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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上週因部分地區天候不佳
，加上 Omicron 變異株導致 COVID-19
（2019冠狀病毒疾病）疫情激增，導致全
球航班大亂。全球2日共有超過4000個航
班遭取消，其中逾半數在美國。

據航班追蹤網站FlightAware.com，截
至格林威治標準時間2日20時，進出美國
航班或美國國內線共有逾2400個航班遭到
取消；此外，全球有逾1萬1200個航班誤
點。

FlightAware.com資料顯示，取消最多
航班的航空公司是美國天西航空（Sky-
West Airlines）和西南航空（Southwest
Airlines），分別有510和419個航班被迫
取消。

西南航空發言人在給法新社的電子郵
件中說，2日早上他們取消約400個航班

，且預料將有更多航班取消。
1月1日，伴隨冬季風暴佛里達（Fri-

da）而來的惡劣天候迫使西南航空取消
490個航班，其中大部分集中在五大湖以
南的中北部各州，並向西延伸到大平原
（Great Plains）地區。

氣象專家警告，佛里達將繼續向東移
動，從華盛頓到北部麻薩諸塞州波士頓的
大片地區都將降雪。

1日主要交通樞紐芝加哥機場受到的
影響最大，但到了2日，亞特蘭大（At-
lanta）、丹佛（Denver）、底特律（De-
troit）、休士頓（Houston）和紐瓦克
（Newark）機場也受到嚴重影響。

據法新社報導，3日已有近1400個進
出美國以及美國國內航班被取消。

疫情與天候搗亂疫情與天候搗亂 全球逾全球逾40004000航班取消航班取消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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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the past two years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have almost all
used the same methods to face
the spread of the virus, including
blockades, wearing masks,
managing social distance,
restricting private gatherings and
requiring proof of vaccinations.

Today the omicron variant is
sweeping the world. Even Israel,
the nation most close to
successfully preventing the
epidemic, now says it could not
stop the virus because it spreads
too fast. But for more than one
month now the variant mainly
causes mild disease, especially
for those who have been
vaccinated which helps greatly to
prevent severe illness and death.

Dr. Anthony Fauci estimates that
we will reach a high peak at the

end of this month with the
omicron virus. He also
suggests that Americans
should reduce isolation
time from ten days to five
after they tested positive.

Political leaders around
the world are facing a
dilemma: if they shut
down businesses, it will
mean a big economic
loss, if not, they will have
to worry about the
spreading of the virus.

To be honest, compared
with last year at this time,
we are much better off
because of the invention
of many vaccines and oral
drugs.

As we enter the new year

together, everyone is just in the
same boat, and to face the

challenge, we must help each
other.

0101//0303//20212021

Virus Normalization?Virus Normalization?

在過去兩年的疫情中，世界各
國几乎使用相同之手法來面對病毒
，其中包括封鎖、強制戴口罩，保
持社交距離，限制私人集會及要求
打過疫苗的證明。
今天奧密克戎變異株正在橫掃

全球，就連防疫最嚴密的以色列也
表示無法阻止流行，因為它傳播太
快，但是一個多月來證明該變異株
主要導致輕症，尤其是對那些已經
接種疫苗及加強針的人，有助於預
防重症和死亡。
總統醫療總顧問福奇博士預估

，奧密克戎在全美之傳染可能會在
一月底前達到高峯，他同時建議美
國人在檢驗呈陽性後，如果沒有癓

狀建議隔離時間從十天減到五天。
各國當政者正面臨兩難局面，

如果全面實施隔離，關閉商業將造
成経濟上之重大損失，如果確診人
數太多，勢必造成醫療資源之緊張
和不足。
老實說，和去年此刻比較起來

，全世界對抵抗病毒已經取得了非
常明顯強大的成就，除了許多種疫
苗之發明，包括臨床口服藥劑也阻
止了許多死亡案例。
當我們共同走進了新的一年，

世界在疫情之隱憂之下，這股風暴
將無法迅速退潮，大家只是同舟共
濟，面對挑戰，戰勝病毒。

病毒常態化病毒常態化??



AA33要聞3
星期二       2022年1月4日       Tuesday, January 4, 2022

亞洲時局

【【李著華觀點李著華觀點::烏雲蔽日使人愁烏雲蔽日使人愁--俄羅斯何時入侵烏克蘭俄羅斯何時入侵烏克蘭？】？】

（綜合報道）南非開普敦消防部門3日證實：南非國會大廈的火災目前已經完全撲
滅，但建築物損毀嚴重。在此期間，一名男子因涉嫌縱火和盜竊被南非警方逮捕。

南非當地時間1月2日凌晨，位於南非立法首都開普敦的國會大廈突然發生重大火
災。據開普敦消防部門公佈的信息顯示，火災對建築物造成的損毀非常嚴重，特別是國
會大廈歷史最悠久的頂樓部分均被焚毀，短期內很難修復。

目前，針對火災起因的調查尚未開始，這是因為警方以及其他調查人員必須在消防
部門確認建築物已經完全安全後方可進入。但在此期間，一名年齡49歲的男子因涉嫌縱
火和盜竊被警方逮捕。據南非警方透露，該嫌疑人在未經授權的情況下，因隨身攜帶國
會大廈內物品出現在國會大廈區域而被逮捕，該嫌疑人預計將於1月4日出庭受審。

火災發生後，南非各政黨相繼發表聲明，呼籲南非國會的正常工作不要因這場大火
而中斷，並確保南非總統拉馬福薩能夠在下月如期在國會發布國情咨文。同時，南非政
府還呼籲，南非民眾暫停對於這起火災原因的無端猜測，並等待政府公佈最終的調查結
果

南非國會大廈損毀嚴重南非國會大廈損毀嚴重
一男子涉嫌縱火盜竊被捕一男子涉嫌縱火盜竊被捕

最近烏克蘭成為世界最危險的地方, 因為俄羅斯在烏國邊境部屬了10 萬大軍, 只待總統普京
發號司令即將長驅直入碾碎烏克蘭土地, 儘管美國總統拜登兩次與普京熱線通話協商與談判, 試
圖以外交手段解決軍事危機, 拜登也向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保證, 如俄羅斯入侵，美國將果斷回
應, 但不知美國果斷回應是什麼行動 ? 拜登並沒說明白, 但可確信的是: 烏雲蔽日的烏克蘭危矣,
俄軍進城只是時機問題罷了。

烏克蘭與俄羅斯有千絲萬縷的歷史淵源, 直到1990年蘇聯解體, 烏克蘭才正式脫離而獨立，
所以烏克蘭本是蘇聯的一部分,如從民族與國家情懷去思量, 俄羅斯再統一烏克蘭是不可能的事,
但烏克蘭懷抱西方國家勢力與北約組織，是俄羅斯無法容忍的, 所以普京一再強調: 俄與烏密不
可分，絕非西方與烏克蘭結盟可比擬的，這就是俄羅斯堅決反對烏克蘭加入北約的原因, 一旦如
此, 將讓俄羅斯感到危機存在。當然從烏克蘭立場來看, 加入北約等於是與俄羅斯劃清界線, 可以
發展獨立自主的外交政策。

引發俄羅斯極度不滿的是,美國在2020年軍援烏克蘭1.25 億美元，而英國也允許烏克蘭購
買英國軍艦和導彈設施,所以普京與拜登談判時所堅持的紅線就是不允許烏克蘭加入北約,並要求
北約不在烏克蘭部署軍隊。

其實對美國來說，烏克蘭局勢越緊張，歐洲對美國的依賴就越大, 也更能突顯美國在世界的
重要角色, 此外,在北約內部建立共同敵人，也有利於盟國團結, 當然最大輸家將是烏克蘭，這個
國家一直處於動盪分裂中, 美國企圖把大國間地緣政治競爭描繪成一層厚厚的意識形態, 並將俄
烏邊境事件描繪成關於侵略和反侵略的悲劇故事，讓烏克蘭向東推進過程中成為美國與歐洲棋
盤上的一顆棋子, 所以美國心機叵測,充滿了權謀。

蘇聯解體後，許多國家都經歷了美國支持的“顏色革命”,但美國既沒有意願也沒有能力向
它們提供實質援助,這些國家大多以悲劇收場,多年來，美國一直向烏克蘭提供巨大的軍事援助，
將其從頭到腳武器化, 然而，它明確排除了為烏克蘭而戰的任何可能性, 所以烏克蘭只能自求多
福了。

“賞櫻會”調查就此結束？
日檢方再次決定不起訴安倍

綜合報導 據日本共同社報道，圍繞日本前首相

安倍晉三的後援會在“賞櫻會”前夜主辦晚餐會的

部分費用，因涉嫌違反《公職選舉法》等被檢舉的

問題，28日，日本東京地方檢察廳特搜部以嫌疑不

充分、時效到期爲由，再次決定不起訴。

此前，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的後援會在“賞櫻

會”前夜主辦的晚餐會，因涉嫌違規填補差額等曾

遭檢舉，2020年12月，東京地方檢察廳特搜部對其

作出不起訴處分。

但是，之後日本東京第一檢察審查會對東京地檢特

搜部“賞櫻會”一案處理提出異議，認爲對安倍作出的

不起訴決定“部分不當”，要求重啓調查。

報道指出，特搜部展開再次調查，結果得出了

“填補會費不屬于涉嫌違反《公職選舉法》的向選

民捐贈行爲”的結論，最終再次決定不起訴。

報道稱，關于晚餐會的一系列調查，事實上已經結

束。安倍表示，“我認爲這是經過嚴正調查後決定的”。

此前報道，日本政府從1952年起，在東京新宿

禦苑舉辦“賞櫻會”，邀請社會各界代表與首相一

起欣賞櫻花，費用由政府承擔。

2013年至2019年安倍任日本首相期間，其後援

會負責在“賞櫻會”前夜舉辦晚宴，招待安倍支持

者。這些晚宴總花費遠高于出席者繳納費用，剩余

部分則由安倍方面填補。

2020年5月，市民團體對費用填補問題進行了檢舉

。特搜部同年12月決定對安倍相關嫌疑均不起訴，但以

3022萬日元(約合人民幣168萬元)收支未記入2016年至

2019年的政治資金收支報告、違反《政治資金規正法》

爲由，僅對前公設第一秘書進行了簡易起訴。

綜合報導 據韓國法務部消息，

韓國前總統樸槿惠于31日零時獲得特

別赦免獲釋。

報道稱，屆時，在三星首爾醫

院，教育改造部門將向樸槿惠交付赦

免證書，常駐病房的5名法警撤離，

赦免程序完畢。

據悉，樸槿惠在首爾看守所服刑

時健康狀況惡化，上月22日在三星首

爾醫院住院並接受治療，原計劃接受

一個月的治療，但專家建議需住院6

周以上，預計她將在明年2月2日出

院。樸槿惠的健康狀況惡化是政府決

定赦免的重要因素之一。

樸槿惠雖然獲赦免和複權，但

無法享受《關于前總統禮遇的法

律》規定的禮遇，只能獲得警衛

保護。

據悉，樸槿惠因親信幹政案和收

受國家情報院特別經費案于今年1月

被判有期徒刑20年、罰金180億韓元(

約合人民幣9672萬元)、追繳贓款35

億韓元並被羁押于首爾看守所。樸槿

惠2018年 11月底還因涉嫌幹預新世

界黨(國民力量前身)黨內公推而獲刑

2年，共服刑22年。樸槿惠自2017年

3月31日起在看守所被關押4年9個月，剩余17年3

個月的刑期被赦免。35億韓元追繳贓款已繳納，150

億韓元的罰金被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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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5府照常舉辦跨年活動
當局要求年後居家辦公
綜合報導 盡管近期泰國奧密

克戎毒株感染病例不斷增加，但

泰國國家旅遊局局長育塔薩 30

日表示，12 月 27 日至 31 日期間

，普吉、清邁、羅勇、大城、呵

叻等 5府的跨年活動仍按原計劃

照常舉行。

育塔薩表示，受泰國暫停免

隔離入境政策的影響，境外來泰

旅客近期有一定程度的減少，不

過泰國北部、東北和南部地區的

旅遊景點依舊熱鬧，新年期間有

望繼續迎來更多旅客。

泰國官方當天公布的數據顯

示，過去 24小時，泰國新增 190

多例奧密克戎毒株感染病例，目

前全國累計已發現 934 例奧密克

戎毒株感染病例。

泰國新冠肺炎疫情管理中

心發言人表示，目前國內多地

出現聚集性奧密克戎毒株感染

病例，預計新年後，確診病例

將持續上升。泰國政府已要求

公務人員在新年假期後居家辦

公 14 天(1 月 1 日至 1 月 14 日)，

並呼籲私營機構和企業也同樣

實行居家辦公，以防範奧密克

戎毒株的傳播。

泰國副總理兼衛生部長阿努

廷當天簽署緊急文件，要求衛生

部門做好新年後應對奧密克戎毒

株傳播的准備。文件指出，時近

歲末年初，許多地方舉辦跨年活

動，衛生部門必須密切奧密克戎

毒株傳播的情況，做好各項防疫

應對措施。

菲新增病例飆升至1623例
所有城市維持二級警戒

綜合報導 菲律賓衛生部公布，該國新

增新冠肺炎確診病例1623例。該數據比前

一日公布的889例上升了近83%，使該國活

躍病例總數達到 11772 例，累計病例

2841260例。

菲衛生部表示，新增病例的97%，即

1582例是最近14天(12月17日至30日)內確

診的。其中，首都大馬尼拉地區最近兩周

內確診病例爲1063例。

菲衛生部提醒公衆新年期間避免不安

全的聚會。因爲假日期間流動性增加，

將導致新冠病例繼續增加。該部呼籲公

衆在家庭和工作場所遵守最低公共衛生

標准，盡快接種疫苗以防止疫情進一步

傳播。

當天，菲代理總統發言人卡洛· 諾格拉

萊斯發表聲明稱，由于新冠病例激增，菲

新發傳染病管理機構間特別工作(IATF)29

日批准，從2022年1月1日至2022年1月15

日，全菲所有城市維持二級防疫警戒級別

。按照相關規定，期間各商業設

施和機構的室內客容量爲50%，

且僅接待完全接種新冠疫苗者，

室外場地客容量可達到70%。

據此間媒體報道，菲獨立研

究機構OCTA此前報告，大馬尼

拉地區新冠檢測陽性率12月 27

日再次突破5%，並稱較高的陽

性率可能是更具傳播性的奧密克

戎變異株導致，而不僅是由于人

們聖誕及新年假期聚會或外出活

動。

截至目前，全菲已有約4800萬人完全

接種新冠疫苗，100多萬人接種加強針疫苗

，這一數字低于菲政府此前預設的年底前

爲5400萬人接種新冠疫苗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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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亞新冠疫情形勢嚴峻
衛生官員促民眾接種疫苗

綜合報導 澳大利亞新冠疫情持續蔓延，多州新增的大部分病例，感染的

都是奧密克戎，但報道指出，新冠病毒奧密克戎變異株的住院風險低于德爾塔

。新南威爾士州衛生廳長哈紮德則敦促民衆接種疫苗，並及時接種加強針。

據報道，澳大利亞新冠疫情形勢嚴峻。在過去24小時內，澳大利亞

維多利亞州、新南威爾士州、昆士蘭州共報告新冠確診病例16557例。

大澳網援引《每日郵報》報道稱，南非科學家的研究表明，感染新

冠病毒奧密克戎變異株能增強對德爾塔的中和免疫力。雖然奧密克戎的

傳染性大約是其它毒株的兩倍，但迄今爲止的證據表明，該毒株的嚴重

性較輕微，導致住院或重症監護的人數較少。

此外，新州首席醫療官克裏· 錢特(Kerry Chant)最近透露，奧密克戎

的住院風險比德爾塔低近60%至80%。

報道稱，對于澳大利亞來說，這可能是一個好消息，目前新南威爾

士州新增的大部分病例，感染的都是奧密克戎，其它州等亦是如此。

據報道，澳大利亞的一項研究也表明，奧密克戎的致病率較低，且

大多數住院者未接種疫苗，有潛在健康問題。

然而，克裏· 錢特表示，由于病毒的傳播性增加，可能會有更多患

者住院治療。

新南威爾士州衛生廳長哈紮德敦促民衆接種疫苗，並及時接種加強針。他

說，“該州的所有人，乃至澳大利亞的所有人都可能在某個階段感染奧

密克戎。”

南非研究人員也稱，接種疫苗、佩戴口罩和其它預防措施仍是必要

的，並稱還會出現其它變異毒株。

流通德國20年
歐元被罵是“高物價元凶”
綜合報導 德國民調機構Forsa近日公布的一份調查報告稱，在引入歐元

20年後，德國馬克（原德國貨幣單位）仍有許多支持者。不少歐洲人認爲歐

元是造成物價上漲的元凶，但官方和專家表示，事實並非如此。

據報道，調查結果顯示，33%的德國受訪者表示，他們甯願回到舊的“馬克時

代”。與此同時，54%的受訪者有時會將歐元價格和原來的德國馬克價格進行對比。

歐元于1999年1月1日成爲法定貨幣，從2002年1月1日起以紙幣和硬

幣形式發行。今天，歐元是歐盟國家約3.4億人的官方貨幣。德國央行今年

8月曾公布數據稱，在德國人家裏，仍有價值約57.7億德國馬克（相當于

29.5億歐元）的紙幣和價值約66.1億德國馬克的硬幣尚未兌換。

報道稱，69%的受訪者表示，感覺歐元引入後，生活變得更加昂貴

。居住在法蘭克福的65歲老人納波利塔諾表示：“以前100馬克買的物

品能裝滿整輛購物車，現在100歐元還不足以裝滿兩個袋子。”

法新社稱，從巴黎到羅馬，從馬德裏到雅典，整個歐元區的不少人

都有類似的感覺。53歲的馬德裏教師伊倫表示，對西班牙人而言，改用

歐元就像進入富人俱樂部卻沒穿上對的衣服。

根據歐盟委員會的計算，采用歐元造成的實際物價漲幅僅介于約

0.1%-0.3%之間。意大利都靈大學經濟學教授馬斯特羅博尼表示，民衆感

覺物價大幅上漲，可能是因爲部分食品和日用品的價格上漲，民衆因爲

頻繁購買産生了這樣的印象。

伊核問題第8輪會談啟動
伊朗提前釋放重要信號

綜合報導 伊朗核問題第八輪談判本

周在奧地利首都維也納啓動。自11月末

伊核問題維也納會談正式恢複以來，談

判進程一波三折。伊朗和俄羅斯對談判

的未來前景表達了樂觀的態度，美國仍

然保持謹慎，歐洲則認爲留給談判的時

間已不多，並敦促各方抓住機會盡早完

成談判。

第七輪維也納會談于12月17日結束

，第八輪會談則于27日開啓，聯合國安

理會五大常任理事國、伊朗、德國、歐

盟等伊核協議相關方全部參加。不過，

由于伊朗仍拒絕與美國直接對話，第八

輪會談與上一輪一樣采用了間接對話形

式，其他相關方作爲伊朗和美國的中間

人進行斡旋。

本輪會談開始前，伊朗方面釋放了

一個重要信號。伊朗原子能組織上周末

公開表示，無論維也納會談成功與否，

伊朗都不會將鈾濃縮豐度提高至60%以

上。武器級鈾濃縮豐度一般爲90%，外

界此前擔心伊朗一旦達到這一豐度，談

判將失去意義。因此這一消息對伊核談

判是一個難得的利好。

會談開始後，伊朗也對談判前景表

示了樂觀態度。“維也納會談正在朝著

好的方向前進，”伊朗外長侯賽因· 阿米

爾-阿蔔杜拉希揚（Hossein Amir-Abdolla-

hian）說，“我們相信，如果其他各方也

能懷著誠意繼續談判，是可能達成一份

各方都能滿意的協議的。”

俄羅斯方面的表態同樣也比較樂觀

。俄方的伊核談判負責人、俄羅斯常駐

維也納國際組織代表米哈伊爾· 烏裏揚諾

夫（Mikhail Ulyanov）表示，談判正在

取得“毫無疑問的進展”，各方在非正

式的對話中正在積極討論解除制裁的事

宜。

周四淩晨，烏裏揚諾夫在推特上回

答網友提問時還表示，維也納會談在新

年之後還會繼續進行，且“很有可能”

在2月初或更早完成。

相比之下，美國的表態則更加謹慎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內德· 普賴斯（Ned

Price）表示，上一輪會談雖取得了一些

進展，但“現在判斷伊朗是否帶著更爲

建設性的態度歸爲時過早”。普賴斯稱

，美方正在評估伊朗是帶著新問題還是

帶著已有問題的初步解決方案回到談判

桌上。

第八輪會談之前，美國總統伊朗問

題特使羅伯特· 馬利（Robert Malley）指

責伊朗“試圖繼續擴大核項目，以獲得

更多的談判籌碼並爭取條件更好的協議

”。馬利還警告稱，如果伊核談判失敗

將産生“快速升級的危機”。

伊核協議由聯合國安理會五大常任

理事國，以及德國、歐盟與伊朗在2015

年達成，旨在使伊朗距離獲得足夠制造

核武器的核材料的時間從二至三個月延

長至一年。根據協議，伊朗將削減核材

料存量和鈾濃縮豐度，並允許國際核查

人員監控其核設施，以換取美國、聯合

國和歐盟解除與伊朗核問題相關的對伊

制裁。

伊核協議簽訂時，由于反對該協議

的美國共和黨控制著國會參衆兩院，因

此伊核協議在美國並未以國際條約的形

式經參議院批准。特朗普上台後，美國

于2018年單方面退出了伊核協議，重新

對伊朗實施制裁。伊朗則相應地逐步暫

停履行協議中鈾濃縮豐度和存量等方面

的限制。

2021年拜登上台後，伊核問題維也

納會談于今年4月恢複。但是6月的伊朗

大選中，強硬派的候選人易蔔拉欣· 萊希

（Ebrahim Raisi）當選，談判隨之暫停

，到11月末才再次恢複。

目前，美伊雙方的一個主要分歧是

解除制裁的時間點。伊朗要求美國先解

除相關制裁，然後伊朗再在核設施方面

回歸伊核協議。美國則要求解除制裁和

回歸協議的步驟同步進行。此前伊朗還

要求美國承諾不再單方面退出協議。但

拜登只能對他任期內的事情作出承諾，

如果2024年共和黨在美國總統大選中勝

出，他也無能爲力。

英國、法國、德國等歐洲國家的談

判人員則呼籲各方意識到談判的緊迫性

，抓緊時間盡可能多地取得進展。三國

的談判人員在一份聲明中表示，談判的

窗口期可能只有幾周而非幾個月。

12月29日，俄羅斯談判代表烏裏揚

諾夫與美國總統伊朗問題特使馬利在維

也納舉行了一周內的第二次會面。雙方

談判人員都表示，俄羅斯和美國正在協

同推進談判進程。同日，美國國務卿布

林肯也與英法德三國外長通電話，討論

了對伊核談判步伐的“共同關切”。

以色列總理貝內特周二稱，希望談判

各方對伊朗采取更加強硬的立場。不過，

貝內特同時也表示，如果談判最終能夠達

成協議，以色列也不會不加考慮地予以反

對，而是會采取“結果導向”的態度。

敏感時刻伊朗宣布發射火箭
可能激怒西方國家，美國此前態度強烈

綜合報導 伊朗國防部成功

發射一枚新型衛星運載火箭。

恢複伊核協議的第八輪談判正

在維也納進行。法新社認爲，

伊朗此時宣布成功發射火箭可

能激怒西方國家。

伊朗國家電視台周四播

放一枚火箭從沙漠發射台升

空的畫面。伊朗國防部航空

航天工業組織發言人侯賽尼

表示，此次發射的是“鳳凰

”運載火箭，火箭將 3 個研

究設備送入距離地面470千米

的高空。他強調，這是一次

初步發射，發射的研究目標

已經實現。

目前尚不清楚上述研究設

備是否已進入預定軌道。伊朗

媒體並未公布此次火箭發射的

地點和時間，不過此前有美媒

報道稱，位于德黑蘭以東300

公裏的伊朗塞姆南航天中心在

爲火箭發射做准備。

法新社報道稱，西方國家

擔心，衛星發射系統所采用

的技術可以與能夠搭載核彈

頭的彈道導彈技術互換。2020

年 4月，伊朗成功地將第一顆

軍用衛星送入軌道，引發美

國強烈譴責。不過，伊朗堅

稱其太空計劃僅用于民用和

國防目的，並未違反伊核協

議或其他國際協議。聯合國

安理會 2015 年第 2231 號決議

規定，如果伊朗不履行伊核

協議，就自動恢複對伊朗制

裁的機制，但該協議並沒有

全面禁止伊朗發射火箭或導

彈。美國國務院和五角大樓

沒有立即回應美聯社的置評

請求。截至本報發稿時，英

法等西方國家也尚未對伊朗

發射火箭的行爲表態。

有消息稱，正在進行的

恢複伊核協議的談判取得進

展。伊朗邁赫爾通訊社援引

消息人士的話說，英法德三

國一直尋求將導彈和地區問

題納入談判，但遭到伊朗的

斷然拒絕。

歐洲天然氣價格為何猛漲
綜合報導 凜冬已至，天然氣價格高

企讓歐洲許多地區“雪上加霜”。根據歐

洲主要天然氣交易市場荷蘭所有權轉讓中

心數據，盡管天然氣批發價格近日略有回

落，但仍是今年年初的五六倍。天然氣價

格大幅攀升，不僅讓供暖吃緊，更導致工

業活動萎縮、通脹壓力凸顯，引發外界對

歐洲經濟複蘇前景的擔憂。

歐洲主要市場天然氣價格爲何猛漲？

從天然氣供應結構上看，俄羅斯天然

氣目前占歐盟成員國進口天然氣的約35%

。有分析指責俄羅斯導致了天然氣漲價。

俄羅斯天然氣工業股份公司對此表示，公

司依據現有訂單履行供應義務，輸氣價格

遠低于現貨價格，歐洲多國天然氣價格上

漲完全是其自身原因造成的。

分析人士指出，目前歐洲天然氣庫存

處于10年來最低水平，遠低于近5年的平

均水平。俄羅斯國家能源安全基金會首席

分析師、俄羅斯聯邦政府財政金融大學專

家伊戈爾· 尤什科夫表示，今年夏天，許

多歐洲國家出于天然氣價格與預期不符的

考慮，沒有及時增加儲備。

儲備不足加上嚴寒天氣來襲，讓歐洲

多地天然氣短缺情況持續惡化。更嚴重的

是，這種局面可能導致“惡性循環”。由

于天然氣價格居高不下，歐洲將以低庫存

告別冬季，明年春夏需求將因此維持較高

水平。荷蘭國際集團預計，2022年歐洲天

然氣難以出現明顯的季節性價格回落。

除市場因素，天然氣價格上漲還和地

緣政治、歐盟能源政策等因素相關。

受地緣政治和監管問題阻礙，“北溪-2”天

然氣管道項目遲遲未能獲批投入運營。有分析認

爲，歐洲“氣短”困境原本可以通過這一新管道

項目及時投運得到緩解。

“北溪-2”天然氣管道從俄羅斯經波

羅的海海底到德國，可繞過烏克蘭把俄羅

斯天然氣輸送到德國和歐洲其他國家，但

是運營的前提是要獲得德國聯邦網絡管理

局的批准。德國聯邦網絡管理局11月16日

宣布暫停“北溪-2”天然氣運營商資格認

證程序。此外，美國長期以來反對“北

溪-2”項目，稱其爲俄羅斯地緣戰略項目。

爲了加速能源綠色轉型，歐盟今年推

出了一系列減排方案，但由于成員國能源

結構迥異，轉型節奏、力度不一，內部分

歧不斷顯現。在本月舉行的歐盟峰會上，

部分成員國指責歐盟碳排放交易體系直接

導致了能源價格高企。

分析人士認爲，歐盟相關政策低估了

能源供需不匹配的情況。尤什科夫表示，

歐盟近年來積極發展可再生能源，但可再

生能源在實際應用中易受自然因素影響。

比如，今年歐洲多國風力發電量下降，傳

統能源又無法及時補上缺口，這進一步擡

高了能源價格。

莫斯科國際關系學院國際能源政策與

外交研究所副所長古利耶夫也表示，歐盟

試圖讓可再生能源在能源結構中占據主導

地位，天然氣、核能發電量減少，影響了

能源系統穩定，推高了能源價格。

此外，國際市場供求關系也對歐洲天

然氣價格産生一定影響。尤什科夫分析，

隨著經濟活動複蘇，全球能源需求迅速上

升，加劇了國際市場供應緊張局面。

近期，隨著歐洲能源價格持續走高，一

些液化天然氣運輸船在航行途中轉向歐洲，

謀求更高利潤。從短期看，影響歐洲天然氣

價格走勢的關鍵是新增供給能否滿足新增需

求。從中長期看，地緣政治博弈、歐盟能源

政策等因素將影響歐洲天然氣供應。挪威呂

斯塔德能源公司分析師考沙爾·拉梅什認爲，

未來一年，天然氣價格將持續在高位波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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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了解，中國多家地方機構為企業簽發首批
RCEP原產地證書，該批原產地證書主要涉

及紡織品、化工產品、醫療產品、食品等，出口
目的國包括日本、澳洲等已生效成員國，涉及出
口金額1,200萬美元，預計可為企業減免關稅18
萬美元。 1日，RCEP對文萊、柬埔寨、老撾、
新加坡、泰國、越南、中國、日本、新西蘭和澳
洲10國正式生效。剩餘成員國將在完成國內批准
程序後陸續生效實施。素有“紙黃金”之稱的原
產地證書，將成為RCEP成員國享受關稅減免等
優惠待遇的重要憑證。

獲補發證書亦可減免關稅
廣東省貿促會相關負責人對香港文匯報記者

表示，RCEP生效後，第一時間承接優惠原產地
證書和背對背原產地證書的簽發工作。據了解，
原產地證明書是由出口國政府有關機構簽發的一
種證明貨物原產地或製造地的證明文件。原產地
證書是企業享受關稅減免、通關便利等優惠政策
的關鍵憑證。原產地規則是各締約方的貨物是否
能享受到RCEP優惠待遇的基本判斷標準，如不
符合原產地規則，企業就無法享受到優惠關稅稅
率。背對背原產地證明是中間締約方針對已由原
出口締約方出具原產地證明的貨物，再次分批分
期靈活出具的產地證明。

1日凌晨0時許，廣州康宏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經理申小姐通過“國際貿易單一窗口”向天河
海關發送了一份RCEP原產地證書的申請，不到
一秒，企業就收到海關“審核通過”的回執。
“從證書申請到完成打印，整個過程只用了不到
3分鐘。”申小姐說，公司在2021年12月29日
出運一批咖啡機和玻璃水壺產品輸往日本，但未
抵達日本口岸，根據RCEP在途貨物的補發規
定，廣州海關補發了一份RCEP原產地證書，憑
借這份原產地證書可以在日本海關申請關稅優
惠。

粵東亦迎來首單享受RCEP優惠的訂單。汕
頭海關為廣東皓業青花瓷股份有限公司簽發
RCEP協議正式生效後第一單原產地證書。憑藉
着最新出爐的RCEP原產地證書，廣東皓業青花
瓷股份有限公司一批貨值12.25萬元人民幣的日
用瓷將以更優惠的關稅減免進入日本市場。

而在醬油出口總量位居全國第一的江門海
關，港資調味品龍頭企業李錦記的報關員也正為
出口日本享受RCEP新政作準備。該公司物流部
副經理劉曉堅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日本是李錦
記公司出口的最主要市場之一，2021年出口貨值
過億。出口日本的調味醬料、芝麻醬、醬油和醋
等四類產品在協定生效後即可獲得日本關稅減
讓，並逐年降低直到零關稅。

以該公司對日本出口值最大的調味醬料為
例，2022年1月1日將從基礎稅率10.5%下調至

9.8%，到4月1日將再次下調至9.2%，該類產品
出口日本可享受141萬元人民幣的關稅優惠，大
幅節約通關成本，提高對日貿易的競爭力。企業
預計，2022年公司對日本調味品出口會有3%到
5%的增幅。

廣州為企業制針對性享惠方案
為服務企業搭乘RCEP快車，幫助外貿企業

緩解國際海運費用高漲等難題，廣州市貿促會超
前推進讓市場主體享惠工作，聯合南沙自貿區開
展政策宣傳解讀，為企業制定針對性享惠方案，
提前做好企業信息登記、產品備案、產地證申請
等準備工作，在凌晨系統開通即為企業辦出
RCEP項下原產地證書，過程非常方便和高效。
廣州市貿促會楊勇主任表示，RCEP生效將給廣
州企業和消費者帶來實實在在的好處。

此外， 1日上午，位於江蘇省徐州市的徐工
工程機械集團進出口有限公司亦通過南京海關審
核認定，成為RCEP實施後全國首批經核准出口
商，並隨即為其即將出口泰國的一台混凝土攪拌
機開具了全國首份RCEP項下原產地聲明。憑借
該聲明，預計貨物將在進口至泰國時享受關稅優
惠4.65萬元人民幣。浙江省寧波市貿促會1日零
時亦為寧波海田控股集團有限公司等4家公司簽
發首批4份原產地證書，出口國家分別為澳洲、
日本，減免關稅約1,606.45美元。

●1月1日 0點0分46秒，廣州黃埔
第一張RCEP原產地證書獲批。

香港文匯報廣州傳真

外國人士心聲
亞洲金融合作協會秘書長陳克文

期待未來可以在完善跨境金融交流合作機制、
促進跨境、跨業會員網絡合作、促進本幣結算
和跨境理財合作等方面取得更多新的進展與成
效。

馬來西亞總理伊斯邁爾

RCEP為馬來西亞企業提供新的發展機遇，也
將惠及那些希望在馬來西亞和東盟拓展市場的
企業。

泰國商業部貿易談判司司長奧拉蒙

RCEP原產地累積規則有助於企業在區域內進
行生產資源配置，鞏固地區供應鏈和產業鏈，
提升區域投資便利化水平和對外資的吸引力。

韓國京畿大學教授劉子陽

RCEP生效是加速亞太地區區域經濟一體化的
重要一步，有望成為拉動亞太增長的新引擎。

美國《全球策略信息》雜誌社
華盛頓分社社長威廉·瓊斯

RCEP不僅助推貨物和服務貿易增長，還涵蓋
電子商務等數字經濟領域的發展，將賦能貿
易，促進世界經濟增長。

新加坡國立大學商學院治理與永續發
展研究所所長盧耀群

RCEP促進供應鏈深度融合，有望打造一個亞
太地區的“超級供應鏈”，以應對疫情造成的
供應鏈中斷問題。

來源：新華社

中國簽發RCEP首批158原產地證書
在穗申請到發證不足3分鐘 港企：對日出口料增3%到5%

RCEP元旦正式生效，針
對“擴市場、固鏈條、享服
務”等諸多好處，中國商務部
研究院國際市場研究所副所長
白 明 對 香 港 文 匯 報 表 示 ，
RCEP最重要的是降低了各種

關稅和非關稅限制，特別是累計原產地規則，使
更多產品能在對方市場享受到零關稅待遇，還能
優化國際分工，從而加固區域產業鏈和供應鏈。
對消費者而言，“貨比三家”和“物美價廉”將
成為關鍵詞，好處不勝枚舉。

促進中國深化改革開放
商務部國際司副司長楊正偉 1 日對媒體表

示，RCEP正式生效實施後，企業將獲得三方面
好處，可概括為“擴市場”、“固鏈條”、“享
服務”。“關稅低了，賣的東西更有競爭力，商
業機會也就多了，”白明說，“反過來從進口方

面來看，本方市場也可以獲得國外更多物美價廉
的產品。”

白明指出，目前中國正處於以國內大循環為
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
中，需要提升中國在國際產業鏈、供應鏈中的影
響力，也需要鞏固中國在國際分工中的地位。

他認為，RCEP中的累計原產地規則就是一
個讓國際分工更加優化的有效途徑。“原來，某
些領域的分工從經濟角度而言並不完全合理，現
在在合理、合情、合法的情況下進行分工，可以
釋放出更多紅利。”他說，蛋糕做得更大，參與
分工的各方獲利更多，產業鏈的韌性更強，抗衝
擊力也更強。他認為，這樣的國際分工很難被拆
散，有助於鞏固區域產業鏈和供應鏈。

白明表示，RCEP生效後將倒逼中國加快實
施一系列的改革開放政策，比如從要素開放轉向
制度性開放。在此過程中，無論政府、還是企
業，都必須改善營商環境，為RECP區域內企業

提供更好的服務，而這種提升也會轉化為中國的
競爭力和影響力。

消費者將享受物美價廉服務
白明表示，RCEP生效後，消費者選擇的產

品範圍會更廣，貨比三家將成為常態。此外，他
指出，關稅降低後，企業將有更大的空間給消費
者讓利，價格更低；更高的通關效率也使得消費
者能更快收到貨品，特別是生鮮類，從而享受到
更便利的服務。

值得注意的是，RCEP生效當日，中國多家
地方機構為企業簽發首批RCEP原產地證書，出
口目的國包括日本、澳洲等已生效成員國，涉及
出口金額1,200萬美元，預計可為企業減免關稅
18萬美元。白明認為，這將為中國的相關出口企
業帶來重大利好，收益額也將隨着關稅降低而上
升。

●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燁 北京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黃寶儀廣
州報道）RCEP生效後，廣東在全省
貿促系統推行了“互聯網+政務服
務”不見面辦證模式，便利企業申
請證書享受關稅減免，大力降低出
口成本。下一步，廣東籌劃疫情過
後在東南亞推動建設廣東產品加工
貿易區，引導傢具、玩具、建材、
服裝等領域行業“走出去”，並將
在RCEP國家建設海外粵品展銷中
心，推廣優勢廣東產品。

廣東將辦主題線上展會
廣東省貿促會相關負責人介

紹，目前該會已在官方網站、公眾
號開設RCEP專欄、專題，全方位
開展政策宣講和利用實操指引。同
時，今年還將與地市貿促會、相關
行業商協會開展RCEP宣講、實操
培訓，組建專家團隊開展精準化輔
導。在簽證方面，設置RCEP綠色
通道，開闢服務專窗，組建專業簽
證人員隊伍和服務隊伍，做好“馬
上辦”“免費辦”。

下一步，廣東省貿促會還將針
對RCEP成員國產業結構和市場需
求，舉辦以RCEP成員國為目標的
主題線上展會，與RCEP國家海外
粵品展銷中心相呼應，實現線上線
下結合，打造“平台+品牌+國別”
的展覽體系；繼續擴大和優化RCEP
成員國境外平台布局，實現全覆
蓋，為廣東省企業在RCEP下高質
量發展提供服務平台。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記者

敖敏輝、黃寶儀、陳旻及新華

社、中新社報道，《區域全面

經 濟 夥 伴 關 係 協 定 》

（RCEP） 1 日正式生效實

施。當天，中國貿促會及地方

機構簽發首批158份RCEP原

產地證書，涉及全國12個省

市的69家企業。其中，外貿

大省廣東當日即為首批企業出

口訂單簽發了享受關稅優惠的

相關單證。有港企表示，

RCEP生效後，對日本等國出

口迎來利好，料今年相關出口

將在去年基礎上保持增長。

助優化國際分工 加固區域產業鏈供應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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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畫新年童畫新年
除了信件，中國載人航天公

眾號在本次推送中還展示了同學
們寄送的圖文並茂的明信片。

●聽說宇航員或在太空包過年吃的餃子，南方科技大學第二實驗學校的學生們都很好奇。圖為學生們在課堂後學習包餃子。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望賢攝

由香港文匯報、點新聞策劃的“新年
祝福寄天宮”主題活動，得到大灣

區學校的熱烈響應，並獲得中國載人航
天系統的大力支持。收到來自南科大第
二實驗學校同學們的第一批書信後，載
人航天的叔叔阿姨們十分感動，他們希
望展示出每一個孩子的書信，傳遞他們
對航天員的祝福，鼓勵每一個愛航天、
愛太空站的小朋友。2021年12月24日，
公眾號（ID：中國載人航天）推送展示
第一批書信後，在2022年元旦當天推出
祝福續篇。

暢想天宮包餃子
以“你們的小粉絲”在信上落款的

五年級皮哲銘小朋友在信中暢想了航天
員們在太空站中包餃子的場景。“我在
想，在失重的情況下，麵粉和水都會飄
起來吧！叔叔阿姨們如何包餃子呢？會
包什麼餡的呢？韭菜雞蛋的？三鮮的？
我已經非常期待答案揭曉的那天了。”
皮哲銘小朋友說，新年和春節是親人們
團聚的時光，希望你們也能用特別的方

式與親人團聚。據了解，在參加“新年
祝福寄天宮”活動中，皮哲銘專門準備
了一隻拉丁舞表演，“希望能給你們帶
去歡樂。”

“小的時候，我以為航天員是一個
很輕鬆的職業，覺得我自己稍加訓練也
可以做到。直到我慢慢長大，對航天事
業了解了更多，才知道，你們的訓練有
多麼艱苦多麼難。很多人都想飛上太
空，真正能做到的卻屈指可數。”冀小
墨同學在信中寫到，感謝航天員帶着祖
國最先進的科技飛上太空，航天員是他
的榜樣，航天事業是他的理想。

拼音文字載真情
“做一名航天員，代表國家去探索

無邊無際的宇宙，是一件多麼光榮的事
情呀！祝你們早日探索出新的奧秘！”
趙家遠同學寫道。“聽說你們要在太空
生活半年，這一定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太空環境與地面不同，你們一定要保重
身體哦（啊）！”程佳瑩小朋友留下暖
心的祝福。

南科大第二實驗學校很多低年級的
小朋友，他們的字體稚嫩，甚至有很多
不會寫的漢字只能用拼音代替，但這並
不影響孩子們表達真心的祝福。徐芷彤
小朋友寫到，“我滿腦子都是問題，想
問問你們在太空過得怎麼樣了？”張家
睿寫到，“你們身處浩瀚宇宙，願新年
的喜悅纏繞你們心間，願美好和快樂永
遠伴隨你們身邊！”

據了解，神舟十三號航天員乘組在
軌工作生活已達78天，先後開展了在軌
醫學檢查、太空實（試）驗、太空站平
台巡檢與日常照料等各項工作，進行
了緊急撤離、醫療救護等科目的在
軌訓練，圓滿完成了兩次出艙任務
和“天宮課堂”首次太空授課。孩
子們的祝福，航天員們目前還無法
親眼見到。待神舟十三號飛行乘組
圓滿完成任務返回地球後，載人航
天的工作人員會盡力幫孩子們達成
心願，向孩子們喜愛的翟志剛伯
伯、王亞平阿姨和葉光富叔叔傳遞
祝福。

20222022年第一天年第一天中國載人航天公號推送祝福中國載人航天公號推送祝福

陳思瑄同學在明信片中，特
地畫上了代表壬寅虎年的小老
虎，打出“新年快樂”字樣，提
前送去農曆新年的祝福。

李旖諾同學用桃紅色愛心，
框起了不起的神舟十三號航天員
叔叔阿姨，並繪上燈籠、鞭炮等
傳統中國年元素扮靚天宮。

愛 心 滿 天 宮

三年級的田翊寧同學繪製了一位
俏皮的女航天員，希望航天員“青春
永駐”，感謝航天員的默默奉獻讓祖
國的航天事業騰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我覺得你們很了不

起，祝你們順利完成任務，早日和家人團圓！”“祝你們新年快

樂，你們的餃子一定是太空裏最香、最好吃的！”這些充滿童趣的

祝福，是南方科技大學第二實驗學校小朋友為神舟十三號飛行乘

組送去的美好新年祝願。在2022年的第一天，中國載人航天公眾

號再次推送了同學們給神十三乘組寄來的手繪書信祝福。

新年祝福新年祝福

寄天宮寄天宮

太空最香太空最香

同學賀元旦

手 繪 小 老 虎

俏 皮 女 英 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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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聞

(綜合報道）房價直直漲，金管會連環出拳打炒
房，目前研擬針對央行較嚴格限制成數的不動產貸款
類型，例如餘屋貸款、高價住宅貸款、第3戶以上房
貸等，上調銀行適用的風險權數，加強銀行控管不動
產授信風險。

房市火熱，金管會近日頻頻出手打炒房，除宣告
對20家金融機構啟動新一波不動產專案金檢、將銀
行及票券業辦理不動產業保證納入控管、金控及銀行
轉投資租賃業納入央行選擇性信用管制外，目前正研
擬調高銀行不動產風險權數。

官員說，在資本計提上，銀行理應針對風險較高
的債權計提較多資本，若有特定不動產貸款對銀行資
產或債權而言風險較高，就應適用較高的風險權數，
目前金管會研議參考央行祭出較嚴格限制成數的不動
產貸款，比如餘屋貸款、高價房貸、投資客、購地貸
款等，上調銀行適用的風險權數。

舉例而言，先前金管會金檢發現有多家銀行任

由建商遲遲未動工卻以同樣條件不斷續貸，形同養地
的現象，也納入金管會檢討不動產風險權數的範圍；
另為避免影響一般民眾、鎖定投資客，金管會主要考
慮上調銀行對持有第3戶以上房貸案件適用的風險權
數。

若調高不動產風險權數，銀行風險性資產將會
增加，銀行資本適足率（RBC）恐因此下滑，若資
本適足率低於銀行內部設定低標，銀行考量自身風險
胃納，將得想辦法控管不動產授信業務，降低曝險。

據悉，目前金管會政策研擬方向、上路時間都
還在討論中，尚未定案，不過若參考往例，應會朝給
予銀行過渡調整期的方向研議。

有銀行業者直言，不動產風險權數上調後，若
銀行資本適足率下滑程度大，可能就得控管不動產放
款量，衝擊利息收益，若不減少放款，銀行勢必得採
取增資。

銀行不動產風險權數擬上調 第3戶以上房貸案入列

工研院聚焦自駕車等6大趨勢
助產業布局人才培育

(綜合報道）工研院舉辦ITRI Tech Talent Week線上活動，剖析自駕車、智慧醫療、自主移動
系統、智慧聯網、智慧電網、淨零碳排6大議題，協助產業布局科技人才培育與發展趨勢。

工研院產業學院執行長周怡君表示，台灣勞動生產力逐年放緩，未來產業需要借助數位新科
技，來克服勞動力短缺及超高齡社會來臨，AI人工智慧、機器學習、物聯網、數據分析、資料探
勘、商業分析等都是台灣需要的新興技術。

周怡君指出，尤其受到疫後商機影響，產業對於數位人才需求逐年上升，根據國發會推估，
數位相關職缺空缺數約2.5萬個。

面對極端氣候變遷、天然災害的風險加劇，以及各國政策對淨零永續的要求，周怡君說，產
業需往綠色能源、循環永續利用等方向轉型，也更加需要這類人才。

工研院表示，ITRI Tech Talent Week今天起登場，以智慧、永續兩大熱門職涯進修主題為核

心，邀請自駕車、智慧醫療、自主移動系統、智慧聯網、智慧電網、淨零碳排6大領域知名企業
及工研院各領域研究專家，從企業與研究機構兩面向，解析技術與人才的趨勢。

工研院指出，華碩AI研發中心智慧醫療產品總監毋文涵、緯創機器人業務開發部人工智慧與
機器人研發處處長林書毅、富鴻網智慧城市事業部協理李浩光、台達電資深處長艾祖華及大同處
長蔡知達等人，都將分享產業觀點與經驗。

工研院也將針對6大領域提供超過25堂技術案例課程試讀，例如碳足跡管理相關課程、自助
式輔助眼底攝影技術等，協助產業提升相關產品研發能力。

2025年綠電占比恐無法達標 經長：經濟成長快速
(綜合報道）立法院預算中心預估，台灣2025年再生能源發

電占比將低於2成，無法達標，經濟部長王美花今天回應，主要
是經濟快速成長帶動整體用電量大幅增加，用電需求的分母變大
，分子不變，造成綠電占比未達標。

王美花中午接受網路節目 「新聞不芹菜」主持人黃光芹專訪
，暢談振興五倍券、能源轉型及台灣申入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
協定（CPTPP）等相關議題。

根據政府非核家園政策規劃，2025年時要能源發電占比要
達到532，即燃氣50%、燃煤30%、再生能源20%，不過，立法院
預算中心指出，依據經濟部能源局資料，2025年的再生能源發電
占比僅15.27%，未能達標。

王美花在專訪中表示，2015 年的經濟成長率為 0.65%、
2016年當時推估2025年的用電量是2575億度，若用該數據推估
，能源配比將符合532，不過近年經濟快速成長，像是半導體需
求熱絡，帶動整體用電走揚，最新預測顯示，2025年全台用電量
上修至3175億度，較2016年的數字還要多出600億度。

王美花進一步說明，再生能源仍維持原有發電裝置容量，
並依照原定目標執行，但是用電量卻大幅增加， 「分子沒動、分
母變大了」，才會出現發電占比未達20%的情況。

不過，王美花也指出，離岸風場工程進度受疫情影響而延
宕，但會慢慢追趕上來，光電在2016年時不到1GW，截至目前
已有7.65GW，成長很多。

王美花強調，儘管能源配比略有不同，但供電量一定會夠，
這也是為何中油第三天然氣接收站扮演重要角色的緣故， 「燃氣
機組要趕快建置起來，電絕對沒有問題」，雖然再生能源速度較
慢，但政府為滿足用電量，仍在燃氣發電上做足準備。

她在專訪中透露，目前三接環差報告已送入環保署，若通
過後就會盡快讓三接完工。

對於鴻海創辦人郭台銘稱今年會缺電，王美花重申，經濟
部做好至2027年的用電規劃，包括建置燃氣機組、儲能系統、
推動需量反應以及強化電力調度等等，如2025年的儲能系統要
達100萬瓩。

油價油價33日起大漲日起大漲99角角
中油中油22日宣布日宣布，，33日凌晨零時起日凌晨零時起，，汽汽、、柴油每公升各調漲新台幣柴油每公升各調漲新台幣00..99元元；；其中發其中發

油量最大的油量最大的9595無鉛汽油無鉛汽油，，每公升價格調升至每公升價格調升至2929..99元元。。民眾趁漲價前前往加油民眾趁漲價前前往加油，，加加
油站員工忙得不可開交油站員工忙得不可開交。。



休城工商 AA88
星期二       2022年1月4日       Tuesday, January 4, 2022

新冠病毒經己侵襲世界各地多年，
筆者之祖家香港跟中國大陸兩地閉關，
也己有22 個月。11 月初，兩處疫情似有
降溫跡象，因此兩地官員，經己迅速碰
頭，商議兩地重開大門之通關細節。

誰知天公有意作弄，一個名叫Omi-
cron的新冠病毒，在非洲橫空出世，播
毒速度異常迅猛，旬日之間，歐美聖誕
佳節，再度被疫情籠罩。這已經是歐美
國家與新冠疫情共度的第二個聖誕假期
了，現實卻依然沒有好起來。

“奧密克戎”變異株的肆虐將佳節
的歡樂氣氛沖淡不少，醫護人員尤其疲
憊不堪。”

不僅是歐洲，世界多地的聖誕節慶
均籠罩在“奧密克戎”的陰影下。其中
，非洲等欠發達地區的疫苗接種率遠遠
落後；澳大利亞每日新增病例仍在激增
；在全球取消的約五千七百架次航班中
，美國就獨佔三成。法國單日新增新冠
確診病例突破十萬例，為二○二○年新
冠疫情爆發以來首次，累計確診近九百

○九萬例；
際此國際 「寒冬」 大環境之下，中

港兩地又豈能獨善其身，大陸古都西安
宣告失守，馬上要效法兩年前的武漢市
，閉門封鎖，與病毒Omicron搏鬥。香
港也有55 位新毒病者輸入，因此要想中
港兩地新年通關，立刻變成 「鏡中花、
水中月」 通關變成奢望矣。

港大醫學院專家指出： 今次Omi-
cron病毒的傳播力，遠勝Delta 而且該
病毒能避開人類的免疫系統，穿插入內
，因此屬 「防不勝防」 之物。

當舊年關進入倒數時 香港的廣東省
東莞市大朗鎮連日出現本地確診個案，
截至12月23日，短短10天已累計24宗
； 香港亦遭新變種病毒Omicron一再衝
擊，聖誕節前夕單日：增加25宗Omi-
cron， 令香港已累計錄得55宗Omicron
輸入個案， 這包括早前由英國返港後確
診、在青山醫院任職的女護士的患者及
其丈夫，而香港空手道運動員離港參賽
後歸來，亦爆出最少5人染疫。粵、港兩

地齊爆疫，不但在聖誕佳節出現疫慌，
更令一度高唱入雲的年底通關成為泡影
，更可能影響兩地居民盼望已久的農曆
新年團聚亦會落空！

大陸內地多個省市區疫情嚴重，從
12月13日至23日凌晨，廣東省東莞市
累計24宗本土確診病例，均在大朗鎮內
，病患已轉送至定點收治醫院隔離治療
。根據基因排序結果，所有個案屬Delta
變種病毒株。

東莞市強調，已經對大朗鎮封控區
、管控區及重點暴露場所進行嚴格管理
，並連續開展4輪 「掃樓敲門」 行動，迅
速完成近6萬人的訊息採集及登記造冊，
嚴防疫情在社區內出現反彈。同時，當
局派員在大朗鎮周邊實行24小時沿線巡
邏，堅決堵塞居民違規外出，嚴防疫情
外溢。

東莞市疾控中心周四（12 月23日）
發出提醒，強調當前疫情防控形勢依舊
嚴峻複雜，市民須杜絕僥倖心理，持續
做好個人防護。市疾控中心專家呼籲，

元旦及農曆新年期間非必要不出行，不
離開東莞市，更不要到中高風險地區或
有病例報告的地區；確需要離開東莞市
的，須按照市最新的防控要求，做好持
有48小時內檢測未染疫證明等措施；疫
情期間應注意不聚餐，不聚會，少流動
，特別是減少在密閉場所內活動。

雖然東莞市疾控中心強調，東莞所
有病例仍在大朗鎮內，傳播鏈清晰，疫
情總體可控，但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卻
警告，有關省市的疫情有進一步擴散的
可能，香港亦已將大朗鎮納入 「回港易/
來港易計劃暫不適用風險地區名單」 。

香港方面，Omicron變種病毒敲門的
個案接二連三，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匯
報指出：12月20日及22日合共有7宗輸
入個案驗出Omicron變種病毒株，涉及3
男4女，年齡介乎18至61歲，5宗於機
場確診，兩宗於檢疫期間確診。其中包
括早前英國抵港後確診的青山醫院女護
士及其丈夫。

這樣看來：中港在疫情下 仍然要封

關多時，市民想正常通關，怕要有排等
矣！慘情！

((東翻西看東翻西看)) 中港新年通關變奢望中港新年通關變奢望 楊楚楓楊楚楓

恆豐銀行舉行恆豐銀行舉行20212021年度年終財報記者會年度年終財報記者會：：銀行收益創新高銀行收益創新高
達到年收入稅前突破達到年收入稅前突破55仟萬仟萬、、員工年終獎金是員工年終獎金是1414周的薪金周的薪金

2021 年 12 月 30 日 恆豐銀行在
Del Frisco's Double Eagle Steak-
house 舉行2021年度年終財報記者
會， 恆豐銀行吳文龍董事長，高成淵
副董事長, 張瑞生副董事長，董事錢
武安，孫定藩，陳文全，莊興華，吳

國寶，董事兼總經理張永男 出席本次
年終記者會，Chief Lending Officer
Fion Chen ,公關經理 Jennifer Zhou
， 董事長秘書徐明雯列席出席。

吳董事長首先歡迎各位媒體朋友
的出席並表示時間過得真快，轉眼之

間已接近年底，回顧即將過去的2021
年，是辛苦的一年，歡樂的一年，付
出的一年， 同時也是收穫的一年，今
年對於恆豐銀行而言，又是收穫滿滿
的一年。在收益創新高的同時，年底
前OCC檢查，在各方面都贏得OCC
的高度認可與好評。

兩年的疫情，每個行業都面對巨
大的挑戰， 對於銀行業來講，能保持
正常運營並能取得良好收益，實屬不
易。 恆豐銀行在這兩年的時間里，在
一如既往的穩步發展的同時，還實現
了兩個突破; 在2020年8月總資產突
破20億大關，邁入新的里程碑！ 在
今年實現年收入稅前突破5仟萬,达到
5仟2佰萬！ 這一成績對於經營二十
三年的社區銀行，實在不是一件容易
的事情，這同全體董事及員工多年來
持續不懈的努力是分不開的。

截止到2021年12月27日，恆豐
銀行的總資產達到23億， 年總盈利

稅前5仟2佰萬，資產報酬率（ROA
）達 1.9%， 投資報酬率 （ROE）
16.8% （Before Bonus ），為感謝全
體員工的辛勤付出，今年的員工年終
獎金是十四周的薪金，2021年派發股
利預計為每股$3.00。

吳董事長表示，自疫情以來，恆
豐銀行的營運未受外部環境的影響，
2021年，貸款始終成強勁上升趨勢，
同時銀行加強內部機制管理，達到良
好運營成本管控目標，得以在年終對
股東，對社區民眾交出令人滿意的成
績。 今年的喜人成績，為我們2022
年打下了堅實的基礎，相信在明年虎
年，銀行的經營一定會是虎躍龍騰，
更上一層樓。

恒豐銀行成立于1998年 5月 18
日,從臨時組合屋,38位員工的開始,經
過23年的兢兢業業的努力, 總資產達
到二十三億，目前已成長為步入大型
銀行的標準,員工超過239人, 擁有總

行和分行20處,及1個Loan produc-
tion office 的本地創立之大型華資銀
行。 恒豐銀行大樓,除已成為休士頓
中國城的地標式建築外,也帶動了中國
城的經濟繁榮。 在未來,恒豐銀行將
繼續秉持以心服務,服務至心的原則,
堅持誠信為本,專精為責,繼續為廣大
民眾提供專業優質的金融服務。

圖為恆豐銀行董事長吳文龍圖為恆豐銀行董事長吳文龍（（右五右五））及副董事長及副董事長、、董事及總經理董事及總經理、、公關公關
經理經理、、董事長秘書等人出席年終財報記者會董事長秘書等人出席年終財報記者會。（。（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吳文龍董事長圖為吳文龍董事長（（左二左二 ））在記者在記者
會上介紹該行在這兩年內會上介紹該行在這兩年內，，實現了二實現了二

個突破個突破。（。（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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