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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中心門票$19.95   

 

 ★首選黃石、坎昆全包團 讓您樂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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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条精選歐洲遊★★ 

6/1-6/10/22 巨環國家公園系列（黃石） 

 

 

2022 王朝旅遊董事長親自帶隊 

 ★阿拉斯加、夏威夷、哥斯達黎加 
9 月 14 天葡萄牙西班牙深度遊 

 

 

★申根簽證★ ★認證★ ★公證★ 

自然博物館門票$10  11 月 11 天摩洛哥夢幻之旅 

 

 ★暑假熱門多線路美東美西遊 任君選擇 

平抑飆漲油價平抑飆漲油價 美擬一天釋百萬桶戰略儲油美擬一天釋百萬桶戰略儲油
（綜合報導）美國兩名高層官員表示，

拜登政府考慮從戰略石油儲備（SPR）每日
釋出100萬桶，為期數個月，藉以降低油價
。

知情人士說，總釋放量可能高達1.8億
桶。

路透社報導，俄羅斯入侵烏克蘭遭國際
制裁，促使油價飆升。白宮表示，美國總統
拜登明天將發表談話，談論政府致力降低油
價的行動。

居高不下的油價已成為拜登和所屬民主

黨的政治包袱之一。民主黨力求在 11 月期
中選舉保住國會優勢。

白宮表示，拜登將於 31 日下午 1 時 30
分（台灣時間4月1日凌晨1時30分）發表
談話，談論政府各項行動，以減少俄國侵烏
導致能源價格飆升的衝擊，降低美國家庭在
加油站的汽油價格。白宮未提供更多細節。

美國有消息人士 25 日表示，拜登政府
考慮再度釋出戰略石油儲備，以助穩定全球
能源市場。如果釋出，可能會超過本月稍早
的3000萬桶石油。

國際能源總署（IEA）成員國本月初同
意釋放超過 6000 萬桶儲油，其中 3000 萬桶
來自美國戰略石油儲備。

3名知情人士向路透社透露，拜登政府
正考慮暫時撤除夏季銷售酒精汽油的限制，
以助降低美國消費者燃料成本。

汽油添加酒精有助降低加油站的汽油價
格，因為玉米做的乙醇目前比直餾汽油便宜
。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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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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t The 94th Academy Awards
Oscars ceremony on Monday
night the winner of the best actor
award, Will Smith, became upset
with host Chris Rock when Rock
joked about Smith’s wife. Smith
walked up on the sage and
openly slapped Rock on the face
as he was making an award
presentation.

Later Smith said in a statement
that he was deeply ashamed for
his action that should not be any
part of his daily behavior. But his
slap has indeed shocked the
world and Smith has set a very
bad example.

This is not new or the first time
Chris Rock has said many
insulting jokes about people,
including past attacks on Asian

Americans.

The Academy of Motion Picture
Arts and Sciences, the
organization that hosts the
Oscars ceremony, said in a
statement that they have officially
started a formal review around
the incident and will explore
further action and consequences
in accordance their organization
’s bylaws, standards of conduct
and California law.

The incident really
overshadowed the awards
ceremony. Many comedians who
tell jokes for a living have raised
concerns about the precedent
Smith has now set.

The movies, films and sports
industries have created

countless stars. They make huge
incomes and live luxurious
lifestyles. They are a very elite
and different group from the rest
of us. They really need to set

better examples and be more
positive role models for our
younger generation. We don’t
ever want this incident to happen
again.

0303//3131//20222022

Hollywood Slap Is The WorstHollywood Slap Is The Worst
ExampleExample

週一晚間在奧斯卡頒奬典禮上，
最佳男主角獲奬人威爾斯密史因不滿
主持人克里斯洛克向他的妻子開玩笑
， 他上台賞了主持人一記耳光 ，主辦
單位除了發表譴責外並已展開調查。

斯密史在一項聲明中表示，我深
感羞愧這，並不該是我日常為人的表
現， 不過他的這一巴掌確實是震驚世
界， 而且是非常不良的示範。

主持人克里斯洛克在他主持的大
型晚會上可說是劣迹斑斑，並曾對亞
裔做過許多侮辱性之攻擊言論， 他這
次再以刻薄語言攻擊謿笑他人， 已経
不是第一次。

據有關人士透露， 事發現場本來

主辦單位想要斯密史離開， 但由于考
慮到會引起不必要的騷動， 而且馬上
要頒發最佳男主角奬，他是非常熱門
之候選人， 果然他被選中而且還上台
領獎。

我們要非常遺憾地指出這次的摑
掌事件，代表了好萊塢非常可恥及不
幸的一面，我們今後如何向下一代解
說當天的事件。

電影電視體育界創造了無數的明
星 ，他們收入豐厚 ，生活奢華， 出
入名車美女， 是社會上另類族群 ，許
多明星不但做出令人咂舌的動作，更
是社會最坏的示範。

好萊塢摑掌是最壞示範好萊塢摑掌是最壞示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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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耶穌教會
True Jesus Church

中英安息日崇拜：週五晚上7:45週六早上10:45
中英文分組查經：週六下午1:30
英文兒童宗教教育：週六早上11:00 下午2:00

TJC

335 Avenue E,Stafford,
TX 77477

電話: (281)631-5260
網址: www.tjc.org
電子郵件: Houston@tj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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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日本全境新增COVID-19確診病例
已有轉為增加傾向，日本政府高度警戒疫情反彈
。專家研判可能跟民眾心理上放鬆有關，東京都
接下來就算增加到單日1萬5000例也不足為奇。

日本時事通信社報導，日本內閣官房長官松
野博一今天在記者會上說，這幾天全境新增CO-
VID-19（2019 冠狀病毒疾病）確診病例已轉為
增加傾向，有必要注意19日至21日連假帶來的影
響，將持續關注是否會造成疫情反彈，政府會保
持最高警戒。

松野說，接下來要進入因為就業或升學的人
潮移動季節，希望民眾能徹底做好防疫措施，也
強調如果疫情再度回溫，保健及醫療體制都能確
實運作。

日本電視台報導，東京都30日新增9520例確

診病例，較23日增加3090例，也是連續4天高於
上週同日。

日本國際醫療福祉大學主任教授松本哲哉說
，新增確診病例數增加，很可能跟這波疫情已過
感染高峰、民眾認為可以開始自由活動及飲食有
關， 「東京都新增確診病例即使增加到單日1萬
5000例也不足為奇」。

厚生勞動省諮詢委員會主席脇田隆字說，目
前新增確診病例中，20多歲患者占比有增加傾向
，由於以往疫情擴大初期都有這個現象，可能跟
這次轉為增加有關。

脇田說，接下來的春假、賞櫻及入學典禮等
，會有很多人潮群聚的機會，為防止疫情反彈，
希望民眾徹底做好防疫措施。

日確診病例轉為增加
官方高度警戒疫情反彈

俄機驚傳掛 「核彈」闖這國領空 軍事專家驚：超嚴重
(本報訊)獨立泛歐媒體 「歐洲動態」（EurActiv）3月31日報

導，3月2日有4架俄軍軍機侵犯瑞典領空，近期卻傳出俄機當時
其實攜有核彈；軍事專家指出，這代表俄羅斯對有意加入北約
（NATO）的瑞典釋出訊息，即其不僅擁有核武，也不排除在必
要時實際動用這種恐怖武器，嚴重性與一般領空入侵事件 「完全
不同」。

瑞典和芬蘭3月2日於波羅的海進行聯合軍事演習時，該國
國防部宣布，俄軍2架Su-27戰機和2架Su-24攻擊機也在該區
域飛行，並侵犯了瑞典哥特蘭島（Gotland）的東部領空約1分鐘

，遭到瑞典空軍JAS-39 「獅鷲」（Gripen）戰機攔截。瑞典空軍
參謀長愛德斯壯（Carl-Johan Edstrom）少將指出，在經過評估
後，其認為俄羅斯軍機的行為是 「故意為之」，痛批在目前的東
西方緊張局勢下，俄羅斯的行為 「既不專業也不負責任」。

不過 「歐洲動態」3 月 31 日引述瑞典新聞頻道 「TV4 Ny-
heter」報導，這4架據稱是從俄羅斯波羅的海加里寧格勒（Ka-
liningrad）基地起飛的軍機，其中2架當時其實攜有核彈。Su-24
攻擊機確實具備戰術核子打擊能力，不過瑞典國防軍並未對此消
息發表評論。

前瑞典國防大學（Swedish National Defence College）戰略教
師、退役瑞典國防軍中校林恩（Stefan Ring）告訴 「TV4 Nyhet-
er」，這代表俄羅斯對瑞典釋出訊息，即其不僅擁有核武，也不
排除在需要時動用；退役瑞典國防軍參謀軍官艾夫文（Jörgen
Elving）中校則告訴《晚報》（Aftonbladet），若侵犯領空的俄
機真的攜帶核武，則整起事件的嚴重性將 「完全不同」，因為這
類軍機只有在非常特殊的情況下才會攜帶核武， 「這可不是例行
公事」。

令人髮指 ! 俄軍遭爆輪姦 16 歲烏克蘭少女還吃狗肉
(本報訊)根據《太陽報》（The Sun）報導，俄羅斯入侵烏克

蘭後，除了肆意轟炸城市之外，也陸續有消息傳出俄士兵在占領
城市中燒殺擄掠，對平民下手。烏克蘭安全局(SSU)釋出了一段
令人震驚的錄音，俄士兵漫不經心的聊著他們剛強暴了一名烏克
蘭少女，甚至還吃狗肉。

在談話中，有一名俄羅斯士兵在與一名俄羅斯女性在說話，
在他漫不經心的語調中他說在坦克中發現了三名俄羅斯同袍。然

後他輕鬆的說: 「他們三個剛剛強姦了一名16歲烏克蘭少女。」
女生聽完後直接氣到爆出F字頭的髒話。

另一段錄音則是俄軍在通話中透漏因為吃膩了乾糧，所以隨
手宰殺了一隻中亞牧羊犬（Alabai）來吃。通話中的俄國軍人說:
「我們剛吃了一隻狗。」另一位男子則不敢相信的說: 「為甚麼

！？你們沒有吃的了嗎？」他的戰友說到： 「我們手中有一些
（MRE）即食食品，但我們厭倦了它們。」然後小隊說，會吃

狗是因為它們消滅了所有雞和鵝。
烏克蘭檢察總長維涅迪克托瓦（Iryna Venediktova）早前曾

出面表示俄羅斯士兵在入侵期間犯下許多令人髮指的罪刑，有俄
兵闖入民宅在孩子面前輪暴一名婦女。

目前烏克蘭安全局透過聊天機器人、熱線電話、聊天APP和
電子郵件為海牙收集有關俄羅斯戰爭罪行的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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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超28萬人二次感染新冠
內閣簽署開放法令

綜合報導 意大利國家衛生院(ISS)指出，在2021年8月24日至2022年

3月23日期間，意大利累計報告了282654例二次感染新冠病例。此外，

意大利總理德拉吉表示，內閣會議已經批准重新開放法令。

據報道，意大利國家衛生院表示，在最近的每周疫情通報中，意大

利二次感染新冠病毒病例數量，已經占新增感染病例的3.4%。

另一方面，意大利總理德拉吉向媒體證實，內閣會議已經批准重新開

放法令，其中包含放寬國家對新冠防疫限制的時間表。根據該法令，意大

利將在3月31日結束全國衛生緊急狀態，4月初至6月中旬將逐步放松防疫

限制，4月30日停止室內佩戴口罩規定，5月1日終止綠色通行證制度。

德拉吉表示，意大利政府內閣批准了幾乎解除所有防疫限制的措施

。政府的目標是恢複人們的正常生活，恢複正常社會生産和工作秩序，

重新開放經濟。

意大利衛生部長斯佩蘭紮表示，4月30日以前將繼續使用綠色通行

證，隨後意大利的四色防疫區域限制系統將停止使用，50歲以上未接種

疫苗的員工不再需要無薪停職，但醫護人員在年底前必須繼續遵守接種

疫苗規定。

根據內閣批准的法案，4月1日將取消公共交通綠色通行證的要求，

屆時還將取消體育場館等場所的容量限制。

報道指出，盡管過去兩周意大利的新冠病毒感染率有所上升，但政

府仍繼續實施取消衛生防疫措施計劃。

意大利民防部報告該國新增新冠確診病例73357例，死亡病例118例。

幫派爭鬥致20人慘遭槍殺！
墨西哥總統怒斥“大屠殺”
綜合報導 這是近年來米卻肯州發生的最血腥、受害者人數最多的暴

力事件。墨西哥米卻肯州總檢察長辦公室在一份聲明中確認，上周日晚

在米卻肯州拉斯蒂納哈斯鎮一個非法鬥雞場地，有20人慘遭槍殺，原因

是幫派爭鬥。墨西哥總統洛佩斯周一將這一不幸事件稱爲“一個群體對

另一個群體的大屠殺”。

據報道，暴力事件發生在上周日晚上10時30分左右，一群身穿軍裝

攜帶突擊步槍的人突然闖入米卻肯州拉斯蒂納哈斯鎮的一個地下鬥雞場中

，並瘋狂射擊。警方分析認爲，此次襲擊可能是犯罪集團之間的爭鬥。墨

西哥聯邦公共安全部在一份聲明中說，警方在現場發現了16名男性和3名

女性的屍體，一人在轉送醫院的過程中傷重不治。激烈的槍聲驚動了鄰近

社區的居民，有人表示在幾公裏外都可以聽到槍擊的聲音，一些人甚至將

錄下的槍擊聲上傳到社交網絡上。目前警方還在追捕襲擊者。

拉斯蒂納哈斯鎮所在的米卻肯州和鄰近的瓜納華托州是墨西哥暴力

事件最多的兩個州。自1980年以來，拉斯蒂納哈斯鎮一直爲毒販提供種

植和生産服務，包括大麻、海洛因、芬太尼和可卡因等，因此成爲各販

毒集團的必爭之地，暴力事件頻發。米卻肯州一直是墨西哥販毒集團暴

力活動的中心之一，也是墨西哥最暴力的販毒組織之一“哈利斯科州新

生代卡特爾”大毒枭塞萬提斯出生的地方。墨西哥政府曾經懸賞500萬

美元來換取他的地址情報，但是至今沒有任何收獲。2021年，米卻肯州

登記了2732起故意殺人案，占當年全國暴力死亡人數的8%。

300萬烏克蘭難民湧入鄰國
歐盟禍福難定

綜合報導 俄烏軍事衝突正在掀起歐洲

自2015年以來最大一波難民潮。根據聯合

國統計數據，已經有超過300萬烏克蘭難

民湧入鄰國，對于歐洲國家來說，收容他

們的財政壓力也是不小，但同時各方也都

在仔細觀察這一波難民潮背後帶給歐洲經

濟的複雜影響。

根據聯合國難民署（UNHCR）網站援

引各國政府的數據，從2月24日俄羅斯對

烏克蘭發起“特別軍事行動”以來，烏克

蘭外流的難民已經超過327萬。這其中，

約300萬人進入了歐盟成員國，包括波蘭

、羅馬尼亞、匈牙利和斯洛伐克，還有非

歐盟國家摩爾多瓦。波蘭接納了一半以上

的難民，人數超過197萬。大約2/3的烏克

蘭人稱想留在波蘭，因爲這裏離家近，如

果情況允許，他們會考慮返回家鄉。

在和烏克蘭邊境接壤的波蘭城市克拉科

夫，記者從早到晚都可以看到以婦女兒童爲

主的烏克蘭難民步行過境。來自基輔的尤利

娅對記者說，自己從未想過會有這樣一天，

帶著兩個不到8歲的孩子步行兩小時，來到

波蘭避難。由于烏克蘭戰時法令要求所有成

年男子留在國內備戰，她的警察丈夫還在基

輔。不過她感到幸運的是，自己的叔叔在克

拉科夫生活，讓自己有地方棲身，不至于留

宿難民營。

在克拉科夫，當地小學的部分樓房被

臨時改爲難民收容中心

。學校禮堂改成擔架床

一字排開，可以容納近

80人。學校廚房裏堆滿

了土豆和面包，還有當

地社會捐贈的其他食物

和飲用水。

但這次伴隨戰火而

來的烏克蘭難民也並非

都是一窮二白的底層民

衆。在烏克蘭西部城市

利沃夫，當地市長薩多

夫伊早前對記者表示，

20萬從烏克蘭東部和南

部湧來的難民，讓地方

政府開支每天多了100萬美元。不過，就在

這座西部城市的市中心，記者也發現，有大

量來自烏克蘭基輔、哈爾科夫等地的外地私

家車擠在市區酒店區停靠。當地人塔羅斯告

訴記者，這些私家車的主人也屬于市長口中的

這20萬人群體。不同的是，這些人是帶著大

量個人財富來到利沃夫避難。他們的到來，讓

當地所有的酒店爆滿，至今也沒有空房。

在克拉科夫，當地一些嗅覺敏銳的商人

也意識到這股難民潮帶來的機遇。在當地從

事房地産開發的商人弗裏德對記者說，他自

己悄悄觀察數天，發現有大量從烏克蘭來到

當地的難民前往當地銀行取款。經過了解，

他發現這些人早就在波蘭開設私人賬戶，避

免戰火一旦爆發，自己來不及准備現金逃難

。在俄烏衝突爆發初期，這個波蘭城市的房

價曾一度一落千丈，大量擔心戰火會蔓延到

波蘭的賣家不惜虧本套現。但戰事持續了半

個月後，當地房價又迅速回溫，其中一個重

要原因就是出現了不少烏克蘭的買家。

除了現金資本對于當地經濟的刺激之外

，歐盟國家歡迎烏克蘭難民的另一個原因是

相信這會給當地勞動力市場提供重要補充。

但在當前，歐洲經濟處于紊亂狀態，有媒體

認爲，現在說烏克蘭難民就是歐盟勞動力市

場的“新鮮血液”未免言之尚早。

烏克蘭難民兌歐元遇阻：
歐盟不想給兌換風險提供擔保

綜合報導 美國政治新聞網（Politico）

歐洲版發文稱，“歐盟內鬥（EU infight-

ing）”耽誤了烏克蘭難民的現金兌換，

數以百萬計的難民無法將他們的烏克蘭

格裏夫納兌換成歐元。

報道指出，自3月初以來，歐盟領

導人一直在討論如何處理烏克蘭難民貨

幣兌換問題，但歐盟國家和歐盟委員會

意見不一，至今沒能找到解決方案。根

本原因在于，烏克蘭國家銀行目前無力

提供抵押品以彌補潛在的兌換損失。

目前，歐洲央行（ECB）已向歐盟

提出了兩種兌換方案，但無論哪種都需

要歐盟爲兌換擔任擔保人，歐盟方面則

因預算緊張而反對這些方案。一位了解

討論情況的官員透露，預計擔保金額將

達到3億至4億歐元。

報道指出，在歐洲央行提出的爲烏

克蘭難民兌換當地貨幣的計劃中，由誰

來負責提供擔保的問題，歐盟國家和歐

盟委員會之間仍處于僵局，這意味著數

百萬逃離戰火的烏克蘭人沒法在歐洲兌

換他們的儲蓄。

據英國廣播公司（BBC）報道，聯

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透露，自俄烏軍

事i衝突爆發後，已有超過1000萬人逃

離了他們在烏克蘭的家園，其中有380

萬人逃至其他國家。

Politico引述其獲取的一份文件內容

稱，目前，歐洲央行向歐盟委員會提出

了兩種兌換方案。

在方案一中，歐盟國家將授權歐洲

央行與各個歐盟國家的央行合作，將烏

克蘭格裏夫納兌換成其他貨幣。

歐洲央行寫道，爲了繞過歐元區

的貨幣融資禁令——即央行向各國提

供財政支持——歐盟必須“向（歐洲

央行和歐盟國家各央行）提供履行職

責的資源”。

報道指出，在該方案中，歐盟將不

得不爲貨幣兌換提供抵押品，以彌補潛

在的損失。

值得注意的是，該計劃可以擴展到

非歐元區國家，而這些國家目前收容了

大多數烏克蘭難民——根據聯合國的統

計數據，波蘭有230萬烏克蘭難民，羅

馬尼亞有60萬難民，匈牙利則有36萬難

民。

據報道，盡管歐洲央行傾向于方案

一，但也給出了方案二，即烏克蘭國家

銀行根據其他的法律依據向歐洲央行授

權。

歐洲央行表示，這一方案將繞過貨

幣融資禁令，因爲“貨幣融資禁令並不

排除 （烏克蘭國家銀行）與歐洲央行/

歐元系統之間的代理安排——（烏克蘭

國家銀行）不是公衆的一部分部門。”

但是，方案二依舊要求歐盟擔任貨

幣兌換的擔保人。

報道指出，這兩種方案的潛在爭議

是“到底誰應該來提供擔保”，一位了

解討論情況的官員透露，預計擔保金額

將達到3億至4億歐元。

具體而言，擔保提供也存在兩種選

擇。一是歐盟委員會使用歐盟預算提供

擔保，該選擇也得到了歐盟國家和歐洲

央行的廣泛支持，但歐盟委員會反對這

一選擇，因爲歐盟預算已經捉襟見肘。

二是由歐盟國家從自己的預算中提

供擔保，但這一過程可能需要數周乃至

數月的時間——因爲在許多歐盟國家，

用預算提供擔保需要議會批准。

“老實說，如果是歐盟預算，情況

會簡單一些，因爲協調各國預算相當複

雜。”Politico引述一位歐盟高級外交官

說法稱，“但使用歐盟預算也不容易，

因爲目前（資金）需求很大。”

“我們已經確定了需求，但我們還

沒有找到解決方案。”這位高級外交官

表示。

報道指出，歐盟委員會發言人沒有

回答爲什麽不用歐盟預算提供擔保的問

題，但表示歐盟委員會正在與歐洲央行

和歐盟國家央行聯系“以尋找解決方案

，並顯示我們在烏克蘭難民問題上也是

團結一致的”。

報道稱，將于下周在盧森堡舉行的

歐盟財長會議可能會在部長層面討論這

一問題。

墨毒梟“矮子”的頭號殺手“死神”，涉數千命案被判終審監禁

綜合報導 墨西哥大毒枭

“矮子”古茲曼殺手小組前負

責人、綽號“死神”的維萊加

斯被美國得克薩斯州西區地區

法院判處終身監禁，並支付10

萬美元罰款。據悉，維萊加斯

與墨西哥北部短短四年內發生

的數千起謀殺案有關。

據報道，現年37歲的維萊

加 斯 （MarioIglesias-Villegas）

曾擔任大毒枭“矮子”古茲曼

（Joaquín 'ElChapo'Guzmán）販

毒集團錫那羅亞卡特爾殺手小

組的負責人。

美國聯邦調查員認定，2008

年至2011年期間，由于錫那羅亞

卡特爾與華雷斯卡特爾爭奪通往

美國的販毒路線控制權，維萊加

斯在邊境城鎮華雷斯城數千人被

殺事件中起了直接作用。

他還被判定共謀擁有可卡

因和大麻，以及另一項共謀洗

錢的指控。此外，他還被認定

犯有密謀擁有槍支以促進販毒犯

罪，密謀在外國殺人和綁架。

美國司法部稱，維萊加斯

于2008年加入跨國販毒組織，

聽從古茲曼的命令。其新聞稿

稱，維萊加斯的暴力行爲使錫

那羅亞卡特爾能夠控制華雷斯

毒品走廊並成功地將可卡因和

大麻進口到美國。

據報道，維萊加斯的共同

被告烏爾奎迪（Arturo Show-

sUrquidi）于 3月 3日被判處終

身監禁。

烏爾奎迪曾是一名墨西哥警

察，他爲古茲曼的販毒集團運送

數千公斤可卡因建立安全保障。

據悉，聯邦特工于調查期間

在美國各地查獲了數百公斤可卡

因和數千磅大麻。當局還沒收了

數百萬美元的卡特爾利潤，這些

利潤將被偷運回墨西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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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總統拜登今天與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通
話，就美國與盟友持續為烏克蘭提供更多援助以協助烏國軍隊
保衛家園，拜登也表示美國將再提供5億美元援助。

拜登（Joe Biden）今天在與澤倫斯基（Volodymyr Zelensky
）的約1小時通話中，就美國與其盟國和合作夥伴為烏克蘭提
供軍事、經濟與人道救援，以及持續讓俄羅斯為其對烏克蘭的
野蠻入侵付出沈重代價交換意見。

根據白宮提供的對話紀要，拜登與澤倫斯基討論美國持續

滿足烏克蘭主要的安全援助請求、這些武器對衝突產生的關鍵
影響，以及美國與盟邦和合作夥伴持續努力提供更多協助烏克
蘭軍隊保衛家園。

拜登也利用機會向澤倫斯基表示，美國計劃對烏克蘭政府
再提供5億美元援助。澤倫斯基則向拜登說明與俄羅斯的談判
狀況。

與此同時，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Lloyd Austin）今天上午
在國防部會見來訪的德國國防部長蘭布雷特（Christine Lam-

brecht）時表示，俄羅斯總統普丁（Vladimir Putin）選擇的戰
爭對平民帶來可怕的傷亡，並迫使數百萬無辜烏克蘭人流離失
所。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不僅是對烏克蘭的攻擊，還是對 「跨大
西洋安全核心原則的攻擊」。

他也感謝盟邦與美國合作堅定支持烏克蘭，並傳達一個明
確訊息，亦即任何對安全的挑戰都將得到堅定而統一的回應，
「我們對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集體防禦承諾如鐵一般

堅定」。

違出口管制 美政府將俄73架波音飛機納制裁清單

戴琪：對中國加徵關稅未收效
應改刺激國內生產

（綜合報導）美國商務部今天將多間俄羅斯航空企業營運
的73架波音（Boeing）飛機納入違反出口管制清單，這些飛機
最近曾飛到俄國且據信違反美國出口管制規定。

美國本月稍早禁止美國製飛機，或是機上有超過25%零組
件由美國製造的飛機，在未獲授權情況下入境俄國，作為制裁
俄國入侵烏克蘭的一部分。但美國商務部表示，有多架飛機違
反制裁規定。

美國商務部18日著手停飛100架飛機，其中有99架俄羅斯

民航與貨運航空公司的波音飛機，包括俄羅斯航空（Aeroflot）
、空橋貨運航空（AirBridge Cargo）、烏塔航空（UTair）。

還有北風航空（Nordwind）、藍色航空（Azur Air）與航
星航空（Aviastar-TU）的飛機，以及俄羅斯商人阿布拉莫維奇
（Gulfstream G650）的灣流G650噴射機（Gulfstream G650）。

路透社報導，美國商務部表示，正在將上述100架飛機中
的12架移出管制清單，以便將它們歸還給其他國家的所有者。

商務部今天將更多俄羅斯航空和烏塔航空營運的波音飛機

增至清單，另外還有阿特朗航空（Atran）、俄羅斯航空旗下的
勝利航空（Pobeda）和羅西亞航空公司（Rossiya）、埃羅莎礦
業航空（Alrosa）、西伯利亞航空（S7 Airlines）、俄羅斯飛馬
航空（Pegas Fly）和俄羅斯皇家航空（Royal Flight）的飛機。

商務部還警告全球各地的企業與其他實體，任何添加燃料
、保養、修理、配件或服務均違反美國出口管制，企業將面臨
美國執法行動，包括 「判處重刑、罰款、喪失出口特權或實施
其他限制」。

拜登通話澤倫斯基拜登通話澤倫斯基
再提供再提供55億美元援助億美元援助

（綜合報導）美國貿易代表戴琪（Katherine Tai）今天說
，與其施壓中國改變 「不公平」貿易行為，將政策轉為鼓勵國
內生產更加有助經濟發展。

法新社報導，戴琪在聯邦眾議院歲計委員會（House Ways
and Means Committee）長達4小時的聽證會中坦承，前總統川
普執政時期所展開對中國大舉加徵關稅的策略，對於中國政策
幾無影響。

她說： 「這並未刺激中國去改變。在我們看來相當清楚，
我認為，整體上不能繼續這種做法。」

華府一直指控中國補貼出口、打擊歐美產業、強迫企業轉
移技術才能在中國做生意，以及竊取智慧財產等。

美中兩國2020年簽署 「第一階段」貿易協議，華府據此同
意縮減川普政府2018年開始加徵的關稅，以交換中國在2021
年底前購買價值2000億美元的美國貨品。

然而中國在爆發COVID-19（2019冠狀病毒疾病）疫情衝

擊下未能達標。戴琪告訴國會議員： 「我們持續敞開與中國對
話的大門…但我們也必須承認這項協議的侷限性，不再執著以
往汲汲於改變中國行為的模式。」

美國總統拜登2021年1月就任以來，已解決與盟邦之間的
一些貿易爭端，包括上週宣布取消川普過去對英國加徵的鋼鋁
關稅。儘管戴琪恢復與中國官員協商，卻遲遲未出現類似的突
破性進展。

正當美國苦於應付通膨高漲之際，企業抱怨加徵關稅推高
成本，華府上週同意延長對352項中國輸美產品的關稅豁免。

戴琪在國會聽證中強調，美國現在的戰略必須擴大範圍，
不能只施壓中國放棄被華府視為不公平的貿易行為。她說，新
做法必須 「包括強力捍衛我們的價值觀和經濟利益，免於受到
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公平經濟政策和行為的負面影響」。

她表示， 「我們不能只是等待中國改變」，呼籲 「讓我們
的生產基地回流和重建」。她說： 「這就是我們必須著手推進

的計畫。」
中國正在促進電動車和半導體等產業。戴琪表示，美國應

從事 「策略性投資」以與中國匹敵。
她說： 「我們已經可以在鋼鐵和太陽能產業看到，當現行

機制太慢或不適合，以致無法有效處理中國針對這些產業造成
的扭曲行為時，會發生何事了。」

戴琪籲請國會議員通過 「兩黨創新法」（Bipartisan Inno-
vation Act），這項法案已獲參、眾議院批准，目前正在兩院協
調委員會（Conference Committee）協商。

這項措施將支出520億美元用於美國境內半導體生產和研
究，以及刺激製造和強化供應鏈等。

戴琪也讚揚拜登就任不久即通過的 「美國救援計畫」
（American Rescue Plan），她說，這項振興措施在協助企業因
應疫情方面正帶來 「重大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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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聞

（中央社）國定古蹟赤嵌樓時隔28年再度啟
動修復，預計 2024 年 10 月竣工，見證台南建城
400年時刻。負責修復的建築師許正傑說，此次
將去除牆基歷年修復塗上的4、5層水泥，回復原
始的白灰面風貌，漆作則將以傳統桐油加上礦物
性色粉，而非以往使用調和漆，重現古蹟色澤。

赤嵌樓是台南重要古蹟之一，每年吸引7、
80萬名觀光客，門票收入超過2000萬元，這2年
受疫情及園區修復工程影響，遊客降到約40萬人
次，台南市文化局期盼，整體工程完工後，赤嵌
樓可望重現往日榮景。

昨天動土儀式由市長黃偉哲、文化部文化資
產局副局長粘振裕等人敲錘動土，祈求修復工程
平安順利。黃偉哲說，台南近年有許多新的文化
景點，但赤嵌樓永遠不能被抹滅，期許在現代技
術工法之下，修復後的赤嵌樓能保留原來風貌，
且能維持保存更久。

文化資產管理處表示，赤嵌樓為荷蘭人1653

年建造的 「普羅民遮城」，清朝增設中式樓閣，
日據初期曾作為陸軍醫院，1965年、1994年兩度
修復，2016年0206大地震未傳嚴重損害，因長期
使用及環境氣候危害，建物本體多處裂化損壞，
去年獲文資局補助，總修復工程經費為6040萬元
。

許正傑表示，此次修復工程包含海神廟、文
昌閣、蓬壺書院、臺基、荷蘭時期入口遺構及荷
蘭時期稜堡遺構等，考量赤嵌樓為重要觀光景點
，工程將分2期進行，第1階段先修復文昌閣，
開放海神廟供遊客參觀，第2階段則開放文昌閣
、修復海神廟。

他說，以往修復未循傳統工法，有裂縫就用
水泥塗上，此次將試圖回復牆基原本白灰面，此
外，漆作將以傳統桐油加上礦物性色粉，以傳統
工法重現古蹟色澤與色溫。

迎接建城400年
赤嵌樓時隔28年再修復

（中央社）雲林縣蒜頭產量占全台9成以上
，3月下旬採收期因連日下雨，出現蒜球吸水過
多導致腐爛、散瓣情況，雲林縣長張麗善昨天
前往元長鄉等地勘災，研判全縣大部分蒜頭都
有水損或延遲性損害，呼籲農委會將全縣列入
天然災害現金救助範圍，幫助農民解決燃眉之
急。

雲林縣蒜頭於每年農曆7、8月播種，經過
6、7個月生長，近日開始採收，卻遇到連日下

雨釀災，張麗善昨天會同縣農業處、民意代表
到蒜頭田勘災，農民現場拔出蒜頭，不是腐爛
發臭，就是蒜瓣因水分過多而散開，災損情況
非常嚴重。

陳姓女農表示，她從大陸嫁來台灣，原本
與丈夫在台北工作，3年多前回到元長種蒜頭，
前2年收成不錯，非常開心，沒想到今年遇到連
日下雨，蒜頭都爛掉了，盤商根本不想買，想
到家裡還有2名年幼的孩子，真的不知要如何是

好。
陳女說，之前肥料、農藥都還沒漲價，每

分地成本要5萬8000元，收成好還有賺，去年
播種時肥料、農藥開始漲價，每分地成本接近7
萬元卻沒有收成，可說是損失慘重，希望政府
要多多幫忙，讓大家度過難關。

吳姓、陳姓農民指出，蒜頭會爛光光，除
了下雨釀災外，缺乏人工採收也是一大原因，
由於年輕人口外流，現在大多是老年人在耕種

，勞動力有限，即使知道下雨後要趕快採收，
也找不到人手，原本人工1天1300元，現在漲
到1500元，還是有錢找不到人。

張麗善聽了農民的心聲非常難過，表示雲
林全縣的蒜頭大量腐爛、散瓣，還有很多蒜頭
會有延遲性災損，損失可能超過5成，蒜農辛苦
大半年血本無歸，生計出現問題，中央應盡速
全面現金救助，若還要等各鄉鎮公所統計災損
情況再救助，絕對是緩不濟急。

蒜頭遇雨釀災 張麗善籲中央現金救助

（中央社）後疫情時代要如何振興經濟、觀光，立委許淑華
昨日邀交通部長王國材、南投縣長林明溱等到南投日月潭考察，
與當地民宿、船舶業者座談，針對電子票證、電動巴士、電動船
隻等進行意見交換，王國材允諾，日月潭船舶電子票證明年上路
。

昨日考察內容包括 「提升日月潭地區及南投觀光圈旅遊品質
之具體作為」、 「電動巴士補助」、 「日月潭電子票證及20年
以上載客小船標準」等案，其中電子票證及20年以上載客小船
標準，最受當地船舶業者重視，王國材當場表示，電子票證明年

會上路，其他項目也會審慎評估。
南投縣渡船遊艇商業同業公會理事長王英生表示，未來如果

電子票券實施，船舶的價錢就不會這麼亂，現在日月潭是自由市
場，彼此互相競爭，沒有統一價格，若讓船公司有票價標準可遵
循，也能提升整體旅遊品質。

許淑華表示，政府如何因應後疫情時代發展，當地商家很期
待，其中包括電子票證，交通部也都已完成相關評估與經費投入
，這對南投觀光發展增添莫大助力。現勘後當場也提出停車問題
，王國材也允諾未來若人潮回流，會討論中興停車場立體化可行

性。
王國材表示，交通部會全力協助，除盡速讓電子票證上路，

船舶業者提出的電動船補助機制、船舶售票等問題，初步已找到
合適地點，來設置整合有售票功能的遊客中心，另包括停車使用
率，也會在這次規畫中一併執行。

王國材說，為迎接後疫情時代，交通部也做很多準備，與各
國業者強化線上交流會及教育訓練，宣導台灣安全安心旅遊環境
，並召集國內導遊回來培訓，做好迎接觀光客的準備。

南投考察 交長允船舶電子票證明年上路

為什麼印度能成功申請到世衛組織全球傳統醫學中心？
綜合報導 印度傳統醫學部與世界衛生組織

（世衛組織）簽署了東道國協議，世界衛生組織首

個全球傳統醫學中心（GCTM）落戶莫迪總理故鄉

古吉拉特邦賈姆納格爾縣，被印度視爲外交的重大

勝利，印度在傳統醫學有關的全球衛生治理上將發

揮領導作用。

世界衛生組織全球傳統醫學中心是一個傳統醫

學知識軸心（hub），將于 2022年4月21日在印度

古吉拉特邦賈姆納加爾現場啓動，預計2024年建

成，印度政府承諾出資 2.5 億美元支持該中心的建

立、基礎設施和運營。其臨時辦公室設在古吉拉特

邦阿育吠陀培訓與研究所。 這是世界衛生組織在

2009年通過關于傳統醫學的決議(WHA62.13)，2014

年審議並通過《世界衛生組織2014-2023年傳統醫學

戰略》後，又一個關于提升傳統醫學地位機制化運

作的一項新舉措。

世衛組織選擇印度作爲新設立的全球傳統

醫學中心的東道國，與莫迪總理高明的軟實力

外交分不開。莫迪上台以來，特別珍視印度傳

統醫學的推廣，內政外交方面雙管齊下，對內

進行機構改革，釋放強烈的提升傳統醫學地位

的政治信號；選址上凸顯良苦用心，對外開展

一系列外交造勢，最終成功爭取到了世衛組織

全球傳統醫學中心落戶印度。

傳統醫學是印度軟實力的一部分
從佛教、瑜伽、寶萊塢，再到印度裔僑民，都

是印度軟實力的一部分。莫迪總理上台後，十分關

注印度的軟實力外交，特別是印度傳統文化遺産在

塑造印度國家形象和實現印度政策目標方面的特殊

作用。印度傳統醫學被莫迪政府認爲不僅是實現健

康的“新印度”的重要內容，也是印度在軟實力外

交方面大展宏圖的重要工具。爲更好整合國內傳統

醫藥資源，印度于2014年專門成立一個獨立的部級

管理機構——傳統醫學部，以保護和發展阿育吠

陀、瑜伽和順勢療法等傳統醫學。當前新冠疫情之

下，傳統醫學在解決醫療保健公平與可獲得方面有

巨大吸引力，莫迪政府國內傳統醫藥制度改革所展

示的政治雄心，以及當下各地探索新冠肺炎潛在治

療方法及創新方案的必要性，對印度獲得新機構東

道國産生了積極作用。

選址地點體現莫迪良苦用心
世界衛生組織新中心的選址也體現了莫迪政府

的良苦用心。世界衛生組織全球傳統醫學中心選址

在印度古吉拉特邦賈姆納格爾縣，古吉拉特邦長期

以來都是印度經濟活力較強的地區之一，作爲莫迪

總理的家鄉，也是莫迪深耕多年的政治根據地。賈

姆納格爾縣是印度重要的石化産業基地，作爲印度

第一大財團的信實集團長期深耕于此。信實工業公

司旗下賈姆納格爾煉廠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煉油基

地，2020年信實財團和沙特阿美公司合資在賈姆納

格爾建設原油直接制化學品(COTC)綜合體項目，下

遊衍生物工廠與制藥産業密切相關。

印度的成功離不開持續的外交造勢
莫迪總理深谙外交運作。例如2014年9月，莫迪

總理上台後第一次參加聯合國大會，便呼籲聯合國支

持在世界範圍內推廣瑜伽，並成功說服177個聯合國

成員國通過決議將6月21日設置爲國際瑜伽日。2014

年世衛組織大會通過《世衛組織2014-2023年傳統醫

學戰略》後，2015年印度便發動主場外交，舉辦第53

屆世界傳統醫學大會，這是國際公認的傳統醫學權威

大會，曆屆參會人數都在千人以上，爲世界100多個

國家和地區培養了數以十萬計的傳統醫學人才，具有

巨大的行業話語權。印度也借助金磚國家機制，G20

機制，不斷推廣印度在傳統醫學方面的成就。此外，

印度也將傳統醫學成績寫入世衛組織報告中，進一步

塑造了印度在傳統醫學領域的領導力。

印度一直有強烈的大國雄心，印度能成功申

請到世衛組織全球傳統醫學中心，對印度國家形

象以及印度在傳統醫學領域的國際話語權的提升

，有積極的作用。中印兩國在全球傳統醫學發展

中都起到引領作用，如何從印度對世界衛生組織

外交中汲取成功經驗，提升中醫藥國際影響力，

值得深思。

民調：僅46%民眾看好尹錫悅施政前景
文在寅好評率上升

綜合報導 韓國民調機構Real-

meter發布的一份調查結果顯示，

有46%的韓國民衆看好韓國候任總

統尹錫悅的施政前景，其占比連續

兩周下降。

報道稱，Realmeter 于 21日至

25日面向韓國2512名成年人進行

了上述調查。結果顯示，46%的韓

國民衆看好尹錫悅的施政前景，不

看好的受訪者占49.6%。

看好尹錫悅的施政前景的占比

，從本月第二周調查的52.7%降至

第三周的 49.2%後，本周再降至

46%。同期，不看好的受訪者占比

從第二周的 41.2%升至第三周的

45.6%後，本周再升至49.6%。

另一方面，韓國總統文在寅的

施政表現方面，好評率較上周上升

4個百分點，爲46.7%。差評率較上

周下降3.5個百分點，爲50.7%。

此前報道，韓國中央選舉管理

委員會當地時間3月10日公布韓國

大選計票結果，韓國最大在野黨國

民力量黨候選人尹錫悅贏得第20

屆總統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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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日本外相林芳正表明日本政府

就美軍飛機在駐日美軍基地外訓練一事的立場

，稱在不伴隨實彈射擊的情況下，允許美軍飛

機在基地外訓練。

據報道，林芳正說，“爲了達成《日美安全保

障條約》的目的，美軍飛機在(美軍)設施和區域外開

展不伴隨實彈射擊的各種訓練是被允許的。”

對此，《日美地位協定》中尚沒有相關明

文規定。

日本外務省幹部就有關基地外訓練的明文

規定還指出：“地位協定沒有寫可以或不可以

在哪裏實施。該人還說明稱：“對美軍而言，

訓練必不可少。根據地位協定的宗旨，我們的

理解是如果是無實彈射擊的訓練，那麽在區域

和設施外也可以實施。”

此前在22日，美軍未事先通報就在衝繩

縣名護灣實施了直升機懸挂訓練，致使衝繩縣

當地的批評意見高漲。衝繩縣出于安全考慮，

要求日本政府讓美軍不要再次實施該訓練。名

護市議會28日全會一致通過了要求禁止訓練

的決議和意見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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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9 Weekly Grand           
Overall Odds are 1 in 4.06 $2 3/6/22 9/2/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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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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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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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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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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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338 500X Loteria Spectacular          
Overall Odds are 1 in 3.10 $50 4/13/22 10/1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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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國政府的施壓下，英國最高法院院長韋彥

德（Robert Reed）與副院長賀知義（Patrick

Hodge）30日宣布辭去香港終審法院海外非常任法官職

務，即時生效。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對此表示遺憾

和失望，特區政府亦對英國政府決定退出由終審法院前首

席法官李國能與時任英國上議院大法官於1997年達成有

關安排在任英國法官擔任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的協議表示

深切遺憾。特區政府並強烈反對英國國會對香港國安法和

法律制度的無理指控，批評一些政客以雙重標準故意詆

譭，並敦促外國政客尊重中國行使主權（見另稿）。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英施壓迫港終院兩非常任法官辭職
特區政府強烈反對英方無理指控港國安法及法制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外交部駐港公署網訊，針
對英方假借所謂“召回”香港特區終審法院英籍
非常任法官，惡意誣衊抹黑香港國安法，肆意詆
譭香港法治，粗暴干預香港事務，外交部駐港公
署發言人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

發言人指出，國安立法是國際通例。中國政
府制定出台香港國安法，有效堵塞香港特區在維

護國家安全方面的法律漏洞，有力打擊一小撮從
事危害國家安全活動的違法犯罪分子，充分保障
最大多數香港市民的自由與權利。事實證明，香
港國安法的實施有力維護了國家安全、社會安定
和市民安寧，充分發揮了“一法安香江”的重大
成效。

發言人表示，香港回歸以來，“一國兩制”

和基本法得到全面準確貫徹落實，香港普通法特
色得以保持，香港法治在“一國兩制”框架下不
斷發展。英方無視“一國兩制”和香港法治成功
實踐，持續進行政治操弄，妄圖通過打“外籍法
官”牌，惡意詆譭中國政府對港政策，抹黑香港
法治發展，充分暴露其破壞“一國兩制”、擾亂
香港法治秩序的險惡用心。

發言人強調，香港是中國的香港、法治的香
港。任何外部干預都動搖不了香港的法治基礎和
國際社會對香港法治的信心，動搖不了中方堅定
維護“一國兩制”和國家安全的決心，也阻擋不
了香港由亂及治、由治及興的歷史大勢。我們敦
促英方認清現實、擺正位置，立即停止荒唐錯位
的政治表演！

外交公署促英方停打“法官牌”粗暴干預港事

林鄭月娥表示，自回歸以來，香港特區一直對其法治引以自豪，
而特區政府亦嚴格依法辦事。這些價值是香港賴以成功的基

石，受到基本法相關條文保障，並建基於特區獨立的司法權，包括
終審權，和不受任何干涉的法院審判制度。我們非常感謝各位來自
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的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包括由香港特區行政
長官根據上述協議任命的在任英國法官，在過去25年來擔任終審法
院法官期間的寶貴貢獻。

特首：堅決反對對港失實指控
她說：“對於兩位卓越法官隨着英國政府決定終止多年來一直

備受尊重，亦符合香港與英國利益的協議而辭去終審法院的職務，
我們別無選擇，只能無奈接受。但我們必須堅決強烈反對任何指兩
位法官的辭任與香港實施香港國安法或與香港的言論自由和政治自
由有關的失實指控。”

她強調，香港是法治社會，有法必依，違法必究，沒有任何人或
任何機構可凌駕於法律之上。基本法第二十五條清楚訂明所有人不論
身份地位、職業或政治理念，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根據基本法第十
八條規定，香港法院根據在香港實行的法律作出裁決。由中華人民共
和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通過，並按基本法第十八條的程序
列入基本法附件三的香港國安法讓香港在經歷前所未有的暴亂後恢復
治安，並保障了香港居民享有的權利和自由。香港法院一直以同樣不
偏不倚的態度，不受任何干涉地審理香港國安法下的案件。

批部分海外政客雙標
特區政府發言人亦表示：“我們不能接受任何針對有關香港實

施香港國安法的無理指控。令人震驚的是，一些海外政客在涉及國
家安全的問題上採取雙重標準，對香港局勢作出毫無根據的誣衊，
蓄意抹黑。”至於各種權利和自由，包括言論自由、新聞自由、結
社自由等，以及選舉權和被選舉權，皆受到基本法和香港其他法例
的保障，但亦須依法行使。發言人表示：“《香港人權法案條例》
訂明，行使言論自由的權利，附有特別責任及義務，故得予以某種
限制，此種限制以經法律規定，且為下列各項所必要者為限：
（甲）尊重他人權利或名譽；或（乙）保障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
或公共衞生或風化。”

發言人說：“指控香港管治背離港人享有上述基本權利和自由
或是導致法官辭任原因之說以偏概全，毫無實質證據。若一些重要
決定乃基於觀感或政客偏頗的評估，甚或不恰當的政治壓力所作
出，我們對此深感不安。”

特區政府重申，將一如過去25年般堅定不移地維護香港的司法
獨立。特區行政長官將繼續根據由終審法院首席法官擔任主席的法
定司法人員推薦委員會的推薦，行使任命法官的權力，包括來自其
他普通法司法管轄區的海外法官。

發言人說：“我們的法官作出判決時理由詳盡縝密，體現最高
的專業和司法操守，公正不阿，足以向所有客觀公道的觀察者證明
兩點：首先，嚴正執行的刑事司法制度一如既往地符合人權保障和
法治原則；其次，法官一直遵從正當程序，嚴格按照可被法庭接納
的證據和適用法律處理案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書
蘭）兩名英國法官在“同意英國政
府意見”下辭任香港特區終審法院
非常任法官職務，香港大律師公會
主席杜淦堃30日直言，這是“純粹
政治杯葛”；香港律師會會長陳澤
銘則指出，任何干預海外非常任法
官參與香港特區終審法院的行為，
都與支持法治和司法獨立背道而
馳。

大律師公會主席杜淦堃表示，
英國政客過去多次在報章要求最高
法院法官辭退香港終審法院的職
位，認為是純粹的政治杯葛，以杯
葛中央政府，不相信兩人的辭職與
香港的法治、司法獨立有關。杜淦
堃感謝兩位法官過去的貢獻，並深
信香港終審法院即使沒有二人擔任

海外非常任法官，仍有能力和公信
力繼續保障香港法治精神及司法獨
立。

香港律師會會長陳澤銘30日發
聲明表示，兩位法官辭職令人深感
遺憾，認為此舉違背了香港市民和
法律界對海外法官參與終審法院工
作的廣泛支持，令人失望。他強
調，在法治和司法獨立的討論中，
對香港司法制度的不公正和毫無根
據的指控，特別是那些基於偏見和
政治動機的指控，根本站不住腳，
並引述賀知義亦在辭任聲明中提到
“香港的法院基於其對法治的守護
繼續得到國際社會的尊重”。他強
調，任何干預海外非常任法官參與
終審法院的行為，都與支持法治和
司法獨立背道而馳。

大狀會：政治杯葛
師會：違背法治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特區政府30日強
烈反對英國國會對香港國安法和香港的法
律制度作出毫無根據的指控，強調頒布香
港國安法是合法行使國家主權及符合國際
上維護國家安全的做法。政府發言人重
申，“香港是中國的一部分，香港事務純
屬國家內政。我們強烈敦促外國政客尊重
中國行使主權，立即停止基於誤解甚至是
政治偏見而違反國際法。”

特區政府發言人說：“我們絕不認同
針對香港國安法和香港法律制度的荒謬與
誤導指控。世界各國都非常嚴肅對待關乎
國家安全的威脅，中國並不例外。頒布香
港國安法是合法行使國家主權及符合國際
上維護國家安全的做法。一些政客卻以雙
重標準故意詆譭，作出毫無根據的指控，
着實令人訝異。”

發言人說：“香港國安法的域外效

力符合國際法的‘保護管轄’原則。若
身處境外的外國人對於一個主權國家進
行危害其安全或核心利益的犯罪行為，
該主權國家有權透過具備域外效力的法
律對該外國人行使刑事管轄權。事實
上，不少國家的國家安全法也具備域外
效力。香港國安法的域外效力符合國際
法的原則以及國際慣例。針對我們適用
域外效力的批評，顯然帶有雙重標
準。”

特區政府又指：“香港的司法獨立在
香港國安法實施後依然穩如磐石。司法獨
立受憲制保障。基本法第八十二條訂明，
終審法院可根據需要邀請其他普通法適用
地區的法官參加審判。香港歡迎其他普通
法司法管轄區的傑出法官擔任非常任法
官，但他們的離任絕不會影響我們的司法
獨立。”

發言人表示，英國議會將會進行的辯
論，很可能影響了兩名現任英國法官辭
職，正是獨立司法機構的法官受到外部政
治壓力的清楚實據。“這種情況不容亦不
會在香港出現，基本法第八十五條訂明，
香港特區法院獨立進行審判，不受任何干
涉。”

事實上，香港的法官質素一直維持於
最高水平，他們專業地以公正不阿的態度
來處理案件，作出有理據的判決，向所有
客觀和公正的人展示：首先，刑事司法制
度的妥善運作符合人權保障和法治原則；
其次，法官一直嚴格按照可接納的證據和
適用法律處理案件，並遵循適當程序。

發言人強調：“任何人企圖透過無理指
控，削弱我們的司法獨立，只會徒勞無功。這
些人一般都不會提供任何實證，因為根本並不
存在。”

敦促外國政客尊重中國行使主權

香港文匯報訊 對於韋彥德及賀知義
辭去香港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職務，香港
終審法院首席法官張舉能表示遺憾。張舉
能重申，司法機構致力維護香港法治和受
基本法保障的獨立司法制度，所有法官和
司法人員會繼續緊守司法誓言，奉公守
法，以無懼、無偏、無私、無欺之精神，
嚴格根據法律原則，維持司法公義。他強
調，這承諾絕對不會因為兩名英國現職法
官離任而有所改變。

張舉能說，終審法院自1997年成立以
來，英國最高法院兩名現職法官一直出任
終審法院非常任法官，是按照當年終審法
院前首席法官李國能和時任英國上議院大
法官的協議作出的安排。多年以來，這些
英國最高法院的現職法官對終審法院的工
作貢獻良多，香港司法機構對此表示謝
意。

他又指，兩名法官分別於去年下半年
最後一次參與審理終審法院案件，終審法
院並無安排他們在今年參與審理案件；兩
人辭任後，現時終審法院有4名本地非常
任法官和10名其他普通法適用地區的非常
任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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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韋彥德與賀知義韋彥德與賀知義3030日宣布辭去香港終審法日宣布辭去香港終審法
院海外非常任法官職務院海外非常任法官職務，，即時生效即時生效。。圖為終審圖為終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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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過去上海過去55日日
本土確診與無症狀感染者數據本土確診與無症狀感染者數據
日期

29日

28日

27日

26日

25日

整理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倪夢璟倪夢璟

確診

326

96

50

45

38

無症狀感染者

5,656

4,381

3,450

2,631

2,231

新冠屬濕毒 中醫藥再證奇效

國家衞健委主任：若只“治”不“防”中國醫療體系臨擊穿危險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國家衞生健康委黨組書

記、主任馬曉偉撰文指出，近期全國本土聚集性
疫情呈現點多、面廣、頻發的特點，中國疫情防
控工作面臨嚴峻挑戰。面對疫情反覆衝擊，有的
地方認為奧密克戎變異株症狀輕、流感化，思想
鬆懈麻痹，有“鬆口氣、歇歇腳、等等看”的心
態，常態化防控和應急處置放鬆了要求。如果不
管“防”，只管“治”，中國醫療體系將面臨擊
穿危險。

全國擁82家方艙分布19省
微信公眾號“健康中國”30日發布馬曉偉文

章《時不我待科學精準抓細抓實各項防控工作》
全文，馬曉偉在文章中回顧兩年多來的抗疫歷
程，從武漢保衛戰的應急階段，到常態化疫情防
控，再到迎戰德爾塔、奧密克戎的全鏈條精準防
控，指出中國的防控舉措、診療方案根據疫情形

勢變化不斷優化調整。抗擊疫情的中國答卷上，
“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理念貫穿始終。

文章指出，各地按照平急結合原則和工作實
際，加強隔離資源儲備，有的建設大型專用隔離場
所，有的改造一批符合要求的集中隔離點，有的建
立備用清單，有的建設入境人員隔離醫學觀察“健
康驛站”；推動方艙醫院建設，目前全國已經建成
或正在建設的方艙醫院82家，分布在19個省份的
46個地市，床位總計11.55萬張；提高核酸檢測能
力，全國總體能力超過4,000萬份/天。

文章強調，要將全國作為一個整體，算大的
“民生賬、經濟賬、社會賬”。做好疫情防控是
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前提，也是最好的營商投資
環境，抓好經濟社會發展關係到為疫情防控提供
有力物質支撐。只有“保持戰略定力，堅持穩中
求進”，做到“動態清零”，才能最大限度減少
疫情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嚴格的防疫措施，

會給部分地區、部分人群帶來一些不便，但這些
影響是短時間的，範圍也是有限的，仍然可以保
證全國大部分地區和人群的正常生活。

“動態清零”是控制疫情“法寶”
文章進一步指出，“動態清零”的精髓，一

是快速，二是精準。“動態”就是不追求絕對零
感染，“清零”就是發現一起、撲滅一起，守住
不出現疫情規模性反彈的底線。快速和精準的
“動態清零”，正是中國控制疫情的“法寶”。
我國是人口大國，非常小的發病率或病亡率，乘
以14億的人口基數，絕對數就很大。這樣的數
字，任何國家的醫療體系都扛不住。面對疫情反
覆衝擊，有的地方認為奧密克戎變異株症狀輕、
流感化，思想鬆懈麻痹，有“鬆口氣、歇歇腳、
等等看”的心態，常態化防控和應急處置放鬆了
要求。如果不管“防”，只管“治”，中國醫療

體系將面臨擊穿危險。

主動解決百姓疫下“急難愁盼”問題
要立足抓早、抓小、抓基礎。將監測防線再

前移一步，推進“抗原篩查+核酸診斷”的監測模
式，增加抗原檢測作為核酸檢測的補充手段。發
布第三版區域新冠病毒核酸檢測技術指南，更加
科學精準地劃定核酸檢測範圍，要求核酸檢測任
務在24小時內完成。對無症狀感染者和輕症病例
實行集中隔離管理，科學調整出院標準。

文章提出，面對嚴峻複雜的疫情形勢，要下
好先手棋、打好主動仗，努力把問題解決在萌芽
之時，解決老百姓在疫情中遇到的“急難愁盼”
問題，以社會治理能力的進步護航經濟社會發
展。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綜合組持續加大督查力
度，壓實“四方”責任，嚴防漏洞，確保各項防
控措施落實落細。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倪夢璟 上海報道）

中醫中藥抗疫成績亮眼。上海中醫藥大學附屬

龍華醫院終身教授吳銀根，30日在上海市政

府新聞發布會中表示，根據前階段治療經驗總

結，使用中醫中藥後相關病人核酸轉陰時間縮短，包括發熱在內的症狀控制時間亦有

縮短。目前上海根據新冠疫情第九版診療方案和地域特點，在定點醫院迅速推廣中醫

中藥救治工作，並取得良好效果。香港文匯報記者從龍華醫院了解到，自去年8月緊

急製備藥方“龍醫正氣方”後，目前已累計發放共計10萬餘帖至一線抗疫。

有助核酸加快轉陰 減輕患者症狀

“ 龍
醫 正 氣
方”由藿
香 、 連
翹 、 銀

花、炒白朮、甘草組成。
該中醫預防方由上海市名
中醫、龍華醫院終身教授
吳銀根在去年8月，當地應
對Delta疫情時擬定。

據介紹，藿香化濕醒
脾，連翹、銀花清熱解
毒，炒白朮健脾益氣、燥
濕利水，甘草補脾益氣、
清熱解毒、調和諸藥，五
味合用可清熱化濕，健脾
益氣，扶正祛邪。適用於
新冠肺炎等呼吸道傳染病
的中醫藥預防，適合普通
人群，尤其是高風險人
群、慢病人群、易感人群
等。“龍醫正氣方”被製
成中藥顆粒劑，方便日常
沖泡服用。

◆來源：澎湃新聞

龍
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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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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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銀根表示，上海中醫專家根據臨床表
現和救治經驗，總結出新冠肺炎變異

株感染病屬濕毒疫，“這是一種以濕和毒
為最主要病因的疾病，用的方法是解熱
毒、化濕毒、祛瘀毒作為主要治療法則，
在前一個階段治療當中發現用了中醫中藥
以後，病人核酸轉陰時間能縮短，症狀控
制時間例如發熱比不用中藥的也可以縮
短，其他症狀與狀態調整也是比較好
的。”

防治新冠要“健脾、化濕、清熱”
對於普通民眾進行自我防護或者中藥調

理，吳銀根表示，建議遵守三個原則，即
“健脾、化濕、清熱”，“三個原則組成的
方劑各個醫生開的可能都不一樣，但是都是
可以的。”中醫經常用到的玉屏風散或者補
中益氣湯，以及平時對於治療氣虛、可以補
氣，還有傳統中對感冒有治療作用的藥，也
可以被大眾採用來作為新冠預防方，吳銀根
說。

但他也強調，在中醫中藥對新冠肺炎
預防和治療當中，需要根據服藥人的狀態
進行調整，“有症狀不舒服的話還是要找
專業醫生諮詢。”

滬萬五帖抗疫中藥已送一線
香港文匯報記者從龍華醫院獲悉，

新冠肺炎爆發後醫院專家團隊根據臨床
實踐經驗及研究結果，擬定了針對輕症
的麻杏清肺顆粒、中度症狀的肺炎清解
顆粒，尤其針對易感人群擬定了扶助正
氣的龍醫正氣方，系列方劑共湊防治結
合，發揮了中醫藥辨證施治的優勢。其

中，龍醫正氣方可以通過線下醫院或者
互聯網醫院進行配服。尤其在本輪上海
疫情中，龍華醫院已向徐匯、閔行區等
部分集中隔離點贈送了5,000餘帖“龍醫
正氣方”，龍華醫院還製備了10,000餘
帖中藥袋泡茶飲，送到一線的抗疫人員
和隔離點市民、大學生手中，助力建立
中醫藥預防屏障。

吳銀根表示，該方沒有副作
用，“對於大家要吃的處
方首先第一條要沒有副
作用，大家都能適
應，而且又有治療
和預防作用的，
大家比較歡
迎。”對於
老年人或者
體質較差的
人，吳銀
根 則 建
議，針對
不同的個
體，可以
由專業的主
治醫生進行
針對性地調
整藥方，從而
增加輔助治療。

對於新冠輕症病人
或者無症狀感染者可選用連花
清瘟膠囊，吳銀根表示，新的實驗證明
其對奧密克戎毒株有很好的抑制作用。
“但不主張大家都去吃，因為是藥，有
副作用。”

◆“龍醫正氣方”被製成中藥顆粒
劑，方便沖服。 受訪者供圖

◆部分上海市民獲發的防疫中藥。
香港文匯報上海傳真

◆◆新冠疫情發生以來新冠疫情發生以來，，各地醫療機構均以中藥作為治療各地醫療機構均以中藥作為治療
染疫患者的特效藥染疫患者的特效藥。。圖為圖為20212021年年55月月2323日醫生在營口市日醫生在營口市
中西醫結合醫院內對中藥成品進行清點中西醫結合醫院內對中藥成品進行清點。。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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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今最大白鉆即將拍賣迄今最大白鉆即將拍賣
梨形外觀綽號叫梨形外觀綽號叫 「「巖石巖石」」

阿聯酋迪拜阿聯酋迪拜，，佳士得拍賣行的工作人員展示了一顆巨型鉆石佳士得拍賣行的工作人員展示了一顆巨型鉆石。。這顆這顆
重達重達228228..3131克拉的梨形鉆石綽號叫克拉的梨形鉆石綽號叫 「「巖石巖石」」 ，，是迄今為止拍賣的最大一是迄今為止拍賣的最大一
顆白鉆顆白鉆。。該鉆石於該鉆石於2020多年前在南非開采並拋光多年前在南非開采並拋光，，預計將以預計將以30003000萬美元萬美元
的價格拍賣的價格拍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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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即將迎來清明兒童連假，不少民眾會前往山區掃
墓，或是利用假期外出郊遊踏青、野宿露營。對此，台北慈濟醫
院急診部林柏蓁醫師表示，台灣氣候溫暖潮濕，適合蛇類生長繁
殖，3、4月氣溫回升又逢清明春雨，正是蛇類結束冬眠開始活動

的時期，提醒民眾從事野外活動時，
須慎防毒蛇咬傷。
台灣常見的六大毒蛇咬傷中毒，依其

毒性可分為出血性、神經性及混合性
三類。毒蛇咬傷症狀嚴重程度會因毒
性強度，注入人體毒液量及咬傷部位
不同而有差異。出血性毒蛇咬傷，如
：赤尾青竹絲、龜殼花、百步蛇，輕
則咬傷處瘀血、腫脹、起水泡或血泡
，重則引發肌肉組織壞死，腎衰竭，
凝血功能異常，橫紋肌溶解症，腔室
症候群等致命併發症；而神經性毒蛇
咬傷，如：雨傘節、眼鏡蛇，輕則造
成噁心、嘔吐、腹瀉及肢體麻木感等
症狀，甚而引發眼瞼下垂、複視、視
力模糊、口齒不清、流涎等全身肌肉
麻痺癱瘓症狀，嚴重恐致意識不清昏
迷、呼吸衰竭，進而死亡。
混合性毒蛇咬傷，如：鎖鍊蛇，則兼

具出血性及神經性毒性。林柏蓁醫師
指出： 「不同毒蛇各有其專屬血清，

可治療這些不慎被咬傷的患者，減緩傷害，大幅降低過去須手術
清創，截肢，併發重症或死亡的比例。因此，若不慎被蛇咬傷時
須保持鎮定，認清蛇的特徵（外型、顏色、花紋），最好用手機
拍照，有利醫師識別蛇種，對症下藥。」

除了牢記蛇的外觀外，第一時間的緊急處置也相當重要，包
括：預先脫下手錶、戒指等束縛物，以防肢體腫脹後壓迫造成壞
死；以清水或生理食鹽水沖洗傷口；避免跑動，過多的動作會促
進循環加速蛇毒擴散；同時，盡可能保持患肢低於心臟，減少毒
液回流心臟。林柏蓁醫師強調，被蛇咬傷處理方式有別於一般傷
口，錯誤的處置不只沒有幫助，甚至可能加劇病情，如：冰敷、
使用止血帶可能影響血液循環，增加肢體缺血風險；抬高患肢則
會加速毒液擴散回流心臟。此外，切開傷口、用嘴吸出毒液、塗
抹尿液、喝酒止痛等，都是常見的錯誤觀念。

緊急處置後應儘速就醫接受血清治療，送醫前可先與醫療院
所確認是否有血清庫存，避免後續需耗時轉診延誤治療。林柏蓁
醫師表示，除儘速施打毒蛇血清治療外，急診就醫仍首重於咬傷
病人生命徵象的維繫、傷口處理、破傷風疫苗施打、疼痛控制，
血液檢查，以及後續監測傷口與症狀的變化。最後他呼籲，預防
仍勝於治療，連假期間野外活動機會多，無論上山掃墓還是前往
郊區遊玩都應遵循下列四點，做好自我防護措施，以防蛇咬。

1. 避免裸露：穿著長袖衣物及長靴，盡可能包覆全身，避免
赤腳、拖鞋，減少蛇咬機會。

2. 打草驚蛇：進入草叢時先以手杖或木棍撥動，打草驚蛇。
3. 提高警覺：蛇類喜於夜間、清晨及雨後出沒，若於這些時

間出入山林，須增加照明並提高警覺。
4. 留意棲地：樹上、草堆、岩洞、陰濕處皆可能為蛇的棲息

地，故須避免赤手伸入草堆、樹洞或搬動石塊。另外，多數毒蛇
擅長游泳，民眾涉水時也應小心留意。

（中央社基隆疫情升溫，衛福部長陳時中表示，將對基隆實
施 「類普篩」，不僅遭外界批評雙重標準，還有不少人質疑，類
普篩跟普篩到底差在哪？有網友神回 「3個字」，狠酸就是只有
「多一個字」的無聊差別，還有人跟著接龍 「類廢核、類非核家

園、類缺電」讓眾人笑翻。
本土疫情遍地開花，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今(31)日公布國

內新增本土病例87例，創下今年新高，其中仍以基隆小吃店衍
生警察局群聚最嚴重，新增22案，整起群聚累積已有90人確診

。
面對基隆疫情升溫，衛福部長陳時中坦言有社區傳播可能，

因此將實施基隆 「類普篩」試辦計畫，由中央提供快篩試劑，地
方政府發放與回收確認狀況，如果基隆類普篩經驗完整，未來將
會作為全國防疫政策。

基隆 「類普篩」消息一出引起熱議，有網友在《PTT》指出
，第一次聽到這個新名詞類普篩，不知道跟普篩差在哪裡？其他
網友則紛紛回應 「3個字」、 「多一個字」、 「類似普篩，但不

是普篩」、 「基隆跟全台灣」、 「在普與不普之間」。
有網友直呼 「近年真的創了好多新名詞」，想用無限改造的

名詞去愚弄老百姓，以為轉個彎就穩了，還有人忍不住酸，就像
「不是缺電，是類缺電」、 「現在核能這情況應該叫類廢核、類

非核家園…類缺電」。
根據指揮中心醫療應變組副組長王必勝解釋，以往篩檢都是

以PCR為主，由於現在家用快篩已經普及，效果也很不錯，因
此類普篩將用家用快篩取代PCR，若篩出陽性再用PCR確認。

類普篩跟普篩差在哪？
陳時中挨酸 「3個字」 眾人笑翻

（中央社）本土疫情連環爆，清明連假及緊接而來的大甲媽
祖遶境人流移動，將是防疫重大考驗。大甲鎮瀾宮媽祖9天8夜
遶境將於4月8日深夜11時起駕，鎮瀾宮董事長顏清標強調，參
與進香活動需打完第3劑疫苗，鎮瀾宮會提供 「疫苗3 OK」識
別證，嘉義縣新港鄉醫師陳錦煌則說，Omicron及其變種大都在
口沫橫飛時傳給別人，因此，不能忘記戴口罩、避免 「三密」等
防疫重點。

大甲媽遶境4月8日就要啟程，顏清標指出，廟方全面配合
政府防疫規定，參與遶境活動民眾都要完成3劑疫苗注射，這2
天大甲地區各醫療院所施打疫苗情形非常踴躍，鎮瀾宮會提供

「疫苗3 OK」識別證，所屬團隊和單位會憑造冊名單發放，近
日將在鎮瀾宮粉絲團公告發放日期，相信媽祖信眾都會全力配合
防疫，讓遶境活動更圓滿。

大甲媽4月11日將駐駕嘉義縣新港奉天宮，因應新冠肺炎本
土確診者激增，陳錦煌表示，Omicron及其變種似乎較少經由附
著物體表面傳染，大都在口沫橫飛時傳給別人，個人防疫要戴口
罩，避免 「三密」即密切接觸、密閉空間、密集人群，打好打滿
3劑疫苗，高風險族群包括老人、多重慢性疾病、免疫有問題、
肥胖、癌症請參加線上遶境。家庭防疫部分若家庭有接待香客，
需特別注意盥洗用具、浴室分區使用及清理。

陳錦煌指出，台灣疫苗覆蓋率已逐漸提高，現在的狀況不大
可能清零了，社區要預先做好社區防疫部署，藉這個機會重新複
習怎麼做好防疫，並要學習與病毒共存。

台南市學甲慈濟宮 「上白礁謁祖」遶境將於4月9日至11日
登場，慈濟宮總幹事李德欽表示，遶境將如期辦理，廟方將製作
打完3劑疫苗貼紙供參與遶境的工作人員以辨別；由人力扛抬的
「蜈蚣陣」目前決定照常出陣，因坐在上方的 「神童」都在12

歲以下，並未接種疫苗，每位 「神童」全程戴口罩，並做好各項
防疫。

憑證才能遶境 大甲媽信眾接種踴躍

清明連假掃墓或春遊
遵循四點以防被蛇咬傷

（中央社）今年2月CPI接近3％，讓基本工資調整又是外
界關注，基本工資工作小組今天舉行會議，勞動部條件司司長黃
維琛轉述會議內容指出，今天勞資會議共識為，接下來的變化講
難以預測，甚至比去年更難預測波動會更大，大家有的共識為
「基本工資怎麼調言之過早」。

黃維琛轉述，今天會議勞資雙方聚焦在CPI上，但未來會有
怎樣的變化很難說，CPI有相當的壓力但變數也很多，俄烏戰爭

如果結束後原物料是否會居高不下、疫情又會有什麼影響，這些
跟物價關聯都會有關係，也是因為變數多，因此委員也有共識，
今年後面的變化可能仍大， 「基本工資怎麼調言之過早」。

會中勞方團體認為從CPI仍要相當考量，包括進口物價、原
物料過高甚至會擠壓到GDP，去年調整時有考慮到CPI及GDP
，但變數太多；資方則認為如果短期可以戰事可以結束，有人認
為原物料價格可以回來，但有人認為可能要找其他替代來源，可

能會使物價上漲等。
黃維琛表示，會中有委員說 「因為基本工資，不是按公式審

查會有各種因素納進來考慮」，勞方委員也肯定讓基本工資彈性
調整，讓調整基本工資務實外也能彈性因應外界的變化。

會中有委員提及如CPI、PPI、WPI這幾個跟物價相關指數
，各概不同，勞動部長許銘春也裁示統計處下次跟委員報告，讓
委員瞭解各指數代表不同意義。

CPI近3％基本工資調不調？ 工作小組：言之過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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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經濟

資金持續外流
埃及應對經濟挑戰困難重重

受俄烏衝突和美聯儲加息影響，外

資近期持續流出埃及。爲此，埃及出台

一系列舉措，包括多年來首次加息和允

許埃鎊對美元貶值等。

分析人士認爲，多管齊下有利于緩

解埃及資本外流和通脹壓力，爲獲取國

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貸款鋪平道路

。不過，在美聯儲開啓加息周期之際，

埃及防範美元升值、跨境資本流動等衍

生風險方面仍面臨不小挑戰。

多措並舉穩定經濟
埃及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21日舉行

臨時會議宣布加息，將基本利率上調

100個基點至9.75%，隔夜存貸款利率分

別上調100個基點至9.25%和10.25%，以

緩解俄烏衝突和新冠疫情造成的通脹壓

力。這是埃及自2017年來首次加息。

埃及央行還允許商業銀行自行設定

外彙彙率，允許埃鎊對美元貶值。聲明

稱，央行重視彙率靈活性及其減震器作

用，希望保持埃及經濟競爭力。21日，

埃鎊對美元彙率大幅下跌，從前一天的

15.7比1跌至當天收盤時的18.2比1，跌

幅超16%，創下5年多來跌幅紀錄。

2016年11月3日，埃及央行宣布允

許埃鎊彙率自由浮動，以擺脫國內經濟

困境，更好履行與IMF的貸款承諾。當

天，埃鎊對美元彙率從8.8比1下跌至13

比1，跌幅爲48%。

高盛高級經濟學家法魯克· 蘇薩表示

，埃鎊貶值可能有助于“困住市場流動

性”，吸引可能在觀望等待埃鎊觸底反

彈的投資者。

“受俄烏衝突影響，全球融資條件

收緊，食品和能源進口價格上漲，資本

重新外流。埃及央行加息並允許本幣貶

值，將有助于其保護不斷縮小的外彙儲

備。”國際信用評級機構穆迪副總裁、

高級分析師埃莉薩· 帕裏西-卡波內說。

鋪路國際貸款援助
分析人士認爲，埃及正與IMF就相

關支持進行談判，加息、貶值等舉措或

將增加雙方在未來幾周達成協議的可能

性。

凱投宏觀研究公司經濟學家詹姆斯·

斯旺斯頓表示，利率上升和埃鎊貶值

“可能爲埃及從IMF獲得新貸款鋪平道

路”。

埃及央行行長塔雷克· 阿米爾表示，

埃鎊下跌後將更能反映世界經濟和埃及

經濟發展狀況，提高埃及出口競爭力。

阿米爾還透露，央行加息決定“與我們

的國際夥伴進行了協調，我們的許多需

求都要依靠他們提供資金”。

2016年 8月，埃及政府與IMF簽署

一項120億美元貸款的協議，以幫助埃

及擺脫經濟困境。該貸款要求埃及政府

降低財政赤字以及實行更爲市場化的彙

率機制。

不過，埃鎊大幅貶值對埃及貧困人

口和中産階層造成沈重負擔。自政府

2016年啓動經濟改革計劃、獲取IMF貸

款以來，埃及民衆一直遭受價格上漲困

擾。

外部壓力持續增加
專家認爲，俄烏衝突、美聯儲加息

周期開啓等外部因素，將持續爲埃及經

濟複蘇蒙上陰影。

首先，能源和食品價格大幅上漲，

以及今年俄羅斯和烏克蘭在埃及度假人

數大幅下降，將增加埃及財政壓力。惠

譽國際信用評級有限公司日前表示，埃

及正面臨旅遊流入減少、食品價格上漲

和融資困難等挑戰。

埃及是世界主要小麥進口國，其小

麥進口的80%來自俄烏兩國。根據國際

食物政策研究所研究顯示，小麥價格上

漲可能會使埃及每年的小麥進口支出增

加近一倍，達到57億美元。

自俄烏衝突爆發以來，埃及商品供

應總局取消了兩次小麥供應招標。由于

國際市場小麥價格大幅上漲，預計埃及

今年面向民衆的糧食補貼預算撥款將額

外增加150億埃鎊。

此外，埃及是原油及其衍生品淨進

口國，每年進口超過1.2億桶原油。當前

油價幾乎是埃及2021-2022財年預算60美

元基准價的兩倍，對政府財政構成更大

負擔。

其次，美聯儲開啓加息進程勢必加

劇新興市場資本外流壓力，風險管理能

力較弱的新興經濟體甚至面臨大規模資

本外逃和金融市場動蕩風險，埃及經濟

也將持續承壓。

美聯儲宣布上調聯邦基金利率目標

區間25個基點到0.25%至0.5%之間。美

聯儲臨時主席鮑威爾表示，美聯儲必要

時將采取一次性加息25個以上基點的措

施，以降低通脹水平。

埃及開羅大學經濟學教授穆罕默

德· 拉迪表示，“對于因俄烏衝突而遭受

較大經濟影響的新興市場來說，美聯儲

加息是一個重要事件，將增加其經濟前

景的不確定性和不穩定性。”

新能源汽車 如何化解“原材料之困”？
綜合報導 今年以來，碳酸锂成爲影響新能源汽

車産業發展的一個不確定因素。碳酸锂價格持續高企

産生的效應不斷向産業鏈下遊傳導，給動力電池、新

能源汽車企業帶來不小壓力。是什麽原因讓锂價持續

走高？新能源汽車如何化解“原材料之困”？

哪吒汽車發布車型價格調整說明，受上遊原材

料價格上漲、供應鏈供貨緊張等諸多因素影響，從

18日零時起對在售車型的價格進行上調。奇瑞新能

源、小鵬汽車等多家車企也紛紛在近期上調了價格

。這一輪車企調價，和碳酸锂等原材料價格走高緊

密相關。

碳酸锂價格的波動爲何會帶來如此大的傳導效應？

作爲新能源汽車的核心部件，動力電池的發展

對資源具有高度的依賴性，用到的關鍵材料包括锂

、鎳、钴等金屬。其中，在正極材料制作成本中，

锂占到近一半。市場公開數據顯示，2021年，電池

級碳酸锂的價格從年初的6.8萬元/噸持續上漲，時

至今日，價格約50萬元/噸。

“目前市場上，一輛新能源汽車生産大概用到50

千克碳酸锂。盡管由于廠商提前備貨等原因，碳酸锂

實際成交價格也許沒有達到最高市價，但成本溢價也

很可觀。”中國有色金屬工業協會锂業分會秘書長吳

豔華說。

“锂價上升大幅增加動力電池生産成本。”甯

德時代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曾毓群說，

10余年來，通過在技術上的改善，锂電池成本下降

超過80%。如今原材料成本快速上漲，衝淡了産業

鏈在技術降本方面投入的資金和努力。

業內人士認爲，锂價高企主要源于供需不平衡。

2021年，我國新能源汽車産業發展迅猛，産銷

量均超過350萬輛，同比增長1.6倍。2022年初至今

，快速發展勢頭延續。

“新能源汽車市場的超預期，必然會推高對上

遊材料的需求，帶來短期內供給的緊張。”國投創

新投資管理有限公司董事總經理杜碩告訴記者。

“在2016、2017年，锂價也出現走高周期，當

時是因爲新能源汽車補貼等帶來需求上升。”吳豔

華說，不論是锂鹽還是上遊礦産，資源建設擴産都

需要一定時間周期，新建産能短期內很難釋放，這

些都造成了價格的波動。

業內人士也認爲，不必對锂價高企過度緊張。一

方面，市場機制本身會實現調整作用，另一方面，相

關部門也在加快産業鏈上下遊供需對接和市場保供。

“我們預計，2022年下半年開始，陸續可釋放的産能

比較可觀，新能源汽車産業發展保持在穩定增速情況

下，上遊供應是可以保障的。”吳豔華說。

近日，工信部召開锂行業運行相關座談會，聽

取了重點企業生産、擴産和銷售情況，要求産業鏈

上下遊企業加強對接，協力形成長期、穩定的戰略

協作關系，共同引導锂鹽價格理性回歸，更好支撐

我國新能源汽車等戰略性新興産業健康發展。

工信部副部長辛國斌表示，著眼于滿足動力電

池等生産需要，適度加快國內锂資源的開發進度，

打擊囤積居奇、哄擡物價等不正當競爭行爲。

值得注意的是，我國加快健全動力電池回收利

用體系。工信部數據顯示，目前已在17個地區及

中國鐵塔公司開展動力電池回收利用試點。截至

2021年12月底，173家有關企業已在全國設立回收

服務網點10127個。動力電池回收、處理，形成正

極材料的技術不斷提升，機制不斷完善，都有助于

釋放更多碳酸锂産能，推動價格回歸正常。

“據不完全統計，2020年，市場上用回收動力

電池形成的碳酸锂約爲1萬噸，2021年，這一數字

增長爲3萬噸。”吳豔華說，隨著我國對動力電池

全生命周期溯源管理的加強和回收體系不斷健全、

規範，資源循環高效利用水平將不斷提升。這些都

將成爲國內市場碳酸锂供給的很好補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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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本报讯）近日，张要武艺术中心陆续
接到了学子们的喜讯:在 2022 年 Scholasti-
cArt&WritingAwards的比赛中，该中心的数
多名同学获得了不同的奖项。据不完全统计
，该中心的 Grace Zhang, Jiayi Su, Chindy
Shen 等同学共获得了 15 枚金钥匙奖，Iris
Shen，YifanLiu等同学获得16枚银钥匙奖，
Cady Ding, Owen Cheng 等同学获得5项荣
誉提名，共计35个奖项！

据介绍，获得金钥匙奖的作品将晋级到
国家级评选中，与来自全美其他州的参赛者
们角逐国家级奖项。获奖学生分别来自休斯
敦、糖城、梨城、凯蒂等多个区域，年龄从7
年级至12年级不等。

在美国大学以及私立初中、高中的申请
中，学术成就是学校考核的一个重要方面，
而学生们的兴趣特长同样是学校看重的一个
方面。学生们参加相关比赛并获得奖项、名
次，是凸显学术与课外活动特长的最佳途径
。多年以来，张要武艺术中心一直鼓励并指
导学生去参加美国乃至国际的大型比赛与竞
赛，其中就包括了ScholasticArt&WritingA-
wards比赛。该项赛事是在北美地区具有广
泛知名度并受到高度认可的艺术与写作比赛
，仅限在美国和加拿大居住的学生参赛。每
年艺术中心都有数十甚至上百名学生参加。
赛前，中心都会为学生安排经验丰富的指导

老师进行专业辅导。该艺术中心的教育宗旨
，就是要为学生提供全面的系统的绘画学习
的指导，让学生们全面提升专业竞争实力。

位於中國城「王朝商場」北面（世紀廣
場/慈濟對面）的「張要武藝術中心」由張要
武老師和陶文君老師負責教學。其辦學宗旨
是以正規的院校訓練方式，教學質量一流，
使學生掌握札實的繪畫功底，並學有所得。
張要武老師畢業於魯迅美術學院油畫系，
1991年進入當代寫實主義畫家克勞德.依維爾
油畫技法研究班，曾任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
，中國油畫學會會員，遼寧省美術家協會常
務理事。油畫作品多次參加全國、省、市美
術作品展並獲獎。油畫作品曾多次參加內外
美術作品大展並多次獲獎。其部分油畫作品
被中國美術館及各國藝術收藏家收藏。油畫
《 秦俑 》參加” 全美綜合藝術美展“獲得油
畫類第一名。油畫《 放在桌上的橘子 》獲得
2008年” 全美綜合藝術展“油畫類第一名。
並先後出版了《 張要武油畫作品 》，《張要
武素描作品 》，《 張要武風景技法》，《 美
南地區華人青少年美術作品集》等書籍。

陶文君老師畢業於魯迅美術學院中國畫
系，從事美術教學工作二十餘年，尤其對青
少年及幼兒啟蒙教育具有豐富的經驗。2003
年與張要武老師共同辦了「張要武藝術中心
」，2011年和2013年與張要武老師共同出

版了《 張要武藝術中心學生作品集》。2015
年獲得“ 1 st Annual OCCAAF International
Youth Art Contest “ The Best Art Teacher
榮譽稱號。

「張要武藝術中心」教學內容包括：素

描、色彩、油畫、風景寫生、靜物寫生、人
物寫生、繪畫啓蒙教育、兒童畫等。該校地
址：6515 Corporate Dr. #M1 , Houston Tex-
as 77036, 電 話 ： 832-858-1110，
713-826-7788

藝術大賽斬獲藝術大賽斬獲 3535個獎項個獎項
張要武藝術中心再創佳績張要武藝術中心再創佳績

圖位於圖位於Corporate Dr.Corporate Dr. 上上（（世紀廣場世紀廣場//慈濟對面慈濟對面））的的 「「張要武藝術中張要武藝術中
心心」」 外觀外觀。（。（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Teresa SoTeresa So 获奖作品获奖作品Iris ChenIris Chen获奖作品获奖作品Jiayi SuJiayi Su 获奖作品获奖作品Iris ShenIris Shen获奖作品获奖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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