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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蒂亞洲城

聯⽲地產集團 購屋|商業|投資|⽣意  ⼀站式服務 

(713)-630-8000

1,000 ~ 8,000平⽅英呎
商圈旺鋪全⾯招商

JOSIE LIN,CCIM

（中央社）韓國電腦晶片製造商SK
海力士公司（SK Hynix）今天表示，倘
若美國進一步收緊對中國半導體出口管
制措施，該公司可能被迫出售在中國的
晶片製造廠。

美聯社報導，SK海力士行銷長盧鍾
元（Kevin Noh）今天在財報電話會議上
表達上述疑慮。SK海力士今天宣布，受
商業環境惡化影響，上季營業利益較
2021年同期衰退60%。

SK海力士本月表示，該公司已取得
美國商務部一年豁免權，得以提供設備
或其他供應給旗下位於中國生產記憶體

晶片的製造廠。
其他大型晶片或晶片設備製造商，

像是三星電子和台積電據信也取得豁免
權。

盧鍾元表示，SK海力士位於華東無
錫的晶片廠，恐怕難以獲得最先進晶片
製造設備，例如極紫外光（high-NA
EUV）曝光機。

盧鍾元表示，SK海力士認為無錫廠
至少在2020年代末以前不會出現重大阻
礙；然而，一旦華府在某個時間點拒絕
延長豁免權，開始全面實施出口禁令，
情況恐迅速惡化。

盧鍾元指出： 「若演變成我們必須
逐個設備機台取得（美國）許可執照，
設備供應將大亂，還不到2020年代末期
，我們在中國的製造廠就可能面臨難題
。」

「一旦我們面臨難題，造成我們在
中國的製造中心，包括無錫廠，難以運
作。我們將考慮各種可能性，像是出售
這些廠房或設備，甚至把這些設備運回
韓國。」

盧鍾元強調，這些緊急應變計畫只
會在 「非常極端的情況下」 才會啟動，
公司希望能避免這類問題，正常運作。

美晶片禁令緊箍咒 SK海力士憂恐被迫出售中國廠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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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group of enthusiastic Asian voters gathered in
Houston’s Chinatown last night to support Daniel Lee’s
run for Texas State Representative.

Daniel has been a very outstanding lawyer for more
than fifteen years. He is not only the legal advisor for our
company, he also has hosted a TV show for us and
answers all the questions for our audience. He is also a
very famous TV host now.

Daniel Lee is running in the Ft. Bend County, City of
Sugar Land area where we have a lot of the older Asian
population, including our county judge, Mr George, who is
Asian American.

Today we urge all our people to go out and vote at the
booth just next to our community at the Chinese Civic
Center. We especially need to support the Asian American
candidates.

1010//2626//20222022

We Support Daniel LeeWe Support Daniel Lee
For State RepresentativeFor State Representative

一群熱心之華亞裔選民昨晚聚集在中國城為李中
原律師助選，情況熱烈是近年來所罕見。

李律師年轻有為，執業律師已有十多年之歷史，
他不但是我們公司之法律顧問，而且経常上電視主持
節目，為大家解答疑難雜症，早己是一位媒體聞人了
。

李律師此次競選選區是在福邊郡糖城附近，該選
區有許多亞裔及拉丁裔居民，他們是主要之選票來源
，包括福邊郡長也是亞裔喬治擔任多年，是亞裔選民
之重鎮。

今天，我們要在美國社會取得發言權，必須有代
表參加政治上之運作，諸如市議員、州代表、國會
議員等職位才能為我們發聲和爭取權益。

我們呼籲大家趕快去參加投票，投票所已經在我
們家門口，尤其是要支持華亞裔候選人，能讓他們登
上政壇為大家服務。

我們支持李中原律師參選州議員我們支持李中原律師參選州議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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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美國期中選舉(Midterm elections
亦稱為中期選舉) 即將在11月8日舉行, 這次
除了眾議院435席全部改選外，參議院34席
與39州州長也要改選，兩黨候選人進入短兵
相接之際,各種民調紛紛出爐,不一而足,兩黨
支持度互有領先,以民調來看,詭譎多端,結果
難測,不過根據期中選舉的歷史,執政黨往往會
在期中選舉中落敗,今年會不會重蹈覆轍呢 ?
其實也很難說, 儘管拜登的民意支持度下達
39%，整個政治與經濟大環境不佳,不過因為
墮胎的議題重創了共和黨支持度,所以兩黨依
舊勢均力敵。

美國總統選舉投票率一般為60%，而中
期選舉約為35% ,今年由於兩黨黨員與支持
者對於2020總統大選的結果以及去年一月六
日國會暴動觀點與看法南轅北轍,所以對對方
產生相當高的仇恨值,在同仇敵愾的心情之下
, 預計投票率會增加, 而在投票日迫近之時，
人們越來越擔心現實世界可能發生政治暴力,
美國政治的超黨派性質，以及氾濫的虛假信
息和對選舉完整性陰謀論的宣揚，進一步加
大了了投票站出現遭受騷擾和恐嚇的可能性
，全國各地的選舉辦公室都已採取預防措施
，包括安裝防彈和防爆玻璃，提供射手培訓

，用凱夫拉纖維加固牆壁，以減輕發生襲擊
後的影響。

值得注意的是,自FBI 在8月搜查前總統
川普在海湖莊園的住所以來，極右翼生態的
溫度一直在穩步上升,一名激進的川普支持者
試圖襲擊辛辛那提的聯邦調查局辦公室，在
與特工的槍戰中被擊斃。無疑，當官員們將
暴力言論正常化時，它就會滲透到全國的話
語中，讓人們相信武力是一種合法的政治回
應。

如果民主黨在2022年失去對眾議院的控
制權，這將給拜登總統餘下的任期帶來僵局
。這屆政府可能會像川普政府分裂的國會時
期那樣多次停擺，民主黨人很難通過重大立
法。政府關門和國會僵局通常在公眾輿論中
受到輕視，導致支持率下降。更不用說目前
拜登政府的支持率已經相當不穩定。除非經
濟顯著改善，兩極分化減少，否則可能不足
以在2024年創造藍色浪潮。為了確保在參議
院的未來，民主黨人需要未雨綢繆。目前還
不清楚誰將贏得今年的選舉，也不清楚下一
次選舉的全國環境會是怎樣的，但可以肯定
的是，在這次中期選舉中獲得席位對民主黨
的戰略是至關重要的。

匈牙利22日聲明支持芬蘭和瑞典加入北
約後，土耳其近期再次表態反對，北約東擴
之路難說順遂。分析指出，土國總統艾爾段
有意藉對西方強硬之姿增加討價還價籌碼，
及於明年6月大選前衝高國內支持度。

俄羅斯2月下旬入侵烏克蘭後，芬蘭和
瑞典打破多年 「軍事不結盟」 傳統，轉向支
持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以嚇
阻俄羅斯侵犯。一旦有國家決定申請入會，
北約30個會員國必須一致同意發出正式邀請
，接著展開會員資格談判。

親政府的土耳其 「每日晨報」 （Daily
Sabah）報導，芬蘭外交官昨天赴土耳其首
都安卡拉與土耳其方開會，是芬蘭為說服土
耳其同意其加入北約所進行的最新一波努力
。艾爾段（Recep Tayyip Erdogan）對芬蘭
和瑞典加入表示持保留立場，
並指責這兩國庇護土耳其眼裡
的恐怖主義團體。他本月初於
國會發表演說時表示，將緊盯
芬蘭和瑞典是否確實落實處理
土耳其疑慮的承諾。 「身為一
個打擊恐怖主義40年的國家，
土耳其不會讓步」 。

艾爾段雖指控瑞典違背對
土耳其的承諾，讓土耳其的敵
人繼續在瑞典自由活動，但是
他也表示準備與瑞典新任總理
克里斯特森（Ulf Kristersson）

會面，討論土耳其的要求。
美國之音（Voice of America）昨天指出

，位於安卡拉的外交政策研究所（Foreign
Policy Institute）所長巴奇（Huseyin Bagci
）分析，艾爾段視北約擴張為機遇。

巴奇說，艾爾段試圖透過這種方式增加
土耳其的討價還價籌碼。 「也許最後他會同
意，但是他現在必須有所得。這是一個算計
好的行為，至於是否失算，我們得再觀察」
。

新聞報導稱，瑞典在安全方面讓步不少
。土耳其要求引渡數十人，包括因恐怖主義
罪行被通緝的瑞典國民。

土耳其新聞網站Duvar分析師烏冶（Il-
han Uzgel）則認為，艾爾段其實意在使美國
讓步。

土耳其遲不鬆口 芬蘭瑞典加入北約路顛簸

究竟有沒有外星文明?這是個爭論不休的話題
，主張 「有」 的看法認為，地球的存在不應該是
唯一的， 「銀河系裡有上千億個恆星，我們的太
陽只是其中之一，何德何能只有地球可以孕育智
慧生命？」 這種看法頗為有力，但是就目前的科
學證據來看，宇宙是靜悄悄的，沒有看到外星人
來到地球。一種新的解釋認為，可能外星人對我
們的太陽興趣缺缺，預估年齡100億歲的太陽，對
外星文明來說太短壽了。

雖然天文學是最古老的科學，但是一直發展
到20世紀中期，天文學家才終於知道銀河系的尺
寸與宇宙的結構，我們身處的銀河系至少有著
1000億個恆星。以最保守的估計，可能也有幾千
萬個星球，居住著智慧文明，假如其中幾個文明
掌握了接近光速的太空航行能力，那麼大約只要
幾十萬年，就能探訪銀河系多數地區，那麼為什
麼外星人沒來地球?

這是1950年代，著名量子科學家費米(Enrico
Fermi)所提出疑問，稱為 「費米悖論 」 (Fermi
paradox)。費米與他的朋友麥可‧哈特(Michael
Hart)認真的計算，一個掌握四分之一光速航行能
力的文明，假如他們派出100個艦隊出去探訪，抵
達新世界後，再組建同等規模的艦隊向外擴散，
那麼只要短短的65 萬年，就能將直徑10萬光年的
銀河系，全部納為版圖。所以按理說，我們地球

早該是某個銀河帝國的海外行省了。
1961 年，美國天文學家法蘭克‧德雷克

(Frank Drake)提出計算銀河系裡智慧生命數量的算
式，稱為 「德雷克公式」 (Drake equation)，這個
算式根據銀河系裡的恆星數、恆星帶有行星的比
例、行星位在適居區的機率、適居行星有生命的
可能、生命演化成複雜動物的機率、複雜動物成
為高智文明的機率、高智文明具備無線電科學的
機率，最終就能得出可能有外星人的星球數量。
該算試多數的變量都不確定，因此最終的答案變
動極大，可能是幾億個，也可能是幾千萬個、幾
萬個。但是，幾乎不會算出只有地球是唯一的智
慧生命所在地。

因此，許多德雷克方程式的支持者，會列舉
許多假設來說明費米悖論，比如 「文明的存續時
間」 也是個重要的變量，也就是 「文明是不是發
展到一定程度，就會衰亡而消失?」 這就牽扯是另
一個領域，關於人性、環保、戰爭，與科技是否
會失控，而最終會自我毀滅的話題了。

最近《天體物理學雜誌》 (Astrophysical
Journal)的一篇論文提出新的看法，作者分別是藍
石太空科學研究所( Blue Marble Space Institute )
的哈克-密斯拉(Jacob Haqq-Misra)和美利堅大學
( American University)的佛赫茲(Thomas Fauchez)
，他們指出了費米悖論本身的缺陷。

為何外星人沒來地球？或許因為太陽太短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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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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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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通脹率連續第三個月放緩
食品價格仍領漲

綜合報導 加拿大今年9月的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同比增長6.9%，

實現通脹率連續第三個月放緩。但該國仍處於整體高通脹的陰雲下。

加拿大統計局公布最新通脹數據並表示，汽油價格下降是CPI增幅

減速的主要原因，但食品價格漲幅仍明顯，繼續對民眾生活帶來壓力。

9月份汽油價格較上月下降7.4%。加統計局解釋，在全球原油供應

增加的背景下，汽油價格實現連續三個月環比下調。不過，與去年同期

相比，9月汽油價格仍上漲13.2%。

9月份的食品零售價格同比上升達11.4%，再度刷新1981年8月以來

的最大漲幅。自去年12月以來，食品零售價格壹直高於通脹總水平並在

CPI各項因素中處於領漲位置。

加統計局表示，導致食品及飲料價格上行的原因是不利的天氣、化肥和

天然氣等重要生產資料價格上漲，以及烏克蘭危機帶來的地緣政治不穩定。

若刨除食品和能源價格，9月份的物價同比增幅為5.4%，略高於8

月份水平。

在加央行連續加息影響下，房地產市場有所降溫。銷售傭金等住房

相關支出價格速度均放緩，抵押貸款利息成本指數則持續上升。

另外，學生學費同比增長2.3%。有的省份已取消實施多年的學費凍

結政策。

加拿大副總理兼財長弗裏蘭對媒體表示，伴隨加息，加拿大和全球

經濟未來仍將面對“艱難的日子”。

加政府推出的壹項旨在緩解民眾應對高通脹壓力的法案已於18日獲

國會通過。該法案令合資格的加拿大人可獲得增加壹倍的商品和服務稅

稅務抵免，為期6個月。

加央行將在10月26日議息。市場普遍預計，加央行將進行自今年3

月以來的連續第六次加息。

德國加強供暖領域創新研發
綜合報導 德國聯邦經濟和氣候保護部近期呼籲企業和研究機構在

氣候中和性供暖和制冷領域進行創新，其中熱泵是壹項重要技術。

據介紹，該倡議項目將由德國聯邦經濟和氣候保護部的能源研究預

算提供資金，僅在2022年就有6億歐元可用。重點將包括熱泵生產、氣

候友好型冷卻劑和建築材料，以及區域供熱、季節性蓄熱等。

“通過支持供暖研究，我們今天正在對未來能源系統進行投資。”

德國聯邦經濟和氣候保護部部長哈貝克邀請研究領域和工業界的所有創

意人士貢獻他們的專業知識、想法和努力。

根據慕尼黑能源經濟學研究協會(FfE)9月的數據預計，在1900萬座

德國住宅建築中，約有1700萬個可使用熱泵。根據行業組織德國聯邦熱

泵協會(BWP)的數據，2022年德國熱泵的銷量同比增長28%，預計2022

年的增長將遠遠超過這壹數字。

“供暖和制冷占德國能源消耗的壹半以上，政府正在大力支持熱泵

等關鍵技術。”德國聯邦外貿與投資署總經理羅伯特· 赫爾曼(Robert

Hermann)表示，這會加速該行業已經創紀錄的繁榮。“對於在德國的國

際公司來說，這是壹個重大機遇。”

德國聯邦外貿與投資署是德國聯邦政府對外貿易和對內引資的機構

。該機構為進入德國市場的外國公司提供咨詢和支持，並協助在德成立

的企業進入外國市場。

產油國力挺沙特！
美沙關系恐因減產“雪上加霜”

據報道，多個國家表示，產油國組

織（OPEC+）本月初所作大幅減產石油

的決定是出於經濟考慮。OPEC主要成員

國沙特阿拉伯強調“完全拒絕”減產出

於政治動機的說法。

自從OPEC+宣布自今年11月起大幅

減產後，就引發了美國的強烈不滿。美

國把矛頭指向了OPEC的“領頭羊”沙

特，美國總統拜登在11日表示，沙特的

做法“會有後果”。白宮新聞秘書讓－

皮埃爾（Karine Jean-Pierre）還稱沙特此

舉“無疑是在與俄羅斯保持壹致”。

沙特長期以來是美國在中東地區的

重要盟友，如今在能源問題上的分歧卻

越來越大。對此，復旦大學中東研究中

心研究員鄒誌強向第壹財經記者表示，

當前沙特等中東產油國的地位凸顯，各

方競相拉攏，政策回旋余地擴大，增強

了其實行更獨立政策的底氣。

產油國發聲反駁
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發言人柯比

（John Kirby）在聲明中表示，美國政府

曾向沙特提供分析表明OPEC+減產“沒

有市場依據”。另外他還透露：“其他

OPEC成員國曾私下告訴我們，他們也不

同意沙特的決定，但出於被迫還是支持

了沙特。”

沙特國王薩勒曼親自出來解釋沙特

的石油政策。他表示，沙特目前所在做

的是努力確保石油市場的穩定和平衡，

這包括維系OPEC+聯盟。沙特國防大臣

哈立德也補充道，盡管石油市場供應不

平衡，但出於經濟考慮，OPEC+仍然決

定減產，他特別強調減產是OPEC+所有

成員國的壹致決定。

此後，中東產油國紛紛力挺沙特。

阿聯酋能源部長馬茲魯伊在社交媒體上

表示：“我想說明的是，OPEC+的最新

決定，是所有成員國壹致通過的，這純

粹是壹個技術決定，絕對沒有任何政治

意圖。”此後，巴林、科威特和阿曼等

國也發表了類似的聲明。

此前，阿拉伯石油輸出國組織秘書長阿

裏· 本· 薩蔔特15日發表聲明稱，減產是

在“正確時間”作出的“正確決定”，

主要目的是確保市場穩定和平衡，使油

價達到各方都能接受的水平。

美沙關系“雪上加霜”
據新華社援引美國媒體的報道，美

方官員曾警告沙特如果支持減產石油，

將被視為在烏克蘭問題上支持俄羅斯，

有損美方對沙特已經有所減弱的支持。

美方官員要求沙特及其他海灣地區產油

國推遲壹個月實施減產計劃。

沙特外交部在聲明中證實，美國要

求推遲減產的要求確實存在。聲明中寫

道，沙特政府“在與美國持續協商過程

中表示，所有經濟分析都顯示，如果按

照（美方）建議，將OPEC+的（減產）

決定推遲壹個月，將給經濟造成負面影

響”。

沙特方面認為美國提出推遲減產的

要求，是因為擔心11月8日美國國會中

期選舉前的關鍵時間內油價繼續飆升，

影響民主黨支持率。不過沙特外交事務

國務大臣朱拜爾對美國媒體喊話，沙特

與俄羅斯合作減少石油產量是為了穩定

市場，沒有政治動機。

對於美沙關系，拜登的措辭也越來

越嚴厲。在OPEC+5日宣布決定後，拜

登當時只是表示減產“令人失望”。在

11日，拜登則向媒體表示，他將與國會

商討如何處理美沙關系。他雖沒有透露

是否會暫停對沙特的軍售，但強調沙特

的做法“壹定會有後果”。

而美國白宮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說

，拜登將重新評估美國與沙特的關系，

包括改變對沙特的安全援助。他還表示

，拜登在11月的二十國集團（G20）峰

會上，“沒有計劃”與沙特王儲穆罕默

德會面。他補充說道，由於沙特支持石

油減產，使得本已緊張的美沙關系雪上

加霜。

鄒誌強向第壹財經記者表示，沙特

的減產決定主要是基於對世界經濟發

展形勢和市場供求關系基本面的判斷

，是前瞻性、預防性的舉措。他表示

，同時沙特也是為了借機在國際能源

格局變動中掌握更大話語權，提升和

穩固自身的國際權力地位。此外，當

前沙特與美國利益與政策分歧更加明

顯，沙特也日益不願犧牲自身利益支

持美國的政策訴求，可以說是其戰略

自主性提升的表現。

在荷蘭免費挖生蠔，得遵守這些規定
綜合報導 荷蘭地處歐洲西北部，瀕

臨北海，氣溫和水質都適合生蠔生長。從

9月起，荷蘭就進入生蠔季，壹直持續到

來年4月。雖然生蠔味道鮮美，價格不菲

，但在荷蘭有壹些地方妳可以免費挖野生

生蠔，但也不要太貪婪。按照有關規定，

每個人每天挖生蠔不能超過10公斤。

法國作家莫泊桑在其著名短篇小說《我

的叔叔於勒》中就提到，“3只生蠔的價格

相當於壹個普通工人5天的工資”。有人分

析莫泊桑描寫的生蠔應該是歐洲扁蠔。它主

要分布在歐洲海域，殼呈扇形或圓形，肉質

肥嫩鮮美。荷蘭出產的歐洲扁蠔品質出眾，

荷蘭人稱之為“帝王蠔”，餐廳裏賣到4歐

元壹只。在香港海鮮市場，12只壹份的荷蘭

帝王蠔可以賣到450港幣。

上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初，帝王蠔在

全世界熱銷。但1963年荷蘭遭遇嚴寒，幾

乎所有帝王蠔都被凍死。無奈之下荷蘭人

引進了生命力更頑強的日本生蠔。經過幾

十年繁衍生息，帝王蠔才重新出現在荷蘭

海域。日本生蠔生長3年左右即可食用，

帝王蠔則要長到5-6年才好吃。後者口感

微辣，被認為“味道更復雜”，因此更受

美食家歡迎。

荷蘭生蠔的主要產地是澤蘭省。這裏

壹年可生產約4000萬只生蠔，絕大部分出

口，只有15%被本國人消費。澤蘭省有兩

個生蠔產區，分別是東舍爾德和格雷夫林

根湖。東舍爾德是北海運河流入北海的入

海口，這裏的水溫、鹽分和沼澤環境都使

它成為生蠔養殖的理想場所。格雷夫林根

湖以前也是北海運河入海口，後來河上修

了兩座大壩，入海口被切斷，格雷夫林根

湖就變成西歐最大的鹹水湖。這裏豐富的

水草和特定的溫差非常適合養殖帝王蠔。

按當地人說法，凡是英語月份裏帶字母

r的都適合吃生蠔(9月到4月)。原因有兩個

，壹是氣溫低生蠔更容易保鮮，二是6-8月

是生蠔的繁殖期，它們會“元氣大傷”，肉

體重量大幅降低，吃起來很乏味。在澤蘭省

有幾個地方妳可以免費挖生蠔，其中比較有

名的是小城胡斯市的海灘。妳可以下載荷蘭

語的手機應用程序“野生采摘指南”，就能

找到這些免費的野生生蠔大本營。

挖生蠔的理想時間是落潮前後，具體

時間可以在當地天氣預報中查到。妳需要

做好準備，帶上雨靴、手套、小鏟、錘子

、生蠔刀、水桶、毛巾等用品。如果妳打

算在海灘上野炊，還要備好小食，洋蔥或

青蔥、檸檬、調味汁、酒水等。有些性急

的人壹邊挖就壹邊吃了起來。人們通常是

拿到岸上或帶回家裏加工壹下再吃。比較

常見的烹飪方法是帶殼烤或蒸。歐美壹些

美食博主推薦，苦艾酒與生蠔是絕配。

在東西方傳統文化中，生蠔都被認為

具有強身健體功效。18世紀歐洲最著名的

情聖、意大利人卡薩瓦諾稱自己精力旺盛

的秘密就在於生蠔，“早餐壹頓可以幹掉

50個”。現代研究發現，生蠔富含鋅元素

，它可以刺激性欲、改善免疫系統，幫助

去除粉刺、皮疹，還能使骨骼更強健。

向梵高名畫潑湯女子被控刑事損害罪
將接受審判

綜合報導 英國警方近日通

報，兩名在英國國家美術館向梵

高畫作《向日葵》潑番茄湯的女

子被指控犯有刑事損害罪，並將

於12月接受進壹步審判。

據報道，在威斯敏斯特地

方法院舉行的聽證會上，來自

紐卡斯爾20歲的安娜· 霍蘭德

(Anna Holland)和來自倫敦21歲

的菲比· 普盧默(Phoebe Plum-

mer)均對對梵高畫框造成刑事

損害的罪名進行否認。據悉，

兩人將於12月13日在倫敦市

地方法院接受進壹步審判。

據報道，當地時間14日

，英國環保組織“停止石油

運動(Just Stop Oil)”發布的

壹段視頻顯示，兩名該組織

的抗議者向英國國家美術館

內的梵高畫作《向日葵》潑

灑番茄湯。

視頻中，普盧默高喊：

“什麼更值錢？藝術還是生活

？它比食物更值錢嗎？比正義

更有價值？妳是更關心保護壹

幅畫，還是更關心保護我們的

星球和人類？”她還提到了生

活成本危機和“數百萬饑寒交

迫的家庭”。

英國國家美術館通報稱，

潑湯事件對畫框造成了輕微損

壞，畫作受玻璃保護並未受損

。事件發生約6小時後，《向

日葵》已經重新恢復展出。

與此同時，大都會警察局

還表示，第3名同夥因單獨襲

擊位於倫敦主要警察總部外的

標誌性“新蘇格蘭場”標誌也

受到指控。

據悉，“停止石油運動”

組織最近舉行了壹系列抗議行

動。約三個月前，該組織成員

還在英國國家美術館收藏的英

國畫家約翰· 康斯特布爾的作品

《幹草車》上粘貼圖片。該環

保組織的訴求是希望英國政府

停止開發新的石油和天然氣項

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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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副國務卿雪蔓（Wendy Sherman）今
天在東京表示，美國將與日本及韓國合作，支持
台灣自衛的能力。

韓聯社報導，雪蔓在與日本外務省事務次官
森健良及韓國外交部第一次官（副部長）趙賢東
舉行三邊會談後，對記者發表談話。

雪蔓在3人的聯合記者會上說： 「我們將支
持台灣的自衛能力，我們對台灣的立場多年來維
持不變。」

她說，3方討論了這項議題，他們 「皆同意
台灣海峽需要和平」 ， 「這對世界商業非常重要
，對和平與安全非常重要」 。

美副國務卿雪蔓：美將與日、韓合作 協助台灣自衛

北溪天然氣管線爆炸後，管線內大量的天然
氣逸散在環境中，這對環境傷害多大並沒有定論
，現在或許可以判斷了。美國航太總署NASA表
示，他們在國際太空站(ISS)上安裝了偵測甲烷偵
測儀器，可以發現特別嚴重的甲烷洩漏地點，已
標出了50處之多。

半島電視台(Aljazeera)報導，NASA 周二表
示，被稱為 「地球表面礦物塵源調查 」 ( Earth
Surface Mineral Dust Source Investigation,
EMIT)的偵測器已在今年 7月安裝在國際太空站
上，天然氣甲烷也能被儀器所識別，並且標出在
中亞、中東和美國西南部等地有50多處甲烷超
級排放源。

這些甲烷熱點來源各不同，有些是龐大的石
油和天然氣設施，有些則是大型垃圾填埋場，垃
圾腐敗也會造成甲烷生成。

NASA署長尼爾森(Bill Nelson)說： 「甲烷是
一種比二氧化碳更嚴重的溫室氣體，由甲烷造成
了全球氣溫上升，大約佔了30%的原因；因此
控制甲烷排放，是控制全球暖化的重要關鍵。

EMIT將有助於查明甲烷排放來源，也就能從源
頭停止。」

距離地表400公里的國際太空站，以90 分
鐘繞地球一圈，因此EMIT也是持續監控地表，
它的成像光譜儀，可以識別各種塵埃的礦物成分
，但是事實證明，它也擅長檢測甲烷排放。

噴氣推進實驗室(JPL)在星期二展示EMIT的
效果，拍攝到土庫曼的石油天然氣基礎設施，從
成像光譜儀下，相當明顯的天然氣散入天空，延
伸高度超過32公里。

土庫曼是世界最大的天然氣生產國，科學家
估計，這道土庫曼的天然氣外洩流，以每小時
50,400公斤的流量持續逸散甲烷，與2015年洛
杉磯附近的阿利索峽谷氣田 (Aliso Canyon gas
field) 井噴事件相當，那是美國歷史上最大的甲
烷意外釋放之一。

甲烷雖然排放量低於二氧化碳，但是它的溫
室效應是二氧化碳的80倍；而且甲烷會自行分
解，大約只會存在十年，這意味著減少甲烷排放
，對阻止地球暖化的效果更為直接。

NASA可在太空發現甲烷洩漏點 已標出50處超級排放源

波蘭全國供電都來自燃煤火力電廠，是個
「無核電國家」 ，但是這絕非他們所願，他們

希望在2050年時，能完成能源轉型。現在終於
有了機會，以美國為首的數個核電集團，都在
爭取為波蘭興建核電廠。

世界核能新聞(WNN)報導，波蘭的目標是
在未來幾年建造6座核電機組，已收到了美國
西屋公司(Westinghouse Electric)的AP1000反
應爐設計、韓國水電與核能公司(KHNP) 的
APR-1400 反應爐設計，和法國電力公司
(EDF) 的歐洲壓水式(EPR)報價單；美國對這筆
大單似乎顯然更為積極，因為波蘭副總理薩辛
(Jacek Sasin) 和 氣 候 部 長 莫 斯 科 瓦 (Anna
Moskwa)在近日前往華盛頓，與美國能源部長
格蘭霍姆 (Jennifer Granholm)舉行了會談。

薩辛在會後說， 「這場會議相當重要，我
們對於核電建設有了更具體的看法，對於政府
決定合作夥伴的選擇很有幫助。」

他的言外之意，顯然更傾向選擇美國西屋
集團的核電設計。

他說： 「巨大能源危機正在影響我們，這
意味著我們必須迅速做出決定，以建立新的、
清潔的、廉價和可靠的能源供應，而這種能源
就是核能。」

他補充說，這場會議不在於選不選擇核能
，而是澄清一些剩餘的細節問題。

去年 9 月，波蘭政府宣布，為了降低對煤
碳的依賴，將在2040年前完成6座大型壓水式
反應爐(PWR)，總裝置容量為 6~9十億瓦 (吉瓦
,gWe)，根據興建時間表，波蘭第1座核電機組
將於2026年開工，裝置容量為1.6十億瓦，將
於2033 年運轉，後續機組以每2~3年的速度
陸續完工。

預定地點在波蘭北部的喬切沃市(Chocze-
wo)的沿海城鎮，盧比亞托沃(Lubiatowo) 和柯
帕里諾( Kopalino)。

美國將為波蘭建6座核電機組 總價400億美元

多名武裝 「監票員」 今天來到美國亞利桑
那州郊區1處停車場站崗，力阻所謂的 「灌票
」 行為。他們深信自己是在盡一己之力，要防
止共和黨期中選舉到手的勝利飛走。

78歲退休族佐爾納（Gabor Zolna）告訴法
新社記者： 「這是一種嚇阻。」 和其他非官方

監票員在提前投票選票投遞箱附近守候的他，
對著攝影機展示身上裝備。

他的羽絨衣裡，露出了1把套上槍套的武
器。

52 歲、僅透露自己是退休人士的妮可
（Nicole）戴著口罩說： 「我們來這裡是要阻止

灌票。」
加上另1名自稱地方政府員工的女子琳妮

特（Lynnette），3人都是前來 「拯救這個共
和國」 。他們都認為2020年總統大選川普的
勝利被偷走，他們也不孤單，多家民調顯示，
美國註冊的共和黨人約7成都這麼認為。

總統大選時，拜登僅以1萬張選票差距贏
得了亞利桑那州，翻轉數十年來亞利桑那州都
是共和黨天下的局面，也讓這裡成了選舉陰謀
論的起源地。

多項調查顯示，2020年的投票並未普遍存
在舞弊行為，但對法新社本週遇到的這3位
「監票員」 來說，那不重要。
3人除了堅信選舉勝利被偷，其他想法也和

主流思考大相逕庭。佐爾納堅稱太空人從未登
陸月球，琳妮特則相信地球是平的。

過去幾天，梅薩（Mesa）少年法庭前的投
遞箱周圍氣氛愈來愈緊張。21日警方介入干

預，帶走兩名準軍事打扮的武裝男子，24日，
亞利桑那州退休美國人協會（Arizona Alliance
for Retired Americans）和 「拉丁裔投票 」
（Voto Latino）組織提起聯邦訴訟，要求對自
稱致力選舉公正的草根團體 「美國乾淨選舉」

（Clean Elections USA）的武裝支持者發出限
制令。

投票箱周邊現都已增派警力，馬里柯帕郡
（Maricopa County）選委會並呼籲擔心的民眾
保持距離。

選委會聲明指出： 「雖然監票與透明對我
們的選舉相當重要，但恐嚇選民並不合法。想
當個選舉公正的一分子，就去當投票所工作人
員，或向你所屬政黨申請成為正式的監票員。
」

距離11月8日期中選舉僅剩幾週時間，不
信任和懷疑氣氛日益高漲。

在這處停車場，52 歲的史密斯（Kevin
Smith）坐在他的皮卡車裡，他的大狗坐在前座
。他指著大狗說： 「我想觀察這些監票員，看
看他們面對恐嚇有什麼感覺。」

沒辦法判斷武裝非正式監票員的存在是否
會影響投票率，但1名前來投遞選票的選民表
示，這種行為讓人反感。

懷爾德（Kristin Wilde）說： 「這樣好奇怪
。票我已經勾選好了，所以不會改變投票對象
，但是，沒錯，如果知道有槍，我可能不會到
這裡來。」

期中選舉怕輸共和黨鐵粉持槍守票箱防 「灌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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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市 21日共成交 7,123 億元（人民幣，下
同）；當日北向資金淨賣出89億元，為8

月底以來新高，本周累計淨賣出293億元，創逾7
個月新高。行業、概念板塊風水輪流轉，風電設
備暴漲4%，船舶製造回彈3%，教育板塊亦轉升
2%，一掃前日頹勢。但釀酒、旅遊酒店、醫療等
板塊再度走弱，保險板塊連跌4日。概念板塊
中，氣溶膠檢測企穩回升，整體漲2%。

中國證券金融股份公司20日晚宣布，啟動市
場化轉融資業務試點，並整體下調轉融資費率40
個基點。此次下調轉融資費率，是根據資金市場
利率水平做出的正常經營性調整，旨在滿足證券
公司低成本融資需求，促進合規資金參與市場投
資，維護資本市場平穩健康發展。受利好推動，
證券板塊21日大幅高開近3%，後隨大盤回落，
收市約漲0.3%，個股表現各異，既有紅塔證券大
漲4%，浙商證券、國聯證券漲超2%；也有中金

公司、國泰君安、海通證券等收綠。
本周大盤走勢一波三折，5個交易日內，滬

綜指 2漲 3跌，一度高見 3,099 點，最低觸及
3,013點，本周累跌1.08%。深成指、創業板周內
也是2漲3跌，周線亦收綠，分別累跌1.82%和
1.6%。

分析：大市正尋支撐位
國盛證券分析，滬指、深成指均受到5周均

線的壓制，A股需要增量資金帶動，在前低附近
獲得支撐，當前的混沌局面才有望破解。建議等
待指數回到早前低位附近，再尋結構性修復機
會，過程中可借助農業板塊防禦屬性；芯片板塊
性價比逐步提升，行業景氣度仍高。

內地債券ETF回購業務擴容
另外，中國滬深交易所周五齊發通知，對交

易型開放式基金（債券ETF）質押回購交易進一
步擴容，其中，上交所宣布新增政金債ETF。另
外，兩大交易所均宣布，可用於質押回購的債券
ETF，同時包含單市場和跨市場品種。

上交所稱，10月24日起，決定新增開展政
金債ETF的通用質押式回購交易；政金債ETF包
括單市場政金債ETF和跨銀行間政金債ETF。上
交所解釋，單市場政金債ETF是指跟蹤滬市政策
性金融債指數，或跟蹤跨市場指數但通過抽樣複
製選取的申贖組合證券僅包含本所上市交易政策
性金融債的單市場債券ETF；跨銀行間政金債
ETF是指採用現金申贖模式、跟蹤跨銀行間政策
性金融債指數的現金申贖類債券ETF。

深交所同日亦表示，在該所上市的投資標的
為國債、地方政府債和政策性金融債的單市場債
券ETF和跨市場債券ETF，可以按規定作為質押
券開展回購交易。

滬深三大指數分化 證券板塊彈升
A股主要指數21日漲跌互

現，截至收市，滬綜指報3,038

點，漲3點或0.13%；深成指報10,918

點，跌46點或0.42%；創業板指失守

2,400點關口，報2,395點，跌6點或

0.27%。受益於轉融資費率下調的證券

板塊整體飄紅(上升)，新能源賽道狀態

回勇。

◆香港文匯報記者 章蘿蘭上海報道

長江集團(長江實業集團有限公
司、長江和記實業有限公司、長江基
建集團有限公司及電能實業有限公司)
多年來一直積極支持香港公益金的各
項慈善籌款活動。於21日舉行的公益
金周年頒獎禮上，長江集團榮膺2021/
2022年度公益金最高籌款機構第三
名，第二十三度蟬聯三大最高籌款機
構之一，由長江實業集團有限公司執
行委員會委員兼會計部總經理文嘉強
（圖右）代表接受香港公益金會長李
林麗嬋女士頒發獎狀嘉許。

熱 心 公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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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道）在
雙11前夕，羅蘭貝格聯合天貓與上海交通大學安
泰經濟與管理學院等聯合發布《天貓DTC企業經
營指南——以人為本，品牌致勝》白皮書，結合
品牌案例與前瞻性的行業研究，幫助企業持續建
設和放大品牌心智，形成自身長期的競爭優勢。

倡“做好貨、找對人“
白皮書指，DTC本質是品牌零售模式和經營

模式的變革。當前隨着中國消費品市場環境變
化，品牌在經歷了高速發展後開始逐漸降溫，越
來越多的企業由粗放式增長開始回歸到“做好

貨、找對人“的商業邏輯本質上。DTC模式核心
要義，一方面是通過直面消費者，減少層級，信
息暢通；另一方面是通過數智資產的沉澱，深化
數字化企業運營，為企業發展保駕護航。

羅蘭貝格全球管委會聯席總裁戴璞表示，為
了在數字渠道的競爭中領先，企業需要將新的客
戶、消費者需求納入議程，並重點深入渠道細
分，減少重疊的舉措。上海交通大學安泰經濟與
管理學院教授羅繼鋒表示，企業在做數字化能力
沉澱的時候要採取共創的態度，首先要借助數字
化生態來創建自己的數字化能力，另外還要思考
企業內部組織的架構重構。

香港文匯報訊深陷債務困境的中國恒大需要
出售香港總部還債。據負責招標出售恒大香港總
部事宜的第一太平戴維斯指，中國恒大中心的招
標吸引了數十家潛在買家的興趣，當中包括本地
房地產開發商、家族辦公室和內地金融公司。不
過，由於潛在買家對今年的前一輪招標反應冷
淡，目前尚不清楚有多少公司將提交最終報價。
項目截標日期為10月31日。

第一太平戴維斯香港公司高級副董事God-
frey Cheng表示，中國恒大中心估值在80億至90
億元之間。最新一輪招標中的潛在買家名單尚不
清楚，其中許多買家已經簽署了保密協議。該物
業一旦售出，所得資金將用於向一家銀行償還76
億元貸款。

另外，中國恒大旗下恒大地產集團稱，定於
10月25-26日召開“21恒大01“本年第二次債券
持有人會議，審議將債券利息支付時間延期至明
年4月支付的議案。據刊於深交所的公告，“21
恒大01“地產稱申請將本期債券於2021年4月27
日至2022年4月26日期間的利息支付時間，調整
至2023年4月27日完成支付。“21恒大01“發行
規模82億元，票面利率7%，債券期限5年，附第
3年末發行人票面利率選擇權及投資者回售選擇
權。今年7月，“21恒大01“持有人會議否決了
本息二次展期的議案；公司表示，將積極與持有
人協商以達成解決方案。

天貓發布DTC企業經營指南白皮書

◆天貓DTC企業經營指南白皮書在滬發布。

恒大香港總部招標
吸引數十潛在買家

◆ A股主要指
數21日表現分
化。不過受轉
融資費率下調
的消息刺激，
證券板塊普遍
上升。圖為成
都某證券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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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加廣西團討論 強調全國各族人民共同推進民族復興

習
近
平

團結成堅硬鋼鐵
推巨輪乘風破浪：

二十大
報告中，列
舉的一組組

數字，令二十大代表、廣西蒼梧縣六堡鎮
山坪村黨支部書記、村委會主任祝雪蘭心
情激動：國內生產總值從五十四萬億元
（人民幣，下同）增長到一百一十四萬億
元、人均國內生產總值從三萬九千八百元
增加到八萬一千元……“脫貧不是終點，下
一步我們將會以鄉村振興作為新的起點，繼
續以六堡茶特色產業為引領，走出符合山坪
村特色的鄉村振興之路。”祝雪蘭如是說。

文化旅遊結合帶旺鄉村
曾經的山坪村交通不便、信息閉塞，是蒼梧

縣19個自治區級重點貧困村之一。在祝雪蘭帶領
下，該村通過“黨支部+合作社+農戶”的模式來
推動六堡茶產業的發展，2016年，山坪村實現全
村脫貧摘帽。“祝雪蘭書記帶領我們山坪村脫貧
的景象如今還歷歷在目，茶葉從2018年以前的70
元至80元一斤，漲到現在的上百元一斤，村民的
日子也越過越紅火了！”山坪村支委委員、婦聯
主席趙彩英笑着說道。

守護好北部灣碧海藍天
脫貧後的山坪村並沒有停下前進的腳步，得

天獨厚的原生態環境、世代傳承的瑤族傳統文
化、獨特淳樸的瑤寨風情……這些寶貴的生態優
勢和民族特色讓山坪村再次找到了新生活的起
點。“下一步，我們將繼續做深六堡茶產業，將
茶文化與瑤族文化結合起來，謀劃一條文旅結合

發展的鄉村振興新路子。”祝雪蘭補充道。
北海銀灘水清沙白一望無際，欽州三娘灣白

海豚自由嬉戲，防城港紅樹林鬱鬱蔥蔥……得益
於近年來廣西不斷推進海洋生態保護和修復，如
今，在祖國大陸西南端的北部灣，美景如畫。
“我要把‘推動綠色發展，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
生’落實到海洋生態保護工作中，用科學的環境
監測結果助推海洋污染的精準防治。”來自廣西
的中共二十大代表何祥英對報告中提及有關綠色
發展的相關內容時，十分觸動地說道。

何祥英是廣西防城港市海洋環境監測預報中心
主任，作為土生土長的京族人，她從小以海為伴，
工作後又從事海洋環境監測崗位多年。在她看來，
近年來我國各項生態文明建設讓沿海生態持續改
善。“廣西近岸海域海水質量和海洋生物多樣性居
全國前列，群眾臨海親海的獲得感和幸福感明顯提
升。” ◆香港文匯報記者 曾萍 廣西報道

實現脫貧不停步 廣西瑤寨“以茶興村”

廣西代表團劉寧、藍天立、周家斌、祝雪
蘭、鄭志明等5位代表結合實際對報告

發表了意見，分別就奮力譜寫中國式現代化廣
西篇章、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保護好桂
林山水、發展特色農業產業、不斷深化自主創
新等問題發言。大家認為，黨的二十大報告站
在民族復興和百年變局的制高點，科學謀劃未
來5年乃至更長時期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目標
任務和大政方針，提出一系列新思路、新戰
略、新舉措，是指導我們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
代化國家、向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進軍的綱領
性文獻，一致表示擁護這個報告。

新時代成功推進中國式現代化
習近平同代表們深入討論，現場氣氛熱

烈。在認真聽取代表發言後，習近平表示很
高興作為廣西代表團的代表參加討論，並向
在座各位代表和廣西壯族自治區250多萬黨
員、5,700 萬各族幹部群眾表示誠摯的問
候。

習近平指出，黨的十八大以來，廣西壯族
自治區黨委和政府貫徹落實黨中央決策部署，
團結帶領全區各族人民統籌推進“五位一體”
總體布局、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
在百年變局與世紀疫情交織疊加的嚴峻考驗
下，全面打贏脫貧攻堅戰，同全國同步全面建
成小康社會，綜合實力邁上新台階，改革開放
全面深化，生態環境持續改善，人民生活明顯
提升，城鄉面貌日新月異，從嚴治黨向縱深推
進，民族團結、社會穩定、邊疆安寧，八桂大
地發生了翻天覆地的歷史巨變。這些成績，體
現了黨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在祖國
南疆的成功實踐，是我國新時代10年偉大變
革的生動縮影。

習近平強調，過去5年和新時代以來的
10年，在黨和國家發展進程中極不尋常、極
不平凡。事非經過不知難，成如容易卻艱
辛。這10年，有涉灘之險，有爬坡之艱，有
闖關之難，黨和國家事業實現一系列突破性
進展，取得一系列標誌性成果。實踐證明，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的大政方針和工作部
署是完全正確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是
符合中國實際、反映中國人民意願、適應時
代發展要求的，不僅走得對、走得通，而且

走得穩、走得好。我們要堅定歷史自信、增
強歷史主動，在新的趕考之路上向歷史和人
民交出新的優異答卷。

習近平指出，學習貫徹黨的創新理論，
要理解把握其世界觀和方法論，堅持好、運
用好貫穿其中的立場觀點方法。黨的二十大
報告強調，要堅持人民至上、堅持自信自
立、堅持守正創新、堅持問題導向、堅持系
統觀念、堅持胸懷天下。對這6條，要在學
習貫徹中認真領會，從而深入領會黨的創新
理論的道理學理哲理，做到知其言更知其
義、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切實把黨的創新
理論貫徹落實到黨和國家工作各方面全過
程。

習近平強調，進入新時代以來，黨對建設
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在認識上不斷深入、戰略
上不斷成熟、實踐上不斷豐富，成功推進和拓
展了中國式現代化。黨的二十大報告闡述了中
國式現代化的中國特色和本質要求。中國式現
代化扎根中國大地，切合中國實際。我們要始
終把國家和民族發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點上、
把中國發展進步的命運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堅定信心、守正創新，奮力譜寫全面建設社會
主義現代化國家新篇章。

從嚴治黨自我革命永遠在路上
習近平指出，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

以“十年磨一劍”的定力推進全面從嚴治
黨，以“得罪千百人，不負十四億”的使命
擔當推進史無前例的反腐敗鬥爭，打出一套
自我革命的“組合拳”。全面從嚴治黨永遠
在路上，黨的自我革命永遠在路上，我們要
持之以恒推進黨的自我革命，確保黨永遠不
變質、不變色、不變味，使黨始終成為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堅強領導核心。

習近平希望廣西各級黨委和政府團結帶
領各族幹部群眾，以黨的二十大精神為指
引，深入踐行新發展理念，堅決貫徹黨中央
決策部署，在推動邊疆民族地區高質量發展
上展現更大作為，在服務和融入新發展格局
上取得更大突破，在推動綠色發展上實現更
大進展，在維護國家安全上作出更大貢獻，
在推進全面從嚴治黨上取得更大成效，奮力
開創新時代壯美廣西建設新局面。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習近平同志17日上午在參加黨的二十大

廣西代表團討論時強調，黨的二十大報告進一步指明了黨和國家事業的前進

方向，是我們黨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在新時代新征程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的政治宣言和行動綱領。學習貫徹黨的二十大精神，要牢牢把握過

去5年工作和新時代10年偉大變革的重大意義，牢牢把握新時代中國特色社

會主義思想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牢牢把握以中國式現代化推進中華民族偉大

復興的使命任務，牢牢把握以偉大自我革命引領偉大社會革命的重要要求，

牢牢把握團結奮鬥的時代要求。全黨全國各族人民要在黨的旗幟下團結成

“一塊堅硬的鋼鐵”，心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推動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號

巨輪乘風破浪、揚帆遠航。

◆習近平昨日參加二十大廣西代表團討論，現場氣氛熱烈。 新華社

◆10月17日，習近平參加二十大廣西代表團的討論。 新華社

◆二十大前
夕，香港文匯
報曾專題報道
二十大代表祝
雪蘭、何祥英
的事跡。

� ����

“團結才能勝利，奮鬥才會成功。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緊緊依靠人民，

穩經濟、促發展，戰貧困、建小康，控疫情、抗大災，應變局、化危機，攻克了

一個個看似不可攻克的難關險阻，創造了一個個令人刮目相看的人間奇跡。當前

最重要的任務，就是擼起袖子加油幹，一步一個腳印把黨的二十大作出的重大決

策部署付諸行動、見之於成效。”

──習近平廣西團講話摘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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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广告

焦点话题

海外华商 拥抱机遇
本报记者 高 乔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坚持
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定奉行互利
共赢的开放战略，不断以中国新发展
为世界提供新机遇，推动建设开放型

世界经济，更好惠及各国人民。
中国发出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

洪亮声音，让五洲四海的华商心潮澎
湃，引全球投资者瞩目。

“这对海外华商和各国投
资创业者来说，是一颗强有力
的‘定心丸’”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我们实行更加积极主

动的开放战略，共建“一带一路”成为深受欢迎

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际合作平台，我国成为 14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货物贸易总额

居世界第一，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居世界前列，

形成更大范围、更宽领域、更深层次对外开放格

局。

从事中欧国际贸易多年的意大利中国总商会

创会会长陈正溪对二十大报告中“实行更加积极

主动的开放战略”的相关表述印象深刻：“近年

来，中国出台一系列稳外贸、稳外资政策，为外

资企业在华发展提供了更加广阔的空间。二十大

报告再次强调，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稳步扩大

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加快建

设贸易强国，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

展，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

这为海外投资者来华投资兴业释放新信号，也为

海外华侨华人回国创业提供新机遇。”

美国美东华人社团联合总会主席梁冠军表

示：“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坚持高水平对外开

放，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

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对海外华商和各

国投资创业者来说，是一颗强有力的‘定心

丸’。这再次表明，中国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

只会越开越大，中国欢迎各国分享中国发展机

遇！”

“二十大报告提到，中国坚持经济全球化正

确方向，共同营造有利于发展的国际环境，共同

培育全球发展新动能。这表明，中国扩大高水平

开放的决心不会变，同世界分享发展机遇的决心

不会变！”柬埔寨深圳商会永久名誉会长李泳政

表示。

“中国营商环境日益优
化，对海外投资者吸引力不
断增强”

“十年来，中国对外开放的深度和广度全面

拓展，惠及世界。”陈正溪细数，“稳步推进海南

自贸港建设，颁布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

资法》，签署实施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

定》……中国营商环境日益优化，对海外投资者

吸引力不断增强。”

过去十年，中国对外开放硕果累累。“共建

‘一带一路’成为深受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和国

际合作平台。作为在老挝投资创业的华商，我深

有体会。”老挝广西同乡会创会会长邓良慧说，

“2021年12月，中老铁路正式通车，打开中国与

老挝以及东盟各国互联互通的新通道。中老铁路

不仅为老挝和东盟各国带来机遇，也为地区经

贸、科技、教育、人文交流提供支持，推动中国

与东南亚各国共同发展。”

肯尼亚中华总商会会长卓武在非洲经贸领域

深耕 20 余年，见证了中国给非洲带来的变化。

“过去十年，中国积极帮助非洲国家加快基础设

施建设，为当地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插上翅

膀’。”卓武说，“我最直观的感受就是，进入非

洲的中国产现代化设备越来越多了，到非洲投资

建厂的中国人越来越多了，在非洲提供咨询服务

的中国公司也越来越多了！中国坚持高水平对外

开放，也助力非洲经济不断转型升级，为非洲经

济注入了更多增长动能。”卓武说。

“向住在国朋友充分介绍
中国发展近况，展现中国式
现代化道路的壮丽风景”

党的二十大报告擘画中国推进高水平对外开

放的发展蓝图，海外华商备感振奋。

“在全球疫情反复延宕、国际形势复杂严峻的

当下，坚持对外开放的中国，既是世界经济的稳定

器，也是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驱动器。中国发展将

为地区和世界提供更多机遇，注入强劲动力。”巴

西巴中经贸交流中心董事长方激表示，中巴两国

经贸往来密切，人文交流活跃，合作潜力巨大。中

国企业在巴西的基建、农业、科技、教育、体育、旅

游等领域都发挥了积极作用。海外华商应向住在

国的朋友多多讲述中国故事，助力中巴经济文化

合作。

“共建‘一带一路’为全球经济增长提供新

的动力。在非洲，我亲眼见证了中国与沿线国家

的务实合作项目落地，为当地经济发展、民生改

善作出实实在在的贡献。”卓武说，中国坚持高

水平对外开放，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

展，不仅为非洲带来资金、基础设施建设等“硬

支持”，更能通过“授人以渔”给非洲培养技术

人才，激发其内生动力。作为海外华商，我们要

继续做好中非经贸交流的使者，连接国内外市

场，为中非经贸发展提供助力。

“在中国发展的每个重要阶段，华侨华人都

不曾缺席。新时代，新征程，海外华商更应发挥

在资金、技术、管理、商业网络等方面的优势，

为中外经贸合作作出自己的贡献。”梁冠军说，

“未来，我会继续向住在国朋友充分介绍中国发

展近况，展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壮丽风景，帮

助海外朋友到中国投资兴业，同时为中国企业走

向世界牵线搭桥、献计出力。”

②②

①①
③③

图①图①：：20222022 年年 99 月月 77 日日，，山东山东
港口青岛港前湾外贸集装箱码头港口青岛港前湾外贸集装箱码头，，
货轮在装卸集装箱货轮在装卸集装箱。。

俞方平俞方平摄摄 （（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图②图②：：20212021年年1111月月99日日，，第四第四

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展区现场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展区现场。。
闫闫 鑫鑫摄摄 （（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图③图③：：20222022 年年 77 月月 2626 日日，，第二第二
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深圳免税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深圳免税
集团展厅集团展厅，，观展人员体验冲浪板观展人员体验冲浪板。。

苏弼坤苏弼坤摄摄 （（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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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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27THU_A1_Print.pdf (p.1)
	1027THU_A2A_Print.pdf (p.2)
	1027THU_A3_Print.pdf (p.3)
	1027THU_A4_Print.pdf (p.4)
	1027THU_A5_Print.pdf (p.5)
	1027THU_A6_Print.pdf (p.6)
	1027THU_A7_Print.pdf (p.7)
	1027THU_A8_Print.pdf (p.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