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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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相請辭英相請辭 成史上最短命首相成史上最短命首相
（綜合報導）英國首相特拉斯（Liz

Truss）今天宣布請辭，白宮表示未來無論誰
接任，美英兩國都將維持密切關係。法國總
統馬克宏（Emmanuel Macron）則期盼英國
迅速恢復穩定。

路透社報導，美國白宮幕僚長克蘭
（Ron Klain） 接 受 微 軟 國 家 廣 播 公 司
（MSNBC）訪問時稱，無論誰接替特拉斯
，美國都將與新首相建立密切關係。他還說

，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今天稍晚將就
此事發表聲明。

法新社報導，馬克宏今天抵達布魯塞爾
參加歐盟（EU）一場峰會，他表示不會對
英國國內政治發表評論。

但馬克宏說： 「英國迅速恢復政治穩定
很重要，這就是我所希望的。」

特拉斯上月宣布激進減稅計畫後，引發
英鎊狂貶、債市面臨拋售潮，致使英國央行

英格蘭銀行（Bank of England, BOE）緊急
干預市場，宣告將購買長期國債，避免發生
金融危機。

近日有媒體報導臆測，特拉斯可能會政
策大轉彎，調整迷你預算案。夸騰趕緊縮短
本週在華盛頓的全球財長會議行程，匆匆返
回英國。英國媒體隨後報導，夸騰將被撤換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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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er President Trump
is heading to south Texas and
the city of Robstown west of
Corpus Christi this weekend to
rally voters before early voting
begins for the midterm. The
former president’s visit
comes as Republicans try to
flip the seats in the House
which for a long time has been
a Democratic stronghold.

Republicans are targeting
three congressional seats and
have raised more money than
the Democrats. Texas
Democrats have complained
recently that the national party
appears to be pulling
resources from this area.

The Trump supporters
said they have been trying to
host the MAGA rally since
Trump lost the White House.

With inflation raising
prices and the war in Ukraine,
this is a very tough time for
President Biden’s
administration in Texas. With a
majority of control by
Republicans in the House and
Senate, the redistricting of the
congressional districts will be
more favorable to the
Republicans.

Republicans want to win
in the south Texas area where
Democrats have been strong
for some time.

The midterm election is
around the corner. This
election will redraw the
national political map in the U.
S. Both the House and the
Senate will have new faces to
determine our national agenda. 1010//1919//20222022

Trump Will Come To South TexasTrump Will Come To South Texas

前總統川普本週末將前來德州南端地區為共和黨助選
和募款，企圖在民主黨之陣地板回一城。

這項大型集會將在羅斯鎭舉行， 此地區長期來都是民
主黨之天下， 包括市長國會議員在內， 但是由于共和黨
佔多數之德州議會，最近把全州選區重劃後對共和黨候選
人比較有利。

根據二O二0年總統選舉結果顯示， 共和黨在德州南
部之票數大增 ，因此有望在此次期中選舉獲勝。

在此地區支持川普的川粉們揚言要舉辦一㘯自總统大
選以來最大之群眾大會 ，希望變天為共和黨取得勝利。

期中選舉在即 ，全美之通貨膨脹 ，物價上漲 ，俄烏
戰事及中美關係都是目前拜登政府之难題 ，在此同時民怨
四起，也就為共和黨制造了機會 ，可能會使共和黨在眾議
院中翻盤 ，在參議院在未定天下之情況下， 對政府未來
施政必然是巨大挑戰。

川普再度征戰德州川普再度征戰德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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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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下議院 「國家院」（State

Duma）前議員兼知名克宮批判者費金（Mark
Feygin）說，要是俄軍無法戰勝烏克蘭，總統
普丁可能要面對執政超過 20 年後下台的事實
。

據《新聞周刊》（Newsweek）19 日報導
，身為人權律師的費金說，普丁在烏克蘭發動
的戰爭若全面失敗，可能引爆派系和區域爭權
的 「血腥」內戰。

他指出，情勢究竟會怎麼發展，大大取決
於烏克蘭戰爭會如何收尾。費金說，就算烏克
蘭沒有奪回克里米亞，只要能解放莫斯科聲稱
吞併的赫松（Kherson）、札波羅熱（Zapori-
zhia） ， 盧 甘 斯 克 （Luhansk） 和 頓 內 茨 克
（Donetsk），也能輾壓普丁政府。

對於費金和其他流亡的異議分子來說，他
們的想法正朝權力轉移的方向走。而費金說，
最簡單的，就是俄羅斯菁英分子選定普丁的接
班人，而這接班人要能和西方談判、能提供結
束戰爭的初步架構，並致力向未來選舉邁進的
人。

他說，在這種狀況下，頭號人選將是2020
年獲拔擢的現任總理米舒斯京（Mikhail Mi-
shustin），因為他既未直接參與對烏克蘭開戰
的決策，也未涉及相關過程。

費金認為，米舒斯京的看守政府將 「減輕
戰敗的打擊」，讓莫斯科迅速收回併吞烏克蘭
領土的聲明。對俄羅斯菁英來說，這很可能是
最理想的對策，因為在這種狀況下，他們還能
設法掌權，以面臨最小後果的方式解決問題。

反之，比較悲觀的發展就是普丁拒絕向反
對派低頭。俄羅斯高層菁英內部分裂為不同的
派系，有人支持普丁，有人想要推翻他。這樣
一來，就可能引發內戰。

費金強調，要是普丁自覺受威脅，拒絕下
台，就可能成為內戰的引爆點。而他已經成立
了瓦格那集團（Wagner Group）等傭兵組織
——事實上，它們就是他所能動用的私人部隊
。

而俄羅斯若爆發內戰，很可能涉及軍方，
聯邦安全局（FSB）和其他可能因普丁下台而
失勢，但想要扭轉劣勢的核心集團。費金說，
這很可能導致大家反目成仇，引發血腥得多的
狀況。

然而，俄羅斯權鬥將大大破壞歐亞大陸，
甚至歐亞以外地區的穩定。屆時號稱全球最大
的俄羅斯核武庫將充滿風險，而能源，礦物和
農產品出口都將充滿不確定性，周邊鄰國也可
能面臨蜂擁而來的難民潮。

俄若在烏克蘭慘敗
普丁恐面臨血腥內戰

澳洲斐濟簽署駐軍地位協定 制衡中國擴張自詡為馬斯克第二的尼古拉公司(Nikola)創
辦人暨執行董事長特雷弗·米爾頓（Trevor
Milton）因為涉嫌誇大詐騙該公司電動卡車的
功能與效益以擴大吸金獲取不義之財而被聯邦
法院裁定三項欺詐罪名成立, 儘管他還有上訴
的權利, 但是根據法庭所公佈長篇累牘的罪狀,
他似乎再也無法翻身脫罪, 最終必將關進監獄
吃牢飯了。

科技產業因為馬斯特創建了特斯拉電動汽
車而轟動全球, 馬斯特因此成為全球首富, 電動
車也從此爆紅, 各界趨之若鶩, 所以在2015年當
米爾頓在自家地下室創立了新能源汽車公司尼
古拉後聲稱具有卓越的全自動功效而被視為特
斯拉未來最強勁的競爭對手，並於2020年上市
後，當時公司還沒有賣出一輛卡車, 當時在米
爾頓強力推銷下, 尼古拉風起雲湧,市值已為33
億美元竟超越百年老店福特汽車，他個人資產
更超過 80 億美元, 然而很不幸的是他所吹捧的
電動卡車卻中看不中用, 完全被卞死了，加上
內部員工下屬的爆料與舉證,他的人設與形象一
夕崩潰,他不僅被踢出了自己創建的公司，更因
欺詐而被定罪, 到底他是惡意欺詐犯罪? 還是力
不從心無法落實自己的心願呢?顯然那是屬於前

者。
米爾頓應該相當了解他自己的才學與識見

有多少, 但卻在該公司零排放卡車的研發和技
術方面一再撒謊, 目的就是為了吸取毫不知內
情的廣大群眾投注資金而入股,米爾頓對尼古拉
的核心願景是圍繞著氫動力重型卡車的未來展
開的，這些卡車將租賃給那些希望減少運輸車
隊排放的公司。根據商業計劃，尼古拉還將自
己製造氫燃料，並建立一個加氣站網絡,這種商
業模式吸引了博世和 CNH 工業等大牌公司以
及維權投資者傑夫•烏本對尼古拉進行投資。
然而一份做空機構的報告卻稱，米爾頓對製造
功能性汽車和生產驅動這些汽車所需的氫燃料
方面的進展做了一系列虛假陳述, 其實他頓出
售的僅僅是口頭承諾,他稱這種零排放的半掛式
卡車可能會給卡車運輸業帶來革命, 也只是不
切實際的理想罷了,他還標榜自己是一位有遠見
的創始人，有能力實現這一承諾, 但都不是。

米爾頓的律師說，米爾頓的行為是善意的
，說米爾頓有意欺詐是一種曲解。但是問題的
關鍵在於米爾頓並沒有實現他對投資者所許下
的諾言，那當然就是欺詐了,而這場判決不啻為
米爾頓的垮臺畫上了句號。

【李著華觀點 : 卡車卞死了
當不成馬斯克第二米爾頓將入獄吃牢飯】

(本報訊)澳洲與斐濟兩國20日在斐濟首府
蘇瓦召開記者會，宣布澳斐兩國展開軍事合作
並簽署了兩國《駐軍地位協定》（Status of
Forces agreement）。澳洲副總理兼防長馬勒斯
（Richard Marles）表示，兩國在和平、安全和
有韌性的太平洋上具有共同利益，需要共同努
力有效應對傳統和非傳統的共同安全挑戰。斐
濟國防部長塞魯伊拉圖（Inia Seruiratu）也說
，《協定》 「反映兩國於涵蓋氣候暖化、人文
危機和自然災害等傳統和非傳統的安全威脅面
前的擴大合作。」咸認兩國此舉旨在制衡中國
於南太平洋的擴張行動。

《駐軍地位協定》內容包括移民與海關等
實際問題、一國部隊出訪另一國時軍裝軍備的
安排，及出訪部隊在另一國的刑事和民事管轄
權等規定。協定生效後，將為一國部隊出現在
另一國時，提供更全面互惠、彼此承擔相關義
務的法律架構，同時確定抵達 對方境內時，
外國軍隊的權利。

馬勒斯簽署協定後表示，這在澳洲算是少

見， 「這實際上加快了在雙邊部隊在彼此境內
更加密切的工作關係。」他說，這份協定將簡
化 「兩國之間建立操作相容性的過程」是 「非
常、非常重大的一步。」

路透報導，索羅門群島今年4月與北京當
局簽署安全協議後，南太平洋最大威脅已從過
去傳統的氣候變遷，向美中兩強在該地區的緊
張局面傾斜。

南太平洋各國防長日前於東加王國會談，
澳洲向斐濟、巴布亞紐幾內亞與東加王國等3
個擁有自主武力的島國，尋求建立更緊密的軍
事關係，做為抗衡中國在南太擴張造成這安全
疑慮。澳洲已與巴布亞紐幾內亞協商另一項防
衛條約。

斐濟防長塞魯伊拉圖稱，兩國部隊將在區
域各地共同訓練和部署，《協定》提供 「安全
合作的新高峰」， 「我們熟悉並理解這個區域
的地緣政治，也對我們、澳洲和紐西蘭扮演的
角色，以及我們團結合作的必要性有所體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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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額定期存款(Jumbo CD)最低開戶金額$100,000以上(新存款) 

此特惠包括個人及商業定期存款均適用。此持惠利率限開戶金額在$100,000 以上大額定期存款，開戶金額

在$25,000 至$99,999 間可享利率3.00%APY。未到期提款或提前解約將有違約金規定，自利息或本金中

扣減。貴客戶如未另有指示，定存到期後將以當時之 12 個月定期存款利率自動延期 12 個月。 

本銀行保留隨時取消上述特惠及更動利率的權利，恕不另行通知。 

 

*APY: Annual Percentage Yield 

如您需要更多相關訊息或有任何疑問，請與各分行聯絡查詢。 Website: www.goldenbank-na.com 

Telephone: 888-320-3838 

     

<<12個月定期存款>>

3.10%APY* 

慶祝37周年慶 
   

年 利 率  

3.00%APY* 

年 利 率  

(Regular CD) 
(Jumbo CD) 

歐洲人怎麽讓錢包不縮水？

綜合報導 受英國政府出臺的經濟刺激措施影響，英鎊對主要外幣

的匯率近期出現大幅跳水。匯率劇變令不少英國人錢包縮水，叫苦不疊

。雖然英國不少精明的投資人士迅速轉向黃金等市場交易產品避險，但

有分析人士認為，對於英國來說，經濟窄幅衰退的趨勢難以避免。而在

歐洲其他國家，歐元匯率低迷又加劇了人們對經濟衰退的擔憂，許多歐

洲人也正在尋找資產的保值出路。

在倫敦市中心，當地炸魚薯條店業主哈裏對記者抱怨稱，英國通脹

率已接近10%，但自己不能漲價10%，否則會嚇走顧客。哈裏指著炸鍋

裏的炸魚解釋說，在這家日營業額超過2000英鎊的餐館，每件事都與匯

率掛鉤。捕魚車輛需要柴油，運貨輪船需要進口，另外柴油價格最近又

開始回升。哈裏抱怨說，自己雖然不敢漲價，但不漲價，生意也做不長

久。

英鎊匯率貶值的數天，也引發民間再次搶購黃金避險的熱潮。在英

國經紀公司BullionVault，英國用戶開立賬戶購買黃金的數量壹度是平時

的兩倍多。盡管如此，英國的黃金狂熱者被認為不可能對全球黃金價格

產生太大影響。根據世界黃金協會的數據，英國消費者去年購買15.5噸

金條和金幣，僅占全球總量的1%多壹點。

與此同時，也有很多英國投資者開始拋售長久以來持有的房地產。

英國三大地產投資基金出現擠兌危機，已無法滿足投資者紛紛拋售基金

的需求。英國《每日快報》近期引述匯豐銀行高級經濟師哈爾的預測稱

，英國利率很快就會升至5.5%的水平，這意味著每位按揭貸款者平均每

年要多支付5000英鎊的款項。

“德國私人投資者正在失去創紀錄的財富。”德國投資網站“extra-

ETF”報道稱，數字資產管理公司Whitebox的數據顯示，德國私人投資

者在2022年上半年損失資產達2130億歐元。即使在2008年金融危機期

間，全年也“僅”損失1150億歐元。

巴西今年8月服務業產值環比增長0.7%
連續四個月增長

綜合報導 巴西國家地理統計局(IBGE)發布的數據顯示，經季節性

調整後，今年8月巴西服務業產值環比增長0.7%，為連續四個月環比

增長。

數據顯示，8月，巴西受調查的5大類服務業產值有3個出現環比增

長。其中，其他服務業產值環比增長6.7%，家庭服務業產值環比增長

1%，信息與通信服務業產值環比增長0.6%。不過，專業、管理與配套

服務業產值環比零增長，保持穩定。而交通運輸以及郵電業產值環比下

降0.2%。

與去年同期相比，8月巴西服務業產值增長8%。其中，家庭服務業

產值漲幅最高，同比增長22%。其次是交通運輸以及郵電業產值同比增

長13.6%，專業、管理與配套服務業產值同比增長7.3%，信息與通信服

務業產值同比增長2.9%。而唯壹出現下降的行業是其他服務業，其產值

同比下跌2.4%。

從地區看，8月巴西26個州和壹個聯邦區中，有24個服務業產值實

現同比增長。其中，伯南布哥州漲幅較高，同比增長13.8%。其次是米

納斯吉拉斯州，同比增長12.5%。第三是聖保羅州，同比增長10.8%。

數據還顯示，今年前8個月，巴西服務業產值同比增長8.4%。過去

12個月，巴西服務業產值同比增長8.9%。

巴西國家地理統計局研究員路易斯· 阿爾梅達(Luiz Almeida)表示，

今年以來，隨著新冠疫情好轉和經濟逐步恢復，巴西服務業復蘇勢頭良

好。今年8月巴西服務業產值已較2020年2月新冠疫情暴發前的水平高

出10.1%。

保守黨人正醞釀“逼宮”？英首相特拉斯還能否翻盤
英首相特拉斯減稅計劃所

引發的動蕩仍在持續。新上任

的英國財政大臣亨特不排除會

放棄更多特拉斯的減稅計劃，

以穩定市場。

與此同時，特拉斯的表現

引發保守黨議員的不滿，要求

她下臺呼聲高漲，還有部分議

員據稱正在醞釀“逼宮”。

逆轉更多減稅計劃？
英國新財政大臣不排除可

能性
據彭博社報道，英國新任

財政大臣亨特拒絕排除將特拉

斯削減基本所得稅率的計劃推

遲壹年的可能性，而此舉可能

導致特拉斯再次逆轉其“迷妳預

算”政策中的壹個關鍵部分。據

悉，延遲落實這項計劃或可省下

50億英鎊。

特拉斯已取消了兩項擬議

中的減稅計劃，她上周委任亨

特取代克沃滕擔任財政大臣時

，要求亨特落實她的財政計劃

中的剩余措施。

不過，10月 15日，亨特

表明穩定市場是他的首要任務

。到了16日，亨特拒絕排除放

棄特拉斯財政計劃中的另壹項

關鍵政策。

新加坡《聯合早報》分析

稱，特拉斯委任亨特為財政大

臣是為了挽救其領導地位，因

為執政保守黨以及國際金融市

場，都對她管理國家的能力失

去信心。

保守黨人公開籲特拉斯
下臺

稱“遊戲已結束”
特拉斯的表現引發部分保

守黨議員不滿。其中，英國保

守黨議員布朗特被指是首個公

開呼籲特拉斯下臺的保守黨人

。布朗特10月 16日接受英媒

訪問時說：“我認為遊戲已經

結束，現在的問題是如何處理

接班事宜。”

保守黨籍前財政大臣奧斯

本則預測，特拉斯有可能重組

內閣，尋求完全重來，但她不

太可能渡過此次危機。到了聖

誕節，特拉斯很可能已離開唐

寧街10號。

還有保守黨內部知名人士

透露，黨內部分議員正醞釀支

持曾與特拉斯競爭相位的對手

，以取代她的位置。前議員古

德曼告訴BBC說，黨內討論的

人選包括在黨魁之爭中被特拉

斯擊敗的前財政大臣蘇納克、

國際貿易副大臣摩丹特，“甚

至還包括(前首相)約翰遜”。

另壹方面，英國下議院17

日將就壹份要求立即大選的請

願書辯論。這份請願書獲得數

十人萬人簽名支持。

聽說歐洲人誓言不買俄羅斯金屬？
全球最大銅生產商趁機“獅子大開口”

綜合報導 據知情人士透露

，全球最大的銅生產商智利國

家銅業公司在2023年將以每噸

235美元左右的創紀錄溢價，向

歐洲買家出售銅，這壹數字比

今年高出了85%。

智利國家銅業公司在倫敦

金屬交易所(LME)銅期貨合約

基礎上，為銅的實物交割設定

的溢價，通常被視為全球合約

的基準。

據其中的壹名消息人士表

示，許多歐洲消費者如今不願

購買俄羅斯金屬，因此他們不

得不尋找其他貨源。

“銅市場目前供應緊張，

而歐洲買家的自我制裁正使他

們在議價談判上變得更為捉襟

見肘。”該消息人士稱。

業內人士表示，消費者不

願從俄羅斯進

口金屬，是對

其他來源地金

屬需求激增的

部分原因。

根據美國

貿易數據檢測

公司 Trade da-

ta Monitor的數

據，俄羅斯在2021年向歐盟供

應了近29.2萬噸銅。該機構的

數據還顯示，去年歐盟銅進口

總額超過80.1萬噸。

歐洲最大的銅冶煉廠Au-

rubis本周四表示，2023年，該公

司向歐洲客戶收取的價格將比倫

敦金屬交易所(LME)的基準價格

每噸高出228美元，這將遠遠高

於2022年每噸123美元的溢價。

上月，奧地利銅精煉公司

Montanwerke Brixlegg在致客戶

的壹封信中也表示，該公司明

年將為其低碳銅設定每噸295

歐元的溢價，並將對高能源成

本收取浮動附加費。

顯然，盡管歐盟如今尚未

對俄羅斯金屬實施過任何制裁

限制，但歐洲買家在壹系列對

俄金融制裁下的投鼠忌器，已

經極大程度擾亂了全球工業金

屬領域的定價。

據悉，自9月中旬以來，

大量俄羅斯生產的銅已被存放

在了LME位於德國、荷蘭和中

國臺灣地區的倉庫中。LME數

據顯示，自9月15日以來，該

交易所銅庫存累計增長逾40%

，至14.55萬噸。

LME上周發布了壹份討論

文件，正式開始討論應是否禁止

俄羅斯金屬在其系統中交易和儲

存。這家全球最大、歷史最悠久

的金屬交易所提出了三個選項供

交易商們斟酌：繼續接受俄羅斯

金屬；為LME倉庫中的俄羅斯

金屬數量設定壹個門檻；徹底禁

止接受俄羅斯金屬。

土耳其礦難致41人死亡
埃爾多安稱是“命運安排”引發爭議

近日，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在視察礦

難現場時，稱礦工之死為“命運安排”，

遭到國內人士抨擊。土耳其北部黑海沿岸

巴爾滕省發生壹起煤礦爆炸事故，造成41

名礦工死亡。

據報道，此次事故共造成41人死亡，

11名幸存者被送往醫院救治。爆炸發生時

，約有110人在礦井中，其中近壹半的人

被困在300米深的井下。土耳其內政部長

稱，另外58名礦工在爆炸時自行脫險，或

安全獲救。爆炸發生後，搜救行動持續了

20多小時才結束。

15日，埃爾多安臨時取消出行計劃，趕

赴爆炸現場視察。但他在視察時，將41名礦

工的死亡稱為“命運安排”。“我們是相信

命運安排的人。”面對現場救援人員，埃爾

多安向記者說道，這樣的事故“將永遠存在

，我們也需要知道這壹點”。

據報道，盡管埃爾多安在發表現場講

話時，也表示他不願再看到此類“缺陷和

不必要的風險”，並稱將追究此次礦難的

責任，他關於“命運”的相關言論還是激

怒了許多人。

土耳其反對黨共和人民黨（CHP）領

導人凱末爾· 克勒赤達羅盧（Kemal Kilicd-

aroglu）質問道：“我們現在是生活在哪

個世紀？”“為什麽礦難事故只發生在土

耳其？”

土耳其工程師和建築師商會聯盟

（Union of Chambers of Turkish Engi-

neers and Architects）領導人埃明· 科拉馬

茲（Emin Koramaz）駁斥了將爆炸描述為

壹場事故的說法。他在推特上聲稱，礦工

被送到了“數百米的地下，沒有采取必要

的預防措施，沒有進行檢查，也沒有為其

創造安全的條件”。

目前，官方尚未公布爆炸原因。當局

表示，土耳其檢方已對爆炸原因展開調查

，而初步調查結果顯示，爆炸是由煤礦中

的沼氣引起的。

憤怒的礦工家屬也懷疑是煤氣泄漏的

緣故。壹名在爆炸中死亡的20多歲男子的

父親告訴美聯社，他的兒子在10天前曾稱

，在下井時聞到了煤氣味。

據報道，壹名反對派議員和壹些媒體

援引土耳其會計法院2019年的壹份報告稱

，在海平面以下300米深處的礦井存在沼

氣爆炸的“嚴重事故風險”。14日發生礦

難的礦井就屬於這種情況。但該礦井負責

人表示，該說法“完全錯誤”，因為高甲

烷讀數指的是煤中的氣體含量，而不是礦

井本身。

壹位遇難者家屬請求總統懲罰礦井的

承包商。據悉，該礦井隸屬於土耳其的壹

家國有煤礦企業。而埃爾多安此前曾表示

，該礦場在土耳其是最先進的，能源部長

壹個月前才視察過。

土耳其Ahval新聞網披露，土耳其煤

礦行業由於缺乏規範導致事故頻發。從

2000年至2018年，該國采礦業共發生2.1

萬起事故，造成500多人死亡，1.1萬人受

傷。據BBC報道，土耳其歷史上最致命的

壹場礦難發生在2014年。當年5月，該國

西部城鎮索馬的壹個煤礦發生爆炸，造成

301人死亡、80多人受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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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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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共二十大召開之際，美國國務卿布林肯17
日談及台海局勢說，近年來，北京對台灣的態度
有了變化。他稱，中國已做出 「根本性決定，即
現狀再也無法接受，北京決心以更快的時間表實
現統一」。布林肯重申美國維持 「一中政策」不
變，並向北京喊話說，希望北京能重新看見和平
解決分歧的好處。

布林肯在加州史丹福大學與前國務卿萊斯對
談時表示，數十年來，美國的對台政策一直堅持
兩岸分歧應和平解決，直到最近，這項政策原都
十分成功，處理得宜，且避免衝突。但他又指出
，北京已不再能接受現狀，決心以比先前設想
「更快的時間表」，將台灣置於其控制之下。

布林肯稱，中國願意不惜代價來贏得台灣，
如果和平手段行不通，就採取脅迫，若脅迫不起
作用，也許會採取武力手段以實現其目標， 「這
就是深度破壞現狀、並造成局勢極為緊張的原因
」。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16日在二十大報告時說，
「我們堅持以最大誠意、盡最大努力爭取和平統

一的前景，但決不承諾放棄使用武力，保留採取
一切必要措施的選項。」習暗指美國是干涉台灣
問題的外部勢力。

對於所謂北京 「加速統一台灣」的說法，布

林肯並未提出確切的預估時程。布林肯強調，和
平解決台灣問題，對美國和世界各國都至關緊要
，因為台海是海運要道，牽連全球經濟，台灣的
半導體生產若因敵對行動而中斷， 「全世界將產
生經濟危機」。

布林肯呼籲北京能 「回到重視和平解決兩岸
分歧的立場，並重申，美方堅決履行《台灣關係
法》承諾，支持台灣自我防衛能力。布林肯說，
美方的 「一中政策」不變，但其核心是承諾和平
解決分歧，這樣的情況若有變，將會帶來極具挑
戰的前景。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則回應說，布林肯
將美國一中政策同中方承諾和平解決台灣問題相
關聯，且將其作為一中政策的核心， 「這不是對
承諾的重申，而是對承諾的篡改」。他稱，美方
應回歸一個中國的本源本義，將不支持 「台獨」
的表態落到實處。

韓國外交部發言人任洙奭18日表示，維護台
海和平與穩定，對韓國乃至朝鮮半島及地區至關
重要，韓方希望以對話與合作推動兩岸關係和平
發展。前一天，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也說 「期盼透
過對話和平解決問題」、 「將此傳達給中方相當
重要」。

布林肯稱北京決心加速統一時間表

阿拉斯加官員日前宣布
，破天荒取消今年的雪蟹祭
，原因是當地雪蟹（又稱為
松葉蟹）數量較3年前少了
70億隻，專家推論，大量松
葉蟹神秘消失可能與氣候暖
化或疾病有關。

綜合美國有線電視新聞
網（CNN）、哥倫比亞廣
播公司新聞網（CBS News
）報導，阿拉斯加漁業委員
會 （The Alaska Board of
Fisheries）及北太平洋漁業
管理委員會（North Pacific
Fishery Management Council
）上周破天荒宣布，取消今
年冬季的雪蟹祭，因為松葉
蟹數量未達標準，因此不開
放白令海峽（Bering Sea）
的漁場供外界捕撈。

不過當局史上頭一遭取
消雪蟹祭的背後原因令人震
驚，阿拉斯加漁業與捕獵局
（Alaska Department of Fish

and Game） 研 究 員 戴 利
（Benjamin Daly） 表 示 ，
2018 年當地松葉蟹數量達
80 億隻，2021 年只剩下 10
億隻，短短3年產量就驟減
70億隻。

戴利說，松葉蟹是白令
海峽所有商業蟹種中產量最
豐富的，因此突然間消失了
數十億尾，確實令人震驚。
另外，阿拉斯加漁業與捕獵
局 官 員 斯 蒂 切 特 （Mark
Stichert） 也 指 出 ， 2021、
2022年的調查顯示，當地成
年雄松葉蟹的數量驟降了
40%， 「這是非常嚇人的數
量。」

為何 70 億松葉蟹會憑
空消失？戴利說其中一個可
能原因是疾病，另一個原因
可能是氣候變遷。

根據美國國家海洋暨大
氣 總 署 （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ic Administra-

tion, NOAA），阿拉斯加是
美國暖化速度最快的州，每
年都有數十億噸的冰融化，
不過松葉蟹屬於冷水物種
（cold water species），主要
分布在水溫低於攝氏2度的
環境下。

除了松葉蟹，阿拉斯加
布 里 斯 托 灣 （The Bristol
Bay）的帝王蟹祭，也因為
數量不足連續2年取消。

美國國家海洋暨大氣總
署科迪亞克（Kodiak）實驗
室主任利佐（Michael Lit-
zow）指出，隨著海水暖化
及海冰消失，阿拉斯加附近
的海洋已經不適合這些物種
居住。

科學家過去已經警告，
北極周遭氣溫升高的速度比
地球其他地區快上4倍，氣
候變遷導致當地海冰快速消
融，尤其是阿拉斯加的白令
海峽。

太嚇人！美數十億美味海鮮神秘消失

美國家安全戰略下的台海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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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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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多個網絡平臺癱瘓，尹錫悅道歉，要求相關部門查明事故原因
綜合報導 韓國SK公司C&C板

橋數據中心發生火災，導致包括韓

國“國民聊天工具”Kakao Talk在

內的多個網絡平臺服務中斷。16日

，韓國總統尹錫悅為此向公眾表示

歉意，並要求相關部門查明事故原

因，制定事故預防對策避免此類事

故再次發生。

發生火災的SK公司C&C板橋數

據中心有Kakao、NAVER、SK電信

等企業入駐。韓聯社報道稱，15日

下午3時19分左右，該數據中心發

生火災，3時22分服務電源被切斷

。韓國警方和消防部門表示，初步

研判火災是電氣因素導致電氣設備

室電池周圍起火所致。調查發現，

安裝在地下三層電氣設備室的5個電

池機架全部被燒毀。火災並未造成

人員傷亡，但通信軟件Kakao Talk

、門戶網站Daum等大部分Kakao服

務和NAVER的部分服務癱瘓。

駐韓國特派記者曾使用Kakao

Talk與朋友聯系，從下午3時 13分

後便未接收到對方的回復信息。16

日上午10時許，記者在Kakao Talk

上收到前壹天朋友回復的信息，但

電腦版客戶端依然不能正常使用。

16日下午5時左右，記者的電腦版

Kakao Talk才能正常登錄。

韓國《國民日報》報道稱，Ka-

kao Talk的文字信息發送和接收功能

才完全恢復正常，但照片和視頻的

發送功能仍在修復。Kakao公司表示

，無法確定徹底恢復服務的時間。

Kakao公司代表南宮勛稱，整個數據

中心受到影響是非常罕見的情況，

采取相關措施需要比預期更長的時

間。不過Kakao方面表示，此次事故

導致數據損失的可能性為零。

《韓國時報》報道稱，對韓國

國內外數以千萬計的Kakao用戶來說

，這是壹場混亂，他們的日常生活

在周末全亂套了。他們在很大程度

上依賴該公司的在線服務，這些服

務在過去10年變得越來越受歡迎。

報道稱，縱觀整個韓國IT業界

，很難找到發生10小時左右服務故

障的事例。因此，有人批評Kakao的

災難恢復系統不健全。SK公司C&C

板橋數據中心是Kakao主要的數據中

心，15日的火災導致停電，造成約

3.2萬個服務器癱瘓。另壹家韓國互

聯網企業NAVER也使用同壹數據中

心，卻在幾小時內恢復了服務。這

是因為NAVER還在春川等其他數據

中心分散儲存數據，即使壹處出現

問題，也能通過其他數據中心恢復

正常運營。

由於Kakao Talk是韓國人主要

使用的即時通信軟件，這壹事故引

起韓國總統尹錫悅和政府相關部門

的重視。尹錫悅稱，相關部門不僅

要準確掌握事故原因，還要制定包

括設置雙數據中心在內的事故預防

方案和事故發生時的應對策略。韓

聯社報道稱，尹錫悅15日就要求科

學技術信息通信部長官李宗昊迅速

處置這壹事故。李宗昊表示，作為

主管相關事務的官員深感責任重大

，對給國民帶來巨大不便表示歉意

。李宗昊還承諾，政府將完善通信

服務相關設施的檢查和管理體系，

積極研討所需的制度和技術對策，

以防類似情況重演。

韓總統辦公室壹名高級官員接

受媒體采訪時表示，有必要調查Ka-

kao等企業是否在國民遭受不便時采

取放任態度。另據韓國紐西斯通訊

社報道，就此事件，Kakao創始人金

範洙將於24日作為國會科學技術信

息廣播通信委員會國政監察證人被

傳喚。而導致服務癱瘓的SK公司

C&C板橋數據中心的代表預計也將

接到傳票。

日本新冠疫苗第三針接種人數占全國總人口65.7%

綜合報導 據日本廣播協

會電視臺報道，日本政府17日

公布的最新數據顯示，日本完

成新冠疫苗第三針接種的人數

為82755821人，占全國總人口

65.7%。

數據顯示，日本完成新冠

疫苗第壹針接種的人數占全國

總人口的81.4%；完成第二針

接種的人數占全國總人口的

80.4%。日本從 5月起以 60歲

以上人群以及18歲以上並患有

基礎疾病的人群為第四針接種

對象，目前完成第四針接種的

人數約為3720.23萬人。

日本加速接種可應對奧密

克戎毒株的新疫苗。據報道，

從17日起，日本在企業、大學

等場所設立接種點開展“職場

接種”。根據厚生勞動省設定

的時間表，壹些接種點原計劃

在本月24日開始接種工作。

報道稱，17日下午起，全

日空、日本航空在東京羽田機

場開啟針對飛行員和空乘人員

的新疫苗接種，全日空每日最

多將接種300人，日本航空每

日最多將接種200人。厚生勞

動省表示，計劃在全國超700

個接種點陸續啟動新疫苗的

“職場接種”。

據TBS新聞網報道，為應

對今年冬季“第8波”新冠疫

情和流感疊加流行，東京都當

日召開專家會議，探討提升新

冠病毒檢測能力。日本東京都

醫師會副會長豬口正孝表示，

根據政府估算，今冬疫情最嚴

重時，全國壹日最多將有75萬

名發熱患者，而東京都目前檢

測能力為日均6萬份左右，有

必要提升檢測能力。

據日本廣播協會電視臺統

計，日本16日單日新增新冠肺

炎確診病例29662例，累計確

診超2175萬例；新增死亡病例

47例，累計死亡病例超4.5萬

例。

日媒：用福島壹核處理水養魚
東電開展飼養試驗

綜合報導 據日本共同社報道

，日本東京電力公司在福島第壹核

電站廠區內展示了壹項試驗，使用

把含有放射性物質氚的處理水稀釋

之後的海水來飼養比目魚。東電考

慮在與日本政府壹起力爭在明年春

季前後啟動的處理水排放入海之前

，調查魚的生長狀況和體內的放射

性物質的活度。

報道稱，在第壹核電站，現在

仍在產生核汙水，含有即使凈化也

無法去除的氚的處理水持續積儲在

廠區的儲罐內。在有關排放入海的

當地說明會上，出現了使用處理水

開展飼養試驗的提案，東電9月30

日開始了試驗。

該項試驗將水槽內的氚活度

調整至與排海時相同的每升1500

貝克勒爾左右，飼養了約 400 條

今年春季出生的魚。放入顆粒狀

飼料後，體長已長至約20厘米的

魚群吃得很歡。

在設施內，還使用普通海水飼養

著數量大致相同的比目魚。東電表示

，兩者的生長狀況未出現不同。

據稱，今後還計劃飼養鮑魚和

海藻類。11月底以後將公布比目魚和

鮑魚身體和體液的氚活度。負責人表

示：“希望讓大家看到飼養狀況，有助

於當地民眾和消費者放下心來。”

2011年3月11日，日本東北部

海域發生9.0級地震並引發特大海

嘯。受地震、海嘯雙重影響，福島

第壹核電站大量放射性物質泄漏。

2021年4月13日，日本政府正式決

定將福島核汙水經過濾並稀釋後排

放入海，但這壹決定遭到福島縣居

民以及日本全國漁業工會聯合會等

的強烈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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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AL NOTICE
These Texas Lottery Commission scratch ticket games will be closing soon:

Game # Game Name / Odds $ Official Close 
of Game

End Validations 
Date

2382
Lucky  

Overall Odds are 1 in 4.07
$5 10/10/22 4/8/23

2340
Casino Millions  

Overall Odds are 1 in 3.57
$50 10/22/22 4/20/23

2384
EZ Loteria  

Overall Odds are 1 in 4.71
$1 11/23/22 5/22/23

2394
$5,000 Frenzy  

Overall Odds are 1 in 4.84
$1 11/23/22 5/22/23

2357
$50,000 Poker  

Overall Odds are 1 in 4.72
$5 11/23/22 5/22/23

2391
30TH  Anniversary

Overall Odds are 1 in 3.97
$5 11/23/22 5/22/23

2395
$200,000 Frenzy  

Overall Odds are 1 in 4.01
$5 11/23/22 5/22/23

2396
$500,000 Frenzy

Overall Odds are 1 in 3.66
$10 11/23/22 5/22/23

2397
$1,000,000 Frenzy  

Overall Odds are 1 in 3.24
$20 11/23/22 5/22/23

T:5.7"

T: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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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聶曉輝）香港特區行
政長官李家超19日在施政報告中建議推出全新
“私人發展商參與興建資助房屋先導計劃”，
在下個財政年度起分批推出3幅土地，讓發展商
投標興建資助出售單位，以指定市價折扣率售
予合資格人士，該計劃亦鼓勵發展商申請改劃
其擁有的私人土地興建資助出售單位，料明年
第一季制定政策框架。政府消息指出，該3幅土
地預計提供約3,000至 4,000伙，日後或會在賣
地條款指定折扣率。

實用面積不小於26平方米
李家超表示，該先導計劃希望增加效能，“單

位是重新設計的，發展商如果自己有地，都可用同
樣的理念興建一些居屋售賣給市民，條件跟我們要
求的居屋條件類似。”

政府消息指出，是次將以類似賣地形式推出
地皮讓發展商出價競投，並交由發展商自行進行
銷售。政府會在補地價上提供誘因，吸引發展商
將持有的土地轉作興建資助房屋項目，但不會訂
下保證價向發展商回購單位，與之前的參建居屋
做法有別。至於日後資助房屋的按揭安排，政府
持開放態度，包括漸進式按揭。

為了讓居民“住大啲”，李家超同時宣布為
資助房屋新建單位面積“封底”，所有於2026/
27年度起落成的資助出售房屋一般實用面積不小
於26平方米，新落成公屋（一至二人單位除外）
一般室內樓面面積亦不小於同等水平，即21平方
米。

至於為何延至2026/27年度起才執行，李家
超表示，這是由於部分項目的工程已經開展，很
難再去改動。

根據《長遠房屋策略》推算，未來10年公營房屋需求
為30.1萬個單位，李家超表示，已找到可興建達36

萬個單位的土地。然而，由於未來十年公營房屋落成量
分布不均，只有約三分之一單位於第一個5年期（2023/
24至 2027/28年度）落成，其餘要留待第二個五年期
（2028/29至2032/33年度）落成，以致輪候公屋時間漫
長。

輪候傳統公屋3年或以上可申請
李家超19日宣布推出全新的“簡約公屋”：特區政

府會利用短期內未有發展計劃的政府和私人土地，以標
準簡約設計和“組裝合成”快速建成“簡約公屋”，預
計於5年內興建約3萬個單位，輪候傳統公屋3年或以上
人士可申請入住“簡約公屋”。入住人士可保留輪候傳
統公屋的位置，邊住“簡約公屋”邊輪候“上樓”。政
府會向立法會申請專項撥款興建和營運“簡約公屋”。

政府消息人士指出，政府未來將集中推展“簡約公
屋”，以取代目前由非政府機構營運的過渡性房屋項
目，“我們會繼續與民間協作落實已規劃的約2萬個過渡
性房屋單位，但今年過後除改裝學校等較簡單的項目
外，將不再接受其他申請。”

5年規劃首批千伙2024年落成
政府消息指，每個“簡約公屋”單位的面積介乎10

至31平方米，會配備冷氣機及抽氣扇等傳統公屋的基本
設施，初步構思租金為同區傳統公屋的90%。以目前元
朗區內一個300呎新公屋單位租金約1,760元（港元，下
同）計算，“簡約公屋”租金約1,580元。政府已就項目
初步選定6塊分別位處新界及市區的地皮，稍後會作進一
步勘察工作，料首批1,000個“簡約公屋”單位將於明年
興建、2024/25年度落成。

消息指，“簡約公屋”將由建築署統籌興建，日後
希望尋找非政府機構等營辦者管理，營運年期一般預計
為5年，樓高則視乎地皮狀況，會盡量地盡其用，最高或
達10層。雖然項目會以家庭申請優先，但仍會提供1至2
人單位，政府日後會邀請符合資格人士申請。

據了解，政府期望租住“簡約公屋”者可“住到成功
上樓（傳統公屋）”，若該項目營運期完結仍未能成功“上
樓”，政府會盡量安排租戶入住其他“簡約公屋”項目。

李家超在施政報告建議推出“公屋綜合輪候時間”
指數，以反映申請者輪候傳統公屋及“簡約公屋”的時
間。有關數字將計算公屋一般申請者由登記，至首次獲
編配傳統公屋或“簡約公屋”的平均輪候時間。

消息人士強調，“公屋綜合輪候時間”將可更全面
反映情況，讓政府得悉改善市民居住環境的成效，目標
是在新增申請者和回收公屋單位數量維持現水平不變
下，於4年內將綜合輪候時間降至4.5年。

住屋問題困擾香港多年，香港特區行政長

官李家超19日發表其任內首份施政報告，以

“破格”方法解決港人住的問題，包括宣布

推出全新的“簡約公屋”，預計在未來5

年興建約3萬個單位供輪候公屋至少3

年者申請，租金約為同區傳統公屋的

90%。消息指，政府已物色六七幅選

址，包括市區地皮，首批最快2024

年落成，提供約1,000個單位，住

戶沒有居住期限，並能同步申請傳

統公屋。結合“簡約公屋”和傳統公

屋，未來5年公營房屋總建屋量較上

一個5年期大幅增加約50%至15.8萬個

單位；輪候公屋時間亦封頂，由目前輪候

約6年降至2026/27年度約4.5年(縮減一年

半)。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2022
施政報告

簡約公屋建三萬 輪候上樓快年半

縮短輪候時間

◆將“公屋綜合輪候時間”在
2026/27年度降至約4.5年

提早上樓

◆於未來5年分階段提早落成約
12,000個公屋單位，達至未
來10年提早落成約14,000個
公屋單位

◆落實“公屋提早上樓計劃”：申
請者提早約3至18個月上樓

◆提早預配所有新公屋單位，
由現時獲發佔用許可證前約
3個月預配，提前一倍至約6
個月前預配

加快建屋

◆規定所有預計在第一個5年期
落成的公營房屋必須採用
“裝配式設計”

◆於第二個5年期，規定不少於
一 半 項 目 採 用 “ 組 裝 合
成”，其餘項目亦必須採用
“裝配式設計”

◆於第二個5年期至少一半單位
須採用“設計及建造”合約
模式

◆於明年第一季制定“私人發展
商參與興建資助房屋先導計
劃”的政策框架

◆向公眾每季提供第一個5年期
公營房屋項目的資料，並每
年提供第二個5年期公營房屋
發展項目的造地進度資料

其他

◆為新公營房屋項目制訂“幸福
設計”指引

◆在目前正進行及規劃中的10
個重建項目以外，再多選一
個公屋展開重建研究

資料來源：2022施政報告

增加公營房屋供應

◆未來5年增加公營房屋的供應至約15.8萬個
單位，較之前5年多50%

◆未來5年興建約3萬個“簡約公屋”單位

◆在公屋富戶政策下的兩年周期內審核不少
於45萬份入息及資產申報表，以及每年
深入調查不少於1萬戶與入息及資

產申報和住用情況相關的個
案

公營房屋KPIs要點

邀私人發展商參建資助屋 單位面積封底

李家超發表首份施政報告 提“破格”方案紓房困

��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
李家超19日發表任內
首份施政報告後，於
當天下午在政府總部
舉行記者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曾興偉 攝

◀▲ 陳太和她
全家租住的劏
房。

受訪者供圖

陳太與丈夫及兩名年幼女兒輪候
公屋9年，現居於深水埗劏房，單位面

積小但租金高昂，丈夫收入不穩要節衣縮食。陳
太期望盡快獲編配公屋單位改善居住環境及減輕
租金負擔，若可先入住“簡約公屋”也是好事，
但最怕選址偏遠，“最關注係地點，如果要由巿
區搬去新界，出巿區交通費好貴，兩個女亦要重
新搵學校，如果喺新界我應該唔會考慮。”

陳太表示，其丈夫2013年開始申請單身人士
公屋單位，其後她與長女由內地來港與丈夫團
聚，並在香港誕下幼女，因此須重新排隊編配四
人的公屋單位，但至今未有回音，“現在所住的
劏房單位只有120平方呎，地方狹窄，我與兩個
女瞓碌架床下格，上格放雜物，丈夫則要瞓梳
化。”

望市區多建屋 方便上學返工
她表示，其租住的劏房月租5,800元，加上

業主每月約徵收800元水電費用，合計的基本開
支多達6,600元，“丈夫在餐廳廚房任職，之前
因應疫情開工不足，收入唔穩定，有時月入僅幾
千元，現在較穩定也只有約2萬元收入，我要照
顧8歲及5歲的女兒，又不能外出工作幫補家計，
所以都要節衣縮食，傍晚才到街巿買餸，會便宜

一些，一次買多些份幾餐亦會較平。”
對政府計劃推出“簡約公屋”，她認為能提

早改善居住環境，租金開支也可減少是好事，但
若選址在新界偏遠地區，就難以考慮，“就算我
丈夫喺新界東工作，但如果編配去新界西，交通
費會好貴，而且長女同幼女都喺巿區返學，去新
界住亦要再搵學校，出巿區亦唔方便，所以都唔
會考慮搬到咁遠，希望政府嘅‘簡約公屋’能夠
搵多啲巿區土地興建。”◆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明

劏房戶：不嫌屋簡約 最怕選址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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誾柏介紹，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法治體系建設加快推進。完備的法律規範體

系、高效的法治實施體系、嚴密的法治監督體系、有力
的法治保障體系、完善的黨內法規體系加快形成。截至今
年9月底，現行有效法律有293件，行政法規有598件，
地方性法規有13,000餘件。10年來，制定和修訂了159部
中央黨內法規。

加快構建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體系
對於未來建設更高水平法治中國的重點方向，誾柏指

出，要完善以憲法為核心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憲
法是國家根本法，是治國理政的總章程。要全面加強憲法實
施和監督，切實維護憲法的尊嚴和權威。要以憲法為最高的
法律規範，深入推進科學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加強
重點領域、新興領域、涉外領域立法，注重把社會主義核心
價值觀融入立法，促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更加科學
完備、統一權威。

誾柏表示，要扎實推進依法行政。推進全面依法治國，法
治政府建設是重點任務和主體工程。要深化行政執法體制改
革，健全行政決策制度體系，全面推行政府權責清單制度、行
政裁量權基準制度，加強執法監督體系和能力建設，用法治給
行政權力定規矩、劃界限，加快構建職責明確、依法行政的政
府治理體系。

確保司法活動全過程都能有效監督
誾柏說，要嚴格公正司法。公平正義是司法的靈魂和生

命。要持續深化司法體制綜合配套改革，優化司法職權配置，
加快構建科學合理、規範有序、權責一致的司法權運行新機
制。健全偵查權、檢察權、審判權、執行權相互配合、相互制
約的體制機制。全面加強新時代檢察機關的法律監督工作，確
保司法活動的各環節、全過程都在有效的監督下進行，努力讓
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

誾柏進一步強調，要加快建設法治社會。只有全體人民信
仰法治、厲行法治，國家和社會生活才能真正實現在法治的軌
道上運行。要完善現代公共法律服務體系，深入實施“八五”
普法規劃，弘揚社會主義法治精神，充分發揮領導幹部的示範
帶動作用，使尊法學法守法用法成為全體人民的共同追求和自
覺行動，全面提升社會治理的法治化水平。

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
最高檢察院黨組副書記、分管日常工作的副檢察長、一級

大檢察官童建明在記者會上介紹，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刑事犯
罪結構發生了明顯變化，殺人搶劫等嚴重暴力犯罪大幅度持續
下降，危險駕駛、電信詐騙等新型危害經濟秩序的犯罪大幅度
上升。

他表示，根據這樣的犯罪結構變化，檢察機關在保持對嚴
重刑事犯罪從嚴追訴的同時，認真貫徹寬嚴相濟刑事政策和少
捕、慎訴、慎押刑事司法政策，充分適用認罪認罰從寬制度，
增進社會和諧，刑事案件訴前羈押率從2012年的69.7%，下降
到今年前九個月的28.3%，這充分體現了司法的文明和進步。

用法治給行政權力定規矩劃界限用法治給行政權力定規矩劃界限
中央政法委：全面推行政府權責清單制度 加強執法監督體系和能力建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中

共二十大新聞中心19日舉行記者會。會上，

談及未來建設更高水平的法治中國，中央政法

委副秘書長誾柏表示，推進全面依法治國，法

治政府建設是重點任務和主體工程。要深化行

政執法體制改革，健全行政決策制度體系，全

面推行政府權責清單制度、行政裁量權基準制

度，加強執法監督體系和能力建設，用法治給

行政權力定規矩、劃界限，加快構建職責明

確、依法行政的政府治理體系。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葛沖 北京報
道）談及中國法院保護知識產權的下一
步工作，最高人民法院黨組副書記、分管日常工作
的副院長、一級大法官賀榮19日在北京表示，要加
強反壟斷和反不正當競爭司法，加強行政執法和司
法機制銜接，依法規範和引導資本健康發展。

中共二十大新聞中心19日舉行記者會，賀榮在
會上答問時介紹了10年間人民法院堅持嚴格依法保
護知識產權的相關情況。她說，十年間，出台涉及
植物新品種權、商業秘密保護、懲罰性賠償等司法
解釋，依法保護發明創造和創新主體合法權益，服
務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嚴厲打擊假冒偽劣、套牌
侵權等違法犯罪，促進種業自主創新。出台意見服
務建設全國統一大市場，加強反壟斷和反不正當競
爭司法，維護公平競爭的市場秩序。依法審理電商
平台“二選一”“大數據殺熟”等案件，不斷加強
對新就業形態勞動者和消費者合法權益的保護，促
進數字經濟、平台經濟規範健康發展。

繼續加大知識產權司法保護力度
對於下一步工作打算，賀榮表示，下一步將繼

續加大知識產權司法保護力度，為實現高水平科技
自立自強提供有力司法服務。推動健全大數據、人
工智能、基因技術等領域知識產權的保護規則，加
強反壟斷和反不正當競爭司法，加強行政執法和司
法機制銜接，依法規範和引導資本健康發展。

“健全公正高效、管轄科學、權界清晰、系統
完備的司法保護體制，加強專業化審判體系建
設。”賀榮說，還將進一步深化國際司法合作交
流，不斷提升中國知識產權保護的公正形象和國際
影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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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人民檢察院黨組
副書記、分管日常工作的副檢
察長、一級大檢察官童建明在
談及辦理“昆山反殺案”等正
當防衛案件時指出，檢察機關

秉持客觀公正立場，向社會彰
顯“法不能向不法讓步”的理
念，鼓勵公民見義勇為、弘揚
社會正氣。

來源：中新社

公安部：去年人民群眾安全感達98.6%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

道）公安部黨委委員、副部長，國家移民
管理局黨組書記、局長許甘露19日在二
十大新聞中心舉行的記者會上表示，中國
是命案發案率最低、刑事犯罪率最低、槍
爆案件最少的國家之一，每10萬人口的
命案是0.5起。2021年，人民群眾安全感

達 98.6%，較 2012 年提升了 11 個百分
點。他說，當今中國成為世界上公認的最
安全的國家之一。

據介紹，10年來，中國刑事案件、安
全事故等“五項指數”大幅下降。2021
年，殺人、強姦等八類主要刑事犯罪、毒
品犯罪、搶劫搶奪案件、盜竊案件的立案

數和一次死亡3人以上的較大的交通事故數
較 2012 年分別下降了 64.4%、56.8%、
96.1%、62.6%和59.3%。

在人民群眾安全感方面，許甘露表
示，2021年，根據國家統計局的調查，安
全感達到了98.6%，較2012年提升了11個
百分點。

◆◆1010月月1919日日，，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新聞中心舉行記者招待會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新聞中心舉行記者招待會。。中央政法委副秘書長誾柏中央政法委副秘書長誾柏，，最高人民法院黨組副書記最高人民法院黨組副書記、、分分
管日常工作的副院長管日常工作的副院長、、一級大法官賀榮一級大法官賀榮，，最高人民檢察院黨組副書記最高人民檢察院黨組副書記、、分管日常工作的副檢察長分管日常工作的副檢察長、、一級大檢察官童建明一級大檢察官童建明，，公安部黨委委公安部黨委委
員員、、副部長副部長、、國家移民管理局黨組書記國家移民管理局黨組書記、、局長許甘露局長許甘露，，司法部黨組成員司法部黨組成員、、副部長左力圍繞副部長左力圍繞““堅持以習近平法治思想為指引堅持以習近平法治思想為指引努力建設更高努力建設更高
水平的法治中國水平的法治中國””主題與記者交流主題與記者交流。。圖為分會場圖為分會場。。中新社中新社

� ������
“昆山反殺案”是發生在江

蘇省昆山市震川路的一起刑事案
件，因該案件涉及正當防衛界限
的界定，經網絡發酵後，掀起全
社會對正當防衛的關注。

2018年8月27日21時30分
許，于海明騎自行車在江蘇省昆
山市震川路正常行駛，劉某醉酒
駕駛小轎車向右強行闖入非機動
車道，與于海明險些碰擦。劉某
的一名同車人員下車與于海明爭
執，經同行人員勸解返回時，劉
某突然下車，上前推搡、踢打于
海明。雖經勸解，劉某仍持續追
打，並從轎車內取出一把砍刀

（係管制刀具），連續用刀背擊
打于海明。之後劉某用砍刀打擊
于海明時脫手，被于海明反擊砍
殺。

2018年9月1日，江蘇省昆
山市公安局根據偵查查明的事
實，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
法》第二十條第三款的規定，
認定于海明的行為屬於正當防
衛，不負刑事責任，決定依法
撤銷于海明故意傷害案。其
間，公安機關依據相關規定，
聽取了檢察機關的意見，昆山
市人民檢察院同意公安機關的
撤銷案件決定。

“昆山反殺案”

“法不能向不法讓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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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二十大中共二十大聚聚 焦焦

推進文物走出去 讓世界更懂中國
二十大報告倡增強中華文明影響力 陝西博物館界備受鼓舞

�"����

陝西是中華民族和華夏文化的重要發祥地之
一，歷史上共有周秦漢唐等13個王朝在陝

西建都。悠久厚重的歷史和燦爛的文明，也在三
秦大地上留下了豐富的遺存，全省除了49,058處
不可移動文物，同時319家博物館還珍藏有774
萬餘件各類文物。

多年來，作為全國唯一的省級文物交流中
心的一員，劉芃和同事們一直致力於讓文物
“活”起來，通過對外交流，生動講述中國故
事。

兵馬俑絲路成“金色名片”
“記得2016年，正值中國和秘魯建交45周

年，在兩國文化部的支持下，121件組中國文物
遠赴拉美，”時至今日，劉芃仍然清晰記得當
時盛況，“展覽叫‘天涯若比鄰—華夏瑰寶秘
魯行’，是中國文物首次大規模在秘魯展出，
在當地引發轟動。習近平主席在出席中拉文化
交流年閉幕式並參觀展覽後指出，讓文明互鑒
成為增進中拉人民友誼的橋樑、推動人類社會
進步的動力、推動世界和平的紐帶。”劉芃
說，這句話深深烙在其心中，同時也成為日後
工作的不竭動力。
據統計，在過去的十年裏，陝西文物先後走

進24個國家（地區）的46座城市，舉辦或參與
60餘場文物出境展，其中以“秦始皇兵馬俑
展”、“綿亘萬里——世界遺產絲綢之路”為
代表的一批品牌項目，已經成為中國對外文化
交流的“金色名片”。

“陝西文化遺產資源得天獨厚，以兵馬俑
為代表的眾多文化遺產成為陝西乃至中國文化
的代表符號，是對外交流的豐厚基礎。”據劉
芃介紹，自1976年首次出國展出以來，國外以
兵馬俑為主題的展覽已有132個380多次，兵馬
俑所到之處，都造成極大轟動，不斷刷新當地
博物館參觀人數的最高紀錄。“過去的十年，
我見證了中華文化在國外強大的吸引力和傳播
力，在傳遞中國人文化自信的同時，增進中國
與世界各國的友誼。”

深入挖掘文物時代價值
“中共二十大報告中指出，增強中華文明傳播

力影響力，堅守中華文化立場，講好中國故事、傳
播好中國聲音，展現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
象，推動中華文化更好走向世界。對於我們從事文
物交流工作的人員來說感受頗深，備受鼓舞。”劉
芃表示，傳承中華文明，增強中國文化軟實力，是
文物對外交流領域每個人的職責和使命。“在今

後的工作中，我們將進一步挖掘並通過文物本身
的歷史價值、文化價值、科技價值、審美價值和
時代價值，用一件件精美的陝西文物，講好中國
故事，進一步把中國文化推向世界，讓世界傾聽
中國聲音。”

同樣深耕於文化展覽領域，西安建築科技
大學賈平凹文學藝術館館長木南則將更多的目
光放到普通民眾身上。作為一位一直奮鬥在中
國文化基層戰線上的“老兵”，木南希望充分
展現傳統文化的同時，亦能讓傳統文化都體現
在每一位市民的身上。

讓民眾對展品產生共鳴
今年以來，木南和團隊先後舉辦了“一個

中國脫貧農民的告白—木南攝影攝像雙影
展”、“一個中學生眼中的深圳城中村”、
“致敬時代—木南人文藝術攝影展”。“這些
展覽的共同點，就是着眼普通民眾，着眼傳統
文化。我希望每一位市民通過展覽看到自己，
看到我們傳承上千年的文化。”木南表示，習
近平在二十大報告中指出，推進文化自信自
強，鑄就社會主義文化新輝煌。“實踐證明，
我們的這些展覽與時代和民眾產生了共鳴，這
是人民需要的，也是文化自信的重要體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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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薇
深圳報道）居深港籍設計師鄧
卓越代表作A SHOPPIN' BABY
是一個有點像年畫娃娃的IP形
象，從2008年誕生至今一直深
受國際品牌青睞，進行了不少的
國際巡迴展或品牌聯名合作展。

耳濡目染愛中式傳統
縱觀鄧卓越的作品，或多或

少會有一些中國民族文化元素，
包括鳳凰、祥雲、青花瓷等。
“中國有幾千年的歷史，從陶
瓷、服裝、首飾到食物，都有各
自的文化特點，我想把它們放進
作品裏，以此代表自己背景，我
是一個中國人。”鄧卓越介紹，
從事航運工作的爺爺在往返內
地、香港期間，經常會給家裏帶
來一些中式擺件：琉璃鴨子、青
花瓷瓶……耳濡目染之下，她對
傳統文化有着深深的喜愛。

二十大報告中提出，要推
進文化自信自強，鑄就社會主
義文化新輝煌。鄧卓越看完深
受鼓舞，“從業十多年來，我
一直堅持做一些和中華文化相
關的作品，並致力於推廣傳統
文化。看完報告更堅定了我要
做好這份事業的決心。”鄧卓
越認為，如果能在國家的支持
下，和各方合作將本土文化、
非遺文化推廣出海，讓更多年
輕人知道，會是一件非常符合
自己理想的事情。

◆鄧卓越和她
的 代 表 作 A
SHOPPIN'
BABY。

受訪者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陽波西安報道）“兵馬俑

來了！”2022年3月25日，日本京都時間上午9時，

雖然距離“兵馬俑與古代中國——秦漢文明的遺產”文物展開展還有一小時，但熱情

的日本民眾卻早早在展覽廳外排起長隊，等待入場。這樣的火爆情景，在陝西歷史博物

館（陝西省文物交流中心）工作的劉芃看來，其背後凸顯的正是中華文化的渾厚魅力。

中共二十大報告提出推進文化自信自強，增強中華文明傳播力影響力，推動

中華文化更好走向世界。對此，劉芃和在陝西從事博物館和文物交流工作的同業

備受鼓舞，他們表示，今後要更努力，挖掘並通過文物本身的價值，進一步把中

國文化推向世界，讓世界傾聽中國聲音。 ◆ 劉芃（左二）見證了“天涯若比鄰——華夏瑰寶
秘魯行”的盛況。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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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交所擬允特專科技企業上市
涵蓋5大類別 未商業化公司市值需逾150億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在19日

宣布的施政報告中，提及港交所明年將

修改主板《上市規則》，以便利尚未有盈利或

業績支持的先進技術企業到港融資。港交所隨

後正式發布諮詢文件，建議擴大現有上市制

度，允許5大類型的特專科技公司到港上市，

並分為“已商業化公司”及“未商業化公司”

兩大類，有不同上市門檻，諮詢期為兩個月。

建議允許的5大特專科技行業公司，包括新一

代信息技術、先進硬件、先進材料、新能源及

節能環保，以及新食品及農業技術。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紹基

根據港交所文件，若屬於“已商業化公司”，
上市條件建議須錄得至少2.5億元（港元，

下同）年收入，上市預期最低市值為80億元；
“未商業化公司”則為150億元。所有申請人均須
於上市前，已從事研發至少3個會計年度，“已商
業化公司”的研發投資金額須佔總營運開支至少
15%，“未商業化公司”則為50%。同時，未商業
化公司須披露其可達到商業化收益門檻的可信路
徑，以及有充足的營運資金，即足可應付集團未來
至少12個月所需開支的至少125%。

上市申請人也須獲得來自資深獨立投資者相
當數額的投資，在上市申請日期前的至少12個月
前，已獲得來自至少兩名“領航”資深獨立投資者
的大額投資，以及來自所有資深獨立投資者的合計
投資金額，達到上市申請人於上市時已發行股本的
規定最低百分比，即10%至20%(已商業化公司)或
15%至25%(未商業化公司)，視乎上市申請人於上
市的預期市值而定。

控股股東設禁售期
另外，上市後自由流通量至少達6億港元，

控股股東、關鍵人士及領航資深獨立投資者將設
有IPO後禁售期限制。港交所行政總裁歐冠昇19
日指出，新建議如《上市規則》增設生物科技章
節後，造就了香港的醫療保健融資生態圈，該所

預期今次增設“特專科技”的新規定後，將有助
推動區內，以至其他地方在這5個前沿行業的人
才和投資金額增長。

上季純利大跌三成
此外，港交所19日公布第三季業績，季度利

潤下降30%，因為低迷的交投拖累了有關收入。
港交所第三季收入及其他收益按年跌19%至43.18
億元，純利跌三成至22.63億元，每股盈利1.79
元。港股的日均成交額下降41%至976億元，是該
所利潤下跌的主因。另外，季內該行資金的投資虧
損淨額為4,600萬元，但內部管理的公司資金的投
資收益抵消了部分虧損。

以首三季計，港交所收入及其他收益按年跌
18%至132.55億元，純利跌28%至70.99億元，每
股盈利5.61元。歐冠昇說，雖然財務數據較去年
同期創下的紀錄有所下跌，但也看到新股市場出現
復甦跡象、衍生產品市場交易暢旺、滬深港通和
“債券通”繼續表現強勁。

港交所表示，第三季共有29隻新股上市，總
集資額達535億元，是2022年上半年集資額的兩
倍多。這得益於第三季的多宗大型IPO，包括全年
至今最大新股中免(1880)。該所又透露，新股市場
持續吸引許多公司申請在港上市，截至9月30日，
共有144宗上市申請正在處理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岑健樂）香港特
區行政長官李家超公布上任後首份施政報
告，當中未有提及樓市“減辣”相關措施，
地產股下跌。港股表現也同樣不濟，大市結
束三連升格局，收市跌 403點或 2.4%報
16,511點，全日成交847.51億元（港元，下
同）。分析師指出，9月以來美元DXY指
數和港股成交量，一直是大市走勢的重要監
察指標。在全球主要央行繼續激進加息以及
各項風險暴露的背景下，股、債、商品全都
受壓下挫，環球資金流入美元避險，市場目
前面對的風險仍未能安然過渡。

地產股弱 恒指挫400點
第一上海首席策略師葉尚志分析，港

股反彈三個交易日後再縮量掉頭回壓，恒指
跌逾400點，仍受制於17,000點以下，而大
市成交量亦縮至逾800億元，顯示資金入市
態度依然觀望謹慎。事實上，9月起美元
DXY指數和港股成交量，一直是最重要監
察指標。在全球主要央行繼續激進加息以及
各項風險暴露的背景下，股、債、商品全都
受壓下挫，環球資金唯有避到貨幣也就是美
元方面去。因此，美元可以看作為市場的最
終避風港，美元DXY指數最新報112水
平，仍處上升趨勢，市場目前面對的風險並
未能安然過渡，是影響港股的外圍因素風向
標。資金流入是推動股市的最大原動力，如
果港股成交量可以回升至年內日均1,220億
元，可以看作為資金有回流抄進的跡象，也
就是港股終於有找到階段性底部的機會。

大市氣氛受制外圍動盪
金利豐證券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几19日

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行政長官李家
超於施政報告中未有提及樓市“減辣”措
施，令市場憧憬落空，導致19日多隻本地
地產股下跌。他續指，在香港息口上升的大
環境下，施政報告提出向合資格外來人才退
還額外的印花稅這項政策，對本地樓市的提
振作用相當有限。因此，他認為雖然本地地
產股估值下跌，卻不是良好的入市炒作對
象。大市表現方面，市場正觀望內地會否出
台更多支持經濟發展的政策，加上俄烏衝突
惡化、歐美多國央行持續加息抗通脹等因素
拖累大市投資氣氛，他現時期望恒指能於
16,000點至16,200點水平企穩。

施政報告中未提樓市“減辣”措施，19
日多隻本地地產股下跌。其中，新世界發展
收報18.82元，大跌7.75%，是19日表現最
差的藍籌股。恒基地產收報21.45元，跌
3.6%。新鴻基地產收報89.5元，跌3.56%。
九龍倉置業收報36.15元，跌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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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詢文件的主要建議
1. 商業化收益門檻：已商業化公司的定
義為經審計的最近一個會計年度特專
科技業務所產生的收益，至少達2.5
億港元的公司。

2. 上市時的預期最低市值：80億港元
(已商業化公司)或150億港元(未商業
化公司)。

3. 研發：所有申請人均須於上市前，已
從事研發至少3個會計年度，研發投
資金額須佔總營運開支至少15%(已
商業化公司)或50%(未商業化公司)。

4. 最低第三方投資： 上市申請人須獲
得來自資深獨立投資者相當數額的投
資。

5. 在上市申請日期前的至少12個月
前，已獲得來自至少兩名“領航”
資深獨立投資者的大額投資；及來
自所有資深獨立投資者的合計投資
金額，達到上市申請人於上市時已
發行股本的規定最低百分比，即
10%至20%(已商業化公司)或15%
至25%(未商業化公司)，視乎上市申
請人於上市的預期市值而定。

6. 商業化路徑： 未商業化公司，須展
示並在上市文件中披露其可達到商業
化收益門檻的可信路徑。

7. 自由流通量： 上市後自由流通量至
少達6億港元。

8. 禁售期： 控股股東、關鍵人士及領
航資深獨立投資者將設有IPO後禁售
期限制。

9.對未商業化公司施加額外持續責任，
包括於中期報告及年報中，額外披露
發行人達到商業化收益門檻的進展，
以及披露有關上市文件中載列任何業
務及財務估計的更新。

◆ 港交所建議擴大現有上市制度，允許5
大類型的特專科技公司到港上市。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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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國產高端疫苗爭議不斷，行政院長蘇貞昌第4劑
接種高端疫苗後28天即確診。國民黨智庫召集人陳宜民昨說，
據疾管署（CDC）資料顯示，接種高端的疑似死亡率是施打
BNT疫苗的2.88倍，政府應盡速公開高端疫苗防護力資料，讓
民眾參考；衛福部傳染病防諮會預防接種組（ACIP）也應盡速
開會，討論再追加3劑對人體影響，若高端疫苗防護力有問題，
就應盡速讓曾施打者追打其他疫苗，且追打第1劑應為次世代雙
價疫苗，避免防疫破口危害國人生命安全。

國民黨團指出，高端保護效益報告須在10月底公布，屆時
如確定保護效益不佳，甚至沒有任何效益，國民黨團主張必須撤
銷EUA，向高端求償，並追究陳時中政治責任、法律責任。

陳宜民指出，資料顯示，至10月8日止的一星期內，全球新
冠肺炎每日平均染疫人數，台灣排名世界第三；每百萬人均死亡
人數，台灣也是高居世界第三，台灣防疫表現從全球績優滑落到
墊底。

民進黨政府強推高端疫苗，但不僅對施打成效無法舉證，採
購高端合約也遭審計部點名5大缺失。如今更因高端未獲世界衛
生組織（WHO）與國際認可，國人要赴日可能要追打6劑疫苗
，連親綠名嘴周玉蔻都稱打高端害自己變 「倒楣族」。

陳宜民說，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去年在高端疫苗二期試驗
未解盲前，就火速下單採購，但高端疫苗上市至今都仍無法獲得
美國及日本等先進國家認證，充分說明高端安全性及有效性仍難
以確保，被國際社會普遍懷疑。

他說，食藥署核准高端疫
苗緊急使用授權（EUA）時，
雖明確要求高端須在一年內檢
送國內外疫苗保護效益報告，
但7月底期滿高端送交的報告
被認定尚須補件，10月底補件
期限到了恐怕也難過關，屆時
EUA恐遭撤銷。

陳宜民表示，衛福部前天
公布施打高端者可接種其他疫
苗，等於100多萬高端族可能
要再施打三劑國際認證的疫苗
，預算粗估逾 7 億元，這個
「錯誤政策」的結果將由全民

買單。
他指出，去年民進黨政府

力推高端時，國民黨智庫就提
醒，當邊境解封時，施打高端
的民眾可能要再追加變 「四劑
戰士」，沒想到現在可能變
「六劑戰士」。

陳宜民也提到，疫情爆發初期，民眾若要出國須自費施打新
冠疫苗，而現在施打高端者前往日本也須自費PCR，若以公平

性論，如今高端族因政府錯誤政策而要公費再接種其他疫苗，那
當初出國自費打疫苗民眾是否也可要求公費？

（中央社）受到新冠肺炎
疫情影響，已有多起案件在職
場染疫，為了避免疫情擴散，
台灣羅門哈斯電子材料公司除
了透過自聘廠護關心同仁健康
外，更提供全薪病假、防疫隔
離假，亟使到現在仍要求密切
接觸者 3 天內不得進廠，獲得
「國家職業安全衛生獎」肯定

。
勞動部每年都會頒發

國家職業安全衛生獎，肯定獲
獎企業及個人長期致力於安全
健康職場所付出的心血及展現
的績效，也期許得獎者引領其

他企業能持續精進職業安全衛
生文化，共同打造安全衛生的
職場環境。獲得此獎後，企業
可以在職災保險費率獲得減免
。

台灣羅門哈斯電子材料公
司廠長李盈瑩表示，公司十分
注重職場安全衛生，如要求同
仁在工廠時不得邊走路邊講手
機，上樓要扶扶手等，更設立
「虛驚事件」獎勵，鼓勵員工

提報可能會有職安疑慮的危機
，公司也提供獎金獎勵，每年
在尾牙還會表揚。

李盈瑩說，公司也積極改善安
全衛生的改善，每年都花費上
萬美金，如曾有同仁因搬運設
備導致腰受傷，因此便投資搬
運設備、休息時間管理等，減
少受傷的可能性。

勞動部部長許銘春致詞時
表示，參加評選過程，多家企
業是由董事長或總經理帶領團
隊向評審進行簡報，代表企業
的領導高層對工安的重視，對
勞工職場安全與健康的重視，
這也是企業永續經營的關鍵。

（中央社）本土疫情持續燒，不少民眾表示自己確診後咳不
停，小兒科醫師蒼藍鴿表示，大約有 1 至 3 成的人染疫後出現
「敏感型咳嗽」，在確診急性期的時候沒有明顯咳嗽，但卻在染

疫後的2至3周咳嗽變明顯，建議有這狀況的民眾少喝冰水，並
少吃冰淇淋、甜食、炸物與辣的食物，同時也可以配戴口罩，並
保持充足的睡眠與適度運動。

蒼藍鴿在YouTube影片中提到，不少人感染新冠肺炎以後
，在急性期，也就是確診的前7天，咳嗽症狀其實不太明顯，甚
至在燒退之後，也只覺得喉嚨有些卡卡的，有時候會稍微咳個2
聲，但有1至3成的人卻會在染疫後的2至3周後咳嗽變明顯，而
他本身也是屬於這樣的狀況。

蒼藍鴿表示，這類型的咳嗽痰不多，是屬於 「敏感型咳嗽」

，當說話太多，氣流通過聲帶就會想要咳嗽，或是晚上、天氣轉
涼的時候，躺下來卻突然很想要咳嗽，這就是敏感性呼吸道的表
現，而這是確診後的常見現象。

蒼藍鴿指出，敏感型咳嗽會出現，目前推測有2種可能，第
一個是病毒還沒有完全被身體清理乾淨，所以繼續在喉嚨、氣管
與支氣管作祟，導致該部位不舒服；第二個可能性則是，新冠病
毒早就已經被清理乾淨了，但是因為在急性期嚴重改染，使氣管
與支氣管慢性發炎，當慢性發炎還沒有結束的狀況，就會誘發支
氣管收縮，導致咳嗽。

蒼藍鴿也說，想要改善這類型的咳嗽，首先要減少對呼吸道
的刺激，建議少喝冰水、少吃冰淇淋、甜食、炸物與辣的食物，
盡量以溫和的食物為主；由於最近恰逢換季降溫，因此也可戴口

罩避免冷空氣直接吸入肺部，藉此來減緩咳嗽；另外也要保持睡
眠充足，並適度運動；最後也可以補充保健食品，像魚油、堅果
類等。

蒼藍鴿表示，如果咳嗽狀況持續一周都沒有改善，建議民眾
還是趕緊就醫，經醫師檢查排除掉其他急性期疾病，確認為過敏
性咳嗽，那可能就會開藥來緩解。

蒼藍鴿也補充說，確診2至3周後持續咳嗽蠻常見的，大家
不用太緊張，而這也不能算是長新冠。根據世衛組織（WHO）
定義，確診後3個月持續疲倦、咳嗽和腦霧，這才叫作長新冠。
根據臨床上的經驗，大多數的人會在前幾周經過調養就慢慢痊癒
，在Omicron流行的世代中，基本上只有10％以下的人會久拖變
成長新冠。

提報 「虛驚事件」 獲獎金
他們獲國家職安獎

確診3周後仍咳不停 醫曝原因：4類食物少吃

死亡率為BNT2.88倍

高端防護力受疑 恐成破口

（中央社）2022年台北國際藝術博覽會（ART TAIPEI）20
日於台北世貿一館開幕，此展為亞太地區唯一連續29年持續未
停辦的藝博會，且今年逢中華民國畫廊協會成立30周年，在全
球疫情逐漸解封之際舉辦，集結了138家展商，展區規模亦為歷
年之最。

文化部長李永得致詞時指出，自己參觀了 「MIT新人推薦特
區」後印象特別深刻的是，此次拿出來的作品都創作於疫情期間

， 「所有藝術家都沒有因為環境艱難而放棄，也都還是努力創作
，所以在疫情過後我們有非常多樣性、深厚的作品能夠展現在世
人面前，這也展現台灣文化多元的力量」。

李永得也指出，近年文化部亟力改革藝術品交易稅制，希望
讓台灣的藝術品交易市場更加活絡，讓國際大拍賣公司有機會來
台，為未來藝術品市場建構更好的環境；另一方面也在《文化藝
術獎助及促進條例》中，增訂了公共藝術設置5億元以上的公共

工程，必須提撥百分之一的經費作為公共藝術的基金，為公共藝
術增加預算規模，未來可支持藝術銀行，各公私立中央及地方美
術館，購藏藝術品和工藝品，希望為藝術家建構更好的舞台。

為因應新世代藏家興起，今年ART TAIPEI仍推出雙語線上
展廳，可讓新世代藏家優先鎖定藏品。強調市場與學術並進，今
年亦有26場論壇講座沙龍，並首次以Podcast現場直播方式推出
系列節目。

台北藝博開幕 數位化迎新世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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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華美銀行公佈2022年第三季度財報
（本報訊）華美銀行之控

股 公 司 華 美 銀 行 集 團 （East
West Bancorp, Inc.，納斯達克股
票代號為 「EWBC」）於 10 月
20日公佈2022 年第三季度盈利
報告，淨利達2.953億美元，每
股獲利 2.08 美元。每股獲利與
2022 年第二季度相比，年化增
長率為58%；與去年同期相比增
長32%。

華美銀行董事長兼最高執
行長吳建民（Dominic Ng）表

示： 「我們在第三季度再度取
得了優異的成績。淨利息收入
創新高，達 5.52 億美元，與第
二季度相比年化增長率達66%；
同時，淨利差達3.68%，較上季
度提高0.45%。第三季度期間，
銀行的營運效率進一步提升，
各項盈利能力比率均實現增長
。2022 年第三季度的平均資產
報酬率（ROA）達 1.9%，平均
股 東 權 益 報 酬 率 （ROE） 達
20.3%。」

吳建民指出，截至2022年9
月 30 日，總貸款額創新高，達
475億美元，與第二季度相比，
年化增長率為8%，得益於各類
主要貸款的成長。資產品質一
如既往的良好，呆帳消除比率
仍保持在較低水平，同時，有
問題貸款（Criticized Loans）較
2022 年 6 月 30 日減少 11%。此
外，2022 年第三季度的强勁財
務表現推動了銀行各類資本比
率增加。第三季度末，銀行的

第一類資本比率（CET1）為
12.3%，有形權益與有形資產比
率為8.35%。

吳建民說道： 「憑藉行業
領先的營運利潤率和資本水平
，華美銀行有能力在不斷變化
的經濟環境中穩健前行，幫助
我們的客戶把握商機，實現個
人和企業的繁榮發展。我們有
信心為 2022 年畫上一個圓滿的
句號，並為 2023 年奠定一個堅
實有利的基礎。」

（本報訊）當用英文聊天討
論已經成了生活的一部分，你有
想過要怎麼增進自己英文演說簡
報的能力嗎？

台大校友會暨 2021 線上的英
語口說工作坊，今年再度邀請專
業導師，遵循國際演講會 (Toast-
masters International) 的演講訓練營
模式簡短集訓後，進行以台灣為
主題的演講比賽。

2022年10月22日下午 2點至
5 點，競賽會參考國際演講協會
(Toastmasters International) 的 評 分
標準，並邀請有經驗的講師和僑
界先進做評審，讓參賽者在三小
時的課程中，不僅學到公開演講
的訣竅，也在活動中透過實際演
練和導師的反饋能以專業的演講
呈現出與台灣的連結、和國際接
軌及發揚台灣精神。前三名將獲
得獎狀和獎品，也計畫將參賽過
程錄影紀錄，剪接成紀錄片上傳
YouTube，向世界分享休士頓華
人與台灣。

不論您的角色是將在課堂上
作期末報告的留學生、在學術研
討會中發表研究成果的學者、亦

或是在商業會議中洽談生意的工
作人士，只要您想把握增進英文
演說技巧和能力，歡迎報名參加
比賽，或練習及接受指導或純觀
賽。當天活動會先分小組初賽練
習，請把握難得的機會，活動名
額有限，現在就報名!
★ 時間：2022年10月22日 (週六)
，下午2點至5點
★ 地 點 ： 僑 教 中 心 展 覽 室
（10303 Westoffice Dr. Houston,
TX 77042）
★ 題目：
1. 台灣相關 (舉凡飲食文化、台
灣精神、台灣情，主題不拘）
2. 支持台灣參與聯合國, Taiwan
Can Help, Why Taiwan Matters
★ 演說時間：4-6分鐘
★ 獎金：前三名 $100, $50, $25
★ 報名連結：
https://docs.google.com/forms/d/
1ExOe5uNq4FnVEbVnHgxeYTau-
qtgtAjBJU8aUyrINEZs
1. 報名資格:18歲以上即可
2. 報名費
1. $10 (比賽、練習及接受指導)
2. $5 (觀賽)

休士頓台大校友會將於10月22日舉辦英文演說比賽/工作坊
專業指導，機會難得，名額有限，歡迎報名 華美銀行董事長兼最高執行長吳建民華美銀行董事長兼最高執行長吳建民

「休
士 頓 中 華
公 所 」 共
同 主 席 李
迎霞於 10
月 16 日
（ 星 期 日
） 下 午 ，
該 公 所 十
月 份 會 議
後 半 場 ，
特 別 邀 請
華 裔 第 二
代 青 年 創
業 成 功 的
「萬 全 保

險公司」負責人鄭帥帥，為大家提供2023年老人醫療保險的最新資訊，希望大家可透過他的詳細分析選擇最適合自己的醫
療保險公司。感謝他的熱心解釋，為叔叔阿姨們對美國複雜的保險理賠解謎。

「萬全保險公司」 負責人鄭帥帥蒞臨中華公所
詳細分析如何選擇最適合自己的醫療保險公司
圖文圖文：：秦鴻鈞秦鴻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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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XAS’ SEVENTH CONGRESSIONAL DISTRICT
NOW INCLUDES PARTS OF FORT BEND COUNTY!

lizziefletcher.com

FIERCE ADVOCATE. TRUSTED PARTNER. PROUD HOUSTONI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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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llas Area:                                                                                                                                                                                                                                               California Area:                                                                                                                             
Richardson Branch     Harry-Hines Branch     Legacy Branch        Carrollton Branch        Arlington Branch      Garland Branch      Plano Branch           City of Industry Branch     Alhambra Branch    Arcadia Branch 
972-348-3488              972-348-3433               972-348-3466          972-428-5088               817-261-5585            972-272-3375         469-429-2422          626-667-3988                      626-863-1980           626-321-4455 
 

www.afnb.com 

877-473-1888 
Call us for more information! 

 Split bill with a friend 
 Pay a bill 

 Deposit checks 
 Send money 

Convenient, Fast, Secure 

Make Deposit or Send Money Direc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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