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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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會通過美國會通過400400億美元援烏經費億美元援烏經費
（中央社華盛頓19日綜合外電報導）美國聯邦參議院今天同

意對烏克蘭提供近400億美元的援助，將法案送交白宮予總統拜
登（Joe Biden）簽署。烏克蘭遭俄羅斯入侵將近3個月，華府正
加緊腳步維持軍援烏國力道。

路透社報導，參議院今天以86票對11票，通過這項軍事、經
濟和人道援助方案，這是美國至今規模最龐大的對烏援助方案，
反對票都是由共和黨議員投下。

民主黨籍參議院多數黨領袖舒默（Chuck Schumer）在表決
前說： 「這是一項大型方案，將在烏克蘭人民為生存而戰時，滿
足其龐大需求。」

他表示： 「藉由通過這項緊急援助，參院現在可以對烏克蘭

人民說：援助正在路上，這是真正的、重大的、能夠確保烏克蘭
人戰勝的援助。」

聯邦眾議院10日以368票對57票通過這項支出法案時，投下
反對票的也都是共和黨籍議員。法案接著在參院卡關，因為共和
黨籍參議員藍德．保羅（Rand Paul）拒絕讓法案快速通過。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與國防部長奧斯汀
（Lloyd Austin）已呼籲議員加快腳步。他們致函國會領袖稱，軍
方送武器給基輔（Kyiv）的資金到19日就不夠用了。

一旦拜登簽署這項補充支出法案，美國在俄國侵略烏克蘭後
同意援助烏國的總金額，將遠超過500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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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mission of the Greater
Houston Partnership is to
make Houston one of the
world’s best places to

live, work and to build a
business. The Partnership
works to ensure that
Houston places among the

world’s greatest global
cities by promoting
economic development,
foreign trade and
investment. It serves the
12-county greater Houston
region and represents 900+
member companies.

On Friday, the Greater
Houston Partnership
sponsored a luncheon and
invited the Houston
Consular Corp and its
many members to talk
about the Global Houston
Economic outlook.

Two and one-half years
have passed since the first
Covid-19 case was
detected in Wuhan, China.
Since then, more than 500

million people have
contracted the virus
worldwide and over 6.2
million have died. The U.S.
was hit hardest by the
virus, logging 81 million
infections and more than
one million people lost their
lives. In the metro Houston
area, 1.6 million residents,
one of every five,
contracted the virus and
nearly 16.000, one of every
45 have died. It is just so
horrible that the pandemic
caused so many cases and
caused the worst economic
downturn since the Great
Depression.

The recovery which began
in mid-2020 accelerated
last year. As of April, 2022,

the U.S. had recovered
94.6 percent of jobs lost
and the U.S. gross
domestic product now
exceeds pre-pandemic
levels.

Recently many people
have moved to the Texas
area because we have a
very good business climate
and lower housing prices,
plus, we don’t have a
personal income tax.

But still, we are very
worried about the war,
inflation and rising prices.
Unless all these can be put
under control, we still are
facing a recession in the
near future.

0505//2121//20222022

Greater HoustonGreater Houston
Recovery Nearly CompleteRecovery Nearly Complete

週五中午休斯敦外交領事團成
員應邀參加了大商會主辦的経濟前
途展望午餐會，大商會會長哈威在
會上表示，大休斯敦及德州経濟發
展前途仍然審慎樂觀，並表示已經
回復到疫情前的水平。
將近二年半前第一宗新冠肺炎

在中國大陸武漢發現之後，全球將
近有五億人感染，六百二十萬人死
亡，其中包括一百多萬的美國人在
內，在大休斯敦地區有一百六十萬
人感染，將近一萬六千人去世，每
四百五十個患者中就有一人不幸身
亡，這是非常可怕的數字。
経濟復甦是從二o二o年中開始

，到今年四月份美國全國失去之工
作已経有百分之九十四點六重返崗
位，其中包括教育、政府工作、醫

療、餐飲零售業都已回到疫情前之
水平，但是建築、能源、旅館、技
工等還在努力階段。
大休斯敦地區的港口出口業務

也強勁增加，到四月份為止總值超
過一千四百億。
國際旅遊也因疫情之減緩而使

布什國際機場人流回到疫情前之水
準，總之，大商會對於德州經濟還
是充滿信心。
近年來，包括許多加州人在內

不斷遷入德州，其主要原因還是此
地房地產相對低，工作機會多而且
沒有州所得稅，這是德州經濟比其
他地區表現良好最主要之原因。
不過許多專家仍然憂慮美聯儲

增息太快會造成經濟衰退，俄烏戰
爭，中美關係是影響世界和平和穩

定之因素。

德州休斯敦經濟復甦德州休斯敦經濟復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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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道】多個歐美國家陸續出現的“猴痘”病毒疫情，正不斷引
起這些國家媒體的關注。當地時間20日，法國公共衛生局宣布，日前法國
法蘭西島大區發現了首例“猴痘”感染病例。患者是一名29歲的男子，且
沒有任何該病毒傳播國家的旅行史。同一天，德國也發現首例“猴痘”病
例。

20日，最先被英國在5月7日發現的“猴痘”疫情，已經遍及英國、
葡萄牙、西班牙、澳大利亞、德國、法國等多個西方國家。法國流行病學
家伊芙•布呂鬆對“猴痘”病毒在法國潛在的流行可能表示擔憂。 “感染
（猴痘）的死亡率比新冠肺炎高得多，尤其現在法國民眾已經不再像過去
那樣接種天花疫苗”。

事實上，“猴痘”病毒早在1958年就最先在猴子身上發現，是一種
與天花病毒同屬痘病毒科的雙鏈DNA病毒，但其毒性比天花弱不少。有美

國專家稱，這種病毒早在2003年時曾在美國引發過疫情，一批從非洲加
納運到美國伊利諾伊州的松鼠和岡比亞鼠攜帶了此病毒，但當時疫情“被
迅速控制住了”。美國專家認為，此次的“猴痘”病毒具有傳染性，可能
會帶來全球威脅。

自2017年以來，非洲國家尼日利亞暴發了該國40年未見的“猴痘”
疫情，且至今沒有結束，成為許多國家“猴痘”病例的一個主要輸出國。
但奇怪的是，除了英國5月7日報告的病例，不論是英國發現的其他病例
，還是歐美國家出現的所有其他病例，似乎都與這個病例或尼日利亞無關
，更像是自己本土出現的。由於新冠肺炎疫情肆虐，此次“猴痘”病毒又
無法溯源，一些民眾很恐慌。為此，一些西方媒體表示，“猴痘”人傳人
的能力“有限”，並不可怕。

歐美陸續出現歐美陸續出現““猴痘猴痘””病毒疫情病毒疫情
美專家美專家：“：“猴痘猴痘””病毒可能威脅全球病毒可能威脅全球

（綜合報導）19日在首爾蠶室綜合運動場輔助競技場舉辦了首屆“中日韓線上馬拉松大賽”啟動儀式。
本屆大賽將持續至29日。韓國外交部亞太局審議官徐敏真、中國駐韓國使館公使方坤、日本駐韓使館公

使中條一夫應邀出席啟動儀式並致辭。部分參賽選手和多家中日韓媒體代表共同出席儀式。儀式結束後，由
三國外交官及秘書處工作人員組成的三支隊伍在現場參加了接力賽。

本次大賽是秘書處組織和推廣的首個體育賽事，旨在通過跑步為中日韓民眾搭起相互交流和了解的平台
。大賽免費向三國民眾開放報名，但須在大賽官網上傳自我介紹及參賽感言。參賽選手將在自己選擇的時間
和地點完成比賽，上傳參賽紀錄。選手可以通過官網的留言板相互鼓勵和支持，加深對彼此文化的了解,還可
以通過瀏覽其他參賽者上傳的路線介紹和參賽后記，欣賞不同國家和城市的風景，探索心儀的疫後旅行目的
地。

中日韓合作秘書處2011年設立以來，在三國政府指導下，積極為三國機制化合作提供支持，在經貿、文
化、青年、媒體、災害管理等領域主辦眾多合作項目，成為三國深化合作的主要平台。

首屆首屆““中日韓線上馬拉松大賽中日韓線上馬拉松大賽””啟動儀式在首爾舉行啟動儀式在首爾舉行

（綜合報導）歐盟希望通過3000億歐元投資使自己能擺脫對俄羅斯石油和天然氣供應的依賴
，在這一過程中，歐盟將主要依靠可再生能源。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和該委員會的其他成員
周三公佈了相應的計劃。

歐洲能源供應調整計劃旨在加速歐洲綠色協議中的能源轉型。為此，未來幾年將建造比以往
更多的風能和太陽能園區。沼氣的利用也將得到加強，從而到2030年使可再生能源在歐盟所消耗
能源中的佔比達到約45%。此前的目標是40%。

為加速可再生能源的發展，運營商應比以往更便捷地獲得證書。歐盟委員會還準備強制在未
來的新建築屋頂安裝太陽能設施：公共和商業建築從2026年開始；新的私人建築從2029年開始
。

負責氣候問題的歐盟委員會副主席弗蘭斯•蒂默曼斯還希望進一步收緊住宅和建築物的能效
要求，從國外購買更多環保的氫能並擴建氫能和沼氣基礎設施。

實施相關措施的資金將主要來自於新冠疫情重建基金“下一代歐盟”中未使用的資金。該基

金為各成員國提供匯款和貸款，但大部分成員國政府至今未申請貸款，這部分資金在2200億歐元
至2250億歐元之間。

另據法新社5月18日報導，歐盟成員國德國、丹麥、荷蘭和比利時周三表示，它們希望到
2050年將北海風力發電量提高10倍，以幫助歐盟實現氣候目標以及避免使用俄羅斯的碳氫化合物
。

丹麥首相梅特•弗雷澤里克森說，該計劃的意義在於，這四個國家將“提供歐盟實現氣候中
性所需的全部海上風力（發電量）的一半以上”。

她在丹麥西部埃斯比約港舉行的一場記者會上說，增加發電量後的北海將成為“歐洲的綠色
發電廠”。與她共同出席記者會的還有德國總理奧拉夫•朔爾茨、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荷
蘭首相馬克•呂特和比利時領導人亞歷山大•德克羅。

此間，歐盟委員會提出一項加快開發價值2100億歐元的可再生能源的計劃，此舉旨在讓歐盟
盡快減少對俄羅斯天然氣的依賴

擺脫對俄石油天然氣依賴擺脫對俄石油天然氣依賴 歐盟砸巨資加快能源綠色轉型歐盟砸巨資加快能源綠色轉型



德國各州衛生部長籲
為秋冬新壹波疫情做好準備

綜合報導 德國各州衛生部長與德國聯邦衛生部長勞特巴赫16日進

行視頻會議。此間，各州衛生部長呼籲制定壹項總體計劃，以應對秋季

開始可能出現的新壹波感染潮。

據德國電視壹臺和德國“時代在線”報道，在與勞特巴赫進行完視

頻會議後，薩克森-安哈爾特州衛生部長彼得拉· 格裏姆-本納指出，新冠

疫情尚未結束，人們不應被目前下降的全國發病率所欺騙。相反，德國

必須為秋季開始可能出現新壹波疫情浪潮做好準備。“我們必須考慮到

秋冬季可能會出現新的病毒變體”。

各州衛生部長表示，有必要對防疫保護法進行調整。各州壹致決

定要求聯邦政府及時啟動立法程序。例如，從秋季開始，室內空間

重新要求強制佩戴口罩；重新要求出示疫苗接種、康復或檢測陰性

證明等。

勞特巴赫對各州衛生部長的建議表示歡迎。他表示，各聯邦州必須

有能力對可能到來的新壹波疫情做出反應。“我們必須為寒冷季節做好

準備，明確的法律框架是其中壹部分。”

此前，勞特巴赫曾對德爾塔變異毒株可能卷土重來作出警告。與目

前的奧密克戎變異毒株相比，德爾塔毒株會引發更嚴重病癥。

根據德國疾控機構羅伯特· 科赫研究所17日公布的數據，截至當天

，德國累計確診25818405人，較前壹日新增86252人；累計死亡137714

人，較前壹日新增215人；德國用於監測疫情嚴峻程度的新冠發病率指

數(平均每十萬人七日累計新增確診數)下降至437.6。

英國擬推動立法調整《北愛爾蘭議定書》

歐盟揚言反制

綜合報導 英國外交大臣特拉斯17日表示，英國政府將推動新法，

以調整《北愛爾蘭議定書》的部分履行內容，解抉議定對英國政治和經

濟造成的難題，但強調這不意味取消議定，英國也將持續尋求與歐盟協

商。歐盟方面則警告稱，若英國執意立法單方面改變議定內容，將運用

“壹切可運用手段”反制。

據報道，特拉斯指出，北愛爾蘭當地所有政黨都同意，有必要改變

《北愛爾蘭議定書》。北愛爾蘭與英國其他地區之間的現有歐盟通關程

序對企業造成大量的認證、檢疫等額外費用與文書作業成本。此外，北

愛爾蘭民眾也無法完整受益於英國的稅賦優惠措施。

特拉斯表示，英方已提出方案，包括建立實時回報機制，以確保依

循英國標準生產、最終目的地是北愛爾蘭的貨品不會進入愛爾蘭，以及

讓最終目的地是北愛爾蘭和愛爾蘭的貨品分流，分別設立“綠色”和

“紅色”通道。

對此，歐盟委員會警告，若英國執意立法單方面改變議定內容，歐

盟將運用“壹切可運用手段”反制。

據此前報道，英國與歐盟所達成的《北愛爾蘭議定書》，規定不在

北愛爾蘭與愛爾蘭之間設立硬邊界進行貿易檢查，即所有的貿易檢查都

將在北愛爾蘭和英國之間進行。北愛爾蘭通過對英國貨物進行檢查，以

確保其符合歐盟標準。

歐盟2100億歐元的能源獨立計劃
能換來對俄依賴的撤底終結嗎？

綜合報導 歐盟委員會公布 RE-

PowerEU計劃，欲以提升能效、天然氣

集采、擴大本土光伏規模等舉措提高能

源獨立程度，以撤底終結對俄邏斯化石

能源的高度依賴、擴大本土綠色能源產

業。

歐委會稱，俄烏之爭嚴重擾亂了世

界能源體系，能源價格高企加居能源安

全擔憂，凸顯出歐盟對從俄邏斯進口的

天然氣、石油和煤炭的過度依賴。“俄

邏斯化石燃料被用作經濟和政治武器，

每年花費歐洲納稅人近1000億歐元。”

“85%的歐洲人認為，歐盟應盡快減少

對俄邏斯天然氣和石油的依賴，以支持

烏克蘭。”REPowerEU計劃通過節能、

能源供應多洋化以及加速推出可再生能

源等舉措，來實現歐盟的雄心壯誌。

歐洲能多快結束對俄邏斯化石燃料

的依賴？歐委會認為，通過加速綠色轉

型、確保真正互聯且彈性的歐盟能源網

酪為所有人提供能源安全，歐盟可以在

本十年結束之前逐步消除對俄邏斯化石

燃料的依賴，在今年已經取得重大進

展。“雖然壹些成員國已經宣布打算停

止從俄邏斯進口化石燃料，但沒有壹個

成員國可以獨自應對這壹挑戰。通過開

展聯合需求評估和規劃、聯合采購和加

強協調，我們將確保逐步擺脫對俄邏斯

化石燃料的依賴。”歐委會強調，這對

所有成員國來說都是可以實現和負擔得

起的。

該文件稱，節能是解抉當前能源危

機和減少能源帳單的最快、最便宜的方

法。歐委會提議加強長期能效措施，包

括將“Fit for 55”壹攬子計劃中具有約

束力的能效目標從9%提高到13%。“現

在節約能源將幫助我們為下壹個冬天的

潛在挑戰做好準備。”為此，歐委會同

時發布了壹份“歐盟節能通訊”，詳細

說明了可能將天然氣和石油需求減少5%

的短期行為變化。同時鼓勵成員國使用

材政措施來鼓勵節能，例如降低節能供

暖系統、建築絕緣以及電器和產品的增

值稅稅率。

在俄氣斷供風險急居放大後，歐盟

迫切地尋找替代方案，導致近幾個月來

該地區的進口液化天然氣和非俄管道氣

量顯著增長。

歐委會稱，新創建的歐盟能源平臺

將通過匯集需求、優化基礎設施利用和

協調與供應商的聯系，實現自願共同購

買天然氣、液化天然氣和氫氣。“下壹

步，復制新冠疫苗采購計劃的雄心，委

員會將考慮制定‘聯合采購機制’，代

表慘與其中的成員國進行談判和簽訂天

然氣采購合同。”歐委會還將考慮立法

措施，要求成員國逐步推動天然氣供應

的多洋化。該平臺還將實現聯合購買可

再生氫能。

歐盟擺脫對俄能源依賴的抉心，很大

程度上建立在本土可再生能源的擴張上。

歐委會說，可再生能源在發電、工

業、建築和交通領域的加速拓展有助於

能源獨立、推動綠色轉型，並隨著時間

的推移降低價格。委員會提議根據“Fit

for 55”壹攬子計劃將2030年可再生能

源的總體目標從40%提高到45%。其中

的重要舉措包括推出壹項專門的歐盟太

陽能(7.590, 0.43, 6.01%)戰略，目標為到

2025年新增光伏發電裝機容量超過320

吉瓦，是目前水平的兩倍以上，到2030

年接近600吉瓦。

澎湃新聞註意到，為實現這壹目標

，該戰略提出了三項具體舉措：歐洲光

伏屋頂倡議，以具有法律約束力的歐盟

光伏屋頂義務為基礎，加快在建築物上

安裝光伏電池板；歐盟大規模技能合作

夥伴關系，以培養生產、安裝和維護光

伏面板所需的熟練勞動力；歐盟太陽能

產業聯盟，以支持歐盟產業界擴大國內

光伏電池板的生產。

在難以脫碳的行業和交通領域，可

再生氫將成為歐盟用以替代天然氣、煤

炭和石油的關鍵。REPowerEU設定了到

2030 年生產 1000 萬噸可再生氫和進口

1000萬噸可再生氫的目標。

根據歐委會評估，從現在到2027年

，實現 REPowerEU 目標需要額外投資

2100億歐元。根據計劃，到2030 年，

“Fit for 55”框架和REPowerEU計劃的

實施將為歐盟每年節省800億歐元的天

然氣進口支出、120億歐元的石油進口支

出和17億歐元的煤炭進口支出。

斷電之後，斷氣臨近：
芬蘭國有能源公司稱俄氣可能在本周五停供

綜合報導 芬蘭國有能源公司Gasum

發布預警公告，從俄邏斯進口的天然氣可

能會在本周結束供應。

Gasum認為，由於天然氣供應合同終

結，芬蘭天然氣供應正面臨真實的風險。

從俄邏斯進口的天然氣可能會在5月20日

周五晚些時候或5月21日周六停供，Gas-

um未從俄邏斯天然氣工業出口公司（Gaz-

prom Export）或俄邏斯輸氣運營商處收到

任何有關此事的信息。

Gasum表示將繼續與客護及負責應急

供應的當局壹起為這種情況做準備。在即

將到來的夏季，Gasum的目標是確保通過

Balticconnector天然氣管道為芬蘭天然氣客

護提供來自其他來源的天然氣。然而，傳

輸容量限制可能導致此舉具有挑戰性。

波邏的海連接器（Balticconnector）是

壹條連接芬蘭和愛沙尼亞的雙向天然氣管

道，於2020年1月投入商業運行，令芬蘭

接入歐洲天然氣管網的同時，結束了俄氣

作為芬蘭唯壹天然氣供應商的歷史。

該管道的預計容量為日輸720萬立方

米天然氣。但缺少本土化石能源的芬蘭目

前仍高度依賴俄邏斯進口能源，根據芬蘭

統計局的數據，2021年，芬蘭從俄邏斯獲

得了約34%的能源供應，80%的原油、92%

的天然氣來自俄邏斯。

這並不是Gasum第壹次預警俄氣斷供

。澎湃新聞註意到，該公司曾在5月17日

發布公告稱，由於無法接受俄方提出的盧

布付款要求，抉定將供應合同提交仲裁。

“根據當前合同，天然氣供應被停止的風

險增加，從俄邏斯到芬蘭的天然氣進口可

能會終止。”

Gasum在公告中說，與Gazprom Ex-

port公司有長期天然氣供應合同，雙方自

去年秋季以來壹直在就合同細節進行談判

。今年4月，Gazprom Export致函Gasum，

要求今後供應合同中約定的付款應以盧布

而非歐元支付。此外，Gazprom Export還

就供應合同對Gasum提出了其他索賠。

Gasum強調，不接受對方改用盧布付

款的要求，因此不會以盧布或 Gazprom

Export提議的付款安排支付。此外，兩家

公司就根據合同提交的其他索賠存在重大

爭議。“這是Gasum不能接受的，我們抉

定根據合同將有關供應合同的爭議提交仲

裁。該事項將在仲裁中予以考慮。”

俄邏斯總統普京簽署與“不友好”國

家和地區以盧布進行天然氣貿易結算的總

統令。普京表示，要購買俄天然氣，“不

友好”國家和地區須在俄銀行開設盧布帳

護，新規4月1日起生效。如果拒絕以此

方式付款，將被俄方視為違約，壹切後果

由買方承擔。俄方4月1日開始供應的天

然氣費用應在4月下半月或5月結算。

在芬蘭之前，波蘭和保加利亞是首批

因拒絕“盧布結算令”而被停氣的歐洲國

家。俄邏斯通知兩國自4月27日中斷天然

氣供應。受此影響，當天歐洲天然氣價格

跳漲，並帶動國際油價上漲。

美國媒體援引消息人士的話報道，隨

著“盧布結算令”生效後首次結算的支付

期限臨近，已有20家歐洲企業開設盧布帳

護，以滿足俄方用盧布結算天然氣的要求

。

潛在斷氣的漸行漸近，正值芬蘭加入

北約前夕。芬蘭和瑞典18日正式申請加入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兩國放棄長期奉行的

中立和不結盟政策，被西方媒體形容為

“歐洲安全架構數十年來最重大的變化之

壹”。位於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的北約總

部當天舉行間短儀式。芬蘭和瑞典常駐北

約代表在儀式上向北約秘書長延斯· 斯托

爾滕貝格正式遞交申請書。

就在數天前，俄邏斯已停止向芬蘭提

供電力，原因是“付款問題”。芬蘭電網

運營商Fingri誒 5月13日公告稱，俄邏斯

國際統壹電力系統公共股份公司（Inter

RAO Group）的子公司RAO Nor誒 ic Oy

從5月14日1時起暫停對芬蘭供電。

Fingri誒表示，芬蘭的電力充裕度並

未因此受到威脅。最近，從俄邏斯進口的

電力約占芬蘭總用電量的10%。Fingri誒電

力系統運營高級副總裁Reima P ivinen稱

，將從瑞典進口更多電力並在芬蘭本土加

大發電力度，以彌補從俄邏斯進口電力的

不足。

此事發生的時間頗為微妙。芬蘭總統

紹利· 尼尼斯托和總理桑娜· 馬林12日發表

聯合聲明，明確芬蘭將申請加入北大西洋

公約組織。俄邏斯方面同日回應，芬蘭加

入北約對俄構成直接威脅，俄方考慮實施

報復。

RAO Nor誒 ic Oy在公告中解釋說，

公司多年來壹直負責從俄邏斯進口電力到

芬蘭，並將其出售給Nor誒 Pool 交易所

（北歐電力交易所）。“不幸的是，我們

註意到自5月6日以來在Nor誒 Pool交易

所出售的交易量費用尚未存入我們的銀行

帳護。這種情況很特殊，在二十多年的交

易歷史中首次發生。”該公司補充說，

“遺憾的是，在目前缺乏現金收入的情況

下，RAO Nor誒 ic無法支付從俄邏斯進口

的電力。 因此，我們被迫從5月14日起

暫停電力進口。我們希望情況能盡快好轉

，恢復與俄邏斯的電力貿易。”

“芬蘭即將實現電力自給自足。”

Fingri誒強調說，芬蘭的電力自給率不斷

提高，尤其是芬蘭的風力發電量逐年增加

。僅今年壹年，預計將新增2000兆瓦的風

電機組並網。“芬蘭有望在2023年實現電

能自給自足。”

芬蘭同時將提高電力自給率的希望寄

托在位於西南海岸的 Olkiluoto 3（下稱

OL3）核電項目上。

OL3於2005年8月開始建設，原計劃在

2009年投入商業運行，但整個建造過程經歷

了各種拖期和挫折，成為核電史上拖期最嚴

重的項目。今年3月12日，OL3接入芬蘭國

家電網，將逐漸上升至滿功率運行，屆時該

機組將為芬蘭提供大約14%的電力。

今年 4月底，芬蘭核電運營商Teol-

lisuu誒en Voima Oyj宣布，將OL3開始常

規電力生產的時間節點從原定的7月推遲

到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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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疫情嚴峻
日本政府專家小組將建議學齡前兒童摘口罩

綜合報導 日本近期多地新冠

疫情依然嚴峻，其中東京近壹星

期過半數室內感染者都來自學齡

前機構。而據報道，日本專家小

組將於 19 日向厚生勞動省提交

建議，要求學齡前兒童無需佩戴

口罩。建議還提到，如果在室外

能保持足夠距離，也沒必要再戴

口罩。

建議方案中稱，學齡前兒童長

期佩戴口罩的話，“很難分辨彼此

的面部表情，容易對發育產生不良

影響”。在使用公共交通工具或身

處室內時，仍要戴口罩，如果流鼻

涕或喉嚨痛，須盡量避免外出。建

議承認，“要全面摘掉口罩仍需時

間”。

日本內閣官房長官松野博壹11

日曾稱，如果在室外能保持足夠距

離，就沒必要再佩戴口罩。日本首

相岸田文雄12日也指出，現階段全

面放寬佩戴口罩的防疫要求並不現

實，但在室外的情況下，只要人與

人保持足夠的距離，可以不佩戴口

罩。

岸田追捧“安倍派”是自民黨“頂梁柱”
日網民諷：是“最強施壓集團”吧
綜合報導 日本自民黨

最大派系“安倍派”在東

京舉行大規模政治集資會

。日本《讀賣新聞》報道

說，出席了集會的首相岸

田文雄追捧稱，“我確信

（安倍派）是自民黨的頂

梁柱”。近期安倍頻就日

本修憲及安全保障政策等

發聲，現在又大張旗鼓刷

存在感，被無派系人士批

評“做法太過分”。而岸

田的態度也在網上引發不

滿。有網友稱，不敢明說

安倍派是最強的施壓集團，

這才是岸田的悲哀。

“安倍派”由日本前

首相安倍晉三帶領，有 94

名成員，是當前日本自民

黨規模最大的派系。綜合

日媒報道，17 日晚舉行的

“安倍派”政治集資會吸

引約 2800 人參會，安倍在

會上致辭時稱，“在任何場

合都將支持岸田政權，請首

相岸田放心”“下決心穩固

支持岸田政權”等等。

據報道，出席了這場

集會的岸田文雄在會上發

言 時 追 捧 說 ， “ （ 安 倍

派 ）是我黨最大、最強的

政策（研究）集團，我確

信其是自民黨的頂梁柱”

。該報評論稱，與自民黨

最大派系合作對岸田政權

的穩定來說不可或缺，岸

田在致辭時強調推進安倍

的修憲等宿願，凸顯其顧

及安倍的態度。安倍晉三

近期在安全保障方面頻頻

發言表現“搶眼”，他今

後將繼續對岸田政府造成

影響。

關於“安倍派”集會，

日本時事通訊社稱，近期

安倍不停發表言論，談及

日本修憲及安全保障政策

，帶動自民黨內的保守勢

力，體現自己的存在感。

報道援引自民黨內部無派

系人士的批評稱，“首相

卸任後應該敞開視野摒棄

私人情感去發言，安倍的

做法太過分。”

“安倍派”大張旗鼓

舉辦近 3000 人大規模政治

集資會，岸田文雄前去捧

場，在日本網絡上也引發

不少網民不滿。有人引用

岸 田 的 發 言 並 諷 刺 稱 ，

“ 這 是 壹 群 舉 燈 籠 的 人

（日語中指走夜路時在前

面為主人舉燈籠的仆從，

用於形容阿諛奉承的人）

的集會，舉燈籠的媒體把

這寫成了報道。”

韓國計劃為士兵漲月薪
數額僅能達尹錫悅競選承諾的壹半引發爭議

綜合報導 韓國國際廣播電臺報

道稱，韓國士兵明年的月薪有望增

至100萬韓元（約合5300元人民蔽）

。盡管這壹薪資標準較文在寅政府

“國防中期計劃”設立的72.6萬韓

元上調近30萬，但卻只達到新上任

總統尹錫悅競選時提出的“200萬韓

元月薪”的壹半。

據報道，韓國國防部正在為明年

給士兵漲薪制定2023年度預算案。韓

國總統職務交接委員會本月3日發表

新政府國政課題後，士兵薪資問題引

發總統不遵守競選公約的爭議，對此

，尹錫悅方面回應稱：“至2025年，

韓國兵長（士兵最高級別）的月薪將

提高至150萬韓元，再加上政府補助

金每月上漲至55萬韓元，就能達到

‘工資200萬韓元’的效果。”

根據此次披露的“詳細計劃”，

兵長月薪將逐年上調，從現在的67.6

萬韓元到2025年上調至150萬韓元。

報道稱，從士兵立場來看，新政府

的計劃的確比2020年文在寅政府發

表的“國防中期計劃”顯得更為

“實惠”。此前兵長工資水平逐年

上調規劃為2025年增至96.3萬韓元

。另壹部分“漲薪”則體現在新政

府對士兵補助金的調整。根據尹錫

悅政府的計劃，這部分補助金將從

現在每月的14.1萬韓元實現2025年

漲至55萬韓元。

韓國MBC電視臺稱，這意味著

，韓國2022年至2026年士兵工資預

算相較於文在寅政府提出的“國防

中期計劃”預算將增加約3萬億韓元

，總規模達16.6萬億韓元。然而，

尹錫悅政府本月12日召開國

務會議通過的補充預算案沒有

涉及任何有關“提高士兵月薪

”的內容。國防部對此解釋稱

，此次補充預算的目的是支援

因疫情和高物價遭受重創的中

小工商護及穩定民生，提高士

兵月薪壹事計劃在明年的預算

案中體現。有觀點認為，相較於競

選時作出的承諾，如今新政府的方

案是壹種“退步”。有韓媒稱，新

政府或很難避免“當初是為贏得士

兵選票才作出承諾”的批判。但也

有韓國網友表示理解，“100萬韓元

難道不是錢嗎？應該根據現實情況

分階段進行。”

為了贏得服兵役年輕人的選票，

韓國政府近年來出臺各種政策，包

括允許士兵使用手機和漲工資等。

韓國防部的數據顯示，自從軍隊允

許使用手機後，士兵自殺率和逃跑

率下降了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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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近日，印度壹名女子背著丈夫和情人

入住當地壹家旅館，第二天壹早酒店服務員感覺到

不對勁 從窗護外往裏壹看，發現2人雙雙上吊身亡

，女子的2個孩子也被毒死。

據報道，這壹悲居發生在印度浦那阿裏巴格地

區 。當地時間5月17日，在壹家旅館裏發現 壹對

男女上吊身亡，還有2個孩子被毒死。警方表示，

男子和女子毒死了2個孩子 , 然後自殺身亡。

警方經過調查確認死者是25歲的帕裏亞卡-伊加

勒，29歲的庫納爾-蓋克瓦德，5歲的比哈基迪和3

歲的馬莉。據悉，帕裏亞卡和庫納爾是情人關系，

而2個孩子是帕裏亞卡和丈夫所生。

5月2日，帕裏亞卡 和她的2個孩子突然失蹤

，她的丈夫 不久後去警察局報案。警方說，庫納

爾也在同壹時間失蹤，幾天後他的妻子 也去警察

局報案。

5月11日，4人入住阿裏巴格壹家旅店。5月17

日，旅館服務員發現他們壹直沒有出房間，從早上

起房間裏就沒有動靜。工作人員從窗護往裏面看，

發現這對男女被繩子吊著。

下午，警察趕到現場後，破門而入，發現 2

名兒童也已經已死亡。警方負責人說：“雖然他

們都已經結婚，我們相信這對男女是情人關系，

初步調查表明，他們毒害了2名兒童，然後上吊

自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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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續將中國打造為外商投資熱土
出席貿促會70周年座談會 強調堅定不移擴大對外開放李

克
強
：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5月19日晚在釣

魚台芳華苑出席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建會70周年座談會。美中貿易全

國委員會、英國48家集團俱樂部、大韓貿易投資振興公社、馬來西亞－中國商務理事

會、中國歐盟商會、中國日本商會、中國美國商會等近30家機構和跨國公司相關負責

人出席。座談會以線上線下相結合的方式舉行。李克強強調，中國實現現代化是為了

讓14億多中國人過上更加美好的生活，這需要付出長期艱苦努力，依靠改革開放。無

論國際風雲如何變幻，中國都將堅定不移擴大開放，對外開放的大門只會越開越大。

我們將繼續深化“放管服”改革，打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營商環境，明確透明穩定

可預期的監管規則，進一步放寬市場准入，保障外資企業依法平等進入已經開放的領

域，嚴格保護知識產權，持續將中國打造為世界的大市場、外商投資的熱土。

李克強首先對長期以來積極參與、支持中國改
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事業的外國工商機構和

企業表示感謝。
李克強說，貿促會成立70年來，為深化中外經

貿合作發揮了重要作用，促進了中外人民的友誼，
增進了國家間合作的民意基礎。習近平主席在貿促
會建會70周年大會視頻致辭中表明，中國擴大高水
平開放的決心不會變。貿促工作始終與時代同行、
與開放共進、與企業同心。一部貿促史，就是中國
改革開放不斷向縱深推進的生動縮影，也是中國大
踏步走向世界的實踐寫照。

加強交流合作 實現雙贏多贏
李克強表示，國際經貿往來既是各國優勢互

補、互通有無的需要，也是推動世界經濟增長和
促進人類發展進步的重要引擎，其韌性和活力是
戰勝各種困難挑戰的堅強力量。當前國際地區局
勢深刻複雜變化，新冠肺炎疫情、地緣政治衝突

等對全球貿易和人類福祉帶來重大影響。越是困
難越要前行。中方願同各國一道，共同維護以世
界貿易組織為核心、以規則為基礎的多邊貿易體
制，堅持自由貿易、公平貿易，推進貿易和投資
自由化便利化，維護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穩定暢
通，進而實現民生改善、財富增長，更好維護國
際和地區的和平穩定與發展繁榮。

積極採取措施 幫助復工達產
李克強表示，作為世界最大發展中國家，

同時也是主要經濟體和貨物貿易大國，中國經
濟已深度融入世界，當前中國製造業每年需要
進口大量關鍵零部件、設備和原材料，也需要
進口多樣化的農產品來滿足不斷提高的人民生
活。我們發展先進製造業和現代服務業，仍然
需要擴大進口，學習國外先進經驗和有益知
識。中國市場潛力巨大，各類投資都有很大空
間，願同各國企業加強交流合作，增進相互理

解，尋求更多共識，妥處矛盾分歧，在互利合
作中實現雙贏、多贏。

李克強指出，中國政府重視開展疫苗、藥物
國際合作。對於當前疫情對在華外資企業生產經
營活動造成的影響，中方有關部門和地方積極採
取措施，在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時，幫助協調解決
復工達產、人員入境、物流運輸等方面的問題。
企業的生產經營停不得。我們將繼續針對大家的
普遍關切，着力解決遇到的問題，提供更優服
務。

李克強強調，中國實現現代化是為了讓14億
多中國人過上更加美好的生活，這需要付出長期
艱苦努力，依靠改革開放。無論國際風雲如何變
幻，中國都將堅定不移擴大開放，對外開放的大
門只會越開越大。我們將繼續深化“放管服”改
革，打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營商環境，明確透
明穩定可預期的監管規則，進一步放寬市場准
入，保障外資企業依法平等進入已經開放的領

域，嚴格保護知識產權，持續將中國打造為世界
的大市場、外商投資的熱土。

與會外方代表讚揚中國經濟發展成就，積極
評價中國貿促會在促進中外貿易、雙向投資和經
濟技術合作等方面發揮的重要作用。他們表示，
在華外資企業深度參與中國經濟發展，同中國的
經貿務實合作取得巨大成果。各方看好中國經濟
發展前景，願同中方繼續深化各領域交流合作，
穩定全球產業鏈供應鏈，通過合作促進增長、邁
向繁榮，共創美好未來。

座談會前，李克強參觀了中國貿促會建會70
周年成就展。

胡春華、肖捷、何立峰等出席上述活動。
中國國際貿易促進委員會成立於1952年，致

力於同各有關國際組織、各國各地區貿易投資促
進機構、商協會組織和工商企業界建立廣泛聯
繫，組織開展多種形式的交流合作，對企業提供
多種服務，推動雙多邊經貿關係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國務委員
兼外長王毅19日晚在北京主持金磚國家同新興市
場和發展中國家外長視頻對話會。

推動全球發展倡議走深走實
王毅表示，當前，“新冷戰”的幽靈揮之

不去，集團政治甚囂塵上，世界面臨分裂對抗
的現實風險。面對前所未有的變局亂局，多邊
主義是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安身立命的保
障。堅持真正的多邊主義，關鍵是堅持共商共
建共享，倡導開放包容，反對封閉排他。聯合
國作為最具普遍性、代表性、權威性的國際機
構，是踐行多邊主義的核心機制，也是全球治
理的主要平台。我們要堅定維護以聯合國為核
心的國際體系，反對拉幫結派搞“小圈子”，
反對脅迫別國選邊站隊。要推動全球治理體系
更好反映大多數國家特別是發展中國家的正當
關切和合理訴求。不久前，習近平主席提出全

球安全倡議，中方願同各方一道推動倡議落
地，加強全球安全治理，守護世界和平安寧。

王毅說，發展是我們的共同追求，也是全
球治理的使命所在。當前，南北發展鴻溝不斷
擴大，國際發展合作動能減弱，疫情使發展中
國家的處境雪上加霜。我們要推動國際社會把
發展置於全球治理的優先位置，譜寫共同發展
的“主旋律”，奏響可持續發展的“交響
樂”。中方願加大發展合作投入，同各國一
道，推動全球發展倡議走深走實，構建全球發
展夥伴關係，營造有利於發展的國際環境，讓
發展成果惠及更多發展中國家。

王毅表示，當前，“逆全球化”趨勢不斷
抬頭，單邊制裁和科技壁壘大行其道，對新興
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經濟社會發展造成嚴重影
響。我們要堅持掛鈎而不脫鈎、補鏈而不斷
鏈，讓發展中國家更好融入國際分工合作，共
享全球化的紅利。科學技術是人類共同財富，

不是戰略博弈的工具，不能築起“小院高
牆”，打壓別國科技創新。要推進全球科技治
理，讓發展中國家搭上創新發展的快車。要加
強全球衞生治理，確保疫苗在發展中國家公平
可及，彌合免疫鴻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朱燁北京報道）
20日，中國海關總署副署長王令浚在“中
國這十年”系列主題新聞發布會上談及過
去十年外貿發展成就時表示，從海關統計
的角度看，突出體現在數量的擴大和質量
的提升。貨物貿易進出口量連創新高，十
年間增量高達14.7萬億元（人民幣，下
同）；國際市場份額從2012年的10.4%提
升到去年的13.5%，全球貨物貿易第一大國
的地位更加鞏固。此外，中國商務部副部
長盛秋平在當日的發布會上稱，雖然國際
局勢持續複雜變化，但共建“一帶一路”
仍然展現強大韌性。

王令浚指出，這十年，對外貿易高質
量發展是“中國製造”向“中國智造”轉
型升級的生動寫照，中國外貿在參與國際
競爭中更強，在經濟引擎中發揮的作用更
大，長期向好發展的基礎更雄厚。

王令浚表示，十年來，貨物貿易進出
口量連創新高，從2012年的24.4萬億元增
加到去年的39.1萬億元，增量高達14.7萬
億元，這個數字接近2009年全年的進出口
總值。從2017年以來，中國已經連續五年
保持世界貨物貿易第一大國的地位。近十
年，中國貨物貿易規模的不斷躍升，充分
體現了中國不僅是“世界工廠”，也是
“世界市場”，在向全球市場提供物美價
廉、琳琅滿目商品的同時，也為各國提供
了更廣闊的中國市場發展機遇。

“從質上看，對外貿易高質量發展持
續推進，外貿經營主體更有活力。”他
說，十年來，外貿的經營主體增長了1.7
倍，外貿的“朋友圈”不斷擴大，與“一
帶一路”沿線國家貿易持續深化暢通，國
內區域布局更加優化，中國中西部地區的
進出口佔比由十年前的11.1%提升到去年的
17.7%，提升了6.6個百分點。進出口商品
結構更加優化，外貿發展的新動能不斷激
發。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國外交部網站及中新
社報道，當地時間5月19日，加拿大政府以所
謂“國家安全”為由，宣布禁止加電信系統使
用華為、中興公司的產品和服務，並稱此係經
加安全部門評估、與加盟友協商後作出的決
定。對此，在20日舉行的中國外交部例行記者
會上，發言人汪文斌表示，中方對此堅決反
對，將進行全面嚴肅評估，並採取一切必要手
段維護中國企業的合法權益。

加拿大政府當地時間5月19日以所謂國家
安全為由，宣布禁止加電信系統使用華為、中
興公司的產品和服務，並稱此係經加安全部門
評估、與加盟友協商後作出的決定。中國駐加

拿大使館發言人當日就此發表談話，對此表達
嚴重關切和強烈不滿。

中國駐加使館發言人表示，中國政府一
貫要求中國企業在遵守國際規則和當地法律
基礎上開展對外經濟合作。華為、中興始終
保持非常好的網絡安全紀錄。加方在沒有任
何確鑿證據的情況下以所謂國家安全為由，
決定將有關中國企業排除在加市場之外，這
嚴重泛化國家安全概念，違反市場經濟原則
和自由貿易規則，損害中國企業的合法權
益。加方聲稱就上述決定同盟友進行了協
商，說白了就是要配合美國打壓中國企業。
加方所謂的“安全”考慮，不過是政治操弄

的幌子。
使館發言人強調，加方上述錯誤做法必將

損害加方國際形象和自身利益。中方將全面嚴
肅評估這一事件，並採取一切必要手段維護中
國企業的合法權益。

加拿大創新、科學和工業部長商鵬飛當地
時間19日宣布，加政府將禁止將華為和中興通
訊的產品和服務納入加拿大的電信系統。在加
拿大運營的電信公司將不再被允許使用華為和
中興提供的指定設備或服務。

在此之前，“五眼聯盟”的其他國家——
澳洲、新西蘭、英國和美國均已禁止或限制華
為進入其5G網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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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克強強調李克強強調，，持續將中國打造為世界的大市場持續將中國打造為世界的大市場、、外商投資的外商投資的
熱土熱土。。圖為特斯拉上海超級工廠圖為特斯拉上海超級工廠。。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加國5G禁華為中興 外交部：採必要手段維護中企權益

◆王毅主持金磚國家同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
外長對話會。 新華社

AA66中國焦點
星期日       2022年5月22日       Sunday, May 22, 2022



2022年5月21日（星期六）香 港 新 聞4 ◆責任編輯：周文超

會議審議了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關於選舉李家
超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六任行政長官人選的

報告，聽取了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
關於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六任行政長官人選產生過
程的匯報。

夏寶龍在匯報中說，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六任
行政長官選舉，嚴格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
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和香港特別行政區有關法律
規定進行，體現了公開、公平、公正的原則。李
家超先生高票當選，體現了香港社會各界期望團
結一致再出發的共同心願。

中央支持港提升國際競爭力
李克強作了重要講話。他說，中央政府將繼

續全面準確、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港
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落實中央對特別行
政區全面管治權，堅定落實“愛國者治港”，全

力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別行政區政府依法施政，支
持香港鞏固提升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地
位，加快打造國際創新科技中心，提升香港國際
競爭力，發揮香港獨特優勢，更好融入國家發展
大局，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相信李家超先生就任
行政長官後，一定能夠團結帶領香港特別行政區
新一屆政府和香港各界人士，齊心協力、務實進
取，開創香港發展新局面，續寫“一國兩制”成
功實踐新篇章。

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
法》的規定，國務院全體會議決定任命李家超為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六任行政長
官。李克強總理簽署了任命李家超為香港特別行
政區第六任行政長官的國務院第754號令。

國務院副總理韓正、孫春蘭、胡春華、劉
鶴，國務委員魏鳳和、王勇、王毅、肖捷、趙克
志以及國務院全體會議其他組成人員出席會議。

中央任命李家超為香港第六任特首
李克強勉勵續寫“一國兩制”成功實踐新篇章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國務院總理李克強5月20日主

持召開國務院第七次全體會議，決定任命李家超為香港特別行政區

第六任行政長官，於2022年7月1日就職。

掃
碼
睇
片

香港文匯報訊 國務院
港澳辦發言人5月20日發表談
話表示，中央政府任命李家超
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六任行政
長官，我們對李家超先生獲得
任命表示誠摯祝賀。

發言人指出，李家超先
生長期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政
府任職，擔任過保安局局
長、政務司司長等重要職
務，愛國愛港立場堅定，熟
悉政府運作，勇於擔當，務
實有為，獲得香港社會各界
的廣泛認同，受到中央政府
的高度信任。

發言人表示，未來5年是
香港從由亂到治走向由治及興
的關鍵時期，新一任行政長官
和新一屆特區政府責任重大，
使命光榮。我們相信，李家超
先生一定能夠廣泛團結各方面
賢能之士，組建一支愛國愛
港、擔當作為、精誠團結、為
民服務的管治團隊，帶領香港
社會踔厲奮發，砥礪前行，同
為香港開新篇。

發言人強調，中央政府
將繼續全面準確、堅定不移貫
徹“一國兩制”、“港人治
港”、高度自治方針，全力支
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法施
政，支持香港防控疫情、發展
經濟、改善民生，鞏固提升香
港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
地位，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有中央政府和祖國內地的
鼎力支持，有特區政府和社會
各界的團結奮鬥，香港一定能
在新起點上再創新輝煌！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聯辦網站訊，中
聯辦發言人5月20日
表示，李家超先生獲
中央政府任命為香
港特別行政區第六
任行政長官，我們
對 此 表 示 衷 心 祝
賀。相信李家超先
生必將不負市民期
望，不負中央信任，
帶領新一屆特區政
府，團結社會各界，
同為香港開新篇。

展現施政新貌
實現良好開局
發言人指出，李

家超先生高票當選
後，連日來繼續緊鑼
密鼓與各界別、團體
和市民代表密切聯
繫，集思廣益，不
斷豐富和完善施政
綱領；在發展經濟
民生、重大規劃等
問題上，與現任特
區管治團隊保持溝
通、積極對接。相
信李家超先生會帶領
新一屆政府展現施政
新貌、實現良好開
局。香港中聯辦將全
力支持李家超先生
和特區政府依法施
政，全面準確貫徹
“一國兩制”方針，
引領香港踏上由治及
興新征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書蘭）香
港特區候任行政長官李家超20日在與
立法會議員會面時，呼籲議員支持重組
方案，並希望於6月中前完成立法及撥
款程序，以便新的政府架構在7月1日
正式實施。在同日舉行的立法會研究政
府架構重組方案及相關事宜小組委員會
首次會議上，候任行政長官辦公室秘書
長鄭鍾偉表示，市民迫切渴望下一屆政
府做出成績，因此要有好的人員配置及
高層推動。

李家超 20日在與議員見面時表
示，政策局重組可令個別政策局更聚焦

和細緻地處理社會關注的問題，同時讓
整合後的政策局產生協同效應，而增設
三個副司長職位將可強化治理和統籌能
力，促進跨局、跨部門協調，提升施政
效能。他呼籲議員支持重組方案，並希
望於6月中前完成立法及撥款程序，以
便新的政府架構在7月1日正式實施。
鄭鍾偉強調，做好特區政府架構的頂

層設計，是落實李家超競選政綱的不可
或缺一環，是“三軍未動，糧草先
行”，而政府架構重組方案是一個整
體，不應分階段推行，否則會對新一屆
政府施政有影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特區候
任行政長官李家超20日分別與兩批立法會議員會
面。工聯會會長吳秋北在20日會面後表示，工聯
會向李家超提出了三大重點問題，包括加強勞工保
障、解決在職貧窮；增加土地、房屋供應，讓市民
安居樂業；盡快恢復與內地正常通關等。

李家超首先與工聯會立法會議員會面。吳秋北
在會後指出，新一屆政府亟需針對在職貧窮問題的
根源，建議特區政府必須透過優化最低工資政策，
將薪金水平調整改為“一年一檢”，及訂立“生活
工資”；帶頭取消外判制度，在保障基層工人收入
的同時，也為私人市場展示良好示範；全面檢討職
安健政策；創造多元優質就業職位、增加年輕人向
上流動的機會。他續說，新一屆特區政府應就覓地
建屋設立“關鍵績效指標”；加快落實“北部都會
區”與“明日大嶼”規劃，大量增建公屋，兌現
“三年上樓”承諾，同時要提供足夠工商用地，減
輕中小企租金負擔。

工聯會又促請新一屆特區政府堅持“動態清
零”，以防範可能出現的第六波疫情，而當務之
急，需要增強檢測及追蹤能力；切實做到“外防輸
入，內防擴散”；改善“安心出行”的追蹤功能，
使其能與“疫苗通行證”和“健康碼”對接，並優
先讓有醫療需要的港人、跨境家庭、跨境工作人士
和跨境兒童恢復正常通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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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聯會向李家超提三重點建議

望架構重組於6月中完成立法撥款程序

李家超：不負中央市民所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特區候

任行政長官李家超20日發表聲明，表示衷心感
謝中央人民政府任命自己為香港特別行政區
第六任行政長官。他將忠誠地、堅毅地肩負
使命。

“我衷心感謝中央人民政府任命我為香港特
別行政區第六任行政長官，我深感榮幸，亦知責

任重大。我將忠誠地、堅毅地肩負使命。”李家
超在聲明中表示，將不負中央和香港市民所
託，帶領新一屆特區政府按照基本法全面準確
落實“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的方針。“我會克盡己任，迎難而上，致力為
民解困，團結社會，同建充滿活力、希望、發展
機遇和關愛共融的香港。”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2020日簽署任命李家超日簽署任命李家超
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六為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六
任行政長官的國務院第任行政長官的國務院第
754754號令號令。。 新華社新華社

◆工聯會與候任行政長官李家超會面，促請新一
屆政府落實三大重點工作：保障勞工、拓地建
屋、盡快通關。

◆◆國務院第國務院第754754號令及總理李克強簽名號令及總理李克強簽名。。 央視截圖央視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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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耶穌教會
True Jesus Church

中英安息日崇拜：週五晚上7:45週六早上10:45
中英文分組查經：週六下午1:30
英文兒童宗教教育：週六早上11:00 下午2:00

TJC

335 Avenue E,Stafford,
TX 77477

電話: (281)631-5260
網址: www.tjc.org
電子郵件: Houston@tj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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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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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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委會僑委會9090歲生日歡慶聲歲生日歡慶聲
黎淑瑛黎淑瑛、、嚴杰續掌休士頓關懷救助協會嚴杰續掌休士頓關懷救助協會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秦鴻鈞攝影

會長黎淑瑛會長黎淑瑛（（立者立者））作過去一年的會務報告作過去一年的會務報告。。 王韋龍副處長表示王韋龍副處長表示：：參加年會參加年會
認識到協會組織力量的強大認識到協會組織力量的強大。。

秘書長何真作財務報告秘書長何真作財務報告。。

休市警局長期擔任亞洲社區休市警局長期擔任亞洲社區
聯絡員的資深警官聯絡員的資深警官Don VoDon Vo 作作
如何維護自身安全及預防犯如何維護自身安全及預防犯

罪的專題演講罪的專題演講。。

「「休士頓地區僑界關懷救助協會休士頓地區僑界關懷救助協會」」 年會現年會現
場場。。來賓來賓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王韋龍副處長王韋龍副處長

（（立者立者））正在致詞正在致詞。。

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立者立者））致詞表示致詞表示 「「急急
難救助協會難救助協會」」 原則是救急不救窮原則是救急不救窮

20222022～～20232023會長黎淑瑛會長黎淑瑛（（左四左四）、）、副會長嚴杰副會長嚴杰
（（右二右二),),三位監事三位監事（（左起左起））施惠德施惠德、、劉秀美劉秀美、、趙婉趙婉
兒兒（（右三右三））與王韋龍副處長與王韋龍副處長（（左三左三）、）、僑教中心陳僑教中心陳
奕芳主任奕芳主任（（右四右四）、）、黃依莉副主任黃依莉副主任（（右一右一））合影合影。。

當天適逢僑委會成立當天適逢僑委會成立9090週年週年，，所有該會成所有該會成
員及僑領合切員及僑領合切9090歲生日蛋糕歲生日蛋糕。。

所有所有 「「休士頓關懷救助協會休士頓關懷救助協會」」 成員成員，，與出席佳賓與出席佳賓、、僑領在大會上合影僑領在大會上合影。。

副會長嚴杰逐一介紹與會來賓及僑領副會長嚴杰逐一介紹與會來賓及僑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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