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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蒂亞洲城

聯⽲地產集團 購屋|商業|投資|⽣意  ⼀站式服務 

(713)-630-8000

1,000 ~ 8,000平⽅英呎
商圈旺鋪全⾯招商

JOSIE LIN,CCIM

 

 

                                    
太空中心門票$19.95  

★首選黃石、坎昆全包團 讓您樂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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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条精選歐洲遊★★ 

★阿拉斯加、夏威夷、哥斯達黎加

★申根簽證★ ★認證★ ★綠卡★

自然博物館門票$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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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暑假熱門多線路美東美西遊 任君選擇

（中央社）美國前總統川普今天拒絕就其家族
事業所涉詐欺罪嫌在紐約宣誓提供證詞，目前川普
承受的法律壓力已加大。聯邦調查局（FBI）幹員2
天前甫搜查他在佛羅里達州的莊園。

法新社報導，川普表示，他 「別無選擇」 ，只
能行使美國憲法第5修正案賦予的權利。這項修正
案允許人民在錄口供時保持沈默，以免自證其罪。

川普發表聲明說， 「依據美國憲法賦予每一位
公民的權利和特權，我拒絕回答問題」 ；並說，他
是採納法律顧問的建議。

聲明中說： 「當你的家人、公司和所有身邊的
人都成為律師、檢察官以及 『假新聞媒體』 撐腰下
毫無根據、有政治動機的政治迫害目標，你別無選
擇。」

「我的心中若有任何疑問，那就是聯調局週一
突擊搜查我的住家海湖俱樂部（Mar-a-Lago），
就在今天錄口供的兩天之前，這清除了一切不確定
性。」

川普稍早在社群平台貼文說，他正在紐約州檢
察長詹樂霞（Letitia James）的辦公室。詹樂霞的
調查行動是川普旗下企業所遭到的若干現行調查之
一。

川普在自創的社群平台Truth上對詹樂霞發起
了連串攻擊，指她是帶有 「種族偏見」 的檢察長，
企圖 「惡整川普」 。

詹樂霞懷疑，川普集團（Trump Organization
）為向銀行貸款，不實誇大旗下不動產價值，而在
報稅時又以多報少，企圖少付稅金。

家族事業遭詐欺調查 川普拒錄口供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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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t weekend we hosted the
graduation ceremony of the Little
Reporter Camp at our
International TV Studio. Seeing
the first group of youngsters
performing wonderful programs on
the stage and thanking their
parents, relatives and teachers off
stage was a wonderful experience.

When I issued the graduation
certificates I encouraged everyone
to continue to work hard to be a
good student in school, to be filial
to your parents at home and
aspire to be a person who
contributes to society.

The media business we are
engaged in today has a very great
responsibility to the society. We
hope more of the younger
generation will continue to relate in
the future.

We would like to thank their

teachers for the careful teaching
and the enthusiastic support from
their parents. All the parents
wanted their sons to become
dragons and their daughters to
become phoenixes.

Education is a century-old
plan of the country. We see most
Asian students are excellent in
character and learning. The
reason for this is that their parents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their
children’s education. No matter
how difficult the environment may
be, they will be sure their children
go to the best schools.

Hosting and issuing the
certificates is my happiest thing.
Seeing these excellent and polite
children and their beaming smiles
will always be branded in our
hearts. 0808//0909//20222022

Education Is The CountryEducation Is The Country’’s Century-Old Plans Century-Old Plan

上週末在美南环球電視劇場
主持了美電小主持人訓練班就業
典禮，观看了這群年幼小朋友
在台上表演的精彩節目，并向
台下的父母及親朋好友表示感謝
。

我在頒發結業證書時， 勉
勵大家要再接再厲，在學校做個
好學生，在家裡孝順父母，並
立志成為對社會有貢獻的人。

今天我們從事之大眾傳播事
業，本身就負有向社會傳播消
息之重大責任，我們更希望長
江後浪推前浪，今後有更多年
輕一代接力下去。

我們也要特別感謝蓋軍、

辛建、王潔、陳鐵梅數位老師
們之悉心教導及父母之熱心支持
，父母們都望子成龍，望女成
凰，這是非常令人感動之事。

教育乃是國家之百年大計
，我們眼看華亞裔學子多半是品
學兼優，努力向上，其中最重
要之原因是家庭對子女教育之極
端重視，不論環境如何艱難，
對子女教育花费之心血在所不惜
。

主持頒發證書是我最愉快的
一件事，眼看這批優秀彬彬有
禮之孩童們，他們的笑容永遠
烙在我們的心中。

教育乃國家百年大計教育乃國家百年大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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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從卸任總統以來, 一直身處政治風口浪
尖與司法怒火的川普現在又陷入危險關頭, 因
為他位於佛羅里達州棕櫚灘的豪華私宅”海
湖莊園” (Mar-a-Lago) 竟然在大清早遭聯
邦調查局FBI的佛曉搜索, 川普的兒子艾瑞克
對福斯電視台說:” FBI探員突然出現在我父
親的莊園，包圍、突襲並佔領他的家，並在
屋內翻箱倒櫃，持續好幾個小時才離去” 。
川普隨後證實了這則新聞，他稱這是美國史
上絕無僅有的事：“我是第一個遭受這種突
襲搜查的前總統，他們甚至撬開了我的保險
櫃！”

搜索前總統的住宅的確是聞所未聞的事,
尤其是擁有眾多鐵粉以及共和黨高層捍衛支
持的川普, 如果沒有鐵證, 聯邦調查局與司法
部豈敢輕捋虎鬚, 面對媒體的質疑, 司法部長
賈倫只以一句話來回應:”沒有任何人可以凌
駕於司法之上”, 拜登總統則透過白宮說, 他
也是看到媒體報導才知道這件事, 而且他還強
調白宮絕不插手這件事。

拜登的說詞完全不可信, 他任命的司法部
長想要對一直以來敵視他的政治對手下手, 他
會在事先不知情, 那實在太離奇, 也太離譜了
。事實上, 美國司法部早已對川普在離職後私
自帶走的國家檔案局（NARA）幾十箱屬於
國家機密的文件緊追不捨，由於內含大量國
安文件,以任何人偷竊、刪除、銷毀與私藏文
件都涉及違反聯邦法律, 除了罰款坐牢外, 更
嚴重的是不能夠再擔任公職, 這當然就會讓川
普沒法再參選2024年總統大選了。

到底川普有沒有私自偷竊佔領國家文件
檔案呢? 答案是肯定的, 因為早在今年初當國
家檔案局依法向他索取時, 他曾坦誠交出了
15箱子之多，由於當局懷疑他並沒有全數交
出, 所以FBI才發動了此次對川普不假辭色的
襲擊行動, 當然對他而言儼然如一次”抄家”
的舉動, 非常的不體面, 所以就連副總統彭斯
與共和黨領袖麥康奈爾也認為不妥, 要求司法
部長下台, 而 所有支持川普的黨內同志也積
極運作造反, 必將沒完沒了不會善罷甘休!

紐約曼哈頓地區檢察官長久以來一直對
是否起訴川普或與他有關的企業和個人進行
調查, 紐約州總檢察長也宣佈將與之合作分享
資源以對他進行更深入調查, 這兩股司法力量
的合作將使川普難以招架和應對, 而 川普的
人格特質非常異類，迄今為止他已有過三次
婚姻與六次破產紀錄, 更被26位女性指控性
騷擾與侵犯，一生共累積了4000多起大小訴
訟, 還有九億美元債務與三億元貸款，他的人
生充滿爭議, 但他毫不畏怯！

川普的確有如此無畏精神與氣勢, 所以他
能兩度逃過彈劾案,儘管輸了大 選, 依然可以
一己之力操控民粹, 並在共和黨呼風喚雨, 在
穿粉擁戴下, 儼然成一方之大, 不過現在川普
所遇到的對手不再是唯唯諾諾的政客, 而是實
事求是的法律人, 他所要面對的是司法案件而
不是政治紛爭, 當他在掌握國家機器與公權力
時, 司法似乎對他無能為力, 現在既已下野為
平民, 失去司法保護傘, 政黨政客的庇蔭效用
已不大了。

「美聯社 」 （AP）、《衛報》
（The Guardian）等報導，近年全球被
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嚴重影響
，但最新研究顯示，洪水、熱浪、乾旱
等在氣候變遷下加劇的天然災害，正導
致超過半數的已知人類傳染病進一步惡
化，包括新冠肺炎、瘧疾、登革熱、霍
亂等；而公共衛生專家擔憂，人們並沒
有更加認真看待氣候變遷問題。

根據報導，一篇8日被刊登在《自
然氣候變遷》（Nature Climate Change
）期刊上的新研究指出，在與氣候變遷
有關的洪水、熱浪、乾旱、野火、暴雨等10種極
端天然災害加劇之下，由病原體引發的375種已知
人類傳染病中，有218種出現惡化，比例高達58%
。這是因為許多疾病傳播媒介在天然災害中將更容
易與人類接觸，如傾盆大雨和洪水所創造的環境，
會讓蚊子等生物大量滋生；乾旱等災害導致部分野
生動物失去原有棲息地，只能遷徙至更靠近人類居
住的區域，導致各種人畜共通傳染病加劇；且在嚴
重天然災害中流離失所的民眾，由於難以維持原有
的健康與衛生條件，自身抵抗病原體的能力也將遭

到削弱。
領導該研究的夏威夷大學（University of Ha-

waii）氣候資料分析師莫拉（Camilo Mora）表示
，這些問題並非假設，而是 「已經發生的事情」 ，
如他自己的家就在5年前首次遭洪水直接侵襲，並
於稍後因蚊蟲叮咬感染屈公病，導致多年後仍受關
節慢性疼痛之苦。

莫拉指出，令人震驚的是，人們並沒有因此更
認真看待氣候變遷問題，並稱就疾病而言， 「我們
正在打開潘朵拉的盒子」 。

新冠肺炎災難恐重演 專家憂：這關鍵危機被忽視
1位俄羅斯軍事專家說，美國已開始限

制提供烏克蘭的軍援，並說他認為，這和烏
克蘭總統澤倫斯基（Volodymyr Zelensky）
的行為有關。

據《新聞周刊》（Newsweek）9日報
導，就在拜登政府宣布，將再提供烏克蘭包
括火箭彈等價值10億美元（約300億台幣
）新軍援1天後，俄羅斯《祖國軍火庫》
（Arsenal of the Fatherland）編輯列昂科
夫（Alexei Leonkov）便發表了相關評論。

列昂科夫周二在Telegram上提及，美
國提供基輔的M142高機動性多管火箭系統
（High Mobility Artillery Rocket System）
，簡稱海馬斯（HIMARS）。而對烏克蘭部
隊來說，這是款改變遊戲規則的武器，讓他
們得以攻擊俄軍指揮中心和軍火庫。

不過，他接著指出，美國正開始限制未
來提供烏克蘭武器的清單，而原本打算提供
基輔的20套海馬斯，如今僅交付了16套。

列昂科夫說，如今美方暫時拒絕提供烏
克蘭不斷要求的F-16，而波蘭則給了基輔
232輛坦克，而斯洛伐克則提供了11架米
格（MiG）-29戰機。

列昂科夫意有所指地說，隨著圍繞澤倫

斯基的 「醜聞和爆料」 在西方媒體愈演愈烈
，這暫時拒絕也可能會變成永久。然而，他
並未具體說明，所謂的 「爆料」 究竟意味著
甚麼，隨後便話鋒一轉，說澤倫斯基宣稱，
在烏克蘭南部城市刻松（Kherson）大舉反
擊俄軍，但事實上地面戰況幾乎沒有改變。

另一方面，俄羅斯國營媒體也拿澤倫斯
基和國際特赦組織（Amnesty International
）間的爭議大作文章。國際特赦組織指控，
烏克蘭部隊故意把基地設在住宅區，以致危
及平民。

也因此，列昂科夫說，西方媒體對澤倫
斯基的抨擊，還有華府可能對供應烏克蘭武
器設限，都是環環相扣的，並不令人意外。
他甚至直指，澤倫斯基已有污點，命運已經
注定。

然而，目前並沒有證據顯示，美國已拒
絕提供烏克蘭F-16戰機。上個月美國空軍
參謀長布朗（Charles Q. Brown Jr.）還說
，華府和北約盟國正在考慮訓練烏克蘭飛行
員，如瑞典 「獅鷲」 （Gripen），或是法國
達梭（Dassault）的 「飆風」 （Rafale）戰
機等不同的平台，都可能送往烏克蘭。

烏克蘭猛要F16 俄專家曝美為這拒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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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報告：能源價格的飆升
正在加劇數億人的生活成本危機

綜合報導綜合報導 聯合國秘書長全球糧食、能源和金融危機應對小組

（GCRG）發布第三份報告，警告隨著烏克蘭沖突繼續肆虐，飆升的能

源價格正在加劇數億人的生活成本危機。

盡管能源危機持續，但主要石油和天然氣公司最近報告了創紀錄的

利潤，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稱其為「不道德」的行為。

他表示，「今年第一季度，最大的能源公司的總利潤接近1000億美

元。我敦促各國政府對這些過度利潤征稅，並利用這些資金支持最脆弱

的人度過這些困難時期。」

最新發布的報告重點關註能源問題，報告建議各國政府找到最有效

的方法來資助能源解決方案，例如公共資助的現金轉移和退稅政策，以

保護各地的弱勢社區，還有包括對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氣公司征收暴利稅

。與此同時，報告還敦促向可再生能源過渡。

報告稱，人們越來越擔心，不斷上漲的能源成本可能會使許多發展

中國家，特別是最脆弱的社區，從能源市場中付出代價。這些國家已經

在危機中首當其沖，自新冠肺炎大流行以來，在獲得能源和可持續發展

方面遭受了重大挫折。

報告警告說，更令人擔憂的是，可能有潛在的「能源爭奪戰」

，只有支付最高價格的國家才能獲得能源。因此，政府需要財政空

間來支持其最脆弱的人口，以避免能源貧困程度惡化或完全失去能

源供應。

古特雷斯提出了包括向能源企業征收「過度利潤稅」、發達

國家節約能源、加速向可再生能源轉化及加大投資清潔能源四大

建議。

英首相候選人：
英國 「恨國者」 應視為極端分子，納入去極端化項目

綜合報導綜合報導 英國前財政大臣、保守黨

黨首候選人裏希· 蘇納克（Rishi Sunak）提

出一項計劃：詆毀英國的人士將被視為極

端分子，並被納入英國政府的去極端化項

目。

蘇納克表示，他的計劃將擴大極端主

義的定義，把那些「極度仇恨英國」的人

士包括在內，這樣通過講話和文字展示

「極度仇恨」的那

些人就可以被納入

英國政府名為「預

防（Prevent）」的去

極端化項目。

報道稱，該計

劃可能會引發反對

，因為其中可能會

納入對英國持批評

態度，但並沒有極

端主義傾向的守法

公民。但蘇納克陣

營表示，該計劃不

涉及針對英國政府

或任何政府政策的

批評，並且不具有法律約束力。

報道援引蘇納克的話稱：「對於一個

首相來說，沒有什麼比保護我們的國家和

民眾的安全更重要的職責了。無論是加倍

努力打擊宗教極端主義，還是鏟除那些直

言仇恨我們國家的人，我都將盡一切努力

履行這一職責。英國是一個自由、寬容和

多樣性的燈塔。我們決不能讓那些試圖損

害和破壞我們生活方式的人得逞。」

報道提到，2011年英國推出的「預防」

戰略將極端主義定義為「口頭或行動上反對

英國的基本價值觀，包括民主、法治、個人

自由、相互尊重以及對不同信仰的容忍」，

其中還包括「呼籲讓英國武裝部隊成員死亡

，無論是在國內還是在海外」。

蘇納克陣營的消息人士表示，他認為

極端分子不僅想攻擊英國的價值觀，還想

攻擊英國的存在本身。

一名消息人士告訴《每日電訊報》:

「這就是為什麼他（蘇納克）會在極端主

義的定義中加入『詆毀英國』（vilifica-

tion of the UK），以確保對我們的國家懷

有極端仇恨、導致他們對國家安全構成威

脅的那些人能夠被識別出來，並避免走上

破壞性的道路。」

報道還提到，極端分子通過文字或

言論詆毀英國，即可以被納入「預防」

項目。蘇納克的一位發言人表示，「裏

希· 蘇納克將改革『預防』項目，使其

項目中的個案特征廣泛反映英國面臨的

恐怖威脅。」

德國6月商品出口額
環比增長4.5%

綜合報導綜合報導 德國聯邦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經日歷及季節性調

整，2022年6月德國商品出口額和進口額環比分別增長4.5%和0.2%，

同比分別增長18.4%和27.9%。

其中，6月德國對俄羅斯的商品出口額環比增長了14.5%，達到12

億歐元，但同比下降40.3%；對俄羅斯商品進口額環比增長了4.8%，達

到35億歐元。

聯邦統計局指出，俄羅斯6月在德國出口最重要目的地國家中排名

較5月上升3位，達到第23位。

數據顯示，6月德國出口了價值1343億歐元的商品，進口了價值

1279億歐元的商品，盈余64億歐元。

數據顯示，6月德國對歐盟國家的商品出口額和進口額環比分別增

長3.9%和0.3%；對歐盟以外國家(第三國)商品出口額和進口額環比分別

增長5.3%和0.1%。

數據指出，6月德國對美國商品出口額最多，環比增長6.2%，價值

達142億歐元；對中國商品出口額環比增長了2.4%，達到89億歐元。

數據還顯示，6月德國對中國商品進口額最多，價值達170億歐元。

對美國的商品進口額環比增長了14.7%，達到85億歐元。同期，對英國

的商品進口額下降了6.6%，至32億歐元。

荷蘭正式宣布進入缺水階段水資源根據協議分配
綜合報導綜合報導 荷蘭《電訊報》（De

Telegraaf）此前曾報道稱，政府已召集危

機小組采取措施。據內閣基礎設施部稱，

自上月中旬以來，「水資源短缺迫在眉睫

」；現在，基礎部稱進入「實際缺水」的

階段，所謂的優先供水措施將正式生效。

這是荷蘭的一項法定措施，如果有限

的淡水資源需要分配，則優先考慮重要地

區。這已經在Vallei en Veluwe 地區水務

局生效，但現在適用於整個荷蘭。

該計劃的首要任務是確保堤壩安全並防

止對自然和泥炭地區造成不可逆轉的破壞，

因為堤壩的穩定性對國家安全至關重要。

還必須防止由於幹旱和鹽漬化造

成的土壤沈降，和對自然造成的不可逆轉

的破壞，因為這種情況永遠無法修復。

此後，淡水將用於維持飲用水和能源

的供應，其他利益相關者——如工業、農

業和航運——稍後加入。

基礎設施部長哈伯斯周三也寫信給第

二議院，表示將自 2018 年以來首次召集

水資源短缺管理小組（MTW）開會。該團

隊由國家交通水務局Rijkswaterstaat、地區

水務局、飲用水公司、省政府和三個部委

組成，可以決定影響多個地區甚至是全國

性的措施。

據荷蘭政府稱，目前飲用水的供應沒

有受到威脅。部長哈伯斯確實要求所有荷

蘭人「仔細考慮是否應該洗車或完全填滿

充氣的遊泳池。」他表示：「從目前的事

態發展來看，可以想象，幹旱會影響到更

多的社會利益。我覺得，這對涉及其中的

人來說非常煩人。」

由於持續幹旱，各種措施已經到位。

例如，荷蘭部分地區禁止農業噴灑；由於

水位低，河道狹窄，船只也不允許在海爾

德蘭省IJssel 河的部分地區超越他船。此

外，內陸湖IJsselmeer 的水位要保持在盡

可能高的水平，因為大量的飲用水來自這

裏。

國際原子能機構：
烏克蘭最大核電站 「完全失控」 ，違反所有核安全原則

綜合報導綜合報導 國際原子能機

構（IAEA）總幹事拉斐爾·

格羅西（Rafael Grossi）警告

說，烏克蘭最大核電站——

紮波羅熱核電站正處於「完

全失控」狀態，那裏安全形

勢越來越嚴峻，需要盡快采

取措施。

格羅西在接受美聯社采

訪時說，在紮波羅熱核電站

，目前「所有核安全原則都

被違反」，由於俄烏沖突，

「事關重大，情況極其嚴重

和危險」。他還說，目前存

在一種「矛盾的局面」，即

這座核電站由俄方控製，但

仍由烏克蘭工作人員繼續運

營，這也存在一定的安全隱

患。他稱，雖然國際原子能

機構與核電站的工作人員有

一些聯系，但這些聯系是

「有缺陷的」、「不完整

的」。同時，格羅西表示，

核電站設備和備件的供應受

到了幹擾，「所以我們不確

定核電站是否能收到它所需

的一切」。

另據俄新社報道，俄羅斯

外交部防擴散與軍備控製司副

司長伊戈爾· 維什涅韋茨基在

聯合國《不擴散核武器條約》

（NPT）審議大會上就對紮波

羅熱核電站安全的擔憂作出回

應，他說：「俄羅斯武裝部隊

的行動絕不會損害烏克蘭的核

安全。俄羅斯軍隊保護這些核

電站的唯一目的是防止烏克蘭

民族主義部隊和外國雇傭兵利

用烏克蘭局勢進行核挑釁，而

那將導致災難性的後果。」維

什涅韋茨基強調，「這種風險

無疑是存在的」。他還指出，

俄方準備為國際原子能機構專

家前往紮波羅熱核電站提供便

利，並保證安全。

俄羅斯《獨立報》稱，烏克

蘭外交部副部長尼古拉· 托奇茨

基（Nikolai Tochitsky）在審議

大會上呼籲聯合國在紮波羅熱核

電站上空設立禁飛區，並向基輔

方面提供反導系統。他認為，需

要采取果斷的聯合行動來防止發

生全球級別的核災難。

紮波羅熱核電站是歐洲最

大的核電站，此前為烏克蘭提

供約四分之一的電力。該核電

站有六個發電單元，裝機容量

約為6000兆瓦。自今年3月初

以來，紮波羅熱核電站已被俄

軍方控製。目前該核電站以大

約70%的負荷運行，在未來計

劃也向克裏米亞供應電力。

烏克蘭外長庫列巴曾表示

，如果該核電站因遭遇攻擊發

生爆炸，其危害將是切爾諾貝

利事故的10倍。近期，俄羅斯

指責烏方使用無人機多次對核

電站發起襲擊；烏方則認為，

俄軍方要求核電站管理部門開

放核電站動力裝置的機房，用

來存放軍事裝備，違反了核電

站運行的安全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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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宮今天表示，美國總統拜登將於下週
二（8月9日）簽署 「晶片法案」 ，這項法案
意在補貼美國半導體產業，並且促進美國對
中國的競爭力。

白宮發表新聞聲明指出，拜登將於8月9
日在白宮玫瑰花園（Rose Garden）的一場
儀式上，將 「晶片法案」 （CHIPS and Sci-
ence Act of 2022, CHIPS Act）簽署為法律

。路透社報導， 「晶片法案」 意在緩解影響
各層面的晶片持續短缺情況，包括汽車、武
器、洗衣機及電子遊戲等。

據報導，這項法案將挹注約520億美元
政府補貼，用於研究及美國半導體生產，是
美國產業政策的一次罕見重大嘗試。

此外，這項法案也包括為投資晶片廠提
供稅收減免，估計價值達240億美元。

白宮：拜登8／9日簽署晶片法案 促進對中國競爭力

《紐約郵報》（New York Post）報導，
在美國聯邦眾議院議長裴洛西（Nancy Pelo-
si）抵達台灣後，該國前總統川普（Donald
Trump）怒嗆她 「瘋狂」 ，聲稱裴洛西總是
「把所有事情搞砸」 。

根據報導，裴洛西搭乘美國空軍C-40C
行政專機抵達台灣後，川普2日在自己創立
的社群平台 「真實社群」 （Truth Social）上
發文，問 「為何瘋狂的裴洛西在台灣？」 稱
她 「總是惹麻煩」 ，且 「把所有事情搞砸」
，包括2次針對川普的失敗彈劾案，以及曾
在首次擔任眾議院議長時打輸選戰， 「看著
吧！」

川普上週也曾發表類似言論，聲稱裴洛
西接觸的議題都會 「陷入混亂、轉向破滅和

變成垃圾」 ，而中國大陸事務是她最不應該
參與的事情，因為裴洛西 「只會讓整件事變
得更糟」 ，將引發 「巨大的矛盾與敵意」 ，
因此要求她不應該訪問台灣。

不過川普的言論似乎無法代表共和黨全
體，《紐約郵報》報導，以美國聯邦參議院
少數黨領袖麥康奈（Mitch McConnell）、參
院外交委員會共和黨高階委員（ranking
member，委員會中在野黨位階最高者）里
契（Jim Risch）、參院軍事委員會共和黨高
階委員殷荷菲（Jim Inhofe）等人為首的26
名共和黨籍參議員，在裴洛西抵達台灣後發
表聯合聲明，表態支持她的訪問行程，並稱
總統拜登（Joe Biden）先前試圖阻止裴洛西
訪台的行為並不合適，只會產生反效果。

川普嗆裴洛西訪台 「瘋了」 怒揭她驚人問題

美國聯邦眾議院議長裴洛西訪台，引發北京不
滿，在台海周遭大規模演習，升高區域緊張。美國
總統拜登今天上午與國安團隊通話，討論印太局勢
。

裴洛西（Nancy Pelosi）台北時間2日晚間率
團訪台，北京連日多次言詞恐嚇，並在台海周圍舉
行多達6場的軍事演習，區域緊張情勢升高。不僅
如此，中國也宣布多項禁令，禁止百餘項的台灣商
品進口。

面對台海局勢一觸即發，人在白宮隔離的拜登
（Joe Biden）今天透過推特表示，今天上午與國
安團隊通話，討論廣泛優先事項，包括美國支持自
由開放印太區域，以及持續支持烏克蘭。

拜登日前確診COVID-19（2019冠狀病毒疾
病）病毒，經治療後已經康復，但日前篩檢呈現陽
性，至今已經一連5天篩檢結果皆為陽性，他目前
人在白宮隔離中。

對於共軍的大規模軍演，白宮今天也再次公開

喊話，重申美國政策不變，美方不會也不樂見危機
發生。

白宮發言人尚皮耶（Karine Jean-Pierre）今
天在白宮例行簡報中表示，美國國會議長訪台已有
前例，裴洛西走訪台灣與美國長年政策一致。北京
沒有理由藉此在台灣海峽內或周邊加強侵略性軍事
行動。

面對北京文攻武嚇，英、美、法、德以及加拿
大、義大利、日本在內的七大工業國集團（G7）
國家外交部長與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今天
也發表聲明，重申將致力維護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
秩序，以及台海與其他區域的和平穩定。

G7各國外長呼籲中共勿企圖藉由武力單方面
改變區域現狀，應以和平的方式解決兩岸分歧；各
國的 「一中政策」 及對台灣的基本立場不變。

聲明在結尾重申各國對維護台海和平穩定的堅
定承諾，並鼓勵相關各方保持冷靜、展現自制、確
保行動透明，並保持溝通暢通，以避免誤解。

共軍升高威脅 拜登與國安團隊討論印太局勢

南韓政府今（3）日表示總統尹錫悅因休假中，不會與即將
到訪的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Nancy Pelosi）會面，引發南韓
輿論社會撻伐，稍早南韓媒體爆料，尹錫悅態度大轉彎，正協調
明（4）日與裴洛西會談，不過隨即遭到南韓總統府打臉計畫
「不變」 ，韓媒分析指出，裴洛西訪台加劇美中衝突，增加南韓
在外交上的 「負擔」 。

正在台灣訪問的裴洛西等美國眾議院代表團即將在傍晚搭機
前往南韓，明日上午與南韓國會議長金振杓會談並共進午餐，下
午搭機赴日。不過今日上午南韓總統辦公室官員表示，尹錫悅因
正在休假中，因此不會與裴洛西會面，引發南韓社會輿論撻伐，
對尹錫悅選擇休假、不見裴洛西感到不可置信。

稍早包括《國民日報》、 「韓聯社」 、韓國公營廣播電視台
（KBS）、《首爾新聞》等韓媒皆引述消息人士指出，尹錫悅正
協調明日與裴洛西會面。

《國民日報》引述2名相關人士指出，尹錫悅已經決定與裴
洛西會面，因為裴洛西是美國政壇第3號人物，兩人明日會面的
可能性很大。KBS則引述南韓總統府相關人士指出，韓美雙方都
認為，如果可能的話，尹錫悅與裴洛西應該會面。

《國民日報》指出，南韓總統府在最後一刻調整行程，是判
斷如果裴洛西來訪，總統卻沒有接見，可能會對韓美同盟引發不
必要的誤會，尤其裴洛西此趟亞洲行中會見了各國領袖，也產生
了影響，在裴洛西相繼與各國領袖會晤後，南韓總統府也轉向尹
錫悅與裴洛西會面。不過報導也指出，如果尹錫悅接見裴洛西，
中國大陸可能會提出抗議，未來將成為韓陸關係的負擔。

在韓媒一陣大翻轉報
導後，南韓總統府出面打
臉報導不實，重申尹錫悅
不會與裴洛西會面的情況
「沒有變化」 。

針對南韓政府消息紊
亂，總部設在首爾的 「北
韓新聞」 （NK News）記
者金正民（Jeongmin Kim
，音譯）推論，似乎發生
了一場公關災難。

針對裴洛西訪台，
「韓聯社」 今日也發布專

文分析，她訪台加劇美中
緊張關係，將成為韓國外
交上的 「負擔」 。

文章指出，南韓作為
美國在東北亞地區的盟友
，同時也與中國大陸保持合作關係，協調處理美中關係是最重要
的外交任務，美中衝突升溫將在大框架內成為韓國外交的制約因
素，因為美中戰略競爭加劇，韓美日聯盟對上朝中俄陣營的態勢
將更為穩固，南韓將難以獲得外交空間。

而台灣問題又最容易引爆美中衝突，針對裴洛西訪台，南韓
政府也在關注對地區局勢的影響，在公開場合下保持謹慎立場，

只給出原則反應。
文章指出，中國大陸與北韓的關係密切，美中若因台灣問題

升溫衝突，解決北韓核武問題的難度可能也會升級，由於北韓核
武問題需要美中合作，兩國的衝突管理愈順利，解決的空間也就
愈大。

南韓總統就是不見裴洛西外媒曝來台讓韓有 「負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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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大中城市住房空置率12%
高於英美法澳 佛山空置率超15%全國第三

穩定房地產市場是中國內地穩經濟的重要一

環，貝殼研究院5日發布的報告，從另一個側面宏

觀地揭示了內地房地產市場的現狀。報告顯示，內

地28個大中城市平均住房空置率為12%，相對處

於較高區間，國際比較僅低於日本，高於美國、加

拿大、法國、澳大利亞、英國。其中，南昌、廊

坊、佛山三個城市的住房空置率排前三位，均在

15%以上，而深圳、北京和上海空置率最低，均在

7%以下。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 解放軍
東部戰區在台灣島周邊海空域開展的聯合
演訓進行中，市場氣氛觀望，港股5日雖然
再升27點，報20,201點，但大市成交額縮
至853億元（港元，下同），是7月22日以
來最低。恒指自周三開始連升3日，共計進
賬 512 點，令全周指數得以錄得 45 點進
賬，二萬點大關也失而復得。

芯片股及生科股繼續有炒作，阿里巴巴
及騰訊則回調。市場人士指出，台海雖然沒
有出現槍林彈雨，但已令國際資金盡量避開
大中華區域的股市，這無疑會讓港股成交額
進一步下降，暫時難看到港股可有強力反彈
的力量，就算遇有反彈都只會極速回吐。

宜局勢明朗再部署
耀才證券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許繹彬表

示，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竄訪台灣，令台
海局勢劍拔弩張，是本周投資市場的焦點。
他指出，美方的玩火行為，雖暫未觸發台海
出現槍林彈雨，但猶如向疲態盡露的港股再
踩一腳，港股現階段實難強力反彈，就算反
彈也很可能是“死貓彈”。

港股成交連續3日不足1千億元，他認
為，若沒有突發的利好消息，港股暫以5月
低位19,178點作為重要支持位，由於目前是
政治市主導，他建議投資者應先等待局勢明
朗下來，才作下一步部署。

第一上海首席策略分析師葉尚志指出，
台海局勢依然是市場的關注點，周末前市場
氣氛更見謹慎，以致大市成交量又再縮減。
他認為，走勢上，如果恒指能夠升穿20,300
點關口，可以看作是初部見底的信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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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上海報道）台海局
勢緊張，5日A股的芯片板塊繼續有資金追捧，汽車
芯片、半導體及元件、MCU芯片、集成電路概念等
漲超5%。大盤方面，上證綜指收升1.19%，報3,227
點；深證成指漲1.69%，報12,269點；創業板指漲
1.62%，報2,683點。兩市成交總額9,954億元（人民
幣，下同），北向資金全天淨買入逾29億元。本周
滬指跌 0.81%，深證成指漲 0.02%，創業板指漲
0.49%，科創50指數大漲6.28%。

芯片股5日漲幅居前，封測、IGBT、設備、材
料等幾乎所有分支全線爆發。板塊方面，汽車芯片、
半導體及元件、MCU芯片、集成電路概念等漲超
5%，個股上國芯科技、龍芯中科、南方精工、晶方
科技、明微電子等多股漲停。其他科技股亦有不錯漲
勢，數字貨幣、數據安全、華為海思概念股、電子身
份證等板塊漲逾4%。

A股造好 芯片板塊續受捧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R3�$&:�

內地重點城市住房空置率情況

◆◆ 上海等一線城市住房空上海等一線城市住房空
置率最低置率最低。。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貝殼研究院近期重點研究內地28個城市的
3萬個小區，發布《2022年中國主要城

市住房空置率調查報告》，首次盤點了主要
城市住房空置率水平。通常來說，空置率在
5%至10%之間是合理的，低於此區間則認為
空置率過低，表明住房需求旺盛，潛在需求
較高；高於10%則認為空置率過高，表明住
房供給過剩，存在庫存積壓風險。

一線城市空置率只有7%
此次統計發現，內地28個大中城市平均

住房空置率為12%，相對處於較高區間。住
房空置率隨城市能級依次遞增，一線平均
7%，二線平均12%，三線16%。其中僅有9
個城市空置率處於合理區間之內，大部分城
市處於10%至15%之間，6個城市高於15%。
分城市看，深圳、北京、上海空置率最低，
均在7%以下，而南昌、廊坊、佛山住房空置
率排前三位，均在15%以上。

研究指出，內地28個大中城市的平均住
房空置率依然處於較高水平，僅低於日本，高
於美國、加拿大、法國、澳大利亞、英國。從
宏觀層面分析，購房門檻、老齡化程度、租金
回報均會影響住房空置率變化。如重慶老齡化
人口佔比17%，空置率為17%；而深圳老齡化
人口佔比為3.2%，空置率僅5.3%，反映出強
勁的市場潛力。

此外，房價越高、按揭貸款比例越高的城
市，擁有多套住房的成本越高，進而住房空置成

本越高。比如，2022年上半年北京二手房交易的
平均按揭比例僅37%，全國購房門檻最高，但其
住房空置率僅6%；反之，住房空置率越高的城
市如南昌、廊坊、佛山等，其房價也越低。租金
回報的高低也是決定空置率的核心因素。空置率
最低的深圳、北京、上海，其月租金中位數在
5,000元人民幣以上，而空置率排名最高的南昌、
廊坊，其月租金中位數在1,600元人民幣以下。

空置率最低城市 租金最貴
貝殼研究院認為，一定程度的住房空置

率是合理且有必要，但過高的住房空置率值
得警惕，其潛在風險不容忽視。從市場角度
看，高空置率等同於大量潛在供應。當房價

下跌預期較強時，大量空置房屋進入存量房
市場會導致短期供給激增，加劇供求失衡而
放大房價下跌風險。今年二季度部分城市放
鬆限售，二手房新增掛牌房源激增，一定程
度上也是空置住房過多的體現。

過高住房空置率值得警惕
在空置房風險治理上，報告認為境外城

市治理經驗值得借鑒。境外住房空置率較
低，是因為持有空置住房的成本較高。據不
完全統計，法國、英國、加拿大、澳大利亞
均設有住房空置稅。相比之下，中國內地沒
有相關房產稅、空置稅的徵收，導致住房空
置成本低，房屋居住使用效率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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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8月2日，美
國國會眾議長佩洛西竄訪中國台灣地區。中共中
央台灣工作辦公室發表聲明指出，這是台美勾連
的升級，性質十分惡劣，後果十分嚴重。這是對
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嚴重侵犯，是對一個中國
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的嚴重違背，是對國際
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的嚴重踐踏，是美國對中
國作出嚴肅政治承諾的背信棄義，向“台獨”勢
力發出嚴重錯誤信號。我們對此堅決反對，表示
嚴厲譴責和強烈抗議。

聲明指出，“台獨”分裂是祖國統一的最大
障礙，是民族復興的嚴重隱患。民進黨當局頑固
堅持“台獨”錯誤立場，甘心為美國反華勢力充
當遏華棋子，更加肆無忌憚謀“獨”挑釁。這完

全是誤判了形勢，打錯了算盤！他們為了一己之
私，頑固挑戰一個中國原則，拒不承認“九二共
識”，製造兩岸對抗，頑固“倚美謀獨”。民進
黨當局的謀“獨”行徑和出賣民族利益的與美勾
連活動，只會將台灣推向災難深淵，給廣大台灣
同胞帶來深重禍害。

聲明強調，我們敦促美方看清台灣問題的歷
史經緯，認清兩岸同屬一個中國的事實和現狀，
以實際行動恪守一個中國原則，履行中美三個聯
合公報，不要在錯誤道路上越滑越遠。我們正告
民進黨當局，徹底放棄“台獨”圖謀，不要在
“台獨”的死路上一條道走到黑。否則，任何謀
“獨”行徑都將在中國人民反“獨”促統的強大
力量下粉身碎骨。

中共中央台辦：
民進黨當局與美勾連只會將台灣推向災難深淵

根據央視新聞的報道，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
蘇-35戰機2日晚間穿越台灣海峽。東部戰

區新聞發言人施毅陸軍大校表示，8月2日晚開
始，中國人民解放軍東部戰區在台島周邊開展一
系列聯合軍事行動，在台島北部、西南、東南海
空域進行聯合海空演訓，在台灣海峽進行遠程火
力實彈射擊，在台島東部海域組織常導火力試
射。此次行動，是針對美近期在台灣問題上消極
舉動重大升級採取的嚴正震懾，是對“台獨”勢
力謀“獨”行徑的嚴重警告。

外交部：將採必要措施捍衛國家主權
外交部聲明強調，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

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華人民共和
國政府是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1971年
聯大第2758號決議對此予以明確。1949年中華
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181個國家在一個中國原
則基礎上同中國建立外交關係。一個中國原則是
國際社會的普遍共識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

聲明指出，1979年，美方在中美建交公報
中明確承諾，“美利堅合眾國承認中華人民共
和國政府是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在此範圍
內，美國人民將同台灣人民保持文化、商務和
其他非官方關係。”美國國會作為美國政府的
組成部分，理應嚴格遵守美國政府的一個中國
政策，不與中國台灣地區進行任何官方往來。
中方歷來反對美國國會議員竄訪中國台灣地
區，美國行政部門有責任予以阻止。佩洛西眾
議長是現任美國國會領導人，她以任何形式任
何理由赴台活動，都是升級美台官方交往的重
大政治挑釁，中方絕不接受，中國人民絕不答
應。

聲明進一步指出，台灣問題是中美關係中最
重要、最核心、最敏感的問題。當前，台海局勢
面臨新一輪緊張和嚴峻挑戰，根本原因是台灣當
局和美方不斷改變現狀。台灣當局一再“倚美謀
獨”，拒不承認“九二共識”，大搞“去中國
化”，推行“漸進式台獨”。而美方企圖搞“以
台制華”，不斷歪曲虛化掏空一個中國原則，加
強美台官方往來，為“台獨”分裂活動撐腰打

氣。這是十分危險的玩火行動，玩火者必自焚。
聲明強調，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在台灣問題

上的立場一以貫之。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
整是14億多中國人民的堅定意志，實現祖國完
全統一是全體中華兒女的共同心願和神聖職責。
民意不可違，大勢不可逆。任何國家、任何勢
力、任何人都不要錯估中國政府和人民捍衛國家
主權和領土完整、實現國家統一和民族復興的堅
強決心、堅定意志、強大能力。針對美國會眾議
長竄訪中國台灣地區，中方必將採取一切必要措
施，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由此產生的
一切後果必須由美方和“台獨”分裂勢力負責。

聲明強調，中美作為兩個大國，正確的相處
之道只能是相互尊重、和平共處、避免對抗、合作
共贏。台灣問題純屬中國內政，其他任何國家都無
權做台灣問題的裁判官。中方嚴正敦促美方，停止
打“台灣牌”搞“以台制華”，停止插手台灣事務
干涉中國內政，停止以各種形式支持縱容“台獨”
分裂勢力，停止在台灣問題上說一套、做一套，停
止歪曲虛化掏空一個中國原則，以實際行動恪守一
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規定，切實將美國
領導人作出的“四不一無意”承諾落到實處，不要
在錯誤和危險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國防部：將展開針對性軍事行動反制
另據新華社報道，國防部新聞發言人吳謙就

佩洛西竄訪台灣發表談話指出，美眾議院議長佩
洛西竄訪中國台灣地區，中方對此強烈譴責、堅
決反對。吳謙指出，中方曾多次闡明竄訪台灣的
嚴重後果，但佩洛西明知故犯，惡意挑釁製造危
機，嚴重違反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
規定，嚴重衝擊中美關係政治基礎，嚴重破壞中
美兩國兩軍關係。美方此舉向“台獨”分裂勢力
釋放嚴重錯誤信號，進一步加劇了台海緊張局勢
升級。民進黨當局挾洋自重，勾連外部勢力作
亂，執意邀佩洛西訪台，其行徑是非常危險的，
勢必引發嚴重後果。中國人民解放軍高度戒備，
將展開一系列針對性軍事行動予以反制，堅決捍
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堅決挫敗外部勢力干涉
和“台獨”分裂圖謀。

美國會眾議長竄訪台灣 中方向美方提嚴正交涉和強烈抗議

解放軍抵近台灣島
六區環繞實彈演訓

東部戰區啟動 距台北高雄最近數十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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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新華社2日受權公告，中國人民解放軍將於北京時間2022年8

月4日12時至7日12時，在相關海域和空域（見圖），進行重要軍事演訓行動，

並組織實彈射擊。根據公告示意圖及坐標位置，軍事演訓圍繞中國台灣地區進行。

中國外交部2日晚間發表聲明指出，美國國會眾議長佩洛西不顧中方強烈反對和嚴

正交涉，竄訪中國台灣地區，嚴重違反一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規定，嚴

重衝擊中美關係政治基礎，嚴重侵犯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嚴重破壞台海和平穩

定，向“台獨”分裂勢力發出嚴重錯誤信號。中方對此堅決反對，嚴厲譴責，已向

美方提出嚴正交涉和強烈抗議。

◆粵西某海域，海南
艦多課目多兵種協同
訓練。圖為兩棲突擊
車從艉部依次下水，
集結完畢後展開突擊
隊形。 網絡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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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广告

创新中国

理念革新
“土壤空调”助力节能减排

节能降碳，要抓重点行业。数据
显示，全国建筑行业上下游加起来的
碳排放量，占全国碳排放总量的比重
超过 50%。为此，在“双碳”背景
下，中国建筑业正逐步加快绿色建筑
的发展步伐。

所谓绿色建筑，即是在全生命周
期保持低能耗、环境友好并且健康宜
居的高品质建筑。

“之所以会突出全生命周期这个
时间概念，是因为我们平常接触到
的 建 筑 物 ， 往 往 是 已 经 投 入 使 用
的，但建筑物在修建过程中，其实
就存在较大能源损耗。”清华大学建
筑学院教授朱颖心认为，绿色建筑
若想更好地实现降碳，首先要减少
全生命周期的用能需求。“例如，在
设计方面，可利用自然通风和天然
采光等气候条件因地制宜，进而降
低供暖、制冷、照明等方面的用能
需求。”

步入湖北省武汉市国家网络安全
人才与创新基地，最惹人注意的便是
造型独特的展示中心。据了解，其采
用的大跨度无柱网架与全玻璃幕墙结
构，可有效降低照明耗能。

“万事皆有两面性，这种独特造
型，也带来了传热系数大、室内温度
上升快等问题。”项目设计方、中信
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有限公司 （以下简
称“中信设计”） 绿色建筑研究中心
副主任汤小亮告诉记者，为了解决这
些难题，设计师团队专门设计出“采
光顶热聚集条件下通风散热的自动控
制系统”等专利技术。

记者了解到，该技术是在采光顶
中部区域安设 32 个电动天窗，通过
对屋顶区域的温度及热辐射强度进行
感应联动，自动调整天窗开闭，从而
有效控制屋顶温度。汤小亮说，计算
机模拟实验发现，经过优化设计后，
室温最高相差近 10 摄氏度，空调节
能减耗效果显著。

与 此 同 时 ， 在 展 示 中 心 地 下 ，
被誉为“土壤空调”的地源热泵空
调系统则在静悄悄地运行着。中信
设计总工程师陈焰华介绍，夏季，
该系统会将建筑物内的余热转移至
土壤，维持室内 26 摄氏度的舒适温
度，而到了冬季，“土壤空调”又能
把 地 下 恒 温 的 热 量 转 移 到 建 筑 物
内，为建筑物供暖，每个年度形成
一个相对平衡的冷热循环，减少直
接碳排放 35%以上。

“地源热泵空调系统的最大优势
在于可利用少量的电力实现冷热量的
转移和跨季节储存利用。”陈焰华解
释，冬季消耗 1 千瓦时的电力可为建
筑物提供 3 至 4 千瓦时的供热量，并
能降低浅层岩土体的温度，储存冷量
供次年夏季使用。

除了设计理念彰显革新魄力，创
新建造理念也是建筑业绿色发展的一
大方向。

在国家会展中心（天津）项目施工
初期阶段，中建八局项目团队就碰上了

“硬钉子”。“当时，我们初步测算一期
工程泥浆排放量接近40万立方米，二期
工程废弃泥浆量更多，约有46万立方
米。”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项目经理解
永飞说，短期内如此巨大的泥浆排放会
对土地造成较大程度的破坏，同时由于
桩基施工需要在45天内全部完工，泥浆
外运也会花费大量时间。

面对进退两难的处境，项目技术
攻坚团队开展“头脑风暴”。考虑到
项目部分区域地面标高仍未达到设计
要求，需进行大量土方回填，技术团
队决定尝试化“泥”为“土”，并就
此开展了多轮可行性实验。

“但第一次实验结果并不理想，
由于泥浆泌水性强，收缩比例非常
大，不符合回填土的强度要求。”项
目总工程师刘飞回忆，技术团队并未
灰心，而是重新研究配比选型，反复
调整固化剂成分，经过数十次实验，
终于成功研制出合适方案。“一期、
二期项目产生的 80 多万立方米泥浆
全部用于场地回填，实现了零排放、
零污染的‘变废为宝’。”

根据 《城乡建设领域碳达峰实
施方案》，2030 年前，建筑节能、垃
圾资源化利用等水平大幅提高，能
源 资 源 利 用 效 率 达 到 国 际 先 进 水
平；用能结构和方式更加优化，可
再生能源应用更加充分；城市整体
性、系统性、生长性增强，“城市
病”问题初步解决。

技术创新
像“搭积木”一样盖房子

不仅建筑设计节能低碳，随着装
配式建筑技术日渐成熟，建筑物的建
造过程也慢慢变“绿”。

专家指出，装配式建筑是指将建
筑用构件 （如楼板、墙板、楼梯等）
在工厂进行标准化批量制作后，再运
输到施工现场，通过可靠的连接方式
拼装而成的建筑。简单来说，装配式
建筑的施工方式实现了“房子是在工
厂里制造的”。

“事实上，装配式建筑不是近几
年才有的，20 世纪 50 年代，我国就
已开始尝试走预制装配式建筑工业
化道路。”北京工业大学结构与材料
工 程 研 究 所 教 授 曹 万 林 介 绍 ， 当
下，中国装配式建筑正在积极探索
标准化设计、工厂化生产和信息化
管理，这都是现代化、工业化生产
方式的具体表现。

近日，由中交三航院设计的全国
首座全装配式高桩码头——江苏省连
云港市徐圩港区 64 号—65 号液体散
货泊位工程顺利通过验收。

“项目充分运用装配式技术，预
制构件总数仅为 195 件，与传统高桩
码头相比，预制构件总数减少 80%以
上，大大减少了水上预制件吊装次数
和现场混凝土浇筑量。”项目设计总
负责人郭兆珈感慨地说。

为何会将码头设计成全装配式？
项目主管总工杭建忠告诉记者，工程
所 在 地 距 离 后 方 陆 地 区 域 约 16 公
里，同时连云港地区潮差可达 5 米，
这为传统高桩码头混凝土水上现浇带
来诸多不便。

此外，若依照传统高桩码头建设
方案，水上施工人员众多，材料堆放
杂乱，船舶交通组织难度很大。为
此，中交三航院首次采用一种新型全
装配式结构，主要构件均采用工厂化
制造，现场快速拼装，装配率由 30%
提高到70%以上。

正因采用装配式结构的模块化施
工，现场工作人员也成功由原先的

“千人会战”压缩为十余人的“班组
攻关”。“即便施工高峰期，现场顶多
需 要 20 至 30 人 ， 工 作 时 间 较 为 固
定。”郭兆珈对记者说，与传统高桩
码头相比，此次装配式高桩码头的构
件混凝土用量节约了 20%，现场施工
碳排放量降低75%。

“ 装 配 式 建 筑 项 目 就 像 ‘ 搭 积
木’一样盖房子，在提高生产效率的
同时，能够减少污染、节约资源和降
低成本。”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高级
建筑师胡家僖表示，得益于“积木”
质量过硬，装配式建筑的现场集成得
以顺利进行。

7 月 18 日，在中铁八局桥梁公司
成都青白江建筑工业化产品生产基
地，只见工人们在完成装模、上油、
扎筋等准备工序后，轻松操作几个按
钮，短短几十秒，一块混凝土叠合板
便完成了浇筑。

“我们生产基地采用了‘智能制
造平台’，通过给所有生产线装上

‘大脑’，能够同时生产上百种不同尺
寸的 PC （预制混凝土） 构件。”中铁
八局建筑工业化研发中心常务副主任
王江介绍，近些年，企业不断探索智

能化制造，截至目前，已实现钢筋全
自动化加工、产品自动脱模、混凝土
自动浇筑等。

除此之外，“智能制造平台”还
可实现对 PC 构件繁杂生产流程的智
慧管理。每一件 PC 构件的钢筋骨架
加工完成后，都会由条码打印设备自
动打印出一张条码，进行“身份标
识”。“现场质检员只需用扫码枪轻轻
一扫，即可查询焊接工人、模型状态
等信息，确保钢筋骨架得到全面检
查。”王江说。

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教
授周静敏认为，目前中国装配式建筑
发展虽然整体情况不错，但接下来的
发展过程仍会很漫长。“在‘十四
五’时期，应进一步梳理贯彻标准化
设计思维，让行业内外都能正确理解
装配式建筑的建造方法，从设计阶段
开始逐步实现一体化协同。”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的 《关于推动城乡建设绿色发展
的意见》 提出，大力发展装配式建
筑，重点推动钢结构装配式住宅建
设，不断提升构件标准化水平，推动
形成完整产业链，推动智能建造和建
筑工业化协同发展。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司相
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将构建标准化设计和生产体
系，推行“少规格、多组合”的正向
设计方法，推动装配式建筑市场化、
规模化发展。

城市更新
从“拆改留”到“留改拆”

推动城乡建设绿色转型，转变
“大量建设、大量消耗、大量排放”
的建设方式，是实现城乡建设领域碳
达峰的重要举措。

在建设绿色低碳城市方面，要优
化城市结构和布局，加快推进既有建
筑节能改造。《城乡建设领域碳达峰
实施方案》 提出，严格既有建筑拆除
管理，坚持从“拆改留”到“留改
拆”推动城市更新。

走进山西省太原市杏花岭区新民
东街 22 号，崭新的中空塑钢窗户引
人注目，经过建筑节能改造后，小区
环境变美了，房子好住了，居民的幸
福感直线上升。

“小区从去年 8 月份开始改造，
经过 3 个多月的施工，我们住进了冬
暖夏凉的节能房。”65 岁的王梅是小
区老住户，她告诉记者，节能改造解
决了房屋漏水透寒等问题，冬季屋内
温度提高了5摄氏度。

“按照新标准，我们将小区外墙
保温层厚度增加一倍，为老百姓家
中 装 上 了 密 封 性 更 好 的 中 空 塑 钢
窗，同时对屋面及地下室顶板都进
行了保温层设置。”改造项目相关负
责人介绍，通过建筑节能改造，楼
顶漏雨、沿街噪音大等问题都将得
到有效解决。

新民东街 22 号，仅仅是太原市
老 旧 小 区 改 造 的 一 个 缩 影 。 据 了
解，太原市既有居住建筑节能改造
一期项目已于 2021 年 11 月完成，二
期工程预计将于 2023 年底完工。日
前，山西省发布的 《山西省建筑节
能 、 绿 色 建 筑 与 科 技 标 准 “ 十 四
五”规划》 提出，到 2025 年，全省
基本形成绿色、低碳、循环的建设
发展方式，城镇新建居住建筑、公
共建筑分别执行节能 83%、72%的地
方标准。

值得一提的是，在许多城市，强
化建筑运营的节能提效也被视为既有
建筑改造升级的重要目标之一。

位于北京市东三环亮马桥附近的
京城大厦，历经 30 年运营，基础能
耗较高，其设备设施需要计划性更新
改造。中信和业投资有限公司城市更
新事业部总经理向炜举例说，当时大
厦的暖通空调系统，自控化程度与调
节精度不高，导致局部空间夏季制冷
不足、冬季室温过高，系统整体能效
较低。

“2017 年，在不影响楼内客户正
常办公的前提下，我们从安全、健
康、智能等维度出发，对大厦进行了
绿色改造。”向炜介绍起种种变化：
制冷机组更换为高能效磁悬浮机组；
燃气锅炉更换为空气源热泵；增加智
能化集成平台、综合能源管理系统、
楼宇自控系统……“2021 年大厦能源
费用仅为 2016 年的 73%，二氧化碳排
放量也仅为2016年的38.6%。”

专家表示，尽管既有建筑的节
能改造成绩喜人，但配套政策和机
制还亟待完善。“当前，既有建筑绿
色化改造主要还是依靠财政投入，
发挥业主主观能动性的机制仍有待
完善。”广州市城市规划协会副会长
兼秘书长黄鼎曦建议，探索建筑领
域的碳排放交易，同时积极完善绿
色金融支持绿色建筑政策，鼓励政
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激发建设绿色
建筑的积极性。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标准定额司相
关负责人介绍，下一步，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将持续开展绿色建筑创建行
动，进一步提升绿色建筑占比；推进
既有建筑绿色化改造，提升建筑节能
低碳水平；加强建筑运行的管理，降
低建筑运行的能耗。

仲夏时节，骄阳似火。7月16日，海南省海口市国投
生态环境大厦项目现场，呈现一派繁忙景象。安装龙骨、
衬板、装饰条……施工人员正为安装玻璃幕墙做准备。

“项目所用的建筑材料大多都可回收降解，同时屋
顶光电技术也可满足基本用电需求。”项目总包方项目
经理张兵介绍，通过有效利用新能源技术，国投生态环
境大厦未来将成为“超低能耗”的绿色建筑。

从对既有建筑的绿色化改造到绿色建材，再到装配式
建筑，近年来，中国已全面实现新建建筑节能。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上半年，中国新建
绿色建筑面积占新建建筑的比例已经超过90%。如今，借
助“浅层地热能”等先进技术手段，中国绿色建筑实现跨
越式增长，在擦亮“低碳环保”新名片的同时，还改变着
人们的生活。

截至2022年上半年，中国新建绿色建筑占比已超90%

绿色建筑，擦亮“低碳环保”新名片
本报记者 刘乐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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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難料
加入健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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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美國衛生及公眾服務部資助

1-800-318-2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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