“走近”，但是這種“走近”是一種國家關係的走近，
並非指向兩國的最終合併。至少，在盧卡申科和普京兩位強人都
還在位的情況，這種“兩國合併”的情況不會發生。
首先一點，白俄羅斯的主流民意不會支持“合併”。原泉提
到之前白俄羅斯沒有照會中國就宣布將其中文譯名改為“白羅斯
”，而“白”一詞在斯拉夫文化中有“純潔”的意思。白俄羅斯
人認為他們在蒙古征服期間沒有遭受波及，或者說波及較少，他
們是“純潔的羅斯人”。在這一點上，他們是有民族自豪感的。
並且，在蘇聯解體、盧卡申科在位這二十多年，白俄羅斯人的民
族獨立意識還在不斷在增強，他們稱俄羅斯為兄弟，但也很清楚
白俄羅斯與俄羅斯是兩個國家。
其次，盧卡申科作為一個政治強人，他是不會答應的。原泉
認為，盧卡申科的執政能力甚至不亞於普京，或者說沒有明顯的
弱勢。以他的個性，他是不能容忍讓白俄羅斯作為一個政治實體
消失的。原泉補充道，即使是在蘇聯時期，也不至於此，當時白
俄羅斯在聯合國也是有代表席位的。
最後，白俄羅斯的反對派也不會支持“合併”。原泉認為，
白俄的反對派是親西方民族主義去反對占主流的親俄羅斯的民族
主義，但是兩者都是講民族主義的。白俄羅斯人口 800 萬，而俄
羅斯 1.44 億，如果兩國融合，只能是白俄羅斯融沒了。
“總的說來，對於白俄羅斯民眾而言，如果說建立俄白聯盟
國家，他們應該都會贊同；如果說俄白兩國是兄弟，他們也都會
贊同；如果說把白俄羅斯徹底變沒了，徹底變成俄羅斯的一部分
，那麼是不會有人同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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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施緊急狀態、總理被軟禁
蘇丹為何“一夜變天”？
大中斷”。

蘇丹軍方和過渡政府之間的緊張關
系，已經持續了數周。就在今天，有報
道稱，蘇丹過渡政府總理哈姆杜克的住
宅被一些軍方人員包圍，另有數名部長
被捕。蘇丹主權委員會主席宣布實施緊
急狀態。

禁。此外，首都喀土穆所在州的州長也
被拘留。通往首都的橋梁和道路被軍方
中斷。
消息出了沒多久，有記者觀察到，
不少示威者走上了蘇丹首都喀土穆的街
頭，放火焚燒輪胎，抗議此次“逮捕”
行動。
【過渡總理被軟禁 多地網絡中斷】
與此同時，蘇丹各地與多家供應商
報道稱，過渡總理哈姆杜克已被軟 的固網和移動互聯網連接也出現了“重

俄外長：阿富汗重回國際舞臺
會有難度但可以實現
綜合報導 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表示，阿富汗重回國際舞台，面臨
著毒品和恐怖組織等挑戰。但他認爲，這個任務可以實現，並呼籲各方
向阿富汗提供金融、經濟和人道主義援助。
伊朗國家通訊社援引俄羅斯衛星通訊社消息稱，10 月 27 日，俄
羅斯外長拉夫羅夫在阿富汗鄰國會議上指出，阿富汗重回國際舞台
面臨困難。“顯而易見，如果不堅決打擊制毒販毒，不堅決打擊紮
根阿富汗、可從境外操縱的國際恐怖組織，就難以建立正常的外交
政策。”
拉夫羅夫表示，阿富汗境內的國際恐怖組織被境外勢力操縱。
他強調，當前任務是減少和控制來自阿富汗的移民流，因爲“恐怖
分子和犯罪分子可能會裝扮成難民潛入鄰國，而且他們已經在嘗試
這樣做”。
拉夫羅夫稱，俄方呼籲阿富汗鄰國，勿容許美國和北約在其境內的
軍事存在。“我們呼籲，阿富汗的鄰國勿容許美國和北約在其境內的軍
事存在，他們計劃自阿富汗境內撤離後部署在那裏。”
另一方面，拉夫羅夫表示，“阿富汗在新政府領導下，重回國際舞
台將是艱難的，但這個任務可以實現。阿富汗有著可以實現但困難重重
的返回國際舞台的機會。”
他也說：“只有在阿富汗國內創造正常的生活條件才能實現這一目的。”
拉夫羅夫稱，“莫斯科尊重阿富汗新政府設立的穩定軍事政治局勢、
將少數民族和政治力量代表納入臨時政府隨後進行大選的目標”。也
“注意到了爲恢複國家管理機構事務、成立正規軍、保障外交使團安全
所作出的努力。”
同時，拉夫羅夫還表示，俄羅斯認爲，有必要動員各方付諸努力，
向阿富汗提供金融、經濟和人道主義援助。
他說，今日的阿富汗實際上一切都要從零開始，在廢墟上重建，阿
富汗組建國家教育、衛生系統，從總體上協調社會經濟基礎設施有效運
行，需要大量的財政支出。
俄外長表示，俄羅斯計劃，近期向阿富汗運送一批包括糧食、藥品
和必需品在內的人道主義援助物資。

研究稱交通擁堵
導致拉美城市損失嚴重
綜合報導 美洲開發銀行(IDB)發表的一份研究報告認為，拉丁美洲
的城市是世界上交通最擁堵的地方之一，例如巴西的聖保羅每年因交通
擁堵而損失近 20 億美元。
該報告指出，近幾年不加選擇地建造更多的道路和高速公路，大大
增加了道路上的車輛數量。專家表示，波哥大、聖保羅、加拉加斯和墨
西哥城是拉丁美洲交通擁堵最嚴重的城市，經濟和人口增長以及持續的
城市化是造成擁堵增長的原因。
而道路交通的智能管理，包括互聯交通和實時管理等工具，被認為
是減少城市擁堵的最有效方式。該銀行以布宜諾斯艾利斯的實時交通管
理為例，介紹了該平臺的經驗。
美洲開發銀行強調，布宜諾斯艾利斯有一個現代化的、先進的
綜合控製中心，使交通管理和城市各交通機構之間的溝通更容易和
更有效。

【美國特使稱感到“震驚”】
最新消息稱，正在被軟禁中的蘇丹
過渡總理哈姆杜克發表聲明，呼籲人民
走上街頭，以和平方式“捍衛革命”。
蘇丹新聞機構稱，哈姆杜克在被軟
禁地點發表了這個聲明，並指出蘇丹執
政機構和過渡政府成員被捕的“幕後黑
手”，是“軍方聯合部隊”。
就蘇丹局勢，美國非洲之角特使費爾特
曼在社交媒體上發文說，美國對“軍方
接管過渡政府的報道深感震驚”，並稱
“這將違反《憲法宣言》和蘇丹人民的民主
願望，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費爾特曼還表示，“正如我們反複
說過的，任何以武力改變過渡政府的做
法都將使美國的援助面臨風險。”
【近期多次爆發抗議】

這個國家陷入目前局面的根源，到
底是什麽呢？
其實，蘇丹國內近期已多次爆發抗
議，而矛盾雙方在于蘇丹軍方與文職官
員及其支持者。
在嚴重經濟危機和生活水平下降的
背景下，2019 年 4 月，蘇丹軍方宣布，
推翻巴希爾政權，成立過渡軍事委員會
，接管政權。
同年 8 月 21 號，過渡期最高權力機
構蘇丹主權委員會成立，蘇丹過渡軍事
委員會自動解散。軍方代表出任主席。
同一天，哈姆杜克宣誓就任過渡政府總
理。9 月，蘇過渡政府成立。
2020 年 10 月，蘇丹過渡政府與反政
府武裝簽署最終和平協議，以結束長達
17 年的敵對狀態。
然而，近期，蘇丹軍方領導人要求
改組政府，文職官員則指責軍方計劃奪
取政權。雙方的支持者近日分別在喀土

穆舉行示威集會。
【不久前曾有未遂政變】
在不久前的 9 月 21 日，蘇丹主權
委員會官方發言人在社交媒體上宣布：
“蘇丹軍隊挫敗了部分軍官發動的政
變。”
據蘇丹當地消息，當時，約有 40 名
軍官參與了此次未遂政變。參與政變者
還曾試圖控制國家廣播電台。蘇丹國內
局勢據稱“已經得到控制”，但衝突的
暗潮似乎並未就此平息。
蘇丹是聯合國公布的世界最不發達
國家之一，經濟結構單一，基礎薄弱，
工業落後，對自然環境及外援依賴性強
。近年來，蘇丹國內物價上漲，貨幣貶
值，財政收入銳減。
而這一次，蘇丹的動蕩局勢又將持
續多久？4435 萬蘇丹民衆，何時能迎來
穩定與和平的生活呢？

希臘專家建議擴大疫苗強製人群
籲民眾室外繼續戴口罩
希臘國家公共衛生組織宣布，過去 24
小時，希臘新增 3651 例新冠肺炎患者，累
計確診 728210 例；新增死亡 63 例，累計死
亡 15770 例。
專家呼籲室外強制佩戴口罩
雅典大學教授和流行病專家利努在 27
日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政府應該重新實
施在室外區域強制佩戴口罩的措施。
她指出，人們是否會感染新冠病毒，
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他們接觸的人群數量和
接觸時間。如果人們長時間處于人員密集
的環境中，感染風險會增高。但是，如果
在戶外時人們都戴上口罩，並在相對較短
的時間內保持距離，被病毒感染的風險就
會降低。
她還強調說：“沒有證據表明新冠病
毒只局限在室內區域傳播。另外，即使是
接種疫苗的人也無法避免完全不會受到感
染。接種疫苗的巨大優勢在于，比未接種
疫苗的感染風險小得多。”
建議擴大疫苗強制接種人群
雅典大學肺病學教授瓦西拉科普洛斯
強調，應該擴大強制接種疫苗的人群範圍
，以控制新冠病毒傳播的速度。他說：

“如果不把更多
人群列爲強制接
種疫苗的對象，
那麽在冬天來臨
時我 們 的 生 活
將變得非常困
難。比起實施
封鎖，采用擴
大疫苗接種範圍
的手段遏制病毒
傳播顯然是更明
智的選擇。”
瓦西拉科普
洛斯還對未來疫
情在希臘的發展
形勢做出了預測
。他說，現階段希臘每天因感染新冠病毒 明材料，並領取“校園健康通行證”。
通過該平台，校長可以查詢在校師生
死亡的人數在 30 至 50 人之間，未接種疫苗
的人在冬天來臨時感染病毒的幾率正在增 以及來訪者的健康狀況，以便更好地開展
疫情防控工作。這一平台目前僅在小學、
加，這些人正處于危險之中。
中學和特殊教育中投入使用，其功能涵蓋
了 self-testing.gov.gr 的全部功能和發放“校
希臘“校園健康通行證”即將啓用
另外，據希臘媒體報道，從 11 月 1 日 園健康通行證”。
幾周前，edupass 平台首次在高等教育
起，edupass.gov.gr 平台將在希臘公立學校
投入使用，旨在爲師生們的健康防護全面 機構投入使用，旨在保護公共健康安全，
護航。在校人員需登錄該平台提交健康證 同時有助于簡化防疫管理程序。

伊朗全國加油站遭攻擊癱瘓
官方對“油價飆升”類傳言緊急辟謠
綜合報導 伊 朗 近 日 突 遭
網絡攻擊，全國多地加油站
出現運營故障。伊朗總統易
蔔拉欣· 萊希痛斥黑客的不法
行爲旨在“制造混亂、引起
公憤”，並表示國家今後將
在網絡戰領域有所准備。伊
朗伊斯蘭共和國通訊社援引
伊朗知情官員的話稱，該國
80%的加油站已恢複運營，而
此次網絡襲擊的相關調查仍
在進行當中。
據報道，伊朗受到網絡
攻 擊 影 響 的 加 油 站 多 達 4300

座 ，車輛在加油站前排起長
龍，無油可加的車主在隊伍
中怨聲載道。有民衆反映，
當他們使用加油卡時，儀器
面板上出現一條信息，顯示
“ 網 絡 攻 擊 64411” ， 據 稱 這
個數字是伊朗最高領袖哈梅
內伊的內線電話。在伊朗中
部城市伊斯法罕，有民衆在
當地電子廣告板上發現了
“哈梅內伊，我們的油到哪
裏去了”一類的叫囂文案。
據報道，伊朗民衆能享受
政府補貼的低價燃油，日常加

油只需刷一下政府發放的專用
加油卡即可，而黑客攻擊的正
是各加油站的智能卡系統。英
國廣播公司稱，經過工作人員
手動重置，約 3000 座加油站 26
日可以在“離線”狀態下使用
，但是車主享受不到政府補貼
後的優惠價。27 日，加油站開
始陸續恢複正常運營，官方也
對“油價飙升”一類傳言進行
了緊急辟謠。
這場大規模網絡襲擊事件
引發了伊朗政界高層的高度關
注，總統萊希表示，國家今後

將在網絡戰領域“枕戈待旦”，
決不允許居心叵測的敵對勢
力 興 風 作 浪 。 萊 希 27 日 訪 問
了德黑蘭的一處加油站。目
前並無任何一方勢力出面認
領責任，該國輿論猜測實施
襲擊的既有可能是美國、以
色列，也有可能是本土的反
政府組織。
這已是伊朗近幾個月以來
遭受的第二次大規模黑客攻擊。
今年 7 月，該國鐵路計算機系
統遭到黑客入侵，導致列車大
範圍停運和長時間延遲發車。
在那次襲擊中也出現了“64411”
這個神秘數字。據調查，此次
襲擊的幕後黑手是一個自稱反
對伊朗政府、名叫“Indra”的
神秘黑客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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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綜合報導 韓國 8 月份新生兒數量再
次創下同月曆史新低。此外，因死亡人口
多于出生人口，韓國總人口已連續 22 個
月減少。8 月結婚對數也創下同月最低水
平。
據韓國統計廳發布的《8 月人口動
向 》，2021 年 8 月，韓國出生 2.2291 萬
人，較一年前減少 111 人，減幅 0.5%，創
下 1981 年開始統計每月新生兒數量以來
的曆史最低水平。
單月新生兒數量已從2015年12月起連
續69個月同比下滑。表示平均每千人口中出
生人數的粗出生率爲5.1‰，世宗市最高，爲
9.4‰，全羅北道最低，僅爲 4‰。
前 8 個月累計新生兒人數爲 18.156 萬
人，較 2020 年同期下滑 3%。韓國 2020 年
全年新生兒人數爲 27.2337 萬人，首次跌
破 30 萬，預計 2021 年也將低于 30 萬。
8 月份死亡人口爲 2.5821 萬，同比增
加2.1%，創下開始統計以來同月最高紀錄。
前 8 個月累計死亡 20.4118 萬人，同比增加
1.2%。用 8 月死亡人口減去出生人口，人
口自然減少 3530 人，從 2019 年 11 月以後
連續 22 個月自然減少。前 8 個月人口自然
減少累計 2.2558 萬人，同比增加 56.9%。
8 月，韓國共有 1.472 萬對新人登記結
婚，同比下降 2.1%，創下同月曆史新低。
前 8 個月結婚登記人數共計 12.6724 萬對，
同比減少 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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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 8 月新生兒數量再創新低

人口連續 22 個月減少

綜合報導 日本第 49 屆衆議院選戰接近
尾聲。據日本共同社報道，根據調查，日本
自民黨在小選區和比例代表方面均表現堅挺
。與公明黨合計後的執政黨議席數，或拿下達
到可實現國會穩定運營的“絕對穩定多數”。
據報道，日本共同社23日至26日，以日本
全國約11.9萬選民爲對象，實施了電話調查。
報道稱，日本自民黨把與公明黨合計後
的執政黨議席數，達到可實現國會穩定運營
的“絕對穩定多數”(261 個議席)納入考慮範
圍。但自民黨的議席數，可能少于發布公告
前的276個。日本立憲民主黨議席增加乏力。
調查顯示，日本自民黨與近期的初期選情
調查結果相同，小選區(額定 289 個)和 11 個區
的比例代表(額定176個)方面，均表現堅挺。
日本自民黨在約 200 個小選區領先。比
例代表方面則接近公告前的 66 個議席。
不過，在小選區，表示“尚未決定”投
票對象的人約有 4 成。約 70 個小選區爲激戰
區，局勢存在變數。
另一方面，日本立憲民主黨通過與日本
共産黨等在野黨攜手共鬥，在逾 50 個小選區
占據優勢。比例代表方面，力圖較 40 多個議
席再增加。
報道表示，在野黨攜手能否獲得比公告前的
110個更多的議席，激戰區的成敗將是關鍵。
日本公明黨方面，公告前擁有29個議席，
9個小選區內推舉了候選人，報道預測多半有望
勝出。比例代表方面，或將比公告前的21個議
席有所增加。
日本共産黨在比例代表方面，也有可能較公告前的 11 個
議席增加。小選區也力爭維持先前的 1 個議席。
此外，日本維新會(公告前 11 個議席)維持勢頭，在該黨大
本營關西以外的地區也表現出色，超過能在衆院單獨提出法
案所需的 21 個議席。
日本第 49 屆衆議院選舉于 10 月 19 日正式啓動，10 月 31 日
將進行投票和開票。

﹁

﹂

食物短缺
日本餐廳“每人只能點一個雞皮串”

綜合報導 由于港口擁擠和集裝箱短缺，日本
國內市場雞肉、葡萄酒和蝦等食物出現了嚴重短缺
。日本連鎖便利店 7-11 已停止在一些地區銷售炸雞
串，一些餐館也推出限購措施，每位顧客只能點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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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衆院選情調查：
執政黨或拿下 絕對穩定多數

亞洲時局

個雞皮串。
據報道，自日本解除疫情緊急狀態以來，日本
餐飲業的客流量有所增加。然而，疫情緊急狀態解
除之後，日本的消費者流量有所增加，打破食品行
業微妙的供需平衡。
據日本廣播協會 （NHK）22 日消息，由于泰
國等東南亞地區因疫情所導致的勞動力短缺，日本
凍食品銷售商日冷在泰國子公司暫時停止了食品加
工廠的運營，進而導致日本雞肉供應短缺以及雞肉
價格大幅度增長。
據日本農林水産省數據顯示，日本每年進口約
50 萬噸加工雞肉串和炸雞，金額約 2500 億日元
（約合人民幣 140 億元），其中泰國是最大的出口
國，占日本進口雞肉比例約 60%。
然而，據泰國商務部稱，8 月日本進口泰國雞肉
的庫存量比 2020 年下降了 20%，泰國對日本出口的

加工雞肉量比 2020 年下降了 29%。
對此，衆多東京超市開始把目光轉向中國和美
國，東京練馬區的超市從 9 月開始就出現雞肉供貨
困難，一位消息人士稱：“爲此，我們被迫從美國
和中國采購，這是我們以前沒有遇到過的。
此外，由于泰國雞肉供貨短缺，間接性導致了
巴西雞肉産品價格大幅上漲，直到大約半年前，巴
西冷凍雞腿的櫃台價格爲每只售價 680 日元（約合
人民幣 38 元），目前，價格已提高到 980 日元（約
合人民幣 54.9 元）。
《日經亞洲》稱，由于港口擁擠和集裝箱短缺，
導致的貨運危機使食品短缺問題更加複雜。 日本國內
葡萄酒、蝦、牛肉、洋蔥和飲料等食品也變得越來越
稀缺和昂貴，這讓衆多日本消費者們的壓力加大。
10 月初，日本進口土豆也遭遇了短缺現象，導致
肯德基將近20%的餐廳停止銷售炸薯條，日本飲料集

團 Mercian 從 9 月初開始停銷售將近 10 款葡萄酒，日
本海鮮經銷商瑪魯哈日魯 （Maruha Nichiro）面臨著
從越南加工廠進口蝦長達22天的運貨時間。
而作爲日本快餐界飲食的重要食材的牛肉和洋蔥，
也出現了批發價格暴漲以及短缺現象。從美國進口的
牛肉批發價格現在徘徊在每公斤1075日元（約合人民
幣60.4元），是2020年價格的兩倍。據悉，日本許多
餐館從中國進口去皮洋蔥，現在洋蔥的價格爲每公斤
95日元（約合人民幣5.3元），比去年同期上漲20%。
Mercian 一位發言人表示：“在可預見的未來
，我們看不到穩定的供應。”
《日經亞洲》稱，在疫情緊急狀態解除後，餐
館或超市商品價格的上漲可能會抑制日本消費的複
蘇。三井住友銀行日興證券高級經濟學家宮前耕也
表示，由于集裝箱短缺或其他因素導致的供應減少
，日本市場産品短缺可能會持續下去。

中國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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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陸列“台獨”黑名單
禁入陸港澳
蘇貞昌游錫吳釗燮被點名
關聯企業和金主不允在陸謀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蘇榕蓉 北京、福州報道） 國台辦發言人朱

● 大陸懲戒(左起)蘇貞昌、游錫、吳釗燮等極少數“台獨”頑固分子，禁止其本人及家
屬進入大陸和港澳。
資料圖片

鳳蓮 5 日應詢表示，一段時期以來，蘇貞昌、游錫、吳釗燮等極少數
言行惡劣、勾連外部勢力分裂國家，嚴重破壞兩岸關係，嚴重危害台
海和平穩定，嚴重損害兩岸同胞共同利益和中華民族根本利益。大
陸方面依法對清單在列的上述“台獨”頑固分子實施懲戒，禁止其
本人及家屬進入大陸和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限制其關聯機構與
大陸有關組織、個人進行合作，絕不允許其關聯企業和金主在大陸謀
利，以及採取其他必要的懲戒措施。

有記者問，有媒體報道稱，大陸方面
正在研究針對“台獨”頑固分子的
懲戒措施，請問是否屬實？朱鳳蓮在答問
時作上述表示。

追究刑責 終身有效

專家：懲戒具震懾作用
台灣問題專家、上海社科院台灣研究
中心主任盛九元教授 5 日向香港文匯報表
示，大陸方面依法對清單在列的上述“台
獨”頑固分子實施懲戒，具有三個方面的
重大意義：第一，這表明大陸反“台獨”
的決心不但不可動搖，而且有具體措施行
動，顯示了大陸在反“台獨”問題上堅定
的立場和強大的能力，顯示了大陸對“台
獨”分裂零容忍的堅定意志和嚴正態度。
第二，大陸在懲治“台獨”分子的問
題上堅持一個標準，不僅有思想，而且有
行動，這次確定蘇貞昌、游錫、吳釗燮
三個“台獨”頑固分子，無論在行動上還
是語言上，都有非常強烈的“台獨”意
識。它表明大陸在制定懲戒極少數“台
獨”頑固分子措施上是非常審慎的、嚴肅
的、科學的態度，不會隨便冤枉，證據非
常確鑿才確定。
第三，這次和以往相比，最大的一個
特點是大陸提出了非常具體的懲戒措施，

相信這個懲戒措施在具體實施過程中，一
定會讓“台獨”分子感到痛。
盛九元表示，大陸對“台獨”分子的
定義和懲戒非常科學，只要台灣民眾堅持
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穩定的大勢，相信仍然
可在大陸獲得更大發展空間。希望廣大台
灣同胞看穿極少數“台獨”分裂分子的
“害台”本質和危險性，與大陸同胞共同
反“台獨”。此外，盛九元認為，大陸出
台這份懲戒措施只是初步的，隨着未來兩
岸關係發展，大陸會有更加清晰完善、更
加有效的方式懲戒“台獨”分子。
台灣問題專家、 北京聯合大學台灣研
究院兩岸研究所所長朱松嶺教授向香港文
匯報表示，近期，蘇貞昌、游錫、吳釗
燮等極少數“台獨”頑固分子不斷在煽動
兩岸對抗，惡意污衊大陸，妄圖“倚美抗
陸”、“倚美謀獨”，在此背景下，大陸
明確依法對他們實施懲戒，表明大陸絕不
姑息“台獨”，加大對“台獨”打擊力度
的鮮明態度，將起到震懾“台獨”勢力的
作用。

11 月 3 日
●歐洲議會“應對外國干涉歐盟民主進程特別委員會”
官方代表團一行 13 人竄訪台灣作秀。

11 月 2 日
●台防務部門負責人邱國正證實台海軍陸戰隊已選派
40 人，前往關島的美軍基地，接受為期一個月的兩
棲聯合登陸作戰訓練。
●美國聯邦參議員喬希·霍利提出“武裝台灣法案”，
美國協助台灣強化自身防禦，以提高防禦中國大陸
“入侵”能力。

10 月 26 日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發表聲明，支持台灣“積極、有意
義地參與聯合國系統”。
●台灣外事部門負責人吳釗燮竄訪斯洛伐克，在當地一
家智庫發表演講，大談“對抗威權”。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蘇榕蓉

她指出，我們正告此類“台獨”頑固
分子，凡是數典忘祖、背叛祖國、分裂國
家的人，從來沒有好下場，必將遭到人民
的唾棄和歷史的審判。大陸方面將依法對
“台獨”頑固分子追究刑事責任，終身有
效。
早 在 2020 年 11 月 18 日 ， 有 媒 體 詢
問大陸有關方面是否正在研究制定“台
獨”頑固分子清單，精準打擊島內外
“台獨”勢力。當時朱鳳蓮表示，“台
獨”分裂勢力及其活動是台海地區和平
穩定的最大威脅，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
的最大障礙。極少數“台獨”頑固分子
公然挑釁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行徑絕
不能容忍，對他們及其金主等主要支持
者依法予以打擊，目的是維護台海和平
穩定和兩岸同胞的切身利益，廣大台灣

同胞合法權益將得到充分保障。

近期台勾連歐美挑戰大陸底線動作

“台獨”頑固分子極力煽動兩岸對立、惡意攻擊誣衊大陸、謀“獨”

10 月 21 日
●被問及中國大陸武力攻擊台灣，美國會否防衛台灣
時，拜登以“Yes”回應，並稱“美國有協防台灣的
承諾”。

10 月 10 日
●台灣地區領導人蔡英文發表“兩國論”新論述，又在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刊登專訪，首度證實
台灣的確有美軍的存在，公開承認美軍駐守台灣。

美報告妄議中國國防政策

國防部：堅決反對美方搞“以台制華”
●解放軍某集團軍某旅近日依託教導隊骨幹力量，對新轉軍
士展開集中強化訓練。
網上圖片
●解放軍東部戰區海軍
航空兵某師近日針對使
命任務要求，開展大強
度、跨晝夜、長航時預
警訓練。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國國防部網站消息，
北京時間 11 月 4 日，美國國防部發布 2021 年
《中國軍事與安全發展報告》，報告罔顧事
實、充斥偏見，妄議中國國防政策和軍事戰
略，捏造所謂“中國軍事威脅”，無端指責中
方在核領域的力量建設，在台灣等問題上干涉
中國內政，國防部新聞發言人吳謙表示，中方
對此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並向美方提出
嚴正交涉，吳謙指出，“國雖大，好戰必
亡。”

對分裂祖國行為 解放軍將迎頭痛擊
吳謙 指 出 ， 在 領 土 主 權 和 海 洋 權 益 爭
端問題上，中方的立場清晰明確，釣魚島
及其附屬島嶼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中國對南海島礁及其附近海域擁有無
可爭辯的主權。中方始終主張通過談判磋

商和平解決爭議，但堅決反對域外國家干
涉介入。
吳謙強調，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
自古以來就是中國領土神聖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一段時間以來，民進黨當局在外部勢力
的縱容下，不斷謀“獨”挑釁，這是破壞台
海和平穩定、升高台海局勢風險的根本原
因。我們堅決反對美方打“台灣牌”搞“以
台制華”，堅決反對任何外部勢力介入台灣
事務，堅決反對民進黨當局“挾美自重”搞
“以武拒統”。中華民族具有反對分裂、維
護統一的光榮傳統。
對於台灣當局任何分裂祖國的行徑，對
於任何挑動台海緊張局勢、蓄意製造地區危
機的外部勢力，中國人民解放軍都將用堅強
的決心、堅定的意志、強大的能力予以迎頭
痛擊。

國台辦：台是中國一部分乃國際共識
另據中新社報道，美方一些官員近日稱“支
持台灣參與聯合國系統”。對此，國務院台辦發
言人朱鳳蓮5日在北京表示，聯合國是由主權國
家組成的政府間國際組織。台灣是中國的一部
分，不是主權國家，理所當然不能成為聯合國成
員，也不能成為包括世界衞生組織等在內的聯合
國下屬專門機構的成員。這是國際社會共識，不
是美國有些人想否認就能否認的。
朱鳳蓮強調，我們敦促美國政府停止任何
形式支持慫恿“台獨”的言論，以實際行動恪
守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規定。企
圖攻擊聯大 2758 號決議、炒作所謂“台灣參與
聯合國系統”問題，只會暴露美方一些人無視
國際公理和國家信譽、打“台灣牌”無所不用
其極的醜陋一面。

特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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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新拓北都
四通建灣區
：
空間觀念政策機制革新 基建政策機制民心相通

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聯合香港廣東社團總會、香
港中國企業協會、香港中資銀行業協會、大灣區金融科
技促進總會 5 日上午共同舉辦“領航‘9+2’．第二屆粵
港澳大灣區發展論壇暨頒獎典禮”。香港特區行政長官
林鄭月娥在論壇上致辭時表示，《北部都會區發展策
略》充分考慮到國家“十四五”規劃綱要對香港的支
持，亦完全配合大灣區建設和《前海方案》帶來的大量
機遇。她在該發展策略中提出必須以“四新”精神來驅
動未來發展，包括“空間拓新”、“觀念更新”、“政
策創新”和“機制革新”，而要做到粵港澳大灣區的高
質量建設，就必須要有“四通”策略，包括基建連通、
政策貫通、機制互通、民心相通。

● 林鄭月娥、陳茂波、尹宗華、李江舟、潘雲東、曾國衞、姜在忠等出席並主禮“領航‘9+2’．第二屆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論壇暨
頒獎典禮”
。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北都發展目光超越深港界線
林鄭月娥致辭表示，過去八個月，特區
政府在推動粵港澳大灣區或是按國家“十四
五”規劃綱要內容開展了不少工作，分別與
廣東省政府及深圳市政府探討或已敲定的項
目包括科技創新、金融、專業服務、前海發
展、青年發展、教育和醫療等各個不同的範
疇，都會在未來提升合作的水平，尋求更多
政策創新和突破。

姜在忠：
姜在忠
港應主動擁抱數字經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全國政協
委員、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董事長姜在
忠 5 日致辭表示，在社會秩序由亂及治、
經濟發展恢復生機的同時，應當清醒地看
到香港仍面臨產業發展單一、經濟結構固
化、增長動力不足等問題。要破解這些問
題，需要依靠發展這把“總鑰匙”，利用
好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這一重要平台，擁抱
新經濟浪潮，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姜在忠表示，近年來，互聯網、大數
據、雲計算、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技術加速
創新，日益融入經濟社會發展各領域全過
程。數字經濟發展速度之快、輻射範圍之
廣、影響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正在成為重組
要素資源、重塑經濟結構、改變競爭格局的
關鍵力量。
他指出，中共中央政治局日前專門就推
動我國數字經濟健康發展進行集體學習。習
近平總書記在講話中指出，要打造具有國際
競爭力的數字產業集群，而李克強總理在出
席第 130 屆廣交會開幕式時也特別提到，要
在粵港澳大灣區等區域打造一批全球貿易數
字化領航區。這無疑賦予了粵港澳大灣區成

今年論壇大會共設一個主題演講和三
個圓桌論壇，由陳茂波擔任主題演講嘉
賓。多位粵港澳政商界領袖、企業家、權
威專家環繞“共建人文灣區”、“金融互
聯互通”、“灣區青年發展”話題進行深
入的探討。
大會還頒發了領航粵港澳大灣區傑出貢
獻領袖、傑出貢獻企業、傑出貢獻團體/機
構，以及粵港澳大灣區最佳銀行獎、最佳金
融服務獎、最佳地產發展獎、最佳創新科技
獎、最佳跨境理財獎、最具投資價值獎、最
具品牌價值獎共10個獎項。
5 日榮獲“領航粵港澳大灣區傑出貢獻
領袖”得獎者包括珠海格力電器股份有限
公司董事長兼總裁董明珠、澳門工商聯會
會長何敬麟、前海管理局香港事務首席聯絡
官洪為民、香港深圳社團總會會長鄧清河、
國泰君安國際控股有限公司董事會主席兼行
政總裁閻峰、信德集團行政主席兼董事總
經理何超瓊、新世界發展有限公司行政總
裁鄭志剛、偉祿集團控股有限公司主席林
曉輝、華大集團董事長汪建、商湯科技聯
合創始人兼首席執行官徐立。

強化全球離岸人民幣業務樞紐地位
首先，應積極探索金融數字化智能化
轉型的方式路徑，強化香港全球離岸人民幣
業務樞紐地位。數字金融的發展有利於打破
粵港澳大灣區內城市間的行政壁壘，加強城
市間經濟聯繫的緊密性，進一步便捷跨境支
付服務，強化香港特區在內地金融發展中的
獨特角色，鞏固和提升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
位，打造服務“一帶一路”建設的投融資平
台，進一步提升香港的國際地位和國際競爭
力。
其次，應利用數字技術推動製造業轉
型升級，促使大灣區加速從“世界工廠”邁
向戰略性新興產業和先進製造業中心。當
前，灣區製造業技術水平仍相對落後，在關
鍵領域和核心技術上長期受制於發達國家。
香港應充分利用在科技研發、工業設計、航

西南華人浸信會

運物流上的突出優勢，與珠三角的製造業優
勢結合起來，打造屬於粵港澳大灣區的智能
產業鏈，為加快形成千億級智能製造產業集
群，更好參與全球產業分工和國際競爭，作
出應有貢獻。
最後，應加快啟動在民生領域的數字
技術應用探索，把粵港澳大灣區打造成全球
跨境智慧生活圈“樣板間”。在可預見的未
來，以無人機、自動駕駛技術、智能家居電
器、遠程醫療護理等為代表的新技術應用，
將為人們生活提供更多元更便捷的服務，大
大改善大灣區人居生存狀態。香港應進一步
提速智慧城市建設，並加快與大灣區各城市
實現數字化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共享普惠
紅利，改善民生福祉，着力打造世界級智慧
城市群。
姜在忠強調，香港各界應形成“不進
則退、慢進也是退”的緊迫感，只有主動擁
抱數字經濟，通過不斷科技創新，賦能傳統
產業，推動轉型升級，才能抓住先機，搶佔
未來發展制高點。這是香港探索發展新路
向、開拓發展新空間、增添發展新動力的必
由之路。

關榮根
主任牧師

Southwest Chinese Baptist Church
12525 Sugar Ridge Blvd. Stafford, Texas 77477

郵箱：info@swcbc.org

英語及普通話崇拜、粵語主日學、兒童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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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拜三 粵語長青長輩團契
AWANA 兒童聚會
英語青少年團契
禮拜五
SAT 英文及數學培訓課程
粵語、普通話週五團契及其他聚會

禮拜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子京）香港中聯辦副主
任尹宗華 5 日在論壇上致辭時表示，2019 年 2 月，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頒布實施，在大灣
區建設領導小組的領導下，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大
灣區建設不斷取得階段性成果，規劃體系、政策體
系日趨完善，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加快推進，規則銜
接、機制對接取得新的突破，充分彰顯了“一國兩
制”的制度優勢和勃勃生機。
尹宗華指出，隨着我國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
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也將步入加
速推進的新階段。今年 3 月，國家“十四五”規劃
和2035年遠景目標綱要設立大灣區建設專章，中央
人才工作會議提出要建設粵港澳大灣區高水平人才
高地，《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改革
開放方案》公布實施，債券通“南向通”、跨境理
財通接連開通，所有這些都體現了中央對香港的親
切關懷和大力支持，既為大灣區建設注入了強勁的
動力，更為香港長期繁榮發展創造了巨大的機遇。
尹宗華強調，香港有“一國兩制”的制度優
勢，有背靠祖國的市場優勢，有與世界廣泛聯絡的
區位優勢，在大灣區建設中的角色不可替代、大有
可為，也一定會大有作為。尹宗華對此分享三點思
考：
第一，加強宣介匯聚合力。有調查顯示，近
六成香港市民意識到大灣區建設的機遇，75%在港
外國企業計劃擴大在大灣區投資，希望大家結合親
身經歷講好、宣傳好大灣區發展機會，進一步推動
社會各界和在港在國外的企業積極投身大灣區建
設，在參與建設大灣區的過程中，實現自身更好更
快發展。
第二，完善機制深化對接。三地社會經濟制
度和法律體系不盡相同，各方關注和需求也許會有
差異，推進大灣區建設還會碰到一些需要協商解決
的具體事宜。推進大灣區特別是一些重點項目的實
施，要事先充分對接、交流。特區提出的建設“北
部都會區”更是需要和連接的深圳加強溝通和協
商。我們要堅持問題導向、目標導向和效果導向，
建機制、搭平台、多溝通、強協調，通過及時高效
的溝通互動，推動大灣區建設全方位發展。
第三，確定重點着力推進。我們要發揮各方
優勢特長，在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取得突破，積極
探討在創科、經濟、民生等領域選定一批優先合作
項目，共同制定路線圖和時間表，為全面推進大灣
區建設和高質量發展不斷積累經驗。
尹宗華又指，只要我們齊心同行、共謀未
來，深耕細作、開拓創新，就一定能把粵港澳大灣
區建設成為國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不斷譜
寫“一國兩制”偉大實踐新篇章。他強調，中聯辦
願為香港各界和在港企業參與大灣區建設繼續做好
服務。

▶ 姜在
忠強調，
忠強調
，
香港需利用好粵
港澳大灣區建設這一重
要平台，擁抱新經濟浪
潮。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為中國數字經濟試驗田和示範區的新使命。
如何才能搭乘新經濟快車，賦能傳統
產業轉型升級，催生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
推動香港經濟邁上新的台階，姜在忠提出三
點建議：

281-495-1511 網址：www.swcbc.org

● 尹宗華表示
尹宗華表示，
，香港
有“一國兩制
一國兩制”
”的制
度優勢，
度優勢
，在大灣區建
設中的角色不可替
代，大有可為
大有可為。
。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尹宗華：港在灣區角色不可替代

局、澳門中華總商會、澳門中國企業協會特
別支持。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香港
中聯辦副主任尹宗華，財政司司長陳茂波，
中央駐港國安公署副署長李江舟，外交部駐
港副特派員潘雲東，香港特區政府政制及內
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衞、民政事務局局長徐英
偉，全國政協委員、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
董事長姜在忠等出席並主禮。來自香港政商
各界嘉賓，美國、俄羅斯、土耳其、奧地
利、泰國、印度尼西亞等各國駐港總領事和
領事官員近200人共襄盛會。

她表示，今年施政報告的重點、聚焦的
議題，是在香港建設“北部都會區”，該發
展策略是香港特區政府首次把眼光放到香港
境外，也超越了深港兩地的界線，要建成一
個宜居宜業宜遊的都會區。在《北部都會區
發展策略》中，她提出必須以“四新”精神
來驅動未來發展，分別是“空間拓新”、
“觀念更新”、“政策創新”和“機制革
新”，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要做到一個高質量
的大灣區，必須要有一個“四通”策略，包
括基建連通、政策貫通、機制互通、民心相
通。
林鄭月娥表示，基建連通方面，現在香
港很多交通基建都是跨境的，口岸都是“一
地兩檢”，有信心也有把握能夠做得到；政
策貫通方面，必須要中央支持，讓一些專業
服務認證、香港產業進入大灣區內地城市的
兩地政策有貫通性；機制互通方面，由於深
港合作提升到一個新台階，希望將深港合作
機制打造一個更互通的層面；民心相通方
面，今年第二屆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論壇很大
部分是談民心相通，包括青年發展和建設一
個人文灣區，也等於是文化藝術的相通。

9：30am
11：00am
10：30am
7：30pm
7：45pm
7：45pm
7：45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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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雕玉琢吳卿黃福壽雙人展在休斯頓自然科學博物館精緻
開展展現台灣兩位雕刻大師技藝非凡之金玉雕琢藝術成就

台灣金雕大師吳卿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駐休士頓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台灣
書院與休士頓自然科學博物館合作策辦《台灣雕刻大師吳卿、黃
福壽金雕玉琢雙人展》，自 9 月 17 日起至明年 2 月 6 日於在休士
頓自然科學博物館展出，該展獲美國兩大藝文機構聯合辦展，展
現台灣兩位雕刻大師技藝非凡之藝術成就。吳卿、黃福壽兩位藝
術家 40 年來創作不輟，作品集技巧及美感之大成，反映出對臺
灣文化與土地的熱愛。吳卿結合木雕技巧及金屬鑄造工法，以黃
金為媒材，將昆蟲、瓜果和花葉等自然環境中的小物寫實呈現，
作品《瓜瓞綿綿》表現苦瓜結實壘壘、枝葉繁茂生長之獨特鄉間
景象。
吳卿和黃福壽是兩位大師級的金玉工藝美學專家，在這個金
雕玉琢雙人展中，展出兩位台灣重要雕刻藝術家 40 餘件精緻卓
越的金雕、玉雕作品，展現台灣細膩高超之雕刻藝術。玉雕大師
黃福壽的作品是用一塊玉石完成，並巧妙運用原有色澤，讓草蟲
蝶鳥自原石中幻化而出，如作品《風中獨語》表現昆蟲輕巧地停

在因微風吹拂而彎曲的葉片上，姿態栩栩如生。
中華民族的祖先早在八千年前就已經使用玉器，
到了中國歷史早期，玉更被製成重要的禮器。除
了禮器外，也有許多佳句良言以玉來比喻高尚君
子或品行高潔等美德。
吳卿是台灣少數的金雕師之一，從觀察、飼
養螞蟻開始，吳卿以其木雕技術為基礎，將黃金
雕刻成細膩、精緻的藝術品，增加收藏及欣賞價
值。吳卿 1956 年出生於台灣嘉義，17 歲開始學
習木雕，19 歲那年他在河堤旁散步，發現幾隻
螞蟻合力在斜坡上搬運一顆壁虎蛋。看到螞蟻居
然能抬起比它們體積大上數倍的壁虎蛋，使得吳
卿對螞蟻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吳卿從 24 歲開始
，嘗試著將精緻木雕，轉換成金屬材質。他在
28 歲時成功翻鑄第一隻白銀螞蟻。成功之後，
考慮到藝術品的保存性，33 歲時他嘗試使用純
度 99.99 的黃金，自此開啟了他的金雕之路。
吳卿使用 99.99 純金，使作品表面質感均勻完美
，打破世界紀錄。黃金的延展性可鎚打成比紙還
薄十幾倍的金箔，1 公克的黃金也可以拉成 4 千
公尺的金線。他的作品中，最薄的僅達 0.3 釐米
圖為台北經文處文化組台灣書院陳譓如主任（
圖為台北經文處文化組台灣書院陳譓如主任
（中）本周五
本周五（
（11 月 5 日）下午
，打破世界金工 0.7 釐米的紀錄，其令人讚歎的
招待休市僑領赴自然科學博物館參觀現正舉行的台灣雕刻大師吳卿、
招待休市僑領赴自然科學博物館參觀現正舉行的台灣雕刻大師吳卿
、黃福壽
高難度技術，薄如蟬翼的透光之作，也備受國際
「金雕玉琢
金雕玉琢」」 雙人展
雙人展。（
。（記者秦鴻鈞攝
記者秦鴻鈞攝 ）
矚目。
吳卿最著名的一件大型作品，瓜瓞綿綿，是件長 2.8 公尺、 別獲故宮典藏及人間國寶傳統工藝獎項。金雕大師吳卿的 17 件
高 1.2 公尺的作品，是世界上少見的精緻大型金雕作品，有 238 充滿詩意雕刻作品，展現 「金雕藝術」（Gold Sculpture Art）。
隻螞蟻、蝴蝶、螳螂、瓢蟲爬滿三株苦瓜藤間。吳卿的創作以精 舉凡螞蟻決鬥，生命力旺盛的小草從石縫中生根，蝴蝶從頓悟寧
緻、寫實為主，再加上他虔心學佛，使得創作更具探討人生之意 靜的頭像飛出等，從木雕到金雕，在台灣當代雕刻藝術發展脈絡
。他希望未來能成立吳卿美術館，讓收藏多年的作品、藝術資產 中具有開創性重要地位的吳卿，透過對有形世界的表現，直透生
命最深邃處的本質，作品呈現東方靜謐沉靜之美。展覽資訊詳見
傳承下去。
吳卿及黃福壽在金雕及玉雕方面成就，已臻完美境界，曾分 休士頓自然科學博物館官網：https://www.hmns.org/exhibits/upcoming-exhibitions/treasures-in-gold-jade/。

房地產投資及管理 菁英論壇
(本報訊
本報訊）
）世界華人工商婦女協會美南分會將於 11 月 14 日(星
期日))下午二時
期日
下午二時，
，在 Courtyard by Marriott Sugar Land/Stafford 會議
廳舉辦 「房地產投資及管理菁英論壇
房地產投資及管理菁英論壇」
」，活動邀請到資深律師
活動邀請到資深律師、
、
五星級地產經紀人、
五星級地產經紀人
、地產開發商
地產開發商，
，貸款專員等多位房地產及相關
專業人才進行演講，
專業人才進行演講
，提供房地產商業投資
提供房地產商業投資、
、交易及融資
交易及融資、
、房東
房東//
房客糾紛及法律等專業知識。
房客糾紛及法律等專業知識
。
會長孫玉玟表示，
會長孫玉玟表示
，為了讓大家可以全方位的了解華人在美最
熱衷並具有穫利潜力的商業和房地產投資相関資訊，
熱衷並具有穫利潜力的商業和房地產投資相関資訊
，本場菁英論
壇活動邀請到休士頓多位知名專業人士齊聚一堂，
壇活動邀請到休士頓多位知名專業人士齊聚一堂
，以一站式全方
位 「大人物聊地產
大人物聊地產」
」分享珍貴資訊及其累積的經驗
分享珍貴資訊及其累積的經驗，
，以輕鬆易懂
的方式讓大家了解投資房//商鋪和物業管理以及租賃的運作方式
的方式讓大家了解投資房
，避免錯誤的發生
避免錯誤的發生，
，在長期投資上獲利
在長期投資上獲利。
。
該活動免費入場，
該活動免費入場
，提供咖啡茶水和點心
提供咖啡茶水和點心，
，主辦單位還準備豐

富禮品和現金抽獎。千萬不要錯過這場精彩的講座
富禮品和現金抽獎。
千萬不要錯過這場精彩的講座。
。
地點：
地點
：Courtyard by Marriott Sugar Land/Stafford
地址：
地址
：12655 SW Fwy., Stafford, TX 77477
報名請發短信 TEXT
TEXT：
：
會長 孫玉玟 281
281-777
777-7783
副會長 何真 832
832-866
866-3333
或回復此封訊息即可。
或回復此封訊息即可
。
主講人簡介：
主講人簡介
：
李雄：
李雄
：德州地產負責人
德州地產負責人，
，西南管理委員會主席
西南管理委員會主席，
，2022 年亞裔商會
主席，
主席
，1985 年開始從事地產行業
年開始從事地產行業。
。
唐心琴：
唐心琴
： 達心地產負責人
達心地產負責人，
， 糖城廣場開發商
糖城廣場開發商，
， 從事地產行業 35
年。
卿梅：
卿梅
： 建築工程專業畢業
建築工程專業畢業，
， 從事房地產開發
從事房地產開發，
， 投資買賣 13 年 ，

連續 11 年被德州週刊評選為五星級資深房地產經紀人
年被德州週刊評選為五星級資深房地產經紀人，
， QQ 地
產公司總裁。
產公司總裁
。
王藝達：
王藝達
： 藝達國際投資顧問總裁
藝達國際投資顧問總裁，
， 國際高端房地產投資專家
國際高端房地產投資專家，
，
及房地產工程開發管理公司執行總裁，
及房地產工程開發管理公司執行總裁
，八年創下近億銷售業績
八年創下近億銷售業績。
。
林富桂律師：
林富桂律師
：誠信產權公司負責人
誠信產權公司負責人，
，亞裔地產協會創會會長
亞裔地產協會創會會長，
，銘
傳傑出校友。
傳傑出校友
。
賴清陽律師；
賴清陽律師
；中美韓聯合律師事務所創辦人
中美韓聯合律師事務所創辦人，
，南灣地產投資公司
創辦人，
創辦人
， 美南旅館公會前會長
美南旅館公會前會長，
， 六家 Hilton, Marriott, La Quinta
連鎖旅館合夥人。
連鎖旅館合夥人
。
張園立：
張園立
：利家貸款創辦人
利家貸款創辦人，
，現任台商會會長
現任台商會會長，
，專精房地產貸款
專精房地產貸款。
。
孫玉玟：
孫玉玟
：大紀元時報和新唐人電視台休士頓分台負責人
大紀元時報和新唐人電視台休士頓分台負責人，
，世華工
商婦女協會美南分會會長，
商婦女協會美南分會會長
，房地產投資
房地產投資、
、租賃和管理多年經驗
租賃和管理多年經驗。
。

新的法例

健保現在更易負擔
保障家人健康
每5位客戶中就有4位能藉助財務補助
得到每月$10或更低收費的健保計劃。
請於12月15日前報名投保。

新的法例 。 更低費用 。 更多人合資格 。

報名投保

1-800-318-2596
由美國衛生及公眾服務部資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