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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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美99月通膨高於預期月通膨高於預期 核心物價漲勢核心物價漲勢4040年來最猛年來最猛
（綜合報導

）美國 9 月消費
者物價年增 8.2%
，高於市場預期
。即使油價走跌
，租屋、醫療等
費用仍高漲，帶
動核心物價漲幅
衝上40年高點，
聯準會今年剩餘
兩次例會可能持

續積極升息。
美國勞工部今天公布，9月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年增8.2%

，略低於8月的8.3%，6月以9.1%創40年來新高後連3降。但最新
數值高於市場預期的8.1%，而且剔除波動較大的食品與能源後，核

心CPI年增6.6%，高於8月的6.3%，衝上1982年8月以來最高點。
美國通膨數據引發Fed擴大升息疑慮 標普開盤跌逾2%
核心物價變化反映廣泛、基礎通貨膨脹，受關注程度不若常成

為新聞標題的CPI年增率，但聯邦準備理事會（Fed）決策官員十
分重視，藉此預判未來通膨走勢。

美股開盤後大跌，道瓊工業指數早盤一度跌逾500點，之後跌
幅收斂，標準普爾500指數與那斯達克綜合指數跌幅在1.5%、2.2%
左右。

若觀察單月物價漲幅，經季節調整，9月CPI上漲0.4%，漲幅
高於8月的0.1%及市場預期的0.3%；核心物價月增0.6%，與8月漲
幅相同，高於市場預期的0.4%。

美國經濟逐漸走出COVID-19（2019冠狀病毒疾病）大流行陰
影時，低利率與財政刺激帶動的旺盛需求碰上供應鏈大亂，供需失
衡導致通膨從去年起竄升，加上俄羅斯今年2月入侵烏克蘭促使能
源、糧食等大宗商品價格飆漲，通膨情勢更為險惡。

美國整體通膨率6月衝上頂峰，隨後因汽油價格回跌而逐步下
滑，但食品持續漲價，居住、醫療等費用漲勢更加旺盛，聯準會以
緊縮貨幣政策壓制通膨的任務更加棘手。

勞工部最新數據顯示，9月食品漲價0.8%，漲幅與8月相同，
與去年同期相比大漲 11.2%；整體能源降價 2.1%，汽油價格下跌
4.9%，兩者跌幅都小於8月。美國汽油價格連跌3個月後，近幾週
略微回升，可能不利通膨繼續降溫。

此外，居住、醫療、汽車保險、新車、居家裝飾等費用都上漲
。其中，占CPI比重約1/3的居住費用單月上漲0.7%，與8月漲幅
相同。

聯準會為恢復物價穩定，今年已5度調高利率，且連3次例會
決議升息3碼（0.75個百分點），為1980年代以來最快升息步調。
目前聯邦資金利率目標區間為3%至3.25%，多數聯準會官員預估，
今年剩餘兩次例會還會升息5碼，明年政策利率將保持在4.5%以上
。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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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ter almost three years
of pandemic control, most
Asian cities have started to
open their borders again to
catch up with recovering the
economy.

The governor of Hong
Kong said that it would
abandon mandatory hotel
quarantines for people coming
into the city. Japan also
dropped its daily limit on
arrivals and moved to opening
of the doors to tourists starting
today.

But China still clings to its
zero Covid-19 policy. People
entering the country still need
to face 10 days of hotel
quarantine.

When the pandemic
swept across the world in
early 2020, most countries

shut down their borders. It
hurt their economies,
especially the tourist business.

Business communities
have increasingly pressured
their governments to open the
door in order to rescue their
economies.

Over the last three years,
Japan and Hong Kong have
missed out on hosting many
major international meetings.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believes the end
of the pandemic is in sight.

With the borders being
restricted for so long, tourism
has been slow to come back
in much of the region. We all
hope the bright days will be
coming back s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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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an Cities Open Up For TouristsAsian Cities Open Up For Tourists

經過兩年半來對疫情之嚴控
之後 ，許多亞洲地區開始實施開
放政策來挽救不振之觀光經濟。

香港政府自本週起將取消來
港人士強制酒店隔離之要求， 日
本政府更將從今天起全面開放遊
客入境 ，唯有中國大陸仍然執行
清零政策 ，入境者仍然要有在酒
店隔離七天之要求。

早在二零二零年初新冠疫情
席捲全球時，各國紛紛關閉邊境
，大多數地區不允許非居民入境
， 造成巨大之経濟損失和人員死
亡 ，尤其是日本和香港更錯失了
許多召開大型國際會議之機會。

雖然新冠疫情並未全面消失

， 但是住院和死亡人數卻在下降
， 世衛組織也認為，新冠大流行
的結束己近在眼前。

在疫情猖獗期間 ，香港是管
控最嚴厲之地區， 曾經一度要求
入境者進行二十一天之強制隔離
， 目前只要求遊客在入境後几天
內做核酸檢測，同時進行家居監
測。

如今世界各國大部份地區已
経在爭先恐後開放邊境，爭取觀
光客之到來。

老實說， 這二年多來 ，對全
球居民而言， 是身體和和心理之
重大打擊， 但願平安日子早日來
到。

亞洲多地放鬆觀光救經濟亞洲多地放鬆觀光救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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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耶穌教會
True Jesus Church

中英安息日崇拜：週五晚上7:45週六早上10:45
中英文分組查經：週六下午1:30
英文兒童宗教教育：週六早上11:00 下午2:00

TJC

335 Avenue E,Stafford,
TX 77477

電話: (281)631-5260
網址: www.tjc.org
電子郵件: Houston@tj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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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克里姆林宮任命的刻松州(Kher-
son,也稱赫爾松)表示，該州持續遭到砲火的攻
擊，請求莫斯科幫助撤離平民。這是烏克蘭的
南部反攻，繼續取得進展的又一個跡象。 不
過，隨後他的副手又說 「沒有要撤離」，俄佔
區傀儡政權出現意見矛盾。

路透社報導，由普丁任命的刻松佔領區州
長薩爾多(Vladimir Saldo)在電報網(Telegram)上
說： 「刻松市每天都受到火箭彈襲擊，民用基
礎設施正在成為攻擊目標。因此，刻松政府決
定，居民應前往俄羅斯聯邦其他地區避難。」

「我們建議刻松地區的所有居民，如果他
們願意，為了保護自己免受飛彈襲擊，請去其
他地區。」他並補充說 「人們應該帶著孩子離
開。」

然 而 不 久 後 ， 副 州 長 斯 特 雷 穆 索 夫
（Kirill Stremousov）推翻了薩爾多的說法，否
認刻松必須疏散平民。

他的書面聲明補充說： 「刻松地區不可能
撤離，也沒有人計劃從該地區撤出俄羅斯軍隊
。」

刻松州是俄羅斯剛剛舉行公併併入其領土
的四個烏克蘭地區之一，基輔和西方都譴責此
舉是非法吞併。

刻松州大部分地區在開戰初期就被俄羅斯
佔領，首府刻松市也是俄羅斯唯一奪佔的州首
府。雖然如此，首府的烏克蘭百姓持續抗爭俄
羅斯佔領，並持續以不合作運動消極對抗佔領
軍。

烏克蘭多次向該州、該市居民喊話，表示
烏克蘭必然會收復。自8月以來，烏克蘭宣布
反攻作戰以刻松為主。基輔表示，已經奪回了
超過 1,170 平方公里的土地。刻松的地理位置
相當重要，它就在尼古拉耶夫與克里米亞之間
，一但烏克蘭成功奪回，就掃清進入克里米亞
半島的障礙。

俄羅斯刻松州長請求居民撤離 暗示烏軍即將反攻

英國政府正式通知業者：2027年底前5G全面移除華為
(本報訊）英國政府今天對國內35家寬頻

和行動網路業者及中國電信巨擘華為發出正
式通知，限期在2027年底前，將華為自英國
的5G公共網路徹底移除。

今天發布的禁令還包括立即停止在5G網
路裝設華為設備、在2023年1月28日以前將
華為自國家安全重要設施完全移除，以及不
在全光纖網路裝設任何受美國制裁措施影響
的華為產品。相關禁令有助英國達成在 2027
年將華為自5G網路 「清零」的目標。

英國數位部在發給華為的通知中，說明
禁令施行原因。數位部表示，華為的總部設
在中國，業務由中國端操控，而中國政府及
相關行為人曾經、預期未來仍將對英國實施
網路攻擊。中國政府及相關行為人持續尋求
利用電信服務設備和網路的弱點，以破壞它
們的安全。

此外，英國數位部指出， 「國家情報法
」等中國法律允許政府要求中國境內企業及
其員工從事 「對英國有害」的活動；就執法
實務而言，華為的員工甚至可能在公司不知
情的情況下，被中國政府要求配合行動。相
關法令賦予政府的權限意味華為的設備恐遭
秘密嵌入惡意功能。

數位部提到，華為在英國的 「光纖到戶
」（FTTP）及行動網路市場市占率高，2019
年7月的評估數據顯示華為在這兩大區塊的市
占率分別是44%、35%。華為的市占率和營運
規模恐構成英國對它的重度依賴、給英國的
關鍵基礎設施造成嚴重安全風險。

美國自 2020 年起對華為施加的一系列制
裁措施也讓英國政府對公司產品的品質與安
全性有更多疑慮。數位部指出，制裁措施迫
使華為必須改變生產方式，將越來越多的供
應鏈環節轉移至中國並增加使用中國技術，
這意味華為恐將使用更多未經測試、外界無
法確知的零組件和工具，恐有害英國國家安
全。

數位部並提到，根據美國制裁規定，華
為不得採購或製造在設計或生產階段含有美
國技術的設備，除非相關供應商事先取得美
國政府的出口許可，但據英方所知，目前還
沒有供應商成功取得相關許可，且主管機關
對這類申請案原則上採 「拒絕推定」（pre-
sumption of denial），即以 「不予許可」為通
則。

去年 11 月生效的 「電信（安全）法」
（Telecommunications （Security） Act）賦予
英國政府新權限，可基於國安考量對高風險
電信服務供應商嚴加管制。不過，根據法規
，在發布相關禁令前，政府必須與受影響的
國內外業者進行廣泛諮商。

在 「電信（安全）法」框架下，英國政
府今年8月底推出新規範，對寬頻和行動網路
業者大幅提高資安要求，業者必須積極採取
措施預防網路攻擊和敏感數據遭竊，並接受
通訊管理局（Ofcom）視察營運地點和系統。
疏於履行法定責任的業者恐面臨高額罰金，
相當於營業額10%或每日10萬英鎊。

22 歲的庫德族女子馬莎艾米妮（Mahsa
Amini）因為在公共場合違反宗教儀式與面紗
法律規定而被道德警察逮捕霸凌身亡, 所以在
伊朗掀起了激烈的社會運動，眾多婦女在全國
性抗議活動中燒掉頭巾和剪掉頭髮，象徵了向
傳統挑戰,伊朗官員承認，許多抗議學生被送往
精神衛生機構,伊朗教育部長在接受一家獨立的
改革派報紙採訪時證實，一些學生確實被關押
在改革和再教育的場所以防止他們從事“反社
會” 之行為。

現在伊朗政府的態度很明確, 那就是堅決
反對學生推翻傳統的束縛,勒令學生們必須循規
蹈矩繼續服從傳統的禮俗和行儀, 否則就會被
懲罰和處置, 這是一個正確的處理方式嗎? 不,當
然不是, 伊朗當局顯然並不明白年輕學子的心
聲, 在網際網路四通八達的今日世界, 原本閉塞
保守的年輕學子看到現代化民主國家的形形色
色、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 而他們卻被束縛在
傳統的衣著服飾之中, 他們又豈能容忍呢? 這就
是9月21日開始抗議活動的主因，現在他們要
求變革的呼聲日益高漲, 政府還能夠壓制多少?

事實上在2017年哈桑·魯哈尼總統執政期
間，在道德警察領導下，政府表示不再因違反
著裝規範而進行逮捕,但在易卜拉欣·拉西上任
總統後卻改弦易張，又回覆了傳統的規定, 並

且把這些規則變得更加嚴格, 所以這些抗議活
動就是明確表示，反對已經存在太久的兩極分
化的父權制。

在伊斯蘭教中，頭巾有了不同的含義和功
能, 根據《古蘭經》規定，成年婦女之身軀除
了面部與手足外，皆為羞體，所有女性都必須
完全遮蓋住她們的頭髮、脖子和耳朵，不得對
丈夫以及直系親屬以外的‘外邦’男性顯露，
以隱藏女性的身體吸引力，伊朗多年來，除了
哈桑·魯哈尼總統外, 其他總統都強制執行著裝
規定, 把頭巾與端莊聯繫在一起，並通過頭巾
而獲得了性私有化的功能。如今在強硬派總統
領導下更變本加厲, 所以示威群眾才高喊“婦
女、生命、自由”的口號, 就連男性也加入了
抗爭行列, 因為大多數年輕人都了解, 以頭巾來
遮蓋女人是不合理的, 尤 其是與宗教捆綁在一
起，並將其作為一種控制形式早已不合時宜,女
人不應該因為露出一點頭髮而受到懲罰，也不
該是信仰宗教的禁忌與道德約束。

現在伊朗的男女老幼，遜尼派和什葉派，
庫爾德人和波斯人，通通都已經憤怒走上街頭
抗暴, 如果執政當局繼續壓制下去, 情況將變得
更險峻, 歐美各國已相繼對伊朗當局採取制裁
手段,若不立馬擺脫不合時宜的神權政治枷鎖,
實施新政新規, 這個國家堪虞也!

【李著華觀點 : 向傳統抗爭
伊朗社會運動風起雲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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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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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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批準
向阿根廷發放38億美元貸款

綜合報導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執行董事會審核通過該組織對阿根廷

今年第二季度經濟狀況的評估，並批準向阿發放38億美元的貸款。此筆

款項是今年初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與阿根廷政府債務重組協議中規定分期

撥付給阿方的再融資貸款的壹部分。今年以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撥付

給阿方用於債務重組再融資的貸款已累計達175億美元。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格奧爾基耶娃7日對媒體表示，很高興看到阿根廷

季度經濟指標再度符合債務再融資協議規定的標準，她同時對阿根廷政府近期

采取的削減財政赤字、積極擴大出口、設立農產品出口匯率以增加外匯儲備、

協調各產業協調發展等措施表示贊賞。格奧爾基耶娃強調，實施穩健的宏觀經

濟政策和進行經濟結構性改革，仍將是推動阿根廷經濟向好發展的關鍵。

阿根廷經濟部發言人表示，新發放的貸款將繼續有助於緩解阿根廷經濟

壓力，增加阿根廷在國際市場的信譽，增強國際市場對阿根廷經濟的信心。

2018年下半年，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與阿根廷政府簽署為期三年的總

額約570億美元的貸款協議。但由於國內經濟形勢持續走低，2019年底

上臺的阿根廷新壹屆政府表示無力按期還債，並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啟

動債務重組談判。今年1月底，雙方達成450億美元債務再融資協議。

根據該協議，阿根廷必須完成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共同制定的經濟指標

，方能獲得為期30個月再融資貸款。其中的關鍵指標為阿根廷年度財政

赤字不得超過國民生產總值的2.5%、外匯儲備要達到58億美元以上，以

及央行對財政援助款項總額不超過國民生產總值的1%。

為確保達到上述相關指標，今年7月底，阿根廷政府建立了由經濟

部、生產發展部和農牧漁業部三部合壹的“超級”經濟部，並大幅調整

國內經濟政策。據阿根廷經濟部預測，今年第三、第四季度，阿根廷將

可基本實現協議規定的相關指標，因此，在年底前將有望獲得國際貨幣

基金組織撥付的另外壹筆63億美元的再融資貸款。

阿爾及利亞和歐盟重申
加強能源領域夥伴關系

綜合報導 阿爾及利亞能源和礦業部長穆罕默德・阿卡布與到訪的

歐盟委員會分管能源事務的委員卡德裏· 西姆森，共同主持了阿爾及利

亞—歐盟能源對話第四次高級別年度會議。

會後發表的聯合聲明強調，阿爾及利亞和歐盟重申了加強能源領域

夥伴關系的共同意願。

聲明中說，雙方討論了加強能源領域合作的方式和方法，希望通過專家

工作組繼續開展交流與磋商，以加強能源領域的合作。具體包括天然氣基礎

設施、天然氣市場、電力基礎設施、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等內容。

聲明還說，雙方希望會議上達成的共識，將於10月11日和12日在

阿爾及爾舉辦的第二屆阿爾及利亞-歐盟能源商業論壇期間得以落實，該

商業論壇旨在促進阿爾及利亞和歐洲公司在能源領域的投資與合作。

首批世界地質遺產名錄公布
希臘石化森林及火山口入選

綜合報導 近日，國際地質遺產委員會公布世界地質遺

產名錄，共記錄並評估了全球100處地質遺產，希臘米蒂利

尼的石化森林以及聖托裏尼的火山口入選。

報道稱，世界地質遺產名錄旨在記錄和評估全球地質

遺產古跡狀況，10月6日“世界地質多樣性日”當天公布

全球百大世界地質遺產，希臘米蒂利尼的石化森林景觀以

及聖托裏尼島的火山口景觀成功入選。

據介紹，石化森林景觀位於希臘萊斯博斯島東南岸的

米蒂利尼，這是壹個罕見的石化森林生態系統，其中包括

大量的石化樹木和動物化石，這些樹木和動物化石被火山

物質覆蓋，並在 1800萬年前形成了化石。內部的火山灰層

顯示出站立和躺臥的樹幹、樹枝、樹根、果實和葉子的化

石以及動物的骨骼和牙齒化石。

除作為地質景觀供遊客欣賞外，米蒂利尼石化森林還是地

球科學領域、地質災害和大氣變化等方面科學研究的重要場所。

聖托裏尼島的火山口景觀因其迷人的地貌、獨特的火

山構造和令人驚嘆的地質歷史，使其迅速成為旅遊業的焦

點，遊客可親眼目睹連續層層熔巖和火山灰。報道稱，此

地是壹部活的地球科學教科書。

支持率大幅下跌
英首相又與環保組織起激烈沖突！
綜合報導 英國新任首相特拉斯最近的

日子不好過。據報道，英國民調機構Opini-

um發布的最新數據顯示，特拉斯支持率大

幅下跌，目前已跌破前任首相約翰遜下臺前

的最低支持率。高達53%的受訪者認為特拉

斯應該辭去首相壹職。除此之外，特拉斯與

環保組織間的紛爭也愈演愈烈。

英國《衛報》稱，特拉斯在英國保守

黨年會上發表了她出任首相以來的首次黨

內演講，但環保活動人士卻打斷了她的講

話，並舉起印有“誰投票支持這個？”的

標語橫幅，譴責特拉斯“撕碎”了該黨在

競選宣言中關於保護自然的承諾。隨後安

保人員便在保守黨成員的噓聲中把抗議者

趕出了會議大廳。特拉斯解釋稱，抗議者

是“反增長聯盟”的人，其中包括反對派

政客、激進的工會、反“脫歐”的人等等

，她不會允許“反增長聯盟”阻礙英國發

展。綠色和平組織英國分部表示，特拉斯

內閣考慮的政策與2019年保守黨競選承諾

相矛盾的領域至少有7個，涉及環境保護

、氣候行動和工人權利等問題。環保人士

指責稱，“特拉斯把大部分計劃扔進了

碎紙機……這位首相正將她的政黨宣

言變成有史以來最長的虛假廣告。”

英國《泰晤士報》稱，英國慈善機構國

民信托負責人麥格雷迪表示，特拉斯正在

“妖魔化”環保主義者，她對此感到“憤怒

和擔憂”。此前，為應對能源緊張問題，特

拉斯宣布取消北海油氣的開采限制，新增

100多個開采許可，擴大核能和可再生能

源的使用。政府還表示，將在2023年年底

前重新審查或廢除英國“脫歐”後從歐盟

繼承的數百項法律，其中涵蓋水標準、空氣

汙染閾值，以及對稀有物種和脆弱棲息地的

保護。英國皇家鳥類保護協會、林地信托等

多個機構對此表示擔憂。

與環保組織的嫌隙加深對特拉斯來說

非常不利。英國《泰晤士報》稱，麥格雷

迪在接受采訪時表示，要動員570萬成員

發起壹場大規模的環境保護運動。這些成

員中有許多保守黨選民。美國《華盛頓郵

報》分析稱，雖然保守黨和特拉斯不會馬

上面臨危險，但如果保守黨認為特拉斯會

拖累他們，她可能會像約翰遜壹樣被“掃

地出門”。

國內時區著實不少，跨州旅行令人抓狂

澳大利亞人為“時差”煩惱！

位於南半球的澳大利亞在10月初開

始采用夏令時，澳大利亞雖然面積是世

界第六，但時區卻有10個之多。每年都

會有很多人吐槽時差問題以及“人造時

間”導致生物鐘錯亂，影響情緒和健康

，增加皮膚癌患病率，釀成更多交通和

醫療事故。夏令時加上相對無序的時區

和各州各行其是的節日，導致時間錯亂

，跨州旅行常常令人抓狂。

選不選夏令時各地自己作主
夏令時，又稱“日光節約時制”，

是壹種為節約能源而人為規定地方時間

的制度。1916年，德國首先實行夏令時

，目的是節約戰時能源。英法俄美澳等

國緊隨其後，但壹戰後所有國家旋即取

消了夏令時。二戰期間，這些國家二度

采用夏令時，但戰後再次取消。除了低

緯度熱帶國家，世界大部分國家都曾采

用過夏令時。目前使用夏令時的國家和

地區約有70個。

在澳大利亞，除了壹戰和二戰時期

外，是否采用夏令時完全由各地自行決

定。1968年，地處澳大利亞最南部的塔

斯馬尼亞州（塔州）成為戰後第壹個采

用夏令時的州。1971年，昆士蘭州、新

南威爾士州、維多利亞州、首都領地和

南澳大利亞州等地也相繼效仿，除昆士

蘭州，其他地方持續使用至今。實行夏

令時的地區每年春季10月第壹個星期日

2點快撥壹小時，次年秋季4月第壹個星

期日2點撥慢壹小時。

昆士蘭州在1972年放棄了夏令時，

盡管該州的第壹縷曙光最早出現在4點

15分。西澳大利亞州和北領地更接近赤

道，不差陽光，壹直拒用夏令時。

時區五花八門
除了夏令時，澳大利亞的時區也各

自為政，使統壹時間更難。國際上規定,

每隔15經度劃為壹個時區,全球可分為24

個時區。但考慮到“壹州不容二時”，

澳大利亞各州的區時並不以所在的經度

為準。

澳大利亞大陸的3個時區基本上以

州為單位劃界。其中，昆士蘭州、新南

威爾士州、首都領地、維多利亞州和塔

斯馬尼亞州劃歸為澳大利亞東時區+10：

00，比北京快2小時；南澳大利亞州和

北領地劃歸為澳大利亞中時區+9：30，

比北京快1.5個小時；西澳大利亞州劃歸

澳大利亞西時區+8：00，且不采用夏令

時，因此與中國的北京時間始終保持壹

致。

除了州不按經度劃分時區外，新南

威爾士州的布羅肯希爾鎮也制造了例外

。1895年澳大利亞確立標準時間，當時

該鎮只有直達南澳大利亞州首府阿德萊

德的火車。為了與鐵路聯系密切的南澳

大利亞州保持壹致，該鎮及周邊便采用

了南澳州的+9：30時區。

西澳大利亞州東南部和南澳大利亞

州西南部交匯處的壹個狹長地帶，采用

了更為怪異的中西時區+8：45。這個幾

千平方公裏的狹長地帶只有幾百居民，

聯邦和州政府因此也未過多幹涉。

除了澳大利亞大陸的4個時區外，

遠離大陸的周圍小島也有自己的時區。

其中，可可島為+6：30，聖誕島為+7：

00，諾福克島為+11：00。這些小島不實

行夏令時。離大陸較近、時區為+10：30

的勛豪爵島采用夏令時，但只快撥半個

小時。

這樣，面積排名世界第六的澳大利

亞，平時大陸和小島各有4個時區，夏

令時又額外多出2個，總時區達10個之

多。

“女王日”沒有統壹時間
澳大利亞節日慶祝時間也是政出多

門。以勞動節為例，西澳大利亞州的慶

祝時間是3月第壹個星期壹，維多利亞

州和塔斯馬尼亞州是3月第二個星期壹

，昆士蘭州和北領地是5月第壹個星期

壹，新南威爾士州、首都領地和南澳大

利亞州則是10月第壹個星期壹。縱向上

看，每個州的慶祝時間在每年也可能有

所不同。

曾作為澳大利亞名義國家元首的已

故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其生日“女

王日”在各地慶祝的時間也有所不同。

大部分州和首都領地都是6月第二個星

期壹。昆士蘭州2015年從6月改為10月

，原因是勞動節從10月提前到5月後，

10月有了“空檔期”。而西澳大利亞州

推遲到9月最後壹個星期壹，是為了與

自己6月的“州日”拉開距離，“好日

子”勻著過。

2022年 9月伊麗莎白二世去世、查

爾斯三世即位後，澳大利亞的“女王日”

也將變成“國王日”。具體慶祝時間會

發生多大程度的改變，也將由各個州和

領地自行決定。不過，從此前各地確立

的“女王日”來看，澳大利亞未來的

“國王日”也很可能沒有壹個是國王的

真正生日。伊麗莎白二世的生日是4月

21日，而澳大利亞各地自行選在6月、9

月和10月慶祝，最大“時差”竟長達半

年之久。追根溯源，這種滯後似乎也怨

不得澳大利亞。在英國，“女王日”也

推遲至6月慶祝。原因很簡單：6月倫敦

天氣好，方便舉辦慶祝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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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Google今天宣布，前美國總統川普自創的社
群媒體應用程式（App）Truth Social保證符合平台的有害內容
審核標準後，已獲准在Google Play商店上架。

法新社報導，川普在2021年國會大廈暴動後被禁止使用推
特（Twitter），之後推出這款App，但由於缺乏審核用戶自創
內容（包括暴力威脅）的有效系統，這款 App 先前一直未獲
Google Play商店批准上架。Google Play商店為Android智慧型
手機提供App內容。

Google表示，如今Truth Social已完成更新，以配合禁止發

布反感貼文的政策，同時也設立了通報、刪除不適當內容並封
鎖濫用者的有效系統。

Google發言人告訴法新社， 「應用程序只要符合我們的開
發者指南，包括可以有效審核用戶自創內容和刪除煽動暴力等
令人反感的貼文，就可以在Google Play商店上架。」

Truth Social可在其網站或Google線上商店以外的其他線上
平台提供其App。

川普媒體科技集團（Trump Media and Technology Group，
TMTG）執行長透過聲明表示， 「很高興能與Google合作，在

他們的協助下，我們終於可以把Truth Social帶給所有美國人，
無論他們使用什麼設備。」

TMTG於本月稍早宣布，使用韓國三星智慧型手機的美國
用戶現在可以使用 Truth Social 應用程式。三星手機有其專屬
App商店。

根據市場調研機構Counterpoint的數據，在美國智慧型手
機市場中，三星的市占率約為30%。

美國家安全戰略下的台海新局

美佛州派克蘭校園槍擊案 凶手逃死被判無期徒刑

（綜合報導）2022年10月12日美國拜登政府正式推出其
「美國國家安全戰略（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ctober 2022

），此為拜登政府在2021年1月就任後，隨即在2021年3月先
公布其 「美國國家戰略指導暫行本」（Interim National Securi-
ty Strategic Guidance）之正式版本。

經過後續一年多政情發展，拜登在多項政務推行上顯然未
若各方預期，聲望明顯下滑，各方開始懷疑其是否能夠順利完
成任期，甚至對其能否競選連任都大打問號。如今在拜登政府
面對期中選舉選情嚴峻形勢下，總算推出其 「美國國家安全戰
略」正式版本，其頁數雖然倍增至48頁，但內容對比前述在其
初掌政權所推出暫行本，將可顯現出拜登政府國安團隊在過去
1年7個月以來，整個規擘美國國家安全戰略之具體成果。

美國總統其實會運用此項文件，作為其向國會、盟友與支
持選民進行政策溝通與宣示依據，但各任總統對於產製此項政
策文件重視程度，確實是天差地別。解讀本份拜登政府 「美國
國家安全戰略」，吾人可確認下列初步結論：

首先就台灣（Taiwan）在該文件中之份量， 「維護台海和

平穩定對區域與全球的安全和繁榮至關重要，是國際社會關注
事務，也是美國長期利益所在。我們反對任何一方片面改變現
狀，也不支持台灣獨立。我們持續遵循《台灣關係法》、美中
三公報與六項保證為指引的一中政策。美國堅守《台灣關係法
》的承諾，支持台灣自我防衛，並維持我們的能力，抵抗任何
對台灣訴諸武力或脅迫。」所以吾人應可認識到台灣是從屬於
華盛頓應對北京之附屬單元，從此呈現出台灣問題與中國政策
之不可分割性，但卻未見得從整段老調重談中，足以證明拜登
政府有積極運用台灣牌對付北京之意圖。但在另外一句話中，
確實是看得出美國有意將歐洲盟友與夥伴拉進其印太戰略規劃
藍圖，但同時更刻意要將台海與台灣問題 「國際化」。

其次就是對北京在用辭用語上之轉變，或許就可顯現出拜
登政府心態有所轉變。在暫行本中，China出現過15次、北京
出現過 3 次，但從未出現過 PRC 用語。不過在正式版本中，
China出現過9次、Beijing出現過5次，但PRC卻被廣泛採用出
現共計46次。為何在用辭用語上有如此明顯轉變，確實是值得
思考。

再者就是在正式版本在其他各個地域都提到北京涉入其中
，當然這或可顯現出華盛頓確實是將北京視為全球性競爭對手
，芒刺在背感昭然若揭，但在論及太空之專節中，卻沒有提到
北京，難道中國大陸航天事業實力還不在華盛頓眼中，抑或是
美國認為其尚未具備競爭地位呢？這個點亦值得繼續關注後續
變化。

最後從這份政策文件看來，華盛頓確實是已經攤牌對上北
京，儘管到目前為止還是用competition來遮掩真實信念，但新
冷戰大概恐怕很難避免要登場。宋太祖趙匡胤伐南唐時說過：
「不須多言，江南亦有何罪？但天下一家， 臥榻之側，豈容他

人鼾睡乎？」所以不要看著這篇文件到處寫得是冠冕堂皇義正
嚴辭，但恐怕未見得是just cause，而僅僅是just because吧？

而我們身處在華盛頓與北京矛盾愈來愈深，對立愈來愈嚴
重夾縫中，到底要如何求生存？難道只能當馬前卒與炮灰嗎？
看到如此態勢，讓人想起印度教毗濕奴 Vishnu 第 8 個化身
Krishna神像乘坐著juggernaut往前衝，最後摧毀所有擋在車前
事物之瘋狂啊！

川普自創社媒川普自創社媒Truth SocialTruth Social獲獲GoogleGoogle批准上架批准上架

（綜合報導）美國佛州派克蘭（Parkland）的道格拉斯中
學2018年發生槍擊案，共有17人殞命，凶手克魯茲今天逃過
一死，陪審團決定判處他終身監禁不得假釋。

2018年2月14日情人節，克魯茲（Nikolas Cruz）拿著合
法購得的 AR-15 攻擊步槍，闖入他曾就讀的道格拉斯中學
（Marjory Stoneman Douglas High School）開槍濫射，造成 14
名學生與3名教職員工死亡，另有17人受傷。

法新社報導，經歷昨天一整天和今天簡短的討論後，陪審
團決定判處現年24歲的克魯茲無期徒刑。

死刑建議必須陪審團無異議一致通過，而12名陪審員中
，至少一人以上認為不應判處克魯茲死刑。

在判決宣讀當下，被告席上的克魯茲面無表情。旁聽席上
數名被害者家屬搖頭表示不敢置信。

克魯茲已於去年認罪，檢方主張應判他死刑，他的律師麥
克尼爾（Melisa McNeill）則稱克魯茲是個 「腦部損傷、有精
神疾病且受創」的人，呼籲陪審員對這名年輕人展現憐憫之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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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媒：韓國經濟亮起“紅燈”，外界擔心金融危機在韓重演

綜合報導 韓國《今日財經》報道

稱，由於原材料等進口價格上漲，8月

韓國經常項目收支時隔4個月再次轉

為逆差，為韓國經濟亮起“紅燈”。

在美聯儲通過貨幣緊縮政策吸走美元

流動性的情況下，韓國的美元供需陷

入混亂。外界擔心，1997年亞洲金融

危機和2008年金融危機可能在韓國重

演。

據報道，韓國央行7日發布的國

際收支臨時統計資料顯示，8月韓國經

常項目收支出現30.5億美元逆差。不

少經濟專家表示，在占韓國出口很大

比例的半導體貿易惡化的情況下，韓

國對華出口陷入困境。此外，因主要

產油國減產而再次上漲的國際油價也

給韓國進口帶來沈重負擔。對於美國

等擁有龐大經濟體量和巨額儲備貨幣

的國家來說，即使經常賬戶偶爾出現

逆差也沒有問題，但對於高度依賴進

出口的韓國而言，則全然不同。如果

經常項目逆差長期累積，最壞的情況

可能會導致外匯危機。

事實上，韓國從 1994 年 1 月到

1997年10月經常賬戶逆差長期持續，

進而引發外匯危機。2008年1-8月，全

球金融危機期間，韓國經常項目出現

逆差，引發韓國金融市場和實體經濟

動蕩。雖然韓國政府強調，發生經濟

危機的可能性“非常低”，但經歷過

1997年和2008年危機的人很難放下心

來。韓國漢陽大學經濟學教授夏俊慶

表示，從以往的慣例看，經常賬戶赤

字是造成外匯危機的重要原因，沒有

太多證據表明韓國的經常賬戶赤字將

很快得到修復。

《今日財經》另外壹篇報道稱

，為了擴大出口，韓國政府將支持

企業開拓中國市場，重點關註韓國

有優勢的領域，比如教育和醫療服

務。目前，中國是韓國最大的出口

目的地國，但隨著韓中兩國在半導

體、顯示器、石化等主要產業方面

的技術差距逐漸縮小，韓國對華出

口亮起紅燈。

韓國《朝鮮日報》發表評論稱，

面對來自美國的金融沖擊，韓國政府

的樂觀論岌岌可危。原本自滿的英國

也向外匯投機勢力屈服，匯率暴漲、

股價暴跌，任何國家都會遇到這種情

況。以美國劇烈上調利率為信號彈，

全世界打響了“匯率戰”。跨境外匯

投機勢力鉆“薄弱環節”空子，將

壹個個國家的貨幣和金融體系夷為

平地，而政府應對能力上暴露弱點的

國家，就會成為“獵物”。令人擔憂

的是，韓國在國際金融界被認為是

“薄弱環節候選人”。此外，俄烏沖

突讓天然氣混亂席卷歐洲，韓國遭遇

這種狀況只是時間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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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三名被菲警方拘押者，在

菲律賓國家警察拘留中心襲擊壹獄警，其

中兩位被當場擊斃；另壹位逃跑後挾持人

質，最終也被擊斃。

菲國家警察(PNP)局長通報稱，當日

清晨6點30分左右，壹名菲國警在國警拘

留中心分發食物時，被三名被拘押者襲擊

並刺傷了頭部和身體。

另壹名警察在監視塔樓上看到襲

擊事件，旋即開火，擊斃了兩名被拘

押者。

菲國警公共信息辦公室消息稱，另

壹名被拘押者逃跑後，進入菲最高法

院大樓，挾持了前參議員萊拉· 德利馬

。菲國警特別行動隊員將其擊斃，解

救了德利馬。

事發後，菲內政和地方政府部部長阿

巴洛斯(Benhur Abalos Jr.)看望德利馬，並

轉達馬科斯總統的關心。截至發稿時，受

傷的警察已被送往醫院治療，菲國警拘留

中心恢復正常。

據菲國警通報，三名被拘押者中，

蘇蘇坎是反政府阿布沙耶夫組織的領導

人之壹，曾在棉蘭老島參與綁架外國人

等，於2020年 8月 13日在達沃被捕。卡

賓托伊和蘇拉約是Dawlah Islamiya 恐怖

組織成員，他們於2019年在奎松市被捕

。三人涉嫌謀殺、綁架和非法拘留等刑

事案件待審。

日政府推振興旅遊業舉措
部分酒店“坐地起價”
綜合報導 日本當局定在10月11日放

寬邊境管制措施，恢復個人自由行和免簽

訪日，同時宣布日本人的旅遊優惠措施同

壹天開始實施。這是要在短期內振興日本

旅遊業的舉措，但是遊客增加促使壹些旅

館坐地起價，價格比去年同期高出三倍。

據報道，旅遊津貼能吸引日本人出

遊，但遊客數量也預計會增加，這給了日

本酒店漲價的最好借口。東京壹名不願具

名的女子說，原本計劃在有津貼的10月份

去富士山的山梨縣酒店住壹晚，但看了價

格表嚇了壹跳。

她說：“壹年前，我也訂了這家酒

店，那時不包括早午餐是1萬日元(100日

元約合4.9元人民幣——本網註)，但現在

網上的價錢是3.8萬日元。”由於比去年

貴了將近三倍，她說不得不另作安排。

報道稱，日本在2020年新冠疫情時推

出的旅遊優惠配套措施“大家去旅遊”，幾

度因疫情反彈而叫停。日本政府決定在進壹

步放寬入境管制之際，也宣布重啟這壹面向

日本遊客的旅遊津貼，出遊的日本人可在住

宿方面獲得最高5000日元的津貼。

不少日本網民近期就酒店漲價抱怨

稱：“政府給的那區區5000日元，根本起

不了作用。”

據報道，由於酒店漲價的事件鬧得沸

沸揚揚，日本國家旅遊局不得不出面解決

。國家旅遊局稱，已要求各地酒店做出承

諾，確保價格合理。

《朝日新聞》報道研判，這壹輪漲價

風短期內不會平息，原因是日本酒店在疫

情期間花錢整修，提升了酒店設備，在旅

遊旺季提高價錢，日本當局沒有理由管制

。壹些縣政府也出面袒護酒店的漲價風，

認為燃料價格高漲，酒店漲價理所當然。

“2022韓國文化節”在韓國首爾舉行
綜合報導 由韓國文化體

育觀光部和韓國國際文化交

流振興院共同主辦的 2022韓

國 文 化 節 (“K-Culture Festi-

val2022”)在韓國首爾舉行。

本屆文化節口號為"IN-

TO THE-K"，準備了多種類

型的活動。除了韓國電視劇

之外，觀眾還可以欣賞到包

括韓國流行音樂(K-pop)、獨

立音樂和嘻哈音樂在內的多

樣化音樂，以及參與韓國文

化為主題的遊行活動。此次

2022 韓國文化節還將成為推

廣韓國文化相關產業的壹個

平臺，包括韓國食品、美容

產品和服務等。

韓國文化體育觀光部官

員表示：“今年的第三屆韓

國文化節將為來自世界各地

的觀眾和藝術家提供契機，

讓他們能夠體驗與韓國文化

有關的各種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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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鈺）泰晤士高等教育
（THE）12日上午發布2023年度世界大學排名結
果，香港的大學創出佳績，首次有5所大學位列全
球百大，當中以香港大學排第31位全港最高，而
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理工大學及香港城市大學亦
創下自參與THE排名以來最高名次，城大更較去
年攀升超過50名。THE12日回覆香港文匯報查詢
時指，緊密的國際聯繫一直是香港的強項，而隨
着粵港澳大灣區全球影響力的提升，加上香港與
內地大學持續加強協作，令香港於研究範疇得以
蓬勃發展，形容香港高等教育正經歷“強大的一
年”。

THE最新世界大學排名根據教學、研究、論
文引用、國際展望及行業收入5個範疇共13項績
效指標評分，今次共有來自104個國家和地區的
1,799所大學上榜。其中，英國牛津大學連續第七
年排第一，美國哈佛大學緊隨其後，英國劍橋大

學及美國史丹福大學並列第三。
香港各大學本年度表現出色，首次有五校位

列全球百強，包括港大（31 位）、中大（45
位）、科大（58位）、理大（79位）及城大（99
位），除港大外四校名次均較上年度提升，而中
大、理大及城大的名次，更創下其自2011至2012
年參加THE排名以來的新高。

另香港浸會大學亦有上榜，位列501-600的檔
次。以亞洲地區計，則由內地的清華大學（全球
16位）及北京大學（全球17位）佔據首兩名，新
加坡國立大學（全球19位）及港大則排第三及第
四。

因應香港排名情況，THE回覆香港文匯報
指，國際化及論文引用是香港院校表現最強的範
疇，而行業收入則是進步最大的部分，分數較上
年度大增23%，而對比數年前香港只有三所大學
進入全球百強，今年則增至五所，形容香港正經

歷“強大的一年”。THE表示，受惠於大灣區發
展及與內地大學緊密協作，排名數據說明，香港
高等教育具備“真正樂觀的理由”。

對於在今年排名創出佳績，中文大學校長段
崇智指結果反映了中大成員追求卓越的堅持，為
大學仝人的努力深感鼓舞。他表示，現時是在香
港發展成知識型經濟，積極融合國家發展大局的
關鍵時刻，本港大學已準備就緒，助力香港成為
國家與世界的超級樞紐，中大將繼續發揮所長，
肩負重任，邁步向前。

城大上升52位 進入全球百大
理工大學校長滕錦光表示，排名佳績是對理

大同仁努力追求卓越教學及科研的肯定，理大將
繼從排名及其他評估中查找不足，不懈努力，希
望在未來為香港、國家及世界的發展作出更大貢
獻。

城市大學則表示，今次成為世界前百名大學
的國際認可來得較遲，該校會推展前瞻性高等教
育，矢志為社會及高教注入能量。

內地大學潛力驚人
另一方面，內地大學排名表現亦相當突出，

今次有7所大學進入了世界百強，除了清華大學、
北京大學外，還有復旦大學（51位）、上海交通
大學（52位）、浙江大學（67位）、中國科學技
術大學（74位）、南京大學（95位）；內地進入
200強大學更有11所。

THE指，內地大學在排名中的崛起和上升潛
力驚人，隨着內地大學不斷提升競爭力，並在研
究領域取得領先地位，現時內地大學學術研究產
出量已經超過了美國，而質量上也在迅速提高，
如果內地能保持目前提升研究質量的趨勢不變，
“我們將在未來幾年看到內地超越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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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衞局准緊急使用復必泰幼兒配方
接種點整合後每日可打6.3萬劑 倘需求增加仍可應付有餘
香港12日新增 4,788 宗新冠肺炎確診個

案，再多9名確診者離世，9間學校各有一個班

別有聚集性傳染，需停課一周。另外繼早前有兩間中學

的籃球隊爆疫後，12日再有一間學校的排球隊出現多宗

個案，相關班別需停課一周。此外，香港醫務衞生局局

長12日認可復必泰疫苗的兒童及幼兒配方在香港緊急使

用。香港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蓓茵呼籲市民外遊前，

為年幼子女接種疫苗，政府整合疫苗接種點後，每日接

種量高達6.3萬劑，方便市民接種。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香港12日再多5宗XBB亞系輸入個案，使
累計的XBB個案增至6宗。香港理工大學醫療
科技及資訊學系副教授蕭傑恒表示， XBB.1暫
時是免疫逃逸能力最強的變異病毒株，它是
BA.2.10和BA.2.75兩種病毒產生的新變種，目前佔

全球個案約1%，暫時未能確定會否成為香港主流病毒株，但他預料
今年冬季可能會不斷出現變種病毒。

香港生署12日公布，公共生化驗服務處在輸入個案當中，再發
現5宗XBB亞系個案，涉及1男4女，年齡介乎34至65歲，均是無症狀感
染，患者分別由本月4至9日，由英國、新加坡、印度及泰國抵港。截至12
日，香港累計6宗XBB及1宗BA.2.75.2亞系輸入病例。

蕭傑恒12日出席電台節目時表示，XBB.1變種病毒最先在新加坡發現，隨後尼
泊爾及孟加拉也出現較多個案，其免疫逃逸冠絕所有新冠病毒，相信傳染性會更高，惟很
多免疫逃逸能力的測試都是體外實驗，未必反映接種新冠疫苗後的實際情況。他強調，市民完成
接種新冠疫苗後產生的T淋巴細胞，仍有效預防變異病毒引起的重症。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冬季或不斷現變種病毒

資料來源：
香港醫管局、

衞生防護中心
整理：香港文匯報

記者 文森

院舍及學校疫情
◆3間院舍出現傳播，涉6宗確診個案，共6名院友需要檢疫
◆471間學校共呈報682宗陽性個案，涉及555名學生及127名教職員
◆10間學校的9個班別和1個排球隊有聚集感染，需要停課一周

變異病毒
◆懷疑BA.4或BA.5亞系個案佔比約94.1%；BA.2.12.1個案略減至1.3%
◆新增5宗XBB亞系輸入個案，累計6宗XBB及1宗BA.2.75.2亞系輸
入個案

醫管局概況
◆現有1,621名確診者留醫治療，其中222人為新增病人

◆新呈報3人危殆及3人嚴重。目前合共有31名危殆
及23名嚴重病人，當中12人正接受深切治療

•本地感染：4,420宗
•輸入個案：368宗
•新呈報死亡個案：9人
•第五波累計死亡個案：10,033宗

新增總
確診個案：

4,788宗
12日疫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
森）7名私家醫生涉嫌濫發共
兩萬多張“免針紙”，香港大
學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栢
良12日指出，糖尿病、心臟
病、中風和皮膚敏感等病患，
並非不宜接種新冠疫苗的原
因，按照生署的指引，相信
全港只有幾百至幾千人是真正
基於醫學理由而不適合打針。

何栢良12日接受電台節
目訪問時指出，“免針紙”與
醫學報告有分別，“免針紙”
是有法律基礎，醫生在簽發時
要守法，要根據相關法例基
礎，並嚴格遵守指引，如果病
人不用住院，可正常起居飲
食，難以被評為“未控制好、
嚴重慢性病患”，因為如屬嚴
重病情及未受控，按常理應住
院。

他指出，科興及復必泰
疫苗有其藥物標籤表明涉及
的禁忌症，持有“免針紙”
的市民，要分別對復必泰及
科興疫苗有最少一種禁忌
症，才算是不宜接種，相信
同時涉及對該兩款疫苗有禁
忌症的市民比例很低，因此
醫學理由不適宜打針的人
數，全港不會多達數萬人，
“700 多萬人要符合以上的
條件，肯定沒有幾萬人，只
有很少，可能是幾百人。”
他續指，有市民即使曾接種
復必泰後患心肌炎，如果對
接種科興沒有禁忌症，都不
屬於豁免接種對象。

他又指，各種長期病患
包括糖尿病、腎病、肝病、
心臟病、中風和皮膚敏感
等，都並非不宜接種新冠疫
苗的原因，並舉例指曾心臟
病發或“通波仔”的病人，
兩周至4周後都可以接種新
冠疫苗。他強調，醫生簽發
“免針紙”要按證據，如隨
便填寫病人不宜打針的原
因，未必符合生署指引，
會有後果。

針對仍對疫苗有誤解的
市民，何栢良說，政府應多加
解說及鼓勵，就不適宜接種本
港現有兩款疫苗的巿民，可考
慮引入第三款疫苗，作為雙贏
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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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生防護中心12日公布，兩間安老院舍共有4名院友及1名
員工確診，5名院友被列為密切接觸者；1間殘疾人士院舍有1

名院友確診，1名院友被列為密切接觸者而接受檢疫。學校方面，新
呈報682宗陽性個案，分別來自471間學校，涉及555名學生及127
名教職員。

醫務生局局長批准復必泰疫苗的兒童及幼兒配方在香港作緊
急使用。特區政府發言人12日表示，顧問專家委員會早前已向醫務
生局局長提交建議，認為在現時疫情下，認可使用復必泰疫苗的
兒童及幼兒配方作為預防新冠病病毒，效益大於風險。特區政府與
疫苗製造商商討進度良好，正等待製造商提交供應兒童及幼兒配方
的時間及資料。

增設9個新冠疫苗接種點
為方便市民接種新冠疫苗，並釋出原來的康體場所，香港特區政府12日

宣布，本月內在交通方便或人流暢旺的地點，陸續增設9個新冠疫苗接種
點，包括7個私家診所接種站及兩個社區疫苗接種站。當各新接種點投
入服務後，將於本月底關閉5間社區疫苗接種中心和1間短期社區疫苗
接種中心。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楊何蓓茵12日巡視黃大仙廟宇廣場的社區
疫苗接種站後表示，關閉的5間社區疫苗接種中心將歸還香港康文
署開放予市民使用。接種點整合後，每日可接種量約為6.3萬劑，
而目前每日實際接種量為1萬至2萬，料即使需求量增加仍可應付
有餘。

◆◆楊何蓓茵楊何蓓茵((右三右三))1212日巡視黃大仙廟宇廣場的社日巡視黃大仙廟宇廣場的社
區疫苗接種站區疫苗接種站。。 楊何蓓茵楊何蓓茵FbFb圖片圖片

◆◆““黃大仙廟宇廣場社區疫苗接種站黃大仙廟宇廣場社區疫苗接種站””1212日起為市民服務日起為市民服務。。圖圖
為市民在疫苗接種站等候接種新冠疫苗為市民在疫苗接種站等候接種新冠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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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3日，我們驚喜地發現，實驗組的
擬南芥（小南）開花了，看來經過基因編輯的
早開花種子，開花期真的提前了很多。”在
“天宮課堂”第三課的天地連線中，雲南大理
實驗小學六年級的梅子言向在問天艙的航天員
老師，報告了他們在“天地共播一粒種”中，

種下的擬南芥的最新情況。梅子言興奮地說，9月9日播種以
後，他們每天都認真觀察記錄，現在看到“小南”開花了，非常
期待地面的“小南”能與太空站的“小南”一起成長，早日完成
從種子到種子的實驗。

雲南小學生細心培育觀察
今年9月9日，雲南大理實驗小學參加了“天地共播一粒

種”——青少年與航天員一起種植物科普活動，學校的學生一共
種植了12組擬南芥種子和6組水稻種子。當天，學生們在科學教
師的指導下，配置營養液、在土壤盒內裝入土壤、安裝種植板、
種植種子、加注營養液。在種植完畢後，同學們將自己的植物帶
回家管理，並觀察記錄相關數據。

“種子種下過了三天，對照組和實驗組的‘小南’都先後
發芽了，芽非常小，呈橢圓形，又過了十天，實驗組的生長速度
就明顯超過了對照組，率先長出了第四對葉子。”梅子言記錄下
了擬南芥種植的情況。他說，在觀察過程中，他們還驗證了植物
的向光性，而就在10月3日那天看到了“小南”開出了白色的小
花，他們都感覺非常的欣喜，趕緊去看對照組的“小南”，卻發
現這時它們的花莖還未從心葉中間抽出來。這讓他們切實看到了
經過基因編輯的早開花種子，花期真的像預期一樣提前了很多。

望完成從種子到種子實驗
在問天艙裏，航天員通過直播也向大家展示了在太空中種植

的擬南芥的情況，有兩棵“小南”已經在種植孔裏開花了，航天
員老師說，就像同學在地面看到的“小南”的花一樣，它的花也
是非常的小。在給它們拍照之後，航天員對太空中培養的“小
南”進行了採集。

看到太空中的“小南”，梅子言和孩子們更加期待着天地同
種的“小南”都能健康成長，早日共同完成從種子到種子的實
驗。 ◆香港文匯報記者 譚旻煦 雲南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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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9 月 9
日，雲南大理實
驗小學的學生在
學校種下“小
南”。

受訪者供圖

◀10月 7日，實驗組“小
南”（右）和對比組“小南”
成長的差異已非常明顯。

受訪者供圖

◆◆ 1212日日，，收看收看““天宮課堂天宮課堂””第三課的雲南省大第三課的雲南省大
理新世紀中學的學生與航天員對話理新世紀中學的學生與航天員對話。。 新華社新華社

◆◆ 香港培僑中學師生觀看香港培僑中學師生觀看
““天宮課堂天宮課堂””第三堂直播第三堂直播。。

2022年10月12日16時01分，“天宮課堂”首次在中國太空站問天艙開講，新晉“太空教師”、神

舟十四號乘組航天員陳冬、劉洋、蔡旭哲為全國青少年帶來一場精彩的太空科普課。“‘小南’非常適應

太空生活，長得非常好”，陳冬這樣介紹擬南芥“小南”在太空站的生長情況，這也是太空植物首次出現

在天地連線的直播鏡頭中。在香港通過直播觀看“天宮課堂”的學生對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看到太空植

物的生長，聆聽“太空教師”的講解，真正體驗到“世間萬物無奇不有”這句話，更激勵自己要多探索未

知，不斷進步。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凝哲、金文博 北京、香港連線報道

神舟十四號乘組12
日進行的第三次

“天宮課堂”時長約
50 分鐘。授課一開
始，“太空教師”們
先向同學們介紹了首
次 啟 用 的 太 空 教
室——問天實驗艙。
陳冬說，問天艙有更多
新的科學實驗櫃。其中
的生命生態實驗櫃，是以
生物個體為研究對象的實
驗平台，由一個個像小房間
一樣的模塊組成，每個房間對
應不同的研究對象，就彷彿是動
植物的太空旅館。備受關注的擬南芥
“小南”和水稻“小薇”就住在這個實
驗櫃裏。

太空種糧食 期待實現“禾下乘涼”夢
在本次太空授課中，陳冬直播演示

採集擬南芥標本的全過程。“小南”首
先轉移到科學手套箱中。陳冬佩戴上助
力實驗的MR眼鏡，通過眼鏡的視野，
地面上的人們也可以清晰看到手套箱內
的一舉一動。陳冬通過語音控制MR眼
鏡拍攝擬南芥的圖片並傳回地面。他小
心地拿出剪刀採集樣品，並將其裝入凍
存管中，待返回地球時將它們交給科學
家研究。“非常期待能夠在太空站收穫
我們自己種植的糧食，說不定在不久的
將來，在月球甚至在火星我們都能實現
袁隆平院士的禾下乘涼夢。”陳冬說。

劉洋展示了另一種在太空中生長的
植物水稻“小薇”。經過70多天的生
長，水稻種子已經長成一棵棵水稻植
株。這次實驗的重要目標，就是要實現
水稻從種子到種子全生命周期的培養。
在生長盒裏，住着高稈和矮板兩種水
稻。在地面上，剛剛萌發的水稻葉尖上
會有“吐水”現象，這在微重力環境中
更容易觀察到。

香港多個平台包括港台電視等當天
都有同步直播，部分學校亦有組織學生
收看。

在喇沙書院，香港特區政府教育局
局長蔡若蓮與約百名學生一起觀看直
播。蔡若蓮在社交專頁表示，雖然今次
香港學生只能“觀”課，卻是樂在其
中，非常投入，同學在課堂後更提出不
少有趣、有質素的問題，可見活動不僅
增長了他們的太空科技知識，更激發了
他們探索宇宙奧秘的熱情和追尋知識的
動力。

在培僑中學，中五生李耀庭在課堂
中留意到航天員和地球上分課堂的學生
一起進行植物生長研究和採集示範。
“當我看見同一種植物在不同的環境或
重力有不同的生長方向和發展，第一刻
的反應是十分驚訝的，真正體驗到‘世
間萬物無奇不有’這句話！同時這也證
明我們還有很多很多未知的知識需要學
習和探索，才能不斷地進步，創建更美
好的生活！”

李耀庭表示，“天宮課堂”的實驗
都是平時在地球環境很難看到的，在這
次的“天宮課堂”中也了解到很多有關
中國太空站的工作設備，進一步認識航
天生活。雖然本身是主修文科的高中
生，但是他卻對航天科技充滿好奇，更

會去主動接觸。“我
認為生活想要變得
更好或者更方便，
仍然需要科技力量
的支持，對科技有
一定的認識有時還
可以融入和輔助自
己的學習與工作，
百利而無一害。”
他又表示，通過

觀看“天宮課堂”三
位航天員所做的科學實
驗，認識到很多新奇有趣
的知識，了解到科技的日新

月異和高深，使他對航天科技
又多了些興趣。“雖然自己是文

科生，但也希望自己能在未來國家的
航天事業中，貢獻自己的綿薄之力！”

盼港生入選載荷專家 登“天宮”去出差
“當真讓我獲益良多！”中三學生

陳映霖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在這次
“天宮課堂”中，航天員們的有趣講解
啟發了她對航天科學研究的興趣，航天
員們同時也用了精彩的實驗，去解釋很
多平時大家較少機會接觸的科學知識，
她很想有機會問問航天員們：“是什麼
鼓勵着你們在遙遠的太空中進行科研工
作？”而對於國家開始在港澳地區選拔
載荷專家，她認為這無疑在未來給香港
學生提供了更多的機會參與國家航太科
技發展。

熱愛物理科的她透露，未來希望能
成為一名老師，將知識傳遞給一代又一
代的學生，為國家培養潛在的航天員和
載荷專家。

培僑中學校長伍煥杰提到，學校正
籌備成立一個興趣愛好小組，組織師生
持續關注“天宮”太空站的發展和“天
宮課堂”的舉行，同時也邀請師生們建
議一些科普天地實驗，並希望向“天
宮”推薦，以此提升學生們對航天科技
的興趣，配合國家在香港地區招募載荷
專家，期盼將來有學生能夠成為祖國的
航天員。“登上‘天宮’去出差！”

◆ 在河南省科技館“天宮課堂”分課
堂，學生邊收看邊做實驗。 新華社

問天艙首開課 激勵港生追夢“問天”
航天員精彩科普 太空植物採集首次天地連線直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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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日報：防疫躺平不可取躺贏不可能
連續三天發文強調堅持動態清零符合國情 守住不發生規模性疫情底線

香港文匯報訊 《人民日報》10月12日再發表署名“仲

音”的評論文章，強調“躺平”不可取，“躺贏”不可能。這

是該報連續第三天在第二版的顯著位置發文強調堅持“動態清零”。

此前兩天《人民日報》連續在第二版
發表署名評論文章，分別是10月

10日刊發的《增強對當前疫情防控政策
的信心和耐心》，強調“‘躺平’沒有
出路，堅持就是勝利”。10月11日又刊
發《“動態清零”可持續而且必須堅
持》，再強調“越是這樣的時候，越要
深刻認識到‘動態清零’可持續而且必
須堅持”。

《人民日報》在最新的評論文章中
說，世界衞生組織10月10日公布的數據
顯示，全球累計新冠確診病例數已超
6.18億例，死亡病例數超653萬例，今年
以來全球死亡病例數已超百萬例。當前
全球疫情仍在高位流行，病毒仍在不斷
變異，這深刻警示我們，“躺平”不可
取，“躺贏”不可能，堅持動態清零才
能最大程度地避免疫情失控造成巨大損
失。

“躺平”增新變異毒株出現風險
“衡量一種大流行疾病的危害程

度，群體的視角最為重要。截至9月28
日，我國60歲以上老年人完成全程接種
人數佔老年人口的比例為86.26%，還有
相當部分老年人尚未完成全程接種和加
強免疫接種，加上相當數量的兒童和有
禁忌症無法接種疫苗的人群，疫苗接種
率尚未形成足以抵抗重症和死亡的屏
障。”文章強調，一旦放鬆疫情防控，
勢必會在短期內造成大量人群被感染，
出現大量重症和死亡病例，造成醫療資
源擠兌，讓正常的醫療服務需求得不到
解決，形成惡性循環。從實踐看，正因
為堅持“動態清零”，才最大限度保護
了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實踐充分
證明，動態清零符合國情、符合科學、

有效可行，堅持動態清零實質就是堅持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文章以日本、美國為例，指出“躺平”
沒有出路，消極防疫後果嚴重。“躺平”
增加了新的變異毒株出現的風險。新冠病
毒變異和進化存在不確定性，感染病例越
多，病毒變異的機會也就越多。放鬆防控
將大幅提升病毒變異風險，而新的變異毒
株出現後又可能帶來新的傳播風險和感染
威脅。

近日，中國已有多地檢出BF.7變異株，
比以前的病毒傳播速度快、傳染力強、代
際間隔更短，極易造成大面積傳播。這警
示大家，必須毫不動搖堅持“動態清零”
總方針，毫不鬆懈抓好常態化疫情防控，
牢牢守住不發生規模性疫情的底線。

以時不我待精神抓實抓細防疫
文章進一步指出，一些國家選擇

“躺平”，採取“與病毒共存”政策，
不是因為不想防控疫情，而是無法防控
也沒有能力防控。這些國家經過多種嘗
試後，找不到一種理想的控制新冠疫情
策略，乾脆選擇“躺平”，這恰恰是由
於前期未能及時有效控制疫情，已經失
去了“動態清零”的機會。一旦感染和
死亡人數大幅上升，往往又會收緊防控
策略。

文章最後呼籲，當前，國內外疫情防
控具有複雜性、艱巨性、反覆性。以時不
我待的精神抓實抓細疫情防控各項工作，
進一步磨礪責任擔當之勇、科學防控之智、
統籌兼顧之謀、組織實施之能，不斷提高
科學精準防控水平，我們一定能用最小的
代價實現最大的防控效果，最大限度保障
人民生命健康，最大限度減少疫情對經濟
社會發展的影響。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及中國外交部網站報道，中國
外交部發言人毛寧12日在例行記者會上回答有關中國經濟形
勢與防疫政策的提問時表示，只有防住疫情，經濟才能穩住，
如果算總賬，中國的防疫措施是最經濟的，效果也是最好的。

法新社記者在當天的記者會上引述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的預測，指今年中國經濟增長將會降至40多年來
第二低水平，並將此歸咎於“動態清零”政策。中方對此
有何評論？

毛寧表示，這個問題建議你向主管部門詢問。面對複雜
嚴峻的國際國內形勢，中國經濟頂住壓力，總體呈現穩定恢
復態勢，繼續運行在合理區間。中國經濟韌性強、潛力大、
空間廣的特點沒有變，中國經濟長期向好的基本面也不會改
變。

“至於疫情防控政策，我想說的是，只有防住疫情，
經濟才能穩住，如果算總賬，中國的防疫措施是最經濟
的，效果也是最好的。”毛寧說。

外交部：只有防住疫情 經濟才能穩住

◆《人民日報》10月12日發表評論文章，強調“躺平”不可取，“躺贏”不可能。圖為10月11日，內蒙古呼和
浩特市，市民進行核酸檢測。 中新社

2022年10月13日（星期四）中 國 經 濟3 ◆責任編輯：何佩珊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紹基

全球釀“完美風暴”經濟恐更壞
IMF降明年增長預測“鱷王”警告痛苦蔓延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下調明年全球經濟增長預測，加上市場觀望美通脹數

據，港股12日曾跌近400點見16,438點，續見11年新低，收報16,701點跌131

點，成交1,128.02億元（港元，下同）。IMF指出，全球金融穩定風險增加，風險明顯偏

向下行，而“最壞情況仍未出現”。至於“鱷王”達利奧亦警告，經濟正面臨“完美風

暴”，經濟痛苦將蔓延。

IMF在《世界經濟展望報告》預計，全球經濟增長率預計會從2021年
的6%，降至2022年的3.2%和2023年的
2.7%，前者與7月預測值持平，後者則較7
月預測值下調0.2個百分點。報告解釋指，
當前全球經濟活動普遍放緩，且比預期更
嚴重。通脹正處幾十年來高位、多數地區
金融環境不斷轉差、烏克蘭危機及新冠疫
情持續等，都對全球經濟造成嚴重影響。

港股連跌5日 累挫1386點
恒指12日曾跌近400點，低見16,438

點，續見11年新低，全日跌幅略收窄至
131 點，收報 16,701 點，成交回升至
1,128億元。港股連跌5日，累跌1,386
點。亞太股市除韓股及A股外，其他市場
都向下。全球最大避險基金橋水創辦人、
人稱“鱷王”達利奧警告，通脹居高不
下，全球央行都大幅加息，一場“完美風
暴”正在形成，將使美國甚至全球經濟痛
苦。

達利奧表示，聯儲局和美國政府在疫
情期間，創造大量債務和信貸，促使經濟
上行，同時也創造一個巨型泡沫。如今聯
儲局急踩“剎車”，將為經濟帶來巨大倒
退。在“不可調和的差異”和持續擴大的
貧富差距，將造成美國國內緊張局勢，再
加上國際政局衝突，正助長了這場“完美
風暴”。

IMF也表示，除發達經濟體今年經濟
增長被向下修訂至2.4%外，新興市場和發

展中經濟體明年增長也被下調至3.7%。當中，中國經
濟預計今年增長3.2%，明年將增長4.4%。 在此背景
下，全球金融穩定風險將增加，主權部門和非銀行金融
機構的金融脆弱性將加劇，而一些關鍵資產市場的流動
性也會繼續惡化。同時，IMF指，利率和風險資產的價
格極不穩定，反映出經濟和政策前景巨大不確定性，而
“最壞情況仍未出現”。

IMF：全球經濟明年衰退
IMF透過對銀行的壓力測試，預計全球經濟

在明年將陷衰退，多達29%的新興市場銀行將違
反資本充足率要求，要填補資本缺口將需逾2,000
億美元。IMF建議，各國央行必須果斷控制通
脹，發展中經濟體應更努力地遏制高債務所帶來
的風險，政策制定者應遏制金融脆弱性進一步增
加。

觀望美通脹 後市恐穿萬六
信達國際研究部董事趙晞文表示，隔晚

美股標指及納指已連跌5日，顯示投資者都
在觀望美國通脹數據，資金入市意慾低迷。
此外，市場對內地經濟復甦的進度高
度不確定，甚至對後市擔憂，所以股
市還會繼續下試2011年10月低位，即
約在16,000點關口，才會再有初步的
承接出現。

英倫銀行確認，將不會延長緊
急買債計劃，但市場仍憂慮英國經
濟前景，在英國有業務的股份續受
壓，長建大跌近5%，渣打及保誠齊
跌逾3%，匯控再跌2.5%。

富達：內地有放寬政策空間

◆◆恒指連跌恒指連跌55日日，，1212日續日續
見見1111年新低年新低。。 中通社中通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樂）近日環球金融市場表
現波動引發市場關注。富達國際基金經理人王陶沙12日
表示，雖然內地房產債務問題與內地新冠疫情反覆對內
地股市有負面影響，但內地已放寬部分房地產調控措
施，而且內地通脹較歐美多國溫和，有進一步放寬政策的
空間，將有助支持內地經濟、企業盈利與股市表現。

王陶沙續表示，俄烏衝突令傳統能源價格上漲，但綠
色發展是全球發展所趨，長遠看好內地電動車電池行業發
展，以及內地太陽能和風能等與潔淨能源相關產業之發
展。富達國際宏觀及策略配置全球主管Salman Ahmed12

日表示，由於美國勞動市場仍然健康，預計美聯儲將會繼
續加息以壓抑美國通脹，而本輪加息周期聯邦基金利率或
會升至4.5%，但美國經濟則可能於明年第二季或第三季陷
入衰退。

至於歐元區，Salman Ahmed則認為歐洲央行難以持
續加息，因為由俄烏衝突引發的能源危機，將令歐元區陷
入經濟衰退風險。在資產配置上，Salman Ahmed指，由
於美聯儲持續加息，令資金回流美國，因此該行較看好美
元，亦較為看好美股與投資級別債券。另外，較看淡歐洲
（英國除外）股票與新興市場債券。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IMF)與與““鱷王鱷王””達利奧達利奧
同樣對全球經濟呈負面看法同樣對全球經濟呈負面看法。。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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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本月11日起開放18歲以上民眾
接種莫德納BA.1雙價次世代疫苗，首日接種接
種人次創新高，共6.8萬人次，目前次世代疫苗
累計接種52萬1659人次。公衛學者指出，確診
康復者接種次世代疫苗，可形成雙層防護，打
造全民免疫防火牆，防範年底前BA.5大型群聚
感染。

台大公衛學院教授陳秀熙表示，根據美國
最新回溯性大型研究，接種原始株疫苗追加劑
的族群，預防住院急診效益會在接種6個月後
降到5成；由於台灣民眾普遍接種原始株疫苗
追加劑已超過6個月，推估疫苗的重症保護力
已經降到一半以下，此時需仰賴次世代疫苗以
避免疫苗失效。

陳秀熙指出，國內感染BA.2人數眾多，自

然感染加上次世代疫苗接種，可以形成雙層防
護，打造全民免疫防火牆，可避免 10 至 12 月
BA.5流行造成社區或職場大型群聚感染。

台北市立聯合醫院急診醫學科醫師賴昭智
也說，感染康復者接種疫苗產生的免疫力，比
未曾感染者增加25到100倍，對變種病毒有更
廣泛的交叉保護力，可預防再感染。

另台南市一名里長接種次世代疫苗隔日猝
逝，快篩結果為陽性，民眾是否要在接種疫苗
前先快篩，避免不良反應？指揮中心發言人莊
人祥表示，目前建議確診者間隔3個月再接種
疫苗，主要是考量感染後短時間重複感染機率
低，且擔心接種後症狀和確診症狀混淆，並沒
有建議接種疫苗前要先快篩。

（中央社）現在每天約1萬名學生確診，但更寬鬆校園防疫
新制今起實施，教育部長潘文忠昨表示，新制是要讓校園生活及
學習回復正常，但後續仍會滾動修正。不過，校長團體表示，如
果師生出現大規模感染，仍會採取停課3天因應；至於境外生入
境需一人一室，有大學表示，學校宿舍幾乎都不合規定，希望未
來能再放寬或解除。

校園防疫新制是確診學生需
在家7天，而同班同學在自主
防疫期間，只要2日內快篩陰
性就可到校上課。至於境外生
入境則免除居家檢疫，改為 7

天自主防疫，自主防疫地點以符合一人一室為原則。潘文忠表示
，教育部每周提供80萬劑快篩給學校，希望讓學校儲備量提高
到教職員工生總量的50%。

全國中小學校長協會理事長、新北市新莊國小校長張信務表
示，小型學校只要有2、3名老師確診，排課就會有問題，通常
要安排其他老師幫忙，甚至請確診但輕症的老師繼續在家線上授

課；如果同一所學校有大規模的學生及老師感染，依規定也可停
課3天因應。

國教行動聯盟家長部長王瀚陽表示，校園防疫新制逼學生趕
快打滿3劑，但實務上，有些人因個人因素不能打疫苗，而他們
也不想被感染，會持續請假不到校，學習將受影響。主管部門應
為這群學生著想，看如何補救教學。

清大全球長嚴大任說，大學開學近6周，境外生也幾乎都入
境，因此 「0+7」防疫新制，對本學期影響不大，不過，若境外
生入境防疫新制持續到明年，大學會很頭痛，因為學校宿舍幾乎
都不合規定，希望年底或明年初的防疫規定能再放寬或解除。

校園防疫再鬆綁 校長：
大規模感染停課3天因應

（中央社）台灣因新冠疫
情邊境管制長達 940 天，今將
打開邊境！疫情指揮中心昨宣
布，今起入境旅客不再實施3+
4居家檢疫，改採0+7的自主防
疫，等同宣告入境隔離措施正
式走入歷史。不過，台灣能否
就此走向與病毒共存之路？專
家認為，還要看看開放邊境帶
來的後續效應，至少還得再觀
察1至2個月才能評估。

今起入境免隔離措施上路
，指揮中心也將入境人數上限
從原本的每周 6 萬人次調升為
15萬人次，國內外旅客來台可
於一人一室的自宅、親友住所
、旅館實施自主防疫，不僅無
症狀者可搭乘大眾運輸工具，
限團令也一併被取消。

發言人莊人祥表示，今起
會針對所有入境旅客發放 4 劑
家用快篩，並取消落地PCR篩
檢，僅對有症狀的旅客進行採
檢，入境後需入住符合一人一
室規格的自宅、親友住所或旅
館，並禁止前往醫院從事陪病
、探病等活動，非急迫性的醫
療需求也應暫緩。

不過，陪、探病等活動仍
有例外，莊人祥表示，如病人
進行手術、侵入性檢查或治療
，必須由剛返國的家人陪同，
可經醫療機構同意後出示探視
當日的家用快篩陰性證明放行
，陪病的例外條件則與探病相
同，但陪病者每天都要進行快
篩直到自主防疫期滿。

新光醫院副院長洪子仁表

示，日本、韓國現在染疫人數
為每百萬300至500人之間，台
灣卻高達2000人，代表外國旅
客此時來台反而還比較危險，
且多數能搭機的旅客，身體狀
況都算健康，即使在台確診，
也不會占用太多醫療資源，只
是新制開放至少還要再觀察 1
至2個月才能評估後續效應。

中國附醫感染管制中心副
院長黃高彬指出，之後觀察重
點應放在集中檢疫所、加強版
防疫旅館的占用人數是否大量
提高，同時也要注意確診病患
轉中重症送醫的比例，雖然目
前專責病房的數量相對充足，
但專責加護病房數量卻不多，
應隨時滾動調整。

（中央社）台灣今起實施入境檢疫0+7免隔離，首個入境航
班由台灣虎航拿下，編號IT506的航班凌晨0時10分自泰國返台
降落，除載著第一批玩回來的台灣人入境，同時帶來睽違2年半
第一個外國旅遊團。指揮中心並宣布 ，今起將全球旅遊疫情建
議降為第二級警示，仍提醒民眾出國旅遊應加強個人防護。

2019年外國人來台灣旅遊人數達1186萬人次，創下歷史新
高，卻在隔年遇到新冠疫情後雪崩，至2021年只剩14萬人。為
迎接13日邊境開放首批入境的泰國旅遊團，觀光局長張錫聰、
台灣虎航董事長陳漢銘等人都到機場接機並送上驚喜小禮。

觀光局統計，今日還有來自日本、韓國、新加坡、馬來西亞

、越南等團體，共計20團、244人來台。預估到10月底前，至少
有230團、3630名旅客要造訪台灣。

交通部長王國材表示，從第1天及首月狀況，他認為是好的
開始，觀光及運輸業是時候拿出最好的服務與遊程迎接觀光客。
他指示觀光局明年全力衝刺來台旅客數量，並訂下2024年來台
旅客恢復疫情前水準的目標。

由於國際觀光客可望回流台灣觀光市場，晶華酒店宣布，閉
館超過2年的故宮晶華將在今日重新迎賓、恢復正常營運。高鐵
也推出外國旅客限定的7折優惠。

旅遊業者方面，隨著禁團令取消，雄獅今有2班首發團，兵

分二路前往泰國及馬來西亞，這也是疫後團費漲幅最小的東南亞
團，宣示境外旅遊市場復甦。下午則將有韓國來台的入境旅行團
，進行4天3夜北台灣之旅。

雄獅發言人賴一青分析，疫後客製化高端旅遊團體比率增加
2成左右，旅行天數從12天拉長到17天，願付團費也比過去高出
3成，尤其接下來進入滑雪旺季，詢問度最高是日本東北各大雪
場，即使價格較疫情前增加3成，但短短1周就有近700人報名
，相當搶手。

0＋7入境領快篩 禁到醫院陪探病

全球旅遊警示降為二級 20外國團今入境

確診康復者接種次世代疫苗

公衛學者稱可形成雙層防護

（中央社）高端疫苗去年 7 月 19 日通
過緊急使用授權（EUA），並在 8 月 23 日
開打。衛福部核准專案製造時，要求高端1
年內檢送國內外疫苗保護效益報告。衛福
部長薛瑞元昨透露，食藥署已在7月收到保
護效益報告，並要求高端公司再補充資料
，本月底前必須完成補件，若不符要求就
會廢止EUA。

國民黨立委蔣萬安昨在立院質詢有關
高端疫苗相關問題，薛瑞元表示，高端須
在2個月，即本月底前內補件完畢，如果無
法符合要求，就會廢止EUA；若符合則會
繼續，相關報告可以對外公開。只是對於
補件的細節，食藥署稱不便透露；高端則
說會在期限內完成補件，包括高端疫苗專
業技術上的數據與內容。

蔣萬安也問到，高端疫苗參與的世衛
巴拉圭第三期試驗，何時可被世衛列入緊
急使用授權疫苗清單（EUL），他並指日
本近期開放自由行，當地卻不承認高端，
主要是因高端未被世衛（WHO）納入緊急
使用清單（EUL）。

薛瑞元說，高端未被承認，是因日方
不了解該疫苗，並表示列入EUL條件複雜

，台灣不是聯合國會員，審查較慢，還需
臨床試驗數據。WHO的團體試驗已做完，
還需分析和判讀資料，速度非衛福部能掌
握。政府正與日方交涉，或許台灣的努力
會讓日本願意有例外。

蔣萬安批評，過去大家在問 「什麼時
候日本可以認可？」當時指揮官陳時中說
「我們離日本承認不遠」，結果有被認證

嗎？呼籲衛福部誠實面對國人、務實面對
問題，積極協助高端列入EUL。

民進黨立委許智傑也表示，疫情指揮
中心 2021 年 11 月 12 日宣布，若施打 1 或 2
劑高端疫苗民眾有緊急出國需求，可以混
打國際認可的AZ、BNT或莫德納疫苗，不
解為何欲前往日本的民眾，卻無法比照辦
理？

許智傑認為，台灣與日本緊密交流，
指揮中心應比照緊急出國標準，放寬混打
認可疫苗，避免上百萬接種高端疫苗的民
眾無法順利赴日。

高端10月底前須補件 不符要求廢止EU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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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經濟

進博展品國慶期間紛至沓來，預計10月中旬迎來通關高峰
綜合報導 隨著第五屆進博會的籌備工作邁

進“沖刺階段”，壹系列“世界首發”“中國

首展”的新技術、新展品在上海海關的保障下

紛至沓來。

國慶期間，上海浦東機場、外港、洋山等主要

口岸的110個進博會通關專窗和專用通道保持運作

，保障節日期間通關安全順暢。記者從上海海關了

解到，截至10月7日，已有珠寶藝術品、乒乓球機

器人、醫療器械等展品順利進境，申報貨值約

5.65億元。預計10月中旬將迎來展品通關高峰，

經初步摸排，後續將有200余票展品陸續申報入

境參展。

氫燃料重卡(Hyundai Hydrogen Fuel Cell Truck)

是現代汽車集團為本屆進博會帶來的重磅展品之壹

。作為全球首款量產並已開始銷售的氫燃料重卡，

該展品在參展前頗受國內市場的期待。國慶前夕，

國家會展中心海關展覽品監管壹科主動對接運輸代

理企業，積極摸排展品到港計劃，建立“5+2”全

天候預約機制，提供“提前預約、隨到隨報、即審

即放”服務，全力保障該批重卡展品通關零延時。

“從審核到放行僅用時五分鐘，大大節約了企

業在國慶長假期間承擔的倉儲費用！”承擔該批重

卡運輸代理工作的上海國際展覽運輸有限公司高級

業務經理方弘感嘆道。10月2日清晨，該批重卡展

品在上海外高橋港區海通碼頭靠港，會展中心海關

值班關員第壹時間受理ATA單證冊的申報，在認

真審核單證並確保信息無誤的前提下，完成快速放

行。

隨著進博會的臨近，會做手術的醫療機器人、

符合國六環保標準的公路牽引車等壹系列特色展品

，都將在近期搭乘“進博便利專車”如約而至，與

國內消費者見面。

“為了保證進博展品順利通關，我們會預先了

解企業申報難點，積極召開宣貫研討會，將各種政

策要求落實在實際操作中，以積極有效的前置工作

確保後續貨物的安全快速通關。”負責展品申報審

核工作的會展海關值守關員戴夏羚介紹。

“面對即將開幕的第五屆進博會，我們始終對

標最高標準、最好水平，不斷落實海關支持政策與

便利舉措常態化，從通關流程優化、稅收優惠擴大

、食品審批準入手續簡化等方面，更好滿足企業辦

展參展需求，以壹流的海關監管服務，保障進博會

‘越辦越好’。”國家會展中心海關展覽品監管壹

科科長張琳表示。

歐洲暴發史上最大規模禽流感
雞蛋會漲價嗎？

英國、法國、德國……壹場大規模

禽流感正席卷歐美地區。

此前，受通脹、地緣政治、春季禽

流感等因素影響，多國雞肉、雞蛋價格

已經歷壹波上漲。近期國外禽流感病例

又急劇上升，雞肉、雞蛋價格會否再度

攀升？對中國有影響嗎？

歐洲暴發史上最大規模禽流感疫情
“此次疫情的地理範圍是前所未有

的。”歐洲疾病預防控制中心3日發布

的壹則消息中提到。該消息還顯示，

2021-2022年高致病性禽流感(HPAI)流行

季節是迄今為止在歐洲觀察到的最大流

行季節。

歐洲食品安全局、歐洲疾病預防控

制中心和歐盟參考實驗室聯合報告的最

新數據顯示，家禽共暴發2467次疫情，

受影響場所撲殺了4800萬只禽鳥，圈養

鳥類檢測到 187 次，野生鳥類檢測出

3573次高致病性禽流感事件。

報告提到，6月至9月在家禽中觀察

到的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與2021年同

期觀察到的感染場所相比，感染場所增

加了5倍，主要分布在大西洋沿岸。

受此影響，多國緊急采取措施。法

國農業和食品部近日發布消息，最近幾

周法國大陸的牲畜和野生動物中的高致

病性禽流感病例數急劇上升，鑒於形勢

的不利發展，從10月2日開始，風險等

級從“低度”調至“中度”，同時將加

強對家禽養殖場的監控和保護措施。

與此同時，越來越多禽鳥遭到撲殺

。據英國《衛報》近日報道，在荷蘭，

超過370萬只雞、鴨和火雞在這次疫情

中被撲殺；在養殖鴨子很受歡迎的法國

，政府表示有1600萬只養殖鳥類被“摧

毀”。

不僅僅是在歐洲，高致病性禽流感

還蔓延到美洲、非洲等地區。

據加拿大廣播公司報道，加拿大食

品檢驗局稱，曼尼托巴省估計有超過19

萬只禽鳥感染了高致病性禽流感。受感

染的禽類分布在16個場所，且大多限於

商業家禽養殖場。

接下來的感恩節，新鮮火雞供應或
緊俏

來勢洶洶的高致病性禽流感對全球

多個地區的禽類帶來“毀滅性”打擊，

也讓禽肉供應開始緊張。

美國農業局聯合會發布消息，高致

病性禽流感對2022年的火雞產量產生了

重大影響。根據美國農業部2022年9月

的畜牧、乳制品和家禽展望，2022年 8

月火雞產量為4.506億磅，比7月低16%

，較2021年同期低9.4%。

據加拿大廣播公司報道，曼尼托巴

火雞生產商產業集團的總經理赫爾加·

韋登表示，高致病性禽流感已影響到

整個加拿大的火雞產業，這意味著感

恩節期間商店裏新鮮火雞的供應量將

比往常少。

法國是歐盟最大的雞蛋生產國。據

路透社報道，法國蛋業集團(CNPO)表

示，全球雞蛋產量在2021年達到15億

美元，隨著多國雞蛋產量下降，預計今

年全球雞蛋產量將首次下降。

CNPO副主席盧瓦· 庫倫貝爾表示：

“我們所處的形勢從未出現過。在過去

的危機中，我們常常轉向進口，尤其是

從美國進口，但今年各地的情況都很糟

糕。”

菲律賓雞蛋委員會協會主席格雷戈

裏奧· 聖地亞哥近日也警告說，由於全球

禽流感暴發，雞蛋供應可能短缺。

“全球範圍內暴發禽流感時，我們

難以采購我們的種雞，”聖地亞哥在壹

次電臺采訪中說，菲律賓的肉種雞和種

蛋供應來自西班牙和比利時，但這兩個

國家都受到禽流感的影響。

禽流感下，火雞、雞蛋價格走高
通貨膨脹和飼料成本上漲下，全球

禽肉、禽蛋價格擡升。高致病性禽流感

又導致全球多個地區數千萬只禽類被撲

殺，加劇供應緊張趨勢，進壹步推高禽

肉、禽蛋價格。

美國農業局聯合會數據顯示，由於

禽流感和通貨膨脹的影響，9月份，新

鮮去骨去皮火雞胸肉的零售價創下每磅

6.70美元的歷史新高，比2021年同期的

每磅3.16美元高出112%。

另據彭博社報道，美國散養雞蛋生

產商之壹的Egg Innovations首席執行官

約翰· 布倫奎爾表示，截至9月21日，雞

蛋批發價格為每打3.62美元，創歷史最

高紀錄。

“我們已經看到火雞和雞蛋的價格

創歷史新高，”美國農業局聯合會經濟

學家伯恩特· 納爾遜說，“這確實來自於

我們在供應方面的壹些中斷，因為在春

季出現了禽流感，給我們帶來了壹些麻

煩，現在秋季又開始卷土重來。”

我國禽蛋市場會否受到影響？

這波在國外蔓延的禽流感疫情是否

會影響到我國禽肉、禽蛋市場？

“我國雞蛋基本沒有進口，雞肉則

根據國際市場價格變化決定進口量。”

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

李國祥向記者表示，“歐美等地禽流感

暴發，若推高國際禽類價格，我國進口

量就會變少。”

“在價格上，由於我國禽類的產量

和供應完全有保障，不依賴進口，即使

國外價格升高也不會傳導到國內。”李

國祥稱。

記者在北京西城區某菜市場雞蛋攤

位註意到，散裝雞蛋售價6.8元/斤，近

期價格壹直保持穩定。

至於禽流感是否會影響到我國祖代

雞和種蛋進口，在李國祥看來，“祖代

雞等主要用於育種，國外暴發禽流感後

，可以選擇暫緩進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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