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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美國總統拜登今天飛抵韓國，展
開3天2夜訪問行程，第一站就造訪三星電子半
導體工廠，他在參觀工廠後表示，期許美韓透過
技術同盟，為經濟安保領域合作做出更多努力，
以維持印太地區及國際和平與繁榮。

拜登今天下午5時23分左右乘坐空軍一號總
統專機飛抵駐韓美軍烏山空軍基地，韓國外交部
長朴振等官員代表接機，韓國總統尹錫悅則在三
星電子平澤工廠迎接拜登一行人。

戴著黑色口罩的拜登約在下午6時5分抵達
平澤工廠，與在門口迎接的尹錫悅握手致意後，

在三星電子副會長李在鎔指引下進入工廠，參觀
正在作業的第1產線及正在興建中的第3產線。

韓聯社及朝鮮日報等韓媒報導，拜登在參訪
行程後發表演說，稱許韓國擁有世界最尖端的半
導體複合產線，在半導體生產具有相當優勢，
「三星持續推出最尖端的半導體產品，國際上像

這樣的公司大概只有 3 個」，並肯定韓國在 5G
及奈米等許多領域上都引領技術發展。

「像韓國這種擁有三星等企業的國家，未來
的技術革新將更加活躍發達」，拜登表示，相信
美韓兩國透過技術同盟，可以為經濟安保領域的

合作做更多努力；他也強調，唯有強化美韓同盟
，才是維持印太地區，乃至全世界安定和平與繁
榮的核心軸。

尹錫悅則表示，拜登這次參訪，不只令人聯
想起半導體所帶有的經濟、安保上的意義，還有
韓美藉由半導體實現 「國際概括性戰略同盟」的
意義。他指出，半導體是自駕車、人工智慧、機
器人等所有尖端產業的必要零件，也是足以左右
未來技術競爭力的核心要素，強調 「韓國作為供
應全球7成記憶體的國家，正在半導體國際供應
鏈上扮演核心角色」。

拜登抵韓首訪三星工廠拜登抵韓首訪三星工廠 美韓技術同盟揭幕美韓技術同盟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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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th the Federal Reserve raising
the interest rate by 50 basis points
again, it is the biggest move in the
country in the past twenty years. A
lot of economists believe that there
are many risks with an economic
hard landing.

As long as the Federal Reserve
and Treasury Department sell
bonds in the market, it can mean
the floating dollars will have less
value in the market. The cost of
dollar financing naturally rises, so
the interest rate will go up. At the
same time, the funds in the stock
market will decrease. Recently, the
Dow Jones index has fallen for
seven consecutive weeks.

Experts predict that the possibility
of an economic recession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the next twelve
months is 27%, while in March, it
was only at 5%. Chairman Powell
warned that as interest rates rise to
curb inflation, there is no guarantee

that there will be a soft landing of
the economy.

For those people who want to buy
a new house, the rising interest
rate brings a direct pain. Since
May, the average market interest
rate has been 5.27% , but it was
only 2.65% a year ago.

The price of energy futures
continues to rise. For June, oil is at
$107 per barrel. And in July it will
be at $112.37 per barrel. The
exchange rate between the U.S.
dollar to the Chinese RMB has
gone from 6.3 to 6.8 in just 20 days.

The Russia Ukraine war is still not
over. The tariffs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have not been solved.
Finland and Sweden will likely join
NATO and the relations between
them are deteriorating. Later in the
summer a food shortage will create
a world crisis.

All these factors really are not good
signs for our economy.

President Biden is now in South

Korea and will try to unite more
countries. The U.S China relation
will continue and still has many
challenges in the near future.

0505//2020//20222022

Economic Hard Landing?Economic Hard Landing?

隨著美聯儲在三月和五月加息
五十個基點 是二OOO年來美國最大

之動作 ，経濟學家認為這個不得己
之作法背後存在著不小的風險。

美聯儲只要向市塲拋售國債就
可以回收美元， 當市塲上流動的美
元減少時， 美元融資之成本自然上
升，如此就實現了加息， 同時流入
股市之資金也會减少 ，股市也相繼
下跌， 最近道瓊指數連續七周下跌
，纳斯達克至今也下跌了百分之二
十。

專家們預測，未來十二個月美
國経濟衰退的可能性是百分之二十
七， 而三月份時預測只有百分之五
， 美聯儲主席鮑威爾警告， 隨著利
率提高來抑制通膨， 也不能保證經
濟之軟着陸。

對許多買房的人群而言， 利率
不斷上升帶來直接之痛感， 五月份
以來平均房貸利率是百分之五點二
七， 但短短一年前只有百分之二點

六五。
一些新興市塲 ，由于美元指數

走強貨幣貶值有巨大之風險 ，人民
幣對美元匯率在短短二十天內從六
點三跌至六點八。

在能源期貨價格不斷上漲， 六
月份每桶一百零九點七七元， 七月
份是一百一十二點三九元 ，本週稍
早 ，歐盟決定逐步停止進口俄羅斯
能源這將使能源國際價格高居不下
。

總之， 世界局勢及俄鳥戰爭未
結束， 貨櫃價格高昂 ，中美關稅未
解， 美國繼續支持芬蘭加入北約，
同時實施驅趕雙方外交官員， 全球
可能面臨之糧食危機 ，皆是對全世
界各國之挑戰。

美國經濟硬着陸美國經濟硬着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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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北韓拒絕接受外界提供的醫療援
助，在無法取得有效的抗病毒藥物之下，
COVID-19在未接種疫苗的人群中高度傳播。
北韓官媒呼籲病患以鹽水漱口、吃止痛藥等來
緩解病情。

英國廣播公司新聞網（BBC News）報導
， 北 韓 執 政 共 黨 機 關 報 「勞 動 新 聞 」
（Rodong Sinmun）建議症狀並不嚴重的人飲
用薑茶、金銀花茶或柳葉飲料。

熱飲可能會緩解一些新冠症狀，如喉嚨痛
和咳嗽，並在患者比平時失去更多水分時幫助
補水。生薑和柳葉也可以緩解發炎和減輕疼痛
。但是，它們並非治療病毒本身的方法。

北韓官媒最近採訪一對夫婦，他們建議早
晚用鹽水漱口。據該國官方通訊社報道， 「一
千公噸鹽」已被送往平壤，用於製造 「殺菌液
」。

部分研究表明，用鹽水漱口和沖洗鼻腔可
以對抗引起普通感冒的病毒，但幾乎沒有證據
表明可以減緩新冠病毒傳播。

一項研究發現，漱口水可以在實驗室殺死
新冠病毒，但還沒有令人信服的證據顯示對人
體有幫助。

感染新冠病毒主要方式是通過鼻子和嘴巴
吸入空氣中的微小飛沫，因此漱口只能攻擊一
個進入點。一旦病毒進入，就會複製並擴散到
器官深處，再多漱口水也鞭長莫及。

朝鮮中央電視台建議患者使用止痛藥，如
布洛芬（ibuprofen），以及阿莫西林（amoxi-
cillin）等抗生素。

布洛芬和乙醯胺酚（Paracetamol）可以降
體溫，緩解頭痛或喉嚨痛等症狀，但它們不會
清除病毒或阻止病毒發展。抗生素也不建議使
用，因為它主要針對細菌感染，而非病毒。同
時不必要地使用抗生素有可能產生抗藥性病菌
。

實驗室研究顯示，某些抗生素可能會減緩
部分病毒的傳播，包括新冠病毒，但這尚未在
實際狀況下得到驗證。

北韓疫情大爆發缺疫苗
官媒建議以土法抗病毒

(本報訊)法國、比利時和德國今天都通報
首起猴痘病例。這種原本集中流行於非洲部
分地區的疾病，正在歐洲和北美洲陸續現蹤
，甚至遠在澳洲，也通報出現猴痘病例。

法新社報導，法國衛生當局今天表示，
大巴黎區（Ile-de-France）一名 29 歲男子被
證實感染猴痘，他最近沒有前往猴痘流行地
區的旅遊史。

此外，德國武裝部隊的微生物學研究所
表示，在一名出現皮膚病變的患者身上發現
這種病毒，皮膚病是猴痘的症狀之一。

在比利時，微生物學家安德瑞（Emman-
uel Andre）在推特發文證實，魯汶天主教大
學（University of Leuven）的實驗室確認了國
內第2起猴痘病例，是一名來自法蘭德斯布拉
班特（Flemish Brabant）的男子。

隨著在多個歐洲國家發現的病例數不斷
增加，德國衛生機構羅伯特‧科赫研究所
（Robert Koch Institute）敦促從西非地區返國
的民眾，尤其是男同志，如果發現皮膚上有
任何異狀請盡快就醫。

路透社報導，除了歐美以外，猴痘也在
澳洲現蹤。澳洲今天通報首起猴痘案例，患

者最近從英國返國，另有一起疑似感染案例
正在檢驗中。

維多利亞州衛生部門表示，一名30多歲
男子16日抵達墨爾本，被確認感染猴痘，雪
梨則有一名最近曾前往歐洲的40多歲男子疑
似感染。

衛生官員指出，兩人在返回澳洲後都有
輕微病症，臨床上出現符合猴痘的病徵。

猴痘是一種罕見的疾病，通常會引起發
燒、肌肉疼痛、淋巴結腫大、畏寒、疲倦，
以及在手部和臉部出現像水痘一般的皮疹等
症狀，但通常不致命。

猴痘病毒可以透過接觸染病者的皮膚病
變和飛沫傳播，也可能透過寢具和毛巾等共
用物品傳播。

世界衛生組織（WHO）表示正密切關注
這項議題，尤其是英國的部分病例似乎是在
同志圈內傳播。

在義大利、葡萄牙、西班牙、瑞典，還
有美國和加拿大都發現了猴痘病例，令人憂
心這種通常集中在非洲中部與非洲西部的疾
病可能正在蔓延。

世界總部位於芝加哥的連鎖速食業巨擘麥
當勞正式宣佈完全退出經營了30多年的俄羅斯
市場，這個舉動本乃預料中事, 因為該公司在
三月份決定壯士斷腕,關閉俄羅斯所有850家餐
廳之前早已做了多項評估, 預計每月損失將達
到5000萬美元, 長久拖延下去必然損失更為慘
重,如今既確定從俄羅斯撒走,無疑是加大了對
普京入侵烏克蘭的回應力度, 也証實了 西方企
業界絕非人們口中唯利是圖的現實, 俄羅斯再
也不能等閒視之。

麥當勞是最早在俄羅斯開店的西方品牌企
業之一，1990年就在蘇聯解體之前，它在莫斯
科普希金廣場開設了第一家分店，當天有3萬
人在餐廳排隊, 主原是蘇聯人民對於西方生活
與商業的嚮往, 祟拜與好奇, 那也被視為冷戰結
束後西方企業在俄羅斯所露出來的溫暖曙光。
在過去這麼多年來麥當勞生意一直鼎盛不衰,
它在俄國總計有6萬2000名員工,所以撤離關店
絕非商業經營不善之考量, 誠如麥當勞執行長
肯普辛斯基所說:“麥當勞和俄羅斯已經變得如
此緊密地交織在一起，似乎無法想象我們之間
沒有彼此的存在。然而，不幸的是，這就是我
們今天的處境。”

俄羅斯在2月底對烏克蘭發動侵略後，已
有許多西方大企業如星巴克、可口可樂、百事

可樂、肯德基和必勝客爭先恐後的表示要退出
, 他們熱烈響應政府的製裁措施, 紛紛表達了是
基於戰爭造成的人道危機以及營運環境瞬息萬
變，麥當勞一開始並未表達是否會跟進的立場
, 但是後來麥當勞表示，繼續持有在俄羅斯的
業務不再可行，也與麥當勞的價值不相符, 因
此他們最後還是做出了犧牲自己經濟利益的決
定。

長久以來麥當勞一直是世界上最大，也最
成功的速食連鎖企業典範, 在全球六大洲一百
一十九個國家擁有三萬兩千五百家分店，這個
商業品牌，就像可口可樂，耐吉球鞋與豐田汽
車一樣，世界馳名，但這些年來麥當勞的經營
面臨更多有力競爭者，所幸麥當勞走在速食連
鎖企業之先,以簡單化、標準化和專業化的經營
理念快速的發展,除了本身具備了優質的企業條
件外，更重要的, 該企業特別重廣告行銷,文宣
特別成功，他們更愿意以更多的錢來做公益活
動回饋社區，也正因具有“取之於社會，用之
於社會”的回饋概念而使大家心悅誠服的說
“Im Lovins it”！

如今麥當勞從俄羅斯撒走, 對該企業與俄
羅斯雖是兩敗俱傷, 但麥當勞卻也讓窮兵黷武
的侵略者帶來一個慘痛的教訓。

【李著華觀點 : 在這裡分手
麥當勞從俄羅斯撒走兩敗俱傷】

猴痘疫情不斷擴散
法德比利時甚至澳洲都現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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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蠟生活成本飆升民眾壓力大
低收入家庭入不敷出

綜合報導 據報道，飛漲的物價使得越來越多希蠟普通家庭承受著

不斷增大的壓力。

據報道，對於希蠟低收入家庭來說，每月的食品、取暖、電力、燃

料和租金成本很容易使他們入不敷出。即使是所謂的“中產家庭”，在

目前的情況下也削減了在娛樂、旅遊方面的開支。

報道稱，為了維持生計，不少家庭都已經改變了消費習慣，或者不再使用

私家車而僅乘坐公交出行。在住房上，壹些人甚至搬到了更小的公寓居住。

根據最新的家庭預算調查和希蠟統計局(ELSTAT)關於該國物價走勢

的最新數據，月收入750 歐元的家庭每月的基本支出高達918歐元。在

2021年，同壹家庭每月平均要支付的開銷包括：67歐元的食品費、300

歐元的租金、43歐元的電費、13歐元的供暖費和40歐元的交通費，這些

開銷占他們收入的75%。但在2022年，由於食品、燃料和電力價格的上

漲，這壹家庭需要將42%的月收入用於電力、食品和取暖油的開支上。

與此同時，最近幾周，希蠟的汽油和燃料的價格普遍上漲。全國範

圍內，無鉛汽油的平均價格為每升2.168 歐元，而柴油的平均價格為每

升1.909歐元。阿提卡汽油經銷商協會主席瑪利亞· 紮嘉(Maria Zaga)表示

，現在司機們要將車加滿油的話，平均比以往需要多支付20歐元。

此外，希蠟統計局10日發布的數據顯示，受能源成本上升影響，希

蠟4月通貨膨脹率達10.2%，為1995年以來最高值。

由於新冠疫情仍在蔓延，俄烏沖突依舊持續等多重負面因素疊加影響，預

計希蠟的物價和通脹率還還將持續走高，民眾生活也將不得不面對更多壓力。

俄通脹率創20年來新高
普京表示西方受創更深

綜合報導 俄邏斯聯邦國家統計局周五說，受西方制裁的影響，俄

邏斯4月的年通脹率飆升至17.8%，創20年來新高。

自2月底出兵烏克蘭以來，俄邏斯遭到了壹系列國際制裁的打擊，

包括對重要出口商品的禁運，從而加居了本已高企的通脹。

聯邦國家統計局說，低收入俄邏斯人最為擔心的食品價格的同比漲

幅達到了20.5%。

意大利面的價格同比上漲了29.6%，黃油的價格上漲了26.1%，水果

和蔬菜的價格更是上漲了33%。

據俄央行說，俄邏斯的年通脹率在今年可能達到23%，然後在明年

放緩，到2024年恢復4%的目標水平。

凱投國際宏觀經濟咨詢公司說：“展望未來，我們預計從5月開始

，物價的月度漲幅會進壹步放緩。”

幾個月來，由於包括新冠疫情後復蘇和原材料價格高企在內的壹系

列因素，通脹率壹直在加速上升。出兵烏克蘭帶來了制裁，以及由此導

致物流困難等加居通脹的因素。

俄邏斯總統普京周四說，因烏克蘭問題對俄實施制裁，給西方國家造成的

打擊比對俄邏斯還要大。他堅稱，俄邏斯面對“外部挑戰”表現出了韌性。

歐盟第六輪對俄制裁未果
匈牙利總理：歐盟將意識形態強加於人

綜合報導 由於壹些國家拒絕禁運俄

邏斯石油，歐盟對俄邏斯發起的最新壹輪

制裁未能達成。俄媒“今日俄邏斯”

（RT）介紹，歐盟外交高官承認，由於以

匈牙利為首的壹些國家反對，歐盟成員國

經過十幾天的協商，但最終未能在對俄邏

斯實施石油禁運壹事上未能達成壹致。

制裁未果，壹些歐盟成員國認為匈牙

利是“始作俑者”。立陶宛官員斥責匈牙

利“將歐洲挾持為人質”。匈牙利總理歐

爾班16日回應稱，以整個歐盟為主體發起

的集體制裁通常都會失敗。歐盟正在濫用

權力，將外來意識形態強加於匈牙利。

俄烏沖突爆發後，歐盟已對俄邏斯實

施了5輪制裁。計劃中的第六輪制裁最初

是在5月4日由歐委會提起的，因為想要

斬斷俄邏斯重要材源——石油而備受關註

。剛提出時，歐委會主席馮德萊恩就承認

“這並不容易”。

匈牙利60%以上的石油從俄邏斯進口

（天然氣更是達到85%），因此強烈反對

新壹輪制裁中的石油禁運。此外，德國、

捷克、斯洛伐克、意大利等國同洋對俄能

依賴較大。

據報道，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

表博雷爾在歐盟外長會之前表示，因匈牙

利為首的部分國家反對禁運俄石油，所以

歐盟難以迅速通過禁

運計劃。

但博雷爾也稱，

會盡最大努力化解當

前爭議。“不過我不

能保證這能成功，因

為（反對的）立場非

常堅固。”

他介紹，“壹些成

員國情況更加困難，因

為他們更加依賴俄能源

。受限於自然、地理條

件限制，他們被’包圍

’，只能通過管道從俄

邏斯進口石油。”

立陶宛對匈牙利的態度大為光火。

“整個歐盟都被壹個成員國扣為人質，”

立外長蘭茨貝吉斯暗指匈牙利“拖累”了

制裁。

但匈牙利總理歐爾班的態度頗為堅定

。據“政客”新聞網5月6日報道，歐爾

班稱這輪石油禁令如果達成，就是投向匈

牙利的壹顆“核彈”。

俄邏斯衛星社最新消息稱，歐爾班回

應制裁俄石油失敗時表示，以整個歐盟為

主體的集體制裁通常都會失敗，他們（歐

盟官員們）總是“紙上談兵”。

歐爾班強調，歐盟正在濫用其權力，

將外來的文化和意識形態強加於匈牙利。

德國官員則寄希望於再試壹次。“我

相信我們將在未來幾天內達成協議，”德

國外交部長貝爾博克在歐盟外長會議開始

前說，“我們需要精心準備。”

美聯社評價道，放在過去可能需要數

年才能實現，但歐盟在不到3個月就對俄

邏斯發起數輪制裁，這對歐盟來說是

“光速”了。但事實證明，通過擺脫對

石油的依賴來限制俄邏斯的能源收入是

壹個更難解抉的問題——更不要說禁用俄

邏斯天然氣了。

俄邏斯迎來新挑戰，芬蘭抉定申請加入北約

將對俄產生多大影響？

綜合報導 芬蘭總統紹利· 尼尼斯托和

總理桑納· 馬林在首都赫爾辛基總統府舉

行的新聞發布會上宣布，芬蘭正式抉定申

請加入北約。僅僅幾個小時後，瑞典也緊

隨其後，宣布支持加入北約，條件是該國

不擁有永久的北約基地或“核武器”。這

標誌著歐洲安全格局發生巨大轉變，俄邏

斯的安全形勢也急居惡化。

在數周前，俄邏斯曾警告稱，如果

芬蘭或瑞典加入北約，將產生“嚴重後

果”，並表示將加強其在波邏的海地區

的六、海、空軍力量。過去，俄邏斯官

員曾建議在波邏的海地區部署更多的核

武器，作為對北約擴張的回應。就在近

日，俄外交部還表示，俄邏斯將采取軍

事、技術和其他性質的報復性措施，以

阻止這壹事件對國家安全的威脅。就在

14日，芬蘭總統還與普京通話，就芬蘭

申請加入北約的意向進行了交流。期間

，普京強調，芬蘭放棄軍事中立政策是

壹個錯誤，這將對兩國關系產生負面影

響。但這壹切都未能阻止芬蘭最終做出

的選擇。

那麼，芬蘭加入北約將對俄邏斯的安

全產生什麼洋的影響呢？主要有三點：

首先是六地邊境威脅。烏克蘭與俄邏

斯的六地邊境線長度是2295多公裏，俄邏

斯為了與北約保持戰略緩沖，對烏克蘭采

取了軍事行動。而芬蘭與俄邏斯的六地邊

境線也長達1300多公裏，雖然遠不及烏克

蘭，但如果芬蘭加入北約，俄邏斯與北約

國家的六地邊境線也將增加將近壹半，受

到的軍事壓力也會大大增強。

雖然邊境線北方的大部分地區人口

稀少，但是芬俄邊境線南側距離俄邏斯

第二大城市聖彼得堡只有160多公裏，

從來沒有壹個俄邏斯大城市距離北約國家

的邊境這麼近過。當然聖彼得堡距離北約

國家愛沙尼亞的邊境也是差不多距離，但

是包括愛沙尼亞在內的波邏的海三國的軍

力非常弱，根本無法對俄邏斯造成威脅。

另外，俄邏斯也在利用“飛地”加裏寧格

勒，同白俄邏斯壹起制衡著波邏的海三國

。俄邏斯已經在加裏寧格勒部署了可裝備

核彈頭的導彈，而且近年來已經升級了在

那裏的核武器儲存設施。

其次是海上封瑣，如果芬蘭和瑞典

都加入北約，那麼整個波邏的海和芬蘭

灣的南北側都將被北約國家包圍，波邏

的海將成為“北約湖”，將能夠完全封

瑣住俄邏斯面對波邏的海的港口。立陶

宛國防部長已經指出，通過海上運送北

約增援部隊不僅會更容易，而且加裏寧

格勒將變得更加孤立。俄邏斯海軍波邏

的海艦隊無論從加裏寧格勒還是從聖彼

得堡的港口出海，行駛不了多遠就將面

對北約成員國。北約還將肆無忌憚地在

波邏的海海底鋪反潛水聲傳感器，俄邏

斯潛艇出海也將無法躲藏。

最後，是在北極圈內的威脅。俄邏

斯北方艦隊基地大部分在科拉半島上。

除了塞維爾摩爾斯克主基地以外，北方

艦隊還有其他6個海軍基地和幾個船廠

以及燃料儲藏站。主要的設施包括摩爾

曼斯克主港區和燃料儲藏站，壹個阿提

卡級核動力破冰船專用的基地和船廠，

安德烈瓦港以及塞瓦達文斯克港。這些

基地距離芬蘭北部邊境的距離不到150

公裏。雖然該地區離挪威的北方邊境更

近，但是芬蘭加入北約後，北約將有更

大的戰略縱深從六地上進攻俄邏斯。

而在芬蘭和瑞典相繼宣布將申請加入北

約後，俄邏斯可能要做出兩方面反制措施：

首先是經濟制裁。芬蘭與俄邏斯的貿

易關系較為密切。在冷戰時期芬蘭利用中

立國的地位，充當美國與蘇聯交流的橋梁

，美蘇的許多談判都是在芬蘭首都赫爾辛

基進行的，赫爾辛基在冷戰時期曾經被稱

為是“間諜之都”。而芬蘭從那時起就維

持著同俄邏斯的貿易往來。俄邏斯可能會

斷掉對芬蘭的天然氣供應和電力供應，同

時也有可能中止壹切同芬蘭的貿易。按照

芬蘭機構NORDEA的統計，芬蘭對俄邏斯

的出口額在2018年僅占GDP的1.5%左右

，因此中止對芬蘭的貿易可能對芬蘭經濟

的影響不算太大。

在2020年芬蘭能源對外依賴的程度約

為41%，其中大部分依賴從俄邏斯進口。

不過，這個依賴度實際上比法國、德國、

荷蘭和意大利都要低，因此芬蘭有可能比

這些國家都能忍得住俄邏斯的能源禁運。

其次，俄邏斯必然會加強在芬蘭邊

境以及整個俄邏斯西部的軍事部署，但

直接對芬蘭采取軍事行動的可能性基本

不存在。由於俄烏戰爭的拖累，俄邏斯目

前實際上已經無力同時再打另壹場常規戰

爭。此前，美國和英國已經表態，會在芬

蘭和瑞典提交加入北約申請後，在正式加

入前的這段“灰色時間”內，為兩國提供

安全承諾。這意味著，如果俄邏斯直接出

兵芬蘭，將繼續面對壹個背後有美國支持

的國家。而美國也絕不會放棄這個繼續能

削弱俄邏斯的機會，屆時必然會像支持烏

克蘭壹洋，全力支持芬蘭，並拉著其他西

方國家以及北約摻和進來。

目前來看，雖然芬蘭和瑞典才走出

加入北約的第壹步，但兩國最終成為北

約成員國已經是不可避免的了，俄邏斯

無論願不願意接受這個結果，也無力扭

轉這壹局面。而在經濟和能源等領域對

芬蘭和瑞典施壓，也並不能產生太大的

效果，畢竟在這些領域對於俄邏斯的依

賴並不高。那麼，俄邏斯唯壹能做的就

是加大在軍事層面的部署，為北約軍力

進駐兩國做好準備。這也意味著，尋求

北約庇護的芬蘭和瑞典，國家安全形勢

實際上惡化了，因為兩國已經事實上成

為北約和俄邏斯對抗的最前沿地帶。

法媒稱今年以來巴黎大區累計日照時數打破紀錄
綜合報導 據法報道，自今

年1月1日至2022年5月16日，

巴黎大區的日照量遠遠高於平

均水平，累計日照時數達到750

小時，打破紀錄。

報道說，從今年年初至今，

巴黎大區的日照量創下新紀錄。

得益於良好的天氣狀況，在1月1

日至5月16日期間，巴黎以及巴

黎大區其它地方的觀測點所記錄

的日照時數創下新高。

在該時間段內，巴黎累計

日照時數達到750小時48分鐘

。此前的歷史記錄是2020年同

壹時期，累計日照時數為725

小時34分鐘。

據專家分析，這壹日照量

比正常水平高出近40%，巴黎

平均每年的累計日照時長約為

1700小時。

此外，巴黎的氣溫也遠高

於往年同期正常水平。根據法

國氣象局發布的數據，17日巴

黎最高氣溫攀升至30攝氏度，

高溫狀況在18日仍然持續，當

天巴黎最高溫度預計會達到31

攝氏度，比該季節巴黎的正常

平均溫度高出近10攝氏度。

法媒分析稱，受來自北非

的熱空氣的影響，今年的暑熱

來得格外早，通常巴黎的氣溫

會在6月中旬達到30攝氏度左

右的水平。未來幾天，巴黎大

區將繼續受到反氣旋和副熱帶

高壓的影響，高溫天氣還將持

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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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半島電視台」（Al Jazeera）20日報導，美
國總統拜登（Joe Biden）正推動 「印太經濟架構」（IPEF），
希望在經濟層面聯合該區域國家，對抗中國大陸的影響力；不
過專家指出，IPEF不包含成員國之間開放市場、降低關稅等條
款，加上對美國缺乏信心，導致許多亞洲國家興趣不大。

報導指出，拜登20日抵達韓國首爾，在展開任內首次亞洲
訪問同時，也帶來旨在深化美國與該區域經濟關係的IPEF，希
望藉此抗衡東南亞國協（ASEAN）發起、但被認為由中國大陸
主導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

不過智庫 「馬來西亞戰略及國際研究院」（Institute of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Malaysia）資深分析師鄭凱文
（Calvin Cheng）指出，IPEF在東南亞 「前途黯淡」，包括越
南、印尼和印度的態度都相對保守，稱IPEF要求開發中國家採
取已開發國家訂下的高標準，卻不像RCEP能直接靠開放市場
或降低關稅等促進貿易。

胡志明市國家大學所屬社會科學與人文大學（University
of Social Sciences and Humanities, Vietnam National Universi-
ty-Ho Chi Minh City）國際關係講師譚桑亨（Tam Sang Huynh

）就認為，雖然IPEF能帶來穩定供應鏈等優點，但越南恐難以
達到其規定的稅收、反貪腐標準，擔心美國會藉此干涉該國政
治。

另外，拜登不尋求達成重大貿易協定的舉動，也讓各國擔
心川普政府突然退出《跨太平洋夥伴協定》（TPP）的行為重
演；先前差點當上日本首相的河野太郎，甚至直言批評IPEF只
會破壞TPP的後繼者《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
）；日本立命館大學國際關係教授渡邊宏彰更指出，就算拜登
政府全力推動IPEF，也無法保證下一任總統願意維持該政策。

美擬增加駐歐美軍 從6萬提升至這數字

美奧克拉荷馬州通過最嚴墮胎法
受精即禁止墮胎

（綜合報導）CNN報導，根據多位美國官員稱，除非未
來俄羅斯威脅瑞典、芬蘭或北約成員國，否則美預計在俄烏戰
爭之後在歐洲前線部署的士兵從之前的6萬提升至10萬，官員
們並表示，若北約在歐洲有演習或是局勢變化，美國可能會在
歐洲增加更多軍事設施和基地。

官員們表示，這些計畫是週四在比利時布魯塞爾舉行的北
約軍事首長會議後考慮的，美預計在下月的軍事首長會議提出
建議增加駐軍，預計屆時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也會出席

下月在馬德里舉行的會議。
因應俄烏戰爭，目前美國的駐歐美軍已提升至10萬，以支

持北約威攝俄羅斯。美國還向北約的反應部隊派遣了數千名士
兵，反應部隊是北約歷史上首次啟用。

根據報導，北約和美國官員一直暗示在下個月北約馬德里
會議上會宣布在未來有很長一段時間駐歐美軍會維持在10萬人
；5月15日在柏林舉行的北約非正式外交部長級會議結束後，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與北約秘書長史托騰柏

格（Jens Stoltenberg）都暗示北約軍事態勢將永久變更，尤其
是在東歐。

布林肯當時表示，北約將發布新的戰略構想，闡述聯盟將
如何在普丁總統的侵略和其他新出現的威脅面前維持和加強跨
大西洋安全，並加強北約東益的力量態勢。

史托騰柏格也說，在5月15日部長級會議結束之後到下月
馬德里會議期間，北約將 「做出重要決定加強北約的防禦力量
，已反應新的歐洲安全現實」。

拜登推對抗大陸新計畫拜登推對抗大陸新計畫
專家專家：：多國不賞臉多國不賞臉

（綜合報導）美國奧克拉荷馬州議會19日以73票同意、
16票反對，通過全美最嚴苛墮胎法案。除了為挽救孕婦性命、
涉及已向執法部門報案的強姦或亂倫所造成的懷孕，在卵子受
精一刻開始，即使胚胎尚未在子宮著床，一律禁止墮胎。

此案由奧克拉荷馬州共和黨籍議員斯蒂爾曼（Wendi Stea-
rman）提出，成為 2022 年迄今送交共和黨籍州長史提特
（Kevin Stitt）簽署的第3項墮胎禁令，前一項是本月3日才被

史提特簽署入法的 「奧克拉荷馬心跳法案」（Oklahoma
Heartbeat Act），該案禁止懷孕6周以上墮胎，不包括性侵或亂
倫案件；還有一項把墮胎定為重罪，違者最高判監10年，將於
夏季生效。目前尚不清楚這些法令的相互作用或牴觸。

美聯社報導，奧克拉荷馬州原有4間醫療機構提供墮胎服
務，在 「奧克拉荷馬心跳法案」生效後僅剩2間；待最新一案
也被簽署入法後，這2間將不會再提供墮胎手術，因為一旦相

關規定執行後，任何人都可以控告在州內提供墮胎服務的醫師
或機構。

對此，美國副總統賀錦麗在推特上批評，這是 「極端立法
者對女性一連串攻擊的最新案例」。白宮新聞秘書尚皮耶也譴
責，那些致力 「讓美國再次偉大」（MAGA）的官員，從生育
自主權開始，逐步剝奪美國人民的基本權利，包括婚姻平等權
，都將處於危險之中。

美股震盪激烈 標普500指數自歷史高峰累跌20%
（綜合報導）華爾街股市走勢震盪，標準普爾500指數自1

月3日的歷史高點已累跌20%，主要因投資人擔心通膨飆漲減
損企業獲利，以及持續升息打擊經濟成長。

這波累計跌幅達20%或以上，將確認標普500指數自冠狀
病毒疫情造成華爾街股市2020年重挫以來，首度走入空頭格局
。

科技股為主的那斯達克指數已進入空頭，自2021年11月

高峰累跌幅度達30.7%。
投資管理公司 Heartland Advisors執行長奈斯高維茲（Will

Nasgovitz）表示： 「在熊市過程中，很容易見到盤中震盪和反
循環（counter cyclical）反彈走勢。」

他說： 「我們可能將見到（標普500指數）空頭走勢。市
場正在反映經濟變化，基本面出現一些裂縫。」

台灣時間今晨 2 時 2 分，道瓊工業指數下跌 434.66 點或

1.39%，報30818.47點。
標準普爾500指數下跌58.60點或1.50%，報3842.19點。
以科技股為主的那斯達克指數下跌251.77點或2.21%，報

11135.32點。
費城半導體指數下跌98.27點或3.49%，報2792.03點。



 

10:00am 英語崇拜/國語崇拜/粵語主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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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印度新德裏電視臺

16 日報道，印度近期高溫天氣持

續，自 3月下旬以來，已有 20多人

疑似中暑身亡，在護外工作的貧困

工人為了生存不得不忍受高溫的折

磨。

印媒指出，印度經歷了 100 多

年來的最熱 3月，而現在新德裏的

最高氣溫更是已達 45攝氏度。自 3

月下旬以來，已有20多人疑似中暑

身亡。

在護外工作的印度工人們很容

易受到酷暑的影響。建築工人屯德

接受采訪時稱：“由於高溫和勞累，

我們會工作幾天，然後休息幾天。”

屯德和家人住在壹處建築工地附近

的貧民窟。他們要在烈日下壘墻、

鋪混凝土並搬運重物。完成了壹天

的工作後，屯德和妻子也很難休息

，因為他們的住所吸收太陽光後變

得很熱。屯德說：“很多時候，我

都會因為脫水生病，還需要靜脈註

射葡萄糖。”

印度科學和環境中心的壹名研究

員表示，印度政府的數據顯示，近20

年間，該國自然災害導致的死亡原因

中，高溫位居第二，僅次於雷擊，

“在印度，中暑死亡的大多是30歲到

45歲的男性，他們是藍領階層。為了

生計，他們只能在酷熱下工作。”

印度放寬小麥出口禁令
規定日期前符合條件小麥可出口

綜合報導 印度政府宣布放

寬小麥出口臨時禁令，在5月13

日或之前已交海關查驗並在海

關系統備案的小麥貨物，將允

許出口。

另外，印度政府在聲明中

稱，根據埃及政府的要求，允

許將壹批小麥運往埃及。禁令

頒布時，這批小麥已在港口進

行裝載。

報道指出，印度對小麥出

口實施臨時禁令當天，數千輛

裝載小麥的卡車在壹些港口外

排隊等候。

印度對小麥出口實施臨時

禁令。印度外貿總局表示，作

出臨時禁止小麥出口的抉定主

要基於兩方面考慮，壹是印度

國內通脹高企，量食價格上漲

明顯；二是俄烏沖突導致國際

量食價格大幅上漲，威脅到印

度及周邊國家的量食安全。

日本政府敲定核汗水排海計劃
民眾痛訴：我們也是受害者

綜合報導 日本原子力規制

委員會18日審查通過了東京電力

公司（東電）福島第壹核電站核

汗水排放計劃，此舉受到日本漁

業及旅遊業人士的堅抉反對，更

有民眾痛訴“我們也是受害者”

。日媒指出，福島核事故的影響

至今未消，再加上新冠疫情引發

的消費低迷，日本漁業者的處境

將愈發堪憂。

“家裏幾代人都是靠捕魚維

生，我們絕對反對（政府將福島核

汗水排海）”，61歲的日本漁民

山形隆壹直在福島縣附近漁港打魚

，他還質疑，東電核汗水處理設備

此前就曝出過問題，而日本政府在

未能解抉的情況下就同意將核汗水

排海，“這洋真的安全嗎？到底可

以信任到什麼程度呢？”

73歲的日本漁船主兼料理店

店主渡邊榮次也反對政府這壹抉

定，並對福島核事故壹直心有余

悸。他擔憂，當地漁業此次會受

到毀滅性打擊。日本茨城縣水產

加工業協同組合聯合會會長高木

安四郎也“絕對反對”政府的做

法，“消費者怎麼會接受？即使

政府有補償，商品賣不出去的話

漁民就麻煩了”。

除了漁業人士外，日本茨城

縣民宿業者武子能久認為，日本

政府此舉也會波及當地觀光業，

並強烈呼籲“希望（政府）能好

好說清楚，我們也是受害者。”

越南推動數字經濟發展
平均每月有超過250萬場直播帶貨

綜合報導 第二屆越南銀行

卡日活動日前在首都河內舉行，

數十家金融機構和上百家企業通

過舉辦豐富多彩的現場活動，讓

民眾體驗多種非接觸式支付服務

。近年來，越南移動支付發展迅

速，應用場景不斷擴大，移動支

付市場市值增長率超過150%。

移動支付平臺等數字基礎設施的

不斷完善，促進了越南數字經濟

的發展。

黎文進是越南諒山省的瓜農

，由於缺乏資金和技術，“種瓜

難、賣瓜更難”的難題壹直令他

十分頭疼。不久前，在越南信息

傳媒部派駐的數字技術團隊幫助

下，他申請到無息小額貸款，引

入新品種瓜苗，並將西瓜通過電

商直播帶貨等形式進行銷售。在

數字技術的幫助下，他實現了擴

大瓜棚的願望。

據不完全統計，越南平均每

月有超過250萬場直播帶貨活動

，約5萬家企業慘與其中。為帶

動農護致富，越南信息傳媒部搭

建數字化轉型助農平臺，通過向

廣南、安沛和諒山等省派駐近

2300個技術團隊，幫助當地數字

化轉型。僅在諒山省，目前已累

計培訓近13萬農護，幫助12萬

農護建立了電商帳號，覆蓋近

1.5萬種農產品。

電商直播帶貨的興起，是越

南數字經濟發展的壹個縮影。數

據顯示，目前越南數字經濟總量

約為210億美元，約占國內生產

總值的7.5%，已成為推動經濟

發展和產業轉型的重要驅動力。

越南已將數字經濟、數字政

府和數字社會作為建設數字化國

家的三大支柱。2021年9月成立

了國家數字化轉型委員會，統籌

推進數字經濟等領域發展。根據

越南制定的“數字經濟和數字社

會國家發展戰略”，2022年數字

經濟將占國內生產總值的11.5%

，使用數字化平臺的中小企業比

例將提升至30%，到2025年數字

經濟將占國內生產總值的20%。

為鼓勵更多市場主體和個

人慘與數字經濟，越南出臺了

多項優惠政策。例如，為本國

從事數字經濟和相關軟件研發

的初創企業，優先提供辦公場

地和減免稅收租金。越南還將

數字經濟列為外資優先投資領

域。僅2021年上半年，越南初

創型數字經濟企業就獲得 13.7

億美元投資，超過以往全年投

資額。越南還力爭到2022年底

，將智能手機用護占比從目前

的 75%提高到 80%，接入寬帶

的家庭占比擴大至 70%，進壹

步完善數字化基礎設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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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業率飆至5.4% 逾20萬人無工開
餐飲業就業人口跌穿20萬 羅致光：勞工市場未來數月或改善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疫情衝擊
就業市場下，特區政府早前推出“臨時失業
支援”計劃，向失業逾30天的人發放一萬
元。不過，香港工聯會調查發現，逾四成失
業者的申請被拒，主要原因是大部分申請者

只是開工不足而非徹底失業、難以證明失業
逾一個月等，工聯會近期亦收到近450宗相
關求助個案。工聯會促請特區政府兌現寬
鬆處理的承諾，將未能成功申請的個案重
新審批，同時增設高效透明的上訴機制。

工聯會權益委員會本月7日至16日期
間進行有關該計劃的網上問卷調查，成功
訪問328名申請者，當中逾40%申請失
敗，被拒原因以“未有失業，但開工不
足”最多（29%），其次為“申請所需的證
明文件不足”（23%）；“申請手續繁瑣”
（23%）；“失業少於30天”（15%）等。未
獲批的申請者中，有逾五成人曾致電計劃
的熱線電話查詢，其中21%人表示熱線無
人接聽；有21%人成功打通，但職員未能
解答其質問。問卷顯示第五波疫情對打工
仔的衝擊仍未結束，有63%受訪者的就業
情況仍未改善。
至於如何優化計劃，較多受訪者認為政府

應該支援開工不足的人（69%）、延長資助期
（48%），其次為“縮短需失業不少於30天的
要求”（38%），以及增設透明高效的上訴機
制（35%）等。

逾四成失業者申支援被拒 工聯會促設上訴機制

◆ 工聯會促請
政府兌現寬鬆
處理的承諾，
將未能成功申
請的個案重新
審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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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第五波香港第五波

疫情令一眾打工疫情令一眾打工

仔冇工開仔冇工開，，政府統計處政府統計處1919日公日公

布布 22 月至月至 44 月最新失業率飆升至月最新失業率飆升至

55..44%%，，較較11月至月至33月的月的55%%上升上升00..44個百分點個百分點，，是是1010個月以來的高位個月以來的高位，，超過超過

2020..66萬人加入萬人加入““失業大軍失業大軍”。”。其中其中，，餐飲服務活動業為重災區之一餐飲服務活動業為重災區之一，，失業率失業率

升至升至1212..99%%。。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指出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指出，，今年首季餐飲業營業額僅今年首季餐飲業營業額僅

150150億元億元（（港元港元，，下同下同），），業界的就業人口跌穿業界的就業人口跌穿2020萬大關萬大關。。香港勞工及福利香港勞工及福利

局局長羅致光則預期局局長羅致光則預期，，隨着疫情減退及逐步放寬社交距離措施隨着疫情減退及逐步放寬社交距離措施，，加上新一輪加上新一輪

消費券計劃消費券計劃，，勞工市場在未來數月或有所改善勞工市場在未來數月或有所改善。。不過不過，，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陸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陸

頌雄向香港文匯報表示頌雄向香港文匯報表示，，料下一輪失業率仍會高企料下一輪失業率仍會高企，，縱使疫情放緩令巿道好縱使疫情放緩令巿道好

轉轉，，失業人士覓職需時失業人士覓職需時，，期望特區政府再推出新一輪期望特區政府再推出新一輪““臨時失業支援計劃臨時失業支援計劃””

及加強就業支援服務及加強就業支援服務，，協助失業人士渡過難關協助失業人士渡過難關。。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文森

“由於新冠
疫情關係，我已
有 幾 個 月 無 工
開，有時要向朋
友借錢交租。”
新來港的徐女士

與丈夫離婚後租住床位，其床位
月租 2,000 元（港元，下同），
試過窮得連租金也未能繳交，要
向朋友借錢度日。她以往靠上門
為客戶打掃清潔維生，新冠疫情
下卻失去此收入來源，“我本身
都是靠朋友介紹上門做清潔，但
沒有辦法，疫情嚴重，人家也不
敢再請人上門清潔。”

她表示，一直有四處搵工，
惟本身廣東話欠佳而影響求職，
“我自己聽廣東話沒有問題，但
講就不是很好，人家聽不明白，
溝通有困難，求職亦受影響。”
她直言自己有氣有力不想申領綜
援，“希望能夠找到工作，不想
要政府援助。”不過，礙於語言
障礙，她仍未敢到勞工處登記求
職，怕廣東話不靈光沒有適合工
作配對。

疫下跨境航運停 領班失業做炒散
從事跨境航運20多年的陳先

生，原本在船公司當客艙服務領
班，月入逾3萬元，惟2020年香港
出現疫情，港澳客運服務停航，他
最終被迫離開原職，“2020年停
航後至2021年2月期間，仍可以留
在公司做其他工作，但一直停航，

最後被裁員。當時部門經理問過如果恢復正
常通關，會不會回去做？我當然想做回老本
行，而當時也想不到至今仍然未復航，有些
船隻都已‘劏’了，估計都難返去做。”

他失業後靠打散工維生，“喺食肆‘炒
散’（任職散工），每晚650元薪酬，就算
返到廿幾天，最多都只有1.5萬元收入，較
以往少了超過一半。”他育有一名仍在求學
階段的兒子，又要供樓，家庭開支大，“自
己都有些積蓄，離職時領了公積金，而妻子
亦在醫院做病房服務助理，仍可維持家計。
但都要慳住使，沒有什麽娛樂可言。”

不過，第五波疫情2月來襲後，特區
政府收緊社交距離措施，限制堂食，陳先
生亦失去晚上的散工工作，而他其後轉為
當住宅保安員，“都只係散工，我希望搵
到一份長工，有固定收入，但做了航運廿
多年才轉行，競爭力低，要搵長工會有難
困，但希望現時做保安累積經驗後，有機
會轉為長工。”他亦希望勞工處舉辦多些
招聘會，提供多些搵工機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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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業率攀至 10
個月以來高位，大和
資本市場首席經濟師
賴志文分析，香港就
業情況受多項不利因
素影響，而最困擾的

是香港至今未能恢復與內地正常通
關，令大量行業未能復常，新創的職
位空缺有限，“即使特區政府進行第
二階段放寬社交距離措施，但香港仍
未（正常）通關，通脹壓力升溫，以
及未能判斷聯儲局何時結束收緊貨幣
政策周期，難以預測失業率何時回
落。”

顏汶羽倡設6個月失援金
民建聯人力事務發言人、立法會

議員顏汶羽認為，雖特區政府因應疫

情緩和，逐步放寬社交距離措施，但
零售、旅遊、酒店等行業仍然乏力，
失業情況難在短時間內獲得改善，故
政府有必要加推失業支援措施。

他並關注到開工不足的僱員，希
望特區政府延長放寬職津計劃的非單
親住戶基本工時要求一年，又建議政
府增設“臨時開工不足支援”計劃，
向每月總工時介乎0小時至72小時的
開工不足人士提供一次性的財政支
援，以解他們的燃眉之急。

顏汶羽又期望特區政府重視香港
的失業問題，設立為期6個月的“失業
援助金”，向失業人士每月發放6,000
元補助；研究設立長遠的“失業援助
制度”，延長放寬“在職家庭津貼”
工時非單親住戶基本工時要求一年
等。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

◆超過20.6萬人加入“失業大軍”，餐飲服務活動業為
重災區之一。圖為食肆在疫下苦苦支撐營業。 資料圖片

政府統計處19日公布2月至4月最新失業數字，失業人口增加
17,600人，即共206,100人失業。除失業率攀升外，2月至4月的

就業不足率亦升至3.8%，較1月至3月時增加了0.7個百分點。按行業
分析，餐飲服務活動業的失業率上升1.9個百分點達12.9%；零售業失
業率則上升0.6個百分點至8.3%。

其他大多數行業的失業率也上升，尤其是樓房裝飾、修葺及保養
業，失業率增加了2.4個百分點，高達15.8%，為各行業之冠；建造
業、貨倉及運輸輔助活動、製造業，以及運輸業，失業率則分別達
8.7%、7.5%、6.1%及5.7%，均較整體失業率為高。

羅致光認為，2月至4月勞工市場雖惡化，惟情況在期內較後時間
隨着疫情減退和經濟活動恢復已有所回穩，相信勞工市場未來數月會
改善。他表示，政府其他紓緩措施如“2022保就業”計劃，亦有助改
善經濟氣氛、支援企業和保障員工就業，而政府會繼續密切留意相關
情況。

首季餐飲業營業額僅150億
黃家和19日在有關餐飲業界發展的記者會上則指，餐飲業界去年

全年營業額僅約920億元，較2018年疫情出現前的近1,200億元下跌
逾兩成，今年首季營業額更只有150億元。而餐飲業界失業率高企，
去年第三季就業人口較2018年時已下跌15.6%，只有21.75萬人，而
最新數據顯示就業人數至今已跌穿20萬大關。

他表示，特區政府上月雖發放首期消費券，唯只有15%流向餐飲
業界，即使放寬社交距離措施，但相信發放第二期消費券後亦只有
25%會流向餐飲業，惟仍希望政府盡早推出第二期消費券。

陸頌雄倡再推“臨時失業支援”
失業率屬滯後指標，下一輪數據將涵蓋3月疫情高峰期時的情

況。立法會議員陸頌雄19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就算香港疫
情現正放緩，惟失業人士也未必即時覓得工作，相信下次公布的失業
率縱有回落，仍屬高位數字，“其實仍有不少行業未復甦，如跨境航
運及民航業的失業情況未改善，此外多間方艙醫院轉為備用，之前聘
請的員工亦失去工作，希望政府支援這班曾協助抗疫的人員就業。”

他期望，特區政府推出新一輪“臨時失業支援計劃”，在失業人
士成功覓職前提供援助，而勞工處亦應舉辦更多招聘會及加強就業支
援服務，協助失業大軍重投勞工巿場。

勞工處下月辦網上招聘會
特區政府表示，勞工處將於6月7日及8日舉辦“開創新天地網上

招聘會”，超過50個僱主參與，提供大量不同職位空缺，而該處2月
至 4月平均每月錄得 60,917 個來自私營機構的空缺，按年下跌
15.9%，但較今年1月至3月的平均數字上升2%，求職人士可使用勞
工處網上平台獲取空缺資訊。

大量行業未能復常
新創職位空缺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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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悉，京廣大通道空域
結構調整方案涉及京

廣沿線北京、天津兩個直
轄市，河北、河南、湖
北、湖南、廣西、廣東、
江西 7個省區，以及香
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影
響145個機場，佔全國運
輸機場總數的57.1%，其

中，千萬級機場就有8個。南段方案共新闢
及調整19條航路航線，新增航線里程2,313
公里，調整優化13個機場相關進離場飛行
程序，調整班機航線走向約5,000條。

雙車道變為四車道
民航局空管局空域管理中心空域管理室

副主任張俊傑介紹，京廣大通道空域結構
調整是民航空中大通道建設以來影響範圍
最廣、軍民航協調最充分、準備時間最長
的一次。京廣大通道南段方案主體由兩組
4條航線組成，主要是將湖北區域以南的
原京廣航路進行“平行單向化改造”，同
時打通京廣分流航線至粵港澳大灣區的銜
接部分，再結合西側W102航線，實現
“兩上兩下，單向循環”的大通道格局，
有效串聯起北京、天津、鄭州、武漢、長
沙、廣州、深圳、香港、澳門等重要區域
性樞紐機場。
完成調整後，京廣空中大通道這條南北

大動脈由過去的“單上單下”雙車道變為
“雙上雙下”的四車道。其中，“雙上”
指兩條航線用於北上，即從南往北飛；
“雙下”指兩條航線用於南下，即從北往
南飛。

大幅緩解航路擁堵
據新華社報道，經評估，運行安全

方面，每日將減少京廣大通道沿線航
路航線交叉匯聚衝突調配次數約572
次。節能減排方面，北京至香港、深
圳、珠海、澳門等地航班單程可節省約
125公里，全年可節省約318萬公里里
程，節省燃油約1.7萬噸，減少碳排放約
5.4萬噸。飛行流量方面，可降低京廣沿
線主要擁堵航路點飛行流量，最高可降為
實施前的67.1%，將大幅緩解航路擁堵情
況。

構建“10+3”大通道
自2012年起，中國民航局緊密圍繞國

家戰略、行業發展和旅客需求，按照“東
部擴展、西部延伸、南部分流、北部拉
直、中部疏通”的空域革新思路，全面推
進全國民航幹線航路網絡規劃設計，規劃
了“10+3”空中骨幹大通道（見表）建
設。2013年底，京昆大通道率先開通，
接着廣蘭、滬蘭、滬哈、滬蓉、中韓空
中大通道相繼順利開通，民航日均航班
量也由 2013 年的 10,360 架次增長到
2019年的16,388架次，有力支撐了全
國58.2%的航班量增量，為民航的高
速發展提供了高質量的空域保障。
京廣大通道是“10+3”空中骨幹

大通道規劃建設中的第 7條大通
道，也是國家綜合立體交通網的重
要組成部分，其正式啟用，標誌着
中國目前已逐步構建起全國民航
航路航線網絡基本構架。

全國“10+3”空中骨幹大通道
10條空中大通道

3條複線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帥

中國-韓國

北京-廣州

北京-上海（正在建設）

上海-廣州（正在建設）

上海-昆明（正在建設）

北京-昆明

廣州-蘭州

上海-蘭州

上海-哈爾濱

上海-成都

成都-拉薩

上海-日本福岡（尚未開通）

蘭州-烏魯木齊

航空公司回應
京津冀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

北京

粵港澳大灣區粵港澳大灣區

◆北京首都國際機場大堂。 資料圖片

南航：惠及1200條航線
作為中國最大的航空公司，南航方面表示，此

次京廣大通道空域調整，南航約1,200條當前使用的
航路飛行距離將會減少，部分航線最多可減少約
150公里的航程。南航將持續加密廣州樞紐和北京
大興樞紐的航班密度，優化粵港澳大灣區至京津
冀地區的航線網絡布局。

“今後旅客在乘坐京廣大通道沿線航班
時，由流量控制帶來的航班延誤將會減少，出
行體驗進一步提升。”南航方面稱，為應對
本次調整，南航積極評估各類航班運行風險
並制定公司運行預案，及時向有關方面獲
取資料並做好人員培訓準備工作。

◆香港文匯報記者方俊明

深航：“深京快線”大大受益
深航相關負責人接受香港文匯報記

者採訪時表示，京廣大通道的順利實
施，對於保障航班安全，提升運行效
率，提高航班正點，改善旅客服務體
驗，以及節能減排、降本增效等方面
都將帶來積極的影響。

目前，深航涉及京廣大通道的航
線大概300餘條，其中運營在京廣大
通道的深航優勢產品“深京快線”將
大大受益。未來，深航將不斷優化運
力布局和航線網絡結構，開發更多特
色精品航線，為旅客提供高效、便
捷、優質、安全的出行體驗，充分發
揮粵港澳大灣區主基地優勢，搭建大
灣區與國內主要城市群經濟發展的交
通紐帶。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

據悉，京廣大通道空域結構調整方案涉及京廣
沿線北京、天津兩個直轄市，河北、河南、

湖北、湖南、廣西、廣東、江西7個省區，以及香
港、澳門特別行政區，影響145個機場，佔全國運
輸機場總數的57.1%，其中，千萬級機場就有8
個。南段方案共新闢及調整19條航路航線，新增航
線里程2,313公里，調整優化13個機場相關進離場
飛行程序，調整班機航線走向約5,000條。

雙車道變為四車道
中國民航局空管局空域管理中心空域管理室副

主任張俊傑介紹，京廣大通道空域結構調整是民航
空中大通道建設以來影響範圍最廣、軍民航協調最
充分、準備時間最長的一次。京廣大通道南段方案
主體由兩組4條航線組成，主要是將湖北區域以南
的原京廣航路進行“平行單向化改造”，同時打通
京廣分流航線至粵港澳大灣區的銜接部分，再結合
西側W102航線，實現“兩上兩下，單向循環”的

大通道格局，有效串聯起北京、天津、鄭州、武
漢、長沙、廣州、深圳、香港、澳門等重要區域性
樞紐機場。完成調整後，京廣空中大通道這條南北
大動脈由過去的“單上單下”雙車道變為“雙上雙
下”的四車道。其中，“雙上”指兩條航線用於北
上，即從南往北飛；“雙下”指兩條航線用於南
下，即從北往南飛。

大幅緩解航路擁堵
據新華社報道，經評估，運行安全方面，每

日將減少京廣大通道沿線航路航線交叉匯聚衝突
調配次數約572次。節能減排方面，北京至香
港、深圳、珠海、澳門等地航班單程可節省約
125公里，全年可節省約318萬公里里程，節省燃
油約1.7萬噸，減少碳排放約5.4萬噸。飛行流量
方面，可降低京廣沿線主要擁堵航路點飛行流
量，最高可降為實施前的67.1%，將大幅緩解航
路擁堵情況。

自2012年起，中國民航局緊密圍繞國家戰
略、行業發展和旅客需求，按照“東部擴展、西
部延伸、南部分流、北部拉直、中部疏通”的空
域革新思路，全面推進全國民航幹線航路網絡規
劃設計，規劃了“10+3”空中骨幹大通道（見
表）建設。2013年底，京昆大通道率先開通，接
着廣蘭、滬蘭、滬哈、滬蓉、中韓空中大通道相
繼順利開通，民航日均航班量也由2013年的
10,360架次增長到2019年的16,388架次，有力支
撐了全國58.2%的航班量增量，為民航的高速發
展提供了高質量的空域保障。

構建“10+3”大通道
京廣大通道是“10+3”空中骨幹大通道規

劃建設中的第7條大通道，也是國家綜合立體
交通網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正式啟用，標誌
着中國目前已逐步構建起全國民航航路航線
網絡基本構架。

節省節省125125公里航程公里航程縮短大灣區和京津冀城市群距離縮短大灣區和京津冀城市群距離

粵港澳大灣區航空運輸
和相關產業發展潛力巨大，但
灣區機場眾多且密集，特別是
港深機場均正興建第三條跑
道，如何優化空域流量管理效
率備受關注。

探索升級大灣區空管新技術
據了解，大灣區民航運輸發展對空域使

用需求很大，而灣區空域結構複雜，空域管
理又涉及軍方管制、內地與香港不同的管制
方式，加上民航空域資源總量不足，空域保
障能力亟待加強。目前香港機場和深圳機場
均正興建第三條跑道，並分別會在2024年及
2025年落成。有分析指出，由於該兩個機場

距離較近及跑道方向呈90度角，而且使用不
同的航空交通管理系統，因此該兩個機場的
第三條跑道落成後，在空域使用權上或會出
現矛盾。

香港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日前以書面
回應立法會議員質詢時表示，國家民航局、
香港民航處和澳門民航局於2004年成立珠江
三角洲地區空中交通管理規劃與實施專題工
作組。多年來，三方工作組制訂多項改善空
管的措施，優化地區空管，區內航運量亦得
以安全地和高效地持續發展。三方工作組會
全盤考慮整個大灣區內各機場發展及空域實
際情況，包括香港機場將來三跑道系統的運
作需要，以及灣區內其他機場的未來發展需
求。未來會展開灣區機場群空域規劃研究，

並會繼續積極探索應用新技術，以推進灣區
空管運行的創新升級。

中南空管局相關負責人指出，粵港澳正
進一步加強空管協作和空域協調，力爭提高
空域資源使用效率，提升空管保障能
力。同時，爭取加快空管運行技術變
革，加強粵港澳空管人員技術交流。
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到，珠三角空域
精細化改革試點第一階段已完成並
取得較好成果，接下來可望繼續深
化推進珠三角空域精細化第二
階段、第三階段的改革，為
建設世界級大灣區機場群提
供支撐。◆香港文匯報記者

方俊明廣州報道

港深三跑恐爭道 優化空管待加速

全國“10+3”空中骨幹大通道
10條空中大通道

3條複線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帥

中國-韓國

北京-廣州

北京-上海（正在建設）

上海-廣州（正在建設）

上海-昆明（正在建設）

北京-昆明

廣州-蘭州

上海-蘭州

上海-哈爾濱

上海-成都

成都-拉薩

上海-日本福岡（尚未開通）

蘭州-烏魯木齊

2021年
中國內地民航業發展統計

航空公司回應

單位：人民幣
來源：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帥據《2021年民航行業發展統計公報》整理

全行業累計實現營業收入：7,529.2億
元（比2020年增長21.5%）

虧損：842.5億元（比2020年減虧187.1億

元）

其中：◆航空公司實現營業收入4,245.1億
元，比2020年增長13.3%；虧損670.9億元，
比2020年減虧149.2億元。

◆機場實現營業收入944.1億元，比2020年增長
7.9%；虧損246.2億元，比2020年減虧14.1億
元。

◆保障企業實現營業收入2,340.0億元，比2020年
增長48.4 %。

全行業完成旅客運輸量：44,055.74萬人次

（比2020年增長5.5%）

◆國內航線完成旅客運輸量43,908.02萬人次，比2020年增
長7.6%，其中，港澳台航線完成59.25萬人次，比2020年下降

38.4%。

◆國際航線完成旅客運輸量 147.72 萬人次，比 2020 年下降
84.6%。

��

京津冀城市群京津冀城市群

北京

粵港澳大灣區粵港澳大灣區

◆京廣大通道啟用後，北京至港深等大灣區城市的航班
單程可節省約125公里。圖為香港國際機場。 資料圖片

◆北京首都國際機場大堂。 資料圖片

京廣大通道啟航
香港飛北京更快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央視及記者張帥報道，5

月 19日零時，京廣大通道空域結構調整方案

（南段方案）正式啟用，標誌這條連接中國京津

冀地區和粵港澳大灣區兩大世界級城市群的南北

空中交通大動脈全面建成。完成調整後，京廣大

通道將由原先“單上單下”的雙車道變為“雙上

雙下”的四車道，新增航線里程2,313公里，預

計提升近40%的空域容量，北京至港、深、珠、

澳的航班單程可節省約125公里，進一步提升運

行安全和飛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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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休斯頓花遊之星俱樂部在休斯頓花遊之星俱樂部在20222022年青少年奧林匹克錦標賽資格賽中再創佳績年青少年奧林匹克錦標賽資格賽中再創佳績

【美南新聞 王潔 特約攝影 陳
悅 李夏】2022年美國南部賽區C
區青少年奧林匹克錦標賽資格賽在
上周日圓滿落幕，休斯頓花遊之星
俱樂部再創佳績。作為本屆舉辦方
休斯頓花遊之星俱樂部不僅成功的
舉辦了本次賽事，更是在多項比賽
中名列前茅，並最終獲得了團體銀
牌的好成績。（Dallas的 PTX隊獲
得金牌，Austin的Angelfish隊獲得
銅牌）.

在德州享譽盛名的休斯頓花遊
之星俱樂部 (Houston SynchroStars)
已經走過了15個年頭. 俱樂部2007
年由Tami Huff 教練建立, 最初隸屬
於糖城的 First Colony Swim Team.
2017年重組成為一個由俱樂部成員
家長們主管的非盈利機構 (www.
houstonsynchroStars.org).

在 Irene Montrucchio 教 練
（2012 年奧運會銅牌得主，西班牙
）和Maria Escalona 教練 （委內瑞
拉國家隊前隊員，Scottsdale 前教
練 ）的領導下，俱樂部的使命是致

力於建立一支充滿活力和多元化的
花樣藝術遊泳團隊，在全國範圍內
培養頂級運動員和教練，推進和促
進民眾對花樣藝術遊泳的認識和參
與，使休斯頓成為這項運動的領導
者, 這也是Houston SynchroStars 建
立俱樂部的初衷和令人自豪的傳統
。

俱樂部旗下有資深教練 Ginny
Whisenhunt, Jennie V Turner, Ma-
relys Sanchez, Engy Elselouky, Isa-
belle Duenas 和 Jessica Done. 這些
來自委內瑞拉、西班牙、埃及、新
西蘭和美國的教練們為休斯頓花遊
之星俱樂部帶來多元文化和國際體
育精神。另外，Ginny Whisenhunt
和 Irene Montrucchio 是美國國家花
樣 藝 術 遊 泳 理 事 會 投 票 成 員
（USAAS Board of Governors). Gin-
ny Whisenhunt 是美國國家花樣藝
術遊泳規則委員會成員 和墨西哥灣
花樣藝術遊泳規則委員會主席 (
USAAS Tech Committee and Gulf
Associations Tech Chair). 這些教練
們一直致力於在俱樂部成員和家長
中推廣公平公正守規則友愛互助的
理念. 支持友隊和支持自己的隊友
對休斯頓花遊之星隊員們來說同等
重要.

休斯頓花遊之星俱樂部 (Hous-
ton SynchroStars) 不僅以擁有一支
文化多元的教練隊伍而自豪, 更為
自己多樣化的隊員組成而驕傲, 成
員來自美國，俄羅斯, 印度, 委內瑞
拉, 哥倫比亞, 南非, 中國, 吉爾吉斯
斯坦, 埃及, 墨西哥,香港,厄瓜多爾,
西班牙, 加拿大,臺灣,哈薩克斯坦,
越南等眾多的國家和地區。隊員
Sarah Levaro 是美國花樣藝術遊泳
協會多元化, 公平和包容委員會成
員. 隊員 Angela Pierce 是墨西哥灣
協會高級代表. 俱樂部努力為任何
有興趣參加這項運動的人提供環境
.

2021 年, 俱樂部獲得了美國花
遊藝術遊泳協會頒發的多樣性補助
金, 旨在休斯頓地區少數族裔和低

收入家庭中促進這項運動. 因為是
非盈利性機構，俱樂部只收低廉的
學費，每月根據訓練時間（每周
3-13小時）收取學員$160-$260.

美國花樣藝術遊泳協會每個賽
季在二月份組織Zones Champion-
ship 比賽. 一般來說只有在各自的
Zone‘s Championship 比賽中取得
前三名才有資格參加四月份的na-
tional championship. 在 2020 以前,
這兩個比賽只有 13-15 age group
and Junior/Senior age group 可以參
加. 從2021年開始, 12U （12 歲和12
歲以下）年紀組也被邀請參加 invi-
tational championship. 另外, 每個
賽季會有 12U, 13-15, 和 Junior/Se-
nior 的 regional championship比賽.
只有在regional championship 中獲
得單人前2名, 雙人和集體前三名才
能獲得參加6月底7月初舉行的青
少年奧運會(Junior Olympics)比賽資
格. Houston SynchroStars隸屬 南部
（South Zone）賽區. 南部賽區包括
Region A, Region B, Region C, 和
Region D四個地區, 5 個州（Virgin-
ia, North Carolina, South Carolina,
Florida, Texas）, 共 36 個青少年隊
伍.

Houston SynchroStars多年培養
了大批優秀的花樣遊泳學員. 2020
年東京奧運會美國國家隊成員Ab-
by Remmers 就是其中出色的一名
隊 員 。 下 面 是 她 在 USA Artistic
Swimming 網站上的個人介紹:

https://www.teamusa.org/usa-ar-
tistic-swim-
ming/athletes/
Abbygayle-Re-
mmers.

俱樂部其他
隊員歷年來在各
級比賽中也取得
了優異的成績.
例 如, 13-15 年
紀組曾獲得 青
少 年 奧 運 會

（Junior Olympics）全國第三名, 而
13-15 年紀組歷來是參賽人數和隊
伍最多竟爭最激烈的組. 在過去三
年中 （2020 因為新冠比賽取消）,
12U，13-15 和 Jr 團隊在多項國家
和區域賽中排名前 三.

2022 Wendi Ning 是德州唯一的
一名打入美國國家隊（13-15 age
group) 選拔總決賽的運動員。她會
被邀請參加全國精英營.

俱樂部連續三年（2014-2016
）在 Reginal Championship 比賽中
奪得冠軍,之後一直保持
西南區前兩名。2022 Re-
gional Championship（5/
14/2022 – 5/15/2022）
有來自德克薩斯州和路易
斯安那州的6 個俱樂部和
200 多名遊泳運動員齊聚
一堂，爭奪進入青少年奧
運會的機會。休斯頓花遊
之星在多項比賽中名列前
茅，並最終獲得了團體銀
牌（Dallas 的 PTX 隊獲得
金牌，Austin 的 Angelfish
隊獲得銅牌）.

舉辦如此盛大的比賽
需要整個俱樂部的大量計
劃和承諾，包括遊泳運動
員、教練和家長。許多遊
泳運動員在比賽之間做義
工，在整個比賽期間，所
有家長都全力以赴，以幫
助比賽順利進行，盡力作
好東道之主。

休斯頓花遊之星俱樂

部是一個以家庭/社區為導向的環
境，讓遊泳運動員成長，學習最好
的體育精神，並成為他們作為運動
員和個人所能做到的最好，不僅努
力贏得勝利，並且努力教導運動員
成為尊重友隊, 尊重規則, 尊重公平
公正, 獨立, 勤奮和堅持不懈的人。

更多關於休斯頓花遊之星俱樂
部 的信息:

https://houstonsynchrostars.swim-
topia.com/

董子天榮登Shuba雜誌封面封底

雲集全球名模名攝影師的美麗美麗時尚雜誌Shuba今日出版2022年5月刊，封面和封底均採用了達拉斯著名攝影師She-
phen Boyd於4月20日在休斯敦植物花園Houston Botanic Garden為網紅主持人董子天(Sky Dong)拍攝的一組照片，值得一提
的是：內頁也有6頁選用的也是子天的照片，其中8-9頁更是用一張照片橫貫兩頁篇幅。總共66頁的最精印刷版，足足有6
分之一選用的是Sky Dong的模特照。

Sky Dong在接受世界名人網記者的採訪中表示：“我認為內頁雜誌的模特各個都比我還要美！雜誌把我評為2022年時
尚衣著美妝風向標！我的美妝衣著全由我個人精心打造[偷笑]同時也感謝所有的品牌贊助商！自二月份榮登La Modèle 雜誌
封面後！時尚圈把我定位為模特界新貴！亞裔小女子一樣可以在北美時尚圈刮起一陣旋風！”



AA1212廣告
星期六       2022年5月21日       Saturday, May 21,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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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雞腿肉、蒙古藥材和高湯放入可放進氣炸鍋的烤模裡
(高湯要完全淹蓋雞肉)。(2)烤模放進氣炸鍋中，以380°F
氣炸15分鐘。(3)加入玉米澱粉，攪拌均勻，再烤4分鐘即可。

食材
1包 牛頭牌蒙古鍋火鍋湯底
(內含1包蒙古藥材包*
     &1包濃縮高湯包*)
• 300g 無骨雞腿肉，切塊
• 1包 蒙古藥材包
• 1杯 濃縮高湯包的湯底
• 1-2茶匙 玉米澱粉

紅棗枸杞烤雞腿
Roasted Chicken with Chinese Herbs

 感謝YouTube <佳萌小廚房> 提供美味食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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