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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抗飆升通膨 美聯準會再升息3碼
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Fed）今天再度一口氣升息 3
碼，以對抗飆升通膨，並稱持續升息有其適切性。這是聯
準會自今年 6 月以來第 2 次升息 3 碼。
美國媒體報導，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在聲
明中表示，FOMC 預期在目標區間內持續上調利率有其
適切性。
這是聯準會自今年 3 月以來第 4 次升息，先前分別在
3 月、5 月及 6 月各升息 1 碼（0.25%）、2 碼（0.5%）及
3 碼（0.75%），加上這次再升息 3 碼，今年迄累計升息
9 碼，或 2.25%。
本月中旬，美國勞工部數據顯示，國內 6 月消費者物
價指數（CPI）年增 9.1%，創 40 多年來最大漲幅，投資
人當時預期聯準會 7 月將升息 4 碼。
瑞銀預估，美國聯準會 7 月將先升 3 碼，全年升 13 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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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王朝旅遊董事長親自帶隊
★★★★★★★★★★★★★★★★★★
9/7-9/20：14天葡萄牙西班牙深度遊
11/8-11/18：11天摩洛哥夢幻之旅

★★多条精選歐洲遊★★
★首選黃石、坎昆全包團 讓您樂在其中
★阿拉斯加、夏威夷、哥斯達黎加
★暑假熱門多線路美東美西遊 任君選擇
自然博物館門票$13

太空中心門票$19.95

代理 Gate1 旅遊 Viking/Globus 遊輪 廉机票 埃及 歐洲 亞洲 澳紐 南美/中美洲 非洲等全球旅遊團

後結束升息；美國今年經濟成長率可望保持 2%、明年
1.5%，經濟軟著陸機率達 4 成，另美國通膨年底仍有壓
力，不過明年底可望收斂至 2.8%。
瑞士銀行財管投資產品諮詢及銷售部門主管許哲崑今
天在瑞銀經濟趨勢展望說明會表示，目前面對供應鏈瓶頸
、俄烏戰爭威脅，原物料價格飆升，市場認為通膨是經濟
最大隱憂，投資人對經濟衰退的疑慮也開始加深。
許哲崑指出，瑞銀預期美國聯準會（Fed）7 月先升
3 碼、9 月再 2 碼、11 月及 12 月各升 1 碼，2023 年美國利
率可望維持穩定，即結束升息；瑞銀同時預估，美國今年
底通膨率為 7.9%，不過至 2023年底可望收斂至 2.8%。
美國經濟表現上，瑞銀認為今年美國仍可保持 2%成
長率，2023 年經濟成長率估為 1.5%，雖較今年下滑，不
過仍可維持正成長。

大俠天下行
星期四

2022年7月28日

A2

Thursday, July 28, 2022

熱浪侵襲全球
美國氣象局表
示,近兩天來超過八
千玉百萬人將處於
高溫及過熱之熱浪
中， 東北部許多地
區之氣溫將破紀錄
。
前副總統高爾
在一項聲明中對許
多國家及其執政者
之不作為行動提出
嚴厲警告，他說情
況會變得非常非常
糟，而且速度非常

快 ，其中包括在歐
洲致命的天氣，近
二千人喪生可以說
是一記警鐘。
美國中部和東
北沿岸波士頓、 費
城都處於高溫緊急
狀態下， 就連西北
部的西雅圖氣溫也
破九十度。
科學家們指出
，熱浪襲擊和氣溫
高升之主要原因是
因北極氣候暖化，

噴射氣流遷移熱穹
現象是主要原因 ，
如果情勢無法改變
，全球熱浪情形將
會成為常態。
截至目前為止
，因熱浪而死亡的
美國人已經有十九
人之多。
我們要對高爾
之警告給予高度重
視， 否則人類之命
運將有重大之浩刧
。

Heatwaves Are Impacting The World
Europe is simmering
in its third heatwave of
the summer as
devastating wildfires
threaten millions of
people in Portugal and
Spain with more than 2,
000 heat-related deaths.
In London, the airport
suspended flights after its
runway melted.
Former U.S.
Vice-President Al Gore
said that now is the time
to act on climate change
as the U.S. experiences
record heat and wildfires
rage across Europe.
Gore said in a TV
interview that, “More
people will be killed and
the survival of our
civilization is at stake.”

Gore said global
warming pollution is
trapping the heat
equivalent of 600,000
Hiroshima-class atomic
bombs. That is why the
heat records are being
broken all the time now.
Heat alerts are
posted all over the
Pacific Northwest
including Oregon and
Washington states where
temperatures will reach
110 degrees.
The hot
temperatures in July
have caused at least 19
deaths in the U.S.
Dangerous heatwaves
will continue for millions
of Americans in the
upcoming mont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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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最高法院鐵石心腸, 最高法院正式下
達推”羅訴韋德案”(Roe versus Wade) 的歷
史性裁決令, 為那些限制墮胎的州法律生效掃
清了道路, 不知道是天意,還是巧合, 下令當天最
高法院烏雲蔽日, 對於大多數反對禁止墮胎的
人士而言，那一道道的烏雲正覆蓋著他們的心
境, 但是那種揮之不去的難奈與憂愁也只有自
己承擔下來了。
最高法院在 6 月 24 日做出了歷史性裁決
之後, 立即在全美國引起了軒然大波, 在過去的
一個多月來,造成了社會的對立與不安，整個社
會突然分裂成兩大版塊--贊同者與反對者勢均
力敵, 互不退讓, 在各種公共論壇上舌槍唇戰,針
鋒相對, 不過,根據 CBS News/YouGov 的最新
民意調查顯示，59% 的美國成年人不贊成該項
裁決，只有 41% 贊成, 這與長期以來各項民調
的結果不謀而合, 那也是真正反映了美國人的
心聲與主流民意, 但是, 在三權分立的體制之下
, 民意又算什麼東西呢? 而最高法院的”武斷”
裁決不啻證明了廣大的”民意”不敵六名最高
法院大法官的”官意”, 中國古人認為上天有
意志和知覺，是可以視聽的,所以”天視自我民
視，天聽自我民聽”, 如今最高法院的官意卻
與民意背道而馳, 它是不是違逆了天意呢! ? 事
實上, 我們也不能稱最高法院的裁決是”武斷
”, 因他們院內並非”一元堂”,也是相當民主

不滿薪資與工作條件 英國鐵路工人發起罷工
星期三，由於薪酬與工作保障並不滿意，有
4 萬名英國鐵道員工決定發起罷工，全英國的鐵
路運量只剩五分之一，幾乎是全面癱瘓。
美聯社報導，包括清潔工、信號員、維修工
和車站工作人員，決定在 7 月 26 日起發起 24 小
時罷工，這是 30 年來最具破壞性的鐵路罷工事
件。
主要爭議集中在薪資、工作條件和工作保障
上，因為新冠病毒大流行，英國的鐵路運輸出現
明顯衰退，從疫期之前的 17 億人次，降至 10 億
人次，這導致收益減少，鐵路公司決定削減成本
和人員數，這當然引起了工會的反彈。
工會(全稱：全國鐵路、海事和運輸工人聯盟
,National Union of Rail, Maritime and Transport
Workers，縮寫 RMT)，在上個月就發動了三次
為期一天的罷工，停止了全國大部分地區的鐵路
服務。之後工會和英國鐵路網路公司(Network
Rail)展開談判，公司提出的條件是 4% 的加薪，
並決議明年再漲 2%，還有 2% 的鼓勵合約，實
現現代化改革後就進行。

然而 RMT 工會領導人拒絕了這項提議，表
示應該根據通貨膨脹率來提高工資，目前英國通
貨膨脹率接近 10%，所以公司所提的加薪方案
根本就不夠。
RMT 工會秘書長林區(Mick Lynch)說： 「公
司的方案其實是變相減薪，我們在強制裁員方面
取得了進展，但當我們要求提升待遇時，公司的
方案卻讓大家變得更窮。」
林奇表示，工會將繼續本著誠意進行談判，
但我們不會被任何人欺負或哄騙。
英國運輸大臣沙普斯(Grant Shapps)指責工
會領導人發動的罷工，已造成全國數百萬辛勤工
作的人，日常生活的不便干擾。他說： 「罷工的
時機特別差，擾亂到在倫敦北部米爾頓凱恩
(Milton Keynes)斯舉行的歐洲女子足球錦標賽準
決賽，以及週四在伯明罕(Birmingham)舉行的英
聯邦運動會開幕式。」
工會不為所動，並表示只要待遇沒有提升，
這周六，以及接下來的八月月，仍然會有更多罷
工。

A3
的, 誰能說 6 比 3 的票決是不民主呢! 但是主導
這次裁決的大法官塞繆爾•阿利托 (Samuel
Alito)認為 1973 年具有里程碑意義的墮胎權的
決定“從一開始就嚴重錯誤” 顯然是一句非常
沉重的歷史指控。
最高法院是在 1973 年 引用憲法第十四修
正案對”羅訴韋德案” 做了婦女墮胎合法化的
詮釋與判決, 充份展現了開明自由派法官維護
女權的精神, 也樹立了” 我的生命我自主”社
會進化的標竿, 開啟了歷史的新紀元,但到了
2022 年, 同樣是最高法院, 卻由另一批保守派
法官做出了南轅北轍的裁判,塞繆爾•阿利托說
詞卻徹底推翻了前任最高法院法官們的共同判
決,使歷史倒退回 50 年前的情境, 真是匪夷所思
!
在結束長達半個世紀的墮胎法律先例後，
這對數百萬女性權利的人來說是一個巨大的打
擊，因為他們早已習慣了要不要生自己孩子的
自主權, 但現在最高法院的裁決似乎傳達出這
樣的訊息——“女性無關緊要，她們不應該對
自己的身體擁有完全的權力。”
最高法院的的裁決只會加深人們對法院與
法官的不信任,對數百萬女性產生了廣泛而可怕
的影響，很多的社會問題將會陸續的出現, 以
後只有由行政部門和立法部門來解決那些問題
了!

面臨冬季能源不足 德國政府終於考慮核電延役
雖然目前仍處盛夏，但是歐洲已憂心今年
冬季的能源，德國更是首當其衝，他們的天然
氣消耗量名列前矛，而如今供氣不足的風險一
直揮之不去。德國終於想到核電廠延役這個選
項，而且很有急迫性，因為有 1 部反應爐將在
今年底使用執照到期，要是什麼都不做，在法
律上就必停機，屆時德國能源缺口必然擴大。
英國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s)報導，德
國蕭茲(Olaf Scholz)政府考慮延役核電，對於
聯合政府其中的綠黨來說，這個決定 「必然特
別痛苦」 ，綠黨號稱環保政黨，以反核運動起
家。
一位熟知綠黨領導層的人士表示，在內閣
會議中，綠黨得出的結論是， 「在能源緊縮的
情況下，所有的能源選擇都應該擺在桌面上」
，其中一個選擇可能是將巴伐利亞伊薩爾核電
廠 2 號機(Isar 2 nuclear station)的使用時間，
至少延長至 12 月 31 日的關閉日期之後。
伊薩爾核電廠的 1 號機於 1979 年商轉，在
2011 年停運，進入退役程序；2 號機在 1988
年商轉，理論上將在今年底使用執照到期，進
入退役程序。
該綠黨人士表示， 「延期運轉只會持續幾
個月」 ，任何決定都將取決於正在進行的壓力
測試結果，以確定德國的電力供應是否即使在

惡化的情況下，也能繼續運行。
伊薩爾核電廠位在巴伐利亞州，是當地供
電的主力。雖然德國積極設立風能和太陽能，
然而巴伐利亞州的風能太陽能都效率不高，只
能使用傳統發電，目前該州主要仰賴天然氣和
核能發電。伊薩爾核電廠 2 號機是 1 部 1485 百
萬瓦的壓水反應爐，要是它停止運止，巴伐利
亞立刻會出現電力缺口。
克里姆林宮的 「能源武器化」 已從憂慮成
為現實，雖然北溪 1 號(Nord Stream 1)已結束
10 天 的 管 道 維 修 ， 但 是 目 前 流 量 已 減 少 至
3300 萬立方公尺，僅為標準產能的五分之一
。消息公佈後，歐洲天然氣價格飆升，達到五
個月以來的高位。
德國是歐洲最著名的反核主張國，目前由
蕭茲的社會民主黨 (SPD)、綠黨和自由民主黨
(FDP) 組成的聯合政府，都是反核主張者，即
使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也堅持依計劃淘
汰 核 能 。 比 如 綠 色 經 濟 部 長 哈 貝 克 (Robert
Habeck，)堅稱，俄羅斯供應的天然氣，主要
用於為家庭和工業供暖，而不是發電，其他官
員還強調， 「3 座核電廠所供應的電力，僅佔
德國第一季度發電量的 6%，遠低於天然氣的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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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京發出警告後
歐盟請成員國自願削減 15％天然氣消耗量

量與 2016 年至 2021 年同期的平均消耗量
相比減少 15%。
報道指出，「北溪-1」是俄羅斯向
歐洲輸送天然氣的最大單一管道，通過
該管道輸往歐洲的天然氣，占俄對歐天
然氣輸送總量的三分之一以上。該管道
從 7 月 11 日起暫時關閉運營，以進行為

摩蘇爾地標建築重建工作正在取得進展
綜合報導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表示，伊拉克第二大城市摩蘇爾的地
標建築重建工作正在取得進展。
在摩蘇爾從極端組織「伊斯蘭國」手中獲得解放五周年之際，聯
合國教科文組織及其合作夥伴阿拉伯聯合酋長國 21 日發布了目前正
在重建的努裏清真寺和哈德巴尖塔的最新資料。重建工作旨在恢復其昔
日容光。
據介紹，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於 2018 年發起「重振摩蘇爾精神」旗艦
倡議，阿聯酋是該項目的首個出資方和合作夥伴，投入資金 5040 萬美元
。該項目完成一系列復雜的準備工作，包括文件記錄、排雷、場地清理
和瓦礫清除(包括清點和收存具有歷史價值的瓦礫以便再利用)、加固、
調查、公眾咨詢、實地和土壤勘察、考古挖掘、執行設計等，老城的標
誌性建築如今正在重建之中。
教科文組織和阿聯酋展示了努裏清真寺和哈德巴尖塔在 2024 年重建
工程完成後將呈現的效果：祈禱大廳和尖塔將恢復原貌，繼續用作全體
市民的祈禱場所和城市地標；功能建築將得到改善，以滿足宗教事務和
信眾需求。
在摩蘇爾解放五周年之際，教科文組織還推出露天展覽，展示「重
振摩蘇爾精神」倡議的成就：重建文物古跡、修復歷史悠久的民宅、恢
復文化生活和教育。展覽也是為了慶祝和分享所有摩蘇爾人民在重建其
遺產方面取得的進展。
教科文組織正在通過動員當地雇員和技術知識，重建標誌性的古跡
以及 124 座具有歷史意義的民宅等。同時教科文組織努力振興當地文化
生活，支持多種活動，如在摩蘇爾大學設立影視系和舉辦電影節。

法國累計確診 1453 例猴痘病例
衛生部門稱已確保 3 萬劑疫苗供應
綜合報導 法國官方發布的最新數據顯示，法國已累計確診 1453 例
猴痘病例。法國衛生部門表示，已確保 3 萬劑疫苗供應，以便加強對猴
痘的應對。
法國官方數據顯示，猴痘仍在全法多地繼續傳播，巴黎大區目前累
計確診 678 例猴痘病例，累計確診數量仍位列全法各大區之首；法國西
南部的奧克西塔尼大區累計確診 111 例猴痘病例；法國南部的奧弗涅-羅
訥-阿爾卑斯大區累計確診 103 例猴痘病例。
根據法國衛生部報告，76%的猴痘感染者有發燒癥狀，大部分
猴痘感染者出現皮疹等癥狀，274 名猴痘感染者為艾滋病病毒檢測
陽性患者；513 名猴痘感染者屬於服用艾滋病病毒暴露前預防藥物
的人群。
法國衛生部門稱已確保 3 萬劑疫苗供應，其中 2 萬劑疫苗已展開分
發，其余 1 萬劑疫苗應在本周末送抵疫苗接種中心。由於猴痘病毒不斷
增加，追蹤猴痘傳播鏈面臨困難，法國衛生部已將疫苗接種範圍擴大至
猴痘易感染人群。
據法國 BFM 電視臺報道，法國抗擊艾滋病病毒的專業協會認為，目
前疫苗供應仍然不足，疫苗實際需求可能高達 30 萬劑；疫苗接種需要在
社區服務的藥劑師參與，以便在未來數周時間內能為所有有接種需求的
人進行接種工作。
報道還稱，由於仍然有難以預約疫苗接種的報告，衛生部門正在
面臨批評。法國衛生總署承認疫苗接種工作存在延誤，正在著手加
以改進。
法國新聞電臺報道稱，疫苗接種工作的緩慢和不透明讓需要接種
的目標人群感到擔憂；相關協會呼籲衛生部門提高透明度，加快疫
苗接種。

長們在 26 日批準。
路透社援引歐盟一名官員的話稱：
「我們認為很可能會出現某種天然氣的
全面中斷，如果我們選擇等待，天然氣
價格會更昂貴，這意味著我們要隨著俄
羅斯的調子跳舞。」
據塔斯社報道，在談到解決當前歐洲
能源危機的方法時，普京 19 日提議啟用
「北溪-2」天然氣管道，以增加對歐洲的
天然氣供應。但他指出，即使馬上就啟動
，向歐洲供應的天然氣也只能達到設計年
輸氣能力 550 億立方米的一半。此外，普
京還表示，俄羅斯天然氣工業股份公司
過去一直在履行，現在正在履行，而且
將來也會完全履行所有的義務。

日本日增確診創歷史新高
歷史新高
紐約市確診病例繼續激增
繼續激增
世界衛生組織網站最新數據顯示，截
至歐洲中部時間 7 月 20 日 18 時 17 分，全球
新冠確診病例較前一日增加 995354 例，累
計達到 562672324 例；死亡病例增加 1745
例，累計達到 6367793 例。
亞洲：日本日增破 15 萬例創歷史新高
據日本廣播協會電視臺(NHK)報道，
日本 20 日新增新冠確診病例破 15 萬例，達
到 152536 例，創歷史最高紀錄。同時，日
本 30 個府、縣的單日新增病例數也達到歷
史最高水平，大阪單日新增病例數首次超
過 2 萬例。
報道稱，日本政府目前不會采取新的
限製措施，但將繼續利用社交網絡鼓勵年
輕一代接種疫苗。據報道，日本年輕人的
第三針疫苗接種率仍在 30%至 50%之間。
此外，受暑期返鄉等因素影響，人員
接觸增多，日本政府計劃加快在主要車站
和機場建立臨時免費檢測中心，並重點預
防老年人群體的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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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原有毒株相比，奧密
克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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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據韓聯社報道，據韓國中央防疫對策
本部 21 日通報，截至當天零時，韓國較前
一天零時新增新冠確診病例 71170 例。單
日新增病例較前一天減少 5232 例，但連續
三天超過 7 萬例，為一周前(14 日)的 1.8 倍
，為兩周前(7 日)的 3.8 倍。
韓國中央應急處置本部社會戰略組組
長孫映萊 20 日表示，有新冠疑似癥狀的勞
動者帶病上班反而會加劇群體感染風險，
因此希望各企業和小工商業者給予積極協
助，共同營造「不舒服就休息」的文化。
此外，韓國各大便利店品牌旗下全部
門店從 20 日起至 9 月 30 日銷售新冠自檢試
劑盒。據韓國食品醫藥品安全處消息，銷
售新冠自檢試劑盒的便利店從當天起擴至
全國 4.8 萬家。
美洲：美國紐約市感染激增
據美國廣播公司(ABC News)報道，紐約
市新冠確診病例繼續激增。美國疾病控製與
預防中心數據顯示，截至20日，紐約平均七
天的病例率為每10萬人中369.8人感染，為美
國第二高，僅次於加利福尼亞州。
另據紐約市健康與精神衛生部門的數據

顯示，該市未接種疫苗者的平均每周病例率
為每10萬人中有764.29人感染，比已接種疫
苗及加強針的群體的病例率高出近三倍。此
外，未接種疫苗者的住院率與死亡率，也均
高於接種疫苗及加強針的群體。
據拉丁美洲通訊社 20 日報道，由於古
巴疫情略有反彈，該國已決定重新恢復在
公共交通和日托中心強製佩戴口罩的規定
。此外，當局還鼓勵人們勤洗手、在人群
密集處佩戴口罩，並保持室內通風。
歐洲：英國蘇格蘭地區疫情嚴峻
英國廣播公司(BBC)20 日報道稱，蘇
格蘭地區近期疫情嚴峻，該地區新冠肺炎
發病率已連續六周上升，醫院中的新冠患
者數量持續增長。據英國國家統計局
(ONS)最新感染調查數據估算，在蘇格蘭
，約每 16 人中就有 1 人確診新冠。
大洋洲：澳大利亞 7 天感染人數超 30
萬例
據路透社 20 日報道，澳大利亞正處於
由奧密克戎 BA.4 和 BA.5 導致的第三波感
染中，過去 7 天該國共記錄了超 30 萬例確
診病例。澳大利亞首席醫療官保羅· 凱利
預測，住院人數將很快創下新高，他敦促
企業讓更多員工居家辦公。

野生獵豹 70 多年來首次回歸印度

均具備非洲血統

綜合報導 印度官員宣布， 非洲獵豹，而不是亞洲獵豹。
獵豹將於今年 8 月返回印度的森
來自納米比亞的八只野生
林，這是70多年來的首次回歸。 獵豹將在中央邦的庫諾-帕爾普
它們都來自海外，實際屬於 爾國家公園自由漫步，當局努
力將這種動物重新
引入它們的自然棲
息地。
盡管獵豹是印
度生態系統的重要
組成部分，但由於
棲息地喪失和偷獵
，獵豹於 1952 年在
印度被宣布滅絕。

獵豹的時速可達 113 公裏/小時
，它們是世界上跑得最快的陸
地動物。
全世界只剩下大約 7000 只
獵豹，這種動物在國際自然保
護聯盟瀕危物種紅色名錄中被
列為易危物種。納米比亞擁有
世界上最大的獵豹種群。
自2020年以來，在印度最高
法院宣布可以將非洲獵豹帶回
「精心挑選的地點」後，官員們
一直在努力重新安置這些動物。
此舉恰逢印度第 75 個獨立

日，慶祝獵豹是印度文化遺產
的重要組成部分。
印 度 環 境 部 長 Bhupender
Yadav 在推特上寫道：「通過恢
復印度最快的陸地旗艦物種獵豹
，慶祝 75 年光榮的獨立，將重
新點燃生態景觀的活力。」
他補充說：「在印度重新
引入獵豹有一個更大的目標，
即在印度草原重建因亞洲獵豹
滅絕而喪失的生態功能。」
亞洲獵豹作為一種瀕臨滅
絕的物種，曾經從阿拉伯半島
到阿富汗等地區均有發現，現
在只存在於伊朗，估計只有 12
只還活著。
伊朗革命後，上世紀 70 年
代將獵豹從伊朗重新引入印度
的努力徹底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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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路透社稱，這些情況使歐洲難以在
冬季來臨前補充天然氣儲存量，增加了
將來實施配給製的風險。歐盟委員會主
席馮德萊恩聲稱：「俄羅斯在勒索我們
，俄羅斯正在把能源當作武器。因此，
無論發生什麼，無論是部分的、重大的
切斷俄羅斯天然氣供應，還是完全切斷
俄羅斯天然氣供應，歐洲都需要做好準
備。」
報道稱，如果歐盟宣布存在天然氣
嚴重短缺的重大風險，歐盟委員會的提
議將使歐盟當局能夠在供應緊急情況下
強製實施減少 15%消耗量這一目標。而
這項舉措需要獲得歐盟國家的支持，並
將於本周五進行討論，以便歐盟各國部

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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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 合 報 導 在俄羅斯總統普京警告
「北溪-1」天然氣管道輸氣量可能會因為渦
輪機送修問題進一步下調後，歐盟周三告
知各成員國將天然氣的消耗量減少15%。
報道指出，歐盟委員會提出的這一
目標是基於自願的，即所有歐盟國家在
今年 8 月至明年 3 月期間，將天然氣消耗

期 10 天的年度檢修。而在這次常規維護
工作開始前，該管道的輸氣量在 6 月中
旬已被減少到大約相當於設計能力的
40%，為每天 6700 萬立方米。至於減少
輸氣量的原因，俄方給出的理由是，因
為加拿大實施的對俄製裁措施，德國西
門子公司未及時向俄方歸還此前在加拿
大送修的管道渦輪機。
據央視新聞報道，普京 19 日警告說
，就在這個月的月底，「北溪-1」管道
的另一臺渦輪機也到了需要維修的時候
，而這臺機器能送去哪裏維修，現在還
是未知，假如此前那臺渦輪機無法在那
之前歸還，「北溪-1」的輸氣量屆時恐
怕還會繼續下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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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VID-19篩檢2次陰性 拜登：將恢復實體工作

美國總統拜登今天表示，他在感染 COVID-19（2019 冠狀病毒疾病）後如今採檢呈陰
性，他將能夠恢復實體工作，目前他 「感覺良
好」 。
路透社報導，拜登告訴在白宮玫瑰花園
（White House Rose Garden）聚集的工作人
員及記者： 「上帝保佑，我的症狀輕微，我快

速恢復，而且我目前感覺良好。」
美國白宮醫生歐康納（Kevin O'Connor）
稍早前表示，拜登在感染並痊癒後，已兩次驗
出病毒陰性反應，因此不再須要隔離。
拜登是在上週確診 COVID-19，現年 79 歲
的他已打過兩劑追加劑，他已分別在昨天及今
天兩次採檢呈陰性。

18 個月前離開白宮後，前美國總統川普今
天重返華府。儘管部分共和黨人要他別再提勝
選被偷，川普仍在激昂演說中堅稱第 2 次競選
一樣贏了，並暗示 2024 年可能再次披掛上陣。
76 歲的川普並未宣布參選，但提出他認為
應是 「下任共和黨總統」 幾個要項。
他說： 「我總說我第 1 次參選就贏，第 2
次選贏更多。」
「我們可能還要再來一次，我們必須整頓
我們的國家，我期待在未來幾週和幾個月公布
更多細節。」
川普站上右翼 「美國優先政策研究所」
（America First Policy Institute） 演 講 台 的 幾
個小時前，考慮 2024 年逐鹿白宮的前副總統彭
斯則在華盛頓向另外的保守派聽眾發表演說。
彭 斯 在 「 美 國 青 年 基 金 會 」 （Young
America's Foundation）會議上說，美國人必
須往前看而不是往後看，淡化與川普的分歧。
彭斯說： 「選舉關乎未來，我今天來不是

為了向後看，而是為了向前看。」
「我不知道總統和我在議題上有意見不同
，但我們的重點可能不一樣。」
川普在 「美國優先政策研究所」 發表 90 分
鐘演說，呼應他 2016 年競選活動的諸多政見，
包括非法移民和犯罪。
川普重申他贏得 2020 年大選的虛假說法，
並譴責聯邦眾議院委員會針對他的支持者 1 月 6
日襲擊國會大廈的調查，是 「政治駭客和暴徒
」 的作法。
川普說： 「如果我放棄我的信仰，如果我
同意保持沉默，如果我待在家放鬆，對川普的
迫害就會立刻停止。但這不是我會做的，我不
能那樣做。」
川普說： 「他們真的想傷害我，這樣我就
不能再回去為你們做事了，而我認為這不會發
生。」
這番話讓群眾響起 「再 4 年！」 的呼聲。

川普睽違年餘重返華府 再提勝選被偷暗示2024再戰

美媒：裴洛西邀眾院外委會領袖共同訪台
美國眾議院外委會共和黨首席議員麥考爾今
天受訪表示，眾院議長裴洛西邀請一小群議員陪
同她訪問台灣，包括他本人及眾院外委會主席米
克斯，等於證實裴洛西確實有訪台計畫。
英國 「金融時報」 （Financial Times）19 日
報導，民主黨籍的裴洛西（Nancy Pelosi）可能
8 月訪台，這將是她亞洲訪問行程一環。若順利
成行，身為美國總統繼承順位第 2 位的裴洛西，
將成為 25 年來首位訪問台灣的美國眾議院議長
。
截至目前，裴洛西辦公室都以安全慣例為由
，不願預先證實或否認海外出訪行程，美國行政
部門也尚未證實。
不過，麥考爾（Michael McCaul）今天在
國會山莊接受美國國家廣播公司新聞網（NBC
News）記者訪問時透露，裴洛西有邀請他與民

主黨籍的米克斯（Gregory Meeks）一同前往台
灣，成為首位公開證實裴洛西確實有訪台計畫的
人士。
報導引述麥考爾說，他因為有其他私人行程
，婉拒裴洛西邀約，但他呼籲任何想去的議員就
該去，因為 「這能對（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展
現政治威懾力」 。麥考爾也提醒裴洛西，若行程
會造成反彈或導致情勢升級，要留意軍方怎麼說
。
報導表示，出訪預計在國會 8 月休會期間，
但麥考爾未提供確切日期。根據國會行事曆，眾
議院預訂從 8 月 1 日休會至 9 月 5 日；日本共同
社今天引述外交消息來源指出，裴洛西預計在 8
月初訪日。
截至發稿，NBC News 未能取得米克斯發言
人的回應。

抗衡北京 美海軍增加載人與無人船艦數量
據今天發布的報告，美國海軍預計他們未
來的艦隊將由 350 多艘載人船艦及約 150 艘無
人船艦組成，希望技術除了能抗衡日益壯大的
中國艦隊，還可以降低維持艦隊的成本。
路透社報導，這項為 2040 年代及之後所制
訂的計畫，強調 「有必要應對與中國的長期競
爭，並保有對俄羅斯的軍事優勢」 。報告預測
未來美國海軍艦隊數量，會略多於 2021 年訂定
的海軍長期造船計畫。2021 年海軍長期造船計
畫的規模為 321 到 372 艘的載人船艦，以及 77
艘到 140 艘大型無人船艦。
亨廷頓英格爾斯工業公司（Huntington Ingalls Industries Inc） 與 通 用 動 力 （General

Dynamics Corp.）是美國最大的造船公司，其
他諸如波音公司（Boeing Co）等武器製造商也
都在著手進行無人船艦的計畫。
美國海軍 「戰鬥部隊」 目前有 298 艘船艦
，這不包括數十艘補給和後勤用船艦。
海軍在 2023 會計年預算案中，要求為 8 艘
船艦提供 279 億美元資金，包括兩艘 「維吉尼
亞級」 （Virginia class）攻擊潛艦、兩艘勃克級
（Arleigh Burke class） 驅 逐 艦 、 1 艘 星 座 號
（Constellation）巡防艦。
美國國會正努力為美國海軍的艦隊增加船
艦。

俄出狠招歐驚呆 美最大恐懼成真
美國官員說，就在莫斯科
進一步減少對歐盟（European
Union）的能源供應，引發大西
洋兩岸恐慌，深怕入冬可能面
臨嚴重天然氣短缺之際，拜登
政府幕後正拚命設法維持歐洲
盟國團結，好一致對抗俄羅斯
。
據 CNN 新 聞 網 26 日 報 導
，國營俄羅斯天然氣工業公司
（Gazprom）周一說，會將透
過 「北溪天然氣 1 號管線」
（Nord Stream 1）輸往德國的
天然氣總量將再砍半到只有
20%。而 1 名美國官員說，這
是在報復西方制裁，而西方不
知道，歐洲是否會有足夠的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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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氣過冬。
官員說，白宮為了因應這
場混亂的局勢，周二派美國國
務院高級能源安全顧問霍克斯
坦（Amos Hochstein）到歐洲
，以討論制定應急計畫。
美國官員說， 「這是我們
最大的恐懼」 ，而歐洲所受到
的衝擊，可能反彈回美國，繼
而推升天然氣和電力價格。此
外，在克宮絲毫沒有從烏克蘭
撤軍的跡象下，這將是對歐洲
團結抗俄，展現抗壓力的考驗
。
美國和布魯塞爾不斷懇請
歐盟成員，節省天然氣以儲存
過冬，而歐盟成員國能源部長

周二原則同意，要將 8 月到明
年 3 月的天然氣用量減少 15%
。
此外，官員說，未來幾天
他們將討論，要提高歐洲各地
的核能產量，以緩和天然氣短
缺的問題。而 1 名官員透露，
德國打算 2022 年底以前逐步徹
底淘汰核能，但美國官員希望
能說服柏林，正值能源危機之
際，能延用 3 座仍在運作的核
能電廠。
而持續就這主題密切和德
法等官員接觸的美國官員極度
擔心，歐洲入冬後可能會面臨
嚴重的天然氣短缺。

體育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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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上半年規上工業增加值增3.4%

杭州亞運會改於明年 9 月 23 日至 10 月 8 日舉行
據第 19 屆亞運會組委會
消息，經有關方面協商一致，
並經亞奧理事會執委會批准，
杭州 2022 年第 19 屆亞運會將
於 2023 年 9 月 23 日至 10 月 8
日舉行。
第 19 屆亞運會原計劃於
2022 年 9 月 10 日至 25 日在杭
州舉行，但因新冠疫情於今年
5月6日宣布延期。
杭州亞組委方面表示，將

工業經濟企穩回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帥 北京
報道）近日，中國上半年各項經濟運
◆杭州亞運將改於明年舉行
杭州亞運將改於明年舉行。
。
行數據陸續發布。中國工業和信息化

中新社

部新聞發言人、總工程師田玉龍 7 月
19 日在國新辦發布會上介紹，1 至 6
月份，中國工業經濟走出了一個 V 字

在亞奧理事會和中國奧委會的
指導下，與有關各方共同努
力，按照確定的舉辦日期全面
做好籌辦工作，呈現一屆“中
國特色、浙江風采、杭州韻
味、精彩紛呈”的體育文化盛
會。
亞洲奧林匹克委員會
(OCA)方面表示，期待 2023 年
9 月在杭州舉行有史以來最好
的亞運會。
◆中新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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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門類整體同比增長 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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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門類具體增長：
一一
一一
▼安永佳（左）是役欠缺發揮
採礦業：9.5%
◆朱辰傑是國家隊少數有大
間。
國腳經驗的球員。
國腳經驗的球員
。 法新社
製造業：2.8%

形態勢，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整體同
比增長 3.4%，工業經濟實現企穩回
升，呈現出恢復增長的態勢，充分發 2022 東亞足球
揮了經濟“壓艙石”的作用。其中，
錦標賽（東亞盃）男

電力、熱力、燃氣及水生產和供應
業：3.9%

高技術製造業增加值同比增長 9.6%，
足次日賽事上演中韓

數據來源：中國國家統計局網站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帥

展現出較強發展韌性，成為製造業高大 戰 ， 世 界 排 名 78
質量發展的重要引擎。
位的中國國家隊（國

足 ） 遇 上 28 位 的 韓

田

◀上半年中國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整
體同比增長 3.4%。圖為安徽合肥一
家動力電池生產企業的生產車間。
新華社

日本東亞盃贈港足六球
整的產業體系，超大規模的市場潛力，有效投資
不斷擴大，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持續增強。因
此，工業經濟企穩回升態勢不會改變，而且長期
向好的基本面不會改變。

專家料全年GDP增長有望實現5%以上
星圖金融研究院高級研究員付一夫對香港
文匯報記者表示，中國經濟在 4 月份已經探
底，5 月、6 月數據邊際改善跡象明顯，經濟內
生動力持續修復中，特別是製造業仍在持續復
甦，6 月份製造業 PMI 已經重新站上 50%的榮
枯線。在 7 月底擬召開的政治局會議，料有望
繼續定調穩增長，疊加前期政策發力和下半年
增量政策出台，全年仍有望實現 5%以上的
GDP增長。

東亞盃首戰惡鬥韓國

望踢出風格特點

上半年廣東外貿進出口增 2.8%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盧靜怡 廣州報道）
海關廣東分署 19 日公布數據顯示，今年上半
年，廣東外貿進出口 3.91 萬億元（人民幣，下
同），增長 2.8%。在疫情反覆、國際形勢嚴峻
於今屆東亞盃並非安排在國際賽期內作戰，東
的背景下，作為外貿第一大省的廣東面臨着不小
道主日本、韓國及國足都未能徵召海外國腳助
壓力。尤其是來自東南亞的競爭，讓廣東外貿企
陣，正好為一班在本土聯賽有出色表現的球員提供
業一度擔心訂單將會被分薄。
進入二季度末，隨着今年一系列促進外貿保
一次大賽機會。相比起正煩惱於為年底世界盃決賽
穩提質政策效應逐步釋放，廣東外貿穩增長趨勢
周找出最佳人腳的日、韓兩國，主帥真高域的目
凸顯。數據顯示，上半年廣東對東盟、歐美等主
標，就是要求球隊能踢出自己風格特點。
要貿易夥伴依然實現正增長。廣東對東盟進出口
國足今次陣容基本上以 U23 球員為主，只有蔣
6,175.6億元，增長4.9%。
光太及譚龍兩名超齡球員，平均年齡只有 22.6 歲，
儘管上半年外貿企業面臨着俄烏衝突、中美
是4支參賽隊中最年輕一隊。
貿易摩擦等不利因素，廣東上半年對美國、歐盟
國足現時世界排名比韓國低了 50 位，從雙方歷
進出口依然分別增長 18.8%、11%，保持雙位數
史交手往績來看，韓國更以
20 勝 13 和 2 負全面佔上

由

風，真高域承認，國足無論經驗及整體實力與對手

增長。值得關注的是，由於疫情原因，上半年廣
東對中國香港進出口下降 10.8%，對日韓進出口
也分別下降了0.9%、4.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永淦）東亞盃 19 日
演的揭幕戰，港隊面對世界排名高出 121 位的東
主日本，入籍門將保羅大出洋相，全場以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及央 0：6
負，寫下歷屆決賽周最懸殊比分，也是主帥安達臣
視新聞報道，19日，中央全面依法治
任後最大敗仗紀錄。同日女足賽事，日本娘子軍也
國委員會辦公室在京啟動市縣法治建
2：1力克韓國，男、女隊同樣旗開得勝。
設工作督察。督察聚焦地方推進法治
港隊今仗起用了保羅把關，中超腳勞烈斯首次代
建設等情況，進一步夯實基層法治基
礎、持續壓實壓緊法治建設責任，加
大港腳正選上陣，與隊長謝家強合作鎮守中路，左後衛
快推進市縣法治政府建設。
換上了梁冠聰。這條全新搭配的防線尚未站穩陣腳，2
記者從當日中央依法治國辦舉
鐘已被相馬勇紀彎入自由球攻破。
行的市縣法治建設工作督察動員培
港隊中前場沿用亞洲盃出線骨幹，但在對手前場壓
訓會上獲悉，此次督察將重點圍繞
下，除了比賽早段之外，難以有效組織攻勢。6分鐘先有胡
學習宣傳、研究闡釋、貫徹落實習
銘禁區頂起腳偏出，12
分鐘茹子楠右路後上第一時間窩利
近平法治思想情況；黨領導法治建
又同樣不中門框，之後局勢便漸漸演變成攻防戰。
設制度和工作機制貫徹落實、發揮
山根視來右路傳中，町野修斗在兩名港隊中堅之間頂成
2
作用情況；深入推進依法行政、加
0。日本今仗派出多位新晉國腳上陣，首次上陣的西村拓真 22
快建設法治政府情況三方面進行。
鐘把握港隊解圍失誤，禁區內射成 3：0，完半場前 5 分鐘一
冷箭再次收死保羅，港隊半場已落後0：4。
督察組將赴山西等8個省份
下半場安達臣換入賽前不足 24 小時歸隊的陳俊樂及徐
據悉， 督察組成員來自中央有關
傑，換走鞠盈智及梁冠聰，可惜第 2 次代表港隊上陣的保
部門和單位、地方有關單位，並邀請
醜態百出，多次出現出迎失誤、接球甩手等低級犯錯，日
全國人大代表、專家學者和律師、記
隊再於 55 及 57者等人士參與。督察組將分赴山西、
分鐘由相馬勇紀及町野修斗連下兩城，湊
6：0大勝。 遼寧、江蘇、福建、河南、湖北、貴

機電產品約佔出口總值近七成
有明顯差距：“我們是一支年輕的隊伍，對手則是

盃決賽周練兵。韓國隊以上屆賽事最有
為卡塔爾世界盃備戰。但今次是一項重要的大型賽
價值球員、現效力俄超魯賓卡山的黃仁
高新技術產品出口增長，成為上半年廣東
事，我們的球員是未來的生力軍，與強隊比賽的機
範，及日職大阪飛腳後衛權敬原帶領一班
外貿的一大亮點。數據顯示，上半年，廣東出
會非常重要，我們主要的就是集中自己，打出自己
韓職球員參戰，當中趙賢祐及洪喆等則為
口機電產品
1.66 萬億元，增長 4.8%，佔廣東出
口總值近七成。其中，出口自動數據處理設備
風格，把握今次難得機會吸收經驗成長。”內地亦
俄羅斯世界盃決賽周舊將。不過賽前李尚珉
及其零部件、電工器材、手機、印刷電路等高
有聲音指，能否打敗港足，是國足今屆東亞盃成績
由於對新冠肺炎檢測呈陽性反應，已退出大
新技術產品在上半年出口增長中排行前四。
的重要考量。
軍名單，由朴志洙取代；金英權亦因腸胃炎退
與此同時，廣東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出口也在
隊，要由李在翊頂上。
韓國為世界盃決賽周練兵 ◆上半年廣東外貿進出口增
2.8%。圖為廣
快速增長。上半年，廣東出口勞動密集型產品
保羅賓圖表明：“2019
年時我們有一星期
汽、東風等品牌的汽車在廣州港南沙汽車碼頭
4,014.2 億元，增長
6.1%，佔
16.3%。其中，出口
韓國隊在過去 8 屆東亞盃贏了 5 屆，2019 年在保
備戰，今次時間沒那麼充裕，但我們會盡力而
等待登船銷往南美。
資料圖片
鞋靴和箱包均有超過20%的增長。
羅賓圖帶領下完成3連冠，今屆負有衛冕之責，但對
為，希望再次贏得冠軍，更重要就是要考察世界盃
於這位葡萄牙主帥來說，目前最重要的就是為世界

陣容。”

中國已開通 185.4 萬個 5G 基站

4強不敵韓國劍手 江旻憓摘世錦賽銅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帥 北京報道）截
至 2021 年底，中國已累計建成並開通 5G 基站
142.5 萬個，總量佔全球 60%以上，規模居全球
首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浩然）香港“劍后”

江旻憓（Vivian）在埃及時間18日，出戰於開羅舉
實現
“縣縣通 5G、村村通寬帶”
行的世界劍擊錦標賽，結果 Vivian 最終雖於 4 強不
根據工業和信息化部7月19日在國新辦最新
敵韓國劍手宋世羅，但仍獲得一面銅牌。
披露的數據，今年中國信息通信業繼續加快發
世界排名第 7 位的 Vivian，在今屆比賽可直接
展，目前5G基站數累計開通數量已達到185.4萬
於正賽
64 強“起步”，並輕鬆擊敗西班牙劍手卡
個，全年將力爭新建開通5G基站60萬個，到年
拉查晉級；到 32 強戰，Vivian 遇上了重大考驗，
底總數超過200萬個。
面對瑞士劍手安祖蓮妮，Vivian在一度落後下，苦
上半年，中國電信業務總量同比增長
追至“決一劍”才僅以15：14險勝。
在 16 強，Vivian 對戰於上年東京奧運獲得團
體賽金牌的愛沙尼亞選手卡柏，雖然面對強手，但
Vivian卻有出色表現，在大部分時間領先下贏15：
11再下一城。至於8強對上前“一姐”、意大利選
手瑪娜，Vivian則和對手互有領先，結果在再次要
“決一劍”下，Vivian 以 12：11 險勝，順利闖入
準決賽，按賽例穩奪一面獎牌。

中央啟動市縣法治建設工作督察

國足

玉龍指出，按照中央確定的“疫情要防
住、經濟要穩住、發展要安全”的總體 國隊，鑑於對賽往績
要求，工業經濟有力扭轉了一度下滑的勢頭，
吃虧，加上近況及整體
實現企穩回升，呈現出恢復增長的態勢。從主
要經濟指標來看，有四個亮點：一是工業生產 戰力也有明顯差距，將
企穩回升非常明顯，1 至 6 月份，規模以上工
於今次比賽領軍出戰的國
業增加值同比增長 3.4%，在 4 月份下滑至負
長 9.6%，成為製造業高質量發展的重要引擎，
足主教練真高域賽前向隊
2.9%後，5
月份轉負為正增長
0.7%，6
月份加
新興產業成為推動轉型升級、增強產業韌性的
◆外流的權敬
快回升至
3.9%，走出了一個
V
字形的態勢。二
重要新動能。其中，電子信息製造業、軟件
原將帶領韓國
員呼籲，今屆賽事只求做
是製造業
業、通信業和互聯網的收入總規模突破 10 萬億
隊出擊。
隊出擊
。 GDP 佔比大幅提升，上半年規模以
好自己，踢出風格，把握
上製造業增加值同比增長
2.8%，製造業增加值
元人民幣，平穩向好發展態勢明顯。受疫情衝
法新社
佔 GDP 的比重達 28.8%，比 2021 年提高
1.4 個
擊較大的裝備製造業增加值在 4 月份短暫下降
與強敵對賽機會，吸收經
百分點。三是出口帶動作用持續增強，1 至 6
後，5 月份即恢復正增長，6 月份增速達到
驗成長。 9.2%。特別是汽車產業鏈供應鏈恢復更加明
月份工業企業出口交貨值增長 10.8%，其中，4
月份下降 1.9%之後，5、6 月份分別增長 11.1% ◆香港文匯報
顯，有力拉動整體工業增長。
和 15.1%。四是製造業投資保持較高增幅，製
“總的來看，上半年工業經濟頂住了衝擊和
記者
黎永淦
造業投資同比增長 10.4%，其中二季度增長
壓力，經受了考驗，成績實屬不易。”田玉龍表
7.4%，高出固定資產投資增幅 3.2 個百分點。
示，當前內外部壓力仍比較大，特別是全球經濟
放緩、通脹高企，不可避免對貿易需求、全球供
汽車產業鏈供應鏈恢復拉動增長
應鏈穩定、大宗商品價格帶來影響，下半年面對
上半年，中國高技術製造業增加值同比增
的壓力還比較大，也比較複雜。但是，中國有完

22.7%，電信業務收入增長 8.3%，高於 GDP 增
速 5.8 個百分點。電信業務對經濟增長支撐作用
更加凸顯，從網絡建設看，中國基礎設施保持
領先，千兆光網具備覆蓋超過 4 億戶家庭的能
力，5G 基站數累計開通 185.4 萬個，其中二季
度新增基站近30萬個，實現“縣縣通5G、村村
通寬帶”，國家級互聯網骨幹直聯點開通數量
達到 19 個，網絡時延和丟包率（“丟包”指通
信數據包在傳輸中丟失）大幅下降。從服務支
撐社會發展的角度來看，融合應用賦能亦提
速，5G 和千兆光網融合應用加速向工業、醫
療、教育、交通等領域推廣落地，5G 應用案例

足總圖

州、雲南等8個省份開展實地督察。
會議要求，督察組要明確工作
任務，準確把握督察重點，緊扣主
題要求、緊抓關鍵環節、緊盯重點
任務，以督察促落實，着力夯實基
層基礎，着力推進依法行政，推動
各地方、各部門切實把黨中央關於
全面依法治國的決策部署全面貫徹
落實到位。
司法部法治督察局副局長王磊
在接受央視訪問時指出，要怎麼樣
◆香港足總 19 日於旺角鬧市放置大電視
確保法治建設在基層有人抓，有人
播球賽，並邀得顏樂楓及余煒廉出席與球
管，有人幹活兒，這個是我們這次
互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黎永淦
督查的一個特別重要的方面。

多用“明察暗訪、個別訪談”方式

王磊介紹說，督察期間，督察
組將通過聽取匯報，實地走訪，查
閱案卷，與領導幹部個別談話，訪
談民營企業家和基層幹部群眾，暗
萬化的比賽。我在二月份亞洲利曼錦標賽熟悉
訪突查等方式，推動中央全面依法
戰車的脾性，車隊和隊友也於上月官方試車日
治國的決策部署在地方落地見效。
了很多技術改善和戰略調整，務求比賽中遇強
“實實在在地搞督查，切實減輕基
層不必要的負擔，我們更多採用的
強。”
是明察暗訪、個別訪談這麼一種工
另一參賽香港車手許建德，在 2021 年賽
作方式，靜悄悄地搞督查，確保督
成功為香港贏得第一個
GT 世界挑戰賽歐洲
查取得實效，也減少匯報，多到基
（GT World Challenge Europe）年度總冠軍
層看，多聽群眾說。”
標，取得耐力賽盃
Pro-Am 組別的冠軍。去季
與 英 國 車 隊 Sky Tempesta Racing 達 成 此 項
舉，今季亦再度為該支車隊參賽。
許建德表示：“這是我個人第 4 次參加斯
24小時賽，看來亦將會是最具挑戰的一次。今
的金盃賽已被認為是競爭極其強烈的組別，所
參賽車手實力都非常強，再加上會有合共超過
部賽車參賽，能夠避開所有不利狀況順利完賽
致勝關鍵。”

香港兩車手赴比利時參戰耐力賽

數超過2萬個。
“暢通信息大動脈，將深化 5G 共建共享，
持續提升‘雙千兆’（指 5G 和千兆光網）網絡
覆蓋深度和廣度，繼續推進電信普遍服務，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楊浩然）兩名香港賽車
爭全年新建開通
5G
基站 60 萬個，總數超過 200
代表許建德及區天駿，落實參加年度最大型的GT
萬個。”工業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負責
賽，比利時斯帕 24 小時耐力賽（24 Hours of
人王鵬表示。
Spa）。
王鵬並指出，今年中國數字產業規模持續提
許 建 德 （Jonathan） 將 代 表 Sky Tempesta
升，1 至 6 月，電子信息製造業、軟件業、通信
Racing 參加金盃賽（Gold Cup），區天駿（An業和互聯網的收入總規模突破 10 萬億元人民
tares）則代表 Herberth Motorsport 爭奪 Pro-Am
幣，數字經濟已連續數年穩居世界第二，對經濟
盃。
增長的拉動作用不斷增強。
這兩位港將將會是超過 200 名來自不同國家
及地區參賽的僅有香港代表。連續進行24小時的
耐力賽，將在7月28至31日舉行。
◆江旻憓（右二）獲得銅牌。
FIE圖片
挑戰 Pro-Am 盃的區天駿今次將加盟德國車
可惜的是，Vivian 在 4 強戰面對世界排名第 3
隊Herberth Motorsport。
的韓國劍手宋世羅，Vivian雖一度於過程中追平，
區天駿表示：“我很高興第 3 次參加斯帕 24
但宋世羅在尾段的表現較出色，令 Vivian 以 9：14
小時。累積前兩屆實戰經驗，我和隊友 Jaxon、
落敗，只能繼2019年世錦賽後，再度獲得銅牌。
Dylan 及 Kevin 會揮出 100%力量，應付這場千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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瞄准居家健身痛点，打造全新内容生态——

健 身 设 备 变“ 聪 明 ”了
本报记者 龚文静

智能健身设备火了。数据显示，今年“6·18”预
售期间，京东平台智能健身镜 （以半透半反屏幕
为主体、搭载人工智能技术的运动健身产品） 成
交额同比增长 300%；天猫平台的 Keep 智能动感单
车成交量在开售 4 小时内就超过 5500 台，居同品
类第一。

与传统的哑铃、杠铃、划船机等健身器械不同，
智能健身镜、智能动感单车、家庭智能力量训练设
备等产品运用数字化技术，不仅打破了健身时空限
制，还能实时反馈运动数据，受到不少消费者青睐。
中国智能健身设备火热的背后，离不开相关企业的
努力。

“让我爱上了运动”
“智能健身镜不仅让我爱上了运动，还成了
带 娃 神 器 。”家 住 北 京 市 丰 台 区 卢 沟 桥 街 道 的
杨青入手了一台旗舰版 FITURE 魔镜。扫描小
程序，连接智能健身镜，即有 3000 多节健身课
程可供选择，其中就包括专门针对儿童的运动
游戏。杨青上小学的儿子在用魔镜锻炼时，神
情专注又认真。
16 个课程大类中，杨青最喜欢的是有氧舞
蹈。“对于我这种‘同手同脚’的人来说，在人多
的地方跳舞难免害羞，在家跟着‘魔镜’学，屏
幕上还会根据我的运动轨迹实时纠错，锻炼效
果不错。”
这 款 集 智 能 硬 件 、 AI 技 术 、 内 容 服 务 为
一体的智能健身镜，大小相当于一面穿衣镜，
被杨青放在了电视柜旁。
生产 FITURE 魔镜的成都拟合未来科技有
限公司是国内最早做智能健身镜的企业。就在
上个月，FITURE 还进行了产品升级，推出魔镜
3 和魔镜 3PLUS，两款产品新增支持双人运动场
景的 AI 识别功能。
而有着 10 多年健身经验的申彬对居家训练
要求更高，“疫情防控期间没法去健身房，普通
的弹力带和哑铃难以满足我的居家训练需求，
想要弄个可以在家‘撸铁’的健身房，可惜房间
又不够大。”
今年 5 月，家住深圳的申彬在朋友推荐下购
买了一台 Gym Monster 家庭智能力量训练设备，
“感觉把健身房的龙门架搬了回来，我已经迫不
及待地开练了！”
这台器械是深圳速境生活科技有限公司推
出的新产品。用户点击屏幕，可以自由选择标
准、铁链、离心、等速 4 种力量训练模式，内置
双电机还能为用户提供最大 100KG 的阻力。更
让人惊喜的是，这款智能健身设备折叠起来占
地面积仅 0.3 平方米，申彬说，家里的猫爬架比
这台器械还大。
除了智能健身设备之外，不少传统健身器
械也在朝着智能化、数字化的方向发展。北京
卡路里科技有限公司开发的 Keep APP 是国内最
大的成人健身内容平台，其研发的智能动感单
车今年上半年销量稳居动感单车市场占有率
第一。
“再也不怕深夜运动扰民了！”文怡在影视
公司工作，以前晚上回家跟着视频跳燃脂操
时，很快就会收到楼下住户的“抗议。自从她
买了 Keep 的 mini 款智能动感单车后，单车的智
能调阻功能不仅为她个性化定制骑行强度，而
且锻炼时产生的声音连 40 分贝都不到，邻居不
来敲门了，居家健身也不受时间限制了。
随着人工智能和物联网技术对体育行业的
深入渗透，健身设备变得更“聪明”。

打造老少皆宜的健身产品
新事物兴起的背后，往往蕴含着对消费市
场的新洞察。这些年轻的企业，为何纷纷选择
进入智能健身设备赛道呢？
“我们几个创始人都喜欢健身，当时发现不
少居家健身产品买回来就放在家里‘吃灰’，如
何打造一款老少皆宜的智能健身产品、帮助用
户 养 成 良 好 的 健 身 习 惯 是 我 们 的 初 衷 。”FITURE 联 合 创 始 人 兼 首 席 技 术 官 付 强 告 诉
记者。

上图：用户在
使用 Keep 生产的智
能动感单车。
Keep 供图

那么，智能健身设备是否会替代线下健身
房？针对这一问题，付强和刘韬的看法一致：
健身智能设备主要满足居家健身场景需求，帮
助更多人养成健身习惯。不同健身场景互为补
充，中国运动健身行业才会快速发展，中国健
身群体规模才能不断扩大。
2021 年 10 月，国家体育总局发布《
“十四五”
体育发展规划》，鼓励发展“互联网+健身”和“物
联网+健身”模式，增加运动产品及服务资源，
优化线上线下健身互动一体化以及增加家庭健
身场景及在线健身活动。眼下，线上线下协同
发展的健身模式正成为行业主流。

未来还要为用户提供情绪价值
下图：一家人
在 体 验 FITURE 生
产的智能健身镜。
FITURE 供图

“在研发产品前，我们体验了市面上很多
健身产品，也参加了不少健身房的团课、私教
课等。”聊起当初为何选择做智能健身镜，付
强说，“经过用户调研，我们发现线下健身房
受时空限制，使用效率较低，而智能健身镜要
解决的正是消费者没有时间坚持去健身房锻炼
的‘痛点’。”
产品推出后的数据印证了付强的猜想，
FITURE 的用户在一个月内使用魔镜的频率平
均可达 10 次以上，而活跃用户的数据高达 14.6
次，远超用户到线下健身房打卡的频次。近
期 ， FITURE 自 主 研 发 的 运 动 分 析 引 擎 FITURE Motion Engine 已经能有效识别 33 个骨
骼点，用户的运动反馈数据时延缩短至 0.3 秒，
这意味着智能健身镜能同步纠正用户运动的
动作。
同是健身“发烧友”的速境创始人刘韬，跑
进了另一条赛道。早在 2015 年他就开始了力量
训练，但由于下班时健身房大多已经关门，大

型力量训练设备在家里又放不下，只能用小哑
铃健身。于是，生产一款家庭智能力量训练设
备的想法在他心中萌芽。
刘韬着手组建速境团队。2020 年 6 月，速境
开始了产品研发。“产品原型的打磨用了 10 个
月，刚开始我们只有一个电机，能拉动时，觉
得这件事总算迈出了万里长征的第一步，大家
很兴奋地欢呼。”刘韬说。
之后，速境研发出驱动器-电机驱动控制
器，能持续稳定输出电流，为消费者提供安全
的力量训练。用户在使用 Gym Monster 时，轻
触屏幕、调节数字就能感受到相同的重量，再
也不用像传统健身房一样费劲地拆卸、组装哑
铃片了。“我们是看到了钉子，再来造一把合适
的锤子。”刘韬这样形容自己的创新历程。
“在健身领域，最稀缺的资源是时间和空
间。”中央财经大学体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裕
雄认为，智能健身设备能有效突破时空限制，
为健身人群提供多样化的运动体验。

不同于做智能硬件出身的科技企业，以提
供优质健身内容见长的 Keep 积累了一批忠实用
户，其推出的智能健身设备在吸引健身群体上
有着天然优势。
“我是 Keep 的老用户了。”陈纯之前习惯用
Keep 软件记录户外骑行数据，买了 Keep 这款
智能动感单车后，她评价，“在家就能上一对
一的单车私教课，太有互动感了！”
截 至 2021 年 底 ， Keep 平 台 上 录 制 的 健 身
课 程 超 过 10000 个 ， 直 播 课 程 则 超 过 13000
个 。 Keep 智 能 硬 件 产 品 负 责 人 安 冉 说 ：
“未
来，智能健身设备不再单一强调产品的锻炼效
果，那些能在运动中为用户提供陪伴、鼓励、
正向反馈等情绪价值的产品，将收获更多用户
的喜爱。”
“‘ 硬 件 +内 容 ’只 是 智 能 健 身 体 验 的 一 部
分。打造一个富有情感连接的社区才是帮助用
户收获运动乐趣、养成运动习惯的关键。”付
强说，基于以上考虑，FITURE 在创立不久就
建立了“FITUREHOOD 沸活圈”，在运动社区
中，用户可以和朋友一起打卡，分享训练体验。
作为后起之秀的速境，正在进行产品的更
新 迭 代 ， 其 中 一 个 重 要 方 向 便 是 开 放 Gym
Monster 的课程库，让有健身基础的用户在平台
上自发生产内容。此外，速境还将新增组队训
练功能，用户既能看到其他组员的训练成绩，
也能相约线下打卡等，这有助于促进平台社群
氛围的形成。
智能健身设备市场火热，是健身器材和用
品走向智慧化、数字化、终端化、生态体系化
的集中表现。
所谓“生态体系化”不仅指智能健身设备提
供的多元服务，还意味着当智能健身设备成为
智能终端后，用户个人的健身数据能连接到整
个生活性物联网中。
如 FITURE 推出的辅助配件心率带等智能
穿戴设备，能连接魔镜，帮助用户了解个人的身
体数据，再配备一整套运动及营养健康方案，有
利于消费者养成健康生活习惯。
“ 硬件获客不是
主要目的，后续的会员续费才是商业化重点，内
容差异化将成为维系会员的关键。”付强说。
智能健身设备市场日趋火热，但地域与年龄
分配不均、智能健身设备价格不够亲民等问题也
不容忽视。王裕雄建议：
“ 企业要在深入洞察消费
者体育健身需求痛点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产品
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
“随着智能健身设备及其背后的服务体系出
现，分布在全国各地的小众健身需求将通过在
线方式得到充分满足，智能健身设备有望推动
体育产业的商业模式发生颠覆性变化。”王裕
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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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因為離職而失去健康保險或需要更新

健保計畫，家裡多了個寶寶，或是滿��歲。擁有
健保比您想像的更容易。您可於規定期限內在

HealthCare.gov加入容易負擔、低價的健保計畫。

1-800-318-2596
由美國衛生及公眾服務部資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