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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蒂亞洲城

聯⽲地產集團 購屋|商業|投資|⽣意  ⼀站式服務 

(713)-630-8000

1,000 ~ 8,000平⽅英呎
商圈旺鋪全⾯招商

JOSIE LIN,CCIM

 

 

                                    
太空中心門票$19.95  

★首選黃石、坎昆全包團 讓您樂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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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条精選歐洲遊★★ 

★阿拉斯加、夏威夷、哥斯達黎加

★申根簽證★ ★認證★ ★綠卡★

自然博物館門票$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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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暑假熱門多線路美東美西遊 任君選擇

在俄羅斯的主導下，完成了
對烏克蘭4州佔領區的公投，並
即將高調宣布這4州加入俄羅斯
。莫斯科紅場上正在開始搭建活
動舞台，廣告牌上寫著 「頓內次
克 (Donetsk)、 盧 甘 斯 克 (Lu-
hansk)、扎波羅熱(Zaporizhzhia)
、刻松(Kherson)進入俄羅斯」
。然而，多數國家都不承認這個
結果，甚至立場傾向俄羅斯的塞
爾維亞也不承認。

路透社報導，塞爾維亞總統
武契奇(Aleksandar Vucic)表示

，塞爾維亞不會承認遭俄羅斯軍
隊佔領的烏克蘭四地區公投投票
結果。 「塞爾維亞政府不會承認
，因為它不符合國際法、聯合國
憲章和聯合國決議。」

塞爾維亞的表態有些出乎意
料，因為該國一向與莫斯科關係
密切，天然氣供應完全依賴俄羅
斯，所以俄烏戰爭爆發後，也很
少說重話，拒絕對莫斯科實施制
裁，甚至略為放大經濟貿易；但
同時，塞爾維亞也沒有表態支持
俄羅斯的軍事行動。

另外，德國也不承認公投結
果，總理蕭茲(Olaf Scholz)表示
「德國不接受虛假公投。」

德國政府發言人稱，蕭茲以
對話管道告訴烏克蘭總統澤倫斯
基，德國絕對不會接受在烏克蘭
遭佔領地區的虛假公投結果，請
烏克蘭放心。

蕭茲還表示，德國對烏克蘭
的國家財政、政治和人道支持絕
不會動搖，德國將繼續支持烏克
蘭捍衛自身主權和領土完整，包
括提供武器。

俄國將宣布吞併烏克蘭4州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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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n strengthened into a hurricane across
the Florida Keys and the southern and central
Florida peninsula.

A mandatory evacuation order was issued for
residents in Hillsborough County on the
western part of the Florida peninsula.

Senior meteorologist Rick Davis said that a
major hurricane has not directly hit the Tampa
Bay area since 1921. The hurricane is forecast
to bring 8-to-15 inches of rain to central west
Florida and 4-to-6 inches to the Keys.

The people in the area must prepare as best
they can and they must prepare for the worst,
and absolutely pray and hope for the best.

We are hoping the hurricane will soon be over.
Climate change will continue to bring us these
disasters. 0909//2727//20222022

Ian Strengthens Into FloridaIan Strengthens Into Florida

埃克颱風將於今天登陸佛羅
里達州， 部分地區之居民已經被
政府下令撤走 ，以免受到風暴之
來襲。

根據國家氣象局預測， 埃克
颱風將在今天増強風速全面橫掃
佛州， 這是自一九二一年有史以
來最強勁之颶風， 位於天拔市之
美國空軍基地也將撤離。

天拔國際機場因強勁風力也
將關閉， 以策安全 ，埃克颱風帶
來八到十五英寸之雨量， 大量雨
水將對道路和住宅造成淹水。

氣象專家擔憂， 埃克可能變
為二級颶風侵襲全州， 至少一千
五百萬居民面臨嚴重考驗。

佛州政府已經動員五千名國
民兵，加上其他州來支援之二千
名共七千國民兵己經全面備戰之
中。

這㘯強勁颶風可能會造成全
州各地大部份之停電、淹水及交
通中斷。

拜登總統己経下令聯邦救災
機構全面戒備， 來應對這次世紀
危機。

值此颱風季節， 處於風災地
帶之美國西南墨西哥灣地區 ，每
年都傳出災情， 主要原因之一也
是氣候變化所造成， 如果大家仍
然袖手旁觀， 每年之風災仍然無
法幸免。

颶風席捲佛州颶風席捲佛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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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個據稱為100年最大的颶風伊恩(Hurri-
cane Ian) 正向佛羅里達州逼近，由於這是具
有強烈危及生命的大災難威脅,超過 250 萬人
被敦促撤離，國家颶風中心今天表示，持續風
速為每小時 140 英里,據預測，伊恩將直接襲
擊坦帕灣，學校與許多公共場所都宣布關閉,
數以百計的航班被取消，人們正封鎖家園，許
多人倉皇逃離擁擠在高速公路上………

伊恩目前已以強風席捲古巴西部，造成數
十萬人斷電。在登陸美國後，增強為災難性的
4級風暴,開始威脅佛羅裡達州西海岸時，州長
德桑蒂斯宣佈佛羅里達進入緊急狀態。佛州目
前已有250萬人被下令疏散。隨後，拜登總統
迅速批准了緊急狀態聲明,為聯邦政府向該州
提供緊急援助掃清了道路。儘管他們可能不喜
歡彼此，但至少德桑蒂斯和拜登為了佛羅裡達
州人民的利益而合作，德桑蒂斯和拜登實際上
並沒有交談。當然民眾並不關心二人是否有直
接交流。民眾所關心的只是在風暴面前的合作
以及將佛羅里達人民置於政治之上。

此次颶風可能導致美國佛羅裡達州坦帕市
遭遇1921年以來首次強颶風直接侵襲，並帶
來大規模停電。據氣象預報，伊恩可能給坦帕
灣地區帶來高達3米的海浪,坦帕市政府官員

表示，該市將實行宵禁以應對颶風。
颶風將對佛羅裡達州的房屋保險市場造成

多大的損害?颶風過後如何施政是否是對州長
德桑蒂斯的一次考驗？他的極端主義政策已經
疏遠了很多佛羅里達人。在如此艱難和危及生
命的事件發生後，佛州和聯邦政府的合作精神
很難維持。但即使德桑蒂斯和拜登之間的合作
只是表面敷衍，佛羅里達人民也願意接受，因
為他們需要一切可以獲得的援助。民眾希望看
到州和聯邦政府的全部力量來滿足那些在風暴
期間和之後受到影響的人的需要。災難發生後
需要的協同合作，而不是政治內鬥。

目前，4000多名佛羅裡達州國民警衛隊
成員已經待命。聯邦應急管理局發佈的一份新
聞稿稱，聯邦政府已經向喬治亞州、佛羅裡達
州和阿拉巴馬州的戰略要地派遣了物資和人員
，準備在需要幫助的地方儘快獲得幫助。美國
衛生與公眾服務部已經啟動了國家災難醫療系
統,已簽訂了額外部署數十輛救護車和醫療空
運的合同,美國陸軍工兵部隊的電力恢復小組
已經被召集起來採取行動,發電機和燃料已準
備就緒, 當大難臨頭之際, 政治人物要如何面
對並解決災難必將考驗他們高度的政治智慧。

中國全國政協副主席萬鋼出席日本前首
相安倍晉三國葬，28日與日本內閣官房長官
松野博一會面，雙方確認將面向實現建設性
的日中關係共同努力。萬鋼強調，這次訪日
是中方重視中日關係與岸田政府的表現，並
表示29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將和日本首相
岸田文雄相互發送賀電。

日本共同社報導，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
（經團聯）28日發布消息說，日本首相岸田
文雄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將向29日在東京
舉行的日中邦交正常化50周年紀念活動發送
寄語。

綜合日媒報導，萬鋼28日與松野博一會
面。松野博一表示， 「對於構築建設性且穩
定的日中關係，岸田與習近平之間有共同認
識。藉日中邦交正常化50周年之機會，我們
將面向實現此一共同認識，共同努力是重要
的。」

萬鋼則回應說， 「這次訪日是中方重視
中日關係與岸田政府的表現」 ，對改善雙邊
關係有積極的說明。同時他也表示，29日習
近平將與岸田相互發送賀電。與會人士透露
，這次會面並未提及台灣問題與兩國之間的
各種懸而未決議題。

中日建交50周年 習近平、岸田將互相發送賀電

日本防衛省9月27日公布，海上自衛隊確認
共有7艘中俄軍艦相繼航行通過日本東京南方伊
豆群島附近海域。研判這次航行可能是中俄正進
行聯合巡航中的一環。

日本時事通信社報導，防衛省面對中俄聯合
軍事活動愈加頻繁的情況，持續強化警戒因應作
為。

防衛省表示，中國海軍055型飛彈驅逐艦等3

艘艦艇，9月26日晚間經伊豆群島的須美壽島及
鳥島間海域朝西航行。

到了9月27日白天，又有俄羅斯海軍無畏級
驅逐艦等4艘艦艇，也經過伊豆群島的御藏島與
八丈島間鄰接區，朝西南方向航行。

日本海上自衛隊派出護衛艦及反潛巡邏機，
持續進行警戒監視任務。

中俄7艘軍艦航行通過日本近海 疑聯合巡航

英國新任貿易大臣巴登諾克（Kemi Bade-
noch）今天將首次出訪前往紐約，她將強調美國
作為貿易夥伴的重要性，儘管英美自由貿易協議
談判停擺。

路透社報導，本月成為首相的特拉斯（Liz
Truss）先前表示，英國 「短期到中期」 不會把與
美國的自貿協議列為優先要務。

巴登諾克將強調，雖然沒有自貿協議，但美
國在英國的投資仍很重要。

巴登諾克將在大西洋未來論壇（Atlantic Fu-
ture Forum）表示： 「美國是我們最重要的單一

貿易、國防及安全夥伴。」 這場會談將由英國主
辦，地點是在正在紐約港訪問的皇家海軍旗艦伊
麗莎白女王號（HMS Queen Elizabeth）航空母
艦上。

「英國是低稅、高度人才、創新的國家，我
將向美國大企業展示，我們已準備好成為他們選
擇的投資夥伴。」

巴登諾克也將在為期2天的訪問行程中和美
國貿易代表戴琪（Katherine Tai）會談，並拜會
紐約投資界人士。

英新任貿易大臣將訪紐約 強調美國貿易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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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水過後
巴基斯坦災區瘧疾蔓延延

綜合報導 巴基斯坦政府說，在該國

洪災區，已有324人死於瘧疾和其他疾病

。受災最嚴重的信德省近日報告超過4.4

萬例瘧疾病例。

據路透社報道，數以十萬計民眾因洪

水流離失所，只能生活在室外，這種情況

已經誘發皮膚病、眼病、腹瀉、瘧疾和登

革熱等蔓延。由於洪災範圍廣，洪水徹底

消退可能需要兩至六個月。

美聯社援引聯合國說法報道，信德省

洪災區上周報告超過13.4萬例腹瀉病例和

4.4萬例瘧疾病例。

“我們對死亡和疾病暴發的現實可能

性深感憂慮，”聯合國在壹份聲明中說，

“次生災害正在逼近。”

根據信德省政府公布的數據，過去24

小時內，全省超過1.9萬名接受篩查的病

人中，有4876人瘧疾病毒檢測呈陽性。加

上其他疾病，該省洪災區的臨時醫療設施

和流動營地過去壹天收治逾

7.8萬名患者，其中6人死亡。

自7月1日以來，超過200萬人

在信德省洪災區的醫療設施接

受治療。

在 受 災 同 樣 嚴 重 的 西

南部俾路支省，該省衛生部門官員

努爾 · 艾哈邁德-卡齊說，瘧疾正在洪

水積水區附近迅速蔓延。

“我們每天都在醫療營地和醫院

接收大量瘧疾患者，”他告訴記者，

“我們在災區需要更多藥品和檢測工

具。”

國際美慈組織巴基斯坦分支主任法

拉· 瑙琳探訪部分災區後認為，需要協作

應對災民緊急需求，當務之急是為災區提

供清潔飲用水，健康和營養是流離失所人

口的最重要需求。

巴基斯坦財政部已經批準100億盧比

撥款，供災害管理機構采購洪水救援物資

、提供其他後勤服務。

6 月中旬以來，強降雨和冰川融水

致使這個南亞國家多地發生洪災，接

近 3300 萬人受災，經濟損失預計達 300

億美元。巴基斯坦國家災害管理局 21

日公布的數據顯示，除誘發疾病外，

洪災本身已致該國 1569 人死亡，包括

555名兒童。

根據聯合國兒童基金會數據，洪災導

致巴基斯坦超過340萬名兒童無家可歸，

“如果沒有大幅增援，我們擔心會有更多

兒童失去生命”。

國際最新研究：
受動物啟發飛行機器人可開展3D建造

綜合報導 國際著名學術期刊《自然》最新發表壹篇工程學論文，

研究人員展示了壹組受動物啟發研制的飛行機器人，可以在飛行中建

造3D打印結構。這項研究表明，未來的飛行機器人可以在偏遠或難以

抵達的地點提供房屋或重要基礎設施的建造支持。

該論文介紹，人們已開發出地面機器人用於現場建造，因為它們比

人類建築人員更安全、生產力更高，但這些機器人受限於可操作的最大

高度，而且大型系統需要插入電源，從而降低了這類機器人的機動性。

相反，自然中的“建築師”比如黃蜂、白蟻和家燕則高度靈活，它們適

應飛行輔助建造巢穴。

受這些自然“建築師”啟發，論文通訊作者、英國倫敦帝國理工

學院米爾科· 科瓦奇(Mirko Kovac)和同事及合作者設計出壹種新型制

造方法，使用壹組無系留空中機器人，在人類監管下集群自行建造

3D結構。他們開發的BuilDrone(建造無人機)放置材料，ScanDrone(掃

描無人機)評估結構質量。這些機器人使用泡沫和水泥樣材料建造了

概念驗證的圓柱體，分別高2.05米和0.18米。這些結構的建造精度很

高，達到5毫米，這在英國建築要求中可以接受。

論文作者認為，隨著進壹步開發，未來的空中機器人可以幫助在難

以抵達的區域建造結構，例如危險地區、極高處或有自然災害風險的偏

遠地區。

巴西央行宣布
維持基準利率13.75%不變

綜合報導 巴西央行貨幣政策委員會(Copom)宣布，將維持該國目前

基準利率13.75%不變，符合市場預期。此舉表明巴西央行結束了2021年

3月開啟的新壹輪加息周期。

在2020年 8月至 2021年 3月期間，巴西基準利率保持在2%的歷

史最低水平。從 2021 年 3月至今年 8月，巴西央行實行了新壹輪加

息政策，經過連續 12 次加息，將該國基準利率從 2%逐步提高至

13.75%，其間累計加息11.75個百分點，為1999年以來累計漲幅最大

的加息周期。

根據巴西金融市場分析師的預測，從現在起直到明年 5 月，

巴西將繼續維持目前基準利率 13.75%不變。在明年 6 月，巴西基

準利率將下調至 13.5%。而到明年底前，基準利率將下調至 11.25%

的水平。

專家表示，此次巴西央行結束新壹輪加息周期，原因主要是該國目

前通貨膨脹持續放緩。據巴西國家地理統計局(IBGE)公布的數據，今年

7月和8月，巴西通脹率連續兩個月出現回落，其中7月環比收縮0.68%

，8月再度環比收縮0.36%。

據了解，巴西央行每45天舉行壹次議息會議，其調整基準利率

旨在使通脹率處於管理目標範圍內。巴西國家貨幣委員會(CMN)設

定的今明兩年通脹率管理目標中值為 3.5%和 3.25%，均允許上下浮

動1.5個百分點。

根據巴西金融市場最新預期，巴西今明兩年通脹率將分別為6%和

5.01%，均高於政府管控目標的上限5%和4.75%。

歐盟食品浪費驚人，比進口量還多！
綜合報導 歐盟層面首次對

食品浪費的程度進行了調查。

根據“回饋”組織的壹項調查

報告，歐盟浪費的食品比進

口的還多。對此次調查進行

了報道的英國《衛報》寫道

，如果能遏制農業企業中的

食品分揀，就幾乎能消除食品

通貨膨脹。

報道稱，調查報告稱，

2021年，歐盟從境外進口了近

1.38億噸農產品。“這還沒有

歐盟每年浪費的1.535億噸食品

多。”

報告指出，在歐盟，僅被

丟棄的小麥數量就相當於烏克

蘭小麥出口量的壹半左右，相

當於歐盟其他谷物出口量的四

分之壹。

報道稱，報告作者還指出

了食品浪費對氣候的影響。根

據該報告，歐盟的食品垃圾至

少造成溫室氣體總排放量的6%

，每年導致歐盟損失超過1430

億歐元。報告寫道：“我們敦

促歐盟委員會制定壹個具有法

律約束力的目標，即到2030年

減少50%的食品浪費。”

目前，歐盟尚未公布2020

年農業企業食品浪費的官方基

礎數據。因此，本次調查的計

算基礎是聯合國環境規劃署的

糧食浪費指數和世界自然基金

會的壹項整合研究，二者均出

自2021年。報告指出，初級生

產中的糧食浪費約為9000萬噸

，比家庭食品浪費多三倍。

報道稱，根據報告作者的

說法，高收入國家的浪費情況

比低收入國家更嚴重。《衛報

》寫道，大部分浪費可能甚至

都未被記錄下來。據估計，歐

盟的糧食生產每年有20%被浪

費。

另報道，宜家不僅是世界

最大的家居品牌，也經營著世

界最大的連鎖餐廳之壹。為節

省資金和減少環境影響，該公

司自2017年以來將食物浪費減

少了54%。

報道稱，大多數宜家門店

的所有者英格卡控股公司2017

年宣布了壹項目標，要借助人

工智能工具將食物浪費減少壹

半。人工智能幫助宜家更好地

根據需求定制食物烹飪量。

2017年，每間宜家餐廳平均

每天的食物浪費約為150公斤，

這相當於每年總共約4.3萬噸。

報道稱，英格卡控股公司

在20日的聲明中稱，食物浪費

減少54%意味著它節省了超過

2000萬份餐食，相當於減少了

3.6萬噸二氧化碳排放。壹名發

言人還說，節省的資金總額為

3700萬歐元。

土耳其正成為英國和歐盟國家的“垃圾場”
綜合報導 土耳其正在成為

英國和歐盟國家的“垃圾場”。

據報道，近年來因為英國和歐

盟向土耳其大量出口垃圾，

該國垃圾回收站的工人，尤

其是童工的身體健康受到極大

威脅。

作為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

的成員國，土耳其近年來接收

了大量來自歐盟和英國的垃

圾，2021 年，歐盟對土耳其

的塑料垃圾出口量從2017年的

約 3.9 萬噸猛增至 45萬噸，漲

幅高達 1200%；同年英國也向

土耳其出口了約12萬噸塑料垃

圾。非政府組織“人權觀察”

的最新報告顯示，土耳其政府

未能嚴格執行對於垃圾回收中

心定期檢查的法律，加劇了進

口垃圾對當地環境和工人健康

的影響。包括兒童在內的垃圾

回收中心的工人以及住在附

近的家屬都普遍患有嚴重的

頭疼、呼吸系統疾病和皮膚病

，這些垃圾對他們的健康造成

終身傷害。

“歐洲最富裕的國家，正

在將自己的垃圾運往土耳其，

給當地最脆弱的社區，包括兒

童、難民和移民帶來嚴重的環

境和健康風險。”“人權觀

察”的首席研究員舍努姆表

示，“為此我們呼籲英國、歐

盟及其他國家，在各自境內管

理好自己的垃圾，而不是將其

出口到土耳其，對人類健康和

人權造成危害。”鑒於土耳其

曾於2021年 7月實施過“進口

塑料垃圾禁令”，但隨後又取

消了禁令，舍努姆同時也批判

土耳其政府“雖制定了法規，

卻沒有很好地執行，增加了民

眾的健康風險”。另壹家國際

組織“環境調查局”的專家維

爾也表示：“‘人權觀察’的

調查報告結果令人深感擔憂，

這進壹步說明全球塑料垃圾貿

易的嚴重危害，不僅存在於非

經合組織，在經合組織國家裏

也壹樣。”

在土耳其，雖然法律禁止

18歲以下未成年人從事垃圾回

收等危險廢料工作，但“人權

觀察”在實地采訪後發現，伊

斯坦布爾和阿達納的塑料回收

工人裏有1/3為童工或從童年起

就從事垃圾回收工作。報道稱

，塑料垃圾在回收過程中會產

生大量有害物質，它們被排放

到空氣中，會刺激人們的呼吸

系統和眼球，引發癌癥、神經

系統和生殖系統損傷。垃圾回

收站附近居民因此都不敢開窗

，而那些在回收站工作的工人

很多都是難民或無證移民，他

們在生病後也無法得到及時的

醫治。

針對此事，土耳其政府稱

正在深入調查；英國環境、食

品 和 農 村 事 務 部 坦 承 ：

“ 英 國 應 該 在 國 內 處 理 更

多 的 垃 圾 。 ” 歐 盟 委 員 會

的壹位發言人也表示“我們

的垃圾是我們的責任”，並

表 示 將 采 取 更 嚴 格 的 措施

監管出口，包括對目的地獨

立審核，取締非法出口交易

等，但目前還不包括全面禁

止垃圾出口，“這不符合國

際貿易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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巨獸級颶風伊恩今天挾帶強風暴雨，登陸美
國佛州，威力接近最強的5級，行徑期間掀起
「毀滅性」 暴潮，導致一艘船隻沉沒，造成23人
失蹤。

法新社報導，伊恩為巨獸級颶風（Monster
Hurricane），目前威力接近沙費爾-辛浦森制
（Saffir-Simpson scale,颶風強度指標，共5個等
級）5級颶風。

美國國家颶風中心（NHC）通報，伊恩已以

4級颶風威力登陸佛州卡約科斯塔（Cayo Costa
），持續風速高達每小時241公里。

此外，美國國家颶風中心也指出，伊恩於佛
羅里達半島 「掀起毀滅性暴潮（catastrophic
storm surge）、風勢及洪災」 。

佛州邁阿密警方表示，伊恩襲擊佛州海岸時
，導致一艘載有移民的船隻沉沒，有23人下落不
明，4人倖免於難。

巨獸級颶風伊恩登陸佛州 掀毀滅性暴潮23人失蹤

美國眾議院共和黨人今天提出眾院版 「台灣
政策法案」 ，相較參院外委會月中通過的版本，
眾院版保留敏感外交條文，包括AIT處長任命須
參院同意，但同樣計劃未來5年提供台灣65億美
元軍援。

共和黨籍的眾議院外委會首席議員、眾議院
中國工作小組主席麥考爾（Michael McCaul）今
天帶領36位眾院共和黨人，提出眾院版 「台灣政
策法案」 （Taiwan Policy Act），盼提升台灣防
衛，更新美國對台政策。

麥考爾透過新聞稿表示，他很驕傲能帶領36
位議員提出法案，協助改善台灣防衛。他說，台
灣是美國重要國安夥伴，但台灣民主面臨來自中
共前所未見程度的威脅， 「現在是時候提供我們
盟友（台灣）武器，要在入侵發生前，而非之後
」 。

在眾院版法案出爐前，參議院外委會9月14
日以17票贊成、5票反對的票數，通過集結兩黨
議員意見的修正後參院版 「台灣政策法案」 。

參院版法案是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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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共同提出，被譽為是繼
1979年 「台灣關係法」 後，最全面重整美國對台

政策的法案，主旨為在外交、軍事及經濟等多方
面提升美台關係。

但由於美國行政部門對參院版部分條文有疑
慮，擔心會挑戰美國 「一中政策」 ，參院外委會
通過的版本把駐美代表處更名案改為建議性質的
「國會意見」 ，並移除美國在台協會（AIT）處
長任命案須參議院同意的要求。

不過，根據麥考爾辦公室公布的眾院版摘要
，眾院版法案仍包含這兩項條文。

眾院版法案其他重點部分，與參院版內容相
仿，包括欲解除台灣人員執行公務期間不得展示
國旗等主權象徵符號的限制、加速美國對台軍售
，以及授權未來5年提供台灣65億美元軍援等。

如同參院版法案，眾院版也表達支持台灣參
與聯合國體系，且呼籲美台洽簽自由貿易協定
（FTA），並建立 「台灣學人計畫」 （Taiwan
Fellowship Program）等美台交流計畫。

美國本屆國會明年1月期滿，如今眾院版
「台灣政策法案」 出爐，可望加快立法程序；但
由於兩院版本存在差異，仍須協商。

根據美國立法規則，參眾兩院須通過同樣版
本法案，才能將提案遞交總統簽署後生效。

美眾院版台灣政策法案出爐 保留兩項敏感外交條文

韓國軍方表示，就在美國副總統賀錦麗
(Kamala Harris)訪問韓國前夕，北韓再次對其
東部海域(黃海)發射了1枚彈道導彈。

美聯社引述韓聯社報的報導，韓國參謀本
部會議表示，從雷達上確認是1枚彈道飛彈，
但是詳細種類還需調查，軍方正在從射程、射
高、飛行速度等參數進行分析。

這是北韓本週發射的第2枚導彈，在26日
，北韓發射了1枚飛行距離約600公里、飛行
高度60公里的中近程飛彈，推測是KN-23戰

術彈道飛彈，是北韓版的 「伊斯坎德爾飛彈」
。

北韓今年飛彈試射特別頻繁，已試射18
起，其中2次是巡弋飛彈。在新總統尹錫悅執
政後第6起。

尹錫悅的政見是 「強化美韓安全合作」 ，
這使北韓特別惱怒，此次試射也正值美國和韓
國的海軍艦艇，將在東海岸(黃海)進行聯合演
習之際。

賀錦麗訪韓前夕 北韓再朝黃海試射彈道飛彈

曾在美國陸軍服役過的
陸籍男子季超群(Ji Chaoqun)
，涉嫌從事間諜活動而被捕
，已被美國聯邦陪審團定罪
，總刑期可能達到15年。

軍事時報報導(Military-
Times)美國司法部周二宣布
，經過聯調局FBI和美國陸軍
第 902 軍事情報隊(U.S. Ar-
my 902nd Military Intelli-
gence Group)聯合調查後，
31 歲的季超群被判有罪。

據美國司法部的公告，
季超群是PRC公民，他是芝
加哥大學的留學生，到了2016 年，季超群參與
「重要國家利益軍事加入計劃」 (Military Acces-
sions Vital to the National Interest program,縮寫
MAVNI)，進入美國陸軍裡的合法外國人。然而他
加入美國陸軍是另有所圖，就是為中共情報部門
收集情報。

在申請參加 MAVNI 計劃時，季先生謊稱自
己在過去 7 年內沒有與外國政府接觸。然而根據
FBI的調查，他持續與總部設在南京的國家情報

機構透露美軍內部的徵兵細節與科技情報，包括
先進航太和衛星技術。

FBI還追查到季超群的直屬上司，是中國國
家安全部副處長徐延軍( 音譯：Xu Yanjun)，他己
在去年被美國逮獲，被判犯有共謀、企圖從事經
濟間諜活動、竊取商業機密等罪名。

季超群的罪名最高可判處10年監禁，要是涉
及虛假供詞可以加判5年，而宣判日期尚未確定
。

美國備役軍人季超群為中共收集情報刑期最高15年

知情人士透露，由於預期的需求激增沒有出現，蘋果公司（Apple）正在放棄今年增加新
款iPhone產量的計畫。

路透引述彭博報導，蘋果已告知供應商取消在下半年將iPhone 14系列產品的組裝量增加
多達600萬支的計畫。

報導說，總部設在加州古柏迪諾（Cupertino）的蘋果公司當前目標是在這段期間內生產
9000萬支新機，與去年水準大致相同，且符合今年夏天最初的預測。

蘋果並未立即回應路透社的置評請求。
根據報導，對價格較高的iPhone 14 Pro機型的需求高於入門款機型，至少有一家蘋果供

應商正將產能從低價iPhone轉移到高階機款。
隨著這家科技巨頭正逐步將部分產品產能遷出中國，蘋果本週表示，將開始在印度生產本

月稍早推出的iPhone 14。

未見需求激增 傳蘋果放棄增產600萬支iPhone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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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慶“冷門城市”酒店預訂增三成
小眾旅遊地或將迎來新客流高峰

途牛旅遊網表示，今年國慶假期，部分用
戶選擇在節前請假1至2天，以此提前享

受2022年最後一個長假。
途牛旅遊網表示，截至9月21日，途牛旅

遊網近一周國慶團期的預訂訂單比上周增長
38%。從出遊人次的具體數據來看，本地遊、
周邊遊是今年國慶出遊的消費主導，預訂考慮
周期更短、碎片化出遊需求更為突出。短行
程、短周期的出遊趨勢下，更多用戶選擇自駕
的出遊方式，出遊人次佔比為43%。

雲南多地成長線遊熱選
從途牛旅遊網最新預訂數據來看，北上廣

以及華東城市市民的本地遊、周邊遊需求更為
旺盛，在“2022 國慶周邊遊熱門目的地
TOP10”榜單中，廣州、杭州、南京、珠海、
上海、常州、無錫、北京、黃山、安吉等目的
地的熱度排名靠前。此外，在途牛旅遊網推出
的“國慶狂歡”產品推薦專題中，主題樂園、
休閒度假、鄉村遊、海濱度假、親子遊等出遊
主題均是本地遊、周邊遊用戶的熱門選擇。

長線遊方面，西安、麗江、大理、張家
界、桂林、廣州、香格里拉、三亞、福州、西

雙版納入選“2022 國慶長線遊熱門目的地
TOP10”榜單。值得注意的是，在此次長線遊
熱門目的地榜單中，麗江、大理、香格里拉、
西雙版納排名均比較靠前，雲南對長線遊用戶
的吸引力可見一斑。

高星級酒店關注度上漲130%
同程旅行9月19日發布的《2022“十一”

假期旅行趨勢報告》顯示，近一周“十一”相
關旅遊搜索熱度環比上漲172%，假期出行的
機票、酒店搜索熱度上漲136%。中秋節後各
類休閒度假為主題的高星級酒店用戶關注度上
漲130%。

此外，在去哪兒平台攻略中，分享反向旅
遊的帖子不在少數。隨着全國交通網的鋪設，
想要到達任何地方都可以輕鬆出行，一些旅遊
環境優質，但知名度較少的旅遊地，憑藉着低
消費高服務的特點，受到大家喜愛。去哪兒大
數據顯示：鶴崗、漢中、克拉瑪依、保亭、海
東等地區是今年大家更青睞的小眾目的地。

據去哪兒大數據顯示，截至9月22日，全
國“冷門城市”酒店預訂間夜量同比2021年同
期增長三成，同比2020年增長七成，比2019

年疫情前增長兩成。其中高星酒店預訂間夜量
增幅明顯，比2021年同期增長四成，比2020
年增長五成，比2019年疫情前增長三成。

從全國範圍來看，今年以來的小眾目的地
集中在海南、新疆、陝西、青海、西藏、湖
北、湖南、貴州、甘肅、遼寧等省份，除去熱
門旅遊地之外，一些“冷門”旅遊景區逐漸被
大家發現，例如七仙嶺、太白山、阿西里西大
草原、指南村、丙中洛景區等。

“目前長線旅遊依舊面臨許多不穩定因
素，但反向旅遊已經成為年輕群體出遊的一種
熱潮，預計十一假期小眾旅遊地或將迎來新的
客流高峰。”去哪兒CMO黃小傑說道。

黃小傑注意到，小眾目的地分布的“冷
門”城市，高鐵、飛機、五星級酒店等基礎設
施很完善，恰好符合了年輕人想要低成本或者
高價值服務的願望。

據去哪兒平台顯示，黑龍江鶴崗、陝西漢
中、新疆克拉瑪依、海南保亭、青海海東、陝
西延安、遼寧遼陽、湖北荊門、海南文昌、黑
龍江伊春等城市四星、五星酒店暑期預訂量同
比2021年增長均超3倍，其中黑龍江鶴崗增幅
最高達7倍，陝西漢中次之達5倍。

香港文匯報訊 據澎湃新聞報

道，“十一”黃金周已近在眼

前。多家在線旅遊平台數據顯示，中秋

小長假之後，國慶旅遊產品預訂熱度呈

現增長趨勢。根據途牛旅遊網22日發布

的數據，國慶期間本地遊、周邊遊出遊

人次佔比為64%，長線遊出遊人次佔比

為36%。從預訂數據來看，今年國慶假

期出遊出發人次將在9月29日迎來快速

增長，並在10月1日當天達到峰值，出

遊熱潮更多集中在9月30日至10月5日

之間。此外，同程旅行發布的有關報告

顯示，中秋節後各類休閒度假為主題的

高星級酒店用戶關注度上漲130%。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寶儀 廣州報道）
在中國國務院公布《廣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
粵港澳全面合作總體方案》100天之際，以
“千帆競渡、科技遠航”為設計理念，計劃於
2025年建成投用的大灣區科學論壇永久會址
（下稱“永久會址”）24日在南沙正式動工，
大灣區科學論壇戰略諮詢委員會（下稱“戰諮
委”）同時成立，十三屆全國政協副主席、致
公黨中央主席萬鋼，十三屆全國政協副主席梁
振英，“一帶一路”國際科學組織聯盟主席、
中國科學院院士白春禮擔任主任委員。永久會
址建成後將通過舉辦大灣區科學論壇，吸引國
際科學家團隊和高科技企業匯聚大灣區，戰諮
委成立將為全球科技創新治理提供灣區新經
驗。

大灣區科學論壇永久會址位於南沙明珠灣
起步區核心區域“科學島”，規劃用地面積約
為10萬平方米，由學術中心、科技館、科創中
心、科學家公寓及配套設施等構成。永久會址
距明珠科學園一期僅約4.5公里，與位於南沙
橫瀝島尖的國際金融論壇（IFF）永久會址隔
水相望，意味着永久會址可成為明珠科學園科
技交流功能的重要渠道和展示窗口，也將和國
際金融島實現深度互動，激發“科技+金融”
雙輪驅動效應。

永久會址將在2025年年底完工，未來永
久會址將為論壇及各類科學交流活動提供會議
場地及配套，打造面向世界科技交流“合作樞
紐”；為科學研究、創新創業提供現代化辦公
場地和創新環境，打造國際一流的科學組織機
構“集聚空間”；面向大眾營造科普體驗空
間，打造服務灣區的大眾科普“互動中心”；
構築前沿科技成果展示和轉化空間，打造融合
發展的創新創業“首選平台”。永久會址建成
後，將通過舉辦大灣區科學論壇，吸引國際科
學家團隊和高科技企業匯聚粵港澳大灣區，實
現跨國界、跨學科、跨領域的深入交流與合
作。

戰諮委23人組“大灣區智庫”
為進一步落實和完善大灣區科學論壇治理

結構，強化頂層設計，推動論壇成為建設國際
科技創新中心的重要平台，戰諮委在南沙宣布
成立。首屆戰諮委委員共23人，涵蓋了來自能
源科學、粒子科學、材料物理、分子生物學、
海洋科學、神經科學、信息科學、社會科學、
植物學等不同學科領域的院士和學科帶頭人，
共同組成“大灣區智庫”。白春禮表示，該委
員會成員都是來自世界各地的頂尖科學家、企
業家和戰略投資家，他們將為大灣區科學論壇
的科學決策建言獻策，推動該論壇成為建設國
際科技創新中心、打造全球領先創新高地、構
建世界科學共同體的重要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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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十一””黃金周已近在眼前黃金周已近在眼前。。多家在線旅遊平台數據顯示多家在線旅遊平台數據顯示，，中秋小長假之後中秋小長假之後，，國慶旅遊產國慶旅遊產
品預訂熱度呈現增長趨勢品預訂熱度呈現增長趨勢。。圖為早前陝西漢中市南鄭區新集鎮的油菜花海圖為早前陝西漢中市南鄭區新集鎮的油菜花海。。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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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藥走出去 發揮灣區橋頭堡優勢
中國與40餘地區等簽合作協議 擬與“一帶一路”國建30個海外中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國家衞

健委23日召開發布會，介紹十八大以來中醫藥科技

創新和“走出去”有關情況。國家中醫藥管理局國際

合作司司長、港澳台辦公室主任吳振斗表示，該局高

度重視粵港澳大灣區中醫藥發展，及時協調、積極推

進大灣區中醫藥高地建設。在香港，首家中醫醫院及

政府中藥檢測中心工程動土開工。在抗擊新冠疫情方

面，中央援港抗疫中醫專家組推進中醫藥在港普及應

用，有15種抗疫用的中成藥獲得在港使用臨時的豁

免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劉凝哲北京報道）中醫藥現
代化，以及在現代科技背景下推動中西醫結合，是各界
關注的問題。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中西醫結合學會會
長陳香美23日表示，數字化、信息化、生物技術是把
傳統中醫藥、現代醫學和現代智能化相結合必要的途
徑。中國需要加強中醫藥藥效物質原理和有效性評價方
面的研究、推動中西醫結合，走出科研診療新範式。

學者倡建中醫藥大數據平台
在大數據驅動中醫藥和中西醫結合發展方面，陳香

美表示，很多名中醫、國醫大師都有經過幾代人積累下
來的寶貴臨床經驗，這些數據需要收集起來，挖掘出更
有效的診療方案，尤其是在疑難病、慢性病、急症等方
面，這樣可以留給後人科學、寶貴的財富。在中醫古籍
整理方面，更需要真實可靠的大數據。中醫古籍現已整
理完成很大一部分，應建立大數據平台，為治好病人提
供科學證據，讓全世界醫務人員能夠共享中國悠久的中
醫藥醫療技術。
中醫臨床方面也要和現代技術相結合。陳香美表

示，各個中醫院、中西醫結合醫院、西醫院接受大量
病人，要把臨床醫生寶貴的辨證經驗數據留下來，只
有這樣，才能真正拿出中國方案、中國智慧。通過人
工智能去協助和輔助繁忙的臨床醫生，幫助他們診
治，也會解答群眾對中西藥、中西醫結合臨床實際問
題。以大數據驅動臨床精準診療的科研項目，已獲得
多個重要科技獎項。

國家加大中藥標準研究投入
在提升中藥質量方面，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科技司司

長李昱表示，重要標準體系不斷完善。國家持續加大中
藥標準研究投入，構建了更加符合中藥特點的評價體
系，推動完善了2020版《中國藥典》等國家標準以及
相關行業標準。此外，國家加強中藥材源頭質量管理，
優化中藥材產區布局，建設道地藥材良種繁育基地、生
態種植基地，推動中藥質量追溯系統的建設和使用。國
家藥監局2021年國家藥品抽檢年報顯示，中藥飲片抽
檢總合格率達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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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振斗在介紹粵港澳大灣區中醫藥發展時表示，大灣區中醫藥
高地建設的頂層設計得到進一步完善。國家中醫藥管理局、

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辦公室、廣東省人民政府共同發布了
《粵港澳大灣區中醫藥高地建設方案（2020—2025年）》，並制
定了五個配套實施方案，為中醫藥高地建設提供全方位保障。在
機構設置方面，香港首家中醫醫院及政府中藥檢測中心工程動土
開工；澳門《中藥藥事活動及中成藥註冊法》正式生效，特區政
府成立藥監局，澳門衞生局成立中藥服務發展廳。

簡化港澳中成藥審批取得突破
大灣區中醫藥產業發展持續深化，人才培養成效顯著。吳振

斗表示，在產業發展方面，簡化港澳傳統外用中成藥上市註冊審
批方面取得突破性進展；持續推進粵澳合作中醫藥科技產業園建
設。在人才培養方面。大灣區內地公立醫療機構招聘港澳中醫師
試點工作圓滿完成；澳門積極探索開展中醫師註冊考試制度。

中醫藥在抗擊新冠疫情中發揮的作用，備受關注。吳振斗表
示，中央援港抗疫中醫專家組推進中醫藥在港普及應用，有15種
抗疫用的中成藥獲得在港使用臨時的豁免權。香港中醫藥管理委
員會開通了重大突發公共衞生事件有關的有條件批准中成藥註冊
申請機制。中醫醫師首次被允許進入紅區診查病人。澳門特區政
府制定《澳門新型冠狀病毒肺炎中醫藥診療方案》，同時還成立
中醫抗疫小組。

談及未來的計劃，吳振斗表示，下一步，國家中醫藥管理局
將繼續貫徹落實《粵港澳大灣區中醫藥高地建設方案（2020—
2025年》，扎實推進中醫藥高地建設各項任務，繼續發揮粵港澳
大灣區中醫藥“走出去”橋頭堡的區位優勢，助力共建“一帶一
路”高質量發展，繼續發揮中醫藥特色優勢，推動中醫藥在新冠
疫情防控中發揮更加積極的作用。

中醫藥已傳至196個國家地區
在中醫藥“走出去”方面，中醫藥“走出去”步入快車道、

邁出新步伐，取得系列顯著成果。吳振斗表示，中醫藥已傳播至
196個國家和地區，中國與40餘個外國政府、地區主管機構和國
際組織簽訂了專門的中醫藥合作協議，開展了30個較高質量的中
醫藥海外中心、75個中醫藥國際合作基地、31個國家中醫藥服務
出口基地建設工作。

吳振斗還表示，“十四五”時期計劃與共建“一帶一路”國
家合作建設30個高質量中醫藥海外中心。

此外，中醫藥還積極助力全球疫情防控。吳振斗表
示，中國公開發布多語種版新冠肺炎中醫藥診療方
案，支持舉辦百餘場抗疫專家視頻交流和直播活
動，向150多個國家和地區介紹中醫藥診療方案，
向部分有需求的國家和地區提供中醫藥產品，
選派中醫專家赴相關國家和地區幫助指導抗
疫，向柬埔寨派出首個中醫抗疫專家組及醫療
隊。國家中醫藥局促成發布《世界衞生組織
中醫藥救治新冠肺炎專家評估會報告》，報
告明確肯定了中醫藥救治新冠肺炎的有效性
和安全性。“三藥三方”等抗疫類中藥海外
註冊取得新突破。在世界衞生組織、金磚國
家、上合組織支持下，先後舉辦系列高規格
國際會議，發布《支持中醫藥參與全球疫情
防控倡議》等。

十年來中醫藥
科技創新成就

◆◆ 中醫藥已傳播至中醫藥已傳播至196196個國家個國家
和地區和地區。。圖為留學生在中國體圖為留學生在中國體
驗中醫藥文化驗中醫藥文化。。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1.中醫藥在治療缺血性中風、非小細胞肺癌、糖尿病、
慢阻肺等一系列重大疾病、常見多發病方面均取得重
要進展，形成了一批中醫藥特色治療方案。

2.陳竺院士團隊揭示了傳統中藥砷劑治療急性早幼粒細
胞白血病的作用機制，患者五年無病生存率升至90%
以上，獲得舍貝里獎。

3. 陳香美院士團隊揭示了IgA腎病進展新機制，中西醫
結合治療使 IgA 腎病導致的尿毒症患病率下降
10.5%，療效提高20%，獲得國家科技進步一等獎。

4. 中國中醫科學院首席研究員劉保延研究團隊證實了針
灸治療女性壓力性尿失禁有顯著優勢，研究成果得到
國際廣泛認可，推動了針灸更好走向世界。

5.在抗擊新冠肺炎疫情中，通過科研篩選出“三藥（金
花清感顆粒、連花清瘟顆粒和膠囊、血必淨注射液）
三方（清肺排毒湯、化濕敗毒方、宣肺敗毒方）”，
第 一時間建立起了第一道防線，為取得抗疫

成果發揮了重要作用。

整理：香港文匯報
記者劉凝哲

◆◆ 大灣區中醫藥大灣區中醫藥
人才培養成效顯人才培養成效顯
著著。。圖為香港實習圖為香港實習
中醫師中醫師（（中中））在內在內
地跟隨老師看診地跟隨老師看診。。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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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广告

焦点话题

黑龙江

老工业基地勇闯振兴新路
本报记者 崔 佳 郝迎灿

补齐体制机制短板

在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中国一重集团有限
公司 （以下简称“中国一重”） 铸锻钢事业部
水压机锻造厂车间，一台 1.5万吨自由锻造水压
机足有五六层楼高，烧得通红的钢坯正被锻压
成型。一旁，副厂长刘伯鸣手握对讲机，不断
提示操作细节，“设备庞大，但得下足‘绣花’
工夫，每次挤压、翻转必须力求精准。”迄今，
由他指挥锻造的核电锻件产品全部一次合格。

中国一重是我国“一五”期间国家建设的
156 项重点工程之一，成立 70 多年来曾研发出
多个打破国外垄断、被称为“国之重器”的产
品，填补国内工业产品技术空白 400 多项。但
受外部市场需求减少、企业市场营销能力弱等
因素影响，2014 年—2016 年，企业连续三年陷
入亏损。

“什么是破解企业发展困局的金钥匙？毫无
疑问，改革！”2016年下半年开始，中国一重新
一届党委班子推出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措
施：推进分层管理，层层签订经济责任状，使
每个单元都成为市场主体；彻底改变以往以生
产为核心的管理机制，实现从“以生产为主”
向“以市场为主”的管理机制转变；按照“市
场化选聘、契约化管理、差异化薪酬、市场化
退出”的原则，不拘一格选人才、用人才，并
配套相应的考核激励机制……

改革按下扭亏解困“加速键”。“公司业绩
于2017年实现扭亏为盈，‘十三五’期间营业收
入年均增长 50.74%。”中国一重党委副书记隋炳
利说，今年上半年，公司大力推动火电超超临
界机组大型铸锻件、核电焊接转子等新产品和
批量化产品开发，经营订货稳步攀升，利润总
额同比增长15.14%。

改革有阵痛，但不改革就是长痛。黑龙江
省委和政府坚持向改革要发展、向改革要出
路、向改革要未来，国资国企改革、科技人才
体制机制改革等一项项重大改革举措相继出
台。龙煤集团改革脱困取得显著成效，森工集
团实现政企分开、公司化运行，“放管服”改革
持续深化……

“近年来，省国资委把新发展理念贯穿国资
监管全过程，把国企改革发展融入全省振兴战
略，龙江国企已经由过去‘改革脱困’阶段进入
了‘改革发展’阶段。”黑龙江省国资委主任王智
奎介绍，今年上半年，全省地方国有企业累计实
现营业收入 868.74 亿元，同比增长 18.99%；实现

利润27.88亿元，同比增长3.15倍。
改革和开放相辅相成、相互促进，改革必

然要求开放，开放也必然要求改革。今年 8
月，第八届中国 （绥芬河） 国际口岸贸易博览
会在黑龙江省绥芬河市开幕，国内外 2000 多家
企业、7000 多种商品参展，参展企业数量创历
届展会之最。

近年来，黑龙江努力以高水平开放推动高
质量发展，过去 5 年，全省进出口总额年均增
长12.8%。

培育壮大新动能

勘探开发超过 60 年，可采储量不断减少，
面对储采失衡和稳产难的严峻挑战，大庆油田
如何破局？

“依靠自主创新，我们探索出水平井钻完
井、深穿透射孔、体积改造压裂改造等三大核
心工程技术，古龙页岩油勘探获重大战略突
破，落实页岩油预测地质储量 12.68 亿吨。”大
庆油田党委书记朱国文说，去年 8 月 26 日，大
庆油田古龙陆相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正式揭牌。

“我们探索页岩油气高效开发利用，打造上
下游一体化产业链价值链，推动石油精深加工
和‘油城’转型发展。”朱国文表示。

近年来，黑龙江加快构建现代产业新体
系，做好改造升级“老字号”、深度开发“原字
号”、培育壮大“新字号”三篇大文章。

老树发新枝，不止大庆油田。哈电集团、
北大荒集团等一批“老字号”和“原字号”持
续增强市场竞争力、发展引领力，争当振兴发
展主力军。今年上半年，全省规模以上工业增
加值同比增长3.5%，高于全国0.1个百分点。

振兴发展动力源自创新，“新字号”企业正
加速发展壮大。哈尔滨安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坚持走自主创新道路，已成长为我国最大的移
动安全引擎供应商之一，所研发的产品与服务
应用于载人航天、探月工程、南极科考等领
域，并累计为十几亿部智能终端和数十万台网
络设备提供安全防护。

安天科技的成长，离不开黑龙江大力实施
创新驱动战略的不懈努力：实施科技成果高质
量落地转化和区域创新发展载体建设“两大行
动”，2015 年和 2018 年连续实施两轮“科技型
企业三年行动计划”，出台 《关于加快提升科技
创新能力支撑引领高质量发展的意见》 等一系
列政策措施……

目前，黑龙江全省拥有国家级企业技术中
心 16 个、省级 309 个，国家级技术创新示范企
业 11 户、省级 126 户，国家专精特新“小巨
人”企业 35 户，省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864 户，
国家级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4 户、省级 32 户，
还拥有一批国家级示范平台、示范基地、重点
实验室等，为产业创新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科技
支撑。

“‘神舟’系列飞船、‘天宫’空间实验
室、C919 大飞机、国产航母等一批‘国之重
器’都有黑龙江工业的贡献。”黑龙江省工业和
信息化厅副厅长官英敏表示，一大批黑龙江创
造的产品突破技术瓶颈，满足了国家建设重大
需求。

黑龙江还加快推进传统产业与数字技术深
度 融 合 发 展 ， 以 数 字 技 术 赋 能 产 业 转 型 升
级。“目前，全省制造业关键业务环节、关键
工 序 、 生 产 设 备 数 字 化 率 分 别 达 到 25.4% 、
37.7%和 39.3%；国家信息化和工业化融合达标
企 业 205 户 ， 建 成 省 级 数 字 化 车 间 175 个 。”
官英敏说。

持续优化营商环境

哈尔滨海邻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2016年入
驻中国 （黑龙江） 自由贸易试验区哈尔滨片
区，搭乘数字经济发展的东风，目前企业已经
成长为年产值 5 亿元的行业领军企业。“这里环
境好、政策优、区位优势明显，去年 8 月，公
司总部迁到了哈尔滨，进一步扩大了产业规
模。”公司企业发展部经理徐敬宝说。

挂牌成立以来，中国 （黑龙江） 自由贸易
试验区紧紧围绕“推动东北全面振兴全方位振
兴、建成向北开放重要窗口”的要求，大胆实
践、积极探索，在制度创新、营商环境、招商
引资等方面呈现出积极变化。

中国 （黑龙江） 自由贸易试验区之变折射

全省营商环境蝶变。近年来，黑龙江省持续深
化以“放管服”改革为主线的政务改革，一项
项以激活市场主体活力、便民利企为出发点的
措施出台，一个个新项目陆续开工投产，为黑
龙江振兴发展注入新动能。

“通过省级权责清单梳理，省级行政权力事
项由 2889 项压减至 992 项。”黑龙江省营商环境
建设监督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截至目前，黑龙江
省级政务服务事项网上可办率达到 98.2%，市县
级达到 90.1%。全省市场主体由 2016 年的 193.5
万户增加到现在的291.2万户。”

推动黑龙江全面振兴全方位振兴，干部是
关键。今年初，黑龙江深入开展全省机关“能
力作风建设年”活动，坚决打好能力作风建设
攻坚战，推动机关党员干部能力全面提升、作
风向严向实，为振兴发展提供重要保证。

全面开通居住证办理“绿色通道”，缩短制
证时限，拓宽领证渠道；推出交管业务“一证
办、异地办、网上办”多项便民利企改革措施
……黑龙江省公安厅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
来，全省各级公安机关以实际行动积极补短
板、强弱项，把群众的满意度作为检验能力作
风的‘试金石’，切实促进公安工作质效的显著
提升。”

蓝图已绘就，奋进正当时。黑龙江把高质量
发展贯穿经济社会发展的各领域各环节全过程，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找准攻坚着力点，努力
实现更高质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
续、更为安全的发展。

2016年 5月，习近平总书记
在黑龙江考察调研时强调，振兴
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是国家的
一个重大战略。老工业基地要抢
抓机遇、奋发有为，贯彻新发展
理念，深化改革开放，优化发展
环境，激发创新活力，扬长避
短、扬长克短、扬长补短，闯出

一条新形势下老工业基地振兴发
展新路。

哈飞集团成功研制 AC352E
高原型直升机并实现首飞，填补
了我国民用直升机领域7吨谱系
空白；哈电集团自主研制成功

“白鹤滩”水电站百万千瓦水轮
发电机组，攻克多项世界性技术

壁垒；“神舟”号系列飞船、“天
宫”空间实验室、“奋斗者号”
潜水器等一批“国之重器”都有
黑龙江工业的贡献……党的十八
大以来，黑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
目标，坚定不移实施创新驱动发
展战略，奋力走出老工业基地创
新发展新路子。

▼▼在哈尔滨中科盈江科在哈尔滨中科盈江科
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工作工作
人员在进行产品测试人员在进行产品测试。。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张张 涛涛摄摄

◀◀大庆油田星火水面光大庆油田星火水面光
伏项目伏项目。。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张张 涛涛摄摄

◀◀在在中国一重集团中国一重集团
有限公司风电装备生产有限公司风电装备生产
制造厂生产车间制造厂生产车间，，工人工人
进行生产作业进行生产作业。。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王建威王建威摄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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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難料
加入健保
如果您因為離職而失去健康保險或需要更新
健保計畫，家裡多了個寶寶，或是滿��歲。擁有
健保比您想像的更容易。您可於規定期限內在
HealthCare.gov加入容易負擔、低價的健保計畫。

由美國衛生及公眾服務部資助

1-800-318-2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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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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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gmccloan.com

★ 房地美和房利美核準的直接賣家；

★ 可內部審核，直接放款；

★ 放款額度從10萬到500萬；

★ 專精大額、出租，1-4 units， 套現，低利率；

★ 出租屋現金流貸款計劃；

★ 一條龍服務，最快10個工作日完成；

★ 加州十個分公司, 全美25州提供租賃屋

     現金流貸款計劃；

★ 德州三個分公司休斯頓、達拉斯、奧斯丁拓展中

Nmls# 254895    CA Dre 01509029  

GMCC萬通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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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系電話：832-982-0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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