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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 央 社
）英國女王伊
麗莎白二世停
靈倫敦西敏廳
供人瞻仰悼念
，上萬民眾今

天排隊的隊伍綿延長達8公里，不惜等上10多個小時，也要看一眼
靈柩，與女王道別。

剛即位的國王查爾斯三世（King Charles III）今天則沒有公開
行程，獨自反思他成為君主後的第一週。

美聯社報導，人龍在國會大廈的西敏廳（Westminster Hall）外
蜿蜒，民眾至少要等 9 小時才能來到靈柩前向伊麗莎白二世
（Queen Elizabeth II）致意。但他們一點也不介意，當局也設置了
流動廁所和其他設施供大眾使用。

醫護人員馬茹（Nimisha Maroo）說： 「我很高興有人排隊，

因為這給了我們時間往前看，做好心理準備，沉浸在整個氛圍中。
我不想匆匆忙忙地走過去。」

伊麗莎白二世9月8日在蘇格蘭巴爾莫勒爾堡（Balmoral Castle
）辭世，享耆壽96歲。悼念活動的重點在倫敦政治權力中樞西敏
區（Westminster）。靈柩將在西敏廳供人瞻仰至19日，然後移至
西敏寺（Westminster Abbey）舉行國葬。

這是英國自前首相邱吉爾（Winston Churchill）1965年逝世後
舉辦的第一場國葬，預料會有2000人出席，包括各國王室成員和
元首；19日稍晚在溫莎城堡（Windsor Castle）會有一場較小型的
私人葬禮。

伊麗莎白二世將長眠於溫莎，與去年辭世的丈夫菲立普親王
（Prince Philip）葬在一起。

預料出席國葬的政界賓客包括日皇德仁、西班牙國王菲利佩六
世（Felipe VI）、美國總統拜登、法國總統馬克宏（Emmanuel
Macron）、加拿大總理杜魯道（Justin Trudeau）、澳洲總理艾班尼

斯（Anthony Albanese）和紐西蘭總理阿爾登（Jacinda Ardern）等。
開放大眾瞻仰女王靈柩，讓許多英國人得以親自向她告別，但

這也是一項龐大繁雜的後勤任務，長達16公里的劃定排隊路線，
沿途有急救站和500座以上的流動廁所。隨時都有1000名服務人員
和領隊在值勤，還有30名代表不同信仰的宗教領袖與排隊民眾交
談。

通過靈柩之後，多數民眾會停下來再回望一眼才離開。有人流
著淚，有人低頭或屈膝，還有人單膝跪在地上，送上一個永別之吻
。

曾是英軍一員的工程師史瑪特（Keith Smart）步出西敏廳時抹
去眼淚，他等了超過10小時才得以向女王道別。

他說： 「群眾中的每一個人都表現得完美無缺，沒有惡意，大
家都很友好，真不可思議。然後，走進那個房間，看到那場景，我
崩潰了。我沒有鞠躬，我直接跪在地上，在女王面前低下我的頭。
」

倫敦人龍綿延倫敦人龍綿延88公里公里 民眾等民眾等1010小時告別女王小時告別女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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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稽核、 存款、 轉帳、付款、餘額查看等。   
* 便利使用密碼登錄, 無需支付月付及任何維護費用。

一機在手

輕鬆便利

隨身電子銀行
 與你同行

www.swnbk.com

如欲了解APP軟件使用更多相關訊息或疑慮查詢,請洽詢銀行各區分行,或電713-771-9700 

帳戶餘額

轉       帳

付       款

大額定期存款最低開戶金額$100,000以上(新存款) 

 

此特惠包括個人及商業定期存款均適用。此持惠利率限開戶金額在$100,000 以上，開戶金額在$25,000 至

$99,999 間可享利率2.78%APY。未到期提款或提前解約將有違約金規定，自利息或本金中扣減。貴客戶

如未另有指示，定存到期後將以當時之 12 個月定期存款利率自動延期 12 個月。 

本銀行保留隨時取消上述特惠及更動利率的權利，恕不另行通知。 

 

*APY: Annual Percentage Yield 

如您需要更多相關訊息或有任何疑問，請與各分行聯絡查詢。 Website: www.goldenbank-na.com 

Telephone: 888-320-3838 

     

<<12個月大額定期存款>>   
              自即日起生效 

2.88%APY 

慶祝37周年慶 
   

年 利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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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enate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 passed the
Taiwan Policy Act of 2022 by
a vote of 17-5 despite
concerns about the bill from
President Joe Biden and
anger about the measure from
Beijing.

The bill would authorize
$4.5 billion in funding to
Taiwan through 2026,
designate the island nation as
a “major Non-NATO ally”
and impose other measures to
counter China’s
“aggressive influence
campaigns’ and support its
participation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The bill will also
open the official exchange
between the U.S. and Taiwan
and change the name of the

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e
Office to Taiwan
Representative Office.

Senator Jim Risch said,
“If we want to ensure Taiwan
has a fighting chance, we
must act now. Any change in
the status quo for Taiwan
would have disastrous effects
for the U.S. economy and
national security.”

We are very worried that
this bill will lead to the
breakdown of Sino-U.S.
relations and the tensions on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We urge President
Biden to handle this situation
very cautiously.

0909//1515//20222022

Senate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 Passes The Taiwan Policy ActSenate Foreign Affairs Committee Passes The Taiwan Policy Act

參院外交委員會週三
以十七對五票通過台灣政
策法， 這是自一九七九年
台灣關係法生效以來美國
對台政策最全面性之修訂
，大幅提高台美關係， 顛
覆几十年來戰略模糊政策
，恐對兩岸關係火上加油
。

外委會不顧白宮之關
切仍然通過了這項法案 ，
其中包括未來四年給予台
灣四十五億軍援， 並將台
灣指定為主要非北約盟國

。

這個法案將開放美台
官員互訪 ，將台北経濟文
化代表處更名為台灣代表
處 ，除了考慮台灣加入美
洲開發銀行並考慮將台灣
納入印太経濟架構。

我們非常憂慮此舉將
會澈底導致中美關係之破
裂， 而加強海峽兩岸之緊
張， 白宮對此必須審慎面
對。

參院外委會審查通過台灣政策法參院外委會審查通過台灣政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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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世界上最具爭議性的鑽石 「光之
山」被鑲在已故伊麗莎白王太后的王冠上，如
今其女伊麗莎白二世（Queen Elizabeth II）的
逝世為歷史翻開新的篇章，留下的上億遺產也
備受矚目，尤其擁有致命詛咒的王太后冠，相
傳任何戴上它的男人都將招致不幸，外媒透露
國葬那天可能會由卡蜜拉代為戴上。

綜合《每日星報》(The Daily Star)、《共
和國電視台》（Republic World）報導，1937
年，已故伊莉莎白王太后（Queen Elizabeth
The Queen Mother）與丈夫喬治六世在加冕儀
式中配戴的王冠，上頭正鑲著這顆約105克拉
的光之石(koh-i-noor)，堪稱世界上最大的寶
石之一，來自數千年前印度的一個礦山，長年
象徵著 「征服」意味；根據英國珠寶網站
(Crown Jewels of the United Kingdom)提到，光
之石多次轉手至各帝國領袖手中，包括蒙兀兒
皇帝、沙阿等，最終於 1813 年跟著錫克教領
袖蘭吉特·辛格(Ranjit Singh)返回印度。

英國殖民印度地影響力逐漸強大，迫使辛
格交出光之石，並於 1877 年重新切割拋光正
是歸於時任維多利亞女王（Queen Victoria）。
目前這顆寶石尚鑲在已故伊麗莎白二世母親的
王后冠，隨著其8日駕崩消息傳出，對於即將
繼承的君王會有何厄運，社交平台再次掀起熱
議。

由於查爾斯三世（King Charles III）正式
被任命為 14 個英聯邦國家的君主，相傳 「擁
有這顆寶石的人將獲得全世界，但也將嚐到所
有不幸，除了上帝和女人」。暗示王室男性戴
上它恐受到詛咒，就像蒙兀兒皇帝沙賈汗最終
遭親生兒子軟禁、沙阿被自家軍暗殺，印證
400多年來的歷史悲劇。

另一種說法則是，也許卡蜜拉王后會成為
皇冠擁護者，然而，多家印度媒體報導則打臉
此說法，稱 「完全錯誤」，強調 「她可能在加
冕典禮戴上它，但始終不會成為個人財產，因
為它是君主的妻子，非女王」。

男人戴 「被詛咒的王冠」 下場慘
外媒曝查爾斯倖免靠她了

出席上合峰會 莫迪籲普丁烏克蘭停火
(本報訊)印度總理莫迪利用出席上海合作

組織（SCO）高峰會的機會，與俄羅斯總統
普丁舉行雙邊會議，呼籲及早終止烏克蘭戰
火；另方面，印度坊間關注的 「莫習會」，
並未發生。

SCO高峰會16日在烏茲別克第2大城撒
馬罕（Samarkand）國際會議中心舉行。

根據印度外交部向媒體提供的資料及影
片，莫迪在峰會場外分別與烏茲別克總統米
爾 濟 約 耶 夫 （Shavkat Mirziyoyev） 、 普 丁
（Vladimir Putin）、伊朗總統萊希（Ebrahim
Raisi）以及土耳其總統艾爾段（Recep Tayy-
ip Erdogan）舉行了雙邊會議。

莫迪向普丁重申盼見戰火早日停歇，透
過對話及外交手段解決歧見，且強調當今已
是屬於和平、而非戰爭的時代。

俄羅斯今年2月揮軍侵入烏克蘭。印度與
俄羅斯長期保持友好關係，此前從未公開點
名譴責俄羅斯，也沒有參與針對俄羅斯的國
際制裁。

普丁則告訴莫迪，他瞭解印度在烏克蘭
戰事中的立場與關切的問題， 「我們都希望
戰事能儘早結束。我們會隨時讓您知道情勢
的發展。」

另方面，印度與中國在峰會舉行前大約1

週，在邊界其中1個對峙點同時撤兵，坊間一
度預期這是在為莫迪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的雙邊會議暖場，但 「莫習會」並未發生。

2020年6月，印度和中國雙方士兵在加萬
谷（Galwan Valley）發生流血鬥毆，兩國緊張
關係延續至今。印度多次表明，邊界問題一
日不解決，兩國關係難以正常化。

這是莫迪與習近平在印中邊界衝突後，
首次在國際場合碰面。

根據會場影片，兩人未見友好互動，莫
迪跳過昨天的歡迎晚宴，直接參與今天的峰
會。此外，在其中一個拍攝團體照的場合，
兩人被安排比鄰而站，也沒有握手和寒喧。

面對隨行印度媒體的 「莫習會」相關詢
問，外交部次長卡瓦特拉（Vinay Kwatra）在
撒馬罕說，所有向印度提出雙邊會議要求的
國家，都得到應允及順利舉行，至於沒有發
生的會議，則無評論的必要。

印 度 智 庫 「中 國 分 析 及 策 略 中 心 」
（Centre for China Analysis and Strategy）研究
員夏海娜（Namrata Hasija）向中央社表示，
就算 「莫習會」登場，也不代表印度與中國
可以立刻化敵為友。

夏海娜認為，上週的解除對峙只是暫時
現象，邊界爭議的解決之路還很漫長。

一場因為美國鐵路（Amtrak）工人即將舉
行的大罷工而會引發的美國經濟大危機因拜登
總統在最後一刻出手搶救而暫時避免,美鐵與工
會達成一項初步協議,同意工人帶薪休假和就診
, 並在未來五年加薪 14% 和 24%,且每年發放5,
000元獎金,現在總算讓火車重回軌道,正常營運
了, 拜登在白宮玫瑰園與工會領袖和鐵路高管
一起慶祝了這筆交易，他興高采烈的說:“ 這
是美國的一大勝利! ”。

的確如此, 化解這次美鐵罷工危機, 拜登功
不可沒, 如沒有他的執著, 這場經過三年的勞資
談判是不可能有圓滿結果，身為資方的聯邦政
府也不可能在賠大錢情況下, 卑躬屈膝向工人
屈服, 當然可以想見拜登此時的思維絕對與即
將到來的期中選舉相關, 因為民主黨才因墮胎
的問題獲得選舉利多, 卻又因通膨影響而失去
選舉優勢, 如這次爆發12 萬5千多鐵路工人大
罷工,根據美鐵協會估計，每天會有7000多列火
車停運，影響美國三分之一貨物流通,並引發零
售產品短缺、製造業停產、工人失業和客運鐵
路中斷,將使美國經濟每天損失20億美元, 所以
在這樣劣勢下, 執政的民主黨在一個半月後的

”期中選舉”必敗無疑, 所以應該說是”
期中選舉” 拯救了這一次大罷工, 拜登不

過是在為民主黨操盤選舉罷了。
美國工會力量十分強大, 許多大公司企業

受制於工會壓力不得不就範,美鐵原本有悠久歷
史,但美國幅員廣大, 打造鐵路成本昂貴,不符經
濟投資原理,二次大戰後由於汽車量產普及，艾
森豪總統大力啟動州際高速公路興建, 奚落了
鐵路工程,又有航空業飛黃騰達, 鐵路交通逐步
被取代,直到1971年因私營鐵路紛紛倒閉,才由
時任總統尼克森成立了公私合營的美鐵 Am-
trak, 但聯邦政府浥注資源有限, 鐵路電氣化迄
今不到1%，因為客運一直虧損, 只能靠貨運支
撐,每年須聯邦補助上億元才能營運,是賠錢國
企, 所以工人薪水與福利不佳, 曾在 1992年舉行
一次大罷工, 造成美鐵癱瘓。

欣見拜登上任以來有心拯救美鐵,他所提出
的2萬億美元基建和就業計畫中有 800億元將
用於提昇鐵路設施, 可見拜登對美鐵的重視, 不
過現在在興修美鐵之外, 必將挪出大部分的預
算來發放薪水了, 這是應該的,也是合理的, 否則
美鐵未來將無法正常運作與營運的!

【李著華觀點 : 重回軌道
大選拯救了美國鐵路工人罷工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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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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非燃油價格大幅下調
綜合報導 南非汽車協會(AA)發布聲明證實：南非政府決定從9月5

日起大幅下調該國汽柴油價格，這對於今年飽受燃油價格上漲之苦的南

非民眾來說，無異於壹個重大利好。

根據南非汽車協會公布的價格調整方案，95號汽油每升價格預計將

下降2.35蘭特(約合人民幣0.94元)，93號汽油每升價格將下降2.18蘭特(

約合人民幣0.87元)，而柴油每升價格預計將下降0.87蘭特(約合人民幣

0.35元)左右，照明石蠟每升價格則下調0.82蘭特(約合人民幣0.33元)。

南非汽車協會方面證實，盡管近期南非貨幣兌美元匯率並不理想，

但受到國際原油價格下跌影響，南非燃油價格下調已經成為必然。盡管

南非民眾的經濟壓力略有減輕，但當前燃油價格依舊過高，且對於民眾

生活成本造成較大壓力。特別是今年6月、7月兩個月內，南非燃油價格

大幅上漲，對於該國經濟已經造成了嚴重的影響，因此南非政府目前亟

須提供可持續解決燃油價格過高問題的有效方案。

今年以來，受俄烏沖突、新冠肺炎疫情等因素共同影響，南非生活

成本大幅上升：包括燃料、能源、食品等物資的價格均出現大幅上漲，

特別是燃油價格更是屢創新高。這讓本就面臨高失業率影響的南非民眾

，承受著更大的生活壓力。

缺司機、少老師
法國公共服務陷困局

綜合報導 最近在法國波爾多市搭乘公交的市民會發現，候車的時

間變得更漫長了。盡管公交公司采用增加臨時工、鼓勵司機加班等方式

，但依然無法解決人手嚴重短缺的問題。

據歐洲時報報道，眼下，法國幾乎所有地區都面臨公共交通司機嚴重

短缺的問題，各運營商不得不減少班次、調整安排。在波爾多市，公交公

司鼓勵司機多加班，並采用增加臨時工等方式來緩解人手不足的問題；在

巴黎，有20%的公交班次因為找不到司機而受到影響，當地的公交車上，

每天都掛著“我們正在招聘司機”的廣告；而最近壹個月來，因為人手不

足，奧弗涅-羅訥-阿爾卑斯大區每天至少有40趟火車被取消。

司機短缺，主要原因是薪酬太低。工會批評法國鐵路集團和巴黎大眾運

輸公司的改革導致崗位吸引力降低，雖然工資保持不變，但原先的提前退休

和就業保障等福利取消了，這在通脹高企的背景下，更容易流失員工。

除了公共交通司機外，法國的幼兒園也面臨著沒有老師的困境。法國

“托兒所沒有嬰兒”團體發言人朱莉表示，該行業存在“結構性”人員短

缺。“到2030年，將有44%的托兒所工作人員退休。8年彈指壹揮間，我們

現在就得重視這個問題，做好準備，開設從業人員培訓中心。”

朱莉稱，由於人手短缺，壹項從8月31日開實施的法令允許幼兒園

雇用不具備相關資質的人，這令人十分擔憂。“政府的規定太寬松了，

允許多達15%的員工不經過相關培訓就上崗。即使這些員工未培訓就上

崗了，如果工作環境和條件不夠好，他們也不會留下來”。朱莉補充道

，這項法令無法幫助解決目前正在經歷的危機。“這只是壹項補丁政策

，試圖不惜壹切代價地保持托兒所開放。但我們的職業沒有得到重視，

今天的人手短缺是結構性問題，而工資過低更加劇了招聘人手難。”

動物實驗表明 微小“藥物工廠”可幾天內根除腫瘤

綜合報導 美國萊斯大學科

學家通過使用植入式“藥物

工廠”，阻止了小鼠的晚期

癌癥，而且這種新療法只需

幾天就能生效。該研究已發

表在《臨床癌癥研究》上。

雖然這種方法仍需要壹些

時間才能在人類身上進行試驗

，但目前的成果表明，人們擁有

了壹種強大的新方法來根除壹種

侵襲性的肺癌——間皮瘤。

“藥物工廠”由藻酸鹽制

成的微小珠子組成，每個微珠

只有1.5毫米寬，能夠連續爆裂

產生白細胞介素-2(IL-2)——這

種天然化合物能激活人體的白

細胞以對抗腫瘤。

萊斯大學醫學院胸外科醫

生和外科腫瘤學家布萊恩· 伯特

稱，胸膜間皮瘤是壹種非常具

有侵襲性的肺內膜惡性腫瘤，

通過手術切除很難完全治愈，

即經常會殘留病竈。用局部免

疫療法治療這種殘留病竈，也

就是向胸膜空間局部提供相對

高劑量的免疫藥物，是治療這

種疾病的壹種非常有吸引力的

方法。

該團隊還將植入物與檢查

點抑制劑相結合，檢查點抑制

劑是壹種不直接治療癌癥的藥

物，但能訓練免疫系統更好地

識別和消除癌細胞。新研究使

用了靶向PD-1蛋白的抑制劑。

在小鼠實驗中，“藥物工

廠”植入物本身可消滅超過壹

半的腫瘤。當與檢查點抑制劑

組合時，7只小鼠的腫瘤被完

全摧毀。數據顯示，將這些免

疫治療顆粒定點傳遞給患有間

皮瘤的小鼠，產生了非常激烈

和有效的治療反應。

研究人員相信，如果復發

，這種治療也很有可能有效地

訓練體內的記憶T細胞再次對

抗間皮瘤。

雖然IL-2治療已被證明是

有效的，但也可能帶來壹些非

常嚴重的副作用。新療法的靶

向性則可帶來幫助，因為它限

制了藥物暴露的身體部位。更

重要的是，研究人員以前曾使

用相同的“藥物工廠”技術來

嘗試治療卵巢癌，且該療法的

人體臨床試驗計劃在未來幾個

月內開始。

研究人員表示，從壹開始，

他們的目標就是開發壹種平臺療

法，可用於多種不同的免疫系統

疾病或不同類型的癌癥。

歐盟考慮對匈牙利采取嚴厲措施：
削減發放百億歐元經費

綜合報導 多位歐盟官員表示，因

“廣泛的腐敗問題”，歐盟委員會計劃

於本周日（18日）建議削減大部分撥給

匈牙利政府的歐盟資金，涉及金額達百

億歐元。

據路透社報道，兩名歐盟官員向其

透露，歐盟委員會預計將在周日建議暫

停歐盟2021-2027年預算中專門用於匈牙

利的價值225億歐元的凝聚力基金的70%

。不過，兩人都沒有說明具體數額。

匈牙利貨幣福林和債券因這壹消息

而走軟，福林兌歐元匯率下跌多達1.1%

，達到壹周來的最弱水平。彭博社稱，

投資者認為，歐盟基金的不確定前景是

導致今年匈牙利資產過度下挫的原因。

據報道，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

在當天對歐洲議會的年度政策演講中曾

表示，她將凍結對於破壞民主的成員國

的資助，並特別提及了腐敗問題。

“我們必須為我們的民主制度而戰

……而我想把重點放在腐敗上。”不過，

馮德萊恩當時並沒有具體點名匈牙利。

“政客”新聞網歐洲版指出，這是

歐盟首次因對於“法治和民主規範”的

擔憂如此接近實際剝奪壹個成員國的預

算資金。

不過，歐盟委員會也將承認匈政

府在過去幾周提出壹系列改革措施的努

力，如果這些措施設計和實施得當，

可以解決布魯塞爾的壹些擔憂。因此

，歐盟委員會將向其成員國表態稱，

他們可以給予匈牙利政府“壹個證明

自己的機會”，然後再做出暫停資金

的最終決定。

報道援引壹名不願透露姓名的歐盟

官員稱，歐盟委員會對於匈牙利的信

任已經“削弱”，而且擔憂是“系統

性的”，預計將“進行非常清醒和嚴厲

的缺陷評估”，但“需要考慮到匈牙利

已經朝著正確的方向前進，並在改革方

面邁出了第壹步”。

路透社的報道也稱，壹名歐盟外交

官透露，歐盟委員會對於匈牙利提出的

措施“相當滿意”，但“希望看到它是

真實的”。該外交官認為，通過提議暫

停供資，“委員會正在對匈牙利保持壓

力”，“給匈牙利人壹些時間是很自然

的”。

壹旦歐盟理事會收到歐盟委員會

的提案，它有壹個月的時間做出決定

，並可選擇將時間延長最多兩個月。

依照規定，歐盟任何資金的削減都需要

“合格多數”（即至少55%的歐盟國家

代表和至少65%的歐盟人口）的支持才

能通過。

壹名歐盟官員對路透社表示，如果

匈牙利在這段時間內對其提出的反貪汙

措施采取“更多細節和實施”的後續行

動，任何最終決定仍可能發生變化。

自12年前奉行“非自由民主”的歐

爾班就任總理以來，匈牙利與歐盟壹直

在法治、少數群體權益等問題上存在爭

端。俄烏沖突則對雙方的關系進壹步提

出了考驗，被視為“普京盟友”的歐爾

班始終反對歐盟對俄羅斯石油和天然氣

的制裁，並最終使歐盟淡化了其制裁方

案。

新冠疫情暴發後，歐盟便制定了

“制約機制”，將成員國是否遵守聯盟

內的“法治和民主原則”與資金撥付掛

鉤，用以懲罰歐盟認定在“民主”方面

有問題的成員國。

匈牙利曾就此在歐洲法院提出申

訴，認為該機制侵犯了成員國在歐盟

條約框架下享有的權利。但歐洲法院

今年 2 月駁回申訴，認定歐盟可以以

成員國“違反歐盟法治原則”為由暫

停資金撥付，歐盟必須具備捍衛價值

觀的能力。

4月初，歐爾班確認第四次連任總理

的幾天後，歐盟宣布將針對匈牙利啟動

“制約機制”程序。7月末，歐盟委員會

給匈政府下了“最後通牒”，限壹個月

的時間來處理其問題，否則歐盟將暫停

匈牙利2021-2027年的歐盟經費。彭博社

稱，這壹程序或涉及超過400億歐元的

歐盟資金。

8月底，匈牙利政府提出相關反腐措

施，其中包括建立壹個新的機構來監督

歐盟資金的支出，並修改匈牙利的公共

采購法律。匈司法部長瓦爾加（Judit

Varga）上周已與歐盟官員會面，討論該

方案。

匈牙利是歐盟資金的凈流入國。根

據歐盟反欺詐辦公室（OLAF）的數據，

2015-2019年期間，匈牙利的歐盟資金支

出中有近4%存在違規，這是迄今為止27

個歐盟國家中比例最高的。

綜合報導 捷克政府召開特別會議，

批準從11月開始給居民用電和用氣價格設

定上限的計劃，以緩解能源價格持續飆升

的巨大壓力。

捷克總理彼得· 菲亞拉在新聞發布會

上說：“我們必須確保價格水平……不能

讓壹些人多掏幾倍的錢。”

據路透社報道，考慮稅率因素後，

捷克限價後的電價相當於大約每兆瓦時

200 歐元，大大高於數年來的水平，但

遠低於12日市場上德國2023年供氣價格

479歐元。

捷克財政部長茲比涅克· 斯坦尤拉

說，價格上限將使捷克明年多支出1300

億捷克克朗（約合53億歐元）。為籌措

所需資金，捷克政府打算明年向能源企業

、煉油企業、燃料和電力交易企業以及銀

行征收暴利稅，預期將征收到大約700億

捷克克朗（29億歐元）。

不僅捷克，其他歐洲國家也面臨天然

氣供應短缺危機。歐洲聯盟能源部長特別

會議9日舉行，要求歐盟委員會盡快制定

緊急措施，以緩解不斷攀升的能源價格。

歐盟委員會

預定14日發布緊

急 措 施 方 案 。

路 透 社 援 引 壹

些 外 交 官 員 的

話報道，在 9日

會 議 上 ， 超 過

半 數 國 家 能 源

部長提及對天然

氣價格設定上限

，但就實施細節

存在分歧。波蘭

、瑞典等國支持

對從俄羅斯進口

的天然氣設定價

格上限，而匈牙

利、奧地利等國家反對，警告這壹舉措可

能導致俄方完全切斷供氣，會議最終放棄

這壹設想。

不少歐盟國家長期依賴俄能源供應。

烏克蘭危機升級以來，歐盟與美國壹道對

俄施加多輪制裁，但其反噬作用令歐盟處

境窘迫。歐盟經濟遭受重創，通貨膨脹加

劇，經濟前景不確定性明顯增加。

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 普京7日說，

對俄天然氣限價“絕對是個愚蠢決定”。

壹旦歐盟做出違反合同的政治決定，“如

果不符合我方經濟利益，我們會停止供應

壹切（能源），天然氣、石油、柴油或煤

炭，壹概停供”。

捷克政府批準用電用氣限價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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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共和黨人在11月期中選舉前大打移民牌
，佛州州長迪尚特派兩架飛機，將委內瑞拉無證移民從德州送
到麻州富人度假勝地瑪莎葡萄園島。拜登痛批共和黨人利用人
民操弄政治。

法新社報導，包括兒童在內約50名移民昨天抵達瑪莎葡萄
園島（Martha's Vineyard），從已故總統甘迺迪（John F. Ken-
nedy）到柯林頓（Bill Clinton）等民主黨總統都曾到此避暑過
，前總統歐巴馬（Barack Obama）更在當地買下一棟豪宅。

麻州州議員費南德斯（Dylan Fernandes）說： 「包機將移
民從德州送往瑪莎葡萄園島。許多人不知道他們在哪裡。他們
說他們被告知將獲得住宅和工作。」

半天後，同樣從德州來的兩輛巴士，將數十名移民放在副
總統賀錦麗（Kamala Harris）於華盛頓特區的住所附近，這是
德州共和黨籍州長艾波特（Greg Abbott）為了在移民議題上向
民主黨人施壓，進行為期5個月行動的一部分。

迪尚特（Ron DeSantis）今天在佛羅里達州一場官方活動

中說： 「我們不是庇護州…我們將為您提供交通協助，讓您可
以前往綠草如茵的地方。」

美國總統拜登痛批共和黨人 「利用人民操弄政治」的舉動
。拜登今晚在國會西裔黨團（Congressional Hispanic Caucus）
的活動上表示： 「他們做的事情完全是錯誤的。這不符合美國
精神，輕率行事。」

讓F35搭檔AI神器作戰 洛馬要砸31億

特斯拉自駕車遭控廣告不實 顧客提集體訴訟

（綜合報導）展望未來大約10年的戰場，1架C-130放下
裝有消耗性無人機的小托盤，這些無人機會立即飛向 F-35 編
隊。

據《突發防務》（Breaking Defense）網 15 日報導，當
F-35駕駛飛向敵方面對空飛彈時，他們會對控制的無人發出指
令，如 「搜集數據」、 「前進並掩護」，或 「尋找這個目標」
。飛行員根據部分無人機搜集的數據，可以察覺可能的威脅，
並靠其他在前方負責偵察的無人機所提供的資訊，獲得替代路
線建議。

「臭鼬工廠」（Skunk Works）副總裁兼總經理柯拉克
（John Clark）周三說，洛克希德馬丁（Lockheed Martin）希望

，在新公開的 「卡雷拉計畫」（Project Carrera）中，能實證這
類技術。洛馬打算要砸1億美元（約31億台幣），以開發無人
機、人工智慧（AI）、升級F-35，並研發能串連這一切的創新
通訊技術。

而在即將登場的驗證中，將可以看到F-35和洛馬2020年
公開的 「極速賽車手」（Speed Racer）消耗性無人機群搭檔。
然而，計畫最大的重心仍在於了解，戰機駕駛要如何在戰場上
實際操縱這些無人機、這些無人機究竟能給飛行員帶來什麼優
勢，還有要如何建立飛行員和人工智慧無人機間的信任。

柯拉克說，他們真正勢力研發的重心，在於建立系統性架
構，得以評估人和無人系統間的互動，並了解這些行為如何隨

著時間累積而增進。
而1億美元（約31億台幣）資金主要用在3方面：
*2000 萬美元（近 6.3 億台幣）用來升級 F-35，並研製無

人機。
*4200萬美元（約13億台幣）用來研發AI、可網路連通塔

、如5G等先進網路，還有開放架構技術等。
*3800萬美元（近12億台幣）用來研製 「戰場增效器」，

其中包括能提供戰機和無人機超視距通信的低軌衛星，還有涵
蓋穿透感測器的 「前線生存平台」（forward survivable platform
）等。

佛州長包機送移民到富人島佛州長包機送移民到富人島
拜登批拿人民操弄政治拜登批拿人民操弄政治

（綜合報導）電動車大廠特斯拉近幾年以Autopilot和Full
Self-Driving宣傳它的付費先進輔助駕駛系統軟體，加州一名車
主昨天向美國聯邦法院提告，主張特斯拉欺騙地與誤導地行銷
自駕車，要求損害賠償、以及禁制令制止特斯拉繼續欺騙式行
銷。

科技新聞網站The Verge報導，購買特斯拉Model X休旅
車、加上加強版 「自動輔助駕駛」（Autopilot）功能的車主馬
茲科（Briggs Matsko）14日透過律師在舊金山的加州北區聯邦
地方法院提起訴訟，向特斯拉（Tesla）和特斯拉執行長馬斯克
（Elon Musk）提出損害賠償要求。原告號召特斯拉車主加入
訴訟，尋求集體訴訟地位。

舊金山紀事報（SFC）報導，根據這份訴狀，特斯拉在自
動駕駛相關技術上有欺騙與誤導消費者之嫌，卻繼續獲得媒體
關注，讓消費者相信特斯拉擁有尖端技術、以維持電動車市場
的領先地位。

負責這起訴訟案的律師柯奇特（Joe Cotchett）在聲明中表
示， 「人們相信特斯拉的自動駕駛功能完全安全，而特斯拉自
知他們有很多問題」。

根據訴狀，特斯拉並未真正生產出能自動駕駛的汽車，最
新的 「全自動輔助駕駛」（Full Self-Driving）測試版軟體FSD
Beta 「有很多問題，例如汽車無法正常轉彎、會闖紅燈、會直
接轉向大型物體和迎面而來的車輛」。

特斯拉 「自動輔助駕駛」技術軟體於2015年推出；2016年
推出結合自動輔助駕駛感應器與硬體的新版本，安裝在特斯拉
的電動車上。

目前特斯拉的新車都有 「自動輔助駕駛」功能，包括免費
的標準版或 6000 美元（約新台幣 19 萬元）的加強版（En-
hanced Autopilot）。另外，車主可購買1萬5000美元的 「全自
動輔助駕駛」方案。

這起訴訟案引用了2018年發生在加州101號高速公路靠近

山景市（Mountain View）的一起致命車禍，一輛 Model X 撞
上混凝土護欄。美國國家運輸安全委員會（NTSB）2020年調
查發現，這輛車的自動輔助駕駛系統把車輛導向護欄，駕駛當
時在車上玩手遊，因此被認定需要對這起車禍負責。

這份訴狀表示，有數十人因使用 「自動輔助駕駛」功能而
發生車禍，蒙受致命和嚴重傷害，這也引發了加州和聯邦監管
機構一系列調查。

特斯拉的官網對其自動駕駛技術的現況和未來計畫有簡明
的介紹，同時警告 「目前的自動輔助駕駛功能需要駕駛主動監
督，並不能讓車輛自動駕駛」。

今年6月，美國 「國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NHTSA）
聲明，從2021年8月起對特斯拉電動車發動的調查範圍已擴大
到自動駕駛系統，以了解其風險性。

憂聯準會擴大升息抗通膨 美股收黑 道瓊下跌139點
（綜合報導）在市場瀰漫經濟衰退疑慮下，投資人擔心聯

準會更加激進升息以對抗通膨飛漲，美股今天下挫，週線收黑
。

道瓊工業指數終場下跌139.40點，或0.45%，收在30822.42

點。
標準普爾500指數下跌28.02點，或0.72%，收在3873.33點

。
以科技股為主的那斯達克指數下跌103.96點，或0.90%，

收在11448.40點。
費城半導體指數上漲 13.604 點，或 0.53%，收在 2563.142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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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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元暴跌令日本家庭負擔更重 日媒稱日本經濟陷入長期低迷

綜合報導 日元匯率跌至140日元兌1

美元的水平，創24年來新低，僅僅半年

時間下跌25日元的事態實屬罕見。進口

商品價格進壹步上漲，家庭開支負擔愈

發沈重。

已經有觀點指出，歷史性的低匯率

反映出日本經濟正在陷入長期低迷。

日元快速下跌的背後是全球性的物

價高企。在歐美，消費活動已經擺脫新

冠疫情的影響快速復蘇，2月俄烏沖突又

導致原油和糧食價格飛漲。

為了遏制物價飆升，美聯儲從3月

到 7月已經 4次加息。而作為景氣對策

依然奉行量化寬松的日本的利率保持

低位運行，這使得日美之間的利差進

壹步擴大，拋售日元購買美元的勢頭

隨之興起。近來，美聯儲主席鮑威爾

表達了繼續加息的想法，進壹步推動

了日元貶值。

低位徘徊的日元匯率也導致進口商

品價格不斷上漲，今春以來，各種食品

接連漲價，直接沖擊了家庭開支。

瑞穗研究與科技公司首席經濟學家

酒井才介的估算顯示，日元貶值勢頭已

經持續半年，如果9月以後 1美元兌換

140日元的情況持續，即便考慮到日本政

府為遏制物價采取的對策，價格上漲導

致的2022年度家庭（兩人以上）負擔仍

將比上壹年度平均多出7.8萬日元左右。

其中食品價格上漲貢獻3.6萬日元，能源

占到3.4萬日元，家具和電器多開支8000

日元。

這些負擔對於低收入群體的影響

更大，如果是年收入900萬日元的家庭

，消費支出上漲占收入之比不到 1%，

而年收入300萬日元的家庭占比將超過

2%。

另壹方面，日元貶值利好出口，2021

財年上市企業凈利潤總額再創新高。但

是由於制造基地不斷向海外轉移，就業

增加等日元貶值帶來的實惠也將低於往

年。

也有調查顯示，日元的競爭力正在

下降。從東短研究公司編制的顯示貨

幣綜合購買力的“實際匯率”變化趨

勢看，在截至今年 7 月底的 20 年時間

裏，日元在 60 個被收集比較的國家和

地區中跌幅最大，達到46.3%，跌幅甚

至高於經歷經濟長期動蕩的阿根廷比索

和土耳其裏拉。

明治安田綜合研究所首席經濟學家

小玉祐壹指出：“由於內需不足，日本

的經濟增長不得不依賴外需，所以日本

政府和日本銀行長期奉行致力於日元貶

值的政策，這也是導致如今日元匯率行

情的壹個原因。”

在他看來，日本的人均國內生產總

值已經跌至20多位、工資多年不曾增長

以及日元貶值也是日本經濟長期低迷的

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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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菲律賓總統馬科斯簽署公告，將因新

冠疫情導致的菲全國災難狀態延長至2022年12月31

日。

馬科斯在菲國家減災委員會建議下簽署該公

告。他在公告中責成所有中央政府機構和各地方

政府，繼續提供全面援助並相互合作，調動必要

的資源，及時開展關鍵、緊急和適當的救災援助

和措施，以遏制和消除新冠病毒帶來的威脅。同

時，繼續提供與新冠疫情有關的幹預措施，包括

但不限於新冠疫苗接種計劃；利用適當的資金，

包括快速反應基金，遏制新冠疫情的蔓延；監測

和控制基本必需品和主要商品的價格；向受災人

口提供基本服務等。

2020年3月16日，菲前總統杜特爾特簽署了第

929號公告，宣布由於新冠疫情，菲全國進入為期六

個月的災難狀態。

因疫情持續等原因，杜特爾特曾兩度發布公告

將災難狀態分別再延續壹年，即從2020年9月13日

延續到2021年9月12日，以及從2021年9月13日延

續到2022年9月12日。

事實上，菲律賓疫情近日正在趨緩。此前壹天

，即9月12日，馬科斯發布了第3號總統命令，允許

人們在戶外環境中自願佩戴口罩，特別是在開放空

間和通風良好的非擁擠的戶外區域。同時，仍然"強

烈建議"那些尚未完成完全疫苗接種的人、老年人和

免疫力低下的人使用口罩。

菲國家新冠疫情統計數據顯示，截至9月12日，超過7270萬

菲律賓人已經完成了新冠疫苗的第壹和第二劑接種。同時，超過

1860萬人已經接受了加強針註射。

三星“長公主”貸款5億元繳納遺產稅

現為韓國女首富

綜合報導 據韓聯社報道，三星

“長公主”李富真近日以所持三星電

子股份作質押擔保，貸款1000億韓元

（約合5億元人民幣），業界認為這筆

貸款是用於繳納遺產稅。韓國輿論推

測，李富真需繳納的遺產稅接近13億

元人民幣。

李富真，52歲，已故三星會長李

健熙的長女、新羅酒店社長，股票資

產超過280億人民幣，為當今韓國女首

富。她1999年嫁給三星普通員工任佑

宰，壹時轟動韓國社會，但這段婚姻

在15年後告吹。

韓國金融監督院發布的消息顯示

，李富真8月19日抵押325.3萬股三星

電子股票，從韓國投資證券公司獲得

這筆貸款，利率為4.5%。

2021年10月，李富真抵押253.2萬

股三星電子股票，從現代汽車證券公

司貸款1000億韓元，今年3月以大宗交

易方式出售150.943萬股三星SDS股票

套現。

李健熙遺產包括股票、房地產、

美術品和現金等，總價值約高達26萬

億韓元（約合人民幣1416億元），其

中三星旗下子公司股票市值相當於19

萬億韓元（約合949億元人民幣）。

2021年，李健熙的遺屬申報遺產稅12

萬億多韓元（約合人民幣653億元），

並申請分5年繳清。

谷歌和Meta在韓被重罰！
涉非法收集個人信息

綜合報導 谷歌和Meta涉嫌在

韓國未經用戶同意收集個人信息並

將此用於在線投放個性化廣告，分

別被罰692億韓元（約合人民幣3.4

億元）和308億韓元（約合人民幣

1.5億元）。韓聯社稱，韓國國務總

理下屬負責保護公民個人信息的機

構——個人信息保護委員會14日開

會做出了上述決定。

報道稱，這是韓方就在線廣

告平臺收集和利用用戶信息的行

為首次做出的處罰決定，罰款金

額是違反《關於保護個人信息的

法律》規定的案件之最。

韓聯社稱，該委員會從去年2

月起針對韓國國內外主要在線廣

告平臺收集和利用個人信息的情

況進行督查。經查發現，谷歌和

Meta公司對用戶使用其它平臺的

行為信息進行分析，由此推測用

戶可能感興趣的信息並利用該信

息投放個性化廣告，但未事先告

知、也未提前獲得用戶同意。

據報道，谷歌至少是從2016

年至今擅自收集和利用用戶在其

他平臺上的信息，將隱私政策中

的相關選項設置為默認同意。但

谷歌在歐洲的服務中，則是根據

用戶自身選擇設置，決定是否同

意信息的收集和利用。Meta則是

從2018年 7月 14日至今未獲用戶

同意擅自收集和利用用戶信息。

韓聯社稱，Meta近期試圖將隱私

政策改為用戶不同意收集信息便

無法利用部分服務，但受到用戶

強烈反對後取消該計劃。



AA99香港瞭望
星期六       2022年9月17日       Saturday, September 17, 20222022年9月16日（星期五）香 港 新 聞4 ◆責任編輯：周文超

收數佬關帝面前刀刺債仔 埋屍山邊再致電家屬勒索

一名鍾愛足球的中年男子，懷疑涉足賭波欠下360萬元

（港元，下同）賭債，日前在粉嶺被兩名追債男子邀請登上房

車，帶到打鼓嶺坪洋村關帝廟“講數”。其間，該中年男子被膠

帶封口鼻和綁雙手，施以毒打刀刺“催債”，其後傷重死亡，即

被疑兇拖到山邊埋屍。疑兇之後竟繼續致電死者妻子追債，死者

妻懷疑丈夫遭綁架，於是報警。警方連日追蹤調查，相信事主已

遇害，並於14日在粉嶺一間餐廳拘捕兩名疑兇，又在15日下午

在山邊挖出事主屍體。警

方不排除因債務引致命

案。兩名疑兇被暫控一項

謀殺罪，16日在粉嶺裁判

法院提堂。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追債殺人案時序

9月5日中午：
張離家午膳後登上一輛私家車失蹤

黃昏：張妻收到勒索360萬元的
電話及短訊

晚上：張妻報警

9月6日-13日：
警方在粉嶺大規模做問卷調
查，並追蹤綁匪來電

9月14日：
警方相信張在5日已遇害，
於粉嶺聯和墟拘捕兩名疑
犯

9月15日：
上午：警員在打鼓嶺坪

洋村關帝廟山邊
搜尋張的屍體

中午：警員挖出張遭
膠布纏頭及綑
綁雙手的屍體

打鼓嶺發生綁架撕票案懷疑與有人欠波
債有關，提供戒賭輔導服務的明愛展晴中心
高級督導主任伍淑萍15日在接受香港文匯
報訪問時表示，在疫情之下，參與賭博特別
是外圍賭博的情況愈趨嚴重，情況值得關
注。由於賭波與賭馬不同，因賭波賠率相對
較低，賭波的參與者又覺得自己贏面大，因
而很容易加大注碼圖贏更多錢，殊不知“十
賭九輸”，“賭得越大輸得越甘，輸咗又想
贏返之前輸咗嗰啲，結果愈踩愈深，不能自
拔，成為俗稱病態賭徒的賭博失調者。”

根據香港賽馬會上周公布的2021/2022
年度業績，在疫情下，有九成投注均來自
網上及流動平台，賽馬投注額年內升3.1%
至1,404億元（港元，下同），而足球博彩

投注額則升2.6%至1,438億元，超越上年度
紀錄，投注額更超過賽馬34億元。

伍淑萍表示，自2003年香港將賭波合法
化後，賭波“玩法”已有翻天覆地的變化，
可謂五花八門，加上可供投注的賽事大增，
令參與者更加投入及自我感覺“贏面大
咗”，這在外圍的非法賭博中情況更甚。

正常娛樂減少 誘賭陷阱處處
她指出，受疫情影響，赴澳門旅遊受

限，加上香港賽馬會積極推廣網上投注戶
口，外圍賭博集團為搶客，在疫情期間加
大網絡宣傳，推出所謂的折扣或回佣，誘
使經常接觸網絡的年輕人，或因疫情致正
常娛樂減少者涉足賭博，情況令人關注。

在該中心接觸的絕大部分求助個案
中，出現賭博失調者初期一般都不會自我
察覺問題，直至因欠下的賭債愈滾愈大，
影響到工作、家庭和身邊的朋友，才會意
識到問題嚴重性。故此，當事人身邊的家
人和朋友是第一道防線，可在初期引導當
事人正視問題或向專業人士尋求協助。

四年一度的世界盃足球賽將於今年11
月中舉行，伍淑萍呼籲特區政府加強有關
理性及有節制的參與博彩娛樂的宣傳，以
及打擊外圍賭博活動，長遠更應效法外國
做法，包括在馬會的投注App加入定時彈
出提醒事主時刻節制的信息功能，而該信
息必須事主閱讀，讓事主能夠“停一停，
諗一諗”。 ◆香港文匯報記者蕭景源

賭波男命都輸埋
追債竟成追命

疫下賭外圍波猖狂
落坑上癮難抽身

整理：
香港文匯報
記者 蕭景源

��

▲

警員帶另一名疑犯於市區重
組案情。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警員帶疑犯到命案現場附近重組案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仵工將死者遺體舁送殮房仵工將死者遺體舁送殮房。。

◆◆埋屍位置埋屍位置。。

◆◆警員在埋屍現場附近一帶搜證警員在埋屍現場附近一帶搜證。。

慘遭殺害埋屍的男事主姓張（51歲），無業，綽號
“侏儒強”，與案中同姓陳的29歲及64歲無業疑兇

均為粉嶺一帶圍村的村民，張更與其中一名疑兇是朋友。
3人平時都喜歡在粉嶺聯和墟一間餐廳“打躉”，張每天
在上址度過下午茶時間，而疑兇則日日到來吃早餐。有知
情人士透露，張生前熱愛足球，曾出錢資助街坊足球隊，
更參與了外圍足球賭博，於早前欠下約360萬元。

30厘米屍坑 鋪水泥防屍臭
消息稱，張失蹤當日是其51歲生日，豈料生日變忌

日。警方調查顯示，張於本月5日下午在餐廳外被疑兇邀
請登上一輛平治私家車，並帶到打鼓嶺坪洋村關帝廟商討
還債一事，其間發生爭執打鬥。張被人綁起毆打和刀刺催
債，未幾斃命，之後被人拖到30米外的山邊草叢。有人挖
出30厘米深屍坑埋屍，上面再鋪上水泥防屍臭外洩。

同日黃昏，疑兇竟向張妻打電話及發短訊，指其丈夫
在他們手上，要求她代還360萬元債務。張妻多次聯絡丈
夫不果，懷疑丈夫被綁架，於是當晚向警方報案。

新界北總區重案組接手調查，在粉嶺一帶的村落做問
卷調查，又到張光顧的聯和墟餐廳調查，發現5日下午2
時至3時，接載張的私家車多次出入打鼓嶺坪洋村，但不
見張的身影，而張妻在與追債者接觸過程中，始終聽不到
丈夫的聲音，警方相信張已遇害，遂根據早前掌握的線
索，於14日上午到疑兇和死者同光顧的餐廳，拘捕兩名正
在吃早餐的疑兇，在和豐街搜查疑犯的平治房車。

警方其後根據疑犯口供，得悉張被埋屍打鼓嶺坪洋村
一處山邊，在直升機協助下對山邊展開地毯式搜索，至15
日早上到午間在關帝廟龍山邊草叢找到埋屍點，中午挖出
屍體。法醫和鑑證人員即場蒐證，並在關帝廟內發現血漬
和打鬥痕跡。

在警方現場驗屍期間，死者的數名親友一直在附近憂心
忡忡等候消息，其胞弟在死者身份被證實後，一度傷心自
語：“點會咁？”15日下午5時許，兩名疑兇分別被重案
組探員押到粉嶺聯和墟和豐街及坪洋村埋屍現場重組案情。

死者遭綁手穿胸 七孔封膠
新界北總區高級警司（刑事）陳江明15日晚表示，死

者被挖出時，眼、耳、口、鼻均被膠布包纏，雙手亦被膠
布綑綁，左胸位置有一處相信被尖銳利器造成的傷口，屍
體上層被水泥掩蓋，然後再蓋上泥土。法醫初步檢驗相信
死者已死去8天至10天，但死因仍需稍後剖驗及毒理化驗
確定，兇器尚未尋獲。

陳江明指出，死者失蹤當日是自行登上其中一名疑犯
的私家車，被載到關帝廟附近交涉債務問題，其後遭利器
襲擊及埋屍，而事後有人繼續向死者家人勒索金錢。警方
將繼續多方調查案件，包括是否涉及其他人、是否涉及高
利貸等。

◆◆死者親友在埋屍地點附死者親友在埋屍地點附
近憂心忡忡等候消息近憂心忡忡等候消息。。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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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變亂交織世界注入穩定性
與普京雙邊會見 就中俄關係和共同關心的國際和地區問題交換意見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當地

時間15日下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近平在

撒馬爾罕國賓館同俄羅斯總統普京舉行雙

邊會見，就中俄關係和共同關心的國際和

地區問題交換意見。

��.��.

習
近
平
：

習近平指出，今年以來，中俄保持了卓有成效
的戰略溝通。兩國各領域合作穩步推進，體

育交流年活動有序展開，地方合作和人文交流更加
熱絡，在國際舞台上密切協調，維護國際關係基本
準則。面對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史之變，中方
願同俄方一道努力，體現大國擔當，發揮引領作
用，為變亂交織的世界注入穩定性。

習近平強調，中方願同俄方在涉及彼此核心
利益問題上相互有力支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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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磚國家等多邊框架內的協調和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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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護廣大發展中國家和新興
市場國家共同利益。

普京：唯一不變是俄中友誼與互信
普京預祝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取

得圓滿成功，相信在習近平主席領導下，中國經濟
社會發展將不斷取得新成就。普京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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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中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穩固如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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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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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方
願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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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方願同中方一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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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習近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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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薛祥、楊潔篪、王毅、何立峰等參加會見。

習近近平分別會見中亞多國元首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
社報道，當地時間 15 日下
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
撒馬爾罕國賓館同俄羅斯總
統普京、蒙古國總統呼日勒
蘇赫舉行中俄蒙三國元首第
六次會晤。

習近平指出，中俄蒙三
方合作具有強大的內生動力
和發展韌性。雖然受到新冠
肺炎疫情影響，但三方合作
的腳步從未停歇，取得的成
績值得肯定。我們攜手抗
疫，第一時間相互馳援抗疫
物資，毫無保留分享抗疫經
驗，共同守護三國人民生命
健康。我們開展“雲交
流”，保持交往熱度，民心
相通紐帶更加緊密。我們積
極開展邊境地區聯防聯控合
作，促進經貿往來穩定順
暢，途經三國的跨境運輸亞
洲公路網推進成效顯著。

習近平就推進中俄蒙合作
提出四點建議。一是牢牢把握
三方合作的正確方向，深化政
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尊重
彼此核心利益，照顧彼此重大
關切，在國際和地區事務中加
強協調和配合。二是提升在上
海合作組織框架內合作，共同
打造應對風險挑戰的合作平
台、釋放發展潛力的增長平
台。三是落實好中蒙俄經濟走
廊建設已達成共識，推動毗鄰
地區不斷深化經貿、人文、旅
遊等領域合作，繼續為三國工
商界搭建高質量交流平台。四
是培育三方合作更多成果，支
持擴大相互間貿易本幣結算規
模，歡迎俄羅斯和蒙古國更多
金融機構加入人民幣跨境支付
系統，築牢地區金融安全屏
障。

支持三國企業家加強合作
普京表示，俄中蒙三方

合作成效顯著，具有明顯互
利性質，為彼此關係發展增
加了附加值。三國作為近
鄰，應該相互理解、相互支
持，全面鞏固推進三方合
作。應鼓勵支持三國企業家
加強交流合作，推動交通、
物流、跨境運輸、能源、高
新技術、旅遊、人文等領域
合作取得更多實質進展。

呼日勒蘇赫表示，發展同
中、俄兩國睦鄰友好合作是蒙
古國外交首要方向。當前複雜
國際形勢下，加強蒙中俄三方
合作尤為重要。蒙方願同中、
俄加強溝通，促進雙邊和三方
在貿易、投資、環境、能源、
鐵路、旅遊等領域合作都取得
積極進展。

三方確認《建設中蒙俄
經濟走廊規劃綱要》延期5
年，正式啟動中蒙俄經濟走
廊中線鐵路升級改造和發展
可行性研究，商定積極推進
中俄天然氣管道過境蒙古國
鋪設項目。

丁薛祥、楊潔篪、王
毅、何立峰等參加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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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報道，烏茲別克斯
坦撒馬爾罕時間15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撒馬
爾罕國賓館分別會見吉爾吉斯斯坦總統扎帕羅夫、
土庫曼斯坦總統謝爾達爾．別爾德穆哈梅多夫、塔
吉克斯坦總統拉赫蒙和蒙古國總統呼日勒蘇赫。

支持實施中吉烏鐵路項目
當地時間15日上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

撒馬爾罕國賓館會見吉爾吉斯斯坦總統扎帕羅夫。
習近平強調，雙方要繼續深入對接發展戰略，落實
好中吉《中長期經貿合作規劃》。中方支持實施中
吉烏鐵路項目，願推動項目早日開工，支持更多優
秀中國企業赴吉爾吉斯斯坦投資，為兩國人員往來
和貨物通關提供便利。中方願同吉方加強協作，建
設好“中國+中亞五國”會晤機制，落實好全球發
展倡議和全球安全倡議，堅決捍衛國際公平正義，
維護廣大發展中國家共同利益。

扎帕羅夫表示，吉方堅定恪守一個中國原則，
堅定認為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堅定
支持中方在涉台、涉疆、涉港等核心利益問題上的
立場，願同中方加強經貿、鐵路、抗疫、安全等領
域合作，深化吉中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吉方願同中
方密切協作，將上海合作組織打造成為中亞安全穩
定之錨，共同維護地區安全穩定。

推進中土非資源領域合作
當地時間15日上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撒

馬爾罕國賓館會見土庫曼斯坦總統謝爾達爾．別爾德
穆哈梅多夫。習近平強調，雙方要做大兩國天然氣合
作的體量和規模，為兩國發展振興注入新動力。要加
快推進非資源領域合作，推進共建“一帶一路”倡議
同土方“復興絲綢之路”戰略對接。中方願同土方加
強“中國+中亞五國”會晤機制內合作，落實全球發
展倡議和全球安全倡議，密切國際協作。

謝爾達爾．別爾德穆哈梅多夫表示，願同中方
不斷深化兩國在經貿、天然氣、跨境運輸、人文等
各領域互利合作。土方堅定支持一個中國原則，堅
定支持中方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土方願同中
方推進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同土方“復興絲綢之

路”戰略對接，密切在聯合國、“中國+中亞五
國”會晤機制等多邊框架內合作。

擴大進口塔方優質農產品
當地時間15日上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

撒馬爾罕國賓館會見塔吉克斯坦總統拉赫蒙。
習近平強調，中方願同塔方加強務實合作，擴大進
口塔方優質農產品，提升雙邊貿易規模和水平，幫助
塔吉克斯坦提升過境運輸能力。中方願同包括塔方在
內的中亞國家加強“中國+中亞五國”會晤機制等合
作，深化反恐合作，共同維護本地區和平安寧。

拉赫蒙表示，塔方願同中方密切高層交往，借
鑒中國發展經驗，加強經貿、農業、交通、產能、
綠色經濟等領域務實合作，將塔中關係提升至新水
平。塔方願同中方加強在聯合國、上海合作組織、
亞信、“中國+中亞五國”框架內協調配合，深化
安全合作，共同維護地區安全穩定。

推進中蒙俄經濟走廊建設
當地時間15日下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在撒馬爾罕國賓館會見蒙古國總統呼日勒蘇赫。
習近平強調，中方始終堅持和平、發展、合作、共贏
原則，堅持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中方願同蒙方加強
治國理政經驗交流，加強“一帶一路”倡議同“草原
之路”倡議對接，推進中蒙俄經濟走廊建設，落實全
球發展倡議和全球安全倡議，支持蒙古國實現更好更
快發展。中方支持蒙方“種植十億棵樹”計劃，願同
蒙方積極開展防治荒漠化項目合作。

呼日勒蘇赫表示，蒙方堅定奉行一個中國政
策，堅決反對任何國家干涉中國內政。蒙方高度讚
賞中方為維護世界和平與安全所作重要貢獻，支持
中方提出的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全球發展倡議
和全球安全倡議，願同中方加強發展戰略對接，推
進經貿、鐵路、環境等各領域務實合作。

辦好中白地方合作年活動
當地時間15日下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

撒馬爾罕國賓館會見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兩
國元首決定，將雙邊關係定位提升為全天候全面

戰略夥伴關係。習近平強調，中方願同白方保持
密切交往，在投資、經貿等領域開展互利共贏合
作，推動中白工業園區朝着綠色、智慧、生態、數
字化方向發展。雙方要繼續舉辦好中白地方合作年
活動，開展高校人才聯合培養。中方願繼續為白方
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提供支持和幫助。

盧卡申科表示，白方堅定不移深化對華關係，
堅定支持中國不斷發展壯大，堅定支持中國實現國
家統一，堅定支持中方在涉台等核心問題上的立
場，將永遠肩並肩同中國站在一起，做中國最可靠
的朋友。白方願更多學習借鑒中方成功發展經驗，
加強兩國各領域務實合作。白方支持中方提出的系
列重要倡議，希望同中方密切在上海合作組織等多
邊框架內合作。

會見後，雙方發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和白俄羅
斯共和國關於建立全天候全面戰略夥伴關係的聯合
聲明》，並簽署關於科技、司法、農業、電子商務
等領域合作文件。

中阿要增加中歐班列運量
當地時間15日下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

撒馬爾罕國賓館會見阿塞拜疆總統阿利耶夫。習近
平強調，歡迎阿方同中方一起推動落實全球發展倡
議和全球安全倡議。雙方要擴大貿易規模，優化貿
易結構，增加中歐班列運量，暢通國際供應鏈。相
信中阿共建“一帶一路”合作的道路越走越寬廣。
雙方要加強人文交流，加深人民友誼。中方支持阿
方同上海合作組織開展合作，共同促進地區安全穩
定和發展繁榮。

阿利耶夫表示，阿中是真正的戰略夥伴，雙方
在國際事務中保持密切溝通，雙邊合作穩步推進。
感謝中方向阿方提供新冠肺炎疫苗，這充分體現了
中方一貫提倡的同舟共濟精神。阿方願以阿中建交
30周年為契機，深化兩國各領域務實合作。阿方
堅持一個中國政策，堅定支持中方維護國家主權、
安全和領土完整，堅決反對任何干涉中國內政、分
裂中國的行徑，堅定支持中方維護自身核心利益。
阿方支持中方提出的全球安全倡議和全球發展倡
議，願同中方積極共建“一帶一路”。

◆當地時間9月15日下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近平在撒馬爾罕國賓館同俄羅斯總統普京舉行雙邊會見，就
中俄關係和共同關心的國際和地區問題交換意見。 新華社



AA1111
星期六       2022年9月17日       Saturday, September 17,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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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美國貸款利率美國貸款利率20222022走勢走勢（（下下））
5 月份，鮑威爾在接受美國全國公共廣播電台(NPR)節目

Marketplace採訪時表示，現在美聯儲因抗通脹行動“慢半拍”而
遭受到越來越多的外界審查，而美聯儲本可以更快加息並降低通
脹。

鮑威爾提及：如果你後知後覺的話，你會想重回過去，認為
如果我們早一點加息可能會更好. 我不確定早點加息會產生多大
的影響，但當時我們必鬚根據所知道的實時情況做出決定，我們
已經盡了最大努力。

5月11日公佈的美國4月CPI數據的超預期上漲，“助力”
美股三大指數低開低走，並且還創下了2020年3月20日以來最
大的五日累計跌幅。

雖然4月同比上漲8.3%的CPI數據是其8個月來首次放緩，
表明美國高企通脹或已觸頂，然而市場卻在從不同的角度解讀這
個數據。

英國《金融時報》援引資管公司John Hancock的聯席首席投
資策略師Emily Roland的觀點總結道：這個意外（通脹回落幅度
）不是債券市場或美聯儲所預期的。

首先8.3%的同比增長率仍超過經濟學家8.1%的預期水平，
仍續創40年以來的新高；CPI環比增長0.3%，雖較上月1.2%有
較多回落，但仍高於市場預期的0.2%，進一步凸顯出美聯儲加快
激進“收水”的緊迫性。

並且剔除食品和能源價格的核心CPI同比增長6.2%，雖漲幅
回落但高於6%的預期值；核心CPI環比增長0.6%，不僅較上月
0.3%的增幅有所擴大，同時也高於市場預期的0.4%。

而具體來看，住房、食品、機票和新車價格的增長是季節性
調整後所有項目增長的最大貢獻者。中金公司分析指出，這些數
據表明美國消費需求還是很強，並且隨著夏天的到來，這些需求
將伴隨外出活動增多而得到進一步釋放。

利率決定：FOMC一致同意加息50個基點，並預計未來繼
續加息將是合適的；
利率預測：未來2次會議可能各加息50個基點，未考慮加息75
個基點的情況；
加息終點：先加到中性利率，若確認有必要繼續加息，美聯儲將
會毫不猶豫；
縮表速度：6月開始縮表至多475億美元，3個月後上限達到每月
950億美元；
經濟形勢：一季度經濟活動略有下降，但家庭支出和企業固定投

資依然強勁；
就業市場：就業增長強
勁，失業率大幅下降，
勞動力市場緊俏，失業
率或上升；
通脹水平：通脹遠高於
目標，通脹意外偏上行
且可能持續，正在迅速
壓低通脹；
俄烏衝突：衝突正在給
通脹帶來額外的上行壓
力，並可能給經濟活動
造成壓力；
金融環境：不針對特定
市場，觀察整個金融市
場，包括股市、債市、
信貸息差； 軟著陸：軟著陸概率大，有望在不引發失業率上升
前提下壓抑勞動力市場需求。

美聯儲主席鮑威爾暫時打消了市場對美聯儲更激進加息的恐
慌，當會議上鮑威爾被提問到，未來加息75個基點或1%是否可
能出現，鮑威爾回應：美聯儲目前並沒有考慮在會議上加息75
個基點或1%。成為美股大漲的原因，道指大漲930點，納指暴漲
400點。

美聯儲周三宣布將基準利率上調50個基點至0.75%-1.00%區
間，為2000年以來首次大幅加息50個基點，符合市場預期。並
公佈6月啟動縮表，最初每月最多縮減475億美元、三個月後上
限翻倍至每月950億美元。該縮表速度幾乎是2017年上輪量化緊
縮時的近兩倍，

美聯儲主席鮑威爾會後在發布會上表示，“通貨膨脹太高了
，我們理解它造成的困難。“我們正在迅速採取行動，讓它回落
。 ”鮑威爾在新聞發布會上不同尋常地向“美國人民”發表了
直接講話。他指出了通脹給低收入人群帶來的負擔，並表示，
“我們堅決致力於恢復物價穩定。 ”

在疫情期間，美聯儲一直在購買債券，以保持低利率和資金
在經濟中的流動，但物價的飆升迫使貨幣政策發生戲劇性的改變
。

接下來兩次會議都各加息50個基點是普遍共識，還稱，沒

有跡象暗示美國接近經濟衰退或者
對衰退不堪一擊。雖然本次美聯儲
決議公佈了大幅加息+官宣縮表的鷹
派行動，但一些經濟學家認為，聯

儲也有鴿派的表現。比如鮑威爾的表態給市場已開始體現的未來
75個基點加息潑了冷水。在經濟形勢方面：一季度經濟活動略有
下降，但家庭支出和企業固定投資依然強勁，供應鏈問題持續存
在。目前看起來並沒有接近經濟衰退，有一個軟著陸的“好機會
”。美國經濟足以應對貨幣緊縮。

鮑威爾承認未來還將有一次50個基點的加息，但降低了更
大幅加息的可能性。投資者對美聯儲打壓高通脹不會引發經濟衰
退的信心增加。鮑威爾發布會期間，早盤不止一次轉跌的美股三
大指數在短線回落後暴力拉升、加速上漲，徹底擺脫跌勢危險。
早盤曾跌超1%的納指尾盤漲幅擴大到3%以上，早盤曾跌超0.6%
的標普尾盤也曾漲超3%，道指大漲930點。道指和標普創兩年最
大漲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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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 Mattiloi 座客子天訪談錄
美南新聞主播子天在醫生Mattioli精湛的醫術下完成了全飛秒激光近視手術！全程無痛
感，視力達到完美的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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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嗲牛肉西多士(法式吐司)
Hong Kong Style Savory French Toast with Satay Beef

● 7盎司 牛肉片
● 4片 吐司
● 1/4顆 洋蔥
● 軟化奶油
● 楓糖漿或蜂蜜 

(1)把牛肉片加入醃料拌勻，冷藏30分鐘入味。(2)將牛頭牌沙茶醬、花生醬、砂糖、水
攪和均勻成沙嗲醬。(3)洋蔥切丁，熱油鍋後，放入洋蔥丁炒香，且成半透明狀。(4)放入
醃好的牛肉片炒到八分熟，加入沙嗲醬一起拌炒至醬汁附著在肉片上，收汁後起鍋。(5)
把沙嗲牛肉放在吐司正中央，四周擦上蛋液，蓋上另一片吐司稍微壓緊成三明治。(6)三
明治的兩面都沾附蛋液，下鍋半煎炸至金黃酥脆。(7)盛盤後趁熱放上一小塊奶油，淋上
楓糖漿或蜂蜜即可。

掃碼關注微信公眾號
<牛頭牌北美>
更多美味食譜

For more English recipes, please visit 
www.lnk.bio/BullHead.BBQSauce.USA

食譜中的沙嗲炒牛肉也可以運用在沙嗲牛肉公仔麵上喔！
鮮嫩的牛肉充滿沙嗲風味和花生香氣，立即擄獲您的味蕾！

【蛋液】
● 2顆 雞蛋(大)
● 2大匙 全脂牛奶
● 些許 鹽

【醃肉用】
● 2大匙 醬油 
● 2茶匙 砂糖 
● 1茶匙 油
● 1茶匙 太白粉

【沙嗲醬】
● 2大匙 牛頭牌沙茶醬 
● 1大匙 花生醬
● 2茶匙 砂糖
● 2大匙 水

食

材

作

法

食譜提供自recipe is provided by <蘿拉的廚房Laura’s Kitch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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