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氣溫飆破攝氏氣溫飆破攝氏3838度度 全美全美11億人處於高溫警告億人處於高溫警告
（中央社）由於美國部分地區氣溫遠高於攝氏38度，從東

岸紐約市到西岸拉斯維加斯約1億人口本週都處於高溫警告下，
這是氣候變遷助長極端天氣趨勢的一部分。

美國國家氣象局（National Weather Service）今天說，紐約
市氣溫預料將達到華氏99度（約攝氏37.2度），德州、路易斯
安那州和阿肯色州氣溫預料也將打破單日紀錄。

路透社報導，國家氣象局對高溫預測將達到華氏112度（攝
氏44.4度）的德州達拉斯（Dallas）發出警告，呼籲民眾不要在
高溫高峰時段從事劇烈活動，並提醒民眾保持水分充足。

32歲的阿洛尤（Mako Arroyo）今天在紐約人行道上撿拾垃
圾時，汗水從臉頰上滴落。他說，他沿路撿拾垃圾時，偶爾會躲
進商家裡涼快一下。

阿洛尤說： 「除了維持水分，也別無他法，好在每個街區都
有一家商店。」

空氣污染在高溫下構成另一種健康風險。當發電廠火力全開
以維持空調運轉時，來自電力網絡的污染可能會增加1倍以上。

在新英格蘭地區，二氧化碳產量在美東時間昨晚將近8時飆
升到每小時123公噸。根據負責新英格蘭6州地區電力網營運單

位 ISO New Eng-
land估計，這個數
字是當天稍早每小
時產量58公噸的2
倍以上。

歐洲本週同樣
炙熱難耐，各地野
火頻傳，高溫飆破紀錄。科學家說，這種氣候事件將隨著氣候變
遷變得更加頻繁。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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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約視訊門診 接受多家保險〉

呂汶錫醫學博士  Kevin Lyu, M.D.
骨科(不開刀)/關節炎/疼痛/運動醫學

    專精:

- 退化性關節炎、膝蓋痛、骨折

- 各種扭傷、拉傷、肌腱炎、五十肩

- 背痛、坐骨神經痛、足底筋膜炎等

電話: 713-799-2300
Email: Drkevinlyu@fondren.com
Offices: Sugarland, Medical Cen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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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hite House Press Secretary Karine Jean-Pierre said,
“President Biden has tested positive for Covid-19 and is
experiencing mild symptoms.”

This is the first time Biden has tested positive for Covid-19.

He is fullyvaccinated and twice booted. He has
begun taking Paxlovid, Pfizer’s antiviral drug.
President Biden will stay consistent with CDC
guidelines. He will isolate at the White House
and will continue to carry out all of his official
duties fully during that time. Senior officials said
there are no plans and no need to transfer
executive powers to Vice President Harris.
The President’s positive diagnosis comes less
than a week after his visit to the Middle East
where he held several meetings with world
leaders.
We all hope President Biden will have a speedy
recovery with the Covid. In the meantime, many
issues are facing our country. The most
important and pressing issue is inflation that is
causing so much pain for all of us.
For many people, the high prices for food and
gas are the main concerns in their daily lives.

Hopefully, the president can take measures to improve the
situation. Otherwise, the Democratic Party will face a major
challenge in the upcoming midterm elec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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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宮在一項聲明中
指出,拜登總統週四上午
確診新冠病毒， 但是情
況輕微，總統因接了四
次疫苗接種，目前正在
吃新冠特效藥，並將在
白宮隔離繼續執行各項
工作計劃。

七十九歲的拜登總
統目前並没有發燒狀況,
只有些微的乾咳及流鼻
涕， 第一夫人在底特律
告訴記者說，她剛和總
統通話，總統說他的感
覺良好。

這是拜登總統自新
冠疫情爆發以來第一次
感染，他在二O二一年
元月就任總統前已經打
過第針, 之後還不斷打過
加强針, 總統本來計劃到
各地之訪問勢必取消。

剛從中東訪问回來
， 他曾經接觸及和眾多
人握手互動，白宮已經
通知那些曾經和拜登接
觸過的人群。

白宮高官包括國防
部長奧斯丁、國務卿布
林肯及內政顧冋萊斯都

先後被確診，不過都是
輕微症狀。

新冠疫情之揮之不
去， 顕然給拜登政府繼
續帶來極大之困擾 ，尤
其目前國內外局勢正處
於紛亂階段，尤其是通
貨膨脹是全民最關心之
焦點。如果處理不當，
民主黨將在期中選舉中
遭遇重創。

我們希望總統早日
康復， 更期盼早日控制
物價能解除民間經濟壓
力。

拜登總統確診拜登總統確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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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道】經過兩個多月的斡旋後，土耳其於當地時間7
月22日與俄羅斯、烏克蘭和聯合國就經黑海運輸烏克蘭糧食簽
署協議。

據悉，土耳其、聯合國和俄羅斯同一天也將簽署一份類似的
文件。但俄烏之間不會簽署直接的糧食協議。

烏克蘭是全球第四大玉米出口國和第五大小麥出口國，俄烏
衝突以來，該國糧食出口大幅下跌。如果四方簽署協議，將有助
於緩解全球糧食危機。

對於週五的談判，烏克蘭此前使用了更謹慎的說法，稱各方
“可能”會簽署協議。俄羅斯則拒絕置評。

在四方談判前一天，歐盟理事會通過了對俄羅斯的新一輪制

裁提案。新制裁放鬆了對第三方國家從俄羅斯進口農產品的限
制。

土耳其總統府發言人卡林（Ibrahim Kalin）21日在Twitter發
文，宣布土總統埃爾多安、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以及俄羅斯
和烏克蘭代表將於週五在伊斯坦布爾見證黑海糧食出口協議的
簽署。

烏克蘭外交部指出，烏克蘭只會支持能確保烏克蘭南部地區
安全、確保烏克蘭軍隊在黑海佔據有利地位、確保烏克蘭農產
品能安全出口到其他國家的協議。

俄羅斯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則拒絕對土耳其的說法置
評，稱相關問題由俄羅斯軍方決定。

聯合國官員透露，古特雷斯已於週四晚抵達伊斯坦布爾。該
官員稱參與談判的四方已經達成一致。

俄烏衝突前，烏克蘭有90%以上的穀物出口通過黑海港口運
輸。目前各港口已停止通航，俄海軍控制了黑海和亞速海，烏
克蘭和俄羅斯還指責對方在海上佈設水雷。近幾週，為了加大
防禦力度，烏克蘭增加了港口附近的水雷佈設。

烏克蘭黑海沿岸的敖德薩港是四方談判的糧食運輸港口之一
。俄羅斯要求烏克蘭清除海上水雷，但烏克蘭對此心存顧慮，
擔憂一旦清除港口附近的水雷，俄羅斯將趁機攻入敖德薩。

敖德薩是烏克蘭在黑海的最大港市，目前仍在烏克蘭控制中
。烏克蘭當局估算，目前有約2000萬噸穀物滯留在敖德薩無法
運出。

除了對清除水雷的分歧之外，俄烏的另一大分歧點是俄羅斯
要求檢查進出港口的運糧船，防止武器運入烏克蘭。

據此前知情官員透露，協議內容包括烏克蘭艦船帶領運糧船
穿過布有水雷的海域；運糧船通過時俄羅斯停止進攻；土耳其在
聯合國的支持下對運糧船進行檢查。

俄羅斯、烏克蘭、土耳其和聯合國將在伊斯坦布爾設立協調
中心，負責糧食運輸事宜。除此之外，協議還將讓俄羅斯得以從
黑海出口糧食和化肥。

有官員指出，一旦四方簽署協議，如何執行將成為關鍵。除
了解決水雷問題外，商船和船員可能因為擔憂被捲入交火中而不

願前往黑海，保險商也可能不願為相關船隻提供保險。
俄烏衝突前，烏克蘭每月出口500萬到600萬噸穀物。烏克

蘭農業部統計顯示，今年3月烏克蘭的穀物出口跌至20萬噸；4
月回升至100萬噸，6月為217萬噸。

黑海通道無法使用後，烏克蘭通過鐵路將糧食運往波蘭、羅
馬尼亞等國。將糧食運往波蘭時，由於烏克蘭的鐵軌比歐盟鐵軌
寬，烏克蘭火車到邊境後需要更換車廂才能進入歐盟國家。這也
意味著要將貨物重新裝卸，運輸成本增加、耗時更長。

糧食進入羅馬尼亞後則大部分轉為航運經多瑙河，運至羅馬
尼亞在黑海的康斯坦察港，再從康斯坦察港運往其他國家。

但康斯坦察港同時負責出口羅馬尼亞、匈牙利、塞爾維亞等
國的貨物，自3月以來就處於超負荷運轉狀態。今年以來，康斯
坦察港運輸了約1200噸糧食，其中只有120萬噸來自烏克蘭。

而7月，烏克蘭進入了新的收割季，烏克蘭穀物協會預計今
年收割糧食將達6000萬噸。烏克蘭農業部稱該國將有1500萬到
1800萬噸糧食無處存放，穀物協會認為有2500萬噸。

就在俄烏等四方就黑海糧食出口進行談判前一天，歐盟理事
會通過了歐盟委員會對俄羅斯的新制裁提案。

新制裁禁止直接或間接購買、進口、轉讓原產自俄羅斯並從
俄羅斯出口到歐盟或者任何第三方國家的黃金，珠寶也包括其中
。俄烏衝突前，英國是俄羅斯黃金出口的主要目的地。

新提案還將收緊對俄羅斯的先進技術出口，將48人和九個
實體納入製裁名單。新納入製裁名單的實體包括俄羅斯聯邦儲蓄
銀行。

但對於從俄羅斯進口糧食，歐盟準備提供部分豁免。歐盟將
豁免部分資產遭凍結的銀行，以便相關國家購買、進口或轉讓俄
羅斯農業產品和食品，肥料也包括在其中。

西方制裁已經對俄羅斯的化肥出口造成影響，從而進一步推
高糧食價格。俄羅斯烏拉爾鉀肥公司母公司Uralchem的負責人
上月透露，Uralchem和烏拉爾鉀肥公司今年的化肥出口下降了
25%到30%。

聯合國統計顯示，去年，俄羅斯為全球第一大氮肥出口國、
第二大鉀肥出口國和第三大磷肥出口國。

烏克蘭烏克蘭、、土耳其土耳其、、聯合國簽署協議聯合國簽署協議，，黑海糧食出口有望打通黑海糧食出口有望打通

（綜合報導）韓國國防部當地時間7月22日表示，韓國
與美國將在聯合軍演期間恢復被暫停很久的實彈野戰訓練。

報導稱，韓美兩國準備在下月啟動年度夏季演習。韓國
總統尹錫悅此前承諾要使聯合軍演“常態化”，強化對朝鮮
的威懾力。

韓國國防部表示，韓美兩國計劃今年夏天舉行11次聯
合野外演習，包括一次旅級演習。韓國國防部表示雙方希望
舉行更多團級或團以上級別的聯合野戰演習。

韓國國防部長官李鍾燮在向尹錫悅簡要介紹政策情況之
後對記者說：“我們的計劃包括要盡快舉行航母打擊群聯合
訓練和兩棲作戰演習。”

韓美將在聯合軍演期間恢復實彈野戰訓練韓美將在聯合軍演期間恢復實彈野戰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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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溪-1」 管道做年度維護
英媒：德擔心俄在維護結束後繼續關閉

綜合報導 俄羅斯向歐洲輸送天然氣的主要管道「北溪-1」11日起

開始為期10天的年度維護，管道目前已暫停輸氣。

俄新社援引北溪天然氣管道公司的聲明稱，莫斯科時間11日7時

起，暫時關閉由該公司負責運營的「北溪-1」天然氣管道兩條線路，以

進行常規維護工作。維護工作包括檢測機械部件、自動化系統等。

報道稱，「北溪-1」每年把550億立方米的天然氣從俄羅斯經由波

羅的海海底輸往德國。不過，近幾個月來，俄羅斯通過「北溪-1」向德

國輸送的天然氣總量有所下降。俄方稱，因為德國西門子公司未及時歸

還送修的渦輪機，導致俄羅斯被迫減少了60%的輸氣量。西門子公司稱

，部件被送到加拿大維修，但受加方對俄製裁影響無法交還。

加拿大自然資源部長威爾金森9日表示，加方將把修復的俄渦輪機

送回德國。俄衛星通訊社11日報道稱，預計渦輪機將於14日後從加拿

大發出，通過德國運抵俄羅斯大約需要兩周時間。德國總理朔爾茨10日

對加方此舉表示歡迎。不過，烏方此前曾表示反對加方將天然氣管道部

件移交給俄氣公司，基輔認為，這種做法無視對俄製裁。

英國《衛報》稱，眼下正是德國儲氣過冬的重要時段，德國政府計

劃11月前把天然氣庫存提升至儲氣能力的90%，而現在僅為62.6%，德

方擔心俄在「北溪-1」維護結束後繼續關閉管道。德國《圖片報》稱，

德國一些地區正計劃冬季設立公共取暖場所，並推行包括夜間關閉公共

建築的外部照明燈以及交通信號燈在內的一系列政策。

安理會通過決議
延長敘利亞跨境人道救援授權6個月

綜合報導 聯合國安理會通過第2642號決議，將敘利亞跨境人道救

援授權延長6個月，至2023年1月10日。

當天，安理會理事國以12票贊成、3票棄權的投票結果通過了這項決議。

英國、法國和美國投了棄權票。根據決議，現有巴蔔海瓦跨境點授權將延長6

個月。此後，授權可再次延長6個月，但需要安理會再次通過決議。

決議要求，聯合國秘書長應在2022年12月10日前就敘利亞人道需

求提交一份特別報告；聯合國秘書長還應就有關安理會決議執行情況每

月向安理會通報，並定期(至少每60天)向安理會提交書面報告。

中國常駐聯合國副代表戴兵在投票後作解釋性發言，闡述中方立場。他

表示，跨境救援是在特定形勢下作出的臨時性安排，需要加快向跨線救援過

渡，並形成最終終止跨境救援的明確時間表。剛剛通過的決議留出了必要的

靈活性，有利於安理會及時對決議授權進行評估和調整。他重申，單邊製裁

嚴重製約國際人道機構在敘利亞行動。中方敦促有關國家立即全面解除對敘

利亞的單邊製裁。

安理會通過這項決議後，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對媒體表示，跨境

救援對敘利亞西北部伊德利蔔地區的人民至關重要，「我強烈希望，在

6個月後授權能繼續延長。」

安理會2014年通過決議，授權聯合國人道主義機構及其執行夥伴可跨越邊

界線和沖突線，向敘利亞人民提供緊急人道主義救援。此後，安理會多次延長這

一授權。去年通過的第2585號決議將這一授權延期至今年7月10日。上周，安理

會曾就兩項有關授權延期問題的決議草案進行表決，兩項草案均未獲通過。

加拿大官方要求電信巨頭羅傑斯就大規模斷網事故作出解釋
綜合報導 加拿大廣播電視

和通訊委員會(CRTC)已要求該

國電信巨頭羅傑斯(Rogers)通訊

公司就近日發生的大規模斷網

事故作出解釋。

作為廣播電視媒體及電信

業監管機構，CRTC在7月12日

的聲明中表示，羅傑斯公司7

月8日發生的波及全國數百萬

人的全國性通訊服務中斷事故

不僅對民眾和企業造成幹擾，

也導致911報警和公共緊急服

務及其他關鍵基礎設施服務等

無法使用。

CRTC批評稱，此次重大

事故令國家的部分經濟陷入癱

瘓，並危及民眾安全，這是

「完全不可接受的」。

CRTC要求羅傑斯公司詳

細說明這一情況「為何」及

「如何」發生，以

及該公司正采取何

種措施來防止今後

出現事故。羅傑斯

公司須在7月22日

前作出答復。

作為加拿大主

要電信運營商的羅

傑斯公司於7月8日出現罕見的

波及全國的無線和有線網絡中

斷事故。其用戶不僅無法撥打

、接聽電話或接發信息、上網

，也可能無法撥打911報警電

話；一些電子轉賬和網絡付費

業務無法進行；加拿大廣播公

司在安大略省基奇納的電臺廣

播被迫停播。羅傑斯公司當日

未能全面恢復正常服務，甚至

有用戶反映其通訊服務至今仍

未恢復。受影響的還包括該公

司旗下的電信子品牌。

加創新、科學和工業部長

商鵬飛近日已要求該國主要電

信商在60天內出臺措施，就緊

急漫遊、斷網時的相互支援商

談協議，並就出現電信緊急情

況時更好地知會公眾及當局達

成通信協議。

羅傑斯公司稱，其核心網

絡進行維護更新後，網絡系統

中的一些路由器出現故障。該

公司12日對媒體回應表示，將

為客戶提供最多相當於5天服

務的補償。

羅傑斯公司曾在2021年4月

19日發生大規模服務中斷事故，

導致該國多地遭遇網絡間歇性擁

堵，以及服務受到影響。

羅傑斯與貝爾(Bell)、研科

(Telus)被視為加拿大電信業三

大巨頭。2015年數據顯示，羅

傑斯占據該國33%的無線通信

市場份額。羅傑斯擁有逾1100

萬無線通信用戶。

總統已離境
斯裏蘭卡局勢將走向何方？

斯裏蘭卡總理辦公室證實，總統戈塔

巴雅· 拉賈帕克薩已經離境。9日，斯裏蘭

卡首都科倫坡出現大規模示威活動。隨後

總統、總理都宣布將要辭職，斯議長也

宣布了選舉新總統的路線圖。

被譽為「印度洋上的珍珠」的斯裏

蘭卡局勢何以至此，其前景又在何方？

復旦大學南亞研究中心副主任林民旺13

日在接受中新社記者采訪時表示，內外

因素交織導致斯裏蘭卡經濟陷入困境，

但塵埃落定並找準方向後，斯裏蘭卡的

發展前景依舊可期。

國內改革與國際環境錯位
斯裏蘭卡財政部今年5月發布數據

顯示，該國可用外匯儲備已降至不足

5000萬美元。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在6月

底稱斯裏蘭卡只有「極低」水平的外匯

儲備。這種現狀導致斯裏蘭卡今年以來

的糧食、油氣、藥品等嚴重短缺，通貨

膨脹不斷加劇，經濟瀕臨崩潰，不少民

眾的生活舉步維艱，不滿情緒日益積累。

林民旺指出，斯裏蘭卡經濟結構單

一，且比較依賴旅遊業和海外務工人

員匯款等方面的收入，這也意味著其

對風險的承受能力本身就偏低。但也

要註意到，戈塔巴雅· 拉賈帕克薩上任

以來，斯官方推行的減稅等政策當時

對經濟發展是有積極意義的。只是突

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以及俄烏沖突

等與這些國內改革政策產生了沖突，顯

得「不合時宜」。

「比如斯官方推行的有機肥政策。

等過了播種期，要再改掉這個政策就很

難了。相當於一輛行駛中的汽車無法緊

急掉頭，回旋余地自然就沒有了。」林

民旺指出，其實斯裏蘭卡總體經濟形勢

在疫情前是不錯的。

斯裏蘭卡最近經濟動蕩身後亦有域

外力量的影子。林民旺指出，比如危機

開始後，印度對斯裏蘭卡的支持強度前

後有差異；美國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則

沒有馬上給予斯裏蘭卡相應的紓困政策

。據路透社此前報道，斯裏蘭卡央行行

長在7月11日表示，政治的不穩定將影

響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談判。「由外

匯緊缺演變而來的經濟困境自然就愈加

惡化了。」他說。

重整經濟將是首要課題
7月9日科倫坡民眾示威活動聲勢比

較浩大。媒體報道的畫面顯示，人們沖

進總統官邸後，還在泳池裏遊泳等。林

民旺認為，這與南亞人民的總體性格有

關：「他們的示威活動，夾雜著『抗

議』與『嬉鬧』兩種成分。但這並沒有

偏離反對派的總體目標：消減拉賈帕克

薩家族的政壇影響力。」

自斯裏蘭卡獨立以來，拉賈帕克薩

家族就離權力中樞非常近，並對全國政

治產生持續且重要的影響。5月9日辭職

的時任總理馬欣達· 拉賈帕克薩就是總統

戈塔巴雅· 拉賈帕克薩的胞兄。林民旺指

出，該家族還不斷培養族內年輕一代進

入政壇擔任要職。

「雖然他們是通過選舉等正常程序

上臺，但占據的重要職位數量過多，令

反對人士們感到不適。」林民旺分析說

，所以總統拉賈帕克薩的弟弟、斯裏蘭

卡時任財政部長巴西爾· 拉賈帕克薩先辭

職，後來馬欣達· 拉賈帕克薩也辭職，但

都無法讓外界罷休。

根據現有的路線圖，斯裏蘭卡未來很

快就會有新政府。林民旺指出，新政府可

能會將原來動蕩的因素歸咎於之前的政府

，加上民眾會對新政府抱有期待，於是新

政府便有了相應的時機來重整經濟。

新政府將面臨的第一大難題就是能

否順利獲得充足外援。林民旺認為，美國

在斯裏蘭卡有很多訴求。比如，斯裏蘭卡

政府之前拒絕與美國簽署「千年挑戰計劃

」協議(MCC)。未來，美國的多種訴求可

能會以各種形式在斯裏蘭卡落地。

斯裏蘭卡發展前景依舊可期
「它現在面臨的其實是短期的內部

治理問題，經濟發展前景依舊可期。」

林民旺指出，斯裏蘭卡地理位置優越，

待疫情結束後，旅遊業等行業肯定能得

到恢復。此外，「一帶一路」框架下的

許多中斯重大合作項目也為斯裏蘭卡未

來發展打下堅實基礎，會逐漸發揮極大

的推動作用。

如果斯裏蘭卡未來政府的治理、領

導能力得當，那麼經濟復蘇並走上正軌

是水到渠成的。「斯裏蘭卡當下的問題

既有特殊性，也有共同性。」林民旺坦

言，一些南亞國家外債率較高，抗風險

能力較弱，斯裏蘭卡所遇到的問題也在

促使這些國家進行反思：應及早發現風

險，並化解風險。

加拿大各地推進第四劑疫苗接種
應對第七波疫情

綜合報導 隨著加拿大各地出現第七

波新冠疫情的勢頭日趨明顯，該國各個省

份和地區正著手推進第二劑疫苗加強針(即

第四劑)的接種。

目前加拿大官方審批通過並實際開展

接種的均是標準劑量為兩劑的新冠疫苗。

人口第一大省、同時也是累計報告病例

最多的省份安大略省在7月13日宣布，年滿

18歲、且接種首劑加強針已滿5個月的人士

自14日起可預約接種第二劑加強針。此前，

該省自4月上旬起已開放60歲以上人士、原

住民、長期護理機構居民及免疫功能低下

人士等接種第二劑加強針。該省還將繼續

擴大免費快速抗原檢測覆蓋面。

安大略省首席醫療官摩爾預計，新一

波疫情高峰將在未來幾周內出現，但不會

重新實施口罩強製佩戴令。該省已在6月

上旬取消大部分公共場所的口罩強製令。

魁北克省衛生官員在7月上旬已認為

該省進入了第七波疫情。該省目前不打算

恢復施行防疫限製措施，但提醒民眾仍需

遵守公共衛生「基

本規則」，譬如，

有癥狀者應自行隔離

10天。魁北克省已允

許所有年滿18歲人

士接種第四劑疫苗，

但60歲以上及其他

高風險人群可優先接

種。

其他各省和地區

也根據各自情況，優

先開放長者等不同年

齡段人士以及需接受

長期護理等高風險人群接種第四劑疫苗。

加拿大國家免疫咨詢委員會在6月底

發布的秋季加強針接種指南中建議，可能

因新冠引發嚴重疾病風險的人士應在秋季

接種疫苗加強針；12至64歲人群屆時也可

獲註射資格。

奧密克戎BA.5變種毒株被認為是推動

正在擡頭的新一波疫情的主因。同時，加

拿大最近已檢測發現新變種毒株奧密克戎

BA.2.75。

目前加拿大累計報告病例約395.3萬例

，7月上旬更新的日均檢測陽性率為14.3%

。總人口中的85%已接種至少一劑疫苗，

完成標準劑量(兩劑)接種的占81.86%，接

種了至少一劑加強針的約占49%，接種了

兩劑加強針的占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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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印度人口明年將超中國
成全球第一人口大國

綜合報導 聯合國經濟和社會事務

部當日發布《世界人口展望2022》報

告，預計全球人口將在今年年底突

破 80億大關。尤為引發輿論關註的

是，印度將在2023年首次超過中國，

成為全球第一人口大國。

據聯合國網站最新消息，對於世

界人口「破80億」這一大事件，聯合

國秘書長古特雷斯親自發布「賀電」。

他表示，人口的增長不僅促進世界的多

樣化，更充分說明醫療體系的進步提振

了人類的平均壽命、減少了母嬰的死亡

率，是值得慶祝的時刻。不過他同時呼

籲，世界多地仍因新冠肺炎疫情、氣候

變化、人道危機和饑餓貧窮而處於危局

之中，人們需要承擔起保衛地球的共同

責任。他表示，國際社會所關註的焦點

永遠應該是有血有肉的人，而不是一個

數字記錄。

根據最新報告預計，全球人口「破

80億紀念日」可能發生在今年的11月

15日前後。以當前的發展速率推算，

世界人口將在2030年達到85億，2050

年達到97億，2100年則將達到104億人

。作為全球數一數二的超級人口大國，

報告預計印度人口將在2023年全面超

過中國，並在未來數十年裏雄踞全球人

口第一。截至2050年，印度國家人口

或將達到16.68億，而屆時中國人口約

為 13.17 億。這則消息被《印度教徒

報》等印度媒體當成喜訊爭相轉發，

不過印度網友對此並不感冒。有人留言

稱：「人口超過人家，國土面積卻只是

人家的1/3，至於經濟……」還有不少

網友強烈呼籲政府「控製人口增長」，

認為「人口第一」只會成為國家的負累

而非紅利。報告還提醒稱，全球人口增

長目前主要得益於死亡率連年下降、人

口平均壽命延長等因素。另一方面，全

球人口出生率呈現出頹勢，2020年的

全球人口增長率不足1%，創下自1950

年以來的最低紀錄。可以預計，老齡

化社會今後將成為很多國家的突出問

題。報告還提到，全球人口增長未來

將呈現出顯著的區域不均衡性。

日本鹿兒島允許美軍部署 「死神」 無人機

一年內將部署8架

綜合報導 據報道，關於在日本海上自衛隊鹿屋

航空基地（鹿兒島縣鹿屋市）臨時部署美軍MQ-9無人

機的計劃，鹿兒島縣鹿屋市市長中西茂11日在市議會

全體磋商會上首次表明有意接納。中西茂稱在安全環

境日益嚴峻的情況下不得不允許，並強調已經確認限

期部署1年，今後也將根據情況努力消除市民的不安。

報道稱，預計從7月左右起經過約2個月的準備

時間，在之後的1年內部署8架MQ-9無人機。圍繞

部署計劃，市議會6月30日以多數贊成通過了允許

部署的決議案。

MQ-9無人機是美國原子公司MQ-1「捕食者」

察打一體無人機的升級版，於2007年服役，尺寸放

大，使用了功率更大的渦槳發動機，可以攜帶更多

的偵察設備和武器，滯空時間超過24小時，武器掛

點從MQ-1的兩個增加至四個，可攜帶AGM-114「海

爾法」空地導彈、GBU-12激光製導炸彈和「毒刺」

空空導彈，對地攻擊能力大幅提升。該機服役後，

曾廣泛部署於中東、阿富汗等地區，成為美國空軍

偵察主力。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海上保安廳正推進引進

MQ-9B「海上衛士」無人機的計劃。日本海上保安

廳計劃在今年10月開始正式將美國MQ-9B「海上衛

士」大型無人機投入使用，引進費用約40億日元

（約合人民幣2億元），合同期3年，下一步將探討

引進多架該型無人機以擴大監視範圍的可能。按照

日方說法，未來該型無人機將委托外部操控，日方

僅派人對收集的情報進行分析。

MQ-9B是MQ-9無人機家族中的一型無人機，不

攜帶武器，主要用於海洋監視。

韓國一公務員盜公廁空調送嶽母
韓媒感嘆：世上還有這樣的公務員？

綜合報導 據報道，韓

國束草市一名公務員涉嫌

盜竊公共衛生間空調並安

裝在嶽母家供其使用。這

一消息在韓國引發廣泛關

註，SBS對此評論稱：「世

上還有這樣的公務員？」

報道稱，束草市科長

級公務員 A某涉嫌在高城

郡某生鮮市場附近的公共

衛生間內盜竊空調和室外

機。而同樣是科長級別的

公務員B某涉嫌用市政府

公務車輛幫助A某搬運偷

來的空調。目前，江原高

城警察局正以特殊盜竊嫌

疑對束草市政府的這兩名

涉事公務員進行不拘留立

案調查。

報道稱，主犯A某在接

受警方調查時稱，「想

（把空調）送給獨居老

人」。但被偷的空調實際

上卻被安裝在A某的嶽母

家。SBS 說，A 某的嶽母

家也不是生活貧困的弱勢

群體。警方計劃對A某等

涉事人員展開進一步調查

後，決定是否將其移交檢

察機關。

據報道，束草市目前

已對這兩名公務員進行停

職處理。

該消息於12日上午一

經發布便引發眾多韓國網

民的關註和討論，並成為

SBS當日實時點擊量第一的

新聞。韓國網民紛紛在報

道下發表自己的看法。

有韓國網友說：「盜

竊到了這種程度的話是不

是應該調查一下他在辦公

室辦公時有沒有貪汙公款

。雖然停職了，但風波過

後這種人不是又會被聘用

嗎，應該馬上把他拘留起

來，並罷免撤職。」

另一名網友諷刺道：

「哇！可真是無法想象

啊！連公廁（空調）都偷

，白給我都不要哦。這乞

丐天性是有多嚴重啊？呵

呵。」

還 有 人 嘲 諷 道 ：

「你是有多看不起你嶽

母家，送人家公廁裏的

空調。」

去
年
韓
國
大
氣
中

二
氧
化
碳
濃
度
創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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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韓國氣象廳

國立氣象研究所發表報告

說，去年韓國大氣中二氧

化碳濃度創歷史新高，甲

烷水平也明顯增長。

據韓聯社報道，韓國

國立氣象研究所通過在首

爾西南方向約124公裏的安

眠島上的觀測站長期監測

大氣中二氧化碳水平。數

據顯示，去年全年韓國大

氣中二氧化碳平均濃度達

423.1ppm（1ppm 為百萬分

之一），高於全球平均水

平，為韓國自1999年開始

相關統計以來最高值，比

2020 年韓國平均水平高

2.7ppm。

另外，過去十年間，

韓國大氣中二氧化碳平均

濃度年均增長2.7ppm。

數據還顯示，去年韓

國大氣中甲烷平均濃度達

到2005ppb（1ppb為十億分

之一），比上一年高22ppb，比1999年更是高出

128ppb。

甲烷是除二氧化碳外另一種主要溫室氣體

。大氣中溫室氣體水平持續增長將導致氣候變

化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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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河子，一座因軍墾而生的城市，從邊陲荒漠到
戈壁明珠，灑下了幾代兵團建設者的血與淚，這裏，
被譽為“軍墾第一城”。

13日下午，在新疆考察調研的中共中央總書記、
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來到新疆生產建設兵團
八師石河子市，參觀新疆兵團軍墾博物館。

石河子位於天山山脈和準噶爾盆地的交界地帶，
降水稀少，氣候乾燥。這裏曾經是一個只有“店舖民居
二十餘家”的小村莊，一條東西向的卵石溝就是村子的
全貌。“生在井岡山，長在南泥灣。轉戰數萬里，屯墾
在天山。”70多年前，王震將軍率領部隊到達石河
子，拉動了“軍墾第一犁”。將軍發出號召：“我們就
在這裏開天闢地，造一座新城留給後世！”從無到有，
兵團第一城拔地而起。在王震將軍的號召下，戰士們的
軍裝不要衣領、減少口袋、兩年發一套。老兵們的棉衣
也是破了又縫、縫了又補。這一分一厘省下的錢，卻攢
出了拔地而起的拖拉機廠、鋼鐵廠、棉紡廠、發電廠、
水泥廠等一批大型工廠，後來很多企業都無償捐贈給了
地方。

新疆生產建設兵團按照“師市合一、團鎮合一”
的原則，大力推進城鎮化進程。八師石河子市，就是

11個由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管理的自治區直轄縣級市之
一。當正式為這座軍墾新城命名時，人們沒有選擇“綠
洲市”“軍墾市”“八一市”等這些名字，而是深深記
取了它最初的模樣——一條縱貫境內的河流，以及河床
上的石子，因而命名“石河子”。

軍墾博物館是中國全國唯一以新中國屯墾戍邊
革命歷史為主要研究及陳列內容的博物館，存有文
物實物 1,400 多件套，其中國家一級革命文物 29
件。在博物館一層大廳，習近平會見了兵團老中青
三代建設者代表。他強調，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為推
動新疆發展、增進民族團結、維護社會穩定、鞏固
國家邊防作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兵團人鑄就的熱
愛祖國、無私奉獻、艱苦創業、開拓進取的兵團精
神，是中國共產黨人精神譜系的重要組成部分，要
用好這些寶貴財富。

隨後，習近平乘車前往八師一四三團考察調研。一
四三團位於石河子市西15公里，始建於1950年。1958
年朱德來視察時，曾稱讚這裏為“花園農場”。後來，
一四三團團部定名花園鎮。一四三團有31個農牧連隊、
7個社區。據統計，新疆每3畝耕地中就有1畝是兵團開
墾的。新疆糧食產量的19.9%、油料產量的30%、甜菜產

量的44.5%來自於兵團。中國最大的商品棉基地和萬畝
蟠桃園也都在新疆。

兵團人在北疆成功種植棉花並獲高產，結束了
“自古北疆不種棉”的歷史。中國棉花看新疆，新疆
棉花看兵團。如今，兵團以佔全國四分之一的種植面
積生產了全國三分之一以上的棉花。由於新疆土質呈
鹼性，夏季溫差大，日照時間和無霜期長，這裏的棉
花以色澤潔白、絨長、拉力強著稱，是我國優質的棉
花品種。

在農一連棉花種植基地，習近平走進田間，察看
棉花長勢，向正在田間勞作的種植戶、農技人員詢問棉
花種植、銷售和家庭收入等情況。在九連蟠桃種植園，
習近平對這些年連隊鼓勵和支持職工發展種植養殖業、
生態觀光旅遊和農家樂產業，增加職工收入的做法表示
讚許。習近平指出，兵團農業機械化程度高，農業規模
化生產、產業化經營條件好，在糧棉油、果蔬生產等方
面優勢明顯，要在保障我國糧食安全和重要農產品供給
方面發揮更大作用。要落實好黨中央支持兵團發展的政
策，發揮兵團優勢，強化農業科技和裝備支撐，因地制
宜發展優勢農產品、壯大優勢產業，促進農牧業綠色高
效發展。 ◆綜合新華社及央視新聞客戶端

考察“軍墾第一城”勉壯大優勢產業��

7月12日至15日，習近平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黨
委書記馬興瑞、自治區政府主席艾爾肯·吐尼

亞孜陪同下，先後來到烏魯木齊、石河子、吐魯番等
地，深入學校、國際陸港區、社區、博物館、農村和新
疆生產建設兵團等進行調研。

多層次全方位立體式講好新疆故事
15日上午，習近平聽取了新疆自治區黨委和政

府、新疆生產建設兵團工作匯報，對新疆各項工作取
得的成績給予肯定，希望自治區黨委和政府團結帶領
廣大幹部群眾，同心協力，砥礪前進，扎實做好新疆
各項工作。

習近平指出，要聚焦新疆工作總目標，推動事關
長治久安的根本性、基礎性、長遠性工作。要不斷探
索全面貫徹新時代黨的治疆方略的有效辦法，把黨中
央要求落實到實際行動上和工作成效上，確保新疆工
作始終沿着正確方向前進。新疆保持長期穩定最重要
的在於人心。要堅持團結一致向前看，最大限度發揮
廣大幹部群眾在保穩定、謀發展、促改革中的積極作
用，注意傾聽社會各界意見。要推動維穩工作法治化
常態化。要多層次、全方位、立體式開展涉疆對外宣
傳，完善“請進來”工作，講好中國新疆故事。

習近平強調，要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促進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中華文明是新疆各民族文化的
根脈所在。要教育引導廣大幹部群眾正確認識新疆歷
史特別是民族發展史，樹牢中華民族歷史觀，鑄牢中
國心、中華魂，特別是要深入推進青少年“築基”工
程，構築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要推動各族群眾逐
步實現在空間、文化、經濟、社會、心理等方面的全
方位嵌入，促進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樣緊緊抱在一起。

要保障信教群眾正常宗教需求
習近平指出，要提升宗教事務治理能力，實現宗

教健康發展。要更好堅持伊斯蘭教中國化方向，使宗
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要培養一支精通馬克思主
義宗教觀、熟悉宗教工作、善於做信教群眾工作的黨
政幹部隊伍，培養一支政治上靠得住、宗教上有造
詣、品德上能服眾、關鍵時起作用的宗教界代表人士
隊伍，培養一支思想政治堅定、堅持馬克思主義宗教
觀、學風優良、善於創新的宗教學研究隊伍。要保障
信教群眾正常宗教需求，把信教群眾牢牢團結在黨和
政府周圍。

習近平指出，要以增強認同為目標，深入開展文
化潤疆。文化認同是最深層次的認同。要端正歷史文
化認知，突出中華文化特徵和中華民族視覺形象。要
多角度全方位構建展現中華文化共同性、新疆同內地
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歷史事實的話語體系和有效載
體，讓中華文化通過實物實景實事得到充分展現、直
抵人心，教育引導各族群眾樹立正確的國家觀、歷史
觀、民族觀、文化觀、宗教觀，增進對偉大祖國、中
華民族、中華文化、中國共產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的認同。

習近平強調，要深刻認識發展和穩定、發展和民
生、發展和人心的緊密聯繫，推動發展成果惠及民生、
凝聚人心。要加快經濟高質量發展，培育壯大特色優勢
產業，增強吸納就業能力。要把鞏固脫貧攻堅成果同鄉
村振興有效銜接起來，健全鄉村可持續發展長效機制。
要堅持山水林田湖草沙一體化保護和系統治理，推進生
態優先、綠色發展，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嚴守生
態保護紅線。要加大對外開放力度，打造向西開放的橋
頭堡，推進絲綢之路經濟帶核心區建設。

注重發揮少數民族幹部作用
習近平指出，要堅持全面從嚴治黨，切實抓好高

素質幹部隊伍建設。要堅持嚴的主基調，以黨的政治
建設為統領推進黨的各方面建設，嚴肅政治紀律和政

治規矩。要鞏固拓展黨史學習教育成果，教育引導廣
大黨員、幹部堅定理想信念，傳承紅色基因，賡續紅
色血脈。要夯實基層基礎，把各領域基層黨組織建設
成為堅強戰鬥堡壘。要切實改進基層工作作風，堅決
克服官僚主義、形式主義。要優化黨政領導班子結
構，注重發揮少數民族幹部作用。

習近平強調，兵團要適應新形勢新要求，在實現
新疆工作總目標中發揮更大作用。要堅持兵地一盤
棋，重大基礎設施同步建設，全面推進兵地經濟、社
會、文化、生態文明建設和民族團結進步、幹部人才
等方面的融合發展，實現設施共建、資源共享、深度
嵌入、優勢互補。

習近平指出，做好新疆工作事關大局，是全黨全
國的大事。全黨都要站在戰略和全局高度認識新疆工
作的重要性，加大對口援疆工作力度，完善對口援疆
工作機制，共同把新疆的工作做好，以實際行動迎接
黨的二十大勝利召開。

匯報會前，習近平分別會見了新疆維吾爾自治區
及有關部門、各地市負責同志及老同志代表，新疆生
產建設兵團領導班子成員及有關方面負責同志，各族
各界代表，援疆幹部代表，政法幹警代表，宗教界愛
國人士代表。習近平代表黨中央向奮鬥在天山南北的
廣大同志們致以誠摯問候。

7月15日上午，習近平在烏魯木齊親切接見了駐
新疆部隊官兵代表。習近平向駐新疆部隊全體同志致
以誠摯的問候，對駐新疆部隊為強邊固防、穩疆興疆
作出的突出貢獻給予充分肯定。他強調，要貫徹新時
代黨的強軍思想，貫徹新時代軍事戰略方針，為促進
新疆社會穩定和長治久安積極貢獻力量。

15日下午，習近平離疆返京時，各族群眾在道路
旁熱烈歡送總書記，歡呼聲和掌聲經久不息。

丁薛祥、劉鶴、張又俠、陳希、何立峰及中央和
國家機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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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軍委主席習近近平近日來到新疆考察

調研，看望慰問各族幹部群眾。

習近平強調，要堅決貫徹黨中央決

策部署，完整準確貫徹新時代黨的

治疆方略，牢牢扭住社會穩定和長

治久安總目標，堅持穩中求進工作

總基調，全面深化改革開放，推動

高質量發展，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

社會發展，統籌發展和安全，在新

時代新征程上奮力建設團結和諧、

繁榮富裕、文明進步、安居樂業、

生態良好的美好新疆。

◆7月12日至15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
中央軍委主席習近近平在新疆考察。這是14日，
習近平在吐魯番市高昌區亞爾鎮新城片區新
城西門村考察時，同各族群眾在一起。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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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港 主 拒 絕
穗駕校推學員墊錢轉校方案

需交需交700700元至元至17001700元分流學費元分流學費
工聯會顧問律師提醒謹慎對待工聯會顧問律師提醒謹慎對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帥誠 廣州報道）日前，廣州互聯網駕駛培訓平台YY學車在其

微信公眾號發布了學員後續處置方案，提出願意接受分流學車的學員可按照科目一到科

目三的不同進度分別墊付（即由學員幫YY學車預付）費用700元至1,700元（人民幣，下同）

不等分流給其他駕校培訓，墊付的費用將在“穗學車”第三方監管平台線上進行。選擇退學的學

員，YY學車則表示需等公司財務狀況好轉後，學員憑欠款單申請退款。此消息一出，立刻受到

維權的港澳學員關注，香港工聯會廣州服務中心收集到的意見顯示，港澳求助者大多不能接受目

前的處置方案，工聯會顧問律師也提醒，涉及到提供個人信息及錢款交易的內容需謹慎對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
京報道）針對美國新一波對台軍
售，北京聯合大學台灣研究院兩岸
研究所所長朱松嶺對香港文匯報表
示，這是拜登上台以來第五次對台
軍售，也是今年第四次對台軍售，
這意味着，美國對台軍售的頻率很
高。

“以武謀獨”必進歷史垃圾堆
朱松嶺認為，拜登此舉的目的

在於拉抬台灣當局在其印太戰略尤
其是遏制中國戰略中的地位，同時
滿足軍火商的需求，為年底選舉造
勢。他同時強調，民進黨當局繼續
一意孤行，依美抗陸，“以武謀
獨”、以武拒統，必然會被掃進歷
史的垃圾堆，會被歷史的車輪碾得
粉碎。
據報道，美國國防安全合作局

16日宣布新一波對台軍售，內容包
括台防務部門坦克及戰車相關零附
件及後勤技術支援等，價值1.08億
美元。項目包括非機密備件與維修
零件，以及坦克與戰車組裝；後勤
技術支援；美國政府與承包商代表
技術與後勤支援；以及其他後勤與
計劃支持。
朱松嶺表示，從這次軍售的武

器來看，主要是增強美軍與台防務
部門之間的信息聯繫，有利於美軍
提供情報、台防務部門具體進行軍
事操作。他指出，這一做法，是美
國在俄烏衝突的操作手法的翻版。
朱松嶺強調，美國對台軍售必

然會使得兩岸關係更加危險，也會
進一步碰觸中美關係的底線，讓中
美關係雪上加霜，這無論對於台海
地區的和平穩定，還是對於中美關
係的向好發展都是非常不利的。

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到，廣州悅悅駕駛培訓有
限公司法人鄭廣埠於7月15日晚在YY學車

微信公眾號發布了YY學車學員後續處置及情況登
記微信小程序的公告，公告中承認受疫情等因素
影響，公司從今年起營收逐月大幅下降導致資金
鏈高度緊張，外部貸款、融資、重組等進度暫未
有明確結果，公司無力負擔高額的運營成本，導
致學員無法正常練車。
公告中還根據不同情況給出了幾種處置安

排。
其中，針對願意繼續學車（接受委培形式）

學員，各可接受分流學員的駕校將按科一加科二
加科三1,700元，科二加科三1,600元，科三700

元的標準收取後續培訓費用。上述費用需請學員
先行墊付，YY學車將按上述標準開具相應的培
訓費用欠款單給學員。

駕校稱會退還墊付費用
鄭廣埠還在公告中表示，學員墊付的費用，

後續待公司運營恢復正常，財務狀況好轉後，學
員可憑藉欠款單，由該公司陸續退還相應費用。
另外，針對退學學員，對於已簽訂退學協議

的學員，以及未簽訂但選擇退學的學員，YY學車
將按合同約定處理。但鄭廣埠卻表示目前外部資
金到賬時間尚不明朗，暫無法支付退款費用，退
費亦要等公司運營恢復正常之後執行。

廣州市交通運輸局也於當晚在其微信公眾號
發文明確，“YY學車”公司未完成考試學員可通
過“穗學車”第三方存管模式進行分流培訓。

據了解，作為第三方監管平台的“穗學車”
是廣州市交通運輸部門主導的微信小程序。

學員向法院提起訴訟
香港文匯報記者隨後採訪了幾位此前無法順

利退款的港澳籍學員，其中暨南大學港生梁同學
表示，自己不接受墊付費用分流學車的安排，準
備持續關注後續進展。“因為我之前已通過科目
一考試，現在也在了解其他駕校課程，爭取利用
假期時間繼續學車。”

另一位暨南大學的澳門籍學生則表示，自己
已經成功在南沙區人民法院向YY學車提起訴訟，
並收到法院通知書。
工聯會內地諮詢服務中心幹事葉文悅表示，

目前向工聯會求助的港澳學員大多不能接受公告
中提到的解決方案，工聯會會繼續關注事件進
展。工聯會顧問律師鄭冬梅此前也提醒維權學
員，涉及到個人信息及錢款交易的解決方案都需
謹慎甄別。
廣州市公安局天河區分局天河南派出所民警

也於日前透露，目前已經有相關部門介入處理，
受害學員可以前往派出所登記，具體情況暫時不
方便透露。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國財政部網站16
日消息，中國財政部部長劉昆以視頻方式
出席在峇里島召開的G20財長和央行行長
會議並發言。劉昆宣布，中方擬向在世界
銀行新設疫情相關基金捐資5,000萬美
元。

劉昆表示，G20各方應繼續維護G20
國際經濟合作主要論壇定位，統籌疫情防
控和經濟社會發展，維護全球產業鏈供應
鏈安全穩定，防止一些國家政策調整產生
嚴重負面外溢效應。堅持構建全球發展夥
伴關係，全面推進減貧、維護糧食和能源
安全、守護人類健康等領域合作。為積極
推進落實習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發展倡
議，中方宣布擬向在世界銀行新設的疫情

大流行防範、準備和應對基金捐資5,000
萬美元。
劉昆指出，中方將本着“共同行動、

公平負擔”的原則，在遵守已有共識、尊
重債權人委員會與債務國協商決定的基礎
上，有序推進《共同框架》個案債務處理
相關工作。中方支持G20財金渠道立足職
能，就應對氣候變化的政策開展交流分
享，同時主張應堅持共同但有區別的責任
原則。
劉昆強調，中方願與各方努力實現基

礎設施投資高標準、惠民生、可持續目
標。中方歡迎應對經濟數字化稅收挑戰雙
支柱方案取得的進展，支持全球論壇開展
“亞洲倡議”項目。

世行新設疫情基金
中方擬捐資5000萬美元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國人民銀行網站16日消
息，7月15-16日，二十國集團（G20）輪值主席國
印尼以線上線下相結合的方式，在峇里島主持召開
今年第三次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中國人民銀
行行長易綱以視頻連線方式出席會議並發言，陳雨
露副行長陪同參加。易綱在發言中介紹了中國經濟
金融形勢，表示中國通脹較低，預期保持穩定，受
疫情和外部衝擊的影響，中國經濟面臨一定下行壓
力，人民銀行將加大穩健貨幣政策的實施力度，為
實體經濟提供更有力支持。
易綱表示，人民銀行將繼續牽頭做好制定轉型

金融政策框架等工作，與各方共同推進落實《G20
可持續金融路線圖》，發揮好金融在支持碳達峰碳
中和上的重要作用。

G20財長會後發布主席聲明
會議主要討論了全球經濟形勢、國際衞生、國

際金融架構、可持續金融、金融部門改革、基礎設
施投資、國際稅收等議題。會後發布主席聲明。
會議總體認為，當前全球經濟復甦和金融穩定

面臨多重挑戰，新冠疫情、通貨膨脹、地緣局勢等
風險持續，糧食和能源供給、資本流動波動等問題
突出。在此背景下，各方要堅持多邊主義，加強政
策協調，充分發揮G20作為國際經濟合作主要平台
的作用，維護價格穩定，避免負面溢出，以靈活、
精準的方式運用各類政策工具共同應對當前挑戰。
各方支持繼續為低收入國家應對經濟衝擊提供

幫助。會議肯定了在特別提款權（SDR）轉借上的
進展，期待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盡早啟動
“韌性與可持續性信託”運作，為有需要的國家提
供長期資金支持。參會各方支持繼續以及時、有
序、協調的方式，在個案基礎上落實關於債務處置
的共同框架。
各方同意應繼續完善國際金融架構。各方承諾

維護以IMF為中心的全球金融安全網。會議肯定了
發展轉型金融的重要意義。

易綱：人行支持實體經濟 加大穩健貨幣政策實施力度 美
售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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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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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工聯會求助的暨大向工聯會求助的暨大
港生梁同學港生梁同學。。
香港文匯報記者帥誠香港文匯報記者帥誠攝攝

◆◆YYYY學車發布了學員後續處置方學車發布了學員後續處置方
案案，，但不為多數港澳苦主所接受但不為多數港澳苦主所接受。。
圖為圖為YYYY學車暨大訓練場學車暨大訓練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帥誠香港文匯報記者帥誠 攝攝

◆◆GG20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77月月1515--1616日由輪值主席日由輪值主席
國印尼以線上線下相結合的方式召開國印尼以線上線下相結合的方式召開。。 美聯社美聯社

AA77香港瞭望
星期日       2022年7月24日       Sunday, July 24,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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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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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語長青長輩團契
AWANA 兒童聚會
英語青少年團契
SAT 英文及數學培訓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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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拜日

禮拜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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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25 Sugar Ridge Blvd. Stafford, Texas 77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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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長馮啟豐會長馮啟豐、、鍾依君夫婦代表休士頓客家會和休士頓台灣同鄉聯誼鍾依君夫婦代表休士頓客家會和休士頓台灣同鄉聯誼
會全體理事暨顧問敬贈會全體理事暨顧問敬贈《《熱心服務熱心服務、、嘉惠僑胞嘉惠僑胞》》獎牌予僑教中心陳獎牌予僑教中心陳
奕芳主任奕芳主任((圖中圖中))以示衷心謝意以示衷心謝意。。

休士頓客家會和休士頓台灣同鄉聯誼會於糖城翠苑設宴歡送休士頓客家會和休士頓台灣同鄉聯誼會於糖城翠苑設宴歡送
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賓主盡歡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賓主盡歡

休士頓台灣同鄉聯誼會參與歡送餐會者休士頓台灣同鄉聯誼會參與歡送餐會者((圖左起圖左起)) 郭蓓麗郭蓓麗、、鍾依君鍾依君、、會長馮啟會長馮啟
豐豐、、葉德雲葉德雲、、劉志忠和羅秀娟等與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劉志忠和羅秀娟等與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右四右四))歡喜同框歡喜同框。。

休士頓客家會與會成員休士頓客家會與會成員((圖左起圖左起))鍾依君鍾依君、、會長馮啟豐會長馮啟豐、、李元平李元平、、鍾桂堂鍾桂堂、、葉葉
德雲和劉志忠德雲和劉志忠、、邱佩冠夫婦等與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邱佩冠夫婦等與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左三左三))開心合影開心合影。。

((前排左起前排左起))鍾桂堂鍾桂堂、、陳奕芳主任陳奕芳主任、、會長馮啟豐會長馮啟豐、、鍾依君夫婦鍾依君夫婦((後排左起後排左起))葉德雲葉德雲、、
李元平李元平、、劉志忠劉志忠、、邱佩冠邱佩冠、、羅秀娟和郭蓓麗等歡送餐會上共享美食羅秀娟和郭蓓麗等歡送餐會上共享美食，，歡樂無限歡樂無限。。

休士頓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休士頓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左四左四))當場贈送台灣防疫包當場贈送台灣防疫包((內含口罩與體溫計內含口罩與體溫計))予予((圖左起圖左起)) 郭蓓麗郭蓓麗、、鍾鍾
依君依君、、會長馮啟豐會長馮啟豐、、鍾桂堂鍾桂堂、、李元平和葉德雲等李元平和葉德雲等，，大家感受僑委會溫馨設計大家感受僑委會溫馨設計，，體貼僑胞體貼僑胞。。

馮啟豐會長馮啟豐會長((圖左圖左))感謝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感謝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圖右圖右))對休士頓僑胞的對休士頓僑胞的
全方位關照全方位關照。。

休士頓客家會和休士頓台灣同鄉聯誼會會長馮啟豐休士頓客家會和休士頓台灣同鄉聯誼會會長馮啟豐、、鍾依君夫婦於鍾依君夫婦於77
月月2121日在糖城翠苑與陳奕芳主任日在糖城翠苑與陳奕芳主任((圖中圖中))相見歡相見歡；；陳主任更是欣喜接陳主任更是欣喜接
受鍾依君親自設計的珊瑚項鍊受鍾依君親自設計的珊瑚項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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