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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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衛估疫情過去世衛估疫情過去22年奪年奪14901490萬人命萬人命
（綜合報導）世界衛生組織（WHO）

今天公布最新報告估計，COVID-19（2019
冠狀病毒疾病）疫情在 2020 到 2021 年的兩
年期間奪走 1330 到 1660 萬條人命，這個數
字是近乎可直接歸因死於 COVID-19 人數
的3倍。

世衛這份外界期盼已久的疫情造成總死
亡人數評估報告，也包括受到疫情連鎖效應
影響死亡的人數，終於讓外界對這波疫情危
機所帶來更廣泛的衝擊，提供了一個數據。

世衛在聲明中表示： 「世衛最新評估數
據顯示，在2020年1月到2021年12月31日
期間，直接或間接和 COVID-19 疫情相關
總死亡人數約為 1490 萬人（介於 1330 萬到

1660萬之間）。」
這些數據計算了因為疫情危機導致的所

謂超額死亡。世衛秘書長譚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表示： 「這些發人
深省的數據不但指出疫情造成的衝擊，也凸
顯所有國家必須投資打造更具韌性的公衛系
統，俾以在危機期間維持必要的公衛服務，
其中包括更強勁的公衛資訊系統。」

世衛表示，截至 2021 年底，和 COV-
ID-19相關的超額死亡人數為1490萬人。而
在 2020 年 1 月到 2021 年 12 月期間，直接歸
因於 COVID-19 的官方死亡人數，並且向
世衛通報的數據為540多萬人。

世衛的超額死亡人數反映了COVID-19

病歿人數，以及因疫情間接死亡，其中包括
因為疫情大流行，醫院不堪負荷無法取得醫
療服務而送命者。這個數據同樣也反映疫情
期間減少的死亡人數，像是封城措施期間，
交通事故風險降低。

不過，這些數據也遠高於官方統計數據
，因為有些國家沒有適當通報死亡病例。世
衛表示，即使在疫情前，全球 10 起死亡案
例中約有6例未登記。

世衛2020年1月30日宣布COVID疫情
是國際公共衛生緊急事件。世界各國在2020
到 2021 年通報 542 萬起 COVID 死亡病例，
截至今天為止，全球死亡病例來到624萬，
當中包括2022年的死亡病例。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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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alee@scdaily.com
我見我聞我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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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nce February 2021, the
American people have
been migrating to the
suburbs. About

two-thirds of the
population in the urban
areas of many cities are
declining. Surveys show

that an average of 250,
000 people move to
nearby suburbs annually.

The main reason is that
many people have
worked from home during
the pandemic. Everyone
hopes to find more and
larger space and cheaper
rent in the suburbs. It
seems normal to work
remotely, especially in the
Washington, D.C. and
New York City areas. Due
to this trend, housing
prices in the suburbs
have been rising. There is
also a shortage of new
houses.

Since the Russia-Ukraine

war, global economics is
facing a big challenge.
European countries have
encountered energy
shortages while the
money continues to stay
in the U.S. where the
inflation is high and the
Federal Reserve Bank
continues to increase the
interest rates. The
investors’ first choice is
still in real estate due to
the rising price of building
materials. Just in the
Houston area alone, the
price of houses rose
close to least 30 % which
has never happened
before.

We are saddened to learn

that one million people in
our nation have lost their
lives due to Covid-19.
That represents more
than one million families,
but who can they blame?

The mid-term election is
coming up. Unless
President Biden can
change the current
situation in the economy,
democrats might be on
the losing end of the vote.
In the Congress that
means that Biden will
become a lame-duck
president. He definitely
has harmed our country
in many ways.

0505//0505//20222022

Americans Are MovingAmericans Are Moving
To The SuburbsTo The Suburbs

美國居民自二 O 二一
年以來不斷从城中區移居
到郊區 ，大約有三分之二
的城中區人口正在下降之
中， 在一項調查報告中，
平均有二十五萬居民向遷
入效區。

主要原因是在疫情期
間，許多人都是居家辦公
，大家希望在郊區找到更
大空間和較便宜的住房，
遠距離辦公似乎己成常態
， 尤其是在東部首都華府
及紐約， 許多人都在往郊
區搬遷 ，由于此種趨勢使
得郊區房價不斷上升， 新

屋也已供不應求。
自從俄烏戰爭之後，

全球経濟面對巨大挑戰，
歐洲各國遭遇能源短缺 ，
世界各地資金繼續往美國
集中， 美國聯邦儲備銀行
不斷升息， 大量資金湧入
， 投資人對於投資地產仍
是首選， 但是由于原材料
價格不斷上漲， 就以大休
斯敦地區而言， 平均房價
己上漲百分之三十以上，
這是從未發生過的現象。

美國期中選舉之號角
已響起， 前總統川普正在
蠢蠢欲動， 其支持之共和

黨人已頻傳捷報， 拜登政
府之民主黨正面臨嚴峻挑
戰， 倘若在國會參眾議院
失守， 成為跛腳總統無異
。

當城中市民不斷移出
，也是民主黨票之流失，
在郊區及郷鎮地區共和黨
較有優勢。

我們非常悲痛的得知
， 全美已経有一百萬人因
新冠病毒失去生命， 同時
也改變了全人類生活方式
，這一百萬人代表了一百
萬個以上的家庭 ，她們的
悲傷又能向何人诉說呢？

美國居民正在向郊區移動美國居民正在向郊區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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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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5 日改選英格蘭、蘇格蘭、
威爾斯和倫敦自治市共200個地方議會、6821
議席，以及北愛爾蘭議會 90 名成員。英國地
方選舉過去的全國性意義不大，今次選舉卻可
能對其未來產生巨大影響。投票結果不僅攸關
首相強森的去留，更可能為愛爾蘭統一鋪路。

強森身陷 「派對門」、保守黨下議院議員
派瑞許因在議事廳內看色情片辭職，加上通貨
膨脹加劇致使生活成本不斷升高引發民怨，保
守黨本次選情極不樂觀。民調顯示，保守黨恐
失將近500議席；一旦流失超過548席，這將
會是自英國前首相布萊爾擔任工黨領袖以來，
保守黨表現最差的一次選舉。民調還指出，工
黨不僅有望挑戰保守黨在傳統票倉的議會控制
權，更可能贏得逾800議席。

《華盛頓郵報》稱這場選舉是英國人民對
強森的公投，報導指，當強森在烏克蘭獲得一
片喝采時，他的選民可能將用選票懲罰他及他

所領導的政黨。不少保守黨議員已發出警告，
選舉結果將決定他們是否對強森提出不信任動
議。強森3日接受泰晤士電台（Times Radio）
訪問表示，若保守黨在這次選舉受到重創，他
將承擔全部責任，他說： 「我總是為所有事負
責。」

除了強森相位，北愛爾蘭選情尤其值得關
注。路透社報導，在最近一次民調顯示，北愛
民眾對新芬黨支持率平均為25％，高出競爭對
手北愛爾蘭民主聯盟黨（DUP）6個百分點。

新芬黨的前身為愛爾蘭共和軍（IRA），
長期以推動 「國境投票」為目標，向來極力主
張愛爾蘭統一。不僅如此，英國正式脫歐後，
倫敦當局與歐盟耗費數月，才在貨物從英國其
他地區進入北愛的檢查達成共識；然而，2016
年脫歐公投中，北愛民眾多數支持留在歐盟，
一旦新芬黨在議會取得多數，英國地方分權政
治與邊境貿易的穩定都將受到考驗。

英國地方選舉登場
首相強森保位戰

聯邦最高法院多數意見草案竟然外洩，由
於 該 草 案 將 推 翻 ” 羅 訴 韋 德 案 ” ( Roe v.
Wade) ，因此在全美造成軒然大波, 會不會因此
而使此案”胎死腹中”? 這是令人好奇的 ! 不過
, 光是機密外洩一事可見最高法院比國會高不
到那裡, 顯然九位終身職最高法官各懷鬼胎, 很
可能是自由派法官自忖勢孤力薄, 故意把機密
外洩以讓其”見光死” 吧！

最高法院是在 1973 年 引用憲法第十四修
正案對”羅訴韋德案”(Roe versus Wade) 做了
婦女墮胎合法化的詮釋與判決, 該院認定女子
可選擇在胎兒出生前六個月終止妊娠，這是從
維護女權觀點去樹立墮胎自主的精神，然而從
保守派觀點來看, 墮胎就是殘害新生命, 且對孕
婦健康充滿威脅, 但最高法院既已做出判決, 也
成為各州遵循的明燈, 現在卻準備翻轉它,不就
是”以今日之非，推翻昨日之是”嗎！最高法
院的尊嚴與信譽在哪裡?

我們常說立法機關代表民意, 當新民意機
關產生新代表後,當然可以推翻原來的舊法案,
但最高法院法官並非選舉產生, 他們不必顧忌
政黨利益, 但最高法院法官各有定見, 像川普所
新任命的大法官巴雷特就旗幟鮮明站在反墮胎
立場, 她曾在去年的任命聽證會上清楚表達了
自己的反墮胎觀點,而目前像她一樣觀點的最高

法官竟然有6位之多,所以最高法院極可能推翻
羅訴韋德案, 如今該院提前外洩意圖, 十分令人
不解。

由於認同墮胎的人在美國穩定增長，從十
年前的49%升到現在的56%，所以墮胎是當今
的美國主流民意,但因政治力涉入, 使墮胎演變
成保守與自由之爭, 目前美國12個由共和黨領
導的州已通過反墮胎法案，違者將面臨最高99
年牢刑, 讓那些想要墮胎的人特地到外州去合
法墮胎,伊州計劃生育協會首席執行官詹妮弗·
韋爾奇說：“這對數百萬人來說是毀滅性的打
擊，他們將發現自己陷入了巨大的墮胎沙漠,最
高法院似乎準備無視50年的既定法律。”

在推翻 Roe v. Wade 的意見草案中，保守
派法官阿利托試圖表示它不一定會影響其他決
定，例如與不同種族或同性的人結婚的權利以
及避孕的權利,但反對者表示，阿里托試圖將墮
胎與其他一切隔離開來，這必引發法律挑戰。

事實上墮胎的爭議已從生命的權利衍生為
政治的議題,爭論了半世紀之久, 由於牽連到健
康、宗教、道德、倫理、人權、自由以及法律
等錯綜複雜的議題，各方見仁見智, 爭論不休,
若被外洩的草案真，也就意味着美國婦女近半
個世紀以來享有的憲法墮胎權利的失敗了!

【李著華觀點 : 最高機密不是機密
推翻羅訴韋德案最高法院打臉自己】

(本報訊)菲律賓9 日將舉行全國大選，選
出正副總統、參眾議員、地方官員等。菲國選
制最特殊的是，正副總統分別民選產生，因此
政見可能南轅北轍，甚至上任後相互開砲、水
火不容。

菲律賓1987年憲法規定，每6年舉行一次
總統大選，正副總統直接民選產生。總統不得
連任，副總統連選得連任一次。

追溯菲律賓正副總統分別民選的起源，新
聞網站Rappler報導，可能源自前殖民母國美
國早期的選舉制度。當時，美國選舉人可以投
給兩位總統候選人，票數最高者當選總統，次
高者為副總統。

不過，落實到執行面，兩位領先的總統候
選人可能獲得相同票數，容易引發爭議，因此
美國選制已改為單一選票選出一組總統和副總
統。在菲律賓，雖然部分學者提議改革，但基
於正副總統若分別民選，副總統將可監督、制
衡總統權力的想法，這樣的選制仍延續下來。

菲國憲法明文規定，副總統須以 「與總統

相同的方式選舉產生，可以像總統一樣被免職
」，並 「可被任命為內閣成員」。換句話說，
憲法意圖賦予副總統一定的重要性，甚至得以
行使行政權。

1987年憲法實行至今，大選結果顯示，正
副總統分別民選下，除了 2004 年總統候選人
雅羅育（Gloria Macapagal Arroyo）和副手順利
當選，其他4次的正副總統當選人都來自不同
陣營。

以 2016 年大選為例，杜特蒂（Rodrigo
Duterte）和羅貝多（Leni Robredo）這兩位正
副總統當選人政治理念完全南轅北轍。

杜特蒂以親中遠美和鐵腕掃毒政策聞名，
侵犯人權作為飽受抨擊，但 「接地氣」的政治
硬漢形象廣獲菲國普羅大眾支持認同。羅貝多
雖於上任初期獲杜特蒂任命為 「住宅暨都市發
展委員會」主席，但在警方掃毒、恢復死刑及
前獨裁統治者馬可仕（Ferdinand Marcos）下葬
馬尼拉英雄墓園等議題上，都跟杜特蒂存在分
歧。

菲律賓選舉制度特殊
正副總統分開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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燈光藝術裝置“破浪”
亮相德國漢堡易北愛樂音樂廳

綜合報導 數百架閃亮的無人機圍繞著德國漢堡易北愛樂音樂廳翩

翩起舞，以慶祝這一漢堡文化新地標開幕五周年。

當晚，荷蘭藝術家組合DRIFT在漢堡易北愛樂音樂廳外創作的燈光

藝術品“破浪”首演，吸引上千觀衆現場觀看。

“破浪”是繼1月11日慶典音樂會及慶典音樂節後，漢堡慶祝易北愛

樂音樂廳開幕五周年活動的又一高潮。作品還將連演三晚至5月1日。

據介紹，“破浪”爲組合DRIFT的洛內克· 霍爾丹(Lonneke Gordijn)

和拉爾夫· 諾塔(Ralph Nauta)爲易北愛樂音樂廳量身打造。藝術家受到托

馬斯· 阿德斯鋼琴協奏曲第二樂章的啓發，通過對環繞著音樂廳無人機

群的編排，將河水的流動與建築內演奏的音樂聯系起來。

漢堡市文化與媒體部部長卡斯騰· 博羅斯達(Carsten Brosda)博士表示

，這一藝術裝置是發生在文化大都市漢堡創意性合作的成果。通過“破

浪”，漢堡向世界獻上了令人難忘的畫面，也發出誠摯的邀請。

易北愛樂音樂廳與萊伊茲音樂廳藝術總監克裏斯托夫· 利本-索特

(Christoph Lieben-Seutter)表示，該作品將技術和環境聯系在一起，與今

年漢堡國際音樂節主題“自然”相得益彰。他同時告訴中新社記者，文

化交流對兩國友好發揮著重要作用。疫情前有許多中國藝術家和樂團到

訪，期待疫情後有更多中國遊客、藝術家等前往。

“破浪”首演前，約瑟夫· 海頓清唱劇《創世紀》爲第六屆漢堡國

際音樂節拉開帷幕。據悉，漢堡國際音樂節將持續到6月1日，其間在

易北愛樂音樂廳和萊伊茲音樂廳將有60多場以“自然”爲主題的音樂活

動上演。

俄官員：德拒絕俄石油的聲明是
政治遊戲

綜合報導 俄羅斯統一俄羅斯黨議員謝爾蓋· 布爾拉科夫表示，德國

經濟部長哈貝克關于拒絕俄羅斯石油供應的聲明是政治遊戲。

布爾拉科夫表示，德國經濟部長發表的關于“支持歐盟對俄羅斯的

石油進口禁令”以及“德國在石油問題上取得進展”的聲明更像是政治

遊戲，而且這個遊戲也沒有深入的經濟分析支持。布爾拉科夫稱，如果

歐洲國家繼續支持禁運俄羅斯石油，就不得不自己應對後果，而美國只

會袖手旁觀，這樣的事情在世界曆史上已經發生過多次。

布爾拉科夫補充說，在放棄俄羅斯石油的情況下，美國對歐洲的支

持只是一種政治花招，沒有足夠的經濟基礎來實施該計劃。根本沒有如

此規模的俄羅斯石油和天然氣市場的替代方案。布爾拉科夫 表示，其

他國家的供應商希望增加石油開采量，他對此也十分懷疑。這些供應商

非常清楚，這種需求是人爲制造的。

德國經濟部長哈貝克在訪問波蘭時曾表示，德國希望在未來幾天內

找到新的石油供應渠道，徹底替代從俄羅斯進口的石油，以便配合歐盟

對俄羅斯的石油進口禁令。哈貝克稱，就目前而言，停止進口俄羅斯石

油對于德國的影響是“可控的”。

盧布結算令生效滿月，歐洲國家要“斷氣”了

距離俄羅斯要求“不友好”國

家和地區的客戶用盧布購買天然氣

的法令生效滿月。僅僅 30 天，歐洲

國家就已陷入兩難境地，水漲船高

的能源價格，令民衆苦不堪言，進

而引發社會動蕩。美國則開拓了市

場，成爲這場能源“戰爭”的唯一

受益者。

“斷氣”成現實
俄羅斯宣布已經暫停向波蘭、保加

利亞供氣。這是4月1日俄羅斯總統普京

宣布盧布結算令後，首批被“停氣”的

客戶。此後，歐洲市場氣價一度上漲

20%。

同日，俄羅斯天然氣工業股份公司

相關人士還透露，多名歐洲天然氣買家

已滿足了俄羅斯的支付要求。

彭博社還援引了消息人士的話說，

已有4家歐洲企業開始用盧布支付購氣

費，另外10家企業在俄羅斯天然氣工業

銀行開設了賬戶。

對于俄羅斯而言，這種“動真格”

的做法除了是一種震懾，更是緩解了受

到制裁的壓力——既然西方聯合制裁俄

羅斯，那俄方必定會用最嚴厲的反擊回

應。畢竟，俄羅斯能源供給對于歐洲國

家格外重要。

中國社科院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所研

究員張弘認爲，“盧布結算令”對俄羅斯

而言可能會對穩定盧布的彙率有一定幫助

，“特別是在西方制裁以後，盧布曾經一

度大幅貶值，現在又有所回穩”。

但張弘同時指出，俄羅斯在未來很

長一段時間，會面臨比較困難的經濟環

境和安全環境，國際體系及國際格局也

會因此發生變化。

歐洲國家進退維谷
面對俄羅斯的回擊，歐洲國家從

“鐵板一塊”四分五裂，就連英國、法國

等對俄較爲強硬的歐洲國家，也上演了前

腳拒絕，後腳接受的“變臉”戲碼。

有媒體分析指，在全球天然氣供應

緊張的情況下，歐洲短期內不大可能完

全擺脫對俄羅斯天然氣的依賴。

目前，德國、西班牙等多國已經宣

布重新啓動已退役的燃煤電廠，希臘公

共電力公司運營的褐煤礦也恢複工作，

意大利則出台了名爲“恒溫行動”空調

使用新規。。

但種種應對措施只是緩解能源危機

的杯水車薪。面對高企的能源價格和陡

增的生活成本，民衆的生活陷入艱難的

境地。

在波蘭，天然氣價格一度暴漲近80%

，不少住在鄉間的波蘭人，已經將自家的

天然氣管道關閉，自行到允許采伐的林木

區砍柴取暖。英國民衆則上街抗議能源價

格上漲，要求首相約翰遜下台。

張弘認爲，歐洲國家既不能完全與

俄羅斯能源脫鈎，又需要制裁俄羅斯，

這令其陷入尴尬境地。

而放眼未來，張弘表示，由于能源

安全的重要性，多數國家還是會選擇接

受“盧布結算令”，“保證歐洲的安全

，保證歐洲的經濟穩定，保證就業，這

對于歐洲國家來說是有益的”。

美國成唯一受益者？
在烏克蘭民衆流離失所、俄羅斯飽

受制裁、歐洲遭遇能源短缺之際，美國

卻一直在幕後推動衝突持續，還收獲了

政治與經濟的雙重利益，成爲唯一受益

者。

數據顯示，美國液化天然氣出口量3

月增長近16%，創下曆史新高，其中對

歐洲的出貨量繼續占主導地位。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近日也稱，美國

已加速運送液化天然氣到歐洲，以彌補

歐洲天然氣缺口。

美國頁岩油和液化天然氣成本和售

價較高，原本在歐洲市場並不具備競爭

力，但如今，歐洲國家不得不放棄廉價

、便捷的俄羅斯能源，轉而購買美國的

高價能源，助力美國能源在國際市場上

的開拓。

張弘表示，俄烏衝突下，美國重新回

到了國際舞台的中心，迎來了外交的“高

光時刻”。一方面，美國的國際政治影響

力上升，跨大西洋聯盟重新團結；另一方

面，美國打開了能源對外出口，美國軍工

企業大量販賣軍火，賺得盆滿缽滿。這些

對美國來說，都是一個“積極的信號”。

德國態度出現重大轉變
同意不再購買俄羅斯石油，一條路走到黑

綜合報導 據報道，德政府上周試探

了一次對烏克蘭“松弛政策”，立刻遭

到了巨大的反對聲音。當時朔爾茨決定

不再對澤連斯基政府提供武器援助，因

爲他們“倉庫裏沒有武器了”，代之以

對烏克蘭提供資金讓他們自己去買武

器。外界認爲這是德國在故意刁難烏政

府，他們的軍械庫內也不可能被掏空，

所以很多政客反對朔爾茨對烏出現“支

持動搖”心態，媒體也發文抨擊。這些

壓力讓德國本周又恢複了對烏克蘭的武

器供應，且開始供應更高級的“豹”式

防空車等裝備。

這意味著德國內部已經出現了裹挾

現象，在朔爾茨後退一步後，反對力量

更加肆無忌憚要求政府快速禁掉俄羅斯

的石油能源，手段也是聯合媒體和發動

群衆。石油禁運這個尾大不掉的難題德

國已經拖了兩個多月，但現在面臨的是

“民意山崩”的局面，政府根本頂不住

；早在四天前就有德媒預測稱，對俄石

油購買問題將在本周得到一個最終解決

，朔爾茨極有可能將屈服于形勢，中斷

購買俄羅斯原油。

果然就在28日當天，美媒《華爾街日

報》援引德國政府官員的消息稱，德國如

今准備停止購買俄羅斯石

油，爲歐盟禁止從俄羅斯

進口石油的決定掃清了障

礙並鋪平了道路。消息公

布引發歐洲一片“歡呼”

，其他二十多個成員國高

度支持德國的立場，認爲

歐盟內部最強硬的“釘子

戶”這次已經表態，歐盟

分階段對俄羅斯石油禁運

達成協議的可能性已經大

大增強，最早可能在下周

就會做出決定。美媒誇贊

朔爾茨“找到了正確的道

路，有助于德國的國際地位在未來很快提

升，能讓德國長期發展獲得更多支持。”

在俄烏衝突之前，德國國內三分之一

的石油全部來源于俄羅斯進口，俄羅斯的

油價比國際標准每桶還要低10-30美元，

很受歐洲各國歡迎。朔爾茨政府停止進口

後，這三分之一的缺口也找好了後路：允

許德國通過波羅的海格但斯克（Gdansk）

港口從全球其他出口國進口石油，這意味

著他們要花費國際標准油價再加上長途海

運的交通費，自此走上“高價油”進口道

路。尚不知道德國政府在做這一決定前有

何考慮，他們這次態度轉變非常突然。

值得一提的還有，德國還對外提了個

條件即“要有足夠時間來確保其他替代能

源的供應”。換句話說就是在德國還沒有

找好渠道之前，仍然保留對俄進口，這一

時限可能長達一年。有對德國通脹不滿的

民衆如此形容：朔爾茨現在就像是被拜登

“綁住了手腳”，他只能開口說話，說錯

話還有可能遭到報複。所以默克爾時代形

成的格局已經一去不返了，德國未來真的

能按照預想的一樣“崛起”嗎？很多人並

不確定。

烏商人將俄戰機殘骸碎片制成鑰匙扣售往國外
收益用來支持烏軍

綜合報導 一名烏克蘭商人

正在將一架墜落的俄羅斯戰機

的殘骸碎片制成紀念鑰匙扣，

並將其出售到國外，相關收益

將用于支持烏克蘭軍隊。該名

烏商人說，在發售這些鑰匙扣

後，他很快便籌集到2-3萬美元

的付款。

“我的許多朋友告訴我，

‘1000美元——沒有人會爲了這

塊金屬給你這些（錢）。這太瘋

狂了’。”制作這些鑰匙扣的烏

克蘭商人尤裏· 維索文說。

“早上醒來，我從手機上

了解到，（鑰匙扣的出售）已

經籌集到2-3萬美元，我看到不

斷有人提問，告訴我們他們想

要捐贈更多（錢）的信息，他

們告訴我們這是一個不可思議

的想法。”

報道稱，用于制作鑰匙扣

的戰機碎片據稱來自一架俄羅

斯蘇-34戰機，烏克蘭軍方稱，

該架戰機于3月初在烏克蘭基

輔州博羅江卡鎮上空被擊落。

烏國防部發布了飛機殘骸照

片 ，並稱該架戰機尾號爲

RF-81251，呼號是“31 Red”

。截至目前，俄方沒有證實其

軍事損失細節，路透社稱無法

證實這架戰機墜毀的情況。

報道介紹說，維索文是烏

克蘭一名廣告行業從業者，他

曾詢問據稱是俄軍戰機墜毀地

點附近的烏軍，是否可以得到

一些散落在農田上的該架戰機

的殘骸。維索文將這些戰機

殘骸衝壓成長約 10 厘米的長

方形薄片，然後進行加工、

抛光，並在其表面印上該架

戰機的信息和對買家的致謝，

再將其打孔以制作成鑰匙扣。

每個鑰匙扣有其獨一無二的

“序列號”。

“這個鑰匙扣的獨特之

處在于，我們是用一架真正

的俄羅斯飛機殘骸制作的，”

維索文聲稱。路透社稱，在

維索文的工作室中，有一架

紅外線熱成像無人機樣品，

他用出售這些鑰匙扣的收益

爲烏克蘭軍隊購買了這些無

人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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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4日吹捧削減聯
邦預算赤字和低失業率等政績，卻明顯未受大眾關注；美國
「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專家指出，在嚴重的通膨問題下

，拜登政府似乎正走上 「不歸路」，美國公眾對其經濟政策失
去信心的程度已接近 「無法逆轉」，讓民主黨面臨 「迫在眉睫
的政治災難」。

根據報導，拜登4日在記者會中，吹捧美國政府能在2022
財年底前再削減達1.5兆美元（約新台幣44.3兆元）的聯邦預
算赤字，且美國失業率已降至近50年來的低點。

但外界似乎對此並不重視，記者僅關注歐盟為支援烏克蘭
而準備對俄羅斯發動的石油制裁，以及美國最高法院據傳將推
翻承認婦女墮胎權受憲法保障的 「羅訴韋德案」（Roe v.
Wade）判決，讓拜登失望地表示： 「沒人想問關於赤字的問題
，對吧？」

CNN委由獨立研究機構SSRS進行的新民調於4日公開，
顯示有高達55%受訪民眾覺得拜登的政策讓美國經濟狀況惡化
，僅有19%認為其方針對經濟有利、26%稱無影響；而針對通
膨此一讓美國公眾對經濟失去信心的罪魁禍首，則有高達81%

民眾覺得美國政府 「做得太少」，僅4%認為做得太多、15%稱
剛好。

CNN資深政治記者、專欄作家柯林森（Stephen Collinson
）指出，白宮最初低估通膨問題，且在使出大量手段後仍無法
克服，就算聯準會（Fed）的進一步措施有效，也很難迅速挽
回民眾的信心，讓目前執政的民主黨將在11月期中選舉時面臨
「政治災難」。

美專家籲 美日台建立一軌半戰略對話

美情報助攻 烏軍精準擊殺俄12名將領

（綜合報導）日本前防衛大臣小野寺五典及外務副大臣佐
藤正久本周訪問華府，由於擔憂台灣成為下一個烏克蘭，他們
與拜登政府官員討論美日同盟如何應對台海衝突的議題。前白
宮國安會亞洲事務資深主任葛林（Mike Green）則在受訪時指
出，美日台可建立 「一軌半」（半官半民）戰略對話，才能更
好地應對台海突發情況。

日本自民黨眾議員小野寺五典及參議員佐藤正久，3日出
席華府智庫 「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SIS）舉辦的座談會。
據美國之音5日報導，小野寺表示，他們到華府來就是要了解
，一旦衝突發生時美國會做些什麼？日本又會做些什麼？他說
： 「（美國）有一個《台灣關係法》，不過那不是一個同盟。

它是支持但不是一個同盟。台灣很可能變得像烏克蘭一樣。有
些人對此感到擔憂。」

小野寺五典又說， 「所以在我們與美國政府官員的討論中
，我們談到美國對台灣的行動會深入到何種程度。這對日本非
常重要。美日必須在東亞有所協調。在美國的行動中，日本必
須扮演某種角色。如果日本有衝突，美國是否會站出來？」

佐藤正久則表示，美國應該重新思考對台灣的 「戰略模糊
」政策。他認為美國甚至只要表明，提供日本的核保護傘有可
能擴及台灣，就能大大提升台海的和平穩定。佐藤身為自民黨
「台灣政策檢討專案小組」召集人，曾在去年8月及12月參與

台日執政黨 「2+2」會談。

前白宮國安會亞洲事務資深主任葛林在接受採訪時也談到
，美日之間有安保條約，美台之間卻是《台灣關係法》，這屬
於不同機制，要如何才能更好地應對台海突發情況呢？他認為
「一個答案就是所謂的 『一軌半對話』。在三個首都之間進行

前任官員的戰略對話。」
葛林說，他認為透過 「一軌半」對話來分享資訊和情報評

估是非常有可能的，不過台北和東京需要改進彼此間關於操作
問題上的溝通，例如熱線或直接的溝通，以避免錯誤或單純只
是讓彼此知道對方在做什麼。

大絕招被外界忽視大絕招被外界忽視 CNNCNN：：
拜登走上災難性拜登走上災難性 「「不歸路不歸路」」

（綜合報導）烏克蘭近日宣稱俄烏開戰至今，已擊斃大約
12名俄羅斯將領。美國政府人員透露，美方自開戰以來多次提
供有關俄羅斯部隊部署的機密情報，協助烏軍精準打擊在烏克
蘭領土的俄羅斯將領；但俄羅斯國防部5日也宣布，俄軍砲兵
於4至5日間就殲滅了600名烏軍武裝人員。

《紐約時報》4日引述美方消息人員報導稱， 「定位目標
」是拜登政府為烏克蘭提供 「戰場即時情報」的機密協助之一
。華府當局會將其蒐集到的俄羅斯部隊調動行程、機動軍事總
部位置和其他詳細資訊提供給烏克蘭。烏方便會結合現有情報
，針對目標發動砲擊，打擊在烏克蘭國土上的俄羅斯部隊。

報導指出，美國與烏克蘭共享的情報在戰場上有著決定性

影響，不僅協助烏軍確認攻擊目標、提供新目標，也罕見向烏
克蘭提供俄羅斯軍隊動向，讓俄軍在烏克蘭的入侵行動受阻。
但美國對於情報交換一事相當低調，怕因此事刺激俄烏戰爭進
一步升級、外溢。

美國五角大廈發言人柯比被問及相關報導時也證實，美國
確實有向烏克蘭提供 「可以用來保護自己的訊息和情報」，但
拒絕透露細節；美國國安委員會發言人華森則透過聲明澄清，
美方向烏克蘭提供的戰場情報的目的並不是要 「殺死俄羅斯將
領」。

美國政府官員強調，並非所有空襲都是由美國提供情報。
烏軍之前在烏東地區發動砲擊，差點擊中俄羅斯武裝部隊參謀

總長吉拉西莫夫（Valery Gerasimov），但情報來源並不是美國
，因為有關俄羅斯最高階領導人的情報都已被禁止提供。

俄羅斯軍隊4日展開攻勢，欲奪下烏克蘭東南部港市馬立
波反抗軍最後據點 「亞速鋼鐵廠」控制權，雙方爆發激烈戰鬥
。俄羅斯國防部5日表示，俄軍砲兵連夜襲擊烏克蘭多個陣地
和據點，造成600多名烏克蘭民族主義者死亡；美國國防部高
階官員宣稱，馬立波的俄軍只剩約2000人，相當於兩個營級戰
術群。原本專攻馬立波的俄國營級戰術群如今有10個正試圖北
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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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甸1名花季少女跳江身亡
救援者抱著遺體，面色悲痛

綜合報導 卑謬市江邊

路公園附近的碼頭，1名17

歲少女跳入伊洛瓦底江輕

生。

接獲求救信息後，卑

謬救助溺水者救援組、咩

嘎瑪拉公益組、緬甸社會

救援組公益巴樂咪協會及

周邊民衆們，開展了搜救

工作。搜救工作開展至午

間12點30分時，在卑謬市

3號高級中學後面的伊洛瓦

底江內，找到了跳入伊洛

瓦底江少女的遺體。

參與搜救工作的 1名

人士稱，搜救工作持續了3

個多小時後，找到了少女

的遺體，不清楚爲何要這

樣輕生。死亡少女的遺體

，由公益組織救護車送往

了卑謬500床位人民醫院停

屍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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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一名印度男子在妻子懷孕

後經常找她麻煩，不僅嫌她長得不好看，

而且還經常跟她要錢。最終，他竟強迫妻

子喝下廁所清潔劑，造成了一屍兩命的悲

劇。目前，那名惡毒的男子已經被當地警

方通緝，不過他仍然在逃。

據報道，這起令人震驚的事件發生在

印度泰倫加納邦的尼紮馬巴德地區。當地

警方表示，當地男子塔倫在四年前與卡雅

妮結婚組成家庭，幾年的婚姻生活似乎讓

塔倫開始厭煩。三個月前，卡雅妮懷孕了

，這本該是讓全家開心的事，可塔倫的表

現卻讓人難以理解。

報道稱，卡雅妮懷孕後並未得到塔倫

的關心和愛護，反而遭到他的嫌棄。塔倫

經常說卡雅妮長得不好看，而且還三番兩

次糾纏她，從她的家人那裏索要更多的嫁

妝。大家都知道，塔倫和妻子結婚已經四

年了，可他還在跟妻子要嫁妝，如此行徑

實在令人氣憤。不過，卡雅妮也拿丈夫沒

辦法，只能忍受他的無理取鬧。

當地時間4月27日，塔倫又跟卡雅妮

吵了起來。爲了出氣，他竟然讓懷孕的妻

子喝廁所清潔劑。卡雅妮面對強勢的丈夫

沒有反抗，她喝下清潔劑後，丈夫就離開

了家。卡雅妮很快就感覺身體不適，她的

家人在得到消息後趕緊把她送到當地醫院

接受搶救。然而，由于卡雅妮病情太重，

當地時間4月28日，她離開了人世。當地警方在接到報

警後立即采取行動，不過塔倫在犯下罪行後就逃之夭夭

了，如今當地警方還在追捕他。

緬甸這氣溫得有多高呀？
連瀝青公路都“融化”了
綜合報導 伊洛瓦底省消息

，因氣溫較高，恩梅－班德瑙

公路上的瀝青出現融化情況，

爲此民衆通行遭遇困難。

據了解，恩梅－班德瑙公

路一線，民盟政府時期，就開

始將公路升級修建爲混凝土路

面，但軍方接管政權後，就未

繼續升級修建，只對路面出現

損壞的地方，使用瀝青及石子

進行修補，而這些修補的地區

，今年熱季，因氣溫高，瀝青

出現了融化情況。

一家社會公益組織的一名

司機稱，民盟政府時期，恩

梅－班德瑙公路一線是容易出

現打滑發生事故的路段，升級

修建成了混凝土路面後，雨季

經常發生事故的路段，已經不

再容易發生事故。不過現在恩梅

鎮附近的路段，日間行駛時，就

像行走在泥濘的路上一樣，他們

用瀝青修補的地方一團糟。

地區民衆告知，因瀝青融

化，騎自行車和走路都遭遇困

難。恩梅－班德瑙路段，恩梅

鎮轄區有混凝土路面3英裏左

右，班德瑙轄區有2英裏左右

，軍方接管政權後，路面維護

及修複就只是使用瀝青混合石

子，修修補補。

一名從建設部退休的公務

員稱，雨季都還沒到，就看到

道路損壞了，現在也才一年多

時間就這樣了，如果繼續下去

只會更糟糕。

緬甸查獲大批非法貨物，市值高達120多億緬幣
綜合報導 緬甸打擊非法貿易領導委員會

主席、國管委副主席、副總理梭溫副大將稱

，2022年1月份至3月份，3個月時間內，查

獲的非法貨物市值達120多億緬幣，較之前同

時期，多查獲了110多億緬幣的非法貨物，因

此需要加強非法貿易打擊力度。

打擊非法貿易領導委員會工作協商會議2/

2022，于3月28日時，在內比都商務部大廳舉

辦，梭溫副大將出席了會議，並發表了講話。

數據顯示，與非法貨物查獲情況相關，

2022年1月份內抓獲298起，市值63.24億緬幣

；2月份內抓獲247起，市值31.5億緬幣；3月

份抓獲301起，市值34.3億緬幣。

打擊非法貿易領導委員會會議1/2021舉辦後

期，2022年1月至3月，3個月時間內，共抓獲非法

貿易案件846起，貨物市值達129.04億緬幣。2021

年1月份至3月份，抓獲的非法貿易案件爲501起，

市值18.15億緬幣。對比之下，同時期，2022年多

抓獲345起，貨物市值110.89多億緬幣。

此外，與2021年全年對比，2021年1月份至12

月份，抓獲的非法貨物市值爲84.59億緬幣，2022年

僅3個月，抓獲的貨物價值就高出了44.45億緬幣。

梭溫副大將表示，查獲這些不能自滿，這

個證明影響國家經濟領域的非法貿易情況依然

嚴重，因此需要加強打擊力度。查獲的非法貨

物中，有限制性貨物，未繳關稅貨物，有爆炸

物等的限制貨物外，也有化學原料，毒品和無

證照車輛等。查獲的貨物中，限制性貨物包括

爆炸物，化學原料和毒品等，如果是計劃在國

內使用，那對全國民族民衆們來說是非常危險

的，如果以非法線路進入了他國，那也極度影

響國家聲譽，所以有責任的公務員們，需要盡

職盡責的開展稽查打擊工作。

然後，今年新增的一個情況是，以前克欽邦

和馬圭省未曾查獲過非法貿易，今年也開始查獲

到。邊境地區、機場、港口和內陸，雖然有正常

抓獲，但沿海地區查獲的情況明顯薄弱。

查獲非法貿易相關，各相關部門需要快

速地給相關公務員頒發規定的獎金。只有將

規定的獎金快速地頒發給相關責任公務員，

那才是對他們的肯定和鼓勵。打擊消除非法

貿易，需要大家攜手加強工作。此外，所需

的實施細則需協商出台。開展打擊追責工作

時，也需要開展知識普及和普法工作。

據稱，該協商會議，聯邦部長，副部長，內

比都委員會委員們，稅務申訴組主席，常務秘書

們，總司長們和相關負責人們出席參加，各省邦

負責人們，則通過網絡視頻參會。

（中央社）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昨宣布5月12日起，居家
隔離、自主防疫、居家檢疫對象快篩陽，經醫事人員確認，即視
為確診者。金管會表示，已請產險公會及壽險公會研究相關表單
後，向衛福部爭取民眾申請防疫險保單理賠時，可授權保險公司
代查確診證明，呼籲民眾不要急著申請醫生確診證明，增加醫院
負荷及風險。國民黨立院團示警，防疫險理賠絕對是下一個未爆
彈，呼籲金管會和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應儘快提出防疫保單理
賠指引。

至於自篩陽性即視同確診的部分，金管會分析，目前疫情指
揮中心只先從已居家隔離或入境檢疫的部分做起，入境檢疫者大
部分與防疫保單無關，至於居家隔離者多半是與確診者有密切接
觸，已有一定的限制範圍，不過金管會仍要求產險及壽險公會盡
速對此討論出理賠實務指引，如何驗證醫生證明及後續理賠作業
。

產險公會解釋，新的政策出爐，影響所及是可能改變現行防
疫保單條款，得否以 「家用快篩檢測陽性，且經醫事人員確認」
作為理賠依據？產險公會需要再多一點時間，了解中間可能的疑
點，再做最後的研議。

國民黨立法院黨團副書記長謝衣說，確診人數增多，指揮中
心確診認定一變再變，保戶想到的是，拿了顯示確診的快篩試劑
，保險公司是否理賠？倘若保險公司拒絕，金管會又如何保障保
戶權利？其次，不同廠牌的試劑，準確度不同，萬一A廠牌呈陽

性、B廠牌呈陰性，該依哪個檢驗結果為準？
她說，根據金管會5月3日公布的最新數字

，截至4月29日防疫保單承保數有227萬664件
，理賠件數突破2萬件，總計理賠金額達8.5億
元，更驚人的是，5月初在短短4天就增加1.1億
元。

黨團也質疑， 「3+4」政策推出後，防疫保
單對後4天的自主健康管理是否理賠？呼籲金管
會和指揮中心應儘快提出防疫保單理賠指引，
確保200萬名保戶權益，避免成為社會 「未爆彈
」。

國民黨立委林奕華示警，防疫險理賠絕對
是下一個未爆彈，自從3+4後，後面4天到底賠
不賠至今都還講不清， 「自願上班就不賠？如
果被雇主要求上班呢？」她說，金管會該提早
評估，將金融曝險也納入隔離政策改變的參考
因素之一，金管會應該盡速盤點各類型防疫型
保單，以確保保戶權益。

金管會表示，金管會從1月就提醒定額理賠超過5萬及10萬
元的產險公司，要注意Omicron變種病毒的快速傳播及輕症化風
險，已有多家公司調整保單，同時也沒有要求產險公司續保，是
部分公司已承諾保戶或出現行政瑕疵，要求這些公司必須落實公

平待客，而保單該理賠確診或住院的部分，都是依保單條款及防
疫政策，並未擴大解釋。

藍委示警防疫險理賠爭議 下個未爆彈

（中央社）防疫整備失靈，引爆總統怒火
。台灣民意基金會董事長游盈隆昨表示，要快
篩沒快篩，要疫苗沒疫苗，要治療藥沒治療藥
，讓新台灣模式已現 「未戰先降」之感。國民
黨立委陳以信也感嘆，4月初就提醒要與病毒共
存須看3項指標，分別是重症看病床、染疫看用
藥、防疫看快篩，結果還是只看見政府慢了10
拍的 「超慢部署」。

游盈隆說，一位當過部級醫院院長對他感
嘆， 「要快篩沒快篩，要疫苗沒疫苗，要治療
藥沒治療藥」，這是反映社會普遍的心聲與無
奈、典型的民怨，一貫以 「會做事」自豪的蘇

內閣何以淪落至此？而蔡總統為了快篩試劑之
亂震怒，但震怒也無法撇清執政團隊最高領導
人該負的責任。

游盈隆指出，前副總統陳建仁說只要疫苗
覆蓋率大幅提升、快篩試劑普及、必須接受抗
病毒藥物治療者能在黃金時間接受治療，重症
及死亡即可大量減少。問題是這三個 「只要」
，不就是當前最欠缺的三項作為嗎？為何蔡政
府新台灣模式的防疫給人一種 「未戰先降」的
感覺？甚至有親政府的專家變相公開鼓吹擁抱
病毒，急於向病毒臣服？

他提醒，疫情處理不好，防疫表現將前功

盡棄，為2022選情投下超大變數。而疫情雖以
猜測，但真正會影響選情的，其實是處理疫情
的態度、方式與效能。

陳以信則說，重症看病床、染疫看用藥、
防疫看快篩，是政府檢視能否與病毒共存的3項
指標。然而，專責病床雖從4月初的3千多增至
8千多，卻是將現有病床挪為專責病床，拆東牆
、補西牆，已嚴重排擠既有醫療需求，導致急
診人滿為患，醫療左支右絀。

用藥部分，他說，當前與病毒共存的國家
藥物整備須達人口數的2至6％，以台灣來說就
是最低要有46萬份，要達到3％就得有70幾萬

份，儘管指揮中心已說要朝70萬份走，但至今
仍只是數字，實際備量遠不及於此。

至於快篩，陳以信說，快篩用量極高，工
作人口每周篩1次，1個月得有4千萬劑；非工
作人口若是每月篩1次，1個月也需消耗1千萬
劑。換言之，台灣每個月至少得準備5千萬劑快
篩，但現在連後備部隊都加入生產，也僅增加
1500萬劑。

陳以信說，在野黨苦口婆心，蔡政府還是
走到這一步，民怨四起，無疑是執政黨自己造
成。

游盈隆：新台灣模式 未戰先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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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1 $5,000 Jackpot 
Overall Odds are 1 in 4.97 $1 6/22/22 12/19/22

2361 Cozy Cash 
Overall Odds are 1 in 4.49 $1 6/22/22 12/19/22

2365 Break The Snowbank 
Overall Odds are 1 in 4.25 $2 6/22/22 12/19/22

2319 $500 Frenzy 
Overall Odds are 1 in 3.90 $5 6/22/22 12/19/22

2258 Mega Loteria 
Overall Odds are 1 in 3.54 $10 6/22/22 12/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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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先生：相信李
家超的管治能力
沒問題，支持他
做下一屆行政長
官，相信李家超
若當選，社會氣

氛會好些。自己原本從事餐飲行
業，但受疫情影響，現在等同是
“半退休狀態”，所以我都關注李
家超參選政綱中的民生部分，希望
他一旦當選，可以解決住屋緊張、
失業率高企等問題。

朱先生：一定支
持李家超擔任新
一任行政長官。
李家超以往作風
夠強硬，若他當
選相信能令到香
港社會平穩下來。我最希望李家超
能搞好香港的民生、經濟，最重要
就是社會穩定，沒有穩定的話，社
會就無法發展。

街坊支持
盼改善經濟民生

港研會於4月29日至5月3日展開隨機抽樣電話
訪問，成功訪問了1,045名18歲或以上市民，

以了解市民對特首選舉有關議題的意見。調查結果
顯示，共有七成二受訪者表示“非常認同”及“比
較認同”李家超提出的整體政綱，表示“非常不認
同”及“不太認同”的則共佔兩成四，而表示“不
知道/很難說”及“無意見”的則共佔不足半成，
該會認為，多數市民對李家超提出的政綱反應正
面，相信有助建立市民對新一屆特區政府及“一國
兩制”的信心。

67%民意支持任特首
在李家超提出的核心政策中，受訪者對“公

屋提前上樓計劃”的反應最為正面，認同比例達
七成四，隨後依次為“為政府指定工作定下目標
並訂立關鍵績效指標”、“設立北部都會區發展
統籌部門”及“提出解決跨代貧窮試驗計劃”，
認同比例均在七成以上。

被問及“如果明天是特首選舉”，受訪者會否
支持李家超出任下任特首時，共有六成七表示“非
常支持”及“比較支持”，選擇“非常不支持”及
“不太支持”的合共佔兩成四，而表示“不知道/
很難說”及“無意見”的僅佔9%。

特首十標準全部正值
按特首十項標準，市民對李家超評價全部正

面。調查問到社會上認為特首需要具備的十項標
準，並請受訪者對李家超進行評價。結果顯示，
受訪者對全部標準的評價淨值均呈正值，反映多
數市民對李家超的評價皆為正面。

其中，受訪者對“得到中央信任”的淨值為
正42%、“愛國愛港”的淨值為正39%，“推動
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淨值則為正35%，而
上述三者皆有逾六成受訪者給予“非常高”及
“比較高”的評價。

至於市民盼下一任特首優先處理哪些問題，有
31%受訪者認為新一任特首最需要處理“土地及房
屋”問題，佔比最多，其後依次為“社會和諧”
“政府管治”“扶貧安老助弱”“疫情防控”“經
濟轉型”及“教育”，而表示“其他”和“不知道/
很難說/無意見”的則各佔7%。

港研會負責人呼籲李家超把握機會，積極與市
民、選委及各界人士溝通，闡述自己的施政理念及政
綱，同時細心聆聽市民及各行各業的意見，進一步深
化政綱，一旦當選，應改革政府管治系統，以回應社
會的訴求，爭取更廣泛的支持。

第 六 屆 行政長官選舉

72%市民認同李家超政綱 冀改革政府管治回應訴求

“提前上樓”最正面 土地房屋最急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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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超提出的政綱，你是否認同？

選項

提出為政府指定工作定下目標，訂立
“關鍵績效指標”（KPI）
提出公屋申請者可考慮在屋邨配套未完
成前提早約1年上樓
提出設立“北部都會區”發展統籌部門
提出解決跨代貧窮試驗計劃，為1,000
名住劏房初中生提供培訓及活動
整體政綱

非常
認同

38%

38%

39%

36%

38%

比較
認同

33%

36%

31%

34%

34%

不太
認同

13%

12%

15%

15%

13%

非常
不認同

12%

11%

10%

11%

11%

不知道/
很難說

3%

2%

2%

1%

2%

無意見

1%

1%

3%

3%

2%

資料來源：香港研究協會調查 製表：香港文匯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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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鄭治祖）香港特區第六屆
行政長官選舉候選人李家超4日在社交平台發文介
紹其長者福利政策，強調要檢討疫情下凸顯的院舍
問題，讓合資格長者領取高額津貼，促進居家安
老。

主張增援居家安老
李家超在帖文中表示，第五波疫情凸顯了院舍

環境欠佳和人手緊絀等問題，完善社區安老配套、解
決護理員不足和老年貧窮等議題，已納入政綱中作為
重點政策。他介紹了政綱中的有關內容，表示要推動
提升院舍環境、標準和供應方案，“例如研究利用綠
化地帶，提供土地興建更多長者院舍；同時檢討人手
不足的問題，改善照顧員工和長者的比例。”

在促進居家安老方面，李家超主張增加長者社
區支援服務，包括推進社區更廣泛地應用樂齡科
技，方便在家的長者，減低他們受傷的風險，“同
時優化‘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試驗計劃’，可考慮
用於租賃相關產品。”

不少知名人士踴躍留言回應。十八鄉鄉事委員
會前主席梁福元留言表示，贊成善用綠化地建長者
住宿，培訓護理員或推出內地養老計劃。

旺角區友好服務協會主席何卓峰認為，有效地
落實居家安老，是解決人口老化帶來的安老問題的
另一出路。例如增加社區照顧服務、為長者提供資
助改裝家居以容納輪椅、特殊睡床、洗手間、沐浴
設施等，讓長者可以在熟悉的居住環境安老，亦可
紓緩院舍的需求壓力。

超哥研綠化地建護老院

◆李家超3日到香港仔中心，大受市民支持。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構 建

藍 圖
之民意調查

香港特區第六屆行政長官選舉將於8

日進行。香港研究協會用5天展開隨機抽

樣電話訪問，成功訪問了逾千名市民，

了解他們對特首選舉有關議題的意見。

調查結果顯示，七成二市民認同第六屆

行政長官選舉候選人李家超的政綱，其

中對“公屋提前上樓計劃”的反應最為

正面，認同比例達七成四。在對新一屆

特區政府的期望方面，最多受訪者認為

最需要處理的是“土地及房屋”問題。

該會認為，多數市民對李家超提出的政

綱反應正面，相信有助建立市民對新一

屆特區政府及“一國兩制”的信心，期望

李家超一旦當選，應改革政府管治系

統，以回應社會的訴求。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羅先生：支持
李家超擔任下
一 屆 行 政 長
官。李家超給
人感覺比較正
面，了解到李

家超的參選政綱中關注香港的經
濟、民生，很認同他的想法，希望
他一旦當選，可以兌現他的承諾。

羅太太：從各個
新聞媒體上了解
到李家超，感覺
他是個好人。我
對李家超印象好
好，如果他順利當選，希望盡快能
讓香港與內地恢復正常通關，自己
好想去內地旅遊，很長時間沒去
了。

香港文匯報訊 選管會主席
馮驊4日聯同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局長曾國衞，委員陸貽信及石丹
理，與選舉主任楊家雄到設於會
議展覽中心的主投票站及中央點
票站，視察工作人員為2022年
行政長官選舉投票日的工作進行
實習和模擬情景演練。

馮驊表示，選管會於投票
日會密切監察整個選舉的進
行，並竭盡所能，致力確保是
次選舉在公開、公正及誠實的
情況下進行。2022年行政長官
選舉大部分的籌備工作已經接
近完成，工作人員會繼續努
力，確保選舉順利及有效率地
進行，並呼籲選委在投票日踴
躍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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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持續5年的第二次青藏高原綜合科學考察研
究，今年開啟了“巔峰使命”2022——珠峰極

高海拔地區綜合科學考察研究。
青藏高原是世界屋脊、亞洲水塔，是地球第三

極，是中國重要的生態安全屏障、戰略資源儲備基
地，是中華民族特色文化的重要保護地。新中國對
青藏高原的科學研究從二十世紀50年代就開始了。

“二十世紀70年代初，在我們國家還很困難的
時候，就啟動了第一次青藏高原綜合科考。”中科
院院士、第二次青藏科考隊隊長姚檀棟接受新華社
專訪時指出，2003年12月，中國科學院青藏高原研
究所成立，專門從事青藏高原綜合科學研究。

設8個站梯度觀測冰川變化
根據計劃，“巔峰使命”將圍繞西風－季風協

同作用、亞洲水塔變化、生態系統與生物多樣性、
人類活動等重大科學問題，協同考察研究珠峰地區
六大圈層的垂直變化特徵和相互作用機理，揭秘氣
候變暖背景下珠峰極高海拔區環境變化規律、溫室
氣體濃度變化特徵及生態系統碳匯功能、人類對極
端環境的適應特徵，實現地球系統科學研究的新突
破，提出珠峰自然保護創新科學方案。“巔峰使

命”共組織了5支科考分隊，下設16個科考小組，
共有270餘名科考隊員參加。這是第二次青藏科考自
2017年啟動以來，學科覆蓋面最廣、參加科考隊員
最多的綜合性科考。

此次珠峰科考的一個重要任務，是從海拔5,200
米到8,800米搭建8個氣象站，其中4個在海拔7,000
米以上。當日凌晨3時，以德慶歐珠為組長的珠峰科
考登頂工作小組，攜帶科研儀器發起衝頂，第一項
使命就是架設氣象站。為此，他們在數月前反覆練
習，熟練操作流程。中科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研究員
趙華標說：“中國建設珠峰梯度氣象觀測體系，對
高海拔冰川和積雪變化的監測意義重大。”

“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珠峰的登頂是一件大
事。那時候叫登山科考，登頂是第一目標，科考是
附屬品，能做多少做多少。後來科學家們作為獨立
力量在這個地區做各種科學考察，與登山平行進
行。”姚檀棟解釋說，對於珠峰這樣一個標誌性地
點，科學家做的大都是五六千米高度的研究，八千
米以上的樣本很少，對珠峰峰頂上的研究還存在很
多空白。比如，隨着全球氣候變暖，峰頂的冰雪會
不會融化？從山腳到峰頂，生態系統發生了什麼變
化？二氧化碳等溫室氣體、大氣污染物的變化是怎

樣的？很多問題必須要有觀察才能確認，科學不能
假設。

科考隊員首次實現登頂採樣
姚檀棟介紹說，這次整合了一個十餘人的登山

團隊，針對採集樣本、架設和使用儀器設備等專門
培訓了兩年時間，近期又進行了強化訓練。作為專
業科考隊員，他們首次實現登頂採樣，執行梯度氣
象站架設、頂峰淺冰芯鑽取和頂峰雷達測厚等工作
任務。國家對第二次青藏科考提供專項經費保障，
今年的珠峰科考也是此次青藏高原綜合科考啟動以
來採用儀器設備最先進的綜合性科考。

姚檀棟舉例，像無人機、無人船、探空氣球和
飛艇等，都已應用於考察研究。另外，此次還會使
用直升機，這在第二次青藏科考中是頭一回。

中國科學家的研究，特別是近二三十年在國家
對重大基礎研究項目的支持下，某些領域已經在國
際上處於第一方陣，例如冰川變化等氣候變化領
域，以及生態領域等。

姚檀棟表示，隨着研究的推進，相信中國科學
家會在國際上展示更多新發現和新進展，將在相關
科研領域擁有更多國際話語權。

頭痛、失眠、疲倦、呼吸困
難，乃至危及人類生命的高原反
應，讓人對平均海拔超過4,000米
的青藏高原望而卻步。

部分人員登6350米以上
初夏時節，年近花甲的中科院院士、北京大學

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院長朱彤，來到海拔5,200米
的珠峰登山大本營，參加“巔峰使命——珠峰極高
海拔地區綜合科學考察研究”，以自己的身體作為
實驗對象，探尋高原反應對人體產生的影響。

為獲取一手數據，朱彤和部分科研團隊成員，
佩戴測量血氧、心電監測的傳感器，肩負登山包，
拄着登山杖，在珠峰登山大本營和絨布冰川之間來
回徒步穿梭。

5,000多米的海拔，人員負重前行，結合這種
近乎“自虐”的拉練模式，科考隊員要收集自身血

樣、尿樣、唾液等標本，還要測量血壓、監測脈搏
波傳導速度，為後續研究提供樣本支撐。

此前，志願者們從北京出發時就收集一次自身
健康數據，然後在拉薩和珠峰登山大本營兩個不同
海拔地分別記錄一次，出於研究需要，部分科考成
員會佩戴血氧和心率貼片，還要攀登到6,350米甚
至更高海拔高度。

為了獲取更多數據，科考分隊將追蹤在海拔
5,200米、5,800米、6,350米、8,848米這4個高度活
動的人群，開展高海拔缺氧的人體健康效應等科學
問題研究。

收集高污染源對身體危害
“與過去不同的是，我們這次強調在極高海拔

區域，人類身體會產生什麼劇烈的變化。如果在劇
烈變化中，人身體再接觸到一些污染物，比如說空
氣污染，那麼極高海拔的高寒缺氧和環境污染，會

對人體產生疊加效應的傷害。”朱彤說。
“臭氧是一種具有強氧化性的污染物，它在低

濃度的時候也可能會對人體造成傷害，可能會刺激
損害呼吸道和心血管系統。”

科考隊員、北京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學院博士
生華喬依說，這次科考是
一次難得機遇，可以讓團
隊了解在極高海拔缺氧狀
態下，高污染源對身體產
生哪些深層危害。

朱彤介紹，最終會有
大量有趣的結果出現，或
許能從這些現象中總結出
規律，進而對高海拔區域
的生產生活或短期來訪的
人群健康提供預防和保護
措施。 ◆新華社

年近六旬親身實驗 探極高海拔人體反應
��

中國珠峰科考歷程
1966年和1968年：中國國家測繪總局

和中國科學院合作，兩次組隊對珠峰高

程進行測定。據官方的發布，這兩次測

量未在峰頂豎立測量覘標，也未測量峰

頂冰雪厚度，高程未公布。

1975年：中國國家測繪總局和總參測繪

局組成49人測量分隊，加上中國登山

隊，對珠峰進行科考測量。當年5月27

日登上珠峰峰頂，豎起測量覘標，測量

了峰頂積雪厚度。7月23日，中國政府

授權新華社向全球宣布：中國測繪工作

者精確測得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瑪峰

的海拔高程為8,848.13米 (已減去積雪

厚度0.92米)。

1992年和1998年：中國測繪工作者分

別與意大利登山隊和美國登山隊合作，

對珠穆朗瑪峰高程進行復測，兩次測定

均未對外公布。

2005年：中國國家測繪局組織2005年

珠峰高程測量隊，使用意大利雪深雷達

設備，首次在珠峰高程測量中嘗試測量

峰頂冰雪高度，測得珠穆朗瑪峰峰頂岩

石面海拔高程為8,844.43米，1975年公

布的珠峰高程數據8,848.13米停止使

用。

2020年：中國和尼泊爾首次聯合構建了

珠峰地區全球高程基準。中國測量登山

隊5月27日登頂珠穆朗瑪峰。這次峰頂

GNSS測量首次依託中國自主研發的北

斗衛星導航系統；開創人類在珠峰峰頂

開展重力測量的先河。12月8日，中國

國家主席習近平與尼泊爾總統班達里共

同宣布珠穆朗瑪峰的最新高程為

8,848.86米。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海巖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據新華社報道，，55月月44日中午日中午，，

1313名珠峰科考隊員成功登頂珠穆朗瑪峰名珠峰科考隊員成功登頂珠穆朗瑪峰。。本次珠峰登頂本次珠峰登頂，，科考科考

隊員完成在隊員完成在88,,800800米架設世界海拔最高自動氣象站的目標米架設世界海拔最高自動氣象站的目標，，並首次在並首次在““地球之地球之

巔巔””利用高精度雷達利用高精度雷達，，測量峰頂冰雪厚度測量峰頂冰雪厚度。“。“巔峰使命巔峰使命””達成達成！！這是中國珠峰科考首次突破這是中國珠峰科考首次突破

88,,000000米以上海拔高度米以上海拔高度，，在青藏高原科學考察研究歷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在青藏高原科學考察研究歷史上具有劃時代意義。。

◆◆在珠穆朗瑪峰峰頂在珠穆朗瑪峰峰頂，，科考隊員正在採集冰雪科考隊員正在採集冰雪
樣品樣品。。 新華社新華社

◆◆20222022年年55月月44日日，，中國科考隊員在珠峰成功架中國科考隊員在珠峰成功架
設世界海拔最高的自動氣象站設世界海拔最高的自動氣象站。。 新華社新華社

◆◆五星紅旗再次飄揚在五星紅旗再次飄揚在““珠峰之巔珠峰之巔”。”。視頻截圖視頻截圖

◆朱彤展示用於科考
的穿戴式動態心電記
錄儀。 新華社

中國再設珠峰氣象站中國再設珠峰氣象站
海拔海拔88008800米全球最高米全球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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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斯拉滬建新廠 產能翻番
已經復工復產的上海製造

業傳來利好。4日有消息指，

特斯拉明確計劃在上海設立第二工

廠，新工廠有望讓特斯拉在滬產能翻

番，上海基地的總產能提升至每年

100萬輛。

◆香港文匯報記者 孔雯瓊上海報道

路透社引述特斯拉寫給中國（上海）自由貿
易試驗區臨港新片區的感謝信中表示，感

謝當地政府上月幫助特斯拉運送逾6,000名工
人，並進行消毒工作以便重新復產。信中並提
到，特斯拉將在原有的廠區附近建造一座全新
的工廠，新工廠預計將生產Model 3和Model Y
車型，年產能45萬輛。

年總產能將提升至100萬輛
新工廠完成擴建後，將助力特斯拉將上海

工廠的總產能提升至每年100萬輛，並成為全球
最大的汽車出口中心。資料顯示，2021年特斯
拉上海超級工廠共交付車輛48.413萬輛，同比
增長235%。

《中國證券報》也指，數月前該報記者在

特斯拉超級工廠實地探訪時也曾了解到，位於
當前特斯拉廠區附近200米左右的一大片土地，
已納入未來可能的新廠區規劃。

針對特斯拉計劃在上海設立第二工廠的消
息，上海某大型汽配企業負責人4日稱，之前業
內就有相關消息傳出，此次特斯拉方面在與上
海官方的交流中明確提及，估計新工廠動工為
時不遠。

特斯拉入首批復產“白名單”
近日隨着上海復工復產啟動，特斯拉上海

工廠進入首批重點企業“白名單”。4月17日、
18日特斯拉8,000名員工陸續返廠，4月19日，
電池、電機車間恢復生產，多條流水線隨之高
效運轉。

特斯拉超級工廠生產製造高級總監宋鋼
稱，復產後的3至4天內就可產能逐步爬坡，達
到整體單班滿產。

另外，目前特斯拉中國官網上顯示，國產
Model 3的交付日期預計在20至24周，Model Y
的交付日期在10至14周。

供應商積極聯動打通物流
上海市內的多家特斯拉零部件供應商也開

始復工，成為特斯拉供應商夥伴中復工復產比
例最大的部分。位於浙江省內的特斯拉供應商
也在政府指導下積極聯動，打通物流。江蘇省
供應商仍有多家處於停工狀態，目前工信部、
江蘇省、蘇州市有關部門在積極協調供應鏈恢
復工作。

香港文匯報訊 深圳證券交易所
4日發布通知稱，支持房企正常融資
活動，允許優質房企進一步拓寬債券
募集資金用途，鼓勵優質房企發行公
司債券兼併收購出險房企項目，促進
房地產行業平穩健康發展。

深交所《關於支持實體經濟若
干措施的通知》指出，當前統籌疫
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處於關鍵階
段，深交所深入了解受疫情影響市
場主體實際困難，聽取市場機構意
見建議，滿足市場主體合理融資需
求，加大對中小民營企業支持力
度，與市場各方同舟共濟、共克時
艱，共同維護資本市場健康穩定發
展。

通知表示，支持市場主體增持回
購，鼓勵有條件的上市公司回購公司
股票，支持大股東、董監高合規增持
股份，增強市場各方信心。全力做好
中小企業融資服務工作，持續完善民
營企業債券融資機制。

鼓勵有條件上市公司回購
通知又稱，支持房企正常融資活

動，允許優質房企進一步拓寬債券募
集資金用途，鼓勵優質房企發行公司
債券兼併收購出險房企項目。

另外，深交所表示，因受疫情影
響，在提交IPO、再融資、併購重組
申報文件或信息披露文件時無法統一
簽名或蓋章的市場主體，可以通過提
供簽字頁電子掃描文檔、電子簽章等
方式辦理業務，提升業務辦理效率。
疫情防控期間，信息披露直通時段延
長至21：30。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周曉菁） 滴滴4日披
露，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SEC）正在就其去年6
月進行的IPO展開調查，當時滴滴上市集資規模
約為44億美元。滴滴在2日的公告中稱，正在配
合SEC的調查，並會嚴格遵守中國的法律，但
“無法預測此類調查的時間、結果或後果”，難
以提供更多細節。滴滴3日在紐約盤後交易大跌
7%，以收市價2.01美元計，自去年IPO以來，股
價已經縮水85%。

滴滴在長達170多頁的常規文件中，只用寥寥
數語披露了SEC對其IPO的調查，滴滴和SEC的
發言人拒絕發表評論。

ADR退市計劃本月下旬投票
滴滴在文件中稱：“在去年美國 IPO後，

SEC 聯繫了公司並就上市相關事宜啟動了調
查。”路透引述SEC一位發言人表示，SEC對可
能的調查不予置評。滴滴去年在美國上市後，便

因網絡安全問題，受到內地監管部門的審查。
當時有消息傳出，監管機構曾敦促滴滴在對

其數據做法進行網絡安全審查期間，應暫停上市
計劃。隨後，網信辦依據網絡安全法相關規定，
通知應用商店下架總共25款App。下令應用商店
下架滴滴運營的25款應用程序，停止新用戶註冊
賬號。去年12月，滴滴宣布，將把美國存託憑證
（ADR）從紐交所退市，並尋求在香港上市。滴
滴股東將於5月23日就ADR退市計劃進行投票。

深
交
所
：
支
持
房
企
正
常
融
資

美國SEC調查滴滴IPO

▶ 據外電報道，特斯拉將在原有的廠區附近
建造一座全新的工廠，新工廠預計將生產
Model 3和Model Y車型，年產能45萬輛。

資料圖片

◆ 深交所4日發布通知稱將支持房企正常融資
活動，以及加大對中小民營企業支持力度。

資料圖片

2022年5月5日（星期四）中 國 新 聞2 ◆責任編輯：何佩珊

泰女博士昆明開博 成中老泰交流使者
拍視頻分享中老鐵路乘車體驗 推薦乘火車遊中國

伴着“薩瓦迪卡”（泰語“你好”）的問候，雙手合

十鞠躬。在視頻中出鏡，陳慕筠（JARUWAN UDOMS-

AB）總是以泰國傳統禮儀開頭。這一天，來自泰國的陳

慕筠從雲南昆明赴元江出差，登上列車開始了她的又一次

視頻拍攝，後期製作成中泰雙語後上傳到Facebook和抖音平台，向海

內外尤其是老撾、泰國網友介紹中老鐵路及復興號動車組列車。在視頻

中，她的介紹從沿線車站到便利設施、從列車編組到車廂布局、從運行

速度到乘坐舒適、從服務項目到餐食供應，甚至列車乘務員漂亮而獨有

的制服，都在她的鏡頭中一一呈現，講解中還不時伴以驚嘆！

◆香港文匯報記者 丁樹勇 昆明報道

陳慕筠畢業於泰國朱拉隆功大學，留學昆明理
工大學攻讀碩士、博士，取得博士學位後在

雲南計算機學會工作。2018年，入選中國“發展
中國家傑出青年計劃”，2022年入選雲南省“智
匯雲南計劃”。她在昆明從事的工作，服務於中
國與東南亞國家的科技交流與合作，研究方向是
數字經濟。中老鐵路的開通運營，令她有了一份
“兼職”，以視頻宣傳推介中老鐵路，“我要向
泰（國）、老（撾）網友介紹這個現代化建設成
果，推薦大家乘坐火車到中國旅遊。”

一個視頻創逾200萬播放量
作為中老科技交流中方人員在老撾工作過一

段時間，陳慕筠對中老鐵路的開通運營很是興
奮。在她看來，中老鐵路為她在未來的工作中往
返昆明與萬象提供了便利；同時不僅惠及中老兩
國人民，也惠及毗鄰老撾的泰國民眾；高標準的
鐵路與豪華現代的動車組，也是其視頻錄播的極
好素材。

開通首日的體驗令陳慕筠難忘。受邀成為首
批中老鐵路動車組列車的乘客，儘管春城的冬日
也有些寒意，陳慕筠還是堅持穿上泰國傳統盛
裝，認真打扮，“中老鐵路正式通車運營是一件
大事、盛事，我穿得正式些，可以更好地表達我
的心意！”中老鐵路開通以來，陳慕筠已3次乘
坐中老鐵路中國段開行的動車組列車。每一次乘
坐，她都會有新的發現，每一次乘坐都不忘拍攝
視頻，每一次拍攝都伴以鏡頭細心講解，儼然一

位專業而又盡職的導遊。她介紹中老鐵路的視
頻，曾在Facebook創下超過200萬的點擊量，並
有許多網友與其互動。有毗鄰老撾的泰國東北部
網友留言說：疫情消除後，將由泰國廊開經老撾
萬象，乘坐中老鐵路動車赴中國西雙版納旅遊，
尋找心中的聖地。

“我想以自己的親身體驗，向他們介紹這一
新的便捷線路和乘坐細節。”陳慕筠說。

隧道為避讓亞洲象而延長令她激動
事實上，陳慕筠對中老鐵路的了解，已遠遠

超過了普通乘客，早在中老鐵路開通前，她因兼
任《湄公河》雜誌譯審，獲得對中國段全線進行
採訪的難得機會。了解到中老鐵路建設應用了許
多創新技術、攻克了許多技術難題，她讚嘆不
已，尤其是了解到中老鐵路的設計與建設兼顧了
環境保護的生態理念，她又一次豎起了大拇指！

在創下4個世界紀錄的元江特大橋，陳慕筠
為建設者的智慧所折服，跨越元江的大橋雄姿，
一次次進入其鏡頭。在野象谷車站，她了解到車
站前後延長的隧道，為避讓亞洲象而建，十分推
崇鐵路建設的生態理念，在視頻中抑制不住激
動：“這裏的大象與泰國的一樣，都是野生亞洲
象，牠們得到了很好的照顧！”而了解到中老鐵
路外部供電項目建設繞道避讓“神樹”的做法，
又令她對人文關懷充滿敬意！

陳慕筠格外關注並熱衷介紹中老鐵路，因為
她在老撾工作過一段時間，對當地頗有感情。她

更期盼，設施聯通帶來中、老、泰貿易暢通、人
心相通。陳慕筠注意到，今年首季度，中老鐵路
磨憨鐵路口岸已實現出口貨物9.02萬噸、進口貨
物18.58萬噸；她更關注到，首次通過中老鐵路
入滇的泰國水果，就有榴槤40噸、椰子20噸。

期盼鐵路聯通中老泰三國
陳慕筠認為，中老鐵路令老撾一步跨越，擁

有高鐵，直接推動了老撾的現代化進程。而因鐵
路帶來的便捷貿易，更為大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
作框架下的中老泰經濟走廊建設，帶來廣闊前
景。她期盼中泰鐵路聯結中老鐵路，以鐵路聯通
中、老、泰三國，並加快建設進程，早日開通運
營。

陳慕筠了解到，疫情環境下，中老鐵路的貨
物運輸通關時間較長，她設想未來將自己所從事
的大數據技術研究成果、AI等技術運用到中老鐵
路的檢驗檢疫，縮短通關時間，加快物流效率，
發揮更大效益。

在雲南計算機學會理事長、昆明高新軟件科
技與信息安全測評實驗室主任李健博士看來，陳
慕筠有着在泰國和中國求學的經歷，擁有博士學
位，對中國、泰國、老撾三國的人文、數字經
濟、法律都有比較深入的了解。在其參與的許多
中國與東南亞國家的科技交流項目中，泰國籍青
年學者的身份，發揮了獨特作用，拉近了距離，
增加了親近感，發揮了中、老、泰文化、科技交
流的“使者”和“橋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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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慕筠在昆明的工作是愉快的、生活
是愜意的，但她也有煩惱，延綿的疫情，阻
礙了她接媽媽到昆明避暑的計劃。

從攻讀碩士起，陳慕筠在昆明學習、
工作已逾11年，她曾兩次把遠在泰國普吉
的媽媽接來，與她度過了一段溫馨而難忘
的時光。遺憾的是，媽媽兩次赴昆明度
假，均在其寒假期間，未能真正領略春城
的魅力。她一直有個願望，在普吉炎熱的
夏季，接媽媽到昆明避暑。

中老鐵路的開通，令陳慕筠接媽媽到
昆明避暑的計劃有了更好的選擇，她告訴香
港文匯報記者，媽媽兩次到昆明探親時，中
老鐵路尚未開通，均由自己飛赴普吉，接上
媽媽再飛回昆明，航班有限、費用高昂。更
重要的是，年邁的媽媽更適應陸地旅行。

中老鐵路開通後，她為媽媽選擇的線
路是：由泰國普吉經廓開至老撾萬象，乘坐
中老鐵路列車直抵中國昆明。“泰、老兩國
語言相通，旅途中的媽媽不會有更多陌生
感。我還可以持續通過電話，掌握媽媽的行
程。”

遺憾的是，延綿的新冠肺炎疫情，一
次次阻礙了她的計劃，也束縛了媽媽出行的
腳步。已近3年未能回泰國探親的陳慕筠，
只能靠視頻連線，隔着屏幕與親人暢敘，聊
解思念。她期待疫情過去的那一天，中老鐵
路實現旅客跨國直達，接媽媽到春城昆明避
暑。

◆◆身穿泰國傳身穿泰國傳
統盛裝統盛裝，，陳慕陳慕
筠成為中老鐵筠成為中老鐵
路首批乘客路首批乘客。。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雲南四季盛開的鮮花及植物工藝品，也是陳慕筠
的視頻素材。 受訪者供圖

◆陳慕筠（右）出鏡介紹中老鐵路外部供電系統建
設。 香港文匯報記者丁樹勇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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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為了協助縣市政
府1922專線人力不足，國防部通
令各部隊，遴選 「具大學學歷、
電腦專才、EQ高，耐罵不回嘴」
的士官兵，成立1922國家隊，今
天先調派 250 人協助接電話，為
期兩個月，預估至少投入超過千
名軍士官 「處理民怨」；網友批
評，將帥無能累死三軍，國軍先
前包口罩、包快篩，現在還要幫
忙接電話， 「萬能的國軍乾脆當
外包商」。

本土疫情延燒，隨著確診及
居家隔離人數上升，近期1922專
線被打爆經常滿線，引發民怨，
北北基桃等縣市向國防部提出人
力協助需求，國防部昨天證實，

今天將先調派 250 人支援各縣市
衛生局1922防疫專線接聽工作。

國民黨立委馬文君昨在立院
質詢時表示，國軍派官兵支援國
家快篩隊，其實只幫忙包裝，而
這些人力是廠商自己該花錢請的
。她也說，國軍 5 月有漢光兵推
，還有戰備月，平時也要戰備與
訓練，而政府有錢可以請人，所
以軍方不應答應支援1922，還要
派耐罵、不回嘴的官兵，如果答
應，會讓外界認為國軍都沒事做
。

國防部長邱國正答詢時表示
，防疫視同作戰，疫情擴散危及
民眾安全，任何人都不能置身事
外，保護國家及民眾安全更是國

軍責無旁貸的職責，軍方沒有自
己攬，但軍民一家，防疫工作大
家都有責任。

至於支援人力標準，國防部
次長李宗孝說，以符合 「大專以
上、口齒清晰、EQ良好」等條件
，國防部會兼顧戰備與防疫並檢
討人力。

面對疫情快速竄升，PCR檢
驗量能窘迫問題，在野立委陳椒
華昨偕同檢驗產業相關工會，呼
籲政府應誠實面對PCR檢驗量能
不足的問題，正視醫檢人員過勞
的情況，除應調整現行檢驗方式
和 津 貼 獎 勵 外 ， 應 儘 速 成 立
「PCR醫檢國家隊」，勿虧待過

勞的醫檢師。

（中央社）首批輝瑞BNT兒童劑型疫苗下周四到貨，不少
家長為之振奮。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中表示，由於
2000劑測試用疫苗已提前抵台，疫苗到貨後的作業程序可望從
14天縮短為7天，估計5月20日前開打，近日將啟動家長意願調
查。

台灣上月28日與輝瑞BNT簽訂400萬劑疫苗供應契約，分
別為220萬劑兒童劑型及180萬劑成人劑型。陳時中昨表示，成
人劑型共185.7萬劑預計9日抵台，將優先提供12到17歲青少年
接種第3劑，將請教育部啟動家長意願調查，預計5月下旬進行

校園接種。他估計，青少年接種大約會使用95萬劑，其餘會開
放各年齡層施打第1、2劑或追加劑。

首批兒童劑型疫苗共77.76萬劑，則預計12日抵台，可用於
5到11歲兒童接種基礎劑。

新竹縣、苗栗縣6日起針對6至11歲學童校園集中施打疫苗
，不過家長意願普遍僅約3成。新竹縣教育局表示，目前回報較
確定的學生有1萬0621人，願意施打的有3007人，比例約28％
。

苗栗全縣有114所國小，教育處上周發出疫苗意願書請各校

統計，截至目前回收的7成意願書共調查1萬7771人次，其中有
1萬1222人不同意接種、占63％，同意在校接種學生數有5647
人、占31％，其他有902人為家長要自行帶小孩到醫療院所接種
、占0.05％。

屏東5日新增確診460例，再創新高，全校停課也再增1校
為5校33班，縣府指出，6至11歲學童的施打率34％，計有11
校559名學生接種，目前沒有異常、狀況都良好，5歲以下確診
累計148例，但有36例已解隔，且無重症。

1922國家隊耐罵不回嘴
國軍遭諷淪外包商

（中央社）疫情持續延燒，民眾卻買不到快篩劑，台北市長
柯文哲5日透露，最後一步就是把現在防疫急門診轉成上呼吸道
症狀急門診，有症狀者來當場做快篩，且除車來速外，今天開始
也設置機車、行人專用道。新北市衛生局長陳潤秋指出，Omi-
cron病毒感染時間短、發病快，復原時間也較快，可討論未來隔
離是否從10天縮短成7天。

台北市北投士林科技園區 「快篩陽車來速」篩檢站前天啟用
，首日採檢1070人，陽性率高達86％。柯文哲昨視察時說，目
前僅2線醫護人力作業，今起自行車、機車及行人將再拉出1條
專用路線，共計3線同時進行，呼籲民眾多用悠遊卡付款並提前

預約。
由於車來速 「塞車」引發民怨，副市長黃珊珊昨透露，考慮

另在文山區增設車來速，據悉地點在市立動物園對面停車場，未
來北市PCR採檢量能將達1萬人。

對於快篩陽是否等同確診，陳潤秋昨表示，PCR量能都有
一定極限，目前中央希望由醫事人員認定確診，但國外在確診洪
峰期時，將快篩陽視同確診，並由民眾自行通報，台灣目前並無
此系統。

另為確保醫療量能、降低醫院占床率，新北市長侯友宜昨宣
布即日啟動 「長照機構在地安置隔離治療」計畫，將結合新北10

家核心醫院，分區照顧轄內312家長照機構，採取視訊診療、分
區隔離照護、加速給藥治療3方式，若長者有送醫需求，則採取
綠色通道快速送醫。

新北市衛生局指出，過往長照機構住民多數是高齡、脆弱族
群，確診後第一時間都送到醫院治療，但機構內原本就有護理師
、照服員等資源，若能透過視訊診療等方式即時給予治療及藥物
，將有效減少中重症病發狀況，可算是居家照護的延伸，藉此減
少醫療占床率，也能降低住民病情惡化情形。

北市築防線 轉設上呼吸道症狀急門診

BNT兒童疫苗520開打
意願調查將啟動

（中央社）本土疫情延燒，截至5日，全國確診學生人數已
累計2萬8007人，其中絕大多數都是本土案例，共2萬7256人染
疫，全國停課學校數量達1938所。在野黨立委昨日要求教育部
應評估讓課程可以轉為 「實體」與 「線上」併行，讓無法照顧學
生的家長或家庭們，仍可選擇讓孩子們到校上課，避免實體課程
全面停止的窘境。

教育部配合指揮中心 「3+4」居家隔離政策，各地、各校甚
至各班停課情況不一，不少學校才剛停完課，恢復上課1天後又
有學生確診，學校不僅擺盪在實體課程與線上教學的困境中，教

學現場更出現各式各樣的難題，全中教理事長高孟琳表示，由於
地方政府人手不足，學校甚至得自行計算匡列人數、進行疫調、
代領快篩劑與發送居隔包，苦不堪言， 「有點離譜了，我們又不
是防疫人員！」

高孟琳提到，這種情況在桃園最明顯，很多國高中生都是跨
區就學，如果不幸確診，便是全家都要隔離，或甚至會被傳染，
沒有人可以到學校，最後送防疫物資的工作便落到老師頭上，
「基層老師要累死喔！怎麼會有人想出這種方案。」

國民黨立委蔣萬安說，許多家長反映國小學生還沒接種疫苗

，屬於染疫高風險族群，且頻繁停復課造成家長困擾，希望中央
政府能讓學生和家長有彈性選擇是否到校上課。

時代力量立委王婉諭擔憂，從現實情況來看，倘若全台單日
出現超過10萬的確診高峰，更可能會讓超過五成的學校被迫停
課，教育部應評估讓課程可以轉為 「實體」與 「線上」併行；立
委邱顯智也說，台灣面對疫情的方式，正在從清零圍堵轉型為共
存，未來若是要繼續放寬停課標準，就必須配合整體居家隔離政
策的鬆綁，教師、學生要從 「頻繁隔離」逐漸走向 「以篩代隔」
，走出當前停課復課不斷輪迴的困境。

學生染疫滾雪球 深陷停復課輪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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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蔽匯率波動加居
出口型上市公司基本面有望改善

4月以來，人民幣彙率快速貶值。

上周在岸及離岸人民幣對美元彙率貶值

幅度均超過2%，本周延續這一勢頭，4

月29日，離岸人民幣再迎劇烈波動。

人民幣彙率出現大幅波動，引發

市場對進出口A股公司業績的擔憂，

不少A股公司去年業績就受到彙率波

動侵蝕。Wind數據顯示，2021年，有

超過 2600 家 A股公司産生彙兌損失近

358 億元，818 家 A股公司産生彙兌收

益約205億元，整體合計彙兌淨損失約

153億元。

不過，與 2021年人民幣升值的趨

勢不同，在近期人民幣貶值背景下，

出口型A股公司普遍表示獲得正面影

響。而相關企業是否有望憑借兌彙損

益實現不同幅度的業績反轉，值得跟

蹤關注。

出口型企業
彙兌收益增加
“人民幣對美元彙率下行，利好出

口企業，對我們公司而言也肯定是積極

影響。”瑞貝卡公司相關負責人近日來

持續關注彙率波動。

上述負責人表示，公司給客戶發出

貨物到回款會有一個周期，一般根據信

用證周期會有一兩個月的時間。假發産

品在國外同樣定價下，人民幣彙率下行

會增加公司即期收入，相應的也會拉動

利潤。此外公司還有一些外幣債權。以

美元計價的應收賬款在當下彙率結彙的時

點也會相對增加收入，産生彙兌收益。

作爲國內最大的發制品專業公司，

瑞貝卡産品銷往北美、西歐、亞洲、非

洲等海外市場和國內衆多城市，出口商

品占比達到80%以上。

據介紹，瑞貝卡給美國客戶生産的

産品，大部分是在中國境內生産，只有

少部分是在境外柬埔寨等國生産，同時

該公司進口産品占比不大。“近兩年公

司原發材料有一定儲備，也會結合庫存

情況做合理調整，所以短期內進口不會

增加。”上述負責人表示。

小家電及移動照明出口企業金萊特

正在持續布局海外市場，目前公司電器

板塊出口業務占比70%左右，均爲美元結

算，未有進口業務。“近日人民幣兌美

元貶值，對公司業績有積極影響。我們

認爲，近期人民幣貶值將從收入損益、

彙兌損益以及長期國家競爭力等方面利

好公司家電業務。”金萊特相關負責人

也向記者表示。

隨著近期人民幣兌美元大幅下跌，

多家外銷業務占比較大的A股公司也直

言將增加彙兌收益。

“公司産品出口銷售占比85%以上

，且出口銷售以美元結算爲主，近期受

人民幣兌美元彙率貶值因素影響，將相

應對公司帶來一定金額的彙兌收益，對

公司的經營業績將帶來一定的積極影響

。”萊寶高科表示。

信隆健康認爲近期人民幣貶值對公司

出口業務構成較大利好。“能降低國外客

戶的采購成本，有利于公司爭取更多國外

客戶訂單，提高市場占比，同時有利于增

加公司的彙兌收益。”信隆健康表示。

華邦健康 2021 年海外銷售收入爲

46.6億元，占總營收比例爲37.7%。公司

相關産品廣泛出口至歐美國家，共覆蓋

全球58個國家及地區。公司認爲，從短

期來看，人民幣貶值能夠爲出口企業帶

來一定的彙兌收益；從長期來看，人民

幣貶值意味著出口企業出口價格的降低

，增加其在國際市場上的價格優勢，從

一定程度上利好公司經營。

開源證券研報顯示，其通過複盤三

輪人民幣貶值與同期彙兌損益的相關性

發現，外銷占比較大的各公司同期彙兌

損益和彙率變動的相關系數均爲正數，

說明當美元兌換人民幣彙率上升時各公

司較大概率受益于人民幣貶值，出現彙

兌收益。

不過，具體影響程度還待時間驗

證。浙江永強就在近期業績說明會上

表示，人民幣貶值對公司帶來積極影

響，具體影響利潤多少與收彙時間、

銷售確認時間，及公司鎖彙的情況都

有關系。

超2600家A股公司
去年存在彙兌損失
企業在融資與經營活動創造的外幣

資産和負債，在折算人民幣過程中，因

彙率變動而産生彙兌損益。這也是彙率

波動影響上市公司業績的最直接原因。

“彙率波動所産生的彙兌損益主要

體現在財務費用下的彙兌損益。”前述

金萊特相關負責人告訴記者。

據Wind數據，截至記者4月29日晚

間發稿，2021年，2601家A股公司産生

彙兌損失近358億元，818家A股公司産

生彙兌收益約205億元，整體合計彙兌

淨損失約153億元。

從彙率走勢看，2021年，人民幣對美元

升值幅度約2.5%，而回顧年報數據，産生彙

兌損失較大的企業主要集中于外向型企業。

具體至個股，海外收入體量較大的

基建、設備等行業頻現彙兌損失較大公

司。Wind數據顯示，彙兌損失最大五公

司依次爲中國電建、中國交建、中興通

訊、隆基股份和安道麥A，去年分別産

生彙兌損失15.13億元、11.01億元、8.48

億元、8.32億元和8.13億元。

其中，中國電建2020年、2021年連

續兩年爲A股彙兌損失最高公司。不過

，公司去年彙兌淨損失已較2020年水平

(23億元)有所收窄。

從影響程度來看，安道麥A去年的彙

兌損失就嚴重侵蝕了公司盈利水平。安道

麥A2021年淨利潤爲1.57億元，該公司彙

兌損失在淨利潤中的占比高達518%。

被稱爲專網通訊“小華爲”的海能

達，公司業務遍布全球，海外銷售收入

占半數以上，且主要以美元、歐元、英

鎊以及當地貨幣進行結算，公司外幣貨

幣性項目需在資産負債表日根據彙率情

況兌換爲本位幣，産生彙兌損益，並對

公司的人民幣核算收入産生一定影響。

“2021年公司彙兌損失達1.49億元

，主要因歐元和美元結算的應收賬款及

其他應收款等資産受因彙率波動影響産

生較大彙兌損失所致，其中歐元對人民

幣彙率由年初8.025降至年底的7.22，相

對跌幅近10%，對公司歐元結算的資産

影響較大。”海能達介紹。

也有行業明顯受益于去年人民幣彙

率走強，典型如航空運輸板塊，“三大

航”中國東航、南方航空、中國國航去

年分別實現彙兌收益16.19億元、15.75

億元、12.35億元。

對航空運輸行業來說，航司購置飛

機、航油多以美元結算，人民幣升值與

航司的成本形成強相關，彙率升值會降

低公司的運營成本，同時較高的外幣負

債會帶來彙兌收益。不過，因爲受新冠

疫情、國際油價上漲等多重因素影響，

“三大航”均巨虧超百億元。

需要指出的是，彙率波動的影響實

際並不止于貨幣結算端。

國盛證券近期研報就指出，間接影

響主要由經營性活動産生，産品出口過

程中，人民幣升(貶)值可能從産品銷量

或單件産品盈利維度削弱(增厚)企業盈

利；原材料進口過程中，人民幣升(貶)

值對應原材料成本降低(提高)。

談及彙率波動對公司銷售端的影響

，前述金萊特相關負責人表示，我國家

電供應鏈在研發設計、制造成本、響應

速度上具備全球領先優勢。長期來看，

如果人民幣彙率持續下行，將有利于提

升我國家電出口産品的價格競爭力，帶

動家電企業出口訂單穩健增長，公司小

家電業務亦將有望受益。

積極對衝風險

長海股份最近接待機構調研時表

示，公司出口業務主要結算貨幣爲美元

。公司秉持彙率風險中性的態度，將靈

活運用金融市場工具，適當利用外彙市

場的遠期結彙、遠期外彙買賣等避險産

品，鎖定彙率波動風險。未來公司會密

切關注國際市場環境變化和彙率變動情

況，盡可能降低彙率波動對公司經營産

生的不利影響。

面對彙率衝擊，不少上市公司都采

取了遠期外彙交易、套期保值等手段對

衝風險。

海能達相關人士向證券時報· e公

司記者表示，通過遠期外彙交易業務

可對衝和降低部分彙兌影響，同時，

該項業務專業性要求較強，公司將會

在確保安全性和流動性的前提下謹慎

開展。

佳沃食品智利子公司Australis主要

以智利比索和美元進行采購和銷售，子

公司青島國星業務涉及美元和歐元結算

。爲應對彙率風險，佳沃股份減少美元

敞口，通過現彙采購，提前收彙、遠期

結售彙、爭取使用人民幣計價結算等方

式，減少未來彙率波動帶來的影響。同

時，適當調整銷售價格或采購價格。出

口方面，則把彙率損失攤入出口商品中

，以轉嫁彙率風險。進口方面，將彙率

變動可能造成的損失從進口商品價格中

剔除，以轉嫁彙率風險。

盈趣科技在外彙管理方面的經驗

是，2021年通過積極開展遠期結彙，以

減少彙率波動的風險敞口。公司稱成效

顯著，包括2022年第一季度在內的近4

個季度毛利率穩定在28%左右，扣除遠

期結彙收益後的彙兌損失由 2021年的

8640萬下降到632萬。

中國電建在年報中表示，爲減輕

彙率波動的影響，公司持續評估彙率

風險，並利用衍生金融工具對衝部分

風險。2021 年公司若幹子公司利用遠

期外彙合同與銀行進行交易，以對衝

其個別交易中與美元、歐元等外幣有關

的彙率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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