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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蒂亞洲城

聯⽲地產集團 購屋|商業|投資|⽣意  ⼀站式服務 

(713)-630-8000

1,000 ~ 8,000平⽅英呎
商圈旺鋪全⾯招商

JOSIE LIN,CCIM

    

 

 

 

  

  

                                    

 

  

 

                              

 

 

                                                                                                      

 

 

太空中心門票$19.95   

 

 ★首選黃石、坎昆全包團 讓您樂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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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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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社）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Fed）今天
宣布將基準利率調升2碼，為逾20年來最大幅度
升息，以遏止創40年新高的通膨，並且將於6月
起開始縮表。

法新社報導，聯準會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
（FOMC）在召開兩日會議後發表聲明指出，政
策制定者仍相信，隨著聯準會升息增加借貸成本
，將逐漸回到聯準會設定的2%通膨率目標。

FOMC也提及，外部因素帶來具 「高度不確
定性」 的影響，包括俄羅斯入侵烏克蘭，這些因
素為通膨造成額外的上行壓力。

此外，FOMC 也指稱，中國的 COVID-19
（2019冠狀病毒疾病）封城措施 「可能加劇供應
鏈中斷」 。

美聯準會宣布升息2碼 6月開始縮表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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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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night we gathered with old
friends who have known each
other for many years in Dallas.
Both the new and old Asian
Americans have had many
achievements in many fields and
they are writing the new chapter.

Today new residents around the
world continue to pour into the
city full of opportunity. The Asian
supermarkets are crowded.
Everywhere people are wearing
fashionable clothes and carrying
designer handbags. You can see
the self-conference on their

faces.

Dallas is the third largest city in
Texas and the ninth largest c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It has more
than 1.2 million people, but when
include with the Ft. Worth metro
area, the combined population is
over 7 million.

Dallas has profound history,
culture and food. This is the city
where President Kennedy was
assassinated.

The famous SMU University is
where former President Bush’s
library is housed. The retired
president’s family once led the
world’s politics.

Our good friend, former Harris
County Judge Robert Eckels,
also joined us at the dinner party
with a group of Asian leaders.

We all talked about the current
economy in Texas and we all
agreed that Texas will be the
main force in the future for the U.
S. economy.

Looking back I recalled how
many times I drove my Toyota
truck between Houston and
Dallas on Highway 45. Every
time I dragged my tired body
back to my mother’s house a
warm meal of hometown cooking
gave me infinite warmth and
strength. Now my mom has been
away from us for many years.
The old house is still there, but
mom’s voice and delicious food
is no longer there.

Tonight we came back to Dallas
with many of our old and new
friends to create a new chapter
of business.

0505//0404//20222022

Dallas Here We ComeDallas Here We Come

今晚又在德州達拉斯
和相識多年的老友們相聚 ,
首先大家感到欣幸的是這
個充滿活力的城市仍然生
機盎然 ,華人社區新舊同胞
在不同之領域中取得諸多
成績，為我們在海外奮鬥
之歷史寫下了新篇章。

今天全美及世界各地
的新居民不斷湧進了這座
充滿機會的南方大城，華
人超市人頭攢動，各地方
言此起彼落，大家衣著時
尚，手提名包，他們臉上
的自信可能是源於口袋中
銀子滿滿。

達拉斯是德州第三大

城及美國第九大城，人口
約一百二十萬，但包括福
沃都會區是德州最大及全
美第四大都會區，人口近
七百萬人，達拉斯擁有深
厚之歷史文化及美食，在
迪利廣㘯是甘納迪總統遇
刺身亡之地，著名的南浸
信會大學有小布希總統之
圖書館，這位退休的牛仔
總統在他巨大的莊園中安
逸地畫畫和寫作，布什家
族曾經引令世界政治，功
過歷史自有判斷。

我們的好友赫里斯郡
前郡長艾克斯今晚在一家
由老美經營名為中國餐館

和數十位亞華裔領袖進餐
，暢談德州經濟現狀及休
斯敦和達拉斯之高鐵遠景
，我們同意他的看法，徳
州是美國經濟未來的主力
。

回想八十年代，我們
駕著一輛本田卡車，不知
多少次往返在四十五號公
路上，每次拖著疲憊的身
軀回到母親身邊，飽餐一
頓云南家鄉菜，又給我無
限的溫暖和力量，如今媽
媽已離去多年，那楝舊屋
依在，但已人事全非，母
親的音容和鄉音繞溢在心
。

我們此行和許多志同
道和的伙伴將繼續在達拉

斯締造華人在美國的另一
事業篇章。

達拉斯達拉斯 這個耀眼的城市這個耀眼的城市



AA33全球摘要3
星期四       2022年5月5日       Thursday, May 5, 2022

這兩年在非裔佛洛伊德被霸凌死亡後,因
為民瘁主義盛行，在全美各大城市興起了去
神運動, 諸多原本被視為英雄偉人的銅像紛
紛被拉倒折拆, 因此造成了意識形態嚴重的
對立, 芝加哥非裔女市長萊特福特因拆除市
中心區的哥倫布雕像而遭到義大利裔的控告
, 而且在市府紀念碑委員會提出恢復銅像建
議後，她依不為什所動，造成另一波示威抗
議行動, 不過可以想見的是, 哥倫布雕像在被
拉倒後, 將回不去了, 他的形象將逐漸在民眾
眼中逝去。

事實上, 哥倫布雕像並非唯一被拉倒的，
維吉尼亞州州長諾瑟姆也曾拆除位於李奇蒙
市紀念碑大道的邦聯代表人物李將軍(Rob-
ert E. Lee)雕像以示”尊重族裔平等”, 我個
人相當不以為然。因為雕像和紀念碑是相當
莊嚴神聖的歷史典故、文物和遺產，既然能
夠矗立和展示在公共場所，成為眾人矚目的
聚焦，所以在塑造建立的那個時候，不管是
在什麼年代，也不管是什麼樣的時空背景，
想當然爾，在當時一定是經過各州郡市政府
和議會的審核批准，才可以建置陳設而能於
公眾的視野之中公開亮相的，既然如此，後
人貿然的把他們拆除了，那就是對前人的不
恭和不敬,那不僅僅是對歷史文化的一種污篾

行為，當然更是一種數典忘祖，不可原諒的
行徑！

我們這一代很不幸曾出現過一位懷有種
族歧視心態的白人總統川普，他一再於種族
問題上挑釁，挑起眾人怒火,他曾要求將羅斯
福雕像從紐約自然歷史博物館前頭拆除，態
度令人百思莫解。

其實拆除雕像的問題並不在雕像本身，
對於美國歷史上公眾人物的圖片、雕像和形
象的解讀，現在已逐漸變成修正主義歷史的
焦點，一些自由主義者認為，人們應當拆下
那些和蓄奴制有關聯的雕像和紀念碑，像羅
斯福的騎馬雕像之所以會引來批評之聲，就
是由於在這位美國總統雕像的兩側，一邊是
非裔美國人，另一邊則是美國原住民，所以
被認為這是表達出白人至上主義，許多左翼
的人譴責羅斯福是個霸權的帝國主義者，但
他們沒有想到的是，如果不是羅斯福總統的
領導，美國是絕不可能成為世界大國，當然
更不可能在後來從納粹手中拯救了全世界！

紀念碑正如同雕像一樣常常代表的是榮
譽，所以如果要求移除哥倫布與李將軍雕像
，至少要給出一個合理的原因，怎麼可以貿
然的拆除掉它呢, 只可惜哥倫布與李將軍已
死去，他們沒有眼淚, 已哭不出來了！

雖然時節剛過4月，但是印度部分地區發生異常的早期熱浪
，導致印度過早的發生電力短缺，有些火力發電廠甚至出現煤炭
供應不足導致停電。現在印度鐵路以供應煤炭優先，但是環境問
題又旋腫而來。

美聯社報導，印度氣象部門表示，今年的3已是印度自
1901年有氣象紀錄以來最熱的 3月；同時印度北部和中部地區
的4月的平均氣溫，也是122年來最高的。上星期，10座城市的
氣溫突破了45度(攝氏)，這使得城市的用電量激增，目前只能指
望是否出現降雨，以緩解高熱的天氣。

燥熱的氣溫，引發了印度的嚴重缺電，而印度主要的供電來
自燃煤火力，佔比達到70%，國際能源署表示，顯然印度迫切
需要多樣化其能源，尤其印度是個人口大國，又急需產業發展。

印度的缺電問題正在損害經濟、民生與醫療水準，包括北方
邦、旁遮普邦、哈里亞納邦和拉賈斯坦邦在內的許多邦州，每天
的停電時間竟然長達7個小時，這已經使得製造業工作陷入停擺
。

根據印度電力局的數據，印度165座燃煤電廠中，竟有94
座電廠發生煤炭嚴重短缺問題，其中8家只能停擺，這意味著印
度煤炭庫存量已跌至標準值的25%以下。為了彌補煤炭短缺，
印度鐵道部取消了750多條客運列車，挪出貨運列車能量，加快

將煤炭從礦山運往發電廠，不過與缺
電缺口相比，仍然顯然力不從心。

之所以會發生嚴重的缺煤問題，
首先當然是極端氣候。倫敦帝國理工
學院氣候科學家佛蘭德瑞克•奧托博
士（Friederike Otto）表示，氣候變
化正在使氣溫變得更熱，熱浪可能每
四年一次的頻率襲擊印度，這比過去
每五年一次來的更為頻繁。

今年初春時，印度大部分地區顯
然涼爽溫和，這使得熱浪來襲時，一
切變的促不及防。

專家表示，這仍應視為政府對煤
炭需求預測的錯誤。要是能快速應變
，本來是可以避免的。但是偏偏又遇
到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戰爭，造成全球所有的化石燃料都短缺以
及價格飆升，即使是最便宜的煤炭，3月份的煤價達到每噸400
美元以上，是2008年以來的新高，這讓長期資金短缺的電力公
司無法承受。

印度自己也有產煤，目前許多礦場都在要求增產，但是7、

8月時會出現雨季，大雨會淹沒煤礦，破壞採礦和供應，可能又
是嚴重的災難問題。

專家表示，印度極需能源轉型，而不是開設新礦或是增加更
多煤炭，因為這會增加溫室氣體排放，進而造成更嚴重的極端氣
候。

印度熱浪引發缺電 煤炭消耗激增又引發環境問題
德國反對派領袖麥茲今天在基輔與烏克

蘭總統會面，表示烏國抵抗俄羅斯的侵略代
表著各地捍衛民主自由之戰。麥茲此行將升
高總理蕭茲現身基輔的壓力。

路透社報導，德國反對黨領袖，基民黨
主席麥茲（Friedrich Merz）訪問烏克蘭期
間，先查訪遭俄軍轟炸的伊爾平（Irpin），
再前往不遠的首都基輔（Kyiv）與總統澤倫
斯基（Volodymyr Zelenskiy）會談。麥茲表
示，他將對總理蕭茲（Olaf Scholz）簡報此
行。

他談到烏國城鎮現況時說： 「這不是你
很快就會忘記的景象。」 他說： 「光從電視
上看並不足夠，你必須親眼所見，才能了解
這場悲劇嚴重的程度。」

麥茲還說： 「總理（蕭茲）是對的，要
捍衛的不光是烏克蘭，還有民主自由，也就
是我們德國的生活方式。」

俄羅斯稱在烏克蘭的行動為 「特殊任務

」 ，用以解除烏克蘭武裝，保護烏克蘭免受
法西斯主義影響。烏克蘭和西方國家則表示
俄國說法缺乏根據，是俄羅斯無端入侵烏克
蘭。

德國社會民主黨（SPD）為首的聯合政
府在提供烏國重武的請求上先是毫無作為，
最後才宣布將提供防空戰車給基輔。對於柏
林的優柔寡斷，麥茲不斷加大批評力道。

而在俄軍無法拿下基輔轉向聚焦數百公
里外的烏東後，聯合國秘書長、美國內閣成
員以及英國首相相繼造訪烏國首都，使得德
國總理蕭茲親訪基輔的呼聲也愈來愈大。

但蕭茲昨天以烏方拒絕接待德國總統史坦麥
爾（Frank-Walter Steinmeier）為由，表示
自己不會出訪基輔。史坦麥爾是蕭茲所屬社
民黨的盟友，因德國之前與蒲亭維持密切貿
易等關係的政策，而不受烏克蘭歡迎。

德反對派領袖訪基輔稱烏抗俄是捍衛民主自由之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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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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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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國際著名學術期刊《自然》最新發表一篇評估爬行動物

滅絕風險的生態學論文稱，研究人員對全球1萬多種爬行動物物種進行

了一次全面評估，發現超過21%的物種存在滅絕風險。這項研究結果顯

示，需要采取緊急保育行動來防止部分爬行動物走向滅絕，包括許多鳄

魚和烏龜物種。

該論文介紹，研究人員已經對鳥、哺乳動物、兩棲動物開展了全面

的滅絕風險評估，但對爬行動物的全面評估一直空白。目前爲止，對爬

行動物的保育策略一直依賴其他動物在世界自然保護聯盟(IUCN)紅色名

錄中的等級以及分布來指導相關政策和行動優先級。

論文通訊作者、美國公益自然(NatureServe)的Bruce Young和同事及

合作，使用世界自然保護聯盟紅色名錄的等級對爬行動物進行了分類，

借此評估全球爬行動物的滅絕風險。在10196個評估物種中，他們發現

至少有1829(21%)個物種存在滅絕風險(按不同等級分爲易危、瀕危、極

危)。其中，鳄魚和烏龜屬于最容易滅絕的物種，分別有57.9%和50.0%

的物種處于瀕危狀態。

他們在論文中指出，農業、伐木、城市建設、入侵物種等因素都是

對爬行動物構成威脅的來源，但氣候變化造成的威脅仍不明確。雖然此

前有預測認爲，幹旱環境下的爬行動物最容易瀕危(幹旱環境中的爬行動

物多樣性非常豐富)，但研究人員發現，在森林居住的物種風險更大，這

也許是因爲森林環境中的爬行動物更容易暴露在特定的危險之中。

論文作者表示，爬行動物面臨的許多威脅與其他動物種群相似，保

護這些動物種群的保育措施，包括棲息地修複和入侵物種控制或許也對

爬行動物有利。他們特別提醒，目前需要采取緊急保育行動來防止一些

爬行動物走向絕滅。

國際最新研究：木星衛星“木衛二”
上可能存在淺層液態水

綜合報導 施普林格· 自然旗下學術期刊《自然-通訊》最新發表一篇

行星科學論文指出，基于來自格陵蘭冰蓋的數據，科研人員認爲木星衛

星“木衛二”(Europa)上可能存在很淺的液態水。這項研究結果或爲木

衛二形成的地球物理過程增添新的認知。

該論文介紹，“旅行者號”和“伽利略號”探測器都到訪過木星衛

星“木衛二”，除了模擬結果，這些任務采集的數據也顯示，在一個厚

度達20千米-30千米的冰殼下面可能存在一個液態水海洋。理解這個冰

殼的結構和變化過程，對于認識“木衛二”形成的地球物理過程非常重

要。

論文通訊作者、美國斯坦福大學萊利· 卡爾伯格(Riley Culberg)和同

事對一種名爲雙脊(double ridge，近乎對稱的一對山脊，側面有淺淺的低

谷)的地表地貌進行研究，這種地貌分布在“木衛二”的每個區域，有些

長幾百千米。他們在格陵蘭西北部的冰蓋中發現了一個相似的雙脊，其

幾何結構和“木衛二”上的雙脊一樣。

爲了了解格陵蘭雙脊的形成過程，論文作者利用地表高程和雷達探

測數據，發現它是在冰蓋內一個很淺的水體經過重新凍結、加壓、斷裂

的一連串過程之後形成。他們認爲，如果這也是“木衛二”上雙脊的形

成過程，那麽它或許象征著“木衛二”的冰殼中也存在很淺的液態水。

論文作者總結說，他們的研究結果表明，淺水體的作用對于“木衛

二”表面形貌的影響，可能比之前認爲的更大。

國際最新研究：
全球1萬多種爬行動物物種中超21%存在滅絕風險

普京這招棋可真夠絕！
德國和奧地利拿著盧布來交易，俄方卻不收了

綜合報導 俄羅斯與歐洲各國在能源

貿易上衝突再起；德國和奧地利拿著盧

布來交易，但卻被俄羅斯天然氣工業銀

行拒之門外。盡管德國和奧地利的付款

是嚴格按照普京要求使用盧布交易的，

但因爲其交易公司選擇出錯，俄方仍然

不願意收。在這場能源貿易中，歐洲國

家實在是輸太多了。

時至今日，俄羅斯與歐洲各國關于

能源的紛爭也越來越強烈。起初歐洲國

家對俄羅斯限制能源貿易的手段不屑一

顧，但隨著因能源不足導致工廠停工破

産越來越頻繁，歐洲國家也沒有那麽多

硬氣了。一些國家在歐盟的默許下已經

在俄羅斯天然氣工業銀行開設賬戶，准

備通過盧布來購買俄羅斯的天然氣。

當然，仍然有一些國家表現出了極

大抗拒，就比如在俄烏戰爭中多次挑釁

俄羅斯的波蘭。波蘭政府在普京宣布行

政命令後不但表示未來將全面暫停對俄

羅斯能源進口，還多次呼籲歐洲其他國

家不要用盧布購買天然氣。波蘭總理更

是表示：這是來自俄羅斯的“敲詐”，

對此波蘭絕對不會妥協。

但波蘭的底氣在于其國內能源消耗

量不高，不管是石油還是天然氣都能通

過美國或澳大利亞進口；所以在這次歐

洲能源衝突中，波蘭顯得“大義凜然”

。可問題是其他歐洲國家卻不能學習波

蘭的作風，因爲他們真的對俄羅斯的天

然氣非常依賴，這其中就包括了德國與

奧地利。

實際上，在歐洲能源衝突爆發不久

後，奧地利就站出來表態。其總理內哈

默在媒體前表示：爲了確保奧地利國內

能源環境安全，奧方願意接受使用盧布

來支付天然氣，完成與俄羅斯的能源貿

易。德國政府雖然沒有高調表態，但在

此事上他們與奧方立場一致；雙方沒有

辦法擺脫對俄羅斯能源的依賴，就只能

妥協使用盧布購買。

可就當兩國拿著盧布准備去購買天

然氣時，俄羅斯政府卻將其拒之門外，

挂上了“打烊不賣”的牌子，拒絕接受

兩國的盧布，這到底是怎麽回事？根據

知情人對外報道，此次兩國准備支付天

然氣的貨款，是通過交易公司GM&T完

成的。正是因爲在交易公司上選擇錯誤

，才導致雙方與俄羅斯的能源貿易波瀾

再起。

有媒體指出，GM&T此前本是俄羅

斯天然氣公司的德國子公司，可就在今

年4月初，德國政府以“維護市場穩定

”爲借口強行將GM&T國有化。也就是

說在今後GM&T的發展和人員調動全都

由德國政府來負責，俄羅斯天然氣公司

失去了對GM&T的管轄權。

此舉讓俄羅斯非常不高興，眼下俄

政府拒絕德國與奧地利的支付款項，本

質是在表達海外資産被沒收的不滿與抗

議。即便GM&T涉及到的能源貿易只是

占據總貿易很小份額，但仍然有不少人

認爲：或許GM&T將會成爲德國與俄羅

斯在能源貿易中另一個爭端點。

很多人此前認爲：只要遵循了俄羅

斯貿易規則，就能買到天然氣；現在看

來這種想法還是太單純了。

俄羅斯天然氣付款法令本質上是對

俄羅斯能源貿易的一種保護，如果有國

家明面上同意與俄羅斯進行盧布交易，

背地裏仍然做出制裁俄羅斯的舉動，那

其行爲會被俄羅斯視爲“極不友好”，

雙方就沒有了貿易的可能。就像德國和

奧地利這樣，一手交錢，一手拿刀的行

爲只會被拒之門外。

巧克力疑被沙門氏菌汙染
費列羅：不涉在中國生產及官方進口產品

綜合報導 費列羅比利時工廠生産的

健達（Kinder）巧克力涉嫌關聯歐洲多起

兒童感染沙門氏菌病例。4月27日，世衛

組織公告稱，近期已有11個國家報告了疑

似與比利時生産的巧克力相關的沙門氏菌

感染病例，相關巧克力已銷往至少113個

國家和地區，其中包括中國。

對此，4月29日，費列羅品牌一名客

服人員表示，中國國內生産以及官方進口

的健達巧克力不在此次召回範圍之內，消

費者在天貓、京東等費列羅或健達官方店

購買的巧克力都是沒問題的。如果通過跨

境平台或是直接進口的方式購買到生産地

爲比利時的涉事健達巧克力，可向原店鋪

申請處理，或撥打費列羅官方熱線提供相

關材料，工作人員會進一步反饋。

同日，健達天貓旗艦店一名客服表示

，此次疑與沙門氏菌感染關聯的召回産品

只涉及在比利時阿爾隆工廠生産的健達産

品（其中主要産品爲健達驚喜蛋Kinder

Surprise, 而非國內銷售的健達奇趣蛋Kind-

er Joy）。

健達向消費者承諾，由中國生産以及

進口至中國（包括在途與官方渠道銷售）

的全線健達産品，均與涉事生産工廠無任

何關聯，不在此次召回範圍內，請放心食

用。

澎湃新聞此前報道，當地時間4月8

日，費列羅集

團在官網發布

聲明稱，已擴

大召回比利時

阿爾隆工廠的

健達産品，並

決定暫停該工

廠的生産活動

。在比利時阿

爾隆生産的健

達 産 品 包 括

Kinder Surprise

T6“Pulcini”、Kinder Surprise Maxi 100g

“Smurfs”和“Miraculous”，以及 Kind-

er Schoko-Bons。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國際食品安全網絡

（infosan）通報並經比利時駐華使館確認

，意大利巧克力生産商費列羅集團宣布在

全球範圍內召回其在比利時阿爾隆（Arlon

）工廠生産的任何批次、保質期和包裝方

式的品類爲 Kinder Surprise、Kinder Mini

Eggs、 Kinder Surprise Maxi 和 Kinder

Schokbons的巧克力産品。召回原因是上述

産品可能受到沙門氏菌汙染。

世界衛生組織發布的公報稱，調查顯

示，英國向該組織報告一組沙門氏菌感染

病例，感染源可追溯到2021年12月和2022

年1月意大利費列羅集團在比利時阿爾隆

的工廠生産的Kinder巧克力系列産品。

據世衛組織統計，截至4月25日，已

有比利時、法國、德國、愛爾蘭、盧森堡

、荷蘭、挪威、西班牙、瑞典、英國和美

國共11個國家報告了151例疑似與食用受

汙染巧克力産品有關的沙門氏菌感染病例

。感染者中有89％爲10歲以下兒童，至少

9名感染者住院。

據世衛組織介紹，沙門氏菌廣泛存在

于家養和野生動物中，常通過汙染食物

而感染人類。人感染沙門氏菌後可能出

現發熱、腹瀉、嘔吐、腹痛等症狀，通

常持續2至7天。大部分感染者無需特殊

治療即可自愈，但對兒童和老年人等特

殊群體來說，相關的脫水症狀會變得嚴

重並危及生命。

俄氣公司：波蘭拒絕盧布支付後，仍繼續通過德國購買俄天然氣

綜合報導 俄羅斯天然氣工

業股份公司（Gazprom，以下簡

稱俄氣公司）28日表示，在波

蘭拒絕使用盧布支付俄天然氣

費用後，該公司完全暫停向波

蘭供應天然氣。不過，波蘭仍

在繼續購買俄羅斯天然氣，是

由德國反向輸送。

俄氣公司發言人謝爾蓋· 庫

普裏亞諾夫稱：“本周，波蘭拒

絕按照新條款使用盧布支付俄羅

斯天然氣費用，並鄭重宣布，他

們不再需要俄羅斯

天然氣，也不再購

買。但事實上，在

暫停直接供應後，

波蘭還在繼續采購

俄羅斯天然氣。波

蘭現在從德國購買

天然氣，由德國通

過亞馬爾-歐洲天然

氣管道反向輸送給

波蘭。”

俄氣公司宣布完全暫停向

波蘭和保加利亞供應天然氣，

原因是這兩個歐盟成員國拒絕

使用盧布支付。

早些時候，俄羅斯塔斯社

報道稱，德國向波蘭反向輸送

的天然氣已增加到每小時128

萬立方米。

RT稱，一個月前，波蘭總

理馬特烏什· 莫拉維茨基稱，波

蘭將在今年年底前完全禁止從

俄羅斯進口天然氣、石油和煤

炭。波蘭政府戰略能源基礎設

施建設專員彼得· 納伊姆斯基

（Piotr Naimski）在 27 日重申

了莫拉維茨基的立場，稱華沙

不再打算從俄羅斯公司購買天

然氣。

與此同時，波蘭總理試圖

向他的國家保證，天然氣將繼

續流入波蘭家庭。他在27日俄

羅斯完全暫停天然氣供應後說

道，“我們會盡一切努力，讓

人們能夠在家中取暖和做飯。”

不過，波蘭內務與行政部副部

長謝弗納克（Pawe Szefernaker

）在28日表示，由于波蘭政府

對俄羅斯能源巨頭諾瓦泰克公

司（Novatek）實施制裁，波蘭

數十座城市已經失去天然氣供

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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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美國

美國期中選舉初選今天在俄亥俄州與印第安
納州正式開跑。選前獲得前美國總統川普背書的
風險投資家兼作家范斯篤定贏得共和黨聯邦參議
員提名，反映川普在共和黨支持者中依然擁有極
高影響力。

美國將在11月8日舉行期中選舉，全面改
選聯邦眾議員與1/3聯邦參議員席次，部分州也
將選出新任州長。今天在俄亥俄州與印第安納州
展開的黨內初選，為為期1個月的期中選舉初選
拉開序幕。

儘管離開白宮已經15個月，川普（Donald
Trump）依然是代表共和黨角逐2024年總統大
位呼聲最高的人選。川普力挺的參選人有多少能
勝出，反映川普的黨內支持度。

俄亥俄州聯邦參議員提名人爭奪戰，不僅是
初選的前哨戰，也因為尋求接替將退休的現任參
議員波特曼（Rob Portman）的參選人中，有人
選擇不向川普靠攏。因此共和黨在俄州的聯邦參
議員初選結果，被外界視為川普黨內影響力的關
鍵考驗。

和其他共和黨參選人積極尋求川普支持不同
，現任州參議員杜蘭（Matt Dolan）雖然肯定川

普的許多政策立場，但也曾公開嗆聲要川普別再
說些關於2020年大選結果的謊話。這讓杜蘭選
情一度跌落谷底，一直到選前民調才逆勢上漲。

在美東時間晚上 10 時 15 分左右開出近
93.3%選票中，杜蘭不敵由川普背書的范斯（J.
D. Vance），敗下陣來，兩人差距9.4個百分點
。杜蘭與票數第2高的曼德爾（Josh Mandel）
也有1.6個百分點的差距。

范斯的勝出意味川普在共和黨內仍具關鍵影
響力。范斯選擇擁抱川普的民粹、民族主義與右
翼政治，靠著不滿南部邊界難民危機、要求大科
技公司分拆、譴責舊貿易協議等理念，成功爭取
到川普背書，也顯示川普的極右傾路線依然受到
共和黨選民支持。

福斯新聞（Fox News）選前民調就顯示，
川普表態相挺後，范斯支持度從福斯新聞3月初
民調的11%暴增到23%，讓他甩開對手躍居領
先。那份民調也顯示，42%共和黨初選選民說
，因為川普支持，他們才更願意支持范斯。

范斯將在11月的期中選舉中對上今天在民
主黨參議員初選勝出的聯邦眾議員萊恩（Tim
Ryan）。

俄州參議員共和黨初選 川普背書候選人篤定勝出

美國智庫專家3日指出，雖然在俄羅斯持續
入侵烏克蘭下，美國與盟友正加緊提供軍備彈藥
，但總統拜登（Joe Biden）卻仍堅持實施於經
濟上防備中國大陸的 「買美國貨」 （Buy Amer-
ican）政策，導致難以與盟友合作，不僅讓 「民
主兵工廠」 慘遭破壞，也使美軍更不容易獲得用
於對抗共軍的先進技術。

華府智庫 「美國企業研究所」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資深客座研究員葛林瓦特
（Bill Greenwalt）和沃克（Dustin Walker）於
軍事新聞網站 「Breaking Defense」 中表示，在
俄羅斯發動全面入侵之下， 「民主兵工廠」 政策
已重出江湖，協助烏克蘭對抗普丁（Vladimir
Putin）的獨裁政權。

但就在最需要美國與盟友合作加速軍備生產
之時，拜登卻 「反其道而行」 ，於俄烏戰爭爆發
約一週後敲定 「買美國貨」 政策，宣布未來聯邦

政府採購品內須包含的美製零件比例，先從目前
的55%提升至60%、2024年後提升至65%、
2029年後再提升至75%。

由於商業產品將獲得廣泛豁免，故國防產業
受到的影響最大。雖然支持者宣稱 「買美國貨」
有助美國國防工業發展，但葛林瓦特和沃克警告
，此政策長遠來看將縮小美國國防產品的市場，
因為許多盟友也會因此走向貿易保護主義；且就
算某些企業獲得豁免，也會在申請時耗費龐大行
政成本和時間，不僅造成現有海外軍事承包商的
困擾，更將導致其他公司不願意與美國政府合作
，尤其是那些擁有全球領先技術、不須在乎美軍
市場的新興企業。

兩名專家建議，拜登政府應以其他手段促進
五角大廈多買國貨，包括進一步投資國防工業基
礎設施，以及專心將大國競爭對手自供應鏈中剔
除等，以免把盟友和陸企一同擋在門外。

戰火下拜登還用 「這招」 抗中 專家：民主兵工廠要垮了
媒體報導美國最高法院有意推翻 「羅訴韋

德案」 保障墮胎權的裁定之際，今天公布的民
調顯示，多數美國民眾贊成維持這項裁定，認
為墮胎在所有或多數狀況下應屬合法。

政治新聞機構Politico根據一項外洩的意見
草案指出，美國最高法院有意推翻過去對墮胎
權的相關裁定。這份由美國廣播公司新聞網／
華盛頓郵報（ABC News/Washington Post）
公布的全國性民調是在上週完成，當時Politico
的獨家報導尚未刊出。

在這份民調中，57%民眾反對禁止在懷孕
15週後墮胎；58%表示墮胎在任何或大多數情
況下應屬合法；54%認為最高法院應維持 「羅
訴韋德案」 （Roe v. Wade），僅28%認為該
推翻此案。

支持 「羅訴韋德案」 者較去年11月調查少
了6個百分點，贊成推翻草案的比例幾乎不變
，表示無意見者上升到18%。

跳脫法律範疇，7成受訪者認為能否墮胎
應交由女性與醫師決定，較去年11月下滑5個
百分點；2成4表示墮胎應由法律規範；就算認
為墮胎大部分情況是不合法的受訪者，也有4
成1表示應交由女性與醫師決定。

在考量特殊狀況下，82%認為女性身體健
康有危險時可合法墮胎；認為因強暴或亂倫懷
孕可合法墮胎者有79%；67%認為，證據顯示
會有重大出生缺陷時可以合法墮胎。

但民眾對另一種情況意見分歧：當女性無
力生養小孩，48%表示墮胎應該合法，45%認
為不合法。支持此情況下合法墮胎的人，較
1996年增加6個百分點。

民調也發現美國民眾不清楚所在州的新墮
胎規範，在2020年起通過墮胎規範的22州，
僅30%居民知道有這件事，44%不知道，26%
不確定。

傳美最高院擬廢墮胎權 民調：多數人仍支持墮胎

美國國務院今天指出，國務卿布林肯
（Antony Blinken）5日將發表演說，勾勒美國
對中國的政策。

美國國務院聲明指出，布林肯將於美東時
間5日上午11時，在一場由亞洲協會（Asia
Society）智庫在華盛頓的喬治華盛頓大學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主辦的活
動中發表演說。

路透社報導，拜登政府執政超過1年，遭
共和黨等人士批評依舊欠缺正式的對中策略。
中國是全球第2大經濟體，為美國主要的戰略
對手。

拜登政府2月時宣布印度-太平洋策略，
承諾提供印太地區更多外交和安全資源，以對

抗其所見中國建構區域勢力範圍的企圖。
拜登政府表示正針對中國制定一項個別的

策略，但因俄羅斯侵略烏克蘭而面臨重大干擾
。

知悉這項對中策略的消息人士上週告訴路
透社，布林肯公開的內容預料不會很詳盡，主
要是政府已經對中國發表聲明的彙整。

布林肯訂12、13日於華府主持東南亞國
家協會（ASEAN）10國領袖峰會，他預計本
月稍後前往日、韓等亞洲國家訪問。

儘管美中關係因眾多問題而持續緊繃，但
美國官員表示，2個多月來沒有發現中國對俄
羅斯提供軍事和經濟支援的行為，實為一項可
喜的發展。

布林肯5日發表演說勾勒美國對中國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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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債雙殺 外匯基金首季蝕550億
金管局：加強防禦性部署應對市場波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翠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考玲）受到
第五波疫情打擊，香港經濟在今年第一季
面對巨大壓力，香港特區政府統計處3日
公布第一季的本地生產總值（GDP）預估
數字，首季本地生產總值較去年同期實質
下跌4%，是2020年第四季以來再度收
縮，並較市場預期的下跌1.3%為差。經濟
分析師預期，隨着疫情放緩及4月份有消
費券推出，預計下半年香港經濟表現會較
上半年有所改善。

港府發言人3日表示，受到外圍波動及
本地第五波疫情影響，香港經濟第一季受
壓。外圍方面，環球需求增長放緩，加上疫
情對跨境運輸造成干擾，嚴重拖累出口表
現。今年第一季貨品出口總額與去年同期比
較錄得4.5%的實質跌幅，而2021年第四季
則上升13.5%；貨品進口繼去年第四季上升
9.9%後，於今年第一季實質下跌5.9%。

至於本地方面，第五波疫情及因而實施
的防疫措施，嚴重打擊廣泛的經濟活動和經
濟氣氛，私人消費開支轉跌，整體投資開支
跌幅亦擴大。今年首季私人消費開支與上年
同期比較實質下跌5.4%，而2021第四季則
上升5.3%，而本地固定資本形成總額，今年
首季與上年同期比較實質下跌8.3%，較
2021年第四季0.6%的跌幅加劇。

外圍不明朗 加劇干擾供應鏈
展望未來，政府發言人指環球經濟在

短期內將繼續面對重大挑戰。加上通脹肆
虐，促使主要央行加快收緊貨幣政策，為
經濟前景帶來壓力。此外，烏克蘭的緊張
局勢料會令國際能源和大宗商品價格維持
高企，加劇對供應鏈的干擾，並打擊經濟
氣氛，而環球疫情的變化和中美關係的發
展將繼續帶來不確定性。

對於今年第二季的經濟展望，星展香
港經濟師謝家曦3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
時表示，隨着疫情放緩及在推出消費券等
刺激經濟措施之下，展望第二季經濟會有
轉好跡象，預期第二季經濟按年跌幅收窄
至1%至2%，惟內地疫情反彈導致部分城
市經營活動受阻，香港的外貿數字估計仍
然疲弱。

恒生銀行經濟研究部主管兼首席經濟師
薛俊昇亦認為，香港首季經濟收縮反映內外
不同因素的影響，外圍方面，環球經濟增長
放緩，加上供應鏈問題似乎再度加劇，令香
港實質出入口下跌。至於本地方面，受之前
疫情影響，消費及投資俱見轉弱。該行認為
未來數季香港經濟前景依然面臨不少挑戰，
加上環球經濟放緩或會持續，意味對外貿易
貨量增長可能繼續轉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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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 踏入“五窮
月”的首個交易日，港股一開市便一度大跌441
點，事緣央視報道杭州市拘捕了一名姓馬的科
技界人士，涉嫌從事危害國家安全的活動，當
地國安局向“馬某”採取刑事強制措施。市場
捕風捉影下，令阿里巴巴大挫逾9%，最後發現
“馬某”實是“馬某某”，阿里股價才回穩，

收市仍跌1.8%，報100.3元（港元，下同）。
一開始央視的報道引發市場恐慌，由於阿里

巴巴和系內螞蟻集團總部都在杭州，投資者憂慮
被捕者是阿里巴巴創辦人馬雲，令阿里股價早段
曾急挫超過9%，低見92.5元。不過，其後《環球
時報》引述權威部門澄清，被捕的應該是“馬某
某”，1985年溫州出世，從事硬體研發工作，在

一間科技公司任硬體研發部總監。中央台等其後
亦修訂報道，消息令阿里股價跌幅顯著收窄。

消息澄清後，除阿里外，大市也極速反彈，
恒指由早段跌441點後回穩，一度重上20天線。
午市好淡爭持，全日微升12點報21,101點。由
於內地長假令“港股通”暫停，成交有1,068億
元。

“馬某”刑拘事件 阿里與港股虛驚一場

外匯基金投資狀況(億港元)

項目

香港股票
其他股票
債券
外匯
其他投資
投資收入

註：( )為虧損 製表：記者馬翠媚

2022
第1季
（94）

（246）
（347）
137
—

（550）

2021
第1季

76
188

（160）
12

397
513

2021
全年

（210）
684
124
168
1,147
1,913

2020
全年
40

699
927
96

596
2,358

外匯基金今年首季投資表現中，除了外匯
外，餘下所有項目全線“見紅”，其中以

債券表現最差，季內蝕347億元，股市方面亦
損手，其中港股蝕94億元、其他股票蝕246億
元，只有外匯投資收益錄得137億元，連累外
匯基金單季蝕550億元。至於由長期投資組合
等組成的其他投資，依例未在外匯基金初步季
度投資表現上披露。

余偉文3日出席立法會財委會會議後表
示，年初至今市場對美國加息的預期轉變快
速，其中美國10年期國債孳息率急升，外匯基
金已透過縮短持有債券年期，以及增持現金等
應對，以減低債價下跌的影響，他強調以彭博
美國國債指數為例，首季跌幅達5.6%，而外匯
基金有關損失已較市場低。

五萬億總資產 虧損僅佔約1%
對於外匯基金今年首季投資表現未如理想，

金管局副總裁李達志重申，希望外界不要太關注

外匯基金單季投資表現，因外匯基金以“保本先
行，長期增值”為投資原則，而且過往3年基金
的總投資收益亦有6,900億元，以外匯基金總資
產約5萬億元計算，今年首季虧損約只有1%。

展望後市，余偉文指會加強外匯基金短期防
禦及中長期多元化投資，具體做法包括增加浮息
債券和現金比例，以減低加息對投資回報的影
響。他亦提到外匯基金在過去幾年，通過持有抵
禦通脹的投資產品，以及加大長期增長組合下的
另類投資，令投資組合更多元化，更有效地分散
風險，而長期增長組合一直表現出色，自成立以
來至2021年9月底的內部回報率年率達15.3%。

情況或似美上輪加息周期
回溯外匯基金對上一次見紅是2020年第一

季，期內投資虧損達1,120億元，惟與今次情況
不同，當時全線項目只有債券錄得正收入544
億元，其他項目全線“見紅”，其中港股及其
他股票分別蝕284億元及831億元，外匯及其他

投資則分別錄得290億元及259億元投資虧損。
值得一提的是，參考美國對上一次加息周期，
外匯基金在2015年第3季投資虧損638億元，
全年蝕158億元，當時美國在2015年12月重啟
加息周期，與踏入本輪加息周期情況較為相
似。
對於今年首季股債雙殺，余偉文上月底即

外匯基金放榜前夕已在《匯思》撰文指，根據
過往投資經驗，在股市下跌時，債券是投資者
常用的避險工具，因而經常出現“股落債上”
的情況；不過，今年首季市場卻打破慣例，罕
有地出現“股債齊落”，料主因是在通脹壓力
及央行“收水”的預期下，環球主要國債被拋
售，令債券價格大幅下跌，而今年首季股債雙
輸，令市場上大部分環球股債基金，甚至香港
強積金中股票比重較低的保守混合型基金，均
未能倖免於第一季錄得虧損。

今年以來股匯債價格大幅波動，香港金管局上月底已預警外匯基金表現難

以獨善其身。外匯基金3日放榜，受累股債勁蝕，首季虧蝕550億元（港

元，下同），為繼2020年首季勁蝕逾千億後再度“見紅”。香港

金管局總裁余偉文（見圖）3日表示，今年外圍投資環境面對的

不確定性多，料今年股債匯投資將繼續面對挑戰、波動會較

大，短期會加強防禦性部署應對，中長線則增加多元化投資。

2022年5月4日（星期三） 文 匯 要 聞◆責任編輯：周文超 1

五四青年節到來之際回信勉勵廣大航天青年再立新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劉凝哲北京報道）
第26屆中國青年五四獎章集體的獲得者——
中國航天科技集團五院總體設計部天問一號
火星探測器總體設計團隊，主要負責以中國
首次火星探測及探月工程為代表的深空探測
任務。目前，團隊成員105人，35歲以下青
年佔比69.5%。

這支以青年為主體的科研團隊承擔了
包括系統總體以及熱控、結構機構、測控
數傳等十個分系統總體設計和抓總研製工
作。歷經 4年立項研製、110天發射場工
作、近300天在軌飛行，突破了火星制動捕
獲、地外行星進入/下降/着陸、長期自主
管理控制、行星際飛行及測控通信、火星
車長期生存和移動等一系列關鍵技術，為
中國首次火星探測任務着陸火星取得圓滿
成功作出突出貢獻，實現了中國從地月系
到行星際的跨越，在火星上首次留下中國
人的印記，中國成為世界上第二個獨立掌
握火星着陸巡視探測技術的國家。

祝融“化蝶”靈感來自年輕設計師
2021年6月，天問一號火星探測器總設

計師孫澤洲曾在香港大學作《“天問一號”
的探“火”之路》的主題報告。“可以說，
我們的天問一號、航天事業，為年輕人提供
了很好的機會和平台，年輕人可以去展示才

華、實現夢想”，孫澤洲說，青年人已經成
為推動航天事業發展的生力軍和中堅力量，
航天事業的迅猛發展也為青年提供了自我成
長的舞台和機會。

孫澤洲還透露，祝融號火星車外形像蝴
蝶，這隻“蝴蝶”就是由一名年輕工程師提
出的。在設計初期，團隊做了很多種方案，
用三個月左右進行比較認證，經過不斷地自
我否定後，一個年輕設計師提出祝融號的四
片太陽翼方案。實踐證實這個方案非常有
效，是工程實用和審美兩個維度的一次完美
平衡。對於天問一號團隊，孫澤洲更不吝讚
揚，“我們這個團隊年輕、有朝氣，他們熱
愛航天，也熱愛美、追求美，他們在為航天
事業奮鬥的同時也在快樂着、成長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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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團隊屢刷新中國固體發動機研製紀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

京報道）獲得第26屆中國青年五四集
體獎章的航天科技集團四院長征系列
運載火箭固體大推力發動機研製團
隊，實現了固體火箭發動機直徑從2
米到3.5米及以上、推力從120噸到
500噸甚至千噸級的躍升，實現了固
體動力在長征六號改等運載火箭和捷
龍系列運載火箭的應用。2021年10
月，團隊研製的3.5米/500噸推力整
體式固體發動機地面熱試驗獲得成
功，是目前世界上具備工程使用能力
的推力最大的整體式固體發動機，該
項成果入選2021年度中國十項重大工

程進展。團隊共有18人，其中35歲以
下青年佔比67%。

基於分段式固體發動機技術新、
進度緊、壓力大，團隊建立“起飛、
入軌、運行”的“三步走”培養方
案，明確了“一型方案設計、一份仿
真報告、一套圖樣設計”的學習要
求。短短幾年時間，團隊成功突破多
項重大關鍵技術難題，圓滿完成了兩
段式和三段式驗證發動機的研試工
作，不斷刷新中國固體發動機的研製
紀錄。

今年3月底，中國首型固體綑綁中
型運載火箭長征六號改在太原衛星發

射中心成功發射，順利將浦江二號衛
星和天鯤二號衛星送入預定軌道。當
火箭直衝雲霄、劃過天際，固體助推
發動機發出的耀眼光芒照亮了火箭征
途，團隊成員們凝目長空、熱淚長流。
“那一刻，固體發動機不再是冷冰冰
的存在，而是鮮活的生命體；那一刻，
我與她在同呼吸、共命運，已融為一
體。我清楚地知道，她的生命是我們
給予的，她的成長是我們規劃的，她
的精彩是我們設定的。掌聲響起時，
我才覺得手腳冰冷，汗水早已打濕了
衣衫。”長六改固體發動機總師白彥
軍激動地說。

習
近
習
近
平平
：：在逐夢太空征途上發出青春奪目光彩在逐夢太空征途上發出青春奪目光彩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綜合新華社和記者劉凝綜合新華社和記者劉凝

哲報道哲報道））五四青年節到來之際五四青年節到來之際，，中共中央總中共中央總

書記書記、、國家主席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55月月

22日給中國航天科技集團空間站建造青年團隊回信日給中國航天科技集團空間站建造青年團隊回信，，向航天戰向航天戰

線全體青年致以節日的祝賀線全體青年致以節日的祝賀，，並向他們提出殷切期望並向他們提出殷切期望。。

習近平強調習近平強調，，建設航天強國要靠一代代人接續奮鬥建設航天強國要靠一代代人接續奮鬥。。希望廣希望廣

大航天青年弘揚大航天青年弘揚““兩彈一星兩彈一星””精神精神、、載人航天精神載人航天精神，，勇於創勇於創

新突破新突破，，在逐夢太空的征途上發出青春的奪目光彩在逐夢太空的征途上發出青春的奪目光彩，，為我國為我國

航天科技實現高水平自立自強再立新功航天科技實現高水平自立自強再立新功。。

◆◆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五四青年節到來之際回信青年航天科技工作者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五四青年節到來之際回信青年航天科技工作者，，勉勵他們在逐夢太空勉勵他們在逐夢太空
的征途上發出青春奪目光彩的征途上發出青春奪目光彩。。圖為圖為20132013年年55月月44日習近平來到中國航天科技集團公司中國空間技術研究院日習近平來到中國航天科技集團公司中國空間技術研究院，，同各界優秀青年同各界優秀青年
代表座談並發表重要講話前代表座談並發表重要講話前，，與在展廳參觀的優秀青年代表合影與在展廳參觀的優秀青年代表合影。。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習近平在回信中說，讀了來信，我想起了9年前在你們那裏同青年
科研人員交流的情景。9年來，從天宮、北斗、嫦娥到天和、天

問、羲和，中國航天不斷創造新的歷史，一大批航天青年挑大樑、擔
重任，展現了新時代中國青年奮發進取的精神風貌。

青年骨幹已成中國航天關鍵力量
2013年5月4日，習近平曾到中國航天科技集團公司中國空間技術

研究院，參加“實現中國夢、青春勇擔當”主題團日活動，同各界優
秀青年代表座談。在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成立100周年之際，中國航天
科技集團空間站建造青年團隊給習近平總書記寫信，代表該集團8萬青
年匯報9年來勇挑重擔推動航天科技發展的情況，表達了為建設航天強
國攜手奮鬥的堅定決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注意到，在5月3日公布的第26屆“中國青年五
四獎章”評選名單中，也有不少航天航空人的身影。本屆評選共有122
名優秀青年獲得第26屆中國青年五四獎章，33個青年集體獲得第26屆
中國青年五四獎章集體。記者梳理發現，其中有多達7名青年航天領域
專家、5個青年航天團隊獲獎，這不僅代表着中國航天事業發展獲得社
會廣泛肯定，更顯示出青年科研人員已成為航天事業發展的關鍵力
量。

多項研究填補國內國際技術空白
7名獲得第26屆中國青年五四獎章的航天領域青年專家，分別來

自科研院所、航天企業和大學等機構，大多是80後技術骨幹。中國航
天科工集團航天三江17所總師助理、高級工程師陳際瑋是導彈武器精
確制導領域專家，他創新地將成像裝置應用於飛行器遠距離探測定
位，有效提升了飛行器智能化信息化能力。

中國科學院空天信息創新研究院研究員、博士生導師徐穎，是北斗
專項試驗系統的分系統主任設計師，她主導研製了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
BD/GNSS電離層監測接收機，填補了中國氣象局電離層應急移動監測
能力的空白。解放軍63610部隊某室高級工程師唐學海是航天測控領域
專家，他研究的某算法填補了該領域的空白，先後圓滿完成載人航天、
空間站建造、嫦娥探月等百餘次航天任務。南京航空航天大學電子信息
工程學院常務副院長、教授潘時龍引領微波光子學研究方向，研製的儀
器關鍵指標提升4,000倍，成功突破探月、子午工程、海底觀測網等國
家重大工程測試難題，研製出國際首款微波光子成像雷達芯片。

連克技術關實現中國攬月探星夢
中國航天科技集團第五研究院總體設計部型號副總設計師黃震先

後參與了神舟飛船、新一代載人飛船等多個重大工程項目的研製和任
務實施。他突破了神舟飛船與空間實驗室繞飛、手控交會對接等技術
瓶頸，使自主設計的全新構型多用途飛船返回艙性能提升55%，首創
無控自由飛行策略並取得成功；實施新一代載人飛船試驗船高速再入
飛行試驗，首次從8,000km高度返回地球；組織完成了載人月面着陸
器定點落月、月面極端環境生存等關鍵技術攻關。

中國航天科技集團第一研究院一部副主任設計師馮韶偉，是現任
長征五號B運載火箭結構總體副主任設計師。他抓總成功研製了中國
規模最大整流罩，突破了空間站大型整流罩可控分離、20噸級艙箭連
接安全分離等核心關鍵技術，填補相關領域國內多項技術空白，為空
間站天和核心艙發射任務取得圓滿成功作出突出貢獻。

中國航天科技集團第八研究院五九所火星環繞器總體主任設計
師牛俊坡，是中國首次火星探測任務“天問一號”探測器的核心分
器——火星環繞器總體主任設計師。他承擔火星環繞器總體設計、技
術攻關和產品研製任務等，為“天問一號”成功環繞火星、着陸火星
作出突出貢獻。

此外，獲得第26屆中國青年五四獎章集體的5個航天團隊是，航
天科技集團第四研究院四十一所長征系列運載火箭固體大推力發動機
研製團隊；中南大學鋁合金強流變技術與裝備研究團隊；航天科技集
團第六研究院八一所載人航天推進系統部；航天科技集團第五研究
院總體設計部天問一號火星探測器總體設計團隊；中國科學院空間應
用工程與技術中心集成技術中心。



AA77人民日報特約版
星期四       2022年5月5日       Thursday, May 5, 2022

焦点话题

老人跟随子女在外地生活，生了病报销医药费要回老家吗？年轻人在非社保缴纳地购房，如何
提取公积金？企业跨地区经营，遗失营业执照，可以在非企业住所地补领吗？近年来，随着我国跨
省流动人口越来越多，与群众工作生活密切相关的跨省办事需求也日益增多。

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提出，扩大“跨省通办”范围，基本实现电子证照互通互认，便利企业跨
区域经营，加快解决群众关切事项的异地办理问题。目前，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初步建成，各
地间数据共享加速推进，越来越多的事项已实现“跨省通办”。但在具体落地中，“跨省通办”仍有
不少难点、堵点。专家指出， 保障“跨省通办”有序开展，需要政府、企业等多方合力。

关系千家万户的民生工程

“以前领结婚证必须回其中一人户籍所在
地，路途遥远不说，眼下还得做核酸检测，特别
麻烦，现在在南京就能领证，太棒啦！”在南京
工作的小伙王杰是山西人，就在几天前，他和老
家在福建的女友在南京领了结婚证，免去了两地
奔波的烦恼，感到很满意。

王杰的“满意”来自民政部自 2021年 6月 1
日起施行的一项政策：在辽宁省、山东省、广东
省、重庆市、四川省实施内地居民结婚登记和离
婚登记“跨省通办”试点，在江苏省、河南省、
湖北省武汉市、陕西省西安市实施内地居民结婚
登记“跨省通办”试点。在试点地区，双方均非
本地户籍的婚姻登记当事人可以在居住证发放地
婚姻登记机关申请办理婚姻登记。

2020年9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
推进政务服务“跨省通办”的指导意见》（以下
简称 《意见》），围绕教育、就业、社保、医
疗、养老、居住、婚育、出行等与群众生活密切
相关的异地办事需求，明确了 140 项“跨省通
办”高频政务服务事项，让王杰受益的“异地婚
姻登记”正是其中一项。身份证补办、户口迁移、住
房公积金转移接续、生育登记、不动产登记……如
今越来越多的事儿不用“多地跑”“折返跑”了。

来自贵州正安的郑垂禄常年在浙江仙居务
工。“以前医保报销必须把材料搞清楚，一样都
不能少才能回家，要不然白跑一趟。现在在仙居
就能办理，方便多了！”说起仙居和正安之间的

“跨省通办”合作，郑垂禄连连夸赞。
除了“就近办”“一地办”，也有不少事项实

现了“零跑腿”“网上办”。《意见》 明确，除法
律法规规定必须到现场办理的事项外，按照“应
上尽上”的原则，政务服务事项全部纳入全国一
体化政务服务平台，提供申请受理、审查决定、
颁证送达等全流程全环节网上服务，由业务属地
为申请人远程办理。

张涛在一家人力资源服务公司上班，由于工
作岗位的变化，需要将自己北京的养老保险关系
转移到山东济南。他咨询济南市人社局了解到，
可以直接在支付宝小程序“济南社保”上提交申
请，并查询转移申请审核结果和转移进度。收到
申请后，济南市人社局与北京市人社局协同办理
转移手续，很快就为张涛完成了养老保险关系转
移。“真是太便利了！”谈起线上办理个人事务的
服务体验，张涛由衷感慨。

在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刘冰看来，
“跨省通办”是当前数字政府建设以及“放管
服”改革的一项突出战略，有助于进一步提高服
务效率、增加透明度、实现并创造公共价值。

“‘跨省通办’是关系千家万户的民生工程，
体现了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对于
整个社会的安定团结和稳定和谐有着重要作用，
也是我们应对疫情、实现‘六稳’‘六保’的重要措
施。”中国人民大学商法研究所所长、教授刘俊海
表示。

降低企业制度性交易成本

“之前交材料总是要跑到政务大厅，如果材
料不齐全还要跑好几次，如今在网上几分钟就
搞定了！”不久前，中化地质矿山总局地质研
究院相关负责人，通过自然资源部全国测绘资
质管理信息系统，提交了测绘资质申请申报材
料。整个过程都是线上操作。他表示，系统使
用很方便，进入后先进行单位注册，审核通过
后就可以登录单位账号，上传申报材料。如果
材料齐全，很快就可以完成申报。完成申请后
2-3 周，就能收到北京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委员
会的审批反馈。若申请未通过，也能根据反馈
整改。

“多头跑办证难”曾令不少企业头疼。《意
见》 指出，推动企业等各类市场主体登记注册
和涉企经营许可等事项“跨省通办”。最近几
年，全国多地简化优化各类跨地区投资项目审
批、工程建设项目审批等流程手续，提升效
率，压缩办理时间，实现各类市场主体经营事
项跨区域、跨环节、跨地域的通联办理。

盛之瑞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
樊女士在去年拿到了营业执照。“真没想到，
身 处 黑 龙 江 ， 就 能 申 领 青 海 核 发 的 营 业 执
照！”樊女士激动地说。因经营需要，樊女士
要在青海西宁开办一家新能源企业。黑龙江省
尚志市市场监管局接到申请后，通过青海省市
场监管局公众服务平台帮办、代办提交申报，
西宁市行政审批服务局很快便核发了营业执
照。“要是没有‘跨省通办’，去一趟就是几千
公里，从办照、刻章到领发票、银行开户，怎
么也得跑个三四趟！”樊女士说。

与营业执照异地办理类似，纳税缴费也是企
业“跨省通办”的高频次事务。日前，“东北三
省一市”，即辽宁省、吉林省、黑龙江省、大连
市推出税费业务互助服务。据介绍，跨省经营企
业可根据办税需要就近选择税务机关申请办理异
地涉税事项，税务部门将采取“异地受理，内部
流转，属地办理，办结反馈”的方式完成“通
办”涉税事项。

在国家政务服务平台“跨省通办”服务专
区，记者看到，包括设立变更、准营准办、商务
贸易、金融证券、能源水利、交通运输等 22 个
主题在内的170个法人办事事项已被接入。

“对企业来讲，‘跨省通办’降低了企业的制
度性交易成本。”刘俊海说，这有利于构建亲清
新型政商关系，营造稳定公平透明、可预期的法
治化营商环境，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和企业家获
得感。

实现可持续的数据共享和政务协同

作为国家政务服务的改革探索和创新实践，
“跨省通办”在具体推进过程中，也面临不少难
点、堵点。

“跨省通办”要求在统一身份认证、电子
证照等电子材料或技术全面应用的基础上实现
数据共享。刘冰认为，“跨省通办”实践中的
数据共享面临“权力边界”和“目标差异”的
双重挑战：“权力边界”指的是地方政府权限
范围以行政区划为边界，并且与其他地方政府
处于同级地位，无法依靠科层制中的等级权威
实现强力整合；“目标差异”则是指参与“跨
省通办”的地方主体在本地行政事务的优先性
上存在差异，从而可能造成“通办”过程中不
同地方之间成本和收益的不平衡。

对此，刘冰建议建立跨区域协同机制，将数
据共享机制从权威命令向协同治理转变，借助
现代数字技术在权力平等且目标多元的地区主
体间建立全面可持续的合作关系，破除“数据壁
垒”并实现可持续的数据共享和政务协同。“在
这个过程中，需要政府、企业等多方合力。”刘冰
指出，一方面，政府部门要进行治理思维的创新
转换，搭建平台调动市场、企业参与；另一方面，
企业也要积极配合，提高效能，与政府部门良性
互动。

数据在共享过程中，还会涉及网络安全、
信息安全和个人信息保护等问题。专家表示，

必须加强信息保护，保障信息传输安全，注重
保护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及个人隐私，防止其
被滥用或泄露。

“跨省通办”有了顶层设计，关键还要真
正落地。目前各地在推进“跨省通办”方面形
成了一些好的案例，政务服务便捷度和群众获
得感显著提升。

但也有群众反映，一些地方形式主义依旧
存在，部分办事人员服务态度有待改善，跨省
办事的效率仍需提高。

“为人民服务无小事，从这个角度来看，‘跨
省通办’不仅是政务服务，也是政治任务。”刘俊
海表示，有关部门应加强对各地区各部门“跨省
通办”工作的跟踪督促和业务指导，建立从申
请、办理、反馈、回访等全周期的行政服务体系。
对推进进度慢的地区和部门加大督促力度，重
点督办；对敷衍塞责、工作不认真、落实不到位的
人员进行通报批评等处理。通过完善评价规则，改
进提升政务服务质量。

“加强法治保障也很有必要。”刘俊海建
议，出台专门针对“跨省通办”的法律法规，对

“ 跨 省 通 办 ”的 基本原则、制度要求及相关部
门的职责范围等作出规定。

全国一体化政务服务平台初步建成——

“跨省通办”，异地办事不再难
无需“多地跑”“折返跑”，群众、企业获得感越来越多

本报记者 乔 彩

浙江省台州市路桥区路北街道公安户政窗口，户政员为来自安徽省临泉
县的小慧（化名）办理首次申领居民身份证手续。 蒋友青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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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在迪士尼和
皮克斯的動畫電
影《Turning Red
》中，自信、呆
萌的 13 歲女孩
Mei 必須在做一
名孝順的女兒與
青春期的混亂之
間取得平衡。她
那個有些霸道的
媽媽總是離她不
遠。而且，彷彿
青春期所要經歷
的興趣、人際關
係和身體的變化
還 不 夠 多 ， 當
Mei 特別興奮時
，就會“噗”地
一聲變成一隻紅色的大貓熊！奧斯卡金像獎得主Shi（皮克斯動
畫短片《包子》(Bao) 的導演）說: “我真的很想探討一名青春期
少女的衝突，看她在做一個好女兒與接納真實混亂的自己之間有
多麼糾結。”

製片人Lindsey Collins 表示，“這是一個關於改變和過渡時
刻的成長故事。”“它關於我們在生命中，試圖弄清自己是誰的

那段時間。我們的主角在家人和朋友之間左右為難，發現自己根
本不是她認為的那樣。而她的媽媽，看到自己的女兒突然對奇怪
的音樂和男孩感興趣，在掙扎著學著放手，好讓自己的女兒實現
自我。這是一個常見的主題，無論你是家長還是孩子，還是兼任
兩種角色。”

Ming Lee是一位自豪的妻子、盡職的母親，同時也是在多
倫多唐人街李氏宗祠辛勤工作的管理員。無論何時，她都舉止優

雅，泰然自若，認真對待自己的工作——但更專注於照顧她的寶
貝女兒Meilin。毫無疑問，Ming Lee激烈、固執、風趣、控制
欲強，而且像Mei經常說的那樣，她對家人的愛總是溢於言表。
導演Shi表示，“Ming Lee這個角色匯集了我見過的所有強大而
出色的亞洲女性的特點。”“她有時很嚴厲，但她做的所有瘋狂
的事情都是出於對女兒的愛。”

迪士尼和皮克斯的動畫電影《Turning Red》中
探討一名青春期少女的衝突，及糾結

【休士頓亞裔商會訊】休士頓亞裔商會將於5月13
日開始，舉行環境因素與房地產相關的一系列三場講座
。首先登場的是13日中午11時半至下午1時半的 「第一
階段和第二階段的商業房地產之環境場地評估」 (Phase
I & Phase II Environmental Site Assessment in Com-
mercial Real Estate) 。主講人為德州地產(Southwest
Realty Group)的李雄，以及環境者工程諮詢(Environeer
Engineering Consulting)的Michael Zhang 。

李雄為亞裔商會主席，他是房地產專家、開發商、
諮詢顧問；於1988年成立在休士頓成立全方位服務的房
地產公司，三十多年以來投入社區開發不遺餘力。休士
頓媒體包括德州月刊Texas Monthly 及Real Estate Di-
rectory News 都稱呼李雄為休士頓華埠的 「市長」 。

Michael Zhang 是經驗豐富的環境工程領袖、企業
家以及海軍軍官，在環境及健康安全許可與符合規定上
，擁有十年以上經驗，通曉多媒、空氣、水、廢棄物及
安全處理的豐富知識。他和Bill Glushko 的公司以創新及
符合成本效益的方式，幫助客戶解決複雜的環境、健康
安全方面的挑戰。

另外兩場講座為6月3日的Enviromental Consider-
ations in Property Development，及 7 月 8 日的 Engi-
neering Feasibility Study。三場講座都有午餐供應。地
點在美南銀行 6901 Corporate Drive, Houston, TX77036

亞裔商會會員為免費參加，非會員三場費用共計60
元。請於亞裔商會網站登記。asianchamber-Hou.org/
lunchlearn

休士頓亞裔商會午餐及學習系列講座
商業房地產之環境場地評估於5月13日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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