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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03-TOP ONE群智貸款C6_A1

713 - 364 -7788 
832 - 498 - 7566

群智貸款

Michelle Young  
 通國、英、粵語、韓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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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MLS#270061 RMLO 

Saturday, 10/1/2022

（中央社）美國今天宣布，對俄羅斯實施
「嚴厲」的新制裁，以因應拜登總統所指，俄羅

斯 「虛假」宣稱兼併烏克蘭4州領土。
法新社報導，白宮發表聲明說， 「美國要讓

俄羅斯立即付出嚴重的代價」。白宮並宣布，7
大工業國集團（G7）各盟邦也贊成，讓支持俄
國併吞烏克蘭領土的任何國家付出 「代價」。

拜登發表聲明說： 「美國譴責俄羅斯今天併

吞烏克蘭主權領土的虛假企圖，俄羅斯違反了國
際法，踐踏了聯合國憲章，並藐視所有和平的國
家。」

拜登並說： 「美國將永遠尊重烏克蘭獲得國
際承認的邊界，我們將加強烏克蘭的軍力和外交
實力，包括美國本週宣布提供的11億美元額外
安全援助，來繼續支持烏克蘭收復領土的努力。
」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說：
「美國明確地否決俄羅斯改變國際所承認烏克蘭

邊界的虛假企圖。」
「為此，美國以及盟邦和夥伴正要讓俄國立

即付出嚴重代價。」
拜登政府指出，制裁對象包括大批俄國國會

議員、政府官員與其家人，以及為俄軍供應軍備
物資的業者， 「包括國際供應商」。

強併烏克蘭領土強併烏克蘭領土 美宣布對俄實施嚴厲新制裁美宣布對俄實施嚴厲新制裁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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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時折扣僅適用於生前安排的殯葬合同和特選墓產。優惠有效期至2022 年10月16日。折扣只適用於新的需求前購買。條款和條件適用。詳情請向相關人員查詢。| **60個月的零利率免息貸款將在收到第一筆付
款後開始，且僅適用於10% 首付的生前預安排的墓產合同。殯葬套餐的信貸交易示例：購買總價為$12,804 ，首付10% 和0% 年利率貸款，需要每月支付$193.27，為期60 個月。優惠僅適用於符合條件的購買，且

可能會有變化。其他條款和條件適用。請聯繫我們了解更多詳情。優惠截止日期為2022 年10月16日。 |  www.prepaidfunerals.texas.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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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達 17% 折扣 預購墓園福地折扣
扣以及 60  個月零利率**

 

10AM - 2PM
葬禮生前安排最高可

節省 12% 的費用*
+

CEMETERY & FUNERAL HOME
13001 Katy Fwy, Houston, TX 77079

特惠折扣 > 獨家優先選擇最新風水福地

出席者均可尊享特別優惠

參加者均可尊享特別優惠

重陽 特 惠:
開放日特價

> 特惠折扣 > 獨家優先選擇最新風水福地

> 出席者均可尊享特別優惠

參加者均可尊享特別優惠

 請即致電預留座位熱線:吳玉玲 832-494-6710

週六和週日，10/15 和 10/16 

MEMORIAL OAKS: 紀念橡林墓園和殯儀館

鎖定今天的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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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rricane Ian made landfall along the
southwest coast of Florida as a powerful
category 4 storm. It was the strongest

hurricane landfall ever on the west coast of
the peninsula.

Cars are floating down the streets and
some houses are
completely
flooded. The
strong winds are
blowing away
debris, ripping
down trees,
setting off alarms
and knocking out
power lines. Water
in some areas
reached to record
highs that the city
has been
recording since
1965.
Some residents

said the wind was
so strong that they
couldn’t see

anything out of their windows.
Earlier this week, the city and local

governments issued a mandatory
evacuation for more than 1.7 million
residents across the southwest counties.
For those who chose to stay, the local
authorities warned those people to shelter
in place and not to venture outside.

Florida’s Governor Ron DeSantis
said that Hurricane Ian, at minimum, will be
a very strong category 4 hurricane that
ranks as one of the top five to ever hit the
Florida peninsula.

Some scientists say that the reason a
category 3 to 4 storm occurs in less than
three hours is an example of the larger
trend that climate change has been on a
warming trend for almost a generation.

All the federal agencies are standing
by to try and help all the people in Florida.
We will have a better picture later today or
tomorrow on how much damage this strong
hurricane has done. 0909//2929//20222022

Hurricane Ian Makes Landfall In FloridaHurricane Ian Makes Landfall In Florida

週三下午三時開始，伊恩颶風挾帶強風豪雨登陸美國佛
羅里達州，威力高達五級，暴潮掀起巨大浪花，導致船支沉
沒， 已造成重大傷亡。

國家氣象局指出，當伊恩進入佛州半島時時速已經超過
一百五十英里。

佛州州長迪尚特和聯邦政府救災機構己全面嚴正以待。
極大之風力和豪雨已經把佛州沿海城市之街道樹枝吹倒

， 海水倒灌到整個房屋 ，一些水位已經漲到自一九六五年有
記錄以來最高水位， 居家車輌被衝到街上， 许多房屋己経滅
頂 ，居民們說由于風力太強根本看不到外面 ，而且已徑斷電
。

許多沿海地區已經造成海水倒灌並會掀起大浪，對沿海
地區帶來巨大之威脅。

伊恩颶風帶來之損害 ，是世紀以來僅見之風暴， 拜登總
統已經下令有關機構作出緊急動員， 到底造成多少傷害，目
前正在評估之中。

世紀巨獸颶風橫掃佛州世紀巨獸颶風橫掃佛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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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就在稍早普丁證實奪走烏克蘭 4
州領土，隨後烏國總統澤倫斯基(Volodymyr
Zelensky)發文表示，正式提交加速入會北約的
申請。

綜合《基輔郵報》(Kyiv Post)、烏克蘭國
家通訊社(Ukrinform)報導，稍早烏克蘭總統澤
倫斯基正式提交緊急加入北約的申請，以回應
普丁隨意奪走領土的行徑。他表示， 「今天，
我們在首都基輔，為整個自由國家共同體邁出
決定性的一步。我剛結束跟國安會的會議、得
出3項重大決定，一、壯大烏克蘭和趕走侵略
者才能恢復和平；二、準備好和俄羅斯談話；
三、將我們實際取得的一切合法化，在保護整

體社區安全下，加速入會程序，同時這對我們
來說相當公平。」

「正是因為這裡，烏克蘭，我們歐洲-大
西洋社區的價值獲得真正的能量，為自由而戰
的國家，以及在這場戰鬥中提供幫助的國家。
無庸置疑的是，我們是盟友，我們完成了通往
北約的道路，這對烏克蘭來說是事實。看到芬
蘭、瑞典的成就，我知道這是可能的…」

俄羅斯總統普丁（Vladimir Putin）今天
(30)正式宣布，將烏克蘭盧甘斯克（Luhansk）
、頓內茨克（Donetsk）、札波羅熱（Zapori-
zhzhia）和赫松（Kherson）4 州納入版圖，稱
「俄國有4個新地區」。

烏克蘭4州遭併 澤倫斯基：
已申請緊急入會北約

英女王確切死因曝光 意外揭哈利遲2小時不堪內幕
(本報訊)英國女王伊莉莎白二世（Queen

Elizabeth II）於當地時間本月 8 日下午 3 點 10
分，在蘇格蘭巴爾莫勒爾城堡與世長辭，享耆
壽96歲，如今官方發布死因文件記載為 「年
老」。

綜合《每日郵報》(Daily Mail Online)、
《每日鏡報》(The Mirror)及《第六版》(Page
Six)報導，值得注意的是，哈利王子因為跟老
爸查爾斯前前後後為了是否讓梅根同行爭論不
休，到頭來不但成為最後一個趕到現場的人，
還晚了王室正式發聲明16分鐘，此事一直備
受討論；白金漢宮當天在下午6點30分才對外
證實噩耗，稱 「國王和王后今晚將留在巴爾莫
勒爾城堡，明天將返回倫敦」，不過3個小時

前女王就已經離開，長子查爾斯國王與女王安
妮公主是唯二見到母親伊莉莎白二世（Queen
Elizabeth II）最後一面的人。至於其他王室成
員如安德魯王子、愛德華王子、威廉王子第一
時間也趕到陪伴女王身旁。

據悉中午12點35分女王接受 「醫療監護
」的消息傳出後，人在倫敦的哈利王子原先也
將搭乘下午2點左右的皇家空軍專機，偕同其
他家人前往蘇格蘭，卻因為查爾斯告知她不要
帶著妻子梅根，認為時機不合適，混亂溝通下
拖了將近 3 個小時後，最終於 17 點 34 分才坐
上私人飛機，18時46分抵達，但祖母早在他
上飛機前2小時就去世。

美國國家氣象局早在一星期前就預告, 一
個估計為佛羅裡達州100年來威力最大的颶風
伊恩(Hurricane Ian) 將要進犯這個觀光旅遊勝地
, 果不其然, 要來的,終於來了, 兇暴的伊恩在著
陸短短1天多時間就強暴肆虐,造成巨大損傷與
破壞，4級的超強風，時速達150英里,雖確切
死亡人數待確定，但重災區李郡警長表示，確
定死亡人數在數百人之多, 而隨時掌控狀況的
拜登總統警告稱，這可能是佛州歷史上最致命
的颶風!

是的, 我們從電視與網路的即時畫所看到
的狀況的確令人膽顫心驚, 尤其是當一條條馬
路變成了河川以及一棟棟房屋浸泡在水中, 許
多人倉皇逃生的景觀, 只能用”情何以堪” 四
個字來形容。 其實這場生命損失的悲劇本可避
免,雖政府即時發佈疏散命令，但誰能在現實中
逃離風暴的路徑卻反映了社會中存在的極端不
平等,幾乎直到伊恩登陸的那一刻，許多工人卻
在老闆工作壓力下沒有撤離，繼續上班。對許
多工人來說，無限期地尋找替代住房是一個巨
大的經濟負擔，尋找離開災區的交通工具也是
如此。在受災最嚴重區之一邁爾斯堡，當局拒
絕疏散當地監獄人員,這種對被監禁者生命的肆
意漠視反映了州和地方官員的反工人和種族主
義態度。當救援工作進行時,各地都將保護富人

的財產置於拯救窮人的生命之上，黑人和拉丁
裔尤其被排在後面。

佛州州長德桑蒂斯表示:“你看到的是一場
風暴，它改變了我們州的重要部分……這需要
多年的努力才能重建和恢復。”但是，這場重
建將為誰的利益而進行呢?毫無疑問，颶風對基
礎設施的破壞是巨大的，此次颶風造成超過
260萬次停電，與電網有關的關鍵設備被摧毀
。在受災最嚴重地方，90%以上用戶都停電,無
數房屋無法居住,在發佈疏散令的郡中，只有
18.5%的家庭得到了國家洪水保險計劃的保障。

颶風還對佛州的保險市場構成威脅，佛州
今年已有6家保險公司破產,業內人士認為，造
成這個陽光州保險業困境的罪魁禍首是訴訟環
境，而不是天氣。這個季節的颶風對佛州境況
不佳的保險公司來說可能是“災難性的”, 伊
恩造成的保險損失可能會超過200億美元，達
到500億美元。

根據Corelogic數據顯示，伊恩已席捲超過
100萬套房屋，重建這些房屋的成本約為2580
億美元,Skytek已經確定了23艘受損商業船隻，
總價值10億美元, 此外, 更有近八十家沿海的四
星級和五星級酒店受挫無法再營業, 看來聯邦
政府不得不再給予他們金援了。

【李著華觀點 : 滿目瘡痍
颶風伊恩席捲佛州創巨痛深慘慘慘】

醫護去當步槍兵 俄國動員荒唐 普丁罕見認錯
(本報訊)俄羅斯總統普丁昨天罕見承認俄

羅斯政府在執行他的局部動員出現 「錯誤」，
點出竟然把醫生、護士等具備特殊專業的人動
員成步槍兵，並重申，只有具備軍事經驗的俄
羅斯人需要徵召，他們必須在被送往部隊之前
接受額外的訓練，他再次強調，這一要求必須
嚴格執行。

據《俄羅斯新聞社》（RIA Novosti）29
日報導，普丁在對高層國安官員的電視談話中
指出 「提出徵兵時許多問題」，雖然普丁宣布
局部動員時表示 「只有具有軍事經驗和所需技
能的人才會被徵召入伍。」但全國各地仍然錯
誤百出。 「必須糾正所有錯誤，以防未來再度
發生」，他提出包括有多個小孩的父親、患有
慢性病或超過兵役年齡的人等，上述人士被錯

誤徵召，而且他們有權申請緩召。
普丁還談到了那些不應該被召集作為部分

動員的特殊案例，他談到許多高素質的醫生、
擁有多年經驗的護士以及其他領域的專家，竟
然被分派為一般步槍兵。

普丁強調， 「只有具備軍事經驗的俄羅斯
人需要被徵召，他們在被送往前線部隊之前，
必須額外接受必備的訓練」他指出，這項要求
必須嚴格執行。

普丁再度強調 「我再重申一次，如果犯了
錯，必須矯正，那些被錯誤徵召的人應該被送
回家。」並向官員表示 「你們不用大驚小怪，
只需要從容、迅速、詳細且徹底處理好這一切
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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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額定期存款(Jumbo C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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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大額定期存款，開戶金額

在$25,000 至$99,999 間可享利率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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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月定期存款>>

3.10%APY* 

慶祝37周年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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萊萬多夫斯基入選波蘭足球名人堂萊萬多夫斯基入選波蘭足球名人堂

萊萬多夫斯基入選波蘭足球名人堂，留腳印於國家體育場足球明星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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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近期美國總統拜登癡呆症的行徑似乎頻繁上
演，幾乎每一場公開演說都有新症頭，讓外界憂心2024年連任
目標，紛紛要求白宮給出合理解釋。週四，他現身聯邦緊急事
務管理局(FEMA)與官員討論颶風伊恩（Hurricane Ian）侵襲美
國佛州，說完他漫無目的轉身跟其他人握手，一旁的女局長不
斷召喚示意。

28日拜登總統才在白宮飢餓會議上鬼打牆，反覆詢問已故
共和黨議員賈姬．沃洛斯基（Jackie Walorski）在哪裡，最後將
目光移向台下幕僚求助，自言自語稱 「我想她不會來了」；事

隔一日，拜登出席聯邦緊急事務管理局的簡報會議，除了肯定
該單位在颶風伊恩的應對表現，更強調他們在重建美國人對政
府的信心，因過去60年來數據逐年下滑，一度逼近歷史新低，
只有20%的人民認為政府總是在做對的事情。

影片可以看到，拜登邊說著 「謝謝」，邊向右轉身默默離
開講台，FEMA局長克里斯韋爾(Deanna Criswell)見狀似乎相當
錯愕，在一旁小聲呼喊 「總統先生」，揮手示意要他回來，但
拜登只是自顧自地往前走。

網友當然不放過這尷尬的一幕，直呼 「他有一半的時間都

不知道在幹嘛」、 「我們的國家已經夠尷尬了」、 「他又不知
道要去哪裡了」、 「老人麻煩你退休吧」不過有網友替他反駁
， 「總統只是想去握手…真是夠了」

被稱為怪獸颶風的伊恩（Hurricane Ian）28日登陸美國佛
州西海岸，國家颶風中心指出，最大風速來到每小時120公里
前進，造成當地災情慘重。穿越佛州後颶風強度減弱至1級，
預計在當地時間周五下午襲擊南卡(South Carolina)，截至目前
死亡人數共17人。

美國是否能回到那個山巔的城市

（綜合報導）美國副總統賀錦麗（Kamala Harris）今天在
南韓發表談話時，口誤讚揚美國與共產主義國家北韓之間的
「重要」同盟關係，差點讓美國政策烏龍大轉向。

法新社報導，賀錦麗的日本與南韓行來到尾聲，她今天在
分隔南北韓的非軍事區（Demilitarized Zone）開始演說時表示
： 「美國與北韓共和國的同盟關係非常重要。這是一個強大且

歷久彌堅的同盟。」
賀錦麗顯然沒有注意到自己口誤，繼續發表接下來的演說

內容，強而有力地重申華府與首爾在面臨擁核北韓下的同盟關
係。

她強調，美國在捍衛南韓方面的承諾如鋼鐵般堅定，美方
會盡一切所能，落實此一承諾。

她說： 「這包括我們在美國軍事實力全方位支持下擴展的
嚇阻承諾。」

南韓軍方今天表示，北韓今天在賀錦麗離開南韓的數小時
後馬上試射2枚彈道飛彈，是平壤當局一週內3度試射。

拜登神遊再現拜登神遊再現？？ 她狂喊她狂喊 「「總統總統」」
就是不回頭超糗影片曝就是不回頭超糗影片曝

（綜合報導）去年1月6日中午，落選了，但是還沒有交
出總統職位的川普，在白宮欄杆外面廣場的講台上激憤發言，
講了約1小時。結尾時他說， 「你們要敢於鬥爭，你們要勇猛
地鬥爭（fight like hell），否則你們就沒有了這個國家。」他呼
籲他面前的群眾前往國會山莊，並說他隨後也會去。聽完了他
的講話，據警察估計，約10000至15000的群眾，沿著賓州大
道浩浩蕩蕩地湧向大道另一頭的國會山莊。他們有人帶了槍，
有人帶了棍棒，有人帶了辣椒噴霧器，甚至還有一個執行絞刑
的木架子。

視頻無數次放映他們闖入國會山莊的亂象，此地不需要多
作描述。國會山莊是民主的殿堂，在民眾心中，它神聖地位還
超過白宮，當暴民們突破了警察的阻擋，破窗而入，嚇得民意
代表四處躲藏，並威脅要吊死副總統，那一瞬間，雷根當年所
說的 「山巔的城市」，就被這股逆流沖到了谷底，而 「自由的
燈塔」也黯然無光。

茲事體大，眾議院成立了10人特別委員會，調查這次暴力
攻擊國會的始末。經過1年的取證和聽詢，大致情況已經瞭然
：2020年11月3日，大選分出勝負之後，川普並沒有按照歷來
的優良傳統，向勝方發出祝賀，表示支持及全面配合權力的和
平轉移。恰好相反，他指責拜登選票作假，偷去了本來應屬於
他的寶座，並且立刻著手跟支持者計劃如何奪回白宮。1月6日
的行動是川普和他的手下如班農等鼓動支持者採取的行動，目
的就是要阻止國會算票，從而否定拜登的勝利。

自從川普當選總統之後，許多報章雜誌的政治評論都在討
論美國民主政治的危機。就在9月18日，《紐約時報》的頭版
在 「民主受到挑戰」的標題下，用整整4版的篇幅來談這個民
主危機。它指出，美國民主受到的威脅是前所未有的。1週之
後，9月25日，它的社論的標題是 「民主的威脅就隱藏在我們
面前」。它說，就在川普敗選之後，全國各地的共和黨議員開
始提出嚴格限制選民資格的議案，甚至設法控制各州的算票機

制。它指出，到今年5月已經有20州通過了三打這類的議案。
在川普當選之後兩年，兩位哈佛的政治學家，Steven

Lvistsky 和Daniel Ziblatt，合寫了《民主如何死亡》一書。他們
非常擔心川普對美國民主制度的破壞，但是並不認為他是民主
危機的主要問題。美國的民主危機並不始於川普，而是因為許
多民主制度的要素被不斷侵蝕的結果。他們雖然仍然把民主簡
單定義為言論自由、公平選舉，可是實際上民主制度是一個脆
弱而複雜的制度。他們指出，過去30年間，美國民主制度的許
多因素被逐漸弱化，這包括：政黨把政黨的利益放在國家利益
之上；政黨把對手視為敵人，不是共同為國家解決問題的搭檔
；最高法院2010年關於 「聯合公民」的判決，容許利益集團籌
集天量的金錢，影響選舉活動；社交媒體的流行助長了謠言和
極端言論的氾濫，促使極端政治組織的滋生和擴大。

賀錦麗口誤 肯定美國與 「北韓」重要同盟關係

美發布首份《太平洋夥伴關係戰略》 批判中國經濟脅迫
（綜合報導）為期兩天的美國-太平洋島國峰會星期四（9

月29日）落幕。美國總統拜登29日在會上公布了旨在深化與
太平洋島國關係的首份《太平洋夥伴關係戰略》（Pacific Part-
nership Strategy），當中點名中國說： 「中華人民共和國施加壓
力和經濟脅迫，有可能損害該地區乃至美國的和平、繁榮和安
全。」

斐濟、巴布亞紐幾內亞、薩摩亞、東加、索羅門群島等國
領導人出席了在華府舉行的峰會。拜登29日在會上談及《太平

洋夥伴關係戰略》時說，這是美國面向太平洋島國的第一份國
家戰略，也是美國更廣泛的印度-太平洋戰略的關鍵組成部分
。 「我們將作出更多和具體的承諾。」

這份戰略指出，太平洋地區的 「地緣政治競爭影響加劇」
，會直接影響到美國。引言中點名中國說： 「中華人民共和國
施加壓力和經濟脅迫，有可能損害該地區乃至美國的和平、繁
榮和安全。這些挑戰使美國必須重新投入整個太平洋島國地區
。」

這份總計16頁的《太平洋夥伴關係戰略》提出4大目標：
一是加強美國與太平洋島國夥伴關係，二是加強太平洋島國與
世界的聯結，三是與太平洋島國合作應對氣變等挑戰，四是為
太平洋島國提供發展機遇。

作為新戰略的一部分，美國將委任首名專責太平洋島國事
務的特使和增設3名外交使節，把該區使節總人數由原來的6
人增至9人，並恢復在斐濟的美國國際開發署（USAID）辦事
處，以及透過海岸防衛隊和國防部等機構擴大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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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建意大利建““倒立倒立””酒店設計感十足酒店設計感十足
壹家新興設計公司對意大利壹家新興設計公司對意大利OlangOlang的的HubertusHubertus酒店進行了擴建酒店進行了擴建。。酒酒

店的擴建部分有上下兩層店的擴建部分有上下兩層，，上層是壹個可以容納數十人的平臺空間上層是壹個可以容納數十人的平臺空間，，下下
層則是層則是180180度旋轉的空間度旋轉的空間，，木屋如同被倒掛起來木屋如同被倒掛起來，，非常有設計感非常有設計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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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資峰會11月辦 200領袖聚香江
以實體形式舉行探討滯脹與利率地緣政治疫情

財金界盛事“國際金融領袖投資峰會”

落實11月2日在港舉行，近200名來自世界

各地的財金機構巨頭應允出席，當中逾30間機構更

由集團董事長或行政總裁代表，展示香港復常與世

界重新連接。是次峰會由香港金管局主辦，將集中

討論全球金融界面臨的3大挑戰和機遇，包括滯脹

風險、利率上升帶來不確定性，加上地緣政治及疫

情持續影響所造成的疊加風險。峰會亦邀請內地金

融監管機構負責人，就內地與全球金融市場不斷深

化的聯繫所帶來發展機遇分享見解。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翠媚

投資峰會日程表
日期

11月1日歡迎晚宴

17時30至18時30分

18時至19時

19時至21時

11月2日

9時

9時至9時15分

9時15分至9時45分

9時45分至10時40分

10時40分至11時30分

11時50分至12時40分

12時40分至12時50分

12時50分至14時15分

13時30分至14時15分

14時15分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翠媚

活動內容

登記

M+之旅

M+晚餐

金管局總裁余偉文致辭

香港特首李家超致辭

中國政策會議——中國金融監管機構的觀點

討論環節1

主持：香港金管局總裁余偉文（左圖）

參與成員：

摩根士丹利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James Gorman

黑石總裁兼首席運營官 Jonathan Gray

瑞銀董事長Colm Kelleher

高盛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David Solomon

討論環節2

主持人：港交所行政總裁歐冠昇（左圖）

參與成員：

KKR聯席首席執行官Joseph Bae

Amundi 首席執行官Valérie Baudson

花旗集團首席執行官 Jane Fraser（弗雷澤）

討論環節3

主持人：紅杉資本中國基金創始人沈南鵬（左
圖）

參與成員：

貝萊德總裁Rob Kapito

摩根大通聯席總裁兼首席運營官Daniel Pinto（平
托）

滙豐集團首席執行官祈耀年

渣打銀行集團首席執行官溫拓思

香港財政司司長陳茂波發表演講

午餐

與 Brookfield Asset Management 副主席 Mark
Carney的爐邊談話

主持人：香港金融學院高級顧問、前金管局總裁陳
德霖

峰會閉幕

市場期待已久的投資峰會細節終於出爐，金管局敲定將在
11月2日舉辦投資峰會，活動舉行地點為四季酒店。根據

金管局提供的峰會日程顯示，出席會議的有來自世界各地的銀
行、證券、資產管理、私募股權和風險投資、對沖基金和保險
等重量級人馬，包括滙控行政總裁祈耀年、渣打行政總裁溫拓
思，以及高盛、摩根士丹利、瑞銀集團、花旗集團的主席或行
政總裁。而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及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將
在當日發表主題演講。峰會前一日，與會者獲安排到西九文化
區參觀及出席晚宴。

親身參會感受香港活力
國際財金界巨頭除了可以在峰會上交流外，香港金管局總

裁余偉文29日在《匯思》指出，峰會還具有另一重積極的意
義，他提到近3年來基於新冠疫情而實施的旅遊限制，金融機
構的負責人難以踏足香港，隨着限制有所放寬，峰會有條件也
應該以實體形式進行，讓這些負責人在參會的同時，還有機會
親身與員工見面、約見客戶、建立新的關係，亦可以切身處地
感受香港的韌性和活力，並了解發展亞洲業務的過程中香港可
以提供的機遇。

他指出，峰會將集中討論全球金融界面臨的三大挑戰和機
遇。一是滯脹風險、利率上升帶來的不確定性，加上日趨複雜
的地緣政治，以及疫情持續影響所造成的疊加風險。峰會也會
討論對未來金融業發展具深遠影響的兩大趨勢，即科技和可持
續發展。過去幾年，科技和創新不斷取得重大突破，挑戰固有
思維和現狀，重新定義金融服務的內涵和服務模式。與此同
時，可持續金融漸成主流，令我們反思金融的基本價值，引導
更多金融資源投向應對氣候變化的項目和舉措。

遊覽M+領略文化願景
余偉文還提到，香港的魅力超越商業和金融，因此，今屆

峰會活動將增添文化藝術色彩，讓與會者通過M+博物館，體
驗西九文化區這個世界級文化藝術機構的願景，領會香港國際
大都會、中西文化薈萃的獨特之處。對於留港時間較長的峰會
參與者，載譽回歸的香港國際七人欖球賽更是另一項吸引的盛
事。

香港早前放寬入境檢疫安排至“0+3”，余偉文表示，出
席峰會的是全球金融界的重量級人物，他們商務繁重，大多數
只能在香港短暫逗留，當局會提供合理的配套，讓他們在港期
間能夠如常開會、洽談業務、建立人脈與聯繫。他認為，新一
輪放寬防疫措施非常有幫助，讓金管局有更好的基礎，制訂落
實適切的安排，方便與會者赴港出席，確保峰會成功舉行，彰
顯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另外，余偉文在接受《南華早報》專訪時表示，峰會反應
很好，其中金管局在4至5個月前發出邀請，已有環球金融領
袖應允出席。他亦提到香港入境檢疫安排放寬至“0+3”，有信
心可吸引人才回流香港，並形容香港仍有眾多機會，近期與銀
行及資產管理公司溝通亦得到正面回應，之前改派到其他地方
的行政人員開始回流香港，機構招聘人手亦收到海外申請。

香港現時放寬入境檢
疫措施至“0+3”，隨着多項
盛事即將舉行，下月更有
機會放寬到“0+0”。而在香
港復常、重新與世界各地

連接之際，政府早已預告11月初將在港舉行
兩大盛事，由香港金管局主辦的國際金融領
袖投資峰會，將成為香港復辦國際盛事的頭
炮之作；緊接舉行香港國際七人欖球賽，可
讓近3年來難以踏足香港的金融機構高層順
道觀賽，親身了解香港情況，增加他們的信
心同時提升香港競爭力。

不少政府防疫專家顧問表明，現時香港

有條件可恢復對外正常通關。參考政府數
據，香港3歲或以上人口至今已累計有669.4
萬 人 接 種 兩 針 或 以 上 疫 苗 ， 比 率 高 達
91.9%；本地疫情持續放緩，確診數字漸趨穩
定而緩緩下降中，而住院和重症的個案亦呈
下降趨勢。

反映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未動搖
今次投資峰會尤為值得關注，皆因疫情

持續近3年，期內香港採取相對嚴格的防疫
措施，不少國際財金界人士曾表示有關安排
對他們人手調動等帶來不便，而趁着近期本
地疫情逐步緩和，入境檢疫放寬至“0+

3”，並復辦國際盛事，即使面對新加坡同樣
在11月初舉行金融科技節，不少國際金融機
構巨頭仍應允赴港出席投資峰會，反映香港
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從未動搖。

國際金融領袖投資峰會將於11月2日舉
行，而闊別3年半的香港國際七人欖球賽將
於11月4日至6日“開波”。香港投資基金
公會行政總裁黃王慈明早前亦指出，11月在
港舉行的投資峰會及七人欖球賽，在入境檢
疫“歸零”（即取消酒店檢疫）下，可向全
世界傳達一個信息，就是香港已全面開放及
復常。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翠媚

復辦國際盛事 提升港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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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競文）香港金管局
11月1日至2日舉辦國際金融領袖投資峰會，峰會
將迎來約200位金融界的領袖人物。商界對峰會
能落實舉行十分雀躍，並認為隨着疫情受控，香
港已具備條件逐步恢復對外正常通關，可藉多項
盛事的舉行，進一步將入境措施放寬至“0+
0”，鞏固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提升競爭力。

盼與內地復常通關有好消息
香港廠商會會長史立德29日接受香港文匯報

訪問時表示，國際重量級金融嘉賓來香港開會，
是對香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投下信任票，證明香
港國際金融中心地位和價值仍然存在。他認為不
需要與新加坡同期舉行的“金融科技節”比較。

史立德表示，不排除政府為峰會推出便利措
施，以免窒礙嘉賓到港，但至於能否實施“0+
0”的入境檢疫安排仍需視乎疫情走勢。他又稱現
時“0+3”的安排能夠為旅客打開方便之門，不
過商會仍然期望政府盡快實現完全免檢疫入境政
策，與海外看齊，才能有效吸引旅客回流。

史立德又指，香港現階段與內地正常通關並
不明朗，期望中共二十大召開時有更多好消息出
台。同時，他認為政府可以考慮為業務目的而進
入內地的港商，每日增加500個商務配額。

此外，目前香港人才緊張，史立德稱不擔心
一去不返，認為香港作為開放型經濟體，只要疫
情緩和及有配合國家政策支持，有信心人才過多
一年多會陸續重返香港。

他預計香港今年下半年的實質GDP按年增速
有望重回正區間，但受上半年負增長的拖累，全
年經濟預計會在零增長附近徘徊。倘若明年香港
與海外的人員流動能全面復常，並與內地實現一
定程度的免檢疫通關，整體經濟前景或可轉趨審
慎樂觀，明年全年有望實現2.5%左右的溫和增
長。

期望盡早完全撤除檢疫措施
香港總商會總裁梁兆基同日亦表示，國際金

融領袖投資峰會獲得多名金融界的領袖人物出
席，反映香港仍有國際金融中心優勢，他又期望
政府可以早日完全撤除檢疫措施，相信很快會有
金融或其他商業活動重返香港。

梁兆基指出，日前政府將入境檢疫安排放寬
至“0+3”，顯示香港將回復正常，相信全球大
行均有興趣重返香港進行商務活動，惟措施對短
期逗留人士仍有不便，他期望政府積極考慮在峰
會前進一步放寬至“0+0”，因為有部分業務流
失了短期就難以回流。吸引人才方面，梁兆基認
為香港政策亦應與其他地方看齊，提供對等優
惠，並希望可以早日與內地正常通關，發揮香港
本身具有的功能。

◆◆投資峰會舉行地點是四季酒店投資峰會舉行地點是四季酒店。。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滙豐控股首席執行官祈耀年將抵港出席峰會滙豐控股首席執行官祈耀年將抵港出席峰會。。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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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二十大中共二十大迎迎 接接

中國吸引外資規模穩居全球前三
近十年累計逾2.6萬億美元 外商投資法律保障更完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高速增長的中國市場在過去十年

穩居全球吸引外資前三位，截至2021年底，累計吸引外商直接投資超過

2.6萬億美元。中國國家發改委9月29日表示，為切實落實穩外資政策，近

期將發布以製造業為重點促進外資擴增量穩存量提質量的政策措施，擴大

製造業外資流入，並適時推出第六批具有牽引帶動作用的重大外資項目，

同時繼續清理外資准入負面清單之外的限制，保障外資企業平等適用各項

政策。

國家發改委新聞發言人孟瑋在深化改革
開放相關情況發布會上表示，中共十

八大以來，堅持統籌發展和安全，在更大範
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上擴大高水平對外
開放。同時，以共建“一帶一路”為重點，
推動企業穩步“走出去”，境外投資發展邁
上新台階，國際合作新優勢加快培育。

數據顯示，過去十年吸引外資規模穩步
增長，2021年中國實際使用外資達到1.15
萬億元人民幣，位居世界第二，較2012年
增長62.9%。今年前8個月，實際使用外資
8,927.4億元人民幣，在去年高基數基礎上
依然保持兩位數增長。

發改委：將出台製造業引資專項政策
在引資規模大幅增長的同時，國家發改

委外資司副司長夏晴在發布會上表示，中國
針對外商投資的法律保障更加完善，外資准
入更加開放，促進外資措施更加有力。2020
年外商投資法正式實施，確立了外商投資促
進、保護、管理的基本制度；連續五年縮減
外資准入負面清單，全國和自貿試驗區限制
措施條目分別減至31條、27條，在汽車、
金融等領域推出系列重大開放措施；並且多

次修訂《鼓勵外商投資產業目錄》，現行的
2020年版目錄總條目1,235條，鼓勵類外資
項目可享受進口自用設備免稅等多項優惠政
策。

“加緊出台2022年版《鼓勵外商投資
產業目錄》，新版《目錄》將進一步擴大鼓
勵範圍，引導外資投向製造業、生產性服務
業等重點領域，以及中西部和東北地區。”
談及下一步吸引外資措施，夏晴透露，將出
台製造業引資專項政策，近期發布以製造業
為重點促進外資擴增量穩存量提質量的政策
措施，加強投資服務，提升引資質量，擴大
製造業外資流入。

實際上，國家發改委和商務部起草的
《鼓勵外商投資產業目錄（2022年版）》已
在5月對外徵求意見，徵求意見稿新增了200
多條目，在裝備製造、零部件、專業設計、
技術服務與開發等領域進一步對外資開放。

完善重大外資項目工作專班機制
夏晴還提到，將進一步完善重大外資項

目工作專班機制，推動前五批標誌性重大外
資項目加快實施，適時推出第六批具有牽引
帶動作用的重大外資項目。另外，加強外商

投資服務，將以適當方式組織
開展國際產業投資合作系列活動，為跨
國公司投資和地方招商引資搭建平台。繼續
清理外資准入負面清單之外的限制，加強知
識產權保護，保障外資企業平等適用各項政
策，切實享受國民待遇。

據國家發改委統計，2020年外商投資
法正式實施以來，各部門、各地方連續三年
清理與外商投資法不符的法規、規章和規範
性文件，累計推動500多份文件新立、修改
或廢止，保障外資企業公平競爭待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海巖北京報道）今
年以來，很多海外經濟體面臨較為嚴重的通脹
壓力，食品價格大幅上漲，而中國物價運行在
合理區間，重要民生商品市場價格保持平穩。
國家發改委價格司副司長牛育斌對此指出，今
年國際形勢嚴峻複雜，全球糧食、能源等價格
大幅上漲，中國輸入性通脹壓力明顯加大，但
國內物價保持平穩運行，1-8月居民消費價格
指數（CPI）累計同比漲幅僅為1.9%，明顯低
於美國8.3%、歐元區7.6%的水平。

受益價格改革調控及保供穩價
牛育斌指出，過去十年，中國物價運行

平穩，價格總水平始終保持在合理區間，CPI
年均漲幅為2%左右，充分體現了價格改革、
價格調控、保供穩價取得的重大成績。其中，
建立起重要商品價格調控機制，聚焦重要民生
商品、大宗商品，強化頂層設計，堅持系統觀
念，建立健全市場保供穩價制度體系。特別是
堅持和完善稻穀、小麥最低收購價政策，實行
棉花目標價格政策，建立健全豬肉儲備調節預
案，明確煤炭價格合理區間。市場保供穩價體
系經受住了疫情、異常天氣和國際市場不確定
性的衝擊，市場供應總體充足，運行平穩。

另外，通過推進價格機制改革，中國已
建立起主要由市場決定價格機制，絕大多數商
品和服務價格已由市場形成。目前，全部的農
產品、80%的電、50%的天然氣、90%的民航
旅客運輸價格由市場形成，全社會商品和服務
價格市場化程度已達97.5%。

在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方面，近年中國啟
動市場准入負面清單制度，國家發改委體改司
副司長蔣毅表示，市場准入持續放寬和規範，
建立市場准入負面清單動態調整機制，2022
年版清單與2018年試點版清單相比，事項數
量由 151 項縮減至 117 項，縮減比例達到
23%。

蔣毅說，下一步將堅持清單的動態調整，
推動放寬准入特別措施扎實落地，穩步擴大市
場准入效能評估範圍，加大違背清單案例的歸
集通報力度，持續推動市場准入進一步放寬和
規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海巖北京報道）
中國國家發改委最新公布數據稱，過去十
年，中國以共建“一帶一路”為重點，推
動企業穩步“走出去”，境外中資企業從
2012年末近2.2萬家增長到超過4.5萬家，
境外投資存量從2012年末0.5萬億美元增
長到超過2.7萬億美元。2013年至2021
年，境外投資累計帶動出口超過1.1萬億美
元，境外中資企業實現銷售收入超過17萬
億美元。

對於下一步中國企業“走出去”境外
投資的政策導向，國家發改委外資司副司
長夏晴表示，將加強境外投資分類指導，
深化國際產能合作和第三方市場合作，推
動海外礦產資源開發，推進基礎設施互聯
互通。

中國將與“一帶一路”國開展新領域合作
共建“一帶一路”作為中國企業走出

去的重點，國家發改委開放司副司長張明
引述數據指出，“一帶一路”倡議提出9年
來，截至2022年8月底，中國與沿線國家
貨物貿易額累計約12萬億美元，對沿線國
家非金融類直接投資超過1,400億美元。中
國累計與30多個共建國家和地區簽署“經
認證的經營者”互認協議，貿易投資自由
化便利化水平持續提升。

至於下一步共建“一帶一路”重點任

務，張明提到，要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
調，深耕細作共建國家務實合作，深
化政治互信，發揮政策溝通的引
領和催化作用；深化互聯互
通，完善陸、海、天、網
“四位一體”互聯互通
布局；深化貿易暢
通，繼續擴大三方
或多方市場合作，
開展國際產能合
作；深化資金融
通，健全多元
化 投 融 資 體
系；深化人文
交流，形成多
元互動的人文
交流大格局。
另外，中國

還打算與沿線國
家拓展合作新空
間，穩妥開展健
康、綠色、數字、
創新等新領域合作，
加強抗疫國際合作，支
持發展中國家能源綠色低
碳發展，深化生態環境和氣候
治理合作，發展“絲路電商”，
實施好科技創新行動計劃。

境外中資企業銷售收入九年超17萬億美元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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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市場過去十年累計吸引外商直接投中國市場過去十年累計吸引外商直接投
資超過資超過22..66萬億美元萬億美元。。圖為工作人員在特圖為工作人員在特
斯拉上海超級工廠內作業斯拉上海超級工廠內作業。。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引進來
◆截至2021年底，中國累計吸引外商直接投資超過2.6萬億美元。

◆2021年實際使用外資達到1.15萬億元人民幣，位居世界第二，較2012
年增長62.9%。

◆連續五年縮減外資准入負面清單，全國和自貿試驗區限制措施條目分別減至
31條、27條，現行的鼓勵外商投資產業目錄1,235條，鼓勵類外資項目可享受
進口自用設備免稅等多項優惠政策。

走出去
◆境外中資企業從2012年末近2.2萬家增長到超過4.5萬家。

◆境外投資存量從2012年末0.5萬億美元增長到超過2.7萬億美元。

◆2013年至2021年，境外投資累計帶動出口超過1.1萬億美元，境外中資企業實
現銷售收入超過17萬億美元。

◆目前多數境外中資企業實現盈利或盈虧平衡，2013年至2021年，境外
中資企業累計向投資所在國家和地區繳納各種稅金超過3,400億美元。

◆截至2022年8月底，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貨物貿易額累
計約12萬億美元，對沿線國家非金融類直接投資超過1,400億

美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近十年
“引進來”與“走出去”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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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社新聞

休城工商

資深貸款顧問王潔解析資深貸款顧問王潔解析：：簽合同要注意些什麼簽合同要注意些什麼

在選定社區，看中房子，討價還價談定價格後，雙方就要簽
署買賣合同，把買賣雙方議定的條件和價格用對雙方都具有約束
力的合同形式固定下來。一般是由買方經紀人提供房產購買合同
，賣方經紀人在此基礎上作評估，對於具有潛在法律風險的條款
進行修改，或者增加條款。合同簽署後就具有法律效力，任意修
改或取消，要承擔違約責任。

購房合同中除列明買賣雙方的姓名和房產的議定價格外，還
要有房產的法律描述，這包括房屋地址、地段編號、地契編號、
房屋平面圖、土地面積、建築面積、房產稅是否結清、房產抵押
狀況等。買方要對這些房產描述逐一核實，確認無誤。

除此之外，合同中還包含一些保護賣主和買主的條款。比如
定金條款用來保護賣方，補償賣方在簽署合同、房產下市後，由
於買方不能履行合同，最後房產沒能成交帶來的損失。通常定金
是房產議定價格的2-3%。

貸款意外條款（Mortgage Contingency Clause）則是針對買
方的保護條款。除現金交易外，大多數人買房需要向銀行貸款，
而且很多情況下是在簽訂了買房合同後才向銀行申請貸款，因此
有可能出現合同簽署了但銀行拒絕貸款的情況。

貸款意外條款賦予買方因貸款不成而取消合同的權利, 即合
同中約定一個日期，在此之前如果買方拿不到銀行貸款批准書，
買方有權取消合同，所有定金退回買方，雙方互不追究責任。所
以，賣主通常會調查了解對方有一定的信用和貸款能力後，才會
認真同其談交易。

買方為了保護自己，還應在合
同中列入房檢及維修責任條款。在
成交前，買方要雇請有執照的房屋
檢驗師對房屋作徹底檢查，如發現
存在較大的結構、建築破損或隱患
，買方可以要求賣方就有問題的地
方進行維修或更換。為防備賣方在
房產成交前未完成維修的狀況，買方可以在合同中規定如發生這
種情況，在房屋議定價中扣除維修費用。

同時，購房涉及的房屋保險主要有兩種：房屋財產保險 (Home-
owner’s Insurance)和房屋產權保險（Title Insurance）。

房屋財產保險的範圍包括任何房產及屋內財產的損失，比如
火災、入室搶劫、偷盜等帶來的損失。

房屋產權保險是免除買主遭受產權糾紛的損失。比如一個老
頭過世了，他的女兒把老頭的房子賣給你，一切法律手續看來正
當、完備無憂。房屋成交後不久，突然又冒出個老頭的兒子，宣
稱這筆買賣無效，因為他作為繼承人之一沒有同意。如果你買了
房屋產權保險，就由保險公司出錢幫你打官司；如果你輸了官司
，保險公司要賠償你購屋的損失。

在美國由於土地是私有的，開發商從私人手裡買來土地，這
塊土地也許不清不白轉手多次了，所以買新房也會出現產權方面
的問題。

另外，新房的開發商可能沒有完全支付建築公司的建房款項
，新房建好售出，但買主並不知道潛在的債權糾紛。待房屋過戶
後，建築公司前來討債，而開發商已經破產或者逃之夭夭，這時
麻煩就來了。

有了房屋產權保險，就由保險公司打理向建築公司賠償的事
項。房屋產權保險是一次性支付的保險，能夠持久保護房屋產權
的安全，此保險費的計算根據購房價格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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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州27區州議員Ron Reynolds,座客子天訪談錄 ，講述了他到白宮以及和其他
議員一起起草pass bill的有趣經歷。

採訪德克薩斯州議員羅恩雷諾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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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額定期存款(Jumbo C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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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大額定期存款，開戶金額

在$25,000 至$99,999 間可享利率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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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月定期存款>>

3.10%APY* 

慶祝37周年慶 
   

年 利 率  

3.00%APY* 

年 利 率  

(Regular CD) 
(Jumbo CD) 

沙茶牛肉生煎包 Pan-Fried Beef Buns
● 1/4茶匙 鹽
● 蔥花，裝飾用
● 黑芝麻粒，裝飾用
 

(1)將pizza麵團靜置在常溫中約1小時，使自然醒發。
(2)將牛絞肉、蔥花、牛頭牌沙茶醬、芝麻香油、蒜泥、薑泥和鹽
    攪拌均勻成內餡，備用。
(3)將醒好的pizza 麵團分小塊，搓成球狀後擀開成
    麵皮。放上沙茶牛肉餡，收口包緊成包子狀。
(4)在平底鍋上噴些油，放入包子煎熟且底部酥脆，
    撒蔥花和黑芝麻粒裝飾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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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材

作

法

● 1大匙 芝麻香油
● 1茶匙 蒜泥 
● 1茶匙 薑泥

 感謝YouTube <佳萌小廚房> 提供美味食譜！ @BullHead.BBQSauce.USA

● 1包 生Pizza麵團
● 200g 牛絞肉
● 3根 蔥，切末
● 1大匙 牛頭牌沙茶醬

(aka. Sheng Jian Ba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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