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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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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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最高法院裁決美最高法院裁決：：環保署無權限制燃煤電廠排放環保署無權限制燃煤電廠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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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toni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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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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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er President Trump is
facing a legal challenge.

After 10 months the House
select committee on the
investigation into the
January 6 insurrection is
about half of the way done.
They are trying to prove
that former President
Trump violated several
federal laws in the events
leading up to the
insurrection and its
aftermath.

The committee stated that
it has evidence to show
that Trump and his
campaign staff carried out
an illegal and
unconstitutional attempt to
obstruct Congress’s
election process of
certifying Joe Biden’s
victory and engaged in a
criminal conspiracy to

defraud the United States.

The committee does not
have the authority to
prosecute the former
president, but it can make
criminal reference to the
Justice Department to build
the case against him. But
some legal specialists said
the former president may
have a strong legal
defense.

The House select
committee also indicated
that Trump violated other
laws by allegedly trying to
obstruct and influence an
official proceeding of the
United States. Prosecutors
could make a case that he
broke this law by
pressuring his then-Vice
President Mike Pence to
stop Congress’s election
certification process by

telling his followers that the
election was “criminal”
and to march on the
Capitol where the
certification process was
about to start.

Since the January 6
insurrection, the
government has
apprehended more than
800 individuals in
connection with the attack
on the Capitol. More than
280 of them have been
charged with corruptly
obstructing and influencing
an official proceeding.

Former Attorney General
William Barr testified to the
committee that Trump had
become “detached from
reality,” referring to Trump
’s belief that there was
voter fraud despite his
advisors telling him there

was no fraud.

This political drama really
is telling us how politics
work in Washington, D.C.

Midterm elections are
coming up. The two parties

will be on the stage again
to fight for victory. We
claim to be a democratic
country and the leader of
the free world. We need to
show the world how we
handle our own elections. 0606//3030//20222022

Trump Might Be In A LegalTrump Might Be In A Legal
ChallengeChallenge

國會特別委員會調查元月
六日國會大樓暴亂案, 経過十
個月調查後大約已經完成一
半 ，他們試圖證明前總統川
普在導至叛亂之事件中觸犯了
几項聯邦法律。

委員會聲稱，川普和他的
團隊試圖阻撓國會宣佈拜登當
選總統並參與欺騙美國的犯罪
陰謀，他曾要求時任副總統彭
斯停止在國會認証選舉結果。

前司法部長巴爾在作証時
說， 川普已經脱離現實指的

是川普認為存在選民欺詐，盡
管他的顧問告訴他沒有。

自從元月六日國會暴亂以
來， 政府已經逮捕了八百多
人後已經有二百八十人被定罪
。

中期選舉即將在十一月份
到來， 兩黨之攻防戰將更激
烈， 我們自稱是世界民主國
家之老大 ，就連家中之事都
還擺不平，真是令人遺憾。

前總統川普面臨司法挑戰前總統川普面臨司法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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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日本東京COVID-19（2019冠狀
病毒疾病）疫情持續升溫，單日新增確診病例
已連續 13 天高於上週同日，專家認為 「疫情
正再度擴大」，讓東京都政府決定調升警戒等
級。

日本放送協會（NHK）報導，東京都今
天新增 3621 例確診病例，較上週四增加 1208
例，連續 13 天高於上週同日。日本經濟新聞
統計，東京都至今累計病例數159萬8831例，
包括4575例死亡病例。

富士新聞網報導，東京都政府6月16日才
剛把警戒等級調降一級，沒想到才過兩週又調
升。另外，東京都也出現首例Omicron亞型變
異株BA.4確診病例。

東京都政府今天舉行疫情監控會議，在與
會專家認為 「疫情正再度擴大」的情況下，決
定將疫情警戒等級調升一級到次高等級。

東京都政府將疫情警戒等級分為4級，由
於截至6月29日的最近一週平均單日新增2337
例確診病例，連續兩週高於上週平均，讓專家
認為疫情再度擴大。

不僅新增確診病例有增加趨勢，連被認為
傳染力較強的 Omicron 亞型變異株 BA.5 占比
也同步增加。專家指出，在持續推動民眾接種
第3劑疫苗的同時，有必要讓高齡者及重症風
險高人士盡快接種第4劑疫苗。

日本國立國際醫療研究中心國際傳染病中

心主任大曲貴夫認為，東京疫情再度擴大的4
大理由，分別是 「炎熱」、 「人流增加」、
「染疫及疫苗帶來的免疫力減弱」及 「變異株

」。
大曲說，天氣熱讓大家待在空氣不流通的

冷氣房內機會增加；人際移動愈來愈頻繁造成
接觸機會大幅提升；隨著染疫及疫苗接種時間
過去，愈來愈多人擁有的免疫力減弱；還有就
是病毒株持續被置換為傳染力看似更高的BA.5
。

大曲認為，東京疫情未來很可能快速擴大
，呼籲大家警戒。

除了東京都疫情走高，鄰近東京都的神奈
川縣今天新增 1242 例確診病例，也較上週四
增加434例，連續14天高於上週同日，至今累
計病例數78萬390例，包括2230例死亡病例。

大阪府今天新增 2193 例確診病例，較上
週四增加 940 多例，至今累計病例數 101 萬
4180例，包括5210例死亡病例。

琉球新報報導，沖繩縣今天新增 1727 例
確診病例，較上週四的1542例增加185例，連
續 6 天高於上週同日，至今累計病例數 25 萬
3559例。

日本全境最近一週每 10 萬人口平均新增
91.21人染疫，沖繩縣以642.37人連續97天高
居日本各地之冠；熊本縣以224.04人次之、島
根縣以194.26人排名第3。

專家認COVID-19疫情再度擴大
東京調升警戒等級

小馬可仕就任菲總統 讚揚已故獨裁者父親統治
(本報訊)菲律賓已故獨裁者馬可仕的兒子

小馬可仕（Ferdinand Marcos Jr）今天宣誓就
任總統，他並讚揚父親的統治。小馬可仕完
成長達數十年努力，讓馬可仕家族得以重掌
國家最高職位。

法新社報導，暱稱 「邦邦」（Bongbong
）、64歲的小馬可仕在上個月總統選舉贏得
壓倒性勝利，這是自1986年他的父親馬可仕
被人民推翻以來，小馬可仕取得的最大勝利
。

小馬可仕接替性格強悍的強人總統杜特
蒂（Rodrigo Duterte）；杜特蒂因造成大量死
傷的反毒戰爭而聲名狼藉，並威脅要在卸任
後殺死可疑的毒販。

在重振家族政治生命的最後行動中，小
馬可仕在馬尼拉國家博物館舉行的公開儀式
上，在數百名外交官、政要和支持者面前宣

誓就職。
小馬可仕讚揚已故父親的執政成就，批

評者則描述當時是侵犯人權和腐敗的黑暗時
期，使國家陷入貧困。小馬可仕的母親伊美
黛（Imelda Marcos）高齡 92 歲，也出席了他
的就職大典。

在小馬可仕宣誓就職之前，杜特蒂在菲
律賓總統府馬拉坎南宮（Malacanang Palace）
接見小馬可仕。馬可仕家族在36年前逃離馬
拉坎南宮，流亡海外。

數天前，菲國最高法院駁回一項要求撤
銷上個月當選總統的小馬可仕參選資格的最
終上訴，為小馬可仕宣誓就職清除障礙。

隨著物價上漲擠壓已經被 COVID-19
（2019冠狀病毒疾病）疫情蹂躪的經濟，小
馬可仕已將解決通膨、促進經濟成長和提高
糧食產量作為他的首要任務。

近些年來處於多事之秋的波音公司（Boe-
ing）突然決定將把位於芝加哥市中心的全球總
部搬遷到維吉尼亞州的阿靈頓市, 這個地方就
在華府政治中心周圍，使這家美國航空航天和
防務巨頭的高層與特區監管機構和政策制定者
的距離更近,波音遷移之目的昭然若揭, 欲讓公
司高層透過遊說手段來解決問題以利推展業務
, 站在私人企業經營立場來看這本是無可厚非
之事, 但從空安角度來看, 這並不是負責任的態
度與作法。

長期以來，波音是全球最知名的商用飛機
製造商，該公司近來還大幅擴大了軍事承包業
務。波音的國防、太空和安全部門在2021年創
造了265億美元的收入。波音總裁兼首席執行
官大衛卡爾霍恩毫不諱言表示:“ 新地區對我
們全球總部具有戰略意義，因為它靠近我們的
客戶和利益相關者，有利於推展業務” 。

波音公司這些年來問題真是不少, 該公司
大量生產的737 MAX 8兩年前在短短五個月內
連續發生兩起重大空難，印尼獅航從雅加達機
場起飛後墜入爪哇海，全機旅客遇難, 之後衣

索比亞航空從亞的斯亞貝巴起飛後墜毀，157
人全亡，根據衛星跟踪數據顯示，兩起事件有
相似處，飛行員都曾報告起飛後難以達到適當
高度，並要求返回，但兩架都機頭朝下墜落，
由於聯航局曾接到許多飛行員對同機型投訴，
由此可証，兩起空難主因應是飛機故障,於是各
國相繼宣佈停飛波音 737 MAX 8 機型客機, 而
且上個月中國東方航空從雲南昆明起飛到廣東
廣州的MU5735航班不幸在廣西梧州藤縣墜毀,
機上132人全部罹難, 中國民航局在飛機墜機第
二天立馬通知暫停波音737-8飛機商業執行，
所以波音公司已陷入愁雲慘霧之中了!

波音本來執客機牛耳，現歷經多次空難，
已重創信譽, 而強勁對手空中巴士（Airbus）伺
機而起, 奪走大量訂單, 使這家由德、法、英與
西班牙聯創的公司去年業績首度超越了波音,
現在波音執行長大衛卡爾霍恩如不從最核心的
研發部門做結構性改革, 而想靠官方遊說去解
決問題苛且偷生, 波音是很難在短時間內恢復
元氣的!

【李著華觀點 :波音飛錯方向
空安比遊說重要 ,波音搬到維州乃不智之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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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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拿大通脹水平
升至39年半以來新高

綜合報導 加拿大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該國今年5月的消費者

物價指數(CPI)較去年同期上漲7.7%，刷新1983年1月以來的通脹增幅

紀錄。

加統計局表示，5月份的汽油價格環比上漲約12%，在很大程度

上推動了通脹水平持續上升。加統計局將原油價格上漲歸咎於俄烏

沖突導致的供應鏈不確定性，以及防疫措施放寬後導致的旅遊及各項需

求增長。

若不含汽油因素，5月CPI同比增幅也高達6.3%。酒店和餐飲業服

務價格、食品價格和住房成本上漲，也是推高CPI的重要因素。零售食

品價格同比增幅為9.7%，其中食用脂肪和食品油的價格增幅達30%的歷

史新高。

5月CPI較上月增長1.4%，高於4月份的環比增幅。經季節調整的

CPI環比升幅為1.1%，也是自1992年有該項數據以來的最高值。

另外，根據勞動力調查數據，該國5月份平均時薪同比增長3.9%。

這表明，過去壹年內的物價漲幅高於工資。

加統計局此前壹天發布的數據顯示，加拿大今年壹季度的職位空缺

達95.75萬個，創下新高。其中，醫療保健和社會援助、建築業、制造

業和零售業等領域的職位空缺均為歷史峰值。

加媒普遍認為，高企的通脹水平，繼續推高了加拿大央行在7月中

旬議息時加息75個基點的可能性，雖然貨蔽政策並不能解抉供應鏈這洋

的關鍵問題。加央行今年3月以來已經連續三度加息，以期遏制通脹。

立陶宛限制俄邏斯過境貨物
俄邏斯加裏寧格勒州告急

綜合報導 立陶宛鐵路運輸部門通知

加裏寧格勒州，從18日起將停止為俄邏

斯向該州運輸被歐盟列入制裁目錄的商

品提供過境服務。

加裏寧格勒州是俄邏斯在波邏的

海地區的壹塊飛地，位於波蘭和立陶

宛之間。二戰前，加裏寧格勒是德國

最東部的大城市，被稱為柯尼斯堡，後

來被割讓給蘇聯。該地區多年來壹直存

在緊張局勢，今年4月，歐盟對21家俄

邏斯認證的航空公司采取飛行禁令，阻

止了貨物空運到加裏寧格勒州。本次鐵

路過境限制事件更標誌著該地區緊張局

勢的升級。

加裏寧格勒也是俄邏斯波邏的海艦

隊總部所在地，具有重要的軍事地位。

加裏寧格勒是波邏的海唯壹壹個全年不

結冰的俄邏斯港口，也是俄邏斯海軍艦

隊的重要發射點，位置在北約防線後方

。據立陶宛稱，除了艦隊之外，俄邏斯

還在該領土上部署了核武器，但俄邏斯

並不承認，而美國科學家聯合會在2018

年根據衛星圖像分析稱，俄邏斯對該地

區的核武器儲存庫進行了重大現代化改

造。

立陶宛的過境限制行為將對加裏寧

格勒造成重要影響。加裏寧格勒的大部

分食物來自其歐盟鄰國，但其他商品的

獲取仍然嚴重依賴俄邏斯，每年有數百

萬噸的石油、焦炭和煤炭，主要通過立

陶宛的鐵路從俄邏斯運輸到加裏寧格勒

。立陶宛的禁令將涵蓋加裏寧格勒大約

50%的進口商品。

目前，俄邏斯和立陶宛對於該事件

法律性質的認識存在分歧。俄方表示，

立陶宛的封瑣違背了國際法和2002年達

成的壹系列便利過境的協議。而立方認

為其只是在執行從6月18日開始實施的

歐盟制裁，作為歐盟成員國，是在與歐

盟委員會協商並根據歐盟委員會的指導

方針完成的。2002年歐盟和俄邏斯曾就

俄邏斯和加裏寧格勒之間的通行達成協

議，歐盟外交事務官員表示，後續將

“仔細檢查”所有相關協議，因此雙

方之間締結的條約的具體情況仍有待

查證，以判斷立陶宛是否存在違反條約

的行為。

2019年的烏克蘭訴俄邏斯運輸限制

案（DS512）可以為本次事件在WTO下

的合法性提供壹定慘考。在DS512案中，

俄邏斯對烏克蘭經俄邏斯轉至吉爾吉

斯斯坦的貨物運輸采取了限制措施，

但俄邏斯作為被訴方成功援引了《1994

年關貿總協定》第 21條安全例外條款

。在該案中，WTO專家組沒有明確闡

釋國家“基本安全利益”的具體內涵

，但專家組認為，“基本安全利益”

是比“安全利益”更狹隘的概念，通

常可以理解為與國家基本職能相關的

利益，即保護其領土和人民免受外部

威脅，以及維護壹國內部法律和公共

秩序的利益。各國可能依據不同的國

情與發展現狀將其他類型的安全也納

入基本安全利益體系，但這也不意味

著WTO成員可以隨便將任何利益都認

定為基本安全利益。如果越來越多的

WTO成員援引第21條安全例外，將使

得多邊貿易體系受到各種奇怪且往往

牽強的安全問題的阻礙。如果俄邏斯

將立陶宛過境限制的行為訴至WTO，

立陶宛可能以國家安全例外為自身辯

護。不過，即便立陶宛主張其采取的

措施是為了保護基本安全利益，立陶

宛仍需以充分的事實和法律依據來證

明其基本安全利益已經或將可能受到

威脅，並證明這些措施是保護其基本

安全利益所必需的。判斷措施是否必

需，則要考察壹國采取的措施是否為

實現基本安全利益絕對必要、不可或

缺的，且援引國應當盡量降低采取該

措施所造成的損害。

由於立陶宛是北約軍事聯盟的成員

，受到集體防禦條約的保護，俄邏斯的

任何直接軍事行動都將觸發《北大西洋

條約》第5條，令整個北約與俄邏斯交

戰。針對此事件，美國美國國務院發言

人內德· 普萊斯重申了第5條的承諾，對

立陶宛表示了支持。該事件的未來走向

仍有待觀察。

法國國民議會選出史上首位女議長

綜合報導 法國國民議會當地時間28日選舉雅爾· 布勞恩-皮維(Yal

Braun-Pivet)爲議長。她由此成爲法國有史以來的首位國民議會女議長。

法蘭西第五共和國第16屆國民議會當天開始正式運作，並召開首次

全體會議。當天的會議是程序性的，主要工作是選舉新一屆國民議會議

長。布勞恩-皮維代表執政黨陣營參加選舉，左翼政黨聯盟、極右翼黨派

“國民聯盟”、傳統右翼黨派共和黨也分別推出了各自的候選人參加選

舉。

選舉新一屆國民議會議長的兩輪投票結果基本以黨派劃界，布勞恩-

皮維在第一輪投票中得到238票，在第二輪中得到242票。法國執政黨陣

營在本月舉行的議會選舉中取得國民議會577個席位中的245席，仍擁有

相對多數席位。按照相關規則，布勞恩-皮維當選國民議會議長。

布勞恩-皮維在當選國民議會議長後發表講話，表示法國民衆敦促國

民議會議員們共同工作，展開辯論和對話，而非進行內鬥。她還同時通

過社交媒體表示，自己當選國民議會議長彰顯了男女性別平等。

法國總理博爾內第一時間向布勞恩-皮維當選國民議會議長表示祝賀

，並表示布勞恩-皮維將推動國民議會的對話，並使議會爲民衆服務。法

國共産黨全國書記魯塞爾也向布勞恩-皮維表示祝賀。

布勞恩-皮維現年51歲，2017年起擔任國民議會議員，今年5月擔任

法國海外事務部長，在本月的議會選舉中成功連任議員，隨即被執政黨

陣營推選爲國民議會議長候選人。爲了能參加國民議會議長選舉，她上

周辭去海外事務部長職務。

裏海沿岸國家首腦峰會在土庫曼斯坦舉行
綜合報導 阿什哈巴德消息：裏海沿

岸國家首腦峰會在土庫曼斯坦首都阿什哈

巴德舉行，與會領導人就裏海各領域合作

及共同關心的國際地區議題交換意見。會

後，裏海沿岸五國領導人就裏海地區安全

發布聯合公報。

據土庫曼斯坦國家通訊社消息，峰會

由土庫曼斯坦總統謝爾達爾· 別爾德穆哈

梅多夫主持，俄羅斯總統普京、阿塞拜疆

總統阿利耶夫、哈薩克斯坦總統托卡耶夫

、伊朗總統萊希出席。

普京在峰會上表示，俄方一貫主張深

化裏海五國在政治、安全、經濟和環境以

及人道主義領域的合作夥伴關系，而保障

地區繁榮的前提是各方應嚴格遵守《裏海

法律地位公約》原則。

普京指出，俄羅斯與裏海沿岸國家的

貿易量不斷增長。至2021年，貿易額增長

超1/3，達到340億美元。他表示，裏海沿

岸五國在能源領域的合作機會很大，關于

聯合開發裏海海域油氣田的協議已得到落

實。這使得在尊重各方利益的情況下，合

理有效利用裏海自然資源成爲可能。

此外，普京稱，俄羅斯將致力于建立

裏海地區交通和物流樞紐。普京說，沿岸

各國應采取實際措施，優化

地區交通和物流體系。在此

方面，應首先建設“北—南”聯

運貿易走廊。普京表示，該

交通走廊全長7200公裏，將

連接聖彼得堡同伊朗及印度的

港口。該交通走廊的建成和投

入使用將進一步促進裏海地區

國家在交通領域的合作。

對此，托卡耶夫在講

話中指出，哈方同樣關注

“北—南”交通走廊發展問題。作爲

“北—南”交通走廊計劃的一部分，

“哈薩克斯坦-土庫曼斯坦-伊朗”鐵路

運輸線將成爲中亞至波斯灣之間最短運

輸路線。

同時，托卡耶夫呼籲裏海沿岸國家

加強合作，充分利用裏海的潛力。運輸

互聯互通正在成爲經濟可持續增長以及

加強各國經濟聯系的關鍵因素。他認爲

，跨裏海國際運輸走廊在確保歐洲、中

亞和中國之間的過境運輸暢通方面發揮

了重要作用。

爲了加強彼此之間的貿易往來，托卡

耶夫還認爲有必要發展現代物流基礎設施

。對此，他提議創建裏海沿岸國家糧食樞

紐。這將有助于減少成本，增加貿易量。

會後，裏海沿岸五國領導人就裏海地

區安全發布聯合公報。公報指出，所有裏

海沿岸國家要確保該地區的安全與穩定，

確保該地區國家軍備平衡，各國的軍事發

展要兼顧所有沿岸國家利益，不損害彼此

安全。裏海沿岸國家要禁止不屬于沿岸國

家的武裝部隊出現在裏海地區，裏海沿岸

國家也不得向第三國開放領土用于支持針

對其他沿岸國家的軍事行動。

另據土庫曼斯坦媒體 turkmenportal 報

道，下一屆裏海沿岸國家首腦峰會將在

伊朗舉行。

俄央行行長：俄邏斯貨蔽政策目標保持不變
綜合報導 俄邏斯中央銀行

行長納比烏林娜在俄邏斯工業

家和企業家聯盟大會發言時，

就俄貨蔽政策和金融市場監管

兩大問題進行了闡釋。

納比烏林娜表示，當前俄

邏斯貨蔽政策的目標保持不變

，繼續讓通脹回到目標值。今

年2月份俄央行大幅上調基準

利率，以穩定金融市場。隨著

金融市場局勢穩定，通脹壓力

開始下降後，俄央行數次調低

基準利率。但她同時強調，隨

著通脹降低，央行將進壹步降

低基準利率，但由於要進行重

大結構性調整，因此不會追求

盡快降低通脹，為此預計需要

兩年到兩年半時間。她表示，

目前俄央行沒有觀察到有通貨

緊縮的情況存在，目前的市場

物價很大程度

上是因為今年2

月底至3月初價

格大幅上漲後

的修正，目前

檢測到各類商

品的價格增長

正在放緩。

關於匯率

問題，納比烏

林娜指出，俄邏斯堅持盧布浮

動匯率政策，因為浮動匯率有

助於經濟這應新形勢。如果對

匯率實施管控，貨蔽政策的獨

立性、自主性就會急居下降。

對於外匯限制問題，納比烏林

娜表示，應這時取消為打擊洗

錢和可疑交易，以及為穩定金

融局勢防止資本外流而實施的

貨蔽限制。

針對金融市場監管問題，

納比烏林娜表示，俄邏斯銀行

經歷了巨大沖擊，目前處於穩

定狀態，但對貸款帶來影響，

不過目前貸款正在逐漸恢復。

關於支付系統問題，納比

烏林娜表示，雖然俄邏斯被排

除在國際金融信息交換系統

(SWIFT)之外，Visa和Mastercar

誒也退出了俄邏斯市場，但得

益於俄方開發的金融信息傳輸

系統(SPFS)，銀行業相關業務

在俄國內仍正常運行。而從國

際結算的角度來看，這些限制

存在很大問題，目前俄邏斯致

力於促進從使用美元結算向使

用本國貨蔽結算過渡，但進展

緩慢。因為這不僅是銀行系統

的問題，也是合同本身的問題

。她表示，俄央行可能臨時在

交易所慘與貨蔽組合交易，以

提供流動性支持。

此外，納比烏林娜還透露

，目前已有來自12個國家的70

家外國金融機構接入SPFS系統

。她強調，俄央行有意將所有

外國機構接入該系統，央行有

技術解抉方案，這壹工作可以

很快完成，但壹切取抉於合作

夥伴的意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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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財政部今天宣布轉出13億美元（約新台
幣390億元），向烏克蘭提供經濟援助，這是拜登政府最初於5
月向基輔當局承諾援助75億美元的一部分。

此外，美國國家情報總監海恩斯（Avril Haines）昨天表示
，俄羅斯總統蒲亭（Vladimir Putin）仍然希望占領烏克蘭大部
分地區，當地的戰爭情勢仍 「相當嚴峻」。

法新社報導，美國財政部長葉倫（Janet Yellen）今天在聲
明中說： 「透過這筆經濟援助，我們重申對烏克蘭人民的堅定
承諾，他們在蒲亭的侵略戰爭中保家衛國並努力維持經濟。」

這筆資金透過世界銀行（World Bank）支付，是拜登5月
簽署75億美元援助方案的一部分。

根據世銀估計，俄羅斯2月入侵前蘇聯加盟國烏克蘭的戰

爭，恐導致烏國經濟在今年萎縮多達45%。
烏克蘭目前的預算赤字每月增加50億美元，無法籌集資金

或從外部市場獲得融資使情況更加惡化。
根據美國財政部，盟邦紛紛向烏克蘭提供援助，七大工業

國集團（G7）和歐洲聯盟（EU）也承諾向基輔當局進一步提
供296億美元資金，其中85億美元來自美國。

財政部表示，華府已於4月和5月透過世界銀行支付其中
兩筆5億美元的款項，以協助烏克蘭支付應對 「俄羅斯無端和
無理入侵」的直接成本。

自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來，華府早已向基輔當局提供超過
60億美元的軍事裝備。

路透社報導，美國最高情報官員海恩斯昨天表示，蒲亭仍

然希望占領烏克蘭大部分地區，當地的戰爭情勢仍 「相當嚴峻
」。

海恩斯說： 「我們繼續站在關注蒲亭總統言行的立場，我
們認為，他的政治目標實際上與我們先前設想相同，也就是說
，他想鯨吞烏克蘭大部分地區。」

海恩斯說，美國情報機關認為，短期內有3種可能的情況
，最有可能的是拖延戰，俄羅斯軍隊在這場衝突中僅取得漸進
性成果，不過對實現蒲亭目標難有突破。

其他情況則包括俄羅斯取得重大突破，或烏克蘭成功穩定
前線戰局，同時在俄羅斯控制的赫松市（Kherson）和烏南其他
地區附近取得小幅進展。

海恩斯說： 「簡單來說，情況依然相當嚴峻。」

美國家情報總監曝俄烏最新戰情
英多管火箭系統將投入戰場

裴洛西在美遭拒領聖餐後
現身梵蒂岡接受聖餐

（綜合報導）美國國家情報總監海恩斯（Avril Haines）週
三在華府表示，綜合情報機構的結論，俄烏戰爭可能將會持續
很長時間，但莫斯科的軍隊短期內不太可能突破烏克蘭東部地
區；另外在英國受訓的數百名烏軍也已經完成訓練，包含使用
英軍提供的多管火箭系統（MLRS），有望為前線增加新戰力
。

海恩斯表示，目前俄羅斯控制著一條長達1100公里的衝突
線，並占有烏克蘭20%的領土，幾乎控制整個盧甘斯克地區。

但她也表示，烏克蘭人在俄軍占領地區的反擊力量正在增加，
這使得俄軍難以突破出烏克蘭東部。

她表示衝突很難和平解決，雖然俄軍取得了一些戰果，但
仍然沒有突破。她說: 「簡而言之，情況仍然嚴峻。」

與此同時，450名烏克蘭士兵在英國已經完成了軍事訓練
，包括多管火箭發射系統的操作，這次培訓是由英國主導，並
在紐西蘭的支持下開展，也是自2月24日俄羅斯入侵行動開始
以來軍援計畫的一部分。

據外媒報導，英國是在6月初時宣布將軍援烏克蘭M270
多 管 火 箭 發 射 系 統 （M270 Multiple Launch Rocket System,
MLRS），並展開對烏軍的使用培訓。M270多管火箭系統可在
1分鐘內發射12枚地對地導彈，且能精準打擊80公里範圍內目
標，射程遠超烏軍目前擁有的火炮。預料M270投入前線之後
，有助於提升烏軍的遠程打擊能力。

美轉帳美轉帳390390億援烏億援烏
情報總監憂俄仍想鯨吞烏克蘭情報總監憂俄仍想鯨吞烏克蘭

（綜合報導）媒體報導，美國聯邦眾議院議長裴洛西
（Nancy Pelosi）今天在梵蒂岡聖伯多祿大教堂（St. Peter's Ba-
silica）接受聖餐，此前她在家鄉舊金山被禁止領聖餐。

舊金山總主教郭德麟（Salvatore Cordileone）上月通知這位
美國國會民主黨第一號人物和終身天主教徒，由於她支持墮胎
權，將不再允許她參加聖餐禮。

天主教網路報Crux Now今天報導，裴洛西與家人一起望
彌撒，並從神父那裡領取了聖餐。

梵蒂岡發出的照片顯示，裴洛西與夫婿保羅（Paul Francis

Pelosi）在大教堂內與教宗方濟各（Pope Francis）握手。
裴洛西是墮胎權的倡導者，上週猛烈抨擊美國最高法院推

翻聯邦保障的墮胎權。
郭德麟在5月的一封信函指出，他已警告過裴洛西，除非

她公開否定對墮胎的立場，或者停止提及她的天主教信仰與停
止接受聖餐，她將不得參加儀式。

同時也堅定反對同性婚姻的郭德麟說： 「我在此通知您，
您不得參加聖餐禮，如果您這樣做，您不得領取聖餐，直到您
公開放棄支持墮胎合法的主張，並在懺悔聖事（Sacrament of

Penance）對此嚴重罪行認罪並獲得赦免。」
裴洛西與美國總統拜登一樣公開自己的天主教信仰，在分

歧辯論中都支持有墮胎選擇的權利。
85歲的方濟各將墮胎貼上 「謀殺」的標籤，但與保守的美

國主教拒向支持墮胎權的政治人物提供聖餐之舉保持距離。
去年10月在羅馬舉行的20國集團（G20）會談之前，拜登

與教宗會面1個多小時，後來拜登告訴記者，方濟各 「很高興
我是1名優秀的天主教徒，我應該繼續接受聖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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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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壹帶壹路大講堂
探討馬中農業合作機遇
綜合報導 馬來西亞一帶一路大講堂

(BRIS)巡回研討會第四站25日在馬來西亞

瑪拉工藝大學(UiTM)彭亨增卡分校舉辦，

研討會以“農業現代化：中國與馬來西亞

的經驗”爲主題，兩國學者專家共同探討

馬中“一帶一路”合作下，如何結合兩地

農業現代化的發展經驗，釋放馬中農業合

作的新機遇。

中國駐馬來西亞大使館公使唐銳在研

討會開幕式致辭時指出，在“一帶一路”

框架下，中國和共建國家拓展農業貿易投

資，對接農業發展政策，交流農業現代化

技術經驗，爲各國確保糧食安全、推動經

濟發展、增進人民福祉作出重要貢獻。

馬來西亞一帶一路委員會秘書長兼東

南亞社科研究中心首席執行長梁志華表示

，馬來西亞和中國都是農業大國，可透過

結合兩國在農業現代化發展上的優勢，發

揮馬中合作“互惠互利的精神，相互提升

農産品的生産效率與品質。

馬來西亞中國教育協會會長姜忠岐期望

透過中馬兩地教育機構在農業現代化的科研

分享和培訓，可爲農業輸入更多高技能的專

才，將兩地農業領域推向更高質量的發展。

此次研討會分別邀請到馬來西亞瑪拉

工藝大學的 Alexius Korom 博士、Mohd

Muhyiddin Bin Mustafa博士、Mohd Khairy

Bin Zahari博士，以及遼甯農業職業技術學

院的胡小鳳博士主講，分別通過線上和線

下分享有關馬中農業現代化的合作契機。

馬來西亞一帶一路大講堂是由東南亞

社科研究中心(SEARCH)與馬來西亞一帶一

路委員會發起且主導的品牌，並獲得馬來

西亞中國教育協會和 MyEdu集團聯辦。大

講堂于2021年啓動，涵蓋論壇、圓桌會議

、工作坊和培訓計劃于一體的系列活動，

推動社會創新和經濟發展，促進馬中兩國

共同繁榮。

韓推進與太平洋島國合作
消息人士：韓計劃任命太平洋島國特別代表

綜合報導 韓聯社報道稱，在太平

洋島國成為中美激烈競爭的戰場，戰

略價值不斷上升的情況下，韓國也加

快在該地區的全方位外交布局。多名

外交消息人士當天透露，韓國政府正

推進在今年秋季舉行“第5屆韓國-太

平洋島國外長會”，還計劃任命太平

洋島國特別代表等。

資料顯示，韓國-太平洋島國外長

會由韓國和14個太平洋島國外長慘與

，至今已舉行4次會議。雙方在去年

的第4屆會議上商定，將開會周期從3

年縮短至2年，此次破例抉定提前壹

年開會。韓媒報道稱，這主要是考慮

到各方在去年的會議上商定將該機制

升格為首腦級別機制。如果要召開首

腦級會議，為了事先協調相關事宜，

有必要盡早召開外長會議。

韓媒稱，韓國政府今年計劃盡量

恢復面對面舉行會議的方式，而不是

通過視頻。韓國外交部次官補(部長助

理)余承培已於本月23日至24日訪問太

平洋島國論壇(PIF)秘書處所在地斐濟。

這是韓國外交高官時隔約7年再次訪問

斐濟。余承培在PIF研討會發表演講時

表示，韓方計劃任命太平洋島國特別代

表，並將在近期向斐濟派遣特使，深化

雙方在國際舞臺上的合作。

據韓聯社報道，韓國與太平洋島

國在開發合作、氣候環境、海洋水產

等領域保持合作，並通過2008年成立

的韓國-PIF合作基金每年向該地區提

供150萬美元規模的援助。報道稱，

隨著中美兩國在太平洋島國的競爭日

趨激烈，該地區的外交價值備受關註

。韓國政府認為，韓國在共享經濟發

展經驗或氣候變化問題合作方面，可

以成為太平洋島國的實質性夥伴。

報道還提到，美國日前與日本、

澳大利亞、新西蘭以及英國以援助太

平洋島國為由，建立“藍色太平洋夥

伴”(PBP)合作框架，此舉被認為是應

對中國在該地區的影響力。韓聯社稱

，在這種外交環境的變化局勢中，韓

國加強與太平洋島國的關系，對確保

韓國的外交平衡也會產生積極效果。

韓國《世界日報》報道稱，韓

國、加拿大和德國今後也可能加入

“藍色太平洋夥伴”。不過對於這壹

消息，韓國外交人士稱，正在了解相

關情況並進行討論。

韓國前總統李明博
獲準暫緩服刑3個月

綜合報導 韓國檢方當地時間28日表示，考慮

到前總統李明博的健康狀況，將批準其所提交的服

刑中止申請，允許其暫緩服刑3個月。由此，現被

關押在京畿道安養監獄的李明博在收監1年零7個月

後暫時釋放，於當晚解除監禁狀態。

李明博於2008年至2013年任韓國總統。2018年

，李明博成為繼全鬥煥、盧泰愚、樸槿惠之後韓國第

四名因涉貪腐遭起訴並被捕的前總統。現總統尹錫悅

亦參與了相關調查。2020年10月，韓國大法院以貪

汙受賄等罪名，終審判處前總統李明博有期徒刑17

年，處130億韓元(約合人民幣6759.87萬元)罰金，追

討犯罪所得57.8億韓元(約合人民幣3005.60萬元)。收

監期間，李明博曾於2020年12月以及本月初以擔心

新冠疫情及健康原因為由兩度申請中止服刑。

根據韓國《刑事訴訟法》規定，服刑人員在服

刑期間若出現健康嚴重惡化，年齡超過70歲，懷孕

6個月以上，高齡或年幼的直系親屬無人監護等七

種情形之壹時，可以申請中止服刑。

隨著李明博獲準暫緩服刑，其能否獲得特赦也

備受關註。據韓國YTN電視臺，李明博收監的1年7

個月內，曾與律師約談577次，即平均兩日見壹次

律師。對此，韓國國會議員金潤德評價稱，李明博

的監獄生活和其他服刑人員實在是“大為不同”。

《韓民族日報》更發文稱，雖然考慮到公眾對特赦

李明博的負面輿論，尹錫悅政府會對特赦持謹慎態

度，但並不排除在今年光復節(8月15日)做出相關決

定，以“實現民族團結和經濟振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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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泰國衛生部通報，過去24小

時新增1735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和15例死亡

病例。截至當天，今年以來泰國累計確診病

例達2292455例，累計死亡病例8909例。

泰國交通部部長薩撒揚當天在曼谷表

示，泰國民航局已向世界各國航空公司發

布航行公告，告知有關乘機入境泰國的最

新防疫措施，並自7月1日起執行。

據介紹，公告的主要內容包括：取消入

境乘客的泰國通行證系統登記；已完整接種

新冠疫苗的乘客入境泰國無需核酸檢測證明

，如出現不這癥狀則需進行抗原檢測；未完

整接種疫苗的乘客，登機前需出示72小時內

的檢測陰性證明；航空公司須對乘客的相關

證明文件進行檢查，機場檢查站也可能會對

入境人員的文件進行再次核查。

公告同時指出，由於飛機機艙是壹個

封閉空間，因此，泰國民航局建議旅客在

乘機期間佩戴口罩。

此前，泰國總理府發言人26日表示，

總理巴育已要求旅遊部門制定下半年泰國

旅遊的推廣措施。預計7月1日取消泰國通

行證系統、放寬入境措施後，來泰遊客將

大幅增加，因此需要制定更多激勵旅遊的

措施。

數據顯示，截至6月26日，泰國今年

以來已接待國際遊客約203萬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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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審批香港旅客的逗留申請、與申請人

會面、隨時處理各類查詢……這是入境事務主任余倚華

(25歲)的日常工作。大學時修讀測量專業的她，原本可能

和身邊的同學一樣，進入測量行業，成為一名測量師。

不過，在畢業那年，她遇上修例風波，命運隨即改寫。

報章、電視媒體鋪天蓋地的報道，讓她深

受震撼，更令余倚華萌生跳出舒適圈的念想。

她說：“當時的社會氣氛令我回想到自己的初心，其實我最想做的，

是服務市民、貢獻社會。” ◆文/圖/視頻：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 掃碼睇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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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境處余倚華：“回歸寶寶”與香港特區共同成長

特區政府27日在社交媒體宣布，政府飛
行服務隊將採用由固定翼飛機同直升機組成
的4機編隊，在7月1日上午慶祝香港特區
成立25周年升旗儀式舉行期間，飛越
金紫荊廣場時將展示國旗與區旗，
中午時分還會在維港上空進行同
樣的編隊飛行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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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一一一一一一一一

飛 越 維 港

冀港人同追夢 獻力為國為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康敬）今年是香港回歸
祖國25周年，九龍西潮人聯會近期舉辦一系列慶
祝活動，包括潮樂欣賞、青年音樂會、維港遊等，
冀與社會各個階層的市民大眾一同祝賀香港回歸祖
國25載。

九龍西潮人聯會27日上午舉辦“慶祝香港回歸
祖國25周年潮樂濃情耀香江”，活動有香港潮人文
藝協會的多位潮曲名伶主唱《陳三五娘》、《三稱
讚》、《草橋結拜》等著名潮曲，還有潮州音樂
《半空彩鳳》、《獅子戲球》的演奏，冀為香港回
歸祖國25周年的大日子增添喜慶，掃走疫情陰霾。
西潮會長潘陳愛菁希望，香港未來發展欣欣向榮、
祖國繁榮富強。

同日下午，由九龍西潮人聯會和西潮青創共同

主辦的“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樂韻悠揚舞
動青春”音樂會在尖沙咀街坊福利會會堂舉行，音
樂會內容、形式、文化多樣，彰顯青春活力與希
望。油尖旺區內多間學校學生上台表演，有Indian
Punjabi Dance-Bhangra舞蹈、無伴奏音樂表演、
中學生樂隊演出等，還有香港青年歌手現場演唱，
並分享追夢經歷，表演者通過音樂和舞蹈傳遞香港
年輕人積極正面向上的精神面貌。

音樂會的主持團隊中有兩位中學生，來自真光
女書院的中四學生Cathy和天主教新民書院的中二
學生Mango均表示︰“能在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5
周年的活動上擔任司儀十分榮幸，我們希望香港未
來更加好，疫情快點過去，社會能回復往常，大家
也能夠去到大灣區內地城市旅行、見識。”

九西潮聯音樂會慶回歸25載

“服務市民、貢獻社會。”短短八個字，要
實現卻非易事。該如何做？余倚華想到

了投考入境處。在香港，入境處的服務，可謂涵
蓋了“從生到死”各個環節：孩子出生或長輩離
世，需要入境處開具“生/死證明”；旅行需要
入境處辦理護照；進出香港需要入境處查核證
件；辦身份證需要入境處；婚姻登記需要入境
處；外遊遇險也需要入境處……

回想自己的成長歷程，余倚華意識到，人生
的每個階段，都離不開入境處。最終，在家人和
朋友的支持下，余倚華在2019年10月成功通過考
核，成為一名入境事務主任，遵循自己的初心前
進。

剛入部門的“新丁”，先要經歷長達約6個月
的訓練。余倚華憶述，入職訓練中要學習實務工作
知識，熟讀不同的法例、守則，亦要培養團隊精
神。其間所學到的訊問和處理資料的技巧，在後來
的工作中大派用場。

2020年2月，新冠疫情爆發令人措手不及。
還是受訓學員的余倚華，迎來職業生涯的首個挑
戰——被調派到俗稱“救人組”的“協助在外香

港居民小組”，參與救助滯留在武漢和“鑽石公
主號”上的港人。她的主要任務，是接聽滯留港
人的求助電話，為他們提供實用資訊和心理輔
導。

余倚華對一個滯留武漢的港人家庭印象深
刻。“因為感染了新冠，他們一家四口每日都會
打來求助，我聽到他們咳得愈來愈嚴重。當時我
只能每天同他們聊天，提供一些資訊讓他們去拿
藥，但我其實好想親身去當地幫助他們。”余倚
華說。

隨着疫情變化，入境處在抗疫中的工作亦不
斷調整。在“救人組”時，余倚華見證同事的付
出，亦開始思考自己能做什麼。當部門邀請有興
趣加入前線抗疫崗位的同事報名時，余倚華毫不
猶豫地響應號召，“我希望自己行前一點，可以
親身提供最適切的幫助給他們。”

隨後，余倚華被分配到個案追蹤辦公室。今
年1月，第五波疫情爆發初期，社區出現首宗源頭
不明個案，引發各界恐慌。余倚華和同事被委派
調查這宗個案，經過首輪排查，發現該個案和當
時的現有個案沒有重疊之處，調查陷入僵局。

不過，余倚華沒有放棄，當時她堅信第五波
疫情初起時個案都有源頭，一定是什麼地方有遺
漏。她與另一個同事鍥而不捨，拿到確診男士的
出行支付紀錄後細細調查對比，終於發現線索：
原來該男士常到同一家茶餐廳吃早餐，而這一細
節是他之前未曾提及的。經過進一步確認，鎖定
了這家茶餐廳可能存在隱形傳播鏈，防疫專家立
刻去往勘察，阻斷傳播鏈。

余倚華表示，這次成功經驗讓自己和同事都

深受鼓舞，也推動大家繼續用心追查每一宗個
案。“個案追蹤辦公室是抗疫中最重要的一關，
如果我們輕易放棄調查，就會使病毒蔓延開來，
甚至引來大型的社區爆發。”

回顧參與抗疫工作的歷程，余倚華用“行前
一步”作為概括。當香港第一個社區隔離設
施——青衣方艙醫院啟用，余倚華又“行前一
步”，在抗疫最前線服務確診者。

由入境處管理的青衣方艙，余倚華負責指揮
中心的日常工作，安排確診者入艙隔離。她善用
溝通的技巧，幫助確診者平復情緒、面對病情、
解決問題。一位婆婆曾在接受過余倚華幫助後對
她講“真的多謝你”，令倚華十分難忘。“雖然
當時不是一個好複雜的事情，但對我來講好深
刻。婆婆那一句‘多謝你’，鼓勵我繼續做好眼
前的工作。”

隨着疫情放緩，余倚華亦結束在抗疫一線的
工作，調任入境處簽證部延期逗留組。疫情之
下，大量訪港人士受影響滯留在港，令延期逗留
組面臨不小的工作挑戰。她笑言，原本以為在辦

公室工作或許會比較沉悶，處理簽證或者可能會
比抗疫工作來得輕鬆，但實際接觸後發現，處理
簽證需要的技能比抗疫來得還多。

余倚華說，入境事務處是個剛柔並濟的部
門，不僅要服務市民，也要兼顧針對非法勞工、
過期居留人士的執法工作。自己資歷尚淺，接觸
到的僅是九牛一毛。談及規劃，余倚華希望累積
更多經驗、涉獵更多範疇，好好裝備自己，繼續
站在前線為市民把關，守護國家的南大門。

生於1997年4月的余倚華與香港特區共同成
長。在她眼中，過去25年香港走過順境逆境，每
次難關都比上一次更大更多。然而，香港人有同
舟共濟的精神，彼此有如家人互相扶持，總能夠
渡過難關。

身為新一代的香港年輕人，余倚華希望自己
以及同齡人，能夠在努力過好每一日生活的同
時，保持追求夢想的勇氣和拚搏精神，無論遇到
怎樣的困難，都要以一顆不甘平凡的心迎難而
上。不僅為自己取得一番成就，也為香港、為國
家的未來出一分力。

查個案源頭
細心揭毒鏈

◆第五波疫情時，余倚華“行前一步”到入境處
管理的青衣方艙服務確診者。 入境處供圖

◆◆余倚華希望不斷裝備自己余倚華希望不斷裝備自己，，
為守護國家南大門出一分力為守護國家南大門出一分力。。

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大公文匯全媒體記者 攝攝

入青衣方艙
難忘一聲謝

續裝備自己
護國南大門

◆九龍西潮人聯會和西潮青創共同主辦的慶祝
回歸音樂會，有中學生樂隊演出。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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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構全球發展夥伴關係
不讓任何一國一人掉隊

主持全球發展高層對話會 強調合作才能辦大事辦好事辦長久之事

：
習
近
平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外交部發言
人汪文斌6月24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中方將推動
金磚各方繼續就擴員問題深入討論，在協商一致的基
礎上制定擴員的標準和程序。

有記者當天就金磚合作機制擴員問題提問。汪文
斌就此表示，金磚國家是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間的
重要合作機制，也是南南合作的重要平台，16年來保
持良好發展態勢，各領域務實合作不斷走深走實，已
經成為國際舞台上一支積極、穩定、建設性的力量，
國際影響力和吸引力不斷提升。 他介紹，金磚國家
機制自成立以來，就同廣大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的
命運緊緊聯繫在一起。新開發銀行已經實現了首批擴
員，將為更多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提供金融支持，也將
提升銀行在國際金融體系中的話語權和影響力。

他指出，作為今年的金磚主席國，中方積極支
持金磚國家啟動擴員進程，拓展“金磚+”合作。在
昨天（23日）舉行的金磚國家領導人會晤當中，五
國領導人同意繼續開展“金磚+”合作，推進金磚
擴員進程，有關共識也體現在會晤發表的《金磚國
家領導人第十四次會晤北京宣言》當中，這充分說
明金磚的合作是開放包容的。“中方將推動金磚各
方繼續就擴員問題深入討論，在協商一致的基礎上
制定擴員的標準和程序，期待更多志同道合的夥伴
加入金磚大家庭。”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金磚國
家領導人第十四次會晤23日至24日舉行並
發表北京宣言。宣言說，與會領導人討論了
烏克蘭局勢，並憶及在聯合國安理會、聯合
國大會等場合就烏克蘭問題表達的國別立
場，支持俄羅斯同烏克蘭談判。

宣言全文近1.3萬字，分為序言、加強
和改革全球治理、團結抗擊疫情、維護和平
與安全、促進經濟復甦、加快落實2030年
可持續發展議程、深化人文交流、完善金磚
機制建設八部分。

宣言說，與會領導人還討論了對烏克
蘭境內外人道局勢的關切，支持聯合國秘書
長、聯合國機構和紅十字國際委員會根據聯
大第46/182號決議確立的人道、中立和公
正原則提供人道援助的努力。

針對阿富汗局勢，宣言說，與會領導
人堅定支持一個和平、安全和穩定的阿富
汗，同時強調尊重阿富汗主權、獨立、領土

完整、國家統一，不干涉阿富汗內政。與會
領導人強調，阿富汗領土不能被用來威脅或
攻擊任何國家，不能被用來庇護或訓練恐怖
分子，不能被用來為恐怖主義行為提供資金
支持，重申在阿富汗打擊恐怖主義的重要
性。

針對伊朗核問題，宣言說，與會領導
人重申需要根據國際法，通過和平和外交
手段解決伊朗核問題，強調維護伊核問題
全面協議和聯合國安理會2231號決議對
國際核不擴散體系及更大範圍的和平穩定
的重要性，希望旨在恢復伊核問題全面協
議的外交努力取得成功。

重申致力於無核武器世界
就朝鮮半島相關問題，宣言說，與會

領導人支持通過多雙邊談判解決朝鮮半島所
有相關問題，包括完全無核化，維護東北亞
和平穩定。與會領導人重申支持全面、和

平、外交、政治解決方案。
宣言說，與會領導人呼籲持續努力加

強軍控、裁軍、防擴散條約和協議體系，保
持其完整性，維護全球穩定及國際和平與安
全，進一步強調要確保裁軍、防擴散及軍控
領域有關多邊機制的有效性、高效性和協商
一致原則。

宣言說，與會領導人重申致力於無核
武器世界，強調對核裁軍的堅定承諾，支持
日內瓦裁軍談判會議2022年度會議就此開
展工作。

針對恐怖主義，宣言說，與會領導人
強烈譴責一切形式和表現的恐怖主義，不
論恐怖主義在何時、何地、由何人實施。
與會領導人決心打擊一切形式和表現的恐
怖主義，包括恐怖分子跨境轉移、恐怖融
資網絡和為恐怖分子提供庇護；重申恐怖
主義不應與任何宗教、民族、文明或種族掛
鈎。

金磚北京宣言：支持俄羅斯同烏克蘭談判 外
交
部
：
將
推
動
金
磚
各
方
制
定
擴
員
標
準
和
程
序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國家主席習近近平24日晚在北京以視頻方式主

持全球發展高層對話會並發表重要講話。阿爾及利亞總統特本、阿根廷總統費爾南德

斯、埃及總統塞西、印度尼西亞總統佐科、伊朗總統萊希、哈薩克斯坦總統托卡耶

夫、俄羅斯總統普京、塞內加爾總統薩勒、南非總統拉馬福薩、烏茲別克斯坦總統米

爾濟約耶夫、巴西副總統莫朗、柬埔寨首相洪森、埃塞俄比亞總理阿比、斐濟總理姆

拜尼馬拉馬、印度總理莫迪、馬來西亞總理伊斯邁爾、泰國總理巴育出席。各國領導

人圍繞“構建新時代全球發展夥伴關係，攜手落實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的主題，

就加強國際發展合作、加快落實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等重大問題深入交換意

見，共商發展合作大計，達成廣泛重要共識。

◆◆雅萬高鐵是雅萬高鐵是““一帶一路一帶一路””建設和中印尼建設和中印尼
兩國務實合作的標誌性項目兩國務實合作的標誌性項目。。圖為圖為44月月2020
日日，，工作人員在印度尼西亞萬隆雅萬高鐵工作人員在印度尼西亞萬隆雅萬高鐵
鋪軌施工現場作業鋪軌施工現場作業。。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人民大會堂金色大廳燈光璀璨，18個與會國國
旗旗陣熠熠生輝。
晚8時許，習近平宣布對話會開始。與會各國

領導人一同觀看視頻短片，重溫新興市場國家和
發展中國家近年來合作的重要時刻。當十八國領
導人“雲合影”照片出現在大屏幕上時，現場響
起熱烈掌聲。

習近平發表題為《構建高質量夥伴關係共創
全球發展新時代》的重要講話。

習近平指出，發展是人類社會的永恒主題。
只有不斷發展，才能實現人民對生活安康、社會
安寧的夢想。長期以來，廣大發展中國家為探索
符合自身國情的發展道路、實現經濟社會發展作
出了不懈努力，取得令人矚目的成果。新興市場
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經濟已佔全球半壁江山，在科
技、教育、社會、文化等領域也取得長足發展。
當前，新冠肺炎疫情吞噬全球多年發展成果，聯
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落實進程受阻，南北
鴻溝繼續拉大，糧食、能源安全出現危機。同
時，各國人民求和平、謀發展、促合作的願望更
加強烈，新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團結自強的
意志更加堅定，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給各
國帶來的機遇更加廣闊。

把發展置於國際議程中心位置
習近平強調，這是一個充滿挑戰的時代，也

是一個充滿希望的時代。我們要認清世界發展大
勢，堅定信心，起而行之，擰成一股繩，鉚足一

股勁，推動全球發展，共創普惠平衡、協調包
容、合作共贏、共同繁榮的發展格局。

第一，我們要共同凝聚促進發展的國際共
識。只有各國人民都過上好日子，繁榮才能持
久，安全才有保障，人權才有基礎。要把發展置
於國際議程中心位置，落實聯合國2030年可持
續發展議程，打造人人重視發展、各國共謀合作
的政治共識。

脫鈎斷供行不通走不遠
第二，我們要共同營造有利於發展的國際環

境。保護主義是作繭自縛，搞“小圈子”只會孤
立自己，極限制裁損人害己，脫鈎斷供行不通、
走不遠。要真心實意謀發展、齊心協力促發展，
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構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
治理體系和制度環境。

第三，我們要共同培育全球發展新動能。要
推進科技和制度創新，加快技術轉移和知識分
享，推動現代產業發展，彌合數字鴻溝，加快低
碳轉型，推動實現更加強勁、綠色、健康的全球
發展。

第四，我們要共同構建全球發展夥伴關係。
合作才能辦成大事，辦成好事，辦成長久之事。
發達國家要履行義務，發展中國家要深化合作，
南北雙方要相向而行，共建團結、平等、均衡、
普惠的全球發展夥伴關係，不讓任何一個國家、
任何一個人掉隊。要支持聯合國在全球發展合作
中發揮統籌協調作用，鼓勵工商界、社會團體、

媒體智庫參與全球發展合作。
習近平強調，中國一直是發展中國家大家庭

一員。中國將採取務實舉措（詳見附表），繼續
支持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

習近平指出，“心合意同，謀無不成”。讓
我們堅定信心，朝着構建高質量夥伴關係的正確
方向攜手奮進，共創繁榮發展新時代。

各國領導人讚賞支持中方倡議
與會領導人分別發言。他們表示，感謝中方

倡議並主辦此次全球發展高層對話會，高度讚賞
習近平主席關於全球發展合作的深刻闡述。當前
國際和平與發展事業面臨嚴峻挑戰。新興市場國
家和發展中國家是構建更加公平、均衡的國際秩
序、促進和平、安全、平等、發展的關鍵力量，
應該加強團結合作，推動國際社會將發展問題置
於核心位置，推動構建符合大多數發展中國家需
要和期待的更加美好的世界。此次對話會恰逢其
時、意義重大，有助於就國際發展合作達成新共
識，維護發展中國家共同利益，為維護世界和
平、促進共同發展注入新動力。

各國領導人讚賞並支持中方提出的全球發展
倡議和全球安全倡議，一致認為發展是安全的基
礎，安全是發展的前提，中方倡議符合廣大發展
中國家關切和需求，有利於凝聚國際共識，動員
發展資源，加快落實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
議程，希望在減貧、抗疫、糧食安全、能源安全
等領域加強合作，加強全球發展倡議同地區發展
規劃對接，共同應對貧困、不平等和發展領域挑
戰。各方嚴重關切單邊制裁產生的負面外溢效應
及其對脆弱發展中國家造成的嚴重傷害，強調要
踐行真正的多邊主義，維護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
則，秉持公平正義，推動全球治理體系變革。新
興市場國家和發展中國家要加強協調合作，增強
在國際事務中的代表性和發言權，共同維護國際
經濟金融體系穩健運行，推動世界經濟穩定復甦
和可持續發展，攜手構建團結、平等、均衡、普
惠的全球發展夥伴關係。

對話會發表主席聲明，全面闡述與會各方關
於全球發展的政治共識，圍繞全球發展倡議重點
領域提出了務實合作舉措。

丁薛祥、王毅、何立峰等參加對話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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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社新聞

休城工商

美南新聞43週年慶典
美南新聞43週年慶典今天在美南新聞大樓舉行，眾政要嘉賓前來祝賀。自1979年

美南新聞由李蔚華朱勤勤夫婦創辦以來！美南日報在全美各大城市發行，美南電視24
小時滾動播出！已成為全美最大的亞裔媒體集團！

由子天主持的美南新聞聯播，每晚六點半為您現場播報世界各地的實事新聞，每
週五晚七點半由我主持的《子天訪談錄》每週一期重量級嘉賓，與您一起暢談熱點話
題！

觀看我節目的三種最佳方式！美南新聞全新的手機app，輸入southern news tv,加拿
大和美國本地用戶可下載ItalkBB選擇直播專欄，還可以掃描微信二維碼！是不是很方
便呢，每天六點半與你不見不散！

美國房貸利率創美國房貸利率創1212年新高年新高
萬通貸款來支招萬通貸款來支招

GMCC萬通貸款目前招有經驗的 Loan offi-
cers ，Loan processor，Underwriter
想要加入的話可以寄簡歷info@gmccloan.
com
目前，GMCC萬通貸款已經在30個州擁有
執照並開拓業務。

據房地美在周四的聲明，美國抵押貸
款利率恢復上升態勢，上周30年期貸款
的平均利率從5.10%躍升至5.27%，創下
2009年8月以來的最高水平。2021年1月
時的紀錄低點為2.65%。

由於通脹高企，美聯儲今年已經連續
兩次會議上加息，其中本周三加息50個
基點，這是自2000年以來的最大漲幅，
並暗示將進一步加息以緩解通脹和過熱的
房地產市場。

值得註意的是，房地美的每周房貸數
據是在美聯儲周三宣布加息之前記錄的。
抵押貸款利率與10年期美國國債的收益率
密切相關，後者往往與美聯儲的基準利率
同步上升。雖然周三當日美債收益率顯著
下滑，但周四美股、美債全線暴跌，10年
期基準美債收益率盤中再度升破3%，觸
及三年半最高。

鷹派美聯儲使得今年以來，美國房貸
利率上漲了超過200個基點，借貸成本飆

漲。今年從1月到4月，房貸利率以1994
年以來的三個月最快速度上漲。疊加在紀
錄高位附近的房價，令美國民眾對樓市的
熱情逐漸退散，可能會越來越多地將潛在
購房者排除出市場。

以30萬美元貸款來計算，當前30年
期5.27%利率下，月付1660美元，而歷史
最低點的2.65%時，月付僅需1209美元。
也就是說，月供支出暴漲了37%。

可負擔能力下降，會打擊未來成屋銷
售。此外，由於當前擁有房屋的屋主，他
們支付的房貸利率遠低於最新的房貸利率
，這會極大地抑製搬家，其結果是，需求
和供應將同時走低。而接近歷史低點的住
房庫存，可能會在一定程度上提振房價。
已經有數據證明了這一點：美國3月成屋
銷售創2020年6月最低，不足的供應，將
3月成屋價格的中位數推至創紀錄的375,
300美元。3月全美新房銷售量年化76.3
萬套，降至四個月的低點。

事實上，除了可負擔能力外，美國樓
市還有一個隱患——美股。疫情之後美國
地產的繁榮很大一部分是靠中高收入富裕

家庭買起來的，其中西海岸科技公司聚集
的加州房產價值增幅達1.38萬億美元。此
外科技公司向南遷移總部的趨勢也帶動了
相應城市人口和房價的一同上漲，亞利桑
那州、佛羅裏達州和猶他州成為最炙手可
熱的三大住房市場。

抵押銀行家協會（MBA）首席經濟學
家Mike Fratantoni周三在一份聲明中表示
，抵押貸款利率可能會在當前水平附近趨
於穩定。這應該會鼓勵更多消費者購買，
但為現有抵押貸款再融資的需求不太可能
很快恢復。

房地美首席經濟學家預計房價漲幅會
放緩。Sam Khater在周四的聲明中表示：
“雖然住房負擔能力和通脹壓力對潛在買
家構成挑戰，但房價將繼續增長，不過預
計未來幾個月漲幅將放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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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法
(1)根據包裝指示煮熟越南米粉，過冷水備用。(2)培根碎以
微波爐加熱30秒 ，把油脂稍微逼出來。(3)將越南米粉、
小黃瓜片、熟火雞培根片、培根碎、    和所有特調涼拌醬汁
的食材混拌均勻，撒上洋蔥酥和烤花生裝飾即可。

掃碼關注
微信公眾號

<牛頭牌北美>
更多美味食譜

For more English recipes, please visit 
www.lnk.bio/BullHead.BBQSauce.USA

*食譜提供自 Recipes is provided by    
      <JM Kitchen佳萌小廚房>  

涼 皮 Cold Skin Noodles (Liang Pi)
食材
● 1包 越南米粉
● 1條 小黃瓜，拍成片
● 3片 熟火雞培根或熟火腿肉片，切小片
● 1大匙 培根碎
● 1大匙 洋蔥酥
● 1大匙 烤花生
 

[特調涼拌醬汁]
● 1大匙 牛頭牌沙茶醬
● 2茶匙 花生醬
● 1茶匙 蒜泥
● 2茶匙 香油
● 2茶匙 意大利香醋
● 1/4茶匙 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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