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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貝爾經濟學獎諾貝爾經濟學獎 專注研究金融危機專注研究金融危機
（中央社斯德哥爾摩10日綜合外電報導）2022

年諾貝爾經濟學獎今天揭曉，由前美國聯準會（Fed
）主席柏南奇（Ben Bernanke）以及美國學者戴蒙
（Douglas W. Diamond）和迪布維格（Philip H. Dy-
bvig）共同獲獎。

瑞典卡洛林斯卡研究所（Karolinska Institute）諾
貝爾大會（Nobel Assembly）新聞稿指出，柏南奇等
3人共獲經濟學獎，是因為他們的發現有助改善人類
社會應對金融危機的方式。

學者：柏南奇祭量化寬鬆擋金融海嘯 學問跳脫
象牙塔

柏南奇、戴蒙及迪布維格大幅提升了人類對銀
行經濟作用的理解，特別是銀行在金融危機期間扮
演的角色。他們研究的一項重大發現在於，為何避
免銀行倒閉至關重要。

當代金融研究主要闡明銀行為何存在，如何降
低金融危機期間的銀行脆弱性，以及銀行倒閉如何
加劇金融危機。柏南奇等人在1980年代初期的發現

為相關研究奠定基礎，他們的分析在規範金
融市場和因應金融危機方面具有重要的實際
意義。

為使經濟正常運作，必須將儲蓄引導至
投資，但這裡存在一個衝突點：存款人希望
在有意外開支時立即動用他們的資金；而企
業及房屋所有人也需要知道，他們不會被迫
提前償還貸款。

在其理論中，戴蒙及迪布維格提出，銀
行可針對上述問題提供最佳解決方案。銀行
作為中介者，可接受許多儲蓄者存款，這得
以讓儲戶在想要時取回資金，同時也可提供
借貸者長期貸款。

根據他們的分析，政府可藉由提供存款保險，
並以擔任銀行放款人作為最終手段，防止這些危險
情況發生。

今年諾貝爾獎於3日先公布醫學獎，物理學獎和
化學獎得主分別於4日及5日揭曉，文學獎得主於6

日公布。
7日的和平獎是唯一在挪威奧斯陸頒發的諾貝爾

獎項，經濟學獎於今日壓軸公布，為2022年諾貝爾
獎劃下句點。

諾貝爾獎每個獎項都將給予得主1000萬瑞典克
朗現金，頒獎典禮將於12月10日舉行。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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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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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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午後陽光普照大地 ,彩云朶
朶 ,我再次來到國際區後花園之小農
場，看到百花齊放，绿葉疏菜遍地
，心中有說不出之喜悅，我們在這
片曾是荒蕪一片的土地上，使它變
為綠洲。

已經是二十年前的艱難日子了
，位於休斯敦西南區八號公路至西
边的六號州际公路，許多早期之各
國移民拓荒者多半是來自亞洲的新

移民，赤手空拳沿著百
利大道開拓了各型中小
商業，多家華亞裔銀行
大力支持诸多企業，包
括餐飲 、地產、 醫療
、加油汽車修護，開始
如雨後春筍一般，建築
成一道商業大道。
國際區在十多位理事
之努力下，首要是美化
環境，加強治安，促進
商業繁榮，近十年來我
們更在從學區租用之十

畝土地上開拓了菜園及花卉種植區
，規劃許多小區，几乎免費让大家
種植。

今天我在百花盛開及硕果累累
的公園中，聞到了花果香味，感到
無限的滿足和欣喜，假如我們能為
社區貢獻一己之力，幫助贫苦大眾
解除少許之疾苦，也算是我們共同
努力之成果了。

休斯敦國際區的後花園小農塲休斯敦國際區的後花園小農塲

Back To The Houston International GardenBack To The Houston International Garden
Yesterday afternoon I came back to the

International Garden in our District. With the
beautiful sky and sunshine overhead, we saw
hundreds of flowers blooming and a large spread
of vegetables growing all over the ground. There
was an indescribable joy in my heart. We have
turned this place into an oasis in this once
desolate land.

It has been a difficult time over the past
several years since a group of pioneers moved
into the southwest part of the city. It’s an area
now open to all kinds of businesses with people
working with their bare hands, including
restaurants, shopping centers, supermarkets, car
repair shops and medical clinics. Because of their

hard work, we were able to build this area into
today’s thriving International District.

After we formed the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District, our goal was to beautify the
area, improve safety and promote the
businesses. Many years ago, we used ten acres
of land donated by the Alief School District to
create an international garden to let our residents
create a garden of vegetables and flowers.

Today we walked through the garden. We
smelled the wonderful fragrances of the flowers
and the vegetables. I feel so very happy and
satisfied that the garden will be highly regarded
as the result of our joint effort and our joint
suc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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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著華觀點李著華觀點:: 路遙知馬力路遙知馬力----
芝加哥馬拉松展現生命韌力芝加哥馬拉松展現生命韌力

眾所矚目的芝加哥馬拉松大賽
在十月秋高氣爽風城舉行, 有來自
全美 50 州和 100 個國家的 4萬多
人參加26.2 英里的比賽,該賽穿過
芝加哥市29 個街區,從密西根湖畔
格蘭特公園開始，一路向北蜿蜒至
謝里登路住宅區，然後通過公牛隊
球場聯合中心向南穿過西環路, 再
到 Bronzeville 的 35街與芝加哥中
國城,最後回到格蘭特公園, 今年是
由來自肯尼亞選手 Kipruto 以 2小
時04分24秒的成績奪冠, 中國雲
南省的董國建則以2小時08分53
秒獲得第十名，這是中國選手第一
次進入芝加哥馬拉松前十名，相當
難能可貴, 另一位雲南省好手楊紹
輝與江西省的彭建華也都相當優異
, 他們以強健體魄與卓越毅力在四
萬多人中頭角崢嶸, 令人敬畏萬分
。

芝加哥馬拉松是美國五大賽之
一, 在伊州具悠久歷史與傳統，也
是芝加哥每年一度精彩絕倫的全民

體能大競技， 前年曾因 COV-
ID-19肆虐,基於健康理由取消大賽
，去年復賽後人數減少, 今年又恢
復往日輝煌, 大批圍觀群眾為選手
們加油，一幕幕熱烈景象都在告訴
人們，我們期待的正常生活又回來
了, 我們不再受到疫情阻撓, 在馬路
上競逐的選手們更證明他們的身心
體魄都戰勝了新冠, 尤其是參加特
別組的殘障人士, 他們坐在輪椅上
比賽, 充分展現出高昂鬥志與不屈
不撓的競賽精神, 那種熱愛生命以
及對自己體能充滿無比信心, 正是
為自己的人生做精彩的註解。

由於馬拉松賽都會經過芝加哥
中國城, 那是位於比賽的第21哩處
，在進入最後衝刺關鍵地段, 因此
負責轉播比賽的 NBC第五號電視
臺在永活街” 天下為公” 牌樓下
架設轉播站做實況報導，由華裔李
雙振所領導的中國傳統舞獅隊伍每
年都例行在那裡舞獅與敲鑼打鼓,
為所有人加油打氣, 李雙振的女兒

李惠華(Nicole Lee) 今年才被芝加
哥市長遴選為中國城第11區區長 ,
她一大早就來到現場為選手們加油
, 而大芝加哥華聯會新當選主席吳
灝也全程在現場為選手們助陣,中
國城顯得人氣沸騰，喜氣洋洋,路
邊高舉著一句又一句溫馨可掬和振
奮精神的牌子使選手們努力不懈、
拼命跑下去，而形形色色的標語旗
幟更把華埠街道點綴得生氣篷勃，
也為中國城做了最好的文化行銷。

人生就是一場馬拉松競賽,因
為路程遙遠，所以選手必須耐得住
疲勞, 如果沒有相當的體能根本無
法完成比賽，從參賽者臉上的表情
, 我們我們可以看到他們的自信與
堅忍不拔,馬拉松不是在比誰在開
始時跑得最快，而是比誰最先跑到
終點以及誰最後可以衝刺到目的地
，我們的人生就像參加馬拉松競賽
一 樣 ， 我 們 必 須 堅 持 跑 下 去
……….……….直到終點為止。

法國能源公司罷工持續影響汽油供應法國能源公司罷工持續影響汽油供應，，加油站排隊現象加劇加油站排隊現象加劇
(綜合報道）受法國兩大能源巨頭——道達爾和

埃克森美孚公司的煉油廠罷工活動影響，當天在法國
加油站外排隊等待的車輛不斷增加。

據英國《衛報》報導，法國總工會（CGT）領導
煉油廠工人進行罷工，要求在當前生活成本上升的情
況下加薪10%，並分享能源公司的高額利潤。目前，
道達爾的罷工已持續近兩週，而埃克森美孚的工資談
判也已進行數週。

道達爾公司的三個煉油廠在兩週前便開始關閉，
包括其在諾曼底的最大煉油廠，以及位於法國北部佛
蘭德附近的一個燃油庫。據路透社計算，此次罷工使
得法國煉油廠的總產量減少了60%以上。

《衛報》稱，由於汽油供應緊張，一些加油站外
排起了將近兩小時的長隊，而在巴黎周圍的法蘭西島
大區和法國北部地區最為嚴重。另據法國媒體上週的
報導，在法國東南部的上薩瓦省，一名30多歲的男子
在加油站排隊超車時，被另一名司機多次刺傷。

為平息司機的恐慌情緒，法國政府已動用戰略石
油儲備來支持加油站，並在10月8日至10日取消了對

7.5噸以上燃油運輸車輛的駕駛禁令，允許其為加油
站緊急補給。法國總統馬克龍也呼籲司機們“保持冷
靜”“不要驚慌”。

《衛報》稱，隨著烏克蘭戰爭期間能源價格的上
漲，道達爾和其他大型石油公司一樣利潤飆升，並得
以向其股東支付約80億歐元的股息，從而引發了此次
爭端。對此，法國總工會要求提前啟動與公司的年度
薪資談判，而法國政府也一直敦促道達爾公司解決僵
局。

法國總工會的協調員埃里克·塞里尼（Eric Sellini
）告訴法新社，罷工將繼續，但是談判可以盡快開始
：“如果我們真的要開始談判，那將基於我們10%的
工資增長要求，並且針對2022年全年。”

10月9日，道達爾提議將原定於11月開始的工資
談判提前至本月，前提是結束部分地區的罷工行為。

對於埃克森美孚，法國總工會則於9日在推特上
表示：“今天是罷工的第20天，由此造成的問題，我
們深表歉意，但為了讓（埃克森美孚的）管理層聽到
我們的聲音，我們別無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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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時局

韓監查院通報將對文在寅書面調查
本人回應：非常無禮

綜合報導 近日，韓國監查院借調查“西海公

務員命案”事件為由，向韓國前總統文在寅發送了

書面調查通知。文在寅對此憤怒地表示“這是非常

無禮的行為”。同時，韓國兩黨對此事的態度針鋒

相對。韓執政黨國民力量黨要求文在寅積極配合調

查，最大在野黨共同民主黨則強烈反對，稱這是有

關“政治報復”的陰謀。

據韓聯社報道，韓共同民主黨人士透露，韓監

查院通過電子郵件和電話通知文在寅就正在調查中

的“西海公務員命案”接受書面調查，還向文在寅

發送了包含調查內容的提問列表。

據悉，文在寅當時在電話中口頭拒絕接收相關

調查文件，並退回該電子郵件。據《東亞日報》報

道，3日上午，共同民主黨方面召開記者會，對此

做出回應稱，“前總統文在寅對此事表現出強烈的

不滿，並稱該事件是非常無禮的行為”。

韓聯社稱，共同民主黨對此表示強烈反對，稱檢察

機構和監查院的前身正是總統職務交接委員會，“顯而

易見的是，尹錫悅政權想把前總統文在寅卡在政治報復

套索裏的陰謀”。共同民主黨方面還表示，將就此事以

濫用職權為由，向高級公職者犯罪調查處告發監查院。

同時，韓國內有批評聲音說，尹錫悅就是事實上

允許監查院書面調查的“幕後”。因同壹事件正在接

受檢察機關調查的韓國前國情院院長樸智元當天表示

：“現任國情院院長在告發兩位前任國情院院長時，

曾向總統當面報告並得到了批準，有必要追究此次為

了文前總統的書面調查是否也是這樣操作。”

該事件引起韓國朝野兩黨針鋒相對，據《東亞日報

》報道，韓執政黨國民力量黨表示，“作為前任總統回

答是理所當然的義務”，敦促文在寅接受監查院調查。

國民力量黨非常對策委員長鄭鎮碩3日則表示

，文在寅應該“以謙虛的心態”去面對調查壹事，

“這不是什麼應該感到不快的事”。國民力量黨議

員崔宰亨（音譯）則稱，文在寅連監查院的書面調

查都拒絕，這才是“無禮的”處事方式。

韓聯社介紹稱，韓民主黨尹錫悅政權政治鎮壓

對策委員會將在國會召開記者會譴責監查院的上述

行動。據悉，由文在寅政府時期青瓦臺官員組成的

議員組織也將召開記者會對此予以聲討。

而4日尹錫悅被問及對前總統文在寅的調查事件

時，他表示監查院是憲法機關，是獨立於總統辦公室

的機關，並說：“總統似乎不宜對此說什麼。”對於

記者提出“在監查機關調查‘西海公務員死亡’事

件中任何人都不能成為例外”的問題，尹錫悅稱

“這不是壹般原則嗎”。

據此前報道，2020年9月21日，韓國海洋水產部公

務員李大俊（音）乘漁政船執行公務時在韓國西部海域

（黃海）最北端的小延坪島附近失蹤，後被朝軍槍殺焚

屍，當時韓國海警和國防部認定李大俊企圖叛逃。

但是，韓國國防部和海洋警察廳今年6月16

日聯合召開記者會，改口說並未發現李大俊主動投

朝的確鑿證據，推翻此前結論。

今年8月，作為“西海公務員遭槍殺事件”調

查的壹部分，韓國檢方曾對前政府3名國家安全高

官的住所進行了搜查。當時有韓媒報道稱，韓國司

法界人士認為，檢方突然對兩年前的事件加速調查

，下壹個目標就是前總統文在寅。

韓總統：將同日本首相通電話
或討論朝鮮發射彈道導彈壹事

綜合報導 韓國總統尹錫悅表

示，於6日下午同日本首相岸田文

雄通電話，雙方或就朝鮮發射彈

道等交換意見。

據報道，尹錫悅表示，他與

岸田文雄的探討內容尚不清楚。

報道稱，由於朝鮮4日發射的中遠

程彈道導彈越過日本列島上空，

預計雙方可能在通話中談及安全

問題。

據此前報道，韓國聯合參謀

本部表示，朝鮮4日上午從慈江道

舞坪裏地區向東發射1枚中遠程彈

道導彈（IRBM），導彈射程達

4500多公裏，越過日本列島上空

。韓聯社指出，這是朝鮮導彈在

2017年以後時隔五年飛越日本列

島。

韓聯社報道稱，尹錫悅還提

及岸田文雄日前在日本議會發表

的講話稱，岸田文雄在議會上做

出的涉韓發言相當積極，預計雙

方還會談到相關內容。據悉，本

月3日，岸田在議會發表施政演說

時稱韓國是“在應對國際社會諸

多課題時需要合作的重要鄰邦”

，並表示“將與韓國政府緊密溝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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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印度北阿肯德邦的卓帕迪發生雪崩，

壹支由41人組成、來自尼赫魯登山學院的登山團隊

，在攀爬喜馬拉雅山返程途中不幸遭遇雪崩。目前已

造成至少10人死亡，數十人下落不明，多人被困。

目前，印度當局仍持續在山區搜救，但事發山峰附近

伴有大雪，直升機救援行動受限。

據央視新聞報道，印度北阿肯德邦的卓帕迪發生

雪崩，遭遇雪崩的登山隊員來自尼赫魯登山學院。目

前，印度國家救災部隊、印度陸軍和空軍都已經投入

救援行動中。

另據多家外媒報道，10月4日，印度國防部下轄

的尼赫魯登山學院發布聲明稱，事故發生在4日8時

45分左右，壹支由34名登山學員和7名導師組成的登

山團隊，在攀爬喜馬拉雅山返程途中不幸遭遇雪崩，

當時登山隊正在該地區進行高級課程。事故已造成至

少10人死亡，數十人下落不明，多人被困。目前，

印度當局仍持續在山區搜救，但事發山峰附近伴有大

雪，直升機救援行動受限。

此外，這是北阿肯德邦地區在兩周內發生的第四

次雪崩。據印度當地報道，9月22日至10月2日期間

，該地區還發生了三起雪崩，未有人員傷亡。

南都記者註意到，多名印度官員在社交平臺回應

此事。印度總理莫迪向登山遇難者及家屬表示哀悼，

並稱救援行動正在進行中，當局正密切關註此事。事

故發生所在地北阿坎德邦首席部長普什卡爾· 辛格· 達

米發文稱，國家救災部隊、軍方、壹支來自尼赫魯登

山學院的登山隊等已聯合展開救援行動。同時，他還

向國防部長致電，以尋求軍方幫助，加快救援行動。

現任職於國際登山聯合會的前印度空軍軍官喬度

裏表示，“這是印度登山史上頭壹次發生這麼大規模

的登山學員在雪崩中喪生。”

官網顯示，尼赫魯登山研究所於1965年11月成

立，每年招收1500名學生，是印度唯壹壹家獲得國際

登山聯合會認證的登山學院，亦被評為印度最好的登

山學院之壹，在亞洲地區久負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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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今年停電天數達120天
電力公司承諾十日內緩解限電影響

綜合報導 針對民眾對於南非頻繁限電的不滿情緒，南非國家電力

公司首席執行官德· 魯伊特，在5日召開的新聞發布會上向民眾承諾，電

力系統工作人員正在緊張搶修發生故障的設備，南非電力公司力爭在10

天內緩解限電對民眾生產生活的影響。

南非實施四級限電措施，也標誌著2022年南非停電天數達到創紀錄

的120天。在限電措施愈演愈烈的態勢下，預計南非今年的停電天數還

將持續增長。

對此，德· 魯伊特表示，南非國家電力公司正在盡壹切可能增加供

電量，壹方面該公司已經確定從贊比亞購買電力，另壹方案則是尋求和

莫桑比克以及南非私營發電企業合作的可能性。他強調，私營發電企業

的單日供電量可以達到6000兆瓦左右，壹旦合作成功，這部分電力預計

將在18個月至24個月後正式投入使用，這將對南非的供電危機起到緩

解作用。

上周，南非國有企業部部長葛爾丹公布了南非國家電力公司新的董

事會成員名單。根據計劃，新的董事會成員將於近期審查該公司績效，

以期在最短時間內，制定出保證國家電力公司發電機組保持全年75%運

行率的方案，目前這壹數字還不到60%。

此外，南非政府還證實，日前正在與來自世界各國的能源公司

展開合作，意在共同開發風能和太陽能發電，緩解當地的供電不足

問題。

作為南非最重要的國有企業之壹，南非國家電力公司當前深陷債務

危機。受發電機組故障頻發、設備缺乏維護、燃料價格上漲等多重因素

影響，南非自新冠肺炎疫情暴發以來，限電令已成“常態”。

世界銀行報告稱：
烏克蘭經濟2022年預計將萎縮35%

綜合報導 世界銀行公布的壹份報告顯示，受俄烏沖突影響，烏克

蘭經濟2022年預計將萎縮35%。

世界銀行當天發布了對於歐洲和中亞地區更新版經濟預測報告。

世行預計，烏克蘭經濟在 2022年將萎縮 35%，較今年 6月預計萎縮

45.1%的數字有所上調。世行還預計，2023年烏克蘭經濟將有望增長

3.3%，但該預測具有很高的不確定性，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俄烏沖

突的發展。

報告還說，俄烏沖突摧毀了烏克蘭眾多工廠、農田，導致數百萬烏

克蘭人被迫轉移。根據世行預計，重建烏克蘭將需要至少3490億美元，

相當於烏克蘭2021年全年經濟總量的1.5倍。

世行歐洲和中亞地區副主席波傑德(Anna Bjerde)在報告中說，隨著

俄烏沖突的繼續，烏克蘭仍需“數額巨大的”經濟援助，而烏克蘭的戰

後重建和經濟復蘇同樣需要巨額援助。

此外，該報告預計，俄羅斯2022年經濟將萎縮4.5%，較今年6月預

計萎縮8.9%的數字有所上調。報告顯示，俄羅斯經濟比此前預測更具

“韌性”，原油和天然氣價格的走高也在壹定程度上助力俄羅斯經濟。

報告還預計，2023年俄羅斯經濟將萎縮3.6%。

世行還預計，受俄烏沖突影響，整體來看，歐洲和中亞地區經濟在

2022年將萎縮0.2%；在2023年將有望增長0.3%。

紐約市查獲迄今最大量糖果狀彩色毒丸
由墨西哥販毒集團制造

綜合報導 美國紐約市警方近日逮捕

壹名婦女，因其涉嫌將大約1.5萬顆糖果

狀彩虹芬太尼藥丸運到紐約市。這些毒丸

由墨西哥販毒集團制造，美國緝毒署警告

說，“販毒集團正通過瞄準兒童進入新市

場”。

據報道，調查人員不久前在紐約曼

哈頓第 10大道 475號門前攔截來自新澤

西州的 48歲婦女LateshaBush，在其黑色

手提包和樂高容器內發現大約 1.5 萬粒

彩虹芬太尼藥丸，這些毒丸被制成彩色

糖果狀。

9月30日，被指控犯有“持有受控物

質罪”的LateshaBush在曼哈頓刑事法庭被

傳訊，保釋金為2.5萬美元。

聯邦執法人員表示，這種新包裝的毒

品是墨西哥販毒集團吸引新客戶的方式，

這是有計劃的的欺騙，“是每壹個父母最

糟糕的噩夢”。

紐約市麻醉品特別檢察官布裏奇特·

布倫南（Bridget Brennan）表示，教育公

眾了解芬太尼在美國全國範圍內采取的這

種新形式至關重要，用藥過量的死亡人數

達到了歷史最高水平，其中80%與芬太尼

有關。

彩虹芬太

尼於 2022 年 2

月首次被報告

給美國緝毒署

，目前已在美

國 21 個州被

查獲。

據悉，墨

西哥錫那羅亞

卡特爾和哈利

斯科新壹代卡

特爾正在大量

生產彩虹色的芬太尼藥片，不僅為其產品

打上品牌，而且使用顏色和染料來模仿糖

果或其他合法處方藥。

這次查獲是紐約市迄今為止最大的壹

次，預示著這些危險的彩色藥丸將得到更

廣泛的傳播。

調查人員說，被分析的藥丸中有40%

含有致命的劑量，在最近為期15周的行動

中，該州在紐約的幾次逮捕行動中繳獲了

50萬粒致命藥丸。

今年5月23日至9月8日期間，作為

“壹藥致命”行動的壹部分，緝毒署查獲

了1020萬顆芬太尼藥丸和大約980磅芬太

尼粉末。

在這壹時期調查的390起案件中，51

起案件與過量中毒有關，35起案件與對美

國大部分芬太尼負責的錫那羅亞卡特爾和

哈利斯科新壹代卡特爾中的壹個或兩個直

接有關。

在2021年死於藥物中毒或用藥過量的

107622名美國人中，66%（約71030人）歸

因於芬太尼。

芬太尼是壹種合成阿片類藥物，其效

力是海洛因的50倍。僅僅兩毫克的芬太尼

，或者可以裝在鉛筆尖上的量，就被認為

是潛在的致命劑量。

頂不住了？意大利向俄求氣
德國欲發兩千億能源補貼，歐盟發警告

綜合報導 自北溪天然氣管道遭不明

勢力惡意破壞以來，歐洲不得不以更

加迫切的態度來面對日益逼近的能源

危機，以及隨之而來的經濟衰退。在

此背景下，歐盟已敲定了新壹輪對俄

制裁草案，具體制裁措施不日即將生效

，其中便包括外界普遍關註的俄能源限

價條款，此舉致使歐盟內部的分歧進壹

步凸顯，部分成員國均表示，希望能夠

效仿匈牙利等國，在能源領域獲得制裁

豁免。

由於西方幾乎壟斷全球海運業務，

他們打算禁運超過限價的俄能源，以

此逼迫俄羅斯就範。不過由於俄羅斯

有言在先，即便減產也不考慮虧本出

售能源，加之“歐佩克+”與俄羅斯

同聲共氣，在歐盟批準制裁草案的當

天宣布減產石油，西方此舉能否收獲

實效尚不得而知。

如果將視角轉移至歐盟內部，以希

臘、塞浦路斯以及馬耳他為代表的海運

大國對於制裁草案也抱有憂慮，他們壹

致認為輕易禁運俄能源，將會打擊各國

全球海運業務的信譽與收入，因此考慮

就制裁豁免同歐盟展開談判。

深冬將近，在凜冽的寒風裹挾下，

能源危機的窘境將與左右為難的歐洲上

演“浪漫的不期而遇”。矛盾叢生，幾

近分裂的歐盟各成員國之間，也是各有

各的“營生”。以意大利為例，約在9

月底，因奧地利監管政策發生變化，奧

方拒絕俄方過境向意大利輸送天然氣，

三方經過壹個禮拜的協商，找到了妥善

的解決方案，恢復了俄羅斯對意大利的

天然氣供應。由於俄氣並未公布具體的

方案內容，因而外界也不便肆意揣測，

唯壹能夠肯定的是，意大利向俄羅斯尋

求天然氣的做法，必然會令歐盟其他成

員國頗感不悅。

除意大利以外，飽受能源危機的德

國則做得更加出格。據路透社報道，德

國出臺了壹項總額高達2000億歐元，名

為“防禦盾牌”能源計劃，意在通過高

額補貼為天然氣價格設限，並降低燃料

銷售稅，以此扶助當地企業以及尋常家

庭。受高企的能源價格以及國內民情所

迫，德國於倉促間推行這項計劃，頗有

些“狗急跳墻”的意味，擺出壹副置歐

洲盟友於不顧的姿態。

負責監督反壟斷政策的歐委會很快

就註意到德國的動向，他們認為此舉將

使德國本土企業獲益，但會進壹步加劇

歐盟內部的競爭，歐委會出於維持市場

公平的目的，將同德國及其他成員國的

政府進行接觸。歐委會的說辭頗為含蓄

，但也隱藏了壹層意思，那就是德國此

舉已然激怒其他成員國，在他國出臺針

對性政策之前，歐委會必須居中調處、

各方聯絡，確保事態不會擴大。

不難想見，德國在出臺上述計劃

時，並未同其他成員國進行協商，

2000 億歐元的高額補貼無端將壓力轉

移給歐洲央行，導致歐洲通脹高企將

面臨更為嚴峻的考驗，而這壹切都是

能源危機所帶來的連鎖效應，歐盟各

成員國既無法獨自面對，又找不到萬

全的共同方案，這就是歐盟分歧的根

源。對於這種現狀，歐委會主席馮德

萊恩曾強調，歐盟必須找到處理能源

危機的共同應對措施，否則歐盟將面

臨分裂的風險。

馮德萊恩倒也並虛言恫嚇，盡管

自歐盟創立之初，各國面對種種政治

事件，抱有矛盾與分歧並不少見，但

鮮有如今這般強烈的表現，更遑論出

臺獨斷專行的政策，假使俄烏沖突久

懸不決，那麼歐洲分裂的風險或將進

壹步上升。

英國發布首批
查爾斯三世肖像硬幣

綜合報導 英國皇家造幣廠發布首批印有新國王查

爾斯三世肖像的硬幣。據美聯社報道，這批硬幣面值

50便士（約合3.9元人民幣），將於12月前後進入流通

領域。

英國皇家造幣廠說，新版硬幣上的查爾斯三世肖

像由英國雕塑家馬丁· 詹寧斯創作，且獲國王本人同意

。按照傳統，硬幣上的英國君主肖像面部朝向應與上

任君主相反，因此新硬幣上呈現查爾斯三世的左臉。

硬幣肖像中的查爾斯三世未戴王冠。詹寧斯說，

其創作源自國王的壹張照片。

英國皇家造幣廠當天還揭曉壹枚5英鎊紀念幣，正

面印有查爾斯三世肖像，背面並排印有已故女王伊麗

莎白二世的兩幅肖像，定於10月3日發行。

皇家造幣廠博物館館長凱文· 克蘭西說，隨著新國

王登基，“英國硬幣出現幾十年來最大變化，許多人

將第壹次在硬幣上看到另壹個（君主）肖像”。

英國市面上仍流通大約270億枚印有伊麗莎白二世

肖像的硬幣，可以繼續合法使用，直至逐步被替換。

伊麗莎白二世本月8日在蘇格蘭巴爾莫勒爾堡去世

，終年96歲。她於1952年繼承王位，在位70年，是英

國歷史上在位時間最長的君主。伊麗莎白二世1953年

加冕以來，英國發行的硬幣上出現過5個版本的女王肖

像。英國紙鈔從1960年起使用她的肖像。



美國新聞 AA55
星期二       2022年10月11日       Tuesday, October 11, 2022

（綜合報導）隨著北半球進入呼吸道疾病多發的秋冬季，
已“躺平”的美國和歐洲均發出警告，提醒民眾做好防護應對
即將到來的疫情新高峰。

美國傳染病專家福奇警告，除確診上漲外，美國今冬或將
出現新的新冠變異毒株。目前，奧密克戎亞型變異株BA.4.6和
BF.7正在美國迅速擴散。

此外，研究人員還在追踪另一種奧密克戎亞型BA.2.75.2
，有研究認為該亞型的免疫逃逸能力為各毒株中最強。

在歐洲，新增確診和住院人數均出現上漲。法國已經進入
第八波疫情高峰，當局正在考慮今冬重啟強制口罩令。英國政
府則警告今冬將出現新冠和流感“雙重流行”。
BA.4.6和BF.7擴散

美國疾控中心統計顯示，自8月以來，該國新增確診和新
增死亡均呈下降趨勢。截至10月6日，美國連續七天平均日增
確診為4.18萬例，日增死亡為345例。 8月初，美國的日增確
診在10萬例以上。

但美國國家過敏症和傳染病研究所所長福奇呼籲民眾保持
警惕。

福奇警告，雖然美國近期新增確診和死亡有所下降，但冬
季依然有疫情加重風險。除此之外，由於冬季會有更多人待在
室內、病毒傳播加快，美國也可能出現免疫逃逸力更強的新變
種。

福奇指出，美國去年夏天也一度出現疫情緩和，但隨後遭
遇了奧密克戎，新增確診陡增。

自疫情以來，新冠病毒不斷進化，奧密克戎也出現了大量
新變異株。目前，美國主要流行的依然是奧密克戎變異株BA.5
，但其他變異株正在迅速擴散。

美國疾控中心統計顯示，截至10月8日，美國新冠確
診中有79.2%為BA.5感染。與此同時，奧密克戎亞型BA.4.6
、BF.7和BA.2.75也在迅速增加，分別佔確診的13.6%、4.6%
和1.8%。

其中，BA.4.6和BF.7擴散最為迅速。 9月10日，BA.4.6
僅占美國確診的10.4%，BF.7僅佔1.3%。

BA.4.6是變異株BA.4衍生的亞型，在刺突蛋白上新增了

R346T突變，也意味著免疫逃逸能力更強。英國衛生安全局的
初步數據顯示，BA.4.6比英國主要流行株BA.5的相對適應度
高6.55%，意味著BA.4.6在感染初期更容易複製和傳播。

BioRxiv平台上一份尚未經過同行審閱的初步研究顯示，
由於BA.4.6的免疫逃逸能力增強，阿斯利康的新冠治療藥物
Evusheld在治療BA.4.6感染時或將失效。上週，美國食品藥
品監督局發出警告，提醒Evusheld可能無法治療部分變異毒株
感染。

BF.7 則是 BA.5.2.1.7 的縮寫，為BA.5 衍生的亞型。與
BA.5相比，BF.7也在刺突蛋白上新增了突變R346T，免疫逃
逸能力更強、傳播力更強。我國呼和浩特市於9月底出現了首
個BF.7病例。目前研究人員還在追踪BF.7和BA.4.6的致病性
，初步數據顯示無症狀患者和輕症患者居多。

但美國研究人員現在還無法確定BF.7和BA.4.6中哪種亞
型或者其他亞型之後將取代BA.5，成為主要流行株。除BF.7
和 BA.4.6 之外，多國還在密切關注 BA.2.75 衍生的亞型
BA.2.75.2。

BA.2.75.2也具備更強的傳播力和免疫逃逸能力，於9月成
為印度的主要亞變種。一份尚未經過同行審閱的初步研究認為
，BA.2.75.2是目前測試的毒株中免疫逃逸能力最強的毒株。
本月，美國洛杉磯縣首次報告三例BA.2.75.2確診。

洛杉磯縣公共衛生主任費雷爾（Barbara Ferrer）警告，
BA.2.75.2或可逃避之前通過感染和接種疫苗產生的免疫保護
。除此之外，目前的一些治療方法可能也對該變種無效。

福奇把BA.2.75.2稱為“讓人懷疑”的亞型，擔憂該亞型
將衍生出更棘手的新變種。

但包括福奇在內的專家指出，接種疫苗加強針依然是預防
重症的有效手段，特別是專門針對奧密克戎的加強針。目前美
國12歲及以上的疫苗接種人群均可接種奧密克戎加強針。

美國聯邦基金會預測，如果符合接種要求的美國人中有
80%都接種奧密克戎加強針，則能挽救近9萬人的生命、讓93
萬人免於因新冠住院治療。

非營利智庫凱澤家庭基金會上週發布的報告指出，截至10
月1日，美國已有近110萬人死於新冠，其中75%為65歲及以

上老人。
今年4月到7月，所有年齡段的新冠死亡人數都在上漲。

65歲及以上老人死亡漲幅最大，四個月內上漲125%；7月和8
月兩個月，老年人死亡人數均超過1.1萬。
歐洲新增確診上漲

在美國對冬季疫情惡化發警告之時，歐洲多國正在遭遇新
增確診上漲。

歐洲疾控中心上週五發布的周報指出，歐盟和歐洲經濟區
統計的新增確診已經連續三週上漲，因新冠住院或接受重症治
療人數連續兩週上漲。

與前一周相比，65歲及以上老年人感染增加14%，但死
亡率下降了10%。報告警告，現有數據顯示歐盟和歐洲經濟區
的新冠傳播正在增加，對老年人影響最大；預計從10月中旬
起，新增死亡將出現上漲。

傳播擴散的原因是夏季人員流動加大，目前還沒有跡象顯
示流行毒株的變化導致新增確診增多。歐盟和歐洲經濟區流行
的主要毒株依然是奧密克戎BA.4和BA.5，其次為BA.2.75和
BA.2。

法國政府上週確認該國已經進入第八波疫情高峰。近一周
，法國連續七天平均日增確診超過4.5萬例，為8月2日以來最
高；法國因新冠住院人數超過1.5萬人，也升至8月以來最高
。

為應對新疫情高峰，法國衛生部正在考慮今冬重新強制要
求民眾在封閉公共場所佩戴口罩。

同樣出現新增確診和住院人數上漲的還有英國。英國衛生
部上週五公佈的數據顯示，截至5日，英國有9631人因新冠住
院，比上一周同期上漲37%，為8月3日以來最高。當週的新
增確診也比上一周增加8.3%。

英國國家醫療服務體系疫苗和新冠檢測主任羅素（Steve
Russell）警告，今冬英國可能首次遭遇新冠和流感“雙重流行
”。

為應對雙重流行，英國正在提供免費流感疫苗接種，同時
鼓勵民眾接種新冠加強針。

（綜合報導）近日，美國衛生部大手筆採購了一批抗核輻射藥物，這一消息引發了世界範
圍的恐慌，很多人擔憂，美國正在為可能發生的核戰爭做準備。

美國衛生部採購的藥物，名叫Nplate，中文名是羅米司亭。這款藥物可以用來治療成人和
兒童急性輻射綜合徵，簡單點說，就是能治療“核輻射病”。

一旦人類暴露在高劑量的穿透性輻射下時，輻射會在幾秒鐘內就會到達內臟器官，進而導
致血小板數量低，導致血液難以凝結，從而造成無法控制的出血，危及生命。

而這款藥物，就是可以在患者遭遇大劑量輻射之時，對他們進行治療。
美國這一次整整購買了2.9億美元羅米司亭，目前外界尚不清楚美國政府訂購了多少劑量

的藥物。在這個特殊的時間點，美國大批量地採購抗核輻射藥物，引發了各方的恐慌。
輿論很容易把美國政府的這一採購與近期核戰爭風險聯繫起來。
自從烏克蘭發起反攻作戰以來，俄羅斯高層多次揚言要對烏克蘭進行核打擊。俄車臣總統

卡德羅夫公開督促普京稱，俄羅斯應該考慮使用低當量的核武器。
此外，據多家外媒報導，普京已派出“核列車”前往俄烏戰場前線，並已做好使用核武器

的準備。
而美國方面也毫不示弱，美國政府一直私下與俄羅斯溝通，警告他們使用核武器將造成極

其嚴重的後果。據外界分析，一旦俄羅斯對烏克蘭動用核武器，北約可能直接參戰，摧毀戰場
上的俄軍，而這一行動，幾乎必然引發俄羅斯的大規模報復。

10月6日，美國總統拜登公開表示，自肯尼迪和古巴導彈危機以來，我們尚未面臨過世界
末日的威脅。但是現在，俄總統普京“威脅使用核武器時，他沒有開玩笑”。

這個表態更是引發了世界範圍內對於核戰爭的擔憂。如今，美國又大批量地採購抗核輻射
藥物，這批藥物是為烏克蘭準備的還是為美國準備的，美國是否正在準備應付核戰爭？

俄烏戰爭開始後不久，美國民眾就開始恐慌性地購買碘化鉀藥片，這個藥片主要也是用於
對抗核輻射，一度買空了這種藥片的庫存。如今，美國政府都直接下場去購買抗核輻射藥物，
是否意味著核戰爭的風險正在增加呢？

無論如何，地球承受不起一場全面的核戰爭，人類文明更是承受不起。希望衝突各方都維
持足夠的理智，能夠盡快找到一條解決之道。

美國大筆採購防核戰藥物美國大筆採購防核戰藥物 未雨綢繆未雨綢繆
結果引發巨大恐慌結果引發巨大恐慌

（綜合報導）路孚特（Refinitiv）公司蒐集的市場數據顯
示，美國在9月份增加了對歐洲的液化天然氣供應。

RT報導稱，初步的油輪跟踪數據顯示，在9月份共有87
艘貨船離開美國港口，這些貨船總共裝載630萬噸液化天然氣
，略高於8月份的625 萬噸。在9月份的這些天然氣中，有近
70%（437萬噸）被運往歐洲，這一佔比高於8月份的56%和7
月份的63%。

美國彭博社稱，根據美國能源信息署（EIA）此前的報告
，2022年前4個月，美國出口的液化天然氣有近四分之三運往
歐洲，對歐洲的日供應量是去年平均水平的三倍多。而去年，
供應歐洲的數量僅占美國出口總量的三分之一。這一增長意味
著，來自美國的液化天然氣現在佔歐洲進口總量的近一半，這
約為2021年的兩倍。

RT報導指出，由於面臨能源短缺的歐洲買家在尋找俄羅
斯天然氣的替代品，液化天然氣的需求和價格正在上升。路透

社稱，對美國液化天然氣的強勁需求，讓美國亨利港現貨天然
氣價格在9月漲至7.88美元/百萬英熱單位，為2008年以來的最
高值。同月，由於俄羅斯“北溪-1”和“北溪-2”天然氣管道
發生洩漏，歐洲天然氣平均價格竟超過57.90美元/百萬英熱單
位。

瑞斯塔能源公司（Rystad Energy）的分析師艾米莉•麥克
萊恩（Emily McClain）告訴其客戶，“北溪”天然氣管道供應
中斷“將不可避免地影響到今年冬天歐洲的天然氣供應，但更
令人擔憂的是在明年冬天之前對儲氣庫存的影響。”

此外，據RT報導，在“俄羅斯1”電視台9日播出的採訪
中，俄羅斯總統新聞秘書佩斯科夫表示，歐洲對俄羅斯能源實
施制裁後，美國現在趁機通過高價向歐洲出售天然氣而“大發
橫財”。他指出，美國出售天然氣的價格是俄羅斯天然氣的
“三倍甚至四倍”，“歐洲人給他們付款的同時也讓自己國家
的經濟失去競爭力”。

99月美國液化天然氣出口近月美國液化天然氣出口近7070％運往歐洲％運往歐洲

福奇警告今冬或出現新變異毒株，歐美將迎新冠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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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破百宗涉柬販人案
逮捕284人 迄今為止受理求援案總計639人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央社報道，大批台

灣青年墮“高薪”騙局，被誘至柬埔寨從事

非法活動，甚至慘遭凌虐和性侵的新聞早前引起廣

泛關注。惟作為被騙苦主父母官的民進黨當局卻一

度大難卸膊、見死不救，甚至意圖將在東南亞從事

非法活動的詐騙犯罪集團甩鍋有大陸背景，無恥做

法引來坊間的廣泛指責。台內務事務主管部門負責

人徐國勇3日在接受質詢時披露，有關部門偵破相

關人口販運案100宗，並拘捕284人。

徐國勇3日表示，台灣地區涉柬埔寨詐
騙集團的販人案，在2021年底起有

零星個案發生，至今年3月上升至52宗、
6月發生129宗、7月發生258宗達高峰。

台當局頂不住輿論壓力才跟進事件
隨後的8月上旬，兩岸媒體踢爆相關案

件，但台灣有關部門及外派機構曾一度拒絕
受害者家屬求助，直至8月下旬頂不住輿論
壓力，台當局才成立相關專案組跟進事件。
但相關案件並未停止，徐國勇在接受質詢時
承認，8月相關案件仍有58宗、9月至28日
仍有1宗。不過徐國勇仍表示，台警方自今
年3月迄今偵破人口販運案100宗，逮捕284
人，其中70人有幫派背景（63人裁定羈
押）。但徐並未明確劃分相關案件的偵破時
間和相關嫌疑人的抓捕時間。

徐國勇還在回應和質詢時表示，台警
方協同台灣當局外派人員和派遣人員前往
柬埔寨和泰國，協助救援任務，截至9月
28日已解救285名台灣人返台，另有69人
現安置於柬埔寨警察（移民）局收容所，
將盡快安排返台。而此前台當局根據相關
情況，在赴柬埔寨的人士中發現疑似被害
者310人。

不過台當局外事部門9月27日也曾表
示，台灣當局在越南胡志明市的派駐機構
曾新增求援案共計51宗，迄今為止受理的
求援案總計639人，其中246人已返台、
393人尚未返台。

年輕人將海外擇機當最後一根稻草
台當局內部事務主管部門2日發布今年

第二季全台房價負擔能力指標，其中房貸
負擔率為39.62%，房價負擔能力已接近
“偏低”等級。全台房價所得比（又稱購
房痛苦指數）升至9.69倍，創下新高，相
當於平均要不吃不喝9.69年才能上車，凸
顯民進黨治下的台灣經濟低迷。

但蔡英文卻除了喊“超前部署”的空
洞政治口號之外，主要精力都在製造兩岸
對立，反而對導致台灣地區長期存在的缺
電、缺水、缺土地、缺人才、缺資金的
“五缺”問題並不上心，致台灣經濟在世
紀疫情的大背景下，貧富差距進一步擴
大，大批年輕人面臨畢業即失業。無法找
到工作的年輕人要麼在島內選擇做服務
業、時薪制的低薪工作，要麼在“高薪”
利誘下選擇賭一把，並將海外尋機會當成
最後一根稻草。

◆台內務事務主管部門負責人徐國勇3日在接受質詢時披
露，有關部門偵破相關人口販運案100宗，並拘捕284人。
圖為早前台南市警方發現，有人蛇集團以高薪誘騙民眾到柬
埔寨從事詐騙工作，循線攻堅逮人。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
深水導管架平台“海基一號”3日在
南海陸豐油田作業區正式投產。平台
總高度達340.5米，總重量超4萬噸，
高度和重量均刷新了中國海上單體石
油生產平台紀錄。

初期日產原油約2700噸
“海基一號”位於珠江口盆地海

域，由中國海洋石油集團有限公司自
主設計建造。“海基一號”本次同時
投產5口生產井，初期日產量約2,700
噸。依託“海基一號”，中國海油將
同時開發陸豐15-1和陸豐22-1兩個油
田，共14口生產井、3口注水井，全
部投產後高峰日產原油達5,000噸。

記者在“海基一號”陸豐15-1平
台上看到，平台各項設備已安裝調試
完畢，工作人員已上崗就位。機器轟
鳴之聲下，溫熱的黑色原油在平台取
樣點緩緩流出。

中國海油深圳分公司副總經理鄧
常紅在陸豐15-1平台投產儀式上說，
“海基一號”的成功投產，開啟了中國
300米級水深油氣田資源開發新的模
式，標誌着中國已經掌握了深海油氣勘
探開發關鍵核心技術和裝備製造，開啟
了國內深海油田二次開發的先河。

中國海油深圳分公司陸豐油田作
業區總經理吳意明說，“海基一號”
按照百年一遇的惡劣海況設計，項目
團隊攻克了南海超強內波流、海底巨
型沙波沙脊、超大型結構物精準下水
就位等一系列世界性難題，創新應用
獨立下水桁架、大跨距X撐、數字孿
生運維等2項世界首創、21項國內首
創先進技術，實現了從設計建造到運
維管理的全方位提升。

深水油氣前景廣闊
10年來，中國海油深水鑽井平台

從3座增加到現在的10座，其中超深
水鑽井平台3座，最大作業水深達
3,000米。中國海油已在南海北部深
水海域共計勘探開發油氣田11個，深
水油氣產量已達上千萬噸。

“中國深水油氣勘探開發仍處於
初期階段，增儲上產前景廣闊。”中
國海油董事長汪東進說。目前，中國
南海鶯歌海、瓊東南、珠江口三個盆
地總體探明天然氣儲量近8,000億立
方米，其中在珠江口盆地先後發現多
個深水油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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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國際電信聯
盟2022年全權代表大會3日選舉理事國和無線
電規則委員會委員，中國成功連任國際電信聯
盟理事國，中國國家無線電監測中心主任程建
軍當選新一屆無線電規則委員會委員。

國際電信聯盟2022年全權代表大會9月26
日至10月14日在布加勒斯特舉行。在9月27日
大會政策性發言中，中國代表團團長、工業和
信息化部副部長張雲明表示，中國堅持以人民
為中心的發展思想，高度重視並積極推動信息
通信業發展，通信基礎設施覆蓋率顯著提升，
產業融合創新不斷加快，信息通信國際合作持
續深化；中國願與各國一道，加強5G等新興技

術領域標準研發和產業合作，共同推動全球數
字產業普惠發展，讓更多人享受數字經濟發展
紅利。

為推動落實全球發展倡議，支持發展中國
家提升信息通信技術能力，張雲明代表中國工
業和信息化部與國際電信聯盟簽署合作協議，
利用中方自願捐款推動開展相關領域合作。會
議期間，張雲明還會見了俄羅斯、法國、比利
時、捷克、巴基斯坦、泰國、菲律賓、阿根廷
等40餘國信息通信主管部門負責人，聯合國技
術特使及國際電信聯盟選任官員，並分別與南
非和馬來西亞主管部門官員簽署了信息通信領
域雙邊合作諒解備忘錄。

中國連任國際電信聯盟理事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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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 中國傳統節日重陽節前，又恰逢
國慶假期，不少遊客來到江西武功
山登高遊玩。 圖/文：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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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箭雙星”低軌導航試驗衛星升空
增強北斗衛星導航系統性能 實現全球厘米級實時動態快速定位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共產
黨第十九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七次全體
會議，於2022年10月7日在北京舉行。出席

這次全會的有中央紀委委員129人，列席2
人。

全會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常務委員

會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紀委
書記趙樂際講話。

全會審議並通過了十九屆中央紀律檢查

委員會向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
的工作報告，同意將報告提請中國共產黨第
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七次全體會議審議。

中紀委全會審議通過向中共二十大的工作報告

長征十一號固體運載火箭由中國航天科技
集團所屬中國運載火箭技術研究院抓總

研製。

長十一首次近岸發射
據介紹，根據本次任務衛星軌道要求，長

征十一號固體運載火箭首次採用近岸發射。近
岸發射點海況較好，保障性好，更有利於發射
任務執行。相比以往的海上發射任務，本次任
務首次將後端測發設備布置在岸上，發射點則
位於3公里外的海上。在發射流程上不僅減少
了海上航行時間，還將測試流程進行合併優
化，使執行任務所需時間進一步縮短。

固體運載火箭具備“快”優勢
目前，有着“快響利箭”美譽的長征十一

號固體運載火箭已連續取得10次陸地發射和4
次海上發射的圓滿成功，達成十四連勝。今年
4月，長征十一號海射遙三火箭發射任務中，
發射隊員需要在海上的集裝箱裏測試、指揮。
時隔半年，此次遙四發射任務創新調整為近岸
發射，發射隊員將後端的測發設備布置在陸地
上，減少了為期3天的海上航行時間，進一步
縮短了任務執行周期。中國運載火箭技術研究
院長征十一號固體運載火箭副總設計師張鳴
說，“近岸發射縮短了發射準備時間，同時還
能利用近岸發射點海況較好的優勢，為保障發
射任務的成功再加碼。”

長征十一號固體運載火箭，免去了液體火
箭發射前的燃料加注等準備環節，具備“快”
的天然優勢。近些年來，除了坐擁“快”的強
大天然基因外，長十一型號隊伍一直堅持着
“後天”的努力。早在2019年6月，長十一型
號隊伍攻克了海上動基座瞄準、前後端無線遠
控等關鍵技術，以“一箭七星”完成了首次海

上發射技術試驗。此後，他們不斷優化海上發
射技術流程，並將其完善固化下來，形成發射
流程規範，使發射操作更為簡捷，任務適應性
更強。

海上發射、海上指揮，這是此前海上發射
的特點。長十一此次近岸發射的成功，意味着
中國海上發射有了新突破，發射準備周期更
短，發射方式更為機動靈活。張鳴表示，後續
的發射任務中，將在保證連續成功的基礎上，
力求進一步提升產品快速履約能力，更好地發
揮產品優勢。

提供高精度衛星定位增強服務
據介紹，此次發射的“微厘空間”低軌衛

星導航增強系統是由160顆低軌衛星及地面系
統構成的天地一體化星座系統，對中國北斗等
衛星導航系統進行性能增強，可為全球大眾消
費、自動駕駛、地理信息、公共安全等泛在用
戶提供高精度、快收斂、低成本、高可靠的衛
星定位增強服務，實現全球分米（厘米）級實
時動態快速導航定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10月7日21點10分，長

征十一號固體運載火箭在山東煙台東方航天港點火升空，以“一箭雙

星”方式，將“微厘空間低軌衛星導航增強系統”S5/S6試驗衛星送入預定軌

道，發射任務取得圓滿成功。對中國北斗等衛星導航系統進行性能增強，實現

全球分米（厘米）級實時動態快速導航定位。

“媽媽你看，衛星去找月亮
了 ， 它 是 要 去 看 嫦 娥 和 玉 兔
嗎？”12歲的李姝欣激動地問身
邊的媽媽。10月7日21點10分，
長征十一號固體運載火箭在山東
東方航天港點火升空。那一刻，

李姝欣感覺特別震撼，這比電視裏的畫面更真實更
壯觀。火箭發射後直奔月亮而去，她才有了上述的
發問。

李姝欣的家就在海灘浴場附近，提前一個小
時，父母帶着她和妹妹就來到了浴場。“能在家門
口讓孩子們看衛星發射，為祖國的發展感到特別驕
傲！”李姝欣的媽媽對香港文匯報記者說。

記者所在的海灘浴場距離海上發射平台只有5海
里左右，是觀看海上發射的絕佳位置。晚上8點左
右，小廣場上就聚集了很多等待發射的市民。

當晚海邊的溫度只有10攝氏度左右，大多數人
已經穿上了羽絨服。幾位市民敲起手鼓，還有幾位

跟着音樂翩翩起舞，孩子們歡快地奔跑着。
隨着火箭騰空升起直刺夜空，海面被照亮，等

待的人群發出一陣陣驚呼。大家舉着手機，追隨着
衛星的軌跡。

“太震撼了！”記者在人群裏看到了87歲的蘇
恒新，他挽着82歲的老伴，兩人一起在歡呼聲裏觀
看這一幕。“心情非常高興、心花怒放！”蘇恒新
向記者描述這一刻的心情。“現在我們的國家強大
了，我在家門口實現了看衛星發射的夢想。”在離
家300米的海水浴場，蘇恒新第一次看到了衛星發
射。火箭超過了月亮，又超越了星星，老人覺得這
一幕美極了。

火箭越飛越遠消失在視野裏
火箭越飛越遠，直到消失在視野裏，唯有一輪

皓月當空。這一刻想起一句古詩：“海上生明月，
天涯共此時”。

◆香港文匯報記者 丁春麗 山東報道

“火箭超過月亮又超過星星 太震撼了”
��

◆◆長征十一號固體運載火箭長征十一號固體運載火箭
佇立在發射台佇立在發射台。。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市民拍攝衛星發射升空市民拍攝衛星發射升空。。 香港文匯報記者丁春麗香港文匯報記者丁春麗 攝攝

中國科學家發現土衛二或存“生命之磷”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土衛二是太

陽系中最可能存在生命的地外星球之一，近期
中國科學技術大學研究員郝記華等人研究發
現，土衛二的冰下海洋中可能含有豐富的溶解
態磷酸根，能夠支持潛在微生物的起源與繁
衍。這個發現填補了土衛二海水宜居性研究的
空白，為人類未來探測土衛二可能存在的生命
提供科學參考。

土衛二是土星第二顆被人類發現的衛星，它
的一大特點是表面覆蓋着厚厚的冰殼，又被稱為
“冰衛星”。20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國際科學界
通過航天探測器發現土衛二隱藏着冰下海洋，分
析它從冰縫中噴發出的冰粒，發現含有生命六種
基本構成元素中的碳、氫、氧、氮和硫，唯獨還
未發現磷。

磷對構成生物體的DNA、生物膜、骨骼等

不可或缺，因此國際科學界一度認為土衛二可能
不適宜生命存在。
近期，郝記華帶領的國際科研團隊，創新性

地構建海水—岩石相互作用模型，模擬出土衛二
的海水化學環境。“磷只有溶於水才能被生物利
用。與地球海水相比，土衛二的海水含鹼量高且
沒有氧氣，成分有點像‘蘇打水’。”郝記華
說，他們發現，在這種“蘇打水”環境中，土衛
二星核中的含磷岩石，只需要約10萬年就能向
海水溶解出不少磷，而土衛二的海洋已存在1億
年以上，因此推斷其已含有豐富的磷。
日前，國際學術期刊《美國科學院院刊》發表

了該成果。“這項研究從非常新穎的角度，揭示了
土衛二的生命宜居潛力。”期刊審稿人認為，其方
法也可以應用於研究其他行星海洋的元素構成以及
地球早期生命的起源。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黨史
和文獻研究院編輯的《習近平關於依規治黨論述
摘編》一書，近日由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在全
國發行。

治國必先治黨，治黨務必從嚴，從嚴必依法
度。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
中央站在統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
百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高度，堅持全面從嚴治黨、
依規治黨，堅持依法治國與制度治黨、依規治黨
統籌推進、一體建設，嚴格執行黨章，緊緊圍繞
黨和國家工作大局推進黨內法規制度建設，形
成比較完善的黨內法規體系，黨內法規制度建
設推進力度之大、取得成效之顯著前所未有，
黨的建設科學化、制度化、規範化水平明顯提
高。習近平同志圍繞依規治黨發表的一系列重

要論述，立意高遠，內涵豐富，思想深刻，對
於我們增強依規治黨的自覺性和堅定性，更好
發揮黨內法規在維護黨中央集中統一領導、保
障黨長期執政和國家長治久安方面的重大作
用，在推進新時代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落
實全面從嚴治黨方面的重大作用，確保黨在堅
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歷史進程中始終
成為堅強領導核心，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
化國家、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堅強
政治保證，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論述摘編》分10個專題，共計400段論
述，摘自習近平同志2012年11月15日至2022年6
月17日期間的報告、講話、文章、指示、批示等
180多篇重要文獻。其中部分論述是第一次公開發
表。

《習近平關於依規治黨論述摘編》出版發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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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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個星期天， 美國國國家公共廣播電視台都會有一個關乎美國民生
的生活電視節目廣播，而且多集中在美國10 大城市之內，因此大受民眾
歡迎，我也是它的 「粉絲」 之一，

剛剛過去的週日專輯節目的名稱是： 「為何紐約上班族不敢坐地鐵
？」 主持人開宗名義地指出：紐約市 市民正 面臨著一個特別棘手的問題
：就是早晚上班，也不敢去坐地鐵，寧願花 多十元八塊去坐計程車,追究
起避難地鐵的緣因，就是乘客的生命要緊！

原來今年以來，在紐約市地鐵系統上，經己連續發生了幾 起惡性襲
擊事件，有達到幾十位乘客受到傷害，甚至不幸死亡，以至很多上班族
至今也不敢再乘坐紐約地鐵。

為了進一步剖析紐約地鐵的險況，電視節目主持人向觀眾列出今年
年初至5 月份發生在紐約地鐵的意外：

1月 份時，有40歲的德勤公司的顧問米歇爾·高，在時代廣場地鐵站
上被人推下 站台，當場死亡。 4月，一名歹徒朝著地鐵人群一連開打了
至少33槍 ，造成廿人中彈受傷，幸運的是無傷者中彈身亡。進入5月，
高盛公司的高管丹尼爾·安利克斯就在 地鐵上被人槍殺。

這些無緣無故的殺戮，讓紐約民眾、地鉄乘客，人心惶惶，紐 約市

市長亞當斯在米歇爾·高遇害後立 即向記者發表了講話。亞當斯當時說
：“以這種方式失去一名紐約人，只 會繼續加劇那些來乘坐地鐵的乘客
的的恐 懼。”

根據紐約大都會運輸署的數據，今 年到目前為止，交通系統中的投
訴數 量，包括襲擊和騷擾，幾乎與 高峰期的2019 年 此時相同。不過民
眾不要忘記： 今時今日的地鐵客流量，遠遠不及疫 情之前，現今的統計
數字，大約是2019年的60%而矣。今年在地鐵中受到襲擊而失去生命的
米歇爾·高和丹尼爾·安利克斯，大大地震動了華爾街上的股票行業，因
為他們都為大 型銀行及金融機構工作的職員。高盛首席執行官大衛·所
羅門對地鐵乘客對犯罪事件發生的擔憂十分理解。 他表示：“我們必須
為人們提供一 個安全的環境。我認為公共安全對於 城市的活力是最重要
的，而城市的活 力對於我們國家的經濟活動也更是最重要的。”

在時代列車中一路領先的紐約，偏偏在地鉄安全上出現 “特別 ”不
安 全。 “這真的是一大諷刺。”

他在談到現在時說。 當然，每個人的安全感是不同的。 由企業首席
執行官組成的有影響力組織——紐約市合作夥 伴組織的總裁凱瑟琳·

北美教協北美教協20222022年會年會 在休士頓舉行在休士頓舉行

((東翻西看東翻西看)) 為何紐約上班族不敢坐地鐵為何紐約上班族不敢坐地鐵？？ 楊楚楓楊楚楓

【本報訊】北美教協以團結北美洲台灣人基督教會並連結其他教會團體，宣揚福音，發揮主耶穌的旨意於世界為
宗旨：2022年的年會暨神學研究會於10月11一15日（星期二起）在休士頓舉辦展開為期五天的活動，活動會場由許
勝弘牧師總協調，松年學院董事長陳美芬，及美南旅管會長陳清亮帶領熱心同工協助參與。今年報名參加的外地弟兄
姊妹共有33位, 包括台灣8位，外地及本地數十位前來赴會，完整行程請参考（右圖）

報名參加的外地弟兄姊妹共有33位, 包括台灣8位，外地及本地數十位前來赴會，完整行程請参考附件:
特別提醒: 10月11日下午起的報到, 晚餐6:00pm , 開會禮拜,7:30pm 認識彼此等活動節目皆在Quality INN(2930

West Sam Houston Parkway, Houston, TX 77042) 會議室舉行。

德州楊氏宗親會成立大會暨午宴報名德州楊氏宗親會成立大會暨午宴報名

【本報訊】楊姓聞於神話楊二郎
，源於春秋楊國伯僑。歷代流芳，聞
名於世的楊家人有隋開國文帝楊堅，

隋煬帝楊廣；四大美女唐朝楊貴
妃玉環；宋朝楊家將楊業，佘太
君，楊延昭，穆桂英，楊文廣；
太平天國楊秀清；近有楊開慧，
楊虎城， 楊靖宇，楊成武，楊得
志，楊尚昆, 楊振寧等。

今有美國休斯頓幾位楊姓宗
親發起成立德州楊氏宗親會，以
相互關愛, 相互幫助, 增進友誼, 健
康快樂, 弘揚“世代忠良”的楊氏
家風為宗旨，歡迎宗親入會，茲
定於2022年 10月 15日上午 11:
30， 在新皇宮餐館舉辦成立大會
暨午宴，誠邀各方楊氏宗親及親
朋好友參加 ! 餐費每位 $25。歡

迎報名節目表演。
地址：New Palace Restaurant

12755 Southwest Fwy, Stafford,
TX 77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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