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發行人 李蔚華/Publisher: Wea H. Lee 社長 朱勤勤/President: Chin Chin Chu 副社長 朱幼楨/Vice President: Emerson Chu 副社長 秦鴻鈞/Vice President: Christi Chin 總編輯 蓋 軍/Chief Editor: Jun Gai
商業廣告：ad@scdaily.com 設計部：art@scdaily.com 編輯部：editnews@gmail.com 會計部：acccounting@scdaily.com 分類廣告：cla@scdaily.com 美南新聞網站：www.scdaily.com 美南電視15.3：https://scdaily.com/tv
美南黃頁：https:scdaily.com/yellow_pages 美南新聞電子報 e-paper:www.scdnews.com 分類廣告專頁Classified AD: www.scdaily.com/classified ads 美南微信公眾號：美南網ID:today-america 國際貿易中心：http://www.itchouston.org

12048

AA11

L03-TOP ONE群智貸款C6_A1

713 - 364 -7788 
832 - 498 - 7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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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MLS#270061 RMLO 

Saturday, 6/4/2022

（中央社）美國政府今天
發布報告稱，美國 5 月份增加
39萬名就業人口，顯露招聘放
緩的跡象，但在勞動力短缺的
情況下仍優於預期。

美國勞工部表示，失業率
連續第 3 個月穩定維持在 3.6%
，只比2020年2月Covid-19疫
情爆發前的水平高出0.1個百分
點。

數據顯示，受Covid-19重

創的餐廳和飯店業，5月呈現強
力復甦，增加 8 萬 4000 個工作
機會。不過與疫情前相較，此
一產業仍減少了 130 萬個工作
機會。

雇主難以填補空缺的職位
，因而調高薪資，與 4 月份相
比，平均時薪又上升10美分，
來到31.95美元。

報告稱，與 2021 年 5 月相
比，工資調高了 5.2%，但略低

於上個月公布的增幅。
這對聯準會（FED）來說

可能是個好消息，聯準會已展
開積極升息行動，對抗美國40
多年來最高的通貨膨脹率。

勞 動 力 參 與 率 （Labor
Force Participation Rate） 小 幅
升高至62.3%，顯示有較多工人
可能重新加入勞動力市場，從
而將緩解工資壓力。

美國美國55月新增月新增3939萬個工作機會萬個工作機會 失業率穩定維持失業率穩定維持33..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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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anadian government
announced new regulations
that would ban the sale and
purchase and importation
or transfer of handguns.

Prime Minister Trudeau
introduced the new
legislation Monday that
covers most of what
Canada calls,

“military-style weapons”
that would require citizens
to turn over their firearms to
the government in a
“buyback program”
which would tighten the
country’s already
stringent control of firearms.

The handgun sales ban
and the proposed assault
weapons law are the latest
in a series of steps Prime
Minister Trudeau has taken
to restrict firearms since 22
people were killed in rural
Nova Scotia by a gunman
in 2020. He said as a
government and as a
society, we have a
responsibility to act to
prevent more tragedies.

A survey conducted by a
nonprofit organization in
Switzerland estimated that
there were 12.7 million
legal and illegal guns in
Canada, or 34.7 firearms
per 100 people, but in the
United States, there are
more than 300 million guns
in circulation, or 120
firearms per 100 people. In
Canada, handguns cause
60% of the crimes. Also in
Canada, another measure
proposed includes making
it a crime to modify a rifle to
increase its capacity. Other
measures include more
penalties for gun smuggling
and giving police more
power to seize the guns
from people who a judge
determines to be a risk of

hurting themselves or
others.

As Canada’s neighbor,
whatever steps they are
taking for more restrictions
on gun control will be part
of our problem.

Today in the U.S. Congress
we are facing so much
difficulty when new weapon
control laws are discussed
because of the many
conflicts of interest related
to our politicians with ties to
special interest groups. It is
very clear that unless we
take more dramatic
measures to control this
gun control issue, we are
still going to face more
tragedies. 0606//0202//20222022

If Canada Can Do It, WhyIf Canada Can Do It, Why
CanCan’’t We ?t We ?

加拿大總理杜魯道正在全國進
行限購手槍之法令 ，並於週一向議
會提出對於那些持有攻擊性武器的
人必須繳交回來由政府購買， 此舉
將進一步加強對槍支之管制。

加拿大政府有鑒於上週在德州
納瓦利小學二十一名師生被槍殺之
後立即提出嚴厲之法令，阻止槍支
之汜濫。

杜魯道總理表示，作為一個政
府 ，一個社會，我們有責任來防止
悲劇之再次發生 ，如果我們看看南
邊隣居發生之慘案， 如果我們不採
取斷然果斷之措施 ，將會更加困難
去防範。

加拿大政府這項限制購槍及收
購回攻擊槍支法案， 是倣照二O一

九年紐西蘭發生一名持長槍兇手在
回教寺打死五十一名信徒後才立法
實施， 當時政府收購回來六十五萬
支攻擊性武器。

根據瑞士民間機構之報告， 加
拿大民間擁有一千二百七十萬支非
法和合法手槍 ，每一百人有三十四
人持有槍枝， 但是在美國有三億多
支手槍每一百人就擁有一百二十支
手槍， 這數字十分驚人。

加拿大政府統計百分之六十之
犯罪是和手槍有關， 這比美國之有
關數據少得許多。

老實說， 如果加拿大政府能夠
和議會全面合作痛下決心來防止槍
支之汜滥， 改善治安 是目前全民所
期待的大事。

雖然我們和加拿大國情不盡相
同 ，但是加拿大能，我們為何不能
？！ 拜登總統不斷呼籲要在國會立

法，但是民主共和兩黨意見分歧 至
今尚無共識， 也許只有求上天保佑
慘案不再重演。

加拿大能加拿大能 為何我們不能為何我們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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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指
出，俄軍無法很快征服烏克蘭，雙方陷入消耗
戰，而在烏東俄軍施展攻勢的同時，國際媒體
對這場戰爭的關注多少有些消退，這也許正是
俄國總統普丁的寄望所在。

CNN 這篇分析說，蒲亭（Vladimir Putin
）可能注意到，因俄烏戰爭而加劇的能源價格
和消費物價高漲，才是美國和其他國家民意比
較關心的問題。

蒲亭同時也可能寄望於戰爭所受到的外交
關注曇花一現。他曾在 2015 年加倍力挺當時
在內戰中節節敗退的敘利亞總統巴夏爾．阿塞
德（Bashar al-Assad），如今全世界注意力轉
移到烏克蘭，但已經邁入第 12 年的敘利亞內
戰仍在進行中。

俄羅斯聯邦安全會議秘書長帕特魯舍夫
（Nikolai Patrushev）最近表示，在烏克蘭作戰
的俄軍並未 「追趕最後期限」，意指蒲亭的作
戰時間表比較沒有限制。相較之下，烏克蘭擔
心國際社會對這場戰事開始感到疲乏，從而施
壓澤倫斯基政府向普丁讓步。

CNN 說，一名阿富汗塔利班（Taliban）
被俘戰士曾說， 「你們有手錶，但我們有時間
」，這句話總結了美軍在阿富汗戰爭進退維谷
的處境，也就是塔利班勝利的關鍵不在於擊敗
美軍，而在於比美軍撐得更久。

若把這句話應用到俄烏戰爭，決定性因素
可能在於時間站在誰的那一邊？是很可能會掌
權到嚥下最後一口氣的俄羅斯獨裁者，還是在

為國家存亡持續奮戰的烏克蘭人民？
時間回到俄羅斯全面入侵烏克蘭前一天的

2月23日，當時外界可能不禁猜測，烏克蘭總
統澤倫斯基（Volodymyr Zelenskyy）在位的日
子不多了。

畢竟俄、烏兵力對比約略是10比1。莫斯
科地面部隊比基輔多一倍，戰機、裝甲戰鬥車
數量又分別是對方的10倍和5倍。

就在出兵烏克蘭幾天前，普丁在電視發表
談話時，明顯怒氣沖沖。他長篇大論且拉雜地
談論歷史，顯然一心要使基輔的政權更替。

CNN報導，蒲亭似乎孤注一擲，料定澤
倫斯基會逃離基輔，一如數月前美國支持下的
阿富汗前總統甘尼（Ashraf Ghani）逃離喀布爾
一般。屆時西方的怒火總會平息，只是俄國在
西方制裁下必須忍受一時的痛苦。

然而無論蒲亭曾如何計畫在基輔舉行勝利
遊行，出兵百日後的現在，只能無限延期。烏
克蘭的士氣並未瓦解，烏軍使用美國和盟邦提
供的現代化反坦克武器，摧毀了俄軍裝甲車隊
；黑海艦隊旗艦莫斯科號（Moskva）飛彈巡洋
艦遭到烏克蘭飛彈擊沉。同時儘管困難重重，
烏軍戰機仍繼續在空中作戰。

3月底俄國開始將受創的部隊自基輔一帶
撤退，聲稱作戰焦點已轉移為攻下烏東頓巴斯
（Donbas）地區。3個月過去了，俄軍似乎不
再以速戰致勝為目標，而且似乎也沒有這種能
力。

CNN：俄烏陷入消耗戰
普丁寄望國際降低注意力

任裁軍會議主席引發抗議 北韓稱仍在與美交戰
(本報訊)因試射飛彈及進行核試遭聯合國

制裁的北韓，2日接掌日內瓦裁減軍備會議輪
值主席，引來多國批評和抗議。北韓駐聯大使
韓泰松還以挑釁語氣宣稱： 「我國仍在和美國
交戰。」

今年以來，北韓多次試射包括洲際彈道飛
彈（ICBM）的各種飛彈。這個行事不可預測
的國家將在未來3週內主持全球最重要的裁軍
論壇，導致約50國對此大表不滿。

根據裁減軍備會議（Conference on Disar-
mament）數十年來慣例，65 個成員國依國名
英文字母順序輪流擔任主席國，而這一回輪到
北韓。

儘管北韓依例成為會議主席，數十個非政
府組織仍呼籲各國退場以示抗議。不過，大規
模退場狀況並未發生，許多國家也僅派出較低
層級外交官與會。美國、歐盟、英國、澳洲和
南韓等國則藉此場合嚴厲抨擊平壤多次試射飛
彈，以及可能進行2017年以來首次核試。

澳洲大使戈爾利（Amanda Gorely）代表
多國發言時說： 「我們仍非常關切朝鮮民主主
義人民共和國（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北韓正式國名）的魯莽行徑，這些
行徑持續嚴重破壞裁軍會議的核心價值。」

她還強調，留在會場的決定絕不應被解讀
為對北韓違反國際法的 「默許」。

拜登總統又為槍枝暴力發表全國電視演說
了, 三天前他才與第一夫人到德州烏瓦爾德市
羅伯小學向遭到持衝鋒槍在教室裡槍殺死亡的
19 名學生和2名老師悼祭回來，現在德州隔壁
的俄克拉荷馬州又發生了另一樁槍擊案, 而這
次槍擊地點竟然是醫院, 兩位優秀的醫生與兩
名醫院工作人員慘遭一名瘋狂的病患殺手殺害
, 這世間還有什麼公理與正義可言呢, 這個槍手
竟持AR-15步槍奪走了救治他生命的醫生, 真
是禽獸不如啊！

在向全國發表悲傷的講話中，拜登幾乎是
一種哀求的口吻呼籲國會能真心通過制定更嚴
格的槍支法律——包括禁止攻擊性武器、更嚴
格的背景調查法以及提高最低購槍年齡。其實
這些訴求拜登不知說了多少次, 只要每次有重
大槍擊案發生後,他都會不厭其煩的說一次, 因
此從上個月到現在, 從紐約州到德州和俄克拉
荷馬州連續三次的槍擊屠殺案總共死了35條人
命, 拜登已經公開的說了三次,而根據統計, 自從
今年以來，美國已發生了233 起四人或四人以
上死亡的大規模槍擊事件,每天平均有120名美

國人死於槍擊，這些恐怖的數字真的是讓拜登
坐立難安,不知所措了。

“我們還願意接受多少次屠殺呢？” 拜登
在演講中提出悲傷的呼喚，他要求共和黨人結
束對管制槍支的阻止, 包括禁止攻擊性武器和
限制大容量彈匣等,只是言者諄諄,聽者藐藐, 共
和黨照樣以憲法第二修正案為神主牌,認為禁槍
或限槍將侵犯絕大多數守法槍支擁有人的權利
與自由, 更由於許多共和黨人深信持槍權是保
守派和農村文化的一部分，所以參院兩黨通過
提案的可能性並不大。拜登表示，他已經用盡
了解決槍支問題的行政選項, 但顯然效果不彰
。在國會，眾議院司法委員會批准了一項範圍
廣泛的控制槍枝法案,這可能會在民主黨控制的
眾議院通過，但先是卻很難在參議院克服共和
黨人的同意, 所以根本就過不了關, 而唯一解決
之道, 就是在11月的期中選舉中由選民們用選
票把那些阻撓槍枝法案的國會議員趕出國會山
莊, 否則將來在擁槍議員的護航下,槍枝永遠都
會氾濫的!

【李著華觀點 : 暴力夠了沒 ? !
奧克拉荷馬又有槍擊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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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峰會同意禁止進口俄邏斯石油
但豁免經管道輸歐石油

綜合報導 歐盟特別峰會正在布魯塞爾舉行，峰會達成壹致，

同意禁止進口俄邏斯石油，但暫不制裁經管道輸歐的俄邏斯石

油。

當地時間 31 日淩晨，歐洲理事會發布公告，宣布峰會達

成壹致，同意對俄邏斯的第六輪制裁包括禁止進口俄邏斯原

油和成品油，但將臨時豁免通過管道輸送到歐盟成員國的俄

邏斯油品。

當下石油主要通過鐵路、公路、水路、航空及管道運輸。歐洲理

事會主席米歇爾在晚些時候舉行的記者會上稱，實施第六輪制裁後

，歐盟從俄邏斯進口的石油總量將立即減少75%，到今年年底將減少

近90%。

此外，米歇爾在其社交媒體帳護稱，歐盟第六輪制裁還包括將俄

邏斯最大銀行俄邏斯儲蓄銀行移除SWIFT(環球銀行間金融通信協會)

系統，禁止俄邏斯3家國有媒體在歐盟傳播消息。

近期歐盟壹直推動對俄邏斯實施第六輪制裁，但因匈牙利反

對，遲遲未能就禁止進口俄邏斯石油達成壹致；5 月 31 日，匈牙

利總理歐爾班在其社交媒體帳護稱：“達成壹致。石油禁運匈牙

利豁免！”

匈牙利政府此前強調，由於沒有出海口，管道運輸是石油進入

匈牙利的唯壹途徑；如果不豁免通過管道運輸的俄邏斯石油，匈牙

利將無法獲得保證經濟正常運行所需的石油。

自今年2月末俄邏斯對烏克蘭發起別軍事行動，歐盟已對俄邏

斯實施五輪制裁，包括禁止進口俄邏斯煤炭，將俄政府官員、議員

、軍隊高層人士等列為制裁對象，將俄邏斯部分銀行移除SWIFT系

統，俄邏斯飛機不得飛越歐盟成員國領空。

今年3月，歐盟還與美國、德國、法國、英國、意大利、日本

、加拿大等七國集團成員壹道，宣布將取消對俄邏斯的最惠國待遇

，由此俄邏斯輸歐商品和服務在歐盟市場將無法這用低關稅稅率，

對歐出口或遭打擊。

歐元區5月通脹率再創新高
對俄石油禁令或加大通脹風險

綜合報導 歐元區5月份通貨膨脹率再次創下新高，俄烏衝突使能

源和食品價格進一步上漲。

歐盟統計局數據機構表示，使用歐元的19個國家的消費者價格同比

上漲了8.1%，高于 4月份的 7.4%。物價持續上漲給歐洲央行帶來了

壓力，迫使其10多年來首次加快加息節奏。

此外，西方正在爭相擺脫對俄羅斯能源的依賴，這也對通脹産生了

影響。

牛津經濟研究院(Oxford Economics)在一份報告中稱，對俄羅斯石油

的禁令迅速打擊了石油市場價格，這意味著“(通脹)風險再次向上行傾

斜”。

歐洲理事會發布公告稱，同意對俄羅斯的第六輪制裁包括禁止進口

俄羅斯原油和成品油，但將臨時豁免通過管道輸送到歐盟成員國的俄羅

斯油品。

埃爾多安告訴普京
他也要來壹場“軍事行動”

綜合報導 據俄邏斯衛星通訊社

報道，兩天前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

再次“無比強硬”地拒絕了瑞典和芬

蘭試圖加入北約的可能性，並表示他

們對這兩個國家縱容恐怖主義絕不容

忍。而土耳其提到的“恐怖主義”就

是庫爾德武裝和支持者，這些人在歐

洲作為政見不同者受到了歐洲政府的

庇護，很多人長期滯留在北歐國家。

即使瑞芬兩國後來聲明他們和恐怖主

義抉裂，埃爾多安也認為其誠意不夠

，所以沒有任何松口。

消息人士稱，庫爾德武裝問題是遺

留問題，各國對這支勢力的態度都不盡

相同，尤其是美國非但不將其視為恐怖

主義，反而為庫爾德工人黨在全球的活

動提供必要的支持。目前敘利亞境內有

大批該勢力，其中的壹支名為“人民

保護聯盟”，被土耳其同洋列為恐怖

組織且試圖針對打擊，但俄土邊境部

署有美軍、俄軍士兵，局勢復雜。自

俄烏沖突發生後，埃爾多安又躍躍欲

試要“清掃”庫爾德組織，還多次對美

國發起抗議。

30日，埃爾多安和普京通話，並

透露雙方討論了烏克蘭、敘利亞北部

，以及黑海航運等安全問題。他突然

宣布了壹個“重要消息”：因為“人

民保護聯盟”襲擊並且殺死了土耳其

警察事件，目前局勢已經忍無可忍，

土耳其計劃敘利亞境內的庫爾德武裝

發起跨境打擊，建立壹個約 30公裏的

緩沖區以保護土耳其人的安全。但埃

爾多安沒有公布這項計劃發起時間，

只是表示“任何時候都有可能”。此

外他還告訴普京，土耳其準備在終止

烏克蘭戰爭方面繼續發揮作用，其中

包括壹套俄邏斯、烏克蘭和聯合國三

方之間的觀察機制。

美聯社將埃爾多安的“狂妄言論”

報道為“入侵”，並表示美方不可能坐

視不理這種行為。事實上美國官方早就

試圖為“人民保護聯盟”正名，還稱贊

他們是維護和平反對極端勢力的有效力

量。可以想象壹旦埃爾多安真的和普京

達成協議，效仿來壹次“軍事行動”的

話，美方的反應或許會非常激烈，這也

正是埃爾多安所忌憚的。消息認為美國

可能會采取包括制裁、禁運等方法懲戒

土耳其，甚至會削弱他們在北約內的地

位。

值得壹提的還有，埃爾多安這通

和普京的電話到底起到什麼作用尚

未可知，但很多人認為至少他已經

暴露出了“野心”，想在混亂的國

際秩序下撈取好處或打擊異己。長

期以來他都把主張分裂統治的庫爾

德武裝視為“泛土耳其主義”的最

大阻礙，但歐美總對該組織睜壹只

眼閉壹只眼以制衡土耳其在中東的

擴張。有評論認為，6 月以後或許就

是埃爾多安采取行動的時間，如果

俄烏沖突還不結束後這種可能性就

更大了。

非洲土匪強行擄走新婚女子
丈夫為保護孕妻被當場殺害

綜合報導 非洲的尼日利

亞土匪橫行，當地百姓對土匪

聞風喪膽，因為這些歹徒無惡

不作，不僅會搶奪材物，還會

殺人放火。最近，就有壹名新

婚男子為了保護懷孕的妻子而

被土匪殺害。

據報道，當地時間5月27

日晚上，在尼日利亞卡杜納州

的壹個社區發生了壹起令人膽

寒的恐怖襲擊。當天，50多名

土匪騎著摩托車進入社區，襲

擊了壹對新婚夫婦的家。這群

土匪進入房子後壹眼就看上了

壹名已經懷孕的年輕女子，他

們當即采取行動打算把她擄走

，可是那名女子的丈夫Auwal

Isah Jere 卻從中阻攔，土匪想

拉走他的妻子，Auwal 則把他

的妻子往回拉。土匪無法忍受

他的“不配合”，於是當即掏

出槍將其殺害。

事件發生後，當地的年輕

人憤怒不已。盡管當地軍隊

和警察等部門都集結了力量

前去鎮壓，但那群土匪還是

在社區裏破壞了3個小時。當

地居民阿達穆說：“我們給

各種安全機構打了好幾個電

話，他們都不理睬我們。這

是過去三個月來我們社區遭

受的第二次重大襲擊，我們

覺得駐紮在這裏的安全人員

對我們毫無用處。”

另壹名居民易蔔拉欣· 薩利

蘇說，社區將對當地的安全人

員發起抗議。他還表示，在土

匪帶著受害者逃跑幾個小時後

，安全人員努力跟蹤他們，後

來他們告訴社區，他們成功殺

死了兩名匪徒。

報道稱，這群土匪還襲擊

了另壹個家庭，他們邦架了壹

名前政府官員的妻子、壹個女

嬰、那名官員的妹妹和他妻子

的妹妹。

伊朗革命衛隊司令發誓報仇
以色列高度戒備：無人機不易攔截
綜合報導 以色列近期加強了在該國

北部地區的防空火炮陣地，理由是擔心伊

朗可能會發動報復性襲擊。此前壹名伊朗

伊斯蘭革命衛隊上校遭暗殺，被指是以色

列所為。

該報稱，自2018年以來，伊朗疑似已

向以色列發射了許多無人機和其他無人機

系統。就在今年2月，兩架飛往以色列的

“沙赫德-136”無人機在伊拉克庫爾德斯

坦地區埃爾比勒附近被美國戰鬥機擊落。

報道指出，以色列空軍已將此類武器

系統列為面臨的前五大威脅之壹。以色列

空軍方面表示，識別和攔截黎巴嫩真主黨

、加沙地帶的哈馬斯或伊朗派出的無人機

具有挑戰性，因為它們體積小且飛行高度

低。

22日，哈桑· 賽義德· 科代伊上校在德

黑蘭的住處附近被兩名騎摩托車的殺手開

槍打死。而在27日，壹位了解美以之間聯

絡情況的匿名情報官員向《紐約時報》透

露，以色列方面已經告知美國官員，這起

暗殺事件是以色列所為。

本周壹，伊朗革命衛隊指揮官侯賽

因· 薩拉米少將發誓要為科代伊上校報仇

。薩拉米在看望死

者家屬時說：“白

宮和特拉維夫派出

的敵人挨家挨戶追

捕他多年，直到他

們在德黑蘭的壹個

角落裏將他殺害，”

他補充說：“那些被

暗殺的烈士更顯崇

高，因為他們是被

地球上最壞的壹些

人殺死的。”

《紐約時報》

稱，科代伊指揮著

伊朗革命衛隊“聖

城旅”的第 840 部隊。以色列方面稱這

是壹個秘密單位，負責建造恐怖設施並

計劃襲擊伊朗境外的西方目標和反對派

團體，還參與策劃對全世界猶太人和以

色列人的襲擊，但伊朗從未承認過840

部隊的存在。

《耶路撒冷郵報》提到，同樣在周壹

，以色列國家安全委員會對前往土耳其的

以色列公民發出了更高的旅行警告。該機

構還將把提高旅行警告級別擴大到與伊朗

接壤的國家：亞美尼亞、阿塞拜疆、伊拉

克、土庫曼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土

耳其。

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和巴林由於和以色

列簽署了關系正常化協議，增加了以色列

遊客的到訪人數，因此也被列入上述名

單。以色列公民被告知在旅行時要提高警

惕，在公共場合不要自稱是以色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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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總統拜登今天表示 「受夠了」槍擊案頻
傳，敦促國會禁止攻擊性武器、擴大背景查核及實施其他合理
的槍枝管制措施，以解決大規模槍擊事件接二連三撼動全美的
問題。

「紐約時報」報導，拜登不諱言即便近期接連發生重大槍
擊讓舉國哀傷，國會仍可能難以對控槍達成共識，但他強調相
關措施 「無關剝奪任何人的擁槍權利」。

「華盛頓郵報」報導，拜登呼籲徹底修法管控槍械的做法
包括禁止攻擊性武器、限制大容量彈匣等。但因許多共和黨籍
聯邦參議員及其選民堅信擁槍權是保守派核心價值的一部分，
在參院兩黨勢均力敵的態勢下，拜登的控槍提案變得困難重重
。

拜登說，如果禁止攻擊性武器在政治上不可行， 「那國會
至少應將合法買武器的年齡從18歲提高到21歲」。他雖試圖
安撫支持擁槍權利支持者的情緒，稱尊重擁槍文化傳統，也理
解合法槍枝擁有者的擔憂，但也說 「與所有其他權利一樣，憲
法第二修正案也並非絕對」。

路透社報導，拜登在黃金時段直播的白宮演說中反問，近
來在紐約州水牛城（Buffalo）超市、德州小學及奧克拉荷馬州
醫院接連發生震驚全國的槍擊事件，還要付出多少代價才能有
所改變。

拜登說： 「看在上帝份上，我們還能接受多少屠殺事件？
」

民主黨籍的拜登所要求採取的多項措施向來在國會被共和

黨人擋下，包括提高成人可購買槍枝的年齡，以及廢除對槍枝
製造商的免責保護，讓業者可能因攜帶武器者犯下暴力行為而
被起訴。

拜登說： 「我們不能再讓美國人民失望了。」他催促共和
黨人讓涵蓋槍枝管制措施的法案進行表決。

槍枝安全倡導人士呼籲拜登主動採取更強硬的措施以遏制
槍枝暴力，但白宮希望國會通過能比任何總統命令都更有持久
影響的立法。

加拿大、澳洲和英國在各自國內發生大規模槍擊事件後都
通過更嚴格的槍枝法案，禁止攻擊性武器並加強背景查核。美
國20年來歷經在學校、商店和工作及禮拜場所的屠殺事件，卻
沒有任何這類的立法。

箝制中俄 美航母在台灣東方秀肌肉

美醫院5死槍案
兇嫌久病未癒遷怒主治醫師

（綜合報導）美軍宣布 6 月底至 8 月初舉行環太平洋
（RIMPAC）軍演後，俄軍3日宣布，即日起至10日舉行太平
洋軍演，但美軍隨即也於3日宣布，已在印太地區部署兩個航
母打擊群，正在台灣東方的太平洋海域展開軍事訓練。

美國副國務卿雪蔓2日（當地時間）視訊連線歐洲媒體時
，譴責中國與俄羅斯合作，挑戰歐洲安全、經濟與價值，呼籲
歐洲協助美國共同對抗北京的競爭。

雪蔓說，美國對俄羅斯與中國關係一直心存警惕，若中國

決運送軍事設備給俄羅斯，可能會面臨 「後果」。坦白說，普
丁和俄羅斯會被各國拒絕往來很長一段時間，我不確定對中國
有好處。

俄羅斯國防部宣布，俄軍太平洋艦隊自3至10日於太平洋
展開軍事演習，共有40多艘軍艦包括護衛艦、反潛艦、掃雷艦
、飛彈艇和支援艦，20架飛機及直升機參與，俄海軍將進行偵
測潛艦、防空、對地與對空戰鬥等訓練。

美國第七艦隊3日在推特宣布，林肯號及雷根號航母打擊

群正按訓練計畫部署在印太區域，進行戰機起降訓練，且 「隨
時準備好」；提康德羅加級飛彈巡洋艦摩拜號也與厄哈特號後
勤彈藥補給艦在菲律賓海航行。

美海軍研究所網站披露，美國兩個航母打擊群2日時皆位
於台灣東方的太平洋海域位置；日本統合幕僚監部披露，解放
軍舷號795的815型電偵艦2日通過宮古海峽往太平洋方向前進
。

拜登黃金時段演說拜登黃金時段演說
籲國會控槍別再讓民眾失望籲國會控槍別再讓民眾失望

（綜合報導）美國奧克拉荷馬州杜爾沙（Tulsa）聖方濟各
醫院（St. Francis Hospital）1日發生致命槍擊，45 歲的路易斯
（Michael Lewis）不滿手術後持續背痛，憤而在案發當日購買
一支 AR-15 式步槍，前往醫院殺害他的主治醫師菲力普斯
（Preston Phillips）及另外3人，而後舉槍自盡。

《華盛頓郵報》報導，在全美尚未從接二連三槍擊案中恢
復鎮定時，杜爾沙醫院槍擊案再讓更多民眾陷入失去至親的悲
痛。死者為除了在當地受人景仰的59歲外科醫師菲力普斯，還
有出色的48歲運動醫學科醫師休森（Stephanie Husen）、73歲
越戰老兵勒夫（William Love）及 40 歲護士葛林（Amanda
Green）。

杜爾沙警察局長佛蘭克林（Wendell Franklin）2日表示，
路易斯在5月19日接受手術後在5月24日出院，接下來幾日不
斷打電話向醫院抱怨背痛並要求治療，菲力普斯遂於案發前一
日替路易斯看診。然而，路易斯案發當日再次致電抱怨他的不

適、請求醫師給他額外協助，接著就在下午 2 時購買一支
AR-15式步槍前往醫院，他並攜帶5月29日就買好的0.40 口徑
手槍。

警方在獲報後4分鐘到場，聽見案發大樓傳出槍響，接著
發現路易斯在一間診療室自盡身亡。佛蘭克林說，警方在現場
找到37枚空彈殼及一封信，內容詳細描述路易斯 「如何槍殺菲
力普斯及任何擋路的人」，顯然早有預謀。

路易斯住在距杜爾沙車程不到1小時的馬斯科基（Musk-
ogee），馬斯科基市長柯爾曼（Marlon Coleman）是路易斯的
鄰居，他說早前路易斯還向他打招呼， 「你認識那個人，卻不
知道他的潛在暴力行為，這實在令人毛骨悚然。」

聖方濟各醫院管理人員表示，菲力普斯1990年從哈佛醫學
院畢業，擁有數十年外科經驗，是 「極為出色的紳士」與 「我
們都應該效仿」的人。

休森的前夫瑞肯貝爾（John Reckenbeil）告訴《華郵》，

休森是 「極其真誠、聰穎」的人。他表示，自己在1999 年認
識休森時，她還是一名物理治療師，正經歷一場嚴重車禍，而
在為自己復健的過程中，休森誓言成為一名醫師，不久進入醫
學院就讀。

勒夫的女兒勞瑞（Cheryl Lowry）也接受採訪，指事發當
下她的父母正在一間檢查室，父親發現槍手從大廳走來，趕緊
把門關上， 「槍手進不去，就直接朝門開槍，子彈擊中了我的
父親。」勒夫送醫後不治。勞瑞說，父親曾在越南服役，喜歡
旅行，溺愛8個孫子與6個曾孫， 「他真的是一位很好的父親
與祖父」。

葛林則在協助人員疏散時遭槍殺。她的鄰居菲爾普斯
（Sue Ford Phelps）表示，葛林是她所認識的人中 「最可愛、
溫暖」的人， 「她會被很多人懷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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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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被爆擬對外出口戰鬥機
日媒：令人擔憂

綜合報導 據報道，日本政府正在研究放

寬防衛裝備品的對外出口管制。報道稱，俄烏

沖突是導致日本政府考慮修改“防衛裝備轉移

三原則”的主要原因。按當前規定，日本不能

對外出口具有殺傷力的武器，也不能向明確遭

侵略的國家出口武器。

2014年4月，日本政府放棄二戰後執行的

《武器出口三原則》，大幅放寬向外輸出日本武

器裝備及技術的條件，通過“防衛裝備轉移三原

則”，即不允許向爭端當事國或在違反聯合國抉

議情況下出口、轉移武器裝備；僅限在有利於和

平和有助於日本安全情況下允許出口；僅在能確

保妥善管理情況下允許出口武器用於其他目的或

轉移至第三國。俄烏沖突爆發後，執政的自民黨

再次提出放寬武器出口限制，提出包括研究制定

向受侵略國家運送裝備等相關制度建議。

另報道，日本政府準備在2022材年內放寬

武器裝備出口限制。即使是戰鬥機、導彈等大型

裝備，只要是此前與日本簽訂過《防衛裝備品及

技術轉移協定》的國家，日本就考慮向其提供，

這意味著澳大利亞、印度，以及歐洲和東南亞等

地共12個國家將成為出口對象。報道稱，東南

亞國家對低價戰鬥機有需求。為避免中國制造的

戰鬥機在亞洲影響力增加，日本政府計劃將現役

戰鬥機種也納入對外出口範圍內。

對於日本政府尋求放寬對外武器裝備出

口，日本輿論廣泛關註。日本共同社稱，如

果擴大武器裝備對外出口，那麼意味著日本

制造的武器將助長海外沖突與紛爭，這不得

不令人擔憂。《日本經濟新聞》稱，今後如

果武器裝備出口限制放寬，必將令人擔心日

本出口的武器裝備會被用於海外沖突中，如

何與憲法第九條精神保持壹致將是焦點。

除了向日本政府提議擴大防衛裝備出口，

自民黨還準備推動實現日本的“反擊能力”。

共同社28日獲悉了自民黨今夏慘議院選舉競選

承諾的草案大綱。共同社稱，在日本所處的安

保環境日益嚴峻的背景下，為應對彈道導彈攻

擊，草案大綱明確寫入擁有破壞對方境域內導

彈發射基地等的“反擊能力”。此外，草案

大綱提及，將日本防衛預算提升至國內生產總

值的2%，並從根本上強化防衛能力。報道稱，

自民黨競選公約承諾編制委員會和慘議院選舉

戰略制定總部將在30日舉行會議，屆時草案大

綱相關措辭將進壹步調整。

日本頻頻借炒作俄烏沖突來推動實現自

身軍事發展。中國國防部新聞發言人吳謙26

日曾在記者會上表示：“由於歷史和現實的原

因，日方軍事安全動向壹直備受國際社會關註

。我們要求日方深刻汲取歷史教訓，切實反省

自身罪責，以實際行動取信亞洲鄰國。”

韓國新冠疫情趨穩
輕癥患者收治中心6月1日起停運

綜合報導 據韓聯社援引韓國保健

福祉部中央應急處置本部消息，隨著

韓國新增新冠確診病例的減少，負責

隔離和治療輕癥確診患者的“生活治

療中心”以及臨時篩查站 6 月 1 日起

停運。

據報道，韓國各地方政府指定的12

處生活治療中心將運營至31日。除了1

處收治入境外籍確診病例的生活治療中

心之外，其余治療中心將於6月1日起全

部停運。

報道稱，在韓國新冠疫情暴發初期

的2020年3月2日，為解抉重點疫情地區

大邱市的病床緊缺問題，防疫部門首次

開設生活治療中心，專門收治無癥狀和

輕癥患者。

從2021年1月至今，生活治療中心

的累計收治人員達到361831人次。但隨

著韓國新冠疫情形勢趨穩，生活治療中

心的病床使用率也繼續下降，截至29日

下午5時，病床使用率僅為3.6%。

此外，韓國政府還抉定從6月1日起

關停分布於韓國各地的臨時篩查站，篩

查站的工作由各地衛生站的新冠篩查站

接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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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據《日本時報》消息，日

本政府的數據顯示，截至當地時間 5月

25日，已有 1055名烏克蘭人前往日本。

這些避難者可以轉換簽證身份，以便

能夠在日本停留壹年時間並從事有償

活動（工作）。但即使是居住身份，

也不允許他們在受到日本《風營法》

管制的公關俱樂部、酒吧或成人娛樂

設施工作。

RT報道指出，根據聯合國估計，自2

月下旬俄烏沖突爆發以來，已有約1400萬

人逃離烏克蘭。其中超過1000人最終來到

日本。古川禎久還擔憂，烏克蘭女性可能

成為人口販運的受害者，因為已經出現來

自其他國家的相關報告。《日本時報》稱

，聯合國難民署表示，壹些烏克蘭難民已

經成為人口販運的受害者，而聯合國兒童

基金會今年3月警告說，逃離沖突的（烏

克蘭）兒童面臨著更高的人口販運和剝削

風險。

本月早些時候，歐洲安全與合作組

織（OSCE）的壹名研究人員透露，在

俄烏沖突爆發後，全球範圍內對來自

烏克蘭的性工作者的在線搜索量激增

了 600%。

印度拉魚卡車側翻
當地村民拎桶哄搶
綜合報導 人們常說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然而，印度比哈爾

邦蓋亞區的居民卻經歷了壹個有趣的命運轉折，他們得到了壹種

象征意義和字面意義上的免費午餐。不過，這起事件被明確地稱

為搶劫。

5月28日，在印度比哈爾邦蓋亞地區，壹輛載著魚的卡車突然失

去控制，導致滿車廂的魚瞬間傾倒在了路上。正在外面閑逛的當地人

看到這壹幕後，立即沖了過來，壹哄而上開始搶拾掉在泥濘街道上的

魚。

在壹段事發現場的視頻中，人們拿著大大小小的桶，把魚扔進桶

裏。有壹名女子拿起壹條魚，把它塞在自己的衣服裏。有壹名男子脫

下上衣鋪在地上，把搶到的魚用衣服兜著離開了現場。

雖然暴雨、山體滑坡和事故以造成長時間的交通堵塞而聞名，但

在比哈爾邦的蓋亞地區，由於這輛拉著魚的車失去控制，導致魚傾倒

在路上，造成了壹場長時間的交通堵塞。目前，警方已接到報案，正

在幫助車主找回被搶走的魚。

據報道，這已不是第壹次發生這洋的事件。2021年1月，壹輛裝

滿魚的卡車在恰蒂斯加爾邦賴布爾的壹條高速公路上翻車。和比哈爾

事件類似，賴布爾附近的當地人也趕到現場，在警察趕到並驅散人群

之前搶走了魚，也導致了壹場交通堵塞。

在警察接到報警並趕到現場後，當地人被阻止了繼續搶魚。

隨後，警方和當地居民幫助把側翻的卡車扶正。還在現場的人們被

要求把搶來的魚放回卡車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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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吧再爆群組 LINQ18顧客確診
Zentral及Iron Fairies兩群組不同病源 社區料仍有隱形傳播

香港再有酒吧爆發新感染群組。香港衞生署

衞生防護中心2日公布，新增489宗新冠肺炎確

診個案，包括65宗輸入個案；另有一名六旬女

患者離世。中西區砵甸乍街35號LINQ酒吧爆發

新群組，18名確診者曾於上月27日及28日光顧該酒吧，其中一人早前亦曾光顧爆疫的

Iron Fairies酒吧，未知是否病源；之前追蹤的兩個酒吧群組均有新增個案，病毒基因

分析證實兩群組屬不同病源。另外，涉及輸入性新變異病毒株BA.2.12.1的太古城麥當

勞群組染疫個案增至45宗，麗晶花園、啟鑽苑啟雋閣、翠湖台鄱陽閣均於強檢中找到

新增確診個案，當中只有32宗找到流行病學關聯，中心相信社區仍然存在隱形傳播。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

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2日於疫情
記者會上表示，LINQ酒吧爆疫，上月27日

及28日合共有20宗個案，查明後發現當中兩名確
診者兩天都去過該酒吧，因此目前有18名顧客確
診，包括11男7女，年齡介乎17歲至58歲。

她指該酒吧於晚上8時至凌晨2時營業，座位
數目及顧客人數仍在了解中，確診個案中的感染者
均報稱僅前往該酒吧飲酒，現場沒有跳舞等活動，
暫時沒聽說該酒吧內有舞池或DJ打碟等項目。

張竹君又指，LINQ酒吧其中一名確診者早前
曾去過爆疫的Iron Fairies酒吧，衞生防護中心正調
查該人是否Linq酒吧爆疫源頭。衞生防護中心和
食環署人員亦已到該酒吧提取“安心出行”紀錄及
環境樣本，將通知該兩晚曾到該酒吧人員強檢。

數十人未強檢 張竹君：將採法律行動
另外，中環德己立街加州大廈的Zentral酒吧2

日再多兩宗確診個案，累計33宗個案，涉及16男
17女，年齡介乎 17歲至 30歲。另一中環酒吧
“Iron Fairies & J. Boroski”亦再多兩人確診，累
計49名客人及兩名員工染疫，年齡介乎18歲至58
歲。兩個酒吧群組至今仍有數十名顧客沒有強檢，
張竹君強調會嚴肅跟進，並會採取法律行動。

2日再多數宗涉及曾到訪太古城麥當勞、懷疑
輸入性新變異病毒株BA.2.12.1的個案，包括九龍
灣麗晶花園6座有一家三口確診；另有一名居於鑽
石山啟鑽苑啟雋閣的29歲男子染疫，暫未知其感
染源頭；太古城翠湖台鄱陽閣再增一單位一家四口
確診，該大廈有確診者曾到訪太古城麥當勞，其後

染疫。
張竹君表示，BA.2.12.1仍然與香港流行的主

流病毒株同屬BA.2系列。被問到今日端午節連同
周末一連3天假期會否帶來疫情傳染風險時，張竹
君指Omicron傳染力極強，只要在脫口罩的室內場
所都很容易被感染，食肆酒吧的確有風險，但接種
過完整疫苗的市民將有效防止
重症。因此她呼籲市民
若去公眾場所，
切記打齊三針
疫苗。

2日疫情

個案情況
◆中西區砵甸乍街35號LINQ酒吧爆發新群組，18名確診者曾於5月27日及28日光

顧該酒吧，其中1人曾光顧Iron Fairies酒吧，未知是否病源

◆中環Zentral酒吧新增兩名顧客確診，累計33宗個案

◆中環Iron Fairies & J.Boroski酒吧再多兩名顧客確診，累計51宗個案

◆太古城麥當勞群組增至45宗，麗晶花園6座新增一家三口確診，啟鑽苑啟雋閣新增1

名29歲男子確診，太古城鄱陽閣一家四口確診，當中只有32宗找到流行病學關聯

◆寶血會上智英文書院爆發爵士舞興趣班群組，1名舞蹈老師和5名學生確診，其

他6名學生需居家隔離

◆學校新增34間學校合共40宗快測確診個案，涉及28名學生及12名教職

員，當中8間學校多於1宗個案

◆1間殘疾院舍新增1宗確診，涉及1名助理導師，9名輕度智障院

友未有染疫，已送往檢疫中心隔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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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核酸檢測陽性：170宗
•快速測試陽性：319宗
•第五波確診個案：1,201,062宗
•新增死亡個案：1宗，涉及一名64歲長
期病患女子，曾做心臟病手術及患有紅斑
狼瘡，入院時病毒量低
•第五波累計死亡個案：9,167宗

新增
總確診個案：

489宗（包括
65宗輸入個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2日
公布，新增來自34間學校的合共40宗快測陽性個案，涉及28
名學生及12名教職員，其中寶血會上智英文書院的爵士舞班出
現爆疫情況，一名跳舞導師及5名學生先後確診，另有6名跳舞
學生需居家隔離。另外，李寶椿聯合世界書院的宿舍有4名留
宿學生確診，分別住在兩幢大樓的不同樓層。

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2日指出，有8間學
校於過去7天有多於一宗個案，其中上智英文書院爵士舞班
出現感染群組，初步調查感染時間是上月29日上午9時至
中午12時上堂時，當時有一名導師及11名學生練習舞
蹈，其後6名師生先後確診，其餘6名學生則檢測呈陰
性，但需要停課在家隔離檢疫。她指確診者稱跳舞時均
佩戴口罩，但中途有脫口罩飲水，可能在當時發生傳
播。確診學生分布於高低年級不同班級，由於他們的同
班同學均快測陰性，因此暫時無需停課。

另外，李寶椿聯
合世界書院有4幢住
宿設施，新增4名學
生呈報快測陽性，一
名學生居於其中一幢
宿舍，另外3名學生
居於另一幢宿舍不同
樓層，與他們同房的
學生要隔離檢疫。張
竹君指暫時仍屬零星
個案，並無發現群體
傳染，因此學校暫時
無需停課。

上智英文書院爵士舞班6師生染疫

◆◆LinqLinq酒酒
吧爆疫吧爆疫，，目前目前
有有 1818 名 顧 客 確名 顧 客 確
診診。。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位於中環砵甸乍街35號的
LINQ bar爆疫。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衞生
防護中心前天呈報的新冠肺炎確診個案突然
回升至505宗，當中多達70%是快測陽性呈
報個案；2日天呈報的快測陽性個案亦多達
319宗，多出核酸檢測個案（170宗）近倍。
衞生防護中心2日表示，已覆查至5月30
日，發現21%快測個案並非真陽性，相信有
人不欲接種第三劑新冠疫苗而虛報確診，以
期取得康復紀錄二維碼以使用“疫苗通行
證”。港府發言人亦強調，有關行為既屬違
法亦會對抗疫工作構成重大影響，極不負責
任，政府定會嚴肅跟進。至目前為止，衞生
防護中心共發現6人懷疑刻意提供虛假資
料，已轉交警方跟進，當中有3人被捕，警
方亦會考慮對其餘人等採取適當執法行動。

香港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
醫生於2日記者會上表示，鑑於近日快測陽
性呈報個案快速增加，中心進行核酸覆檢

後，發現不少樣本核酸檢測呈陰性，“例如
中心目前覆查至5月30日，當日有150宗快
測陽性個案，核酸檢測覆檢後發現有31個為
陰性(21%)；而之前一周，覆檢後亦平均有
17%並非真陽性。”她再次提醒市民，任何
人向中心提供虛假及誤導資料即屬犯罪，可
判處罰款及監禁。

特區政府其後發稿指出，留意到近日透
過快測陽性申報系統呈報的個案經核酸測試
覆核後，陰性結果的比例顯著高於快速抗原
測試一般假陰性的比率及以往趨勢。經調查
後，政府懷疑有個別市民為取得康復紀錄二
維碼以使用“疫苗通行證”而呈報舊數據或
虛假資料，已將相關個案轉交警方跟進。

發言人強調，自4月下旬開始在檢測容
量許可的情況下，衞生防護中心會要求全數
透過系統呈報個案的人士進行核酸覆核測
試。經核酸覆核測試後確認為陰性的個案會

從確診個案紀錄中刪除，有關人士亦不得使
用政府發出的隔離令、康復紀錄二維碼或任
何其他文件作康復證明。

根據條例，任何人士向衞生主任或獲授
權人員提供虛假或具誤導性資料，即屬刑事
罪行，違例者可被罰款1萬元及監禁6個月。

專家：快測假陽應低於1%
香港感染及傳染病醫學會副會長林緯遜

2日在電台節目上表示，快測“假陽性”比
例極少，若按要求使用，假陽性應低於
1%。他指若市民純粹不想打第三針而虛
報，只會令自己失去適當保護。他指目前每
天新增個案只有數百宗，政府完全有能力對
所有快測陽性進行核酸檢測，且目前社區開
始流入新變異毒株，認為如改為核酸檢測作
確診標準，亦有助更及時發現變異病毒，盡
快阻斷傳播。

快測覆檢揭21%非真陽性 政府警告若虛報嚴肅跟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特區政府發言人2日發稿

回應傳媒查詢時表示，自去年年底第五波疫情開始，香港一直
採取五層分流措施，以處理嚴重急性呼吸綜合症冠狀病毒檢測
陽性的本地個案的隔離，以及適當地為他們的密切接觸者安排
於家居或指定設施進行檢疫，目的是減少本地社區的病毒傳
播、死亡及嚴重感染個案。本地個案的檢疫和隔離安排自第五
波高峰以來並無改變。發言人強調，由海外抵港人士的檢疫和
輸入個案的隔離，一直均須於指定檢疫酒店或設施進行，以防
止輸入個案流入本地社區。

發言人指出，香港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一直採取嚴謹和一
致的方法，根據每宗個案的風險評估來處理個案的隔離安排。
近日發現的群組爆發個案當中，有本地感染個案涉及Omicron
變異病毒株新亞系，例如BA.2.12.1，亦有部分輸入個案涉及其
他新亞系如BA.4和BA.5，而海外證據已指出它們更具傳播力及
免疫逃逸機會。中心根據風險評估，特別是該些變異病毒株在
社區進一步傳播的潛在風險，該些涉及新的變異病毒株亞系的
個案，包括近期於本地傳播的BA.2.12.1的個案和他們的密切接
觸者，均須被安排到受控的環境進行隔離，以便更好地監測和
觀察他們的情況，並不代表整體檢疫和隔離政策有所更改。

中心會繼續密切監察該些涉及變異病毒株新亞系的本地個
案以及其流行病學特性，並會視乎情況在處理該些個案時作進
一步風險評估。

港府：整體檢疫和隔離政策無改變

◆寶血會上智英文書院的爵士舞班一名跳
舞導師及5名學生先後確診，另有6名跳舞
學生需居家隔離。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AA1010中國焦點
星期六       2022年6月4日       Saturday, June 4, 2022

假广告

2022年6月3日（星期五） 文 匯 要 聞◆責任編輯：周文超 1

開放的中國市場是外企沃土
國際諮詢及資管巨頭：中國經濟穩中向好大勢沒變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

道，波士頓諮詢公司（BCG）

中國區主席廖天舒日前接受新華社記者

書面專訪時表示，高質量發展將為中國

經濟增長提供動能，對外開放水平不斷

提高的中國市場是外企發展的沃土。國

際知名資產管理公司貝萊德中國區負責

人、貝萊德基金董事長湯曉東在接受記

者採訪時亦表示，與日俱增的金融市場

開放將持續吸引國際投資者進入中國市

場。

廖天舒說，當前中國經濟受多重因素影響下
行壓力加大，但這只是暫時現象。長期來

看，中國經濟穩中向好、轉型升級、高質量發展
的大勢沒有改變。無論面對2008年國際金融危
機還是新冠疫情，中國負責任的態度沒有改變。
中國不斷向外界釋放擴大開放的信息，外界對中
國市場的信心不會改變。

BCG：高質量發展帶來很多機會
她強調，中國持之以恒改善營商環境，出台

多項利好政策，對外開放水平不斷提高。放眼未
來，對外開放仍是中國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底色。

波士頓諮詢公司長期關注不同經濟體經濟增
長演進路徑、自身特質以及企業如何置身其中實
現發展。廖天舒說，公司持續看好中國市場，並
將繼續加大投入，原因是中國經濟邁向高質量發
展會帶來很多機會。她表示，和波士頓諮詢公司
一樣，很多跨國企業在華投資意願強烈，並把中
國市場作為戰略發展重點。

談及跨國企業未來如何繼續“贏在中國”，
她認為，相較幾十年前，中國營商環境變化巨
大，跨國企業需重新定義中國市場在未來幾十年
扮演的角色。企業應繼續將中國市場視為創新前
沿陣地和全球創新能力中心，整合本土創新人
才、知識和能力及產業鏈優勢。

“由於中國市場消費需求多變，商業模式創

新和產品更新迅速。跨國企業在中國市場培育的
敏捷迭代能力和優秀經驗，可以不斷地輸出至全
球總部和其他市場。”她說。

貝萊德：堅信中國市場潛力彈性
另一家國際知名資產管理公司貝萊德也在中

國市場捷報頻傳。5月上旬，貝萊德建信理財首
款養老理財試點產品成立，在中國市場再邁出堅
實一步。

貝萊德中國區負責人、貝萊德基金董事長湯
曉東在接受記者採訪時表示，儘管今年來市場、
疫情、國際局勢不斷變化，但貝萊德仍然相信並
長期看好中國市場的潛力與彈性。

今年，貝萊德建信理財成為內地首家獲准養
老理財試點的合資理財公司，於4月25日發行首
款養老理財試點產品，投資期限為10年。5月6
日，貝萊德基金申請參與合格境內有限合夥人
（QDLP）試點，成為首家參與QDLP試點的外
商獨資公募基金管理公司。

不久前，《國務院辦公廳關於推動個人養老
金發展的意見》發布，個人養老金資金賬戶資金
可用於購買符合規定的銀行理財、儲蓄存款、商
業養老保險、公募基金等金融產品。

湯曉東認為，中國養老第三支柱仍處於初級
發展階段。中國居民收入水平逐漸提高，財富積
累不斷加速。“這都為貝萊德帶來巨大的發展機
遇。我們對中國資產長期看好，目前在養老、固
定收益、ETF（指數股票型基金）等領域正在穩
健推進中。”

湯曉東認為，證監會近期發布《關於加快推
進公募基金行業高質量發展的意見》中，對長期
資本的重視、公募基金業務範圍的拓寬以及各項
支持外資在華展業的措施，提振了整個行業的信
心。

湯曉東表示，作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中國
市場既有發達市場的質量，又兼具新興市場的增
長潛力，這是全球其他市場無法替代的，在全球
投資者的資產配置中具有獨特意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海巖北京報道）財政
部2日舉行財政支持穩住經濟大盤工作專題新聞
發布會，介紹穩定經濟的相關政策。中國財政部
部長助理歐文漢表示，財政部將八方面發力穩住
經濟大盤，首先是進一步加大留抵退稅政策力
度，將更多行業納入按月全額退還留抵稅額政策
範圍，預計新增留抵退稅1,420億元（人民幣，
下同），今年出台的新增退稅總額達到約1.64萬
億元，雪中送炭幫助企業渡過難關。

加快地方專項債券發行使用
此前國務院會議提出，新增批發和零售業，

農、林、牧、漁業，住宿和餐飲業，居民服務、
修理和其他服務業，教育，衞生和社會工作，文
化、體育和娛樂業等7個行業企業，納入按月全
額退還增量留抵稅額。

財政部2日在記者會上表示，今年新增專項
債券要在6月底前基本發行完畢，並力爭在8月
底前基本使用完畢。

中央財政方面，將新型基礎設施、新能源項
目納入重點支持範圍；按月做好專項債券發行使用

進度通報預警工作，督促各地加快支出進度。地方
財政方面，及時編制專項債券發行計劃，做好項目
用地、環評、用能等的協調保障，加快項目建設進
度；引導項目單位與商業銀行積極對接，對償還專
項債券本息後收益仍有剩餘的項目，項目單位可根
據剩餘專項收入情況申請市場化配套融資。

870萬輛乘用車享購置稅減半
為鼓勵汽車消費，財政部和稅務總局出台文

件，對購置日期在2022年6月1日至2022年12

月31日期間且單車價格（不含增值稅）不超過
30萬元的2.0升及以下排量乘用車，減半徵收車
輛購置稅，財政部預計，將有大約870多萬輛乘
用車可以享受政策優惠。

加大政府採購支持中小企業
財政部還提出，進一步加大政府採購支持中

小企業力度，為中小企業參與採購活動提供便
利；貨物服務採購項目給予小微企業的價格扣除
優惠，由原來的6%-10%提高至10%-20%；400

萬元以下的工程採購項目原則上全部預留給中小
企業，超過400萬元的工程採購項目中適宜由中
小企業提供的， 2022年下半年面向中小企業的
預留份額由30%階段性提高至40%以上。

財政部表示要加大減負紓困力度，幫助市場
主體渡難關。大規模減稅退稅降成本，階段性緩
繳社保費渡難關，加大穩崗支持保就業，加大政
府採購力度添動力，落實好融資獎補政策強扶
持，指導督促國家融資擔保基金嚴格落實再擔保
合作業務規模不低於1萬億元的要求。繼續實施
小微企業融資擔保降費獎補政策至2023年。下
達小微企業融資擔保降費獎補資金30億元。

另外，財政部積極加大對地方財力支持，督
促省級財政部門落實主體責任，指導地方各級財
政部門嚴格支出預算管理、加強財政運行監測，
築牢兜實“三保”底線。

中央財政三方面支持保障基本民生。財政部
表示，要加快轉移支付下達速度，及時為地方補
給財力；充分運用財政資金直達機制，保障民生
補助資金精準直達受益對象；層層壓實地方責
任，確保各項民生政策落實到位。

財政部多措穩經濟 擴大留抵退稅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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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內地為
鼓 勵 汽 車 消
費，減半徵收
車輛購置稅。
圖為民眾參觀
海南國際汽車
展覽會。

中新社

◆◆對外開放水平不斷提高對外開放水平不斷提高
的中國市場是外企發展的的中國市場是外企發展的
沃土沃土。。圖為工人在位於上圖為工人在位於上
海市青浦區的德國永恒力海市青浦區的德國永恒力
集團生產車間內作業集團生產車間內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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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京報道）針對美國亞馬遜公司
宣布停止中國區電子書業務，中
國商務部發言人高峰2日回應指
出，對於包括外資企業在內的各
類市場主體而言，根據市場發展
情況調整產品和服務，屬於市場
經濟中的正常現象。

6月2日，Kindle中國官方
消息稱，將於2023年6月30日停
止Kindle 電子書店在中國的運
營，屆時用戶將不能購買新電子
書，但已經付款的電子書，用戶
仍可以在2024年6月30日之前下
載，閱讀效果不受影響。

亞馬遜表示，未來將繼續為
Kindle電子書閱讀器提供客戶服
務和質保服務。對於在2022年1
月1日之後購買Kindle電子書閱
讀器並且符合相關退貨條件的用
戶，還將提供非質量問題退貨服
務。退回亞馬遜的Kindle電子書
閱讀器須購買於亞馬遜中國授權
經銷渠道，且處於可正常使用狀
態。

實際使用外資前4月增長20.5%
對此，高峰回應指出，我們

注意到亞馬遜公司剛剛宣布關閉
中國區電子書的業務。客觀上
講，中國作為快速發展的全球第
二大消費市場，產品和服務的更
新迭代速度很快。他表示，中國
歡迎各國投資者繼續加大在華投
資，帶來更多有市場競爭力的新
產品、新業務、新服務，積極參
與構建新發展格局，共享中國發
展紅利。

高峰認為，總體看，中國對
外資持續保持較強吸引力。2022
年1月至4月，中國實際使用外
資金額4,786.1億元人民幣，同比
增長20.5%，其中美國實際對華
投資增長了5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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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社新聞

休城工商

子天訪談錄-20大最具影響力企業家
2022 年 —20 大最大影響力企業家，頒獎晚會周六在downtown舉辦，主辦方表彰了二十位在過去一年

為大家所作出貢獻的醫生、商人等等。

GMCCGMCC萬通貸款支招小房換大房萬通貸款支招小房換大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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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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