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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疫情期間，美國亞裔族
群集結上街，反對仇恨亞裔的暴力事件
；南加州一群女性候選人串連結盟，目
標2022年選舉，強化亞裔女性參政力量
，在決策桌上占有一席之地。

儘管美國已選出史上首名具亞非裔
血統的女性副總統賀錦麗（Kamala Harris
），政治新聞媒體Politico在5月指出，
人口成長快速的亞洲及太平洋島民裔
（AAPI）族群在政壇發言權仍低，民選
官員人數不到1%。

反思民主運動（Reflective Democra-
cy Campaign）報告指出，儘管於2020年
中的統計AAPI族群占全美人口6.1%，但
各層級政府中具AAPI背景的民選領袖只
占0.9%，其中女性僅1/3。

準備在明年爭取連任的洛杉磯山景
學區（Mountain View School District）教
育委員會委員吳孟臻（Cindy Wu）14日
與 3 名女性候選人舉行記者會，對外募
款支持亞裔女性候選人。

來自台灣的吳孟臻是第一代移民，

她說年幼時到美國一句英文都不會講，
原是房地產經紀人的她投身公眾事務，
選上教委 3 年之後，體認到亞裔要爭取
權益，必須積極參與政治，特別是女性
。

吳孟臻說： 「最近幾年我們看到影
視產業改革，更多亞裔臉孔在美國的電
視、電影中出現，在政壇上需要更多人
像我們一樣站出來，讓孩子有學習的對
象。」

爭亞裔權益非口號 女性從政盼從基層改變美政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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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內亞共和國駐休斯敦名譽總領事
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When the tornado outbreak
across eight states hit, many
were left with only the clothes on

their backs. Overall, at least 88
people were killed in the violent
storms in the Midwest and South.

At least 50 tornado reports were
made across eight states.

Kentucky First Lady Britainy
Beshear announced a toy drive
for children in the state and said,
“They’ve lost everything
including their homes and maybe
even someone they love. With
your help we can make this
season a little easier for those
who are hurting by donating a toy
book or gift card to bring them
some hope and joy during the
holidays.”

Today we are joining her mission
and have prepared some toys
and gifts and brought them to the
Gallery Furniture store to let
them bring these toys to
Kentucky.

My wife and I went to graduate
school at Lamar University
located in Beaumont, Texas. We
had our host family that really
gave us so much support and
warmest love. The City of
Beaumont, like the City of
Mayfield, Kentucky, that now
needs our love, gave us many
good memories.

Today we are here to make this
land our home. We wanted to
contribute to our community
however we could.

Our love and blessings go out to
those people who are suffering
because of this tragedy.

1212//1616//20212021

We Send Our Love ToWe Send Our Love To
Mayfield, KentuckyMayfield, Kentucky

上週末一股強大的颶風横掃了美國中
西部六大州近百人在瞬間失去生命，許
多小鎮被吹得慘不忍睹，尤其是肯塔基
州梅菲市一家焟燭工廠被夷為平地，死
傷慘重，令人鼻酸悲慟。

犹記我們當年在德州波芒市上硏究所
的學生歲月，這個位於休斯敦數十哩的
石油小鎮，其面積和梅菲市相似，當地
民風純樸，曾經是美國發現石油之笫一
個小鎮，當時學校都為我們外國学生安
排有「寄住」家庭，我們雖然不住在那
裡，但是這對年輕的律師夫婦経常會在
過節時邀請我們去做客，對於離鄉背景

的遊子也得到無比的慰藉。
午夜夢迥，我們经常回憶到小城善

良好客的居民，也會聯想到上週被龍捲
風蹂躝的梅菲市。

今天我們準備了些玩具、食物、飲
料送到休斯敦四十五號公路旁的格羅里傢
俱店，搭乘他的大卡車直奔肯塔肯梅菲
市，向災民畧表心意。

回想多年來我們一路走来，從那個
純樸小鎮居民們的關懷相助，心中永存
感激。

誏我們一起來關心自己的社區和這塊
落地生根的土地吧。

送愛到肯塔基送愛到肯塔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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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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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政府今天表示，法國從本週末開始，
將禁止往返英國的非必要旅行，以減緩 COV-
ID-19（2019冠狀病毒疾病）變異株Omicron傳
播。Omicron發威，英國昨天新增確診病例創新
高。

法國政府在聲明中表示，18 日午夜開始，
「往返英國將需要提供必要原因，包括未接種

和已完整接種疫苗者在內…民眾不能以觀光或
工作的原因旅行」。

根據聲明： 「面對Omicron變異株在英國極
為快速蔓延，法國政府選擇再度實施出於必要

原因，才能往來英國的舉措。」
聲明也指出，法國公民和歐盟國家國民仍

可以從英國返回法國。
法國政府發言人艾塔爾（Gabriel Attal）向

法國BFM電視台（BFMTV）表示： 「我們將建
立一個控制系統，比我們現有的系統更為嚴格
。」

艾塔爾說，這個政策目的是 「收緊網絡」
，放慢Omicron病例抵達法國的速度，讓法國有
足夠時間為更多人施打疫苗追加劑。

Omicron肆虐 法國將禁往返英國非必要旅行

紐約政治風險諮詢公司 Vizier Consulting 總裁拉菲格（Arif
Rafiq），14日投書《外交政策》。文中直指原本中國大陸的一
帶一路計畫，打算將巴基斯坦瓜達爾港納為中巴經濟走廊關鍵節
點；然而，從巴國的角度來看，由於誤判北京對麻六甲困境的想
法、忽略兩國政治體制根本的不同、不適當的戰略、錯估瓜達爾
優勢，這些因素讓瓜達爾無緣成為南亞新加坡。

為何 「一帶一路」無法改變瓜達爾，反而因更大的期望帶來
更大的失望；作者認為，失利的責任歸咎於巴基斯坦政府。巴國
政府採取根本不適合瓜達爾，且有缺陷的戰略；更糟的是，這項
戰略建立在一連串錯誤的假設之上。

首先，巴基斯坦誤判瓜達爾對中國大陸的重要性。巴國認為
該港在北京的利益中，占據關鍵地位；特別是能幫助北京降低對
麻六甲海峽進口能源的依賴。

但是，美國海軍戰爭學院2020年的一項研究顯示，大陸國
內分析界認為，想要假道巴基斯坦建立通往新疆的陸上能源管道
，就經濟而言並不可行。甚至，對於北京是否正面臨 「麻六甲困
境」，大陸的戰略社群也有不認同的聲音存在。

但類似的討論很少出現在巴國之內。原因之一是儘管巴基斯
坦與中國大陸建立密切的戰略夥伴關係，卻缺乏真正了解中國大
陸的專家。甚至，在巴基斯坦的分析師中，部分是領取北京經費
，其論述堅持官方論點。也因此，每當北京政策與偏好發生改變
，巴基斯坦官員都會被蒙在鼓裡。

第二，包含巴基斯坦、吉
布地（Djibouti）、肯亞與斯里
蘭卡，都假定北京的深圳模式
不但可以複製，甚至是隨套即
用；卻忽略大陸與巴基斯坦根
本不同性質。大陸是專制、階
級森嚴且快速發展的國家。相較之下，巴基斯坦只能算半民主而
又崩解的食租國(rentier state，指政府收入主要依靠外來財源而非
稅收的國家)，整個政府更充斥著犯罪與無能。

文中指出，巴基斯坦政府缺乏在全球經濟體系中，創造價值
的意願；相反的，它的主要依賴外國援助者與民眾處獲利。該國
政府對任何形式的政策改革都猶豫不決；光看瓜達爾，巴國政府
花了數年時間才通過法律，給予港口、自由區免稅，而這又是吸
引外國直接投資的關鍵。

第三，巴基斯坦對瓜達爾的戰略不適合當地。瓜達爾的經濟
成長幾乎沒有惠及當地人，但俾路支省卻是巴國最貧窮的省分。
自建國以來，俾路支省多次遭到分裂主義的叛亂攻擊。

雪上加霜的是，隨著大陸經營瓜達爾，當地就謠傳大陸公民
即將湧入的說法，加劇俾路支人憂心自己為外來資本與勞動力取
代。儘管這類說法空穴來風，可是在鄰近省份中，大陸漁船數量
激增，這些拖網漁船竭澤而漁的模式正破壞當地收入，也讓俾路
支省對陸資心存畏懼。

儘管中巴經濟走廊在瓜達爾的計畫中，也包含出資擴建醫療
急救中心；但對一個人口接近10萬的地區而言，這無疑杯水車
薪。至於重大建設項目，包含職業訓練中心、醫療院所、海水淨
化場，則不是工程延宕，就是縮小規模，甚至是放棄計畫。考慮
到俾路支省與巴國中央政府關係緊張，伊斯蘭堡其實應該先進行
基礎建設項目，特別是清潔飲用水。

第四，巴國政府錯誤評估瓜達爾的自然優勢，最後在錯誤的
基礎上擬定瓜達爾計畫。在巴國政府的想定中，瓜達爾將成為服
務巴基斯坦、阿富汗、中亞等國，甚至是遍及新疆腹地的 「門戶
港」。但瓜達爾地處偏遠，巴基斯坦已有喀拉蚩港（Karachi）與
卡西姆港（Port Qasim）；與這兩個競爭對手相比，瓜達爾的成
本與效率根本無法比擬。

不過，文章也指出，如果將瓜達爾港疏濬至20公尺深，將
成為潛力非凡的轉運點。事實上，在一開始的建設評估中，專家
也認為瓜達爾與中亞國家的過境貿易不具潛力；但從長遠來看，
則頗有轉運前景。

一帶一路受挫於巴基斯坦海港 專家：與麻六甲困境有關

美國智庫專家15日指出，由於美國民航機
構認定，特定頻率的5G訊號會對航空機系統造
成影響，規定在受到該類訊號干擾時，不得使
用對儀器飛行至關重要的無線電高度儀（Radio
Altimeter），導致美國電信商於2022年1月開通
新5G服務後，將嚴重影響美國國內航班的運作
。

美國聯邦航空總署（FAA）認定，在機場
附近的5G行動通信基地臺，會對航空機的無線
電高度儀造成影響，因此下令所有商業或私人
航班在受到5G訊號干擾時，不得參照無線電高
度儀進行飛行，該指令預計2022年1月4日生效
。

由於美國無線業者暨寬頻巨擘 AT&T 和該

國最大電信商威瑞森公司
（Verizon）將於 1 月 5 日
開通5G服務，代表若聯邦
航空總署未在數週內修改

命令，當天起全美航空業都會受到影響，整年
可能影響達50萬航班，迫使其繞道、改降其他
機場甚至面臨取消。

美國安全智庫 「列克星頓研究所」（Lex-
ington Institute）營運長（COO）湯普森（Lo-
ren Thompson）指出，無線電高度儀對飛航安
全至關重要，尤其在天氣不佳或深夜航班準備

降落時，若該儀器出現問題，將導致錯誤資料
對飛機的整體系統造成影響，可能導致 「災難
性後果」。

湯普森表示，更換現有高度儀、改變5G頻
率或降低行動通信基地臺的功率，都能最大程
度地減少干擾問題，不過全面更換無線電高度
儀可能需要10年，AT&T和威瑞森也難以改變
現有5G頻率，長時間降低基地臺功率又會影響
5G技術發展，不利於與中國大陸等競爭，讓美
國政府找不到有效的解決方法。

5G將重創美國這產業 專家承認：問題難以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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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確診感染
奧密克戎毒株人數升至5人

綜合報導 巴西聯邦區衛生廳通報稱，該區確診兩例奧密克戎(Omi-

cron)毒株感染病例，感染者近期有非洲旅行史。至此，巴西確診感染奧

密克戎毒株人數升至5人。

巴西聯邦區衛生廳表示，兩名感染者于11月27日搭乘南非航班抵

達巴西聖保羅瓜魯柳斯國際機場。隨後，這兩名並非來自同一個家庭的

乘客飛往首都巴西利亞。12月2日，聯邦區衛生部門確診這兩人感染了

奧密克戎毒株。目前，一名感染者有症狀，另一名無症狀，兩人均被隔

離。此外，同一航班上的66名乘客也受到監控。

截至目前，巴西境內已出現5例奧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前3例均

出現在聖保羅州，且感染者均有非洲旅行史。

聖保羅州州長若昂· 多利亞(Joao Doria)2日宣布，爲防範奧密克戎毒

株傳播，該州決定取消原定于12月11日起實施的戶外環境不必強制戴

口罩的放寬措施。

聖保羅市政府布，取消該市2022年新年跨年慶祝活動。截至目前，

巴西已有至少16個州首府城市宣布取消2022年元旦慶祝活動。

巴西衛生部長馬塞洛· 奎羅加(Marcelo Queiroga)當天表示，民衆要信

任衛生部門的防疫措施，當前針對奧密克戎毒株的主要防控措施仍是接

種新冠疫苗。

巴西衛生部公布的數據顯示，當天巴西新增新冠肺炎確診病例

12910例，累計確診22118782例；新增死亡病例215例，累計死亡615179

例；累計治愈21351505例。

據巴西媒體統計，截至2日20時，巴西全國已有74.7%的人口接種

了一劑新冠疫苗，有63.36%的人口已完成完整疫苗接種。

法國累計確診病例821萬
法總理籲民眾在聖誕節遵守防疫措施

綜合報導 法國新冠肺炎累計確診病例達821萬例，法國總理卡斯泰

呼籲民衆在聖誕節遵守防疫措施。

根據法國官方數據，法國單日新增確診病例53720例，累計確診病

例超過821萬例，爲8214844例。法國累計死亡病例現爲120383例，新增

死亡病例65例。法國新冠住院患者人數現爲13855人；重症患者人數爲

2539人。

全法新冠發病率現已升至每 10萬居民中有 496名感染者，已接

近法國去年 10 月第二波疫情高峰時的水平。法國新冠病毒檢測陽

性率現爲6.7%，仍低于第二波疫情高峰時的病毒檢測陽性率。

法國總理卡斯泰表示，確保聖誕節假期順利進行是每個人的責任

。他呼籲民衆在聖誕節期間能夠遵守防疫措施，並要求民衆繼續加

快接種第三劑新冠疫苗，以應對疫情持續反彈。

卡斯泰認爲，爲5到11歲兒童接種疫苗是必要的，如果兒童感染

病毒，即使沒有成爲重症患者，但依然是病毒傳播者。卡斯泰表示

，他數周前曾被11歲女兒傳染病毒，但由于他之前已接種疫苗，因

此症狀輕微。官方數據顯示，法國6到10歲兒童的新冠發病率已達每

10萬人中有989名感染者。

卡斯泰表示，他本周末視察了法國東部城市斯特拉斯堡的醫療

衛生機構和聖誕市場，對當地防疫措施的落實情況表示滿意。他強

調要繼續使用好健康通行證，同時要嚴格落實各項防疫措施。

法國官方數據稱，法國目前已有5227萬人接種至少一劑疫苗，

約占法國人口的77.5%；已有5120萬人完成兩劑接種，約占法國人口

的76%；已有1431萬人接種第三劑疫苗。

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傳播！
世衛警告不要低估奧密克戎

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透露，奧密

克戎毒株現已存在于77個國家和地區，

正在以在以前的任何變體中都沒有見過

的速度傳播。他指出，將這一新冠變體

視爲“溫和的”將是一個錯誤。

不要低估奧密克戎
譚德塞說：“奧密克戎正在以我們

在以前的任何變體中都沒有見過的

速度傳播。我們擔心人們認爲奧密

克戎是溫和的。當然，我們現在已

經知道，我們低估了這種病毒對我

們的危害。”

“即使奧密克戎確實僅導致不太嚴

重的疾病，病例數量之多也可能再次使

毫無准備的衛生系統不堪重負。我需要

非常清楚地指明：僅靠疫苗無法讓任何

國家擺脫這場危機。各國可以——而且

必須——通過今天有效的措施來防止奧

密克戎的傳播。”他說。

采取一切防疫措施
譚德塞警告說，就阻止大流行的策

略“挑肥揀瘦”是錯誤的做法。他強調

：“這不是有關疫苗，而是要保持社交

距離。這不是有關疫苗，而是需要通風

或保持手部衛生。采取這一切措施。堅

持這樣做。好好地做。”

他說，在過去10周內，新冠疫苗獲

取機制運送的疫苗數量，超過了今年前9

個月的總和，大多數國家在獲得疫苗後

立即投入了使用。

他說：“一小部分國家在推出疫苗

和迅速擴大規模方面面臨挑戰，世衛組

織和我們的合作夥伴正在與這些國家密

切合作以克服瓶頸。雖然我們預計供應

將進一步改善，但無法保證，而且我們

來之不易的收益是脆弱的。”

優先考慮最脆弱的人
譚德塞說：“我們將共同確保衛

生工作者、老年人和其他高危人群接

種主要疫苗劑量，從而挽救最多的生

命。”

“在大多數國家，住院和死亡的都

是那些沒有接種疫苗的人。因此，優先

事項必須是爲未接種疫苗的人接種疫苗

，即使在最容易獲得疫苗的國家也是如

此。”他指出，爲了全球遏制大流行的

努力，每個國家的首要任務“必須是保

護受保護最少的人，而不是受保護最多

的人。”

目前，大約41個國家仍然無法爲其

10%的人口接種疫苗，98個國家尚未達

到40%。譚德塞強調：“如果我們結束

不平等，我們就會結束大流行。如果我

們允許不平等繼續下去，我們就會允許

大流行繼續下去。”

俄羅斯和西方可能爆發沖突
俄副外長：北約若不回應將導致新對抗

綜合報導 俄烏邊境局勢持續緊張，

繼“普拜會”之後，俄羅斯總統普京與英

國首相約翰遜通話。普京敦促西方立即和

俄羅斯進行談判，制定法律文件防止北約

進一步東擴。這位俄羅斯總統表示，莫斯

科近期將向西方國家提供相關文件草案。

就在俄英領導人通話當天，俄副外長裏亞

布科夫警告說，如果北約不回應莫斯科關

于安全保障的要求，可能導致新一輪對抗。

與其他西方國家領導人一樣，約翰遜在

和普京的通話中，對俄羅斯在烏克蘭邊境附

近的大規模軍事行動表示擔憂。據路透社報

道，約翰遜強調英國支持烏克蘭主權和領土

完整，稱任何破壞烏克蘭穩定的行動都將是

戰略錯誤，將給俄羅斯帶來嚴重後果。這位

英國首相還重申通過外交渠道緩解緊張局勢

並找到持久解決方案的重要性。

克裏姆林宮網站發布的信息顯示，在

約翰遜表達擔憂後，普京舉例說明烏克蘭

破壞明斯克協議的行爲，稱烏當局在衝突

地區使用明斯克協議所禁止的重型武器和

攻擊型無人機，故意加劇接觸線的局勢緊

張。普京強調，這一切都發生在北約對烏

克蘭領土進行積極的軍事“探索”之際，

這對俄羅斯的安全構成直接威脅。考慮到

這一點，這位俄羅斯總統表示，西方國家

和俄羅斯有必要立即開始談判，制定明確

的國際法律協議，排除北約進一步東擴的

可能性並禁止該組織在俄鄰國(主要是烏克

蘭)部署對俄構成威脅的武器。

普京稱，俄羅斯近期將向西方國家提

供文件草案，以實現上述目的。俄羅斯聯

邦委員會（議會上院）向俄《消息報》透

露，普京所說的文件草案可能要求北約基

于“各國不能以犧牲其他國家爲代價來加

強自身的防禦”這一原則

，向俄方提供安全保障。

近期，俄烏邊境局勢

不斷緊張，莫斯科和烏克

蘭都指責對方在邊境地區

部署重兵。爲向俄羅斯施

壓，西方國家在黑海地區

舉行軍演。普京此前警告

說，北約在黑海水域的計

劃外演習中出動戰略航空

兵並使用實戰武器，這是

對俄羅斯的重大挑戰。不

過這並未阻止西方國家加

強在黑海地區的活動。據俄羅斯衛星通訊

社14日報道，俄國防部表示，裝備有導彈

的法國護衛艦“奧弗涅”號進入黑海，俄

黑海艦隊正在監視該艦。

除了在軍事方面對俄羅斯進行“震懾”

外，西方國家還多次舉行會議，就俄烏邊境局

勢向俄羅斯施壓。多個西方國家領導人警

告說，如果俄羅斯“入侵”烏克蘭，莫斯

科將付出沈重代價。另報道，在舉行七國

集團外長會議警告俄羅斯後，歐盟國家外

長周一開會決定，對俄羅斯私營軍事實體

瓦格納組織及與其有關聯的8名個人和3家

實體實施制裁，以遏制該組織對烏克蘭的

“攻擊”。

俄羅斯多次否認計劃“入侵”烏克蘭

。爲緩和局勢，12月10日，俄外交部就與

西方國家開展安全保障對話發表聲明，呼

籲北約對俄方此前有關緩解歐洲緊張局勢

的提議做出具體回應，並表示俄羅斯目前

已經暫停在歐洲部署陸基中程導彈，希望

美國也加入這一行動。

英國《衛報》報道稱，俄副外長裏亞

布科夫表示，如果以美國爲首的北約不回

應莫斯科關于安全保障的要求，可能導致

新一輪對抗。他表示，如果不能通過政治和

外交手段解決這一問題，那俄羅斯將在軍事

和軍事技術層面進行回應。裏亞布科夫還指

責北約計劃在歐洲部署中程核導彈。他表示

，美國上個月重新啓用第56炮兵司令部。

該司令部在1991年解散前一直負責在歐洲

部署導彈。美國及其他北約國家的行動讓

莫斯科相信，美國正在准備重演 1962 年

將世界帶到核戰爭邊緣的導彈危機。裏亞

布科夫稱，爲應對這一威脅，俄羅斯可能

會被迫在歐洲部署中程核導彈。

俄烏邊境緊張局勢升級讓一些人認爲，

俄羅斯和西方國家可能爆發衝突。烏克蘭基

輔政治研究和衝突學中心主任波格雷賓斯基

稱，西方國家已經開始爲俄烏邊境局勢降溫

。美國負責歐洲和歐亞事務的助理國務卿唐

弗裏德13日至15日對烏俄進行訪問。他周

三將在莫斯科與裏亞布科夫等俄官員會面，

之後將前往布魯塞爾與歐盟國家就如何通過

外交途徑解決俄烏邊境問題進行磋商。

最新研究揭示鍛煉如何有益大腦：提高具保護作用抗炎因子水平

綜合報導 國際著名學術期

刊《自然》最新發表一篇神經

科學研究論文，科研人員通過

一項小鼠研究發現，鍛煉能提

高那些或對大腦具有保護作用

的抗炎因子水平。

該研究表明，如果將這

些抗炎因子轉移到不鍛煉的

小鼠體內，也能提高它們的

學習和記憶力；一小組認知

損害患者在堅持鍛煉6個月後

，體內這些抗炎因子也會有所

增加。這一研究結果對身體鍛

煉如何有益大腦的機制提出了

新的見解。

據介紹，雖然鍛煉對大腦

和認知功能的益處已是衆所周

知，但其背後的機制一直有待

闡明。爲確定鍛煉是否能讓血

漿中有益腦功能健康的因子水

平上升，論文通訊作者、美國

斯坦福大學醫學院托尼· 維斯·

科雷(Tony Wyss-Coray)和同事

從不運動的小鼠和使用跑步機

28天的小鼠體內分別采集了血

漿，並將這些血漿注射到不運

動的年輕小鼠體內。

他們研究發現，注射了跑

步小鼠血漿的小鼠，其海馬細

胞增殖和存活率顯著增加，這

與在運動小鼠體內觀察到的由

跑步産生的直接效應類似。注

射了跑步小鼠血漿的小鼠，其

環境和空間的學習以及記憶力

也有所增強。

論文作者對這些血漿進行

了蛋白質組學分析，並發現特

定因子在鍛煉産生的抗炎作用

中起到關鍵作用，比如簇集蛋

白(clusterin)。靜脈注射簇集蛋

白在急性大腦炎症小鼠模型和

阿爾茨海默病小鼠模型中均表

現出抗炎作用。

他們還發現，在進行6個

月的身體鍛煉幹預後，20名輕

度認知損害患者血漿中的簇集

蛋白水平有所上升。

這項研究結果表明，血漿

中可能存在對大腦有益的可轉

移的抗炎“運動因子”，可爲

開發阿爾茨海默病這類疾病的

治療手段指出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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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川普幕僚長面臨藐視國會罪
先狀告眾院議長與調查委員

美國當局今天公布數千頁前總統約翰‧甘
迺迪（John F Kennedy）遇刺案機密文件，儘
管官方早定調他是被歐斯華（Lee Harvey Os-
wald）槍殺，案情仍疑點重重，衍生不少陰謀
論。

中央情報局（CIA）與聯邦調查局（FBI
）檔案顯示，美國調查人員既深且廣地佈網，
想查出歐斯華1963年11月22日是否與人共謀
犯下這起震驚世界的槍擊案。

文件顯示，從蘇聯情報部門、非洲共產黨
組織，到義大利黑手黨，調查人員追查各種線
索。文件也顯示美國耗盡心力試圖監視並影響
古巴卡斯楚（Fidel Castro）的共產黨政府。歐
斯華在古巴有熟人，甘迺迪也曾試圖推翻卡斯

楚政府。
今天釋出的1491份文件張貼在國家檔案局

（National Archives）約翰‧甘迺迪遇刺檔案
（JFK Assassination Records）頁面，其中包括
許多長篇報告。國家檔案局原本就有數以萬計
與甘迺迪之死及後續調查相關列表。

甘迺迪遇刺案陰謀論滿天飛，許多人不接
受歐斯華獨力犯案的說法，一些人認為身為共
產主義同情者的歐斯華是被古巴或蘇聯唆使犯
案，也有人仍認為，甘迺迪的政治對手可能是
這起行刺案的根源。

4年前，時任總統川普受到1992年的法律
約束，將遭到美國情報機關扣住的遇刺案部分
資料解密。

甘迺迪遇刺案再度解密 美釋數千頁機密檔案

疫情期間，美國亞裔族群集結上街，反對
仇恨亞裔的暴力事件；南加州一群女性候選人
串連結盟，目標 2022 年選舉，強化亞裔女性
參政力量，在決策桌上占有一席之地。

儘管美國已選出史上首名具亞非裔血統的
女性副總統賀錦麗（Kamala Harris），政治新
聞媒體Politico在5月指出，人口成長快速的亞
洲及太平洋島民裔（AAPI）族群在政壇發言
權仍低，民選官員人數不到1%。

反 思 民 主 運 動 （Reflective Democracy
Campaign）報告指出，儘管於 2020 年中的統
計AAPI族群占全美人口6.1%，但各層級政府
中具AAPI背景的民選領袖只占0.9%，其中女
性僅1/3。

準備在明年爭取連任的洛杉磯山景學區
（Mountain View School District）教育委員會
委員吳孟臻（Cindy Wu）14日與3名女性候選
人舉行記者會，對外募款支持亞裔女性候選人
。

來自台灣的吳孟臻是第一代移民，她說年
幼時到美國一句英文都不會講，原是房地產經
紀人的她投身公眾事務，選上教委3年之後，
體認到亞裔要爭取權益，必須積極參與政治，
特別是女性。

吳孟臻說： 「最近幾年我們看到影視產業
改革，更多亞裔臉孔在美國的電視、電影中出
現，在政壇上需要更多人像我們一樣站出來，

讓孩子有學習的對象。」
吳孟臻說，學區教育委員會主管學校事務

，經手決策的經費甚至比地方政府多，她呼籲
亞裔女性從政可以從最基層的學區教委做起，
「只要能夠參與決策，就能有所改變」。

台裔聯邦眾議員劉雲平（Ted Lieu）的妻
子 、 托 蘭 斯 學 區 （Torrance Unified School
District）教委劉詹碧琪（Betty Lieu）受訪的時
候，被問到美國副總統賀錦麗、中華民國總統
蔡英文這兩名女性政治人物站上政壇高位所代
表的意義。

曾任加州副檢察長、現為律師的劉詹碧琪
說： 「兩位我都曾經見過幾次，他們都是非常
傑出的女性，我認為這是非常重要的一步，但
我們仍有很長的路要走，直到有一天，更多亞
裔女性在州或聯邦層級的議會任職。」

來自北加州的佛利蒙特（Fremont）市議
員黃潔宜（Teresa Keng）表示，身為女性從政
經常遇到歧視，被問 「你出來參選，那家裡的
小孩子誰來照顧」，男性政治人物從來不會這
樣被問。

黃潔宜表示，儘管賀錦麗當上副總統，但
在美國職場仍然存在男女同工不同酬的問題，
許多企業高層還是以男性占大多數，因此兩性
平權還有一條很長的路要走，期待更多女性從
政。

爭亞裔權益非口號 女性從政盼從基層改變美政壇

美國總統拜登今天簽署兩項新行政命令，
以打擊販毒網絡和國際犯罪組織，允許美國財
政部對中國企業及巴西、墨西哥和哥倫比亞的
犯罪集團祭出新制裁。

拜登政府正積極採取行動，對抗美國日益
惡化的鴉片類藥物成癮危機。根據美國疾病管
制暨預防中心（CDC），在截至2021年4月的
一年內，全美藥物過量死亡人數飆破 10 萬，
比去年同期增加了28%。

法新社報導，假藥氾濫近來加劇美國止痛
藥成癮問題；假藥通常從海外走私入境，可透
過網路購買。

美國財政部表示，根據一項行政命令授予
的新權力，已對 25 個實體和個人實施制裁。
這項命令允許財政部鎖定那些從販毒收益中獲
利的人，無論是否與已知的毒梟或販毒集團有
任何直接關係。

財政部表示，受到制裁的包括武漢遠成共
創科技有限公司等4家中國企業和1名中國公

民；財政部指出，武漢遠成共創科技有限公司
接受製造鴉片類藥物芬太尼（Fentanyl）前體
化學物的網路訂單，其他公司則涉及銷售或運
輸此類化學物。

路透社報導，財政部也鎖定墨西哥、巴西
和哥倫比亞毒梟、販毒集團和幫派實施制裁。

相關制裁禁止上述實體以美元交易，並凍
結他們可能在美國持有的任何資產。然而近幾
年來，組織犯罪集團持續轉向加密資產或以其
他方法，避開美國金融體系。

拜登第二個行政命令針對跨國組織犯罪集
團設立一個新的跨部門委員會，以強化司法部
、國防部、國土安全部、財政部和國家情報單
位之間的合作。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在
聲明中說，這些行動 「將有助於破壞全球供應
鍊和金融網絡，使得合成鴉片類藥物和前體化
學物無法到達美國」。

打擊國際販毒 美制裁中企與巴西墨西哥犯罪集團

彭博今天報導，蘋果因員工感染和暴露於COVID-19情形
增加，已暫時關閉美國邁阿密、馬里蘭州安納波利斯和加拿大

渥太華3家零售店，並無限期
延後員工回到辦公室的計畫。

根 據 報 導 ， 蘋 果 公 司
（Apple Inc.）表示，這些零
售店重新開店前，所有員工將
進行 COVID-19（2019 冠狀

病毒疾病）檢測，還說與這些受感染員工維持聯繫。

這家iPhone製造商昨天指出，所有顧客和員工在店內將需
戴上口罩。

彭博也報導，蘋果員工本來將在明年2月1日重返辦公室
，現在因疫情再度升溫與新變異株快速擴散，無限期延後返回
辦公室上班計畫， 「日期尚未決定」。

COVID-19感染情形又見增加，Omicron新變異病毒擴散
讓一些大型企業的憂慮也隨之攀升，紛紛加強防疫措施。

彭博：蘋果員工染疫增加 暫時關閉美加3零售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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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日本政府將加速探討采用新制度，

實現對于可轉用于軍事的尖端技術的專利，能夠

不對外公開。通過限制信息公開，來避免因尖端

技術流入國外而加劇國家安全上的風險。政府考

慮作爲力爭向2022年例行國會提交的經濟安全保

障推進法案的主要內容之一，最快2023年采用。

日本方面認爲，大國高科技爭霸趨于激烈，

信息保護的重要性增強。歐美等主要國家已經有

不公開軍事相關專利信息的“保密專利”制度。

這是因爲，若軍事上的重要技術外泄，會成爲對

本國安全的威脅。

日本的專利制度以公開爲原則。在提交申請

18個月後，無論能否獲批專利，都要在網上公開

詳細內容。因此，有意見指出，重要技術的管理

存在問題。

日本專利申請數常年在30萬件左右，數量龐

大。新制度將事先甄選成爲不公開對象的技術，

以便能夠迅速應對。防衛省和國家安全保障局等

將攜手審查，如果判斷“與安全有關”，就在一

定期間內不公開申請的內容。

與核武器開發相關的鈾濃縮技術、以及有可

能被轉用于導彈的火箭技術等，或許會成爲不公

開的對象。對于成爲對象的技術，將規定申請者

有義務在日本申請專利，不允許未獲日本政府許

可就在海外取得專利。

日本政府計劃在專利不公開化之際，爲了不

削弱申請者的研發熱情，采取以金錢補償因公開

可獲得的專利收入的機制。

日本一材料堆放場發生火災
火勢已蔓延至鄰近樹林

綜合報導 日本千葉縣一

材料堆放場發生火災，且已

蔓延至鄰近樹林。目前暫無

人員傷亡報告。

據報道，有人報警稱，

日本千葉縣一材料堆放場發

生火災。當地消防部門出動

16輛消防車，目前滅火活動

仍在進行。

報道稱，根據日本放送

協會(NHK)飛機于當地時間

下午3點後拍攝的畫面，可

以看到白煙升騰，多處有紅

色火焰，消防員正在滅火。

據日本富士電視台報道

，目前火勢已蔓延至鄰近公

園的樹林。煙霧正順著風，

吹向公園方向。報道稱，火

災周邊地區曾發布強風警報

和幹燥警報。

韓“防疫通行證”制度現系統故障
防疫部門已道歉

綜合報導 韓國疾病管理廳就正式實施“防疫通行證”制度

首日，系統超負荷運轉而出現混亂的情況向公衆致歉，並承諾

，將在改善該系統後，從次日起正式實施該制度。

韓聯社報道稱，隨著“防疫通行證”制度施行過渡期結束

，自13日起，韓國對不遵守該規定的個人及場所，開始實施罰

款或停業措施。

但是，由于使用量過度集中，新冠疫苗接種證明應用程序

“COOV”和電子出入登記系統(KI-PASS)出現超負荷運轉，用

戶于當天一某些時段無法正常登錄使用。

此外，可以查看接種史的門戶網站NAVER、聊天工具Kaka-

oTalk等二維碼登錄系統，也出現加載緩慢的情況。

報道表示，韓國防疫部門已就此向公衆致歉，並表示，不

會對當天違反“防疫通行證”制度的行爲進行罰款，改從次日

起，正式實施該制度。

韓國國際廣播電台(KBS)報道稱，13日起，韓國政府正式

擴大防疫通行證的適用範圍，前往餐廳、咖啡廳、補習班、

網吧等設施，須持有完成新冠疫苗接種證明或新冠病毒檢測

陰性證明。若有違反，業主和顧客均將被處以罰款。18歲以

下兒童和青少年、新冠痊愈者、出于醫學原因無法接種者則

不受限制。

印度古吉拉特邦實際新冠死亡病例數遠高於官方統計
綜合報導 印度古吉拉特邦實際新冠死

亡病例數已遠高於其對外公布的數據，

此舉再度引發輿論對印度真實疫情狀況

的擔憂。

據路透社、《今日印度》等媒體報道

，古吉拉特邦此前宣布，該邦每一位新冠

死者的親屬均可向政府申請賠償金。而古

吉拉特邦13日向印度最高法院提交的一份

文件顯示，截至本月 9日，該邦政府已經

收到了 22557 份來自死者親屬的賠償申請

，其中的 16175 份已獲批準。另據半島電

視臺援引相關人士的說法稱，申請總數目

前已增至 40000 多份，其中的近半數均已

獲批準。

與之相對，古吉拉特邦最新發布的官方

數據顯示，該邦累計新冠死亡病例為10099例

，這與其實際支付賠償金的人數相距甚遠。

印度主要反對黨國大黨認為，數字的差距證

明古吉拉特邦的實際新冠死亡病例數要遠高

於官方統計，真實的死亡病例至少要達到

55000例。截至目前，古吉拉特邦官方暫未對

此作出回應。

此前也曾有媒體和專家指出，根據從印

度殯葬場所收集的數據，該國的實際新冠確

診和死亡病例數均遠高於官方統計數據。

尤其是在今年印度第二波疫情期間，由於

醫院病床和氧氣嚴重短缺，許多病人在家

中死亡，直接導

致各邦低估了死

亡人數。

美聯社援引

印度專家今年 7

月 20日發布的研

究 報 告 稱 ， 在

2020 年 1 月 至

2021 年 6 月期間

，印度的「超額

死亡人數」(超出

正常預期的死亡

人數)在 340 萬到

470萬之間。雖然

這些人並不一定

都死於新冠，但相較印度官方在這一時期統

計的新冠死亡病例數，仍高出很多倍。

據印度官方通報，印度14日新增確診5784

例，創 18個月以來的最低紀錄；累計確診

34703644例，其中41例為奧密克戎毒株感染病

例；新增死亡252例，累計死亡475888例。

（中央社）原住民身分法規定取得具原住
民身分的父親或母親之姓，或傳統名字者，才
能取得原住民身分。3名聲請人認為違憲，向大
法官聲請釋憲。大法官定明年1月17日上午進
行言詞辯論。

原住民身分法第4條第2項規定： 「原住民
與非原住民結婚所生子女，從具原住民身分之
父或母之姓或原住民傳統名字者，取得原住民
身分。」

有泰雅族血統的吳陳春桃於民國102年間持
原住民族委員會出具證明，主張她承繼祖母原
住民血統，向台北市中山區戶政事務所申請原
住民身分登記獲准，但戶政事務所後來認定吳
陳春桃的祖父不是原住民，父女一脈承襲祖父

的漢人姓氏，未從祖母姓，因此撤銷她的原住
民身分。

吳陳春桃不服提起行政訴訟，台北高等行
政法院判決吳陳春桃勝訴，戶政事務所上訴後
，最高行政法院發回更審，北高行更一審改判
吳陳春桃敗訴，最高行政法院駁回上訴確定。

吳陳春桃與有同樣情況的民眾劉陳春梅、
吳若韶認為原住民身分法第4條第2項規定違反
憲法平等原則、姓名權保障及對原住民族保障
等，向大法官聲請釋憲。

大法官今天決議，針對原住民身分法釋憲
案定於明年1月17日上午10時30分於憲法法庭
（司法大廈4樓）進行言詞辯論。

原住民身分法釋憲案 大法官將言詞辯論

（中央社）桃園市政府體育局全民運動科
股長李銘豪，12日攀登中央尖山時失蹤，目前
仍在搜救中。桃園市政府體育局表示，李銘豪
個性認真負責，深受同仁長官肯定，盼能盡快
找到李銘豪。

根據臉書（Facebook）粉絲專頁 「全國協
尋專頁」文章，37歲的李銘豪約175公分，體
重約78公斤，本月12日在中央尖山登山時失蹤
，凌晨2時30分登頂後沒有下山，希望與他有
接觸的山友提供線索，目擊聯繫方式請致電李
銘豪的姊姊。

桃園市政府體育局長莊佳佳向中央社記者
表示，李銘豪目前擔任桃園市體育局全民運動
科股長，13日因為沒有上班也沒有請假，撥電
話也聯繫不到人，請同仁聯絡李銘豪家人後才

知道爬山失蹤。
莊佳佳表示，李銘豪是在11、12日去爬山

，本來預計12日晚上9時會回到桃園，但那天
並沒有回來，昨天已經有直升機上山進行搜救
，14日也有搜救隊員從登山口上去尋找，但到
現在都還沒有消息。

桃園市政府體育局全民運動科科長沈世國
向中央社記者表示，李銘豪在體育局服務約有5
年時間，以前是在競技科，負責運動選手的照
顧，現在在全民運動科負責運動推廣；李銘豪
的責任心強，表現認真負責，對工作有使命感
，不管是同事或是長官都很認同，現在所有同
事、長官都很關心李銘豪的安危，一直有在幫
忙祈福，盼能盡快找到。

桃園體育局股長登山失蹤 同事：他認真負責

（中央社）林姓男子向親友借車卻多次違
規，甚至拒絕酒測遭重罰，罰單欠款60多萬元
，是彰化最高，經催繳無效被移送執行，查出
林男名下土地值2000多萬元，他擔心遭拍賣，
嚇得一次繳清。

彰化縣一名61歲林姓男子名下無車輛，駕
照也被註銷，但仍多次向親友借車違規駕駛，
包括闖紅燈、騎機車不依規定車道行駛、使用
註銷駕照駕駛汽機車，且5年內多次拒絕酒測遭
重罰，滯欠金額達新台幣60萬2208元，為彰化
縣滯欠道路違規罰鍰第1名。

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彰化分署今天發布新聞
稿表示，林男今年10月19日遭移送彰化分署執
行，承辦執行官阮蕙芳隨即查調林男名下財產
，發現林男在彰化火車站附近有1筆土地，面積

294平方公尺，公告現值2000多萬元，屬黃金地
段，地上由全聯、多家銀行、診所承租。

彰化分署指出，由此可見林男應有豐富租
金收入，非經濟困難，應是故意不繳納罰鍰，
因此，11 月 5 日發函地政機關查封土地，林男
為避免如此值錢土地遭拍賣，迅速與彰化分署
聯絡，並籌款請母親於12月7日匯款一次繳清
，移送機關隔天收到款項。

彰化分署確定繳清後，12月14日將塗銷查
封登記公文親自送達林家，原想藉機規勸林男
別再犯，但林男剛好不在家，由家人代簽收，
家人向分署人員表示，林男經商失敗壓力大，
經常情緒抑鬱，才會多次向家人借車外出兜風
。分署人員得知，也勸別再借車給林男。

男不甩罰單欠60萬 名下2千萬土地險拍賣才繳清

（中央社）何姓男子外出未戴口罩遭警攔查，拒絕陳述姓名
等資料，士林地院簡易庭認為，何男違反防疫規定，員警得依法
查驗身分，日前依社會秩序維護法，裁處何男新台幣3000元罰
鍰。

士林地方法院裁定書指出，何姓男子今年9月4日晚間未戴
口罩於戶外行走，遭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士林分局員警攔查。

員警認為，何男違反當時的防疫規定，準備開立違反傳染病
防治法的通知書，但何男拒絕表明身分、出示證件；員警隨後將
何男帶回派出所查證身分，另將何男違反社維法案情移送士林地
院簡易庭審理。

裁定書指出，行政罰法規
定，對現行違反行政法上義務
的行為人，行政機關得確認身
分；員警密錄器、現場監視器
畫面顯示，何男遭警攔查時未
戴口罩，已違反行政法上義務，員警對何男查驗身分，於法有據
。

法官也認為，警察職權行使法規定，警察有事實足認為了防
止其本人或他人生命、身體的具體危害，有查證身分必要者，得
於公共場所查證身分，而COVID-19（2019冠狀病毒疾病）疫

情嚴重，員警發現何男未戴口罩，為查明何男是否來自疫情嚴重
區域或國家，有查證何男身分的必要。

裁定指出，何男違序事實明確，屬於社維法第67條第1項第
2款警察人員依法查察時，就其姓名、住所或居所拒絕陳述的違
序行為，裁罰3000元。可抗告。

男未戴口罩遭警攔查拒報姓名 法院裁罰3000元

護藻礁護藻礁 潘忠政攜手藝文界人士催票潘忠政攜手藝文界人士催票
藻礁公投案投票將登場藻礁公投案投票將登場，，藻礁公投推動聯盟藻礁公投推動聯盟1616日在立法院舉行記者會日在立法院舉行記者會，，召集人潘忠政召集人潘忠政（（右右22

））與小說家朱天心與小說家朱天心（（右右33））等藝文界人士及在野黨立委共同呼籲民眾支持藻礁公投案等藝文界人士及在野黨立委共同呼籲民眾支持藻礁公投案，，投下同意投下同意
票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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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AL NOTICE
These Texas Lottery Commission scratch ticket games will be closing soon:

Texaslottery.com is the official source for all pertinent game information. Game closing procedures may be initiated for documented business reasons. These games may 
have prizes unclaimed, including top prizes. In addition, game closing procedures will be initiated when all top prizes have been claimed. During closing, games may be 
sold even after all top prizes have been claimed. Must be 18 or older to purchase a ticket. For help with a gambling problem, ncpgambling.org. © 2021 Texas Lottery 
Commission. PLAY RESPONSIB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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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er Crossword        

Overall Odds are 1 in 3.93
$5 12/5/21 6/3/22

T:5.7"

T:6"

資不抵債資不抵債 管理真空管理真空 高院頒令高院頒令 無人反對無人反對

爛賬爛賬內幕勢曝光內幕勢曝光
壹傳媒壹傳媒即時清盤即時清盤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競文）香港高等
法院15日正式頒令壹傳媒清盤，由於在清盤程
序上，上市公司的小股東屬於最後債權人，而
壹傳媒又已經資不抵債，所以小股東約2.2億元
（港元，下同）的壹傳媒股票將會變成廢紙。

苦主望證監會還公道
持有壹傳媒股份兼投資者權益關注組召集

人陳仲翔15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坦言，股
民現在很被動、什麼事也做不到，已有心理準

備手上的壹傳媒股票要“Total Loss”（全部虧
損），但他期望證監會可以還小股東一個公
道，盡快公布調查結果，如果發現當中有人在
營運壹傳媒時，故意將公司帶上犯法的道路，
就應該要負上責任，同時也令投資者日後有案
例可供參考，從而小心作出投資選擇。

陳仲翔無奈道，今次壹傳媒股票損失當買
個教訓，因為有不少小股東是聽信網上流傳消
息而買入壹傳媒的股票，他期望監管機構調查
清楚壹傳媒當中有否違法行為，還小股東一個

公道。
15日壹傳媒於港交所發通告指，高等法院

委任譚競正會計師事務所的譚競正及文景城為
該公司的臨時清盤人。通告又指，股東如對該
公司的清盤令及繼續停牌的影響有任何疑問，
應徵詢適當的專業意見，未有交代小股東持有
的股票如何處理。

壹傳媒自今年6月17日起停牌至今，並將
會繼續停牌，停牌前報0.29元，以壹傳媒停牌
前的市值約7.65億元計，目前散戶的持股市值

約2.19億元。
以目前情況來看，小股東手上的壹傳媒股

票幾可肯定會變廢紙，壹傳媒清盤後會按優先
次序向債權人還款，按法例壹傳媒僱員可優先
獲補償。至於以一般清盤程序來看，清盤人變
賣資產後，按次序分派資金，最先為律師費、
訟費、破產管理署及法庭費用等，剩餘資產將
會順序分發至優先債權人、一般無抵押債權人
的申索，然後是無抵押債權利息，最後才按股
東權益發還資產，最後有餘款才會分給股東，
所以小股東能夠取回投資本金的機會是極微
的。而且，處理該清盤申請的法官陳靜芬早前
表示壹傳媒已經資不抵債，所以壹傳媒股票幾
可肯定會變廢紙。

小股東2.2億元股票淪廢紙

代表呈請人的高級政府律師林卓麟
15日在法庭裁決後在庭外透露，

現時已完成有關壹傳媒在香港的清盤
程序。至於有關台灣《蘋果日報》的
相關事宜，會繼續由法庭早前委任的
兩名臨時清盤人，即譚競正會計師事
務所的譚競正及文景城處理。

高院接納財政司呈請
消息指，獲委任的臨時清盤人，

早前已致函台灣《蘋果日報》要求清
點及移交所有資產，惟有台灣的組織
試圖作出干擾，並在本月14日舉行集
會要求台灣當局阻止港府接管台灣
《蘋果日報》的所有資產。

回顧壹傳媒最後一段末路，自黎
智英及香港《蘋果日報》多名高層先
後被捕及被控違反香港國安法被還
柙，以及特區政府保安局凍結《蘋果
日報》3間公司資產後，其間壹傳媒的
股票交易如過山車般異常波動，壹傳
媒的股份其後更於6月17日起年內第
二次停牌，旗下香港《蘋果日報》亦

於6月24日草草停刊。7月28日，財
政司司長陳茂波指“經考慮公眾利
益”，根據《公司條例》委任會計師
公會前會長陳錦榮任審查員，調查壹
傳媒事務。惟在調查期間，壹傳媒全
體董事宣布辭任，未能配合蒐證。

9月中旬，審查員提交了一份中期
報告後，特區政府於9月底即表示，由
於壹傳媒全體董事已於9月5日辭任，
審查員未能及時索取對調查工作有用的
資料，增加調查難度，遂需進入壹傳媒
大樓搜集證據。並在同月29日正式公
布，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已根據《公司條
例》賦予權力，考慮早前審查員提交的
中期報告後，認為出於“公眾利益”須
將壹傳媒清盤，向原訟法庭提交有關呈
請。

委臨時清盤人盡快清盤
案件於今年10月15日在高等法院

聆訊時，財政司一方披露審查員已在
壹傳媒大樓檢取逾 4,000箱文件及資
料，搜證工作仍在進行中。法官陳靜

芬當時批准委任兩名臨時清盤人，表
示同意財政司司長的呈請，認為盡快
將壹傳媒清盤符合公眾利益，又明確
表示壹傳媒現時已資不抵債，並無足
夠業務維持營運或上市狀態。

陳官指出，壹傳媒今年5月14日
年內首次停牌至5月27日復牌前曾涉嫌
誤導公眾投資者，包括有可疑交易，特
別是董事局就今年4月提早歸還1.5億
元債項予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時沒有作
出披露，致使公眾投資者在沒有公司流
動資金狀況的完整資料下，根據其公告
的內容進行股票交易，而其股票於5月
27日復牌時，交投量亦由5月14日停
牌前最後一個交易日的102萬股激增至
5.39億股，股價更急升逾五成。

故此，陳官同意財政司司長一方
所指，出於公眾利益有需要盡快將壹
傳媒清盤，並委任臨時清盤人，以保
存和處理壹傳媒的資產。據悉，當法
庭接納清盤，獲批的蒐證行動亦會終
止。壹傳媒清盤後會按優次向債權人
還款，按法例其僱員可優先獲補償。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記者葛婷葛婷））高等法院法官陳靜芬於高等法院法官陳靜芬於

1010月月1515日在高等法院聆訊時日在高等法院聆訊時，，已從多方面已從多方面，，包括壹傳媒包括壹傳媒

的資產狀況的資產狀況、、業務狀況業務狀況、、管理管理、、可疑交易可疑交易，，以及存在的以及存在的

隱憂等隱憂等，，逐一披露集團的逐一披露集團的““壹本爛賬壹本爛賬”：”：

●●目前集團資產負債表資不抵債目前集團資產負債表資不抵債，，出現淨虧損超過出現淨虧損超過22..472472
億元億元

●●集團現仍持有的資產集團現仍持有的資產，，除超過除超過77,,000000萬港元的現金外萬港元的現金外，，
另有香港的物業另有香港的物業、、廠房廠房、、設備及台灣當地物業設備及台灣當地物業。。但在但在
將軍澳擁有的兩處出租物業中將軍澳擁有的兩處出租物業中，，一處正受香港科技園一處正受香港科技園
公司提起沒收訴訟公司提起沒收訴訟

●●流動資金大幅惡化流動資金大幅惡化，，於於20212021年年33月至月至20212021年年99月期間月期間
現金或銀行結餘減少現金或銀行結餘減少55,,000000萬港元萬港元，，部分原因是公司於部分原因是公司於
20212021年年44月月11日提前向大股東黎智英自願還款日提前向大股東黎智英自願還款11..55億港億港
元元

●●20212021年年66月月2424日日，，集團停止在香港的媒體業務集團停止在香港的媒體業務，，包括包括
《《蘋果日報蘋果日報》》和和《《壹週刊壹週刊》》

●●集團僅剩的業務為百樂門印刷有限公司在香港經營的集團僅剩的業務為百樂門印刷有限公司在香港經營的
書籍印刷服務業務書籍印刷服務業務，，以及出版台灣以及出版台灣《《蘋果日報蘋果日報》》電子電子
版版（（印刷版自印刷版自20212021年年55月月1818日起停止運作日起停止運作））

●●集團集團20212021年年1010月月88日起在香港已無員工日起在香港已無員工，，出售台灣業出售台灣業
務的談判正在進行務的談判正在進行

（（自自20212021年年99月月55日起日起））

●●公司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張劍虹公司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張劍虹，，以及執行董事以及執行董事、、首首
席營運官周達權和首席財務官已於席營運官周達權和首席財務官已於20212021年年66月月3030日及日及
77月月22日辭任日辭任，，公司再無任何公司秘書公司再無任何公司秘書。。餘下餘下44名董名董
事事，，包括非執行董事兼主席葉一堅等人包括非執行董事兼主席葉一堅等人，，亦自亦自20212021年年
99月月55日起辭職日起辭職

●●公司核數師於公司核數師於20212021年年66月月2424日暫停審計程序日暫停審計程序；；公司前公司前
任律師則於任律師則於20212021年年99月月66日日，，通知監察員及證監會表通知監察員及證監會表
示不再代表該公司示不再代表該公司

●●截至截至20212021年年99月月55日日，，擁有大量資產的子公司擁有大量資產的子公司，，至少至少
5959家家，，由兩名居住在美國的美國人於由兩名居住在美國的美國人於20212021年年88月月66日日
至至1212日期間獲任命為董事日期間獲任命為董事

●●分別於分別於20202020年年1212月及月及20212021年年44月月11日日，，償還償還11,,600600萬萬
港元及港元及11..55億港元的貸款給黎智英億港元的貸款給黎智英，，當時並無適當依據當時並無適當依據
或商業理由或商業理由。。當中提早歸還的當中提早歸還的11..55億元債項更無及時披億元債項更無及時披
露露

●●允許黎智英將集團資源用於其私人公司允許黎智英將集團資源用於其私人公司。。其中包括允其中包括允
許黎智英的力高公司在從香港科技園租用的場所經許黎智英的力高公司在從香港科技園租用的場所經
營營，，以及委任一人作為黎智英私人公司部分銀行賬戶以及委任一人作為黎智英私人公司部分銀行賬戶
的授權簽署人的授權簽署人

●●董事會未能披露有關其公司的重大或準確信息董事會未能披露有關其公司的重大或準確信息，，包括包括
（（11））提前償還貸款提前償還貸款；（；（22））在在20212021年年66月月3030日前公布日前公布
公司截至公司截至20212021年年33月月3131日止年度初步財務報表日止年度初步財務報表；；
（（33））在在20212021年年55月月2626日公布前日公布前，，尋求審計師對尋求審計師對1818個個
月現金流預測的準確性的認可月現金流預測的準確性的認可；（；（44））建立監控和識別建立監控和識別
關聯方交易的系統關聯方交易的系統；（；（55））為公司及其高級職員可能面為公司及其高級職員可能面
臨的法律訴訟安排保險臨的法律訴訟安排保險

●●董事會未採取任何措施使公司進入清算程序董事會未採取任何措施使公司進入清算程序

●●公司及其前任董事一直是證監會公司及其前任董事一直是證監會、、聯交所和財務報告聯交所和財務報告
委員會的持續調查對象委員會的持續調查對象，，但無權代表公司回應其查詢但無權代表公司回應其查詢
或提供文件或提供文件

●●公司一間附屬公司於公司一間附屬公司於20212021年年88月月3131日向公司轉賬日向公司轉賬
33,,000000萬港元萬港元。。銀行賬戶之授權簽署人為張劍虹等銀行賬戶之授權簽署人為張劍虹等44
人人，，轉賬須轉賬須至少有其中兩人批准至少有其中兩人批准。。然而然而，，截至截至20212021
年年77月月22日日，，其中其中33人已辭職人已辭職，，而該附屬公司沒有而該附屬公司沒有
任何董事任何董事。。目前尚不清楚是誰授權轉讓的目前尚不清楚是誰授權轉讓的，，集團其集團其
他銀行賬戶的結餘也存在類似問題他銀行賬戶的結餘也存在類似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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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今年10月披露壹傳媒“爛賬”

●15日，由勾結外力禍港黑手黎智
英一手創辦的壹傳媒有限公司被高
院頒令即時清盤。 資料圖片

勾結外力禍港黑手黎智英一手創辦的勾結外力禍港黑手黎智英一手創辦的

壹傳媒有限公司壹傳媒有限公司，，因黎智英和一眾高層涉嫌因黎智英和一眾高層涉嫌

干犯香港國安法被起訴而自絕其路干犯香港國安法被起訴而自絕其路，，公司資公司資

產被凍結產被凍結，，董事和管理層紛紛董事和管理層紛紛““跳船跳船”，”，

《《蘋果日報蘋果日報》》逾千名員工的血汗錢仍未有着落逾千名員工的血汗錢仍未有着落。。香港特區政府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今年香港特區政府財政司司長陳茂波今年99月基於月基於““公眾公眾

利益利益””考慮考慮，，根據根據《《公司條例公司條例》》向香港高等法院原訟庭提交壹傳媒清盤的呈請向香港高等法院原訟庭提交壹傳媒清盤的呈請。。高等法院法官陳靜高等法院法官陳靜

芬今年芬今年1010月已明確指出月已明確指出，，壹傳媒現時已資不抵債壹傳媒現時已資不抵債，，管理處於真空管理處於真空，，更曾有可疑交易及涉嫌誤導公眾更曾有可疑交易及涉嫌誤導公眾

投資者投資者，，包括董事局無披露今年包括董事局無披露今年44月提早歸還月提早歸還11..55億元億元（（港元港元，，下同下同））債項予黎智英一事債項予黎智英一事，，尤其令人尤其令人

震驚震驚。。案件案件1515日在高等法院再聆訊時日在高等法院再聆訊時，，壹傳媒無公司代表出庭壹傳媒無公司代表出庭，，聆案官黃健棠在無人反對下聆案官黃健棠在無人反對下，，正式正式

頒令壹傳媒有限公司即時清盤頒令壹傳媒有限公司即時清盤，，而壹傳媒的爛賬勢將進一步曝光而壹傳媒的爛賬勢將進一步曝光。。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葛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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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儘
管11月份中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
比增速有所放緩，但中國國家統計局新
聞發言人、國民經濟綜合統計司司長付
凌暉15日在北京稱，消費市場恢復還
有不少有利條件，沒有看到“消費降
級”的變化。

當天公布的數據顯示，11月份，
中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41,043億元人
民幣，同比增長3.9%，比上月回落1.0
個百分點；兩年平均增長4.4%，比上
月回落0.2個百分點。

付凌暉在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
行的發布會上說，近兩年消費形勢往往
會受到疫情擾動，但總體來看消費升級
態勢在持續。1月份至11月份，中國限
額以上單位金銀珠寶類和文化辦公用品
類等升級類商品的零售額同比分別增長
34.1%和20.2%，明顯快於全部商品零
售額增速。

他還舉例說，前11月，汽車類商
品銷售雖出現下降，但很重要的原因是
汽車芯片短缺導致市場供應有所不足。
同時也要看到，中國新能源汽車產銷量

均保持較快增長，同比增長在1倍以
上，高端品牌銷量增長也較明顯。從未
來發展看，中國消費規模擴大、消費結
構升級的態勢不會改變。

上月受疫情影響 銷售穩中有緩
就 11月份當月而言，付凌暉指

出，中國市場銷售總體恢復，但受疫情
散發多發影響，呈現穩中有緩特點。具
體來看，餐飲收入受疫情影響比較明
顯，速度由增轉降。商品零售保持總體
穩定，11月份，商品零售額兩年平均增
長5.3%，比上月加快0.3個百分點。

此外，網絡零售保持較快增長。1
月份至11月份，中國實物商品網上零
售額同比增長13.2%，佔社會消費品零
售總額的比重達到24.5%。

付凌暉表示，下階段中國消費市場
恢復還有不少有利條件。就業形勢保持
穩定，企業利潤保持較快增長，居民收
入增加有保障；市場保供穩價有力有
效，居民消費價格總體溫和上漲，消費
預期總體穩定；經濟逐步恢復，社會保
障不斷完善，也有利於增強消費信心。

消費品零售增速放緩
官方：未見“消費降級”

●●山西太原山西太原，，
消費者在超市消費者在超市
選購蔬菜選購蔬菜。。

中新社中新社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記者 海巖 北京報

道）剛剛閉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在充分肯定成績的同時，必須

看到中國經濟發展面臨需求收縮、供給衝擊、預期轉弱三重壓力。11月

經濟“成績單”15日出爐，中國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付凌暉說，從統

計數據來看，也清晰地反映了這三重壓力和經濟的下行壓力，但是他強

調，“儘管存在這三重壓力，但也要看到，中國經濟長期向好的基本面

沒有變，韌性強的特點也比較突出。”付凌暉表示，明年保持經濟穩定

運行仍有較好的支撐。內需拉動有望增強，只要把好疫情防控關，明年

消費發展仍大有可為，“十四五”規劃重大項目陸續開工；5G產業加速

布局，數字經濟、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戰略性新興產業快速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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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凌暉說，從需求看，中國社會消費品
零售總額同比增速由年初的兩位數增

長回落到個位數，兩年平均增速也由3月
份的增長6.3%回落至8月份的增長1.5%，
近兩個月雖有所改善，但仍處於較低水
平。投資增速亦呈現類似回落態勢，反映
了需求收縮的變化。

PPI漲幅較高 PMI總體回落
從供給看，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上漲，

中國部分能源和金屬供給偏緊，汽車等部
分行業缺芯問題影響明顯，PPI同比漲幅
從 1月份的上漲 0.3%擴大至 10 月份的
13.5%，11月份漲幅雖有所回落，但還處
於較高水平。從預期看，中國製造業PMI
自4月份以來連續回落，9月份和10月份
跌至收縮區間，其中小型企業製造業PMI
連續7個月處於收縮區間。服務業商務活
動指數受疫情影響波動較大，總體上也呈
現回落態勢。

實體經濟穩中有升
不過，面對上述重重挑戰，中國經濟

仍然頂住壓力保持了恢復態勢，實體經濟
更穩中有升。這在最新公布的11月份數據
中亦有體現。剔除一些短期擾動，拉長“時
間線”看，中國經濟主要指標均處於合理區
間。1月份至11月份，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
比增長10.1%，服務業生產指數增長14%，
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13.7%，貨物進出
口總額增長22%，均保持較快增長。

工業製造業持續加強，則對鞏固壯大
實體經濟形成支撐。11月份當月，隨着保
供穩價、助企紓困等政策措施有力推進，
中國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3.8%，
比上月加快0.3個百分點，連續兩個月加
快。其中，製造業在高技術和裝備製造業

帶動下，回升幅度高於採礦業、電力熱力
燃氣及水生產和供應業。

保供穩價顯效，也讓市場緊缺產品供
應增加。11月份，中國原煤產量同比增長
4.6%，比上月加快0.6個百分點；煤炭開
採和洗選業出廠價格環比下降4.9%。汽車
行業缺芯狀況有所緩解，11月份汽車產量
同比下降7.1%，降幅比上月收窄1.2個百
分點。

以穩健姿態交出11月成績單後，也意
味着中國經濟全年表現即將揭曉。

專家：“穩”政策助力明年首季“開門紅”
廣發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郭磊分析指

出，11月經濟數據好壞參半。工業表現略
有加速，汽車產銷好於上月，固定資產投
資單月企穩，地產系數據降幅收窄；但基
建投資繼續走弱，消費增速低於上月，服
務業生產指數繼續走低，新增就業人數偏
低，調查失業率數據小幅走高。

郭磊指出，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已明確
布局穩增長，要求保證財政支出強度，加
快支出進度，適度超前開展基礎設施投
資。國家發改委工作會議則提出擴大投資
的具體方向，包括扎實推進“十四五”規
劃102項重大工程項目建設，鼓勵和引導
民間資本參與交通、物流、生態環境、社
會事業等補短板項目建設等。

浙商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超指出，當
前出口韌性對工業生產支撐力度較強，內
需仍然偏弱，疫情反彈掣肘消費恢復，投
資發力仍需等待到明年一季度。

李超認為，在“穩字當頭”、“政策
發力適當靠前”的政策基調下，擴大投
資、產業支持、信貸放鬆等穩增長政策有
望快速落地顯效，助力明年一季度經濟
“開門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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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儘
管11月份中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
比增速有所放緩，但中國國家統計局新
聞發言人、國民經濟綜合統計司司長付
凌暉15日在北京稱，消費市場恢復還
有不少有利條件，沒有看到“消費降
級”的變化。

當天公布的數據顯示，11月份，
中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41,043億元人
民幣，同比增長3.9%，比上月回落1.0
個百分點；兩年平均增長4.4%，比上
月回落0.2個百分點。

付凌暉在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
行的發布會上說，近兩年消費形勢往往
會受到疫情擾動，但總體來看消費升級
態勢在持續。1月份至11月份，中國限
額以上單位金銀珠寶類和文化辦公用品
類等升級類商品的零售額同比分別增長
34.1%和20.2%，明顯快於全部商品零
售額增速。

他還舉例說，前11月，汽車類商
品銷售雖出現下降，但很重要的原因是
汽車芯片短缺導致市場供應有所不足。
同時也要看到，中國新能源汽車產銷量

均保持較快增長，同比增長在1倍以
上，高端品牌銷量增長也較明顯。從未
來發展看，中國消費規模擴大、消費結
構升級的態勢不會改變。

上月受疫情影響 銷售穩中有緩
就 11月份當月而言，付凌暉指

出，中國市場銷售總體恢復，但受疫情
散發多發影響，呈現穩中有緩特點。具
體來看，餐飲收入受疫情影響比較明
顯，速度由增轉降。商品零售保持總體
穩定，11月份，商品零售額兩年平均增
長5.3%，比上月加快0.3個百分點。

此外，網絡零售保持較快增長。1
月份至11月份，中國實物商品網上零
售額同比增長13.2%，佔社會消費品零
售總額的比重達到24.5%。

付凌暉表示，下階段中國消費市場
恢復還有不少有利條件。就業形勢保持
穩定，企業利潤保持較快增長，居民收
入增加有保障；市場保供穩價有力有
效，居民消費價格總體溫和上漲，消費
預期總體穩定；經濟逐步恢復，社會保
障不斷完善，也有利於增強消費信心。

消費品零售增速放緩
官方：未見“消費降級”

●●山西太原山西太原，，
消費者在超市消費者在超市
選購蔬菜選購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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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 海巖 北京報

道）剛剛閉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在充分肯定成績的同時，必須

看到中國經濟發展面臨需求收縮、供給衝擊、預期轉弱三重壓力。11月

經濟“成績單”15日出爐，中國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付凌暉說，從統

計數據來看，也清晰地反映了這三重壓力和經濟的下行壓力，但是他強

調，“儘管存在這三重壓力，但也要看到，中國經濟長期向好的基本面

沒有變，韌性強的特點也比較突出。”付凌暉表示，明年保持經濟穩定

運行仍有較好的支撐。內需拉動有望增強，只要把好疫情防控關，明年

消費發展仍大有可為，“十四五”規劃重大項目陸續開工；5G產業加速

布局，數字經濟、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戰略性新興產業快速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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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凌暉說，從需求看，中國社會消費品
零售總額同比增速由年初的兩位數增

長回落到個位數，兩年平均增速也由3月
份的增長6.3%回落至8月份的增長1.5%，
近兩個月雖有所改善，但仍處於較低水
平。投資增速亦呈現類似回落態勢，反映
了需求收縮的變化。

PPI漲幅較高 PMI總體回落
從供給看，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上漲，

中國部分能源和金屬供給偏緊，汽車等部
分行業缺芯問題影響明顯，PPI同比漲幅
從 1月份的上漲 0.3%擴大至 10 月份的
13.5%，11月份漲幅雖有所回落，但還處
於較高水平。從預期看，中國製造業PMI
自4月份以來連續回落，9月份和10月份
跌至收縮區間，其中小型企業製造業PMI
連續7個月處於收縮區間。服務業商務活
動指數受疫情影響波動較大，總體上也呈
現回落態勢。

實體經濟穩中有升
不過，面對上述重重挑戰，中國經濟

仍然頂住壓力保持了恢復態勢，實體經濟
更穩中有升。這在最新公布的11月份數據
中亦有體現。剔除一些短期擾動，拉長“時
間線”看，中國經濟主要指標均處於合理區
間。1月份至11月份，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
比增長10.1%，服務業生產指數增長14%，
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13.7%，貨物進出
口總額增長22%，均保持較快增長。

工業製造業持續加強，則對鞏固壯大
實體經濟形成支撐。11月份當月，隨着保
供穩價、助企紓困等政策措施有力推進，
中國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3.8%，
比上月加快0.3個百分點，連續兩個月加
快。其中，製造業在高技術和裝備製造業

帶動下，回升幅度高於採礦業、電力熱力
燃氣及水生產和供應業。

保供穩價顯效，也讓市場緊缺產品供
應增加。11月份，中國原煤產量同比增長
4.6%，比上月加快0.6個百分點；煤炭開
採和洗選業出廠價格環比下降4.9%。汽車
行業缺芯狀況有所緩解，11月份汽車產量
同比下降7.1%，降幅比上月收窄1.2個百
分點。

以穩健姿態交出11月成績單後，也意
味着中國經濟全年表現即將揭曉。

專家：“穩”政策助力明年首季“開門紅”
廣發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郭磊分析指

出，11月經濟數據好壞參半。工業表現略
有加速，汽車產銷好於上月，固定資產投
資單月企穩，地產系數據降幅收窄；但基
建投資繼續走弱，消費增速低於上月，服
務業生產指數繼續走低，新增就業人數偏
低，調查失業率數據小幅走高。

郭磊指出，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已明確
布局穩增長，要求保證財政支出強度，加
快支出進度，適度超前開展基礎設施投
資。國家發改委工作會議則提出擴大投資
的具體方向，包括扎實推進“十四五”規
劃102項重大工程項目建設，鼓勵和引導
民間資本參與交通、物流、生態環境、社
會事業等補短板項目建設等。

浙商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超指出，當
前出口韌性對工業生產支撐力度較強，內
需仍然偏弱，疫情反彈掣肘消費恢復，投
資發力仍需等待到明年一季度。

李超認為，在“穩字當頭”、“政策
發力適當靠前”的政策基調下，擴大投
資、產業支持、信貸放鬆等穩增長政策有
望快速落地顯效，助力明年一季度經濟
“開門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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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治理 中俄要發出更響亮聲音
同普京舉行視頻會晤指出：某些勢力打“民主”“人權”幌子踐踏國際關係準則習

近
平
：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12月15日下午在北京同俄羅斯總統普京舉行視頻會晤。

習近平指出，當前，國際上某些勢力打着“民主”、“人權”的幌子對中俄兩國內政橫加干涉，粗暴踐踏國際法

和公認的國際關係準則。中俄雙方要開展更多聯合行動，更加有效維護雙方的安全利益。雙方要加強在國際事務

中的協調和配合，在全球治理上發出更加響亮的聲音，就抗疫、氣候變化等全球性問題拿出切實可行的方案，在

解決國際和地區熱點問題中堅定捍衛國際公平正義，堅決反對披着“多邊主義”和“規則”外衣的霸權行徑和冷

戰思維。

習近平指出，很高興在歲末之際同你舉
行今年第二次視頻會晤，這也是2013

年以來我們的第三十七次會晤。你在多個場
合稱讚中俄關係是“21世紀國家間協作的
典範”，堅定支持中方捍衛本國核心利益，
反對離間中俄的企圖。我對此高度讚賞，願
同你一道，全面總結今年雙邊關係發展新成
果，對各領域合作作出新規劃，推動兩國關
係持續高質量發展。

中俄關係經受住各種風浪考驗
習近平強調，當前，世界百年變局和世

紀疫情交織影響，世界進入動盪變革期。中
俄關係經受住各種風浪考驗，展示出新的生
機活力。我同總統先生通過多種方式就重大
議題保持溝通和協調，共同為中俄關係把舵
領航。雙方正式宣布《中俄睦鄰友好合作條
約》延期並賦予其新的時代內涵，在涉及彼
此核心利益問題上堅定相互支持，捍衛了各
自國家尊嚴和兩國共同利益。

中俄應積極維護國際公平正義
習近平指出，中俄全方位務實合作展現

出巨大政治優勢和機遇優勢。雙邊貿易額在
前三個季度首次突破千億美元大關，全年有
望再創新高。中俄科技創新年圓滿閉幕，一
系列戰略性大項目順利實施，共建“一帶一
路”同歐亞經濟聯盟對接順利推進。兩國積
極展現大國擔當，團結國際社會抗擊疫情，
闡述民主和人權的正確內涵，成為踐行真正
的多邊主義、維護國際公平正義的中流砥
柱。

習近平指出，明年，中國共產黨將召開二

十大，俄羅斯將進入落實《2030年前國家發
展目標》的關鍵時期。雙方應該堅持互予共享
開放機遇，堅持推動全球發展議程，為建設新
型國際關係、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發揮作用。

共同引領中俄關係高水平發展
習近平指出，不久前，中共十九屆六中

全會勝利召開，會議通過並發表了一個新的
歷史決議，全面總結中國共產黨百年奮鬥重
大成就和歷史經驗。我常說，我們的目標很
宏偉，也很樸素，歸根結底就是讓全體中國
人民都過上好日子。以人民為中心是我們的
根本執政理念。中俄兩國都是具有世界影響
的大國，也都找到了符合本國國情的發展道
路。中方將一如既往堅定支持俄方為維護國
家長治久安所作的努力。我願經常同你坦誠
深入交流治國理政經驗，共同引領中俄關係
持續高水平發展，引領兩國實現民族復興。

推行國際關係民主化是人心所向
習近平從六個方面談了中俄之間的合作

（見表）。
雙方就當前大國關係和民主問題交換意

見。習近平強調，民主是全人類的美好追求和
共同價值，也是各國人民的權利。一個國家是
否民主，如何更好實現民主，只能由本國人民
來評判。國際上的事應當由各國共同商量着辦，
推行國際關係民主化、踐行真正的多邊主義才
是人心所向、大勢所趨。中方願同俄方加強溝
通協調，引導國際社會樹立正確的民主觀，捍
衛各國正當民主權利。

普京表示，當前俄中關係正處於前所未
有的歷史最好時期，體現出高度的戰略互

信，樹立了在互不干涉內政、相互尊重彼此
利益基礎上實現互利共贏的榜樣，堪稱21
世紀國際關係的典範。今年是《俄中睦鄰友
好合作條約》簽署20周年，俄中正式宣布
條約延期。雙方克服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保
持密切交往，積極推動經貿、能源、科技等
各領域務實合作穩步發展，就國際和地區問
題開展溝通協調。俄中戰略協作已經成為有
效解決各種國際熱點問題、維護國際和平的
重要積極因素，為鞏固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
際秩序發揮了重要作用。

俄方願同中方繼續加強經貿、油氣、金
融、航空航天等領域以及戰略性大項目合
作，推進歐亞經濟聯盟同“一帶一路”倡議
進一步對接。加強抗疫合作，反對將疫情政
治化。進一步加強人文交流，搞好明後兩年
體育交流年。

普京：最堅定支持中國涉台立場
俄方將最堅定地支持中國政府在涉台問

題上的正當立場，堅決反對任何勢力借涉台
問題損害中方利益，堅決反對在亞太地區組
建任何形式的“小圈子”，任何挑撥離間俄
中關係的圖謀都不會得逞。俄方願同中方繼
續深化在上海合作組織、聯合國安理會等多
邊場合的密切協作，支持中方明年擔任金磚
國家主席國工作，堅決反對干涉俄中兩國內
政和遏制兩國正當發展利益的企圖，捍衛國
際公平正義，維護國際戰略安全與穩定。俄
方願同中方就維護各國真正民主權利問題加
強溝通。

雙方還就其他共同關心的國際和地區問
題交換了意見。

●●習近平習近平1515日下午在北京同俄羅斯總統普京舉行視頻會晤指出日下午在北京同俄羅斯總統普京舉行視頻會晤指出，，中俄要在全球治理上發出更加響亮的聲音中俄要在全球治理上發出更加響亮的聲音。。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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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疫合作：
●去年以來，中俄積極開展抗疫合作，生動詮釋了守望相助的

雙邊關係內涵，也為推動國際社會團結抗疫、構建人類衞生

健康共同體作出了積極貢獻。

●雙方要多想辦法，相向而行，在嚴防疫情跨境傳播前提下，

落地更多疏通“堵點”的實際舉措。我們也願加強同俄方在

病毒檢測、疫苗和藥物研發方面的合作對接。

產業能源合作：
●新形勢下，雙方要共享發展機遇，做大合作蛋糕。抓住新

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機遇，加快前沿科技產業合作。

●中俄能源合作基礎牢固，契合點多，雙方要鞏固傳統能源合

作存量，補充新能源合作增量，推進核能領域一攬子合作，

探討拓展可再生能源等新合作方向。

推進“全球發展倡議”合作：
●今年9月，我在第七十六屆聯合國大會上提出全球發展倡

議。這是中方着眼各方特別是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

面臨的市場挑戰，致力於落實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

議程提供的又一全球公共產品。

●中方願同俄方加強合作，為完善全球治理、推進全球發展

事業發揮作用。

地區合作：
●上海合作組織成立20年來，中俄始終保持高水平戰略協

作，同其他成員國一道堅定遵循“上海精神”，不斷增進
團結互信，深入開展各領域合作。

●雙方要支持本組織各成員國平穩推進國內重要政治議程，
決不允許外部勢力以任何藉口干涉地區國家內政。

●要牢牢把握上海合作組織發展正確方向，走團結合作、安
危共擔、開放融通、互學互鑒、公平正義之路。

●中方願繼續同俄方和集體安全條約組織成員國開展靈活多
樣的合作，維護地區安全和穩定。

金磚合作：
●中方將於明年擔任金磚國家主席國，主辦領導人第十四次會

晤等活動。我們願同俄方保持高水平戰略協作，推動金磚國
家全面深化各領域合作。

●倡導踐行真正的多邊主義，支持多邊貿易體制，建設開放型
世界經濟。

●抓好金磚務實合作，深化公共衞生合作，拓展“金磚+”模式，
擴大金磚合作的受益範圍。

安理會合作：
●當前形勢下，安理會5個常任理事國有必要就深化抗疫合作、

維護國際和平和安全、促進經濟復甦加強協調，積極回應國
際社會的普遍期待。中方願同俄方保持密切溝通。

來源：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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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儘
管11月份中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
比增速有所放緩，但中國國家統計局新
聞發言人、國民經濟綜合統計司司長付
凌暉15日在北京稱，消費市場恢復還
有不少有利條件，沒有看到“消費降
級”的變化。

當天公布的數據顯示，11月份，
中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41,043億元人
民幣，同比增長3.9%，比上月回落1.0
個百分點；兩年平均增長4.4%，比上
月回落0.2個百分點。

付凌暉在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
行的發布會上說，近兩年消費形勢往往
會受到疫情擾動，但總體來看消費升級
態勢在持續。1月份至11月份，中國限
額以上單位金銀珠寶類和文化辦公用品
類等升級類商品的零售額同比分別增長
34.1%和20.2%，明顯快於全部商品零
售額增速。

他還舉例說，前11月，汽車類商
品銷售雖出現下降，但很重要的原因是
汽車芯片短缺導致市場供應有所不足。
同時也要看到，中國新能源汽車產銷量

均保持較快增長，同比增長在1倍以
上，高端品牌銷量增長也較明顯。從未
來發展看，中國消費規模擴大、消費結
構升級的態勢不會改變。

上月受疫情影響 銷售穩中有緩
就 11月份當月而言，付凌暉指

出，中國市場銷售總體恢復，但受疫情
散發多發影響，呈現穩中有緩特點。具
體來看，餐飲收入受疫情影響比較明
顯，速度由增轉降。商品零售保持總體
穩定，11月份，商品零售額兩年平均增
長5.3%，比上月加快0.3個百分點。

此外，網絡零售保持較快增長。1
月份至11月份，中國實物商品網上零
售額同比增長13.2%，佔社會消費品零
售總額的比重達到24.5%。

付凌暉表示，下階段中國消費市場
恢復還有不少有利條件。就業形勢保持
穩定，企業利潤保持較快增長，居民收
入增加有保障；市場保供穩價有力有
效，居民消費價格總體溫和上漲，消費
預期總體穩定；經濟逐步恢復，社會保
障不斷完善，也有利於增強消費信心。

消費品零售增速放緩
官方：未見“消費降級”

●●山西太原山西太原，，
消費者在超市消費者在超市
選購蔬菜選購蔬菜。。

中新社中新社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記者 海巖 北京報

道）剛剛閉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在充分肯定成績的同時，必須

看到中國經濟發展面臨需求收縮、供給衝擊、預期轉弱三重壓力。11月

經濟“成績單”15日出爐，中國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付凌暉說，從統

計數據來看，也清晰地反映了這三重壓力和經濟的下行壓力，但是他強

調，“儘管存在這三重壓力，但也要看到，中國經濟長期向好的基本面

沒有變，韌性強的特點也比較突出。”付凌暉表示，明年保持經濟穩定

運行仍有較好的支撐。內需拉動有望增強，只要把好疫情防控關，明年

消費發展仍大有可為，“十四五”規劃重大項目陸續開工；5G產業加速

布局，數字經濟、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戰略性新興產業快速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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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凌暉說，從需求看，中國社會消費品
零售總額同比增速由年初的兩位數增

長回落到個位數，兩年平均增速也由3月
份的增長6.3%回落至8月份的增長1.5%，
近兩個月雖有所改善，但仍處於較低水
平。投資增速亦呈現類似回落態勢，反映
了需求收縮的變化。

PPI漲幅較高 PMI總體回落
從供給看，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上漲，

中國部分能源和金屬供給偏緊，汽車等部
分行業缺芯問題影響明顯，PPI同比漲幅
從 1月份的上漲 0.3%擴大至 10 月份的
13.5%，11月份漲幅雖有所回落，但還處
於較高水平。從預期看，中國製造業PMI
自4月份以來連續回落，9月份和10月份
跌至收縮區間，其中小型企業製造業PMI
連續7個月處於收縮區間。服務業商務活
動指數受疫情影響波動較大，總體上也呈
現回落態勢。

實體經濟穩中有升
不過，面對上述重重挑戰，中國經濟

仍然頂住壓力保持了恢復態勢，實體經濟
更穩中有升。這在最新公布的11月份數據
中亦有體現。剔除一些短期擾動，拉長“時
間線”看，中國經濟主要指標均處於合理區
間。1月份至11月份，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
比增長10.1%，服務業生產指數增長14%，
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13.7%，貨物進出
口總額增長22%，均保持較快增長。

工業製造業持續加強，則對鞏固壯大
實體經濟形成支撐。11月份當月，隨着保
供穩價、助企紓困等政策措施有力推進，
中國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3.8%，
比上月加快0.3個百分點，連續兩個月加
快。其中，製造業在高技術和裝備製造業

帶動下，回升幅度高於採礦業、電力熱力
燃氣及水生產和供應業。

保供穩價顯效，也讓市場緊缺產品供
應增加。11月份，中國原煤產量同比增長
4.6%，比上月加快0.6個百分點；煤炭開
採和洗選業出廠價格環比下降4.9%。汽車
行業缺芯狀況有所緩解，11月份汽車產量
同比下降7.1%，降幅比上月收窄1.2個百
分點。

以穩健姿態交出11月成績單後，也意
味着中國經濟全年表現即將揭曉。

專家：“穩”政策助力明年首季“開門紅”
廣發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郭磊分析指

出，11月經濟數據好壞參半。工業表現略
有加速，汽車產銷好於上月，固定資產投
資單月企穩，地產系數據降幅收窄；但基
建投資繼續走弱，消費增速低於上月，服
務業生產指數繼續走低，新增就業人數偏
低，調查失業率數據小幅走高。

郭磊指出，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已明確
布局穩增長，要求保證財政支出強度，加
快支出進度，適度超前開展基礎設施投
資。國家發改委工作會議則提出擴大投資
的具體方向，包括扎實推進“十四五”規
劃102項重大工程項目建設，鼓勵和引導
民間資本參與交通、物流、生態環境、社
會事業等補短板項目建設等。

浙商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超指出，當
前出口韌性對工業生產支撐力度較強，內
需仍然偏弱，疫情反彈掣肘消費恢復，投
資發力仍需等待到明年一季度。

李超認為，在“穩字當頭”、“政策
發力適當靠前”的政策基調下，擴大投
資、產業支持、信貸放鬆等穩增長政策有
望快速落地顯效，助力明年一季度經濟
“開門紅”。

台灣阿美族歌
手楊品驊因工作調動
原因，2007 年第一
次來到北京，正巧趕
上北京籌備 2008 年

夏季奧運會，如今，在京14年的他，
又即將見證冬奧會的舉辦。其實，他
從去年開始就已投入到了冬奧相關活
動中，比如演唱《請到長城來滑雪》
收穫千萬流量，參加體育研習營了解
冬奧進展，參觀冬奧項目場館等。他
讚嘆位於延慶的高山滑雪賽道非常漂
亮，稱它為全世界最困難的賽道也不
為過，也彰顯了國家對於舉辦冬奧會
的決心。

《請到長城來滑雪》是中國北京
申辦2022年冬奧會的九首優秀音樂作
品之一。楊品驊表示，“這首歌吸引
了更多台胞關注冬奧會，以及更多台
灣 年 輕 人 參 與 到 志 願 者 的 工 作 中
來。”隨後，近30名台胞參加了全國
台聯在重慶舉辦的體育研習營。

讚嘆高山滑雪場館
今年年初，楊品驊曾到訪一些冬奧場館，其

中，位於延慶小海駝山區域的賽區吸引了他的注
意。“這是國內第一條符合奧運標準的高山滑雪
賽道，也是目前世界上難度最大的比賽場地之
一。”他驚嘆地說，“賽道非常漂亮，難度很
大。”更令他感到驚訝的是，冬奧會結束後，這
些場館都會提供給老百姓使用。“既有效利用了
場館，又惠顧了老百姓，還能增加冰雪運動的普
及度。”

作為見證“雙奧”的台胞，他感到非常驕傲
和榮耀。“現在我也是北京的一分子，所以會更
加努力去告訴島內的朋友和族人，與他們分享我
的心路歷程，告訴他們國家為舉辦冬奧投入的心
力，全世界將因為這場體育盛事關注到我們的祖
國。”他稱，未來幾個月，自己也會像北京市民
一樣，配合冬奧做好一切準備工作，希望通過這
場國際賽事，讓世界看到我們國家付出的努力和
國民由衷的自豪感。

●香港文匯報記者朱燁北京報道

我們都擁有愛，
來把所有門全都敞開，
一起向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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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

燁 北京報道）在15日的國

台辦發布會開始前，發布廳

內循環播放着一首2022年冬

奧會和冬殘奧會主題口號推

廣歌曲《一起向未來》。值

得注意的是，此版本由部分在

京台胞參與錄製。鏡頭裏，21

位台胞身穿胸前印着雪融融圖

案的白、藍、粉色T恤，臉上

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在京台胞錄製冬奧歌在京台胞錄製冬奧歌
盼兩岸盼兩岸““一起向未來一起向未來””

●在京台胞錄製的《一起向未來》短片。
視頻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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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台辦：歡迎台灣同胞共襄盛舉
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到，參與此次《一起向

未來》歌曲錄製的21位台胞來自各行各
業，既有企業家、在京就業青年，也有歌手、演
員、學生等，年齡跨度在20歲至60歲之間，最
久的已在北京生活工作了20多年。參與錄製的台
灣阿美族歌手楊品驊對香港文匯報記者稱，“其
實未來都會面臨很多挑戰，但這首歌給了我們台
胞勇氣和信念，讓我們感到未來似乎並不遙遠，
相信兩岸之間也能夠更加密切，正如歌詞中所唱
‘我們都擁有愛，來把所有門全都敞開，一起向
未來。’”

排練一周 錄製時冷雨中重拍20次
楊品驊表示，錄製地點位於北京前門大街的

阿里山廣場。“這個廣場對很多台灣商戶而言，
是在北京發展的開端。”其實，這裏也是楊品驊
的開始地，2010年，他首次帶藝術團來京進行台
灣少數民族文化展演，就在前門大街阿里山廣
場。他表示，雖然21位台胞來自台灣的不同地
方，有不同的職業背景、年齡和經歷，但是大家
的心都是向着北京的。“我們與其他所有跳過

《一起向未來》這支舞的老老少少們一樣，擰成
一股繩，團結一心迎冬奧。”

“台灣沒有那麼多冰雪項目和運動，大家來
到北京，對冰雪運動感到既陌生又期待，”他
說，“在北京舉辦的冬奧會，就在我們身邊，讓
我們感到更加驕傲，也非常願意與島內的朋友、
家人分享冬奧會的訊息。”談及自己是否擅長冰
雪運動，他笑稱自己是“會跌倒的滑雪菜鳥”，
不過，他很愛看冰上曲棍球，並交了一位北京隊
的專業運動員朋友。

經過一周的排練，一上午的錄製，最終才有
了43秒鐘的成片。“現場至少重複拍攝了20
次。”楊品驊稱，雖然錄製當天只有4度還飄起
了小雨，非常陰冷。“但大家都很熱情，動作整
齊劃一，相信大家從成片上也能看到，我們所有
人的笑容抵禦了寒冷，展現了非常陽光的一
面。”

錄製結束後，他們都熱情地在社交媒體分享
感受。“在京台胞應該把我們作為新北京人的感
受，通過這首歌傳達出去，也希望大家看到，有
這麼多團結在北京的台灣人，年輕活潑的一面。

相信也會更有傳承的意義。”

冬奧志願服務 台青積極參與
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說，台灣同胞用這種特

別的方式表達了對北京冬奧的期盼和一起向未來
的美好願景。“我們歡迎台灣同胞參與北京冬奧
會相關活動，希望兩岸同胞相約北京，共享冬奧
的激情與快樂。”馬曉光表示，台青和台胞積極
參與冬奧志願服務，說明這些年來我們支持台青
台胞來大陸發展的政策措施已取得實效，也說明
只要穿透民進黨當局製造的信息屏蔽，來大陸親
自走一走、看一看、學一學、幹一幹，兩岸同胞
就能夠走親走近，更說明兩岸同胞身上都流淌着
同樣的血脈，都有中華民族的善良美德，願意為
人類美好事業奉獻愛心。“我們由衷地歡迎台灣
同胞以各種形式參與冬奧活動，共襄盛舉，共享
榮光。”

馬曉光還透露，據了解，自2019年12月5
日啟動全球網絡招募以來，根據北京冬奧會賽
事籌辦工作安排，北京冬奧會已經開始在北京
高校中錄用台灣學生作為賽會志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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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儘
管11月份中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
比增速有所放緩，但中國國家統計局新
聞發言人、國民經濟綜合統計司司長付
凌暉15日在北京稱，消費市場恢復還
有不少有利條件，沒有看到“消費降
級”的變化。

當天公布的數據顯示，11月份，
中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41,043億元人
民幣，同比增長3.9%，比上月回落1.0
個百分點；兩年平均增長4.4%，比上
月回落0.2個百分點。

付凌暉在中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舉
行的發布會上說，近兩年消費形勢往往
會受到疫情擾動，但總體來看消費升級
態勢在持續。1月份至11月份，中國限
額以上單位金銀珠寶類和文化辦公用品
類等升級類商品的零售額同比分別增長
34.1%和20.2%，明顯快於全部商品零
售額增速。

他還舉例說，前11月，汽車類商
品銷售雖出現下降，但很重要的原因是
汽車芯片短缺導致市場供應有所不足。
同時也要看到，中國新能源汽車產銷量

均保持較快增長，同比增長在1倍以
上，高端品牌銷量增長也較明顯。從未
來發展看，中國消費規模擴大、消費結
構升級的態勢不會改變。

上月受疫情影響 銷售穩中有緩
就 11月份當月而言，付凌暉指

出，中國市場銷售總體恢復，但受疫情
散發多發影響，呈現穩中有緩特點。具
體來看，餐飲收入受疫情影響比較明
顯，速度由增轉降。商品零售保持總體
穩定，11月份，商品零售額兩年平均增
長5.3%，比上月加快0.3個百分點。

此外，網絡零售保持較快增長。1
月份至11月份，中國實物商品網上零
售額同比增長13.2%，佔社會消費品零
售總額的比重達到24.5%。

付凌暉表示，下階段中國消費市場
恢復還有不少有利條件。就業形勢保持
穩定，企業利潤保持較快增長，居民收
入增加有保障；市場保供穩價有力有
效，居民消費價格總體溫和上漲，消費
預期總體穩定；經濟逐步恢復，社會保
障不斷完善，也有利於增強消費信心。

消費品零售增速放緩
官方：未見“消費降級”

●●山西太原山西太原，，
消費者在超市消費者在超市
選購蔬菜選購蔬菜。。

中新社中新社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記者 海巖 北京報

道）剛剛閉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指出，在充分肯定成績的同時，必須

看到中國經濟發展面臨需求收縮、供給衝擊、預期轉弱三重壓力。11月

經濟“成績單”15日出爐，中國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付凌暉說，從統

計數據來看，也清晰地反映了這三重壓力和經濟的下行壓力，但是他強

調，“儘管存在這三重壓力，但也要看到，中國經濟長期向好的基本面

沒有變，韌性強的特點也比較突出。”付凌暉表示，明年保持經濟穩定

運行仍有較好的支撐。內需拉動有望增強，只要把好疫情防控關，明年

消費發展仍大有可為，“十四五”規劃重大項目陸續開工；5G產業加速

布局，數字經濟、生命健康、新材料等戰略性新興產業快速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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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凌暉說，從需求看，中國社會消費品
零售總額同比增速由年初的兩位數增

長回落到個位數，兩年平均增速也由3月
份的增長6.3%回落至8月份的增長1.5%，
近兩個月雖有所改善，但仍處於較低水
平。投資增速亦呈現類似回落態勢，反映
了需求收縮的變化。

PPI漲幅較高 PMI總體回落
從供給看，國際大宗商品價格上漲，

中國部分能源和金屬供給偏緊，汽車等部
分行業缺芯問題影響明顯，PPI同比漲幅
從 1月份的上漲 0.3%擴大至 10 月份的
13.5%，11月份漲幅雖有所回落，但還處
於較高水平。從預期看，中國製造業PMI
自4月份以來連續回落，9月份和10月份
跌至收縮區間，其中小型企業製造業PMI
連續7個月處於收縮區間。服務業商務活
動指數受疫情影響波動較大，總體上也呈
現回落態勢。

實體經濟穩中有升
不過，面對上述重重挑戰，中國經濟

仍然頂住壓力保持了恢復態勢，實體經濟
更穩中有升。這在最新公布的11月份數據
中亦有體現。剔除一些短期擾動，拉長“時
間線”看，中國經濟主要指標均處於合理區
間。1月份至11月份，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
比增長10.1%，服務業生產指數增長14%，
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長13.7%，貨物進出
口總額增長22%，均保持較快增長。

工業製造業持續加強，則對鞏固壯大
實體經濟形成支撐。11月份當月，隨着保
供穩價、助企紓困等政策措施有力推進，
中國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3.8%，
比上月加快0.3個百分點，連續兩個月加
快。其中，製造業在高技術和裝備製造業

帶動下，回升幅度高於採礦業、電力熱力
燃氣及水生產和供應業。

保供穩價顯效，也讓市場緊缺產品供
應增加。11月份，中國原煤產量同比增長
4.6%，比上月加快0.6個百分點；煤炭開
採和洗選業出廠價格環比下降4.9%。汽車
行業缺芯狀況有所緩解，11月份汽車產量
同比下降7.1%，降幅比上月收窄1.2個百
分點。

以穩健姿態交出11月成績單後，也意
味着中國經濟全年表現即將揭曉。

專家：“穩”政策助力明年首季“開門紅”
廣發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郭磊分析指

出，11月經濟數據好壞參半。工業表現略
有加速，汽車產銷好於上月，固定資產投
資單月企穩，地產系數據降幅收窄；但基
建投資繼續走弱，消費增速低於上月，服
務業生產指數繼續走低，新增就業人數偏
低，調查失業率數據小幅走高。

郭磊指出，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已明確
布局穩增長，要求保證財政支出強度，加
快支出進度，適度超前開展基礎設施投
資。國家發改委工作會議則提出擴大投資
的具體方向，包括扎實推進“十四五”規
劃102項重大工程項目建設，鼓勵和引導
民間資本參與交通、物流、生態環境、社
會事業等補短板項目建設等。

浙商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超指出，當
前出口韌性對工業生產支撐力度較強，內
需仍然偏弱，疫情反彈掣肘消費恢復，投
資發力仍需等待到明年一季度。

李超認為，在“穩字當頭”、“政策
發力適當靠前”的政策基調下，擴大投
資、產業支持、信貸放鬆等穩增長政策有
望快速落地顯效，助力明年一季度經濟
“開門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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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四大公投 18 日投票，高雄市警
方昨天掃蕩高雄市各地網路簽賭組頭，共帶回
11名組頭，共計賭資紀錄新台幣1億4593萬餘元
，但目前查獲的均為運動類賭盤，尚無公投賭盤
。

高雄市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今天發布新聞稿
表示，四大公投投票在即，高雄市警察局刑事警
察大隊全力投入相關選務工作，嚴密查緝各式選
舉賭盤、網路簽賭等不法情事，慎防不法份子以
賭盤賠率企圖影響公投結果。

高雄市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表示，昨天動員
近百名刑事偵查、科技偵查等人員，兵分多路掃
蕩高雄市各地網路簽賭組頭，共帶回11名男女

組頭，年紀最大65歲、最小20歲，賭資紀錄共
計1億4593萬餘元。

此外，現場共查獲賭金現金共 56 萬餘元，
並查扣經營簽賭網站用電腦5部、手機13支、帳
冊1批、存摺7本等證物。不過警方表示，目前
查獲的賭盤均為運動類賭盤，尚未查獲公投賭盤
。

高雄市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隊表示，刑大臉書
粉絲團11日已公告 「開賭有罪，下注必抓」宣
導圖文，嚴正表達緝賭守護公投決心。高雄市警
察局也表示，將本於職責，全力防堵黑道、境外
勢力、不法資金介入此次公投，維護民眾行使直
接民權的民主機制。

四大公投在即 高市警大動作掃蕩網路賭盤

（中央社）高醫驗毒疑義引發外界質疑新興
毒品變化快又多，國內列管毒品原料太慢。法務
部今天表示，毒品審議委員會早就一併審議列管
可以互相取代的毒品先驅原料，防堵犯罪集團走
巧門。

高雄醫學大學附設中和醫院毒物室被爆將三
級毒品判為二級毒品，高醫喊冤強調原本檢測項
目就不含三級毒品Eutylone，去年11月請購標準
品後才能檢測 「這是檢驗的侷限性，並非誤判」
；外界質疑新興毒品變化快又多，國內列管毒品
先驅原料太慢。

法務部晚間發布新聞稿指出，為有效遏阻不
法分子以毒品先驅原料之類緣物製造毒品，法務
部毒品審議委員會主動採取對於類緣物合併審議
列管策略，要求相關單位提報毒品審議時，應將
可相互取代作為製毒之類緣物一併提報，由毒審
會合併審議列管，以防堵犯罪集團利用尚未列管
之際製造毒品以躲避查緝。

新聞稿指出，按現行新興毒品多以化學物質

合成，曾有毒販改變化學物質結構作為毒品先驅
原料（即類緣物）而製成毒品，有鑑於此，法務
部超前部署，於毒品列管時就將類緣物合併審議
，不讓毒品防制有任何空窗。

例如近期，坊間俗稱 「喵喵」之新興毒品第
三級毒品興起，而製造 「喵喵」之先驅原料
「2-溴-4-甲基苯丙酮」，先經毒審會審議列管

為第四級毒品先驅原料，後來發現犯罪集團改以
「2-碘-甲基苯丙酮」作為製毒先驅原料。

毒審會於今年7月起隨即將 「2-碘-甲基苯
丙酮」、 「2-氯-甲基苯丙酮」、 「2-氟-甲基
苯丙酮」這些可以互相取代的先驅原料一起合併
審議列管為第四級毒品先驅原料，讓毒品列管一
網打盡，犯罪集團無法利用未及列管機會製造毒
品。

後來，台中地檢署指揮調查局剛好在同年7
月間查獲自大陸地區走私進口 「2-碘-甲基苯丙
酮」40桶約1公噸，成功攔阻犯罪集團利用類緣
物製造新興毒品 「喵喵」。

可取代毒品先驅原料 毒品審議委員會一併列管

（中央社）台北律師公會前會計李姓女子
，涉嫌在職期間侵吞公款約新台幣1800萬元，
台北地檢署偵辦後，依業務侵占等罪起訴李女
。北律今天表示，將持續強化精進財務、會計
等內部制度。

檢方調查，李女原任職於台北律師公會秘
書處擔任會計人員，她涉嫌於106年度至109年
度利用職務上經手北律金融帳戶款項調撥之便
，侵吞經手款項約1800萬元，並竄改帳簿資料
以掩飾犯行。

台北律師公會理監事於去年8月間就任，
同年12月25日察知李女涉嫌侵吞款項後，委請
會計師進行內部調查後，今年1月13日解僱李
女，同時提出刑事告訴並進行假扣押。李女經
北律求償，已先行繳回109年度侵占的640萬元
。

台北地檢署偵辦後，已就李女於 106 年度
至109年度涉案部分，先後依業務侵占等罪起
訴，目前正由台北地方法院審理中。

北律今天發布聲明指出，理監事基於職責
，仍將持續委請會計師查核李女經手、製作的
款項及帳簿資料，了解除起訴範圍外，李女是
否尚有其他侵占及業務上登載不實犯行。

北律表示，理監事乃於追究李女法律責任
的同時，依會計師建議，完成財務及會計制度
及流程之精進，具體措施包括嚴謹化會計及出
納作業流程、增聘會計覆核人員、整併帳戶、
盡量避免現金支付等，並自110年度起建立外
部查核制度，每年至少委任會計師審查帳務一
次。就改善後之內部制度，亦委任會計師進行
外部稽核審查，檢視現況制度之效率。

台北律師公會前會計涉侵吞1800萬元 北檢起訴

（中央社）台北市萬華區今天中午驚傳疑
似有爆裂物，警方獲報立即派員封鎖現場，經
進一步調查確認並無火藥成分，排除為爆裂物
，此案相關動機和涉嫌人身分正在追查中。

警方今天中午左右接獲報案，指萬華區中

華路二段和南海路口疑有爆裂物品，隨即派員
封鎖現場進行處理。

經專業處置後，轄區警方表示，已確認並
無火藥成分，也非爆裂物，全案相關動機和嫌
疑人部分，正在積極追查了解中。

北市萬華區疑有爆裂物 警確認無火藥成分

（中央社）冬天是一氧化碳中毒的高峰期，
消防署長蕭煥章今天指出，今年已發生45案且
釀5死、116傷，約8成是因屋外式熱水器安裝在
通風不良處，提醒民眾遵守保持通風等 「5要原
則」。

消防署今天舉辦 「1216一氧化碳預防日」記
者會，蕭煥章致詞表示，受鋒面影響，明天起氣
溫將下降，且冬天向來為一氧化碳中毒的高峰期
，統計今年起迄今的一氧化碳中毒事故已有 45
案，造成5死、116傷，提醒民眾要多注意熱水
器正確安裝觀念。

蕭煥章指出，這 45 起一氧化碳中毒案中，
約有8成是因為屋外式熱水器安裝在通風不良處
，其他則多為熱水器未正確安裝排氣管所致。

同時，因天氣寒冷、門窗緊閉，進而造成空
氣不對流，有高達7成案件都是發生在冬天，若
熱水器安裝不當，瓦斯燃燒廢氣無法排出，就可
能造成一氧化碳中毒。

蕭煥章說，這45案中，其中有30案為屋外
型熱水器設置在加裝玻璃窗或紗窗的陽台內，若
再晾曬衣物，就會造成通風阻礙；另有10案則
是將熱水器安裝在浴室、廚房或房間內，提醒室
內應選用強制排氣式熱水器，才能避免意外發生
， 「一氧化碳中毒是可預防的」。

消防署新聞稿也提醒，民眾安裝熱水器要遵
守 「5要原則」，分別為選安全品牌、正確型式
、安全安裝、定期檢修及保持通風，以確保安全
。

一氧化碳中毒案1年45起 消防署籲守5要原則
高雄城中城拆除開工祈福高雄城中城拆除開工祈福

高雄市城中城大火後被高雄市城中城大火後被33大技師公會聯合鑑定為危樓大技師公會聯合鑑定為危樓，，1616日起展開拆除作業日起展開拆除作業，，市府舉辦開工市府舉辦開工
祭祀法會祭祀法會，，副市長林欽榮副市長林欽榮（（前中前中））率市府團隊到場上香祈福率市府團隊到場上香祈福。。

拚拚44大公投全國最高票大公投全國最高票 高市民進黨推高市民進黨推44催票行動催票行動
44大公投投票倒數計時大公投投票倒數計時，，民進黨高雄市黨部推出民進黨高雄市黨部推出 「「44個催票行動方案個催票行動方案」」 ，，全力衝刺全力衝刺，，力拚公力拚公

投投44個不同意全國最高票個不同意全國最高票。。黨部主委趙天麟黨部主委趙天麟（（右右22））說說，，公投議題對南部發展至為重要公投議題對南部發展至為重要，，希望南希望南
部可成為公投領頭羊部可成為公投領頭羊。。

朱立倫高雄公投車隊掃街朱立倫高雄公投車隊掃街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國民黨主席朱立倫（（前右前右22））1616日與高雄市副議長陸淑美日與高雄市副議長陸淑美（（前右前右33））及黨籍議員們以車隊掃及黨籍議員們以車隊掃

街方式向民眾宣傳街方式向民眾宣傳，，呼籲呼籲1818日公投投下日公投投下44張同意票張同意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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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巨頭紛紛布局布局
元宇宙今年進入““起步期起步期””

只需揮揮手或打一個響指，眼前即

會出現想要的信息，並開展下一步操作

。——不久的未來，人們或將真的進入

科幻電影中虛擬與現實完全交融隨時切

換的全新世界。繼PC連接的桌面互聯網

時代、智能手機連接的移動互聯網時代

之後，“元宇宙”引爆了下一個信息互

聯時代的想象，通過虛擬與現實的完美

連接，打造理想的虛擬世界。

元宇宙的核心是XR技術和設備的

發展。這一産業發展趨勢如何？日前，

德勤發布《元宇宙系列白皮書：全球XR

産業洞察》，解讀當下最熱的“元宇

宙”，將如何創造一個用戶與家人、朋

友、寵物、喜愛的物品和體驗都被虛擬

連接的全新環境。

虛實相生
元宇宙概念引爆市場
今年3月，沙盒遊戲平台Roblox的

上市讓元宇宙（Metaverse）概念引爆市

場，近400億美元的市值打開了“元宇

宙”行業的想象空間；隨後，臉書更名

爲“Meta”進一步激發了市場對于元宇

宙概念的熱情，將科幻的元宇宙概念迅

速拉進了現實生活。

在國內，今年8月，字節跳動巨資

收購國內領先的VR（虛擬現實）創業公

司硬件設備企業Pico，再次引發市場熱

議。蘋果、臉書（已更名爲“Meta”）

、微軟、谷歌、華爲、騰訊、字節跳動

紛紛構建XR生態，戰略卡位“下一代

結算平台”。

白皮書指出，虛實相生是元宇宙的

關鍵特征，體現在六個核心要素上，包

括沈浸感、虛擬身份、數字資産、真實

體驗、虛實及完整社會系統。未來，元

宇宙的發展一方面由實向虛，實現真實

體驗數字化；另一方面由虛向實，實現

數字體驗真實化。

其中，由實向虛的過程，是提高現

實感受及效率的過程。例如，職業教育

引入仿真及仿真車間等應用場景，構建

虛擬化的場景，爲學生提供真實的技術

動作指導及訓練以及提供高效練習的方

式。再例如，未來可通過AR眼鏡在人

眼觀察到實際道路的同時，通過眼鏡屏

幕提供道路導航功能。又如電影《王牌

特工》中描繪的場景：通過AR眼鏡，

可以實現世界各地的人在同一個虛擬辦

公室中共同開會。

由虛向實的過程，是創造開拓新的

生産及消費場景的過程。例如手遊開發

公司Larva Labs打造“Meebits”虛擬角

色形象作爲虛擬藝術品進行銷售。還有

衆多的虛擬偶像，經曆了幾年的發展已

有“破圈”之勢。

概念已萌芽
今年進入“起步期”
白皮書認爲，目前行業已經出現的

各種數字化和智能化的概念可以認爲是

元宇宙的萌芽，未來5至10年隨著相關

技術的進一步成熟以及元宇宙概念的不

斷深化，有望進入起步發展階段。

萌芽階段爲2016年至2020年，雖然

還沒有出現元宇宙的概念，但不同行業

都在進行一些技術單點的線上化、數字

化與虛擬化的嘗試。例如，波士頓醫生

培訓公司Osso VR開發了一系列可以創

建虛擬手術室的軟件，使得醫生可以放

心地進行更多更爲複雜的手術操作培訓

；任天堂開發的手遊“寶可夢GO”，通

過在智能手機上進行AR技術應用，實

現在物理世界發現虛擬寶可夢形象，並

進行抓捕和戰鬥的娛樂遊戲等。

起步階段爲2021年至2030年，其實

質是不同行業對于線上化、數字化與虛

擬化的進一步深入應用與技術沈澱，實

現以單個行業爲基礎的各個獨立元宇宙

，形成元宇宙分散化、單行業、多中心

小生態的階段。

産業元宇宙中，主要實現基礎技術

應用，並深入垂直行業內形成全産業

鏈、全行業虛擬化應用。消費者元宇宙

中，主要實現各種獨立IP虛擬體驗的進

一步深化，不斷開發優化連接物理及虛

擬世界的硬件設備，提升虛擬體驗的真

實感，並逐步搭建虛擬社會體系。例如

，元宇宙遊戲鼻祖“Roblox”，玩家可

以通過遊戲幣與現實貨幣的兌換，實現

虛擬和物理世界的真實經濟交換。

發展階段從2031年開始，其實質是不

同獨立行業的元宇宙開始逐步打通數據與

標准，實現相似相融的整合階段。例如不

同的工業領域的工業互聯網可能逐步統一

數據標准並融合形成工業元宇宙，又如智

慧社區、智慧樓宇、智慧交通可能逐步統

一數據標准並融合形成智慧城市元宇宙。

對于個人來說，虛擬生活中的多個場景與

虛擬元素將“破壁”，構建完整的虛擬生

活場景及內容，並實現多個平台虛擬資

産及信息的流通及共享，漫威英雄、孫

悟空和韓國女團的虛擬演唱會可能會出

現在同一個虛擬時空。

XR設備是關鍵
國內外科技巨頭均有布局
擴展現實是元宇宙的探索入口，而

擴展現實設備（XR）是元宇宙連接虛擬

與現實的關鍵設備。所謂XR，是指通過

計算機將真實與虛擬相結合，打造一個

人機交互的虛擬環境，是VR（Virtual

Reality 虛擬現實）、 AR（Augmented

Reality增強現實）、 MR（Mixed Reality

混合現實）等多種技術的統稱。

白皮書認爲，目前元宇宙起步階段

需要實現的支撐性技術要點，在于對基

礎設施及設備的建設及開發，XR是現階

段的關鍵産品，需完成産品開發及基礎

功能的應用。

由社交媒體起家的臉書是XR領域

重要的布道者，其2014年收購了Oculus

，之後不遺余力地布局XR生態：硬件

、軟件、內容和應用領域都全面深耕。

2019年，臉書發布VR社交平台《Face-

book Horizon》，並于 2020年正式推出

，這被外界認爲是其向元宇宙邁出的重

要一步。在Horizon中，用戶可以創建角

色，和朋友聚會、娛樂，每個人都有能

力構建自己獨特的內容，爲臉書成爲下

一代社交平台帶來極大的想象空間。

國內企業中，XR是華爲戰略儲備的

關鍵技術之一：硬件方面，2016年發布

首款VR眼鏡，支持手機、電腦和Cloud

VR三平台終端的頭顯也于 2017年上市

，2020年進一步強化産品性能，發布VR

遊戲套裝；軟件方面，則于2018年發布

了通用AR引擎，並推出全新的AR內容

開發工具。

騰訊則于 2020 年提出“全真互聯

網”概念，面向開發者的底層平台發力

，打通硬件、軟件、內容等關鍵環節。

2020年2月，騰訊參與了“元宇宙第一

股”Roblox 1.5億美元的G輪融資，並獨

家代理Roblox中國區産品發行。2021年

4月，其旗下占股48.4%的遊戲公司Epic

獲得新一輪10億美元融資，主要用于開

發元宇宙；11月，旗下投資公司投資購

買了擁有XR觸覺模擬技術的英國廠商

Ultraleap部分股權。

此外，阿裏、百度也在XR領域不

同程度布局相關生態。目前阿裏的XR

入口更多的在于未來購物，從2020年公

布的“Buy+”計劃到阿裏“造物神”、

投資Magic Leap，以及即將推出的VR支

付，可以看出阿裏爲XR設定了第一個

應用場景。百度將 2018年上線的百度

VR浏覽器進行了業務重組，增加了技術

開放平台、VR廣告平台、VR行業解決

方案等，從單一App應用擴展成爲百度

旗下的VR項目生態聚集地。

此外，衆多硬件廠商也在發力硬件開發

、升級與內容構建，加速推動行業發展。

遊戲率先“出圈”
線上演唱會吸引數千萬網友捧場
應用方面，2021年3月10日“元宇

宙概念第一股”Roblox上市，作爲全球

最大的互動社區之一及大型多人遊戲創

作平台，Roblox積極布局VR領域，早在

2016年就開放了VR功能，並逐步實現

了VR遊戲的跨平台、跨設備適配，遊

戲玩家們可以通過電腦、手機、Xbox、

Oculus等各終端設備體驗VR遊戲。

視頻娛樂領域也有越來越多的XR

應用。2020 年 4 月，美國歌手 Travis

Scott在人氣射擊生存遊戲《堡壘之夜》

中舉辦了一場線上虛擬演唱會，全程使

用 XR 技術呈現表演，共吸引了超過

2770萬名玩家前往觀看。

XR在醫療行業亦帶來了巨大的價值。

手術操作訓練中，XR技術可以通過顯示、

觸感、力反饋等設備，使接受培訓的醫生

沈浸在虛擬場景中，進行手術操作和練

習，體驗真實的臨床手術過程，可以有

效提高醫生診斷病情和制訂治療方案的

能力，同時能夠大幅降低傳統培訓中的

器材、標本等成本。此外，XR在遠程醫

療、診療技術提升等方面也將發揮重要

作用，改善醫療資源不均的問題。



AA1212
星期五       2021年12月17日       Friday, December 17,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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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