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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03-TOP ONE群智貸款C6_A1

713 - 364 -7788 
832 - 498 - 7566

群智貸款

Michelle Young  
 通國、英、粵語、韓語

● 外國人貸款，保證最低
   最低利息。B1, B2, 
   J1保證通過
● 只要一年P&L盈虧表，
   不查稅表
● W2用一年VOE貸款方式
● 不查收入貸款
● Construction Loan,
   Lot Loan

NMLS#270061 RMLO 

Saturday, 3/26/2022

luke8327792838@gmail.com kim8329302788@gmail.com

房地產經紀人 

歡迎來電洽詢買方優惠計劃 

Luke Bai (陸克)
832-779-2838(華語)

Kimberly Tran (陳小姐)
832-930-2788 (越語)

民宿出租: 德州醫療中心/Rice University
（Wyndham Hotel 旁) 舒適方便、經濟實惠、
拎包入住。適合醫療人員、學生、訪問學者、
病患家屬 、  長短期出租（可步行到各大醫院) 

住家、商業、公寓
買賣、租賃、投資

（中央社）針對北韓試射洲際彈道飛彈，七
大工業國集團（G7）與歐盟外長發布聯合聲明
，譴責北韓違反聯合國安理會決議，呼籲北韓放
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與彈道飛彈計畫，並與相關
各方展開對話。

北韓於當地時間 24 日下午從平壤順安機場
向東部海域發射洲際彈道飛彈。這是北韓自今年
1 月起的第 12 次武力挑釁，也是北韓自 2017 年
11月試射 「火星15型」洲際彈道飛彈後，再次
進行洲際彈道飛彈試射。

包括加、法、德、義、日、英、美的G7外

長今天與歐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級代表發表聯合
聲明，譴責北韓試射洲際飛彈行動公然違反聯合
國安理會多項決議，這樣的魯莽行動威脅地區與
國際和平與安全，為區域國際民用航空與海上航
行帶來危險與不可預測的風險，國際社會需要聯
合因應，包括聯合國安理會採取進一步措施。

聲明強烈敦促北韓全面遵守安理會相關決議
規範的法律義務，也呼籲北韓接受包括美、韓、
日在內的有關各方一再提出的對話提議。G7外
長與歐盟高級代表也呼籲北韓以完全、可查核和
不可逆的方式放棄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與彈道飛彈

計畫。
聲明並表示，北韓悲慘的人道局勢是將資源

用於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與彈道飛彈計畫，而不是
用於人民福祉的結果。

G7與歐盟外長也呼籲所有國家全面有效地
執行聯合國安理會對北韓實施的所有限制性措施
，並將因應北韓大規模殺傷性武器擴散風險視為
當務之急。外長並表示，隨時準備協助和加強制
裁有效執行，G7也致力於與所有相關夥伴一同
為實現朝鮮半島和平目標而努力，共同維護國際
秩序。

北韓試射飛彈北韓試射飛彈 GG77外長呼籲放棄武器外長呼籲放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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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 an event held at the Texas
Boxing Hall of Fame Museum
hosted by my dear friend
Rosemary, I met Mr. Juan Cerda
Benitez, a former diplomat
stationed in Beijing, China. We hit
it off immediately and I was very
surprised that he spoke perfect
Chinese with a Beijing accent.

Consul Benitez first went to Beijing
in 1972 as First Secretary at the
Mexico Embassy. His first son was
born in China. Since then, he has
worked hard to learn Chinese and
he also studied the Chinese
culture. He traveled to many
places in the country. He often
went to the Beijing antique
markets to hunt for treasures and
enjoyed very much the Chinese
cooking. He was smiling when he
told me all his stories in Chinese.

He came to visit me yesterday and
showed me a book he wrote in
Chinese and took a photo in front
of a Tiger poster because he was
born in the year of the Tiger.

Consul Benitez has many beautiful
memories of his time in China and
he is very experienced in eating
dumplings and steamed buns. I
promised him that next time we
will invite him to eat the same
foods here in Houston.

Consul Benitez is one of those
special people who love Chinese
culture and has devoted his life to
promote it. He also told me that his
elder son was born in Beijing and
is now still teaching Chinese in
Mexico.

We also want to remind our next
generation that you need to learn
Chinese and study the Chinese
culture like Juan Benitez has
done. We also would like to see
more Chinese such as Secretary
Elaine Chao and Ailing Gu active
in the American culture in the
future.

0303//2525//20222022

MexicoMexico’’s Diplomatic Chinese Connections Diplomatic Chinese Connection

在參加休斯敦一场拳擊賽上， 遇
見了墨西哥前駐北京的外交官胡安塞
達先生， 他的一口京片子让我們非常
佩服和驚訝。

胡安先生於一九七二年代首度外
放到墨西哥駐中國大使館擔任一等秘
書， 從此他努力勤學中文， 老大都在
北京出生 ，他說 ：“除了走訪各地大
小城市之外 ，他常到北京古玩琉璃市
場去尋寶， 當他述說五十前的往事時
， 面帶笑容充滿對中華文化之響往和
回憶。”

他今天穿著唐裝來訪我們相谈甚
歡， 並且在有虎的新春賀幅前留影，
因為他說他是屬虎的 ，我帶領他參觀
了電視攝影棚、 印報廠， 他表現出高

度興趣 ，我們更是交流無礙。
他離去時 ，一再提起他在北京時

吃的北方水餃和天津狗不理包子， 我
答應他我們再見時一定會請他吃餃子
和包子。

許多國外人士非常熱愛中華文化
， 他們不但熟讀中國史書， 瞭解人民
之生活習慣， 更是文化交流之橋樑，
胡安先生就是其中之一 ，他還告訴我
他在北京出生的老大目前是墨西哥大
學的中文老師呢。

在美國出生的第二代華裔 ，你們
要向他學習， 一定要學會中文， 多瞭
解中華文化， 才會有更多諸如趙小蘭
和谷愛凌之出現。

墨西哥的中國通墨西哥的中國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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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烏克蘭國家警察前第一副總長阿
布 羅 斯 金 （Vyacheslav Abroskin） 2 級 將 軍
（Second division general）強調，自己是俄羅
斯的重要目標，但只要俄軍願意給他3天的時
間，從馬立波（Mariupol）撤離仍受困戰區的
兒童，他將自願向俄軍投降。

新聞網站 「Republic World」25 日報導，
阿布羅斯金在臉書貼文上表示，由於錯估俄軍
的進攻方向，導致他無法與馬立波軍民並肩奮
戰；但直到今天，仍有很多兒童受困於遭到毀
滅的馬立波，若無法立即獲救，便會在 「未來
幾天內死去」。

因此阿布羅斯金表示，希望俄軍給他3天
的時間，讓他進入馬立波搜尋並救出兒童，並
稱只要孩子們離開，他就會在城市外的檢查哨
向俄軍投降。

阿布羅斯金強調，他是一名警察將軍，也
可能是與 「亞速營」（Azov Battalion）關係最
密切的將軍，且早已被列入俄羅斯制裁和追緝
名單，並曾遭遇暗殺，但他 「願意用自己換取
馬立波兒童活命」。

烏克蘭警察官等與軍制相近，2級將軍為
位階第2高的階級，僅次於1級將軍（First di-
vision general）。烏克蘭新聞網站 「dsnews.ua
」 指 出 ， 阿 布 羅 斯 金 曾 因 其 於 頓 內 茨 克
（Donetsk）打擊 「恐怖分子、叛軍和土匪」
的成果，於2014年獲得3級勇氣勳章；2014年
底被任命為頓內茨克警察局總長，2017年成為
國家警察第一副總長，但於2019年9月被解除
職務；他稍後擔任敖德薩（Odessa）國立內政
大學的校長，但又在2021年10月被解除職務
。

「我才是你們的目標」
烏克蘭將軍願投降換兒童撤離

俄如動用核生化 美與歐盟警告必做回應
(本報訊)北約組織（NATO）、七大工業國集團（G7）及歐

盟24日在比利時布魯塞爾接連舉行了3場峰會，G7在峰會後發
表聯合聲明，警告俄羅斯勿在烏克蘭動用生化武器，並稱將不遺
餘力地追究俄國總統普丁對俄軍侵烏的責任。美國總統拜登則表
示，他支持將俄國逐出20國集團（G20）這一國際經濟合作論壇
。

G7領袖在聲明中要求俄國撤軍，並譴責俄軍傷及烏克蘭平
民和攻擊包括醫院和學校等公共設施的暴行，還稱國際刑事法院
將協助蒐集戰爭犯罪證據。聲明中又警告俄國，不要在攻打烏克
蘭的過程中動用生化武器或核武，並要求俄國避免可能使核設施
面臨危險的行為。拜登也警告，如果普丁使用大規模殺傷性的核
生化武器，美國和北約將做出回應。

NATO特別峰會聲明則呼籲包括中國在內的所有國家，維
護《聯合國憲章》確定的主權和領土完整原則，維護國際秩序，
不支持俄國發動的戰爭或幫助俄規避相關制裁，NATO祕書長
史托騰柏格會後重申了上述立場。25日，大陸外交部發言人汪文
斌對此回應說，美國和NATO應當同俄國開展對話，而不是再
打一場新冷戰。

拜登在出席NATO峰會時，重申美國對烏克蘭的支持以及
強化NATO的承諾，並在記者會上表示，支持將俄國逐出G20，
但這將取決於G20成員國。拜登又說，如果G20其他成員，包括
本年度輪值主席國印尼不同意這麼做，至少也應邀請烏克蘭出席
G20會議。克里姆林宮發言人培斯科夫25日則指，華府孤立俄國
的路線站不住腳，還稱若被逐出G20，也不會發生什麼可怕的事

。
在24日歐盟峰會首日，各國圍繞對俄國實施能源禁運問題

仍分歧嚴重。為此，美國與歐盟達成協議，美方將在2022年底
前向歐洲國家供應至少150億立方公尺的液化天然氣，以減少該
地區對俄國燃料進口的依賴。拜登和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並
於25日宣布成立特別工作組，以減少歐洲對俄國化石燃料的依
賴。

拜登25日預定轉往波蘭訪問，而根據白宮的聲明，他將到
距離烏克蘭邊境約80公里的波蘭城市熱舒夫，波蘭總統杜達將
在當地歡迎他。拜登將聽取有關波蘭如何處理數百萬烏克蘭難民
的簡報，並在熱舒夫會見駐紮在波蘭的美軍第82空降師士兵。

從俄侵烏克蘭記取教訓 安倍：集體自衛權很重要
(本報訊)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今天接受日本產經新聞專訪，

談到俄羅斯侵略烏克蘭一事時表示，對日本而言，此事態不能置
身事外，日本從中應得到的教訓是集體自衛權很重要。

俄羅斯持續侵略烏克蘭，並表明停止與日本進行簽署和平條
約的協商。對此，安倍接受產經新聞專訪時指出，俄羅斯侵略烏
克蘭，原本日俄可以協商簽署和約的環境已不存在，責任不在日
本，而是在俄羅斯。

他說，日本的鄰國俄羅斯是軍事強國，日本盼解決北方領土
問題，日俄簽署和平條約也是北方四島前島民的宿願，日本政府
今後也不會改變此方針。

對於下令揮軍攻打烏克蘭的俄羅斯總統蒲亭，安倍說： 「雖
然蒲亭是崇尚武力者，但我認為他不是理念型而是現實（務實）
主義者，所以對於他（對烏克蘭）開啟戰端，我感到很驚訝。」

他強調，烏克蘭如果是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加盟國
的話，就不會遭俄羅斯侵略。沒有國家會與同盟國以外的國家站
在同一陣線。

觀察到烏克蘭抗戰到底的現狀、德國在俄軍侵略烏克蘭後大
幅調漲國防經費一事，安倍說： 「自己的國家自己救是基本」，
有必要擁有攻擊敵方基地的 「打擊力」。

去年眾議院選舉時，執政黨自由民主黨提出的政見是將防衛

費（國防費）擴充到國內生產毛額（GDP）2%以上。安倍認為
這是理所當然的事，因為沒有國家會與不想致力於國防的國家一
同奮戰。

北韓24日試射 「新型」洲際彈道飛彈，安倍認為，今後有
必要討論 「核武遏止力」課題，探討如何做才能使北韓不對日本
動用核武。

有關修憲議題，日本眾參議兩院的憲法審查會目前正在進行
修憲討論，安倍對此表示很高興。鑑於烏克蘭局勢，安倍認為自
民黨的修憲4項之一、也就是在憲法第9條內明載自衛隊一事，
現在正是好好拿出來討論的時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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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臘又一高官新冠檢測呈陽性
3月底疫情或再度飆升

綜合報導 希臘內政部副部長斯塔夫羅斯•卡拉法蒂斯(Stavros Kala-

fatis)新冠檢測呈陽性。此外，希臘專家指出，到3月底，希臘的每日新

冠病例數可能達到3萬例。

斯塔夫羅斯•卡拉法蒂斯在社交媒體發文稱：“我在今天進行的常

規新冠快速測試中結果呈陽性。我將遵循防疫規定，目前我已在家自我

隔離，接下來的幾天我將居家辦公”。

另一方面，希臘肺病學教授兼希臘肺學會副會長尼科斯•查納基斯

(Nikos Tzanakis)在當地電視台發表講話時預測，到3月底，希臘的每日

新冠病例數可能達到3萬例。

查納基斯強調了接種新冠疫苗在預防新冠嚴重疾病方面的重要性，

但他補充說，在3-4個月之前接種疫苗的人與未接種疫苗的人群一樣，

仍可能感染新冠病毒。他還說，“然而，他們中的大多數人將沒有症狀

或僅有咽喉炎這一輕微症狀。”

當被問及對第四劑加強針的看法時，查納基斯說，應該考慮爲患有

呼吸系統疾病、慢性腎病和心力衰竭等慢性疾病的人注射第四劑。他補

充道：“當局可能不得不研究對75歲以上的人進行第四劑疫苗注射的可

能性。”

當地時間3月21日晚，希臘國家公共衛生組織宣布，過去24小時，

希臘新增23529例新冠確診病例，當日新增死亡58例。

俄烏沖突影響中歐班列，物流公司焦慮
綜合報導 100多萬個集裝

箱原定通過一條6000多英裏的

鐵路運輸。這條鐵路連接西歐

和中國，途經俄羅斯。而如今

，貨物不得不尋找新的海運路

線，從而增加了成本，並可能

加劇全球供應鏈的混亂。

隨著俄烏戰事愈演愈烈，

運輸零部件、汽車、電腦和智

能手機的出口商和物流公司，

正在尋求避免通過俄羅斯或戰

區的陸路路線。安全風險和制

裁帶來的支付障礙也在增加。

歐洲最大貨運代理公司之一、

總部位于瑞士的德迅國際表示

，公司已不接收從中國發到歐

洲的鐵路貨物。總部位于芝加

哥 的 物 流 業 信 息 供 應 商

FourKites Inc.的負責人表示，

一些公司正在轉向海運。這加

劇一些大港口的擁堵，給疫情

引發的全球供應鏈緊張造成進

一步壓力。首爾的運輸分析師

Um Kyung-a說：“目前這種時

候，即使運輸成本較高，也要

把貨物送到……保持生産不中

斷更重要。”

據報道，自3月

開始，從中國大連

港發歐洲的鐵路貨

物出口量已大大減

少。而今年頭兩個

月的貨運量平均增

長在 70%以上。中

國與歐洲之間的鐵

路聯系是在過去十

年 間 形 成 的 ， 是

“一帶一路”倡議

的一部分。這是一

個雄心勃勃的外交

政策和經濟戰略組合。根據貝

恩公司估計，去年中歐鐵路運

輸了大約146萬個集裝箱，載

有約750億美元的貨物。

從中國、哈薩克斯坦、俄

羅斯、白俄羅斯和其他國家延

伸出來的鐵路網絡，將中國的

衆多商業中心與歐洲很多城市

（如莫斯科、明斯克、漢堡、

米蘭、華沙、慕尼黑和馬德裏

）連接起來。除了消費電子産

品和汽車，木質産品和石油化

工産品也搭上順風車。物流公

司表示，將亞洲貨物通過鐵路

運往歐洲大約需要兩周，而海

運需要一個月。

去年疫情期間，網上供應

商急于滿足筆記本電腦和手機

的需求熱潮，（中歐）鐵路提

供了一條關鍵生命線。今年，

如果不使用鐵路，消費電子産

品受到的影響可能會最大。

敘利亞總統訪問阿聯酋後
伊朗外長抵敘強調“共同立場”

綜合報導 伊朗外長阿蔔杜拉希揚抵達敘利亞首都大馬士革，與敘

利亞外長梅克達德舉行會談，討論伊核協議、烏克蘭危機等事態發展。

在此之前，敘利亞總統阿薩德剛剛結束對阿聯酋的訪問，這是阿薩德自

2011年敘利亞戰爭爆發以來首次訪問阿拉伯國家。

據美聯社報道，阿蔔杜拉希揚抵達後，梅克達德在大馬士革機場對

記者發表了講話。“我們今天將討論俄羅斯在烏克蘭開展軍事行動後的

巨大發展。”梅克達德表示，“我們將討論這背後的原因，將討論我們

對這些事態發展的共同立場。”

阿蔔杜拉希揚用波斯語發表講話稱，伊朗與敘利亞的戰略關系處于

“最佳狀態”。他還罕見地用阿拉伯語表示，“我們在同一條戰線上，

我們支持敘利亞的領導層、政府和人民。”

據報道，在訪問期間，阿蔔杜拉希揚還可能談到恢複伊核協議談判

的最新進展。此外，阿薩德上周訪問了阿聯酋，這是他11年來首次訪問

阿拉伯國家，伊敘外長會談可能也將提及相關情況。

路透社報道稱，阿薩德對阿聯酋的訪問顯示出，曾經支持推翻阿薩

德政府的一個美國盟友，與敘利亞的關系正在升溫。

美國強烈譴責阿薩德的阿聯酋之行。美國國務院指責阿薩德試圖

通過此次訪問使其政府合法化，並表示“深感失望和困擾”。

在這一系列訪問進行時，美國正忙于與盟友協調合作，應對俄烏衝

突。包括阿聯酋在內的海灣國家均謹慎應對這場衝突，普遍不願加入西

方對俄制裁的行列。

英國稱
停止使用石油和天然氣的日子不遠了

準備好了嗎？

綜合報導 英國廷德爾（Tyndall

Centre）氣候變化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員表

示，富裕國家應該在 12 年內完全停止

開采石油和天然氣，而貧窮國家還有

28 年的時間來告別化石燃料，這讓世界

有百分之五十的機會避免氣候變化的最

嚴重後果。

在2015 年的《巴黎氣候協定》中，

一致認爲全球變暖必須限制在“遠低于

2 度”的標准，最好能夠接近 1.5 度，

但這將需要“比任何政府目前正在考慮

的”更快地減少碳排放，研究人員總結

道。

在他們的報告中提出了一個問題，

即一個國家的經濟對化石燃料的依賴程

度如何。看來，許多貧窮國家會因爲迅

速放棄化石燃料而在政治和經濟上陷入

癱瘓，而富裕國家有更多的收入來源，

因此有能力提前停止使用，並且在向可

再生能源過渡的過程中將繼續保持相對

的繁榮。

研究人員稱，因此，富裕國家必須

在氣候政策方面帶頭。

據荷蘭氣候科學家先前告訴荷蘭媒

體NOS稱，這是國際上很久以前就同意

的觀點。發達國家排放的二氧化碳比世

界其他地區多得多，二氧化碳留在空氣

中，導致全球氣候變暖。

而且，窮國總是先等待富國的行

動，因爲如果富裕國家還沒有這樣做，

他們爲什麽要這樣做呢？盡管近幾十年

來歐盟的廢氣排放量有所下降，但歐盟

的人均排放量仍遠高于貧困國家。

報告說：“數字很清楚。如果世界

維持當前排放二氧化碳的水平10年，讓

地球氣溫不高于1.5 攝氏度，有50%的

機會；達到最大升溫的 1.5 度，有

67% 甚至更高的可能性，將下降到僅僅

只有7年。”

目前，科學研究還不確定究竟可以

排放多少溫室氣體來將升溫限制在一定

水平。

科學家們的研究著眼于所謂的碳預

算，這是指人們仍被允許排放的二氧化

碳量，以將全球變暖限制在一定水平。

例如，對于 1.5 度的升溫（從 2020 年

開始），剩余的碳預算仍然約爲500 gi-

gaton（10億噸），而現在世界每年的排

放量略高于 40 gigaton。

研究人員說，無論如何，新的化石

燃料儲備都不能再使用了，因爲 “該報

告明確表明，碳預算中沒有余量容納任

何類型的新的化學燃料生産設施，無論

是煤礦、油井還是天然氣田。”

植樹的重要

荷蘭環境評估署的範弗倫（De-

tlef van Vuuren）說，這項新的研究很

有趣。他曾參與過聯合國氣候專門委

員會 IPCC 的報告，但在他看來，一

些數字和結論，例如關于2034 年的說

法過于絕對，因爲還有其他因素在氣

候變暖的問題上發揮作用。例如，如

果各國開始大量植樹，並將二氧化碳

排放到地下，那麽這個年限可以進一

步押後。

根據範弗倫的說法，有趣的是，與

各國必須實現能源轉換的時間問題得到

了專門研究，而能源過渡也必須是公平

的，並要有足夠的支持。“當然，有些

（發達）國家仍然非常需要依賴化石能

源，所以，可以問問這些國家是否要求

同樣的速度。”

俄烏沖突引發物價飛漲
德國雜誌建議民眾改變消費習慣：比如喝自來水

綜合報導 據報道，隨著俄烏衝突爆

發以及西方各國持續對俄制裁，全球相

繼出現供應鏈紊亂、能源價格上漲等

問題，這些情況反過來大幅影響了德

國連鎖超市的産品選購範圍及零售價

格。該背景下，德國《焦點》周刊給

德民衆提了幾點建議，讓其改變消費

和生活習慣，以便在物價飛漲的情況下

省錢，其中一條就是喝自來水、而不是

購買瓶裝水。

關于德國超市商品價格的具體情況，

德國《焦點》周刊介紹稱，比如意大利面

和葵花籽油這些生活基本産品，其價格分

別上漲了40%和100%。洗滌劑、礦泉水、

奶制品、咖啡和衛生紙也變得更貴。德國

大衆連鎖超市奧樂齊（ALDI）上周上調了

140種不同商品的價格，其他超市可能也

會跟著效仿。

對此，這家雜志給德國消費者提出了幾點

“省錢”建議。第一，德國民衆可以喝自

來水，而不是花錢購買瓶裝水。爲此文章

甚至列出了一些在德國生産自來水過濾系

統的公司，稱這

些設備可以改善

提升自來水的味

道口感。

報道稱，該

雜志還建議德國

消費者應購買應

季水果、蔬菜，

因爲這些産品物

流成本更低，價

格也會更便宜。

另外，文章推薦

民衆在超市購物

時選擇當地的或不知名的品牌，文章稱，

幾乎每一家連鎖超市都有自己的廉價産品

系列，這些産品由大生産商提供支持，與

其他類似産品幾乎一樣或只是略有不同，

但價格卻能最多低出60%。

最後該雜志說，德國民衆應該密切

關注各家超市的銷售和折扣情況，囤一

些大包裝、保質期長的産品，節省生活

成本。

據此前報道，德國聯邦統計局本月11

日公布的數據顯示，受能源價格大幅上漲

、供應瓶頸等因素影響，德國2月通脹率

爲5.1%。數據顯示，2月德國能源價格同

比上漲22.5%，顯著高于當月整體通脹率

，對通脹産生巨大影響。去除能源價格因

素，當月通脹率爲3.3%。此外，當月食品

價格同比上漲5.3%，服務業價格同比上漲

2.8%。



AA77美國新聞
星期六       2022年3月26日       Saturday, March 26, 2022

（綜合報導）美國共和黨籍前總統川普今天控告前國務卿
希拉蕊．柯林頓（Hillary Clinton）及民主黨領袖等人，聲稱這
些人誣指他在2016年總統大選之前與俄羅斯勾結。

法新社報導，川普向佛羅里達州聯邦法院提出的訴狀寫道
： 「在2016年大選的準備期間，希拉蕊．柯林頓及其同夥策劃
一起不可思議的陰謀，不僅震撼良心，也冒犯了這個國家的民
主。」

「被告們串通一氣，惡意謀劃，編造虛假敘事，指稱共和
黨籍對手川普與敵對外國主權勾結。他們合謀只有一個自私自
利的目的：誹謗川普。」

訴狀還寫道： 「為了推動計畫所採取的行動包括偽造證據
、欺瞞執法機關、濫用高度敏感資料來源，這些行動是如此無

法無天、具顛覆性和煽動性，連水門案（Watergate）都相形見
絀。」

除了希拉蕊．柯林頓之外，其他被告還有民主黨全國委員
會（Democratic National Committee）、擔任希拉蕊．柯林頓
2016年競選總幹事的波德斯達（John Podesta）及前聯邦調查局
（FBI）局長柯米（James Comey）。

前英國情報員史蒂爾（Christopher Steele）也在被告之列，
他在選前提出一份文件，內容包含據稱對川普不利的資訊。

川普多次批評史蒂爾的文件 「造假」， 「紐約時報」也判
斷並無確鑿證據可支持這份文件中的許多說法。一名參與撰寫
這份文件的俄羅斯分析師已因欺騙調查此案的FBI探員而在美
國被起訴。

其他被告還包括效力於希拉蕊．柯林頓競選陣營的博欽
（Perkins Coie）律師事務所，以及博欽雇用來研究競選對手的
Fusion GPS公司；這家私人企業專門從事商業研究、提供戰略
情報。

川普希望進行陪審團審判，並索求至少7200萬美元的賠償
金。

前特別檢察官穆勒（Robert Mueller）調查俄羅斯涉嫌干預
2016年大選一案，披露川普顧問曾多次會晤俄國人。

但穆勒沒說川普陣營與俄羅斯之間有犯罪陰謀，川普因而
聲稱 「不存在勾結」。

由共和黨主導的聯邦參議院小組發布報告，也揭露川普陣
營成員與俄國官員之間有許多聯繫，但未斷言有密謀。

平壤試射新洲際飛彈 美制裁參與俄企與北韓實體

美宣布新制裁名單
俄羅斯最大銀行總裁在列

（綜合報導）美國國務院今天表示，美國已對兩家俄羅斯
公司及1個北韓實體實施制裁，因為他們提供敏感物料供北韓
飛彈計畫使用。

被制裁的兩家俄羅斯公司分別是Ardis Group of Companies
LLC和PFK Profpodshipnik LLC，遭制裁的北韓實體則是 「第二
自然科學研究院外事局」

（Second Academy of Natural Science Foreign Affairs Bureau
）。

美國國務院表示，俄羅斯人米庫林（Igor Aleksandrovich
Michurin）和北韓人李成哲（Ri Sung Chol，音譯）同樣遭到
制裁。

美國宣布制裁的時間點，是在北韓表示該國正在測試一種
新型、威力強大的洲際彈道飛彈的同一天。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萊斯（Ned Price）在聲明中說： 「這
些措施是我們持續努力阻止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DPRK
）推進其導彈計畫的一環，而這凸顯的是，在那令人擔憂的計

畫中，俄羅斯在世界舞台上扮演擴散者的負面角色。」朝鮮民
主主義人民共和國是北韓的正式國名。

美國也制裁了中國的鄭州南北儀器設備有限公司（Zheng-
zhou Nanbei Instrument Equipment Co Ltd），因為該公司違反
管制生化武器擴散機制 「澳大利亞集團」（Australia Group），
向敘利亞提供設備。

美國國務院表示，對這家中國公司的制裁，凸顯了北京方
面在執行出口管制及防止擴散所做努力上有其缺陷。

「「通俄門通俄門」」 後續後續 川普控告希拉蕊等人密謀誹謗川普控告希拉蕊等人密謀誹謗

（綜合報導）鑒於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沒有停歇跡象，美國
今天加強對俄國施壓，針對俄國數十家國防企業、數以百計國
會成員及俄國最大銀行總裁祭出新一波制裁。

路透社報導，美國財政部也在網站公布方針，警告涉及俄
羅斯的黃金相關交易恐受美國當局懲處，此舉旨在阻止俄羅斯
規避現有制裁。

一位不願具名的高階政府官員說： 「我們這麼做的目的，
是要有條不紊地取消俄羅斯曾作為國際經濟秩序參與者所享有
的利益和特權。」

俄軍一個月前入侵烏克蘭以來，美國及其盟國已實施多輪
制裁，目標包括俄國最大的幾間銀行和總統蒲亭（Vladimir

Putin）。
美國財政部在一份聲明中說，新的制裁鎖定超過40家俄羅

斯國防企業，包括國有的戰術飛彈公司（Tactical Missiles Corp
）及相關28家企業，連同公司總經理在內一併制裁。

財政部表示，華府的行動與歐洲聯盟（EU）、英國和加
拿大採取的類似措施一致。

財政部指出，這家已受到英國制裁打擊的俄羅斯國防公司
，生產俄羅斯用於對付烏克蘭的海軍系統和武器，包括在俄軍
攻勢中廣泛使用的高速空中導引飛彈Kh-31。

新名單上的其他公司包括俄羅斯軍用、民用和軍用直升機
，以及無人機的彈藥製造商，財政部稱，這些無人機最初設計

用於監視，但已被 「重新利用」於攻擊烏克蘭軍隊。
財政部新的制裁對象還包括俄羅斯國家院（Duma）328名成員

與俄羅斯最大銀行聯邦儲蓄銀行（Sberbank）總裁葛瑞夫
（Herman Gref）。財政部稱葛瑞夫與蒲亭關係密切。
這位官員說，美國已警告蒲亭，倘若入侵烏克蘭，將招致立即

而嚴重的後果，如今他們已兌現這項威脅。這位官員指出
，俄羅斯正面臨嚴重的通貨膨脹和經濟痛苦，將掉出世界前20
大經濟體。

這名官員說： 「俄羅斯在21世紀的競爭中很快將面臨思想
、人才和技術的嚴重短缺，而蒲亭將面對他自己造成的戰略失
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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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總統辦公室搬遷決定被指急切
近30萬民眾請願阻止

綜合報導 韓國候任總統尹錫悅宣布

將總統辦公室遷出青瓦台，搬至位于首

爾市龍山區的國防部大樓。此舉不僅引

發韓國政黨的擔心，也招致韓國民衆反

對，目前已有超過29萬人向青瓦台請願

，希望阻止將總統府遷出青瓦台。與此

同時，搬遷所需的費用也引發質疑。

當選後10天確定搬遷總統辦公室
3月20日，在總統職務交接委員會

挂牌成立後的首次記者會上，尹錫悅公

布了《青瓦台總統辦公室搬遷方案》。

他表示，考慮到給民衆帶來的不便及

向民衆開放青瓦台的承諾等，應迅速

做出搬遷決定並予以推進。

他計劃在5月10日就職儀式結束

後，馬上前往新辦公室開展工作，並

對外開放青瓦台，包括本館、迎賓館

、綠地園和常春齋。

事實上，尹錫悅首次提出搬遷總

統辦公室的承諾，是在1月下旬。當選

後僅10天便最終確定。搬遷地由光化門

變更至龍山國防部大樓的決定，距離該

方案被正式提出，也僅有5天。

由此看出，尹錫悅本人推進搬遷的

意願非常強烈。

這不僅在共同民主黨，就連其所在

的國民力量黨內部，也出現了要求其放

緩速度的意見。還有批評指出，應對新

冠疫情等問題更爲重要。

不過尹錫悅認爲，若推遲做出決定

，將無法遵守承諾。

近30萬民衆請願阻止

對此，韓國民衆在總統府青瓦台官

網問政平台，發起“反對候任總統尹錫

悅將第二十屆總統辦公室從青瓦台遷往

龍山”的請願。

請願書稱，尹錫悅的總統任期最多

5年，但他卻浪費數千億韓元的稅收，

來打造自己的辦公室。這筆錢本該投入

到經濟、民生和防疫領域。

截至 21日，該請願已吸引超過 29

萬人聯名，人數達到主管部門答複標

准。

原則上，主管相應事務的總統

幕僚、部長或副部長等官員要正式

答複“達標”請願。因此，現政府是

否對下屆政府的爭議政策表態，備受

關注。

否認搬遷費用質疑
關于搬遷費用的有關質疑，尹錫悅

表示，搬遷費用推算爲496億韓元，其

中包括國防部搬遷至聯合參謀本部所在

大樓的費用、辦公室裝修費用等。

他反駁稱，該數據由企劃財政部估算

，共同民主黨所說的一萬億韓元規模毫無

根據，這筆費用將從預備費中支出。

不過，韓媒指出，尹錫悅所說的496

億韓元並不包括聯合參謀本部的搬遷費

用，也未計入國防部的防護設施重建、

電算網遷移等費用。

共同民主黨認爲尹錫悅對費用的估算

過低。預計今後圍繞相關費用的爭議，

將進一步升溫。

日本首次發布電力供應緊張警報
政府呼籲民眾節電

綜合報導 據日本放送協會(NHK)

報道，受福島縣近海地震影響，日本

部分發電廠受損後仍未恢複運行，再

加之天氣原因，日本電力供應出現緊

張局面。21 日，日本政府首次發布

“電力供應緊張警報”。

報道稱，受16日福島縣近海地震

的影響，位于該縣的“廣野火力發電

廠”6號機組等受損至今仍停止運行。

此外，由于日本關東地區22日氣

溫下降，電力需求增多，日本政府呼

籲東電轄區內的用戶在當地時間22日

8時到23時節約用電。

當地時間21日晚，由于日本政府

預計，東電轄區包括東京都在內的1

都8縣的電力供應余力、即“電力預

備率”可能大幅低于維持電力穩定供

應的最低限度。一旦無法確保電力供

應，可能導致大規模停電。

爲此，日本政府發布了“電力供

應緊張警報”。報道稱，這是日本政

府首次發出此警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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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就俄羅斯拒絕與

日本就和平條約問題繼續進行談

判一事，日本官房長官松野博一

表示，俄方試圖將起因爲在烏克

蘭的特別行動所引發的事態轉嫁

到日俄關系上的做法極其不當，

日方堅決無法接受。

松野博一還表示，俄政府並

未事先通告。他指出，“解決領

土問題並締結和平條約的政府基

本方針不變。”

據此前報道，俄羅斯外交

部發布消息稱，由于日本就烏

克蘭局勢做出非友好行爲，俄

羅斯拒絕與日本就和平條約問

題繼續進行談判。俄羅斯衛星

通訊社報道指出，采取該措施

是因爲日本單方面就烏克蘭局

勢對俄羅斯實施限制。

此外，俄羅斯還退出與日本

關于南千島群島(日俄爭議島嶼

，日本稱“北方四島”)聯合經

濟活動的交流。俄羅斯外交部強

調，所有這些破壞俄日合作的責

任由東京擔負。

俄羅斯與日本在二戰結束後

一直未能簽署和平條約。日本以

1855年俄日簽訂的雙邊貿易邊界

條約爲依據，要求歸還四個日俄

爭議島嶼，並將歸還島嶼作爲與

俄方簽訂和平條約的條件。莫斯

科則認爲俄方對其擁有無可爭辯

的主權。

俄羅斯總統普京與時任日本

首相安倍晉三2018年11月在新加坡舉行會晤，商定在

1956年《蘇日共同宣言》基礎上加快和平條約談判進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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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要求接回呈陽院友的院舍負責人趙小姐24日向香港文匯
報表示，據她在院舍所見，不少長者因為身體虛弱，若無

接種疫苗，一般需要十至二十多天，病毒檢測才轉為陰性，
“要我哋接回的一名院友，本月20日確診，在瑪麗醫院留院僅
4天就話轉陰，加上連一份檢測報告都無，叫我點信。另一名要
接回的院友也僅留院6天，我哋快測發現兩人都呈陽性。”

她強調，院舍並非想推卸照顧院友的責任，而是該院舍
的環境實在不適合接回呈陽院友。她指出，早於上月份院舍連
環爆疫時，社署曾派出職員前往該院舍視察，經評估後認為院
舍設施簡陋，難以做到隔離安排，遂提議他們將當時14名染
疫長者送到亞博館及公立醫院。“將染疫院友送出後，我哋好
努力消毒環境。”好不容易才清零，卻收到瑪麗醫院將仍呈陽
性的院友送回，趙小姐激動地說：“咁樣等於再次播疫，我對
唔住餘下60幾位仍未確診嘅長者，點都要保住佢哋。”

護士：只負責出院其他唔知
趙小姐表示，明白公立醫院病床資源寶貴，騰出病床予

更有需要的病人無可厚非，但呈陽院友也能送到其他社區隔離
設施，以及長者暫託中心。事實上，根據特區政府的分層分流
政策，有關設施正是為病情較輕微的病人而設，故趙小姐要求
瑪麗醫院將院友暫時轉介到社署轄下的隔離設施或暫託中心，
卻發現醫管局與社署協調機制不足。

她向醫院護士提出轉介要求，對方回應：“我哋只係負
責出院，其他嘢乜都唔知。”趙小姐遂要求轉介到醫管局轄下
的亞博館，對方仍回應：“我哋無聯繫，要搵你哋自己去
搵。”趙小姐24日隨即聯絡外展護士要求轉介，豈料對方語
帶無奈說：“我哋做唔到轉介，只知道港灣道（體育館）那邊
暫託中心好似有位，但唔知點轉介，不如你哋聯絡醫院安
排。”

其他暫託中心研直收院舍確診者
香港文匯報就有關情況向社署查詢，署方回應稱目前有

轉介機制，院舍可申請將檢測呈陽性的長者直接送往亞博館暫
託中心，醫管局會評估有關長者是否適合在亞博館暫託中心接
受照顧，而衞生署則會發出隔離令。其他地區設立的暫託中心
會透過醫管局轉介，接收確診但症狀輕微的長者病人，以及經
醫管局評估後確認為正在康復並適合入住暫託中心的體弱長
者。

社署表示，會與其他部門，包括食物及衞生局、醫管局
及衞生署研究是否需要設立更多暫託中心直接接收來自院舍的
確診長者。

院舍是香港第五波疫情的重災區，病毒源頭除

了職員，還有病毒未清的院友。香港文匯報連日披

露在醫管局寬鬆的出院指引下，有多家院舍反映要

從醫院或社區治療設施接回仍呈陽性的院友，這問

題迄今仍未解決，更暴露政府部門之間協調不足的

問題。港島一間院舍前日被瑪麗醫院要求收回兩名

仍呈陽性的院友，其中一人僅留院4天，另一人住

院6天，快速測試仍呈陽性。院舍要求將院友轉介

到社署管理的暫託中心照料，以免院舍再爆疫，醫

院卻以“你哋自己去搵（社署）”回應。另一邊廂，暫

託 中 心 的 入 住 率 只 有 31.5% 。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禮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威）香港第五
波疫情早前海嘯式上升，一度出現多達1,500
人在急症室等候入院的慘況。為應對危機，醫
管局於本月初採取分層分流治療策略，包括設
立定點醫院增加病床等，實施至今初見成效，
公院接收病人的能力有所提升。但香港醫管局
坦言，若疫情持續惡化，現有病床數量及人手
將無法負荷，需要內地加強支援，香港亦需加
大力度保護長者。醫管局重申，現時以減死
亡、減重症及減感染為目標。

香港醫管局質素及安全總監鍾健禮24日向傳
媒表示，確診個案早前曾海嘯式上升，兩三天增
加一倍，且大部分患者為長者及有長期病患，部
分病情嚴重，且不少人未接種新冠疫苗。因個案
激增，公立醫院急症室一度出現多達1,500人等
候入院，救護車在院外大排長龍，即使病情嚴重
者也未能即時獲安排留醫，服務陷入崩潰。

香港醫管局總行政經理（感染及應急事務）
莊慧敏指出，為應對情況，特區政府與醫管局於
本月初起實施分層分流治療策略，按患者的病情
劃分為五層，再分流治理，以善用有限的醫院資
源，同時令重症病人可優先接受治療。

救治第一層及第二層，即病情最嚴重的患
者對減重症及死亡非常重要。莊慧敏表示，策略
包括設立6間定點醫院，集中資源照顧危殆及嚴
重病人，同時將一半公立醫院普通科病床改為照
顧新冠病人，令病床數量由逾2,000張倍增至
1.15萬張；又購入1,000部高流量鼻導管儀器以
協助患者呼吸；以及提供多種不同藥物治療患者
等。她指出，現時病床的使用量逾9,000多張，
計及需時清潔流轉，用量已近飽和。

亞博下周增收100症
至於設於亞博館的社區治療中心，莊慧敏指本有

900張床位，惟由於人手不足，故早前只能接收約250
名病情較重及長期臥床的病人，但因有內地援港醫療隊
提供協助，病人數目已增至350人，預計服務規模及護
理能力於下周可增至照顧450名病人。

莊慧敏表示，分層分流治療策略推行大半個月，已初
見成效，醫院接收病人的能力有所提升，病人在急症室等
候的情況也有改善，危殆及嚴重個案也可及時安排送院。
惟她及鍾健禮承認，公院的新冠病床數量已到極限，難再
增加，需倚靠內地援建，例如在河套興建有逾千床位的醫
院，以及有更多內地援港醫療隊增援，才可作出應對。

鍾健禮又提到，保護長者是抗擊疫情的重要目標，
呼籲長者及早接種疫苗，如有病徵立即接受檢測，確診
後盡快服用新冠口服藥物，以紓緩病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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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暫託中心入住概況
暫託中心

東涌亞博2、3、5、6、7號館

觀塘彩榮路體育館

深水埗石硤尾公園體育館

灣仔港灣道體育館（3月16日運作）

九龍城啟德首階段（3月21日運作）

元朗天水圍體育館（3月23日運作）

註：資料截至3月24日上午9時

資料來源：香港社會福利署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床位（張）

1,018

144

180

130

402

130

接收（人）

437

54

115

14

8

4

使用率（%）

42.9

37.5

63.9

10.8

2.0

3.1

啟德暫託中心8人住402床

201宗病亡 壯年印傭兩天猝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院舍大
呻轉介院友到長者暫託中心難，是否因為
暫託中心床位緊張，有心而無力？根據香
港社署資料顯示，截至24日上午9時，全
港長者暫託中心使用率並不高，只有
31.5%。例如亞博館暫託中心有437張床
位正在使用，使用率為42.9%；分別於2
月下旬及3月初啟用的彩榮路體育館與石
硤尾公園體育館，使用率分別為37.5%及
63.9%。至於3月21日起分階段投入運作
的啟德暫託中心，可使用的402張床位的
使用率僅2%（見表）。

石硤尾公園體育館暫託中心由九龍
樂善堂組成照顧專隊，協助社署營運。樂
善堂總幹事劉愛詩24日在回覆香港文匯
報查詢時表示，現時香港每日確診宗數由
逾5萬宗回落至1萬多宗，安老院舍爆發
疫情狀況亦顯著下降，加上社署對院舍支
援增加，如投入資源增加外展醫生診治患
病長者的日數由2天增至7天、閉環式員
工管理、提供員工抗疫津貼、多作感染控

制教育等多方推行，相信長者暫託中心入
住率下降是反映疫情漸趨緩和。

惟她指出，疫情反覆，目前預先設
定好長者暫託中心，待一旦疫情急轉直
下就有充分床位支援公營醫療體系和院
舍，並有富經驗的人手負責照顧服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24
日新增逾1.3萬宗新冠病毒確診個案，連
續6天單日確診宗數低於2萬宗，第五波
疫情累計個案逾108萬宗。香港衞生防
護中心表示，發現1宗個案懷疑刻意在
快速測試陽性申報平台提供虛假資料，
已轉交警方跟進，擬考慮採取執法行
動。

覆檢快測陽性1.2萬宗 170人陰性
香港24日新增13,074宗確診個案，

包括1宗輸入個案，其餘本地個案中，

有7,342宗是經快速抗原測試平台呈報，
第五波疫情累計有1,088,593宗個案。衞
生防護中心表示，至今收到超過39萬宗
快速測試陽性呈報，抽樣為當中11,992
人進行核酸覆檢，有170人呈陰性，被
送往竹篙灣社區隔離設施再進行觀察及
測試。中心並發現1人懷疑刻意提供虛
假資料。

24日再多201宗新冠死亡病例，當中7
人較年輕，包括一名45歲印尼女傭。她無長
期病患，已接種兩劑復必泰疫苗，本周一
（21日）發燒、發冷及胃口差，翌日就在家

中昏迷不醒，入院檢測發現陽性，延至23日
不治。其餘死者分別有癌症、腦腫瘤等長期
病患。

對香港新冠死亡率高企，香港衞生防
護中心傳染病處首席醫生歐家榮24日在疫
情簡報會表示，若計算整個新冠疫情，香
港死亡率與西方國家相近，惟過去兩三個
月比率突然上升。他分析，由於香港正面
對嚴峻疫情，長者疫苗接種率不足，導致
死亡個案主要影響長者，而死亡病例由染
疫至死亡一般有一兩周或更長時間演變，
目前死亡數字反映較早前情況。

個案統計

爆疫院舍
◆ 2間安老院及1間殘疾院舍
◆過去兩周有60間安老院（7.5%）及35間殘疾院舍（10.4%）出現

個案或爆發

醫管局概況
◆ 11,193名新冠病人留院（40人危殆，64人嚴重）
◆將有內地中醫團隊來港，與醫管局合作治療新冠病人
◆血庫告急，呼籲市民踴躍捐血

資料來源：香港衞生防護中心、醫管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疫情簡介
單日確診

13,074宗
（包括1宗輸入）

核酸：5,732宗
快測：7,342宗

•第五波確診：1,088,593宗
•單日死亡：201人
•第五波死亡：6,557人，死亡
率為0.60%

◆天水圍體育館暫託中心23日投入運
作。

◆香港醫管局質素及安全總監鍾健禮和香港醫管局總行
政經理（感染及應急事務）莊慧敏。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有院舍中人表示有院舍中人表示，，並並
非想推卸照顧院友的責非想推卸照顧院友的責
任任，，而是院舍的環境實而是院舍的環境實
在不適合接回呈陽的院在不適合接回呈陽的院
友友。。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陽性長者逼回舍 暫託床位三空二
護老院指醫局無盡責轉介 社署稱院舍可申送亞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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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海外有傳言，東航開展自主維修
波音737-800，還有人說東航壓縮
維修成本，是否存在這個問題？

東航集團黨組宣傳部部長劉曉東回應，上述
傳言不實。首先，事故原因調查唯一權威的
信息渠道是事故調查組，東航正積極配合調
查；其次，失事飛機未有涉及該組件的維
修。2019年10月，根據美國聯邦航空管理
局（FAA）的安全提示，波音對全球的737
飛機的機身和機翼的連接部位組件，也就是
俗稱的“拔叉”進行緊急調查，涉及到全國
數千架在冊飛機，其中東航雲南有限公司有
飛機一架。東航技術雲南分公司在波音的合
作和授權下進行了專業檢修，完全符合民航
的適航要求。該飛機於2020年9月8日退出
機隊，此次事故飛機機齡6.8年，遠沒有達到
機型適航指令標準中拔叉部件最嚴格的檢修
標準——22,600個飛行起落。因此，“3·
21”墜機事故飛機完全不涉及該部件的檢修
問題，網傳信息不實。

關於維修成本問題，劉曉東表示，我想強
調的是即使在疫情期間，航班量減少，中

國東航為確保安全，維修成本不但沒有降
低，反而有所增加，2021年的維修成本比
2019年增加了12%。東航作為上市公司，
相關的數據是公開和有據可查的。

搜尋調查熱點問答 來源：中新社、澎湃新聞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及央視新聞報道，中國國家應急處置指揮部24

日下午通報，東方航空公司MU5735航班部分主要殘骸已找到，飛機大部分殘

骸集中在主要撞擊點周圍半徑30米左右的核心區域內，深度從地表向下延伸約20米左

右。中國民航局航空安全辦公室主任朱濤介紹，此前尋獲的一部黑匣子（港稱黑盒）

即駕駛艙語音記錄器已於23日晚由專人送抵在北京的譯碼實驗室，數據下載和分析工

作正在進行中，不排除存儲單元損壞的可能性。救援應急隊伍將繼續加大搜尋力度，

全力尋找第二部記錄器。不過，央視新聞當天在現場報道，專家分析第二個黑匣子

（即飛行數據記錄器）的信號發射器可能受損，現場無法搜尋到它發出的信號。

截至24日下午4時，搜救人員共搜尋到遇難者
遺物21件、飛機殘骸183份和部分遇難者遺

體殘骸，已移交調查工作組。
發布會通報，尋獲的主要殘骸包括：發動機葉

片及渦輪殘件、發動機吊架殘件、左右側水平尾翼
殘件、副翼自動駕駛作動器以及部分機翼殘件。救
援人員在現場還發現了駕駛艙內的機組逃生繩和機
組手冊殘片以及部分機組證件。

在離事故核心現場約10公里處，搜救人員也發
現了一個疑似飛機殘骸碎片。廣西消防救援總隊總
隊長鄭西在發布會上介紹，發現殘骸碎片的地點在
梧州市藤縣藤州鎮四旺村鴉塘組一農田，長度約
130厘米，最寬約10厘米。

朱濤說，目前已經基本確定事故的主要撞擊
點，調查人員仍在現場繼續開展現場勘查和重要殘
骸的取證工作，為下一步查明事故原因做好基礎性
工作。

同步開展其他方面取證工作
針對目前網上傳播的飛機最後機頭垂直向下砸

向地面的視頻，朱濤表示，由於航空器事故調查是
專業性和系統性極強的技術工作，需要調查人員與
技術專家以及相關單位協同配合，才能抽絲剝繭，
理清事實。目前主要任務是全力搜救以及保護現場
和固定證據。在做好現場勘查的同時，其他方面的
取證工作已經同步開展，包括封存整理相關紀錄和
資料，組織開展目擊證人訪談，並對收集到的各類
證據資料進行匯總和分析。有任何重大發現，將在
第一時間向社會公布。

搜尋範圍較23日擴大1.5倍
廣西壯族自治區消防救援總隊總隊長鄭西介

紹，搜救人員在事故核心現場東面向外擴大搜尋範
圍，並沿飛機航線組織發動梧州市沿途4個鄉鎮專職
消防隊、103名村屯消防網格員和速報員，對17個
鄉鎮範圍內的266個村屯、735人進一步現場排查和
電話詢問。“根據今天調派的力量和布置的作業時
長，我們預計24日的搜尋範圍會比23日擴大1.5
倍。”

對旅客家屬進行一對一撫慰
東航宣傳部部長劉曉東表示，截至24日早上8

時，廣西梧州（含藤縣）住宿的56位旅客家屬共計
305人，涉及52個家庭。東航在廣西梧州共派遣161
名家屬援助工作人員，當地也派出了大量專班工作
人員，雙方緊密配合，對旅客家屬開展全程服務保
障和安撫溝通。在指揮部的統一安排下，已有200多
名旅客家屬前往事故現場。自3月24日起，東航和
各地政府工作人員將對所有旅客家屬進行一對一慰
問，包括在梧州、昆明、廣州及其他城市的旅客家
庭。同時也成立了信息統計專項小組，持續收集和
更新旅客家屬的各項訴求，盡最大努力服務好、保
障好各位家屬。

東航墜機部分主要殘骸尋獲 分布半徑30米深度20米

根據中國民航局通報，
第一部黑匣子已於23日晚由
專人送達在北京的譯碼實驗
室。澎湃新聞從民航業內人
士處獲悉，目前國內頂級的
飛行數據譯碼實驗室正是位

於北京的中國民航科學技術研究院民航安全技
術分析和鑒定實驗室。該實驗室的研究領域包
括：航空事故調查技術、航空安全鑒定分析技
術、安全預防與評估技術、安全信息分析技
術、安全管理理論政策。

據實驗室方面介紹，民航安全技術分析和
鑒定實驗室成立於2002年12月2日，是民航總
局第一批批覆的科研基地之一，與北京航空航
天大學失效分析預測預防研究室聯合共建。

該實驗室是中國民用航空總局唯一指定的代
表國家和中國民航對航空器事故進行調查及分析
鑒定的技術部門。實驗室建立以來除重點開展民
用航空器事故調查和技術鑒定分析外，還與國內
外及民航內外的技術力量結合，廣泛地開展民用
航空安全前衛技術研究，以及航空安全管理、事
故預防技術、安全政策、安全規章等綜合研究，
在國內外具有一定的知名度，取得了多項科研成
果。

駕駛艙語音記錄器為研究方向之一
根據民航局此前通報，“3·21”東航

MU5735班機目前已經發現的一個記錄器是駕駛

艙語音記錄器（CVR），而對於CVR的分析，
正是該實驗室的研究方向之一。

根據實驗室方面介紹，CVR記錄的聲音是
事故調查中分析飛行員感知和決斷情況的重要
依據。該研究將分析民用航空器駕駛艙語音、
聲音特點，開發CVR語音識別分析技術，用於
分辨飛行人員的對話，並通過駕駛艙背景聲音
（各種警告和噪音）分析，判別航空器系統的
工作狀態及環境變化，為事故調查和事件分析
提供科學依據。 ◆澎湃新聞

破譯黑盒實驗室屬國內頂級
�
 

第
二
黑
盒
或
受
損

現
場
搜
索
無
信
號

◆首個黑盒23日尋獲。 新華社◆ 3月24日，搜救人員在事故核心現場繼續進行搜索工作。 新華社

◆◆ 33月月2424日日，，
搜救人員在廣搜救人員在廣
西梧州藤縣事西梧州藤縣事
故核心區繼續故核心區繼續
搜尋失事飛機搜尋失事飛機
的另一個飛行的另一個飛行
數 據 記 錄 儀數 據 記 錄 儀
（（黑盒黑盒））和相和相
關殘骸關殘骸。。

新華社新華社

Q：中方邀請美方參與東航客機事故調查？

就美國運輸部長稱中方邀請美方參與東航客機
事故調查一事，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24日
在例行記者會上應詢時表示，目前中方正在全
力開展東航失事客機的搜尋與救援工作，並與
相關方保持密切聯繫。中方將按照《國際民航
公約》及其附件以及中國民航法律法規開展事
故調查，並與相關方保持密切聯繫。

中國民航局航空安全監察專員、航空安全辦
公室主任朱濤通報，事發以後，中國民航根
據國際民航公約附件相關要求，將事故基本
信息通報了國際民航組織，及航空器設計製
造國調查機構美國國家運輸安全委員
（NTSB）。當前，工作重點仍然在搜尋救
援，同時開展事故調查前期的證據收集工
作；待進入事故調查階段後，將按有關規定
要求主要參與相關方參加事故調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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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社新聞

綜合經濟

挪威計劃在夏季開足生產馬力 力爭向歐盟輸送更多天然氣
綜合報導 挪威國家石油公司（Equinor）表

示，將在未來幾個月提高其天然氣産量，力爭

在今年夏季保持高于正常水平的産量，以在天

然氣短缺和價格飙升時向歐盟國家提供更多的

天然氣。

近期，俄烏戰爭推升歐洲天然氣價格至曆史

高位附近。在今年夏季，歐盟國家可能爲了填補

各自的儲存，尋找俄羅斯天然氣的替代品。

Equinor計劃采取一些措施，比如推遲平台維

護並與管道運營商Gassco進行業務調整。公司高管

Irene Rummelhoff在聲明中說：“今年夏天我們可

以出口更多的天然氣。”

經挪威政府調整後的生産許可證將允許Ose-

berg氣田在9月30日前的期間內增加約10億立方米

的天然氣出口，而Heidrun氣田今年可以增加4億立

方米。

Equinor稱，“14億立方米的天然氣可以滿足

大約140萬個歐洲家庭一年的天然氣需求。”公司

補充稱，大型天然氣田Troll氣田可以在其他氣田停

産的情況下可以增加産量，從而提高整體供應的穩

定性。

挪威政府數據顯示，2021年，挪威的天然氣産

量爲1130億立方米，供應了歐盟和英國接近四分之

一的天然氣需求，而俄羅斯近年來滿足了歐洲大約

三分之一的需求。

雖然挪威的油田和氣田的産量接近滿負荷，但

在某些情況下，石油和天然氣的組合可以調整。政

府爲産量設定了配額，確保能夠在一段時間內實現

最大化。

該國約95%的天然氣通過海底管道網絡出口，

該網絡將其與德國、英國、法國和比利時的終端相

連，通往波蘭的管道也將在今年晚些時候完成。

上月底，Equinor表示，俄烏衝突期間，該公

司將開始從其在俄羅斯的合資企業中撤資。截至

2021年底，挪威國家石油公司在俄羅斯的非流動資

産價值約12億美元（約76億人民幣）。

歐盟能源獨立：只堪圖畫不堪行

隨著美歐針對俄羅斯的制裁加劇，

歐洲能源嚴重依賴俄羅斯的問題愈加凸

顯。近日，歐盟委員會發布能源獨立路

線圖，宣布了歐盟在2022年年底前將歐

盟對俄羅斯天然氣需求減少三分之二，

在2030年前逐步擺脫對俄羅斯化石燃料

的依賴。

歐盟擺脫俄羅斯天然氣，難
根據歐盟發布的相關文件，歐盟

實現上述目標的舉措主要有三點。一

是擴大可再生能源的使用。歐盟委員

會副主席弗朗茨· 蒂默曼斯稱，按照歐

盟的相關計劃，2030 年前歐盟將完成

350億立方米的生物甲烷的提取，相當

于目前歐盟甲烷使用量的兩倍；擴大

太陽能電池板的使用，目標是在 2022

年底前減少25億立方米天然氣用量；

擴建風電場，屆時可節約200億立方米

天然氣。

二是尋找新的天然氣供應來源。

歐盟委員會建議每年10月供暖季來臨

之前，將歐盟天然氣戰略儲備存儲到

總儲量的90%，目前的水平只有30%。

此前，歐盟每年從俄羅斯進口約 1550

億立方米天然氣。按照初步意向，歐

盟將從卡塔爾、埃及、美國和西非國

家增加天然氣進口，以取代進口俄氣

總量的三分之一(約 500 億立方米)。

此外，通過現有管道從阿爾及利亞

、阿塞拜疆和挪威進口的天然氣約

爲 100 億立方米。歐盟還將視情況從

日本、韓國、中國和印度等亞洲國家

購進天然氣作爲補充。剩下的缺口則

需通過生物甲烷和氫能等可再生能源

來彌補。

三是提高能源使用效率，減少能源

損耗。蒂默曼斯稱，歐盟希望通過提高

能源效率，到今年底節省140億立方米

天然氣。按照目前的應對氣候變化方

案，到2030年，歐盟天然氣損耗量將減

少30%，相當于每年節省約1000億立方

米。但在俄烏衝突的背景下，預計該方

案會加快實施。

不過有媒體撰文指出，歐盟放棄使

用俄羅斯天然氣將是一個長期的過程

，因爲來自俄羅斯的供應目前占到了

歐洲天然氣進口總量的 40%以上，而

歐盟需要近10年的時間才能擺脫這種

局面。但歐盟目前面臨的緊迫問題可

能是來自俄羅斯的報複，比如切斷對

歐洲的天然氣供應，因此歐盟必須爲

俄羅斯切斷其天然氣供應的可能性作

好准備。文章建議，歐盟在短期內化

解這種風險的方法是與美國、加拿大

和其他主要能源生産國加入跨大西

洋能源協議，以確保獲得現成的能

源替代品，從而增強其對抗能力。

跨大西洋能源協議最主要的內容應

是天然氣合作，自今年年初開始，

美國就應該通過向歐洲出口天然氣

幫助歐洲在下一個取暖季到來之前

及時補足天然氣儲備。但即便如此

，這仍將是歐盟面臨的一項重大挑

戰。只有今年上半年進口創紀錄的

液化天然氣，歐洲才能保證足夠的

天然氣儲備。

產油國增產以平抑油價，更難
在石油方面，歐盟希望與美國共

同采取措施，確保國際石油市場有足

夠的産量以彌補俄羅斯石油禁運後留

下的空缺，但由于美歐無法控制全球

石油貿易，這就需要與沙特、阿聯酋

及其他歐佩克産油國協調，但並非所

有這些國家都願意接受這樣的做法。

記者采訪了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歐佩

克工作人員，該員工稱，短期內歐佩

克成員國不會釋放原油産能以平抑油

價，不過如果美歐對俄羅斯實施全面

石油禁運並持續較長時間，歐佩克部分

成員國將有可能增産，以部分彌補俄羅

斯留下的市場空缺，一定程度實現降低

油價的目標，但也未必會有效果。俄烏

衝突結束前，國際原油價格仍將持續在

高位震蕩。

究其原因，首先是歐佩克明確表示

了當前原油市場波動是由地緣政治危機

引發的，而非供需基本面變化，也就是

說，一旦俄烏衝突結束，油價會立刻回

落到衝突前的基本面。如果此時歐佩克

在短期內貿然提高産量，很可能會在地

緣政治問題緩解之後造成石油供需基本

面的巨大變化，屆時産油國將蒙受更大

損失。同理，美國頁岩油也不太可能大

幅度增産，除了與歐佩克一樣追求市場

穩定的目標，更重要的是拜登政府依然

青睐清潔能源，對于頁岩油生産的嚴苛

政策並沒有放松。

其次是歐佩克缺乏大幅度增産能

力，2020 年的油價暴跌對全球油氣上

遊投資都産生了很大的負面影響，沙

特、科威特、伊拉克和阿聯酋四國是

歐佩克成員國中僅有的有剩余産能的

國家，加起來每日300至 400萬桶，而

且要 3 至 6 個月才能釋放到全球能源

市場。而俄羅斯的産能爲每日 700 萬

桶，因此即便上述四國完全釋放産能

，也無法完全彌補俄羅斯留下的市場

空缺。

最後是當前局勢倒逼伊朗核問題談

判加速，伊核問題談判可能會出現突

破性進展。隨著各方普遍認爲伊核問

題全面協議相關方談判已進入“最後

階段”，伊朗正在爲達成協議後重返

國際石油和天然氣市場進行准備。伊

朗石油生産和出口將有望恢複到 2018

年美國實施對伊制裁之前的水平，也

就是 250 萬桶的日均出口量。伊朗産

能的釋放，有可能緩解當前油價，因

此歐佩克其他成員國對額外增産興趣

不大。

與天然氣一樣，歐盟對俄石油依

賴較大，超過三分之一的石油由俄羅

斯進口。盡管歐盟成員國從未就對俄

石油禁運達成一致，但歐盟也在就相

關措施進行協商：一方面是協調各成

員國釋放原油儲備，歐盟成員國的原

油戰略儲備通常能維持90天。但有消

息人士稱，在適當條件下，部分成員

國的原油儲備有能力維持一年，成

員國將就聯合釋放原油儲備加強協

商，避免出現個別成員國原油斷供

的情況，同時打擊個別原油供貨商

囤積居奇行爲。另一方面，是利用

這個時間窗口積極開拓新的原油進

口渠道，在美國和歐佩克短期內增

産可能不大的情況下，歐盟一方面

將加大從哈薩克斯坦、阿塞拜疆和

埃及等體量較小的産油國進口，同

時還將盡量同受制裁的伊朗和委內

瑞拉展開協調。

子天訪談錄（SD talk show)帶你暢遊SXSW
2022 年三月，一年一度的西南偏南大會

SXSW，在美國德州奧斯汀舉辦，每年將有 40
萬與會者到場狂歡。自1987年首次舉辦之後，
經過30餘年的創新和發展，如今西南偏南有了
三大關鍵詞：“創新”、“跨界”和“包容”

。這個融合了音樂節、電影節、科技展、論壇
、路演等多種形式的大型盛會，不斷孕育著新
的科技產品、商業模式和文化思潮。

由 「場景實驗室」聯合 「創新地圖」共同
發起的。

我們將迎來新一波面向未來的科技和商業
盛會。很多朋友問，除了代表科技創新趨勢的
CES前哨考察團，今年是否有更精彩、更勁爆
的活動？

今天我們可以給大家答案：一個集科技、
商業、音樂、藝術、
文化多領域的跨界融
合創新盛會——西南
偏南SXSW。

作為全世界最具影
響力的人文、科技、
音樂跨界融合盛會，
西南偏南吸引著商業

新物種的湧入，並成就了一個個“一夜爆紅”
的故事：2007年，僅成立1年的Twitter在SX-
SW活動中流量暴增，成為美國年輕一代主要的
社交平台；2008 年，Airbnb 在 SXSW 進行第三
次發布，一舉造就了這個以310億估值上市的獨
角獸；2009年，FourSquare在SXSW的首秀一炮
而紅，成為另一個類似Twitter的現象級產品；
2016年，Snapchat成為SXSW最熱門話題之一，
“閱後即焚”的社交屬性讓每個人爭相使用。

美南新聞主播子天（Sky）對此次SXSW進
行了全面的跟踪報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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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delicious English recipes, please visit 

關注微信公眾號
 <牛頭牌北美>
更多美味食譜喔！

天氣冷 開鍋囉
HOTPOT  TIME!    

牛頭牌全系列商品 ‧ 99大華及各大華人超市熱銷中！

@BullHead.BBQSauce.USA

全素全素

www.lnk.bio/BullHead.BBQSauce.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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