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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央 社 ） 傑 克 森 （Ketanji Brown
Jackson）今天宣誓就職，成為美國首位非
裔女性大法官。而在她締造歷史之際，占
多數的保守派大法官們正在展現自身力量
，做出重大裁決。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保守派占6席，自由
派占 3 席。51 歲的傑克森加入後並未改變
這種態勢。

任職27年、現年83歲的自由派大法官
布雷爾（Stephen Breyer）1月下旬宣布，將
在最高法院目前庭期結束時退休，讓拜登

獲得提名遺缺的第一個機會，但他仍無法
改變最高法院的意識形態平衡。原為院內
最高齡大法官的布雷爾今天正式退休。

首席大法官羅伯茲（John Roberts）在
宣誓典禮上，代表最高院成員歡迎傑克森
加入。

傑克森是最高法院1789年創立後第116
位大法官，也是史上第6位女性和第3位非
裔人士大法官。

她畢業於哈佛法學院，曾經擔任布雷
爾書記官，在法律界擁有廣泛經驗，曾任

聯邦上訴法官、聯邦地區法院法官、美國
量刑委員會（U.S. Sentencing Commission）
成員，也曾擔任聯邦公設辯護人。

聯邦最高法院 6 天前剛推翻 1973 年
「羅訴韋德案」（Roe v. Wade）保障墮胎

權的歷史性裁決。
路透社/易普索（Ipsos）本週民調發現

，最高法院推翻墮胎權後，57%美國人對最
高院持負面觀感，與本月稍早差異甚大，
當時持正面觀感的人以些微差距占多數。

傑克森宣誓就職傑克森宣誓就職 成為美國首位非裔女大法官成為美國首位非裔女大法官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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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least 46 people were found
dead Monday afternoon in a semi
truck near San Antonio, Texas.
The mayor called it, “a horrific

human tragedy” not seen in
recent history.

Three people are in police custody

and authorities are trying to find out
if they are connected to a human
trafficking case.

12 adults and four children were
taken to medical facilities. Those
found alive are suffering from heat
stroke and exhaustion. High
temperatures have been over 100
degrees in the San Antonio area.
There was no sign of water in the
refrigerated semi tractor trailer and
there was no air conditioning unit.

Homeland Security Secretary
Alejandro Mayorkas said on social
media, “I am heartbroken by the
tragic loss of life today and am
praying for those still fighting for
their lives. Far too many lives have
been lost as individuals, including
families, women and children took
this dangerous journey.”

It’s a pity that the issue of the
immigrants has always been the
focus of domestic political issues in

the United States. Since the
Democratic party came to power,
immigrants have been surging
across the U.S.- Mexico border.

The Republican Party has always
taken a tough response to the
immigrant problem, advocating the
comprehensive construction of the
border wall.

President Biden has been more
sympathetic to immigrant groups.
He stopped the building of the wall
on the border.

We believe this is a humanitarian
crisis and it has been an unsolved
problem for many years in our own
backyard. Most nations are facing
economic difficulty and many
citizens regard it as their greatest
wish to flee to the United States
looking for the American dream.
Unless the situation in our
neighboring countries is improved,
the tragedies will not end. 0606//2929//20222022

Horrific Human Tragedy In TexasHorrific Human Tragedy In Texas

德州聖安東尼市郊區附
近， 週一下午發現一輛大型
貨車， 車內有四十六具被燜
死的屍體及十六名幸存者，
其中包括孩童在內， 根據調
查， 他們是企圖從墨西哥逃
到美國的移民， 此不幸事件
可能是近年來傷亡最嚴重的
一次。

這次悲劇發生在酷熱之
德墨邊境，當地氣溫超過一
百度，他們是因中署缺氧缺
水而死亡。

美國警方已經拘捕了三
人，但目前還未確定是否和
人口販賣有關。

德州州長艾伯特在一項

聲明中把事發後之責任歸咎
於拜登總統， 並寫道這是他
致命的開放邊境政策的結果
，展示他拒絕執法的致命後
果。

非常遺憾， 非法移民問
題，一直是美國國內政治議
題之焦點， 自從民主黨執政
以來， 越過美墨邊境之移民
已經在激增中。

共和黨籍的德州州長艾
伯特一向對於非法移民採取
強硬之對策， 主張全面建造
高牆， 就地遣返非法越過邊
界之移民， 他們認為這些移
民不但搶走國人的工作， 许
多還是毒犯流氓之徒。

對民主黨而言， 拉丁裔
是他們主要之票源 ，民主黨
比較同情弱勢團體 ，主張以
人道主義對待非法移民， 因
此在拜登執政後立即停止建
牆並對非法移民局部開放，
因而有更多人挺而走險越過
邊境。

我們始終認為， 這是一
個人道危機 ，也更是多少年
來始終無解之難題， 處於美
國後院的墨西哥及中南美洲
各國， 経濟及政治多半處於
不安之情況， 國民們視逃往
美國實現美國夢 ，是他們的
最大願望， 不惜代價要用不
同方式逃亡， 因而釀成悲劇

。
我們認為 ，週邊墨西哥

及許多國家之經濟倘若無法

改善，尋求美國夢的逃亡者
仍會持續， 人间悲劇也無落
幕。

德州移民悲劇再次上演德州移民悲劇再次上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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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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總統佐科威今天在俄羅斯首
都莫斯科表示，他把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的訊
息傳達給俄國總統普丁。但佐科威未提供進一
步細節，也沒有人出面說明訊息內容為何。

法新社報導，普丁（Vladimir Putin）在莫
斯科攻打烏克蘭逾4個月後接待到訪的佐科威
（Joko Widodo）。自從俄國開始承受西方空
前制裁以來，俄國就試圖把重心轉向亞洲和非
洲。

印尼今年輪值20國集團（G20）主席，準
備11月在峇里島（Bali）舉辦G20峰會。

佐科威與普丁會面後表示： 「我把澤倫斯
基（Volodymyr Zelenskyy）總統的訊息傳達給

普丁總統。」
佐科威說，他表達自己 「樂意」協助這兩

位領袖展開 「溝通」。
他在莫斯科表示， 「儘管外部局勢依然艱

難，邁向和解與展開對話仍然重要」，印尼希
望 「這場戰爭迅速結束」。他並呼籲全世界領
袖恢復合作精神。

佐科威29日拜訪烏克蘭首都基輔（Kyiv）
，接著到莫斯科與普丁會面。普丁今天讚揚他
與佐科威的對話 「富有成效」，還說他 「相信
今天達成的協議，將進一步強化俄羅斯與印尼
的夥伴關係」。

印尼總統先後訪烏俄
幫澤倫斯基傳話給普丁

以色列國會正式解散 提前至11月舉行大選
(本報訊）以色列國會議員今天正式解散國

會，以色列因此將在4年內第5度舉行大選。
外交部長拉皮德（Yair Lapid）將在午夜接下看
守總理一職。

以色列國會議員今天以92票對0票，一致
通過解散國會法案後，中間派的拉皮德擁抱了
即將下台的總理班奈特（Naftali Bennett）。班
奈特領導龐大的8黨聯盟僅1年，聯盟即因意
識型態分歧而宣告瓦解。

身為納粹大屠殺倖存者之子的拉皮德在國
會表決後，和班奈特交換了國會的座位，他隨
即前往耶路撒冷的猶太人大屠殺紀念館（Yad
Vashem）。

58歲的拉皮德在聲明中表示： 「在那裡，
我向先父承諾，我會讓以色列永保強大，能夠
捍衛自身並保護子民。」

下次大選將在11月1日登場，再度顯示以
色列仍深陷前所未見的政治僵局。初期民調顯
示，大選最後可能還是不會有明確的贏家。

宗教民族主義派的班奈特表示，他對表決
結果沒有異議，未來將退出政壇。他在確定下
台後，在推特發文以希伯來文寫下 「感謝」
（Toda）。

鷹派前總理尼坦雅胡（Benjamin Netanya-
hu）已保證他和他的極右翼民族主義和極端正
統派（Ultra-Orthodox）猶太政黨盟友，在這
場他所謂 「失敗的（結盟）實驗」後，最終將
取得多數。

尼坦雅胡說： 「我們是唯一的替代選項。
一個強大、民族主義、負責任的政府。」尼坦
雅胡正因多項貪污罪名受審，他則否認指控。

一輛被棄置於美墨邊境聖安東尼市偏僻路
邊的重型貨櫃卡車內被發現有53人因高溫心臟
衰竭而慘死車內, 另有16位倖存者被送醫搶救,
這又是一樁慘絕人寰的非法移民偷渡死亡事件
, 在為這些囚死於貨櫃車內的非法移民哀悼之
餘 , 我們不禁感慨與沉思,這樣的悲劇何以致之
? 儘管駕駛凶車的嫌犯在逃逸後已被逮捕, 但到
底誰應該負起最大責任呢？

據美國移民暨海關執法局表示，國土安全
調查局已經與當地警方展開刑事調查, 但可以
肯定的是, 這顯然就是一樁人口走私事件, 謀劃
的不法之徒企圖以人當貨, 把他們囚困在密不
通風的貨櫃中偷渡邊界進入美國, 這是非常不
人道的手段, 肇事者應被處以極刑, 以儆效尤,不
過德州州長艾博特卻把矛頭指向拜登總統, 認
為那些死者都要算在拜登身上, 他應付起責任
。

艾博特的說法似是而非, 那是政客攻擊對
手的片面之詞, 因為非法移民偷渡美國並非一
朝一夕所造成, 歷任總統都在試圖解決這個棘
手的問題, 川普任內試圖以築牆來阻止, 但拜登
知道全面驅逐與防堵非法移民是不實際也不現
實的，所以他是以一種良好的制度來防止,因為

美國是移民大熔爐, 所以移民政策與法規至關
緊要, 川普擔任總統四年以本位主義思維推出
許多偏執政策,並不符合美國多元文化與傳統價
值，造成美國移民體系功能失調,所以拜登上任
後急於更弦易轍,立即取消川普極端做法，並推
動國會進行移民法改革, 拜登廣施恩澤,以人道
和務實態度對待移民改革, 充分展現出他的悲
天憫人胸襟以及美國有容乃大的恢宏氣度, 目
的是希望外國人能循正當的管道進入美國, 而
非鼓勵他們以偷渡方式來美, 試想, 如果川普的
築牆能奏效的話, 為什麼不能夠阻止這一樁悲
劇 ? 因為這一輛貨櫃車可是從正規的海關通道
開進美國的,所以築牆阻止根本防不勝防, 只能
從制度面來改善。

近些年來, 成千上萬的瓜地馬拉、洪都拉
斯和薩爾瓦多與墨西哥的人民為了逃避國內災
難、犯罪和因氣候變化而加劇的極度貧困而離
開自己的祖國, 他們希望來到美國獲得政治庇
護，以便在新環境中創造新生活與新生命，這
是一個對人生最基本的訴求，只是他們忘了,
採取極端和非法的手段潛入美國, 很可能會斷
送了自己的生命, 他們應該從那53位魂斷異邦
的人身上記取慘痛的教訓!

【李著華觀點 : 哀號與泣血
美墨邊界貨櫃車囚死 53 位非法移民之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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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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國計劃重啟壹座煤電廠
以保障冬季電力供應

綜合報導 法國官方證實，法國擬重啓一座煤電廠，以保障今年冬

季法國本土的電力供應。

法國能源轉型部當天表示，鑒于俄烏衝突以及目前全球能源市場的

緊張局勢，作爲保障性措施，如有必要，位于法國東部的聖阿沃爾德煤

電廠將重新啓動。據資料顯示，法國本土目前仍在運行的煤電廠僅有一

座(科德梅斯煤電廠)，考慮到環境保護和能源轉型，法國總統馬克龍曾

承諾將在今年內關閉法國的煤電廠。在此政策背景下，聖阿沃爾德煤電

廠于今年3月31日關閉。

分析人士指出，一旦聖阿沃爾德煤電廠重新啓動，法國將打破此

前規定的法國本土煤電站每年最多運行700小時的規定。一方面，受

到俄烏衝突的影響，法國減少了對俄羅斯能源的進口；另一方面，

法國近一半的核電站因設備翻新或腐蝕等原因而暫時關閉，導致法

國核電量迅速下降。爲保障今年冬季本土的電力供應，法國政府不

得不考慮重新啓動已經關停的煤電站。法國能源轉型部同時承諾，

不論在何種情況下，法國煤炭發電量將不會超過總發電量的1%，並

且不會使用俄羅斯煤炭。

當前，法國社會正面臨著潛在的能源供應緊張。法國三大能源公

司(TotalEnergies、EDF和 Engie)共同呼籲消費者立即減少對石油、電

力和天然氣等能源的消耗，以應對可能會到來的能源短缺和能源價

格暴漲問題。在一篇專欄文章中，法國三大能源公司表示，現實中

遇到的種種困難導致能源價格飙升，並且威脅到了法國的社會和政

治結構，嚴重影響了家庭購買力，並呼籲消費者和企業改變習慣，

立即進行節能。

此外，爲應對歐盟內部不斷上漲的能源價格，在此次 G7 峰

會上，法方提議從生産國層面對石油的最高價格進行限制，並表

示需要重新與歐佩克組織以及其他石油生産國一同就該問題進行

討論。 50名移民慘死在美國！
墨西哥總統：這是個巨大的不幸
綜合報導 墨西哥總統洛佩

斯在國家宮舉行的新聞發布會

上表示，美國得克薩斯州聖安

東尼奧市發生的移民慘案已發

現50名死者，其中約有22名墨

西哥人、7名危地馬拉人和兩

名洪都拉斯人。其他人的身份

尚未確定。

“我想向昨天在拖車裏窒

息而死的墨西哥、危地馬拉

和洪都拉斯移民的家屬表示

最深切的哀悼，這是壹個巨

大的不幸。”洛佩斯說。他

認為，這壹事件與地區貧困

問題和“中美洲兄弟的絕望”

有關，此外還有人口販運問

題，及墨西哥和美國的北部

邊境缺乏管控。

墨西哥駐聖安東尼奧總領

事表示，領事官員已趕往事

發地區，將向墨西哥國民提

供援助。洪都拉斯和危地馬

拉政府官員表示，他們正在

對相關信息進行調查。據墨

西哥《宇宙

報》報道，

墨西哥外交

部長埃布拉

德 表 示 ，

“涉事卡車

掛 著 美 國

牌 照 ， 無

需 審 查 即

可 通 過 ，

很 可 能 是

專業非法移

民組織所為”。

危地馬拉總統賈馬太 27

日向受影響的家庭表示哀悼

，稱“無辜的生命繼續因偷

運移民而喪生，這是不可原

諒的！” 據《聖安東尼奧快

報》報道，壹些死者被認為

來自洪都拉斯。當地的洪都

拉斯移民組織表示，他們被

告知，壹些遇難者戴著該國

的徽章。

路透社稱，洛佩斯還表

示，他將於 7 月 12 日在華

盛頓與美國總統拜登會面，討

論移民問題。他曾痛批美國政

府在解抉移民問題上無所作為

，本月中旬還因美國拒絕邀請

古巴、委內瑞拉等國領導人慘

會，而帶頭“抵制”在美國舉

行的美洲峰會。

英國將撥款1000萬英鎊
用於修復烏克蘭鐵路

促進量食出口
綜合報導 據英國政府網站聲明，英國將撥款1000萬英鎊，用於修

復烏克蘭鐵路結構，以便量食出口。

當天，英國首相約翰遜在七國集團(G7)領導人峰會上呼籲世界各國

領導人采取緊急行動，從烏克蘭運出能夠滿足基本供應的量食。

英國政府網站上的聲明中稱，“英國將向烏克蘭鐵路公司提供高達

1000萬英鎊的材料和設備，以修復鐵路基礎設施，並幫助烏克蘭通過鐵

路出口量食。”

聲明還指出，英國正在與烏克蘭政府就如何最大限度提高鐵路運輸

能力，以及保證列車和量食的運輸進行密切談判。

俄烏沖突爆發後，全球量食危機進壹步惡化。聯合國警告稱，世

界可能面臨二戰後最嚴重的量食供應短缺。西方則對俄邏斯發動輿

論攻勢，頻頻指責俄邏斯在烏克蘭的特別軍事行動引發全球量食危

機。

本月初，俄邏斯總統普京稱，世界量食市場的不利局面並非壹夕形

成。他還表示，俄邏斯並未阻撓烏克蘭出口量食，烏方可通過黑海港口

和白俄邏斯等鄰國運輸量食。

法國面臨新壹波疫情
衛生部長要求乘坐公共交通恢復戴口罩

綜合報導 根據公布的數據，法國正

面臨新壹波新冠疫情。法國衛生部長布

爾吉尼翁當天要求乘坐公共交通恢復戴

口罩。

根據法國官方數據，法國25日至27日

三天新增確診病例164828例；法國單日平

均新增確診病例現已回升至7.1萬例，創

下4月底以來新高。全法新冠發病率繼續

回升，目前發病率為每10萬居民中有693

名感染者，對比前壹周漲幅達50%。新冠

病毒檢測陽性率升至27.5%，與前壹周相

比上漲18.2%。

法國累計確診病例現為30678541例；

累計死亡病例現為149406例。在法國傳播

的新冠病毒變異株奧密克戎毒株進化分支

BA.2.12.1、BA.4和BA.5感染病例數持續快

速上升。

由於疫情形勢趨緊，法國衛生部長

布爾吉尼翁27日要求民眾乘坐公共交通

恢復戴口罩。她同時認為戴口罩的義務

須重新擴展至所有“封閉的場所”或有

利於病毒傳播的地方。她表示，當人們

看到車站大廳

或車廂擁擠時

，就應知道需

要首先保護自

己和他人。

但 布 爾 吉

尼翁同時表示

，乘坐公共交

通戴口罩尚未

恢復為官方強

制性措施。法

國官方於5月16

日取消民眾搭

乘公共交通強

制戴口罩的措

施。

談及當前疫情時，布爾吉尼翁表示

“對於目前所處的時期”，人們應該謹慎

行事，主要是由於病例數“顯而易見的反

彈”。她還提及應繼續加快新冠疫苗接種

進程。布爾吉尼翁本人上周接種了第四劑

疫苗。

法國負責疫苗接種的指導委員會主

席費舍爾呼籲60歲以上脆弱人群應立即

接種第四劑疫苗。他說，目前法國有850

萬符合接種第四劑疫苗的民眾尚未接種

，他們應立即進行接種，以保證疫苗的

防護水平。

土耳其終於松口了：同意芬蘭和瑞典加入北約
綜合報導 芬蘭總統尼尼

斯托宣布，土耳其已同意支

持芬蘭和瑞典加入北約。

據報道，尼尼斯托在壹

份聲明中說，土耳其、芬蘭

和瑞典簽署了壹份關於此事

的聯合備忘錄，準備舉行壹

次重要峰會，“我們加入北

約的具體步驟將在未來兩天

內得到北約盟國的同意。”

他還稱，這份聯合備忘

錄強調了“對彼此安全威脅

給予全力支持”的承諾。此

前，北約成員國土耳其曾在

不同場合多次表達反對芬蘭

和瑞典加入北約。

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

瑞典首相安德森和芬蘭總

統尼尼斯托都將慘加在馬

德裏舉行的北約峰會，會

議由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

格主持。

斯托爾滕貝格在備忘錄

簽署後表示，“我很高興地

宣布，我們現在達成了壹項

協議，為芬蘭和瑞典加入北

約鋪平了道路。土耳其、芬

蘭和瑞典簽署了壹份備忘錄

，解抉了土耳其的擔憂，包

括武器出口和反恐鬥爭。”

他還稱，北約盟國領導

人將在29日抉定是否邀請芬

蘭和瑞典加入北約。

美國總統拜登此前表態

支持這兩個北歐國家加入北

約，認為這兩個國家的迅速

加入對俄邏斯總統普京來說

是壹個挫折，因為這意味著

北約的擴大，對俄邏斯邊境

附近的安全影響更大。

美國國家安全顧問沙利

文說，拜登28日與埃爾多安

通了電話，之後他們將在馬

德裏舉行面對面會議，討論

兩國的共同利益。但沙利文

說，拜登並不打算在芬蘭、

瑞典和土耳其之間“扮演中

間人的角色”。

5月 18日，瑞典和芬蘭

正式向斯托爾滕貝格遞交兩

國加入北約的申請。按照規

程，北約必須在30個成員國

“壹致同意”前提下才能吸

納新成員。

而自芬蘭和瑞典表示要

申請加入北約後，土耳其方

面明確表示持反對態度。土

方多次強調，芬蘭和瑞典在

尋求加入北約時必須停止對

庫爾德工人黨、敘利亞庫爾

德武裝“人民保護部隊”以

及“居倫運動”的支持，並

解除對土耳其出口國防設備

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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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高齡79歲的美國總統拜登失言說錯話已經不
是新聞，今天在北約峰會記者會上，拜登一時 「瑞典、瑞士分
不清」，把加入北約的 「瑞典」（Sweden）硬說錯成永久中立
國 「瑞士」（Switzerland）。還好他發現自己講錯話，立刻自
嘲對北約的擴張感到焦慮，把瑞士更正為瑞典。

在西班牙舉行、為期兩天的北約峰會，會中宣布30個成員

國領袖同意邀請瑞典和芬蘭加入，進一步東擴直逼俄羅斯邊境
。拜登在記者會上講述原本長期保持軍事不結盟的芬蘭、瑞士
兩國，這次因俄羅斯入侵烏克蘭而選邊站申請入盟，給予俄羅
斯一記當頭棒喝的幕後故事。沒想到拜登再次口誤，稱打電話
給 「瑞士」領導人，討論關於加入北約的議題。不過他很快就
意識到自己的口誤，趕緊說 「瑞士，我的天哪。」並開玩笑地

說， 「我對於北約擴張感到非常焦慮，」隨即更正為 「瑞典。
」

拜登說錯話的畫面立刻被放送至全世界，推特上有網友嘲
諷 「有讀稿機還念錯」，讓世人看到他又再一次口誤。

波頓：戰略模糊已過時 區域安全對話應納入台灣

美最高法院 「倒退性裁決」又一樁：
環保署無權限制燃煤電廠排放

（綜合報導）友台立場鮮明的前白宮國家安全顧問波頓今
天說，美方對台奉行數十年的戰略模糊早已過時。在中國加強
武嚇的背景下，他認為台灣應是印太地區安全對話不可或缺的
一部分。

波頓（John Bolton）30 日上午參加美國外籍記者協會
（FPA）視訊座談會，與FPA會長威廉斯（Ian Williams）討論
美國如何因應台灣與烏克蘭遭受的安全威脅。

波頓說，2月爆發的俄烏戰爭對中國的啟示 「令人不安」
，因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軍事回應未將俄軍逐出烏
克蘭，西方國家經濟制裁俄羅斯效果也有限。但他認為中國不
想和台灣開戰，可能想藉宣布對台實行封鎖等方式製造危機，
美國、日本及澳洲屆時必須馳援台灣。

美國總統拜登5月訪問日本期間被媒體問及是否願在台海
衝突時軍事介入保衛台灣時回答 「是的」，並說 「那是我們做

過的承諾」。他事後澄清美方未放棄 「戰略模糊」，北京仍表
達不滿，並宣稱近期在台灣周邊海空域軍演是對 「美台勾連活
動」發出警告。

波頓回應中央社提問 「美方是否應明確承諾台灣遭侵略時
會協防」時直言： 「我認為戰略模糊已經過時很久了。」

長期主張美國應全面外交承認台灣的波頓說，依任何國際
習慣法或定義，台灣都是獨立國家，也是生氣蓬勃的民主政體
， 「如果這冒犯北京，也就只能這樣，這是他們必須學習的，
他們不能指使我們承認哪一方，這是基本主權行為」。

波頓認為，拜登政府接受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Quad）
機制、加入美英協助澳洲建造核子動力潛艦的三方安全夥伴
（AUKUS），太平洋島國也對中國延伸觸角愈來愈憂心，如
能把握機會，讓台灣成為區域安全對話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台
灣及中國周邊地區都會更加安全。

波頓說： 「區域局勢錯綜複雜，台灣需要成為其中一分子
。如果大家肯定台灣是個正統民主國家，台灣會更安全，他們
不再希望成為中國一部分。」

他提到，30年來民意調查顯示台灣人自我認同出現明顯變
化，認為自己是台灣人的比例持續攀升，認為自己是中國人或
兩者皆是的比例不斷降低。台灣人非常渴望自治， 「你可以很
概略地說 『他們說中文，應該是中國一部分』，去跟1776年的
美國這樣講吧」。

波頓說： 「我們必須向中國示意，他們指使全世界該怎麼
做、我們就該接受的想法是行不通的。」

至於台海一旦開戰日本可能扮演什麼角色，波頓表示，日
本愈來愈多人認為中國攻擊台灣將形同攻擊日本， 「如果我們
齊心協力，對中國的嚇阻力將遠高於美台雙邊行動，我認為日
本內部很願意這麼做」。

拜登北約峰會又口誤拜登北約峰會又口誤！！
「「瑞典瑞典、、瑞士分不清楚瑞士分不清楚」」

（綜合報導）美國聯邦最高法
院今天裁決，政府環保單位不能廣
泛限制溫室氣體排放，此舉大幅限
縮總統拜登（Joe Biden）的政府對
抗氣候變遷的力量。

法新社報導，最高法院今天以
6比3裁決美國環境保護署（EPA）
無權廣泛限制燃煤電廠排放溫室氣
體。美國消耗的電力近 2 成來自燃
煤電廠。

拜登原本盼望透過環保署來降
低排放，以達成 2015 年巴黎協定

（Paris Agreement）設下的全球氣
候目標。最高法院這項決定讓拜登
的希望受挫。

這對煤礦和燃煤電業來說是重
大勝利。2015年，時任總統歐巴馬
（Barack Obama）的政府也對這個
產業設下嚴格限制，試圖降低碳汙
染。

而對反抗政府管制產業的保守
派來說，最新裁決也象徵獲勝。目
前最高法院由保守派占多數，其中
3 名右派大法官是由曾經試圖弱化

環 保 署 的 前 總 統 川 普 （Donald
Trump）提名。

保守派為這項裁決歡呼，拜登
政府則抨擊這麼一來將不利對抗全
球暖化。白宮透過聲明表示： 「最
高法院再度做出破壞性極大、旨在
讓我國倒退的決定。」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瑞斯（An-
tonio Guterres）的發言人杜雅里克
（Stephane Dujarric）也說： 「這是
我們對抗氣候變遷的一項挫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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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香港，回歸25載，再出發
——背靠內地，面向世界

2022年時逢香港開埠180年（以南

京條約割讓香港為準），也是香港回歸

25周年。從香港歷史來看，香港發展可

以分為這幾個階段：壹、英帝國對華掠

奪階段（1842年-1949年），二、西方各

國對華封瑣階段（1949年-1997年），三

、回歸後改革開放大六對外經濟通道階

段 1997-2022） ， 四 、 再 出 發 階 段

（2022--）。

壹、英帝國對華掠奪階段（1842
年-1949年）

雖然香港因《南京條約》被割讓

，香港成為了英國的殖民地，率先接

觸到了工業文明，又承擔了英國對中

國貿易的中轉職能，所以能從壹個小

漁村飛速發展成了壹個貿易港灣。但

是，在這壹百多年裏，香港並沒有在

中國經濟版圖中占據什麼不可替代的

地位。隨著大清王朝的覆滅，中國對

西方市場幾乎完全開放，外國人員、

資金、貨物，都可以暢行無阻的直接

進入中國內地，完全沒有必要繞道被英

國控制的香港。實際上，當年的上海才

是遠東第壹城市，名副其實的“大上

海”，香港不過是過境補給港地位，但

還遠遠達不到“東方之珠”的稱號。

這壹百余年，香港只是不死不活的活著

，猶如百年內亂的祖國大六。

二、西方各國對華封瑣階段（1949
年-1997年）

特殊時期，畸形發展，是大六打破

西方封瑣的需要，也是反華勢利滲透大

六，和平演變的需要。

1949 年中共建政、新中國成立。

香港由於獨特的地位，獲得大量戰爭

移民與資金，香港人口與經濟開始膨

脹。由於新中國在政治上完全站在蘇

聯為首的社會主義陣營這壹邊，特別

是朝鮮戰爭以後，新中國和整個西方

社會互不理睬，同西方世界的經濟聯

系幾乎完全被切斷。雖然前期有蘇聯

為中國提供經濟建設亟需的資金和技

術，但香港這個最接近西方的口岸城

市，是不可或缺的。

70年代初，盡管中國大六已經抉

定對西方開放的基本政策方向，但在

實際操作中，卻面臨重重困難。畢竟

新中國成立後被孤立了二十多年，中

國對西方國家的貿易規則完全陌生，

甚至精通英語的人都是鳳毛麟角。這

種從文化，法律，規則甚至語言的欠

缺，導致中國與西方的交流難以達到

令人滿意的程度。而這，正好構成了

香港掘起的條件。

（1982年鄧小平會見撒切爾夫人，
提出壹國兩制收復香港主權）

香港畢竟屬於中國，香港人也是中

國人。香港人熟悉大六，即使在中國和

西方關系最為冷淡的五六十年代，中國

內地和香港間也保持著相對穩定的人

員、貿易往來，壹些必須從西方進口

的先進技術、設備、材料與外匯，幾乎

都是通過香港獲得。同時香港人也熟

悉西方，在英國統治下渡過了壹個多

世紀，他們對西方的法律、貿易規則

等等都很熟悉。中蘇分裂後，香港逐

漸更成為中國大六與世界交往的唯壹

通道，同時香港也是西方了解和影響

中國大六的唯壹渠道，除此以外，香

港同時也還充當了大六與臺灣之間的

聯系橋梁。從八十年代兩岸關系緩和

算起，直到兩岸建立“大三通”之前

，大六與臺灣間的人員、物資往來，

絕大多數都會選擇從香港轉道。背靠

中國大六這麼壹個巨大體量的市場，

成為當時中國唯壹的對外橋梁，也由

於這壹“紐帶”作用，成就了香港航

運之都、貿易之都、金融之都、間諜

之都，也形成的香港獨特的地域文化

，成為“東方之珠”。

三、隨改革開放及回歸後依托大六
而掘起（1997-2022）

隨著香港的回歸，中國大六加入

“WTO”，香港開始真正的掘起，而

香港的掘起，完完全全是因為中國大

六因為香港回歸而給與的絕好機會。

這個機會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當時的

整個東南亞，有很多的城市如臺北，

新加坡，吉隆坡，首爾等都想爭奪亞

洲金融中心的位置而不可得。為什

麼？是因為它們的地理位置不夠好

嗎？是他們的人口素質不夠高嗎？都

不是！而是因為他們沒有中國這洋壹

個巨大的市場作為支撐！

香港回歸後，在祖國大六的支援下

，戰勝美國導致的金融風暴，進入高速

發展階段，同時再大六華東水災時，港

人也傾囊相助，中華民族血濃於水的情

感得到最好的體現。

然而，香港繁榮的原因也正是香港

走向平淡的原因。香港的繁榮，來自於

當時的中國和西方直接交流的不暢。這

是壹個暫時而非永久現象，所以自然是

過了這個村，就沒有這個店了。中國大

六不可能為特殊時期發展起來的香港，

而壓制其他也有得天獨厚優勢的城市的

發展，只不過這個暫時現象持續了壹代

人的時間，所以被這壹代人視為天經地

義的事。

九十年代以後，中國以更開放的姿

態向世界開放。中國大六有上海，北京

，廣州，深圳等壹線城市，香港不再是

中國唯壹的對外窗口。現在上海的國際

地位已然超越了香港，香港的平淡和上

海的掘起幾乎是同步的，不能說是上海

搶占了香港的資源，只能說是時勢造英

雄！

同時因為回歸後，由於“壹國兩制”

執行中，凸顯“兩制”弱化“壹國”，

香港經濟規劃上並沒能與大六完全同

步，導致經濟結構不合理，再由於文

化和政治上未去殖民化。再加上時代

已經變了，香港的掘起得益於轉口貿

易，但現在是網酪時代，許多的商務貿

易活動都可以通過互聯網完成，因轉口

貿易而掘起的城市本來就在萎縮。而香

港沒有跟上時代的變化，壹些人進而懷

念英國的殖民時代，躺在過去的輝煌，

怨天怨地怨大六，民生進壹步惡化，

在加上外部勢力的推波助瀾，進而導

致謀求特殊經濟政治地位的社會動蕩

事件發生。

香港應該審視自己，時代變遷不可

怕，壹時的沒落也不可怕。香港真正的

問題在於，大多數香港人對於時代的變

化還沒有任何的意識，只是將所有的痛

苦都丟給大六。

人都不願承認自身的不足，而喜歡

把責任推到別人的頭上。香港人不懂香

港的掘起是依托大六市場的結果。所以

，他們是在迷茫中稀裏糊塗發展起來，

又在迷茫中稀裏糊塗的停滯不前。如果

繼續執迷不悟，香港也會在迷茫中稀裏

糊塗的衰落下去。

四、再出發階段（2022～）。
時代已經變了，時代壹直都在變。

以貿易為主的“大航海時代”，這

個時代擁有貿易的通道就擁有材富，香

港起源於這個時代，得益於這個時代，

繁榮於這個時代。和“大航海時代”幾

乎同步的是“工業時代”，也就是大工

業大制造時代，技術和專利以及規模經

濟能帶來巨大材富。歐美國正是“工業

時代”的大贏家。

而現在“數字經濟時代”，”生物

科技時代“，信息為王，互聯網改變了

壹切。這個時代才剛剛開始，香港因為

“大航海時代”的退場而平淡，未必就

不能因為“數字經濟時代”的開始而重

新繁榮。

2022年是香港回歸25周年，也是香

港的新起點。

中央政府在政治上確保“香港國安

法”和新選舉制度實施，並舉行了選委

會、立法會和行政長官三場選舉，產生

了第六屆特區政府管治團隊，試圖為香

港發展創造了穩定的政治環境與社會

環境，香港能否從錯綜復雜的國際形

勢和疫情影響中突圍，抓住發展新機

遇，考驗著香港新壹屆管治團隊的智慧

和擔當。

猶如內地改開初期，鄧大人定的：

“不爭論”，“發展才是硬道理”。

（香港維多利亞港夜景）
香港發展的歷史，香港的獨特地理

人文環境，註定香港有先發優勢。香港

整個人口素質是得到國際認可的。依托

於這麼好的人口素質，完全可以做更好

的發展，比如金融，旅遊購物，教育，

服務貿易。

隨著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國家“十

四五”規劃，只要香港經濟完全融入整

個中國經濟大發展的格局中來，找準自

己的優勢定位，依托內地，面向世界，

唱著”國際歌"，就壹定能再創輝煌。

近日由黃覺、胡杏兒等主演的
《獅子山下的故事》登六大六央視
壹套並在騰訊視頻首播。該居時間
跨度長達近四十年，少見地以在港
小人物所歷經的人生起伏，來反映
香港回歸前後的時代變遷。開播後
收視率直沖第二。

在上世紀70年代至2006年也有
壹部《獅子山下》系列單元居，以
處境故事述說壹般市民的生活和他
們對社會民生的看法。這些故事反
映當時草根階層的掙紮歷程、如何
面對種種生活挫折，並見證了香港
歷史。壹曲《獅子山下》重新喚起
伴隨著香港度過艱難歲月，引領香
港從貧窮落後走向繁榮豐盛的“香
港精神”------壹股自強不息、不
屈不撓，在艱難中打拼的信念。

主題曲《獅子山下》的歌詞，
就是獅子山下人們奮鬥精神的概括
：人生不免崎嶇，難以絕無掛慮。
既是同舟，在獅子山下且共濟。拋
棄區分求共對，放開彼此心中矛盾
。理想壹起去追，同舟人誓相隨，
無畏更無懼。同處海角天邊，攜手
踏平崎嶇，我的大家，用艱辛努力
寫下那不朽香江名句。

題外話

（中央社）台中昨日午後突下暴雨，造成豐原
轄內多處災情，包括路樹倒塌壓毀汽車、電纜線遭
雷擊斷裂起火、行駛車輛拋錨路中造成回堵等3起
事故，警方不畏風雨冒險搶救並指揮疏導避難，所
幸事故均迎刃而解。

豐原警方昨日15時58分許接獲報案，豐原高爾
夫球場停車場內有大樹壓到車子，翁子所警員廖辛
根、莊鎧寧獲報後立即到場了解，現場為強降雷雨
致路樹斷裂，而私人停車場內有兩台汽車遭圍牆外
公園斷裂之路樹壓毀，幸無人員受傷。

因樹木過重無法立即搬運排除，員警遂於現場
管制維護安全，待維護單位派吊車來排除，區公所
於16時40分派員前來現場會同處理並告知已通知相
關車輛及器具前來排除，公園管理處工程人員因各
地災情頻傳且雨勢過大，尚無法立即派大型工程車
輛到場排除，17時20分於雨勢稍緩後先將壓在車輛
上之樹木鋸斷排除，並以拖吊車將受損車輛移置維
修廠，排除現場狀況。

16時28分接獲報案，稱豐原區豐勢路二段847
號前道路上有電線掉落冒煙起火影響交通，翁子所
所長裘景智帶領員警洪偉倫及楊景棠等，趕往現場

。因雨勢過大且電桿遭受雷擊，故電纜線遭扯斷掉
落地面並冒煙起火，所長裘景智立即指派各員分工
任務，先於現場以交通錐圍起電纜線垂落地區避免
人車進入，再派員於該址執行交通疏導及引導台電
、消防車輛進入，避免救災車輛因堵塞而影響救災
，不久台電人員將該電桿斷電，而消防隊同時撲滅
起火點，無人員財物損失。

17時15分許獲報豐勢路二段210號前淹水，使
車輛於路中拋錨造成回堵，警員廖辛根立即到場協
助交通疏導，並通報拖吊車前來將故障車輛排除，
直至交通恢復順暢後離去。警方於危難發生時由翁
子所所長裘景智帶領下立即趕往現場實施交通疏導
並引導救災車輛至現場，使各項災害能順利排除，
避免更大危難發生。

豐原警分局長劉安杰表示，豐原地區遭逢雨災
襲擊，造成路樹倒塌、電纜線遭雷擊斷裂起火、行
駛車輛拋錨路中造成回堵等3起事故，同仁不畏風
雨冒險搶救並指揮疏導避難，搶救精神深獲社會大
眾高度肯定。

台中昨午後暴雨釀災
豐原警火速排除幸無傷亡

（中央社）橫山鄉台三線去年11月13日發
生棉被裹屍案，男子徐志明與彭姓男子有200萬
元債務糾紛，徐男誘騙彭男外出，夥同小弟痛
毆砍殺，彭男斷氣遭棉被裹屍，被棄置在自己
轎車後座，徐男等6人依殺人罪嫌起訴。新竹地
院今(10日)盼徐男有期徒刑18年，其餘五名共
犯各被依傷害致死、遺棄致人於死等罪判刑1至
9 年。案經上訴，台灣高等法院今改判徐嫌 16
年徒刑。

47歲的徐志明與53歲彭男，因有200萬元
詐欺案贓款分配糾紛，彭男因曾向徐男暴力討
債，並將徐男的BMW轎車典當30萬元，徐男

因而心生怨恨，尋思報復，去年11月12日晚，
徐男夥同小弟將彭男押走，帶到叔叔官男在芎
林鄉的鐵皮屋，逼問彭男如何處理車輛贖回事
宜。

2人爆發口角，徐男手下湯男持電擊棒不斷
電擊彭男身體及大腿，徐男則徒手不斷毆打彭
男，並持手槍槍托猛力敲擊彭男頭部，又拿水
果刀刺彭男臀部、右小腿及右腳踝，造成彭男
腳筋被砍斷。

徐男手下並以屋內長椅板凳敲擊彭男背部
，用腳踹頭部，致彭男傷口不斷大量出血、倒
在地上痛苦呻吟，官男擔憂哀嚎聲吵到外人，

要求徐男帶走彭男。
鄭男開車到鐵皮屋前搭載徐男時，見被害

人滿身是血，躺在鐵皮屋前地面呼喊 「相信我
，真的不是我！」 「我沒有做，我沒有對不起
你！」但仍依徐男指示，開車到彭男家搬走彭
的音響、喇叭、電動工具等物。

徐男開彭男BMW轎車經橫山鄉台三線時，
從小弟口中得知彭男已無氣息，轉身欲查看時
，不慎失控撞上中央分隔島，一夥人棄車逃逸
，彭男則遭棉被裹屍，棄置在轎車後座。

警方成立專案小組先後逮獲徐男的叔叔官
男及劉、彭、湯、鄭等4 名手下，徐男逃亡21

天後潛逃回芎林住家，在睡夢中被警方逮獲。
法官審理後，認定徐男無故持有改造槍彈

犯下傷害致死及強盜罪，又糾集小弟將彭押至
鐵皮屋痛毆砍殺，使其傷重不治，其間還搜刮
彭的財務，將徐依槍砲罪判刑 7 年、併科罰金
15萬元，傷害致死罪判刑13年，攜帶兇器強盜
罪判刑7年6月，有期徒刑部分應執行18年，其
餘五名小弟各被依傷害致死、遺棄致人於死等
罪判刑1至9年。但高院審理後撤銷原判決，改
判刑16年。

遭毆斷氣前喊 「不是我」 台三線轎車裹屍主嫌二審判1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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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53
$500,000 Jackpot 

Overall Odds are 1 in 3.81
$10 7/1/22 12/28/22

2234
$50,000 Bonus Cashword 
Overall Odds are 1 in 4.07

$3 7/8/22 1/4/23

2345
$1,000,000 Crossword 

Overall Odds are 1 in 3.42
$20 7/28/22 1/24/23

2250
Bingo Times 20 

Overall Odds are 1 in 4.36
$5 8/17/22 2/1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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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鄭：融入國家發展 港迎美好明天
指港人擁“獅子山精神”必保持信念把握龐大機遇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29日分別在天津舉行的

“邁進廿五載津港續華章”主題晚會，及上海市香港商會

舉辦的“港食文化節2022”開幕儀式視頻致辭。她表示，2022年

是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的重要里程碑，特區政府各個駐內地辦事處

正籌辦一系列慶祝活動，推廣香港的多元優勢，期待在內地的港商

港人能積極參與、共同慶祝。她強調，雖然香港在過去25年面對各

種挑戰和考驗，但香港人始終懷着“獅子山精神”，堅毅不屈，奮

發自強。“我深信只要保持信念，攜手並肩，把握並用好融入國家

發展大局的龐大機遇，香港必定迎來更美好的明天。”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聰、鄭治祖

林鄭月娥在“邁進廿五載津港續華章”主題晚會上
視頻致辭時表示，天津和香港都是重要的港口城市

和交通樞紐，有不少優勢互補、共同發展的機遇，特別
在金融租賃、創新科技和現代服務業等領域。“在國家
去年3月公布的‘十四五’規劃下，天津將着力加快推
進京津冀協同發展、加快構建現代化經濟體系，以及加
快完善現代化大都市治理體系，而香港將鞏固提升‘八
大中心’的競爭力，涵蓋金融、航運、商貿和亞太區國
際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四個傳統領域，以及航空、創新
科技、區域知識產權貿易和中外文化藝術交流四個新興
領域。”

香港特區政府駐京辦主任梁志仁表示，香港和天
津一直發展密切的聯繫，特區政府在2017年成立了駐
天津聯絡處。

他續說，天津市政府多年來關心香港企業在天津
的發展，每年舉辦港澳工作聯席會議暨津港澳合作交流
座談會。“我們正計劃8月份在天津舉辦介紹香港最新

發展的展覽，希望各位觀眾到時候前來參觀，了解香港
近年的成就和未來的發展機遇。”

欒建章：津港合作釋放疊加效能
天津市港澳辦主任欒建章表示，津港兩地共通性

多、互補性強，津港攜手合作對推動產業結構轉型升
級、經濟實現良性循環、集聚高質量發展動能、激發創
新發展活力大有裨益。津港攜手合作能夠有效釋放“一
帶一路”建設、京津冀協同發展與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三
大國家戰略的疊加效能，輻射帶動兩大城市群的區域聯
動，擁有廣闊的空間和無限的前景。

天津市香港商會會長楊亮賢表示，我們將繼續大
力推動促進內地與香港的各領域交流合作，幫助更多的
香港企業打入內地市場，吸引更多的香港青年融入祖國
發展大局。

據了解，是次活動作為香港特區政府官方授權活
動之一，旨在加強在津港人凝聚力，加強年輕一代愛國

愛港情懷，共同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
晚會上，來自天津、香港兩地的青年攜手上演了

《少年強中國強》武術表演、《國安法護港》歌曲合
唱、《我和我的祖國》大合唱等精彩節目。來自天津市
政府、天津市委統戰部、天津市港澳辦、天津市商務
局、天津市政協、天津市工商聯、香港特區政府駐北
京辦事處、香港特區政府駐津代表處、香港貿發局、天
津市香港商會等單位300餘人出席。

同日，林鄭月娥在上海市香港商會“港食文化節
2022”視像致辭時表示，為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5周
年，特區政府和香港社會各界以“砥礪奮進廿五載攜
手再上新征程”為主題，通過一系列精彩活動讓市民大
眾感受到慶回歸的歡樂氣氛。

她續說，特區政府駐上海經濟貿易辦事處待疫情
穩定後，將會舉辦多項涵蓋文化、展覽、經貿商務、青
年交流等多元領域的慶祝活動，與華東地區的港人和內
地民眾共慶回歸，期望大家大力支持。

香港文匯報訊 澳門
特區政府新聞局29日公
布，應香港特別行政區行
政長官林鄭月娥邀請，澳
門特區行政長官賀一誠於
6月29日至7月1日前往
香港，出席慶祝香港回歸
祖國25周年大會暨香港
特別行政區第六屆政府就
職典禮。澳門特區行政長
官辦公室主任許麗芳隨
行。

澳門特區政府新聞局
表示，為參與是次意義重
大的慶祝活動，澳門特區
政府代表團嚴格按照香港
特區政府的防疫要求，在
離澳前一周進行健康監測
及每天抗原與核酸檢測，
在港活動期間進行閉環管
理及檢測等防疫措施；在
遵守嚴格防疫措施的前提
下，代表團結束行程後將
嚴格按照衞生局的要求，
在第一、第二、第四及第
七天接受核酸檢測，其間
不參加不能佩戴口罩的活
動。

賀一誠不在澳門期
間，由澳門特區政府行政
法務司司長張永春臨時代
理行政長官的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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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姜嘉軒）香港特區政
府換屆在即，現屆政府教育局局長楊潤雄早前
獲任命為新一屆政府的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
長。他29日於Fb總結過去近十年的教育局工作
生涯時表示，過去數年得到各界的支持，做了
大量撥亂反正、正本清源的工作，為師生提供
一個安全及安靜的教學環境，為國家及香港培
育愛國愛港、有為上進的人才。離任教育局局
長在即，楊潤雄直言心裏難免不捨，但認為
“教育”和“文體旅”之間有着不少互聯互通
的地方，未來還有很多機會交流合作。

從副局長到局長，楊潤雄表示，自己加入
教育局已近十年，其間涉獵教育範疇不同層面
的工作，與不同持份者溝通和合作，攜手為莘
莘學子把這棵“教育樹”好好栽種、澆水、施
肥、扶正，讓它根深葉茂、本固枝榮。

在總結任內工作時，他表示，教育局一直
大力支援教育，改善教學環境，提升教學質

素，為學生提供優質的教育服務，更推出措施
幫助非華語及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讓莘莘
學子可以健康成長，成為社會未來棟樑。

現屆政府提高每年教育經費至超過千億港
元，成功推行優質幼稚園計劃，着力改善中小
學課程，加強國民教育及價值觀教育，全面落
實教師學位化，協助各院校增強科研實力及推
動職業專才教育，一切都是建基於對學生的愛
護，以及各持份者與政府的共同信念和努力。
在疫情影響下，局方不斷爭取機會，讓學生恢
復面授課堂，而中學文憑試也從未間斷。跨越
逆境，他期望香港的教育可以在這個穩固的基
礎上，未來五年將更進一步。

冀“教育”“文體旅”增交流合作
離任教育局局長在即，楊潤雄直言心裏難免有

不捨之情，記掛着共事十年的教育界夥伴和學生，
但自己獲任命為新一屆政府的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

長，只是走過“教育”和“文體旅”的交匯點，兩者仍有
不少互聯互通的地方，大家仍有很多機會在歷史、
文化、藝術、體育等範疇再次相遇、交流和合作。

他強調，香港已進入由亂到治、由治及興
的新階段，“踏入回歸第二十六年，讓大家團
結社會，為我們的未來、香港的未來、為國家
的未來，一同努力奮鬥，共開新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鍾健文）中共
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
習近平將出席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
大會暨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六屆政府就職
典禮，香港有學校獲邀組織師生參與慶
祝活動。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黃楚標學
校校長黃錦良29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
時表示，校方在6月上旬收到政府邀請，
組織師生參與慶祝回歸25周年活動，校
方隨即向家長發出意向書詢問意見。他
透露，家長及同學的反應踴躍，家長十
分支持子女參與，校方需以抽籤方式決
定代表人選，可謂“超額完成”，多位

教師也自願報名參加，最後共有90名學
生和7名老師將會參與相關活動。

黃錦良認為，這次活動是一次機會
難得的國民教育體驗營，全校師生對於
能夠參與活動都感到別具意義和十分幸
運。因應新冠疫情，所有參與師生已於
本周一（27日）起到酒店隔離接受閉環
式管理，其間學生如常進行網課，同行
老師負責照顧學生的安全、管理秩序及
作出支援，家長對此都表示充分理解和
支持。對未能參與這次活動的同學，校
方將會安排有參加的同學代表稍後於周
會分享參與經歷、感受和體會。

參與特區慶生活動 97師生反應踴躍

楊潤雄：為教育撥亂反正 育愛國愛港人才

◆圖為楊潤雄疫情前探訪學生情況。
楊潤雄Fb圖片

▲林鄭月娥視頻致
辭。 視頻截圖

▶天津舉辦慶祝香
港回歸祖國25周年
晚會。 香港文匯報

記者張聰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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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聲笑聲響全城 同心共情齊慶賀
各界辦巡遊快閃長跑 籲市民攜手再上新征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康敬）《今朝更好
看——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藝術名家作品
展》29日舉行傳媒預展。這次作品展在新鴻基
地產旗下天際100展出，匯聚了中國近現代藝
術大師的珍貴作品，如齊白石的《蝦》、劉海
粟的《奔流》，讓觀眾可以感受中華優秀傳統
文化的魅力。

今次作品展由紫荊文化集團有限公司主
辦，將於7月3日至13日開放予公眾免費預約
觀看。展覽分為“致敬經典”、“文脈傳
薪”、“印象灣區”、“紫荊花開”4個單元，
共展出20多位藝術大師的70份創作精品。

在“印象灣區”單元，收集了粵港澳大灣
區內不同城市的藝術家的精美作品。灣區城市
間文化交融的步伐持續向前，亦成為粵港澳藝
術家寄語未來的共同主題。

香港美協主席林天行29日出席預展活動，
其作品《港珠澳大橋》在“印象灣區”單元中
展出。他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作品
以俯瞰視角呈現港珠澳大橋雙向行駛的車輛，
還有海上的帆船，寓意兩地交往頻繁。紫色的
雲彩則象徵紫氣東來，藉此祝願香港和祖國未
來會更好。

中國美術家協會會員、香港美協副主席趙
志軍的作品《銘刻1997》在“印象灣區”單元
展出。他介紹，自己在作品中描畫了“香港回
歸祖國紀念碑”，同時加入成群的白鴿，以此
寄望香港社會穩定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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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藝術名家作品展29日舉行傳媒預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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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龍東潮人聯會29日舉辦歌唱祖國快閃活動，以
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197位香港市民通過
歌聲表達對香港和國家未來發展的美好祝願。

獻 歌 祖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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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科技命脈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習
近
平
：

在湖北武漢考察 強調不斷提升我國發展獨立性自主性安全性

香港文匯報訊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

習近近平28日在湖北省武漢市考察時強調，科技自立自強是國家強盛之基、

安全之要。我們必須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深入實施創新驅動發展

戰略，把科技的命脈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在科技自立自強上取得更大進展，不

斷提升我國發展獨立性、自主性、安全性，催生更多新技術新產業，開闢經濟發

展的新領域新賽道，形成國際競爭新優勢。

28日下午，習近平在湖北省委書記王蒙
徽、省長王忠林陪同下，深入武漢

的企業、社區調研。
習近平首先來到武漢華工激光工程有限責

任公司考察。在企業研發綜合大樓，習近平聽
取湖北省光電子信息產業發展及核心技術攻關
情況介紹，仔細察看芯片產業創新成果展示。
習近平指出，光電子信息產業是應用廣泛的戰
略高技術產業，也是我國有條件率先實現突破
的高技術產業。湖北武漢東湖新技術開發區在
光電子信息產業領域獨樹一幟。要加強技術研
發攻關，掌握更多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核心技
術，不斷延伸創新鏈、完善產業鏈，為推動我
國光電子信息產業加快發展作出更大貢獻。隨
着我國發展壯大，突破“卡脖子”關鍵核心技
術刻不容緩，必須堅持問題導向，發揮新型舉
國體制優勢，踔厲奮發、奮起直追，加快實現
科技自立自強。

推動轉型升級 建設製造強國
習近平先後走進企業激光科技館、半導體

面板激光智能裝備生產車間，察看激光技術產
業應用展品。習近平強調，高端製造是經濟高

質量發展的重要支撐。推動我國製造業轉型升
級，建設製造強國，必須加強技術研發，提高
國產化替代率，把科技的命脈掌握在自己手
中，國家才能真正強大起來。

在車間大樓前，習近平同企業職工親切交流。
習近平指出，我國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但還有
不少短板，一些產業的基礎還不是很牢固，進一
步發展必須靠創新。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
家，實現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創新是一個決定
性因素。黨中央高度重視科技創新，實施科教興
國戰略和創新驅動發展戰略。如果我們每一座城
市、每一個高新技術開發區、每一家科技企業、
每一位科研工作者都能圍繞國家確定的發展方向
扎扎實實推進科技創新，那麼我們就一定能夠實
現既定目標。我們這一代人必須承擔起這一光榮
使命。科技創新，一靠投入，二靠人才。看到這
裏聚集了不少精英人才，大家都很年輕，充滿活
力，我感到很高興。黨中央十分關心科技人才成
長，各級黨委和政府要盡可能創造有利於科技創
新的體制機制和工作生活環境，讓科技工作者為
祖國和人民作貢獻。希望大家繼續努力，取得更
大成績。

丁薛祥和中央有關部門負責同志陪同考察。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
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28日
在湖北省武漢市考察，深入武漢的企業、社區
調研，並就老齡化突出問題，創新養老服務模
式，以及黨建引領基層社區治理及便民服務等
情況與民眾進行親切交談。

習近平來到東湖高新區左嶺街道智苑社區
考察。智苑社區圍繞老齡化突出問題，創新養
老服務模式，建立了以居家為基礎、社區為依
託、機構為補充、醫養相結合的養老服務模
式。在社區黨群服務中心，習近平向社區工作

者了解黨建引領基層社區治理及便民服務等情
況，並同前來辦事的老年人親切交談，詳細詢
問他們的家庭情況。

習近平指出，社區是城市治理體系的基本
單元。我國國家治理體系的一個優勢就是把城鄉
社區基礎築牢。要加強社區黨組織建設，強化黨
組織的政治功能和組織功能，更好發揮黨組織在
社區治理中的領導作用，更好發揮黨員先鋒模範
作用。要把更多資源下沉到社區來，充實工作力
量，加強信息化建設，提高應急反應能力和管理
服務水平，夯實城市治理基層基礎。

把更多資源下沉到社區 夯實城市治理基層基礎

香港文匯報訊 6月28日，習近平總書記在
湖北省武漢市考察時強調，科技自立自強是國
家強盛之基、安全之要。我們必須完整、準
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深入實施創新驅動
發展戰略，把科技的命脈牢牢掌握在自己手
中，在科技自立自強上取得更大進展，不斷提
升我國發展獨立性、自主性、安全性，催生更
多新技術新產業，開闢經濟發展的新領域新賽
道，形成國際競爭新優勢。

央視發表評論員文章指出，以科技自立
自強提升發展的獨立性、自主性、安全性。
習近平總書記的重要講話，站在黨和國家事
業發展戰略和全局的高度，準確把握全球科
技創新與發展大勢，擘畫了當前和未來中國
科技創新的重點方向和關鍵目標，為我們進
一步增強科技創新能力尤其是關鍵核心技術
創新能力提供了強大思想指引，為推動科技
自立自強，更好發揮科技創新對中國經濟社
會發展的引領作用指明了方向。

文章指出，抓創新就是抓發展，謀創新就是
謀未來。近年來，中國科技研發投入大幅增加，
重大創新成果競相湧現，國家科技實力和創新能
力顯著提升。“十三五”期間，中國在全球創新
指數排名上從第29位升至第14位，創新型國家建

設取得重大進展。
與此同時，也要充分認識到，中國科技發

展水平特別是關鍵核心技術的創新能力同國際
先進水平相比還有很大差距，同新階段高質量
發展的要求還不相適應。特別是面對當前國內
外複雜嚴峻環境，建設科技強國、把科技的命
脈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比過去任何時候都更
加迫切。只有堅定信心、奮起直追，加快實現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才能在未來競爭中立於
不敗之地。

文章強調，把科技的命脈牢牢掌握在自己
手中，就要瞄準主攻方向，特別是在關鍵領
域、“卡脖子”的地方下更大功夫，按照需求
導向、問題導向、目標導向，着力加強基礎研
究，努力取得更多“從0到1”的突破，實現從
量的積累邁向質的飛躍，從點的突破邁向系統
能力提升；要充分發揮新型舉國體制、“揭榜
掛帥”等制度優勢，大力弘揚愛國、創新、求
實、奉獻、協同、育人的科學家精神，釋放支
持全面創新的制度潛能；要激發各類人才創新
活力，更加重視人才自主培養，盡可能創造有
利於科技創新的體制機制和工作生活環境，讓
科技人員把主要精力投入科技創新和研發活動
中。

謀創新就是謀未來央視
快評

◆6月28日下午，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近平在武漢華工激光工程有限責任公司半導
體面板激光智能裝備生產車間，察看激光技術產業應用展品。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總書記、
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28日在湖北省武漢市
考察，深入武漢的企業、社區調研。在談及新冠疫情
時習近平強調，我國人口基數大，如果搞“集體免
疫”、“躺平”之類的防控政策，後果不堪設想。我
們實施動態清零政策，是黨中央從黨的性質宗旨出
發、從我國國情出發確定的，寧可暫時影響一點經濟
發展，也不能讓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受到傷
害，尤其是要保護好老人、孩子。

習近平來到東湖高新區左嶺街道智苑社區考察。
該社區是一個國有企業棚改還建小區，新冠肺炎疫情
發生後，嚴格落實五級包保制度，形成返崗復工和防
控管理相結合的社區穩定保障體系，有序推動居民生
活工作恢復正常。在聽取湖北省常態化疫情防控和疫
後社區治理情況介紹後，習近平強調，2020年武漢保
衛戰勝利以來，武漢這兩年又遇到了多次聚集性疫
情，但很快控制住了，沒有發生大的反彈。武漢市常
態化疫情防控工作做得是好的，經驗值得總結。實踐
證明，黨中央確定的疫情防控方針政策是正確的、有
效的，必須毫不動搖堅持。

習近平走進志願服務客廳，向社區工作者、下
沉黨員幹部、志願者了解基層疫情聯防聯控機制運
行情況，勉勵他們把防控一線的籬笆紮結實，為居
民營造一個安心祥和的生活環境。習近平在社區邊
走邊看，對社區便民核酸採樣等常態化疫情防控措
施表示肯定。

習近平強調，在應對疫情的鬥爭中，無論是應
急狀態防控還是常態化防控，社區都發揮了十分重
要的作用。總的來講，要靠早發現、快處置，靠廣
大人民群眾眾志成城，靠社區這個重要基礎。要完
善社區常態化防控措施，發現疫情後一定要果斷，
不能遲疑，採取科學嚴格的管控措施，提高科學防

控、精準防控水平，堅決守住社區這道防線。

中國防疫措施最經濟效果最好
社區小廣場上，幹部群眾紛紛圍攏過來，歡呼

着向總書記問好。習近平親切地對大家說，我一直
牽掛着武漢人民，時隔兩年，再次來到武漢這座英
雄的城市看望大家。疫情爆發以來，廣大社區工作
者長期堅守在防控一線，承擔了大量繁雜瑣碎的具
體工作，竭誠為社區居民服務，非常辛苦，功不可
沒。這裏，我向大家並向全國廣大社區工作者表示
誠摯的慰問。

習近平強調，新冠肺炎疫情是一場大考。我們
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堅持外防輸入、內防反
彈，堅持動態清零，因時因勢不斷調整防控措施，
最大程度保護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我國人
口基數大，如果搞“集體免疫”、“躺平”之類的
防控政策，後果不堪設想。我們實施動態清零政
策，是黨中央從黨的性質宗旨出發、從我國國情出
發確定的，寧可暫時影響一點經濟發展，也不能讓
人民群眾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受到傷害，尤其是要
保護好老人、孩子。如果算總賬，我們的防疫措施
是最經濟的、效果最好的。我們有中國共產黨領
導，有社區這個重要基層基礎，有能力也有實力實
行動態清零政策，直至取得最後勝利。

習近平指出，當前，疫情還沒有見底，外防輸
入、內防反彈壓力還很大。堅持就是勝利。要克服
麻痹思想、厭戰情緒、鬆勁心態，抓實抓細疫情防
控各項工作，同時要盡可能推動經濟平穩健康發
展。各級黨委和政府要想辦法幫助人民群眾解決實
際困難，確保經濟發展和人民群眾生產生活少受影
響。我們有信心統籌好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工
作，爭取今年我國經濟發展達到較好水平。

堅持動態清零 如果“躺平”後果不堪設想

◆6月28日下午，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
中央軍委主席習近近平在東湖高新區左嶺街道智苑
社區黨群服務中心，向社區工作者了解黨建引領
基層社區治理及便民服務等情況，並同前來辦事
的老年人親切交談。 新華社

◆ 28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
習近近平在東湖高新區左嶺街道智苑社區廣場同幹部群眾
親切交流。 新華社



AA99中國社會
星期五       2022年7月1日       Friday, July 1, 2022

中國經濟
2022年6月30日（星期四）中 國 經 濟3 ◆責任編輯：何佩珊

公司招股引入7名基石投資者，包括中創新
航科技、中國太保投資管理（香港）、

LG Chem Ltd、太平洋資產管理、深圳市德方
納米科技、四川能投（香港）及金山（香港）
國際礦業，合共認購49.03億元，以發售價中
位數計，佔未行使超額配售股前的發行規模約
39.6%。

受惠電動車行業 看好鋰市場
天齊鋰業董事長兼執行董事蔣衛平表示，

公司已成立約30年，現時鋰已由廿多年前的
“工業味精”變成“白色石油”，由小宗商品
變成重要的原料，一切都很不可思議。前二十
年鋰的應用範圍有限，因此行業出現供過於求
的情況，但近年下游產業包括電動車出現爆發
性增長，帶動上游產業的發展，令到鋰供不應
求，相信有關行業變化為長期性，在電動汽車
行業持續發展的支持下，長遠而言看好鋰的市
場需求及價格。

被問及會否擔心市況不穩對公司招股造成
影響，蔣衛平指，投資者對前段時間港股IPO
的破發情況有些顧慮，但在現時大環境存在眾
多不確定因素的情況下，新能源行業的前景是
確定的，而公司在行業中優勢也是確定的，能
把握住確定的東西就是最好的。

以招股價範圍中位數75.5元計算，天齊鋰
業集資淨額約120.22億元。其中約88.65億元
將用於償還SQM債務的未償還餘額，約11.7
億元將用於為安居工廠一期建設撥資，約7.85
億元將用於償還若干內地銀行貸款；餘下
12.02億元用於營運資金及一般公司用途。

另3新股招股 讀書郎籌逾5億
其他新股方面，讀書郎教育6月29日起至

7月5日公開招股，招股價介乎每股7.6至10
元，集資最多5.2億元，一手400股入場費約
4,040.32元。湖州燃氣同於29日起至7月5日
招股，招股價為每股6.08元，集資3.04億元，

一手500股入場費約3,070.63元。由微創醫療
分拆的微創腦科學29日起至7月8日公開招
股，招股價為每股24.64元，集資約3.38億
元，一手1,000股入場費約24,888.34元。

天潤雲暗盤挫16% 每手蝕406元
天潤雲與偉立控股30日掛牌。天潤雲公開

發售部分錄 0.17 倍超額認購，一手中籤率
90.02%，抽2手可穩獲一手，股份以招股價範
圍下限12.85元定價。

偉立控股公開發售部分錄得10.37倍超額
認購，一手中籤率5.39%，20手（80,000股）
方可穩獲一手，該股以招股價範圍下限0.63元
定價。

輝立交易場數據顯示，天潤雲暗盤開報
12.46元，收報10.82元，較發售價跌15.8%，
每手200股賬面蝕406元；偉立控股暗盤開報
0.68元，收報0.65元，較發售價升3.17%，一
手4,000股賬面獲利80元。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ETF
通”將於7月4日正式啟動，市場人士普
遍料ETF通可進一步擴大投資者選擇。首
批可投資的內地ETF有83隻，涵蓋滬深
300指數、深圳創業板，以及新能源車、
光伏等行業。讓內地投資的港股ETF有4
隻，包括盈富基金、恒生國指ETF等。有
券商指，消息一出已接到不少查詢，相信
市場參與者增加，將刺激整體交投。香港
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宇在網誌指
出，ETF通的啟動，將進一步深化兩地資
本市場融合，為境內外投資者提供更多元
化的資產配置選擇，同時能鞏固香港作為
國際與內地資金進出的橋樑角色。

港交所：是很好起步及突破點
港交所聯席營運總監及市場聯席主

管姚嘉仁接受傳媒訪問時亦表示，ETF
通開通是個很好的起步點及突破點，隨着
兩邊市場發展，讓市場有機會提升不同產
品規模、吸引力及流動性。

問及ETF通對港股的交投有多大助
益，姚嘉仁認為，新產品推出初期，最重
要的是證明其商業價值及相關可行性，相
信市場會按照供求去推動發展。認為市場
參與者及發行人會很積極地發掘機會，包
括會摸索到針對內地投資者風險偏好及需
要等，相信在不久將來香港的ETF會自
然形成一個良好生態圈，但難以估計需要
多少時間發展，因為既要有產品發展，也
要有產品推廣，隨着兩者的融合增加，有
關效益將會日益增加。

帶動港資管業務產業鏈發展
姚嘉仁又相信，ETF通的發展亦會

帶動香港在資產管理業務、產業鏈等發
展，包括上市及非上市基金等的發展。他
未有回應下階段的互聯互通發展會否涉及
“新股通”，但提及未來發展會與內地監
管機構、市場參與者一齊研究，可以探索
的領域有很多。並指出，互聯互通機制還
有很多需要優化的地方，以滿足增量後投
資者交易需要、流動性需要、風險管理要
求等。

天齊鋰業招股 逾1.65萬元入場
最多籌134.5億 7基投認購共49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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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齊鋰業30日起公開
招股。 資料圖片

近期新股市場轉趨活

躍，有多隻新股同時招股。

鋰生產商天齊鋰業6月30日

起至7月6日公開招股，發行

逾1.64億股，其中約10%公

開發售，招股價介乎每股69

元（港元，下同）至82元，

集資最多逾134.5 億元，有

機會成為今年來的最大新

股。以一手200股計算，入

場費約為16,565.29元。股份

將於7月13日掛牌。

◆香港文匯報記者 岑健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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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程碼取消星標 利民眾出行出遊
工信部新措公布半小時 旅遊產品搜索量飆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帥 北京報

道）6月29日，據中國工信部網站消息，

為堅決落實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外防

輸入、內防反彈”總策略和“動態清零”

總方針，支撐高效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

會發展，方便廣大用戶出行，從當日起取

消通信行程卡“星號”標記。專家指出，

該措施有助全國防疫政策實現“一把尺

子”，規避基於行程卡“星號”標記的層

層加碼和“一刀切”現象。在官方消息發

布半小時後，各大旅遊平台的機票、火車

票搜索量即翻番。

通信行程卡在內地也叫“行程碼”，由中國信
通院聯合中國電信、中國移動、中國聯通三

家基礎電信企業利用手機“信令數據”，通過用
戶手機所處的基站位置獲取用戶14天到訪過的地
市信息。2020年2月底，通信行程卡在全國開始形
成統一的網頁查詢入口。在使用中，如其帶“星
號”，表示民眾在過去14天訪問過的城市中存在
中等或高風險區域。

“星號”非“紅碼”卻可阻出行
根據工信部的說法，“星號”僅作為旅行提

示，與健康狀況不掛鈎。不過，在實際生活中通
信行程卡卻十分重要，特別是要外出時，它是進
入機場、火車站等場所前必須提供的材料之一。
作為疫情期間民眾出行的輔助工具之一，行程卡
帶“星號”不一定會被隔離，具體還要視情況而
定，只有該用戶去中高風險地區，才會被隔離。

雖然“星號”僅表示用戶前14天內到訪過的
該城市當前存在中高風險地區，並不表示用戶實
際到訪過這些中高風險地區，但在實際生活中，
由於部分地方在防疫要求上層層加碼和“一刀
切”，見到“星號”即禁入或在到達後要求嚴格
隔離，而聯繫服務商進行行程碼核實調整又麻煩
重重，使得不少只經過但未停留疫情風險區的民
眾不堪其擾。

健康碼防疫 更精準具體
而且，通信行程卡在功能上也存在不穩定的

問題，2021年8月2日，因為彼時全國多地出現本
土確診病例，行程卡查詢量短時間內不斷急劇增
加，遠遠超過系統設計承載能力，一度導致行程

卡查詢服務受到影響出現無法使用問題。
相比而言，不同城市推出的防疫“健康碼”

內容更為具體豐富，與對應的防疫舉措結合也更
為緊密。如北京“健康寶”，不僅有是否異常的
整體顯示，同時也含有上一次核酸檢測時間、是
否陰性、疫苗接種情況以及本次查詢顯示時間、
時效時間，更加方便社會層面配合政府進行防
疫。

免層層加“碼”民眾紛點讚
6月29日，行程碼取消“星”信息發布後隨

即便登上熱搜首位，北京、上海等此前“掛星”
的城市當日均已摘星，不少市民還在社交平台轉
發港星鄭少秋的“應景”歌曲《摘下滿天星》，
來傳遞自己的喜悅，並留言、點讚“無星一身
輕”“希望防疫以後不要再層層加碼”。

當日，行程卡取消“星號”還刺激了旅遊產
品搜索量上漲。據同程旅行大數據顯示，消息發
布半小時內，平台機票搜索量較28日同一時段上
漲 180%，酒店搜索量較 28 日同一時段上漲
220%。多位出行旅遊行業的分析人員指出，最新
發布的第九版疫情防控辦法進一步縮小了風險區
劃定範圍，取消“星號”標記後，精準防控得到
進一步落實，全國防疫政策實現“一把尺子”，
能夠有效規避層層加碼和“一刀切”現象，從而
使得常態化防控之下的出行、出遊更加便利。

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副秘書長俞建拖表示，
六七月份是上下半年承繼的月份，也是政策接續
的發力點，內地方便出行等措施有助統籌疫情防
控和經濟社會發展，恢復信心，促進經濟復甦勢
頭繼續延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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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行程卡同時取消“星
號”標記，多個在線旅遊平台的
數據顯示，消息發布半小時後，
各旅遊平台機票、酒店、火車
票、目的地等搜索量齊增長。

據“去哪兒”平台數據，消息發布半小時
後，平台上國際機票搜索量翻倍，達到近兩年以
來該平台國際機票搜索量最高峰。同時，平台機
票搜索量在30分鐘內上升60%，酒店搜索量翻
番，火車票搜索量上漲最多達到1.5倍；消息發
布一小時左右，“去哪兒”平台機票搜索量已經
上漲兩倍。同程旅行大數據顯示，消息發布半小
時內，平台機票搜索量較 28 日同一時段上漲
180%，酒店搜索量較28日同一時段上漲220%。

此外，攜程數據顯示，消息發布後平台上多
個熱門旅行目的地的搜索量增長超300%，用戶旅
遊出行意願進一步高漲。馬蜂窩平台內甘肅、新
疆、雲南、貴州等長線旅遊目的地搜索量上漲明
顯，其中“敦煌莫高窟”搜索熱度上漲733%，
“新疆自駕”相關搜索熱度上漲550%。馬蜂窩平

台瞬時訪問量熱度漲幅最高的目的地前十分別
為：成都、烏魯木齊、西雙版納、重慶、三亞、
貴陽、桂林、威海、敦煌、恩施。

攜程集團相關負責人表示，近期隨着多重政
策利好的釋放，暑期旅遊市場或將迎來今年旅遊
市場的復甦高潮，從6月28日開始，暑期跨省遊
迎來加速回暖。攜程平台數據顯示，截至6月28
日，預訂7月1日至8月31日的跨省遊訂單環比
上月增長近200%。

中國文化和旅遊部產業發展司副司長馬力在
29日舉行的文旅部發布會上表示，文旅部將繼續
幫扶企業紓困解難，推動行業加快發展。將進一
步加大金融定向支持力度，與人民銀行、銀保監
會等部門密切合作，不斷完善對文化和旅遊企業
的信貸供給體系，為文旅企業提供差異化金融服
務，為行業恢復發展添勁加力。今年下半年，還
將策劃實施促進文化和旅遊消費行動計劃。在支
持文化和旅遊行業創新發展方面，將推動微旅
遊、露營遊、線上演播等新業態、新模式加速發
展。 ◆澎湃新聞、香港文匯報記者 江鑫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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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政策利好釋放 助力旅遊經濟恢復

◆◆北京一家餐廳門口北京一家餐廳門口
的通信大數據行程卡的通信大數據行程卡
查詢二維碼查詢二維碼。。 中新社中新社

各地方政府

個人疫情風險等級

顯示健康狀態是否異
常，以及核酸檢測、疫
苗接種情況

顯示實時情況

工信部

到達或途經城市

顯示過去14天訪
問過的城市中是
否存在中等或高
風險區域

每天更新一次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帥

行程碼 健康碼VS
推出方

內容

功能

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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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衛生福利部今天公布110年國人死
因統計，癌症已連續40年居十大死因之冠，去年共
5.1萬因癌症死亡；癌症類別以肺癌死亡率最高，蟬
聯12年榜首。衛福部指出，癌症死亡時鐘持續快轉
，110年平均每10分10秒就有一人死亡，比109年
加快20秒。

衛福部統計，110 年十大死因依序為惡性腫瘤
（癌症）、心臟疾病、肺炎、腦血管疾病、糖尿病
、高血壓性疾病、事故傷害、慢性下呼吸道疾病、
腎炎腎病症候群及腎病變、慢性肝病及肝硬化。與
109年相比，高血壓性疾病排名從第7名升到第6名
，事故傷害降為第7名。

衛福部統計處副處長劉訓蓉指出，癌症已連續
40年蟬聯國人死因首位，110年癌症死亡人數為5萬
1656人，換算平均每10分10秒就有1人因癌症死亡
， 「癌症死亡時鐘」比109年加快20秒。

衛福部統計，110 年癌症死亡人數佔總死亡人
數28.0％，死亡率和標準化死亡率都增加；以年齡
觀察，110年癌症死亡有8成6集中在55歲以上族群
，65歲以上癌症死亡人數較109年增加1531人，增
幅為4.7％，0到64歲則減少36人。

衛福部統計，十大癌症死亡率依序為(1)氣管、

支氣管和肺癌(2)肝和肝內膽管癌(3)結腸、直腸和肛
門癌(4)女性乳癌(5)前列腺(攝護腺)癌(6)口腔癌(7)胰
臟癌(8)胃癌(9)食道癌(10)卵巢癌。十大癌症死因順
位同109年。

劉訓蓉指出，110 年癌症死亡人數增加，可能
是受到疫情影響，導致民眾無法定期就診，進而導
致病情加重。國民健康署統計亦顯示，110年四癌
篩檢人數大幅下降，呼籲民眾多加運用，有助於及
早發現、及早治療。

研究顯示，定期篩檢可降低癌症死亡率，鼓勵
民眾善用衛生福利部補助之四癌篩檢，早發現早治
療。補助對象及時程為30歲以上婦女每年可接受1
次子宮頸抹片檢查，45到69歲婦女、40到44歲二
等血親內曾罹患乳癌之婦女，每2年1次乳房攝影，
50到74歲民眾每2年1次糞便潛血檢查，以及30歲
以上嚼檳（含已戒）或吸菸民眾、18歲以上有嚼檳
榔（含已戒）原住民，每2年1次口腔黏膜檢查。

另外，肺癌連續12年居國人癌症死亡率之冠，
研究顯示低劑量電腦斷層（LDCT）是有效篩檢工
具。衛福部昨宣布，7月1日起啟動肺癌早期篩檢計
畫，針對肺癌家族史、重度吸菸2大高危險族群，
免費提供每2年1次LDCT篩檢。

（中央社）2022年文博會及台灣設計展移師高雄，高雄市政
府首度結合兩大文化盛會以 「台灣設計設計台灣」系列活動，透
過設計綻放的能量，帶領大家深入遊歷高雄這座城市。副市長史
哲表示，我們從開啟哈瑪星六處歷史場域來回應城市發展的印記
，文博遶境就是在實境探查這些曾經的歷史秘境，大家也許不知
道高雄有全台第一座製糖廠、台灣第一座水泥廠、台灣第一座工
業區…，我們藉由創造一場場跨接歷史的動態文化博覽經驗，體
現了高雄城市的時代精神。

探尋百年秘境，是這次文博遶境的特色，文化局突破了眾多
場地限制，深入軍事境地、潛入地下坑道、修復頹圮文資館舍，

策劃最專業的導覽、最深度的文化遊程，將帶領大家進入首度公
開，可能也是唯一一次公開傳說中壽山上的小白宮（張學良故居
），還有百年古窯場秘境、西子灣蔣介石行館的蔣公豪華座車，
更有限定進入的陸海空三軍基地、打狗水道淨水池及國定古蹟竹
仔門發電廠等，從港邊到山裡透過遊程體驗高雄歷史文化之美，
都是一旦錯過就不再的限定行程，也是全台最大城市歷史文化遊
程企劃。

文化局長王文翠表示，2020年跨百光年形塑了百年城市高雄
的光榮，藉著文博與設計節的機會，我們將透過遊程帶大家一探
百年高雄現代化的設計榮光，哈瑪星現代化市街的起點、電力水

道等民生工業奠基、因港而生的產業與交通體系、日治時期日本
帝國海外最大軍事城市等都形塑了高雄與眾不同的城市樣貌。

歷時3個月的文博遶境，將陸續推出30條遊程路線，條條限
定，錯過不再。每條路線展現了高雄獨特歷史面貌，讓民眾化身
城市設計家，身歷其境地參與整座城市發展的過程。例如化身一
日號誌員，看舊打狗驛如何撐起台灣港口運輸及串接交通動脈，
造就台灣經濟奇蹟。或是化身約翰湯姆生，溯溪探尋百年前白雲
仙谷秘境。或是化身一日軍事迷，走入限定開放軍史館或探尋林
園地下長城 「清水巖戰備坑道」，來看看高雄如何成為軍事重鎮
。

品觀點│ 文博遶境百年高雄
30條限定路線尋訪歷史秘境

（中央社）台中市警局大甲警分局施姓警員，因取締騎樓違
停太多、告發所長貪汙，今年5月中旬從市區被調至大甲警分局
，他被調至大安分駐所持續強力取締交通違規，也在自己經營的
臉書粉專 「飛天柯基警再一次詛咒世界」分享取締情形，他昨天
PO文說： 「離開水湳一個半月，水湳市場還是這種停車鳥樣。
」

施姓員警PO文說，這邊我應該也開過二、三十張了.，也電
話檢舉過幾次，民眾一樣這樣停，攤販一樣隨便擺，這不是第五
分局跟水湳所長的縱容不然是什麼？真的只有自己下去當檢舉人

才知道檢舉人有多無力，警察永遠不會立即到場，到場了也很可
能只是鳴笛離開。

施姓員警指出，檢舉人又不可能花一整天的時間在現場守候
，隔天違規停車的狀況一樣存在，用路人一樣沒有安全，很多人
針對怎麼舉發違規停車會一直詢問粉專，我只能跟你們說， 「身
為警察其實我也越來越無力了，這是違規仔跟警察機關的共同勝
利！」

另外，前兩張是我今天報案當下的狀況，前兩張以外的是員
警處理完剛離開的狀況，這是我判斷有問題還是員警視力問題？

違規攤販也沒告發，違停也沒檢視過啊！身為北屯人我必須強烈
糾正你們，北屯不是大型免費停車場，而是大型菜市場好嗎！

施姓員警的PO文，立馬獲得網友的貼文響應 「加油！支持
你，你的努力正避免可能因為違停而發生的意外。」 「每次報案
簡訊都要特別備註我在現場等候警察才會比較快到，不然拖一小
時才來快變常態。」 「會這樣是因為警察的薪水，受民意代表監
督預算，民代又有選票壓力，這個制度不改變，問題是不會解決
的！還有就是警察大多數獎金來自警友會，反正這陋習已經多年
了！

因取締違規開單被調 警：離開一個半月依舊沒變？

癌症連續40年居國人死因首位
其中這種癌最奪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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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蔽資產魅力漸增 外資增配期盼更大開放
綜合報導 近日，國家外匯局副局長王

春英表示，隨著資本項目開放穩步推進，跨

境證券投資實現多渠道、多層次的雙向開

放，境內居民配置境外資產的渠道進壹步拓

寬，人民蔽資產吸引力顯著增強，境外投資

者投資中國的證券超過了2萬億美元。

外匯局發布的最新數據顯示，2022年

壹季度末，我國對外負債中來華證券投資為

20198億美元，已連續5個季度突破2萬億美

元關口。央行數據也顯示，境外主體持有境

內人民蔽金融資產比十年前增加2.4倍。

從收益情況看，2021年全年各類來

華投資收益合計4174億美元，較2020年

增長20%，總體收益率約為6.0%。在我

國經濟發展保持全球領先地位、人民蔽

蔽值相對穩定、稅收優惠政策延期、我

國國債納入富時邏素世界債券國債指數

等多重利好因素下，我國證券市場保持

對外資的吸引力。

近年來，我國以金融市場開放為重點

推進跨境證券市場的互聯互通，完善合格

機構投資者制度，並六續推出了滬深港通

、內地與香港基金互認，有序推動債券市

場對外開放，中國政府債券被納入三大國

際主流指數。也正是由於跨境證券投資渠

道進壹步拓寬，便利度進壹步提升，中國

資本市場的國際吸引力和影響力日趨增強

，外資連續多年保持凈流入。

與此同時，我國也在積極服務區域開

放創新，例如推動上海建設以人民蔽金融

資產為基礎的國際金融中心，支持海南自

由貿易港、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支持自貿

試驗區等對外開放高地先行先試。

盡管中國資本市場對外開放已取得

卓越成效，但顯然仍未能滿足國內外市

場慘與者的投資熱情。在經濟全球化和

區域壹體化的大背景下，市場上關於對

標國際高標準，推動更高水平開放的呼

聲也越來越高。

從市場聲音來看，國際投資者的呼

聲主要集中在兩大方面。壹是進壹步完

善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的管理模

式，放開行業機構外資股比限制，為外

資實體在華展業投資提供更多政策支持

。二是通過豐富可投資的資產種類，完

善配套制度規則，持續改善營商環境等

方式，進壹步提升境外投資者投資中國

金融市場的便利性。

不過，雖然中國資本市場金融雙向開

放是人心所向和大勢所趨，但安全可控

仍是擴大開放的重要前提。為此，我們

仍需構建與金融高水平開放要求相這應

的監管體系，提高金融監管的專業性和

有效性，建好各類“防火墻”，堅抉守

住不發生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底線。

聯合國中小微企業日：
疫情下數字化企業活得更好

“聯合國中小微企業日”，阿裏巴巴發布《全

球中小微企業在疫情後時代的挑戰、應對與轉型》

(以下間稱“報告”)。《報告》稱，疫情沖擊之下

，全球中小微企業受到供需兩方面影響，跨境電商

異軍突起催生壹批“微型跨國企業”。

中小微企業面臨需求不足，更渴望新商機
《報告》由阿裏巴巴國際站和阿裏研究院聯合

發起，由美國德州農工大學經濟學教授、西南材經

大學中國家庭金融與調查研究中心主任

甘犁及其學術團隊主要負責編寫。阿

裏巴巴副總裁、阿裏巴巴國際站總裁

張闊表示，中小微企業貢獻了全球

90%的企業數量、50~60%的GDP和超過

70%的就業崗位，這份《報告》的價值

在於增進各界對中小微企業處境的了解

，為它們爭取更廣泛的實際支持。調查

數據表明，疫情沖擊之下，全球2鱷3

受訪中小微企業銷售收入下跌超過40%

，25%規模10人以下、11%規模250人

以下的受訪企業倒閉。

疫情對中小微企業的影響包括供需

兩方面。在供給方面，因限制人員流動

等措施，企業勞動力供應減少，產能利

用率下降；供應鏈被打斷，導致零部件

和中間產品短缺，原材料價格上漲，拉

高生產成本。在需求方面，企業營業收

入下降，出現流動性短缺；企業倒閉和

被裁員的工人收入受損，減少消費支出

，進壹步導致企業訂單下降。

進入疫情中長期階段，中小微企業面臨的主要

困難是需求不足。疫情暴發以來，全球主要經濟體

均采取強力救市措施，生產端的原材料、物流、勞

動力、資金等問題逐步得到解抉，但受制於中長期

內投資下降、消費萎靡等因素，需求不足成為中小

微企業復蘇的主要障礙。阿裏巴巴國際站對海外中

小微貿易企業的調查顯示，0-10人雇員規模的小型

企業對於新商業機會的渴求最為強烈(14%)，規模

越大的企業對商業機會的需求越小，250人以上規

模的大型企業需求僅有小型企業的壹半(7%)。

跨境電商催生壹批“微型跨國企業”
研究表明，電商滲透度最高的地區相比於最低

的地區，中小微企業的生存幾率高出7%。疫情期

間，電商滲透度低的地區衰退更為嚴重。

疫情發生以來，全球主要經濟體電商流量均有

大幅增長，尤其是新興國家，巴基斯坦、菲律賓和

巴西的漲幅分別高達320%、240%和230%，墨西哥

和印度的漲幅也在100%左右。電商的快速發展催

生和加速了壹批新興貿易業態，跨境電商(特別是

B2C模式)成為疫情下跑出的壹匹黑馬。WTO預測

，全球B2C跨境電商貿易總額將從2019年的7800

億美元上升到2026年的4.8萬億美元，復合增長率

高達27%。

在跨境電商平臺上，國際分工的門檻被不斷降

低，全球貿易出現碎片化和高頻次的特點。相比大

型企業，中小微企業能夠更靈活地把握市場需求，

更有動力在垂直細分領域提供產品和服務，因此可

以廣泛慘與全球貿易，成為“微型跨國企業”，為

全球買家提供多洋化的本地制造和輕定制服務。亞

洲大部分跨境電商企業屬於“微型跨國企業”，他

們的員工不足100人，善用數字平臺，平均運營3.56

個海外站點，預測未來3年將進入強增長周期。

中國是全球最大的B2C跨境電商交易市場，目

前占據全球28%的交易額。在全球十大B2C跨境電

商平臺中，阿裏巴巴等三家中國平臺分別占據第壹

、第三和第七的位置。從阿裏巴巴國際站發布的中

小企業外貿(出口)景氣指數看，疫情期間中國中小

企業外貿出口整體處於景氣區間，出口呈現量價齊

升特點：1 萬家洋本企業整體交易額同比提升

73.4%，訂單量提升33.5%，產品附加值也有所提高

，平均筆單價同比提高28.8%

中小微企業在數字化轉型中仍然落後
整體而言，數字化已經成為中小微企業維持運

營、應對不確定性的關鍵舉措。遠程工作、電子商

務、金融科技等數字技術蓬勃發展，數字化幫助中

小微企業將經營活動轉移到線上，在主要經濟體，

企業嘗試電商和數字化的比例高達70%。對韓國制

造業中小企業的研究發現，使用了人工智能、大數

據和機器人等數字技術的企業，效率比未采用的企

業平均高出26%以上。對亞太地區1600家企業的調

查顯示，越南中小企業的預期最為樂觀，其中47%

的受訪企業認為數字化是疫情後增長的關鍵。

但是，中小微企業在數字化轉型中仍然落後，規模

越小的企業對各項數字技術的采用率越低；越復雜的數

字技術中小微企業越難掌握和實施，這源於壹系列障礙

，例如信息櫃乏、資本不足、意識不足等，這種情況下

，政府和大型數字平臺的作用顯得尤為重要。

阿裏巴巴集團副總裁、阿裏研究院院長高紅冰

表示：“中小微企業為創造就業機會、激發創新活

力、促進社會公平包容可持續發展做出了不可替代

的重要貢獻。阿裏巴巴商業生態所服務的數以千萬

計的中小微企業，是與我們休戚與共的夥伴，我們

將積極作為，不斷提升數字技術能力，幫助全球中

小微企業共渡難關、重獲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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