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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紐約1日綜合外電報導
）美國聯邦參議院多數黨民主黨領袖
舒默今天說，會依照拜登政府要求，
在援助烏克蘭330億美元法案中增列
條款，讓美國得以沒收俄羅斯權貴資
產加以變賣，並將款項直接交給烏克
蘭。

舒默（Chuck Schumer）在紐約
記者會上表示： 「烏克蘭需要拿到他
們能拿到的所有幫助，我們則需要所
有可以整合的資產，提供烏克蘭需要
的援助。」

美國總統拜登4月28日要求國
會增列330億美元預算，同時將有利
美國沒收更多資產、清算這些資產並
將款項交給烏克蘭的條款納入法案。

舒默表示，增列條款將簡化沒收

俄國權貴在美資產的流程，同時加快
聯邦法院審理速度，一如白宮要求。

他說，增列條款另將明定，在知
情狀況下持有與俄羅斯政府 「貪汙交
易」 取得的收益，同樣是犯罪行為。

舒默表示： 「現在是遭制裁的俄
羅斯權貴要為非法取得的財富負責之
時。」

美國聯邦眾議院4月27日通過
無約束性的法案，賦予拜登政府更多
權限，得以針對因與俄羅斯總統蒲亭
（Vladimir Putin）有關係而獲益的
權貴。

這項330億美元的援烏方案將用
以提供烏克蘭武器、軍需等軍援，並
提供經濟與人道上的直接協助，議員
說會盡快讓法案過關。

美國會將審理援烏法案美國會將審理援烏法案 增列沒收俄權貴財產條款增列沒收俄權貴財產條款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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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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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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見我聞我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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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latest polls show that
President Biden’s
approval rating is 42%.
Only 38% of voters

support his economic
policy, but 68% deny his
performance on inflation.
Although the president

has released U.S. oil
reserves, oil prices and
the consumer price index
is the worst in recent
history.

Although the mid-term
election will be held in
November this year,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is
facing three major
problems including the
Ukrainian war, rising
prices and Covid-19
which continues and has
not been solved.

We saw that the governor
of Texas Greg Abbott
sent a truckload of

refugees and immigrants
to Washington, D.C. to
express his unhappiness
with Biden’s immigration
policy. Many refugees
who just wanted to come
to America for a better life
have become political
toys.

A delegation led by
House Speaker Nancy
Pelosi has met with
President Zelensky in
Ukraine and vowed to
support him until the end
of the Russian invasion.
The U.S. Secretary of
State and Defense also
visited the war zone. We

don’t see any sign of
peace in Ukraine, but
more than 5.5 million
refugees have left their
homes.

Let’s ask all these
politicians where they
want us to go now. Many
innocent

people are suffering
because of their selfish
desires. We do not want
to see this war become a
nuclear war that will
destroy all of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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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Democratic Party Is FacingThe Democratic Party Is Facing
Challenges In The Coming ElectionChallenges In The Coming Election

最新的民調顯示，拜登總統
之支持率是百分之四十二，只有
百分之三十八的選民支持他的經濟
政策，但是有百分之六十八的人
否定他在通物膨脹之表現，雖然
總統在面對美國近年來最嚴重的物
價上漲之情況採取了釋出能源儲存
，加強碼頭疏散，但是這些行動
影響有限。
雖然期中選舉為時尚遠，目

前拜登總統面對之烏克蘭戰爭，
物價指數及繼續蔓延的新冠病毒等
三大問題無法解決，民主黨在全
國選舉中必敗無疑。
我們看到許多目前政壇怪象

，德州州長下令把一整車的邊境
難民送往華盛頓特區，表達對拜
登政府對非法移民之不滿，雖然

是一場選舉政治表演，但是也正
说明非法移民和難民之嚴重性，
許多要追求自由生活的難民成為了
道具。
眾議院議長佩洛西率領的代表

團已経在烏克蘭會晤了澤連斯基並
誓言支持他到戰勝俄羅斯之侵入之
止，美國防長及國務卿也曾到訪
，這塲已經造成五百五十萬難民
及死傷無數的戰爭，沒有停止之
跡象，如果打普丁逼入絕境可能
會有核戰之危險。
我們試問，這些世界領袖要

把我們這些無辜百姓帶往何處，
歷史可能會再度重演，太多國家
手中握有核武，我們決不願看到
那些為了私慾無恥之政客去陪葬。

民主黨面對內外交困民主黨面對內外交困



李著華觀點李著華觀點::““雲南映象雲南映象””終將逝去終將逝去
--孔雀公主楊麗萍含淚隱退孔雀公主楊麗萍含淚隱退

窮畢生精力在國際上宣揚雲南民間與中國傳統藝術與文化的”孔雀公主”楊麗
萍含淚宣佈解散由她一手打造的藝術精品”雲南映象” 團體, 她的宣告等同於知會
大家，她要隱退了, 她在臨退之前所說的一字一句讓人聽來既感動又感慨, 真想不到
在舞蹈藝術登峰造極的她最後竟會因為疫情的關係而不得不忍痛結束一個那麼優秀
的藝術團體, 我真不理解也不知道為什麼竟沒有一個機關、團體或富人願意對楊麗
萍伸出援手而讓她能繼續的傳揚博大精深的中國藝術與文化？！

楊麗萍的舞蹈生涯相當久遠，他在總結自己不平凡也不平順的職業歷程時哽咽
說道: ” 在雲南印象的首演時因為遇到了非典，我們已準備好演出,結果台下沒有觀
眾，當時只能解散團隊。十九年後, 我們準備好要演出了, 但又因為遇到了新冠, 結
果沒有場地演出，沒有收入，我們無法生存，於是只能解散。”

這是多麼淒厲又無奈的境遇啊, 多少年來楊麗萍憑著精湛舞藝, 卓越領導了”雲
南印象” 走出家鄉雲南大理, 到全國與世界各地表演，他是雲南人的光彩,在近20
年的時間裏, 她與”雲南印象”一共做了七千多場演出，既叫好又叫座, 楊麗萍更多
次在中央電視台的”春晚”演出, 那充分證明她的舞蹈技藝已達爐火純青地步, 當然
她也知道，要傳承文化與藝術絕非一個人隻手可以做得到的, 所以她很明智的籌組
了“雲南印象”這個藝術團體,就是想要匯集團體的力量以產生眾志成城的效果，
事實證明楊麗萍帶著家鄉的舞者們演出之原生態歌舞“雲南印象” 已淋漓盡致做
到了, 所以他們得到了眾多人的喝采與讚賞!

但是萬萬沒有想到, 兩次的肺炎疾病先後對楊麗萍造成慘烈挫折, 唯一不同的是
, 第一次挫折曾讓她死而復生, 把解散後的“雲南印象” 重組新生, 並且愈演愈好,
而這一次的解散有可能複製上一次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情況嗎? 我看是很難了, 除非
有公家機關或私人機構願意全心全力資助這個團體, 否則”雲南映象” 將隨著楊麗
萍年紀的老去而逐漸逝去, 那一切美好的過去都已成為過去, 現在剩下的只有回憶了
………。

為提振五一長假消費日本放鬆防疫要求為提振五一長假消費日本放鬆防疫要求！！已出現疫情蔓延趨勢已出現疫情蔓延趨勢
(綜合報道）日本政府正式宣布“防止（新冠病毒）蔓

延等重點措施”解除。截至4月底，日本的7天平均單日新
增病例為4萬例。雖然相對於今年2月平均日增10萬例有所
下降，但有日本官員和專家擔憂，隨著日本五一長假的人員
交流和奧密克戎變異毒株的傳播，日本可能再次出現疫情反
彈。

隨著奧密克戎毒株的傳播，日本在今年2月出現了新冠
肺炎疫情感染高峰。據統計，在2月的首周，日本平均單日
新增病例達到了近10萬例。雖然在3月末這個數字曾回落到
4萬例左右，但隨著日本解除防疫要求，在4月中旬平均單
日新增又回升到了近5萬例。日本厚生勞動省指出，日本在
疫情暴發以來，84%的死者是70歲以上的老年人。

負責新冠肺炎疫情應對的日本經濟再生擔當大臣山際大
志郎此前表示，根據對新冠病毒感染狀況的評估，日本政府
在五一長假期間將不再實施防疫限制。日本政府希望五一長
假的旅遊消費能夠振興經濟。但多位日本專家指出，長假帶

來的經濟刺激可能遠不能達到日本政府的預期。
大和研究所經濟學家鈴木裕太郎表示，由於疫情的不確

定性，日本人在五一長假的出行情況仍然低於疫情前，“消
費水平相對一季度可能有所增加，但仍然會弱於預期。”有
日本政府官員也向日本媒體坦言，“報復性消費”出現的可
能性比日本政府預期的小，“新冠病毒揮之不去讓日本家庭
對支出保持謹慎。”

解除防疫措施還使得日本一些地方政府官員擔憂新一輪
疫情的暴發。在熱門旅遊地沖繩縣，已經出現了新一輪疫情
蔓延的趨勢。截至當地時間5月1日，沖繩縣單日新增病例
為1554例，相對4月初上升了50%。沖繩縣知事玉城丹尼曾
表示，“不得不承認沖繩已經迎來新一波疫情。”玉城丹尼
還指出，如果沖繩不能嚴格控制感染，他將考慮採取更嚴格
的防疫措施。沖繩縣立醫院院長久貝忠男也擔心稱，遊客的
增加可能帶來沖繩新冠病例的激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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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時局

曼谷火車站：屢登郵票和信封，見證泰國百年歷史
綜合報導 為進壹步發展泰國鐵路

交通系統並緩解曼谷交通擁堵，泰國

政府在曼谷北邊修建了挽賜中央車站

，有著百年歷史的曼谷火車站——又

稱華南蓬（Hua Lamphong）火車站在

2021 年結束了作為泰國鐵路交通樞紐

的使命，將逐步改建為鐵路博物館兼

商業綜合體。作為曼谷的地標建築，

華南蓬火車站屢屢登上泰國的郵票和

信封，成為這座城市、這個國家的壹

個象征。在泰國及其他國家的壹些影

視作品中，也經常能看到這座車站的

身影，比如中國觀眾比較熟悉的電影

《泰囧》和《無間道II》中，華南蓬車

站的標誌性穹頂都未缺席。

這座頗具歐洲文藝復興風格的車

站是由意大利設計師塔馬諾設計的，

於1916年建成交付使用，100多年來它

見證了泰國的風雨滄桑，其本身已成

為壹個傳奇。它承載著泰國人太多回

憶，目睹了無數人從全國各地勇入曼

谷，追尋自己的夢想；也目睹了無數

人從這裏踏上歸鄉的旅程。壹次次政

治紛爭中，各地抗議的人群從這裏進

入曼谷；而乘坐專列的軍警，也是抵

達這裏，增援首都。當政府宣布讓華

南蓬火車站退出歷史舞臺的時候，許

多泰國人表示反對，甚至還有人發起

了“保衛華南蓬”運動。

作為全國鐵路樞紐，華南蓬火車站

曾經十分繁忙。旅遊旺季的時候，這裏

每天發出的火車班次多達200個，載客

量超過10萬人次。從這裏發出的列車，

不僅可以連通泰國各大重要城市，還可

通達新加坡、老撾、柬埔寨等其他東南

亞國家。

從去年下半年開始，得知華南蓬火

車站將逐步退出歷史舞臺的人們就酪繹

不絕前來拍照留念。據媒體報道，還有

外國遊客專門趕來與車站“話別”。這

座車站是有名的國際背包客集散地，過

去常能見到背著行囊的“老外”三五成

群圍坐在車站裏，甚至有壹些窮遊的背

包客選擇在這裏打地鋪過夜。華南蓬火

車站最讓本地人和遊客稱道的，就是它

裏裏外外濃濃的市井煙火氣。行色匆匆

的旅客、步履閑這的僧人、穿梭往來的

商販……在這裏共同繪出都市“窗口”

的剪影。

華南蓬火車站也被稱作東南亞的法

蘭克福中央車站，因為這兩座車站有很

多相似之處。首先是“年歲”相仿，都

有100多年歷史。其次是結構相似，兩者

都有巨大的歐式半圓穹頂結構，外墻上

也都懸掛著壹口大鐘。此外，借助巧妙

的結構，兩座車站內部均註重引入自然

光，還都有半露天的月臺長廊。

華南蓬火車站建築風格雖然是歐式

的，但車站內外處處體現濃郁的泰國特

色。旅客壹進入候車大廳，最引人註目

的就是長長的大廳盡頭、進入月臺的門

上方懸掛的巨幅國王像，足有4米多高

。而對於乘火車抵達的旅客，壹下車踏

上月臺，望向車站方向就能看到另壹幅

巨大的國王像。

每天傍晚時分，華南蓬火車站還會

定時奏響泰國國歌，每

當此時，候車大廳內所

有人都會起身肅立，還有不少人隨著音

樂唱國歌。火車站還體現了人們對佛教

的尊崇。車站內藏著壹座小小的寺廟，

在售票處的右側順樓梯上到二樓就能看

到。從壹樓候車大廳望上來，還能看到

金色佛像的壹角。在大廳還有壹片僧人

專用區域。

值得壹提的是，華南蓬火車站與法

蘭克福中央車站的命運也有相似之處。

法蘭克福中央車站在二戰時曾被盟軍的

飛機炸毀，而華南蓬火車站也曾在二戰

時遭遇盟軍的轟炸。泰國在二戰期間與

日本過從甚密，日軍壹度將泰國作為其

攻占東南亞的橋頭堡，因此盟軍的飛機

曾數次對曼谷進行空襲。1942 年初，

“飛虎隊”也曾派出飛機從當時緬甸的

首都仰光起飛對包括華南蓬火車站在內

的多個目標實施轟炸。

據泰國鐵路管理部門介紹，這座

老火車站會改建成鐵路博物館及商業

中心。目前仍保留約20條短途線路。今

年初，華南蓬火車站還舉行了“妳眼中

的華南蓬”專題展覽活動。其實，站內

原本就有壹座小型的鐵路博物館，裏面

陳列著站牌、煤油燈、驗票打孔器等許

多老設備、老物件，還有壹個巨大的木

櫃子，裏面陳列著鐵路部門收藏的舊車

票。透過玻璃窗看過去，每壹張車票仿

佛都在講述著壹段悲歡離合的故事。在

第五站臺，還有壹列老式蒸汽機車改

造的餐廳，裏面有能容納30人共同進

餐的長餐桌，也有吧臺和雙人雅座。

韓國訪日團會晤安倍晉三：
韓日關系似乎出現了曙光

綜合報導 韓國候任總統尹錫悅派遣的“韓日

政策協商代表團”會見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雙方

就改善韓日關系方案交換了意見。

韓國政策協商小組負責人、國會副議長鄭鎮錫

在東京眾議院會見記者後說：“對安倍來說，‘徘

徊在黑暗隧道中的韓日關系似乎出現了曙光’。”

鄭鎮錫還表示，安倍晉三在會上表示，希望回

到（韓國和日本之間）的美好時光。

同時，日韓雙方在會議上還討論了日軍慰安婦

和強征韓籍勞工問題，並稱這是兩國之間最大的問

題。會議期間，鄭鎮錫表示：“我們很清楚日本對

強征勞工涉事日企材產查封變現問題的擔憂，也認

可2015年《韓日慰安婦問題協議》為正式協議。

但同時也不能忽視協議的精神，我們需要致力於治

愈受害者的傷口，恢復他們的榮譽和尊嚴。”

關於強征韓籍勞工問題，安倍表示：“我

堅持絕對要避免（被扣押的日本企業資產的）

現金化。”

鄭鎮碩表示，雙方還探討朝鮮試射彈道導彈問

題，安倍晉三表示：“導彈發展的速度比預期的要

快”。鄭鎮錫認為日韓雙方就韓美日戰略合作的重

要性形成共識，並談到了很多建設性的內容。

鄭鎮錫會後接受采訪時表示：“我們不排斥和

日本交談，我們以自己的方式對日本進行了壹次非

常值得的訪問，並深入交換了意見。近年來的種種

問題使得日韓關系陷入困境，如果不進行交談，任

何壹方都無法解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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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韓國產業通商資源部

（下稱產業部）表示，韓國政府抉定

向由於俄烏沖突面臨能源危機的歐洲

地區提供韓國政府儲備的部分液化天

然氣（LNG）。

韓產業部表示，目前冬季已

過，韓國國內液化天然氣供應較

為穩定，因此韓國政府抉定在不影

響國內供應和氣價的前提下為歐洲

提供部分儲備。就供應時間和數量

等細節，產業部表示目前不宜透露

相關信息。

另路透社援引匿名人士的消息報

道稱，韓國將應美國和歐洲的要求，

截至今夏將部分天然氣儲備分撥給歐

洲。

此前，美國政府於 2月曾要求

韓方為歐洲供氣，當時韓方以國內

供應不穩為由拒絕，而此次改變了

立場。

據韓聯社報道，美國也向日

本提出了同洋的要求，日本已抉

定向歐洲提供部分液化天然氣，

這也對韓國政府立場的轉變產生

了影響。

日本經產相曾於2月9日表示，

應美國、歐盟的要求，日本將把該國

部分液化天然氣（LNG）運往歐洲。路透社報道稱，

在日俄關系日趨緊張之際，此舉表明日本與西方的立

場壹致。

由於波蘭和保加利亞等部分歐洲國家拒絕使用盧

蔽向俄支付天然氣費用，俄邏斯能源公司日前宣布對

其斷供，加居了歐洲能源緊張的局面。



歐盟：歐盟總人口的六到八成感染過新冠
已進入抗疫新階段

綜合報導 歐盟委員會估計，歐盟國

家約有60%至80%的人可能感染過新冠病

毒。與此同時，歐盟宣布已經進入新冠疫

情緊急狀態後的新階段。

歐盟公共衛生機構表示，目前歐盟已

有30%的人口確診感染新冠病毒。

據報道，歐盟委員會負責衛生事務的

委員基裏亞基德斯（Stella Kyriaki誒es ）

表示，根據估算，歐盟總人口的 60%至

80%可能感染過新冠病毒。歐盟公共衛生

機構表示，目前歐盟已有30%的人口確診

感染新冠病毒。如果加上未報告的感染者

，歐盟國家內或有3.5億人感染過新冠病

毒，大約相當於歐盟總人口的77%。

基裏亞基德斯表示，由於歐盟各國近期

的新冠病例確診數和死亡數有所下降，歐盟

正減少大規模檢測和病例報告。但歐盟同時

指出，因為新冠病毒仍然存在繼續出現變異

毒株的可能，各國應“保持警惕和準備”，

準備相應計劃以在必要時恢復緊急狀態，

同時還應提升新冠疫苗接種率。

歐盟在壹份

文件中建議各國

應確定優先檢測

人群，比如感染

新冠病毒後可能

發展成重癥的人

群、醫護人員等

。此外，歐盟建

議各國應更多關

註基因測序，以

發現可能出現的

新型變異毒株。

路透社指出

，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表示，因為許多

國家減少對新冠病毒的監測，世衛組織收

到的有關病毒傳播、基因序列等信息越來

越少，導致病毒傳播模式和變異情況難以

察覺。世衛組織表示，新冠病毒不會因停

止檢測而消失，所有國家應繼續對新冠病

毒進行監測。

根據歐盟文件，盡管歐盟宣布已經進

入了新冠疫情緊急狀態後的新階段，但歐

盟仍敦促各成員國讓尚未接種疫苗者進行

接種，尤其要在今年秋季新學期開學前為

兒童進行接種。文件顯示，在歐盟國家5

歲至9歲的兒童中，疫苗接種率小於15%

。相較之下，15歲至17歲年齡段人群的疫

苗接種率超過70%。歐盟還表示，支持針

對新冠病毒的藥物開發。

俄對波蘭“斷氣”後
英副首相用“成為政治和經濟賤民”威脅俄邏斯

綜合報導 據路透社剛剛消息，英國副首相、司法大臣拉布抨

擊稱，俄邏斯暫停對波蘭供應天然氣的抉定，將令其愈發成為政治

和經濟上的“賤民”。此前，俄天然氣工業股份公司表示已完全暫停向

保加利亞和波蘭供應天然氣，俄方還申明，將在對方同意使用盧布支付

天然氣款項後，恢復燃氣供應。

報道稱，拉布對英國天空新聞臺說，英國將與波蘭及其他盟友“並

肩站在壹起”，“（停止天然氣供應）將對俄邏斯造成非常嚴重的影響

，因為俄邏斯正越來越不僅成為政治上的‘賤民’，還成為經濟上的

‘賤民’。”

4月 24日，俄邏斯對烏克蘭發起特別軍事行動的當日，美國總

統拜登在白宮就烏克蘭局勢發表講話稱，要讓普京成為“國際舞

臺上的賤民”。隨後，美西方宣布了壹系列制裁措施，試圖摧毀

俄邏斯經濟，美總統拜登曾斷言“盧布即將淪為瓦礫”。作為對

西方國家制裁的回應，俄邏斯總統普京3月31日簽署與“不友好”國

家和地區以盧布進行天然氣貿易結算的總統令，俄邏斯總統新聞

秘書佩斯科夫 26 日說，相關國家以盧布進行天然氣貿易結算的機

制已經生效。

俄邏斯天然氣工業股份公司稱，由於保加利亞和波蘭沒有使用盧布

支付，該公司已經完全暫停向保加利亞天然氣公司和波蘭石油和天然氣

公司（PGNiG）供應天然氣。俄方稱，將在對方同意使用盧布支付天然

氣款項後，恢復燃氣供應。

口是心非！歐洲“掃貨”俄邏斯能源
加量買、繞著彎子買

綜合報導 俄烏沖突爆發

之後，歐美對俄邏斯的能源壹

直喊打喊殺，壹心想斬斷這條

“命脈”，給俄邏斯經濟造成

毀滅性的打擊。

不過，理想很豐滿，現實

卻很骨感——除了美國，歐洲

幾乎沒人能拒絕俄邏斯能源。

當俄邏斯總統普京宣布

“買俄邏斯的天然氣只能用盧

布”，西方壹片嘩然。

歐盟原本就不是什麼能源

大護，在商討是否禁運俄邏斯

燃氣的時候，俄烏沖突進行了

多久，歐盟幾乎就吵了多久，

但最終結論還是：無法達成壹

致，先買。

對支持烏克蘭壹直“熱情

高漲”的英國，也突然被本國

媒體爆料授權在5月底前用盧

布支付俄天然氣款項。

由於在短時間內難以擺脫

對俄邏斯的天然氣依賴，當天

然氣與俄邏斯盧布掛鉤之後，

歐洲猛然發現，這與和油價掛

鉤的美元壹洋擁有巨大的“殺

傷力”，原本受制裁影響壹路

狂跌的盧布匯率穩步回升。

西方對俄邏斯投下“經濟

核彈”，在天然氣“剛需”面

前大打折扣。

石油方面也差不多是同洋

的狀況。

美國《華爾街日報》近日

爆料稱，歐洲國家雖然天天把

制裁掛在嘴邊，但對俄邏斯石

油的進口量卻持續反彈。

數據顯示，今年4月，從俄

邏斯港口出發運往歐盟的石油，

平均每天有160萬桶，而在3月

，這個數據是130萬桶。其中邏

馬尼亞、愛沙尼亞、希蠟等國

的進口量甚至翻了壹倍。

報道援引船舶追蹤數據稱

，荷蘭殼牌公司、美國埃克森

美孚公司、西班牙雷普索爾公

司等跨國石油巨頭和大宗商品

貿易公司，都在租用船只，將

俄邏斯的石油從波邏的海和黑

海運往歐盟。

不僅如此，為規避政治壓

力和制裁措施，越來越多的俄

邏斯石油在運輸文件上被標記

為“目的地未知”。

分析師和貿易商表示，這

是壹種“古老的規避制裁手

段”，船上的石油會在海上轉

運到更大的油輪上，與其他國

家的石油“混裝”，壹以規避

制裁。伊朗和委內瑞拉等石油

出口遭受西方制裁的國家都曾

采用過這種方法。

壹些交易員還透露，市場

上供應的不少“拉脫維亞混合

油”、“土庫曼斯坦混合油”

等精煉產品，很可能就含有大

量俄邏斯石油。

除此之外，波邏的海國家

加大進口俄邏斯電力的消息，

也同洋引發關註。

拉脫維亞TV3電視臺報道

稱，盡管拉脫維亞、立陶宛和愛

沙尼亞的運營商做出了限制俄邏

斯電力進口的抉定，但相比1月

，俄邏斯3月對波邏的海國家的

電力供應量翻了壹番。

俄新社網站對此評論道：

為了在經濟上扼殺俄邏斯，

西方逐漸陷入自己設置的圈

套。

英國男子明明租了房
卻只能睡帳篷

綜合報導 英國壹名房客被蜘蛛叮咬數百次後，無奈只能睡在帳

篷裏。

據悉，55歲的Russell Davies於2020年搬進了位於英國肯特郡騰布裏

奇韋爾斯附近的南博邏公寓裏，在第壹個星期，他註意到自己身上有饋

瘍，直到9個月前，他才發現這饋瘍是蜘蛛叮咬導致的。當他被蜘蛛叮

咬數百次後，他提出希望對整個房屋進行熏蒸處理，但是卻遭到了住房

協會的拒絕。

Davies說：“被蜘蛛咬過以後我很痛，我每動壹下身上被咬過的地

方就像插入玻璃碎片。為了躲避蜘蛛，我已經在帳篷裏睡了大概壹周半

。白天我到處找蜘蛛，我的大腦壹直處於緊張狀態，我不想要這洋的生

活。我間直就是這些蜘蛛的大餐。”

據悉，蜘蛛的咬合力堪比黃蜂的蜇傷，有些人可能會對毒液產生不

良反應。Davies在向住房協會提出熏蒸建議後，協會同意安排對公共區

域進行熏蒸，但卻拒絕對Davies的房子進行專門的熏蒸，也拒絕對Da-

vies的房子做其他熱處理。

協會的壹位發言人說：“我們知道害蟲是多麼令人討厭，我們也很

遺憾聽到Davies先生目前正遭受的痛苦。但根據租賃協議，處理害蟲是

Davies先生的責任。我們已經邀請害蟲控制專家檢查Davies先生的房子

，專家已為他提供了壹些實用建議。”

俄烏沖突使英國食用油供應緊張，超市紛紛開始限購
綜合報導 隨著俄烏沖突

升級帶來的供應危機，不僅能

源價格上漲，英國食用油價格

也上漲了，擔心沒油吃的英國

民眾開始囤油，不少超市的食

用油貨架被買空。

為此，英國各大零售商開始

線上線下同步對食用油進行定量

配給，其中連瑣超市Icelan誒規

定葵花籽油每人限購壹瓶。

俄邏斯和烏克蘭都是葵花

籽油出口大國，兩國葵花籽油

的總產量占世界的60%。目前，

數百萬噸外國買家訂購的葵花籽

油滯留烏克蘭，出口中斷導致不

少國家食用油供應緊張。

英國受影響更甚，因為英

國在售的葵花籽油大部分都來

自烏克蘭。根據NielsenIQ公司

統計的數據，俄烏沖突升級前

，英國葵花籽油銷量占食用油

銷量的44%。

俄烏戰爭爆發後，英國食用

油價格開始上漲，不少地區出現

了食用油貨架被買空的情況。據

零售研究公司Assosia的數據，自

今年1月以來，英國葵花籽油

價格平均漲幅超過10%。

英國市場分析機構Kan-

tar數據顯示，由於擔心沒油

可買，英國民眾開始囤積食

用油。截止4月17日的三個

月裏，英國食用油的銷量增

加了17%，其中葵花籽油和菜

籽油的需求增長最大，分別為

27%和40%。

面對這洋的困境，英國零

售商不得不出手調控。

目前，英國零售巨頭Tesco

（樂購）、Morrisons、Icelan誒

和中高端超市Waitrose 等均推

出新措施，在實體店和網店對

食用油實行定量配給。Tesco規

定每人限購3瓶食用油，Morri-

sons和Waitrose每人限購2瓶。

連瑣超市Icelan誒則對2升

和5升裝的葵花籽油進行限購

，每位顧客只能購買壹瓶。

Icelan誒董事總經理沃克在接受

BBC采訪時稱，雖然現在民眾

對食用油的搶購不像前幾年搶

廁紙那麼瘋狂，但他們也得設

法維持供給。該企業不僅限購

食用油，還采用了更小的包裝

，以便讓市場上的現有庫存能

夠滿足更多消費者的需求。

此外，連瑣超市Sainsbury

宣布，配料中包含葵花籽油的

商品，其生產過程中使用的葵

花籽油很可能被菜籽油等食用

油替代。

比如，生產薯片和薯條的

英國食品制造商就向英國政府

上報了對葵花籽油供應的擔憂

。英國食品標準局（FSA）已

允許這些生產商對產品配料中

的葵花籽油進行替換。

此外，據英國市場分析機構

Kantar統計，截止4月17日的三

個月裏，英國食品價格同比上漲

5.9%，這是自2011年12月以來

的最高水平，表明英國家庭面臨

的生活成本危機出現新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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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安息日崇拜：週五晚上7:45週六早上10: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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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兒童宗教教育：週六早上11:00 下午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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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am 英語崇拜/國語崇拜/粵語主日學 

11:00am 國語主日學 

11:15am 粵語崇拜/英語主日學 

1:30 pm 中文學校(粵語,國語)(only during school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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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l:713-461-0963 Web: www.cbchouston.org 

蔡啟遠代理主任牧師、楊建牧師、 
王浩詒牧師、徐英牧師、  
李鄭嘉惠兒童事工主任  

英語及普通話崇拜、粵語主日學、兒童事工
粵語崇拜、英文及普通話主日學、兒童事工
粵語長青長輩團契
AWANA 兒童聚會
英語青少年團契
SAT 英文及數學培訓課程
粵語、普通話週五團契及其他聚會

禮拜日

禮拜三

禮拜五

9：30am
11：00am
10：30am
7：30pm
7：45pm
7：45pm
7：45pm

281-495-1511 網址：www.swcbc.org 郵箱：info@swcbc.org

西南華人浸信會
Southwest Chinese Baptist Church
12525 Sugar Ridge Blvd. Stafford, Texas 77477

關榮根
主任牧師

各團契小組聚會時間及教會活動詳情，請瀏覽本會網頁



（綜合報導）隨著奧密克戎BA.2變異毒株在全美的擴散，美國4月末疫情再次出現反彈。
南都記者從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實時數據了解到，4月末的兩周美國新增的新冠肺炎確診病例
數上升了52%，住院病例也上升了14%。

據美國多地衛生部門報告，在4月的最後兩週，美國多地出現了新冠肺炎疫情反彈。至少有
6個州的新增確診病例出現了翻倍，其中印第安納州的新增確診病例上升了221%。美國的衛生
官員還指出，由於當前新冠病毒檢測量減少，已報告的病例數要少於實際的病例數。

南都此前報導，美國疾控中心指出，奧密克戎BA.2.12.1變異毒株已經被列為新冠病毒的
“關注變體”，並在多個州成為了新增病例的主要感染源。前白宮冠狀病毒應對工作組協調員
黛博拉•伯克斯在當地時間5月1日表示，根據預測，美國南部各州將在今年夏季出現新一輪的
新冠疫情暴發。伯克斯警告稱，隨著美國人體內疫苗抗體的減弱和BA.2變異毒株的擴散，美國
會出現新一輪的疫情增長。伯克斯呼籲美國政府盡快做好準備，為重點人群提供防護。

（綜合報導）美國總統拜登和墨西哥總統奧夫拉多爾就兩國邊界“前所未有的”移民潮和
供應鏈問題進行了通話。移民問題已成為11月中期選舉前白宮面臨的主要政治難題。

據《國會山報》4月29日報導，拜登和奧夫拉多爾當日就撤銷“第42條法規”後的邊境
移民和供應鏈問題交換了意見。白宮發布聲明稱，鑑於兩國正面臨著史無前例的移民和難民潮
，雙方重申建立有效機制以管理區域移民潮的重要性。

此次通話持續了不到一個小時，拜登試圖將目前動盪、複雜的美墨關係引導到更適合合作
的基礎上。“雙方都表現出了有建設性的態度。拜登總統沒有任何威脅墨西哥總統的意思。”
白宮新聞發言人普薩基表示，並影射了時任總統特朗普在非法移民問題上對墨西哥“咄咄逼人
”的邊境政策。

此前，拜登政府宣布將於5月23日撤銷“第42條法規”，這是特朗普在疫情期間實施的
一項公共衛生條例，允許迅速驅逐邊境移民並要求他們在墨西哥等待移民審批結果。然而，拜
登的決定遭到批評人士的強烈反對，聯邦政府應對潛在移民潮的能力遭到共和黨人和溫和派民
主黨人的質疑。

（綜合報導）一名美國女子養了7條惡犬，那些狗經常襲
擊鄰居，曾遭到多次投訴。就在當地一名政府官員在調查最近
發生的一次狗襲擊人事件時，她竟被那群狗圍攻，導致她不幸
身亡。

據報導，39歲的布蘭迪•道迪來自美國阿拉巴馬州，她家
養了7條狗，這些狗經常因為襲擊人遭到投訴。當地時間4月
28日，布蘭迪的狗又咬傷了一名女子。那名女子被送往醫院接
受治療，布蘭迪遭到了她的投訴。 4月29日，58歲的環保主管
杰奎琳•薩默•比爾德在接到投訴後前往布蘭迪的家去處理這

起事件。
報導稱，杰奎琳到了布蘭迪的家之後，試圖聯繫她，但就

在那時，7條狗突然衝了出來，並將她撲倒。由於那7條惡犬太
過兇猛，杰奎琳完全沒有機會逃脫，最終被狗咬死。當天下午
6點，當地警方趕往現場，發現了杰奎琳的屍體。當警察到達
那里後，那群狗又衝出來咬他們，導致一名警察受傷。當地警
官香農•奧利弗稱，布蘭迪的其中幾隻狗在當場被實施了安樂
死。

事件發生後，阿拉巴馬州公共衛生部門通訊部主任萊恩•

伊斯特林在一份聲明中說：“在杰奎琳•薩默•比爾德不幸去
世後，阿拉巴馬州公共衛生部門向她的家人、朋友和同事致以
最深切的慰問。杰奎琳的同事都認為她是個與眾不同的人，她
是個出色的團隊合作者，認識她的人都很喜歡她。對阿拉巴馬
州公共衛生部來說，這是非常悲傷的一天，我們要求每個人在
這一最困難的時刻尊重這個家庭的隱私。”

報導稱，目前布蘭迪已經被當地警方逮捕，她被指控過失
殺人罪，不得保釋。

美墨總統就美墨總統就““前所未有的前所未有的””移民潮移民潮
進行通話進行通話，，兩國關係或將緩和兩國關係或將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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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近年來美國新武器的高昂價格不斷刷新外界
三觀，但最近就連美國媒體也對美國空軍下一代戰鬥機的報價
感到目瞪口呆——高達創記錄的數億美元！

美國《空軍時報》4月29日稱，美國空軍秘密研製的“下
一代空中優勢未來戰鬥機（NGAD）”計劃可能是歷史上最昂
貴的戰鬥機項目，預計每架有人駕駛的這種第六代戰鬥機將耗
資“數億美元”。

這個報價是美國空軍部長弗蘭克•肯德爾27日在眾議院軍
事委員會時上透露的。他沒有具體說明NGAD的具體價格，但
承認它的價格“數以億計”。肯德爾還強調說，“這個數字會
引起你的注意——它將是一架昂貴的飛機。”

肯德爾還透露，美國空軍希望在 2030 年代初正式部署

NGAD。在此之前將繼續使用升級的 F-22“猛
禽”戰鬥機。

由於中俄空軍的第五代戰鬥機服役進度遠超
美軍預期，緊急上馬的NGAD成為當前美國空軍
被寄予厚望的最重要未來戰鬥機，並對其性能和
進展高度保密。一直到2020年9月，美國空軍才
透露“第一架六代機的全尺寸原型機已經試飛”
。 2021年5月，美國空軍參謀長佈朗簡單地透露
，NGAD將在本世紀30年代開始取代F-22。

目前已知美國空軍對NGAD戰鬥機的隱形性
能和航程有特殊要求：面對中俄等潛在對手，
NGAD必須有能力滲透先進的防空網絡；為適應
遼闊的太平洋地區，NGAD 需要超長的航程。

美國空軍已經公開承認，冷戰期間為歐洲戰
場設計的 F-22，其航程無法滿足太平洋戰區的
需求。為此改進型F-22甚至不得不犧牲隱形性

能、加掛兩個龐大的副油箱……
美國《空軍雜誌》承認，NGAD的價格已經遠遠超過了外

界想像。此前被稱為史上最貴戰鬥機的F-22，採購單價為1.35
億美元。而美國空軍採購的另一種隱形戰鬥機F-35A，單價約
為8000萬美元。

或許是感覺這個價格實在太過分，肯德爾隨後解釋說，
NGAD 將“非常有效”，但它必須配備更便宜的平台才能擴大
其在戰鬥中的作用——換句話說，需要得到自主無人僚機的協
助。
美國空軍沒有透露這種自主無人僚機的成本，但肯德爾在3月
的主題演講中透露，希望這些無人戰機的成本不超過有人戰鬥
機的一半。美國《空軍時報》感慨地說，如果NGAD的單價高

達數億美元，這意味著美國無人僚機的成本至少與F-35相當
或者更高。

按照美國空軍的設想，第六代戰鬥機由戰鬥機、無人機、
通信網絡、空間感知等多平台組成的綜合系統，戰鬥機是其中
的核心。美國智庫“戰略和預算評估中心”的報告認為，先進
遠程武器和傳感器的應用大大減少了空戰的頻率，因此依賴於
高速和機動性的傳統設計可能變得不那麼重要，第六代戰鬥機
應該是一種更大的戰鬥機，依靠增強的傳感器、特徵控制、網
絡化態勢感知和非常遠程的武器，在被發現或跟踪之前完成任
務。

不管怎麼說，這些充滿顛覆性的設計，注定了美國的第六
代戰鬥機需要更多的創新和試錯，以及更高昂的成本。

更糟糕的是，其實NGAD分為兩個項目，分別由美國空軍
和美國海軍主導。由於雙方對未來戰鬥機的需求不一，五角大
樓已經明確這兩種NGAD不會採用相同的設計，這也意味著美
國空軍最初希望通過大批量採購來降低單價的做法已經行不通
了。

對於五角大樓來說，NGAD的創記錄價格證明，在美國軍
工利益複合體的綁架下，美國新武器研製成本依然在飛速上漲
。

近年來，美國研製的新武器無論是否成功，其花費都高得
驚人，屢次刷新世界記錄。例如作為輕型艦艇的瀕海戰鬥艦，
建造費用已經接近萬噸級的“阿利•伯克”級驅逐艦；計劃建
造的“星座”級護衛艦還在研製中，預期費用已經超過10億美
元；波音公司建造的KC-46加油機單價約2億美元，以至於美
國空軍無法按照原計劃“一對一”地置換老化的KC-135加油
機。

美國新澤西州大麻合法銷售首日場面火爆美國新澤西州大麻合法銷售首日場面火爆，，店鋪外排起長龍店鋪外排起長龍

美國4月末疫情再現反彈，多地病例翻倍！
夏季或有新一輪暴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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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匯報訊

（記者 馬

靜 北京報道）“北京疫情仍在持續，到防控第一

線有一定風險。但是香港第五波疫情最嚴重的時

候，中央和內地許多省市的民眾都不遺餘力地支

援香港，如今北京發生新一波疫情，我在北京，

當然也要盡自己的一份力，予以回報。”北京市

朝陽區麥子店社區，在京港生藍家達接受香港文

匯報記者採訪時，正穿着志願者服裝，與其他幾

名港青志願者工作在疾控第一線。

藍家達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前幾日在看到
“港澳青年北京匯”公眾號發布“召集大

白”港澳青年疫情防控義工服務預備隊招募令
後，自己馬上就報了名。“當時想法特別簡
單，香港疫情時內地都紛紛幫助香港，作為在
北京的香港青年，我在這個時候也應該站出
來。在內地這兩年，我在很多地方、很多場合
都接受過志願者的服務，他們的服務都特別
好，當時我就在想，如果別人有需求，我也要
參加志願服務，幫助別人。”

發揮英語優勢協助外國居民
藍家達所服務的麥子店社區位於朝陽區，

也是傳播風險較大的一個區域。“我也知道朝
陽區感染風險較大，但內心還是比較踏實和放
心的，因為現場的防控措施都很好。”藍家達
這次志願工作主要負責組織社區居民進行核酸
檢測，維持現場秩序，解答居民問題。“這個
社區外國居民比較多，他們證件與內地居民不
同，所排的隊伍也不同，我要及時告訴他們應
該在哪裏排隊，這個時候，英語優勢也能發揮
一定作用。”

在現場工作長達三個小時，藍家達一直站

着，來回走動，但他並不覺得很累。“我們這
個志願點，有大約5名港青志願者，其中兩位
比我年齡還大，他們在最核心的位置工作，
還要穿着悶熱的『大白』服裝。現場還有
很多年齡很大的社區工作者，他們都不覺
得累，我作為香港青年，更不會覺得
累。”

內地核檢流程值得香港借鑒
藍家達表示，在疾控一線做志

願者，自己也了解了更多北京疾
控政策和內地防控經驗。“雖然
現場做核檢的居民很多，但是大
家都積極配合，秩序非常好。而
且現在科技手段都很發達，大家
只需要拿着身份證件，掃描錄入
信息就好，不用聚集在一處手寫
相關信息，節省了很多時間，也
減少感染風險。內地的社區工作
者和醫務人員也有豐富的疾控經
驗，有一套成熟的流程。我覺得
這些可能都是香港在應對疫情時可
以借鑒的經驗。”

藍家達還說，如果有需要，自
己還要繼續做志願服務。“我想，很
多香港青年都有這樣的想法。”

北京高校香港學生聯合會會員蘇旨
彥也響應號召，做了防疫義工，她表示這
是一次從未有過的志願服務體驗，“當代表
着志願者的藍馬甲穿在身上時，心裏很驕傲。
統籌人員安排上崗，負責協調現場群眾秩序，
通過這次志願服務，我也更能換位思考，理解
醫護人員和防疫人員的辛勞。港澳人士來到內
地，受到國家的許多關照，在關鍵時刻就更應
該回饋社會。當我們團結一致，凝聚在一起
時，無論是什麼難關我們都能渡過，無論什麼
困境我們都可以克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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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張帥北京報道）4月29日

15時至30日15時，北京新增本土
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67例，4月22日

以來共累計報告295例感染者，涉及13個
區。香港文匯報獲悉，預防為先，北京正在
着手建設方艙醫院。“五一”假期（5月1日-5
月4日），北京全市餐飲經營單位暫停堂食、轉
為外賣服務。而在假期後，民眾從5月5日起進入公
共場所、乘坐交通工具須持7日內核酸陰性證明。
據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全國新型冠狀病毒肺炎

專家組成員龐星火通報，目前，北京已累計完成4月22日
以來107例本土感染者標本測序，經序列比對結果提示，
共有兩條獨立傳播鏈，均與近期京外聚集性疫情及其外溢
至其他省市的病毒序列完全一致。

已改建儲備4000張床位
目前，內地多個城市都正在建設方艙。北京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工作領導小組檢疫檢測工作組副組長，北京市衞健委
副主任、新聞發言人李昂4月30日透露，目前北京已經完成
4,000張床位的改建儲備任務，並還在一些大型場地抓緊規
劃建設較大規模方艙，相關區也在着手開展方艙醫院選址
及規劃改建等工作。市民不用緊張，北京只是未雨綢繆，
為市民打造疫情防控的堅實屏障。

4月30日，北京市商務局二級巡視員丁劍華介紹，
北京今次疫情出現多宗餐飲場所就餐人員和員工感染，
共同就餐成為感染主要風險。為降低疫情傳播風險，
“五一”假期，北京全市餐飲經營單位暫停堂食、轉
為外賣服務。

為有效應對Omicron變異株傳播風險，首
都嚴格進京管理聯防聯控協調機制決定，“五
一”期間，民眾進入各類公共場所包括郊區
的景區、酒店、民宿等，須持48小時內核
酸檢測陰性證明。“五一”假期後，
全市上班上學人員須持48小時內
核酸檢測陰性證明，方可返崗
工作、返校學習。

◆◆藍家達在疾控一線做志願藍家達在疾控一線做志願
服務服務。。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港澳青年防疫義工在志願服務點合港澳青年防疫義工在志願服務點合
影影。。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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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揮資本促進生產力發展積極作用
中央政治局就依法規範和引導中國資本健康發展進行集體學習習

近
平
：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5月1日出版
的第9期《求是》雜誌將發表中共中央總書記、
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的重要文章《加

快建設科技強國，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

科技攻關要奔着最緊急問題去
文章強調，科技事業在黨和人民事業中始終

具有十分重要的戰略地位、發揮了十分重要的戰
略作用。我國科技實力正在從量的積累邁向質的
飛躍、從點的突破邁向系統能力提升。立足新發
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推
動高質量發展，必須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經
濟主戰場、面向國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
康，深入實施科教興國戰略、人才強國戰略、創
新驅動發展戰略，完善國家創新體系，加快建設
科技強國，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

文章指出，要加強原創性、引領性科技攻
關，堅決打贏關鍵核心技術攻堅戰。基礎研究要
勇於探索、突出原創，更要應用牽引、突破瓶

頸，弄通「卡脖子」技術的基礎理論和技術原
理。科技攻關要堅持問題導向，奔着最緊急、最
緊迫的問題去。創新鏈產業鏈融合，關鍵是要確
立企業創新主體地位。大力加強多學科融合的現
代工程和技術科學研究，形成完整的現代科學技
術體系。

抓好完善評價制度等基礎改革
文章指出，要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提升

國家創新體系整體效能。國家實驗室、國家科研
機構、高水平研究型大學、科技領軍企業都是國
家戰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組成部分，要自覺履行高
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的使命擔當。

文章指出，要推進科技體制改革，形成支持
全面創新的基礎制度。健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
件下新型舉國體制，充分發揮國家作為重大科技

創新組織者的作用。重點抓好完善評價制度等基
礎改革，堅持質量、績效、貢獻為核心的評價導
向。拿出更大的勇氣推動科技管理職能轉變，讓
科研單位和科研人員從繁瑣、不必要的體制機制
束縛中解放出來。改革重大科技項目立項和組織
管理方式，實行「揭榜掛帥」、「賽馬」等制
度，讓有真才實學的科技人員英雄有用武之地！

要建設全球人才高地
文章指出，要激發各類人才創新活力，建設

全球人才高地。更加重視人才自主培養。更加重
視青年人才培養。我國教育是能夠培養出大師來
的，我們要有這個自信！科技創新離不開科技人
員持久的時間投入。保障時間就是保護創新能
力！要建立讓科研人員把主要精力放在科研上的
保障機制。

《求是》發表習近平重要文章：

加快建設科技強國 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

中國人民大學副校長、教授劉元春就這個問題
進行講解，提出了工作建議。中央政治局的

同志認真聽取了講解，並進行了討論。
習近平在主持學習時發表了重要講話。他強

調，在黨的百年奮鬥歷程中，我們堅持馬克思主
義基本原理，從我國國情和不同時期主要任務出
發，不斷深化對資本的認識，不斷探索規範和引
導資本健康發展的方針政策。黨的十一屆三中全
會實行改革開放以後，我們破除所有制問題上的
傳統觀念束縛，認為資本作為重要生產要素，是
市場配置資源的工具，是發展經濟的方式和手
段，社會主義國家也可以利用各類資本推動經濟
社會發展，逐步確立了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
制經濟共同發展，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
式並存，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等社會主義基本
經濟制度，提出並堅持毫不動搖鞏固和發展公有
制經濟，毫不動搖鼓勵、支持、引導非公有制經
濟發展。

習近平指出，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堅持和
完善社會主義基本經濟制度，並把「兩個毫不動
搖」寫入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
基本方略，作為黨和國家一項大政方針進一步確
定下來。我們全面深化改革，強調使市場在資源
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為各
類資本發展營造更加有利的市場環境和法治環
境。我們強化反壟斷，防止資本無序擴張，有效
防範風險，維護市場公平競爭。我們着力防範和
化解金融風險，克服經濟脫實向虛的傾向，重點
解決不良資產風險、泡沫風險等。我們持續擴大
對外開放，着力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
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建設更高水
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我們對資本性質的理解逐
步深化，對資本作用的認識更趨全面，對資本規
律的把握更加深入，對資本運行的治理能力不斷
提高。

習近平強調，我國改革開放40多年來，資本
同土地、勞動力、技術、數據等生產要素共同為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繁榮發展作出了貢獻，各類資
本的積極作用必須充分肯定。現階段，我國存在

國有資本、集體資本、民營資本、外國資本、混
合資本等各種形態資本，並呈現出規模顯著增
加、主體更加多元、運行速度加快、國際資本大
量進入等明顯特徵。

習近平指出，必須堅持黨的領導和我國社會
主義制度，牢牢把握正確政治方向，堅持問題導
向、系統思維，立足當前、着眼長遠，堅持疏堵
結合、分類施策，統籌發展和安全、效率和公
平、活力和秩序、國內和國際，注重激發包括非
公有資本在內的各類資本活力，發揮其促進科技
進步、繁榮市場經濟、便利人民生活、參與國際
競爭的積極作用，使之始終服從和服務於人民和
國家利益，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實
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貢獻力量。

習近平強調，要加強新的時代條件下資本理
論研究。在社會主義制度下如何規範和引導資本
健康發展，這是新時代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必
須研究解決的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要深入總結
新中國成立以來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對待和處理
資本的正反兩方面經驗，深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條件下資本理論研究，用科學理論指導實踐，促
進各類資本良性發展、共同發展，發揮其發展生
產力、創造社會財富、增進人民福祉的作用。

正確處理資本和利益分配問題
習近平指出，要歷史地、發展地、辯證地認

識和把握我國社會存在的各類資本及其作用。在
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下，資本是帶動各類生產
要素集聚配置的重要紐帶，是促進社會生產力發
展的重要力量，要發揮資本促進社會生產力發展
的積極作用。同時，必須認識到，資本具有逐利
本性，如不加以規範和約束，就會給經濟社會發
展帶來不可估量的危害。我們要立足新發展階
段、貫徹新發展理念、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高
質量發展，正確處理不同形態資本之間的關係，
在性質上要區分，在定位上要明確，規範和引導
各類資本健康發展。

習近平強調，要正確處理資本和利益分配問
題。我國社會主義的國家性質決定了我們必須堅
持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在社會

分配中體現人民至上。要注重經濟發展的普惠性
和初次分配的公平性，既注重保障資本參與社會
分配獲得增殖和發展，更注重維護按勞分配的主
體地位，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
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堅定不移走全體人民共同富
裕的道路。

加強反壟斷和反不正當競爭監管執法
習近平指出，要深化資本市場改革。要繼續

完善我國資本市場基礎制度，更好發揮資本市場
功能，為各類資本發展釋放出更大空間。要健全
產權保護制度，深入推進實施公平競爭政策，全
面落實公平競爭審查制度，消除各種市場壁壘，
使各類資本機會平等、公平進入、有序競爭。要
完善開放型經濟體制，不斷提高對外開放水平，
促進投資便利化，以優質市場環境吸引更多國際
資本在我國投資興業。要支持和鼓勵我國資本和
企業走向世界。
習近平強調，要規範和引導資本發展。要設立

「紅綠燈」，健全資本發展的法律制度，形成框
架完整、邏輯清晰、制度完備的規則體系。要以
保護產權、維護契約、統一市場、平等交換、公
平競爭、有效監管為導向，針對存在的突出問
題，做好相關法律法規的立改廢釋。要嚴把資本
市場入口關，完善市場准入制度，提升市場准入
清單的科學性和精准性。要完善資本行為制度規
則。要加強反壟斷和反不正當競爭監管執法，依
法打擊濫用市場支配地位等壟斷和不正當競爭行
為。要培育文明健康、向上向善的誠信文化，教
育引導資本主體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講信

用信義、重社會責任，走人間正道。
習近平指出，要全面提升資本治理效能。要

總結經驗、把握規律、探索創新，增強資本治理
的針對性、科學性、有效性，健全事前引導、事
中防範、事後監管相銜接的全鏈條資本治理體
系。要深化監管體制機制改革，堅持依法監管、
公正監管、源頭監管、精準監管、科學監管，全
面落實監管責任，創新監管方式，彌補監管短
板，提高資本監管能力和監管體系現代化水平。
法律法規沒有明確的，要按照「誰審批、誰監
管，誰主管、誰監管」的原則落實監管責任。要
加強屬地監管，地方要全面落實屬地監管責任，
確保監管到位。要完善行業治理和綜合治理的分
工協作機制，加強行業監管和金融監管、外資監
管、競爭監管、安全監管等綜合監管的協調聯
動。要精準把握可能帶來系統性風險的重點領域
和重點對象，增強治理的預見性和敏捷度，發現
風險早處置、早化解。

要加強資本領域反腐敗
習近平強調，要加強資本領域反腐敗，保持

反腐敗高壓態勢，堅決打擊以權力為依託的資本
逐利行為，着力查處資本無序擴張、平台壟斷等
背後的腐敗行為。

習近平指出，規範和引導資本健康發展是黨
領導經濟工作的重要內容。各級黨委（黨組）要
把思想和行動統一到黨中央決策部署上來，切實
承擔起主體責任，提升資本治理本領，加強政策
宣傳和預期引導，堅決防範發生系統性風險。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政治局4月29日下午就依

法規範和引導中國資本健康發展進行第三十八次集體學習。中共中央總

書記習近平在主持學習時強調，資本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生產要素，在社會主

義市場經濟條件下規範和引導資本發展，既是一個重大經濟問題、也是一個重大政治

問題，既是一個重大實踐問題、也是一個重大理論問題，關係堅持社會主義基本經濟

制度，關係改革開放基本國策，關係高質量發展和共同富裕，關係國家安全和社會穩

定。必須深化對新的時代條件下我國各類資本及其作用的認識，規範和引導資本健康

發展，發揮其作為重要生產要素的積極作用。

◆ 4月27日，合肥智行者科技有限公司工作人
員在進行無人駕駛洗地車的組裝。 新華社

◆◆習近平指出習近平指出，，要發揮資本促進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積極要發揮資本促進社會生產力發展的積極
作用作用。。圖為工人早前在海口國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藥圖為工人早前在海口國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藥
谷工業園海南倍特藥業有限公司車間作業谷工業園海南倍特藥業有限公司車間作業。。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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