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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 - 498 - 7566

群智貸款

Michelle Young  
 通國、英、粵語、韓語

● 外國人貸款，保證最低
   最低利息。B1, B2, 
   J1保證通過
● 只要一年P&L盈虧表，
   不查稅表
● W2用一年VOE貸款方式
● 不查收入貸款
● Construction Loan,
   Lot Lo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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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根據美國今天公布的官方數據，
全美7月非農就業大幅成長，出現令人意外的52
萬8000個新增就業機會，推翻了一切有關趨緩
的預測。

法新社報導，即使連白宮都認同經濟學家有

關7月就業成長將趨緩到僅新增25萬個工作機會
的預測。拜登總統甚至說，趨緩是美國經濟擺脫
疫情期間逆轉頹勢並快速反彈後的自然現象。

美國勞工部通報，在就業機會普遍增長的情
況下，7月失業率下降到疫情爆發前的3.5%低點

。
數據顯示，整體非農就業人數則反彈到疫前

水準。
另一方面，薪資上揚，7月平均時薪較6月

漲升15美分，這當然會使通膨憂慮更增。

美美77月非農就業大幅成長月非農就業大幅成長 新增近新增近5353萬工作機會萬工作機會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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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ter visiting Taiwan and meeting with all of Taiwan’s
leaders, Pelosi has flown to South Korea to continue her Asian
trip.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nnounced that they are starting
military exercises around Taiwan from today as a means of
retaliation.

Pelosi’s trip to Asia with a most important political itinerary
is a cost to Taiwan, not just to highlight herself as a fighter for
democracy, but also to build momentum for the Democratic
party for the upcoming mid-term elections in the U.S. At the
present time, President Biden, as well as the Democratic Party,
is facing internal and external troubles and the public support
rate is very low.

For China, Pelosi is the third highest ranking politician in
the United States. How she can come to Taiwan for a
high-profile visit is both alarming as well as provoking. To show
its displeasure at the highest levels at such a sensitive time,
China must react strongly to both the U.S. and Taiwan.

The 82-year-old Congressional leader finished her trip
with a high-pitched speech on democratic values and the
rock-solid relations between the U.S. and Taiwan, but the
speeches cannot solve the deepening gap between the people on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China has immediately begun a blockade of Taiwan’s

military activities and has taken steps to weaken its economy. The
situation may be getting worse and worse. It will become the next
world crisis. 0808//0404//20222022

After Pelosi Left TaiwanAfter Pelosi Left Taiwan

佩洛西在台灣訪問並和各
界充分交流之後已經前往南韓
繼續她亞洲畢業旅行， 中國政
府宣佈從今天四號開始在台灣
週邊作軍事演習 作為報復之手
段。

佩洛西亞洲之行 ，其最重
要之行程就是到台灣訪問， 其
中最重要之因素，除了再次凸
顯自己是民主鬥士之外，另外
就是為十一月份選情低迷的民
主黨，包括自己在黨內之地位
造勢，希望不要輸得太慘，而
目前同為民主黨的拜登總統正
面臨內憂外患，民意非常低落
之窘境。

對中國而言， 她是美國備
位元首排名中僅次於副總統，
此次公然大張旗鼓之訪問台灣
， 豈能坐視 ，必須強烈反彈 ，
向美國及台灣進行反制行動。

這位八十二高齡的國會領
袖 結束了一次言詞犀利和激情
交流之後， 已經搭機離去， 可
是剩下的爛攤子可是要台灣人
民來承擔 ，她此行高談民主價
值和堅如磐石之高亢演說， 也
無法排解海峽兩岸人民日愈加
深之隔閡。

中國大陸開始了對台灣軍
事和経濟之封鎖， 情況可能越
來越糟 ，實非全球之福也。

佩洛西離台之後佩洛西離台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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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日本經濟新聞今天一篇專文從美
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訪台與 「台灣有事」探討
日本缺乏自衛意識。內容指出，國防費用需增
加，但政治人物卻不談讓人民多繳稅以增加國
家歲收。

這篇由日經政治部長（政治組組長）吉野
直也撰寫的文章指出，從裴洛西（Nancy Pe-
losi）訪台與台灣總統蔡英文會談一事再度讓
人了解到何謂 「台灣有事就是日本有事」。中
國認為裴洛西訪台是 「內政干涉」，開始進行
包圍台灣的軍事演習，演習範圍涵蓋日本專屬
經濟海域，距離沖繩縣與那國島僅60公里。

俄羅斯今年2月揮軍侵略烏克蘭至今歷經
半年，此事讓長期以來國防靠美國的日本漸漸
覺醒。

2014年俄羅斯併吞克里米亞後，俄羅斯政
府債務於 2019 年底在國內生產毛額（GDP）
占比有縮小的傾向，維持在10%左右。而日本
債務在2010年GDP占比逾200%，2021年GDP
占比約 260%。俄羅斯是有了財力才有發動戰
爭的選項。一旦有事（有緊急狀況），每週經
費支出可能以兆日圓為單位計算，如無財力很
難持續。

日本防衛費（國防費）預算編列至今約是

GDP的1%，執政黨自由民主黨4月提議，5年
內防衛費應增至GDP的2%以上。

日本在二戰後國防大部分委由美國，然後
將原本該用於國防的經費拿去發展經濟。隨著
美國國力衰退與中國崛起，這個 「日本模式」
漸難維持，在俄烏戰爭後更確定是如此，而這
也是日本要提高國防費的起點。

這篇專文指出，日本經濟新聞調查顯示，
中國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的沙漠地帶設有仿日
本的預警機模型，後來還摧毀了這模型。中國
深知自己正被美日監視著，但仍持續做準備因
應台灣有事。

此文表示，如果有人無視於這樣的事實要
反對加強威嚇力，是很不負責任的態度。努力
以外交防止戰爭是理所當然的，但也須擴充威
嚇力，使他國不敢貿然發動戰爭。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已下令相關省廳（部會
）研究美國國防預算。而笹川和平財團首席研
究員渡邊恒雄指出，美國國防預算是包含國防
部、能源部等多個部會的預算，而日本預算編
列因為各府省廳（各部會）各自為政，助長了
結構性缺陷，防衛省（國防部）的預算即使訂
出數字，也難期待能形成有效的威嚇力。

日媒：從台灣有事
窺見日本缺乏自衛意識

西班牙針刺事件蔓延 女性恐懼出入娛樂場所
(本報訊)近月來歐洲多國夜店和演唱會針

對女性的針刺攻擊事件已蔓延到西班牙，至4
日共有63人報案。西國警方雖未找到受害者
被施打化學物質的證據，但已導致女性恐懼進
出娛樂場所。

近月來歐洲多國如法國、英國、愛爾蘭和
比利時等地夜店發生的針頭攻擊女性事件，也
發生在西班牙。

根據西班牙語報（El Español）統計，至4
日止，西國共接獲63人報案，大多數受害者
為女性，都在公共娛樂場所如夜店派對和演唱
會等莫名遭到針刺。

加泰隆尼亞（Cataluña）是西國針刺攻擊
最早發生的地區，至今共有23人受害；北部
的巴斯克地區（País Vasco）有12 人報案居次
。

受害者在被針頭攻擊後，幾乎都出現頭暈

和嘔吐的症狀。由於尚未傳出搶劫和性侵案件
，西班牙警方至今仍不清楚嫌犯的意圖與犯罪
動機。雖然如此，恐懼已在西班牙女性之間蔓
延。

國家報（El País）報導，有年輕女性受訪
時說，對於不明不白的針頭攻擊感到害怕，至
少8月都不敢去參加派對。也有人向國家報表
示，不敢穿著背心去參加馬德里的夏日露天慶
典，因為害怕身體無衣物遮蔽處會被針頭攻擊
。

由於夏天是西班牙大型派對的旺季，西國
各地區警方已針對針刺事件陸續建立一套報案
標準程序。警方也建議懷疑有被針刺的女性立
刻告知所在的娛樂場所，盡快打電話報案，並
在有人陪伴的狀況下，立即前往醫療中心接受
藥物和愛滋病毒檢測。

正在俄羅斯牢房裡等待美國政府營救的世
界最頂尖的女子籃球員之一的布蘭妮·葛琳娜
(Brittney Griner)今天竟然遭到俄羅斯法院判處9
年半徒刑以及 100萬盧布罰款, 根據法庭記錄,
她所觸犯的法律僅僅是因為他在莫斯科國際機
場被查出行李中裝有不到1公克的大麻油電子
菸彈, 1 公克竟換來9 年半徒刑, 俄羅斯法院真
是滑天下之大稽, 普京政府公然伸出魔掌,欲以
葛琳娜作為與美國交易籌碼之心昭然若揭, 俄
羅斯法官賤踏法律規章之作為應該完世人譴責!

31歲的布蘭妮·葛琳娜是一位女同性戀者,
他曾為美國女子NBA籃球狀元, 由於身材突出,
球技精湛, 兩次為美國贏得奧運金牌與 WNBA
冠軍, 並7次當選明星隊員, 目前為鳳凰城水星
隊的鎮隊之寶, 由於女子NBA薪水不高, 所以他
在NBA賽季之餘, 成為一隻”候鳥”, 飛往俄羅
斯聯賽的UMMC葉卡捷琳堡隊效力。 不過葛
琳娜今年二月卻不幸因攜帶毒品而被扣押成為
”囚鳥”, 但他並沒有販毒, 也表示了認罪與懺
悔, 還在法庭深情告白:” 我從來沒有打算傷害
任何人，我從來沒有打算讓俄羅斯人民受到威
脅，我從來沒有打算在這裡違反任何法律，我
希望你們不要在這裡結束我的生命。”

葛琳娜的話語令人感動, 她的確是無辜的,
但只因為她犯罪的時機不對, 正逢俄烏戰爭,美
俄關係十分緊張之際, 所以俄羅斯竟以嚴刑峻
法來伺候他, 使他成為代罪羔羊,實在是不可思
議的, 由此可證俄羅斯的法庭訴訟程序不合, 判
決難以令人信服,由於美國國內輿情強烈支持他
, 要求拜登政府對俄國施加壓力以釋放他平安
返美, 所以普京抓住了美國的弱點, 以葛琳娜為
人質和籌碼,藉機對美國予取予求。

現在最新的狀況是, 拜登總統已透過國務
卿布林肯正式向俄羅斯外交部長提出了換囚計
畫--以葛琳娜與及另一位被指控在俄羅斯從事
間諜活動的美國犯人韋藍(Paul Whelan)來交換
關押在美國的俄羅斯非法軍火商波特(Viktor
Bout), 不過由於俄羅斯已經給葛琳娜判處了那
麼重的徒刑, 除非美國再加碼, 連同去年被判謀
殺罪的一名俄國上校一起釋放, 最後變成以2換
2, 取代原先以2換1的模式, 否則俄羅斯顯然不
太可能會接受的, 葛琳娜的律師稱俄國法院無
視證據, 所以他將會上訴, 但是這件案子已經被
政治力介入而成為政治案件, 上訴是毫無勝算
的, 最終也只有靠政治的力量才能夠解決這一
樁棘手的案子!

【李著華觀點 : 囚住的哀愁
球星成為美俄交易的籌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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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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26)320-1938

Millbrae Branch
(650)745-1615

Tustin Branch
(714)338-5188

Rowland Heights Branch
(626)964-3400

S. California LPO
(714)368-3682

Cupertino Branch
(408)446-1196

N. California LPO
(650)418-7938

如何解決供電危機
南非國電公司與商業代表展開會談

綜合報導 南非國家電力公司通報：該公司日前在約翰內斯堡與南

非各界代表會面，以商議如何有效解決當前存在的電力供應危機。

作為南非最重要的國有企業之一，南非國家電力公司此前十余年間

深陷債務危機。受發電機組故障頻發、設備缺乏維護、燃料價格上漲等

多重因素影響，南非自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限電令已經逐漸成為

「常態」。

進入2022年，南非用電危機並未因國家電力系統改革計劃的出臺而改善

，反而愈演愈烈。就在今年7月一個月時間內，南非數次執行史上最高等級

的六級限電，這也導致南非全國民眾的正常生產生活難以為繼。

對此，南非國家電力公司於7月29日與來自70多家私營機構、約翰

內斯堡證券交易所的首席執行官和高層進行了會面，商討如何解決當前

困擾南非社會的供電危機。據南非電力公司方面透露，此次會談的主要

目的是確定各方以何種具體方式展開合作，以及如何利用私營部門的投

資能力在電力行業發揮應有效力，達到逐步減輕供電危機的目的。

此前，南非國家電力公司確認，日前與來自鄰國的博茨瓦納電力公

司進行了接觸，就如何從博茨瓦納進口電力進行會談。據悉，博茨瓦納

電力公司希望南非國家電力公司能夠購買其非高峰時段的電力。

通脹高企、補貼將減 德國民眾買新車意願降低
綜合報導 德國杜伊斯堡汽

車研究中心主任費迪南德· 杜登

赫費爾說，由於政府將從明年

起逐步削減電動汽車補貼，再

加上通脹高企，預計未來一段

時間德國市場對新汽車的需求

將顯著下降。

德新社援引杜登赫費爾的

話報道，消費者購買意願降低

將取代供應鏈問題，成為困擾

汽車製造商的主要問題。

杜登赫費爾引用的製造商

數據顯示，盡管不少德國汽車

製造商還有積壓訂單待交付，

但德國汽車生產能力正在恢復

，今年5月至6月產量同比增長

21%。與此同時，知名汽車網

站Focus2Move數據顯示，德國

這兩個月新車銷量均呈現較為

明顯的同比下降。

依照 Focus2Move 網

站說法，德國是歐洲最

大、最穩定的客用汽車

市場。德國市場2019年

新車銷量達到約360萬輛

，創歷史最高紀錄；次

年新冠疫情暴發，德國

汽車銷量同比下降19.1%

，達到291.8萬輛；去年銷量進

一步下滑至約262萬輛；今年

頭兩個季度銷量也不樂觀。

德國近來通脹攀升，6月和

7月的通脹率按年率計算分別達

8.2%和8.5%。德國伊弗經濟研究

所7月25日發布的月度商業景氣

指數數據顯示，受能源價格上漲

等因素影響，德國7月商業景氣

指數由6月的92.2點降至88.6點

，為2020年6月以來最低。受調

查企業認為，今後數月商業活動

將變得更加困難，「更高的能源

價格和天然氣短缺的威脅正在拖

累經濟」。

得益於補貼計劃，德國去年

純電動車銷量同比幾乎翻一番，

達32.8萬輛。德國目前已上路的

各類型電動車超過60萬輛。

德國經濟部說，經執政聯

盟內部協商，德國政府將從明

年起逐步削減電動汽車補貼，

理由是電動汽車越來越暢銷，

不再需要政府補貼。按計劃，

從明年1月1日起，德國政府對

售價4萬歐元以下純電動車的

消費者補貼將由現在的6000歐

元降至4500歐元，後年再降至

3000歐元；4萬歐元以上純電

動車當前補貼為5000歐元，明

年降至 3000 歐元；眼下僅 6.5

萬歐元以上純電動車不享受補

貼，到2024年無補貼範圍將擴

大至4.5萬歐元以上純電動車；

明年起，政府還將取消對插電

式混合動力汽車的補貼。

亞馬遜的氣候汙染
正在變得越來越嚴重

綜合報導 亞馬遜在這方面並沒有樹立一個好的榜樣--盡管該公司在

公關方面做出了最大的努力。為了消除其不斷增長的絕對碳排放量的壓

力，亞馬遜在其可持續發展報告中指出了一個更討人喜歡的數字。

報告稱：「重點不應該只放在一個公司在絕對碳排放方面的碳足跡

上，還應該放在它是否正在降低其碳強度上。」

亞馬遜說它將其「碳強度」降低了一個小數字--1.9%--意味著他們每

賣一美元的商品所產生的排放量略有下降。但這個指標也可能是誤導性

的，因為當公司的業務增長時這些碳強度的減少很容易被抹去。

這正是亞馬遜所發生的情況。「在我們努力使我們的公司脫碳的同

時亞馬遜正在迅速增長。我們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擴展我們的業務以幫助

滿足我們的客戶在大流行中的需求，」該公司在其可持續性報告中說道

。換句話說，在COVID-19大流行期間，隨著電子商務的激增，亞馬遜

賺得盆滿缽滿--亞馬遜的汙染也隨著其利潤增長。

這一切都表明，為什麼看一個公司的整個碳足跡非常重要以了解它

是否真的在整體上減少排放。更糟糕的是，亞馬遜報告的數字很可能是

對這個電子商務巨頭真正負責的汙染的低估，因為--跟包括Target在內的

一些其他公司不同--亞馬遜不包括製造它所銷售的許多產品所產生的排

放。

雖然跟蹤二氧化碳的排放對解決氣候危機很重要，因為氣候危機正

在加劇破壞性的熱浪、幹旱、野火、風暴和其他災難--但它並沒有捕捉

到跟亞馬遜如雨後春筍般的倉庫和所有那些柴油卡車送貨有關的全部問

題。這份最新的報告顯示，亞馬遜在防止其製造的所有汙染方面仍有很

長的路要走。

破紀錄電荒困擾歐洲
多國鼓勵民眾改變以往用電習慣
綜合報導 極端天氣和俄烏沖突令

歐洲陷入一場嚴峻危機，高漲的用電

需求與受限的發電能力令歐洲多國電

力價格高漲。危機當前，歐洲國家紛

紛推出節能計劃，鼓勵居民改變以往

用電習慣。

據報道，歐洲大部分地區面臨的極端

高溫和幹旱天氣正嚴重製約發電能力，將

基準電價推高至前所未有的水平。德國電

價近日達到每兆瓦時400歐元，不僅在屢

屢打破歷史紀錄，且漲勢未有任何減緩苗

頭。此外，法國《費加羅報》稱，法國電

力集團的每兆瓦時合同電價也上漲2.8%至

522歐元的創紀錄水平。

在供給端，保障發電水平面臨重重困

難。河流水溫的上漲加劇法國核電站冷卻

難度，嚴重限製核電站運轉水平。同時，

由於高溫幹旱導致河道水位下降，德國雖

有煤炭卻無法及時運送到萊茵河沿岸的發

電站。能源市場專家娜塔麗表示，「歐洲

是否能在冬季到來前保障充足燃料供應，

存在較大風險。」英

國《獨立報》8月2日

以「今年冬天應穿好

毛衣，拯救德國和我

們自己」為題刊發評

論文章，稱英國的當

務之急是幫助德國和

中歐避免能源災難，

同時也能實現英國戰

略自救。

因此，歐洲多國

政府正在從需求端想

辦法。法國政府要求

在淩晨 1時至 6時間，禁止在除火車站

、機場外的公共場所維持廣告牌照明；

西班牙政府則要求，夏季公共場所內空

調溫度不得低於27℃，並在22時後關閉

商店櫥窗燈光，違者最低罰款 6萬歐元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還呼籲民眾不要打

領帶，盡量「物理避暑」。德國、希臘

、比利時、荷蘭和丹麥等國也紛紛推行

省電節能的舉措。

然而，部分節能運動未能得到民眾支

持。以西班牙為例，民眾對於公共場所

27℃的空調室溫規定大感不滿，卡斯特利

翁大學教師安德裏亞· 卡斯蒂略告訴《環

球時報》記者，在當前暴熱的天氣下，這

樣的最低室溫標準並不科學，25℃尚且可

以接受。

歐盟加快西巴爾幹 「擴員」 進程

在推遲了近兩年後，歐盟近日正式與

阿爾巴尼亞和北馬其頓開啟入盟談判。歐

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表示，歐盟將審查

兩國法律與歐盟法律的一致性情況，在加

入歐盟民事保護機製方面與阿爾巴尼亞加

強合作，在北馬其頓部署歐洲邊境管理局

，並擴大兩國與歐盟間的經濟聯系。

掃清障礙
據報道，7月19日，歐盟與阿爾巴

尼亞和北馬其頓在比利時布魯塞爾召開

政府間會議商討入盟事宜。會前，馮德

萊恩、歐盟輪值主席國捷克總理菲亞拉

、阿爾巴尼亞總理拉馬和北馬其頓總理

科瓦切夫斯基舉行了聯合記者會。

新加坡《聯合早報》報道，記者會

上，馮德萊恩在向拉馬和科瓦切夫斯基

表示祝賀時稱，此次入盟談判是阿爾巴

尼亞和北馬其頓兩國公民「期待已久和

努力的結果」，加入歐盟將有助於促進

兩國同歐盟在投資、貿易、能源、交通

等領域達成密切合作。 據悉，北馬其

頓和阿爾巴尼亞分別於2005年和2014年

成為歐盟候選國。由於北馬其頓與鄰國

保加利亞在語言、文化、歷史和民族認

同等方面存在分歧，且歐盟一度飽受英

國「脫歐」的困擾，入盟談判自2020年

起陷入停滯。

6月底，法國總統馬克龍在北約馬德

裏峰會期間提出，北馬其頓和保加利亞

均應做出妥協，其中北馬其頓應承諾修

改憲法，承認其國內保加利亞少數族裔

的存在並采取措施保護他們的權利等。7

月16日，北馬其頓議會投票批準法國方

案，為開啟入盟談判掃清最後障礙。

借機籠絡
專家認為，當前，除相關地區歷史

糾紛得以解決之外，地緣政治格局變幻

莫測也促使北馬其頓和阿爾巴尼亞兩國

的入盟進程實現重大階段性突破。

「近年來，受英國『脫歐』、俄烏

沖突等因素影響，歐盟在製定自身發展

戰略及對外政策時，更強調地緣政治因

素的重要性，對西巴爾幹地區的重視程

度日益加深。」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

究所副所長劉作奎在接受本報采訪時表

示，歐盟對此次入盟談判的政治考量明

顯大於經濟考量。

據外媒報道，6月23日，歐盟同西

巴爾幹六國圍繞入盟事宜進行磋商的當

天，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在隨後舉行

的歐盟峰會上宣布，歐盟正式授予烏克

蘭和摩爾多瓦「歐盟候選國」地位，並

將格魯吉亞列為潛在候選國。對此持有

不同看法的科瓦切夫斯基表示，歐盟批

準深陷分裂和戰爭困境的烏克蘭為其候

選國，「嚴重打擊了自身在西巴爾幹諸

國心中的信譽」。

「歐盟此舉無疑引發了西巴爾幹半島

諸國的極度不滿。」劉作奎分析稱，除了

北馬其頓和阿爾巴尼亞之外，西巴爾幹地

區的波黑、黑山、塞爾維亞等國也已等待

加入歐盟多年，但至今仍未獲得正式成員

國的資格。如今，歐盟希望通過與北馬其

頓、阿爾巴尼亞兩國重啟入盟談判，一方

面安撫西巴爾幹國家的不滿情緒，另一方

面借機拉攏這些國家，助力歐盟進一步穩

定東部的烏克蘭局勢。

存在變數
「歐盟再度啟動與阿爾巴尼亞和北

馬其頓的入盟談判，對歐盟以及歐洲一

體化進程是一個關鍵契機。」劉作奎指

出，被稱為「歐洲火藥桶」的巴爾幹半

島歷來受到歐盟重視，發生在上世紀末

的南斯拉夫解體危機和科索沃戰爭等讓

歐盟意識到，該地區的動蕩將對歐盟自身

發展構成潛在威脅。阿爾巴尼亞和北馬其

頓是近年來最先進入入盟談判階段的西巴

爾幹國家，其談判進程勢必會引起其他有

入盟意願卻未進入談判階段國家的密切關

註，這不僅有利於重新樹立各國對歐盟的

信心，還將進一步鞏固歐盟的地緣政治成

果，推動建設歐洲統一大市場。

《聯合早報》報道稱，馮德萊恩近

日在談及啟動兩國入盟談判時表示，阿

爾巴尼亞和北馬其頓在采用歐洲規範和

標準的改革方面取得了巨大進展。但報

道指出，即便如此，兩國加入歐盟的過

程仍可能需要數年時間。

「開啟入盟談判距離真正成為歐盟一

員仍有很長的路要走。歐盟『重大議案所

有成員國一致同意』的一貫原則也將給兩

國入盟談判的前景蒙上陰影。」劉作奎認

為，歐盟在當下啟動兩國入盟談判，其象

征意義遠大於實際意義。歐盟嚴格的入盟

審查製度還將為兩國入盟帶來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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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大陸4日展開軍演，並在台灣周遭海域發射
飛彈，白宮指責這是試圖改變現狀的 「重大升級」，為此傳召
中國駐美國大使秦剛，並宣布美軍 「雷根號」航母打擊群繼續
駐防附近監控局勢，近期內美軍機艦還將穿越台灣海峽。與此
同時，為了緩解緊張局勢，華府則延後計畫已久的空軍 「義勇
兵-3型」洲際彈道飛彈（ICBM）的試射。

重申一中政策 不希望發生危機
白宮國安會發言人柯比5日在一份聲明中說： 「中國連夜

採取行動後，我們召見秦剛大使到白宮，就（中方）挑釁行為
向他提出外交照會。」美方譴責北京對台行動升溫，重申不希
望區內發生危機。白宮向秦剛重申，美方希望保持所有溝通管
道開放，美國的 「一中政策」不變。白宮同時強調，北京的行
動不可接受，美國會捍衛在印太地區的利益。

柯比4日另在白宮例行簡報中表示，中方對美國眾議院議
長裴洛西訪台做出過度反應，並且作為藉口，在台海及周邊加
劇挑釁性的軍事活動。 「北京的挑釁行為是重大升級，是其改
變現狀的長期企圖。」柯比指責中國的舉動 「不負責任」，因
為這與 「維護台海及地區和平與穩定的長期目標背道而馳。」

強調北京軍事挑釁 是重大升級
他還形容中方是在 「溫水煮青蛙」， 「他們正在把溫度升

高，可能是意圖維持這種強度，或者至少是意圖能夠在未來更
常態地進行這類行動。」

柯比預期，未來幾天中國仍會持續採取行動，表示美方已
準備好應對。他表明，美方不尋求也不樂見危機發生，但也會
持續依循國際法在西太平洋海域與空域活動，並持續支持台灣
，捍衛自由開放的印太區域。

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已指示 「雷根號」航母及其打擊群內
的軍艦留守在附近。柯比稱此舉是為了 「監控局勢」，以及保
衛包括日本在內的國家盟友。他說，在未來幾周，華府還將進
行通過台海的 「標準的空中和海上穿越行動」。

與此同時，美國總統拜登將延後預定的 「義勇兵-3型」
ICBM試射，以避免加劇緊張局勢。柯比稱： 「當中國在台灣
周圍進行破壞穩定的軍事演習時，美國透過減少誤判和誤解的
風險，反而展示了一個負責任核大國的行為。」

裴洛西：不允許中國 孤立台灣
美軍第7艦隊5日公布 「雷根號」依然位於菲律賓海執行

飛行任務，發布了艦載F-18超級大黃蜂戰機在航母甲板升降
的畫面。大陸智庫 「南海戰略勢態感知」指，美軍5日派出至
少7架各型偵察預警機前往台灣周邊海域，包括1架RC135V
偵察機、1架RC135S電子偵察機、3架P8A反潛機、1架E3G
空中預警機和1架U2S偵察機，還有6架加油機。

5日，裴洛西本人在東京的美國駐日大使館召開記者會時
表示，她的亞洲之行從來不是為了改變台灣或區域現狀，但美
國將 「不允許」中國孤立台灣。她說： 「他們可能試圖阻止台
灣在其他地方訪問或參與，但他們不能透過阻止我們去那裡旅
行來孤立台灣。」

華府智庫 「新美國安全中心」印太安全研究員史托克斯
（Jacob Stokes）接受德國之聲採訪指出，就目前來看可以肯定
的是，美國與台北的官員有著密切聯繫。他表示，華府毫無疑
問地非常密切關注這一切， 「我也知道，美國官員已經談到了
台灣的應急措施，軍方和美國政府的其他方面將提前考慮可能
出現的結果，以及華府可能作出的反應」。

駐韓美軍：台灣有事 隨時出動

白宮批中國切斷對話不負責任 懲罰全世界

（綜合報導）國內學者指出，中共圍島軍演是台海內海化
、拒止事實化、施壓常態化。駐韓美軍副司令受訪表示，台灣
有事，駐韓美軍隨時都能出動，針對性強。

政大國關中心昨舉辦 「解析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亞洲行
座談會」。政大東亞所特聘教授楊昊表示，中共此次對台採
「極限壓迫」策略，隨時間拉長牽動台灣能源補給，並對通航

及運輸帶來壓力，造成台灣綜合安全上很大危機。且可能有三
個持續：包括持續將台海內海化、持續有力拒止外部勢力介入
事實化，以及持續對台施壓常態化。他建議，台灣可採三方面

因應做為，包括避免常態、繼續推進國際輿論支持，以及加速
「矽盾」建構。

美國紐澤西拉馬波學院政治系副教授陳鼎指出，處理裴洛
西來台一事，拜登政府有點 「驚慌失措」，且白宮有分歧，多
認為此時不適合訪問台灣，尤其美中正在建立 「護欄」之際。
但裴洛西訪台已將中美僅存的互信破壞。

政大國關中心主任寇健文認為，大陸對台政策會有結構性
轉變，過去使用兩條腿、軟硬兼施政策，軟的是社會經濟融合
，他大膽判斷，接下來恐怕只剩硬的那一條腿。值得一提的是

，泰國駐台代表處也有人員出席並關切即使目前戰爭不發生，
但壓垮駱駝的最後一根稻草是哪一個？

駐韓美軍副司令普勒斯（Scott L. Pleus）4日在韓國《朝鮮
日報》所屬TV朝鮮電視台播出的專訪指出，以美國空軍第7航
空隊等部隊組成的駐韓美軍，主要任務是防禦北韓，不過朝鮮
半島周邊台灣及南海等地區一旦有事，只要美軍太平洋空軍或
印度太平洋司令部一聲令下，駐韓美軍隨時都能出動。

美延長雷根號部署美延長雷根號部署 暫緩彈道飛彈試射暫緩彈道飛彈試射

（綜合報導）對於中國宣布8項反制美方措施，切斷美中
在軍事、氣候等領域溝通管道與合作，白宮批評此舉不負責任
，是懲罰全世界，並呼籲中國結束挑釁的軍事演習以緩解台海
緊張局勢。

白宮國安會戰略溝通協調官柯比（John Kirby）今天批評
中國，切斷與美國的氣候變遷商談 「從根本上是不負責任」，
北京以為這是對美國的懲罰，實際上是懲罰全世界。

柯比指出，氣候危機並沒有地理界線，是全球性生存危機
，全球最大的兩個經濟體與碳排放國就碳排放與清潔能源倡議
進行建設性對話，對世界其他區域的安全與保護至關重要，切
斷這一管道極度不負責任。

在美國聯邦眾議院議長裴洛西（Nancy Pelosi）訪台後，中
國外交部台北時間5日宣布8項反制美方措施，包括取消安排
中美兩軍戰區領導通話、取消中美國防部工作會晤、取消中美
海上軍事安全磋商機制會議、暫停中美非法移民遣返合作、暫
停中美刑事司法協助合作、暫停中美打擊跨國犯罪合作、暫停
中美禁毒合作，和暫停中美氣候變化商談。

柯比表示，溝通管道暢通對減少誤判與誤解風險十分重要
，尤其是過去幾天格外重要。但中國經常透過這樣的方式表達
不滿，過去就曾因為美國對台軍售而中斷雙邊軍事對話。

不過，柯比指出，並非所有軍事溝通管道都已中斷，美方
會持續確保與北京的溝通管道暢通。美方相信仍能與中國軍方

進行高層級交流，北京中斷的管道並未完全關閉雙方高階成員
在需要時進行交流的可能，但在危機時期中斷任何層級與範圍
的軍事溝通管道是不負責任的行為。

裴洛西訪台後，中國解放軍自台北時間4日中午12時起，
一連3天在台灣東西南北周邊共6處區域進行重要軍事演訓行
動，並進行實彈射擊。

柯比再次重申美方立場指出，美方不會、也不尋求危機，
沒有理由爆發危機。是中方發出好戰言論與威脅，也是中方試
圖加劇緊張局勢並以裴洛西訪台為藉口升高緊張態勢，只要中
國停止這些挑釁性的軍事演習並結束言論，就能大大減緩台海
緊張局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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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am 國語主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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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0 pm 中文學校(粵語,國語)(only during school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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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東電：福島核汙水排海設施8月4日將正式開工

綜合報導 據日本共同社

報道，日本東京電力公司 3

日宣布，福島第一核電站核

汙水排海用的海底隧道等排

放設備工程將於 8 月 4 日起

正式開工。

有關福島第一核電站的核

汙染水排海計劃，福島地方政

府2日表示，同意海底隧道等

排放設備主體工程啟動施工。

此前報道，日本政府和東

電力爭2023年春天左右開始排

海，但要獲得漁業團體等相關

人士的理解勢必十分困難。

東電計劃使用海水稀釋核

汙染水，再通過海底隧道排放

至約1公裏外近海。預計全部

排完需要幾十年的時間。

當地居民和漁業從業者仍

然擔心核汙染水排海計劃會帶

來損失，漁業從業者表現出明

顯的拒絕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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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據韓國中央防疫

對策本部通報，截至當天0時，

韓國較前一天0時新增新冠肺炎

確診病例119922例，累計確診

病 例 突 破 2000 萬 例 ， 達 到

20052305例。

據報道，以上月17日為基

準，韓國重復感染病例占累計確

診者比重為 0.464%。其中，估

計有 86092 人為二次感染，119

人為三次感染。即使考慮重復感

染，韓國目前已有接近全國人口

的40%確診。

另據韓國中央防疫對策本部

3日通報數據，韓國2日新增死

亡病例26例，累計死亡25110例

；現存重癥284例。

韓國政府和專家認為，夏

季休假、免疫力下降、新變

異毒株成為影響未來疫情走

勢的三大變數。韓國防疫當

局表示將推進實現「針對性

防疫」，集中管理疫情惡化

的群體和地區。

據悉，韓政府決定將可同時

進行檢測、開具處方和面對面診

療的一站式醫療機構從目前的

9300余家增至10000家，並研究

預防大規模感染擴散的方案。

緬甸緝毒警查獲大量麻黃素片

以及6噸管製化學品
綜合報導 緝毒中央組消息，7月26日晚10點 30分左右，緝毒

警隊警員參與的聯合執法組，依據情報信息，在曼德勒省勃生基

鎮16英裏聯合檢查站，對從彬烏倫駛來曼德勒方向，由1名男子

駕駛、1名男子隨行的12輪貨車進行搜查，查獲了管製化學品硝酸

銨1.64噸。

查獲毒品後，涉案的2名男子被逮捕。之後，緝毒警隊警員根據

2名男子的供述信息，於7月27日下午3點左右，對阿馬拉布拉鎮薩

各列茵村的一個公司進行突擊搜查，在公司內發現非法儲藏的管製化

學品硝酸銨4.648噸，抓獲了公司的經理。

此次稽查行動，查獲了6.288噸管製化學品。經過審訊得知，

這批管製化學品是從撣邦北部木姐市運至曼德勒省的。目前，涉

案的3人已被拘押進行立案調查追責，警方正在追查其他的涉案

人員。

撣邦南部消息，8月1日，南桑鎮南桑-擴蘭公路上，緝毒警隊查

獲了市值1.2億緬幣的毒品。

據了解，緝毒警隊依據情報信息，在南桑鎮達賽村南桑-擴蘭公

路，對由1名男子駕駛、1名男子隨行的豐田車進行攔截檢查，在車

上查獲了麻黃素片400000片，預估地區市值1.2億緬幣。查獲毒品後

，2人被逮捕，移交南桑繆瑪警局，依據《毒品法》立案調查追責，

警方正在追查其他的涉案人員。

印度男子受命運眷顧：
賣房還債前兩小時竟中千萬盧比大獎，稱想幫彩票店老板買房

在即將被迫賣房還債的幾小時前，巴瓦

的願望突然變成現實，他購買的彩票中了

1000萬盧比的大獎，約合人民幣85萬元。

喀拉拉邦是印度少數允許在嚴格的監督
和監管下提供彩票業務的地區

據悉，印度大多數邦的法律規定禁止

銷售彩票，僅少數邦允許在嚴格的監督和

監管下提供彩票業務，巴瓦所在的喀拉拉

邦就是其中之一。喀拉拉邦50歲居民巴瓦

曾是一名建築承包商，靠一人撐起一個5口

之家。此前，巴瓦一家還算得上是不愁生

活的中產階級家庭。

在過去的幾年裏，巴瓦的生意開始走下

坡路，而新冠疫情的暴發更是加劇了他的財

務壓力。不僅難以找到承包業務，家庭債務

也在不斷累積。最近，2個女兒的婚禮費用

讓巴瓦陷入更深的經濟困境。為了讓兒子找

到一份好工作，巴瓦四處借錢為其湊夠前往

卡塔爾的路費。

50歲的巴瓦近年來借錢維持五口之家的
運轉

截至 7月，「債滾債」的惡性循環讓

巴瓦一共背上了 500萬盧比的債務。「我

必須償還所有的債務，但苦於沒有收入

來源。」由於債臺高築，巴瓦稱在過去

一年裏他將希望寄托於買彩票，每天都

去朋友加內什經營的商店買彩票。巴瓦

表示，他知道這是「孤註一擲」的舉動，

但他一直在等待奇跡的出現，就算概率

低至百萬分之一。

近期，由於幸運女神遲遲未能降臨

，巴瓦一家做出了賣房湊錢抵債的艱難

決定。巴瓦原定於 25 日下午 5 時 30 分與

一位有購房意向的買家會面，屆時將確

認房屋出售事宜並接受買家的定金。但

在即將賣掉房子的2個小時前，巴瓦接到

了朋友加內什從彩票商店打來的電話：

「你得救了！」

當得知自己中了1000萬盧比的大獎時，

巴瓦和他的家人欣喜若狂。「如釋重負，我

已經沒有人可以求助了。」巴瓦說。隨後，

購房買家在約定的時間到達巴瓦家，但他看

見屋子裏已經擠滿了前來祝賀的親朋好友。

據悉，巴瓦預計可以拿到630萬盧比（約53

萬人民幣）的稅後獎金。

據巴瓦透露，減去待償還的500萬債務
，彩票獎金可能所剩無幾

盡管目前尚不清楚具體到賬的時間，

但巴瓦稱自己已經不再擔心債主會來敲門

了。「當我一無所有的時候，債主們都吵

著讓我還錢。在我中獎後，大家知道我終

於有錢還債，於是都安靜了。」據巴瓦透

露，減去待償還的債務，這一巨額獎金可

能所剩無幾。但是巴瓦想把剩下的錢「花

在刀刃上」，例如幫助同樣不富裕的加內

什買一套自己的房子，或者給其他貧窮的

人捐點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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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太空研蜥蜴細胞 男拔實驗方案奪冠
盼探索宇宙環境如何影響人體成長 利藥物開發

《《小精英小精英．．大灣情大灣情》》下月推下月推 助幼童認識灣區助幼童認識灣區

◆左起：湯修齊、陳涴澄、何倬齡、林翠玲、蔡慧瑩。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 ���
香港理工大學

一向積極參與國家

航天任務，並大力

推 動 航 天 科 普 計

劃，以培養香港青少年對航天科技的興趣，激發他

們探究知識的熱情。其專為中學生而設的“科學世

界：探索太空 造福人類”太空實驗設計比賽4日公

布結果，由拔萃男書院隊伍提出的實驗方案奪得冠

軍，他們希望研究微重力及輻射對蜥蜴細胞在太空

的生長及修復的影響，以探索太空環境如何影響人

類身體組織的成長和修復機制，為人類未來的長期

太空任務做好準備，研究同時有助病人康復及藥物

開發等醫學研究。 ◆香港文匯報記者 鍾健文

是次比賽共收到26份來自22間中學提交的太空實驗計劃書，
由理大深空探測研究中心主任容啟亮、土地測量及地理資

訊學系教授吳波、電機工程學系教授鄭家偉及應用物理學系教授
余兆豐組成的遴選委員會，根據實驗的可行性、創意、科學知
識、科學價值及團隊表達技巧等作出甄選後，評定由拔萃男書
院、拔萃女書院和聖保祿學校的隊伍分別獲冠、亞和季軍，他們
會獲得10,000元（港元，下同）、5,000元及3,000元的現金資
助，以獎勵同學繼續在學校推動科學教育。

香港理大副校長（學生及環球事務）楊立偉4日表示，比賽
反映同學對探索太空的濃厚興趣，希望年輕人受到啟發，以知識
和創新造福社會，日後在不同領域上參與科研。

冀為人類身體復原帶來啟示
獲得冠軍的拔萃男書院介紹方案時指出，人類在太空活動越

趨頻繁，停留和生活的時間也更長，有見在阿波羅13號任務中
有航天員感染綠膿桿菌，引起同學對人類免疫系統在太空環境的
表現，以及在太空治療疾病的關注。他們發現蜥蜴有很強的生長
和修復能力，面對不同環境也很有適應力，故希望透過比較蜥蜴
細菌的體積及密度在地球和太空的分別，探究牠們如何適應太空
的微重力及輻射的機制，從而了解影響細胞代謝的因素。

擔任校內天文學會會長的中五生鄭至庭表示，相信上述實驗
可為人類的身體復原帶來啟示，找出分別在太空和地球治療疾病
及傷口的新方法，例如是在調節適合病人康復的環境條件，同時
能為人類在空間站、月球以至其他星球的長期居住及任務作更好
的準備。

容啟亮讚揚同學對科學研究都有心有力，很欣賞冠軍隊伍發
現到蜥蜴的生長和修復能力很強，並提醒隊伍須在及後的完善方
案中，多考慮如何保證蜥蜴以至整個實驗不會影響中國航天員在
空間站的活動和工作，同時要解決空間站對實驗的電力供應、換
氣及資源分配等問題。

方案或有機會推薦給國家航天局
他透露，去年理大校長曾就今次太空實驗設計比賽致函香港

中聯辦，希望中聯辦給予支持並協助推薦參賽作品給內地有關部
門，一旦實驗方案經完善並符合相關要求後，或有機會由中聯辦
向國家航天局推薦在空間站進行實驗。

吳波在點評時形容，勝出的3支隊伍都是優中選優，具有非
常創新和前瞻性的思考，其中冠軍方案現時看來似乎無關重要，
但在30年或50年後，隨着太空探索和太空旅行的普及，人類需
長時間身處在太空環境，這樣的研究就變得非常必要。他認為
“好奇心是一切創新動力的源泉”，看過所有實驗計劃書後，他
深受感動，相信港生的創新思維將是建設香港成為國際創科中心
的重要力量。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鍾健文）
獲得季軍的聖保祿學校隊伍，考慮到
在空間站上難以獲得自然及新鮮的氧
氣，對航天員的健康或有影響，故構
思設計一個自然又環保的供氧球，通
過光合作用將二氧化碳轉化為氧氣，
以改善空間站的空氣質素。

聖保祿學校中三級的一眾女將講
述方案時指出，現時在太空獲得氧氣
的方法有製氧器、加壓氧氣罐及固體
燃料製氧機，但這些方法既不環保又
無法製造出新鮮氧氣，於是開始構思
供氧球，它由外殼及盆栽兩部分組
成，外殼的太陽能板可吸收太陽能，
把其轉化成電源，而石英玻璃則可發
揮耐熱及耐冷的作用，抵禦惡劣天氣

變化；而花盆為一個菱形12面體，
能擺放很多植物，節省空間，並在無
重力狀態下，讓植物向各個方向生
長；當太陽能電池板檢測到光源，供
氧球的翅膀就會展開並旋轉追蹤光
源，使植物進行光合作用。

她們指空氣植物不需要液態水或
土壤，易於種植在供氧球中，航天員
呼出的二氧化碳和水蒸氣經傳輸管送
回供氧球中；至於供氧球產生的氧氣
則通過氧氣傳輸管輸送到儲氧罐或供
航天員即時使用。對此創新又貼心的
設計，容啟亮提醒同學需考慮供氧球
於空間站的設置方位，因為空間站不
會有太多透明窗，需要留意獲取光源
的途徑。

盼改善空間站空氣質素 聖保祿校設計供氧球

◆聖保祿學校獲得太空實驗設計比賽季軍。左起：伍保萁、
余在思、黃楚鈞、吳施慧。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 拔萃男書院
獲得太空實驗設
計比賽冠軍。左
一為鄭至庭。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鍾健文）價值觀教
育、品德教育、守法教育、愛國教育及中華文化
傳承的教育都應該從小孩子階段開始學習，有見
及此，善德基金會和葵青警區於2020年起合作
出版《小精英》系列幼稚園教材，免費派發，讓
幼稚園學生及其家庭建立正向價值觀和守法意
識，培養幼童的公民意識及文化自信。有幼稚園
選取教材內容納入校本國安教育部分，表示學生
的國民身份認同感得以提升，教學成效顯著。
《小精英》系列最新一冊《小精英．大灣情》將
於下月推出，教材附有精美圖書及有趣的桌上遊
戲，讓幼童與老師及家長互動，認識粵港澳大灣
區9+2城市的特色。

善德基金會常務副主席湯修齊日前在接受香
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他們於2020年推出的第一
冊《小精英．遊葵青》，內容較為地區性，集中

以葵青的10個地標教導幼童公民守法意識，派發
的對象僅限於葵青區幼稚園。去年推出的《小精
英．節日情》，面向全港幼稚園，透過重要節日
例如香港回歸紀念日、十一國慶等，從小向孩子
灌輸尊重國歌、國旗等國民意識，培養正向價值
觀。

讓幼童認識灣區9+2城市特色
他介紹，該教材備有一系列輔助教材，包括

幼兒圖書、情境圖卡及貼紙等，內容涵蓋多個情
境故事，如香港的傳統節日和旅遊景點等，又設
計了多名可愛的少年警訊成員角色，鼓勵老師和
家長透過說故事、講道理的方式，讓幼童從小認
識和學習中國文化的意義，培養守法精神，加強
家校合作。

將《小精英》教材內容納入校本國安教育的

荃灣商會朱昌幼稚園，其校長林翠玲讚揚教材貼
近孩子的生活經驗，很自然地與教案結合，而教
材亦透過情景模擬，讓幼童選擇正確的行為，例
如不應亂拋垃圾等，從中教導他們要愛護環境和
守法意識。

她說，《小精英．節日情》透過中國的節日
文化特色，教育幼童中華傳統美德，如孝順、尊
重及關心他人等，也有助提升幼童的國民身份認
同。以往，老師問學生“你是什麼人”時，他們
通常都目瞪口呆，但現在都能肯定地回答：“我
是居住在香港的中國人！”對此，她感到十分欣
慰。

該校課程主任蔡慧瑩指出，教材能自然融合
教學，發揮配合、輔助和推動教學的作用。其
中，幼童十分喜歡教材配套的手偶，老師用手偶
講故事，課堂氣氛活躍，提升了教學的成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鍾健文）有指
蘆薈有抗癌、抗氧化、抑制病毒及增強免
疫力的療效，若果把蘆薈送到太空培植，
這些功效會否得到加強呢？獲得是次太空
實驗設計比賽亞軍的拔萃女書院隊伍，中
三生李津榛和吳鍶廷受到過去有微重力對
小麥草抗糖尿病功效影響的啟發，希望在
空間站以水培法栽種蘆薈，比對在微重力
下及在地球上生長的蘆薈的化學成分有何
分別，藉以研究微重力對蘆薈藥用功效的
影響。

她們的構思是先讓蘆薈在空間站生長
6個月，然後把葉子剪下，待冷卻後送回
地球進行分析，除了會記錄其外表特徵
外，也會對葉子進行量化分析，並與在地

球種植的蘆薈進行對照實驗比較，以及進
行跟進測試。

李津榛和吳鍶廷表示，實驗若能成功
在空間站進行，將會是首次在微重力下培
育出多肉植物，並希望就蘆薈對紓緩痛
症、傷口癒合、預防和治療癌症的療程作
出改善，增強療效，同時可作為未來研究
的參考，啟發更多有關微重力對草藥影響
的研究，“而且綠色植物讓航天員在空間
站保持精神振奮，心境開朗。”

容啟亮指上述構思有創意，期待將來
可以將研究範圍擴展到其他不同草藥，探
索強化草藥療效的可能；吳波亦讚揚方案
非常超前，對中學生的工程及設計能力感
到欣慰。

女拔：比對微重力對蘆薈藥用功效影響

◆ 拔萃女書
院獲得太空實
驗設計比賽亞
軍。左起：李
津榛、吳鍶
廷。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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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百艦機聯合封控
導彈圍島精準命中

台海風雲台海風雲 之之

反制進行時反制進行時

軍事專家、國防大學教授孟祥青在接受新
華網訪問時分析指出，此次實戰演訓六

大區域是最接近台灣島的演訓區域，對台島形
成了包圍之勢，對“台獨”勢力形成了“關門
打狗”之勢。海軍研究院研究員張軍社亦向
《環球時報》表示，此次演習對外部干預勢力
和“台獨”勢力勾連圖謀分裂祖國具有強大的
鉗制和震懾效應。

遠程火箭炮精確打擊台海東部
8月4日下午13時許，東部戰區陸軍部隊

在台灣海峽實施了遠程火力實彈射擊，對台灣
海峽東部特定區域進行了精確打擊，取得了預
期效果。上午接到作戰任務後，在東部戰區陸
軍某炮兵旅任務地域，多台新型遠程箱式火箭
炮依令向發射陣地機動，在抵達射擊地域後，
分隊迅速完成火箭彈裝填、射擊諸元裝訂等實
彈射擊準備。

隨着指揮員下達口令，多枚炮彈撲向目標
海域，精準命中目標。

多型號常導檢驗區域拒止能力
下午15時許，東部戰區火箭軍部隊對台

島東部外海預定海域，實施了多區域、多型號
常導火力突擊，導彈全部命中目標區域，檢驗
了精確打擊和區域拒止能力。

受領作戰任務後，火箭軍某導彈旅官兵迅
速完成作戰動員準備，部隊依令向預定作戰地
域機動。抵達預定地域後，發射單元快速隱蔽
待機，做好發射準備。接到發射命令後，號手
迅速展開操作，起豎導彈，裝訂諸元參數。

隨着指揮員一聲令下，導彈依次騰空而
起，直刺蒼穹，這次常規導彈火力試射，是東
部戰區在台島周邊開展一系列聯合軍事行動的
重要組成部分，全面檢驗了武器裝備性能和部
隊作戰能力。

東部戰區空軍和東部戰區海軍航空兵出動
上百架殲擊機、轟炸機等多型戰機，編隊起
飛，奔赴台島北部、西南、東南空域，執行跨
晝夜聯合偵察、空中突擊、支援掩護等任務，
全面檢驗大機群出動、長時間持續制空、高精
度精確打擊等作戰能力。與此同時，10餘艘驅
護艦連續位台島周邊海域展開，實施聯合封控
行動，對火力試射區域進行掃海警戒，配合友
鄰兵力進行偵察引導。值得注意的是，視頻中
出現了新一代空中加油裝備運油-20的身影。

專家：火力遠近銜接覆蓋台灣島
中國人民解放軍海軍研究院研究員張軍社

分析指出，今次演訓我們是多要素、成體系的
來進行火力運用，將形成遠近銜接、高低搭
配，將彰顯出解放軍對台灣島和周邊的火力覆
蓋能力，其中既有遠火，也有常規導彈，能形
成高低搭配，並會根據情況選擇使用導彈和遠
火。他分析指出，遠火有比較突出的三個特
點：一是射程遠，從幾十公里到幾百公里，可
以全部覆蓋台灣島，更不用說覆蓋台灣海峽；
二是打擊精度高，可以想打哪裏就打哪裏，誤
差率非常小；三是機動性強，全部使用野戰高
機動裝備，隨時停下來就能打，打完就能走，
所以生存力比較強，打擊的突然性也比較強。
“至於導彈部隊，我們知道我們的‘東風快

遞’系列很多，‘撒手鐧’也很多，我們可根
據我們的打擊目標的性質，根據我們作戰需要
和情況來選擇。”

台媒：解放軍共發射11枚東風導彈
據台灣“中央社”的報道，台灣防禦部門

發布新聞稿稱，解放軍自下午1時56分起至下
午4時止，區分數波次向台灣北部、南部及東
部周邊海域，發射共11枚東風系列導彈。

中國國防部新聞發言人譚克非指出，8月2
日，美眾議院議長佩洛西竄訪中國台灣地區，
此舉與美方不支持“台獨”的承諾背道而馳，
是對中方嚴重的政治挑釁，是對中美兩國兩軍
關係的嚴重破壞，是對台海和平穩定的巨大衝
擊和威脅。中方對此強烈憤慨、強烈反對。

“中國軍隊說話是算數的。中國人民解放
軍東部戰區在台島周邊海空域組織多軍兵種聯
合對海突擊、對陸打擊、制空作戰等多科目針
對性演練，組織精導武器實彈射擊，就是針對
美台勾連的嚴正震懾。”譚克非說。

譚克非指出，中方正告美方和民進黨當
局，“以台制華”注定徒勞，“挾洋自重”沒
有出路。美台勾連挑釁只會將台灣推向災難深
淵，只會給廣大台灣同胞帶來深重禍害。堅決
維護中國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是14億中國人
民的堅定意志，中國實現完全統一是不可阻擋
的歷史潮流。

“民意不可違，玩火必自焚。我們將堅決
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絕不為任何形式的
‘台獨’行徑和外部干涉留下任何空間。”譚
克非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綜合報道）解放軍一連三日抵近環

繞台灣島實彈演練拉開大幕。8月4日，東部戰區組織兵力位台島

周邊海空域開展規模空前的實戰化演訓，對預定海域成功實施遠程

火力及常規導彈火力實彈射擊，導彈全部精準命中目標。上百戰

機、十數戰艦同步實施聯合封控行動 ，對火力試射區域進行掃海警

戒。“中國軍隊說話是算數的。中國人民解放軍東部戰區在台島周邊海空域組織多軍兵種聯合對

海突擊、對陸打擊、制空作戰等多科目針對性演練，組織精導武器實彈射擊，就是針對美台勾連

的嚴正震懾。”中國國防部發言人譚克非就系列軍事反制行動發表談話，擲地有聲：中方將堅決

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絕不為任何形式的“台獨”行徑和外部干涉留下任何空間。

解放軍拉開實彈反制演練大幕 國防部：針對美台勾連嚴正震懾

◆◆88月月44日下午日下午，，中國人民解放軍東部戰區火箭軍中國人民解放軍東部戰區火箭軍
部隊部隊，，對台島東部外海預定海域對台島東部外海預定海域，，實施多區域實施多區域、、
多型號常導火力突擊多型號常導火力突擊，，導彈全部精準命中目標導彈全部精準命中目標，，
檢驗了精確打擊和區域拒止能力檢驗了精確打擊和區域拒止能力。。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台灣媒體及記者葛沖報道， 有
台媒質疑解放軍發布通知的時間是否符合國際慣例，對
此，專家指出，按照國際慣例，實彈演練至少需要提前
24小時預告，而這次解放軍的演練提前了38個小時宣
布，完全符合國際慣例。

對於解放軍為何選擇在4日開始演練，海軍研究院研
究員張軍社接受環球時報採訪時表示，此次演習包括在台
灣海峽進行遠程火力實彈射擊、常導火力試射等課目，按
照國際慣例，軍事演習區域原則上需要提前三天對外公
布，緊急情況下也需要提前24小時對外界發布，這主要
是為了方便演習區域內中外船舶有足夠撤離時間，同時，
飛越演習區域上空的民航也需要時間提前調整航線，也是
為了確保演習區域內實彈射擊不傷及平民。張軍社說，這
一預告和安排展示了解放軍理性負責姿態。

確保實彈射擊過程不傷及平民
國防大學教授孟祥青在接受央視採訪時亦介紹：

“在緊急狀態下，實彈演練至少需提前24小時宣布。我
們這次提前了38個小時宣布，符合國際慣例。這是為了
讓船舶有時間離開，讓航線有時間進行調整，確保實彈
射擊過程中不傷及平民。”

陸軍部隊遠程箱式火箭
炮命中目標海域

火箭軍導彈全部命中目
標區域

提前38小時通知
符合國際慣例

解解

放放
軍軍
環環台台島島六六區區域域演演訓訓 88月月44日日實實彈彈射射擊擊示示意意圖圖

◆◆據報道據報道，，解放軍共發射解放軍共發射1111
枚東風導彈枚東風導彈。。圖為東風圖為東風--1717
常規導彈常規導彈。。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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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社新聞

休城工商

休斯頓將舉辦2026年世界杯！

2026年世界杯將由美國、加拿大、墨西哥聯合主辦！子天在採訪體育局CEO Janis
Burke時，她說休斯頓為申報世界杯準備了十年之久。申辦成功真的是令人激動不已！

美國房貸利率創美國房貸利率創1212年新高年新高 萬通貸款來支招萬通貸款來支招

據房地美在周四的聲明，美國抵押貸款利
率恢復上升態勢，上週30年期貸款的平均利率
從5.10%躍升至5.27%，創下2009年8月以來的
最高水平。 2021年1月時的紀錄低點為2.65%。

由於通脹高企，美聯儲今年已經連續兩次
會議上加息，其中本週三加息50個基點，這是
自2000年以來的最大漲幅，並暗示將進一步加
息以緩解通脹和過熱的房地產市場。

值得注意的是，房地美的每週房貸數據是
在美聯儲周三宣布加息之前記錄的。抵押貸款
利率與10年期美國國債的收益率密切相關，後
者往往與美聯儲的基準利率同步上升。雖然週
三當日美債收益率顯著下滑，但周四美股、美
債全線暴跌，10年期基準美債收益率盤中再度
升破3%，觸及三年半最高。

鷹派美聯儲使得今年以來，美國房貸利率
上漲了超過200個基點，借貸成本飆漲。今年從
1月到4月，房貸利率以1994年以來的三個月最
快速度上漲。疊加在紀錄高位附近的房價，令
美國民眾對樓市的熱情逐漸退散，可能會越來
越多地將潛在購房者排除出市場。

以 30 萬美元貸款來計算，當前 30 年期
5.27%利率下，月付1660美元，而歷史最低點的
2.65%時，月付僅需1209美元。也就是說，月供
支出暴漲了37%。

可負擔能力下降，會打擊未來成屋銷售。

此外，由於當前擁有房屋的屋主，他們支付的
房貸利率遠低於最新的房貸利率，這會極大地
抑制搬家，其結果是，需求和供應將同時走低
。而接近歷史低點的住房庫存，可能會在一定
程度上提振房價。已經有數據證明了這一點：
美國3月成屋銷售創2020年6月最低，不足的供
應，將3月成屋價格的中位數推至創紀錄的375,
300美元。 3月全美新房銷售量年化76.3萬套，
降至四個月的低點。

事實上，除了可負擔能力外，美國樓市還
有一個隱患——美股。疫情之後美國地產的繁
榮很大一部分是靠中高收入富裕家庭買起來的
，其中西海岸科技公司聚集的加州房產價值增
幅達1.38萬億美元。此外科技公司向
南遷移總部的趨勢也帶動了相應城市
人口和房價的一同上漲，亞利桑那州
、佛羅里達州和猶他州成為最炙手可
熱的三大住房市場。

抵押銀行家協會（MBA）首席經
濟學家 Mike Fratantoni 週三在一份聲
明中表示，抵押貸款利率可能會在當
前水平附近趨於穩定。這應該會鼓勵
更多消費者購買，但為現有抵押貸款
再融資的需求不太可能很快恢復。

房地美首席經濟學家預計房價漲
幅會放緩。 Sam Khater在周四的聲明

中
表示：“雖然住房負擔能力和通脹壓力對潛
在買家構成挑戰，但房價將繼續增長，不過
預計未來幾個月漲幅將放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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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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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English recipes, please visit www.lnk.bio/BullHead.BBQSauce.USA
掃碼關注微信公眾號<牛頭牌北美>

全素全素

99大華及各大華人超市熱銷中

@BullHead.BBQSauce.USA

 氣炸鍋料理系列
HOTPOT SOUP BASE FT. AIR FRYER RECIPE SERIES

&

做法
(1)粿條泡水至軟，瀝乾備用。(2)將所有食材並調味料在大碗中混拌均勻。
(3)放進氣炸鍋中，以400°F氣炸10分鐘即可(中間要攪拌一下)。

食材
1包 牛頭牌沙茶鍋火鍋湯底
(內含1包沙茶鍋底包*&1包濃縮高湯包*)
• 130g 粿條
• 100g 肥牛片

[調味料]
• 2茶匙 沙茶鍋底包的醬
• 1/2 杯 濃縮高湯包的湯底

肥牛粿條
Rice Noodle Stir-Fry with Beef

 感謝YouTube <佳萌小廚房> 提供美味食譜！

• 150g 油菜
• 1茶匙 食用油

• 1茶匙 蠔油
• 1茶匙 老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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