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逾逾44成美國成年人曾染疫成美國成年人曾染疫 其中其中22成仍受長新冠所苦成仍受長新冠所苦
（綜合報導）美國衛生官員今天說，從

6月頭2週蒐集的調查數據顯示，美國有逾
40% 成 年 人 通 報 過 去 曾 罹 患 COVID-19
（2019冠狀病毒疾病），當中近1/5目前仍
受 「長新冠」症狀所苦。

數據顯示，整體來說，美國每 13 名成
年人中就有 1 人出現長新冠後遺症（Long
COVID）。長新冠後遺症的定義是首次染
疫後持續3個月以上的症狀，且染疫前並沒
有這些症狀。

路透社報導，這批數據由美國人口調查
與統計局（U.S. Census Bureau）於 6 月 1 日

到 13 日期間蒐集，後經美國疾病管制暨預
防中心（CDC）分析。

長新冠症狀包括疲倦、心跳快速、呼吸
急促、認知困難、慢性疼痛、感覺異常與肌
肉無力。從最初感染中康復後，這些症狀可
能會持續數週或數月之久。

美疾管中心分析也發現，較年輕的成年
人比較年長的成年人更容易出現持續症狀。
目前長新冠後遺症患者當中，50-59歲人數
幾乎是80歲以上的3倍。

根據這份研究，女性也較男性更容易出
現長新冠後遺症，美國有9.4%的成年女性通

報有長新冠症狀，男性則為5.5%。
這項調查發現，目前有長新冠後遺症的

人當中，西語系國家後裔成年人達近9%，
高出非西語系國家後裔的白種和非裔成年人
，更是非西語系國家後裔的亞洲成年人的2
倍以上。

根據這份調查，美國各州間也存有差異
，肯塔基州和阿拉巴馬州通報的成年人長新
冠比例最高，夏威夷、馬里蘭州和維吉尼亞
州最低。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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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n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marched down
Pennsylvania Avenue in
Washington, D.C. last week
and shouted out for
everyone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unfair treatment

faced by the poor and low
income people in public
health and housing who
daily face violence, illegal
abortions and poor labor
treatment. The crowd held
high a slogan that read,

“Burn Capitalism in
America!”

Admittedly, today’s
society and economy has
long been unequal with the
gap between rich and poor.
Most of the wealth in this
country is in the hands of a
few people.

Many young Americans
have grown up in broken
families and many live in
home environments with a
single parent. For their
entire childhood, because
of economic challenges,
they rarely complete their
education. In other words,
they are behind at the
starting point in the job
market with few or no skills,
so most of them spend

their lifetimes working at
unskilled labor jobs.

The allocation of
government resources also
needs to be distributed
equally. We are a capitalist
country. Everything
depends on money.
According to recent
statistics, we have nearly 4,
500 banks in America, but
we only have 72 banks that
belong to the Asian Pacific
community. It is very
difficult to establish a bank,
and it is not only
complicated, but it also
requires that very strict
conditions must be met.

We are here to urge
President Biden to change
the community college

system and allow free
enrollment for all. Let all the
people get a better
education and a better
chance to be a success.

When we talk about
business opportunities,
people need financial
assistance. We need to
help the African and Asian
communities to enable
them to start their own
businesses.

Wealth distribution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social issues
these days. Unless we take
care of the poor in our
society, there will inevitably
be more social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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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hout Out For The PoorShout Out For The Poor

數以萬計的遊示者上週在首都
華盛頓手舉牌子遊行至賓州大道上,
高声疾呼要大家注視貧窮及低收入
者，在公共衛生 、住宅、 暴力、 墮
胎、 勞工待遇各方面面臨之不公平
對待， 他們並高舉把資本主義埋葬
起來之標語。

誠然 ,今天我們的社會経濟之發
展 ，早已呈現贫富懸殊之不對等狀
況 ，這個社會之大部分財富是撐握
在極少數人手中， 而百分之七十五
以上的美國人都處於寅吃卯糧之窘
境。

許多美國人是生而不平等之家
庭中成長 ，他們的父母離異， 童年
時在單親父或母之環境中成長 ，單
親家庭靠政府補助生活困難 ，自然
無法得到完整之教育機會， 換言之
， 他們在起跑點線上已經落伍了，

許多人在他們的整個人生過程中，
多半是以體力來謀。

政府資源分配有待加強 ，我們
是個資本主義之國家， 一切是向錢
看， 在全美國近五千家銀行中， 只
有近七十家屬於亞太平洋裔社區，
要成立一家金融機構 ，不但手續繁
複，而且要求條件非常苛嚴 ，對少
數民族社區而言 ，得到政府在資金
上之奧援顕然不易 ，尤其是非裔及
拉丁裔之情況更糟了。

因此，我們要呼籲政府為了拯
救社會貧富不均，必須從根做起，
教育乃國家之百年大計，我們支持
拜登總統計劃把全國社區大學改為
全部免費入學， 重新分配對中小企
業資金之貨款方式為少數族裔增開
銀行金融貸款機， 這才是國家資源
之再次公平分配。

為貧窮者吶喊為貧窮者吶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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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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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美國 「有線電視新聞網」（CNN
）22 日報導，近期可能是烏克蘭自馬立波
（Mariupol）淪陷以來 「最慘的一週」，因為
俄軍於戰略要地利西昌斯克（Lysychansk）南
部獲得突破、在北頓內茨河（Siverskyi Donets
river）西岸站穩腳步；且雖然雙方皆損失慘重
，但俄軍仍能出動留在本土的預備隊，烏軍精
銳卻已消耗殆盡。

烏克蘭盧甘斯克州州長兼軍事首長蓋戴
（Sergiy Gaiday）22日承認，俄軍已成功佔領
利西昌斯克南部的托什基夫卡（Toshkivka）、
烏 斯 季 尼 夫 卡 （Ustynivka） 、 皮 德 利 斯 涅
（Pidlisne）和米爾納多利納（Myrna Dolyna）
等村莊，並正朝比拉戈拉（Bila Hora）推進，
烏軍防線承受龐大壓力。

蓋戴表示，俄軍於利西昌斯克南部的推進
，使其能進一步對附近區域投射火力；華府智

庫 「戰爭研究所」（Institute for the Study of
War）則指出，烏克蘭22日承認淪陷的村莊，
皆位於北頓內茨河西岸，代表俄軍稍後在對利
西昌斯克及當地向西通往巴克馬特（Bakhmut
）的烏軍補給線發動攻勢時，能避免進行困難
的渡河行動。

CNN記者李斯特（Tim Lister）還表示，
雖然烏軍在北頓內茨克（Severodonetsk）和利
西昌斯克的守勢作戰，已吸引大量俄軍注意力
，使其難以在其他地區獲得進展，但俄軍仍擁
有駐防在本土西南地區的預備隊，而許多烏軍
最精銳的單位，卻已在數個月的火箭、飛彈、
空襲和火砲攻擊下損失殆盡。

不過李斯特認為，若烏克蘭打算死守利西
昌斯克，俄軍可能還要耗費數週的時間和大量
戰爭資源，且當地恐如同馬立波和北頓內茨克
一般，最後被 「夷為平地」。

烏克蘭近期 「最慘的一週」
外媒：戰場2大危機浮現

俄羅斯揚言報復遭 「封鎖」
立陶宛防長：預防網攻

(本報訊）俄羅斯近日因途經立陶宛、進
出俄屬飛地加里寧格勒的貨物鐵路運輸受歐盟
制裁影響，揚言報復立國。立陶宛防長艾努沙
斯卡斯今天說，網攻是俄方較可能採取的手段
。

艾努沙斯卡斯（Arvydas Anušauskas）在國
會接受媒體採訪表示，當武裝部隊由非理性的
人領導，任何事都可能發生。他研判俄方將刻
意挑釁，但立、俄發生傳統軍事衝突的機率不
高，原因包括俄軍實力不足，因此網路攻擊幾
乎是莫斯科可採取的唯一手段。

立陶宛外交部20 日表示，依據3 月15 日
通過、6月17日生效的歐盟第4波對俄制裁，
禁止俄羅斯途經立國、在加里寧格勒州（Ka-
liningrad）與俄羅斯其他地區之間運送遭歐盟
制裁的貨品，首波受影響的是俄產鋼鐵和其他
鐵金屬製品。

值得注意的是，歐盟相關制裁針對不同貨
品有不同的生效時間：繼6月17日的俄產鋼鐵
和其他鐵金屬製品後，7月10日生效的是水泥
、酒精製品，8月10日是煤炭、其他固態礦物
，12月5日則是石油和石油製品。

立陶宛政府指出，俄方明知3月通過的歐
盟第4波對俄制裁6月起將分階段實施，卻在
國內外發表針對立陶宛的不實指控。總理席莫
尼特（Ingrida Šimonyt）說，俄方指控立陶宛

破壞國際法準則，大概是因為自己從來沒有遵
守國際法的習慣。

維陶塔斯馬格努斯大學（Vytautas Mag-
nus University）社會和政治學系教授馬捷基斯
（Gintautas Mažeikis）21日接受立陶宛國家廣
播電台訪問時提到，俄方對立陶宛可能採取的
挑釁行動包括侵犯空域、水域和陸地邊界，干
擾 經 貿 活 動 ， 網 攻 等 。 俄 羅 斯 總 統 蒲 亭
（Vladimir Putin）規劃月底訪問白俄羅斯，屆
時俄、白俄雙方是否將與周邊國家的關係達成
協議，值得關注。

俄羅斯政府官員和國會議員近日屢揚言報
復立陶宛 「封鎖」加里寧格勒和其他 「仇俄」
行為，包括宣稱將動用一切可行手段 「捍衛國
家利益」、讓立陶宛失去歐盟成員國身分、取
消蘇聯1991年承認立陶宛獨立的決定等。

此外，在官方宣傳推波助瀾下，俄羅斯輿
論近日也日益活躍討論，是否終於該採取行動
借道白俄羅斯、波蘭， 「打通」連接加里寧格
勒與俄羅斯其他地區的通道。

由於立陶宛是北約成員國，一旦俄羅斯對
立宛發動軍事攻擊，將相當於挑釁整個北約、
進一步衝擊區域與全球安全。立陶宛政府呼籲
各界勿隨莫斯科官方宣傳起舞時，也表明必須
為任何可能的威脅預作準備。

美國第一個國家公園--黃石公園(Yellow-
stone National Park）近日遭逢巨大 洪 水 肆 虐,
使黃石河（Yellowstone River）等河川暴漲狂
奔, 一 發 不 可 收 拾, 根 據 美 國 地 質 調 查 局
（USGS）的估計與記錄, 那是 500 年才遇到的
歷史性毀滅災難,由於洪水突如其來氾濫成災,
加上迅速融化的雪水匯流引發了岩石和泥漿滑
坡,嚴重的破壞了行車路與人行道, 也沖毀了橋
樑與屋宇,正在公園裡旅遊的一萬多名遊客迅速
的被疏散撤離, 公園也立即關閉, 這是黃石公園
開放以來的第一遭, 如何從事善後重建與維修
恐非易事。

黃石公園位於懷俄明、蒙大拿和愛達荷三
州交接地帶, 有天然的山川峽谷、湖泊河流和
火山口等絕佳景色, 也有灰熊、野狼、水牛和
馬鹿等野生動物聚集生存, 堪稱天造地設的世
界遺產, 去年六月我家女兒因為醫院有假期, 所
以安排招待全家人前往該地遊覽一星期, 由當
地好多位專業的導遊師駕車帶領我們遊遍各個
景點, 讓我們留下非常美好的印象與深刻的回
憶, 不過, 唯一讓我感到不便的是, 公園裡的網
路通訊極不順暢, 許多地方完全斷訊,每天必須
下山回到旅館後才能夠上網與外界聯繫, 或許
是因為公園為確保天然景色不被破壞, 所以才

禁止電信公司到處架設天攬地線吧？
這一次黃石公園慘遭洪水的侵犯真是相當

不幸的, 依照美國國家氣象局的精確統計，公
園在短短3天內的降雨量竟然是平時降雨量的
兩倍到三倍之多，真是匪夷所思, 而且公園在
整個月以來的總降雨量超過了懷州和蒙州平均
降雨量的 400%,如此多的降雨量當然使公園的
河流不勝負荷, 所幸公園管理處處理得當, 在極
短的時間內完成穩定公園內設施以及快速疏散
維護當地居民以及旅客的生命安全, 所以沒有
傳出任何的傷亡事件。

由於黃石公園的關閉造成旅遊業受到重大
影響, 因為當地居民與企業是以旅遊業為生, 算
是靠天靠地吃飯的, 好不容易去年才從新冠疫
情中解脫過來,如今卻又遭逢另外一個天然的災
難, 在公園關閉後,旅館,餐館與禮物精品店乏人
問津, 損失巨大, 唯有公園重新開放才能夠起死
回生, 重建家園, 事實上,黃石公園在成立150周
年之際，卻不幸遭逢了天大的洪水, 並改變了
公園的景觀, 這與氣候暖化當然是息息相關的,
黃石公園總管坎姆蕭利說的一句話特別讓人驚
心動魄, 他說：”不管這是多少年遭逢一次的
事件，我相信未來災難會隨時再發生, 而且越
來越頻繁。”

【李著華觀點 : 黃石的水啊在啜泣
500 年一遇洪水癱瘓黃石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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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企業和個人
最佳貸款方案

金城銀行以誠信、服務、創新、效率為宗旨，
提供客戶便捷、安全、多元化的金融產品與服務!

金城银行与您

Corporate Office
(713)777-3838

Harwin Branch
(713)777-3838

Sugar Land Branch
(218)491-3838

Legacy Branch
(972)517-4538

Richardson Branch
(972)889-3838

Alhambra Branch
(626)320-1938

Millbrae Branch
(650)745-1615

Tustin Branch
(714)338-5188

Rowland Heights Branch
(626)964-3400

S. California LPO
(714)368-3682

Cupertino Branch
(408)446-1196

N. California LPO
(650)418-7938

“我向全國人民發出請求：將每天

喝茶的數量減少一至兩杯。”

巴基斯坦聯邦規劃和發展部長阿桑·

伊克巴爾（Ahsan Iqbal）向巴基斯坦人

民發出這一呼籲。

他表示，巴基斯坦是用貸款在進口

茶葉，民衆對茶葉的需求給政府增加了

額外的財政負擔。

巴基斯坦正面臨嚴重的經濟危機，

通貨膨脹、貨幣貶值、物價上漲等問題

嚴重影響著民衆生活。與此同時，該國

外彙儲備短缺，僅能勉強支撐兩個月的

進口費用。

然而，許多人提出質疑，民衆減少

喝茶真的能夠解決該國嚴重的財政經濟

問題嗎？

減少喝茶能救經濟？
“我覺得政府要求民衆減少喝茶有

點可笑。”來自巴基斯坦首都伊斯蘭堡

的薩比赫· 佩爾瓦茲（Sabeeh Pervaiz）對

新京報記者表示。

佩爾瓦茲稱，喝茶一直都是巴基斯

坦人最重要的事情之一，“茶是我們日

常生活的必需品，我們必須喝茶”。

據BBC 報道，巴基斯坦是世界上最

大的茶葉進口國，僅去年一年的茶葉進

口額就高達6億美元。巴基斯坦人口大

約爲2.2億，不管是窮人還是富人都愛喝

茶。據估計，他們平均每天至少喝三杯

茶，年人均消費茶葉超過一公斤。

然而，巴基斯坦外彙儲備正在急劇

減少。

據CNN報道，今年2月，巴基斯坦

外彙儲備總額約爲160億美元，到了3月

就在短短三周內暴跌了約12%以上。截

至6月2日，巴基斯坦外彙儲備總額已不

足100億美元，僅能勉強支撐兩個月的

進口費用。

6月14日，伊克巴爾呼籲巴基斯坦

民衆減少喝茶數量，以減少巴基斯坦高

額的進口費用。此外，他還呼籲商家在

晚上八點半關閉市場攤位，以節省電力

。

減少喝茶的要求在社交媒體上引起

熱議。據CNN報道，巴基斯坦民衆在社

交媒體上嘲笑伊克巴爾的要求，說削減

茶葉消費對緩解該國的經濟困境沒有什

麽幫助。

有網友稱，“你是認真的嗎？我們

什麽都可以不要，就是不能不要茶！多

麽無能的一群人”。還有網友諷刺稱，

“太‘聰明’了——不去創造環境鼓勵

農民在本土種植茶葉，反而要求民衆減

少喝茶？”

據美聯社報道，在伊斯蘭堡郊區經

營一家茶攤的Dil Sher表示，“伊克巴

爾昨天要求我們少喝茶，明天就會要求

我們少吃飯了。這是解決方案？”

佩爾瓦茲也認爲這不是一個好的決

定。但他認爲，某種程度上來說，減少

喝茶或許真的可以緩解巴基斯坦面臨的

經濟困境。

“因爲我們需要從其他國家，如肯

尼亞、斯裏蘭卡等國家進口茶葉，每年

都需要支付巨額資金。對于政府來說，

減少喝茶能減輕外彙儲備消耗，所以從

政府角度來看，這是一件好事。”不過

，他表示，除非政府強制要求，不然民

衆可能不會就此減少喝茶。

來自巴基斯坦卡拉奇的坦維爾· 塔爾

普爾（Tanveer Talpur）對此有相同的看

法。他對記者表示，“如果巴基斯坦政

府減少進口茶葉，對經濟來說可能是一

件好事。但巴基斯坦人民可能不會喜歡

這個決定”。

巴基斯坦的經濟困境
巴基斯坦經濟危機已持續多時。

目前，巴基斯坦正面臨著亞洲國家

中最快的通貨膨脹之一。今年5月，該

國通貨膨脹率達到13.8%，是自2020年

以來的最高值。其中，食品價格上漲了

17.3%。

BBC報道稱，如何緩解當前的經濟

危機，也是巴基斯坦新總理夏巴茲· 謝裏

夫領導的新政府要重點解決的問題。

今年4月，夏巴茲· 謝裏夫在議會總

理選舉中獲勝，當選第23屆巴基斯坦總

理，接任因不信任投票下台的前總理伊

姆蘭· 汗。

在宣誓就職後不久，謝裏夫曾指責

前總理伊姆蘭· 汗的政府對經濟管理不善

，並表示讓經濟重回正軌將是一個巨大

的挑戰。

據美聯社報道，在伊姆蘭· 汗執政的

三年半時間內，他的政府也因爲經濟發

展不佳遭到批評。當時，面對糖和小麥

緊缺的狀況，伊姆蘭· 汗領導的“正義運

動黨”一名議員曾呼籲民衆少吃糖、少

吃大餅。

謝裏夫上台後，巴基斯坦采取了多

項舉措保護外彙儲備，同時爭取外部援

助。

據CNN報道，上個月，巴基斯坦宣

布禁止進口所有非必需品和奢侈品，以

“控制不斷上升的通貨膨脹，穩定外彙

儲備，加強經濟，並減少國家對進口的

依賴”。受限制商品總計41類，包括汽

車、手機、化妝品、香煙、食品和服裝

等。此舉預計能節約近6億美元外彙。

謝裏夫當時說，這一決定 “將爲國

家節省寶貴的外彙”，巴基斯坦必須

“實行緊縮政策”。

上周，謝裏夫內閣公布了一項新

的 470 億美元預算，提出向富人加征

稅收，同時承諾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

織（IMF）的要求取消對能源和燃料

的補貼。

巴基斯坦正在爭取和國際貨幣基金

組織達成一項救助協議。這項60億美元

的援助協議在2019年談判達成，以緩解

巴方因爲外彙儲備不足和多年停滯增長

造成的經濟危機，但後來在貸方質疑巴

基斯坦的財政狀況後，該項目暫停。

彭博社曾分析指出，由謝裏夫領導

的巴基斯坦新政府更有可能從IMF獲得

貸款，以支持巴基斯坦的外彙儲備和貨

幣。

巴基斯坦政府呼籲少喝茶救經濟？
民眾可能不答應

聯合國兒基會：
全球流離失所兒童創二戰以來最高紀錄

綜合報導 根據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兒基會）發布的最新調查數

據，截至2021年底，因衝突、暴力和其他危機而流離失所的兒童人數達

到3650萬，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的最高數字。

兒基會當天發布的新聞稿說，這一數字包括1370萬兒童難民和尋求

庇護的兒童，以及近2280萬因衝突和暴力而在國內流離失所的兒童，但

不包括因氣候和環境衝擊及災害而流離失所的兒童。

兒基會說，這一創紀錄的數字是一系列危機的直接結果，其中包括

阿富汗等國嚴重和持續不斷的衝突，以及剛果民主共和國和也門等國的

動蕩局勢，這些因素都因氣候變化的破壞性影響而不斷惡化。

兒基會執行主任凱瑟琳· 拉塞爾表示，她希望這一令人震驚的數字

能夠促使各國政府采取措施預防兒童流離失所，並確保流離失所兒童獲

得教育、保護和其他必要的服務。

兒基會還表示，所有難民兒童中只有一半的兒童能夠上小學，難民

青少年中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人能夠上中學。需要醫療、教育、保護等

支持和服務的流離失所兒童和難民兒童人數創下新的紀錄。同時，無人

陪伴或與家人失散的兒童面臨被拐賣、剝削、暴力和虐待的高風險。在

全球範圍內，兒童約占人口拐賣受害者的28%。

古斯塔沃·佩特邏
在哥倫比亞總統選舉中獲勝

綜合報導 哥倫比亞國家民事登記處公布的初步計票結果顯示，左

翼競選聯盟“哥倫比亞歷史公約聯盟”候選人古斯塔沃· 佩特邏在當天

舉行的哥倫比亞總統選舉第二輪投票中獲勝。

根據對99.57%選票的統計，佩特邏和獨立慘選人魯道夫· 埃爾南德

斯的得票率分別為50.48%和47.26%，佩特邏領先埃爾南德斯近72萬張選

票。

佩特邏在獲勝後發表講話說，這是哥倫比亞人民的勝利。哥倫比亞

總統杜克祝賀佩特邏獲勝，表示將很快會晤佩特邏並啟動和諧、透明的

權力過渡程序。

埃爾南德斯同日發表講話承認敗選。

佩特邏1960年出生，曾擔任國會慘議員、眾議員和波哥大市長等職

務。在擔任波哥大市長期間，他大力推動反腐鬥爭和公共事業建設。佩

特邏曾在2010年和2018年兩次慘加總統競選。

哥倫比亞總統選舉首輪投票於5月29日舉行，佩特邏和埃爾南德斯

得票率分別為40.32%和28.15%，位居前兩位。由於兩人均未獲得過半數

選票，他們進入6月19日舉行的總統選舉第二輪投票。

柬埔寨村民在湄公河
捕獲全球最大淡水魚：

重300公斤
綜合報導 據消息，柬埔寨當地村民日前在湄公

河捕獲了壹條重300公斤的黃貂魚，需十幾個人拖上

岸。研究人員稱，這是全球目前已知的最大淡水魚。

這條魚為雌性，已被加上電子標記後重新放回

河中，科學家將對其運動和行為進行檢測。美國生

物學家澤布· 霍根稱：“這壹發現非常令人振奮，

因為它是世界上最大的淡水魚，這也意味著湄公河

這片水域依然健康。”

根據湄公河河流委員會數據，盡管面臨過度

捕撈、汗染、鹹水入侵和沈積物枯竭等威脅，

湄公河仍擁有世界上第三大多洋化魚類種群。

烏稱8月恢復與俄談判俄談判
俄指西方阻礙和談和談

綜合報導 據報道，烏克蘭人民公仆

黨議會黨團主席、俄烏談判烏方代表團團

長阿拉哈米亞當天表示，烏方可能在8月

底恢復同俄邏斯的談判。但對此俄方卻表

示對談判前景並不看好。另壹方面，部分

西方國家依然不希望局勢降溫，繼續積極

“拱火”。俄邏斯外長拉夫邏夫在本月早

些時候曾壹針見血地指出，烏克蘭是美國

和英國操縱的工具，西方不允許烏克蘭與

俄邏斯進行談判。

阿拉哈米亞表示，烏方可能在 8月

底恢復同俄邏斯的談判。但在重啟談判

之前，烏方將通過系列反攻計劃鞏固談

判立場。

對於阿拉哈米亞的說法，俄邏斯聯邦

安全會議副主席梅德韋傑夫18日回應說，

他對俄烏代表團可能於 8月恢復的談判

“是否有話可聊以及能和誰聊”持懷疑態

度。

俄邏斯談判

代表團團長、俄

總統助理梅津斯

基在出席聖彼得

堡國際經濟論壇

活動時表示，自俄烏雙方兩個多月前在土

耳其伊斯坦布爾舉行談判後，烏方始終沒

有正式答復俄邏斯有關恢復談判的建議，

只是口頭上提出“暫停談判”。他表示，

俄方對談判始終持開放態度。梅津斯基指

出，在4月底美國五角大樓和國務院負責

人訪問烏克蘭後，俄烏談判陷入停滯。他

認為，烏方是在與美方進行磋商後中斷了

談判。

壹邊是俄烏很久沒有坐上談判桌

，另壹邊，北約和美英還在繼續“拱

火”。

據報道，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在

接受采訪時表示，“我們必須為俄烏沖突

可能持續數年的情況做好準備。就算代價

很高，西方國家也不能放棄對烏克蘭的支

持。”

17日，英國首相約翰遜到訪基輔，並

承諾繼續向烏克蘭提供軍事裝備及大規模

軍事人員訓練。

美國政府再次宣布對烏克蘭提供價值

10億美元的軍事支持，將特別軍事行動以

來美國向烏承諾的軍事等方面支持的總額

提高到了56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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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今天裁定，人民享有在公
共場所攜帶手槍的基本權利，總統拜登批評這麼做違背常識。
目前美國槍枝暴力問題激增，法院這項裁定將對各州與城市帶
來深遠影響。

法新社報導，最高法院以6比3裁定紐約州一項存在超過
一世紀的法律違憲，此法規定民眾需證明有合法自衛需求或
「正當理由」，才能獲得攜帶手槍出家門的許可。

加州等其他幾個州也有類似法律，最高法院的裁定將約束
這些州限制人民在公共場所攜槍的能力。

民主黨籍總統拜登（Joe Biden）痛斥這項決定，稱它 「違
背常識」，還說美國社會必須加強而非減少行動來保護同胞，
「呼籲全美人民就槍枝安全問題發聲」。

美國5月發生兩起駭人大型槍案後，限制槍枝的呼聲湧現
。儘管如此，最高法院仍支持憲法保障人民擁槍和攜槍權的看
法。

這是最高法院十多年來首度對憲法第二修正案重要案件作
出裁定。2008年，最高院曾裁定美國人民有權在家保有槍枝以
供自衛。

遊說團體 「全國步槍協會」（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
連同兩名被拒絕給予槍枝許可的紐約人提出本案，如今協會獲
得重大勝利。

協會執行副總裁拉皮耶（Wayne LaPierre）在聲明中表示
： 「今天的裁定是個分水嶺，全美善良的男男女女贏了，這是
協會帶頭奮戰數十年的成果。」

「自衛權以及捍衛家人與摯愛的權利，不應被限制在家。
」

紐約州長侯可（Kathy Hochul）形容這是 「黑暗的一天」
；加州州長紐松（Gavin Newsom）痛批這項決定 「可恥」。

侯可表示： 「在全國反思槍枝暴力的時刻，紐約州限制隱
蔽攜槍者的法律，被最高法院魯莽裁定違憲，令人無法接受。
」

保守派大法官湯瑪斯（Clarence Thomas）主筆主要意見書
，其他5名保守派大法官也認定此法違憲。

湯瑪斯表示，紐約州的法律讓 「有普通自衛需求的守法公
民，無法行使第二修正案中在公共場所保有或攜帶武器自衛的
權利」，故認定紐約州的許可制度違憲。

拜登民調連4週下滑 繼5月底再度觸及個人低點

這武器 「打不贏大陸」卻被留下
美議員曝唯一贏家

（綜合報導）根據路透社/易普索（Reuters/Ipsos）今天完
成的最新民調，美國總統拜登的支持率連續第4週下滑，來到
36%，追平5月底的最低點。

路透社報導，拜登支持率自去年 8 月以來就一直維持在
50%以下，是他所屬民主黨可能於11月8日期中選舉在國會至
少丟失一院掌控權的警訊。

有34%美國民眾認為經濟是美國目前最重大的議題。美國

通膨達40年新高無疑是拜登最棘手問題，加上俄羅斯入侵烏克
蘭限制國際燃料供應，供應鏈也仍因COVID-19（2019冠狀病
毒疾病）大流行受到限縮。

在自家民主黨內部，拜登的支持率達73%，與6月15日調
查的74%大致持平。去年8月期間，支持拜登執政表現的民主
黨人有85%。

但在共和黨人士之間，拜登的支持率跌至7%，低於6月15

日調查的11%。認為美國走在正確方向的美國民眾僅18%。
拜登的支持率雖沒有到達前一任總統川普於2017年12月

寫下的33%史上最低，但也不遠了。
路透社/易普索在全美以英文進行線上調查，有1002名成

人作答，包括435名民主黨人和379名共和黨人，抽樣誤差為
正負4個百分點。

美最高院裁定紐約州攜槍限制違憲美最高院裁定紐約州攜槍限制違憲
拜登批違背常識拜登批違背常識

（綜合報導）新聞網站 「The Drive」軍事專欄 「The War
Zone」報導，美國聯邦眾議院軍事委員會（HASC）22日初步
通過一項修正案，不讓美國海軍 2023 年退役太多艘自由級
（Freedom-class）濱海戰鬥艦（LCS），遭議員批評就算留下
這批 「檸檬車」（Lemon Car），也沒有能力用於對付中俄威
脅，唯一贏家是負責維修這些船艦的承包商。

根據報導，由眾院軍委會副主席露莉亞（Elaine Luria）和
同委員會成員高登（Jared Golden）針對2023 財年《國防授權
法案》（NDAA）草案提出的修正案，22日獲得初步批准；該

案允許再為五角大廈增加370億美元（約新台幣1.1兆元）的經
費，可能讓明年美國國防部預算達到史上最高的8100億美元
（約新台幣24.1兆元）。

「The War Zone」指出，此修正案最大的爭議之處，是給
予美國海軍3.18億美元（約新台幣95億元）的額外資金，大砍
該軍種2023年將淘汰的自由級艦數量，自退役9艘減為4艘。

「美國海軍學會新聞網」（USNI News）報導，民主黨眾
議員史畢爾（Jackie Speier）對此表達反對，痛批自由級艦是有
嚴重瑕疵的 「檸檬車」，沒有能力幫助美國因應俄羅斯、中國

大陸等最大威脅；而美國已在自由級艦隊上花費了數十億美元
，唯一贏家是負責維修這些船艦的承包商。

史畢爾強調，自由級艦從一開始就存在可靠性問題，在
「美國國會稽核處」（GAO）的11次檢查中，就有10次發生

動力系統故障；甚至連眾院軍委會主席史密斯（Adam Smith）
都表示，他認為 「品質比數量更重要」，稱美軍可以省下這筆
費用，將錢花在刀口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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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韓國政府宣布，韓國自主研發的

運載火箭“世界號”於當日成功發射，火箭搭

載的衛星進入預定軌道。

據韓國科學技術信息通信部和韓國航空宇

宙研究院發布的消息，當地時間21日16時(北

京時間15時)，“世界號”在韓國全邏南道高興

郡的邏老宇航中心按照計劃點火升空。

在發射約1小時後，韓國科技部長官李宗

昊在記者會上宣布，“世界號”發射成功，火

箭搭載的衛星也已成功進入預定軌道運行，並

稱“世界號”的成功發射是韓國科學技術領域

和歷史上具有裏程碑意義的瞬間。

韓國總統尹錫悅當天也在總統府觀看了

“世界號”的發射過程直播。他表示，火箭發

射成功是過去30年努力的成果，韓國通向太空

之路由此打通。

據介紹，“世界號”火箭全長47.2米，總

重200噸，目標是將1.5噸級的衛星送上600至

800公裏的近地軌道。

2021年10月21日，“世界號”第壹次發射

，但因第三級發動機燃料提前耗盡，未能將火

箭搭載的模型衛星送入預定軌道，發射任務宣

告失敗。考慮到天氣、檢修、技術準備情況等

因素，該火箭的第二次發射數度延後，最終敲

定發射時間為本月21日。

據悉，韓國宇宙研究中心將於明年上半年

制作第三枚“世界號”火箭，並在2027年之前

再進行4次發射。

韓國自研運載火箭
““世界號世界號””成功發射成功發射

印尼煤炭成歐洲能源替代“香餑餑”
綜合報導 印度尼西亞的煤炭突然

成了歐洲眼中的“香餑餑”。最近，

壹些歐洲國家紛紛向印尼提出了進口

煤炭的想法，德國更是率先拋出了

1.5 億噸的大單。在國際市場大宗商

品價格持續走高的背景下，這壹來自

非傳統市場的巨大需求對印尼煤炭業

無疑是壹大利好，但卻又並非那麼間

單。

長期以來，歐洲的能源主要依靠俄

邏斯，在2020年的煤炭進口中，俄邏斯

占比50.2%，其他依次是哥倫比亞17.1%

、美國15.5%和澳大利亞8.4%。俄烏沖

突爆發以來，歐洲加速能源“脫俄”進

程，也導致能源危機頻發，且呈愈演愈

烈之勢。

歐盟理事會4月份宣布對俄邏斯采

取第五輪制裁，從8月份起停止購買、

進口或轉運產自俄邏斯或從俄邏斯出口

的煤炭。為填補包括煤炭在內的俄能源

供應退出留下的缺口，歐洲已研究了各

種可能的選擇，包括從美國、中東乃

至非洲尋找替代來源，以及重啟核電

或發展新能源等，但仍苦無良策。煤

炭儲量豐富的印尼因此成為歐洲國家

的新目標。

根據印尼能源和礦產資源部2019年

數據，印尼煤炭資源量為1437億噸，儲

量為388億噸，可以持續開采到2091年

或大約70年以上。2021年，印尼煤炭產

量達到 6.14 億噸，而國內使用量僅為

1.33億噸，78%用於出口，是世界上動力

煤出口量最大的國家，主要銷往中國、

日本、越南和印度。

印尼積極回應歐洲提議。印尼能源

和礦產資源部礦產和煤炭司司長裏德萬·

德賈馬魯丁6月16日表示，能源和礦產

資源部將確保國內產能在年底前保持相

對穩定，並進壹步提高擁有采礦許可證

的煤炭公司的產量目標，以滿足壹些非

傳統國家的大量需求。他說，“我們的

煤炭來源仍然充足，壹些大型煤炭企業

有相當的儲量。”

到目前為止，歐洲還不是印尼煤炭

的主要出口目的地。壹方面是因為運輸

距離較遠，成本較高；另壹方面，歐洲

市場對煤炭質量要求相對較高。發往歐

洲市場的煤炭必須使用巴拿馬型和好望

角型貨船。因此，印尼迄今對歐洲市場

的出口僅有3%左右。

不過，印尼已經開始增加向壹些歐

洲國家的煤炭出口。印尼煤炭開采協會

執行董事亨德拉· 西納迪亞透露，這些歐

洲國家包括德國、波蘭、意大利、西班

牙和荷蘭等。

亨德拉還要求印尼政府在采礦設

備方面提供支持，以增加產量，並確

保所需的運輸船只。亨德拉表示，歐

洲的需求來得比較突然，近期上調的

生產目標相對較難實現，因為今年壹

季度受惡劣天氣影響生產天數減少。同

時，受資金影響，上遊煤礦的勘探活動

也有所放緩。

有關數據顯示，印尼截至今年年中

的煤炭產量相對較低，只有 2.7178 億

噸，其中，出口 9579 萬噸，內銷 7265

萬噸，另外還履行“國內市場義務”

5403 萬噸。今年 1 月份，由於國營電

廠庫存告急，印尼實施了壹個月的

煤炭出口禁令，迫使煤企履行“國內

市場義務”，以遠低於國際市場價格

的每噸 70 美元向國家電力公司供煤

。當前，國際煤價持續走強，在過去

3 個月裏上漲 51.17%。紐卡斯爾洲際

交易所 6 月 17 日數據顯示，7 月份的

煤炭期貨價格上漲 0.41%，達到每噸

346.4 美元。

然而，印尼業界也並非沒有“遠

憂”。他們擔心，印尼為滿足歐洲需求

而大幅提高采煤產量可能導致近期壹直

居高不下的煤炭價格不穩定。壹些上遊

煤炭開采企業已經開始重新計算長期的

市場潛力。

印尼礦業與能源論壇主席辛傑·

維達多表示，為實現提產目標，煤

企需要增加額外的基礎設施投資和

重型設備，因此，不得不考慮未來

的市場狀況，包括當前的高價位能

持續多久，特別是出口德國市場的

運輸成本非常高。

同時，也不是所有的印尼煤企都

能達到德國用煤的質量要求。辛傑稱

，德國當前對印尼煤炭需求增加，主

要是因為南非、哥倫比亞和澳大利亞

等國因基礎設施老化、勞動力成本上

升等導致供應不足，如果1.5億噸的供

貨要求是在 3年以上，從現在開始準

備也是可以完成的，但很明顯，“代

用煤的質量比較高，並不是所有企業

都能做得到”。

綜合報導 壁磅鎮內壹護人家家

人全部被劫匪邦住雙手，家中價值

4000萬緬蔽的首飾珠寶被搶走，截

至6月19日，劫匪還沒有被逮捕。

根據當地人描述得知，6月16日下

午，壁磅鎮列班村的杜欽溫敏家遭4名

蒙著面，拿著刀的男子闖入，然後迅速

將素欽溫敏的家人雙手邦起來，然後拿

出刀威脅他們，之後實施暴力搶劫。事

後，他們到警局報案，但是截至6月19

日，兄手還沒有被逮捕到。

遭受暴力搶劫的壹人稱，我從

來沒有聽說過這洋子的搶劫事件，

當時非常的害怕。去警局報案了，

現在還沒有逮捕到兄手。

據了解，上述搶劫案件中，杜

欽溫敏家被搶走3部手機，10個金

手鏈，金項鏈、鉆石耳墜等等首飾

，總價值達4000萬緬蔽左右。

與此事相關，街區管理組相關

負責人稱，為了抓捕到兄手，我們

已經在開展相關工作了。根據調查

得知，受害者被搶走了價值4000萬

緬蔽的首飾珠寶。幸運的是，他們

的生命沒有受到威脅。

當地民眾軍方接管政權後，壁

磅鎮搶劫案、偷盜案經常發生，經

常有摩托車被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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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位在新北市板橋區的浮洲合宜宅，原是國家實踐
居住正義、提供民眾低價買屋的福利政策，不料從2018年起陸
續出現法拍屋，強硬破解政府規定的 「10年禁賣閉鎖期」，房價
更從原先1坪19.5萬元飆漲到4字頭。檢警近日查出一個包括房
仲、人頭屋主、假債權人、假租客等近百人組成的 「投資客法拍
團」涉嫌藉合宜宅套利，營建署除已委請律師提告，也將以原價
85折買回法拍屋，杜絕不法投機分子海削政府福利。

本刊調查，浮洲合宜住宅位在板橋區大觀路二段附近，四周
有公園綠地，生活機能不錯，房屋格局從2房到4房，總計有4
千多戶，2012公開抽籤，2015年交屋，承購價格1坪為19.5萬元
，幾乎是該地區房價打7折，不過政府規定在10年閉鎖期內禁止
轉售，直到2025年3月方可陸續交易移轉。

知情人士指出，從2018年到2019年陸續出現多起浮洲合宜
住宅法拍案，原本 「超甜」房價經法拍後行情翻倍跳，甚至去年
底攀升到4字頭，監察院也收到檢舉，清查後發現55件法拍屋中
有39件疑涉不法，當時即對內政部和國發會進行糾正。

檢警透露，該投資客法拍團集團組成相當複雜，不但找來投
資客當金主，還集結了房仲、地政士、代書、假租客、扮成假債
權人的買家以及人頭屋主，粗估成員人數近百人，集團分工、手
法相當縝密，看準合宜宅比周邊房價便宜，除了在合宜宅抽籤前
找好假人頭參與抽籤，提高 「中房率」，抽中者還可獲得100萬
元佣金。

另外，抽籤完畢後待屋主名單出爐，住戶陸續遷入，該集團
完全不甩政府10年禁賣令，大辣辣在社區掛起 「專營浮洲合宜
店面住宅，歡迎託售託租」布條。而集團的操作手法就是進行

「假債權、真買賣」，先由旗下房
仲撮合買賣雙方談妥價格後，接著
塑造屋主欠錢、簽下本票的假象，
再由買家匯款給對方，塑造出 「借
貸金流」，藉此製造出假債權，以
利後續的法拍操作。

為讓競標該法拍屋的人士更加
特定好操控，符合 「有人佔用、不
點交」的法院判定，集團也超前部
屬，找來人頭租客住在該處，導致
競標者銳減，法拍屋變成無人競標
而流標，假債權人即可行使承買權
承受；若擔心有人搶標，假債權人
也可主動參與競標，確保法拍時房
子能安全進入假債權人也就是買方
口袋，不僅躲過政府10年禁賣令，
更能輕鬆取得房屋產權。

不過弔詭的是，監察院從相關
文件發現，法拍前法院都會請第三公正單位進行鑑價，制定法拍
屋定價，不過由於假債權人和屋主早已談好房價，就曾發生假債
權人抗議法拍價格太低、侵害權益，自己又加價購買的不合常理
現象，這動作也讓該集團露出馬腳。

據了解，除了集團找來抽籤的人頭外，配合操作賣屋的屋主
約可賺進50萬元上下，他們之中不乏經濟情況不好甚至繳不出
房貸等情形，才想趁機賺上一筆。粗估浮洲合宜住宅社區39件

問題法拍屋已讓該集團海撈上億元。
由於該投資客集團相當熟悉法拍市場流程，1個半月到3個

月內就能完成整個法拍屋程序，手法俐落迅速。目前檢警深入追
查39件問題法拍，全案朝《使公務人員登載不實》偵辦，並痛
批該集團濫用國家嘉惠民眾、實施 「居住正義」的美意，動歪腦
筋發財， 「搞詐騙手法A國家福利，根本是全民公敵」。

《合宜宅A國家》假債權真買賣狂撈上億元
囂張投資客法拍團百人遭調查

（中央社）工人遭機器斷指受傷工安事件
時有所聞，經高市小港醫院統計，救治因工作
導致斷指平均每個月就有2.3件。為此，小港醫
院鄰近事業單位和消防隊成立 「殘肢照護聯盟
」，並安排教育訓練，甚至提供殘肢保盒，讓
殘肢能保持在最佳狀態下送醫，提高接回機會
。

小港醫院鄰近工業區，附近約有1500家工
廠，經院方統計因工作導致創傷性殘肢也就是

斷指的病人，每月就會救治約2.3件。工人們平
日在使用機械如電鋸、封口機、手電動機械等
器具時，四肢不慎被物體夾入或切割，導致肢
體斷離，其實第一時間的處理最為重要。

因此院方與臨海工業區、中鋼、中鋁、高
雄國際航空站、高雄市消防局第三大隊第三中
隊今年起建立 「殘肢照護聯盟、手護最前線」
，深入周邊工業區以及鄰近消防隊進行教育訓
練及演練，還提供殘肢處理包、殘肢保存盒給

各工業區以及消防救護分隊使用。
小港醫院以好記的口訣 「沖、包、冰、放

、送」，發現殘肢時應適當沖洗，濕紗包覆、
低溫保存、放入保存盒、送入醫院等5大步驟，
而病患送到小港醫院後，急診科也發展一套
「急診創傷性殘肢組合式照護」，就是當斷指

送到急診後，如何保存、溫度監控、安全運送
、妥善交班，希望可以在接收到斷指時，與病
人一起送入手術室，提高接回的機率。

如今年3月一名47歲的陳姓男子，在工作
時手指被機台夾斷，所幸在各單位迅速處置下
，最後手指順利接回。小港醫院急診科主任劉
耀華說，若是發生肢體有截斷或切斷的情形發
生，建議以生理食鹽水溼紗或乾淨布單包裹，
再放到乾淨的夾鏈袋，保存於冰水容器，不可
以直接浸泡在水裡，身體斷端部位則以壓迫性
方式進行止血及包紮。

手護最前線 小港醫院成立殘肢照護聯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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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se Texas Lottery Commission scratch ticket games will be closing soon:

Texaslottery.com is the official source for all pertinent game information. Game closing procedures may be initiated 
for documented business reasons. These games may have prizes unclaimed, including top prizes. In addition, game 
closing procedures will be initiated when all top prizes have been claimed. During closing, games may be sold even 
after all top prizes have been claimed. Must be 18 or older to purchase a ticket. For help with a gambling problem, 
ncpgambling.org. © 2022 Texas Lottery Commission. PLAY RESPONSIBLY.

Game # Game Name / Odds $ Official Close 
of Game

End Validations 
Date

2296
Lady Luck            

Overall Odds are 1 in 4.85
$1 7/13/22 1/9/23

2370
Texas Cash          

Overall Odds are 1 in 4.29
$2 7/13/22 1/9/23

2368
JEOPARDY!®            

Overall Odds are 1 in 4.11
$5 7/13/22 1/9/23

2371
Lucky 7s             

Overall Odds are 1 in 4.10
$5 7/13/22 1/9/23

2309
$100 Million Cash Payout           
Overall Odds are 1 in 3.82

$10 7/13/22 1/9/23

2336
Power 10X           

Overall Odds are 1 in 3.95
$10 7/13/22 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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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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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宮館開幕 特首冀遊客必到
肩負推動國民身份認同責任 可講好當代中國故事

◆彩雲蝠壽字金龍紋男龍袍。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趙芾《江山萬里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圖右：王羲之《行書雨後帖》（宋臨摹
本）。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盤龍紐“大清受命之寶”。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孝欽顯皇后朝服像畫
稿。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鏡子。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萬眾期待的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22日舉行開幕典禮，並

將於7月2日正式開放予公眾參觀。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

娥，國家文化和旅遊部副部長、國家文物局局長李群，香港

中聯辦副主任盧新寧，外交部駐港公署副特派員楊義瑞，北

京故宮博物院院長王旭東，香港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董事局主

席唐英年等共同主禮。林鄭月娥致辭時表示，故宮文物的價

值不限於讓人觀賞、讚嘆的藝術成分，還可供深入了解中華

文明五千多年發展歷史價值，以及提升文化自信、民族自豪

的感情價值，因此肩負推動國民身份認同及講好當代中國故

事的責任。她強調香港故宮館開幕離不開中央支持，期望香

港故宮館能成為遊客必到之地。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帶你睹國寶風采 領略清宮“日與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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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
報 記 者 22 日
參觀香港故宮
館9個展廳，
參觀時間約 2

小時，但要完整逛完 9 個展
廳，2小時遠遠不夠。記者一
路走馬觀花下來，總結參觀
攻略，建議先在1號、2號展
廳觀賞，因為此兩廳相對宏
觀地介紹紫禁城布局，主要
以清代物品為主，向入場者
傳遞故宮的初步概念，有了
基本歷史文物知識，再參觀
其他展廳就更容易上手。

至於其後的參觀路線，則
要入場者先做足功課，因為其
餘幾個展廳各有特色，可按個
人喜好選擇次序。例如4號展
廳是“龍顏鳳姿：清代帝后肖
像”，讓記者大開眼界，驚嘆
清代皇室禮儀制度的複雜嚴
謹。該展廳入口掛有一幅巨型
的慈禧太后（孝欽顯皇后）朝
服像畫稿，畫面以黑白為主，
只有小部分服裝圖案有標記顏
色。

講解員表示，畫稿是宮廷畫師正
式繪圖前，用於給肖像主過目的樣本，
與正圖比例完全相同，但存世的畫稿較
正圖更為稀少，該幅稿圖於2017年前
後才被北京故宮博物院工作人員發現，
今次是首次對外展出，“我們比較過畫
稿和正圖，幾乎是完全一致，只有細微
地方有一點差別。”4號展廳的肖像畫
會輪換展出，雍正皇帝及熹貴妃（孝聖
憲皇后、乾隆生母）的朝服像會於稍後
展出。

作為香港特區的重點文化項目，香港
故宮文化博物館的籌建得到了中央

政府的大力支持。2017年6月29日，在
習近平主席見證下，北京故宮博物院與
西九文化區管理局簽署《興建香港故宮
文化博物館合作協議》，正式啟動項
目。2021年底項目竣工，2022年5月展
廳裝修及展覽設置工程完成。

館內共設有9個展廳，7月2日正式
開館後將展出由故宮博物院借出的914件
珍貴文物及香港文化機構的藝術收藏
等。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落成有利於推
動香港發展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向
世界傳播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不斷增強
香港社會特別是年輕人的國家認同和文
化自信。

在22日的開幕典禮上，林鄭月娥致
辭時表示，香港匯聚東西文化精粹，是
世界級的大都會，也是國家與國際交往

的窗戶，一直擔當文化聯繫人的角色，
香港在博物館管理和策展方面有豐富的
經驗，可以利用獨特優勢，加強與內地
博物館的合作，攜手推動中華文化走出
去，既可彰顯國家的軟實力，也能成為
“一帶一路”下的民心相通重要平台，
並通過博物館不同類型的教育活動加強
香港青少年對中華文化的認識，從而提
升他們對國家的向心力。

林鄭月娥又指，主持故宮館開幕禮
是她任內最後一場公開活動，為公職生
涯畫上完整句號，增添光彩，她會是故
宮永遠的仰慕者，祝願故宮文化博物館
大放異彩，不負中央對香港的厚愛。

李群：助體悟中華文化厚重底蘊
李群致辭時表示，香港故宮文化博

物館的建設，是故宮所代表的中華優秀
傳統文化與現代化、國際化香港之間的

創造性結合，是內地和香港文化、文物
合作里程碑的實踐，是香港與內地共享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傳承中華文明創新
性的實踐。他指出，香港故宮文化博物
館的建成，讓香港的市民可零距離欣賞
美輪美奐的中華文物，體悟中華優秀傳
統文化的厚重底蘊，感受當代中國發展
的強勁脈搏，增強香港繁榮昌盛的文化
自信。

王旭東：續擴大中華文化國際影響力
王旭東致辭時表示，香港故宮館的使

命和發展方向與故宮博物院完全一致，希
望未來雙方同心同向，在中央政府、香港
特區政府的領導下，積極融入粵港澳大灣
區建設，為香港國際藝術文化交流中心的
建設及中國文化走出去不斷擴大中華文化
國際影響力，推動文明交流互建，在文物
博物館領域作出更大貢獻。 ◆林鄭月娥等參觀館內展品。

◆◆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2222日舉行開幕典禮日舉行開幕典禮。。香港中聯辦網站圖片香港中聯辦網站圖片

��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文）香港故宮文化博
物館22日舉行開幕典禮，並開放九大展館予傳媒
預覽，一睹國寶級文物的風采。今次是北京故宮博
物院成立以來，最大規模的一次文物“出宮”外
借，入場的香港市民可大飽眼福，當中“必睇”珍
品是清代康熙皇帝的朝服“明黃色紋雲龍紋男單朝
袍”、孝欽顯皇后朝服像畫稿等。香港故宮館的團
隊在策展時用足心思，透過展品展現歷史上乾隆皇
帝、太后、嬪妃等宮中人一天的生活情景，讓觀眾
體會宮裏的“日與夜”。

香港故宮館7月2日正式對公眾開放，22日舉
行傳媒預覽及開幕典禮。九大展館中，有7個由香
港故宮館與北京故宮博物院聯合主辦和策劃，展示

914件來自北京故宮博物院的珍貴文物。此次北京
故宮博物院借出的展品，不論數量抑或珍貴程度皆
是史無前例，絕大部分文物亦是首次赴港展出，甚
至首次曝光的展品。

其中，1號展廳展出的康熙皇帝朝服“明黃色
紋雲龍紋男單朝袍”，是康熙皇帝出席重大典禮、
接見官員時穿着的禮制服裝。另外，乾隆皇帝的龍
袍也是稀世珍品，一針一線人手用金線繡了3年，
現場還展出皇帝生日、大婚時穿着的“吉服袍”。

4號展廳展出的孝欽顯皇后朝服像畫稿也彌足
珍貴，從畫稿中能窺視宮廷畫師一絲不苟的工
藝。象徵九五之尊皇權的盤龍紐“大清受命之
寶”，是清太宗皇太極的舊物，也是大清“承受

天命”的象徵。
除了清朝皇室用品，唐宋元書畫亦不容錯過，

包括王羲之的《行書雨後帖》（宋臨摹本）、趙芾
的《江山萬里圖》、宋徽宗趙佶的《雪江歸棹圖》
及米芾的《 行書研山銘》，其中《行書研山銘》
別具意義。

講解員介紹，米芾是北宋書畫家，傳世作品極
少，《行書研山銘》是其中之一，而且是民間藏
品，沒有流入宮廷，近代該作品曾流落日本，後由
國家文物局於2002年以2,999萬元人民幣成功競拍
回國。今次特別展出宋朝臨摹“書聖”王羲之的
《行書雨後帖》，雖然並非王羲之真跡，但仍展現
秀麗而豐富多變的筆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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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磚國工商界
可從三方面推進合作
◆要利用各國產業結構和
資源稟賦互補優勢，提升
貿易、投資、金融合作水
平，拓展跨境電商、物
流、本幣、信用評級等領
域合作，維護產業鏈供應
鏈安全暢通。

◆要積極參與金磚國家新
工業革命夥伴關係建設，
加強數字經濟、智能製
造、清潔能源、低碳技術
合作，助力各國產業結構
轉型升級。

◆要深入推動能源、糧
食、基礎設施、技能培訓
合作，履行社會責任，讓
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
全體人民。

來源：新華社

2

3

拆除一切阻礙生產力發展藩籬
視頻出席金磚國家工商論壇開幕式強調要堅持開放包容習

近
平
: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

6月22日晚，中國國家主席習 平

以視頻方式出席金磚國家工商論壇開幕式並

發表題為《把握時代潮流 締造光明未來》

的主旨演講。習 平強調，要堅持開放包

容，拆除一切阻礙生產力發展的藩籬，引導

推動全球化健康發展，讓資金和技術自由流

動，讓創新和智慧充分湧現，匯聚世界經濟

增長合力。

習近平指出，當前，世界百年變局和世紀疫情
相互交織，各種安全挑戰層出不窮，世界經

濟復甦步履維艱，全球發展遭遇嚴重挫折。世界
向何處去？和平還是戰爭？發展還是衰退？開放
還是封閉？合作還是對抗？是擺在我們面前的時
代之問。

向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目標勇毅前行
習近平強調，歷史長河時而風平浪靜，時而

波濤洶湧，但總會奔湧向前。儘管國際形勢風雲
變幻，但開放發展的歷史大勢不會變，攜手合
作、共迎挑戰的願望也不會變。我們要不畏浮雲
遮望眼，準確認識歷史發展規律，不為一時一事
所惑，不為風險所懼，勇敢面對挑戰，向着構建
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目標勇毅前行。

堅持以和平方式解決國家間分歧爭端
第一，我們要團結協作，共同維護

世界和平穩定。慘痛的歷史表明，霸權主
義、集團政治、陣營對抗不會帶來和平安全，只
會導致戰爭衝突。迷信實力地位，擴張軍事聯
盟，以犧牲別國安全謀求自身安全，必然會陷入
安全困境。只有人人都珍愛和平、維護和平，只
有人人都記取戰爭的慘痛教訓，和平才有希望。
我們要不忘聯合國憲章初心，牢記守護和平使
命。不久前，我提出全球安全倡議，倡導各國堅
持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堅持尊
重各國主權、領土完整；堅持遵守聯合國憲章宗
旨和原則；堅持重視各國合理安全關切；堅持通
過對話協商以和平方式解決國家間的分歧與爭
端；堅持統籌維護傳統領域和非傳統領域安全。
國際社會要摒棄零和博弈，共同反對霸權主義和

強權政治，構建相互尊重、公平正義、合作共贏
的新型國際關係，樹立休戚相關、安危與共的共
同體意識，讓和平的陽光照亮世界。

全面推進減貧衞生教育等領域合作
第二，我們要守望相助，共同促進

全球可持續發展。當前，全球發展進程遭受嚴
重衝擊。全球將近70個國家的12億人口面臨疫
情、糧食、能源、債務危機，全球過去數十年減
貧成果可能付諸東流。去年，我提出了全球發展
倡議，呼籲圍繞落實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
程，推動構建團結、平等、均衡、普惠的全球發
展夥伴關係，全面推進減貧、衞生、教育、數字
互聯互通、工業化等領域合作。要加強糧食、能
源合作，提高糧食和能源安全保障水平。要抓住
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機遇，促進創新要
素全球流動，幫助發展中國家加快數字經濟發展
和綠色轉型。要積極開展抗疫合作，向發展中國
家提供更多抗疫藥物，爭取早日戰勝疫情。要堅
持以人民之心為心、以天下之利為利，推動全球

發展邁向新時代，造福各國人民。

主要發達國家要採取負責任經濟政策
第三，我們要同舟共濟，共同實現

合作共贏。當前，一些重要產業鏈供應鏈遭到
人為干擾，全球通貨膨脹居高不下，國際金融市
場持續動盪，世界經濟復甦勢頭不斷走弱。大家
都在擔心，世界經濟會不會陷入危機的泥潭。在
這個關鍵時刻，只有堅持同舟共濟、團結合作，
才能戰勝經濟危機。要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
使，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主要發達國家要採
取負責任的經濟政策，避免政策負面效應外溢，
避免給發展中國家造成嚴重衝擊。事實一再證
明，制裁是“迴旋鏢”、“雙刃劍”，把世界經
濟政治化、工具化、武器化，利用國際金融貨幣
體系的主導地位肆意制裁，終將損人害己，使世
界人民遭殃。

消除貿易投資技術壁壘
第四，我們要包容並蓄，共同擴大

開放融合。一段時間以來，經濟全球化遭遇
“逆風逆流”。國際社會普遍擔憂世界經濟分裂
為相互隔絕的區域。經濟全球化是生產力發展的
客觀要求和不可阻擋的歷史潮流。開歷史倒車，
企圖堵別人的路，最終只會堵死自己的路。要堅
持開放包容，拆除一切阻礙生產力發展的藩籬，
引導推動全球化健康發展，讓資金和技術自由流
動，讓創新和智慧充分湧現，匯聚世界經濟增長
合力。要維護以世界貿易組織為核心的多邊貿易
體制，消除貿易、投資、技術壁壘，推動構建開
放型世界經濟。要堅持共商共建共享，加強全球
經濟治理，增加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代表
性和發言權，確保各國權利平等、規則平等、機
會平等。

中國將加大宏觀政策調節力度
習近平強調，今年以來，面對複雜嚴峻的國

內外發展環境，中國堅持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
會發展，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最大程度保
護人民生命健康，也最大程度穩住了經濟社會發
展基本盤。中國將加大宏觀政策調節力度，採取
更加有效的舉措，努力實現全年經濟社會發展目
標。下半年，我們將召開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
國代表大會，描繪下一個階段中國發展藍圖。中
國將立足新發展階段，貫徹新發展理念，積極構
建新發展格局，努力實現高質量發展。中國將繼
續提高對外開放水平，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
新體制，持續打造市場化、法治化、國際化營商
環境。熱忱歡迎大家在中國投資興業，加強經貿
合作，共享發展機遇。

習近平指出，金磚合作機制是新興市場國家
和發展中國家合作的重要平台。當前，金磚合作
進入高質量發展新階段。希望企業家們發揚堅韌
不拔、勇立潮頭的精神，做開放發展的推動者、
創新發展的領軍者、共享發展的踐行者，給金磚
合作加油加力，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
人民。只要我們高揚互利共贏之帆、把穩團結合
作之舵，金磚國家這艘大船就一定能夠乘風破
浪，駛向更加光明美好的彼岸。

2022年金磚國家工商論壇於6月22日在北京
以線上線下結合方式舉行。南非總統拉馬福薩、
巴西總統博索納羅、俄羅斯總統普京、印度總理
莫迪出席論壇開幕式並致辭。金磚國家經貿部
長、駐華使節及工商界代表等共約1,000人出席。

胡春華主持開幕式。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2022年金磚國
家工商論壇22日在京以線上線下方式舉行。來自巴
西、俄羅斯、印度、中國和南非五國工商界的代
表，圍繞“深化金磚工商夥伴關係，共創全球發展
美好未來”主題，就推動金磚國家合作展開了廣泛
深入的交流，並共同發布了《金磚國家工商界北京
倡議》。

當前，新冠肺炎疫情導致全球震盪加劇，國際
格局和全球治理體系加速調整，世界經濟復甦面臨
不確定性，國際社會對金磚國家在加強抗疫合作、
促進經濟復甦、維護和平穩定等方面給予了更多關
注和期待。倡議提出，新興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是
推動全球經濟復甦的重要力量，支持開展全面、緊
密、務實和包容的合作，並願為此積極貢獻工商界
力量。

倡議提出，團結應對挑戰，擴大疫情下的衞生
健康合作。繼續加強金磚國家在檢測方法、治療、
研發、疫苗生產與互認，針對新冠病毒新變種的疫
苗安全性和有效性研究，新冠疫苗接種和檢測證書
（特別是用於國際旅行的證書）互認，傳統醫藥知
識共享等領域的合作。

倡議提出，秉持開放理念，促進世界經濟復
甦。支持開放、透明、公平、包容、非歧視的、基
於規則的多邊貿易體制；呼籲金磚國家加強在世界
貿易組織中的溝通與合作，支持對世界貿易組織進

行必要改革；倡議金磚國家加強貿易投資便利化合
作，增強各自營商環境透明度，在電子商務、知識
產權、服務貿易、中小微企業、經濟技術等方面深
化交流與合作。

推動製造業轉型
倡議提出，加快綠色轉型，推動全球可持續發

展。強調多邊主義是應對氣候變化等全球性挑戰的
重要路徑；呼籲考慮不同國情，在已有共識的基礎
上，按照國家自主決定貢獻的制度安排，增強互
信，加強合作，準確、平衡和全面實施《聯合國氣
候變化框架公約》及其《巴黎協定》；發展中國家
需獲得實施手段支持以貢獻最大努力。

倡議提出，擁抱數字經濟，推進金磚國家新工

業革命夥伴關係。加強政策溝通和政商學界對話，
分享最佳實踐，加強合作，歡迎達成《金磚國家數
字經濟夥伴關係框架》；大力推進數字化、智能化
發展，改造升級傳統產業，推動製造業轉型；要充
分釋放新一代信息技術潛力，對傳統產業尤其是製
造業進行改造提升。

倡議提出，加強協調合作，增強產業鏈供應鏈
韌性。金磚國家致力於維護開放、韌性、透明、穩
定和值得信任的全球和區域產業鏈供應鏈，推動產
業向價值鏈高端升級，從而更好應對新冠肺炎疫
情，實現經濟復甦；鼓勵金磚國家政府在疫後復甦
計劃中充分考慮中小企業面臨的挑戰，提供針對性
的政策支持和服務支撐，促進其更好融入全球產業
鏈、供應鏈、價值鏈。

金磚國工商界倡增營商環境透明度
◆6月22日晚，
國家主席習 平
以視頻方式出席
金磚國家工商論
壇開幕式並發表
題為《把握時代
潮流 締造光明
未來》的主旨演
講。 新華社

◆6月22日晚，中國國家主席習 平以視頻方式出席金磚國家工商論壇開幕式並發表題為《把握時代潮
流 締造光明未來》的主旨演講。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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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療財經專業類直播需有執業資質
中國《網絡主播行為規範》發布“負面清單”列主播“31不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實習記

者 郭瀚林 北京報道）網絡主播不得發布顛

覆國家政權，危害國家統一、主權和領土完整，危

害國家安全等內容；不得引誘未成年用戶打賞；不

得實施網絡暴力……中國國家廣播電視總局、文化

和旅遊部22日聯合發布《網絡主播行為規範》（以

下簡稱《行為規範》），列明31種不准許主播做的

行為。《行為規範》還提出，對於醫療衞生、財經

等需要較高專業水平的直播內容，網絡主播應取得

相應執業資質，平台要對主播進行資質審核及備

案。網絡主播還應如實申報收入，依法履行納稅義

務。問題性質嚴重、多次出現問題且屢教不改的主

播將被封號，禁止更換賬號或更換平台再度開播。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澳門特區政府22
日舉行疫情記者會通報，截至22日下午3時，澳門
此輪新冠肺炎疫情陽性感染者增至71宗，23日將啟
動第二輪全民核酸檢測；方艙醫院已準備就緒。

據澳門特區政府衞生局局長羅奕龍介紹，在71
宗陽性感染者中，51名女性、20名男性，年齡介乎8
個月至89歲。24人有症狀，列為確診病例；47人暫
時無症狀，列為無症狀感染者。通過流行病學調查，
官方共跟進密接和次密接人士2,965名。社區管控方
面，有12個紅碼區、5個黃碼區。

羅奕龍稱，因應全民抗原檢測結果，自23日早9
時至24日晚12時進行第二輪全民核酸檢測，爭取25
日（周六）早上得出全部檢測結果。

羅奕龍表示，方艙醫院目前已經準備就緒，可因
應疫情及實際需求而啟用，主要收治中等症狀感染
者。

澳門啟第二輪全民核檢

據悉，《行為規範》中提到的網絡主播是指
通過互聯網提供網絡表演、視聽節目服務

的主播人員，包括在網絡平台直播、與用戶進
行實時交流互動、以上傳音視頻節目形式發聲
出鏡等人員，以及利用人工智能技術合成的虛
擬主播。

中國國家廣播電視總局人事司負責人表示，
部分網絡主播法律意識淡薄、價值觀念扭曲，傳
播低俗庸俗內容、散布虛假信息、誘導非理性消
費和大額打賞、炒作炫富拜金、偷逃稅、損害未
成年人身心健康等違法違規問題時有發生，嚴重
擾亂行業秩序，污染社會風氣，民眾反映強烈，
亟須對網絡主播行為予以規範、加強監管。為
此，廣電總局會同文化和旅遊部共同起草形成了
《網絡主播行為規範》，規範行業秩序。

自覺抵制違反法律法規行為
針對“飯圈”亂象、拜金主義等不良現

象，兩部委要求，網絡主播應當堅持健康的格
調品位，自覺擯棄低俗、庸俗、媚俗等低級趣
味，自覺反對流量至上、畸形審美、“飯圈”
亂象、拜金主義等不良現象，自覺抵制違反法
律法規、有損網絡文明、有悖網絡道德、有害

網絡和諧的行為。網絡主播在提供網絡表演及
視聽節目服務過程中不得引導用戶低俗互動，
組織煽動粉絲互撕謾罵、拉踩引戰、造謠攻
擊，實施網絡暴力。

不得利用未成年人進行非廣告類表演
關於社會廣泛關切的未成年人合法權益和

身心健康保護問題，《行為規範》明確，要積
極為未成年人成長營造更加健康的網絡環境。
不得介紹或者展示自殺、自殘、暴力血腥、高
危動作和其他易引發未成年人模仿的危險行
為，表現吸煙、酗酒等誘導未成年人不良嗜好
的內容；不得利用未成年人或未成年人角色進
行非廣告類的商業宣傳、表演或作為噱頭獲取
商業或不正當利益，指引錯誤價值觀、人生觀
和道德觀的內容；不得通過有組織炒作、僱用
水軍刷禮物、宣傳“刷禮物抽獎”等手段，暗
示、誘惑、鼓勵用戶大額“打賞”，引誘未成
年用戶“打賞”或以虛假身份信息“打賞”。

違法失德藝人不得轉移陣地復出
《行為規範》還明確，主播不得營銷假冒

偽劣、侵犯知識產權或不符合保障人身、財產

安全要求的商品，虛構或者竄改交易、關注
度、瀏覽量、點讚量等數據流量造假；不得誇
張宣傳誤導消費者，通過虛假承諾誘騙消費
者，使用絕對化用語，違反廣告相關法律法規
未經許可直播銷售專營、專賣物品等；不得通
過“彈幕”、直播間名稱、公告、語音等傳播
虛假、騷擾廣告。

兩部委還要求，網絡主播應自覺加強學
習，掌握從事主播工作所必需的知識和技能。
對於需要較高專業水平（如醫療衞生、財經金
融、法律、教育）的直播內容，主播應取得相
應執業資質，並向直播平台進行執業資質報
備，直播平台應對主播進行資質審核及備案。

網絡主播出現違規行為將會受到何種處
罰？國家廣播電視總局人事司負責人表示，對
出現違規行為的網絡主播，要強化警示和約
束；對問題性質嚴重、多次出現問題且屢教不
改的網絡主播，應當封禁賬號，將相關網絡主
播納入“黑名單”或“警示名單”，不允許以
更換賬號或更換平台等形式再度開播。對構成
犯罪的網絡主播，依法追究刑事責任。對違法
失德藝人不得提供公開進行文藝表演、發聲出
鏡機會，防止轉移陣地復出。

◆中國國家廣播電視總局、文化和旅遊部聯合發布《網絡主播行為規範》，列明31種
主播禁止“負面清單”。圖為2021年11月9日直播賣貨的廣東彩妝品牌主播。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政協
第十三屆全國委員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
二次會議22日在北京閉幕。經表決，會
議決定任命張曉明為第十三屆全國政協
副秘書長。

會議決定增補馬建堂、馮正霖、何
平、宋濤、張紀南、聶辰席、隋青為第
十三屆全國政協委員；增補馬建堂、馮
正霖、謝伏瞻為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張
紀南為人口資源環境委員會副主任，宋
濤為教科衞體委員會副主任，隋青為民
族和宗教委員會駐會副主任，何平、聶
辰席為文化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副主任；
楊小波不再擔任民族和宗教委員會駐會
副主任。會議通過關於免去沈德咏第十
三屆全國政協常委、社會和法制委員會
主任職務，撤銷其委員資格的決定；追
認關於撤銷于魯明、劉彥平第十三屆全
國政協委員資格的決定。

張
曉
明
任
第
十
三
屆
全
國
政
協
副
秘
書
長

◆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副秘書長張曉明。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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穗首套房貸息降至4.25%一線城市最低
穩樓市政策頻出 百城新盤成交料回升

在穩樓市政策下，中國多地都爭相出台政策

鼓勵購房。據上海證券報報道，在中國四大一線

城市中，廣州房貸利率水平已是最低水平，部分銀行目

前執行的首套房貸利率已低至4.25%；對二套房利率，

不少銀行最低實行5.05%。

◆香港文匯報記者 蔡競文

報道指出，江西銀行廣州分行相關人士稱，針
對二手房購買者，只要個人徵信情況良好，

首套房最低都可做到4.25%，抵押後一兩天即可放
款。至於二套房貸利率亦低至5.05%。根據中國人
民銀行和銀保監會5月15日發布的《關於調整差
別化住房信貸政策有關問題的通知》，首套住房
商業性個人住房貸款利率下限調整為，不低於相
應期限貸款市場報價利率（LPR）減20個基點。
目前最新的5年期以上LPR為4.45%，即全國範圍
內首套房的商業貸款利率最低應為4.25%。

報道又引述中指研究院觀點稱，4.25%的利
率已接近歷史上最低水平，並料利率的下調對
廣州樓市的逐步恢復將起到一定作用。

100城市成交環比料增21%
另據易居研究院發布的報告，在3月以來持

續性的穩樓市政策助力下，房地產交易層面的
數據開始有所改觀。數據顯示，6月中國100個

城市新建商品住宅成交面積預計為2,506萬平方
米，環比預計增長21%，同比預計下降41%（5
月為環比增長14%，同比下降56%）。其中，
上海6月銷售量將比上月增長684%。

大和資本市場根據中指數據（CREIS）監
測也顯示，上周新房銷售量環比增長33%，同
比下降6%（而5月前兩周是同比下降35%至
53%）。該機構認為，上周銷售情況有所改善，
但不確定因素仍然存。

為協助房地產行業復甦，中國房地產業協
會將於7月26日至27日在杭州市與浙江省房地
產業協會聯合主辦“房地產紓困項目與金融機
構對接商洽會”。據協會發出的通知，商洽會
旨在為貫徹國務院扎實穩住經濟的一覽子政策
措施，盡力解決房地產項目紓困過程中的急迫
困難。

會議主要內容包括金融機構紓困方案介
紹，項目紓困過程中法律、稅務問題分析，房

企紓困轉型探索，以及發展長租房業務等。此
外，會議還設置專場，讓紓困方案及企業項目
與金融機構、有意兼併重組、合作發展解決項
目困難的企業對接商洽。

中房協下月開紓困會議
有業內人士認為，是次對接商洽會主要目

的為推進房企困境的解決方案，但大部分願意
接盤的是項目的合作方或性價比高的優質項目
資產。另外，房企融資艱難，紓困需要政策性
推動，房地產市場恢復及融資環境改善，以上
需要時間慢慢修復，預計今年下半年仍然是艱
難時期。

今年以來，龍光集團、正榮地產、陽光城
等內房企相繼發生實質性債務違約，融創中國
等頭部房企債務違約風險亦陸續顯露。大型國
有房企綠地控股集團最新也對美元債實行展期
而遭標普下調評級為“選擇性違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
2022年上半年，全球多個主要資本市場新股數
量及融資額大跌，惟滬深交易所仍交出亮麗成
績表。德勤中國資本市場服務部最新報告指，
滬深交易所將分別成為上半年全球第一和第二
大融資地。德勤中國審計及鑒證合夥人胡科預
計，隨着註冊制改革穩步推進，下半年新股發
行有望提速。

德勤指，中國上半年有約168隻新股、融資
3,109億元（人民幣，下同），比去年同期的

245隻雖下跌31%，但金額卻較之前的2,093億
元足足增加49%。其中，上交所新股68隻、融
資額2,087億元，深交所新股81隻、融資994億
元，北交所新股19隻、募集28億元。

德勤中國資本市場服務部上市業務主管合
夥人紀文和認為，這是紅籌企業回流上市和新
股發行註冊制改革的成果。該行預計，全年科
創板有140隻至160隻新股掛牌，融資額2,300
億至2,600億元；創業板190家至210家，融資
額1,900億至2,150億元；滬深主板有80隻至

100隻新股，融資約1,400億至1,700億元；北交
所50宗至80宗，融資額100億至150億元。

另外，人民幣兌美元22日中間價下調258個
基點，滬深A股早市高開後震盪，午後出現一波
插水行情，上證綜指最終收報3,267點，跌39點
或 1.2%；深圳成指報12,246點，跌177點或
1.43%；創業板指報 2,677 點，跌 15 點或
0.58%。兩市共成交9.965億元，北向資金淨賣出
68億元。有分析認為，近日外資持續賣出，加之
人民幣再度貶值，拖累投資者做多情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
道）中國上半年新冠肺炎疫情多地爆
發，物流受阻，加大經濟下行壓力。中
國物流與採購聯合會22日發布的《2022
年上半年公路貨運物流市場景氣度調查
報告》稱，超過六成企業貨運量出現不
同程度下滑，僅不到一成企業上半年有
望實現增長。報告並指出，針對物流貨
運行業的金融支持、租金減免、防疫補
貼等穩經濟政策仍待抓緊落實。

近八成企業利潤下滑
調查顯示，今年前5個月，僅有不到

兩成企業貨運量正增長；62.9%企業貨運
量出現不同程度下滑，其中近三成企業
下滑區間在5%至10%，超過一成下滑
30%以上。

企業貨運量收縮帶來收入下滑，加
之成本走高，利潤進一步下滑。今年前5
個月，僅一成企業利潤正增長；一成基
本持平；近八成利潤出現不同程度下
滑，其中15.7%企業利潤下滑逾50%，甚
至陷入虧損。

需求不振成為行業面臨的突出問
題。調查指出，超過半數企業反映5月貨
運量較上年同期出現下滑。G7數據顯
示，到5月底，全國整車貨運流量指數仍
較上年同期下滑兩成左右。

上半年貨運物流行業預期不樂觀，
僅9.5%企業預期上半年經營出現增長。
而預期全年經營出現增長的企業佔比增
加到12.9%，但仍有34.3%企業預期全年
經營出現下滑，23.8%預期會出現虧損。

5月31日，國務院出台《扎實穩住
經濟的一攬子政策措施》，物流業特別
是中小微物流企業和公路貨運企業是政
策支持的重點領域。報告指出，近四成
企業反映已經享受增值稅留抵退稅政
策。“交通運輸、倉儲和郵政業作為先
期實行的行業政策總體落實情況較好，
一定程度上緩解了企業資金緊缺壓力，
但是也有企業反映享受政策會導致稅務
稽查問題。”此外，社保緩繳、失業保
險穩崗返還等普惠性政策落實較好。

穩經濟政策待全面落實
不過，調查發現，政府性融資擔

保、貸款延期還本付息、普惠小微貸款
支持等金融支持政策落實還有待推進，
享受到以上政策的企業均不足10%。
“企業反映各地銀行推進速度較慢，沒
有適合交通物流領域的金融信貸產品，
傳統信貸產品仍然面臨利率高、擔保
多、徵信難等問題亟待破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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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O排名 滬深交所勢奪冠亞

◆在中國四
大一線城市
中，廣州房
貸利率水平
已是最低水
平。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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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台大醫學系今年
度申請入學管道統一分發結果於
15日公告，未料竟出現缺額，被
網友爆料是同系一名學生想重新
體驗面試而重考，並已通過，由
於占了名額，加上沒有備取，後
面的考生無法補上。校方表示，
由於重考乃學生權益，且該生已
放棄分發，沒有違規，難以懲處
。高中教師則怒批，系方不僅態
度太傲慢，也長年未開備取名額
，此事嚴重傷及所有考生的應考
權利，呼籲教育部處理。

此事在網路傳開後，引爆各
方論戰。台大註冊組組長李宏森
證實，確有其事，且該生目前為
台大醫學系一年級在學生，但由
於該名學生未參與統一分發，因
此名額將留用到 111 年度考試入
學分發。

李宏森說明，校方與系方收
到訊息後，便展開查核，發現在
學生身分不影響重複報考同系的
權益，而該生自學測一路考到第
2 階段的筆試與面試，都符合學
系錄取標準，被列為正取，代表
台大醫學系考試機制公平、公正
。

不過，李宏森也說，該生雖
重考且通過面試，系方與該生面
談後確認放棄分發資格，目前較
大影響是醫學系沒有列備取，位
居第51名的考生就無法考上，未
來醫學系也會討論，是否增加備
取生名額。

全中教祕書長許麗吉指出，
身邊有親友的孩子今年以 1 分之
差未獲台大醫學系正取，面對此
起事件，由於沒有列備取，直接
落榜，該名考生與家長氣憤難耐

。
許麗吉認為，公立大學經費

來自官方，並且申請入學名額皆
由教育部核定，無法接受教育部
不讓校系增列備取，同時看到校
方與系方對此事的態度如此輕描
淡寫，怒批傲慢，看不到政府與
大學端對考生的尊重。

許麗吉說，受少子化影響，
不少資優學子申請赴海外就學，
同時也會參加國內申請入學，想
要知道自己的實力。相同的邏輯
放到這次在校生重考台大醫學系
又被錄取，考生沒有錯，糟糕的
是系方沒有列備取， 「對備取生
不公平」，呼籲教育部不能放任
，應讓台大醫學系開啟備取名單
。

（中央社）台中市第二市場排隊名店 「山河魯肉飯」昨(23
日)清晨傳出暴力鬥毆死亡案，黃姓男子與友人等5人，酒後一早
6點多去吃早餐，與從桃園來的10名食客疑點餐時口角，引發衝
突大打出手，桌椅齊飛，黃男左胸遭銳器刺中，有2處穿刺傷，
送醫不治，同行4人也掛彩。警方立刻追緝5嫌到案，但卻發現
行兇原因疑似死者黃男在現場打電話找朋友來吃飯，卻被對方聽
成要找人來 「拚輸贏」，因此被刺死喪命。

根據調查，桃園的10名男女點餐時，與黃男就因認錯人引
發誤會。但事後黃男在現場打電話找朋友 「快來」，但對方卻認
為黃男是要 「烙人」，於是決定仗著人多勢眾先下手為強，欲挫

挫在地人銳氣，於是衝上前對黃男圍毆，並將他活活刺死。
據了解，黃男等5人前晚聚餐喝酒到昨日清晨，接著到 「山

河魯肉飯」吃早餐，點餐時偶遇從桃園來吃飯的一行10人，其
中1人趨前詢問黃 「有認識嗎？」，黃回說 「沒有，認錯人」，
氣氛一度尷尬緊張，經人出面安撫平息。

豈料黃男隨後撥打手機，邀友人來吃早餐時，被對方懷疑他
「撂人」引發怒火，當場上演全武行，雙方現場陷入混戰，連店

家的實木、塑膠及白鐵桌椅等物都被拿來砸人，黃男等5人寡不
敵眾，全都掛彩。

根據調查台中市警第一分局昨清晨6時21分許獲報到場時，

現場桌子、凳子四散翻倒一片狼藉，黃男左胸受到重創、血流不
止，當場無呼吸心跳，警方緊急通報送醫急救仍不治；同行32
歲陳男、41歲吳男、34歲李女及30歲陳女等4人，手腳多處受
挫擦傷，幸均無大礙。與黃男5人發生衝突的一方約10人，案發
後全部逃離現場。

警方調閱監視影像鎖定車號後以車追人，經初步調查，雙方
都不是黑道幫派人士，涉案10人事後分乘3輛自小客車逃離，案
發5小時後已追緝5人到案，目前仍持續擴大查緝在逃犯嫌。

台中魯肉飯攤男遭刺死原因曝
5惡煞搞烏龍想 「挫在地人銳氣」

（中央社）游男認定父親侵占外婆財產，與父、姐對簿公堂
，並控告父在法庭外辱罵他： 「笑三小」；在市場公開謾罵：
「不成仔」，造成他緊張、精神不佳，提告求償精神撫慰金30

萬元。游父則爆料，兒主導興訟告父、姐多達33案，他身為人
父，認為兒子嘻皮笑臉、不成材，並非辱罵，是表達個人意見，
也 「剛好而已」，法官判游男敗訴，可上訴。

游男說，父親侵占外婆財產，外婆不識字委託他討回，但父
拒不返還，他控告父侵佔，父遭起訴而心生不滿，今年3月15日
在法庭外多次辱罵他： 「笑三小」。去年7月5日清晨，父騎機

車經過他在市場攤位前，竟公開辱罵他： 「不成仔」；在2020
年11月間又騎機車，擋住他行車去向，不讓他離開。

游男指控，父親不顧他身為市場自治會代表身分，多次公開
謾罵侵害名譽權，造成他生活緊張、精神狀況不佳，向父親求償
精神撫慰金30萬元。

游父辯稱，他不滿兒子假借外婆名義興訟，庭審後，見兒子
站在法庭外竊笑、一副嘻皮笑臉的樣子，他一時怒從中來，向兒
子說： 「笑三小」，是表達個人意見，並非辱罵。游父並爆料，
兒子竟以自己及外婆名義，對父、姐提起民事及刑事訴訟共33

案，他身為人父，認為兒子不成材、自認家教失敗，出於無奈自
我調侃，如果罵一句不成材的 「不成仔」，是剛好而已。

法官認為， 「笑三小」雖粗俗，但並非侮辱謾罵言語，而
「不成仔」尚屬父親訓導子女的合理範圍。法官勘驗市場監視影

像，認為父子騎乘機車對峙時，旁側通道陸續有其他機車經過，
游男調整方向即可離開，父並未妨害自由，認定游男控告侵權並
無理由，而予以駁回。

男告父姐占外婆財產 父罵 「不成材」 又遭加告求償

大一生重考正取後放棄
台大醫沒備取 落榜頭氣炸

（中央社）朝陽科大禮聘國際級大師，堅實的教研團隊包括
來自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丹麥、印度等10餘國將近30位
專任教師及博士後研究員，為朝陽學子打造國際競爭力。

「朝陽科大的辦學願景就是成為世界級大學，深耕台灣、邁
向國際！」校長鄭道明指出，近年來積極打造國際化校園，除了
招收來自世界5大洲、18個國家近千名境外生，師資團隊也要國
際化。

像是來自丹麥的資深飛行員克勞斯（Claus F. Buhrmann），
鄭道明親赴丹麥Silkeborg與Herning Airport參訪，禮聘他來台擔
任朝陽航空機械系副教授級專案專業技術人員，指導飛行員培訓
、滑翔機飛行、飛機修護等。

航空機械系的外籍教師還包括畢業於北京清華大學力學專業
博士的華裔加拿大籍教授劉銘銳，專長是不穩定的飛行力學及渦
動力學，目前正研究微型無人飛機（MAV）。他是加拿大航空
航太研究所和香港工程師學會會員，曾服務香港飛機公司，有8
年飛機維修工作經驗，兼具產業實務與學術研發能量。

建築系聘請在紐約貝聿銘建築師事務所任職10年、擁有日
本及美國建築師雙執照的日裔美籍教授奧田孝次（Takazi Okuda
）。他曾在日本、美國、韓國、菲律賓任教，專長是建築設計、
都市與環境設計、風土建築、永續社區、韌性城市。

行銷與流通管理系教授黃德睿來自土耳其，已來台10餘年
，專長是數位行銷、社群媒體及消費者行為，曾成立數位行銷公

司，協助台灣中小企業國際行銷、網站設計、搜索引擎優化及社
群媒體行銷，並曾與藝人吳鳳等KOL合作，課程結合業界實務
經驗，教學活潑生動，深受學子喜愛。

應用化學系印度籍教授阿格拉瓦（Prof. Dinesh Chandra
Agrawal），編著《藥用植物和真菌─研究與開發的最新進展》
獲科技部評選2020年生命科學領域最具影響力研究專書。阿格
拉瓦說，在台研究期間感受到朝陽師生熱情，感謝學校提供豐沛
的學術資源。阿格拉瓦專注於藥用植物及真菌領域研究，累計已
編著7本專書，均由全球最大學術書籍出版社德國Springer出版
，持續累積朝陽的國際聲望及學術影響力。

網羅10餘國外師 朝陽科大邁向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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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油價高位波動
大類資產冷暖自知

位私募機構人士日前告訴中國證券

報記者，他已將原油期貨加入自選品種

“觀望”序列。“主要是因為合約價值

太大，配置壹手的話，增倉、減倉都比

較麻煩，我們壹般用瀝青和燃料油期貨

來替代。”他說。

多位期貨私募及研究人士告訴記者

，原油市場近期波動加居，操作難度增

加。部分投資者選擇減少操作，等待時

機布局空頭機會。

原油投資者紛紛減倉
在壹些投資者看來，原油市場單邊

行情的驅動力量正在減弱，交易難度正

在加大。

“當前原油市場的基本面情況比較

復雜，我們選擇了觀望。”上海富唐資

產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長李忠航表示，原

油可能是大宗商品中最後壹個下跌的品

種，時間節點可能在下個季度。

作為壹名CTA量化交易者，道智(北

京)投資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長康道誌近期

同洋減少了原油期貨操作。“受俄烏沖

突、美聯儲加息預期以及原油市場基本

面等各種因素的影響，原油期貨價格自

3月中旬以來壹直沒有出現確定方向，

整體呈現出寬幅震蕩、逐步擡高的走勢

。這種走勢下盈利的難度較大，我們自

3月中下旬已經大幅降低了原油期貨頭

寸。”

目前慘與原油期貨操作的恒油能源(

浙江自貿區)有限公司期貨負責人宋玉成

表示，當前主要是少量短線慘與，倉位

在三成左右。“目前我們主要在等待原

油期貨價格高點的出現，以布局空頭機

會。”

牽動大類資產“神經”
作為最重要的壹次能源，原油用途

極其廣泛，涉及社會經濟活動的方方面

面，包括工業生產、交通運輸等，因此

會間接影響很多商品和服務的價格。

中信期貨資產配置組負責人姜婧表

示，高油價對資產的影響有三方面：壹

是成本支撐，例如油價對於化工品的影

響。二是利閏影響，主要體現為上遊原

材料漲價，下遊盈利壓縮。三是反映在

通脹上，高油價帶動通脹上漲預期，大

宗商品和黃金相對會受益；同時，貨蔽

政策收緊預期利空債市。

“高油價會直接影響與原油相關的

下遊能化產品價格。如果油價維持高位

的話，勢必會影響下遊能化產品利閏，

進而導致能化產品價格中樞擡升。”曾

任某咨訊公司油品高級研究員的許安靜

稱。

歷史統計數據顯示，高油價對債

券、股市、宏觀傳導效應顯著。南華期

貨能化分析師劉順昌表示，對各國央行

尤其是美聯儲來說，保證就業和通脹穩

定是其雙重使命。當油價升至歷史高位

後，高通脹壓力隨之而來，貨蔽政策收

緊速度不斷加快，帶來債券收益率不斷

走高。當前，美聯儲處於加息周期中，

短端債券收益率上升速度快於長端，帶

來債券收益率曲線倒掛，引發市場對未

來經濟衰退的擔憂。

“整體來看，高油價對資產價格的

傳導路徑是：高油價-通脹高位-美聯儲

加息周期-利率上升-債券熊市、美債收

益率曲線倒掛-經濟衰退預期出現-股市

承壓。”劉順昌說。

利多黃金及農產品
當前原油市場走勢震蕩，投資者應

該如何應對？

從交易角度看，康道誌表示，震蕩

走勢對趨勢交易者來說是最不友好的，

不同的行情匹配不同等級的資金非常重

要。不管什麼品種，在交易中，資金管

理、風險控制和執行力應該都是比技術

分析更重要的事情。“後期如果原油期

貨價格方向明確，在控制好風險的前提

下，會逐步加倉。否則，應該還會按目

前的低倉位操作。在當前原油價格方向

不明的狀況下，建議投資者這當選擇農

產品、‘黑色系’等受原油價格影響較

小的板塊進行交易。”

許安靜認為，當前原油市場單邊操

作的機會比較少，可關註壹些結構性機

會，例如慘與壹些因下遊能化行業利閏

修復帶來的機會，或者近遠月套利。

“在未看到成品油需求轉弱前，高

油價對需求的負反饋還未到來，原油市

場由前期震蕩偏強轉入高位震蕩，波動

性將增強，原油期貨交易難度大，建議

觀望。”劉順昌表示。

“近期原油價格波動較大，投資難

度也有所增加。尤其近期由於俄烏沖突

持續，事件性影響經常性被放大，所以

對於原油期貨而言，投資風險通常會較

高。如果通過產業鏈配置，通過上下遊

關系進行品種間價差套利，其風險與收

益比通常優於投資原油絕對價格。對個

人投資者而言，需要更多關註整體能化

產業情況。”東海期貨能化高級研究員

王亦路表示。

從大類資產聯動角度看，姜婧認

為，在海外高通脹環境下，黃金仍具

配置價值；國內物價、PPI 預期回落

，經濟延續復蘇，建議關註下遊盈利恢

復帶來的權益市場機會。另外，農產品

價格相對強勢，建議關註生豬和玉米期

貨投資機會。

A股“魅力值”不斷攀升 吸引更多國際目光
綜合報導 三年前的6月21日，A股被正式納

入富時邏素全球股票指數；如今，國際三大指數已

均將A股納入其指數體系。這體現了A股市場在全

球資本市場中的重要性和投資價值。

從數據來看，外資機構用實際行動印證了A

股市場的吸引力：2019年至2021年，我國股票市

場引入外資共計8874億元。今年以來截至6月20

日，北上資金已累計凈流入478億元，除了3月

份是凈賣出，其余各月份均為凈買入。與此同時

，越來越多的對沖基金、主權基金等外資機構表

示看好中國市場，頻頻調研A股上市公司，加大

持倉力度。

數據折射出外資機構對A股市場投資價值的認

可，這份認可也是信心的體現——來自於對A股市

場自身魅力值的信心，更來自於對中國經濟強大韌

性和活力的信心。

中國經濟強大的韌性和活力是A股市場長期穩

定向好的底氣。

當前，國際經濟形勢復雜，國際資本市場的不

確定性也隨之增加。但中國經濟表現出來的強大韌

性堅定了國際投資者的信心。

從5月份的經濟“成績單”來看，隨著國內

穩增長政策措施的效果逐步顯現，5月份的經濟

運行出現了積極變化，主要指標多數出現改善

：5月份全國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0.7%

，環比增長5.61%，彰顯出工業生產較強的韌性

；5月份社會消費品零售同比降幅收窄至6.7%，

環比則由降轉升至0.05%，消費也開始企穩回升

。從中可以看出，我國經濟持續恢復態勢積極

向好，發展潛力大、韌性足、空間廣的特點沒

有改變。長期向好的經濟基本面是A股市場穩

定運行的基礎，也是國際投資者加倉中國資本

市場的信心。

中國資本市場不斷推進的改革開放持續提升A

股市場的魅力指數。

以開放促改革，以改革促進更大開放是資本市

場高質量發展的必由之路。近年來，資本市場持續

推進股票發行註冊制改革，市場基礎制度建設進壹

步優化完善，市場主體活力增強，生態環境逐步改

善。目前，投資者數量已超過2億，上市公司總市

值位居全球第二。

在深化改革的同時，資本市場對外開放步伐不

斷加快，全面放開了證券、期貨和基金管理公司外

資股比限制、滬深港通機制持續完善、期貨市場對

外開放不斷加深……

通過改革和開放，不僅為市場釋放了更多活力

，也為市場帶來了更多增量價值，進壹步提升了A

股市場的魅力指數。

雖然在短期內A股市場仍然會受到國際環境的

影響，但相信有中國經濟強大的韌性和活力做後盾

，隨著A股市場的魅力指數不斷攀升，將會有更多

的國際投資者把目光投向中國市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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