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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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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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11/26/2022

（中央社）感恩節假期在即，美國維吉尼亞
州 切 薩 皮 克 市 （Chesapeake） 一 處 沃 爾 瑪
（Walmart）賣場昨晚發生槍擊案，警方表示有
多人死於槍下，單一的開槍犯嫌也已經死亡。

法新社報導，切薩皮克市警局員警柯辛斯基
（Leo Kosinski）告訴在場記者，快打小組和機
動部隊抵達現場後 「立刻」進入賣場，警方找到
多名死者和傷者。

他說， 「我們認為槍手只有一人，那名槍手
已經死亡」。他並未說明犯嫌死亡原因。

當局在昨晚 10 時過後接到第一通報警電話
，當時賣場尚未打烊。

新聞畫面顯示，現場聚集大批警力。柯辛斯
基說，員警和調查人員正仔細清查賣場，並維護
區域安全。

目前還不清楚確切死亡人數，柯辛斯基告訴
記者，警方認為遇害者不超過10人。

路透社報導，案發地區的頂尖創傷中心聖塔
拉 諾 福 克 綜 合 醫 院 （Sentara Norfolk General
Hospital）發言人告訴當地電視台WAVY，他們

收治了5名傷患。
全美最大零售商沃爾瑪今天凌晨發聲明表示

， 「這起悲劇讓我們很震驚」，公司 「替受影響
的人、社區和我們的夥伴祈禱」，並 「與執法單
位密切配合」。

美國科羅拉多州科羅拉多泉市一家同志夜店
19日深夜剛發生槍擊案，造成至少5人喪生、25
人受傷。

美國感恩節前不平靜美國感恩節前不平靜 維州賣場爆槍案多人死傷維州賣場爆槍案多人死傷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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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day is Thanksgiving day. It is a real “thanksgiving“ in my
life. There are many things that cannot disappear in life.

The first time I set foot in this land was in San Francisco.
When I looked at the Golden Gate Bridge, which was often hidden
by the fog, this was the most beautiful city in the world. At least I
thought so.

But then, when I first walked into Chinatown of San Francisco,
I was shocked. Not only did I not understand the old Chinese
Taishan dialect but, the massive streets full of noise overwhelmed
me. Is this America? But I still needed to get the job done
immediately to solve the practical problems. Finally, I found a
restaurant job in nearby Chinatown on the second day and I also
needed to find a place to stay. When I walked down the nearby
1111 Pine Street, I saw a “for rent” sign and I rang the bell. An
old white man answered the door and ask me, “Young man, do
you want to rent the apartment?” I answered “yes.” After I
looked at the room, I had no choice and signed the lease. Later I
found out that the manger’s name was John Gibson. He was
Irish and currently retired and managed this apartment for the

Chinese owner on Pine Street. Almost every night when I came
back from work, John was still awake and always said “good night
” to me.

After many months, we became very good friends and he
invited me to breakfast with him which he cooked in English style.

Because it was getting close to the school’s opening, I
wanted to make more money, so I took a second job. I began to
work day and night. On Thanksgiving Day, I fainted and was sent
to the hospital due to physical overstress. When I woke up, John
came to my hospital bed and brought my dad’s hand-written
letter. When I opened it up, I couldn’t help but burst into tears.
John came forward and gave me a big hug and comforted me, and
said that, “You need to take care of yourself and God will bless
and protect you.”

John was the first white man I had ever met in America. Many
years have now passed and today this is Thanksgiving Day again.
John’s caring for me and his kindness will always be branded in
my heart. 1111//2424//20222022

My Story On Thanksgiving DayMy Story On Thanksgiving Day

今天是感恩節，對我而言，
數十年的海外生活， 就如一幕銘
記心頭的人生經歷， 有許多事物
是在生命中無法消失的。

當年第一次踏上這塊土地 ，
首先進入眼簾的是舉世聞名之舊
金山金門大橋 ，從大橋眺望経常
藏在霧裡的舊金山城 ，簡直令人

有著無限之暇思， 世界上還有這
么美麗扣人心弦的城市。

當我第一次走進舊金山華埠
時 ，使我大吃一驚 ，不但到處
是聽不懂的台山話， 都板街上零
亂之攤位及禮品餐廳充滿了鬧聲
， 這是我想像中的美國嗎 ？這
個文化震撼使我有些頹喪， 但是

我仍然要立即找份工作來
解決現實問題 ，硬著頭皮
到了家介紹所， 那位操濃
重口音的老姑娘順手為我
安排了餐廳之工作， 我也
就毫不猶豫地參加了華人
餐館之工作行列。

首日之體力勞動之後 ，
我走在崎嶇斗峭之舊金山
街道上， 心中有陣難掩之
痛苦， 想到遠走美國時在
松山機場送行之親友和雙

親之殷切期盼 ，我在這陌生的土
地到底如何生存， 我從一個公務
員一時變為勞工階級 ，這是多大
的變化呢。 打工後的第二天，
我必須找到棲身之地， 一大早我
在附近派克衔1111號 看見招租
廣告 ，我按了電鈴， 一位滿頭
白髪的白人老頭伸出頭來問我，
年青人是否要租房子， 我立即面
答是的 ，也許是個緣份吧！ 他
開門後引領我到経理室我們立即
辦妥承租手續 ，我也在第二天搬
進了這座古老的四層公寓樓， 他
告訴我他的名字叫約翰.吉布森
， 早年是愛尓蘭移民 ，退休後
單身在此管理這楝是華人擁有之
老舊公寓。

每當我打工回來， 乘座那陳
舊卡卡聲音之老式電梯時總是看
到約翰還未睡覺伸頭出來和我打

招呼，並道晚安， 久而久之，
我們就十分熟識 ，而且他也経常
邀我去吃他烹調之英式早餐 ，包
括煎蛋 、培根、 藍梅果醬麪包
， 我們談他的過去和我的未來。

就在學校開學前， 為了賺更
多學費 ，我開始了兩份晝夜工作
， 就在感恩節那一天因體力透支
而昏厥送進了醫院， 等我醒時
，約翰來探望我也帶來了多封家
父以毛筆親寫的家信 ，我打開時
看了父母之叮嚀和盼望， 不禁淚
流滿面， 約翰上前給我一個擁抱
並安慰我說 ：“年輕人 ，你保
重， 上天會祝福保護你的。“

多少年過去了，約翰是我在
美國認識的第一個白人 ，如今他
早己離開人世間， 今天又逢感恩
節日 ，這份恩情親情和緣份永遠
烙在我的心坎中。

感恩的故事感恩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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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歐洲議會今天通過決議認定俄羅
斯為 「支持恐怖主義國家」，同時要求歐盟理
事會各國趕緊提出第9輪對俄國的制裁，希望
在國際上更孤立普丁（Vladimir Putin），以阻
止俄軍在烏克蘭持續暴行。

歐洲議會（European Parliament）認為，
俄軍對烏克蘭平民的殘暴行為和蓄意擊毀民生
設施，已違反國際法和人權相關法案，相當於
恐怖行為，因此決議認定俄國是支持恐怖主義
國家且 「使用恐怖主義工具」。

由於目前歐盟對抗恐怖主義的法律並未以
國家為對象，歐洲議會要求對此立法補足，同
時也要求歐盟將俄國傭兵組織 「瓦格那集團」
（Wagner Group）、俄國近衛軍第141卡德羅

夫特種機動軍團（ Kadyrovites）等以手法凶殘
著稱的部隊納入 「恐怖組織」名單，以便依法
予以制裁。

歐盟至今對俄國已祭出8輪經濟制裁，以
東歐為主的部份國家正在推動第9輪制裁方案
，包括彌補當前制裁措施的漏洞，但因匈牙利
反對而進展緩慢。匈牙利因違反民主法治原則
而被歐盟凍結補助款，威脅以否決權卡住歐盟
需共識決的重要政策，被視為匈牙利的反制手
段。

歐洲議會今天以494票贊成、58票反對通
過前述決議時，也呼籲歐盟各國加速討論出新
的制裁方案。

歐洲議會認俄為支持恐怖主義國
促歐盟推第9輪制裁

世界盃8場館容納人數突增12％ 外媒驚揭3大內幕

(本報訊)2022卡達世界盃在各式各樣的爭
議下揭開序幕，不過四年一度盛大賽事仍澆
不熄足球迷的熱情。近日爆出官方造假數據
，公布上座率遠超過體育館實際承載量，開
賽才 3 天，統計 8 大場館容納人數竟成長了
12%，外媒形容此現象 「宛如變魔術一樣」，
並分析3大可能原因。

時隔 20 年第 2 度在亞州舉行的世界盃，
此前主辦國卡達馬不停蹄建造7座全新場館，
包括阿爾拜特體育場(Al Bayt Stadium)、盧塞
爾體育場(Lusail Stadium)、阿爾賈努布體育場
(Al-Janoub Stadium)、賴揚體育場體育場(Ah-
mad Bin Ali Stadium)、阿爾圖馬馬體育場(Al
Thumama Stadium)、974 球場(Stadium 974)、
教育城體育場(Education City Stadium) ，並將
46 年前打造的哈里發國際體育場(Khalifa In-
ternational Stadium)大翻修，各國會在這8大場
館展開廝殺。

據《衛報》（The Guardian）22日報導，
位於豪爾市（Al Khor City）的阿爾拜特體
育場(Al Bayt Stadium)從原定可容納 6 萬人
，攀升至官方所公布的 68,895 人，毫無來
由的多了 8 千多人；而容量最大的盧塞爾
體育場(Lusail Stadium)同樣從8萬人暴增至
88,966人，場場超載引發外界質疑。

內部消息人士聲稱，最初公布的數字是
足聯(FIFA)對每個場館最低容納數量的要求
，賽事開打後，官方發現媒體朋友、贊助
商等座位數低於預期，才會發生超載的情
況；卡達世界盃官網周二也公布合計容納

人數，從38萬增加至42萬6221人。
不過灌水疑雲仍是謎，從現場轉播畫面

來看明顯發現許多空位，並不像官方所公佈
每場皆多出千人；第一種合理解釋可能是持
票人沒有出現，尤其是荷蘭對上塞內加爾那
場，前2最貴座位席相當冷清，意味著贊助商
或貴賓選擇不進場觀球。

其二，可能是觀眾買了未授權的票，衛
報採訪到一名卡達球迷表示，他手上現有20
張門票，都是透過2個獨立的足聯帳號購買，
雖然這作法未經許可，但他身邊的朋友都這
麼做，而遠在其他國家的球迷最後選擇不來
了。

第三種狀況是，實體售票系統賣了 「已
退回」或 「售罄」的門票，像是人們可以在
西灣的某地鐵站隨時購票，但系統似乎無法
即時更新，導致實際票數與螢幕上顯示的產
生落差。

在馬來西亞政壇叱吒風雲的前首相馬哈地
在日前舉行的大選中不幸落敗,這也是他在53年
來首次選舉挫敗,馬哈迪時代算是正式告終了。

馬來西亞這次舉行的全國大選非常激烈，
國會下議院共有222個議席,由於參選的各政黨
無一取得國會下議院過半，新政府將如何組建
尚未明朗,這是馬國歷史上首度出現的懸峙國會
，最高元首阿卜杜拉表示，由於他提出的讓希
望聯盟主席安瓦爾和國民聯盟主席穆希丁合作
組建新政府的建議遭到拒絕，他將親自挑選首
相人選,無論誰成為首相，都很可能走上前三位
領導人的老路——他們總共只執政了4年。

其中問題的根源在於馬來西亞的政治陷入
了宗教和種族的緊張關係,而此次的選舉結果顯
示，身份政治仍然是贏得選民、特別是占多數
的馬來穆斯林民心的有效工具。

馬來西亞正經歷政治伊斯蘭浪潮,該國憲法
將人口多的馬來人(絕大多數是穆斯林)視為一
等公民，並授予他們高於其他族裔的特權。馬
國的華裔和印度裔在法律上是二等公民，但在
商界十分富裕,儘管有國家的保護和其他平權措
施，馬來人一直難以趕上這些少數群體的經濟
進步。此次選舉比原計劃提前一年舉行，主要
是因為首相Ismail Sabri Yakoob要求舉行選舉。
他樂觀地認為，聯合政府將重拾過去的榮耀，
占全國3270萬人口近70%的馬來人將把壓倒性
的勝利授予國陣。

馬哈迪兩度擔任過首相，他先前說不想參
加這次大選，但他覺得他沒有完成他的最後一
個任期，這位曾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將馬來西
亞變成快速發展國家的人相信，他有能力再次
做到這一點，並將馬來西亞從深陷的政治和經
濟泥潭中拉出來。

他還表示，他希望“拯救”這個國家，使
其不致再次落入盜賊的手中，並遏制像野火一
樣蔓延的腐敗。馬哈迪不希望巫統獲勝，因為
他說，那將是選民對腐敗的支持。

這也意味著，因貪污而入獄的納吉布·拉
紮克將被赦免，為他重返政壇鋪平道路。

馬哈迪在政治生涯中的第一次執政期間，
為馬來西亞最不自由的政策奠定了基礎。他在
法庭和媒體等獨立的機構中工作，並監禁了包
括他的前副手安華在內的競爭對手，馬哈迪在
掌權期間擴大了馬來西亞最初的平權行動計畫
，這種計畫助長了任人唯親的風氣，由於排華
和排印政策 ，使華人和印度人逃離這個國家，
即使是現在，他還發誓要採取新的民粹主義措
施。

一個97歲的老人到處為他的政黨競選，精
神十分可貴, 他不僅心臟不好，而且才從Cov-
id-19中恢復,現在已是21世紀第三個十年,世界
經歷了巨大的變化，他早期的想法和策略不太
可能奏效,沒有擁抱人民嚮往的馬哈迪時代告終
,他的政績將長留馬來西亞歷史上讓人景仰。

【李著華觀點 : 馬哈迪時代告終
政治強人首次落選 ,馬來西亞前景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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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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最新研究：
出生分娩方式或影響新生兒微生物組和接種反應

綜合報導 施普林格· 自然旗下學術期刊《自然-通訊》最新發表壹篇

免疫學論文稱，不同的分娩方式——順產還是剖腹產——與新生兒腸道

微生物組變化和對特定兒童疫苗的反應有關。這項研究表明，和剖腹產

相比，順產所致的微生物群組成與健康嬰兒對兩種常規兒童疫苗的特定

類型抗體響應增強有關。

該論文介紹，兒童疫苗旨在為童年期相關的壹系列感染性疾病提供

保護。這些疫苗與免疫反應的相互作用、誘導效果如何，對於在嬰兒體

內產生的保護力至關重要。人們已知微生物組在疫苗接種的免疫反應中

發揮重要作用，但對早期生活及其對腸道微生物組組成的影響，與後續

兒童疫苗反應之間的關系，人們仍所知不多。

論文通訊作者、英國愛丁堡大學德比· 博加特(Debby Bogaert)和

合作者調查了101名順產或剖腹產嬰兒，評估他們在出生後12個月

裏的腸道微生物組。他們還評估了出生後 12-18 個月時對兩種直接

針對呼吸道病原體的常規兒童疫苗(肺炎球菌和腦膜炎球菌疫苗)的

抗體應答。

論文作者發現，順產與出生頭幾個月裏腸道微生物中雙歧桿菌和大

腸桿菌水平增加有關，對兩種疫苗的IgG抗體響應更強。重要的是，和

剖腹產比較後，他們的研究顯示，微生物組介導了分娩方式和肺炎球菌

疫苗反應之間的聯系。

論文作者總結認為，他們的這項研究表明，分娩方式可能會導致微

生物組改變以及免疫系統對兒童疫苗的反應，但是抗體水平差異與免疫

保護力強弱的對應關系仍是壹個有待解決的問題。

波蘭和德國垂死反擊
同壹天對俄氣動手

綜合報導 同壹天，波蘭和德國直接

動手，劍指俄氣集團！波蘭宣布，俄氣

集團在歐波天然氣公司的股份，被波蘭

強制接管；德國則是徹底將俄氣集團的

前子公司國有化。並且，雙方打出來的

旗號，都是為了能源供應安全！

而波蘭和德國做出這樣的動作，其

實也是不出所料的！本身波蘭就因為拒

絕使用盧布結算天然氣，直接就被俄羅

斯切斷天然氣供應了。這個時候，俄氣

集團持有的波歐天然氣公司股份，自然

就會被波蘭盯上！再加上已經被俄羅斯

斷氣了，波蘭動手似乎也是壹點負擔都

沒有。

德國的情況也差不多！俄羅斯沒有

切斷對德國的天然氣供應，但是隨著北

溪天然氣管道被破壞，俄羅斯對德國的

輸氣量就受到了巨大影響。而且，SEFE

公司這個俄氣集團的前子公司，也因為

俄羅斯的反制裁，陷入了巨大困境！因

為無法再獲得俄羅斯天然氣，不僅無法

履約給客戶供應天然氣，還出現了債臺

高築的情況。

這個時候，德國為了能源供應安

全，是怎麼都不可能任由SEFE公司破

產的，國有化SEFE公司就成了壹個必

然的趨勢！但波蘭和德國選擇在這個時

候動手，或許在很大程度上，還是被俄

羅斯給逼急了。

如果說在俄羅斯與土耳其合作，要

將土耳其打造成對歐洲輸送天然氣的新

樞紐之前，德國和波蘭還有壹點希望，

能夠用壹點點讓步，換取俄羅斯重新供

應天然氣的話。那麼，在俄羅斯與土耳

其的合作達成，開始推動新樞紐建立之

後，這壹點點希望就徹底被掐滅了！波

蘭和德國等東歐國家，很難輕易得到俄

羅斯的原諒。

固然新樞紐的建立，還需要個幾年

的時間，但是在有了新的選擇之後，波

蘭和德國對俄羅斯來說，就變得不再重

要！這種情況下，在俄羅斯恢復天然氣

供應的問題上，波蘭和德國就成為了被

動的壹方。所以，波蘭和德國才會選擇

垂死反擊，既然已經沒有了拿捏俄羅斯

的機會，那就幹脆趁機彌補壹些損失。

而德國和波蘭這麼著急的動手，也可

以看出俄羅斯的能源出口轉向，讓歐洲產

生了壹絲不安！過去，受到俄羅斯便宜天

然氣的影響，包括德國在內的東歐國家，

經濟發展得都很不錯，在歐洲的話語權也

越來越重。但是，壹旦俄羅斯能源轉向，

不再通過東歐向歐洲供應天然氣，歐洲

的形勢也將出現巨大變化。

有東歐這樣的成功案例在前，今後

能夠通過土耳其，獲取到來自俄羅斯便

宜的天然氣的南歐國家，勢必會迎來新

的發展。這樣壹個變化，也讓歐洲不知

道是好還是不好！但有壹點可以肯定，

南歐的許多國家，都不會拒絕來自俄羅

斯的便宜天然氣，這也就意味著歐洲想

要擺脫對俄羅斯天然氣的依賴，最終也

將以失敗而告終。

這就等於是說，歐洲這麼賣力地對

付俄羅斯，結果不僅什麼好處都沒撈到

，俄羅斯的能源出口轉向，還讓歐洲變

得更加迷茫。今後東歐國家，看著南歐

國家享受著，原本屬於自己的便宜天然

氣，可能會對美國和挪威的高價天然氣

更加不滿！而這些矛盾，最終都可能指

向歐盟這個罪魁禍首，認為是歐盟出賣

歐洲的利益討好美國導致了這壹切，這

壹局面下，歐盟處境可想而知。

8年後馬航MH17墜機案終宣判
3人被判無期徒刑

綜合報導 荷蘭法院對2014年馬來西

亞航空公司MH17客機在烏克蘭上空墜毀

事件的4名涉案嫌疑人作出判決。

根據法院判決，其中3人——俄羅斯

人吉爾金、杜賓斯基和烏克蘭人哈爾琴科

謀殺罪成，被判無期徒刑。第四名俄羅斯

被告普拉托夫被判無罪。

法院還表示，MH17客機是被壹枚從

烏克蘭東部地區發射的俄制導彈擊落的。

主審法官表示，“法庭認為，MH17客機

是被壹枚從五壹村(Pervomaisk)附近的農場

田地發射的‘山毛櫸’導彈擊落，造成

283名乘客和15名機組成員死亡。”

英國天空新聞稱，檢方和嫌疑人有兩

周時間提出上訴。

2014年7月17日，原定從荷蘭阿姆斯

特丹飛往馬來西亞吉隆坡的 MH17 航班

客機在烏克蘭靠近俄羅斯邊界地區墜毀

，機上 298 人全部遇難，其中包括196名

荷蘭人。

荷蘭主導的空難聯合調查團隨後展開

了調查，並於2019年6月對4名嫌疑人提

起刑事訴訟。4名嫌疑人據稱曾在烏克蘭

民間武裝擔任軍事或情報要職。2020年3

月，荷蘭海牙地方法院開庭審理該案。

298人罹難

客機墜毀背後迷
霧重重

距離馬航 MH17

空難，已過去8年。

事實上，盡管國際

社會展開了壹系列

調查，但對於究竟

誰該為這起悲劇擔

責，始終眾說紛紜，

爭議不斷。

荷蘭、馬來西亞

、烏克蘭、比利時、

澳大利亞五國組建的聯合調查團曾於2016

年9月公布調查報告稱，客機被壹枚“山

毛櫸”導彈擊中墜毀，導彈發射系統來自

俄羅斯境內，導彈是從烏克蘭東部壹個親

俄武裝控制的村莊發射的。

對於這壹調查結果，俄羅斯方面則多

次提出異議，堅決否認對空難負有責任，

並指責聯合調查團對俄抱有成見。鑒於俄

方被排除在聯合調查團之外，俄方對該調

查的公正性深表懷疑。

俄國防部表示，國際調查委員會用來

證明俄防空部隊涉嫌空難的視頻錄像是偽

造的。俄副總檢察長溫尼琴科還指出，俄

方不僅向荷蘭提交了本國雷達數據，而且

提交了能夠證明烏克蘭列裝的“山毛櫸”

導彈擊落客機的文件資料，但這壹情報被

調查人員無視。

2015年 10月，俄羅斯金剛石-安泰集

團發布了自己對空難的調查報告，稱空難

發生時導彈發射地區被基輔控制。此外，

關於荷蘭專家所稱飛機因9N314M型彈頭

爆炸墜毀，這壹型號的彈頭裝載於9M38

系列導彈，俄方表示，俄武裝力量沒有裝

備9M38型導彈。

另壹相關方馬來西亞此前則表示，從壹

開始，關於空難的調查就被政治化，俄羅斯

正成為此次事件的“替罪羊”。馬來西亞時

任總理馬哈蒂爾還透露，“出於某種原因”

，馬來西亞未被允許調查事故飛機的飛行記

錄儀。因此，他對調查結果表示懷疑。

亞馬遜開始大規模裁員
主要影響這兩個部門

綜合報導 亞馬遜公司證實已裁減部分設備部門員工。消息人士稱

，該公司仍計劃裁員約1萬人，主要包括零售部門和人力資源部門。

據報道，亞馬遜設備和服務高級副總裁戴夫· 林普(Dave Limp)在給

員工的公開備忘錄中寫道，公司已決定整合設備部門團隊，該部門負責

Echo智慧音箱和語音助理Alexa等設備，而且已在15日通知被裁員的員

工。

“我們將繼續面臨不尋常、不確定的宏觀經濟環境，”他說。“鑒於

此，過去幾個月我們壹直努力優先考量對客戶和業務最重要的事項。”

據報道，裁員計劃仍在不斷變化之中，亞馬遜計劃通過更多部

門裁員來達到1萬人的目標，即相當於亞馬遜公司30萬名員工總數

減少約3%。

亞馬遜的設備和語音助手Alexa項目為內部裁員的兩大重點。盡管

亞馬遜宣稱已賣出1億多臺Alexa設備，但亞馬遜創始人傑夫· 貝佐斯後

來說，公司經常以打折價出售Alexa設備，有時甚至低於成本價。

亞馬遜目前正在應對的是，年底假日購物季的銷售額可能僅增長

2%，而兩年前的增幅為 38%。亞馬遜財務長上個月曾表示，面對通貨

膨脹和更高的燃料成本，消費者的預算緊縮了。

另外，雲端運算部門是亞馬遜的獲利引擎，但在過去壹年，匯率因

素調整後，該部門的營收成長也在壹季度接壹季度的放緩。

裁員消息傳出後，亞馬遜股價收盤時下跌約2%。

查爾斯向英國議會提議：
增加兩名王室成員“可代行君主職權”

綜合報導 英國國王查爾斯

三世日前提議擴大可代理國王

職務的王室成員名單，將妹妹

安妮長公主和胞弟愛德華王子

加入這份名單。當地時間11月

14日，英國總管宮務大臣安德

魯· 帕克勛爵向議會上院宣讀了

查爾斯所簽署的這封信件。

據報道，可代理國王職務

的王室成員在英國被稱為國務

顧問（counsellors of state），

可以在國王身處國外，或因身

體不適不能履職的時候代理國

王職務。根據英國現行的1937

年《攝政法案》，國務顧問由

君主配偶，以及依照王位繼承

順序的4名年滿21周歲的王室

成員組成。

當前英國的國務顧問是卡

米拉王後以及其他四位王室高

級成員，但其中安德魯王子曾

涉及性侵案，今後幾乎不可能

再次出現在公眾視野中，哈裏

王子又與家人生活在美國。

查爾斯在信中說，安妮和

愛德華之前也都擔任過國務顧

問。

此次查爾斯的提議並非將

安德魯和哈裏從國務顧問名單

中除名，而是擴大符合條件的

王室成員的數量。

預計查爾斯、卡米拉等

人明年可能會出國訪問，所

以需要其他國務顧問代行君

主職權。

據報道，預計上院將在15

日對查爾斯做出答復。接下來

的問題是，英國政府是否以及

何時會提出壹項法案，執行查

爾斯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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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前總統川普在共和黨內頗具影響力，但
有一小群人從未挺他。11月期中選舉結束後，這群人陣容愈來
愈壯大，其中包括一些不認為川普有能力再帶領共和黨勝選的
人。

法新社報導，多數共和黨人原本支持川普，只要川普主張
減稅、任命保守派法官，最重要的是贏得選舉，他們願意對他
譁眾取寵的行為視而不見。

但共和黨在這次期中選舉表現不如人意，愈來愈多共和黨
政治人物歸罪於川普。

反對川普的共和黨人曾自稱 「絕不支持川普的人」
（Never Trumper）。如今這個有更多生力軍加入的新團體樂
於被稱為 「絕不再支持川普的人」（Never Again Trumper），
而且他們的勢力可能還不小。

發明這個新詞的人是共和黨上一任聯邦眾議院議長萊恩
（Paul Ryan）。

他接受美國廣播公司（ABC）訪問時說： 「我為稅務改革
、放鬆管制和刑事司法改革等成就而自豪。我真的很為我們任
命的法官感到熱血沸騰，不只是最高法院大法官，而是整個司
法界。但我絕不會再挺川普。為什麼？因為我想打贏選戰，跟
川普綁做伙我們卻輸。這在2018年、2020年和現在的2022年

都顯而易見。」
在 2018 年民主黨人奪回眾議院、裴洛西（Nancy Pelosi）

成為眾院議長以及2020年民主黨籍的拜登當選總統的過程中，
這些從不支持川普的共和黨人 「功不可沒」。

但他們在共和黨內被視為叛徒，在愈來愈民粹的運動中，
與喧囂、造反的方針漸行漸遠，難以發揮影響力。

作為政黨機器一分子， 「絕不支持川普的人」並非只在一
旁發牢騷的 「覺醒共和黨人」，而是能左右共和黨未來方向的
有力聲音。

這群人之中，有州長、川普政府的前官員和現任國會議員
，或許不可免還有一些被視為可能的重要領袖人物。

佛羅里達州州長迪尚特（Ron DeSantis）不僅是共和黨新
星，也是目前川普爭取2024年總統候選人提名的勁敵。值得注
意的是，迪尚特對川普未置一詞，卻默默在民意調查中拉近兩
人間的差距。

哈佛大學美國政治研究中心與哈瑞斯民意調查（Harvard
CAPS/Harris Poll）的最新研究發現，多數受訪者認為，今年期
中選舉，川普輸得最慘，而高票連任州長的迪尚特是最大贏家
。

共同負責這項民調的潘恩（Mark Penn）告訴美國 「國會

山莊報」（The Hill）： 「迪尚特連月來聲勢不斷上漲，現在
明顯威脅到川普。如果他們兩人都角逐，會是一場激烈競爭，
且川普很可能敗陣。」

川普執政時期的官員克里斯蒂（Chris Christie）、蓬佩奧
（Mike Pompeo）和海利（Nikki Haley）近期紛紛與川普保持
距離；克里斯蒂還抱怨，川普的自我中心主義害得共和黨人
「不停地輸、輸個沒完」。

迪尚特崛起，令更多人猜測川普很可能在黨內初選落敗的
情況下逕自參選，而這對共和黨恐怕是災難。

在川普執政時期擔任司法部長的巴爾（Bill Barr）接受 「紐
約郵報」（New York Post）訪問時說： 「除非黨內其他人都依
著他，否則他會魚死網破，帶著 『他的人馬』出走共和黨。」

馬里蘭州州長霍根（Larry Hogan）在期中選舉後告訴美國
有線電視新聞網（CNN）： 「基本上這是連續第3場川普害我
們輸的選戰，3個好球就該三振出局了。」

他還說： 「精神錯亂的定義就是反覆做同一件事還期待出
現不同結果，川普一直說 『我們會贏很多，贏到麻木』。而我
是輸怕了。我是說，這全拜他所作所為之賜。」

誤傳簡訊結緣 美國阿嬤與青年連續7年感恩節聚餐

美國禽流感嚴峻 2022年撲殺5054萬隻家禽創新高

（綜合報導）美國女子鄧契（Wanda
Dench）2016 年傳簡訊想邀孫子來吃感恩節
晚餐，卻誤傳給陌生的年輕人辛頓（Jamal
Hinton），兩人將錯就錯見了面，此後每年
聚餐，今年是第7年。

6年前，住在亞利桑那州的鄧契傳了一則
簡訊，打算邀請孫子來吃感恩節大餐，不料
孫子換了手機號碼，訊息傳到了當時17歲的
高中生辛頓手上。

辛頓開玩笑問： 「妳不是我阿嬤，但我
還能去吃飯嗎？」鄧契回答： 「當然可以，
這是阿嬤該做的事…餵飽所有人。」

「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
報導，辛頓22日在社群平台Instagram上證實

，他將與鄧契一起度過今年的感恩節。
辛頓分享他與鄧契在芝樂坊餐廳（The

Cheesecake Factory） 外 的 合 照 ， 並 寫 道 ：
「我來回答你們所有的問題，是的，第 7 年

的感恩節已經計劃好了！大家週四見！」
鄧 契 的 丈 夫 2020 年 感 染 COVID-19

（2019冠狀病毒疾病）過世，感恩節聚會少
了一人，但他們依然延續年年聚餐的傳統。

去年，影音串流平台Netflix宣布要將辛
頓和鄧契的故事拍成電影，定名為 「感恩節
的簡訊」（The Thanksgiving Text，暫譯），
並提到 「儘管他們的背景截然不同，鄧契和
辛頓之間仍建立起深厚的友誼」。

Netflix尚未公布這部影片的上映日期。

美期中選舉未告大捷美期中選舉未告大捷
川普漸失共和黨同志擁戴川普漸失共和黨同志擁戴

美國務卿下週出席北約外長會議 聚焦中俄挑戰
（綜合報導）美國國務

院今天宣布，國務卿布林肯
下週將赴羅馬尼亞，出席北
約外長會議。北約6月通過新
戰略概念首提中國威脅，本
次會議除聚焦俄烏戰爭外，
中國挑戰也將是重點之一。

布林肯（Antony Blinken
）28 日至 30 日將訪問羅馬尼
亞首都布加勒斯特，出席北
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

外長會議。
美國國務院表示，本次

會議將聚焦俄烏戰爭及北約
新 「戰 略 概 念 」 （Strategic
Concept）的實施，包含中國
挑戰、能源安全、保護重要
基礎建設等，也會觸及北約
在波士尼亞-赫塞哥維納、喬
治亞、摩爾多瓦進行能力建
構和強化韌性的努力。

北約 6 月 29 日通過並公

布最新 「戰略概念」，為北
約盟國接下來 10 年設定優先
事務、核心任務與途徑。

新戰略概念指北京的野
心與脅迫政策挑戰北約的利
益、安全與價值，且其惡意
的混合與網路行動、攻擊性
言論與假消息鎖定盟友並損
害聯盟安全；這是北約 1949
年成立以來，首次在戰略計
畫書中提及中國。

（綜合報導）美國農業部今天發布的最新數據顯示，今年
以來因禽流感疫情已撲殺5054萬隻家禽，成為美國史上最嚴重
的禽流感災情。

路透社報導，這次禽流感疫情造成大量雞隻、火雞及鳥類
死亡，是美國迄今最嚴重的動物健康災難，超越2015年禽流感
疫情造成約5050萬隻家禽的死亡紀錄。

家禽通常會在感染禽流感後死亡，但要是雞群中有1隻染
疫，就必須全數撲殺以控制疫情傳播，1個蛋雞場可能就有超

過100萬隻雞。
家禽數量大減使得雞蛋與火雞肉價格創歷史新高，讓正面

臨炙熱通膨的消費者經濟重擔雪上加霜，也使美國今天的感恩
節慶祝活動變得更加昂貴。

歐洲與英國也正遭受最嚴重的禽流感危機，英國部分超市
在蛋品供應中斷後，開始對消費者祭出限購令。

美國農業部數據顯示，美國禽流感疫情自2月開始後，已
感染46州的家禽與非家禽，鴨子等野生禽類會藉由糞便、羽毛

或直接與家禽接觸來傳播名為 「高病原性家禽流行性感冒」
（HPAI）的病毒。

曾於2015年爆發禽流感疫情的美國，在加強安全和清潔措
施後，養殖業者努力將禽流感與野鳥拒之門外。美國農業部告
訴路透社，2015年有約30%禽流感病例可直接追溯到野生鳥類
，今年已攀升至85%。

政府官員正在研究火雞養殖場的感染情形，尤其是希望提
出預防感染的新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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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由於虐待動物的相關報道

越來越多，日本兵庫縣的律師和獸醫成

立該國首個“動物辯護團”。據日本

《每日新聞》16日報道，警方數據顯示

，2021 年，日本全國範圍內共有 170 起

虐待動物案件，創下歷史新高。然而，

在很多時候，虐待動物的嫌疑人即使被

捕或移交檢察官，最終也會被無罪釋放

或者從輕量刑。

兵庫縣的“動物辯護團”不收取費用

，調查虐待動物的案件、搜集證據並提起

刑事訴訟。隨著日本新冠肺炎疫情限制措

施的解除，“動物辯護團”內有人擔心疫

情帶來的“寵物熱”過後，寵物價格降低

，虐待動物行為會隨之增加。“動物辯護

團”成員、神戶市前獸醫協會會長中島表

示：“虐待動物就是與我們為敵。”隨著

日本社會對於虐待動物問題重視度提高，

相關法律得到進壹步完善。法律規定，獸

醫有義務舉報疑似虐待動物的行為。

“動物辯護團”另壹位成員細川表示

：“我們希望能夠與日本各地的律師建立

聯系，減少虐待動物行為的發生。”報道

稱，“動物辯護團”成立後，陸續收到了

許多來自東京和名古屋等地的律師們的咨

詢。

綜合報導 韓國2023年大學修學

能力考試(高考)於當地時間17日舉行

，這是韓國在新冠疫情後舉行的第三

次高考。

據韓國教育部公布的數據，全國

共有508030人報名高考，其中應屆生

為350239名，占比68.9%，復讀生等

占比31.1%，為26年來新高。

韓國高考共分五大科目。第壹科

考試於上午8時40分開始，最後壹科

第二外語考試於當天17時 45分結束

。與中國高考不同，韓國高考五個科

目在同壹天進行，每科中間休息半小

時，午飯要在考場解決。今年高考成

績將於12月9日公布。

據韓聯社報道，韓國教育和防疫

部門對考場防疫工作作出詳細安排。

從今年高考開始，普通考生和隔離對

象考生的考場分離，壹般考場共有

1265處。從本月11日起因確診需隔離

的考生須在另設於全國110個學校和

25個醫院的考場應試。此外，不同於

去年確診考生只能在醫院或生活治療

中心應試的情況，今年韓國教育部首

次允許確診考生在高考當天外出到另

設考場參加考試。

韓國疫情後第三場高考落幕
報名人數超50萬

就業難、物價漲
讓韓國青年最痛苦
綜合報導 據報道，受物價上漲、就業形勢嚴峻等因素影響，韓

國青年的“經濟痛苦指數”遠高於其他年齡段。

據報道，韓國15歲至29歲人群的“經濟痛苦指數”為25.1，為

所有年齡段中最高。其次為60歲、30歲、50歲和40歲年齡段群體。

“經濟痛苦指數”是指民眾所感受到的經濟困難程度，由物價上漲

率與失業率相加得出。

報道指出，“物價上漲”是韓國青年在經濟方面感到痛苦的主

要原因之壹。韓國食宿、交通等方面物價上漲，而青年群體在上述

領域支出占比較高，因此相較於其他年齡段，青年群體能夠更明顯

感受到物價上漲帶來的經濟壓力。

與此同時，韓國青年也面臨嚴峻的就業形勢。今年上半年，韓國青

年“體感失業率”為19.9%，遠超其他年齡段。“體感失業率”與韓國

統計廳所定義的失業率不壹樣，統計人群更加廣泛，還包括正在做臨時

工或短工希望再就業、希望就業但沒有找到工作的人群。

報道稱，勞動力市場供需失衡導致青年就業困難。大學畢業生

數量急劇增加，而令他們滿意的工作崗位卻十分有限。2017-2020年

，韓國大學畢業生人數為223.4萬人，而與這壹學歷相符的工作崗位

只有126.4萬個。

除此之外，韓國青年的債務負擔進壹步加劇。2017-2021年，韓

國青年群體（年齡在29歲以下）負債增長率為48.3%，為全體負債增

長率（24%）的2倍。

回應韓媒MBC被禁乘總統專機隨行
尹錫悅指責其用假新聞“離間”韓美
綜合報導 據韓聯社報道，韓國總統尹

錫悅接受記者采訪時就禁止韓國MBC電視

臺記者搭乘總統專機隨行出訪壹事表示，這

是總統為捍衛憲法而不得不采取的措施。

報道稱，尹錫悅稱，MBC用與事實不符

的假新聞離間了“國家安全的支柱”——韓

美同盟關系，行為非常惡劣。他說，媒體的

自由固然重要，但其支撐民主體制的責任更

加重要，尤其是涉及到保障國民安全的問題

時。

據韓聯社報道，尹錫悅於11日至16日

先後訪問柬埔寨和印度尼西亞，出席了東盟

（ASEAN）系列峰會和二十國集團（G20）

峰會。總統室9日通報稱，不準MBC電視臺

跑口記者搭乘總統專機隨總統尹錫悅出訪東

南亞。之後，韓國五大傳媒團體發表緊急聲

明反對韓國政府此舉。

據報道，近日，韓國SBS電視臺在對本

次總統出訪進行相關報道時，使用黑白畫面

剪輯處理尹錫悅出現的相關鏡頭，同時還選

取了壹首風格沈重陰暗的歌曲作為背景音

樂，被質疑像“哀樂”，由此引發外界爭

議。在SBS電視臺視頻開場白中，介紹了

韓國MBC電視臺在報道尹錫悅於今年9月

底在出訪美國期間，

因“爆粗口”引發爭

議壹事。

關於“爆粗口”

爭議，韓聯社此前報

道稱，尹錫悅於當地

時間 9月 21 日在紐約

出席活動時，與美國

總統拜登進行簡短交

談。尹錫悅在活動結

束後離場時被拍攝到

對身邊的官員說出壹

句疑似帶有粗話的發

言。這段話很快傳到

社交網絡平臺，引發

巨大爭議。報道稱，

有關消息剛被傳出時，尹錫悅被指其言論針

對的是美國國會和拜登。然而總統府就此解

釋稱，尹錫悅相關表述針對的是韓國國會，

也未提拜登，說的是其他詞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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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11月19日（星期六）中 國 經 濟3 ◆責任編輯：周文超

今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速低於預期，第十三屆全國政

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劉

世錦18日出席第十三屆財新峰會時表示，新冠疫情三年來，中

國經濟實際增速持續低於潛在增長率，這種情況不能再持續下

去了。隨着近期優化防疫政策“20條”、房地產金融“16

條”、推動平台經濟發展等政策出台和落地，中國經濟恢復的

有利條件在增加，建議2023年政府應提出不低於5%的增長目

標。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北京報道

經濟學家建言促明年經濟回升

銀行辦個人養老金業務 管理辦法出台

劉世錦進一步指出，2022年經濟增速基數低，
如果2023年上半年能夠大步或者全面擺脫疫

情衝擊的影響，各項穩增長措施落實到位，尤其是
改革開放加大力度，穩預期、穩信心見到成效，實際
增速可能更高一些，應力爭2022-2023年兩年平均增
速達到5%左右。

力爭今明年平均增速達5%
劉世錦研究團隊測算，現階段中國經濟的潛在

增長率在5%-5.5%，今年前三季度實際增速只有
3%。從近期經濟走勢看，今年全年達到5%增速有
一定難度，估計可能只有3.5%左右，考慮到2020
年至2021年兩年平均增速5.1%，過去三年平均增
速是低於5%的潛在增長率。

需要帶動匯率合理升值
劉世錦認為，經濟實際增速長期低於潛在增長

率，會導致勞動生產率下降、中長期經濟增長機制
性損傷、新老動能轉換減緩等後果。

另外，中國提出到2035年達到中等發達國家
的人均收入水平，據測算其間經濟增速要不低於
4.7%，“從潛在增長率水平看，難度相當大。為實

現到2035年的經濟增長目標，能爭取到的實際增
速必須要爭取。而且僅靠實際增速硬增長還不夠，
立足點必須放到提高勞動生產率、全要素生產率
上，由此帶動匯率的合理升值。”

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常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楊
偉民在同一場合亦表示，當前經濟發展的最大風險
是增長速度過低，經濟增長持續滑出合理區間，對
經濟內在機理的衝擊很大，對經濟發展後勁的影響
很大，必須要及時扭轉，應該力促明年經濟增長重
回合理區間。

對於促進經濟回升，楊偉民提出，要把握好政策
目標之間的動態平衡，把握好發展與監管、長期與短
期的平衡；要調動地方政府的積極性，打消幹部怕問
責的心理，分清抓落實與責任制；還要扭轉企業預
期，需要增強體制機制和政策上的一些確定性。

楊偉民說，二十大報告提出的許多新論斷、新
思路，比如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等，具有思想上
定心丸的作用，要大力宣傳這一方針性的政治導
向，更要繼續通過深化改革和完善政策，使思想上
的定心丸轉化為體制政策上的定心丸。

另外，中國銀保監會首席風險官劉福壽在財新
峰會上表示，下一步銀保監會將穩步擴大規則、規

制、管理、標準等制度性開放，重點之一是立足發
揮中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吸引財富管理、不良資
產處置、消費金融、健康養老等領域外資機構來華
投資展業。

銀保監：吸引財富管理等外資來華
他指出，推進金融業對外開放，銀保監始終秉

持三項原則。一是擴大開放與自主靈活實施並立，
結合國內改革發展目標和國家戰略需要進行開放，
實現互利共贏。二是擴大開放與維護金融安全並
重，通過有效措施保障金融安全，落實開放的舉
措。三是擴大開放與有序推進並行，注重對外開放與
中國實際相結合，走符合中國國情的銀行業、保險業
對外開放的道路。

對於下一步金融業對外開放，劉福壽表示將穩
步擴大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性開放。同
時，將立足發揮中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吸引全球
高質量金融資源要素集聚，在財富管理、不良資產
處置、消費金融、健康養老等領域，引入具備專業
特色、經營穩健、資質優良的外資機構。同時鼓勵
中資金融機構“走出去”，積極開展與國際多邊組
織的合作。

◆第十三屆全
國政協經濟委
員會副主任、
國務院發展研
究中心原副主
任劉世錦。
財新峰會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銀保監會18日發布商業銀
行和理財公司個人養老金業務管理暫行辦法的通
知，規定已納入養老理財產品試點範圍的理財公
司，可以開辦個人養老金業務；截至2022年三季
度末，一級資本淨額超過1,000億元人民幣、主要
審慎監管指標符合監管規定的全國性商業銀行等，
可開辦個人養老金業務。通知並指出，商業銀行、
理財公司應當在正式開辦個人養老金業務後10日

內向其直接監管責任單位報告相關情況。
中國證監會18日發布個人養老金基金銷售機

構名錄，其中包括工商銀行、農業銀行、交通銀
行、建設銀行和中國銀行等16家商業銀行，中信
證券、廣發證券、華泰證券等14家證券公司；以
及7家獨立基金銷售機構，包括螞蟻集團旗下螞蟻
（杭州）基金銷售有限公司、北京雪球基金和上海
天天基金。

同日，中國證券會並發布個人養老金基金名
錄，包括國泰基金、南方基金、南方基金、易方達
等基金管理人旗下共129隻基金納入其中。

本月初國家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等五部委聯合
發布個人養老金實施辦法稱，參加者每年繳納個人
養老金額度上限為12,000元人民幣，並將根據經濟
社會發展水平、多層次養老保險體系發展情況等因
素適時調整繳費額度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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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章蘿
蘭上海報道）本周最後一個交
易日，A股大盤整體呈窄幅震
盪，滬綜指再度探至3,100點下
方。

教育部等五部門近日發文
支持職業教育，刺激教育板塊
漲逾5%。截至收市，滬綜指報
3,097點，跌18點或0.58%；深
成指報 11,180 點，跌 41 點或
0.37%；創業板指報2,389點，
漲 3點或 0.16%。兩市共成交
9,787億元（人民幣，下同）；
北向資金淨流入51億元，為連
續6日淨買入。本周滬綜指累漲
0.32%，深成指周漲0.36%，創
業板指周跌0.65%。

教育部等五部門印發《方案》
教育部等五部門近日印發

《職業學校辦學條件達標工程
實施方案》，要求各地統籌區
域職業教育資源，結合區域經
濟社會發展需求，優化職業學
校布局，合理確定招生規模，
制定辦學條件補齊方案，用好
盤活事業編制資源優先支持職
業教育。教育板塊逆市升5%，
豆神教育、國新文化、學大教
育、中公教育漲10%，至此教
育板塊連升三周，本周漲幅達
9%。

國聯證券分析，乘政策東
風，職業教育有望迎來黃金時
代。近期市場熱點延續，中
藥、醫療板塊連續第二日向
上。風電、光伏板塊重拾升
勢。遊戲板塊衝高回落，小幅
收紅。跌幅榜上，旅遊酒店、
半導體、航天航空殺跌，旅遊
酒店板塊重挫3%。

◆教育板塊連升三周，本周漲幅達9%。圖
為學生在實訓室加工軸類零件。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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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港料百萬人“食有憂”
調查揭逾六成低收入家庭缺錢買糧食“食物銀行”接收捐贈減36%

疫情衝擊各

行各業，個別基

層 市 民 面 對 失

業、減薪而三餐不繼。聖雅各福群會的食物

援助項目委託香港大學及香港中文大學團隊

進行的調查發現，逾六成的受訪低收入家庭

沒有足夠能力或金錢購買食物，需減少食物

分量或無法負擔均衡飲食等，推算全港約有

100萬人正面臨“糧食不安全”的風險。社福

企業的“食物銀行”疫下也出現食物捐贈大

減近36%情況。團隊建議香港特區政府於明

年落實都市固體廢物收費時，向捐贈過剩食

物給慈善機構的食肆，豁免垃圾收費或稅務

優惠，以鼓勵商界轉贈食物。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弦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辦公室發
言人21日表示，行政長官李家超20日由泰國曼谷
返港後，在香港國際機場進行核酸檢測，結果對
新冠病毒呈陽性，現正按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指
引進行隔離，其間按需要以視像出席會議，行政
會議22日休會。陪同出訪的8名行政長官辦公室
職員，入境時的核酸檢測及21日快測均為陰性，
當中兩人需家居檢疫。

行政長官辦公室21日回應傳媒查詢表示，李
家超感謝社會各界對他的關心，他21日午出現輕
微發熱，以及輕微喉嚨痛，雖然有點疲倦，但大

致情況尚可，醫生已處方口服藥。他已接種四劑
科興新冠疫苗，第四劑疫苗於今年9月接種，訪問
曼谷4天的每日快測均為陰性。

同行出訪8職員均呈陰
隔離期間，李家超會在家工作，按需要以視像

出席會議，不會作署任安排。他原定親身出席的公
開活動將由其他官員代為出席或另作合適安排。行
政會議今日休會，會議前會見傳媒的環節不會舉
行。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已就陪同行政長官出訪
泰國的8名行政長官辦公室職員進行評估。其中，

行政長官辦公室主任葉文娟及行政長官私人秘書
杜潔麗曾除下口罩與行政長官一同參與較長時間
的會議或近距離一同用餐，被衞生署衞生防護中
心界定為密切接觸者，正按指引進行家居檢疫。
她們前晚的核酸檢測結果為陰性，21日進行快速
抗原測試的結果為陰性。

其餘6名隨行職員不被列為密切接觸者，無須
進行家居檢疫，可返回辦公室工作。他們前晚的
核酸檢測結果為陰性，21日進行快速抗原測試的
結果亦為陰性。他們將按抵港人士的檢測要求，
每天進行快速抗原測試，及在抵港第二天接受核

酸檢測。
李家超上周四（17日）前往曼谷出席亞太區

經濟合作組織會議，其間曾與多國領導人會面。
醫學會傳染病顧問委員會聯席主席曾祈殷亦指
出，目前流行的Omicron變異株，潛伏期短，若
李家超行程期間多天快測陰性，意味當時病毒量
不高，傳播機會不大。“快測檢測到的病毒量，
要Ct值30以下才可能檢測到，有病徵時病毒量是
最高，那一刻傳予他人機會最大。過去一段日子
一直快測陰性，你問我風險是否那麼大，傳予身
邊人，我覺得就未必。”

特首確診隔離沒大礙 行會休會

� ��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21日新增
7,286宗新冠肺炎確診個案，是連續兩日回落至
8,000宗以下水平，新增個案當中6,672宗為本地
個案，輸入個案佔614宗，再多11名患者死亡。
香港特區政府期望穩步推進復常，上周五公布對
入境團實施“團進團出”安排後，香港旅遊業議
會總幹事楊淑芬21日表示，至今收到4間旅行社
提交防疫承諾書，以申辦“團進團出”的入境
團，當中只有兩團登記行程。她坦言“團進團
出”安排雖不能吸引大量旅客來港，但能藉此對
外宣布“香港已踏入復常階段”。

21日新增的確診個案中，包括16間安老院舍
及殘疾人士院舍共呈報20宗確診個案，全部為院
友。學校方面，共有871間學校新呈報2,057宗陽

性個案，當中有14間學校共14個班級停課7天。
而21日沒發現新增的變異病毒個案。

飲食業觀望年底前會否再放寬防疫
香港疫情近日從逾8,000宗的高位回落，政府

也銳意推進復常，其中入境團實施“團進團
出”。楊淑芬21日接受電台節目訪問時指，暫時
只有兩個“團進團出”入境團登記行程，涉及過
去周末由泰國抵港的入境團，“（旅行社）先作
出防疫承諾，每個旅行團抵港要先登記行程，而
暫時已登記行程的只有剛過去周六周日的旅行
團，旅行社組團要根據行程去哪間餐廳，自行直
接與餐廳接洽。”

她指，新安排對旅客的吸引力不是很大，但

至少可展示香港正逐步復常，希望旅客規劃來年
行程時，會將香港納入考慮之列。

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在同一節目中表
示，接待“團進團出”旅行團的食肆須設立指定分
隔區域，並且要安排指定員工接待旅客，“劃分出
來的區域，變相不能服務其他客人，又要有特定的
員工去服務‘團進團出’旅客，對食肆來說會增加
不必要的成本，及帶來不便，不是這麼多的食肆都
願意。”

他又指，香港其中一個最吸引的地方是有很
多特色美食，認為現時限制旅客到指定食肆會減
低他們來港意慾，新安排未必吸引太多旅行團來
港，或覺得“團進團出”不太值得做，業界亦正
觀望年底前會否進一步放寬防疫措施。

4旅行社申“團進團出”對外展示港穩步復常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正邁向復
常，有意見希望放寬院舍及公立
醫院探訪安排，香港醫務衞生局
局長盧寵茂21日在立法會會議上
表示，香港近日疫情有升溫跡
象，過去一周單日確診個案不時
超過八千宗，由於院舍院友及住
院患者屬高危人群，加上院舍近
日確診個案亦有增加，維持現有
探訪標準是希望保障高危人群免
受感染。

另外，政府將於今天推出
“過渡疫苗通行證”安排，盧寵
茂表示，有關安排並非針對持有
涉嫌濫發俗稱“免針紙”醫學豁
免證明書的市民，而相關市民
中，已有約2,000人接種疫苗。

他強調，市民應以醫學途徑
評估是否適合接種新冠疫苗，而
非透過法律途徑申訴豁免打針，
他說：“市民是否適合打疫苗，
這是醫學問題，有醫學標準。當
市民持一張可能無正式通過評估
的豁免證明書，有可能危害其健
康，他要申訴處理，最好做法是
找另一個符合的醫學申訴，不是
找法律申訴。”

政府今天起實施“過渡疫苗
通行證”，容許現時或曾持醫學
豁免證明書的人士，經醫生評估
後認為適合接種疫苗，而尚未到
期打下一針期間會獲發“過渡疫
苗通行證”。

盧寵茂稱這是綠色通道，讓
市民有機會免費接受可靠的評
估，強調完成接種三針人士與無
接種疫苗者死亡風險相差20倍，
政府有需要一直堅持相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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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社福界近年來積極提倡“食物銀行”計劃，
藉由慈善團體來號召熱心人士提供緊急及短暫

的膳食援助。社會創新及創業發展基金（社創基
金）自2016年起，透過資助FOOD-CO平台，透過
利用科技，再配合跨界別協作，令食肆等企業捐贈
的物資更快分派到有需要的市民手上。多年來透過
項目捐贈和接收的食物逾1,500噸，總值約1.32億
元，提供超過1,200萬份餐，平均每日供應的餐數為
6,100餐，受惠人數達2,800人。

食物援助點 深水埗佔最多
聖雅各福群會扶貧服務高級經理吳雯賢表示，

FOOD-CO成立6年以來，食物援助點由開始前的
161個，倍增至326個，並獲得近900間企業及團體
捐贈食物。當中以深水埗佔最多，共有57個援助
點，其次為葵青及觀塘。惟近3年疫情期間各行各
業受到不同程度打擊，收集的食物量亦隨之大減

36%，她亦指，有不少食物援助點反映欠缺儲存空
間及運輸支援。

港大社會科學學院副院長葉兆輝、中大社會科學
院助理教授陳之翰及其團隊，受FOOD-CO委託在
去年3月至今年8月期間訪問全港1,115戶低收入家
庭，發現逾六成的受訪低收入家庭屬“糧食不安
全”。按2020年政策介入前統計的165萬人貧窮人
口，團隊推算香港約有100萬人正面臨“糧食不安
全”的風險，高於整體食物援助業界現時每天平均服
務的約10萬人。

1人至2人家庭壓力較大
團隊從中抽樣560戶低收入家庭，探討他們的

基本食物需要預算。陳之翰表示，調查發現現時的
低收入1人至2人家庭壓力較大，較難達至其預算。
他解釋一二人家庭的成員通常要外出工作，工時較
長，大部分時間在外用膳，剩餘時間或需照顧小朋

友，沒時間或缺乏空間煮食，食物開支較其他家庭
高。

他認為，現時綜援或食物援助服務對滿足使用
者的溫飽有一定幫助，但需增加支援。

聖雅各福群會總幹事李玉芝表示，面對疫情下
經濟環境不明朗，服務需求持續，建議政府和業界
共同協作，提升食物援助項目的整體供應量，包括
運用資訊科技擴大支援網絡，提升食物援助的營養
素養；同時建議特區政府在明年落實推行都市固體
廢物收費時，增加捐贈食物的經濟誘因，例如以獲
得豁免垃圾收費或稅務優惠，鼓勵食物售賣者捐贈
過剩食物給慈善機構。

以往也有調查發現，六成受訪企業拒絕捐贈剩
食的主因，是擔心要負上食物安全相關的法律責
任，該會建議政府仿效外國設立《好撒瑪利亞人
法》（“好人法”），豁免企業參與慈善活動時可
能出現的法律責任，消除食物捐助者的疑慮。

◀市民正排隊領取食物援助。 聖雅各福群會供圖

▲調查指逾六成受訪低收入家庭沒足夠能力或金錢購買
食物。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弦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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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以來中國經濟增速低於預期，第十三屆全國政

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劉

世錦18日出席第十三屆財新峰會時表示，新冠疫情三年來，中

國經濟實際增速持續低於潛在增長率，這種情況不能再持續下

去了。隨着近期優化防疫政策“20條”、房地產金融“16

條”、推動平台經濟發展等政策出台和落地，中國經濟恢復的

有利條件在增加，建議2023年政府應提出不低於5%的增長目

標。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北京報道

經濟學家建言促明年經濟回升

銀行辦個人養老金業務 管理辦法出台

劉世錦進一步指出，2022年經濟增速基數低，
如果2023年上半年能夠大步或者全面擺脫疫

情衝擊的影響，各項穩增長措施落實到位，尤其是
改革開放加大力度，穩預期、穩信心見到成效，實際
增速可能更高一些，應力爭2022-2023年兩年平均增
速達到5%左右。

力爭今明年平均增速達5%
劉世錦研究團隊測算，現階段中國經濟的潛在

增長率在5%-5.5%，今年前三季度實際增速只有
3%。從近期經濟走勢看，今年全年達到5%增速有
一定難度，估計可能只有3.5%左右，考慮到2020
年至2021年兩年平均增速5.1%，過去三年平均增
速是低於5%的潛在增長率。

需要帶動匯率合理升值
劉世錦認為，經濟實際增速長期低於潛在增長

率，會導致勞動生產率下降、中長期經濟增長機制
性損傷、新老動能轉換減緩等後果。

另外，中國提出到2035年達到中等發達國家
的人均收入水平，據測算其間經濟增速要不低於
4.7%，“從潛在增長率水平看，難度相當大。為實

現到2035年的經濟增長目標，能爭取到的實際增
速必須要爭取。而且僅靠實際增速硬增長還不夠，
立足點必須放到提高勞動生產率、全要素生產率
上，由此帶動匯率的合理升值。”

第十三屆全國政協常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楊
偉民在同一場合亦表示，當前經濟發展的最大風險
是增長速度過低，經濟增長持續滑出合理區間，對
經濟內在機理的衝擊很大，對經濟發展後勁的影響
很大，必須要及時扭轉，應該力促明年經濟增長重
回合理區間。

對於促進經濟回升，楊偉民提出，要把握好政策
目標之間的動態平衡，把握好發展與監管、長期與短
期的平衡；要調動地方政府的積極性，打消幹部怕問
責的心理，分清抓落實與責任制；還要扭轉企業預
期，需要增強體制機制和政策上的一些確定性。

楊偉民說，二十大報告提出的許多新論斷、新
思路，比如促進民營經濟發展壯大等，具有思想上
定心丸的作用，要大力宣傳這一方針性的政治導
向，更要繼續通過深化改革和完善政策，使思想上
的定心丸轉化為體制政策上的定心丸。

另外，中國銀保監會首席風險官劉福壽在財新
峰會上表示，下一步銀保監會將穩步擴大規則、規

制、管理、標準等制度性開放，重點之一是立足發
揮中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吸引財富管理、不良資
產處置、消費金融、健康養老等領域外資機構來華
投資展業。

銀保監：吸引財富管理等外資來華
他指出，推進金融業對外開放，銀保監始終秉

持三項原則。一是擴大開放與自主靈活實施並立，
結合國內改革發展目標和國家戰略需要進行開放，
實現互利共贏。二是擴大開放與維護金融安全並
重，通過有效措施保障金融安全，落實開放的舉
措。三是擴大開放與有序推進並行，注重對外開放與
中國實際相結合，走符合中國國情的銀行業、保險業
對外開放的道路。

對於下一步金融業對外開放，劉福壽表示將穩
步擴大規則、規制、管理、標準等制度性開放。同
時，將立足發揮中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吸引全球
高質量金融資源要素集聚，在財富管理、不良資產
處置、消費金融、健康養老等領域，引入具備專業
特色、經營穩健、資質優良的外資機構。同時鼓勵
中資金融機構“走出去”，積極開展與國際多邊組
織的合作。

◆第十三屆全
國政協經濟委
員會副主任、
國務院發展研
究中心原副主
任劉世錦。
財新峰會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銀保監會18日發布商業銀
行和理財公司個人養老金業務管理暫行辦法的通
知，規定已納入養老理財產品試點範圍的理財公
司，可以開辦個人養老金業務；截至2022年三季
度末，一級資本淨額超過1,000億元人民幣、主要
審慎監管指標符合監管規定的全國性商業銀行等，
可開辦個人養老金業務。通知並指出，商業銀行、
理財公司應當在正式開辦個人養老金業務後10日

內向其直接監管責任單位報告相關情況。
中國證監會18日發布個人養老金基金銷售機

構名錄，其中包括工商銀行、農業銀行、交通銀
行、建設銀行和中國銀行等16家商業銀行，中信
證券、廣發證券、華泰證券等14家證券公司；以
及7家獨立基金銷售機構，包括螞蟻集團旗下螞蟻
（杭州）基金銷售有限公司、北京雪球基金和上海
天天基金。

同日，中國證券會並發布個人養老金基金名
錄，包括國泰基金、南方基金、南方基金、易方達
等基金管理人旗下共129隻基金納入其中。

本月初國家人力資源社會保障部等五部委聯合
發布個人養老金實施辦法稱，參加者每年繳納個人
養老金額度上限為12,000元人民幣，並將根據經濟
社會發展水平、多層次養老保險體系發展情況等因
素適時調整繳費額度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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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章蘿
蘭上海報道）本周最後一個交
易日，A股大盤整體呈窄幅震
盪，滬綜指再度探至3,100點下
方。

教育部等五部門近日發文
支持職業教育，刺激教育板塊
漲逾5%。截至收市，滬綜指報
3,097點，跌18點或0.58%；深
成指報 11,180 點，跌 41 點或
0.37%；創業板指報2,389點，
漲 3點或 0.16%。兩市共成交
9,787億元（人民幣，下同）；
北向資金淨流入51億元，為連
續6日淨買入。本周滬綜指累漲
0.32%，深成指周漲0.36%，創
業板指周跌0.65%。

教育部等五部門印發《方案》
教育部等五部門近日印發

《職業學校辦學條件達標工程
實施方案》，要求各地統籌區
域職業教育資源，結合區域經
濟社會發展需求，優化職業學
校布局，合理確定招生規模，
制定辦學條件補齊方案，用好
盤活事業編制資源優先支持職
業教育。教育板塊逆市升5%，
豆神教育、國新文化、學大教
育、中公教育漲10%，至此教
育板塊連升三周，本周漲幅達
9%。

國聯證券分析，乘政策東
風，職業教育有望迎來黃金時
代。近期市場熱點延續，中
藥、醫療板塊連續第二日向
上。風電、光伏板塊重拾升
勢。遊戲板塊衝高回落，小幅
收紅。跌幅榜上，旅遊酒店、
半導體、航天航空殺跌，旅遊
酒店板塊重挫3%。

◆教育板塊連升三周，本周漲幅達9%。圖
為學生在實訓室加工軸類零件。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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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建設共同富裕的亞太
在APEC會議發表講話提四建議 強調堅持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習近平抵達會場時，受到泰國總理巴育熱情
迎接。

新形勢下攜手再創亞太合作新輝煌
習近平在講話中指出，亞太是我們安身立

命之所，也是全球經濟增長動力之源。過去幾
十年，亞太區域經濟合作蓬勃發展，創造了舉
世矚目的“亞太奇跡”，亞太合作早已深入人
心。現在，世界又一次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
亞太地位更加重要、作用更加突出。新形勢
下，我們要攜手構建亞太命運共同體，再創亞
太合作新輝煌。

習近平提出幾點建議。
第一，維護國際公平正義，建設和平穩定的

亞太。亞太過去幾十年經濟快速增長，一個重要
啟示就是相互尊重、團結合作，遇到事情大家商
量着辦，尋求最大公約數。我們應該堅持共同、
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尊重各國主權、
領土完整，不干涉別國內政，尊重各國人民自主
選擇的發展道路和社會制度，重視各國合理安全
關切，通過對話協商以和平方式解決國家間的分
歧和爭端。要積極參與全球治理，推動國際秩序
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為亞太和世界和
平穩定提供保障。

中方考慮明年舉辦第三屆“一帶一路”論壇
第二，堅持開放包容，建設共同富裕的亞

太。我們要堅持開放的區域主義，加強宏觀經濟
政策協調，構建更加緊密的區域產業鏈供應鏈，
推進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穩步推進區域經

濟一體化進程，早日建成高水平的亞太自由貿易
區。要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
成果由人民共享，促進亞太全體人民共同富裕。
中方願同有關各方全面高質量實施《區域全面經
濟夥伴關係協定》，繼續推進加入《全面與進步
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和《數字經濟夥伴關係
協定》，促進區域融合發展。明年，中方將考慮
舉辦第三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為
亞太和全球發展繁榮注入新動力。

第三，堅持綠色低碳發展，建設清潔美麗
的亞太。我們要加強經濟技術合作，加速數字
化綠色化協同發展，推進能源資源、產業結
構、消費結構轉型升級，推動經濟社會綠色發
展。中方將為落實生物循環綠色經濟曼谷目標
提供支持，協同推進生態環境保護和經濟發
展。歡迎亞太國家積極參與全球發展倡議，在
減貧、糧食、能源、生等領域加強務實合
作。

第四，堅持命運與共，建設守望相助的亞
太。我們要以戰略和長遠眼光看待亞太合作，
維護亞太經合組織在區域合作中的主渠道地
位，維護亞太合作正確方向。要秉持亞太經合
組織的宗旨原則，不斷深化互信、包容、合
作、共贏的亞太夥伴關係，發揚大家庭精神，
同舟共濟、守望相助，朝着構建亞太命運共同
體不斷邁進！

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
習近平強調，上個月，中國共產黨第二十

次全國代表大會成功舉行，為當前和今後一個

時期中國發展指明了方向、規劃了藍圖。中國
願同所有國家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的基礎上
和平共處、共同發展。中國將堅持實施更大範
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對外開放，堅持走中
國式現代化道路，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
體制，繼續同世界特別是亞太分享中國發展的
機遇。

習近平最後指出，泰國有句諺語：“撒什
麼種子結什麼果。”我們已經共同播下布特拉
加亞願景的種子，應該精心栽培、共同呵護，
培育亞太共同發展的繁榮之花！

會議由巴育主持，主題為“開放、聯通、
平衡”。

17日晚，習近平和夫人彭麗媛出席亞太經
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歡迎晚宴。

王毅參加上述活動。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當地時間11
月18日下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泰國曼谷
會見新西蘭總理阿德恩。習近平強調，中新兩
國社會制度、發展階段、歷史文化不同，在一
些問題上存在分歧是自然的，但不應讓分歧來
定義或影響雙邊關係。

習近平指出，總理女士多次表示，新西蘭
堅持獨立外交政策，中新關係是新西蘭最重要
的雙邊關係之一，雙方要在具有共同利益的領
域開展合作。我對此高度讚賞。今年是中新建
交50周年。50年來，中新關係保持健康穩定發
展，兩國各領域合作給兩國人民帶來福祉，為
地區和平、穩定、繁榮作出積極貢獻。中方視
新西蘭為重要夥伴和朋友。雙方要總結歷史經
驗，繼續發揚爭先精神，推動中新全面戰略夥
伴關係向前邁進。

中方：中新要加強溝通增進互信
習近平強調，中新兩國社會制度、發展階

段、歷史文化不同，在一些問題上存在分歧是
自然的，但不應讓分歧來定義或影響雙邊關
係。作為全面戰略夥伴，我們要加強溝通，增

進互信，照顧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確保
中新關係可持續、不偏航。要深化在經貿、科
技、教育等領域交流合作，實施好中新自由貿
易協定升級版和《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
定》。要傳承好、發展好“路易．艾黎精
神”，支持兩國地方、民間、青少年加強對話
交流，增進兩國民眾友誼。中新都是多邊主義
和自由貿易的倡導者和受益者，要堅持經濟全
球化正確方向，推動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
化，攜手應對氣候變化等全球性挑戰。和平是
中國最執着的追求，中國歷史上沒有、現在沒
有、今後也不會謀求霸權。中國對太平洋島國
政策的出發點始終是求和平、謀發展、促合
作。中方願同新方密切協作，共同促進太平洋
島國地區和平穩定和發展繁榮。

新方：願就南太平洋事務深入交流
阿德恩表示，新西蘭人民迄今對習近平主席

2014年訪新情景記憶猶新，我對2019年訪華期
間同習近平主席進行會見也記憶猶新。新中兩
國友好交往源遠流長。儘管受到新冠肺炎疫情
影響，雙方關係依然保持強勁發展勢頭。雙

方應該以今年新中建交50周年為契機，認真
總結經驗，加強高層往來，深化兩國在經
貿、教育、應對氣候變化等領域合作。我高
度讚賞習近平主席今天（18日）上午在亞太經
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上發表的重要觀點。

感謝習近平主席分享真知灼見。中國是促進世
界未來發展繁榮的重要力量。新方堅持一個中
國政策，致力於同中方加強溝通，增進了解，
願就南太平洋事務深入交流，為促進亞太地區
繁榮穩定作出貢獻。

習近平晤新西蘭總理：不應讓分歧來定義或影響雙邊關係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當地時間11月18日上

午，亞太經合組織（APEC）第二十九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

在泰國曼谷國家會議中心舉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出席

會議並發表題為《團結合作勇擔責任 構建亞太命運共同

體》的重要講話。習近平指出，我們要堅持開放的區域主

義，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構建更加緊密的區域產業鏈

供應鏈，推進貿易和投資自由化便利化，穩步推進區域經

濟一體化進程，早日建成高水平的亞太自由貿易區。要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

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促進亞太全體人民共同富裕。

“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
壇是中國政府主辦的高規格論壇活
動，主要包括開幕式、圓桌峰會和
高級別會議三個部分。按照原本的
安排，論壇兩年舉辦一次。

第一屆“一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於
2017年5月14日至15日在北京舉行，29位外國元
首、政府首腦及聯合國秘書長、紅十字國際委員會
主席等3位重要國際組織負責人出席高峰論壇。

2019年4月25日至27日，中國舉辦了第二屆“一
帶一路”國際合作高峰論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兩
屆論壇上都做了重要主旨演講。

因為疫情關係，2021年未有舉辦第三屆論
壇。 ◆來源：百度百科

�
 

“一帶一路”高峰論壇因疫暫停舉辦

◆當地時間11月18日上午，亞太經合組織第二十九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在泰國曼谷國家會議中心舉行。
國家主席習近平出席會議並發表題為《團結合作勇擔責任 構建亞太命運共同體》的重要講話。 新華社

◆當地時間11
月18日下午，
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在泰國
曼谷會見新西
蘭 總 理 阿 德
恩。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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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社新聞

休城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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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祝大家感恩節快樂

感謝Balance Companies 和DN Commercial
聯合冠名贊助子天訪談錄

自自《《子天訪談錄子天訪談錄》》開播以來開播以來，，我已經採訪了上百位嘉賓我已經採訪了上百位嘉賓，，非常感謝觀眾朋友們的支持非常感謝觀眾朋友們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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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二維碼 
關注    微信公眾號<牛頭牌北美>，更多美味食譜喔！

櫛瓜鑲肉煎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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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urry Zucchini Sandwich Bites
●7盎司 牛絞肉
●2根 櫛瓜
●5-6根 韭菜，切末
●1-2條 紅辣椒，切末 （可略*）

(1)櫛瓜切成厚度約1/4”的圓片，兩面均勻撒上薄鹽，靜置約10分鐘使出水。接著以廚房
紙巾將表面吸乾備用。(2)醃櫛瓜的同時，將牛絞肉、韭菜，辣椒和所有調味料混和均勻。
(3)將櫛瓜圓片雙面皆拍上薄麵粉，並將咖哩肉餡夾入兩片櫛瓜之中成夾餅。(3)將填好內餡
的櫛瓜夾餅，四周再次均勻沾上一層薄麵粉，接著裹上蛋液。(4)【平底鍋】放入鍋中以
中小火慢煎，待底部煎成金黃後翻面，同樣將另一面煎至金黃酥脆且內餡熟透(內部溫度
達160°F)。將櫛瓜鑲肉煎餅放到廚房紙巾上吸掉多餘的油脂即可。【氣炸鍋】將氣炸鍋預熱
至400°F後，炸籃上噴一層油。放入櫛瓜夾餅後，在夾餅上再噴上一層薄薄的塗層。氣炸
10-12分鐘，中途翻面一次，至兩面金黃酥脆並且內餡熟透(內部溫度達160°F)即可。

●1杯 麵粉
●2顆 雞蛋，打成蛋液
●1杯 麵包粉
●鹽 少許

〔調味料〕
●2大匙 牛頭牌咖哩炒醬
●2小匙 蠔油
●2小匙 米酒
●2小匙 芝麻油
●黑胡椒，調味用

食

材

做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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