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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恢復中國美國恢復中國352352產品關稅豁免產品關稅豁免
（中央社）美國總統拜登與中國大陸國家主席習近平於

18日通電話討論當前美中關係及俄烏戰爭局勢後，美國貿
易代表辦公室23日發布聲明，宣布恢復對中國352項產品
的關稅豁免。但由於此次豁免商品數量少於之前原先考慮納
入的549項，中國商務部24日呼籲美國盡快取消對中國全
部產品的加徵關稅。

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在2021年10月宣布，擬重新豁免
549項中國進口商品的關稅，並就此徵詢公眾意見。時隔近
半年後，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發布聲明確認對中國進口商品
中的352項進行豁免，並指出這是在全面徵求公眾意見、並
與美國相關機構協商後的結果。

根據聲明，這352種對中豁免關稅商品包含了自行車零

件、電機、機械、化學品、海鮮和行李箱，豁免期追溯至
2021年10月12日，並持續到2022年12月31日。聲明稱
，豁免關稅的決定已考慮之前的公開諮詢意見，包括有關產
品能否在中國以外的地方獲得、美國本土能否生產，以及有
關供應鏈轉變對全球採購的影響等因素。

對於美國此次關稅豁免，中國商務部發言人束玨婷24
日表示，這有助於相關產品的正常貿易。但中方始終認為，
美方單邊加徵關稅措施不利於中國，不利於美國，不利於世
界。在當前通膨持續走高、全球經濟復甦面臨挑戰的形勢下
，希望美方從中美兩國消費者和生產者的根本利益出發，盡
快取消全部對華加徵關稅，推動雙邊經貿關係早日回到正常
軌道。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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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約視訊門診 接受多家保險〉

呂汶錫醫學博士  Kevin Lyu, M.D.
骨科(不開刀)/關節炎/疼痛/運動醫學

    專精:

- 退化性關節炎、膝蓋痛、骨折

- 各種扭傷、拉傷、肌腱炎、五十肩

- 背痛、坐骨神經痛、足底筋膜炎等

電話: 713-799-2300
Email: Drkevinlyu@fondren.com
Offices: Sugarland, Medical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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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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llowing the slowdown of the
global Covid-19 epidemic, ten
Asian countries have
announced that they will open
up for tourism to stimulate the
recovery of their economies.

Countries opening up include
Indonesia, Nepal, Malaysia,
Maldives, The Philippines,
Ceylon, South Korea,
Singapore, Vietnam and
Thailand.

We are so excited to see that
these countries are once again
opening up to tourists after
almost two years of lockdown.
Tourism is a chimney-free
industry for every country. It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foreign
exchange income for the
country, but it also creates jobs
for millions of people.

For more than two and
one-half years the epidemic
has almost stagnated the
airlines and hotel industries,
especially in those countries
that depend on tourism.

Unfortunately, we have seen
that the war in Ukraine is still
going on. The major powers
now even worry about the
threat of nuclear war which
really bothers us as ordinary
people.

We now see millions of
refugees from the war in
Ukraine. They have lost
everything in their lives. They
are only just asking for basic
food and clothing. This is a
minimum requirement and their
human right. It is really a
human trage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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跟隨全球新冠疫情逐
漸趨緩，亞洲十國宣布即
將開放观光，以刺激經済
及觀光事業之復甦。目前
宣布開放的國家包括有印
尼、 尼伯爾、 馬來西亞
、 馬爾代夫、 菲律賓、
錫蘭 、南韓 、新加坡、
越南及泰國。
我們非常高興看到這

些國家在鎖國兩年之後，
再度對觀光客開放，觀光
是每個國家的無煙囱工業
，不但是國家之重要外匯
收入，更是數以萬計工作
人員之飯碗。
二年多來，疫情幾乎

誏航空及觀光業全面停滯
，尤其是許多依賴觀光收

入之國家如泰國，真是一
片哀號影響甚鉅
遺憾的是，我們眼看

烏克蘭戰爭未歇，各大國
穿梭在國際舞台上，甚至
有核战之威脅，真令我們
小老百姓擔擾。
疫情加上戰爭，真是

非常不平靜的一年，對於
一般人而言，穩定之政局
，能夠尋得基本之溫飽是
最起碼的要求和人權，但
是我們到數百萬烏克蘭人
流離他鄉，近千萬人受到
戰爭之巨大影響，真是人
間悲劇。

亞洲十國正式開放觀光亞洲十國正式開放觀光



【綜合報道】聯合國安理會近日以全票贊成通過涉朝決議。據環球網3月26日消息，聯合國安理會以15:0的票
數比，全票通過對朝制裁委員會專家小組授權延期的決議。這一決議中，五常罕見達成共識。中方代表張軍指出，
中方支持聯合國相關專家小組改進工作方法，更好在處理朝鮮問題上發揮建設性作用。但遺憾的是，起草此次決議
的國家，並未將中方對專家小組洩密問題的防範意見寫入決議文本中，中方對此抱以遺憾。

此次涉朝決議由美國起草，中方以不直接點名的方式敲打美國，顯示了聯合國涉朝專家小組洩密問題的嚴重性
。聯合國涉朝專家小組2021年的報告兩度發生洩密，甚至發生了離任專家小組成員向媒體系統披露工作細節內容的
惡性事件，這些管理上的缺失極大影響了聯合國涉朝專家小組的信用，並為朝鮮半島局勢的緩和帶去了不必要干擾
。

但遺憾的是，作為朝鮮問題直接相關方和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美國，顯然對此並不重視。聯合國總部設置在美
國境內，這給美國進行竊聽和洩密，提供了充分的條件。在處理與他國關係時，以洩密方式進行輿論掌控和外交施
壓，是美國常常使用的技法。而當這一場景發生在聯合國時，美國顯然在以聯合國公信力的降低為代價，達成自身
的政治目的。

作為聯合國等多家國際主要機構的所在地，美國對相關國際決議呈現出典型的“公器私用”、“不合則棄”的
做法，並大肆在聯合國各框架內擴大勢力範圍，尋求對聯合國機制的單邊掌控。美常駐聯合國代表團在其2021年度
的工作總結中，毫不遮掩地將在聯合國機制中對抗、打壓中國，作為自身的主要工作內容。這顯示著美國根深蒂固
的零和博弈思維。

另一方面，為向俄羅斯施壓，美國不經聯合國，要求多名俄常駐聯合國官員限期離境。聯合國對此沒有發聲。
作為報復，俄羅斯則在近日同樣驅逐了多名美外交人員。這一過程中，聯合國的權威實際上被美無視化了。
而在美國生物實驗室事件中，聯合國秘書長則直言，聯合國沒有對美進行調查的權力。在聯合國總部位於美國、美
監視竊聽又無孔不入的情況下，美國霸權顯然正在侵蝕聯合國應有的權威性和公正性，由此帶來的後果，必然是全球治理的愈加失序。美國霸權荼毒全球，並在全球各地製造地緣衝突。朝鮮半島緊
張局勢的產生過程中，美國是直接相關方也是局勢的直接激化方。

美朝關係在此前一段時間曾迎來緩和，朝鮮履行了對美承諾，對導彈發射和核試驗動作進行暫停。但美國卻除言語之外未展現出行動。朝鮮問題的解決應當是行動對行動的，但當朝美關係中美
國出現行動缺失時，朝鮮半島形勢惡化的齒輪，便又轉動了起來。

朝鮮問題的產生與發展有著清晰的來龍去脈，美國拒不停止韓美聯合軍演，甚至在東北亞等區域進行戰略核潛艇的部署，並意圖在韓國加大部署薩德、對日本發展所謂“先發製人打擊能力”抱
以縱容，美方這些作為都在引發朝鮮的強烈回應。

安理會以安理會以1515：：00通過涉朝決議通過涉朝決議
五常罕見達成共識五常罕見達成共識

（綜合報導）早在本月上旬美國總統拜登就簽訂了對俄能源
禁運政令，但美國的“盟友”卻遲遲未見行動。由於德國、荷蘭
等國家的反對，歐洲議會無法通過禁運俄羅斯能源的相關決議案
；在歐盟外長級會議上，立陶宛等國家代表甚至和德國發生爭執

，立外長蘭茨貝爾吉斯質問議會：“為什麼讓
普京有更多的時間去賺石油和天然氣錢？有更
多時間使用歐洲港口？有更多時間在歐洲使用
未經批准的俄羅斯銀行？”但德國畢竟在歐盟
的地位舉足輕重，並未正面回應立陶宛，只是
表示他們目前做不到。

有分析認為，朔爾茨試圖“笨拙地執行默
克爾的政策”，想要左右逢源不得罪美國的情
況下，又能利用自己在歐洲的地位壓制其他小
國，繼續對俄羅斯實現能源進口，但他要面對
的是手段非常“毒辣”的拜登，這個對手非常
強大。所以就有媒體預測，拜登前往歐洲的一
個目的就是為了終結以德國為代表的“騎牆派
”，他們不能再繼續用含糊的言論表明對俄貿
易態度，美國要強迫某些國家做出準確選擇。

果然在昨日拜登出席的歐盟峰會和G7峰會結束後，德國副
總理兼經濟部長哈貝克就公開宣布：德國將會以非常快的速度減
少對俄羅斯石油、煤炭和天然氣的能源進口依賴，且馬上開始執
行。這次德國方面公佈的數據非常明確：到今年年中，德國從俄

羅斯的石油進口量預計將減少一半，德國從俄羅斯進口的煤炭佔
比將在未來幾週內從50%下降到25%，能源企業與俄羅斯供應商
的合同到期後將不再續簽，德國將爭取“在2024年年中實現基
本不依賴俄羅斯。”

這項具體計劃的宣布意味著歐盟對俄能源禁運的最大阻力德
國已經“屈服”了，其中拜登出了多少力氣不得而知，普遍認為
美國在其中起了很大作用，甚至是“絕大部分作用”。在之前德
國從來都拒絕給出一個明確表態，所用的詞語基本上都是類似
“德國將會逐步擺脫俄羅斯能源”、“德國正在進行其他可持續
能源轉型”、“德國在逐步減少俄羅斯天然氣購買”等模糊詞語
，現在已經完全變成了一個確定數字。

值得一提的還有，拜登此番“搞定”德國後，標誌著歐洲全
境開始有計劃地和俄羅斯實現能源脫鉤，這對他們的經濟發展影
響非常大。統計數據顯示，德、法、意大利等能源需求大國今後
要每年多付出15%以上的成本購買其他國家更昂貴的能源，且還
要廢除之前耗費巨資和俄羅斯之間修建的管道，另外再投資建造
接收能源的基礎設施，一些國家經濟甚至會因此發生倒退。總之
這被看做是拜登“重新控制德國”的第一大步，朔爾茨政府在和
美國的交手中從未佔過上風。

德國最終宣布放棄俄羅斯能源計劃德國最終宣布放棄俄羅斯能源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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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在水資源匮乏的中東國家

以色列，由于人工智能技術的快速發展，

操控于指尖的“節水智慧”正廣泛應用于

田間。

以色列國土面積狹小，逾六成爲沙漠

和旱地，年均降水較少。在節水理念和科

技創新的雙重驅動下，以色列不僅實現了

淡水資源自給自足，還與鄰國約旦達成了

出口水資源協議。

以色列農業和農村發展部數據顯示，

以色列將17％的農業預算用于支持科技研

發。該部農業創新高級副總幹事邁克爾·

利維日前表示，政府在2021年投入了約合

500萬美元的資金用于農業數字化學術研

究，投入約3500萬美元用于農業科技實用

性轉化，以推動數字農業的普及。

這其中，以節水爲導向的精准灌溉系

統占據較大比例。依靠發達的物聯網、大

數據及人工智能技術，數字節水革命正悄

然發生在以色列的田間地頭。

“目前有100多家以色列公司生産測

量、分析、監測自動化過程的工具，從而

確保農作物和土壤的精確需水量，做到最

少的水資源浪費，將每一滴水都用到實處

。”利維說。

實現“水盡其用”，農戶僅需下載手

機應用程序。以CropX、

AgrIOT、Saturas等灌溉軟

件系統爲例，農戶在手

機應用程序中可以及時

監控某一特定時間段某

一小塊地上的精確需水

量，從而智能操控灌溉

，實現節水至少20％。

“所有數據都會同步

雲端用于算法分析，農

民自動獲取結論，找到

最優化、最精准的解決

方案。”希伯來大學農

業、食品與環境學院教

授納赫姆· 莫什林說。

他表示，依托數字化手段，灌溉過程不

僅可以實現水資源節約，還可以防止水質汙

染。“澆水與施肥通常相輔相成，精准灌溉

的首要目的是節水，但同時也節約了肥料，

減少過度施肥對土壤造成的破壞。”

以色列Volcani農業研究組織農用機器

人中心主任阿維塔勒· 貝沙爾則將精准灌

溉系統的搭建過程總結爲四步，即收集田

間數據信息、研發算法技術、創建大數據

庫、建模應用程序。

據以色列農業和農村發展部公布的數

據，農業用水約占以色列總用水量的50％

以上。近幾十年來，以色列每立方米灌溉

用水對應的農業産量翻了一番，向建成農

業強國的目標更近了一步。

數字化精准灌溉的蓬勃發展，依托于

以色列已較爲成熟的滴灌技術。以色列人

在20世紀60年代發明了這一技術，據統計

，目前以色列約75％的土地使用滴灌技術

。以需水量較大的水稻種植爲例，一家專

注于滴灌技術的企業負責人表示：“滴灌

種植的水稻不僅産量超過傳統方式，而且

用水量減少了70％。”

漂流瓶21年後在英國被撿到，加拿大6歲女孩遊巴哈馬時拋下
近日，英國一名男子在海

灘撿到了一個漂流瓶，它在大

西洋漂流了21年，當時是由一

名6歲女孩在巴哈馬抛出的。

加拿大女孩度假時拋下綠色

玻璃瓶
據報道，英國康沃爾市議

會工作人員克裏斯平· 本頓外出

散步時，在海邊發現了一個帶

塞子的綠色玻璃容器。

他說：“我把它撿起來，然

後我想‘天哪，裏面有一條信

息’，有點興奮。瓶子被塞得很

緊，我不得不用力才拔出來。”

他打開一看，裏面有張紙條。

紙條雖然看起來比較陳舊，

但上面的字迹還是非常清晰。

這是一個小女孩寫的，她的名

字是安娜，紙條上還附注了她

的年齡和住址——“6歲，加

拿大。”她還說自己2001年 6

月在巴哈馬度假，漂流瓶大概

就是在那時丟下的。

原地址成了工業區，男子
希望找到她

女孩寫了一句話：“請不

要汙染，謝謝。”她在最後附

上了她在加拿大的住址，並請

求撿到漂流瓶的人給她回信。

隨後這個瓶子被她抛進海裏。

《太陽報》說，她的漂流

瓶至少傳播了 4200 英裏（約

6759千米）。克裏斯平搜索了小

女孩的地址，但該地區現在是一

個工業區。他希望可以通過社交

媒體，來提醒這名現在大約27

歲的女孩，她的便條被發現了。

克裏斯平說：“太神奇了

，這張紙條是別人20多年前寫

的，現在卻被我撿到了。她現

在在做什麽？”

也有網友說：“她在紙

條上寫‘請不要汙染’，那

她往海裏丟瓶子的行爲算什

麽？不過那時候她還小，我可

以理解。”

蘋果再遭荷蘭
反壟斷機構罰款500萬歐元
綜合報導 由于蘋果公司不允許約會軟件開發商在荷蘭使用非蘋果支

付方式，導致荷蘭監管部門不滿，雙方因此産生糾紛，數月都未能解決。

荷蘭反壟斷機構近日表示，蘋果已經提交新方案，試圖解決此糾紛。

荷蘭用戶及市場權利保障機構沒有披露蘋果新方案內容，它已經向

蘋果進行每周一次的500萬歐元罰款。

自1月發生糾紛以來，荷蘭已經向蘋果罰款9次，累計已經達到

4500萬歐元。

據了解，蘋果公司在1月稱該公司將有史以來第一次允許應用繞過

App Store支付，引入外部支付選項。蘋果公司通常要求開發者使用該公

司自己的支付系統，這有助于它對其平台上的應用收取傭金。

蘋果表示將遵守荷蘭消費者與市場監管局裁決，允許用戶在網上蘋果

商店下載約會軟件時，可以使用除蘋果系統外的另外兩種支付方式。但這

兩種支付方式只適用于約會軟件，而且蘋果公司仍會從中扣除傭金。

2月初，蘋果在其開發者網站上發布了另一個更新，但再次被荷蘭

消費者和市場管理局拒絕。開發人員批評了該更新，該更新顯示蘋果將

從所有第三方交易中抽取27%的分成，最終成本將高于當前模式，並要

求開發人員爲想要使用非蘋果支付的用戶添加可怕警告提示。

荷蘭消費者和市場管理局曾表示，蘋果公司爲約會應用設置的支付

新條款不合理，並且會造成額外的障礙。

缺水國家
以色列的“指尖”節水農業

數據顯示秘魯
雞肉和煤氣罐價格急劇上漲

綜合報導 秘魯農業灌溉部(Midagri)價格和供應系統(Sisap)的數據顯

示，秘魯每公斤雞肉平均價格上升到6.77索爾，比10天前高出1索。

報道稱，雞肉的零售價格上漲得更高，在San Martín de Porres市場，

一公斤雞肉價格超過10索爾，在San Juan de Miraflores的B區市場上，

價格爲8.7索爾，而在Jesús María市場上，價格約爲10.5索爾。

另一方面，根據Osinergmin的Facilito門戶網站，在利馬的一些地區，

一個10公斤的煤氣罐價格接近70索爾。例如，一個煤氣罐在Surquillo價格

爲67.90索爾，在Pachacámac則是67.70索爾，在Surco則是66.10索爾。

經濟學家豪爾赫•岡薩雷斯解釋說，俄羅斯和烏克蘭之間的衝突已

經對價格産生了影響。他說：“在世界範圍內，由于戰爭，世界燃料、

小麥和大豆的價格上漲。通脹預期正在上升，因爲人們開始恐慌，運費

正在增加，化肥價格正在上升，就是爲什麽土豆、紅薯和其他産品的價

格已經開始上漲。”

豐業銀行將秘魯今年的通脹預測從4.2%提升到6.4%。豐業銀行指出

：“俄羅斯和烏克蘭之間的衝突一直在影響商品價格，如石油、谷物和

化肥，加上供應鏈中的問題，正在對當地的汽油和食品價格産生實質性

影響。”

此外，豐業銀行預計2月份秘魯經濟將增長5%，3月份增幅預計低

于2月份的記錄。另一方面，豪爾赫•岡薩雷斯認爲，政府在面對價格

上漲時，不應該考慮“控制或補貼”，因爲補貼將更多地惠及那些擁有

更多資源的人。

法國能源巨頭道達爾CEO：
俄石油還有替代選項，但天然氣沒

綜合報導 法國能源巨頭道達爾集團

CEO帕特裏克· 布雅內爾（Patrick Pouy-

anné）表示，他的企業無法停止從俄羅

斯進口天然氣，因爲找不到替代來源。

他還警告說，如果沒有俄羅斯天然氣，

歐洲的部分經濟將會停滯。早前，道達

爾集團因與俄羅斯能源合作而飽受抨擊

，被迫宣布在今年底前逐步停止購買俄

羅斯石油，但仍保留了部分在俄天然氣

項目。

布雅內爾是在接受法國RTL電視台

采訪時發出此番言論的。布雅內爾說，

俄羅斯石油是可以替代的，但天然氣卻

不行。他質問批評者，“在當前這個階

段，歐洲各國政府還沒有決定制裁俄羅

斯的天然氣，因爲我們需要它。在無法

找到替代選項的情況下，你們爲何又要

我們道達爾集團中斷從俄羅斯進口天然

氣供應？”

“我非常明確這一點：如果我決定

停止進口俄羅斯天然氣，我不知道該如

何替代它。”布雅內爾警告稱，一旦停

止從俄羅斯進口天然氣，不單他的公司

受損，整個歐洲的經濟都會受到影響。

他表示，如果中斷合作，道達爾集

團將向俄羅斯投資者拱手交出數十億歐

元的違約金；如果歐洲的其他公司也效

仿，這將迫使歐洲部分經濟陷入停滯。

“沒有俄羅斯的天然氣，歐洲部分

經濟就會停滯。如果我們停止從俄羅斯

進口天然氣，我們知道，在2023年冬天

我們就會遇到問題。明年1月我們可能

將不得不限制天然氣的使用，這不是對

家庭而言，而是對工業來說。”

“我知道如何替代俄羅斯石油和柴

油，但是對于天然氣，我無計可施。我

不知道如何替換它，沒有其他選擇。我

們簽了25年的合同，我不能退出。”布

雅內爾解釋道，除非歐洲各國政府制裁

俄羅斯天然氣，這樣企業就可以宣布

“因不可抗力因素”違反合約，否則撕

毀合約將使道達爾集團向俄方支付數十

億歐元罰款。

布雅內爾說，如果歐盟最終決定禁

止進口俄羅斯天然氣，道達爾集團將會

遵守這一政策。

法國24電視台提到，作爲法國年營

收最高的公司，道達爾集團持有俄羅斯

天然氣公司等企業的股份，在俄羅斯的

地位相較許多競爭對手更穩固，也更容

易受到俄天然氣行業的影響。

俄烏衝突爆發後，西方企業紛紛宣

布退出俄羅斯，這讓道達爾陷入兩難。

過去幾周，該公司一直受到非政府組織

和法國綠黨總統候選人亞尼克· 雅多

（Yannick Jadot）的抨擊，批評者稱其

沒有像一些國際競爭對手那樣立即離開

俄羅斯。他們指責這家能源巨頭爲普京

提供戰爭資金。

重壓之下，道達爾集團3月22日宣布

，將在2022年底前逐步停止購買俄羅斯石

油及石油産品，但該公司並未完全退出對

俄合作，而是表示將繼續持有兩家俄羅斯

大型液化天然氣工廠的少數股權，因爲公

司無法爲這些股權找到非俄羅斯買家。

此舉沒能消除批評者的質疑。面臨

競選壓力的雅多周三在推特上繼續向道

達爾集團“開火”：“在總統馬克龍的

支持下，道達爾集團作出了一些讓步，

但仍保留其在俄羅斯的核心業務，他們

清楚知道自己資助了戰爭罪行......是的，

這就是同謀！”

布雅內爾回擊稱，雅多的“誹謗”

性質“極其嚴重”，“是一種侮辱，是

不可接受的”，這將導致雅多的民意支

持率進一步下滑。“他最好還是操心自

己的競選活動，而不是侮辱我們。”

道達爾集團後來表示，將以“誹謗

罪”起訴這位綠黨總統候選人。該公司

在發給法國媒體的一份聲明中爲購買俄

羅斯天然氣進行了辯護，稱這是“爲了

歐洲消費者的利益”。

道達爾並不是唯一一家因與俄羅斯

關系而受到批評的法國公司。

當地時間3月23日下午，烏克蘭總

統澤連斯基在法國國民議會發表視頻演

講時，再度呼籲法國企業撤出俄羅斯市

場，其中包括雷諾、樂華梅蘭、歐尚等

知名企業。

但樂華梅蘭當天重申，不會撤出俄羅

斯市場。如果撤出俄羅斯，將被視爲預謀

破産，從而將使俄羅斯獲得所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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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日本2022年度預算在參院全

體會議上以執政黨和國民民主黨等的多數

贊成獲得通過，正式成立。一般會計總額

達到107.5964萬億日元(約合人民幣5.7萬億

元)，連續十年打破最高紀錄。此外，日本

2022年度防衛費也創紀錄地達到5.4005萬億

日元。

報道稱，日本2022年度預算正式成立日

期也是現行日本憲法下的曆史第三早，僅次

于1999年度和2000年度預算的3月17日，以

及2014年度預算的3月20日。

據報道，日本 2022年度預算與去年 12

月成立的 2021年度補充預算進行了一體化

編制。養老金和醫療等社保費預算額高達

36.2735萬億日元，用于支付以往發行的國

債本息的國債費預算額爲24.3393萬億日元

。此外，防衛費也創紀錄地達到 5.4005 萬

億日元。

新冠對策方面，年度預算列入了國産疫

苗和治療研發費用等，確保了與2021年度預

算相同的5萬億日元預備費。

財政收入中，預估稅收因經濟從疫情中恢複將創新

高地達到65.235萬億日元。財政支出缺口的大部分將以

新發行36.926萬億日元國債來籌措，因此財政將進一步

惡化。

日本國民民主黨繼衆院全體會議後再次表示贊成，作

爲在野黨是十分罕見的做法。參院全體會議上主要在野黨

贊成原始預算的情況是對1994年度預算表示贊成的社會黨

之後的首次。

每5人中有1人感染！
韓國新冠累計確診超1000萬例

綜合報導 韓國中央防疫對策本部通報，截

至當天0時，韓國較前一天0時新增新冠確診病

例490881例，累計確診病例達10427247例。

數據顯示，韓國總人口約5200萬。這相當

于韓國每5人中，有1人感染過新冠。

進入3月以來，韓國新冠單日新增確診病

例連創新高。截至3月17日0時，韓國較前一

天0時新增新冠確診病例621328例，這一日增

確診數，不僅創下該國疫情暴發以來的最高值

，也高居全球之首。

韓國政府原先預測，本輪疫情會在3月22

日前後達到頂點，屆時單日新增確診人數將在

29.5萬至37.2萬區間波動，但早在12日，這一

數據就已超出預測範圍。當天，韓國新增確診

病例383665例，累計確診數亦突破600萬大關

，達6206277例。

韓媒指出，考慮到政府將私人聚會人數限

制放寬至8人，且傳播力更強的奧密克戎BA.2

亞型毒株的檢出率劇增，疫情觸頂時間恐將推

延。

日本世博會吉祥物因“奇特形象”被吐槽

日本網友：“邊笑邊吃人的怪獸”
綜合報導 日本世界博覽會協會舉行了記者招待會，並在會上公布

了2025年大阪· 關西世博會吉祥物的最終形象。該吉祥物的形象一經發

布，不少日本網友直呼“心態崩了”。

日本廣播協會報道稱，該吉祥物出自山下浩平帶領的設計師

團隊之手，從 1898 件應征作品中脫穎而出，代表著像水一樣自由

變化的外表，讓人聯想到被稱爲“水之都”的大阪，並體現出多

樣性。

山下浩平在記者會上稱“（當選）真的令人驚訝……能夠以設計吉

祥物的形式參加世博會讓我感到很高興。”日本將于4月下旬爲吉祥物

公開征名，最早會在夏季公布。

據了解，這一吉祥物是建立在大阪· 關西世博會去年公布的會徽

基礎上設計的。會徽以“細胞”爲設計理念，表現“生命之光”的

主題，不僅象征“每一個生命個體的可能性”，還寓意著對1970年

大阪世博會的繼承。不過會徽的形象當時就已經讓很多日本網友無

法接受。

雖然日本政府這次專門介紹了最新公布的吉祥物的獨特寓

意，但對于該吉祥物的“奇特形象”，日本不少網友評論稱，

“太有衝擊力”“從來沒有見過”“讓人不舒服”。還有人將其

稱爲“邊笑邊吃人的怪獸”，有網友說：“如果做成布偶估計會

嚇哭小孩”。

“文尹會”懸而未決引發韓國內擔憂
綜合報導 據韓國媒體報道

，大選結束14天後，韓國現任

總統文在寅和候任總統尹錫悅

的會晤遲遲未能舉行。往屆總

統和當選者皆在10天內舉行會

晤，“文尹會”的推遲引發新

舊政權對立升級，導致政局混

亂的擔憂。

據悉，文在寅和尹錫悅會

晤的工作磋商至今仍無任何進

展。青瓦台與民溝通首席秘書

樸洙賢表示，無法預測會晤的

可能性，期待會晤盡快成行；

尹錫悅方面發言人金恩慧表示

，目前會晤的工作磋商沒有新

的具體日程。青瓦台政務首席

秘書李哲熙和尹錫悅秘書室長

張濟元的會面也沒有取得成果

，目前沒有迹象表明文在寅與

尹錫悅會進行會晤。

文在寅表示，韓國正面臨

著嚴峻的內外形勢，半島緊張

局勢正在加劇，韓國軍隊要保

持高度戒備。尤其是在政權交

替時期，有關部門應當提

升警戒意識，盡全力保障

半島安全。有分析認爲，

文在寅因搬遷會導致政權

交接期的安保空白而不支

持尹錫悅把總統府遷至龍

山的計劃。

尹錫悅方面就會晤一

事表示，如果能爲國民作

出貢獻，尹錫悅不分朝野

願與任何人會面，希望能

順理成章地解決與文在寅

總統會晤的問題。總統職

務交接委員會的相關人士

表示，問題的關鍵在于尹錫悅

決定將總統辦公室搬遷到龍山

國防部大樓而與青瓦台方面産

生的矛盾。

韓國媒體分析認爲，在當

前情況下，文在寅和尹錫悅圍

繞辦公室搬遷問題的矛盾會進

一步加深。如果會晤被推遲，

政權交接工作將不可避免地受

到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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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點扶持措施
餐飲業：
◆給予防疫支出補貼支持，定期員工核酸檢測

將可獲得50%補貼；引導外賣平台下調服務

價格標準；加強對餐飲企業保險和融資支持

零售業：
◆給予零售企業防疫支出補貼支持；支持開展

縣域商業體系建設，進一步加強農產品供應

鏈體系建設，加強零售企業融資支持等

旅遊業：
◆暫時為旅行社退回旅遊服務質量保證金（中

國及入境旅遊企業可暫退20萬元人民幣保

證金；出境旅遊業務可暫獲120萬元人民幣

保證金，緩解現金壓力）；不得以星級、所

有制等為門檻限制旅遊企業參與政府採購；

支持旅行社承接黨政機關企事業單位社會團

體業務

公路水路鐵路運輸業：
◆2022 年暫停鐵路運輸企業預繳增值稅 1

年；2022 年免徵公共交通運輸服務增值

稅；出台廣東省有關油價補貼政策，加強

公路水路鐵路運輸企業融資支持等

民航業：
◆2022年暫停航空運輸企業預繳增值稅1年；

統籌財力支持航空公司和機場發展；出台客

貨運航線補貼政策；財政加大對民航基礎設

施項目建設支持力度；爭取中央財政資金支

持民航業發展，加強民航企業融資支持等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盧靜怡

市場准入負面清單2022版：
列6項禁止 111項准入

粵推新措 促服務業復甦
餐飲零售旅遊運輸民航五大困難行業 可獲防疫費用補貼等扶持

香港文匯

報 訊 （ 記 者

盧靜怡 廣州

報道）隨着疫

情逐漸平穩，廣東着手恢復經濟發展，首先激活的將

是服務行業。25日，廣東省新聞辦舉行發布會，公布

出台《廣東省促進服務業領域困難行業恢復發展的若

干措施》。廣東省發展改革委副主任黃華東表示，疫

情已經持續較長時間，當前疫情防控的形勢依然複雜

嚴峻，由於服務業行業具有集聚性、接觸性的特點，

為此受到疫情比較大的衝擊。“尤其是餐飲、零售、

旅遊、公路水路、民航等行業受疫情的影響更大，有

必要對這些困難行業出台針對性更強、力度更大的政

策措施。”據悉，屬於上述五大困難行業的企業可獲

防疫費用補貼、稅率下調、退保證金等措施扶持。此

外，廣東還強調不得無依據關停服務場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中國國家
發改委、商務部 25 日公布《市場准入負面清單
（2022年版）》，列有禁止准入事項6項，許可准入
事項111項，共計117項，相比《市場准入負面清單
（2020年版）》減少6項。禁止准入事項中列明違規
開展金融及互聯網經營活動的“禁區”，並新增禁止
違規開展新聞傳媒相關業務，要求非公資本不得從事
新聞採編播發業務、投資設立和經營新聞機構等。

非金融機構不得使用金融相關字樣
市場准入負面清單包括禁止准入類和許可准入類兩

大類。對市場准入負面清單以外的行業、領域、業務
等，各類市場主體皆可依法平等進入。中國對金融、互
聯網行業的整頓仍在繼續，2022年版負面清單中列明了
禁止違規開展金融及互聯網的相關經營活動。

金融領域，負面清單提出，非金融機構、不從事金
融活動的企業，在註冊名稱和經營範圍中不得使用與金
融相關的字樣，包括銀行、保險、證券、基金管理、財
富管理、外匯等。凡在名稱和經營範圍中選擇使用上述
字樣的企業（包括存量企業），列入重點監管對象。

互聯網領域，負面清單提出，網絡借貸信息中介
機構不得提供增信服務，不得直接或間接歸集資金，
不得非法集資，不得損害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
禁止網絡借貸信息中介機構為自身融資、提供擔保、
發售理財等金融產品募資等活動。另外，特殊醫學用
途配方食品中特定全營養配方食品不得進行網絡交
易。國家發改委在說明中強調，要強化反壟斷監管，
防止資本無序擴張、野蠻生長、違規炒作，衝擊經濟
社會發展秩序。

非公有資本不得從事新聞採編播發業務
此份負面清單禁止准入中還增加了禁止違規開展

新聞傳媒相關業務，非公有資本不得從事新聞採編播
發業務，不得投資設立和經營新聞機構，不得經營新
聞機構的版面、頻率、頻道、欄目、公眾賬號等；不
得從事涉及政治、經濟、軍事、外交，重大社會、文
化、科技、衞生、教育、體育以及其他關係政治方
向、輿論導向和價值取向等活動、事件的實況直播業
務，不得引進境外主體發布的新聞，不得舉辦新聞輿
論領域論壇峰會和評獎。

東航事故開展DNA比對
搜救仍在進行中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央視網及澎湃新聞報
道，25日下午，中國東航MU5735航班墜毀
第五日。據中國國家應急處置指揮部舉行的
新聞發布會披露，截至25日下午15時，發現
部分遺體殘骸，發現遺物101件。中國公安
部，各個區、市、縣四級公安機關共投入236
名專家和技術人員組成34個工作組，全面開
展生物特徵、痕跡物證勘察勘驗，遇難者身
份鑒定，DNA檢測比對工作，構建起前方勘
察後方檢驗應急聯動機制，實現物證提取、
轉運、鑒定等工作無縫對接。

會上通報稱，當前，搜救工作依舊是最重
要的工作。雖仍未找到事故倖存者，但從未放
棄找尋倖存者的努力。除了繼續在原有核心區
域開展搜救外，目前已將搜索範圍擴大到近20
萬平方米。

發布會披露，截至25日15時，事故現場
發現部分遺體殘骸，發現、提取現場指紋檢
材18份，遺物101件，發現部分殘骸有過火
的痕跡，也有部分殘骸被埋在地表以下，深

度是從地表向下延伸約20米，除了3月24日
發布會公布的大件殘骸之外，25日在事發現
場核心區又發現了失事飛機的發動機齒輪箱
和飛機主起落架殘件，目前正在確認該主起
落架是左側還是右側的起落架。

中國民航局航空安全辦公室主任朱濤在
發布會上表示，正研究制定核心區域開挖方
案，為下一步搜救工作提供指引。

第二黑盒尚未找到
東航集團宣傳部部長劉曉東在發布會上

回應記者提問時稱，東航MU5735航班失聯
前通訊一直正常，沒有掛出任何緊急代碼。

此外，據國家應急處置指揮部消息，目
前還未找到第二部黑匣子（又稱黑盒）。根
據央視網當天早些時候的直播報道，在搜索
核心區域內，曾發現橙色碎片（俗稱的黑匣
子現今為橙色，方便飛機失事後被找到——
編者註），專家認為第二個黑匣子有可能出
現在這附近。

◆疫情衝擊下，廣東餐飲業界損失慘重。圖為疫
情緩和期間，一家廣東酒店的宴席現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盧靜怡 攝

黃華東表示，廣東省服務業增加值佔GDP的
比重、服務業就業人數佔全部就業人數的比

重均超過50%，服務業對穩增長、保就業、調結
構、擴內需、惠民生的作用十分顯著。他坦言：
“疫情發生兩年多來，廣東省經濟受到較大衝
擊，服務業具有聚集性、接觸性的特點，遇到的
經營困難更為突出。”

下調工傷保險繳費率20%
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到，在廣東聚集了不少

來自香港的服務行業經營者。莫先生是一名在廣東
東莞進行古箏製作和銷售的港商，對疫情下零售服
務業的苦況有切身體會。“最大問題是停工也需要
發工資，因為疫情很多學校停課，藝術演出行業和
培訓行業基本停滯，導致我們業務受很大影響，連
續兩年白交租、白出糧，壓力真的很大。”他告訴
香港文匯報記者，內地聘用員工，公司需為僱員繳
納五險一金。“疫情停工，但公司還需要為員工交
‘五險一金’，成本很高昂。”

莫先生反映的問題也是零售業行內普遍面臨
的難題。廣東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負責人張
廣立對此回應香港文匯報記者稱，在這次針對服
務業紓困政策中，將延續實施階段性降低失業保
險、工傷保險費率政策。在原階段性降低失業保

險、工傷保險費率政策到期後，延續實施時間一
年至2023年4月30日。其中，全省失業保險基準
費率延續按1%實施，繼續同步實施浮動費率政
策；工傷保險全省將統一階段性下調繳費費率
20%。他表示，據測算，延續實施階段性降低失
業保險、工傷保險費率政策，2022年可為全省參
保企業減少支出約157億元（人民幣，下同），
其中失業保險137億元、工傷保險20億元。

返還中小微企已繳失業保險費90%
張廣立表示，對不裁員、少裁員的企業，按照

一定比例給予返還上年繳納失業保險費，將中小微
企業返還比例由60%提高到90%。中小微企業按
90%返還，大型企業按30%返還。“初步統計，
2022年穩崗返還預計返還資金為45億元左右，受益
企業約有140萬戶。”

“三個不得”營造良好營商環境
此外，不少服務行業港商反映，疫情防控政

策的封城、封區和交通封鎖，造成了客流大量流
失。有在廣州酒店行業工作的港商周先生表示，
疫情爆發後，異地出差、旅遊等客流量大量減
少，連帶酒店入住率也一直低迷。

對此，廣東此次出台的政策明確給服務業從

業者派了一顆定心丸。黃華東表示，廣東將用
“三個不得”，為服務業營造良好環境。“三個
不得”即不得突破疫情防控相應規定進行封城、
封區、中斷公共交通；不得非經流調、無政策依
據對餐廳、商超、景區景點、電影院及相關服務
業場所等實施關停措施、延長關停時間；不得在
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政策要求基礎上擅自增加對
服務業的疫情防控措施。確有必要採取封城、封
區、中斷交通等措施或在現行基礎上加強疫情防
控力度的，須報經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同意後實
施。

��(���

◆廣東將零售業納入五大困難行業施以援手。圖為廣州一家電品牌銷售現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盧靜怡 攝

◆25日，廣東舉行新聞發布會，公布《廣東省促
進服務業領域困難行業恢復發展的若干措施》。

香港文匯報記者盧靜怡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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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醫局收緊出院例 長者轉陰回院舍
堵傳疫漏洞 不再要求院舍接回呈陽患者

香港第五波疫情令院舍出現大爆發，香港文匯

報連日揭露公立醫院為加快病床流轉，放寬確診者

出院準則，部分院舍被要求接回病毒檢測仍呈陽的

患者，疑因此將病毒帶回院舍。香港醫管局總行政

經理（綜合臨床服務）李立業25日在疫情記者會上

宣布，已收緊院舍病人的出院要求，這些病人必須

於確診第七天的檢測呈陰性才能出院，以堵塞院舍

爆疫漏洞。雖然有關問題似乎得以理順，但香港行

政會議成員、安老事務委員會主席林正財在接受香

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特區政府應在這一波疫情完

結後檢討院舍的抗疫能力，以應付可能出現的下一

波疫情，包括提升接種率、檢視院舍床位數目，以

及把質素未達甲一級標準的牌照院舍淘汰掉。

香港過去部分病情
穩定、檢測未呈陰性的
新冠肺炎長者會由醫院
轉往全港 6 間暫託中
心，以便在病毒清除後
返回院舍。香港醫管局

更新院舍長者的出院指引，有關病人於第
七天檢測呈陰性才能出院，變相令過往康
復前透過暫託中心過渡才返回院舍的需求
量大減，本已被質疑使用率低的暫託中
心，應如何物盡其用？多名業界在接受香
港文匯報訪問時均表示，暫託中心仍有其
存在價值，尤其疫情或隨時惡化，在目前
疫情回穩下，建議暫託中心可直接從院舍
接收更多未完全康復的患者，以及將部分
醫院內仍然“呈陽”、病情穩定的患者轉

往暫託中心，騰出醫院床位局部恢復非新
冠治療服務。

公院部分病床可轉回普通病床
香港行政會議成員、安老事務委員會

主席林正財向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近日
暫託中心使用率低受一籃子因素影響，包
括疫情從兩三周前的最高峰回落及醫管局
的治理能力增加，將長者送往暫託中心的
需求減少有關。但他指出，暫託中心仍有
其存在價值，因為“床等人”好過有需要
時才“人等床”。

他認為，目前可從兩方面提高暫託中
心的使用率以“物盡其用”，其一是醫管局
目前已將半數普通房間的病床轉為新冠病
床，可在疫情逐步回穩下將部分病床重新轉

回普通病床，以防止出現全球許多國家及地
區同樣面對的非新冠病人失救問題，“減省
新冠病床後，就可以將部分‘呈陽’但病情
穩定的長者轉往暫託中心。”同時，社署可
直接從院舍接收更多輕症患者到暫託中心，
紓緩院舍壓力。

倘疫情急升可支援公營醫療體系
協助社署營運石硤尾公園體育館暫

託中心的九龍樂善堂總幹事劉愛詩表
示，中心的使用率之前一直維持在95%以
上，過去一周隨疫情稍稍紓緩才回落至
六七成。她認為長者暫託中心有一定需
要，一旦疫情急轉直下也有充分床位支
援公營醫療體系，同時有經驗人手處
理。

她表示，進入中心的長者一般流轉情
況為7至14日，每日出院人數佔中心人數
10%至15%。由於每位長者均有個別的醫療
和護理需要，護理團隊需要按每位長者情
況作好護理，例如有些長者病人吞嚥困難
需要食糊餐，同事需要作出調校。

她又分享道，中心投入運作的第二
天，有一名婆婆入住後情緒較為低落，或
許與她在醫院無法為手機充電，未能與家
人聯絡有關，“後來她女兒在我們樂善堂
社交平台留言，同事知道後立即通知中
心，及後知道原來婆婆的丈夫因染疫而死
亡，暫託中心同事便為婆婆充好電，讓她
與女兒說電話，婆婆心情亦好轉。”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25日再多一間安老院舍出現個案，涉及6名院友。在今
波疫情中，院舍可謂重災區，至今累計逾千間安老

及殘疾人士院舍出現疫情，合共3.6萬名安老院舍院友及9,300
名殘疾院舍院友受感染，分別佔全港院友48%及50%，並有
3,685宗死亡個案涉及院友。

出院須確診第七天檢測呈陰
香港文匯報連日追訪，發現爆疫源頭除了有部分職員將病

毒帶入院舍外，從醫院或社區治療設施接回病毒未清的院友也
是原因之一，但醫管局早前為加快病床流轉，放寬病人出院指
引，部分院舍被要求接回病毒檢測仍呈陽的染疫院友，造成二
次爆發，引起社會廣泛關注。

香港醫管局總行政經理（綜合臨床服務）李立業25日表
示，近日已收緊出院準則，院舍病人必須於確診第七天的檢
測呈陰性才能出院，但補充局方早前會安排不適合返回院舍
的長者前往亞博館社區治療設施或長者暫託中心，直至檢測
陰性才離開，又強調近日修改出院準則只為梳理出院情況，
讓標準較“整齊”。

林正財：提高院舍抗疫能力
這一爆疫漏洞雖然堵塞，但院舍業已元氣大傷，如何復

元成為當前難題。林正財25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
目前安老院舍的運作情況確實比兩三周前疫情高峰期好轉，
但仍然未恢復元氣，尤其是一些中小型院舍因人手不足及未
必有足夠空間做好院友的隔離工作，運作更艱難，“即使這
一波疫情捱得過去，也未必能應付下一波疫情。”

展望未來，林正財提出多項建議以提升院舍應對下一波疫
情的能力，一是必須提高新冠疫苗接種率，例如提高至專家建
議的95%。二是通風系統方面，雖然之前社署已為院舍提供相
關支援，但是否“到位”、成效是否理想，應再由社署及專家
進行檢討。

林正財同時認為，應檢視院舍應對疫情的能力是否足以應
付現有的床位數目，“從第五波疫情的經驗顯示，部分院舍可
能沒有足夠空間照顧這麼多院友，社署應檢視是否需要指令院
舍減床位。”人手方面，他指即使未有疫情都長期缺人及難請
人，必須解決長期人手不足的問題，包括繼續放寬輸入外勞政
策等。

檢視牌照院舍淘汰未達標者
最後一點是必須改善院舍質素。林正財指出，院舍尚可應

付首四波疫情，但這一波Omicron的傳播力實在太強，部分連
社署買位指標都未達標的牌照院舍根本無力應對，“‘太平盛
世’時，可透過買位及改例去花時間改善牌照院舍的質素，但
目前情況應在這一波疫情完結後檢視所有牌照院舍的情況，至
少升級至甲一級院舍，否則便應被淘汰掉。”

香港安老服務協會執委李輝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亦
指，院舍最嚴峻的“打仗”階段基本過去，早期爆疫院舍的長
者都處復元期，但不知病毒會否再次變種，屆時長者又是首當
其衝的高風險群組，故必須把握第五波疫情紓緩的時機提高疫
苗接種率，“這一波疫情明顯看到，院舍整體接種率高，爆疫
程度與死亡率愈低。”

她強調，未來還必須加強院舍的抗疫能力，包括提高員工
的感染控制意識等。在硬件方面，通風系統仍需改善，“部分
院舍位處大廈內，鮮風或不足，除了要繼續改善外，社署亦應
掌握有關情況，到疫情轉為嚴峻時，及時將該些院舍內的院友
轉移隔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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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舍危情未解 暫託中心仍要作為

��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無認知能力長者打針 倡由醫生授權

▲香港醫管局25日宣布，已收緊院舍病人的出院要求，這些病人必須於確診第七天的檢
測呈陰性才能出院，以堵塞院舍爆疫漏洞。 資料圖片

◀ ▲

香港文匯
報連日報道公立
醫院為加快病床
流轉，要求部分
院舍接回病毒檢
測仍呈陽的患
者，疑因此將病
毒帶回院舍。

◆◆石硤尾公園體育館暫託中心石硤尾公園體育館暫託中心。。 九龍樂善堂提供圖片九龍樂善堂提供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弦）香港院舍
長者的接種率一直偏低，其中無認知能力的
長者，香港醫生即使評定他適合接種疫苗，
也可以因為無法聯絡家人簽署同意書，而無
法為長者打針。香港安老事務委員會主席林
正財認為，這種情況下，醫生應獲授權為長
者接種新冠疫苗，過去香港也有類似的機
制，外國亦有相似的準則。

林正財25日在接受電台訪問時指出，現
時安老院舍內無認知能力的長者，不少都沒
有法定監護人，院舍接觸的長者聯絡人亦並
非長者配偶或子女。這類長者中有約一成因
聯絡人反對而無法打針，他認為無論如何都
需處理這問題。“第五波疫情未退卻，所有
專家均指出目前最重要是為長者接種疫
苗。”

他認為在這種情況下，醫生有權對無認知
能力的病人按最佳利益作醫療決定，即是為這
類長者打針，而類似的做法行之有效，“西方
國家亦有沿用類似準則，醫生有見病人面對危
急情況、例如因車禍昏迷等，在聯絡不到家人
時，醫生有權幫病人作醫療決定。”在現行法
律框架下，加上醫生的專業操守，他看不到這
做法可能會引起法律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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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委員長童振源博士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委員長童振源博士
蒞休首日即參訪蒞休首日即參訪 「「休士頓台灣松年學院休士頓台灣松年學院」」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

該校音樂班學生在詹硯文老師指揮下該校音樂班學生在詹硯文老師指揮下，，演唱演唱
「「戀戀北迴線戀戀北迴線」」 迎賓迎賓。。

出席歡迎會的貴賓出席歡迎會的貴賓（（前排左起前排左起)) 「「松年學院松年學院」」
許勝弘院長許勝弘院長、、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羅復文處長羅復文處長、、
「「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中華民國僑務委員會」」 童振源委員長童振源委員長、、

「「松年學院松年學院」」 董事長陳美芬董事長陳美芬。。

「「松年學院松年學院」」 董事長陳美芬在歡迎會上致詞董事長陳美芬在歡迎會上致詞。。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羅復文羅復文
處長致詞處長致詞。。

「「僑委會僑委會」」 委員長童振委員長童振
源博士致詞源博士致詞，， 「「松年學松年學
院院」」 的學習的學習，，成為台灣成為台灣
年長者永遠的家年長者永遠的家。。 「「松年學院松年學院」」 許勝弘院長許勝弘院長（（左立者左立者 ））致詞致詞。。

「「松年學院松年學院」」 許勝弘院長許勝弘院長（（右一右一））頒獎給大力頒獎給大力
贊助的陳玲容女士贊助的陳玲容女士（（中中），），因為她每月固定給因為她每月固定給
「「松年學院松年學院」」 捐款捐款$$10001000元已長達多年元已長達多年。。陳玲陳玲
容女士是陳清亮先生容女士是陳清亮先生（（左一左一））的大姐的大姐。。

圖為僑委會委員長童振源圖為僑委會委員長童振源（（中中））以以 「「惠澤同僑惠澤同僑」」 字畫贈送字畫贈送 「「松年學院松年學院」」 ，，由該學由該學
院許勝弘院長院許勝弘院長（（右六右六））率該學院董事會董事們率該學院董事會董事們、、老師們代表接受老師們代表接受。。 「「松年學院松年學院」」 也以禮品袋贈給僑委會童振源委員長也以禮品袋贈給僑委會童振源委員長（（左五左五 ））及其同行代表們及其同行代表們。。

圖為圖為（（左起左起））該校董事林富桂該校董事林富桂、、僑務委員僑務委員
黎淑瑛黎淑瑛,,劉秀美等人在會上合影劉秀美等人在會上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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