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豪雨暴洪 肯州進入緊急狀態
路透社

（中央社）美國中南部肯塔基州州長貝希爾
（Andy Beshear）今天表示，豪雨引發暴洪，在
肯塔基州東部造成至少 8 人喪生，部分居民受困
屋頂和樹上。
世界各地近幾個月來受到極端氣候侵襲，科
學家指出，這些事件是氣候變遷的顯著跡象。
肯塔基州長貝希爾告訴美國國家廣播公司
（NBC）當地分社 WLEX 說： 「
這將是近期記
憶中最嚴重的洪災，極具破壞性且致命。」
他說： 「
死亡人數最後可能會攀升至兩位數
，現在據信可以確認的至少有 8 人死亡，但數字
似乎每小時都在增加。」
罹難者包括培里郡（Perry County）的一名

81 歲婦人。
貝希爾說，救援人員已經從空中救援了 「
20
至 30 人」。他之前表示，民眾逃到屋頂或爬到
樹上來躲避洪水，等待救援。
在肯州阿帕拉契地區（Appalachian），許多
道路已經變成河流，毀損的汽車散落各處，褐色
泥濘的洪水拍擊著低窪處的民宅屋頂。
部分地區通報 24 小時內累積雨量超過 20 公
分。
在肯塔基河北岔口懷特斯堡（Whitesburg）
，通常每年此時河水深度為 1 到 2 英尺，如今卻
暴漲到驚人的 20 英尺，遠高於先前創下的 14.7
英尺紀錄。

貝希爾說，州內有 6 個郡宣布進入緊急狀態
，已派遣 4 架國民兵（National Guard）直升機協
助救援工作。
肯塔基州魚類和野生動物部（Kentucky Department of Fish and Wildlife）也派遣橡皮艇執行
水上救援。
貝希爾說，全州約有 2 萬 5000 戶民宅斷電，
許多家庭無水可用。
美 國 國 家 氣 象 局 （National Weather Service
）表示，當地仍有洪水氾濫風險，並警告還會降
下更多豪雨。
白宮新聞秘書尚皮耶（Karine Jean-Pierre）
說，美國總統拜登已聽取了洪水的相關簡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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艱困中走出來

剛剛參加了狄森博士就任赫
里斯群體育及會議 NRG 體育中

心主席之就職典禮， 包括市長在
內的市府政要及宗教界領袖數百

人出席， 全塲在令人溫馨和笑
聲中訴說少數族裔如何在社會
中力爭上游之往事。
世界知名的休斯敦沃斯丁牧
師在就職典禮中為全體人員祈
禱 ，他呼籲我們社會必須和平
相處， 互愛互助建立一個和諧
的社會。
市長特納在會上回憶和狄森
博士之童年往事 ，兩人相知相
識數十年， 他讃譽狄森主席是
位非常傑出之牧師 ，社會慈善
家及社會活動家， 今後他將領
導大休斯敦區之各項體育活動
， 包括二 O 二六年的世界杯足球
賽。

國會議員格林 希拉積克遜李
、郡長 、市議員皆紛紛上台表示
祝賀。
狄森博士在台上講述了當年
非洲裔如何在艱難之環境中打拼
之経歷 ，在休斯敦黑人區當年因
種族隔離政策， 許多年輕人失去
了升學和就業機會， 他們多半都
參加過各項民權運動，一直到民
權法案和隔離政策之結束， 是段
令人傷感和壯闊之奮鬥歷程 ，狄
森博士回憶童年時 ，要看一場球
賽得讓父母親省吃俭用， 才能購
買一張球場票 ，如今他成了
NRG 體育中心的主席， 這段歷
程怎不會令人感動呢。

Congratulations To Dr. James W.E. Dixon
We just attended the
congratulation party for Dr.
James Dixon as Chairman of the
Harris County Sports and
Convention Corporation and
NRG Park. Two hundred guests
including city and county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religion
leaders attended.
The world-reknown Houston
Lakewood Church pastor Joel
Osteen prayed for all the people.
He called for our society to live in
peace love and help each other
to build a harmonious society.
Mayor Turner recalled their
childhood remembering that he
and Dr. Dixon have known each
for other many decades. The
mayor said that Dr. Dixon is not
just an outstanding pastor, social
philanthropist and social activists,
he will also lead our community

to the next step including the
World Cup in 2026.
Congresswoman Sheila
Jackson Lee and other
state-elected officials all came to
congratulate Chairman Dr. Dixon.
Mayor Turner also announced
July 16, 2022, as Dr. Dixon Day.
Dr. Dixon in his speech tried
to remember the hard days in his
early life whenmany black people
didn’t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get an education. Due to the
racial policy most of them joined
the civil rights movement until the
civil rights bill was signed
He recalled in his childhood
that his parents were too poor to
buy a ticket for him to go to ball
games. But today, he has
become the chairman of the NRG
Center. How life has changed for
him is such a touching 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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澤倫斯基視察港口
監督首艘穀物出口船裝載作業
(本報訊)烏克蘭總統辦公室今天表示，在
聯合國及土耳其促成烏國與俄羅斯達成協議後
，澤倫斯基總統視察了南部一座港口，監督穀
物裝上一艘土耳其船舶以待出口。
法新社報導，根據烏克蘭總統辦公室的聲
明 ， 澤 倫 斯 基 （Volodymyr Zelenskyy） 說 ，
「戰事開打以來的第一艘出口船舶正在裝填貨
物，這是一艘土耳其船」。
總統辦公室發布的切爾諾莫斯克（Chornomorsk）港口影片顯示，澤倫斯基站在一艘
名為 Polarnet 的船舶前。
總統辦公室聲明說，根據一項要把受制於
俄羅斯海上封鎖的數百萬公噸滯留穀物銷往全

球市場的計畫，出口作業可能在 「未來幾天」
展開。
聲明提到： 「我方已有充分準備，並向我
們的夥伴聯合國及土耳其發出了這方面的所有
訊號，我們的軍隊會確保安全。」
聲明引述澤倫斯基的話指出： 「基礎設施
部長正與土耳其方面及聯合國進行直接接觸，
我們正等候他們發出可以開始的訊號。」
總統辦公室表示，穀物出口作業將透過多
艘船舶一起展開，這些船舶早在俄國軍隊 2 月
入侵時已完成貨物裝填，只是因為戰事爆發而
無法出航。

日本連續3天確診破20萬 居家療養人數破百萬

正當一場場野火肆虐已經燒焦了超過 15,
000 英畝的美西土地, 迫使數千人撤離加州優勝
美地國家公園（Yosemite National Park）附近
農村之際, 美國東南部的肯塔基州卻發生災難
性洪水，至少有 8 人死亡，一對老夫婦在被沖
出家門後不幸死亡,數以百計的房屋被洪水淹沒
,沖毀了橋樑，摧毀了電力線，當大水湧入家中
時，一些居民爭先恐後地爬上屋頂。洪水氾濫
使房屋和汽車被洪水淹沒或完全沖走，情況惡
化,官員們說，在持續風暴中，預計死亡人數會
上升,救援人員正夜以繼日工作， 鄰近的維吉
尼亞州與西維吉尼亞州也深受其害, 兩州州長
分別發布全州緊急狀態聲明, 強令州民遠離危
險地區。
水火真是無情, 地球環境在丕變，一年四
季都有惡劣天氣降臨世界各角落,幅員廣大的美
國從西部到中西部, 從南部到東南部和東部, 我
們看到了烈火、颶風、洪水、強風、熱浪與暴
雪....... 種種天災造成的人禍防不勝防, 這次肯
塔基州所帶來的洪水氾濫，災區滿目瘡痍，災
後重建工作還有待聯邦政府紓困才可完成。
在從前，當自然科學家們想把天然災難事
件歸咎於全球暖化(global warming）時十分謹慎
，但現在他們已再三證實全球暖化是造成災難
的元兇，如肯亞乾旱記錄、英國冬天太陽的變
化以及對中國西南部暴雨研究等都有實際數據

證明氣候暖化之影響, 而且值得留意的是,過去
的天氣指標已跟不上當前氣候變化情況，氣候
暖化導致冰山解溶，海平面上升，地球上許多
土地被海水淹沒，讓居住地減少，所以各國都
必須減少溫室氣體排放量以應對氣候變化的影
響。
美國去年溫室氣體排放量上升了 6%,我們
已經看到更強風暴、野火、乾旱和熱浪不斷出
現各州, 有鑑於此,伊州州長簽署了《氣候與公
平就業法案》，使伊州成為第一個承諾在 2050
年前實現淨零碳排放的州。華盛頓州州長也要
求立法者在 2022 年撥款 6.26 億美元用於應對氣
候變化。加州州長希望在未來五年投入 220 億
美元用於電動汽車和充電站，以及其他環保舉
措。紐約州長的氣候計劃包括撥款 5000 億美元
用於海上風力發電，並禁止在新建築中安裝燃
氣裝置。
當各州都在避災上有所作為時, 白宮也不
例外, 拜登總統所推出的 “Build Back Better”
中有關氣候防範, 將在未來十年撥出 5550 億美
元用於可再生能源和清潔交通激勵措施,為從燃
燒化石燃料向可再生能源過渡提供激勵措施,如
美國能實現拜登提出到 2030 年將溫室氣體排放
量削減 50%的目標，氣候變化條款就需要成為
法律,兩黨必須去除黨派之私, 讓 BBB 法案在國
會早通過立法！

(本報訊)日本第 7 波 COVID-19 疫情延燒
，今天回報新增 22 萬 1443 人確診，連續第 3
天突破 20 萬人。厚生勞動省表示，日本全境
有 109 萬 8671 人因染疫居家療養，首次突破
百萬人。
日本放送協會（NHK）報導，全國新增
22 萬 1443 人確診、122 人病故。東京都新增
確 診 3 萬 6814 人 ， 較 上 週 五 （22 日 ） 增 加
1891 人，連續第 10 天較上週同期增加。
北 海 道 新 增 確 診 6594 人 ， 琦 玉 縣 1 萬
3155 人，福岡縣 1 萬 4060 人。
每日新聞報導，厚生勞動省今天表示，
截至 27 日統計，日本全境有 109 萬 8671 人因
感染 COVID-19（2019 冠狀病毒疾病）居家
療養，首次突破 100 萬人，也是連續兩週刷新

過去紀錄。截至 20 日的當週居家療養人數僅
為 61 萬 2023 人。
居家療養人數最多的為東京都，有 15 萬
7576 人，大阪有 11 萬 5909 人，神奈川縣有 7
萬 4937 人。
此外，由於日本即將放盂蘭盆節連假，
面對染疫人數不斷攀升，東京都知事小池百
合子今天在例行記者會表示，民眾若要在放
假期間旅遊或返家省親， 「希望不要跨越縣
境」，要求民眾在一定程度上 「自肅」（自
我克制），避免移動。
她表示，到 8 月 21 日之前是 「保護自己
，以及重要的人的特別期間」，呼籲民眾落
徹底實施打疫苗、換氣，以及戴口罩等防疫
措施。

(本報訊)孟加拉肅貪機關今天表示，已對
2006 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微型貸款先驅尤努
斯（Muhammad Yunus）展開貪腐調查，指控
他在擔任鄉村電信公司（GT）董事長期間挪
用公款。
法新社報導，82 歲的尤努斯因致力消除貧
困而在國際上聲譽卓著，但在國內因勞資糾紛
和長期與總理哈希納（Sheikh Hasina）不和而
名聲受損。
孟 加 拉 肅 貪 委 員 會 （Anti-Corruption
Commission）表示，正在調查尤努斯和 「鄉村
電信」 （Grameen Telecom ，GT）董事會其
他成員涉嫌挪用公司員工分紅情事。
鄉村電信的董事會還被指控洗錢和挪用
297.7 億孟加拉幣（約新台幣 95 億元），並竊
取另外 500 萬美元（約新台幣 1.5 億元）的勞

工福利基金。
目前未取得尤努斯對此置評。
孟加拉勞動法規定，所有企業須提供員工
5%的利潤分成。
就在幾個月前，鄉村電信同意支付 5000
萬美元來解決心懷不滿的員工長期以來的法律
糾紛，這些員工提起 100 多起訴訟，聲稱公司
未付款，剝奪分紅。
尤努斯是鄉村電信的創始人；鄉村電信擁
有孟加拉最大行動電話運營商的數十億美元股
份。
尤努斯於 1980 年代創立鄉村銀行（Grameen Bank），向數千萬農村婦女提供小額信
用貸款，幫助消除孟加拉赤貧而聲名大噪，因
促進經濟發展而獲得 2006 年諾貝爾和平獎。

諾獎得主尤努斯被控挪用公款 孟加拉下令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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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 8 月將禁俄煤

「正從世界各地購買煤炭」

綜合報導 「歐洲正從世界各地購買
煤炭」，隨著 8 月歐盟即將生效對俄羅
斯的煤炭進口禁令，美國、澳大利亞、
印度尼西亞、哥倫比亞等國家的碼頭上
，源源不斷的煤炭正在裝船駛向歐洲。
國際大宗商品數據提供商 Kpler 7 月份的
最新數據顯示，與去年同期相比，歐洲
的煤炭進口量增加了 1/3 以上。就連運輸
鏈末端也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需求。
「最新的運量真的很瘋狂！」德國魯爾
區的小型煤炭貿易商安德萊亞斯對《圖
片報》表示，「我的客戶不斷地把煤運

往儲藏室」。他表示，客戶聯絡電話自 6
月以來就一直響個不停。在以往的夏季
，他平均每周運送一卡車煤，目前幾乎
一天運一車。
現在許多歐盟國家因火電需求激增
面臨煤炭短缺。歐盟新聞網站 Euractiv 報
道稱，歐盟各國為減少對俄羅斯的能源
依賴，正在重啟火電廠，加大燃煤發電
量。奧地利、德國、荷蘭和法國計劃讓
已經關閉的燃煤電廠處於可隨時啟用的
待命狀態，以防今冬和明春的天然氣供
應中斷。荷蘭也修改了此前停止運行燃

德媒：德國下薩克森州
「養豬熱」 引環保爭議
綜合報導 「當人們開車經過德國下薩克森州搖下車窗時，總能聞
到臭味。」這裏其實是一個價值 60 億歐元的豬肉產業的中心地帶，該地
區每年向全球輸送數千噸德國豬肉。據報道，下薩克森州在豬肉產業欣
欣向榮的同時，當地環境卻遭遇危機。
報道稱，二戰後，被視作「德國貧民窟」的下薩克森州，依靠當地
資源大力發展畜牧業。在政府的支持下，該地區的生豬數量和農場規模
在 2004 年至 2012 年間迅速增加，德國的豬肉出口量也翻了一番多。如今
，德國近 60% 的生豬分布在下薩克森州和北萊茵-威斯特法倫州。下薩
克森州一些地區的豬密度是全國平均水平的 4 倍。然而這也給環境造成
影響，當地農場氨氣排放量及地下水中的硝酸鹽含量嚴重超標。在環保
人士製作的地圖中，這些被稱為「豬帶」的區域被標註為紅色。有環保
人士指出，當地政府只在意畜牧業的發展，卻對環境危機視而不見。
德國農業智庫Agora Agriculture的負責人克裏斯蒂娜· 開姆尼茨表示，豬
的密度是下薩克森州環境問題的核心，豬產生的糞便雖是農業肥料，大
量使用卻會導致過量硝酸鹽滲入地下水，從而破壞河流、湖泊和海洋。
環境活動家貝倫斯認為，德國人在購買豬肉時仍沒有充分認識到該行業
對環境的影響。「大多數消費者並不知道我們在太小的土地上養了太多
的動物，動物福利問題被很多人關註，但他們卻沒有思考過度施肥、飲
用水質量下降、植物減少等問題。」貝倫斯說道。
德媒報道稱，下薩克森州的「養豬熱」及其帶來的環境問題在德國
引起爭議。德國人對肉的需求已連續三年下降。為此，許多環保人士要
求縮減養豬規模。調查顯示，50%的養豬戶計劃在未來 10 年內退出。不
過，養豬利益集團不滿一些政客以及環保人士的提議，認為養豬業的轉
型應向關註動物福利方向發展，政府應該提供更多資金。

印尼是世界上最大的煤炭出口國，2021
年煤炭出口量約 4.55 億噸。澳大利亞以
約 3.5 億噸的煤炭出口量位居第二，俄羅
斯煤炭出口量約 2.2 億噸。
此外，來自南美洲的煤炭也在更多
運往歐洲。「哥倫比亞的煤炭越來越受
到歡迎。」德國電視一臺表示，位於哥
倫比亞西北部的 El Cerrejon 是世界上最
大的硬煤礦之一。每年約有 3000 萬噸煤
炭從這裏運往世界各地。德國能源公司
STEAG 和 EnBW 公司是其重要客戶，德
國最大能源企業 Uniper 和 RWE 也在增加
購買哥倫比亞煤炭。
歐盟還在從美國、南非、莫桑比克等
地進口煤炭，並且也開始轉向非傳統供應
商，俄羅斯《生意人報》報道稱，根據歐
盟統計局的數據，今年 1-5 月期間，哈薩
克斯坦向歐盟國家運送 150 萬噸煤炭，幾
乎是 2021 年全年的 2 倍。3 月份以來，哈
薩克斯坦每月向歐盟出口煤炭達到 30
萬-40萬噸。去年同期哈薩克斯坦對歐洲煤

綜合報導 近日，英國航空航天系統公
司（BAE）在英國皇家國際航空展上，公布
了兩款新型無人機設計方案，並展示其模型
，引發外界關註。該公司稱，這兩款新型無
人機機動性強、成本合理，一旦與其他武器
融合，將能高效遂行各類作戰任務。
目前，這兩款新型無人機還未正式命
名，僅以 1 號概念機和 2 號概念機代稱
（以下簡稱 1 號機和 2 號機）。外形上，2
號機機體更大，機身更長更窄，尾翼為 V
形，1 號機相對小巧，采用雙垂尾。性能
上，2 號機飛行高度更高、航程更遠、載
重能力更強、可重復使用次數更多。任務
側重上，1 號機既能遂行獨立任務，也能
多架協同進行蜂群作戰。2 號機更多是與
其他現有的空中武器平臺相互融合，強化
整體打擊、情報、監視與偵察能力。
同時，兩款新型無人機在設計理念上
也有共性。兩款機型都采用模塊化設計，
能夠加裝光電系統、紅外傳感裝置、電子
戰裝備和各類彈藥，可根據具體任務需要
靈活調整掛載的裝備類型。同時，兩款機

型均可采用集裝箱
進行輸和儲存，方
便部署和維護。
分析認為，兩
款新型無人機的設
計方案，折射出英
國航空航天系統公
司對未來戰場的某
些分析與預判。
首先，未來戰
場將由傳統平臺對
抗發展為系統對抗
，分散於戰場各空
間的單一武器平臺
需要互聯互通、聚合成網，以形成系統整
體作戰效能。兩款機型在強調獨立遂行任
務能力的同時，更重視與其他武器平臺的
融合。
其次，未來戰場環境錯綜復雜、瞬息萬
變。兩款無人機在設計時都采用集裝箱存儲
系統，模塊化設計使得單一平臺能夠兼容不
同裝備系統，在多種行動中發揮作用。

綜合報導 據報道，比利時
第一大港安特衛普港一處建築
工地疑似出現人口販賣案，55
名來自菲律賓和孟加拉國的技
工或為人口販賣受害者。
《比利時時報》當日刊發報

道稱，涉案工地正在興建生產聚
丙烯的大型化工廠，「業主」為
歐洲知名化工企業北歐化工(Borealis)。55 名工人多為管工和焊
工，為工地某承包商工作。
報道指菲律賓駐比利時使館

領事部門最早接到舉報，隨後通
知安特衛普市政府和比利時協助
打擊人口販賣的非政府組織。經
安特衛普勞動監察辦公室走訪調
查，發現這 55 名工人每周必須
工作六天，每月到手的工資卻只
有 650 歐元，僅為比利時正常工
資水平的四分之一。
同時，調查發現工人的居住
條件十分惡劣，不少人先在同屬
申根區成員國的匈牙利落腳，其
後持匈牙利工作許可來到比利時
，但這些證件現已過期。
目前安特衛普勞動監察辦公
室正在對事件進行調查。《比利
時時報》刊發報道後，總部設在
奧地利的北歐化工回應稱，55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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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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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在未來復雜環境下的體系對抗
中，製勝關鍵在於提升對敵方和環境的態
勢感知能力、縮短由發現到摧毀的周期。
兩款新型無人機均重視察打一體能力，2
號機還可掛載 2 枚「流星」空空導彈和 12
枚「長矛」空地巡航導彈，大幅提高其多
用途作戰能力和多目標作戰能力，以適應
未來戰場的需求。

比利時浮現人口販賣案 菲律賓孟加拉國技工成受害 者

金城银行与您

Corporate Office
(713)777-3838

炭出口量僅為 6 萬-7 萬噸。在對俄實施製
裁之前，俄羅斯占歐盟煤炭進口量的 65%
，這樣的數量很難替代。分析人士稱，哈
薩克斯坦可能大幅增加對歐盟的煤炭供應
，因為其煤炭適合歐洲發電廠。
不過，大量的煤炭進口也導致歐洲
港口嚴重擁堵。截至 6 月底，有 71 艘散
貨船在安特衛普、鹿特丹和阿姆斯特丹
附近拋錨，是近五年平均水平的三倍。
目前煤炭船的等待時間約為 10 天，萊茵
河的低水位也導致了延誤。
德國新聞電視臺稱，德國最大的問
題之一是煤炭運輸。從秋季開始，數百
輛新增的貨運列車必須將大量硬煤運往
德國發電廠。但鐵路公司似乎幾乎沒有
為這項任務做好準備。「自 2016 年以來
，我們的行業大幅萎縮。2016 年至 2020
年期間，我們的銷量下降約 50%。」德
國煤炭進口商協會主席亞歷山大· 貝特表
示，目前物流、人員和材料已經做出調
整。德國已經規定煤炭運輸的優先權。

英國新無人機方案引關註
可掛載 10 多枚導彈

聯合國：非洲之角的旱情正持續加劇
綜合報導 聯合國人道主義事務協調廳表示，非洲之角正遭受四十
多年來最嚴重的幹旱。埃塞俄比亞、肯尼亞和索馬裏的部分地區遭遇連
續四個雨季的降水不足，民眾面臨饑餓的威脅，這也是至少四十年來少
見的氣候極端事件。
據估算，這場開始於2020年10月的幹旱使得至少1940萬人受災。埃塞
俄比亞、肯尼亞和索馬裏至少有1860萬人生活在嚴重的糧食不安全和日益
嚴重的營養不良之中。到今年9月，這個數字可能會達到2000萬。
自 2020 年 10 月以來，該地區至少有 700 萬頭牲畜死亡。根據聯合國
兒童基金會的數據，這三個國家的營養不良率正在上升，超過 710 萬兒
童嚴重營養不良。
除此之外，超過 1160 萬人無法獲得足夠的安全水資源來飲用、烹飪
和清潔。許多取水點已經幹涸或變得不安全，增加了疾病傳播的風險。
高溫加劇了現有的缺水狀況，預計高溫將持續到 2022 年 9 月。
目前，許多受幹旱影響地區的糧食價格正在上漲。除此之外，該地
區的民眾還面臨新冠疫情和沙漠蝗蟲侵襲等挑戰。埃塞俄比亞和索馬裏
還有數百萬人生活在沖突中。
聯合國人道主義事務協調廳還表示，2022 年 10 月至 12 月的雨季也
可能降水不足，屆時將會導致一場前所未有的災難。需要立即采取行動
，以防止未來幾個月出現最壞的情況。

煤電廠的立法，境內火電站到 2023 年底
將再次滿負荷運行。捷克等中歐和東歐
國家也比原計劃更加需要煤炭。
目前，歐洲第一大經濟體德國 40%
的煤炭來自俄羅斯。而波蘭約 75%的煤
炭來自俄羅斯。「好像在一夜之間，大
約 800 萬噸煤炭從市場上消失了」，波
蘭能源專家琴澤夫斯基近日在 TVN 電視
臺上坦言，尋找到俄羅斯煤炭進口的替
代品並不容易。
隨著歐盟各國滿世界尋找煤炭，進口
也隨之大增。彭博社稱，今年上半年，歐
洲能源和大宗商品交通樞紐區域安特衛普鹿特丹-阿姆斯特丹 （ARA） 地區的煤炭
進口量同比增長35%至2690萬噸。澳大利
亞煤炭巨頭懷特海文煤炭已收到許多歐洲
國家交貨請求。該公司還通過政府一攬子
援助計劃向烏克蘭提供7萬噸煤炭。
同時，亞太地區煤炭貿易商也在積
極向歐洲出口。「印尼可緩解煤炭市場
的緊張局勢」，德國 NTG24 新聞網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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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並非由北歐化工直接雇傭，
而是「受雇」於公司承包商。
協助處理此事的比利時非
政府組織則指，綜合考慮工資
過低、居住條件惡劣、所持證
件過期等情況，55 名工人或為
人口販賣受害者；如果屬實，
這是近年西歐國家較為罕見的
大規模人口販賣案。
案件被曝光之際，正值 7
月 30 日「世界打擊販運人口行
為日」即將到來。在去年發表
的相關聲明中，聯合國秘書長
古特雷斯曾表示，新冠肺炎疫
情致使全球陷入極端貧困的人
口增加了 1.24 億，當中數百萬
人面臨被販賣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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裴洛西不鬆口是否訪台
白宮未見中方增軍事行動跡象
（綜合報導）儘管傳聞將在今天出訪亞洲，美國聯邦眾議
院議長裴洛西仍以安全考量為由，不願鬆口是否訪問台灣，但
她對即將展開的出訪感到興奮。美國白宮官員柯比則表示，未
見到中國有採取任何軍事行動的跡象。
美媒盛傳裴洛西（Nancy Pelosi）將在今天展開亞洲訪問行
程，已知的地點包括日本、韓國、新加坡與馬來西亞，外界最
關注的台灣行則列為 「暫定」（tentative）。
裴洛西今天在每週例行記者會被問及此事時，依然以安全
考量為由迴避。她表示，這是安全議題，對於每位出訪的國會
議員來說都是安全問題，特別是出國訪問。對議長而言，這是
額外的安全議題，還包括和她一同出訪的成員與工作人員。

儘管不願確認是否將訪問台灣，裴洛西仍花時間闡述美國
與亞太地區關係的重要性。
她表示，美國總統拜登上任之初就談到對亞太區域的高度
重視。包括拜登、副總統賀錦麗（Kamala Harris）等人也曾前
往亞洲訪問，她希望國會也能參與其中。做為西太平洋一份子
，她將太平洋視為自己的家園，是其中的一部分。
裴洛西並表示： 「我非常興奮，如果我們去這些國家，你
們會在途中聽到對話的消息。」
對於裴洛西的出訪，白宮同樣不願證實。白宮國安會戰略
溝通協調官柯比（John Kirby）表示，裴洛西的出訪由她自己
決定。不需要也不沒有批准與否的問題。

中國官方連日來對裴洛西可能訪台語出恫嚇，在被問及是
否觀察到中方有任何軍事行動時，柯比表示，並未見到中方有
任何對台灣不利的具體、明確跡象。
柯比並指出，已經看到中方關於裴洛西可能出訪的好戰言
論， 「沒有必要這樣做」，美方政策沒有改變。
對於裴洛西可能訪問台灣一事，北京反應激烈。北京多次
發表措辭嚴厲的言論，中國軍方揚言若裴洛西訪問台灣 「必將
採取強有力措施」。在裴洛西將啟程前往亞洲訪問前夕，共軍
宣布將在當地時間 30 日在福建平潭一岐嶼附近水域執行實彈射
擊訓練。

美國大學生到台灣學華語
教授：影響持續一生
（綜合報導）加州大學爾灣分校（UCI）與國立成功大學
啟動校對校合作計畫，加強雙方華語及英語交流，人文學院院
長米勒說，對學生而言，這將是影響一生的經驗。
駐洛杉磯辦事處長黃敏境今天代表外交部與 UCI 校方高層
及台南成大簽署三方合作協議，在 「台灣優華語計畫」下推動
UCI 與成大之間的校對校合作，為期 3 學年。
UCI 副校長兼學務長史登（Hal Stern）、國際副校長瓊斯
（Victoria Jones）、人文學院院長米勒（Tyrus Miller）代表出
席。成大校長蘇慧貞透過視訊連線，簽署合作協議。
9 名 UCI 學生獲得教育部提供的 「台灣優華語獎學金」正
在成大進行交換計畫，幾名學生代表也一同在台南現場，越洋
透過影片與照片分享在台灣學習華語、參觀台南景點、逛夜市
、到高中協助英語教學的心得。
中文名字叫蝴蝶的亞曼妮（Amani Suad Butterfly Shahid）
分享，寄宿家庭主人對待她就像家人一樣，讓她住得很舒適，
入住的第一天就煮牛肉湯給她，帶她去很多台南的熱門景點。
她還與他們的女兒一起做功課，互相學習華語跟英語。
社會科學系的藍豔麗（Ashly Yen Na）在影片中說，雖然

在台灣的時間不長，但卻是很深入與沉浸式的學習經驗，讓她
必須挑戰自己、逼自己踏出舒適圈，在日常生活中能夠自信地
講華語，這真的是難忘的體驗。
人文學院院長米勒、國際副校長瓊斯接受中央社訪問，談
到這項交流計畫對學生的幫助。
米勒說： 「這些都是足以改變一生的經驗。特別是語言的
學習，為兩邊的學生開啟了非常特別的人生經驗。影響力將會
持續一生。這將為學生開啟各種機會，遇見不同的人，把這個
經驗帶回各自的國家。我們期待長期下來，學生們可以從這樣
的經驗當中獲益。」
瓊斯說： 「除了交換計畫與經費補助之外，最重要回饋來
自於學生們的快樂，來自於學生們的真心，來自於人們的熱情
接待。我認為院長說得對，這項計畫的意義遠大於獎學金本身
，不過沒有這筆經費，這一切也不可能成真。」
成大校長蘇慧貞透過視訊接受越洋訪問，談到成大與所在
城市台南所具有的優勢。
蘇慧貞說： 「台南是台灣 400 年前第一個藉由進出口貿易
而擁抱世界、面向世界的城市，這樣的文化背景下，這座城市

的多元性，能夠讓美國過來的同學們從一開始就全面展開的刺
激與理解。」
蘇慧貞強調，成大是一所全方位的大學，包括太空衛星、
人文考古、基礎製造、生物醫學、人工智慧領域的成就， 「文
化為背景、科技為底蘊」成大代表台灣社會最寶貴的經驗，足
以跟全世界的優質大學交流互動。
駐洛杉磯台北經濟文化辦事處長黃敏境指出，台灣跟美國
享有長久的友誼、共同的價值觀，那就是自由、民主、多元、
開放，無論是 UCI 的學生到台灣，或是成大的學生到美國，這
樣的背景下進行教育文化交流可說是 「門當戶對」，對彼此的
文化都能有更進一步的瞭解。
旅美企業家、總統府國策顧問楊信在 UCI 成立獎學金，支
持台美教育合作，他今天也以視訊會議的方式出席這場活動。
楊信受訪表示，亞裔人口在美國急速增加，但台灣留學生
卻逐年減少，UCI 是他捐助成立獎學金的 5 所美國知名大學之
一，用意是鼓勵更多台灣年輕人到美國讀書。

拜習同意會晤 可能 G20 峰會見
（綜合報導）美國總統拜登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於 28 日
進行長達 2 個多小時的電話通話後。美國官員透露，兩位領袖
已同意進行面對面會談。美媒分析，其中一個可能時間點就在
今年 11 月中旬，也就是在印尼峇里島舉行的 20 國集團峰會
（G20）進行雙邊會晤。
美國 CNBC 報導，儘管拜習通話後的聲明，並沒有提到兩
人面對面會議的計畫。但美國官員在通話後向媒體介紹情況時
透露： 「雙方討論了氣候變化和健康安全等潛在合作領域。根
據白宮記錄，最後有一次交流…關於（美中）團隊之間正在制
定面對面會議的對話。在我看來，已提出並同意了一個非常明

確、肯定的議程。」對此說法，中國外交部 29 日沒有立即回應
置評請求。
報導引述了全球最大政治風險諮詢公司 「歐亞集團」的分
析報告稱，（拜習）通話的發生是一個溫和的積極因素，表明
兩位領導人都希望在雙邊關係惡化的情況下維持底線。但未來
任何中美高層對話的停止，都將是全球穩定的負面信號。習近
平沒有升級中國的威脅，但也間接警告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
此行，可能會激起中國的民族主義情緒。
美聯社報導，印尼總統佐科威（Joko Widodo）7 月 26 日訪
中與習近平會面時，正式邀請習近平前往在 11 月舉行的印尼二

十國集團（G20）峰會，而這個會議將成為拜登與習近平可能
會面的地點。儘管中方聲明未明白宣布習近平答應出席，但也
強調願與印尼加強協調配合，確保峰會取得圓滿成功
柬埔寨、印尼和泰國將於今年 11 月接續舉辦領袖峰會，包
括 11 月 11 至 13 日由柬埔寨主辦的東協高峰會（ASEAN Summit Meeting）；11 月 15 至 16 日由印尼主辦的 G20 峰會；11 月
18 至 19 日由泰國主辦的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經濟領袖
峰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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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新冠確診日增破紀錄
大阪上調疫情警戒度至最高級

綜合報導 根據柬埔寨官方最新
消息，新冠疫情發生以來，柬埔寨
政府向貧困家庭累計發放疫情紓困
金 7.4 億美元。
柬埔寨社會福利部 27 日發布的
報告稱，在新冠肺炎疫情沖擊下，
柬埔寨約 100 萬人口墜入貧窮線下，
必須依賴政府提供援助金紓困。從
2020 年 6 月 25 日至 2022 年 7 月 24 日
，政府發放紓困金累計 7.4 億美元，
近 70 萬戶家庭受益。
柬埔寨社會福利部稱，2020 年 5
月被鑒定為生活貧困的家庭為 52 萬
戶，家庭成員約為 200 萬人。在疫情
發生後，貧窮家庭數目增至 72 萬戶
，家庭成員也增至 300 萬人。
根據規定，在金邊每天收入低於
2.50 美元的家庭將被列為貧困，在
外省城市貧戶每天收入則低於 2.30
美元，在鄉下地區貧戶每天收入則
低於 2.10 美元。
近一段時間以來，柬埔寨疫情有所反彈，政府強調
紓困措施只向持有貧困證的家庭發放。貧困證分成兩
種，即「赤貧」和「貧困」。紓困措施還分三種級別
，即在首都金邊市中心、外省市中心和農村地區的貧
窮家庭獲得的紓困金補助不相等。在金邊市生活的赤
貧家庭，如有 6 名家庭成員，其中有兩老兩小，每月
將獲得 148 美元生活補助。

綜合報導 日本全國新增新
冠肺炎確診病例 209694 例，創歷
史新高。
此外，日本全國有 25 個道
府縣當天的新增新冠確診病例數
刷新了最高紀錄。
另據日本共同社報道，27 日
，日本大阪府召開了對策總部會
議，決定根據顯示疫情程度的獨
立標準「大阪模式」，將疫情警
戒度上調至最高的「非常事態」
(紅燈)。這是大阪府時隔 3 個月
再次把警戒度上調至最高級。
7 月 28 日至 8 月 27 日，大阪
府將要求重癥風險高的老年人避
免不必要非緊急的外出；還呼籲
與之同住的家人避免高感染風險
的行動。
據報道，大阪府的新增感染
人數從 6 月下旬起持續增多，7
月 27 日公布的數據為 21860 人。
當日的病床使用率為 52.0%，超
過了 50%這一轉入「非常事態」
的標準。

菲律賓取消采購俄直升機

菲律賓呂宋島發生 7.0 級地震
引發輕微局地海嘯
綜合報導 記者從自然資源部海
嘯預警中心獲悉，根據該中心監測
數據分析，2022 年 7 月 27 日 8 時 43
分(北京時間)，菲律賓呂宋島(17.85°
N,120.37° E)發生 7.0 級地震，震源深
度為 15.0 千米。
自然資源部海嘯預警中心根據
監測數據分析，此次地震引發了輕
微局地海嘯，震源附近的菲律賓庫
裏馬奧站監測到 8 厘米海嘯波動。此
次過程沒有對我國沿岸造成影響。
根據全球水位監測數據顯示，
此次地震在震源附近引發了輕微局
地海嘯波動。截至到 2022 年 7 月 27
日 15 點 0 分(北京時間)，震源周邊菲
律賓庫裏馬奧站(17.99°N,120.49°E)於

10：00 監測到了 8 厘米的海嘯波。
太平洋海嘯預警中心(PTWC)在
北京時間 08：54 發布了一期太平洋
海嘯預警信息。西北太平洋海嘯預
警中心(NWPTAC)在北京時間 09：00
發布第一期海嘯預警信息，並於北
京時間 09：33 發布第二期海嘯預警
信息。菲律賓火山地震研究所於北
京時間 10：13 發布一期海嘯預警信
息。以上國際海嘯預警信息均判斷
此次地震海嘯不會造成嚴重損失
本次地震發生在呂宋島西部的
馬尼拉海溝附近，在該海溝處，巽
他板塊向東俯沖到菲律賓海板塊下
方。馬尼拉海溝位於呂宋島以西，
並且菲律賓北部和呂宋島周圍的地

質構造十分復雜。呂宋島東部和西
部分布著菲律賓海溝和馬尼拉海溝
兩個俯沖帶。
據報道，截至北京時間 2022 年 7
月 27 日 15 時，發生在菲律賓呂宋島
的地震已造成 4 人死亡，震中附近的
阿布拉省部分房屋受損嚴重，電力
系統中斷。另據法新社報道，菲律
賓 Bangued 市有多人因地震受傷並被
送往醫院接受治療。目前尚無海嘯
造成損失的相關信息。
根據歷史地震資料顯示，過去
100 年 間 在 震 源 附 近 500 千 米 範 圍
內，曾發生過 29 次 7.0 級以上地震
事件，最大的是 1968 年 8 月 1 日發生
的 7.6 級地震。全球歷史海嘯災害數
據庫顯示，歷史上該區域曾發生過
51 次海嘯事件，其中影響最大的是
1994 年 的 7.1 級 地 震 引 發 的 海 嘯 災
害 ， 在 震 源 周 邊 區 域 造 成 約 81 人
死亡，最大海嘯爬高 7.3 米。

前防長直言：
是擔心遭美國製裁
綜合報導 菲律賓官員表
示，由於擔心美國可能實施
製裁，菲律賓政府已經取消
了購買 16 架俄羅斯軍用直升
機的協議。
菲律賓前防長洛倫紮納
周二晚上稱，經過時任總統
杜特爾特批準後，他在上個
月做出一項決定，取消了價
值 127 億 比 索 （2.27 億 美 元
） 的 米 -17 直 升 機 采 購 合 同
。他說，如果菲律賓繼續推
進該協議，可能會引發美國
的不滿，「我們可能會面臨
製裁」。
洛倫紮納還稱，美國安
全官員知道菲律賓方面的這
項決定，並可以提供類似的
重型直升機，供菲律賓軍方
使用。

報道指出，菲律賓和俄羅斯
在去年 11 月簽署了這份采購
合同，俄方原定在大約兩年
後交付首批米-17 多用途直升
機。根據菲律賓官員的說法
，這些直升機原本可用於執
行戰鬥、搜救行動和醫療後
送任務。
今年 3 月時，被問及
俄烏沖突是否會影響這筆
軍購交易時，洛倫紮納曾
表示「目前我們認為它沒
有被廢除的可能性」，但
補充稱「只有時間可以證
明」。
菲律賓駐美國大使羅慕
爾 德 茲 （Jose Manuel Romualdez）也向美聯社證實，
購買俄羅斯直升機的這項交
易已經被取消，因為如果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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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繼續，美國可能會動用其
《以製裁反擊美國敵人法》
製裁菲律賓。
菲律賓軍方一名官員表
示，由於采購合同已經簽
署，在菲方決定取消後交
易還將經過一個「終止程
序」。這位不願透露姓名
的官員稱，俄羅斯人可以
上訴，但菲律賓政府在重
新考慮方面沒有多少可回
旋的余地。
值得一提的是，去年 12
月，訂購俄羅斯蘇-35 戰鬥機
的印尼宣布取消這筆交易，
理由是預算問題。但《簡式
防務》網站推測，印尼做出
這一決定，可能也是擔憂美
國動用其《以製裁反擊美國
敵人法》實施製裁。

香港瞭望
香港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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記者


今年熱浪迫人，香港 28 日中午
大 部 分 地 區 氣 溫 升 至 攝 氏 35 度 以
上，天文台指出本月至 27 日已有 22
個“熱夜”，即晚上最低氣溫達 28
度或以上，為過去 138 年有紀錄以
來最多“熱夜”的一個月。在酷熱
天氣下，不少人空閒時會逛商場嘆
度，香港醫學會會長鄭志文警告忽
冷忽熱容易引發鼻敏感及氣管敏感
等病症，建議巿民進入商場不要立
披肩或外套，另“熱夜”期間避免
整晚把冷氣溫度調得太低，以免影
響健康。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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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天文台 28 日在社交平台 Facebook 貼文指
出，本月 3 日、5 日及 6 日也是“熱夜”，
最低氣溫達 28 度或以上，而本月 9 日至 27 日更持
續有 19 個“熱夜”，連同之前的 3 天，本月已有
22 個“熱夜”，為 1884 年有紀錄以來最多的一個
月，而連續19個“熱夜”亦是歷來最長的一次。
天文台指出，高空反氣旋帶來普遍晴朗及酷熱的
天氣，而香港28日中午大部分地區氣溫升至35度或
以上，29日市區最高氣溫約34度，最低氣溫也有29
度，即
“熱夜”
仍會持續，預計酷熱天氣到下周初仍會
持續，下周中後期則有驟雨及雷暴。天文台提醒巿民
戶外工作要注意防曬及多飲水，周末安排戶外活動要留
意天氣、量力而為。
在酷熱天氣下，不少巿民工餘時會到大型商場嘆冷
氣。香港文匯報記者 28 日在尖沙咀區兩個大型商場所
見，當日雖非假日，但仍有不少巿民遊逛。巿民伍小姐
對記者表示，由於戶外過於炎熱，空閒時會逛商場，因
有冷氣消暑，而她不覺得商場過凍。巿民蕭小姐亦表示
室外太熱，故亦多會到商場逛街，亦未感到商場冷氣太
凍。不過，巿民陳小姐則直言香港有部分商場“凍得誇
張”
，且電影院溫度亦十分低，不過她表示不怕着涼，自
言知道哪些地方最凍，經常帶備風褸穿着。
記者測得其中一個商場內的溫度約 24.5 度，另一個
則為 23.1 度，而商場所在的尖沙咀區 28 日最高氣溫有
35.3度，即由室外進入商場溫差達12度。

去商場嘆冷氣 忌即入最凍區
鄭志文28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室外及室內
氣溫相差大，若巿民本身有活動而出汗，進入商場吹風，
會帶走身體的熱量，影響抵抗力，不但易感冒，更有機會
引發鼻敏感及氣管敏感等呼吸系統疾病，“近日都有這類
患者去診所求診，但都是熱親的病人較多，他們症狀包括好
頭痛、疲勞同食慾不振問題。”
他建議巿民不要立即由高溫地點走到很凍的商場內，
“有些商場入去第一道門，要再推門入去，可以在沒有那麼
凍的地方停一停，唔好即時走到商場中間冷氣最大的地方，
如果入商場會坐低飲嘢，個袋最好都袋定一件衫或者披肩，
以免冷氣太凍冷親。”
至於巿民在“熱夜”將冷氣溫度調低睡覺，他則認為天
氣酷熱開冷氣沒有問題，“但唔好將溫度調得太低，調高些
加把風扇已可以，另外亦可以調校時間掣或者 sleep mode
（睡眠模式），如果間房細，則可以開客廳嘅冷氣吹入房，
房入面則唔開，咁樣就唔會太凍。”

◆不少市民一家大細入商場涼冷
氣。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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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巿民在酷熱天氣下到商場嘆冷
氣“避暑”。商場與戶外溫差達
12度。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戶外中暑求助飆升 行山下海勿獨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香港天氣
持續酷熱，高溫下不少市民照行山下海，時下
市民興跟網紅 YouTuber 推介行山“打卡”，
只看到表面美麗風光，不知道暗藏危機，加上
防暑意識不足，結果意外頻發。香港參與野外
拯救的 4 個部門 28 日公布統計顯示，本月首
21 天共收到 122 宗中暑求助個案，有 46 宗行
山求救個案，當中有 12 宗行山死亡個案。拯
救人員提醒市民出門前應參考天文台的暑熱指
數，勿做野外“獨行俠”。
香港警方、消防處、政府飛行服務
隊及民安隊，鑑於近月戶外活動中暑、跌
傷和遇溺意外增加，28日透過傳媒向公
眾發出防暑避險的呼籲和提示。救援人員
指出，疫情下很多市民沒法外出旅遊，因
而選擇行山，但很多人可能是行山
“初哥”
或甚少運動，只因看了一些KOL在YouTube平台推介行山路線，但
“網紅”
介紹
的資訊往往不全面，只介紹美麗風景、
“打卡”
位置，但欠交代路線的難度等危險
因素，當市民只為觀賞風景，便貿然跟風
“打卡”
踏足險地，便可能發生危險。
綜合救援部門數字顯示，每
年的 6 月至 9 月是中暑救助個案
高峰期，今年 7 月 1 日至 21 日共
有 122 宗中暑求助個案。政府飛
行服務隊今年至 7 月 26 日，近岸
山嶺和海上搜救召喚個案有 418
宗，當中 20 宗與中暑個案有關，
其中 6 名傷者情況嚴重及出現昏
迷。而直升機搜救總數的七成位
於香港東北、大嶼山及西貢，反
映上述三區是行山和水上意外的

高危區。今年至 7 月有 12 宗行山遇險死亡個
案。
救援人員指出，行山人士必須做足功課，
包括事先規劃路線，選擇較多有樹蔭遮蓋路
線，並設定多條中途撤離路線，一旦不能再前
行也可自行迅速離開。另外，要穿上合適行山
裝備，除衣服、鞋及帶太陽傘外，亦預備足夠
飲用的水，在酷熱天氣下最少準備 3 公升，但
注意不是口渴才飲水，因口渴時可能身體已出
現缺水，最好保持相隔 15 至 20 分鐘飲 100 至
200 毫升，以保持身體水分。當發現同行者中
暑，應即時報警，等候救援時，應盡可能為其
降溫，包括在腋下、腿側位置保持清涼；並最
好將不適者以復原臥式姿勢，因不適者昏迷後
舌頭會無力，仰臥會阻塞呼吸構成危險。
救援人員勸告市民，出門前應參考天文台
發放暑熱指數，若堅持繼續行山，最好是結伴
同行，如堅決做“獨行俠”，最好預先通知親
友行程路線，在行程保持“打卡”，遇到意外
可給自己“救命草”，因為一旦不幸發生意
外，救援人員可以第一時間在其社交平台獲悉
求援人士的出現位置，第一時間展開救援。另
外，行山人士可事先下載漁農自然護理署的
“GPS 遠足留蹤”服務功能 App，或以手機
短訊傳送遠足徑標距柱上的編號至 50222，以
便在意外發生時協助搜救隊伍迅速行動。
除了行山中暑和受傷事故，水上意外也有
增加，今年 7 月便有 4 人遇溺死亡。根據資
料，警方 2019 年接獲海上求援有 90 宗，在
2020 年升至 130 宗，2021 年則有 134 宗。救援
人員認為有個案顯示有人休息不足或飲凍啤酒
消暑肇事，提醒市民進行水上活動時要量力而
為及切勿飲酒。

孫玉菡：中暑不宜納職業病
指引擬參考暑熱指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近日天氣持續酷熱，有工會指接獲
多名在戶外工作工人的中暑報告。香港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菡 28 日在
接受電台節目訪問時表示，正研究在勞工處的預防工作時中暑風險評估
指引中，加入天文台的暑熱指數作參考指標，又表示會探討實施酷熱天
氣停工安排的可行性，但即使推行也要視乎工作性質及地點，未必會
“一刀切”處理。至於有工會要求將中暑等熱疾病列作職業病，他認
為中暑涉及太陽照射與空氣流動等大環境，未必直接與工作相關，
難以列作職業病。孫玉菡表示，已開展內部準備工作，
研究在預防工作時中暑風險評估指引中，加入天
文台的暑熱指數作參考指標，會盡快與持
份者討論，“我們已研究了一輪，認
為天文台的暑熱指數很合用，它
包含溫度、濕度等一系列和
天氣有關的指標，以進行
熱壓力評估。預防中暑
時借用這個科學化的
指數，可令指引
更 具 體 及 清
晰，僱主制定
措施時有更
好參考，
僱員便更
放心。”

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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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應約同美國總統拜登通電話

習 平強調，一個中國原則是中美關係政治基礎，美方應言行一致恪守
拜登重申，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沒有也不會改變，美不支持台灣“獨立”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

國家主席習近
近 平 7 月 28 日
晚應約同美國總統拜登通
電話。兩國元首就中美關
係以及雙方關心的問題進
行了坦率溝通和交流。

習近平指出，當前，世界動盪和變革兩種趨勢持續
演進，發展和安全兩大赤字不斷凸顯。面對變亂
交織的世界，國際社會和各國人民都期待中美兩國發揮
引領作用，維護世界和平安全，促進全球發展繁榮。這
是中美兩個大國職責所在。
習近平強調，從戰略競爭的視角看待和定義中美關
係，把中國視為最主要對手和最嚴峻的長期挑戰，是對中
美關係的誤判和中國發展的誤讀，會對兩國人民和國際社
會產生誤導。雙方要保持各層級溝通，用好現有溝通渠
道，推動雙方合作。當前全球經濟形勢充滿挑戰。中美應
該就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維護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穩定、保
障全球能源和糧食安全等重大問題保持溝通。違背規律搞



關於中美關係
習近
近平：中美過去和現在都有分歧，將來還會有分
歧。關鍵是管控好分歧。一個穩定發展的中美關
係，對雙方都是有利的。
拜登：美國不尋求同中國打“新冷戰”，不尋求改
變中國體制，不尋求通過強化同盟關係反對中國。

關於台灣問題

2021年9月10日

2021年2月11日

國家主席習近平同美國總統拜登舉行視頻會晤。雙方就事關中美關係發展的戰略性、
全局性、根本性問題以及共同關心的重要問題進行了充分、深入的溝通和交流。

國家主席習近平應約同美國
總統拜登通電話，就中美關
係和雙方關心的有關問題進
行了坦誠、深入、廣泛的戰
略性溝通和交流。

國家主席習近平同美國總統
拜登通電話。兩國元首就中
國牛年春節相互拜年，並就
雙邊關係和重大國際及地區
問題深入交換意見。

關於中美關係

關於中美關係

習近
近平：中美合作，兩國和
世界都會受益；中美對抗，
兩國和世界都會遭殃。中美
關係不是一道是否搞好的選
擇題，而是一道如何搞好的
必答題。

習近
近 平：中美在一些問題
上會有不同看法，關鍵是
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
以建設性方式妥善管控和
處理。

關於中美關係
習近
近平：過去 50 年，國際關係中一個最重要的事件就是中美關係恢復和發展，造福
了兩國和世界。未來 50 年，國際關係中最重要的事情是中美必須找到正確的相處之
道。
中美兩國是兩艘在大海中航行的巨輪，我們要把穩舵，使中美兩艘巨輪迎着風浪共
同前行，不偏航、不失速，更不能相撞。
拜登：美中關係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美中作為兩個世界大國，對美中兩國
和世界人民都負有責任。雙方應通過開誠布公和坦率對話，增進對彼此意圖的了
解，確保兩國競爭是公平、健康的，而不會演變成為衝突。

拜登：美國不支持“台獨”，堅持一個中國政策。

關於台海問題

關於烏克蘭局勢

習近
近平：台海局勢面臨新一輪緊張，原因是台灣當局一再企圖“倚美謀獨”，而
美方一些人有意搞“以台制華”。這一趨勢十分危險，是在玩火，而玩火者必自
焚。

拜登：願同中方溝通，防止事態升級。

我們是有耐心的，願以最大誠意、盡最大努力爭取和平統一的前景，但如果“台
獨”分裂勢力挑釁逼迫，甚至突破紅線，我們將不得不採取斷然措施。
拜登：美國政府致力於奉行長期一貫的一個中國政策，不支持“台獨”，希望台海
地區保持和平穩定。

對此，吳謙表示，前不久，中央軍委委
員、軍委聯合參謀部參謀長李作成與美軍參
聯會主席米萊進行視頻通話。雙方就國際和
地區形勢、中美兩國兩軍關係及台灣、海空
軍事安全等問題深入交換了意見，就保持兩
軍關係穩定發展、避免引發衝突對抗達成重
要共識。這是一次坦誠、深入、建設性的戰
略溝通。

美方要嚴加管束一線兵力
關於海空軍事安全問題，吳謙強調，其
根源在於美方在中國當面海空域長時間、大
範圍、高強度的抵近偵察滋擾和針對性極強
的軍事演訓等侵權挑釁行動。中方對此堅決
反對，並採取有理有力、安全專業的措施予
以堅決應對。我們要求美方停止侵權挑釁，
對一線兵力嚴加管束，杜絕意外事件發生。
美眾議院日前通過“2023 年國防授權法
案”，重申所謂“美國對台防衛的支持”，
稱美軍有權與台進行聯合演習並邀請台參加
“環太軍演”等，美政府近期批准新一輪對
台軍售。
對此，吳謙重申，台灣是中國的台灣，台
灣問題純屬中國內政，不容美方干涉。一段時
間以來，美方說一套、做一套，一方面說堅持

一個中國政策，不支持“台獨”，一方面強化
與中國台灣地區的軍政勾連，出台售台武器計
劃，這種玩火行徑非常危險，將嚴重衝擊中美
兩國兩軍關係，嚴重危害台海地區和平穩定，
嚴重推高中美軍事對抗風險。

統一祖國是解放軍神聖使命
吳謙強調，統一祖國、制止分裂，是中
國人民解放軍的神聖使命。我們將一如既
往，對“台獨”零容忍，打“台獨”不手
軟，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
此外，對於美軍高層近日不斷散布所謂
“中國軍事威脅論”，吳謙指出，這是美方一
些人長期以來的慣用伎倆，其目的無非是兩
個，一是通過炒作威脅為自身軍力發展找藉
口，二是抹黑中國形象服務其對華遏制打壓的
戰略目的。對此，中方堅決反對。
“一切造謠者只有一個結局，那就是徹
底的破產。中方一方面堅決批駁謊言，以實
際行動表明中國軍隊永遠是維護世界和平的
堅定力量，另一方面我們當然不會因為美方
的誣衊抹黑而放棄自身發展的權利。青山遮
不住，畢竟東流去。中國軍隊的發展壯大，
是不以他人意志為轉移的，是沒有任何勢力
能夠阻擋的。”

﹁

﹂

中方：唯恐台海不動盪 用心險惡

主權尊嚴核心利益不容侵犯

吳謙指出，中美兩軍關係是兩國關係的
重要組成部分，中方重視兩軍關係，但我們
對發展兩軍關係是有原則的，那就是中方的
主權、尊嚴和核心利益不容侵犯。對於美方
的一些表態，中方聽其言，更會觀其行。美
方一些人抱守錯誤對華認知，執意對華全方
位遏制打壓，中方決不會聽之任之，理所當
然予以堅決反制。

拜登：兩國沒有理由由於競
爭而陷入衝突。美方從無意
改變一個中國政策。美方願
同中方開展更多坦誠交流和
建設性對話，確定雙方可以
開展合作的重點和優先領
域，避免誤解誤判和意外衝
突，推動美中關係重回正
軌。

回應美政客鼓噪 佩洛西應該訪台

中方對發展中美兩軍關係有原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
中美兩軍關係發展一直備受外界矚目。中國
國防部新聞局局長、國防部新聞發言人吳謙
大校 28 日指出，中方對發展中美兩軍關係是
有原則的，那就是中方的主權、尊嚴和核心
利益不容侵犯。他還強調，中方要求美方停
止侵權挑釁，對一線兵力嚴加管束，杜絕意
外事件發生。
28 日下午，國防部舉行例行記者會。有
記者問，中央軍委委員、軍委聯合參謀部參
謀長李作成日前與美軍參聯會主席米萊進行
視頻通話。另據美國防部官員披露，米萊要
求美軍搜集近5年來所有兩軍互動，以評估雙
方在南海及其他地區不斷增加的整體互動情
況。請發言人進一步介紹有關情況並評論。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沖

2021年11月16日

習近
近平：台灣問題如果處理不好，將會對兩國關係
造成顛覆性影響。希望美方予以足夠重視。

習近
近平：各方應該共同支持俄烏對話談判，談出結
果、談出和平。美國和北約也應該同俄羅斯開展對
話，解開烏克蘭危機的背後癥結，化解俄烏雙方的
安全憂慮。

違，玩火必自焚。希望美方看清楚這一點。美方應該言行一
致恪守一個中國原則，履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
拜登表示，當今世界正處於一個關鍵時期。美中合
作不僅有利於兩國人民，也有利於各國人民。美方希望
同中方保持暢通對話，增進相互了解，避免誤解誤判，
尋求在利益交融的領域開展合作，同時妥善管控分歧。
我願重申，美國的一個中國政策沒有改變也不會改變，
美方不支持台灣“獨立”。
兩國元首還就烏克蘭危機等交換了意見，習近平
重申了中方原則立場。
兩國元首認為，這次通話坦誠深入，同意保持聯
繫，責成雙方工作團隊為此繼續溝通合作。

近期中美元首通話要點回顧

2022年3月18日
國家主席習近平應約同美國總統拜登視頻通話。

脫鈎斷鏈，無助於提振美國經濟，也將使世界經濟變得更
加脆弱。雙方要推動地區熱點問題撤火降溫，助力世界盡
快擺脫新冠疫情，走出經濟滯脹困局和衰退風險，維護以
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和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
習近平重點闡述了中方在台灣問題上的原則立場。習
近平強調，台灣問題的歷史經緯明明白白，兩岸同屬一個
中國的事實和現狀清清楚楚。中美三個聯合公報是雙方
的政治承諾，一個中國原則是中美關係的政治基礎。我
們堅決反對“台獨”分裂和外部勢力干涉，絕不為任何
形式的“台獨”勢力留下任何空間。中國政府和中國人
民在台灣問題上的立場是一以貫之的，堅決維護中國國家
主權和領土完整是14億多中國人民的堅定意志。民意不可

中美雙方應該重新建立各
種對話機制，準確了解彼
此的政策意圖，避免誤解
誤判。
拜登：美中兩國應該避免衝
突，可以在氣候變化等廣泛
領域開展合作。美方願同中
方本着相互尊重的精神，開
展坦誠和建設性對話，增進
相互理解，避免誤解誤判。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及新華社報道，針
對美國前國會眾議長金里奇鼓噪“佩洛西應該訪
台”，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 28 日在例行記者
會上回應道，這再次證明美方一些政客出於一己私
利，唯恐中美關係不緊張，唯恐台海不動盪，唯恐
天下不亂的險惡用心。
當天有記者提問，7 月 25 日，曾訪台的金里奇
稱，佩洛西現在絕對應當訪台，讓中方明白美國不
是“紙老虎”。1996 至 1997 年台海局勢緊張期
間，他和美國前總統克林頓對華釋放了非常強烈的
信號，包括將美國航母部署到台灣海峽。中方對金
里奇的言論有何評論？
趙立堅表示，金里奇曾在涉台問題上表現惡
劣，他發表這種極端不負責任的言論不值一提。
“中方近期已多次向美方表明堅決反對佩洛西眾議
長訪台的嚴正立場。”趙立堅稱，除外交部以外，
中國國防部、國台辦也發表了聲明。中國國防部發
言人表示，如果美方一意孤行，中國軍隊絕不會坐
視不管，必將採取強有力措施挫敗任何外部勢力干
涉和“台獨”分裂的圖謀。中國人說到做到。
自佩洛西訪台計劃傳出後，中國外交部、國防
部、國台辦等部門在過去 9 天內 6 次密集就事件公
開警告。中國國防部新聞發言人譚克非 26 日應詢
表示，作為美國政府“三號人物”，佩洛西眾議長
如果訪台，將嚴重違反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
合公報規定，嚴重危害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嚴重
破壞中美關係政治基礎，必然對中美兩國兩軍關係
造成極其嚴重的破壞，導致台海局勢進一步緊張升
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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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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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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橋社新聞

各位貴賓和嘉賓祝主播子天生日快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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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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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肉餃子 & 特製水餃沾醬

Beef Dumplings ft. Homemade Dipping Sauce

食材
● 1包 真味牌上海水餃皮
● 1磅 牛絞肉
● 1杯 罐頭玉米粒
● 1/2杯 胡蘿蔔丁
● 1/2杯 青豆粒
● 1杯 洋蔥末

● 2大匙 牛頭牌沙茶醬
● 4茶匙 橄欖油
● 3/4茶匙 鹽
● 1/2茶匙 香菜籽粉
● 2大匙 玉米澱粉

[特製水餃沾醬]
● 4大匙 醬油
● 1大匙 白醋
● 1茶匙 牛頭牌沙茶醬
● 1/2茶匙 砂糖
● 辣油(依個人喜好添加*)

做法
(1)將所有食材混拌均勻成餃子餡，包入餃子皮中。
以滾水煮或油鍋香煎皆可。(2)取一小碗，放入醬油、
白醋、牛頭牌沙茶醬和砂糖，混拌均勻成水餃沾醬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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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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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掃碼關注
微信公眾號
<牛頭牌北美>
更多美味食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