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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蒂亞洲城

聯⽲地產集團 購屋|商業|投資|⽣意  ⼀站式服務 

(713)-630-8000

1,000 ~ 8,000平⽅英呎
商圈旺鋪全⾯招商

JOSIE LIN,CC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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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社）美國聯邦參議院今天一致通過立法，
讓夏令時間從2023年常設不變，每年不再需要兩度
撥動時鐘來變更時間，不過這項法案仍須獲聯邦眾議
院支持，再由總統拜登簽署成法律。

這項名為 「陽光保護法」 （Sunshine Protec-
tion Act）的法案還得順利闖過眾院關卡，一旦獲得
通過，每年春天將不再損失一小時睡眠，學童和上班
族摸黑回家的路程也將減少。

「陽光之州」 佛羅里達州共和黨籍聯邦參議員盧
比歐（Marco Rubio）去年提出陽光保護法案，他說
，研究顯示永久維持日光節約時間可使經濟受惠。

盧比歐在參院表決前發表聲明說，在秋季和冬季
將時間延後一小時對美國人民而言是一種消耗，對他
們幾乎沒幫助。

「如今已是摒棄這種令人厭倦傳統的時候了。」
盧比歐告訴參院同僚，每逢調撥時鐘後那一週，

心臟病和車禍發生的機率都會增加。
美國聯邦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首度實施日

光節約時間，但僅實施7個月就取消。
近年來，要求讓夏令時間永久化的呼聲愈來愈高

，尤其是來自東北部地區的政治人物和說客，在那裡
，初冬早晨天氣寒冷是一件再正常不過的事情。

盧比歐說，他已徵詢過商界的意見，他們同意在
2023年11月之前不應做出變動。

法案共同發起人、民主黨籍聯邦參議員懷特豪斯
（Sheldon Whitehouse）說： 「這是向前邁出了明
智的一大步。」 他稍早在推特呼籲參議員， 「用多一
小時的午後陽光，照亮最寒冷月分」 。

不必再撥鐘 美參院通過法案讓夏令時間永久化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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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alee@sc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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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esterday morning Kenneth
Li and I accompanied by
Commissioner R. Jack Cagle
visited Joan Tan Shih Abbot
of Chung Tai Zen Center of
Houston in the International
District.

We received a very warm
welcome and saw the Zen
Hall which serves the great
spiritual needs in our
community.

When I returned to this
two-story building that we
built in the mid -1980’s
where we spent seventeen

years in this location, I was
filled with many memories
from my life here.

In the early 1980’s, Texas
was in a big recession. Many
banks and saving and loans
had been closed by the
FDIC. Many buildings and
shopping centers were
auctioned off. The only thing
new were the Asians. Many
overseas immigrants were
moving in here during that
period of time.

I remembered that I had
been invited to a dinner party

by the developer, Mr. T.D.
Wang. During the event he
told me that, “Mr. Lee, the
reason I am very confident is
that when I read your
newspapers in Houston and
Dallas, I found out there are
so many Asian and Chinese
advertisements that it made
me decide to build the Ding
Ho shopping center on
Bellaire Blvd.”

I was so moved that our
newspapers were such an
important reason for him to
invest in southwestern
Houston, which later became
the new Chinatown.

After one year, I decided to
move our company to
southwest Houston and
located at 12129 Bellaire
Blvd. Due to our limited
budget, we could only afford
to buy piece of land behind

Bellaire Blvd. Later, after we
built the two-story building
and moved in late 1987, one
day the owner of the paint
store in front of me came to
see me and asked me to pay
$25 dollars per square foot
for use of his land. It was
blackmail, of course. I
refused it. After a couple of
months, he built an iron
fence and put garbage tents
in front of our main door. We
felt very angry and anxious,
but there was nothing we
could do, because he had
the right to do what he did.
Since then, we decided that
we must move out to a
different location in order to
have enough space to have
the big trucks deliver our
newspaper rolls.

One day when I was
traveling on Bellaire Blvd., I
saw a for sale sign on 11122

Bellaire Blvd. I made up my
mind to buy it and with the
help from my good friend
attorney Mr. Andy Lai, we
were able to sell the building
to Chung Tai Center. I used
the funds to make the down
payment to purchase the
land at the new location.

Looking back, during the
difficult years of my life, with
great assistance from our
colleagues and supporters,
we were able to survive and
make Southern. News Group
a continuing service to our
community.

As the old saying goes, it
was worth the time to me,
and the best time when I
returned to my old home. I
felt very moved and excited.
We are so grateful this great
land has given us so much
opport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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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turn To Our Old Office And Look Back Into The PastReturn To Our Old Office And Look Back Into The Past

昨天上午我和李雄兄陪同赫里斯
郡第四區郡長卡格一行走訪了休斯敦
國際區內的普德精舍，並承見曇法師
及各位師兄師妹之熱情接待，走遍了
精舍內大小禪堂佛殿，並由法師向訪
客細述多年來在休市推廣之各項身心
修行之工作，為我們的社區帶來了心
靈和精神重建之巨大貢獻。

當我再次回到自己奠基親自督導
興建的兩層舊樓時，多少舊事又再次
湧上心頭。

八十年代中期，德州休斯敦正在
席捲一陣金融風暴，幾乎所有大小銀
行都已關閉或正在進行重整之中，美
國聯邦政府把收回來的無數資產包括
商塲、辦公大樓進行拍賣，有的甚至
免費接收，真是一片愁云慘霧，當時
我們創辦的美南新聞剛過六年，但是
，華亞裔移民開始向德州不斷移動，

其中包括來自東南亞之華裔難民最為
顕注。

八O年代初期，有天我接受了前
來休斯敦投資的華裔殷商王增達董事
長之晚宴款待，我非常淸楚的記得他
對我說，「李兄，我多次到美南地區
考察，最後決定來投資興建頂好商圈
之原因，是看了你在休士顿和達拉斯
出版的報紙，已經有那麼多商家广告
，這給我有十足之信心。」這段對話
也是促成我決心追隨王董事長從城中
搬到西南區參與新華埠之興建，其中
最重要的工作就是籌建新的報社總部
，経過一年多的籌劃，一幢我們認為
美崙美奐之媒體大樓，更是我們多年
夢想之实現，可是，我們却遇上意想
不到的困擾，由于當時預算關係，報
社用地只有買到百利大道後半段，正
好是在一家油漆店後方，當時那名白

人店主來訪要以每呎二十五元出售門
前之土地，否則他就加上鐵欄，這分
明是敲詐行為，當然我們無法接受，
不到一個月他果然在我們大門前建上
圍欄並把垃圾箱正放在大樓門口，這
是多麼令人髪指而又無奈之事，我們
進入印報廠的十輪大卡車只有勉強借
用隔壁教會之停車塲，我們等于被包
圍了。

從那天被圍之後，我心中又急又
氣，我們決定搬家，有天來到不遠的
百利大道上看見一塊六點二畝的空曠
土地，由於當時景氣低迷，我們使盡
全力買下了這塊雜草叢生的荒蕪之地
，上天不負苦心人，在好友賴大律師
之相助下，我們找到了中台禪寺普德
精舍的新主人，於是我們把這筆收入
投資到新的計劃中。

今天回盼過去艰辛歲月，我們接

受過的挑戰以及多少和我們共同奮鬥
過的同仁及支持者，我們真是感恩再
感恩。

普德精舍的禅堂傳来陣陣的誦經
祈福法會聲，今午再次回到老家，心
情澎湃和激動，同時也體會到俗語所
說「因禍得褔」之道理。

重返老家重返老家 回首舊事回首舊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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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參議院一致投票通過”陽光保護法案”（Sunshine Protection Act）, 只待眾議院
同意後，即可由拜登總統簽署成法,今後美國人民就不需要每年再去調整兩次時間, 過去這麼
多年來, 每到3月與11月, 美國人都要為加減1小時而煩惱, 現在國會議員總算將為大家解決
了這個不必要,也莫須有的問題而可永久使用夏令時制了!

美國夏令時間的慨念緣自1784年，當時政治家及科學家富蘭克林首次提出, 他在一篇
《減少照明成本的經濟項目》文章中說，若是改變為夏令時制將可節省相當多的蠟燭。但實
際上德國在1916年成為第一個將時鐘調快的國家。

夏令時制在過去也被稱為“快時”，1918年美國總統威爾遜將其簽署為法律，這是夏令
時制在美國首次實施, 但該法律7個月後被廢除, 直到實業家加蘭從英國學到新的概念後帶到
美國來實施, 他被認為是美國夏令時制之父。
美國夏令時剛開始時帶來不少的混亂, 曾因鐵路時間不一，全國各地有100個不同的時區

，鐵路也有53個自己的時區, 所以造成俄州哥倫布市比辛辛那提市快了6分鐘，比芝加哥快
了19分鐘,為避免混亂，鐵路公司自行決定於1883年秋在拉薩爾街和傑克遜大道的太平洋
大飯店召開時間大會以開發一個更好、更統一的鐵路調度系統。
由於開始峙美國並非所有州都在同一天實行夏令時, 同時一年兩次的調校會帶來很多問題

，比如引發睡眠問題以及一些其他混亂,大約兩萬名芝加哥人的生日都錯亂了,為什麼 ? 因為
他們出生在午夜到凌晨1點之間。

在較短的冬季月份裡，孩子們要在黑暗中步行上學，非常的危險,尤其是在北方各州。現
在時代已變了,據美國國家安全上學路線中心的數據，步行或騎自行車上學的學生比例從
1969年的89%下降到2009年的35%，這主要是因為家長們擔心安全問題。

根據美國心臟協會的說法，大多數美國孩子每天都沒有得到他們需要的一小時的活動,
所以滋生了許多健康問題, 現在延長夏時制則可以讓孩子們有更多活動時間。

當然，因為額外的夏令時間增加了消費者的支出,對經濟也有好處的啦!

今日俄羅斯（RT）報導
，俄羅斯首席談判代表梅丁
思基（Vladimir Medinsky）
今（16）日公布可能的烏克
蘭和平協議大鋼，指出基輔
提議，變成如同奧地利、瑞
典等中立國。

梅丁思基表示，烏克蘭
提議成為中立國家， 「烏克
蘭提議一個奧地利或瑞典模
式的中立非軍事化國家，但
擁有自己的陸軍及海軍。」

他也提到，俄烏談判也
討論了烏克蘭陸軍的規模。

梅丁思基重申莫斯科希
望基輔承認克里米亞屬於俄
羅斯領土，以及烏克蘭東部
的 頓 內 茨 克 人 民 共 和 國
（Donetsk People's Re-
public）、盧甘斯克人民共
和 國 （Lugansk People's
Republic）獨立。

其他俄羅斯關切的議題
還包括烏克蘭去納粹化及烏
克蘭境內說俄語民眾的權利
。

關於與烏克蘭的談判，
他說： 「好幾個議題有一些

進展，但不是全部。」
另據俄羅斯衛星通訊社

報導，克里姆林宮發言人培
斯科夫（Dmitry Peskov）表
示，烏克蘭轉變為像奧地利
等非軍事化國家，能視為一
種妥協。

俄羅斯外交部長（Ser-
gei Lavrov）拉夫羅夫稍早表
示，在基輔同意討論中立地
位後，與烏克蘭可能達成的
和平協議，當中部分內容已
接近一致，路透社評論，這
讓俄烏止戰燃起希望。

快停戰了？俄曝潛在烏克蘭和平協議大綱

日媒報導，日本觀測到3到4艘俄羅斯登陸艦
在3月15日入夜後航行津輕海峽附近海域，日本政
府研判俄國可能藉此將遠東部隊調往烏克蘭方面。

日本讀賣新聞報導，不只一位日本政府相關人
士透露上述訊息。

登陸艦可運送大量兵力，日本政府研判，這些
俄國登陸艦有可能是將部署在堪察加半島等遠東地
區的俄軍部隊送往海參崴，再透過西伯利亞鐵路及

空路等方式調派到烏克蘭方面。
外界認為，俄國入侵烏克蘭的進度落後於原先

計畫，日本政府防衛省官員分析說， 「如果連遠東
的部隊都投入的話，俄國明顯陷入苦戰」 。

俄軍也在3月10日到11日讓包括驅逐艦在內
的10艘艦艇通過津輕海峽等，在日本周邊活動愈
來愈頻繁。

日媒：俄艦航行津輕海峽 疑調遠東部隊赴烏克蘭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今天再度譴責俄羅斯入侵烏
克蘭的殘暴行為等，並正式宣布將取消給予俄國的
「最惠國待遇」 等，進一步強化對俄國的制裁措施
。

日本放送協會（NHK）報導，岸田今天晚間在
記者會上說，日本政府將取消給予俄國的 「最惠國
待遇」 ；為進一步強化進出口管理，將禁止奢侈品
出口到俄國及禁止部分品項輸入日本，接下來將盡
速公布這些特定的對象品項。

他說，為防止俄國獲得國際金融機構融資，七
大工業國集團（G7）將合作因應，並進一步擴大對

俄國總統蒲亭（Vladimir Putin）身邊富豪人士的資
產凍結對象；為因應利用數位資產等方式規避制裁
，將在獲得虛擬貨幣交易業者等協助下，更加強化
在金融層面的制裁作為。

面對待援的烏克蘭民眾，岸田說，將在給予食
物與醫療用品等必要協助的同時，跟非政府組織
（NGO）合作提供更多支援；有關烏克蘭方面提出
的醫療用器材及望遠鏡等，今天已開始運送。

為接納烏克蘭難民入境，日本政府將由內閣官
房長官松野博一等部會首長成立 「烏克蘭難民對策
聯絡協調會議」 。

強化制裁俄羅斯 日相宣布將取消最惠國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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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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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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國際能源署署長法提赫· 比

羅爾說，如有必要，國際能源署成員可釋

放更多原油儲備，以減輕油價上行壓力。

國際能源署總部所在地法國巴黎當天舉

行一場能源會議。比羅爾在會上說，國際能

源署此前宣布釋放6000萬桶原油儲備，是對

當前形勢的“初步回應”。“這只占我們庫

存的4%。如果有必要且各成員國政府也決定

這麽做，我們可以向市場提供更多原油。”

比羅爾還說，國際能源署下周將就如何

快速減少石油消耗發布一份“十點行動方

案”，著重于交通運輸領域。“在原油市場

上，最爲困難的月份在夏季，就是六七月份

的所謂‘駕車季’，屆時需求會增加。”

國際能源署有31個成員國，不包括俄羅

斯。本月1日，國際能源署成員決定聯合釋放

6000萬桶原油儲備，包括美國承諾釋放的3000

萬桶原油儲備。這一規模不及市場預期。

據估算，6000萬桶原油相當于俄羅斯

6天的原油産量或12天的原油出口量。分

析人士認爲，在石油輸出國組織（歐佩克）不

改變産量政策的情況下，國際能源署這一

動作對市場的影響很小。

隨著烏克蘭危機持續，市場對能源供

應的擔憂加劇，倫敦布倫特原油期貨7日

盤中價格一度達到每桶139美元，爲近14

年來最高，約爲去年12月低點的兩倍。

法國經濟與財政部長布魯諾·勒梅爾9日警告

，當前能源形勢堪比1973年石油危機。當年危機

造成滯脹，“這是我們在2022年要避免的”。

第四次中東戰爭1973年10月爆發，多

個歐佩克成員國宣布禁止向美國等支持以

色列的國家出口石油，油價暴漲3倍，引

發多國經濟衰退和嚴重通貨膨脹。

俄羅斯是世界主要産油國之一，也出口大

量天然氣和煤炭。美國總統約瑟夫·拜登8日宣

布將對俄羅斯實施能源禁運，歐盟當天也宣布

將尋求大幅減少從俄羅斯進口油氣。

歐佩克秘書長穆罕默德· 巴爾金多8日

在美國劍橋能源周會議上發表講話，再次

強調當前全球産能無法填補剔除掉俄羅斯

出口石油份額後的空白，呼籲不要將能源問

題“政治化”。

嚴寒霜凍暴雪
希臘國家氣象局發布緊急公告
綜合報導 希臘國家氣象局發布公告稱，來自北歐的名爲菲利波斯

(Filippos)的冷氣團正向南移動，將在短時間內影響希臘並帶來惡劣天氣。

據報道，本次惡劣天氣的主要特點是氣溫極低、霜凍嚴重、局部地

區出現大雪甚至暴雪，根據初步估計，將持續到3月13日。

報道稱，從3月9日開始，希臘大陸的山區和半山區以及伊庇魯斯

、馬其頓和色雷斯的低地將出現降雪。降雪還將逐漸擴展到色薩利和中

部的低海拔地區以及克裏特島的山區。斯波拉澤斯群島、艾維亞和愛琴

海北部的島嶼將在夜間下雪。

3月10日，降雪將影響希臘大陸的山區和半山區、愛琴海和克裏特

島、色薩利低地、東部大陸和伯羅奔尼撒半島東部，到下午將會影響到

馬其頓中部和東部和色雷斯的低海拔地區。

3月11日和周末(3月12日-3月13日)，希臘大陸的山區和半山區，以

及愛琴海北部和東部的島嶼，基克拉澤斯和克裏特島等地將繼續降雪。

值得注意的是，氣象學家談到這輪惡劣天氣，強調即使在阿提卡也

會出現下雪的可能。

報道指出，在預報有雪和霜凍的地區，如果人們要開車出行，請注

意及時了解天氣和路網狀況；車上備有防滑鏈，油箱裏提前加滿油；最

好在白天出門，首選主幹道；調整出行時間表以避免因惡劣極端天氣被

困；遵循當地主管機構的指示，如交通狀況、封鎖等。

此外，若步行外出，請注意穿多層輕便衣服而非單一厚衣服，並穿

合適的鞋類，以免因滑倒而受傷；在極端惡劣天氣(大雪、霜凍)期間，

避免不必要的出行。

給烏克蘭難民發放簽證不到800份
英政府挨批

綜合報導 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成爲首位在英國下議院發表演講的

外國領導人。在他演講結束後，英國下議院議員們長時間起立鼓掌致意

，各黨領導人紛紛表示對烏克蘭的支持。然而截至9日，逃離烏克蘭的

難民已經超過200萬，而英國向烏難民發放的簽證不到800份。

據報道，澤連斯基在演講中引用英國二戰時時任首相丘吉爾的話，

介紹戰爭爆發後，烏克蘭的行動和經曆。在演講結束後，英國議員全體

起立，對澤連斯基報以熱烈掌聲。包括首相約翰遜、工黨領袖斯塔默等

英國政要紛紛對烏克蘭表示支持，稱倫敦與基輔站在一起。

英國政治人士雖然說得好聽，但卻做得難看。法新社、英國《每日

鏡報》9日稱，已有200多萬烏民衆逃離本國，波蘭接納了其中的120多

萬人，匈牙利接收了大約17萬人，而截至周三，英國向烏難民簽發的簽

證只有760份。可笑的是，英國交通大臣對此辯解說，之所以發放簽證

速度緩慢，是因爲澤連斯基希望烏難民不要逃離家園太遠。

英國“冷待”烏難民的做法不僅遭到法國的批評，也引起本國政治

人士的不滿。英國反對黨工黨發言人庫珀對天空新聞表示，如果現在是

工黨執政，會更快向烏克蘭人發放更多簽證。

國際能源署：6000萬桶若不夠 或可釋放更多原油儲備

歐盟峰會聚焦危機 欲自主奈何分歧多

爲期兩天的歐盟成員國領導人非正

式會議11日在法國巴黎西南郊的凡爾賽

宮結束。峰會原定討論“新的增長和投

資模式”，但俄羅斯與烏克蘭的軍事衝

突已成爲全球關注焦點，會議專門討論

了此事對歐洲政治、經濟造成的影響。

分析人士指出，俄烏衝突讓歐洲戰

略自主問題的重要性凸顯，此次峰會通

過的《凡爾賽宣言》在增強歐洲防禦能

力、推進能源自主、促進經濟增長等問

題上給出了共同承諾。但這份宣言難掩

歐盟內部的諸多分歧，歐盟實現戰略自

主仍然前路漫漫。

烏克蘭入盟“不加速”
俄烏軍事衝突爆發後，烏克蘭總統

澤連斯基于2月28日簽署烏克蘭申請加

入歐盟的文件，呼籲歐盟啓動“新的特

殊程序”迅速吸納烏克蘭。烏克蘭入盟

問題由此成爲本次峰會的一個焦點。雖

然烏方入盟心切，但歐盟27國在峰會上

排除了烏“火線入盟”的可能性。

《凡爾賽宣言》只提到，歐盟願進

一步深化與烏克蘭的夥伴關系，歐盟委

員會將根據相關規定提出意見。一些歐盟

國家領導人更是明確表達了反對烏克蘭快

速入盟的態度。荷蘭首相呂特對媒體說：

“不存在快速(入盟)程序。”法國總統馬

克龍也在峰會開始前的記者會上明確表示

“短期內”不支持烏克蘭入盟。

據法國媒體報道，除波蘭、捷克、

斯洛文尼亞明確表示支持烏克蘭快速入

盟外，其他國家大都持謹慎態度。法國

總統府告訴媒體：“在歐洲理事會內部

，同意加快烏克蘭入盟程序的國家並不

占多數。”

對俄“脫鈎”“慢慢來”
俄烏衝突及其引發的西方對俄新一

波制裁讓歐洲能源安全問題凸顯，這也

成爲本次峰會備受關注的焦點之一。根

據《凡爾賽宣言》，歐盟成員國同意

“盡可能快地逐步擺脫”對俄羅斯天然

氣、石油和煤炭的依賴。歐盟委員會主

席馮德萊恩建議，歐盟在2027年之前停

止使用俄化石燃料。爲此，歐委會將于

今年3月底提出在可負擔前提下確保下

一個冬季能源供應安全的方案，並在5

月之前提交旨在加速清潔能源轉型、提

高能源獨立性的REPowerEU計劃。

法國《回聲報》指出，美國不久前

宣布停止進口俄羅斯天然氣和石油，給

了歐盟“很大壓力”。歐盟內部已産生

分歧，波蘭和波羅的海三國積極要求歐

盟對俄石油和天然氣實施禁運，但對俄

能源依賴程度高的德國、奧地利、芬蘭

、匈牙利等國表示不能“匆忙行事”，

稱能源開關不可能“一夜之間關上”。

歐盟委員會執行副主席弗蘭斯•蒂默曼

斯甚至警告，歐俄能源“脫鈎”可能帶

來比烏克蘭危機“更大的傷害”。

據報道，歐洲多國在能源上嚴重依賴

俄羅斯。俄羅斯是歐洲最大的天然氣供應

國，歐盟進口天然氣的約40%和進口原油

的約30%來自俄羅斯。德國約55%的天然

氣從俄羅斯進口；法國天然氣進口的約

20%來自俄羅斯，2020年進口的2500萬噸

柴油中約四分之一來自俄羅斯。

法國總統府此前就明確表示，雖然

美國宣布禁止進口俄羅斯石油和天然氣

，但法國不會“立刻禁止”。因爲美國

對其沒有依賴，但歐洲國家不同。

資金問題“有分歧”

一些媒體指出，烏克蘭危機暴露出

歐盟在防務、農業等諸多方面對外依賴

性強的問題。法國國際關系研究院院長

蒂埃裏•德蒙布裏亞爾明言，歐洲防務

只有逐步擺脫對美國的依賴，才能真正

走向戰略自主，俄烏衝突“讓歐洲明白

將命運掌握在自己手中的重要性”。

爲實現戰略自主，《凡爾賽宣言》

指出，歐盟成員國必須堅決加大對國防

能力和創新技術的投入，推動歐盟加

強“主權”建設，減少在這些領域的戰

略依賴。

不過，據法國《世界報》報道，歐

盟內部在加強戰略“主權”所需的資金

支持上存在分歧。法國希望推動“歐洲

強韌計劃”，資金由歐盟27國以債務形

式共同承擔。但德國、荷蘭、丹麥、芬

蘭等國對此持保留意見，認爲此前爲應

對新冠疫情及其經濟影響設立的7500億

歐元恢複基金仍有5000億歐元余額，完

全沒有必要再設立新的共同債務。

分析人士指出，俄烏衝突讓歐盟進一

步認識到戰略自主的重要性，但正如此

次峰會上所表現出的那樣，歐盟各國利

益訴求不同。要真正實現戰略自主，歐

盟恐怕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俄烏談判立場靠近 俄烏總統會面有望
綜合報導 俄羅斯總統新聞秘書佩斯

科夫表示，不排除俄烏總統舉行會晤的可

能性。烏克蘭總統辦公室主任顧問波多利

亞克稱，在協議制定完畢且雙方事先達成

共識的情況下，烏俄總統可以會面並締結

和平協議。

據報道，俄總統新聞秘書佩斯科夫當

天在評論土耳其外長恰武什奧盧的有關聲

明時表示，俄方一再表示，沒有人排除普

京和澤連斯基會晤的可能性，但在此之前

需要弄清楚會晤將討論什麽內容，以及預

期結果。他同時表示，目前雙方代表團正

在開展工作，現在談論結果還爲時過早。

恰武什奧盧稍早前表示，俄烏在談判

過程中對某些問題的立場“有所靠近”。

他透露稱，普京此前在與土總統通話時表

示，他並不反對與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會

面。

俄羅斯談判代表團成員、國家杜馬國

際事務委員會主席斯盧茨基接受俄媒采訪

時表示，如果比較雙方代表團在談判剛開

始時和談判至今的立場，可以看到有顯著

進展。他期望這一進展能很快發展成爲雙

方代表團的共同立場，並轉化爲將要簽署

的文件。

烏克蘭總統辦公室主任顧問波多利亞克

向烏克蘭24電視台表示，烏方支持以色列和

土耳其作爲調停方籌備普京與澤連斯基進行

會面。“目前正通過我們的合作夥伴、願意

擔任調停方的中間人尋找地點，舉行關于安

全保障和制定協議的談判，調停方可以是土

耳其，也可以是以色列等國。”

波多利亞克表示，在協議制定完畢且雙

方事先達成共識的情況下，烏俄總統可以會

面並締結最終的和平協議。他表示，烏俄兩

國總統會面“會成爲現實，我們不會等太久

”，烏方正在盡一切努力盡快實現。

另據俄國防部發言人科納申科夫通報

稱，當日上午，俄軍用高精度遠程武器襲

擊了位于烏西部利沃夫州的斯塔裏奇軍事

訓練中心和亞沃羅夫軍事訓練基地，打死

約180名外國雇傭軍，並摧毀大量外國武

器。科納申科夫稱，這些地方成爲外國雇

傭軍前往與俄軍作戰地區前的訓練協調地

點和外國武器裝備的存儲基地，“對抵達

烏克蘭境內的外國雇傭軍的打擊將繼續進

行”。

他表示，俄軍擊落烏空軍一架蘇-24

戰機和11架無人機，摧毀烏軍46處軍事

基礎設施目標，包括3個指揮所、1個防

空導彈系統、2處彈藥庫和 33處軍事裝

備聚集區。自俄軍在烏克蘭開展特別軍

事行動以來，俄軍已摧毀烏方3736處軍

事基礎設施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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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美國

NBC報導，拜登(Joe Biden)政府正在考
慮向烏克蘭援助由美國製造的最新型無人機
「彈簧刀」 (Switchblade)，可以在數英里外

精準攻擊敵人甚至是摧毀裝甲車輛、坦克，
若拜登同意援助，將成為烏克蘭軍力的重大
升級。

根據報導，拜登預計於週三討論是否在
援助烏克蘭的計畫中新增彈簧刀無人機，此
種無人機是美最新研發的滯空型械彈(loiter-
ing missiles)。

此無人機是由加州空境公司（AeroVi-
ronment）製造，並賣給美國國防部。無人機
有兩個型號，分別是Switchblade 300 以及
600，300是用來精準打擊地面作戰人員，而
600則是用來摧毀裝甲車輛或是坦克。

在去年12月，加州空境公司展示了300
，但是美國政府禁止他們公開600。而英國也
是唯一得到美國政府授權可以購買這批武器
的國家，據情報指出，有人說美國有在阿富

汗戰爭中使用過此無人機，但美國政府否認
。無人機本身是 「自動智能炸彈」 ，在上面
可以裝備攝影鏡頭、導向系統和炸藥。它們
透過編程自動打擊數英里外的目標，並且可
以圍繞目標待命，直到時機成熟。該公司表
示，600可以飛行40分鐘，飛行距離最長可
達 50 英里(約80公里)。

Switchblade無人機是一次性武器，因此
被稱為 「神風無人機」 ，且成本不高；據估
計，300 的成本低至6,000 美元。

無人機可以在幾分鐘內設定好並開始使
用，Switchblade的飛行速度比烏克蘭一直用
來對付俄羅斯的土耳其無人機 Bayraktar TB2
無人機快得多，據推測，它們能夠貫穿俄羅
斯部隊參差不齊的防空系統。

但目前能否交予烏克蘭還有幾個問題需
要評估，包含美國還有多少的武器儲備以及
製造的數量，以及若交予烏克蘭需要多少的
時間培訓烏軍讓他們在戰場中使用。

美考慮支援烏克蘭 「神風無人機」 可用來摧毀裝甲車輛

美國輝瑞大藥廠（Pfizer）和德國夥伴
BioNTech SE（BNT）今天向美國衛生監管單
位提出緊急授權申請，為65歲及以上民眾注
射第2劑COVID-19（2019冠狀病毒疾病）
加強針。

路透社報導，輝瑞、BNT向美國食品暨藥
物管理局（USFDA）提出的申請文件包含在
以色列蒐集的數據。以色列授權對多數18歲
以上人口施打第2劑加強針。

輝瑞和BNT表示，來自100多萬名60歲
以上民眾的分析數據顯示，在第1劑加強針
（第3劑疫苗）間隔至少4個月後再打一劑加
強針，確診和重症比例都低於只打1劑加強針
者。

拜登政府首席醫療顧問佛奇（Anthony
Fauci）在內的美國衛生官員過去多次提出施
打第4劑疫苗的可能性，建議第4劑疫苗對年
長民眾來說或許有其必要，也可替可能的另一
波確診潮預作準備。

美國疾病管制暨預防中心（CDC）過去的
數據顯示出，疫苗效力會隨時間減弱，而第3
劑疫苗有助恢復效力。然而，美國疾管中心尚

未公布以年紀或健康狀況為基準的全面性數據
。

以色列先前公布的數據混雜。
以色列1月底時表示，跟施打3劑疫苗的

民眾相比，第4劑疫苗預防感染的保護力翻倍
，預防重症的保護力則是3到5倍。

上述分析結果比一項針對以色列醫護人員
進行的小型研究來得好些。這份小型研究顯示
，在第3劑疫苗後間隔至少4個月再打1劑，
輝瑞/BNT第4劑疫苗預防感染的效力為30%
，美國生技公司莫德納（Moderna Inc）疫苗
的效力則是11%。

哈佛疫苗研究員布魯克（Dan Barouch）
說： 「年長者和免疫功能低下者，會從施打額
外加強針得到最多好處。」 他說： 「我認為數
據是有支持力的，但好處似乎相對要小。」

儘管美國與全球大多數地方的COVID確
診病例都在下滑，中國感染率卻因Omicron變
異株肆虐而節節攀升，英國和歐洲也因為經濟
重啟、Omicron亞型傳播，原本遞減的確診趨
勢反彈回升。

輝瑞BNT在美提緊急授權 為長者施打第2劑加強針
CNN報導，美國在當地時間周二宣布制裁白

俄羅斯(Belarus)的總統盧卡申科(Alexander Lu-
kashenko)，白俄也是俄羅斯最大的盟友。盧卡申
科與其妻子哈琳娜（Halina）在美國的財產將被
凍結，並禁止美國人與他們交易，未來也不得入
境美國。

拜登政府表示，除了盧卡申科之外，也將另
制裁11名俄羅斯人，他們因侵犯人權受到制裁。
這11名俄羅斯人多為軍事高層，部分人因鎮壓烏
克蘭被占領區的抗議人士而受到制裁。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說， 「俄
羅斯政府加強了對國內言論自由的鎮壓，包括新
聞自由、集會與結社自由都受到嚴重損害。在今

天的俄羅斯，提供戰爭真實訊息與批評普丁的人
將受到刑事指控。」

白俄羅斯位於烏克蘭北部，盧卡申科讓俄羅
斯在白俄部署軍隊，讓俄國得以在襲擊之初迅速
控制車諾比禁區。此外，由於基輔的主要道路都
與白俄接壤，也讓俄軍能更有效的攻打基輔。

美國財政部外國資產管制辦公室（OFAC）主
任賈奇（Andrea Gacki）通過聲明表示: 「今天的
行動表明，美國將繼續對那些從事腐敗或與嚴重
侵犯人權有關的人施加具體和重大的懲罰，我們
譴責俄羅斯對烏克蘭人道主義走廊的攻擊，並呼
籲俄羅斯停止其對烏克蘭的無端和野蠻的戰爭。
」

共犯也要受懲罰! 美宣布制裁白俄總統盧卡申科

美國白宮今天表示，副總統賀錦麗（Kamala Harris）丈夫任德龍（Doug Emhoff）的COVID-19
（2019冠狀病毒疾病）篩檢結果呈陽性，但賀錦麗為陰性。

法新社提到，此一消息是疫情持續在美擴散的最新跡象，即使是防護最嚴密的華府菁英階層也不
能倖免。

白宮副新聞秘書辛赫（Sabrina Singh）說，賀錦麗的COVID-19篩檢結果為陰性，將繼續接受
採檢。

任德龍被檢出病毒陽性反應後，賀錦麗取消了原定出席白宮一場慶祝 「女性歷史月」 （Wom-
en's History Month）的活動。

總統拜登在活動上告訴與會者，賀錦麗 「選擇不冒險」 ，且出於謹慎，決定不出席。拜登還說，
任德龍 「狀況良好」 。

美國 「第2先生」 染新冠 賀錦麗採檢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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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國工業家蔣震離世
改革開放後首批投身內地改革開放後首批投身內地 成立慈善基金育才無數成立慈善基金育才無數

◆1923 年出生於山東省菏澤市

一個貧困家庭，父母早亡

◆1949 年隻身南下香港定居，

當過碼頭工人、紗廠雜工及

在礦場工作等苦力

◆修讀了兩年機械工程維修，於

1958 年與友人譚偉雄白手興

家，創立“震雄機器廠”

◆1966 年推出首部香港設計及

製造的十安士螺絲直射注塑

機，獲得香港中華廠商聯合

會頒發的“最新產品榮譽

獎”，從此被冠上“注塑機

大王”美譽

◆1986 年在廣東省順德市組成

合資企業，服務祖國，成為

改革開放後首批投身內地的

工業家

◆1990 年將其擁有的震雄集團

股份悉數捐贈成立“蔣震工

業慈善基金”，大力推動人

才教育和工業領袖的培訓

◆1991 年，震雄集團在香港聯

交所上市，奠定其全球注塑

機生產商領導者的地位

◆香港回歸祖國前曾獲委任為港

事顧問

◆2005 年獲香港特別行政區政

府頒授大紫荊勳章，獲讚揚

畢生致力推廣企業發展，成

就超卓

◆2018年正式退休

◆2022年3月13日離世

資料來源：香港文匯報資料庫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費小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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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

生

平
震雄集團15日公布，集團創辦人兼榮譽主席蔣

震於本月13日在家人的陪伴下主懷安息，享
壽100歲。集團表示，其離去令集團仝人不勝悲
痛，亦讓他們永遠銘記蔣震作為偉大工業家的匠人
精神和偉大慈善家的無私奉獻。集團的網站亦換上
黑白色，以示對蔣震的哀悼。

白手興家 200元創業
蔣震出生於山東菏澤一個貧困家庭，父母早

亡，但他一生勤奮好學，與機械和工業結下不解之
緣。他於1949年南下香港定居，來港初期生活艱
苦，做過碼頭工人、紗廠雜工及礦工等基層工作，
其後修讀兩年機械工程維修，於1958年以200元
與朋友白手興家，創立“震雄機器廠”，次年首創
雙色吹瓶機。

創業初期，工廠的生意幾起幾落，但是在極
度艱難的歲月中，蔣震仍能保持堅強的意志。他洞
察先機，看準了塑料業的發展潛力，於是一點一滴
地積累資金，鍥而不捨地鑽研製造塑料用品的注塑
機，1966年發明了全球首部十安士螺絲直射注塑
機，獲得了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頒發的“最新產品
榮譽獎”，從此被冠上“注塑機大王”美譽，並先
後在香港及台灣設廠。在蔣震帶領下，震雄集團逐
步發展，於1991年在香港聯交所上市，奠定其全
球注塑機生產商領導者的地位。

不過，他的創業之路並非一帆風順。蔣震曾
說：“最大挫折應該在1997年金融危機的時候，
那個是有點挫折，而且我們要發展工廠，要借貸，

結果有金融危機，銀行通知我們，要把借款、欠款
全部歸還，限定一個月以內，這個對我們是一個打
擊。”但憑着不言敗的精神，他最終帶領集團渡過
難關。蔣震作為香港工業界的翹楚，亦一直心繫祖
國，成為改革開放後首批進駐內地的工業家。早於
1986年，他已在廣東省順德市組成合資企業，服
務祖國。

基金經費累計達4億元
蔣震畢生秉持“工業富民，民富國強”的理

念，曾說：“希望將來中國也是從工業方面，與世
界其他工業強國互相競爭，提高中國人民的生活水
平。”他說到做到，更於1990年將其擁有的震雄
集團股份悉數捐贈成立“蔣震工業慈善基金”，大
力推動人才教育和工業領袖的培訓，藉此鼓勵和加
強華人在工業領域的發展。基金會成立至今逾30
年，各項培訓活動、獎學金及捐款項目從不間斷，
至今經費累計總額達4億元，已發展成為培訓內地
機械及製造業專才的最大香港慈善機構之一，與基
金會合作的國內外著名學府不計其數，為全國各地
培訓了逾6萬名工業科技及管理人才，發揮了不可
估量的貢獻。

香港回歸祖國前，蔣震獲委任為港事顧問。
2005年，蔣震獲香港特區政府頒授大紫荊勳章，
讚揚他畢生致力推廣企業發展，成就超卓。此外，
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理工大學和香港公
開大學（現名香港都會大學）亦曾向他頒授榮譽博
士。蔣震於2018年正式退休。

蔣震與世長辭，全國政協副
主席、香港特區前行政長官梁振
英15日於Facebook發帖表示，蔣
震是其鄉長，出生於山東菏澤，
1958年創立震雄機器廠，改革開
放初期即投身內地的工業發展，
貢獻良多，亦成立“蔣震工業慈
善基金”，推動人才教育和工業
領袖培訓，“我亦曾多次獲基金
會邀請在內地官員培訓班講
課”。他讚揚蔣震心繫家國，福
及桑梓，是我輩做人處事的典
範，祝願他安息，並請蔣家各好
友節哀保重。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對蔣震離世表示深切哀悼。她讚
揚蔣震是香港工業發展的先驅
者，在機械和工業領域成就非
凡，領導業界，對香港經濟發展
貢獻卓著，更是國家改革開放後
首批在內地投資興業的愛國商人
之一。

林鄭月娥並指，蔣震既是慈
善家，也是教育家，早年成立慈
善基金推動人才培訓和工業研
究，為國家培訓數以萬計工業科
技和管理人才。她說：“我對蔣
震博士的辭世深感哀痛，謹代表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向他的家
人致以深切慰問。”

邱騰華：對港工業貢獻卓著
香港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

邱騰華讚揚蔣震是成功工業家，
對香港工業發展貢獻卓著，在業
界備受敬重，其創立的“蔣震工
業慈善基金”致力推動人才教育
和工業領袖培訓，是工商界的典
範，並衷心感謝蔣震對社會的貢
獻。

◆香港文匯報記者 費小燁

香港著名工業家蔣震，育
有六女一子。次女蔣麗芸是香
港民建聯成員，2012年至去年
期間出任立法會議員，蔣麗芸
憶述兒時與父母住鐵皮屋，生

活雖然艱苦但快樂，她的愛國情懷也深受父親影
響；蔣震三女蔣麗萍是上世紀八十年代著名歌手，
她15日接受傳媒訪問時表示，父親嚴厲督促子女
追求知識，子女事業有成購買勞力士名錶贈送父親
卻被“嫌棄”，“爸爸叫我們別買奢侈品，人格才
最尊榮。”

蔣震與妻子張俊芳育有六女一子：大女蔣麗
華定居美國；二女蔣麗芸活躍於政壇，是前立法
會議員；三女蔣麗萍曾是歌星，婚後退出樂壇；

四女蔣麗莉是香港總商會首位女主席；五女蔣麗
苓是震堅實業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六女蔣麗苑
為震雄集團總裁兼董事局主席；么子蔣志堅是震
雄集團前副主席。

曾任歌手的三女蔣麗萍15日在電視訪問中表
示，父親年紀漸老邁，近年身體功能衰竭，本月13
日在家人陪伴下安詳離世，父親雖已主懷安息，但
一班子女永遠銘記與亡父走過的路。她說：“我們
小時住大磡村，他每天逐一送我們上學，如果我們
成績不好，會逐一叫入房打手掌。他是工業強人，
回到家是慈父。小時候我們從來不覺得窮苦，我們
感到很幸福、很開心。子女長大後，賺到錢買勞力
士給他，他說這是奢侈品，一個人的尊榮不是在身
上戴什麼，而是人格、為社會的貢獻。”父親的教

誨銘記子女心中。
在嚴厲的父親影響下，蔣家7名子女均努力

讀書，更全部取得留學外國的獎學金。子女成家
立業後加起來的家庭成員差不多30多人，如此
一個大家族，逢周日都有個不成文規定，就是到
父親寓所輪流負責煮飯，共享天倫。蔣震曾在訪
問中稱，吃飯時不談政治，只談家事。問及如此
多家人，為何不出外進餐，他就說：“出去吃不
合衞生，又不合經濟原則。”

蔣家七子女走上不同的人生路，從政、從
商、做歌星都有，蔣震對於兒女的政見、信仰及
個人發展方向從不干涉。他說，只要給予孩子完
整教育就行，以後的路由他們自己負責。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嫌棄”子女贈名錶 堅信人格最尊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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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國工業家、震雄集團創辦人兼榮譽主席蔣震於本月13日在家人陪伴下安詳離

世，享壽100歲。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等對蔣震離世

表示深切哀悼（見另稿）。生於山東省菏澤市的蔣震，於1958年以200元（港元，下

同）白手興家創立“震雄機器廠”，其後被冠上“注塑機大王”美譽。他一生心繫祖

國與社會發展，是改革開放後首批進駐內地的香港工業家。蔣震過去曾在接受訪問時

形容，自己辛苦了一輩子，不希望下一代同樣受罪，故於1990年將所持的震雄集團股

份悉數捐贈成立“蔣震工業慈善基金”，畢生致力推動人才教育和工業領袖的培訓，

該基金至今的經費累計總額達4億元，培育無數工業家。 ◆香港文匯報記者 費小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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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震曾捐出1,400萬元人民幣成立獎學金，資
助內地優秀學子。 資料圖片

◆改革開放早期，震雄集團投資順德，興建精密注塑機廠。 資料圖片 ◆2005年，蔣震太太和六位子女祝賀蔣震（右四）獲授大紫荊勳章。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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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時間 14 日，中美在
意大利羅馬進行了長達7小時
的會晤，雙方代表分別為中共
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事工
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與
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沙

利文。作為去年11月中美元首通話後雙方高層
首次見面，又適逢俄烏衝突僵持不下，此次會晤
究竟成效幾何？

會談7小時 本身是好事
可以肯定的是，此次會晤絕不是外界謠傳

的“談崩了”，會長7小時本身就說明了問題。
從內地官媒新華社釋放的消息來看，雙方“進行
了坦誠、深入和建設性溝通”，“坦誠”指雙方
此次互相亮清“底牌”，“深入”指磋商涉多領

域，“建設性”則意味着磋商沒有失敗，尤其是
俄烏衝突，在此次會談中佔比應不小。綜合來
看，能坐下來談於中美而言就是好事，“繼續往
下談”的基調是確定的，這也是此次磋商最大成
效所在。

美對中承諾 言行分裂
對比中美官方對此次會晤釋放的消息，儘

管雙方在前半部分都持肯定態度，新華社稱“坦
誠、深入和建設性”，白宮方面則認為“及時而
重要”，但後半部分卻相互齟齬，尤其在台海問
題上，中方指美方言行分裂，美國則將“台灣關
係法”置於中美三個聯合公報之前，並強調對北
京方面在台灣海峽“挑釁行動”的擔憂。

美國近半年的舉措坐實了對其言行分裂的
指責。去年11月兩國元首會晤達成共識，美方

承諾“四不一無意”（即不尋求“新冷戰”，不
尋求改變中國的體制，不尋求強化同盟關係反對
中國，不支持“台獨”，無意同中國發生衝突對
抗），實際卻屢有“棄約”之舉，先後在香港、
新疆、病毒溯源、台灣等議程上主動製造爭端，
近期還在財政支出法案中夾帶“涉台內容”，不
允許在地圖中將台灣地區畫成中國的一部分，並
要求美國行政部門禁止採購、展示和製作任何
“無法正確標識台灣地區”的地圖，這都是在不
斷挑戰中國的底線。

不過互有齟齬很正常，並不會影響此次會
晤的基調，因為中美之間的矛盾是結構性矛盾，
意味着時時有矛盾、事事有矛盾，中國正好借此
機會表明中方態度：事涉國家主權及領土完整中
國無可退讓，亮明底牌上桌談，之後反倒可能會
出現緩和的意願和需求。 ◆中通社

不是“談崩了”是“繼續往下談”
��

堅決反對歪曲抹黑中方立場言行
楊
潔
篪
：
會晤沙利文 籲各方勸和促談推動烏克蘭局勢降溫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

道，當地時間3月14日，中共中

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

公室主任楊潔篪同美國總統國家安全事

務助理沙利文在意大利羅馬舉行會晤。

會晤期間，楊潔篪就烏克蘭局勢闡明中

方立場。楊潔篪強調，中方堅決反對任

何散布不實信息、歪曲抹黑中方立場的

言行。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國務委
員兼外長王毅14日應約同西班牙外交大臣阿爾瓦
雷斯通電話。阿爾瓦雷斯祝賀北京冬奧會成功舉
辦。雙方重點就當前烏克蘭局勢交換意見。王毅
說，烏克蘭危機是多年來歐洲安全矛盾積累激化
的產物。中方在鼓勵俄烏通過和談實現停火止戰
的同時，也希望歐洲與俄進行平等對話談判，就
各自安全關切找到合理解決辦法，推動建立均
衡、有效、可持續的歐洲安全架構。

一些勢力抹黑中方立場 製造虛假信息
阿爾瓦雷斯表示，烏克蘭局勢危及歐洲和平

與穩定，如任由其發展，將波及整個國際社會。

西班牙希望通過對話以及外交方式盡快結束戰
爭。中國是熱愛和平的偉大國家，也是聯合國安
理會常任理事國。希中方為促進和平發揮積極作
用。

王毅表示，作為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中國從
烏克蘭危機爆發第一天起就以自己的方式勸和促
談。我們期待俄烏第四輪和談能够取得各方都能
接受的新進展，為結束衝突積累有利因素，打開
和平的大門。一些勢力不斷抹黑中方在烏克蘭問
題上的客觀公正立場，製造了各種虛假信息。中
國歷來根據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作出我們的判
斷，歷來主張尊重各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歷來
維護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歷來認為各方合理

安全關切都應得到解決。在和平與安全問題上，
中國是世界上紀錄最好的大國。中方將繼續在多
邊場合為烏克蘭危機的和平解決發揮建設性作
用。

中方反對使用制裁手段解決問題
王毅說，中方一貫反對使用制裁手段解決問

題，更反對沒有國際法依據的單邊制裁，這將使
國際規則受到破壞，也會給各國的民生帶來損
害。中國不是危機當事方，更不希望制裁使中方
受到影響，中方有權利維護自身的正當合法權
益。西班牙是歐洲一支穩健的力量，相信西班牙
能為和平化解危機發揮積極作用。

王毅同西班牙外交大臣通話：
冀歐洲與俄進行平等對話談判

雙方就中美關係以及共同關心的國際與地區問
題進行了坦誠、深入和建設性溝通，同意共

同落實好兩國元首共識，增進了解，管控分歧，
擴大共識，加強合作，為推動中美關係重回健康
穩定發展的正確軌道積累條件。

冀美將拜登承諾落到實處
楊潔篪表示，落實兩國元首共識是中美關係

最重要的任務。習近平主席提出新時期中美相處
要堅持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贏的原則，
為中美關係發展指明方向。拜登總統積極回應，
作出不尋求新冷戰、不尋求改變中國的體制、不
尋求通過強化同盟關係反對中國、不支持“台
獨”、無意同中國對抗等重要承諾。中方始終根
據習近平主席提出的三原則看待和處理中美關
係。希望美方將拜登總統作出的承諾落到實處。
當前國際形勢下，中美加強對話合作，妥善管控
分歧，避免衝突對抗，符合中美兩國人民利益，
符合國際社會期待和世界人民利益。

應理順烏克蘭問題歷史經緯
楊潔篪就烏克蘭局勢闡明中方立場。
楊潔篪指出，烏克蘭局勢走到今天這一步，

是中方不願看到的。中方一貫主張尊重各國主權
和領土完整，遵守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中方
致力於勸和促談，國際社會應共同支持俄烏和談
盡快取得實質性成果，推動局勢盡快降溫。各方
應保持最大限度克制，保護平民，防止出現大規
模人道主義危機。中方已向烏提供緊急人道主義
援助，並將為此繼續作出自己的努力。

楊潔篪表示，應理順烏克蘭問題歷史經緯和
來龍去脈，正本溯源，回應各方合理關切。着眼
長遠，積極倡導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
全觀，鼓勵相關各方開展平等對話，按照安全不
可分割原則，尋求構建均衡、有效、可持續的歐
洲安全機制，維護歐洲和世界和平。

美在一中原則上言行明顯不符
楊潔篪強調，台灣問題事關中國的主權和領

土完整。美方在中美三個聯合公報中都明確承認
只有一個中國，一中原則是中美建立外交關係的
前提，也是中美關係的政治基礎。本屆美國政府
在台灣問題上作出堅持一個中國政策、不支持
“台獨”的承諾，但行動與表態明顯不符。中方
對近期美在涉台問題上一系列錯誤言行表示嚴重
關切和堅決反對。任何縱容支持“台獨”分裂勢
力，企圖打“台灣牌”搞“以台制華”的圖謀都
不可能得逞。中方要求美方認清台灣問題的高度
敏感性，恪守一個中國原則、中美三個聯合公報
規定和美方所作承諾，不要在十分危險的道路上
越走越遠。

涉疆涉藏涉港不容外力干涉
楊潔篪就涉疆、涉藏、涉港等問題闡明中方

嚴正立場，指出這些問題涉及中方核心利益，是
中國內政，不容外部勢力干涉，任何借此打壓中
國的圖謀都將遭到失敗。楊潔篪指出，堅持求同
存異，在妥處分歧之上架起合作橋樑，是“上海
公報”發表50年來經過實踐檢驗的中美正確相處
之道。雙方應以史為鑒，把握相互尊重的前提，
堅守和平共處的底線，抓住合作共贏的關鍵。

雙方還就朝核、伊朗核、阿富汗等國際地區
問題交換意見。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通社及新華社報道，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15日主持例行記者會
時應詢表示，中方支持二十國集團（G20）輪
值主席國印尼提出，不將烏克蘭危機納入當前
議程的決定。

中方支持東盟區域合作中心地位
趙立堅表示，二十國集團是國際經濟合作主

要論壇，不是討論烏克蘭等政治安全問題的合適
場所。在當前形勢下，二十國集團在推進國際抗
疫合作、維護世界經濟穩定復甦等方面承擔重要

責任，並堅持職責定位，深化團結合作，攜手應
對全球公共衞生、經濟、金融等突出挑戰。

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14日同印尼外長蕾
特諾通電話時重點就烏克蘭局勢交換意見。蕾特
諾表示，印尼堅持尊重別國主權和領土完整，呼
籲盡快停止戰爭，鼓勵對話，使局勢降級，防止
發生人道主義危機。印尼願就此與中方加強溝通
協調。作為二十國集團主席國，印尼認為二十國
集團建立的初衷是促進國際合作，應更關注宏觀
經濟和發展事務。

王毅強調，烏克蘭危機的背後是歐洲安全長

期積累的矛盾不斷激化。要實現歐洲長治久安，
需要歐盟、北約、俄羅斯開展平等對話，建立均
衡、有效、可持續的安全框架。當前形勢下，我
們更應珍惜東亞和亞太地區和平穩定局面。本地
區多年形成的以東盟為中心的區域合作架構十分
重要。中方堅定支持東盟中心地位，支持把以東
盟為中心的區域合作架構進一步做強、做大。我
們歡迎域外國家為地區和平穩定發揮積極作用，
但不應允許在本地區製造動盪、緊張，不應允許
把陣營對抗引入到本地區，更不應允許將中小國
家作為大國對抗的工具。二十國集團是國際經濟
合作主要論壇，中方支持印尼發揮主席國領導作
用，排除干擾，穩步推進二十國集團既定的對話
與合作議程。

中方支持G20不討論烏克蘭問題

◆當地時間3月14日，中
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
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
任楊潔篪（左一）同美國
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沙
利文（右一）在意大利羅
馬舉行會晤。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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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话题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能源
局正式印发《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电
力市场体系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指
导意见》），明确提出到2025年，全国统
一电力市场体系初步建成；到 2035年，
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基本建成，适应
新型电力系统要求。

“统一电力市场”什么样？对发电、
输电、配电、用电有什么影响？新能源
和传统能源在其中将分别扮演哪些角色？

理顺“省内电”“省外电”“外送电”

为何要加快建设统一电力市场？
2015年，《关于进一步深化电力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印发实

施，标志着中国开启新一轮电改。配套发布的 《关于推进电力市
场建设的实施意见》 明确，电力市场主要由中长期市场和现货市
场构成，电力市场体系则分为区域和省 （区、市） 电力市场。

国家发改委有关负责人介绍，新一轮电改实施以来，中国电
力市场建设稳步有序推进，多元竞争主体格局初步形成，价格机
制更加完善，市场化交易电量比重大幅提升。2021年，全国市场
化交易电量达 3.7万亿千瓦时，同比增长 17.2%，占全社会用电量
的44.6%，是2015年市场化交易电量的近7倍，年均增长约40%。

不过，电力市场稳步发展的同时，新的问题也随之涌现。特
别是各地在“省内电”“省外电”“外送电”的协调使用上有矛盾，跨
省跨区的交易壁垒多年来不同程度地存在。实现能源资源在全国
范围内优化配置，就要建立“全国统一电力市场”。

“进行跨省跨区的电力传送，需要有一套市场机制来决定电力
交易的量和价。”清华大学能源互联网研究院副院长陈启鑫告诉记
者，此前，交易主要依靠政府指定合约，这类合约通常周期较
长，难以动态、准确地反映电力的真实成本和价值。

与此同时，由于各地的用电结构、价格承受水平等各不相
同，开展现货交易试点的省份在市场规则、市场准入等方面也存
在差别。山东一家发电企业负责人向记者介绍，在不同省份参与
交易，需要先了解该省份的交易规则，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企
业交易成本，对市场主体售购电造成一定阻碍。

能源形势的变化也对电力市场提出了新要求。伴随“双碳”
目标的提出，中国新能源发电占比大幅提升，但能源基地集中开
发和负荷中心分布式建设共存的趋势，带来严峻的消纳难题。“我
国清洁能源主要集中在‘三北’地区，由于周边区域负荷强度不
高，整体消纳程度受限。”陈启鑫表示，这就迫切需要发挥市场优
化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通过市场价格信号引导清洁能源统一
规划、科学布局、高效利用。

“2030碳达峰、2060碳中和战略目标对中国电力市场建设提出
了新要求，需要加快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建设，推动电力行业加
快转型。”国家发改委上述负责人表示，要在全国更大范围内促进
电力资源共享互济和优化配置，提升电力系统稳定性和灵活调节
能力，以市场化手段降低成本，实现能源清洁低碳转型和高质量
发展。

统一交易规则，建设国家电力市场

针对现行电力市场的问题，此轮电改将重心锚向“加快建设
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那么，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包含哪些
层面？如何建设？

“健全多层次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包括加快建设国家电力市场，
稳步推进省 （区、市） /区域电力市场建设，引导各层次电力市场
协同运行和有序推进跨省跨区市场间开放合作。”国家发改委前述
负责人介绍。

记者注意到，在跨省跨区电力市场和省间电力市场 “两级运
作”基础上，《指导意见》明确要加快建设国家电力市场，并首次提出

“研究推动适时组建全国电力交易中心”。
陈启鑫分析，现有的电力市场交易体系已能支持一定规模的

电力交易。随着跨省跨区交易在全国范围内不断发展，将推动不
同交易中心采用新的组织形式实现各地电力市场相互协同、信息

交互、业务交互等。“伴随交易范围进一步扩大，需要相应的交易
机构给予支撑，全国电力交易中心旨在起到这样的作用。”

如何处理统一电力市场体系中各层次电力市场的关系，一直
广受业界关注。

为了引导各层次市场协同运行，《指导意见》一方面明确了全
国电力市场体系中各层次市场的功能定位，如省 （区、市） 市场
主要发挥基础作用，负责保证省内电力基本平衡和省内电力资源
的优化配置；区域市场开展跨省区电力中长期交易和调频、备用
辅助服务交易，优化区域电力资源的配置；国家电力市场则负责
省 （区、市） /区域市场间的共享互济和优化配置。另一方面，明
确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宜省则省、宜区则区。未来，省 （区、
市） 市场可以直接或融合成为区域市场后与国家市场融合发展，
以此在更大范围内实现能源资源的优化配置。

交易机制的统一是推动各类市场主体顺利参与交易的重要保
障。电力规划设计总院政策研究室副主任凡鹏飞介绍，《指导意
见》 提出要规范统一市场基本交易规则和技术标准；完善电价形
成机制，统一规范各地电力市场价格规则；健全完善电网企业相
关业务流程和制度标准等，将有效化解统一市场发展难点，有助
于实现更大范围的电力市场交易。此外，《指导意见》要求厘清跨
省跨区与省内市场的经济责任边界，进一步加强输配电成本管
理，优化输配电价结构，妥善处理政策性交叉补贴，以打通电力
资源在各层次电力市场中的优化配置渠道。

激励新能源参与交易，助力“双碳”

激励新能源参与市场化交易是此次电改重点之一。
记者了解到，在新能源发展初期，有关部门采取量价固定模

式激励投资者进入新能源行业。在固定的电价制度下，新能源价

格结算时一部分执行当地燃煤机组标杆上网电价，由电网公司支
付；高于当地燃煤机组标杆上网电价的部分，由有关部门进行补贴。
这种模式有力促进了新能源的发展，但也造成较大的补贴缺口。

“面对快速发展的新能源，以政府定价进行补贴的方式不再适
用。利用价格信号鼓励新能源参与市场交易，更有利于促进多种
电源在市场中公平竞争，且有利于新能源消纳并网和储能等配套
产业的发展。”陈启鑫认为，在促进新能源参与市场交易方面，

《指导意见》提出按照先增量、后存量的原则，逐步将跨省跨区优
先发电计划从量价固定的售购电协议，转化为由市场机制决定量
价的政府授权合同，有利于释放市场交易空间。

为激励新能源参与市场交易，《指导意见》 还对中长期交易、
现货交易作了规定。在中长期交易方面，提出完善建立中长期合
同的灵活调整机制；现货交易方面，鼓励以报量报价方式参与现
货交易，并首次明确未中标的电量不纳入弃风弃光电量考核。

“对前者而言，完善建立中长期合同有利于降低发电方的交易
风险，保障其收益。”陈启鑫说。现货交易方面，以报量报价方式
参与交易，就是要将新能源视作和火电等传统电源“地位平等”
的电源。电源进入市场后，以一致的市场规则进行交易，更体现
市场竞争的公平性。该机制的引入还有利于促进新能源发电方提
高自身的预测、管理水平，避免因预测不准或运营偏差导致弃风
弃光。

不过，电改是一个长期艰巨的过程，仍需进一步制定并落实
各项工作细则。

“《指导意见》展现了在推进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建设过程
中，政府与市场间关系动态调整的前景，也预示着许多深入推进
电力市场建设的任务将开始。”在中国社科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副研
究员冯永晟看来，应保持积极态度，推动电力资源在更大范围
内、更多层次上、更有效率地共享互济。“这既是对电力商品属性
的深度还原，也是对经济发展所需基础能源要素的全局优化配置。”

实现电力资源在全国更大范围内共享互济和优化配置——

统一电力市场建设提速
本报记者 廖睿灵

◀发展光伏发电对促进“双碳”目
标实现具有重要意义。图为3月5日，位
于新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尉犁县的一
处光伏电站正在运行中。

汪志鹏摄 （人民视觉）

◀近年来，湖南省洪江市利用高山丰富的风力资源，发
展环保风电产业。图为 2月 25日，位于洪江市雪峰山上的苏
宝顶风电场，风力发电机矗立在冰雪云雾中。

田文国摄 （人民视觉）

▲立春以来，国家电网四川广安供电公司
启动了铁路、公路、河流等重要跨越段输电线
路春季大检修，提升线路供电可靠性。图为3月
8日，该公司员工在高空安装双串绝缘子。

张启富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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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書推介《不一樣的留學》及 4月職場人生系列講座

美國福音證主協會
CHRISTIAN COMMUNICATIONS INC. OF USA

www.cc-us.org   (713) 778-1144

作者：劉漢中
書•定價：$13.50 (簡體)
電子書： (Amazon.com)•定價：$9.99 (簡體)
網上學習平臺 (證主網路書店 www.cc-us.org/shop/)•定價：$10.00 (簡體)

作者內容介紹視頻3分鐘 https://youtu.be/sg7-GK5oBjA
 9分鐘 https://youtu.be/qKm_8Y8EAqY 

出國留學，是一件多麼美好的事!
你是否正志氣滿滿地為出國留學做各樣的預備?
你是否已踏上夢想中的校園，面對新鮮與挑戰的每一天?
你是否為畢業後的人生抉擇、事業、婚姻與信仰的規劃而躊躇?
本書是為正預備留學或在留學生中奮鬥的人最佳指引。

 本書作者劉漢中博士以及在美留學與在職場上有傑出成就的貟軍弟兄、馮春梅姊妹、
鮑亞群姊妹、劉小青姊妹、劉寶蘭姐妹等透過書中32章11大類問題，探討留學生面對的
實際問題與解決方法，如何做方向性的決定，處理留學危機等等。
 你可以登入證主網上學習平臺自學閱讀思考，或與朋友共讀分享討論。
 另有12集精華視頻分享，說明你掌握重點內容。歡迎瞭解更多訊息 www.cc-us.org

2022「活出職場真智慧」系列講座

4月2日週六3:00- 4:30PM (美中時間)
國語主講  粵語傳譯  歡迎參加 • Zoom ID 966 0269 9437   P/W 123456

主辦單位 : 

美國福音證主協會
CHRISTIAN COMMUNICATIONS INC. OF USA

www.cc-us.org•(713) 778-1144 www.cccanada.org•(905) 907-1944

Work as Mision
Strategic Alliance
職場事工策略聯盟
www.wamsa.org

講員 : 朱正中長老
45年管理經驗。曾任中國
可口可樂公司市場部副總
裁、可口可樂申美食品飲
料公司總經理及執行副總
裁、國際梅迪派勒媒體公

司集團首席營運總裁，多家國際企業管理運
營策略規劃諮詢顧問。

 現任正道神學院董事，聖地牙哥主恩堂
會友服侍職場事工。

職場的基督徒菁英在現今的時代已經感受到職場上的快速變化，

從實體到虛擬，從實體的交易到線上的採購與服務，從網上社

交媒體到元宇宙，從 AI 到 Avatar，每一層面都在影響我們的生

活。再加上多元化不同世代的人群需要緊密在一起面對複雜的

挑戰，一個簡單的問題出現在許多組織裡，從管理領導的層面，

我們基督徒是否需要新的領導技能才能完成組織賦予我們的責

任？讓我們一起來探討這個有趣的問題。

3月12日，得州和統會由江震遠會長提議
，由岑偉文先生贊助在東江菜館聚會。會上不
設題目，各位會員、來賓暢所欲言。各自就台
海局勢、俄烏戰局、以及本地油價飛漲，談談
自己的看法。

綜合中國大陸的報紙的報導，中國近期要
開墾南海明珠。作為已經退休多年的石油、地
質工作人員，曾任美孚石油公司高級幕僚，台
灣中油公司地質顧問，環球石油生產公司總經
理。對於南海明珠我有許多話要說。

眾所周知，南海蘊藏著豐富的油氣資源。
如何開發？不僅僅是勘探技術問題。同時牽涉
到周邊國家的地緣政治、領海糾紛、主權聲索
，甚至是軍力對比和衝突。無論如何，南海在9
段線內的廣闊海域，是中國領海。中國在自己
的家裡搞開發建設，為理所當然。開墾南海明
珠不但必要，更是可行。

本人出生在台灣，留學美國。需要申明一
點，共同守護好南海，是有利於中華民族的一
件大好事。是功在當下，利在千秋的偉大事業
。我們這一代人或許只是開創者，經過幾代人
的努力，必將庇佑子孫。

由於南海疆域並不完整。有些海域支離破
碎。具體做法上可以先從自身開始。比如東沙
島，地處交通要道。比如太平島，位於南海中
心位置。開墾南海，這些都是繞不開的話題。

任何島嶼的開工建設都要製定工作方案。
準備施工時，用非常禮貌的方式通知台灣方面
， 這裡準備開工了，請他們撤兵。施工方面，
可以是大陸台灣共同開發，將來共同利用。吹
沙填島是需要花一些時間。當島上的生活設施
，交通設施建設好了以後，歡迎台灣方面前來
利用這些設施旅遊觀光、投資興業。

南海豐富的油氣資源正在向我們招手啦。
南海明珠是共同的事業，需要共同的努力 ；共同的努力，走向共同富裕。

開發南海明珠的建議

筆者翁和毓筆者翁和毓，，前排左三前排左三。。江震遠會長江震遠會長（（前排左二前排左二）。）。岑偉文先生岑偉文先生 （（後排左六後排左六）。）。攝影攝影：：賈忠賈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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