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發行人 李蔚華/Publisher: Wea H. Lee 社長 朱勤勤/President: Chin Chin Chu 副社長 朱幼楨/Vice President: Emerson Chu 副社長 秦鴻鈞/Vice President: Christi Chin 總編輯 蓋軍/Chief Editor: Jun Gai
商業廣告：ad@scdaily.com 設計部：art@scdaily.com 編輯部：editnews@gmail.com 會計部：acccounting@scdaily.com 分類廣告：cla@scdaily.com 美南新聞網站：www.scdaily.com 美南電視15.3：https://scdaily.com/tv
美南黃頁：https:scdaily.com/yellow_pages 美南新聞電子報 e-paper:www.scdnews.com 分類廣告專頁Classified AD: www.scdaily.com/classified ads 美南微信公眾號：美南網ID:today-america 國際貿易中心：http://www.itchouston.org

傳習近平計劃近傳習近平計劃近33年來首度外國之行年來首度外國之行 並與拜登面會並與拜登面會
（中央社華盛頓12日綜合外電報導）根據知情人士，中國官員正在

規劃國家主席習近平11月出訪東南亞，並與美國總統拜登面會。
「華爾街日報」 報導，這次如果成行，將是習近平近3年以來首度國

際之行，也是拜登就任美國總統以來兩人首度面對面會晤。
中國官員為習近平出訪做準備，顯示69歲的習近平對於今秋召開的5

年一度中國共產黨第20次全國代表大會有信心。
參與準備的官員指出，這位中國領導人預料在完成20大後，可能參

加11月15至16日在印尼峇里島舉行的20國集團（G20）領袖峰會。

中國官員指出，G20峰會結束後，習近平預期將前往泰國曼谷參加亞
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領袖峰會。

他們表示，由於目前尚在初步階段，仍有可能變更，中國朝 「其中一
場峰會舉行美中領導人場邊會議」 準備。

白宮印太事務協調官康貝爾（Kurt Campbell）指出，拜登與習近平在
日前的通話中討論面對面會晤的可能，也交辦團隊跟進。但具體的時間、
地點，他不願多談。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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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orney General Herrick Garland spoke
about the FBI agents who raided former
President Trump’s Mar-a-Lago residence
in Florida.

Garland said that the government has
filed a motion to unseal the warrant
authorizing Monday’s search which Trump
has sharply criticized as a partisan attack.

Garland said that he personally approved
the unprecedented decision to seek such a
warrant against the former president.

Republicans want transparency about the

raiding on the former president’s property,
as Trump’s supporters have cast the
investigation as a partisan sham.

Garland said, “The men and women of
the FBI are dedicated patriotic public
servants. They protect the American people
from violent crime, terrorism and other threats
to their safety while safeguarding our civil
rights.”

We all are waiting for the results of this
raid and hope there will be more truth that will
come out s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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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torney General Approved The Raid On TrumpAttorney General Approved The Raid On Trump’’s Mar-a-Lagos Mar-a-Lago

截至昨天為止，全美房貸率增至百分之五
以上，致使全國房地產價開始平穩，
三十年期貸款本週四平均是百分之五點二

二， 相較去年此時是百分
之二點八七。
由于利率上升加上新房

數量不夠 ，導至房價比几
個月前平穩了許多， 但對

一般購房者仍然因利息倍增而卻步，其中也包
括通貨膨脹及物價上漲導致買者負擔加重。
七月份在市場上的房價比以前减少了百分

之十九，這個價格已經到達二O一七年之水
平，對購屋者而言，是個好消息。
許多華亞裔家庭視住宅投資是首要大事，

几乎九成家庭都擁有自己之住宅，我們奉勸新
購房者，可以再觀望一下，希望通貨得到控
制，利率會下降一些，否則再等到房價冷卻
後，再進㘯比較划算。

房貸利率再創新高房貸利率再創新高 檢察總長高談搜索川普別墅檢察總長高談搜索川普別墅
美國聯邦檢察長格蘭週四指出，搜索前總統川普之行動是他親自批示的

，這次行動旨在追查川普在卸任後帶走了許多政府之文件。
格蘭不願多談正在偵辦中仍搜索行動，共和黨人士對此表示大為不滿，

希望對此搜索行動提出說明，一名曾參加元月六日攻佔国會大廈之暴徒今天
上午曾経對位於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市的聯邦調查局辦公處進行襲擊。
檢察總長極力為聯邦調查局人員之行動進行辯護，認為他們是保護非常

盡責和愛國公務員。
前總統之住宅被搜索是件非常驚人之法律行動，川普認定是件政治追殺

，而法界說是主持公平正義，如今我們正等待文件之真相大白了。

The Mortgage Rate Has Climbed Back AgainThe Mortgage Rate Has Climbed Back Again
Attorney General Herrick Garland spoke

about the FBI agents who raided former
President Trump’s Mar-a-Lago residence
in Florida.

Garland said that the government has
filed a motion to unseal the warrant
authorizing Monday’s search which Trump

has sharply criticized as a partisan attack.
Garland said that he personally

approved the unprecedented decision to
seek such a warrant against the former
president.

Republicans want transparency about
the raiding on the former president’s

property, as Trump’s supporters have cast
the investigation as a partisan sham.

Garland said, “The men and women of
the FBI are dedicated patriotic public
servants. They protect the American people
from violent crime, terrorism and other
threats to their safety while safeguarding our
civil rights.”

We all are waiting for the results of this
raid and hope there will be more truth that will
come out s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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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道】近日，來自美國內布拉斯加州的一
對母女因非法墮胎被當地警方指控多項罪名。其中警
方獲取證據的手段值得注意——警方要求Facebook提
供了母女二人在平台上的私聊記錄。

Facebook洩露用戶隱私數據的行為在美國引起爭
議，“刪除Facebook”的詞條一度登上推特熱搜榜。
當地時間 8 月 9 日，Facebook母公司 Meta 發表聲明稱
，警方的搜查令沒有提及墮胎一詞，也未告知調查與
墮胎相關。

據多家國外媒體報導，今年4月份，內布拉斯加
州的17歲少女Celeste Burgess在懷孕第23週時，通過
母親Jessica Burgess幫忙購買的墮胎藥成功實施了藥物
流產，兩人在一22歲男子的幫助下掩埋了胎兒屍體。

由於該州法律禁止懷孕超20週的女性墮胎。他們
一直對外宣稱系意外流產並自行處理了胎兒屍體。然
而，在內布拉斯加州，私自處理流產胎兒屍體同樣違
反法律。

警方收到舉報後挖出了胎兒屍體，並對母女提出
指控，稱她們犯下轉移、隱藏和遺棄屍體罪這項重罪
，以及隱瞞他人死亡及虛假報告兩項輕罪。

事實上，僅憑胎兒的屍檢報告無法確認是意外流
產還是窒息死亡。因此警方使用搜查令要求Facebook
提供母女二人的賬戶內容，試圖尋找更多信息。據報
導，Facebook提供了超過250 MB的數據以及有關母親
賬戶的超50 MB數據，包括賬戶信息、圖像、音視頻
記錄和聊天消息等。

從Facebook提供的數據裡，警方找到了母女二人

關於購買墮胎藥的記錄。此外，在警方引用的其中一
條聊天消息中，母親提醒女兒，“我們把證據燒了。
” 兩分鐘後，女兒說：“我終於可以穿牛仔褲了……
是的。”

警方由此追加指控了非法墮胎和非法行醫兩項重
罪，同時指控幫助母女二人掩埋屍體的22歲男子隱瞞
他人死亡罪。該男子未提出異議，但母女二人拒不認
罪。據悉，開庭將會推遲到8月末。

今年6月初，美國最高法院推翻了此前的羅訴韋
德案，被美國法律認可49年之久的女性墮胎權被取締
，這一舉動也使美國多個城市爆發關於墮胎權的遊行
。而該案件是繼墮胎權被取締後第一起由互聯網公司
配合警方提交隱私數據導致定罪的案件。

報導刊發後在美國引起巨大爭議，“刪除 Face-
book”詞條一度登上推特熱搜。據悉，在墮胎權被取
締後，Facebook和其他科技平台曾拒絕透露他們是否
會向有關部門提供與墮胎案件有關的數據，但 Face-
book這次的行為某種程度上印證了人們此前對於利用
平台或App收集的隱私數據定罪的擔憂。

當地時間 8 月 9 日，Facebook 母公司 Meta 針對該
事件發表聲明稱，其於6月7日收到當地執法部門的有
效法律授權書，但搜查令根本沒有提到墮胎。 “法庭
文件顯示，警方當時正在調查一起非法焚燒和埋葬死
產胎兒的事件。這些搜查令附有保密條款，我們無法
向公眾分享該信息。不過這些條款現在已經被解除。
”

美國第一起美國第一起！！臉書配合警方提供臉書配合警方提供
隱私數據定罪非法墮胎隱私數據定罪非法墮胎

（綜合報導）據德國《商報》報導
，日本正在打造首條國際氫能供應鏈。

氨又臭又有毒，卻是氣候保護的希
望之星。當由氮原子和氫原子組成的氨
分子燃燒時，產生的排放物只有水和氮
氣，沒有溫室氣體。因此，特別是亞洲
的航運業和電力集團希望用氨來替代煤
炭或重油作為燃料。但問題在於，迄今
為止沒有一條可靠的供應鏈來保證氨的
大規模利用。

由國際石油開發公司、石川島播磨
重工集團和商船三井組成的一家日本財
團，現在彌補了這一缺陷。它們在阿拉
伯聯合酋長國建造了一處設施，從天然
氣中分離出氫氣再與氮氣結合製成氨，
然後用船運至日本。

在生產過程中產生的二氧化碳會被
收集並泵入油井。石川島播磨重工集團
同時還開發了一種讓氨高效燃燒的設備
。

這個項目是日本氣候戰略的一部分
。政府希望藉此將日本打造成開發新的
氣候中立供應鏈先鋒。 2017年，日本
成為全球首個提出國家氫能戰略的國家
，其核心內容就是為這種易揮發的氣體
創造一個全球市場。

2020年，日本又提出了一項氣候計
劃，制定了在2050年實現溫室氣體零排
放的目標。按計劃，屆時50%至60%的
電力供應將來自可再生能源，30%至
40%來自以天然氣或煤炭作為燃料的核
電站和熱電廠，還有10%則來自氫和氨
燃料。

由於起步較早，初步成果現在已經
顯現。除了為轎車和卡車開發燃料電池
外，許多工業財團首先專注於氫能供應
鏈的開發。因為日本的經濟規劃者認為
，光靠國內的氫能生產無法滿足日本作
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的能源需求。

川崎重工業公司已經開發了一艘油
輪並利用它將液化氫從澳大利亞運回了
日本。與氣態氫相比，油輪可以運輸更
多的液態氫。但氫氣必須冷卻到零下
253攝氏度才會液化，這就要求油輪和

港口都要配備絕熱性能極佳的儲氫罐。
千代田化工建設公司則展示瞭如何

使用傳統油輪在環境溫度下運輸氫氣。
工程師們找到了一種從甲基環己烷中分
離氫氣的方法。甲基環己烷是一種溶劑
，將氫氣和另一種名為甲苯的溶劑結合
就能生成甲基環己烷。

這種形式的氫循環首次出現在東南
亞國家文萊和日本之間。在文萊，氫氣
被從天然氣中分離出來並使其與甲苯發
生反應，再用船運至日本。隨後在日本
將氫氣從甲基環己烷中分離，產生的甲
苯則被運回文萊，再次與氫原子結合。

在計劃的第二階段，日本政府正在
大力開發一條氨能供應鏈並在2021年為
此撥款約5億歐元。上文提到的阿拉伯
供應鏈只是這筆資金的受益者之一。伊
藤忠商事公司將在加拿大建設迄今為止
全球最大的氨能工廠，預計在2024年開
工。

這些項目的共同之處在於，它們依
靠的都是所謂的藍氫。與在歐洲更受青
睞的綠氫不同，生產藍氫並非利用可再
生能源將氫從水中分離，而是使用煤炭
或天然氣。隨後，在製氫時產生的二氧
化碳會從廢氣中被分離出來，要么被埋
進地底，要么被用來生產其他產品，例
如合成燃料。

日本打造國際氫能供應鏈日本打造國際氫能供應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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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飆升
英國近半炸魚薯條店或被迫關閉

綜合報導 對俄羅斯的製裁可能會讓

英國人「失去炸魚薯條」。英國政府數

據顯示，全英10500家炸魚薯條店中，有

多達5000家可能被迫關閉，因為他們再

也無法承擔沈重的關稅及高昂的原材料

價格。

值得註意的是，在今年5月中旬，

全英炸魚薯條聯合會主席安德魯· 克魯克

（Andrew Crook）就對炸魚薯條行業發

出過警告，認為可能有多達三分之一的

門店關門。如今2個月過去，情況似乎

更嚴重了……

報道指出，最新一波壓力產生於上

周。作為炸魚薯條的主要原料，英國大

約三分之一的白魚來自俄羅斯，但英國

政府宣布自19日起對進口俄羅斯白魚征

收35%的關稅。出於對本國海產行業考

慮，這項關稅此前一度被推遲加征。

「這些額外的關稅正把成千上萬的

商家推向懸崖。」全英炸魚薯條聯合會

主席安德魯· 克魯克（Andrew Crook）

抱怨稱，除了白魚，每公斤鱈魚的

價格也從此前的 8 英鎊上漲到了 14

英鎊。為了維持經營，很多店面不得

不用挪威和冰島更便宜的魚來替代俄

羅斯魚。

英國《每日快報》援引倫敦一家炸

魚薯條店老板辛格· 巴利（Bally Singh）

的話稱，許多顧客進店看了一眼價目表

後，就很快離開了。

「曾經魚類是最便宜的食品之一，

現在它是最貴的了。」巴利坦言，現在

的生意越來越難做了，在過去幾個月裏

，他的店面收入出現了大幅下滑，「油

價上漲，電價和天然氣價格也在上漲，

關店成了一個現實的問題。」

值得一提的是，在今年5月中旬，

克魯克就對炸魚薯條行業發出過警告

。 他 當 時 對 美 國 有 線 電 視 新 聞 網

（CNN） 表 示 ， 未 來 9 個 月 ， 全 英

10000多家炸魚薯條店裏，可能有多達

三分之一的門店關門。「這是我見過

最嚴重的危機。」

一位英國政府消息人士說：「我們

都想懲罰普京，但這導致人們在生活成

本危機中失業。」一名政府發言人則表

示：「我們深知炸魚薯條是深受英國人

喜愛的傳統美食，我們正在同業界開展

密切合作，以減輕這些製裁可能對英國

企業造成的影響。」

但他同時堅稱，英國政府將繼續與

烏克蘭「肩並肩站在一起，將繼續對俄

羅斯施加壓力，孤立俄羅斯經濟，最大

程度上打擊普京政權」。

炸魚薯條是英國非官方的國菜之一

。英國第一批炸魚薯條店在19世紀60年

代開業，隨著英國工業化的進行，店面

迅速擴張，惠及許多工人。第二次世界

大戰期間，由於英國政府對糧食配給，

炸魚薯條的地位進一步上升。

實際上在生活成本飆升的背景下，

炸魚薯條遠非唯一的「受害者」。

路透社援引一項研究數據指出，

為應對日益加劇的生活成本危機，近

半數英國人正在調整家庭食品采購清

單——多達46%的英國人正在調整自己

的食品購買習慣，其中30%的人減少購

買肉類產品，13%的人減少購買水果和

蔬菜；24%的英國購物者消費降級，選

擇購買他們眼中質量較差但價格低廉

的產品。

數據還顯示，在截至7月10日的四

周內，英國食品雜貨通脹率達到9.9%，

英國人的年度賬單增加了454英鎊（約

合人民幣3700元）。據預測，今年夏季

英國食品價格漲幅可能達到15%，並在

明年初進一步上漲到20%。

聯合國秘書長呼籲
向大型能源企業征收 「超額利潤稅」

綜合報導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在紐約聯合國總部，呼籲各國政

府向從當前能源危機中賺取巨額利潤的大型石油和天然氣公司征收「超

額利潤稅」。

當天，古特雷斯在聯合國全球糧食、能源和金融危機應對小組第三次

報告發布會上說，在近期相關產品價格飆升的情況下，全球最貧困人口

面臨饑餓危機、一些發展中國家陷入債務危機，而大型石油和天然氣公

司卻從能源危機中賺取創紀錄的利潤，同時讓最脆弱人群及自然環境付

出沈重代價，這是「不道德的」。

古特雷斯表示，全球大型能源企業在今年第一季度整體利潤接近1000

億美元。各國政府應向大型能源企業征收「超額利潤稅」，並將稅金用

於幫助最脆弱人群渡過難關。

根據全球糧食、能源和金融危機應對小組發布的最新報告，隨著俄烏

沖突持續，不斷上漲的能源價格正在加劇數億人的生活成本危機，受此

影響的國家在獲得可負擔能源和可持續發展方面遭受了重大挫折。報告

警告稱，更令人擔憂的是，若價格繼續攀升，可能只有富裕國家才能負

擔得起潛在的「能源爭奪戰」。

對此，古特雷斯還呼籲包括發達國家在內的所有國家通過節約能源、

提倡公共交通、推進基於自然的能源解決方案等管理能源需求，並加速

向可再生能源轉換，加大投資清潔能源。他表示，短期政策和保護措施

可用於緩解危機，但從中長期來看，應支持可再生能源，實現凈零排放

目標，促進全球能源多樣化。

今年3月，在聯合國秘書處的協助下，古特雷斯組建了聯合國全球糧

食、能源和金融危機應對小組，負責研判局勢、尋求應對之策。小組此

次報告聚焦能源危機。

法國研究稱地中海表面溫度創紀錄
對海洋生物構成威脅

綜合報導 據報道，法國本周發布的有關研究表明，地中海表面溫

度創下歷史紀錄，對海洋生物構成了威脅，並對生物多樣性造成巨大影

響。

研究表明，不斷上升的海水溫度對生物構成威脅。根據研究資料，

7月底法國科西嘉島東部海岸附近的地中海表面溫度達30.7攝氏度；在

法國濱海阿爾卑斯省的濱海自由城海岸的地中海表面溫度也達29.2攝氏

度。

研究稱，這種溫度是「史無前例」的，往年相同時段的地中海表明

溫度一般僅為21至24攝氏度。研究稱，與陸地熱浪相同，這是海洋熱

浪，可持續數日甚至數周之久。這種氣候異常也和最近襲擊西歐國家的

多輪熱浪相關聯。

研究指出，自工業時代以來積累的熱量已有90%被海洋吸收，當大

氣中的熱量過多時，海洋會嘗試吸收熱量，從而導致海水溫度上升。地

中海目前沒有陣風影響，水面相對平靜，這是導致海水溫度難以下降的

主要因素之一。

研究警告，這些突然而罕見的海水溫度升高將對海洋生物帶來「災

難性後果」，例如海洋生物物種滅絕等。另外，澳大利亞官方5月發表

的報告稱，由於南半球夏季持續的熱浪，91%的珊瑚礁遭受白化。

能源價格上漲，超7.5萬英國人決定 「賴賬」
英國政府急了

綜合報導 隨著英國國內能源價格飆

升，一個名為 「別付錢」（Don't Pay）

的英國民間組織搞起了聲勢浩大的「賴賬

」運動，呼籲100萬英國人在10月1日取

消能源費用的自動扣款。8月5日，該組織

稱，已經有75000人承諾加入。

據報道，此舉已經引起了英國政府的

註意，一位政府發言人批評該運動「非常

不負責任」。

英媒稱，由於「後疫情」時代各個經

濟體重新開放導致全球能源需求激增，加

上俄烏沖突導致能源供應緊張，英國國內

的能源價格不斷上漲。

預計在今年10月以前，三分之一的英

國家庭會陷入能源短缺的困境，生活成本

危機會進一步惡化，並給即將上任的英國

新首相帶來巨大壓力。

一邊是英國民眾叫苦不叠，另一邊，

像英國森特理克集團（Centrica）這樣的能

源巨頭的利潤卻節節攀升，甚至創下新紀

錄。此事引發民眾不滿，英國能源巨頭被

批在能源危機中「發國難財」。

目前，英國能源監管機構Ofgem設定

的普通家庭每年的能源價格上限為

1971鎊，但預計10月1日將上漲至

3000鎊，還有預測稱價格上限會在

2023年 4月進一步提升，達到3700

鎊。

在這種情況下，一個名為

「別付錢」（Don't Pay）的英國

民間組織發起了拒付能源賬單的

活動，號召英國民眾用停止自動

扣款的行動向英國政府和能源企

業施壓，讓能源費用降低到「可以承

受的水平」。

該組織呼籲，如果他們的需求被忽視

——英國政府10月1日再次提高能源價格

上限，他們將發動100萬英國人拒付能源

賬單。該組織稱，承諾加入運動的民眾的

數量每周都在翻倍。

另據報道，英國政府已經關註到了此

事，並抨擊這場運動「非常不負責任」。

「這是（在傳遞）非常不負責任的消

息，最終只會推高其他消費者負擔的（能

源）價格，還會影響（參與者的）個人征

信。」一位英國政府發言人表示。

該發言人還稱，任何政府都不能夠

控製全球天然氣價格，但英國政府已經

努力了，為普通家庭提供了 370 億鎊的

支持，包括 400 英鎊的能源費用折扣，

以及為最貧困的家庭提供1200鎊的直接

支持等。

有律師告訴英媒，拒絕支付能源賬單

可能會對當事人造成「可怕的後果」，他

們會因為欠債影響自己的信貸資格，買房

、租房以及繼續獲得天然氣和電力供應都

將成為問題，而且能源公司有權利要求法

院強製執行還款，這些參與者到時會顯得

很被動。

瑞士冰川融化，驚現54年前墜毀飛機殘骸！此前從未找到
綜合報導 瑞士警方表示

，1968年在阿爾卑斯山墜毀的

一架飛機殘骸在一座冰川上

被發現。這起空難發生 54 年

來，飛機殘骸一直未能找到

，但由於氣候變化導致冰川

融化而顯現。

據報道，這些碎片出現在

瓦利斯州西南部的阿萊奇冰川

上，靠近少女峰和蒙奇山峰。

瓦利斯警方表示，飛機殘骸是

4日發現的。

警方在一份聲明中稱：

「調查已確定這些部件來自

1968 年 6 月 30 日在此墜毀的

Piper Cherokee的殘骸，註冊號

為HB-OYL。將盡快進行搜尋

工作。」

當地媒體稱，機上有一名

教師、一名首席醫療官和他的

兒子，都來自蘇黎世。

這架飛機在兩座山峰之間

的少女峰山脊以南500米處發

生了致命事故。遇難者遺體當

時已經找到，但殘骸並沒有。

警方說，空難發生於 50

多年前時，因地形險峻，搜

尋 困 難 ， 而 且 技 術 手 段 有

限，因此一直無法找到飛機

殘骸。

「由於冰川融化，特別

是在夏天，因此其他碎片或

殘骸可能還會從冰層中顯現

出來，」警方在聲明中說，

「一旦有人發現它們，絕對

不能處理，以免造成任何傷

害風險。必須標記並立即向

警方報告。」

報道說，一名登山向導在

該地區的一次探險中發現了飛

機殘骸。由於氣候變化導致冰

川融化，行進路線發生了變化

，因此經過了飛機殘骸的所在

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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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泰國總理巴育在

曼谷表示，預計泰國經濟今年

將增長3.3%，而明年則有望增

長4.2%，基本恢復到新冠肺炎

疫情前的增長水平。

巴育在當天的內閣例行會

議後對媒體表示，國際旅遊的

反彈速度快於預期，促進泰國

經濟加快復蘇。按照目前趨勢

，預計今年將有600萬人次的國

際遊客入境泰國，明年則有望

達到1900萬人次。

旅遊業是泰國的支柱產業。

目前泰國已放寬了與新冠疫情相

關的旅行限製，國際遊客進入泰

國無需隔離及核酸檢測。

此外，泰國外貿出口增長態

勢良好。今年上半年，泰國出口

總額較去年同期增長12.7%。截

至今年6月份，泰國出口已連續

第16個月增長。巴育說，在投資

方面，外國投資者對泰國投資的

興趣也正在穩步增加。

巴育強調，對泰國經濟前景

感到樂觀。不過他也表示，國際

能源價格上漲、通貨膨脹等給泰國經濟、民眾生

活帶來重大挑戰，政府將采取審慎的財政和貨幣

政策保持經濟穩定發展，尤其是幫助一些脆弱的

企業和低收入群體渡過難關。

首爾光化門廣場
舉行開放紀念儀式

綜合報導 「光化門廣場聚光之樂

」活動在首爾光化門廣場召開，慶祝

光化門廣場重新面向市民開放。

據介紹，光化門廣場於2009年作

為首爾「市中心重塑項目」的一部分

建成，而後逐漸成為首爾市地標之一。

根據首爾市長吳世勛於2021年 6月公

布的《光化門廣場改善和發展計劃》

，首爾市政府推進光化門廣場改造項

目，強調光化門廣場歷史意義、增添

歷史文化故事，並努力實現廣場與周

邊環境的結合。

據首爾市政府介紹，「光化門廣場

」改造後面積約為40300平方米，廣場

寬度從改造前的35米擴至60米，為市

民提供更加舒適的步行環境。廣場還增

設多處噴泉，為市民提供夏季玩水休閑

的空間。此外，廣場周邊的世宗文化會

館大劇場墻面和KT大廈外墻等處還安

裝大型戶外墻面投影設備，從8月起展

示豐富多彩的媒體藝術作品。

6日晚間，首爾市政府在光化門廣

場開放紀念活動舞臺下準備觀眾席，

並在世宗文化會館大劇場墻面、KT大

廈外墻等多處LED畫面上實時放映活

動場面，讓市民在光化門廣場各處欣

賞慶祝表演活動。

首爾市均衡發展本部長稱：「我們

終於迎來了光化門廣場隔離板被拆除，

全面利用光化門廣場的日子。」他還表

示：「非常感謝包括光化門廣場周邊的

市民在內的所有首爾市民忍受不便，希

望各位市民盡情享受重新開放的光化門

廣場以及各項廣場開放慶祝活動。」

日本著名企業在緬甸新建製衣廠
兩年投資預算超1100萬美元

綜合報導 近期，日本著名快時尚品

牌Honeys Holdings第三家製衣廠正式投

入運轉，製衣廠項目位於仰光明格拉棟

工業區。有消息稱，Honeys Holdings正

在計劃進一步擴大在緬製衣項目，兩年

內投資預算超過1100萬美元。

消息顯示，Honeys Holdings90%的服

裝生產至東南亞國家，其中44%由緬甸

工廠生產。Honeys Holdings 主席 Eisuke

Ejiri曾表示，東南亞在代加工方面成本較

低，在材料、關稅方面也具有非常大的

優勢。

政局動蕩以來，Honeys Holdings 並

沒有與其他外資企業那樣暫停或撤資，

對於進一步擴大在緬投資一事，Honeys

Holdings主席Eisuke Ejiri進行了回應，一

直以來我們都沒有參與政治，未來會繼

續為緬甸創造新的工作崗位。

從Honeys Holdings發布的聲明中得

知，新建的製衣工廠每個月預計能夠生

產出10萬件服裝，新投資項目將能為緬

甸帶來1500個左右的工作崗位。按照計

劃，新製衣廠生產的服裝將

出口至日本。

Honeys Holdings 在日本

本地具有非常大的影響力，

憑借強大的商品企劃、物流及

平民價格的優勢，產品競爭力

絲毫不輸同行業巨頭ZARA及

UNIQLO。為了促進國內經濟

發展、滿足投資需求，緬甸投

資委員會（MIC）多次向國內

外商人發出邀請。

此外，為了減少對自然

產業的依賴，緬甸當局表示未來會優先

批復電車製造行業、醫藥及衛生相關領

域在內的綠色低碳投資領域項目。一直

以來，緬甸當局主要批復的投資項目主

要分為12個領域。

泰國地獄酒吧大火
死14人傷38人

綜合報導 泰國芭堤雅附近梭桃邑非法建造、經營的

地獄酒吧周五淩晨發生大火，造成14人死亡，38人受傷。

泰國內政部長Anupong Paojinda表示，位於春武裏

府梭桃邑區的Mountain B酒吧沒有酒吧執照，建在禁止

娛樂場所的地區，是非法建造和經營的。相關單位正在

檢查建築物細節，包括其設計、使用的建築材料、控製

系統和消防通道。以找出火災的原因和負責人。

據春武裏警方表示，該場所經營許可是餐館，但已

被非法改造並用作封閉式的娛樂場所。梭桃邑區長已被

調職，等待進一步調查這家酒吧是如何允許被改造的。

這座建築幾乎被完全摧毀——它的內部結構和裝

飾、隔音、舞臺和天花板。調查人員詢問了酒吧的工

作人員和老板、目擊者以及早些時候受雇修理建築電

力系統的電工。

周五淩晨 1 點左右，酒吧突然發生火災並引發

爆燃，當時仍有 100 多名顧客在裏面。據目擊者說

，大火首先是在屋頂上開始，並迅速通過隔音泡沫蔓

延開來。據春武裏府防災減災辦公室稱，已確認有

14 人在大火中喪生，另有 38 人受傷，低於早期報

道的 40 至 41 人受傷。遇難者中有 30 歲的有名氣

的酒吧歌手 Chatchai Chuenkha。當舞臺後面發生爆炸

時，他正在唱歌，無法逃脫火焰。「我兒子是一個養

家糊口的人。必須有人為此負責，」他媽媽說。

春武裏府公共衛生負責人 Apirat Katanyutanon 周

五下午表示，在確認受傷的 38 人中，有 20 人重傷

，依賴呼吸機並嚴重燒傷。目前有12名重傷者被轉移

到曼谷的醫院，如拉馬蒂博迪、西裏拉傑、朱拉隆功

國王紀念館和勒德辛醫院接受治療。事故原因和責任

仍在多部門聯合調查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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嚴打哄抬物價 9省區聯動保供
設多級物資保障機制 保供企獲發通行證跨市縣調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玫 海口報

道）作為中國內地近期遊客集中省份，

海南省本輪疫情下的市場管理備受關

注。當地官方8日發布的數據顯示，本

輪疫情以來，累計報告1,507例陽性感

染，三亞等地疫情持續發展，全省累計

13個市縣有報告感染者，多地按下“暫

停鍵”。官方並在同日發布疫情防控期

間市場價格行為提醒告誡書。告誡書提

到，經營者捏造、散布漲價信息，哄抬

價格，推動商品價格過快、過高上漲

的，市場監管部門將責令改正，沒收違

法所得，並處違法所得5倍以下的罰

款。 截至8日12時，國務院聯防聯控

機制綜合組海南工作組共85人到達海

南開展指導工作。已有來自全國18個

省市的8,586人趕來支援海南。

��(���

海
南：

香港文匯報訊 據“長安
街知事”微信公號報道，8月8
日，西藏自治區拉薩市應對新
冠肺炎疫情工作領導小組辦公
室發布公告稱，7日在重點人
員核酸檢測中發現18名初篩陽
性人員。其中，多人來自日喀
則，根據中新社報道，西藏此
前已連續920天無病例。
同一天，日喀則市新冠肺

炎疫情聯防聯控工作領導小組
發布公告，決定採取各類公共
文體活動場所暫停營業、市全
域實行靜默管理等措施，暫定
實施3天。8月7日，阿里地區
普蘭縣在常規核酸檢測中，發
現4名來自日喀則市的旅遊人
員新冠病毒核酸檢測陽性。
8月8日，阿里地區應對新

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領導小組
舉行新聞發布會介紹，經專家
組會診，上述4人確定為無症
狀感染者。普蘭縣的171名密
切接觸者和次密接觸者進行核
酸檢測，結果全部為陰性。
同樣在8月8日，拉薩市應

對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領導小組
辦公室發布公告介紹，該市在
重點人員篩查中發現18人核酸

檢測陽性，其中13人來自日喀則或是日
喀則人。

目前，拉薩市對以上18名人員實施
定點隔離診療，並對其相關的密接和次
密接人員實施隔離管控。此外，拉薩市
劃定高風險區1個、中風險區15個。

日喀則靜默管理3天
8月8日，日喀則市新冠肺炎疫情聯防

聯控工作領導小組發布公告表示，因日
喀則市疫情防控形勢嚴峻，為最大限度
降低疫情傳播風險，切實保障廣大市民
群眾身體健康和生命安全，決定採取6
項措施，包括各類公共文體活動場所暫
停營業；除防疫相關會議外，全市各單
位近期取消一切活動；市全域實行靜默
管理，人員不進不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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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近日，深港腦科學創
新研究院（下稱“深港腦院”）在中國科學院深圳先進
技術研究院（下稱“深圳先進院”）舉行第一屆管理委
員會第四次會議。香港文匯報記者從會上獲悉，深港腦
院緊密圍繞國家腦科學的戰略布局，聚集了深港兩地五
家單位優勢的腦科學研究力量，形成了分可獨立作戰、
聚可合作攻關的72個研究團隊，總人數超過900人。根
據計劃，到2030年，將建成世界前五的國際頂尖腦科學
與智能研究機構，成為深港科技合作的典型示範。

建互聯互通科技服務體系
2019年，在深圳市政府的支持和指導下，深圳先進

院與香港科技大學共同牽頭建設深港腦院，這是深圳市
以腦科學領域合作為模版，推動深港科技協同創新共同
體建設的新起點。據深港腦院院長王立平介紹，深港腦
院團隊已發表科技論文超300篇；牽頭建設的光明腦科學
技術產業創新中心，已經吸引意向進駐企業/技術/資本
團隊近50家；部分企業完成融資，資本與融資規模超10
億元人民幣。通過三年的努力，深港腦院在深港科技合
作中初步形成了國際前沿學術引領與粵港澳高端科技產
業引領的“雙輪引擎”的動力源。
深圳市人民政府副市長、黨組成員鄭紅波表示，深

港腦院是首家深港兩地共建的基礎研究機構，是香港和
內地科技交流的重要橋樑，希望其在未來繼續發揮深港
兩地的優勢，進一步推動腦科學領域深港更高、更深、
更廣的合作，積極構建深港協同創新共同體相關體制機
制，探索建立深港互聯互通科技服務體系。
鄭紅波強調，深圳市委市政府及有關部門高度重視

深港科技創新合作的舉措，將積極探索跨區域創新服務
合作機制，推進共建共享創新平台建設，更大程度地凝
聚腦科學領域的科技創新力量，服務深港科技合作，服
務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香港科技大學候任校長、深港腦院名譽院長、中國

科學院院士葉玉如表示，深港腦院自建設以來，其發展
速度和取得的成績都遠遠超過預期；在腦科學基礎前沿
方向上取得了系列重要的原創性成果，希望深港腦院在
未來的工作中繼續攻堅克難，追求卓越。
據介紹，深港腦院未來將搶抓深港科技合作這一歷

史發展機遇、主動作為，充分發揮深港兩地珠聯璧合的
優勢，進一步從國家需求出發，加強基礎研究源頭創
新，推動深港科技創新深度合作，強化產學研創新協
同，在攻堅克難中追求卓越，創造更多引領世界潮流的
科技成果，共同打造深港科技合作的新示範和腦科學領
域的全球創新高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丁春麗 濟南報
道）8月8日，山東港口在青島舉行集裝箱
“七線一列”集中開通儀式。山東港口攜
手達飛輪船、地中海航運、太平船務以及
中谷海運等11家國內外知名船公司，布局
5條直達東南亞等“一帶一路”及RCEP
航線和2條南北美遠洋幹線，並開通“山
東港口青島港—綏芬河”集裝箱海鐵聯運
班列。
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到，5條“一帶

一路”及RCEP優勢航線將重點服務越
南、泰國、馬來西亞等RCEP成員國，構
建起東南亞進口水果、冰鮮等冷鏈生活資
料對接山東港口的低成本、高效率的海上
物流大通道。

助中國企業“搭船出海”
兩條南北美遠洋幹線將生活快消品以

及化工品、機電產品等中國傳統優勢出口
貨種，源源不斷運往美洲各國，加速實現
山東港口由“生產資料港”向“生產生活
資料港”的轉型升級，更好服務山東省及

腹地企業出口。
此次新增航線針對北美及東南亞市場

運輸需求，將合計提供超1萬標準箱的進
出口艙位，全面增強山東港口“一帶一
路”及RCEP優勢航線組群、南北美遠洋
直達幹線布局優勢，有效滿足沿黃流域腹
地廣大出口客戶對接東南亞、南北美市場
的運力及艙位需求，助力中國企業“搭船
出海”，為確保產業鏈供應鏈穩定暢通提
供有力支撐。

山東港口此次還開通了第80條集裝箱
海鐵聯運班列——“山東港口青島港-綏芬
河”班列。綏芬河口岸是西伯利亞大陸橋
的重要節點，也是繼二連浩特、滿洲里等
之後最新開通的第7個出境口岸。

此次班列開通，將充分發揮山東港口
的貨源集聚優勢和綏芬河的地域節點優
勢，進一步挖掘“鐵路+國際班列”發運
潛力，穩定進出口企業的出貨預期，緩解
企業物流環節和經營資金佔用壓力，全面
暢通“山東-綏芬河”至歐洲各國的物流大
通道。

山東港口新開貨櫃“七航線一班列”深港腦院吸逾900精英 建國際頂尖科研機構

海南省衞生健康委員會副主任李文秀表示，本輪
疫情以來，累計報告1,507例陽性感染，其中

確診病例1,042例，無症狀感染者465例。其中，三
亞市824例，無症狀感染者419例。目前三亞等地疫
情持續發展，新增感染者數仍處高位；疫情波及範
圍進一步擴大，新增昌江縣、定安縣2個涉疫縣，全
省累計13個市縣有報告感染者。

責令整改13家價格問題商家
根據市場監測和各部門反饋的情況，目前當地

重要民生商品貨源充足，價格平穩，市場秩序良
好。海南省商務廳黨組成員、副廳長崔劍表示，為
維持市場秩序，8月7日全省市場監管部門共出動檢
查人員1,081人次，檢查農貿市場（含便民點）374
家次，超市（含平價菜網點）662家次，蔬菜、肉
禽、蛋、水產品類等各類攤位6,133個次，凍庫13家
次；約談農貿市場、商超、便民市場4家，接到肉菜
類價格投訴37宗、辦結10宗、立案3宗；對商家明

碼標價不規範的價格違法行為現場責令整改13家。
總體市場秩序平穩有序。

滯留客：“700元一餐”存誤解
崔劍表示，為保障市場供應順暢、穩定，海南

省已經建立起多層級的市場保供工作機制。一是國
家層面，國家商務部給予大力支持，圍繞海南疫情
保供，建立由部委牽頭，四川、重慶、貴州、雲
南、廣西、廣東、湖北、山東、海南等9個省區聯動
協作的聯保聯供機制。二是省級層面，成立了以海
南省商務廳和省發展改革委雙組長單位的生活物資
保障工作專班，全程協調解決本省疫情防控生活物
資供應保障工作，啟動了生活物資供應和儲備保障
機制，印發了相關工作方案，目前進入靜態管理的
市縣及有關部門，已開始向保供企業發放通行證，
着力解決生活物資的跨市縣調運問題。三是市縣層
面，也都成立了生活物資保供專班，專門協調本轄
區內物資保供和物流配送事宜，確保生活物資能夠

順暢運送到居民手中。
另據“三亞發布”消息，一則“一家13人滯留

三亞高檔酒店”消息引發輿論關注，“一家13口滯
留三亞7天將花18萬（人民幣，下同）？”的話題
更是登上社交網站熱搜榜。當事人接受訪問時澄清
說，續住的房費，酒店方確實是根據三亞市政府的
要求給予了半價優惠，但“每頓飯700元一人的標
準”是誤解。酒店有不同的餐廳，住客可以選擇不
同的標準，“不是說我們每天必須每個人都要去吃
700元一頓的餐”。當事人表示，“18萬”的輿論出
現後，酒店與住客們進行了溝通交流，在房價和餐
飲價格方面進行了進一步調整。
“三亞的疫情來得很突然，大家都不容易，我

們也希望和酒店一起，配合政府的防疫政策，讓疫
情快快結束，大家一起回到正常的生活”。文華東方
酒店市場傳媒總監姜豆介紹，“18萬”輿論中提及到的
700元一位的用餐費用，是酒店其中一個餐廳自助餐的
費用，涉事的客人只在這個餐廳用過一次餐。

◆遊客在三亞一家酒店門前取外賣。
新華社

◆志願者在三亞一家酒店為遊客運送水
果。 新華社

◆◆海南省累計海南省累計1313個市縣有報告感染者個市縣有報告感染者。。圖為海口圖為海口
全員核酸全員核酸。。 香港文匯報記者何玫香港文匯報記者何玫 攝攝

AA66中國焦點
星期日       2022年8月14日       Sunday, August 14, 2022



AA77香港瞭望
星期日       2022年8月14日       Sunday, August 14, 2022

真耶穌教會
True Jesus Church

中英安息日崇拜：週五晚上7:45週六早上10:45
中英文分組查經：週六下午1:30
英文兒童宗教教育：週六早上11:00 下午2:00

TJC

335 Avenue E,Stafford,
TX 77477

電話: (281)631-5260
網址: www.tjc.org
電子郵件: Houston@tjc.org

59

90

Av
e.

 E

英語及普通話崇拜、粵語主日學、兒童事工
粵語崇拜、英文及普通話主日學、兒童事工
粵語長青長輩團契
AWANA 兒童聚會
英語青少年團契
SAT 英文及數學培訓課程
粵語、普通話週五團契及其他聚會

禮拜日

禮拜三

禮拜五

9：30am
11：00am
10：30am
7：30pm
7：45pm
7：45pm
7：45pm

281-495-1511 網址：www.swcbc.org 郵箱：info@swcbc.org

西南華人浸信會
Southwest Chinese Baptist Church
12525 Sugar Ridge Blvd. Stafford, Texas 77477

關榮根
主任牧師

各團契小組聚會時間及教會活動詳情，請瀏覽本會網頁

百載 留不住 舊式茶樓漸凋零蓮香

帶朋友李女士到蓮香樓留影的楊女士（右）：

這間酒樓比較經典，豬肝燒賣等都是新式酒
樓沒有的菜式，之前帶過日本朋友去食過。
愈來愈多舊式酒樓結業，希望政府幫助他
們。

余先生（右）：平日非常喜歡去舊式茶樓飲
茶，之前同澳門的朋友到蓮香樓飲茶，覺得
那兒的茶非常好，便宜又香醇，可以沖多幾
轉。近年大家的生活節奏快，快餐店越來越
多，慢慢嘆時間的酒樓已沒有了生存空間。

◆◆中環舊式茶樓蓮香樓宣布結業中環舊式茶樓蓮香樓宣布結業，，
大門緊閉大門緊閉。。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攝攝

蓮香樓經歷約百年
滄桑，好比廣東飲食文
化的百年歷史書。它最
初在廣州西關開業，隨
後來港大展拳腳，曾經

盛極一時，即使兩度易址仍吸引茶客
繼續追隨，但最終不敵疫情，告別一
眾茶客。

今年結業之前，蓮香樓亦曾遭遇兩
次危機。2019年2月，因蓮香樓所在物
業被收購，地產商計劃重建，該大廈拆
遷在即，再加上本就面臨的現代飲食業
衝擊的蓮香樓決定休業。後因物業收購
擱置，同年3月蓮香樓又由老夥計們接
手重開，易名“蓮香茶室”，經營模式
及風格保持不變，古色古香得以留存。

怎料老夥計接手不足3個月就面臨
黑暴對餐飲業的嚴重打擊，加上2020年
春節後疫情重創，接手一年的老夥計
“蝕無可蝕”，走投無路之時，再由創

辦人的第四代傳人接手，但易主兩年，“蓮香”
逾一世紀的金漆招牌最終淹沒在歷史裏。

歷史博物館名譽顧問鄭寶鴻表示，“蓮香
樓”由廣州來港開分店後，憑馳名的月餅在
香港飲食界獨領風騷，加上出色的點心及茶
葉俘獲港人的胃，他表示以前傳統茶樓是
“五步一樓，十步一閣”，但隨着茶樓相繼

倒閉，已經變成鳳毛麟角。“我由上世紀七十
年代起，養成每日到蓮香樓飲茶的習

慣，與茶樓的夥計有很好關係，對
蓮香樓結業感到可惜及遺

憾。” ◆香港文匯報
記者廣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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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香飲食集團9日發表公告後，蓮香樓及蓮香
棧亦分別在其社交網站發帖指“好遺憾地暫

時要同大家講聲再見。”該帖表明，新冠疫情爆
發以來老闆已盡力支撐酒樓，惜終究敵不過疫情
而要走到結業一步，“希望將來仲有機會同大家
見面。”仍繼續營業的蓮香居則發帖指出，即使
疫情持續下，該酒家依然屹立不倒，每天朝六晚
十營業。

荃灣蓮香棧同步結業
約20名蓮香樓員工9日在飲食業職工總會代

表陪同下到勞工處求助，表示遭公司欠薪。工會
總幹事招冠聰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求
助人包括酒樓的經理、樓面、廚師等不同職位，
涉及的勞工權益合共約150萬元至200萬元，員
工指暫未能成功聯絡僱主。

招冠聰表示，據了解蓮香樓約有50名員工，
已遭拖欠數月薪金，部分員工於本周一因再次收
不到糧已即日到勞工處求助。他並指，荃灣蓮香
棧亦有十多名員工受影響，工會稍後會協助他們
到勞工處求助。

對於飲食業近日有復甦跡象，蓮香樓、蓮香
棧卻於此時選擇結業，招冠聰指不太清楚其經營
情況，但他引述蓮香樓員工指即使在更惡劣的經
營環境時，僱主仍堅持開晚市讓員工“有工
開”，而部分員工已在該酒家工作十幾廿年。招
冠聰強調，僱主有責任支付僱員欠薪及其他解僱
補償，如無能力支付應盡快簽署“無力償還
書”，方便受影響員工及早向勞工處申請破欠基
金。

他並指，近月飲食業確有快速復甦跡象，但
非一朝一夕，加上業界競爭大，目前正處汰弱留
強的狀態。

勞處籲僱主支薪賠償
勞工處9日回覆香港文匯報查詢時表示，已

接獲部分員工求助，呼籲其他受影響員工盡快前
往就近的勞資關係科分區辦事處尋求協助。勞工
處正聯繫僱主，並會敦促僱主按照《僱傭條例》
及僱傭合約的條款支付僱員欠薪及其他解僱補
償，如發現有涉嫌違法的情況，會進行刑事調
查，並考慮提出檢控。如遇到僱主破產或公司清
盤未能償還欠薪或其他僱傭款項，勞工處會幫助
僱員向破欠基金申請特惠款項。

不少市民及老食客9日特地到蓮香樓外拍照
留念。楊女士表示，平日時常會帶親友到蓮香樓
品茗，“這酒家比較經典，豬肝燒賣等都是新式
酒樓沒有的菜式，之前曾帶過日本友人一齊去，
朋友也覺得非常新穎有趣。”

9日結伴前往懷緬的李女士表示，只曾光顧
過一次，沒想到已是最後一次。她更向香港文匯
報記者展示上次拍攝的茶杯等照片，認為非常具
有蓮香樓特色。兩人均對蓮香樓結業非常遺憾，

對近年愈來愈多舊式酒家結業感到可惜。
年過七十的余先生9日專程從西灣河來到蓮

香樓拍照留念，他指平日喜歡到舊式酒家飲茶，
之前更帶同澳門的朋友一同光顧蓮香樓，因其茶
色非常好，“便宜又香醇，可以沖多幾轉。”他
指近年每當有舊式酒家結業，都會專門趕去拍照
留念。他慨嘆：“港人生活節奏愈來愈快，快餐
式餐廳愈來愈多，講究傳統味道、需花工夫製作
菜式的舊茶樓便沒有生存空間。”

◆◆食客細看蓮香樓的結業通告食客細看蓮香樓的結業通告。。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攝攝

市民聞訊去打卡 夥計遭拖糧求助勞工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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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蓮香樓結
業後，“推
車仔”的茶
樓（酒樓）
又少一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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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之下，香港再有老字號酒家黯然結業。蓮香飲食集團9日凌晨在社交媒體宣

布，旗下特許經營加盟商中環威靈頓街蓮香樓及荃灣蓮香棧均已於本周一正式結

業；上環蓮香居則仍繼續營業。據了解，蓮香樓、蓮香棧兩店合共聘用約60名員

工，當中逾20名蓮香樓員工稱被拖欠最多4個月糧，9日在工聯會飲食業職工總會代

表陪同下向勞工處求助，若連同其他未求助的員工，相信涉及的欠款逾300萬元

（港元，下同），但暫未能聯絡僱主。蓮香樓承載百年港式茗茶文化，如今卻長埋

港人“集體回憶”中，9日不少市民聞訊到酒樓外留影，有人慨嘆傳統味道、花工夫

製作菜式的舊茶樓漸成絕響。 ◆香港文匯報記者 費小燁、張弦

◆蓮香樓
手寫餐牌
的價目仍
用傳統花
碼寫法。
下方為顏
氏第三代
傳人設計
的茶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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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家：好可惜但不意外
再有老店落幕，令人不勝唏

噓。香港文匯報記者9日採訪多間老
牌中菜館經營者，所有人都對這一行業的先驅離
場表示遺憾，卻認同是情理之中，因為疫下餐飲
業已艱苦掙扎兩年多，中式酒樓更是其中較為脆
弱，對營業場地、烹飪工藝、人員培訓等門檻極
高，削弱抗逆能力。然而，在時代夾縫中，窮則
變成為他們的生存法則，有人搬到樓上舖轉型做
私房菜，省卻租金和人工開支；亦有人鑽研外賣
保鮮之法，讓手工菜經外賣送到客人府上時仍保
持原汁原味，絞盡腦汁力圖渡過今次行業寒冬。

屹立香港75年的詠藜園，負責人楊王小玲慨
嘆，疫情令生意急跌八九成，最差的日子每間分
店每日只有4位數字（港元，下同）收入，相比
每日約5萬元的開支，利潤只是九牛一毛，偏偏
老店講求品質，不能因為蝕錢而將貨就價，經營

難度比小店更高。
該店3間黃埔旗艦店過往為保食物新鮮，從不

做外賣，但眼見疫情令食客絕跡，惟想辦法轉型，
開拓外賣銷售渠道，以及鑽研外賣保鮮之法，確保
外賣猶如堂食菜式，但大業主不容許食肆在街上派
傳單，無計可施下，有經理靈機一觸親自致電熟客
促銷，“好難忘第一張外賣單有成900幾蚊，馬上
找同事駕車送去客人的豪宅。”不消一周變招即見
效，每間分店的外賣生意多達60多萬元，“雖然
埋單計數仍要蝕錢，但至少夠養住班夥計。”

變招：拓外賣搬上樓
宋炎坤有逾40年經營潮菜經驗，目前經營

“潮味居坤廚工作室”。他認為蓮香樓結業是現
代人飲食文化迭代的結果，“大家生活方式變
了，不少後生仔已經不太欣賞蝦餃、燒賣這些傳

統飲食；廚師也是一樣，寧願學西餐、壽司，也
不願做中餐這些濕手濕腳、費工夫的菜。”

由於疫下經營街舖成本太高，宋炎坤早前已
結束經營十多年的街舖，改以私房菜形式為小量
顧客服務，只剩他本人一位大廚及一兩名樓面，
餐廳設在工廠大廈高層，節約不少成本，但烹飪
技藝卻並未將就，老客仍讚不絕口。

新光酒樓常務董事總經理、創始人胡珠直
言，自己在香港餐飲界闖蕩約60年，疫情以來的
市道慘淡前所未見，對於蓮香樓結業雖感惋惜，
也不太意外。“中式酒樓講究什麼都要大、要
多，舖面面積要大，舖租貴，提供飲食種類多，
部門多，後勤、廚房、點心、燒味、傳菜乜都要
有，人手需求也多，人工支出高。”因此顧客減
少時，中式酒樓的“抗風險”能力最弱。

◆香港文匯報記者唐文、文禮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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