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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紐約州衛生廳今天表示，他們在
紐約市外發現一個小兒麻痺症病例，且已獲聯邦
衛生官員的確認，這是美國近10年來的首例。

路透社報導，脊髓灰質炎（polio，亦稱小兒
麻痺症）是由病毒引起，非常容易傳播。

紐約州衛生廳（New York State Department
of Health）在聲明中表示，檢測結果顯示，美國
紐約州洛克蘭郡（Rockland County）的這個病
例，源頭可能來自美國境外。

洛 克 蘭 郡 衛 生 局 局 長 盧 柏 特 （Schnabel
Ruppert）說： 「我們正密切監控情況，並和紐
約州衛生廳、美國疾病管制暨預防中心（Cen-
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DC）合

作，以因應這個緊急的公共衛生事件，以保護本
郡居民的健康與福祉。」

美國疾病管制暨預防中心確認這個病例是小
兒麻痺症，疾管中心表示，美國自1979年後，
就沒有再出現小兒麻痺症國內感染病例。然而，
根據記載，美國在2013年時曾有1個因為國外口
服式疫苗中活體病毒株而感染小兒麻痺症的案例
。

美國疾管中心表示，小兒麻痺症有一些像是
流感的症狀，其中包括喉嚨痛、發燒、倦怠、噁
心等。

小兒麻痺症病毒會侵入人體的神經系統，然
後在幾個小時內導致不可逆的癱瘓，雖然這是一

種無法治癒的疾病，但能藉由接種疫苗來預防感
染。最近的幾十年間，因為各個國家或地區都積
極讓嬰幼童施打疫苗，小兒麻痺症的病例在全球
都急速下降。

在小兒麻痺症疫苗問世前的 1940 年代末期
，美國每年約有3萬5000人因為小兒麻痺症導致
身障，其中大部分是兒童以及生活在衛生環境較
差的人。

當局表示，倫敦的汙水樣本在今年6月測到
小兒麻痺症病毒，這是小兒麻痺症病毒自 1980
年代以來可能首次在英格蘭傳播的徵兆，但目前
還沒有發現任何病例。

紐約發現小兒麻痺症病例紐約發現小兒麻痺症病例 美國近美國近1010年來首例年來首例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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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came to San Antonio to pay my
respects and mourn the founder of the
Carson Advertising company, Mr. Paul
Carson. We have been doing business with
them over the past several years.

Paul Carson was born in San Antonio
83 years ago. He and his son John had
been running a very successful business in
Houston. Paul had a full and wonderful life
with a beautiful family.

San Antonio is located in the south
central part of Texas. It is the second
largest city in Texas with a population of
over 1.5 million. When the Spanish
explorers arrived in this area in 1619, it
was on the holy day of St. Anthony, Saint
Padua in Portugal, so the city is named
after St. Anthony. Lackland Air Force Base
is located here. Due to the influence of the
Spanish and Mexican cultures, the city is
full of Latin culture. More than half of the
residents are Latino.

This southern city welcomes more

than 20 million tourists
annually and you can feel
the atmosphere of Native
Americans and ancient
Mexico here. Walking along
the River Walkyou can taste
the best cuisines from
different worlds. The Alamo
and SeaWorld are popular
gathering places for tourists.

Unfortunately, the town
of Uvalde is nearby. It
suffered the tragic school
shooting massacre in which
twenty-one lives were lost
due to a teenager killer.
This tragedy covered the
whole city and the nation
with so much grief.

This afternoon I walked
into this injured and beautiful city and saw
the bustling crowds. We just don’t know
how to explain the ugly side of human

beings. This severely damaged town needs
our prayers and blessings to take care and
heal their scars. 0707//2121//20222022

This Injured City Is Still Full Of VitalityThis Injured City Is Still Full Of Vitality

今天我再次造訪久違的聖安東尼市
，從休斯敦出發一百九十九英里在十號
州際公路上非常𣈱 通無阻，此行主要目
的也是到此追悼多年來有業務往來的廣
告公司創辦人卡森老先生，他出生於聖
安東尼市，是歐洲希臘裔移民，他和其
子手創之卡森廣告公司業務鼎盛，代理
許多公司之廣告業務。

聖安東尼位於德州中南部，是德州
第二大城,人口近一百五十萬，當一六
九一年西班牙探險者到達此地區之時，
正值葡萄牙的聖徒帕多瓦的聖安東尼之
聖日，因而得名，此城駐有強大的美國
空軍基地，由于受到西班牙及墨西哥文
化影響，充滿了拉丁文化之氛圍，其中
過半人口是西班牙血統，白人只佔百分

之三十二。
每年接待二千萬人次的南方大城，

可以感受到美洲原住民和古墨西哥合成
之氛圍，漫步在市中心的河濱步道，品
嗜到拉丁美食，阿拉莫紀念碑，海洋公
園是遊客聚集之地。

遺憾的是就在上個月離開此地一小
時車程的伊瓦利小鎮，發生了震驚世界
的小學屠殺案，二十一條生命犧牲在一
名青少年槍下，使整個社區籠罩在哀傷
之中。

今午我走在這個受傷的美麗城市，
看到熙熙攘攘的人群，我們不知如何去
解釋人性的醜陋面，這個受過重創的城
鎮 要我們大家的關心和祝福來彌補傷
痕。

受傷的城市仍然活力充沛受傷的城市仍然活力充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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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人民日報》用戶端報導，7 月
22 日日本政府發布 2022 年版《防衛白皮書》
，提及涉台、涉港、涉疆等問題，聲稱中國軍
力發展和軍事活動缺乏透明度，在東海、南海
以實力改變現狀，是日本及國際社會重要安全
關切，在俄烏衝突問題上對中方進行指責。中
國駐日使館就此指摘日本防衛白皮書涉華錯誤
內容，表明嚴正立場。大陸央視新聞同時報導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表示中方強烈不滿
和堅決反對，已就此向日方提出嚴正交涉，中
國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

中使館指出，日本政府 2022 年版《防衛
白皮書》延續迄今錯誤立場，基調負面消極，
對中方惡意抹黑指責，粗暴干涉中國內政，渲
染所謂 「中國威脅」，嚴重違背國際關係基本
準則和中日四個政治文件精神。中方對此強烈
不滿和堅決反對。

中使館稱，台灣、新疆、香港事務純屬中
國內政，不容任何外部干涉。對於任何危害中
國主權、干涉中國內政、損害中方利益的惡劣
行徑，中方都將堅決有力回擊。台灣是中國領
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灣問題事關中日關係
政治基礎和兩國間基本信義。中方敦促日方在
台灣問題上恪守中日四個政治文件精神和迄今
所作承諾，切實謹言慎行，停止挑釁滋事。

中方在涉海問題上的立場是一貫的、明確
的，以實力改變現狀的帽子扣不到中方頭上。
中方堅定維護領土主權和海洋權益，同時致力
於通過談判協商妥善處理分歧。日方在東海放
任右翼滋事、拉攏域外介入，美夥同日等在南
海大肆炫耀武力，才是地區和平穩定最大挑戰

。日方應停止為了地緣私利在涉海問題上製造
事端、挑撥爭議。

中使館表示，中國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
奉行防禦性國防政策，始終是世界和平的建設
者、全球發展的貢獻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
中國國防建設始終著眼於維護自身主權、安全
和發展利益的正當需要，中國軍力發展是世界
和平力量的壯大。

中方在烏克蘭問題上的立場客觀公正，行
事光明磊落，始終從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出發
，秉持公道正義，努力勸和促談，反對激化矛
盾，發揮建設性作用。我們堅決反對任何針對
中國的無端指責和猜忌，也絕不接受任何外來
脅迫和施壓。

中使館指出，一段時間以來，日方執意操
弄涉華議題，頻繁拿中國正常軍力建設說事，
炒作所謂中國威脅，渲染地區緊張局勢，為自
身加快軍事擴張鬆綁、擺脫戰後束縛尋找藉口
，已經引起包括中國在內地區鄰國和國際社會
的強烈關切。希望日方深刻汲取歷史教訓，堅
持和平發展，在軍事安全領域謹慎行事，多做
有利於維護本地區和平穩定的事，而不是走以
鄰為壑的歧途。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 22 日下午主持
例行記者會強調，日本新版的《防衛白皮書》
，指責抹黑中國國防政策、正常軍力發展和正
當海洋活動，渲染所謂 「中國威脅」，在台灣
問題上干涉中國內政，中方對此表示強烈不滿
和堅決反對，已就此向日方提出嚴正交涉，中
國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

日防衛白皮書發表涉中內容
中使館強烈不滿堅決反對

官員大口乾杯 「聖河水」 證明超乾淨 2天後下場GG了
(本報訊)印度北部旁遮普邦(Punjab)第一

部長巴格旺曼(Bhagwant Mann)週日出席卡利
貝恩聖河（Kali Bein）22周年紀念活動，為了
向民眾證明水質仍維持相當乾淨，拿了杯子
親自彎腰取水試飲，過了2天後卻傳出他因肚
子痛被送往醫院。

根據《印度斯坦時報》(Hindustan Times)
報導，錫克教的傳說提及卡利貝恩聖河（Ka-
li Bein）是宗師古魯那納克(Guru Nanak)獲得
啟蒙的地方，小時候常在河流洗澡，某天古
魯那納克突然憑空消失，直到3天後才返家，
從此秉持 「只有一位上帝，沒有印度教和穆
斯林」。卡利貝恩聖河位於旁遮普邦，因水
質富含的礦物質反射呈黑色，字面上意思
「黑色河流」而得名。

22年前，這條聖河多是工業廢水的匯集
處，長期受汙染、四周長滿了雜草，在沒有
政府的幫助下，靠著官員和環保人士的努力
下整頓復興，成為印度人民運動的首例，每
年都會在這舉行慶祝。

影片可以看到，旁遮普邦(Punjab)第一部
長巴格旺曼受邀參加22周年活動，為了展現
眾人不遺餘力維護聖河整潔，他彎下腰從河
中取一杯水，眾目睽睽下直接乾杯，疑似面
有難色，不知道是享受淨化過程，還是快不
行了。消息人士透露，週二巴格旺曼在家中
因為腹部劇烈疼痛，凌晨緊急被專機送往德
里醫院治療，檢查結果為胃部感染，現已出
院。

白宮醫師歐康納宣佈拜登總統篩檢COV-
ID-19呈現陽性, 現在已開始服用Paxlovid抗病
毒處方藥，而白宮表示, 拜登會依循美國疾病
管制暨預防中心（CDC）之指南，在白宮進行
隔離上班以處理國務。

拜登確診, 當然是世界的頭條新聞, 不過由
於新冠疫苗早已普及於世, 況且拜登已打過4劑
疫苗, 所以應不會有致命危險, 兩年前在新冠疫
苗研發出來前英國首相江生一度染疫, 住進加
護病房, 生命垂危,一時之際全世界的人都在為
他祈福, 所幸大難不死, 讓他煎熬過來。在2020
年美國總統大選前不到一個月, 時任總統川普
與第一夫人也曾雙雙確診, 並入院治療, 當時白
宮所發布的訊息是: “總統的狀況堪憂,未來48
小時將是關鍵時刻!”, 這可嚇壞了眾人, 所幸川
普吉人天相,入院治療不到一天就已病情穩定,
並在醫院內臨時辦公室復行視事，開始辦公，
當時我在看到那張由路透社Reuters傳來的照片
時,內心深深被打動了，在病毒感染下，川普能
鎮靜工作, 我相信那張歷史性的照片一定感動
萬千人！

這次拜登是在從中東訪問回來後確診的,
他會見了許多國家領袖政要, 這些人顯然都必
須特別接受檢驗和隔離, 畢竟新冠病毒不會認

人, 也沒有地域概念, 只要與確診者接觸過, 都
有確診可能, 當然, 從拜登確診也告訴我們一件
事:連世界上被保護得最安全的人都會被新冠病
毒入侵, 其他人更不用說了, 拜登應從此得到的
寶貴教訓就是, 他雖政務繁忙,日理萬機, 每天會
見眾多貴賓, 許多事可由幕僚代理, 但防禦病毒
只能靠自己謹慎留意,特勤局或任何人是幫不了
忙的!

自從COVID-19開始於2020年初在世界傳
染肆虐以來, 就一直糾結著我們, 儘管在疫苗研
發出來被世人廣泛施打後，大大遏止了疫情擴
散,但一波接一波的新變種毒株卻從未平息,隨
著疫情丕變, Omicron變體BA.5和BA.4現又成
為主要菌株, 與此同時,猴痘病例又攀升, 而過去
兩年無論是封城或居家禁令，都徹底改變了我
們的生活秩序與工作方式,由於經濟重創對大多
數人所造成的財政拮据與精神傷害都極其嚴重
, 許多人正面臨著孤獨和抑鬱, 這種負面消極的
心情所造成的傷害是持久的,拜登總統早先曾說
, 這是一個淒慘的歷史里程碑, 我們將勇敢戰鬥
下去, 如今他卻因抗疫而倒下, 真是令人唏噓,
但願79歲高齡的他能早日痊癒, 政躬康泰, 也祝
美國國運昌隆!

【李著華觀點 : 拜登確診
新冠疫情再起 , 總統也難倖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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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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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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減少依賴俄氣
歐盟委員會主席前往阿塞拜疆想簽新合同

綜合報導 歐盟委員會主席烏爾蘇拉· 馮德萊恩（Ursula von der

Leyen）在周一前往巴庫，試圖從阿塞拜疆尋求采購更多天然氣，以減

少對俄羅斯能源的依賴。

歐盟委員會在推特上發文稱：「能源進口多樣化是歐盟的一個優先

事項。馮德萊恩主席和歐盟能源專員卡德裏· 西姆森（Kadri Simson）明

天將前往阿塞拜疆，進一步加強合作。」該推文還指控俄羅斯「繼續將

其能源供應武器化」。

路透社稱，7月14日獲悉的一份文件草案顯示，歐盟委員會已向歐

盟成員國提議與阿塞拜疆簽署一項采購合同，以增加天然氣進口，並為

此擴建一條管道。報道稱，歐盟委員會沒有立即對此事發表評論。

報道提到，歐盟各國政府此前已同意對俄羅斯石油逐步實施禁運。

與此同時，今年俄羅斯通過波蘭的天然氣運輸已經停止，通過烏克蘭的

天然氣運輸因俄烏沖突而受到限製。6月份，受西方對俄製裁影響，俄

羅斯天然氣工業公司的「北溪-1」輸氣管道因部件缺失等技術問題而減

少了60%的天然氣流量。7月11日，該公司以對「北溪-1」輸氣管道進

行年度維修為由，暫停天然氣供應10天。

路透社指出，周日，俄羅斯常駐維也納國際組織代表米哈伊爾· 烏

裏揚諾夫在推特上表示：「俄羅斯從未拒絕繼續向歐洲供應天然氣，並

完全遵守其合同義務。」

幹草捆建成12米高水池
可供30人泡澡；

英國農民收集英國農民收集3030噸雨水幫助鄰居噸雨水幫助鄰居

綜合報導 英國媒體報道，一

個叫邁克爾· 法雷的農民，用幹草

捆搭建了一個12米高的水池，以

幫助他的鄰居在熱浪中消暑。他

利用20捆幹草建造了這個臨時建

築，然後用他在土地上收集的大

約30噸雨水將其填滿。

在幹草捆中間，法雷放了一個

散裝容器，裝滿了水。他還用青貯

飼料蓋製作了室外浴缸，這在最近

幾天英國和愛爾蘭的熱浪中非常流

行。邁克爾認為，這個泳池可以

舒適地容納30名遊泳者。

他告訴《愛爾蘭鏡報》，該

村氣溫上升到 34℃左右，人們

「很好地使用」了它。

「我的侄子托馬斯和伊蒙· 惠

蘭說，他們想建一個遊泳池，所

以我們在田裏找一個地方，放了

一個青貯飼料蓋來盛水。我在農

場收集雨水，用大約兩個水箱來

裝滿水池。水池大約長 40 英尺

（12.2米），寬10英尺（約3米）

，我不確定這個遊泳池會持續多

久。當然，那些鄰居來泡個澡只

是為了找點樂子。」

他承認，他的朋友和家人已

經習慣了他的瘋狂想法，但他低

估了這一想法的難度——完全由

他自己建造遊泳池。

利比裏亞軍閥在加拿大被槍殺
兇手如今接受庭審，被騙錢後不滿決定報復

據外媒報道，加拿大多倫多一名警察

涉嫌徇私，向自己兒子提供了一名詐騙嫌

疑人的個人信息，導致這名嫌疑人遭到他

兒子入室槍殺。目前案件正在庭審。

而這名詐騙嫌疑人比爾· 賀拉斯的背

景並不簡單，他是利比裏亞反政府武裝

的前領導人，並被指控犯有戰爭罪等多

項罪名。現在，殺害賀拉斯的兇手正在

接受庭審。

現場：四人持槍從地下室破窗進屋
2020年6月21日，父親節，在加拿

大安大略省倫敦市的一座粉色房子裏，

賀拉斯和他的妻子喬伊斯在玻璃破碎的

聲音中醒來。原來，四名武裝分子打破

了地下室的窗戶。賀拉斯意識到有人闖

入家中，而他9歲和4歲的孩子羅伊斯、

科比睡在樓下，他拿槍下樓與4名武裝

分子搏鬥。

雙方開啟槍戰，賀拉斯身中幾槍，

敵不過對方，他爬出去尋求幫助。賀拉

斯家離最近的小鎮有兩個小時車程，等

到他被人發現，送去醫院，最終還是喪命。

而兩名武裝分子在賀拉斯家拿走了20000加

元（折合人民幣104220元）現金。

起因：警察的兒子被騙錢，找上門
報復

這起槍擊事件一發生，就成為當地

的頭條新聞。不僅是因為這是一起暴力

襲擊案件，還有受害者賀拉斯的身份，

他是利比裏亞前總統查爾斯· 泰勒軍隊的

指揮官，在利比裏亞內戰期間涉嫌犯下

暴行。泰勒在鄰國塞拉利昂被判犯有反

人類罪，刑期50年，正在服刑。

起初，許多人懷疑，這次槍擊事件

是賀拉斯的仇家報復他。後來經過加拿

大警方調查，原來，賀拉斯卷入了一場

網絡詐騙的糾葛。

據外媒報道，法庭的記錄揭示了導

致賀拉斯被殺事件的這些信息：2020年6

月20日早些時候，多倫多警察特雷弗·

格雷戈裏下班後，他23歲的兒子凱倫·

格雷戈裏打電話給他，說自己「被騙了

一大筆錢」。在兩人通話後，凱倫在一

條信息中傳來賀拉斯的車牌號碼。

隨後格雷戈裏聯系了同事，詢問他

們能否在警方數據庫中查詢這個車牌號

碼，並慌稱是因為有一輛「奇怪的汽車

經過了我家門口」。就在同一天，一名

同事向格雷戈裏提供了數據庫搜索的結

果，其中包括車主的家庭住址。

文件顯示，格雷戈裏安排了自己與

兒子的一次會面，期間他兒子拍下了一

張包含賀拉斯個人信息的紙條。

今年4月，格雷戈裏承認違反公眾

信任，凱倫於7月18日出庭，被控犯有

二級謀殺罪，其他三名武裝分子仍然在

逃，身份尚未公開。

曾擔任利比裏亞真相與和解委員會

委員的資深記者馬薩· 華盛頓說，作為一

名專員，她聽取了利比裏亞內戰中人權

遭受侵犯的受害者的證詞。

她說：「他（賀拉斯）犯下了一些

難以想象的罪行，謀殺全家、隨意槍殺

、砍頭等。」

人們對賀拉斯的童年知之甚少。他

出生於1971年的布坎南，1990年泰勒領

導的反政府組織利比裏亞國家愛國部隊

（NPFL）向該地區挺進時，賀拉斯逃離

了家鄉。

人物：漂洋過海生活了18年
2002年，賀拉斯漂洋過海來到加拿

大，申請難民身份。被拒絕後，仍然留

在加拿大，並多次上訴申請。2009年，

他申請永久居民身份，但直至他去世，

他都不是永久居民。

2010 年，加拿大國際司法中心

（CCJI）試圖讓政府對賀拉斯提起戰爭

罪指控。

馬特· 艾森勃蘭特當時是CCIJ的法務

主管，他在接受采訪時表示，他向加拿大

警方提供了「堆積成山的證據」，包括十

幾名目擊者的證詞，他們描述了賀拉斯和

他的士兵犯下的「可怕的」罪行。

但加拿大政府從未提出刑事指控，而

是緩解移民案件。賀拉斯的移民文件顯

示，他以進口和出口農業設備為生，但在

2013年，他被控盜竊、欺詐和製造假幣。

之後，詐騙和偽造的指控被撤銷，2016年

，他被判盜竊金額不足5000美元（折合人

民幣33707.5元），被判處12個月緩刑。

加拿大司法部發言人麥克勞德稱，

他們不會對戰爭罪調查的存在發表評論

，即便提出真正的指控，為了保護司法

過程的「完整性」和相關人員的隱私，

加拿大公民及移民部也拒絕置評。

指控：死亡不能抹掉犯下的罪行

賀拉斯來到加拿大後，認識了他的

妻子喬伊斯，兩人於2010年結婚，並且

生下了兩個孩子。

喬伊斯和家人已經對多倫多前警察

局長馬克· 桑德斯、特雷弗· 格雷戈裏以

及四名武裝分子提起訴訟。訴訟稱，賀

拉斯擁有「一個親密的家庭，每個周末

都在一起」，賀拉斯本人是一個慈愛的

父親和忠誠的丈夫，他為孩子們做飯，

帶他們全家度假，參加體育活動。

該訴訟於2020年提起，由於賀拉斯

作為全家的「頂梁柱」，他的死亡給家

人造成了情感和經濟損失，喬伊斯要求

賠償77.5萬加元（折合人民幣4033565元

）。該訴訟還稱多倫多警察局要對警官

特雷弗的行為和賀拉斯的死亡負責。

與此同時，有媒體報道，這名警察

的兒子凱倫自2016年以來受到了十幾項

指控，但沒有定罪。

雖然凱倫和他的父親因為賀拉斯之

死被傳喚到法庭，但那些熟悉賀拉斯過

去的人對他逃脫法律製裁感到不安。

艾森勃蘭特表示，加拿大錯過了為

利比裏亞幸存者伸張正義的機會。

馬薩· 華盛頓說：「我認為這對利比

裏亞人來說不是一個很好的消息，尤其

是他的受害者。他死了，不會面對戰爭

罪法庭，也不用為在這個世界犯下的惡

行負責。」

英國軍隊首次頒布禁令：
士兵海外部署時買春或被開除

綜合報導 英國軍隊首次頒布一項禁

令，禁止士兵在國外與性工作者交易，以

此消除軍中的性剝削和性虐待現象。被發

現從事英國國防部所稱的「性交易」的人

員可能會被開除，如果事發地賣淫屬於非

法的國家，他們還可能被起訴。

報道稱，這是英國首次對所有三個軍

種實行了一致的禁令，這結束了此前雜亂

無章的政策，按照英國國防大臣本· 華萊

士周二的說法，這項禁令反映了社會態度

的變化。

華萊士在範堡羅航展上發表講話稱，

他無法立即解釋，為什麼這項禁令需要經

過這麼多年才被實施。他說:「別問我，

我是國防大臣，現在它才歸我管，生活

要向前看。這是不同的一代人。1991年

，我在德國為英國陸軍服役，情況就有所

不同。知道麼，我們希望越來越多的女性

加入我們的部隊，我們必須牢記那意味著

創造不同的環境，我們必須為這些環境

設定規範，並非常清楚指出什麼才是可以

接受的。」

報道提到，一名年

輕的肯尼亞女性艾格尼

絲· 萬吉魯（Agnes Wan-

jiru）在 2012年被一名英

國士兵殺害。此案讓英

國士兵在海外的行為再

次受到關註。萬吉魯一

直通過賣淫來維持家庭

生計，有消息稱，其他

英國士兵也經常在肯尼

亞嫖娼，在那裏性工作

並不違法，但靠其收入為生是違法的。

而在兩年前，英國陸軍傘兵團第3營

的士兵們在去過基地附近的臨時妓院後，

有多達100人尋求醫療問詢，之後他們被

要求不許跨出在肯尼亞的軍營。

報道提到，英國國防部指出，此項新

禁令並不適用於英國國內，在此事上國內

法律將優先適用。在英國，性工作本身並

不違法，但許多相關活動被法律規定屬於

犯罪，例如在公共場所拉客、拉皮條和在

路邊求歡。

英國國防部的這項新禁令對性剝削和性

虐待零容忍，要求「在英國境外從事防務活

動時，防務人員在任何時候都不得進行性交

易。」性交易被定義為「支付或提議通過支

付換取性交或其他性服務，包括實物支付

」。在英國軍隊被派駐的國家，無論賣淫

是合法或者非法，該禁令都適用。

綜合報導 匈牙利議會當日通過一項決議，呼籲限製歐洲議會的權

力並賦予成員國對任何歐盟立法的否決權。

上述決議表示，歐盟針對俄羅斯實施一系列「欠考慮的」製裁，造

成的經濟後果已影響到匈牙利人民。決議由此認為，當前的歐盟條約框

架已不再適用於危機時期，歐洲議會需要改革。

決議表示，歐洲議會議員應由歐盟成員國的立法機構選出，而非通

過直接選舉產生。歐盟各成員國議會應有權否決「不受歡迎的歐盟

立法」，並且各成員國應該有提出新法案的權利。

匈牙利議會還建議成立一支歐洲軍隊，以確保歐洲大陸有能力「保

衛自己」。這項決議獲得130名匈牙利議員的支持，50人投了反對票。

近來，匈牙利與歐盟委員會在諸多問題上發生分歧，匈牙利是歐盟

對俄製裁最強烈的批評者之一。匈牙利總理歐爾班· 維克托7月15日說

，歐盟對俄施加製裁後果嚴重，對歐盟經濟產生「致命」威脅。製裁沒

有幫到烏克蘭，卻害了歐洲經濟。歐盟對俄製裁政策基於「錯誤的推斷

，現在必須改變」。

反對製裁俄羅斯
匈牙利呼籲限製歐洲議會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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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外傳美國聯邦眾議院議長裴洛西計畫8月訪
問台灣，北京當局會有多強烈的反應引發關注。美媒指出，裴
洛西訪台若成行，中國可能會採取比以往更嚴厲的回應措施，
例如派遣格外龐大或長時間的機群擾台，甚至尋求在台海上空
畫設禁航區（no-fly zone），以設法阻撓這次訪問，而這可能
會進一步加劇亞太區的緊張局勢。

回應 「不是好主意」 裴洛西：疑指被擊落
裴洛西21日面對記者詢問是否訪台時表示，基於安全因素

，她不討論任何出訪行程。而被問到美國該如何遏阻中國武力
犯台時，裴洛西回應稱，這是一個非常重大的問題。她說，
「我認為很重要的是我們展現對台灣的支持。我也認為我們沒

有人在台灣問題上曾說過支持獨立，這取決於台灣的決定。」
20日，拜登在被問到裴洛西訪台消息時說， 「軍方認為目

前這不是一個好主意」， 「但是我不知道此事的狀況如何」。
裴洛西則表示，拜登並未告訴她不要訪台。她說， 「我沒有從
總統那裡聽到（這樣的說法）」，並猜測拜登所指的可能是軍
方擔心訪問專機會被共軍擊落之類的，但她不清楚實際狀況。

美國參謀首長聯席會議發言人巴特勒（Dave Butler）表示

，軍方 「大致」向決策者簡報了軍事評估，但他不願透露參謀
聯席會議主席密利，是否與裴洛西談過她可能的訪台行程。

共機 「伴飛」專機 或在台附近試射飛彈
外交部發言人歐江安22日表示，對美國國會議員的邀訪，

一向是外交部及駐美代表處長期的重點工作，但目前外交部並
沒有接獲裴洛西議長訪台的確切訊息，也沒有進一步評論。國
防部則未對裴洛西可能訪台一事作出評論。

北京近期不斷指出，華府在破壞 「一個中國」政策，並矢
言對美國的挑釁進行嚴厲回應。據有線電視新聞網（CNN）22
日報導，一名美國官員說，拜登政府官員擔心，中方可能會在
裴洛西訪台之前，尋求宣布在台海上空畫設禁航區，以設法阻
撓這次訪問。這名官員還說，北京可能會出動戰機，進一步侵
擾台灣防空識別區（ADIZ），而這可能引發美台回應，不過
他們並未詳述，可能會有哪些回應。

另有美媒指出，裴洛西一旦訪台，北京有5套劇本（選項
）可應對，例如派遣更多戰機擾台並出動軍艦在附近軍演、戰
機跨越海峽中線、 「伴飛」裴洛西專機、在台灣附近試射飛彈
、乃至軍機直接飛越台灣上空等。當中，若共機直接飛到台灣

上空，就可能造成兩岸兵戎相見，而畫設台海上空為禁航區，
也必須透過軍事手段來執行，亦會被視為是向全世界宣告，中
共掌握台灣的主權。

拜登確診 習近平致電慰問祝早日康復
目前任職新加坡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的美國國防部前官員

唐安竹（Drew Thompson）說， 「中國對裴洛西訪台的反應，
可能會與他們對以前的國會代表團不同。問題是該反應將會是
甚麼？」

過去中國對美台交流最具挑釁的反應發生在1995年夏天，
當時解放軍直接向台灣外海試射了飛彈，以抗議時任美國總統
柯林頓允許台灣第一位民選總統李登輝訪美。

拜登20日表示，他計畫很快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通話。
翌日，現年79歲的拜登就傳出新冠病毒檢測呈陽性。拜登推文
形容自己狀況良好，仍繼續忙碌。習近平22日則主動致電慰問
拜登，在慰問電中表示 「得知總統先生感染新冠病毒，謹向你
表達誠摯的慰問，望你早日康復。」

美國兩任總統確診COVID-19
時空背景大不同

裴洛西裴洛西88月擬訪台月擬訪台 美官員警告美官員警告
大陸可能在台海上空大陸可能在台海上空 設禁航區設禁航區

（綜合報導）COVID-19（2019冠狀病毒疾病）疫情爆發
2年多，美國兩任總統川普和拜登前後都確診，但拜登確診後
週遭反應相對平靜，相較川普時期的緊張，彰顯對抗疫情已有
長足進步。

法新社報導，拜登（Joe Biden）和川普（Donald Trump）
都屬於高齡男性，拜登79歲，川普確診時是74歲，代表他們
的染疫死亡風險是年輕族群的好幾倍。

兩人染疫時空背景的主要差異，包括疫苗的研發和治療方
法的效力，以及期間病毒的突變使得病情嚴重程度降低。

● 川普的 「大雜燴式」療法
川普在2020年10月總統大選競選連任期間確診，當時他

在推特（Twitter）公布染疫的震撼彈消息，引發全球股市重挫
。

那時候距離疫苗問世還有2個月，而川普的年紀、體重和
生活型態，都令他出現染疫最壞結果的風險格外高。

那年夏天，川普一直對支持者淡化病毒的嚴重程度，還嘲
笑民主黨對手拜登戴了口罩。

川普確診後，搭乘醫療直升機前往華特里德國家軍事醫學
中心（Walter Reed National Military Medical Center）接受氧氣
治療。他的醫療團隊其後發布的病況更新，內容模糊甚至有時
自相矛盾。

當時治療川普的醫師選擇用 「大雜燴式」療法，用抗病毒
藥物瑞德西韋（Remdesivir）、類固醇和單株抗體對他進行治

療，這些療法當時仍處於試驗階段。
亞利桑那州土桑市（Tucson）的醫院內科醫師海恩茲

（Matthew Heinz）告訴法新社，他認為川普當時 「病得非常、
非常嚴重」。

海恩茲說： 「我之所以知道，是因為他看起來就像我後來
病逝的COVID-19病人。」他指的是川普從醫院返回白宮後，
擺姿勢給媒體拍照，顯得呼吸困難的畫面。

● 拜登的疫苗接種和服用抗病毒藥物Paxlovid
反觀拜登，他到目前為止症狀輕微，只有疲倦、流鼻水和

偶爾乾咳。拜登也表達樂觀，在推特發文表示自己 「狀態很好
」，還發布簡短影片，在白宮的陽台上微笑。

美國目前疫情的大環境，也與川普染疫時大不相同。
美國單日死亡病例數已由去年1月一波疫情高峰時的3300

人左右下降到數百，高度有效預防重症的疫苗也已廣泛可供接
種。

拜登已經打了2劑疫苗和2劑加強劑，儘管他接種最後一
劑疫苗的免疫效力已經減弱，但流行病學醫師恭德（Celine
Gounder）告訴法新社， 「真正重要的是潛在的免疫記憶」。

雖然無法預測個別病例發展，但官方數據顯示，即使在目
前一波Omicron變異病毒株亞型BA.5流行下，接種疫苗和持續
接種追加劑，仍能繼續防止染疫住院和死亡。

此外，拜登還服用美國藥廠輝瑞（Pfizer）的抗病毒藥物
Paxlovid。這款藥改變局勢，不僅因為它在預防住院方面有高

達90%的效力，還因為它是易於服用的藥丸形式。
另一方面，目前全球盛行的病毒株與2020年截然不同，是

Omicron變異株的亞型，較容易在上呼吸道擴散，而不是容易
導致重症的肺部。

海恩茲表示，目前他的COVID-19病患大部分是因為其他
問題前來就醫，然後偶然發現確診。

● 民眾態度轉變
大眾對於COVID-19的態度已經改變。
川普確診那段時期，美國民眾對疫情態度嚴重分化，自由

派人士的行事較謹慎，保守派則認為防疫措施侵犯個人自由。
因此川普確診後，遭到反對他的人士某種程度輕視，認為

「早就告訴你了」。當時確診的人仍被冠上 「冠狀病毒白癡」
（covidiot）的稱號。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衛生安全中心（Johns Hopkins Center
for Health Security，CHS）資深學者艾達佳（Amesh Adalja）表
示，這種態度是錯的。

他告訴法新社： 「染疫真的永遠不應該被視為道德淪喪。
這是一種很有效傳播的呼吸道病毒，基本上是社交互動當中一
直存在的風險。」

事實確實如此。根據一項政府研究，到了今年2月，大約
60%的美國人口有感染過COVID-19的證據，比例現在很可能
還要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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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生菜漲到200韓元一片！
烤肉店急了：一人限領5片
綜合報導 受多種因素影響，

韓國今年上半年的物價增速，創下

近24年的最高紀錄。面對居高不

下的物價水平，韓國民眾直呼吃不

消。

首爾麻浦區一家飯店的老板

說，生菜漲價到200韓元(約合人民

幣1元)一片，蘇子葉也在漲價，為

避免越賣越虧，不得不下架一款熱

銷的包飯。首爾江西區某肉店老板

訴苦，生菜變成了「金菜」，本來

因為疫情客人就少，現在物價又漲

，生意只能硬撐著。有的超市裏，

生菜被賣到7800韓元一包，約合人

民幣40元。7月12日，首爾一家烤

肉店甚至貼出告示，稱限量供應生

菜，一人限領5片。

韓國國家統計門戶網站7月17

日發布的一份統計數據顯示，今年

上半年的外出就餐平均價格，同比

上升6.7%。

具體來看，牛肉價格上漲8.5%

，豬排骨價格上漲7.9%；炸醬面上漲

9.1%，糖醋肉上漲6.1%；夏季養生菜

參雞湯上漲4.4%，冷面上漲7.6%；

炸雞上漲8.8%，披薩上漲8.4%，紫

菜包飯上漲9.1%，辣炒年糕上漲

8%，方便面上漲8.6%，咖啡上漲

4.2%。此外，單位員工食堂價格上

漲3.5%，盒飯價格上漲7.4%。

韓聯社和《韓國經濟》等媒體

指出，韓國近來物價飆升，一是與

國際原材料價格上漲有關，二是受

國內極端高溫、連續降雨、病蟲害

影響，蔬菜水果產量出現下降。報

道稱，雖然韓國政府近期雖然發布

了一系列穩物價政策，但鑒於外部

利空因素影響較大，政策立刻發揮

實效並非易事。當前的高物價局面

，有可能成為今後的常態。

泰
國
首
現
奧
密
克
戎
毒
株
新
亞
型
感
染
病
例

政
府
斥
巨
資
購
買
新
冠
藥
物

綜合報導 據泰國媒體報道，泰國瑪

希隆大學附屬醫院基因組20日發布報告

稱，在董裏府發現泰國境內首例奧密

克戎毒株新亞型BA.2.75 感染病例。目

前，泰國衛生部醫學科學部已破譯了

該變異株整個基因組，並已完成相關報

告撰寫。

報告指出，與原有新冠毒株相比，

奧密克戎毒株新亞型BA.2.75 發生了約

100處變異，對疫苗更具抗藥性。

另據報道，為應對日益嚴峻的新冠

肺炎疫情和不斷增長的藥物需求，泰國

內閣近日批準從衛生部的5000億泰銖皇

家貸款中使用39.95億泰銖(約合人民幣

7.4億元)用於購買新冠肺炎治療藥物及用

品，其中包括法匹拉韋以及抗原快速檢

測試劑盒等，執行期為3個月(今年7月至

9月)。

泰國總理府發言人表示，總理巴育

已向全國下達了防疫方針，重點放在控

製新冠疫情的傳播上，要求所有活動都

必須嚴格按照相關防控措施進行，同時

主辦方在活動結束後應主動跟進並評估

疫情風險。

泰國衛生部20日公布的數據顯示，

過去24小時全國新增新冠肺炎確診病例

2886例。迄今，泰國累計病例達4585654

例，累計死亡31050例。

日本單日新增新冠病例首超15萬
綜合報導 據日本廣播協會電視臺統

計，日本20日新增新冠確診病例超過15

萬例，再次創下新冠疫情以來新高。日本

厚生勞動大臣後藤茂之稱，如果病床出現

緊張，將采取一些「限製行動」措施以遏

製疫情。

受變異新冠毒株奧密克戎新亞型BA.5

擴散影響，日本近期新冠感染人數迅速增

加。數據顯示，日本20日報告新增確診病

例152536例，再創新高，累計確診病例達

10630647例；新增死亡病例53例，累計死

亡31715例。

東京都和大阪府20日新增確診病例都

超過2萬例，東京都時隔約5個半月再次

日增確診病例超2萬例。在日本47個都道

府縣中，包括大阪府在內有30個府縣疫情

數據都創新高。

為了不擠占病床，日本規定輕癥患

者等居家隔離或者入住酒店隔離。據厚

生勞動省統計，在截至3月底的第六波

疫情中，日本至少有 555人居家隔離時

死亡。

日本目前已經有些縣的病床使用率接

近或者超過50%，沖繩縣病床使用率已經

超過75%。另據厚生勞動省統計，截至19

日日本全國有約73萬名新冠感染者住院或

者居家隔離，而7月1日這一數字只有約

16萬。

緬甸仰光、撣邦等多地瓦斯短缺，價格上漲
綜合報導 仰光消息，近期，仰光省

內的家用瓦斯出現短缺情況，價格上漲

。因此，餐飲店以及使用瓦斯的民眾遭

遇困難。

一名瓦斯及各種液化竈零售商稱，有3

到4天時間了，家用瓦斯短缺，工廠也沒

有貨，我們的存貨也快賣完了，後續還會

不會有無法確定。

因家用瓦斯短缺，之前1拽4000緬幣

的瓦斯，現在漲到1拽6000緬幣。由於瓦

斯價格上漲，部分餐飲店重新使用火炭。

部分餐飲店因沒能買到瓦斯而遭遇困難。

一家餐飲店的老板稱，之前，我們一

天燒5拽瓦斯，現在只能買到2到3拽，而

且我們還是老客戶，都只能買到這些。買

不到瓦斯，我們只能使用火炭。

目前，仰光省內家用瓦斯短缺，部分

銷售店內銷售的小罐瓦斯，價格已經從1

罐700緬幣漲到1200緬幣。

撣邦南部多個鎮區，家用瓦斯斷貨

撣邦消息，撣邦南部多個鎮區，家用

瓦斯斷貨。

撣邦南部格勞鎮一位民眾表示，7月17

日，格勞鎮上的家用瓦斯斷貨，無法購買

到瓦斯。

這位民眾表示，我家的瓦斯用完

了，我去店裏購買的時候被告知瓦斯

已經斷貨，連小罐的也已經沒有了。

批發公司缺貨，很多城鎮都面臨了這

樣的情況。

另 外 ，

東枝市的瓦斯

也斷貨了。銷

售商預估稱，

7月 21日或 22

日，才會有瓦

斯到貨。

東枝市一

個餐飲店的老

板稱，不少餐

飲店都是用瓦斯來做飯，我的店也一樣。

因為瓦斯斷貨，我們面臨困難。因為斷貨

，有些仍有存貨的店鋪就加價出售，但沒

辦法，我們為了營業還是得購買。向緬甸

全國供應瓦斯的一家能源公司7月18日發

布信息稱，瓦梭月圓日假期結束後，7月20

日起，將會正常從泰國進口銷售瓦斯。

據悉，瓦斯短缺，主要是因為國管委

嚴控進口許可證。對於這一說法，國管委

尚未發布相關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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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海夢工場北區開張 港青創業增助力
招攬成長型企業 有港團隊“升級”入駐拓智能業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
賢深圳報道）前海深港青年夢工
場北區啟用，為港青北上提供更
多發展空間。香港特區行政長官
李家超在開園儀式上以視頻方式
發表致辭時指出，前海是香港和
深圳合作的重要平台，成功貫徹
落實《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現代服
務業合作區改革開放方案》，將
為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創造重
要機遇。他表示，特區政府將為
香港青年提供更多創業支援，加
深他們對內地青年雙創基地和雙
創政策的認識，幫助青年在前海
發展事業、成就夢想。

李家超指出，夢工場在2014
年正式運營，在2019年5月成為
首批被廣東省政府和香港特區政
府共同認定的“粵港青年創新創
業基地”之一。截至今年5月，
夢工場累計孵化了325個香港團
隊，當中更有部分曾經同時獲得
特區政府青年發展基金資助。今
天夢工場新增了9.2萬平方米創
新創業空間，並將提供一站式創
業服務，使廣大港深青年創業建
功的舞台變得更寬廣。

“習近平主席在7月1日發
表重要講話時說，青年有未來，
則香港有未來。特區政府將為香
港青年提供更多創業支援，加深
他們對內地青年雙創基地和雙創
政策的認識，幫助青年在前海發
展事業、成就夢想。”李家超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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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 深

圳報道）港青北上前海創業將有更大

的發展空間。定位為創業圓夢加速區

的前海深港青年夢工場北區21日舉行

開園儀式。作為前海深港青年創新創

業圓夢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夢工場

北區項目主要為成長性好、創新性

強、發展佳、潛力大的企業、頂級科

研機構的成果轉化和具有良好社會效

應的項目提供發展空間，促進科研成

果市場化和產業化，為香港青年發展

提供成功經驗路徑。

◆◆前海深港青年夢工場北前海深港青年夢工場北
區區2121日舉行開園儀式日舉行開園儀式。。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望賢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望賢攝攝

有在前海扎根發展5年的香港科創團隊規模
增長十餘倍，從中區“升級”進入北區。

中北南三區構建創業“圓夢體系”
據介紹，北區將和此前的夢工場中區，以及

即將於8月動工的夢工場南區共同為香港青年構
建一個創新創業的“圓夢體系”。

夢工場北區位於桂灣片區前海城市客廳核心
區域，毗鄰鯉魚門地鐵站，園內設有公交首末
站，與鯉魚門地鐵無縫接駁。項目佔地面積約9
萬平方米，總建築面積約14.3萬平方米，共有16
棟建築，可容納約200個團隊。

北區推動港企規模化集聚發展
功能布局方面，夢工場北區旨在實現港人港

企規模化集聚發展，引入企業類、機構類及平台
類優質項目，結合全系運營配套，重點打造4中
心1街區。

其中，產業集聚中心主要引入金融科技、電
子商務、專業服務、諮詢服務、信息科技領域的
創新加速企業。創業加速中心將引入具備較強創
新創業資源整合能力及港資項目引進能力的加速
器機構。成果轉化中心主要引入高校平台載體，
重點面向香港元素豐富的實驗室、工程中心、研

究中心及創新創業平台等，香港大學的前海智慧
交通研究院、香港青年創業學院、大灣區金融科
技研究院和香港城市大學的太赫茲及毫米波創新
研究院、HK-Tech300科技成果轉化基地均將進
駐此區域。文化體驗中心將建設前海首個公益性
文化設施大樓，引入國際化、創意感十足的體
驗內容，打造前海創意新地標。港味活力街區
則主力打造“港味”潮玩主題美食城，及青年
社群化創意居住區。

自2014年成立以來，前海深港青年夢工場
逐步形成了創意鏈、產業鏈、資金鏈、政策鏈、
信息鏈、人才鏈“六鏈合一”的全鏈條創新創業
生態圈，集聚了大批香港青年創業團隊。截至
2022年5月底，前海深港青年夢工場累計孵化團
隊591家，其中香港團隊325家，累計融資超29
億元人民幣。

其中中區重點面向初創型團隊，北區則重點
面向成長型企業，南區則面向成熟型企業。

港團隊成功助力深港技術攻關
首批進駐北區的百邁技術由多名港青創立，

聚焦工業視覺底層技術研發。創始人周飛介紹，
團隊於2015年建立， 2017年來到夢工場，從當
初十來個人發展到如今接近200人規模，進入高

速發展期，因此選擇遷入夢工場北區B棟，作為
新的總部大樓。

他介紹，百邁技術專注與中國自研視覺平
台的研發，為中國工業“打造最好的眼睛和大
腦”，截至目前已經擁有兩大視覺平台以及
TQM基於檢測數據的應用質量管理平台，幫助
工廠管理和提升產品良率，技術已經在3C、半
導體、新能源等多個行業的多家大型工廠應
用。

在前海5年多，周飛認為，前海是個朝氣
蓬勃的全新區域，也是深港融合的很好平台。
除了他在香港科技大學畢業，團隊合夥人中還
有3名香港人，現在香港員工有14人，企業還
在不斷吸引香港的高端科技人才加入。此外，
企業推動深港聯合技術攻關，牽頭籌建了前海
AI機器視覺實驗室，為智能製造生態提供開放
實驗環境。他表示，香港有很深厚的基礎技術
研發實力，深圳具有十分強大市場轉化能力，
通過深港共建的方式，借助深港兩地的優勢，
升級前海AI機器視覺實驗室這個載體。“希望
可以得到政府更多的支持，讓我們可以進一步
加強與香港科研院所合作，吸引更多香港高端
科技人才，開展更多的深港兩地技術攻關項
目。”

◆首批進駐前海夢工場北區的企業
百邁技術，聚焦工業視覺底層技術
研發。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望賢攝

2022年7月22日（星期五）香 港 新 聞4 ◆責任編輯：周文超

承載23年港人回憶
安息

終年35歲 相當於人類105歲 全球最長壽圈養雄性大熊貓

作為中央政府送予香港回歸2周年的“國寶禮物”，當年12歲的雄性大熊貓

“安安”和20歲的雌性大熊貓“佳佳”，於1999年3月11日一起抵港，入駐

海洋公園，為當時飽受亞洲金融風暴打擊的香港市民帶來喜慶和歡笑。轉眼

間，“安安”陪伴港人23載，惟因年事已高身體變得極為虛弱，生命走到盡

頭。海洋公園21日早忍痛讓牠接受安樂死，解脫苦楚，享年35歲，相當於人

類105歲高齡，是人類飼養下全球最長壽的雄性大熊貓。“安安，永別了！”21

日前往海洋公園悼念的人潮絡繹不絕，有經常探望“安安”的巿民感觸落淚；也

有人長途跋涉由粉嶺到香港仔海洋公園懷緬，有巿民表示“安安”及6年前離世

的“佳佳”陪伴她成長，亦是全體香港市民的集體回憶。◆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安安：雄性
21日離世，終年35歲（等同於人類105歲），
是全球最長壽圈養雄性大熊貓

佳佳：雌性
2016 年離世，終年 38 歲（等同於人類 114
歲），是全球最長壽圈養大貓熊

到港前 安安和佳佳均在野外出生，後來獲拯

救到四川臥龍中國保護大熊貓研究中心生活。佳

佳到港前已在內地產下五胎共6名子女，年輕8

年的安安到港前曾到新加坡萬禮動物園客居半

年，被譽為“熊貓大使”

1999年3月11日 作為中央政府送予香港

回歸2周年的“禮物”，當年12歲的安安和20歲

的佳佳一起抵港，入駐海洋公園。園方亦相當重

視，耗資8,000萬港元建佔地2,000平方米的大熊

貓園

2004年 安安的精液被送到臥龍作人工受孕，

誕下大熊貓“融融”，現居山東臨沂動植物園

2016年10月16日 佳佳因健康急劇惡化接

受“安樂死”，享年38歲。牠過身後，部分遺體

留作科研、獸醫學教育及保育用途；部分遺體在

港火化，骨灰最終埋在香港的故居“香港賽馬會

四川奇珍館”附近土壤，並栽種一棵銀杏樹以作

紀念

2021年8月 安安35歲生日時，海洋公園利用

牠最愛的食材包括竹子、番薯、胡蘿蔔、香蜜

梨、富士蘋果等製作冰蛋糕送給牠

2022年7月13日 海洋公園指安安食慾不

振，在過去兩星期無法在展館現身，並在專頁發

文呼籲市民一齊為牠集氣加油

2022年7月21日 安安健康狀況轉差接受

“安樂死”，享年35歲，等同於人類105歲高齡

◆資料來源：香港文匯報資料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安安和佳佳在港歲月

巿民紛簽弔唁冊
逾千留言寄哀思

海洋公園表示，“安安”過去數周的健康狀況
慢慢轉差，食量逐漸減少，本周日（17日）

開始完全停止進食固體食物，只飲用食水和電解
質飲料，同時活動量大幅減少，身體變得十分虛
弱。

大批市民入館悼念
園方又指，在“安安”生命即將走到盡頭的

時候，可做的治療方案僅限於減輕其不適或緊張
情緒，故與漁農自然護理署獸醫徵詢中國大熊貓
保護研究中心後，海洋公園獸醫總監馬伯樂21日
早8時40分在“安安”位於“香港賽馬會四川奇
珍館”的居所內，忍痛讓牠接受安樂死，免除痛
苦。

海洋公園公布“安安”死訊後，在“四川奇
珍館”外設置弔唁冊，並在“安安”平日活動的
展館內放置一塊有“安安”肖像並以中英文寫上
“多謝安安”的紙牌和花束。不少巿民聞訊紛紛
到場悼念，除在弔唁冊上寫上懷念的心聲外，並
入館對着“安安”生前活動的展區拍照。對於
“安安”接受安樂死，一眾巿民認為若然“安
安”感到辛苦，贊成讓牠早點解脫。

望中央再多贈一對
特意由粉嶺到海洋公園的黃女士對香港文匯

報記者表示，21日中午得悉“安安”離世，感到
十分難過，“我要冷靜一陣，便搭車趕過來悼念
安安。”她表示“安安”與6年前離世的“佳
佳”，是中央送給香港的禮物，自“佳佳”離世
後，對“安安”更感珍惜，“我每次嚟海洋公
園，都會先探望安安才去玩，都知牠幾個禮拜前
已食唔落嘢，但冇想過咁快走，聽到牠離世真係
好唔開心。”她表示亦會探望香港回歸10周年時
中央政府送給香港的另兩頭大熊貓“盈盈”和

“樂樂”，更希望中央再多送一對大熊貓到港。
幾乎每天也到展館探望“安安”的陳女士，

21日得悉其死訊後到場悼念，一度落淚。她表示
有祈禱希望“安安”能進食，“真係冇想到牠咁
快（離世），仲以為佢會食嘢，好唔捨得佢，以
後都見唔到佢。”

陪伴成長依依難捨
由灣仔趕到海洋公園的盧女士則表示，“安

安”已是香港的icon（象徵），對其離開感到遺
憾，更形容“熊貓館（四川奇珍館）冇咗熊貓
（安安），令人難過。”

“安安”“佳佳”到港時才讀小學的李小
姐，可以說“安安”“佳佳”陪伴她成長，她
對“安安”離世感到痛惜。不過，“安安”享
年35歲，相等於人類已逾百歲高齡老人。李小
姐認為，“安安”雖已離去，但牠一生已圓
滿。

“安安”1986年於四川寶興出生，其後從野
外被拯救送到中國大熊貓保護研究中心，曾化身
“熊貓大使”遠赴新加坡的動物園客居半年。
1999年3月，作為中央政府送予香港回歸2周年的
“國寶禮物”，當年12歲的“安安”與20歲雌性
大熊貓“佳佳”搭乘專機抵達香港，入住香港海
洋公園，為剛經歷亞洲金融風暴的香港“沖
喜”，全城洋溢喜慶氛圍。

同年5月，海洋公園熊貓館開幕時，時任國
務委員吳儀親臨香港出席典禮，時任香港特區行
政長官董建華致辭指“大熊貓到港，也寓意香港
好像‘安安’和‘佳佳’的名字一樣，繼續
‘安’定繁榮，迭創‘佳’績。”熊貓館開館首
天人潮不絕。

據海洋公園統計，自“安安”“佳佳”進駐
公園後，吸引超過2,900萬人次的遊人探訪。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文森）大熊貓“安
安”21日早走完一生最
後的旅程，不少港人感不
捨。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
家超及多名問責官員和立
法會議員也在社交平台
Facebook留言悼念，感謝
“安安”過去23年來陪
伴香港巿民，並帶來歡
樂。

李家超上周四已在
Fb發帖文表示得悉“安
安”抱恙，特首辦已致電
海洋公園了解，呼籲巿民
齊齊為“安安”集氣。21
日他再在Fb表示，“安
安”陪伴香港人23年，
其離世令人難過。他並感
謝海洋公園多年來悉心照
顧“安安”，更感謝中央
及四川臥龍中國大熊貓保
護研究中心的專家一直以
來的支持，使“安安”為
港人帶來很多美好回憶。
他直言：“在我們心中，
（“安安”）仍陪伴着我
們，願安息。”

官員議員表哀悼
律政司副司長張國鈞

亦發帖文感謝“安安”：
“陪伴港人共渡風雨，願
安息。”民政及青年事務
局局長麥美娟發帖文感謝
“安安”陪伴港人成長，
“（“安安”）俾咗好多
快樂嘅回憶我哋。”文化
體育及旅遊局則發文表
示，“安安”陪伴香港市
民23年，留下許多美好
回憶，對牠的離世感到十
分難過。

不少立法會議員也留
言感謝“安安”，其中民
建聯主席李慧琼表示多謝
“安安”多年來的陪伴，
“為香港人帶來許多許多
的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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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安去年安安去年88月慶祝月慶祝3535歲生日歲生日，，為全球最長為全球最長
壽的人類飼養雄性大熊貓壽的人類飼養雄性大熊貓。。 海洋公園供圖海洋公園供圖

◆市民到海洋公
園“四川奇珍館”
悼 念 大 熊 貓 “ 安
安”。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不少巿民21日午
在烈日下留言弔唁寄
哀思。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

海洋公園21日在“安安”的故居“四川奇珍
館”外設置弔唁冊，讓巿民留言悼念“安安”。不
少家長帶同小朋友到場，以繪畫方式表達對“安
安”的悼念。園方亦在社交平台Facebook專頁設置
弔唁冊，截至21日晚10時已有1,200多個留言，不

少人表示對其離世感到難過，多謝牠陪伴香港人成長。
園方雖在露天地方設置弔唁處，但無礙一眾巿民在烈日下輪候於

冊上留言。香港文匯報記者在現場所見，不少家長帶同年幼子女在冊上
留言，他們繪畫“安安”的肖像，並留言表示感謝牠一直的陪伴，希望
牠在另一個世界健康快樂地生活。

大批巿民則在海洋公園Fb專頁留言，其中巿民Pearl Cheng表示每
次到海洋公園也是為探訪大熊貓，看着牠們瞓覺進食“永遠都係笑笑
口”，自己也覺得開心，“一定會掛住你（安安）”，亦希望照顧“安
安”的飼養員要好好保重。另一網民Tuan Yuan Panda則表示非常難過，感
謝“安安”與巿民一起度過最開心及最艱辛的歲月，自言接受不到牠的離
開，但更不忍心牠受苦，會一直想念着“安安”。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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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海夢工場北區開張 港青創業增助力
招攬成長型企業 有港團隊“升級”入駐拓智能業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
賢深圳報道）前海深港青年夢工
場北區啟用，為港青北上提供更
多發展空間。香港特區行政長官
李家超在開園儀式上以視頻方式
發表致辭時指出，前海是香港和
深圳合作的重要平台，成功貫徹
落實《全面深化前海深港現代服
務業合作區改革開放方案》，將
為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創造重
要機遇。他表示，特區政府將為
香港青年提供更多創業支援，加
深他們對內地青年雙創基地和雙
創政策的認識，幫助青年在前海
發展事業、成就夢想。

李家超指出，夢工場在2014
年正式運營，在2019年5月成為
首批被廣東省政府和香港特區政
府共同認定的“粵港青年創新創
業基地”之一。截至今年5月，
夢工場累計孵化了325個香港團
隊，當中更有部分曾經同時獲得
特區政府青年發展基金資助。今
天夢工場新增了9.2萬平方米創
新創業空間，並將提供一站式創
業服務，使廣大港深青年創業建
功的舞台變得更寬廣。

“習近平主席在7月1日發
表重要講話時說，青年有未來，
則香港有未來。特區政府將為香
港青年提供更多創業支援，加深
他們對內地青年雙創基地和雙創
政策的認識，幫助青年在前海發
展事業、成就夢想。”李家超
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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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 深

圳報道）港青北上前海創業將有更大

的發展空間。定位為創業圓夢加速區

的前海深港青年夢工場北區21日舉行

開園儀式。作為前海深港青年創新創

業圓夢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夢工場

北區項目主要為成長性好、創新性

強、發展佳、潛力大的企業、頂級科

研機構的成果轉化和具有良好社會效

應的項目提供發展空間，促進科研成

果市場化和產業化，為香港青年發展

提供成功經驗路徑。

◆◆前海深港青年夢工場北前海深港青年夢工場北
區區2121日舉行開園儀式日舉行開園儀式。。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望賢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望賢攝攝

有在前海扎根發展5年的香港科創團隊規模
增長十餘倍，從中區“升級”進入北區。

中北南三區構建創業“圓夢體系”
據介紹，北區將和此前的夢工場中區，以及

即將於8月動工的夢工場南區共同為香港青年構
建一個創新創業的“圓夢體系”。

夢工場北區位於桂灣片區前海城市客廳核心
區域，毗鄰鯉魚門地鐵站，園內設有公交首末
站，與鯉魚門地鐵無縫接駁。項目佔地面積約9
萬平方米，總建築面積約14.3萬平方米，共有16
棟建築，可容納約200個團隊。

北區推動港企規模化集聚發展
功能布局方面，夢工場北區旨在實現港人港

企規模化集聚發展，引入企業類、機構類及平台
類優質項目，結合全系運營配套，重點打造4中
心1街區。

其中，產業集聚中心主要引入金融科技、電
子商務、專業服務、諮詢服務、信息科技領域的
創新加速企業。創業加速中心將引入具備較強創
新創業資源整合能力及港資項目引進能力的加速
器機構。成果轉化中心主要引入高校平台載體，
重點面向香港元素豐富的實驗室、工程中心、研

究中心及創新創業平台等，香港大學的前海智慧
交通研究院、香港青年創業學院、大灣區金融科
技研究院和香港城市大學的太赫茲及毫米波創新
研究院、HK-Tech300科技成果轉化基地均將進
駐此區域。文化體驗中心將建設前海首個公益性
文化設施大樓，引入國際化、創意感十足的體
驗內容，打造前海創意新地標。港味活力街區
則主力打造“港味”潮玩主題美食城，及青年
社群化創意居住區。

自2014年成立以來，前海深港青年夢工場
逐步形成了創意鏈、產業鏈、資金鏈、政策鏈、
信息鏈、人才鏈“六鏈合一”的全鏈條創新創業
生態圈，集聚了大批香港青年創業團隊。截至
2022年5月底，前海深港青年夢工場累計孵化團
隊591家，其中香港團隊325家，累計融資超29
億元人民幣。

其中中區重點面向初創型團隊，北區則重點
面向成長型企業，南區則面向成熟型企業。

港團隊成功助力深港技術攻關
首批進駐北區的百邁技術由多名港青創立，

聚焦工業視覺底層技術研發。創始人周飛介紹，
團隊於2015年建立， 2017年來到夢工場，從當
初十來個人發展到如今接近200人規模，進入高

速發展期，因此選擇遷入夢工場北區B棟，作為
新的總部大樓。

他介紹，百邁技術專注與中國自研視覺平
台的研發，為中國工業“打造最好的眼睛和大
腦”，截至目前已經擁有兩大視覺平台以及
TQM基於檢測數據的應用質量管理平台，幫助
工廠管理和提升產品良率，技術已經在3C、半
導體、新能源等多個行業的多家大型工廠應
用。

在前海5年多，周飛認為，前海是個朝氣
蓬勃的全新區域，也是深港融合的很好平台。
除了他在香港科技大學畢業，團隊合夥人中還
有3名香港人，現在香港員工有14人，企業還
在不斷吸引香港的高端科技人才加入。此外，
企業推動深港聯合技術攻關，牽頭籌建了前海
AI機器視覺實驗室，為智能製造生態提供開放
實驗環境。他表示，香港有很深厚的基礎技術
研發實力，深圳具有十分強大市場轉化能力，
通過深港共建的方式，借助深港兩地的優勢，
升級前海AI機器視覺實驗室這個載體。“希望
可以得到政府更多的支持，讓我們可以進一步
加強與香港科研院所合作，吸引更多香港高端
科技人才，開展更多的深港兩地技術攻關項
目。”

◆首批進駐前海夢工場北區的企業
百邁技術，聚焦工業視覺底層技術
研發。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望賢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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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剛：“新冷戰”只有輸家 世界無法承受
出席阿斯彭安全論壇 就中美關係闡述中方政策立場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及人民日報客戶端報道，中國駐美大使館官

網消息，中國駐美國大使秦剛當地時間20日出席阿斯彭安全論壇期間在一

場“爐邊對話”活動上，就中美關係闡述了中方政策立場。對於中美是否進入

“新冷戰”的問題，秦剛說，“新冷戰”只有輸家，沒有贏家，其後果將是世界

無法承受之重。中國不想打“新冷戰”，美國總統拜登也多次強調美方無意尋求

對華“新冷戰”，希望美方言行一致，不搞“民主對抗威權”的意識形態對抗，

不搞排他性、對抗性的地緣政治競爭，不搞“脫鈎”斷供、不搞軍備競賽等。只

有這樣才能防止兩國滑向“新冷戰”，陷入霸權競爭的陷阱。

印尼總統將訪華 北京冬奧後首位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應國家主席習

近平邀請，印度尼西亞共和國總統佐科．維多多將
於7月25日至26日訪華。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
21日在例行記者會上介紹了相關情況。

汪文斌說，佐科總統是北京冬奧會後首位訪
華的外國元首，中國也是佐科總統疫後首次東亞
之行的首站，這充分體現了中印尼兩國對雙方關
係的高度重視。訪問期間，習近平主席將同佐科
總統舉行會談，李克強總理將會見佐科總統，重
點就雙邊關係及重大地區和國際問題深入交換意
見。

汪文斌表示，中國和印尼同為發展中大國和新
興經濟體代表，共同利益廣泛，合作空間廣闊。近

年來，在兩國元首戰略引領下，雙方確認了建設中
印尼命運共同體的大方向，構建了雙邊合作“四輪
驅動”的新格局，詮釋了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的豐富
內涵。中方期待通過佐科總統此訪進一步深化雙方
戰略互信和務實合作，打造新時期發展中大國互利
共贏的典範、共同發展的樣板、南南合作的先鋒。

“印尼今年擔任二十國集團主席國，中方高度
讚賞並堅定支持印尼發揮主席國建設性作用。佐科
總統訪華時將同中國領導人就二十國集團峰會當面
溝通，探討如何因應當前全球突出挑戰，展現發展
中大國的團結協作，共同為提振世界經濟疫後發展
注入更多正能量，為促進全球公平正義作出更多新
貢獻。”汪文斌說。

◆中國駐美國大使秦剛20日出席阿斯彭安全論壇期間的一場“爐邊對話”活動，就中美關係闡述中方政
策立場。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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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
上海市十五屆人大常委會第四十二次
會議21日表決通過《上海市人民代
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進一步做好當
前促進就業工作的決定》，明確全社
會應當共同維護公平就業環境，任何
用人單位不得因勞動者患傳染性疾病
而解除其勞動合同，在招用人員時不
得以曾患傳染性疾病為由拒絕錄用，
法律、行政法規另有規定的除外。

決定即日起施行。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今年上海

市就業工作面臨嚴峻挑戰。“為此，
有必要制定促進就業相關法律性問題
決定，更好地動員社會各方共同做好
當前穩就業工作。”上海市人大常委
會法工委主任閻銳說。

國企應挖掘和新增就業崗位
決定共 12 條，進一步明確政

府、社會組織、企業等社會各方在當
前穩經濟、穩市場主體、促進就業工
作中的責任。例如，國有企業應當發
揮在吸納就業方面的引領示範作用，
充分挖掘和新增就業崗位；上海的
市、區人民政府及有關部門應當充分
發揮中小微企業吸納就業的主渠道作
用，扶持和鼓勵中小微企業拓展經
營、增加就業崗位。銀行業金融機
構、融資擔保機構應當加大對中小微
企業融資扶持力度，同時，發揮政府
性融資擔保體系功能作用。支持浦東
新區在穩定和擴大就業方面創新探
索。

台青住北京公租房 度過創業艱難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京報道）由國

務院台辦、教育部、全國青聯和北京市人民政府
共同主辦的2022兩岸青年峰會21日上午在京開
幕。峰會以“攜手繪青春 奮進新時代”為主
題，兩岸各界青年代表約240餘人到場。參加峰
會的多位台灣青年紛紛對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
十分看好大陸的廣闊市場和個人發展機會，尤其
是近幾年來大陸不斷推出惠台政策後，更是商機
滿滿。

在陸生推薦下到北京創業
台青、小包智工聯合創始人兼COO徐韜接受

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表示，來京前曾在台灣創業
過三次，其中做志願者服務平台時，一度做到了台
灣最大的公益平台，但仍然不賺錢。“這給了我很
大的打擊，明明已經很成功了，但就是因為台灣市
場的體量太小，所以不賺錢。”他說，後來是在台
大讀書的大陸學生的推薦下，選擇放棄美國硅谷，
來到了北京中關村創業。2017年8月，他在北京成
立了小包智工，這名大陸學生，成了他的合夥人。

“這個公司跟大陸常見的共享充電寶、共享單
車很像，但我們共享的是人力資源，後來在疫情期
間也發揮了不小的作用，幫助很多企業復工復產，
降本增效。”他說，“這都是時代的給予，來到大
陸之前並不知道會遇到這些機會。”

回憶當時，徐韜坦言，因為不熟悉大陸市
場，曾經一度遭遇資金鏈斷裂，連續十個月都在
吃泡麵。

在那段最艱難的時期，是北京海淀區給予台青
的公租房“救”了他們。徐韜表示，團隊的住宿是

一個大頭支出，惠台政策雖然有很多，但他始終對
這個“救命”政策印象最深，“如果沒有住宿的保
障，我們未必能再堅挺十個月。”熬過了那段時
間，徐韜便一家家門店拜訪過去，將整個北京的商
圈都走訪了，沉下心來修改產品設計等等，最後他
們在2020年推出的小包智工3.0大獲成功，現在僅
在北京已有了5萬個活躍工作者和5,000家企業客
戶。“大陸政府願意鼓勵我所做的事業，這讓我備
受鼓舞，而在台灣當局，對於創新往往是漠視
的。”他還指出，近幾年因為“大眾創業、萬眾創
新”，大陸有很多創業者的扶持機構和獎勵政策，
而這些，在台灣都是不具備的。

大陸具備建設所有產業鏈基礎
對於大陸市場的廣闊和便捷，鮮花電商品牌主

理人楊世瑋也非常有體會。她認為，大陸具備了建
設所有產業鏈的基礎，從快遞、供應、自然資源，

到人工、移動支付、電商平台等方面，可謂是一應
俱全。她舉例稱，“採購花材可以直接聯繫雲南產
地，沒有中間商賺差價，而我有個在美國做鮮花生
意的同學就很慘了，她只能一大早在洛杉磯當地花
市上購買，中間涵蓋了南美洲基地的物流費、荷蘭
拍市、美國批發商的層層加價。”

楊世瑋2016年來到中國傳媒大學當交換生，
畢業後先在京就業進了廣告公司，2020年才開始創
業，目前團隊裏兩岸員工的佔比各半。“每個女孩
子都有個開花店的唯美夢想。”她笑着說。也因
此，她的創業項目選擇了鮮花電商，但又不是單純
地賣花，而是幫助昆明的花農做整個產業鏈的系
統，走的是精緻農業數字化的路線。她認為，對於
電商帶貨領域，台灣更像早期的電視購物，沒有互
動和反饋，也沒有支付體系。而大陸廣闊的市場、
低廉的原材料、方便的物流以及蓬勃發展的電商行
業，都十分吸引她。

◆◆20222022兩岸青年峰會現場兩岸青年峰會現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朱燁香港文匯報記者朱燁 攝攝

◆台青、小包智工聯合
創始人兼COO徐韜。
香港文匯報記者朱燁 攝

◆台青、鮮花電商品牌主
理人楊世瑋。香港文匯報
記者朱燁 攝

阿斯彭安全論壇由阿斯彭戰略研究集團每年
在美國科羅拉多州阿斯彭市舉辦。本屆阿

斯彭安全論壇於7月19日至22日舉行。
秦剛說，中美之間有分歧但更有巨大的共同

利益，兩國對世界和平、安全、繁榮肩負共同責
任。當前，中美關係處在關鍵時刻，世界正進入
新的動盪轉型期，兩國更需合作應對挑戰，是走
零和博弈的死胡同，還是合作共贏的光明大道，
相信兩國和世界絕大多數人民會作出明智的選
擇。

同外界打交道
中國有足夠耐心信心智慧能力
關於中國外交是否放棄“韜光養晦”、不再

具有耐心，秦剛表示，中國外交的根本任務之一
是維護國家利益。中國駐美外交官的職責是，努
力落實兩國元首達成的重要共識，確保中美關係
穩定、可控、具有建設性。“為此，我和同事們
既做溝通橋樑和紐帶，廣泛接觸美各界人士，告
訴他們中國的真實情況，中國的發展意圖及對美
政策；也傾聽各種觀點，以便增進尊重與信任，
避免誤解誤判。”

秦剛表示，對於惡意中傷、干涉中國內政、
損害中國利益的言行，我們和各國外交官所做的
一樣，進行堅決反擊，維護自身利益。這並不意
味中國改變外交政策。中國有5,000年的歷史，
民族復興有其清晰的歷史邏輯和強大的內生動

力，這一進程不可逆轉。儘管前進的道路並非一
帆風順，但中國同外界打交道有足夠的耐心、信
心、智慧和能力。

大肆提升美台官方關係
美方不斷歪曲和掏空一中政策
秦剛表示，台灣問題一直是中美關係中最重

要、最敏感的核心問題。中國愛好和平，我們最
不願意同胞相殘。我們會以最大誠意、盡最大努
力爭取實現和平統一的前景。防止和平前景遭到
破壞，根本的一條就是要堅持一個中國原則不動
搖，這是中美關係的政治基礎，也是台海和平的
基石。秦剛指出，當前，台海局勢出現緊張，一
中原則受到威脅。

近年來，蔡英文當局拒不接受一個中國原
則，借助美國變換手法搞“漸進式台獨”；美方
不斷歪曲和掏空一個中國政策，大肆提升美台官
方關係，不斷派高官訪台，售台大量先進武器，
發表“軍事防衛台灣”錯誤言論。“我們不放棄
非和平方式，不是針對台灣人民，而是為了遏制
‘台獨’分裂勢力，防止外部勢力干涉，維護祖
國和平統一的前景。美方多次表示堅持一個中國
政策，不支持‘台獨’，不希望同中國在台灣問
題上衝突對抗，希望美方說到做到。”秦剛強
調，中方敦促美方切實恪守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
三個聯合公報規定，同中方一道堅定反對和遏制
“台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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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深貸款顧問王潔為您支招貸款購房技巧資深貸款顧問王潔為您支招貸款購房技巧：：

這些事情最好不要做這些事情最好不要做

01. 從信用卡借出大筆金額
在申請貸款期間，不要從信用卡借出大筆

金額！它不僅會增加你的負債率，還會降低你
的信用打分，進而可能導致你原來已被批准的
貸款申請被拒。

02. 離職
不要在申請貸款期間從任職公司辭職！即

使你到了簽署最後文件的那步。假如貸款銀行
是根據你的收入狀況作為貸款審核的條件，你
必須在貸款行最後放款時，仍在原公司就職。
要知道貸款行可能會在放款之前再次打電話給
你的雇主來確認。

03. 換工作
不要在申請貸款期間換工作！即便新工作

的薪水與前工作薪水相同，甚至更多，它還是
會增加你完成房屋貸款交易的複雜性。一些貸
款行會在你開始新工作30天之後才提供貸款，
這會拖延你購房成交的時間，也可能讓你支付
昂貴的罰金，來延長你鎖定利率的有效期。

04. 降低薪酬
不要在申請貸款期間降低你的薪酬！假如

貸款期間你剛好申請了減少工作時間，或者降
低基薪從而換取更高的佣金或獎金，貸款行只
會以低的基薪計算，因為佣金或獎金必須有兩
年曆史才能被考慮。

05. 買新車

不要在申請貸款期間去買新車！即使貸款
行已經有了你的信用報告，他們通常還是會在
放款之前，再次更新你的信用報告，查看你是
否有新的債務，並重新計算你的負債率，來確
定你是否仍然符合貸款標準。

06. 購買新的家電設備
在你拿到貸款之前，請不要急著購買新的

家電設備！如冰箱、洗衣機、烘乾機、家具或
是其他高價物品（如新的訂婚戒指、結婚禮服
、名表等），理由同上。

07. 忘記支付賬單
不要忘了及時支付賬單！最近的逾期付款

會對你的信用分數產生重大的負面影響。
08. 頻繁轉錢
不要在你的資產賬戶間頻繁轉錢

！不管是從現金賬號轉入儲蓄賬戶，
還是從股票賬號轉到現金賬號，都需
要解釋原因和提供轉賬記錄。

09. 存入大筆存款
不要存入工資以外的大筆存款！

特別是如果你不能（或無法）提供大
筆存款資金的來源（如大筆現金存款
），這一點尤為重要。

10. 郵寄報稅單
不要郵寄你的報稅單！如果你在

報稅截止日期前後，購買房產或做重

新貸款，你應該使用電子申報。貸款行有可能
在放款之前，要求從國稅局獲得當年申報的稅
務單 (Tax Transcript)，郵局郵寄會拖延稅務單的
處理。

11. 同時進行另一個貸款交易
不要同時進行另一個貸款交易！如果你同

時申請房屋貸款，或購買租賃物業或度假房產
，貸款行會要求知道新物業的所有細節（本金
、利息、稅金、保險、市場租金等） 以確定你
是否仍然符合貸款條件。

12. 出售你將做抵押貸款的房屋
如果想申請重新貸款，請不要出售你將做

抵押貸款的房屋！大多數貸款行不會為上市的

房屋提供貸款。
13. 使用超過10%的信用卡額

度
如果你的信用評估分數在符

合貸款標準的邊緣狀態，請勿使
用超過10%的信用卡限額。否則
將損害你的信用評估，可能會使
你失去貸款資格，或提高你的貸
款利率。

14. 進行一個大的裝修項目
當重新貸款時，不要同時進

行一個大的裝修項目！貸款銀行
在你的裝修項目完成之前是不會
給你貸款的。為什麼？他們擔心
施工留置權，而且萬一你的房屋
成為法拍屋，他們將無法出售裝
修未完工的房產。

15. 沒通知貸款經紀人就離城
在申請貸款期間，請不要在

未通知貸款經紀人的情況下，因
公或因私隨意離開所常居住城市

。
GMCC萬通貸款銀行，是一家成立超過15

年的直接貸款銀行，在全美25個州提供租賃屋
現金流貸款計劃。

GMCC 萬 通 貸 款 的 資 深 貸 款 顧 問 王 潔
（Jessie Wang）可以幫助貸款人解決各種貸款問
題。即使貸款人面臨報稅收入不夠，首付款不
足，或是外國國籍等情況，都能完成貸款。任
何貸款問題，都可以聯繫資深貸款顧問王潔，
請她幫您出謀劃策，量身定制專屬的貸款方案
。

王 潔 （Jessie Wang） 的 聯 絡 電 話 是
832-235-8283。

美南新聞主播，子天訪談錄節目host子天（Sky）與
眾好友在Tony 意大利餐廳慶祝其生日！感謝CKW雜誌
的 Connie為其精心準備的生日 party，感謝州議員 Gene
Wu和ABC13台Miya夫婦，感謝前密蘇里市議員Danny
Nguyen以及世界名人網主編王福生等等眾好友的到來！

各位貴賓和嘉賓祝主播子天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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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時間: 
9:00 AM~9:00 PM
電話: 
346-588-9988

1525 Mason Rd, Katy, TX 77450

盛大開幕 Grand Opening

供應亞洲人慣用的各種生猛海鮮、新鮮蔬果、
肉類、南北雜貨、零食等，種類繁多，

讓您一次就能買齊日常生活各種必需品。

買充值卡
$100元送5元，$200元送$10元，$500元送$30元
新張期間，優惠多多！特價商品等您帶回家！

意想不到的好價格，優惠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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