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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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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Fed
）今天再度宣布一口氣升息3碼，以對抗依
然居高不下的通膨。這次是聯準會今年以
來連續第4度升息3碼。

這是聯準會自今年3月以來第6次升息
，先前分別在3月及5月升息1碼（0.25個
百分點）及2碼（0.5個百分點），6月、7
月及9月連續3次升3碼（0.75個百分點）
，加上這次再升3碼，今年累計升息15碼
，或3.75個百分點。

美國勞工部上月公布，9月消費者物價
指數（CPI）年增 8.2%，略低於 8 月的
8.3%，6月以9.1%創40年來新高後連3降

。但最新數值高於市場預期的8.1%，而且
剔除波動較大的食品與能源後，核心CPI年
增6.6%，高於8月的6.3%，衝上1982年
8月以來最高點。

全球投資人關注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
（Fed）即將公布的升息決策，歐洲主要股
市今天收跌。

倫敦 FTSE 100 指數下跌 42.02 點或
0.58%，收7144.14點。

法蘭克福 DAX 指數下挫 82.00 點或
0.61%，收13256.74點。

巴黎 CAC 40 指數下滑 51.37 點或
0.81%，收6276.88點。

美國通膨率仍高 聯準會再升息3碼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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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t Friday we held a kickoff party for the ITC 20th
Anniversary 2022 Gala. Nearly 200 friends attended the warm
reception, including our Gala Chair, Judge Robert Eckels,
Congressman Al Green, Commissioner Jack Cagle, several
consuls general and many chamber of commerce presidents.

Over the past twenty years,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has held hundreds of activities of all sizes, including academic
seminars, business meetings and has served more than ten
thousand small businesses in this region. Because of all these
contributions, we won a community service award from former

President Obama.
Today we have a new vision to integrate the platform of

our trade center through our media group to expand into
financial services. This new integrated platform will be used to
reach our new goal of setting foot on the international stage.

We are so fortunate that so many of our business partners
have been with us throughout the last so many decades.

The huge wheel of history has always been rolling
forward. We are here to catch the opportunity to serve our
community and our country.

1111//0202//20222022

ITC Twenty-Year AnniversaryITC Twenty-Year Anniversary
Kickoff PartyKickoff Party

拜登總統下令國內石油公司必須要增加石油生產，否
則將會以高稅來懲罰所得，總統在記者會上表示，這些破
紀錄之高利潤，並非來自科技之更新，而是發了戰爭財。

期中選舉即將到來，油價仍然居高不下，拜登認為這
些石油公司有責任為自己的社區和國家，及消費者的利益而
增加石油供應，否則他們將被課徵重稅，即便目前政府增
稅依法無據，但是政府仍會考慮如何和國會議員協商增稅
。目前全國平均油價是三元七十六分，比去年同期高出三
十六分，但比六月份之五元零二分低得多。

兩大石油公司簡直是賺翻了，雪佛蘭到第三季度淨利
潤112億美元，埃桑克是197億美元，拜登總統感到這些高
利潤簡直令人難予置信。民主黨在此關鍵時刻，只有把油
價和物價抑制下來，才有可能在期中選举得勝，但是這些
石油公司是否遵從只有拭目以待了。

拜登下令增產國內石油拜登下令增產國內石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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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暴徒手持鐵錘在凌晨時分私闖眾議
院議長南西•裴洛西在舊金山的住宅，由於
裴洛西人在華府, 歹徒質問其丈夫保羅:” 南
西在那 ? “並揚言如果南希在他的審問下撒
謊，就會劫持她爲人質並折斷她的膝蓋骨, 暴
徒隨後並以鐵錘襲擊保羅, 最後被警察逮捕,
檢察官已對他提出了包括謀殺未遂、使用致
命武器襲擊、入室盜竊、虐待老人和威脅公
職人員等指控。
”南西在那 ? “ 這句話耳熟能詳, 因為在

去年一月六日國會暴動時, 暴民在衝入國會山
莊時曾高喊著:”絞死彭斯(副總統)!”以及”
南西在那 ? “,他們在闖入南西•裴洛西的辦
公室後攪亂她的辦公文件, 並狂妄坐在她的椅
子上大顯威風, 那一幕幕景象烙印在眾人心中
, 如今徒竟又闖入她的私宅, 真是無法無天啊
! 對這位美國政治位階第三高的人物入室攻擊
是被污染的政治環境中暴力行為湧現的發人
深醒的例子。

根據官方統計,近年來針對聯邦與地方官員
、法官和議員的威脅數量飆升了近150%，
國會警察表示，僅在2021年他們就調查了
9600起針對議員的威脅, 兩年前六個密西根
州暴民因不滿女州長惠特默頒佈執行的居家
禁令 “stay home”, 竟手持衝鋒槍闖入密西
根州議會, 企圖綁架女州長, 所幸惠特默事前
獲得情報而未現身，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多年來，共和黨一直在妖魔化南西•裴洛
西,關於疫苗、2020年大選,甚至1月6日在國
會發生的暴動等一系列事件中都把她形容成
十惡不赦的女霸天, 欲除之而後快, 這次暴徒
的囂張行徑是民主墮落的亂現，這是對美國
價值觀的違背，是對選舉民主制度的威脅,當
理智的人反擊這種殘酷的虛假信息運動時，
有些人還厚顏無恥地把自己描繪成受害者, 共
和黨亞利桑那州州長候選人卡莉•萊克本週
在一次競選活動上被問到學校安全問題時，
她竟把這起襲擊事件當作一個笑話, 她的支持
者與她上下笑成一片，他們顯然從一位82歲
的老人被錘子野蠻地砸到頭部，以至顱骨折
斷仍在醫院裡接受治療中找到了幽默與笑料,
真是太不人道了, 事實上, 這名暴徒的行徑已
經符合FBI對恐怖主義的定義, 法官必須審慎
處置。
針對政治人物的暴力顯然是有心人士故意

傳播錯誤信息的自然結果, 司法正確的態度應
該是嚴譴暴力以儆效尤,現在距離中期選舉只
剩下一周時間，兩黨正努力激勵選民投票, 由
於發生了企圖綁架國家領導人並導致其丈夫
遭受暴力襲擊的事件，更多的公職人員和候
選人都在尋求更多安全保障，而暴力的風險
將阻止更多人競選公職, 因為他們顧慮到自身
安全而不願意再從事公職, 那絕非民主國家之
福!

聯合國世界氣象組織（World Meteoro-
logical Organization, WMO）今天發表的報
告指出，歐洲過去30年來暖化程度遠超過世
界各大洲。

路透社報導，世界氣象組織報告顯示，
在1991至2021年期間，歐洲氣溫每10年平
均升高攝氏0.5度，但這段期間全球每10平
均升溫僅攝氏0.2度。

此外，這份報告也警告，無論未來全球
暖化程度為何，整個歐洲的溫度可能將繼續

以超過全球平均氣溫變化的速度上升。
歐洲今年經歷了極端的夏天。英國遭遇

創紀錄的熱浪，阿爾卑斯山冰川以空前速度
消失，地中海受到漫長的海洋熱浪侵襲，以
致海水溫度上升。

世界氣象組織秘書長塔拉斯（Petteri
Taalas）發表聲明指出： 「歐洲呈現出世界
暖化的真實景象，這提醒了我們，即使是做
好充分準備的社會也無法免於極端天氣事件
影響。」

聯合國：歐洲過去30年來暖化程度超過世界各洲
丹麥社會民主黨籍總理佛瑞德里克森（Mette Frederiksen）昨天以些微差距在大選中獲勝後，今

天向女王遞交辭呈，藉此啟動程序，來建立一個組成更為廣泛的新政府。
習於領導少數政府的社會民主黨是國會最大黨，在179席中握有50席。現在，社會民主黨希望跨

越傳統的左右派分野來執政。
阿爾胡斯大學（Aarhus University）政治學家斯圖貝爾（Rune Stubager）告訴法新社，佛瑞德里

克森率政府總辭，是為了 「進入協商，以建立一個組成更為廣泛的政府，這可能會耗費一些時間」 。
然而路透社指出，佛瑞德里克森的敵友都對這種聯合政府抱持懷疑態度，結果仍在未定之天。
佛瑞德里克森的左翼陣營由 5個政黨組成，外加自治領地格陵蘭（Greenland）和法羅群島

（Faroe Islands）的3席，一共拿下國會90個席次，占了多數。相較之下，右派與極右派的席次為73
席，中間派為16席。

佛瑞德里克森今天上午11時晉見女王瑪格麗特二世（Queen Margrethe Ⅱ）遞交辭呈，正式啟動
與其他政黨領袖協商的程序。

佛瑞德里克森帶領社會民主黨多贏兩席並贏得逾27%選票，繳出2001年以來最佳的選舉表現，在
協商中占優勢地位。

佛瑞德里克森政府對抗COVID-19（2019冠狀病毒疾病）疫情的作法大致獲得好評，結果卻因
「殺貂危機」 引發這次大選。

丹麥政府2020年11月因憂心新型冠狀病毒的變種病毒株，決定撲殺境內約1500萬隻水貂。然而
這項決策竟違法，讓支持佛瑞德里克森少數政府的 「社會自由黨」 （Social Liberal Party）揚言，除非
佛瑞德里克森宣布改選、重拾選民信任，否則將推翻政府。

結果社會自由黨豪賭失算，原先握有的16個國會席次丟掉9席。
由於社會民主黨僅以些微差距拿下多數，之後仍須仰賴社會自由黨的支持來執政，而社會自由黨已

明確表示，不會再支持一黨組成的少數政府。

丹麥總理辭職並啟動組建新政府 盼實現左右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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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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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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央行再度加息
預估加國經濟增長年底陷入停滯

綜合報導 加拿大中央銀行宣布將基準利率即隔夜拆借利率由3.25%提高

50個基點，升至3.75%。加央行預估，加拿大經濟增長將在今年底陷入停滯。

這是加央行自今年3月以來為遏制高通脹而進行的連續第六次加息。

就外部因素而言，加央行表示，全球各地通脹率仍然高企，這折射

了全球從新冠疫情中復蘇的力度，也反映了供應鏈受阻，各類商品、尤

其能源價格被推高的影響。同時，美元的強勢正在增加各國通脹壓力，

旨在控制通脹水平的貨幣緊縮政策也令全球經濟活動受到壓抑。

加央行預計，今年全球經濟將增長3%，明年放緩至約1.5%，2024

年回升至約2.5%，總體增速慢於加央行今年夏天的預測。

從加拿大自身經濟情況看，加央行認為，該國經濟仍處於需求過剩

狀態，勞動力市場緊張，對商品和服務的需求大於供應能力，從而形成

國內通脹壓力。

加央行表示，其連續加息動作對部分經濟領域的影響正趨於明顯。如，房

地產市場降溫，家庭和企業開始減少。出口也正受到國際需求放緩的影響。

加央行預計，加國經濟增長將在今年底和明年上半年停滯，國內生產

總值(GDP)將從今年的3.25%降至明年的不足1%，並在2024年回升至2%。

加拿大的通脹率(CPI)在過去3個月中從8.1%回調至6.9%。加央行指

出，這主要是由於汽油價格下降，但價格壓力仍具有廣泛基礎，也增加

了高通脹變得更為頑固的風險。

加央行表示，將繼續推行量化緊縮政策，同時預計，政策利率仍有

進壹步調升空間。加央行下壹次議息時間是12月7日。

希臘新冠確診周增超5萬
兩種奧密克戎新變種現身

綜合報導 在10月17日至10月23日的壹周中，希臘新增新冠確診病

例超過5萬例，其中再感染人數占比22%。此外，希臘近期首次檢測到

了兩種奧密克戎新型變異毒株感染病例。

據報道，希臘近期首次檢測到了奧密克戎新型變異毒株BQ.1(10個

病例)和BQ.1.1(5個病例)。同時，感染BA.2.75變體的人數也在增加。

報道稱，全球目前已有多個國家出現了BQ.1和BQ.1.1變異毒株，歐

洲疾病預防控制中心也預警稱，這兩個奧密克戎的新型變異毒株有可能

在未來的數周或數月導致歐洲地區病例大增。

據報道，BQ.1、BQ.1.1、BF.7均是奧密克戎BA.5衍生出的新變體。

有研究表明，BQ.1和BQ.1.1可能具有壹定免疫逃逸的能力。

世界衛生組織近期表示，BQ.1.1出現在至少29個國家。法國、德國

均報告了因BQ.1.1傳播導致感染上升的情況。希臘專家預計BQ.1將從11

月開始在希臘流行。

衛生專家表示，隨著冬季的來臨新冠病毒更易擴散，如果目前的主

流毒株被傳播力更強的新變種替換，疫情或有再次暴發的可能。人們需

要提高警惕。

國際航線增多，東南亞回國機票暴跌50％
飛卡塔爾看世界杯仍要上萬元

綜合報導 進入10月，民航即將迎

來冬春換季航班計劃調整。伴隨著新

航季到來，各航空公司恢復國際航班力

度進壹步加大。

近期，東方航空、南方航空、中國

國航、廈門航空等多家航空公司發布新

航季航班計劃，其中壹個顯著變化是恢

復並加密多條國際航線，國際航線總量

較換季前增加約1倍，涉及日本、韓國

、泰國、新加坡等壹些熱門航點。

早在今年6月，民航局運輸司司長梁楠

公開表示，民航局正在與部分國家商談逐

步、穩妥增加定期國際客運航班；8月，國

務院常務會議決定有序增加國內國際客運

航班，制定便利外企人員往來措施。

此後，多個國內航司陸續宣布復航

國際客運航線。航班管家發布數據顯示

，9月國內航司的國際客運航班量大幅上

升，日均執飛客運航班量約35架次，環

比上月上升24.5%，日均投放運力10147

座次，環比上月上升26.5%，整體數據已

恢復至2021年1月、3月的水平。

10月開始，國際客運航班量或將進

壹步提升。日前，東航宣布自2022年10

月30日冬春航季正式開啟後，計劃每周

客運國際航線將增至42條108班。東航

計劃恢復的國際航線包括上海—曼谷—

青島、杭州/青島/南京/昆明—東京成田

、青島/南京/煙臺—首爾仁川等航線。

南航則計劃10月起恢復廣州-雅加達

、大連-東京成田航線，同時，在廣州-馬

尼拉、廣州-曼谷、廣州-金邊等航線上增

班。國航同樣於近期恢復包括北京往返

馬尼拉、雅加達、東京、華沙、雅典、

溫哥華、洛杉磯、多倫多等航線。

隨著國際航線的增多，出入境客流

呈現明顯回升，尤其是華人探親、留學

生回國、中資企業員工商務來往等等入

境需求。

航旅縱橫最新提供的數據顯示，10

月1日-24日，出入境客流量有顯著增長

，旅客運輸量超17萬人次，同比去年增

長約80%；入境方面，10月份同程旅行

平臺入境機票搜索量環比9月上漲63%，

預訂量環比9月上漲28%。

隨著航線增多，回國國際航班價格

迎來回落。截至10月24日，10月國際航

線平均票價（不含稅）約為10000元，環

比9月下降近19%；同程旅行顯示，截至

10月24日，10月份入境機票平均出票價

格則環比下降三成。

“這幾個月幾乎每天都會刷壹遍各

種機票APP，最近明顯大降價了。”在

日本東京留學的陳莉稱，前兩個月日本

回國機票價格還在1-2萬人民幣不等，而

10月起，陳莉發現11月份起的回國航班

機票價格降至5000元-7000元，部分航線

如東京—杭州只需要4000元左右。

最終，陳莉預定了2023年1月上旬

成田-天津的機票，裸票只需要1310元，

“比預期的回國成本少花了90%。”陳

莉稱，其認識的不少留學生都預定了農

歷新年前後的機票，甚至有些多花了

3000元以上的退票費重新訂票。

而在韓國務工的羅晟也發現，相比

以前的萬元機票，11月份起首爾-深圳的

機票價格大幅下降，單程僅需要4000元

以內；12月份首爾-大連的往返機票則僅

3000元左右。

除此外，東南亞國家入境機票價格

也出現下降，由曼谷、金邊、新加坡、

胡誌明市等城市入境的多條航線，機票

價格降幅超過50%。

不過，時代財經發現，盡管航線數

量變化不多，但中美、中英、中加的回

國機票也出現下調。如10-11月，洛杉

磯-廣州的單程經濟艙含稅價格降至

16000元左右，比此前三四萬甚至壹度高

達十幾萬元的機票價格來說明顯回落，

甚至有旅客稱之為“暴跌”。

中英機票繼8月份宣布復航之後再

次出現回落，航旅縱橫最新提供數據顯

示，10月中英直飛航線平均支付價格環

比下降近15%。

據悉，今年9月份時，倫敦希斯羅-北

京首都經濟艙機票價格低至26300元，相比

此前三四萬價格有所下降；而近期，預訂

11月份的倫敦希斯羅回國機票已降至萬元

以內，如倫敦-廣州直飛裸票約8500元。

值得壹提的是，隨著2022卡塔爾世

界杯國際賽事臨近，國內航司也在近期

增加了壹些卡塔爾及周邊城市的航線。

全球旅遊分析公司ForwardKeys近日

發布的數據顯示，目前從世界杯31個參

賽國以及阿聯酋飛往卡塔爾的機票預訂

量達到疫情之前同期的10倍。

國內方面，10月27日，東航將在全

國率先恢復迪拜航線，開通航線為青島

—迪拜；南航計劃10月起增加廣州—迪

拜航班。從價格來看，東航的青島—迪

拜經濟艙裸票價格為4619元，南航的廣

州—迪拜經濟艙裸票價格在5000元-7000

元左右不等。

如果是直飛卡塔爾，目前國內航線

並不多，以廣州-哈馬德為例，11月20日

世界杯開幕當天機票價格為11428元，近

期（非比賽期間）的直飛機票價格最低

同樣要萬元以上；如果是在科威特中轉

的話，世界杯開幕前後的機票價格則在

5000元-7000元左右。

不過某出行機構告訴時代財經，相

比其他歐美、中東國家，目前國內前往

卡塔爾及周邊的機票預訂量並不多。

日前，國際足聯通過其官網透露，

截至10月18日，卡塔爾世界杯門票已累

計售出了289萬張；而近期，卡塔爾駐

華大使穆罕默德· 阿蔔杜拉· 杜希米則對

外表示，中國球迷已經購買5000至7000

張卡塔爾世界杯門票。

澳葡萄酒管理局：在截至9月30日壹年裏
澳葡萄酒對華出口暴跌92％

綜合報導 根據澳大利亞葡萄酒管理

局公布的出口報告，在截至9月30日的壹

年裏，澳大利亞對東北亞的葡萄酒出口額

減少46%，至3.21億澳元（1澳元約合4.65

元人民幣），出口量下降31%，至3500萬

升。其中，對中國內地的出口額下降92%

，至 2100萬澳元，對香港的出口額下降

21%，至1.63億澳元。

香港《南華早報》報道稱，澳大利亞

對東北亞地區的葡萄酒出口價值幾乎減

半，主要原因是對中國內地的出口大幅下

降。香港葡萄酒專家皮埃爾· 譚（音）表

示，香港市場是內地情況的反映。他表示

，中國政府對澳大利亞葡萄酒征收的進口

關稅、因新冠肺炎疫情而關閉的邊境以及

過去兩年高昂的運輸成本，阻止了香港貿

易商為內地客戶進口優質澳大利亞葡萄酒

。譚先生補充說，高端澳大利亞葡萄酒每

瓶定價在 2000 至 3000 港元（1港元約合

0.93元人民幣）之間，內地客戶以前占了

壹些香港貿易商90%的業務。

他說：“目前香港購買澳大利

亞葡萄酒的主要是餐館，他們

主要消費價格在100港元至300

港元之間的中低端澳大利亞葡

萄酒。”

中國曾是澳大利亞最大的

葡萄酒市場。2020年8月，中

方對原產於澳大利亞的進口相

關葡萄酒進行反傾銷立案調查

，並在2021年 3月宣布，對2

升以及以下容器的澳大利亞葡

萄酒征收 116.2%至 218.4%的關稅，直至

2026年。去年7月，澳大利亞葡萄酒管理

局發布的出口報告稱，與上壹財年相比，

澳大利亞在2020-2021財年的葡萄酒出口額

下降10%，至25.6億澳元；出口量下降5%

，至6.95億升。自從中國開始對澳大利亞

葡萄酒征收反傾銷稅以來，澳葡萄酒對中

國內地的出口大幅下降。2021年 1-6月的

出口總額為1300萬澳元，而2020年同期出

口總額為4.19億澳元。今年6月，澳大利

亞葡萄酒管理局宣布關閉中國辦事處。

澳大利亞葡萄酒管理局表示，總體而

言，在截至9月30日的壹年裏，澳大利亞

葡萄酒出口量下降了1%，至6.27億升，出

口額下降了11%，至20.1億美元。這壹下

降反映了過去兩年艱難的市場環境。

調查：近七成意大利人擬減少購物開支
綜合報導 意大利中小企

業聯合會日前發布的壹份調

查報告顯示，隨著通貨膨脹

加劇、能源價格飆升，近七

成意大利人打算在年底前減少

購物開支。

意大利中小企業聯合會的

報告報道：“聖誕樹下的禮物

少了，旅行也少

了。能源價格高

漲和通脹凍結了

人們的節假日購

物欲。”

中小企業聯

合會委托民調機

構展開這項調查

。調查對象介於

18 歲到 65 歲。

結果顯示，68%

的意大利人打算從現在到年底

減少消費，39%打算減少“過

度消費”，29%打算削減所有

支出。19%的人認為可以保持

個人預算不變，只有5%的人表

示會增加消費。

中小企業聯合會在23日發

布的報告中說，減少開支的主

要 原 因 依 次 是 物 價 上 漲

（38%），電費、煤氣費等公

共服務費用增加（24%），經

濟條件惡化（12%），對未來

不確定（11%）。

調查結果顯示，49%的意

大利人決定減少為親友購買節

日禮物的開支，而這可能導致

商家在今年後幾個月損失50億

歐元收入。

中小企業聯合會說，盡管

近期國際市場天然氣價格明顯

走低，但預測顯示，人們在年

底前仍會收到高昂的能源賬單

，明年第壹季度後才會下降。

意大利中央統計局10月報

告，受通脹、電力和食品價格

上漲等影響，意大利經濟狀況

惡化，四分之壹人口面臨貧困

或社會排斥風險。意大利9月

通脹率同比上漲8.9%，消費者

價格指數同比增加1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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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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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前總統歐巴馬今天在期中選舉造勢集
會上，談及國會眾議院議長裴洛西的丈夫遇襲
一事，警告除非國內政治氛圍改變，否則 「將
會有更多人受傷」 。

路透社報導，美國一名42歲男子上月28日
闖進裴洛西（Nancy Pelosi）家中，以鐵鎚攻擊
她的82歲丈夫保羅．裴洛西（Paul Pelosi），
導致他顱骨骨折，並造成其他傷勢，而這名男
子已被起訴。

對此，歐巴馬今天在內華達州一場為民主
黨候選人站台的集會上表示，自己最近跟保羅
．裴洛西交談過，而 「他會沒事的」 。

歐巴馬也表達他的嚴正關切，稱 「這是對
基本文明和民主規範的侵蝕」 ，並稱 「妖魔化
政治對手的傾向日益增長，造成了危險的氛圍
」 。

此外，歐巴馬還強調： 「如果這就是我們
造成的氛圍，那們今後還會有更多人受傷。」

美期中選舉造勢 歐巴馬警告當前政治氛圍激化對立

今天公布的研究指出，美國最高法院今年
夏天推翻墮胎權保障後，美國人尋求由海外取
得墮胎藥的需求激增。

法新社報導，美國醫學會期刊（JAMA）刊
登的研究指出，遠距醫療服務商Aid Access可
由海外向30州居民提供墮胎藥，研究人員分析
透過Aid Access申請的數量。

Aid Access成立目的在於協助女性 「自我
管理」 居家墮胎，規避禁令或其他障礙。

根據這份研究，最高法院6月推翻墮胎權保
障之前，Aid Access每天平均由其營運的30個
州收到83件申請。

但在最高法院推翻墮胎權保障的2個月中，
Aid Access收到的申請暴增到每天平均213件

，增加約160%。
與各州女性人口成正比，向Aid Access申

請最多的是路易斯安那州、密西西比州、阿肯
色州、阿拉巴馬州、 奧克拉荷馬州。

美國醫學會期刊今天刊登的另1份研究，則
探索美國女性前往墮胎診所需要的平均時間。

最高法院推翻墮胎權之前，平均時間為28
分鐘，推翻之後則增為1小時40分，但各地差
距懸殊，從平均值看不出來。

研究指出，在實施全面墮胎禁令或限制懷
孕6週後不得墮胎的州，平均增加時間高達4小
時，難以取得服務對弱勢族群而言是一大問題
。

研究：美推翻墮胎權保障後 尋求海外墮胎藥者激增

美國通膨接近40年高點，聯準會連4度決
議升息3碼，主席鮑爾預告升息循環頂點可能高
於先前預測，並說現在談停止升息言之過早。
美股聞訊倒地，道瓊指數終場跌逾500點。

為恢復物價穩定，聯邦準備理事會（Fed）
延續1980年代以來最快升息步調，官員歷經兩
天集會再度一致決議升息3碼（0.75個百分點
），符合市場預期。聯邦資金利率目標區間升
到3.75%至4%，為2008年1月以來最高水準
。鮑爾（Jerome Powell）在記者會表示，聯準
會將在12月例會思考放慢升息腳步，但尚未做
出決定。由於最新數據顯示通貨膨脹頑固，鮑
爾預告，聯準會最終可能需要將政策利率升到
比官員9月預測還高的水準。

市場焦點放在聯準會是否會放慢升息步調
，鮑爾則指出，當前利率水準意味升息速度重
要性已遠低於利率將升得多高、限制性貨幣政
策將維持多久。

鮑爾提醒，官員認為還有進一步升息的空
間，升息步調放慢不該被視為聯準會認定可結
束升息的訊號，現在思考停下腳步 「言之過早
」 。

聯準會公布利率決策後，美股由黑翻紅，
直到鮑爾釋放鷹派（主張緊縮貨幣政策）訊號
，3大指數掉頭向下，尾盤一蹶不振，10月強
勢反彈的氣勢盡失。

鮑爾發言初期，道瓊工業指數一度勁揚418
點，終場下跌505.44 點，跌幅 1.55%，收在
32147.76點。標準普爾500指數重挫96.41點
，跌幅2.5%，收在3759.69點。以科技股為主
的那斯達克綜合指數大跌 366.05 點，跌幅
3.36%，收在10524.8點。

美股盤中翻紅，主因是負責利率決策的聯

邦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會後聲明暗示升
息腳步可能放慢，以評估今年多次升息對經濟
的影響，因為貨幣政策傳導需要時間。鮑爾隨
後在記者會的說詞澆了預期聯準會政策立場轉
向的投資人一盆冷水。

聯準會自3月起連6度升息，最近4次升幅
都是3碼。今年6月前，聯準會上次升息3碼要
回溯到1994年。

聯準會積極升息的背景是通膨居高難下，
勞動市場極度吃緊。聯準會偏好參考的美國9月
核心個人消費支出（Core PCE）通膨率達5.1%
，遠高於長期目標2%；9月失業率3.5%追平
半世紀來最低點，就業人口持續成長、工資迅
速攀升、消費需求穩健，不利於通膨降溫。

不過，聯準會積極升息下，美國30年期房
貸利率近期升破7%，為2002年以來首見，房
市陷入不景氣，愈來愈多經濟學家預期美國經
濟將在明年步入衰退。

聯準會致力實現 「軟著陸」 ，也就是以積
極升息、縮減資產負債表規模拉低通膨之餘，
避免經濟陷入衰退。部分官員近期示意希望放
慢升息腳步，甚至在明年初停止升息，以觀察
經濟及通膨降溫情形。

根據聯準會9月公布的預測，多數官員預期
年底前政策利率將升至4.4%，意味12月13日
至14日例會將決議升息2碼。利率期貨市場行
情顯示，聯準會6週後升息2碼的機率為57%，
升息3碼則是43%。

至於明年，多數聯準會官員預期還會升息
至少1碼，預定12月公布的最新利率預測是否
上修，值得留意。高盛集團（Goldman Sachs
）本週上修聯準會升息循環頂點預測，預期明
年聯邦資金利率目標區間將達到4.75%至5%。

聯準會再度升息3碼 鮑爾放鷹：停止升息言之過早

42歲男子德帕佩（David DePape）上周闖
入美國聯邦眾議院議長裴洛西（Nancy Pelosi）
的加州家中，用鐵鎚把裴洛西82歲丈夫打到倒
臥血泊、昏厥3分鐘。德帕佩其實是名加拿大人
，他出於政治動機欲綁架裴洛西，批評她是
「謊話連篇的民主黨領袖」 ，他原本的計畫是
要求裴洛西 「講真話」 ，如果裴洛西還是堅持
說謊，他就會打斷她的膝蓋骨，讓她不得不坐
輪椅進入國會，讓其他議員知道下場。

綜合美聯社、《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報導，舊金山地區檢察官詹金斯
（Brooke Jenkins）10月31日宣布，對德帕佩
提出包括殺人未遂、入侵住宅竊盜、及虐待老
人（elder abuse）等州層級的指控，不過德帕
佩昨（1）日首度出庭時全部不認罪，舊金山高
等法院（San Francisco Superior Court）下令
他受審時不得保釋。

根據檢察官說法及8頁的聯邦訴狀內容，德
帕佩是出於政治動機前往裴洛西位在加州舊金
山高檔太平洋高地（Pacific Heights）社區的豪
宅行兇。德帕佩是在10月28日凌晨約2時許用
身體撞破裴洛西家的玻璃後門闖入，進入她家
後他直接上樓進到臥室，吵醒穿著睡衣、正在
睡覺的裴洛西夫婿保羅（Paul Pelosi）。

德帕佩進房後劈頭就問： 「你是保羅．裴
洛西？南西在哪裡？南西在哪裡？」 他要求要
和裴洛西說話。

保羅回應裴洛西不在家，而且幾天內不會
回來，德帕佩說他願意等，當時坐在床上的保
羅聽到後回問 「為什麼」 ，德帕佩說： 「因為
她是排名第2順位的總統繼承人。」

後續德帕佩又從口袋中拿出束線帶，準備
把保羅綁起來，德帕佩之後供稱他當時累了，
把保羅綁起來後就能去睡覺。保羅掙扎之餘試
圖朝房子裡的電梯移動以打電話，不過馬上被
保羅擋住去路，接著保羅佯稱要上廁所，他才
得以進廁所用手機打電話報警。

保羅約在凌晨2時23分報警，警方8分鐘
後就趕到現場，並且目睹兩人爭搶鐵鎚，當時
警方詢問發生什麼事，德帕佩回應 「一切都很
好」 ，就在這時德帕佩從保羅手中搶下鐵槌，
並且猛往保羅的頭上捶了一記，保羅隨即昏倒
在地上、失去意識3分鐘，地板上流一灘血。

之後警方立刻制伏德帕佩，並且在他的包
包裡發現了另一把鐵鎚、膠帶、繩索、2副手套
及1本日記。

德帕佩後續接受調查時稱，他原本希望和
裴洛西談話，他將裴洛西視為 「謊話連篇的民
主黨領袖」 ，如果裴洛西告訴他 「實話」 ，他
就會放她走，如果她繼續 「說謊」 ，他就會打
斷她的膝蓋骨， 「因為打斷南西的膝蓋骨，她
就必須坐著輪椅進入國會，就會讓其他國會議
員知道，行動會有後果。」

除此之外，德帕佩還計畫利用裴洛西 「引
誘」 另一人，甚至還有其他攻擊目標，包括加
州、聯邦政治人物等。

德帕佩也被問到為何保羅報警後還留在原
地、沒有逃跑？德帕佩自稱並非真的想傷害保
羅，稱自己在進行 「自殺任務」 ，而且自己早
被監視器拍下， 「就算要賠上我的性命，我也
不會站在這裡什麼都不做。」

裴洛西老公被搥到滿地血昏厥！兇嫌嗆 「打斷她膝蓋」 揭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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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征程新征程邁邁上上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總書記、

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近日在陝西省延安

市、河南省安陽市考察時強調，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

代化國家，最艱巨最繁重的任務仍然在農村。要全面

學習貫徹黨的二十大精神，堅持農業農村優先發展，

發揚延安精神和紅旗渠精神，鞏固拓展脫貧攻堅成

果，全面推進鄉村振興，為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而不

懈奮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辦公廳主任丁薛祥陪

同考察。

為實現農業農村現代化而不懈奮鬥

考察陝西延安和河南安陽 強調發揚延安精神和紅旗渠精神習
近
平
：全面推進鄉村振興

10月26日至28日，習近平分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陝
西省委書記劉國中和省長趙一德，河南省委書記樓陽

生和省長王凱陪同下，深入陝西延安市和河南安陽市的農村、學
校、紅色教育基地、文物保護單位等進行調研。

同老鄉們親切交流
延安是革命老區，也曾是深度貧困地區。習近平一直掛念陝

北的老鄉們。2015年2月，習近平在延安主持召開陝甘寧革命老區
脫貧致富座談會並發表重要講話，為當地推進脫貧攻堅指明了方
向。黨的二十大閉幕後，習近平第一次外出考察來到延安，看看老
鄉們脫貧後生活怎麼樣，還有什麼困難，鄉村振興怎麼搞。

26日下午，習近平一下火車，就乘車前往延安市安塞區高橋鎮
南溝村。正值金秋，山上蘋果園碩果纍纍，一片豐收景象。習近平
走進果園，向現場採摘的果農了解今年蘋果收成，同老鄉們親切交
流，並採摘了一個紅紅的大蘋果。習近平詳細詢問蘋果種植技術、
採摘方法、品種質量、銷售價格、村民收入以及如何發展蘋果種植
和其他產業等，老鄉們一一回答。習近平十分關心灌溉和用水問
題，老鄉們告訴總書記，他們通過築水壩、搞滴灌和精細化管理，
有效解決了用水和灌溉問題。習近平稱讚說，這就是農業現代化，
你們找到了合適的產業發展方向。

在村蘋果洗選車間，習近平聽取當地蘋果產業發展情況，並
察看分揀裝箱生產線。現場擺放了當地種植的各種蘋果和深加工產
品，習近平饒有興趣地一一端詳，仔細聽取介紹，對當地發展現代
農業和鄉村旅遊、培育壯大集體經濟、帶動老鄉們增收致富的做法
表示肯定。

回憶陝北知青歲月
車間外，老鄉們聚集在一起，高聲向總書記問好。習近平同

老鄉們拉起家常，回憶當年他在陝北的知青歲月。習近平對老鄉們
說，我在陝北生活了7年，當年看到老鄉們生活很艱苦，心裏就想
着怎麼樣讓大家生活好起來。這次來延安，看到一派碩果纍纍的豐
收景象，交通條件大為改善，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過去陝北老
鄉們修梯田、種莊稼，面朝黃土背朝天，掄起老鋤頭幹活，廣種薄
收，十分辛苦，如今山坡上退耕還林種上了蘋果，老鄉們有工作、
有穩定收入，孩子有好的教育，老人都有醫保，生活越來越好。從
陝北的變化就可以看到中國的變化。習近平指出，現在，“兩個一
百年”奮鬥目標的第一個百年目標已經實現，絕對貧困問題解決
了，老鄉們過上了好日子，但還要繼續努力往前走，讓生活越來越
美好。陝北的氣候、光照、緯度、海拔等非常適宜發展蘋果種植，
加上滴灌技術、矮化種植技術、選果生產線等不斷發展，就地賣
出，銷路不愁，大力發展蘋果種植業可謂天時地利人和，這是最好
的、最合適的產業，大有前途。習近平強調，中國共產黨是人民的
黨，是為人民服務的黨，共產黨當家就是要為老百姓辦事，把老百
姓的事情辦好。空談誤國，實幹興邦。要認真學習貫徹黨的二十大
精神，全面推進鄉村振興，把富民政策一項一項落實好，加快推進
農業農村現代化，讓老鄉們生活越來越紅火。老鄉們爆發出雷鳴般
的掌聲。

陳希和中央有關部門負責同志陪同分別參加上述有關活動。

中國共產黨是人民的黨，看到人們的生活好起來了，富裕起來了，有

錢花了，孩子們受到好的教育了，老人們醫療有保障了，我們就高興。

—習近平在延安考察時強調“共產黨當家就是要為老百姓辦事”

勉青年艱苦奮鬥勉青年艱苦奮鬥 摒棄驕嬌二氣摒棄驕嬌二氣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

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
習近平近日在陝西省延安市、河南省安陽市
考察。26日下午，習近平來到延安中學棗
園校區。延安中學是中國共產黨創辦的第一
所中學，是在老一輩革命家、教育家、黨和
國家領導同志親切關懷和精心培育下成長起
來的，具有光榮歷史和優良革命傳統，為革
命老區培養了大批人才。習近平走進學校教
育史館，了解學校總體辦學情況。習近平希
望延安中學堅持用延安精神教書育人，辦好
人民滿意的教育，弘揚革命傳統，培育時代
新人。

叮囑學生餐廳確保質量
在學生餐廳，各式各樣的飯菜色香

味俱全。習近平詳細察看，向廚師們了解
飯菜的價格和口味，叮囑他們確保質量、
注意衞生，讓同學們吃得放心舒心。

教學樓裏，學生們正在上課。習近平走
進高一（2）班教室，同師生親切交流，問
同學們有什麼理想，長大後想做什麼。一位
同學說將來想當李時珍那樣的醫生，另一位
同學說想考大學藥劑專業，還有一位同學說
想學外語、將來當一名外交翻譯。習近平聽
了十分高興，稱讚他們人生目標明確，理想
高尚。他勉勵同學們從小樹立遠大理想，立
志成為社會主義建設者和接班人，確保紅色
基因代代相傳。

28日上午，習近平來到河南安陽林州市

紅旗渠紀念館。上世紀六十年代，當地人民
為解決靠天等雨的惡劣生存環境，在黨和政
府支持下，在太行山腰修建了引漳入林水利
工程，被稱為“人工天河”。習近平走進展
館，依次參觀了“千年旱魔，世代抗爭”、
“紅旗引領，創造奇跡”、“英雄人民，太
行豐碑”、“山河巨變，實現夢想”、“繼
往開來，精神永恒”等展覽內容。

用紅旗渠精神教育人民
習近平指出，紅旗渠就是紀念碑，記

載了林縣人不認命、不服輸、敢於戰天鬥
地的英雄氣概。要用紅旗渠精神教育人民
特別是廣大青少年，社會主義是拚出來、
幹出來、拿命換來的，不僅過去如此，新
時代也是如此。沒有老一輩人拚命地幹，
沒有他們付出的鮮血乃至生命，就沒有今
天的幸福生活，我們要永遠銘記他們。今
天，物質生活大為改善，但愚公移山、艱

苦奮鬥的精神不能變。紅旗渠很有教育意
義，大家都應該來看看。隨後，習近平實
地察看紅旗渠分水閘運行情況，詳細了解
分水閘在調水、灌溉、改善生態環境等方
面的重要作用。

紅旗渠修建過程中，300名青年組成
突擊隊，經過1年5個月的奮戰，將地勢
險要、石質堅硬的岩壁鑿通，這個輸水隧
洞被命名為青年洞。習近平拾級而上，來
到青年洞，沿步道察看紅旗渠。習近平強
調，紅旗渠精神同延安精神是一脈相承
的，是中華民族不可磨滅的歷史記憶，永
遠震撼人心。年輕一代要繼承和發揚吃苦
耐勞、自力更生、艱苦奮鬥的精神，摒棄
驕嬌二氣，像我們的父輩一樣把青春熱血
鐫刻在歷史的豐碑上。實現第二個百年奮
鬥目標也就是一兩代人的事，我們正逢其
時、不可辜負，要作出我們這一代的貢
獻。紅旗渠精神永在！

◆◆1010月月2626日至日至2828日日，，中共中央總書記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
在陝西省延安市在陝西省延安市、、河南省安陽市考察河南省安陽市考察。。這是這是2626日下午日下午，，習近平在延安市安習近平在延安市安
塞區高橋鎮南溝村蘋果園同老鄉們親切交流塞區高橋鎮南溝村蘋果園同老鄉們親切交流。。 新華社新華社

◆ 這是26日
下午，習近平
在延安市延安
中學棗園校區
高一（2）班
教室，同師生
親切交流。

新華社

2022年10月29日（星期六）中 國 新 聞2 ◆責任編輯：周文超

黃坤明任廣東書記 陳吉寧任上海書記
內地多省（市）黨政一把手調整密集進行

新華社28日報道，經中共中央決定，李強不
再兼任上海市委書記、常委、委員職務，

陳吉寧兼任上海市委委員、常委、書記；李希
不再兼任廣東省委書記、常委、委員職務，黃
坤明兼任廣東省委委員、常委、書記。另外，
北京市十五屆人大常委會第四十四次會議決
定，接受陳吉寧辭去北京市市長職務的請求，
殷勇任北京市副市長、代理市長。

陳吉寧曾留學英國帝國理工學院
現年58歲的陳吉寧是一名學者型官員，也

是“海歸派”。他長期致力於環境系統分析方
面的研究，曾留學英國帝國理工學院，回國後
在母校清華大學任教，歷任環境科學與工程系

主任、副校長、常務副校長，2012年1月升任
清華大學校長。2015年初，陳吉寧轉任環保部
部長，兩年多後他調任北京市委副書記、副市
長、代市長，後擔任北京市市長一職，至此次
履新。

黃坤明獲得清華大學管理學博士
新任廣東省委書記黃坤明今年66歲，清華

大學公共管理學院公共管理專業畢業，管理學
博士學位。他曾長期任職閩浙兩省，歷任福建
省龍岩市市長，浙江省湖州市市長、嘉興市委
書記，浙江省委宣傳部部長，杭州市委書記等
職務。2013年，他調任中宣部副部長，後任中
宣部常務副部長。中共十九大後，黃坤明接替

劉奇葆任中宣部部長，如今再獲新職。

殷勇履新北京市代市長
新任北京市代市長殷勇現年53歲，清華大

學自動控制和企業管理雙學士、系統工程博士，
哈佛大學公共管理碩士，長期任職金融系統，曾
任中國投資公司（新加坡）總經理，國家外匯管
理局儲備管理司副司長，中央外匯業務中心主
任，央行行長助理，2016年升任央行副行長。
2018年1月，殷勇調任北京市副市長，今年6月
在北京市委換屆中當選為北京市委副書記。在中
共二十大上，殷勇入選新一屆中央委員會，並成
為最年輕的中央委員。此番履新北京市代市長，
使他有望成為最年輕的省級政府一把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中共二十大閉幕後，

內地多省（市）黨政一把手調整密集進

行。新晉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強卸任上海

市委書記，由北京市市長陳吉寧接棒；

中央宣傳部原部長黃坤明則南下廣東，

接替已升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紀委書

記的李希兼任廣東省委書記。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外
交部發言人汪文斌28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表
示，中國式現代化是中華民族為豐富人類文
明寶庫作出的又一重要貢獻。現代化不應是
只有少數國家才可以享有的特權，而應是各
國都能夠通過不懈奮鬥獲得的平等權利。

有記者提問：日前，CGTN智庫發布
的一項針對全球4,700名30歲以下青年的民
意調查顯示，84.7%的受訪者認可發展道路
要基於自身國情，認為現代化不存在定於一
尊的模式和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標準。全球受
訪青年普遍對中國式現代化表示讚賞。中方
對此有何評論？

中國不走通過戰爭殖民實現現代化的老路
汪文斌表示，中共二十大報告宣告，以

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
中國式現代化極大豐富了現代化理論，拓展
了現代化實踐，既是中國共產黨人理論和實
踐創新的重大突破，也是中華民族為豐富人
類文明寶庫作出的又一重要貢獻。

汪文斌說，中國式現代化將為維護世界
和平穩定提供有力支撐。中國不走一些國家
通過戰爭、殖民、掠奪等方式實現現代化的
老路，而是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堅定站在
歷史正確的一邊，在堅定維護世界和平與發
展中謀求自身發展，又以自身發展更好維護
世界和平與發展。中國的發展是世界和平力
量的增長，無論發展到什麼程度，中國永遠
不稱霸，永遠不搞擴張。

汪文斌指出，中國式現代化將為促進
人類文明進步開闢廣闊空間。中國十四億
多人口整體實現現代化，將為推動世界發
展注入前所未有的強大動力。中國依靠走
符合自身國情的發展道路實現現代化，表
明通向現代化的道路不是只有一條。廣大
發展中國家也完全有可能探索出一條適合
自己的發展道路。現代化不應是只有少數
國家才可以享有的特權，而應是各國都能
夠通過不懈奮鬥獲得的平等權利。

汪文斌強調，中國式現代化將為推動人
類永續發展作出重要貢獻。中國堅持可持續
發展，追求人與自然和諧共生，踐行綠水青
山就是金山銀山理念，堅定不移走生產發
展、生活富裕、生態良好的文明發展道路。
“我們將積極參與應對氣候變化全球治理，
為建設美麗中國、美麗世界作出更大貢
獻。”

“我們將堅持中國共產黨領導，堅定不
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奮力推進中國
式現代化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推動構建人
類命運共同體，創造人類文明新形態。”汪
文斌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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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坤明
新華社

◆陳吉寧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及台灣媒體報
道，大陸贈台大熊貓“團團”疑似罹患惡性腦
瘤，台北動物園日前表示，希望邀請大陸方面
專家赴台協助診治。國務院台辦發言人馬曉光
28日透露，擬選派2名診治和護理專家赴台參與
治療和護理工作，目前正在大陸有關方面協助
下辦理赴台手續。

馬曉光介紹，據了解，大熊貓保護研究中
心9月下旬即成立專家組，與台北動物園保持密
切聯繫，持續關注“團團”的治療情況，並提
供相關技術支持。10月27日下午該中心收到台
北動物園請求協助的邀請函後，擬選派2名診治

和護理專家赴台參與“團團”的治療和護理工
作，目前正在大陸有關方面協助下辦理赴台手
續。希望在兩岸各方的共同關心支持下，“團
團”得到更好的治療照護，渡過難關。

2008年12月23日，雄性大熊貓“團團”和
雌雄大熊貓“圓圓”作為大陸贈台大熊貓，從四
川雅安碧峰基地跨越海峽前往台灣，落戶台北木
柵動物園，在島內迅速掀起“熊貓熱”。2013年
7月，“圓圓”產下第一胎、雌性大熊貓“圓
仔”，2020年6月“圓圓”再接再厲，產下第二
胎，同樣是雌性的“圓寶”。一直以來，大熊貓
一家在島內享有極高人氣。

國台辦：大陸專家正辦赴台手續 盼熊貓“團團”渡過難關

◆台北市動物園大熊貓“團團”第二次MRI檢查
結果出爐，病灶區域明顯擴大，病情發展快速，
腦部惡性腫瘤的幾率大幅提高，然未能進行侵入
性切片檢查，仍無法百分之百確認。 中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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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广告

开放中国

图①：市场采购贸易方式最初为浙江义乌小商
品市场“量身定制”，此后逐步扩围。图为近日，境
外客商在义乌国际商贸城采购饰品配件。

龚献明摄 （人民视觉）

图②：江苏省南通市海门区三星镇是重要的家纺生产基
地，叠石桥市场年成交额超千亿元，家纺床品的外贸供货额约
占全国的1/10。图为当地家纺企业工人在绣花车间忙碌。

许丛军摄 （人民视觉）

图③：河北省张家口市涿鹿县谢家堡乡与河北白沟箱包
市场进行“订单式”合作，建设箱包加工微工厂。图为谢家堡
乡宋家庄村村民在箱包加工微工厂检查箱包质量。

陈晓东摄 （人民视觉）

图④：福建省泉州市石狮服装商城入围试点名单后，
对当地外贸发展产生重要带动作用。今年 1-7 月，泉州市
市场采购贸易规模达 316.8 亿元，同比增长 12%。图为日
前，一艘外贸集装箱货轮从位于泉州石狮市的泉州港石湖
码头驶出。 新华社记者 魏培全摄

图⑤：发制品是河南许昌外贸支柱产品，全球每 10顶假发中有 6
顶来自许昌。图为在河南郑州举行的第六届全球跨境电子商务大会
上，许昌一家发制品公司的中外主播在休息时交流。

张 涛摄 （人民视觉）

图⑥：江西景德镇陶瓷交易市场入围试点名单，
为当地陶瓷产品出口注入新动能。图为江西景德镇陶
瓷艺人使用传统技艺创作的丝绸花纹杯。

新华社记者 翁忻旸摄

第一第一批批（（20132013）：）：浙江义浙江义乌乌

小商品小商品

第二批第二批（（20152015）：）：江苏海门叠石桥国际家纺城江苏海门叠石桥国际家纺城

家纺家纺

第三批第三批（（20162016）：）：河北省白沟箱包市场河北省白沟箱包市场

箱箱包包

第四批第四批（（20182018）：）：福福建省泉州市石狮服装商城建省泉州市石狮服装商城

服服装装

第五批第五批（（20202020）：）：河南中国河南中国（（许昌许昌））国际发制品交易市场国际发制品交易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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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批第六批（（20222022）：）：江西江西景德镇陶瓷交易市场景德镇陶瓷交易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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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试点再次扩围——

“1039模式”，让中小微出海变简单
本报记者 汪文正

组柜拼箱“出海”，试点达39家

10月17日，在浙江宁波舟山港穿山港区，一批来自义乌小商品市
场的衣服鞋帽即将装船前往希腊。这批包含20余个品类的货物在宁
波海关所属大榭海关办结转关手续后，将通过市场采购贸易方式组柜
拼箱“出海”。

“今年我们已通过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出口货物超900个标箱，宁波
海关的通关服务缩短了货物在港等待时间，使物流成本降低10%以
上。”浙江金华义乌市宜旦商品采购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恒德说。

什么是市场采购贸易方式？据介绍，作为一种新型贸易方式，它不
同于现有的一般贸易、加工贸易、转口贸易和边境贸易等传统贸易方
式，适合多品种、多批次、小批量的外贸交易。此贸易方式下，符合条件
的经营者在经国家主管部门认定的市场集聚区内进行采购，单票报关
单商品货值在15万（含15万）美元以下，并在采购地办理出口商品通关
手续。

市场采购贸易需要条件成熟的市场集聚区作为试点区域。大规模
坐商式市场，即通常所称的“专业市场”，以现货批发为主、在特定场所
集中交易某一类商品或若干类具有较强互补性、替代性商品，成为试点
的重要平台。

浙江义乌是国内最有代表性的专业市场之一，也是试点发源地。
此前，商务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7部门分5批确定的31家试点
单位，包括浙江海宁皮革城、江苏常熟服装城、河北白沟箱包市场等知
名度较高的专业市场。此次试点扩围，新增天津王兰庄国际商贸城、江
西景德镇陶瓷交易市场、重庆大足龙水五金市场、吉林珲春东北亚国际
商品城等8家试点单位，使试点单位总数达39家。

试点以来，中国市场采购贸易业务实现了快速发展。商务部对外
贸易司司长李兴乾介绍，2021年，中国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出口规模达
9304亿元人民币；今年1-8月，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出口规模达5813亿
元人民币。截至目前，参与试点的市场商户、采购商、外贸公司等主体
备案数量超26万家。

试点也为专业市场发展带来新动能。试点“领头羊”浙江义乌
2021年进出口总值达3903.1亿元、同比增长24.7%，其中市场采购贸易
方式出口规模就达到2901.6亿元、同比增长30.1%。在最新入围的天
津王兰庄国际商贸城，参与试点给商贸城商户、采购商等送上定心丸。
天津市西青区海关、商务等部门表示，未来商贸城有望成为面向京津冀
地区的外贸服务平台，并带动市场商户进一步融入国际产业链、供应
链、价值链。

浙江师范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谢守红介绍，专业市场已成为
中国商品流通业中成长最快、比重最大的一种形态，“2020年，全国商品
交易规模在1亿元以上的专业市场就有3891个。”谢守红认为，市场采
购贸易方式的建立，开启了中国专业市场国际化发展的新阶段。

免增值税、通关便利、收汇灵活

市场采购贸易方式是如何帮助中小微外贸主体降本增效的？
在辽宁海城西柳服装城，许多商户通过组柜拼箱将服装出口海外，

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受到商户青睐。“以前没资质干不了外贸，自己生产
的衣服只能贴上人家的商标才能出口，大部分利润都被别人分走了。”
商户张萍萍介绍，受益于政策支持，个体商户经过市场采购贸易相关备
案后就能从事外贸业务。在云南昆明，试点市场俊发·新螺蛳湾国际商
贸城 2021年实现市场采购贸易出口 50亿元人民币、申报出口 7206
单。昆明市官渡区有关负责人介绍，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能够为外贸主
体提供主体准入、出口通关、免税模式、外汇管理等一系列配套政策，

“准入门槛更低、通关出口更快、税收政策更优、外汇管理更活”，使出口
产品在“家门口”实现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确保产品质量源
头可溯、责任可究、风险可控。

业内人士介绍，传统贸易方式下外贸企业通常先缴纳增值税再进
行退税，但很多跨境零售出口企业的货物未取得或难以取得增值税发
票，“1039模式”免增值税、通关便利、收汇灵活等特点，正适合“单小、货
杂、品种多”的无票出口贸易：

——免增值税。市场采购贸易方式下的税收征管更简单，对用该
贸易方式出口的货物免征增值税，也不办理出口退税。在俊发·新螺蛳
湾国际商贸城从事文具贸易的商户杨志强介绍，以往通过外包公司进
行交易，小商品按每平方米800元的交易费用计价，每次近万元，“采取
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后，免征免退节约了交易成本，税收减免等政策使我
切实享受到试点带来的实惠。”

——通关便利。市场采购贸易方式设有单独的监管代码“1039”，
此项下申报出口实行简化申报；出口商品若每票报关单商品在10种以
上即可享受海关24小时全程电子通关、简化申报、智能卡口验放；实行
报关单简化归类办法，只需对货值最大的前5种商品按货值从高到低
在出口报关单上逐项申报。

——收汇灵活。从事市场采购贸易方式的境内和境外个人，在符合
条件的情况下可通过个人外汇账户来办理外汇结算。允许多主体收汇；
允许采用人民币结算；允许出口外贸公司、市场供货商、境外采购商、采购
中介等贸易主体开立外币结算账户，并根据贸易背景进行收汇结汇。

此外，以市场采购贸易方式出口的商品直接在采购地办理出口通
关手续，无需将商品运至口岸海关再办理，降低了物流成本和不确定
性。专业市场也为中小微外贸主体搭建了商贸流通、供需对接的共享
平台，帮助“不敢、不懂、不会”开展外贸业务的中小微外贸主体打开了
国际化大门。

完善推广市场采购贸易方式

“1039模式”试点扩围后，相关商户将很快享受到便利。
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有关部门已在试点中配套了简化申报、增

值税免征不退等支持政策，并构建“一划定、三备案、一联网”的监管体
系，即划定试点区域（市场集聚区）；对采购商备案、供应商备案、对外贸
易经营者实施备案；通过市场采购贸易联网信息平台为各经营主体提
供注册、备案、报关、免税、收结汇等各类电子政务“一站式”服务。

配套支持政策也在加速落地。海关总署已于近期出台一系列便利
化措施，包括扩大预包装食品出口试点范围、优化小额小批量出口自动
审单适用条件等内容。各试点地区先后明确，将建立涵盖各方经营主
体和贸易全流程的市场综合管理系统，完善市场采购贸易出口货物监
管所需的软硬件建设；同时，建立市场采购商品认定体系，加强市场采
购贸易信用评价体系、商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国际贸易风险预警防控
体系建设。

在业内人士看来，市场采购贸易方式为专业市场上多品种、多批
次、小批量的外贸交易“量身定做”，其通关快、便利化、免征增值税等特
点对促进商品出口成效显著，未来应得到推广。

如何进一步完善市场采购贸易方式？李兴乾介绍，商务部等部门
将完善试点单位的动态调整机制，实现优胜劣汰，更好发挥示范引领作
用。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家对外开放研究院教授蓝庆新分析，目前中
国市场采购贸易规模和覆盖范围仍相对较小，存在市场主体抗风险能
力不足等问题，应通过多种手段激发市场采购贸易发展活力。蓝庆新
认为，下一步应鼓励和推动中西部和东北地区开展试点，在东部沿海产
业集聚度高、产品集散规模大、交通运输条件好、外贸基础强的地区增
设试点。

加深与跨境电商融合发展，正成为市场采购贸易方式的重要升级
方向。在江苏，南京海关立足传统出口贸易基础，通过优化跨境电商
B2B直接出口、出口海外仓监管模式，推动市场采购贸易与外贸综合服
务、跨境电商融合发展。

蓝庆新认为，应引导市场采购经营者利用跨境电商渠道加强国际
营销，推动市场采购贸易实现由传统线下采购逐步向线上下单、履约、
收款、结汇的数字化转型，扩大市场采购贸易规模和海外需求。此外，
各试点单位还应注重区域特色品牌发展，坚持“集群制造、集聚出口”导
向，推动特色产品和优势产品市场采购贸易，建立“本土特色产业+市场
采购”供应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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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法例
健保現在更易負擔
保障家人健康

每5位客戶中就有4位能藉助財務補助
得到每月$10或更低收費的健保計劃。 

請於12月15日前報名投保。 

由美國衛生及公眾服務部資助 

報名投保      1-800-318-2596

新的法例。更低費用。更多人合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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