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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中央社洛杉磯 22 日綜
合外電報導）彭博（Bloomberg）報導，美
國加州2個鄰近港口－洛杉磯港及長堤港－
等待卡車提領的貨櫃滯留時間 10 月攀至新
高。不久後官員也宣布新計畫來整頓貨櫃積
壓問題。

太 平 洋 商 船 協 會 （Pacific Merchant
Shipping Association）今天發表聲明指出，

美國最大2港口洛杉磯港及長堤港放置在碼
頭的貨櫃等待卡車提領的所謂滯留時間，由
9月的平均近6天攀升至10月的平均7.64天
；且所有已卸下的貨櫃中，近半數等待逾5
天才被運走。

太平洋商船協會政府事務經理阿瓦倫加
（Jessica Alvarenga）表示： 「碼頭並非為了
長期儲存貨物而設計的設施。」

為清理這些阻塞，兩港口及白宮 10 月
25日已宣布計畫，針對在碼頭置放3天以上
的貨櫃向貨運業者收費，每只貨櫃每天收取
100美元。

美國因勞力短缺、基礎建設陳舊、貨櫃
阻塞及消費者大買特買，導致進口激增，擾
亂了全球貿易流動。

路透社路透社

美最大美最大22港口貨櫃滯留期港口貨櫃滯留期1010月創新高月創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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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 「半島電視台」（Al Jazeera）23
日報導，雖然各方針對恢復《聯合全面行動計
畫》（JCPOA，即伊朗核協議）的談判即將展
開，但以色列總理班奈特（Naftali Bennett）強
調，該國不受此協議約束，並重申擁有 「對主
要敵人採取行動的權力」。

根據報導，雖然針對伊朗核協議的談判將
於 29 日展開，但以色列的看法與美國前總統
川普相同，認為該協議不足以阻止伊朗發展核
子武器。因此班奈特在視訊會議中強調，以色
列並非該協議的簽署國，即使各方恢復遵守相
關規定，該國也沒有義務跟隨；並重申擁有採
取行動的自主權，即使這將導致與 「最友好朋
友們的爭執」。

班奈特還表示，以色列已被伊朗和其支持
的民兵所包圍，面臨可能自四面八方來襲的火
箭、飛彈和無人機攻擊。由於無人機會對航運

和當地產油等關鍵能源設施造成威脅，同樣讓
波斯灣國家感到憂心，以色列空軍司令諾金
（Amikam Norkin）少將建議，應與阿拉伯聯
合大公國、巴林等阿拉伯夥伴溝通，在情報、
探測與攔截等層面進行合作，以因應伊朗威脅
。

「英國廣播公司」（BBC）指出，以色列
近期多次舉辦大型軍事演習，且該國政府已撥
款15億美元（約新台幣417億元），用於準備
對伊朗核子設施的潛在軍事行動；前以色列國
家安全委員會主席、目前擔任 「耶路撒冷戰略
與安全研究所」（Jerusalem Institute for Strate-
gy and Security）資深研究員的亞米德羅爾
（Yaakov Amidror）指出，由於伊朗並無放棄
研發核武的跡象，以色列將無法忍受這種情況
， 「我認為沒有除了轟炸之外的辦法」。

以色列準備攻擊伊朗
嗆 「有核協議也沒用」

(本報訊)塔利班重返政權百日，經濟崩潰、
外援驟停，阿富汗當地許多家庭無以為繼只能
「嫁」幼女換取聘金。女權團體痛訴 「這不是

婚姻、是性侵兒童」，甚至傳出最小的童婚受
害者為20天大女嬰。

一名失業且負債累累的阿富汗磚窯工人法
查（Fazal）說，他面臨一個嚴峻選擇：要不出
嫁年幼女兒，要不全家一起餓死。

嫁幼女僅換取短暫溫飽 最小受害者20天大
法查在上月獲得 3000 美元（約新台幣 8 萬

3400元）的聘金，但代價是得將他13歲和15歲
的女兒分別嫁給年齡多出一倍的男子，但是等
到這筆錢用完了，他就得再嫁出7歲的女兒。

法查在首都喀布爾告訴湯森路透基金會
（TRF）： 「我沒有其他辦法養家糊口和還債
。我能怎樣？」 「我真心希望我不用讓我的小
女兒出嫁。」

女權倡議人士表示，自伊斯蘭組織塔利班8
月15日奪取政權百日以來，童婚現象隨貧困加
劇而倍增，貧困的父母甚至得先承諾襁褓女嬰
未來出嫁，以先拿到聘金。

女權團體預測，童婚問題早在塔利班重新
掌權前就很普遍，但未來幾個月內可能會將近

翻倍。
知名阿富汗婦女權倡議人士弗洛（Wazhma

Frogh）說： 「聽到這些事讓我心痛難耐…這不
是婚姻。這是性侵兒童。」

弗洛說，她每天都會聽到類似案例，通常
都涉及不到10歲大的女童，雖然她不清楚這些
小女孩是否會被迫發生性關係。

根據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有可
信報導指稱，有家庭甚至承諾出嫁出年僅20天
大女嬰，以換取聘金。

2022年97%家庭生活在貧窮線以下 童婚恐
遽增

根據聯合國各機構，由於乾旱和經濟崩潰
，阿富汗即將爆發世上最嚴重的人道主義危機
：當冬天來臨，數百萬人將處於飢餓邊緣，到
了 2022 年中，97%的家庭可能生活在貧窮線以
下。

由於塔利班突然掌權，海外數十億美元資
產遭到凍結，多數國際援助也戛然而止；在此
情況下，食品價格飛漲，數百萬人失業或是領
不到工資。

愈年幼聘金愈高 還被用來抵債
弗洛說，許多家庭為減少吃飯人口與獲得

聘金，每名女兒可拿到 500 到 2000 美元（約新
台幣1.4萬元至5.6萬元）不等，愈年幼的孩子
「價碼」也就更好。

還有些父母以交出女兒來抵債。弗洛舉了
一例，一名房東因為房客付不出房租，就帶走
他9歲大的女兒。

弗洛說，在阿富汗西北部地區，另有一名
男子因為養不起，就把5個孩子留在一所清真寺
，其中3名據信未滿13歲的女孩在同一天被嫁
掉。

弗洛說： 「飢餓導致童婚數大幅增加。人
們一無所有，無法養活孩子。」 「但這完全非
法，在宗教中是不被允許的。」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表示，已啟動一項現金
援助計畫，期能減少飢餓和童婚事件，同時與
宗教領袖聯繫、阻止涉及未成年女孩的儀式。

在塔利班上台之前，阿富汗女性的最小結
婚法定年齡為16歲，低於國際公認的18歲。塔
利班目前表示，他們只承認沒有規定最低年齡
的伊斯蘭律法，留下詮釋空間。

磚窯工人法查說，他的問題始於經濟危機
導致建築工程停工。和其他同事一樣，他取得6
個月的預支薪資1000美元（約新台幣2萬7800

元）。
然而隨著磚塊的需求枯竭，老闆要求他退

還預支款，但法查已花掉這筆金額的大部分來
治療生病的妻子。當地居民說，許多其他窯工
也被迫出嫁幼女來償還預支款項。

最新的全國數據顯示，阿富汗有 28%女孩
在18歲前結婚，4%女孩在15歲前結婚。

但弗洛和女權運動人士阿富甘尼（Jamila
Afghani） 預測，倘若危機持續下去，該國半數
女孩可能還不到18歲就會被迫結婚。

踏入婚姻的年幼女孩更容易遭受婚內性侵
、家暴、剝削和危險的妊娠併發症。阿富甘尼
說： 「這徹底毀了她們的生活，威脅及她們的
心理、情感、身體和性健康。」 「這些女孩經
常被當作僕人和奴隸對待。」

她表示，一名9歲女孩差點以538美元（約
新台幣1.5萬元）代價嫁給一名30多歲男子，幸
好維權人士出手阻止。

學校關閉女孩無處去 外援挹注刻不容緩
人權專家表示，塔利班關閉女子高中的作

法也促使父母把女兒嫁出去。

阿富汗經濟崩潰 驚見 「童婚」換聘金 20 天大女嬰也受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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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俄羅斯國防部長今天指控美國轟炸機本月
稍早從2個不同方向演習以核武攻擊俄羅斯，對這些轟
炸機飛至距俄國邊境20公里處大為不滿。

但美國國防部表示，美方當時曾公開宣布將展開演
習，亦有遵守國際協議。

路透社報導，俄羅斯目前正因烏克蘭問題與華府關
係高度緊繃，美國官員對俄羅斯可能向南方鄰國烏克蘭
發動攻擊表示關切，克里姆林宮則斥這類說法子虛烏有
。

俄方反控美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和烏
克蘭做出挑釁且不負責任的行為，稱美方供應武器給烏
克蘭、烏克蘭使用土耳其無人機對俄羅斯支持的烏東分
離主義者發動空襲，以及北約組織在俄國邊境進行軍演
。

俄國國防部長蕭依古（Sergei Shoigu）表示，莫斯
科當局曾提到美國戰略轟炸機活動大增，稱美方本月在
俄羅斯附近執行了30次飛行，還說這個數字是去年同
期的2.5倍。

蕭依古表示，美國本月稍早還模擬對俄羅斯發動核
武攻擊，這讓他特別不滿。

俄國國防部援引蕭依古所言發布聲明： 「國防部強
調，在美國執行 『全球雷霆』（Global Thunder）軍演
期間，10架美國戰略轟炸機從西方和東方模擬對俄羅
斯發動核武攻擊，與我國邊界最短距離為20公里。」

蕭依古還說，俄國防空部隊發現並追蹤美國戰略轟
炸機，並採取未指明的相應措施，以避免發生任何事故
。

美國國防部則予以反擊。五角大廈發言人塞梅羅斯
（Anton Semelroth）說： 「當時都有公開宣告要執行這
些任務，並與（美軍戰略司令部、歐洲司令部）盟邦和
夥伴們密切計劃，以確保最大程度的培訓及整合機會，
也符合所有國家和國際要求和協議。」

兩國最高階軍官、俄羅斯武裝部隊參謀總長吉拉西
莫夫（Valery Gerasimov）和美國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
密利（Mark Milley）今天通過電話，但雙方都未透露談
話內容。

稱美國戰略轟炸機軍演直逼國界 俄羅斯不滿

(本報訊日本政府決定將響應美國
號召，首度釋出國家儲油以平抑高漲的
原油價格；日媒報導，預計首批將先從
多出的法定儲油量中釋出420萬桶，但
因數量不多，對油價影響尚不得而知。

美國總統拜登23日宣布，已下令從
美國戰略儲備釋出5000萬桶石油，希望
與其他國家聯手平抑飆漲的能源價格；
白宮並表示，這次釋出將與其他重要能
源消費國同步進行，包括中國、印度、
日本、韓國與英國。

日本經濟新聞報導，截至9月底，
日本的石油儲備量可供應國內需要約
240天左右，其中包括國家戰備儲油145
天、民間石油公司等有義務儲備的90天
、產油國共同儲備6天等。

日本政府將從國家儲油中釋出，規
劃首批為相當1到2天的使用量、約420
萬桶，若有需要再研議追加釋出。

過去日本從未釋出過國家戰備儲油
，民間石油公司則分別在1991年波灣戰
爭時、2011年311大地震後與利比亞情

勢惡化期間釋出民間儲油，這將是日本
首度釋出國家儲油。

日本放送協會（NHK）報導，日
本法律規定，國家僅能在能源短缺或自
然災害的情況下釋出戰備儲油，未提及
可為平抑價格釋出儲油。

但因日本國內對原油的需求減少，
每天所需儲油量也跟著下降，日本政府
判斷，若是多出的法定儲油量，即可不
受法律限制釋出。

日本響應美國將首釋國家儲油 首批約 420 萬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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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四川的袍哥，即便是四川的年

轻人估计也不清楚是什么意思。如果看

过电视剧《傻儿司令》我相信很多人都

听说过樊傻儿那句话：“袍哥人家绝不

拉稀摆带！”作为袍哥兄弟，做事仗义

爽快，为人耿直，说话算话，从来不拖

泥带水，让人很放心。其实，剧中“樊

傻儿”的原型就是范绍增。范绍增是谁

呢？其实，他曾是国军第88军军长，国

民党重庆挺进军总司令。后来反蒋，成

为解放军四野五十军高参，解放以后还

做过政协委员。范绍增就就是袍哥出身

，所以，袍哥为人仗义耿直。在抗战时

期，几乎大部分的川军都出自袍哥人家

，他们为抗战做出了不朽的贡献。

“袍哥”又叫“汉留”，是哥老会

成员的一种称呼，在四川方言当中也称

之为“哥老官”。袍哥等级分为十排

（没有四排），年轻的袍哥首领称之为

“大哥”，年长的称之为“大爷”，还

有的帮会称之为舵主、扛把子、龙头大

爷、社长。十排中最小的是十哥（老幺

），由于“四”与“死”同音不吉利，

没有老四（四哥）。在袍哥人家当中，

有头衔的都是大哥（大爷）的拜把子兄

弟，假如大哥死了，由下一级往上升任

，或者由老大制定继承人。

“袍哥”最初由反清复明的义士发

展演变而来，传言由郑成功创立的。公

元1661年，郑成功怜悯明朝之亡，与流

亡在外的明朝流亡将士约定金台山效仿

桃园结义，崇奉圣贤，以“汉留”为号

召，秘密结社开山立堂，很多舵主散布

全国，进行反清复明活动这就是“袍哥

”的起源。

其实，天地会和洪门也是这么演变

而来的，郑成功等人在金台山的盟约与

纲领记录在《金台山实录》当中。1683

年清兵攻陷台湾，郑成功的孙子郑克塽

害怕郑氏家族的遗物被攫去，于是用铁

匣子将《实录》和其他印信装了起来，

沉入了海底。后被善于潜水的渔民捞了

起来，因此天地会的盟书又称之为《海

底》。

而“天地会”大致成立于清兵攻陷

台湾之后，成立之初主要任务也是“反

清复明”，且全国各地有很多分会，首

领称“总舵主”。由于天地会不断遭到

清朝围剿，失去了对各地分舵的控制，

于是从天地会当中衍生出了很多的帮会

，比如上海小刀会、四川哥老会、洪门

等秘密帮会，高峰时期达50多个。其实

，各地的帮会都与天地会有联系，包括

哥老会一样，与洪门出自一个总舵。

由于天地会的崩溃，各地分会为了

摆脱清政府的围剿，也出于谋生的需要

，成立了很多帮会。在康熙年间，清政

府从湖广等省，向四川进行了大量的移

民，称之为“湖广填四川”。来自全国

各地的移民没有归宿感，也纷纷加入袍

哥。到了清朝后期，全国各地起义不断

，一些遭到镇压的农民或者逃亡的将领

，也都纷纷加入到了其中，并占山为王

，成立各种山堂。辛亥革命以后，袁世

凯称帝失败以后，全国陷入军阀混战的

局面。在四川也印证了那么一句话：

“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

”

1916年护国战争后，滇、黔、川三

省的军阀为争夺四川的控制权，在四川

进行了激烈的混战，给四川老百姓带来

了沉重的灾难。1918年，为了避免军阀

混战，四川督军熊克武就提出了“各划

防区”的主张，四川各地的军阀罢兵，

出现了各自为政的局面。这给袍哥的发

展，无疑是添砖加瓦。所以，在辛亥革

命以后，袍哥（浑水袍哥）的性质和上

海的青帮差不多，比如哥老会成员受到

官府或者豪绅欺压，大哥就为袍哥兄弟

出头露面。所以，这群人给人的形象就

是，讲信誉，重情义，哥老会逐渐发展

成为川西最具影响力的一个民间帮会。

“辛亥革命”后，由于军阀混战，

四川的社会秩序不断恶化，正是不断恶

化的社会秩序，给“袍哥”再一次发展

壮大提供了土壤。在上世纪30-40年代，

四川袍哥到底有多庞大呢？根据亲身经

历过的社会活动家回忆：“凡是在社会

上稍有一点活动的人差不多都是‘袍哥

’，乡村亦不能例外。”

国军第88军军长范绍增在《回忆我

在四川袍哥中的组织生活》中表示，袍

哥成员占全四川成年男子的90%左右。

据说，有三分之二的人口，加入了袍哥

人家。而加入的那些人，涉及到农、工

、商以及政界和军界。可以说，有点名

望和地位的人，都有袍哥背景。

据说，重庆的码头已经被袍哥垄断

，每个分舵都有自己的地盘。袍哥的大

哥，常混迹在茶馆，这个和北京的老炮

儿差不多。只是，袍哥总舵权力更大，

一旦自己所在的码头出现纠纷或者有人

闹事，舵主就会出面调节，以维持码头

的秩序与安宁，进而避免了冲突进一步

升级。所以，袍哥的出现，为维护当地

的治安也起到了平衡作用。这个和上海

青帮，杜月笙为工人出头的性质差不多

。

袍哥除了人数多，维持社会秩序，

他们还渗透到了军界和政界。据说，在

1946年重庆政府进行第一届参议员选举

，参加竞选的四五十人，均为袍哥堂会

人物领袖。如果，没有袍哥背景，要参

选几率很低，所以很多没有袍哥背景的

商人和豪绅为了能选上议员，竟然不惜

重金，主动加入袍哥（清水袍哥）会，

请求大哥支持。

不过舵主大哥常常不为利诱，多次

拒绝他人请求，很多人放弃了这种办法

，让其他成员求情才得以进入。所以，

袍哥人家重义而轻利，他们要的就是那

份骨气，如果以利诱，反而是对袍哥人

家的一种侮辱，舵主往往不会收留这类

人。

虽然说袍哥在当时并没有得到政府

的认可，但是在民间社会，已经成为了

共识，他们群体庞大，组织严明。并不

惹是生非，只为维护成员的利益，所以

在民间的影响力很大。前面也说了，加

入袍哥的人占到了90% ，国民党在四川

的很多将领都有袍哥背景。在解放以后

，成都市政府对茶馆的从业人员进行过

一次等级，在参加过什么党派一栏，

70%的人都写有“无党派，有袍哥”可

见袍哥的群体多么庞大。

在辛亥革命时期，四川爆发“保路

运动”，当时很多山堂的大哥带领袍哥

兄弟，支持反清活动。清朝被推翻后，

袍哥领袖成为四川军阀。比如四川著名

的军阀熊克武和杨森也有袍哥背景，还

有民国时期的四川省长邓锡侯、民国陆

军一级上将刘湘（重庆大学的第一任

校长）、民国时期西康省政府主席刘

文辉（刘湘的叔叔）、国民革命军陆

军第 41军 122 师师长王铭章等，凡军

政界有名望的人基本都有袍哥背景。

袍哥的知名度虽然没有青帮和洪门那

么出名，但是袍哥在四川以及中国历

史上的地位，是其他帮会不能与其相

比拟的。

袍哥人家也分两种，一种是“清

水袍哥”，另一种是“浑水袍哥”

， 其实两种袍哥都很讲义气，一般

不会出卖兄弟。“清水袍哥”有正当

职业，加入非常严格，大多数是军政

界的大人物，家庭背景很显赫。“浑

水袍哥”比较杂，一般混迹民间或者

山堂，可以说是黑白通吃。比如某个

军阀想要一千支步枪，“清水袍哥”

可能办不到，但是“浑水袍哥”就能

在上海搞到。

袍哥群体虽然很杂，什么三教九流

的人都有，但是他们都是拜把子兄弟，

讲义气，不奸邪，组织严明。如果袍哥

的兄弟姐妹犯法，大哥从不讲情面，格

杀勿论。此外，袍哥讲究“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在乱字当头的抗战时期，

唯有用团队的力量来保护自己的利益和

人生安全，所以袍哥兄弟都很团结。比

如某个袍哥家人被乡绅欺负，对于农民

而言，不懂法律，走法律途径可能行不

通。因为在当时的社会，常常官商勾结

，但是大哥出面，可能一句话就可以解

决了问题。

如果，某人偷了别人家的东西，请

大哥出面，如果不听劝告，大哥还可以

动用私刑，所以没人敢不服。当然，袍

哥团队鱼龙混杂，什么堂会都有，难免

有偷鸡摸狗做违法勾当的袍哥人家。不

过一旦被舵主知道，肯定是吃不完兜着

走。

袍哥虽然讲义气，但是在清朝和军

阀混战的年代，很多堂会被官府也称之

为匪徒。因为，这些人往往与官府对着

干，尤其是那些豪绅，欺压百姓，与官

府勾结。而走投无路的人就投靠哥老会

成为袍哥，因此在官府眼中，袍哥就是

一群土匪，目无王法。

在古代，四川的井盐、蜀锦和绸缎

等远近闻名，所以很多土匪占山为王，

打劫过路的商人，让政府也很头疼。前

面我们也说了，袍哥群体庞大，难免有

堂会占山为王做不法勾当。有时浑水袍

哥与浑水袍哥之间因为分歧而火并的大

有人在，袍哥虽为底层老百姓出头，也

会惹不少麻烦，所以令官军深恶痛绝。

不过，袍哥在清朝，可以说是无孔

不入，据说后来连乡勇都是袍哥人充任

，四川总督无力围剿，只好招抚。晚清

经学家王闿运在《湘军志》中称：“哥

老会者，本起四川，游民相结为兄弟，

约缓急必相助。军兴，而鲍超营中多四

川人，相效为之，湘军亦多者。”所以

，连湘军当中都有很多人都混入了袍哥

兄弟。

清朝时期有四川哥老会成员进入湖

南成为湘军，左宗棠曾评价说：“其

治军也，贵勇而贱谋，喜用众而不能

用寡。其偏裨专取猛士，不尽责以纪

律。惟临阵则法在必行。所部多悍卒

，川楚哥老会匪亦杂厕其间。”从左

宗棠的话中可以看出，袍哥成员足智

多谋，团结敌寡，纪律严明，士卒强

悍。

1933 年，刘湘曾是袍哥领袖，打

败叔叔刘文辉以后，成为川军首领。

卢沟桥事变爆发的第二天，刘湘就致

电蒋介石，呼吁全国抗日。而刘湘很

快就体现了袍哥人家的那种仗义报国

的精神，带领他的兄弟组成川军身先

士卒，出川抗战。国民革命军陆军第

41 军 122 师师长王铭章，在 1938 年率

领他的袍哥兄弟，在山东滕县与日寇

作战时壮烈殉国，为台儿庄大捷的胜

利奠定了基础。根据战后统计，据说

有 350 余万川军出川抗战，大约占全

国 出 兵 抗 战 军 队 总 数 的 1/5， 可 见

“无川不成军”，并非危言耸听。

跟随川军的出川抗战，袍哥渐渐淡

出了历史舞台，很多袍哥人家将生命奉

献给了革命事业。解放以后，社会秩序

井然，袍哥默默的消失在了历史的尘埃

。我想，袍哥人家积极抗战，所做的那

些贡献，不能被遗忘，应该被载入史册

。

四川袍哥，不能被遗忘的无名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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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一項針對美國軍人的新研究發現，接種
mRNA疫苗的軍人後，心肌炎的發生率有些微增加，這可能是
同類型疫苗的潛在副作用。

軍事網(military.com)報導，發表在 美國心臟醫學期刊
《JAMA Cardiology》的一篇論文指出，美國三個軍種的醫生匯
報了 23 起健康的男性，在接種mRNA疫苗後的4天，出現心
肌炎的情況，比平時心肌炎的比例來的高。

論文稱， 43萬6千名軍人接受兩次 mRNA 疫苗後，有20
人在第 2 次疫苗接種出現心肌炎，其中 14 人是接種莫德納
(Moderna )，有 6 人接種輝瑞-BNT(Pfizer-BNT)，另外有 3 人
是第1劑接種完後就出現心肌炎。

報告稱，所有心肌炎的患者年齡從 20 歲到 51 歲不等，在
接種之前都身體健康，沒有任何證據表明他們在接種前已罹患
疾病。

所幸心肌炎並不嚴重，16 名患者在一周之後已好轉，但有
7名患者在論文發表時還有胸痛。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這並非首篇mRNA疫苗與心肌炎相關
的論文，以色列在今年2年就提出了相似的報告。

於是，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FDA)在上星期，通報輝瑞
和莫德納的疫苗在隨附文件中，要加注心肌炎的警語，主要發
生於年輕男性。

論文稱，這些疫苗可能會 「增加患心肌炎和心包炎的風險

，尤其是在接種第2劑之後。」
迄今為止，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DC)已在接種新冠疫苗

後，追踪了至少 323例29歲及以下的心肌炎病例，並正在審查
另外148起病例。

官員們表示，每 100 萬接種疫苗的人中，發生心肌炎的可
能人數是12.6人，考慮到疫情與新冠患者的嚴重併發症風險，
CDC 繼續建議，12 歲及以上的每個人，都接種新冠疫苗。

研究人員表示，罕見的副作用不應降低對疫苗接種的整體
信心，但是確實有必要增加對心肌炎的關注。

白宮證實 79歲拜登有意2024拚連任

抑制油價 美聯合消費大國釋出戰備儲油

（綜合報導）白宮發言人莎琪22日證實， 現任總統拜登
有意在2024年參加下屆總統大選尋求連任。她在回答記者關於
拜登是否打算參加下一屆總統選舉的問題時回答： 「是的，他
有這個意願。」

莎琪證實了美國媒體關於高齡79歲的拜登在支持率下降的
情況依然希望競選連任的報導。近來美國接連有報導稱拜登告
訴其顧問和工作人員，他計畫在2024年再次參選總統。

拜登是美國資深政客，從政經歷超過50年。今年（2021年

）1月20日，拜登正式宣誓就任美國第46任總統。本月20日，
拜登年滿79歲，是最年長的在任美國總統。如果成功贏得連任
，他將以82歲的年齡開啟第二任期。

《華盛頓郵報》上周末報導，拜登和他最親近的顧問最近
幾天一直在向盟友保證他會尋求連任。而網路媒體Politico上周
也發表一篇報導，討論如果拜登不再拚連任，還有哪些民主黨
人可能有興趣競選總統。

儘管拜登2024年的計畫可能會在未來兩年內發生變化，但

自從他1月上任以來，與總統關係密切的消息人士一直表示，
他將競選連任。由於拜登年事已高，加上最近幾周民調下滑，
引發外界猜測他是否會再戰2024。由於對經濟狀況，特別是物
價上漲不滿，拜登的民調支持率直直落。

2020年民主黨初選時，拜登曾表示，他認為自己是黨內的
過渡人物。前總統川普有意在2024年尋求連任的前景可能會助
長拜登再次出馬競選的意願。

美公布拜登民主峰會名單美公布拜登民主峰會名單 台灣受邀台灣受邀

（綜合報導）美國媒體引述知情人士報導，拜登政府最快
23日就會宣布，將從美國的戰略石油儲備中釋出石油，印度、
日本、韓國等亞洲主要石油消費國也將一同釋出石油儲備，以
期抑制不斷飆漲的國際能源價格。

知情人士透露，美國考慮釋出逾3500萬桶戰備儲油，唯目
前情況仍未定，計畫可能生變。白宮已表示，尚未就釋出石油
儲備做出決定，美國一直與其他國家保持聯繫，正考慮一系列
緩和油價的措施。印度官員也指尚未決定釋出石油儲備的時間
和數量，將與中、日等主要石油消費國協調。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日前曾表示，會考慮與美國等國家協調

釋出石油儲備，中方也稱會這樣做。一旦落實，這將是石油輸
出國組織及盟國（OPEC+）拒絕美國呼籲增產後，主要石油
消費國史無前例的應對措施，有可能促使OPEC+重新評估增
產方案。

拜登政府這項計畫若能成功，可在進入假期旅遊旺季之際
控制油價，對抗通貨膨脹憂慮。由於汽油和其他消費品價格高
漲，拜登陷入民調支持度低迷的窘境，其所屬的民主黨明年期
中選舉選情也因此烏雲罩頂。過去美國總統曾3次授權釋出戰
備儲油，最近一次是2011年OPEC成員國利比亞爆發內戰期間
。

美國領導這項 「聯合行動」，正升高與沙烏地阿拉伯和俄
羅斯領頭的 OPEC+正面對抗可能性。有報導指如此一來，
OPEC+將重新評估其調高石油供應計畫，該組織預定12月2日
開會討論產量問題，有可能減少每月增產規模。

另據路透分析，美國想要更多石油供應，但OPEC+恐有
心無力，因為產油國集團面對新問題：就算想增產，也沒太多
額外產能。由於疫情和環境問題為石油巨頭帶來壓力，造成生
產投資銳減，特別在較窮的OPEC成員國，目前只有沙烏地阿
拉伯、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及伊拉克這3個成員國擁有額外產能
，可較迅速增加供應。其他成員國則正耗盡備用產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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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哥古迹所在地暹粒提升“顏值”
迎接境內外旅客

綜合報導 柬埔寨吳哥古迹官方管

理部門——仙女機構消息稱，新冠疫

情非常時期，廣大民衆的一切出行活

動被按下“暫停鍵”，各旅遊景區門

可羅雀，該機構借此時機，對吳哥窟

進行深度美化，以嶄新面貌迎接境內

外遊客。

曾被國際旅遊出版商評價爲“以一

己之力撐起整個柬埔寨旅遊業”的吳哥

古迹，在疫情期間深陷營收寒冬，遊客

稀少時期，柬埔寨仙女機構調整了前往

吳哥窟正門前方的景觀布局，增加特色

綠植，與此同時，吳哥窟前販賣食品和

紀念品的商販已搬到停車場南側，改變

過去雜亂無章的景象。

此外，耗資1.5億美元的暹粒市38條

道路維修工程進展順利，目前已完成90%

工程。柬埔寨政府近日組織國防部、國

土規劃與建設部、公共工程和運輸部、

旅遊部等機構成立相關跨部門委員會對

該項重要工程進行評估。

上述跨部門委員會15日發布消息介

紹，暹粒市 38 條道路維修工程總長

106.424公裏，由政府撥款修建。工程于

去年11月30日動工興建，計劃于今年11

月30日竣工。工程也包括興建總長248公

裏的排水系統。其中，雨水排水系統建

設總長147公裏，汙水系統建設總長101

公裏。其他道路設備安裝包括監控攝像

頭、路燈杆、交通設備、紅綠燈、道路

植樹等。暹粒官方還計劃免費把新排水

系統連接到商店和民宅，將有約1.2萬戶

商家受益。

與此同時，暹粒市重新美化河岸工

程進度也已達到66%，所有沿岸違章建築

業主已同意接受賠償和自行拆除，目前

發放賠償金工作正在進行。

柬埔寨政府跨部門委員會表示，撥

款開展上述工程的目的，是爲了把暹粒

市打造成一座美麗和現代化的文化旅遊

城市，以吸引更多遊客和促進當地經濟

增長。

韓國2022學年高考開考
51萬考生疫情下應考
綜合報導 韓國2022學年大學修學能

力考試（高考）在韓國全國86個考區如

期開考。韓媒報道稱，今年有509821人

報名參加考試，同比增加3.3%。

這是疫情下韓國迎來的第二次高

考。據韓國中央防疫對策本部18日通

報，截至當天零時，韓國較前一天零

時新增新冠肺炎確診病例3292例，單

日新增病例較前一天增加105例，創下

去年1月20日韓國境內暴發新冠疫情以

來的最高紀錄。此外，今年的高考也

是韓國首次不分文理科的高考，格外

引人關注。

據介紹，今年的考試時間爲當地

時間18日上午8時40分至下午5時45

分。所有考生進考場前需測量體溫並

確認有無疑似症狀，考試全程必須佩

戴口罩。全國設有1251個普通考場，

考試當天出現體溫超過37.5℃等症狀的

考生將被安排至單獨的教室考試。

與去年一樣，接受居家隔離的學

生和確診學生也可應試。隔離考生和

確診考生將在112個隔離考點以及31個

醫院和生活治療中心內設的考點應試

。據韓國教育部統計，以當地時間16

日零時爲准，101名考生確診感染新冠

病毒，105人正在接受隔離。其中確定

參加高考的人數爲68人。

當天早上7時15分，記者來到首爾

梨花女子高中，這是韓國第15考區的

第19號考場。考場外有數名警察維持

交通秩序，校門口挂有“爲拼盡全力

的各位考生的光明未來應援”字樣的

標語。有市民告訴中新社記者，由于

當天有高考，很多公司延後到崗時間

，以確保考點附近道路通暢。7時30分

許，陸續有家長陪同考生來到校門口

。進入考場前，家長大多會給考生拍

下照片或視頻留念，擁抱考生並大喊

“加油”，不少家長在考生入場後仍

停留在考場外駐足觀望。

據了解，18日當天考生最早可于

早上6時30分進入考場，考場入場截止

時間爲上午8時10分。8時05分，記者

在第15號考區第1考場的景福高中看到

，仍有一些考生快步衝入考場，其中

不乏乘坐警用摩托車抵達的考生。在

學校門口的記者和家長紛紛給考生加

油。8時30分，學校工作人員關閉大門

並落鎖，等待考試正式開始。

景福高中門口，有熱心民衆搭設

應援茶攤，爲送考家長和媒體記者准

備熱飲。有民衆告訴記者，韓國高考

有應援傳統，不僅家長會來送考，往

年也會有學弟學妹到考場外應援，用

麥芽糖等應援物祝福考生“粘上”(意

爲“上榜”)，但受新冠疫情影響，今

年並沒有大型應援活動，送考家長人

數也有所減少。熱心民衆表示，“雖

然不能像往常一樣到場應援，但大家

對高考生的期待和祝福沒有改變，希

望他們都能取得理想的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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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多家韓國民調機構聯合發布了下

屆總統人選支持率調查結果。結果顯示，執政黨

共同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李在明和最大在野黨國民

力量黨總統候選人尹錫悅的支持率差距縮小至1

個百分點。

據 報 道 ， EMBRAIN PUBLIC、 Kstat Re-

search、Korea Research 和韓國 Research 從本月

15日至 17日面向韓國18歲以上的1004人進行了

民意調查。

結果顯示，尹錫悅的支持率較上周下降 3

個百分點，為 36%；李在明的支持率較上周

上升3個百分點，為 35%。兩個人的支持率差

距，從 11 日發布的 7 個百分點，縮小至 1 個

百分點。

此外，國民之黨總統候選人安哲秀和正義黨

總統候選人沈相奵的支持率分別為5%和4%。

在各黨支持率方面，國民力量黨支持率較

上周下降3個百分點，為 36%；共同民主黨支

持率較上周上升2個百分點，為 33%。兩黨支

持率差距也從上次的 8個百分點，縮小至 3個

百分點。

在下屆大選方面，42%的受訪者稱尹錫悅將

當選，38%回答李在明。此外，有47%的受訪者

支持在野黨候選人當選下屆總統，有41%受訪者

支持現執政陣營候選人當選。

又創新高？
日本補充預算案或列入7700億日元防衛費

綜合報導 據日本共同社報

道，就寫入日本政府經濟對策的

防衛預算，日本防衛省基本決定

，在2021年度補充預算案中，

列入逾7700億日元(約合人民幣

430億元)。此金額將創補充預算

的防衛費新高，大幅超過 2019

年度的約4300億日元。

據報道，補充預算案的防衛

費，除了擴充水雷和導彈等裝備

之外，還將購買巡邏機，駐日美

軍相關經費也包含在內。

報道稱，日本防衛省計劃

把 2021年度補充預算案與 2022

年度原始預算案合在一起，定

位爲“加速強化防衛力套裝”

（暫名）。

《日本經濟新聞》報道稱，

4 月，日本前首相菅義偉訪美

時，曾在日美首腦共同聲明中約

定，“決心增強日本防衛力”。

10月 12日，日本自民黨在衆議

院選舉競選綱領中提出，大幅強

化防衛能力，使防衛費在GDP

中的占比達到2%以上。

（中央社）氣候變遷挑戰傳統農耕型態，台
南區農業改良場去年起打破傳統一、二期種水稻
、三期種雜糧，研發雜糧為主、水稻為輔的水旱
輪作模式，1公頃收益從10幾萬元增至30幾萬元
，也減少枯水期用水壓力，23日發表這項成果，
農委會主委陳吉仲當場宣布，明年將編1億元推
廣。

傳統一期稻耕作時間為 1 月下旬到 6 月中旬
，二期稻為7月中旬到11月下旬，台南區農改場
試辦調整為1至4月種大豆或玉米，5到9月雨季
時改種水稻，9月後再種其他作物。台南區農改
場場長楊宏瑛表示，比起一、二兩期都種水稻，
用水量減少60至70％，收益反而增加。

陳吉仲昨天參加台南區農改場120周年場慶

，聽取台南區農改場試辦成果後表示，農委會每
年編列150億經費保價收購稻米，但農民收入並
未增加，明年將編1億經費推廣期作改變，幫助
農民收入增加，政府支出減少，創造雙贏。

陳吉仲說，2040 年全球升溫 1.5 度，氣候變
遷對農業影響愈來愈嚴重，農委會每年農業科研
計畫預算從4億元提高到8億元，投入因應氣候
變遷各項研究。

台南市無米樂稻米促進會總幹事張美雪說，
農民長久以來都以種稻為主，改種其他作物，還
要擔心病蟲害、天候等考驗，重新學起，除非是
好管理、好耕種的農作物，較好入手，但她也說
，農民配合度高，前提是必須花時間輔導，除了
花錢推廣，還要花心力幫農民改變耕作型態。

水旱輪作收益大增
農委會編1億元推廣

（中央社）新竹縣長楊文科23日針對台積
電前往高雄設廠一事指出，大新竹合併和產業
的需求是2件事，合併沒人可以反對，但絕對反
對倉促行事；民進黨新竹市黨部主委陳建名則
強調，台積電去高雄對新竹是警訊，大新竹應
共同面對產業需求，齊心解決縣市分治所造成
的各項困境。

楊文科指出，高科技產業的需求與供給都
是科技部在做整體的規畫，廠商要去哪裡設廠
都需要申請經園區管理局核准，台積電去美國

、日本設廠，他不否認這可能是國家的警訊。
但楊文科也說明，台積電在新竹縣目前共

有寶山1期、2期的開發案，其中1期作為3奈
米的研發，2期為2奈米的研發及生產，各估計
可帶來1041億元、4646億元的產值。

楊文科也表示，縣府也在國土計畫中規畫
產業園區用地，預計將有 500 至 1000 公頃面積
，未來可提供半導體等高科技產業使用。

他強調，縣市首長必須要有政治家的擔當
，勿妄語，政客是為了下一次的選舉，而政治

家是為了下一代幸福著想，大新竹合併要考量
人民的福祉及國土發展，沒有人可以反對，但
絕對不能草率行事、因人設事。

新竹市長林智堅則重申，全球供應鏈正在
重組，此刻正是台灣半導體產業和世界競爭的
關鍵時刻，政府應該作為產業最強而有力的後
盾，大新竹合併升格後可以和中央緊密合作，
提供土地及強化基礎建設，確保水電供應無虞
。

他指出，民進黨市黨部所做的最新民調，

大新竹的縣民與市民對於大新竹合併升格的議
題關注度相當高，有超過8成，對於合併升格有
正向發展的支持度也有6成，支持合併升格的縣
民與市民更有8成的人認為必須加速推動。

因此，不管在民意的支持度或是國家產業
未來的發展，以及城市發展的必要性，大新竹
合併升格刻不容緩，錯過這次就要再等4年。

大新竹合併牽扯台積電
楊文科：這是2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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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4
$50,000 Poker       

Overall Odds are 1 in 4.72
$5 12/15/21 6/13/22

2320
Limited Edition           

Overall Odds are 1 in 3.77
$10 12/15/21 6/13/22

2277
10X® The Cash          

Overall Odds are 1 in 4.92
$1 12/29/21 6/27/22

2280
50X The Cash      

Overall Odds are 1 in 4.07
$5 12/29/21 6/27/22

2282
200X The Cash        

Overall Odds are 1 in 3.54
$20 12/29/21 6/2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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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侨网1月2日电 据美国中文网

报道，过去的2019年许多移民政策都在

深刻地影响着在美华人，从绿卡国别限

制法到EB5改革，学生签证、工作签证

、特殊人才绿卡等审批申请都在发生着

变化，下面特别总结了2019年美国移民

方面的十大关键性政策。

1.S386/HR1044法案(绿卡国别限制法)

S386由美国参议员Mike Lee在2019

年2月7日提出的一项法案，该法案的

众议院版本叫HR1044(2019年高技术移

民公平法案)。S386法案旨在取消职业

移民和投资类移民绿卡申请国别配额。

内容包括：

•职业移民取消取消国家配额，每

个移民获得绿卡的先后是根据申请日期

，而不是国籍。

•而新提案则取消目前7%国家限

额，有三年的过渡期。

•家属移民，每个国家的签证配额

上限，从原来的7%增加到15%

•废除中国职业移民每年减少1000

个配额的规定

12月 17日公布的最新S386修正案

增加了内容：

•预留5.75的绿卡名额给除了印度

和中国以外的国家申请人使用，但是9

年以后会过期

•为等候绿卡排期的申请人提供临

时身份

该法案涉及到中国和印度两个人口

大国的申请人未来十年的绿卡排期，进

而受到华人群体的广泛关注。

2.EB5投资移民涨价

美国移民局(USCIS)7月23日宣布将

对EB-5投资移民作出重大改革。最低投

资额度将由此前的100万美元上调到180

万美元，区域中心的投资额度则将从50

万美元涨到90万美元。新规定已于2019

年 11月21日生效。除上述投资金额外

，其他的变化包括：

•区域中心(TEA，Targeted Employ-

ment Area)的划分和决定权将由国土安

全部直接负责，各州不再有决定权。

•明确移民局对有条件绿卡转为永

久绿卡的处理步骤，并将对绿卡面试的

地点提供更多选择。

•多次EB-5申请的投资者享有材料

被优先处理的资格。

美国移民局表示，这是EB-5项目自

1993年以来首次重大调整。上调投资金

额是基于EB-5项目推行30年来的通货

膨胀导致的。此外，国土安全部直接决

定区域中心的划分也将有利于部分偏远

和落后地区能得到切实的就业机会。但

是EB5投资移民对中国大陆出生的申请

人而言，最大的障碍还是超过十年以上

的绿卡排期问题。

3.F1学生签证收紧

过去12个月以来，中国留学生办美

国签证拒签率持续上升，达到了10年的

最高值。

科技专业博士及研究生签证遇到更

多的挑战，短期游学团B1/B2签证也大

幅收紧。持H1B工作签证者回国续签的

人，有的被审查长达3个月甚至更久。

美国移民局甚至开设假大学钓鱼执

法，数百个外国学生违反移民规定面临

驱逐出境。2019年感恩节前后，美国海

关和移民执法局(ICE)查办了一所假大学

法明顿大学University of Farmington，逮

捕了数名招生人员，另有数百名学生被

驱逐出镜。

这所大学的创建者不是别人，就是

美国移民局！移民局官员用学生签证的

名义吸引招生人员和外国留学生，再和

国土安全局联手将涉案人员查办。从

2015年成立到2019年实施抓捕，此次

“钓鱼执法”长达4年之久。有近80%

的被捕者选择自愿离开美国；另外10%

的学生收到了“最终的驱逐令”，还有

10%的学生提出质疑，申请法律援助。

4.EB1审批变化改革

EB-1A杰出人才移民审查变得越来越

严格，其标准的提高也引起了各界的关注

。审批过程中，有了以下几个变化：

•更加关注来美是否在本领域工作

，要求提供更具体、清晰的证据。

•增加证明申请人入境后将使美国

未来受益的要求

•意图拒绝通知增加(NOID)

5.H1B电子抽签

2019年1月31日美国国土安全部发

不了新的H1B申请法案，但出于种种原

因被推迟了，但预计2020年将会首次引

入电子注册系统。

规则上最大的改变是在申请流程上

。过去是抽签前将材料邮寄给移民局，

从2020年开始H1B申请人及其雇主需要

在抽签前到指定网站进行注册，随后移

民局将会在所有注册记录中进行抽签，

只有中签的申请人才需要提交材料。

如果申请者委托律师填写电子注册

表，律师还需要在网站上注册一个用于

追踪申请人流程的账户，该账户包含雇

主和申请人的基本信息。

6.移民申请费大幅涨价

2019年底开始，公民申请费用提高

83%，从640美元涨至1170美元；绿卡

的申请费上涨 79%，从 1220美元涨至

2195美元。

7.海关严查社交媒体

特朗普政府公开讨论对进入美国的

外国人，采取更严格的审查，包括要求在

社交网站上的密码，比如微信记录等等。

8.移民强制医疗保险

特朗普政府2019年10月4日宣布，

从11月3日凌晨起，所有移民签证申请

者必须证明自己在赴美30天之内会获得

医保，或者有足够财力可以支付医疗账

单。否则可能被拒签，或者被拒入境。

9.公共负担新规

2019年 10月 15日起，该新规明确

规定了有长久由来的基于 “公共负担

” 理由而有可能被拒绝发放绿卡的法

律规定。新规给与了移民局权利，通过

考虑一些因素，来认定外国人是否有可

能在未来任何一个时间成为公共负担。

如果移民局认定该外国人可能未来成为

公共负担，那么将会拒绝其绿卡申请，

延期或者调整身份。如果一个外国人，

在36个月内期间，他收取了一种或者多

种特定的福利，比如粮食券、医疗补助

、住房补助券等，共超过12个月的话，

将会被认定为公共负担那么他绿卡申请

很大可能会被拒。

此政策仅适用于持移民类签证的民

众，包括美国公民的外籍配偶(或订婚

者)、美国公民为亲属申请移民、绿卡

持有者为亲属申请移民、杰出人才和专

业类人才移民签证等，不包括美国公民

的外籍孩子、特殊移民签证单持有者(SI

和SQ签证)、IR-5签证持有者、SB-1持

有者、18以下的儿童、为了国家利益而

由国务卿指或派人邀请的外国人。

10. 最高法院审理DACA(梦想生)案

特朗普政府为结束奥巴马时代，而

发起的针对幼年非法入境移民的DACA(

梦想生计划)的长期官司，将于2020进

入最后对决。

目前有70-80万名梦想生可能受到

影响，他们能否合法留在美国，掌握在

9名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的手中。此案

是特朗普上任以来最有争议性的移民话

题之一。

2019年，美国这些移民政策
改变着华人的生活

由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CBP)

提供的最新数据显示，美国海关拒

绝从加拿大进入美国的游客人数几

乎翻了一番。

从 2018 年 10 月至 2019 年 9 月期

间，美国边境官员对 616 名试图从加

拿大经陆路进入美国的旅客发出了

至少 5 年的禁令。与前 12 个月的 312

名游客相比，几乎增长了一倍。

加快遣返程序(这是一种在没有

举行听证会的情况下向过境旅客发

出的禁令)的激增，对一些移民律师

来说并不意外。他们表示，根据他

们的经验，过去导致简单拒绝入境

的可疑案件，现在可能导致 5 年的

禁令。

来自温哥华的移民律师 Andrew

Hayes 说:“如果海关只是认为你鬼鬼

祟祟的，那就够了。疑罪从无在这

里根本不存在。”

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对于这

类事件激增并没有给出解释，只是

表示，最近并没有政策改变。

但是几名律师告诉加拿大广播

公司说，他们认为美国总统特朗普

在移民问题上的强硬立场可能正在

影响美国北部边境的边境官员。

办 公 室 位 于 华 盛 顿 州 布 莱 恩

(Blaine)靠近加拿大边境地区的移民

律师 Len Saunders 表示：“特朗普给

海关人员更多地支持，导致他们发

布加速驱逐令的增加，至少他们会

得到美国政府的支持。”

2019 年 1 月至 9 月，加拿大居民

乘车往返美国的次数为 2500 万次，

比 2018 年同期减少了 3.6%。

“完全符合规定”

Saunders 说，过去半年时间，他

接到了无数加拿大人打来的电话，

他们都心烦意乱，质问为什么要颁

布 5 年禁令。“他们不是罪犯，”

他说。“他们可能缺乏证件，可能

很天真，但根据移民法，没有理由

给这些加拿大人发个五年的禁令。

”

他还说所有这些五年内被禁止

前往美国的客户都是试图从阿尔伯

塔省和卑诗省穿过美国边境的。

Saunders 的客户包括 Stephane Colle

。他曾试图从阿尔伯塔省进入美国

，但遭到了五年禁令的打击。住在

魁省圣厄斯塔什的 Colle 说：“我不

应该被禁止前往美国，我遵守了所

有的规定。”

从加拿大入境美国难度加大，

海关发出五年禁令数量翻一番

31 岁的 Colle 是个运动员，在爱

达荷大学获得田径奖学金的同时获

得了两个硕士学位。在完成学业并

于 7 月回到加拿大后，Colle 获得了

一份在爱荷华州一所大学担任体育

教练的工作。

8 月 2 日，Colle 带着学校的文件

，从阿尔伯塔省跨越边境前往蒙大

拿州，申请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

TA)专业人士(TN)非移民工作签证，

这是一种可以在美国边境获得的签

证。尽管“运动教练”一词不在公

认的职业名单上，但牛津大学曾认

为，它可以用在医疗/专职领域。

然而，似乎 Colle 未来的工作并

不 符 合 条 件 ， 因 为 CBP 宣 布 他 是

“没有移民签证的移民”，所以给

了他五年的禁令。

Colle 觉得这项禁令是不合理的

，他说：“我试着通过合法的途径

申请工作。我就是很难理解怎么会

发生现在这种情况。”

他计划申请豁免，以便他能够

进入美国，但这将花费他近 4000 美

元的律师和行政费用，并且这还不

一定能确保进入美国。

案例无数

在之前的文章中我们也提到过

这件事。

Rochelle Trepanier 是一名植树工人

，从事这一行已经有八年时间，种

树是她的主要经济来源。种树是一

种季节性的工作，因此，每到秋季

，她就可以休息几个月，她通常会

利用这几个月的时间去加利福尼亚

州找自己的男友。

过去两年时间，Trepanier 都是这

么做的，她乘坐同一种交通工具，

沿着相同的路线行驶，去固定的地

方见男友，但是这一次，遇到了一

些麻烦。一开始她是按照往常的路

线行驶，从维多利亚一直到 Port An-

geles 港，但是却被拒绝了，她被告

知需要提供一些文件，证明自己和

加拿大的关系。

Trepanier 向 CTV News 表示，她的

手机上存有包括她的银行卡、信用

卡、电话账单以及工作存根在内的

内容，这所有的资料都表明她的家

就在卡尔加里，但是没用，于是，

在数小时之后，她试着从和平拱门

过境，万万没想到，她竟然在这里

被拘留了 7个小时。

Trepanier 表示这项禁令的时间太

长了，真是令人伤心。

Saunders 则指出，Trepanier 这种情

况，或者其他面临五年禁令的人可

以申请豁免，但是费用不低，因此

他建议存在这种情况的加拿大人可

以选择乘飞机前往美国，而不是驾

车前往。

虚假陈述、欺骗可能被禁

美国移民律师 Catherine Glazer 说

，旅行者有责任让边境官员相信，

他们是为了既定的目的来美国的。

举例来说，如果一个旅行者说他们

要去度假，但边防人员发现了一份

简历、一件工作服、一条短信或其

他表明有工作机会的证据，这些都

可能是危险信号。

如果你告诉边境人员要进行短

途旅行却携带了大量的行李，工作

人员也会怀疑。由于担心加拿大人

会留在美国、结婚定居等，边境官

员可能也会对加拿大人去美国探亲

持谨慎态度。

“虚假陈述”定义很大，范围

很广。任何形式的谎言，即便是没

有给任何人造成损失，也可能被视

为“虚假陈述”。还是同上面所说

的一样，边境人员的权利是很大的

，一定要好好沟通。

禁令激增，存在问题

Hayes 律师表示，为避免引起怀

疑，5年禁令激增可能会导致人们对

海关人员说谎。他说：“有时一些

诚实的人得到惩罚，就会鼓励另一

些人为了躲避惩罚而变得不诚实。

”

可申请豁免

Saunders 指出，Trepanier 这种情况

，或者其他面临五年禁令的人可以

申请豁免，但是耗时不短且费用不

低，根据提交表格的地点不同，费

用最高可达 930 美元，申请人还可能

产生额外的费用，如律师费或与获

取法庭记录有关的费用。

申请需要一定的时间，还需要

提供“身体健康证明(proof of rehabili-

tation)”。

如果一个人试图在被禁后的第

二天申请豁免，那么他很有可能会

被拒绝，因为很容易被认为没有足

够的时间懊悔。

Saunders 建议存在这种情况的加

拿大人可以选择乘飞机前往美国，

而不是驾车前往。

从加拿大入境美国难度加大
海关发出五年禁令数量翻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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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東盟建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習近平主持中國－東盟建對話關係30周年紀念峰會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22日上午在北

京以視頻方式出席並主持中國－東盟建立對話關係30周年紀念峰會。中國

東盟正式宣布建立中國東盟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習近平提出，中國和東盟

要做地區和平的建設者和守護者，堅持對話不對抗、結伴不結盟，攜手應

對威脅破壞和平的各種負面因素。

一是相互尊重，堅守國際關係基本準則。
平等相待、和合與共是我們的共同訴求。我們
率先倡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和“萬隆精神”，
中國在東盟對話夥伴中最先加入《東南亞友好
合作條約》。我們照顧彼此重大關切，尊重各
自發展路徑，以真誠溝通增進理解和信任，以
求同存異妥處分歧和問題，共同維護和弘揚亞
洲價值觀。

二是合作共贏，走和平發展道路。
實現國家安定和人民幸福是我們的共同目標。
我們堅定維護地區和平穩定，始終聚焦發展主
題，率先建立自由貿易區，高質量共建“一帶
一路”，共同推動簽署《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
係協定》，促進了地區融合發展和人民福祉。

三是守望相助，踐行親誠惠容理念。
互幫互助是我們的共同傳統。我們像
親戚一樣常來常往，重情義，講信
義，遇到喜事共慶賀，遇到難事互幫
襯。通過攜手應對亞洲金融危機、國
際金融危機、新冠肺炎疫情等挑戰，
強化了命運共同體意識。

四是包容互鑒，共建開放的區域主義。
多元包容是我們的共同基因。我們從
東亞文明中汲取智慧，以開放理念引
領地區經濟一體化，以平等協商推進
東盟主導的地區合作，以包容心態構
建開放而非排他的朋友圈，落實了共
商共建共享原則。

中國東盟合作30年取得四點經驗
習近平指出，30年來中國東盟合作的成就，得益於雙方地緣相近、人文相通得天獨厚的
條件，更離不開我們積極順應時代發展潮流，作出正確歷史選擇。

來源：新華社

在題為《命運與共 共建家園》的重要講話
中，習近平指出，中國東盟建立對話關

係30年來，走過了不平凡的歷程。這30年，
是經濟全球化深入發展、國際格局深刻演變的
30年，是中國和東盟把握時代機遇、實現雙方
關係跨越式發展的30年。我們擺脫冷戰陰霾，
共同維護地區穩定。我們引領東亞經濟一體
化，促進共同發展繁榮，讓20多億民眾過上了
更好生活。我們走出一條睦鄰友好、合作共贏
的光明大道，邁向日益緊密的命運共同體，為
推動人類進步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

在新的實踐中不斷豐富和發展
習近平強調，今天，我們正式宣布建立中

國東盟全面戰略夥伴關係。這是雙方關係史上
新的里程碑，將為地區和世界和平穩定、繁榮
發展注入新的動力。

習近平指出，30年的寶貴經驗是中國和東
盟的共同財富，為雙方發展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奠定了基礎、提供了遵循。我們要倍加珍惜、
長久堅持，並在新的實踐中不斷豐富和發展。

習近平指出，不久前，中國共產黨召開了
十九屆六中全會，全面總結了中國共產黨的百
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中國人民正滿懷
信心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上
前行。中國發展將為地區和世界提供更多機
遇、注入強勁動力。中國願同東盟把握大勢、
排除干擾、同享機遇、共創繁榮，把全面戰略
夥伴關係落到實處，朝着構建更為緊密的中
國－東盟命運共同體邁出新的步伐。

就中國東盟關係提5點建議
習近平就未來的中國東盟關係提出5點建

議。
第一，共建和平家園。和平是我們最大的

共同利益，也是各國人民最大的共同期盼。我
們要做地區和平的建設者和守護者，堅持對話
不對抗、結伴不結盟，攜手應對威脅破壞和平
的各種負面因素。要踐行真正的多邊主義，堅
持國際和地區的事大家商量着辦。中方堅決反
對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願同周邊鄰國長期友
好相處，共同維護地區持久和平。中方支持東

盟建設無核武器區的努力，願盡早簽署《東南
亞無核武器區條約》議定書。

第二，共建安寧家園。新冠肺炎疫情再次
證明，世界上不存在絕對安全的孤島，普遍安
全才是真正的安全。中方願啟動“中國東盟健
康之盾”合作倡議：包括再向東盟國家提供1.5
億劑新冠疫苗無償援助；再向東盟抗疫基金追
加500萬美元，加大疫苗聯合生產和技術轉
讓，開展關鍵藥物研發合作；幫助東盟加強基
層公共衞生體系建設和人才培養。要堅持共
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深化防
務、反恐、海上聯合搜救和演練、打擊跨國犯
罪、災害管理等領域合作。要共同維護南海穩
定，把南海建成和平之海、友誼之海、合作之
海。

第三，共建繁榮家園。我不久前提出的全
球發展倡議契合東盟各國發展需要，可以與
《東盟共同體願景2025》協同增效。（見表）

第四，共建美麗家園。中方願同東盟開展應
對氣候變化對話，加強政策溝通和經驗分享，對
接可持續發展規劃。要共同推動區域能源轉型，
探討建立清潔能源合作中心，加強可再生能源技
術分享。要加強綠色金融和綠色投資合作，為地
區低碳可持續發展提供支撐。中方願發起中國東
盟農業綠色發展行動計劃。增強中國－東盟國家
海洋科技聯合研發中心活力，構建藍色經濟夥伴
關係，促進海洋可持續發展。

第五，共建友好家園。要倡導和平、發
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
值，積極考慮疫後有序恢復人員往來，繼續推
進文化、旅遊、智庫、媒體、婦女等領域交
流。中方願同東盟加強職業教育、學歷互認等
合作，增加中國－東盟菁英獎學金名額。明
年，我們將相繼迎來北京冬奧會和杭州亞運
會，中方願以此為契機，深化同東盟各國的體
育交流合作。

習近平最後強調，中國古人說：“謀度於
義者必得，事因於民者必成。”讓我們把人民
對美好生活的嚮往放在心頭，把維護和平、促
進發展的時代使命扛在肩上，攜手前行，接續
奮鬥，構建更為緊密的中國－東盟命運共同
體，共創更加繁榮美好的地區和世界！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及聯合早報報道，2020
年，中國與東盟雙邊貿易額在全球遭受新冠肺炎疫情影
響的背景下逆勢增長，達6,846億美元。新加坡總理李
顯龍說，東盟和中國建立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後，應着手
加強東盟—中國自由貿易協定，並希望能盡快展開聯合
可行性研究。

李顯龍等東盟領導人22日共同出席東盟—中國紀
念峰會。李顯龍在會上發言時，就東盟和中國升級為
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後，能在哪些方面進一步加強合作
提出建議。

李顯龍說，東盟和中國在新冠疫情期間仍繼續加
強夥伴關係。東盟不僅在去年躍升為中國第一大貿易
夥伴，在保護主義抬頭之際，東盟和中國也通過推動
世界上最大的貿易協議——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

定（RCEP），在貿易自由化方面發揮領導作用。該協
議將於2022年1月1日生效。

新加坡因此歡迎東盟和中國升級為全面戰略夥伴關
係，並有信心這將是雙方關係一次有意義、實質性且互
惠互利的提升。

展望未來，李顯龍認為應着手加強作為雙方關係
基石的東盟—中國自貿協定。他說：“強化後的東
盟—中國自貿協定將振興我們的經濟，並為本區域企
業與員工創造新機會。我希望聯合可行性研究能盡快
展開。”

他也期待更新東盟—中國航空運輸協定，以支持
民航和旅遊業。

峰會通過《中國—東盟建立對話關係30周年紀
念峰會聯合聲明》。

李顯龍倡加強東盟中國自貿協定

中國對東盟四個“堅定不移”
習近平指出，“路遙知馬力，
日久見人心。”中國過去是、
現在是、將來也永遠是東盟的
好鄰居、好朋友、好夥伴。

中方將堅定不移以東盟為周邊
外交優先方向

堅定不移支持東盟團結和東盟
共同體建設

堅定不移支持東盟在區域架構
中的中心地位

堅定不移支持東盟在地區和國
際事務中發揮更大作用

來源：新華社

共建繁榮家園6方面內容

來源：新華社

發展援助：中方願在未來3年再向東盟提供15
億美元發展援助，用於東盟國家抗疫和恢復經
濟。

減貧交流：中方願同東盟開展國際發展合作，支
持建立中國—東盟發展知識網絡，加強減貧領域
交流合作，促進均衡包容發展。

自貿升級：盡早啟動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3.0版
建設，提升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拓展
數字經濟、綠色經濟等新領域合作，共建經貿創
新發展示範園區。

增加進口：中國願進口更多東盟國家優質產品，
包括在未來5年力爭從東盟進口1,500億美元農
產品。

“一帶一路”：要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進一步
打造“一帶一路”國際產能合作高質量發展示範
區，歡迎東盟國家參與共建國際陸海貿易新通道。

科技創新：中方將啟動科技創新提升計劃，向東
盟提供1,000項先進適用技術，未來5年支持300
名東盟青年科學家來華交流。倡議開展數字治理
對話，深化數字技術創新應用。

●11月22日，習近平出席並主持中國—東盟建立對話關係30周年紀念峰會。 新華社

●●習近平發表題為習近平發表題為《《命運與共命運與共 共建家園共建家園》》的重要講話的重要講話。。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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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股失守25000 藍籌新貴炒上
恒指4連跌共762點 科指累插4.5%

港股22日表現反覆偏軟，恒指再度失守二萬
五，最終收報 24,951 點，跌 98 點或

0.39%，大市成交1,292億元。國指收報8,929
點，跌40點或0.46%。

恒生科指 22日收報 6,410 點，跌 47點或
0.73%。不過，4隻藍籌新貴則逆市上升，其
中，網易升3.02%表現最佳，收報184.4元；新
奧能源升 2.61%收報 145.6 元；京東集團升
1.93%收報 359.2 元；華潤啤酒升 1.15%收報
65.75元。至於，染藍失敗的農夫山泉22日一度
急挫近逾11.5%，低見43.25元，最終收報45.8
元，跌6.34%。

資金炒作 多隻殘股回勇
22日部分殘股有炒作。其中，新東方在線

大升 23.04%，收報 8.49 元；恒騰網絡大升

27.19%，收報 2.9 元。至於恒大汽車亦大升
11.05%，收報3.92元。不過同系的中國恒大與
恒大物業股價表現疲軟。中國恒大跌1.08%，收
報2.75元；恒大物業跌0.49%，收報4.06元。

氣氛弱 小心後市續陰跌
第一上海首席策略師葉尚志22日接受香港

文匯報訪問時表示，近日港股資金流疲弱，港匯
未有明顯轉強，令恒指表現持續疲軟。他認為若
恒指未能重上25,200點，將會繼續陰乾式下跌。
此外，由於港股資金流疲弱，大市投資氣氛不算
旺盛，故他認為4隻藍籌新貴的股價難以持續上
升。其中，他表示近日京東集團有資金流入，股
價已累積一定升幅，故建議有貨的投資者可趁機
沽貨，先行獲利離場。

另一方面，美國明年可能正式進入加息周

期，而美聯儲貨幣政策走向，會對港股構成影
響。安本多元資產解決方案投資總監Ray Shar-
ma-Ong 22日表示，現時市場預期美聯儲明年中
開始加息，明年將加息兩次是太過進取，該行料
美聯儲或在明年第四季才會開始加息。

美倘提早加息 亞洲恐走資
不過Ray Sharma-Ong同時指出，如果高通

脹環境持續較長時間，不排除聯儲局會提早加
息，一旦美聯儲加息時間提前，資金預料會由亞
洲區流走，短期內會影響亞洲區的股市與債市表
現，故投資者需要關注美國加速收緊貨幣政策所
帶來的投資風險。

安本亞洲股票資深投資總監James Thom則
表示，該行較為看好內地健康護理相關股份，並
選擇性看好個別科網股，例如騰訊。

香港文匯報訊 人行22日公布的
11月LPR（貸款市場報價利率）報價
顯示，一年期利率為3.85%，五年期
以上品種利率4.65%，為連續第19個
月持平，符合市場預期，且繼續追隨
中期借貸便利（MLF）利率穩勢。市
場人士認為，報價繼續持穩體現穩貨
幣取向不變，且在本月MLF利率不
變的前提下，銀行機構下調LPR報價
動力亦不足。

面對史上最高的單月萬億元MLF
到期規模，人行上周連續第三個月對
到期MLF開展了等量平價續做。結合
近期逆回購的靈活操作，人行在公開
市場的全力維穩，一方面表明維持流
動性合理充裕的決心未變，但同時也
預示着年內降準概率繼續弱化。

料政策續穩增長防風險
市場人士並認為，此次萬億

MLF對沖到期，再度明確了人行流
動性微調穩總量、結構性政策穩增
長和防風險的態度，面對複雜的宏
觀形勢，人行穩貨幣仍不鬆口，
“見招拆招”仍是未來一段時間的
政策主線。

人行2019年8月推出LPR新機
制，一年期品種當年內三次下調，累
計降幅為16個基點（bp）至4.15%；
新增的五年期以上品種2019年8月首
次報在4.85%，隨後在當年11月下調
一次至4.80%。2020年，一年期和五
年期LPR各下調兩次，其中一年期累
計下調30個 bp，五年期累計下調
15bp。

自2019年8月20日起，全國銀
行間同業拆借中心於每月20日（遇
節假日順延）9時30分公布貸款市場
報價利率。LPR報價行按公開市場
操作利率（主要指一年期為主的
MLF利率）加點形成的方式，向全
國銀行間同業拆借中心報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章蘿蘭上海報道）央行
最近的第三季度中國貨幣政策執行報告出現了顯
著變化，內文刪去“管好貨幣總閘門”和“堅決
不搞‘大水漫灌’”等表述，業界分析，意味着
穩增長重要性提升，周一滬深A股高開高走，截至
收市，滬綜指報3,582點，漲21點或0.61%；深成
指報14,960點，漲208點或1.41%；創業板指站上
3,500點關口報3,505點，漲86點或2.54%。兩市
共成交12,549億元（人民幣，下同）。

專家：穩增長重要性提升
經濟學家任澤平認為，三季度貨幣政策報

告刪去“管好貨幣總閘門”和“堅決不搞‘大
水漫灌’”的表述，穩增長重要性提升，並新
增“堅持把服務實體經濟放到更加突出的位
置”，延續了近期央行、銀保監會頻繁釋放穩
信貸、滿足房地產合理融資需求等政策導向。
中金預計，銀行間流動性仍將維持合理充裕偏
鬆的局面，並以此為基礎進一步加大“寬信
用”力度。料年底至明年上半年流動性穩中偏
鬆的格局或仍將維持，甚至不排除近期工業品
價格的回落，可能會進一步打開央行價格調控
的空間。

汽車芯片、第三代半導體等概念板塊暴漲

5%。寧德時代股價升6%報681元，再創歷史新
高，總市值達1.59萬億元，僅次於貴州茅台。

憧憬進滬深300 寧德時代受捧
中證指數公司日前發布《關於修訂滬深300

指數樣本空間規則的公告》，將創業板證券進
入指數樣本空間時間規則調整為上市時間超過
一年。國金證券分析師指，由於寧德時代在11
月審核時期內日均總市值及日均成交金額均排
名靠前，被納入滬深300指數的可能性較大。22
日北向資金前十大成交股中寧德時代位列第
一，獲淨買入16.86億元。

香港文匯報訊 同程藝龍22日公布截至9月30
日第三季業績，期內公司收入19.39億元（人民幣，
下同），同比增 1.3%；經調整 EBITDA 增加5.4%
至5.26億元，經調整EBITDA利潤率由2020年同期
的26.1%增加至27.1%。期內，平均月活躍用戶達約
2.77億人，同比增加 12.7%；平均月付費用戶約
3,360萬人，同比增加12.8%。

流動性料穩中偏鬆 滬深股齊升

同程藝龍上季經調整EBITDA增5.4%

●● 港股連跌港股連跌44日日，，2222日日
失守二萬五失守二萬五，，成交成交11,,292292
億元億元。。 中新社中新社

受累上周五美股下跌及全球通脹憂慮升溫，港股連跌

第4日，大市22日窄幅反覆向下，收市跌98點或0.39%，

失守二萬五，報 24,951 點，成交 1,292 億元（港元，

下同）。恒指 4 日累挫 762 點，恒生科指 4 日更累插

4.5%。不過，22日4隻藍籌新貴則逆市上升，其中網易升

3.02%表現最佳，農夫山泉染藍大熱倒灶，股價插

6.34%。分析員預期，港股近期欠缺消息及資金流刺激，

料繼續窄幅波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 岑健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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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容“台獨”金主吃飯砸鍋
台遠東集團在陸企業違法違規被處罰國

台
辦
：

新華社報道指出，遠東集團的上述企業的違
法違規行為涉及環保、土地利用、員工職

業健康、安全生產及消防、稅務、產品質量等方
面，遠東集團涉事企業承認存在違法違規事實，
已繳納或正按程序繳納罰款及稅款。查處違法違
規問題仍在進行中。

對於有記者提問，近日國台辦公布“台獨”
頑固分子清單並表示依法對“台獨”頑固分子及
其關聯企業和金主實施懲戒。請問這兩件事有無
關聯？朱鳳蓮答問時作上述表示。

朱鳳蓮表示，“台獨”頑固分子謀“獨”言
行惡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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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他們及其關聯企業和金主必須依法懲
戒。

化纖水泥企業：虛心面對防止再發生
據台灣媒體報道，遠東集團旗下化纖紡織企

業遠東新世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遠東新）

表示，大陸執法部門發現遠東新在環保、消防安
全等領域部分項目不符規定，開罰人民幣3,650
萬元，遠東新將虛心面對，防止類似情形再發
生。

此外，遠東旗下亞洲水泥（中國）控股公司
（以下簡稱亞泥）轄下子公司也在新聞稿中指
出，相關罰款金額共計約人民幣5,212萬元。

遠東新稱，所屬事業也已針對缺失事項逐一
列表專案管理，並依規定逐項改善。目前已改善
98%，其餘2%預計將在年底完成改善措施。遠
東新還提到，此次事件對財務及業務無重大影
響，相關罰款、追繳稅款均依規定繳納，目前大
陸化纖紡織事業均正常營運，遠東新將虛心面
對，防止類似情形再發生。亞泥則表示，已針對
缺失事項列表專案管理，將逐項改善。

遠東集團在陸二級企業至少30家
作為台灣五大家族企業之一，遠東集團的投

資涵蓋石化能源、聚酯化纖、水泥建材、百貨零

售、金融服務、海陸運輸、通訊網絡、營造建
築、觀光旅館等眾多領域。根據遠東集團發布的
官方資料，其最早於1993年即在上海投資太平
洋百貨有限公司，此後投資版圖迅速擴大。

香港文匯報記者查詢了解，目前遠東各大
事業群在大陸直接投資的二級企業至少有30
家，其中，遠東集團在江蘇投資的企業主要集
中於化纖紡織行業。化纖紡織是遠東集團賴以
起家的產業，也是此次被大陸方面查處的兩大
領域之一。遠東集團在大陸投資的二級企業
中，化纖紡織領域共有9家，其中6家位於江
蘇、2家位於上海、1家位於湖北。

香港文匯報記者22日致電遠東集團在江蘇
投資的多家企業，對方均表示不便就遭受查處一
事予以回覆。不過記者查詢國家中小企業發展子
基金旗下官方備案企業徵信機構天眼查的記錄，
發現遠東集團子公司遠紡工業（無錫）有限公司
僅今年就有15次行政處罰記錄，遠東服裝（蘇
州）有限公司今年也遭受過6次行政處罰。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外交部網站消
息，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22日主
持例行記者會應詢表示，立陶宛走到今
天這一步，明顯是被某些大國策動。在
被問及中方是否有同立陶宛斷交的打算
時，趙立堅表示，“接下來，大家最應
該關心的是，立陶宛究竟是要一條道走
到黑，還是糾正錯誤，亡羊補牢。”

會上，有記者問：立陶宛外交部發
表聲明稱，對中方決定將中立外交關係
降為代辦級別表示遺憾。立外交部副部
長接受採訪時稱，台灣方面在立陶宛設
立“代表處”不具有外交地位，立方希
望對華關係正常化。發言人對此有何回
應？

立方必須承擔一切後果
趙立堅指出，立方不顧中方嚴正抗

議和反覆交涉，允許台灣當局設立“駐
立陶宛台灣代表處”，是在國際上公然
製造“一中一台”，開創了惡劣先例。
立方公然違背立方在兩國建交公報中的
政治承諾，是背信棄義的錯誤行徑。鑒
於中立賴以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的政治
基礎遭到立方破壞，中國政府為了維護
自己的主權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不得
不將中立兩國外交關係降為代辦級。立
陶宛政府必須承擔由此產生的一切後
果。

台當局不打自招搞“台獨”
趙立堅表示，立方狡辯所謂“代表

處不具有外交地位”純屬欲蓋彌彰。台
灣當局妄稱，在立陶宛設立“台灣代表
處”是台灣所謂“重要外交突破”，是
一項所謂“重要外交成果”。這分明就
是台灣當局和“台獨”分裂勢力不打自
招，是他們搞“台獨”分裂行徑的有力
罪證。

趙立堅強調，立方應立即糾正錯
誤，不要低估中國人民捍衛國家主權和
領土完整的堅定意志。我們也正告台灣
方面，無論“台獨”勢力如何歪曲事
實、顛倒黑白，都改變不了大陸和台灣
同屬一個中國的歷史事實。企圖挾洋自
重，搞政治操弄，最終必將是死路一
條。

“最後我要強調的是，立陶宛走到
今天這一步，明顯是被某些大國策動，
但犧牲的是立陶宛的利益。我們呼籲世
界上其他國家從自身根本利益出發，從
國際公理和正義出發，不要被某些大國
裹挾，不要捲入無謂的對抗。”趙立堅
說。

外
交
部
：
立
陶
宛
明
顯
被
某
些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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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記者賀鵬飛、朱燁、新華

社及環球網報道，近期，上海、江蘇、江西、湖北、

四川等五省市有關執法部門開展執法檢查，發現台灣

遠東集團在當地投資的化纖紡織、水泥企業存在一系

列違法違規行為，依據國家法律法規對涉事企業採取

罰款、追繳稅款、限期整改等措施，並收回該企業閒

置建設用地。遠東旗下亞洲水泥（中國）控股公司

（以下簡稱亞泥）轄下子公司也在新聞稿中指出，相

關罰款金額共計約人民幣5,212萬元。

國台辦發言人朱鳳蓮22日應詢指出，我們歡迎

支持廣大台胞台企來大陸投資發展，將繼續依法保

障台胞台企的合法權益，但絕不允許支持“台

獨”、破壞兩岸關係的人在大陸賺錢，幹“吃飯砸

鍋”的事。廣大台商台企要明辨是非，站穩立場，

與“台獨”分裂勢力劃清界限，以實際行動維護兩

岸關係和平發展。

●●台灣遠東集團於台灣遠東集團於20042004年年1212月月
開設大陸第一家百貨旗艦店重慶開設大陸第一家百貨旗艦店重慶
遠東百貨江北店遠東百貨江北店。。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台灣遠東集團旗下亞台灣遠東集團旗下亞
東工業東工業（（蘇州蘇州））有限公有限公
司外景司外景。。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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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為衝高疫苗涵蓋率，疫情指揮中心
昨宣布， 「免預約」混打方案明（25）日上路！凡
第1劑接種AZ疫苗滿8周者，皆可至指定醫療院所
混打莫德納或BNT疫苗。此開放措施可望再衝高第
2劑覆蓋率。

疫情指揮中心日前已開放新冠疫苗所有廠牌第
1、2劑皆可免預約接種，明天起將再納入混打選項
。部分醫療院所與民眾擔心混打增加行政程序，可
能會增加失誤機會，台北榮總家庭醫學部社區醫學
科主任陳育群表示，若透過系統進行條件設定，開
放接種過AZ疫苗者預約混打mRNA疫苗，實施起
來應不會有問題，只要醫護人員做好 「三讀五對」
即可。

台大醫院昨天下午已在醫院官網開放 「AZ 混
打莫德納」及 「AZ混打BNT」門診掛號，台大醫
院表示，已有開設4種疫苗專責門診的經驗，開放
混打的做法，也比照前例，各疫苗門診都會安排在
不同時間，診號也不同，避免民眾跑錯。

國內第 1 劑覆蓋率已達 77.15％，第 2 劑 48.9％
，預料開放混打，可望拉高第2劑覆蓋率。

第3劑何時開打？防疫指揮官陳時中昨表示，
第3劑接種計畫尚未完成，將參考專家意見，就現
有的疫苗來施打， 「今年打幾種疫苗，明年就會盡
量準備」。

至於第3劑的接種方式，陳時中說，目前已有
預約平台、指定醫療院所和造冊 「三軌並行」，第
3劑採多管道的可能性比較高。

我國已採購3500萬劑莫德納次世代疫苗，但陳
時中說，大概要等到明年下半年，各國目前都是沿
用現有疫苗作為追加劑。

第15輪疫苗接種採分流預約，昨上午10點先開
放BNT疫苗，下午2點再開放AZ及莫德納疫苗，
符合預約資格人數約409萬，預約時間將在今天中
午12點截止，11月25日至12月1日施打。

指揮中心發言人莊人祥說明，第15 輪BNT共
291.2萬人符合資格，其中以第2劑需求較大，而莫
德納及 AZ 需求僅 80.4 萬和 73 萬。部分縣市傳出
BNT 預約名額已滿，莊人祥昨表示，目前已開放
140多萬個名額，將請各縣市加開量能。

（中央社）連日來許多商品價格調漲，加上美國知名保健電
商iHerb無預警宣布停止台灣服務，讓民眾怨聲連連，就有網友
忍不住詢問，台灣現在到底買什麼可以比國外便宜，底下鄉民紛
紛回一個答案，讓人看了無奈又辛酸。

一名網友在PTT八卦版發問 「台灣到底買什麼東西有比國
外便宜」，他表示，在iHerb上回購好幾次，同樣成分的產品，
台灣售價比別人貴了5倍以上，大嘆iHerb是不是擋人財路才被
刁難，想支持國產卻又貴很多，直問台灣現在到底有什麼東西是

比國外便宜的。
鄉民們紛紛留言： 「當然是肝啊」、 「台灣人力超便宜的好

嗎」、 「認真不騙，就是人力」、 「奴工薪水比人便宜」、 「台
灣奴工」、 「台幣升值成那樣，結果進口貨價格不減反增就知道
了」、 「新鮮的肝」、 「人力、人命特別便宜」、 「人命比換臉
還不值錢」、 「看薪水就知道了，呵呵」。

也有人認真回答： 「健保」、 「當然是健保，一堆定居國外
的還會特別買機票回來看病就知道」、 「大眾運輸跟醫療吧」、

「你是認真想問還是只想聽到台灣物價貴」、 「台灣水電真的很
便宜，但我覺得快漲了」、 「水果還OK吧」。

iHerb無預警宣布停送台灣，讓網友哀號不已，官方宣稱台
灣海關的新規定過於嚴格，導致運送困難，延誤增加，因此暫停
。關務署則回擊，台灣海關規定從來沒有改變過，對於保健食品
的審查本就會較嚴厲，依規定合法申報就能當日放行。

萬物齊漲！台灣買啥比較便宜
鄉民點名 「一物」 太悲哀

（中央社）抗癌小詩人 「周
大觀」遺願之一為希望讀到博士
，但他因為癌症 10 歲就去世，
其母親、周大觀文教基金會董事
長郭盈蘭，為完成他拿到博士的
夢想，50歲時考取中國華僑大學
哲學與社會發展學院博士班，今
年完成博士論文、順利取得學位
，圓了兒子的博士夢。

郭盈蘭說，20多年前大觀逝
世後，不知道自己如何走到現在
， 「有時感覺如夢如幻」，面對
孩子離去的失落感， 「從來不覺
得自己已經走出來」，會考取博
士班除了想到大觀的遺願外，也
希望透過書本走過悲傷。

孩子離世 悲痛始終存在
郭盈蘭提及，周大觀逝世後

成立的周大觀基金會走過 20 多

年，把別人的小孩當成自己的小
孩照顧，一如 20 多年來始終爭
取學生保險要與汽機車強制險一
樣，成立基金、公辦民營，才不
會遭受刁難， 「學保基金改制應
該是最有意義的事情」。

周大觀基金會創辦人周進華
說，大觀從小立志要拿到博士學
位，為完成大觀的遺願，郭盈蘭
花 10 年時間完成博士論文，描
述如何在 20 年走出悲痛，基金
會成立以來，與許多失去孩子的
家庭接觸，但訪視時往往發現已
逝孩子的床位都沒有動過， 「孩
子離去的悲痛始終存在」，盼透
過論文分享協助家長走過悲傷。

穿越時空聯展 即起登場
周大觀基金會將在中正紀念

堂把微笑罕病天使于昕蕎、大陸

抗癌畫家陳景生畫作展出 「穿越
時空聯展」，即起展至12月1日
。

周進華說，陳景生是著名大
陸的抗癌畫家，曾獲周大觀基金
會熱愛生命獎章，來到台灣，並
在周大觀基金會協助下在台灣定
居一段時間，離開台灣時，把周
大觀的 40 多首詩圖像化並親自
裱褙送到家中，去年在香港離世
。弘光科大學生于昕蕎，出生遭
確診為 「粒線體缺陷症」，並造
成語言、智能、肢體多重障礙，
但她從不放棄自己的目標，將對
世界的觀察與感受，以飽富生命
力的色彩，留下生動繽紛的描繪
。

郭盈蘭花10年 圓了周大觀博士夢

AZ混打莫德納或BNT明起免預約
可至指定醫療院所接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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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經濟

金融業“做加法”支持碳減排
雙支柱支持綠色低碳轉型

在碳減排支持工具推出後，2000億

元支持煤炭清潔高效利用專項再貸款也

即將落地。近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

決定，在前期設立碳減排金融支持工具

的基礎上，再設立2000億元支持煤炭清

潔高效利用專項再貸款。

專家認爲，支持煤炭清潔高效利用

專項再貸款將和前期推出的碳減排支持

工具形成合力，提供增量低成本資金支

持企業綠色低碳轉型，助力我國實現碳

達峰碳中和目標。

“雙支柱”支持綠色低碳轉型
“支持煤炭清潔高效利用專項再貸

款是一個專門支持綠色發展的結構性貨

幣政策工具。”招聯金融首席研究員董

希淼表示，央行以支持煤炭清潔高效利

用專項再貸款爲工具，向符合一定條件

的全國性金融機構定向提供低成本資金

，引導金融機構爲煤炭清潔高效利用的

重點企業和重點項目提供優惠利率的信

貸支持。

據悉，專項再貸款將按照聚焦重

點、更可操作的要求和市場化原則，

專項支持煤炭安全高效綠色智能開采

、煤炭清潔高效加工、煤電清潔高效利

用、工業清潔燃燒和清潔供熱、民用清

潔采暖、煤炭資源綜合利用和大力推進

煤層氣開發利用。

具體方式是，全國性銀行向支持範

圍內符合標准的項目自主發放優惠貸款

，利率與同期限檔次貸款的市場報價利

率大致持平，人民銀行可按貸款本金等

額提供再貸款支持。

11月8日，央行推出碳減排支持工

具，引導金融機構在自主決策、自擔風

險的前提下，向碳減排重點領域內的各

類企業提供碳減排貸款。

“此次推出的專項再貸款與此前落

地的碳減排支持工具，可視爲央行推進

綠色低碳發展的‘雙支柱’。”廣發證

券資深宏觀分析師鍾林楠認爲，專項再

貸款重在提高傳統能源利用效率，是在

經濟對煤炭等傳統能源依存度偏高背景

下推進綠色發展的中短期工具；碳減排

支持工具重在發展新能源，實現能源

“去碳化”，是推進綠色發展的長效機

制。

量價齊發力增加資金供給
國家能源局11月5日發布的數據顯

示，目前我國碳排放中化石能源燃燒占

比約84%。

光大銀行金融市場部分析師周茂華

表示，我國是全球最大煤炭生産國與消

費國，且能源結構主要以煤炭爲主，減

碳任務重且面臨挑戰。通過再貸款方式

定向爲煤炭部門提供低成本資金，有助

于在不影響能源安全的情況下，加快推

動煤炭上下遊産業鏈技術改造與技術創

新應用、提升産業鏈效率，促進煤炭資

源清潔利用。

此次推出的支持煤炭清潔高效利用

專項再貸款，將從“量”和“價”兩方

面爲金融機構提供穩定的低成本資金。

董希淼表示，在“量”上，2000

億元再貸款將增加金融機構穩定的

資金來源；在“價”上，專項再貸

款將爲金融機構提供穩定的低成本

資金，有助于提高金融機構支持煤

炭清潔高效利用、助力綠色發展的

意願和能力。

“邁向碳中和與實現綠色發展需

要長期巨額資金投入，因此應大力發

展綠色金融。”董希淼認爲，金融機

構應以兩個貨幣政策工具推出爲契

機，構建和完善綠色金融體系，立足

實體經濟和企業需求，通過金融資源

配置，引導和鼓勵地方政府、相關企

業等正確處理好短期和長期關系，推

動構建由綠色産品、綠色項目、綠色

園區、綠色供應鏈、綠色企業等要素

組成的綠色發展體系，在綠色發展中

獲得市場機遇。

貨幣政策穩健基調不變
“央行穩健貨幣政策基調未變。”

周茂華認爲，央行注重支持政策精准質

效，同時避免全面寬松與過度寬松風險

，在推出兩大支持工具後，穩健基調仍

未發生改變。

10月 15日，央行貨幣政策司司長

孫國峰在談到碳減排支持工具時強

調，碳減排支持工具對碳減排重點

領域的支持是“做加法”，支持清潔

能源等重點領域的投資和建設，從而

增加能源總體供給能力，不是“做減

法”。金融機構仍要按市場化、法治

化和商業化原則，對煤電、煤炭企業

和項目等予以合理的信貸支持，不盲

目抽貸斷貸。

對于此次推出的專項再貸款，業內

人士認爲，央行通過創新工具和直達工

具引導金融資源流向綠色經濟部門，促

進經濟加快低碳綠色轉型，並非大水漫

灌。

鍾林楠認爲，與碳減排支持工具

相似，支持煤炭清潔高效利用專項再

貸款對于包括流動性在內的金融端影

響有限。一方面，當前央行貨幣政策

調控框架更注重價格型調控，更關注

利率價格變化；另一方面，從總量看

，新增 2000 億元專項再貸款僅占 2020

年全年新增貸款 1%左右，對整體信

用影響有限。

CryptoPunk在中國首拍 一個數字頭像賣出747.5萬元
綜合報導 唯一藝術· NFT數字藝術拍賣專場近

日亮相上海，呈現了9幅數字藝術作品。領銜的作

品爲Cryptopunks 系列作品之一《Cryptopunks#6388

》，以及藝術家Pak的代表作《萊奧納多的願景》

(Leonardo’s Vision)。前者拍出了747.5萬元的高價。

CryptoPunks是NFT(即數字藝術)市場最經典的

藝術産品，被視爲“加密藝術”(Crypto Art)的祖

師爺。創立于 2017 年的 CryptoPunks，是一系列

24x24、8位元風格像素的藝術圖像，刻劃外貌奇

特的人物，共有10000個，各自均有假定的個性

和隨機生成的特征。每個punk擁有隨機生成的不

同特性，從外貌、眼鏡、帽子到配飾等等，組合

成不同的樣子。

上海專場是CryptoPunks在中國的首次拍賣專

場，場總成交金額近2000萬元。其中，《Crypto-

punks#6388》是一個稀有的女性角色頭像，畫面人

物擁有藍色頭巾、耳環及綠色眼影。最終，它以

747.5萬元的價格成交，位居專場之冠。

Pak是全球首個數字藝術銷售額過百萬美元的傳

奇數字藝術家。《萊奧納多的願景》是運用雲計算技

術打造的煙霧立方體，延續Pak一貫的風格，以黑白

色調爲主，光影互動的3D動態模型呈現出非常鮮明

的紋理，使用單色，整體偏極簡主義。在此次拍賣會

上最終以724.5萬元的價格成交，位居專場第二。

作爲最早的NFT藝術項目，CryptoPunk此前已

經創造了數字藝術的拍賣紀錄。今年5月，在佳士

得紐約二十一世紀藝術晚間拍賣會中，9個一組的

NFT作品《CryptoPunk》以1696.2萬美元，約合人

民幣1.09億元的價格成交。6月，在蘇富比拍賣會

上，編號7523的外星人Punk，以價值1180萬美元

的ETH(以太幣，一種數字代幣)出售，創造了單個

Punk新的拍賣紀錄。

此外，唯一藝術還呈現了國內元宇宙數字原生

藝術AI工廠創造的、由獨特算法構成的數字藝術

家所打造的4件藝術作品。這些作品分別以近10萬

的單價被藏家們收入囊中。

事實上，迄今爲止，高價NFT作品前十名中有

四件都是通過傳統拍賣行賣出，表明了即使在這個

最先進尖端的科技領域中，傳統平台過硬的信譽保

證對賣家而言仍然很重要。

NFT作爲數字地球的敲門磚，在數字藝術生態

的整體布局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唯一藝術相關負責

人表示，該平台將進一步推動NFT的創新模式，打

造中國最大的數字藝術品交易市場，做到聚物格、

做服務、搭生態，推進NFT的交易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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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 告

GMCC萬通貸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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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州提供租賃屋

     現金流貸款計劃；

★ 德州兩個分公司：休斯頓、達拉斯

★ 奧斯丁即將開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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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mail address: info@gmccloan.com

   聯系電話：832-982-0868

www.gmccloan.com

IS EXPANDING

Arkansas
California
Colorado
Connecticut
Washington 
DC 
Florida
Georgia
Hawaii
Illinois

Indiana
Kansas
Kentucky
Maine
Maryland
Missouri
Montana
New 
Hampshire
New York

Ohio
Oklahoma
South 
Carolina
Texas
Virginia
Washington
Wisconsin
Wyoming

• No employment information needed
• No tax return information
• Only rental cash flow (can be negative). 1-4 units, 

5+ possible by exception
• Purchase, Cash-out, Refinance

Rental Cash Flow Mortgage 
Programs (DSCR)  covered in 26 
States: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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