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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停火要求停火 美俄防長首次談話卻無進展美俄防長首次談話卻無進展
（中央社）自烏克蘭戰爭爆發迄今，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和

俄羅斯國防部長蕭依古首次談話。美國官員今天指出，儘管美方
要求停火，但雙方在主要議題上無所進展。

根據法新社和路透社綜合報導，美國國防部表示，奧斯汀
（Lloyd Austin）今天在與蕭依古（Sergei Shoigu）通話時，要求
俄羅斯在烏克蘭立即停火。

美國國防部官員表示： 「這次談話未具體解決任何嚴重議題
，或導致俄羅斯的行為或所說的話出現直接改變。」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近3個月以來，奧斯汀曾多次嘗試與蕭依古

談話，但莫斯科方面似乎對談話不感興趣。
美國國防部發言人柯比（John Kirby）聲明指出，奧斯汀強調

維持通話的重要性。
塔斯社（TASS）引述俄羅斯國防部報導，這次通話是在 「美

方提議下」 進行。
根據塔斯社，雙方討論國際安全重要議題，包括烏克蘭情勢

在內。
自莫斯科對烏克蘭發動所謂的 「特殊軍事行動」 以來，美俄

已建立熱線避免在這個地區造成誤判和局勢升溫。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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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約視訊門診 接受多家保險〉

呂汶錫醫學博士  Kevin Lyu, M.D.
骨科(不開刀)/關節炎/疼痛/運動醫學

    專精:

- 退化性關節炎、膝蓋痛、骨折

- 各種扭傷、拉傷、肌腱炎、五十肩

- 背痛、坐骨神經痛、足底筋膜炎等

電話: 713-799-2300
Email: Drkevinlyu@fondren.com
Offices: Sugarland, Medical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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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ident Biden
mourned one
million American
deaths from
Covid-19 and
urged Congress to
pass additional
funding to control
the pandemic.

In his statement,
President Biden
said, “This
pandemic isn’t
over. Today we
mark a tragic
milestone 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 one
million Covid
deaths. One million
empty chairs
around the family
dinner table. Each
irreplaceable.
Irreplaceable

losses, each leaving
behind a family and a
community forever
changed because of
this pandemic. Our
hearts go out to all
those who are
struggling.”

In the proclamation
issued on Thursday,
the president ordered
flags to be flown at
half-staff to mark the
tragic milestone.

Unfortunately, the
fighting still continues
in the Ukraine war.
And because of the
Ukraine war, billions of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are now facing
very serious food
shortages, including
here in America where

we are seeing more
and more people lining
up to ask for food
assistance.

Over the last three
years many
businesses have been
struggling and fighting
just for survival with
the high cost of raw
materials.

Today, President
Biden also met with a
group of leaders from
Asian countries to try
and help these
countries meet their
basic needs.

We all hope that today
’s challenges can be
met soon and that the
situation will get better
for all of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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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 Mourn One Million AmericanWe Mourn One Million American
Deaths From Covid-Deaths From Covid-1919

拜登總統命令全國聯
邦建筑物下半旗追念失去
生命的一百萬國人，他於
週四主持了全球新冠疫情
視訊會議，商討如何在疫
情進入第三年時要如何在
全球範圍內抵抗病毒。
專家們預測，今年夏

秋兩季疫情可能會捲土重
來，拜登總統在一項聲明
中說，今天我們遺留下一
個悲痛的旅程碑，因新冠
疫情失去了一百萬同胞，
在晚餐桌上一百萬張空椅

子，新冠疫情让他們永遠
離開了家庭和社區，國家
也因而永遠改變，我們希
望繼續增加測試接種疫苗
來保護健康，同時要求國
會能通過要多之预算來對
抗病毒之蔓延。
誠然過去三年來這塲

慘酷的風暴，改變了我們
的世界，打亂了全球之生
產及供應鍊，眾多企業因
而倒閉居家生活澈底改變
。
更不幸的是，由于人

之因素，烏克蘭還在進行
激烈戰鬥，近千萬人無家
可㱕，非洲地區乾旱及農
產品之減產，可能導致几
億人口之飢餓，芬蘭瑞典
要求加入北約，勢必增加
歐洲大陸情勢之緊張，看
來世界真是永無安寧之日
。
今天總統在白宮歡迎

東協各國領袖，希望加強
和亞太地區之關係，但是
由于中美兩大國關係之不
斷惡化，勢必增加了更多

在亞太地區之複雜和不安 。

晚餐桌上一百萬張空椅子晚餐桌上一百萬張空椅子



【綜合報道】面對俄羅斯的嚴重警告，芬蘭似乎是“吃了秤砣鐵了心”，堅定地想
要加入北約。在雙方矛盾加劇之際，俄羅斯電力公司芬蘭分公司RAO Nordic5月13日宣
布，由於難以收到付款，決定於14日停止向芬蘭供應電力。

根據官網發布聲明，RAO Nordic多年來一直通過供電交易所Nord Pool向芬蘭出口
電力，但自5月6日起，該公司銀行賬戶一直沒有從Nord Pool收到付款。

RAO Nordic在聲明中稱，上述情況在過去20多年的交易中從未出現過，“非常特
殊”。

“遺憾的是，在目前缺乏現金收入的情況下，RAO Nordic無法支付從俄羅斯進口的
電力。”RAO Nordic宣布自5月14日起暫停向芬蘭供應電力，同時“期待情況好轉後恢
復供電”。

芬蘭電網運營商Fingrid隨後證實，芬蘭將從當地時間14日凌晨1點起“暫時停止”
從俄羅斯進口電力。

Fingrid公司在官網發布的聲明中稱，即便如此，芬蘭的電力充足性並未受到威脅，
最近數據顯示，從俄羅斯進口的電力約佔芬蘭總用電量的10%。聲明還稱，芬蘭的發電
自給率正不斷提高，隨著風力發電量的增加，芬蘭有望在2023年實現電能的自給自足。

Fingrid公司副總裁派維寧（Reima P ivinen）表示，在增加發電自給率的同時，該公
司還將從瑞典進口更多的電力，從而彌補俄羅斯進口電力的缺口。

據路透社報導，早在三週前，Fingrid公司便通過限制三分之一的傳輸能力來為俄方
削減向芬蘭供電的可能性做準備。派維寧還表示，Fingrid公司與RAO Nordic所說的欠

款一事沒有關係，因為Nord Pool才是與他們做交易的一方。
Nord Pool暫未此事發表評論。但該公司發言人告訴路透社，他們從未在電力交易中

使用盧布結算，而是“按照自己的標準”用歐元、挪威克朗、瑞典克朗或丹麥克朗結算
。
芬蘭總統和總理髮布聯合聲明，支持芬蘭申請加入北約

5月12日，芬蘭總統紹利•尼尼斯托和總理桑娜•馬林發布聯合聲明，宣布支持芬
蘭“毫不拖延地”申請加入北約，立即引發軒然大波。

一邊，德國、英國等國力挺芬蘭，瑞典也緊跟芬蘭對申請加入北約持積極態度；另
一邊，俄方發出嚴重警告，稱俄羅斯將不得不採取技術性軍事手段或其他手段來消除芬
蘭和瑞典加入北約所造成的威脅。

此外，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13日表示，土耳其不可能支持瑞典和芬蘭加入該組織的
計劃，並稱這些北歐國家是“許多恐怖組織的大本營”。

白宮發言人普薩基13日對此回應稱，芬蘭和瑞典這兩個國家未來的成員資格得到了
北約成員國的“廣泛支持”，美國正在“努力協調土耳其的立場”。此前，美國總統拜
登在同芬蘭、瑞典領導人舉行的電話會議中表示，美國支持北約開放政策。

另據塔斯社報導，俄羅斯總統府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13日否認了俄方將“斷
氣”芬蘭的說法，他將芬蘭媒體的相關報導稱為“另一個報紙騙局”。

但他提醒芬蘭，俄羅斯總統普京此前提出了天然氣“盧布結算令”，“我不確定芬
蘭公司在必要時如何付款，也不確定他們會在新規則下做出什麼決定”。

因欠款問題因欠款問題，，俄羅斯電力公司俄羅斯電力公司1414日起暫停供電芬蘭日起暫停供電芬蘭

（綜合報導）當地時間5月14日，阿拉伯聯合酋長國
聯邦最高委員會選舉穆罕默德•本•扎耶德•阿勒納哈揚
為阿聯酋新一任總統。

央 視新聞報導，穆罕默德•本•扎耶德•
阿勒納哈揚出生於1961年，是阿聯酋開國總
統扎耶德第三子，2004年11月被立為阿布扎
比酋長國王儲，2005年1月出任阿聯酋武裝
部隊副總司令。
法新社14日報導稱，穆罕默德是阿聯酋一段

時間以來“事實上的統治者”。外界常以
“MBZ”的縮寫稱呼穆罕默德。
一天前，5月13日，阿拉伯聯合酋長國總統

事務部宣布，時任阿聯酋總統謝赫•哈利法•
本•扎耶德•阿勒納哈揚於當日逝世，享年
73歲。
2014年1月，哈利法突發中風，此後極少出

現在公眾視野，政務多由穆罕默德打理。法新
社指出，在哈利法因健康狀態不佳而從政治前
台中隱退後，外界就普遍預測穆罕默德將最終
升任為阿聯酋總統。
穆罕默德處事低調。據法新社報導，在穆罕

默德的政策指導下，阿聯酋成功將一名宇航員
送入太空，向火星發射了探測器，並開設了第一座核反應
堆，同時利用其石油能源影響力製定了“更加自信的外交
政策”。

除此之外，穆罕默德還帶領阿聯酋與沙特阿拉伯形成了緊
密的盟友關係。自從傳統大國從區域內撤退、美國減少對
中東事務的參與後，穆罕默德成長為重塑中東格局的領導
者。他推動阿聯酋與以色列正式建交，並讓阿聯酋加入在
也門針對據說由伊朗支持的武裝分子的戰爭。

路透社報導則指出，目前，阿聯酋與美國關係緊張，
中東地區也遭受著美國要求支持烏克蘭並孤立俄羅斯的壓
力。目前，沙特阿拉伯與阿聯酋在俄烏衝突上都呈現出
“拒絕選邊站”的態度。

美國華盛頓阿拉伯海灣國家研究所高級常駐學者克里
斯汀•迪萬（Kristin Diwan）對路透社表示：“穆罕默德
•本•扎耶德不僅為阿聯酋設定了未來的方向，而且為更
大的海灣地區製定了國家建設和投射權力的方法。”

“他領導下（阿聯酋）的未來方向已經確定；這也映
照了其他海灣國家領導人的做法，即採取國家主導並面向
全球的經濟多元化模式，以及超越海灣地區或其他傳統夥
伴的更加自信的外交政策。”克里斯汀•迪萬說。

路透社還指出，目前，穆罕默德已擺脫鷹派的外交政
策和軍事冒險主義——這曾讓阿聯酋陷入也門、利比亞等
地的危機——轉而關注重要的經濟議題。在陷入多年敵對
狀態後，阿聯酋與伊朗、土耳其、敘利亞重啟接觸。

阿聯酋新總統阿聯酋新總統：：接棒前已實際掌權接棒前已實際掌權，，積極重塑國家外交政策積極重塑國家外交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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禽流感肆虐加拿大
全國至少170萬只家禽死亡

哺乳動物被傳染
綜合報導 加拿大媒體援引壹些野生動物專家的說法報道稱，正在

加拿大傳播的禽流感病毒不僅導致相當數量的鳥類死亡，甚至開始傳染

哺乳動物。在安大略省聖瑪麗附近，壹對狐貍幼崽被發現死於禽流感。

壹些野生猛禽，如白頭海雕(俗稱白頭鷹)，以及數量較多且廣泛分

布於北美地區的野生鳥類，如加拿大雁(俗稱加拿大鵝)、海鷗、烏鴉等

，也都發現有感染禽流感的情況。

加拿大食品檢驗局5月5日發布的壹份報告顯示，截至當天，加拿

大全國至少有68個家禽養殖場受到H5N1禽流感病毒的影響，估計有至

少170萬只家禽死亡。

在發現了禽流感的9個省當中，情況最嚴重的是艾伯塔省，有90萬

只家禽死亡；其次是安大略省，有42.5萬只家禽死亡。

野生動物專家說，禽流感通常只感染水禽，目前壹種高致病性禽流

感的HPAI毒株不僅感染了多種野生鳥類，也感染了食用它們的哺乳動

物，如幾個星期大的狐貍幼崽。

目前，野生動物學家和動物病理學家正在密切關註這種毒株會不會

傳染給人類。安大略省自然資源和林業廳已經就此發出警告說，盡管禽

流感對人類的威脅很低，但還是建議人們不要處理生病或垂死的野生動

物，也不要隨意餵食野生動物。

巴西今年3月零售額環比增長1%
連續三個月增長

綜合報導 巴西國家地理統計局(IBGE)發布的數據顯示，今年3月，

巴西零售額環比增長1%，為連續第三個月環比增長。

數據顯示，3月，巴西被調查的8項商業零售額有6項出現環比增長。其中，

計算機和通信設備及辦公用品銷售額環比增長13.9%。書籍、報紙、雜誌和文具銷

售額環比增長4.7%，其他個人和家庭用品銷售額環比增長3.4%。不過，制藥、醫

療和香水用品銷售額環比下降5.9%，大超市和食品銷售額環比下降0.2%。

與去年同期相比，3月巴西零售額增長4%。其中，面料、服飾和鞋類

銷售額漲幅最高，同比增長81.3%。其次是書籍、報紙、雜誌和文具銷售額

同比增長36.1%，計算機和通信設備及辦公用品銷售額同比增長16.2%，其

他個人和家庭用品銷售額同比增長8.9%，家具和家用電器銷售額同比增長

6.7%，燃料和閏滑油銷售額同比增長6%，制藥、醫療和香水用品銷售額同

比增長1.5%。而唯壹出現下降的行業是大超市和食品，其銷售額同比下降

3.42%。

從地區看，3月，巴西26個州和壹個聯邦區中，有19個零售額實現

同比增長。其中，戈亞斯州漲幅最高，同比增長3%。其次是邏賴馬州，同

比增長2.8%。第三是伯南布哥州，同比增長2.5%。

數據還顯示，今年第壹季度，巴西零售額同比增長1.3%。過去12個

月，巴西零售額同比增長1.9%。

巴西國家地理統計局研究員克裏斯蒂亞諾· 桑托斯(Cristiano Santos)

表示，自2020年10月以來，巴西零售額從未出現過連續三個月環比增長

的紀錄，這意味著巴西零售業已擺脫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步入復蘇階段

。今年3月巴西零售額已較2020年2月疫情暴發前的水平高出2.6%。

紮哈邏娃回應立陶宛將俄列入
“支持恐怖主義國家”

綜合報導 立陶宛議會壹致通過抉議

，聲稱俄邏斯武裝部隊和雇傭軍在烏克蘭

“犯下大規模戰爭罪行”，是壹個“支持

和實施恐怖主義的國家”。

俄邏斯外交部發言人紮哈邏娃 圖自

塔斯社俄邏斯外交部發言人紮哈邏娃 圖

自塔斯社

對此，俄邏斯外交部發言人紮哈邏娃5

月11日在衛星社廣播頻道的節目中回應稱，

波邏的海三國（註：愛沙尼亞、拉脫維亞、

立陶宛）都是北約成員國，他們對北約在阿

富汗、伊拉克和南斯拉夫的行動表示“既不

關註、也不譴責，甚至不感到困惑”。這些

行動導致“ 數十萬平民傷亡”。

紮哈邏娃指出立陶宛別有用心：“因

此，也根本沒有必要相信立陶宛議會的抉

議與和平主義或‘解抉烏克蘭極端困難的

局勢’的願景有關。”

紮哈邏娃直言，立陶宛的抉議“應該

被完全視為出於挑釁、極端主義和政治虛

偽”。

她補充道：如果立陶宛真的關心烏克

蘭和“自己所在的歐洲大六”命運，它不

應該慘與過去八年的“挑釁活動”，反而

應該關心頓巴斯人民的命運，並敦促基輔

遵守明斯克協議；如果立陶宛現在真的擔

心烏克蘭，他們

應該會呼籲停火

，反對向基輔供

應武器，並居中

調停。“然而，

他們的實際做法

恰恰相反。”

立陶宛在俄

烏沖突中積極支

持烏克蘭，呼籲

對俄發起制裁。

俄烏沖突剛爆發

，立陶宛國防部

長阿努索斯卡斯

就在2月 25日表

示，烏克蘭需要其歐洲夥伴的全力支持，

特別是軍事援助。

立陶宛還積極在國際場逼迫其他國家

在俄烏之間“選邊站隊”。據路透社3月

16日報道，立陶宛副外交部長曼塔斯· 阿

多梅納斯當天聲稱在中國就俄烏局勢明確

表態“站俄邏斯”還是“站西方”之前，

應該取消原定即將舉行的中歐峰會。

在俄邏斯打出“能源牌”之後，立陶

宛是歐洲第壹個宣布將不再進口俄邏斯天

然氣的國家。立陶宛總統瑙塞4月2日發

推特稱，“多年前，我的國家做出了今天

讓我們能夠毫不費力地與‘侵略者’斷絕

能源聯系的抉定。如果我們能做到，歐洲

其他國家也能做到。”

5月10日，立陶宛議會又通過抉議指控

俄邏斯武裝部隊和雇傭軍在烏克蘭“犯下大

規模戰爭罪行”，是壹個“支持和實施恐怖

主義的國家”。當天，俄聯邦委員會國際事

務委員會第壹副主席賈巴邏夫警告稱，這不

僅將導致兩國經貿關系“完全破裂”，還可

能進壹步將雙邊外交等級降至臨時代辦。

俄方稱正就俄烏談判進程保持鉤通
烏總統會見荷蘭和德國高官

俄媒報道說，俄外交部發言人紮哈

邏娃稱正就俄烏談判進程保持鉤通。烏

克蘭總統澤連斯基10日在首都基輔會見

到訪的荷蘭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胡克斯特

拉和德國外長貝爾伯克，討論了烏克蘭

局勢和烏克蘭加入歐盟的前景等問題。

新西蘭將8個俄邏斯機構和自然人列入

制裁名單。

俄外交部發言人稱正就俄烏談判進
程保持鉤通

據報道，俄邏斯外交部發言人紮哈

邏娃在評論與烏克蘭方面的談判進程時

表示，接觸正在進行中。紮哈邏娃另外

指出，立陶宛議會認定俄邏斯為“支持

和實施恐怖主義國家”的抉定是極端主

義行為，這與解抉烏克蘭極端困難局勢

問題的任何願望無關。

俄邏斯聯邦安全局發布消息稱，在

加裏寧格勒拘捕了壹名烏克蘭極端組織

成員，該嫌疑人原先準備在5月9日實施

針對俄邏斯軍人的恐怖襲擊。

俄邏斯衛星通訊社報道說，美國國務

院此前指責俄邏斯在今年2月底向商業衛

星系統發起了壹系列網酪攻擊，以破壞烏

軍通信，連歐盟國家似乎都受到了影響。

對此，俄邏斯駐美大使館稱，美國國務院

的這種說法很荒謬。“我國從未進行過網

酪入侵，這與俄邏斯的原則性立場相矛盾

。我們壹直秉持信息和通信技術應當用於

促進世界共同體發展的理念。”

俄邏斯駐美大使館還指出，美國才

是“威脅全球網酪安全的主要來源之壹”

，“俄邏斯等國關鍵基礎設施遭遇的大部

分網酪攻擊正是來自美國境內”。俄邏

斯專業部門僅最近半年就發出了大約500

份有關來自美國司法管轄區有害活動的

通報。“在美國人的默許下，基輔政權

正在積極打造壹支由約30萬名‘士兵’

組成的全球首支網軍。”

烏克蘭總統會見荷蘭副首相和德國
外長

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在首都基輔會見

到訪的荷蘭副首相兼外交大臣胡克斯特拉

和德國外長貝爾伯克，討論了烏克蘭局勢

和烏克蘭加入歐盟的前景等問題。

據烏克蘭總統網站報道，澤連斯基

在會見中感謝荷蘭和德國對烏克蘭的支

持，並邀請兩國加入烏克蘭戰後重建。

他說，制定類似於“馬歇爾計劃”的烏

克蘭戰後重建計劃非常重要。

另據媒體報道，貝爾伯克當天與烏

克蘭外長庫列巴舉行會談。貝爾伯克在

隨後的聯合記者會上說，德國將在軍事

上給予烏克蘭大力支持，其中包括提供

先進武器，訓練烏士兵使用德制自行榴

彈炮，以及幫助烏克蘭排雷等。

貝爾伯克當天還宣布德國駐烏克蘭

大使館將重新開放。該使館自2月中旬

以來壹直處於關閉狀態。

據俄邏斯24新聞頻道消息，烏克蘭天

然氣管道運輸公司當地時間10日發布公告稱

，因不可抗力，該公司將於11日7時起，停

止在位於盧甘斯克北部的新普斯科夫泵站接

收來自俄邏斯邏斯托夫州的天然氣。

公告稱，由於烏方失去了對盧甘斯

克北部地區的控制，該公司無法操作位

於新普斯科夫的泵站。經過新普斯科夫

泵站過境烏克蘭輸送至歐洲的天然氣每

天多達3260萬立方米，幾乎占到過境烏

克蘭輸氣量的三分之壹。

綜合法新社、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消息，當地時間10日，美國國會眾議院

通過了關於向烏克蘭提供約400億美元

額外援助的法案。該款項主要用於向烏

提供軍事、經濟和人道主義援助。

新西蘭將8個俄邏斯機構和自然人
列入制裁名單

據俄邏斯衛星通訊社消息，新西蘭

政府已將8個俄邏斯機構和俄聯邦公民

列入制裁名單，其中有俄國防部發言人

伊戈爾？科納申科夫、俄邏斯總慘謀部

情報總局局長伊戈爾？科斯秋科夫、全

俄國家電視廣播公司總經理奧列格？多

布邏傑耶夫、“紅星”媒體控股公司總

裁阿列克謝？皮馬諾夫、NewsFront新聞

網站聯合創始人米哈伊爾？西涅林。

此前，新西蘭宣布對俄邏斯總統普

京等人士實施制裁。他們被拒絕入境新

西蘭，被拒絕提供銀行服務。自4月25

日起，新西蘭對俄邏斯進口產品加征

35%的關稅。

阿根廷總統費爾南德斯則表示，西方對

俄邏斯的經濟制裁使其他國家都受到影響，

烏克蘭局勢威脅到量食和能源安全。

當地時間10日，美國有線電視新聞

網報道稱，墨西哥與法國提出申請，聯

合國安理會將在本周召開關於烏克蘭人

道局勢的會議。聯合國人道主義辦公室

及兒基會代表或出席會議進行通報。據

悉，該會議目前定於美東時間12日上午

舉行。此次公開會上不會對任何抉議草

案進行投票。

南非城市開普敦入圍
世界最偉大城市榜單

綜合報導 由英國《每日電訊報》主辦的世界最偉大

城市排行榜評選結果出爐。南非城市開普敦，作為唯壹壹

座非洲城市成功入圍榜單前50位，並高居第三位。

在這份榜單中，西班牙城市巴塞邏那高居榜首，緊隨

其後的是澳大利亞城市悉尼。令人稍感意外的是，榜單排

名第三位的是南非城市開普敦，而開普敦也是此次入圍榜

單前50位中的唯壹壹座非洲城市。

對於開普敦的入選，評選委員會給出的理由是：作為世

界知名的旅遊城市，南非第二大城市、立法首都開普敦以其

獨特的地貌特征以及地理位置令世界矚目，特別是開普敦的

好望角作為大西洋、印度洋交匯處，為世人所津津樂道。

但評選委員會亦指出，開普敦當前的安全問題不容樂

觀，搶劫、槍擊等惡性治安事件層出不窮，令城市整體環

境蒙上壹層陰影。

此外，進入這份榜單前50位的還包括洛杉磯、東京、

倫敦、巴黎、布宜諾斯艾利斯、新德裏、裏約熱內盧等世界

知名城市，中國的三座城市北京、上海、香港也得以入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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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大千世界，無奇不有。印

度3個姐妹同壹天結婚，婚禮當天，由於

停電導致其中2個姐妹嫁錯了新郎。幸運

的是，最終及時發現，他們又重新舉行

了結婚儀式。

據報道，這壹事件發生在印度中

央邦距離烏賈因約 20 公裏 的壹個村

莊。當地時間 5月 5日，壹個家庭的 3

姐妹在同壹天結婚，不過該地區卻 臨時

停電了。

當天，來自卡西拉赫迪村的拉

胡爾，來自當瓦達村的比哈拉-拉姆

斯瓦爾和加內什-梅瓦達抵達拉姆內

拉爾-雷洛特的家，與他們的三個女

兒結婚。

拉姆內拉爾-雷洛特的大女兒和拉胡

爾的婚禮在當天早些時候提前舉行。比

哈拉和加內什的新娘分別是尼基塔和卡

裏斯馬姐妹。

他們與家人壹起進入壹個房間進

行婚禮儀式 。不過， 期間由於新娘

的穿著壹模壹洋，新郎竟然搞錯了

人。兩位新娘與兩位新郎錯誤地進行

了儀式。

家人從房間裏出來時才發現搞錯

了，短暫的混亂後，4人又重新舉行了婚

禮儀式。值得壹提的是，拉姆內拉爾-雷洛特還有壹個兒子，他

的婚禮定在次日（5月6日）舉行。

在印度許多地方，經常會 停電。這起事件發生之後，該邦

政府媒體協調員在推特上寫道：“在持續的電力危機期間發生

了奇怪的事件，兩名新娘因停電而被搞混了。”

韓國前總統文在寅返鄉養老
車站前向支持者致謝

綜合報導 韓國前總統

文在寅出席第20屆總統尹

錫悅的就職典禮後，乘坐高

鐵前往位於慶尚南道梁山市

的私邸。車站前，他向支持

者表達了謝意。

文在寅向其支持者表

示，十分感謝大家為他舉辦

了精彩的卸任儀式，是大家

讓他成為了幸福到最後壹刻

的總統。

談及返鄉生活，文在寅

還說會養寵物、幹農活、遊

寺廟，有空時還可以看看

書、聽聽音樂等。

報道還稱，就職典禮結

束後，文在寅乘車離開，尹

錫悅上前送別。

尹錫悅宣誓就任韓國第

20屆總統。9日下午，文在

寅結束任內最後壹天的工作

後，離開青瓦臺。

印度部分地區氣溫可能達50℃ 專家：我國今夏多地或有階段性高溫熱浪
綜合報導 近日，印度氣象

局表示，印度西北部和中部遭遇

了 122年來最熱的 4月，平均最

高 氣 溫 分 別 達 到 35.9℃ 和

37.78℃，自3月底以來，印度西

部馬哈拉什特拉省已有25人因中

暑死亡。巴基斯坦也出現了類似

的高溫天氣，4月29日，巴基斯

坦東南部兩座城市氣溫達到了

47℃，部分地區學校暫時停課，

大部分地區面臨火災危險。印度

氣象局預測，熱浪事件還將進壹

步蔓延，5月，部分地區氣溫可

能高達50℃。

據中國氣象局消息，國家氣

象中心高級工程師黃威表示，此

類高溫事件在印度和巴基斯坦並

不罕見，但今年來得確實有點早

。在夏季風到來前，印度和巴基

斯坦經常出現高溫，尤其在5月

，但極端熱浪事件發生在4月的

情況並不常見。

印度出現高溫天氣是多種因

素疊加所致，但其中離不開的壹

點就是拉尼娜事件的影響。“放

眼全球，無論是印度高溫、南非

洪水，還是巴西暴雨洪澇、美國

新墨西哥州野火，拉尼娜現象是

貫穿全球氣候異常變化的壹個重

要線索。”國家氣候中心服務首

席專家周兵說。

對於四、五月而言，印度受

印度洋副熱帶高壓籠罩，盛行下

沈氣流，多高溫晴朗天氣；另外

疊加烏拉爾山阻塞高壓發展，持

續時間長且強度強，導致了高溫

事件的發生。

針對部分媒體報道的巴基斯坦

“幾十年來首次經歷‘無春之

年’”，氣象專家表示，從氣象

意義上來講，巴基斯坦並未經歷

“無春之年”，只是受天氣系統影

響，今年的春天來得較早且短暫。

此前，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

委員會（IPCC）第六次評估報告

提到，本世紀南亞的熱浪和濕熱

壓力將更加強烈和頻繁。

氣象專家稱，如今，全球變暖

背景疊加當前拉尼娜事件，南亞和

東亞氣候異常加居，極端天氣氣候

事件更加頻繁、更加嚴重，氣候風

險進壹步放大。而我國極端高溫事

件也呈現出爆發時間更早、發展速

度更快、高溫強度更強、出現更加

頻繁、持續時間更長等特點。

印度和巴基斯坦高溫天氣系

統是否會影響我國？對此，專家

表示，此次高溫事件中，堆積在

烏拉爾山阻塞高壓東側的冷空氣

向下遊傾瀉，向東南方向輸送，

導致我國新疆維吾爾自治區伊寧

縣，5月5日至6日出現當地氣象觀

測史上最強的單日降水紀錄——

51.7毫米。甘肅、寧夏等地也出現

了打破春季極值的高溫事件。

周兵建議，對我國而言，今

年汛期需要關註夏季西太平洋副

熱帶高壓和貝加爾湖阻塞高壓是

否存在疊加的可能，還需要關註

赤道中東太平洋拉尼娜事件的變

化。預計今年夏季，我國中東部

大部新疆等地氣溫較常年同期偏

高，多地可能出現階段性高溫熱

浪，要進壹步做好電力供應和調

度、抗旱、衛生防疫、城市和林

區防火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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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中國

平台反壟斷再落

重錘，此次指向中國最大、且

為國有控股的學術文獻數據庫平

台——知網。此前知網已深陷輿

論漩渦，業界質疑其一邊廉價收割

著作權涉嫌侵權，一邊訂閱費用高

企涉嫌壟斷，中國科學院前不久表示

無力承擔近千萬元（人民幣，下同）續

訂費用而停用知網。中國國家市場監管總

局13日宣布，根據前期核查，依法對知網涉

嫌實施壟斷行為立案調查。市場監管總局隨後引

述反壟斷專家觀點表示，具有市場支配地位的知網在

經營過程中涉嫌實施壟斷行為，損害消費者利益。同時，此

案釋放出對平台經濟依法實施常態化監管的重要信號。

對於官方對其進行反壟斷立案調查，知網表
示，將以此次調查為契機，深刻自省，全面

自查，徹底整改，依法合規經營，創新發展模
式，承擔起中國知識基礎設施的社會責任。知網
母公司同方股份亦發布公告稱，其全資子公司知
網北京、全資子公司知網數字出版收到國家市場
監督管理總局壟斷案件調查通知書，公司將堅決
支持，全力配合上述調查工作。

全球擁有2.7萬家機構用戶
知網前身是《中國學術期刊（光盤版）》，

1999年在此基礎上誕生了“中國知識基礎設施工
程”。知網官網稱，CNKI（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工程是以實現全社會
知識信息資源共享為目標的國家信息化重點工
程，被國家科技部等五部委確定為“國家級重點
新產品重中之重”項目。1999年6月，《中國學
術期刊（光盤版）》實現網絡化，“中國期刊
網”開通，標誌着CNKI工程初步建立。2003
年，“中國期刊網”更名為“中國知網”。

據知網官網，知網目前收錄了95%以上正式
出版的中文學術資源，累計整合國內外期刊文獻2
億多篇。至2020年，知網在全球50多個國家和地
區擁有2.7萬家機構用戶，全文下載量達每年20

億篇次。

低價收錄高價出售牟超高利潤
市場監管總局官網發布的國務院反壟斷委員

會專家諮詢組成員、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時建中的
分析文章指出，知網收錄的中文學術文獻種類與
數量、期刊數量以及獨家期刊的數量和質量、用
戶規模及覆蓋率、用戶依賴程度、市場銷售額等
均長時間明顯處於領先地位，在學術文獻收錄和
服務協議中設置不公平的格式條款，無論是採購
學術文獻還是銷售知識數字化產品的價格幾乎不
受競爭約束。

“根據分析，基本可以認定知網具有市場支
配地位。”時建中提出知網兩方面涉嫌壟斷。一
是，知網與大量期刊、高校簽訂獨家協議，限制
它們與其他第三方學術文獻數據庫服務平台合
作，鎖定上游優質學術資源，人為製造知識流動
壁壘，使其他競爭者難以與其開展公平競爭，影
響知識的分享和傳播。二是，知網通過低價收
錄、高價出售的方式獲取超高利潤，在缺乏正當
理由的情況下，連續多年大幅提高數據庫價格，
增加用戶負擔，損害消費者利益。

“知網的上述行為破壞了相關市場的公平競
爭秩序，妨礙了學術文獻傳播和知識分享，損害

了知識創新的生態環境，背離了建設‘中國知識
基礎設施工程’的初心，引發了全國學術界、教
育界、出版界、圖書界的極大憂慮。”時建中同
時強調，對知網立案調查，釋放出對平台經濟依
法實施常態化監管的重要信號，增強平台企業的
自我合規意識，引導和激勵平台企業通過技術革
新和模式創新開展高水平競爭。

涉嫌壟斷經營質疑聲此起彼伏
近年來關於知網涉嫌壟斷經營的質疑聲此起

彼伏，質疑其低價收購論文作者著作權，同時高
價向高校等學術機構銷售數據庫。2012年以來，
包括北京大學等多家高校指知網數據庫大幅漲
價，而不得不停用，但隨後又重啟。今年4月，
中科院多個研究所停用知網，再次使知網陷入爭
議。

中科院稱，多年來，CNKI數據庫（同方知
網技術有限公司）憑借其在中文期刊數據庫市場
上極具影響力的市場地位，對續訂價格始終維持
着較高漲幅。2021年，中科院集團CNKI數據庫
訂購總費用達到千萬元級別。

2021年12月23日，國家市場監管總局反壟
斷局在官網回覆網友留言時稱對知網是否構成壟
斷，“將予以核實研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
巖 北京報道）脫胎於《中國
學術期刊（光盤版）》的知
網，依託中國知識基礎設施工
程（CNKI， China National
Knowledge Infrastructure）的
概念，建立之初獲得國家多部
委支持，由清華大學直接領
導，取得包括期刊社在內的內
地出版單位廣泛授權，收錄大
量學術資源，在互聯網時代憑
借全文檢索技術快速崛起，目
前已成為內地最大的數字出版
平台、數據庫商。

資料顯示，知網母公
司——同方股份原為清華大
學校辦企業，2019年同方股
份控股股東由清華控股變更為
中核資本，實際控制人由教育
部變更為國務院國資委。

目前知網擁有學術期
刊、博碩士論文、會議論文、
年鑒、統計數據、圖書、標
準、專利等各種電子資源，業
務範圍涉及學術傳播、數據庫
銷售及其衍生服務，在電子文
獻數據庫市場大幅領先於萬
方、維普等同類競爭對手。

然而，知網被質疑一邊
廉價收割著作權，另一邊向用
戶高價賣出，“兩頭通吃”獲
得超額壟斷利潤。實際上，知
網連續多年毛利率超過
50%，成為其母公司的“現金
奶牛”。

同方股份2020年度報告
顯示，同方知網技術公司
2020年主營業務收入達11.6
億元（人民幣，下同），毛利
率53.93%，歸屬母公司股東
的淨利潤為1.9億元；2021年
主營業務收入為11.68億元，
毛利率為53.5%。

知網官網有學位論文稿
酬通告顯示，學位年度2008

年以後的稿酬支付標準為，博士論文著
作權人獲得400元的CNKI閱讀卡和100
元稿酬；碩士論文著作權人獲得300元
的CNKI閱讀卡和60元稿酬。但論文被
知網收錄的學者及博士、碩士普遍表
示，並未收到任何稿酬。與此同時，不
少學者表示，其論文被知網收錄後，其
自己以及學生下載還要支付費用。向高
校銷售數據庫是知網最重要的利潤來
源，中國政府採購網數據顯示，不少高
校2021年採購知網數據庫費用超過100
萬元，支付費用較高的北京師範大學、
清華大學分別達到198.4萬元和188
萬元。

涉 嫌 壟 斷

知
網
連
續
兩
年
財
報
毛
利
率
高
過
50
%

被立案調查被立案調查

中國最大學術文獻數據庫平台 千萬元續訂費逼退中科院

◆◆學生在浙江大學生在浙江大
學圖書館學習並學圖書館學習並
搜索文獻搜索文獻。。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在成立之初定位為“知識
基礎設施”的知網，獲得政府
支持和市場便利得以迅速做
大，但現在面臨侵犯著作權、
涉嫌高收費壟斷等諸多質疑。

在中國國務院反壟斷委員會專家諮詢組成員、
上海交通大學特聘教授王先林看來，知識資源具有
公益性，知網作為國家知識的基礎設施，既關乎公
民文化權的實現，也是科研人員工作的基礎與工
具，因此有必要從政策法律上考慮讓知網履行普
遍、平等服務等公共性義務。“比如將其作為公益
服務項目，並提供相應的資源和配套政策，而且實

行必要的行業監管措施。如果知網不能完全免費，
那就應將相關收費納入國家定價或者國家指導價的
目錄，這是從根本上解決問題的途徑，但牽涉面很
廣，難度也很大。”

知網嚴重侵害作者利益
中國政法大學民商經濟法學教授焦海濤則強

調，政府價格管制雖然見效快，但成本高。政府
應該鼓勵競爭，讓市場這隻看不見的手發揮作
用，扶持萬方、維普這些基礎較好的數據庫發展
起來，形成市場良性競爭機制。當前知網一家獨
大，缺乏真正的競爭對手，導致知識數據庫定價

困難。
有法學專家還認為，反壟斷執法部門對知網

是否違反《反壟斷法》進行調查，如果違法應予
以糾正，但知網在著作權上違法比較明顯，而且
這種侵權行為明顯損害了公共利益，著作權行政
執法機構應當可以考慮對其進行處罰。“目前知
網的做法嚴重侵害作者的利益，而知網在與作者
和用戶的談判中處於強勢，定價無法達到平衡。
此時，監管應當介入，旨在告訴企業，如果不改
變經營模式，就會遭受巨大的懲罰。基於這種壓
力，企業才有動力去與作者和用戶進行價格談
判。”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

“公共性義務”不可偏廢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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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再現新群組 星月樓30人染疫
確診食客均於母親節前夕晚膳 防護中心：社區仍有傳播鏈

香港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13日公布新增

298宗新冠肺炎確診個案，包括再發現多個

爆疫群組。上環“星月樓”酒樓有29名食客

及1名員工染疫，確診食客均於本月7日母

親節前夕到酒樓晚膳，同時段200名食客及

50名員工均須強制檢測，中心正調查爆疫原

因。12日晚圍封的西環邨再發現 22宗個

案，令該邨染疫人數增至28人。馬頭圍道新

旺會桌球室亦再多2人確診，即已有6人受

感染。衞生防護中心總監徐樂堅在記者會上

指出，社區仍有傳播鏈，放寬社交距離措施

後人流聚集增加，預期確診數字會維持200

至300宗一段時間，目前策略是找出不尋常

群組並盡快透過強檢處理，以減低病毒在社

區蔓延的風險。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費小燁）香港疫情緩
和，社會福利署13日宣布，4間早前用作暫託中
心的體育館（即彩榮路體育館、石硤尾公園體育
館、港灣道體育館和荃灣西約體育館）於今天會
交還予康文署，同樣用作暫託中心的天水圍體育
館則於本月21日交還予康文署。

位於啟德郵輪碼頭內的啟德暫託中心亦將於
本月底結束營運。設於亞洲國際博覽館二、三、
五、六和七號館的臨時檢疫中心/暫託中心會繼
續運作，合共提供約1,000張病床，接收來自安
老院或殘疾人士院舍的確診或被界定為緊密接觸

者的住客。社署表示，會密切留意疫情發展，如
有需要會與有關政策局和部門協調，迅速調動資
源和預備場地，重啟暫託中心。

社署向在暫託中心提供照顧服務及醫療支援
的機構和團隊表示感謝，並讚揚他們的熱誠和專
業精神，以及不辭勞苦的付出，不僅令長者病人
得到適切的照顧，亦在疫情最嚴峻的時刻，紓緩
了公立醫院和安老院舍所面對的沉重壓力。

社署由今年2月開始陸續於多間體育館及啟
德郵輪碼頭設立暫託中心，照顧確診新冠肺炎但
症狀輕微的長者病人。

◆社署將4間早前用作暫託中心的體育館交還予
康文署。圖為灣仔港灣道體育館。 資料圖片

社署交還4體育館予康文署

13日疫情

新增個案
◆上環“星月樓”酒家爆發疫情，29名食客及1名員工確診，涉及5月7日晚上
6時至11時於上址晚膳

◆政府圍封西環邨進行強檢，發現22宗確診個案，連同之前6宗暫有28人染疫
◆馬頭圍道新旺會桌球室多2人確診，累計個案增至6宗
◆學校新增3宗快測呈報個案，包括1名學生和2名教職員，涉及3間學校
◆新增一宗Omicron BA.2.12輸入個案，累計有7宗感染；多8宗BA.2.12.1
感染個案

醫管局概況
◆目前有799名新冠確診病人留醫
◆新增106人康復，當中68人出院

◆屯門醫院一名病人檢測呈陽性，一名病人被列為密切接
觸者

資料來源：香港衞生防護中心、醫管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新增核酸確診：126宗
•新增快測呈報：172宗
•第五波累計個案：1,195,332宗
•新呈報死亡個案：3人
•第五波累計死亡：9,146人

新增總
確診個案：

298宗（包括21
宗輸入個案）

香港文匯報訊 “2022保就業”計劃申請
於12日晚11時59五分截止申請。香港特區政
府發言人13日公布合共收到176,000名僱主的
申請，涉及166萬名僱員，反應熱烈，不論申
請宗數或僱員人數均高於政府原先估計。另有
119,000名自僱人士提交了申請。

特區政府發言人表示：“‘2022 保就
業’計劃結合電子消費券，鼓勵僱主在疫情回
穩時保留甚至增聘員工，不論全職或兼職，遏
止失業率進一步惡化，並加快本地經濟在第五

波疫情消退後反彈。連同給予合資格自僱人士
的一筆過資助，我們預計整個計劃將涉及約
390億港元補貼。”

特區政府已於5月10日批出首批約45,000名
僱主的申請，他們承諾於5月聘用約30萬名僱
員，大部分僱主應於這兩天收到5月份的工資補
貼。假如工資補貼未能成功發放至僱主戶口，
政府代理人將會盡快與相關僱主聯絡作其他安
排。政府正全力處理其餘申請，爭取在下周完
成審批第二批申請。

政府發言人又表示，“臨時失業支援”計劃
將發放第四批資助予合共約68,000名成功申請
者，包括約29,000名有強制性公積金戶口的申請
人及約39,000名沒有強積金戶口的申請人。成
功申請者將會陸續收到手機短訊或電郵通知。

發言人表示，政府已審核約40萬個申請，
佔總申請宗數約85%，包括需跟進七萬多名申
請人按計劃代理人要求而提交的補充資料。當
局正全力處理餘下的申請，目標是5月內發放
資助予所有合資格申請人。

“保就業”收近18萬僱主申請超預期

上環星月樓是繼元朗牡丹金閣火鍋店後，一周內第
二家食肆出現多人確診個案。衞生防護中心傳染

病處主任張竹君13日在疫情簡報會上指出，29名染疫
食客年齡介乎8至117歲，均是於上周六晚上6時至11
時到酒樓用膳，涉及逾10張枱。大部分食客當時在酒
樓的3樓晚膳，2樓只有數枱食客，暫未確定是否所有
確診食客也在3樓用膳。

“2樓及3樓有時會混淆，到底是2樓、2字樓還是3
樓，要逐個查問，依稀聽到有同事說其中一位（確診者）
在2樓進食，但當晚在2樓只有很少枱，仍有待確定。”
她說，中心仍在調查確診食客當晚的位置，需要再核對結
賬資料以確定枱號。

逾200食客50員工須強檢
張竹君表示，當晚有逾200名食客和50名職員，

他們均須進行強制檢測。中心呼籲5月7日晚上6時至
11時於上址出現的市民都須強檢，但員工暫時無須檢
疫。由於部分食客尚未呈報，相信確診數字有機會上
升。至於5月7日以後到星月樓的食客，可自行進行快
速抗原測試。

13日上午，中心聯同機電署人員到場視察，在洗
手間等各處抽取了48個環境樣本化驗。機電署檢查了
酒樓的氣流情況，由於有待檢測結果，暫未知病毒源
頭是有“超級傳播者”抑或環境污染。徐樂堅表示，
即使通風系統理想，若人群聚集兼在室內除口罩，必
會出現傳播風險，但如室內換氣量及空氣消毒理想，
有助減少病毒逗留時間。他希望市民及業界共同努
力，做好降低感染風險的措施。

西環邨發現22宗陽性個案
西環邨污水病毒含量極高，特區政府12日晚圍封進

行強檢，約1,680名居民接受檢測，結果發現22宗陽性個
案，其中西苑臺佔16宗，中苑臺及北苑臺分別有2宗及4
宗，涉及8個樓層、5個坐向共14個單位。張竹君表示，
西苑臺本月8日至12日已先後有6人確診，即該大廈至今
已有22宗個案。

當區污水病毒含量高達每公升600萬個單位，但強
檢陽性人數偏低，徐樂堅解釋，檢測數目與污水病毒
量除成正比外，亦與患者本身排出的病毒量有關，相
信今次強檢發現的確診數字為真確情況。政府並已向
附近居民派發快測包，以監控西環疫情。張竹君補
充，檢測發現確診者CT值由約10至約20不等，即病
毒量高。

紅磡馬頭圍道新旺會桌球雀會13日亦新增兩宗確診
個案，令染疫人數增至6人，中心已建議桌球室暫停營
業徹底消毒。張竹君表示，6名患者來自3枱，一枱為英
式桌球，另兩枱是美式桌球，該3張桌球枱相鄰並排，
中心抽取了合共28個環境樣本，其中一張美式桌球枱的
樣本呈陽性。

對香港出現多個感染群組，徐樂堅直言，社區仍
有傳播鏈，而放寬社交距離措施後食肆和社區人流聚
集情況增加，相信每日確診個案約200至300宗的情況
仍會維持一段時間，特區政府現時策略是盡快處理不
尋常群組個案，以減低病毒在社區蔓延的風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特區政府
於本月底實施第三階段“疫苗通行證”，巿民
要打齊三針才能在食肆堂食及進入表列處所，
但新冠康復者可下載“康復紀錄二維碼”替代

“疫苗通行證”。香港衞生防護中心總監徐樂
堅13日指出，部分於第五波疫情高峰期間檢測
呈陽性的市民因各種原因未能呈報，未取得隔
離令而沒有康復紀錄，中心過去數周接獲約8
萬宗跟進要求，已陸續發出隔離紀錄，又提醒
未有呈報的市民，在康復超過1個月可安全地
接種疫苗，以符合通行證要求。

徐樂堅表示，根據香港大學的研究，無論接
種哪一款疫苗，打三針逾98%能有效減低重症及
死亡風險，打兩針亦至少72%減低相關風險。目
前，逾八成60歲以上人士已打第一針，但仍有
約40萬名長者未曾接種；3歲至11歲第一針接
種率為71%，正緩慢上升，他呼籲市民盡快打
針。

他指出，今年2月底至3月初第五波疫情高
峰期間，不少檢測呈陽巿民因各種原因未完成
呈報而未取得隔離令，中心於過去數周接獲8
萬宗相關的跟進要求，並已陸續發出隔離紀

錄，現時未有囤積大量跟進要求。

確診者康復逾月可接種
他強調，中心轄下科學委員會亦建議確診者

康復一個月後可安全地接種疫苗，鼓勵該些市民
盡快預約打針，以符合“疫苗通行證”要求，並
增加自身抗體水平。他並指市民就算持有“康復
紀錄二維碼”，雖有效期6個月，亦不需等期滿
才打針，因為不排除日後出現新變種病毒。

另外，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13日到香
港大學陸佑堂的社區疫苗接種中心視察運作情
況，該接種中心將於本月22日最後一天提供服
務。聶德權指之後仍有逾20間社區疫苗接種中
心服務市民，醫管局提供預約接種的普通科門診
診所亦增至43間，市民另可選擇到13間公立醫
院疫苗接種站、逾千間私家診所及76個私營醫
護機構服務點打針，又強調名額充足，仍在“針
等人”。

接8萬宗“未能呈報”求助 政府陸續發隔離紀錄

��(���

◆聶德權（中）與一名剛接種新冠疫苗的市民
交談。旁為香港大學陸佑堂社區疫苗接種中心
的醫生主管孔繁毅教授（右）。

◀▲上環食肆星月樓出現爆發，防護
中心呼籲5月7日晚上6時至11時於上址
出現的市民都須強檢。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AA77香港瞭望
星期日       2022年5月15日       Sunday, May 15,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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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90

Av
e.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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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禮拜日

禮拜三

禮拜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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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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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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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關榮根
主任牧師

各團契小組聚會時間及教會活動詳情，請瀏覽本會網頁



AA88
星期日       2022年5月15日       Sunday, May 15, 2022

休城畫頁

恆豐銀行恆豐銀行2424周年行慶高爾夫球賽周年行慶高爾夫球賽
55月月77日圓滿舉行日圓滿舉行，，獲獎名單揭曉獲獎名單揭曉

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

著名地產開發商王藝達著名地產開發商王藝達（（Ada )Ada )
（（左左 ））和恆豐董事錢武安和恆豐董事錢武安（（右右
））各別抽中現金獎各別抽中現金獎，，開心合影開心合影。。

抽到現金獎最大獎抽到現金獎最大獎999999..9999 元的元的
JimJim‘‘ss 羅羅 （（左左 ））與頒獎人吳文與頒獎人吳文
龍董事長龍董事長（（右右 ））開心合影開心合影。。

恆豐銀行恆豐銀行2424周年慶高爾夫球賽於周年慶高爾夫球賽於55月月77日下午在密蘇里市的日下午在密蘇里市的QuailQuail
ValleyValley高爾夫球場盛大舉行高爾夫球場盛大舉行，，共有共有128128人報名參賽人報名參賽。。

高爾夫球賽由恆豐銀行董事長吳文高爾夫球賽由恆豐銀行董事長吳文
龍等六人主持開賽儀式龍等六人主持開賽儀式。。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 羅復文處長羅復文處長（（左左 ））
榮獲榮獲CC組第一名組第一名，，在頒獎儀式上與王在頒獎儀式上與王

韋龍副處長韋龍副處長（（右右））開心合影開心合影。。

BB組優勝者頒獎後與吳文龍董組優勝者頒獎後與吳文龍董
事長合影事長合影。。

男生男生AA組優勝者合影組優勝者合影。。當天下午一時當天下午一時，，球車們魚貫開出球車們魚貫開出，，
前往球場前往球場。。

球賽開始球賽開始，，吳文龍董事長吳文龍董事長
（（前排一前排一 ））主持開球主持開球。。

各界名人各界名人，，皆陸續開著球車皆陸續開著球車，，
駛往球埸駛往球埸。。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 羅復文處長在頒獎羅復文處長在頒獎
儀式上致詞儀式上致詞，，喜見恆豐銀行高爾夫喜見恆豐銀行高爾夫
球賽的國際化而且業務蒸蒸日上球賽的國際化而且業務蒸蒸日上。。

恆豐銀行董事長吳文龍致詞表示恆豐銀行董事長吳文龍致詞表示：：
慶祝行慶的高爾夫球賽慶祝行慶的高爾夫球賽，，在全美休在全美休
士頓士頓、、達拉斯達拉斯、、加州加州、、拉斯維加斯拉斯維加斯

四個分行同步舉行四個分行同步舉行。。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羅復文處長羅復文處長（（左二左二））榮榮
獲獲CC 組第一名組第一名，，與其他獲獎者獲得恆豐與其他獲獎者獲得恆豐
銀行董事長吳文龍銀行董事長吳文龍（（左三左三））頒獎頒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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