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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智貸款

Michelle Young  
 通國、英、粵語、韓語

● 外國人貸款，保證最低
   最低利息。B1, B2, 
   J1保證通過
● 只要一年P&L盈虧表，
   不查稅表
● W2用一年VOE貸款方式
● 不查收入貸款
● Construction Loan,
   Lot Lo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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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全球首富馬斯克日前宣布以440
億美元收購社群媒體平台推特（Twitter），但
13日早上他卻突然推文稱，收購推特交易 「暫
時擱置」，理由是需要核實推特的垃圾郵件／假
帳號確實是占總用戶數的不到5％。受此消息打
擊，推特股價在美股盤前交易一度崩跌逾 26％
。

本月初，推特在一份文件中估計，在第一季
接收推特廣告服務的2億2900萬用戶當中，假帳
號或垃圾帳號占比不到 5％。13 日，特斯拉
（Tesla）執行長馬斯克在推文中引用了該信息
（不到5％）的連結，並表示收購推特交易將被
推遲，直到他看到計算出這一比例的依據。

目前尚不清楚這是否即代表此收購案立刻喊
停。在推文中，馬斯克並未暗示，他是否對上述
假帳號比例有特別的擔憂，或者他是否認為這個
比例不準確。但這個消息一傳開，推特股價在周
五盤前交易中一度暴瀉逾 26％，而特斯拉則漲
近6％。

4月25日，推特宣布已接受馬斯克的收購提
議，馬斯克將以每股54.2美元，總計約440億美
元收購推特，預計在年底前完成交易，屆時推特
將下市，成為私人控股公司。馬斯克已表示，要
遏制推特上的垃圾郵件和假帳號。之前，馬斯克
曾受到這些帳號的影響。一些詐騙者偽裝成馬斯
克，試圖對其他用戶進行加密貨幣詐騙。

推特收購交易的擱置，再度引發了外界猜測
。紐約歐洲太平洋資本（Euro Pacific Capital）首
席經濟學家薛夫（Peter Schiff）在馬斯克的推文
下留言稱， 「看來我一直都是對的。你從未真正
打算收購推特。你一直在虛張聲勢。在發布這個
公告之前，你賣出了多少推特股票？」

美國券商韋德布希（Wedbush）分析師艾夫
斯（Daniel Ives）估計，馬斯克收購推特有90％
以上的機率可能實現，不過他也預計未來還會有
更多曲折， 「這是一部肥皂劇，」他表示， 「它
將有許多不同的章節。」

馬斯克收購踩煞車馬斯克收購踩煞車 推特股價狂崩推特股價狂崩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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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單便捷使用App 軟件, 輕鬆操作智能手機或平板電腦，無論
   何時何地可隨時上線, 快速查詢或操作個人或商業銀行帳號, 
   如，稽核、 存款、 轉帳、付款、餘額查看等。   
* 便利使用密碼登錄, 無需支付月付及任何維護費用。

一機在手

輕鬆便利

隨身電子銀行
 與你同行

www.swnbk.com

如欲了解APP軟件使用更多相關訊息或疑慮查詢,請洽詢銀行各區分行,或電713-771-9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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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many states now, more than one-half of all baby

formula has been sold
out. In stores nationwide,
40 percent of all baby
formula is out of stock. As
parents start to stockpile
the products, retailers
have all moved to limit
purchases.

After the recent deaths of
two infants from a rare
infection, the FDA
investigated Abbott, a
major producer of infant
formula and discovered
traces of a pathogen in a
Michigan plant. In the

meantime, the pandemic
has snarled the supply
chain and also affected
supplies for the stores.

Republicans today called
on the White House to
come forward to solve the
national crisis
immediately. To be
honest,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is facing so
many difficulties right
now, including the price of
oil, food prices, building
materials and daily
necessities which are all

rising sharply. The
number of people waiting
in long lines at food banks
in major cities across the
nation is constantly
increasing. It is very sad
and makes us angry.

We are sending huge
amounts of aid overseas,
but we still can’t help all
of our own poor people.
Since the Democratic
Party came to power, a
lot of micro and small
businesses still can’t get
help for their very survival.

0505//1313//20222022

Baby Formula Shortage?Baby Formula Shortage?
AmericaAmerica’’s Baby Formula Shortage Hass Baby Formula Shortage Has
Gone From Shortage To A National Crisis.Gone From Shortage To A National Crisis.

拜登政府頭痛的事情
又添一椿，全國各比持續
數月的奶粉荒仍然得不到
解決方案， 白宮表示美國
食品藥物管理局正在夜以
繼日地應對奶粉短缺的危
機。

根據市場調查4月上旬
起全美各地缺貨率已達到
百分之四十， 目前所有超
市已経採取限量購買措施
。

其 中 一 家 製 造 工 廠
Similac 因污染問題被政府
關閉更使短缺問題嚴重 ，
由于消息傳出之後 家長爭
先恐後搶購更加大了缺貨
之嚴重性。

共和黨人今天呼籲白

宮必須出面立即解決全國
性危機 ，從電視晝面上看
到邊境治安人員正在向非
法入境者發放乳粉 ，這更
使許多家長大聲斥責政府
之行為。

老實說， 拜登政府面
對之困難實在多如牛毛 ，
就連嬰兒奶粉都缺乏 ，加
上油價、 食品、 建材 、日
常用品都在大幅上漲， 全
國各大城市之免費食品銀
行排隊等候的人不斷增加
， 真是令人痛心和憤怒。

我們通過天文數字之
援外計劃， 把大批銀子及
軍援送到世界各地， 而國
內如此多需要幫助的國民
， 視而不聞， 其中大半是

貧窮大眾。
民主黨執政以來 ，許

多施政荒腔走板， 真正之

中小微企業得到之幫忙少
之又少， 可以說根本沒有
， 這些人在今年底之選舉

中， 肯定不會再選民主黨
。

嬰兒奶粉危機嬰兒奶粉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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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2日與歐盟理
事會主席米歇爾及歐盟執委會主席范德賴恩在
東京舉行 「第 28 屆日本與歐盟領袖峰會」，
雙方會後發表聯合聲明再度強調台灣海峽和平
穩定的重要性及鼓勵和平解決兩岸問題；外交
部 13 日就此表示感謝，並指出維繫台海和平
穩定已是國際民主國家的高度共識。

日歐雙方在聯合聲明中指出，有國家在東
海、南海試圖片面改變現狀，迅速且不透明的
加強軍事力量，積極在東亞地區開展軍事活動
，日歐對於此一轉變有著強烈擔憂。雙方再度
強調了去年 5 月日歐領袖峰會達成的共識：
「即台海和平穩定與和平解決兩岸問題極為重

要」，亦對香港局勢和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人權
狀況表示嚴重關切。日歐將對片面改變現狀的
企圖和經濟恫嚇作出堅決回應。

外交部發言人歐江安 13 日就此表示，對
日歐盟聯合聲明重視台海安全表示高度歡迎與
由衷感謝，這也再次彰顯維繫台海和平穩定已

是國際民主國家的高度共識。在威權體制向外
侵略擴張，挑戰以規則為基礎的全球民主秩序
，造成國際局勢動盪不安之際，台灣將繼續與
日本、歐盟國家等理念相近夥伴深化合作，共
同捍衛國際正義與自由民主的共享價值。

日本防衛省最高武官、統合幕僚長（參謀
總長）山崎幸二 12 日針對中國大陸航艦遼寧
號持續在沖繩以南海域活動並持續起降艦載戰
機表示，遼寧號在台灣附近以及日本南西諸島
地區展開活動，他認為是安全上的關切事項，
且事態很嚴重。

日本防衛省統合幕僚監部 13 日晚也再度
發布報告指出，遼寧號編隊 12 日在位於石垣
島南方220公里處，自上午9時至晚上8時左右
持續進行艦載機、直升機起降操演。

日本海上自衛隊的護衛艦 「涼月號」對其
展開監視，航空自衛隊戰機也緊急升空應對；
這已是遼寧號自3日起連續第10天在該海域附
近進行艦載機起降訓練。

日歐峰會再提台海和平
外交部：已是國際共識

在聯邦最高法院多數意見草案外洩將推翻
1973年該院所通過的歷史判決”羅訴韋德案”(
Roe v. Wade) 後在全美造成軒然大波, 民主黨
人試圖透過推動立法以保障全國範圍內的墮胎
權，但以失敗告終, 因為所有共和黨參議員全
部投了反對票，外加已叛變民主黨的曼欽加入
共和黨陣營投反對票, 所以最終以49 : 51 敗陣
，事實上本法案要通過必須具有2/3絕對多數
贊成票，所以與距離法定的60票尚有一段距離
, 所以國會是保不了墮胎權利了。

其實這個名為《婦女健康保護法案》
(Women Health Protection Act) 早在去年9 月當
共和黨主政的州日益增加對墮胎的限制，包括
德州一項幾乎全面禁止墮胎的法律後，民主黨
掌控的國會眾議院即以218 票對 211 票的通過
此法案,該法案將保護墮胎在全國範圍內的使用
，而不僅僅是將”羅訴韋德案”寫入法典,它更
將明確禁止一長串的墮胎限制，包括自該案件
判決以來各州頒佈的一些限制墮胎程序的規定
。民主黨承認，他們的法案比羅訴韋德案件的
範圍更廣泛周延,但顯得不到參院共和黨支持,
所以一直拖延到現在才進行毫無勝算的表決,
如不是因為洩露的最高法院意見草案將推翻近
50年的墮胎合法化裁決，讓各州自行決定女性
是否有權終止妊娠, 參議院不會如此倉促投票,

而投票結果顯示，參議院中不存在支持在全國
範圍內維持合法墮胎的多數代表, 不過民主黨
人倒也認為，這是在期中選舉前讓兩黨的議員
對於墮胎有一個清楚的立場表達, 可以讓支持
墮胎權利的選民選出志同道合的候選人，讓他
們去保護墮胎權利, 而且民主黨希望這次投票
能強化他們的政治信息，進一步把共和黨人描
繪成極端分子, 當然共和黨也毫無所懼, 他們也
試圖通過期中選舉，靠著反對墮胎的選民選出
的議員來削弱墮胎權，並在全國各州推進立法
，測試 Roe 案件判決的界限, 所以兩黨各有各
的算計, 誰的政治算盤打得精? 現在還真是說不
準。

不過從權威的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 所新公佈的一項民意調查顯示，大多數
美國人是反對推翻羅伊訴韋德案的, 有61%的美
國人認為，在所有或大多數情況下，墮胎應該
是合法的,只有 37%的人持相反意見, 這說明最
高法院最高法官的”官意” 是與”民意” 是
嚴重脫節的, 不過最高法官是由總統任命的終
身職, 他們不需要透過選舉, 不需要傾聽民意,
但是國會議員諸公則不然, 馬上十一月的選舉
就到了, 既然他們都已經在國會殿堂表達了自
己對墮胎的意見, 就讓選民來決定他們的政治
前途吧!

【李著華觀點 : 國會保不了墮胎
參議院挾殺墮胎權利法案】

北約外長非正式會議
聚焦烏克蘭問題

(本報訊)七大工業國集團（G7）成員國外
長在德國勝地萬格爾斯（Wangels）針對烏克
蘭問題舉行為期3天會議，緊接著將於德國首
都柏林召開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外長
非正式會議。與此同時，NATO在北馬其頓大
展軍力，約有4500名、來自19國的軍人參加
軍演，儼然向俄國總統普丁炫示西方國家的團
結。

德國是目前G7輪值主席國，這次與會的
還有歐盟最高外交官波瑞爾、烏克蘭外長庫列
巴和摩爾多瓦外長波皮斯庫。美國國務卿布林
肯因確診感染冠狀病毒，在結束為期一周的隔
離後，他將於14日出席NATO外長會議，討
論如何支持烏克蘭。

「在這場危機中，七國集團的團結十分重
要。」英國外相特拉斯說： 「我們透過提供烏
克蘭更多武器並加重（對俄國的）制裁，持續
對普丁施以壓力。」法國外長勒德里安表示，
G7各國 「非常團結」，將繼續支持烏克蘭為
主權而戰， 「直到勝利」。

波瑞爾則宣布，歐盟將追加5億歐元（約
新台幣152億元）給烏克蘭，提供包括坦克、
砲彈等重型武器，這將使歐盟對烏的軍援總額
達到20億歐元（約新台幣610億元）。他還表
示，相信不日便能達成歐盟欲對俄國石油實施
禁運的協議。

庫列巴在會上就呼籲匈牙利 「勿再反對」
。他說烏方不會干預歐盟的討論， 「但這是一
個關鍵時刻」，他說： 「我們將看到歐盟團結
是否會持續。」此外，他並呼籲G7富裕國家
沒收俄國寡頭資產、移交給烏克蘭，以協助國
家戰後重建， 「我們談論的是數千億美元。俄
國須付代價。」

路 透 社 報 導 ， 歐 盟 執 委 會 （European
Commission）打算公布一份1950億歐元（約新
台幣6兆元）的計畫，將在2027年底前停止進
口俄國化石燃料。根據計畫草案及歐盟官員說
法，為配合這項計畫，歐盟考慮提高再生能源
量，也可能從埃及、以色列、奈及利亞等國進
口更多液態天然氣（LNG）。



AA55廣 告
星期六       2022年5月14日       Saturday, May 14, 2022



AA66綜合國際
星期六       2022年5月14日       Saturday, May 14, 2022

南非超八成失業青年
需在求職和購買食品間做出選擇

綜合報導 南非知名社會組織“青年資本和公開對話”發布了壹項

針對南非失業年輕群體就業情況的調查數據。數據顯示：80%以上的南

非失業年輕人不得不在找工作和購買食物之間做出選擇。

該組織負責人克裏斯托· 鄧肯· 威廉姆斯透露，此次調查針對2200名

年齡在18歲至34歲之間的南非失業年輕人，其中大多數人目前正在尋

找工作機會。同時，受訪者還被問及求職期間所需的花銷及其來源、找

工作所需材料等問題。

數據顯示，南非失業年輕人平均每個月約花費938蘭特(約合人民蔽

469元)用於找工作，這些費用包括交通、通訊、打印材料、提交相關費

用等。其中，約69%的受訪者從家人處借得求職所需資金，還有20%的

受訪者則從朋友處借得。不過，44%的受訪者已經花費了壹年多的時間

，卻仍未獲得工作崗位。

威廉姆斯指出，約84%的南非失業年輕人不得不在找工作和購買食

物之間做出艱難抉擇。對此，他認為，南非失業年輕人需要其所在社區

提供更好的服務，以降低他們在找工作時的成本。同時，南非政府也應

為這些失業年輕人提供相關技能培訓，以提升其求職能力。

日前，南非統計局發布的數據顯示：南非2021年四季度失業率創下

35.3%的歷史新高，創下南非統計局自2008年公布《季度勞動力調查報

告》以來記錄的最高失業率。其中南非青年群體過高的失業率成為南非

民眾最為關註的焦點。

對此，南非政府此前公布了“總統經濟刺激計劃”，旨在解抉南非

青年群體失業問題。據南非總統拉馬福薩透露，截至目前，“總統就業

刺激計劃”已經創造了超過85萬個就業機會。

德總理：不知道俄烏沖突何時結束
歷史原因讓德國只能支持烏克蘭

綜合報導 即歐洲紀念二戰結束的日子當天，德國總理朔爾茨在發

表電視講話時向德國民眾保證，柏林不會做出任何可能讓北約成為俄烏

沖突慘戰方的抉定。

朔爾茨說，俄邏斯和烏克蘭在二戰中曾壹同對抗納粹政權，“德國

當時對俄邏斯和烏克蘭這兩個國家的人民犯下了罪行。幾十年來，我們

壹直尋求與這兩個國家的人民實現和解”。接著，他譴責俄邏斯在烏克

蘭進行“特別軍事行動”，並表示由於歷史原因，德國“只能站在被攻

擊的壹方”。

之後，朔爾茨向德國民眾保證，在支持烏克蘭的所有努力中，其政

府都將遵循不傷害德國的原則。他稱：“（在支持烏克蘭的）同時，我

們不會去做要求我們去做的所有事情，因為我曾發誓會防止對德國人民

帶來傷害。”

朔爾茨承諾，不會做出任何讓北約成為俄烏沖突慘戰方的抉定。他

說：“我的抉定是不可動搖的。不應該發生世界大戰，尤其是在核大國

之間，這也是5月8日留下的教訓。”此外他稱，德國不會單獨行動，

必須與合作夥伴協調所有行動，不會允許削弱德國聯邦國防軍的作戰能

力，德國及其盟友所做的壹切，給自己帶來的傷害都不應該比給俄邏斯

帶來的傷害多。

德國總理還補充說，他不知道俄烏沖突何時結束，但他相信“烏克

蘭能頂得住”。

歐盟考慮發行債券籌錢援助烏克蘭
或高達150億歐元

綜合報導 為了援助烏克蘭，歐盟開

始考慮發債“借錢”了。據報道，三名

了解內情的外交官透露，歐盟委員會正

在計劃發行債券，以滿足烏克蘭未來三

個月約150億歐元（約合人民幣1062億

元）的財政需求。該計劃最早將在5月

18日公布。

烏克蘭方面如今很缺錢。報道稱，

烏克蘭政府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

）透露，烏克蘭每月需要50億歐元來維

持國內經濟運轉——從支付工資、養老

金到照顧流離失所者和其他與軍事沖突

相關的花費。

這壹數據與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的

說法稍有出入。今日俄羅斯（RT）報道

稱，上月21日，澤連斯基對世界銀行和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表示，他的國家已經

遭受約5500億美元的損失，他們至少需

要每月70億美元（約合66億歐元）的援

助來重建經濟。

“政客”新聞網稱，這筆總計150

億歐元的資金缺口，美國計劃提供三分

之壹，剩余100億歐元由歐盟來提供。

而歐盟的解決辦法就是發債籌錢。

報道稱，歐盟委員會向歐盟各國大

使們簡要介紹了這壹計劃，它要求歐盟

各成員國提供擔保資金，然後由委員會

發行債券。知情外交官稱，該計劃類似

於歐盟在2020年發起的為救助短期失業

者籌措資金的SURE計劃，當時歐盟委

員會要求各國提供250億歐元擔保資金

，用以發行1000億歐元的債券。

知情外交官強調，援助烏克蘭的債

券規模會小得多，但委員會目前還未提

供具體信息，所以還不清楚它需要多少

資金，以及各國之間如何分配。

報道稱，有部分歐盟成員國（包括

德國、奧地利和希臘）要求委員會在5

月18日發布債券計劃前，再提供壹種替

代方案。它們的想法是：如果英國、日

本或挪威等非歐盟國家也加入進來，那

麽歐盟的資金壓力會小壹些，也許只需

要提供幾十億歐元。

此外，法國總統馬克龍還提議在5

月底成員國首腦會議上壹起討論此事。

值得註意的是，除了發行債券，歐

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博雷利近日

還提出另壹種方案，即使用歐盟沒收凍

結的俄羅斯外匯儲備援助烏克蘭。

英國《金融時報》報道，博雷利在

接受采訪時稱用俄羅斯的錢“完全符合

邏輯”，因為美國之前就這麽幹過，控

制了屬於阿富汗央行的數十億美元資產

，以幫助阿富汗人。

“我非常贊成這種做法，它完全符

合邏輯。”博雷利稱，“（俄羅斯的）

錢在我們的口袋裏，有人必須向我解釋

壹下，為何這麽對阿富汗的錢是好的，

但對俄羅斯的錢卻不行？”

美國總統拜登今年2月發布行政命

令，“挪用”阿富汗凍結在美國的約70

億美元資產，將其中高達35億美元（約

合人民幣222億元）留在美國，用以賠

償“9· 11”事件的受害者們，剩下僅僅

35億美元則成立所謂的信托基金，通過

人道主義組織分配，聲稱用來救濟阿富

汗民眾。

《紐約時報》當時稱此舉“非同尋

常”。阿富汗臨時政府發言人譴責美國

“偷竊阿富汗人民的財產”，甚至美國

支持的阿富汗前總統卡爾紮伊也稱其為

“不公正、不公平，是對阿富汗人民的

暴行”。

“賣到美國人根本想不到的地方”
伊朗宣布石油銷售已翻番

綜合報導 伊朗總統萊希宣布，盡管

美國方面實施了制裁，伊朗的石油銷售自

2021年8月以來已經翻了壹番。

萊希周壹在接受伊斯蘭共和國廣播電

視臺（IRIB）直播采訪時說：“第13屆政

府就任以來，石油銷售已經翻了壹番，人

們不再擔心石油銷售。”

據伊朗石油部長賈瓦德· 歐吉稱，在最

嚴厲的制裁下，伊朗的石油出口數量已經增

長，而不必等待目前陷入僵局的維也納談判

取得結果，等待美國方面取消制裁。

這壹增長歸因於采取不同的方法以贏

得合同和尋找不同的買家。歐吉曾表示，

伊朗“把石油賣到了美國人根本想不到的

地方”。

報道稱，在假定美國的制裁措施將持

續的情況下，伊朗政府制定了今年的財政

計劃，該計劃預計伊朗政府將獲得至少

300億美元的石油出口收入。

萊希指出，伊朗對外貿易總額已達到

1000億美元的裏程碑，這是“壹個與截然

不同的數字”。他還表示，初期對基本消

費品戰略庫存的擔憂有所緩

解。萊希說：“今天，我向

大家保證，我們的基本物資

儲備沒有問題，政府已采取

壹切措施，確保伊朗人的生

活沒有問題。”

不過，伊朗主要消費行

業偶爾還會出現壹些食品雜

貨短缺的現象。萊希說：

“如今，有關保護伊朗人生

命免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

基本商品庫存、外匯、外貿

以及石油銷售的擔憂，已在

可接受的程度上得到解決。”

萊希說，他的政府尋求改革基本商品

補貼計劃，逐步取消“不公平”的資金分

配和以優惠利率分配外匯。

萊希還談到了新冠疫苗接種活動完成

後企業和學校的重新開放問題。他說，

“今天，除了進口疫苗外，我們在國內還

擁有非常高的疫苗生產甚至出口疫苗的能

力。”萊希補充說，伊朗政府采取的措施

已經將新冠病毒造成的每日死亡病例數從

700人降至7人。

據此前報道，2021年 8月5日，萊希

在議會宣誓就任伊朗總統，承諾新壹屆政

府將通過解決經濟問題改善民生。有分析

人士認為，萊希上臺後將面臨諸多挑戰，

包括重振伊朗經濟、防控新冠肺炎疫情、

擺脫美國制裁等。

抗議不斷，斯裏蘭卡要求對打砸搶燒者“格殺勿論”
綜合報導 斯裏蘭卡當地的

反政府遊行死亡人數已升至8

人，政府要求軍隊對於違法者

“格殺勿論”。

此前，因其面臨著 1948

年獨立以來最嚴重的經濟危

機，斯裏蘭卡的反政府示威

遊行已經持續數周，民眾要

求總統戈塔巴雅下臺。近日，

斯裏蘭卡內閣 26 名部長已集

體 辭 職 ， 41 名 議 員 也 共 同

“出走”脫離執政聯盟，導

致現政府失去了在議會的多

數席位。

當地時間9日下午，斯裏

蘭卡總理、戈塔巴雅的哥哥馬

欣達· 拉賈帕克薩宣布辭職，但

也未能平息民憤。當晚，數

千名示威者試圖闖進位於首

都科倫坡的總理府，科倫坡

等地爆發大規模流血沖突。

人群的怒火還延燒至其他政

客，壹夜之間50多處政治家的

房產被燒毀。

據報道，為控制事態，

斯裏蘭卡政府 10 日命令安全

部隊向任何搶劫公共材產或

造成“ 生 命 傷 害 ” 的 人 開

火 。 此 外 ， 政 府 部 署 了 數

以 萬 計 的 六 軍 、 海 軍 和 空

軍人員在巡視科倫坡街道，

全島範圍內的宵禁已被延長

至當地時間 12 日上午。科倫

坡的街道就此趨於平靜，但

從被扔進湖裏的公共汽車到

被砸碎的汽車車窗和還在燃

燒的輪胎，城市四處仍留有

抗議的痕跡。

盡管如此，科倫坡市最

高級別的警官、西部省副警

監滕納孔還是被壹群暴徒毆

打，並被指責在保護和平抗

議者方面做得不夠。另外，

在靠近科倫坡海岸線的加勒

菲斯綠地，抗議人群也持續

聚集。

在該國東北部，抗議者

們 聚 集 在 亭 可 馬 裏 海 軍 基

地 前 ， 因 為 有 未 經 證 實 的

報 道 稱 馬 欣 達 從 科 倫 坡 的

住 所 逃 出 後 與 家 人 壹 起 去

了那裏。

斯裏蘭卡警方稱，目前事

件已造成8人死亡。科倫坡的

主要醫院透露，本周已有超過

200人受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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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世界衛生大會（WHA）倒數9天，美國國會
近期通過友台法案，要協助台灣重獲觀察員身分。美國總統拜
登選在簽署期限最後一天的今天簽字，法案即日起生效，展現
美國挺台力道。

第75屆WHA將於5月22日至5月28日在瑞士日內瓦登場
。白宮今天下午發布新聞稿，宣布拜登已簽署編號S.812的涉
台法案。

法 案 主 提 案 人 、 參 議 院 外 委 會 主 席 梅 南 德 茲 （Bob
Menendez）推文表示，他很高興看到拜登簽字，讓這部支持台
灣獲得世界衛生組織（WHO）最高權力機構WHA之觀察員身
分的法案成為法律。

梅南德茲說： 「面對中國惡意，我們（美國國會）的努力
有力地展現美國對台灣在世界舞台適當參與的承諾。」

在WHO連續多年排除台灣後，梅南德茲去年3月與參議
院台灣連線共同主席殷荷菲（James Inhofe）連袂提出這部法案
，盼協助台灣重獲WHA觀察員身分。

法案在美國國會獲得壓倒性跨黨派支持，去年8月6日獲
參議院 「一致同意」（unanimous consent）通過，今年4月27
日在眾議院以425票贊成、0票反對的票數過關，並於5月3日
送出國會，遞交白宮。

美國國會2004年5月也曾通過類似法案，指示國務卿研擬
計畫，支持並協助台灣取得WHA觀察員身分。台灣隨後順利

在2009年至2016年間以觀察員身分受邀，但自2017年起，儘
管有美方支持，台灣仍因中國施壓連續多年未能參與WHA。

因此，拜登今天簽署生效的法案，要求國務卿在台灣未能
取得觀察員身分的每屆WHA後，向國會說明美國在協助台灣
的計畫上，有做出哪些改變與精進作為。

法案指出，台灣是全球衛生模範貢獻者，自1996年以來挹
注超過60億美元（約新台幣1714億元），提供超過80國國際
醫療及人道援助。法案呼籲，病毒無國界，不必要地將台灣排
除在全球衛生合作外，只會增加全球傳染病帶來的危險。

拜登推新倡議 投資東協1.5億美元

美陸戰隊司令：受中國挑戰
美軍須增強在威脅環境的補給

（綜合報導） 「美國-東協特別峰會」12日起在華府一連
召開兩天，美國總統拜登首日宣布向東協國家提供逾1.5億美
元基建、安全和抗疫援助，以示華府仍然聚焦印太地區和長期
抗衡中國的決心。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則敦促美國在數位科技、
貿易便利化、供應鏈及培訓等新興領域與東協加強合作，並鼓
勵東協成員國加入美國推動的 「印太經濟架構」。

拜登12日在白宮設晚宴招待到訪的8位東協國家領導人，
當場宣布一項總值逾1.5億美元的行動倡議，協助東協國家發
展清潔能源、推動教育，以及加強海事安全及衛生防疫工作。
其中最大的一筆資金6000萬美元，將投入於海事相關項目，包
括增派海岸防衛隊人員和器材，協助夥伴國提高海事防衛能力
。

美國海岸防衛隊也會派一名代表常駐美國駐東協使團的辦
公處，並在東南亞和大洋洲地區部署一艘巡邏快艇，協助培訓
事宜和參與任務。美國退役的巡邏快艇也會優先轉移給東南亞
國家，協助這些國家提高海岸防衛能力。

另外有600萬美元將用於支持數位創新、加強數位經濟規
則以及制定人工智慧的全球標準。1000萬美元則將用於在東南
亞抗擊新冠疫情和空氣傳播疾病。白宮還表示，將提供資金幫
助東協成員國籌集20億美元的清潔能源發展資金。

13日，東協各國領導人會在美國國務院出席更多正式會談
。有分析認為，時值美國與東協建立關係45周年，白宮將藉此
次峰會與東協建立更緊密夥伴關係，抗衡中國日益增長的影響
力。不過，東協國家鑒於與中國密切的經貿關係，已多次表示

不願 「選邊站」。
新加坡總理李顯龍等東協領導人於12日下午，出席美國—

東協商業理事會和美國商會的活動。李顯龍敦促美國逐一邀請
東協成員國加入 「印太經濟架構」（IPEF）。但他也提醒，這
個架構必須具包容性，並能為成員帶來實質利益，才能吸引更
多國家參與。

李顯龍建議： 「IPEF應該包含數位與綠色經濟，以及基礎
建設領域的合作，因為區域國家對這些議題有強烈的共鳴。」
由於美國推動的IPEF更專注於制定規則，而不是開放市場，部
分學者認為，這個架構很難吸引東南亞國家加入，因為架構制
定的一些標準可能門檻太高。

WHAWHA倒數倒數99天天 拜登簽署法案拜登簽署法案
協助台灣重獲世衛觀察員身分協助台灣重獲世衛觀察員身分

（綜合報導）在中國軍力日益增強之際，美軍陸戰隊司令
大衛．伯格將軍（Gen. David Berger）說，美國在太平洋的傳
統作戰優勢正受到中國步步緊逼的挑戰，美國必須加強在一個
威脅環境下的補給能力，不能允許像俄羅斯軍隊在烏克蘭戰爭
中遭到的補給困難情況發生。

據美國之音13日報導，伯格將軍12日在美國參議院軍事
委員會的聽證會上說， 「步步緊逼的威脅」持續侵蝕美軍的傳
統作戰優勢，美國目前的補給程序反而給了對手機會。 「由於
作戰環境越來越具競爭性，我們的補給能力從戰術優勢一直到
本土都必須有根本上的改變。」

伯格將軍說，從烏克蘭的戰爭可以看到，即便是具有數量

優勢的部隊都會遇到維持及保護補給線不受攻擊和打斷的困難
。 「我們不能允許這種情況發生。」

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多次表示，中國是美國 「步步緊逼的
威脅」（pacing threat），印太安全助理部長瑞特納（Ely Rat-
ner）也在最近一場印太政策聽證會上說過，台灣是一個 「步步
緊逼的情勢」（pacing scenario）。對於中國解放軍在台海及東
海的活動日益頻繁，五角大廈正在加強威懾及應對地區衝突的
能力，國防授權法中包含的《太平洋威懾倡議》（Pacific De-
terrence Initiative， PDI），正是為了應對這個挑戰的規劃。

不過《日本經濟新聞》上星期（5月4日）報導，美國國防
部四月中旬送交國會一個與《太平洋威懾倡議》有關的長期計

畫項目說，國防部的評估認為美軍 「目前在戰場的補給態勢不
足以支持在特別是競爭環境下的作戰行動。」

報導說，《太平洋威懾倡議》是去年美國國防部為改善美
軍在印太地區的態勢和備戰能力，以便能更好地應對中國在地
區軍事擴張而設立的項目。美國軍方計畫在美國陸戰隊位於日
本本州島南端的岩國航空基地、以及美國空軍在東京西邊橫田
基地擴大飛機油料儲存能力。

「大量儲油槽將儲存足以維持突發情況所需的作戰儲備飛
機油料，以等待運油船的補給，」五角大廈在給國會的文件中
說。日經的報導認為，這似乎是為台灣海峽或東海的軍事危機
而作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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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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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克欽邦消息，緬中邊境雷基口

岸壹帶，越來越多的貨車司機將腐爛的香蕉扔

在路邊，大量的香蕉堆在路邊，對當地民眾以

及道路通行造成不小的影響。

壹名司機稱，雷基分鎮入口不遠處的

地方，以及雷基分鎮內環山路壹線，都有

不少被亂扔的香蕉，堆積的香蕉影響了道

路交通，民眾出行出現困難。如果下雨就

更糟糕，爛香蕉上都是成群的蒼蠅。如果

相關部門持續不進行監管，那情況還將繼

續惡化。

壹名運輸香蕉的貨車司機表示，因疫

情等原因，口岸開放時間以及通關速度受

到影響，運輸到口岸的香蕉，部分出現損

壞。為了防止更多的香蕉受損，只能將香

蕉扔掉。但相關部門沒有做出規劃，商人

也不管。因為貨物受損，不少司機蒙受損

失，因此就到處亂扔。也正因為如此，雷

基這邊都散發著臭味。

有司機表示，按照規定，貨車進入雷基

邊貿口岸需要繳納費用，每輛車收費3000緬

蔽。

據悉，緬甸通過雷基邊貿口岸出口香蕉、

甘蔗、玉米、大米和西瓜。2021年7月份起，

受疫情影響，雷基口岸關閉了6個月左右，

2021年12月第二周重新開放。2022年3月份，

受疫情影響關閉的雷基口岸再次恢復開放。

印度壹邦警局情報部門遭火箭彈襲擊
建築玻璃被震碎

綜合報導 印度旁遮

普邦警局情報部門遭火

箭彈襲擊，發生小規模

爆炸，造成建築玻璃被

震碎。此次事件中無人

傷亡。

警方表示，有人在

距離情報部門建築約 80

米 的 地 方 發 射 壹 枚 火

箭 推 進 榴 彈 。 另 據 消

息 人 士 透 露 ， 火 箭 發

射 器 可 能 是 通 過 無人

機運送的。

旁遮普邦首席部長

巴格旺特· 曼恩在社交

媒 體 上 發 文 稱 ， 案 件

正 在 調 查 當 中 ， 警 方

將 對 肇 事 者 采 取 嚴 厲

行動。

菲律賓總統大選，小馬科斯何以高票當選
綜合報導 菲律賓媒體公布的初步統

計結果顯示，菲律賓聯邦黨候選人費迪

南德· 邏穆亞爾德斯· 馬科斯（小馬科斯

）贏得9日舉行的總統選舉。正式選舉

結果有待菲律賓選舉委員會確認。

小馬科斯是菲律賓前總統費迪南

德· 馬科斯之子、前慘議員。初步統

計結果顯示，在已完成計票的 92%選

票中，小馬科斯的得票率為 56.59%，

以絕對多數贏得總統選舉。其當選選

票遠超競選對手及 2016年杜特爾特總

統的選票。

對於菲律賓此次大選結果，中國外

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在10日的例行記者會

上表示，中方祝賀菲律賓順利舉行大選

，也祝賀得票領先的候選人。中方希望

並相信菲律賓國內各政治力量將繼續團

結協作，共同致力於國家復蘇和發展。

值得註意的是，小馬科斯競選搭檔

、菲律賓現總統杜特爾特長女、達沃市

長莎拉· 杜特爾特-卡皮奧的得票率為

57.04%，以絕對多數贏得副總統選舉。

為何小馬科斯會高票當選？

菲律賓自獨立以來，其北部便是馬

科斯家族集團的基本盤，而南部則由杜

特爾特家族的基本盤。也因此，2022年

總統大選的結果，其實是菲律賓南北家

族結盟競選的結果。

杜特爾特家族的支持，是小馬科斯

當選的重要助力。那麼，杜特爾特家族

為何會支持小馬科斯呢？原因在於，杜

特爾特希望他的繼任者能繼續推行反腐

、禁毒、經濟發展的政策。

南北家族政治集團的聯盟為小馬科

斯當選贏得根本性的保障，以莎拉· 杜特

爾特-卡皮奧為副總統的選擇，則會為其

接下來執政實行各項政策提供了很大的

便利。

與此同時，小馬科斯本人也有著豐

富的從政經驗和能力，因此能在競選中

贏得大量的民意支持。

小馬科斯從老家北伊邏戈省開始從

政，先後擔任該省省長，慘選菲律賓

眾議員和慘議員，還慘加過 2016年的

副總統競選，以很小的差距落敗。雖

然小馬科斯在 2016年副總統選舉中落

敗，但是，其多年來浸閏在菲律賓政

界，積累了豐富的政治經驗和政治選

舉能力。

因此，在此次總統競選中，小馬科

斯仔細地了解了選民的需求，並以發展

菲律賓經濟和維護國家利益、反貪腐為

選舉競爭口號，迎合了疫情後菲律賓民

眾要求經濟復蘇、改善民生、持續性開

展政治改革的心聲，獲得廣大中下層選

民的支持。

比起競爭對手林麗妮競選提出“促

進菲律賓人的正義、權利和尊嚴”等空

洞的政治口號，小馬科斯的從政經驗、

競選口號及個人能力更能贏得選民的支

持。

而他也改變了此前西方媒體對其父

執政菲律賓時期的批評語境，通過在國

內宣揚其父馬科斯執政時對菲律賓的貢

獻和政治遺產為其選舉加分。

當然，小馬科斯成功當選也離不開

其競選團隊有效的宣傳和拉票。競選集

團充分利用現代社交網酪媒體的有效宣

傳，贏得選民主體的年輕人的支持。競

選團隊的社會動員、廣告宣傳、正面形

象塑造等全方位

造勢，贏得選民

的廣泛支持。

另外，其團

隊在競選中穩打

穩紮，以穩固其

家族勢力的北部

選票支持，集中

力量攻取大馬尼

拉地區的選票。

在南呂宋、棉蘭

老島競選沒有優

勢的情況下，力

攻大馬尼拉地區

選民的支持，最終得以高票當選。

本屆菲律賓總統大選已塵埃落定，

不過，未來如何引導各方凝聚共識、彌

合分歧，在遏制疫情的同時有效提振經

濟、創造就業崗位，對小馬科斯領導的

新壹屆菲律賓政府而言還將是不小的考

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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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機會曾在社會上不同界別進行多項性
騷擾問卷調查，但資料零散，12日發

表的是首個具代表性的全港調查結果。
去年3月至6月，平機會透過電話成功
訪問5,027名年齡介乎18歲至64歲的
香港居民（包括外傭），發現受訪者
普遍對性騷擾定義的認知程度頗高，
“性騷擾認知指數”平均分為80.26
（100分最高）。

調查發現，受訪前24個月內有
工作的3,928名受訪者當中，11.8%
曾於該段期間遭受職場性騷擾，其
中以年輕女性（18-34 歲）的比率較
高（22.5%）。在曾遭職場性騷擾的
受害人中，最常見是有人當着受訪者
面前與其他人談及有關性的話題或笑
話，其次為騷擾者直接向受訪者講與
性有關的言論和笑話，以及遭人強吻或
擦過臀部等不恰當的身體接觸。另外，
55.7%受訪職場性騷擾的受害人曾在工作
時遭遇多於一種形式的性騷擾。

實習暑期工遇事比例達四分一

平機會高級研究經理葉仲茵12日在記者會上指
出，研究發現實習生（25.5%）與暑期工（25%）工作
時被性騷擾的機會顯著比長工僱員為高，而職場性騷擾受害
人對上一次被騷擾的經歷中，最常見的騷擾者是與受害人同一職
級的同事，其次是職級比受害人高的同事，以及機構的客戶或服務對
象。葉仲茵表示，經進一步分析發現，較大比例的女性受害人被較高職級或
擁有較多權力的同事性騷擾。調查顯示，近八成受訪者曾就最近一次被性騷
擾事件採取行動，主要是避開騷擾者、斥責或要求騷擾者停止騷擾行為，只
有14.7%會向警方、平機會、上司或公司內相關部門作正式舉報。雖然在採
取行動後最常見的結果為騷擾者停止相關行為（80.2%），但亦有少數受害
人被視為“麻煩製造者”（8.6%），甚至遭報復或排斥（6.5%）。

七成旁觀者冷眼旁觀

至於並無採取行動的性騷擾受害人中，絕大部分認為事件並不嚴重（97.1% )，但亦有
54.9%認為性騷擾是“公司的常見情況，見怪不怪”，另有部分受訪者指投訴機制無效、過程
冗長或不知道投訴渠道而作罷。調查亦發現，41.4%受訪者指對上一次遭受職場性騷擾時有其
他目擊者，但近七成旁觀者並無嘗試介入或阻止事件。平機會行政總監朱崇文認為，香港的性騷
擾條例較英國及澳洲等地遲了十多廿年才訂立，惟港人的認識已日漸加深，亦有更多人站出來舉
報，他建議企業及機構設立有效投訴機制，鼓勵旁觀者勇於發聲。同時，平機會建議立法規定僱主
若無採取合理切實可行的步驟以預防性騷擾，應就其工作場所發生的性騷擾行為負上法律責任。

性騷擾事件時有發生，香港平等機會委員會12日

發表首個有關性騷擾的全港調查結果，發現平均每6名

受訪者就有一人（17.8%）在過去24個月內遭受網絡

性騷擾；平均每8名受訪者就有一人（11.8%）在職場

遭受性騷擾。令人意外的是，受訪男性遭網上性騷擾的

比例竟略高過女性1個百分點。在職場性騷擾方面，年

輕女性的比例仍偏高，尤以實習生及暑期工最高危。逾

30%騷擾者為職級較高的同事、客戶或服務對象，最常

見的性騷擾方式是公然談及有關性的話題或笑話。平機

會認為，是次調查反映香港性騷擾情況普遍，建議從教

育入手，改革中小學性教育，同時改變職場文化，以及

修訂《性別歧視條例》，規定僱主若無採取合理切實可

行的步驟以預防性騷擾，應就其工作場所發生的性騷擾

行為負上法律責任。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遭網上性騷擾 男多過女
職場中招者普遍 8個人就有一個曾受困擾

2017
◆ 190宗

■ 87宗

（45.8%）

2018
◆ 320宗

■ 136宗

（42.5%）

2019
◆ 336宗

■ 153宗

（45.5%）

2020
◆ 314宗

■ 143宗

（45.5%）

2021
◆ 302宗

■ 183宗

（60.6%）

資料來源：香港平機會《2021年全港性騷擾調查》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重點調查數據

22.6%

4.6%◆根據《性
別歧視條例》提出
的投訴

■當中與性騷擾有
關投訴（所佔比

例）

職場性騷擾者的身份（可選擇多於一項）

●職級相同的同事：44.6%
●職級較高的同事（包括僱主、直屬上司、管理層）：25.9%
●客戶或服務對象：14.5%
●職級較低的同事：12.1%
●在同一地方工作，但並非屬於同一公司／機構的人：11.7%

◆◆平機會調查顯示平機會調查顯示，，分別有分別有 1717..88%%及及
1111..88%%受訪成年人曾遭受網絡形式及職場受訪成年人曾遭受網絡形式及職場
性騷擾性騷擾。。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平平
機機
會會
接接
獲獲
的的
投投

訴訴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聶曉輝）平機會
《2021年全港性騷擾調
查》發現，在調查前24
個月內曾使用互聯網的
4,689 名 受訪者中，
17.8%受訪者透露曾遭
受網絡性騷擾，其中又
以 男 性 的 比 例
（18.3% ）略高於女性
（17.3% )。調查又發
現，愈年輕愈可能遭受
網絡性騷擾，23.3%年
輕受訪者（18-34 歲）
曾成為受害者。但《性
別歧視條例》下的性騷
擾只涵蓋有特定關係的
人士，例如在同一工作
場所的同事、教職員工
之間、教練和學徒等，
並不涵蓋網絡上互不認
識的網民。無法可依情
況下，受害人只能向相
關網絡平台作出投訴，
或離開該平台。

網上性騷擾形式方面，最常
見包括收到不雅照片或影片、收
到有性含意的訊息，以及有人向
受害人發出涉及性的言語或有關
性的笑話，當中不少人曾遭受多
於一種形式的網絡性騷擾。另
外，4.8%受訪者曾在未經其同意
下，被他人在網上發放其不雅圖
像或影片，平機會指比率雖然較
低，但該種屬影像性暴力的性騷
擾非常嚴重。

平機會行政總監朱崇文指
出，由於《性別歧視條例》下的
性騷擾只涵蓋有特定關係的人
士，例如在同一工作場所的同
事、教職員工之間、教練和學徒
等，並不涵蓋網絡上互不認識的
網民，他呼籲受害人向該網絡平
台投訴、透過網民力量停止相關
行為，或離開該平台。

陌
生
網
民
搞
事
現
行
法
例
未
涵
蓋

平機會重點建議
●政府應考慮修訂《性別歧視條
例》，無採取合理、切實可行
步驟，以預防性騷擾的僱主，
需就共同工作場所的使用者、
顧客或客戶對其僱員的性騷擾
行為負上法律責任

●教育局應考慮盡快徹底改革小
學和中學的性教育，加強性別
平等和兩性關係的元素，包括
網絡性騷擾和影像性暴力

●中學、辦學團體及高等教育院
校向學生提供有關性騷擾認知
的培訓，並教授有關應對性騷
擾的技巧和知識

●平機會與政府統計處應合作定
期進行具代表性的全港住戶統
計調查，以找出和監察包括數
碼世界在內的不同公共生活領
域會發生性騷擾的風險因素

●香港交易所應考慮檢視《上市
規則》內的《環境、社會及管
治報告指引》，加入採用反性
騷擾政策為主要性別平等策略
之一，規定上市公司發行人須
將之在其環境、社會及管治報
告內披露

●僱主應制定清晰的企業反性騷
擾政策、建立有效的投訴處理
機制

資料來源：香港平機會《2021
年全港性騷擾調查》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受訪者曾遭受網絡性騷擾的形式（可選擇多於一項）

●在網上收到不雅照片或影片：55.8%
●在網上收到有性含意的訊息：47.1%

●收到涉及性的言語或有關性的笑話：26.7%
●收到裸露身體的照片或影片：11.9%
●在受訪者表明拒絕的情況下，仍不斷被
人提出性要求：11.6%
●未經受訪者同意下，收到不雅圖像
或影片：4.8%

受訪者曾遭受職場性騷擾的形式
（可選擇多於一項）

●當着受訪者面前與其他人說有關性的話題或笑話：61.5%
●收到有關性的話題或笑話：37.9%
●被人作出不恰當的身體接觸，例如強吻、觸摸或擦過臀部：

●被問及性生活：16.8%
●在受訪者拒絕的情況下，仍不斷被邀請約會：13.6%
●被人作出性侵犯或企圖性侵犯：6.7%
●有人以工作、金錢或其他利益作條件，被人提出性要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和富社會企業“香港開心
D”以及香港理工大學護理學院主辦“香港開心指數”研
究團隊，12日公布最新調查結果，發現在疫情高峰期下，
香港平均每5個家庭，就有1個不開心。10分滿分的“家庭
開心指數”，今年平均分為6.89分，較去年的7.26分為
低。調查發現，疫情影響受訪者的精神健康大於身體健
康，普遍市民認為在第五波疫情中，和家人相處常常感不
安和焦慮，當中母親比父親受到較高的負面影響。

調查發現，開心指數與收入、感情狀況息息相關，以
收入約6萬元（港元，下同）以上受訪者為例，其個人開
心指數平均分為7.27，而收入1.5萬元以下受訪者，只有
6.37分。另外，已婚人士的開心指數有7.33分，相對單身
人士6.53分為高。

研究團隊解釋，去年調查時正值第四波疫情尾聲，因
此開心指數較高，今年調查時為第五波疫情最高峰期，對
指數影響較大。

專家：老公宜多讚美老婆
不少家庭成員互相接觸的時間上升，但面對財政困

難、感激家人付出，以及就重要的事提出意見方面，均有
更負面的情況出現，尤其以母親的角色來說，大多需要照
顧家庭，工作量變大，“小朋友唔使返學，要睇住佢哋上
網課，又要緊張買唔買到餸。”

東華學院副院長林清教授建議，部分收入較少的家
庭，丈夫應盡量與家人溝通，並分擔家務，亦可多讚美妻
子，透過以上愛的語言，提高開心指數。

疫下“開心指數”續跌 媽咪特別難受

◆林清（右）建議，丈夫應盡量與家人溝通，並分
擔家務，亦可多讚美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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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5月11日，中國
國家主席習近平致電費迪南德·羅慕爾德茲·馬科
斯，祝賀他當選菲律賓共和國總統。

習近平指出，中菲是一衣帶水的鄰居、風雨同
舟的夥伴。近年來，在雙方共同努力下，中菲關係

不斷鞏固提升，為兩國人民帶來福祉，為地區和平
穩定作出貢獻。

習近平強調，當前，中菲兩國都處在關鍵發
展階段，雙邊關係面臨重要機遇和廣闊前景。我
高度重視中菲關係發展，願同馬科斯當選總統建

立良好工作關係，堅持睦鄰友好，堅持攜手發
展，深入推進兩國全面戰略合作關係，造福兩國
和兩國人民。

同日，中國國家副主席王岐山致電莎拉·齊默
爾曼·杜特爾特-卡彪，祝賀她當選菲律賓副總統。

習近平向菲律賓當選總統馬科斯致賀電：
中菲雙邊關係面臨重要機遇和廣闊前景

王毅同巴基斯坦外長視頻會晤 強調繼續支持巴方提升反恐能力

王毅祝賀比拉瓦爾就任外長，表示巴基斯坦新
政府是聯合政府，但無論哪個黨派都是中巴

友好的積極參與者，也是堅定捍衛者。對華友好
始終是巴基斯坦國內超越一切政治分歧、全國上
下高度一致的共同認知。夏巴茲總理更是同中國
有着長期友好交往，是值得信賴的老朋友、好朋
友。你領導的人民黨尤其是布托家族也一直是支
持中巴友好的堅定力量。相信中巴關係必將得到
進一步發展，傳統友誼必將得到進一步弘揚，中
巴全天候戰略夥伴關係必將邁出新的步伐。

雙方友好不會因一時一事而動搖改變
王毅說，中巴全天候戰略合作夥伴獨一無

二，久經考驗。雙方友好代代相傳，不會因一時
一事而動搖或改變。中方將一如既往堅定支持巴
捍衛國家主權、安全和尊嚴，堅定支持巴方致力
於國家發展和民族振興，相信巴方也將繼續在涉
及中國核心利益的所有問題上堅定同中方站在一
起。中方願同巴方深入對接發展戰略，支持巴維
護經濟和金融穩定，高質量共建中巴經濟走廊。
雙方既要運營和建設好現有重要項目，也要開展
更多民生項目，讓中巴經濟走廊更好惠及沿線群
眾，實現高標準、可持續、惠民生目標。中方願
同巴方適時召開走廊聯委會新一輪會議，落實好

《中巴產業合作框架協議》，助力巴工業化進
程，增強經濟發展動能和韌性。

巴外長：希進一步拓展巴中經濟合作
比拉瓦爾表示，很高興就任外長後首次正式

雙邊活動就是會晤中國外長。巴中友誼是巴外交
政策的基石，也是巴戰略優先事項，巴中全天候
戰略夥伴關係堅如磐石。不管是巴執政黨還是在
野黨，都堅定支持巴中友好，這是巴人民擁有的
共識。不管面臨什麼困難和挑戰，巴中友誼都堅
不可摧。巴方堅定奉行一個中國政策，堅定支持
中方在台灣、新疆、西藏、南海等問題上的立
場。巴中經濟合作卓有成效，感謝中方為巴經濟
社會發展提供的巨大支持和幫助。巴方全力支持
“一帶一路”倡議，尤其是巴中經濟走廊建設。
希進一步拓展巴中經濟合作，擴大貿易往來，吸
引更多中國投資，推動巴中經濟走廊建設取得更
多成果，深化產能合作，助力巴實現農業和工業
現代化。

雙方還重點就在巴中國公民、機構安全交換
了意見。

王毅指出，4月26日，卡拉奇大學孔子學院
班車遭遇恐怖襲擊後，巴總統、總理、議長、各
黨派領導人及各界人士一致譴責恐襲，夏巴茲總

理第一時間到中國駐巴使館弔唁，致信中國領導
人表示慰問。巴內閣還決定將保障在巴中國公民
安全提升至前所未有程度。中方對此予以充分肯
定。

談班車遭恐襲事件：將全力逮捕犯罪分子
王毅強調，過去一段時間巴基斯坦接連發生

針對中國在巴人員的恐襲事件，造成嚴重傷亡，
中國政府和中國領導人對此極為重視，中國社會
和民眾對此高度關注。中巴雙方應立即行動起
來，採取堅決有效措施加以應對。當務之急是加
快查案追兇，盡快予以嚴懲。要有針對性提升在
巴中方人員、機構和項目的安全保護，及時安全

預警，堵塞安保漏洞，堅決防止再次發生類似事
件。中方將繼續支持巴方提升反恐能力，願同巴
方攜手努力，堅決挫敗一切破壞中巴關係的圖
謀。

比拉瓦爾表示，巴方對卡拉奇孔子學院恐襲事
件予以最強烈譴責。對中國兄弟姐妹的襲擊就是對
巴人民的襲擊。巴堅定反對一切恐怖行徑，定將此
案查得水落石出，定將所有犯罪分子繩之以法。恐
怖分子針對的目標是巴中友好，巴方絕不會讓他們
得逞。巴情報機構和執法機構正夜以繼日工作，將
竭盡全力逮捕犯罪分子，並防止未來類似事件再次
發生。巴方願同中方加強合作，提高巴反恐能力，
確保所有在巴中國公民安全。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11日同巴基斯

坦外長比拉瓦爾舉行視頻會晤。 王毅強調，中方將繼續支持巴方提升反恐能

力，願同巴方攜手努力，堅決挫敗一切破壞中巴關係的圖謀。

攜手挫敗一切破壞中巴關係圖謀

中央對經濟下行壓力早有預判
各地首先要加快落實已定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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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5 月 11日，央視
《軍事報道》微博發布了兩棲攻擊艦廣
西艦的艦歌——《旗艦戰歌》，視頻中出
現了廣西艦和海南艦海上並肩航行的畫
面，這也是兩艦同框照首次公開。

央視《軍事報道》微博刊文稱，入
列不久的兩棲攻擊艦廣西艦，係我國自
主研製的首型兩棲攻擊艦，對提升我國
兩棲作戰能力、完善作戰體系，具有里
程碑式的意義。旗艦引申之意指最新、
最強、最好。海軍廣西艦全艦官兵以
“旗艦意識、旗艦標準、旗艦作風”，
緊盯未來戰場練就勝戰本領、傳承紅色
基因展現精神風貌。

在央視軍事4月21日的新聞報道中，
新列裝的廣西艦（舷號32）首次公開亮
相。廣西艦和海南艦同屬我國075型兩棲
攻擊艦，配備了直通甲板和塢艙，可搭載
直升機、兩棲氣墊登陸艇、兩棲戰車等兩
棲作戰裝備，具備立體登陸作戰能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3
月以來內地疫情多發拖累經濟，中央財辦分
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韓文秀12日在北京表
示，中央對經濟下行壓力加大早有預判，
“針對新冠疫情和烏克蘭危機導致風險挑戰
上升的情況，中央明確要求，疫情要防住、
經濟要穩住、發展要安全。這幾個方面都要
兼顧好，不能單打一，這是一個高難度動
作，是對各地區各部門的重大考驗，要認真
落實到位。”韓文秀並稱，中國的財政政
策、貨幣政策和其他政策有足夠的空間和多
樣化的工具，在應對經濟下行壓力方面有豐
富的調控經驗，將會進一步加強相機調控，
“該出手時就會出手”。

積極幫扶受疫情嚴重衝擊行業
韓文秀當日在出席中宣部舉行的“中國這

十年”系列主題新聞發布會時強調，疫情是經
濟社會發展的“攔路虎”，必須科學精準有效
防控疫情，為經濟社會正常運行創造根本前提。

經濟工作方面，韓文秀表示，首先要加快

落實已經確定的政策，力爭在上半年全部落
地；後續將不斷出台細化政策舉措，積極幫扶
受疫情嚴重衝擊的行業、中小微企業和個體工
商戶，穩住廣大市場主體。還要抓緊謀劃和推
出增量政策工具，並善用改革的辦法解決發展
中的問題，堅定不移深化改革、擴大開放、搞
活經濟，為發展提供強大的動力。

韓文秀指出，前不久召開的中央財經委會
議強調，要全面加強基礎設施建設，發揮有效
投資的關鍵作用；還要發揮消費對經濟循環的
牽引帶動作用，對此有關部門正在抓緊落實新
的政策舉措，謀定而後動。

人行：加大對實體經濟進一步支持
貨幣政策方面，出席中宣部發布會的中國

人民銀行副行長陳雨露表示，下一步，人民銀
行還會把穩增長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加強跨
周期政策調節，加快落實已經出台的政策措
施，特別是要積極主動謀劃增量的政策工
具，繼續穩定信貸總量，繼續降低融資成
本，繼續強化對重點領域和薄弱環節的金融

支持力度，加大對實體經濟的進一步支持。
陳雨露介紹，目前應對疫情衝擊的貨幣政

策，一是前瞻性降準，保持流動性的合理充
裕；二是引導貸款市場利率在比較低的水平上
進一步下降，來降低市場主體的融資成本，激
發融資需求；三是新出台多項結構性貨幣政策
工具，比如設立2,000億元（人民幣，下同）
的科技創新再貸款、400億元的普惠養老專項
再貸款，同時對綠色、小微等薄弱環節精準加
大支持力度。四是及時出台加強金融服務、加
大實體經濟支持力度的23條政策措施，全力支
持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

人行資料顯示，中共十八大以來，按照市
場化、法治化的原則，對重點高風險企業集
團、高風險金融機構進行了“精準拆彈”，高
風險中小金融機構的數量大幅度下降。同時，
全面清理整頓金融秩序，影子銀行亂象得到有
效整治，近5,000家P2P網貸機構已經全部停
業，互聯網金融風險的專項整治工作順利完
成，立案查處了非法集資案件2.5萬起，將互
聯網平台企業金融業務全部納入了監管。

◆◆《《旗艦戰歌旗艦戰歌》》視頻中出現了廣西艦和海視頻中出現了廣西艦和海
南艦海上並肩航行的畫面南艦海上並肩航行的畫面。。 視頻截圖視頻截圖

◆◆55月月1111日日，，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在北京同巴基斯坦外長比拉瓦爾舉行視頻會晤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在北京同巴基斯坦外長比拉瓦爾舉行視頻會晤。。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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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社新聞

休城工商

GMCCGMCC萬通貸款支招貸款技巧萬通貸款支招貸款技巧
【主持人簡介】：王潔（Jessie）

，畢業於華中科技大學新聞系。畢業後

一直供職於國家知名媒體十載，有豐富

的策劃、采訪經歷。先後參與過《東方

時空》、《安全現場》、《夕陽紅》、

《熱線12》等欄目的采拍製作，並多次

獲得中國中央電視臺《最佳編導》獎項

，個人節目曾多次獲獎。目前定居於德

州休斯頓，任職於美南國際電視臺擔任

新聞主播、財經主持人。

每周三《美南時事通》GMCC萬通

貸款的創始人James Jin和他的團隊接受

主持人王潔（Jessie）采訪，分享很多

貸款的實際案例。講述在目前這種高通

脹的狀態下，消費者最關心的話題，如

何讓自己手裏的錢保值。

GMCC萬通貸款有很多不同種類的

產品，有觀眾咨詢，如今房市很火，孩

子剛工作，錢不夠，可能經濟上需要支

持，所以在貸款中就會有贈予這樣的行

為， GMCC萬通貸款就有這樣一款gift

fund的產品，兩者之間有什麽區別？請

關註每周三晚上7點半播出的《美南時

事通》。

其實對於貸款來講，每個人的情況

都是不一樣的，GMCC萬通貸款要為消

費者量身定製貸款計劃，目前的這種利

率上漲的情況下，在GMCC萬通貸款依

然可以拿到非常好的利率。在眾多案例

，還有很多不同種類的貸款需求。如果

您目前有計劃搬家購置新屋，其實並不

是一定需要賣掉您現有的住房來進行第

二次購買的。節目中GMCC萬通貸款的

Iris也會給我們解讀相關的貸款計劃。

目前，萬通貸款除了在加州、德州

、佛羅裏達州，在22個州都擁有執照並

在開拓業務。而且如今市場通脹，很多

消費者在這種情況下會認為買房是一種

好的投資選擇。而GMCC萬通貸款作為

資深的貸款機構非常受建商和房產經紀

人的支持的，貸款計劃比較豐富，吸引

了非常多的合作夥伴。對每個消費者也

會有不同的產品計劃。如果您有問題咨

詢，歡迎與GMCC萬通貸款取得聯系，

他們的電話是832-982-0868。歡迎收

看我們每周三晚上7點半播出的《美南

時事通》，聽專業人士分析貸款技巧。

SD talk show —— 一級方程式大獎賽五月揭曉

邁阿密大獎賽8日在邁阿密國際賽道進行，紅牛車手維斯塔潘發車時超越法拉利車手塞恩斯
，隨後超越勒克萊爾並在安全車結束後守住領先優勢，最終收穫本賽季個人第三冠。

Enzo global 在南沙灘ARIA Reserve 與眾嘉賓舉行了慶功晚宴。
Formula Green events produced by Enzo di Taranto & XZEN Technologies Inc. to promote sus-

tainability & Green NFTs during the first Formula 1 GP in Miam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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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English recipes, please visit www.lnk.bio/BullHead.BBQSauce.USA
掃碼關注微信公眾號<牛頭牌北美>

全素全素

99大華及
各大華人超市
熱銷中

@BullHead.BBQSauce.USA

 氣炸鍋料理系列
HOTPOT SOUP BASE FT. AIR FRYER RECIPE SERIES

&

做法
(1)將土豆片、五花肉片和所有肉片調味料的食材混拌均勻，醃漬約20分鐘後放入氣炸鍋中，
以400°F烤8分鐘。取出備用。(2)將青椒、紅椒、洋蔥絲和麻辣鍋底包的醬放入氣炸鍋中，
混拌均勻。噴油 ，以400°F烤5分鐘。(3)將土豆片和五花肉片放回空氣炸鍋中，拌勻所有
食材，以400°F再烤2-3分鐘。(4)撒蔥花、淋上花椒油*即可。

食材
1包 牛頭牌麻辣鍋火鍋湯底
(內含1包麻辣鍋底包*&1包濃縮高湯包*)
• 300g 五花肉片
• 150g 土豆，切片
• 100g 洋蔥，切絲

[肉片調味料]
• 1茶匙 香菜籽粉
• 1茶匙 白胡椒 

麻辣香鍋肉片
Spicy Szechuan Pork Stir-Fry

 感謝YouTube <佳萌小廚房> 提供美味食譜！

• 半個 紅椒， 切菱形
• 半個 青椒， 切菱形
• 2茶匙 麻辣鍋底包的醬
• 蔥末，裝飾用
• 花椒油，裝飾用(依個人喜好*)

• 2茶匙 麻辣鍋底包的醬
• 1大匙 濃縮高湯包的湯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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