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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中心門票$19.95   

 

 ★首選黃石、坎昆全包團 讓您樂在其中 

代理 Gate1 旅遊 Viking/Globus 遊輪 廉机票 埃及 歐洲 亞洲 澳紐 南美/中美洲 非洲等全球旅遊團 

 

         

       

 

★★精選歐洲及本土遊★★ 

3/12-3/13/22 悠遊兩天鬱金香之旅 

 

 

2022 王朝旅遊董事長親自帶隊 

 ★阿拉斯加、夏威夷陽光充沛 

 ★歐洲多重精品線路    令您流連忘返 

6/1-6/10/22 巨環國家公園系列（黃石） 

 

 

★申根簽證★ ★認證★ ★公證★ 

自然博物館門票$10  

（綜合報導）全球最大的挪威主權財富
基金今天估計，由於俄烏戰爭和西方國家對
俄國實施制裁，其持有的俄羅斯資產價值縮
水，剩下原本價值的1/10。

挪威主權財富基金在今天發布的年度報
告中表示，截至2021年底，持有價值274億
挪威克朗（新台幣864億元）的俄國股票，
占投資組合總額的0.2%。

掌管挪威主權財富基金的官員表示，如

今這些俄國資產估計價值約 25 億挪威克朗
，而且這個數字 「非常、非常不確定」。

挪威主權財富基金副執行長格蘭德
（Trond Grande）在記者會表示： 「基本上
，這些資產恐怕不值錢了。」

為了回應俄國入侵烏克蘭的行動，挪威
政府 2 月 27 日宣布，價值 11 兆挪威克朗的
主權財富基金會先凍結在俄羅斯的投資，之
後再拋售旗下俄羅斯資產，這個過程可能需

要一段時間。
截至 2021 年底，挪威主權財富基金持

有的俄國資產含有 51 家企業股票。最有價
值的資產是俄羅斯天然氣工業公司（Gaz-
prom）、俄羅斯聯邦儲蓄銀行（Sberbank）
和路克石油公司（Lukoil），共占對俄投資
總資產的2/3。

路透社路透社

挪威主權財富基金挪威主權財富基金：：持有俄國資產縮水持有俄國資產縮水9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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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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ussia’s invasion of Ukraine
shows that this is the end of
peace after 30 years of Cold War
as another Cold War is already
taking shape.

As the situation in Ukraine
changes, many countries in the
world are supporting Ukraine’s
confrontation against Russia with
weapons and various sanctions,
but they still can’t stop tanks
and artillery moving forward.

As early as 2014 after Russia
captured Crimea, then German
Chancellor Merkel criticized Putin
as a person living in another
world. Putin had been in power
for a quarter of a century and
came to his position as a former
KGB agent in the Soviet Union
era. In his mind, he always

wanted to return to the glory of
the past, including taking back
Ukraine.

In his State of the Union speech
last night President Biden once
again said that Putin must pay
the price for his behavior and
announced that Russian planes
would be banned from flying over
U.S. airspace. He also warned if
Putin did not have to bear the
consequences for his behavior
and his aggression, he would not
stop in Ukraine.

Today we saw more than 700,
000 refugees fleeing their
hometown. The tears of parents
and the crying of children staged
another human tragedy.
Sanctions are just not going to
stop the tanks.

0303//0303//20222022

Sanctions CanSanctions Can’’t Stopt Stop
TanksTanks

俄羅斯對烏克蘭之入侵正说明了
強權政治已経結束了冷戰後三十年的
和平， 另一塲冷戰已經在形成中。

隨着烏克蘭情勢之变化， 世界各
國正在傾全力聲援支持烏國對抗俄羅
斯， 並且祭出各種経濟制裁方案，
但是仍阻擋不了在前進中的坦克大炮
。

早在二〇一四年俄羅斯攻佔克里
米亞之後 ，時任德國總理的梅克爾批
評普丁是生活在另外一個世界的人 ，
普丁執政達四分之一世紀， 他從蘇聯
KGB 时代走出來的特工， 在他的主觀
意識中 ，重回昔日風華和當年之榮耀
是人生之不變目標， 當然收復烏克蘭

故土也是他努力的目標，從烏克蘭事
件看出普丁之行事和企圖心， 也要做
好充分準備來面對未來之挑戰。

拜登總統在國情咨文報告中再次
表示普丁必定要為他的行為付出代價
，並宣布禁止俄國飛機飛越美國領空
， 拜登提出嚴正警告說， 倘若俄羅
斯不必為這次侵犯行為承擔後果，那
麼普丁的侵犯行為將不會止於烏克蘭
。

今天我們看到七十多萬的難民逃
離家鄉， 父老之眼涙和孩子們的哭聲
，又在上演一㘯人類的悲劇， 制裁擋
得住坦克嗎？

制裁無法阻止坦克制裁無法阻止坦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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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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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韓國總統文在寅今天與烏克蘭總
統澤倫斯基通話指出，韓國認同必須維護烏克
蘭主權與領土，也支持透過對話促成和平。韓
國將儘速提供烏克蘭醫療用品，協助度過難關
。

文在寅今天與澤倫斯基（Volodymyr Zel-
ensky）通話約30分鐘，青瓦台轉述，文在寅
於通話中對在俄羅斯武力進犯下的犧牲者與其
家屬表示哀悼，同時也向烏克蘭總統及人民挺
身而出的勇氣與犧牲致敬。

「韓國也經歷過戰爭，比誰都了解戰爭帶
來的傷害」，文在寅對烏克蘭人民經歷的悲傷
與逆境深表同感，並表示韓國會與烏克蘭同在
，祈禱烏克蘭能儘早恢復和平安定。

澤倫斯基在通話中說明烏克蘭現狀，請求
韓方提供有助烏克蘭克服困境及防禦的支援；
文在寅回覆，韓國認同必須維護烏克蘭主權與
領土，也支持透過對話促成和平，並說明韓國

政府參與國際社會對俄羅斯的制裁行動。
此外，韓國政府日前決定提供烏克蘭1000

萬美元金援，也將提供醫療用品，希望能達到
實質上的協助。

文在寅也說，在烏克蘭情勢穩定前，韓國
政府會採取特別居留措施，保證目前在韓國境
內烏克蘭人民的居留權；同時也請烏方協助確
保 40 多名仍在烏克蘭境內或正準備離境的韓
國僑民安全，澤倫斯基對此表達同意。

文在寅強調，韓國與國際社會都會與烏克
蘭站在同一陣線，相信烏克蘭可以戰勝逆境，
韓國也會提供堅強的支持與合作；澤倫斯基也
對文在寅的鼓勵表示感謝。

澤倫斯基 2019 年 10 月曾訪韓，這次則是
他與文在寅時隔1年11個月來的通話。澤倫斯
基在2月28日及3月1日也分別與日本首相岸
田文雄及美國總統拜登等各國元首通話，就俄
羅斯入侵事件商議對策。

文在寅與澤倫斯基通話
認同維護烏克蘭主權與領土

(本報訊）在美國與西方接連對俄羅斯經濟制裁後，俄羅斯
終於找到回應美國的貿易制裁，就是不出口火箭引擎。俄羅斯航
太局(Roskosmos)表示， 即日起停止向美國供應火箭引擎，以應
對西方的制裁。

塔斯社報導，俄羅斯航太總裁羅戈津(Dmitry Rogozin)表示
： 「今天我們決定停止向美國交付動力機械生產聯合體(NPO
Energomash)製造的火箭引擎，以應對美國無理的貿易抵制。讓
我提醒各位，自1990年代中期以來，美國相當依賴我們的火箭
引擎，每年都要出售數十具。」

羅戈津表示，美國聯合發射聯盟(ULA)的擎天神 5 型火箭(

Atlas-5)，第1節段就使用1具RD-180或是 RD-181火箭引擎，
而這型火箭是美國軍方太空運輸中最仰賴的一款。

「原本我們與 ULA 在 2022 至 2024 年，還有供應 12 具
RD-181 火 箭 引 擎 的 合 約 ， 後 續 有 再 提 供 性 能 更 精 進 的
RD-181M的相關談判。但現在我們認為，在如今的局勢，我們
不能繼續向美國提供這些產品。」

羅戈津還表示，國際太空站的俄羅斯太空人，也將停止與德
國組員進行聯合實驗工作。他說： 「鑑於德國航太中心（DLR
）的不當言論，我們將停止與該組織所有的工作互動，也包括國
際太空站的實驗。」

目前在國際太空站的2名俄羅斯太空人安東·什卡普列羅夫
(Anton Shkaplerov)和彼得·杜布羅夫(Pyotr Dubrov)，在幾天前剛
剛完成2022年首次太空漫步，修理了國際太空站的太陽能板，
結果現在可能要依國家的命令，不與其他太空人往來了，處境變
得特別尷尬。

不過，計畫替代 RD-180 引擎的是藍色起源公司(New
Glenn )的BE-4引擎，但是該引擎研發工作不順利，原本預計在
2019年完成，但最新的時間表又延到今年下半年才能完成第1具
。

俄羅斯以 「太空貿易戰」反制美國歐洲的經濟制裁

不讓俄躲避制裁 歐美擬納入加密貨幣
(本報訊）據美媒報導，美國已向幾家大型加密貨幣交易所

提出要求，希望他們確保被美國和西方制裁的俄羅斯方面無法透
過加密貨幣繞過制裁。英國《金融時報》報導，歐盟財長和其他
官員討論加密貨幣可能被用來規避制裁。

自2月24日俄羅斯出兵烏克蘭後，俄羅斯盧布和烏克蘭格里
夫納在比特幣中心化交易所的交易量，均飆升至數月來最高水準
，烏克蘭因而要求所有加密貨幣交易所禁止俄羅斯使用者。

一位美國反洗錢專家表示，只要俄羅斯願意，該國可透過加
密貨幣來繞開歐美幾乎所有制裁。

美國CNN和《紐約時報》等主流媒體也提醒歐美政府說，
俄羅斯可以利用比特幣等加密貨幣 「輕鬆」地躲過制裁。因為美
歐的制裁是依靠銀行來進行的，而加密貨幣則是一種去中心化的
，完全與銀行無關的虛擬貨幣，其交易是透過區塊鏈，而不是全
球銀行系統來進行的。而且加密貨幣在俄羅斯也逐漸受青睞。

當地時間2日，歐盟決定將7家俄羅斯銀行從環球銀行金融
電信協會（SWIFT）支付系統中除名，12日起生效。不過，俄
羅斯最大國有銀行俄羅斯聯邦儲蓄銀行（Sberbank）並沒有出現
在這張名單上；而俄國能源交易的主要管道俄羅斯天然氣工業銀

行（Gazprombank）也沒有被列入其中。
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副研究員馬斌表示，上述2家關鍵

銀行沒有納入，而在制裁名單上除VTB、VEB兩家銀行外，其
餘5家都是小規模的銀行， 「制裁強度大大降低。」

國際信評機構惠譽和穆迪也聯袂把俄羅斯主權信用評級下調
至 「垃圾級」。指數公司明晟（MSCI）、富時羅素（FTSE
Russell）也宣布將俄羅斯股票從其指數中剔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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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代表團和烏克蘭代表團2月

28日在白俄羅斯戈梅利州舉行談判，沒

有達成協議，雙方商定今後幾天舉行第

二輪談判。

同一天，法國總統分別與俄羅斯總

統和烏克蘭總統通電話討論烏克蘭局勢

，各方訴求愈發明晰。

同意再談
俄羅斯代表團由總統助理弗拉基米

爾· 梅金斯基率領。路透社援引俄羅斯方

面消息人士的話報道，談判持續近5小

時。

梅金斯基談判後告訴媒體記者，雙

方同意“今後幾天”舉行新一輪談判，

地點爲白俄羅斯與波蘭交界地區。不過

，他沒有公布第二輪談判具體日期和地

點。

戈梅利州地處白俄羅斯東南部與烏

克蘭交界地區。白俄羅斯通訊社2月28

日報道，雙方代表團談判在白烏邊境附

近普裏皮亞季河畔舉行。出于安全原因

，確切地點並未公布。

烏克蘭代表團成員、總統辦公室顧

問米哈伊洛· 波多利亞克談判後披露，第

二輪談判“不久”就將舉行。雙方代表

團結束在戈梅利州談判後，已各自回國

進行內部磋商。

烏克蘭總統弗拉基米爾· 澤連斯基在

社交媒體發布視頻，說烏方將分析本次

談判獲取的信息，以決定如何推進第二

輪談判。

密集溝通
梅金斯基告訴媒體記者，通過首輪

談判，俄烏雙方“找到了一些可預見的

共同立場”，但他沒有披露更多細節。

波多利亞克則在社交媒體發文說，烏俄

雙方在談判中確定了一些優先議題。

法國總統埃馬紐埃爾· 馬克龍28日

分別與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 普京、烏

克蘭總統澤連斯基通電話。法國總統府

新聞公報說，馬克龍當天與澤連斯基多

次通話，並應後者請求與普京通話，與

普京通話時長約90分鍾。

據俄羅斯總統網站消息，普京在通

話中說，俄方合法安全訴求需要獲得無

條件考慮，包括承認俄羅斯對克裏米亞

主權、完成烏克蘭“去軍事化”等任務

、確保烏克蘭中立地位等，只有這樣才

能化解衝突。

普京重申，俄羅斯武裝部隊不會對

烏克蘭平民構成威脅、不會襲擊民用設

施。

依據烏方發布的消息，烏方在談判

中尋求立即停火及俄羅斯撤軍。

澤連斯基在視頻中還呼籲國際社會

對俄羅斯設立“禁飛區”、對俄關閉

“所有港口、運河及機場”，不過他沒

有說明“禁飛區”如何設立、由哪一方

設立。

另外，澤連斯基還在首都基輔簽署

烏克蘭申請加入歐洲聯盟文件。

烏克蘭多年來尋求加入歐盟和北大

西洋公約組織，更于2019年將加入歐盟

和北約作爲國家基本方針寫入憲法，應

和歐盟和北約“東擴”戰略，俄烏關系

因而趨于緊張。

意大利青少年感染者占31%
將開打第四劑疫苗

綜合報導 意大利國家衛生院(ISS)發布疫情報告指出，意大利青少

年學生感染新冠者占全國感染總數的31%。其中，5歲以下兒童占適齡

學生感染者20%，5至11歲少年感染者占44%，12至19歲青少年感染者

占36%。

據報道，根據意大利衛生部的統計資料，從2020年2月新冠大流行

開始截止到2022年2月23日，意大利19歲以下青少年學生累計確診病例

為2805320例，住院患者14544例，重癥監護患者2339例，死亡病例48

例。

意大利國家衛生院一項最新研究結果顯示，如果家庭首先是青少年

感染了奧密克戎變異毒株(Omicron)，那麼該少年感染其他家庭成員的可

能性較小，幾率為26%；該家庭如果第一個感染者是65歲以上老人，那

麼其他家人被感染的幾率為76%。如果其他年齡段成員最先感染，家庭

成員的感染幾率一般在50%左右。

意大利國家衛生院統計數據顯示，迄今為止，意大利仍有480萬人

尚未接種新冠疫苗，其中50歲以上未接種新冠疫苗的群體大約120萬人

，占160萬未接種疫苗老年群體的44%。根據一項最新研究調查，未接

種疫苗患者的重癥監護率，是完成接種兩劑疫苗的6倍；患者死亡率是

完成第三劑疫苗的17倍。

意大利國家新冠病毒應急委員會主任菲格利奧羅將軍(Francesco

Paolo Figliuolo)26日根據衛生部意見簽署行政命令，從3月1日開始，意

大利在全國範圍內將為施打第三劑疫苗120天以上的健康弱勢群體，進

行接種第四針加強劑新冠疫苗。

意大利國家新冠病毒應急委員會疫苗接種顧問、免疫學家拉西(Gui-

do Rasi)表示，政府計劃6月份取消綠色健康通行證製度，關鍵在於每天

應有穩定的疫苗接種人數，使人們免於感染和暴露在新冠病毒之下。此

外，意大利各地區目前減少新冠疫苗接種中心，一旦有需要應立即可以

得到恢復。

換地方再談
俄烏談判訴求愈發明晰

聯合國報告：
今後20年世界面臨多重氣候危害

綜合報導 聯合國政府間氣候變化專

門委員會（IPCC）發布一份報告，強調氣

候變化的影響和風險日益增長，升溫形勢

會讓世界在今後20年面臨多重氣候危害。

該機構27日通過網絡會議批准第二工

作組報告《氣候變化2022：影響、適應和

脆弱性》。IPCC每6至7年發布一次關于

氣候變化的綜合報告，目前發布的已是第

六次評估報告，其中包括3個工作組報告

，第一工作組關注氣候變化的自然科學基

礎，第二工作組關注氣候變化的影響、適

應性和脆弱性，第三工作組關注減緩氣候

變化。

第二工作組報告強調，人爲導致的氣

候變化正給自然界造成危險而廣泛的破壞

，影響著全球數十億人的生活，隨著全球

氣溫升幅走向1.5攝氏度，今後20年世界

會面臨不可避免的多重氣候危害，最不具

備應對能力的人群和生態系統受到的打擊

最爲嚴重。

第二工作組聯合主席德布拉· 羅伯茨

在報告發布前接受新華社采訪時表示，沿

海城市屬于最迫切需要采取行動的對象，

因爲它們處于受氣候變化影響的最前沿。

還有規劃不善

的城市隨著城

市化程度提高

和氣候變化影

響加劇，將面

臨更加複雜的

風險。但城市

也爲氣候行動

提供了機會，

比如在綠色建

築、可再生能

源供應等方面

努力，能促進

社會朝更包容

、更公平的方

向發展。

另一位聯合主席漢斯-奧托· 波特納

在采訪中說，報告的另一個關鍵詞是生

態系統，“我們看到生物多樣性正在逐

步喪失，而這種生物多樣性是健康生態

系統的基礎”。保護生態系統有助于大

自然吸收二氧化碳，使人類社會受益。

波特納呼籲國際合作應對氣候變

化：“總體來說，我們都在同一條船上

。地球上沒有任何地區可以免受氣候變化

的影響。”

報告還警告全球氣候行動的機會窗

口正在關閉。國際社會設定的目標是本

世紀內將全球溫度升幅與前工業化時期

相比控制在 2攝氏度以內，並力爭控制

在 1.5 攝氏度之內。但第一工作組研究

顯示未來較近時期氣溫升幅就可能超過

1.5攝氏度。

數量回升
座頭鯨不再是澳大利亞受威脅物種

綜合報導 澳大利亞環境部日前宣布，鑒於澳大利亞海域中座頭鯨

數量已經大幅恢復，座頭鯨不再是澳大利亞受威脅物種。

澳大利亞環境部網站發布聲明，說20世紀初全球商業捕鯨活動鼎盛

時，澳大利亞海域中的座頭鯨總數不到1500頭，如今估計已恢復至4萬

頭且會進一步增加。

澳大利亞環境部長蘇珊· 利說，這意味著座頭鯨在澳大利亞已經不

再是受威脅物種，但澳大利亞仍將堅持保護座頭鯨並遵守反對捕鯨的相

關國際條例。

據英國《衛報》報道，澳大利亞過去60年采取措施保護座頭鯨

，於1978年關閉了國內最後一座商業捕鯨點，又於次年采取措施禁

止捕鯨。

針對受威脅物種名單變動，澳大利亞麥考裏大學海洋科學家瓦尼

薩· 皮羅塔說，即使數量回升，座頭鯨的生存仍然面臨海洋汙染、氣候

變化和航運繁忙等多重挑戰。

歐盟將按比例分配烏難民 意大利負責接收 13%
綜合報導 歐盟內政事務專

員朱伊法(Ylva Johansson)表示

，歐盟必須爲數百萬烏克蘭難

民的到來做好准備，並建立一

個團結和救助平台，以協調成

員國所需的不同類型支持，爲

接收更多烏克蘭難民做准備。

據報道，朱伊法表示，自

俄羅斯對烏克蘭展開特別軍事

行動以來，已有超過30萬烏克

蘭人逃往歐盟，歐盟正在爲多

達400萬烏克蘭難民的到來做

好准備。歐盟委員會要求成員

國向所有進入歐盟的烏克蘭人

提供最長三年的臨時庇護。

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

(Ursula von der Leyen)說，我

們與所有前線成員國一起，將

制定出明確的應急計劃，歡迎

和接待來自烏克蘭的難民。

根據一項救助烏克蘭難民計

劃，歐盟將從預算中撥款10億

歐元應對烏克蘭難民危機，包

括重新分配難民，承認烏克蘭

面臨風險的國家地位，爲應對

難民緊急情況做好充分准備。

本周末，歐盟委員會與成

員國就烏克蘭難民分配問題進

行了磋商，並擬定了資金和難

民分配比例。根據磋商結果意

大利將獲得該項預算13%的資

金，並負責接收13%的烏克蘭

難民。目前意大利作爲歐盟最

大的烏克蘭社區之一，已經有

24.8萬烏克蘭移民。

意大利熱那亞聖馬蒂諾綜

合醫院傳染病科主任巴塞蒂

(Matteo Bassetti)提醒意大利政

府，意大利新冠病毒剛剛消退

，但烏克蘭也有大流行。烏克

蘭戰爭將影響醫療保健，根據

數據，烏克蘭只有33%的人接

種了新冠疫苗。

巴塞蒂表示，烏克蘭數百萬

人流離失所，他們的醫院將不再

優先考慮新冠病毒，火車和公共

汽車人群擁擠，人們將會搭起緊

急帳篷住宿。由于逃難條件惡劣

，病毒有可能會在這些地方恢複

傳播。除了軍事和後勤援助外，

我們需要馬上對抵達意大利的烏

克蘭人進行疫苗接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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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調查去年美國國會山莊攻擊事件的聯邦眾議
院特別委員會今天說，前總統川普試圖推翻大選結果可能觸犯
刑事罪。這是委員會針對川普敗給拜登後試圖抓權不放，至今
最嚴厲的譴責。

聯邦眾議院 1 月 6 日襲擊事件調查特別委員會（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Jan. 6 Select Committee）提出的這份文件，尋求
向拒絕作證的川普律師伊斯特曼（John Eastman）索取文件。

文件指出： 「委員會取得的證據與資訊足以令人相信，川

普先生等人可能涉及行事不法及／或詐欺行為。」
「特別委員會（The Select Committee）也有足夠證據，做

出總統與競選團隊共謀詐騙美國人的結論。」
由於調查仍在持續，委員會這些評論並非最後結論，但這

是委員會針對川普敗給拜登後試圖抓權不放的行為，至今最廣
泛且最譴責的陳述。

向洛杉磯聯邦法院提交的這份文件，是眾院特別委員會與
川普律師伊斯特曼爭論一環。伊斯特曼建議川普宣布主要戰場

州選舉結果無效。
為阻止國會發出傳票要求他交出數千封電郵，伊斯特曼去

年12月控告特別委員會。
特別委員會成員表示，會考慮把川普涉及刑事不法的證據

交給司法部。此舉稱為刑事轉介，象徵意義居多，但或能對司
法部長賈蘭德（Merrick Garland）施加政治壓力，讓他對川普
控以罪名。

伊斯特曼和川普的代表都尚未回覆記者詢問。

美歐追擊富豪財產
俄總統侵烏行動恐拖垮自己

美眾院查國會之亂美眾院查國會之亂：：
川普或涉共謀罪川普或涉共謀罪

美印澳日領袖同意：不應容許印太重演烏克蘭情況
（綜合報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表示，美國、印度、澳洲

、日本 「四方安全對話」（Quad）領袖周四（3/3）同意，不
應容許烏克蘭遭遇的狀況在印度洋-太平洋地區發生。

4國領袖召開這次會議之際，各界正加強關切台灣。目前
台灣已提高警戒層級，謹防中國趁西方分心之際，做出不利台
灣的舉動。

路透社報導，岸田文雄周四（3/3）與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澳洲總理莫里森（Scott Morrison）、印度總理莫迪
（Narendra Modi）進行視訊會議。

會後岸田告訴記者： 「我們同意，不應容許印太地區有像
這樣以武力單方面改變現狀的事。」他指的是俄羅斯入侵烏克
蘭的行徑。

岸田說： 「我們也同意，這項發展使得努力實現自由開放
的印太地區更形重要。」

白宮印太事務協調官坎貝爾（Kurt Campbell）日前表示，
儘管烏克蘭出現危機，美國仍會把焦點維持在印太地區，雖然
這麼做會很艱難且所費不貲。

他並表示，過去不論是二戰或冷戰時期，華府都曾同時維

繫與兩大區域的緊密往來。
另外，白宮表示，美印澳日4國領導人討論了俄羅斯入侵

造成的烏克蘭危機，並同意盡力新的人道援助和救災機制。
白宮在聲明中說， 「他們同意建立一個新的人道救援和救

災機制，將使四方能夠應對印太地區未來的人到挑戰，並在他
們各自解決和應對烏克蘭危機時提供溝通管道。」

聲明提到，4國領導人還同意未來幾個月內在東京親自會
晤。

（綜合報導）美、歐對俄羅斯經濟制裁已擴及俄國富豪的
私人財產，刺激更多俄國大亨表態反戰。寡頭集團控制俄國約
三成財富，在全球圍剿下，國際評論認為這將促使蒲亭政權弱
化。

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在3月1日的國情諮文演說中
，將矛頭指向在俄羅斯總統蒲亭（Vladimir Putin）政權下獲益
的寡頭富豪，他說美國政府和盟友將 「奪取你們的遊艇、你們
的豪宅、你們的私人飛機」。

歐盟國家則更早發布制裁，包括凍結特定俄國富人的資金
和祭出旅行禁令等，引起一場豪華逃難潮。根據美國財經媒體
CNBC報導，本周稍早，至少4艘超級遊艇被偵測到航向蒙特
內哥羅（Montenegro）和馬爾地夫（Maldives），它們登記在
與蒲亭關係密切的俄國富豪名下。

印度洋島國馬爾地夫並未與美國簽有引渡條約，因此被視
為富豪避難天堂。但其他傳統富豪天堂，如摩納哥（Monaco）
和中立國瑞士，在3月初都宣布加入歐

盟的制裁行動，對這些富豪關上了大門。
民間網路專家也加入這場圍剿。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報導，因追蹤特斯拉創辦人馬斯克（Elon Musk）的
私人飛機行程而暴紅的19歲青年史威尼

（Jack Sweeney），近日在推特（Twitter）上另開兩個新
帳號，專門用來發布俄國寡頭富豪的私人飛機起降動態。

追蹤超過40架俄國富豪飛機的史威尼在彭博（Bloomberg
）訪問中說： 「這些寡頭擁有的飛機實在太誇張，與其他私人
飛機相比十分巨大。」包括像是空巴A319或波音737這類等級
大客機。

被他追蹤的對象之一，是在3月2日宣布將賣掉英超豪門
俱樂部切爾西（Chelsea Football Club）的俄國鋁業大亨阿布拉
莫維奇（Roman Abramovich）。

阿布拉莫維奇聲明，出售這個英國足球俱樂部的淨收入將
拿來資助烏克蘭戰爭的受害者。這位2018年被美國列入蒲亭政
商圈 「克里姆林宮名單」的富豪，正陸續處理他在英國的資產
，英國工黨國會議員布萊恩（Chris Bryant）接受彭博採訪說：
「他害怕被制裁，因此正在出售他在英國的家和其他房產。」

1990年代蘇聯解體後，興起一批靠著接收國有資產而致富
的商人，例如葉爾欽（Boris Yeltsin）時代的 「七大銀行寡頭」
。蒲亭上台後陸續將這些舊財閥趕走、收編，建立起自己的新
財閥圈子。

根據 「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俄羅斯億萬富
豪大約控制俄國30%財富，相較德國、美國富豪財富占15%，
整整多一倍，而且他們在海外的資產總額更是等於所有俄國人
民在國內的財富。他們當中的許多人曾在蒲亭政府擔任高官，
或是與蒲亭私交良好。

如今，拜登和歐盟領袖們對蒲亭富豪圈的制裁，對於阻止

烏克蘭戰事、撼動蒲亭政權，能否帶來影響？
CNN指出制裁的雙重目的，一是懲罰俄國的統治階級，

二是試圖逼迫蒲亭退讓。
華郵報導，這次制裁規模之大前所未有，美國國會議員的

反貪腐顧問馬沙羅（Paul Massaro）說： 「這將會撼動蒲亭政權
的核心。」

雖然實質的財富衝擊可能有限，就像華郵在去年的一份調
查報導中指出，俄國富豪們的金流、資產遍布全球，許多更是
透過秘密帳戶、人頭持有。不過，對蒲亭政權的潛在衝擊已經
浮現。

目前俄國富豪們已陸續表態反戰。例如金融財閥丁科夫
（Oleg Tinkov）、弗里德曼（Mikhail Fridman）和工業財閥德
里帕斯卡（Oleg Deripaska），雖未直接批評蒲亭，但都紛紛呼
籲停止戰爭、儘快恢復和平。

「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評論指出，經濟制裁行動
對於像蒲亭這種個人式的獨裁者（personalist dictator）而言，
可能比其他形式的獨裁政權更有用，因為個人式獨裁者更仰賴
扈從們的支持來維持權力。

以 「蒲亭（時代）終結之始？」為標題的該篇評論說：
「過去，俄國菁英們從不需要在蒲亭和他們想要的生活之間作

選擇。」但富豪們的反戰表態暗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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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聞

日本北海道多地積雪量創紀錄
大雪壓塌一空置樓房

綜合報導 日本北海道劄幌市豐平區一

棟空置樓房因積雪過重倒塌，致周圍地區交

通受阻。

當地時間28日晚7時50分左右，警察接

到居民報警稱，當地一棟空置樓房倒塌。據

警方調查，該樓房爲空置樓，由于積雪量過

重而坍塌，無人受傷。由于可能出現進一步

坍塌的情況，警方封鎖了周圍交通並試圖聯

系房主。

據此前消息，受強力寒流影響，日本北

海道與北陸部分地區持續下大雪，北海道多

地積雪量創新高紀錄。強降雪導致當地交通

混亂，新千歲機場航班停飛，多趟電車停運

，80余輛車接連相撞。2月28日晚9時，劄

幌市當地積雪已經達到105厘米，比往年降

雪量多出4成左右。隨著氣溫上升，可能出

現落雪和建築物倒塌等災害。

赴
日
本
外
國
留
學
生
數
量
驟
減

日
高
校
擔
憂

﹁後
繼
無
人
﹂

綜合報導 日本政府嚴格的入境管控

措施導致外國留學生數量驟減，1日起日

本分階段放寬入境管控措施，將入境人

數增加1500人，但日本媒體指出，日本

高校依然表示擔憂，呼籲進一步放寬入

境管控。

據日本時事通信社報道，日本出入境

在留管理廳數據顯示，2021年12月入境

日本的外國留學生人數爲842人，其中首

次入境的僅12人。因拿不到留學簽證而

無法赴日學習者超過15.2萬人。日本早稻

田大學留學中心負責人擔憂指出：“如

今‘後繼無人’，這很難不對未來産生

影響。”

日本一家留學機構1月的調查結果顯示

，3115名正在考慮留學日本的外國學生中

，45.1%“考慮中止留學”，22.5%“有可

能中止留學”。在明確放棄留學日本的學

生中，46.4%回答“將赴其他國家學習其他

語言”。調查的受訪者中，多人發聲表示

“感覺日本並不歡迎我們”。

據此前消息，日本政府定于3月1日

起分階段放寬入境管控措施，每日入境

日本的旅客人數從3500人提升至5000人

。外國人若想取得新的入境許可，需要由日本大學、企

業等承接機構提前在網上提交申請。

日本要再利用福島“除汙染土”

民衆反對
綜合報導 據報道，2011年福島

第一核電站核泄漏事故至今已將近

11年，而核事故中已進行過處理的

當地“除汙染土”預計在3月底前全

部搬運至福島縣的貯藏機構，總量

約1400萬立方米，日本政府計劃對

這些“除汙染土”進行再利用。目

前這一計劃遭到許多民衆反對。環

境省的一名官員表示，“今後將努

力推進民衆對‘除汙染土’的理解

與認知。”

根據日本相關法律規定，這些

“除汙染土”必須在2045年前轉移

到福島縣以外地方進行處理，但至

今爲止，將這些土搬運至哪兒仍未

確定。“除汙染土”土量巨大，相

當于11個東京巨蛋（一座擁有55000

個座位的多功能體育館）大小。日

本環境省計劃對含放射性物質濃度

較低的“除汙染土”進行再利用，

約爲總量的3/4，在全國各地的公共

工程和農業用地中使用。

在福島縣飯館村的一些農業用

地上，已開展了使用“除汙染土”

進行花卉和蔬菜栽培的種植活動。

但與此同時，在福島縣二本松市和

南相馬市，當地民衆反對將“除汙

染土”用于道路工程建設，導致相

關工程建設被迫中斷。時事通訊社

分析認爲，今後日本政府對“除汙

染土”的再利用計劃很可能面臨不

小的挑戰。目前，“除汙染土”貯

藏機構都在福島核電站周圍，占

地 1600 公頃。東京大學社會學副

教授開沼博表示，距離福島較遠

地區的民衆可能都很難接納“除

汙染土”，政府應充分公開相關

信息，以消除民衆對核輻射仍然

存在的疑慮。爲增加民意支持，

日本環境省已開始在東京和名古

屋舉行普通民衆可參與討論的

“對話論壇”。

尼泊爾民衆抗議美國“不平等協議”
綜合報導 尼泊爾議會批准了與美國

簽署的極具爭議的“千年挑戰計劃”協議

（MCC）。雖然尼泊爾政府對美國MCC

理事會提交“解釋性聲明”，宣稱該協議

不會損害尼泊爾主權。但是，大批政治團

體及民衆並不買賬。

尼泊爾與美國2017年簽署MCC協議

，規定美國政府“援助”5億美元用于尼

泊爾基礎設施建設，包括315千米長的雙

回路輸電線路、改善道路條件等項目。然

而，該協議中的部分條款——如規定該協

議“優于尼泊爾國內法”、援助款不能用

于“違反美國法律或美國政策”、MCC

項目美方人員不受尼泊爾法院管轄等，在

尼泊爾引發巨大爭議。

由于多個政黨質疑這些條款侵犯尼泊

爾主權，因此該協議此前一直沒有得到議

會批准。尤其是美國不斷暗示MCC項目

是“印太戰略”的一部分，尼泊爾社會深

恐被美國拉入軍事性聯盟，因此對該協議

表示強烈反對。

美國下“最後通牒”

然而，2021年7月德烏帕出任總理後，

尼泊爾政府再次嘗試推動批准MCC協議的

進程。盡管美國改口宣稱該協議與“印太戰

略”軍事部分無關，但堅持不對協議內容作

出修改，並在今年2月初下達“最後通牒”

，要求尼泊爾在2月28日之前決定是否審議

通過MCC協議，否則將取消該項目。

盡管已爆發多輪針對該協議的街頭抗

議，2月27日尼泊爾議會仍在截止日期前

通過協議，尼泊爾政府同時對美國提交

12點“解釋性聲明”。

根據尼泊爾《喜馬拉雅時報》披露的條

文，“解釋性聲明”的部分內容包括尼泊爾

不加入美國的任何戰略、軍事或安全聯盟，

包括“印太戰略”；尼泊爾憲法優先于相關

協議；MCC在尼泊爾的活動應受尼泊爾法

律管轄，受協議條款監督；如果違反尼泊爾

法律，尼泊爾有權提前30天終止協議等。

尼泊爾大會黨議員塔帕在議會宣稱，

如果美國拒絕接受“解釋性聲明”，

MCC協議就不會執行。

不能搞“脅迫外交”

不過，抗議者仍與警方發生激烈對峙

與衝突，有人試圖衝過鐵絲網路障，有人

向防暴警察投擲石塊。警察則用器械毆打

抗議者，使用催淚瓦斯和高壓水槍。雙方

均有人員受傷。

對此，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回應

稱，中國注意到尼泊爾議會有關決定和

“解釋性聲明”。中國多次強調，國際發

展合作應秉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原則，

充分尊重當事國主權和人民意願，不能幹

涉他國內政，不能附加任何政治條件，不

能搞“脅迫外交”，更不能爲一己私利損

害他國主權和利益。

（中央社）高雄巿議會舊址前年5月登錄為
歷史建築，並在上月完成調查研究，雖然對於建
物如何再利用有了初步概念，但究竟是要招商、
促參都還在內部討論階段，相較之下，北巿議會
舊址已開發動土，北、高舊議會可說命運大不同
。

「真的很失望！」高雄巿議員黃紹庭說，舊
高巿議會位處巿中心，有捷運、愛河、棒球場，
很可惜的是，一直看不到高巿府有什麼動作，尤
其整個高雄的城巿活化已經很慢，最好的例子就
是城中城，建築物擺到最後都出事了。

他提到，巿政府一直說有在規畫，但卻只聞
樓梯響，巿政府該用點心，畢竟都是巿政資產，
不只活化還能帶動地方發展，遲遲沒作為，身為
在地議員真的很失望，如果要他講，他會覺得高
巿府都只是用嘴巴施政。

有多年不動產開發法律案經驗的台美雙律師
湯詠瑜表示，舊議會位於寸土寸金的前金區黃金
地段，考量到當地建物老舊、公共活動空間不足
、65歲以上人口超過20％，這麼一片難得的完整
區塊，實在應重新思考其定位與方向。

也是前新苓市議員參選人的她建議，處理歷
史建築，在開發案中保留歷史建築的要求、展覽
或原址重建都是選項，讓保存歷史文化與都市開
發、建造市民樂活空間等，都是可以思考的選項
，但最重要的就是傾聽人民聲音。

北、高舊巿議會都曾歷經閒置多年，但如今
命運大不同？高巿府文化局強調，舊市議會代表
的時代意義，讓高雄有較多保留再利用的建議與
聲音，台北採取直接拆除興建商業大樓的開發模
式在高雄地方期待的脈絡下並不適用。

議會舊址淪蚊子館
高市議員批很失望

（中央社）台中市后里游泳池斥資1億元打
造，內部有標準池、SPA 池、兒童池、烤箱等
，設施應有盡有，號稱五星級，獨缺溫水游池
，美中不足，冬天水溫低至15度，想下水的泳
客頻卻步。立委楊瓊瓔3日會勘，爭取3組熱泵
設備系統經費，教育部體育署允諾全力支持，
盡速核發改善計畫經費500萬元。

楊瓊瓔及市議員陳本添3日邀教育部體育署
、台中市環保局、運動局等相關單位到后里區
游泳池會勘，爭取增設加熱系統，以提供泳池
足夠的熱源使用。

后里舊社里長林有盛指出，斥資1億元打造
、號稱五星級的后里游泳池，外觀美輪美奐，
有標準泳池、SPA 池、兒童池、烤箱等設施，

唯獨冬天沒有設溫水游泳池，水溫低至 15
度，讓想下水泳客卻步。后里里長楊春明表
示，雖有太陽能熱水設施，冬天只夠供應淋

浴間熱水。
台中市環保局副局長陳政良表示，后里游

泳池係採用熱泵加熱系統供熱，供給附屬設施
如熱水池、水療池、親子戲水池及淋浴間使用
，泳池因現有熱泵加熱效能不足，僅採用太陽
能加熱系統進行加熱，冬天天冷時，加熱效果

有限，大大影響民眾使用意願。
體育署指出，近日會核定加熱系統改善計

畫總經費500萬元，該署補助350萬元，台中市
府自籌150萬元，讓整個游泳池設備更加完善。

楊瓊瓔強調，后里游泳池加熱設備不足造
成全年都是冷水，在寒冷冬天游泳常像拔雞毛
般，凍得 「吱吱叫」，為讓更多市民利用游泳
運動資源，將在下半年改成溫水泳池，啟用後
可帶動更多銀髮族及女性參與。

后里游泳池沒溫水
將增熱泵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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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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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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me # Game Name / Odds $ Official Close 
of Game

End Validations 
Date

2239 Weekly Grand           
Overall Odds are 1 in 4.06 $2 3/6/22 9/2/22

2240 Break The Bank         
Overall Odds are 1 in 4.80 $2 4/6/22 10/3/22

2294 Lucky 3            
Overall Odds are 1 in 4.38 $2 4/6/22 10/3/22

2355 20Xtra            
Overall Odds are 1 in 4.95 $2 4/13/22 10/10/22

2249 Super Loteria          
Overall Odds are 1 in 3.77 $5 4/13/22 10/10/22

2347 777          
Overall Odds are 1 in 3.23 $10 4/13/22 10/10/22

2338 500X Loteria Spectacular          
Overall Odds are 1 in 3.10 $50 4/13/22 10/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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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传播速度更快的变异新冠病毒

，一次圣诞节假期前的防控措施升级，

一波欧盟国家对英采取旅行限制，令英

国遭遇一场措手不及的压力测试，提前

向世界展示了一下“硬脱欧”的样子。

履约管理、公平竞争环境和渔业问

题，是英欧谈判的三道卡。而近期猛烈

反弹的新冠疫情和出现的变异病毒，或

多或少地影响了谈判进程，成为检验英

欧如何看待及处理未来关系的试金石。

12月31日，英国“脱欧”过渡期的

最后期限。自2016年6月“脱欧”公投

以来，英国“脱欧”大戏已经演了四年

半。随着英欧领导人24日宣布达成未来

关系协议，大幕终于徐徐落下。

【“硬脱欧”从未如此真实】

“我心情沉痛地告诉大家，我们无

法按原计划过圣诞节了。”12月19日，

英国首相约翰逊说，一种变异新冠病毒

正在伦敦和英格兰东南部地区迅速蔓延

，其传播速度比原始病毒快70%，他不

得不宣布收紧防疫限制措施。

由于英国早在12月8日就率先启动

美国辉瑞公司和德国生物新技术公司联

合研发的新冠疫苗的接种，英国政府原

计划在圣诞节前后适当放松防疫限制。

然而，伦敦新近增加的确诊病例中，

60%缘于感染了变异新冠病毒，疫情形

势陡然升级。

19日起，伦敦和英格兰东南部地区

的疫情防控级别提升至新增的第四级、

即最高级，对应的防疫措施类似于“封

城”。处于这一防疫级别下的人口为

1640万，占英格兰人口的约三分之一。

20日起，伦敦和英格兰东南部地区

的民众居家，工作等必要原因除外；不

允许圣诞假期聚会，只能一对一在户外

有限社交；售卖非必需品的商铺、室内

休闲娱乐设施关闭。

英国宣布因变异新冠病毒而提升防

疫级别后，对岸的荷兰第一时间作出反

应：20日起至2021年1月1日禁止英国

航班入境。接着，法国也宣布20日午夜

起48小时内暂停来自英国的所有人员入

境，包括货运人员。这实际上等于对英

国关闭边境。

随后，比利时、爱尔兰、德国、意

大利等欧洲国家，以及加拿大、阿根廷

、印度、沙特、土耳其等其他地区国家

陆续宣布对英国的旅行禁令，总数超过

20个国家。而且，这一数字在一天后增

加到了40多个国家。

其中，对英国打击最重的当属法国

的禁令，英国公路运输协会估计，滞留

货运卡车上万辆，英国来往欧洲大陆货

运量的20%受到影响。欧洲大陆是英国

生鲜食品的重要进口来源地，加之圣诞

节假期前防控升级，供应受阻的同时需

求大增，英国出现民众抢购食品、超市

生鲜货架被搬空的情况。

英国食品和饮料联合会对假期期间

的供应形势并不乐观，英国各大超市也

寻求加大从荷兰、西班牙的进口量。不

过，约翰逊则对民众保证绝大多数食品

和药品不受影响。但英国政府也担心，

如果海路运输封闭超过两天，几周后英

国储存的部分食品就将耗尽。而且，英

法之间货运不畅，也可能会影响新冠疫

苗的运输和供应。

约翰逊政府21日紧急开会商讨应对

措施，他还与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

试图解决英法边境货运梗阻。欧盟委员

会22日也建议欧盟国家接触对英国的旅

行和运输禁令。

最终，英法两国22日晚达成一致，

23日起法国重开边境，恢复英法之间海

陆空交通，入境法国人员需持72小时内

核酸检测阴性证明。这次英法之间持续

48小时的交通运输梗阻，更像是一次英

国“硬脱欧”的预演。

【谁都手握一份“B计划”】

“硬脱欧”这个词，至少已经存在

了3年零9个月。自从2017年3月29日

英国政府致函欧盟正式启动“脱欧”程

序以来，关于英国最终将以何种形式

“脱欧”的争论不曾间断。

今年1月31日，英国带着“脱欧”

协议正式脱离欧盟，随即进入为期11个

月的过渡期。今年3月，英国与欧盟启

动以贸易协议为核心的未来关系谈判。

起初，谈判的最后期限设定在10月，以

便为接下来英欧双方议会审查以及欧盟

各成员国批准协议留出时间。

如果无法达成协议，根据英欧2018

年通过的“英欧未来关系宣言”，2021

年起英国将退出欧洲单一市场与欧盟关

税同盟，双方贸易将回到世界贸易组织

框架下，重新实施边检和关税等安排。

英国政府9月9日公布的在为明年

国内4个地区贸易流通设置规则的《内

部市场法案》，因其中涉及北爱尔兰的

条款被认为凌驾于“脱欧”协议之上，

遭到欧盟强烈反对，并启动英国违约司

法程序，双方谈判一度濒临破裂。

10月初，双方已进行9轮谈判，但

进展有限。谈判最后期限也从10月 15

日推迟至10月底，期间英欧双方相互放

狠话下通牒。10月19日至21日，欧盟

“脱欧”谈判首席代表巴尼耶与英国

“脱欧”谈判首席代表弗罗斯特连续三

次通话，22日双方宣布重启谈判。

11月下旬，因欧盟谈判团队一名成

员感染新冠，双方谈判转至线上进行。

11月28日，双方恢复面对面谈判，但在

12月4日再度暂停。英国首相约翰逊与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不得不直接沟

通，确认双方依然期待达成协议。

12月9日，约翰逊飞抵欧盟总部所

在地比利时布鲁塞尔，与冯德莱恩进行

“最后的晚餐”，双方商定再给谈判团

队4天时间。到了13日，双方再度确认

有必要继续谈下去。

与此同时，双方都在做最坏打算。

约翰逊直言，英欧“非常非常可能”达

不成协议。英国16日展开代号“压顶石

行动”的演习，模拟边界出现混乱、渔

船非法进入英国水域等“无协议脱欧”

的最糟糕局面。这是英国和平时期最大

演习之一，已经为此筹备了数月。

欧盟委员会则在10日发布后备方案

，以防出现欧英未来关系谈判破裂的最

坏情形，应对可能发生的英国“无协议

脱欧”，涉及渔业和航空、铁路、公路

的人员流动与货物运输。

值得注意的是，约翰逊与冯德莱恩

进行“最后的晚餐”之前，曾试图与德

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

，讨论英欧未来关系谈判。这一消息得

到一名欧盟高级官员证实，但默克尔和

马克龙拒绝与约翰逊通话，表示所有谈

判都必须通过欧盟委员会进行。

【博弈围绕三大核心议题】

欧盟首席谈判代表巴尼耶和英国首

席谈判代表弗罗斯特都认为，设立履约

监督和争端解决机制、如何保障双方企

业在欧洲市场获得公平竞争环境以及渔

业资源分配问题，是英欧谈判绕不开的

三个难点。

在履约管理方面，英国政府9月抛

出的《内部市场法案》，涉及北爱尔兰

的条款被认为凌驾于“脱欧”协议之上

，引发欧盟强烈反应，以不批准任何自

贸协议相威胁。

公平竞争方面和核心问题是补贴。

欧盟认为英国要想进入4亿多人口的欧

盟单一市场需要遵守欧盟规则，否则英

国企业可能凭借本国更宽松的监管和过

多的国家补贴获取额外竞争优势。英国

则指责欧盟试图把规则强加于英国。

实际上，在弗罗斯特看来，渔业问

题或许才是英欧达成协议的最大障碍。

双方矛盾主要集中在欧盟国家渔船在英

国海域的准入和配额，而法国被认为是

最不愿妥协的国家。马克龙曾表示，决

不能牺牲法国渔民利益，英国比欧盟更

迫切地需要自贸协议，理应付出更多努

力。

对英国来说，渔业的经济贡献微不

足道，这一问题之所以棘手，是因为它

在英国和部分欧盟国家是关乎选票的政

治问题。英国国内“脱欧”派人士将其

视作国家主权的重要象征，而欧盟要求

允许法国和荷兰等成员国的渔民明年继

续在英国水域捕鱼。

一旦“无协议脱欧”，意味着更高

的关税和混乱的经贸关系。美国高盛公

司预计，若英欧未能达成贸易协议，加

之疫情叠加影响，2021年起双方可能会

有近1万亿美元的贸易陷入混乱。

好在，英欧24日敲定了长达2000

页的协议。英国媒体报道，约翰逊和冯

德莱恩24小时内5次通话直接介入谈判

。法新社报道，英国在欧盟渔船进入英

国水域捕鱼问题上做出巨大让步，为双

方最终达成协议扫除了障碍。

英欧达成协议后，约翰逊24日说，

英国重新掌控了自己的命运和法律，相

信协议对整个欧洲有利，为英欧关系带

来了新的稳定性。冯德莱恩表示，双方

终于达成了一份公平和平衡的协议。

这份协议涵盖贸易、投资、竞争、

渔业、交通、能源、数据保护、社会安

保等广泛领域。根据协议，2021年起双

方商品贸易继续享受零关税、零配额待

遇，这超过欧盟此前与加拿大、日本达

成的贸易协议。对于受疫情冲击的英欧

经济而言，无疑是利好消息。

欧盟渔民需在5年半内将赴英国海

域捕捞的产值减少25%，低于英方最初

提出的减少80%的要求；公平竞争方面

，经济纠纷可诉诸第三方仲裁，而不必

完全遵从欧盟司法体系，这被认为是英

国的胜利。

历时四年半，漫长而曲折的英国

“脱欧”进程终于划上句号，英欧关系

翻开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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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悉尼、洛杉矶、温哥华等国际大都市

以后，2015年开始，中国的房产投资者瞄准

了东亚邻国——日本，大规模进军日本房地

产商市场。很多人去日本投资房产，也有很

多投资者向太平洋出国咨询：在日本买房就

能直接移民吗?

答案是：买房不能直接移民，移民必须

要满足特定的条件才能移民。

伴随着教育免费化、医疗的领先、福利

的完善，加上现在日本有奥运会、世博会等

利好，日本已经成为移民首选国家。那么到

了日本之后，会有哪些优势呢?

享受社会福利的基本条件：外国人在取

得日本的经营管理签证，可与日本国民一样

，加入日本的社会保险体系，正常缴纳保险

，享受相关的社会福利。广义的社会保险包

括狭义的社会保险和劳动保险。狭义的社会

保险指的是起到医疗保险作用的健康保险，

以及提供养老金保险的厚生年金保险。

一、 生活、医疗的优势：

日本医疗技术在世界一流，完善的国民

健康保险可以去除全家的后顾之忧。在日本

看病国家负担费用的70%，而且自己负担的

30%中最多只需要承担88000日币。而且日

本的商业保险非常的发达，每月500人民币

的保险就可以解决得重大疾病及入院费用。

二、 社会保险的适用范围

社会保险以公司法人为单位计算缴纳，

在法律上分为强制加入的【强制适用事务所

】以及任意加入的【任意适用事务所】两类

。

三、 小孩可以在日本接收教育

没有中长期签证的人自己的孩子是不可

以在日本接收教育的。有了签证以后孩子不

但可以在日本接收义务教育，而且所有的福

利都和日本人一样享有。

日本拥有众多世界一流的大学，因此，

移民日本可以使子女得到更好的教育。小学

，初中学费全免，持有投资类签证的子女在

就读日本大学时，其学费只是国外留学生的

1/3至1/5，而且不受留学生配额的限制，因

此进入世界大学的机会将远远超过国际留学

生。

四、 日本护照优势

日本的护照是世界上最好用的护照之一

，免签国家数甚至超过美国。

五、 资金安全的优势

申请人的投资金额不是投资在政府制定

某个指定账户上，而是存在申请人自己在日

本开设新公司的账户里，所以资金也相当安

全。

六，办理时间短

日本投资移民申请人一般只需要2-3个

月即可获得日本入管局核准，3个月即可拿

到准移民签证(随着申请人数的快速增长，

这一审理速度可能会有所不同).

日本经营管理者签证申请要求：

在日本成立并经营株式会社：a、投入

不少于500万日元（折合人民币约33万元）

的注册资金成立公司；b、在日本有固定的

办公场所；c、明确可持续性的经营内容；

具备企业管理经验；

无犯罪记录。

TIPS

1、办理日本经营管理签证最快仅需4个

月即可成行，无年龄、语言、学历及资产要

求限制，仅需购置房产作为民宿租赁运营，

资金全权可自由调配，还可获得最低年利率

0.9%的住宅贷款。

2、申请人即可享受与当地居民同等的

福利待遇，5年即可入籍，10年拿永居。

3、高度发达经济体的优厚福利、亚洲

首屈一指的顶级教育、公立幼儿园至大学的

学费全免、享誉全球的优质医疗、健康的饮

食及生活环境！

4、日元的避险属性也是很多人安心在

日本置业的原因之一。

移民日本
这些优势太突出了

随着移民加拿大、美国的华人越来越多，华人

移民在北美国家的影响力逐日不容小觑。

其中来自中国的IT工作者更是为美国和加拿大

的高科技企业输送了一批批人才。

而最近美国时代周刊发布的2020年年度商务人

物就是华人移民--视频会议软件Zoom创始人袁征！

了不起啊，今年的年度人物可是拜登和他副手

哈里斯！

因为疫情的影响，2020年全球居家办公人数剧

增，袁征公司开发的Zoom下载量也因此暴涨。

Zoom的股价也一度涨至588美元高点，袁征身

价以193亿美元位列彭博富豪榜第89名。

而袁征最开始就是以工程师的角色来到美国追

求科技梦。

近年随着加拿大科技类移民人数的增加，科技

行业俨然成为整个加拿大发展最快的行业，它的吸

引力正在逐步赶超美国硅谷！

上次美国限制签证，加拿大科技企业还去硅谷

秀了一波。在硅谷投了广告牌想明目张胆的“挖墙

脚”，别说还真挖到一些硅谷人才。

就连已经在硅谷的科技人才也在往加拿大跑，可

见加拿大正走向世界各地IT科技人才的视野里了！

为什么IT科技工作者都想移民加拿大？

我们从主观和客观方面来了解下。

主观原因从接触到的朋友反馈来说，主要是自

己职业发展、家庭压力、养老等方面的，对现状的

吃力及对未来的规划。

1. 国内竞争压力大

在高压的职场氛围下，程序员们经常描述自己

是忙的不分白天黑夜，不分工作假日，甚至忙到没

空吃饭、喝水、上厕所，没时间陪老婆孩子。

在这种状态下，还必须不停的更新自己的IT知

识，才能不被淘汰。很多时候显得力不从心，没法

持久地以这种状态经营职业。

2. 家庭无法兼顾

也正是国内IT行业的竞争激烈，大家不得不花

费全部精力在职场上。

家庭的责任根本兼顾不上，都不知道孩子读哪

个班，去学校的路也格外陌生，老婆也没时间关心

，过年过节送礼物啥的也靠不上，更别提对老辈的

照顾了。

3. 身体吃不消，健康告急

不得不说对身体的损耗确实太大。颈椎病、脂

肪肝、腕关节炎等是比较常见的，而国内从事IT工

作的人因为赶进度猝死的新闻也屡见不鲜。

这不是危言耸听，也不是激起你的焦虑感，而

是摆在IT人面前的事实。

尤其是干了几年后的人，不会像刚进入互联网

IT行业的年轻人，一腔热血，满身使不完的劲了。

4. 养老规划

有的IT人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也不免灵魂发问，

“我能以这种状态干到退休吗”、“等我干不

动了怎么办”、“我能换个工作，不干IT吗？”

可能大部分人还是很热爱这个行业，它提供了

不错的薪资，让人视野更开阔，每天都有激情，能

学到很多新的知识，最重要的是它让人持续不断的

产生成就感。

“我还想继续干这个，但怎么能减少或避免这

种高强度的工作节奏，有时间、有精力来分担照顾

家庭的重任？并有一个相对安逸、体面的晚年生活

？”

不少IT人开始将目光投向移居海外。如果说到

移民国家IT方面的吸引力，不得不提加拿大了。

我们从客观角度聊聊加拿大IT行业发展、薪资

及针对IT人员利好的移民政策。

1. 加拿大IT行业前景浅谈

如今，加拿大的科技行业正在蓬勃发展，加拿

大很多热门城市都在打造自己成为人工智能、可持

续能源技术等未来技术的重要国际平台。

而加拿大技术人才的增长态势也十分喜人，据

CBRE近期一份关于技术人才分析报告显示，加拿

大多伦多全球排名第四，仅次于美国的旧金山湾区

、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和西雅图。

报告显示，多伦多在过去五年一共新增了

66900个技术职位，增长率达到36.5%，甚至超过了

第一名湾区。

确实在近年来，也有越来越多的互联网巨头来

到多伦多发展业务，提供了大量的IT从业岗位，比

如亚马逊、Google、Facebook等。

而尤其在今年，加拿大存在大量IT职业的人才

空缺，职业主要包括有软件开发员、程序员、IT项

目经理、数据分析师、IT业务分析师、网络管理员

、软件工程师、技术支持专家等。

2. 加拿大IT行业薪资浅谈

根据上面报告提到多伦多科技工作者的平均工

资，在过去五年内增长了11.2%，达到平均年薪

84986加币。

拿软件工程师为例，目前加拿大平均时薪中位

数是$45.67，最低$28.85，最高$67.31，在其他省的

具体时薪情况可见下图：

大家稍微算算就知道年薪是相当可观的。加拿

大软件工程师年薪中位数差不多就是报告上提到的

平均年薪。

下面再放2张IT有代表性职业的工资表供大家

参考：

电脑工程师（NOC 2147），可代表国内计算

机硬件工程师、无线通信网络工程师等。

计算机和信息系统经理（NOC 0213），可代

表国内信息系统经理、软件开发经理、数据中心经

理等管理岗。

3. 针对IT人员利好的移民政策

随着加拿大科技行业发展的强劲势头，劳动力

市场存在了大量IT类职业的人才缺口。加拿大也为

这类人才推出了很多专门的移民途径来吸引他们。

而且，随着美国对技术类移民的限制越来越紧

，很多准备移民或已身在美国的技术人才因为身份

及职业前景考虑，都将目光转移的了加拿大。

因为相较于在美国发展自己身份和前景的不确

定性，加拿大的移民程序更宽松、简单、透明。加

拿大也一直秉承着开放、友好的移民政策吸引世界

各地的技术人才。

比如专门启动全球人才工作签证（GTS）来吸

引科技人才，仅需2周，这类高精尖IT人才便能拿

到工签来到加拿大工作。

还有联邦的技术移民以及各省的省提名项目，

比如BCPNP的技术试点项目，安省省提名的Tech

draws等等。

IT人员如何选择这些移民项目？

这里不得不提到需要根据不同IT人员情况来选

择，没有最好的只有最适合自己的。

1.联邦EE技术移民（适合年纪轻、英/法语很好

、学历高的）

它的优势在于申请流程简单，周期短，无管理

经验、资金来源、投资等要求，名额充足，无紧缺

职业列表限制。获得永居后无工作要求，无居住地

限制。

而且，它对申请人费用要求低，不过对申请人

学历、语言和年龄有较高要求。

比如说如果你雅思CLB9、硕士、29岁以下，

工作三年就很有可能被邀请申请永居。

反正我光是看到雅思CLB9就感觉差点过去。

2. 安省省提名Tech Draws（适合以下特定IT

职业）

既然多伦多的科技行业发展好，IT从业人员多

，那我们先来看看安省这个Tech Draws，它隶属安

省省提名的优才类。

安省希望帮本地信息技术行业吸引高科技人才

，所以启动这个项目来抽取特定职业的人让他们快

速移民。

适合以下职业的人：

软件工程师和设计师（NOC 2173）

计算机程序员和交互式媒体开发人员（NOC

2174）

电脑工程师（NOC 2147）

网页设计师和开发人员（NOC 2175）

数据库分析师和数据管理员（NOC 2172）

计算机和信息系统经理（NOC 0213）

3. BC省省提名Tech Pilot（适合以下紧缺职业

）

BC省开启这个试点的目的跟安省一致，不过

它针对的紧缺职业有所不一样，它包括了以下29种

紧缺职业，比如平面设计、电气工程师、机械工程

师等。

为了尽快邀请到高技术人才，BC省提名科技

试点要求分数比普通技术移民低，处理速度也比普

通的省提名项目要快。每一到两周都会抽签。

在这提一嘴，对于在做移民打算，又在研究的

人来说，不知道是否有这个困惑，不知道自己的职

业应该归到哪个NOC代码？

其实这里面也是有学问的，如果对自己NOC

code的判别失误，那么你的移民申请是很有可能被

拒或退回的，这个细小且重要的细节之一可以体现

移民顾问的重要性啦。

4. 大西洋四省移民试点AIPP（适合条件不那

么突出的）

AIPP作为被公认加拿大门槛最低、性价比最高

的移民项目之一，因而受申请人青睐。

它也有针对海外技术工人的类别，而且在大西

洋四省IT从业者属于比较容易匹配雇主的职业，要

求相比上面这些项目会要低一些。

低在哪些方面？学历、语言要求低，工作经验

要求低，仅需一年工作经验。

另外因为这个是政府支持的试点计划，会有单

独的移民申请审核通道，所有流程办完仅需1年左

右即可拿卡。

而且作为枫叶之路主力项目，成功率极高，你

值得拥有。

移民职业解析
IT人员想要移民加拿大的几大理由？



AA99新聞圖片
星期五       2022年3月4日       Friday, March 4, 2022

體育圖片

烏克蘭軍隊基輔街頭遭遇俄羅斯突襲小組烏克蘭軍隊基輔街頭遭遇俄羅斯突襲小組
交火後地面一片狼籍交火後地面一片狼籍

甘肅玉雕手藝人甘肅玉雕手藝人““俏色俏色””雕出翩舞飛天雕出翩舞飛天四
川
眉
山
樂
山
岷
江
兩
岸

四
川
眉
山
樂
山
岷
江
兩
岸

油
菜
花
開
引
人
醉

油
菜
花
開
引
人
醉

[[ NN
BB
AA

常
規
賽

常
規
賽]]

國
王
國
王VV

ss

雷
霆
雷
霆

[[法甲法甲]]昂熱昂熱11：：22負朗斯負朗斯

[[斯諾克大師賽斯諾克大師賽]]範爭一力克奧沙利文奪冠範爭一力克奧沙利文奪冠



AA1010台灣新聞
星期五       2022年3月4日       Friday, March 4, 2022

（中央社）誇張！一年內4度大停電。昨天早上約9時全台
突然大停電，原因為台電在高雄的興達電廠人員操作錯誤，引發
機組大跳脫，造成全台三分之一電力不見，549萬戶停電，產業

與民生損失難以估計，這是 921
大地震以來第3大停電事件。台
電公司董事長楊偉甫及總經理鍾
炳利請辭負責，王美花也向蘇揆
自請處分。行政院要求，先恢復
供電，再處理責任問題。但在野
黨強烈要求王美花與楊偉甫下台
，以示負責。
近1年4次跳電 3次與興達有關
昨晨全島天氣晴朗，未料，9時
07分，高雄、屏東、台北、新北
等地接連出現停電狀況，電聯車
在鐵軌上不動、交通號誌不靈、
捷運與輕軌停駛、菜市場暗黑一
片，民眾生活與工作被打亂，引
發民怨。
經查，興達電廠開關場在大修後
做測試時，未按照相關程序操作
，造成南部停電。為此，總統府
、行政院在第一時間，由發言人
張惇涵、羅秉成出面表達 「最大
歉意」。王美花與楊偉甫、鍾炳
利也兩度親上火線道歉。但蔡英

文兩天前在接見工商團體時，才承諾會確保供電無虞，昨天全台
就發生大停電，實在太難堪。

台電專業總工程師吳進忠表示，興達電廠同仁未掌握到絕緣

氣體的量是否足夠，就操作開關，導致發生接地不當，與龍崎超
高壓變電所連接的發電機組全部跳脫，連北部也發生低頻卸載。

雖然雲林以北在昨午以前陸續恢復，南部有不少地區直至晚
間9時多才全部復電，最長停電時間，超過12小時。

藍議員諷 跳電已成生活新常態
今年1月，王美花曾說，她願以雞排相賭，今年不會停電。

言猶在耳，國民黨團總召曾銘宗怒轟， 「不稀罕她的雞排！下台
啦！」曾銘宗說，顯然是發電結構有問題，去年5月13日跟5月
17日停電，楊偉甫沒被處分，王美花也安然無恙，黨團這次要求
兩人都下台。

前總統陳水扁在臉書發言稱，電廠操作不當，監督不周，釀
成大禍，高官能不負責嗎？

行政院表示，楊偉甫、鍾炳利已請辭負責，王美花也向蘇揆
自請處分，蘇貞昌聽取初步報告指示，此事應嚴查、嚴辦，下令
經濟部於三天內提出完整書面調查報告，至於相關人員究責，待
調查報告提出後即行處理。他並要求經濟部次長曾文生親自到場
指揮調度，盡速恢復用電。

補償措施 工業及家庭電費95折
朝野都認為台電及政府必須承擔民眾因停電造成的不便與損

失。王美花昨晚表示，原則比照去年12月12日萬隆電廠停電措
施，工業用戶與家庭用戶95折補償，但停電超過6小時就加倍給
予9折優惠。

至於後續改善，王美花強調，電力與電網韌性與國家安全相
關，會就事故情形、人員管理面、系統改面，提出詳細檢討。

至於今日供電，台電保證沒有問題，預估尖峰負載3070萬
瓩，等機組陸續併聯發電後，備轉容量率約在6.5％ 。

（中央社）行政院會昨通過交通部台鐵公司條例草案，前交
通部長賀陳旦表示，交通部應該先回答，政策上，台鐵還要不要
在西部跟高鐵競爭？台鐵員工也應該理解，員工權益來自於公司
發不發得出錢來，而能否賺錢完全反映在運務品質上面，不是政
府願意解決債務就好。

賀陳旦說，最近政府好像很積極說要幫台鐵承擔一些債務，
有助於公司化，但是法條本身跟公司化是否成功，沒有絕對的關
係，應該還是要知道這個公司未來運務樣態。例如：台鐵還要不
要在西部跟高鐵競爭？台鐵東部幹線，是否還要從西部例如彰化
等地方發車，中間還要停很多站？最近還聽說6月起普悠瑪號要

停鶯歌，表示還是遵循過去思維。台鐵有必要減少競爭風險，降
低不必要成本。

賀陳旦說，台鐵員工會擔心如果台鐵有這麼多債務，員工權
益一定輪到後面，所以他們希望債務拿掉。 「但所謂權益，最現
實的就是發不發得出錢來！」能否發出錢來，完全反映在運務上
面，運務如果先天環境就是高度競爭，就要拿出品質，包括準點
率、安全性或是交通時間短，否則很難跟高鐵競爭，如何有進帳
？

賀陳旦進一步指出，就算是台鐵較無其他競爭的東部走廊，
是否允許公司化之後旅遊者跟返鄉者票價不一樣，春夏遊季旅遊

票價還可以高一點，跟現在航空公司一樣，要做區隔，才能使東
部在有可能賺錢時，好好經營。這些定位都不清楚，員工權益從
哪來？行政院、交通部一直講公司化，卻不知公司該長甚麼樣，
也不願減少班次，或是運價彈性，政策都沒有，光是法條有何用
。

消基會交通委員會召集人李克聰則表示，這次交通部這麼快
通過台鐵公司條例草案，然後呢？公司化可以解決甚麼問題？公
司化的目的就是希望它賺錢，讓台鐵從4000億債務中起死回生
，現在看不到這樣的願景，除了交通部可以宣稱它完成一項政策
，這樣怎麼讓台鐵員工和社會大眾支持呢？

台鐵起死回生
賀陳旦：關鍵在運務

（中央社）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昨天公布最新病毒基因定
序結果，台中港驗船師的病毒全基因序列出爐，是台灣之前從未
出現過BA.1的Omicron病毒序列，為國內發現的第16 個Omi-
cron序列，本土不明感染源的傳播鏈仍維持6條。而國內3月7
日將鬆綁邊境，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中表示，接下來有需要
可進行 「商務泡泡」免檢疫就能入境。

隨著本土疫情降溫，自3月7日起包含商務客可入境、檢疫
期縮短至10天，旅遊業盼3月至5月，就能開放觀光旅遊。陳時
中表示，聽到業者的心聲了，在疫情可控的狀況下不排除可能性
。

陳時中表示，以現在的國際疫情來看，最令人怵目驚心的香
港，其邊境管制維持 「14+7」，境外移入個案不多，但確診人
數一周就翻1倍，他強調，Omicron病毒很難訂出時間來解封，
仍須以控制疫情作為目標，若有需要可進行 「商務泡泡」免檢疫
，至於一般商務客或民眾要從10日檢疫縮短至5天，風險會增大
，需要非常審慎評估。

對於國內最新定序結果，指揮中心醫療應變組副組長羅一鈞
指出，先前確診的台中港驗船師案20455，驗出新的BA.1序列，
為台灣本土發現的第16種Omicron序列結果，但屬單一個案，
沒有外擴，監測到3月10日就會監測期滿。

另外，宜蘭家庭與雙北涮涮鍋也有增加一些新定序，但都與
先前定序相同，沒有新的傳播鏈發現。

至於先前基因序列不同於其他本土案例的雙北加強型防疫旅
館護理師案，與桃機航警案，監測將陸續在今、明天期滿。

目前國內維持6條感染源待釐清傳播鏈，包含新北設計師-
宗教團體案、新北加強版防疫旅館護理師、台北加強型防疫旅館
護理師、雙北父子新北涮涮鍋、桃園米迪幼兒園及台中港驗船師
。

台中驗船師 檢出國內第16個Omicron序列

興達電廠人員疏失
全台549萬戶大停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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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經濟

副刊

烏克蘭局勢推升全球經濟復蘇變數

綜合報導 上周驟然升級的烏克

蘭局勢嚴重衝擊全球市場，歐美對

俄羅斯的制裁措施加劇了市場憂慮

。伴隨著烏克蘭局勢走向，一些可

能持續阻礙世界經濟複蘇的風險變

數正在推升。

2 月 24 日，俄羅斯決定在頓巴斯

地區發起特別軍事行動，全球市場受

此影響出現震蕩，主要股指顯著下跌

，大宗商品特別是油氣價格飙升，黃

金等避險資産價格上漲。2月 24 日當

天倫敦布倫特原油期貨價格盤中一度

突破每桶105美元，創下7年多來的新

高。美歐等國隨後啓動了對俄羅斯的

經濟制裁，並在 2月 26日宣稱將部分

俄羅斯銀行排除在環球銀行間金融通

信協會(SWIFT)支付系統之外。有分析

認爲，烏克蘭局勢惡化將引發未知的

風險和變數，其中相當一部分因素持

續阻礙世界經濟複蘇。

最直觀的衝擊指向歐洲。資料顯

示，來自俄羅斯的石油和天然氣分別

占歐盟國家進口量的三成和四成左右

。德國、波蘭、奧地利、意大利、斯

洛伐克等國自俄進口的天然氣都要經

由烏克蘭運輸。烏克蘭局勢惡化後，

德國政府宣布暫停“北溪-2”項目，

加劇了歐洲能源供應的不確定性。有

分析認爲，不能排除俄羅斯通過控制

對歐天然氣供應來回應美歐方面的制

裁。歐洲央行曾估計，10%的天然氣供

給衝擊就可能會使歐元區 GDP 下降

0.7%。一旦歐美和俄羅斯的對抗升級

，在通脹高企的背景下，天然氣供應

不足將打擊歐洲經濟，並影響歐洲央

行貨幣政策走向。此外，大量烏克蘭

難民已來到波蘭、匈牙利、羅馬尼亞

等國邊境，2015 年敘利亞戰亂引發的

難民危機可能重演，這將對歐洲社會

帶來持續的深刻影響。

除了能源供應之外，烏克蘭局勢惡

化還威脅包括糧食、貴金屬在內的全球

大宗商品供應。烏克蘭經濟發展、貿易

和農業部 1月 22 日數據顯示，2019 至

2020市場年度烏克蘭所有谷物的出口總

量僅次于美國，成爲世界第二大糧食出

口國。俄羅斯則是鎳、钛、鉑、钯和鋁

等制造業金屬的重要來源。俄羅斯和烏

克蘭是全球半導體生産中關鍵化學氣體

氖氣、氪氣和氙氣的主要來源。有分析

認爲，烏克蘭局勢惡化將打擊從化肥制

造商到食品、汽車和飛機制造商等衆多

行業，進而破壞緩慢修複中的全球供應

鏈。

供給端的不確定加劇對全球通脹上

升的擔憂。俄羅斯的天然氣供應一旦出

現問題，短期內將難以被替代，勢必推

升全球能源價格，疊加供應鏈的混亂狀

態，將使歐美等主要經濟體面臨的通脹

問題進一步加劇。

美國商務部數據顯示，美國1月個

人消費支出(PCE)物價指數同比上漲

6.1%，高于預期的 6.0%，前值爲 5.8%

；剔除食品和能源價格的1月核心PCE

物價指數同比上漲5.2%，是近 30年以

來的最高水平，大幅高于美聯儲 2.0%

的中長期通脹目標，通脹勢頭未見絲

毫放緩。

分析認爲，烏克蘭局勢和美國通

脹率一方面笃定了美聯儲加快收緊貨

幣政策的預期，另一方面擡升了加息

節奏難于把控、可能刺破美國股市和

房地産泡沫的憂慮。美國挑撥起烏克

蘭局勢惡化，迫使歐洲不得不放棄

“戰略自主”，向以美國爲首的北約

靠攏，刺激大量資金流出歐洲避險，

同時也爲美國經濟可能面臨的“硬著

陸”埋下伏筆。

更大的變數來自美歐擬將部分俄

銀行排除出 SWIFT 支付系統。2 月 26

日，美國白宮聲明稱，美國與歐盟委

員會、法國、德國、意大利、英國、

加拿大領導人決定，“在近幾天內”

將部分“選定的”俄羅斯銀行排除出

SWIFT 支付系統，並對俄羅斯央行實

施限制措施。SWIFT 是全球最重要的

國際收付電訊傳送與交換處理體系，

對支持國際收付清算、進而支持國際

經貿往來和金融交易的發展，發揮著

非常重要的作用。因此，歐美這項決

定被輿論形容爲針對俄羅斯的“金融

核彈”。

不過，該決定産生的後續變數仍需

觀察。

一方面，由于俄羅斯能源供應在

全球經濟中的分量，因此歐美並未完

全將俄羅斯排除出去，有美政府高級

官員透露，此次制裁將爲銀行間進行

與俄石油及天然氣相關支付留出空間

。加上俄羅斯在美歐多年制裁之下早已

摸索出一套應對方略，因此實際政策影

響還需觀察。

另一方面，SWIFT 作爲國際金融

基礎設施，雖然重要但也並非完全不

可替代，畢竟國際經貿往來的基礎是

需求供給而非清算系統。如果 SWIFT

成爲一些國家出于政治目的打擊其他

國家的工具和武器，勢必傷害其公信

力和存在根基，會有越來越多國家開

始認真思考過度依賴 SWIFT 的副作用

。一些金融業人士指出，“在這種情

況下，即使是歐美的商業銀行，也會

有分散跨境清算風險的需求”。探索

在 SWIFT 銀行信息傳輸系統和美元清

算系統之外有效安全的跨境清算體系

，近幾年已經開始。美國和歐盟這次

的行動，無疑會加快這一進程。

汽車手機廠家爭相“跨界” 誰能講好智能生態故事？
綜合報導 2021年至今，智能汽車賽道可謂炙

手可熱，華爲、OPPO、vivo、小米等手機廠商紛紛

布局智能汽車領域。與此同時，汽車廠商也不甘落

後，開始“反向”進軍手機領域。

近日，造車新勢力蔚來傳出准備進軍手機行

業消息，也再度“引燃”手機界與汽車界“跨界”

話題。不過車企造手機並不是一件新鮮事，2021年

9月，吉利就宣布進軍手機領域。

爲何進軍競爭激烈的手機産業？吉利控股集團

董事長李書福表示，手機是快速疊代的隨身移動終

端，是電子産品市場驗證及軟件創新的應用載體，

既能讓用戶盡快分享創新成果，又能把安全、可靠

的一部分成果轉移到汽車中應用，實現車機和手機

軟件技術的緊密互動。

李書福認爲，未來跨界打造用戶生態鏈，依法

構建企業護城河已成大趨勢，手機可以連接車聯網

、衛星互聯網，打造豐富的消費場景，做強生態圈

，爲用戶提供更便捷、更智能化、萬物互聯的多屏

互動生活體驗。

對于手機廠商來說，智能生態同樣也是

“跨界”的主要原因。OPPO中國區總裁劉波指出

，OPPO的産品理念中的關鍵詞“無縫連接”，車

肯定是無縫連接中的一環，“OPPO確實有去了解

汽車這個行業，不光是汽車，我們也在了解跟手機

相關的很多生態産業。”

中國電動汽車百人會理事長陳清泰曾表示，汽

車革命的“上半場”是電動化，“下半場”是智能

化。隨著汽車智能化發展，汽車從一個“硬件爲主

”的工業化産品，逐漸轉變爲“軟硬兼備”的智能

移動空間。

中國電動汽車百人會發布《跨界融合與汽車産業

新力量》課題報告也指出，汽車將複刻手機的智能化

演進路徑，以座艙的人機交互變革爲起點，疊加自動

駕駛浪潮，其正從出行工具轉變爲下一代智能終端。

手機是互聯世界的入口，而汽車則轉變爲出行過程中

的終端，汽車與手機，兩個在傳統意義上相距甚遠的

産業，在智能生態中找到了彼此的共同點。

共同點好找，但是“跨界”門檻並不低。Wit

Display首席分析師林芝指出，汽車與手機是兩種不

同的市場，手機産業鏈雖然相對成熟，但是産業鏈

非常長，汽車企業如果管理手機産業鏈也是難題。

此外，手機更新疊代快，體量大，車企一開始沒有

規模化效應，成本也會較高。

對于手機企業而言，汽車無論在體積、零配件

數量和複雜程度上都要遠超手機産品，周期更長，

計劃投入規模也比手機更大。

汽車行業分析師費哲逸表示，目前很多車企的

車機系統不太完善，車企造手機能更好地優化車機

系統，手機與車機的適配也將更完善；對于手機廠

商而言，造車新賽道前景廣闊，汽車是其實現“萬

物互融”極爲重要的一環，借助智能生態也將爲用

戶帶來更加便攜、更加智慧的生活體驗。

“充分的競爭，必將使技術獲得更爲快速的

發展。”費哲逸認爲，各行業之間相互借鑒與競

爭，或將在一定程度上助力汽車産業更快實現智能化

發展。

“气疯了，有扩散这个6月10日滴

滴司机直播性侵案件的吗？”

6月11日18:41，一条微博像导火索

，点燃了公众情绪。这条微博曝光的视

频显示，一名自称是滴滴司机的车主，

用一瓶伪装成香水的“迷药”，“迷晕

”女乘客，并在其不知情的情况下，直

播性侵。

6月12日21:46，河南郑州警方就此

发布通报，“反转”剧情令人大跌眼镜

：涉事二人系夫妻，以盈利为目的，通

过某非法直播平台APP，以网约车司机

迷奸女乘客为噱头，公开进行色情表演

，目前均已被抓获。

历经27个小时，真相大白。对于这

出“高能剧”，长安君有三句话想说

——

正义属于每个人，需要每个人来维护

自网友曝光后，“疑似滴滴司机直

播性侵”事件迅速发酵，一时间，相关

新闻下，“恶心”“恐怖”“揪心”等

评论刷屏，网友纷纷发声，要求严惩嫌

犯，还受害者公道。

自发督促是源于朴素的正义感，如

潮愤怒是出自可贵的同理心。试想一下

，如果没有举报、没有爆料、没有感同

身受的愤怒、没有将心比心的谴责，会

如何？

是的，没有这些，就没有关注；没

有关注，影响力就会大大缩水、震慑力

就会大大削弱。

还记得前段时间沸沸扬扬的韩国

“N号房案件”吗？在这起恶性集体性

犯罪案件中，平台26万正式会员，无一

报警。那些罪恶的视频就躺在平台上，

不断被人点击、回放，可观看者却选择

了沉默，或者共沉沦。

相比于这些亲临“犯罪现场”的失

语者、陷入狂欢漩涡的失智者，中国网

友对正义的渴求和自觉维护，尤为让人

印象深刻。他们的汹涌呼声和强力监督

是丑恶的克星，让罪犯无处遁形。正因

为有这群正义感“爆棚”的网友，我们

才能加快构建风清气正的互联网环境；

正因为有这群同情心“飙升”的网友，

我们才觉得社会越来越安全、生活越来

越安心。

我们的网友，三观超正！

真相大白天下，犯罪绝不姑息

这是一场挑战伦理、挑衅法律的犯

罪式直播——

为赚取流量、求得打赏，毫无下限

地传播淫秽视频；以“性侵”为噱头，

在一定程度上教唆了强奸犯罪；“迷药

”的出镜，则滋生了社会恐慌情绪，严

重破坏了公众安全感；拿“滴滴司机”

博眼球，更是给相关群体带来了名誉损

伤，踩踏了网约车行业形象，寒了数百

万滴滴司机师傅的心……

追寻事件的真相，抓捕导演恶性的

幕后黑手，从接到报警到发布通报，公

安机关用了不到27个小时。

在这27个小时中，他们铆足劲，绷

紧弦，加速冲往真相终点线。查清事实

、抓获犯罪嫌疑人、锁定非法直播平台

、披露案情……一连串的举动，大快人

心，不仅把真相晒在阳光下，满足了公

众知情权，消解了“直播性侵”案可能

带来的社会不安定感，还为网约车行业

正名，还数百万滴滴司机清白，加速使

舆论摘下有色眼镜，走出对网约车司机

的刻板印象。

政法机关的高效破案和雷霆行动，

彰显的是追寻真相、维护公平正义的决

心，是维护社会安宁、保障人民权益的

初心，哪里有罪恶，法治的重拳就打到

哪里。

他们用行动给出了斩钉截铁的答案

——

网络色情表演？绝不允许！事态发

酵迅猛？以快制快！公众心有疑虑？公

开透明！群体名誉受损？事实正名！

直播不是小事，必须健康清朗

2020年火了什么？直播，绝对算一

个。

突如其来的疫情，让经济几近停滞

、娱乐陷入空档，网络直播却借助线上

优势，实现了逆势增长、出圈爆红，为

中国经济“摘口罩”助攻，更填补了人

们一度乏味的“宅生活”。怪不得有人

惊呼，“全民直播时代”已然开启。

直播行业一片红火。但越是形势大

好，越要有所警惕；越是欣欣向荣，越

要看到背后的乱象——

直播跳河、吃灯泡，为了“涨粉”

无所不用其极；散布谣言、传播迷信，

宣扬不正确价值观，助长了歪风邪气；

兜售三无、假冒伪劣商品，严重侵害消

费者合法权益；此次“疑似滴滴司机直

播性侵”事件的曝光，更是将色情直播

问题赤裸裸地暴露在聚光灯下！

网络直播事关经济，事关民生，事

关百姓精神文化生活，必须风清气正，

必须健康清朗！

就在本月初，为整治网络直播行业

的种种乱象，国家祭出重拳——

国家网信办、全国“扫黄打非”办

、最高人民法院、工信部、公安部等8

部门，自6月5日起，启动了为期半年的

网络直播行业专项整治和规范管理行动

。“皇冠直播”、“月爱直播”等44款

传播涉淫秽色情、严重低俗庸俗内容的

违法违规网络直播平台先后“中枪”，

被采取约谈、下架、关停服务等阶梯处

罚。

这么大“动静”意味着，在网络直

播领域，监管已然入场，绝不允许那些

违规生长的杂草、野草，被歪风“吹又

生”！

27小时，曝光“直播性侵”案幕后黑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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