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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G77矢言對俄羅斯石油進口制定價格上限矢言對俄羅斯石油進口制定價格上限
（中央社）七大工業國集團（G7）今天矢言，將對俄羅斯石油進口

緊急制定價格上限，企圖切斷莫斯科對烏克蘭發動侵略的主要資金來源。
法新社報導，G7表示正致力合組一個 「大聯盟」 以支持這項措施，

但法國官員敦促小心謹慎，表示歐洲聯盟27個成員國全數同意後才能做
出最後決定。

能源價格飆升讓歐洲家庭首當其衝，歐洲政府現正面臨緩和通膨高漲
的壓力。

德國財政部長林德納（Christian Lindner）繼G7宣布後在記者會指

出： 「俄羅斯在經濟上受益於俄烏戰爭導致的市場不確定性，從石油出口
獲取龐大利潤，我們想要堅決對抗。」

林德納還說，對石油進口制定價格上限的目的，是為了 「遏止侵略戰
爭的重要資金來源，並抑制全球能源價格上漲」 。

克里姆林宮發言人培斯科夫（Dmitry Peskov）此前警告，採取價格
上現措施 「將導致石油市場嚴重不穩定」 ，並迫使歐美消費者付出代價。

俄羅斯副總理諾瓦克（Alexander Novak）昨天也提出警告，表示莫
斯科將 「不對施加限制的公司或國家供應石油和石油產品」 。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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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CDC signed off on
Thursday on updated versions of
Pfizer and Moderna’s Covid-19
boosters allowing vaccinations to
begin.

The CDC said in a statement,
“This recommendation followed a
comprehensive scientific
evaluation and robust scientific
discussion. If you are eligible,
there is no bad time to get your
Covid-19 booster, and we strongly
encourage you to receive it.”

Pfizer’s booster was

authorized for people 12 and
older, while Moderna’s booster is
for people 18 and up.

The federal government is
working to distribute the new shot
to states in the next couple of days.

Many doctors anticipate there
will be a tough winter season
ahead both with the flu and with
Covid-19.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is urging all eligible
people in the U.S. to get the new
boosters as part of its fall booster
campaign. 0909//0202//20222022

CDC Signed Off On UpdateCDC Signed Off On Update
Versions Of Booster ShotVersions Of Booster Shot

疾病控制中心週四正式核準輝瑞及馬多娜
兩家公司之新冠加強疫苗可以開始施打，同
時批準輝瑞對十二歲以上孩童，使用馬多娜對
十八歲以上施打。

聯邦政府將於近期內把疫苗送達地方政
府，包括全國各地之藥房及施打中心。

史丹福大學兒科主任醫師格麗斯李表示
，我們預見今年冬天會遭受感冒及新冠疫情

之侵襲，我們只有竭盡所能來保護大眾之健
康。

川登政府希望全國國民盡快接種新加強疫
苗，主要是針對新的變種病毒。

新加強疫苗上市新加強疫苗上市

Student Scores Fell Sharply During The PandemicStudent Scores Fell Sharply During The Pandemic

According to a new federal
survey, math and reading
scores for America’s
9-year-olds fell dramatically
during the first two years of the
pandemic.

Reading scores saw their
largest decrease in 30 years,
while math scores also
decreased.

These declines were
seen all over the nation
and affected mostly
whites, but students of
color saw some of the
steepest decreases.
According to the acting
associate commissioner
of NCES, Daniel
McGrath, “These are
some of the largest

declines we have observed in a
single assessment cycle in 50
years of the NAEP program.

We felt the same way when
the pandemic hit our
community. A lot of poor
families just didn’t have time
to take care of their kids. Many
of them are wasting their time
with online learning.

根據學區之報告顯示，過去兩年之疫情造成學
童無法到校上課，全國九歲學生之閱讀及數學水平
已经急速下降，導致未來他們在學業成績上之巨大
壓力。

閱讀能力是三十年最差，這種現象是全國性
的，尤其是黑人及拉丁裔學童最為嚴重。

實在令人遺憾疫情期間學生們都在家上課，网
上學習和在教室上課，有極大差異，尤其是一般
窮困家庭，父母為生活奔波對兒女更疏於照顧網上
上課之注意力更不夠，學業荒廢是必然結果。

孩童學業水平下降孩童學業水平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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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道】9月1號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爆
發日。今年是第83年。

有媒體報導，波蘭正式向德國提出1.3萬億
歐元戰爭賠款。該新聞立刻引起大家的關注。

卡欽斯基表示，對德國而言，能夠承擔起
1.3萬億歐元的賠款。況且，德國也不需要一次
性支付，可以以幾十年的時間維度分期付款。

對比波蘭的戰爭賠款額度，德國2022年的
聯邦預算約為4950億歐元。

卡欽斯基還說道："放棄這些合理的要求將
是一種病態與自卑感的表現。"這種放棄只會導
致新的壓迫和新的損失。

波蘭反對派政客指責卡欽斯基向德國提出
賠償要求的真正原因是國內政治。比如 "Polska
2050 黨" 的 Szymon Holownia 在推特上寫道，"
法律與公正黨” 正在利用數百萬戰爭受害者，
冷酷無情地利用他們來保住自己的權力。由 "法
律與公正黨” 發起的“反德鼓動是一種恥辱”
。

波蘭最大的反對黨，自由保守派公民平台
的領導人唐納德•圖斯克（Donald Tusk）也對
"法律與公正黨” 的賠償要求提出質疑，並表示
:"民族保守派執政黨對德國的賠償不感興趣，而
是對國內政治運動感興趣。"法律與公正黨” 黨
魁卡欽斯基毫不掩飾地表示，他希望通過這場
反德運動為執政黨建立支持。"

根據“Rzeczpospolita”報紙週四發表的一
項調查，51.1%的人讚成要求德國對戰爭造成的
損失進行經濟賠償。 41.5%的人認為沒有必要，
7.5%的人尚未決定。然而，92%的政府陣營支持
者贊成這樣的要求，而反對黨支持者中只有約
五分之一贊成。

自2015年秋季大選獲勝以來，"法律與公正
黨”一再要求德國進行賠償，主要是在該黨的
民意調查人數下降的時候，就像現在一樣。

此外，由於與歐盟就司法機構重組的爭議
，該國面臨失去歐盟新冠重建基金350億歐元中
的危險。

原則上，在波蘭政府做出讓步後，歐盟委
員會保留了發放這筆資金的可能性。歐盟已經
明確表示，只有在所有商定的條件都得到滿足
的情況下，波蘭才會收到這筆資金，例如恢復
被紀律機構停職的法官。到目前為止，這還沒
有發生。

為戰爭賠款專門而成立的工作小組建立在
2017年夏天。該工作小組有30多為跨領域專家
參與其中。近些年來，其報告的公佈時間被數
次延遲。據工作小組負責人Arkadiusz Mularczyk
表示，1.3萬億歐元的戰爭賠款是 "保守的估計
", 但它遠高於 "法律與公正黨”政客近年來一再
提到的8000多億歐元。

Arkadiusz Mularczyk解釋說: "不僅包括直接
的物質損失，還包括因人命損失而造成的經濟
損失。"

德國外交部發言人周四表示："聯邦政府的
立場沒有改變。賠償問題已經結束。"

該發言人繼續說道:"波蘭已經在 1953 年放
棄了進一步的賠償要求，並多次對此做出確認
。這是今天歐洲秩序的一個重要基礎。德國在
政治上和道義上堅持其對第二次世界大戰的責
任。"

波蘭政府認為，波蘭在1953年發表的聲明
，即不應該對德國提出進一步賠償要求，是在
蘇聯的壓力下作出的。

另一方面，德國拒絕所有的賠償金，並提
到德國統一的 "2+4" 條約，以及在戰後向當時
的東方集團國家支付賠償金的事實。波蘭還得
到了戰前屬於德國的領土，以彌補東部的領土
損失。

去年 12 月，德國總理朔爾茨 (Olaf Scholz)
曾指出德國在歐盟的高額財政支付，以此來反
駁賠償要求。這筆錢的很大一部分流向歐盟南
部和東部國家，尤其是波蘭。

德國政府的波蘭專員迪特瑪•尼坦（Diet-
mar Nietan）稱二戰開始的周年紀念日是德國的
內疚和恥辱之日，它至今仍使兩國關係緊張。
他說，波蘭人民提供的和解是一個基礎，雙方
可以在此基礎上展望一個統一的歐洲的共同未
來。

報告作者聲稱，他們根據1947年的一份清
單，客觀地調查了損失，包括利息。他們計算
出，在1939年至1945年期間，大約有600萬名
波蘭人死於納粹手中，每一位死去的波蘭人帶
來16.6萬瑞士法郎的經濟損失。

其中還包括200萬波蘭人的強迫勞動也被計
算在內。此外，還有建築物、金融資產和文化
資產的損失，這些資產被摧毀、掠奪並被集體
運走。

卡欽斯基表示，他相信德國經濟能夠負擔
得起這筆天文數字的費用。他說這筆錢可以分
幾十年支付，實際上暗示了波蘭要看到這筆錢
是多麼的不現實。從國際法上講，即使是波蘭
專家也承認，這個要求沒有一點機會。

根 據 歷 史 學 家 斯 坦 尼 斯 瓦 夫•澤 爾 科
（Stanislaw Zerko）的說法，波蘭將不得不在海
牙的國際法院起訴這筆款項，他撰寫了一份關
於賠償的重要研究報告。然而，在20世紀90年
代，華沙和柏林都排除了其對1989年以前的案
件的管轄權。

此外，德國在1953年向蘇聯支付了賠償金
，其中也包括對波蘭的補償，儘管它當時不是
一個主權國家。在1990年的 "2+4" 談判中，當
賠償問題最終從德國的角度得到解決時，波蘭
並沒有坐到談判桌前。同時，柏林放棄了波蘭
在社會主義時代留下的所有債務。

因此，波蘭民族保守派關於德國根本沒有
賠償波蘭的指責是錯誤的。據澤爾科說，自戰
爭結束以來，他的國家已經收到相當於12.5億
至23億法郎的資金，但這些錢都流向了個別受
害者，而且是在自願的基礎上。這位歷史學家
在接受 "Rzeczpospolita" 採訪時說："如果考慮到
我們巨大的戰爭損失，這個數額真的是低得可

憐。"
儘管如此，德國不太可能改變其立場，尤

其是為了避免為希臘等其他國家樹立一個先例
。柏林試圖用象徵性的行動來化解這種帶有歷
史色彩的關係，如新的波蘭紀念碑。

德國人還聲稱為他們的鄰國加入歐盟鋪平
了道路，從而為經濟發展做出了貢獻。至少在
戰後的頭幾十年裡，柏林對波蘭表現得相當吝
嗇，但這並不能改變這一點。

同時，"法律與公正黨” 對激化與德國的緊
張關係有著明顯的興趣。即使經過半個世紀的
和解，遭受德國占領的破壞在波蘭也沒有被遺
忘。

與大屠殺不同，波蘭的苦難沒有成為西歐
紀念文化的一部分，這種感覺仍然很普遍。

波蘭政壇對此問題有很大的意見分歧。目
前，高通脹和政府的一些經濟政策失誤困擾著
波蘭。 2023年秋天是波蘭國會大選，這個話題
現在出現並非巧合。

新的歷史政治戰線對與德國的關係來說不
是好兆頭，德國已經遭受烏克蘭戰爭、歐盟發
展基金支付沖突以及最近的奧得河環境災難的
影響。

為什麼波蘭差不多年年都向德國提出戰爭
賠款？那是因為大家都覺得德國 "好欺負"，很
容易被 "道德綁架"。比如此前的烏克蘭駐德大
使。我個人特別討厭他的言行舉止。 20%能理
解，80%不能理解。最終迫使澤連斯基親自下總
統令讓他 "回家"。從剛開始的 "意見領袖" 逐漸
成為烏克蘭在德國的 "負資產"。

德國當然對二戰期間的波蘭造成過巨大傷
害。同樣，波蘭也是斯大林蘇聯的受害者，被
瓜分，領土被佔領。

先拋開戰爭賠款不說，實際上，德波民間
的關係非常好。在德國生活工作的波蘭人接近
一百萬，在所有外國人當中排行第三，僅次於
土耳其人和烏克蘭人。德波貿易往來也是年年
增加。說白了，在俄烏戰爭爆發之前，只有當
下波蘭政府跟德國和歐盟格格不入。

俄烏戰爭爆發之後，波蘭感受到來自俄羅
斯的威脅，積極敦促德國增加國防開支，順便
保護波蘭的領土安全。德國版的時代轉折
（Zeitenwende），即立刻將國防開支增加到
GDP的2%以及今年額外增加1000億歐元的軍費
，最大的支持者恰恰就是波蘭。

簡單地說，德波貿易，波蘭有從中受益。
波蘭加入北約和歐盟，德國也鼎力支持，波蘭
也都是受益者。接近一百萬波蘭人在德國工作
與生活，雙方都是受益者，但波蘭似乎受益更
多。

正如圖斯克所說的那樣，以卡欽斯基為首
的執政黨"法律與公正黨” 此時正式向德國提出
巨額戰爭賠款，跟波蘭內政有密不可分的關係
，比如"法律與公正黨”的民調在下降。

當波蘭國內民調對執政黨不利時，政府需
要假想敵，第一個是歐盟，其次就是德國。

自俄烏戰爭爆發後，波蘭接納了很多烏克
蘭難民，其數量是德國的五倍以上，現在差不
多持平。很多先去波蘭的烏克蘭難民後來都到
了德國。

波蘭是第一個表示完全放棄俄羅斯天然氣
的歐洲國家。俄羅斯也首先把輸送到波蘭的天
然氣斷了。

波蘭國內的貨膨脹比德國還嚴重，今年超
過8%, 明年預計超過10%。但波蘭政府並不像德
國政府那樣慷慨。波蘭人民生活在 "水深火熱之
中"，政府順便把矛頭指向德國，希望能得到一
些補貼也可以理解。

歐盟的上百億新冠補貼還沒到賬，它跟波
蘭內政措施掛鉤。波蘭政府前幾年採取的一系
列內政改革的目的都是在維護自己的執政權，
志在削弱反對黨的勢力，比如司法獨立性與媒
體自由度均受到限制等。這也是為何波蘭反對
黨一律質疑執政黨的原因。
在此背景下，德國《商報》刊登了下面這篇報
導:"波蘭可能在冬季沒有天然氣。"副標題: "波
蘭以一種模範的方式擺脫了對俄羅斯的能源依
賴，或者說看起來是這樣。但現在事實證明，
該國的戰略是失敗的。"

自從波蘭在2004年加入歐盟後，從歐盟手
裡拿到超過上千億歐元補貼，僅僅從2014年到
2020年就拿到了825億歐元。 2020年的補貼高
達132億歐元，德國在2020年向歐盟支付了150
億歐元。波蘭絕對是歐盟補貼系統的最大受益
者。
大家可以再對比一下波蘭2004年之前與2004年
（加入歐盟）之後的國民總產值。波蘭的GDP
或人均收入都有明顯上漲的趨勢。

總而言之，現任波蘭政府都沒有把這些從
歐盟（包括德國）獲得的一切好處告訴他們的
公民，反而一如既往地打反歐盟與反德國的牌
。

之前還看到報導，說很多波蘭人心裡不平
衡，自己明明是戰勝國，但現在自己的生活水
平遠不如戰敗國德國。很多人波蘭人心理不平
衡，同樣是戰勝國的法國在戰爭賠款方面比波
蘭獲得了更多。

或許這類新聞也強化了現任波蘭政府向德
國提出戰爭賠款的決心。只要繼續堅持，德國
就會做出某種形式的妥協，畢竟德國不是俄羅
斯，是講道理，可以被欺負，也可以被道德綁
架。
最近幾年，波蘭除了在俄烏戰爭期間以堅定的
立場支持烏克蘭，反對俄羅斯以外，根本就沒
有一條正面新聞。很多烏克蘭（遭強姦與性侵
的）女性難民之所以離開波蘭，跟波蘭擁有全
歐洲最嚴格的墮胎法有關。

又或許，波蘭想通過向德國提出巨額戰爭
賠款的方式加強自己的存在感而已。

波蘭要求德國支付波蘭要求德國支付11..33萬億歐元戰爭賠款萬億歐元戰爭賠款



聯合國兒基會：
嚴重幹旱影響非洲之角至少1000萬兒童

綜合報導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兒基會)說，嚴重幹旱影響非洲之角至

少1000萬兒童，這壹數字在兩個月內增加約40%。

兒基會說，2月至4月間，非洲之角受幹旱影響面臨嚴重饑餓、

營養不良和幹渴等問題的兒童數量由725萬增至至少1000萬。埃塞俄

比亞、肯尼亞和索馬裏現階段有超過170萬名兒童因“嚴重急性營養

不良”需要緊急治療。如果當地今後數周沒有降雨，這個數字將升

至200萬。

兒基會先前呼籲籌集1.19億美元應急。如今面對旱情加劇，兒基會

將籌款金額增至近2.5億美元，但迄今僅籌集到20%資金。

兒基會分管東部和南部非洲地區事務的官員穆罕默德· 福爾說：

“如果我們現在不采取行動，數周內就會有大量兒童死亡。饑荒即將來

臨。”

依據兒基會說法，非洲之角正遭遇40年來最嚴重的旱災。由於連續

四年雨季缺雨，農作物歉收甚至絕收、牲畜死亡，成千上萬的人不得不

背井離鄉，營養不良和疾病風險上升。兒基會警告，這些人極度依賴人

道主義援助。

非洲之角位於非洲東部，包括吉布提、厄立特裏亞、埃塞俄

比亞、肯尼亞、索馬裏、南蘇丹、蘇丹和烏幹達八個國家。這片

地區呈犀牛角狀，向東伸入阿拉伯海，因此得名非洲之角。這裏

是世界上最貧窮的地區之壹，常年遭受地區沖突和周期性大旱災

困擾。

法國石油巨頭道達爾被指與俄軍方有聯系

法交通部長呼籲調查

綜合報導 法國交通部長呼籲調查該國石油巨頭道達爾（TotalEner-

gies），此前當地媒體報道稱，該公司持有部分股權的壹個俄羅斯天然

氣田被用來為俄羅斯軍方提供燃料。

“這是壹個極其嚴重的問題，因此需要調查（道達爾）是否出於自

願或是非自願地繞過了（歐盟的）制裁。”法國交通部長克萊芒特· 博

納25日在法國電視2臺上表示。

法國《世界報》報道稱，道達爾通過部分持股俄羅斯公司Novatek，

參與供應了制造俄羅斯戰機所需的噴氣燃料，這些戰機據報道被用於烏

克蘭戰場。《世界報》記者表示，他們通過追蹤供應鏈，查到了道達爾

持有股權的西伯利亞特摩卡爾斯托弗耶（Termokarstovoye）天然氣田為

兩個俄羅斯空軍基地供應燃料。

與其他西方大型石油企業不同，盡管受到指責，道達爾還是保

留了在俄羅斯的資產。道達爾表示將在今年底前停止采購俄羅斯石

油，但尚未明確提及是否結束在俄羅斯的天然氣業務。

據路透社報道，道達爾方面稱，該公司沒有運營任何為俄羅斯

軍方提供服務的基礎設施，也不了解其商業夥伴任何潛在的噴氣燃

料生產。

據道達爾官網信息，道達爾2011年 12月宣布與合作夥伴Novatek

共同做出開發特摩卡爾斯托弗耶天然氣和凝析油田的最終投資決定

，道達爾和Novatek 分別持股 49%和 51%。該陸上氣田位於俄羅斯亞

馬爾-涅涅茨自治區，擁有約470億立方米天然氣和約1000萬噸凝析

油儲量。

500年壹遇大旱重創糧食收成
歐盟再下調玉米產量預期

歐盟委員會近日發布的報告指出，歐洲

可能正在經歷500年來最嚴重的幹旱。幹旱

也重創糧食收成。當地時間25日，歐盟委員

會再次下調今年歐盟的玉米產量預期。

歐盟委員會今年歐盟的玉米產量預期

從壹個月前的6580萬噸下調至5930萬噸，

下調幅度接近10%，這是歐盟委員會連續

第二個月下調玉米產量預期。上個月，歐

盟委員會已經將玉米產量預期下調了近

600萬噸，降幅達8%。

除了玉米產量外，歐盟大豆和葵花籽

的產量預計也將分別減少15%和12%。

德國農民擔憂旱情可能致收成減半
在德國中部黑森州的小鎮格林道，當

地農民最近幾天正在收獲玉米，但是今年

的玉米收成，無論是數量還是質量都很糟

糕。他們擔心，今年他們的農作物產量可

能將會減少壹半之多。

德國農民 施耐德：很不幸，由於降雨不

足，今年我們的玉米棒特別小，玉米穗軸也

很細，減產幅度有可能會達到50%。

而來自德國西部小鎮於利希的土豆種植

戶古森在收成方面也面臨類似的擔憂。他預

計，今年他們的土豆產量很可能會較往年平

均水平減少三到五成。

德國農民 古森：往年的這個時候，這

裏應該是壹片綠色，但是現在妳看，土豆秧

子都枯死了，像這樣的已經完全幹枯，所以

土裏面什麼都沒有。土豆長在地壟裏，9月或

10月份收獲，但是現在下面不會再長什麼東

西了，即使現在下雨，也沒什麼用了。

法國高溫幹旱致部分作物收獲季節提前
在法國西南部夏朗特在最幹旱的區域

，葵花籽的收獲季節提前到了8月中旬，

較往常提前了大約三周。可以看到，大片

種植的向日葵已經因幹旱缺水而枯萎。當

地農業協會表示，這片80公頃的向日葵田

預計收益要減少50%到80%。而玉米的情

況也不容樂觀。

夏朗特農民 當地農業協會主席 克裏

斯蒂安· 達尼奧：天氣太炎熱了，尤其是缺

少降雨給作物帶來損害，這對於作物來說

是災難性的。

此外，在意大利、匈牙利、英國等歐

洲國家，也有不少農民因幹旱而為農作物

減產感到擔憂。

能源形勢嚴峻，德國開始動搖
執政黨議員呼籲與俄談判，不再援烏

綜合報導 俄烏沖突爆發以來，美國

源源不斷對烏克提供軍事援助，但歐洲

國家近段時間的表現，顯得有些乏力。

德國基爾世界經濟研究所的數據顯示，

包括德國、法國、英國在內的6個歐洲

主要國家，最近壹個月內都沒有對烏克

蘭提供新的資金支持。除了減少對烏克

蘭的軍事援助以外，歐洲內部的風向似

乎也在改變。

據德國媒體報道，壹些德國社民黨

國會議員聯合歐洲議會議員，簽署了壹

封聯名信，呼籲德國總理朔爾茨停止對

烏克蘭的武器援助，阻止俄烏沖突螺旋

式升級。這封信還呼籲對俄羅斯“權宜

的妥協”，希望與俄羅斯談判，促使各

方達成和平共處的協議。

歐洲內部風向的變化，與當前歐洲

各國面臨的嚴峻局勢分不開關系。自俄

烏沖突後，歐洲國家跟隨美國對烏克蘭

提供了大量的軍事援助，還對俄羅斯進

行了數輪制裁。但對俄羅斯能源的制裁

，讓歐洲國家遭受到強烈的反噬，導致

嚴重的能源危機，還帶來了壹系列的民

生經濟問題。

危機之下，歐盟並沒有束手待斃，

提出了很多解決辦法。可以歸於兩類，

壹種是開源，尋找其他的能源供給渠道

；壹種是節流，減少使用天然氣。前者

現在來看效果並不明顯，歐洲當前的能

源危機依然嚴重，所有歐盟國家的能源

價格都在瘋漲。目前，歐洲天然氣價格

漲至3541美元每千立方米。

關於節流，歐盟也提出相應的措施

。歐盟理事會此前批準了減少天然氣需

求的計劃，要求歐洲各國自願減少15%

天然氣使用量，除波蘭和匈牙利以外的

歐盟國家，都同意實施該計劃，但減少

使用量的措施治標不治本，每次俄羅斯

停止北溪壹號管道供應天然氣，歐洲國

家都做出了某種程度的妥協。

德國的表現尤為明顯，德國超過

壹半以上的天然氣是由俄羅斯供應。

此前，俄羅斯天然氣工業股份公司以

技術維修為由，暫停北溪壹號管道天

然氣供應後，德國方面第壹時間與加

拿大方面交涉，隨後西門子公司得到加

拿大政府批準，將渦輪機送往德國，再

運往俄羅斯。

不久後，俄氣再次宣布，將對氣體

壓縮機進行技術維護，在8月31日至9月

2日，暫停北溪壹號天然氣管道運行。德

國總理隨即訪問加拿大，並與加拿大總

理特魯多簽署了壹項氫能合作協議，推

動建立“跨太平洋氫氣供應鏈”，以減

輕德國乃至整個歐洲對俄羅斯能源的依

賴。按照計劃，德國最早可在2025年收

到加拿大出口的氫氣。

西門子公司也就此事回應稱，加拿

大政府已於7月頒發了壹項特別許可，

以便將北溪壹號管道的6臺渦輪機全部

運往德國，其中壹臺渦輪機已經運抵慕

尼黑幾個星期了。但這對緩解當前德國

能源短缺的局面作用不大，俄羅斯始終

掌握著天然氣供應的主動權。

另外，德國政府應對烏克蘭局勢的

策略，已經讓很多德國民眾不滿。據德

國最新發布的壹項民意調查顯示，高達

62%的德國民眾認為，朔爾茨的表現非

常糟糕。而在3月份時，對朔爾茨不滿

的比例才39%。批評者指出，朔爾茨面

對由俄烏沖突帶來的壹系列危機，沒有

展現出足夠的領導力。這也就不難理解

，德國內部為什麼會出現呼籲與俄羅斯

談判的聲音。相較於支持烏克蘭，現實

需要解決的問題，已經被置於更高的層

面。

10名墨西哥礦工被困近壹月，搜救期長！
預測還要半年至壹年

綜合報導 墨西哥科阿韋拉

州北部壹座煤礦礦井發生坍塌

，10名礦工被困井下。近日，

當地政府告知受困礦工家屬，

搜救期可能需要6至11個月。8

月27日，記者從墨西哥國家民

防部門獲悉，目前他們仍在和

受困礦工親屬溝通。

記者註意到，當地時間8月

3日，墨西哥總統洛佩斯在推特

上發言，科阿韋拉州薩維納斯市

壹處煤礦廠發生崩塌，可能有9

名礦工受困，同時表示希望他們

平安。早間新聞發布會上，民防

部門協調員勞拉· 委拉斯開茲強

調，事故發生時，工人們在進行

挖掘活動時，遇到附近壹個積水

區域，該區域坍塌後造成了積水

倒灌，導致礦工被困。

此外，勞拉· 委拉斯開茲表

示，有5名礦工成功脫險，其中

有2名已出院，但仍有10名礦工

被困井下。

據外媒報道，兩名已脫險的

礦工回憶說，當時有壹資深礦工

感到隧道在顫抖，然後開始大喊

通知周圍礦工趕緊離開井礦。該

礦工名叫詹姆· 蒙特隆戈，他和

壹些礦工快跑到井礦出口時，突

然停下腳步折返回長廊。“他說

，我必須去找大家，警告他們水

要來了。”兩名礦工回憶道。他

們兩人得以逃出，但詹姆· 蒙特

隆戈卻被困在井下。

8月 27日，記者從墨西哥

國家民防部門獲悉，總統和他

們說，受困礦工家屬應得到全

面考慮和尊重。“我們將和他

們繼續交談，這項工作正在進

行中。”

經過三周搜救，據外媒報道

，有受困礦工家屬稱，民防部門

通知他們，搜救期可能需要6至

11個月。“我們不知道他們的情

況，更何況想象壹下11個月後的

情況。”家屬說，“我們想要的

不是錢，是人。”

洛佩斯在早間新聞發布會

上遺憾表示，在鄰近礦井中又

出現了壹個缺口，導致該礦井

被淹沒，水位再次上升。他說

，來自德國的專家應親屬要求

提供意見，他們認同目前正在

做的事情，但解救受困礦工是

壹個復雜的問題。

受困礦工家屬瑪莎· 瑪利

亞· 維爾塔接受外媒采訪稱，沒

有來自其他國家的救援專家與他

們接觸，向受困礦工家屬提供任

何信息。“沒有人來，他們從來

沒有停下來告訴我們任何事情，

只有勞拉· 委拉斯開茲和我們對

接。”

記者註意到，政府表示可

以提供經濟援助。“10個家庭

都不想要賠償，我們不想要任

何東西，我們只想讓他們出來

。”瑪利亞說。目前，10名受

困礦工家屬仍在現場，等待國

家民防部門進壹步通知。

另壹名受困礦工親屬尤利

安娜· 莫雷諾在現場向外媒記者

表示無奈，“我離我的哥哥和

父親只有幾米遠，我卻不能將

他們救出來，我覺得待在這裏

的自己很沒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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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印尼央行23日宣布，

將該國基準利率提高25個基點，從

3.50%上調至3.75%。

印 尼 央 行 行 長 佩 裏 (Perry

Warjiyo)在當天的新聞發布會上表

示，由於食品價格波動“非常

大”，印尼央行預計通貨膨脹的

壓力會增加，經慎重研究做出加

息決定。

而此前印尼絕大多數經濟學家

預計該國央行將維持3.50%利率不變

。佩裏於本月18日說印尼“沒有必

要急於加息”，因為經濟復蘇的基

礎還不紮實。因此當天的加息決定

被視為“出乎意料”。

據印尼國家統計局此前公布

的數據，該國今年 7 月份通脹率

為 4.94%，有 5 個省通脹率超過

5%。其中全國食品類通脹率達

11.47%。

印尼經濟統籌部長艾爾朗加稱

，該國今年全年的通貨膨脹率預計

將在4%至4.8%之間。

印尼總統佐科於本月 18 日主持召開該國控

制通貨膨脹專題會議時，要求該國中央控制

通貨膨脹工作組與各省、市(縣)壹起，采取

“超常規”工作方法，合力控制通貨膨脹。

佩裏稱，在全球經濟停滯、滯脹風險增加

和金融市場不確定性持續高企情況下，印尼的

經濟“表現積極”。在今年壹季度同比增長

5.01%的基礎上，該國二季度 GDP 同比增長了

5.44%，增速超過了新冠疫情暴發前的水平。佩

裏預計第三季度該國GDP同比增速將達5.5%。
李顯龍：將廢除“男男”禁令，但會保護“壹夫壹妻”

在新加坡國慶群眾大會上，新加坡

總理李顯龍宣布將廢除禁止男男之間同

性性行為的條例。同時李顯龍還表示，

為了維護“社會風氣”，新加坡將修改

憲法，定義婚姻為“壹夫壹妻”。

“男男”已被很多人接受
新加坡《刑事法典》第377A節條文

規定：任何男性在公共或私人場合與另

壹名男性進行嚴重猥褻行為，可處以監

禁最長兩年。該條例沿襲自英國殖民地

時期的條文規定。新加坡內政部在慎重

考慮之後，在2007年決定廢除第377節

關於禁止“不自然的性行為”的條文，

包括合法化“女女”同性性行為，同時

不再執行對“男男”同性性行為的禁止

，但是選擇保留第377A節的文字。

在21日的發言中，李顯龍解釋，當

時自己認為“成年人私下的自願行為，

屬於他們的私事，政府不應該幹涉”，

但是也知道不少群體對同性關系持有

“很大的保留”。新加坡時任政府因此

最終決定保留條文但是不予執行，采取

壹個“模糊、不清晰分明的折中做法”

以避免制造很大的分歧。

李顯龍表示，雖然新加坡社會傳統

，價值觀比較保守，但是考慮到男同性

戀也是社會的成員，且已“日益被他人

所接納，而不是遭受排擠或汙名化”，

新加坡需“找到適當的方法，兼顧和容

納社會的傳統觀念，以及同性戀國人希

望被尊重和接受的訴求”。

據市場研究公司益普索（Ipsos）今

年6月發布的調查顯示，僅44%受訪者

支持保留第377A節條文，創該問在新加

坡歷史上的新低（不過只有20%明確想

要撤回）。李顯龍在發言中特別提及年

輕人對同性群體愈發包容；根據同壹民

調，67%的18至29歲受訪者表示比3年

前更加接受同性關系。

李顯龍還從法律的角度解釋了此決

定。新加坡《刑事法典》第377A節條文

已多次遭到挑戰，均被法院駁回，包括

今年2月28日，最高法院以“訴方並未

面臨任何被起訴的風險”為由駁回最新

的壹次訴訟。

然而，李顯龍稱，自最近的這壹次

裁決，律政部長和總檢察長均向他表示

，倘若日後第377A節條文再受到挑戰，

法院很可能因其涉嫌違反憲法關於“平

等保護”的規定而將其推翻。

婚姻也應受保護，大家應“保持克制”
但是，李顯龍表示，在反對撤回第

377A節條文的群體中，大部分人並非希

望禁止他人的同性行為，而是擔心撤回

該條的“象征意義”，或將“促使各方

有更激進和企圖分化社會的行為”，宗

教群體和無宗教群體均有該擔憂；許多

支持廢除條文的人，“也希望保留現有

的家庭結構和社會規範”。

他還稱，法院既然可能推翻禁止男

男性行為的條文，也有可能推翻規定

“壹夫壹妻”的條文。

在美國，就是最高法院根據憲法相

關條例先後推翻同性性行為禁令和同性

婚姻禁令。

李顯龍認為，法院的職責是“詮釋

和運用法律”，而非“解決政治問題或

裁定社會規範及價值觀”，因此不應有

權做出類似的決定。他宣布新加坡將修

改憲法，“保護婚姻現有的定義，不讓

它在法庭上受到挑戰”。

李顯龍最後表示，新加坡政府采取

的這壹步對某些人來說可能太小，對其

他人又太大了，但是在新加坡“多元社

會裏，不同群體難免會有強烈的對立觀

點”，需接受“不是什麼事都能順從自

己的意願”。他專門提到，不少西方國

家陷入“文化戰爭”，蔑視與自己觀點

相左的人，而新加坡也開始呈現類似趨

勢，現在需所有人“保持克制”，“萬

眾壹心，攜手前進”。

國慶群眾大會是新加坡總理自立國

以來每年進行的演說（除了2020年，因

新冠疫情該演說被取消），利用這場集

會就國家面臨的主要挑戰發表講話、宣

布國家的重大政策變化、並談論經濟、

未來計劃和過往成就等重要課題。

李顯龍2022年的發言開始，首先以

馬來語發表演講，接著在19時開始中文

演說，最後於20時發表英語演說，三個

發言均具體針對相應社群。其中，馬來

語發言關註穆斯林群體祈禱和社會融入

問題，中文發言解釋新加坡為何就俄烏

沖突譴責俄羅斯，以及對華人文化的支

持。涉及婚姻和同性議題的發言僅出現

於英語演說中，但該部分被新加坡政府

單獨專門翻譯為馬來語和中文，發表在

新加坡總理辦公室網站上。

日本政府擬為安倍國葬花費2.5億日元

邀6400人出席

綜合報導 日本政府相關人士透露，

關於9月27日實施的前首相安倍晉三的國

葬費用，政府預計花費約2.5億日元(約合

人民幣1250萬元)。

報道稱，費用將包括舉辦會場日本武

道館(東京)的租借與場內布置、新冠防疫

措施等費用。全部費用由政府負擔，將從

2022年度預算的常規預備費中支出。政府

將經最後磋商，最快於26日在內閣會議

上敲定。

另據日本富士電視臺報道，政府還考

慮安倍國葬時在日本武道館外設置獻花臺

，供普通民眾使用。

目前，政府還在協調列席人數，預計

近期匯總儀式概要。政府計劃向最多6400

人發送邀請函，超過約 6000 人列席的

1967年前首相吉田茂的國葬。

美國前總統奧巴馬、副總統哈裏

斯、法國總統馬克龍等海外多名重要

人物預計將列席安倍國葬。政府還計

劃邀請國會議員和地方政府相關人士

等參加。

據共同社8月實施的輿論調查顯示，

逾半數受訪者對於首相岸田文雄稱實施國

葬恰當的說明表示“無法信服”。包括舉

行國葬與否及政府負擔應該如何在內，或

將再次引發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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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二十大10月16日在京召開
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決定 將向黨的十九屆七中全會建議：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政治局8月30

日召開會議，研究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七次

全體會議和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籌備工作。中共中央

總書記習近近平主持會議。

會議決定，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七次全體會議於2022

年10月9日在北京召開。中共中央政治局將向黨的十九屆七中全會

建議，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於2022年10月16日在北

京召開。

會議強調，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是在全
黨全國各族人民邁上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

征程、向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進軍的關鍵時刻召開的一次十
分重要的大會。大會將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堅
持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鄧小平理論、“三個代
表”重要思想、科學發展觀，全面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思想，認真總結過去5年工作，全面總結新時代
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團結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
民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取得的重大成就和寶貴經
驗，深入分析國際國內形勢，全面把握新時代新征程黨和國
家事業發展新要求、人民群眾新期待，制定行動綱領和大政

方針，動員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堅定歷史自信、增強歷史主
動，守正創新、勇毅前行，繼續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
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繼續扎實推進全體
人民共同富裕，繼續有力推進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繼續
積極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
國家、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團結奮鬥。

大會將選舉產生新一屆中央委員會和中央紀律檢查委員
會。

會議指出，目前大會各項籌備工作進展順利，要繼續扎
實做好大會籌備工作，確保大會勝利召開。

會議還研究了其他事項。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全
國“人民滿意的公務員”和“人民滿
意的公務員集體”表彰大會8月30日
上午在京舉行。中共中央總書記、
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親切
會見受表彰代表，向他們表示誠摯問
候和熱烈祝賀，勉勵他們牢記使命責
任、勇於擔當作為。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
李克強參加會見，中共中央政治局常
委、中央書記處書記王滬寧參加會見
並在表彰大會上講話，中共中央政治
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韓正參加會見
並在會上宣讀表彰決定。上午11時，
習近平等來到人民大會堂北大廳，全場
響起熱烈掌聲。

習近平等走到代表們中間，同大
家親切交流並合影留念。

韓正在表彰大會上宣讀《中共中
央、國務院關於表彰全國“人民滿意
的公務員”和“人民滿意的公務員集
體”的決定》。決定指出，在黨的二
十大即將召開之際，為表彰先進典
型、弘揚奮鬥精神，激勵動員廣大公
務員和公務員集體奮進新征程、建功
新時代，黨中央、國務院決定，授予
朱琴等397名同志全國“人民滿意的
公務員”稱號；授予北京麗澤金融商
務區管理委員會等 198個集體全國
“人民滿意的公務員集體”稱號。

王滬寧在大會上講話。他表

示，習近平總書記親切會見受表彰代
表，充分體現了黨中央和習近平總書記
對公務員隊伍建設的高度重視，對全
國“人民滿意的公務員”和“人民滿
意的公務員集體”的高度褒獎，對全
國廣大公務員的親切關懷。黨的十八
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圍繞建設人民
滿意的公務員隊伍作出一系列重要論
述，為做好新時代公務員工作提供了
根本遵循。新征程上，廣大公務員要
帶頭旗幟鮮明講政治，帶頭學懂弄通
做實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思想，深刻領悟“兩個確立”的決定
性意義，增強“四個意識”、堅定
“四個自信”、做到“兩個維護”，
始終在政治立場、政治方向、政治原
則、政治道路上同以習近平同志為核
心的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帶頭堅
持以人民為中心、做密切聯繫群眾的
表率，帶頭貫徹新發展理念、做推動
高質量發展的表率，帶頭遵守制度、
做制度執行的表率，帶頭立德修身、
做涵養廉潔文化的表率。要加強黨對
公務員工作的領導，努力建設一支讓
黨放心、讓人民滿意的高素質專業化
公務員隊伍。

丁薛祥、胡春華、黃坤明、肖捷
參加會見並出席大會，陳希參加會見
並主持大會。

大會為受表彰代表頒獎。受表彰
的個人和集體代表在會上作了發言。

會見全國“人民滿意的公務員”和“人民滿意的公務員集體”代表

習近平：牢記使命責任 勇於擔當作為

◆8月30日，黨和國家領導人習近近平、李克強、王滬寧、韓正等在北京人民大會堂會見全國“人民滿意的公務員”和“人民滿
意的公務員集體”代表。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蘇榕蓉 福州報
道）8月 30日，中共福建省委在福州舉行
“中國這十年．福建”主題新聞發布會。中
共福建省委書記、省人大常委會主任尹力在
發布會上透露，福建因改革開放而興，也將
因改革開放而強。十年來，福建全省GDP連
跨3個萬億元（人民幣，下同）台階，年均增
長8.1%，2021年達4.88萬億元，從全國第11
位提升到第8位。

作為全國對台工作的前沿，福建積極探
索海峽兩岸融合發展新路，打造台胞台企登
陸的第一家園。十年來，閩台貿易額達7,000
多億元，在閩台企超1萬家。積極推進與金
門、馬祖地區通水通電通氣通橋，福建每天
向金門供水2.5萬噸、約佔金門日常用水的四
分之三。

針對香港文匯報記者所提問的“福建是

內地最早實行改革開放的省份之一，黨的十
八大以來，福建深化改革開放有哪些新舉
措”，尹力回應時指，福建立足省情，發揮
優勢，抓住國家賦予的先行先試政策機遇，
大膽改、深入試，重點實施169個重大改革方
案，經濟、民主法治、文化、社會、生態文
明等領域改革扎實推進，一批探索性、先行
性、突破性的改革成果以制度形式固化，一
大批具有福建特點的改革成果在全國複製推
廣，有的還上升為國家層面的制度和政策。

據介紹，福建自貿試驗區累計推出18批
515項創新舉措，其中全國首創221項，34項
成果在全國推廣。其中，福建自貿試驗區在
全國首創國際貿易單一窗口，對跨境貿易業
務優化和整合通關全流程，實行“全鏈條”
“一站式”辦理，全省進口整體通關時間大
大縮短，深受好評。

閩台十年貿易額逾7000億
在閩台企超萬家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中國教

育部30日舉行“教育這十年”“1+1”系列新聞發布
會。中國教育部財務司司長郭鵬在介紹中共十八大以
來學生資助事業改革發展成效時表示，十年來，全國
累計資助學生近13億人次，全國學生資助金額累計超
過2萬億元（人民幣，下同），實現了資助政策“所
有學段、所有學校、所有家庭經濟困難學生”三個全
覆蓋。同時，確保資助政策和資金投入向中西部地區
傾斜、向欠發達地區傾斜、向民族地區傾斜、向特殊
困難群體傾斜。他還提到，全國範圍內建檔立卡輟學
學生已實現動態清零，因貧失學、輟學已成為歷史。

資助金額超2萬億元
據介紹，十年來，國家建立實施學前教育資助制

度，為小學生免費配發漢語字典，免除普通高中建檔
立卡等家庭經濟困難學生學雜費，新設立中職國家獎
學金、研究生國家獎學金、國家助學金、學業獎學
金，啟動高校新生入學資助項目，出台高校學生應徵
入伍服兵役國家資助辦法、直招士官國家資助政策

等，填補了資助領域的多項空白。
十年來，全國累計資助學生近13億人次。年資助

人次從2012年的近1.2億，增加到2021年的1.5億。
全國學生資助金額累計超過2萬億元。年資助金額從
2012年的1,322億元，增加到2021年的2,668億元，
翻了一番。學生資助標準更高、資助範圍更廣。如在
高中階段，普通高中、中職國家助學金標準從平均每
生每年1,500元提高到2,000元。高等教育階段，本專
科生國家助學金標準，從平均每生每年3,000元提高
到3,300元。

家庭經濟困難學生受到更多傾斜。從資助面看，
民族地區、原集中連片特困地區、原“三區三州”
（西藏自治區、新疆南疆四地州、四省藏區和甘肅省
臨夏州、四川省涼山州、雲南省怒江州）學生資助比
例分別為46%、43%、82%，遠遠高於全國26%的平
均資助比例。

同時，建檔立卡家庭學生、最低生活保障家庭學
生、特困供養學生、孤兒、殘疾學生等特殊困難群體
一直是學生資助的重點保障對象。

十年來全國累計資助學生近13億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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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日       2022年9月4日       Sunday, September 4, 2022



2022年8月31日（星期三）香 港 新 聞4 ◆責任編輯：何佩珊

◀ 2019年，朱凱廸以“不是垃圾
站”為據點，從事黑暴活動。

網上圖片

▲朱凱廸是集結涉暴環團的關鍵人
物。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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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環保慈善”綠皮 藏反中亂港黑心

涉事的環團包括：“環保觸覺”、
“綠領行動”、“守護大嶼聯

盟”、“創建香港”、“香港自然生態
論壇”、“龍尾環境教育中心”、“自
然脈絡”、“香港海豚保育學會”、
“大嶼山愛護水牛協會”、“土地正義
聯盟”以及“智在環保”，其中的關鍵
人物是“土地正義聯盟”成員、前煽暴
派立法會議員朱凱廸，他是集結這些團
體的關鍵人物。

設站播片 誣警“濫用暴力”
元朗監察議會聯盟召集人李月民30

日向香港文匯報表示，近年有不少環團
在元朗區活躍，其中一個名為“不是垃
圾站”的團體早於2016年11月在元朗
區設立垃圾回收街站，起初居民不以為
意，但到2019年黑暴發生後，居民才發
現這些團體的陰謀。

他表示，2019年7月16日晚上，元
朗鳳琴街“不是垃圾站”回收街站中有
人播放誣告警方濫用暴力的影片，引起
現場部分元朗居民公憤，居民隨即趕走
了該街站的人員，“其後（前煽暴派立
法會議員）林卓廷號召7月21日反攻元
朗。”

李月民經調查後發現，“不是垃圾
站”的回收街站在朱凱廸議員辦事處的
支援下於元朗創辦，其後開設到全港各
區。朱凱廸Facebook專頁更顯示，早在
2019年4月22日，他號召元朗的反修例
巡遊就是以“不是垃圾站”在元朗鳳攸
北街休憩處的街站點為集合大本營。

時至今日，朱凱廸、林卓廷等人已
被捕，但這些環團餘孽未被剷除，部分
團體更一直獲香港特區政府環保署的撥

款，其中“環保觸覺”、“綠領行
動”、“香港海豚保育學會”以及“智
在環保”4間，屬於《稅務條例》第88
條獲豁免繳稅的慈善機構及慈善信託。

獲68萬撥款 員工薪水佔33萬
香港特區政府環境及自然保護基金

顯示，“綠領行動”過去3個財政年
度，共獲1,320萬元基金撥款，該團體
的年度財政報告顯示每年的員工薪金多
達100萬元；“智在環保”過去3個財
政年度共獲680萬元基金撥款，其財政
報告則顯示，單是2020/2021年度獲得
約68萬元政府撥款，員工薪水開支就有
33萬元。

李月民對此表示，過往申請成為免稅
慈善機構審核嚴格，但近幾年就特別寬
鬆，“註冊一間公司幾千蚊，再搵個會計
師，畀2萬至4萬元，快則半年、慢則一
年，就可以申請成為慈善團體。”

他指出，成為免稅慈善機構後，就
合資格申請各種政府資助，尤其是環保
類基金申請相對容易，但對這些團體的
行為卻缺乏監管，“近年，部分環團獲
環境及自然保育基金批款起碼10項所謂
環保活動，獲得數以千萬元政府公帑撥
款，但原來他們攞政府錢反政府，2019
年8月5日曾參與大罷工反政府。”

環保署30日晚回應香港文匯報查詢
時表示，特區政府決不容許，更不會資
助任何可能涉及鼓吹“港獨”、煽惑市
民仇恨特區政府，或違法的項目或行
為，一旦發現，必定依法嚴肅處理。如
有需要，署方會尋求律政司的意見和相
關部門的協助，以決定合適的跟進行
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廣濟）因應香港國安法實
施，香港稅務局已於去年修訂《屬公共性質的慈善機構
及信託團體的稅務指南》。如任何團體支持、推廣或從
事不利於國家安全的活動，稅務局將不再認定其為慈善
團體，並會撤銷根據《稅務條例》第88條給予的豁免
繳稅資格。然而，香港文匯報發現在這11個環團中，
有4間仍擁有豁免繳稅資格，最令人氣結是有關團體的
財務報表未有詳細交代團體如何運用政府的撥款，外界
無從監察其運作。

街坊斥“攞納稅人錢反政府”
元朗區街坊謝先生向香港文匯報記者投訴道：“這

些團體攞政府錢，仲做埋反政府嘅嘢！”街坊陳太狠
批：“真係離晒大譜，我哋納稅人嘅錢，佢哋攞去搞政
治！”元朗一個屋苑曾接受其中一個“問題環團”入屋
苑內進行所謂的“慈善籌款”活動，而近期業委會主席
才發現該團體有問題，“一早知呢間團體鼓吹罷市罷工
嘅話，點都唔會畀佢哋入來。”

香港文匯報記者查閱公開資料，涉事的11個團體
中僅一個在其官網公布公司年報，而年報中附帶的財報
中並未有清晰交代其收入及開支，令人無從得知政府資
助的去向。

元朗監察議會聯盟召集人李月民認為，特區政府應

從以下三個方面加強對免稅慈善機構監管。首先是入場
資格，無論是申請成為免稅慈善機構，還是慈善機構申
請各項基金資助，都應審查相關負責人背景，並要求宣
誓，及通過計分制度來釐定申請資格，在申請成功後再
簽署一份具有法律效力的承諾書，“咁樣先可以篩走反
中亂港分子，對業界予以警示。”

促修例加強監管慈善機構財務
其次是對慈善機構的財務監管，李月民建議，若該

機構有接受政府資助，財務報表應單獨核數提交予有關
部門。慈善機構財報的規定，同樣應修例改進，“關於
政府資助的項目應清楚列明具體名稱及來源，而不是用
項目收入等字眼來模糊處理。”

他強調，公眾有權知道這些免稅慈善機構的背景，
“可能未必要求所有機構主動公開年報，但至少機構網
站應列明公司組織架構，接受了哪些政府資助，市民有
權知道自己交的稅給哪些人在用。”

立法會議員葛珮帆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
“以環保名義從事政治活動本就欠妥，其中還有團體在
獲得政府資助的情況下還從事反政府活動則更應徹查，
這些事件在2019年社會事件後湧現出來，反映現有制
度對免稅慈善機構監管的漏洞，是時候進行檢視，希望
現屆特區政府能令公帑用得其所。”

財務報表財務報表““混賬混賬””外界無從監察外界無從監察

港人愈來愈注重綠色生

活，不同類型的環保慈善團體

應運而生，但“元朗監察議會

聯盟”（下稱“聯盟”）踢爆11間環團參與反中亂港惡行，包括借

環保之名進行所謂的“慈善籌款”活動，其間散播仇恨香港特區政府

的言論；黑暴期間，以垃圾回收站作為據點，播放煽暴電影，鼓動居

民參與黑暴活動。香港文匯報記者跟進調查發現，這些環團披着“環

保慈善”的“綠色外衣”，過去三年領取數以百萬（港元，下同）甚

至千萬元的環境及自然保護基金撥款。其中，“綠領行動”3年間的

撥款高達1,320萬元；“智在環保”2020/21年度獲得約68萬元政府

撥款，但員工薪金開支就佔多達33萬元。聯盟去信香港環境及生態

局局長謝展寰，促請特區政府設立機制，以免政府的撥款“養”黑暴

分子。環保署30日晚回應香港文匯報查詢時強調，特區政府決不容

許，更不會資助任何可能涉及鼓吹“港獨”、煽惑市民仇恨特區政

府，或違法的項目或行為，一旦發現，必定依法嚴肅處理。

◆香港文匯報記者 廣濟

� 

多個表面上以環保議題掛帥的環保團體，背後也曾表
態支持甚至參與2019年黑暴期間的反政府活動。其中，
2019年6月10日，“環保觸覺”、“綠領行動”、“守護
大嶼聯盟”、“創建香港”、“香港自然生態論壇”、
“龍尾環境教育中心”、“自然脈絡”、“香港海豚保育
學會”、“大嶼山愛護水牛協會”、“土地正義聯盟”及

“350HK”便發表聯合聲明，聲稱一個公義及民主的社
會，有助推動各項環保政策，“過百萬”市民走上街頭，該
些環團其後響應“罷市運動”，於當年6月12日停止辦公一
天。

社交網站發撐暴帖文
香港文匯報記者翻查有關環團的社交網站，發現部分

團體曾發布支持黑暴相關的帖文。當中以由“35+初選”
案其中一名被控違反香港國安法涉串謀顛覆國家政權罪的
譚凱邦，其創立的“環保觸覺”至為明顯，至少曾於2019
年發帖回應當年8月5日、9月2日及11月11日的“三罷”
行動，並表明支持所謂“五大訴求、缺一不可”，更以
“希望各位都唔好睇小每一個簡單行動、每一個人小小嘅
力量，同我哋一齊，放下一天嘅工作，為香港站出來！”
等字句煽動各界參與。
“環保觸覺”又曾於2020年5月25日發帖，指《國歌

法》將於5月27日在立法會大會恢復二讀辯論，“經過慎
重的討論，‘環保觸覺’選擇罷工表態。”帖文更表明，
“環保觸覺”作為一個本地環保團體，不只是搞搞回收，
叫人外賣走塑，更多時要就各項環保政策、議題做研究、
提出倡議，“若失去言論自由、資訊自由，倡議工作將無
以為繼”云云。 ◆香港文匯報記者 鍾立

煽暴撐亂“罷市”幫兇

◆◆李月民李月民（（小方格視頻小方格視頻））3030日向行政長官李家超反映有黑日向行政長官李家超反映有黑
暴背景的環團獲政府撥款卻進行反政府活動暴背景的環團獲政府撥款卻進行反政府活動。。 受訪者截圖受訪者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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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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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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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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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畫頁

GMCC 總部地址：1350 bayshore Highway ste 740 burlingmame , CA 94010

     分公司地址：52 Sugar Creek Center Blvd #350, Sugar Land, TX 77478

www.gmccloan.com

★ 房地美和房利美核準的直接賣家；

★ 可內部審核，直接放款；

★ 放款額度從10萬到500萬；

★ 專精大額、出租，1-4 units， 套現，低利率；

★ 出租屋現金流貸款計劃；

★ 一條龍服務，最快10個工作日完成；

★ 加州十個分公司, 全美25州提供租賃屋

     現金流貸款計劃；

★ 德州三個分公司休斯頓、達拉斯、奧斯丁拓展中

Nmls# 254895    CA Dre 01509029  

GMCC萬通貸款

GMCC萬通貸款在34個州擁有執照，並開拓業務
Email : info@gmccloan.com

   聯系電話：832-982-0868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
秦鴻鈞報導秦鴻鈞報導

20222022..0808..2727 愛心組織文具書包贈送儀式及愛心組織文具書包贈送儀式及
發放休士頓愛心組織今天在發放休士頓愛心組織今天在 BC Elmore EleBC Elmore Ele--
mentary Schoolmentary School的大禮堂舉行文具書包贈送儀的大禮堂舉行文具書包贈送儀
式式，，休士頓市長到場致詞休士頓市長到場致詞，，節目由知名的華節目由知名的華
裔電視記者裔電視記者Shern-Min ChowShern-Min Chow主持主持，，由於大部由於大部
份學生住得離學校較遠份學生住得離學校較遠，，能夠由家長帶來領能夠由家長帶來領
文具書包的人數不多文具書包的人數不多，，許多書包只能放在教許多書包只能放在教
室室，，等上課時由老師發放等上課時由老師發放。。

愛心組織文具書包發放儀式愛心組織文具書包發放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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