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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油議題成障礙石油議題成障礙 拜登重估美沙關係面臨困難抉擇拜登重估美沙關係面臨困難抉擇
（（路透社路透社））美國總統拜登為沙烏地阿拉伯宣布石油減產

一事，矢言沙國將承擔後果，但就像幾位前任美
國總統被沙國惹惱後，在評估因應選項時卻發現
受到諸多限制，其中主要障礙便是石油。

拜登訪問沙烏地阿拉伯，與實際掌權的王儲
穆罕默德．沙爾曼（Crown Prince Mohammed
bin Salman）碰拳打招呼，拜登為此忍受國內的
批評，即便是他以前曾說，沙國在人權上的作為
應受國際唾棄。

但沙烏地阿拉伯對拜登的訪問並未給予善意
回應，就在美國期中選舉前幾週，沙國帶頭的石
油輸出國家組織和結盟油國（OPEC+）宣布自
11月起每天減產200萬桶原油，且未說明原因。
不僅讓正在侵略烏克蘭的俄羅斯增加收入，也抬
高美國消費者油價。

憤怒的民主黨人打算在國會採取報復性措施，拜
登政府對此表示將持開放態度。

但沙烏地阿拉伯的支持者警告說，美國這麼
做可能會將沙國推向俄羅斯或中國的懷抱；不過
許多專家也懷疑，沙國在與美國建立80年的夥伴
關係後，能否輕易狠下心。

美國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Jake Sullivan）今
天告訴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拜登將
「有條不紊、戰略性地」來重新評估美沙關係，

並說拜登並 「沒有計畫」要在11月於印尼舉行的
20國集團（G20） 峰會上會見沙國王儲。

此前華府曾試圖和沙國拉開距離，包括美國
在2001年9月11日遭遇恐怖攻擊時（執行攻擊任
務的恐怖分子多為沙國公民），但這項努力遇到
了一項主要障礙，那便是石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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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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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中選舉即將到來，包括州長在內的候選人，今午
聚集在休斯敦美南新聞廣塲上舉行選前最大的一次選舉
造勢活動，我們也毫不猶豫地让大家來使用這塊㘯地，
表示我們對選舉之支持。
多年來，我們一直非常熱心地參與當地之各項活動

，許多友人更是出錢出力，為許多政客們搖旗呐喊，
但是往往激情過後，這些政客再也見不到人了。
我們應該積極組成一個政治行動委員會，把所有可

能動員的人力物力和財力融合在一起，集體行動來支持
合乎條件之候選人。
事實上和我們最有密切關係的應該是市長、市議員

、郡長及聯邦國會議員。
民主政治之應作是在選票及鈔票之兩大支柱，缺一

不可，我們華亞裔及國際社區已經在茁壯之中，為了維
護自己之權益，一定要組織團結起來，政治行動委員會
應該是最佳利器。

組成政治行動委員會之迫切性組成政治行動委員會之迫切性

The Urgency Of Forming A Political Action GroupThe Urgency Of Forming A Political Action Group

The midterm election is coming. Many candidates will be
here at our compound today. We will not hesitate to let them

use our compound in order to show our support.
Over the years, many of our community leaders have

been very enthusiastic about participation in various political
activities. They donate money, wave the flag and shout for
politicians. But often, after all the passion, many politicians
disappear.

Today we really need to form a political action group to
integrate all of our human and financial resources that can be
mobilized and take collective action to support the most
qualified candidates. In fact, the closest relationships with us
should be the mayor and our city council, commissioners and
congressmen.

The role of democratic politics consists of two pillars: one
is of ballots and the other is money. Both of them are essential
and indispensable.

We as the Asian American community need to unite to
protect our rights. The solution is that we must organize a
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 Today’s chaotic and uncertain
political climate demands that we do it.



印尼總統稱國際足聯
將幫助該國改善足球比賽管理

綜合報導 印尼總統佐

科稱，國際足聯致信該國表

示，將與印尼政府聯合組建

壹個團隊，致力於改善該國

的足球比賽管理。

印尼官方安塔拉通訊社8

日援引佐科的話報道稱，這是

國際足聯主席因凡蒂諾就印尼

發生球迷騷亂致重大人員傷亡

事件與印尼總統佐科通話後，

國際足聯采取的後續行動。

10月1日晚，印尼足球聯

賽2022-2023年賽季第11周，

東爪哇省瑪瑯阿雷馬足球俱

樂部(Arema FC)在主場坎朱

魯漢體育場(Kanjuruhan)迎戰

泗水佩爾塞巴亞足球俱樂部

(Persebaya)，比賽結束後發生

球迷騷亂事件，並引發嚴重

踩踏，已致131人死亡、300

多人受傷。

事件發生後，印尼政府

成立了由該國政治、法律和

安全事務統籌部長馬福德任

組長，青年和體育部長紮因

丁· 阿馬利任副組長的13人

獨立調查組。佐科要求調查

組在壹個月內完成調查報告

並提出處理意見。

本月3日，佐科與國際

足聯主席因凡蒂諾通話，後

者表示國際足聯可以幫助改

善印尼足球比賽管理。

佐科當天稱，國際足聯

在隨後的來信中表示，國際

足聯不會因球迷騷亂事件對

印尼實施制裁。國際足聯將

在印尼設立辦事處，與印尼

政府聯合組建壹個團隊，幫

助改善印尼的足球比賽管理

。

佐科表示，國際足聯、

亞洲足聯將與印尼政府合作

，制定該國所有體育場館的

安全標準，並根據國際安全

標準制定印尼警務人員執行

安全保衛工作的標準程序。

安塔拉通訊社當天還援引

印尼青年和體育部長紮因丁·阿

馬利的通報報道，將在印尼舉

行的2023年U-20世界杯的“計

劃不變”，印尼會“當好東道

主”。

按計劃，有24支球隊參

賽的2023年U-20世界杯將於

明年5月20日至6月11日在

印尼舉行，比賽將在首都雅

加達、南蘇門答臘省巨港、

中爪哇省蘇拉加達、東爪哇

省泗水和巴厘島進行。

幼兒園槍擊案致38人死亡，泰國國王赴醫院慰問傷者

綜合報導 泰國東北部壹所幼兒

園發生槍擊案，截至目前，已造成

38人死亡，其中24名兒童，年齡最

小的不到3歲。惡性槍擊案引發持續

關註。7日，泰國國王哇集拉隆功罕

見現身，赴當地醫院慰問幸存者。根

據泰國總理巴育的要求，泰國全國政

府機構也在當天降半旗壹天。8日，

泰國王室為槍擊案死者舉辦了特殊葬

禮。

據泰國媒體報道，國王哇集拉

隆功與王後蘇提達7日晚抵達農磨

蘭普府醫院，看望了傷者及家屬，

並承諾此次槍擊案的受害家庭和受

傷者都將受到王室的直接救助。哇

集拉隆功說：“發生這樣惡性的事

件，是壹個悲劇，現在我們必須竭

盡所能來彌補。”同壹天，巴育率

內閣成員前往案發所在地的幼兒園

，在幼兒園門前舉行了獻花和悼念

儀式，並看望和安撫了在場的死者

家屬，隨後對民眾發表講話。巴育

表示，所有相關部門會盡

全力幫助受害家庭，並代

表多個部門將撫恤金發到

遇害者家屬手中。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

6日通過其發言人發表聲明

，對當天發生在泰國的惡性

槍擊案感到“震驚和哀傷”

，同時向受害者親屬致哀，

並祝願傷者早日康復。聯合

國兒童基金會也於當天發表聲明稱，

譴責“壹切形式的暴力侵害兒童行為

”，無論何時何地，任何兒童都不應

該成為暴力行為的目標或目擊者。此

外，英國首相特拉斯、澳大利亞總理

阿爾巴內塞等外國政要也在社交媒體

上對該罪犯表示譴責，並慰問受害者

家屬。

據報道，本次泰國槍擊案兇手

為壹名34歲的前警察，他於今年年

初因吸毒被開除公職，而他作案所

使用的槍支是合法擁有的。此次案

件是泰國歷史上死亡人數最多的單

壹肇事者槍擊事件。該槍擊事件引

發泰國社會對槍支管制及毒品等問

題的高度關註。泰國執政聯盟中的

民主黨的壹名女發言人近日表示，

這次惡性槍擊事件反映了泰國社會

的三個問題：人們在工作中不斷遭

遇壓力的心理問題，槍支管理問題

以及濫用毒品問題。

韓日稱朝鮮試射兩枚彈道導彈，“首次選在深夜發射”
綜合報導 韓國與日本指責朝鮮試射兩枚彈道導彈。韓媒稱，朝鮮

此次進行試射的時間與往常不同，因此備受關註。

韓聯社援引韓國聯合參謀本部消息稱，當天1時48分許至1時58分

許，朝鮮從江原道文川壹帶向半島東部海域發射兩枚短程彈道導彈。

導彈射程約為350千米，射高約為90千米，飛行速度約為5馬赫。韓聯

社註意到，朝鮮此次試射的時間點為朝鮮勞動黨成立77周年(10月10

日)前壹天，這也是朝鮮今年首次選在深夜發射彈道導彈。韓聯社稱，

這是尹錫悅上臺以來朝鮮進行的第11次導彈試射。今年以來，朝鮮共

試射彈道導彈23次，試射巡航導彈兩次。日本防衛大臣濱田靖壹表示

，朝鮮9日試射的兩枚導彈都落在日本專屬經濟區(EEZ)外，當局正調

查導彈種類，並確定它們是否為潛射彈道導彈。

韓國總統尹錫悅9日表示，韓方將進壹步加強韓美同盟關系以及韓

美日三邊安全合作，安保沒有“適當水平”，只有超常戒備才能維護

國家安全。日本防衛副大臣井野俊郎同日則再次鼓吹“對敵基地攻擊

能力”，稱“將不排除任何選項，從根本上加強防衛力”。

截至本報發稿，朝鮮未對韓日兩國的說法予以評論。不過，朝中

社8日援引朝鮮國家航空總局發言人的話稱，朝方試射導彈是從美國的

直接軍事威脅中維護國家安全和地區和平的經常而有計劃的自衛措

施。此外，朝鮮國防省發言人8日針對美國“裏根”號核動力航母

戰鬥群再入半島水域舉行軍演稱，這對地區形勢造成“極為嚴重的

負面影響”，軍演企圖在軍事上“虛張聲勢”。

李著華觀點李著華觀點::青少年殺手青少年殺手----
殺人心狠手辣法律還要保護他嗎殺人心狠手辣法律還要保護他嗎!!

在俄烏戰爭紛擾之際, 美國北
卡羅萊納州首府羅里市（Raleigh）
又發生了一樁大規模槍擊事件，有
五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的警察、
一名即將過35歲生日的婦女和一名
16歲的男孩, 警方表示槍手是一名
15歲白人男孩, 他瘋狂的開槍，從
赫丁漢姆社區開始，一直延伸到綠
道，留下了一個兩英里長的犯罪現
場,殺手已被拘留，因為是青少年,
所以未公佈名字, 但媒體很快就找
出他是唸高中二年級的奧斯汀湯普
森, 連他的哥哥詹姆斯•湯普森也
是受害者,警方沒有說明任何可能動
機，不過威克郡地方檢察官洛林•
弗裡曼周表示，她的辦公室正在尋
求將案件轉移到高級法院，一切都
取決於嫌疑人的情況， 但是一昧的
保護青少年殺手, 實在值得商榷。

槍擊案件現在在美國已經是司
空見慣的事,此次暴力事件是今年發
生的第25起大宗人命的事件, 在過

去短短幾個月裡,從超級市場到小學
校園, 再到國慶遊行的場所……一
樁又一樁屠殺案的陰影在我們的心
中揮之不去, 誠如拜登總統發表聲
明譴責所說的:“夠了！今年在布法
羅槍擊案和瓦爾迪市槍擊案後的5
個月裡，包括那些沒有成為全國新
聞的槍擊案在內，美國發生了太多
大規模槍擊案件。”

根據槍支暴力檔案(Gun Vio-
lence Archive) 今年美國大規模槍
擊事件頻仍發生,在上個週末，一夜
之間在三個州同時發生了4人以上
死亡的槍擊事件,使今年此類事件的
總數達到 267 起, 而自周五以來，
非營利研究小組也記錄了美國各地
發生的七起槍支暴力事件，符合其
對大規模槍擊事件的定義——四人
或更多人被槍殺, 該組織於週六在
俄亥俄州克利夫蘭記錄了大規模槍
擊事件（三人死亡和四人受傷）；
德克薩斯州奧斯汀（13 人受傷，包

括 2 人重傷）；伊利諾伊州芝加哥
（一死九傷）, 週五，佐治亞州薩
凡納發生大規模槍擊事件（1 人死
亡，7 人受傷）；北卡羅來納州溫
斯頓塞勒姆（一死三傷）；德克薩
斯州達拉斯（五人受傷）和；華盛
頓州西雅圖（兩人死亡，兩人受傷
）, 其實沒有登錄的比這個數字更
多, 東北大學犯罪學家詹姆斯•艾
倫•福克斯教授告訴美聯社，隨著
大流行限制的解除，出現了令人擔
憂的犯罪事件,人們開始在公共場合
四處走動, 大家的看法有很多分歧
，但是因為有更多的槍支和溫暖的
天氣可能是致命的組合。

所以槍枝的氾濫是槍擊命案發
生的主因,雖然許多民主黨人敦促改
革槍支法以減少槍支暴力，但一些
共和黨人以對政府過度擴張和第二
修正案的擔憂為由，拒絕了改革,
瞻前顧後, 美國的槍枝管制法律規
章真的是應該徹底檢討和修改了!

烏克蘭主動升級衝突烏克蘭主動升級衝突，，西方擔心被捲入戰爭西方擔心被捲入戰爭
(綜合報道）隨著俄烏戰爭升級的趨勢越來

越明顯，美國國內對待這場戰爭的態度，也出
現了明顯的變化。批評澤連斯基正試圖把全世
界拉入核大戰的聲音增多，主張美國應該放棄
對澤連斯基的支持，盡快從俄烏戰爭中抽身的
聲音，也越來越大了。

烏克蘭和美國之間，圍繞俄烏衝突問題，
已經出現了不同的理解和矛盾。這種分歧主要
是指烏克蘭繼續要求英美加大對烏克蘭的支持
，擴大與俄羅斯之間的戰爭，甚至直接捲入。

但美國實際上並不想為了烏克蘭捲入跟俄
羅斯的直接衝突，甚至在普京此前宣布俄羅斯
部分動員，威脅使用一切手段，保護俄羅斯領
土後，美國和其歐洲盟友一樣，都不太想繼續
這場戰爭了。

現在俄烏之間的態度是非常明顯的，俄羅
斯的主要戰略意圖，就是要控制烏東四個地區
，保護位於克里米亞半島的黑海艦隊基地，同
時也保住俄羅斯重要的出海口。

只要這個利益能夠得到保證，那麼俄羅斯
很有可能基於這些既成事實，跟烏克蘭開展談

判。但烏克蘭，尤其是澤連斯基的意圖，顯然
要把俄羅斯徹底從烏東四地趕出去，甚至還想
利用此機會，把克里米亞半島也收回來。

雙方之間的立場差別這麼大，幾乎可以說
是不存在任何談判的空間了。但要繼續打下去
，別看烏克蘭前段時間反攻得很激烈，實際上
那是大半年積攢下來的一點美西方的援助，後
勁已嚴重不足。

這也就意味著，如果歐美不能加大對烏克
蘭的援助，讓俄羅斯緩過這口氣來，烏克蘭就
徹底沒機會了。正因如此，最近烏克蘭總統澤
連斯基的表態，也越來越強硬，越來越帶著一
股要挾歐美諸國的意味。

包括此前威脅歐盟，烏克蘭將在未來幾天
暫停對歐盟的廉價電力輸送，除非歐盟能夠向
烏克蘭提供取暖用的天然氣，以及要求美國和
北約應該在俄烏戰爭中更主動一點，暗指美國
應該公開為烏克蘭提供核保護傘，抵消俄羅斯
的核武威脅。

在這些舉動，被西方輿論批評之後，更過
分的動作也隨之而來。當地時間10月8日，克

里米亞大橋被炸，普京明確表示，這是烏克蘭
特工部門策劃和實施的一起“恐怖襲擊”。

克里米亞大橋對俄羅斯來說，就是連接克
里米亞半島和俄羅斯本土的主動脈，一旦這條
路線受阻，俄羅斯在烏克蘭東部的前線部隊，
以及克里米亞半島黑海艦隊的駐地，都要受到
威脅。

俄羅斯前總統梅德韋傑夫早在7月份，烏克
蘭第一次威脅要攻擊克里米亞大橋的時候，就
已經說過，一旦這種事情發生，世界末日會很
快到來。總而言之一句話，烏克蘭的這種作風
，顯然是不符合美國和西方的利益的。

說得好聽一點，這是因為在戰場上取得了
一些反攻的勝利，所以澤連斯基包括整個烏克
蘭都飄了。說得不好聽的話，這就是烏克蘭在
故意使壞，想要升級俄烏戰爭的烈度，讓歐盟
和美國迫不得已捲入戰爭之中。

但現在的問題是，俄羅斯為這場戰爭付出
的代價其實已經很大了，如果雙方停留在這個
層面，讓俄羅斯把烏東四地消化掉，而又不會
把戰爭擴大到國戰，甚至核戰的程度，那麼俄

羅斯還可以接受。
但如果烏克蘭執意要擴大戰爭，讓俄羅斯

在戰爭中入不敷出，那麼這個事情就不僅限於
俄烏之間了。

因為烏克蘭明顯是打不過俄羅斯的，歐美
要是支持烏克蘭，導致俄羅斯傷筋動骨，甚至
失去克里米亞半島這個至關重要的戰略基地，
那麼俄羅斯一定不會忌憚於跟美國和北約直接
開戰。

這其中的邏輯和烏克蘭現在不顧一切，也
要把戰爭擴大一樣，烏克蘭覺得反正自己已經
被打成這樣了，還怕什麼戰爭擴大呢？
可一旦戰爭升級，讓俄羅斯也有了“既然已經
這樣了，還怕什麼戰爭擴大”的想法，那麼烏
克蘭是承擔不了這個責任的，只能歐美來承擔
後果。

這顯然不是美國的目的，因此現在美國有
點厭煩，甚至考慮拋棄烏克蘭的想法，肯定是
很正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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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政府宣布全國節能計劃
以應對能源危機

綜合報導 爲應對日益嚴峻的能源危機，法國政府推出全國節能計

劃，號召全國積極行動起來，以避免冬季出現能源停供的危險。

當天，法國總理博爾內率領多位部長在巴黎凡爾賽門展覽中心宣布了

這項節能計劃，涉及公共行政部門、經濟領域和家庭生活等多個方面。

博爾內在講話中指出，俄烏沖突加居了能源危機，整個歐洲面臨著

冬季能源供應短缺和價格上漲的嚴峻挑戰。如果法國不采取全國節能行

動，冬季將面臨能源停供的危險。推出全國節能計劃的目的，不是要減

少生産、影響經濟發展，而是要減少不必要的能源消費，最終實現未來

兩年內全國能源消費減少10%的目標。

根據這項節能計劃，住宅、教育機構、辦公室和對公衆開放場所的

冬季供暖溫度不得高于19攝氏度，餐廳、體育館等場所在沒有顧客時供

暖溫度應降至17攝氏度，夏季空調溫度不得低于26攝氏度；除機場、

火車站和地鐵站外，全國從淩晨1時至6時將禁止壹切照明廣告；通過

材政支持鼓勵遠程辦公，減少出行帶來的汽油消耗；鼓勵共享拼車，公

共服務車輛高速公路最高時速由每小時130公裏降至110公裏等。政府還

計劃加快普及安裝樓宇溫度自動化控制系統，減少能源浪費。

該節能計劃還呼籲法國人減少熱水淋浴時間，夜間撤底關閉處于待

機狀態的電子設備，將部分高耗能設備的使用安排到非用電高峰期。

法國總統馬克龍在巴黎舉行的壹場企業家大會上也呼籲全法國行動

起來，在能源消費上比以往減少10%，以渡過今冬能源危機的難關。

初步統計顯示
範德貝倫將連任奧地利總統

綜合報導 據奧地利媒體報道，奧地利總統範德貝倫在當天舉行的

新壹屆總統選舉中以明顯優勢贏得絕對多數選票，將連任奧地利總統。

奧地利內政部公布的初步統計結果顯示，範德貝倫在總統選舉中獲

得54.6%的選票。報道說，盡管官方的最終計票結果可能要到10日才公

布，但初步計票結果已表明範德貝倫獲得的選票遠超其他候選人，不需

要進行第二輪投票，將再次當選奧地利總統。

範德貝倫當晚在選舉結果明朗後通過社交媒體向民衆表示感謝，並

表示他不想改變太多，現在重要的是壹起向前看，毫不拖延地應對重大

課題。

奧地利總理內哈默通過社交媒體祝賀範德貝倫連任，並表示期待與

其保持良好合作。

奧地利輿論此前普遍認爲，範德貝倫再次當選毫無懸念。此次總統

選舉共有7名候選人慘加，是該國曆史上人數最多的壹次。除右翼的奧

地利自由黨外，奧地利主流政黨均支持範德貝倫競選連任，且沒有推出

自己的候選人。

範德貝倫現年78歲，1944年生于維也納，經濟學教授，曾任奧地利

綠黨領導人，2016年12月當選奧地利總統，2017年1月26日宣誓就職。

英今冬面臨新冠和流感疫情疊加風險

自新冠大流行以來，英國每年冬天

都會發布新冠和流感“雙疫大流行”警

告，但以往的新冠防疫限制措施也令流

感感染率保持在較低水平。今年，英國

政府取消了新冠防疫限制措施，社交接

觸率已經恢複到接近新冠疫情前的水平

。英國衛生部門提醒稱，考慮到“雙疫

大流行”風險增加，符合條件的人士接

種新冠疫苗和流感疫苗非常重要。

可能面臨雙重風險
鑒于在南半球剛剛結束的冬季，

許多國家經曆了多年來最凶猛的流感

疫情，英國衛生安全局日前發布公報

說，今年冬天英國公衆可能面臨流感

大範圍傳播疊加新冠感染激增的雙重

風險。

公報稱，國際監測表明，甲型流感

病毒亞型H3N2是目前世界上最常見的流

感病毒。它最近在澳大利亞等南半球國

家引發多次感染潮，這些國家冬季的流

感傳播比往常更早。這種流感毒株去年

冬天曾在英國流行，但因當時執行新冠

疫情防控措施，流感在很大程度上也得

到控制。不少人因居家工作而避免了雙

重感染，不過這也導致他們對流感病毒

的自然免疫力有所降低。

公報還稱，初步數據顯示，新冠發

病率在冬季來臨前已開始上升，增加了

對人們健康的威脅。該機構引用英國

《國際流行病學雜志》刊登的壹項新冠

大流行早期研究結果稱，與僅感染新冠

的人相比，同時感染流感和新冠的人病

亡率更高。

英國廣播公司(BBC)也報道稱，隨著

新冠疫情限制的放松，人們聚集活動增

多，然而在新冠疫情告壹段落後，人們

對流感病毒幾乎沒有免疫力。

英國衛生安全局首席醫學顧問蘇珊·

霍普金斯說，她比過去幾年更擔心這次

的流感，主要歸因于當前普遍降低的免

疫力。她說，有“強烈”迹象表明，英

國可能面臨流感的廣泛傳播，以及可能

逃脫免疫反應的新冠病毒變體的雙重威

脅。

醫療系統承壓嚴重
壹些專家近日警告，流感病毒加速

傳播和新冠疫情卷土重來可能令英國今

年冬天很難捱，給本已捉襟見肘的國民

保健署增加壓力。

綜合英國媒體報道，冬季來臨，英

國衛生部門擔心疫情日益嚴重。根據英

國國家統計局的最新數據，目前英格蘭

地區大約每65人中就有1人感染新冠，

感染比例相當高。有教授預測，英國已

經處于下壹波新冠疫情的起點。他稱：

“我們正處于下壹波新冠浪潮的起點，

這次它對老年人的影響比上壹波浪潮還

要嚴重，因爲這次趕上了冬季呼吸道疾

病潮。”

英國《衛報》近日則報道稱，英

國新冠疫情住院人數在壹周內上升

37%，達到 7024 人。隨著冬季呼吸道

疾病高發期的臨近，以及新冠病例再

次飙升，英國醫療系統承擔的壓力驟

然增加。

英國皇家急診醫學院即將上任的院

長博伊爾表示，醫療系統資源不足，沒

有足夠的床位和勞動力，如果新冠疫情

和流感同時流行，將意味著冬天的形勢

或變得非常嚴峻。

英國工黨黨魁基爾· 斯塔默表示，考

慮到醫院即將面臨的壓力，他真的很擔

心今年冬天會有多少人的生命處于危險

之中。

非正常死亡超預期
英國國民保健制度負責疫苗接種和

篩查的官員史蒂夫· 拉塞爾說：“今年冬

天可能是我們第壹次看到所謂‘雙重流

行’的影響，即新冠和流感全面傳播，

因此至關重要的是那些最容易因感染這

些病毒而患嚴重疾病的人群要接種疫苗

，以保護自己和周圍的人。”

英國衛生安全局也表示，今年的流

感疫苗很適合正在傳播的季節性流感

——甲型流感病毒亞型H3N2。2017 至

2018 年度，這種流感引發了壹場嚴重

的流感季。當時，英格蘭和威爾士的

非正常死亡人數超過 5 萬人，爲 1975

至 1976 年度冬季以來的最高水平，其

中大約2.2萬人的非正常死亡被認爲與

流感有關。

事實上，自今年4月以來，大約10%

的超額死亡率讓英國衛生當局感到擔憂

。根據英國國家統計局的數據，截至8

月12日的壹周，英格蘭登記了9670人死

亡，其中878人是預期之外的，比過去5

年的平均水平高出10%。同壹時期，威

爾士也發生了同樣的情況，該地區登記

了661人死亡，其中73人屬于超預期死

亡，比過去5年的平均水平高出12%。總

的來說，今年4月至8月期間，英國的死

亡人數比預期多2.25萬人。

鑒于此，專家建議，所有符合條件

的人應同時接種新冠疫苗加強針和流感

疫苗。專家還建議公衆通過保持良好的

手部衛生、在擁擠或封閉的公共場所戴

口罩、在咳嗽和打噴嚏時捂住口鼻等方

式阻止呼吸道病毒傳播。

澳大利亞東南沿海遭遇強降水
悉尼迎來164年來最濕年

綜合報導 澳東南沿海新南威爾士州

遭遇強降水，部分地區引發洪水，氣象部

門預計未來壹周將再迎強降雨。此外，東

部沿海城市悉尼已創下自1858年以來的最

高降雨量紀錄。

據《悉尼先驅晨報》，當地時間 9

日上午，強風席卷新南威爾士州帶來強

降雨，降雨量在 25 毫米到 50 毫米之間

，南海岸、中央海岸和中北海岸受災最

嚴重。悉尼海岸線風速最高超過每小時

100公裏。

截至當地時間9日下午3時左右，新

南威爾士州沿海地區24小時內降雨量達到

50毫米至70毫米之間，部分地區降雨量超

過100毫米。

新南威爾士州緊急救援服務部門已

發布94次警告，其中包括6次緊急警告

。由于多條河流發生洪水災害，該部門

已收到超過 650 份援助請求。相關工作

人員提示司機保持謹慎，稱“道路上非

常危險，山洪頻發，河流水位線仍在上

漲。”

據《澳大利亞人

報》報道，在經曆 9

日的強降雨後，新南

威爾士州將有幾天喘

息的時間，但潮濕的

天氣可能會持續。新

南威爾士州緊急救援

服務部長斯蒂芬· 庫克

表示，8日、9日的惡

劣天氣只是潮濕春夏

季節的開始。

澳大利亞氣象局

警告說，預計未來將

有大風和強降雨襲擊

東海岸各州，風速高達每小時90公裏，接

下來幾天將敦促更多居民撤離。氣象學家

迪恩· 納拉莫爾稱，12日左右東部沿海地

區將再次迎來強降雨天氣。

斯蒂芬· 庫克再次強調：“我們的大

壩已經滿溢，河流流量已滿，防洪設施滿

負荷運轉，土地也已經飽和。希望人們能

隨時了解相關情況。”

此前，據路透社報道，截至10月6日

下午，悉尼全年降雨量爲2213毫米，爲

1858年有記錄以來首次降雨量超過2200毫

米，且超過了1950年全年降水量2194毫米

的紀錄。澳大利亞氣象局預計，由于澳大

利亞東海岸正遭遇連續三年的拉尼娜現象

，在2022年最後幾個月將迎來更多的強降

水。

巴西亞馬孫地區發現88.5米大樹

或為世界最高

綜合報導 據報道，經過長達兩個星期的探索，巴

西科研人員日前在亞馬孫雨林地區的伊拉塔普魯河自

然保護區內發現了壹棵被認爲是世界最高的大樹，這

棵樹的品種爲亞馬孫烏木，樹高達到88.5米，底部周

長約爲9.9米。

目前，科研人員已經取洋了這棵樹的樹葉、周邊

的土壤和其他洋本，將對這棵樹的相關信息進行分析

。科研人員指出，這棵樹的年齡或有400年至600年。

報道指出，巴西科研人員早在2019年就通過衛星

圖像發現了這棵樹，隨後他們曾組織過壹次科研活動

試圖找到這棵樹，但以失敗告終。日前，由19名科研

人員組成的團隊，在乘船跋涉250公裏並在雨林中步

行20公裏之後，終于找到了這棵樹的具體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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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近期，亞馬遜的無人配送車項目Scout突然
宣布關停。

而僅在4個月前，作為亞馬遜無人交付計劃中的一個重要
明星項目，Scout剛剛舉行了一場社區推介活動。

從Scout正式上路測試至今的3年時間，亞馬遜不斷傾斜
資源。目前，該項目在全球發展至約400名員工，團隊解散後
，員工將面臨調崗。

早在2013年，亞馬遜CEO貝索斯就提出了無人機配送服
務概念。作為無人配送最早的探索者，亞馬遜這一動作無疑給
行業敲響了警鐘。
400名員工面臨調崗，核心負責人早已離職

亞馬遜CEO貝索斯最早於2013年提出了無人機配送服務
概念，而後2014年空中無人配送機Amazon prime air誕生。
2017年亞馬遜開始研發送貨機器人，2019年酷似玩具車的送
貨機器人Scout正式開始實地測試。

亞馬遜的Scout機器人一經推出，便受到了廣泛的關注。
當時行業內曾樂觀地認為，Scout 也許能徹底取代快遞配送員
。

Scout外觀酷似玩具車，體積約為26 寸的行李箱大小，稍
顯萌趣的外觀是亞馬遜刻意設計的，以期客戶面對它時感受不
到威脅感。

Scout運行速度可達到成年人步行速度，六個輪子依靠電
池供電，同時車身四周裝有攝像頭、超聲波傳感器和其他傳感
器的Scout可實時檢測和應對障礙物。

技術細節方面，亞馬遜用 3D 激光掃描儀、雷達、相機還
原目標配送區的環境、地形以及路況，對地區進行模擬重建，
再用重建模型結合Scout路線算法進行模擬配送。

Scout一般可以按照既定路線在人行道上行進，如果遇到
障礙物擋路的情況，它會變道至街道上。

Scout尚未突破爬台階的難點，因此還需要配備一名人類
監管員，把貨品從 Scout 中取出放到客戶家門口。

據了解，亞馬遜至少從2017年就開始著手無人配送車
Scout項目，當時它悄悄收購了一家名為Dispatch的初創公司
，同時在西雅圖建立了專門的硬件和軟件實驗室。

2019年，無人配送車Scout首次在西雅圖北部的亞馬遜總
部附近測試，而後，試驗範圍擴展到了加利福尼亞州、喬治亞
州和田納西州等地。

在建立了西雅研發實驗室、德國圖賓根以及英國劍橋團隊
後，2021年，亞馬遜還在芬蘭的赫爾辛基建設自主送貨機器人
技術中心。

探路3年，亞馬遜沒少砸錢砸，Scout項目已在全球發展
至400人團隊。如今團隊解散後，員工將面臨調崗。

就在4個月前，Scout剛剛舉行了一場社區推介活動。可
以說，亞馬遜宣布解散無人配送車團隊事出突然，但此前已顯
現不佳跡象。

去年1月，Scout的核心負責人前副總裁肖恩•斯科特
（Sean Scott）宣布離職，而後去美國一家云計算公司任首席
產品研發官。

據了解，肖恩•斯科特在亞馬遜工作長達15年，在Scout
無人配送車項目上奉獻了4年多時間，帶領整個團隊研發設備
、系統和具體操作。

對於離開原因，他表示無人配送
車帶來的變革價值與預期相比還有不
小差距，認為雲計算帶來的產業價值
或許更大。

目前，領英公開資料顯示，已有
Scout團隊成員打算離開亞馬遜，尋
找新的工作機會。還有成員表示不甘
心，打算留在團隊繼續探索無人車研
發的前景。
探路3年，Scout為何突然關停？

對於關停原因，亞馬遜官方發言
人表示：在有限的測試場地內，我們
努力為客戶創造獨特的送貨上門體驗
，但許多顧客反饋說無人車在某些方
面不能滿足他們的需求。

此外，行業內觀點認為，亞馬遜
無人配送車運行速度較慢，還需要安
排一名員工隨行，這與節約人力成本
的初衷背道而馳。

外媒評論表示，亞馬遜可能也意識到，完全自主的 Scout
永遠不會出現，至少在可預見的未來無法成功。正因如此，亞
馬遜才決定雖不完全放棄項目，但要對 Scout 計劃進行重新定
位。

更早前，風險投資公司Hoxton Ventures的合夥人侯賽因
•坎吉就曾經毫不客氣地批評Scout 項目就是個“愚蠢的念頭
”。

其實，亞馬遜無人配送車關停原因係多種因素造成。拋開
Scout項目本身的發展狀態原因，外部原因就是亞馬遜近來的
零售額增長放緩。

財報數據顯示，亞馬遜2022年第一季度淨零售額為1164
億美元，同比增長7%；第二季度淨零售額為1212億美元，同
比增長依舊保持在7%。而在去年同期，前兩個季度的淨零售
額同比增長分別為44%、27%。

可以看到，亞馬遜面對核心零售業務增長放緩的局面，正
在做出一些業務調整。此前，亞馬遜宣布暫停其企業零售團隊
的招聘。同時，其他實驗性項目也陸續關停，包含兒童視頻通
話設備Amazon Glow、遠程醫療服務Amazon Care。

但值得注意的是，亞馬遜這次並沒有一起關停空中無人配
送Amazon prime air，甚至還在加大投入。

近期，亞馬遜宣布將關閉倉庫機器人初創公司Canvas，
這家公司於2019年被亞馬遜以超過1億美元的價格收購。
Canvas的核心技術是讓倉庫內的物流車輛實現“無人駕駛”
，避開工作人員和操作設備，從而推動倉庫實現自動化。

由此也可以看出，此次關停Scout項目，是亞馬遜機器人
業務重組計劃的一部分。
先行者倒下，無人配送行業的未來在哪裡?

近年來，以應對人力成本的增加，人工智能技術飛速發展
，加之疫情的催化，無人配送行業的發展速度非常迅猛，業內
一致認為無人配送將在3年內迎爆發。

作為無人配送最早的探索者，亞馬遜關停無人配送車團隊
這一事件無疑給行業敲響了警鐘。

不過，不同於亞馬遜等國外玩家選擇從自主機器人技術切
入市場，後來入場的國內玩家得益於成熟的自動駕駛技術，直
接推出了具備車規級的無人配送車。

早在 2016 年前後，美團、京東、阿里等大廠就開始了相
關技術研發，而近年來也陸續誕生了多家相關創業公司。
2018年是無人配送領域的投融資高峰，企業融資頻頻。

在初創企業中，白犀牛完成了4次融資、新石器、行深智
能等已完成3次融資，一清創新、易咖智車、毫末智行和中云
智車等也已經完成2輪融資，輪次多集中在Pre-A輪和A輪，
融資總額高至數億人民幣。

根據辰韜資本最新的末端無人配送賽道研究報告指出，目
前國內佈局無人配送運營的企業大致可以分為三類：

一類是阿里、京東、美團等自帶物流配送業務的互聯網大
廠，採用軟件自研 +硬件採購+自運營的方式推進，希望通過
無人配送實現旗下物流配送體系的降本增效。

第二類是從自動駕駛技術切入特定場景的初創公司，如白
犀牛、行深智能。這類企業多從無 人駕駛技術研發和特定場景
應用出發，期望在低速載物場景實現自動駕駛技術的商業化。

第三類是有主機廠及Tier1背景的企業，如毫末智行、東
風，這類企業有傳統汽車製造業基礎，首先從底盤、車輛供應
角度切入市場，並宣稱提供無人配送解決方案並會佈局運營。

目前，無人配送的行業現狀處於將技術轉化成產品的階段
。儘管取得了階段性進步，前方依舊有許多困難需要克服，在
實地場景中高質量地實現自主行走、安全避障、精確導航等功
能，同時還需進一步提高準確率。

此外，探索出可行的商業化落地的路徑更是尤為重要。今
年7月，曾獲騰訊紅杉等超12億元投資的智能配送機器人研發
商普渡科技宣布裁員。

普渡科技CEO張濤在內部信中表示，商用機器人行業還
存在一個亟待解決的靈魂問題，那就是全行業幾乎都未實現盈
利：靠經營主業賺錢，是商業的本質，因此從商業本質的角度
講，截至目前整個商用機器人行業都還未達及格線。

亞馬遜Scout項目此次的關停也是給火熱的無人配送行業
進行了降溫，也值得創業者們警惕。

（綜合報導）法國總統馬克龍10月16日向德國發出呼籲，面對能源價格飆升要保持歐洲
“團結”，他警告德國政府的2000億歐元價格補貼計劃可能“扭曲”歐洲市場。

“我們制定政策時不能只顧著本國，因為那樣會在歐洲大陸內部造成扭曲，”馬克龍當天
接受法國《迴聲報》採訪時說，“如同新冠疫情危機，這是我們歐洲接受考驗的關鍵時刻……
我們必須團結一致。”他認為，歐洲需要採取的不是一國策略，而是歐洲整體策略。

不過，馬克龍還是表達了對法德合作有信心，相信兩國有能力製定出雄心勃勃的戰略。本
週，歐盟領導人將齊聚布魯塞爾，討論制定共同能源對策，包括探討對天然氣價格設置上限等
選項。

這是歐盟在應對能源危機問題上日益分裂的一個縮影。凜冬將至，但歐洲正步入俄氣稀缺
、通脹高漲、經濟滑向衰退的多重困境中。由於歐盟各成員國的能源需求、對供應商依賴程度
以及能源結構各異，調劑能力不一，歐盟內部協調整體能源政策始終存在分歧。在是否以及如
何限制天然氣價格方面，更是陷入僵局。

德國政府是天然氣價格上限計劃的堅決反對者之一，德國、丹麥、奧地利和荷蘭等國認為
，如果在價格競爭激烈的全球市場上無法與其他買家競爭，會導致歐盟國家難以購買到天然氣
，危及能源供應安全。德國建議，歐盟成員國應合力採購天然氣，利用歐洲大市場優勢壓低氣
價。法國、意大利和波蘭等15國則對天然氣價格上限持開放態度。

與此同時，德國的巨額能源補貼在歐盟內部引發眾怒，法國、意大利等國公開抱怨德國此
舉存在扭曲競爭的風險，一些成員國和歐盟官員認為德國計劃以打破舉債上限的方式進行補貼
，將有違歐盟財政紀律，擾亂歐洲單一市場。

俄烏衝突升級以來，歐盟追隨美國對俄施加多輪制裁，但制裁引起的反噬效應反而令歐洲
能源供應緊張，天然氣和電力價格飆升，通脹“高燒難退”。歐盟統計局9月30日公佈的數據
顯示，歐元區9月通脹率攀升至兩位數，按年率計算達10%，再創歷史新高。

一邊是歐洲國家苦水難嚥、分歧不斷，另一邊卻是美國大發橫財。歐洲的巨大俄羅斯天然
氣缺口導致其急需從國際市場上尋求新的供應商，對美國液化天然氣的進口依賴大幅增長。金
融信息服務提供商路孚特公司的數據顯示，9月份，美國出港貨船裝載的液化天然氣達630萬
噸，其中近70%都被運往歐洲。

馬克龍日前在巴黎的一場企業家大會上抱怨美國天然氣太貴。 “我們要告訴我們的美國朋
友，你們（向我們）提供了能源，但我們卻要支付四倍的價格，看在友誼的份上，不能再這樣
下去了。”

法國經濟、財政及工業、數字主權部長佈魯諾•勒梅爾12日也呼籲美國天然氣“賣便宜點
”，以助歐洲國家應對能源短缺危機。勒梅爾在七國集團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上說：“我們期
待美國政府作更多努力，採取長期辦法降低液化天然氣價格。”

除了法國，德國也在抱怨美國給供歐天然氣開出“天價”。德國副總理兼經濟和氣候保護
部長羅伯特•哈貝克近日暗指美國等“友好”國家以過高的價格向德國供應天然氣，借俄烏衝
突發戰爭財。他還呼籲歐盟國家更加團結，與“友好”國家進行對話。哈貝克此前表示，因為
要從俄羅斯之外的渠道購買天然氣，能源成本高於以往，德國今年經濟損失將接近600億歐元
，明年損失則可能接近1000億歐元。

美國美國““天價天價””氣令歐洲很受傷氣令歐洲很受傷
歐盟內部仍深陷內耗與分裂之中歐盟內部仍深陷內耗與分裂之中

探路3年、解散400名員工
亞馬遜無人配送車為何關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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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焦點 2022年10月10日（星期一）中 國 新 聞2 ◆責任編輯：李岐山

中國單位GDP能耗年均降3.3%
能源進口多元化持續增強 近五年對外依存度穩定於20%

中 國 新 聞A15

20222022年年1010月月99日日（（星期日星期日））

2022年10月9日（星期日）

2022年10月9日（星期日）

◆責任編輯：陳思夢

國家統計局8日發布數據顯示，過去十
年國內能源消費平穩增長，2021

年，全國能源消費總量52.4億噸標準煤，
比2012年增長30.4%，以年均3.0%的能
耗增速支撐了年均6.6%的國內生產總值
（GDP）增速。在能源供應方面，2021
年全國一次能源生產總量43.3億噸標準
煤，比 2012 年增長 23.2%，年均增長
2.3%；尤其是清潔能源佔比持續提升。

非化石能源發電裝機首超煤電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21年非化石

能源發電裝機首次超過煤電，裝機容量
達到11.2億千瓦，佔發電總裝機容量的
比重為47.0%。水電、風電、太陽能發電
裝機均超過3億千瓦，連續多年穩居世界
首位。
與此同時，作為國內能源供應的補

充，過去十年能源進口穩步增長。其
中，原煤淨進口自2016年連續6年穩步
上升，2021年淨進口3.2億噸，創近年來
新高，比2012年增長14.9%，年均增長
1.6%。原油淨進口自2019年突破5億噸
後持續保持高位，2021年達到5.1億噸，
比2012年增長90.0%，年均增長7.4%。
天然氣淨進口高速增長，2021年達到
1,620億立方米，比2012年增長3.1倍，
年均增長17.1%。

進口多元穩定保障能源安全
國家統計局特別強調，能源進口多元

化持續增強，為實現開放條件下能源安
全奠定堅實基礎。「十八大以來，中國
全方位加強能源國際合作，有效利用國
際資源，推進能源基礎設施互聯互通。
中亞—俄羅斯、中東、非洲、美洲和亞
太五大油氣合作區開發建設持續推進，
西北、東北、西南和海上四大油氣進口
戰略通道基本形成。」
今年俄烏衝突爆發，地緣衝突加劇

下能源供給受限，而歐洲能源體系自
給率極低，高度依賴進口，尤其對俄
羅斯能源過度依賴。歐洲能源進口
中，大約四成天然氣、三成原油、五
成煤炭均來自俄羅斯供應，使得歐洲
能源漲價壓力加劇，能源供應體系的
脆弱性凸顯。這給中國的能源安全提
供了警示。

能源對外依存度增速放緩
隨着經濟較快增長和能源需求增大，

中國能源進口量穩步增長，對外依存度
逐步提高，而最近五年能源對外依存度
基本穩定在20%左右的水平上。
國金證券首席經濟學家趙偉研究指

出，中國能源對外依存度增速放緩。中
國為產煤和用煤大國，在積極的去煤化
過程中，煤炭對外依存度逐步降低；由
於貧油貧氣，油氣對外依存度仍分別接
近 50%和 60%，但佔比增速放緩。「對
外依存度和用能經濟性高度關聯。能源
對外依存度下降，表明國內內部能源供

應與需求趨於平穩，用能成本可控，用
能效率亦隨着提升。」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國內單位產品

能耗明顯降低，單位GDP能耗（ 單位
GDP能耗越大，則說明經濟發展對能源
的依賴程度越高）在過去十年間累計降
低26.4%，年均下降3.3%。相當於節約
和少用能源約14.0億噸標準煤。
此外，中國着力打通能源進口多元化

渠道。以「一帶一路」為例，「一帶一
路」沿線多國進入清潔能源規劃落地
期，中國企業深度參與建設施工。中國
企業參與巴基斯坦、印尼及中亞水電、
煤電等多個項目建設，並深度參與中亞
地區光伏、風電項目施工及配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過去十年中國經濟綠

色低碳轉型伴隨着能源進口的穩步增長。國家統計局最新披露

數據顯示，2021年，中國能源淨進口總量達到11.2億噸標準煤，比

2012年增長83.2%，年均增長7.0%，在此十年間能源對外依存度上

升5.7個百分點，2021年達到20.6%。單位GDP能耗在過去十年間累

計降低26.4%，年均下降3.3%。國家統計局表示，中共十八大以來

在國內能源供應保障能力持續增強、清潔能源佔比不斷提升的背景

下，中國能源進口多元化持續增強，進口規模不斷擴大，為實現開放

條件下能源安全奠定堅實基礎。

部分國家能源對外依存度
◆中國：2021年中國能源淨進口總量達到11.2億噸標準煤，比2012年增長
83.2%，年均增長7.0%，在此十年間能源對外依存度上升5.7個百分點，2021
年達到20.6%。

◆美國：美國主要能源大部分能夠自給自足，美國石油能源的對外依存度2021
年為5.9%，主要從加拿大、墨西哥、俄羅斯等國家進口。

◆歐洲：歐洲能源對外依存度非常高，2020年歐盟27國平均能源對外依存度
為57.5%，其中對俄羅斯的依賴明顯。2021年俄羅斯對歐盟輸出天然氣佔歐盟
進口天然氣的45%。

◆印度：2021-2022財年，印度約21.4%的煤炭、約85%的原油依賴於進口。

來源：公開資料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招商銀行股
份有限公司原黨委書記、行長田惠宇被「雙開」（開
除黨籍和公職），中紀委國家監委的通報指其長期以
「市場化」運作為幌子，以「投資」「理財」為名，
「以錢生錢」，大搞權力與資本勾連，靠金融吃金
融。此外，中國鐵路總公司原黨組書記、總經理盛光
祖涉嫌受賄罪、利用影響力受賄罪，最高人民檢察院
對其作出逮捕決定。
通報稱，田惠宇貫徹落實中共中央關於金融工作的

重大決策部署不堅決、打折扣，罔顧黨對金融工作的
領導和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把職責使命拋在

腦後；違規接受宴請、旅遊、打高爾夫球等活動安
排，違規收受禮品；不按規定報告個人有關事項；毫
無紀法底線，長期以「市場化」運作為幌子，以「投
資」「理財」為名，「以錢生錢」，大搞權力與資本
勾連，靠金融吃金融，以權謀私、損公肥私，濫權斂
財、貪婪無度；生活腐化、道德敗壞。
現年56歲的田惠宇歷任上海銀行副行長、建行上海

市分行副行長、建行深圳市分行行長等職。2013年5
月出任招商銀行黨委書記，後兼任行長職務，今年4
月22日被查落馬。
此外，盛光祖涉嫌受賄、利用影響力受賄一案，由

國家監察委員會調查終結，移送檢察機關審查起訴。
日前，最高人民檢察院對盛光祖作出逮捕決定。該案
正在進一步辦理中。

原中鐵總公司總經理盛光祖被捕
今年73歲的盛光祖歷任鐵道部總經濟師、政治部

主任、鐵道部副部長、海關總署副署長、海關總署署
長等職。2011年2月，鐵道部部長劉志軍落馬，盛光
祖重返鐵道部擔任部長，後改任中國鐵路總公司首任
總經理並於2016年10月卸任。今年3月，盛光祖涉
嫌嚴重違紀違法被查。

招行原行長田惠宇被雙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8日，廣
州海關出台「支持廣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粵港澳全
面合作」48條細化措施，從促進大灣區要素便捷流
動、支持重點項目建設、支持建設中國企業「走出
去」綜合服務基地、加強粵港澳三地規則銜接等四個
層面，推動粵港澳全面合作。

推進粵港兩地健康碼互認
此次48條細則措施中，支持跨境科研物資自由流動

和便利粵港澳三地人員往來，是促進大灣區要素便捷
流動的重要方面，也是當前呼聲最高的領域之一。根
據新措，對港澳科研機構因科研、測試、認證檢查所
需的產品和樣品，憑市場監管部門出具《免予辦理強
制性產品認證證明》，可加快驗放。
在便利三地人員往來方面，推進海關健康申報信息

納入廣東省「粵康碼」、香港「港康碼」轉碼範圍，
實現信息共享、結果互認、疫情聯防。

措施有利港澳青年生活創業
隨着越來越多的港澳人士在大灣區內地工作生活，

跨境轉診及不同種類藥品需求提升。根據新措，廣州
海關將支持在南沙公立醫院開展跨境轉診合作，將符
合條件且已在港澳上市藥品中屬於特殊物品的，納入
低風險管理，支持粵港澳大灣區急需藥品、醫療器械
便利通關。
值得一提的是，其中不少措施，將直接助推港澳企

業和創業者開展業務，乃至拓展新商機。在廣州從事

跨境貿易的香港創業者Jenny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
措施中提到，將支持美食美酒分撥、醫藥分撥等特色
產業發展。當前，內地消費升級，這些領域匯聚了很
多港澳創業青年，該政策有利於他們便捷地進口更多
海外優質產品，開拓內地消費市場。

推動跨境貿易便利常態化
「廣州海關還將在符合條件

的港口，深入推進進口貨物
『船邊直提』和出口貨物『抵
港直裝』試點，這將節省口岸
物流時間，為粵港兩地貨物流
通提速。」廣州海關所屬南沙
海關副關長鄧濤告訴香港文匯
報記者。
在支持重點項目建設方面，

廣州海關將支持飛機保稅租賃
業務發展，助力南沙與港澳共
建全球飛機租賃中心，配合地
方政府爭取飛機融資租賃外幣
交易政策落地南沙。
在加強粵港澳三地規則銜接

方面，廣州海關將通過「智慧
海關」改革，推動安全、便利
通關。比如，支持與港澳簽署
食品安全信息通報合作備忘
錄，推動食品安全信息資源共

享。
南沙海關副關長鄧濤表示，打造國際一流營商環境

是《南沙方案》的重要任務，此次推出的48條措施，
着重通過「三減」（減環節、減時間、減成本），進
一步優化海關監管服務，推動跨境貿易便利化專項行
動措施常態化，促進大灣區要素便捷流通，提升大灣
區市場一體化水平。

廣州海關48新措助推粵港澳互聯互通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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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帥 北
京報道）中共二十大將於2022年
10月16日在北京召開。據悉，中
共二十大新聞中心將於10月12日
啟用並開始對外接待服務，新聞中
心記者接待服務區設在北京新世紀
日航飯店，將為前來採訪中共二十
大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
政區、台灣地區的媒體記者和外國
媒體記者辦理採訪證件、受理採訪
申請，組織大會新聞發布會和記者
招待會，安排記者參加大會採訪活
動。

新聞中心設於
北京新世紀日航飯店
10月 8日，香港文匯報記者在

北京新世紀日航飯店實地採訪看
到，這裏已經布置好慶祝二十大
的紅色展板和條幅，其中展板上
透過紅布可以看到「中國共產黨
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新聞中
心」的字樣，條幅上則寫着「熱
烈歡迎中外記者朋友採訪中國共
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
在新聞中心一層，還設有融媒體
體驗區。當日上午，北京新世紀
日航飯店尚還對外開放，這裏的
一位工作人員告訴香港文匯報，
飯店近期會暫停對外服務。
北京新世紀日航飯店位於北京海

淀區首都體育館南路。據官網介
紹，北京新世紀日航飯店是一家中
外合資的五星級酒店，係日航國際
酒店的成員之一。在北京新世紀日
航飯店路對過，即是有名的首都體
育館，在 2022 年北京冬奧會期
間，這裏是短道速滑和花樣滑冰比
賽場館。
香港文匯報記者注意到，從

1992年十四大以來，中共歷次黨
代會新聞中心均設在北京梅地亞中
心。今年，北京新世紀日航飯店
「接棒」梅地亞中心，將承擔一系
列新聞發布會、記者招待會、集體
採訪、專題新聞發布會等活動，提
供新聞採訪、資料查詢、電視公共
信號傳輸等方面的服務，為境內外
記者採訪提供服務保障。

◆中石化天津LNG接收站「雙泊位」LNG碼頭。 資料圖片

◆新政將推動從事跨境貿易等領域的港澳企業和創客，更便利開展業務。圖為
廣州海關所屬南沙海關關員對跨境電商商品進行監管。 受訪者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敖敏輝廣州報
道）8日，廣州海關出台“支持廣州南
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粵港澳全面合作”
48條細化措施，從促進大灣區要素便
捷流動、支持重點項目建設、支持建
設中國企業“走出去”綜合服務基
地、加強粵港澳三地規則銜接等四個
層面，推動粵港澳全面合作。
此次48條細則措施中，支持跨境科

研物資自由流動和便利粵港澳三地人
員往來，是促進大灣區要素便捷流動
的重要方面，也是當前呼聲最高的領
域之一。根據新措，對港澳科研機構
因科研、測試、認證檢查所需的產品
和樣品，憑市場監管部門出具《免予
辦理強制性產品認證證明》，可加快
驗放。
在便利三地人員往來方面，推進海

關健康申報信息納入廣東省“粵康
碼”、香港“港康碼”轉碼範圍，實
現信息共享、結果互認、疫情聯防。
隨着越來越多的港澳人士在大灣區

內地工作生活，跨境轉診及不同種類
藥品需求提升。根據新措，廣州海關
將支持在南沙公立醫院開展跨境轉診
合作，將符合條件且已在港澳上市藥
品中屬於特殊物品的，納入低風險管
理，支持粵港澳大灣區急需藥品、醫
療器械便利通關。
值得一提的是，其中不少措施，將

直接助推港澳企業和創業者開展業
務，乃至拓展新商機。在廣州從事跨
境貿易的香港創業者Jenny告訴香港文
匯報記者，措施中提到，將支持美食
美酒分撥、醫藥分撥等特色產業發
展。當前，內地消費升級，這些領域
匯聚了很多港澳創業青年，該政策有
利於他們便捷地進口更多海外優質產
品，開拓內地消費市場。

中國單位GDP能耗年均降3.3%
能源進口多元化持續增強近五年對外依存度穩定於20%

◆◆中石化天津中石化天津LNGLNG接接
收站收站““雙泊位雙泊位””LNGLNG
碼頭碼頭。。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

過去十年中國經濟綠色低碳轉型伴隨着能

源進口的穩步增長。中國國家統計局最新

披露數據顯示，2021年，中國能源淨進口

總量達到11.2億噸標準煤，比2012年增

長83.2%，年均增長7.0%，在此十年間能

源對外依存度上升5.7個百分點，2021年

達到20.6%。單位GDP能耗在過去十年間

累計降低26.4%，年均下降3.3%。國家統

計局表示，中共十八大以來在國內能源供

應保障能力持續增強、清潔能源佔比不斷

提升的背景下，中國能源進口多元化持續

增強，進口規模不斷擴大，為實現開放條

件下能源安全奠定堅實基礎。

中國國家統計局8日發布數據顯示，過去十年
國內能源消費平穩增長，2021年，全國能源

消費總量 52.4 億噸標準煤，比 2012 年增長
30.4%，以年均3.0%的能耗增速支撐了年均6.6%
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增速。在能源供應方
面，2021年全國一次能源生產總量43.3億噸標準
煤，比2012年增長23.2%，年均增長2.3%；尤其
是清潔能源佔比持續提升。

非化石能源發電裝機首超煤電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21年非化石能源發電

裝機首次超過煤電，裝機容量達到11.2億千瓦，佔
發電總裝機容量的比重為47.0%。水電、風電、太
陽能發電裝機均超過3億千瓦，連續多年穩居世界
首位。
與此同時，作為國內能源供應的補充，過去十年

能源進口穩步增長。其中，原煤淨進口自2016年
連續6年穩步上升，2021年淨進口3.2億噸，創近
年來新高，比 2012 年增長 14.9%，年均增長
1.6%。原油淨進口自2019年突破5億噸後持續保
持高位，2021年達到 5.1億噸，比2012年增長

90.0%，年均增長7.4%。天然氣淨進口高速增長，
2021年達到1,620億立方米，比2012年增長3.1
倍，年均增長17.1%。

進口多元穩定保障能源安全
國家統計局特別強調，能源進口多元化持續增

強，為實現開放條件下能源安全奠定堅實基礎。
“十八大以來，中國全方位加強能源國際合作，有
效利用國際資源，推進能源基礎設施互聯互通。中
亞—俄羅斯、中東、非洲、美洲和亞太五大油氣合
作區開發建設持續推進，西北、東北、西南和海上
四大油氣進口戰略通道基本形成。”
今年俄烏衝突爆發，地緣衝突加劇下能源供給受

限，而歐洲能源體系自給率極低，高度依賴進口，
尤其對俄羅斯能源過度依賴。歐洲能源進口中，大
約四成天然氣、三成原油、五成煤炭均來自俄羅斯
供應，使得歐洲能源漲價壓力加劇，能源供應體系
的脆弱性凸顯。這給中國的能源安全提供了警示。

能源對外依存度增速放緩
隨着經濟較快增長和能源需求增大，中國能源進

口量穩步增長，對外依存度逐步提高，而最近五年
能源對外依存度基本穩定在20%左右的水平上。
國金證券首席經濟學家趙偉研究指出，中國能源

對外依存度增速放緩。中國為產煤和用煤大國，在
積極的去煤化過程中，煤炭對外依存度逐步降低；
由於貧油貧氣，油氣對外依存度仍分別接近 50%
和 60%，但佔比增速放緩。“對外依存度和用能
經濟性高度關聯。能源對外依存度下降，表明國內
內部能源供應與需求趨於平穩，用能成本可控，用
能效率亦隨着提升。”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國內單位產品能耗明顯降

低，單位GDP能耗（ 單位GDP能耗越大，則說
明經濟發展對能源的依賴程度越高）在過去十年間
累計降低26.4%，年均下降3.3%。相當於節約和
少用能源約14.0億噸標準煤。
此外，中國着力打通能源進口多元化渠道。以

“一帶一路”為例，“一帶一路”沿線多國進入清
潔能源規劃落地期，中國企業深度參與建設施工。
中國企業參與巴基斯坦、印尼及中亞水電、煤電等
多個項目建設，並深度參與中亞地區光伏、風電項
目施工及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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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將推動從事跨境貿易等領域的港澳企業
和創客，更便利開展業務。圖為廣州海關所屬
南沙海關關員對跨境電商商品進行監管。

受訪者供圖

中國單位GDP能耗年均降3.3%
能源進口多元化持續增強 近五年對外依存度穩定於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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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陳思夢

國家統計局8日發布數據顯示，過去十
年國內能源消費平穩增長，2021

年，全國能源消費總量52.4億噸標準煤，
比2012年增長30.4%，以年均3.0%的能
耗增速支撐了年均6.6%的國內生產總值
（GDP）增速。在能源供應方面，2021
年全國一次能源生產總量43.3億噸標準
煤，比 2012 年增長 23.2%，年均增長
2.3%；尤其是清潔能源佔比持續提升。

非化石能源發電裝機首超煤電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2021年非化石

能源發電裝機首次超過煤電，裝機容量
達到11.2億千瓦，佔發電總裝機容量的
比重為47.0%。水電、風電、太陽能發電
裝機均超過3億千瓦，連續多年穩居世界
首位。
與此同時，作為國內能源供應的補

充，過去十年能源進口穩步增長。其
中，原煤淨進口自2016年連續6年穩步
上升，2021年淨進口3.2億噸，創近年來
新高，比2012年增長14.9%，年均增長
1.6%。原油淨進口自2019年突破5億噸
後持續保持高位，2021年達到5.1億噸，
比2012年增長90.0%，年均增長7.4%。
天然氣淨進口高速增長，2021年達到
1,620億立方米，比2012年增長3.1倍，
年均增長17.1%。

進口多元穩定保障能源安全
國家統計局特別強調，能源進口多元

化持續增強，為實現開放條件下能源安
全奠定堅實基礎。「十八大以來，中國
全方位加強能源國際合作，有效利用國
際資源，推進能源基礎設施互聯互通。
中亞—俄羅斯、中東、非洲、美洲和亞
太五大油氣合作區開發建設持續推進，
西北、東北、西南和海上四大油氣進口
戰略通道基本形成。」
今年俄烏衝突爆發，地緣衝突加劇

下能源供給受限，而歐洲能源體系自
給率極低，高度依賴進口，尤其對俄
羅斯能源過度依賴。歐洲能源進口
中，大約四成天然氣、三成原油、五
成煤炭均來自俄羅斯供應，使得歐洲
能源漲價壓力加劇，能源供應體系的
脆弱性凸顯。這給中國的能源安全提
供了警示。

能源對外依存度增速放緩
隨着經濟較快增長和能源需求增大，

中國能源進口量穩步增長，對外依存度
逐步提高，而最近五年能源對外依存度
基本穩定在20%左右的水平上。
國金證券首席經濟學家趙偉研究指

出，中國能源對外依存度增速放緩。中
國為產煤和用煤大國，在積極的去煤化
過程中，煤炭對外依存度逐步降低；由
於貧油貧氣，油氣對外依存度仍分別接
近 50%和 60%，但佔比增速放緩。「對
外依存度和用能經濟性高度關聯。能源
對外依存度下降，表明國內內部能源供

應與需求趨於平穩，用能成本可控，用
能效率亦隨着提升。」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國內單位產品

能耗明顯降低，單位GDP能耗（ 單位
GDP能耗越大，則說明經濟發展對能源
的依賴程度越高）在過去十年間累計降
低26.4%，年均下降3.3%。相當於節約
和少用能源約14.0億噸標準煤。
此外，中國着力打通能源進口多元化

渠道。以「一帶一路」為例，「一帶一
路」沿線多國進入清潔能源規劃落地
期，中國企業深度參與建設施工。中國
企業參與巴基斯坦、印尼及中亞水電、
煤電等多個項目建設，並深度參與中亞
地區光伏、風電項目施工及配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過去十年中國經濟綠

色低碳轉型伴隨着能源進口的穩步增長。國家統計局最新披露

數據顯示，2021年，中國能源淨進口總量達到11.2億噸標準煤，比

2012年增長83.2%，年均增長7.0%，在此十年間能源對外依存度上

升5.7個百分點，2021年達到20.6%。單位GDP能耗在過去十年間累

計降低26.4%，年均下降3.3%。國家統計局表示，中共十八大以來

在國內能源供應保障能力持續增強、清潔能源佔比不斷提升的背景

下，中國能源進口多元化持續增強，進口規模不斷擴大，為實現開放

條件下能源安全奠定堅實基礎。

部分國家能源對外依存度
◆中國：2021年中國能源淨進口總量達到11.2億噸標準煤，比2012年增長
83.2%，年均增長7.0%，在此十年間能源對外依存度上升5.7個百分點，2021
年達到20.6%。

◆美國：美國主要能源大部分能夠自給自足，美國石油能源的對外依存度2021
年為5.9%，主要從加拿大、墨西哥、俄羅斯等國家進口。

◆歐洲：歐洲能源對外依存度非常高，2020年歐盟27國平均能源對外依存度
為57.5%，其中對俄羅斯的依賴明顯。2021年俄羅斯對歐盟輸出天然氣佔歐盟
進口天然氣的45%。

◆印度：2021-2022財年，印度約21.4%的煤炭、約85%的原油依賴於進口。

來源：公開資料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招商銀行股
份有限公司原黨委書記、行長田惠宇被「雙開」（開
除黨籍和公職），中紀委國家監委的通報指其長期以
「市場化」運作為幌子，以「投資」「理財」為名，
「以錢生錢」，大搞權力與資本勾連，靠金融吃金
融。此外，中國鐵路總公司原黨組書記、總經理盛光
祖涉嫌受賄罪、利用影響力受賄罪，最高人民檢察院
對其作出逮捕決定。
通報稱，田惠宇貫徹落實中共中央關於金融工作的

重大決策部署不堅決、打折扣，罔顧黨對金融工作的
領導和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把職責使命拋在

腦後；違規接受宴請、旅遊、打高爾夫球等活動安
排，違規收受禮品；不按規定報告個人有關事項；毫
無紀法底線，長期以「市場化」運作為幌子，以「投
資」「理財」為名，「以錢生錢」，大搞權力與資本
勾連，靠金融吃金融，以權謀私、損公肥私，濫權斂
財、貪婪無度；生活腐化、道德敗壞。
現年56歲的田惠宇歷任上海銀行副行長、建行上海

市分行副行長、建行深圳市分行行長等職。2013年5
月出任招商銀行黨委書記，後兼任行長職務，今年4
月22日被查落馬。
此外，盛光祖涉嫌受賄、利用影響力受賄一案，由

國家監察委員會調查終結，移送檢察機關審查起訴。
日前，最高人民檢察院對盛光祖作出逮捕決定。該案
正在進一步辦理中。

原中鐵總公司總經理盛光祖被捕
今年73歲的盛光祖歷任鐵道部總經濟師、政治部

主任、鐵道部副部長、海關總署副署長、海關總署署
長等職。2011年2月，鐵道部部長劉志軍落馬，盛光
祖重返鐵道部擔任部長，後改任中國鐵路總公司首任
總經理並於2016年10月卸任。今年3月，盛光祖涉
嫌嚴重違紀違法被查。

招行原行長田惠宇被雙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8日，廣
州海關出台「支持廣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粵港澳全
面合作」48條細化措施，從促進大灣區要素便捷流
動、支持重點項目建設、支持建設中國企業「走出
去」綜合服務基地、加強粵港澳三地規則銜接等四個
層面，推動粵港澳全面合作。

推進粵港兩地健康碼互認
此次48條細則措施中，支持跨境科研物資自由流動

和便利粵港澳三地人員往來，是促進大灣區要素便捷
流動的重要方面，也是當前呼聲最高的領域之一。根
據新措，對港澳科研機構因科研、測試、認證檢查所
需的產品和樣品，憑市場監管部門出具《免予辦理強
制性產品認證證明》，可加快驗放。
在便利三地人員往來方面，推進海關健康申報信息

納入廣東省「粵康碼」、香港「港康碼」轉碼範圍，
實現信息共享、結果互認、疫情聯防。

措施有利港澳青年生活創業
隨着越來越多的港澳人士在大灣區內地工作生活，

跨境轉診及不同種類藥品需求提升。根據新措，廣州
海關將支持在南沙公立醫院開展跨境轉診合作，將符
合條件且已在港澳上市藥品中屬於特殊物品的，納入
低風險管理，支持粵港澳大灣區急需藥品、醫療器械
便利通關。
值得一提的是，其中不少措施，將直接助推港澳企

業和創業者開展業務，乃至拓展新商機。在廣州從事

跨境貿易的香港創業者Jenny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
措施中提到，將支持美食美酒分撥、醫藥分撥等特色
產業發展。當前，內地消費升級，這些領域匯聚了很
多港澳創業青年，該政策有利於他們便捷地進口更多
海外優質產品，開拓內地消費市場。

推動跨境貿易便利常態化
「廣州海關還將在符合條件

的港口，深入推進進口貨物
『船邊直提』和出口貨物『抵
港直裝』試點，這將節省口岸
物流時間，為粵港兩地貨物流
通提速。」廣州海關所屬南沙
海關副關長鄧濤告訴香港文匯
報記者。
在支持重點項目建設方面，

廣州海關將支持飛機保稅租賃
業務發展，助力南沙與港澳共
建全球飛機租賃中心，配合地
方政府爭取飛機融資租賃外幣
交易政策落地南沙。
在加強粵港澳三地規則銜接

方面，廣州海關將通過「智慧
海關」改革，推動安全、便利
通關。比如，支持與港澳簽署
食品安全信息通報合作備忘
錄，推動食品安全信息資源共

享。
南沙海關副關長鄧濤表示，打造國際一流營商環境

是《南沙方案》的重要任務，此次推出的48條措施，
着重通過「三減」（減環節、減時間、減成本），進
一步優化海關監管服務，推動跨境貿易便利化專項行
動措施常態化，促進大灣區要素便捷流通，提升大灣
區市場一體化水平。

廣州海關48新措助推粵港澳互聯互通
中
共
二
十
大
新
聞
中
心
10
月
12
日
啟
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帥 北
京報道）中共二十大將於2022年
10月16日在北京召開。據悉，中
共二十大新聞中心將於10月12日
啟用並開始對外接待服務，新聞中
心記者接待服務區設在北京新世紀
日航飯店，將為前來採訪中共二十
大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澳門特別行
政區、台灣地區的媒體記者和外國
媒體記者辦理採訪證件、受理採訪
申請，組織大會新聞發布會和記者
招待會，安排記者參加大會採訪活
動。

新聞中心設於
北京新世紀日航飯店
10月 8日，香港文匯報記者在

北京新世紀日航飯店實地採訪看
到，這裏已經布置好慶祝二十大
的紅色展板和條幅，其中展板上
透過紅布可以看到「中國共產黨
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新聞中
心」的字樣，條幅上則寫着「熱
烈歡迎中外記者朋友採訪中國共
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
在新聞中心一層，還設有融媒體
體驗區。當日上午，北京新世紀
日航飯店尚還對外開放，這裏的
一位工作人員告訴香港文匯報，
飯店近期會暫停對外服務。
北京新世紀日航飯店位於北京海

淀區首都體育館南路。據官網介
紹，北京新世紀日航飯店是一家中
外合資的五星級酒店，係日航國際
酒店的成員之一。在北京新世紀日
航飯店路對過，即是有名的首都體
育館，在 2022 年北京冬奧會期
間，這裏是短道速滑和花樣滑冰比
賽場館。
香港文匯報記者注意到，從

1992年十四大以來，中共歷次黨
代會新聞中心均設在北京梅地亞中
心。今年，北京新世紀日航飯店
「接棒」梅地亞中心，將承擔一系
列新聞發布會、記者招待會、集體
採訪、專題新聞發布會等活動，提
供新聞採訪、資料查詢、電視公共
信號傳輸等方面的服務，為境內外
記者採訪提供服務保障。

◆中石化天津LNG接收站「雙泊位」LNG碼頭。 資料圖片

◆新政將推動從事跨境貿易等領域的港澳企業和創客，更便利開展業務。圖為
廣州海關所屬南沙海關關員對跨境電商商品進行監管。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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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身教材 走進港中小學故故宮瑰寶宮瑰寶
兩地合作發展教學資源 讓港青享受中華文化滋養

“我們的故宮”系列教材內容豐富
多元，深受學校和教師歡迎和選用。培
僑中學校長伍煥杰10日接受香港文匯報
訪問時指，該校為使用相關教材的學校
之一，已鼓勵不同科組教師在日常教學
中盡量選用，以中史及中文科的使用頻
率及數量最多。

他認為，該系列教材資源無論在內
容或方式上都十分豐富和多元化，可讓
教師在日常的教學課程中按情況和需要
適當地加入中國傳統文化的學習元素，
或在學校的文化日活動上展示，教學效
果與同學反應都十分不俗，而且教材資
源全為電子檔案，可在屏幕及學生的平
板電腦上顯示，非常方便之餘也十分環
保。

伍煥杰指，香港故宮館在慶祝回歸
25周年之際開幕，成為了加強推動香港
青少年和大眾認識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
資源，而這次“我們的故宮”系列教材
更可進一步為學生認識中國歷史文化提
供合適和有系統的材料。

他舉例，教材中的“故宮的四季節
氣”主題掛圖，不僅讓學生藉故宮的
人、事、物等認識中國傳統廿四節氣的
概念和基本知識，更能使學生了解到，
中國很早便有了自己一套精準的天文學
和曆法系統，廿四節氣便是其中一個中
華傳統智慧的象徵，從而提升了學生的
文化自信和民族身份認同感。

另外，伍煥杰又提到，該校最近於
教學專業發展日組織了全校教師到香港
故宮博物館參觀學習，希望透過先讓老
師對故宮文物和其背後的歷史藝術文化
有深入認識，然後再引導學生去認識和
欣賞故宮之美。

國寶對學生而言可能是遙不可及，惟結合簡
單的科技投影技術，卻有機會讓香港同學把國寶
“帶回家”。今次教材特別設計了“把國寶帶回
家”遊戲包及網上專頁，中國文化研究院總編輯
陳愛娟介紹指，院方先把由故宮博物院提供的國
寶立體圖像整理，學生可透過小手工，按指示以
透明膠片自製全息投影器，配合流動裝置播放國
寶的全息投影影片，就能把國寶立體地呈現出
來，猶如把國寶帶回家裏一樣。

今年適逢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香港故宮文化
博物館的開幕掀起了一股故宮文化熱潮。有

見及此，北京故宮博物院與中國文化研究院昨日舉
行簡報會，宣布為香港師生推出“我們的故宮”網
上教材，這是故宮博物院首次與香港機構合作發展
教學資源。

融入課堂學習 助增國家認同
王旭東於簡報會視頻致辭時指，這次合作機

會彌足珍貴和難得，在雙方的通力合作下，以故
宮為核心的文物資源轉化為適合香港青少年的教
育資源，讓故宮所承載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正式
走進香港校園，融入到學生的課堂學習中。

他表示，“我們的故宮”不僅展示了中華文
明的魅力，更展現了故宮博物院肩負的歷史使命
和矢志不渝的初心，相信將為香港青少年的文化
認同、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提供幫助，共同提升
華夏兒女的文化自信。中國文化研究院理事會副

主席、香港故宮館董事局副主席李焯芬視頻致辭
時則表示，希望透過不同類型的教材和學習及跨
學科文化活動，在每一個香港年輕人心中建成
“我們的故宮”，讓他們成為故宮的承傳人和守
護人，將燦爛的中國文明薪火相傳。

講述聲影並茂 讓國寶“活起來”
中國文化研究院院長邱逸昨日介紹，為協助

學校把握香港故宮館開幕的熱潮，讓學生不只是
“打卡”，而是可從認識、理解，到欣賞、熱
愛，繼而主動承傳故宮文化，從知、情、意、行
承擔起推廣中華文化的使命，研究院把故宮博物
院提供的珍貴文物圖像影片及由專家撰寫的文章
等，整理和設計成教學資源，藉着述說故宮的文
物與人物的故事，讓國寶“活起來”、“走出
去”，同時能加強品德情意教育，幫助學生建立
正面的價值觀和態度。

邱逸表示，“我們的故宮”系列教材多元豐

富，包括專題展板、掛圖、影片、動畫、工作紙
及學習平台等，以故宮的建築、生活、藝術和人
物為主題，承載中國歷史文化的人和事，跨越中
文、中史、常識、視藝、音樂、生活與社會及公
民與社會發展等多個科目，可配合香港本地學校
課程與學生學習興趣和能力，通過跨學科的專題
活動和課堂學習，以及透過文化講座對教師進行
培訓，把故宮文化滲透進學與教的每一個板塊。

“我們的故宮”系列教材現於網上免費開放
提 供 （https://chiculture.org.hk/tc/school-pro-
gram/ourpalace）。邱逸透露，教材由雙方開始
商量、設計、製作到推出第一批教材，只用了短
短兩個月時間，但內容十分豐富，現時已有約7
個辦學團體共約40間學校使用教材資源。其中的
“認識國情系列─故宮100題”網上自學平台已
有約8萬名學生報名登記，第一批教材已於9月
30日推出，其餘將於11月底前陸續上載，希望讓
學校和學生都能夠有所得益。

為向全港中小學深入推廣故宮文化，北京故宮博物院與團

結香港基金轄下中國文化研究院10日宣布合作推出“我們的故

宮”中小學教材，包括專題展板、掛圖、影片、動畫、工作紙及學

習平台等，希望藉此引領青少年深刻認識國家和世界發展大勢，增

強民族自豪感和主人翁意識，以及培養大眾對中

國歷史文化的興趣，加強家國情懷和文化自信。

故宮博物院院長王旭東表示，希望能夠繼續深化

內地與香港的合作交流，通過更多的方式讓香港

青少年感受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享受中華傳統

的深厚滋養。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鍾健文

自製全息投影器
帶“國寶”回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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專題展板—故宮“四美”：
—圍繞故宮的建築美、生活美、藝術美和人物美，用文字、圖片、影片說故事，從文物談到生活智慧，談到科技
文明，談到人物情懷，從立體角度，呈現故宮文化

專題 小學展板主題 中學展板主題

建築美 故宮走一圈、故宮建築放大鏡 故宮—明清帝王的家天下、皇者威儀此中尋

生活美 生活智慧滿故宮、故宮生活是與非 既是皇宮也是家、皇家的喜事

藝術美 書與畫的珍藏天地、生活裏的藝術 權貴的象徵—青銅與玉石、西風東傳的交流成果

人物美 文物醫生知多少、燦爛故宮文化的守護者 從紫禁城到故宮博物院、專望故宮走向明天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中國文化研究院中國文化研究院 製表製表：：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北京故宮博物院與中國文化研究院合作推出香港中小學教材北京故宮博物院與中國文化研究院合作推出香港中小學教材
““我們的故宮我們的故宮”。”。 香港文匯報記者涂穴香港文匯報記者涂穴 攝攝

掃碼瀏覽教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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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知道今個十月份內世界上最哄動的新聞是什麼？稍有時事
常識的人當會指出，非中共二十大的新聞為主 了。的確，二十大中
心的有關負責人於十三日深夜在答記者提問時介紹，是次大會，共
有約二千五百名境內外記者報名參加大會採訪報道工作，其中港澳
台記者約一百五十名，外國記者約七百五十名。由出席記者之衆，
可見世界各地政府對今次大會的重視。輿論一概集中在習總是否繼
續掌權。無論世界各地華人抱着怎麼樣的政治觀念，習近平繼續延
長他的第三任期，己是毫無疑問的了。

那麼，究竟中國人如何看待習近平的第三任期呢？就算他們沒
有投票權，也能選擇用腳來投票！

許多人都明白一個簡單的道理，如果你想知道一般人對其國家
政府的看法，只要關注它開放的邊界，看人民是湧入國境還是逃出
國外就會明白的了。

隨著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準備在10月16日召開中共第二十次全
國代表大會（二十大）時連任，許多中國人爭先恐後離開。前福建
官媒記者、現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副教授吳木鑾
（Alfred Wu）向澳洲《雪梨晨鋒報》（The Sydney Morning Herald
）駐新加坡記者巴格修（Eryk Bagshaw）表示： 「他們不能真正投票
，但可以用腳投票，能跑的中產階級正悄悄準備出走。」

英國貴族學院例如墨爾文學校（Malvern College）、哈羅公學
（Harrow School）、 拉格比公學（Rugby School）爭搶進駐日本，

以滿足中國、香港高收入家庭的需求。向馬來西亞學校提出申請的
中國學生人數也翻了一倍。

中國同時是加拿大第二大移民來源國。在中國經營嬰兒用品店
的林喬（Joe Jin，音譯）說，今年的情況迫使他做出移民的選擇，
「今年升高中的大兒子的教育問題以及我自己事業的黯淡前景，是

讓我真正決定移民的原因。」
許多中國人在社交媒體上激情討論 「潤學」，上海解除為期兩

個月的封城後，許多公民和長期居住的外籍人士都選擇離開。移民
代辦指出，出國需求仍在持續成長，儘管中共以新冠疫情大流行構
成 「巨大安全風險」為由，停止為中國境外 「非必要」旅行簽發護
照。一位歐洲航空公司的飛行員透露，最近抵達上海的班機空蕩蕩
的，但離開的班機擠滿了當地人和外國人。
中國人喜歡習近平嗎？

如果不看移民狀況，在幾乎不存在獨立民意調查的中國，你很
難找到有關中國人民如何看待習近平的線索。9月，中國外交部發言
人毛寧宣稱，美國哈佛大學一項持續十多年的民調，顯示中國民眾
對黨和政府的滿意度連續十年超過90%；公關公司愛德曼另外一項
報告顯示，2021年中國民眾對政府的信任度達91%。諷刺的是，中
國社交媒體上的相關新聞貼文都顯示不了評論、轉發。中國內地有
這樣的報導：習近平外交政策有3大錯！前新加坡外交次長指出，
由習總主導的近年的戰狼外交，損害了中國整利益。

社交媒體一直是衡量輿論的
管道，即使在審查制度下也能看
出一點端倪。不過在二十大前夕
，基本上不可能看見民眾對習近
平或其他高層官員的批評。10 月
13日，中共十九屆七中全會結束
次日，北京一鬧市區立交橋上惊
現大字橫幅，號召民眾 「罷工罷
課罷免習近平」要求 「習近平下
台」的抗議標語。中國的網絡審
查人員迅速清除社交媒體上有關
此事件的貼文，就連搜尋 「首都
」、 「北京」等關鍵字，也搜不
到任何評論。

不過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CFR）全球衛生高級研究員黃嚴忠
（Yanzhong Huang）認為，中國仍有很大一部分公眾強烈支持清零
，尤其在小城鎮和農村。民眾支持清零部分是因為相信國家宣傳，
以及他們無法獲得其他獨立資訊。中國媒體經常將中國與西方的感
染和死亡人數相比較，得出中國在平衡經濟成長和新冠防控方面取
得佳績的結論。

1010月月1212日晚間日晚間KP GeorgeKP George在舒格蘭與華人社區有一個見會面在舒格蘭與華人社區有一個見會面
20222022年年1111月月88日投票選舉日投票選舉KP GeorgeKP George為為Fort BendFort Bend縣法官縣法官

（（東翻西看東翻西看）） 華人如何看習總的第三任期華人如何看習總的第三任期 楊楚楓楊楚楓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KP喬治 (KP George) 是來自德州的
美國政治家。他是本德堡縣Fort Bend County的最高民選官員，
擔任德克薩斯州本德堡縣法官。KP出生在印度南部喀拉拉邦的
一個小村莊。KP的父親是一名卡車司機，收入微薄，但足以為
KP和他的六個兄弟姐妹提供教育。KP從小就很窮，不得不赤腳
走路去學校，在茅草屋裡靠著煤油燈學習。在學校取得優異成績
後，KP被喀拉拉邦的州立大學錄取，並獲得了理學學士學位。
KP於1993年持簽證來到美國，為一家金融公司工作。在為這家
金融公司工作了幾年後，KP通過開設自己的財務規劃公司繼續
追求他的美國夢。KP和他的妻子Sheeba於1999年搬到Sugar
Land撫養他們的三個孩子。

KP作為印裔美國人團體、Sugar Land 扶輪社、Fort Bend
商會和眾多教育倡導團體的成員，始終參與他在Fort Bend的社
區。 KP還專注於建立Hightower高中學院的助推器俱樂部，並
繼續擔任助推器俱樂部的主席。在與Hightower高中合作取得成
功後，KP繼續在的職業培訓，並為所有學生提供平等接受教育
的機會。在完成他的第一個三年任期後，他在2017年以明顯更
大的優勢贏得了連任。由於颶風哈維期間復甦乏力和應急準備不
足而感到沮喪，KP決定在2018年競選縣法官。在大選中，KP
挑戰了15年的現任縣法官羅伯特“鮑勃”赫伯特。KP以132,
298票對赫伯特的117,747票擊敗法官赫伯特。喬治先生的勝利
是全縣民主黨人在本德堡大獲全勝的一部分，也標誌著德克薩斯
州歷史上的一個歷史性時刻，KP是第一位亞裔縣法官。KP
George法官是美國排名最高的亞裔行政官員。喬治先生指出，
他的勝利反映了本德堡縣的多樣性，該縣是該國最多元化的縣。

2019年Fort Bend縣選出的印裔美國移民 KP George 法官
與ABC13分享了一封信，信中描述了社交媒體上針對他的仇恨
和仇外評論的增加。喬治在接受目擊者新聞採訪時說，他多年來
一直在使用各種形式的仇恨言論，但現在，距離11月大選提前
投票還有一個多月的時間，仇恨言論正在升溫。 喬治說:“我們
現在距離提前投票還有34天左右的時間，而且它正在達到歷史

最高水平。過去幾週，我們收到了來自不同人的一百多個
仇恨對話”。 喬治本週在他的社交媒體頁面上分享了仇
外評論的截圖，圍繞著他的對手Trever Nehls的競選照片
進行了排列，其中許多評論都提到了對Nehls 的支持並鏈
接到他的網站。喬治說Nehls應該譴責這些評論。
喬治說:這必須停止。可悲的是，這些人中有許多人是我
對手的支持者。我沒有聽到（Nehls）譴責這些行為的任
何消息。這令人擔憂。這些人中的許多人都在標記和鏈接
他的網站在他們的消息中。如果他不是其中的一部分，或
者他不欣賞這一點，他需要站出來說出來。Nehls週三做
出了回應。Nehls在給 ABC13 的一份聲明中寫道：“這
是極左民主黨人的典型表現。他們竭盡全力將選舉變成種
族分裂問題，以分散他們對領導失敗的注意力……我們迫
切需要更換領導層。本德堡縣法官辦公室，否則我們將面
臨與哈里斯縣鄰居一樣的失控犯罪。

在過去4年喬治的領導下，本德堡縣在以下幾方面處
於全國領先地位：應對冠狀病毒的已接種人均疫苗居民、
備災並啟動了21世紀緊急行動中心、通過開放的新公共
交通設施和增加新路線的流動性；在每個區域啟動了數百
萬美元的交通項目，防洪對25個新的重大防洪減災項目
進行了歷史性投資；資助了一個實時洪水監測系統，社區資源使
Fort Bend County在人口普查中人均響應率在該州排名第一，並
通過啟動一項青年就業計劃以僱用250名以上的年輕人。

KP George（民主黨）是德克薩斯州本德堡縣專員法院法官
。2019年1月1日上任，本屆任期至2022年12月31日結束。
喬治（民主黨）正在競選德克薩斯州本德堡縣專員法院法官的連
任。他將參加 2022年11月8日的大選投票。他於2022年3月1
日從民主黨初選中晉級。2014年至2018 年，喬治是德克薩斯州
本德堡獨立學區學校董事會的第5位代表。他離開學校董事會成
為縣法官。KP George 出生於印度南部。他的職業經歷包括在
一家金融公司工作。他創立了海塔高中學院的助推器俱樂部。喬

治於2014年當選為本德堡ISD學校董事會成員，任職至2018年
。

喬治法官在為人們將大膽的想法轉化為實際成果方面有著良
好的記錄。2018年，他以壓倒性多數當選為本德堡縣法官。 喬
治法官成功地帶領我們度過了無數洪水事件、冠狀病毒大流行、
冬季風暴烏里和電網故障、乾旱和其他重大緊急情況，變得比以
前更強大、更團結。他的領導為本德堡帶來了數千個高薪工作，
對我們的公共安全和應急管理計劃進行了歷史性投資，並為我們
所有的居民解決了交通擁堵問題。喬治法官正在競選連任，以繼
續使地方政府更加有效、參與和高效，以造福我們的家庭和子孫
後代！

休斯頓亞裔政治領袖支持休斯頓亞裔政治領袖支持 KPKP 喬治連任本德堡縣法官喬治連任本德堡縣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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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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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