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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03-TOP ONE群智貸款C6_A1

713 - 364 -7788 
832 - 498 - 7566

群智貸款

Michelle Young  
 通國、英、粵語、韓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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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MLS#270061 RMLO 

Saturday, 10/22/2022

（中央社）石油業者和美國官員指出，俄羅
斯能找到足夠油輪將大部分產油運出口，突破七
大工業國集團（G7）將對俄油訂的價格上限控制
，凸顯限制俄國戰爭收入歷來最具野心行動的侷
限。

路透社報導，G7國家9月同意，最晚12月5
日實施以強制低價限制俄羅斯石油銷售的新措施
。但這項決定令全球主要相關業者驚懼，他們擔
憂這麼做恐怕會使得全球貿易癱瘓。

美國和這些保險商、貿易商及航運商經過數

月討論，已安撫這些企業對於制裁曝險的疑慮
；但各方如今意識到，俄羅斯可以利用自己取
得的油輪和服務大致繞過制裁。
關於俄羅斯石油貿易的韌性預估，以及華府

與全球石油和相關服務業者討論的細節，先前從
未曝光。

一名美國財政部官員告訴路透社，80%至90%
的俄羅斯石油將繼續在油價上限機制之外銷售出
口，這個估計的比例算是合理。

這名官員表示，換句話說，如果俄羅斯拒絕
遵守油價上限規定，只有每日100萬至200萬桶俄
產原油及煉油產品會無法出口。由於情勢敏感，
這名官員拒絕曝光身分。

以9月來看，俄羅斯每日出口700萬多桶油品

。
價格上限的制裁計畫，起初看似網羅俄羅斯

全部的石油貿易，如今範圍可能大大縮減。業界
和政策資深人士已見到這項措施的侷限。

美國投資銀行摩根大通（JP Morgan）預測，
對俄油祭出價格上限的制裁效果小，因為俄國可
安排中國、印度和自家油輪來幾乎完全繞過禁令
，即使俄國油輪平均船齡已接近20年，依航運標
準相對老舊。

摩根大通指出，這使得俄羅斯12月石油出口
可能只比9月減少每日60萬桶。

他告訴路透社： 「交易俄羅斯石油的業者不
再位於瑞士、日內瓦或倫敦，目前更多來自中東
。看看（俄羅斯）石油買家多是亞洲人、油輪及

保險，這類交易似乎愈來愈多在亞洲。」
油價上限雖然可對俄羅斯帶來財務和技術難

題，但也會使得全球供應量減少1%至2%。而世
界正面臨通貨膨脹飆升、經濟衰退恐將來臨等困
境。

美國財政部官員消息人士表示，美方知道，
為了規避對俄制裁，一些油輪正在改變註冊國家
，一些貿易實體也移到G7以外地方下單。

不過這名官員指出，俄羅斯石油仍可因必須
繞遠運輸，以及被迫屈居次等的保險和融資，而
面臨成本增加。因此美國樂觀預期，俄國長期仍
將被迫在限制的價格內出售石油。

GG77祭油價上限祭油價上限 俄羅斯有辦法大致規避俄羅斯有辦法大致規避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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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時何地可隨時上線, 快速查詢或操作個人或商業銀行帳號, 
   如，稽核、 存款、 轉帳、付款、餘額查看等。   
* 便利使用密碼登錄, 無需支付月付及任何維護費用。

一機在手

輕鬆便利

隨身電子銀行
 與你同行

www.swnbk.com

如欲了解APP軟件使用更多相關訊息或疑慮查詢,請洽詢銀行各區分行,或電713-771-9700 

帳戶餘額

轉       帳

付       款



AA33要聞2
星期六       2022年10月22日       Saturday, October 22, 2022

More than one hundred years ago when the Chinese
immigrants continued to come to America looking for a better
future, they wrote the history and marked a new chapter for all of
us.

Southern News Group today continues to publish the 2023
Chinese Yellow Pages in many major cities in the nation, not just
to provide an important
service to our communities,
but it also proves that we
are an active part of this
great country.

Even though we are in
the middle of a world in
turmoil and domestic chaos,
many newcomers still come
here. Most of them are
trying to start a new small
business.

Today our Yellow
Pages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important
information sources for
them.

We are so proud that we still partner with them and continue
to provide the most complete and latest information to our
community.

We sincerely want to send our very deepest appreciation to
all of our supporters.

1010//2020//20222022

New Yellow Pages Sets Another MilestoneNew Yellow Pages Sets Another Milestone

百年來華人移居美國在此艱
辛創業落地生根, 這段歷史成為
我們共同之記憶。

美南傳媒在過去數十年之茁
壯成長 ，打造了為全美亞裔服
務之新聞傳播网 ，其中以黃頁
電話簿是主要之媒體產品之一。

今天，我們正處於世界局勢
動盪後疫情時期之不安時刻 ，
全美各地中小企業遭遇嚴峻困
境 ，我們仍然期盼大家守望相
助 ，同舟共濟， 共度難關。

這本黃頁之出版 ，代表了
我們社區各行各業繼續壯大和存
在 ，更顯示我們在経濟上之實
力。

黃頁電話簿正式發行黃頁電話簿正式發行



AA44要聞3
星期六       2022年10月22日       Saturday, October 22, 2022

SAM'S
PHOTO
HERE

(本報訊)歐洲聯盟（EU）各國領導人有鑑
於對俄羅斯天然氣的依賴成為俄國利用的工具
，今天對經濟上仰賴中國表示日益憂心，並指
出，必須對中國當局採取一致立場。

路透社報導，歐盟自 2019 年以來，即將
中國視為夥伴、經濟競爭對象和全面對手；但
歐盟外交機構為本週歐盟領袖高峰會預備的一
份報告指出，如今歐盟應認為，中國主要是個
競爭對象、正在鼓吹 「對於世界秩序的另一種
願景」。

在歐盟準備做出這樣調整的同時，德國聯
合政府正在考慮，是否允許中國遠洋運輸集團
（中遠，COSCO）入股漢堡港（Hamburg）
的一個貨櫃碼頭。

德國政府目前對於這件投資案意見分歧，
最終處置方式可用來衡量，現任德國政府願意
對國家最大貿易夥伴中國強硬到何種程度。

德國總理蕭茲（Olaf Scholz）在今天峰會
召開前並未向記者發表談話，但其他發表談話
的歐盟會員國領袖一致認為，歐盟 27 國必須
形成聯合陣線。

愛沙尼亞總理卡拉斯（Kaja Kallas）告訴
記者： 「我認為在中國事務上，就像看待俄羅
斯：我們若彼此分裂，便合乎他們的利益；我
們如果團結一致，則符合我們自身利益。」

歐盟外交官擔心，16 日在中共 20 大發表
政治報告的總書記習近平，正將中國推上一條
日益威權的道路；這些外交官並對中國與俄羅
斯的夥伴關係感到不安。

芬蘭總理馬林（Sanna Marin）強調，歐盟
有必要避免未來更加依賴中國，而應加強民主
國家之間的合作。她說： 「在科技這類至關重
要的議題上，我們不應該依賴威權政權。」

歐盟各國籲立場一致
避免更加依賴中國

日擬兩階段強化防衛力
含長程飛彈、無人機等7領域

(本報訊)日本防衛省決定了今後分5年和
10年兩個階段強化防衛力的目標。核心為長
射程飛彈、無人機等 7 個領域，力爭到 2027
年前獲得 「可負責任地應對他國進攻、接受
盟國支援的同時可阻止和排除（進攻）的防
衛力」，到2032年前實現高度化。該目標將
反映到年底修改的《防衛計劃大綱》和《中
期防衛力整備計劃》（中期防）中。防衛省
在20日的政府專家會議上出示了目標。

日本共同社21日報導說，防衛省認為作
為俄烏衝突的教訓，要威懾憑藉實力單方面
改變現狀的行為，必須著眼於對手的兵力、
裝備等能力做好準備。

報導指出，完善的主軸是未來戰鬥的核
心領域，包括（1）憑藉長射程飛彈的 「防區
外防衛能力」，（2）綜合飛彈防空能力，
（3）無人機。還將推進提高（4）太空、網
路、電磁波新領域的應對能力，（5）指揮統
領功能，（6）靈活展開能力，（7）持久性

和強韌性。
考慮轉用於 「對敵基地攻擊能力」的長

射程飛彈，5年內將致力於陸上自衛隊12式陸
基反艦飛彈的長射程化等，獲得從進攻對手
的射程外攔截的 「防區外防衛能力」，力爭
10年後獲得高超音速等更先進的裝備。

無人機方面，將購買新的 「攻擊型」等
拓展用途，10年內實現多架飛機的同時運用
。防空領域將強化應對中國等推進開發的高
超音速武器及小型無人機的能力。

關於新領域，包括發射小型人造衛星群
「衛星星座」在內，將努力把握太空的狀況

。網路防禦方面，還將支援自衛隊以外的組
織。

此外將強化包括利用民間船舶在內的運
輸能力、為迅速作出決策利用人工智慧（AI
）、重要設施的地下化、擴充彈藥、提高裝
備品的運作效率。

來匆匆,去匆匆, 一切都那麼快, 才住進倫敦
唐寧街（ Downing Street）10號44天, 權傾一時
的女首相特拉斯Liz Truss就被迫搬走, 再一次證
明這一間英國首相府是全世界最難居住的宅所
, 儘管英國政治人物爭先恐後想搬進來, 但這裡
日子很難挨,隨時都有可能被趕出去, 不過像特
拉斯只住這麼短暫, 卻是空前僅有的, 47歲的特
拉斯創造了英國尷尬難堪的歷史，辭世不久的
伊莉莎白二世若天上有知, 是不是為她感到哀
傷呢?!

短短幾年, 英國面臨空前未有的政治大地
震, 從脫歐紛爭到新冠疫情肆虐, 再到強生首相
去職, 女王告別以及女首相被逼下台………英
國一再成為新聞焦點, 世界媒體爭先恐後報導,
在在對英國造成不佳形象,特拉斯的辭退正顯示
出目前英國的政治和經濟形勢一片混亂, 冊封
上位的國王查理三世既沒有實權, 威望也難樹
立,華盛頓郵報憂心忡忡為英國提出一項“在特
拉斯之後糾正自己”的戰略, 該報稱英國看起
來越來越像一個孤立的大西洋島國，而不是一
個國際參與者, 還建議保守黨應選擇像蘇納克
這樣的人作為新領袖,該報稱英國不應該僅僅是
王室八卦和聳人聽聞的政治新聞的出口國。 這
的確是一針見血之評論。

《華爾街日報》則認為，特拉斯下臺對美

國有借鑒意義,在題為“保守黨對美國共和黨人
的警告”文章中寫道，特拉斯成了失敗的稅收
和支出政策的替罪羊，她辭首相不僅是她一人
的錯，也是保守黨執政12年來犯的經濟政策錯
誤的替罪羊。英國《金融時報》則認為特拉斯
去職不僅毀了英國經濟地位，還毀了政治穩定
的聲譽，並呼籲舉行大選,該報認為下一任首相
應保留給傑裡米·亨特作為財政大臣，以修復
財政手榴彈造成的損害。

特拉斯是英國歷史上繼“鐵娘子”柴契爾
夫人與特雷莎·梅之後的第 3 位女首相，也是
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去世之前第 15 位首相,
自2010年踏入政壇後, 她的政治傾向從左偏到
右,在從政的歷程中曾經擔任過6個內閣閣員的
大位, 她在擔任閣揆後的第一次演講中承諾要
改變英國，並且從最迫切的減輕稅負稅、能源
危機與國民健保3大項入手, 但沒想到所推出的
第一項減稅政策卻拖垮了政府, 內政大臣蘇拉·
佈雷弗曼日前宣佈辭職，她在辭職信中稱對英
國政府的方向感到擔憂，並批評特拉斯違背了
競選時的關鍵承諾,這是一周內政府失去的第二
位內閣大臣，前財政大臣克沃滕已於上週被解
職,特拉斯本人在面臨被大批內閣成員辭職“逼
宮 ” 之 下, 最 終 不 得 不 感 傷 的 走 人
………………….。

【李著華觀點 : 傷別離
怒火燒向唐寧街 ,特拉斯哀戚走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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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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報導 卡塔爾成為2023

年亞洲杯舉辦地。這意味著卡

塔爾將連辦世界杯、亞洲杯、

U23亞洲杯三項足球大賽。

亞足聯在總部吉隆坡舉行

執委會議，投票決定卡塔爾成

為2023年亞洲杯舉辦地。這是

繼1988年和2011年之後，卡塔

爾第三次舉辦亞洲杯賽事。

2019年的阿聯酋亞洲杯，卡塔

爾隊擊敗日本隊奪冠。這次，

卡塔爾將以上屆冠軍和東道主

的身份，參加2023亞洲杯。

亞洲杯從1956年舉辦至今，

每隔4年壹屆，在東亞和西亞

地區交替舉行。5月，2023年

亞足聯亞洲杯中國組

委會發布公告宣布，

受疫情影響組委會難

以在當前對明年的亞

洲杯按完全開放模式

辦賽作出承諾和安排

，經各方商議決定，本

屆亞洲杯將易地舉辦。

此前，中國在2019年 6月獲得

2023年亞足聯亞洲杯舉辦權，本

屆賽事原計劃在北京、天津、上

海、重慶、成都、西安、大連、

青島、廈門和蘇州10座城市共同

舉行。

由於亞洲杯商業價值不菲，

加上也可以宣傳推介當地旅遊、

文化等資源，在中國宣布“易地

”後，印尼、韓國、卡塔爾等都

遞交了承辦2023亞洲杯的申請，

賽事舉辦權成為香餑餑。最終，

卡塔爾以世界杯場地這個獨壹無

二的優勢，笑到最後。

根據外媒報道，由於夏季

天氣炎熱，卡塔爾當地7月、8

月的自然條件惡劣，卡塔爾計

劃仿效世界杯的做法，將於

2023年年底到2024年年初的冬

天，承辦2023亞洲杯賽事。

亞足聯主席薩爾曼表示，卡

塔爾在舉辦大型國際體育賽事方

面的能力和態度在全球範圍內

得到了廣泛認可和贊譽。雖然

籌備時間比較短暫，但亞足聯

相信，卡塔爾憑借其現有的基

礎設施和組織管理能力能夠成

功舉辦壹屆精彩的亞洲杯。

此外，據亞足聯官網消息，

亞足聯執行委員會審議了2027亞

洲杯申辦提案，將印度、沙特阿

拉伯定為最終兩個候選主辦國。

綜合報導 人工智能模型正用來預測人工智能研究的未來。據英國

《新科學家》雜誌網站17日報道，德國科學家利用人工智能模型，根據

歷史數據預測人工智能研究在五年內將如何發展，其預測結果準確率超

過99%。

馬克斯· 普朗克光科學研究所的馬裏奧· 克萊恩及其同事們訓練了壹

個人工智能模型，以對1994年至2021年期間在arXiv預印本服務器上發

表的143000篇論文開展分析。所有論文都涵蓋了與人工智能有關的領域

。隨後，研究人員使用壹個自然語言處理工具，通過從論文標題和摘要

中剝離關鍵詞和短語，生成了壹個包含近65000個關鍵概念的列表。

這些概念成為壹個語義網絡的節點，使該人工智能模型能夠發現想

法和論文之間的聯系。這些數據告訴人工智能模型，人工智能研究領域

是如何隨著時間推移而變化的，學者們是如何建立聯系並探索感興趣的

新領域的。隨後其他十種人工智能機器學習方法使用該語義網絡，試圖

找出五年內哪些概念沒有被學習。

通過對歷史數據進行測試，人工智能能夠預測哪些未經研究的概念會

在五年內出現在至少三篇論文中，準確率超過99.5%。研究人員建議，該方

法可用於預測未來熱門話題或幫助開發具有人類理解力的人工智能。

英國倫敦經濟學院的加布裏埃爾· 佩雷拉說：“我認為這篇論文在

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目前計算機科學和人工智能領域的思維方式。”

又壹條天然氣管道險被破壞
土耳其要做歐洲天然氣新樞紐？

俄羅斯總統新聞秘書佩斯科夫表示

，壹些勢力試圖破壞“土耳其溪”管道

（TurkStream），有人試圖在俄羅斯段的

“土耳其溪”管道搞爆炸，壹些破壞分

子已經被抓獲。

由於俄烏沖突，多條俄輸歐天然氣

管道或被關閉或無法正常運作。此前，

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表示，歐盟在

能源來源多樣化、擺脫俄羅斯能源依賴

方面取得了進展。她給出的數據顯示，

俄烏沖突伊始，歐盟從俄羅斯進口的天

然氣占總進口量的41%，目前這壹數字

已經降至7.5%。

各方在觀望，俄羅斯政府是否在未

來的某壹刻徹底切斷這7.5%的天然氣供

給。

匈牙利外長西雅爾多（Peter Szijj-

arto）本周在莫斯科會見俄天然氣股份有

限公司總裁米勒之後就表示，俄氣將把

小部分經由奧地利管道對匈牙利的供氣

改為經由“土耳其溪”管道。俄氣的決

定是該公司“重心轉向”南歐管道的壹

部分。

命運多舛的“土耳其溪”
公開資料顯示，“土耳其溪”包含

兩條並行管道，從俄羅斯沿海經黑海海

底至土耳其西北部城市基伊科伊。在基

伊科伊，俄羅斯輸送的天然氣分兩條線

，壹條直接向土耳其市場供氣，另壹條

則從陸路穿越土耳其西北部向東南歐國

家供氣。

2018年，“土耳其溪”天然氣管道

正式完工，隨後開始途徑土耳其向歐洲

輸氣。兩條管道設計的年輸氣量約為315

億立方米。

如今，俄烏沖突也波及至了“土耳

其溪”的運作。據央視新聞報道，土耳

其溪運營商 South Stream Transport B.V.

在 9 月中旬宣布，由於新的制裁，其

出口許可證於 2022 年 9月 18 日被荷蘭

的監管機構提前撤銷，理由是禁止向

俄羅斯供應商品和服務，包括在其專屬

經濟區和大陸架範圍內。這家運營商表

示，其應享有豁免，因為土耳其溪管線

向歐洲國家輸送天然氣，有助於確保地

區安全。

其實，在沖突爆發前，俄羅斯與歐

洲之間存在多條天然氣運輸管道。除了

“土耳其溪”外，知名度最高的就是兩

條北溪管道。不過，目前，兩條管道在9

月底出現了多處泄漏點。管道涉及的相

關國家在隨後開展的調查中，也把這壹

罕見的天然氣管道泄漏事故歸為“蓄意

破壞”。而對於北溪管道的維修工作，

“北溪”項目運營方北溪 AG 公司

（Nord Stream AG）表示，暫時無法給

出修復的時間表。

除了上述管道外，俄歐之間還有

1999年開始輸氣的“亞馬爾-歐洲”天然

氣管道，該管道從俄羅斯的亞馬爾半島

出發，繞過了烏克蘭，途經白俄羅斯和

波蘭，最後抵達德國法蘭克福。這條天

然氣管道輸氣量占俄羅斯對歐現有輸氣

量的15%，但在今年5月被無限期關閉。

土耳其要成天然氣新樞紐？
據央視新聞報道，佩斯科夫還表示

，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對俄羅斯總統普

京有關在土耳其建立天然氣樞紐的建議

很感興趣，雙方已指示各自主管部門著

手相關工作。

此前，由於俄輸歐天然氣的重頭

在北溪管道，因此，德國理所當然地

被視為俄輸歐天然氣的樞紐。對於普

京的提議，土耳其能源和自然資源部

長多梅茲（Fatih Donmez）表示，俄羅

斯總統普京提出的關於在土耳其建立

天然氣運輸樞紐的提議“在技術上是

可行的”。

不過，他表示，現在評估普京提的

提議還為時過早，“土耳其完成了許多

類似的國際項目，在土耳其建立天然氣

運輸樞紐‘技術上是可行的’，但還需

要從多方面進行評估和研究。”

聯合國“黑海谷物倡議”協調員阿

米爾· 馬哈茂德· 阿蔔杜拉則認為，鑒於

土耳其的地區地位，土耳其成為天然氣

運輸樞紐不令人意外。他在接受采訪時

稱：“土耳其在許多方面正在成為中心

，這不令人意外。土耳其在地區的地位

十分重要。我不了解細節，但如果這壹

決定能為能源和糧食安全做貢獻，我們

支持。”

土耳其93%的石油和99%天然氣都

依賴進口。為了加強能源安全，土耳其

政府出臺了大量激勵政策推動油氣項目

開發。自2020年8月以來，土耳其已經

在黑海地區發現了約5400億立方米的天

然氣儲量。近日，土耳其又在黑海發現

了儲量價值4000億美元的天然氣。“土

耳其將投資近100億美元，用於從黑海

薩卡裏亞氣田（Sakarya）開采和運輸

5400億立方米天然氣的項目。”多梅茲

表示，“根據計劃，該氣田的第壹批天

然氣將於2023年進入土耳其，屆時產量

將達到約140億立方米/年。”

不只是有錢！
辦完2022世界杯，卡塔爾“降維”舉辦2023年亞洲杯

意味深長！
這個歐洲國家政府賬號出現“炸彈”！

綜合報導 據報道，匈牙利譴責歐盟對俄羅斯實施的制裁。匈牙利

政府在其臉書的官方賬號上發布了壹張圖片，將歐盟采取的這些經濟制

裁措施比作炸彈，並警告稱，布魯塞爾對莫斯科發動的“金融戰爭”將

“摧毀”布達佩斯。

這張圖片上畫著壹枚彈頭，上面用匈牙利語寫著“制裁”，這枚彈

頭的上方寫著“布魯塞爾的制裁將摧毀我們”。上周六（10月15日），

匈牙利政府在進行最新的全國咨詢調查時使用了這張圖片，這項調查旨

在詢問該國公民是否贊同匈牙利反對歐盟對俄制裁的立場。

報道稱，這張圖片很快在網上引來了大量評論，其中大部分是持批

評態度的。許多網民指出，盡管匈牙利總理歐爾班表態譴責，但他的政

府和其他歐盟成員國壹樣，實際上投票贊成這些制裁。

RT報道指出，歐爾班此前表示，他認為對俄制裁給歐洲本身造成的

破壞更大，因為那推高了能源價格，破壞了市場穩定。歐爾班政府壹直

在努力遊說，要求匈牙利在這些歐盟制裁上獲得豁免。匈牙利外交部長

西雅爾多本月早些時候為該國保持與俄羅斯的關系進行辯護，指出必須

要有人讓匈牙利人在冬天保持溫暖。他警告稱，歐洲今年冬天面臨的天

然氣短缺將延續到2024年以後。

報道稱，匈牙利有80%的天然氣來自俄羅斯，比大多數其他歐盟國

家的占比都要高。匈牙利通過“土耳其溪”管道獲得天然氣，該管道也

為塞爾維亞提供輸氣服務。

AI能準確預測“AI的未來”

為填補財政漏洞
英國新財長擬向銀行和能源企業加稅
綜合報導 英國新財政大臣傑裏米•

亨特正準備動用銀行和能源公司的利潤，

通過加稅和削減公共支出，填補400億英

鎊的財政缺口。

據報道，亨特將於10月31日公布的預

算案預計將包括大幅增稅，他的盟友表示，

他們預計他將針對銀行和油氣公司的收益。

據報道，預計銀行將從利率上升中獲

得豐厚利潤，包括英格蘭銀行(Bank of

England)的隔夜存款準備金，以及放貸利

潤率的提高。

亨特曾表示，他“原則上”不反對暴利

稅，他正在權衡應對銀行征收的稅收水平。

亨特證實，公司所得稅將於明年4月升至

25%；他尚未決定是否保留8%的銀行附加稅

，這將使該行業的實際稅率達到33%。

據悉，在這個水平上，財政部有望每

年從銀行那裏額外征收大約5億英鎊，盡

管如果利潤強勁增長，這個數字會更高。

與此同時，據了解亨特想法的人士透露

，亨特可能會將對石油和天然氣生產商征收

的政府暴利稅延長到2025年，幫助下壹屆議

會填補財政漏洞。

目前的稅收方案

計劃在未來三年內至

少增加280億英鎊，直

到2025年12月結束。

延長兩年可能為財政部

籌集逾100億英鎊，但

這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

未來的能源價格。

與此同時，亨特

在18日的內閣會議上

表示，大臣們將不得

不嚴格控制支出。他

試圖向金融市場證明

，他能夠控制住英國

的赤字。

據彭博社援引知情人士稱，英國所有

政府部門都被要求節省開支，預計衛生部

和國防部以外的開支將減少，占削減預算

的15%。

另據英國廣播公司(BBC)報道，如果

政府要兌現未來三年內實現收支平衡的承

諾，現存方案仍存在很大的不足。

亨特宣布，今冬計劃花費約600億英鎊

來支持支付英國家庭的能源賬單，直到明年4

月，但之後會縮減該計劃以節省資金。

亨特還表示，他正在組建壹個經濟顧

問委員會，提供“獨立專家建議”，以幫

助重建投資者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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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國會調查2021年國會大廈暴動案的特別
委員會今天指出，他們已對前總統川普發出傳票，令他對涉及
這起暴力事件提供證據。

法新社報導，在美國國會特別委員會幾乎確定年底結束的
時間限制下，這位76歲的共和黨領袖預料不會對這次傳喚提供
證詞。

這次傳喚要求川普11月4日前向委員會出示文件，並在11
月8日期中選舉過後，於11月14日開始或附近日期現身作證。

委員會在信中告訴川普： 「正如我們聽證會所示，我們已
蒐集到壓倒性的證據，包括從數十名您在前任時期任命的人員
和員工所取得，和在您親自策劃並監督下欲推翻2020年總統選
舉結果，以及阻礙政權和平轉移等。」

川普在 2021 年 1 月 6 日暴動當天發表演說，促其支持者
「要激烈的戰鬥」，他之後因涉煽動暴徒襲擊國會以遏阻將政

權和平轉移給拜登而遭彈劾。
信函控稱，儘管川普知悉選舉舞弊的指控已被60多個法院

壓倒性駁回，以及他的競選團隊和高級顧問也反駁下，他仍企
圖推翻選舉結果。

馬斯克當推特老闆第一件事
砍掉75％員工

談降低通膨法案
賀錦麗：我愛電動校車

美軍稱中共最快今年犯台
白宮降溫：沒衝突理由

（綜合報導） 「華盛頓郵報」今天引
述相關訪談和文件內容報導，億萬富豪馬
斯克（Elon Musk）告訴併購推特交易的
潛在投資人，他計劃裁減這家社群媒體公
司7500名員工的75%左右。

根據 「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
ton Post）報導，無論誰擁有這家公司，
預計未來幾個月將執行裁員。

報導指出，推特（Twitter Inc）目前
管理階層計劃，明年底前減少約8億美元
應付薪金總額，這意味將近有1/4勞工將
遭解僱。

報導說，推特人力資源幹部已告訴員
工，公司方面沒有大幅裁員的計畫，但相
關文件顯示，在馬斯克出價併購前，公司
裁員和削減基礎設施成本的大規模計畫就
已準備就緒。

推特未立即回應路透社的置評要求。
馬斯克之前指控推特低報機器人和垃

圾郵件帳號數量，5月曾想撤銷併購案，
此後雙方展開一連串法律訴訟。

本月稍早，馬斯克改弦易轍，表示將
依原先條件持續進行這宗併購案。

（綜合報導）美國海軍軍
令部長吉爾迪上將20日稱中國
最快可能在今年入侵台灣，但
白宮於21日對此說法進行降溫
，再三重申 「沒有發生衝突的
理由」，因為美國對待台灣和
台灣自我防衛的方式沒有改變
。白宮也表示，無法對 「美台
合作生產武器」此一 「特定」
的報導進行評論。美國國務院
21日也重申不支持台獨，希望
通過和平方式解決兩岸分歧。

白宮國安會戰略溝通協調
官柯比在媒體簡報會上、被問
及白宮是否同意吉爾迪的評估
時表示，美方會對此盡可能地
監控，但我只想告訴你我們一
次又一次說過的話： 「沒有理
由爆發衝突」。

柯比說，美國對台灣的態
度、對一個中國政策的堅持沒
有任何改變，美國也將繼續尋
找幫助台灣增強自衛能力的方
法。美國不希望海峽兩岸的現
狀單方面發生變化，尤其不希
望看到被武力改變。但這絕對
沒有理由發生，因為美國對待

台灣和台灣自我防衛的方式沒
有改變。

對於白宮能否證實美國和
台灣正就聯合生產武器進行談
判的問題。柯比表示，關於此
一 「特定」的報導，我沒有任
何具體的內容，無話可說。但
美國仍致力幫助台灣自衛，並
始終保持開放態度，考慮與台
灣合作的新方法。

美國防部發言人空軍准將
賴德21日在媒體簡報時也多次
被問及此事。他表示，中國是
步步進逼的挑戰，美方對中國
在區域的脅迫與挑釁行為感到
擔憂，美方的重心是與區域盟
友與夥伴合作，確保印太區域
自由開放且安全穩定。但他也
重申美國遵循一中政策，並依
循《台灣關係法》承諾，支持
台灣自我防衛。

《金融時報》報導，德國
馬歇爾基金會的兩岸問題專家
葛來儀表示，北京可能在2027
年攻擊台灣的時間表，已經
「融入了美國思維」，特別是

在五角大廈和情報界。但這似

乎只是基於對中國何時有能力
入侵台灣的評估，而不是提供
有關北京意圖的情報。 「我們
不能排除任何事情，但說有一
個 2022 年或 2023 年的時機點
，這是純粹的猜測。我認為這
是不負責任的。」她對中國
2027年攻台的觀點也抱持懷疑
態度。

此外，美國副國務卿雪蔓
21 日與法國外交部秘書長安
妮-瑪麗·德科特斯通話，雙方
談到要努力促進台海和平與穩
定；雪蔓 24 至 26 日將訪問日
本進行美日韓三方副部級對話
。美國國務院21日答記者問時
就雪蔓的行程表示，由於中共
二十大，台灣議題也將在會上
被討論。美國國務院並再度重
申美國奉行一中政策，以《台
灣關係法》、美中三項聯合公
報和六項保證為指導。美國反
對任何一方對現狀的任何單方
面挑戰，也不支持台獨，希望
通過和平方式解決兩岸分歧。

調查美國會大廈暴動案委員會發傳票調查美國會大廈暴動案委員會發傳票 令川普作證令川普作證

（綜合報導）美國副總統賀錦麗（Kamala Harris）於白宮
參與一場PODCAST節目的時候疑似沒聽清楚一題訪談問題，
當來賓問他對於《降低通貨膨脹法案》的想法時，賀錦麗回答
： 「我必須告訴你，我特別喜歡電動校車。我喜歡電動校車，
我真的喜歡。」

據美國白宮18日官方網站新聞稿，賀錦麗參加了一場於白
宮舉行的PODCAST，由氣候播客 「溫度問題」的主持人史托
克斯（Leah Stokes）博士和 威金森（Katharine Wilkinson） 博
士一起就氣候行動進行了了會談，期間聊到熱泵浦的時候，史
托克斯博士談到有關於《降低通貨膨脹法案》（Inflation Re-
duction Act）副總統似乎一下沒有會過意來。

史托克斯： 「你肯定很愛它們（熱泵）。但我很想聽你談
談有關於《通貨膨脹減少法案》的部份，你最期待的迷人新法

案。
賀錦麗： 「我

的意思是，太多了
。非常。我 - 我非
常興奮的一件事是
我們在電動汽車方
面一直在做的事情
。我必須告訴你，
我特別喜歡電動校
車。我喜歡電動校車。我真的喜歡，我們正在我們的國家製造
它們，我也去過製造工廠。

我也搭乘過電動校車，並待在上面過。想想看，除了新冠
肺炎大流行之外，我們國家每天有2500萬兒童乘坐這些柴油校

車上學。成百上千的校車司機正在駕駛這些校車，這些公共汽
車、然後是這些人、這些孩子，這些成年人正在吸入有毒的空
氣（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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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00am 國語主日學 

11:15am 粵語崇拜/英語主日學 

1:30 pm 中文學校(粵語,國語)(only during school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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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數據中心火災初步調查結果出爐
總統室：關乎國家安全

綜合報導 據韓聯社報道，

韓國警方和消防部門表示，

經調查，初步研判 SK 公司

C&C板橋數據中心失火是電

氣因素導致電氣設備室電池

周圍起火所致。

據報道，這壹結論由京

畿南部警察廳科學搜查隊和

消防部門相關人士10多人組

成的鑒定組，於16日上午10

時30分許至11時40分許對該

數據中心進行第壹次勘查後

得出。鑒定組重點對SK公司

C&C板橋數據中心A棟地下

三層的電氣設備室進行勘查

。據悉，電氣設備室內部有

保管電池的機架，事發時其

中5個機架產生火花並冒煙。

警方表示，經調查發現，安

裝在地下三層電氣設備室的5個

電池機架全部燒毀，電池和機架

附近似乎因電氣因素失火。

鑒定組將考慮電池和機

架本身缺陷、圍配電線出問

題等可能性，繼續查明具體

原因。警方計劃於17日上午

與國立科學搜查研究院、消

防部門、電氣安全公社等有

關部門進行聯合調查。

16日，韓國總統辦公室就

該起事故導致網絡平臺癱瘓壹

事回應稱，網絡幹擾不僅給民

生造成巨大損失，還會給國家

安全帶來致命影響。

總統室公報首秘金恩慧

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在超

鏈接社會，數字通訊基礎設

施直接關乎國家安全和國民生

活。此次事故導致通訊軟件Ka-

kaoTalk服務長時間停擺，給國

民帶來巨大不便和損失。

金恩慧還表示，總統尹

錫悅強調，網絡平臺穩定運

轉和風險應對能力與民生息

息相關，還直接關乎國家安

全，並指示加強官民合作，

制定有關應對方案。

當地時間15日，韓國SK

公司C&C板橋數據中心發生

火災，導致包括韓國最大的

移動通訊應用程序KakaoTalk

在內的若幹服務出現中斷。

壹些平臺在事故發生16小時

後仍未完全恢復正常。

日首相下令調查原統壹教會
日媒：或意在提高支持率

綜合報導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就原統

壹教會問題與相關閣僚進行了商議。岸

田指示文部科學大臣永岡桂子根據

《宗教法人法》，對統壹教涉及販賣

“靈物”等問題進行調查。

據文科省透露，依據該法行使調查

權限尚無先例，若能實現將為首次。該

法存在解散命令的相關規定，視調查結

果，把申請解散命令納入考慮範圍。

《宗教法人法》規定，若疑似符合

解散理由，主管部門可要求當事法人提

交報告並質詢其高層。

報道指出，統壹教會問題是岸田

內閣支持率下跌的原因之壹，擺出正

視問題的姿態或意在提振支持率。永

岡在官邸向媒體透露了岸田的指示，

稱“將立即啟動，推進相關程序以便能

切實執行”。

報道稱，17日還公布了討論“靈感商

法”等對策的消費者廳專家研討會報告，

因此各方最後協調了政府應對措施。

報告認為統壹教會“存在不容忽視

的社會問題”，有必要把申請解散命令

納入考慮範圍，依據《宗教法人法》行

使報告和質詢的權限。此外報告還要求

完善救濟受害者的法律。

此前，岸田6日在參院全體會議的代

表質詢中就申請解散命令壹事稱：“剝

奪法人資格是極其嚴厲的做法。有必要

慎重判斷。”

韓數據中心火災後電信服務逐步恢復
將設網絡安全工作組

綜合報導 受SK C&C板橋數據

中心火災影響的Kakao的電信服務有

望在19日全面恢復正常。另外，韓

國政府以此次Kakao服務癱瘓事故為

契機，決定在國家安保室設立跨政

府部門的網絡安全工作組，並在國

家安保室長金聖翰的主持下召開網

絡安全狀況檢查會議。

據韓聯社消息，Kakao服務器基

本完成修復。SK C&C於 19日表示

，當天上午5時許，數據中心全面恢

復供電。由此，Kakao的多項服務也

有望於當天恢復正常。

截至當地時間19日上午8時，

約3.2萬臺服務器中有3.1萬臺左右完

成修復。隨著數據中心供電系統和

服務器恢復正常運轉，Kakao的大部

分電信服務也已恢復。

據韓國KBS電視臺報道，總統

室副發言人在龍山總統室記者會上

發布了有關設立網絡安全工作組的

首席秘書會議的結果。該會議由總

統尹錫悅主持。副發言人稱，國防

部、國家情報院、大檢察廳、警察

廳和軍事安全支援司令部等部門的

高層人士將參與網絡安全工

作組。

總統室壹位人士表示，

Kakao 服務癱瘓事故不僅給

國民的生活造成不便，甚至

影響到國家安全，因此在尹

錫悅主持的首席秘書會議中

決定設立負責安全狀況檢查

的工作組。Kakao 不僅是國

家基礎通信網，民間附加通信網的

癱瘓也會給社會帶來嚴重影響，因

此相關部門從國家安全層面就相關

問題進行了討論。

此前，尹錫悅就Kakao服務癱瘓

事故指出，雖然Kakao網絡由民間企

業運營，但實際上與國家基礎通信

網並無差異，將完善相關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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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據報道，在印度喀拉拉邦

伊杜基地區，壹名老虎被放生後僅壹周

，就被發現淹死在湖中。

據報道，這頭老虎此前流竄於伊杜

基地區的蒙納鎮等多地居民區，咬死了

包括 10多頭牛在內的許多家畜，許多

茶園的工人嚇得不敢外出，民怨沸騰。

當地居民以堵路的方式要求政府賠償損

失，並采取措施來防止老虎繼續闖禍。

經過壹周的圍捕，當地森林部門於 10

月6日抓住了這只老虎。

這只老虎被發現壹只眼患有白內

障，森林部門的人員進行了初步治療，

並於10月9日將這只老虎帶到佩裏亞爾

野生動物保護區放生。

在放生之前，森林部門工作人員給

老虎戴上了可以定位的項圈。但到了10

月15日，項圈就沒了信號，森林部門隨

即展開搜索，並於10月16日在當地的卡

卡迪湖中發現了老虎的屍體。

當地壹位知情的官員介紹，根據

初步調查，這只老虎可能是淹死的

，但確切的原因只有在驗屍後才能

確定。

另據《印度教徒報》報道，野生動

物執法人員推測，這只老虎約9歲，可能

在與另壹只老虎搏鬥時受傷。

壹位不願透露姓名的高級官員稱，

他們將向國家老虎保護局通報此事，並

按照指示進行下壹步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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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成立“引企辦”內地海外設“招商引才”組

陳茂波介紹運作模式 會與市場資產管理人合作

共投基金投資創科為重點
新一份施政報告提出成立全新的“香港投

資管理有限公司”，同時配合 300億元（港

元，下同）的“共同投資基金”，由政府主導

投資策略性產業，以引進和投資落戶香港的企

業，因此有市場人士形容香港投資管理有限公

司為“港版淡馬錫”。香港財政司司長陳茂波

20日介紹香港投資管理有限公司運作及投資方

向，除會沿用“未來基金”與不同資產管理

人、基金管理人合作模式外，還會積極主動去

做投資，創科是重要投資範疇，而有利香港未

來、有一定回報的非創科項目亦會參與。

新計劃招攬高質人才
◆推出“高端人才通行證計
劃”吸引高薪及高質人才

優化人才入境計劃
◆放寬“一般就業政策”和“輸
入內地人才計劃”

◆取消“優秀人才入境計劃”
的年度配額，為期兩年

◆放寬“非本地畢業生留港 /
回港就業安排”

◆優化“科技人才入境計劃”

以人為本的專責服務單
位
◆成立“人才服務窗口”向來
港人才提供一站式支援

◆在各駐內地辦事處和海外
經貿辦設立“招商引才專
組”

留住人才在香港長遠發
展
◆延長工作簽證年期

◆向合資格外來人才退還在
港置業額外印花稅

資料來源：香港特區政府

2022
施政報告

◆香港文匯報記者 蔡競文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19日在施政報
告提出成立全新的“香港投資管理有

限公司”，將近年在“未來基金”下設立的
“香港增長組合”、“大灣區投資基金”和
“策略性創科基金”，以及建議從“未來基
金”撥出300億元成立的“共同投資基金”
歸一收納。

以助港提升競爭力之本地項目為主
陳茂波20日在記者會上表示，香港投

資管理有限公司的投資方向，與由金管局負
責管理的“未來基金”的運作有相似之處，
但在功能上有所不同，香港投資管理有限公
司會以有助香港的經濟發展及提升香港競爭
力的本地項目為主。

他進一步解釋，“未來基金”的前身是
土地基金，在幾年前未來基金交由金管局負
責管理。金管局去做長期投資或另類投資的
時候，是通過與市場某些基金或私募基金來
合作，換句話說是用“有限負責合夥 人”
的形式來做，即是由專業的私募基金或投資
基金來做投資，然後再分享回報。

陳茂波表示，在負責管理“未來基金”

後，香港金管局是不投資香港的項目的，主
要因為金管局的投資策略以及外匯基金的主
要目的是捍衛聯繫匯率，當有外來者或者機
構要衝擊香港的金融體系時，通常都是香港
經濟環境不太理想的時候，此時金管局就要
動用“未來基金”或外匯儲備來抵禦衝擊，
如果金管局投資的是香港項目，當金管局出
售香港資產以支持港元之用的時候，就會推
倒香港的股市或甚至金融體系，因此在這思
路下，金管局的投資取向一直是不投資香港
項目。

不過，在 2016 年，政府從“未來基
金”之中抽出220億元，成立“香港增長組
合”，目的是善用財政儲備來支持香港的經
濟和產業發展，220億元投資的都是有利香
港的競爭力及有助經濟發展的項目，目前為
止已作出不同範疇的投資，而做法上是通過
與不同的資產管理人、基金管理人合作。

陳茂波指出，“共同投資基金”有300
億元，而今年的財政預算案亦有提及在“未
來基金”之中抽出50億元成立“大灣區基
金”，以及50億元成立“策略性創科基
金”，此兩個基金的目的都是希望有助香港

的經濟發展及提升競爭力，而成立“香港投
資管理有限公司”的目的是將以上的基金收
納歸一。

亦會參與有一定回報非創科項目
他表示，成立香港投資管理有限公司

後，以往與不同資產管理人、基金管理人的
合作會繼續做，而同時“共同投資基金”的
運作不單只做被動的投資，還會更積極主動
去做投資，例如是做招商引資。而未來的投
資方向創科固之然是重要範疇，但又不一定
是需要創科，總之是有利香港未來、有一定
回報的投資就會做。

今次提出的“共同投資基金”是從“未
來基金”撥出300億元成立，以引進和投資
落戶香港的企業。“未來基金”是由特區政
府於2016年設立，目的是為財政儲備爭取較
高的投資回報，以支持日後持續增加財政開
支的需要。據金管局去年的年報顯示，“未
來基金”在投資組合與長期增長組合的比
重，於2021年約為40：60。“未來基金”在
2016年至2021年的投資回報分別為4.50%、
9.60%、6.10%、8.70%、12.3%及17.8%。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競文）施政報告提出
“搶企業”“搶人才”，及提出成立由香港財政司
司長帶領的“引進重點企業辦公室”，並配套有一
站式的便利措施和服務。財政司司長陳茂波20日表
示，“引進重點企業辦公室”將在今年內成立，預
計明年可執行“搶企業”和“搶人才”的目標。

施政報告提出“引進重點企業辦公室”由財政
司司長帶領，專責向內地和海外的重點企業提供特
別配套措施和一站式服務，將針對生命健康科技、
人工智能與數據科學、金融科技、先進製造與新能

源科技等策略產業，專責引進世界各地高潛力、具
代表性的重點企業。

陳茂波表示，暫時未有目標企業名單，但預計
明年可執行“搶企業”的目標。他指會另設諮詢委員
會，由社會領袖及相關業界就整體工作提供策略意
見，以及擴大內地辦事處和海外經貿辦的職能，17
個辦事處會設立“招商引才專組”，主動接觸目標
企業和人才。

香港勞工及福利局局長孫玉菡20日在同一場合
表示，過往專才如果有工作職位獲聘才能到港，此

做法大企業可以做到，但對初創公司及中小企則有
困難，所以今次措施要有破格，讓人才可以先來香
港，以提供更多選擇予創新企業及中小企。

被問及“高端人才通行證計劃”與“優秀人才
入境計劃”的分別，孫玉菡稱“高端人才通行證計
劃”針對人才十分清晰，第一是要有達年薪250萬元
或以上才可以申請，在香港只有少於1%人能達到；
第二是在世界百強大學畢業、過去5年內累積3年或
以上工作經驗；第三是在全球百強大學的畢業生，最
近5年畢業而未符工作經驗要求，每年上限1萬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程敏）就特區政府成立
“共同投資基金”投資落戶香港的公司及“搶人才”，
初創公司澤浩高純金屬聯合創辦人鄭逸豪20日表示，相
信政府成立“共同投資基金”將會對初創發展很有幫
助，公司目前主要是為內地一些稀土工廠處理污水，將
提煉出來值錢的金屬轉售予下游的金屬收集商。雖然近
年社會對於環保、綠色金融關注提升，但市場仍會擔心
“何時有錢賺的問題”，現時公司在內地的一些項目已
有盈利，但投資者仍然對賬目“睇得幾緊”，相信如果
由政府牽頭去投資新科技，公司亦有機會受惠。

鄭逸豪指，即將會在港推行2至3個試驗項目，未
來希望將核心研究繼續留在香港，因認為香港仍有很好
的科研優勢，並在大灣區其他城市拓展業務，例如在內
地設立金屬收集廠等，形成更完善的產業鏈。

望紓緩外才來港生活成本
主要研發地下管道勘探掃描機械人的本地初創公司

Bonbon-X的創辦人Matthew Wong20日指出，現時主
要面對的困難是人才問題，對於新一份施政報告提出會
加強引進人才感到鼓舞，因香港相關方面的人才資源比
較薄弱，目前很多員工都是來自海外及內地，包括德
國、印度、韓國及菲律賓等，希望能有進一步政策紓緩
海外人才來港的生活成本。

Matthew又指，其公司除了本地市場外，亦希望開拓
海外及大灣區市場。他坦言，內地的創科環境競爭比香港
更激烈，香港在支援初創的配套其實不算差，主要是租
金、人力成本較大。公司亦希望政府的政策一年內有“落
地”的成果，並希望政府在產品商業化、認證方面亦可以
提供更多協助。“雖目前有很多實驗室，但實際上將產品

商業化的服務則較欠缺。”他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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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競文）施政報告提及
本地勞動人口近兩年流失約14萬人，香港勞福局局
長孫玉菡20日在記者會透露，流失人口中有三分二
即逾9萬人屬高技術勞動力，25至39歲年齡群組佔
的數目最多，跌幅約有7.8萬人，故香港明顯地有
人才缺口需要補足。香港政務司副司長卓永興則表
示，政府已有一系列吸引人才的計劃，而最重要是
讓港人知道留在香港能有好的發展前景。

卓永興指出，過去幾十年來香港人口一直有流
動，又形容港人多年來“彈出彈入”，所以不必太

憂慮，過去亦有人在外地生活後覺得香港較好而
回流。最重要的，是讓港人知道留在香港能有好
的發展前景，並覺得香港是宜居地方，而且香港
有的是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優勢，在疫情後的發
展無可限量。

被問及有否措施吸引本地人才留港，卓永興認
為對留港者度身訂做優惠政策，在行政上、操作上和
政治上並不可行，香港是“我們的主場”。他又指，
香港擁有的優點有很多，例如包括交通、醫療、餐飲
及教育等，香港更是亞洲唯一地區有5間大學打入百

強大學，而且由香港市區前往郊野公園方面亦很好，
例如世界桌球好手奧蘇利雲來港時亦大讚20分鐘已
可去郊野公園。

孫玉菡亦指，每年長期逗留的人才都是介乎2.3
萬至2.6萬之間，希望隨着施政報告推出一系列招
攬人才措施，期望在2023至2025年這三年間，每
年最少可以輸入3.5萬名預計逗留超過12個月、打
算在香港長遠發展的人才。若對比2020年及2021
年平均長期逗留超過12個月的外來人才，若以3.5
萬為指標的話，會增加約40%。

流失9萬高技術人才 政府多招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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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政司司長陳茂波財政司司長陳茂波2020日聯同多名官員出席記者會日聯同多名官員出席記者會，，闡述最新一份施政報告中關闡述最新一份施政報告中關
於招商引資及招攬人才的政策措施於招商引資及招攬人才的政策措施。。 中新社中新社

◀澤浩高純金屬聯合創辦
人鄭逸豪。

▶Bonbon-X創辦人
Matthew Wo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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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下台當局拿下台當局99““邦交邦交””阻外力干港事阻外力干港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

道）20日上午，中共二十大新聞中心舉行

記者招待會。外交部黨委委員、副部長馬朝

旭在答問時表示，新時代十年，國家主權、

安全、發展利益得到有力維護。他說，面對

外部遏制打壓和無理干涉，我們開展了針鋒

相對、堅定有力的鬥爭，連續拿下台灣當局

9個所謂“邦交國”，國際社會堅持一個中

國的格局更加鞏固。有力阻遏外部勢力干預

香港事務。連續挫敗反華勢力對中國進行攻

擊抹黑，捍衛了國家利益和民族尊嚴。

馬朝旭馬朝旭：：海外同胞“萬里歸途”是中國外交萬里征途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中
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副部長沈蓓莉20日在北京
表示，中共在對外交往中不會“輸出”中國模
式，也堅決不接受居高臨下、頤指氣使的說
教。

互不干涉內部事務是基本準則
20日，中共二十大新聞中心舉行記者招待

會。沈蓓莉在答問時指出，“互不干涉內部事
務”是各國政黨普遍共識和國際關係基本準
則，是不同政黨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前提。政黨
不分歷史長短、人數多少、力量強弱、執政與
否，都應該平等相待、相互尊重。

沈蓓莉稱，“互不干涉內部事務”也是人
類政治文明多樣化發展的保障。多樣性是世界
的基本特徵，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不是
以一種制度代替另一種制度，不是以一種文明
代替另一種文明。選擇何種政治制度、何種發
展道路，是各國政黨、各國人民自己的事。

中共二十大報告指出，堅決反對一切形式
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反對冷戰思維，反對
干涉別國內政，反對搞雙重標準。

沈蓓莉表示，中共不會對其他國家政黨的

內部事務指手畫腳，不會“輸出”中國模式、
要求別的國家和政黨“複製”我們的做法。同
時，也堅決不接受那些居高臨下、頤指氣使的
說教，決不照抄照搬別國的政治制度。

外交部副部長馬朝旭在記者招待會上指
出，中國外交政策的宗旨和目標非常明確，那
就是維護世界和平，促進共同發展，推動構建
人類命運共同體。

馬朝旭說，世界上的確有一些勢力逆歷史
潮流而動，抱着冷戰思維、零和博弈不放，熱
衷於拼湊小圈子，打“新冷戰”，以意識形態
劃線，挑動陣營對抗，大搞霸權霸道霸凌，這
是對世界秩序的最大威脅。一個分裂的世界不
符合任何人的利益，陣營對抗只會把世界帶進
死胡同。

馬朝旭指出，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世
界各國人民前途所在。他強調，中國堅持對
話協商，推動建設一個持久和平的世界；堅
持共建共享，推動建設一個普遍安全的世
界；堅持合作共贏，推動建設一個共同繁榮
的世界；堅持交流互鑒，推動建設一個開放
包容的世界；堅持綠色低碳，推動建設一個
清潔美麗的世界。

十年來，中國外交取得了哪些重要進展？對
此，馬朝旭表示，新時代十年，以習近平同

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領導中國特色大國外交開拓進
取，攻堅克難，取得全方位、開創性歷史成就。
他說，黨對對外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全面加強；
全方位、多層次、立體化的外交布局日益完善；
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得到有力維護；中國
國際影響力、感召力、塑造力顯著提升；服務國
家經濟社會發展更加有力有效。

中國建交國達到181個
馬朝旭透露，新時代十年，中國建交國總數

從172個增加到181個，同世界各國和地區組織建
立夥伴關係的數量從41對增加到113對。推動中
俄建立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提出中美
關係應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贏三原
則的正確方向。倡導中歐構建和平、增長、改
革、文明四大夥伴關係。尤其是周邊戰略依託更
加鞏固，同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團結合作更加密
切。

“面對外部遏制打壓和無理干涉，我們開展
了針鋒相對、堅定有力的鬥爭，連續拿下台灣當
局9個所謂‘邦交國’，國際社會堅持一個中國的
格局更加鞏固。有力阻遏外部勢力干預香港事
務。連續挫敗反華勢力對我國進行攻擊抹黑，捍
衛了國家利益和民族尊嚴。”

堅持中國人權發展道路
馬朝旭介紹，中國同26個國家和地區簽署了

19個自貿協定，推動《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
定》生效實施。共建“一帶一路”吸引149個國家
和32個國際組織積極參與，中老鐵路、雅萬高鐵
等一大批標誌性項目扎實推進。守好“外防輸
入”國門關。為20多個省區市舉行全球推介活
動。始終做海外中國同胞利益的全天候守護者。

在談到中國外交在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發
展利益方面如何體現鬥爭精神時，馬朝旭指出，
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是中國對外工作
的出發點和落腳點，也是中國外交的神聖使命。

“我們堅定捍衛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和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制度。我們有力回擊佩洛西竄台等倒行逆
施，堅決反對任何‘台獨’行徑，堅決遏制外部勢
力干涉，進一步鞏固一個中國的國際共識。我們堅
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方針，助力香港國安法生
效實施，精準反制美西方無理制裁。我們以事實真
相戳穿謊言，挫敗一些勢力‘以疆制華’的政治圖
謀。我們穩步推進‘南海行為準則’磋商，維護南
海局勢總體穩定。我們堅持走中國人權發展道路，
絕不接受任何‘教師爺’的頤指氣使，反對把人權
問題政治化。在聯合國有近百個國家表態支持中國
的正義立場，反對以人權為借口干涉中國內政，80
多個國家表態反對將病毒溯源問題政治化。我們反
對各種單邊制裁、極限施壓，絕不接受任何零和博
弈和叢林法則。”

敢於鬥爭是中國外交精神品格
馬朝旭指出，敢於鬥爭、善於鬥爭是中國外

交的優良傳統和鮮明特點。“我們堅定奉行獨立
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我們不畏強權、維護正
義，堅決反對一切形式的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
我們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維護中華民族根
本利益的決心不可動搖、堅如磐石。”他說，在
新的征程上，中國外交將繼續發揚鬥爭精神，提
高鬥爭本領，始終挺立在維護國家利益和民族尊
嚴的最前線。

外交部回顧十年工作：挫敗反華勢力抹黑中國

中聯部：不會“輸出”中國模式
決不照搬別國政治制度

��� “海外同胞的‘萬里歸
途’，就是中國外交的萬里征
途。”20日上午，中共二十

大新聞中心舉行記者招待會，中國副外
長馬朝旭在會上回應記者有關內地

熱播電影《萬里歸途》話題時
表示，電影當中反覆響起

的那句話，“祖國不
會放棄任何一位同

胞，我們一定
帶 大 家 回

家”，這正是外交為民的真實寫照。“我們無時
無刻不把海外同胞的冷暖安危放在心上。”

正在內地熱映的電影《萬里歸途》，目前
累計票房已超過13億元人民幣，連續20天獲票
房當日冠軍。這部廣受好評的電影，改編自真
實的海外撤僑事件，主要講述了兩位赤手空拳
的中國外交官，放棄自己回家的機會，逆行進
入戰區，在異域絕境中與大使館失聯，徒步穿
越戰火和荒漠，面對反叛軍的槍口，與反叛軍
鬥智鬥勇，帶領一百多位同胞回家的驚險而又
感人的故事。

“《萬里歸途》這部電影之所以能夠打動
人心，我認為就在於它生動體現了以人民為中
心的價值底色。”馬朝旭指出，中國外交是人
民的外交。外交戰線始終保持人民外交的本
色，踐行外交為民，全力辦好人民滿意的外
交，堅定維護我國公民、法人在海外的合法權
益。

十年來近20次緊急撤僑
過去十年，中國政府共組織實施近20次緊

急撤離中國海外公民的行動，處理各類領事保

護案件50多萬起，涉及中國公民數百萬人。過
去十年，外交部全球領事保護與服務應急熱線
12308接聽各類來電諮詢270多萬通。截至目
前，中國已經同150個國家締結各類互免簽證
協定或者安排，中國護照的“含金量”在不斷
地提高。

“外交為民永遠在路上。”馬朝旭說，我
們將始終把人民放在最高位置，植根人民、胸
懷人民、造福人民，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
黨中央堅強領導下，努力開創無愧於人民的外
交事業。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

◆◆20222022年年1010月月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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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對外聯絡部副部長沈蓓莉中央對外聯絡部副部長沈蓓莉，，外交部外交部
黨委委員黨委委員、、副部長馬朝旭圍繞副部長馬朝旭圍繞““習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中國特色大國外交開拓前行習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中國特色大國外交開拓前行””主題與記者交流主題與記者交流。。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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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深貸款顧問王潔解答貸款常見問題及誤區資深貸款顧問王潔解答貸款常見問題及誤區

1. 你在申請貸款時，貸款人的
關注點通常是什麼？
貸款人的關注點可以用“三個C”來
概括——cash（現金）、credit（信用
）和 collateral（抵押品）。現金是指
您有足夠的資金來支付首付款和過戶
結算費。良好的信用是指您曾經貸過
款且之後按時足額地償還了債務。抵
押品是指抵押貸款的擔保物，以你所
融資的房屋為代表。貸款人希望明確
，您所購買的房屋的價值足以抵消您
所借貸的金額。

2. 什麼樣的抵押貸款最適合我
？

這可能是買房過程中最難處理的
部分。主要有三種抵押貸款類型：固

定利率或固定利率抵押貸款；可調利
率抵押貸款或 ARM；和只付息抵押
貸款。以下四個問題和答案對此類項
目及其利弊進行了說明。

3. 什麼是固定利率抵押貸款？
固定利率抵押貸款的利率顧名思

義就是在整個貸款期限內保持不變。
固定利率抵押貸款的還款期限通常為
10 至 30 年，有時為 40 年。還款期限
較短的情況，利率通常較低，但每月
還款額較高。還款期限較長的情況，
每月還款額較低；但由於期限較長，
整個貸款期限內產生的利息較高。

4. 什麼是可調利率抵押貸款
（ARM）？

可調利率抵押貸款或 ARM 在初
始期的利率是固定的，初始期後每
年都會根據不同標準調整利率。例
如，前五年5/1 ARM的利率是固定
的，之後每年都會調整。如果你認

為在未來幾年裡，你的收入會穩步增
加，或你計劃在幾年內搬離此處且不
擔心潛在的利率上漲現象，則可以選
擇ARM。但一定要注意：雖然ARM
的初始利率通常較低，但利率調整幅
度較大，甚至會導致貸款無力承擔。
5. 什麼是兩階段償還貸款？

兩階段償還貸款是 ARM 的一種
類型，即僅在貸款後五年或七年調整
一次。本次調整後，抵押貸款的利率
在剩餘30年的還款期內均保持不變。
6. 什麼是只付息抵押貸款？

只付息抵押貸款在某種程度上類
似於 ARM。初期階段，借款人僅償
還分期償還利息（不計入貸款本金中
的款項）。僅付息貸款的好處是最初

幾個月的還款額
較低。缺點是藉
款人在整個貸款
期限內需要償還
的利息較高，且
僅在計息期到期
後，每月還款額
會大幅增加。

7. 我何時能
知道利率是多少
？

申請當天，貸款人會提供給你一個利
率。該利率可能會在你實際結算貸款
時不適用，除非對其進行鎖定。利率
鎖定可以保證該利率在一定時間內保
持不變，通常為 30 至 60 天。請記住
，利率會影響您的借款額度，高利率
會使您應獲得的抵押貸款額度降低。

8. 是否所有貸款人都具有相同
的利率鎖定政策？

否。查看利率鎖定是否會在辦理
貸款之前到期以及貸款人是否承諾了
快速周轉時間。如果利率鎖定在辦理
和結算貸款之前到期，則該鎖定就無
意義。詢問貸款人是否會在利率下降
時提供“利率再鎖定”服務。此外，
如果貸款人在利率鎖定期限未批准您
的貸款，您還需要查明貸款人相關政
策。

9. 我如何才能加快該進程？
加快進程的最常見方式是縮短貸

款人等待的時間。在貸款人要求提供

更多資料時，及時做出回應。您還
可以聯繫貸款人查看貸款狀態。

10. 如果我的抵押貸款申請被否
決，我應該怎麼做？
在整個申請過程中，您需要與貸款人
進行良好溝通，這一點非常重要，申
請被否決時尤其如此。您的申請可能
會因收入不足、信用不良或債務過多
而被否決。核實你的信用報告，以確
保其是正確的。申請被一家貸款人否
決，並不意味著會被其他貸款人否決
。

根據法律規定，如果您的申請被
否決或拒絕，貸款人需要以書面形式
告知您。出現這種情況，您應該與貸
款人進行討論，以便您澄清導致申請
被否決的情況，試圖提高今後您獲得
抵押貸款的能力。有些情況下，我們
無法改變被否決的結果。而在有些情
況下，您可以在被否決後立即或在短
時間內進行補救。

GMCC萬通貸款銀行，是一家成
立超過15年的直接貸款銀行，在全美
25個州提供租賃屋現金流貸款計劃。
GMCC萬通貸款的資深貸款顧問王潔
（Jessie Wang）可以幫助貸款人解決
各種貸款問題。即使貸款人面臨報稅
收入不夠，首付款不足，或是外國國
籍等情況，都能完成貸款。任何貸款
問題，都可以聯繫資深貸款顧問王潔
，請她幫您出謀劃策，量身定制專屬
的貸款方案。
王 潔 （Jessie Wang） 的 聯 絡 電 話 是
832-235-8283。

Dr Mattiloi 座客子天訪談錄
美南新聞主播子天在醫生Mattioli精湛的醫術下完成了全飛秒激光近視手
術！全程無痛感，視力達到完美的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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