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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支出危機日甚生活支出危機日甚 恐抑制歐洲黑色星期五購物潮恐抑制歐洲黑色星期五購物潮
((路透社路透社))

（中央社倫敦25日綜合外電報導）
英國零售商希望，儘管目前生活支出危
機日甚，同時世界盃足球賽分散了大家
注意力，但黑色星期五折扣優惠仍能吸
引購物者消費。

路 透 社 報 導 ， 根 據 GlobalData for
VoucherCodes 研究，英國人民在黑色星
期五週末期間（25日至28日）的消費金
額將達到87億英鎊（105億美元），較去
年同期增加0.8%，但若計入通貨膨脹，

實際購物量將大幅減少。
隨著通貨膨脹飆高，10月達到41年

來高點11.1%，抵消了可支配所得，英國
消費者不斷減縮開支。

麥肯錫管理顧問公司（McKinsey）
指出，今年消費者趁黑色星期五進行自
發性購物或預購耶誕節禮物的情況，將
遠多於規模比較龐大的延遲補購行為。

麥肯錫的研究顯示，1/4英國消費者
早已買妥耶誕節用品和禮物，只有大約

1/10 打算利用黑色星期五進行耶誕節採
買活動。

然而因為威爾斯隊和英格蘭隊今天
都將在世足賽出戰，因此也有些消費者
另有其他優先考慮。

歐洲各國零售商擔心，在購物者減
縮開支的情況下，整體耶誕購物季的業
績可能淪為至少10年來最差。另一方面
，經營成本並無下降跡象，因而擠縮了
獲利空間。

AA11

12042

Sunday, 11/27/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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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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隣近德州的奧克拉荷馬種植大麻之農
莊上週日發生兇殺案，四名華人以處決
方式被槍殺，邁阿密海灘市警方昨天宣
稱一名四十多歲的陳姓男子已經被捕並
能送回奧克拉荷馬被審。
據警方在記者會上宣稱，兇手是在

週日下午進入亨尼西市附近的大麻種植農
舍以暴力處決方式近距離殺害了三名男子
和一名女子，這顯然是一次處決而不是
隨意射殺。
自從2021年以來，奧克荷拉州政府

己経發放了八千五百張種植大麻之許可證
，一時興起了種大麻之熱潮，其中大部

份是華人和越南人、墨西哥人居多。
這股大麻熱形成了許多黑社會幫派之

介入時時發生糾紛，不過集體屠殺尚屬
首次。
我們呼籲政府要立即偵辦此重大案件

，查明真相緝凶帰案。
許多多新移民初抵美國，因被高工

資主吸引，許多加入了大麻種植行列，
如今遭此毒手情何以堪。
百年前華人到金山採金礦如今又是種

大麻，為了生存只有冒險，也真令人同
情。

奧克拉荷馬州大麻農塲奧克拉荷馬州大麻農塲
發生兇殺案發生兇殺案

Four Chinese Killed By Execution Style In OklahomaFour Chinese Killed By Execution Style In Oklahoma

Oklahoma police said that they arrested a suspect who they
believe killed four people “execution style” on a rural marijuana
farm last Sunday.

The Miami Beach Police Department arrested the suspect,
Wu Chen, 45. He will face charges of murder and shooting with
intent to kill and will be extradited to Oklahoma .

The victims were all Chinese. At about 5:45 pm on Sunday
the suspect entered a building at the marijuana farm near
Hennessy Okla. about 70 miles from Oklahoma City. The suspect
was inside the building for a long time before violence erupted.

Since the spring of 2021, the state government has given out
about 8,500 licenses to grow marijuana, mostly to people from
China, Vietnam and Mexico who come to Oklahoma to grow
marijuana for the black market. This situation has caused
underground gangs to form who now compete for the control of
the marijuana production.

Many new immigrants have arrived in the United States for
the first time because they are attracted by the high pay.

We remember one hundred years ago when the Chinese
came to the San Francisco area because of the gold rush. But
now, they are looking for the “big money” again with marijuana.

We call on the federal government to immediately investigate
this major case and determine the truth about these murders and
bring justice to the criminals who are responsible.



岸田內閣接連辭職岸田內閣接連辭職，，首相之位首相之位
搖搖欲墜搖搖欲墜，，昔日盟友即將翻臉昔日盟友即將翻臉

（綜合報導）近期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可謂是流年不利，先有
內閣三名大臣因各種醜聞事件辭職，之後自己也被曝光涉及空頭
收據。

最新的民調又顯示，有四成受訪者希望岸田文雄盡快辭職，
支持他繼續擔任首相的民眾只佔14%，而岸田文雄本人的支持率
只有31%，還不到前首相菅義偉辭職前的35%。
多米諾骨牌接連倒下
那麼日本政壇最近又出什麼亂子了？

導致岸田文雄搖搖欲墜的起因還要從邪教“統一教”講起。
前首相安倍晉三因邪教“統一教”遇刺身亡後，大權在握的岸田
藉機完成對內閣和自民黨的清洗，換上了自己的親信和政治盟友
。

結果日本媒體發現在改組後的新內閣成員中依然有26人與
邪教“統一教”有過接觸，發誓要和“統一教”切割的岸田文雄
等於什麼都沒做，也就導致其支持率自8月以來直線暴跌。

這些與“統一教”有關的大臣自然也受到日本媒體高度審視
，最先出事的是經濟再生擔當大臣山際大志郎，屬於麻生派。在
9月底自民黨內部調查中，山際大志郎被曝光曾出席“統一教”
活動，還與“統一教”負責人韓鶴子合影。在輿論壓力下，山際
大志郎向岸田請辭。

之後辭職的是法務大臣葉梨康弘，屬於岸田派，這也是一位
與“統一教”關係密切的大臣。不過，他辭職的原因與“統一教
”無關，而是因為在11月9日舉行的一場會議上妄稱“法務大臣
的工作就是給死刑犯蓋執行章”，“不僅難以拿到政治獻金，也
很難吸引選票。”
在國會因大臣辭職而低頭致歉的岸田

葉梨的驚人言論果然給岸田文雄帶來麻煩
，在反對黨施壓下，葉梨最終選擇辭職。
值得一提的是，葉梨請辭的時間趕上了岸
田正要赴巴厘島出席G20峰會，導致他不
得不推遲半天來處理葉梨的辭職。
寺田稔是岸田內閣不到一個月內辭職的第

3 位大臣，也屬於岸田派，這次將他拖下
水的是政治資金方面的醜聞。在寺田後援
會提交的收支報告中，出現將已經去世的
人登記為會計的情況。此外，寺田本人還
被曝光向地方議員收取賄賂。
一度有傳言稱，岸田決定力保寺田，但由

於日本2022財年預算案即將開始審議，自
民黨內擔憂寺田的醜聞將影響審議工作，
因此要求岸田同意寺田稔辭職。
多米諾骨牌接連倒下，下一個就輪到岸田

本人。在寺田稔醜聞被熱炒之際，岸田也
被曝光選舉收支報告書存在大量問題。在
2021年選舉收支報告中，有將近一半的收
據沒有填寫名字和用途，總金額超過上百
萬日元。

如果在平時，這件事可大可小，但現在內閣深陷大臣辭職風
波，還有人將岸田的問題收據與寺田稔的政治資金醜聞聯繫起來
，尤其是岸田在評價寺田稔一事時用一句輕描淡寫的“寺田負有
一定責任”掩蓋過去，更激起了輿論的怒火，日本立憲民主黨眾
議員小澤一郎嚴厲斥責岸田不負責任，“失去信用的首相只能辭
職。”
數字化擔當大臣河野太郎

事到如今，自民黨內部也在蠢蠢欲動
，日本《現代周刊》稱，岸田內閣生變，
自民黨開始尋找下屆首相。在日本媒體羅
列的首相人選中，有 15%的受訪者支持數
字化擔當大臣河野太郎。

此外，岸田的政治盟友麻生派會長、
前首相麻生太郎，以及茂木派會長、自民
黨幹事長茂木敏充也對首相之位虎視眈眈
。茂木敏充在節目中公然宣稱，自己和岸
田、麻生可以說是古羅馬政治體制中的
“三頭政治”，暗示自己的地位與岸田是
同等的。
岸田文雄還要繼續“背鍋”
那麼岸田文雄會因為這一連串醜聞辭職嗎
？

至少在今年年底，還未必有這個可能
。因為臨近年底，日本政府有不少事情要
處理，除了上面提到的2022財年預算案審
計，還有對“統一教”的清算以及相關受

害人的救助、日本防衛預算開支、對養老金和醫療保險的審計
……這其中任何一項工作出現問題，都要有人擔責，而岸田內閣
自然是第一責任人。就連自民黨內部也承認，有必要進行內閣改
組，但時間不應該選在今年年底和明年年初。

總而言之，就是自民黨各派係都想當首相，但都不願意在這
時候接管一個可能爆雷的爛攤子，除非岸田宣布解散眾議院重新
選舉。
日本自民黨各派閥佔比

根據日本法律和選舉制度，首相有權隨時解散眾議院重新選
舉，但不少自民黨官員認為這將“走向死胡同”，因為即使自民
黨贏了，如果還是不能“統一教”斷絕關係，依然很難得到選民
的諒解。更何況，G7峰會將於明年5月再日本廣島舉行，這時候
出現重大人事變動將對峰會的籌備和安保工作造成嚴重影響。

當然，岸田文雄不是沒有一些大麻煩。明年4月日本將舉行
全國地方選舉，理論上這對岸田內閣沒有立竿見影的負面影響，
但如果自民黨議員在都道府縣的選舉中失去大量議席，在未來的
大選中，將導致他們的選舉成功率將進一步下降。

目前來看，自民黨在地方選舉中丟人的可能性很大。 18日
，日本參議院通過了修訂後的《公職選舉法》，重新劃分了25
個縣和140個選區，其中自民黨主導的山口縣、岡山縣、滋賀縣
議席被削減，山口縣的選區數量從4個減少到3個，這裡有不少
自民黨的大人物，比如安倍的弟弟岸信夫、前自民黨總裁高村正
彥之子高村忠志、外務大臣林芳正等人。

所以，最糟糕的一種可能就是自民黨內部因議席數量減少爆
發矛盾，作為自民黨總裁的岸田文雄必然要被黨內官員拉出來承
擔責任，內閣還不至於解散，但岸田手中的權力有很大可能將被
其他派系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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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首次大規模滅絕事件有了新視角
氧氣供應減少或是主因

綜合報導 美國的壹項新研究將首次已知的、約5.5億年前埃迪卡拉

紀末期出現的動物大規模滅絕的原因追溯到全球氧氣供應減少。該項研

究近日發表在《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刊》上。

弗吉尼亞理工大學地球科學系博士後研究員斯科特· 埃文斯牽頭的

研究表明，在這段時間裏，大約80%的動物大規模滅絕，其中依賴大量

氧氣的動物似乎受到了特別嚴重的打擊。這表明滅絕事件是受環境控制

的，地質記錄中的所有其他大規模滅絕事件也是如此。

研究人員表示，環境變化，例如全球變暖和脫氧事件，可能導致動

物的大規模滅絕以及生態系統的嚴重破壞和重組，這在地球歷史的研究

中得到了反復證明。因此，這項研究讓人們了解了當前環境變化對生物

圈的長期影響。

究竟是什麼導致了全球氧氣的下降？研究人員認為可能是火山噴發

、板塊運動、小行星撞擊等的任意組合，但看到的結果是，滅絕的動物

似乎是對全球氧氣供應減少的反應。

在另壹項研究中，弗吉尼亞理工大學科學家發現缺氧正在影響世界

的淡水，原因是氣候變化和土地使用造成的過量汙染物徑流導致水域變

暖，變暖的水會降低淡水保持氧氣的能力，而淡水微生物對徑流中營養

物質的分解會吞噬氧氣。

埃文斯說：“我們的研究表明，與地球過去的所有其他大規模滅絕

壹樣，第壹次大規模動物滅絕是由重大氣候變化引起的，這只是壹長串

警示故事中的壹個，證明了我們當前氣候危機對動物生命的危險。”

研究團隊指出，大滅絕被公認為地球上生命進化軌跡的重要步

驟。無論大滅絕的直接原因是什麼，結果都是環境條件發生了多次

重大變化。

近1000萬人處斷電狀態
烏要求美提供“愛國者”導彈

綜合報導 俄羅斯近日持續就烏克蘭

基礎設施進行打擊，對其造成嚴重破壞

。俄羅斯衛星通訊社報道稱，烏總統澤

連斯基表示，17日晚上仍有1000萬國民

處於斷電狀態。在此形勢下，烏克蘭要

求西方提供“愛國者”防空導彈。俄外

交部批評稱，西方啟動新壹輪援烏計劃

的舉動是在激化沖突。

據報道，烏外長庫列巴與美國務卿

布林肯通話後在社交媒體上發文稱，自

己強調了美應加快向烏提供防空系統的

速度，“現在是提供‘愛國者’防空系

統的時候了”。烏空軍司令部發言人尤

裏· 伊格納特當天也向西方夥伴呼籲更多

防空系統。

“愛國者”防空導彈是美國研制的

第三代中遠程、中高空地空導彈系統，

分3個型號，其中“愛國者-3”最為先進

，是美軍的代表性武器之壹。但俄軍事

專家哈特列夫表示，“愛國者”遠遠落

後於俄羅斯的 S-400 防空導彈系統，美

國很清楚這點。

俄羅斯《消息報》此前報道稱，俄

軍事專家拉夫羅夫稱“烏防空系統存在

缺陷”。烏目前主要防空系統包括S-300

和“山毛櫸”防空導彈系統的升級版，

但都比較落後。烏防空系統眼下既無法

有效抵抗俄軍的導彈襲擊，也沒有足夠

的防空系統儲備。即使烏獲得西方提供

的防空系統也不能解決主要問題——數

量不足以覆蓋整個國家，也可能被無人

機襲擊和高精度武器的打擊所消耗。

目前尚不清楚布林肯的回復，但報

道稱，基輔目前最可能指望上的只有

西方的 NASAMAS、IRIS-TSLM 及壹些

過時的防空系統。該網站還稱，即使

烏克蘭真的如願以償，也無法在短期

內建立起完整的梯度空中防禦系統。

如果俄軍繼續對烏關鍵基礎設施進行

大規模打擊，預計烏電力系統將在壹兩

周內“崩潰”。

澤連斯基此前表示，希望與俄進行

“公開形式”的談判，而非閉門談判。

俄新社稱，莫斯科方面認為，基輔旨在

通過和平談判對外宣傳，而非認真尋求

外交解決當前沖突。烏克蘭國家通訊社

報道稱，烏克蘭外交部發言人尼科連科

在臉書上發文，指責俄在以摧毀烏關

鍵基礎設施的方式迫使其進行談判。

他稱，不能通過談判來阻止俄羅斯的

“侵略”，只能通過提供防空系統、坦

克和多管火箭炮來阻止。

歐美在呼籲俄烏談判之際，同時仍在

繼續拱火，向烏克蘭提供援助。“今日俄

羅斯”網站18日報道稱，美國參謀長聯席

會議主席馬克· 米利近日稱，美國將繼續

盡可能多地、以最好的可用裝備支持烏克

蘭。15日，拜登政府要求國會對烏追加

370多億美元援助，其中軍援多達217億美

元。據統計，拜登執政後，美國總共向烏

克蘭提供了193億美元軍事援助，其中俄

烏沖突以來提供了186億美元。

然而，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報道

稱，3名美國消息人士表示，美國援烏

的部分高科技武器和彈藥儲量即將消耗

殆盡。消息人士指出，在對烏克蘭進行

了9個月的供應後，部分武器系統的庫

存量減少。美國只剩壹定量的庫存可供

給基輔，而155毫米口徑的炮彈和“毒

刺”防空導彈的庫存數量並不理想。消

息人士還對美國增加武器系統生產的情

況表示擔憂。

在此情況下，美國呼籲盟友加大對

烏援助力度，壹些國家積極響應。歐盟

國防部長會議15日批準了烏克蘭國防支

持的主要方向——至少1.5萬名烏克蘭軍

人將在歐盟國家接受培訓。歐盟外交與

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博雷利表示，希望任

務能在11月底前啟動。歐盟召開會議，

正式啟動對烏軍援，壹些國家紛紛在會

上表態。比如瑞典首相克裏斯特松16日

宣布，計劃向烏克蘭提供約2.8億美元的

軍事援助。俄外交部發言人紮哈羅娃17

日就此回應稱，“很明顯，歐盟已經走

上激化烏克蘭沖突的道路。”

“今日俄羅斯”網站稱，莫斯科國

立大學副教授梅茹耶夫表示，西方試圖

通過向烏提供武器來遏制俄羅斯，這符

合美國利益。但持續的俄烏沖突對其支

持者也是危險的，尤其是歐洲。俄科學

院美國與加拿大研究所專家巴久克表示

，未來不排除美共和黨人最終會試圖將

援烏責任轉移給北約和歐盟的可能。

NASA ：到2030年
科學家可能將在月球生活
綜合報導 在不久的將來，人類可以生活在月球上？據報道，美

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表示，到2030年，科學家或將在月球生

活。

美國新壹代登月火箭“太空發射系統”搭載“獵戶座”飛船從佛

羅裏達州肯尼迪航天中心發射升空，執行“阿耳忒彌斯1號”無人繞

月飛行測試任務。“獵戶座”飛船項目負責人霍華德· 胡表示，在

2030年之前，人類可能實現在月球上持續活動“壹段時間”，有棲息

地可以居住，並使用漫遊車進行科研工作。月球表面將建立壹個永

久性基地，宇航員可以在那裏生活和工作，測試開發人類前往火星

的新技術。據報道，霍華德· 胡表示，“阿耳忒彌斯1號”無人繞月

飛行測試任務是“人們長期探索深空的第壹步”。無人駕駛的“獵

戶座”飛船預計於12月 11日返回地球，“阿耳忒彌斯2號”載人飛

行任務將於2024年執行。按照計劃，“阿耳忒彌斯3號”可能會在

2025年執行。

據悉，“阿耳忒彌斯”無人繞月飛行測試任務迄今已經耗資370億

美元，到2025年，相關項目的耗資可能達到900億美元。

紮波羅熱核電站又發生十多次爆炸
俄烏互相指責

綜合報導 “不管幕後主使是誰，都

必須立即停止。正如我以前多次說過的，

妳們這是在玩火！”紮波羅熱核電站發生

十多次爆炸。這壹系列爆炸結束了這座歐

洲最大核電站相對平靜的壹段時期。事件

發生後，俄烏互相指責這兩天的襲擊由對

方主導。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總幹事拉

斐爾· 格羅西警告稱，有關爆炸的消息令

人“極為不安”。 俄羅斯國家原子能集

團總經理阿列克謝· 利哈喬夫21日稱，是

否能在紮波羅熱核電站壹帶順利設立安全

區取決於華盛頓方面的態度和決定。

紮波羅熱核電站位於第聶伯河左岸，

擁有6個反應堆。目前，該核電站處於俄

方控制之下。今年7月以來，俄烏在該核

電站附近沖突不斷升級，各界壹直擔心發

生核事故。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20

日稱，截至當天，相關爆炸事件尚未有傷

亡報告。當地的IAEA小組援引核電站管

理部門提供的資料透露，核電站的壹些建

築物、系統和設備受到損壞，但迄今為止

對核安全和保障至關重要的設備沒有遭到

損壞。

莫斯科和基輔互相指責對方應為炮擊

事件負責。烏克蘭國家核電公司20日表示

，俄羅斯的炮擊對該工廠的基礎設施造成

12次以上打擊。核電站“受損設備的性質

和清單”顯示，俄方目的是使啟

動5號和6號發電機組所需的基礎

設施完全癱瘓，阻止紮波羅熱核

電站向烏國內供應電力。

俄羅斯國防部則表示，紮波

羅熱核電站於19日和20日遭到烏

軍炮擊。炮擊是從第聶伯羅彼得

羅夫斯克州馬爾加涅茨居民點區

域內發起的，該居民點由烏克蘭

武裝部隊控制。俄羅斯總統新聞

秘書佩斯科夫21日稱，“莫斯科

看到了 IAEA在這方面的極度擔

憂”。佩斯科夫還稱，在討論炮擊事件時

需要保持客觀和建設性。

CNN稱，俄烏雙方說法目前均無法得

到證實。格羅西在晚些時候發表的壹份聲

明中稱，該機構團隊計劃在21日對事態進

行評估。在被問及是否打算親自前往紮波

羅熱核電站時，格羅西回答說“可以確

定”，但沒有透露細節。他還強調，“這

次襲擊事件表明，現在比以往任何時候，

都需要壹個安全區”。

在經歷壹段相對平靜的時期後，紮波羅

熱核電站再遭炮擊，到底意欲何為？中國

社會科學院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所研究員

張弘接受記者采訪時分析說，在赫爾松戰

事告壹段落後，紮波羅熱核電站將是俄烏

間壹個難以繞開的領土爭端。襲擊核電站

涉及核安全問題，勢必引發各方的高度關

註，可以成為壹種向對方施壓的手段。張

弘表示，目前俄烏戰局處於僵持、消耗階

段，雙方在軍事攻防上的“牌”越來越難

打。俄烏沖突持續了相當長時間，核電站

安全話題會在壹定程度上喚醒西方國家對

俄烏沖突的重新重視。

張弘說：“不管發動炮擊的是哪壹方

所為，客觀上，俄烏雙方要想回到談判桌

上，壹方面需要大國的斡旋，另壹方面需

要壹定的道義壓力。具有核安全風險的核

電站炮擊事件在壹定程度上會促使更多的

國家恢復對俄烏沖突的重視，提升歐洲國

家勸和促談的積極性。”

NASA 韋伯望遠鏡發現已知最早星系：
形成於宇宙大爆炸後 3.5 億年

綜合報導 近日，

NASA 詹姆斯・韋伯

太空望遠鏡發現了宇

宙大爆炸後最早形成

的星系之壹，該星系

出現於宇宙誕生後的

3.5 億年，成為目前為

止人類發現的宇宙中

最早星系。

這 顆 名 叫

GLASS-z12 的星系刷新

了此前的紀錄，韋伯望

遠鏡對宇宙進行紅外觀

測以來，於今年夏天發

現壹顆形成於宇宙大爆

炸後 4.5 億年的星系，

而 GLASS-z12 星系的

發現再次刷新該紀錄。

這兩個星系的發現可能

意味著在遙遠的宇宙中

，還有其他更多星系等

待被發現。

加州大學洛杉磯

分校教授托馬索・特

魯 （Tommaso Treu）

介紹，據此次發現的

研究結果表示，宇宙

大爆炸發生在 138 億

年前，而銀河系可能

在宇宙大爆炸 1 億年

後就開始出現。此次

發現導致早期星系形

成的時間線出現偏移

，挑戰了過去天文學

家關於宇宙中第壹個

星系如何以及何時出

現的理論。

IT 之家了解到，

太空望遠鏡詹姆斯・

韋伯望遠鏡由美國宇

航局（NASA）、歐洲

空間局（ESA）和加拿

大太空局（CSA）聯合

研發，今年 1 月 8 日

正式部署完成，其任務

是尋找最早、最遙遠的

恒星和星系，開啟對宇

宙起源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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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報道稱，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當

日上午宣布任命松本剛明出任總務大臣

，接替因政治資金問題被迫辭職的寺田

稔。寺田稔是繼經濟再生擔當大臣、法

務大臣之後，在不到壹個月時間內岸田

內閣第三名被迫辭職的閣員。對於出現

“辭職多米諾”現象的岸田內閣，日本

輿論普遍關註其接下來能否穩定運行。

岸田致歉
岸田文雄將近日因政治資金問題被

在野黨追責的寺田稔召至首相官邸，接

受了他的辭職請求。此前，岸田內閣經

濟再生擔當大臣山際大誌郎因被爆與

“統壹教”有聯系，於10月24日宣布辭

職，其職位由前厚生勞動大臣後藤茂之

接任。法務大臣葉梨康弘因發表不當言

論於11月11日引咎辭職，職位由前農林

水產大臣齋藤健接任。寺田稔辭職後，

岸田任命前外務大臣松本剛明接任總務

大臣壹職。日本廣播協會電視臺（NHK

）稱，松本剛明現年63歲，畢業於東京

大學法學部，是日本第壹任首相伊藤博

文的外玄孫。2000年，松本首次當選眾

議員，此後曾在前首相菅直人當政時出任

外相。目前，松本隸屬自民黨麻生派。

岸田文雄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對

內閣大臣陸續辭職深表歉意，同時也深

刻認識到自己在內閣大臣任命上的重大

責任。

岸田被批“護犢子”
內閣成員被爆出問題後，岸田的應

對措施引發日媒批評。共同社評論稱，

寺田稔因政治資金問題遭受質疑，不僅

是在野黨，就連自民黨內部也爆出讓其

辭職的聲音，但岸田文雄的應對措施再

次陷入被動。雖然他壹再標榜自己善於

“傾聽”，但面對不斷高漲的批評聲，

其認識明顯不足，不得不對其危機管理

能力打上問號。今後壹段時間，岸田內

閣還面臨2022年度第二次補充預算案的

國會審議、制定“統壹教”相關受害者

救濟新法案等重大課題。共同社稱，岸

田文雄正面臨執政以來最大的困局。

在辭職的3名閣員中，法務大臣葉

梨、總務大臣寺田均屬於由岸田文雄擔

任會長的“岸田派”。共同社稱，有批

評人士認為岸田文雄之所以應對遲緩是

因為他“護犢子”，這勢必削弱政治基

礎本來就很薄弱的岸田文雄在自民黨內

的凝聚力。日本《東京新聞》稱，岸田

首相在8月內閣重組時曾表示，“面對

堆積如山的課題，任命了兼具經驗和實

力的內閣大臣”，但面對接連不斷的閣

員辭職，“經驗和實力”之說顯得很蒼

白。岸田害怕出現“辭職多米諾”而未

能作出快速決斷，這反而導致“辭職多

米諾”的出現，岸田首相決斷力不足的

問題完全暴露出來。

內閣遭受沖擊
壹個月內3名內閣大臣接連辭職，

給支持率本就低迷的岸田內閣帶來進壹

步沖擊。全日本新聞網（ANN）21日發

布的壹份最新民調顯示，岸田內閣支持

率為30.5%，是去年10月岸田就任首相

以來的最低值。日本時事通訊社21日分

析稱，從山際到葉梨，再到寺田，“辭

職多米諾”成了

現實，這將對岸

田內閣造成不小

沖擊。在飽受低

支持率之苦的同

時，岸田首相的

凝聚力將進壹步

下降。此外，時

事通訊社還稱，

復興大臣秋葉賢

也因政治資金問

題將成為在野黨

追責的下壹個目

標，有自民黨官

員感嘆，這簡直

就是在“打地鼠”。

日本《每日新聞》則舉例稱，內閣大

臣因政治資金問題或發表不當言論接連辭

職的事情，曾在安倍晉三的第壹次內閣

（2006-2007 年 ） 和 麻 生 太 郎 內 閣

（2008-2009年）發生過，這兩個內閣也因

此成為短命內閣。此外，前首相野田佳彥

執政時期，內閣成員接連被爆醜聞，雖然

野田佳彥進行了3次內閣重組，但也僅執政

約1年4個月。日本瑞穗證券首席市場經濟

學家上野泰發表評論稱，第三名內閣大臣

遭撤換已經踩到內閣運營的紅線。岸田內

閣是否會像第壹次安倍內閣和麻生內閣那

樣短命？在2023年1月份定期國會開始之

前進行內閣改組並調整自民黨高層人事，

恐將成為岸田內閣挽回支持率的壹張牌。

日元為何持續大幅貶值
綜合報導 今年以來，日元持續大幅貶值，國

際清算銀行公布的實際匯率顯示，日元已跌至1972

年以來的最低水平。從表象看，日本貨幣政策與全

球相左，貿易形勢顯著惡化，是日元貶值的直接誘

因，從根本上看，日本經濟結構性痼疾是日元貶值

的深層原因。總體看，日元貶值似已很難激活日本

經濟。

今年以來，日元匯率“跌跌不休”，壹度跌破

1美元兌150日元大關，刷新32年來低值。截至目

前，日元兌美元貶值逾30%，兌其他貨幣匯率亦持

續下跌，人民幣兌日元持續處於20以上高位。國

際清算銀行公布的實際匯率顯示，日元已跌至1972

年以來的最低水平。日元跌幅不僅超過歐元、英鎊

等發達經濟體貨幣，也遠超韓元、印度盧比、泰銖

等亞洲新興市場貨幣。

根據經合組織(OECD)預測，2022年日本名義

GDP為553萬億日元。按1美元兌140日元計算合

3.9萬億美元，創1992年以來最低水平。按美元計價

的日本經濟規模將回到上世紀90年代泡沫經濟崩潰

時，名副其實“失去的三十年”。日本占世界經濟的

比重將由30年前的15%萎縮至4%，很可能今年被德

國追平甚至反超(2012年德國GDP僅相當於日本的

56%)，拱手讓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地位。

日元為何持續大幅貶值？從表象看，日元貶值

直接誘因有兩點：壹是日本貨幣政策與全球相左。

在全球通脹加劇，美聯儲、歐洲央行等主要央行進

入加息通道的情況下，日本央行迫於國內經濟復蘇

乏力繼續堅持超寬松政策。美聯儲連續上調聯邦基

金利率目標區間，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壹度攀

升至4.1%，日本卻堅持負利率政策，將10年期國

債收益率上限牢牢限制在0.25%以下，巨大利差導

致美元和日元之間套利交易盛行，造成日元難以止

跌。二是貿易形勢顯著惡化。日本能源、糧食對外

依存度分別高達88%和63%。伴隨全球能源、糧食

價格高企，去年8月份起日本對外貿易連續14個月

逆差，2022財年上半年(4月份至9月份)逆差達11萬

億日元，創歷史新高，經常賬戶余額連續4年縮水

，日元受到供求性拋售壓力。日元貶值反過來加劇

日本國際收支失衡困境，陷入惡性循環。

從根本上看，日本經濟結構性痼疾是日元貶

值的深層原因。日本新興產業發展滯後，產業結

構升級緩慢，制造業外流加速產業空心化，國際

競爭力和在全球價值鏈中的地位不斷下降。人口

總量減少疊加人口結構老化，造成勞動力短缺，

民間消費長期低迷。根據日本央行測算，日本潛

在增長率已從 30 年前的 4%下降到目前的 0%—

0.4%。由於實力下滑，日本經濟越來越依賴央行

的超低利率政策。在此常態下，應被淘汰的企業

得以繼續生存，有競爭力的企業卻難以獲得資金

和人才，日本經濟新陳代謝持續減弱、實力螺旋

式下降。日本央行稍微加息就可能導致經濟快速

趨冷，只能繼續堅持超寬松政策，這就導致扭轉

日元貶值手段僅限於政府主導的匯率幹預。盡管

擔憂日元急速貶值的負面影響，但直接幹預需耗

費大量資金，且壹旦失敗將引發匯率進壹步走低

，日本政府對出手幹預始終態度謹慎。

日本似乎還釋放出有意放任日元貶值的信號。

日本央行行長黑田東彥曾公開表示，日元貶值對日

本經濟有利，日元貶值導致的進口成本上升被出口

商獲得的益處抵銷。有業內人士指出，日本是全球

第壹大對外凈債權國，日本央行維持寬松貨幣政策

、放任日元貶值，對其他主要出口經濟體貨幣形成

貶值壓力，是事實上的匯率操縱和以鄰為壑的競爭

性貶值，和美聯儲率先大幅加息、將本國問題轉嫁

他國的做法如出壹轍，加劇了全球經濟的不確定性

。舉例而言，日本和韓國同為出口導向型經濟體，

兩國的石化、機械、鋼鐵等產品的主力出口產品之

間存在競爭。隨著日元貶值，韓國產品在全球市場

上的價格競爭力面臨挑戰。

日元貶值對重振日本經濟效果如何？經濟學

家指出，日元貶值10%將提振出口額4.3萬億日元

，增加進口成本4萬億日元，幾近兩相抵消。帝

國數據庫實施的企業意向調查結果顯示，1萬家

被調查企業中，回答“日元貶值對業績有利”的

僅占4.6%。總的看，日元貶值似已很難激活日本

經濟。

岸田內閣出現“辭職多米諾”
日本首相用人引發質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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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建開放公平非歧視貿易投資環境
習近平在APEC會議上強調：堅持真正多邊主義維護多邊貿易體制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及

中通社報道，當地時間19日上

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泰國曼谷繼

續出席亞太經合組織（APEC）第二十九

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會議圍繞可持續

貿易和投資問題進行了討論，習近平指

出，自由和開放的貿易和投資，是亞太

經合組織的宗旨和原則，也是實現2040

年布特拉加亞願景的重要支柱。

習近平指出，要堅持真正的多邊主義，維護多
邊貿易體制。堅定維護以規則為基礎的多邊

貿易體制，維護全球產業鏈供應鏈安全穩定，構
建開放、公平、非歧視的貿易投資環境，早日建
成全面、高水平的亞太自由貿易區。

中國鄉村振興助亞太可持續發展
要堅持普惠包容，實現互利共贏。要突出發

展的包容性，打造平等協商、共同參與、普遍受
益的區域經濟合作架構，培育普惠各方的亞太大
市場，讓各方在聯動發展中實現共同增長，在優
勢互補中實現合作共贏。中方提出鄉村振興、中
小企業“專精特新”、包容性貿易投資等倡議，
讓發展和創新成果惠及更多民眾，助力亞太各方
實現包容和可持續發展。

要堅持開放區域合作，共促亞太繁榮。積極
主動擴大開放，全面提升區域經濟合作水平。中
國擴大高水平開放的決心不會變，中國開放的大
門只會越開越大。前不久，第五屆中國國際進口
博覽會圓滿落幕，再次彰顯中國支持自由開放貿
易、向世界開放市場的堅定決心。中國將積極擴
大優質產品和服務進口，為世界帶來更多市場機
遇、增長機遇、合作機遇。

APEC會議發表領導人宣言
亞太經濟合作組織領袖會議周19日閉幕，當

天舉行的第二十九次領導人非正式會議發表了
《2022年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宣言》和《生物循
環綠色經濟曼谷目標》。這是APEC經濟體領袖四
年來首次線下會議。當天上午，領導人非正式會
議結束第二天的主題會後，通過宣言。

宣言指出，圍繞全面開放、全面聯通、全面
平衡的三大優先領域開展工作，推動亞太地區實
現長期、強勁、創新、包容經濟增長和可持續發

展。重申各方在包括聯合國大會和安理會等其他
場合表達的俄烏衝突立場，包括對俄羅斯侵略烏
克蘭表達最強烈的痛惜，並要求俄羅斯從烏克蘭
領土上徹底、無條件撤出。

為實現疫後經濟復甦，將優先推動以增長為
重點的結構性改革，實現包容、可持續和創新改
革。促進本地區安全和無縫跨境旅行，改善基礎
設施，改進疫苗接種證書互認。

將消弭數字鴻溝，提升數字基礎設施可及
性，支持發展數字技術和數字能力。承諾加大力
度促進鄉村振興，維護長期糧食安全，確保建立
更具韌性、高產、創新和可持續的農業和糧食系
統，強化全球糧食供應鏈，減少糧食損失和浪
費。

當天會議結束後，隨即舉行主辦國交接儀式。

代表美國總統拜登出席APEC會議的副總統哈里斯，
從泰國總理巴育手中接過代表輪值主席國身份的吉
祥物。2023年的APEC會議將在洛杉磯舉行，隨後
秘魯將輪值舉辦2024年的會議， 2025的會議由韓國
作為東道主。

習近平重要講話引國際社會熱議
習近平主席的系列重要講話在國際社會引發

熱烈反響。習近平主席在17日的書面演講中詳細
闡述了中國式現代化的世界意義，並在18日的重
要講話中強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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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式現代化是亞太和全球經濟的機

遇。”澳大利亞中國工商業委員會主席戴維．奧
爾森說，“這不僅意味着為中國市場提供高質量
商品和服務的機遇，也意味着從中國強大製造能
力獲得的機遇。”

對於亞太未來發展繁榮，習近平主席提出重要
主張：要攜手構建亞太命運共同體，再創亞太合作
新輝煌。菲律賓“亞洲世紀”戰略研究所副所長安
娜．馬林博格-烏伊認為，習近平主席提出的主張既
非常及時地回應了亞太地區面臨的各種地緣政治和
經濟挑戰，又清晰有力地表明中國真誠與亞太經濟
體開展合作、分享發展機遇的意願和決心。“和平
是亞太地區各經濟體實現發展和繁榮的首要因素，
習近平主席的論述正是強調了這一點，也明確了亞
太地區加強合作與維護多邊主義的重要性。”安娜
．馬林博格-烏伊說。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
華社報道，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向第六屆中國－南
亞博覽會致賀信。
習近平指出，中國

和南亞國家互為友好鄰邦
和發展夥伴，是休戚與共
的命運共同體。近年來，
雙方深化各領域務實合
作，經貿往來保持良好發
展勢頭，成果惠及各國人
民。中國願同各國一道，
以中國－南亞博覽會為平
台，凝聚團結協作、共謀
發展的共識，不斷打造新
的合作增長點，推動共建
“一帶一路”高質量發
展，助力全球發展倡議落
地落實，共同開創更加繁
榮美好的未來。
第六屆中國－南亞

博覽會11月19日在雲南
省昆明市開幕，由商務部
和雲南省人民政府共同主
辦。為期4天的會期中，
80個國家、地區和國際
組織的代表嘉賓將圍繞
“共享新機遇，共謀新發
展”的主題參展、參會。

香港文匯報訊據新華社報道，當地時間11月19日，中國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曼谷出席亞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期
間，應約同美國副總統哈里斯簡短交談。
習近平表示，我同拜登總統在印尼巴厘島的會晤富有戰

略性和建設性，對下階段中美關係具有重要指導意義。希望
雙方進一步增進相互了解，減少誤解誤判，共同推動中美關
係重回健康穩定的軌道。希望副總統女士為此發揮積極作
用。
哈里斯表示，兩國元首剛剛舉行成功會晤。美方不尋求

同中方對抗或衝突，雙方應在全球性問題上開展合作，保持
溝通渠道暢通。

同美國副總統簡短交談：
冀共推中美關係重回健康穩定軌道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當地時間19
日中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曼谷總理府同泰
國總理巴育舉行會談。雙方宣布，構建更為穩
定、更加繁榮、更可持續的中泰命運共同體。

像走親戚一樣常來往多走動
習近平祝賀泰方成功主辦亞太經合組織領

導人非正式會議。習近平指出，雙方要像走親
戚一樣常來往、多走動，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
和重大關切問題上繼續相互堅定支持。雙方要
落實好未來5年《中泰戰略性合作共同行動計
劃》，統籌推動各領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要
有效對接各自發展戰略，推動高質量共建“一
帶一路”不斷取得新成效。雙方要加強投資、
貿易、旅遊、基礎設施、產業園等傳統領域合
作，同時不斷培育新增長點，推動數字經濟、
新能源汽車、科技創新等新領域合作取得積極
進展。要加快中老泰三方鐵路合作，積極推進

“中老泰聯通發展構想”，重點加強基礎設施
“硬聯通”，做好物流通關“軟聯通”，擴大
泰國優質農副產品輸華。中方願同包括泰國在
內的各方一道，高質量實施《區域全面經濟夥
伴關係協定》，讓這一全球最大自貿區安排釋
放更大紅利。加大打擊跨境犯罪，深化追逃追
贓合作。加強教育、醫療、扶貧等民生領域合
作，通過多種方式交流減貧發展經驗，推動兩
國扶貧合作走深走實，辦成、辦好一批貼近群
眾、服務基層的實事。要加強青年交流，使兩
國人民心更近、情更深，豐富中泰命運共同體
的人文內涵。

巴育：歡迎中國企業更多來泰投資
巴育表示，習近平主席訪問泰國並出席亞

太經合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是習近平主席
擔任國家主席後首次來泰，意義重大。泰方願
同中方加強高層往來，相互信任，相互尊重，

積極落實《泰中戰略性合作共同行動計劃》和
共建“一帶一路”合作規劃，加快泰中鐵路建
設並與中老鐵路銜接，落實中老泰聯通發展構
想，加強貿易、投資、扶貧、基礎設施互聯互
通、網絡安全、打擊跨國犯罪等領域合作。歡
迎中國企業更多來泰投資。中國引領本地區疫
後經濟復甦，充分展現了大國擔當，促進了亞
太地區的穩定、安全與繁榮，並助力地區各國
構建亞太共同體。泰方願同中方共同落實《區
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泰國支持習近平
主席提出的全球發展倡議和全球安全倡議，支
持中國在地區和國際事務中發揮更大作用，希
望共同推進中國與東盟“五大家園”建設。

兩國領導人共同見證簽署《中泰戰略性合作
共同行動計劃（2022－2026）》《中泰共同推進
“一帶一路”建設的合作規劃》以及經貿投資、
電子商務、科技創新領域合作文件。

丁薛祥、王毅、何立峰等參加上述活動。

習近平同泰總理會談：
構建更加穩定繁榮可持續中泰命運共同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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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當地時間11月19日上午，國家主席習近平在泰國曼谷繼續出席亞太經合組織第二十九次領導人非正

式會議。 新華社

◆ 當地時間11月
19日，國家主席
習近平在曼谷出席
亞太經合組織領導
人非正式會議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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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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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名認罪被告依次為張劍虹、陳沛敏，《蘋
果》前總編輯羅偉光、前執行總編輯林

文宗、前英文版執行總編輯馮偉光（筆名盧峯）
及前社論主筆楊清奇（筆名李平）。在控方宣讀
的案情中，分析了上述6名前高層的涉案職責和
罪行，同時披露了其老闆黎智英擔當的角色。

“飯盒會”布局煽內亂引外力
控方指出，《蘋果日報》作為煽動和勾外平

台，自2014年“非法佔中”起，黎智英以《蘋果
日報》作為平台宣揚政治觀點，更多次親身參與
集結。黎智英通過與高層召開“飯盒會”，討論
《蘋果日版》的出版決策，並作出指示。

控方指，本案6名被告擔任要職，部分是黎
智英“飯盒會”成員，故他們在“任何時候”都
知悉《蘋果日報》被用作發布煽動言論和勾結外
國勢力的平台，並知悉黎的政治理念和立場，但
仍與他作出串謀行為。自2019年黑暴肆虐前至香
港國安法實施後，眾被告串謀刊印和發布涉案文
章達160多篇。控方案情指，早在香港國安法實
施前，《蘋果》已開始乞求外國制裁香港，而本
案控罪所指的外國勢力包括美國、英國、加拿
大、德國等。其間，黎智英更親自“上陣”，包
括於2019年7月8日與美國時任國務卿蓬佩奧會
面，在2019年10月22日美國討論實施香港人權法
案時，黎又與美國參議員會面，尋求美國支持香
港黑暴分子。2019年10月25日，黎與李柱銘出席
時任美國副總統彭斯的演說，黎引述演說內容鼓
吹對華貿易戰可以“解決香港問題”。因應香港

國安法即將推行，黎智英開始使用Twitter賬戶，
由2020年5月起推出《蘋果日報》英文版，及發
布一篇名為《打國際線蘋果英文版免費試睇》的
報道。黎智英當時公開聲稱，推出《蘋果》英文
版，是為了吸引海外尤其是來自美國的訂閱者，
又宣稱這不僅是經濟援助，而且是“政治保
護”，又稱海外和美國訂閱者越多，中央就越難
打擊他們。控方認為，黎智英主使推出《蘋果》
英文版，實為“主謀”，6名被告則與他串謀。

85篇文章鼓吹“制裁”中國
控方列舉涉及乞求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實施對

香港特別行政區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制裁、
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的85篇文章，大部分
內容是英文，旨在與外部勢力交流，以吸引所謂
的“國際社會”。

控方指，黎智英還推出了一系列直播訪問，
邀請包括前美國駐華大使Raymond Burghardt、
美國教授林培瑞等人出席節目，乞求外國勢力對
中國或香港特區實施制裁，而這些英文內容全部
公開，實質上是直接與外國勢力溝通，構成勾
結。6名前高層認罪後同意控方案情。

控方擬呈交案例予法庭參考，並透露本案部
分被告會在黎智英違反國安法案件中作供，會待
黎智英案完結後再求情及判刑。據悉，張劍虹、
陳沛敏及同案另一被告會擔任是案的控方證人。
法官杜麗冰指出，香港國安法是“全新的法律領
域”，希望各方協助法庭量刑。6被告還押候
判，以待黎智英案審結。

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與《蘋果日報》6名前高層，

被控“串謀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

涉案6名前《蘋果》高層22日在香港高等法院答辯後正

式認罪。控方在披露案情時指出，黎智英是案中勾外的主謀，他與各高層召開“飯

盒會”，討論《蘋果》的出版政策、下達指示，又主使開設《蘋果》英文版打所謂

的“國際線”，甚至親自“操刀”直接與外國勢力勾結互動，乞求制裁中國及香港

特區，圖獲取外國主子的金援和政治保護，又串同各被告藉《蘋果》煽仇縱暴及鼓

吹“攬炒”對抗中央。控方透露，壹傳媒前行政總裁、《蘋果》社長張劍虹及前副

社長陳沛敏等3名被告將作為控方證人頂證黎智英。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葛婷）在本案中被控的《蘋果日報》6名高
層與黎智英串謀，按照黎的指令行事，利用《蘋果日報》為平台，各
司其職，部署策劃發布中、英文煽動性文章，並邀請攬炒政棍撰
文，提供黎智英所要求的煽動內容，一條龍地和黎智英實施串謀乞求
外國勢力對中國或香港實施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一
環扣一環發布文章煽暴煽仇及鼓吹攬炒對抗政權。

控方22日在庭上表示，張劍虹作為《蘋果日報》社長，角
色在黎智英之下，負責報章的整體營運、出版事宜；陳沛敏是副
社長，負責報章版面運作，另有專欄“堆填生活”；羅偉光是總
編輯，主要負責網上新聞編採工作；林文宗為執行總編輯，主要
負責報紙編採工作；馮偉光以筆名“盧峯”撰寫評論，2020年6
月10日出任《蘋果》英文版總編輯；楊清奇以筆名“李平”撰
寫社論，及負責審稿。

陳沛敏、羅偉光、林文宗及其他編輯，逢星期二會舉行策
劃會，準備未來一周的報道焦點。編採人員每天又會舉行“初
會”及編前會議，決定當日頭版內容。報紙印刷後，編採人員
會召開“鋤報會”，檢視報章內容。控方指，2019年3月，特
區政府提出修訂《逃犯條例》，《蘋果》發布11篇煽動性刊物文
章，內容針對中央及特區政府發表煽動性言論，以動搖公衆輿
論，更煽動市民上街。在修例風波期間，《蘋果》還發布34篇
煽動性刊物文章，煽動非法集結、挑撥市民對警察執法的仇
恨、美化暴力和鼓吹以“攬炒”方式對抗中央。

案情指，《蘋果日報》成為發布煽動性刊物的平台，內容不
限於修例風波，而是在廣泛基礎上反對政權。2020年1月下旬，
新冠肺炎疫情爆發，《蘋果》發布了10篇煽動性文章，發表更
廣泛的反政權和反法律、反政治秩序之煽動性言論，意圖藉疫情
影響民意，煽動針對中央及特區政府的仇恨。香港國安法實施翌
日，《蘋果》在頭版發表煽動文章，並隨報附送海報，抹黑香港
國安法，煽動市民持續所謂的“抗爭”。由國安法實施至2021年6
月期間，《蘋果》繼續以中、英文發布多篇煽動性文章，乞求外國
制裁中央政府及特區政府的相關官員。

控方指，《蘋果日報》除了黎智英的專欄，專欄作者還有攬
炒政棍李柱銘、胡志偉、袁弓夷及鄺頌晴等人。在黎智英被捕
後，張劍虹、陳沛敏、羅偉光三人主責管理《蘋果日報》，繼續
發布煽動文章乞求外國勢力對中國或香港實施制裁、封鎖或者採
取其他敵對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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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智英、蘋果日報有限公司、蘋果日報印刷有限公
司及蘋果日報互聯網有限公司，同被控一項“串
謀刊印、發布、出售、要約出售、分發、展示
或複製煽動刊物罪”。控罪指，他們於
2019年4月1日至2021年6月24日，在

香港與張劍虹、陳沛敏、羅偉光、林文
宗、馮偉光、楊清奇及其他人，一同串謀

刊印、發布、出售、要約出售、分發、展示及或複製
煽動刊物
◆案件進展：黎智英等和3間公司不認罪，6名
高層的控罪則存檔法庭

◆黎智英及上述6名高層，同被控一項
“串謀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
安全罪”。控罪指，他們於2020年7
月1日至2021年6月24日，在香港與
與蘋果日報有限公司、蘋果日報印
刷有限公司、蘋果日報互聯網有限
公司，及其他人，一同串謀請求
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
實施對香港特區或者中華人民
共和國進行制裁、封鎖或者
採取其他敵對行動
◆案件進展：6名高層
已認罪，冀在黎智英審
結後求情和判刑，部分
人擬頂證黎智英

黎智英
及相關人等

3案4罪
進展概覽

串謀發布煽動刊物

串謀勾結外部勢力危害國安

◆黎智英單獨面對“串謀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
家安全罪”。控罪指，他於2020年7月1日至2021年2月

15日，在香港與陳梓華、Mark Herman Simon、李宇軒、劉祖
廸及其他人，一同串謀請求外國或者境外機構、組織、人員實施對

香港特區或者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制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敵對行動
◆案件進展：陳梓華、李宇軒已認罪，留待黎智英案審結後判刑，
暫押後至2023年1月12日再訊；Mark Herman Simon、劉祖廸及其他
人被香港警方國安處通緝

串謀勾結外部勢力危害國安
◆黎智英單獨被控“勾
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
害國家安全罪”。控罪
指，他於2020年7月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1
日，在香港請求外國或
者境外機構、組織、人
員實施對香港特區或者
中華人民共和國進行制
裁、封鎖或者採取其他
敵對行動。

◆案件進展：
12月1日聆訊

勾結外部勢力
危害國安

黎智英明確6高層分工
“一條龍”煽對抗政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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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智黎智英英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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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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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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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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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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秦鴻鈞攝影

僑務榮譽職人員僑務榮譽職人員（（左起左起））張世勳張世勳、、劉秀美劉秀美、、陳陳
美芬在席上談話美芬在席上談話。。

「「台北經文處歡宴僑務榮譽職人員感恩節餐會台北經文處歡宴僑務榮譽職人員感恩節餐會」」

「「僑教中心僑教中心」」 王盈蓉主任王盈蓉主任（（中立者中立者））在會上致詞在會上致詞。。

「「松年學院松年學院」」 許勝弘院長許勝弘院長（（中立者中立者））在會上致詞在會上致詞。。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羅復文處長羅復文處長（（圖中圖中））與處內高階主管及僑務與處內高階主管及僑務
榮譽職人員在餐會前合影榮譽職人員在餐會前合影。。

68266826::
68296829::
68336833::
68316831::
68376837::
68386838::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羅復文處長羅復文處長（（右二右二））主持餐會座談主持餐會座談。。

「「僑教中心僑教中心」」 副主任黃依莉致詞副主任黃依莉致詞。。

出席慶典的松年學院學員與出席慶典的松年學院學員與（（前排右起前排右起）） 「「松年學院松年學院」」 許勝許勝
弘院長弘院長、、陳美芬董事長陳美芬董事長、、僑教中心王盈蓉主任合影僑教中心王盈蓉主任合影。。

「「松年學院松年學院」」 許勝弘院長致詞許勝弘院長致詞。。 「「松年學院松年學院」」 董事長陳美芬致詞董事長陳美芬致詞。。

休士頓台灣松年學院休士頓台灣松年學院20222022年慶祝感恩節話感恩年慶祝感恩節話感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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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畫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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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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