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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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1/12/2022

（本報訊）11 月 11 日晚在美國德州休
斯敦希爾頓大酒店 ，迎來了前交通部長趙
小蘭、 休斯頓市長特納、三位聯邦眾議員
、二十多位駐德州之各國總領事， 以及近
六百位政商領袖， 共同慶賀國際貿易中心
二十歲生日。

美南報業電視集團董事長李蔚華表示，
多年前，我們就如許多來到這片陌生而又遙
遠的土地， 追尋大家的美國夢 ，而其中就
以趙小蘭部長刻苦成功之故事 ，為移民創

下了史無前例的典範。
二十年來 ，我們和一批摯友同創的國

際貿易中心為社區及中小企業搭起了一座通
往世界之橋樑， 驗證了我們對社會的些微
貢獻。

二十年後， 我們仍然會非常執著而堅
定地繼續創建新的社區航母， 並將結合媒
體、 文化貿易及金融機構 ，打造全方位之
服務平台。

我們再次感謝多年來給予我們支持的各

界商家及友人， 我們將繼續和您同行。
今天我們非常自豪而驕傲地站在希爾頓

大飯店的講台上， 和我們一起打拼的戰友
們共同慶祝美南新聞傳媒集團屬下的國際貿
易中心成立二十週年紀念， 我必須在此對
我內人及家人表示由衷之感激。

過去二十年來， 國際貿易中心曾經為
十二萬多家中小商家舉辦了超過三百塲以上
的大小講座活動，為德州走向世界搭建文化
貿易之橋樑。

政要雲集政要雲集 慶賀國際貿易中心二十歲生日慶賀國際貿易中心二十歲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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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單便捷使用App 軟件, 輕鬆操作智能手機或平板電腦，無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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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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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night at the Hilton
Americas-Houston Hotel we welcomed
former U.S. Secretary of Transportation
Elaine Chao, Houston Mayor Sylvester
Turner, three of our congressmen, more
than twenty consuls general and nearly
600 guests and business leaders to
celebrate the twenty-year anniversary of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Over the past 20 years we and a

group of founders have built this center to
bridge small businesses and the world. We
are so proud of our record of promoting
local businesses to reach the global market.

After twenty years, we will continue
our mission to build a new business model

and a community battleship to incorporate
media, culture, trade and financial services
to serve more businesses in the near
future.

Once again, we thank all of our friends
who have supported our mission for so
many years. 1111//1111//20222022

2020th Anniversary Of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th Anniversary Of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今晚在美國德州休斯
敦希爾頓大酒店我們迎來
了前交通部長趙小蘭 市
長特納三位聯邦眾議員二
十多位駐德州之各國總領
事， 以及近六百位政商
領袖， 我們的心情激動
及充滿對友人和這片土地
感恩之心。

多年前，我們就如许
多來到這片陌生而又遙遠
的土地， 追尋大家的美
國夢 ，而其中就以趙小
蘭部長刻苦成功之故事
，為移民創下了史無前例
的典範。

二十年來 ，我們和
一批挚友同創的國際貿易
中心為社區及中小企業搭
起了一座通往世界之橋樑
， 驗證了我們對社會的
些微貢獻。

二十年後， 我們仍
然會非常執著而堅定地繼
續創建新的社區航母，
並將結合媒體、 文化貿
易及金融機構 ，打造全
方位之服務平台。

我們再次感謝多年來
給予我們支持的各界商家
及友人， 我們將繼續和
您同行。

迎來國際貿易中二十歲生日迎來國際貿易中二十歲生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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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9 日南韓媒體才報導，警方上級
要求刪除活動前就撰寫好的活動對策報告書，
試圖湮滅證據，今日稍早首爾龍山區警察署情
報科科長被發現已經死在住處。

根據《韓聯社》11日報導，龍山警察局情
報科科長鄭姓警官（55歲）在首爾江北區水裕
洞家中，於今天中午12時45分被發現陳屍住
處。龍山警察署情報科卻涉嫌向職員施壓刪除
報告，情報科長與股長先前曾因此被傳喚調查
。警方正在確認具體情況，認為鄭警官有可能
根據發現時的情況做出了極端的選擇。

先前警方調查指出，10 月 26 日在梨泰院
萬聖節踩踏慘案發生的3天前，在警方和龍山
區廳的座談會上，商人團體即表示 「可能會發
生包括踩踏事故在內的安全事故」，要求制定
對策。而這份報告書，在事故發生之後，11月
7日遭媒體爆料，警方上級要求刪除這份報告

書，又因基層不願意刪除，而命令另一位職員
刪除檔案，試圖湮滅證據。

先前跟據南韓SBS新聞網報導，事件發生
後，警方高層想要煙滅證據，龍山署情報科警
員透露的訊息，情報警員事發前所寫的報告在
災害發生當晚被首爾市警察廳情報管理系統自
動刪除，但仍保留在辦公室個人電腦上，由Ａ
先生所擁有。

事故發生4天後的11月2日，上級無視A
先生在現場部署情報人員的建議，命令A先生
刪除個人電腦上儲存的報告。A 抗議反對：
「我因為值班不能進去，也不能刪除報告。」

隨後，經SBS報導，確認另一名員工在IT管理
員的指示下，直接打開A先生未設置密碼的個
人電腦上，刪除了桌面上的所有檔案，包含了
踩踏事件發生就事先制定好的對策。

梨泰院慘案才爆警方滅證
涉嫌科長今被發現在住所死亡

8日企合組次世代半導體公司 日本政府投資156億

(本報訊)全球半導體短缺引發各國經濟安
全疑慮之下，日本經濟產業省今天宣布，索
尼等8家日本大企業合組新公司研發生產次世
代半導體，目標5年後投產，日本政府約注資
新台幣156億元。

法新社報導，日本經濟產業省表示，新
公 司 名 為 Rapidus， 參 與 的 企 業 包 括 索 尼
（Sony）、軟體銀行（SoftBank）、豐田汽車
（Toyota）和電信業巨擘日本電信電話公司
（NTT）等8家，並鎖定2027年開始量產。

日本放送協會（NHK）昨天引述相關人

士報導，參與Rapidus的企業還包括日
本電氣公司（NEC）、半導體大廠鎧
俠 （Kioxia） 、 三 菱 日 聯 銀 行
（MUFG Bank）及電裝公司（DEN-
SO），且 Rapidus 將以量產目前全球
尚未實際運用的2奈米以下先進半導體
為目標。

日本經濟產業省今天說，參與合資
的企業每家將投資約10億日圓（約新
台幣2.2億元），三菱日聯銀行投資3
億日圓，日本政府則加碼投資700億日
圓（約新台幣156億元）。

Rapidus社長小池淳義在公司發表會
上表示，從全球供應鏈的角度來看，

日本經濟安全有很大的問題，因為許多晶片
製造商是位在中國和台灣。

他對媒體說： 「似乎所有人近幾年都已
經了解到半導體的重要性。」他還指出，
「過去一段時間，各界對於日本半導體產業

的衰退愈來愈擔憂」。
全球最大晶片代工廠台積電已與索尼、

電裝合作，在日本熊本縣菊陽町興建一座新
的70億美元工廠，今年4月動工、預計明年
下半年完工，目標2024年底前開始以28奈米
、22奈米、16奈米及12奈米製程生產。

舉世矚目的美國期中選舉國會參眾兩院控
制權驢象之爭雖投票早已結束，但最終結果仍
懸而未決，因為關鍵少數州的郵寄選票尚未完
全統計出來,選舉官員表示，清點亞利桑那州剩
餘的超過 500,000 張選票以及內華達州約 95,
000 張的選票未完成,共和黨需要贏得兩個民主
黨原有席位才能贏得參議院控制權，很關鍵的
喬治亞州因為兩黨侯選人的得票都未過半將舉
行複選才可決出勝負,共和黨人似乎正在緩慢地
向眾議院 218 個席位靠攏，這將使他們以微弱
優勢獲勝, 不過值得注意的是, 選前觀察家預期
共和黨大勝之紅潮並未出現, 期中選舉中由川
普所力推的14位參選人卻落敗了, 那充分顯示
出川普主義式微, 其實這對共和黨而言卻是好
事, 尤其是具有理想與報負的共和黨政治人物
不必再承受川普主義的沉重壓力了。

高度兩極化的政治環境使骯髒的政治進入
了這次的選舉，傳播虛假信息，造成對特定候
選人的不信任，宣傳對候選人的虛假觀點，讓
選民對選舉感到困惑。在一個互聯網主導了絕
大多數競選活動和影響力的時代，玩弄情感變
得更加容易。篡改過的視頻、荒謬的標題和不
合理的陰謀以前所未有的速度擴散。了恰當地

區分兩個競爭相當的候選人，應該進行更多的
討論和辯論。與其依賴新聞標題和爭議，還不
如增加兩名候選人之間必要的辯論，讓選民能
夠評估候選人的政策和目標, 這次中期選舉的
結果已經很明顯:川普的政治手腕絕非不可抗拒
,隨著選民對他們的極端主義望而卻步，這位前
總統青睞的候選人的支持率大幅下滑而落敗。

川普多年來企圖對共和黨的控制，他鼓動
他的追隨者瘋狂反對任何與他作對的共和黨人,
但中期選舉的結果應該會讓共和黨人相信，對
共和黨來說，反對川普的威脅在政治上沒有擁
抱他那麼危險,毫無疑問的是，共和黨在這次選
舉中不可否認的未能達到預期，在很大程度上
直接歸因於川普自封王者的災難性角色。

在賓州參議員競選中，結果很明顯,民主黨
的勝利者費特曼被許多人認過於左翼，後來他
中風，阻礙了競選能力,但他幸運的打敗了由川
普推薦的對手穆罕默德·奧茲, 使真正最強的共
和黨人無法出現, 折損了共和黨的人才, 所以這
次中期選舉的結果已經很清楚的告訴了大家：
川普的政治形象絕非金色不褪,由於共和黨選民
已普遍從極端主義中退縮，所以川普參加2024
年總統選舉將蒙上層層的陰影。

【李著華觀點 : 不見紅潮見藍波
期中選舉共和黨險勝象徵川普主義式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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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企業和個人
最佳貸款方案

金城銀行以誠信、服務、創新、效率為宗旨，
提供客戶便捷、安全、多元化的金融產品與服務!

金城银行与您

Corporate Office
(713)777-3838

Harwin Branch
(713)777-3838

Sugar Land Branch
(281)491-3838

Legacy Branch
(972)517-4538

Richardson Branch
(972)889-3838

Alhambra Branch
(626)320-1938

Millbrae Branch
(650)745-1615

Tustin Branch
(714)338-5188

Rowland Heights Branch
(626)964-3400

S. California LPO
(714)368-3682

Cupertino Branch
(408)446-1196

N. California LPO
(650)418-7938

這壹城市，面臨“沈沒”風險？！
200萬億元或將化為烏有？
綜合報導 據報道，受全球氣候變化影響，埃及第二大城市亞歷山

大，正在因為海平面上升和陸地下沈，面臨被海水“吞噬”的危險。

聯合國氣候專家小組政府間氣候變化專門委員會的報告預測，地中海

海平面將在未來30年內上升1米。報告稱，這將淹沒“尼羅河三角洲三分

之壹的高產農業用地”以及壹些重要的、歷史悠久的城市，比如亞歷山大

。而且，雪上加霜的是，亞歷山大還同時面臨著地面下沈的問題。

由於上遊大壩的阻擋，如今尼羅河攜帶並能夠抵達入海口的泥沙量大幅

減少，尼羅河三角洲的海岸線不斷向陸地方向推進。此外，疊加近海天然氣

開采帶來的影響，亞歷山大這座海濱城市每年都會下沈超過3毫米。

即使按照聯合國最樂觀的預測，到2050年，亞歷山大這座城市600萬人

口中的四分之壹，也就是150萬人將因海平面上升被迫逃離家園，數十萬人

將面臨失業，價值30萬億美元，約合218萬億元人民幣的財產將化為烏有。

為了避免這場災難，埃及啟動了多項工程，比如建造防波堤、沿海

岸線種植蘆葦帶。此外，波浪測量系統等也將很快投入使用。

按照計劃，《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二十七次締約方大會6

日將在埃及海濱城市沙姆沙伊赫開幕，屆時各方將繼續探討有關應對氣

候變化的問題。

加拿大就业岗位数略有反弹 家庭收支困境浮现

加拿大就業崗位數略有反彈
家庭收支困境浮現

綜合報導 加拿大統計局公布的最新勞動力調查數據顯示，該國今

年10月就業崗位數略有反彈，彌補了此前連續5個月的流失。但在高通

脹中陷入家庭收支困境的人數比例也在增加。

加拿大10月增加約10.8萬個就業崗位，環比增幅0.6%。就業的回升

主要由制造業、建築業及住宿餐飲業帶動，但批發和零售業、自然資源

業的就業有所下降。

同時，就業崗位的增長全部來自於全職工作。全職崗位的同比增幅

為3%。兼職崗位則連續第五個月保持穩定。

私營部門的受雇崗位數出現今年3月以來的首次增長。公共部門和

自雇者就業情況變化不大。25歲至54歲這壹核心工作年齡段的男性和女

性就業人數均有所增加。總工作時長也較上月微增。

平均時薪較去年10月增長5.6%，實現了連續第五個月保持逾5%的同比

增長。

不過，調查顯示，在目前的高通脹環境下，有逾三分之壹的15歲以

上受訪者表示自己家庭的收入難以滿足衣食住行等必要的財務需求。去

年10月的這壹比例約為五分之壹。

15歲以上移民的就業率達62.2%，達到有可比數據以來歷年10月份

的最高水平。最近5年登陸加拿大的新移民的就業率則達到70.7%，較疫

情之前2019年10月的水平高出5.6個百分點。

加拿大10月份的失業率為5.2%，與上月持平。該國今年6至7月的

失業率為4.9%，創下歷史低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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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獲國

會通過並開始實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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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索沃局勢升級，北約秘書長致電武契奇
綜合報導 據塞爾維亞新南斯拉夫通

訊社消息，斯托爾滕貝格致電武契奇，要

求有關科索沃和梅托希亞地區爭端各方不

要采取導致沖突升級的行動，也不要采取

威脅和平與穩定的單方面行動。

斯托爾滕貝格還在推特發文稱，已與

武契奇和科索沃“總理”阿爾賓· 庫爾蒂

（Albin Kurti）就科索沃北部緊張局勢進

行了交流，“我敦促兩人不要采取任何可

能引發沖突升級的單邊行動。對話是唯壹

的出路”。

對此，阿爾賓· 庫爾蒂在其推文下方

作出回應，同意對話是解決問題的唯壹途

徑。

報道稱，武契奇在通話中表示，科索

沃普裏什蒂納當局采取單邊行動，包括解

雇科索沃-梅托希亞北部地區警察局長內納

德· 朱裏奇，在車輛牌照問題上采取非法

行動，以及近十年來拒絕組建塞族市鎮共

同體。

根據科索沃當局提出的新政策，所有

使用塞爾維亞車牌的車輛必須重新登記成

科索沃當局的車牌，逾期未登記的車輛會

被收歸“國有”。該政策原定於當地時間

8月1日起正式生效。但在歐盟和美國政府

的施壓下，科索

沃當局已將車牌

禁令期限壹再推

遲，最終延遲至

了11月1日。

以上政策適

用於1999年 6月

10日（科索沃戰

爭結束日）至今

年4月21日登記

的塞爾維亞車牌

，主要針對的是

科索沃北部塞族

聚居城市裏雖然住在科-梅省，但仍用著塞

爾維亞車牌的居民。

11月3日，因塞族高級警官朱裏奇拒

絕就汽車牌照問題向科索沃塞族發出書面

警告，科索沃當局將其解雇。

“以上種種都野蠻地違反了《布魯塞

爾協議》，”武契奇補充說，盡管如此，

塞爾維亞政府仍在努力維護和平與穩定，

並將繼續致力於此。

2013年4月，塞爾維亞和科索沃雙方

在進行多達9輪的談判後，最終達成使雙

方緊張關系正常化的《布魯塞爾協議》。

根據該協議，塞爾維亞應該廢除其在科索

沃地區的“平行”警察和司法機構，並說

服科索沃地區內塞族人接受並納入科索沃

地區警察和法律體系，但不要求塞爾維亞

承認科索沃地區的獨立。

另據塞爾維亞總統新聞辦公室發布的

聲明，斯托爾滕貝格和武契奇還討論了駐

科部隊的作用以及塞爾維亞武裝部隊總參

謀長與北約駐科索沃-梅托希亞部隊指揮官

直接接觸的重要性。

斯托爾滕貝格表示，北約贊賞與保持

軍事中立的塞爾維亞建立的合作。

歐盟能源政策仍存變數

綜合報導 歐盟委員會近日暗示，不

會對天然氣價格設定上限。消息壹出，

歐洲天然氣價格應聲上漲。在分析人士

看來，盡管歐盟對美國等天然氣供應方

的高價不滿，但其內部仍然存在政策分

歧，能源供應前景也面臨變數。

據外媒報道，歐盟各國外交官正在

就能源政策展開談判，但歐盟委員會11

月7日稱，可能不會對天然氣價格設置

上限，而是通過其他方式來應對危機。

受此消息影響，歐洲基準天然氣價格壹

度上漲。

在10月20日至21日舉行的歐盟峰會

上，各國曾就能源政策達成共識，包括

聯合采購天然氣、對歐洲天然氣基準價

格實施限價以及協調歐盟成員國能源供

應等。然而，具體如何落實共識，各國

仍存分歧。尤其是在對進口天然氣實施

限價的問題上，歐盟內部基本形成了兩

個陣營。

意大利、波蘭等至少15個成員國要

求歐盟設置天然氣價格上限，以應對通

貨膨脹。但德國、荷蘭、匈牙利等國予

以反對，認為限價將導致天然氣需求上

升、買不到足夠的天然氣等，進而加劇

歐洲的能源短缺。

在分析人士看來，歐盟在能源政策

上陷入困境，與歐盟各國當前的能源結

構密切相關。對進口天然氣依賴程度不

同的國家，其能源政策也存在差異。

歐盟委員會負責經濟事務的執行副

主席東布羅夫斯基斯近日表示，自歐盟

對俄施加制裁以來，歐盟從俄羅斯進口

的天然氣銳減，目前俄天然氣只占歐洲

進口總量的9%。

然而，據歐洲媒體援引歐盟委員

會的數據報道，今年1月至9月，歐盟

從俄羅斯進口了165億立方米的液化天

然氣，遠高於去年同期的113億立方米

，同比增長46%。歐洲媒體稱，俄羅斯

的液化天然氣成了歐洲“戒不掉的習

慣”。在歐盟成員國中，法國、荷蘭、

西班牙和比利時是俄液化天然氣的主要

進口國。

與此同時，今年1月至10月，歐盟

從美國進口了大約480億立方米液化天

然氣，比去年全年從美國進口的總量還

多了260億立方米。美國已經成為僅次

於挪威的歐盟第二大天然氣供應國。歐

盟預計，2023年從美國進口的液化天然

氣總量將比2021年增加500億立方米。

但是，美國天然氣的高昂價格引發

歐盟嚴重不滿。歐盟委員會分管內部市

場的委員布雷東說，歐盟眼下進口美國

液化天然氣的價格是美國國內價格的4

倍，這“不正常”。法國總統馬克龍此

前也批評美國能源企業趁歐洲之危賺取

暴利。

有分析人士指出，歐盟的限價措

施不僅在內部面臨反對，外部的能源

供應方也不支持。挪威就認為，不能

因為幫助歐盟應對危機就損失利潤。

卡塔爾能源事務大臣薩阿德· 卡比近日

也表示，歐盟設置天然氣價格上限的

做法“非常虛偽”，與其鼓吹的自由

競爭規則相悖。

在歐盟就能源政策爭執不休的同時

，能源危機對歐洲經濟和民生的影響還

在持續。

芬蘭壹家能源咨詢機構11月7日發

布的報告顯示，今年10月，歐洲家庭單

位天然氣價格較去年同期上漲111%，電

價同比上漲69%。而受能源價格上漲影

響，歐洲10月工業活動已下降至2020年

5月以來最弱水平。另據德國伊弗經濟研

究所11月8日發布的最新研究結果，能

源危機給德國帶來的經濟損失高達1100

億歐元。

11月7日，歐元集團在布魯塞爾舉

行會議。歐盟委員會負責經濟事務的委

員真蒂洛尼在會後表示，受能源危機和

高通脹影響，歐元區經濟預計今年冬季

將出現萎縮。真蒂洛尼還表示，目前，

歐元區成員國針對能源價格上漲采取的

援助措施大部分沒有針對性，大規模財

政擴張還可能加劇通脹。

分析人士認為，從最初的各自尋找

天然氣，到現在謀求在天然氣市場增強

議價權，歐盟越來越意識到共同行動的

重要性。然而，當前歐盟“群龍無首”

。“法德軸心”尚且出現裂痕，東西歐

之間要達成壹致就更難了。

11月 24日歐盟能源部長將再次討

論能源政策，如何找到成員國的最大

公約數，如何與外部供應方談判，都

是歐盟面臨的難題。而對各成員國來

說，國內民意走向也是影響決策的重

要因素。

地球首位已知星際訪客確認：
8年前就來了 曾被美國列為機密

綜合報導 美國哈佛大學天

文學家在最新壹期《天體物理

學雜誌》上發表論文稱，現已

證實，2014年闖入地球大氣層

的流星 CNEOS2014-01-08，來

自另壹個恒星系統，這也是已

知的地球首位星際訪客。

2019年，研究人員在美國

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的近地

天體研究中心(CNEOS)目錄中

發現了CNEOS 2014-01-08，但

當時被美國國防部視為機密。

2014年1月8日，

這顆寬度只有0.9米的

流星以21.6萬公裏/小

時的速度闖入地球大

氣層，在巴布亞新幾

內亞附近的海域上空爆炸。

科學家發現，它的運行軌

跡非常獨特，可能不是太陽系

內的天體。

現在，研究人員對其路徑

進行重新建模，並評估其與太

陽系內行星引力的相互作用，

最終證實它來自太陽系外。

這顆流星的部分碎片可

能落入海中，研究人員計劃

明年進行打撈作業，尋找隕

石樣品。

此前已知最早闖入太陽系

的天體是著名的小行星，“奧

陌陌” (Oumuamua)，編號 A/

2017 U1，時間是2017年。

“奧陌陌”寬約200米，

呈雪茄狀，其特殊形狀壹度讓

人懷疑非自然天體，而是來自

智慧生命，甚至有人猜測它就

是壹艘外星飛船。

另外，2018年拜訪地球的

彗星“鮑裏索夫”(2I/Borisov)

也是星際來客，寬約500米，

當時在天空中劃出了壹個不同

尋常的軌跡。

2017年3月切入地球大氣層

的另壹顆流星疑似也來自太陽系

之外，但有待進壹步研究。

研究人員認為，來自太陽

系外的“星際巖石”可能約10

年 左 右 會 光 臨 地 球 ， 因 此

CNEOS 2014-01-08絕不是真正

第壹個上門的，甚至可能代表

35億年前在地球萌芽的生命種

子，有機會來自另壹個恒星系

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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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期中選舉計票工作進入第4天，國會兩
院由哪黨掌控遲遲未有結論。美媒分析，結果難產主因有二，
一是關鍵州選情過於膠著，二是越來越多選民使用計票較費時
的郵寄投票。

今年期中選舉彷彿重演2020年總統大選。2020年選舉日4
天後才確認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為贏家，參院掌控權落入誰
手更是隔年1月才揭曉；今年期中選舉也不遑多讓，參院或眾
院由哪黨控制，直到現在都沒結論。

根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開票統計，截至美東時
間11日下午4時（台北時間12日上午5時），仍有3席參院、
25席眾院席次尚未開出。

共和、民主兩黨目前在參、眾院拿下席次分別為49比48、
211比199，離取得多數優勢門檻的51席（由於兼任參院議長
的副總統在表決平手時握有關鍵票，民主黨只須50席）、218
席還有些距離。

參議院未開出的3席包括喬治亞、亞利桑那及內華達州。
其中喬治亞州在開票作業已完成99%情況下，仍未有候選人取
得過半選票，幾乎篤定將於12月6日進入2輪決選（喬州規定

若未有候選人得票率過半，得票前2名者將進行2輪決選）。
在亞利桑那州，爭取連任的民主黨籍參議員凱利（Mark

Kelly）目前以5.6個百分點、約11萬5000票差距領先共和黨對
手馬斯特斯（Blake Masters），但仍有20%選票未開出。

至於內華達州，代表共和黨的前內華達州總檢察長賴克紹
（Adam Laxalt）雖持續領先爭取連任的民主黨籍參議員瑪斯托
（Catherine Cortez Masto），但瑪斯托不斷拉近差距，目前兩
人僅差1個百分點、不到9000票，且仍有12%選票未開完。

CNN指出，選舉之所以遲遲未有結論，主因是關鍵州選
情過於膠著，媒體不敢貿然宣布贏家，加上當地許多選民選擇
使用郵寄投票，計票較費時。

亞利桑那州馬里柯帕郡（Maricopa County）當地官員表示
，郵寄及投遞選票之所以處理起來費時，是因為工作人員須一
一比對選票信封外和選民資料庫內的簽名；截至10日，CNN
估計亞利桑那州仍有66萬5000張選票待計算。

至於內華達州，根據規定，只要郵戳日為選舉日以前，郵
寄選票收件截止日為12日，且若選票出現沒有簽名等 「技術失
誤」，15日前選民還有修正機會，等於要知道最後票數還有得

等；截至10日，CNN估計內州仍有12萬張選票待計算。
若民主、共和黨各拿下亞歷桑那與內華達州席次，喬治亞

州將再次成為參院掌控權決戰州，代表12月6日後才會有結果
；但若民主黨拿下亞利桑那州，內華達州又翻盤，瑪斯托成功
連任，誰掌控參院可能數天後就有結論。

在眾議院部分，尚未開出的席次多集中在西岸，主要是還
有郵寄選票待計算。

「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分析指出，雖然
共和黨離218席門檻較近，但目前許多未開出的席次位於 「偏
藍州」（傾民主黨），最後結果為何還很難說。但能確認的是
，即使共和黨贏得多數席次，差距也不會有選前預期的大，可
能只會拿下近220席。

COVID-19（2019冠狀病毒疾病）疫情改變美國選民投票
習慣，郵寄投票越來越普及，開票工作更加費時。未來想要當
天知道選舉結果，恐怕越來越困難，選民除了等待還是只能等
待。

（綜合報導）美國前總統川普希望
共和黨在期中選舉奏捷能幫助他2024年
逐鹿白宮，等來的卻是黨內初選最大潛
在對手、佛羅里達州州長迪尚特成功連
任，聲勢大漲，自己卻前景堪憂。

長年擔任川普顧問的藍薩（Bryan
Lanza）表示，即便川普目前在黨內仍具
聲勢，但共和黨仍需一位有更多群眾基
礎的候選人。

川普力挺且贏得連任的德州共和黨
籍聯邦眾議員內爾斯（Troy Nehls）今
天接受廣播訪問時，似乎認為川普在拖
累其他共和黨候選人。

他說 「外面似乎有很多對川普的負
面觀感」在相關報導刊出後，他後來給

CNN 發聲明澄清，自己依舊支持川普
且 「會支持他參選第47任美國總統」。

一名擔心後果而要求匿名的現任川
普策士承認，選後川普處境應該很艱難
， 「下週起，無論是他群眾基礎已失或
是儼然淪為共和黨包袱，兩種看法都很
難消除」。

這名策士和其他川普盟友敏銳地意
識到，川普今年先前在共和黨的初選參
與程度太高，恐要為部分最重要選區竟
挑出有瑕疵的候選人背負責難。

尤其是川普力挺電視節目 「奧茲醫
師秀」（Dr. Oz Show）主持人、名醫奧
茲（Mehmet Oz）挑戰關鍵搖擺州賓州
的聯邦參議員席次，但奧茲直到選戰不

久前都還不住在賓州。奧茲和川普支持
的密西根州州長候選人狄克森（Tudor
Dixon）都在8日晚間輸掉選舉。

迪尚特除連任州長，還成為20年來
第一個拿下向來偏藍、佛州人口稠密多
元 的 邁 阿 密 戴 德 郡 （Miami-Dade
County）的共和黨人。一名共和黨內部
人士說 「這對川普來說不是個好過的一
夜，也讓2024的競爭更加激烈」。

華盛頓觀察家報（The Washington
Examiner）報導，前聯邦眾議院議長金
瑞契（Newt Gingrich）今天表示，他認
為川普會重新考慮參選總統。

美再軍援烏克蘭4億美元 西班牙增供鷹式防空系統

川普玩完？期中選舉紅潮未現共和黨萌另覓主帥

美期中選舉陷膠著戰美期中選舉陷膠著戰
快則數天慢則數週才有結論快則數天慢則數週才有結論

加密貨幣平台FTX聲請破產

執行長辭職
（綜合報導）加密貨幣平台FTX今天指出，已在美國聲

請破產，執行長班克曼-佛里特（Sam Bankman-Fried）辭職
。

世界最大的加密資產交易所幣安（Binance）本週稍早同
意併購FTX卻又取消後，FTX聲請破產。

FTX集團今天聲明指出，已聲請破產法第11章（Chap-
ter 11）破產程序，表示展開 「有條理程序進行審核並將資產
貨幣化，以顧及全球利害關係人權益」。

破產法第11章是美國一項機制，讓企業在法院監督下重
整資產，同時繼續營運。

FTX本週財務呈現亂象，導致比特幣等加密貨幣重挫。

（綜合報導）美國國防部今天宣布再提供
4億美元軍事援助給烏克蘭，包括防空系統和
地對空飛彈；西班牙也增援 2 套美製鷹式
（HAWK）防空系統。

綜合法新社和路透社報導，美國國防部副
新聞秘書辛赫（Sabrina Singh）告訴記者，在
「俄羅斯對烏克蘭平民和重要基礎設施冷酷無

情的空襲之下，增強空防能力必不可少」。
這次軍援包括美國首度提供給烏克蘭的4

套短程、高機動性 「復仇者」（Avenger）防
空系統，以及刺針（Stinger）飛彈。

另外，還包括西班牙已同意供應的鷹式防

空系統用飛彈、火砲和迫擊砲彈、高機動性多
管火箭系統（Himars，簡稱海馬士）砲彈，以
及逾2000萬發小型武器彈藥等。

西班牙國防部長羅布雷斯（Margarita Ro-
bles）今天表示，繼上週運交4套鷹式防空系統
後，將再運送2套給烏克蘭，以協助烏國對抗
俄羅斯侵略、防衛烏國受創的基礎設施。

俄羅斯在高峰時段攻擊烏克蘭各地城市，
導致平民喪生、水電供應站等重要基礎設施毀
損 ， 烏 克 蘭 10 月 請 求 北 大 西 洋 公 約 組 織
（NATO）國家增援，以防禦俄羅斯飛彈和無
人機攻擊。

鷹式飛彈將使用 「烏克蘭安全援助倡議」
（Ukraine Security Assistance Initiative）基金翻
新，這項基金專門用於向國防工業採購軍備。
這次軍援的其他項目將由美國現有庫存取用。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Volodymyr Zelenskyy）
感謝美國總統拜 登和美國人民伸出援手。

澤倫斯基推文說： 「我們共同建立起保護
（烏克蘭）平民的空中防衛。我們距離戰勝侵
略者更加接近了！」

加上這次計畫，自俄羅斯今年2月開始侵
略烏克蘭迄今，美國對烏克蘭軍援已逾186億
美元。

美國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密利（Mark
Milley）昨天說，俄羅斯軍事人員在烏克蘭戰
爭死傷已逾10萬人，烏克蘭方面也差不多是這
個數字。

他還說，現在有機會展開談判以終止戰爭
，俄羅斯或烏克蘭可能都贏不了這場仗。

俄羅斯今天宣布，俄軍已開始自烏南的赫
松市（Kherson）撤離；這是俄國侵略烏克蘭
的一次重大挫敗。

辛赫說： 「我們看到俄軍撤離赫松市的一
些跡象，但現在…就對此做出全面評估還太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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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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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據韓國前總統文在寅方面和

行政安全部總統記錄館8日消息，文在寅方

面當天將朝鮮國務委員長金正恩所贈的兩只

豐山犬移交給了韓國政府。

報道說，文在寅方面和館方當天下

午在位於大邱市的慶北大學醫院動物醫

院交接犬只。文在寅曾以國家元首身份

獲贈豐山犬，這兩只豐山犬被列為館方

收藏對象。

據館方介紹，收藏對象的管理權限移交

完畢後，館方需對其進行檢查。為此，館方

已按照相關流程安排這兩只豐山犬住院檢查

健康狀況。記錄館壹名負責人接受韓聯社電

話采訪時表示，檢查結束後需將它們送往別

處，目前尚不清楚具體去處。

文在寅方面前壹天表示，願向政府返

還金正恩所贈的兩只豐山犬。由於這些豐

山犬屬於國家財產，若文在寅要繼續飼養

，需要修改相關法律的施行令，而韓國總

統辦公室反對修法，後者此前壹天就此發

布消息反駁稱，文在寅方面不想等待施行

令修改程序走完，單方面要將豐山犬還給

總統記錄館。總統辦公室還表示，還犬決

定全由文在寅方面做出，與總統辦公室無

關。

報道提到，其中壹只豐山犬所誕下的幼

崽將在壹段時間內繼續留在文在寅私邸。

孟買貧民窟裏的年輕人，這話很紮心
綜合報導 聯合國《世界人口

展望2022》報告預計，到11月15日

全球人口將突破80億。對於壹些國

家和地區來說，過快的人口增長會

令城市不堪重負，其中印度的大城

市已經難以應對新增人口帶來的各

種問題。

據報道，作為印度最大城市之壹

的孟買，在過去的30年中人口數量

增加了800萬，目前已經達到2000萬

的特大規模，預計到2035年，該市

人口還將再增加700萬。然而，同

其他印度城市壹樣，孟買的住房、

交通、用水、垃圾處理等基礎設施

都跟不上人口增長的速度，相當壹

部分居民還生活在貧民窟裏，那裏

只有搖搖欲墜的簡易房子，甚至沒

有穩定的供水、供電和衛生設施，

而在不遠處就是印度最富有的街區

，生活條件差距明顯。例如孟買最

大的貧民窟達拉維，居住著100萬

居民，壹位名叫穆罕默德· 汗的年

輕人告訴法新社：“這

裏的環境很糟糕，人們

像螻蟻壹樣擁擠著生活

，沒有人關心。”

根據國際能源署的

數據，2040 年印度城市

人口將增加到2.7億。擁

擠、劣質的基礎設施，

以及嚴重的空氣和噪聲

汙染，在孟買等特大城

市中十分常見。此外，隨著印度人

口繼續增長，該國的碳排放量將持

續增加。印度政府2021年的壹份報

告顯示，印城市每天能產生數十億

升汙水，其中約70%未經處理。這

些城市裏，迄今還有數百萬人沒有

穩定的自來水供應，需要靠火車和

卡車來運送，而隨著地下水位下降

，包括新德裏在內的壹些城市，居

民只能靠挖深井來取水。

此外，印度城市的內澇問題也

愈加頻繁，班加羅爾今年9月發生

的內澇就是因違章建築造成的。隨

著氣候變化，季風和雨季越來越不

規律，印度的城市還將遭遇各種幹

旱和內澇災害。生活在鋼筋混凝土

裏的市民，今年就經歷了有史以來

最炎熱的3個月。印度人口專家普

納姆· 穆特加表示，“印度必須做

點什麼，譬如轉變發展範式，而不

只是抱怨”。

印尼雅萬高鐵動車組
首次在線路上亮相首次在線路上亮相

綜合報導 隨著壹列中國制造的

高速動車組緩緩駛出萬隆德卡魯爾

站，印尼雅萬高鐵試驗段接觸網熱

滑試驗全面展開。這也是該動車組

首次在雅萬高鐵線路上亮相。

接觸網熱滑試驗是指在鐵路接

觸網帶電的情況下，通過試驗列車

受電弓的滑行，精確檢測接觸網與

受電弓的弓網關系，檢測受流網壓

等參數，確保高鐵供電設備達到聯

調聯試條件。

承擔此次熱滑試驗任務的是今

年9月1日從中國運抵印尼的雅萬高

鐵動車組。經過壹天的試驗，全面

檢測了試驗段牽引供電系統各項功

能，相關指標參數表現良好，完全

符合設計要求，為下壹步動態檢測

創造了條件。

連接印尼首都雅加達和第四大

城市萬隆的雅萬高鐵全長142公裏，

是“壹帶壹路”建設和中印尼兩國

務實合作標誌性項目，也是中國高

鐵首次全系統、全要素、全產業鏈

在海外建設項目，設計時速350公裏

。項目建成後，雅加達到萬隆的旅

行時間將由現在的3個多小時縮短至

40分鐘。

“中韓絲綢之路企業交流會”
在首爾成功舉辦

綜合報導 “中韓絲綢之

路企業交流會”在首爾成功

舉辦。中國駐韓國大使邢海

明、聯合國前秘書長潘基

文、韓國國會議員崔姸淑、

中國駐韓國大使館經商處公

參谷金生、韓中絲綢之路國

際交流協會會長李先虎等出

席活動。

邢海明表示，中韓兩國

不僅是搬不走的近鄰，更是

誌同道合的知己、利益融合

的夥伴和同舟共濟的朋友。

在雙方共同努力下，中韓關

系已進入新的更高發展階

段，迎來繼往開來的重要

發展機遇。邢海明強調，

多年來，中國與眾多國家攜

手共建“壹帶壹路”，並取

得了豐碩成果，包括韓國企

業在內的各國企業由此獲得

了實實在在的收益。

潘基文表示，三十年來

韓中兩國關系不斷發展，

經貿合作碩果累累，去年

雙邊貿易額更是突破 3600

億美元。希望雙方繼續保

持相互理解與尊重，加強

人才交流、擴大互利共贏，

共同迎接下壹個韓中繁榮發

展的三十年。

李先虎表

示，中韓兩國

自建交以來，

在經濟、文化

、科技、環境

保護等領域開

展了很多務實

合作。雖然當前兩國均面臨

疫情、全球經濟蕭條等各種

挑戰，但相信在雙方的共同

努力下，定能克服困難，取

得新的更大成就。

當 天 活 動 以 “ 同 舟

同 濟 ”為主題，回顧了過

去三十年兩國合作取得的

豐碩成果，共同憧憬了未

來三十年中韓合作的美好

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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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靠祖國面向世界 零關稅國際化 擁巨大競爭力

2.單板裝配 3.整星裝配集成 4.綜合電性能測試 5.衛星特性測試衛星生產流程 1.基礎產品配套 6.環境模擬試驗

打造“中國星鏈”
衛星生產線落戶香江

衛星中心生產特點
柔性生產：可以適配通信、導航、遙感

等不同類型30到1,000千克不同量級衛

星共線研製

智能：配備視覺導引、柔性輸送、自動

倉儲、智能物流、數字化管控等體系

批量化生產：支持多星並行研製，具備

年產200顆以上的批量生產能力

高效：日均一顆衛星下生產線，單顆衛

星生產周期為12天

◆香港航天科技集團設在將軍澳工業區的數據技術中心大樓（左）及製造業中心大樓（右）。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得民 攝

◆◆香港航天科技測運控中心香港航天科技測運控中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興偉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興偉 攝攝

主攻三大類：通訊 導航 遙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姬文風）人造衛星的用

途十分廣泛，既能為人們提供各式各樣的實用資
訊，亦可為通訊網絡覆蓋不足的地區帶來互聯網通
訊，連接世界。

香港衛星智能製造中心技術總監胡明遠介紹，
香港航天科技集團的星鏈工程“極光星座”和“金
紫荊星座”，前者面向非洲新市場，重點解決當地
通訊網絡覆蓋不足的難題，提供高效實惠且適合當
地民眾生活所需的互聯網通訊服務；後者瞄準粵港
澳大灣區經濟高地，以發展雷達衛星與多光譜/高
光譜衛星為主。他又介紹衛星數據的應用場景廣
泛，從生態環境監測、交通運輸到防災減災，均可
派上用場。

可為港監測火災滑坡沉降
“我們做的主要就是通訊、導航、遙感三大類

（衛星），‘金紫荊星座’工程主打的就是遙感，
裏面有光學遙感和雷達衛星，而雷達衛星屬於比較
前沿的。”胡明遠表示，大灣區屬於多雲多雨的氣
候條件，傳統的光學衛星可能會受雲霧影響，因此

面向大灣區的“金紫荊星座”會以雷達衛星為主，
其餘包括多光譜/高光譜衛星、激光通訊與光學遙
感融合衛星等，整個項目預計涉及一百多個任務衛
星，組成星鏈。

至於“極光星座”更是會由數百甚至上千個通
訊衛星組成，“重點面向非洲特定地區的國家，提
供互聯網服務，從基礎網絡覆蓋的角度，目標達到
全國或全區域覆蓋。”他說。

胡明遠提到，他們曾用衛星監測香港三大堆填
區，動態分析其變化情況，及其是否對周邊環境構
成影響，從而發揮生態環境監測的作用。“再舉例
如有山林火災發生時，可用遙感衛星快速監測火
情，了解其蔓延情況，從而為有關部門提供建議；
再譬如地表沉降、滑坡等不同災害風險，衛星都可
發揮監測、提前預警的作用。”

對香港致力發展成為智慧城市，胡明遠表示，
如交通工具手機應用程式、無人駕駛等需要高新地
圖的科技產品，都可通過遙感成像對局部區域進行
快速拍攝，獲取路網信息，繼而服務交通運輸所
需。

“中心主要目的是要在港建設全產業鏈製造衛星，我們會涵蓋
通訊衛星、導航增強衛星、遙感衛星等，不同類型的衛星

都可以在我們這個生產線上生產。”

預計年產200顆千公斤以下衛星
胡明遠介紹，該中心落成後每年預計可生產200顆1,000公斤以

下衛星，“我們一方面會為商業用戶製造衛星，而我們也有自己的
星鏈工程，包括‘極光星座’和‘金紫荊星座’，可以為大灣區以
至世界各地居民提供對應的衛星服務。”不論是製造需求還是服務
需求，他強調中心都致力兼顧，當中不少衛星服務更是與普羅大眾
息息相關。

粵港海大灣區不少城市都擁有強大生產力，但該中心選擇了落
戶香港，在將軍澳創新園先進製造中心開設香港首條衛星生產線，
“在香港，我們還是覺得有不少優勢的，哪怕是相對於全球的衛星
產業來說，我們的競爭力還是很強！”胡明遠解釋，香港具備零關
稅的優勢，極大地降低了製造成本，“而且香港物流業非常發達和
完善，物流成本和周期都非常低，香港可以做到全球供應鏈暢通的
獨特優勢，讓商業航天衛星的上、下游產業鏈，能以更低成本，更
流暢便捷地進入香港。”

胡明遠認為，香港具備中西交匯優勢，一方面可與歐美接
軌，匯聚全球科技與資源，並將中心產品帶到全世界。另一方
面，香港可依靠大灣區和國家的支持，“最簡單的例子，我們中
心就是跟中國航天科技集團有限公司第八研究院（簡稱航天八
院）合作，由他們幫忙做這個生產線設備，當然這只是一個方
面。”他指出，香港近年大力發展精密製造與再工業化，相關的
政策有利中心的前期推動，大大加快了相關發展，這均是香港所
能提供的有利條件。

系統培訓新人“真刀真槍”製作
“香港環境本身亦有利於吸引國際人才，同時亦有多所頂尖大

學，為行業持續提供本地人才。”胡明遠強調，作為本地企業，當
然要支持本地就業。“尤其香港多所大學質素都很高，亦有不少跟
衛星製造相關連的專業，例如航天系統或航天材料、太空科學、地
理科學等，其實都跟衛星設計、製造、應用十分緊密。”

由於大學學科較注重理論層面，胡明遠分享中心各個崗位均設
有系統化的培訓，幫助新入職者加快成為“實戰者”，“譬如，學
生可能在大學時期參與過小衛星組裝設計，但那畢竟是實驗性質，
而我們會提供系統培訓，助他們‘真刀真槍’製作衛星。這個大概
可以理解成師徒制吧，不論在熱實驗、力學實驗等各個環節，都必
須使用真正衛星，在真正的環境下才可模擬、實踐，從而滿足上太
空這個標準。”

他補充，中心目前已聘用多名本地大學生，“從這個角度來
看，不論是本地學生就業，提供本地科研崗位等，中心都能幫忙推
動起來。”

在第十四屆珠海航展上，粵港澳衛星智能製造中

心沙盤和宣傳片首次亮相。此次展出的粵港澳衛星智

能製造中心沙盤亦即香港衛星智能製造中心，隸屬於

銳意打造“中國星鏈”工程的香港航天科技集團。香

港衛星智能製造中心技術總監胡明遠10日接受香港

文匯報專訪時指，中心可望在明年年中落成。憑藉香

港背靠祖國、面向世界的地理條件，加上擁有零關

稅，國際化環境等先天優勢，他相信即使要跟全球衛

星產業比拚，香港衛星智能製造中心仍然擁有極大的

競爭力。在得到中央政府的支持，和特區政府對創科

投入不斷增加下，相信香港的航天科技生態圈將得到

更好的發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姬文風

港具精密製造潛力
倡做強航天產業群

香港政界人士10日接受香港文匯報
訪問時表示，相信今次事例證明香港具有
發展精密製造的潛力，建議特區政府研究
能否促進香港本地形成航天產業群，檢視
內地還有否什麼其他產業能利用香港自身
優勢，引進香港，攜手發展。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表示，內地在衛星
技術上已經發展了很長時間，對衛星的要求也愈
來愈高。雖然衛星體積不大，但每一個衛星都需
要有過萬組件，而各組件分別來自全球不同地
方。在香港建設先進製造業中心，可充分發揮香
港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優勢。

她提到，生產衛星對組裝要求非常高，而香
港的品質監控國際知名，科技人才充足，也是優
勢所在，相信這次在香港建設先進製造業中心，
可以向世界各地展示香港的優勢，告訴國際香港
是一個非常適合創科發展的地方，對未來吸引高
端人才及企業落戶香港起到帶頭作用。

立法會議員洪雯表示，香港法律容許數據

在網絡自由流通，對全球任何地方都不設數據
壁壘，故相信香港發展人造衛星數據分析相關
服務亦大有可為。過去，很多本地的研發成果
最終都需要到內地進行產業化，或許令香港忽
視了自身優勢，相信今次事例證明香港具有發
展精密製造的潛力，建議特區政府研究能否促
進本地形成航天產業群，檢視內地還有否什麼
其他產業能利用香港自身優勢，引進香港，攜
手發展。

立法會議員吳傑莊表示，香港在航天航空產
業上一直具有世界領先的水平，已具備建設先進
製造業中心實力。國家今年首度在港澳地區選拔
載荷專家，加上衛星生產線即將建成投產，令香
港在高端科技上的吸引力大大增加，相信未來將
有更多科技人才會來到香港落戶，而香港的年輕
人也會藉着這些機會投身航天航空產業，因此對
行業未來的前景非常看好，有助進一步推動香港
產業多元化。

◆香港文匯報記者 藍松山、黃書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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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讀第五屆進博會成果
◆共吸引145個國家、地區和國際組織

參展。438項代表性首發新產品、新
技術、新服務得到展示。

◆按一年計，今年進博會意向成交金額達

到了 735.2億美元，比上屆增長

3.9%。

◆首次搭建的數字進博平台吸引368家

技術裝備企業線上參展，並進行了64
場直播或轉播活動，瀏覽量達60萬
次。進博會還組建了39個交易團、近
600個交易分團。

◆第六屆進博會企業展招展工作已全面啟

動，企業簽約報名展覽面積超過10
萬平方米。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倪夢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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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屆進博會最貴展品——華人藝術家陳世英作
品《悟禪知翠》，價值高達4.5億元。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帆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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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兩個通宵奮戰，11月7日一大早，國際
知名藝術與奢侈品收藏平台蘇富比在本屆

進博會的最後一件展品——美國藝術家KAWS
創作的大型藝術裝置《分享》，終於在上海國家
會展中心完成安裝與觀眾見面，這也是今年進博
會的最大一件展品。蘇富比中國區董事總經理錢
進表示，此次蘇富比的展區增大五倍，展品亦大
幅度增加，不僅帶來了傳統意義上的知名藝術家
的繪畫和雕塑作品，亦首次將其線上“即時收
藏”平台——蘇富比Buy Now帶到內地，首批展
示15隻奢侈品手袋，這一線上平台今年底到明年
初將先後在香港和內地上線。“中國本土文化收
藏產業，方興未艾、未來可期。再次以更大規
模、攜更豐富品類參與進博會，是我們與中國市
場共享未來新機遇的承諾。”

蘇富比將辦內地首場拍賣會
事實上，去年首次參加進博會，已經讓蘇富

比與上海深度結緣。今年年初，蘇富比落戶上海
自貿區，正式入駐上海國際文物藝術品保稅服務
中心，目前已設立拍賣和電商公司並籌備中國內
地首場拍賣會。本屆進博會期間，他們宣布把中
國內地總部落戶上海。錢進表示，未來蘇富比亦
將持續擴大包括拍賣及其它交易形式在內的業
務，也將積極開拓更多收藏品類及體驗，以豐富
的好產品、好服務不斷促進中國藝術文化收藏領
域的高質量發展。

據悉，2021年第四屆進博會上首次設立的文
物藝術品板塊，有9家機構的41件作品完成交
易，總成交額7.6億元，激勵了不少展商再度參
展。在今年的消費品展區，共有12家機構帶來近
百件文物藝術類展品亮相，分別來自香港、英
國、美國、新加坡、薩摩亞等國家和地區，參展

面積2,491平方米，比去年增加一倍，參展金額
超10億元。其中有6家企業和蘇富比一樣是“回
頭客”。

參展助佳士得去年在港秋拍再創新高
同樣在世界文物藝術品收藏領域知名的佳士

得，今年也再度集合全球資源參展。佳士得中國
區主席楊媛草表示，去年攜東西方大師名作首度
亮相進博會獲得極高關注，現場諮詢踴躍，從中
可以看出國內藏家審美趣味不斷升級，特別是對
於跨文化多元藝術的興趣日盛。此次再度參與，
將進一步發揮自身品牌優勢，為機構及藏家、特
別是新入場的年輕一代帶來更有針對性的藏品推
薦，及富有國際視野和前瞻性的收藏規劃。

其實，佳士得在中國內地市場布局已近三十
年，2013年開始在上海舉辦線下拍賣會，成為目
前唯一一家固定於內地設立藝術空間，並定期舉
辦拍賣、展覽和講座等活動的國際藝術品拍賣
行。去年參展進博會，對於佳士得當年的拍賣業
績亦有積極貢獻，當年佳士得在香港的秋拍再創
歷史新高，佳士得亞太區總裁龐智鋒（Francis
Belin）就曾表示，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藏家居功
至偉。

今年年初，佳士得將上海的辦公室和藝術空
間遷至外灘一號，總面積達到1,600平方米。楊媛
草表示，佳士得進入中國內地以來，一直堅持對
於區域市場的深耕，不僅定期舉辦包括拍賣在內
的豐富活動，還通過多種形式推進藝術教育和傳
播，為中國藝術市場的國際化以及東西方藝術文
化交流做出了自己的貢獻。“我們深感近年中國
不斷出台政策支持藝術市場繁榮發展，未來我們
將在內地不斷增加投入，並期待進行更多的業務
拓展。”

國際藝術品巨頭攜近百作品亮相 藉進博會續深耕內地
繼上一屆進博會斬獲7.6億元（人民幣，

下同）成交額後，第五屆進博會再度於消費品

展區專設“文物藝術品”區，吸引了12家海

內外機構帶來近百件文物藝術類展品亮相，總

價值超過12億元，參展者包括“回頭客”蘇

富比、佳士得等藝術品巨頭。據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藝術品巨頭目前高度關注新

入場的年輕一代藏家的收藏規劃需求，亦籌備推出線上平台拓展市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帆 上海報道

◆蘇富比展品、美國藝術家KAWS創作的大型
藝術裝置《分享》。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帆 攝

進博會的“文物藝術類”展品從入境到進
入展館安裝完畢需要多久？上海自貿區給出的
答案是——3天。據了解，以進博會設立文物
藝術品板塊，以及上海“十四五”規劃提出
“打造成為國際重要的藝術品交易中心”為契
機，上海自貿區已經鋪設起一條全國速度最
快、效率最高、產業鏈最全面的文物藝術品進
出境通道。

香港文匯報記者從上海自貿區了解到，為
了統籌自貿區保稅區域文化藝術板塊的業務發
展，2014年就專門設立了專職企業“上海自貿
區國際文化投資發展有限公司”（自貿文
投），2018年，全球最大的藝術品保稅倉庫
“上海國際藝術品保稅服務中心”正式投入使
用。完善的硬件設施和人員團隊，都為國際文
物藝術品進入中國市場打通了最後一公里。

上海自貿文投相關人士介紹，參展進博會
的國際展商大部分由他們提供一條龍服務。展
品入境後，會立即進入上述保稅倉庫，進行必
須的查驗和核查，上海市文物局、保稅區海關

等都會開通綠色通道加速檢測，之後就立即安
全運往進博會會場。在這期間，上海方面還建
立“24小時全天候追蹤”工作機制，確保參展
文物藝術品來得更“快”，展得更“穩”。根
據展商需求，在上海自貿區的展示空間，還會
提前為他們提供展前預熱和交流平台，促進交
易量提升。而展品若是在境內達成交易意向，
上海自貿區內相關部門也會第一時間協助他們
做好相關申報、交易、清關、進口、付匯等手
續，助力稅收優惠政策落到實處。

值得一提的是，在進博會紅利的加持下，
上海也已成為國際文物藝術品進入中國的“入
海口”。來自上海文旅和海關的統計，上海已
經成為全國文物進出境審核數量最多的口岸之
一，2021年共辦理文物進出境7,309件，貨值
達170億元（人民幣，下同）。上海文物藝術
品拍賣市場也持續走高，2021年上海共舉辦文
物藝術品拍賣會1,004場，總成交額突破60億
元，同比增長近25%，約佔全國市場份額四分
之一。

行綠道入境上海
藝術品抵館只需3天

▼進博會歷史上最古老展品——德國宮廷匠人
製作於1,600年文藝復興時期的吊墜。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帆 攝

◆◆除了藝術品除了藝術品，，蘇富比今次參展還首次將其線上蘇富比今次參展還首次將其線上““即時收藏即時收藏””平台平台——蘇富比蘇富比Buy NowBuy Now帶到內地帶到內地，，首首
批展示批展示1515隻奢侈品手袋隻奢侈品手袋。。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帆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帆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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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社新聞

休城工商

Balance Adjusters 你們的理賠索賠專家

Balance Public Adjusters 我們的工
作是在您的家庭或商業財產因災
難損壞或丟失後為您提供賠償。
我們全天候 24/7/365 隨時待命，
隨時準備成為您的擁護者。

免費索賠審查
住宅索賠
Balance Adjusters 在處理住宅

財產損失方面擁有豐富的經驗。
我們為有被保險人的人提供私人
保險索賠幫助。在美國和國外因
火災、水/洪水、颶風、風暴、冰
雹、煙霧、地震、物品丟失、盜
竊損壞索賠造成的損失。

商業索賠
商業保險政策特別複雜，包

含經常被忽視的寶貴潛在利益。
平衡調整員每天處理商業財產索
賠。我們完全了解索賠處理流程
，我們可以幫助您通過保險公司
的所有官僚機構找到自己的方式
。這是您應得的強大優勢。

CALL US: (713) 622-1972
E-MAIL: info@balancecom-

panies.com
CORPORATE OFFICE:

5005 Hidalgo St. #304 Houston,
TX 77056 USA

資深貸款顧問王潔解析資深貸款顧問王潔解析：：簽合同要注意些什麼簽合同要注意些什麼

在選定社區，看中房子，討價還價談定價格後，雙方就要簽
署買賣合同，把買賣雙方議定的條件和價格用對雙方都具有約束
力的合同形式固定下來。一般是由買方經紀人提供房產購買合同
，賣方經紀人在此基礎上作評估，對於具有潛在法律風險的條款
進行修改，或者增加條款。合同簽署後就具有法律效力，任意修
改或取消，要承擔違約責任。

購房合同中除列明買賣雙方的姓名和房產的議定價格外，還
要有房產的法律描述，這包括房屋地址、地段編號、地契編號、
房屋平面圖、土地面積、建築面積、房產稅是否結清、房產抵押
狀況等。買方要對這些房產描述逐一核實，確認無誤。

除此之外，合同中還包含一些保護賣主和買主的條款。比如
定金條款用來保護賣方，補償賣方在簽署合同、房產下市後，由
於買方不能履行合同，最後房產沒能成交帶來的損失。通常定金
是房產議定價格的2-3%。

貸款意外條款（Mortgage Contingency Clause）則是針對買
方的保護條款。除現金交易外，大多數人買房需要向銀行貸款，
而且很多情況下是在簽訂了買房合同後才向銀行申請貸款，因此
有可能出現合同簽署了但銀行拒絕貸款的情況。

貸款意外條款賦予買方因貸款不成而取消合同的權利, 即合
同中約定一個日期，在此之前如果買方拿不到銀行貸款批准書，
買方有權取消合同，所有定金退回買方，雙方互不追究責任。所
以，賣主通常會調查了解對方有一定的信用和貸款能力後，才會
認真同其談交易。

買方為了保護自己，還應在合
同中列入房檢及維修責任條款。在
成交前，買方要雇請有執照的房屋
檢驗師對房屋作徹底檢查，如發現
存在較大的結構、建築破損或隱患
，買方可以要求賣方就有問題的地
方進行維修或更換。為防備賣方在
房產成交前未完成維修的狀況，買方可以在合同中規定如發生這
種情況，在房屋議定價中扣除維修費用。

同時，購房涉及的房屋保險主要有兩種：房屋財產保險 (Home-
owner’s Insurance)和房屋產權保險（Title Insurance）。

房屋財產保險的範圍包括任何房產及屋內財產的損失，比如
火災、入室搶劫、偷盜等帶來的損失。

房屋產權保險是免除買主遭受產權糾紛的損失。比如一個老
頭過世了，他的女兒把老頭的房子賣給你，一切法律手續看來正
當、完備無憂。房屋成交後不久，突然又冒出個老頭的兒子，宣
稱這筆買賣無效，因為他作為繼承人之一沒有同意。如果你買了
房屋產權保險，就由保險公司出錢幫你打官司；如果你輸了官司
，保險公司要賠償你購屋的損失。

在美國由於土地是私有的，開發商從私人手裡買來土地，這
塊土地也許不清不白轉手多次了，所以買新房也會出現產權方面
的問題。

另外，新房的開發商可能沒有完全支付建築公司的建房款項
，新房建好售出，但買主並不知道潛在的債權糾紛。待房屋過戶
後，建築公司前來討債，而開發商已經破產或者逃之夭夭，這時
麻煩就來了。

有了房屋產權保險，就由保險公司打理向建築公司賠償的事
項。房屋產權保險是一次性支付的保險，能夠持久保護房屋產權
的安全，此保險費的計算根據購房價格而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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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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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English recipe, please visit www.lnk.bio/BullHead.BBQSauce.USA

南瓜竹筍包 Pumpkin Mochi with Shallot Meat Filling南瓜竹筍包 Pumpkin Mochi with Shallot Meat Filling

掃碼關注
微信公眾號

 <牛頭牌北美>
看完整食譜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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