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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香港14日綜合外電報導）投資人
持續追蹤烏克蘭戰事發展及為化解危機所做的
最新外交努力，同時焦慮等待美國央行本週可
能宣布升息，亞洲股市今天大多應聲收黑；港
股受中國深圳防疫封城打擊，重挫領跌。

法新社報導，俄羅斯在烏克蘭的戰爭仍如
火如荼進行，股市交易場上依舊充斥不確定性
。儘管俄國總統蒲亭（Vladimir Putin）表示，
與基輔談判有 「正面發展」 ，也沒能提供股市
多少支撐。

投資人也不安等待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
（Fed）16日結束最新貨幣政策會議，預料屆
時將宣布升息1碼（1/4個百分點）。

美國央行正嘗試在平抑飛漲物價和支援美
國經濟之間，謹慎求取平衡，尤其全球最大經
濟體美國也面臨烏克蘭戰爭衝擊影響。許多人
擔憂，這場戰爭可能導致經濟再度衰退。

在美國借貸成本看漲之下，美元兌大多數
國家貨幣匯價強勁走揚，兌日圓、英鎊和歐元
皆升值至數年來高點。

由於美國股市上週收盤再度挫跌，亞洲股
市今天行情也低迷。

香港股市今天收盤重挫達5.0%，其中恆生
科技指數大跌11%，阿里巴巴和騰訊等重量級
成分股價格都跌掉約1/10。

上海股市今天收盤也應聲重挫2.6%，首爾
、新加坡、台北、威靈頓和馬尼拉股市全數收
低。但東京股市收漲0.6%，雪梨、曼谷和雅加
達股市也收高。港股賣壓來自中國政府為了對
抗境內COVID-19（2019冠狀病毒疾病）疫情
四起，昨天對深圳所有1700萬居民下禁足令，
封城將持續至20日。這也導致蘋果（Apple）
重要供應商暨iPhone代工廠鴻海暫停在當地業
務。

烏克蘭戰事中國疫情添不安烏克蘭戰事中國疫情添不安 亞股多數收黑亞股多數收黑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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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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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見我聞我思

幾內亞共和國駐休斯敦名譽總領事
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The Chinese author Zhu Ziqing
once wrote in his article, “Spring
” that he looked forward to the
‘east wind” coming. The
footsteps of spring were

approaching and the grass
sneaks out of the earth. In the
tender green garden I looked at a
large area full of light wind and
the grass is soft.

On the weekend, we visited a
friend’s farm covering more
than 350 acres in Beaumont,
Texas. In the city where we spent
our college days, we got on a
four-wheel drive cart and drove
across the endless farm land.
There were cattle and donkeys
all over this beautiful farm. The
scene represents the successful
story of Mr. and Mrs. Liu. A half
century ago they came to this
land looking for a new life. After
getting their higher education,
they contributed their whole life
to America. They went through
all kinds of hardships and now
they have become “big landlords
” in east Texas. This
achievement represents a great
success story of an Asian
American.

When I woke up this morning I
heard that former President
Obama is now also infected with
Covid -19. According to Pfizer,
we may need to get a fourth shot
of the vaccine. The pandemic is
entering its third year now in
America. We have lost millions of
lives which is the greatest
tragedy in our history.

Today we are welcoming spring
and have set the clock forward
one hour. Spring finally has
come. Because our flowers have
bloomed in our front yard, it is the
best gift for our family.

While there is still fierce fighting
in Ukraine, many students are
enjoying their spring break now.
We really are very lucky these
days.

0303//1414//20222022

Feelings Of A Late SpringFeelings Of A Late Spring

朱自清先生在《春》一文中寫道，盼望着
，盼望着，東風來了，春天的腳步近了，小
草偷偷地從土裡鉆出來，嫰嫩的，綠綠的，
園子里，田園裡，瞧去一大片一大片，滿是的
，风輕悄悄的，草軟綿綿的……
週末走訪了一趟友人的農場，佔地近三百

多畝，坐上結實的四輪帶動小車上，奔馳在一
望無際的沃土上，有牛群、小驢，在廣大的
土地上享受春天的陽光，這裡敍述了一個劉先
生伉儷成功的故事，半世紀前她們離鄉背井身
無分文來到這塊人人響往的土地，從讀書到創
業，歷盡艱辛，而今成為了令人羨慕的「大地
主」，她們的成就代表了亞華裔在美國奮鬥的
佳話，事實证明，我們是這片土地的主人翁
，春天在她們的農場雖然來遅了些，廣大的原
野還有幾分寒意。

清晨起來時，聽到前總統奧巴馬
也感染到新冠病毒，據說他除了有些
咳嗽之外，情況良好，又據輝瑞公司
表示，我們可能要在秋天接受第四針
的加強疫苗注射，這實在令人太難受
了，這場新冠疫情浩劫已經是第三個
年頭了，在美國奪走了百萬人的生命
，是我們有史以來最大的挑戰。
春天終於遅遅地來了，因為我家

前院的粉紅桃花又再次綻放了，它是
我們迎接春天最佳的禮物和訊號。
今天我們在迎接春天之來到而把

時鐘撥快一小時，正逢學校春假之来
臨，學生們在海灘上狂歡，就連西點
軍校的學生也在迷藥中取樂，大西洋
彼岸的歐洲戰火方酣，美洲大陸仍可日日笙歌 ，我們是何等幸運啊。

春遲感悟春遲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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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時局

李著華觀點李著華觀點:: 媒體烈士媒體烈士--烏克蘭戰火中捐軀烏克蘭戰火中捐軀,, 美國記者芮諾悽壯也美國記者芮諾悽壯也

（綜合報道）美國前總統特朗普日前曾在一個節目上稱，有可能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
這是因為美國不再受到尊重。而普通美國人面臨核戰爭威脅，因為當前美國由一個外行且資
格不夠的人領導。

特朗普還警告稱，德國和日本以應對烏克蘭危機為由加強軍事力量對美國不是好事。
“我聽說我們在做一些事，德國同意重建其軍隊……讓我們回顧一下過去的兩次世界大戰
……現在日本正打算重建他們的軍隊，要小心啊，因為過去發生過很多不好的事情……當德
國宣布他們將開始向軍隊投入大量資金時，我們可要小心了。”

早些時候特朗普再次對可能爆發三戰發出了警告。塔斯社3月13日報導，美國前總統唐
納德•特朗普在南卡羅來納州對支持者說，烏克蘭危機可能演變成第三次世界大戰。
報導稱，特朗普認為，俄羅斯“不會停止”實現其目標，但美國政府沒有“任何人”可

以與莫斯科對話，尤其是與俄羅斯總統普京。 “我知道發生了什麼，這可能會導致第三次世
界大戰。”

在俄烏軍事衝突爆發後，西方對俄羅斯實施了前所未有的製裁。在烏克蘭的請求以及美
國要求下，西方在軍援烏克蘭方面前所未有的達成一致，就連過去多年拒絕向烏克蘭提供武
器的德國也改變了主意。

德國宣布向烏克蘭提供武器援助的同時，決定增加國防開支。 2月27日，德國總理朔爾
茨宣布大幅增加國防開支，德國國防軍將獲得1000億歐元的專項資金用於國防現代化。同時
從今年開始，德國每年用於國防的開支將超過本國GDP的2%。

而日本不僅全面加入西方針對俄羅斯的製裁，還決定修改規定日本自衛隊裝備出口規則
的“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運用指針，向烏克蘭提供日本自衛隊裝備。此外，日本前首相安
倍晉三還呼籲放開限制，討論與美國進行“核共享”的可能，謀求在日本部署美國核武！

日本還試圖以俄烏衝突為例，要求安理會進行改革，謀求日本加入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
可能。俄羅斯衛星通訊社3月14日報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國會委員會聽證會上發言時表
示，烏克蘭局勢和俄羅斯的行動表明，必須改革聯合國安理會，建立新的世界秩序。

岸田文雄表示："俄羅斯是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但是俄羅斯的行動表明，必須建立
新的世界秩序。日本以前曾認為，應該在最大限度自我控制之下使用否決權。我們將繼續與
主張改革的國家一道，努力推動安理會和聯合國改革。"

過去多年，日本、德國、印度、巴西組成的“四國集團”一直積極推動聯合國安理會改
革，希望獲得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地位，認為當今的聯合國安理會已經不適應時代的發展，必
鬚髮生改變！

日本政府曾在2019、2020年的時候明確表態，“日本為實現聯合國的思想和目標作出
巨大努力。但是對於已經存在四分之三個世紀的聯合國，必須對安理會進行結構改革。"“日
本已做好充分準備，以履行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職責，為確保世界的和平與穩定作出貢獻”
。

在“四國集團”中，其實支持日本、德國的聲音並不多，反而印度和巴西呼聲更高。尤
其是印度，美國和俄羅斯都曾表態支持印度成為改革後的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日本要求改革安理會成為常任理事國日本要求改革安理會成為常任理事國：：
俄烏戰爭表明世界需要新秩序俄烏戰爭表明世界需要新秩序

美國記者布萊特芮諾(Brent Renaud）在烏克蘭首都基輔近郊採訪時不幸遭到俄羅斯軍隊襲擊,
頸部中彈身亡，成為俄羅斯侵略烏克蘭挑起戰火以來第一位喪命的外籍記者, 也是第一位魂斷異鄉
的美國媒體烈士, 身為媒體人, 我們對於布萊特芮諾因公殉表達哀悼敬佩之意, 更要對奪走他性命的
俄軍表達嚴正譴責與抗議。

其實這位出生於阿肯色州, 畢業於達拉斯南美以美大學SMU的硬漢記者只是這次前往烏克蘭採
訪戰爭新聞的眾多戰地記者之一, 根據規定, 凡是申請採訪第一線的記者必須在大使館親自簽證並
立下遺書後才可獲准進入戰區從事危險戰地採訪, 換句話說, 布萊特芮諾清楚知道他在這次戰火中
從事的工作是非常危險隨時可能喪命的, 他既已簽下遺書, 也就無所懼而置個人死生於度外, 那種不
怕死的精神非常了不起, 如今算是求仁得仁了, 他使留名新聞史。

事實上在戰爭中襲擊記者是非法的，根據國際人道法，媒體與記者視同平民和民用物體,是受
到戰爭法保護的， 如今俄羅斯威權主義者卻不遵守此法, 竟把記者當成肆無忌憚侵略的一部分，這
與他們以平民，醫院和禮拜場所為目標一樣, 當然是違法的行為。

根據推動全球新聞自由及捍衛記者的權利之”保護記者委員會”（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統計, 在每一次的戰爭中記者犧牲的人數都非常多,在 1986 哥倫比亞內戰中有54名記
者死亡；1991 巴爾幹衝突中 36 名記者死亡,在 1993 年阿爾及利亞內戰也有 58 名死亡，另外, 伊
拉克戰爭至少有 204 名記者喪生。
有鑑於記者無法在戰爭中獲得生命的保障, 所以各國特別 在《日內瓦第三公約》中提到的戰地記

者的特殊身份, 確定各交戰國應依國際人道法確立禁止攻擊記者的規定，並在第一議定書重申記者
沒有死於空襲、槍擊、狙擊手射擊或爆炸裝置的引爆等威脅………

但這一切的白紙黑字形同具文, 因此造成了布萊特芮諾喪命, 曾有一位戰地記者有感而發說道,
在戰火中採訪, 有時會有”你轉身時卻害怕自己的影子”的恐懼，但為了報導戰爭真相, 當然記者
們也就無所懼怕了!

泰國潑水節活動暫停兩年後將重啟

政府籲做好防護

綜合報導 泰國政府表示，潑水節慶祝

活動因新冠疫情中斷兩年之後，將于下個月

重新舉行，政府呼籲民衆繼續采取健康防護

措施。

據報道，泰國政府發言人表示，總理巴

育已經下令允許4月13日至15日潑水節活動

期間所有的相關活動和跨省旅行。但在慶祝

活動期間，民衆必須嚴格遵守“Vuca”(即

疫苗、普遍保護、建立無新冠肺炎疫情區和

新冠檢測)措施。

巴育強烈建議，計劃享受潑水節的民

衆，至少接種第三劑疫苗，並在旅行前後進

行新冠檢測。

發言人還表示，巴育督促60歲及以上的

老年人、有慢性疾病的人和孕婦在潑水節假

期前完成全程新冠疫苗接種。此外，民衆在

此期間必須保持警惕並采取預防措施，例如

保持社交距離、戴口罩和定期洗手。

報道稱，泰國新冠疫情管理中心(CCSA)

將于18日開會，討論潑水節假期期間的公共

衛生安全措施。

報道還稱，泰國病控制部門負責人奧帕

斯(Opas Karnkawinpong)說，隨著過去2-3天

新冠檢測陽性率的下降，新冠感染可能已經

達到頂峰。奧帕斯補充說，到目前爲止，包

括泰國在內的許多國家新冠感染率尚未達到

其人口的 60-70%。

馬來西亞今年以來已有近12萬兒童染疫
綜合報導 馬來西亞衛生部長哈伊

裏說，今年以來，馬來西亞已有 11.97

萬12歲以下兒童確診新冠肺炎，且自2

月中旬以來，兒童確診病例增長速度

加快。

哈伊裏介紹，今年1月1日至2月中

旬，確診新冠肺炎的12歲以下兒童接近

5.1萬人；但2月中旬至今，已有近6.9萬

名12歲以下兒童確診。而且確診病例中

需要入住兒科監護病房的重症病例也出

現大幅增長。

哈伊裏在當天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

指出，雖然12歲以下兒童確診病例快速

增加，但該國5到11歲兒童的疫苗接種

率依然偏低。截至目前，接種率僅達到

30%。

哈伊裏說，奧密克戎變異毒株對兒

童“風險更高”，他呼籲馬來西亞家長

不要再對是否給孩子接種疫苗“猶豫不

決”，“觀望的時間已經結束”。

在當日的新聞發布會上，哈伊裏進

一步闡明馬來西亞政府將于4月1日進入

新冠疫情向地方性流行病過渡階段後的

相關政策。他稱，馬來西亞的防疫措施

將從政府幹預爲主轉向依賴社區和個人

的自主管理。

哈伊裏還宣布，在4月 1日開放邊

界後，除了已完成疫苗接種者無需隔

離外，17歲以下入境者無論是否完成

疫苗接種也不再需要強制隔離；但 17

歲以上未完成疫苗接種者仍需強制隔

離5天。

哈伊裏說，一旦進入過渡階段後，

馬來西亞將“不會再回頭”，但若出現

更危險的新變異毒株，馬來西亞政府會

根據情況調整具體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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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日本共同社報道，針

對韓保守黨派國民力量黨的尹錫悅

當選下一任韓國總統，日本首相岸

田文雄 10 日受訪時稱，“歡迎（尹

錫悅）當選，由心祝賀他”，岸田

還稱，“期待新一任總統的領導能

力，將爲了改善（日韓）關系與其

密切合作。”

共同社在報道中稱，日本政府試

圖在尹錫悅 5月正式就任前就與下一

屆韓國政府方面接觸。報道還稱，尹

錫悅展示出改善對日關系的想法，有

意見認爲尹錫悅當政對日本來說是個

好機會，期待日美韓能夠在對朝鮮問題

上合作順暢。

在外交政策方面，韓國《中央日

報》報道稱，尹錫悅主張以強化韓美

同盟爲基礎，“利用延伸威懾來保衛

韓國”。他曾表示，如果韓國安保需

要，將擴大部署美國主導的“薩德”

反導系統。香港《南華早報》9 日

稱 ， 尹 錫 悅 還 希 望 與 由 美 國 、 日

本 、 印 度 和 澳 大 利 亞 組 成 的 “ 四

方 安 全 對 話 ” 進 行 更 多 合 作 。 韓

國東國大學教授金容铉警告稱，這

種政策選擇可能會加劇該地區的緊

張局勢。

機構報告：日本女性參政程度低

綜合報導 日本一個研究機構在國

際婦女節之際公布全國各行政區的性

別差距指數，顯示日本女性參政程度

普遍偏低。就男女平等程度而言，東

京、鳥取、廣島和衝繩分別在政治、

行政、教育和經濟領域做得最好。

據共同社報道，上智大學政治學

教授三浦麻裏等學者參照世界經濟論

壇年度性別差距指數的評估方法，根

據政府數據等，計算日本各地在上述

四個領域28項指標的得分。各領域最

終指數越接近1，說明這一地區在相應

領域的男女平等程度越高。

東京30%的市議員爲女性。但結

果顯示，即便是在政治領域排名第一

的東京，指數也僅爲0.292，東京周邊

的神奈川排名第二，爲0.226。墊底的

島根爲0.109。

世界經濟論壇2021年性別差距指

數顯示，日本在政治領域排名全球第

147位。

西部鳥取縣行政領域指數爲0.395

，排名第一。該縣多任知事鼓勵社會

各界雇用女性擔任更高職位。共同社

數據顯示，鳥取管理層職務的20%爲

女性，顧問團體中女性占比超過40%

。排名墊底的北海道，這項指數爲

0.170。

教育領域排名最高的廣島，指數

爲0.503；經濟領域排名最高的衝繩，

指數爲0.384。

數據顯示，收入較低的地區在經

濟方面的性別平等度更高，這說明不

能單一地看待數據的意義。

三浦麻裏說，希望通過這些

指數反映當前各地區的優勢和困

難，從而令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合

作，減少在受教育機會、就業、參

政等方面的不平等現象，縮小地區

差距和性別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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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驅逐俄羅斯和白俄羅斯代表
立陶宛退出歐洲選舉官員協會
綜合報導 立陶宛中央選舉委員會上周呼籲歐洲選舉官員協會驅逐

俄羅斯和白俄羅斯的代表，理由是這兩個國家牽涉到對烏克蘭的戰爭。

烏克蘭、拉脫維亞、斯洛文尼亞和羅馬尼亞也作出類似呼籲。

立陶宛中央選舉委員會稱，歐洲選舉官員協會有25名成員，其中9

個成員國（地區）投票贊成驅逐俄羅斯和白俄羅斯，2名成員棄權，其

余成員未參與投票，但要想驅逐俄羅斯和白俄羅斯的代表，至少需要得

到 17名成員的支持。

投票結束後，立陶宛中央選舉委員會主席喬蘭塔· 佩特科維奇納

（Jolanta Petkevi ien ）對結果感到不滿，她在8日的記者會上稱：“加

入一個未能就驅逐兩個‘侵略國’代表作出決定的組織，是完全違背民

主和人權的基本原則的。”

立陶宛中央選舉委員會隨即宣布，從3月8日起終止其在歐洲選舉

官員協會的成員資格。

歐洲選舉官員協會成立于1991年，是一個獨立于政黨和政府的非營利性

區域組織，旨在“促進各區域民主程序的制度化和專業化”。該組織自成立

以來幾乎每年都召開會議，解決和該地區選舉有關的理論及實際問題。

歐洲選舉官員協會成員多爲符合條件的歐洲國家或地區的選舉管理

機構（EMB），以中東歐國家爲主，包括匈牙利國家選舉辦公室、塞爾

維亞選舉委員會、俄羅斯聯邦中央選舉委員會、白俄羅斯中央選舉和公

投委員會等。還有吉爾吉斯斯坦中央選舉委員會、哈薩克斯坦中央選舉

委員會等個別亞洲國家的選舉機構。

截至目前，立陶宛中央選舉委員會仍出現在協會網站的成員名單中。

洪災重創澳大利亞
莫裏森救災不力被抨擊

綜合報導 澳大利亞總理莫裏森宣布該國東岸洪災爲國家緊急事件，澳

大利亞因此進入國家緊急狀態。據澳媒報道，在進入國家緊急狀態後，

澳聯邦政府將獲得更多權力，可以部署更多資源救災。

澳大利亞新聞網等媒體報道稱，莫裏森周三前往新南威爾士州北部遭

洪災重創的利斯莫爾鎮進行視察。他表示，將會爲受災的家庭、農場和企

業提供更多支持。澳政府准備撥款2500萬澳元用于緊急救助、食品救助以

及金融咨詢服務，爲受災的企業提供780萬澳元支持，爲因洪災被迫關閉7

天以上的幼兒教育機構和兒童看護機構提供690萬澳元的支持等。

澳大利亞聯邦政府應對洪災的速度和措施規模受到外界的批評。據

世界社會主義者網站報道，洪災發生後，受災民衆只能自救，成千上萬

的居民無家可歸，而莫裏森宣布全國進入緊急狀態，是爲了壓制外界對

于聯邦政府糟糕的災害應對能力的憤怒之情。

澳大利亞廣播公司發文稱，對于莫裏森而言，現在視察受災地區是一

個“危險時刻”。澳大選即將舉行，莫裏森所在政黨的支持率出現下降，

現在重新恢複選民對莫裏森的信任是聯合政府的關鍵任務。然而，莫裏森

將在災區遭到民衆的冷待和诘責。澳副總理巴納比· 喬伊斯在莫裏森出行前

直言，如果總理受到受災民衆的歡迎，他將會感到十分吃驚。事實上，在

莫裏森到訪之時，利斯莫爾地區的居民組織了一場示威遊行。

爲挽救支持率，新南威爾士州政府可能會成爲莫裏森的替罪羊。莫

裏森的盟友們稱，總理的目的是要確保新南威爾士州州長成爲外界譴責

的對象。

意大利女性處境：
就業率低、收入沒有男性高

綜合報導 根據意大利國家統計局

(Istat)的統計數據，在德拉吉政府內閣中女

性占比約40%；意大利近59%的大學畢業

生爲女性，女性博士畢業生占比略高于

52%；意大利有工作的女性，年平均收入

爲1.6萬歐元。

據報道，在意大利德拉吉政府20名內

閣成員中，包括12名男性和8名女性。本

屆政府內閣由前任政府改組而來，大多數

女性內閣成員都沒有部長職位。迄今爲止，

意大利總統和總理尚未産生一名女性。

根據2019年意大利國家統計局的數據，

在意大利有工作的女性中，女性年平均實

得工資爲 16285 歐元，相比男性年收入

23859歐元，少了大約三分之一。盡管記

錄的女性帶薪工作日數僅略低于男性，但

女性從事兼職工作的普遍程度達73.4%，

遠高于男性。

根據歐盟統計局的數據，意大利是繼

斯洛文尼亞、羅馬尼亞和盧森堡之後歐盟

薪資第四低的國家，意大利平均性別薪酬

差距低于5%，但低性別工資差距與意大利

女性失業率高，以及意大利工資低于歐盟

平均水平密切相關。

意大利統計局局長在介

紹 2021 年就業數據時表示

，意大利女性就業率非常非

常低，不到50%，在德國這

個數字爲75%。在25歲至34

歲的年輕女性就業方面，意

大利排在歐洲的最後。

根據世界經濟論壇最新

報告，意大利女性每天平均

工作時間比男性長，女性每

天平均工作時間爲 512 分

鍾，男性爲453分鍾。但女性更多的可能是

失業或從事兼職工作，大約有 62%的女

性，每天的工作則是無償的。男性在這方

面的比例爲30%。

意大利社會保障局(INPS)的數據顯示

，2021年上半年，提前退休的男性人數

幾乎是女性的兩倍，達到了 79935 人，

平均每月養老金是2104歐元；女性退休

人員爲 44204 人，平均每月養老金是

1609歐元。

根據經合組織的數據，意大利近59%的

大學畢業生爲女性。意大利國家統計局的數

據顯示，女性博士畢業生占比略高于52%。

意大利國家統計局表示，根據初步估

算，在意大利820萬年齡在14歲至65歲的

女性中，有接近44%人在一生中經曆過性

騷擾，其中97%的案件是由男性實施。大

約有約140萬女性在工作中經曆過身體騷

擾或性勒索。

根據警方數據，2021年，意大利119

名婦女被謀殺。這比 2020 年的 117 起和

2019年的109起有所上升。

根據警方追蹤報告，2021年，意大利

有15720名女性撥打了報警電話，向警方

通報性暴力和性騷擾案件。自2019年以來

，報警女性數量幾乎翻了一番。

油價飆升，加拿大關鍵時刻掉鏈子：
增產供應美歐能力有限

綜合報導 在全球應對

西方制裁俄羅斯而引發的能

源危機之際，加拿大最高能

源官員淡化了該國立即增加

石油和天然氣出口，以幫助

美歐緩解價格飙升影響的能

力。

加拿大自然資源部部

長喬納森· 威爾金森告訴彭

博社，“我不想誇大加拿

大在短期內的能力。政府

正在尋找消除基礎設施瓶

頸的方法，以便向歐洲和美

國供應更多石油，但這將是

有限的。”

3月8日，美國總統拜登

宣布美國將停止從俄羅斯進

口石油和其他能源。同一天

，英國宣布計劃在2022年底

前逐步停止進口俄羅斯石油

和石油産品。消息傳出後，

油價再次飙升。美國西得克

薩斯中間基原油上漲3.6%，

結算價超過每桶123美元，

布倫特原油接近130美元。

美媒指出，加拿大是世

界第四大石油生産國，每天

的液態烴化合物産量超過

500萬桶，是美國最大的外

國原油供應來源。但加拿大

南部的管道容量有限，只有

一條通往其海岸線的原油輸

送管道。

3月8日，威爾金森在休

斯頓舉行的美國劍橋能源周

會議期間表示，加拿大更有

可能幫助其他國家制定長期

能源戰略，而不是在未來幾

個月去改變價格。他說：

“我們非常願意考慮如何幫

助我們的朋友和盟友，當然

包括美國和歐洲，一些答案

很可能是短期的，比如是否

有辦法提高産量。但其中一

些是圍繞未來能源需求的長

期規劃，無論是液態天然氣

還是氫氣。”

包括殼牌公司和馬來

西亞國家石油公司（Petro-

nas）在內的一個能源公司

財團，正在加拿大西海岸

建設一座大型液化天然氣

設施，但它要到2020年代中

期才能建成。

威爾金森的此番言論與

加拿大環境與氣候變化部長

史 蒂 文 · 吉 爾 博 （Stephen

Guilbeault）的言論相呼應。

吉爾博上周對彭博社說，加

拿大目前在增加對歐洲的石

油和天然氣供應方面無能爲

力，因爲加拿大沒有通往海

岸的管道基礎設施。

威爾金森還表示，加拿

大需要在總理特魯多的應對

氣候變化目標與增加化石燃

料出口之間取得平衡，以幫

助世界各地因俄羅斯供應減

少而面臨困難的夥伴國家。

威爾金森說：“我們必

須應對能源安全挑戰，這是

毫無疑問的，但我們必須在

氣候變化尚未消減的框架內

做到這一點，這仍然是一個

存在的威脅，我們仍然需要

在排放方面取得進展。”

英國房價迎來2007年6月以來的最快上漲
綜合報導 英國最大抵押貸

款機構哈利法克斯(Halifax)當地

時間7日發布的房價數據顯示

，2 月份英國房價環比上漲

0.5%。過去12個月英國平均房

價上漲了 10.8%，房屋平均價

格達278123英鎊。這是2007年

6月以來的最快上漲。

除了哈利法克斯，英國房

地産門戶網站“正確舉動”

(Rightmove)也在近期發布了今

年第二份房價報告。該報告的

數據顯示，2

月倫敦地區

房産最新挂

牌價比去年同

期上漲 7.3%

。倫敦房産最

新平均價格爲

667001英鎊。

哈利法

克斯分析，自2020年新冠疫情

以來，英國和世界許多國家的

房地産市場一直很熱，由于越

來越多的人在家工作，對更大

面積房産的需求推動了房價上

漲。

哈利法克斯執行主管拉塞

爾· 加利(Russell Galley)表示：

“供應不足繼續支撐著房價上

漲，最近的行業調查顯示，新

上市的房産很少，而現在這個

狀況已經成爲長期趨勢。”

路透社援引英國經濟分析

機構凱投宏觀(Capital Econom-

ics)首席房地産經濟學家安德

魯· 貝瑞爾(Andrew Burrell)的分

析稱，“由于新供應有限，抵

押貸款利率仍然相對較低，我

們預計房價增長將在幾個月內

保持強勁。”

“正確舉動”分析，全球

建築材料以及人工費暴漲，是

造成本輪倫敦以及英國房價上

升的重要原因之一，且預計這

一趨勢將在未來持續。

從較長周期來看，哈利法

克斯表示，有理由認爲英國房

價增長將放緩，尤其是因爲受

到通脹飙升、增稅以及利率上

升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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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當地時間3月13日凌晨，伊拉克西北部埃爾比勒的美國領事館和美軍基地附近遭
多枚導彈襲擊。

當天晚些時候，伊朗革命衛隊宣布對襲擊事件負責。
路透社13日援引伊朗官方媒體報導稱，伊朗革命衛隊對發生在伊拉克埃爾比勒的彈道導彈襲擊

事件負責，稱他們的目標是以色列在該國的“戰略中心”。
據伊朗伊斯蘭共和國通訊社（IRNA）13日報導，伊朗革命衛隊在一份聲明中警告稱：“如果

以色列再對伊朗進行任何形式的惡意活動，都將遭受嚴厲、果斷而具破壞性的反擊。”
報導稱，伊朗革命衛隊還向伊朗人民保證，伊朗的安全與和平是伊朗革命衛隊的紅線，不會允

許任何人威脅或入侵伊朗。
據路透社報導，伊朗官方媒體曾稱，以色列7日在敘利亞發動空襲，造成兩名伊朗革命衛隊成

員喪生，伊朗將為此展開報復。
但據以色列《國土報》13日消息，黎巴嫩真主黨下屬的Al-Mayadeen新聞機構援引伊朗消息

人士的話說，13日的襲擊與以色列在敘利亞殺害兩名伊朗革命衛隊成員的指控無關，而是與“以色
列對伊朗發起的其他行動”有關。

導彈襲擊事件發生之際，伊朗重返伊核協議談判正陷入僵局。歐盟外交及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博
雷利11日表示，伊核協議談判因“外部因素”需要暫停。博雷利稱，最終文本“基本上已經準備好
，已被擺在檯面上”。

伊朗外交部發言人賽義德•哈提卜扎德12日表示，美國和伊朗至少還有一兩個關鍵問題尚未達
成共識，包括兩國在如何解除制裁上存在分歧，伊朗希望能解除制裁的方面更多，美國則相反。

（綜合報導）據俄羅斯塔斯社本月13
號發布的報導稱，俄羅斯財政部長西魯安諾
夫，當天在接受媒體採訪時坦承，因為西方
國家發起的集體制裁，俄羅斯國際儲備出現
了大幅削減，約有3000億美元的黃金以及
外匯儲備目前處於凍結狀態。不過在給出了
壞消息之後，這位手握俄羅斯財政大權的重
要人物也透露了一個重磅信息，西魯安諾夫
明確表示，即便俄羅斯目前在償還外債方面
存在障礙，但是俄羅斯並不會放棄這些義務
。
西魯安諾夫強調，對於那些對俄羅斯發起制
裁的國家，俄方已經將其認定為“不友好國
家”，針對這些國家的債務，俄羅斯將以等
值的盧布進行償還，確保俄羅斯不會因為被
這些“不友好國家”制裁而出現債務違約，
此舉將持續到俄羅斯的黃金和外匯儲備被全
部解凍為止。

實際上，目前俄羅斯的外債面臨最大的
挑戰並不是沒有足夠的資金去償還，而是俄
羅斯被美元結算系統踢出局，換言之美國是
在主動製造一場“俄羅斯債務危機”。
結合美西方自俄烏衝突全面爆發之後，對俄
羅斯發起的一連串經濟制裁，本身就是將俄
羅斯的“國家信譽”降至為零，俄羅斯依然
堅持履約還債，足以證明在這場地緣博弈中
，美俄兩國誰更願意維護現行的國際秩序。
同時，俄羅斯也在用自己的親身經歷向全世
界發出警告，西方口中的“自由市場”也好
，“金融秩序”也罷，只不過是西方國家用
來控制別國的藉口，尤其是被美國掌控的金
融工具，已經徹底淪為美國用來打壓對手的

武器，面對著一個隨時會翻臉的美國，“金
融安全”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重要。

一個主權國家的美元外匯儲備，被美國
以各種方式凍結處理，俄羅斯並不是首位受
害者，過去伊朗、委內瑞拉都遭此毒手。阿
富汗政府存放在美國的國家存款，在塔利班
奪取政權之後，被美國輕描淡寫的扣下不放
，讓本就困頓的阿富汗雪上加霜。
也正是因為如此，現在全世界都在尋找美元
的替代品，以期能夠在遭到美國製裁之後，
不會影響到自己的進出口貿易和金融活動。
需要注意的是，雖然俄羅斯的金融體係經此
一役之後遭到了重創，但是這並不意味著美
國及其盟友們可以毫髮無傷。恰恰是因為美
西方對俄羅斯的經濟制裁過於“詳細”，讓
美西方正處於“殺敵一千自損八百”的窘境
。

首先是美西方手中持有的大量俄債，今
後將不得不接受盧布履約的現實，其次，針
對俄羅斯石油和天然氣的製裁，已經讓西方
國家尤其是美國的油價逐步上漲，進而加重
了美國的通貨膨脹危機。可以預見的是，這
場集中在金融領域的多方博弈，固然能讓俄
羅斯大傷元氣，可是美國失去的遠比得到的
更多，今後各國都會對美元結算體系產生警
惕，極力尋求一個可靠的替代品，甚至就連
美國的同盟體系內部，也會對美國的經濟制
裁產生擔憂，畢竟現在全球疫情仍在肆虐當
中，恢復經濟是包括美國盟友在內的各國政
府首要任務，若是盲目跟著美國四處煽風點
火，說不定自己就成為了美國的收割目標。 美駐伊拉克領館附近遭導彈襲擊

美國凍結俄美國凍結俄30003000億美元美債億美元美債

（綜合報導）美國前總統奧巴馬錶示，他在經歷了“幾天
”的症狀後，他的新冠病毒檢測呈陽性，其夫人米歇爾·奧巴
馬則檢測陰性。

“嗓子刺痛發癢，其他方面都很好”
奧巴馬錶示，“我剛剛被檢測出感染了新冠。這幾天我嗓

子刺痛發癢，但其他方面都很好。米歇爾和我很感激我們都已
接種了疫苗和加強針，她的檢測結果為陰性。”

奧巴馬說，“這再次提醒人們應該去接種疫苗，即使目前
病例在減少。”

奧巴馬夫婦在2021年第一輪接種新冠疫苗時就分享了自己
的經歷，並在疫苗供應後鼓勵其他人接種。

米歇爾·奧巴馬去年3月表示，“當你能獲得新冠疫苗時，
我希望你們能去接種，奧巴馬和我很高興我們這麼做了。這是
我們戰勝這種病毒的最好辦法，相互照顧，回到我們曾錯過的
一些事情上。接種疫苗將拯救生命，而挽救的可能就包括你的
生命。”

長期呼籲盡快接種新冠疫苗
奧巴馬是一名美國民主黨政治家，於2009年至2017年間

擔任第44任美國總統，是美國第一任黑人總統。
2008年，奧巴馬成功競選第44任美國總統，在就任期間，

奧巴馬提出了《患者保護與平價醫療法案》（又稱“奧巴馬健
保”），該法案旨在提高醫療保險的覆蓋範圍，增強醫療保險

市場的競爭，控制醫療衛生服務成本，刺激新
藥開發以及擴大醫療補助受惠者資格，最終減
少無醫療保險人口比率。

這項法案在2014年至2016年期間將未投保
人口比例降低一半。但其頒布前後都受到了
“政治上的抵制”，其理由主要包括個人強制
納保、個人醫療花費增加、政府在醫療衛生插
手太多、增加工會對醫療保險贊助的成本及擾
亂現有醫療保險計劃。

2017 年第 45 任美國總統特朗普簽署了
《2017年美國衛生保健法》（又稱特朗普保健
）以廢除並取代奧巴馬醫療法案，該法案廢除
了個人強制納保規定，縮減平價醫療法案所帶
來的政府支出赤字。專家評估這項法案幾乎肯
定減少了保險覆蓋範圍並提高了免賠額，將逐
步淘汰醫療補助，帶來保費不平等，讓低收入
美國人失去健康保險。

新冠疫情暴露了特朗普政府對重大疾病災
害缺乏早期響應能力，而醫療保險法案的變更使得疫情時期失
業人口在失去保險後無力支付高額的治療。

在新冠疫苗可廣泛接種後，前任總統奧巴馬一直在社交媒
體上呼籲群眾盡快接種新冠疫苗，而他本人也於2021年3月與

他的家人接種。
據美國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發布的新冠疫情統計最新數

據顯示，截至3月13日，美國累計新冠確診病例超過7950萬例
，死亡病例接近97萬例。

奧巴馬確診新冠后感恩曾接種疫苗奧巴馬確診新冠后感恩曾接種疫苗
美國死亡病例逼近百萬美國死亡病例逼近百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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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窗專人隨時待命
香港文匯報記者直擊南沙海關水路供港物資通關作業：

��
�� ��(���

隨着關鎖在廣州海關所屬南沙海關查驗科副科長余祥

中手中“嗒”的一聲被扣緊，裝運着供港基地東昇農場9

噸蔬菜的貨櫃車駛向南沙港。在碼頭，南沙海關南沙港查

驗科副科長石思睿提前到位，檢查單證、

手續等均無異常。在綠色通道下，這批蔬菜實現當天申報、驗放，裝船後，經6小時航程即可抵達香港。

大疫當前，深港陸路渠道受限，越來越多的供港物資通過水路發往香港。與陸路運輸相比，水路運輸

多了裝卸船環節，且艙位隨時在變化，出貨時間不固定，海關工作人員需要隨時候命，“朝九晚九”成了

家常便飯。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廣州報道

成日常朝 九晚九

鮮椰菜5,742公斤、鮮蘿蔔1,450公
斤、鮮菜心990公斤……在東昇

農場裝貨區，負責供港物資安全監管
的余祥中詳細查看這批裝箱單，逐一
比對。確認單證和產品檢測信息後，
余祥中和同事鎖上關鎖，正式放行。
“在確保快捷供港的同時，我們不能
放鬆對蔬菜本身的監管，確保農食產
品安全穩定供應香港市民‘菜籃
子’。”余祥中說。

增裝卸船環節 艙位隨時變化
實際工作並沒有這麼簡單。余祥

中和幾名同事負責對接南沙區的供港
養殖、種植基地，開展農藥殘留採樣
檢測、質量把關和出口查驗工作。以
東昇農場為例，疫情之前，每天固定
早八點和晚六點查驗出貨，海關監管
比較有規律，工作駕輕就熟。而走水
路，多了裝卸船環節，且艙位隨時在
變化，出貨時間不固定，他們要隨時
候命。

事實上，東昇農場只是南沙海關

保供香港業務中的一小環，供港蔬菜
也只是此次援港物資的其中一種。

廣州海關所屬南沙海關南沙港查驗
科副科長石思睿表示，平時，南沙海關
有少量五金、衞浴產品從南沙港碼頭出
關到香港，而包括蔬菜在內，大部分物
資都是在關區完成查驗後，直接通過深
圳前往香港。如今，經南沙港發出的援
港出口物資，有明顯的增勢。

“出口物資情況與香港抗疫節奏
緊密相連，比如，2月下旬以檢測產
品、口罩、治療設備為主，而近日，
建設方艙醫院的建築材料等物資明顯
增加。”石思睿說。

優先入關驗貨 無需按順序輪候
南沙港的海關辦公區設置了“支

持香港抗疫通關專窗”，企業可獲得
快速、規範申報指引，並實現供港物
資優先單證審核、優先查驗、優先放
行。

4日下午，又一批援港口罩抵達南
沙港的海關作業區，石思睿和同事周

軍宇帶着提前獲得的申報單，引導貨
櫃車直接前往查驗區右側平台，立即
打開貨櫃進行查驗。

石思睿與他的同事們每周要查驗
近兩千個進出口貨櫃，如果是其他普
通貨物，先要進入地面查驗區，按照
先來後到的順序輪候。需要查驗的援
港物資則不同，入關後直接機檢，並
快速進入平台人工查驗區，第一時間
查驗，第一時間放行。

做好通關保障 與港人共克時艱
像石思睿這樣的查驗關員，南沙

港查驗科共有34名。從早上9點到晚
上9點，他不停地在查驗區來回奔
忙，有時候物資入關時間會稍延遲，
甚至需要加班到晚上十一二點。

他們說，在疫情蔓延的困難時
刻，作為海關關員，保障援港物資快
速高效通關，用心、用情做好通關保
障，就是對香港最大的支持。他們願
意與香港同胞共克時艱，爭取戰勝疫
情的那一天早日到來。

提 前 申 報

人 工 查 驗

放 行

通 關流程

保障供港物資通關是南沙
海關的重點工作，如何通過有

限的人手，應付疫情下工作的增量，考驗着整個
關區的調度能力。香港文匯報記者走訪中了解
到，為確保援港物資通關“零等待”“零延
時”，南沙海關統一調配了專業崗位人才和綜合
崗位人才，分批支援通關一線。與此同時，建立
一線在崗、專業後備、應急預備的“梯隊補給、
高效搭配”模式。

加班成常事 難兼顧家庭
人員調動起來了，各項工作更緊湊，每個

人的工作強度也增大了。石思睿作為有着14年

一線工作經驗的關員，被安排到查驗崗。雖然
有輪休，但上崗之後，工作時長動輒達到12小
時。在援港保供期間，加班加點更是常有的
事。

南沙海關許多關員長期在碼頭一線工作，港
口距離市區近百公里。周軍宇家住廣州番禺區，
距離南沙港60多公里，在一班同事當中已經算
是較近的。對他來說，每天花在路上的時間接近
4小時，家庭、工作注定無法兩頭兼顧。

“上班期間，早上5點多我就要起床，趕去
指定地點乘坐大巴，如果錯過了，就要在地鐵、
公交或者出租車之間不斷換乘。晚上下班後，到
家已超過十點。”周軍宇說，起床時孩子還沒

醒，回到家時孩子已經睡着，一整天都很難有與
家人共處的機會，沒時間好好聊一聊。

“我們在查驗區工作的同事，每天走過的步
數，總是能夠輕易佔據‘微信運動’榜單的前列。
總面積16萬平方米的查驗區，每一寸土地都留有
我們的足跡。”周軍宇自信地說。以國際標準球場
大小計算，查驗區大約相當於二十二個球場大小。

這些年來，由於工作性質特殊，石思睿基本
上每年都要穿壞3雙皮鞋。採訪中，他指着腳下
即將再次換新的皮鞋說，今年恐怕要穿壞5雙
了。作為“老廣”，石思睿因為學業和工作的原
因，一直沒有機會去到香港。他表示，疫情結束
後，他想去香港走一走，看一看。

查驗區22個球場大“每寸都有我們足跡”

掃碼看片

��

南沙海關快速保供創新措施
◆開設“供港物資專窗”，根據供港生鮮產品和醫療物資屬性，指導企業規範申報，對申報出口的供
港物資優先單證審核、優先查驗、優先放行

◆確保供港物資安全的前提下，落實“提前申報”“抵港直裝”“隨到隨檢”等便利措施，實現供港
生鮮產品和醫療物資當日申報、當日通關

◆建立“水上應急通道”，提前對接了解企業出貨計劃，提前對接船期、預約查驗，確保貨物快速驗
放，通關全程“零等待”

◆主動對接南沙轄區內供港蔬菜加工廠、出口食品加工企業等，收集企業陸運轉水運的通關訴求，專
人跟進指導企業水路運輸物流通關，減少企業通關及物流溝通銜接耗時

◆加強與聯防聯控部門溝通聯繫，減少船舶進出港作業等環節等待時間，全力保障供港物流暢通

在東昇農場發貨現場，貨櫃車上的“灣
區同心，攜手抗疫！東昇蔬菜馳援香港同胞”
的條幅格外醒目，這是公司上下特意製作的。
蔬菜實現船運方式供港，身為香港人的農場總
經理區志榮十分激動，用手機記錄下了蔬菜打
包、裝車、海關查驗的全過程。

區志榮對海關高效工作十分滿意，從高
層協調到基層執行，一路以來讓他備受感
動。以往，農場的蔬菜在南沙海關查驗之
後，都是通過跨境貨櫃車直接從深港陸路渠

道發往香港。眼下跨境司機緊缺，蔬菜運不
出去，香港市場又缺貨。“在破解這種供需
‘兩頭難’問題的過程中，廣州海關以及所
屬南沙海關起到了關鍵作用。”區志榮說。

據了解，陸路通關受阻後，南沙海關在
上級海關的支持下，主動聯繫碼頭經營單
位、船務公司、代理公司、運輸企業，以最
快速度增開了每日發運香港的水上直航固定
航線。對於東昇農場來說，只需負責出口申
報、備貨裝車即可。

供港基地負責人：
海關高效令人感動

機 檢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 攝攝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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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新聞

韓國第20屆總統選舉結果當地時間

10日出爐，最大在野黨國民力量黨候選

人尹錫悅以48.56%的得票率擊敗執政黨

共同民主黨候選人李在明，當選新一任

總統。

有史以來“最膠著大選”
第20屆韓國總統選舉于當地時間9

日上午6時起啓動。超過4419萬登記選

民在韓國各地超1.44萬個投票站進行投

票，選出新一屆總統。據中央選舉管理

委員會發布的統計數據，本屆總統選舉

最終投票率爲77.1%，與上一屆大選基

本持平。

當地時間6時(北京時間5時)許，韓

國中央選舉管理委員會完成總統選舉

100%計票。根據統計，尹錫悅得票率爲

48.56%，執政黨共同民主黨候選人李在

明緊隨其後，得票率爲47.83%，不到一

個百分點的票差使得本屆大選成爲韓國

曆史上最膠著的一次總統選舉。

本屆總統選舉共有14名候選人登記

，長時間以來，執政黨共同民主黨李在

明和最大在野黨國民力量黨尹錫悅兩大

熱門總統候選人支持率勢均力敵。“無

法預測期”(當地時間3月3日至9日19

時30分)前民調皆顯示二人差距屬于誤差

範圍內。3月2日，李在明宣布與新浪潮

黨總統候選人金東兖進行單一化合作。3

日，尹錫悅與國民之黨候選人安哲秀合

推單一候選人。

在9日正式投票結束後的計票環節

中，尹、李二人的得票率也一直沒有出

現明顯差距。據中央選舉管理委員會選

舉統計系統數據，截至10日淩晨2時5

分，計票率達到83.46%之時，尹錫悅得

票率48.67%，比李在明的47.76%僅高出

0.91個百分點。

而在更早一些的時段，截至計票

5.02%的 9日 22時 20分許，李在明曾以

51.21%的得票率一度領先尹錫悅5.55個

百分點，但子時過後，差距縮小到1個

百分點以內，0時30分後，尹錫悅首次

反超李在明。

“勝利屬于偉大國民”
尹錫悅在勝選後表示，今天這一選

舉結果，與其說是我與國民力量，以及

安哲秀與國民之黨的勝利，不如說是偉

大國民的勝利。

尹錫悅在勝選後前往國會圖書館向

國民力量黨務人員、議員們致謝。他說

，這是一場熱情洋溢的、異常熾熱的比

賽。在競選活動中學到了成爲國家領導

人需要哪些資質，要怎樣傾聽國民的心

聲。

尹錫悅還表示，以當選人身份准備

組閣和以總統身份正式履職的過程中，

都會尊重憲法精神、尊重國會，與在野

黨協商治國，好好爲國民服務，並表示

將把民族團結視爲執政首要任務。

執政黨總統候選人李在明當日淩晨

也在共同民主黨中央黨部召開記者會，

承認在第20屆總統選舉中敗選。李在明

表示，“一切都是我個人的不足造成的

，既不是大家的失敗，也不是民主黨的

失敗，一切責任都在于我。”李在明還

向新當選總統尹錫悅致賀，希望尹錫悅

能夠開啓超越分裂和矛盾的時代。

從檢察系統走出的“政治素人”
尹錫悅1960年出生于首爾一高級知

識分子家庭，畢業于首爾大學法律系。

在通過律師資格考試並完成司法研修院

課程後，尹錫悅自1994年起先後擔任大

邱、春川、水源、首爾、釜山地方檢察

廳及中央檢察廳檢察官，專攻貪汙腐敗

案件，並短暫擔任過律師。

在多起重大貪汙受賄案中擔任重要

角色，尹錫悅以不畏外部壓力、雷厲風

行的行事風格獲業界好評。2013年，尹

以調查組組長身份參與調查2012年大選

期間國家情報院輿論操縱案。後因與檢

方發生矛盾被降職，2013年至2017年輾

轉于水原、大邱、大田等地方檢察廳。

2016年，尹錫悅開始參與崔順實案

調查，並彈劾時任總統樸槿惠。2017年

5月，尹錫悅被總統文在寅任命爲首爾

中央地方檢察廳長，指揮調查樸槿惠

“親信幹政門”案，領導多起政界人士

及大型財團貪汙受賄案調查。2019年，

尹錫悅被破格提拔爲檢察總長。

2020年，尹錫悅與力推檢察制度改

革的時任法務部長官秋美愛矛盾激化，

最終于2021年 3月請辭。2021年 6月，

尹錫悅宣布參加第20屆總統選舉並于7

月底加入韓最大在野黨國民力量黨。11

月5日，尹錫悅在初選中勝出並成爲國

民力量黨總統候選人。2022年1月初，

尹錫悅宣布解散黨內競選團隊。競選期

間，尹錫悅曾因其嶽母因騙保獲刑、妻

子履曆造假、妻子深陷“7小時錄音門

”等事件被人質疑。

在外交立場上，尹錫悅強調以韓美

同盟爲優先，並加強韓日安全合作。尹

錫悅曾在美國《外交》雜志署名文章中

稱，“構築堅固的韓美同盟就是鞏固韓

國外交的中心軸”，新時代的韓中合作

“應該以安保問題不能影響經濟問題的

原則爲基礎”。他還提出應對韓擴大部

署美“薩德”系統持開放態度，以應對

朝核威脅。

杜特爾特提醒繼任者：菲律賓必須履行與中國的協議，否則會有麻煩
綜合報導 將于6月卸任的菲律

賓總統杜特爾特提醒他的繼任者，

菲律賓必須繼續履行與中國達成的

在南海開展聯合勘探活動的協議。

他警告說，如果菲律賓方面偏離了

這一點，可能會出現麻煩。

杜特爾特透露，在有傳言稱

將有一家新公司接手在南海相關

海域開展的勘探活動後，有中方

人士提醒他注意中菲兩國此前達

成的協議，但他沒有說出這名中

方人士的姓名。 杜特爾特在例行

記者會上說：“你們知道的，這

一次我只能代表我這一屆現任政

做做出表態。有人對我低聲說

‘不要讓這種情況發生，我們應

該遵守最初的協議’。”

2018年11月20日，在中菲兩

國領導人的共同見證下，中國和

菲律賓簽署了政府間《關于油氣

開發合作的諒解備忘錄》。中國

外交部發言人當時表示，中菲簽

署《關于油氣開發合作的諒解備

忘錄》，意味著雙方在油氣勘探

、開發合作方面邁出了新的步伐

。雙方將繼續就有關具體事宜做

進一步探討。中方期待雙方海上

各領域務實合作全面推進，早日

取得惠及兩國和兩國人民的成果

。同時，中方也期待與其他南海

沿岸國就開展此類合作繼續加強

溝通，使南海成爲和平之海、友

誼之海、合作之海。

杜特爾特表示，他還收到了

關于菲律賓計劃向南海相關海域

派遣軍隊的警告，但他否認菲律

賓有此類計劃。他聲稱：“我說

了，‘我們沒有派兵的計劃。’

那個人說，‘萬一你們派兵，我

們也會這樣做的。’”

杜特爾特稱，那是他一直在

努力避免的，尤其是在世界上有

這麽多熱點地區情況下。他說，

菲律賓不需要挑起衝突，尤其是

在當前烏克蘭局勢和台海局勢緊

張的情況下。他補充說道：“如

此多的爆發點，如此多的衝突地

區。我們不需要它，我們不需要

卷入一場戰鬥。”

杜特爾特強調，菲律賓對中

國許下的承諾應該兌現，以避免

衝突。他說：“應該遵守之前的

約定，我所說的這是一個榮譽的

問題。雙方進行了協商一致的會

談，達成了書面協議，如果對此

進行修改，那將是有風險的。”

尹錫悅當選韓國第20屆總統
稱“勝利屬于偉大國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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