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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03-TOP ONE群智貸款C6_A1

713 - 364 -7788 
832 - 498 - 7566

群智貸款

Michelle Young  
 通國、英、粵語、韓語

● 外國人貸款，保證最低
   最低利息。B1, B2, 
   J1保證通過
● 只要一年P&L盈虧表，
   不查稅表
● W2用一年VOE貸款方式
● 不查收入貸款
● Construction Loan,
   Lot Lo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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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9/10/2022

（中央社）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昨天辭世
，享耆壽96歲。美國總統拜登今天表示，雖然
尚不清楚細節，但他將親赴葬禮，送伊麗莎白二
世最後一程。

白金漢宮昨天表示，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
（Queen Elizabeth II）在蘇格蘭巴爾莫勒爾堡
（Balmoral）辭世，享耆壽96歲。伊麗莎白二世
是英國史上在位最久的君主。

拜登今天被隨行媒體問及是否會出席伊麗莎
白二世葬禮時表示，雖然仍不清楚葬禮細節，但
他會前往。他也向媒體表示，尚未與新任英王查
爾斯三世（King Charles III）交談，也尚未致電

。
根據英國政府預先擬妥代號 「倫敦橋」

（LONDON BRIDGE）行動計畫，伊麗莎白二
世的葬禮將遵循傳統的國喪期，於逝世10天後
舉辦，一般預期國葬將在西敏寺（Westminster
Abbey）舉行。

在伊麗莎白二世傳出駕崩消息後，拜登昨天
取消原定的公開演說活動，並與與第一夫人吉兒
（Jill Biden）發表共同聲明。拜登並下令聯邦機
構降半旗以示哀悼。

拜登在聲明中讚揚伊麗莎白女王不僅是名君
主，更定義一個時代。在不斷變化的世界中，她

是數代英國人的穩定存在與慰藉和驕傲的來源。
她創下歷史在位的70年間，見證人類史無前例
的進步與尊嚴進展。

拜登第一次見到女王是在 1982 年，當時是
以參議院代表團身分前往英國訪問。去年6月，
拜登首度以總統身分與吉兒造訪英國、出席7大
工業國集團（G7）領袖峰會時，也曾接受女王
的熱情款待。

在發表哀悼聲明後，拜登昨天傍晚也親自前
往英國駐美大使館致哀，並在留言簿上寫下對英
女王的哀悼之詞。

送英女王最後一程送英女王最後一程 拜登擬親赴葬禮拜登擬親赴葬禮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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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
tive
reporter
Jeff
German
who
worked for
the Las
Vegas
Re-
view-Jour
nal was
found stabbed to death outside of his
home Saturday morning.

Police officials said they believed
German was in an altercation with
another person on Friday that led to
his death.

Las Vegas Mayor Carolyn
Goodman said in a statement that
she was “shocked” to learn of
German’s death.

Mayor Goodman said, “This
was a senseless act of violence and
loss of life in this manner. It is always
shocking and must stop. We will be
closely following the police
investigation.”

German was a reporter covering

organized crime, the courts
and politics for the newspaper
for more than 20 years.

He covered a range of
stories from one about the
death of casino heir Ted
Binion, to regular stories on
misconduct by government
officials.

German’s assassination
reflects the serious problems of Las
Vegas society. Many criminal groups
hate reporters.

At the present time, the
economic situation is generally poor.
Many of the people who moved to
Las Vegas to make a living made the

society unstable.
The murder of German is still

under investigation. We hope that the
police will do their best to investigate
and catch the murder as soon as
possible and bring them to justice.

We also want to express our
sincere condolences to the German
family.

0909//0808//20222022

Reporter In Las Vegas StabbedReporter In Las Vegas Stabbed
To DeathTo De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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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北韓國會最新通過法案，明文
規定核武使用條件等相關政策。專家認為
，平壤當局意圖藉此鞏固 「擁核國」地位
，拒絕就 「非核化」進行談判，迫使南韓
及美國修正現有的對北韓政策。

北韓中央通信社（KCNA）今天報導
，北韓第14屆最高人民會議第7次會議通
過最高人民會議法令，明文規定核武力量
的使命、構成、指揮控制權等事項。北韓
領導人金正恩強調，核武不能拿來 「討價
還價」，隨著新法頒布，北韓作為核武國
家的地位已不可逆轉。

隨著北韓透過立法明確表態，至今持
續要求北韓完全非核化的南韓及美國當局
將如何因應，受到南韓媒體關注。專家認
為，在北韓通過新法後，可能很難再就北
韓非核化促成談判。

南韓統一研究院北韓研究室長洪敏

（譯音）認為，北韓意圖藉這次立法明確
斷絕非核化協商的可能性，動搖南韓及美
國對北韓政策的根幹。梨花女子大學北韓
學系教授朴元坤表示，之後與北韓可能頂
多就核武裁軍或軍備限制進行協商。

不過，韓媒 News1 報導指出，金正恩
在2013年也曾表示，核武不是 「能與美元
做交換的商品」，拒絕就非核化進行談判
，但之後一度改變態度，因此無法排除平
壤當局改變立場的可能性。

北韓稱這次制定法規是為 「最大限度
避免擁核國之間因誤判及濫用核武而引發
核戰爭」，但在戰爭爆發時可用於擊退敵
對勢力的攻擊，或在國家核武指揮管制體
系受到敵對勢力攻擊威脅時，可預先採取
攻勢，代表南韓或美國若想對有權決定是
否使用核武的金正恩不利，可能遭到北韓
的核武攻擊。

北韓為核武立法 專家：難再促進非核化談判英國女王葬禮 日本政府討論安排日皇德仁出席
(本報訊)有關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的國葬，

日本政府與掌管日本皇室的宮內廳正在協商安排日
皇德仁出席。據悉，皇后雅子也很希望出席。

日本產經新聞報導，按慣例來說，不論是海內
外的葬禮，日皇通常是不出席的，不過，1993 年
當時的日皇明仁（現今的上皇）與皇后美智子出席
比利時國王包杜恩一世（Baudouin I）的國葬，創
下首例。

有關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的國葬，多位日本
政府相關人士今天透露，政府正與宮內廳協商安排
日皇德任出席。據悉，皇后雅子出席國葬的心意也
強。

日本皇室，從日皇德仁的祖父（裕仁、昭和天
皇）、父親（當今的上皇）及日皇德仁，3代都與
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交情深。日皇德仁2019年5
月1日即位後，伊麗莎白二世邀請他與皇后雅子訪

問英國，作為即位後的第一個出訪國，但受到
COVID-19（2019冠狀病毒疾病）疫情影響，遲遲
未能成行。

今天獲悉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辭世後，日皇
德仁、上皇明仁、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都表達哀悼之
意。

日本首相官邸（行政中心）還降半旗致哀。部
分閣僚的例行記者會上的國旗前端附上黑色緞帶以
表悼念之意。日本政府發言人、內閣官房長官松野
博一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有關的行政機關也降半
旗表達悼念。

前日本首相安倍晉三7月8日在街頭助選演說
時遭人槍擊身亡後3天，首相官邸才降半旗致哀，
使得保守派人士相當不滿，痛批首相官邸降半旗的
時間比美國、巴西還要慢。

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在位七十年後駕崩
了, 噩耗傳來,舉世哀戚, 女王的長子查爾斯登基
為查爾斯三世國王, 英國立即把國歌歌詞從《天
佑女王》（God Save the Queen）改為《天佑國
王》（God Save the King）, 這位 96 歲的女王是
英國在位時間最長的君主,她留下了豐富的遺產,
她將長活在世人心中。

不知道是不是天意, 在幾天之前, 伊麗莎白
二世才正式授予特拉絲(Liz Truss)為她在位期內
第15 位英國首相, 因為特拉絲早先曾極力反對
英國的君主制, 也力主廢除這種不合乎民主的體
制, 但她最終還是必須遵守英國憲法, 臣服在伊
麗莎白二世的膝下。

伊麗莎白女王二世將作為英國最受愛戴和
最有影響力的君主之一,她始終保持著王室的神
秘感，帶領皇室進入了21世紀，無視特拉絲等
後生晚輩試圖將其推向歷史塵埃的力量,溫莎王
朝能屹立不倒幾乎全歸功於她。她於1953年登
上王位，並在戰後重建時期的經濟壓力和日益
增長的英聯邦動盪中承擔了戰士和啦啦隊長的
角色,二戰後的英國動盪不斷，如果沒有女王的
團結和責任感，當時的英國可能會失去民族自
豪感和自我意識。

自從1952年她的父親喬治國王去世，當時
僅有25歲的伊麗莎白就戴上了王冠,這個王位她
一坐就是70年，成為在位時間最長的英國君主
。經過數十載春秋的歷練, 伊麗莎白女王除了坐
鎮英國外, 她還是各國首相的重要顧問，她在美

國幾乎和在英國國內一樣受人愛戴。
這一地位不僅延續了英美之間在歷史上的

特殊關係，直到今天這種關係也至關重要。女
王伊麗莎白二世憑藉她堅強的性格，她願意為
國家犧牲自己的願望，以及她對坐在英國王位
上所要承擔的責任的踐行，贏得了民心和忠誠
。

不過形勢比人強,伊麗莎白在位期間，大英
帝國在不斷瓦解，從”日不落國”變成”日落
西山”,埃及和阿根廷等國公然挑戰英國軍事霸
權的概念。北愛爾蘭的各種獨立麻煩和蘇格蘭
民族主義者始終攪動著原本的平靜。即使這讓
伊麗莎白感到不安，她也從未公開表露過自己
內心的的憎恨不滿。

也許她最大的挑戰來自她自己的家庭成員
。她迫使自己的兒子查爾斯與戴安娜·斯賓塞結
婚。但戴安娜並不能抓住查爾斯感情的焦點。
他與已婚女子卡米拉·帕克·鮑爾斯(CamillaPark-
er Bowles)的婚外情持續不斷，最後竟然公開化
。這導致了一場醜聞式的王室離婚，隨後狗仔
隊一直跟蹤戴安娜，直到她死於一場不明不白
的遇外車禍。伊麗莎白對戴安娜去世的冷漠處
理，以及對王妃在全球的巨大知名度的漠視，
使她的統治降至一個低谷期。

在女王成長的時代，私生活是保密的。但
英國小報的”狗仔隊”緊追不捨關注揭開了一
樁又一樁王室醜聞。查爾斯的弟弟安德魯捲入
了傑弗裡·愛潑斯坦的性侵醜聞，美國法庭指控

他在一名女性十幾歲時強姦了她。女王最終解
除了安德魯的皇室職責，剝奪了他的軍銜和皇
室頭銜。戴安娜和查爾斯的次子哈裡王子有如
脫韁野馬與美國離過婚的黑人女演員梅根·馬克
爾結婚，在王室內部關於種族主義的傳言中，
這增加了新的緊張關係和公共關係挑戰。哈裡
最終放棄了皇室身份，離開了英國移居到美國
度平民的生活。

現在女王離世，走入歷史, 她把王位傳承給
了她的大兒子查爾斯，這位曾經的王子，現在
的國王一直在得寵和失寵之間徘徊。查爾斯未
來的日子不太可能好過，儘管他的精力和行動
能力應該有助於提高王室的知名度，但他的母
親伊麗莎白將永遠是英國團結、優雅和尊嚴的
象徵, 他將長遠活在母親的陰影之下。

【李著華觀點 : 天佑女王
伊莉莎白二世長活世人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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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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非總統：
該國經濟已顯露復蘇跡象
綜合報導 南非總統拉馬福薩發表致全體國民的每周公開信。他表

示，盡管面臨多重困難，但南非經濟已經顯露出令人振奮的復蘇跡象。

拉馬福薩表示，嚴重的新冠肺炎疫情，去年七月大規模騷亂，頻繁

的供電危機，以及今年始料未及的特大洪水，均影響到南非發展的進程

，經濟增長緩慢以及失業率過高困擾著南非民眾的正常生活。但即使這

樣，南非的社會經濟依舊被證明具有強大的生命力，種種跡象表明，南

非經濟正在復蘇之中。

拉馬福薩透露，作為經濟重建和復蘇計劃的優先領域，公共經濟改

革、基礎設施建設等領域的增長如今正在對創造就業產生巨大影響，

“特別是建築業的增長，無疑令人振奮。”

數據顯示，南非2022年第二季度的就業人口達到1550萬人，較2021

年第四季度時的1450萬增加了100萬人。此外，南非今年上半年急需的

工作崗位也出現了令人鼓舞的增長，這些工作主要為社區服務、貿易、

金融，建築等行業。

拉馬福薩稱，由於第壹季度經濟表現強勁，南非經濟在今年6月已

經恢復到疫情大流行前的增長水平。此前，南非政府還公布了未來三年

公共基礎設施支出預算，屆時公共基礎設施支出將增加約30%至8120億

蘭特(約合人民3248億元)，而過去三年支持僅為6270億蘭特(約個人民幣

2508億元)。

但拉馬福薩亦坦承，南非的失業率過高問題仍然艱巨。數據顯示，

南非目前僅有1490萬就業人口，而總人口則達到6060萬。“如果我們要

顯著降低南非過高的失業率，還需要做更多的工作。”他說。

德國兩座核電站延遲退役
以備今冬缺電

綜合報導 德國副總理兼經

濟和氣候保護部長羅伯特· 哈貝

克說，德國僅存的3座核電站

將按計劃在年內關閉，但其中

兩座將處於“待機狀態”，壹

旦出現電力供應短缺將被重新

啟動。

按照德國政府計劃，德

國僅存的 3 座核電站原定今

年年底退役。不過，隨著俄

羅斯大幅削減天

然氣供應，加之

歐洲遭遇嚴重幹

旱，德國國內要

求繼續使用核電

的聲音高漲，在

野黨和執政聯盟

成員呼籲延長核

電站服役時間。

哈 貝 克 發 表

聲明說，還在服

役的3座核電站將按計劃“下

線”，但其中位於巴伐利亞

州的“伊薩爾2”號核電站和

斯圖加特以北的“內卡韋斯

特海姆”核電站將進入“待

機模式”，直至明年4月中旬

，如果其間出現“電荒”，將

被重新啟用。

這三座核電站發電量占德

國總發電量的6%左右。暫不退

役的兩座核電站裝機容量均為

1400兆瓦。

哈貝克說，德國政府制定

能源安全政策時，不再將俄羅

斯天然氣列為考慮因素，俄羅

斯停止“北溪-1”供氣“毫不

意外”。

俄羅斯天然氣工業股份公

司說，由於發現多處設備故障

，“北溪-1”天然氣管道將停

止輸氣，直至故障排除。這條

管道從俄羅斯經由波羅的海海

底通往德國，是俄羅斯對歐洲

主要輸氣管道。

天然氣發電量占德國總發

電量約15%。哈貝克稱，作為

主要電力出口國，德國出現

“電荒”的可能性“非常低”

，重啟核電站只是在最壞情況

下的壹個備用選項。

德國在野黨和執政聯盟成

員之壹自由民主黨對哈貝克所

作決定不滿。他們認為，在當

前情況下，應該繼續使用核電

站，而非讓其退役。

核電站運營商則說，讓核

電站成為備用發電站是否可行

值得商榷，“核電站從技術設

計上來說不是可以想開就開、

想關就關的”。

英吉利海峽出現偷渡“高峰季”
英法互相指責對方管控不力

綜合報導 英吉利海峽近期偷渡難民數量猛增，當事的英法兩國卻

互相指責對方管控不力，矛盾頻發。

作為從歐洲大陸前往英國的最佳選擇，英法兩國之間的英吉利海峽壹

直是非法難民偷渡的“天塹”。由於近兩個月天氣較好，有利於難民用小

艇橫渡海峽，近期出現偷渡的“高峰季”。據英國《泰晤士報》5日報道，

僅在9月的前四天，已有超過2000名難民越過海峽，法方還在海面上解救

出190名偷渡失敗者，目前已經安置在法國的加萊、敦刻爾克等港口城市。

在上個月，偷渡英吉利海峽的人數更是打破紀錄，共有8613名難民越境。

據英國政府統計，去年共有約2.85萬名難民穿越英吉利海峽，今年偷渡人

數已累計達到2.7萬，這壹數字到年底可能攀升到6萬之多。

對於近期如此嚴重的偷渡狀況，英國執政的保守黨認為，新上任的

首相需要把解決英吉利海峽上的難民危機作為首要任務，同時也指責海

峽對面的法國當局管控不力。除了指責法國，英國高等法院近期還將就

是否把這些偷渡難民送至盧旺達舉行聽證會。

報道稱，英國“脫歐”後，英方加大了邊境管控力度，但非法偷渡

活動並沒有減少。英方認為是法方沒有用心阻止；而法方則認為英國應

為此埋單，且以侵犯主權為由，不允許英方人員到法國北部海灘執法。

據法國《巴黎人報》報道，英國保守黨政府的確在“脫歐”後把控制難

民作為優先事務，采取措施提高對難民的接待，協助法國加強海岸監控

，但只向法國提供了數百萬美元的費用。英法雙方就應對偷渡問題的具

體細節始終存在分歧。

緬甸國管委主席敏昂萊前往俄海軍學校
太平洋艦隊基地等地進行參觀交流

綜合報導 緬甸國家管理委員會主席

兼國家總理敏昂萊大將壹行，前往符拉迪

沃斯托克海軍訓練軍校、俄羅斯太平洋艦

隊總部基地及國際港口參觀交流。

位於俄羅斯遠東地區的符拉迪沃斯托

克，是俄羅斯太平洋沿岸最大港口城市。

除了是遠東地區最大城市、經濟及文化中

心外，還是俄羅斯太平洋艦隊的總部及遠

東地區最大的軍事港口。據悉，符拉迪沃

斯托克市內還駐紮著太平洋艦隊主力第36

水面作戰師和第44反潛作戰旅等部隊。

消息顯示，5日上午，敏昂萊大將率

代表團前往Makarov Pacific Higher Naval

School ，在軍校校長Rear -Admiral Vladi-

mir Vasilievich BURAKOV、軍校教練官員

及相關學員的陪同下，對軍校各班級宿舍

食宿、部門制度、年度學員招生、學員工

廠實操、IT信息技術圖書館、學員自主研

發太陽能船只試驗情況及學校歷史等進行

了了解，學校方面對敏昂萊提出的問題進

行了解答。

據悉，Makarov Pacific Higher Naval

School 海軍訓練學校創建於

1937年11月8日，是俄羅斯

國防部系統的第三個海軍訓

練學校。在參觀完海軍學校

後，敏昂萊壹行前往太平洋

艦 隊 總 部 基 地 （pacific

Fleet Headquarters） ， 在

Deputy Commander of Pacif-

ic Navy Fleet及Rear -Admi-

ral Vladimir ASTAKHOV 的

陪同下，對總部基地內潛艇

維護、靠港潛艇所需企劃軍

事援助工作等情況，進行了

參觀交流。

9月5日下午，敏昂萊大將壹行前往符

拉迪沃斯托克國際碼頭（Commercial Port

OF Vladivostok），遠東造船廠(Fair East-

ern Shipyard Company （FESC）)，公司高

層Mr.Andrey Severilov 及董事會成員，對

敏昂萊大將壹行表示歡迎。之後，敏昂萊

壹行對FESC高層工作情況、與東南亞國

家之間的經貿合作情況、緬俄碼頭可行性

合作項目等進行了協商討論。

9月5日~9月8日，俄羅斯召開第7屆

2022 年東方經濟論壇（The 7th Eastern

Economic forum-2022）。9月4日，受主辦

方邀請，敏昂萊大將率高級代表團從首都

機場乘坐專機出訪俄羅斯，參加為期三天

的東方經濟論壇，此次論壇有來自60多個

國家的代表及地區代表出席參加。

如何解決南海問題？
菲律賓總統提出方案，呼籲中國進行南海劃界談判

綜合報導 菲律賓總統馬科斯在結束

對印尼的訪問之前，接受了本國媒體的

采訪。他表示，菲律賓與印尼圍繞大陸

架劃界的相關談判是壹個不錯的典範，

其認為此類協商不僅適用於兩國之間的

分歧， 也可以用來處理與其他國家的海

域劃分談判。

馬科斯同時透露，自己不排除使用

這種方式與中國壹起解決南海問題，他

還強調這是值得進行探討的方案，哪怕

不起什麼作用，今後也可以進行其他嘗

試，但解決中菲之間的主權糾紛，必要

要有壹個起點。

由此可見，馬科斯並不打算在南海

問題上完全遵循杜特爾特的路線，也不

認可南海問題應該像現在這樣持續擱置

，他想走壹條新路。

不過，上述表態看似為南海問題提

供了壹個參考的思路，可實際上馬科斯

給出的方案非但解決不了問題，反而是

南海爭端至今無法平息的禍源之壹。

二戰結束之後，中國是最早明確

南海主權的國家，壹直到上個世紀 70

年代以前，無論是東南亞國家，還是

與華長期敵對的西方陣營，都對中國

對南海島嶼擁有主權沒有異議。後來

，南海地區發現了豐富的油氣資源，

再加上國際局勢的改變，情況頓時發

生了改變。

受利益驅使，南海周邊國家紛紛提

出主權聲索，妄圖能分壹杯羹，甚至強

行侵占南海島嶼，打算通過軍事占領，

形成既成事實，於是南海問題徹底爆發

，並演變成今天的局面。

另外，雖然《聯合國海洋法公

約》，為解決南海爭端提供了國際

法依據，不過該法律並不能完全契合

南海的特殊情況。首先，《公約》規

定大陸架包括沿海國全部領土的自然

延伸，可沿領海基線擴展到 200 海裏

以外，並且大陸架上的資源，完全歸沿

海國所有。

而這意味著，沒有壹個國家主張

的大陸架 200 海裏專屬經濟區，不與

其他南海國家發生沖突。其次，南海

本身也不適合用大陸架來劃界，九段

線內的所有島礁，中國對其擁有無可

爭辯的主權。

這點有著充分的法律和歷史依據，

那麼上述島嶼200海裏範圍內，自然應

該是我們的專屬經濟區，而不能因為距

離誰近就歸誰。

馬科斯呼籲跟中國進行南海劃界談

判，所參考的必然是《聯合國海洋法公

約》的相關規定，因此，即便他不以所

謂的“南海仲裁”為依據跟中國談，對

我們同樣是不公平的。

原因很簡單，中國“九段線”劃在

了菲律賓家門口，如果中菲進行談判，

他們肯定不會認可我們的主張，必然會

提出大陸架劃分法，要求中國在主權問

題上讓步。

所以，菲律賓呼籲中菲盡快劃界解

決南海爭端，壹來是這種方式對他們比

較有利，可以在談判中爭取到原本不屬

於自己的利益。二來，是菲律賓希望能

盡快結束與中國在南海分歧，避免因為

該問題而被美國推到抗中前線，導致付

出慘重代價。

但是在涉及主權的問題上，我們沒

有任何妥協退讓的空間，“中國壹點都

不能少”便是我們的底線。南海不光是

祖輩們傳下來的資產，更關系到中國整

體的海洋利益和國家安全，想通過劃界

談判迫使我們割讓領土，小心聰明反被

聰明誤。

此前，菲律賓官員曾以黃巖島距離

菲國更近為由，認為該島應該屬於菲律

賓，不知道他們有沒有想過，按這個邏

輯的話，菲律賓群島距離中國也很近，

難道應該歸中國？

坦白講，南海問題確實應該解決，

也需要進行法律意義上的劃界，但現在

的條件遠遠不成熟，不具備任何談判的

基礎，“擱置爭議，共同開發”才是最

好的方案，否則就只有打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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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中央銀行聯邦準備理事會（Fed）官員
今天指出，聯準會將須堅持升息政策到明年，以確保竄高的通
貨膨脹能重回2%的目標。

聯準會理事華勒（Christopher Waller）今天表示，壓低通
貨膨脹需要時間，他支持在9月20至21日的會議再次 「大幅調

升」基準借貸利率。
華勒在預備於維也納會議發表的講稿中指出，美國就業市

場表現強勁，加上這個世界最大經濟體未陷衰退，讓聯準會得
以持續激進作為。

他表示， 「我預期將通膨年增率重新降至我們設定的2%目

標需要一些時間」，聯準會 「將持續緊縮政策至2023年」。
聯準會今年來已4度升息，包括2次升息3碼。外界預估9

月的聯準會決策會議將第3次升息3碼。

賭城資深記者遇害案 官員涉嫌謀殺被拘捕

海湖莊園案允設主事官
司法部挑戰聯邦庭裁決

（綜合報導）拉斯維加斯1名資深調查記者被殺後，案情
出現重大轉折，1名地方官員涉嫌謀殺已被拘捕。警方披露，
死者生前正在追查職場霸凌的新聞，因此引發嫌犯的不安，可
能繼而萌生殺人念頭。

綜合美聯社及《紐約時報》報道，這次被捕的是克拉克縣
（Clark County）民主黨籍公共行政官泰勒斯（Robert Telles）
，他7日晚上在家中與警方短暫對峙後就擒，由於他期間曾自
殘，因此需由擔架抬上救護車送院。據悉，在泰勒斯落網前，
當局曾持搜查令登門調查。

45歲的泰勒斯被控謀殺《拉斯維加斯評論報》69歲記者傑
爾曼（Jeff German）。命案發生在3日早上，當時有人發現傑

爾曼倒臥在住處門外，身上有致命刀傷，警方相信他在2日與
人爭執，隨後遭遇不測。

最新調查發現，傑爾曼曾在新聞報道中披露，泰勒斯涉嫌
欺凌6名同事、徇私舞弊，並與某名女下屬存在不當關係，而
這名下屬又負責處理沒有遺囑或沒有可聯繫親屬的民眾死亡事
件，過程中會接觸死者財產，因此更引起外界關注。泰勒斯今
年6月曾競逐連任，但在黨內提名階段落敗。

對於這次公職人員涉嫌殺人案件，拉斯維加斯警方負責人
科倫（Dori Koren）表示，在傑爾曼開始調查採訪初期，泰勒
斯已感到不安，一度公開否認，並指責傑爾曼對自己有 「執念
」。警方後來更發現，傑爾曼還收集了其他資料，包括泰勒斯

與其他官員之間的通信紀錄，但內容尚未見報。
至於這次破案關鍵，警員在兇案現場採集到泰勒斯的

DNA，閉路電視亦拍攝到，當時相信是嫌犯的人曾走向傑爾曼
家門，當局調查泰勒斯家中時，發現他的鞋子與帽子與影片中
人相符。警方表示，目前仍在尋找兇器，也爭取提高閉路電視
畫面的解像度，以便更準確認人，其他證據方面，有目擊者在
案發的早上，發現有人駕駛1輛GMC深紅色汽車在現場盤桓
，後來調查確定這輛汽車登記人是泰勒斯妻子，並在案發當天
上午9時離家，然後中午返回，時間與傑爾曼在上午11時15分
左右遇襲吻合。

聯準會理事聯準會理事：：對抗通膨對抗通膨
美國須持續升息政策至明年美國須持續升息政策至明年

（綜合報導）司法部提出上訴，挑戰聯邦法庭環繞海湖莊
園文件案，委派 「特別主事官」的決定，司法部批評，裁決使
得調查官員無法評估案件對國安造成的損害。 電視截圖
司 法 部 8 日 已 提 出 上 訴 ， 挑 戰 聯 邦 法 庭 環 繞 海 湖 莊 園
（Mar-a-Lago）文件案，而委派 「特別主事官」（Special
Master）的決定，部門批評，裁決使得調查官員無法評估案件
對國家安全造成的損害。

綜合CNN及美聯社報道，司法部8日已向位於亞特蘭大的
聯邦第11巡迴上訴法院呈交訟請，要求上訴庭重新衡量佛州地
方法院的裁決，理由是總統行政特權與律師保密特權不適用於
此案，沒有必要讓獨立第三方篩查海湖莊園搜出的文件。此外
，司法部還要求上訴庭，允許當局將搜獲的文件用於刑事調查

，原訟庭頒令的覆蓋範圍不確定，也迫使情報官員無法評估案
情。

司法部在上訴文件中表示，情報審核與聯邦調查局（FBI
）的刑事調查密不可分，聯調局的調查核心，是確定 「機密信
息不當存儲，可能已被他人閱覽，並可能損害國家安全」，而
情報界則會以此確定，是否已有情報採集渠道和方法外泄，原
訟庭頒布禁令後，將妨礙政府研判案情、繼而採取必要的補救
措施，而法庭禁止部門的國安刑事調查，將導致政府和公眾遭
受 「無法彌補的傷害」。

聯調局8月8日突襲搜查前總統特朗普位於佛州的海湖莊
園，並且檢獲大批機密文件後，相隔兩周特朗普提出訴訟，要
求法庭委派 「特別主事官」審閱相關文件。佛州聯邦法官坎農

（Aileen Cannon）5日接受其請求，同意由獨立的第三方律師
或法官擔任此職，篩選出牽涉總統行政特權及律師保密特權的
文件，期間執法部門不得以這些文件查案。坎農並要求控辯雙
方，需於9日前各自提交1名 「特別主事官」人選。

裁決傳出後，不少法律專家批評坎農的決定缺乏理據，也
引發司法部強烈反對，質疑此舉勢必影響調查進度。分析曾經
表示，司法部上訴其實也有風險，一方面纏訟需時，另一方面
最終結果也難以預料。

目前調查發現，海湖莊園搜出的文件中，可能包含美國對
其他國家的核武能力分析，因此司法部正循非法保留國防信息
、妨礙司法公正的方向調查案件，暫時仍不確定特朗普或其他
人會否面臨起訴。



 

10:00am 英語崇拜/國語崇拜/粵語主日學 

11:00am 國語主日學 

11:15am 粵語崇拜/英語主日學 

1:30 pm 中文學校(粵語,國語)(only during school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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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雅萬高鐵全線最大
梁場完成箱梁預制和架設
綜合報導 隨著4號梁場最後壹榀

箱梁精準落梁對位，印尼雅萬高鐵全

線最大梁場完成全部1066榀箱梁預制

和架設任務，為雅萬高鐵2023年6月

建成通車奠定堅實基礎。

全長142公裏的印尼雅萬高鐵全

線共有3座梁場，其中中鐵四局承建

的4號梁場為全線規模最大、箱梁預

制架設榀數最多、標準化程度最高的

梁場。

按原定施工方案，4號梁場承擔

1007榀箱梁預制和架設任務。為加快

施工進度，在中國鐵路國際有限公司

牽頭組織下，4號梁場又承擔了59榀

箱梁預制和架設支援任務，箱梁預制

和架設總數達1066榀。

為優質高效完成箱梁預制架設任

務，施工單位組織中印尼員工采取施

工現場“提、運、架”24小時三班循

環作業，保證運架梁作業安全有序，

並提前8天完成架設任務。

目前，雅萬高鐵全線2558榀箱梁

預制和架設已完成2486榀，13座隧道

全部貫通，路基、橋梁、車站土建工

程完成量均在92%以上，正線已開始

鋪軌，工程建設由線下施工全面轉入

線上施工階段。站房、四電工程穩步

實施，運維準備工作有序開展。為雅

萬高鐵量身定制的高速動車組和綜合

檢測列車已於本月1日從中國運抵印

尼。

連接印尼首都雅加達和第四大城

市萬隆的雅萬高鐵，是“壹帶壹路”

建設和中印尼兩國務實合作標誌性項

目，也是中國高鐵首次全系統、全要

素、全產業鏈在海外建設項目。項目

建成後，雅加達到萬隆的出行時間將

由現在的3個多小時縮短至40分鐘。

日本單日入境人數上限放寬至5萬人
綜合報導 日本政府自7日起放寬入境

防疫政策，單日入境人數上限從此前的2

萬人放寬至5萬人。

自7日起，日本政府允許沒有旅行社

人員陪同的團體遊客入境旅遊。接種過3

劑新冠疫苗的入境者將不用提交核酸檢測

陰性證明。

據日本廣播協會電視臺報道，日本航

空公司全日空表示，政府此前宣布將放寬

入境政策後，國際航班預訂呈增加趨勢。

在該公司10月份的國際航班中，截至9月5

日的壹周內預訂量是截至8月15日的壹周

內預訂量的2倍。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6日在首相官邸對

媒體表示，日本政府將從9月26日開始，

在全國統壹修改目前全數掌握新冠病毒感

染者情況的做法，將病例上報對象限定為

老年人等重癥化風險較高的人群。據日媒

報道，此舉旨在減輕醫療壹線相關信息錄

入的工作負擔。

岸田文雄表示，將在本月內構築二價

新冠疫苗接種機制，從10月到11月，將以

每日接種100萬劑次以上的速度進行新疫

苗接種。

據日本廣播協會電視臺統計，截至當

地時間6日，日本較前壹天新增確診病例

112198例，累計確診19658088例；新增死

亡病例320例，累計死亡41640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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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馬來西亞衛生

部長哈伊裏宣布，即日起

不再強制民眾在室內佩戴

口罩。

哈伊裏說，雖然室內

“口罩令”取消，但建築物業

主或商家仍可自行要求訪客、

顧客佩戴口罩，並有權利拒絕

不佩戴口罩者入內。

他還說，當民眾位於公共

交通工具內、醫療機構內或已

確診新冠肺炎時，仍被強制要

求佩戴口罩。

哈伊裏還表示，衛生部門

仍鼓勵民眾繼續佩戴口罩作為

防疫措施。他說，壹旦疫情重

新惡化，仍可能重新實施“口

罩令”。

此前，馬來西亞政府已

於今年 5 月取消在室外強制

佩戴口罩的要求。不過，據

記者觀察，在吉隆坡街頭，多數民眾仍堅持佩

戴口罩。

根據馬來西亞衛生部數據，9 月 6 日，

該國新增新冠肺炎確診病例 2067 例，新增

死亡病例 6 例。截至目前，馬來西亞累計確

診新冠肺炎病例 479.5 萬例，累計死亡病例

36255 例。

“中韓海洋文明交流展”在韓國開幕
綜合報導 為慶祝中韓建交30周年，

向韓國觀眾展現中韓兩國通過航海進行經

濟文化友好交流的歷史面貌，中國航海博

物館以2022年中韓建交30周年為契機，

與韓國國立海洋博物館聯合主辦“中韓海

洋文明交流展”，於2022年9月6日在韓

國國立海洋博物館開幕。

本次展覽邀請到韓國國立中央博物館、

韓國國立公州博物館、韓國漢城百濟博物

館等博物館參展，展覽參展展品達184件/

套，中國航海博物館精選27件/套展品赴

韓國展出，展出的船舶模型、陶瓷、繪畫

、工藝品富於歷史價值。展覽時間為2022

年9月6日至11月6日。

展覽由“學、交、漂、藝”等4部分

組成。第壹單元“學——文明，開始穿越

海洋” 利用了雕塑、繪畫等各種資料讓

觀眾認識到通過海路傳播到韓國的中國學

問、宗教、思想等。從中國流入的佛教、

儒教、道教及媽祖信仰等宗教與思想，為

社會與學問研究領域帶來了巨大進步。

第二單元“交——交易，展示文化精

髓” 介紹了中國與朝鮮半島通過海路進

行活躍的貿易往來，展現了每個時代貿易

發展史和主要貿易品，並通過這些貿易品

了解壹下每個時代的交易特征和性質。得

益於船舶制造與航海技術的迅猛發展，中

韓兩國海外貿易規模也得到了驟增，促進

了中韓兩國經濟文化的交流。

第三單元“漂——

見聞，認識新世界”

通過《宣和奉使高麗圖

經》《漂海錄》等資料

，介紹了在中韓交往過

程中發生的公使和個人

之間的航海及交流經歷

，同時展示了其航海記

錄中所見所聞的異國風

俗和見聞。這些資料記

錄了新的信息和個人的

真實經歷，幫助當時人們拓寬眼界與見識

，來重新認識世界。

第四單元 “藝 ——審美，傳遞美好”

介紹了在中國和韓國持續的文明交流中發

展的繪畫、陶瓷、工藝品等藝術作品。中

韓兩國的文明交流就像藝術品壹樣大放異

彩，創造了無與倫比的價值。藝術家與學

者通過詩詞書畫等作品建立起了彼此之間

的信任，促進了兩國文明交融與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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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用年齡：5歲或以上人士

◆兒童疫苗通行證實施日期
首階段：9月30日起，5歲至11歲兒童最

少接種一針疫苗，如3個月前已
打第一針，則須接種第二針

次階段：11月30日起，已打二針疫苗

◆康復兒童安排
‧感染前未曾接種疫苗的兒童，康復6
個月後打第一針

‧感染前已打第二針，或康復6個月
內，無額外接種要求

‧康復滿6個月者，如已接種科興第一
針滿6個月，須接種第二劑；若首針
是復必泰疫苗，康復後無須打第二針

調整12歲或以上人士接種實施日期

‧首階段：9月30日起，接種第二和第
三劑疫苗相隔時間，由原來6個月縮
短至5個月

‧次階段：11月30日起，接種三針才符
合接種要求

5歲至11歲兒童使用疫苗通行證
安排

‧沒有智能手機的兒童，可攜帶及出示
印有二維碼的紙本針紙

‧可將紙本針紙的二維碼照片儲存在同
行成年人的手機內，進入處所時展示

‧家長可在“醫健通”流動程式內添加
子女為“我的家庭成員”，查閱及出
示子女的疫苗通

‧“安心出行”程式稍後加入新功能，家
長同時儲存自身及子女的疫苗通

疫苗通行證指明處所

‧主動查核處所：餐飲業務處所包括酒
吧/酒館、遊戲機中心、浴室、健身中
心、遊樂場所、公眾娛樂場所、派對
房間、美容院及按摩院等

‧被動查核處所：商場、百貨公司、街
市/市集及超級市場

註：圖書館雖非指明處所，但鑑於人流
多、傳播風險較高，亦要使用疫苗通
行證，兒童未打針不得進入。

資料來源：香港醫務衞生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疫苗通行證新措施

◆◆疫苗通行證月底起適用年齡降至疫苗通行證月底起適用年齡降至55歲歲。。圖為早前一名小童在社區中心接種疫苗圖為早前一名小童在社區中心接種疫苗。。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議員促安心碼速增新功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民建聯衞生事

務發言人、香港立法會議員梁熙歡迎特區政府接
納他提出“親子針卡”的概念，容許家長或照顧
者將已接種疫苗兒童的針卡加入其手機之中，方
便進入指定處所時一併出示，他促請政府盡快在
“安心出行”推出新功能，確保新政策實施時可
以使用。

他預計新政策會令打針的需求上升，即使政
府已增加名額，但仍要緊密關注是否足夠，有需
要就再增加，做到“願打盡打”。

梁熙8日表示，樂見政府考慮到兒童未必有
手提電話，容許以紙本紀錄代替，或以儲存在手
提電話的相片展示針卡上的二維碼，方便家長及
照顧者。

針對部分家長對是否讓子女接種疫苗仍有疑
慮，他建議特區政府透過公私營合作模式，轉介
兒童及家長，接受接種前的健康評估，同時安排
醫療諮詢服務，讓有疑慮的家長，可以得到專業

的意見，令家長更安心。
葵青區區議員郭芙蓉表示，“安心出行”加

入“親子針卡”功能，證明特區政府有聽取市民
意見，但同時希望政府能夠更加主動站在家長角
度考慮防疫措施便利性，“不是所有照顧者都有
使用‘安心出行’手機應用程式，希望政府能進
一步考慮解決此類需求。”

飲食界料影響較小
稻苗飲食專業學會榮譽會長黃傑龍表示，任

何收緊措施或會令客源減少，相信部分家長不會
只為了帶子女外出用膳而安排他們接種新冠疫
苗。今次疫苗通行證下降適用年齡，他相信對食
肆的影響相對較小。

他說，社會期望復常，若專家認為提高接種
率才可復常，業界只能執行，過程中或要犧牲。
“政府接受紙本針卡或儲存手機內有關二維碼相
片，相信業界在行政處理上不會有太大困難。”

父母：祖父母帶孫怎嘟手機？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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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因應疫苗通行證適用年齡將會降至
5歲，香港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
蓓茵8日宣布，9日起增加5歲至11
歲兒童接種復必泰疫苗的名額，家
長可以即時在網上預約。
楊何蓓茵指近日疫情加劇，呼

籲家長盡快安排子女按時完成接種
所需劑次的疫苗。在更新疫苗通行
證適用年齡後，預計在生效日期前
會有較多市民前往接種疫苗，提醒
家長盡早安排子女前往接種疫苗，
以免子女因所選的疫苗接種點滿額
而未能在生效日期前符合疫苗通行
證的要求。
其中，位於香港兒童醫院及林

士德體育館的兒童社區疫苗接種中
心的接種間數目已即時增加。由9
月11日起，香港大學駐港怡醫院兒
童社區疫苗接種中心會由以往逢星
期二、四、六為兒童服務，擴展服
務至逢星期二、四、五、六及日，
為5歲至11歲兒童提供復必泰疫苗
接種服務。

香港8日新增11,091宗新冠肺炎確診個

案，再多12名確診者死亡，大多未完成接種

三劑疫苗。截至9月5日，有103名未滿11

歲的染疫兒童在公立醫院接受治療。香港醫

務衞生局副局長李夏茵8日表示，第五波疫

情共有38名3歲至11歲兒童確診後病情嚴重

或危殆，以及8宗兒童死亡病例。為加強保

護兒童，香港特區政府決定降低疫苗通行證

適用年齡。由本月30日起，5歲至11歲兒童

須最少已接種一針新冠疫苗，才能進入指明

處所及圖書館；今年11月底起，兒童必須打

齊兩針。考慮到兒童未必有智能手機，疫苗

接種紀錄除了可以儲存在手機應用程式內，

亦接受印有二維碼的針紙，或同行成年人將

針紙二維碼拍攝存放在手機內。“安心出

行”稍後亦會加入新功能，讓家長同時儲存

自己及子女的疫苗通。

李夏茵8日在疫情簡報會上表示，今波疫情中嚴重
及危殆的受感染3歲至11歲兒童，其中31人從未

接種新冠疫苗，4名兒童只打了一針。該組別有8名兒
童染疫死亡，均未有打齊兩針疫苗，希望家長盡快帶子
女接種疫苗，減低風險。她強調，兒童嚴重及危殆個案
“一個都唔想見到”，減低重症就要接種疫苗，故特區
政府調低疫苗通適用年齡，並覆蓋5歲至11歲兒童，以
及分兩階段要求這批兒童接種疫苗。

次階段11月30日起須兩針
首階段由本月30日起，5歲至11歲的兒童必須接

種最少一針才能符合疫苗通要求；若3個月前已打一
針，則要接種第二針才符合要求。第二階段在11月30
日開始將統一要求這批兒童打齊兩針。若曾染疫須在康
復6個月後打第一針。康復滿6個月且已接種第一針科
興疫苗滿6個月兒童須打第二針，但若第一針是接種復
必泰疫苗則無須再接種。

第二三針間距縮至5個月
同時，由本月30日起，12歲或以上人士第二針及

第三針接種間距由原本6個月縮短至5個月，到11月30
日，12歲或以上人士須打齊3針才符合疫苗通要求，已
打2針的康復者則可繼續使用“康復紀錄二維碼”進入
指定處所。

李夏茵解釋，分兩階段實施，是考慮到接種疫苗
需時，讓家長有足夠時間帶子女打針。目前已經有83%
的5歲至11歲兒童接種第一針疫苗，已打二針的比例亦
有70%，即只有6.8萬名該組別兒童完全未接種疫苗。

可攜紙本或存家長手機
被問及兒童未必有智能手機使用疫苗通，她表示

會設不同途徑供兒童出示疫苗接種紀錄，包括出示有二
維碼的紙本紀錄，或將二維碼儲存為手機照片作疫苗通
之用。此外，家長可在“醫健通”程式查閱及出示子女
的疫苗通，又預告“安心出行”流動程式將加入新功
能，讓家長的“安心出行”程式同時顯示及儲存子女的
疫苗通。特區政府稍後會公布有關詳情。

她指出，全球已有數以億計人口接種科興及復必
泰疫苗，數據及經驗均顯示有關疫苗安全及有效地減低
染疫和死亡風險。截至9月4日，香港市民已接種1,878
萬劑疫苗，衞生署接獲的異常事件報告只佔接種總劑量
0.04%，未發現任何不尋常現象；新冠疫苗與季節性流
感疫苗及嬰兒和兒童接種的疫苗並無分別，美國、英
國、澳洲等地亦已逐步常規使用新冠疫苗，證明安全、
有效和質素有保證。李夏茵說：“希望用疫苗通行證形
式，令家長幫小朋友行使他們的權利，尤其他有權利健
康成長、有權利生存。如果他們染病或逝世，其實對於
整個家庭都是重創，而這個傷痕其實不容易彌補，家人
或者會內疚。”

另外，特區政府會於9日刊憲，藥廠如有足夠數據
和臨床或科學資料，可申請將有關疫苗納入《藥劑業及
毒藥規例》的註冊制度。

疫苗通月底起降至5歲
入食肆商場圖書館 6.8萬無針童須接種

香港特區政府將疫苗通行
證覆蓋至5歲或以上兒童，多
名育有年幼子女的家長接受香
港文匯報訪問時均表示，十分
支持政府防疫政策，又對“安

心出行”增加親子共用賬戶的功能表示歡迎，但
提出了一些特別情況，如外傭或祖父母帶子女外
出，“安心出行”的新功能未必適用，希望政府
推出新政策時更加周全考慮各種處境，
“父母未必時刻在小朋友身邊，其他情
況下可能仍需要小朋友自己帶住部電
話，始終不放心。”

劉女士育有兩名分別8歲和4
歲半的女兒，兩人均已打齊兩針
疫苗，大女已經開始使用手機
上的“安心出行”應用程式。

讚政府“做咗嘢”
劉女士原本擔心細女滿5

歲時要為她添置手機，自己
就要一個人嘟3部手機，十
分不便。政府8日宣布研究
在“安心出行”增加親子共
用賬戶的功能，劉女士讚
道：“政府做咗嘢，應該要
讚下。”

不過，她擔憂新功能未

必涵蓋所有情況，“家長返工時很多時候由爺
爺、嫲嫲照顧他們，而老人家都不會使用手機，
又如何幫小朋友儲存通行證？到頭來仍需要小朋
友自己帶手機或者紙本針卡。”

劉女士又擔心在學校舉行戶外活動時，會由
老師帶領所有學生外出，屆時或會因部分學生未
能提供疫苗通行證或使用手機遇到問題，令活動
取消。

Sarah 育有兩名分別 3 歲及 7 歲的兒
子，表示絕對認同接種疫苗的重要性，

“我和丈夫及外傭都已於今年1月完
成接種三劑疫苗，大仔亦已接種兩
劑。”

由於近日兒童確診後重症的
個案增加兼且已復課，為減低
風險，細仔亦會於今日接種第
一劑疫苗，“我們全家都曾確
診 ， 更 加 明 白 染 疫 的 辛
苦。”

對疫苗通行證年齡下限
降至5歲，Sarah坦言的確會
帶來不便，因為7歲兒子沒
有手機，“無理由次次出街
都帶紙本針卡，這樣會增加
遺失及弄污的風險。”

◆香港文匯報記者
廣濟、費小燁

��

◆◆劉女士育有兩名分別劉女士育有兩名分別88歲和歲和44歲歲
半的女兒半的女兒。。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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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救援隊入“孤島”搜救
村民自發組織車輛相助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
中央軍委晉升上將軍銜儀式8日在北
京八一大樓舉行。中央軍委主席習近
平出席晉銜儀式。

上午11時許，晉銜儀式在莊嚴
的國歌聲中開始。中央軍委副主席許
其亮宣讀了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簽署
的晉升上將軍銜命令。中央軍委副主
席張又俠主持晉銜儀式。

習近平向晉升上將軍銜的北部

戰區司令員王強頒發命令狀，表示
祝賀。佩戴了上將軍銜肩章的王強
向習近平敬禮，向參加儀式的全體同
志敬禮，全場響起熱烈掌聲。

晉銜儀式在嘹亮的軍歌聲中結
束。

中央軍委委員魏鳳和、李作
成、苗華、張升民，軍委機關各部
門、軍隊駐京有關單位主要負責同
志等參加晉銜儀式。

習近平向晉升上將軍銜軍官頒發命令狀

◀9月8日，中央軍委晉升上將軍銜儀式在北京八一大樓舉行。中央軍委主席
習近近平向晉升上將軍銜的北部戰區司令員王強頒發命令狀。 新華社

6日，涼山州森林消防支隊的消防員們星夜“強
渡”大渡河，歷時近12個小時，徒步行進

30餘公里，成為第一支進入石棉縣草科鄉這個路程
最遠、道路最險、貫通最難、搶險盲點最多的災區
的國家專業救援隊伍。該救援隊第一時間開闢了機
降場地，打通了草科鄉連接外界的第一條“生命通
道”，讓草科鄉實現了空運暢通。

7日8時，涼山州森林消防支隊再次從草科鄉集
結點出發，重點對和坪村泥場溝茅坪、泥場溝村委會
附近遂行搜救、轉移安置受災群眾、排查危險建築、
疏導受災群眾心理，以打通災區最後一公里、貫通最
後一道生命線，全面實現救援力量對此次雅安震區的
全覆蓋和排查。歷經13個小時，當日21時，深入草
科鄉開展救援的隊伍陸續回到宿營地。

在和坪村裏，救援隊得知從居民居住的地方到
界碑處全程18公里，目前所有村民都已安全轉移。
由於擔心還有其他人員被困，救援隊繼續向界碑處前
進，挨家挨戶探訪搜尋，細緻詢問當地群眾受災情
況。路上遇到多處塌方地段，不時還有石頭滾下。救
援隊通過時，遇有摩托車、汽車等被掩埋的地方，就
用搜救犬搜尋，確保現場沒有被困人員。

村民：可安心待在安置點了
村民們特別感謝。一位村民說，他們每天上來

修房頂其實很害怕，萬一碰上餘震從房子上摔下來很
危險。經救援隊幫忙，現在他們可以安心待在安置點
了。為表示謝意，這位村民從家裏拿出來兩塊臘肉想

給救援隊，被隊員婉拒後，他又返回屋裏拿出來自己
種的藥材送給隊員。救援隊一路搜索前進，村民提醒
前方危險，不要再往前走。村民們見救援隊伍繼續前
行，便自發組織車輛載着救援隊前行，直到道路徹底
中斷的地方。救援隊則下車繼續搜索前進。當晚救援
隊返回時，視線受阻，且路段一直在落滾石，行動受
阻。白天送救援隊的村民們一直等候在返回路段，準
備再送救援隊一段路。

地震已致86人遇難
截至7日17時30分，瀘定災區共設安置點124

個，集中安置2萬餘人。為全力支持抗震救災和重建
家園，包括港澳台僑在內的愛心捐贈持續湧入，多家
央企已捐款超過11億元人民幣。據8日晚在雅安市石
棉縣召開的四川省“9．5”瀘定地震抗震救災省市
（州）縣前線聯合指揮部新聞發布會消息，截至8日
12時，四川瀘定地震已經造成86人遇難，其中甘孜
州50人遇難、雅安市36人遇難，另有35人失聯。

在震區，8支國家、省級醫療隊同步施援，270
餘名傷員得到有效救治。個別危重傷員，還通過直升
機等形式轉運至雅安、成都等地。不少肩背醫療物資

的醫生，跟隨消防員、武警戰士翻塌方體、爬陡峭山
路，為更多受災民眾提供應急醫療服務。

受災民眾的安置工作以及心理疏導也在同步進
行。震後7個小時，安置點第一個“青青兒童樂園”
在雅安石棉縣開園。共青團四川省委工作人員介紹，
樂園“童伴媽媽”大多由當地幼兒園老師組成，她們
會通過手工、閱讀為少兒進行心理疏導。此外，甘孜
州民政部門第一時間啟動線上與線下同步的公益心理
援助服務，四川省衞健委也派出心理危機干預小組到
達瀘定。

遇降雨四川避險轉移近兩萬人
為了更好幫震區“鎖龍”避災，成都理工大學

地災防治與地質環境保護國家重點實驗室組建了震後
遙感應急遙感解譯小組，通過衛星遙感與實地調查，
不間斷速報地震誘發的次生地質災害。

據中央氣象台預報，7日夜間至9日早晨地震災
區有一次降水天氣過程，雨量普遍中雨，局部大雨。
截至8日7時，新一輪降雨四川全省共提前避險轉移
19,500餘人，其中，雅安避險轉移17,800餘人、甘
孜1,400餘人。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澎湃新

聞及央視報道， 8日是四川瀘定6.8級地

震發生的第四天，救援過程中爭分奪秒

的生命接力從未間斷。在挺進震後“孤

島”雅安石棉縣草科鄉途中，救援隊為

村民維修房屋，聯繫上家人，幫村民治

病療傷。同時，救援隊也得到了村民相

助。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記者8日從中國民航
局獲悉，9月5日12時52分，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瀘
定縣發生6.8級地震後，民航西南地區管理局、四川監管
局按照相關應急預案，第一時間啟動三級應急響應，成
立地震應急指揮部，要求相關民航單位立即排查設施設
備情況，相關航司做好應急救災運輸準備。

民航局消息，四川省內多個機場均反饋人員安
全，設施設備及運行情況正常，相關機場均可保障應
急救災緊急運輸。民航局運行監控中心在地震發生當
天通過視頻會議要求民航各運行單位全力做好抗震救

災任務的民航運行保障工作，加強協同配合，優先保
障相關任務，並積極協調各相關單位，高效配合應急
管理部做好無人機災情偵查和應急通信保障工作。中
國國際航空緊急保障中國國務院抗震救災指揮部工作
組行程安排。四川航空安排3架A319型飛機和機
組，為執行赴康定等高原機場的救援運輸任務進行準
備。

民航局稱，從地震發生至9月6日，災區共有5家
通航企業、3家無人機公司以及2架軍航無人機參與了
抗震救災工作，累計執行救援飛行任務16批次。

9月7日，民航局召開四川瀘定地震航空應急救
援工作部署視頻會議，民航局副局長呂爾學在會議上
表示，民航局要在既有突發事件應急機制的基礎上，
立即成立瀘定地震航空應急救援工作專班，高度重視
信息報送和應急處置工作，建立靈活高效、務實管用
的工作機制和高效的上下聯動體系，防止信息不暢。
各單位要加強與其他救援力量的對接協調，協同配合
做好應急救援工作。同時要建立暢通的信息傳遞、處
置機制，加強內部信息共享，確保航空應急救援工作
安全、高效、順暢。

民航局成立航空應急救援工作專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帥
誠廣州報道）日前在四川甘
孜州瀘定縣發生的6.8級地
震牽動着不少港人的心。香
港工聯會9月8日籌集了800
箱急需的救災物資從廣州送
往瀘定縣，並於日前發起了
捐款行動，目前已籌得善款
超20萬港元。物資裝車出發
前，多位暨南大學港生也作
為志願者自發到現場協助搬
運。
在8日的發車儀式上，工聯

會會長吳秋北通過視頻致辭表
達了對四川同胞的關切。據他
透露，在得知四川地震災情
後，工聯會第一時間通過全國
總工會、廣東省總工會等機構
與瀘定縣總工會取得聯繫，了
解到當地目前急需的物資，便
安排工聯會廣州中心員工進行
採買，並在7日晚準備好了共
計800箱賑災物資。在救災物
資發車現場，各類物資均貼上
了印有“一方有難 八方支
援”的海報，整齊堆放等待裝
車。

一日募得善款21萬港元
香港工聯會內地諮詢服

務中心副總主任邵建波表
示，救災物資於8日中午從
廣州發車，預計22小時左右

可到達四川甘孜州瀘定縣，到達後將由
當地工會及紅十字會進行分發。邵建波
還透露，工聯會於9月6日發起了“祝
願四川同胞平安”捐款行動，民眾可通
過工聯App等網絡平台捐款，亦可通過
工聯會救災慈善基金捐款。目前捐款開
放僅一日，工聯會就累計收到21萬港
元捐款。募捐渠道會開放至9月30日。

暨大港生幫忙物資裝車
在當天的物資裝車現場，多位來

自暨南大學的港籍學生也自發前來幫
忙。港生林煥景通過同學得知工聯會捐
贈物資的消息後，便主動聯繫工聯會報
名參與協助裝車。“在新聞上看到四川
地震災情的畫面後
我感到很心痛，所
以也想為他們出分
力，希望四川同胞
能夠早日渡過難
關。”

香
港
工
聯
會
籌
800
箱
物
資
馳
援
瀘
定

◆◆涼山森林消防救援隊深涼山森林消防救援隊深
入入““孤島孤島””草科鄉搜尋救草科鄉搜尋救
援援。。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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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貸款利率美國貸款利率20222022走勢走勢（（上上））

美國抵押貸款利率飆升至2009年以來的最高水平，房價繼
續以兩位數的速度上漲，導致幾乎所有住房市場的住房負擔能力
降至歷史低點。

據 CNBC 週二報導，抵押貸款技術和數據提供商 Black
Knight最新數據顯示，在美國最大的100個房地產市場中，95%
的住房負擔能力低於長期水平，而在疫情之初，這一水平僅為

6%；37個市場住房負擔能力比以往任何時候都要低。
雖然3月美國房價漲幅出現回落，但同比上漲仍高達19.9%

，環比上漲了2.3%。今年前三個月，房價上漲了約5.9%。
同時上漲的還有貸款利率，30年期固定利率貸款的平均利率

今年年初的 3.29%躍升至本週一的 5.55%。 Mortgage News
Daily指出，本周美聯儲FOMC會議後，貸款利率將進一步上
漲。
高企的房價和貸款利率導致住房負擔能力迅速惡化，一套首

付20%的住房，每月需要支付的按揭貸款約佔總收入的32.5%
（中位數）。
從歷史來看，這一數字超過21%則會導致房地產市場降溫，

但過去兩年除外，由於需求較高，庫存較低，疫情造成房地
產市場一反往常。
Black Knight警告，如果貸款利率再上漲50個基點，或者房

價上漲5%，那麼住房負擔能力將降至有記錄以來最差。
在房地產市場，人們常說，壓垮人的不是高房價，而是高房

貸，美國每月按揭貸款創下歷史新高，今年以來平均增加了552
美元（增幅38%），達到1809美元；自疫情爆發以來增加了790
美元（增幅72%）。

住房負擔能力不斷惡化的情況下，購房者轉向利率較低的可
調利率抵押貸款，根據Black Knight的數據，潛在購房者爭先恐

後地鎖定利率，這一比例從去年12
月的2.5%躍升至3月的8%。截至上
週，這一比例已超過9%。

FOMC (美聯儲公開市場委員
會) 是美聯儲（也稱美國聯邦儲備局，Fed）的分支，主要任務是
決定美國的貨幣政策。 FOMC的決策告知了每一個人有關美聯
儲對利率水平的決定，並且這是金融市場最為關注的重磅風險事
件之一。 FOMC可能決定加息、降息或維持利率不變，任何決
定都可能對美元甚至整個金融市場帶來巨大的影響。 FOMC理
事會由7名理事和5名聯儲銀行行長組成。

鮑威爾在 5 月份議息會議上，多次提及金融環境指數
（NFCI），並表示當下金融環境仍過於寬鬆。通過對歷史上金
融環境指數和未來出現衰退的時間進行邏輯回歸，可以得出
NFCI水平下，美國未來一年進入衰退的概率。歷史上來看，當
衰退概率超過50%之後，未來一年大概率會出現衰退，目前來看
，NFCI隱含未來一年衰退概率僅為16%，處於歷史較低水平。

GMCC萬通貸款銀行，是一家成立超過15年的直接貸款銀
行，在全美25個州提供租賃屋現金流貸款計劃。

GMCC萬通貸款的資深貸款顧問王潔（Jessie Wang）可以幫
助貸款人解決各種貸款問題。即使貸款人面臨報稅收入不夠，首
付款不足，或是外國國籍等情況，都能完成貸款。任何貸款問題
，都可以聯繫資深貸款顧問王潔，請她幫您出謀劃策，量身定制
專屬的貸款方案。
王潔（Jessie Wang）的聯絡電話是832-235-8283。

歌劇表演藝術家Summer Song座客子天訪談錄
Summer Song 在節目裡說：言語無法形容我為我年輕有才華的聲樂學生

Dennis Xu 感到多麼自豪他剛剛在 2022 年全國 NATS 聲樂比賽中獲得芝加哥類
別的第二名（7 月 1 日）。 NATS聲樂比賽是大會的一部分，它是一項面向全
國聲樂、歌劇、音樂劇專業從高中到大學新生一直到研究生階段的學生試鏡。
丹尼斯在休斯頓分會兩次獲得第一名後，繼續征服 TEXOMA 地區 NATS（包
括德克薩斯州、俄克拉荷馬州和新墨西哥州）並再次獲得第一名。

作為區域冠軍，他獲得了參加國家級比賽的資格，再次，他在半決賽中15
投1中，獲得了前往芝加哥親自參加比賽的資格。我沒有看他的半決賽，因為
我同時評判其他類別。但是，我和他一起參加了決賽選手的宣布。

這是一段漫長的旅程，但它的價值超出了它所能告訴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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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碼關注微信公眾號<牛頭牌北美>，更多美味食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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