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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華盛頓7日綜合外電報導）社群媒體推特的新老闆、
億萬富翁馬斯克今天呼籲美國選民，在期中選舉投票給共和黨候選
人，因為他認為總統與國會由不同政黨掌控，才能遏制兩大黨出現
最嚴重的逾越濫權行為。

馬斯克（Elon Musk）在推特（Twitter）向他的1億1400萬追蹤
者發了推文： 「共享權力能遏制兩大黨最嚴重的逾越濫權行為，因
此我建議國會選票投給共和黨，因為總統是民主黨籍。」

他的推文還寫道： 「鐵桿的民主黨人或共和黨人從不投票給另
一方，所以獨立選民才是真正決定由誰掌權的人！」

法新社報導，馬斯克先前表示，他計畫取消前美國總統川普
（Donald Trump）的推特禁令，但時間不會在11月8日期中選舉投
票之前。

川普因為質疑2020年總統大選結果，去年1月號召支持者前往
華府抗議，結果支持者一度攻占國會大廈，並釀成多人死傷，他的
推特帳號因此被停用。

美國期中選舉美國期中選舉 馬斯克呼籲選民票投共和黨馬斯克呼籲選民票投共和黨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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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尋了二十九年之教練生涯，今年七十三歲
的太空人教練貝克終於在週六一戰中再次登上王
座，並洗刷了太空人隊偷暗號醜聞不光彩之過去
一頁。
貝克在六日晚間一役獲勝封王之後，難掩開

心奮興奮之情，這是他二十九年來追尋之夢想。
太空人隊週六晚間靠阿瓦雷茲超前比數之三

分砲以4比1擊敗了費城人隊，以七戰四勝之系
列賽以四勝二敗成績奪下世界大賽冠軍。
此時休斯敦的大街小巷充滿歡呼之聲，特納

市長宣佈今天週一在市中心為太空人之勝利舉行
大遊行。
我們在此也要為太空人封王表示由衷之祝賀

，棒球可稱為美國之國球，無論大小城鎮和市
區，皆遍布棒球塲，對於許多家長而言青少年
之棒球更是體育中最主要之選項之一。
棒球這項全民運動之體育活動，我們看到許

多家庭扶老攜幼穿上球衣之熱情，也為我們社區
帶來許多溫暖和幸福。

太空隊封王大遊行太空隊封王大遊行

Houston AstrosHouston Astros’’ World Series ParadeWorld Series Parade
Pursuing his 29-year coaching career to a new height, Dusty Baker finally climbed on the throne again on Saturday

and washed away a disgraceful past page of the Astros stealing the code scandal.
On Saturday night the Astros defeated the Phillies 4-1 with a three-point run with Alvarez’s leading score to win

the World Series with a convincing performance of four wins and two losses.
At the time when the City of Houston’s streets and alleys are full of cheers, Mayor Turner announced the big

parade today in downtown Houston.
Here we would also like to express our heartfelt congratulations to the Houston Astros, World Champions of

Baseball, the national sport of our nation. Regardless of the city, town or urban area, we always have many baseball
fields for all the parents to spend time watching their kids out playing the national pastime in the field.

Like Coach Baker, it is very difficult for him, as well as for us, to hide the excitement when the dream finally does
come true.

We also saw a lot of flashy Astros jerseys on a lot of fans which also brings a lot of warmth, happiness and
togetherness to our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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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強征勞工賠款要韓財團代賠？
韓輿論界批政府“屈辱外交”

綜合報導 被稱為韓國與日本間“最大懸案”

的二戰強征勞工案又有新進展。日本《朝日新聞》

報道稱，為解決二戰時期日本強征韓國勞工賠償問

題，韓日政府正協商由韓國財團代替敗訴日本企業

繳納賠償金，同時要求涉事日企以“捐款”等形式

向韓國財團提供資金的方案。相關報道引發韓國輿

論強烈批評。

日本《朝日新聞》援引韓國政府官員的話稱，

為解決日本強征勞工賠償問題，韓國政府當初曾討

論過直接為相關日本企業代繳賠款的方案，但由於

擔心遭輿論強烈反對，決定由韓國“日本帝國主義

強制動員受害者支援財團”通過募集捐款的方式，

為日方代繳賠償金。這名韓國政府官員還稱，為使

強征勞工受害者認可這壹解決方案，此前拒絕向受

害者履行賠償的日本企業——日本制鐵和三菱重工

也需要向該財團“捐款”。韓方稱，相關兩家日本

企業私下已經對以“捐款”的名義支付賠款的方案

進行了解。據《韓國先驅報》介紹，“日本帝國主

義強制動員受害者支援財團”成立於2014年，是韓

國政府和企業為向日本強征勞工受害者及其親屬提

供支援而創立，隸屬於韓國行政安全部。

值得註意的是，對於強征勞工案磋商的進展，

韓日表態存在明顯出入。韓國外交部發言人任洙奭

27日在例行記者會上對強征勞工案的解法表示，相

關事宜迄今尚無任何定論。他還表示，25日舉行的

韓日副外長級會談也並未就特定方案進行協商。不

過據日本朝日電視臺報道，日本外務省事務次官森

健良25日會見韓國外交部第壹次官趙賢東，雙方

壹致認為，必須避免出售在韓國的日本企業資產進

行變現，因此，雙方開始調整，由韓國財團代為支

付日本企業的賠償金。另據日本共同社報道，韓方

征詢了日企道歉及向韓財團提供資金的意願，日方

予以拒絕。

日媒相關報道引發韓國輿論猛烈批評。《韓民

族新聞》報道稱，隨著韓國大法院對強征勞工索賠

案作出原告勝訴判決即將迎來4周年，韓國各界市

民團體表示，政府急於解決強征勞工索賠問題，不

惜進行“屈辱外交”，敦促政府停止這種行為。韓

國《東亞日報》稱，韓國政府應調整討論被強征勞

工索賠問題和“慰安婦”問題解決方案的節奏，更

加沈著、冷靜地思考如何解決歷史遺留問題。壹名

韓國網民在相關報道下留言：“我們要的不是‘捐

款’是賠款。進行賠償的壹方不應是韓國財團，而

應是日本制鐵和三菱重工這些日企。強征勞工受害

者需要日方的道歉！”

日本TBS新聞網26日稱，為

了達成有關強征勞工問題的解決

方案，日本外務省希望加快磋商

進程，但韓國方面要求日企道歉

，這讓兩國領導人於11月東盟峰

會期間的可能會談受到影響。東

京大學學者山口亮在社交網站評

論稱，相較於其他解決方案，日

本政府可能比較容易接受“韓國

財團代替賠償”方案，但這壹方

案不僅將招致韓國國內以在野黨

為中心的群體的反對，而今後壹

旦自由派上臺，那麼恐怕會像“日韓慰安婦問題協

議”壹樣被推翻。

另據韓聯社報道，韓國政府當天決定，將派遣海

軍艦艇參加定於11月6日在日本神奈川縣相模灣海域

舉行的日本自衛隊閱艦式。據了解，韓政府正在考慮

派遣10000噸級戰鬥支援艦參與此次閱艦式，這將

是韓國海軍7年來首次參加日本閱艦式。韓國“慰

安婦”援助團體“正義記憶連帶”理事長李娜榮批

評稱，在沒有正確處理歷史問題的情況下，政府推

進與日本進行軍事合作是過分的行為。據悉，日本

方面今年1月曾邀請韓國海軍參加此前為慶祝日本

海上自衛隊成立70周年而舉辦的國際艦隊閱艦式

，但由於日本海上自衛隊的旗幟與二戰期間日本軍

旗壹致，因此遭到韓國各界的強烈反對。

日本現禽流感疫情
將撲殺約34萬只雞

綜合報導 日本农林水产省宣布，位于

日本冈山县、北海道的两处养鸡场28日确

认发现高致病性禽流感毒株，约34万只鸡

将被扑杀。这是本次禽流感流行季内日本

首次出现禽流感疫情。

农林水产省在官方网站上表示，出现

疫情的冈山县仓敷市一家养鸡场将扑杀大

约17万只鸡。据日本共同社报道，为防止

疫情蔓延，冈山县已对养鸡场方圆10公里

内8个农场饲养的约112万只鸡限制移动和

外运，并在养鸡场周边4处设置消毒点。

此外，北海道厚真町一家养鸡场也出现疫

情，将扑杀约17万只鸡。

农林水产省表示，政府将向禽流感疫

点所在地派出调查小组。据报道，日本首

相岸田文雄对此次禽流感疫情作出指示，

要求农林水产省等各相关部门紧密合作，

迅速采取彻底的防疫措施。

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报道，日本内

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在当日举行的记者会

上说，将采取一切措施进行必要检疫。他

表示，日本在上一次禽流感流行季内共扑

杀了189万只鸡，本次禽流感流行季内国

内其他地区仍有出现疫情的可能性，要求

地方对疫情保持警惕，对养鸡场贯彻卫生

管理等预防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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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日本央行結束了為期兩天的貨幣政策

會議，決定繼續維持超寬松貨幣政策。

日本央行當日表示，將繼續把短期利率維持在負

0.1%的水平，並通過購買長期國債，使長期利率維持在

零左右。日本央行重申沒有購買日本國債的限制。

此外，日本央行修改購買ETF的相關條款，ETF購買

將把成本納入考慮。從12月1日開始，日本央行將以最

低的信托傭金購買ETF。

據日本廣播協會電視臺報道，日本央行行長黑田東

彥在當日下午舉行的記者會上再次強調，近期日元急速

貶值對日本經濟產生負面影響，劇烈的匯率波動給企業

經營方針造成困難，是不可取的。他表示，政府將繼續

采取適當措施應對匯率過度波動。

日本央行當日還發布了經濟與物價展望報告，把

2022財年日本去除生鮮食品的核心消費價格指數(CPI)預

期漲幅從此前的2.3%上調到了2.9%。日本央行表示，能

源等原材料價格上漲疊加日元大幅貶值是推升核心CPI預

期的主要因素。

報告顯示，日本央行把2022財年的GDP增速預期從

此前的2.4%下調為2%，把2023財年的GDP增速預期從

2%下調至1.9%。

日本總務省當日發布的數據顯示，10月份東京23

區去除生鮮食品的核心消費價格指數(CPI)同比上漲

3.4%，達到103.2。據日本共同社報道，除去消費稅的

影響，漲幅與 1982年 6月持平，創 40年零 4個月來的

最高紀錄。

李著華觀點李著華觀點:: 選賢還是選邊選賢還是選邊? --? --
政治立場會左右美國期中選舉嗎政治立場會左右美國期中選舉嗎??

美國11月8日就要舉行四年一度的期中選舉
(Midterm elections亦稱為中期選舉),除了眾議院
435席全部改選外，參議院35席與36州州長、
州務卿、檢察總長與州代表等也要改選，而事實
上許多州早就已經進行了提前投票與郵寄投票,
不過絕大部分人還是會在選舉日當天才把自神聖
寶貴的一票投出來,所以意義不同, 現在所有參選
人都會在選前最後一刻做最後衝刺, 而兩大政黨
的要角拜登總統與歐巴馬和川普前總統更是全美
走透透, 試圖利用他們的政治影響力左右選舉。

根據過往期中選舉歷史顯示,在白宮掌權的執
政黨往往在期中選舉中落敗,而根據最新出爐的民
調也顯示,民主黨今年將會失去國會的控制權,在
眾議院失去將近廿個席次而讓共和黨以230個席
成為眾議院最大黨,換言之,南西•裴洛西將痛失
眾議院議長的寶座,才在上星期她在舊金山的住宅
被一名暴徒手持鐵錘在凌晨時分私闖,打傷了她的
丈夫,現在她又將面臨另外一個沉重的打擊,真慘!

在參議院方面, 兩黨廝殺激烈,尤其是喬治亞
州、賓州與內華達州兩黨民調互有領先,川普在喬
州所親自欽點的共和黨參選人足球巨星赫學華克
在選前被前女友揭發,他曾支付墮胎費讓她去流產

,顯然違背了他與共和黨反對墮胎的政見,更不堪
的是,他的親兒子公開舉發他生活極不檢點,在外
有4個女朋友與4個私生子,毫無家庭倫理觀念,根
本不配當國會議員，所以他的兒子要喬州選民不
應該投票給他父親, 赫學華克這下子可慘了 ,他正
試圖翻轉選情, 並且冒了最大的風險,答應要與對
手辯論以扭轉大家對於他不懂政治與財經的觀念,
現在卻在倫理與誠信方面出了大問題,不過共和黨
似乎並不很擔心,因為他們知道大多數選民現在已
經不再關注候選人個人誠信與品格，他們只看是
誰提名他, 以他的政治立場來決定人選，所以川
普與共和黨這一次把進攻參議院的最後一球交給
了赫學華克來衝鋒不見得不會完成達陣任務的!

美國中期選舉投票率約為35% ,由於今年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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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相
互產生了相當高的仇恨值,在同仇敵愾心情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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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一步加大
了投票站出現遭受騷擾和恐嚇的可能性，意識形
態的對立將使期中選舉產生更多不可預知的未來!

英國倫敦爆發數千人抗議活動英國倫敦爆發數千人抗議活動：：生活成本過高生活成本過高，，要求立即大選要求立即大選

(綜合報道）近日，英國民眾又上街遊行，高呼要立刻重新
舉辦大選，選出新首相。但這距離蘇納克上台才不到兩週的時間
。遊行者們高呼蘇納克太富有了，不能代表工人，蘇納克現在正
面臨著非常嚴峻的挑戰。這樣看來，約翰遜當時臨時宣布放棄選

舉，確實是一個不簡單的決定。
英國倫敦大規模遊行民眾要求再次重新大選

日前，英國倫敦的民眾又掀起了大規模的遊行示威活動，再
次呼籲重新進行首相大選，此事距離蘇納克上台的時間還不到2
週的時間。

英國眾多團體共同支持了此次名為“英國崩潰”的抗議活動
，成千上萬的人冒雨聚集在倫敦市中心的特拉法加廣場，抗議英
國經濟崩潰。

抗議者高舉“立刻重新大選”的標識，要求保守黨出局，還
要求政府傾聽抗議者的要求，提高工資以及擴大工人的權利。現
任全國人民議會秘書表示，保守黨政府現在完全不負責任，人民
必須團結起來，從根本上改變國家的運行方式。

抗議者們認為，蘇納克太過富有，根本代表不了英國的普通
工人。按照規定來說，下次英國大選應該到明年年底才能再次舉
行，但是英國最新的在線簽名請願活動，已經有超過46.5萬人希
望提前進行首相大選，讓蘇納克下台。
蘇納克推遲頒布經濟計劃民眾“揭不開鍋”

自從蘇納克上台接手特拉斯的爛攤子以來，他就面臨著拯救

處於崩潰狀態的英國經濟的任務。
蘇納克上任後，英國的金融界和商業市場都在等待著蘇納克

出台自己的經濟政策，等待著得到“拯救”。原本這個計劃應該
在10月31日公佈，但是蘇納克遲遲沒有宣布，反而宣布計劃推
遲到11月17日再公佈。而這些計劃對英國來說，是緊急又重要
的。

英國央行更是宣布，英國將進入其歷史上最長的衰退期，英
國也面臨著30年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央行受影響也加息0.75%
。有貸款的英國人可能面臨更難以接受的結果，大約400萬人將
面臨每月還款數額大漲的局面。

英國的國家預算也面臨嚴重的赤字，即高達500億英鎊的
“稅收漏洞”。不過這是在新冠疫情期間，英國採取的免稅政策
造成的財政漏洞。而蘇納克為了彌補這個漏洞，方法則是大幅增
加稅收，同步減少公共支出。

英國民眾本來就面臨嚴重的通貨膨脹、貨幣大幅貶值、生活
成本暴漲的局面，現在再增加稅收，增加貸款的還款壓力，英國
民眾“揭不開鍋”自然要“揭竿而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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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亞-歐盟領導人
首次會晤在哈薩克斯坦舉行
綜合報導 中亞-歐盟領導人首次會晤在哈薩克斯坦阿斯塔納舉行，各方就發

展政治對話、擴大區域合作、加強經貿聯系、拓展人文交流等議題進行了討論。

據哈薩克斯坦總統府網站消息，哈總統托卡耶夫表示，中亞地處亞歐大陸的

交界處，發展廣泛的區域間合作是中亞國家與歐盟開展全面對話的基礎。他表示

，本次會晤將進壹步擴大雙方在政治、經濟和人道主義領域的建設性互動。

托卡耶夫指出，歐盟是哈主要政治、經貿和投資合作夥伴。過去10

年，歐盟對中亞國家的投資超過1200億美元。據相關數據統計，今年前

8個月，哈薩克斯坦與歐盟國家的貿易額近300億美元，較去年同比增長

超40%。目前，近3000家歐盟資本企業在哈運營。

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稱，作為連接亞歐大陸的重要樞紐，中亞與歐盟

的聯系日趨緊密。本次會晤不僅是壹次政治對話，更是中亞與歐盟加強合作

的象征。米歇爾指出，雙方將在信任和相互理解的基礎上發展合作。

吉爾吉斯斯坦總統紮帕羅夫關註中亞過境運輸潛力。他表示，作為

內陸國家的吉爾吉斯斯坦受地理區位限制，鐵路運輸成為開展國際運輸

的首選。中吉烏鐵路通道不僅連接起中亞多國，還可延展至西亞、中東

及歐洲，過境運輸走廊可為吉爾吉斯斯坦與歐盟國家提供多元化的出口

市場，促進雙方建立經貿合作關系，挖掘貿易潛力，擴大貿易規模。

塔吉克斯坦總統拉赫蒙亦指出，將全力支持中亞國家與歐洲開展區

域間合作。他指出，氣候變化導致的洪水、幹旱等極端天氣將對各國的

經濟和社會產生負面影響，拉赫蒙呼籲各方為此給出合理建議。

烏茲別克斯坦總統米爾濟約耶夫認為，確保地區安全穩定是中亞國家與歐盟

國家合作重點領域。他建議雙方加強執法交流合作，共同應對安全威脅挑戰。

法國10月罕見高溫天氣持續
多個地方氣溫達30攝氏度

綜合報導 法國10月罕見高溫天氣仍然持續。當地時間27日，多個

地方的氣溫達30攝氏度。

根據法國氣象部門的報告，27日法國西南部朗德省城市蒙德馬桑的

最高氣溫達31攝氏度，法國西部海濱城市比亞裏茨和吉倫特省重要城市

波爾多的最高氣溫均有30攝氏度。

法國氣候學家表示，隨著全球變暖，夏季時間會延長。而異常氣溫

並不僅限於10月，自2022年初以來，法國大部分時間的氣溫都比同期季

節的氣溫偏高，目前只有1月和4月的氣溫是基本正常的。

法國氣象局的天氣預報員弗雷德裏克· 內森認為，天氣變暖的程度

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他說，現在每年都有幾十次高溫紀錄，幾乎沒

有低溫紀錄，這是氣候變化的典型跡象。

據媒體報道，法國多個地方的海灘度假村都延長了營業時限，因為炎

熱的天氣讓遊客不斷前來。尼斯海灘運營商協會負責人表示，這是“壹個

沒有結束的夏季”，只要天氣狀況允許，海灘度假村就會壹直營業。

另外，西班牙也經歷了高溫天氣，壹些地方的氣溫也超過30攝氏度。西

班牙氣象局預測，這可能是該國有氣象記錄以來最熱的10月，本月的絕大部分

時間都比往年同期偏高。當天在西班牙南部，有部分城鎮的最高氣溫超過34攝

氏度。在北方傳統上涼爽多雨的巴斯克鄉村，氣溫也處於30攝氏度左右。

英國新內閣名單公布
新首相刻意冷落了這位女對手

英國新首相蘇納克公布了自己的新內閣

名單：財政大臣亨特、外交大臣克萊弗利和

國防部長華萊士均獲留任，辭職不到壹周的

內政大臣布雷弗曼重新擔任內政大臣，前副

首相拉布重任副首相兼司法大臣。

這是壹份看上去波瀾不驚、重要職

位與特拉斯內閣相比重要職位變化不大

的名單，新首相似乎不計舊嫌。但細看

下來，卻是另有含義，也頗多講究。

彌合保守黨裂痕是首要考量

從7月份約翰遜被逼宮下臺到10月

25日蘇納克接任首相，在不到4個月時

間裏，英國就換了三任保守黨黨首和三

任首相。此外還有多名重量級政客試圖

沖擊黨首和首相大位。其結果就是在保

守黨內部造成了嚴重分裂。

蘇納克在舉行的保守黨黨首選舉中

自動獲勝後曾表示：保守黨要麼團結，

要麼滅亡。因此，彌合保守黨的分裂傾

向成了蘇納克組閣的首要考量。

例如，外交大臣克萊弗利和國防大

臣華萊士，此前均表示支持約翰遜遜復

出與蘇納克競爭，但仍得以留任。

與此同時，蘇納克也考慮到了照顧特

拉斯支持者的情緒。特拉斯內閣的副首相

、衛生大臣科菲是特拉斯的堅定盟友，蘇

納克在組閣時專門點名將邀請科菲入閣，

不過她已無法續任衛生大臣，該職位給了

約翰遜的親信、前幕僚長巴克利。

可以發現，雖然蘇納克組閣考慮到

了在各派間尋求平衡，但顯然約翰遜支

持者占據了多數重要職位。這從側面反

映出約翰遜仍有相當大的政治能量，而

特拉斯的政治能量基本已耗散。

下議院領袖莫當特被刻意冷落
蘇納克組閣當然也考慮到了給“自

己人”的獎賞。最大有獲益者就是拉布。

拉布是蘇納克的支持者，此次擔任了副首

相兼司法大臣。這原本就是他在約翰遜內

閣擔任的職務。拉布也是約翰遜內閣中最

早挑戰約翰遜的重要人物之壹。

獲任商務大臣的沙普斯也是蘇納克

最早的主要支持者之壹。在7月份約翰

遜辭職後蘇納克與特拉斯競選保守黨黨

首時，沙普斯就力挺蘇納克。

與蘇納克的支持者獲得重用相比，

10月24日前還是蘇納克主要競爭對手之

壹的下議院領袖莫當特就略顯失意。

莫當特是在當地時間10月24日14點公

布保守黨黨首人選的最後壹刻，才因沒有爭

取夠100名保守黨議員的支持，無奈退出了

競選，但已獲得了超出她預期的支持率。

據悉，莫當特希望挾剛剛上升的人

氣，爭取當外交大臣——這是壹個比下

議院領袖更高的職位。但蘇納克讓莫當

特繼續留在了下議院，被刻意冷落。顯

然，蘇納克不想給自己培養出壹個在未

來更強勁的黨內對手。

新內閣保守黨精英特征依舊濃郁
雖然蘇納克組建的新內閣註重了平

衡和求穩，但今後仍可能會調整。

比如國防大臣華萊士，壹直希望繼

續增加英國軍費占GDP之比，盡管目前

英國軍費占GDP之比已經達到了2.2%。

但蘇納克已多次表示，應對英國經濟當

前面臨的危機是最優先事項。如果雙方

不能取得共識，作為約翰遜支持者的華

萊士就有可能離任。

財政大臣亨特與蘇納克的經濟理念

相近，對特拉斯內閣時的減稅政策幾乎

全盤否定。但是10月26日，蘇納克宣布

原定10月31日要公布的新版本經濟計劃

，推後到11月17日公布。這或許表明蘇

納克與亨特之間，也需要時間磨合。

總的來看，雖然蘇納克本人、內政大臣

布雷弗曼、新任保守黨黨鞭兼無任所大臣

（不主管某壹個部的事務而專管其他大臣所

不管轄的特殊重要事務的國務大臣）哈紮維

等人都有移民背景，但蘇納克新內閣依舊是

壹個保守黨精英特征濃郁的內閣。

過去數年裏，保守黨們解決英國脫歐

、移民和難民、防疫、經濟和國際事務的

問題的能力，已經被檢驗過壹波。今天英

國面臨的挑戰更加嚴峻，他們能找到解決

方案嗎？或許只有時間能回答這個問題。

歐盟達成歷史性協議
將從2035年起禁止生產新的燃油車

綜合報導 歐盟主要機構達成了壹項

協議，將從2035年起禁止生產新的燃油車

。此舉旨在加快電氣化轉型，並應對氣候

變化。

歐盟委員會、歐洲議會以及歐盟成員

國的談判代表壹致同意，汽車制造商必須

在2035年之前實現凈零排放。這意味著從

2035年起，新的燃油車將無法在歐盟境內

銷售。

歐洲議會的主要談判代表Jan Huitema

表示：“這是歐洲重大過渡的開始。”

歐盟氣候變化事務負責人Frans Tim-

mermans發表聲明稱：“隨著越來越多且

價格實惠的電動車進入市場，歐洲汽車制

造商證明，他們已經準備好迎頭趕上。過

去幾年這種變化發生的速度是驚人的。”

作為全球最大的貿易集團，歐盟在制

定全球標準方面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

這意味著這項歷史性協議將具有全球性影

響。

去年7月，歐盟發布了名為“Fit for

55”的壹攬子減排

方案，其中包括擴

大歐盟碳市場、停

止銷售燃油車、征

收航空燃油稅、擴

大可再生能源占比

、設立碳邊境稅等

等12項新法案。

作為全球第三

大碳排放“大戶”

，歐盟的目標是：

到2030年，歐盟境內的溫室氣體凈排放量

將比1990年的水平減少55%。

汽車行業在歐洲經濟中扮演著至關重

要的角色，約占歐盟GDP的7%，為該地

區提供了1460萬個就業崗位，但交通運輸

行業也是歐盟唯壹壹個碳排放量不斷上升

的行業。數據顯示，歐洲1/4的溫室氣體

排放來自交通運輸。

歐盟禁售燃油車的計劃也遭到了壹些

保守團體的批評，他們認為，該計劃將造

成所謂的“哈瓦那效應”，人們會爭相購

買二手燃油車，而不是電動汽車。

中間偏右的歐洲人民黨議員、談判

代表 Jens Gieseke表示：“有了今天的協

議，哈瓦那效應正變得更加現實。2035

年以後，我們的街道可能到處都是老爺

車，因為新車已經買不到或者買不起了

。今天的協議關閉了新技術發展的大門

，把所有雞蛋放在壹個籃子裏，這是壹

個錯誤。”

名畫《戴珍珠耳環的少女》在荷蘭遭襲 3人被捕
綜合報導 荷蘭海牙的博物

館內有環保人士試圖破壞維米爾

的名畫《戴珍珠耳環的少女》

。警方表示有3人已被捕。

視頻顯示，壹名男子站在

《戴珍珠耳環的女孩》畫作前

，用力將頭擠向畫作內。另壹

人手持壹罐不明紅色液體，並

將它倒在同伴的頭頂。

博物館表示，經檢查，

玻璃後面的畫作沒有受到損

害。

荷蘭警方在壹份聲

明中表示，他們已經逮

捕了3名 40多歲的比利

時男子，其罪名是破壞

公共財產，他們正在接

受問詢。

環 保 組 織 “Just

Stop Oil( 停 止 石 油 運

動)”發表聲明稱，該

組織的活動人士對此

負 責 。 該 組 織還稱，

“信息很明確：如果人

類不立即停止使用化石

燃料，就會滅絕”，“他們絕

不會玷汙壹件沒有玻璃保護的

藝術品。”

荷蘭文化部副部長烏斯盧

表示，“每個人都有表達觀點

的權利。但是請不要打擾我們

的共同遺產。攻擊毫無防備的

藝術作品不是正確的方式。”

此前，“Just Stop Oil”組

織的2名成員還向英國國家美

術館內的梵高畫作《向日葵》

潑灑番茄湯，被指控犯有刑事

損害罪。在德國巴貝裏尼博物

館，莫奈名畫《幹草堆》也被

環保組織“最後壹代”(Letzte

Generation)成員抹上土豆泥，所

幸畫作外均有玻璃保護。

AA44綜合國際
星期二       2022年11月8日       Tuesday, November 8,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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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90

Av
e. 

E

 

10:00am 英語崇拜/國語崇拜/粵語主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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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曉市頓華人浸信會 
CHINESE BAPTIST CHURCH 

900 Brogden Road, Houston TX 77024 
Tel:713-461-0963 Web: www.cbchouston.org 

蔡啟遠代理主任牧師、楊建牧師、 
王浩詒牧師、徐英牧師、  
李鄭嘉惠兒童事工主任  

英語及普通話崇拜、粵語主日學、兒童事工
粵語崇拜、英文及普通話主日學、兒童事工
粵語長青長輩團契
AWANA 兒童聚會
英語青少年團契
SAT 英文及數學培訓課程
粵語、普通話週五團契及其他聚會

禮拜日

禮拜三

禮拜五

9：30am
11：00am
10：30am
7：30pm
7：45pm
7：45pm
7：45pm

281-495-1511 網址：www.swcbc.org 郵箱：info@swcbc.org

西南華人浸信會
Southwest Chinese Baptist Church
12525 Sugar Ridge Blvd. Stafford, Texas 77477

關榮根
主任牧師

各團契小組聚會時間及教會活動詳情，請瀏覽本會網頁



（綜合報導）億萬富翁馬斯克收購推特後，即宣布進行
50%的“暴力裁員”，而另一大社交媒體巨頭臉書，其員工的
日子似乎也不好過。

據《華爾街日報》當地時間11月6日援引知情人士報導，

臉書母公司Meta計劃在本週開始大
規模裁員，受影響的員工將達數千
人，裁員計劃最早將於11月9日公
佈。
報導稱，根據Meta的數據，截至9
月底，公司員工總人數超過 87000
人。此次計劃中的裁員將是公司18
年曆史上的首次大規模裁員，雖然
裁員比例低於推特，但預計Meta公
司中的失業員工數量將是今年科技
行業裁員潮中最多的。
據報導，Meta方面拒絕就《華爾街
日報》的裁員報導發表置評。該公
司一名發言人指出，Meta首席執行
官扎克伯格近期曾表態，公司“將
把投資重點放在少數高優先增長領
域”。
10 月 26 日，扎克伯格在 Meta 第三
季度財報電話會議上表示：“因此
，這意味著一些團隊將明顯增長，

但其他大多數團隊在明年將保持平穩或萎縮。”他稱：“總體
而言，我們預計在2023年結束時，我們的規模將與現在大致相
同，甚至比現在的規模略小。”

《華爾街日報》9月曾報導稱，Meta計劃在未來幾個月削

減至少10%的開支，部分手段則是通過裁員來實現。今年6月
，臉書削減了至少30%的工程師招聘計劃，扎克伯格警告員工
要為經濟衰退做好準備。他說：“實際上，公司裡可能有一群
人不應該在這裡。”

路透社則指出，Meta在10月曾作出預測，明年公司效益
將表現疲軟，成本將大幅增加，股票市值也會大幅蒸發，今年
就已損失了逾5000億美元。

報導稱，Meta當前正在應對全球經濟增長的放緩，同時來
自TikTok的競爭、蘋果公司的隱私條款變化，以及無處不在
的監管壓力等因素，也讓公司前景變得令人失望。

由於利率上升、通貨膨脹加劇和歐洲能源危機導致全球經
濟增長放緩，近幾個月以來，包括微軟、推特和Snap在內的多
家科技公司紛紛開始裁員和縮減招聘規模。

美國科技媒體The Verge報導稱，馬斯克於10月27日剛剛
收購併接管推特公司，就已開始迅速採取行動。他計劃針對最
近沒有為代碼庫做出貢獻的中層管理人員及工程師進行大規模
裁員。報導稱，預計裁員計劃將從本週開始，推特的經理們已
經擬出了將被裁員的員工名單。 《華盛頓郵報》10月29日援
引消息人士稱，裁員人數可能接近50%。

當地時間11月4日上午，馬斯克發推文稱，推特“收入大
幅下降”，他將其歸咎於“激進組織向廣告商施壓”，隨後他
在推特上談到了裁員，稱“不幸的是，當公司每天虧損超過
400萬美元時，我們別無選擇。”

（綜合報導）美國兩黨在中期選舉投票日前擺出了“最後
衝刺”的架勢。

民主黨警告稱共和黨威脅美國民主制度，共和黨則指責民
主黨在通脹和犯罪問題上軟弱無能。美國總統拜登和前總統特
朗普再次成為兩邊陣營各自的主角，兩人都在進行最後幾站的
巡迴演講。最新民調依然對拜登不利，特朗普陣營則希望在共
和黨贏下中期選舉後乘勢開啟下一屆總統競選。

當地時間11月8日，中期選舉將改選眾議院全部435個席
位、參議院100個席位中的35個席位，以及多個州長等重要職
位。從副總統到第一夫人，甚至兩位民主黨籍的前總統奧巴馬
和克林頓，都在美國各州之間奔波，替當地的民主黨候選人拉
票。此番重量級人物“傾巢出動”的景象，足以顯現民主黨對
於這場中期選舉的擔憂和焦慮。
再現拜登和特朗普對決

“（彷彿）有兩位現任總統。”美國馬里斯特學院民意研
究所（Marist College Institute for Public Opinion）主任李•米林
戈夫（Lee Miringoff）對美國政治新聞網（Politico）表示。

美國兩黨在中期選舉前的競選活動圍繞兩黨各自箭頭人物
拜登和特朗普展開。米林戈夫說：“這（中期選舉）是一場對
於拜登和特朗普的公投。”拜登的“最後衝刺”打法保守，主
要集中在“藍州”（選民更傾向支持民主黨的州），以鞏固這
些州的選民對民主黨的支持。另一邊，特朗普所到之處都有大
批追隨者現身。

當地時間11月6日，距離美國中期選舉投票日還有兩天。
拜登和特朗普分別現身紐約州和佛羅里達州發表演講。

紐約州是民主黨傳統的票倉。 2020年大選中，拜登在紐
約州的得票率約為80%。 《紐約時報》稱，中期選舉前的最後
時刻，拜登選擇在紐約州舉行競選活動，表明了民主黨是受到
了多麼大的挑戰。

另一邊，特朗普在佛州第一大城市邁阿密舉行集會。共和
黨樂觀地預計，該黨將20年來第一次贏得邁阿密選民的支持。

創紀錄的通貨膨脹、層出不窮的暴力犯罪活動以及對美國
民主制度的擔憂，讓這場中期選舉顯得尤為緊張。

《華盛頓郵報》寫道，勢頭在共和黨一邊，共和黨有信心
贏得眾議院的控制權，甚至可能贏下參議院。民主黨已經為失

去一部分“藍州”做好了準備。
拜登在紐約州薩拉勞倫斯學院（Sarah Law-

rence College）發表講話稱，此次中期選舉意義重
大，是決定美國未來20年的“轉折點”，選民需要
在兩種本質不同的美國願景中做出選擇。拜登指責
許多共和黨候選人正在威脅民主制度。

特朗普在邁阿密發表了一個多小時的演講，他
從暴力犯罪講到了骯髒的機場，從各個角度嚴厲批
評了拜登政府。他還表示，可能很快會宣布參加
2024年的總統競選，“我可能還得再來一次。”

另有消息稱，拜登已經和多名高級顧問會面，
為可能與特朗普再次對決做準備。
民主黨“搬出”兩位前總統

最新的民調結果表明，拜登依然不受歡迎。
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11月6日發布的中

期選舉最後一次全國民調顯示：只有44%的受訪選
民認可拜登的工作表現，53%的受訪選民表示不認
可；超過70%的受訪者認為美國正朝著錯誤的方向
前進；81%受訪者表示對美國經濟“非常不滿意”或“不太滿
意”。

不過，NBC的民調顯示兩黨的支持率勢均力敵。在“更希
望看到共和黨控制的國會還是民主黨黨控制的國會”選項中，
47%的受訪選民傾向於共和黨，48%的受訪者傾向於民主黨。
這一結果與 10 月的民調正好相反，10 月 NBC 的民調顯示，
48%的受訪選民傾向於共和黨，47%的受訪者傾向於民主黨。

《紐約時報》稱，過去數月，多個關鍵位置的民主黨候選
人的支持率比拜登的支持率高，但在共和黨的攻勢下，民主黨
保住支持率變得更加困難。

在現任總統糟糕的支持率拖累民主黨之時，民主黨“搬來
”前總統當“救兵”。

當地時間11月5日，美國前總統奧巴馬和拜登一起出現在
賓夕法尼亞州天普大學的民主黨競選集會上。 《大西洋月刊》
寫道，拜登發表了開場白，但奧巴馬才是整場活動的主角。

“我們現在看到的政治是‘你死我活’的，但我們不必如
此，我們應該可以做得更好。”奧巴馬向台下的觀眾保證，一

切都會好起來的。 《大西洋月刊》稱，這讓人們想起過去的政
治是什麼樣子，也讓人們希望可以重新回到那樣。

賓夕法尼亞州是奧巴馬“搖擺州之旅”的最後一站，約一
周內，奧巴馬先後去了亞利桑那州和威斯康星州等地發表助選
演講。

另一位民主黨籍的前總統克林頓也沒閒著。 11月5日，克
林頓出現在紐約市布魯克林區，為紐約州州長凱西•霍楚爾的
競選造勢。克林頓讚揚了霍楚爾執政的成績，並回擊了共和黨
候選人對霍楚爾的攻擊。

克林頓試圖把共和黨人描繪成極端分子，他稱共和黨的紐
約州州長候選人李•澤爾丁“在一個又一個問題上採取了最極
端的立場”。克林頓說，“從今天到星期二（11月8日），人
們還可以改變這次選舉的走勢。”

幾乎所有民主黨重量級人物都“傾巢出動”。 11月6日，
副總統哈里斯去了芝加哥，她在那裡談到了墮胎權問題；同日
，第一夫人吉爾•拜登去了得克薩斯州，她參加了一場教堂活
動；同日，前國務卿希拉里在紐約幫霍楚爾拉票。
民主黨能否在“衝刺時刻”扭轉頹勢，11月8日將見分曉。

美國中期選舉美國中期選舉““最後衝刺最後衝刺”，”，關鍵人物關鍵人物““傾巢出動傾巢出動””

（綜合報導）近日，俄羅斯完成了30萬的動員目標，進一步擴大
了俄軍的力量。這次動員雖然花費了一個多月的時間，但已經有4.1
萬多人已經加入前線了，可以說這次動員的規模並不小。不過俄羅斯
的這一舉動也引起了美國的“不安”，於是美國又向烏克蘭提供了
2.75億美元的援助。不用多說，相信明眼人都能看出來，美國不想烏
俄之戰結束，甚至將一門心思都花在了這場戰爭上。可是讓美國萬萬
沒想到的是，盯住了俄羅斯這邊卻忽略了另一邊。
據悉，在巴西總統大選當中，前總統盧拉獲得較高的票數，險勝自由
黨候選人博索納羅。這個消息一出，瞬間引起了國際關注。首先，盧
拉是拉美左翼的領袖，一直都有反美的傾向，因此他上台有可能會和
美國“對著幹”。其次盧拉的勝利也代表著拉美的政治風向即將轉變
，因為盧拉曾說過，一旦他重新執政，將深化金磚國家的合作。要知
道，美國原本就對金磚組織如芒在背，所以在這種情況下，美國不僅
會逐漸失去對拉美的“掌控”，甚至有可能見到一個更加牢固的金磚
組織。畢竟連俄專家都認為，盧拉在選舉中勝利，金磚國家會更穩定
。

雖然盧拉勝選的結局已定，但是美國依舊沒有放棄，拜登甚至還
親自出馬挽救。最新消息顯示，拜登在聲明當中祝賀了盧拉勝選，並
提到，盼望著以後可以共同努力，繼續深化兩國的合作。當然了，雖
然不能排除拜登只是出於外交禮節祝賀盧拉，但是美國向來無利不起
早，所以拜登率先表態恐怕“頗有深意”。按我分析，拜登是在“見
風使舵”，想拉近與盧拉之間的關係，讓他不要那麼反美。但從另一
方面來說，如果拜登拉攏不成，肯定也不會放任巴西不管。畢竟擁有
相對豐富資源的巴西真正強大起來，那麼對於美國就是一個不小的威
脅。所以奉勸巴西還是要小心美國，畢竟美國連歐洲這個盟友都敢
“下狠手”，還有什麼危險舉動是做不出來的呢？

此前美國為了石油向委內瑞拉“低頭”，甚至打算放棄一手扶持
起來的瓜伊多。就連所羅門群島這樣的小國美國都頻繁拉攏，可所羅
門群島非常硬氣，不光拒絕與美國簽署宣言，還曾放美國副國務卿舍
曼的鴿子。很明顯世界上已有越來越多的國家看不慣美國，而逐漸失
去“吸引力”的美國，難保不會成為第二個蘇聯。

美國再次援烏美國再次援烏22..7575億美元億美元，，不料拉美風向突變不料拉美風向突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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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和交會天夢
中國空間站合體
三艙完成T字構型組裝 科學研究“夢工場”將啟用

TT型型
時間點時間點：：夢天實驗艙與天和核心艙進行夢天實驗艙與天和核心艙進行
快速交會對接快速交會對接，，並完成在軌測試後並完成在軌測試後。。

結構組成結構組成：：核心艙核心艙、、問天艙問天艙、、夢天艙及夢天艙及
載人載人、、貨運飛貨運飛船船

問天實驗艙
問天實驗艙

夢天實驗艙
夢天實驗艙

天和核心艙
天和核心艙

神舟十四號
神舟十四號

天舟貨運飛船
天舟貨運飛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

京報道）2022年10月31日15時37

分，搭載空間站夢天實驗艙的長征五

號B遙四運載火箭，在文昌航天發射

場準時點火發射，約8分鐘後，夢天

實驗艙與火箭成功分離並準確進入預

定軌道，發射任務取得圓滿成功。按

計劃，緊接着，夢天實驗艙將與天和

核心艙於11月1日進行快速交會對接

以及平面轉位，完成空間站“T”字

基本構型組裝，如“萬里穿針”般高

難度的“太空之吻”更是萬人矚目。

夢天艙在軌組裝完成後，將與空

間站其它兩艙實現併網管理，共同支

持空間站開展更大規模的空間研究實

驗和新技術試驗，打造空間技術應用

研究“夢工場”，推動中國空間科學

研究與應用邁向世界領先水平。中國

空間站建造也由全面實施階段進入收

官。

變成重點變成重點：：夢天實驗艙在核心艙夢天實驗艙在核心艙前前

向端口對接向端口對接，，完成有關功能測試完成有關功能測試
後後，，將按計劃實施轉位將按計劃實施轉位。。屆時屆時，，
夢天艙將轉位到核心艙另一側停泊夢天艙將轉位到核心艙另一側停泊，，
形成空間站形成空間站““TT””字基本構型字基本構型。。

隨着夢天實驗艙
發射圓滿成功，中國空
間站 T 字構型即將亮
相。其中，大小不同的
太陽翼就像是一雙雙翅

膀，是空間站最有特點的標誌。據介
紹，助力中國空間站遨遊太空的是三種
不同的“翅膀”：神舟載人飛船採用剛
性太陽翼，天舟貨運飛船採用半剛性太
陽翼，核心艙和問天、夢天兩個實驗艙
採用柔性太陽翼，三款不同的太陽電池
翼覆蓋目前所有太陽翼的種類。其中，
夢天的柔性太陽電池翼是中國航天迄今
為止最大最複雜的太陽翼，也是空間站
最複雜、難度最大的電產品之一。

儘管造型風格迥然不同，但三款太陽
翼獨具特色、各有所長，它們都是由航天
科技集團八院研製的，撐起了中國空間站
在軌運營的“能源擔當”。神舟飛船的剛
性太陽翼結構為碳纖維蜂窩夾層結構，展
開面積為24平方米，具備高剛度、高強
度等優勢；且一次展開到位，飛船入軌
後，剛性太陽翼可在十幾秒內實現快速展
開，並滿足飛船的供電需求。

如果將剛性太陽翼比喻為“乒乓球
拍”，那麼半剛性太陽翼則是一支“網球
拍”。半剛性太陽翼創造性地採用了玻璃
纖維網狀結構，從而具備輕量化、高壓安
全性、高承載性以及空間環境的強防護
性，特別是對低軌空間環境中原子氧、等
離子體的防護，極大體現了半剛性太陽翼
所具備的長壽命優勢。半剛性太陽翼還曾
用於天宮空間實驗室上，助力天宮一號實
現了在軌7年的可靠運行。

空間站上搭載的天文、地理、生
物、醫學等各類科學儀器將陸續工作，同
時航天員的日常生活也離不開能源，傳統
的剛性、半剛性太陽電池翼因其體積、重
量、功率等因素的限制無法滿足這一需
求，而柔性翼體積小、展開面積大、功率
重量比高，比如實驗艙柔性翼全部收攏後
厚度只有18厘米，與一部手機的長度相
當，僅為剛性太陽翼的1/8。

隨着夢天艙的升空，中國空間站共
配備2種規格6套大型柔性太陽翼。核心
艙單個太陽翼展開面積67平方米，相當
於一個標準單打羽毛球場的大小，可以
提供9千瓦的電能。問天艙和夢天艙陸
續成功發射，它們各配備2套plus版大
型柔性太陽電池翼。待三艙組合後，柔性
太陽翼面積約700平方米，可讓中國空間
站徹底實現能源自由。

◆香港文匯報記者劉凝哲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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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介紹，夢天實驗艙由工作艙、貨物氣閘艙、
載荷艙、資源艙四個艙段組成，艙體全長

17.88 米，直徑 4.2 米，發射質量約23噸（見示
意圖）。從總體構型來看，夢天實驗艙的肚子更
圓，採用了獨特的“套娃”設計。工作艙在最前
端，通過對接機構與核心艙相連，主要是航天員
艙內工作與鍛煉的地方，也是艙內科學試驗機櫃
安裝的地方。載荷艙與貨物氣閘艙則是以“雙艙
嵌套”的形式與工作艙相連，也就是說，在載荷
艙的內部，隱藏着一個貨物氣閘艙，主打貨物出
艙專用通道。資源艙，也是對日定向裝置和柔性
太陽翼等安裝的地方。

37載荷安裝工位支持艙外試驗
夢天實驗艙與天和核心艙、問天實驗艙的任

務分工和定位不同，與兩者在配置上既有相似的
地方，也有不同，各有特點。從對人的支持來
講，夢天實驗艙的定位是航天員工作的地方，因
此沒有配置類似“天和”“問天”艙的再生生保
以及睡眠區、衞生區。但三個艙段均配置有航天
員的鍛煉設備，夢天艙配置的是抗阻鍛煉設備，
類似健身房的划船機。

夢天實驗艙是三艙中支持載荷能力最強的艙
段，其配置有13個標準載荷機櫃，主要面向微重

力科學研究，可支持流體物理、材料科學、超冷
原子物理等前沿試驗項目，堪稱天宮“夢工
場”。同時，為了最大化實現艙外試驗支持能
力，夢天艙艙外配置有37個載荷安裝工位，可為
各類科學實驗載荷提供機、電、信息方面的能力
支持，確保它們在太空環境下開展各類實驗。特
別是載荷艙上配置有兩塊可在軌展開的暴露載荷
實驗平台，進一步增強了空間站的載荷支持能
力。

配置微小飛行器在軌釋放機構
在神十四任務中，問天艙氣閘艙用於航天員

太空出艙。如果將問天氣閘艙比作“國際機
場”，那夢天貨物氣閘艙就是空間站的“國際貨
運港口”。據介紹，夢天艙獨具的載荷自動進出

艙功能將進一步提高空間站進行艙外載荷實
（試）驗的能力和效率。在夢天實驗艙內，配置
有一台載荷轉移機構，可以穩定地執行將貨物從
艙內送出艙外，或將艙外貨物運至艙內的任務。
同時，為滿足將來更大尺寸、更大重量貨物的進
出艙需求，夢天艙的貨物氣閘艙上還安裝一款寬
度可達1.2米的方形艙門。艙門採用全自動弧形滑
移設計，可為貨物進出艙提供一條寬闊走廊，也
是隔離艙內與艙外空間環境的關鍵設備，這是中
國空間站首次亮相的方形自動艙門。

值得一提的是，夢天實驗艙上專門配置了微
小飛行器在軌釋放機構，在載荷轉移機構與機械
臂的配合下，能夠滿足百公斤級微小飛行器或者
多個規格立方星的在軌釋放需求，解決微衛星和
立方星低成本進入太空的問題。

夢天實驗艙
夢天實驗艙

天和核心艙
天和核心艙神舟十四號

神舟十四號

問天實驗艙
問天實驗艙

天舟貨運飛船
天舟貨運飛船

對接示意圖對接示意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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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綱易綱：：數字人幣需權衡數字人幣需權衡““雙護雙護””
“雙層運營”保護個人隱私“可控匿名”維護金融安全

香港文匯報訊 國際金融領袖投資峰會將於
2日在港舉行，香港財庫局局長許正宇10月31
日被問到，準備出席金融領袖投資峰會的一些嘉
賓確診了未能到港，是否擔心香港這個活動的吸
引力時，他表示，當日的香港金融科技周2022
活動就有很多人參與，大家也看到效果。

許正宇表示，在過去一段時間，大家可以
見到，在很大的放寬下實施“0+3”，很多不同
活動都可以在香港發生，“所以我們仍然是有序
推進，用數據和科學作基礎去推進防疫政策。另
一方面，就金融發展我們亦有下工夫，今日、明
日和未來幾日的活動正正體現到我們的金融優
勢。這些工夫我們是繼續會做的。”

在沙特阿拉伯利雅德發現抗原測試呈陽的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已轉為陰性，預計1日下午返
抵香港。在10月31日的香港金融科技周2022開
幕式上，陳茂波以視頻方式致辭時表示，今年金
融科技周邀請了超過250位講者，逾2萬人參
與，獲500多家參展商加入。

陳茂波並指出，香港在5年前僅有約180間
金融科技企業，而至今已擁有800多間大型、中
小型，以至初創的金融科技企業，亦有來自以色
列、法國、英國等海外企業，他強調受惠香港良
好的公開市場監管制度、法治、基礎設施，以及
資本和信息自由流動，本地孕育了不少金融科技
行業獨角獸，在“一國兩制”原則下，加強了與
內地與世界的聯通性。

金管局：為嘉賓提供合理便利
另外，金管局助理總裁陳維民在接受電台採

訪時表示，在目前防疫背景下，仍有眾多金融機
構領袖到港，已表明他們對香港的認同。香港疫
情仍未過去，需要小心平衡疫情風險。目前只是
逐步放寬防疫措施，香港正沿着正確方向前進。
金管局將為受邀嘉賓提供部分合理便利，包括在
醫學監察期間於私人包間與他人共膳等。

陳維民又提到，由於受邀人士逗留香港時
間短暫，希望用好每一分鐘。包間用膳是洽談公
事的常見有效方式，因此金管局與衞生局商討
後，在小心衡量風險的前提下，希望為有關人士
提供便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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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認識到，匿名和透明

並不是非黑即白，這中間有很多

細微之處需要謹慎權衡。特別是，我們

要在保護個人隱私和打擊非法活動之間

取得精準的平衡。”在10月31日的“香

港金融科技周2022”開幕式上， 中國人

民銀行行長易綱於視像演講時表示，數

字人民幣（e-CNY）是中國央行發行的

數字貨幣，主要定位於流通中的現金

（M0）。數字人民幣將會通過“雙層運

營”和“可控匿名”，保護個人隱私的

同時維護金融安全。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曉菁

◆ 許正宇稱金融科技周的活動參與情況體現了
香港的金融優勢。 中通社

易綱就數字貨幣(CBDC)與與會者作交流時
表示，研發數字人民幣主要是為了滿足

國內零售支付需求，提升金融普惠水平，提
高央行貨幣發行和支付體系的效率。 他表
示，在設計數字人民幣（e-CNY）時，會通
過“雙層運營”和“可控匿名”，保護個人
隱私的同時維護金融安全。在數字人民幣運
營體系中，央行作為第一層，實施中心化管
理，僅處理跨機構交易，不處理個人交易信
息；指定運營機構作為第二層，按照“最
小、必要”原則收集個人信息，面向公眾提
供數字人民幣兌換流通服務。

收集信息按“最小、必要”原則
“CBDC在實際應用中仍然存在一些值

得關注的問題。隱私保護是我們最重視的問
題之一。”易綱指出。他同時強調，人民銀
行會嚴格遵循消費者隱私保護相關法律法
規，通過先進的技術手段和嚴格的管理機制
確保個人信息安全。交易數據均加密存儲，
對個人敏感信息進行匿名化處理，這些信息
交易第三方不可見。未經法律充分授權，任

何單位和個人不得查詢或使用相關信息。
“匿名和透明並不是非黑即白，中間有很多
微妙之處需要謹慎權衡。特別是要在保護個
人隱私和打擊非法活動之間取得精準的平
衡。”他說。

四類錢包支持小額匿名交易
同時，限額較低的四類錢包和準賬戶型

“硬錢包”在線上和線下均支持小額匿名交
易。“需要強調的是，我們會持續提供實物
人民幣現金服務，充分滿足公眾需求。”

易綱並透露，人行正在與香港金融管
理局以及其他貨幣當局就數字貨幣開展合
作。希望此類合作能夠更好地服務於國際
國內市場需求，並有助於鞏固香港作為國
際金融中心的地位。“展望未來，我們願
與各貨幣當局和國際機構在CBDC方面加
強合作。”

同一場合，中國銀保監會副主席肖遠企
發表視像演說時表示，數碼科技的快速發展
或正在破壞金融體系的穩定性，銀行及非銀
行活動之間的界線變得模糊，甚至危害金融

穩定，市場行為單一化及波動性增加，有機
會形成“大到不能倒”的風險，故有必要在
創新及風險管控取得平衡。

銀保監會：創新及風險管控須平衡
肖遠企表示，近年來互聯網、大數據及

區塊鏈被引入金融體系，銀行的商業模式和
格局徹底被改變。他說，非常支持將新科技
引入金融服務領域，但要確保創新基於安全
及穩健步伐之上，要特別留意可能會出現的
金融不當和違法行為，監管機構已鼓勵大型
銀行運用科技監控風險，以保持穩定經營。
過去幾年內地出現涉及金融領域的不當和違
法行為，損害金融機構的安全及經營，也引
起公眾廣泛關注，但因為監管機構介入最終
未有形成大型風險。
他透露，銀保監會正在檢視現行規例，

完善監管，強調所有金融機構都必須被納入
監管，現時亦正針對金融科技行業推出新規
則。並邀請香港及其他地區的專家參與建立
審查監管框架，以識別大型風險暴露，及早
提供警示。

◆人民銀行表示人民銀行表示，，數字數字
人民幣將會通過人民幣將會通過““雙層雙層
運 營運 營 ”” 和和 ““ 可 控 匿可 控 匿
名名”，”，保護個人隱私的保護個人隱私的
同時維護金融安全同時維護金融安全。。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易綱

◆肖遠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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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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僑委會僑委會20222022年海外商會幹部暨青商培訓班年海外商會幹部暨青商培訓班
老中青學員全方位蓄能充電學習新概念視野開拓老中青學員全方位蓄能充電學習新概念視野開拓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
秦鴻鈞報導秦鴻鈞報導

20222022年僑委會於十月十六日至二十一日在台北年僑委會於十月十六日至二十一日在台北
僑委會舉辦海外商會幹部暨青商培訓班僑委會舉辦海外商會幹部暨青商培訓班，，來自全球來自全球
十四個國家十四個國家，，二十一個地區商會幹部的老中青三十二十一個地區商會幹部的老中青三十
四位學員共聚一堂四位學員共聚一堂，，媒合僑臺商經貿合作媒合僑臺商經貿合作，，相互輔相互輔
助助；；研習包括議事規則與主持會議技巧研習包括議事規則與主持會議技巧、、典禮及宴典禮及宴
會禮儀會禮儀、、網路時代的社團經營網路時代的社團經營、、組織領導與危機管組織領導與危機管
理等理等;;尤其安排搭乘高鐵至高雄和台南參訪優質企業尤其安排搭乘高鐵至高雄和台南參訪優質企業
，，包括亞果遊艇開發公司包括亞果遊艇開發公司、、澄茂板金製造公司澄茂板金製造公司、、工工
研院南分院研院南分院、、佐翼科技公司佐翼科技公司、、采鋒機械科技公司和采鋒機械科技公司和
沙崙綠能科技示範場域等沙崙綠能科技示範場域等；；專題講座淨零碳排專題講座淨零碳排((淨零淨零
、、碳中和碳中和、、氣候中和氣候中和))、、綠能科技綠能科技((綠能科技興起綠能科技興起，，
地球生命永存地球生命永存、、搶救地球搶救地球))，，結合僑台商力量共同行結合僑台商力量共同行
銷臺灣優質農產銷臺灣優質農產((健康臺灣健康臺灣、、優質農業優質農業))及投資臺灣及投資臺灣
議題等議題等，，更是令人驚艷更是令人驚艷。。

僑委會還簡介海外信用保證基金僑委會還簡介海外信用保證基金、、海華文教基海華文教基
金會和金會和TaiwanPlusTaiwanPlus等業務等業務。。尤有甚者尤有甚者，，僑委會規劃僑委會規劃
參訪中華民國產學研究機構及績優企業參訪中華民國產學研究機構及績優企業，，讓海外歸讓海外歸
國僑胞大開眼界國僑胞大開眼界，，欽佩不已欽佩不已。。

僑委會委員長童振源於僑委會委員長童振源於1010月月2121日結業餐會致詞日結業餐會致詞
中期許海內外優勢對接中期許海內外優勢對接，，共拓全球市場商機共拓全球市場商機，，共創共創
互惠雙贏互惠雙贏；；當天僑委會與會官員還包括呂元榮副委當天僑委會與會官員還包括呂元榮副委
員長員長、、僑民處賴麗瑩處長和僑商處張淑燕處長僑民處賴麗瑩處長和僑商處張淑燕處長；；培培
訓班團長袁紹庭訓班團長袁紹庭((來自越南來自越南))、、副團長羅秀娟副團長羅秀娟((來自美來自美
國德州休士頓國德州休士頓))和副團長王振烽和副團長王振烽((來自德國來自德國))均分別致均分別致
感謝離別之意感謝離別之意。。

在綜合座談暨結業式環節在綜合座談暨結業式環節，，各個層面相信都各各個層面相信都各
自學習且收獲了想要的手中之鑰自學習且收獲了想要的手中之鑰，，在短短相處六天在短短相處六天
中中，，終須迎來惜別時刻終須迎來惜別時刻，，大伙兒眼裡有光大伙兒眼裡有光，，各奔前各奔前
程程，，展開忙碌的輝煌事業展開忙碌的輝煌事業，，但相信都印烙在內心深但相信都印烙在內心深
處此次有溫度處此次有溫度、、有高度的研習培訓有高度的研習培訓。。當然更感恩暨當然更感恩暨
感謝僑委會的細緻入微感謝僑委會的細緻入微、、嚴謹規劃嚴謹規劃，，僑委會僑商處僑委會僑商處
薦任科員黃琛瑞以及商業發展研究院黃光華顧問薦任科員黃琛瑞以及商業發展研究院黃光華顧問、、
徐迎騫佐理研究員等全陪耐心引導徐迎騫佐理研究員等全陪耐心引導、、體貼關心體貼關心、、無無
微不至微不至，，爾等打開了豐富全新智慧人生爾等打開了豐富全新智慧人生，，滿載而歸滿載而歸
。。

僑委會童振源委員長僑委會童振源委員長((圖左圖左))與僑委會海外商會幹部暨與僑委會海外商會幹部暨
青商培訓班副團長羅秀娟青商培訓班副團長羅秀娟((圖右圖右))於歡送宴中相見歡於歡送宴中相見歡

僑委會海外商會幹部暨青商培訓班於僑委會海外商會幹部暨青商培訓班於1010月月2121日在台北福華飯店舉辦日在台北福華飯店舉辦
結業式團體照結業式團體照，，((第一排第一排))僑委會童振源委員長僑委會童振源委員長((右五右五))、、呂元榮副委員呂元榮副委員
長長((右四右四))和副團長羅秀娟和副團長羅秀娟((右三右三))

參訪高雄亞灣新創園區集體入鏡參訪高雄亞灣新創園區集體入鏡參訪台南沙崙綠能科技示範場域溫馨合影參訪台南沙崙綠能科技示範場域溫馨合影

參訪經濟部南參訪經濟部南((台南台南))台灣創新園區集體同框台灣創新園區集體同框

僑委會海外商會幹部暨青商培訓班於僑委會海外商會幹部暨青商培訓班於1010月月1616日在台北福華飯店舉辦始業式團體照日在台北福華飯店舉辦始業式團體照，，((第一第一
排排))僑委會主秘張良民僑委會主秘張良民((中間中間))、、僑商處副處長王偉讚僑商處副處長王偉讚((右三右三))和副團長羅秀娟和副團長羅秀娟((左四左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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