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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SIE LIN,CCIM

（中央社）官員今天透露，被控在芝加哥地區舉行
的美國國慶日遊行犯下7死槍案的凶嫌，躲過伊利諾州
的紅旗法，合法購得5支槍。紅旗法旨在防止被認為有
暴力傾向的人購買槍支。

儘管檢察官稱讚伊利諾州的 「紅旗法」 （red flag
laws）十分 「強大」 ，但在宣布21歲的凶嫌克里莫三
世（Robert E. Crimo III）被控7項一級謀殺罪的記者會
上所披露的事實，卻讓該法遭到質疑。

湖郡（Lake County）警長辦公室發言人柯維里
（Chris Covelli）當天稍早表示，儘管克里莫的行為曾
兩度引起執法部門的關注，認為他可能會傷害自己或他
人，但他仍一共合法購得5支槍，其中包括疑似用來作
案的槍。

柯維里表示，首先是在2019年4月，他們接到通

報，稱克里莫企圖輕生；同年9月，警方再因他涉嫌威
脅要 「殺光」 所有家人，而登門查訪。

根據柯維里的說法，警方因第2案出動時，在克里
莫位於伊利諾州高地公園（Highland Park）的家中，搜
出16把刀、1把匕首、1把劍。克里莫的住家就位於發
生這次槍案的芝加哥郊區。但警方表示，當時由於缺乏
將克里莫拘留的合理原因，因此沒有任何人遭到逮捕。

今天稍晚，伊利諾州警方發表另一份聲明，稱在
2019年9月，克里莫被認為對親屬構成威脅後，他們
收到高地公園警方的報告，稱克里莫是 「明確且當前的
危險」 。

然而，當時克里莫沒有該州核發的 「持槍證」 ，也
沒有正在申請持槍證，因此警方無法吊銷他的持槍證或
將申請退件，只好就此結案。

芝加哥國慶遊行槍擊案 凶嫌合法擁有5支槍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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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st last week, a divided
Texas Supreme Court gave
the Texas Bullet Train the
power to seize private
property if needed to establish
the 240-mile passenger rail
corridor between Dallas and
Houston. It is the nation’s
first bullet train and the ruling
comes amid financial
uncertainty for the $30 billion
dollar project.

With the company now having
eminent domain authority, the
investment will emerge to get
the project back on the track.

Some of the property owners
were dismayed and
disappointed that their land
will be forced to be sold in the
future.

If this train can be built, it
would travel at a speed of up
to 200 miles per hour and
enable passengers to
commute between Dallas and
Houston in about 90 minutes.

We are fully in favor of
supporting the bullet train. The
project will bring economic
prosperity to the region and
will play a vital role in the most
important infrastructure in the
United States.

Our national infrastructure has
been out of date for many
decades. We urge President
Biden to help Texas build the
bullet train to set an example
as the first and major
infrastructure project for our
nation. 0707//0505//20222022

Future Of The Bullet TrainFuture Of The Bullet Train
Between Houston And DallasBetween Houston And Dallas

德州高院上次裁定在休斯敦
和達拉斯間之高鐵興建計劃, 可以
徵收私人土地，這個判決給予高
鐵重生之機會。

這項已經策劃了十多年的高
鐵子彈列車計劃，將耗資三百億
元，在時速超過二百英里之高鐵
上，休士頓至達拉斯只需九十分
鐘，大大地縮短了兩地交通之時
間，並將彻底改變德州未來的面
貌。

我們舉雙手贊成這項子彈列
車計劃，可以從交通和経濟方面
作出重大之貢獻。

德州是全美佔地第二大州，
地廣人稀，其主要城市休士頓、

達拉斯、奧斯丁及聖安東尼四大
城市只有飛機及汽車相通，從休
士頓到達拉斯即便沒有交通阻塞
至少要四個半小時，州府奧斯汀
近年來特斯拉及世界五百強不斷
搬入，現有之公路早已不敷使用
。

這條子弾列車之建成，將把
所有城市變為一日生活圈，立即
縮短交通時間，並且大大觧除二
九O及四十五號公路之壓力。

此項子彈列車計劃，是一項
私人民營工程，依賴聯邦政府之
大力支持和貸款，我們提倡國家
基礎建設，這應該是優先考量之
一項大工程。

德州子彈高鐵列車德州子彈高鐵列車 重現商機重現商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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芝加哥北郊高地公園市(Highland Park) 在
7月4日舉行遊行活動時，一個喪心病狂的兇手
竟手持步槍跑到屋頂上向參觀遊行群眾掃射,
造成7 人死亡35人受傷的慘案, 使歡樂的場景
突然變成了悲慘的局面, 也使這一樁屠殺命案
成為美國歷史上不可磨滅的悲慘紀錄, 主要是
因為當天是美國獨立紀念日, 是美國最重要的
日子, 竟然發生如此重大槍擊案, 如果再不處理
槍支氾濫問題, 美國終將淪為二流國家矣!

當高地公園市發生槍擊案時, 我與內人正
在芝加哥市中心區參加活動, 這裡距離屠殺現
場只有30哩之隔, 接到兒子打來的電話告知槍
擊案,一時情緒十分低落, 內人送我到火車站後,
我叮嚀她趕緊回辦公室處理這則重大的歷史新
聞。當我搭上美鐵Amtrak開往密蘇裡州的火車
時, 內心百感交集, 這是我生平第一次在美國坐
火車, 目的是為了去探望新任住院醫生的愛子,
在車上我無心欣賞沿路風光, 卻甸記著剛剛發
生的慘案, 這兩年的美國國慶都讓我有悲傷的
感受, 去年國慶日我在芝加哥送別 了突然離世
的最好摯友黃承經大哥, 今年國慶日則有七位
不相識的人因槍擊案而喪命, 雖然我與他們素
昧生平, 但可以想見他們的親人是多麼的悲痛

啊!我在想, 制止美國槍支暴力除了嚴格管控槍
枝, 尤其是國會一定要立法禁止火力強大的攻
擊性武器步槍外, 最應該要做的就是必須要公
佈兇手的父母親姓名讓公眾周知, 雖然我的想
法一定會受到許多人的批評, 認為兇手是自己
去做的歹事, 當然是由自己去承擔,為什麼需要
牽連他們的親人呢？這與他們的父母親有什麼
關係呢?!

我的回答是: 這當然與他們的父母親有關!
就是因為他們沒有盡到父母親的教育責任, 從
小沒有把自己的孩子管教好, 所以才會造成今
天危害社會的惡果, 讓別人的父母親成為無辜
的受害者, 而且更不可思議的是, 美國許多州竟
然沒有死刑, 讓那些殺人不眨眼的劊子手不需
要為慘死在他槍口下的人償命,更有一些殘酷的
殺人兇手會以心理不正常的藉口與理由而被輕
輕處置逃脫了刑責, 請問天道何在? 天理何方!

根據官方的統計數字,今年國慶日當天除了
高地公園市出大事外, 在全美國各地共有多達
220人因參加國慶日遊行、觀賞煙火秀或私人
慶祝活動而被槍擊死亡, 受傷人數達到570人多
, 看到這樣驚悚的數字, 明年的國慶活動還有誰
敢去參加呢?!

星期三，歐洲議會通過支持天然氣和核能
發電，列為氣候友好型的綠色投資項目，使未
來的能源投資者，能夠將其貼上綠色標籤得到
獎勵的資助。

路透社報導，由於先前歐盟委員會已經通
過了草案，這使得反對方需要掌過半的票數才
能以臨時動議案來推翻原決議，即705名歐洲
議會議員中的 353名。當歐洲議會周三投票時
，出席的639名歐洲議員當中，有328人投票
反對，278名贊成而33人棄權，意思是反對無
效，天然氣與核能正式列入綠色投資標籤。

這個結果使歐盟委員會鬆了一口氣，該委
員會在經過一年多的大力遊說，在2月提出新
的能源規則。

天然氣是一種化石燃料，有溫室效應的特
性，燃燒也會產生碳排放，但因為低於煤炭(大
約是同重量煤炭的4成)，一些歐盟國家將其視

為擺脫煤炭的過渡型替代品。
核能不會排放二氧化碳，但會產生放射性

廢物。法國等核支持者表示，實現減排目標至
關重要，而反對者則表示對核廢料處理的擔憂
。

斯洛伐克總理赫格(Eduard Heger)滿意這
個結果，他認為有利於能源安全與減碳目標。

至於盧森堡和奧地利則是反對的，他們反
對核電，也不認同將天然氣標記為綠色投資，
並宣布要上訴歐盟最高法院律。

奧地利氣候部長格韋斯勒(Leonore Gew-
essler)說： 「這決議不可行，也違反知識，危
及我們的未來，更是不負責任。」

能源行業代表則是支持，不過仍有 「各取
所需」 的現象，但是德國公用事業協會 (VKU)
常務董事李柏格( Ingbert Liebing)說： 「天然
氣是實現氣候目標的重要過渡能源。」 顯然是

支持天然氣。
12名科學家則表態支持核能，

「核電是一種低碳能源，任何應對氣
候變化的能源組合，都必須納入核能
，而且核能並不會壓迫到其他綠能的
發展，這都是科學的真相。」 最後說
一下歐盟的綠色標籤，必須對6樣環
境目標中的至少一樣做出重大貢獻，
而且不會對其他目標造成重大損害，
才能滿足條件：1氣候變遷減緩、2
氣候變遷調適、3水及海洋資源的永
續性、4循環經濟、5污染控制、6生
物多樣性及生態系統保護。

歐洲議會將核能與天然氣都列入環境友好清單

英國財政大臣蘇納克和衛生大臣賈維德昨天
遞交辭呈，抗議在首相強生領導下醜聞不斷，讓
強生面對議員質詢時壓力倍增。今天又有多名政
府成員辭職，但強生表示會堅持下去。

強生（Boris Johnson）在國會表示： 「首
相承擔重責大任，面對不同情勢，工作都要堅持
下去。我就要這麼做。」

強生遭到下議院（House of Commons）最
有權力的委員會主席們質問數個鐘頭，其中包括
批判強生最力的一些保守黨員。

昨晚短短10分鐘內，蘇納克（Rishi Sunak
）和賈維德（Sajid Javid）雙雙求去，讓58歲的
強生大權鬆動。

現在蘇納克與賈維德在國會每週會議的首相
答問環節，將坐到保守黨後座。他們都表示，再
也無法容忍糾纏強生數個月的醜聞風氣，包括唐
寧街之前違反防疫封城令，惹怒循規蹈矩的大眾
。

蘇納克與賈維德辭職前不久，強生剛為任命
一名保守黨高階成員而道歉。此人為保守黨副黨
鞭品契爾（Christopher Pincher），上週因為被
控酒醉性騷擾兩名男性而辭職。

唐寧街起初否認強生2月任命品契爾時，已
經知道對方曾被控行為不端。但到了昨天，這份
說詞慘遭前高階公務員打臉，這名前高官說，強
生2019年任職外長期間，就知道品契爾捲入別

的事件。
主管孩童與家庭事務的教育部政務次官昆斯

（Will Quince）今天辭職，說他4日必須在媒體
前為政府辯護時，獲得不正確的資訊。

國會議員卓特（Laura Trott）今天辭去交通
部國會私人秘書職位，並在臉書（Facebook）
貼文稱： 「信任在政界是最重要的事，而且永遠
應該是最重要的，令人難過的是，近幾個月信任
已經喪失。」

主管學校標準的國務大臣華克（Robin
Walker）也遞出辭職信，表示 「最近的事件讓我
看清楚，我們偉大的黨因為不斷聚焦在領導階層
所受質疑，已經分散對核心使命的注意力」 。

財政部經濟事務秘書葛蘭（John Glen）亦
於今天求去，並致函強生表示，他對於強生持續
領導英國完全缺乏信心。

同日辭職的還有商業能源與工業策略部
（Department of Business, Energy and Indus-
trial Strategy）國會私人秘書布坎（Felicity Bu-
chan），以及內政部國務大臣艾特金斯（Victo-
ria Atkins）等人。

不吝批評強生的保守黨議員布里禎（An-
drew Bridgen）則告訴天空新聞網（Sky News
）： 「我跟黨內很多人現在都下定決心，他（強
生）將得在（22日開始的）夏季休會前下台，
愈快愈好。」

連兩天政府官員相繼求去英相強生堅拒下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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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意大利正遭遇70年來最嚴

重幹旱，據衛報當地時間28日報道，近日

，意大利卡斯泰納索鎮鎮長卡洛· 古貝利

尼宣布，為節約用水，禁止理發師給顧客

洗兩次頭，違反規定的理發店或美發店將

面臨檢查以及最高500歐元（約合人民蔽

3520元）的罰款。

卡斯泰納索鎮位於意大利北部城市博

洛尼亞省附近，該鎮有1.6萬人口、10家

理發店或美發店。

鎮長卡洛認為，理發店往往給顧客用

兩遍洗發水，雖然許多理發師認為這是有

益的，但這就意味著也得沖洗兩次，數千

升水就這洋被浪費。他在接受意大利媒體

采訪時表示，如果將每個顧客（多用）的

水加起來，就是數千升水，卡斯泰納索很

小，但想象壹下“這對大城市的用水意味

著什麼”。因此，考慮到理發店周日和周

壹都不營業，所以相關部門在上周六（25

日）宣布了這壹措施，以便給理發店足夠

的時間來這應。

《衛報》指出，卡洛是意大利唯壹采

取類似措施的市長，該措施包括會對違反

措施的理發店進行檢查並罰款最高500歐

元。官方還發布了壹本指導手冊，其中寫

道，每分鐘有13升水從開著的水龍頭中流

出，洗兩次頭的話至少需要20升水。同時

，官方也發出預警，7月開始

，農田用水也可能快速惡化。

卡洛稱，該條例的目的並

非帶來壓迫，而是賦權市民，

將壹直執行到9月下旬。周二

，當理發店重新開業時，在美

發店工作的卡蒂婭抱怨，“這

有點荒謬，很難不洗兩次，因

為我們使用的壹些產品要求這

洋做，尤其是壹些客護的頭發

很臟的話。”但卡洛表示，他

也希望在措施到期前做出調整，只是目前

的情況的確不容樂觀。

近日，意大利正遭遇70年來最嚴重幹

旱，罕見高溫天氣導致多條河流和水庫幹

涸，該國最長的河流波河流經北部主要農

業地區，為意大利約1鱷3的農田提供灌

溉，近期，其水位降至70年來最低水平。

意大利農業生產者聯盟估計，幹旱天氣可

能造成30%-40%的季節性收成損失。還有

民間團體認為，本次幹旱可能對約30億歐

元產值的農業造成威脅。

此外，彭博社稱，意大利國家統計研

究所曾指出，雖然目前的用水危機主要是

由於幹旱引起的，但意大利國內的供水基

礎設施也是出了名地“浪費”水資源，每

年42%的供水幾乎都白白流失，其中主要

原因就是管道老化、維修不力。

多種因素下，近日，該國多地開始實施

限制用水措施。據路透社報道，當地時間24

日，倫巴第附近地區宣布進入幹旱緊急

狀態，該地區已有很長壹段時間沒有降雨，

此前，埃爾蒙特大區和倫巴第大區已有125

座城鎮停止在夜間供應自來水。臨近的艾米

利亞-邏馬涅大區和皮埃蒙特也采取了類似

措施。以邏馬為中心的拉齊奧大區上周也宣

布進入緊急狀態，並在壹些社區實行了限制

性措施，包括禁止給遊泳池註水。

此前，米蘭市已下令關閉公共噴泉，

並對灑水裝置進行限制。該市市長還下令

，商場空調溫度不能低於26度，並且必須

隨時關閉大門，以免對電力系統造成過重

負擔。

多國報告新增猴痘病例
法國首現兒童確診病例

綜合報導 近日，各國繼續報告新增猴痘病例，其中法國報告了首

例兒童猴痘病例。世衛組織消息稱，目前不認定猴痘疫情構成“國際關

註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

秘魯衛生部長豪爾赫· 洛佩斯稱，該國報告首例猴痘病例，目前患

者病情穩定，正在居家隔離。該病例是壹名居住在秘魯的外國人，此前

與國外人士有接觸。洛佩斯同時表示，若出現背痛、肌肉酸痛、乏力、

皮疹等不這癥狀，應立即接受猴痘病毒檢測。

據法國媒體報道，法國法蘭西島大區衛生機構證實，壹名兒童確診

猴痘，這是法國發現的首例兒童猴痘病例。據相關統計，法國迄今已發

現300多例猴痘病例。

據英國衛生部統計，截至21日，該國猴痘病例上升至873例，為全

球最多。另據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官網數據，截至24日，美國本土

已發現200例猴痘病例。

另據世界衛生組織官網消息，世衛目前不認定猴痘疫情構成“國際

關註的突發公共衛生事件”。

世衛組織緊急委員會就猴痘疫情舉行會議。會議指出，自今年5月

以來，已有47個國家向世衛組織報告了總計3040例猴痘病例，世衛組織

歐洲區域的國家報告了最多的病例。目前，猴痘疫情在許多從未報告過

相關病例的國家傳播。大多數猴痘病例是男性，且屬於城市地區的非異

性戀群體。

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稱，猴痘顯然是壹種不斷演變的健康威脅，

世衛將酌情再次召開會議評估疫情狀況。

歐盟要求成員國
天然氣庫存今冬前達到80%

綜合報導 歐盟理事會批準壹項規定，要求成員國天然氣庫存今冬

前至少達到其儲氣能力的80%，並在下個冬季前達到90%，且成員國之

間可共享天然氣。

該規定指出，考慮到各國儲氣能力和國情差異較大，成員國可通過

儲存液化天然氣或替代燃料來部分實現儲氣目標。鑒於壹些成員國境內

沒有天然氣存儲設施，這些國家可將每年國內天然氣消費量的15%儲存

在其他成員國。

歐盟理事會還同意了關於提高能效和可再生能源利用的兩項政策指

引，計劃到2030年將可再生能源在能源結構中的比重從目前的32%提高

至40%，同時減少能源使用量。相關內容還需與歐洲議會進壹步協商方

可獲批。

歐盟成員國能源部長當天在盧森堡舉行會議。負責能源事務

的歐盟委員卡德麗· 西姆松當天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雖然目前歐

盟成員國天然氣供應尚有保障，但供應安全風險比以往任何時候

都大。

俄邏斯是歐盟主要天然氣供應國。目前，俄邏斯已減少或停止向12

個歐盟成員國供應天然氣。現階段，俄邏斯對歐盟的天然氣出口僅為壹

年前的壹半。

英國反對無效，蘇格蘭宣布明年10月公投

斯特金：走法律程序獨立

綜合報導 據路透社報道稱，蘇格蘭

政府首席大臣斯特金日前在議會發表了

壹份聲明，她表示蘇格蘭第二次獨立公

投的日子被定在明年的10月19日。她同

時強調，自己正在推動壹項法案，屆時

無論倫敦方面是否同意，蘇格蘭都將按

照計劃依法舉行公投。

而諷刺的是，就在前不久，英國首

相約翰遜還對外吹噓，英國將因合作而

強大，結果沒多久就被狠狠打臉了。

其實，關於二次公投壹事，約翰遜

早在2020年1月就明確表明了態度，其

拒絕對此事進行授權。依照英國的法律

，如果沒有倫敦方面的批準，任何公投

都是非法且不被允許的，但既然斯特金

稱會走法律程序合法獨立，倒可以拭目

以待。

值得壹提的是，蘇格蘭曾在 2014

年舉行過壹次公投，最終同意留在英

國的民眾略占上風，使得獨立進程就

此擱淺。可誰都沒想到才過兩年，英國

就公投脫英了，這讓蘇格蘭人非常憤

怒，因為壹直以來當地民眾都更加支持

留在歐盟，於是蘇格蘭獨立的導火索被

再次點燃。

尤其英國政府對“北愛爾蘭議定

書”出手之後，又進壹步堅定了蘇格

蘭脫英的抉心，無論倫敦再怎麼反對

都沒用。

這份所謂議定書，本質上是英國脫

歐協議的壹部分，按照規定英國雖然脫

離歐盟，北愛爾蘭地區仍可以繼續留在

歐盟關稅體系之中，以確保愛爾蘭島內

不會出現六地硬邊界。

但是議定書要求從大不列顛島進入

北愛爾蘭的特定商品，必須接受北愛海

關以及邊境安檢，這條規定讓英國十分

惱火，多次批評議定書的內容不僅嚴重

僵化，而且正在加居北愛爾蘭地區的政

局不穩。

然而當歐盟響應了英國政府的要求，對

議定書做出部分修改之後，倫敦這邊依

舊非常不滿，打算自行修改其中的內容

。此舉直接引發了歐盟的反對。而就在

斯特金宣布二次公投時間表的前壹天，

英國議會下院還是強行通過了單方面修

改北愛爾蘭議定書的法案。

雖然上述矛盾是英國政府與歐盟之

間的爭端，前者在這個過程中所展現出

來的蠻橫和霸道，卻讓本就有脫英傾向

的蘇格蘭更加不安。 因為他們無法

確定未來英國政府，還將裹挾自己做出

何種荒唐的抉定，當這種焦慮情緒開始

蔓延之後，蘇格蘭二次獨立公投也就變

得順理成章了 ，畢竟如果不趁機加快速

度的話，未來很可能會遲則生變。

而值得壹提的是，除了蘇格蘭外，

北愛爾蘭也有很強的獨立願望，盡管目

前北愛地區還無法搞公投，不過隨著北

愛局勢越來越不穩，以及愛爾蘭民族黨

的支持率節節攀升，在巨大的民意壓力

面前，倫敦恐怕只能做出讓步。

從英國脫歐到蘇格蘭脫英，再到北

愛爾蘭也想鬧分家，我們可以看到英國

這個昔日的世界霸主，如今甚至連祖上

留下來的最後基本盤都難以為繼。

對英國而言，眼下“眾叛親離”的

處境與其說是惡有惡報，不如說是帝國

主義走向末路的必然結果。然而可笑的

是，其明明已經無法跟上歷史發展的腳

步了，卻堅持以殖民者的心態去處理內

政和外交問題，殊不知國際大勢早就變

了。

看看他們現在幹的那些破事，英國

不僅全面插手俄烏沖突，鼓動基輔與俄

邏斯壹直打下去，還不顧反對，悍然幹

涉我國涉臺和涉港問事務，真是唯恐天

下不亂。

只是無數的事實證明，西方國家已

整體開始走下坡路，曾經用堅船利炮轟

開別國國門的“日不落帝國”，終將會

被掃進歷史的垃圾堆，而蘇格蘭獨立便

是壓倒駱駝的最後壹根稻草。

德國波恩壹流浪漢將人斬首
把頭放在法院門口

綜合報導 德國波恩警方逮捕並拘留了壹名38歲的流

浪漢，他涉嫌將人斬首，並將屎體頭顱放在當地法院門口

。警方已用黑色防水布遮擋起法院現場情況。

據《波恩紀事報》（Bonner General Anzeiger）報道，死

者今年44歲，其屎體在法院近壹公裏以外的萊茵河舊海關

旁壹處滿是塗鴉的墻下被發現，兩地之間步行僅需15分鐘

，目前警方已在現場拉起警戒線。由於常有無家可歸者在

河邊過夜，警方推測受害者也是壹名流浪漢。

警方稱，嫌犯承認是自己砍掉了頭，並把它放在波恩地

區法院門口。警方接到路人報案稱有身體殘肢後便趕到現

場，當時他正蜷縮在附近的樓梯臺階上。據介紹，嫌犯此

前有毒品犯罪等前科。

警方發言人邏伯特· 朔爾騰（Robert Scholten）表示，目

前沒有監控錄像證據或是關鍵證人口供，也沒有找到兄器

，尚不清楚嫌疑人的犯罪動機，以及犯罪的確切時間、地

點和作案路線。警方已經成立兄殺案調查小組，並呼籲任

何觀察到可疑情況或是有照片視頻的民眾聯系警方。

報道稱，警方當晚在整個地區執勤，並用警犬嗅探搜索

屎體周圍地點，其大規模行動造成了當地交通阻塞。

為節約用水
意大利小鎮禁止理發店給顧客洗兩遍頭



AA55
星期四       2022年7月7日       Thursday, July 7, 2022

聚焦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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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政府截至今天已收到超過300件請求
，希望拜登政府保留前總統川普任內對中國商
品徵收的關稅。白宮表示，拜登團隊仍在考慮
選項。

法新社報導，在各界升高施壓要求緩解美
國居高不下通膨之下，拜登正考慮是否以及如
何取消川普政府對中國進口商品施加的部分關
稅措施，但預料他將先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會談。

川普之前為報復北京當局竊取美國智慧財
產權並強迫技術轉移，對每年約3500億美元
的中國進口商品課徵懲罰性關稅，而部分措施
將於明天到期，除非當局延長實施。

在預定的4年1度審查會之前，美國貿易
代表戴琪（Katherine Tai）辦公室已徵求了利
益相關者的意見。只需要單一一件請求，就會
觸發關稅的審查和延續。

截至今天晚間為止，美國貿易代表署
（USTR）在預計明天到期、價值達100億美元
的中國商品關稅上接獲超過300件的請求，在

預計8月23日到期的下一輪關稅則收到近80
件請求。

美國貿易代表署官網並未寫明發表評論的
是哪些企業，但消息人士證實有超過300間公
司呼籲維持對中關稅。

拜登隨時都可以終止對中關稅，但政府內
部意見分歧。

戴琪曾表示，她不願意放棄這些關稅提供
的制衡力量；財政部長葉倫（Janet Yellen）則
主張部分關稅 「已失戰略目的」 ，重新調整關
稅可以緩解通膨。美國通膨創40年新高，讓美
國家庭陷入困境。

根據美國財政部說法，葉倫昨天與中國國
務院副總理劉鶴進行視訊會談時，曾對北京當
局 「不公平」 的貿易作法表達關切。

白宮新聞秘書尚皮耶（Karine Jean-Pierre
）今天說，政府尚未針對關稅問題做出決定。

路透社報導，尚皮耶被問及可能取消部分
關稅的決定時間表時表示，拜登的團隊仍在考
慮在對中國關稅上的選項。

對陸懲罰性關稅將到期 美逾300間企業呼籲延長

美國國家衛生研究院（NIH）科學家5日
發表的一項新研究指出，COVID病毒感染引發
的免疫反應，會傷害大腦的血管，這可能是病
患長期出現症狀的原因。

這篇發表在科學期刊 「大腦」 （Brain）上
的論文，根據的是對9名感染病毒後突然死亡
的患者腦部所作的解剖檢驗。

研究團隊未在大腦中檢測到COVID病毒的
證據，反而發現是這些人自身的抗體攻擊大腦
血管內的細胞，造成發炎和損傷。

這項發現可以解釋為什麼有些人感染後，
會產生持久的影響，包括頭痛、疲勞、味覺和
嗅覺喪失、無法入睡以及 「腦霧」 （brain fog
），或許有助於為新冠長期症狀（long COVID
）設計新的療法。

這篇論文的資深作者、NIH科學家納斯
（Avindra Nath）在一份聲明中說： 「患者經
常出現COVID-19的神經系統併發症，但其潛
在的病理生理過程還不是很清楚。」

「我們過去解剖時發現患者大腦中的血管
損傷和發炎，但我們不了解損傷的原因。我想
這篇論文讓我們對一連串事件有了重要了解。
」

這9名年齡在24歲至73歲之間的亡者是
研究團隊從先前的研究中挑選出來的，因為掃
描顯示他們大腦中的血管有受損的證據。

他們的大腦與10名對照者大腦進行了比較

，研究團隊使用一種名為 「免疫組織化學染色
」 （immunohistochemistry）的技術，檢查神
經發炎（neuroinflammation）和免疫反應。

科學家發現，產生出來對付COVID-19的
抗體，錯將形成 「血腦屏障」 （blood-brain
barrier）的細胞當成目標，這種屏障能將有害
的入侵者擋在大腦之外，同時讓必要的物質通
過。

損傷這些細胞，會造成蛋白質洩漏、出血
和凝塊（clots），增加中風的風險。

洩漏還會引發名為巨噬細胞（macro-
phages）的免疫細胞湧向該部位以修復損傷，
從而引起發炎。

研究團隊發現，攻擊所針對區域正常的細
胞代謝過程（cellular processes）遭到嚴重破
壞，這對它們解毒和調節新陳代謝之類的能力
產生影響。

這些發現提供長期神經系統症狀患者生物
學作用的相關線索，且能為新療法提供訊息，
好比研發一種針對血腦屏障抗體堆積的藥物。

納斯表示： 「這種相同的免疫反應很可能
在新冠長期症狀患者體內持續存在，導致神經
元受傷。」

他說，這意味一種能降低免疫反應的藥物
可以協助這些患者， 「因此這些發現在治療方
面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 。

美國新研究有助解開COVID腦霧症狀謎團
美國國防部 「國防安全合作局」 （DSCA）

副局長表示，有意將人員部署至烏克蘭境內，以
進一步追蹤西方軍援武器的去向；美國媒體
「Politico」 指出，雖然國會支持繼續軍援烏克蘭
，但也擔憂缺乏相關監控機制，可能讓這些武器
流入其他國家，或違背美國給予的使用限制，導
致戰爭進一步升級。

軍事新聞網站 「Breaking Defense」 報導，
DSCA副局長羅尤（Jed Royal）承認，目前該機
構依靠派駐歐洲的人員，藉由紙本收據追蹤提供
給烏克蘭的武器裝備，在整體軍援的監控上 「略
顯有限」 ；希望隨著時間推移，能夠於烏克蘭獲
得更多 「實際存在」 ，以追蹤這些美製武器的下
落。

在和平時期，DSCA會派人前往當地，實際
查核高價值武器系統的序號，但此方法不適用於
目前處於戰爭狀態的烏克蘭。羅尤表示，該機構

不打算向烏克蘭派出整個行動分隊，但希望能在
當地建立進一步合作機制，類似DSCA已於多個
國家開設的安全合作辦公室。

不過羅尤也強調，他不會假設此類措施將於
未來何時實施、屆時俄烏戰爭進展至何種階段等
；DSCA也不會擅自決定相關人員派遣作業，許
可將由更高階的美國政府官員下達。

「Politico」 指出，雖然美國國會支持繼續軍
援烏克蘭，但包括共和黨籍參議員保羅（Rand
Paul）、民主黨參議員華倫（Elizabeth Warren
）等人已提出對缺乏相關武器監控能力的擔憂。
缺乏監控可能導致這些武器流入黑市，最後被用
來對付美國及其盟友；或未遵守與美方訂立的使
用協議，如以高機動砲兵火箭系統（HIMARS）
直接攻擊俄羅斯本土等，導致戰爭面臨進一步升
級的風險。

美軍認了 「想派人進駐烏克蘭」 外媒曝2大原因

美國聯邦參議院情報委員會領袖今天呼籲，針對中國官員是
否正在擷取高人氣短影片平台TikTok的美國用戶資料進行調查

。
參議員在致聯邦貿易委員會
（FTC）主席麗娜汗（Lina Khan
）的信函中，敦促她審查TikTok
如何保護用戶個資。
他們在信中說： 「我們在回應公
開報導時寫道，中華人民共和國
的一些個人一直在存取美國用戶
資料，違反多項公開聲明。」
TikTok一直為這類指控自我辯護
說，母公司字節跳動（Byte-

Dance）總部雖設於中國，但TikTok並未向中國政府提供有關美
國用戶的資料。

為回應美國當局先前的詢問，TikTok在6月中旬指出，公司
所有美國用戶資料現在都儲存在美國甲骨文公司（Oracle）營運
的美國伺服器上。

美國前總統川普在執政期間，因擔心TikTok平台的資料安
全，曾試圖迫使字節跳動將子公司出售給甲骨文。

法新社報導，TikTok上週透過信函，回應9名美國共和黨籍
聯邦參議員對於其資料儲存與存取政策的相關問題。

TikTok在信函中證實美國網路媒體BuzzFeed一篇文章的說
法，即中國員工可以存取美國用戶數據，但僅在 「該公司美國安
全團隊監督的強大資安控管及授權批准協定」 範圍內。

TikTok目前正在接受美國外來投資審查委員會（Commit-
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評估，這個跨
部會委員會負責評估外來投資對美國國家安全的風險。

憂陸擷取美用戶資料美參議員要求審查TikT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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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慶油田種林減碳
回收泥漿製磚鋪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千 黑龍江大

慶報道）作為世界上為數不多的特大型砂

岩油田，大慶油田自1960年開發以來，累

計生產原油24.63億噸，佔中國陸上同期原

油產量的近40%，建成了中國最大的石油生產基地。出產

烏黑石油的油田，如今已經實現綠色轉身。“2020年至

2021年間，大慶油田在馬鞍山地區啟啟動建成碳中和林510

畝，共計栽植樹木21,260株，計入期累積碳匯量為7,326

噸。據測算，可中和鐵人王進喜紀念館兩年用電及能源消

耗約6,688噸碳排放量。”大慶油田規劃設計部主任艾雲

超說，天津碳排放權交易所為大慶油田頒發了中國石油首

個《碳中和證明書》。截至目前，大慶油田共計栽植喬灌

木117,983株，累計建設碳中和林1,826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千 黑龍江大慶報道）在大慶油田智
慧指揮中心的巨幅大屏幕上，油田的生產動態、勘探開發、生產
保障、調度運行、視頻監控、應急管理等8大功能的動態畫面和
數據列表等信息不斷閃現，在下方幾十名員工的協同操作下，確

保油田安全平穩運營。

中國最大規模企業指揮中心
據介紹，大慶油田智慧指揮中心是中國管控最集中、規模最

大、功能最強的企業指揮中心。依靠中國石油昌平雲數據中心和
大慶華為雲數據中心的強力支撐，並通過開發集成的680項應
用，可以調度10PB油田歷史數據和每秒100億組實時數據。縮短
管理鏈條，實現兩級調度管控、指揮直達現場。

在數字化應用方面，油田第三採油廠第八作業區先人一步，
創新打造“四位一體”管理模式。“該種管理模式以數據自動採
集分析為基礎，雷達視頻實時監控為支撐，無人機靶向自巡航為
輔助，實現人力資源優化為目標。”第三採油廠第八作業區經理
吳逸說，通過該系統可以遠程操控區內任意定位的採油機停止和
恢復作業，“採油機作業可以即刻停止，但是恢復作業有一分鐘
的緩衝時間，其間有三次自動喊話提醒，如遇動物等干擾也可控
制立刻停止作業，保證生產安全。”

通過數字管理系統對採集數據的智能分析及深度處理，不僅
能提高效率，更能通過數據提前預判設備及生產環境存在的問
題，減少石油生產等環節中的損失，進一步提升工作質量。

吳逸表示，下一步，按照“數字油田、智能油田、智慧油
田”的整體部署，進一步拓展智能生產、智能油藏、智能採油、
智能集輸等八大智能應用場景，預計“十四五”末初步實現智能
油田目標。

數字化指揮管理 遠程操控採油機

#�
��

6月27日、28日，香港文匯
報記者前往參加中國石油

大慶油田2022年開放日活動，漫
步在大慶油田碳中和生態觀光園
中，紅葉谷、農林植物科普園、
蘋果、園松樹林鱗次櫛比，櫻桃
樹、山楂樹與芝櫻花海競相綻
放，青綠色的山楂果壓滿枝頭。
微風拂過，碳中和林鬱鬱蔥蔥，
盡顯綠色生機。

碳中和林不僅助力了大慶的
綠色生態，更是市民和遊客休閒
觀光的好去處。今年“五一”小
長假，正處於建設中的大慶油田
碳中和生態觀光園初步向遊客開
放，正值花季，連片的芝櫻花海
彷彿令遊人漫步在粉色的海洋
中，一時間觀賞者人頭攢動，遊
客紛至沓來。

“景色太美了，怎麼拍照都
拍不夠！”大慶市民楊先生說，
這片生態園除了花海還有種類非
常多的果樹，“大片的綠地和森
林看着真是太舒服了，這裏連空
氣都是甜的。現在一到周末我就
願意過來看看，盼望着園區能夠
早日建成，這裏設置了野營區和
兒童娛樂區，希望能早日帶着家
人一起來感受我們大慶的美好生
態。”

泥漿收集不落地
漫步大慶油田碳中和生態

園，綠蔭與清涼環繞風車長廊，
花海與池塘相映成趣；置身生產
現場，油層採出水“零排放”、
含油污泥“變廢為寶”、泥漿現
場收集不落地……處處可見大慶
油田在全力保障國家能源安全的
同時，積極推進綠色生態文明建
設。

艾雲超說，近年來，大慶油
田堅持“井液不出井、出井不落
地、落地不污染”的環保作業要
求，鑽井作業全面推廣泥漿不落
地技術，配備泥漿收集罐267套，
使廢棄鑽井液處理方式由土地無
害化處理轉變成泥漿現場收集不
落地，全部進站集中處理。

“我們腳下踩的這片磚頭路
看上去平平無奇，但卻是用石油

生產中的廢棄泥漿加工而成的
‘泥餅’製作而成。生態園中目
前已使用了二三十萬塊‘泥餅’
磚用於園區鋪路。”在大慶油田
碳中和生態觀光園中，大慶油田
生態環境管護公司下屬單位苗木
公司經理佘洪軍的話引得眾人紛
紛注意，只見縱向組合鋪排的磚
頭紅黑相間，大小與厚度同一般
的紅磚無異，令人倍覺新奇的同
時，更驚嘆於大慶油田綠色低碳
發展的實際行動。

設7無害化處理站
大慶油田生態環境管護公司

環保分公司副經理姜有慶說，大
慶油田從2020年開始全面推廣泥
漿不落地技術，在油田相繼建設
了7個固定的泥漿無害化處理站，
接收和轉運鑽井過程中產生的廢
棄泥漿，經過一系列泥漿加工設
備處理後，進行固液分離。

“分離出來的液體進入油田
的污水處理系統，固態的泥餅
（趨近於泥土）經過檢測合格
後，進入綜合利用環節，一部分
轉運至磚廠，替代黃土，進行燒
製成磚；另一部分用於鋪墊油田
井場路，便捷交通，保證油田產
能需要。”姜有慶說，目前，油
田年產出泥漿無害化處理後的泥
餅量約為70萬立方米，用於泥餅
製磚年消耗約為25萬立方米。

據了解，面對油氣生產過程
中產生的含油污泥對土地造成的
影響，油田累計建成30座含油污
泥、廢棄泥漿處理站，年處理污
泥能力達49.07萬噸、處理泥漿能
力達339萬立方米，回收含水原油
7萬餘噸，渣土達到《油田含油污
泥綜合利用污染控制標準》。

實現採出水“零排放”
據悉，目前，大慶油田實現

了採出水“零排放”，建成採出
水處理站242座，其中包括普通含
油污水處理站118座，含油污水深
度處理站124座，調水管網2,501
公里。目前，油田年處理採出水
達6.1億立方米，處理採出水全部
回注油層。

◆◆大慶油田碳大慶油田碳
中和生態觀光中和生態觀光
園中的義務植園中的義務植
樹公益林樹公益林。。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吳千記者吳千 攝攝

◆大慶油田智慧指揮中心現場控制平台。
香港文匯報記者吳千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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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7日給安徽省
太和縣的種糧大戶徐淙祥回信，向當地的鄉親們表
示問候，對全國的種糧大戶提出殷切期望。

一起為國家糧食安全貢獻力量
習近平在回信中說，我記得你這個安徽太和

的種糧能手。得知你家種植的小麥喜獲豐收，兒
孫也跟着你幹起了農業，我感到很高興。

習近平指出，手中有糧，心中不慌。對糧食
生產，我一直都很關注，基層調研時也經常到田
間地頭看一看。這些年，黨中央出台了一系列支
持糧食生產的政策舉措，就是要讓中國人的飯碗
牢牢端在自己手中，就是要讓種糧農民有錢掙、

得實惠，日子越過越好。希望種糧大戶發揮規模
經營優勢，積極應用現代農業科技，帶動廣大小
農戶多種糧、種好糧，一起為國家糧食安全貢獻
力量。

徐淙祥是安徽省阜陽市太和縣舊縣鎮張槐村
農民，一直潛心鑽研農業科學技術，2010年牽頭
成立農業種植專業合作社，逐漸成為當地種糧大

戶，獲得過全國勞動模範、全國種糧標兵等榮譽
稱號。2011年4月，習近平到張槐村考察時，曾向
他和鄉親們了解小麥種植情況。近日，徐淙祥給
習近平總書記寫信，匯報了十多年來從事糧食生
產、幫助群眾脫貧等情況和體會，表達了繼續做
好農業研發推廣工作，帶動更多農民多種糧、種
好糧的決心。

回信勉勵安徽種糧大戶徐淙祥
習近平：望帶動廣大小農戶多種糧種好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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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應對疫情衝擊、穩定經濟，深圳再度推出

支持小微企業穩定發展的新政。日前深圳市地方

金融監督管理局會同人民銀行深圳市中心支行、深圳銀

保監局、深圳證監局聯合印發《關於進一步加大金融服

務支持疫情防控促經濟保民生穩發展的實施方案》，全

年將新增小微企業貸款2,000億元（人民幣，下同）和小

微企業首貸戶2萬家，以及給科技企業貸款1,500億元。

此舉將促進中小微企業融資增量、擴面、降價，幫助市

場主體渡過難關，支持全市經濟社會持續穩定發展。

深圳出台新政加力穩經濟
新增小微企貸款2000億 助企業應對疫情衝擊

為進一步提升疫情常態化下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效能，深圳市地
方金融監督管理局日前會同一行兩局及有關部門廣泛聽取有關

金融機構、實體企業意見，並根據中央最新的穩增長指示和要求，研
究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進一步落實重要政策，起草實施方案，從金融
政策層面穩增長、促發展、保民生、防風險，持續提升疫情防控常態
化下對民營中小微企業等各類市場主體的金融支持。

新增2萬家小微企首貸戶
《方案》共分四部分23條，從開展金融支持穩市場主體行動、

開展金融支持重點領域發展行動、開展特定群體金融服務提升行動、
強化制度保障建立長效共享對接機制等四個方面提出具體舉措。根據
深圳市政府“十大計劃”高質量發展指標，提出包括全年新增普惠型
小微企業貸款2,000億元，新增小微企業首貸戶2萬戶，新增製造業
貸款900億元、科技型企業貸款1,500億元、綠色信貸700億元、企
業獲得股權融資1,000億元等量化指標和新設金融驛站28家，開展各
重點專題銀企對接活動20場，新增創投機構60家等具體目標。

設立金服平台專屬通道
工作任務方面主要有四個方面，包括開展金融支持穩市場主體

行動、開展金融支持重點領域發展行動、開展特定群體金融服務提升
行動、強化制度保障建立長效共享對接機制。主要內容包括通過加大
信貸投放力度支持深圳經濟穩增長，強化對中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戶
的金融扶持；通過聚焦先進製造業和戰略新興產業加大金融支持力
度；引導金融機構加大貿易金融服務支持力度，支持外貿企業提升應
對匯率風險能力；做好金融支持貨運物流保通保暢工作；提高對受困
人群的金融服務質效，靈活採取合理延後還款時間、延長貸款期限、
延期還本等方式支持；設立深圳金服平台專屬服務通道，整合金融支
持服務政策與產品，提供一站式專屬融資服務等。

據中國證監會網
站消息，近日證監會
《關於修改〈內地與
香港股票市場交易互
聯互通機制若干規

定〉的決定》已審議通過，明確滬股通
和深股通投資者不包括內地投資者，規
定將自7月25日起施行。分析人士指，
此舉可有效打擊假外資，有170萬個賬
戶將被銷戶，但也可能存在一些辦法繞
開禁令，若代持或內地機構等，或依然
可在香港買賣滬深股通。

自新規實施起，香港經紀商等聯
交所參與者將不得為內地投資者新開
通滬股通、深股通交易權限。為給予
內地及香港經紀商等充分的準備時
間，相關規定自2022年7月25日起
施行後，已開通權限的投資者也將限
期1年被取消交易權限。

境外170萬賬戶將被銷戶
著名經濟學家宋清輝向香港文匯

報記者表示，中國證監會此舉意在打
擊假外資，從披露數據來看，該規定
可以打擊至少逾百萬賬戶的假外資，
有利優化投資環境。所謂假外資，指

的是內地投資者在香港開通港股和北
向交易權限，再借道滬股通、深股
通，內資搖身一變，成為“外資”再
北上回到A股。

假外資的存在，不利於滬深港通
的平穩運行和長遠發展。中證監此前
就指，內地投資者在境外通過滬深股
通交易A股，與滬深股通引入外資的
初衷不符，且這些投資者中98%以上
已開立內地證券賬戶可直接參與A股
交易。另外分析稱，假外資擾亂市場
秩序，誤導投資決策，通常真外資定
位價值投資和長期投資，假外資卻以
短線為主，導致市場波動較大；此外
內資變身外資有逃避監管的嫌疑，加
大跨境違規活動的風險。

證監會打擊假外資目的是為促A股
市場穩定，但仍恐有內資鑽漏洞。“可
能會有一些辦法繞開禁令，尚難完全禁
止境外的內地投資者用滬股通、深股
通交易A股。”宋清輝指，如果代持
或者是內地基金等機構，或依然可以
在境外或者去香港買賣滬深港通，不過
鑽漏洞是否具實際操作性尚待進一步觀
察。
◆香港文匯報記者 孔雯瓊上海報道

中證監禁假外資借道北上交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
道）國家發改委強調有能力應對可能出現的
各類超預期變化，確保經濟平穩健康可持續
發展，且新版新冠病毒防控方案優化了隔離
管理期限和方式，加上上海迪士尼樂園宣布
將於6月30日恢復運營。利好作用下，市場
做多情緒明顯回暖，大市低開高走，截至收
市，滬綜指報3,409點，漲30點或0.89%；
深成指報12,982點，漲157點或1.22%；創
業板指報2,840點，漲9點或0.35%。兩市共
成交12,213億元（人民幣，下同）；北向資
金午後加速進場，全日淨買入46.5億元。

旅遊酒店板塊再度暴漲6%；汽車整車
板塊拉升5%，航空機場板塊大漲4%，均升
幅領先。半導體、航天航空板塊也漲超過
3%。行業板塊漲多跌少，僅保險、農牧飼
漁、貴金屬、釀酒、風電設備板塊收綠。

植信料樓市第四季改善
另外，植信投資研究院 28 日發布

《2022年下半年中國宏觀經濟展望報告》，
植信投資首席經濟學家兼研究院院長連平預
計，下半年中國經濟有望恢復性回升，股市
或將形成波動上行態勢，料二季度GDP增
長0.5%，上半年增長2.7%；三季度GDP增
長6.2%，成為年內高點；四季度增長6%，
全年增長約4.8%。若在抗疫特別國債發行等
強力政策支持下，GDP增速將有望達到5%
至5.5%，接近或達到預期增長目標。人民幣
下半年料在6.4至7.0區間內雙向波動。

下半年房地產政策料將保持寬鬆基調，
房貸利率仍有下調空間，房企資金需求有望
得到改善；土地購置狀況亦將好於上半年，
整體下行壓力或有所減輕。預測三季度房地
產銷售將完成築底，四季度得到真正改善，
房價則可能出現先抑後揚的態勢，局部地區
“金九銀十”行情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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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好作用下，汽車整車及旅遊酒店等板塊大漲。
資料圖片

◆◆為了支持抗疫穩經濟為了支持抗疫穩經濟，，深圳推出新政助市場主體渡過難關深圳推出新政助市場主體渡過難關，，全年新增小全年新增小
微企貸款微企貸款22,,000000億元人民幣億元人民幣。。圖為龍華生產口罩的港企圖為龍華生產口罩的港企。。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昌鴻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昌鴻攝攝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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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广告

焦点话题

6 月 20 日 7 时 12 分，北京丰台站 32 站台
上，首趟高铁列车 G601 停靠于此。“太荣幸
了！”旅客左荣峰惊喜得知，自己买到了首发列
车的第一张车票。“1995 年，我就来过丰台站，
没想到 20 多年过去，这里有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7 时 26 分，列车缓缓驶出站台，驶向太原
南方向。

从这一刻起，经过 4 年改扩建，百年老站
北京丰台站迎来华丽转身，以全新面貌正式开
通运营。北京丰台站副站长王建告诉记者，改
建后的北京丰台站是亚洲最大铁路枢纽客站，
主要安排京广高速铁路，京沪、京九普速铁路
等多条线路的列车始发终到作业，运营初期安
排旅客列车 120 列。

亚洲最大铁路枢纽客站长什么样？有怎样
的创新亮点？内部景观如何？近日，记者走进
北京丰台站一探究竟。

“古今交融”的交通枢纽

位于北京西三环与西四环之间的北京丰台
站长什么样？从空中鸟瞰，丰台站呈现出一款
线条粗犷的“中”字造型。气势恢宏的外观，时常
引得旅客停下脚步，掏出手机“打卡”留念。

中国铁路设计集团有限公司丰台站项目负
责人马辉说，北京丰台站站房设计以丰台地区
古时拜郊台为灵感，取“筑台建城”之意，采
用四周建筑略低、中间建筑高耸的建筑形态，
并与中国古建筑“三段式”布局相契合。

走进站内，更能领略到建造者“古韵新
风”的设计理念。吊顶采用藻井造型，融入古
建筑结构之美；高铁出站夹层墙壁上，钟楼、
鼓楼壁画映入眼帘，让出站旅客第一时间感受
到浓浓京味儿；出站通道两侧墙壁布置着具有
地域特色的装饰，诉说着北京前门景观、四时
佳节、胡同文化等……

“这可是个老站了，想当年客运、货运都在
这里。”谈起北京丰台站，家住附近的徐杰说，
他早就关注车站即将开通的消息。“真没想到新
丰台站能有如此‘高颜值’，改建得非常大气！”

丰台火车站始建于 1895 年，曾服务老京张
铁路、京广铁路、京沪铁路等多条线路。随着
首都城市建设和铁路的快速发展，车站承担的
相关业务相继移交北京西站、丰台西站等站办
理，至 2010 年运输业务全部停办，2018 年 9 月
实施改扩建工程。

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站房工程项
目管理部副处长王秀范介绍，改建后的北京丰
台站站房建筑面积约 40 万平方米，每小时最高
可容纳 1.4 万人同时候车，设有 32 条到达出发
线，32个客运站台面。

“其实，北京丰台站并非叠加在老站房之
上，而是在老丰台站东侧约 1 公里的地方。”
王秀范解释说，由于原有老站房的区域受限，
不适宜进行大规模拆迁。因此，现丰台站的所
在地选在老站房的东货场位置，充分利用既有
土地空间，承载城市新功能。

在站内设计上，北京丰台站还是国内首座
采用高铁、普铁双层车场重叠设计的特大型车
站，形成了“顶层高铁、地面普铁、地下地
铁”的立体交通模式，方便旅客“无缝”换乘
城市交通。

具体而言，一层主要是南北进站大厅、综
合服务中心与普速站台层；二层为高架候车
层，主要是旅客高架候车室等；三层是高铁站
台层，和其他车站不同，这里的高铁站台为尽
头式站台，高铁全部西进西出；地下层则主要
是铁路普速出站、社会停车场、快速进站厅和
地铁换乘区等。

上层是车场，下层是候车厅，如何保证结

构安全？记者了解到，在丰台站的受力结构当
中，大型梁就有 24 根，最高梁高度达 5.2 米，
相当于两层楼高。大型梁柱采用材料纯度高的
高强混凝土一体浇筑成型，具有较强的抗压、
抗变形能力，密度大、孔隙率低，有效缓解了
车辆与轨道之间的震动。

“采用双层车场可以节约车站建设土地，集
约整合交通资源配置，减少城市交通基础建设
成本。”马辉说，这样独特的立体交通结构形式
改变了传统铁路线路的布置方式，实现功能创
新，而且采用互不干扰的两场进出站立体流线
体系，高速和普速旅客有不同的进出站路线，
使出行更加方便顺畅。

据悉，北京丰台站开通运营后，北京铁路
枢纽北京、北京西等车站功能相应优化调整，
各车站分工更加科学合理。

绿色低碳的现代建筑

漫步于北京丰台站，记者最直观的感受便
是通透敞亮。在进站大厅，柔和的阳光透过采
光天窗倾洒而下；在高铁站台层，更能看到不
一样的“风景”——西望西山，东瞰丽泽商务
区。

据了解，绿色低碳是北京丰台站设计中的
一大亮点。自实施改扩建工程以来，丰台站便
以“绿色建筑”为目标，从节能、节水、节材
等各方面着手，融入低碳理念，实施绿色技
术，打造现代车站。其中，在采光方面，丰台
站表现可圈可点。

北京丰台站充分运用自然光源，在车站屋
顶间隔安设采光天窗，确保白天能有足够阳光
照入三层高铁站台。与此同时，剩余的屋顶位
置也被有效利用，通过铺设光伏发电板，为站
内照明、取暖、制冷、通风等供应绿色能源，
预计每年可发绿电700多万千瓦时。

记者注意到，尽管二层候车厅位于三层高
铁站台的正下方，却依然是光线明亮。原来，
高铁站台层的地面设计也暗藏玄机。

“ 在 三 层 地 面 ， 采 用 特 殊 制 作 的 ‘ 导 光
管’装置，将天窗透过的自然光再引到二层候
车厅进行照明，同时配套补光装置，无论夜晚
还是阴雨天都可实现全天候照明。”建设单位
中铁建工集团北京丰台站项目部总工程师许慧
对记者说，北京丰台站 200 多个“导光管”均
具备自洁功能，不需要检修维护，预计每年可
节省用电量约95万千瓦时，减少碳排放900余吨。

不过，丰台站将自然光用到极致的设计，
还当属将车站“一分为二”的中央光庭。“二层
候车厅有一大部分被高铁轨道遮盖，采光条件
稍差一些，所以我们将 3 个高铁站台列为一
组，在车站中间位置留出中央光庭，让整个候
车厅的空间感大幅提升。”马辉透露，中央光庭
创新应用新型 ETFE膜结构，既满足了照明，又
不会感觉阳光刺眼，提升了旅客的候车体验。

站房内设置智能照明系统，通过计算机集
中、时钟定时等多种控制手段，实现照明智
能、节能控制。在有自然光照和有显示大屏的
地方，安装照度传感器，可根据当前照度值自
动开启或关闭不同数量的照明设备，达到节能
效果。

不仅仅是关注采光节能，在北京丰台站，
类似的绿色巧思存在于设计建设的全过程。

“双层车场设计节约了土地资源，却也带来
前所未有的挑战。”许慧介绍，高铁在“空中
走”，车站负重非常大，为了承担高速、普速列
车动荷载，北京丰台站钢结构总用钢量近 20 万
吨，具有构件种类多、单体构件大的特点，势
必需要在技术和管理上进行创新。

为此，中铁建工项目团队通力合作，以三

维模型为载体，自主研发出钢结构全生命周期
管理平台，实现了丰台站主体钢结构从钢构件
原材加工、过程运输、焊接、后期结构安全健
康检测的全生命周期内质量可追溯。

通过扫码、拍照、上传三步，施工人员就
能在平台上将施工数据与钢构件自动绑定。“无
论是钢材生产厂家、现场吊装时间，还是焊接
时的现场环境，全部信息在平台上都是一览无
余，真正让数字技术下沉落地。”许慧说，据统
计，钢结构全生命周期管理平台可提高原材料
利用率 1%，综合节约钢材用量 4700吨，减少二
氧化碳排放8600吨。

温馨便捷的旅途驿站

除了绿色低碳，北京丰台站还格外突出人
性化与便捷性。

“一个车站，好不好用、适不适用，旅客说了
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许慧表示，丰台站的每
一处墙角、柱脚、电梯拐角都进行圆润化处
理，给旅客带来更舒适安全的出行体验。

记者走进候车厅一处母婴室看到，婴儿
床、护理台、折叠式安全座椅等母婴设施一应
俱全，全木质装修再配以绿植盆栽，显得分外
温馨。而在母婴室不远处，就是全软包处理的
儿童娱乐区，色彩艳丽的游乐设施备受孩子们
欢迎。

不仅如此，北京丰台站对无障碍设施也进
行了全面优化提升，共设置 23 处无障碍卫生
间，融合无障碍电动推拉门、安全抓杆、紧急呼叫
按钮等设施，全面满足残障人士的使用需求。通
过“有爱无碍”的设计，为旅客打造安全、人
性、体贴的旅途驿站。

除了无障碍卫生间和母婴室，车站还设置
了两处重点旅客服务区，对于老人、孕妇等重
点人群，车站工作人员将免费提供“一对一”
服务，确保旅客安全顺利乘车。“旅客可以在
12306上提前预约，我们会根据预约量提前安排
好负责对接的工作人员。”王建说。

在综合立体的交通枢纽站内，如何确保乘
客不迷路，是设计者和铁路运营部门必须解决
的重要问题。

记者发现，除了造型别致的绿植小景与一
排排暖黄色的座椅，在站内最常见的便是指路

标识。根据北京丰台站的设计，前 20 号数字对
应的是普速列车的检票口，21 至 32 号则是高铁
列车检票口，在指路立牌上方还标明了东南西
北4个方向。

“作为一个特大型车站，北京丰台站的候车
厅功能布局进一步优化，为的是让旅客出行更
便捷。”王建表示，车站采取了多种措施引导旅客
前往相应候车区。“例如，车站的静态标识有很
多，站内还设有许多流动岗，会有专门工作人
员提供引导服务。”

同近两年开通的许多新车站一样，北京丰
台站不设售票厅，而是设置了 7 处集售票、改
签、退票、制证于一体的综合服务中心。记者
看到，与传统售票厅不同，综合服务中心取消
了玻璃隔挡，台面也相对低一些，便于工作人
员与旅客交流。

据了解，截至目前，丰台站周边功能区建
设基本完成，已完成 11 条接驳道路部分路段建
设，长度约 10 公里。车站已具备先进、完善的
立体交通换乘功能：车辆走高架，平台落客即停
即走；行人走通廊，人行通廊为旅客遮风挡雨。
进出站旅客采用地铁、地面公交、出租车、私
家车、网约车等方式，均可到达或驶离丰台站。

值得一提的是，在丰台站停车场，大巴
车、网约车、共享单车都有专门停放区域。“接
乘客时，可以直接约在指定车位，再也不用举
着电话互相找了。”前来送客的出租车司机马
师傅说，过去有的乘客因为不熟悉方位，常常
无法确定自己所在位置，经常绕着车站走上好
几圈。“这个小小的规划就是人性化的体现，方
便司机也方便旅客，节约大家的时间成本。”

“下一步，我们还将在停车场周边道路进一
步设置完善指引标识，并探索利用‘北京停车
服务’‘北京交通’手机应用程序，对外发布车
场剩余车位资源。”静态交通丰台公司副总经理
李金星说，“旅客可通过高德地图等，查看车场
信息，包括车场空闲车位数量、排队车数量以
及预计车辆到达停车场后排队时间等，进一步
提升便利化、智能化服务水平。”

北京丰台站的管理单位北京西站党委副书
记梁兆钰告诉记者，北京丰台站的开通运营，将
进一步强化北京综合交通运输服务功能，极大便
利人民群众出行，对不断增强广大旅客美好旅行
的获得感、幸福感，促进首都经济社会发展，具有
十分重要的意义。

亚洲最大铁路枢纽客站开通运营——

北京丰台站，百年老站的华丽转身
本报记者 严 冰 刘乐艺

北京丰台站外景。 原梓峰摄 （人民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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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西南區管理委員會主辦慶祝國慶焰火園遊會Liberty Fest
於7月3日在Plaz Americas 盛大舉行

休士頓西南區管理委員會主辦的慶祝國慶焰火園遊會Liberty Fest 於7月3日在Plaz Ameri-
cas 盛大舉行，佔地廣大的園遊會場，提供了各式飲食、玩具藝品、文化科技活動資訊…還有兒
童專區、冷氣巴士、醫療保健站、社區警察及騎警等設備進駐，加上豐富的表演及最後的焰火施
放，呈現了一個親子同樂、慶祝獨立日國慶及多元文化展演的大型美好社區活動。

西南區管委會主席李雄、經濟委員會主席David Peters、管委會執行官李成純如、及整個董
事會成員、加上協辦的機構、單位與社團代表們，連月來已經為Liberty Fest 開了好幾次會，制定
計劃與深入各種細節。今年度的Liberty Fest 慶祝活動在規劃號召下，容納了30個食品賣家、60
個各式攤位、14位藝術家的現場表演及展示，加上3個音樂團體的演出，不只使園遊會展現西南
區管委會範圍內豐富的族裔及文化風貌，也表現了社區活動覆蓋包括各種社會面向的動能及深廣
考慮。

從下午一時宣布活動開始，由主席李雄親自介紹的漢服展示揭開節目繽紛面相，舞台上的各
種表演不論是台灣卡拉OK 俱樂部的演唱、恰恰舞展演、排舞、印度傳統舞蹈、學生合唱團演出

、還是管樂團…毫無冷場的接續進行。特別熱鬧引起全場歡騰的還有李金龍舞師團的演出，不同
族裔的父母帶著小娃娃，對獅子又愛又怕的反應令人莞爾；而在焰火施放前壓軸的She Wolf
Shakira Tribute 熱力四射的Shakira 式舞台表演，更把現場氣氛帶到最高點，熱烈氣氛完美銜接施
放國慶煙火的壓軸登場。

管委會主席李雄多次表示 「Liberty Fest」 是管委會的年度代表性經典活動，希望表現出區內
豐富的多元特色及厚實的社區經濟實力與成長發展遠景；他表示今年活動最令他興奮滿意之處，
在於參與社團的多樣性、以及表演社團的多元背景，如此內容也展現慶祝國慶日的內涵真諦。籌
備活動的要角也是管委會經濟委員會主席David Peters 則表示，管委會會為了更完備地籌…每年
的Liberty Fest 活動，將專門成立活動部門，以使活動設計及執行愈加完美。此次活動動員義工達
三百人以上，從一時至晚間九時許的活動期間，估計參與人次多達數千人。在現場與不同族裔的
參與者交談，大家更不約而同表示，有此活動作為社區慶祝國慶重頭戲，都覺得很開心，而且期
待在未來有更多的參與。（照片由劉佳音提供）

新世紀人壽保險公司AM Best評為A-等級(優異級)
新世紀人壽保險公司是由十級精算師陳舜哲博士創立,在美

國保險市場及僑界享有盛名.
今日被 AM Best credit agency,(保險業評級機構), 升級至

A-等級(優異級), 在由美國主流把持的保險業, 實在不易. 也是台
商之光.

新世紀人壽保險公司自成立30年以來, 一直提倡以客戶為主
的市場開拓,提供優良獨特的保險產品,宣導以客戶服務至 上的經
營理念,得到主流市場經紀人推崇,在美國保險界享有盛名.

2021年總資產破11億1548萬美元, 法定資本額逾1億5059
萬美元, 然而調整後法定資本額則上升至1億6837萬美元。

·2021年的全年十二個月財報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底, 控股
公司新世紀集團的稅後淨盈餘逾378萬美元.

·子公司新世紀人壽保險公司 稅後的法定淨盈餘為3010萬
·控股公司新世紀集團及子公司新世紀人壽保險公司兩者十

二個月的淨盈餘總和則達3390萬美元.
我們的人壽及健康保險的現有年保費己經超過5億1000萬

美元, 年金總存也超過 7 億美元. 2022 年被美國最有權威的
AMBest評估公司極度肯定, 升級為A-財務優異.

再者, 於2017更被知名休士頓商業雜誌 (Houston Business
Journal) 統籌, 跟據各大保險公司年度保費總金額, 新世紀人壽保
險公司在休士頓排名第三大人壽保險公司, 跟隨American Gen-
eral 及 American National Insurance Co. 之後.

新世紀的固定利率年金有三年及五年兩種計劃.利率優惠且
固定不變. 我們這種以客戶為主的固定年金非常受到主流社會的

保守客戶的喜愛,所以在過去十年(從2010 到 2020) 我們賣出去
的年金( 不包括renewal) 超

過7億美元( 平均每年7000萬美元). 2021 年年金賣出金額
超過年平均逾1億1958萬.

新世紀提供人壽儲蓄,老人醫療補助險(Med Sup), 年金,職業
意外險,小額人壽險,及年紀65歲以下的健康醫療險.此外,更有商
業房地產貸款如購物中心,公寓, 投資住屋及未開發空地等. 新世
紀是全美唯一華人擁有的人壽保險公司.目前在美國50州經營客
戶接近二十萬,業務代表超過五千人. 財務穩固,資產雄厚.

最後我謹代表新世紀感謝華人同胞多年來的支持, 新世紀樂
於為華人同胞服務請‧來電281-368-7200. EXT 72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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