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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亭對西方發出核戰威脅 歐盟及北約齊聲譴責
（中央社）俄羅斯總統蒲亭
（Vladimir Putin）今天警告西方國
家，當他說準備使用核武保衛俄國
時，他不是在虛張聲勢。對此，歐
盟及北約已齊聲發出譴責。
法新社報導，歐盟外交和安全
政策高級代表波瑞爾（Josep Borrell）指控，蒲亭威脅要在烏克蘭戰
事中使用核武，置世界和平 「於危
險之中」 。
波瑞爾推文指出： 「蒲亭宣布
的假公投、局部動員及核武勒索，
是嚴重的情勢升級。挾核武進行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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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王朝旅遊董事長親自帶隊
★★★★★★★★★★★★★★★★★★
9/7-9/20：14天葡萄牙西班牙深度遊
11/8-11/18：11天摩洛哥夢幻之旅

★★多条精選歐洲遊★★
★首選黃石、坎昆全包團 讓您樂在其中
★阿拉斯加、夏威夷、哥斯達黎加
★暑假熱門多線路美東美西遊 任君選擇
自然博物館門票$13

太空中心門票$19.95

代理 Gate1 旅遊 Viking/Globus 遊輪 廉机票 埃及 歐洲 亞洲 澳紐 南美/中美洲 非洲等全球旅遊團

脅是不可接受之事，對所有人構成
真正的危險。」
此外，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NATO） 秘 書 長 史 托 騰 柏 格
（Jens Stoltenberg） 也 指 控 ， 蒲
亭的核武言論 「危險」 且 「不顧後
果」 。
史托騰柏格指稱，蒲亭的威脅
不是新鮮事，他以前已做過許多次
，他心裡很明白，永遠不應發動核
戰，而且無法獲勝，這將對俄國帶
來史無前例的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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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女王伊麗莎白二世時代之落幕
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之
葬禮於週一正式舉行，是英國
自一九六五年首相邱吉爾逝世
以來首次之國葬大典 ，她是於
1947 年 在 西 敏 寺 成 婚 ， 1953
年加冕，最後也在此向大眾告
別，代表了一個時代之落幕。
國葬儀式結束後 ，女王𩆜
柩移到皇家海軍砲架車上列隊
经過威靈頓拱門，成千上萬之
民眾在道路上送別。
英格蘭大主教韋爾比在國
葬中表示， 很少有人像女王一
樣如此徹底地遵守了自己之承
諾，也几乎沒有其他領導人像
女王一樣去世之後受到如此多

的愛戴。
來自全球約五百位領䄂包
括拜登總統在內出席了國葬儀
式。
目前除了英國之外， 另有
十四個國家奉英國君主為國家
元首， 有五十六個國家組成英
聯邦 ，成員多半是昔日英國之
殖民地是一個松散之組織，在
外交及國防方面並没有實質之
協調和統一。
近年來 ，英國在政治及経
濟上遭到諸多挑戰 ，查理君主
是否可能維持在外交上之地位
，仍要繼續觀察。

Say Farewell To Queen Elizabeth II
Hundreds of world leaders and
dignitaries and as many as two million
admirers filled up the streets to say their final
goodbyes to the monarch Queen Elizabeth II.
Her coffin was lying in state inside
Westminster Abbey to allow the public to pay
final respects to the longest serving
monarch. On Monday, her coffin left the
palace to travel to the iconic English church
where her funeral was held.
The Queen reigned for 70 years starting
in 1962, until her death on September 8 at
the age of 96.
She also served as Head of the
Commonwealth which included 54 nations,
with 14 of them counting the monarch as
their head of state.
In recent years, the United Kingdom has
faced many challenges. How can they still
hold on to their world leadership will be the
big ques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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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經長期是川普前總統的心腹, 並沿襲
川普言行舉止,與之關係密切的佛羅里達州州
長羅恩•德桑蒂斯因政治利益的關係,兩人都
準備競選 2024 總統大位, 所以雖表面上雙方
相敬如賓, 但實際上兩人已漸行漸遠,身為佛
州居民的川普已與德桑蒂斯極少互動, 避免
讓自己的政治光環照亮德桑蒂斯 , 不過向來
愛賣弄政治噱頭的德桑蒂斯最近卻一再成為
新聞人物, 已打響全美國知名度。
德桑蒂斯最新作為是用將 50 名潛入佛州
的非法移民送到瑪莎葡萄園島, 但之前這些
人被告知，他們將前往波士頓，並獲得緊急
工作證件, 但他們被德桑蒂斯騙了。這段日
子,把非法移民送到民主黨的城市已成為共和
黨州長的手段，他們試圖醜化拜登政府的寬
鬆移民政策導致毒品和犯罪激增,他們對移民
說謊, 且不先告知當地官員，他們以不道德
手段干涉非法移民求生意志以獲得政治利益
。曾在耶魯和哈佛受教的德桑蒂斯從未因給
佛州帶來就業機會、提高教育質量或改善醫
療保健政策而登上新聞頭條。儘管他像其他
共和黨人一樣把自己定位為親企業與重經濟
，但他的政策目標很少反映出這點，保守派
發現，他們面臨來自右翼人士越來越大的壓
力，要求他們關注這些社會問題，因此在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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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問題上採取越來越極端立場以想要得到黨
內基層選民的支持，共和黨人通過在社會問
題上採取激進的立場和煽動性言論來獲得關
注支持,德桑蒂斯正在利用這一點為自己贏得
一席之地。
德桑蒂斯對待移民只是他在一系列社會
問題上的最新舉措，他還批判種族理論和美
國同性戀和跨性別者的權利，他曾對迪士尼
(Disney)稅收處罰以報復其反對“不說同性
戀”法案，他頒佈以教育為重點的“停止覺
醒法案”激怒了人們，他一直攻擊拜登的通
膨和新冠政策,他曾被指與 MAGA 運動及該運
動其他成員有聯繫,他通過這些活動把自己打
造成對 MAGA 運動和獨裁主義情緒友好的人
，從而聲名鵲起, 他聲稱自己是拜登的主要
對手，是右翼旗手,他將這種立場轉變成總統
競選的實力。
最近在共和黨 CPAC 大會上一項民調發
現，69%與會者希望川普成為 2024 年共和
黨總統候選人，24% 則喜歡德桑蒂斯,如果
川普不參選，65%表示德桑蒂斯是他們的首
選, 德桑蒂斯已竄出頭來, 川普唯一不選的變
數是法律訴訟, 如果他可以選, 並不代表德桑
蒂斯會退出選戰, 現在變數還多, 德桑蒂斯能
否取代川普還值得觀察。

普丁一句話恐動核武前顧問解答了 點名3大咖需負全責

海洋清理者發下豪語 要掃除太平洋垃圾島
熱愛海洋的人很多，但很少
有團體像海洋清理基金會
(Ocean Cleanup)這樣，真的著手
去清潔海洋。他們所發明的垃圾
捕集器在過去兩年獲得成功，現
在希望再增大捕集的尺寸，並且
增加數量，希望以 10 具超大型捕
集器，把太平洋垃圾島給處理掉
。
新 阿 特 拉 斯 (New Atlas) 報
導，海洋清理基金會成立於 2013
年，是荷蘭的年輕發明家柏葉．
史萊特(Boyan Slat)所創立，他花

了 4 年的時間改進海洋垃圾撈捕
系統，在 2019 年終於克服了海
風、潮流、碎浪的環境干擾，垃
圾可以有效率的收集。前幾星期
，基金會發表了海洋垃圾種類的
統計，以塑膠漁網為最大宗，其
次是塑膠袋與瓶罐。
現在他們提出新的計畫，在
宣傳影片中，顯示了更具效率的
撈捕器，現行使用的 「系統 2 號
」 ( System 002) 的 U 型 屏 障 是
1000 公尺長，更大的 「系統 3 號
」 (System 003) 將 擴 大 到 2,500

公尺，並由 2 艘船來引導拖曳，
使用 4 公尺深的裙邊，將海上漂
浮的塑膠垃圾，收集到中間的集
中網，然後後續船隻將收滿垃圾
的集中網給運回陸地。
更大的系統將使清理工作更
有效率和和經濟，清除的成本也
就可以更低。根據海洋清理小組
的估計，只有 10 具 「系統 3 號」
等級的捕捉器，就可以在 5 年內
把漂在太平洋的 10 萬噸塑膠垃圾
都給鏟起。

北約：中國與俄羅斯合作 應視為安全挑戰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秘書長史托騰柏格今天表示，在俄羅斯侵略烏克蘭後，中國與莫斯科
當局合作，並發表反對北約擴張的言論，這是北約為何應將北京當局視為安全挑戰的原因。
史托騰柏格（Jens Stoltenberg）接受路透社訪問時指出，這只會增加北約盟邦團結一致的重要性
，並讓北約盟邦了解到 「我們今日及未來需要面對的安全挑戰」 包括中國。
此外，史托騰柏格也提及，中國在南海作出 「脅迫行為」 、對付鄰國並且 「侵犯基本人權」 。

普丁先前在全國演說放話 「動用一切保護所有」 引起核戰猜測，其前顧問馬爾科夫
（Sergei Markov）今天接受採訪時語帶威脅說道，普丁準備對西方國家動用核武，你們的
城市將成為目標，更強調這一切都歸咎於 「拜登、特拉斯及強森」 這 3 位領袖的瘋狂行徑。
根據《每日野獸》(The Daily Beast)、《曼徹斯特晚報》報導，就在普丁發布遲了 13 小
時的軍事動員令後，這位親克宮政治分析師、普丁前顧問馬爾科夫在週三 BBC 廣播四台
(BBC Radio 4)的訪談中，先是向大家道早安，稱 「這對大家來說不是一個美好早晨」 ，接
著被問到是否同意普丁的演說存在 「明顯威脅」 ，意思是不只使用戰術武器，可能涉及 「全
面核武」 ，這是一場殺光所有人的戰爭。
他特別放話給英國聽眾，你們的城市將成為攻擊目標。強調 「不是每個人…但會是西方
很多人。」 最重要的不是每個人死去，而是停止西方在烏克蘭領土對俄發動的威脅。
還進一步補充，烏克蘭人是我們的兄弟，俄羅斯絕對沒有發動戰爭，只是他們現在被西
方給占領，這些
國家從烏克蘭人
手中獲得 「代理
武器」 。
關於核彈是否
波及倫敦，他回
答 「有可能，世
界上每個人都在
考慮核戰爭，尤
其這可能是美國
總統拜登、英國
首 相 特 拉 斯
（Liz Truss）以
及前首相強生
（Boris Johnson） 3 人 所 要
負起的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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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押註氫能加速推進能源轉型

區域線路上，直接連接電網的成本過高
。而且對於航空、航運、載重車輛及部
分行業，能源供給無法直接通過電力進
行燃料替代，氫氣則成為這些領域至關
重要的轉型方向。另外，考慮到可再生
能源已經提供了德國約壹半的用電量，
德國已經具備使用可再生電力制氫的基
礎。
根據氫能源制取過程的碳排放強度
，氫被分為“灰氫”“藍氫”和“綠氫
出臺《國家氫能戰略》
”。相較於依賴化石燃料燃燒才能制取
德國和歐洲的主要鐵路線路正經歷 的“灰氫”“藍氫”技術，德國更希望
電氣化改造，但在部分使用相對較少的 押註於通過可再生能源發電進行電解水

綜合報導 為期兩天的七國集團貿易部長會議在德國勃蘭登堡州新
哈登貝格結束。會議計劃設立壹個規模更大的烏克蘭復蘇基金，同時希
望推動未來的國際貿易關系向更廣泛、更具持續性的方向發展。
德國聯邦副總理兼經濟部長哈貝克當天表示，俄烏沖突的影響表明
對單壹國家的依賴是對國家繁榮和世界貿易的威脅。
哈貝克透露，七國集團目前正在計劃為烏克蘭設立壹個規模更大的
復蘇基金，各國財政部長和中央銀行將具體討論設立該基金的細節。作
為嘉賓出席會議的烏克蘭副總理斯維裏登科表示，烏克蘭重建的資金需
求約為 3500 億歐元。
七國集團在公報中表示，貿易可以成為烏克蘭經濟復蘇的重要推動
力。此外，七國集團還在公報中呼籲在 2024 年之前解決世貿組織的內部
爭端。公報表示，世貿組織仲裁庭必須在 2024 年向所有世貿組織成員方
開放，並確保更高的透明度。
此前，德國商界曾批評美國對世貿組織的態度。專家認為，世界貿
易組織正處於自 1995 年成立以來最嚴重的危機之中。全球緊張局勢和更
廣泛的保護主義正在給世界貿易帶來越來越大的壓力。在美國前總統特
朗普的影響下，世貿組織仲裁庭新法官的任命存在爭議，因此仲裁委員
會多年來壹直無法采取有效行動。

天然氣短缺
法國酸奶廠或停產
綜合報導 由於冬季可能面臨天然氣短缺，法國酸奶業或遭受重創
。對大多數酸奶廠商而言，天然氣供應中斷意味著無法生產。
法新社援引法國乳制品生產商聯合會主席、巴黎東南部壹家酸奶廠
主管帕特裏克· 法爾科尼耶的話報道：“我們已被告知，今年冬天特定
時段天然氣供應可能會中斷，對我們來說，情況非常嚴重。”
法國乳制品生產商聯合會有 22 名成員廠商，這些廠商的酸奶產量占
法國酸奶總產量的 70%。
法國人酷愛酸奶，制作酸奶需要消耗大量能源。法爾科尼耶說，如
果缺少天然氣，將無法對牛奶進行巴氏殺菌，廠商無法接收牛奶，這樣
壹來，“奶農將被迫倒掉牛奶”。
法爾科尼耶擔心，這壹行業原本遭受新冠疫情沖擊，能源、包裝和
水果價格近期飆升致使成本增加了 20%，如果再遭遇天然氣斷供，酸奶
廠商或將無法生存。
法國等歐洲聯盟國家長期依賴俄羅斯能源供應。烏克蘭危機升級以
來，歐盟與美國壹道對俄施加多輪制裁，但其反噬效應令歐盟處境窘迫
。俄羅斯天然氣工業股份公司早些時候發布消息，已暫停向法國主要能
源供應商昂吉集團供應天然氣。
法國總理伊麗莎白· 博爾內上月底說，不排除今冬實施能源定量配
給的可能性。她敦促企業采取措施減少能源消耗。

哈貝克也在訪問挪威期間同挪威首
相簽署了關於氫能進口合作的聯合聲明
。德國和挪威計劃研究在兩國間建立氫
能管道的可行性。另外，哈貝克還前往
阿聯酋，尋求開展多個氫能項目合作。
德國聯邦經濟和氣候保護部表示，阿聯
酋擁有通過可再生能源低成本制氫的良
好條件，預計阿聯酋能夠在 2022 年首次
向德國交付氫氣能源。
8 月 23 日，加拿大總理賈斯廷· 特魯
多與到訪的德國總理朔爾茨簽署壹項氫
能合作協議，推動加方最早 2025 年向德
國出口氫氣，借此打造“跨大西洋氫氣
供應鏈”，幫助德國乃至整個歐洲減輕
對俄羅斯能源的依賴。
但德國短期內從海外進口氫能的效
益受到專家質疑。德國柏林應用科技大
學的弗爾克爾· 誇施寧教授指出，從沙漠
裏的工廠進口氫能將是壹個緩慢、低效
且昂貴的方案。
誇施寧說，將海水淡化來獲取淡水
原料、電解、液化、油輪運輸、管道傳
輸等，這樣的供應鏈中每壹步都會消耗
能源，最終導致原本沙漠中產生的可再
生能源電力的 70%都消耗在生產運輸過
程中。

亞阿邊境和平前景不明
亞美尼亞總理因緊張局勢錯過上合峰會
綜合報導 自 9 月 12 日晚爆發大規模
沖突以來，亞美尼亞和阿塞拜疆兩國邊境
緊張陡然升級。聯合國安理會召開會議審
議當地局勢，亞美尼亞總理帕希尼揚則臨
時取消了前往烏茲別克斯坦撒馬爾罕出席
上海合作組織領導人峰會的安排。
據消息，聯合國負責歐洲、中亞和美
洲事務的助理秘書長米羅斯拉夫•延恰當
日上午向安理會緊急會議作了簡報，他表
示希望亞阿雙方日前達成的停火協議能夠
維持下去。
延恰在安理會告訴各國大使，據報告
，9 月 12 日，亞阿兩國邊界沿線發生了激
烈戰鬥，涉及重型火炮、無人機和大口徑
武器。兩國均已致函聯合國秘書長和安理
會，指責對方違反了 2020 年由俄羅斯促成
的停火協議，但 “聯合國無法核實或確
認這些報告的具體內容”。
據此前報道，亞阿兩國於 9 月 13 日晚
間在外界斡旋下達成停火協議，不過這份
協議幾乎剛剛生效後就被打破。兩國 15 日
在國際社會的斡旋下再度達成停火協議，
但這份協議的約束力仍讓外界存疑。
本周的沖突是自 2020 年以來亞阿雙方

壹系列邊境摩擦事件中
最激 烈 的 壹 次 。 按 照 兩
邊 9 月 15 日 公 布 的 數 據
， 戰 死士兵已接近兩百
人。延恰指出，它突顯
了 壹個事實，即亞美尼
亞和阿塞拜疆關系正常
化進程繼續遇到嚴重障
礙。這同時也是壹個
“ 警 醒 ” —— 兩 國 之 間
的緊張關系有可能破壞
該地區的穩定。
另據俄羅斯衛星通
訊社消息，上合組織成
員國元首理事會組委會發布消息稱，作為
峰會受邀嘉賓的亞美尼亞總理帕希尼揚因
亞阿邊境局勢惡化於 14 日決定放棄出席於
9 月 15 日至 16 日舉行的上合峰會。
與此同時，亞美尼亞國防部表示，由
集體安全條約組織聯合參謀長阿納托利·
西多羅夫上將率領的集安組織聯合總部特
派團於 9 月 15 日晚抵達亞美尼亞。集安組
織秘書長斯坦尼斯拉夫∙紮西由於正在出
席上合峰會，將於下周抵達亞阿邊界。

在亞美尼亞國內，與阿塞拜疆的邊境
沖突同樣攪動政壇。據俄羅斯衛星通訊社亞美尼亞 14 日消息，亞美尼亞首都埃裏溫
的抗議者當日來到議會大樓，要求帕希尼
揚辭職。有反對派議員趕至議會，試圖
啟動針對總理的彈劾程序。他們譴責亞
總理與阿塞拜疆簽署了壹些達成協議的
“妥協”文件，但帕希尼揚隨後否認了這
壹傳言，目前也沒有證據表明所謂的“文
件”真實存在。

英女王去世，得通知蜜蜂？源於“壹個古老而根深蒂固的傳統”
綜合報導 作為在位時間最
長的英國君主，伊麗莎白二世
的離世影響深遠，不僅皇家相
關人事要重新安排，就連皇家
蜜蜂都要及時通報。
據報道，英國王室多處官邸
中設有“禦用”養蜂場，這裏出
產的蜂蜜不僅供王室成員享用，
還可對外出售，銷售蜂蜜的收入

通常作為慈善用途。上周伊麗莎
白二世去世的消息，不僅從蘇格
蘭愛丁堡傳至全國各地，也要通
過“皇家養蜂人”及時傳達給蜜
蜂們，而之所以這麼操作，其實
源自“壹個非常古老而根深蒂固
的傳統”。
此傳統最早可以追溯到 18
世紀，人們認為，如果不告訴
蜜蜂主人更換，它們會不再生
產蜂蜜，離開蜂巢甚至死亡。
在得知女王去世後，79 歲的皇
家養蜂人約翰· 夏普爾給每個皇
家蜂箱用黑絲帶系上蝴蝶結，
並輕輕敲打蜂箱側壁，對裏面
的皇家蜜蜂們小聲說：“女王

已經離開人世了，但請妳們不
要離去，新主人未來會善待妳
們的。”
在英國文化中，蜜蜂被視
為“上帝的小使者、小仆人”，
養蜂人家裏若是有婚喪嫁娶的紅
白大事，都要與蜜蜂分享，
否則就會惹怒這些“上帝的
仆人”，帶來厄運。據夏普
爾 介 紹 ， 目 前白金漢宮有 5 個
蜂箱，克拉倫斯宮裏有 2 個蜂
箱，每到夏天，皇家蜜蜂的數
量會達到上百萬只，而到了秋
天，數量會銳減到 2 萬只。
然而，在查爾斯繼位前服
侍他的工作人員或許就沒有那

麼好的待遇了。據英國路透社
14 日報道，隨著查爾斯三世即
將搬進白金漢宮生活，共有超
過 100 名克拉倫斯宮的員工被
通知可能會被裁員，其中包括
男仆、女仆、廚師和事務員，
不少人已經為查爾斯夫婦服務
了幾十年。克拉倫斯宮的發言
人表示：“我們的員工長期以
來都忠心耿耿地服務，但裁員
不可避免，我們正在設法給盡
可能多的人謀求出路”。然而
在英國公共與商業服務工會看
來，王室這種還在女王服喪期
就裁員的做法，未免有些太絕
情了。

真耶穌教會
True Jesus 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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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國集團計劃設立更大規模
烏克蘭復蘇基金

尋求海外氫能供給
今年俄烏沖突爆發後，隨著“北
溪-1”天然氣管道輸送量從 6 月份以來逐
步減少，直到近期無限期關閉，德國的
外部能源供應局勢愈發緊張。盡管德國
在國內發展氫能制備的決心很大，但短
期來看，其不得不快速尋找來自海外的
供應。
德國總理朔爾茨說，能源問題不僅
僅是價格問題，更涉及國家安全問題，
因此德國必須加速可再生能源的擴張。
朔爾茨、副總理兼經濟和氣候保護部長
哈貝克等近來頻繁奔走於多國尋求海外
氫能源供給，加快從海外購買氫能的談
判進度。
今年 5 月，在就任總理後首次訪問
南非等非洲國家期間，朔爾茨同非洲國
家領導人談及氫能合作的可能性。朔爾
茨同南非總統拉馬福薩共同出席記者會
時表示，德國和南非共同開展綠色能源
研究具有非常廣闊的前景。朔爾茨還同
拉馬福薩共同參觀了南非薩索爾公司。
該公司正實施壹項利用太陽能和風能資
源大規模生產綠色氫能的計劃，該計劃
預計每年將向歐盟出口 1000 萬噸氫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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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首條運行氫能列車的區域鐵路
線在北部下薩克森州正式啟用，該鐵路
項目被州長斯特凡· 魏爾稱為“當地交通
部門在應對氣候變化道路上的又壹個裏
程碑”。這壹項目是德國能源轉型的典
型案例。
在德國政府的能源轉型計劃中，以
及應對當前歐洲能源危機的選項裏，氫
能被視作壹個合理的選擇。

制取氫能的“綠氫”技術路線。使
用可再生能源電解水產生綠色氫能
，整個過程不僅不會產生汙染物，
還可以大幅降低能源使用過程中的
碳排放量。
2020 年 6 月 ， 德 國 聯 邦 政 府 出 臺
《國家氫能戰略》，對德國未來氫能生
產、運輸、使用等建立了政策框架。通
過這壹戰略，德國聯邦政府提出要為氫
能技術的市場增長創造良好條件，開拓
國內氫能生產和利用市場，並利用國際
市場，通過可再生能源制氫確保德國能
源供應安全，同時要增強德國在氫能技
術方面的工業競爭力。
去年開始執政的新聯合政府希望將
淘汰煤電的期限從 2038 年提前至 2030 年
，並在 2045 年實現溫室氣體凈零排放的
目標。氫能在德國能源轉型中的地位更
加凸顯。
在今年 5 月份舉行的漢諾威工業博
覽會上，氫能源成為壹大展出亮點。德
國阿普斯公司已經開發出可續航 800 公
裏的氫能飛機。該公司工程師拉爾夫· 舍
爾哈澤告訴記者，越來越多的公司註意
到氫能領域，並將這壹市場視作未來的
發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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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聯大演說首度提台海局勢 反對片面改變現狀

美國總統拜登今天在聯合國大會演說，強
調美國致力維護台海和平，奉行一中政策，反
對任一方片面改變現狀。在台海緊張的背景下
，美國總統罕見在聯大場合重申美方立場。
第 77 屆聯大總辯論邁入第 2 天，拜登發言
近半小時，嚴詞譴責俄羅斯 2 月入侵烏克蘭並
在攻勢受挫後揚言擴大戰事，並在發言後半重
申美國外交政策立場時提到台海。這是拜登去
年 1 月就任總統以來首度在聯大總辯論提及台
海局勢。
拜登說： 「我們會以外交作為指引，致力
和平解決衝突。我們尋求維護台海和平穩定，
奉行 40 年來防止衝突發生的一中政策，持續反
對兩岸任一方片面改變現狀。」
美國聯邦眾議院議長裴洛西（Nancy Pelosi）8 月初不顧北京警告訪台後，中國連日在
台灣周邊舉行實彈軍事演習，台海緊張局勢升
溫。在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本週稍早播
出的節目 「60 分鐘」 （60 Minutes）中，拜登
再次表明，如果發生 「前所未有的攻擊」 ，美
軍會介入保衛台灣。
拜登屢次公開表態美國會在台海衝突時出
兵協防台灣，違背美方奉行數十年的 「戰略模
糊」 ，白宮事後再度重申美方對台政策不變。
近年兩岸關係惡化、北京對台加強文攻武
嚇，引發世界各國關注。在美國主導下，七大
工業國集團（G7）等國際組織愈來愈常在會議
公報納入關切台海和平，鼓勵和平解決兩岸議
題等字句。

拜登談及美中競爭時重申美國 「不追求衝
突、不追求冷戰」 立場，並說華府不要求任何
國家在美國或其他國家間選邊站，僅致力實現
自由、開放、安全、繁榮的世界。
談到持續近 7 個月的俄烏戰爭，拜登指責
俄羅斯作為聯合國安全理事會常任理事國，卻
侵犯鄰國，企圖讓烏克蘭從地圖上消失， 「無
恥違反聯合國憲章核心宗旨」 。
烏克蘭軍隊近期猛烈反擊，在東部地區收
復大片失土。眼見戰事告急，俄羅斯總統普丁
（Vladimir Putin）21 日在全國演說中威脅動用
核武，並下令動員後備軍人參戰，這場二次世
界大戰結束以來歐陸最大規模戰爭短期內恐難
結束。
拜登重申與盟國支持烏克蘭，並向莫斯科
喊話 「核戰是打不贏的」 。他說，俄羅斯企圖
消滅烏克蘭以國家地位存在的權利，沒有人威
脅俄羅斯，只有俄羅斯追求衝突。
俄烏戰爭加劇全球糧食危機，拜登承諾美
國今年為全球糧食安全加碼捐款 29 億美元，並
駁斥莫斯科聲稱西方制裁釀成糧食危機的說法
，強調歐美國家制裁容許俄羅斯出口糧食與肥
料，沒有限制。
拜登說： 「糧食不安全惡化是俄羅斯開戰
造成的，只有俄羅斯能結束戰爭。」
拜登並以人民受苦為由呼籲各國不要禁止
糧食出口或囤積榖物， 「世界所有國家無論存
有什麼分歧，如果家長無法餵飽孩子，其他一
切都不重要」 。

攤牌了！美國通膨堪憂 聯準會再升息3碼

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Fed）今天再度宣
布一口氣升息 3 碼，並稱為了降低通膨當前利
率有所必要。這是聯準會今年連續第 3 次升息
3 碼。
這是聯準會自今年 3 月以來第 5 次升息，
先前分別在 3 月及 5 月升息 1 碼（0.25 個百分
點）及 2 碼（0.5 個百分點），6 月及 7 月連續
兩次升 3 碼（0.75 個百分點），加上這次再升

美軍工企業高管：千禧世代將取代戰後嬰兒潮世代
隨著二戰結束的嬰兒潮（Boomer）一代從
國防工業逐漸從工作崗位退休，他們的老東家指
望千禧世代接替他們的位置。
據軍事新聞網站 defensenews.com 20 日報
導，美國防工業高管在華府智庫 「戰略暨國際研
究中心」 （CSIS）的一個活動中發表談話，一舉
消除了關於千禧一代缺乏職業道德的刻板印象。
製造艾布蘭坦克和其他裝甲車的通用動力陸
地系統（General Dynamics Land Systems）的
美國運營副總裁斯坦（Gordon Stein）說： 「我
直截了當地告訴你，我沒有遇到過任何一個懶惰
的千禧世代。」
這項評論發生在美國國防工業努力應對的勞
動力短缺、供應鏈糾紛、通貨膨脹和俄羅斯入侵
烏克蘭所帶來的軍備需求增加。

世界上最大的國防公司洛克希德馬丁
（Lockheed Martin） 的 營 運 長 約 翰 （Frank St.
John） 「我們過去常說，千禧世代要來了」 或是
「千禧一代在這兒，」 「他們已經代表了我們目
前勞動力中最大的族群，約佔我們職員的 40%。
」
「他們正在做很大一部分工作，我們取得的
成功要歸功於一些積極進取而不怠惰的千禧世代
。」 他還補充說，國防任務滿足了員工從事重要
工作的志願。
美國人成群結隊地辭職，有些人稱這一趨勢
為 「大辭職」 (Great Resignation)。對於國防領
域來說，這更像是 「大退休」 （Great Retirement），疫情促使嬰兒潮一代提前退出勞動力市
場。

3 碼，今年迄累計升息 12 碼，或 3 個百分點。
美國勞工部上週公布，8 月消費者物價指
數（CPI）年增 8.3%，低於 7 月的 8.5%及 6 月
創 40 年來新高的 9.1%，但高於市場預期的
8%。
令人憂心的是，如剔除波動較大的食品與
能源價格，核心 CPI 年增 6.3%，高於前兩個月
保持的 5.9%，也超越市場預期的 6%。

CNN：拜登太天才？!白宮猛澄清美將為台對陸動武說太傷
美國總統拜登向選民發誓，將始終對他們有話直說。不過，
他直言不諱不斷為自己惹麻煩。
CNN 新聞網 21 日分析指出，從台灣問題、新冠大流行，前
總統川普的 「讓美國再次偉大」 極端支持者到俄羅斯是否該由普
丁領導，他連連直截了當有話就說。
不過，他每次才發號施令，無論是白宮官員，民主黨議員，
或是政治盟友就會解釋，大家耳裡聽到的，其實並不是他真正的
意思。
如今這一切擦屁股的動作都令人懷疑，是不是比拜登的坦率
對他的權威造成更大的傷害。拜登早就自承是 「失言製造機」
（gaffe machine），在擔任參議員時期，他心直口快常讓自己
陷入困境。而這也正是為何他在歐巴馬任內擔任副總統時期，最
初不獲政府部分幕僚信任的原因。
然而，如今拜登已是三軍統帥，在擦屁股行動展開前，可以
想說什麼就說什麼。通常這給人的印象是不尊重總統，這讓人看

來彷彿是連他也不知道自己的心
意，或是在脫稿演出。這讓共和
黨有機會質疑他的認知能力，還有他是否適合黃金時段發表演說
。
在更深的問題在於，總統的話會引發共鳴。在危機時期，可
能讓人命置身險境。總統的話能牽動市場，而經常有人更正他的
話，則播下了對拜登權威和領導力產生困惑的種子。
而拜登 18 日在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新聞網（CBS News）播
出的 「60 分鐘」 （60 Minutes）專訪中說，要是解放軍攻台，
美軍會保衛台灣，以致引發國際爭議，這究竟是戰略混亂，還是
神來一筆？
在這之前，他至少說過 3 次類似的話，而那完全違背了 「戰
略模糊」 原則。原本美國會有這政策，是為了要讓北京採取行動
前三思，也避免讓台灣產生可以宣布獨立的安全感。
不過，拜登顯然每次都把球移向台灣那邊，而美國官員則把
它推回去。毫無疑問的，當 CBS 確切地問台灣問題時，拜登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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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知道自己在做什麼。可是白宮國安顧問蘇利文（Jake Sullivan
）周二堅稱，拜登並未改變 「一中」 政策，儘管美國情資顯示，
中方在打造能奪台的軍力，但他仍說拜登回答的是 CBS 的假設
性問題。
蘇利文的評論顯示，美國對台政策和拜登的說法間有一道鴻
溝。不過，拜登在國會山莊（Capitol Hill）周二說，戰略混亂可
能也有好處。民主黨籍聯邦參議員凱恩（Tim Kaine）說，即使
是收回說法，也會變成戰略模糊，他認為這全是戰略模糊的一部
分。
民主黨重量級聯邦參議員墨菲（Chris Murphy）也說，這與
其說是白宮內部脫節，倒不如說是戰略精明（strategic shrewdness）的範例。他指出，無論是有意還是無意，那當然都能達
到讓北京猜測的目的。他說，在事情發生前，不要做出保衛台灣
的明確承諾，而整個重點就在這裡。
然而，美國參議院軍事委員會共和黨領袖殷荷菲（Jim Inhofe）則說，這種不確定性已受到傷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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順豐夥保良局助青年圓創業夢

澳門賭牌競投 7 公司全入圍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曾業俊） 香港
良局的創業家網絡以及順豐香港的一站式
商物流方案，為18至40歲有自家品牌的青
創業者提供培訓及線上銷售的實踐機會。
豐香港除了提供相關的物流配送等支援，
聯繫不同電商夥伴及物流專才給予專業
見，預計協助約百名青年達成創業夢。
保良局早前獲順豐香港贊助約 50 萬
（港元，下同），合作推出為期一年的“
創上線—青年創業支援計劃”，計劃將由
名導師為參加者提供約 30 節課程，內容
括︰創業與電商營銷、電商物流與跨境
遞、後疫情時代的電商挑戰與機遇，以及
播帶貨技巧等。此外，計劃成立官方電
“網上市集”，協助參加者建立網店、舉
工作坊等一系列的活動。有關計劃由 16 日
展開為期三星期的“網上市集”競賽，而
劃官方網站“文創上線—網上市集”亦正
啟用，計劃首階段成功招募的 40 位年輕創
家已上載其品牌和產品資訊，其間每名參
者均可獲得5,000元順豐香港的運費支持。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文匯報訊
（ 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

道）2022 年 9 月 17 日 17 時 47 分，神舟十四
號航天員陳冬、
號航天員陳冬
、劉洋
劉洋、
、蔡旭哲密切協同
蔡旭哲密切協同，
，完
成神舟十四號任務的第二次出艙活動
成神舟十四號任務的第二次出艙活動。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岑健樂） 。陳冬

與首次執行出艙任務的蔡旭哲，
與首次執行出艙任務的蔡旭哲
，較預期提早
澳門新一輪賭牌競投早前截標，共
小時圓滿完成艙外助力手柄安裝、
小時圓滿完成艙外助力手柄安裝
、載
收到約7 1份標書，娛樂場幸運博彩經營

成支持工作
中國空間
競逐成支持工作。“
6 張賭牌。。“中國空間
站是太空中最閃亮的

賭星牌競投委員會主席、行政法務司司長張
”，蔡旭哲在
永春強調，新一輪賭牌競投批給數目為

首安裝艙外助力手柄 為航天員安全築防線

荷回路擴展泵組安裝、
荷回路擴展泵組安裝
艙外救援
批給公開競投委員會
16、日進行開標
驗證等任務，
驗證等任務
，劉洋在核心艙內完
後宣布，7
家公司獲接納參與競投，

◆ 澳門新
一輪賭牌競
投 16 日 開
標後宣布，
7 家公司獲
接納參與競
投，競逐 6
張賭牌。
資料圖片

6 個，已由澳門特區行政長官批示及法律訂
返回氣閘艙
定，6 個批給不會改變。張永春早前表示，有
時激動地
舟十四
開標結果後，競投委員會與被接納參與競投
說
。
號乘組
公司諮詢、磋商，以及審議標書內容，暫無
在 9 月 2 日凌晨剛剛完
時間表，整個開標及判級程序目標是今年底
成首次出艙，在僅僅不到
前完成。
的7間公司的代表，競投委員會將按照相關法
新濠國際主席兼行政總裁何猷龍指，有 7
1610
天後，於
17 日再次進行出
競投委員會 16 日上午
時在中華廣場
21
律及“競投方案”的規定，和獲接納的公司
間投標公司競投6個賭牌，反映投資者對澳門
艙作業，創下中國兩次出艙活動
樓進行了開標，按照遞交標書的順序依次對
7
展開後續的諮詢、磋商及評審工作。
長遠發展有信心，雖然疫下經營有困難，但
間隔最短的紀錄。航天科技集團五
間公司的投標文件開封並審查，並於
16 日晚
在國家支持下澳門旅遊業長遠都是向好。美
院總體設計部專業副總師潘順良在接何猷龍：7企業投標證投資者信心
上 6 時 40 分完成開標程序，最後決定永利渡
高梅中國聯席董事長及執行董事何超瓊也稱
受央視採訪時表示，這樣的安排主要基
假村（澳門）股份有限公司、威尼斯人澳門
對是次競投有信心，企業一直以來以文化藝
據《澳門日報》報道，永利澳門總裁兼
於兩方面考慮。首先，與空間站的任務規
股份有限公司、新濠博亞（澳門）股份有限
◆ 陳冬（右）、蔡旭哲同時在艙外操作。
常務董事陳志玲表示，文件已交齊，公司近
術為主軸，做了很多創新性的工作，新一輪
劃有關係，神十四乘組任務量飽滿，後續即
公司、澳娛綜合度假股份有限公司、美高梅
12,000 名員工會持續與澳門進步，有信心會
競投將繼續加大力度響應政府，圍繞多元旅
將發射夢天實驗艙，在此之前，空間站組合體
金殿超濠股份有限公司、銀河娛樂場股份有
遊元素，包括體育、環保等領域做工作。澳
在澳門持續作貢獻。對於今次賭牌競投有新
還要進行轉位工作，從現在的“一”字型，轉位
限公司獲接納參與競投；GMM股份有限公司
投資者加入，她表示大家自己做好自己事，
博主席何超鳳說，有信心繼續支持澳門繁榮
為“L”型構型。目前的“一”字型更適合進行出
獲有條件接納參與競投。GMM為馬來西亞雲
對自己貢獻要有想法、有長遠發展方向，相
穩定和民生發展，看好未來發展，強調公司
艙。
頂集團的同系公司。出席有關程序的，包括
信公司在澳門有多年經驗、歷史和投入，一
對競投極之充滿信心，又指拓展海外客源是
此外，比較緊密的出艙任務，剛好可以驗證常態
競投委員會委員、檢察院代表以及遞交標書
定會有自己的成績。
個大趨勢。
化出艙。對於密集出艙，航天員以及地面的各個系

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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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華社
◆ 保良局主席陳正欣(左三)及順豐速運(香港
總經理岑子良(右三)等嘉賓參與啟動儀式。
香港文匯報記者

神十四乘組再出艙
萬科分拆萬物雲 入場費 5323 元
首驗證艙外救援

統，都要進行大協同。空間站進入運營階段，可能還
需把核心艙的太陽翼轉移到實驗艙兩邊，這實際都需
要有常態化的多次出艙。此次，神舟十四號乘組，相
當於對出艙活動進行提前的演練驗證。

提前 1 小時完成任務

救
“失能者”
僅數分鐘

艙外救援是驗證艙壁上的兩名航天員通過攀爬的
方式，一名航天員將另一名模擬“失去行動能力”的
航天員帶回艙內的過程。航天員要防止自己飄走，還
要防止“失能”的航天員飄走，所以主動施救的航天
員很辛苦，要一邊拉着航天員一邊倒騰安全繩回到艙
內。現場視頻顯示，蔡旭哲在地面的指令下，“扮
演”了“失能”航天員，在指令長陳冬的“救助”
下，兩人在數分鐘內就順利返回艙內。
從 13 時 35 分開啟艙門到 17 時 47 分圓滿結束任
務，神十四乘組的第二次太空出艙過程順利，工作完
成堪稱完美。蔡旭哲發表感言說，本次出艙，領略到
浩瀚宇宙的深邃，同時更感到肩上的使命和責任，中
國空間站是太空中最閃亮的星。陳冬則表示，時隔半
個月再次出艙，“天地共築一個家，你我共赴一個
夢，為夢建家，為夢守家，祝福航天事業，祝福我們
的祖國”。

理服務市場中排名第一，市場份額為4.28%。

7 基投購逾 21 億元股份

是次招股公司引入 7 個基石投資者，合共
購入約 2.76 億美元股份，混改基金及中國誠通
認購 9,200 萬美元，瑞銀資管認購 6,000 萬美
元，潤暉投資和 HHLR 基金及 YHG 投資分別
認購 3,700 萬美元，淡馬錫和 Athos 資本別認購
2,500 萬美元。集資所得中，35%用於聚焦深度
戰略，在全國範圍內推行“萬物雲街道”模
式，25%用於 AIoT 及 BPaaS 解決方案的開發，
20%用於收購或投資增至服務提供商和上下游
供應鏈上的服務商。

◆航天員出艙。

視頻截圖

◆ 陳冬（左）、蔡旭哲結束出艙任務返回問天實驗艙。

新華社

大小機械臂 完成級聯測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中國
載人航天工程辦公室17日表示，在神舟十四號航天
員準備第二次出艙的這段時間，中國空間站大機械
臂與小機械臂完成級聯測試，為機械臂組合體後續
開展艙外工作進行了充分驗證。在神十四航天員第
二次出艙前，大小機械臂已經分離並各自歸位，小
機械臂還原至問天氣閘艙，再次輔助航天員開展艙
外活動。
在神十四乘組兩次精彩的出艙任務後，大小機
械臂後續進行的轉位對接，是中國空間站建造階段
的一大看點。據介紹，中國空間站核心艙搭載的大

機械臂長約10米，其肩部設置了三個關節、肘部設
置了一個關節、腕部設置了三個關節，一共七個關
節。每個關節對應一個自由度，就如同人的手臂一
般，具有七自由度的活動能力。大機械臂能夠在空
間站表面攀爬，並實現艙外狀態監視。小機械臂的
重量和長度均約為大臂的一半，負載能力約為大臂
的 1/8，相應的目標適配器也更加輕巧，小臂的運
動和操控靈活。小臂的末端定位精度更高，位置精
度優於大臂的五倍，姿態精度優於大臂的兩倍，能
夠完成精度要求更高的精細操作。
大小臂級聯，也就是小機械臂可被大機械臂抓

取形成組合機械臂，艙外作業覆蓋範圍更廣，通過
大範圍轉移可滿足去往不同位置進行精細作業的需
求，可以實現天宮空間站外表面的全觸達，可以進
行空間站艙段間大範圍轉移、艙段巡檢、物品搬運
等工作。目前，問天實驗艙對接在天和核心艙的前
向對接口，空間站整體呈現“一”字構型。在夢天
實驗艙發射前約 1 個月，問天艙由前向對接口轉位
到側向對接口，屆時空間站整體將呈現“L”形構
型。夢天實驗艙對接天和核心艙前向對接口後，後
續再轉到另一個側向對接口，屆時空間站整體將呈
現“T”形構型，正式完成這一階段的建造。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岑健樂） 普華永道聯合
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的《新機遇 大未來——
業人才流動助力深港融合發展》報告指出，深港兩
便利的人才跨境融合與流動對深港融合發展至關
要。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常務副院長郭萬
16 日表示，增強流動性是促進深港人才發展的關鍵
人才的流動性能夠為社會帶來活力，也是產業升級
基礎，但其創新的難度也較為複雜。在人員流通
面，深港尚未實現如深港通、理財通和債券通為代
的資本流通和以醫療器械為代表的特殊行業流通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行的管道式的流動，未來兩地在人才流動方面的資
北京報道）在短短半個月時間內，
認證的問題、稅收問題和通關等問題，仍然需要進
神舟十四號乘組圓滿完成兩次太空
步的研究與落實。
出艙任務，這對於航天員及地面各
普華永道中國香港地區及大灣區
ESG 主管合夥
系統都是挑戰。專家表示，在神十
兼香港會計師公會會長方蘊萱認為，融合應該是建
四首次通過問天艙氣閘艙出艙任務
在相互了解、制度銜接的基礎上。如何讓香港了解
的經驗上，地面進行一系列優化設
地，是香港政府、香港會計師公會以及普華永道這
計，讓他們的工作更加順暢。
的專業服務機構大力推進的議題。
通過氣閘艙出艙，較此前任務
在核心艙節點艙出艙更加寬闊，但
也帶來一些難點和問題。中國航天
員中心航天員系統副總設計師王春
慧透露，神十四首次氣閘艙出艙任
務中，在艙外和艙內兩個航天員劉
洋給陳冬傳遞物品時，距離更遙
遠。傳遞過程中，安全繩的長度、
劉洋移動的距離都不像在節點艙那
麼順暢。在此次出艙中，航天員針
對神十四第一次出艙積累的經驗，
例如攜帶物品該在艙內放在什麼位
置、兩名出艙航天員的安全繩使用
模式等進行優化設計，以達到最有
效進行物品的傳遞和轉移。
除了物品擺放和傳遞轉移進行
優化外，此次出艙活動上下機械臂
的位置也進行了調整。王春慧表
示，第一次出艙過程中看到劉洋上
機械臂有一些困難，上機械臂腳限
位器時，感覺位置離她有點遠。這
次出艙時，蔡旭哲需要停靠的位置
有細微差異，地面針對他調整了上
下機械臂的位置，包括傳遞物品位
置，都進行一些更細緻、更優化的
設計。專家表示，在半個月這麼短
的時間內進行兩次太空出艙，對航
天員是很大的挑戰。在空間站的建
設期，航天員出艙活動密集，需要
進行各類艙外設備的安裝調試。在
後續的空間站長期運行過程中，航
天員出艙活動也將成為常態。艙外
作業能力是空間站運行過程中非常
重要的能力，也是航天員必須執行
的非常重要的任務。

總結經驗再優化 出艙作業更順暢

神十四任務的第二次太空出艙，任務間隔短，同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曉菁） 萬科分拆
的物管服務提供商萬物雲 16 日公布招股詳情，
時也是蔡旭哲太空出艙的“首秀”，但陳冬與蔡旭哲
兩人的表現完美，較預定時間提前約1小時就完成了全
擬全球發行約 1.17 億股，其中 10%在港公開發
部任務。此次出艙活動還有兩個“首次”，分別是首
售，發行價介乎 47.1 元（港元，下同）至 52.7
次安裝問天氣閘艙艙外助力手柄，以及首次進行艙外
元，最多可集資約 61.5 億元。以每手 100 股
救援驗證，這些任務均與航天員的艙外安全有關。 計，入場費為5,323元。萬物雲下周一至周四招
據介紹，艙外助力手柄是一個應急使用裝置，也
股，9月29日掛牌上市。
是保障航天員艙外安全的一道防線。專家表示，前幾 萬物雲董事長、執行董事兼首席執行官朱
次任務中航天員都是在艙內開出艙門的，助力手柄在
保全於發布會表示，公司發展不僅僅依賴母公
本次任務中，安裝在環形扶手旁邊的工具箱上。手柄
司，目前接近 85%的業務均來自第三方，獨立
的主要作用，是在應對異常或緊急情況下，當無法從
性很強，強調這次集資所得資金不會由萬科支
艙內開艙門的時候，需要航天員從艙外開艙門時，用
◆ 朱保全（右二）表示，公司目前接近 85%的 配。根據弗若斯特沙利文資料，按基礎物業管
把手來把艙門打開。
理服務收入計，萬物雲於 2021 年在內地物業管
業務均來自第三方。

專家：促進深港人才發展須增強流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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窨井虽小，不可缺“盖”——

守 护 群 众“ 脚 下 安 全 ”
本报记者 史志鹏
“以前这条路上窨井盖高低不平，车一过就‘咣当’
响。现在换了新窨井盖，车开过去又快又稳！”近日，在
江西省南昌市西湖区，路过站前路的司机纷纷为新换上的
窨井盖点赞。
窨井盖是城市基础设施重要组成部分。看似不起眼的
“小井盖”，却直接关乎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可

小井盖，
“婆家”多
8 月 25 日，山东省青岛市李沧区金水河公园
内，一名 6 岁男孩在玩耍时，不慎跌落一处下水
井中。井内水流湍急，孩子瞬间消失在视线之
中。当地救援力量进行了 8 小时的搜救，仍未能
挽回孩子生命。
“这处下水井井盖不是铁质的，质量较轻，
且没有安装防坠网。”救援人员说，在受力不均
匀的情况下，极易发生踏翻事故。
再看一个案例。今年 5 月 12 日晚，在陕西省
西安市未央区，一名 3 岁男孩失足掉入下水道被
冲走。当地随即展开救援，但搜救无果。男孩父
亲介绍，当晚原本应在路面上盖着的井盖被掀在
一旁，附近没有灯光，也没有警示标志。
记者检索发现，近年来，“井盖吃人”事件时
有发生。据统计，2019 年全国因窨井施工、管
理、养护不当致人伤亡案件就有 155 件。在现实
中，即使没有酿成悲剧，窨井盖破损、下沉、松
动等也为群众带来不少困扰。甚至有网友将避让
井盖的车技戏称为“绕饼”，列入出行必备技能清单。
2014 年 1 月 1 日起，《城镇排水与污水处理条
例》施行，明确规定排水管网窨井盖应当具备防
坠落和防盗窃功能，满足结构强度要求。然而，
有业内人士坦言，目前还有不少地方仍使用不具
备防坠落功能的老井盖。
小井盖，为何成了老大难？“我国窨井数量
多、分布面广，有的城市虽加装了防坠网，但很
难实现全覆盖。”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永生
说，很多窨井所处位置非常隐蔽，如草丛中、庄
稼地里、垃圾堆下，或井盖上有遮蔽物，一旦缺
损或丢失，不易察觉。
北京工业大学城市建设学部退休教授王树京
认为，“井盖吃人”等事件发生，与窨井盖的规划
设计不完善有关。比如，未充分考虑井盖荷载能
力，来往车辆将其压坏；未采取加固措施，难以
应对雨水流量过大产生的冲力、热力等，导致井
盖移位。
多头管理、权责不明，加大了窨井盖治理难

或缺。“四号检察建议”落地生根、新技术广泛应用……
近年来，各地窨井盖治理水平不断提升。
然而，由于受多种因素制约，一些地方仍存在窨井盖
权属不明、维修养护不到位等问题，人员坠井伤亡事故时
有发生。推动窨井盖问题综合治理是一项长期工作，需要
各方持续用力、久久为功。

度。“井盖虽小，可它‘婆家’多。”王树京说，井
盖权属往往涉及水、电、燃气、通信、照明等 10
多家单位和多个行业主管部门，权责交织，十分
复杂。当井盖存有安全隐患或发生损坏时，时常
无人问津或久拖不决。
“在之前的司法实践中，对于盗窃、破坏窨
井盖等犯罪，一些案件罪名适用不准确，罪责刑
不相适应，处罚过于宽缓。”以偷井盖为例，陈
永生指出先前多数按盗窃罪定罪处罚，有时可能
还达不到盗窃罪的构罪标准，以致有的人偷了井
盖却未被追究刑事责任。
陈永生说，井盖失管，还与有关部门疏于、
怠于履行监管职责或履职不当有重要关系。在很
长一段时间里，相关失职渎职等行为较少被追究。

治已病，更要治未病
法治是破解社会治理难题的“良方”。窨井盖
治理，需要法治力量。
2020 年 3 月，最高人民检察院联合最高人
民法院、公安部共同出台 《关于办理涉窨井盖
相 关 刑 事 案 件 的 指 导 意 见》（以 下 简 称《意
见》），指导司法机关准确认定涉窨井盖相关刑
事犯罪。
仅过了 1 个月，最高人民检察院向住房和城
乡建设部发出第一份维护公共安全的检察建议，
即“四号检察建议”，旨在推动城市基础设施安全
建设，守护群众“脚下安全”。由此，在住建部牵
头下，推进窨井盖问题治理部际工作协调小组
成立。
很快，《意见》 和“四号检察建议”落地生
根，成效初显。2020 年 12 月至 2021 年 1 月间，
陈某才多次驾驶电动三轮车至江苏省镇江市京口
区某宾馆附近人行道等处，盗窃雨水箅子 50 余
块、圆形井盖 7 块及铸铁表盖 5 块。案发后，当
地检察机关提前介入，复勘现场，引导公安机关
侦查取证。
根据 《意见》，盗窃、破坏不同地方、不同性
质的窨井盖触犯不同罪名。陈某才的行为构成何
罪？承办检察官介绍，该案涉案地点处于人员往

在山东省泰安市，施工人员正在为窨井加装安全防坠网。
陈 阳摄 （人民视觉）
来密集的人行道等地，人流量大，盗窃窨井盖的
行为危害了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应当
以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追究刑事责任。
“如今，针对较为严重的涉窨井盖犯罪案
件，罪名由盗窃罪等侵犯财产类罪名，变更为危
害公共安全类罪名，这对盗窃、破坏窨井盖违法
犯罪将形成有力震慑。”陈永生说。
窨井盖治理不能仅抓末端、治已病，更要抓
前端、治未病。“大多数窨井盖都在行政机关管
辖范围内。若相关行政机关积极履职，会大大
减少道路‘陷阱’的产生。”陈 永 生表示，而如
果其未能履职，检察机关就要从履行法律监督
职责出发，督促行政机关履职尽责。
2020 年 10 月 3 日至 7 日，赵某听多次驾驶电
动三轮车到福建省厦门市集美区部分路段盗取窨
井盖，最终被以破坏交通设施罪判刑。当地检察
机关在办理该案时，发现辖区内大部分窨井盖型
号老旧、松动，井盖质量有待提升，且巡查手段
和监管方法有待升级，遂启动“刑事检察+公益
诉讼”办案模式，向相关部门送达检察建议书。
后经摸排整改，1367 个存在安全隐患的窨井盖被
更换。
办理一案，影响一片。“四号检察建议”制发
以来，全国检察机关督促整改问题管井、消除窨
井盖安全隐患 93 万余处，推动相关部门安装智
能井盖 10 万余个，安装防坠网、防位移等改进
装置 82 万余个，群众“脚下安全”更有保障。

井盖有了“身份证”

江苏省海安市城建集团的工人正在城区安平路安装新窨井盖。
翟慧勇摄 （人民视觉）

2021 年 2 月，住建部等六部门联合印发 《关
于加强窨井盖安全管理的指导意见》，专门提及
“推动信息化、智能化建设”，要求有条件的地区
运 用 5G、 人 工 智 能 、 大 数 据 、 云 计 算 等 新 技
术，逐步实现基于传感器和物联网的管理创新，
提升窨井盖安全管理效率和水平。
日前，在北京市朝阳区大望路，只见一名
安装师傅扫描了一款智能监测仪的条码，然后

将其安在井盖内侧。就这样，一块“智能井盖”
诞生了。
“智能监测仪安好后，井盖的位置、状态都
能在小程序‘智慧井控’的后台显示。”朝阳区城市
管理委相关负责人介绍，监测仪可以实现视频实
时监测、即时告警、快速定位等功能。如遇井盖
移位、震响等异常情况，后台就会报警，工作人
员将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处理。
近几年，越来越多的城市着力提升窨井盖治
理信息化、智能化水平。在河北省张家口市，城
管部门用 20 位数字为每个窨井盖编码，窨井盖
有了“身份证”。市民只需用手机扫一扫井盖上
的二维码，就能查看相关信息，拍照上传存在问
题。依托数字化管理平台，各产权单位联动
管理。
在原有管理方式下，窨井盖由各产权单位自
行维护管理，相关部门、施工单位及主要街道、
住宅小区各自为政，形成一个个“信息孤岛”。在
天津科技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副教授张俊看来，
新技术的普及，有助于打破“信息孤岛”，实现
各部门之间窨井盖信息的交流共享，强化治理
合力。
除了科技手段，封堵窨井“吃人的嘴”还应从
哪些方面发力？“如何判断井盖存在病害问题目
前还缺乏统一标准。”一名资深检察官说，有必要
对井盖病害的判定标准、治理方式、治理要求等
进行系统规范。
在窨井盖治理中形成“责任链”至关重要。王
树京指出，应进一步理顺管理机制，从采购、施
工、使用、管理、维护等各个环节明确责任单
位和责任人员。可以考虑通过惩罚性赔偿、追
究个人主体责任等方式提高管理主体责任
意识。
守护“脚下安全”，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陈
永生建议，加大与窨井盖安全相关的法律法规
及政策宣传，提升群众安全 意 识 ，同 时 发 动 大
家 对 窨 井 盖 治 理 各 个 环 节 进 行 监 督，鼓励提
供相关线索，形成全民共治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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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CC萬通貸款
www.gmccloan.com

Nmls# 254895

CA Dre 01509029

★ 房地美和房利美核準的直接賣家；
★ 可內部審核，直接放款；
★ 放款額度從10萬到500萬；
★ 專精大額、出租，1-4 units， 套現，低利率；
★ 出租屋現金流貸款計劃；
★ 一條龍服務，最快10個工作日完成；
★ 加州十個分公司, 全美25州提供租賃屋
現金流貸款計劃；
★ 德州三個分公司休斯頓、達拉斯、奧斯丁拓展中

聯系電話：
GMCC萬通貸款在34個州擁有執照，並開拓業務

Email :

832-982-0868

info@gmccloan.com

GMCC 總部地址：1350 bayshore Highway ste 740 burlingmame , CA 94010
分公司地址：52 Sugar Creek Center Blvd #350, Sugar Land, TX 774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