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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您家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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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時解決問題

免費WiFi、室內冰箱
本地電話、報紙、咖啡和茶

房間寬敞、整潔
免費早餐新鮮、健康

緊鄰中國城  交通購物方便
2930 W Sam Houston Pkwy S

Houston, TX 77042

(713) 785-3899

凱蒂亞洲城

聯⽲地產集團 購屋|商業|投資|⽣意  ⼀站式服務 

(713)-630-8000

1,000 ~ 8,000平⽅英呎
商圈旺鋪全⾯招商

JOSIE LIN,CCIM

（中央社）德國國會今天選舉社會
民主黨（SPD）領袖蕭茲出任總理，為
梅克爾領導下16年來的保守政黨主政
畫下句點。接下來，立場親歐盟的3黨
聯合政府將帶領德國進入新時代。

德國3黨聯合執政 推氣候保護、
外交和大麻政策聯邦議院（Bundestag
）議長巴斯（Baerbel Bas）宣布，現
年63歲、曾在梅克爾（Angela Merkel
）政府擔任副總理與財政部長的蕭茲
（Olaf Scholz），獲得占聯邦議院明顯
多數的395位議員支持，順利當選總理
。一度被 「明鏡週刊」 （Der Spiegel
）形容為 「政壇乏味化身」 的蕭茲，

1970年代投身政壇後，一步步慢慢爬
上權力巔峰。

出生於北部城市奧斯納布呂克
（Osnabrueck）的他，1975年加入社
會民主黨青年團，常以一襲毛衣、一頭
凌亂長髮的造型，現身和平示威場合。

1980年代，蕭茲當上社民黨青年
團副主席，因為被認為太過左傾沒成為
主席，不過他後來立場修正為較中間的
路線。

他大學主修法律，1985年自立門
戶，成立以勞工事務為主的事務所。
1988年當選國會議員，此時頭髮已比
初出茅廬時少了許多。

德國總理人選出爐 蕭茲揭開新時代序幕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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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ident Biden made it official:
The U.S. will not send any
American government officials to
the 2022 Winter Olympics. White
House Press Secretary Jen
Psaki said that while American
athletes would be able to
compete in the Winter Games in
Beijing, there would be no
delegation of American officials
sent to the games. She said the
boycott was a response to
human rights abuses in Xinjiang.

In the meantime,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aid that those
calling for a boycott were
“grandstanding,” and further
stated that, “If the U.S. insists in
willfully clinging to its course,
China will take resolute

countermeasures.”

The U.S. Olympic committee
issued a statement saying that it
did not support a boycott
preventing American athletes
from competing in Beijing.

Just a couple of weeks ago, the
world Ping Pong championship
tournament held successful
events in Houston, Texas. We
are so glad that many of the
young people came together not
only to compete in the games,
but also to promote friendship
between all the people.

Today our world already has
more trouble than it can handle.
We hope the two countries will

continue to improve their
relationship which really relates

directly to world peace and
prosperity.

1212//0808//20212021

U.S. Will Boycott The BeijingU.S. Will Boycott The Beijing
20222022 Winter OlympicsWinter Olympics

拜登總統表示將不會派美國政府官
員參加北京舉行的2022 年冬奧會

，理由是中國政府在侵犯人權，
白宮新聞秘書薩琪說，抵制是對新

疆侵犯人權行為的回應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
立堅回應時表示，抵制
是作秀炒作。
國務卿布林肯表示，

他正在和盟國積極討論
如何共同抵制北京冬奧
會，在此同時，美國奧
委會也發出聲明，它不
支持阻止美國運動員到
北京比賽的抵制活動。
雖然中美兩國領導人

才舉行了面對面的視訊
會議，但是我們還是未
看到兩國關係之改善，

尤其是美國即將舉辦之世界民主峯
會，旨在公開反對威權政府。

我們必須呼籲中美兩大國家必
須慎重面對世界之難題，從目前
情勢觀察，兩個關係正在各種領
域不斷產生矛盾，尤其是美國國
會正在給予拜登總統巨大之壓力
，美國在批判其他國家的人權時
，也要檢視我們面臨的種族歧視
嚴重的內政問題。
我們欣見世界乒乓球大賽剛在

休斯敦圓滿閉幕，全球選手共聚
一堂，這項民間體育交流充分说
明國民交往之重要性。
全球面臨之疫情和経濟難題已

經夠頭痛了，政治領袖們要多多
關心人間疾苦，多解決經濟問題
，少幾分政治鬥爭，才是人民之
福。

美國外交抵制北京冬奧會美國外交抵制北京冬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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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甸軍政府掌控的法院正式對遭罷黜的
國務資政翁山素姬做出判決, 她因煽動和違反
新冠防疫規定被判處4年徒刑, 隨後又獲最高
領導人敏昂來赦免減刑為2年。不過因翁山素
姬一共遭到包括煽動群眾、違反防疫、涉嫌
違反機密、貪污腐敗、選舉舞弊、非法進口
、持有無線電通訊設備等12項指控,所以她最
後被判刑期絕非區區兩年, 只不過是軍政府掩
人耳目,準備千刀萬剮慢慢凌遲她罷了, 軍政府
在判決後表示: 對翁山素姬的審判顯示緬甸對
民主法治的貫徹, 任何人都不能凌駕法律之上
。

軍政府的宣示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他們正
確的說法應是: 除了軍政府可以凌駕法律外,
任何人都應該乖乖就範,不能挑釁法律尊嚴。
緬甸人民真是非常單純, 他們在判決後，冒著
生命危險,聚集在仰光舉行示威抗議活動, 但被
安全部隊駕駛汽車闖入鎮壓，造成5人死亡，
多人受傷的慘狀, 更有十多人被逮捕, 當然聯
合國、國際社會與人權組織都立即對緬甸政
府不公正審判以及不人道行徑表達了嚴正的

譴責與遺憾, 並呼籲釋放翁山素姬, 但是言者
諄諄，聽者藐藐, 所有一切的譴責、遺憾與呼
籲都已經改變不了既定的現實矣。

緬甸這個國家自獨立建國以來一直在軍
人掌控下, 脆弱的民主政治完全禁不起考驗,
翁山素姬的父親曾為緬甸軍隊的創始人，他
致力於爭取緬甸從英國獨立的努力，但在他
實現這一目標之前被暗殺, 在印度和英國留學
的翁山素姬在返回緬甸後繼承父志,為民主和
人權進行了非暴力鬥爭並提升其領導地位，
但是她創立了全國民主黨聯盟後因倡導民主
運動而被軟禁多年，並於 1991 年獲得諾貝爾
和平獎，讓緬甸的民主帶來了契機。

但是因為軍人的干政,這個國家一直無法
享有祥和、自由和民主的安定環境, 後來由她
領導的民盟在2015年大選獲勝執政，並於去
年11月在民眾支持下再次勝出，但就在履任
前夕，敏昂來將軍突發動政變奪權，再次關
押了翁山素姬, 現在終於她又將入獄服刑, 翁
山素姬的時代顯然已經正式告終, 緬甸民主已
沒有起死回生的契機了！

印度空軍8日宣布，印度國防參謀長拉瓦
特（Bipin Rawat，見圖，）和夫人搭乘的一

架直升機，當天在印度南部泰米爾納德邦遭
遇 「悲劇性意外」 墜毀，機上所載14人中有
13人不幸罹難，其中包括拉瓦特夫婦。

印度空軍透過推特宣布： 「我們深感遺
憾，已經確認拉瓦特將軍及其夫人，和機上
另外11人在這次不幸的事故中喪生。」

拉瓦特乘坐的是一架俄製Mi-17V5直升
機，電視台播出的失事現場畫面顯示，墜機
地點冒出濃煙，當地民眾試圖滅火並從直升
機殘骸中移出屍體。這起意外唯一倖存的是
一名空軍軍官，他已被送往一家軍醫院接受
治療。

63歲的拉瓦特是印度第一任國防參謀長
，這個職位是印度政府於2019年新設立的
，為印軍最高職位。在此之前，拉瓦特擔任
陸軍參謀長。據報導，拉瓦特與總理莫迪關
係密切，他也是印度國防部的顧問，負責協
調整合印度武裝部隊各軍種戰鬥單位。

一名高級軍官說，拉瓦特夫婦和其他軍
官一起，從一處空軍基地搭直升機，準備前
往印度國防部參謀學院，但在山地小鎮庫努
爾附近墜毀。意外發生的原因還不得而知。

印度直升機墜毀13死 國防參謀長罹難

《印度時報》（Times of India）8日報導，
全球最大疫苗生產商 「印度血清研究所」 （Se-
rum Institute of India）宣布，由於印度政府未給
予新訂單，又於先前被禁止出口疫苗時遭對手搶
佔市場，導致其獲授權生產的AZ疫苗 「供過於求
」 ，將於下週起將產量減半。

印度血清研究所執行長普納瓦拉（Adar
Poonawalla）在接受訪問時表示，該公司目前
「陷入兩難」 ，因為其生產的印度版 AZ疫苗
「Covishield」 供過於求，只好採取減產的手段。
目前暫定下週起將產量減少至50%，並已致函印
度政府，希望其提供相關政策指導。

普納瓦拉還指出，若政府不需要更多的Cov-
ishield疫苗，該公司將如同2021年第1季所言，
將後續疫苗出口至海外，但會再給政府幾天的時

間，讓其進行內部討論。
《印度時報》指出，印度血清研究所的Cov-

ishield疫苗產能10月為2.2億劑，11月增至2.4
億劑，至今預計已達2.5億劑以上；目前該公司手
上則握有5億劑Covishield疫苗，其中一半為成品
，另一半能在2個月內完成填充，有效期限為9個
月，印度政府有優先採購權。

由於印度今年3月爆發嚴重疫情，讓該國政
府一度禁止印度血清研究所出口疫苗，直到11月
才恢復。普納瓦拉指出，在該公司無法出口的8
個月中，來自其他國家的疫苗趁機搶佔市場，讓
Covishield目前的出口速度十分緩慢，他正與疫苗
全球取得機制（COVAX）及多個非洲國家接觸，
希望出口量能於2022年第1季有所回升。

印度惹怒全球最大疫苗生產商 AZ產量直接砍半

韓國自11月開始實施 「與病毒共存」 防疫模式，但疫情近
日反彈得又急又猛，加上新變種病毒Omicron入侵以及重症患者
人數不斷攀升，8日通報新增確診7175例，再度創下新紀錄，
且首次突破7000大關。

韓國國務總理金富謙主持防疫會議時表示，目前韓國疫情快

速擴散，醫療體系承壓嚴
重。超過8成的新冠確診
病例來自首爾、仁川和京
畿道等首都圈地區。截至8

日0時，韓國新增確診病例7175例，不但是首次超過7000例，
更創下疫情爆發以來紀錄新高。而重症患者較前一天增加66例
，已連續2天刷新紀錄，目前累計重症患者840例。

新增病例、重症患者、新增死亡病例居高不下，公共衛生專
家認為，這與天氣轉冷、民眾免疫力下降有關。此外，新冠變異

病毒株Omicron迅速傳播，更給韓國疫情管控帶來新挑戰。
由於病床數量根本跟不上病例暴增的速度，金富謙說，為緩

解醫療系統承受的壓力，政府將改善居家治療體系，並大幅增加
人力。明年初起還將向居家治療的高危人群發放新冠口服藥。

針對感染Omicron病例在一天內翻倍，金富謙強調，找出感
染來源至關重要，同時也強烈要求防疫部門與各地方政府及時對
可疑病例進行基因定序、疫調以及隔離。此外，加快高齡人口注
射加強針以及青少年接種也是當務之 急。至8日0時，韓國
80.7％的人口已完成2劑疫苗接種，8.8％已接種加強針。

Omicron太猛 韓單日確診首破7000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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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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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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發表19萬字保險專欄，
www.johnleeins.com 歡迎索取

7001 Corporate Dr. #201. Houston, TX 77036（華埠大廈）
電話: (832) 500-3228請找謝經理

李元鐘保險
我們擁有最多美國政府認證的
各項保險專業證照、得獎無數

美國保險碩士、台灣淡江保險學士

美國及台灣前十大保險公司理賠專員

汽車、房屋、商業、人壽、醫療、老人保險

緬甸內比都澤布迪瑞法院昨日裁定，國務資

政昂山素姬和原民選總統溫敏因煽動他人危害國

家安全和違反自然災害管理法，各被判處4年監

禁。這次是今年2月1日昂山和溫敏等緬甸高官被

軍方扣押及由軍方接掌國家權力後，昂山和溫敏

首次在法院被定罪。不過緬甸軍政府領導人敏昂

萊昨晚宣布對昂山和溫敏頒布特赦，分別將兩人

的刑期由4年減至2年。

今次判決原定於11月30日宣布，但法院當天

將宣判日期延至昨日。被扣押至今，昂山已先後

面臨十餘項罪名指控，其中包括煽動他人危害國

家安全、違反自然災害管理法、違反進出口法、

違反國家機密法、貪污和選舉欺詐等。溫敏則面

臨煽動他人危害國家安全和違反自然災害管理法

的指控。昂山素姬所涉其他指控將被繼續審理。

10月26日，昂山首次出庭以被告的身份為自己辯

護，當庭否認了針對其犯有煽動罪的指控。

追加貪腐指控 最高囚15年

同時就在11月30日晚，昂山和溫敏分別被追

加一項新的貪腐指控，原因是涉嫌違規租賃直升

機，這也是昂山第二次被指控違反《反腐敗法》

。今年6月，昂山被指控涉嫌收受賄賂以及違規

使用土地。根據相關法律規定，違反該法規最高

可被判處15年監禁。

緬甸去年11月舉行國會選舉，民盟獲半數以

上議席。緬甸軍方與民盟圍繞大選結果產生分歧

，軍方認為大選存在舞弊行為，要求選舉委員會

展開調查，並推遲召開新一屆國會會議，但遭到

拒絕。今年2月1日，溫敏、昂山素姬及全國民主

聯盟（民盟）部分高級官員被軍方扣押。緬甸軍

方隨後宣布實施為期一年的緊急狀態，國家權力

被移交給國防軍總司令敏昂萊。2月3日，溫敏和

昂山分別被緬甸警方起訴。

緬軍方計劃2023年底前大選

7月26日，重新組建的緬甸聯邦選舉委員會

發布公告說，2020年11月8日舉行的大選不合法

、不公正，廢除此次選舉結果。8月1日，敏昂萊

表示，下一屆大選籌備工作將於2023年8月結束

，當年年底前將舉行自由、公正的多黨制民主大

選。屆時緬甸軍方將把國家權力移交給民選政府

的同時，結束緊急狀態。

2015年11月緬甸舉行全國大選，由昂山素姬

領導的民盟贏得了國會的絕對多數席位，並自

2016年4月開始執政，該屆政府按正常流程應於

2021年3月結束執政。

針對昂山及溫敏被判監4年，中國外交部發

言人趙立堅昨日回應指，作為友好鄰邦，中方真

誠希望緬甸各黨各派從國家和民族的長遠利益出

發，在憲法和法律框架下彌合分歧，持續推進來

之不易並適合緬甸國情的民主轉型進程。

昂山素姬被控違反多項法例

●《刑法》煽動罪

罪名：煽動他人危害國家安全

最高刑罰：監禁2年和罰款

宣判時間：昨日判囚兩年

●通訊法

罪名：無牌持有對講機

最高刑罰：最高監禁一年和罰款

宣判時間：12月13日

●進出口法

罪名：不當進口對講機

最高刑罰：監禁3年和罰款

宣判時間：12月13日

●自然災害管理法

罪名：去年大選期間兩度違反防疫規定

最高刑罰：每項監禁3年和罰款

宣判時間：首案昨日判囚兩年，另一案12月

14日

●國家機密法

罪名：未公布

最高刑罰：監禁14年

宣判時間：預計明年

●反貪污法

罪名：共被控4罪，包括收受賄賂、違規使

用土地及違規租賃直升機

最高刑罰：監禁15年和罰款

宣判時間：未知

●選舉法

罪名：在去年大選中舞弊

最高刑罰：全國民主聯盟或需解散及被禁止

參選

宣判時間：未知

昂山素姬煽動罪成 獲特赦減至囚2年

美國研究人員發現，變異新冠病毒奧密克

戎毒株有至少一處變異由一種特殊基因片段導

致，而且這個基因片段存在於其他多種病毒中

，包括一種導致普通感冒的病毒。

據央視新聞援引路透社4日報道，美國馬薩

諸塞州劍橋市數據分析企業nference研究人員發

現，這個基因片段未在先前發現的幾個版本新

冠病毒中出現，卻為其他多種病毒和人類基因

組所有，其中包括導致普通感冒的冠狀病毒

HCoV-229E和導致艾滋病的HIV病毒。

研究人員認為，這一基因片段可能會令奧

密克戎毒株逃脫人體免疫系統攻擊，這意味着

奧密克戎毒株可能更易傳播，但感染者的症狀

更輕甚至無症狀。

這篇研究報告2日在美國一家分享科研信息

的非營利組織網站上發表，未經同行評議。

先前研究顯示，新冠病毒和普通感冒冠

狀病毒可以藏匿在人體肺部和胃腸系統細胞

中。這為病毒重組創造了條件，令宿主細胞

中的兩種不同病毒得以相互作用、各自複製

，產生含有來自兩種病毒基因物質的新「副

本」。

上述報告主要研究人員文基· 孫達拉拉詹說

，在發現奧密克戎毒株前可能已經發生好幾代

病毒重組。

目前全球尚無奧密克戎毒株傳播力、致病

力和免疫逃逸能力等方面的系統研究數據，仍

需進一步研究了解這種毒株的特性。

奧密克戎毒株或含感冒病毒基因片段

世界衞生組織周五(3 日)表示，全球已

有 38 個國家和地區出現新冠病毒變異毒株

奧密克戎(Omicron)感染病例，較兩天前通報

的 23 個國家大增。初步數據顯示，奧密克

戎毒株較德爾塔更具傳染性，但是否會導致

患者出現重症仍言之過早。此外，目前尚未

有變異新冠病毒奧密克戎毒株相關死亡病例

報告。

世衞組織緊急項目技術負責人瑪麗亞·

范· 克霍夫(Maria Van Kerkhove)說，世衞組織

已看到奧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正在增加，越

來越多人被檢測出感染奧密克戎，不過目前

德爾塔病毒在全球仍是佔主導地位的變異毒

株。

對於奧密克戎毒株會否導致患者出現重

症，克霍夫稱，有報告指出，感染奧密克戎

病毒會出現微輕症狀，這有待進一步去了解

。世衞組織突發衞生事件規劃部執行主任邁

克爾· 瑞安(Michael Ryan)則補充說，需要大約

兩周時間才能證實奧密克戎病毒是否會引發

重症。

克霍夫還提到，在最先報告奧密克戎毒株

感染病例的南非，住院患者數字正在上升，但

尚未有證據證實奧密克戎會導致患者死亡風險

增加，目前也尚未收到有關奧密克戎死亡病例

的報告。

全球38國家和地區
發現Omicron病例

比利時安特衛普動物園園內兩隻河馬——14

歲的伊馬尼和41歲的赫爾米恩，新冠病毒檢測

結果呈陽性。這可能是全球首次出現河馬感染

新冠病毒。

據美聯社報道，動物園獸醫弗朗西斯· 維爾

卡姆梅恩說，據他所知，這是這一物種首次出

現感染新冠病毒病例。先前報告感染新冠病毒

的動物多為大猩猩和貓科動物。

這兩隻河馬除了流鼻涕，沒有其他症狀，

正在接受隔離，不「接待」遊客。

安特衛普動物園所有動物去年接受新冠病毒

檢測，結果均為陰性。幾名河馬飼養員的新冠病

毒檢測結果均為陰性，並且工作時都戴口罩和護

目鏡，進入河馬園區前要對鞋子消毒，因此尚不

清楚確診的兩隻河馬經何途徑感染病毒。

全球一些地區先前報告貓、狗、雪貂等動

物感染新冠病毒，一些動物園曾報告大型貓科

動物、水獺、大猩猩和鬣狗感染病毒。

比利時兩隻河馬染新冠
或為該物種首次



AA55
星期四       2021年12月9日       Thursday, December 9, 2021

聚焦美國

美國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7日在白宮就拜
登總統與俄羅斯總統普丁舉行視訊峰會舉行媒
體簡報會，被問及如果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中
國可能同時採取行動武統台灣，美國是否做好
因應的準備。蘇利文回答，美國會採取一切可
能的嚇阻及外交行動，確保中國武力侵台的情
況永遠不會發生。

美國白宮網站7日發布的新聞簡報會實錄
，有美國記者就拜登與普丁的視訊峰會向蘇利
文提問，詢問美國是否針對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和中國武力統一台灣的局面做好了準備。蘇利
文回答稱，從威懾和外交的角度來看，美國將
採取力所能及的一切行動，確保記者描述的台
海局勢永遠不會發生，且會嘗試避免和阻止烏
克蘭遭到入侵。

蘇利文補充說，這是美國當前政策的目標
，也是美國正在採取的行動。他說，過去8個
月，美國在印太地區所做的努力，就是為了避
免中國用任何一種情況入侵台灣。

另外，拜登與普丁視訊通話結束後，美國
國務卿布林肯出席《華爾街日報》執行長會議
（WSJ CEO Council）時表示，拜登透過視訊
警告普丁入侵烏克蘭可能帶來的後果，應該會
影響普丁的計畫與盤算。布林肯不願多談美方
會怎麼回應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僅說美方可能
祭出 「影響深遠的經濟措施」 。

談到中國，布林肯說北京為自身利益企圖
重塑版圖，對台海現狀愈來愈不滿意。他強調

，過去40多年台海和平穩定，台灣民主蓬勃
發展、經濟繁榮、對國際社會貢獻良多；美方
恪守一中政策、依循台灣關係法，確保台灣有
能力自我防衛。

被問及少了美台並肩作戰，上述方針是否
可行，布林肯僅說： 「我們的承諾是確保他們
有能力自我防衛，我們將繼續確保情況就是如
此。」 面對主持人追問台灣是否需要孤軍奮戰
，布林肯未正面回應，僅說： 「如果北京決定
片面以武力改變現狀，那將是個重大錯誤。」

這是布林肯在一周內，對中國第2次提出
警告。他3日出席《路透》舉辦的 「NEXT虛
擬全球會議」 ，談到中國近年加大施壓台灣力
道，試圖改變現狀，警告北京若犯台會是 「災
難性決定」 。

針對蘇利文的說法，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
文斌8日表示，在台灣問題上，美方一段時間
來涉台消極錯誤言行不斷助長台獨分裂勢力的
囂張氣焰，中方對此堅決反對。兩岸關係緊張
動盪的根源是台灣當局一再企圖 「以美謀獨」
，而美方一些人有意搞 「以台制華」 對此難辭
其咎。

汪文斌說，美方不應向台獨分裂勢力發出
任何錯誤信號，以免嚴重損害中美關係和台海
和平穩定。中國實現完全統一是不可阻擋的，
歷史潮流不會因任何人、任何勢力、任何國家
而改變。

蘇利文：美將盡一切可能 嚴防中國犯台

《國防新聞》（Defense News）報導，
多名美國高階國防官員與國會議員指出，若美
國在台灣問題上與中國大陸對抗，最後介入台
海衝突，中國大陸將會對美國發動大規模網路
攻擊，讓其關鍵基礎設施遭受重大打擊，不僅
影響美軍支援前線，國內社會也會遭到破壞。

一年一度的 「雷根國防論壇」 （Reagan
National Defense Forum）近期於加州錫米谷
（Simi Valley）展開，多名美國國防高官和議
員到場與會。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Lloyd
Austin）在被問到 「最擔憂的威脅」 時，給出
了許多人意想不到的回答： 「對手的太空與網
路能力。」

陸軍部部長沃梅斯（Christine Wormuth）
也在發言時，特別表達中國大陸對美國關鍵基
礎設施發動網路攻擊的擔憂，稱若雙方爆發武
裝衝突，美國的電力或交通網路將很有可能遭
到襲擊，不僅影響軍事部署，更會對美國公眾

造成 「重大後果」 。
聯邦參議院軍事委員會主席里德（Jack

Reed）同意上述觀點，認為網路攻擊會瞄準對
運送部隊與後勤物資至關重要的空運及海運資
產，也會對美國社會造成 「破壞性影響」 ，強
調此類攻擊將是中國大陸武力犯台的重要手段
，美國須加緊建立防禦能力。

美國民主、共和兩黨已依照 2019 財年
《國防授權法案》（NDAA），建立用於商議
網路防禦戰略方針的 「網路溫室委員會」
（CSC）。該委員會聯合主席蓋拉格（Mike
Gallagher）指出，台海衝突 「不會只發生在台
灣海峽」 ，美國政府須更有效地傳達網路攻擊
對水、電、交通、金融等基礎設施的風險，因
為該國有80%關鍵基礎設施由民間營運，擔心
若再不採取行動，美國將 「在第三次世界大戰
開打前就戰敗」 。

若介入台海戰爭 議員警告：美國將因這攻擊慘遭破壞
美國國務院亞太事務助卿康達（Daniel

Kritenbrink）今天在記者會上表示，國務卿布林
肯訪問東南亞時將在安全層面上，聚焦強化區域
安全基礎建設，以因應中國在南海的霸凌。

路透社報導，布林肯（Antony Blinken）將
先前往英國參加七大工業國集團（G7）部長會
議，之後將於12月9日至17日期間造訪印尼、
馬來西亞及泰國。

康達指出： 「總統拜登致力把美國與東南亞

國家協會（ASEAN）的交往提升至前所未見水
平，將透過關於氣候、環境與能源、衛生、運輸
、性別平等及女性賦權的新部長級會議，擴大我
們的正式來往與合作。」

康達表示，美國不想該區域國家選邊站，但
希望確保這些國家有自己做決定的能力。他還說
，布林肯將就一項 「印太經濟框架」 的計畫進行
討論。

因應中國霸凌美官員：布林肯將訪東南亞加強交往

蘋果何以能在中國市場 「吃得開」 ？美國網路媒體《The
Information》爆料，蘋果執行長庫克（Tim Cook）於2016年曾
與中國政府簽署一項金額高達2750億美元的祕密協議，目的在
降低中國監管壓力，以免蘋果在中國銷售產品與服務遇阻。報導
並稱，此舉也為蘋果在中國取得無與倫比的成功鋪平了道路。

路透等外媒引述《The Information》報導稱，協定內容包括
蘋果承諾在其設備中使用更多來自中國供應商的零組件，與中國
軟體公司簽署協定，與中國的大學技術合作以及直接投資中國科
技公司。同時，還包含蘋果承諾幫助中國製造商開發 「最先進的
製造技術」 和 「支援培養高素質的中國人才」 。

實際上，2016年以來，中國就
是蘋果iPhone僅次於美國的第2

大市場。報導稱，這很大程度要歸功於庫克。根據蘋果財報，截
至今年9月的2021會計年度，蘋果大中華區的營收達到創新高
的683億美元，是全年營收的五分之一。

日前，知名市場研究機構CINNO Research發布了2021年
10月中國智慧手機市場的銷量排行，排在前5名的分別是蘋果、
OPPO、vivo、榮耀和小米，這也是2015年12月以來蘋果再次
奪回第一。

《美國之音》引述《The Information》報導指出，當年中國
政府認為蘋果對當地經濟貢獻度不夠，因此突然加大對蘋果業務
的監管，例如蘋果iCloud數據存儲問題，以及Apple Pay和App

Store在中國面臨一系列監管措施。於是2016年，庫克並在首次
訪問中國時就簽署了這份為期5年的協議 「滅火」 。據協議，如
果雙方沒有異議，該協議將自動延長1年，直到2022年5月。

報導還指，蘋果在中國的一些策略在美國也遭到批評，對股
東隱瞞這筆協議不報，將使庫克更難自圓其說，加上地緣政治緊
張關係升高，也預告會在美國國內激起更大的反彈。

實際上，多年來蘋果在中國的巨大成功被認為也一併帶動了
中國科技產業鏈的繁榮發展，但也招來了大量對其 「賺取巨額利
潤」 、 「態度傲慢」 等指責。而常被拿來與蘋果作類比的還有特
斯拉，後者是多年來少有的、被特許例外獨資在中國經營、設廠
生產的外資電動車廠商。

降低監管壓力蘋果爆與中國簽密約

美國總統拜登今天表示，他已警告俄羅斯總
統普丁（Vladimir Putin），若俄國攻擊烏克蘭，
美國將對俄國祭出前所未見的制裁。

法新社報導，拜登在白宮告訴記者，他清楚
表明，如果普丁侵略烏克蘭，俄國將面臨嚴重後
果，將是未曾見過的經濟後果。

拜登提及，除了採取經濟措施，俄國若再次
攻擊烏克蘭，將引發美國在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NATO）東歐盟友領土加強駐軍。

但拜登也指出，派美軍捍衛烏克蘭抵抗俄國
「不太可能發生」 ，因為烏克蘭並非北約成員。

拜登警告：俄若攻擊烏克蘭 美對俄制裁將前所未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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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精準滴灌下調再貸款利率
幅度0.25個百分點 支持三農小微企業

中國人民銀行（央行）7日

發布的再貸款、再貼現利率表顯

示，下調支農、支小再貸款利率

0.25 個百分點；調整後，3個

月、6個月、1年期再貸款利率

分別為1.7%、1.9%、2%。央

行全面降準後又降再貸款利率，

專家稱此舉有利於降低銀行資金

成本、激勵放貸積極性。隨着穩

增長逐步成為政策共識，信貸融

資條件可能有所寬鬆，但預計全

面降息可能性仍小。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中國人民銀行7日公布，11月末中
國外匯儲備為32,223.9億美元，環比增加47.7億美
元，為連續兩個月增加，10月增加169.9億美元。國
家外匯管理局指出，11月中國外匯市場交易保持活
躍，跨境資金流動總體平穩。

外管局副局長、新聞發言人王春英答記者問並
稱，11月美元指數上漲，主要國家債券價格總體上
漲，中國外匯儲備以美元為計價貨幣，在匯率折算與
資產價格變化等因素綜合作用下，當月外匯儲備規模
上升。她表示，中國經濟運行總體平穩持續恢復，有
利於外匯儲備規模保持總體穩定。

今年至今中國外匯儲備累計增加58.6億美元，
2020年全年外儲增加1,086億美元，2019年全年外儲
為增352億美元。

黃金儲備27個月不變
人行同時公布，11月末黃金儲備為6,264萬安

士，為連續27個月保持不變；當月黃金儲備對應的美
元價值為環比增加22.1億至1,130.3億美元。

這是時隔一年多人民銀行再度下調支農、支
小再貸款利率。去年7月，當時央行下調

支農、支小再貸款利率0.25個百分點。與上次
全面調整不同的是，此次央行僅下調了支農、
支小再貸款利率，再貼現利率和金融穩定再貸
款利率未做調整。央行公布的利率表顯示，金
融穩定再貸款利率為1.75%，再貼現利率為
2%。

再貼現利率維持2%
再貸款、再貼現是央行投放基礎貨幣的渠

道之一。去年新冠肺炎疫情以來，央行增設不
少專項再貸款，成為央行基礎貨幣投放的重要
力量。今年央行新增3,000億元（人民幣，下
同）支小再貸款、2,000億元區域經濟協調發展
再貸款以及2,000億元支持煤炭高效清潔利用
專項再貸款。據第三季貨幣政策執行報告，截
至9月末，全國支農再貸款餘額為4,747億元，
支小再貸款餘額為9,937億元，扶貧再貸款餘
額為1,904億元，再貼現餘額為5,842億元。

民生銀行首席研究員溫彬表示，當前，
“三農”、小微企業仍是經濟發展中的薄弱領

域，需要進一步加大金融支持力度。下調支
農、支小再貸款利率，有助於降低中小銀行的
資金成本，進而引導中小銀行降低“三農”和
小微企業貸款利率，更好地發揮貨幣政策“精
準滴灌”和“直達實體”的作用。

針對性輸血實體經濟
粵開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奇霖指出，央行

降低再貸款再貼現利率，可降低銀行支持小
微、涉農企業信貸與票據資金的成本，提高銀
行調降對小微企業與涉農企業貸款利率的意
願，有利於金融支持實體經濟。但他強調這是
結構性貨幣政策，針對性的為中小企業和農業
等部門輸血。

中信證券首席債券分析師明明表示，本次
再貸款利率調整主要還是由於中小微企業和涉
農經濟壓力大，調整是符合市場預期的。但他
認為，中央政治局會議透露出穩增長訴求，寬
貨幣、寬財政、房地產邊際寬鬆的政策組合基
本確立。政策利率或難下調，短期全面降息概
率不大，貨幣政策仍以數量型調控及結構性工
具為主應對經濟形勢變化。

中國外儲規模兩連升

●●央行全面降準後又降再貸款央行全面降準後又降再貸款
利率利率，，但專家預計全面降息可但專家預計全面降息可
能性仍小能性仍小。。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程
敏）身陷財困的中國恒大再傳出有
兩筆外債違約。彭博社引述消息
指，恒大旗下子公司景程兩筆境外
美元債為期一個月的付息寬限期已
於周一（6日）結束，共涉8,250萬
美元利息，有債權人透露，截至紐
約時間周二(7日)零時30分仍未收
到債息，意味着恒大違約。消息抵
消集團設立風險化解委員會的利好
因素，該股昨早段曾升8%，其後
升幅大幅收窄，收報1.83港元，僅
升1.1%。

另一2.6億美債料未償還
報道指，該筆債券發行人為恒

大子公司景程，其中一筆2022年到
期債券的應付利息為 4,190 萬美
元，另一筆2023年到期債券應付利
息4,060萬美元。該些利息最初到
期時間是11月6日，並有30天的寬
限期。數據顯示，恒大的未償還離
岸公募債券約192億美元，本地債
券約84億美元。截至6月，其負債
總額超過3,000億美元。

事實上，上周五晚恒大亦未能
履行一筆2.6億美元債項的償還義
務，廣東省政府應恒大要求向恒大
地產派工作組進行風險處置。消息
指，恒大在債務重組中會納入所有
離岸的公募和私募債務，可能成為
中國規模最大的債務重組之一。評
級機構標普昨指出，恒大違約看起
來不可避免。

佳兆業暫避4億美債違約
另外，彭博社又指，一群佳兆

業集團債券持有人周一向該公司發
送一份正式的暫緩提案，讓其在一
段時間內避免在7日(7日)到期的4
億美元債券違約。該債權人集團由
Lazard Ltd.提供諮詢。其提案包括
向注入資金，該集團持有面值約50
億美元的佳兆業票據。佳兆業拒絕
對該提議發表評論。

據內地媒體報道，佳兆業旗下
多個項目出現欠薪及停工問題。報
道引述廣州市白雲區小坪村佳兆業
項目的工人消息指，七八個工地都
已停工，8個工人兩個月以來只拿
到一萬元人民幣。有買家表示，位
於廣州金融城的佳兆業壹號項目出
現爛尾，業主買樓5年至今仍未收
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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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涉外執法司法效能
維護主權安全發展利益

統籌推進國內法治和涉外法治 加強涉外領域立法
習
近
平
：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政治局12月6日下午就建設中國特色社

會主義法治體系進行第三十五次集體學習。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主持學習時強

調，我國正處在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關鍵時期，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

進，改革發展穩定任務艱巨繁重，對外開放深入推進，需要更好發揮法治固根本、穩

預期、利長遠的作用。要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以解決法治領域突

出問題為着力點，更好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設，提高全面依法治國能力

和水平，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提供有力法治保

障。習近平強調，要堅持統籌推進國內法治和涉外法治，加強涉外領域立法，推動我

國法域外適用的法律體系建設。要把拓展執法司法合作納入雙邊多邊關係建設的重要

議題，提升涉外執法司法效能，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

汪洋籲企業界與“台獨”分裂勢力劃清界限
函賀兩岸企業家紫金山峰會開幕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及記者賀鵬飛報
道，2021兩岸企業家紫金山峰會7日以視頻連線
方式在南京市和台北市同步舉行。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委、全國政協主席汪洋向兩岸企業家峰會理
事會發賀信，代表中共中央和習近平總書記，對
年會召開表示祝賀，向峰會全體會員和與會嘉賓
致以問候。

汪洋表示，加強兩岸經濟合作，契合兩岸民心
所向，利於增進同胞福祉。儘管受諸多不利因素影
響，兩岸貿易額仍保持快速增長，台灣企業來大陸
投資熱情不減、層次提升。兩岸經濟合作動力強
勁、韌性十足、潛力巨大，祖國大陸始終是廣大台
商台企投資興業的熱土和發展進步的依靠。

陸為台商台企辦實事做好事舉措不變
汪洋強調，中共十九屆六中全會全面總結了中

共百年奮鬥重大成就和歷史經驗，鄭重宣示了在民
族復興進程中推進祖國完全統一的堅定立場和決
心。我們將深入貫徹新時代黨解決台灣問題的總體

方略，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堅決反
對“台獨”分裂行徑和外部勢力干涉，以同胞福祉
為依歸，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融合發展。我們
一貫秉持的“兩岸一家親”理念不會變，率先同台
灣同胞分享發展機遇的政策不會變，為台商台企辦
實事做好事的舉措不會變。

汪洋指出，企業是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受益
者，也是祖國統一大業的建設者。希望峰會雙方
理事會團結兩岸企業界人士，觀大勢、明大義、
行大道，堅定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堅決與“台
獨”分裂勢力劃清界限，為推進祖國完全統一、
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貢獻力量。

峰會大陸方面理事長郭金龍、副理事長張平
等在南京出席年會，500多位兩岸工商界人士參
會。

台商：遠東事件不影響登陸投資
台灣遠東集團在大陸投資企業因違法違規被

依法查處，在兩岸引發軒然大波，有台灣媒體甚

至斷言這一事件會加速台商回流。不過，多位重
量級台商7日在南京出席2021兩岸企業家紫金山
峰會時表示，遠東事件只是單一事件，不會影響
到兩岸未來的交流，以及台商來大陸投資。

“遠東集團這個事件事實上是單一事件，不
會因為這樣的一個單一事件影響到兩岸未來的交
流，甚至於台商來大陸的投資。”台灣商業總會
主席、鄉林集團董事長賴正鎰說，大陸是一個充
滿商機而且蓬勃發展的這樣的市場，一起單一事
件不至於影響台資企業在大陸投資的信心。同
時，遠東事件也讓台資企業非常清楚地意識到，
堅持“九二共識”和一個中國的原則非常重要，
只有堅持這一原則，兩岸關係才能繼續和平穩定
發展。

因為疫情影響，賴正鎰今年已在大陸工作生活
半年多時間，這也讓他有機會更加深入地了解大陸
的發展。他認為，大陸對於整個國家的發展規劃和
戰略布局非常完整，像現在正在推動的“十四五”
規劃以及“一帶一路”倡議，發展方向都非常明

確，台資企業應該看到其中的機遇，積極展開布
局。“從我個人來講的話，我也是非常看好大陸的
發展。”賴正鎰以自己領導的鄉林集團為例說道，
鄉林集團計劃繼續加大在大陸的投資布局，除已經
在南京開業的涵碧樓酒店外，還計劃在蘇州、連雲
港等其他多個地方進行布局。

兩岸企業家峰會綜合合作交流推進小組台方
副召集人、台升國際集團董事長郭山輝表示，堅
持一個中國、“九二共識”，這是兩岸關係和平
穩定發展的基礎，也是兩岸企業家應有的共同使
命。他說，兩岸企業家尤其是台灣的企業家，其
實要有一個共同的信念，就是要立足中國、放眼
世界，同時也要熱愛祖國、心繫兩岸。

中國法學會副會長徐顯明進行講解，提出了工
作建議。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認真聽取了他的

講解，並進行了討論。

全面深化法治領域改革
習近平在主持學習時發表了重要講話。他指

出，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國納入
“四個全面”戰略布局予以有力推進，對全面依法
治國作出一系列重大決策部署，組建中央全面依法
治國委員會，完善黨領導立法、保證執法、支持司
法、帶頭守法制度，基本形成全面依法治國總體格
局。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全面推進依法治
國的總目標是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建
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我們抓住法治體系建設這個
總抓手，堅持黨的領導、人民當家作主、依法治國
有機統一，堅持依法治國、依法執政、依法行政共
同推進，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
建設，全面深化法治領域改革，統籌推進法律規範
體系、法治實施體系、法治監督體系、法治保障體
系和黨內法規體系建設，推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
治體系建設取得歷史性成就。

貫徹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
習近平強調，我們已經踏上了全面建設社會

主義現代化國家、向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進軍的
新征程，立足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
建新發展格局，推動高質量發展，滿足人民群眾
對民主、法治、公平、正義、安全、環境等日益
增長的要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質，促進共同富
裕，都對法治建設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建設中

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要順應事業發展需
要，堅持系統觀念，全面加以推進。

習近平指出，要堅持法治體系建設正確方向，堅
持黨的領導，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貫徹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法治理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
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必須牢牢
把握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這個定性，正確處理政治和法
治、改革和法治、依法治國和以德治國、依法治國和
依規治黨的關係，在堅持黨的全面領導、保證人民當
家作主等重大問題上做到頭腦特別清晰、立場特別堅
定。要始終堅持以人民為中心，堅持法治為了人民、
依靠人民、造福人民、保護人民，把體現人民利益、
反映人民願望、維護人民權益、增進人民福祉落實到
法治體系建設全過程。

加強國家安全等重要領域立法
習近平強調，要加強國家安全、科技創新、公

共衞生、生物安全、生態文明、防範風險等重要領
域立法，加強民生領域立法，努力健全國家治理急
需、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必備的法律
制度。要發揮依規治黨對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政治
保障作用，形成國家法律和黨內法規相輔相成的格
局。要抓住立法質量這個關鍵，深入推進科學立
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統籌立改廢釋纂，提高
立法效率，增強立法系統性、整體性、協同性。各
級立法機構和工作部門要遵循立法程序、嚴守立法
權限，切實避免越權立法、重複立法、盲目立法，
有效防止部門利益和地方保護主義影響。要健全法
律面前人人平等保障機制，維護國家法制統一、尊
嚴、權威，一切違反憲法法律的行為都必須予以追

究。各級黨組織和領導幹部都要旗幟鮮明支持司法
機關依法獨立行使職權，絕不容許利用職權干預司
法、插手案件。

習近平指出，要深化法治領域改革，圍繞讓
人民群眾在每一項法律制度、每一個執法決定、
每一宗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公平正義這個目標，
深化司法體制綜合配套改革，加快建設公正高效
權威的社會主義司法制度。要健全社會公平正義
法治保障制度，健全執法權、司法權、監察權運
行機制，健全權力制約和監督。要加快構建系統
完備、規範高效的執法司法制約監督體系，加強
對立法權、執法權、監察權、司法權的監督，健
全紀檢監察機關、公安機關、檢察機關、審判機
關、司法行政機關各司其職，偵查權、檢察權、
審判權、執行權相互制約的體制機制。要完善法
治人才培養體系，加快發展律師、公證、司法鑒
定、仲裁、調解等法律服務隊伍，深化執法司法
人員管理體制改革，着力建設一支忠於黨、忠於
國家、忠於人民、忠於法律的社會主義法治工作
隊伍。要深化政法隊伍教育整頓，繼續依法打擊
執法司法領域腐敗，推動掃黑除惡常態化。

習近平強調，各級黨委要擔負好主體責任，
聚焦重大部署、重要任務、重點工作，加強組織
領導，主動擔當作為，力戒形式主義、官僚主
義。各條戰線各個部門要齊抓共管、壓實責任、
形成合力，提高工作法治化水平。

●理論研究：要加強法治理論研究和宣
傳，加強中國特色法學學科體系、學術
體系、話語體系建設。

●人才培養：要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
思想落實到各法學學科的教材編寫和教
學工作中，努力培養造就更多具有堅定
理想信念、強烈家國情懷、扎實法學根
底的法治人才。

●律師隊伍：要加強對律師隊伍的政治引
領，教育引導廣大律師自覺遵守擁護中
國共產黨領導、擁護我國社會主義法治
等從業基本要求，努力做黨和人民滿意
的好律師。

●全民守法：要把推進全民守法作為基
礎工程，推動各級領導幹部帶頭尊法
學法守法用法，引導廣大群眾自覺守
法、遇事找法、解決問題靠法。

●講好故事：要總結我國法治體系建設
和法治實踐的經驗，闡發我國優秀傳
統法治文化，講好中國法治故事。

來源：新華社

●●20212021兩岸企業家紫金山峰會採取視頻連線方兩岸企業家紫金山峰會採取視頻連線方
式式，，在南京市和台北市同步舉行在南京市和台北市同步舉行。。

香港文匯報記者賀鵬飛香港文匯報記者賀鵬飛 攝攝

●●習近平強調習近平強調，，要加強國家安全要加強國家安全、、科技創新科技創新、、公共衞生公共衞生、、生物安全生物安全、、生態文明生態文明、、防範風險等重要領域立防範風險等重要領域立
法法，，加強民生領域立法加強民生領域立法。。圖為安徽省合肥市某街道舉辦青少年圖為安徽省合肥市某街道舉辦青少年““模擬法庭模擬法庭””活動活動。。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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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话题

商场销售耳目一新

每逢周末，位于北京朝阳区的“蓝色港湾”购物街都格外热
闹。在商场一层的显眼位置，除了珠宝首饰与化妆品等专柜外，
小鹏、蔚来、理想等多个知名新能源汽车品牌齐齐亮相，占据了
不小的销售面积。这是当下新能源汽车走进商场的一个缩影。

数月前，24岁的深圳教师温俊佑从商场中直接订购了一台新
能源汽车。谈及购车感受，他持肯定态度。“把销售场景从4S店搬
到商场里是个好主意！商场里面买汽车和买手机、服装等其他商
品一样，都是明码标价，这个关键的细节就比传统 4S 店简单透
明。”温俊佑说。

成都小伙子张一潇也对新能源汽车“进商场”表现出浓厚的
兴趣。“从购买方式来说，4S店通常面积比较大，车型更全面，但
位置会比较远，往往在城市的近郊，不如在商场直接挑选方便。
周末逛个街，就可以顺便货比三家挑挑车了。”张一潇说，新能源
车更环保，他已准备去商场考察一下新能源汽车。

为何到商场设置销售区？从事新能源汽车销售的杨经理介
绍说，新能源车企进商场，目的主要是为了让更多潜在消费者
感受到新科技，直接面对产品、了解产品，挖掘更多新用户。

“消费者进店后，我们会介绍新能源车的优势、特点等，还会让
用户去直接试车。如果消费者看上某款车，可以从官网直接下
单购买。对车企来说，很多时候在商场里售卖会比开 4S 店节省
一些租金。”他说。

上海购物中心协会品牌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杜斌表示，近两年
购物中心逐渐成为造车新势力开店的首选，这与购物中心客流
量、开店成本和便利性等方面的优势相关。大中城市的购物中心
是一站式的消费场所，大量消费者习惯去购物中心休闲消费，这
就使得购物中心的客流充足，可以起到推广品牌的作用。此外，
随着居民收入提高、汽车价格更加亲民，汽车消费也逐渐平民
化。逛街时顺便看看有哪些新车型，成为不少年轻人的选择。而
从购物中心的角度看，越是业态丰富的商场，如包括购物、餐
饮、阅读、娱乐、亲子活动为一体的购物中心，越容易吸引客流
量。所以，不少商场在招商时会主动对接车企。

车企发力直营模式

汽车进商场卖，反映出新能源车销售模式的转变。
车企更倾向于细分客户、全渠道销售。“目前极狐产品是全

渠道销售，不同渠道模式为客户提供不同的服务。”北汽新能源
副总经理、极狐汽车副总裁王秋凤说。“比如，极狐空间是商场
店，因其地理位置处于核心商圈，为客户看车、试驾提供了很大
便利。购车客户如果要进行售后服务，则可以去极狐中心，即4S
店。总体来看，与传统 4S 店相比，极狐空间由于建在核心商圈，
引流效果好、客户抵达的时间成本更低，更有利于为客户提供生
活化的体验场景。”

越来越多的车企发力直营模式。吉利控股集团今年推出了高
端智能纯电品牌“极氪”。10 月下旬，极氪首款产品“ZEEKR
001”量产车型下线并于 10月 23日开启交付。据吉利相关负责人
介绍，极氪采用直营模式，建立了完整的用户服务网络，依靠极
氪中心、极氪空间、服务中心、交付中心、线上社交中心提供售
前售中售后全方位服务。目前全国首家极氪中心在杭州开业，首
批极氪空间也在杭州、天津、广州和深圳等地先后开业，后续极
氪空间还将在更多的城市铺开。

“与传统4S店相比，商场专营店直销的模式有着三方面优点。
一是相比于传统的等客户上门和电话邀约看车，开设在商场的专
营店具备更高的客户转化率；二是在逛街时直接体验全新的产
品，为越来越多的年轻消费群体所青睐；三是相比于传统4S店的
重资产模式，商场专营店直销从市场营销广告投放和消费线索获
取等性价比角度来看优势更大。”该负责人说。

福特汽车 （中国） 电动车事业部总经理柯福明说，中国是全
球最活跃的新能源汽车市场，在很多方面达到了引领全球电动车

发展方向的高度，销售方式的创新也为国内外所关注。目前，福
特在华已采用全新直销业务模式，由来自原有经销商网络中的优
质合作伙伴参与建设直销店。福特电动车的直销门店已有 16 家，
2021年内计划达到25家，5年内有望超过100家。柯福明透露，未
来，福特的新款传奇智能电动车将在“Ford Select 直销网络”下
销售并提供服务，让技术更好地服务于用户。

汽车功能改变带来销售转型

为何是新能源车而非燃油车更多地选择在商场售卖？
王秋凤解释，新能源汽车的产品构造与燃油车不同，纯电动车

没有发动机、变速箱，因此车辆的保养需求减少，对售后需求相应
减少。鉴于此，新能源汽车具备了像智能手机、电脑一样销售的条
件，从而推动了新能源汽车销售渠道的多元化。4S店仍然是有需求
的，但不再需要那么多。

柯福明举例，福特刚刚推出的“Mustang Mach-E”车的直
销模式与智能手机、电脑的销售模式具有可比性。例如，福特
Mustang Mach-E 智能驾驶辅助硬件全系前装，如同笔记本电脑
一样，用户在用车周期中可以通过订阅驾驶辅助升级包获得辅
助驾驶能力。“从这个角度上说，汽车在功能上的改变驱动了汽
车销售模式的转型。”柯福明表示。

途虎养车相关负责人表示，4S店体系始终被认为是传统燃油
车销售市场中效果较好的模式。

如今，随着新能源汽车动力体系的大幅改变，后期的维护保
养程序减少，4S店的售后功能相应削弱。特别是纯电动新能源车
没有发动机和变速箱的动力总成，不需要更换火花塞，换机油机
滤。因此，新能源汽车售后的业务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对新能
源汽车的用户来说，电池、电机和电控系统是核心，这些部位也
需要维护，但更多保养是在常规保养方面，相比传统燃油车要简
单。

“目前，途虎养车已经和零跑、极狐等多个主机厂展开深度合
作，切入到新能源车主用车、养车和复购等全流程全周期领域，
并陆续发力动力电池、汽车美容和改装升级领域，满足车主新需
求。”该负责人说。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数字经济研究院执行院长盘和林认为，新
能源车销售知识门槛降低也是销售模式转变的重要原因。新能源
汽车部件数量减少且趋于模块化整合，此时销售人员不再需要掌
握大量详细的参数，也就不再过多依赖 4S店，而是向“专柜+在
线销售”转型。他表示，“新能源汽车的售后仍然很重要，包括机
械故障、系统升级等，依然需要强大的售后网络予以支撑、做好服
务”。而随着新能源汽车内部智能网联水平提升，用户将更加关注
软件性能，未来智能网联电动车的销售焦点将从过去的围绕硬件展
开转向以软件为主，这必将在更深层次改变汽车的销售模式。

销售模式悄然变化，更多新能源汽车品牌将卖场设置在大型商场——

新能源汽车为何青睐“进商场”？
王俊岭 焦思雨

新能源汽车正成为越来越多消费者的选择。不久前，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
今年1—10月，全国新能源汽车累计销售254.2万辆，同比增长176.6%。

新能源汽车的销售模式也在悄然变化。相对于传统燃油车主要通过4S店进行销售，越来越多的
新能源汽车品牌选择将卖场设置在大型商场和购物中心，采取“直营门店”方式，像智能手机、笔
记本电脑等电子产品一样供消费者进店直接挑选。对此，多位业内人士指出，这一变化反映出新技
术变革下，汽车市场供需两端都正在迎来新的趋势。

▲图为 12 月 3 日一早，位
于北京市朝阳区金地广场的小
鹏汽车专卖店内，工作人员正
在对展示车型进行检查，准备
开张迎客。

本报记者 王俊岭摄

▶ 客 流 量 密 集 的 大 型 商
场，成为不少新年能源汽车卖
场的重要选择。图为 11 月 27
日，位于湖南长沙大悦城内的
极狐汽车展示区，前来询问的
客人络绎不绝。

极狐汽车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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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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

AARP樂齡會熱烈呈獻 『以冠軍思維領導』 (Leading with a Champion Mind)：
由Apolo Ohno、Kristi Yamaguchi 及 Alex 和 Maia Shibutani 領導的的奧運健兒座談會
美國亞裔冬奧會選手分享韌性如何塑造他們的職業生涯

在經歷了 COVID-19 的 『雙重大流行』
和反亞裔仇恨的興起充滿挑戰的一年之後，
AARP 樂齡會即將呈獻一場名為 『以冠軍思
維領導』 (Leading with a Champion Mind) 的
網上座談會，本次活動誠邀了幾位體現韌性
和卓越的美國亞裔奧運選手，以慶祝美國亞
裔人和太平洋島民（AAPI)社區的實力。

AARP樂齡會歡迎各位熱烈參與將於12
月 16 日星期四下午 3 時 (東岸時間) 舉辦的
網上活動並展開對話。活動將由前速滑運動
奧運冠軍得主Apolo Ohno主持, 其他參與座
談會的嘉賓包括：花式滑冰奧運冠軍得主
Kristi Yamaguchi和兩屆花式滑冰奧運銅牌得
主Alex 和Maia Shibutani 。屆時AARP樂齡
會多元化、公平和包容辦公室高級顧問 Ron
Mori 將致歡迎辭。

『AARP樂齡會很榮幸能將四位美國奧
運選手聚集在一起，他們作為亞裔美國人的
獨特生活經歷有助於提高我們 AAPI 社區的
知名度和代表性，』 AARP 樂齡會多元化、
公平和包容、美國亞裔人和太平洋島民受眾
策略之副總裁 Daphne Kwok 說。 『在我們
為 AAPI 結束艱難的一年之際，我們希望分
享我們的美國亞裔奧運選手用來堅持克服生
活挑戰並取得成功的韌性和實力的技能。 』

如要登記並了解有關該活動的更多信息
， 請 瀏 覽 https://aarp.cventevents.com/
Champions.

『以冠軍思維領導 』 (Leading with a
Champion Mind) 是 AARP 樂齡會承諾履行
全國廣告商協會包容性多元文化營銷聯盟承
諾的一部分，以建立更具包容性的社區。要

成為旅程的一部分並了解即將舉行的活動，
請 在 Facebook (@AARPAAPI) 和 Twitter
(@AARPAAPI) 上參加 AARP AAPI 社區。

關於AARP樂齡會: AARP樂齡會是美國
最大的非營利性、無黨派組織，致力於幫助
和激勵50歲以上的人群享有自我選擇的生活
方式。 AARP樂齡會在全國範圍內擁有近
3800萬成員，它鞏固並加強社區，倡導對家
庭最重要的事情：健康保障，財務穩定和個
人成就感。 AARP樂齡會還發行全國最大的
發行出版物：《AARP 樂齡會雜誌》和
《AARP樂齡會簡報》。了解更多信息，請
訪問中文官網chinese.aarp.org或關注AARP
樂齡會微信公眾號 。

休士頓中華保健中心 休士頓中華保健中心2021 慶生會暨健康講座
主講：李成純如 Alice Lee 講題：節日人身安全注意事項主講：彭代珣中醫師講題：五十肩的預防和治療 如何建立良好的姿勢， 預防

老化和保持年輕體態 餘興節目: 中華保健中心卡拉ok班抽獎日期：12 月11日星期六

哈里斯縣警察局、德州聖湯瑪斯大學與文藻外語
大學華語中心、與休士頓西南管理區攜手合作，於今
年底開設了警用華語專班，培養大休斯頓地區的華語
人才。本週三，華語班的警官來到休士頓

在休士頓西南管理區，活動當天警員們先是到了
休士頓敦煌廣場小火鍋店品嘗亞洲街邊小吃、學習使
用筷子。接著到了廣場附近的Hilton旅館參觀、聆聽
中國城治安現況分享。最後，前往中國城店家享受剉冰、珍珠奶茶等小
點心。警員們手拿上課講義、努力用中文點飲料的場景，讓許多亞裔民
眾看得目不轉睛。

德州聖湯瑪斯大學與文藻外語大學華語中心、與哈里斯縣警察局合
力促成了此次警用中文課，首屆中文課有28名人員參加進修，由聖湯瑪
斯大學中文講師蕭永群擔任教師，她表示希望透過寓教於樂的方式，讓
警員以愉快的方式學習一項新語言，未來有助於與華裔社區的溝通，此
次戶外教學亦是以此為宗旨。

在此之前，許多警員表示： 「過去都沒有來過休士頓中國城，很驚
訝這裡變得如此熱鬧。」 並分享這次參訪使他們獲益良多。

哈里斯縣警察局警用華語專班中國城戶外教學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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