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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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MLS#270061 RMLO 

Saturday, 8/27/2022

（中央社）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Fed
）主席鮑爾（Jerome Powell）今天在全球
央行年會發表眾所期待的演說，釋出了鷹
派訊息，重申9月再升息3碼可能有其適切
性。

法新社報導，鮑爾在美國懷俄明州傑

克森霍爾（Jackson Hole）舉行的全球央行
年會上表示，抑制通膨將為美國家庭及商
業帶來痛苦，但無法降低創40年新高的通
膨將造成更多苦痛。

他警告，美國經濟可能放緩一段時間
，為了對抗通膨，美國強勁的勞工市場將

受衝擊，而這是 「為了降低通膨的不幸成
本」。

此外，鮑爾也重申，聯準會在9月政策
會議上再宣布升息3碼可能有其適切性。他
還說，聯準會9月升息幅度將取決於通膨及
就業數據。

鮑爾重申鮑爾重申99月升息月升息33碼可能有適切性碼可能有適切性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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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單便捷使用App 軟件, 輕鬆操作智能手機或平板電腦，無論
   何時何地可隨時上線, 快速查詢或操作個人或商業銀行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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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overnment Forgives Student LoansThe Government Forgives Student Loans

拜登總統週三宣布對學生貸
款全部或局部之免除，並可延長
貸款之支付年限，凡是家庭收入
在二十五萬元以下將可免除萬元
學生貸款， 将近八百萬人可以得
到至少一萬元或二萬元之減免。

這項宣佈將使二千萬人受益
，拜登總统表示這將使許家庭走

出経濟上之困境， 他並且把所有
學生貸款還款期全部延長到明年
元月一日支付。

我們非常感謝拜登總統之德
政， 但是有人憂心這項免除行動
會為日前嚴重的通貨膨脹雪上加
霜， 全國政府之預算赤字更加增
大， 預計支出三千億美元。

拜登總統為了實現
他競選時之諾言出了個
大手筆， 當然也會有近
二千萬人受惠， 這些人
也可能是投給民主黨之
選民。

我們也要向政府建言 ，一個
國家之收支預算有如一個家庭 ，

必須要符合量入為出之原則， 如
果是入不敷出， 支字繼續擴大是
非全民之福。

總統下令減免學生貸款總統下令減免學生貸款

尤瓦利學區把警長革職尤瓦利學區把警長革職
三個月前發生在德州尤瓦利小學之屠殺

命案， 造成十九名學童及二位老師被害事件
，震驚了全球， 是美國歷史上最殘忍的校園
事件之一。

尤瓦利學區委員會於週三晚間開會決定

把學區警長開除， 警長阿利敦多並且出席會
議，但由他的律師提交了十七頁的報告， 但
是在他的報告到達委員會前， 學區委員已經
決定要他離職。

今年五月二十四日發生之校園慘案是二

O一二年以來最嚴重的一次 ，根據政府報告
指出，由于當天之警察反應緩慢致使兇手有
時間射殺無辜孩童。

我們支持學區開除警長之決議， 基本上
他是應該負起道義和實際之責任， 如果當天
他們能即時趕到立即救援就不可能造成二十
一人命之傷亡， 痛定思痛，我們已經不不能
再犯同樣錯誤了。

President Biden announced his plan to can-
cel up to $20,000 of student debt for those who
received Pell grants.

The president’s plan includes $10,000 in
loan forgiveness for borrowers who earn less
than $125,000 annually and who did not receive
Pell grants.

The plan also extends the pause on federal
student loan payments until December 31 and
allows undergraduate debt holders to cap their
debt and repay at 5% of their monthly income.

The program will include twenty million
people and the president said those people can
now start getting on with their lives.

Cancelling the student loan debts will cost
the government about $300 billion.

President Biden made a big deal to fulfill
his campaign promise. These people also will be
voters for the Democratic party later on at elec-
tion time.

We are also very worried about the infla-
tion and the overspending that will bring even
more debt to our country.

The School District Police Chief Has Been FiredThe School District Police Chief Has Been Fired

The Uvalde school board voted unani-
mously Wednesday to terminate the contract of
Police Chief Pete Arredondo three months af-
ter the teenage gunman took the lives of 19 stu-

dents and two teachers.
The board made the decision in a

closed-door meeting. The police chief didn’t
attend, but his attorney argued that a letter from
the district suspending him without pay does
not count as an official “complaint” as re-
quired by law to consider termination.

Arredondo has come under scrutiny over
the police response to the May 24 massacre.

The attacker remained in two classrooms

for more than one hour before the police en-
tered the room and killed him.

We support the school district’s decision
to fire the chief of police. Basically, he had the
legal and professional responsibility to end the
massacre tragedy.

We all need to learn from this terrible and
very sad tragedy. We just can no longer make
this same mistake ag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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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冬天即將來臨，英國政府今天在
嚴重的生活費用暴增危機中，宣布電力和天然
氣價格上限大幅提高 80%，平均為 3549 英鎊
（約新台幣12萬6400元）。

法新社報導，英國天然氣暨電力市場管制
局（Ofgem）表示，俄羅斯今年2月底入侵烏
克蘭後，天然氣批發價格飛漲，因此自 10 月
起，現行每年能源價格上限 1971 英鎊（約新
台幣7萬元），將提高至平均3549英鎊。

Ofgem在聲明中表示： 「這次（能源價格
上限）調高，是反映全球天然氣批發價格持續
飆升，隨著全世界陸續自COVID-19（2019冠
狀病毒疾病）疫情中解封，能源也開始漲價，
又因俄羅斯逐漸斷供天然氣給歐洲而漲得更高
，到了破紀錄的地步。」

消息傳出後，慈善團體強烈抗議。他們認
為，英國的通貨膨脹率已經突破10%，由於能
源費用暴增，預期未來數月還將高達13%，許
多家庭將面臨多年來 「最淒涼的耶誕節」之一
。

對抗貧窮的專家們說，英國這次調漲能源
價格上限，幅度幾乎翻了一倍，很可能迫使數

百萬人陷入沒錢買燃料的困境，這些人將不得
不在暖氣和糧食之間做出選擇。

英國目前的通膨率已達 1982 年以來最高
點，預料年底之前將步入衰退。

約 克 大 學 （University of York） 估 計 ，
58%的英國家庭明年將面臨燃料短缺的風險。

明年1月危機預料還會進一步惡化，因為
從明年起，Ofgem將會每3個月評估一次能源
價格上限，而非過去的每年兩次，因此推估英
國家庭的平均帳單可能會超過5000英鎊。

路 透 社 提 到 ， 英 國 財 政 大 臣 查 哈 威
（Nadhim Zahawi）說，政府正竭盡全力研擬
一套新的消費者支援計畫。

他透過聲明表示： 「我正全力研議選項，
提供進一步援助。這意味著新任首相將可立刻
展開行動，盡快支援最需要協助的人。」英國
現任首相強生（Boris Johnson）即將下台，預
料執政的保守黨將於9月5日選出繼任者。

Ofgem執行長布瑞利（Jonathan Brearley）
說，新首相將必須採取緊急行動來解決能源價
格飆漲的問題；他還警告，能源價格恐怕還會
繼續漲。

英國能源價格上限調高8成
窮人保暖果腹恐須擇一

您準備好了嗎 法國政府呼籲老百姓準備急難規劃
(本報訊)法國政府25日發布了一則公告，

建議民眾準備應急計劃，還有緊急避難包，以
提升國民對於急難狀況的應變能力，台灣身處
於地震帶上，不僅地震多還有很多颱風，相信
對於我們來說也很有參考價值。

公告內分段建議，首先鼓勵民眾制定里鄰
緊急應變計劃，面對不同的家庭狀況制定計劃
也很重要，因為每個家庭都有其特殊性：住房
模式、工作地點、學校、兒童或老人人數、病
人等。

邀請您的鄰居一起執行家庭應急計劃，並
確保所有可能需要額外援助的人都能從中受益
，準備必須的分組以及事先規劃好車輛座位安
排。每年鄰里至少做一次集體演練，大家一起
離開社區，事先辨別好你家周圍需要幫助疏散
的弱勢人群。

挑選發生危機時的集結地點：事先挑好一
些安全的地方，在急難事件發緊急疏散時，可
以讓所有家人都在那裡集合，通常不會離你家
太遠，但如果家人住的比較分散，那可以在挑
選其他地方。如果在後者的情況下，必須優先
考慮適應已確定或可能的風險的地方。您應該
與市政府核對理想的風險，並根據以下風險：
洪水、中毒、雪崩......等挑選集結點。

需要時（洪水、山體滑坡、洪水、中毒、
爆炸、火災......）以確定一個合適集合和住宿

地點。最後，如果發生事件，您的孩子在學校
，請不要接他們：他們將由教學和救援隊照顧
。 您可以聯絡學校或查閱校長或學院的網站
以獲取必要資訊。

複製重要檔案（護照、身分證、駕照、家
庭小冊子（戶口名簿）......等）。在家裡、隨
身包包、辦公室甚至朋友家，每個家人最好都
做麽做。如果您有雲端空間，您還可以將所有
重要的管理文件儲存在安全的線上雲端空間
（電子保險箱）中。

針對兒童的特殊預防措施，請向學校主任
詢問學校的緊急政策。即便這個地方不在危險
區域內，最好還是向機構確認他們預期的疏散
地點。

如果危機迅速變化，學校最好邀請家庭查
閱校學校或學院的網站以獲取資訊，並在緊急
疏散時能夠接走孩子。如果交通受阻，無論發
生什麼，至少他們都能得到照顧。

如果有身體有特殊疾病，一定要記錄有關
您健康狀況的所有詳細資訊（慢性疾病、過敏
、手術、病史、篩查測試、最近的疫苗、聯絡
資訊、健保卡）。 一旦這項工作完成，請將
這份檔案和最後一次的處方籤儲存在家裡、辦
公室和您身上。 一定要定期更新。 在緊急或
立即疏散的情況下，這些檔案將很有價值。

聯邦陪審團裁定洛杉磯郡警長和消防部門
因為在處理2020 年 NBA巨星布萊恩特墜機時
不僅拍攝了直升機的殘骸，還拍攝了所有遇難
者的殘骸——包括布萊恩特與女兒吉安娜、切
斯特的妻子莎拉與女兒佩頓等五人,嚴重侵犯了
布萊恩特遺孀溫妮莎布萊恩特的憲法權利, 所
以他們應該負責任賠償 3100 萬美元，溫妮莎
布萊恩特和切斯特作證時說，儘管洛杉磯郡聲
稱照片已被銷毀，但他們仍擔心這些慘不忍睹
的照片可能浮出水面。

個人的肖像權 portrait rights 是被法律保障
的, 尤其是名人,無論是生前和死後, 他們所有的
影像或其他類似的代表性物件未經同意或簽約
就被撒佈或者是作為商業用途, 那顯然是侵犯
了他人隱私的肖像權Publicity Rights, 因此警長
和消防部門泄露了令人毛骨悚然的現場照片被
裁定賠償是理所當然的, 而在布萊恩特直升機
墜毀事件發生後，加州州長加文·紐森於2020
年9月批准了一項立法，規定急救人員在事故
或犯罪現場未經授權對死者拍照是犯罪,更加確
定了死者的肖像權。

布萊恩特與愛女搭乘直升機墜毀身亡的噩
耗宛如晴天霹靂，震驚世界, 猶記得當失事事
件在媒體傳出的第一時刻，我的一雙兒女不約
而同地打電話告知我此事時，正在開車的我，

內心極為震撼，我的第一個念頭是難以置信,我
首先想到的是，他不是才在前一天發推文道賀
詹姆斯超越他的NBA總得分紀錄嗎？難道這是
上天給予他無法承擔的打擊？ 我隨後想到他在
多年前曾以一首短詩”七句短詩”《親愛的籃
球》(Dear Basketball )”來向大家宣佈他的退休
決定，其中有一句格外令人感傷:” 但是我無
法再癡迷地愛你更久了”(But I can’t love you
obsessively for much longer)。在當時，這個”你
”, 指的是”籃球”，如今這個”你”卻變成
了”

每一個人”，難道當時他就已經料想到他
將會很快離開我們嗎？！

才41歲就遽逝，布萊恩特可以說是所有傳
奇體育明星中最年輕就走完人生的一位，還有
太多豐富的資產有待開發，卻因為此一意外事
件而喪生，使我們感到人生的無常與無奈，更
使我們深深的感觸到，今天我們能活著是多麼
幸運的一件事，我們應該熱愛珍我們的生命，
讓我們的每一天都非常充實的活著，我們要擁
抱我們的父母、子女與親人，關愛我們周遭的
每一個朋友和夥伴，因為過了今天，很可能明
天就是我們來生，那時候我們已來不及珍惜所
有的人與事，我們也無法兌現我們的承諾了。

【李著華觀點 : 巨星形象遭損
撒佈布萊恩特墜機照片執法人賠償 3100 萬元理所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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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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國撤軍
西非反恐形勢更嚴峻

法國軍方近日發布聲明稱，駐紮在

馬裏的“新月形沙丘”行動最後壹支部

隊離開了馬裏，進入尼日爾。這標誌著

法國從西非國家馬裏完成撤軍，結束9

年反恐軍事行動。法國方面稱，法國軍

隊將繼續在非洲和國際社會的支持下，

在非洲薩赫勒地區打擊恐怖主義。

撤軍緣於關系惡化
據法國國際廣播電臺報道，法國國

防部表示，在存在了9年後，“新月形

沙丘”部隊在不到6個月的時間裏在馬

裏以外進行了重組。在過去6個月裏，

當地法軍將他們所有的控制地區轉交給

了馬裏軍隊。由於薩赫勒地區遭受了壹

連串暴力事件，法國不得不將大約4000

個集裝箱和1000輛汽車，包括數百輛裝

甲車，從馬裏運走。馬裏當局的新盟友

俄羅斯雇傭兵組織瓦格納集團正在著手

該國的治安活動。

9年來，法國在馬裏的反恐行動受兩

國關系直接影響。據報道，2012年 3月

，馬裏發生政變，反政府武裝占領北部

三個大區。2013年 1月，反政府武裝攻

入要地孔納，馬裏政府向法國求援。

2014年，時任法國總統奧朗德發起巴爾

漢行動，目標是掃清當地恐怖勢力，但

部署到當地的5000名法軍陷入長達8年

的拉鋸戰。在失去數十名法軍後，當地

恐怖主義威脅不減反增。2020年和2021

年，馬裏先後發生兩次政變，馬法兩國

關系急轉直下。今年1月，馬裏過渡政

府正式要求法國大使離開馬裏，兩國關

系隨即破裂。法國隨後在2月17日宣布

從馬裏撤軍。

政府民間均對法不滿
據法新社報道，8月14日，有幾十人

在馬裏北部加奧地區舉行示威，要求法軍

離開。示威者說：“我們發出72小時最後

通牒，要求‘新月形沙丘’部隊徹底離

開。”他們自稱是加奧市的“有生力量”

，該地區飽受恐怖分子暴力困擾。

中國現代國際關系研究院非洲研究

所研究員余文勝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指

出，兩國關系惡化是法國撤軍的直接原

因。此外，馬裏過渡政府總統戈伊塔曾

親歷反恐行動，認為法國近年來的反恐

行動並未改善馬裏反恐形勢，不願意法

國繼續在馬裏開展反恐行動。而馬裏民

眾反法情緒日漸高漲。部分民眾認為，

法國對馬裏的幹預與馬裏南北分裂、安

全形勢惡化有緊密關系。

“非洲壹直在法國外交戰略中占有

重要地位。政治層面，法國將西非地區

的法國前殖民地國家視作其傳統勢力範

圍，歷屆政府均希望維持在非洲的地緣

政治影響力。經濟層面，法國是非洲在

歐盟內的主要出口目的國，非洲是法國

石油進口主要來源地之壹。軍事層面，

法國與西非多國簽署雙邊防務協定，通

過必要的軍事合作保障法國在非利益。

因此，法國從馬裏撤軍只是其在非洲軍

事部署的調整，法國不可能完全撤離西

非，也不會放棄其在非洲的影響力。未

來，法國可能將反恐中心向尼日爾等其

他與法國關系較穩定的西非國家轉移，

同時增強對西非國家的軍備援助、軍事

訓練，增強地區國家自身的反恐能力，

減輕自身負擔。

填補安全真空有難度
“當前恐怖主義威脅正以非常可怕

的速度在非洲蔓延。”非洲聯盟反恐研

究中心代主任伊德裏斯· 拉拉利表示。美

國國防部非洲戰略研究中心評估報告顯

示，2021年，與薩赫勒地區極端組織有

關的暴力事件從1180起增加到2005起，

增加了 70%，創下暴力襲擊數量新紀

錄。“武裝沖突地點和數據”項目數據

顯示，2021年，非洲恐怖主義活動呈現

出明顯外溢特征。

“目前，非洲反恐最大挑戰是，薩

赫勒地區國家政局動蕩，政變接連發生

。今年5月，馬裏過渡政府宣布退出薩

赫勒五國集團所有機構，地區反恐合作

機制運轉受阻。相關國家軍事實力有限

，無力有效打擊極端分子。法國從馬裏

撤軍後，相關國家要填補法國留下的安

全真空有壹定難度。”余文勝分析，在

新冠肺炎疫情、經濟下滑、政局動蕩等

因素的綜合影響下，西非地區恐怖組織

近來發起新壹輪反撲，恐怖活動更加猖

獗，恐怖組織影響的地域進壹步擴大。

而且，近年來，法國為聯合國維和部隊

提供空中支援、情報信息、後勤運輸等

合作，法國撤軍將使聯合國維和部隊在

西非開展維和任務失去重要支持，地區

安全形勢將更加嚴峻。

超30人遇難
土耳其壹天內發生兩起嚴重交通事故

綜合報導 土耳其東南部的加濟安泰普省和馬爾丁省分別發生嚴重交

通事故，超30人在事故中遇難。據當地媒體報道，兩起交通事故發生的過

程頗為類似。

土耳其東南部加濟安泰普省發生嚴重交通事故，致10余人遇難。據

悉，當天壹輛汽車在加濟安泰普省尼濟普區(Nizip)的高速公路行駛時沖

出了道路，隨後消防人員和醫護人員來到現場進行救援，土耳其伊赫拉

斯通訊社(IHA)的直播車也在現場。然而救援過程中，這壹路段上又有壹

輛客車發生側翻，撞向救援人員和記者，造成嚴重傷亡。

根據土耳其加濟安泰普省長居爾發表的聲明，該起事故造成16人死

亡。土耳其衛生部長科賈發表聲明稱，該起事故造成15人遇難，包括3

名醫護人員、3名消防員和2名記者，另有31人受傷，其中9人傷勢嚴重

。事故發生後，相關路段壹度被封閉。

2 0日傍晚，土耳其東南部的馬爾丁省又發生了壹起類似的嚴重交通

事故。據悉，當天在該省德裏克區(Derik)壹家加油站附近，壹輛卡車剎

車失靈撞上兩輛汽車後發生側翻，警察、消防員、醫護人員等趕到現場

開展救援工作時，另壹輛卡車失控撞上現場的車輛和人群。土耳其衛生

部長科賈表示，馬爾丁省的事故已致16人遇難，29人受傷，其中8人傷

勢嚴重。目前，已經有大量的消防員、憲兵、醫護人員趕往現場支援。

土耳其司法部長博茲達稱，兩起事故發生地的檢察官已展開司法調查工作

。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當晚對事故遇難者表示哀悼，並祝願傷者早日康復。

英國研究人員發現
超壹半小型哺乳動物呈“塑料陽性”
綜合報導 來自蘇塞克斯大學、哺乳

動物協會(Mammal Society)和埃克塞特大學

的研究人員在發表在《Science of the To-

tal Environment》上的壹項研究中稱，排泄

的塑料濃度跟人類研究中發現的塑料濃度

相當。

蘇塞克斯大學環境生物學教授Fiona

Mathews說道：“人們對塑料對水生生態

系統的影響了解很多，但對陸地系統的影

響卻知之甚少。通過分析我們壹些最普遍

的小型哺乳動物的糞便，我們已經能夠讓

人們看到塑料對我們的野生動物的潛在影

響--以及泄露到我們環境中的最常見的塑

料。”

研究人員發現，從食草動物、食蟲動

物到雜食動物，塑料的攝取是在不同的地

點和不同的飲食習慣中發生的，這跟他們

的預期相反--即城市地區的樣本會有較高

的塑料濃度，食草物種的樣本會有較低的

塑料濃度。

畢業於蘇塞克斯大學的Emily Thrift指

出：“令人非常擔憂的是，塑料的痕跡在

不同地點和不同飲食習慣的物種中分布如

此廣泛。這表明，塑料可能以不同的方式

滲入我們環境的各個領域。我們還擔心，

歐洲刺猬和田鼠這兩個物種在英國的數量

都在下降。”

通過利用埃克塞特大學綠色和平組

織實驗室的設備，該小組分析了 261 份

糞便樣本，其中 16.5%含有塑料。最常

見的類型是聚酯、聚乙烯（廣泛用於

壹次性包裝）和聚降冰片烯（主要用

於橡膠工業）。其中，聚酯占所鑒定

的碎片的 27%，它在所有的塑料陽性物

種中都有發現--除了木鼠。論文指出，

微纖維廣泛用於紡織品和時裝業，可

以通過家庭洗滌進入廢水系統，隨後

通過將汙水汙泥用作肥料而最終進入

土地。

研究中發現的1/4以上的塑料也是可

生物降解的或生物塑料。作者警告稱，雖

然這些類型的塑料可能比聚合物降解得更

快，但它們仍可以被小型哺乳動物攝取，

因此需要進壹步的研究來調查它們真正的

生物影響。

研究人員們認為，研究中發現的微

塑料很可能是由於食用了被汙染的獵物

或直接攝取而進入物種的腸道。對於攝

取，研究人員認為，物種可能將塑料誤

認為食物或咀嚼用作築巢材料或逃避纏

繞的大塑料。

塑料對食物鏈的潛在影響則是研究人

員關註的另壹個問題並敦促他們進壹步研

究。

Fiona Mathews 教授補充稱：“我們

確實需要更深入地了解塑料攝入對陸地

哺乳動物的影響--及這對其保護狀況的

潛在影響。在我們的研究中，歐洲刺猬

的排泄物中塑料聚合物的含量最高。作

為壹個物種，它們在英國已經在減少，

原因基本不明，在符合世界自然保護聯

盟的區域紅色名錄中，它們被列為易滅

絕物種。”

他繼續說道：“歐洲刺猬食用蚯蚓，

以前的研究發現這些蚯蚓含有微塑料。

因此，我們確實需要進壹步研究以更準

確地確定接觸的規模和途徑並評估在食

用小型哺乳動物的捕食性物種中的流行

情況，這樣我們才能采取充分的措施、努

力保護我們不斷減少的野生動物免受塑料

的影響。”

哺乳動物協會CEO Andy Bool說道：

“哺乳動物協會很自豪能幫助並部分資

助這項研究，因為它代表了研究塑料對

陸生哺乳動物影響的重要壹步。隨著壹

些小型哺乳動物物種的數量下降到令人

擔憂的地步，它突出了它們所面臨的挑

戰之壹。我們都可以通過減少我們使用

的壹次性塑料的數量並正確地重復使用

和回收我們所使用的塑料來幫助保護它

們免受這壹威脅。”

埃克塞特大學的NERC博士後研究員

Adam Porter 博士說道：“在英國，塑料

汙染往往看起來像是其他地方的問題，

因為大多數圖像都是熱帶風景的汙染海

岸線，或像海龜或海獅這樣的魅力生物

。這項研究把焦點帶到了家裏，帶到了

我們的土地上，帶到了我們深受喜愛的

壹些哺乳動物身上。此外，它表明我們

產生的塑料垃圾的數量正在產生影響。

我們必須徹底改變我們與塑料的關系，

遠離壹次性物品轉向用更好的替代品取

代塑料以及建立真正的循環經濟。”

印度：假警局開在真警局旁500米搞勒索

8個月後才被發現
綜合報導 印度官員表示，該國東北部比哈爾邦的壹個團夥在當地壹家酒

店裏經營了壹個假警察局長達8個月，向數百人勒索錢財。據稱，這個假冒的

警局距離當地警察局僅500米，後因“工作人員”攜帶仿制的槍支而被曝光。

報道指出，冒充警察或士兵的詐騙事件在印度很常見，因為人們普遍尊重穿

制服的人。但騙局壹般不會復雜到如此程度，開辦假警局可謂是“更上壹層樓”。

當地的警察官員表示，該團夥在距離當地警察局僅500米的地方開

設了假警局，而且在假警局裏工作的人都配有手槍、含徽章的制服等。

據稱，該團夥還招募當地居民假扮警察以擴大警局的規模，還向大部分

來自農村地區的應聘者支付約500盧比（約合人民幣42元）的日薪。

據報道，當地人會進入這家假警局報案、投訴等，而該團夥主要通

過承諾為他們處理案件來收費獲利。此外，該團夥還會向當地人承諾幫

助他們獲得社會住房或警察工作來賺錢。據稱，投訴案壹般會收取100

至500盧比，而提供住房或工作承諾則會收取數千盧比。

當地警方表示，整個騙局徹底瓦解是因為壹名真正的警察發現該團

夥的兩名成員攜帶的槍支並非執法部門配給的，而是當地作坊制造的。

警方隨後檢查辦公室現場，繳獲了壹把手槍、四套警服、超過500份住

房申請表、5部手機、假身份證、銀行支票簿以及其他造假材料等。

目前，該團夥中至少有6名成員被捕，但頭目仍然逍遙法外。當地

警方表示，正在對此案進行進壹步調查。“我們聽說過假扮警官或調查

員，這是我們第壹次聽說假冒的警局。”壹名警察說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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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總統拜登今天指出，美國空襲和砲擊敘
利亞東部擊斃4名武裝分子，主要是為保護美軍不會受到伊朗
支持的民兵組織攻擊。

法新社報導，拜登在通知國會這項行動的聲明中指出：
「為了護衛我方人員安全，我下令發動8月23日攻擊行動…以

嚇阻伊朗伊斯蘭共和國及伊朗支持的民兵組織發動或支持進一
步攻擊美國人員和設施的行動。」

拜登表示，這次空襲和砲擊是美軍多月以來對這個區域火
力最強大的攻擊行動，主要是回應此區美軍暨夥伴部隊的設施

遭受一連串火箭襲擊，包括 8 月 15 日阿爾坦夫基地（al-Tanf
Garrison）以及支援任務基地綠村（Mission Support Site Green
Village）分別遭受攻擊。

拜登說，美軍這次報復性攻擊行動使用阿帕契（Apache）
攻擊直升機、AC-130空中砲艇和M777榴彈砲等武器，目標鎖
定襲擊者所有的一處後勤和儲藏軍火設施。

美國第一波攻擊於23日展開，但伊朗支持的武裝民兵隔天
對美軍據點猛力回擊後，一支更強大的美國空中部隊飛進此區
進行反擊。

負責監督美軍在中東任務的的美軍中央司令部（US Cen-
tral Command）發布聲明指出，共4名民兵死亡，另摧毀7輛火
箭發射車。

在24日敘利亞民兵組織攻擊中，有3名美國軍事人員受到
輕傷。

美國指伊朗是敘利亞民兵對美國駐軍攻擊的背後力量，伊
朗駁斥這種說法，聲稱僅在敘利亞部署伊斯蘭革命衛隊（Is-
lamic Revolutionary Guard Corps）擔任親伊朗民兵部隊的 「軍
事顧問」。

FBI搜川普寓所 法官下令司法部公開刪節版宣誓書

拜登女兒日記竊嫌認罪
曾高價售予挺川普團體

（綜合報導）美國佛羅里達州聯邦法官今天下令司法部公
開刪節版宣誓書，內容攸關FBI本月8日搜查前總統川普佛州
寓所的依據，可能為這項調查和政府稍早取得的證據披露重要
的新細節。

路透社報導，法官賴恩哈特（Bruce Reinhart）下令在明天
中午（台灣時間27日零時）以前公布這份刪節過的文件。司法
部發言人數小時前才證實，檢方已將擬議的刪節版宣誓書密封
副本呈交給賴恩哈特。

在聯邦調查局（FBI）8日搜查川普位於佛羅里達州棕櫚灘
（Palm Beach）海湖俱樂部（Mar-a-Lago）寓所前，賴恩哈特
批准了司法部的搜索令。這份宣誓書是概述相關證據、讓司法
部有相當理由聲請搜索票的宣誓聲明。

至於刪節過的宣誓書會透露多少資訊，仍有待觀察。賴恩
哈特在今天的命令中表示，司法部有正當理由讓部分文件保密

，包括有必要保護證人及聯邦幹員身分、政府調查內容與策略
及大陪審團資料。

賴恩哈特寫道： 「政府已履行責任，表明其提議的刪節版
（宣誓書）經過嚴格限縮，以符合政府進行中調查完整性的合
法利益 。」

FBI在法院批准的海湖俱樂部搜查行動中帶走20多箱含有
11份機密政府紀錄的箱子，其中有些標示為 「極機密」。美國
司法部正就川普去年1月離開白宮後是否非法攜出文件，以及
是否試圖妨礙政府調查一事展開偵辦，日前的搜索是調查行動
的一環。

川普指控 FBI 對他進行政治報復後，司法部長賈蘭德
（Merrick Garland）做出不尋常的決定，證實司法部確有此一
調查行動，並要求法官公布這份搜索令及列出遭查扣物品的財
產收據大部分內容。

司法部拒絕公布這份宣誓書，促使 「紐約時報」等媒體企
業提出法律異議，要求解封宣誓書內容。

檢方上週請求賴恩哈特不要公布這份文件，說這份文件可
能會破壞進行中的調查、降低證人配合意願，並為已經面臨升
高威脅的FBI幹員帶來安全風險。

賴恩哈特上週首度示意，認為整份文件不需要完全保密，
並要求司法部提供擬議的刪節版副本供他審查。

川普在社群媒體上呼籲解封這份文件，不過他的律師並未
對此發表評論。

紐時報導，賴恩哈特本週重申，他可能會同意大量刪節這
份宣誓書，坦言刪減程度可能會多到讓最終文件公布變得意義
不大。

司法部發言人並未立即針對賴恩哈特的決定發表評論。

拜登拜登：：美軍空襲敘利亞美軍空襲敘利亞
報復伊朗撐腰民兵火箭襲擊報復伊朗撐腰民兵火箭襲擊

（綜合報導）兩名竊盜嫌犯今天坦承在2020年美國總統大
選期間，偷竊拜登女兒的私人日記，並以4萬美元價格出售給
支持川普的團體。當時拜登正與川普角逐總統大位。

法新社報導，美國司法部在法庭文件中宣布哈里斯（Ai-
mee Harris）和庫蘭德（Robert Kurlander）認罪，文件指受害
人為 「候選人-1」的女兒。 「候選人-1」廣為人知是指拜登，
女兒則是艾希莉（Ashley Biden）。

根據文件內容，2名嫌犯最初試圖將竊得的日記售予 「候
選人-2」（即川普）的競選團隊，但遭到拒絕，於是將日記拿
去賣給一個保守派團體。

這個團體先前已確認是 「真理計畫」（Project Veritas）。
司法部稱，該團體分別支付兩人2萬美元，據稱還慫恿嫌返回

佛羅里達州艾希莉友人的住處，竊取她留在友人家的其他物品
，如家庭照片的數位檔案等。

「真理計畫」是支持共和黨的獨立組織，曾有試圖滲透和
誘騙進步團體的紀錄，其目的是讓這些團體做出後來可以被用
來讓他們難堪的行為。

該組織從未公開艾希莉日記的內容，但被內部人士外流至
保守派新聞網站National File發布，促使美國聯邦調查局（FBI
）啟動調查。

司法部表示，哈里斯和庫蘭德達成認罪協議，該協議要求
沒收兩人收受的酬金，並在持續進行的調查中合作。

兩人因犯下密謀轉售贓物罪，皆面臨最高5年的有期徒刑
。

「真理計畫」發布聲明辯稱，其 「新聞收集符合道德及法
律」。他們說： 「記者合法取得的素材後來被指為贓物的情況
很常見也很普遍，且受到美國憲法第一修正案所保障。」

有報導指聯邦調查局也對拜登兒子韓特（Hunter Biden）
筆記型電腦送修時內容外洩、並分享給保守派團體及主流媒體
一事進行了調查。

2020年11月大選前， 「紐約郵報」刊登了據稱是外洩的電
子郵件，內容指韓特與父親拜登在烏克蘭從事不法交易。 「華
盛頓郵報」、 「紐約時報」和其他主流媒體隨後也跟進報導。

這些檔案持續被用於政治上攻擊拜登，據報導聯邦調查局
正在調查韓特的金融交易，這也是其中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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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壹個月日本累計新增新冠確診

病例超600萬例；日本鼓勵60歲以上老

人、醫護人員接種第四劑疫苗。

日本首相辦公室發布聲明稱，首相岸

田文雄當天新冠病毒檢測結果呈陽性，他將

在首相官邸內隔離。若是癥狀不惡化，隔離

期間他將遠程開展工作。據介紹，岸田自8

月20日晚就出現了低燒、咳嗽等癥狀。

岸田突然確診引發關註。日本正在經

歷第七波新冠感染潮，單日新增確診病例

已連續多日超過20萬例。過去壹個月內，

日本累計新增確診超過600萬例。截至當地

時間8月20日晚間，日本累計新冠確診病

例超過1670萬例，位列全球第十。

岸田文雄確診新冠取消非洲之行
據日本共同社報道，岸田文雄自上周

壹(8月15日)下午開始休假，為期壹周。

8月16日，岸田和家人前往東京附近

的茨城縣打高爾夫，這是他自去年10月

接任首相之位後第壹次去打高爾夫。之

後幾天，他和家人前往靜岡縣伊豆之國

的壹家溫泉旅館，參觀了附近的壹些景

點。8月19日下午，岸田返回東京，之

後壹直待在官邸之中。

8月20日晚，岸田出現了低燒、咳嗽等

癥狀。第二天上午，他接受了新冠病毒檢測

。下午，檢測結果顯示岸田感染了新冠。

據報道，岸田的妻子岸田裕子和長

子岸田翔太郎被列為密接人員，但兩人

新冠病毒檢測結果都為陰性。

突然的確診打亂了岸田文雄的工作

安排。據岸田辦公室介紹，岸田原計劃

前往突尼斯參加將於本月27日至28日舉

行的第八屆“非洲開發會議”(TICAD)，

但由於必須隔離至8月30日，他可能會

改為線上參會。

據報道，“非洲開發會議”是由日

本政府主導，和聯合國、聯合國開發計

劃署(UNDP)、世界銀行、非洲聯合委員

會(AUC)等國際機構共同主辦的國際會

議，會議主題是探討非洲開發。

日本政府從1993年開始舉辦這壹會

議。第八屆TICAD原定於2020年舉辦，

後因為新冠疫情延期至今年。據報道，

除探討非洲開發外，本屆會議還將探討

如何幫助非洲抗擊疫情。

“非洲開發會議”結束後，岸田原

計劃出訪中東，但共同社稱，這壹行程

預計也將取消。

據報道，雖然確診新冠，岸田仍按

時復工。日本內閣官房長官松野博壹表

示，8月22日上午，岸田在官邸中遠程

參加了壹個會議。

單日新增確診病例連續多天超20萬例
岸田文雄確診新冠之時，日本正深

陷第七波疫情泥沼之中。

當地時間7月14日，日本累計新冠

確診病例超過1000萬例。7月下旬開始

，日本疫情出現爆炸式增長。

7月23日，日本單日新增確診病例

首次超過20萬例。8月19日，日本日增

確診病例達到26萬例的最高紀錄。8月

21日，日本新增確診病例22.6萬例，連

續第五天日增確診超過20萬例。

過去壹個多月來，日本新增確診病

例高居全球首位。美國約翰斯· 霍普金斯

大學新冠疫情最新統計數據顯示，過去

28天，日本新增確診病例超過576萬例

，遠高於位列第二的美國——美國過去

28天內新增310萬例確診病例。

新增確診病例居高不下的同時，日本

新冠死亡病例也出現上升趨勢。8月18日

，日本日增新冠死亡病例287例，超過了今

年2月23日272例的最高紀錄。截至8月21

日，日本累計新冠死亡病例達到3.7萬例。

在這壹波疫情中，兒童感染率達到新

高。據共同社報道，8月上旬日本兒童的

壹周感染人數達到28.8萬，遠超上壹波疫

情的峰值15萬。受疫情影響，日本全國範

圍內共關閉了100余所幼兒園、托兒所等

，壹些小學也因此提前進入暑假。

與此同時，日本5歲至11歲兒童的

新冠疫苗接種率處於較低水平。統計數

據顯示，截至8月15日，日本兒童兩劑

疫苗接種率僅達到18.8%。

第七波疫情來襲之後，日本方面鼓

勵60歲以上老年人和醫護人員接種第四

劑疫苗。據共同社報道，65歲的岸田本

月12日剛接種了第四劑疫苗。他當時表

示，大約800萬醫護人員將接種第四劑

疫苗。

日本或考慮不再全數掌握所有感染
者信息

分析認為，傳染更強的奧密克戎毒

株新亞型BA.5的快速蔓延，是日本這壹

波疫情出現爆炸式增長的重要原因。此

外，日本在這壹波疫情中拒絕實施限制

人員流動的管控措施，也被認為是導致

疫情不斷惡化的原因之壹。

據共同社報道，日本正值暑假期間

，國內出遊人數眾多，這某種程度上也

導致感染人數激增。今年暑假是自2020

年疫情暴發以來，日本首個沒有國內旅

行限制的暑假。岸田文雄在這壹波疫情

暴發之初呼籲公眾保持最高警惕，但他

表示政府不會再次實施緊急狀態。

疫情仍未出現明顯緩和跡象，日本

政府卻在考慮不再全數掌握所有的新冠

病例信息。據日本時事社報道，日本厚

生勞動大臣加藤勝信8月19日在壹個議

會委員會會議上表示，政府將盡快聽取

專家和相關人員意見，重新評估統計對

新冠感染病例全數掌握的舉措。

報道稱，隨著感染人數激增，日本

醫療體系不堪重負，而統計所有感染者

的信息為醫院和公共衛生中心增加了許

多負擔。目前，日本政府正在考慮其他

替代方案，如僅統計特定醫院的病例信

息，或僅統計那些可能出現重癥的感染

者信息等。對此，有專家提出反對意見

，認為這可能會導致日本疫情數據質量

下降。

首相也確診
日本第七波疫情有多猛？

韓媒發現：日右翼媒體拿韓海軍雷達找茬，還要求尹錫悅為此道歉
綜合報導 韓國《首爾新

聞》報道稱，日本媒體最近以韓

國海軍針對日本自衛隊飛機的

雷達追蹤應對方針為借口，要

求韓國總統尹錫悅就此進行道

歉，宣稱“如果尹錫悅不就此

向日本道歉，不可能改善（韓

日）關系”。《首爾新聞》稱

，這是日本右翼媒體《產經新

聞》代表日本執政黨——自民

黨等日本國內右翼分子及保守

派發出的聲音。

據報道，日本《產經新聞

》於20日發表題為“尹錫悅政

權的對日政策…沒有行動就不

可能改善關系”的社論。在這

篇社論中，日方將文在寅政府

時期對日本自衛隊飛機制定的

雷達追蹤應對方針視為“動搖

韓日安全保障的問題”，認為

這實際上是韓國制定的韓日

“交戰方針”。

《產經新聞》社論文章稱

，韓國海軍對日本自衛隊飛機

的雷達追蹤應對方針中規定，

如果日本自衛隊飛機接近韓國

公海上空領域，並且不回應韓

方警告，繼續維持近距離飛行

，則韓方將對其進行火控雷達

瞄準，采取對抗措施。《產經

新聞》對此表示，用火控雷達

瞄準是為了用導彈等進行準確

射擊的準備過程，是敵對和危

險的行為。《產經新聞》還稱

，韓國將雷達瞄準對象僅限於

日本自衛隊飛機，並沒有包括

俄羅斯和中國的飛機。

《產經新聞》在社論中還

宣稱，尹錫悅是在提出將重視

韓美日安全合作的情況下才成

為了韓國總統，並且尹錫悅在

今年韓國“光復節”講話中也

談到了與日本合作的重要性。

因此尹錫悅應當向日方承認用

火控雷達瞄準日本自衛隊飛機

是“錯誤的”，並“要就此進

行道歉”，立即廢除相關方針

。《產經新聞》還宣稱尹錫悅

政府不能含糊其辭地掩蓋這個

問題，否則，韓國將不可能改

善與日本的關系，也不可能與

日本進行安全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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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測疑易假陰 院舍員工兩天一核檢
多間院舍爆疫 25日增8579宗確診 BA.5個案續升

香港單日新冠肺炎確診個案

以日增千宗的速度上升，25日再

多 8,579 宗。涉及新變異病毒

BA.4或BA.5的個案，佔新增個案

43.9%（約九成為BA.5），再較

前一天增加3.1個百分點。院舍出

現大爆發，早前爆疫的香海正覺

蓮社主辦佛教李嘉誠護理安老

院，再多36名院友確診，累計42

人染疫；九龍城環球護老院兩名

護理員每日快測疑“假陰性”，

直至接受核酸檢測才證實確診，4

名院友疑被傳染。為堵塞快測敏

感度低的漏洞，社署宣布下周三

（31日）起，院舍員工每兩天需

做一次核酸檢測，希望降低院舍

播疫風險。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香港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首席醫生
歐家榮25日在疫情記者會上表示，

近期新增確診宗數出現明顯升幅，一天比
一天多約一千宗個案，可能很快突破一萬
宗，或對醫療系統造成負擔，呼籲市民切
勿掉以輕心，現時應減少聚餐及跨家庭聚
會，並定期進行快測。

另外，開學在即，他建議學生上學前
一定要做快測，如有病徵，即使快測陰性
也絕對不可以上學，需再做核酸檢測。他
強調特區政府不希望“一刀切”推出更嚴
厲的防疫措施，希望市民做好抗疫措施減
少傳播鏈，但如果個案進一步上升，政府
會參考各方面因素，包括經濟及疫情發展
等，採取相關防控措施。

料兩護理員受感染後傳播
院舍爆發情況加劇，25日再多5間老

人院爆疫，共涉及9名院友及兩名員工，4
間殘疾院舍出現確診個案，共涉及4名院
友，合共70名院友或員工被列為密切接觸
者。位於九龍城的環球護老院，本月24日
先有兩名院友快測陽性，全院檢測再發現
兩名院友和兩名護理員確診。由於院友均
沒離開院舍，相信是該兩名護理員在社區
感染後造成傳播。她們被發現染疫前，雖
然已出現病徵，但每日快測一直陰性，直
至核酸檢測才發現中招。同層31名院友要
撤離到亞博館隔離檢疫。

此外，本月19日發現感染群組的香
海正覺蓮社主辦佛教李嘉誠護理安老院，
2樓36名院友早前撤到亞博館後陸續確
診，25日再多27名院友和6名員工染疫。
4樓亦再多1名員工及兩名院友確診，4樓
36名院友亦需撤至亞博館隔離檢疫，全院
累計41人染疫。

因應老人院確診個案增加，社署宣
布下周三（31日）起，長者及殘疾院舍
員工加密核酸檢測次數，由目前每周一
次改為隔日一次。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
玉菡25日在電台節目上表示，老人院院
友大都不良於行，沒有出入社區，院舍
個案主要由員工傳入。而四成院舍員工
確診個案都是通過核酸檢測發現，反映
有加密核酸檢測的需要，以降低院舍爆
發風險，也減輕隔離設施壓力。社署理
解院舍人手緊張、需要全天候24小時運
作，因此容許員工除到社區檢測中心做
檢測外，也可以自行留樣本，讓檢測商
上門收集其樣本。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日前爆疫的

醫管局婚宴群組，再增5名醫生確診，1人於
佛教醫院外科、兩人在廣華婦產科、1人在廣
華醫院放射科、1人在下葵涌普通科門診工
作，累計11名參加婚宴的醫生染疫。無病人
被列為密切接觸者，醫院服務亦不受影響。
醫管局提醒員工近期盡量不要參加聚會和聚
餐。此外，因應疫情升溫而展開的公私營合
作計劃進展欠佳，半數病人或家屬拒絕轉至
私院的安排，醫管局強調轉院不會另外收
費，呼籲病人配合安排。

香港醫管局總行政經理（綜合臨床服
務）李立業表示，醫管局理解員工也有社交
生活，但希望員工盡量不要參加高風險活
動。疫情高發，參加聚會有機會成為密切接
觸者或被感染，影響公共醫療服務。醫管局
希望員工明白，公眾對醫護有更高期望，希
望所有醫護人員成為防疫模範，以身作則減
少聚餐、保持社交距離。

這次醫生群組中，廣華醫院婦產科最受
影響，累計6名婦產科醫生確診，但醫院已
抽調人手應對。他說：“婦產服務不受影
響，因為有內部調配，以及同事取消休假，
但手上無資料究竟多少人取消休假。”

李立業透露，為騰空公立醫院病床應對
疫情，各私家醫院合共向醫管局提供364張
病床，目前有178名病人轉送私家醫院治
療。但在轉院安排中，約半數未能成功轉
院，原因各有不同，有些是轉院前病人病情
出現變化，有些是病人或家屬不願轉院，或
者是擔心要另外支付費用，或者由於私家醫
院位於其他區份，也有些是私家醫院認為病
人情況不適合轉院等。醫管局強調轉院病人
無需再支付額外費用，局方會優化轉院流
程，提高轉院效率。

此外，再有兩間醫院出現院內感染群
組。屯門醫院內科及老人科病房一名74歲女
病人21日確診，院方進行全病房檢測，發現
再多4名女病人確診。博愛醫院內科及老人
科病房一名病房服務助理23日確診，院方進
行全病房檢測，再發現1名員工及兩名男病
人染疫。相關確診病人正隔離治療，情況穩
定。兩間病房已暫停接收新症及探訪，全面
清潔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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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疫情持續升
溫，香港大學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栢良25日接
受電台訪問時表示，相信本地個案上升趨勢會持續，
主要與本地流行病毒株漸轉為 Omicron BA.5 有
關，因這種病毒株較多出現“免疫逃逸”，並認為收
緊社交距離措施的成本高於成效，建議盡快實施第四
階段“疫苗通行證”，取消接種兩針後6個月寬限
期，以及要求12歲以下人士使用“疫苗通行證”，
以鼓勵兒童接種疫苗。

何栢良指出，新冠肺炎個案升勢會持續，主要
與本地流行病毒株漸轉為 Omicron BA.5 有關，該
病毒株較多出現免疫逃逸，已接種疫苗或半年前曾
感染的康復者，仍有較大機會再次受感染，但新增

個案中的入院或重症宗數仍屬低水平。
惟他關注到目前需入院的感染個案中，60歲

以上人士佔大比例，相信與未曾完成接種疫苗有
關。

另外，80歲以上長者及3至11歲小童受感染風
險最近一周明顯上升，有需要加快接種第三針加強
劑。

他認為，過往收緊社交距離措施的成本高於效
益，“過往香港人口未有一個較高的疫苗接種比
例，以及未有新冠口服藥的同時，遇到較大的疫
情，用關閉場所或限制開放時間及人數等，去減慢
疫情爆發，但其實這些方法有很多副作用，成效相
較要付出的成本並不是太高。現時香港各方面的準

備較為充足，比較好的方法不再是收緊社交距離措
施。”

何栢良更認為，“疫苗通行證”是更有效的防
控措施，“現時第三階段的疫苗通行證，已落實超
過3個月，預期個案會上升，現時有迫切性去啟動
第四階段疫苗通行證。”

他建議取消接種兩針新冠疫苗後6個月的寬限
期，以及接種三針才符合“疫苗通行證”要求，更
應收緊“疫苗通行證”適用年齡，讓12歲以下人士
也適用，“一方面可鼓勵巿民打針，特別是打加強
劑，另一方面，可減少這些高危人士尤其是小童及
長者，在未完成疫苗接種前不准進入這些除口罩、
病毒傳播風險較大的場所。”

何栢良倡12歲以下適用“疫苗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姬文風）香港教育局日
前宣布四招協助香港學生返回內地升學，包括獲中
央政府積極協調下，來往香港及內地各城市的載客
航班將會增加，並容許港生優先訂票。多間航空公
司相繼宣布積極響應相關安排，特別加開往北京、
南京、杭州、武漢、廈門等航班。另一方面，香港
青年動力協會25日亦宣布與華大基因及華昇診斷中
心合作，推出內地升學港生核酸檢測優惠，提供半
價優惠並承諾於採樣後24小時內發出檢測報告，助
同學做好隨時出發的準備。

國泰航空表示，在中央政府及各地方政府的鼎
力支持下，特別加開前往北京、武漢、廈門、杭州

的航班，優先為學生開通特別訂票通道，全力配合
他們如期赴內地開啟新學期。具體航班包括8月27
日“CX390 （香港—北京）”；8月30日“CX924
（香港—武漢）”、“ CX978(香港—廈門)”；9月
6 日“CX978（香港—廈門）”；9 月 12 日
“CX958（香港—杭州）”。國泰航空在收到同學
申請後，會有相關負責人通過電郵聯繫每名同學，
告知行程安排。

香港航空特別加開往內地個別航線的航班，優
先為學生開通特別訂票通道，全力配合莘莘學子如
期赴內地開啟新學期。具體航班包括8月 29日
“HX216（香港—南京）”；9月 6日“HX112

（香港—杭州）”。香港航空特別提醒，由於急事
急辦，通知期會非常短促，同學們需做好隨時出發
的準備。

香港青年動力協會25日表示，獲華大基因及華
昇診斷中心的全力支持，推出內地升學港生核酸檢
測優惠。由即日起至9月15日，需赴內地升讀的全
日制學生將可享特別禮遇，他們可於梁顯利油麻地
社區中心、九龍城土瓜灣體育館以半價進行檢測。
立法會議員、香港青年動力協會會長郭偉强表示，
此項目也會幫助學生加快取得檢測報告，將在採樣
後24小時內通過手機短訊發出結果，學生可自行下
載出境用的檢測報告。

團體推內地升學港生核檢半價優惠

◆環球護老院3樓有2名護理員染疫，同層也有4名院友染疫。圖為環球護老院。 中新社

◆◆醫院管理局員工婚宴群醫院管理局員工婚宴群
組再多組再多55名醫生染疫名醫生染疫。。圖圖
為廣華醫院為廣華醫院。。 中新社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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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广告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張寶峰北京

報道）為迎接黨的

二十大勝利召開，

同時慶祝中國人民解放軍建軍95周年，8

月26日，中國人民革命軍事博物館舉辦的

“領航強軍向復興——新時代國防和軍隊

建設成就展”正式對公眾開放。展覽通過

1,400餘件文物實物、630餘張照片、90餘

型（套）武器裝備模型，以及大量藝術作

品、模擬場景等，生動展示了新時代國防

和軍隊建設的壯闊歷程和偉大成就，極大

地激發了觀眾們的愛國心和擁軍情。解放

軍繞島巡航視頻影像、各種高精尖武器裝

備模型等，也吸引了大量觀眾駐足。

掃碼看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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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葛沖北京報道）近日，
南部戰區海軍航空兵緊貼使命任務、緊盯強敵對
手，對接戰場需求，精心構設實戰化背景，組織
數十架各型戰機晝夜出動，在南海某空域展開空
空導彈實射訓練，先後發射導彈數十枚，較好地
檢驗了武器裝備性能和部隊訓練水平，部隊核心
作戰能力進一步提升。專家認為，此次訓練突顯
出解放軍全天候、全天時、全空域，在各種環境
下都能作戰的強大能力。

據南部戰區公眾號25日消息，凌晨4時許，
某軍用機場，在飛控手的精準操控下，南部戰區
海軍航空兵某團無人機拔地而起，爬升至指定高
度後，沿着預定航線展開戰場警戒。幾個小時
後，擔負靶標投放任務的殲轟機率先升空，徑直
飛向靶場。不多時，擔負實彈攻擊任務的殲轟
機、殲擊機也從兩個機場陸續升空，在空中編隊

後，先後奔向目標空域。
在機動雷達站的引導指揮下，數分鐘後，掛

載空空導彈的殲轟機、殲擊機編隊陸續抵達靶場
空域。飛行員進入攻擊航線後，開啟雷達，搜
索、截獲、瞄準目標。在收到射擊指令後，攻擊
機編隊立刻發射導彈。隨後，編隊迅速以大坡度
脫離攻擊航線，並下降至預定高度返航。緊接
着，一批批戰機以同樣的方式先後完成攻擊後安
全落地，訓練一直持續到午後。地面保障人員對
需要再次出動戰機進行檢查和彈藥油料補給，場
站保障人員及時清理跑道、驅鳥作業，做好隨時
出動準備。

傍晚，隨着機場天氣轉好，預警機穿雲破
霧，快速飛抵預定空域進行引導指揮。夜幕下，
多架戰機也依次升空，展開夜間條件下的空空導
彈實彈攻擊訓練。訓練中，他們大膽創新戰術戰

法，採用多機種協同，各參訓要素協同高效，配
合默契，打擊準確，所有參訓空勤成績均達到良
好以上。

為保證此次訓練安全，該部機關和部隊周密
制定各類方案預案和規定，對指揮控制流程進行
導調，確保了訓練的順利實施。

專家：展示解放軍隨時能打仗
對於此次演練中出動的戰機與導彈，知名時

事評論員宋忠平通過相關圖片等向香港文匯報分
析，此次戰機應該是飛豹和殲-16等戰機，導彈則
可能是霹靂-10近距格鬥導彈。他介紹，殲-16和飛
豹都是對海攻擊的重要軍事裝備，殲-16還具備奪
取制空權的能力，其攻擊能力、綜合作戰能力均
超過飛豹，未來殲-16有望完全取代飛豹，此次兩
種戰機的搭配其實是新老搭配。

網上資料顯示，殲-16是四代半雙座雙發多用
途戰鬥機，可同時識別攻擊多個目標，具備遠距
離超視距空戰能力和強大的對地、對海打擊能
力，可以發射霹靂-10、霹靂-15空對空導彈，鷹
擊-83、鷹擊-91，空地-88等空對面導彈。霹靂-10
是中國自主研製的國產第四代近距格鬥空空導
彈。

宋忠平認為，此次主要演練的應該是制空和
對海攻擊兩大科目。他指出，南部戰區海軍航空
兵組織組織數十架各型戰機晝夜出動，在南海某
空域展開空空導彈實射訓練，突顯出全天候、全
天時、全空域，在各種環境下都能作戰的能力。

南部戰區南海展開空空導彈實射訓練

◆◆解放軍戰士在展覽現場模擬操作。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寶峰 攝

◆◆空空導彈發射瞬間空空導彈發射瞬間。。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山東艦等國之重器的模型十分震撼山東艦等國之重器的模型十分震撼。。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寶峰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寶峰 攝攝

走進展廳，首先映入眼簾的是一面超大的屏幕，
播放着“領航強軍向復興”主題紀錄片，集中

展示了新時代國防和軍隊建設的經典瞬間。整場展
覽分為“領航強軍新征程”“深入推進政治建軍”
“深入推進改革強軍”“深入推進科技強軍”“深
入推進人才強軍”“深入推進依法治軍”“全面加
強練兵備戰”“履行新時代使命任務”8個單元展
區，一件件珍貴的文物、藝術作品，讓人耳目一新
的沉浸式體驗，生動展現了人民軍隊忠誠維護核
心、矢志奮鬥強軍的昂揚風貌。

今年8月初，美國國會眾議長佩洛西突然竄訪台
灣，引發國際社會一片嘩然。為有力反擊這種嚴重
挑釁中國領土主權的惡劣行徑，中國人民解放軍作
出了一系列有力的軍事反制。此次展覽也重點展出
了中國軍隊組織東海、南海、黃海等重要海區和島
礁警戒防衛，完成釣魚島維權、東海防空識別區管
控、南海常態化戰巡、出島鏈遠海訓練、繞台島巡
航等一系列重大任務。

展覽現場特別展出了兩幅大圖，其中一幅就是
今年8月4日12時至7日12時，解放軍在台島周邊海
空域進行重要軍事演訓活動，並組織實彈射擊的圖
示。圖註顯示：人民軍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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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廳裏還設置一處屏幕滾動播放

《繞島巡航》紀錄片，更加直觀地展現了解放軍回
擊外部干涉勢力的真實場景。

山東艦等模型顯示軍工科技發展
任何一場軍事主題展覽，高精尖武器裝備都是

不可或缺的主角。首先在展覽現場入口處，就擺放
着兩個“大塊頭”，一個是首艘國產航母山東艦的
模型，另一個是新一代軍用大型運輸機——運-20的
模型，生動直觀地展現出新時代中國軍工科技的飛
速發展。

最引人矚目的莫過於“主戰裝備模型台”，這
裏陳列着陸軍、海軍、空軍、火箭軍等多個軍兵種
的裝備模型，包括人們熟悉的殲-20、運-20、山東
艦、遼寧艦等國之重器的模型，反映了中國軍隊武
器裝備建設的跨越式發展。此外，展廳現場還布設
了有大量的圖表、視頻、藝術作品、互動展項。隆
隆的炮聲、上空穿行的飛機、發射的導彈……讓觀
眾有身臨戰場之感，彷彿能聞到那濃濃的硝煙味
道。

此外，功能強大的步兵戰車綜合訓練模擬器、全
球首款商品級超寬帶可見光通信專用芯片組、察打一
體型四足機器人、單兵綜合系統、滿足特殊條件下用
網需求的“星網工程”、“融智”集成智能交互系統
一代等一系列高精尖武器裝備，讓人大飽眼福。

戰士現場模擬操作戰場部署
有解放軍戰士在展覽現場利用先進的綜合指揮系

統，對戰場指揮實況進行模擬操作。這名戰士首先熟
練地操控指揮台按鈕，隨即模擬與一線戰場取得聯繫
的真實情景，並通過對講系統與前方溝通敵情及作戰
部署。一系列模擬操作十分流暢，既讓人們真切領略
到了中國人民解放軍高精尖軍事裝備的科技含量，同
時也讓人們看到了中國軍人卓越的戰術素養。

駐港部隊錦旗展示解放軍風貌
展廳裏一面鮮艷的錦旗也吸引了很多目光。鮮

紅的旗面上，用黃燦燦的字體寫着“授予駐香港部
隊特種作戰一連為‘香港駐軍模範特戰連’”，落
款為“中央軍事委員會，二零一七年五月三十
日”。

查閱有關這支駐港部隊的史料，可以看到：當
年，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簽署命令，授予駐香港部
隊某旅特種作戰一連“香港駐軍模範特戰連”榮譽

稱號。命令指出，全軍和武警部隊要努力向該連學
習，像他們那樣，牢固確立戰鬥力這個唯一的根本
的標準，緊貼使命任務練兵備戰，緊貼實戰要求精
武強能，努力鍛造召之即來、來之能戰、戰之必勝
的精兵勁旅；像他們那樣，傳承弘揚我軍光榮傳統
和優良作風，嚴格落實條令條例和規章制度，始終
保持我軍威武之師文明之師的良好形象。

據了解，由於駐紮在香港，比起內地部隊，這
裏的士兵經常需要直面複雜的環境。2011年4月3
日，連隊營區一牆之隔的後山發生山火，連隊幹部
向上級報告並組織官兵攜滅火器材緊急集合，卻沒
有馬上出發救火。直到接到緊急出動的命令之後，
官兵們才火速趕往現場，與香港消防隊員配合，僅
用1個小時就撲滅了山火。進駐香港以來，該特戰一
連每次執行急難險重任務都嚴守基本法和駐軍法，
真正做到了“絕不亂出手，出手就管用”。

�
�


“新時代國防和軍隊建設成就展”正式開放

2022年8月26日（星期五） 文 匯 要 聞◆責任編輯：周文超 1

最
破
碎
的
軍
服

最
寶
貴
的
精
神

2018 年
10月11日，
戰士杜富國
在進行排雷
作業時突遇
爆炸，他瞬
間 撲 向 戰
友，遮擋住
衝擊波和彈
片，自己則
永遠失去了
雙 眼 和 雙
手。英雄的事
跡 經 過 報 道

後，立即在全國引發了強烈反響。
這件杜富國被炸傷時所穿的排雷服

也在“領航強軍向復興——新時代國防
和軍隊建設成就展”現場展出。排雷服
的雙臂、腰身和雙大腿部分，已經被灼
燒破碎，棉絮焦黑，綠色的迷彩布面也
被巨大的衝擊波徹底撕碎，雖然“破得
不能再破”，卻折射出中國軍人“至為可
貴”的精神。 圖、文：香港文匯報

記者張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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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社新聞

休城工商

ACC business trade forumACC business trade forum
and business conference expoand business conference expo

ACC business trade forum and business conference expo 在Houston Marriott Westchase 舉辦
，為期兩天的business conference，三十多個speaker以及眾多expo攤位，吸引力四百多
人前來參加！

美國房貸利率走勢美國房貸利率走勢

美國房貸利率不受美聯儲
的直接控制。美聯儲作為美國
中央銀行設定聯邦基金利率。
相反，30年期抵押貸款（也就
是房貸）利率主要依賴於美國
10年期國債收益率。美國國債
收益率在過去兩年中反彈，
2020 年 8 月低至 0.52%，然後
在2022年6月攀升至3.49%。

影響美國房貸利率的因素
主要原因有美聯儲的行動將如
何轉化為抵押貸款，這個過程

很複雜。經濟學家表示，美聯
儲激進的加息增加了經濟衰退
的可能性。從表面上看，更高
的利率和高通脹似乎會帶來更
高的抵押貸款利率。

另一方面，對經濟衰退的
擔憂轉化為美國長期國債收益
率的下降。因此，如果新一輪
的悲觀情緒超過 10 年期美國
國債收益率，抵押貸款利率可
能會再次下降。

另一個需要注意的是：大

多數美國住房貸款都被打包並
作為抵押貸款支持證券ABS出
售給投資者，這些投資者不斷
變化的願望也推動了抵押貸款
利率。通貨膨脹是另一個因素
。雖然通貨膨脹率並不直接決
定抵押貸款利率，但這兩個指
標密切相關。通貨膨脹——以
及美聯儲對物價上漲的反應
——已成為推動影響美國房貸
利率的一個重要因素。
美國當下房貸利率的趨勢

2022 年 8 月 6 日星期六，
美國基準 30 年期房貸貸款的
當前平均利率為 5.41%，比一
周前增加了1個基點。今天30
年期固定再融資的全國平均利
率為 5.40%，比上週增加了 2
個基點。此外，目前 15 年期
固定再融資利率為 4.66%，自
上周同期以來下降了1個基點
。 （數據來源於美國bankrate
網站）

美國抵押貸款利率走勢圖

美國某商業網站上的美國某商業網站上的
全國房貸利率走勢圖全國房貸利率走勢圖
，，可以看見美國當前可以看見美國當前
3030 年期房貸平均貸年期房貸平均貸
款利率是款利率是55..5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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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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llHead.BBQSauce.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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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做法
(1)沙河粉泡水至軟，瀝乾備用。
(2)將沙河粉、豆腐丁、碎花生、
蝦米乾、紅蔥頭末、蒜末、
甜菜脯、酸辣鍋底包的醬和湯底
混拌均勻。移至氣炸鍋中，以
400°F氣炸 3分種。(3)拌入熟蝦、
韭菜和豆芽後推到一邊。噴些油
在空出來的另一邊，打入雞蛋，輕輕剁碎蛋黃，以些許鹽調味。
繼續以400°F氣炸5-8分鐘。(4)時間到後，趁熱攪拌均勻即可。

食材
1包 牛頭牌酸辣鍋火鍋湯底
(內含1包酸辣鍋底包*&1包濃縮高湯包*)
• 9 盎司 沙河粉 
• 1杯 老豆腐，切小丁
• 1/4杯 碎花生
• 1大匙 蝦米乾，切末
• 1顆 紅蔥頭，切末
• 2瓣 蒜，切末

泰式風味炒河粉

 感謝YouTube <佳萌小廚房> 提供美味食譜！

• 1大匙 甜菜脯(蘿蔔乾)
• 1大匙 酸辣鍋底包的醬
• 1大匙 濃縮高湯包的湯底
• 12 隻 熟蝦(小)
• 1.5 杯 韭菜段
• 1.5 杯 豆芽
• 2顆 雞蛋

Thai Style Rice Noodle Stir-F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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