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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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社）9日俄羅斯舉行二戰
勝利日大閱兵，別於往年典禮，今年
明顯的縮小規模，就連原本預計展現
「末日飛機」 的橋段也因氣候狀況不
佳被迫取消。對此，分析師為整場慶
典給出 「相當低調」 的結論，提到今
年俄羅斯的表現格外嚴謹、有紀律，
暗示普丁鞏固的權位更加屹立不搖。

《每日郵報》（Daily Mail）報導
，今天（9）是俄羅斯迎來歷史上的
勝利日，為慶祝蘇聯戰勝德國納粹77
週年舉行慶祝活動，多達1.1萬官兵
聚集紅場（Red Square），總統普丁
（Vladimir Putin）早前也發表長達11

分鐘的演說，激勵士兵們正在為國家
而戰，侵略是唯一正確的決定；過程
還包括1分鐘的默哀，為不幸戰死沙
場的士兵家屬表示 「這是無可取代的
損失」 。

根據CNN報導，從事陸戰分析的
國防專家尼古拉斯·德拉蒙德（Nich-
olas Drummond）形容此次俄國勝利
日 「非常低調」 ，他強調有一大亮點
， 「別於過去，今年整體而言相當嚴
謹、有紀律，可以看到許多人臉上都
流露出鋼鐵般的決心。」 此番話暗示
普丁並沒有被最近的戰事干擾，反倒
更加鞏固政權。

俄羅斯二戰勝利日大閱兵不同往年俄羅斯二戰勝利日大閱兵不同往年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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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me Minister of Canada Justin
Trudeau went to visit Kyiv the
capital city of Ukraine. In a joint
news conference, he announced

the reopening of the Canadian
Embassy in Kyiv.

Trudeau also announced more

military assistance for Ukraine,
including drone cameras, satellite
imagery and small arms and
ammunition.

Following the G7 virtual meeting
today with Ukraine, President
Zelensky and the other leaders
released a statement
condemning Russia’s actions
and underscoring their
commitment to helping Ukraine.
The announcement comes hours
after U.S. First Lady Jill Biden
traveled to Ukraine to meet with
Olena Zelensky, the First Lady of
Ukraine.

Beside the commitment by G7 to
boycott Russian oil,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will sanction three
Russian TV stations. The White
House also will prohibit
individuals in the U.S. from
providing accounting, trust and
corporate information and

management consulting services
to any person in Russia. At the
same time, the Hungarian
government said they could not
accept the oil embargo on
Russia which “undoubtedly
would drop an economic atomic
bomb on Hungary’s economy.”

Judging from the current
situation, there will be major
changes in the world in the
future. Russia will not easily give
up on military and economic
sanctions. It seems
unpredictable how this war will
end.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days in
the world is gone. When
politicians sacrifice their people’
s lives in pursuit of power, there
is no winner in the w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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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總理杜魯道週日親訪烏
克蘭首都基輔並宣佈將立即重啟駐
烏克蘭大使館，並向澤倫斯基保證
提供更多軍事援助，其中包括空拍
機、衛星圖像及武器彈藥，他指
責普丁要對令人髪指之行為負責。

七大工業國今天同時召開會議
，並在共同聲明中表示將逐步降
低對俄羅斯之能源依賴，並抨擊
普丁無端侵略東歐隣國，让俄羅斯
及其人民的犧牲蒙羞，聲明中譴
責俄羅斯己違反以規則為準之國際
秩序，尤其是二戰後為免後世子孫
遭受戰爭而制定的聯合國憲章。

在此同時， 匈牙利總理奧班
表示，他無法接受對俄羅斯之石

油禁運，這無疑是對匈牙利経濟
投下了一顆原子彈。

拜登總統今天在七國高峯視訊
會議上也和澤倫斯基同台，重新
保證對烏克蘭在軍事和経濟上的援
助，第一夫人今天也前往烏克蘭
訪問當地之難民營並和烏克蘭第一
夫人奧理納見面。

烏克蘭戰爭至今己超過兩個
月，俄羅斯對烏克蘭之入侵目前
是處於膠著狀態，由美國及北約
等西方國家決心幫助烏克蘭守住國
土，這是普丁始料未及之事。

從目前戰況來看 ，未來世界
必然會有重大改變，俄羅斯決不
會在経濟及武力之制裁下輕易屈服

，這場戰爭要如何結束，似乎無
法預測。

全球化之時代已經一去不復

返，政客們為了追求權位，不惜
犧牲人民生命和財產，戰爭沒有
贏家。

杜魯道親訪基輔杜魯道親訪基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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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時局

李著華觀點李著華觀點::慈愛的能量慈愛的能量----
美國第一夫人親訪烏克蘭第一夫人美國第一夫人親訪烏克蘭第一夫人

母親節是一個最偉大的節日,全世界各地的人都在這一天向天下的媽媽以及天上的母親
表達感恩與追懷之意,這個世界如果缺少了母愛,必將是槁木死灰,毫無生氣可言。今年的母
親節對烏克蘭而言是相當悽愴不堪的,由於遭逢戰亂,許多家庭流離失所,夫妻子女失散,根本
無法慶祝母親節,而就在這樣一個暗淡悲哀的時刻,美國第一夫人吉兒拜登突然造訪了烏克蘭
,並在偏僻的一個小地方親切可掬的會晤了烏克蘭第一夫人奧萊娜•澤倫斯基,當我們看到那
張吉兒拜登向奧萊娜•澤倫斯基獻花後相擁的照片與視頻後真的十分感動, 我們看到了一股
巨大的慈愛能量從吉兒拜登的身上散發出來,而受寵若驚的奧萊娜•澤倫斯基則展露出羞澀
靦腆的樣貌尤其討人憐愛。

本來嘛,母親節應該是女兒向母親獻花的日子, 現在反變成是一位年長的母親不辭千里
而來, 向一位”戰地的女兒”送上了鮮花, 當然,更難能可貴的是, 這一位慈母是美國的第一
夫人,她竟然不畏戰爭的動亂與危險, 親自到了戰火的第一線, 如果沒有十足的勇氣,那是不可
能做得到的,吉兒拜登的精神與作法十分令人敬佩, 相信她一定給戰亂中的烏克蘭帶來了無
比的溫馨與信心,也讓世人對美國的第一夫人留下非常好的印象！

吉兒拜登這一次的行動的確勇敢,因為每當戰亂期間美國第一夫人到戰區訪問是極其罕
見的,2005年在阿富汗戰爭期間,美國當時的第一夫人勞拉•布希曾前往阿富汗戰區訪問美
軍，不過當時阿富汗的戰況不似今天的烏克蘭,危險度也不如今天,而且今年母親節過後的五
月九日是普京先前所宣稱準備迎接的”戰勝日”, 那是蘇聯擊敗納粹德國的周年紀念日,吉
兒拜登公開露臉，而且是與烏克第一夫人一起出現,風險是非常大的,奧萊娜•澤倫斯基和兩
個孩子自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來一直躲藏在不同的地方,現在因為會見美國第一夫人終於出
現了, 吉爾拜登說:”我在母親節這天來是向烏克蘭人民表明，戰爭是殘酷的,必須停止,美國
人民與烏克蘭人民站在一起。”

吉兒拜登還在哪裡與奧萊娜•澤倫斯基與當地的孩子一起共度短暫時光, 讓他們感受到
美國第一夫人的溫馨, 那真是一個非常有意義的母親節啊!

尹錫悅正式就任韓國總統尹錫悅正式就任韓國總統
(綜合報道）5月10日，尹錫悅正式就任韓國總統。由於

與剛卸任的文在寅在政治理念上有明顯差異，尹錫悅的就任
，被外界形容為韓國國家戰略的重啟。

“大韓民國再次飛躍、共同過上美好生活”，這是韓國
總統職務交接委員會公佈的新政府國政願景。委員會說，這
一願景反映了“時代使命”和“國民要求”。

國政目標之下，交接委員會還列出了110項具體國政課
題。其中，首要課題是幫助韓國的中小企業把銷售額恢復到
新冠疫情前的水平，以求恢復地區商圈的競爭力。

外交學院戰略與和平研究中心主任蘇浩接受中新網採訪
時認為，經濟政策方面，尹錫悅可能會更多地採取一種自由
主義市場經濟的管理模式，相對比較寬鬆。同時，他會從在
疫情中遭受重大打擊的中小企業入手，以刺激經濟復甦。

此外，“幫助青年人擺脫居住、就業、教育等困境”

“成為科技超級強國”以及“建立
創新金融系統”等也被列入主要課
題。
文在寅政府曾在新冠疫情初期進

行嚴控，此後“與疫情共存”，之後又收緊防疫，種種措施
褒貶參半。

隨著目前韓國總體疫情形勢趨緩。蘇浩認為，作為“政
治素人”，尹錫悅在疫情防控方面缺乏相關經驗，大選時也
沒有提出更多具體政策。總體來看，如果疫情反彈不是很嚴
重的話，尹錫悅可能依然會採取相對寬鬆的防疫方式。

但5月8日最新數據顯示，韓國當日新增確診超4萬例，
自3月底疫情現拐點以來，首次較一周前有所增加。雖然尚
不能確定韓國疫情已經出現反彈，但有韓媒指出，這也為尹
錫悅上台後的防疫政策拉響了警鐘。

寬鬆的抗疫措施是為了“重啟經濟”，但這可能會導致
一個矛盾的情況——“防疫措施放寬後，疫情會擴散，反過
來又會對經濟造成阻礙”，蘇浩表示，這可能是尹錫悅上台
後會面臨的一個重要挑戰。

“作為保守政治家，尹錫悅上台後可能會進一步強化與
美國在軍事安全上的配合，政治安全上可能更多靠向美國。
”蘇浩指出。

從選舉開始，尹錫悅就不斷在打“親美”牌——如提出
加強美日韓同盟，計劃在未來加入五眼聯盟和美日印澳“四
方安全對話”機制(QUAD)。

勝選後，尹錫悅派遣赴美的韓美政策協商代表團更表示
，尹錫悅期望將韓美關係提升為更高水平的全面戰略同盟。

蘇浩分析說，俄烏衝突的背景下，美國加大了對所謂印
太盟國關係的強化，同時在積極準備“QUAD+”，而這個
“+”的首選，就是韓國。目前的韓國，正朝著美國所引導的
方向靠攏。

“這將是一個戰略性選擇，也將是他上台後的最大挑戰
。”蘇浩強調。

對於目前仍處在低谷的韓日關係，蘇浩認為，應美國的
要求，韓日雙方目前都在進行一些協調。尹錫悅上台後，可
能會延續保守派的政治傳統，進一步協調韓日關係，加上美
國的牽引，兩國關係可能會回暖。

韓國當選總統尹錫悅將於10日正式就職
韓媒披露就職典禮流程

綜合報導 韓國當選總統尹

錫悅將於10日正式就職，韓聯

社5日披露了就職典禮的流程細

節。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5

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尹錫悅

總統就職是友好鄰邦韓國的壹件

大事，中方正同韓方就高級別代

表赴韓國出席尹錫悅總統就職儀

式保持鉤通。

據韓聯社介紹，10日零時，

首爾普信閣將舉行敲鐘儀式。上

午，尹錫悅將首先前往國家公墓

國立顯忠院祭拜，隨後於11時

出席就職典禮。包括文在寅夫

婦、樸槿惠、國會朝野議員、各

國使節團在內，共有4.1萬人收

到了典禮邀請函。就職典禮結束

後，尹錫悅將前往總統府辦公，

並先後出席國會舉辦的慶祝活動

和在新邏酒店舉辦的外賓歡迎晚

宴。

美國白宮宣布，美國副總統

哈裏斯的丈夫道格· 埃姆霍夫將

率團訪韓，出席尹錫悅的就職典

禮。白宮網站顯示，美訪韓使節

團由8人組成，除埃姆霍夫外，

還包括美國駐韓大使館臨時代辦

克裏斯托弗· 德爾科爾索、勞工

部部長馬蒂· 沃爾什、民主黨籍

眾議員阿米· 貝拉和瑪麗蓮· 斯特

裏克蘭、司法部負責環境和自然

資源的助理部長托德· 金、總統

特別顧問琳達· 沈、暢銷小說

《柏青哥》作者李敏金。後4人

為韓裔美國人。美國橋治敦大學

官網顯示，埃姆霍夫自2021年1

月起在該大學教授法律課程。

韓聯社分析稱，美方通常派

遣國務卿或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

理等出席韓國總統就職典禮，而

此次抉定派遣“第二先生”或是

因為美方綜合考慮定於20日的

“尹拜會”安排和韓美同盟的重

要性等因素。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

或將於20日隨總統拜登訪韓。

在此背景下，美方可能認為不便

派兩人出席尹錫悅就職典禮。此

外，美國“第壹夫人”吉爾· 拜

登將於5日至9日訪問邏馬尼亞

和斯洛伐克。韓國KBS電視臺稱

，美方派遣具有“白宮親屬”這

壹象征意義的埃姆霍夫是“出於

對亞洲核心盟國韓國的禮遇”。

緬甸國產疫苗上市，內比都開始為民眾接種
綜合報導 內比都50床位斯布

迪依鎮區人民醫院開始接種緬甸

國產 Myancopharm 疫苗。期間，

衛生部聯邦部長特凱溫醫生在內

的衛生部高層，親自前往接種點

視察，與前來接種疫苗的居民親

切問候。

消息顯示，緬甸醫藥廠向衛

生部移交了 60 萬劑 Myancopharm

疫苗。4月 30日，再次移交了 40

萬劑Myancopharm疫苗。據悉，在

國內醫藥廠生產的國產疫苗，以

Ready to fill 半成品方式進行生產

供應。

一直以來，衛生部按照計劃為

國內民眾有序接種疫苗，包括懷孕

及哺乳期

的女性在

內，5歲以

上人群即

可 接 種

Myanco-

pharm疫苗

。除了指

定人群外

，衛生部

也在為 18

歲以上人

群接種加

強針，增

強新冠肺炎病毒抵抗力。

按照計劃，緬甸工業部將在一年

內完成1000萬劑量疫苗的生產。此次

在國內生產的Myancopharm疫苗1000

萬劑量的價格，要比之前進口的Sino-

pharm疫苗便宜2000萬美元。

此外，由緬甸政府與鄰國Sino-

pharm CNBG製藥合作生產的Myan-

copharm疫苗，已經得到了WHO世

衛組織的認證。根據與Sinopharm

簽署的協議，在緬甸國內生產的

Myancopharm疫苗只在國內使用，

不會對外出口。

從衛生部發布的聲明中得知，

截止4月30日，全國18歲以上疫苗

覆蓋率已經達到91.9%，衛生部已

經為全國3100多萬名18歲以上人

群接種疫苗，其中不包括240萬名

移民境外及出國務工人士。當下除

了開展完全疫苗接種計劃外，衛生

部正在為40歲以上接種疫苗滿6個

月的人群接種加強針。

印度壹波音客機自動駕駛系統在高空“罷工”！
顛簸致多人重傷

綜合報導 近日，印度香

料航空公司壹架波音737客機

出現系統故障，飛機在高空

發生嚴重顛簸，致使飛機上

40人受傷，其中 17人傷勢較

重。有乘客發文稱，當時飛

機“像從 100 層高樓上掉下

來又被彈回”。5 月 5 日，

南都記者從印度民航總局獲

悉，涉事飛機曾遭遇“自動

駕駛系統停止工作2分鐘”的

情況，該局已下令對事件進

行調查。

南都記者了解到，事件發

生在5月1日印度香料航空公

司壹架波音737客機上。壹名

乘客AmitBaul在社交媒體上分

享了當時的情況稱，他坐在過

道最後壹排，飛機著六前半小

時，他開始感受到輕微顛簸，

隨後10多分鐘裏，顛簸來得十

分猛烈。

AmitBaul表示，當時機艙

內壹片混亂，櫥房裏的食物和

垃圾飛了出來，剩菜、飲料杯

和罐頭散落壹地，飛行員不斷

廣播要求乘客系好安全帶，最

後氧氣面罩也掉落。

“我慶幸自己系了安全

帶，壹些忘記系安全帶的乘客

，在座位上上下彈跳並撞到頭

頂，被撞得頭破血流。坐在我

前面的是壹位女士和她11歲的

女兒，她們數次被從座位上拋

起來，頭撞在行李架上。還有

很多人受傷，飛機內部的天花

板有血跡。”AmitBaul形容當

時飛機“像從100層高樓上掉

下來又被彈回”，此次經歷如

“死裏逃生”。

南都記者查詢獲悉，涉事

航班最終於同日晚降落至印度

西孟加拉邦杜爾加普爾卡齊斯

魯爾伊斯蘭機場。據多家外媒

報道，事件造成飛機內約40名

乘客受傷，其中17人傷勢較重

，有2名乘客分別因頭部和脊

椎受傷，被送進重癥監護室。

5月4日，印度民航總局就

該事件發布聲明稱，發生事故

的波音737客機載有約200名乘

客與機組人員，當時是從孟買

（Mumbai）飛抵杜爾加普爾

（Durgapur），在下降過程中

客機經歷了“嚴重顛簸”，

“自動駕駛系統停止工作2分

鐘”，駕駛員馬上改為手動駕

駛。至於為什麼自動駕駛系統

會出問題，原因還在繼續調查

中。

據公開資料顯示，印度香

料航空公司成立於2005年5月

，是印度壹家以國內航線為主

的廉價航空公司，以德裏、孟

買和加爾各達三處機場為樞紐

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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奧地利石油天然氣集團：
歐洲尚未準備好禁止俄天然氣供應，禁令將導致危機

綜合報導 據報道，奧地利石油天然氣集團表示，歐洲還沒有準備好禁

止俄邏斯天然氣供應，對俄燃料禁令將引發歐洲工業及經濟領域的危機。

“我認為我們現在還沒有準備好實施（俄邏斯天然氣）禁運，除非

我們準備好接受後果。因為有壹件事需要明確：我們的天然氣供應不是

由我們自己在歐洲的生產提供的，而是由俄邏斯提供的。我們已經成立

了壹個天然氣特別工作組，看看我們能如何為交付（天然氣）做出貢獻

。”報道稱，奧地利石油天然氣集團的首席執行官斯特恩在接受維也納

《使者報》采訪時這洋說道。

俄總統普京簽署與“不友好”國家和地區以盧布進行天然氣貿易結算

的總統令。新規自4月1日起生效。當地時間4月27日，俄邏斯天然氣工業

股份公司發表聲明稱，因尚未收到保加利亞天然氣公司與波蘭石油和天然

氣公司應以盧布支付的4月份天然氣供應款項，已暫停向兩國供應天然氣，

使得這兩國成為自2月24日俄烏沖突爆發以來首批有此遭遇的國家。

與此同時，奧地利則在加快購買俄天然氣付款條件的談判。奧地利

總理內哈默曾表示，奧地利使用的天然氣80%來自俄邏斯，抵制俄邏斯

石油和天然氣是不切實際和錯誤的。奧總理辦公室4月27日透露，奧方

不排除在俄天然氣工業銀行開設帳護。奧總理內哈默早些時候表示，維

也納接受俄方有關支付條件，普京對向奧供氣的安全作出保證。“目前

奧地利購買俄邏斯天然氣還在以歐元支付。奧地利石油天然氣集團正在

就此談判，最終結果我們無法預料。但抉定應該最終遵守目前的制裁，

問題可以通過俄天然氣工業銀行解抉。”奧總理辦公室說。

據俄衛星社此前報道，天然氣行業的壹名消息人士稱，希蠟全額接

收俄邏斯天然氣，未受俄停止向保加利亞和波蘭供氣影響。彭博社稱，

消息人士表示，目前已有4個歐洲天然氣買家按莫斯科的要求用盧布支

付，有10家歐洲企業在俄天然氣工業銀行開設帳護。

巴西確診病例數現上升跡象
擬生產抗病毒口服藥

綜合報導 巴西衛生部公布的數據顯示，當天巴西新增新冠肺炎確

診病例21682例，累計確診30524183例；新增死亡病例137例，累計死亡

663896例；累計治愈29609094例。

巴西聖保邏州布坦坦研究所(Instituto Butantan)證實，該州發現2例

奧密克戎新變種XQ感染病例。該新變種是奧密克戎變異株BA.1.1和

BA.2的重組毒株。巴西衛生部已經確認了該新變種。目前世界衛生組織

發布的該新變種病毒感染病例數據為49例，均在英國。

今年4月7日，巴西衛生部確認了該國首例奧密克戎XE變種，該變

種是奧密克戎變異株BA.1和BA.2的重組毒株。此後，巴西衛生部又確

認了另外3例XE感染病例。

巴西權威醫療研究機構奧斯瓦爾多· 克魯茲基金會(Fiocruz)宣布，

其所屬的巴西藥物技術研究所(Farmanguinhos)已與美國制藥集團默沙東

藥廠(MSD)簽訂了壹項技術合作協議，擬在巴西本地生產抗新冠病毒口

服藥莫納皮拉韋(Molnupiravir)。此前壹天，巴西國家衛生監督局(Anvisa)

已批準在巴西緊急使用該藥物。

近期，巴西新冠確診病例和死亡病例出現上升跡象。據巴西各州衛

生廳的統計數據，在過去7天內，巴西日均新增確診病例15087例，比兩

周前數據增長15%；日均新增死亡病例97例，比兩周前數據增長3%。

據巴西媒體統計，截至5日20時，巴西全國已有1.773億人接種了第

壹劑新冠疫苗，占總人口的82.56%；有1.645億人已完成全程疫苗接種

，占總人口的76.58%。此外，巴西超過8736萬人接種了第三劑加強針，

占總人口的40.67%。

俄新社：頓巴斯壹烏軍指揮部發現“黑魔法”神秘符號

綜合報導 俄邏斯官方媒體“俄新

社”報道，該媒體記者聲稱，其在頓巴

斯地區的壹處烏克蘭軍隊指揮部中發現

了疑似“黑魔法”的神秘符文。

經壹名俄邏斯文化學者的解讀分

析，報道認為此前駐紮在此的烏軍可能

進行了某種“邪惡的迷信儀式”，企圖

尋求“黑魔法”的力量“強化”武器，

或索要更多的武器。

俄新社報道稱，前往頓巴斯地區盧

甘斯克的特廖赫伊茲邊卡（Trekhiz-

benka）村莊附近，記者在壹個烏克蘭

迫擊炮兵總部中發現了壹些烏軍使用過

“黑魔法”的跡象。

文中介紹道，烏克蘭軍隊的A4472

部隊此前曾經駐紮在這個指揮部，在那

裏的墻上發現了壹個如同“撒旦印記”

的符號，俄新社稱這讓人聯想到“好萊

塢電影中的邪靈”。

報道稱自俄烏兩國沖突升級以來

，普京領導的俄邏斯政府壹直指責烏

克蘭被“新納粹勢力”所影響，俄軍

要對烏克蘭展開“去納粹化”鬥爭。這

個符號被認為是“納粹勢力滲透的證據

之壹”。

文中援引了壹名俄邏斯文化學者葉

卡捷琳娜· 戴斯（Ekaterina Dais）的分析

表示，這個符號是壹個象征“黑暗勢

力的魔法印章”，是壹個結合了無政

府主義和法西斯思想的符號，由許多

重疊的線條組成，但其具體含義很難

確定。

葉卡捷琳娜· 戴斯說，能辨認出的是

符號中包含顛倒的無政府主義的標誌，

納粹“SS”符號，在符號的下方還有壹

個希伯來語單詞“Zein”。

她解釋稱，可以看出這壹符號是壹

筆連成的，這更表明了它的“邪惡本

質”，“在希伯來語中，‘Zein’的意

思是‘劍’或者‘武器’。也許寫這個

咒語的人舉行了某種迷信儀式，他們畫

上這個符號，企圖用來‘附魔強化’武

器，或者要求‘邪靈’賜予他們更多的

武器。”

這位文化學家還強調，從這個符號

還能解讀出烏克蘭軍方不再相信他們的

外國夥伴，因此試圖召喚“黑魔法”來

助力攻擊俄邏斯軍隊。

俄新社還補充道，記者在該部隊

的大樓中發現了壹張帶有血跡的新聞

稿，內文描述了烏軍在頓巴斯地區戰

損的信息。報道聲稱，所到之處只有

這份文件上有“奇怪”的血跡，這可

能表示這裏的烏克蘭軍隊曾試圖用鮮

血進行某種儀式，與“邪靈”達成了

某種協議。

鑒於“召喚黑魔法”的說法有些

離奇，俄新社這篇報道隨後獲得諸多

西方主流媒體轉載，也在國外網友間

引發熱議，“正當我以為歐洲的事情

不會變得更瘋狂的時候……俄邏斯官

媒現在聲稱‘烏克蘭正在使用黑魔

法’作戰。”

有人認為以壹些烏克蘭新納粹分子

的做派，整出“召喚黑魔法”的奇葩操

作倒也不足為奇；也有人質疑俄新社這

篇報道的真實性，懷疑這是俄方為俄軍

在頓巴斯地區缺乏進展“開脫”的宣傳

手段。

非洲疫情有反彈風險 專家呼籲保持警惕
綜合報導 世界衛生組織非洲區域辦

事處28日在剛果（布）首都布拉柴維爾召

開線上發布會表示，受南非新冠疫情影響

，先前放緩的非洲地區疫情最近壹周新增

確診和死亡人數上升。非洲各國應繼續保

持警惕，推進疫苗接種。

近壹周以來，南非日增新冠確診病例

逐漸增多。據南非衛生部數據，28日該國

較前壹日新增新冠確診病例4146例，確診

率為18.3%；累計確診超過378萬，死亡

100355例。

南非誇祖魯-納塔爾省研究創新與測序

平臺負責人圖利奧· 德奧利韋拉28日在社

交媒體上說，分析發現，變異新冠病毒奧

密克戎毒株亞型BA.4和BA.5已成為在南

非流行的主要毒株。這兩種亞型的傳染性

更強，但從南非住院人數和重癥監護人數

來看，這兩種亞型並未導致住院和死亡人

數增加。專家認為，南非境內的第五波新

冠疫情高峰將很快到來。

盧旺達衛生部數據顯示，過去壹周，

盧旺達共報告新冠確診病例30例，新冠病

毒檢測陽性

率 為 0.08%

。 截 至 28

日，該國累

計 確 診

129791例，

累 計 死 亡

1459例。該

國超過 837

萬人接種了

兩劑新冠疫

苗。盧旺達

政府敦促民

眾繼續采取

戴口罩、勤洗手等防護措施。

烏幹達新冠確診病例近期持續減少，

部分防疫限制措施解除，但該國衛生部

日前要求在無法保持社交距離的室內等

封閉環境下，人們仍需戴口罩。烏幹達

暫停要求全程接種新冠疫苗的出入境旅

客接受核酸檢測，但未接種或未全程接種

疫苗的旅客仍需出示登機前72小時內核酸

陰性報告。

據博茨瓦納衛生部27日發布的疫情數

據，17日至20日，該國新增新冠確診病例

46例，累計確診306074例，累計死亡2689

例。

據非洲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的數據，截

至 28 日晚，非洲地區累計新冠確診

11428832例，累計死亡252141例。

俄媒稱烏克蘭網軍癱瘓俄酒飲料管理系統
恐導致買酒難

綜合報導 壹支親烏克蘭

的黑客團體對俄邏斯的“國家

酒飲料統壹自動化信息系統”

（EGAIS）發動了網酪攻擊，

導致這壹調配酒飲料市場配送

和銷售的系統處於故障狀態。

多家俄邏斯媒體認為，這壹情

況可能導致俄邏斯境內的商店

出現“買酒難”的情況。

EGAIS上線於2016年，是

俄邏斯有關部門用於管理酒精

飲料生產、銷售和批發零售的

在線管理系統，酒飲料

產業鏈上許多環節的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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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愛爾蘭和法國。



（綜合報導）5月2日，美國發生了幾十年來最震撼的政
治地震之一：Politico獨家洩漏了最高法院大法官阿利託在多布
斯訴傑克遜婦女健康組織案中撰寫的98頁多數意見書初稿。該
初稿若最終成為正式判決書，將徹底推翻通過1973年的羅伊訴
韋德案與1992年的計劃生育組織訴凱西案所確立的受憲法保護
的墮胎權利。

羅伊案將墮胎權列為受憲法保護的權利，並從胎兒體外存
活力的角度出發，闡述了妊娠0-13、14-26/27、28週後的三
孕期框架下，各州是否可對墮胎進行限制的問題；凱西案收窄
了羅伊案的內容，但仍保留了核心部分：28週的時間被提前至
23/24週。羅伊案中針對墮胎相關立法的司法審查標準堪稱嚴
格。在凱西案中，這一標準被相對放寬，但其具體界限被刻意
模糊。

30年來，各州在反墮胎立法時往往絞盡腦汁玩弄文字遊戲
，與法院審查玩著貓捉老鼠的遊戲——這一切即將在下個月判
決正式揭曉時走到終點，美國很可能將回到49年前各州各自立
法，決定是否限制墮胎的年代。

5月3日，首席大法官羅伯茨發表聲明，確認了初稿的真實
性——最高法院向來運作隱秘，兩百餘年來洩密事件寥寥無幾
，完整的意見初稿洩漏史無前例，更何況是關乎墮胎權這樣一
起萬眾矚目的案件——這立刻同時將墮胎權議題與最高法院本
身拉回了全美國的政治聚光燈下。

公允地說，在2020年金斯伯格大法官離世、由特朗普任命
的典型保守派法官巴雷特進入最高法院後，美國社會與政壇上
下多多少少已對現今保守派擁有6:3超級多數的最高法院有大
致的心理預期。特別是在去年12月多布斯案的口頭辯論結束後
，外界普遍對羅伊案前景感到悲觀。即便如此，阿利託在初稿
中的語氣之強硬仍讓大部分人頗感驚訝。畢竟，遵循先例是英
美法系的傳統，法官在推翻或修正先例時，會多少對此前判例
示以尊重。

但該初稿非常強硬地宣稱，“羅伊與凱西案必須被推翻”
，“羅伊案濫用了司法權力，從一開始就錯得離譜”，諸如此
類的措辭是非常罕見的。也就是說，阿利托認為羅伊案的憲法
基礎與結論堪比1896年確立“隔離但平等”的普萊西訴弗格森
案，故必須像1954年的布朗訴教育委員會案對普萊西案所做的
一樣，如種族隔離制度一樣被掃進歷史的垃圾堆中。
不完美的羅伊案與延續四十餘年的政治爭議

上世紀50年代至70年代的最高法院，在冷戰中的美國扮
演了非常獨特的角色。在首席大法官沃倫的帶領下，最高法院
成為了進步主義的堡壘。從廢除公立學校種族隔離到保護新聞
自由，從宣布避孕權與跨種族婚姻受憲法保護再到確立著名的
米蘭達警告“你有權保持沉默，但你所說的每一句話…”，高
院常常在各類的社會與民權議題上遠遠走在國會與民意的前頭
，深刻地改變了美國社會的方方面面。保守派四十餘年來對羅
伊案的不滿之一在於，這一判決粗暴打斷了民主立法進程，奪
取了各州在第十修正案下保留的權利。
至少表面上他們是這麼說的。

也許出乎很多人的意料，自由派與女權主義的標誌性人物
金斯伯格大法官同樣對羅伊案抱有批評——當然，判決的結論
她自然是認可的。但包括她在內的許多進步派人士，都對羅伊
案的判決思路感到遺憾。當年佔多數意見的7名大法官的思想
按當時的標準已算相對進步，主筆判決的布萊克門大法官又有
醫學院經歷，使得他較為理解女性尋求墮胎時的痛苦。即便如
此，他當時的思路仍局限在“墮胎是夫妻之間的私事，政府無
權干涉”，援引的是確立避孕權時的隱私權：儘管憲法文本中
從未直接提及隱私權，但第一、三、四、五等修正案中闡明的
諸多具體權利所發散出的“半陰影地帶”中包含了它。

這一憲法解釋被當時逐漸興起的保守派原旨主義司法哲學
嗤之以鼻。又稱文本主義的原旨主義提倡司法克制，在解讀憲
法時不越過文本與立憲者原意。從這個角度看，憲法文本中含
有隱私權純粹是叛經離道的異端邪說。金斯伯格等為代表的進
步派人士儘管並不認同原旨主義的解釋，但也明白隱私權學說
的缺陷。他們更希望當年的高院動用更硬的憲法條款，即諸多
憲法權利的基石，第十四修正案中的平等保護條款，從男女平
等與女性身體自主的角度確立墮胎權的憲法法理基礎。但木已
成舟，進步派也接受了自己所保衛的是一個有缺憾的判決，直
到今天。

當然，墮胎權這種類型的社會議題，司法哲學與憲法理解

（必須糾正的一個誤區是，任何憲法理解都不可避免地帶有
政治傾向性）上的爭論從不是根本原因。這四十餘年來同時
發生的是1964年民權法案後，漫長的政黨體系重組與選民
遷移。天主教、福音派等宗教保守勢力登堂入室，逐漸成為
共和黨中不可忽視的主要力量；而民主黨逐漸轉變為一個注
重民權與少數群體權利的城市、高學歷政黨。

這一過程由1980年裡根所代表的革命完成了大半，在
奧巴馬第二任期內最終成型。原本在民主黨黨內同樣比例可
觀、文化上相對保守的反墮胎選民群體，逐漸被吸納入了共
和黨。反之亦然。

1992年的凱西案到來之時，當時共和黨任命的大法官已
佔據絕對優勢，包括原告辯護律師在內的外界人士都對判決
前景感到悲觀，但最高法院以出乎意料的5:4維持了羅伊案
判決中的主要內容。從此往後，幾十年來一再遭遇任命法官
“看走眼事故”的保守派發誓不再犯類似的錯誤，並一步步
將墮胎議題推向共和黨關注範疇的中心位置。 24年後，出
於對斯卡利亞大法官意外離世、法院平衡將被希拉里的任命
法官打破的恐懼，福音派選民在總統選舉中忽略了特朗普的
種種醜聞，為他的勝選提供了極為關鍵的選民基礎。而在短短
四年內所任命的三名堪稱保守典範的大法官，也幫助長期為羅
伯茨的搖擺態度所頭痛的保守派跨過了五票門檻。
墮胎議題背後的複雜民意與尚不確定的政治影響

不同於近年來支持率快速上漲的同性婚姻議題，過去四十
餘年裡的美國社會總體上來說對墮胎議題的態度並沒有發生大
的變化，支持/反對率長期在60%/30%左右附近浮動。但在墮
胎權支持者群體中，妊娠期的長短也是一個重要影響因素。而
在反對者群體中，也有許多人同意強姦、亂倫以及危及母體生
命等例外情形應予以豁免。諸如此類的細分因素影響著美國社
會的總體民意，也讓後羅伊時代的美國蒙上了不確定性。

另外值得注意的一點是，墮胎是一個罕見的共和黨選民群
體比民選官員群體普遍更溫和的社會議題。特別是在目前特朗
普一手遮天、極端分子風頭正勁的黨內環境下，這一點更是被
反复放大。近年來共和黨控制下的紅州所通過的反墮胎法案一
部比一部極端——例如去年震動全美，德克薩斯州的“心跳法
案”將禁令期砍至六週，且並不提供強奸的例外豁免，該法案
在9月生效且已被高院放行。再如路易斯安那州共和黨人目前
正試圖通過零週禁令——將受精之後的墮胎即定為非法。諸如
此類已有或箭在弦上的極端反墮胎法不勝枚舉。而這些或溫和
或強硬、49年來屢屢被法院推翻的州層級反墮胎法具體會產生
怎樣的落實效果和政治反彈，尚難預料。

州層面的不確定性讓後羅伊時代的政治影響也充滿著迷霧
。早有預期的民主黨人誓言將把墮胎帶入今年中期選舉的核心
議題中，並表示近期將再次嘗試在聯邦層面立法保護墮胎權，
不過離參議院通過法案的最低票數仍差2-3票（要以參院簡單
多數即50民主黨參議員+副總統哈里斯通過法案，需要啟動核
選項廢除阻撓議事，然而50名民主黨參議員中，曼欽和凱西反
對墮胎權，西拿馬反對廢除阻撓議事），這一姿態純粹是像徵
性的。共和黨人在指責洩密之外則較為小心，普遍仍表示將繼
續專注在通脹議題上，不願對墮胎議題大做文章。
聯邦層面上的影響仍有待觀察。不過在州一級的州長選舉上，
若干重要的搖擺州的州議會均由共和黨控制，州長手中立法否
決權的重要性將顯著凸顯，獨立選民和女性的選票將會讓民主
黨候選人獲益。

不過，正如49年前羅伊案判決時，沒人能預料到這會間接
給美國政治帶來天翻地覆的變化一樣。後羅伊時代裡，短期內
的選舉乃至長期的政治環境會如何變化，同樣難有人現在能預
測得清。
風口浪尖上的最高法院：潛在的合法性危機？

美國政治的有趣之處在於，政治環境和風向可以轉變得極
快。兩年前的夏天，金斯伯格尚在的最高法院在若干重大判決
中讓保守派失望而歸，精於政治計算，崇尚司法判決應盡可能
窄的羅伯茨在4:1:4的法院中可謂游刃有餘：保護了印第安原住
民的土地權益（5:4，戈薩奇關鍵票）；將民權法案第七條的反
歧視類別擴展至性向（6:3，羅伯茨指派戈薩奇撰寫多數意見）
；判決路易斯安那州的一部反墮胎法違憲，再次維護了羅伊案
（5:4，羅伯茨關鍵票）；拒絕了加州防疫限制侵犯宗教自由的
主張（5:4，羅伯茨關鍵票）。

風雲變幻，金斯伯格的驟然離世改變了一切。將安插保守

派法官視為自己最大政治遺產的參議院共和黨領袖麥康奈爾毫
不猶豫地打破自己四年前設立總統選舉年不確認最高法院法官
的所謂先例，輿論嘩然。巴雷特的到來讓最高法院的意識形態
中間派由羅伯茨換為卡瓦諾——後者從各種意義上，都和搖擺
票扯不上關係。巴雷特加入法院一個月後，高院在紐約州一個
類似的宗教自由與防疫限制的案件中以5:4迅速逆轉了態度。
今年2月與4月，羅伯茨在兩個重大案件——阿拉巴馬州歧視
黑人選民的選區重劃與特朗普時期的水排放法規——均處在5:
4的少數地位。他逐漸失去了對法院的影響力。

每年夏天，在本年法庭會期結束、若干最重大的判決頒布
後，大法官們通常會在三個月的休庭期裡選擇出遊訪學或者著
書立說。而在去年的休庭期，較為不同尋常的是，6名保守派
中多人在公開場合演講辯護自己並不是政客，高院也並不是政
治性機構。阿利托、巴雷特、托馬斯都發表了類似的演講——
同樣類似地，毫無說服力。

2021年9月12日，巴雷特在麥康奈爾中心、以及麥康奈爾
身旁演講，強調高院不是由幾個政黨分子組成的——或許換其
他場合會更有說服力一些。

不過，托馬斯在去年9月17日的講話中也自敘了非常現實
的一點：在當前國會立法機制長期癱瘓、許多政治問題只能交
由終身製法官解決的政治環境下，不掌握兵權與財權、長期被
認為是“最不危險的分支”的最高法院，也許已經變成了最危
險的分支。
這些演講的時機恰逢最高法院史上罕見地以5:4技術性放行了
德克薩斯州的心跳法案（尚未裁決合憲性本身，但很明顯保守
派多數是在等待羅伊案本身被推翻）之後。公眾輿論對此極為
沮喪，最高法院的公眾形象嚴重受損。

更耐人尋味的是，羅伯茨與卡根都敏銳地察覺到了德州
（共和黨人）企圖通過私人訴訟的方式逃避聯邦司法審查的危
險動機：卡根在異議意見中警告這是企圖將美國帶回內戰前，
南方所鼓吹的“州可以隨意廢除自己不喜歡的聯邦法律”的時
代；羅伯茨則警告德州正在“試圖廢除馬伯里訴麥迪遜案
”——這一確立最高法院違憲審查權的基石。在6:3的保守派
超級多數下，美國在內戰後穩固了百餘年的憲政架構，在外部
遭受著以特朗普為代表的反民主衝擊的同時，內部也開始出現
危險的裂痕。

一波未平而一波又起，隨著1月6日國會山暴亂事件調查
的深入，托馬斯的妻子、常年與右翼活動組織關係密切的吉娜
•托馬斯近期被曝出深度參與了特朗普白宮試圖推翻總統選舉
結果的過程。這種級別的醜聞在最高法院歷史上史無前例——
更何況托馬斯本人並沒有在涉及2020年選舉的案件中主動迴避
。儘管法律上夫妻倆或許並沒有直接責任，但這對最高法院的
聲譽可謂雪上加霜。

如今，在也許仍存在變數（若卡瓦諾態度轉變，羅伊與凱
西案或許仍能被部分保留）的墮胎權之外，這一百年來最保守
的最高法院將在接下來的15-20年裡主導從持槍權、政教分離
到投票權等諸多重大議題的走向，甚至可能將重新審查並推翻
若干沃倫法院時期的重要民權判例，如同樣基於隱私權的避孕
權。也許這將會給美國社會帶來不亞於當年沃倫法院的影響
——只是方向完全相反。

最高法欲將女性墮胎權下放到各州最高法欲將女性墮胎權下放到各州
美國百年憲政體制面臨危機美國百年憲政體制面臨危機

（綜合報導）5月上旬，在全美各大商超
裡出現普遍的“斷貨”現象，以至於美國嬰兒
不僅面臨“口糧斷供”的生存危機，甚至還要
面對“家長自製奶粉”帶來的死亡風險。

在今年二月份全美供應鏈危機的時候，嬰
幼兒奶粉同樣出現了短缺的問題，但相比較大
部分缺貨的物品，奶粉的短缺還不那麼突出。

但有鑑於今年二月份的供應鏈危機。可隨
著幾週前，全美開始出現奶粉供應危機。

根據美國CBS電視網調查，全美暢銷奶粉

品牌的缺貨率高達50%。而所有品牌奶粉的缺
貨率則同樣不低，也高達40%。

以至於一部分美國奶爸奶媽，不得不自製
奶粉，以供給奶水不足的嬰兒食用。

此舉又引發了醫學專家們的警告和擔憂，
得州奧斯汀“得克薩斯州兒童緊急護理中心”
的兒科醫生麗薩（Lisa Gaw）博士就表示：
“這可能會提高嬰兒外部感染和疾病風險...孩
子們的身體還在發育，他們與一歲蹣跚學步的
孩子有點不同，任何營養素過少或過多，無論

是維生素還是礦物質，都可能對這個年齡段的
嬰兒有害。”

嬰兒配方奶粉的供應短缺，在全美範圍內
產生了巨大的影響，但真正讓很多美國人憤怒
的是——拜登政府有“閒情逸致”關注烏克蘭
戰事，甚至“拱火”，並針對烏克蘭提供數十
億美金的軍事援助，卻對國內的配方奶粉的短
缺和價格高漲視若不見。

僅在2022年，美國嬰兒配方奶粉的價格就
較去年上漲了20%。

而在配方奶粉供應危機已經發酵持續數週，包
括民主黨羅德島州參議員傑克•里德在內眾多
國會議員，都一再呼籲政府解決這一供應危機
時，拜登政府卻視若無睹，迄今為止白宮都沒
有表態。

而美國“奶粉供應危機”的爆發，卻是因
為此前出現了一款嬰兒配方奶粉造成了四名美
國嬰兒感染入院，並最終導致兩名兒童死亡的
事件後，導致大量奶粉被召回所引發。

全美震怒全美震怒！！嬰兒奶粉供應危機越來越糟嬰兒奶粉供應危機越來越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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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一
存 北京報道）備受關注的“凱
奇萊案卷宗丟失”案被告人、
中國最高人民法院原法官王林
清涉受賄及非法獲取國家秘密
案7日在京一審公開宣判，北京
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當日發布
消息稱，被告人王林清以受賄
罪判處有期徒刑10年，並處罰
金人民幣100萬元（人民幣，下
同），以非法獲取國家秘密罪
判處有期徒刑5年，決定執行有
期徒刑14年，並處罰金人民幣
100萬元；對其受賄所得財物及
其孳息依法予以追繳，上繳國
庫。

法院審理查明，2008年至
2018年，被告人王林清利用擔
任最高法民一庭助理審判員職務
上的便利或職權、地位形成的便
利條件，單獨或夥同他人，為相
關單位和個人在案件審理等事項
上提供幫助，先後非法收受陝西
省榆林市凱奇萊能源投資有限公
司（即“凱奇萊公司”）等單位
和涉案人員給予的財物折合人民
幣2,000餘萬元。

2018年6月至8月，被告人
王林清在凱奇萊公司法人趙發
琦唆使下，先後採用借閱、騙
取案卷材料後偷拍等方式，非
法獲取凱奇萊公司案件的大量
卷宗材料，並通過手機微信或

電子郵件等方式將所拍攝材料提供給趙發琦。這
部分被非法獲取的卷宗材料經由國家保密局鑒
定，認定其中有5份屬機密級國家秘密。

針對上述事實，法院認為，被告人王林清身為
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之便為他人謀取利益，或
利用職權、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通過其他國家工
作人員職務上的行為，為他人謀取不正當利益，非
法收受他人財物，數額特別巨大，其行為構成受賄
罪；以竊取方法非法獲取國家秘密，情節嚴重，其
行為構成非法獲取國家秘密罪。法院特別強調，王
林清作為司法工作人員，知法犯法，受賄數額特
別巨大，嚴重侵害了司法行為的廉潔性，破壞了
司法公信力；其非法獲取國家秘密，交由趙發琦
後被擴散，造成了惡劣的社會影響，應依法懲
處。鑒於其被抓獲後主動交代辦案機關尚未掌握
的全部受賄犯罪事實，具有自首情節；對被控受
賄罪認罪悔罪，受賄贓款贓物已全部追繳，具有
法定、酌定從輕處罰情節，依法可對其受賄罪從
輕處罰。故此法院作出上述判決。另外，趙發琦
等其他涉案人員亦已依法受到懲處。

《意見》指出，平台主體責任缺失、主播良
莠不齊、打賞行為失範等問題多發頻

發，導致未成年人沉溺直播、參與打賞，嚴重損
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帶來很多社會問題。
《意見》明確禁止未成年人參與直播打賞；嚴控未
成年人從事主播；優化升級“青少年模式”；建立
專門服務團隊；規範“榜單”“禮物”等重點功能
應用；加強高峰時段管理；加強網絡素養教育。

每日22時起“青少年模式”服務強制下線
其中，《意見》明確網站平台禁止為未成年

人提供現金充值、“禮物”購買、在線支付等各
類打賞服務；不得為未滿16周歲的未成年人提
供網絡主播服務，為16至18周歲的未成年人提
供網絡主播服務的，應當徵得監護人同意；在
《意見》發布1個月內，網站平台要全部取消打

賞榜單，禁止以打賞額度為唯一依據對網絡主播
排名、引流、推薦，禁止以打賞額度為標準對用
戶進行排名，不得上線運行以打賞金額作為唯一
評判標準的各類功能應用。

同時，網站平台在每日20時至22時高峰時
段，單個賬號直播間“連麥PK”次數不得超過
2次，不得設置“PK懲罰”環節，不得為“PK

懲罰”提供技術實現方式，避免誘導誤導未成
年人；在每日22時後，網站平台要對“青少年
模式”下的各項服務強制下線，並不得提供或
變相提供常規模式開啟方式。 該《意見》7日
發布後，直接登上網絡熱搜，不少網民留言“支
持，拍手稱快”，更有網友說“這種引導歪風邪
氣的現象早就該處理了”。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據中央氣象
台預報，未來一周，南方地區降雨將增多增強。
其中，5月9日至13日，江南南部和華南將迎來
今年入汛以來最強降雨過程。

據介紹，本次南方降雨過程具有持續時間
長、累計雨量大、局地雨勢猛等特點。7日至8
日，南方降雨區域集中在西南地區東部及江南等
地。9日開始，雨勢加強，強降雨區域也將增
多。廣西、廣東、福建、湖南南部、江西南部等

地降雨日數可達4至5天。以廣東廣州為例，未
來三天以雷陣雨為主，10日至13日又將開啟連
續大雨或暴雨的節奏。

預計未來一周，江南南部、華南大部、西南
地區等地累計降水量將較常年同期明顯偏多，大
部地區偏多五成至1倍，局部偏多3倍以上。其
中，9日至13日，江南南部、華南大部地區累計
降水量將達100至200毫米，局地可達350至400
毫米。

本次過程中，長江以南大部地區的最大日降
雨量可達大到暴雨，華南大部、江南南部部分地
區有大暴雨，廣東、廣西局地有特大暴雨，上述
地區伴有短時強降水、雷暴大風或冰雹等強對流
天氣。過程最強降雨時段將出現在10日至12
日，廣東、廣西個別站點的日降雨量或達到歷史
極值。

專家提醒，各地需注意防範強降雨可能引發的
山洪、地質災害和中小河流洪水。南方進入多雨
期，致災風險加大，並有可能出現極端天氣，應提
前做好防災準備工作，公眾盡量避免在強降雨和強
對流時段外出。

華南9日起將迎入汛以來最強降雨

四部門：禁止未成年人直播打賞
網站平台打賞榜單1個月內須全撤 嚴控未成年人從事主播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

央文明辦、文化和旅遊部、國家廣播電

視總局和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7日聯

合發布《關於規範網絡直播打賞加強未

成年人保護的意見》（以下簡稱《意

見》），明確禁止未成年人參與直播打

賞，嚴控未成年人從事主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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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押粵三市不動產
港人不離港即可辦
珠海江門中山開啟辦理 有望拓至灣區多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俊明 珠海報道）隨着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推進，港澳居民對不動產抵押融

資的需求趨增。繼珠海、江門及港澳4地政務服務

及不動產登記“跨城（境）辦理”業務啟動後，中

山-香港“不動產登記+金融服務”跨境通辦業務合

作近日亦正式開啟。廣東政務服務數據管理部門相

關負責人7日表示，今後香港居民及企業涉珠中江

等城市的跨境不動產抵押登記“足不出境”即可辦

理，接下來可望拓至灣區其他城市。

���������

�
�

據了解，中山市金融工作局、中山市自然資源
局、中山市政務服務數據管理局、中國建設

銀行（亞洲）股份有限公司（下稱“建行亞洲”）
以及建設銀行中山分行6日簽訂框架協議，中山不
動產登記中心攜手建行亞洲設立不動產登記便民服
務窗口，啟動中山－香港“不動產登記+金融服
務”跨境通辦業務合作。

發證最多一個工作日
在新模式下，通過政務數據共享，將香港居民

中山買房的不動產登記從“跨境往返+線下辦理”
優化為“香港銀行便民窗口+網上辦理”模式，實
現從提出申請到領取證書全流程“不出關辦理”，
從受理到發證最多1個工作日辦結，減少了香港企
業、居民為跨境購房的往返奔波次數，提升了效率
與節省了時間成本。

十餘銀行設服務點
“不動產抵押融資作為個人籌集資金及企業融

資的重要手段，而港澳居民在融入灣區時，對不動
產抵押融資的需求增多。”廣東政務服務數據管理
部門相關負責人表示，中山－香港“不動產登記+
金融服務”跨境通辦業務合作，不僅為香港居民和
企業提供更加便捷的跨境不動產登記抵押服務，也
進一步推進粵港澳在金融方面的深度合作，促進大
灣區人流、物流及資金的流通。

此前，珠海、江門、香港、澳門四地政務服
務及不動產登記“跨城（境）辦理”也已啟動，
與中國工商銀行（亞洲）有限公司、中國銀行股
份有限公司澳門分行等十多家港澳銀行合作設置
不動產登記便民服務點。這意味着今後，通過
“互聯網+不動產登記”，香港企業、居民使用
其在珠海、江門及中山等灣區城市的不動產向香
港金融機構申請貸款辦理不動產抵押登記，均實
現“不出關辦理”。

港人陳先生曾以自己在珠海的房產向銀行申請
貸款用於資金周轉。如果按照以往的辦理方式，他
要從香港攜帶資料到珠海市不動產登記中心申請抵
押登記。而在“跨城（境）辦理”新模式下，陳先
生可在香港相關合作銀行的“不動產登記便民服務
點”辦理貸款業務的同時，可直接委託銀行跨境在
線代辦不動產登記手續，“不用出境北上即可完成
辦理”。數據顯示，僅橫琴在啟動不動產跨境抵押
登記的前8個月內，涉及融資金額便超過100億元
人民幣。廣東政務服務數據管理部門相關負責人表
示，接下來將繼續運用“互聯網+”、大數據、人
工智能等新技術手段，力爭實現灣區城市相關合作
事項範圍內的信息共享，完善建立認證結果互認互
信機制，推動政務服務及不動產登記業務“跨城
（境）辦理”，將灣區跨境民生服務拓展至更多高
頻業務事項，促進灣區生產要素互聯互通，也為灣
區的生產、生活提供更多的便利。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
道，全國穩就業工作電視電話會

議5月7日在京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
院總理李克強作出重要批示。批示指出：穩就業
事關廣大家庭生計，是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的關
鍵支撐。當前就業形勢複雜嚴峻，各地區、各部
門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為指
導，認真貫徹落實黨中央、國務院決策部署，加
大就業優先政策實施力度，保持就業穩定和經濟
平穩運行。保住市場主體穩住崗位就會贏得未
來。要着力支持穩崗，推進企業在做好疫情防控
條件下復工達產，加快落實退稅減稅降費等減負

紓困政策，幫助盡可能多的市場主體特別是中小
微企業、個體工商戶挺過難關、留住崗位。促進
平台經濟健康發展，帶動更多就業。要努力拓展
就業崗位，持續推進“放管服”改革，落實大眾
創業、萬眾創新相關政策，擴大以工代賑規模。
強化高校畢業生、農民工等重點群體就業促進和
服務，做好困難人員就業幫扶，切實保障失業人
員基本生活。繼續開展大規模職業技能培訓。各
方面要壓實責任，各地要創造性抓落實，確保完
成全年就業目標任務，以實際行動迎接黨的二十
大勝利召開！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胡春華

出席會議並講話。他強調，要堅決貫徹習近平總
書記重要講話和指示精神，落實李克強總理批示
要求，毫不動搖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高效
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扎扎實實做好當
前和下一階段穩就業工作，更好服務於經濟社會
發展大局。

胡春華指出，今年我國就業工作總體開局平
穩，成績來之不易。同時要看到，受國內外多重
因素影響，就業面臨的風險挑戰明顯增多。面對
複雜嚴峻的形勢，我們既要堅定信心，認識到穩
就業仍具備不少有利條件和積極因素，又要高度
重視、積極做好應對。要落實好就業優先政策，

在有效防控疫情的同時保持就業大局穩定。要加
強對困難企業的穩崗紓困幫扶，積極拓展新的就
業空間，更好發揮技能培訓在穩崗位促就業方面
的作用。
胡春華強調，全國人社系統要把穩就業作為

當前的首要任務，有針對性地加強和改進就業服
務，調動各類就業服務力量的積極性，強化就業
信息的精準推送。要着力保障高校畢業生、農民
工特別是脫貧勞動力、城市困難人員等重點群體
就業，加強對失業人員的兜底保障。要密切跟蹤
就業形勢發展變化，及時發現苗頭性、傾向性問
題，有效防範化解勞動關係等風險隱患。

李
克
強

對全國穩就業工作電視電話會議作出重要批示
: 幫助盡可能多的市場主體穩崗 努力拓展就業崗位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國務
院國有企業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國務院
國資委主任郝鵬7日說，通過持續攻堅，地方
國企改革三年行動取得決定性進展，主體任務
完成進度超過90%，整體進入決戰決勝、全面
收官的關鍵階段。

他是在7日舉行的“地方國企改革三年行
動推進會”上作出上述表示的。

國企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要組成部
分。2020 年，國企改革三年行動（2020
年-2022年）正式啟動。國資國企系統以實施
三年行動為契機，吹響了新一輪改革的“衝鋒
號”，通過加快深化改革，讓企業機制活起
來，讓布局結構優起來，讓發展動力強起來。

郝鵬說，在推進國企改革三年行動中，各
地堅持問題導向、目標導向、結果導向，解決

了一批長期想解決而沒有解決的問題，公司制
改革基本完成，剝離企業辦社會職能和解決歷
史遺留問題全面掃尾，完善中國特色現代企業
制度、健全市場化經營機制等改革重點領域取
得實質性突破。

據了解，目前地方一級企業及重要子企業
全面完成黨組織前置研究事項清單制定工作，
一級企業及各級子企業基本實現董事會應建盡
建；加快經理層任期制和契約化管理，省級國
資委監管企業各級子企業經理層簽約率達到
95%；全國省一級的經營性國有資產集中統一
監管比例達到98%。

根據相關安排，國企改革三年行動主體任
務將在今年上半年完成，各項任務將在黨的二
十大召開之前基本完成，今年年底前實現全面
高質量收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中國
空間站建造階段的第一次航天發射即將實施，“快
遞小哥”天舟四號貨運飛船將飛赴空間站，為後續
神舟十四號載人飛行任務“運送糧草”。5月7日，
天舟四號貨運飛船與長征七號遙五運載火箭組合體
已垂直轉運至發射區。目前，文昌航天發射場設施
設備狀態良好，後續將按計劃開展發射前的各項功
能檢查、聯合測試等工作。

航天科技集團中國運載火箭研究院介紹，7日
上午8時許，托舉着天舟四號貨運飛船與長征七號
遙五運載火箭船箭組合體的活動發射平台，駛出位
於海南文昌航天發射場的垂直總裝測試廠房，向發
射塔前進。據悉，依照以往慣例，船箭組合體轉運
至發射區後，將進入聯合測試，推進劑加注等環
節。

托舉天舟四號的長征七號運載火箭是中國新一
代中型運載火箭，自2016年首飛以來，已執行三次
天舟系列貨運飛船發射任務，成功率100%。長七運
載火箭採用“兩級半”構型，總長53.1米，芯級直
徑3.35米，捆綁4個直徑2.25米的助推器，起飛重
量597噸，運載能力近地軌道13.5噸、太陽同步軌
道5.5噸，達國際同類運載火箭先進水平。

據專家此前介紹，天舟四號貨運飛船將為神
舟十四號乘組上行運輸生活物資、乘員設備、駐
留消耗等；為空間站補給推進劑，上行維修備件
和艙體補氣氣瓶等；配合空間站進行組合體軌道
和姿態控制。

此外，天舟四號還將在軌儲存空間站廢棄
物，在任務末期受控隕落，下行廢棄物，將空間
站的廢棄物帶回大氣層燒毀。

天舟四號船箭組合體運至發射區 地方國企改革三年行動 主體任務完成超過90%

◆◆港人可在港辦理珠港人可在港辦理珠
海海、、江門江門、、中山的中山的
““不動產登記不動產登記++金融服金融服
務務”。”。圖為工商銀行圖為工商銀行
澳門分行網點的澳門分行網點的““中中
山市不動產登記便民山市不動產登記便民
服務點服務點”。”。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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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臨近特首選舉時刻，舉世矚目，當然是
新聞多多，只可惜近日爆出的新聞，似乎對香港
十分不利，事緣是日前在香港屯門河上，有條大

魚出沒在龍門居一段河面之上，泛起連串漣漪，
不少晨運散步的市民察覺異常，探頭看過去，發
現一條頗大面積的魚類，正在河內游動，一度被
誤當鯊魚江豚。不過該魚身長約1.5米，更不時將
尾鰭露出水面作左右擺動。由於其外貌及在暢游
動作，有市民懷疑是鯊魚從附近中國大陸海域，
誤闖進入香港河道，更擔心牠若是突然發惡起來
，便會造成人命傷亡，於是慌忙報警求助。

不過稍為有見識的漁民及市民，懷疑這是一
條幾近絕迹於香港水域的 「翻車魚」 。據資料顯
示，翻車魚是魨形目翻車魨科的一種魚，又名翻
車魨、曼波魚，因名字叫 「翻車」 ，漁民視為不
吉利。翻車魚的學名 「Mola mola」 ，音近粵語
「無喇無喇」 ，跟廣東話 「無喇無喇」 十分同音
，那就認真 「大吉大利」 。一向以來，有經驗的
香港漁民，向來不會捕捉此種魚類，連帶走近一
看，也會避之則吉，怕接觴後會犯上大忌，故而
遠觀而矣。

消息傳出後，屯門河兩岸有數以百計的街坊
鄰居，駐足圍觀，有人利用望遠鏡來觀察，更有

人出動航拍機等，從高空下來拍攝大魚尾鰭露出
水面的一刻。就警員初步後的調查後指出：該條
大魚為江豚。有潛水愛好者及駛經的船家，觀察
大魚特徵後，判斷狀似 「翻車魚」 ，甚至一度驅
船在旁護航，試圖將牠引導回大海。

香港近月來異象連連，第5 波疫情，殺得香港
人仰馬翻，令到香港幾近全城封鎖，Covin 19 之
死亡人數，己衝破9100 人。際此死亡出現大凶之
兆！這樣一種常見於深海、近年已幾近絕迹香港
水域的 「翻車魚」 ，竟然會離奇困於屯門河內，
事件掀起全城熱議。

香港網民向來謔稱翻車魚為 「股災吉祥物」
，果然一點不假。就在 「翻車魚」 出現的當天，
香港股票市場旋即應驗出現大崩盤，恒生指數大
跌769點，更兼再度失守兩萬點大關，更預期翌日
之開市，亦難扭轉頹勢。有網民更指，天災異象
藏有玄機，如過去一年本港發生落雹、地震等，
揭示衰運未過，香江再現奇魚，慨嘆香港 「無喇
無喇」 ，擔心翻車魚現身，香港行衰運，股市更
大跌。該魚在香港水域 「快閃」 一輪後，最終亦

會游回大海而逃走。惟獨香港市民，三年來在疫
情之下，仍舊是坐困愁城。

據現場船家指，翻車魚過往較少出現在香港
水域，近年更幾近絕迹，其體重驚人可達逾噸，
體長則普遍有至少兩米。是次翻車魚現身屯門河
，不排除牠尚未成年，因迷路而誤闖河道。大魚
在河內徘徊逾3句鐘後，最終於昨午約11時游向
大海並失去蹤影

「翻車魚」 不尋常地出現，正好反映環球經
濟正處於極度混亂的狀態，瘟疫、戰爭與饑荒陰
霾圍繞着金融市場。美資券商摩根大通指出，亞
太區股市近期錄得連續第3周下滑，特別是中國市
場明顯跑輸，相信是投資者擔心內地疫情惡化及
缺乏明顯刺激經濟的政策。

大中華投資策略研究學會副會長（港股）李
偉傑表示，美國聯儲局加息預期持續升溫，拖累
美股道指上周五急瀉近千點。另外，市場憂慮內
地疫情擴大，對經濟難免有影響，港股亦難獨善
其身。

((東翻西看東翻西看)) 香港行衰運香港行衰運 翻車魚現身翻車魚現身 楊楚楓楊楚楓

休士頓亞裔商會午餐及學習系列講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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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業房地產之環境場地評估於55月月1313日登場日登場

（本報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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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mmercial Real Es-
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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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rec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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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nviro-
mental Considerations in Property Devel-
opment，及7月8日的Engineering Fea-
si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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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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