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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蒲會：
習蒲會
：願與俄方就核心利益相互有力支持
路透社

（ 綜 合 報 導 ） 中 國 國 家 主 席 習 近 平 15
日在會見俄羅斯總統蒲亭時說，中方願與俄
方 「
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問題上相互有力支
持」。
央視報導，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今天在
會見俄羅斯總統蒲亭時說，中方願與俄方
「
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問題上相互有力支持
」；蒲亭則說，俄中全面戰略協作關係 「
穩
固如山」。
稍早前，俄羅斯衛星通訊社則報導，蒲
亭（Vladimir Putin）在會見中告訴習近平，
俄羅斯 「
珍視中國在烏克蘭危機問題上所持
的平衡立場」，中國 「
在烏克蘭問題上的關
切可以理解」。
在央視報導中，並未提到任何與烏克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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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有關的內容，凸顯了 「
一個中國」原則
。根據報導，蒲亭聲稱，俄方堅定恪守 「
一
個中國」原則，譴責 「
個別國家」在涉及中
國核心利益問題上採取挑釁行動。
報導指出，習近平則讚賞俄羅斯堅持
「
一個中國」原則，強調 「
台灣是中國的一
部分」，中方堅決反對 「
台獨分裂勢力」和
外部干涉， 「
任何國家都無權做台灣問題的
裁判官」。
除前述 「
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問題上相
互有力支持」說外，習近平還說，中方願與
俄方深化貿易、農業、互聯互通等領域務實
合作。雙方要加強在上海合作組織、亞信、
金磚國家等多邊架構內的協調和配合，推動
各方增進團結互信，拓展務實合作，維護本

地區安全利益，維護廣大開發中國家和新興
市場國家共同利益。
蒲亭則回應，當今世界正在發生許多變
化，唯一不變的是 「
俄中友誼與互信」，俄
中全面戰略協作關係 「
穩固如山」。俄中都
主張推動更加公平合理的國際秩序，樹立了
國際關係典範。
他說，俄方願與中方鞏固深化雙多邊溝
通協作，擴大經貿、能源等重點領域合作。
並願與中方一道，推動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
繼續在 「
互不干涉內政」原則基礎上深化合
作，打造維護地區安全穩定的權威平台。此
外，他還預祝中共 20 大 「
取得圓滿成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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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總統煩事如麻
根據工會方面可靠之消息，
超過六萬名鐵路員工可能從週五
開始進行全國罷工， 這是近三十
年來之首次， 將會使百分之三十
以上之旅客和貨運受到影響， 週
一鐵路公司宣佈將取消一些班次
做好了準備。
在此同時， 一萬五千名在米
尼蘇達州工作之護士也在週一走
出了醫院及診所，是美國歷史上
首次最大的護士罷工行動。
今天在美國各地大小事情讓
白宮頭疼之事真多， 由于通貨膨
脹及物價上漲 ，加上疫情俄烏戰

爭及民主共和兩黨之嚴重分歧 ，
這是美國有史以來最不安寧的時
期。
十一月份之中期選舉， 將是
決定未來國家前途之重要選舉，
也會再次考驗這個領導世界民主
之美國是否能在選舉過程中實行
真正的民主程序。
我們也非常擔憂目前世界局
勢之惡化， 中美兩大國之關係也
不斷走回頭路， 俄羅斯在烏克蘭
之敗退及歐洲経濟衰退及英國女
皇之去世 ，都造成世界局勢之不
安。

President Biden’
Biden’s Situation Is So Troublesome
The first national railroad
strike in 30 years could begin
as soon as Friday. A walkout
of about 60,000 union
members who work for the
railroad could affect more than
30% of passenger and freight
business.
At the same time, more
than 15,000 nurses in
Minnesota also walked out of
hospitals and clinics on
Monday. This was the first
and largest strike by nurses in
American history.
Today there are many
headaches for the U.S.
government caused by big
and small issues across the
nation. Due to inflation and
rising prices, coupled with the
serious differences between
the two parties and the

ongoing epidemic, this is the
most uneasy period in the
history of America.
The midterm election in
November will be an important
election to determine the
future of the country. It will
also test again whether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which is the leader of the free
world, can implement a real
democratic process in the
election.
We are very worried
about the current world
situation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Russia’s attack on Ukraine,
the economic recession and
the death of the U.K. Queen,
all have contributed to the
unprecedented uneasiness of
the world situation.

09/
09
/14
14/
/2022

A2

要聞 3
星期五

【李著華觀點: 女人權沒了
西維吉尼亞州嚴禁墮胎背離民意】

西維吉尼亞州議會經過數周的閉門辯論，
最終由共和黨佔多數的立法機構批准了一項極
為嚴厲的墮胎禁令，要求除了涉及強姦、亂倫
和母親有健康問題等情況外, 完全禁止墮胎,該
法案還對提供墮胎服務的場所進行了限制，將
墮胎服務限制在獲得州衛生設施許可證和認證
辦公室許可的醫療設施內, 管控工作規定的十
分嚴密徹底, 完全剝奪了女人生殖自主權, 十分
令人遺憾。
其實西維吉尼亞州這一次通過的法案曾經
在議會產生爭執,就在七周前，共和黨議員都還
未能就該禁令的限制程度達成一致, 現在州參
議院以 22 票對 7 票通過該法案, 州眾議院則是
以 78 票對 17 過關, 值得關注的是,唯一反對該法
案的參議院財政主席埃塔爾是共和黨人, 而唯
一支持的維爾費爾則是民主黨人, 他兩分別做
出與自己黨團不同的黨意。
美國最高法院自從 6 月 24 日推翻了 1973
年歷史性的羅訴韋德案後，已有德州、俄克拉
荷馬州、愛達荷州、南達科他州、密蘇里州、
田納西州、路易斯安那州、肯塔基州、阿拉巴
馬州、密西西比州和阿肯色州等先後立法禁止
了女子墮胎, 根據 2020 年美國人口普查，這些
州占美國人口的 20.97% , 換言之, 已有 5 分之 1
的美國女人不可合法墮胎, 違者將面臨刑事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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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事處罰, 這樣嚴苛的法律迫使那些尋求墮胎
的人跨越州界，前往目前尚未實施全面禁令的
州。不幸的是，這種解決方案可能不會持續很
長時間, 許多的州, 例如德州的立法者正在討論
在限制性禁令之外, 更禁止州際旅行以進行墮
胎, 屆時想要墮胎的人就必須要到國外去做流
產了, 那真是荒誕不經的事。
目前在美國國內共有 11 個州立法保護了女
子生殖權利：蒙大拿州、內華達州、阿拉斯加
州、科羅拉多州、堪薩斯州、佛羅里達州、馬
里蘭州、特拉華州、羅德島州、馬薩諸塞州和
緬因州, 另有十個州--伊利諾伊、華盛頓、俄
勒岡、加利福尼亞、夏威夷、明尼蘇達、伊利
諾伊、紐約、佛蒙特、康涅狄格和新澤西完全
從女性的生殖權利著想,擴大了墮胎的範圍, 那
是合乎人情義理和民意的, 不過許多共和黨執
政的保守州的民主黨人和倡導團體正在推進新
的法律論點, 以確保女子的墮胎權利。
事實上墮胎的爭議已從生命權衍生為政治
議題,由於牽連到健康、宗教、道德、倫理、人
權、自由以及法律等錯綜複雜的議題，各方見
仁見智, 爭論不休, 如今美國婦女近半個世紀以
來享有的憲法墮胎權利因為大法官的裁決而被
剝奪了, 實在是令人遺憾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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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女王國葬新規劃出爐
抗疫有功醫護人員受邀
(本報訊)白金漢宮今天發布女王伊麗莎白
二世國葬最新規劃，除了各國元首，受邀出席
19 日國葬儀式的還有約 200 名今年稍早獲女王
壽辰授勳的醫護人員等，表彰他們的貢獻。
英國君主的官方生日為每年 6 月，期間的
「壽辰授勳」（Birthday Honours）表彰對英國
有特殊貢獻的居民，受邀出席國葬儀式的今年
度受勳人包括應對 COVID-19（2019 冠狀病毒
疾病）疫情有功的醫護人員、社區志工。
女 王 目 前 停 靈 國 會 西 敏 廳 （Westminster
Hall），供民眾致意。一名白金漢宮高階官員
今天在媒體簡報會表示，民眾自 19 日早上 6 時
30 分起即不可再進入西敏廳。由於民眾往往需
排隊數小時才有機會向女王致意，政府將提早
宣布不再接受排隊。
根據規劃，19 日當天上午 10 時 44 分，女
王將自西敏廳移靈至約 1 公里外的西敏寺
（Westminster Abbey）。女王的靈柩將依國家
領導人逝世慣例置於拖曳炮架上；19 日使用的
將是皇家海軍於 1901 年除役、供維多利亞女
王（Queen Victoria）國葬使用的炮架。
白金漢宮官員說明，這座皇家海軍炮架歷
年曾用於伊麗莎白二世的父親國王喬治六世
（King George VI）、前首相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等人的國葬。14 日用於自白金漢宮
移靈至西敏廳的炮架則屬於御用皇家騎炮隊
（The King’s Troop Royal Horse Artillery）。
19 日上午的移靈隊伍預計 10 時 52 分抵達
西敏寺西大門。西敏寺將於上午 8 時起開放受
邀的各國元首、代表團成員以及英國政府官員
、議員（含蘇格蘭等地方議會議員）、各領域
專業人士入座。11 時，國葬儀式開始，預計將

於 11 時 55 分進入尾聲 ，隨後全國將默哀 2 分
鐘。
女王接著將移靈至相隔 2 公里餘、在海德
公園（Hyde Park）一帶的威靈頓拱門（Wellington Arch），預計下午 1 時抵達。過程中，
國會大笨鐘（Big Ben）將鳴響。
與上午的移靈一樣，國王查爾斯三世
（King Charles III） 將 與 安 妮 公 主 （Princess
Anne）等弟妹，以及 9 日獲王儲頭銜 「威爾斯
親王」（Prince of Wales）的威廉王子和 2020
年卸下王室職務的哈利王子一同步行送女王一
程。
與 14 日自白金漢宮移靈至西敏廳相同，
威廉王子將與哈利王子並肩同行，不同於去年
為菲立普親王（Prince Philip）送葬時，兩人之
間有安妮公主的長子菲立普（Peter Phillip）隔
開。
根據規劃，西敏寺的儀式結束後，各國元
首和代表將受邀出席由新任外交大臣柯維立
（James Cleverly）主持的招待會。
結束在威靈頓拱門的儀式後，國王及其他
王室成員將驅車前往溫莎（Windsor）準備安
葬女王，移靈也將以靈車進行。在溫莎的送葬
儀式預計下午 3 時 10 分展開。
女 王 將 被 安 葬 在 屬 於 溫 莎 堡 （Windsor
Castle）聖喬治教堂（St George's Chapel）一部
分 的 喬 治 六 世 紀 念 禮 拜 堂 （King George VI
Memorial Chapel），伴菲立普親王與喬治六世
長眠。
在聖喬治教堂的安葬儀式預計下午 4 時展
開，將有電視轉播，但晚間 7 時 30 分開始的入
土儀式則完全屬於王室成員。

巴基斯坦空前大洪水 已近1500人喪生
(本報訊）今天公布的數據顯示，淹沒巴
基斯坦大片國土的空前水災已造成近 1500 人
喪生，當局希望為數千萬災民加緊賑災行動
。
路透社報導，因雨季降下空前雨量以及
北部山區冰川融化而形成的大洪水，已使巴
基斯坦 2.2 億人口中的 3300 萬人受災，沖走了
民宅、交通設施、農作物和牲口，造成估計
300 億美元損失。
國家災難管理局（National Disaster Management Authority）指出，巴國水災喪生人數
為 1486 名，包括大約 530 名兒童。管理局並
首次公布，9 月 9 日至今的全國受災死亡總人
數增加了 90 名。
巴國當局過去數週築起了防水柵欄以保

護發電廠等重大設施和民宅，至於堅守不退
以設法保全牲口的農民，現又面臨飼料即將
用罄的威脅。
巴國在突破夏季高溫紀錄後又發生大洪
水，政府與聯合國都將此歸因於氣候變遷。
眼前的水災迫使大批民眾棄守家園，只能住
入帳篷或沿著公路露天而居。
巴基斯坦今年 7 月和 8 月降下了 391 公釐
雨量，是 30 年平均雨量的將近 190%；至於在
災情最嚴重地區之一的南部信德省（Sindh）
，這個數字高至 466%。
巴國外交部表示，由阿拉伯聯合大公國
和美國空運而來的賑災物資今天已抵達，同
時聯合國也正評估巴國的災後重建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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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首個海上風電場安裝最後壹臺渦輪機

馬克龍大力推動可再生能源的發展

綜合報導 據報道，法國西海岸所
有 80 個海上風力渦輪機的安裝已經完
成，法國的第壹個海上風電場計劃在
今年年底前啟動和運行。聖納澤爾基
地生產的電力將足以滿足大西洋盧瓦

爾省地區總電力消耗的 20%，即大約 70
萬人的需求。
為了促進可再生能源，法國總統馬
克龍原定於本周壹參觀該基地，但由於
本周有大雨和大風浪，參觀時間被推後

哥倫比亞反政府武裝稱
將在數周內重啟與政府和談
綜合報導 哥倫比亞反政府武裝“哥倫比亞民族解放軍”在古巴的
和談代表拉米雷斯表示，將於數周內重啟與哥政府的和談。關於和談地
點，可能采取與 2017 年相同的“輪流”模式，即在古巴重啟，之後在智
利、西班牙等國繼續舉行和談。
此前，哥倫比亞新任總統佩特羅表示，已有多個非法武裝組織表明
，有意尋求對話以結束對抗。佩特羅還表示，在哥倫比亞活動的所有非
法武裝組織實現多邊停火，將為開啟和平談判奠定基礎。
當地時間 8 月 11 日，哥倫比亞外交部宣布，政府與“哥倫比亞民族
解放軍”在古巴恢復接觸。哥政府在聲明中重申，願意遵守承諾，積極
推進哥倫比亞和平進程，努力促進該國實現全面和平。哥政府承認“哥
倫比亞民族解放軍”談判代表團的合法性，並表示將在國內法和國際法
的框架內采取壹切政治和法律措施，為恢復和談提供保障。“哥倫比亞
民族解放軍”隨後表示，認同哥政府的和平意願，並將采取必要措施回
到和平對話的談判桌。
“哥 倫 比 亞 民 族 解 放 軍 ” 長 期 與 政 府 軍 處 於 武 裝 沖 突 狀 態 。
2016 年 ， 哥 政 府 與 境 內 最 大 的 反 政 府 武 裝 “ 哥 倫 比 亞 革 命 武 裝 力
量 ” 簽 署 和 平 協 議 後 ， 於 2017 年 正 式 開 始 與 “ 哥 倫 比 亞 民 族 解 放
軍”的和談進程。2018 年 5 月，雙方在古巴哈瓦那結束第五輪和談
後，談判進程陷入停滯。哥倫比亞杜克政府拒絕與“哥倫比亞民
族解放軍”繼續和談，強調政府重啟和談的前提是“哥倫比亞民
族解放軍”單方面永久停火，釋放所有在押人質和停止征召新成
員等。

了激烈的爭論，來自環保組織和漁業的
反擊，他們對其高風險提出了堅實的主
張，當然還有居民和旅遊業，他們希望
有壹個漂亮的風景。這個項目最初在
2012 年就得到了政府的批準，但壹直受
到當地人的反對和政府的拖延，就像所
有這種規模的可再生基礎設施壹樣，充
滿了利益的競爭。
早在 4 月，該項目第壹臺風力渦輪
機已經安裝到位，現在比計劃提前，並
將在今年年底前全面投入使用。該風電
場由法國 EDF 和 Enbridge 的可再生能源
部門開發，容量為 480MW ，使用 Haliade 150MW 渦 輪 機 。 以 附 近 的 Nantes
Saint-Nazaire 為項目中心，Jan De Nul 的
自升式船舶 Vole au vent 將渦輪機分成四
組安裝，該船 1500 噸的主起重機將它們

綜合報導 瑞典政府日前宣布為北歐
和波羅的海地區的電力公司提供 2500 億瑞
典克朗（1 瑞典克朗約合 0.09 美元）信貸
擔保，以化解高電價給電力公司帶來的流
動性風險，避免由此引發金融動蕩。經過
議會批準生效後，瑞典政府 6 日授權瑞典
國債局為相關電力公司提供信貸擔保。
據瑞典國債局介紹，該信貸擔保申請
日期截至 2023 年 3 月 31 日，擔保期限不超
過三年，覆蓋的電力公司包括在斯德哥爾
摩證券交易所旗下納斯達克清算公司註冊
的北歐和波羅的海地區電力公司。
據悉，歐洲電力公司通常會在電力衍
生品市場開展套保交易，通過壹定規模的
擔保金建立中遠期做空頭寸，對沖未來壹
段時間電力售價下跌導致的企業銷售利潤
損失。近幾個月來，電價飆升，套保交易
的擔保金要求隨之大漲，極大消耗電力公
司的流動性，壹些企業甚至因此面臨破產
風險，促使瑞典政府出臺巨額信貸保障政
策。
瑞典政府介紹說，自 6 月以來，電力
公司在衍生品市場交易所需擔保金總額已
從約 700 億瑞典克朗猛增至約 1800 億瑞典

克朗。如果某家企業
無法滿足提供足額擔
保的要求，便會危及
納斯達克清算公司的
穩定性，進而給整個
金融體系帶來風險。
瑞典國債局擔保
和融資部門負責人馬
格努斯· 呂斯泰特表示
，電力公司在必要時
可以通過銀行申請貸
款，銀行進而向國債
局申請信用擔保。
瑞典財政大臣丹
貝裏 3 日宣布將出臺這
壹政策時說：“在俄
羅斯宣布減少對歐洲的天然氣供應後，
這是我們在面臨極端情況下為穩定金融
市場釋放的重要信息。”他說，瑞典政
府此舉旨在確保電力市場穩定，盡量減
少其對金融體系的幹擾。瑞典首相安德
松表示：“如果我們不采取行動，金融
體系將面臨嚴重風險，最壞的情況可能
導致金融危機。”

綜合報導 知情人士透露
，歐盟委員會計劃對石油、天
然氣、煤炭和煉油行業的公司
征收臨時稅，稅額至少為其超
額利潤的 33%。
知情人士還稱，歐盟考慮
為可再生能源發電和核電設置
每兆瓦時 180 歐元至 200 歐元的
價格上限。
除此之外，為了減少電力需
求，歐盟考慮制定將總體消費量

減少10%的目標，並強制削減選
定高峰時段需求5%。不過，這壹
提議需得到各國成員國的同意。
據報道，壹份文件草案顯
示，歐盟委員會將向化石燃料
公司推出壹項“團結貢獻費”
（solidarity contribution）。
根據該草案，歐盟各國石
油、天然氣、煤炭和煉油公司
將依據“2022 財年應稅盈余利
潤”繳納這項費用。

石油和天然氣價格因後疫
情時期需求的增加和俄烏沖突
的爆發飆升，各類能源企業賺
取了創紀錄的利潤。
二季度，國際石油巨頭殼牌
和法國道達爾能源集團業績超預
期，總凈利達237億美元（折合
人民幣約為1599億元）。
草案稱，“這些公司獲得
了不可預測的盈余利潤，這些
利潤與在正常情況下所獲利潤
水平並不相符，足以證明征收
這項費用的正當性”。
據報道，歐盟將設定最低
稅率，各成員國可以在此基礎
上設置更高的數額。
為遏制歐洲不斷飆升的天然
氣價格，同時削弱俄羅斯“戰爭
資金”收入，歐盟委員會主席馮
德萊恩壹直在推動給俄羅斯天然
氣設定價格上限的政策。
在 9 月 7 日召開的歐盟成員
國代表會上，馮德萊恩提出了 5
項能源措施：采取強制性措施減

金城银行与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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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llbrae Branch
(650)745-1615

Harwin Branch
(713)777-3838
Tustin Branch
(714)338-5188

瑞典金融穩定委員會 4 日召開特別會
議，認為電價走勢的“極端情況”已導致
電力衍生品市場出現流動性風險，而政府
提議的國家信用擔保將降低這壹風險發展
成系統性金融風險的可能。
近期，北歐多國政府接連出手，應對
電力衍生品市場流動性風險。芬蘭 4 日宣
布，將向該國電力公司提供 100 億歐元的
流動性擔保。

能源企業利潤創紀錄，歐盟考慮對征收 33％“團結貢獻費”

極右政黨得票率或創新高

Corporate Office
(713)777-3838

安裝在單樁基礎之上，這些單樁基礎被
放置在離海岸 12 公裏至 20 公裏的地方。
安裝壹臺渦輪機大約需要 24 小時，每次
安裝行程大約需要 5 天。
今年夏天，法國政府在進行了有
15000 人參與的大規模公開辯論後，也確
定了南大西洋沿岸的兩個海上風電場區
，環境保護是討論的首要問題，特別是
對該地區遷徙的鳥類的風險，其中壹些
已經瀕臨滅絕。第壹個風電場的目標是
Oléron 島，距離 La Rochelle 海岸超過 35
公裏，容量約為 1000MW。第二個風電
場可能將位於更遠的海域，並且是浮動
的或固定底部的基礎，這取決於對這兩
個地點正在進行的生態研究的結果。這
兩個風電場的總發電量能滿足 160 萬個
人的日常用電需求。

瑞典提供巨額擔保應對電企流動性危機

瑞典選舉初步結果顯示右翼陣營領先
綜合報導 瑞典議會選舉初步結果於揭曉，以右翼政黨為首的藍方
陣營以微弱優勢領先現任執政黨社會民主黨為首的紅綠陣營，雙方之間
的差距極小，約 0.9 個百分點。瑞典電視臺的民調顯示，持反移民主張
的極右翼政黨瑞典民主黨的得票率或創歷史新高。
據報道，根據瑞典選舉委員會公布的初步計票結果，由自由黨、
基督教民主黨、溫和黨和瑞典民主黨組成的藍方陣營獲得 49.8％的選
票，贏得 176 個議席。由左翼黨、現任執政黨社會民主黨、環境黨和
中央黨組成的紅綠陣營獲得 48.8％的選票，贏得議會 349 個議席中的
173 個。
據瑞典電視臺 SVT 和 TV4 進行的民調，極右翼政黨瑞典民主黨得票
率將達到 20.5%至 21.3%，或將創下歷史新高，並有望首次成為瑞典第二
大政黨。瑞典民主黨是在新納粹運動中形成的政黨，數十年來在該國政
治中被排斥，在此次議會選舉中首度展現出不同以往的政治影響力。瑞
典民主黨領導人吉米· 奧克松表示，如果發生政權更疊，該黨將發揮
“核心作用”。
瑞典現任首相安德松表示，她領導的社會民主黨在選舉中表現出色
，獲得了 30.5%的支持率，將保持議會第壹大黨地位。社會民主黨在過
去八年中壹直領導瑞典政府，但在此次議會選舉競選期間，該黨對幫派
犯罪和移民問題給予強烈關註，這對於壹個傳統上以提供福利和保障工
人權利為優勢政黨來說是壹個挑戰。
瑞典中右翼溫和黨領導人克裏斯特松表示，溫和黨和社會民主黨之
間的競爭是艱難的，但他呼籲國家團結起來，因為現在正值瑞典申請加
入北約，而且即將於明年出任歐盟輪值主席國。克裏斯特松說，如果瑞
典溫和黨在選舉中領先，他將隨時準備接任首相壹職。

。早在今年 2 月，馬克龍宣布政府計劃
在 2050 年前建立並運行約 40GW 的海上
風力發電能力，或在該國沿海建立約 50
個海上風電場。而現在，他正在努力緊
急推動壹項新的法案，以增加可以建造
風力渦輪機的土地數量，並為居住在風
電場附近的居民提供壹些補償。
法國嚴重依賴核能，約占總產量的
75% ， 而 可 再 生 能 源 和 化 石 燃 料 約 占
18%，大部分可再生能源來自水電。雖
然法國在采用海上風力發電方面進展緩
慢，但該國正在大力推動擺脫對化石燃
料的依賴，預計到 2030 年，該國的風力
發電將超過水力發電。此外，俄羅斯與
烏克蘭的戰爭使局勢更加緊張，電力價
格急劇上升，天然氣供應可能受影響。
然而，海上風力渦輪機在法國引起

Sugar Land Branch
(218)491-3838

Rowland Heights Branch
(626)964-3400

Legacy Branch
(972)517-4538

Richardson Branch
(972)889-3838

Alhambra Branch
(626)320-1938

Cupertino Branch
(408)446-1196

S. California LPO
(714)368-3682

N. California LPO
(650)418-7938

少電力需求；對從低成本來源發
電的公司（稱為邊際生產者）的
收入設定上限，將這些“意外利
潤”補貼消費者；對獲得巨額利
潤的化石燃料公司征收團結稅；
以及向陷入困境的公用事業公司
提供支持；以及對俄羅斯天然氣
設定價格上限。
不過，從俄羅斯進口大量
天然氣的歐盟成員國，包括匈
牙利、斯洛伐克和奧地利均已
經公開反對對俄羅斯天然氣設
定價格上限。此前俄羅斯總統
普京也警告稱，如果西方實行
價格上限，俄羅斯將停止供應
天然氣和石油。
而包括法國和波蘭在內的十
幾個國家希望對所有進口天然氣
設置價格上限，他們認為這是抑
制價格飆升的更好辦法。
由於成員國存在分歧，馮德
萊恩預計在9月14日公布歐盟應
對能源價格飆升的行動方案，各
國成員國將在之後進行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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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油價回跌
拜登支持率明顯回升
（綜合報導）隨著美國油價的回穩，以及美國總統拜登的
民意支持度也有回升。根據美聯社 NORC 公共事務研究中心
(AP-NORC Center for Public Affairs Research)的民意調查，美
國總統拜登的支持率從今年夏天 36%的最低點，已大幅提高到
45%的近期新高，不過人們對於他的經濟應變處理方式仍然擔
憂。
美聯社報導，拜登的支持率從 7 月份的 36%的低點回升至
45%，很有可能會挽救 11 月份期中選舉的民主黨選情，之所以
如此有多個因素綜合形成，包括油價的回穩，以及美國人對極
端保守主義的擔心。
自 6 月以來，美國平均汽油價格已下跌 26%，至每加侖
3.71 美元，這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美國家庭的經濟壓力。在過

去一個月，國會還通過了兩項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法案，可以重
整經濟，且同時減少碳排放。
另一方面，最高法院推翻了羅伊訴韋德案(Roe v. Wade)造
成自主墮胎權又被撤除後，共和黨人面臨著相當大的反感。同
時，聯邦調查局 FBI 在前總統川普於佛羅里達州的家，發現屬
於美國政府的機密文件後，拜登公開稱川普是對民主的根本威
脅，這一指控引起了共鳴。
這些因素的結合使民主黨忠實擁護者的回溫，但是拜登支
持率仍然不高，53%的美國成年人不支持他，經濟仍然是拜登
的弱點。只有 38%的人認同他的經濟領導力。
有些人是以』枱面上人物較不差的」形容拜，比如奧勒岡
州波特蘭市的 74 歲退休人員波卡茲(Betty Bogacz)說： 「我不認

為他是這份工作(美國總統)的最佳人選，但卻是選項中的最佳
人選。他代表了穩定，我覺得川普總統根本就不穩定。」
雖然拜登聲望有所回升，但仍低於他剛當選時期，在他任
期的前六個月，AP-NORC 的民意調查中，拜登的平均支持率
是 60%。
採訪表明，擔心川普回來，是拜登支持度反彈的一個重要
原因，退休教授賈布隆斯基(Stephen Jablonsky)說： 「這個國家
有一種名為川普的政治病毒，感染者似乎不關心法律、秩序和
民主。」
一名家庭主婦說： 「我總覺得他(拜登)應該要做得更好，
但話說回來，他比我們的上一任總統來的好。」

台灣政策法案出委員會
美國務院感謝國會力挺台
（綜合報導）美國參議院外委會 14 日通過將全面重整美國
對台政策的 「台灣政策法案」，美國國務院今天感謝國會跨黨
派大力挺台，指拜登政府會持續深化台美關係，給予台灣外交
、經濟與軍事支持。
參議院外委會 14 日以 17 票贊成、5 票反對的高票，通過集
結兩黨議員意見的修正版 「台灣政策法案」（Taiwan Policy
Act）。
修正版雖淡化部分敏感性條文，包括將駐美代表處更名案
改成 「國會意見」建議性表態、移除賦予台灣 「主要非北約盟
友」（major non-NATO ally，MNNA）地位要求等，但加碼
提供台灣 20 億美元（約新台幣 628 億元）無償軍援，總計 5 年
將提供 65 億美元。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 15 日警告，法案若繼續審議推進甚
至通過成法，將 「極大動搖中美關係的政治基礎」，對中美關
係以及台海和平穩定將造成 「極其嚴重的後果」。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萊斯（Ned Price）今天召開例行簡報
會，有媒體詢問法案是否可能進一步損害美中關係。他未直接

回應，但表示拜登政府未來會持續就 「台灣政策法案」與議員
及他們幕僚直接與私下溝通，如同對所有其他法案的作法。
普萊斯也重申，法案未改變美國對台作法，仍是以 「一中
政策」、美中三公報、對台六項保證及 「台灣關係法」作為準
則。
針對台灣，普萊斯說，拜登政府努力深化與台灣的夥伴關
係，未來會持續這麼做，給予台灣有效外交、經濟與軍事支持
。他也感謝國會對台灣的跨黨派大力支持。
「台灣政策法案」被提案人參議院外委會主席梅南德茲
（Bob Menendez）、共和黨籍參議員葛蘭姆（Lindsey Graham
）譽為是繼 1979 年 「台灣關係法」後，最全面重整美國對台政
策的法案。
修正版法案長達 156 頁，在外交、軍事、經濟、文化及國
際參與等面向都有所著墨，盼全面提升美台關係。
除了提供台灣 65 億美元無償軍援部分，其他值得關注的條
文包括美國將在軍備移轉上，以 MNNA 盟友同等方式對待台
灣，也要求美台建立包含兵推、軍演等全面性訓練計畫，讓雙

方軍隊得以發展互操作性（interoperability），熟悉彼此。
為嚇阻中國犯台，法案擬定一套制裁行動，若中國大規模
升級侵略行徑，企圖奪取台灣，例如封鎖台灣、占領台灣外島
等，美國總統應制裁至少 100 名中國官員、5 間中國國有銀行等
；可動用制裁手段包括凍結在美資產、禁止入境、撤銷簽證等
。
在外交部分，法案要求美國國務卿，廢除任何不允許台灣
在聯邦機構內展示國旗或軍服的內規，也對聯合國第 2758 號決
議正式表態，強調決議並未處理台灣代表權問題，也未含任何
攸關台灣主權的聲明。
在經濟領域，法案呼籲美國行政部門與台灣洽簽雙邊自由
貿易協定（FTA），並讓台灣參與由美國主導的 「印太經濟架
構」（Indo-Pacific Economic Framework，IPEF）。
在參議院外委會過關後，法案接下來將送交參院全院審理
，須在本屆國會明年 1 月期滿前在參、眾兩院通過，才能遞交
美國總統簽署後生效。

F16 墜機新發現 美飛行員疑枉死
（綜合報導）美國空軍正在調查 2020 年的墜機致死案，卻
暗中發現，飛行員彈射座椅的關鍵零組件可能是仿製品。
據《空軍時報》（Air Force Times）14 日報導，當時 32 歲
的 F-16 戰機飛行員施密茲（David Schmitz）中尉 2020 年 6 月 30
日在夜間執行任務，準備降落南卡羅來納州蕭空軍基地
（Shaw Air Force Base）失敗，雖然啟動彈射座椅，但卻因為故
障，逃生不及而喪生。

美國空軍在事發後進行的好幾個月調查中發現，座椅內的
電子製品有刮痕，打磨不均勻，製作手法拙劣。而美國空軍研
究實驗室（US Air Force Research Laboratory）認為，這是警訊
，要求更仔細調查，以確認這些零組件是否為仿製品。
儘管美國空軍懷疑，彈射座椅零組件為仿製品，但卻把相
關訊息埋藏在事故調查報告中非公開的部分。而相關細節之所
以會曝光，是因為施密茲的遺孀薇樂麗（Valerie）提起聯邦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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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訴訟，控告 3 家防務公司，說它們涉及疏忽，並誤導空軍對
其產品的安全性。
而南卡羅來納州地方法院目前把焦點放在 F-16 製造商洛
克希德馬丁（Lockheed Martin）、為空軍戰機製造 ACES II 彈
射座椅的航電大廠柯林斯航太（Collins Aerospace），還有製造
彈射座椅數位恢復分序器（digital recovery sequencer）的 「泰萊
達科技」（Teledyne Technologies）集團旗下幾個業務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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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規模軍演與戰略磋商：
韓美加快軍事合作背後的韓國外交調整

“乙支自由之盾”韓美聯合軍演落下
帷幕，此次演習恢復了中斷5年的大規模實
兵訓練。與此同時，擱置了近5年的薩德基
地運行問題近期被韓方提上日程，韓國防
部人士表示將在9月份完成基地的“正常化
運行”。韓美雙方日前還宣布將在9月份重
啟中斷4年多的“延伸威懾戰略磋商會議”
，以遏制“朝鮮核威脅”。韓美近期出現
加快軍事合作步伐動向值得關註。
此前有文章指出，尹錫悅政府進壹
步加強美韓同盟關系和聯防態勢，從未
來半島安全形勢發展來看，並不有利於
半島和平與穩定，反而可能使本已存在
的“安全困境”螺旋式惡化。
戰區級聯合軍演復活
過去韓美有三大年度例行聯合軍演，
即上半年的“關鍵決心”演習、“鷂鷹”演
習和下半年的“乙支自由衛士”演習。
2018 年 6 月新加坡朝美首腦會談後，時
任美國總統特朗普宣布暫停美韓聯合軍
演，當年 9 月韓朝簽訂 9.19 軍事協議，
作為互示善意的舉措，韓軍停止與美軍
進行大規模野外實兵訓練。2019 年開始
，“乙支自由衛士”改為以計算機模擬
演練為主的“聯合指揮所演習”，規模
大幅縮小，野外實兵訓練只以營以下規
模進行。

此次“乙支自由之盾”演習有三個特
點。壹是突出了“總體作戰”概念。把演
練政府應對緊急事態的 “乙支演習”和韓
美軍事演習（“自由之盾”）結合起來進
行，目的是在強化韓美聯合防衛態勢的同
時，通過韓國民、官、軍、警等所有防衛
要素共同參與防護和救援訓練，提高國家
總體作戰能力。
二是實兵演練規模大、項目多。此次
演習恢復了2018年後中斷的團以上規模實
兵演練，部隊按照職能不同進行戰術級野
外機動訓練，包括清除大規模殺傷性武器
、聯合火力運用、攻擊直升機射擊、海上
警戒作戰、前方燃料供給、架設橋梁等13
個項目。計算機模擬演習中，為應對俄烏
沖突中呈現的戰爭新形態，還設計了無人
機攻擊、網絡戰等實戰藍本。
三是首次由韓國將軍擔任聯合演習
總指揮。按照“戰時作戰指揮權轉換計
劃”，此次演習首次由擔任韓美聯合司
令部副司令的韓國四星將軍出任總指揮
，以對未來聯合司令部遂行作戰任務的
“完全運用能力”進行評估，這是三期
評估作業的第二階段。韓國聯合參謀部
人士表示，此舉是為了更好地創造戰時
作戰指揮權穩定轉換的條件。
薩德基地“運行正常化”提速

韓國軍方8月中旬公布了向美軍提供37
萬平方米薩德基地用地的計劃，計劃在9月
中旬前完成行政手續。按照韓美相關協議，
美軍基地的運行維持費用由美方負擔，基地
用地和水電等基礎設施由韓方提供。此次是
韓方5年來首次向美軍供地。位於慶尚北道
星州郡的薩德基地占地約 148 萬平方米，
2017年4月韓方向美軍提供了首批32.7萬平
方米用地，之後由於薩德部署在國內外引發
巨大爭議，文在寅政府沒有再繼續推動。
據韓媒報道，韓國總統府官員曾表
示要在 8 月底前實現基地“運行正常
化”，但現實看困難重重。首先是環
境 影 響評估問題，目前薩德系統尚處於
臨時部署狀態，只有通過環評才能進行
營房及相關設施的施工。8 月中旬已成
立了“環境影響評估協議會”，並著手
啟動現場調查工作。但即使啟動環評，
得出結論也需要壹年左右的時間。
其次是基地通行問題，由於當地居
民及民間團體的阻攔，目前薩德基地實
際上處於半封鎖狀態，美軍士兵和裝備
物資進出基地主要靠直升機運送，地面
通行限制在每周 3 次，尹錫悅政府上臺
後增加到每周 5 次，政府最終目標是實
現在“美軍希望的時間”進行人員和物
資的輸送，為此正在制定具體方案。
三是中方對此表達了關切。8 月 9 日
舉行的中韓外長青島會晤中，中國外長王
毅重提韓國前政府在薩德問題上的“三不
壹限”承諾，希望韓方堅持獨立自主，不
受外界幹擾，照顧彼此重大關切。
高級別戰略磋商重啟
7月底舉行的韓美國防部長會談中，雙
方宣布將於今年 9 月份召開中斷 4 年多的
“韓美延伸威懾戰略磋商會議”。這壹會
議由韓美兩國外交部、國防部副部長參加
，以2+2形式舉行，主要議題是討論針對
“朝鮮核威脅”的延伸威懾方案。
2016 年 9 月朝鮮第五次核試驗後，
當年 12 月韓美啟動“延伸威懾戰略磋商
會議”機制，其核心是美國向韓國提供與美

本土相當的核遏制力量，必要時允許美國戰
略武器常態化部署到韓國。磋商機制成立後
僅召開過兩次會議，2018年1月以後隨著韓
朝關系改善，這壹機制隨之中斷。
據韓國防部人士透露，“延伸威懾
戰略磋商會議”召開後，韓美還計劃在
今年內舉行延伸威懾手段運用演習，從
政治、軍事兩方面形成對朝威懾態勢，
有效履行美國的延伸威懾承諾。
另據韓媒報道，8月16-17日，第21次
韓美聯合國防協商機制會議在首爾舉行，韓
美國防部局長級官員參加。這壹會議是為今
年秋季召開的部長級韓美年度安保會議做準
備。今年內，韓美將實現兩國國防+外交部
門之間的多層次高級別磋商，可以預見兩國
在軍事安全領域的合作將更趨密切。
尹錫悅急於靠攏美國為哪般？
近期尹錫悅政府加快推動韓美軍事
合作引人關註。可以看到，這些項目均
以遏制“朝鮮核導威脅”為借口，均被
前任文在寅政府推遲或中斷。尹錫悅急
於按下重啟鍵，從壹個側面反映出其對
內政外交政策的考量。
首先是鞏固韓美同盟基礎的需要。
尹錫悅就任韓國總統後，意圖重建與
主要國家的關系，提出“價值外交”概念
，其核心是通過與所謂有共同價值觀的國
家加強合作，拓展國際活動空間，提高韓
國的話語權，成為全球樞紐國家。
韓美同盟歷來是韓國對外政策的基
石。觀察尹錫悅執政三個多月來的外交
動作，配合美國的戰略是主線，加入
“印太經濟框架”，出席北約首腦會議
，推動改善韓日關系，表明尹錫悅加強
韓美同盟關系的態度比前任文在寅起勁
得多。美國對此種種自然樂見其成。尹
錫悅就任總統 11 天後，美國總統拜登即
訪韓舉行首腦會談，確定韓美同盟關系
提升至“全球全面戰略同盟關系”。之
後韓國外長、防長、國家安保室官員、
國情院長走馬燈般訪美，對口協商，加
強合作。在這壹背景下，恢復韓美聯合

軍演、推動薩德基地“正常運行”等被
迅速提上日程也在意料之中。
其次是確立對朝政策基調的需要。
今年“8.15光復節”紀念日上，尹錫悅
正式提出了對朝政策路線圖“大膽計劃”，
其核心是以朝鮮無核化為前提，韓國向朝提
供糧食、基礎設施建設、衛生保健以及國際
金融投資等大規模援助。這反映出尹錫悅對
朝政策的“文”“武”兩手，軍事上揮舞韓
美同盟“大棒”增強威懾力，經濟上拋出援
助“胡蘿蔔”引導朝鮮棄核。
朝鮮對此迅速作出反應。8 月 17 日
朝軍從平安南道向半島西部海域發射 2
枚巡航導彈，8 月 18 日朝鮮勞動黨中央
委員會副部長金與正發表談話，指責
“大膽計劃”毫無新意，荒謬至極，表
示“朝鮮絕不接受”。
第三是穩定國內基本盤的需要。
尹錫悅就任總統三個多月來，支持率
持續走低，從就任時的52%壹路降到最低
時的25%，人事任用爭議、執政黨內訌問
題飽受詬病。尹錫悅是政治素人，大選前
壹年才匆匆加入代表保守陣營的國民力量
黨，黨內根基不牢固，社會支持階層也搖
擺不定，亟需穩定政治基本盤。內治見成
效需要時間，尹錫悅亟需在外交方面做出
亮點為自己加分。其對朝拋出“大膽計
劃”，對華堅持“相互尊重”原則，對日
謀求改善關系，對美加強經濟技術和軍事
合作均是出於這壹考慮。
也正是在這壹背景下，尹錫悅采取
了與前任“差別化”的策略，壹方面通
過公布國政課題宣示自己的施政方針，
另壹方面通過糾正前任的“錯誤”展現
自己的執政思路。尹錫悅提出“徹查積
弊”的口號，幾乎全面否定前任政府的
重要內外政策，擺出要“強力糾偏”的
架勢。恢復韓美聯合軍演、推動薩德基
地“正常運行”，都不免受到這樣心態
的影響。這固然可以吸引前政府反對者
的支持，但這樣的思路和心態會把韓國
引向何方，對地區局勢又會產生怎樣的
影響，這些都是值得繼續觀察的問題。

台灣新聞

農委會點頭便可真相大白
別再政治拖延
（中央社）九合一選舉將至，政治髒水混濁
異常，國民黨桃園市長參選人張善政近期被抄襲
計畫潑得滿身汙，然而釐清一切的關鍵在於農委
會是否點頭同意宏碁公開說明，但為了選情，說
張善政 「沒錯」似乎有違上意，是否真的違約又
拿不出證據，農委會搞得自己左右為難。
農委會 96 年度 「農業電子化發展策略分析與
規劃」科技計畫合約書第 10 條訂定， 「計畫主持
人及參與計劃工作人員均應嚴守契約應保密事項
，未經甲方同意，乙方不得將契約內容、執行情
形及研發成果公開或洩漏於本契約關係人以外之
人員」。
甲方為農委會、乙方為宏碁，保密條款已清
楚寫在合約裡頭，並不像農委會說的沒有保密條
款，而宏碁能否公開說明的關鍵就在農委會是否
同意，然而民進黨立委鄭運鵬說自己看過該計畫
合約，卻仍直指張善政把保密條款拿出來說是違

反法律跟合約常識，根本是拖延戰術。
不過回力鏢總是來得又快又準，任何人只要
看了合約的條文就知道誰才不具備合約常識，明
明只要農委會授權同意就可以讓宏碁與張善政向
社會大眾說明白，結果農委會卻多次對外說要彙
整疑點，待審查結果出來就會對外說明，到底是
誰在施展拖延戰術？還是農委會有什麼難言之隱
？
印度聖雄甘地曾說 「手段的不純潔，必然導
致目的的不純潔」，民進黨號稱最會選舉的政黨
，但抹黑抹紅、人格毀滅也無人能出其右，既然
計畫抄襲風波已經傷及張善政選情，只要能打贏
選戰，真相又怎會比繼續坐擁江山來得香？不是
張善政想拖，農委會趕緊點頭吧！

早自習新制多未落實 教長承諾會強力執行

（中央社）教育部從這學期起實施早自習
新制，但台灣青年民主協會昨公布調查指出，5
成高中生、8 成國中生認為學校未落實。教育部
長潘文忠回應，絕不允許學校巧立各種名目要
學生提早到校，會強力執行這項政策。
教育部提出的早自習新制是，高中生除每
周一次的朝會外，其餘早自習時間都應開放學
生自由參與，他們只要第 1 節上課前到校即可；
國中小部分，不得在早自習考試。
青民協 9 月 3 日至 10 日在網路發起 「全台國

高中早自習新制大調查」，收到 2291 份的回覆
，結果顯示，46.3％的高中生及 86.4％的國中生
表示學校沒有貫徹早自習新制。
青民協副理事長何蔚慈進一步分析，高中
若以公私立來區分，公立學校落實早自習新制
達 81.2％，私立學校未落實比例卻達 75.6％，顯
示私立學校仍透過各種方式要學生早自習到校
。
北市東山高中發下 「晨間引導學習申請書
」，晨間引導學習時間為 7 時 30 分至 8 時 10 分

。東山高中學生表示，學校會在早自習進行周
考，只是名目上改為 「引導學習」，若未交申
請書，會被班導關切，早自習周考成績也會納
入平時成績。
青民協也會現，早自習新制最無感的族群
是 「搭乘校車」及 「住宿舍」的學生，因為多
數學校並未因應早自習自由參與，而調整校車
發車、住宿早點名時間。
國中部分，則有超過 8 成的學生表示早自習
仍在考試。國中生徐宥霖表示，學校要學生 7 時

30 分到校，7、8 年級不考試，但 9 年級會排考
試。
潘文忠回應，許多高中的學生來自跨學區
，他們一早要通勤，如果不落實早自習新制，
將影響到他們的休息時間。教育部會強力執行
這個政策，國教署也設有民意信箱，一旦接到
投訴，將逐案查核到學校改善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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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ostini 聲稱無奈決定 事件揭預繳式消費欠保障

執笠前狂賣餅卡 連鎖餅店疑呃錢
全港共十多間分店的高檔西餅店 Crostini
13日突然宣布結業
13
日突然宣布結業，
，創辦人
創辦人14
14日向傳媒聲稱
日向傳媒聲稱，
，
並非早有計劃結業，
並非早有計劃結業
， 公司曾透過不同渠道籌
錢，仍不夠交租
仍不夠交租，
，才決定全線結業
才決定全線結業。
。消息傳出
隨即令約百名被拖糧的員工頓失“
隨即令約百名被拖糧的員工頓失
“飯碗
飯碗”，
”，該
該
店餅卡亦隨時變廢紙，
店餅卡亦隨時變廢紙
，500 多名已購買該店餅
卡的消費者欲哭無淚，
卡的消費者欲哭無淚
，最少損失合共 30 萬元
（港元
港元，
，下同
下同）。
）。香港文匯報記者接觸多名苦
香港文匯報記者接觸多名苦
主，不少人質疑店方結業前狂推優惠吸引市民
買餅卡，
買餅卡
，最高折扣優惠多達六折
最高折扣優惠多達六折。
。有苦主早前

▲顧客手中的餅卡隨時淪為“廢紙”。

在婚紗展，
在婚紗展
，受優惠吸引
受優惠吸引，
，以 6,000
000多元買入
多元買入200
200
張餅卡，
張餅卡
，準備
準備11
11月結婚時派予親友
月結婚時派予親友，“
，“現在要
現在要

▼Crostini多間分店的鐵閘
14日被海關貼上告示。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額外使多 9,000 幾蚊買過另一批餅卡
幾蚊買過另一批餅卡。”
。”他們
他們
均表示，
均表示
， 目前的法例未能有效保障預繳式消
費，一旦店舖結業
一旦店舖結業，
，消費者
消費者“
“渣都無
渣都無”。
”。
◆ 香港文匯報記者 廣濟
13日在社交網站突然宣布，全線約十
連鎖餅店Crostini
間分店結束營業。公司解釋自前年開始，經營環境十

買 6000 元結婚餅卡恐變廢紙
他稱，繼續賣餅卡是因為原本沒有打算結業，“真的
被人逼到沒辦法，只能讓清盤官去處理這個問題。”他又
稱一直尋找新資金，但不成功，而執達吏上星期收回三間
店舖引發連鎖反應，令其餘店舖的業主“追得好急”，不
再給予時間商討如何處理拖欠租金。
香港文匯報 14 日發現 Crostini 位於杏花邨、鑽石山等
分店都已重門深鎖，雪櫃清空，工場也沒有人開工。不少
苦主均質疑店方早有部署結業，更成立了群組追討欠款。
群組管理人之一的 Yandy 是最大苦主，她原本計劃 11
月結婚。在 7 月的婚紗展上，她以優惠價 6,030 元購買了
201張、面值50元的Crostini餅卡。她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
問時表示：“點知家 6,000 蚊變廢紙，仲要使多 9,000 元
再去買餅卡！”
Yandy表示，原本心儀幾間西餅店，猶豫之下見到婚紗
展上 Crostini 提供的折扣十分吸引，所以心動購買。據了
解，現場出售的餅卡優惠高達六折，且餅卡有效期三年，較
其他餅店為長。Yandy說：“你知啦，疫情期間，萬一婚禮
被迫延期，呢啲餅卡都唔會過期啦，點知即刻執笠？”

質疑店方早知出事部署掠水

香港文匯報記者 14 日發現，有夜冷店早在本
月 1 日已在社交平台上載“荃灣商場咖啡室生
香港文匯
財工具大平賣”的帖文，附圖展示的工具
報訊
（記者 文
仍印有 Crostini 的商標，相信為荃灣千
森）Crostini多間分
色匯Crostini分店的物資。
店的鐵閘 14 日被香港
Crostini 創辦人黃光輝 14 日在接受傳媒查詢時
海關貼上告示，指海關對
稱，該店繼續賣餅卡是因為原本沒有打算結業，
店舖突然結業展開調查。香
但香港文匯報記者發現，有夜冷店本月 1 日
港海關 14 日表示，高度關注事
貼文表示有咖啡室生財工具大平賣，並附
件，已成立專責隊伍作出跟進，如
有 40 多張圖片，包括餅櫃、雪櫃、咖
發現有商戶違反《商品說明條例》會
啡機等物資。附圖中顯示的餅櫃上
採取執法行動。有法律界人士指出，商
方有 Crostini 招牌，膠盤亦印有
戶若接受市民付款時並無意圖供應相關產
Crostini 字眼，而吊燈亦與荃
品，例如市民在購買現金券時，店方已知自己
灣分店屬同款，令人懷疑
即將結業而無法兌現承諾，就有可能觸犯《商品說
餅店早在半個月前已
明條例》下的“不當地接受付款”罪行。舉證包括，商
出售資產。
戶早已部署結業，如結業前已開始變賣資產等，但仍以預繳
◆香港文匯報
方式收取顧客費用，則有可能證明店方違法。
記者 文森
◆有夜冷店早在本月1日已貼文顯示
出售Crostini荃灣分店的生財工具。
設熱線電郵籲顧客舉報
fb圖片
海關發言人 14 日表示，留意到 13 日一間連鎖餅店突然宣布停業，已
購買餅券或禮券的顧客因而未能換取有關產品。截至 14 日下午 5 時，海關
暫接獲一宗有關該連鎖餅店的投訴，並已聯絡投訴人，了解詳情和展開調
查。
海關呼籲已經購買相關連鎖餅店餅券或禮券的顧客，盡快聯絡海關，24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不少
小 時 熱 線 2545 6182， 或 透 過 舉 報 罪 案 專 用 電 郵 賬 戶 （crimere早前購買了連鎖西餅店 Crostini 現金券的顧
port@customs.gov.hk）舉報。
客蒙受損失，香港消費者委員會14日向香港文
對餅店負責人聲稱在出售餅卡時未有結業計劃，大律師陸偉
匯報表示，截至 14 日下午 5 時，該會已接獲 10 宗
雄14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查詢時表示，商戶負責人的辯解在
涉及連鎖餅店 Crostini 結業的投訴。該會總幹事黃鳳
法律上比重不高。海關會搜證，包括商戶東主有否部署
嫻表示，顧客倘以信用卡購買現金券，可聯絡發卡公司
結業，“好似有否變賣或轉移資產，如出售一些機
代為向商戶的銀行要求退回尚未使用的預繳款項，同時應
器等。”對有指部分分店過去數天已沒有製造食
向清盤人登記成為無抵押債權人。
品，甚至已提早拉閘，他認為這也可能是結業
的蛛絲馬跡。
透過信用卡支付的消費者可申請退款
消委會總幹事黃鳳嫻表示，根據《商
‧妥善保存所有相關紀錄如報價單、合約或收據等
品說明條例》，商戶若接受付款時並
無意圖供應有關產品，或沒有合
‧盡快了解信用卡退款程序，以及接受申請時限
理理由相信其能在協定時間或
合理時間內供應有關產品，
‧聯絡發卡公司，代為向商戶銀行要求退回尚未使用之預繳款項
便不得接受付款，否則
註：若以信用卡分期付款，即銀行已代為向商戶支付金額，消費者將無法申請退款
有可能觸犯《商品說
明條例》下的
所有受影響消費者可向清盤人登記
“不當地接受
‧商戶自行清盤並已委任清盤人後，消費者可向清盤人登記成為無抵押債權人
付款”的
罪行。
‧清盤公司的資產償還其他債權人如僱員、政府、有抵押債權人欠款後，若仍有餘額，消



消委暫接10宗投訴

消費者自保方法

13 日，Yandy 從朋友轉發訊息中得知 Crostini 結業消
息，“我當時仲以為自己中邪！啱啱中秋過完大禮，我都
派咗 5 張餅卡出去，初初見到結業消息，真係唔敢相
信。”冷靜過後，她先致電信用卡公司申請退款，並提供
購買證明等各項資料，“但係信用卡公司未應承我一定會
退，就算處理到，都要5至8個月才退到錢。”距離婚期只
有兩個月，Yandy當然不能等待，“唯有再使多9,000幾去
第二度買餅卡。”
對Crostini聲稱結業沒有事前部署，Yandy有所保留，
“資金周轉有問題唔係一日兩日的事，老闆點會唔知自己
舖頭經濟狀況？交唔起租仲喺7月、8月婚展接連擺檔出優
惠，今個月仲喺度推銷月餅，係咪想掠水？”
另一名苦主譚小姐去年11月在馬鞍山分店欲購買兩打
西餅時，被游說買餅卡，“店員向我推銷面值 100 元的餅
卡，以九折出售，我就買了10張。”幸好，當時購買的10
張餅卡即場已用掉大半，手上剩餘不多，“就我個人而
言，今次雖然唔係蝕好多，但仍很憤怒，因為種種跡象都
表明Crostini根本不是臨時決定結業。”
譚小姐說，早在中秋節前 Crostini 馬鞍山分店已沒有
營業，“本月10日、11日前往該分店發現均未營業，就開
始懷疑是不是倒閉。”其後幾日內，她本計劃前往其他分
店用掉手上剩餘的兩張餅卡，然而在 Crostini 的官網上
“分店地址”頁面，已見不到任何信息，之前曾去過的觀
塘分店也不知何時已關閉。
“如果唔係一早預咗結業，點解有分店中秋節前就關
閉？點解一早就喺官網上刪除分店地址信息？仲以為關閉
係臨時，諗住遲啲開返再用晒啲 Coupon，點知即刻結
業。”她說。

被指半個月前已網上平售資產

海關專隊查店方有否違商品說明例

分惡劣，公司未能力挽狂瀾，無奈地作出沉重及失望的決
定，對所有顧客及員工致歉。創辦人黃光輝 14 日接受多個
傳媒查詢時表示，現金流出現問題，並已欠租600多萬元，
一直跟業主商討欠租處理方法，直至前日才決定結業。

◆全港共十多間分店的高檔西餅店
全港共十多間分店的高檔西餅店Crostini
Crostini 13
13日突然宣布結業
日突然宣布結業。
。
圖為Crostini
圖為
Crostini杏花邨分店
杏花邨分店“
“關門大吉
關門大吉”。
”。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費者才獲得賠償

‧若清盤公司資不抵債，消費者可取回款項的機會微

所有受影響消費者可向海關舉報

◆資料來源：香港消委會

‧若認為商戶違反《商品說明條例》，可向海關舉報及提供相關證據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T:5.7"

LEGAL NOTICE
These Texas Lottery Commission scratch ticket games will be closing soon:
Game #

Game Name / Odds

$

Official
Close
of Game

End
Validations
Date

2310

$30,000 Jackpot
Overall Odds are 1 in 4.40

$2

10/19/22

4/17/23

2352

$200,000 Jackpot
Overall Odds are 1 in 4.05

$5

10/19/22

4/17/23

2382

Lucky
Overall Odds are 1 in 4.07

$5

10/19/22

4/17/23

2354

$1,000,000 Jackpot
Overall Odds are 1 in 3.44

$20

10/19/22

4/17/23

2293

Cash Celebration!
Overall Odds are 1 in 3.98

$30

10/19/22

4/17/23

Texaslottery.com is the official source for all pertinent game information. Game closing procedures may be initiated
for documented business reasons. These games may have prizes unclaimed, including top prizes. In addition, game
closing procedures will be initiated when all top prizes have been claimed. During closing, games may be sold even
after all top prizes have been claimed. Must be 18 or older to purchase a ticket. For help with a gambling problem,
ncpgambling.org. © 2022 Texas Lottery Commission. PLAY RESPONSIB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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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訪哈薩克斯坦 擘畫全方位合作新藍圖
轉飛抵撒馬爾罕 訪烏茲別克斯坦及出席上合峰會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當地時間 9
月14日下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
近平乘專機抵達努
爾蘇丹，開始對哈薩克斯坦共和國進行國事訪問。
哈薩克斯坦總統托卡耶夫率政府副總理兼

.

外長特列烏別爾季、努爾蘇丹市市長庫里吉諾
夫等高級官員在機場熱情迎接。70 餘名禮兵分

列兩側致敬，軍樂團奏迎賓號角。兩名盛裝哈薩克斯坦女青年手捧鮮花，表達對
習近
近平主席的熱烈歡迎。
習近
近平發表書面講話，代表中國政府和中國人民向哈薩克斯坦政府和人民致
以誠摯問候和良好祝願。習近
近 平指出，中哈兩國是山水相連、命運與共的好鄰
居、好朋友、好夥伴。建交 30 年來，兩國關係實現跨越式發展，達到永久全面戰
略夥伴關係的高水平。訪問期間，我將同托卡耶夫總統舉行會談，共同擘畫中哈
全方位合作新藍圖。我相信，這次訪問一定會為推動兩國共同發展繁榮注入新的
強勁動力。
丁薛祥、楊潔篪、王毅、何立峰等陪同人員同機抵達。

仲秋時節的努爾蘇丹，金風送爽，雲卷雲
舒。道路兩旁的旗杆上，鮮艷的五星紅

旗高高飄揚。習近平乘坐的國賓車隊在摩托車
隊護衛下抵達總統府。托卡耶夫總統在下車處
熱情迎接。兩國元首共同步入總統府大廳。
總統府大廳典雅莊重，燈光璀璨，禮兵英
姿挺拔。
托卡耶夫為習近平舉行隆重歡迎儀式。兩
國元首共同登上檢閱台，軍樂團奏中哈兩國國
歌。習近平在托卡耶夫陪同下檢閱儀仗隊。

共同參觀哈中千年對話藝術展
歡迎儀式後，托卡耶夫邀請習近平共同參
觀“哈薩克斯坦－中國千年對話”藝術展。展
覽陳列了哈薩克斯坦國家藝術博物館館藏的中
哈兩國藝術珍品。一件件精美的中國繪畫、瓷
器，以及哈薩克斯坦絲織品、陶瓷製品，是中
哈千年燦爛文化互學互鑒的生動寫照，也是兩
國人民世代友好往來的歷史見證。
兩國元首舉行正式會談。
習近平指出，中哈建交30年來，兩國關係
經受住了國際風雲變幻考驗，內涵不斷豐富，
水平持續提升，成果更加豐碩。兩國率先解決
邊界問題，率先鋪設跨境油氣管道，率先開展
國際產能合作，率先建立永久全面戰略夥伴關
係，創造了多項“第一”。中方高度重視對哈
關係，堅定支持哈方維護國家獨立、主權、領
土完整，堅定支持哈方為維護國家穩定和發展
採取的改革舉措。中國永遠是哈薩克斯坦值得
信賴、倚重的朋友和夥伴，中方願同哈方做彼

此發展振興的堅強後盾，助力彼此實現發展繁
榮。中哈友好牢不可破，有助於世界積極力量
和進步力量發展，也有利於構建人類命運共同
體。

習近
近平：兩國合作提升至全新規模
習近平強調，中哈合作基礎扎實、潛力
巨大、前景廣闊。雙方要用好總理定期會晤、
政府間合作委員會等現有機制，深化戰略對
接，發揮互補優勢，將兩國合作提升至全新規
模和水平。雙方要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
擴大經貿、產能、互聯互通、抗疫等領域合
作，拓展大數據、人工智能、數字金融、跨境
電商、綠色能源、綠色基建等創新合作。要增
進民心相通，促進兩國人民友好往來和相互理
解。
習近平強調，中方支持中亞國家維護政治
安全和社會穩定，支持中亞國家加強一體化合
作，願同哈方保持密切溝通，妥善應對各類新
問題新挑戰，反對外部勢力干涉中亞國家事
務，共同維護本地區長治久安。雙方要加強在
上海合作組織、亞信、“中國+中亞五國”等
多邊機制框架內合作，共同支持辦好上海合作
組織撒馬爾罕峰會，為本組織下階段發展注入
新動力。雙方要加強國際協作，踐行真正的多
邊主義，為構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體系
作出“中哈貢獻”。

托卡耶夫：加強發展戰略對接
托卡耶夫熱烈祝賀中國在習近平主席領導

◆ 當地時間 9 月 14 日， 習近平抵達努爾蘇丹開始對哈薩克斯坦進行國事訪問
平抵達努爾蘇丹開始對哈薩克斯坦進行國事訪問。
。圖為哈薩克斯坦總統托卡耶
夫率高級官員在機場熱情迎接。
夫率高級官員在機場熱情迎接
。
新華社
下取得偉大發展成就，預祝中國共產黨第二
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圓滿成功。托卡耶夫表
示，習近平主席在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後首次出
訪即選擇哈薩克斯坦，又恰逢哈中建交 30 周
年，這充分彰顯了哈中之間的高度互信和哈中
永久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的高水平。我們將共同
簽署聯合聲明，表明雙方堅定致力於開闢哈中
關係新的黃金30年，這在當前動盪複雜的國際
形勢下具有特殊重要意義，相信習近平主席此
訪必將成為哈中關係發展史上的一個新的里程
碑，為哈中永久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發展注入新
的內涵和動力。哈方將繼續堅定奉行一個中國
政策，做任何情況下中國都可以依賴的好夥
伴、好朋友。明年是習近平主席提出“一帶一
路”倡議10周年，共建“一帶一路”已經成為
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重要引擎，哈方將
繼續積極支持和參與。感謝中方為哈方抗擊新
冠肺炎疫情和經濟建設提供寶貴支持，哈方希
望同中方加強發展戰略對接，密切各層級交
往，深化經貿、基礎設施、能源、製造業、科
技、旅遊、人文等各領域合作。哈方願同中方
一道，落實好全球發展倡議和全球安全倡議，
在上海合作組織、亞信、“中國+中亞五國”
等框架內密切協調和配合，共同維護地區安全
穩定，促進共同發展。
在結束了對哈薩克斯坦的國事訪問後，國
家主席習近平在當地時間 14 日晚抵達撒馬爾
罕，開始對烏茲別克斯坦共和國進行國事訪問
並出席上海合作組織成員國元首理事會第二十
二次會議。

習近平接受“金鷹”勳章 哈薩克斯坦最高榮譽
當地時間 14 日下午，國
家主席習近平在努爾蘇丹總
統府接受哈薩克斯坦總統托
卡耶夫授予“金鷹”勳章。
大理石廳金碧輝煌，中
哈兩國國旗整齊排列，氣氛莊重熱烈。



托卡耶夫高度讚賞習主席
托卡耶夫致授勳辭。托卡耶夫表示，
習近平主席是一位真正的偉大領袖，得到中
國人民的衷心擁護。在習近平主席卓越領導
下，中國取得偉大發展成就，消除了絕對貧
困，全面建成了小康社會 ，中華民族偉大
復興進入新征程。習近平主席提出共建
“一帶一路”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偉大
倡議，為推動建設新型國際關係作出傑出貢
獻。習近平主席提出的全球發展倡議和全球
安全倡議，對於解決當今世界面臨的風險挑

戰具有重要戰略意義。
托卡耶夫高度讚賞習近平主席為鞏固兩國
人民友誼和推動哈中關係發展發揮的歷史性作
用和作出的巨大貢獻，表示習近平主席今天的
訪問必將載入哈中關係史冊。哈方願同中方一
道努力，促進兩國共同繁榮發展，增進兩國人
民福祉，攜手邁向更加美好的未來。
托卡耶夫向習近平授予“金鷹”勳章。兩
國元首合影留念。

習近
近平：中哈關係將展翅高飛
習近平致答辭。習近平指出，托卡耶夫總
統向我授予“金鷹”勳章，體現了哈方對中哈
關係的高度重視，以及哈薩克斯坦人民對中國
人民的深厚情誼。建交30年來，中哈關係始終
保持高水平運行。雙方政治互信不斷鞏固，各
領域合作蓬勃開展，高質量共建“一帶一路”
成果豐碩，在國際事務中密切協作，為雙方發

◆ 習近平出席哈薩克斯坦總統托卡耶夫舉行
的歡迎儀式。
的歡迎儀式
。
新華社
展振興提供有力支撐，為地區和平穩定注入強
勁動力。展望未來，兩國世代友好、互利共
贏、邁向繁榮的前景十分光明。我十分珍惜這
枚象徵兩國人民友誼的勳章。相信在雙方共同
努力下，中哈關係將像金鷹展翅高飛，鵬程萬
里，更多造福兩國人民。
“金鷹”勳章是哈薩克斯坦最高榮譽，
旨在表彰為哈薩克斯坦國家建設和對外友好
關係作出重大貢獻的人士。
◆新華社

中哈簽多項合作文件 涉經貿互聯互通金融等

中國駐哈薩克斯坦大使張霄也到機場迎接。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9 月 14
日，兩國元首簽署《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哈薩克
斯坦共和國建交 30 周年聯合聲明》（以下簡
稱聲明）。雙方強調，當代中哈關係具有高水
平政治互信；各層級各領域密切交往；在涉及
彼此關切的重大問題上相互支持和協調；建立
起基於國家利益和優先發展方向的堅實條約法
律基礎；密切的人員往來與人文交流等特點。
中哈願朝着打造世代友好、高度互信、休戚與
共的兩國命運共同體的願景和目標努力。兩國
有關部門簽署經貿、互聯互通、金融、水利、
新聞媒體等領域多項雙邊合作文件。雙方決
定，將在西安、阿克托別互設總領事館。

共護地區安全穩定

聲明指出：政治互信是中哈永久全面戰
略夥伴關係的重要基礎。雙方將堅定貫徹落實
兩國元首共識，支持兩國政府部門、立法機
構、政黨、社會組織、企業、金融機構開展合
作，在治國理政方面加強相互協作和經驗交
流。
雙方強烈譴責和反對一切形式的恐怖主
義、極端主義和分裂主義，願積極踐行共
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新安全觀，共同
依法打擊“三股勢力”、跨國有組織犯罪、
毒品販運等活動，維護兩國和地區安全與穩
定。
雙方將推動擴大哈非資源商品對華出
口，深化“絲路電商”合作，拓展高科技領
域投資合作，充分發揮兩國跨境運輸優勢。
雙方商定採取措施保障中哈原油管道、
中亞天然氣管道哈薩克斯坦境內段的長期安全
穩定運行和按計劃穩定供應，繼續深化石油、
天然氣、天然鈾等領域合作，積極拓展風電、
光伏等新能源領域合作，不斷豐富中哈能源合
作的實質內涵。
雙方願加強文化領域協作，增進兩國人
民間彼此尊重和價值觀相通。

短暫訪問成果豐碩

會談後，習近平出席托卡耶夫舉行的歡
迎宴會，就共同關心的問題深入交換意見。
宴會結束後，習近平結束對哈薩克斯坦
共和國的國事訪問，乘專機離開努爾蘇丹赴撒
馬爾罕。托卡耶夫率政府高級官員到機場送
行。
托卡耶夫表示，習近平主席此訪雖然短
暫，但內容豐富，成果豐碩。我們達成很多
重要共識，將指引哈中關係發展到更高水
平。習近平指出，我這次訪問是中哈關係新
的起點，相信在雙方共同努力下，未來中哈關
係將取得更大發展。兩國元首約定，將通過多
種方式繼續保持密切交往。

中國社會
中國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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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馬翠媚）美
匯、通脹仍高企，市場對美聯儲月底加息
預期升溫，帶動美匯指數衝高下，其他非
美元貨幣兌美元表現疲弱。官方14日公布
人民幣中間價報 6.9116，較上個交易日下
調188點子，結束3連升，為近一周低位，
但仍強過市場預期，不過在美匯走強下，
人民幣離岸價表現受壓，14日早段交易時
段曾低見6.9847，幾近跌穿“7算”水平。
受累美匯指數升穿109關口下，人民幣
離岸價及在岸價表現雙雙走低，其中離岸價
在早段交易時間曾低見6.9847，較上個交易
日跌近100點子，距離跌穿7算只相差153
點子，由於美匯午後稍為回軟，離岸價才稍
見反彈。而在岸價表現亦偏軟，在早段交易
時間曾低見6.9733，較上個交易日跌逾370
點子。截至14日晚7時，離岸價及在岸價分
別報6.9704及6.9575，分別較上個交易日升
43點子及跌逾220點子。

◆責任編輯：周文超

美元強勢 人民幣離岸價跌至近

華僑永亨銀行經濟師姜靜表示，美國
公布 8 月通脹數據高於預期，人民幣匯價
再受外圍市場影響，不過她指考慮到最近
人行透過外匯存款準備金，以及連續第 15
日強於市場預期的中間價等逆周期措施來
緩和人民幣貶值幅度，相信人民幣匯率將
維持區間內震盪，料人民幣貶值速度或有
望放緩。
不過亦有交易員認為，在美國通脹數
據仍高企下，市場預期美聯儲將採取更激
進加息步伐，故美匯走勢短期料維持強
勁，令人民幣表現繼續受壓。亦有交易員
指出，美國通脹治理難度加大，意味加息
周期可能比預期更長，故相信人民幣或持
續面臨外部壓力，人民幣匯價跌穿“7
算”的幾率上升。
至於港匯方面，14 日繼續在貼近 7.85
弱方兌換保證水平徘徊，早段交易時間曾
低見 7.8498，午後曾見輕微反彈，截至 14
日晚7時，港匯報7.8482。

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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銀根緊 港拆息全線抽高

隨着市場銀根抽緊，加上美國“息
魔”走近，港元拆息14日全線趨升，其中
與供樓按息相關的一個月拆息升至
2.09071 厘，續見兩年半高位。短期拆息
升勢明顯，隔夜息升至 1.44917 厘，一星
期及兩星期拆息分別升至 1.51536 厘及
1.60845厘，反映銀行資金成本的3個拆息
升至 2.82899 厘。長息方面，半年期報
3.46238厘，一年期報3.86339厘。

﹂

中國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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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通脹再超預期，市場認為聯儲局下周加息
1 厘的可能性也大增。在投資者憂慮下，美股周二

8 月通脹高企不下，多位分析
由於美國
師對聯儲局繼續大幅加息預期升溫，

市場人士認為，美“暴力加息”1 厘預期升溫，不

高盛、美銀都將原先的加息預測，從 50 點
子上調至 75 點子，野村更預期升幅可能達
1厘。高頻經濟信息社首席美國經濟學家魯
比拉．法魯基表示，聯儲局對目前的通脹
數字仍難以接受，加息 75 個點子是最起碼
的。嘉盛資深分析師托尼．錫卡莫爾認
為，9 月加息 75 個點子後，11 月及 12 月該
局將再加息 50 個點子，令年底前利率升至
4至4.25厘區間。

只港股大瀉，港匯及樓市同樣難獨善其身。恒指預

港交所跌2.7% 見兩年低位

計有一定機會下試18,235點的全年低位，但由於港

息口敏感股份 14 日明顯捱沽，科技股
沽壓最大，恒生科指急跌 115 點或 2.8%，
收報 3,953 點，跌至 4,000 點樓下。當中阿
里巴巴大跌 4.5%，美團跌 2.3%，京東跌
4.2%。金融股亦普遍走軟，平保跌3.4%，
渣 打 跌 3.3% ， 滙 控 挫 2.6% ， 友 邦 跌
2.7%，建行跌 1.7%。此外，港交所再跌
2.7%，盤中更曾創 2 年低位。由於港股買
盤審慎，在沽壓逐步增加下，大市下跌股
份佔比達 73%，上升股份為 27%。創科大
插10%，是跌幅最大藍籌。
招銀國際策略師蘇沛豐表示，美國構
成通脹中的能源及食品價格均見回落，顯示
當地通脹已大致見頂，雖然核心通脹上升，
但料整體通脹不會再惡化，相信只會在高位

急挫過千點，拖累亞太區內股市全面插水，日股大
跌 2.8%，澳洲股市挫 2.5%。恒指曾挫 529 點，失
守 19,000 點水平繼續尋底，全日收跌 479 點或
2.5%，報 18,847 點，成交 938 億元（港元，下
同）。滬深三大指數集體下跌，滬綜指跌 0.8%。

股估值已處甚低水平，建議候低“執平貨”。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紹基、 章蘿蘭

◆ 亞太股
市 14 日全
面下瀉，
港股亦失
守 19,000
關。
中新社

徘徊。惟在美匯高企下，預期港股交投將持
續淡靜，短線在19,000點上下波動。

大市成交低迷 撈底意慾低
第一上海首席策略分析師葉尚志分析
指，14 日港股成交量依然不足 1,000 億港
元，資金趁低抄進的意願未見提升，相信
港股後市仍將處於下探的過程。投資者操
作上要提高警惕性，建議預留一些現金的
同時，可以先做好名單準備“撿便宜”。
隔夜美股重挫，A 股行情亦受牽累，
14日滬深三大指數集體收綠，兩市逾3,600
隻個股下跌。不過機構普遍預測，美股巨
震對 A 股衝擊力有限。截至收市，滬綜指
報 3,237 點 ， 跌 0.8% ； 深 成 指 報 11,774
點，跌 1.25%；創業板指報 2,503.82 點，
跌 1.84%。兩市共成交 7,228 億元人民幣，
北向資金淨賣出14.14億元。盤面上，航運
港口、商業百貨、採掘、燃氣行業升幅居
前。
◆ 美國核心
通脹高企，
主要由於勞
工市場緊張
所致，高息
很可能維持
一 段 長 時
間。 法新社

各國大手加息 經濟硬着陸風險趨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美國通脹數字高於
預期，使加息憂慮再度升溫。當地最新利率期貨
顯示，下周聯儲局幾乎肯定會加息 75 點子以
上，而預期加息幅度達到 1 厘的機會，也高達
33%。景順首席環球市場策略師Kristina Hooper
表示，隨着歐美等各大央行大幅加息，而且各地
央行已把加息 75 點子定為“新常態”，這可能
引發多國經濟出現“硬着陸”。她建議，為避免
經濟硬着陸，或許是時候根據數據實施較小幅度
的加息，以免迎來過度加息的衝擊。

美息分析

◆責任編輯：周文超

她表示，加息的影響一般都需要較長時間，
才會在經濟數據中顯現。故擔心任何升息 75 點
子的央行，都正在將貨幣政策變成一種生硬的管
控工具，令市場承受着過度加息的風險，一旦經
濟硬着陸或將牽連巨大。她舉例指，歐央行不僅
於上周加息 75 點子並宣布將繼續加息，多位歐
央行官員強調其“鷹派”立場，但鑑於歐元區經
濟脆弱，歐央行作出大幅加息，似乎在“玩
火”。
美國方面，她認為市場現時預期聯儲局下周
將再升息 75 點子，但實際上美國經濟基本維持

穩健，其失業率也處低水平，顯示緊縮政策存在
不利影響，需要較長時間才會在經濟中顯現。考
慮到各種影響，她認為各國或將受惠於更小幅度
的加息，如此才能更好地調整貨幣政策。她相信
聯儲局仍有可能於下周僅加息 50 點子，以避免
經濟硬着陸。
上海商業銀行研究部主管林俊泓亦指出，美
國核心通脹高企，主要由於勞工市場緊張所致，
與俄烏衝突及高油價無關，由於當地通脹難自行
調節，故美國很可能繼續維持高息一段長時間，
但下周未必會大幅加息1厘。

2022年9月15日（星期四）

珠海新物流園動工 1小時通港
倉儲費低八成 投資10億 明春初營運
據了解，粵港澳物流園項目位於珠海洪灣立
交旁，向東借助港珠澳大橋連接線1小時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俊明 珠海
報道）作為納入《粵港澳大灣區發展
規劃綱要》的重點項目，總投資 10 億
元人民幣的粵港澳物流園 13 日在珠海
動工。該項目位於港珠澳大橋延長線
的重要區域，物貨行駛連接線可 1 小時
內直達香港，而倉儲成本一項預計僅
為香港的五分之一。粵港澳物流園通
過規劃將直通香港國際機場及貨櫃碼
頭等多條幹線通道，採取海陸空鐵多
式聯運、一體化通關等便利化手段，
擬打造成全球供應鏈服務中心，預計
在明年春季實現初期運營。

直達香港；南連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與澳門緊
密聯動；向西借助即將建成的金海公路大橋、黃
茅海跨海通道構建與珠海機場、珠海港、珠海西
站的高效運輸通道，並輻射粵西；向北通過廣珠
西線與珠江西岸各市緊密連接，形成區域協同發
展優勢。
珠海市長黃志豪表示，粵港澳物流園位於港
珠澳大橋延長線的重要區域，是深化珠澳港合
作、拓展合作新空間的重要陣地。
當前，珠海正在打造港珠澳大橋經貿新通
道，和香港、澳門全面聯通，與中山、江門、陽
江等珠江西岸城市開展更緊密的產業合作和貿易
往來。

聯運、一體化通關等便利化手段，大力發展國際
中轉集拼、國際採購、跨國分撥、跨境電商、展
示交易、交付結算等高附加值服務業。
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到，該物流園將打造成
為集物流控制、供應鏈金融、信息諮詢、專業服
務於一體的全球供應鏈服務中心，預計明年一季
度實現初期運營，擬2024年初實現全面運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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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置四通八達 拓高增值業務
借助粵港澳物流園臨近港珠澳三地機場幾何
中心的區位和便捷的基礎設施，將實現物流園直
通香港國際機場、香港國際貨櫃碼頭、澳門國際
機場、珠海機場、珠海西站等 5 條幹線通道；着
力構建 1 個中心倉、連接 5 條幹線通道、輻射 N
個衛星倉的“1+5+N”模式，通過海陸空鐵多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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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某型液氧煤油發
動機試驗點火。
動機試驗點火
。
航科集團六院供圖

憂美“暴力加息
暴力加息”
”港股匯樓嚇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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液體火箭動力重用首試成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張仕
珍 北京、西安連線報道）香港文匯報記者
日前從中國航天科技集團六院獲悉，該院
西安航天動力研究所自主研究設計的某型
液氧煤油發動機實現重複飛行試驗驗證，
中國首次實現了液體火箭動力的重複使
用。據介紹，該型發動機於2021年作為某
飛行器主動力裝置參加首飛試驗，經檢測
維護後參加本次重複飛行試驗任務。
以SpaceX獵鷹9火箭為代表的發動機
重複使用技術，近年掀起一輪發展熱潮。
液體火箭發動機是航天運載器的主要動力
裝置，也是航天運載器最複雜的產品之
一。專家表示，發展可重複使用的航天運
載器是實現自由進出空間的關鍵環節，是
航天運載器必須突破的關鍵技術之一。
液氧煤油發動機是中國新一代運載火
箭的主要動力裝置。從設計之初，部組件
方案及總體布局便開展多次論證，地面研
製試驗實現單台發動機重複試車8次。後續
又接連突破多次起動、低入口壓力快速起
動、大範圍推力調節、狀態評估檢測及健
康管理、快速簡化處理、高溫組件結構抗
疲勞壽命評估及延壽、全任務剖面複雜力
熱環境預示及控制等關鍵技術。“十三
五”期間，中國開展了關鍵技術研究取得
了大量理論和試驗研究成果，為液氧煤油
發動機重複使用奠定了基礎。
本次試驗，進一步驗證了該型發動機
全任務剖面複雜力熱環境適應性、飛行後
回收重複使用的可行性，探索了快速簡化
處理方案、檢測維護及健康管理方案，初
步建立了重複使用設計評估準則，推動了
重複使用航天運輸技術的發展和工程應
用。
西安航天動力研究所所長張曉軍表
示，中國液氧煤油發動機首次重複飛行成
功，標誌着發動機重複使用技術進入工程
應用階段，將進一步關注發動機的高可靠
性、低成本、高性能，持續開展可重複使
用技術探索，為中國快速大規模進出太空
提供堅強動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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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指一度瀉逾 500 點 科技股重災

匯市全挫

人民幣貶值速度料放緩

星期五2022年9月15日（星期四）
2022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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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8月CPI回落至2.5%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中國
最新物價指數走低。中國國家統計局近日發布31
省份 2022 年 8 月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包
括京滬在內 23 個省市區 CPI 同比漲幅回落，北
京、河南 CPI 漲幅更降至 2%以下；僅 6 省份 CPI
同比漲幅較 7 月擴大，海南、四川則受疫情封控
等影響，CPI 漲幅跳升至 3%甚至更高。專家指
出，疫情散發復發背景下通脹不振，顯示經濟復
甦進程將較為緩慢，目前輸入性通脹、結構性通
脹尚未顯露。
8月中國CPI同比上漲2.5%，低於7月0.2個
百分點，這是 CPI 今年以來首次同比漲幅回落。
省份 CPI 數據顯示，23 個省份 8 月 CPI 漲幅回
落，佔比接近四分之三。北京、河南重回“1 時

代”，北京 CPI 同比上漲 1.9%，較 7 月回落 0.3
個百分點，河南則大幅回落了 0.5 個百分點至
1.8%，為全國最低。

6省通脹升溫 涉疫情
分項指標看，23個通脹回落的省份，食品價
格漲幅普遍回落；而 6 個通脹上升的省份，則呈
現食品價格普漲的態勢。分析認為，這或許是受
到疫情反覆的影響，部分地區採取封控管理，囤
積食品的需求增大，但供應鏈或受阻礙，從而帶
動價格上漲。
騰景宏觀預測指出，中國8月CPI、PPI同比
漲幅分別回落至 2.5%、2.3%，意味着中游製造
企業利潤空間逐步打開，驅動生產開工上行。同

時，輸入性通脹、結構性通脹未顯露出來，合理
貨幣寬鬆政策有望延續。目前高爐開工率上升，
螺紋鋼產量同比降幅顯著收窄，表明大型製造業
生產逐步恢復，基建和建築業可能發力。
粵開證券首席宏觀分析師羅志恆指出，中國
通脹總體相對溫和，與中國超大規模經濟特徵、
國內保供穩價政策有效落實、貨幣政策不“大水
漫灌”以及經濟需求低迷等有關。後續監管當局
有必要關注結構性通脹壓力，未雨綢繆做好政策
儲備和應對。一方面，繼續做好保供穩價工作，
實現糧食穩產增產、能源市場平穩運行、豬肉供
應充足，避免價格大起大落。另一方面，產業政
策和疫情防控政策要避免一刀切，保障物流和供
應鏈暢通運轉。

台灣新聞
星期五

2022年9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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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MICON Taiwan 2022
國際半導體展 規模再創 27 年新高
（中央社）SEMICON Taiwan 2022 國際半導體展，14
日起一連三天在南港展覽館一館盛大登場，儘管疫情持續
，但台灣半導體產業已成為全球關注焦點，今年 SEMICON Taiwan 仍吸引 700 家國內外廠商參與，共計推出 2450
個展覽攤位，展覽規模再創 27 年新高。
隨著台、美、歐洲、日本各區域之合作關係持續深化
，陸續對半導體、5G、電動車、智慧製造、醫藥和生物科
技等關鍵技術領域之合作，美國在台協會處長孫曉雅、歐
洲經貿辦事處處長高哲夫、日本台灣交流協會台北事務所
首席副代表服部崇皆出席今日開幕儀式，表達國際與台灣
持續對話、擴大合作，齊心推動全球半導體供應鏈技術升
級的決心。
國際半導體展期 3 天期間，將舉辦論壇探討台灣半導
體產業的強項，包括先進製程、異質整合、化合物半導體
、車用晶片、智慧製造、永續製造、半導體資安、人才培
育等發展趨勢。發局表示，建築園冶獎是由民間自主發起
的建築運動，針對當年度公私領域特色綠美化建築進行評
選，重視個別建築創新，同時強調社區生活環境營造，屬
於建築界的指標性獎項。

威尼斯建築雙年展
東海大學台灣改裝看見鄉村創意
（中央社） 「
台灣的美，不應該繼續由西方語境定義，也是
時候回過頭來看這土地上的生活智慧所創造的 『
域』，也有其面
對真實的美。」第 18 屆威尼斯建築雙年展台灣館策展人曾瑋說
。呼應大會主題 「
未來實驗室」，今年由東海大學建築系團隊以
《地景中未完成的協議—台灣改裝》代表參展。
威尼斯建築雙年展台灣館由國立台灣美術館主辦，館長廖仁
義指出，今年的代表團隊重新關注台灣的山海之間，從台灣的農
村、土地與自然樣貌中，人民在其中既是求生也為景觀帶來意義

的 「
人造物」進行反思。
策展人曾瑋表示，台灣的農業地景，有著既不是百分百自然
，也非全然人造的特別結構，團隊以 「
剖面」視角看台灣，發現
其中存在的 「
改裝」性格，從海邊的蚵有蚵架，到稻田間搭棚架
，高山區會搭網等作為，都是協調外在環境的構築性回應，策展
將提出這些發生在台灣山海間人們與自然妥協共榮的事物，也藉
此提煉出面對台灣建築未來發展的可能方法。
曾瑋指出，此次策展提出了屬於台灣實踐多年的可能性，

「
重新發現鄉村中的創意，我們總是認為慢步調的鄉村，其實相
較於城市，更為敏捷且柔軟回應一切變動」。作為評審團委員的
建築學者吳光庭也指出，今年威尼斯建築雙年展的主題可看出國
際建築領域近年也不再只關注建築表現的天賦或直覺，更多的是
設計的研究論述，也鼓勵參展團隊看到在地的可能性。
今年也是首度由大學建築學系提案獲選參展，且策展團隊也
邀請了如成功大學、淡江大學、逢甲大學等建築學系共同參與，
堪稱是一次整合了台灣建築學術力的展現。

莫德納BA.1次世代明到貨 最快下周末開打
（中央社）我國採購的莫德納 BA.1 次世代疫苗將於本周五
到貨，中央流行疫情指揮官王必勝昨天證實，首批到貨的次世代
疫苗約 80 萬劑，無論是對 Omicron BA.1、BA.5 變異株都有良好
保護力，最快可望在下周末開打。專家表示，國內尚有 320 萬人
未打完 2 劑，若不趕緊施打，疫情高峰預測每周最高會死亡 125
人。
指揮中心此次採購的莫德納 BA.1 次世代雙價疫苗共約 300 萬
劑，除首批將在本周五到貨之外，王必勝表示，剩餘的疫苗將分
批到貨，另我國也會購買 BA.5 次世代雙價疫苗，不過，最快抵

台時間可能要等到 11 月之後。
台大公衛流病與預醫所教授陳秀熙提醒，打完基礎劑的人，
才能打次世代疫苗，接種疫苗是減少重症死亡最重要的策略，目
前尚未完成基礎劑接種，以三大族群為多，分別是 65 歲以上長
者（62 萬人），50 到 64 歲（60 萬人），未滿 12 歲兒童（163.6 萬
人）。另外有 260 萬人則只打完基礎劑。
9 月底疫情高峰將至，陳秀熙預估屆高峰每天有 4.1 萬人確診
，疫苗沒打滿的族群，每周將新增 51 至 125 人死亡，但若符合資
格的人都接種基礎劑、第 3 劑或追加劑，每周死亡人數則可分別

降低到 19 至 53 人之間。
王必勝則說，國內民眾只要疫情嚴重，施打意願就會提高，
現在就要邁入高峰了，他呼籲， 「
該打了，次世代疫苗到了，很
有效」，希望提高長者施打的意願。
至於我國採購 BA.5 疫苗的進度為何？王必勝指出，目前莫
德納與 BNT 都說要等 9 月下旬才會提供審查資料，推估最快拿
到貨得等到 11 月，甚至可能更晚，將持續觀察國外的施打狀況
，以及他國的審查進度與態度。

（中央社） 「
紅烏龍」是台灣近年來新興的特色茶，台東縣
政府特別創立區域茶品牌 「
台東紅烏龍」，今年 「
台東紅烏龍」
品牌首度攜手國立故宮博物院，以 「
鹿」為媒介將故宮國寶結合
台東茶文化，推出 「
台東紅烏龍茶點禮盒」。
昨日上午台東縣長饒慶鈴與國立故宮博物院行銷業務處處長
徐孝德共同發表，饒慶鈴表示，台東縣推 「
台東紅烏龍」已 2 年
， 「
以前都是各茶園埋頭各自打拚」但深知品牌的影響力，加上
紅烏龍現今多是茶莊二代接手經營，可望整合年輕世代的新思維
進而與世界潮流結合，共同打造屬於台灣、台東的品牌。她也希
望大家到台東能多到這些二代的店裡走走，相信當代年輕人也能

走進茶文化。
饒慶鈴指出： 「
現代人很少機會靜下來沏一壼好茶，而紅烏
龍是可以快速泡出香氣，顏色又如紅寶石般美麗的茶，符合現代
人的需求」，把台東鹿野過去群鹿奔馳的歷史背景，與故宮文物
「
明萬曆五彩百鹿尊」與 「
清康熙宜興胎畫琺瑯萬壽長春海棠式
壺」的意象結合，更是多了足以讓國際市場感興趣的文化內涵，
台東縣政府此次合作也成為第一個和故宮聯名推出產品的政府機
關。
故宮行銷業務處處長徐孝德表示，近期故宮授權合作的商品
都有佳績，如大苑子聯名的 「
荔枝玫瑰仕女杯」，以及近日甫推

出就供不應求的彩妝品，徐孝德說： 「
台東紅烏龍應可望成為未
來之星，相信也會造成搶購」，他指出今年故宮 1 至 8 月的實體
店業績已比去年同期成長 70％，今年 7 月故宮北院的來客數也已
達 7 萬，可期待人潮逐漸回暖也能帶動文創商品熱銷。
由台東縣政府推動的 「台東紅烏龍茶點禮盒」，設計理念
「
以鹿為介，以茶會友」，內容物包括台東紅烏龍茶包及茶餅，
打開包裝即可見群鹿與茶樹相映襯的立體設計，期望帶給民眾別
緻的慢生活體驗。

「台東紅烏龍」 聯名故宮 推廣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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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七成房企凈利潤下滑
行業短期承壓中長期向好

2022 年上半年，房地產從業者的日
子過得較為艱難。疫情反復、樓市下
行、資金回籠慢，翹首以盼的“紅五
月 ” 未來，兩撥償債高峰卻至，“內外
交困”的行業格局下，上市房企交出了
壹份“分化加劇”的答卷。
剔除未能如期發布 2022 年中期業績
的上市房企後，據樂居財經統計，在
169 家上市房企中，129 家歸母凈利潤同
比下降，占比高達 76.3%；按盈利與否
區分，55 家房企虧損，合計虧損額超過
了 595 億元。
虧損榜首為富力地產，上半年虧損
69.2 億元；建業地產緊隨其後，交出了
虧損 56 億元的成績單。同期，考出“盈
轉虧”成績者亦不乏陽光城等過去
TOP15 成員；頭部尖子生和國資房企亦
難逃利潤下滑窘境，好在其利潤規模仍
是行業佼佼者；而在盈利榜單中，中國
海外發展、萬科、保利發展、華潤置地

以及龍湖集團為前五名。
“房地產行業上市公司毛利率水平整
體已降至 20%低點，凈利率水平逐漸向
制造業靠攏，盈利規模受市場下行影響
跌至近年低點，高投入高回報時代已經
結束。”中指研究院企業事業部研究負
責人劉水向記者表示，行業已經進入低
利潤時代，待行業風險出清後，市場會
進入復蘇周期，上市房企毛利率水平仍
有可能回升。
降價、資產減值等
是房企盈利能力下降主因
出現在虧損名單中的房企多是已出
險或面臨償債危機的房企。
從樂居財經的統計數據來看，15 家
房企虧損額達到 10 億元以上，除富力地
產與建業地產外，藍光發展、陽光城、
正榮地產等 8 家房企虧損額在 20 億元至
50 億元之間；從歸母凈利率變動幅度來

看，超七成房企同比下降，同比跌幅超
過 50%的房企高達 84 家。
樂居財經統計顯示，今年上半年，
在 169 家樣本房企中，有 40 家房企歸母
凈利潤實現正向增長，其中有壹半房企
的增幅沒有超過 20%。同期，上市房企
歸母凈利潤 TOP30 的門檻，僅為 11.49 億
元，去年則為 20.3 億元；TOP30 平均歸
母凈利為 37.73 億元，同比減少 30.8%。
中國海外發展、萬科、保利發展以
及華潤置地 4 家房企的歸母凈利潤均超
過百億元，分別為 167.43 億元、122.23
億元、108.26 億元以及 106.03 億元；15
家房企凈利潤超過 20 億元，其中，龍湖
集團緊隨四大“百億元凈利”房企之後
，為 74.8 億元。
在民營房企中，奉行長期主義的龍
湖集團、在市場下行期逆市進取的濱江
集團，歸母凈利率有所增長；背靠國資
的建發股份、京投發展等房企，盈利能
力也呈現上行態勢，但增速也在 10%以
下。
值得關註的是，京能置業上半年轉
盈為虧，歸母凈利潤同比下滑 16146.48%
，創下跌幅之最。
因創立以來第壹次出現虧損，在 9
月 1 日的 2022 年中期業績說明會上，建
業地產董事會主席胡葆森向全體投資人
致歉。“我們壹直在進行深刻的反思，

從自身找原因，絕不怨天尤人，也拒絕
‘躺平’。”
劉水表示，從 2022 年上半年影響當
期凈利潤水平的因素來看，壹是加大存
貨、投資性物業、長期股權投資等資產
減值準備計提力度；二是聯合營項目收
益減少；三是為應對確保現金流安全和
調整投資布局，部分房企處置非核心資
產，或形成虧損；四是受宏觀經濟下行
壓力大、疫情反復、居民收入預期轉弱
導致購買力轉弱等因素影響。
不過，東高科技高級投資顧問畢然
向記者表示，在“保交樓”與“防風
險”指導思想之下，房地產行業的底
部是堅實的，從近兩個季度表現來
看，在最困難的時刻，行業的整體
營 收 、 利 潤 、 費 用、現金流並未引
發系統性風險，而是逐步探底，“我們
有理由相信復蘇周期會到來，促使市場
再度回暖。”
總體而言，頭部尖子生仍能保持利
潤總盤子增長，但出險房企則被甩在後
面，虧損或許只是開始。不難看出，在
市場處在上下半場轉換期內，上市房企
業績表現進壹步分化。那麽，接下來具
備哪種能力的房企能夠保持盈利能力上
行呢？
未來市場規模

仍超 10 萬億元
盡管目前大的經濟環境和房地產行
業形勢都不容樂觀，但從記者多方采訪
和頭部標桿房企管理層在 2022 年中期業
績釋放出的信息可知，中長期多數房企
仍對市場抱有堅定的信心。
對於房地產行業發展走勢的預判，
龍湖集團執行董事兼 CEO 陳序平向記者
表示，“今年是低開、築底、向好的態
勢，整體穩中向好，全年房地產商品房
成交規模比去年預計會出現 30%左右的
降幅，但我們還是覺得有信心。隨著壹
些項目的陸續加推，8 月份非常有信心
實現單月增速轉正。”
“我們認為房地產行業還是主導產
業，估計年銷售額維持在 12 萬億元的水
平，長期還是看好這個行業，感覺綠城(
中國)未來還大有可為。”綠城中國董事
會主席張亞東向記者表示，接下來“我
們會更加看重營收和利潤的有質增長，
未來還會保持兩位數的增長。”
談及下半場市場格局演化趨勢，中
國海外發展董事會主席顏建國提出了
“三個分化”：壹是市場分化，壹、二
線和強三線城市將是主戰場；二是行業
分化，房企數量將大幅減少，行業集中
度將顯著提升；三是企業分化，行業容
錯率下降，精準管理能力強、產品與服
務口碑好的企業才能在競爭中勝出。

“亞洲第壹爐”改造完成：鎳精礦年處理量提升至 85 萬噸
綜合報導 世界第五座、亞洲第壹座金川鎳閃
速熔煉爐，歷經壹個多月全面冷修後，正式點火烘
爐。此次檢修創造了鎳閃速爐 30 年以來冷修新紀
錄，檢修完成後，閃速爐系統鎳精礦年處理量提升
至 85 萬噸。
當日，金川集團鎳冶煉廠閃速爐系統 2022
年度檢修點火儀式在甘肅省金昌市的金川集團
舉行。金昌市緣礦興企、因企設市，被譽為
“祖國的鎳都”。

據該集團鎳冶煉廠披露，本次檢修是繼
2010 年 冷 修 之 後 ， 又 壹 次 全 面 升 級 改 造 檢 修 。
涉及閃速爐系統、48 萬噸硫酸系統、高鋶磨浮
系 統 、 80 平 方 米 反 射 爐 、 亞 鈉 環 集 系 統 等 5 個
車間，797 項檢修項目，各級參檢人員達 3000 余
人。檢修完成後，閃速爐系統鎳精礦年處理量
提升至 85 萬噸，反應塔幹精礦處理量提升至每
小時 100 噸。
閃速爐成功點火，標誌著鎳冶煉廠閃速爐連

片檢修工作全面進入收尾階段。運行 30 年的閃速
爐，升級改造後產能大幅提升，智能化、標準化
、自動化水平顯著提高，進壹步提高了冶金爐窯
長周期安全穩定運行水平。閃速爐提升改造項目
是甘肅省列重大項目《鎳火法系統集成創新改造
》子項，以閃速爐爐體檢修為主工期，同時需要
配套完成《閃速爐提升改造項目》9 個子項的剩
余工程，同步實施 6 項公司級大修理項目、11 臺
套的設備零購安裝。

為保證檢修順利完成，該集團努力克服點多面
廣、施工組織難度大、立體交叉作業多、安全管控
要求高、任務工期緊等困難，確保檢修期間各項工
作有序推進。
金 川 集 團 作 為 甘 肅 唯 壹 全 球 500 強 企 業 ，
從紮根河西走廊戈壁，到產出第壹批電解鎳
，再到鎳產量居世界第三位，目前已在全球
30 多 個 國 家 和 地 區 開 展 有 色 金 屬 礦 產 資 源 開
發與合作。

休城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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劇作家秦鴻鈞入選歐洲三大影展 「最佳原創劇本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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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落在紐約的灰》所描述的，是
生活在社會底層，被異國和祖國都忽
視了的小人物在美國生活的細節。在
電影的任何一個時段，都在表述現実
生活的一種狀態，意像是模糊的，但
描述意象的工具非常清晰，這種工具
即是情感。
在電影裡，所有人物間的情感狀態是
清晰的，它將平淡的幾條故事線剪輯
串成一條清晰的主線，無論是影像剪
輯還是影片旁白，都是在為這種狀態
服務，角色處於一種愛與希望的失去
與得到的間隙裡，無法逃脫，沒有徹
底的分離也沒有完美的結合，一切都
像是發生在我們身邊的人和事，讓觀
眾難以去自己編排想像，讓愛失去了
因果，恰恰讓模糊的意象確立。
清晰的因果關係和需求，是秦鴻
鈞的劇本創作裡所特有的，不僅讓觀
眾緊盯現實焦點，同時也不忘故事的
邏輯性。這一點我覺得在《落在紐約
的灰》裡展現的非常好：母親冬梅和
女兒的愛和情感在分隔了很多年後，
幾乎已經沒有任何生母印象的女兒出
於親情來與生母相見，對於生母的情

感只是單純的一句，感謝你把我帶到
這個世界（給於我生命）！這份親情
的再會實際上代表了某種意義的分離
與失去....；男主林肯與新移民小雪的
相愛，也是一種非常牽強的感情。直
到最後男主林肯也沒理清楚小雪對他
愛還是不愛。
在這個故事裡，其實誰都不是真正的
主角。
秦鴻鈞的劇本創作就是生活化。
生活的遭遇是隨機的。你永遠不知道
幸運和不幸哪個先來臨，編劇把最真
實的生活巧妙地搬到大熒幕上。用真
實來替代想像，這種替代無疑是成功
的，愛的短暫和生活的冗長是相對的
，但它們的不確定性和隨機性卻是一
致的。往寬泛了來說，情感這種東西
，與生活都是息息相關的。
曾經有不少朋友問，秦鴻鈞主持
美南新聞的工作，日理萬機，她為什
麼還能創作出這麼多優秀的作品？其
實就我的觀察，我認為秦鴻鈞老師具
備以下的特點。
知識的淵博 ： 秦老師年輕時已經被
特聘為邵氏的編劇，不可能一無是處

作者︰梁晨導演

接獲美國電影藝術與科學學院亞
洲管理委員會的通知，在入圍好萊塢
金獎之後，休士頓的華裔女編劇秦鴻
鈞女士正式入圍歐洲三大影展，巴黎
國際電影節，倫敦國際電影節和意大
利佛洛倫薩國際影展的 「最佳原創劇
本獎」。這是目前為止，第一次華語
原創電影劇本入圍歐洲電影大獎，是
一次史無前例的突破！
美 國 電 影 藝 術 與 科 學 學 院 (The
Academy of Motion Picture Arts and
Sciences，縮寫為 AMPAS），是美國
文化影視界的專業或資深人士組成的
非營利組織。同時也是奧斯卡金像獎
的主辦單位。
2021 年 2 月，美國電影藝術與科學學
院亞裔委員會向北美地區長年以來對
華人社區的文化，新聞，藝術，電影
領域做出重要貢獻的華人藝術家頒發
了表彰。秦鴻鈞女士成為被表彰的第
一人。
學院的表彰狀描述了她多年來對社區
的貢獻。
「......超過三十五年來，奔波在
大休士頓地區的一位活力又深思的專
業編劇和新聞工作者....一萬多篇優質
的新聞報導，從政治，文化，藝術，
剖析社區的生活狀態，反聵了人們的
思想....」
我很幸運，在四十多年接觸電影戲劇
的學習中，偶遇了多位德藝雙馨的藝
術大家。大陸的謝晉，黃祖模；台灣
的候孝賢；香港的劉鎮偉，王家衛；
日本的山田洋次，今村昌平…這些神
一般的電影人在我年輕時給予了最嚴
厲的指點和溫暖的情懷！
人過中年，當我在美國獨立製片
執導時，我遇到的貴人和恩師是北美
著名編劇秦鴻鈞老師。我是一個偏愛
描繪社會底層小人物生活的電影導演
。而這一類以小見大，需要用細膩的
角度，善良寬厚人性去描寫的劇本在
美國華語文壇上成功之作並不多見！
與一般讀者的認識不同的是，一
部文學作品一旦出現在市場上，有四
種情況，叫好又叫座，叫好不叫座，
叫座不叫好，不叫好不叫座。所以，

既使你看
到一大堆
描寫美國
華人生活
的小說、
短文，其
實真正能
打動人心
，並且能
搬上銀幕
的寥寥無
幾….
很多年前，秦老師的
知名話劇 「單程機票」在
大德州地區一夜暴紅，上
演時，中國城華人家庭幾
乎家家傾巢出動！之後又
在美東美西持續演出，甚
至在好幾個地方搞出了盜
版烏龍…
多年以後，當我正為
籌拍的移民題材新電影苦
惱時，抱著試一試的心態
，登門打擾了秦鴻鈞老師。記得第一
次聽秦老師談電影，她一開口就展現
了完完全全與眾不同的個性，一種秦
鴻鈞獨特的電影特色，一種最能讓觀
眾理解創作者意圖和思想的東西。就
是她的這一種文字魅力，讓我當即拍
板使用她的原創故事成功拍攝了 「落
在紐約的灰」。
在秦鴻鈞創作的《落在紐約的灰
》中所描述的故事一樣，當平凡的故
事通過創作者的思想展現在觀眾面前
時，觀眾所看到的不是前者，而是被
意象渲染的後者。這增添了電影的主
觀色彩，但這種主觀性就是秦鴻鈞風
格的一部分。
秦鴻鈞的電影故事注重感覺 ，用
寥寥幾筆、只言片語講一些早就埋藏
在人們心裡的感受。點到為止卻不戳
穿！換句話說她的故事就是弱化情節
，強化情緒。
我們通常對平淡的故事情節定義
時，會將它與意識流風格放在一起討
論，但事實上，意識流風格所表現出
來的意像是清晰的，模糊的是思想。

就有人高薪聘請你的…
專注：白天上班。晚上兩三點還
在燈下筆耕。願意在自己專注的方向
上額外付出大量的努力就有可能成功
。
豐富的經歷：秦鴻鈞經常給我講
故事。而這些故事真的不是我們這個
時代的人所能感同身受的…..不一樣
的人生不一樣的故事…
特別的三觀：秦鴻鈞對人生，世
界，他人，宏大的抽象的事物有獨特
的見解，而所有的一切，都基於她的
善良，俠義，忠厚！
我常聽秦鴻鈞講，看清一個人而
不揭穿，是格局；
討厭一個人而不翻臉是釋然…
茶有兩種狀態，沉與浮。
喝茶就兩個動作，拿起，放下。
人生如茶，沉時坦然，浮時淡然
。
拿得起，也要放得下….
秦鴻鈞文筆好，擅長故事影像化
描寫，又善於合作，最重要的是，她
有一顆敬畏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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