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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業人口成長優於預期就業人口成長優於預期 美失業率持穩美失業率持穩
（中央社華盛頓2日綜合外電報導）美國政府今天公布11月

非農業就業報告，就業人口成長優於預期，薪資也成長，就業率
持穩，顯示未受利率攀升及衰退疑慮影響。這可能使得美國央行
本月緩和升息步伐難度更高。

美國勞工部公布，11月增加26萬3000名非農業就業人口，
高於路透社調查經濟學家平均預估的增加20萬名；10月新增就
業人口也由先前公布的26萬1000名上修至28萬4000名。11月失
業率維持在3.7%。

美國平均時薪單月成長幅度也由10月的0.5%上升至11月的
0.6%，這使得薪資與去年同期相較，增長幅度由10月的4.9%漲

至11月的5.1%。
法新社報導，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Fed）擔憂成本高昂成

為根深蒂固問題，因此積極調高利率來平抑達到數十年高點的通
貨膨脹。但最新就業數據顯示，美國經濟熱度並未降溫，令央行
官員難以鬆口氣。

儘管貨幣政策緊縮，通常預期會導致就業人口減少；但經濟
學家指出，由於目前勞工難覓，企業不太願意裁員。

10月底時，美國新增職缺達到1030萬件，許多是在餐旅、
醫療照護和社會救助行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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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海外中国國民黨聯盟主辦之「九合一
選舉結果對兩岸及中美台關係的影響」視訊
會議將在美西時間明天星期六下午五時舉行
,屆時將由名政治評論員李明衡主持，並邀
請台北學者專家花莉娜理事長、張麟徵教
授、張競博士、雷倩主委參加座談並和海
內外華人連線溝通。

今天我也非常榮幸應邀參加盛會，並
向所有關心兩岸關係的學者專家們表示歡迎
和敬意。

數十年來，我們在美國這塊土地上可
以說是落葉生根，數以萬計的兩岸華人子
弟貢獻了他們的青春，並且獲得在各行各業
之巨大成就並且成為了美國社會百分之一的
精英份子， 議員 、內閣部長、 醫生、 律
師、大學教授、開發商，但是我們還是非
常關心自己的故土和家鄉，正如前交通部
長趙小蘭經常提醒我們要以華裔美人為榮。

就在上週一我們在德州休斯敦美南新聞
集團電視攝影棚主持了一塲座談會，有來
自海峽兩岸之華裔領䄂共同探討中美台未來
之情勢發展。

我們共同之結論是兩岸必
須和平共存，決不希望可用
武力來解決面臨之困境，並
寄望下屆台灣領導人能重修和
大陸之關係重啟兩岸談判之大
門，重回兩岸和平官方民間
交流之道路。老實說，今天
美國仍然是世界第一强國，
他也在不斷主導台海局勢，
換言之，佔在華裔美人之立
塲我們有義務和權利來表達對
台海和平之高度關切，也希
望透過大家與美國政界關係
，進行遊說和溝通。

今天我們非常高興和四位
政治領袖和社會活動家共聚一
堂，透過今天的視頻會議來
聆聽各位之高見，希望大家心連心，為兩
峽兩岸的和平找出一條可行之路。

世界局勢日趨複雜，中國大陸近日來
因清零政策而引起之群眾不滿，烏克蘭戰爭
未能解決，中美兩大國在全世界之競爭激

烈，無論如何一定不能譲烏克蘭悲劇之重
演。

我們今後一定會盡力加強和兩岸旅居美
國地區的各界人士之交流，並希望大家透
過和美國主流及媒體來強力表達我們的看法
，再度祝賀今天之硏討會圓滿成功。

海峽兩岸關係和睦有助世界和平海峽兩岸關係和睦有助世界和平

The Taiwan Cross-Strait Relations Need PeaceThe Taiwan Cross-Strait Relations Need Peace
The Overseas Chinese KMT Alliance

will hold a zoom meeting tomorrow and
talk about the future of the Taiwan Strait.

I am very honored to be part of the
seminar and to be invited and welcomed
by all the scholars from Taipei who will join
in this zoom meeting.

For many decades, thousands of
Chinese students came to the United
States to put their roots in this land. Their
many great achievements from all walks of
life helped make them become elites in
this country. They became a cabinet
secretary, a professor, lawyers, developers

and members of Congress. But most of
them still were thinking about their
hometowns. As Secretary Elaine Chao
said, "We should be very proud of our
heritage."

Just last Monday we hosted a
symposium at our TV studio. We invited
leaders from both sides, China and
Taiwan, to sit down at the same table and
discuss the future of China, Taiwan and
the United States. Our common conclusion
was that we must coexist peacefully. We
hope the next leader of Taiwan, as the
KMT comes back into power, will work

hard to improv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aiwan and China.

Today the world situation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complicated. We need to
remind our political leaders and
congressmen that we don’t want the
Ukraine tragedy to be repeated again in
Taiwan.

In the future, we as Chinese-
Americans should try to strengthen our
communication with people from all walks
of life and express our shared concerns
about the Taiwan Strait cri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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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要用俄歐盟要用俄33千億賠烏千億賠烏，，普京破局普京破局
（綜合報導）歐盟主席馮德萊恩公開發表

聲明稱，歐盟當下已經凍結了俄羅斯中央銀行
約3000億歐元的外匯儲備，除此之外，歐盟方
面還凍結了俄羅斯寡頭約190億歐元的資金。

馮德萊恩表示，這一舉動主要是為了彌補
俄羅斯對歐洲和烏克蘭造成的破壞，目前據相
關部門評估，烏克蘭受到的損失約6000億歐元
，這一責任需要由俄羅斯承擔，並且後續俄方
還要負責烏克蘭重建的費用，她認為應該專門
創建一個機構來管理這些資金，甚至還能進行
短期投資，將獲得的收益“賠償”給烏克蘭，
同時馮德萊恩在聲明中還提議，應該由聯合國
出面設立一個法庭，來調查和起訴俄羅斯的
“戰爭罪”。

不得不說，歐盟在挑釁和排擠俄羅斯這方
面可謂是“花樣百出”，然而也有觀點指出，
按照大多數歐盟成員國的法律規定，只有在目
標被定罪的情況下，沒收其被凍結的資產才能
在法律上合理施行，眼下被歐盟凍結的資產有
相當一部分屬於俄羅斯公民個人財產，甚至有
一些登記在其家庭成員或掛名人員名下，因此
在嚴格意義上講，歐盟並不具備對其處置的合
法理由。

早在俄烏衝突剛剛爆發時，西方世界就迅
速出手，開始“搜刮”俄羅斯的海外資產，從
俄羅斯的黃金及外匯儲備，再到俄羅斯寡頭的
豪宅、遊艇等，都在凍結範圍之中，公開資料
顯示，這些被凍結的資金中，約有1000億是被
美國直接凍結，其餘則分散在其他美國盟友的
手中。

事實上，這也不是美歐第一次拿這些被凍
結資產來威脅俄羅斯。在今年10月，西方七國
集團就曾發表過一次聯合聲明，其表示被凍結

的俄羅斯資金應該用於在衝突
後重建烏克蘭，英國駐聯合國
代表也屢屢提議，俄羅斯必須
為對烏特別軍事行動進行賠償
，具體金額由烏克蘭來定，烏
克蘭總統澤連斯基隨後就表示
，會向聯大提交決議，要求俄
羅斯向烏克蘭賠償3000億美
元。

11月 14日，聯合國大會
以94國贊成，14國反對和73
國棄權的結果通過了該決議，
認為有必要建立俄羅斯對烏克
蘭的賠償機制，當然，雖然該
決議得到了超過了三分之二與
會國的支持，但是聯合國大會
決議不同於聯合國安理會決議
，其決議以建設性為主，沒有
充分約束力，因此俄羅斯方面
也公開表示，從國際法角度看
，西方世界的舉動只是一次將
不合法事務合法化的“毫無意
義的嘗試”。
那麼，美國和歐洲究竟能不能徹底把這3000億
資產據為己有？小編的結論是，很難。

一方面是，歐洲內部的意見並不統一。目
前的歐盟儼然出現三種態度，一種是呼籲和談
，希望俄烏盡快展開對話，甚至是要求烏克蘭
對俄妥協，比如德國和法國，畢竟他們可以說
是受能源危機影響最嚴重的國家，最近德法還
在列美國的“不是”，所以他們並不希望和俄
羅斯關係徹底僵化，另一種像英國、波蘭和立
陶宛，這些國家主張對俄強硬，非但不停對俄

羅斯進行挑釁，而且還加速向烏克蘭提供武器
，他們自然是希望進一步刺激俄羅斯，還有一
種是匈牙利，其自始至終就沒有進行對俄製裁
，當然，眼下荷蘭也加入了解除制裁的陣營，
歐盟准入國塞爾維亞也堅定站在俄羅斯一方。
在這種格局下，歐盟很難就一些關鍵問題達成
一致，像此前歐盟擬向烏克蘭提供的180億經
濟援助，就因匈牙利反對未能實行，更何況，
從現實的角度出發，歐洲不可能永遠拒絕來自
俄羅斯的石油和天然氣，其總得考慮之後雙方
關係的走向。

另一方面，貿然沒收俄羅斯資產的影響太
大。除了會影響俄羅斯和歐洲未來的經貿關係
之外，沒收俄羅斯資產還會影響西方世界的金
融信譽，如果美歐真的這樣做了，那麼其他國
家必然會重新考慮外匯儲備的安全性，雙邊貨
幣結算現象必然會層出不窮，屆時逆全球化浪
潮將不可避免，同時隨著美歐信用受到質疑，
一些避險資本很可能會選擇離開，這對經濟本
就處於下行態勢的西方國家無疑是雪上加霜，
最為關鍵的是，這一舉動會大幅增加戰爭升級
的風險。

要知道，美國在沒收阿富汗70億美元的資
產時，尚且是以美軍在阿富汗有遺留裝備為藉
口，但是在現在的背景下，美歐可沒有充足理
由對俄羅斯資產進行處置，充其量就是利用短
期投資賺點“快錢”，將其完全“據為己有”
的概率不大。
當然，俄羅斯恐怕也不會等西方世界“良心發
現”，主動歸還這些資產，那麼俄羅斯會做出

怎樣的反擊呢？
其實俄羅斯的反制措施還真不少，雖然美

俄關係不佳，但是美國資本對俄羅斯的投入卻
是不少，尤其在能源和有色金屬領域，美國資
本的滲透可謂無孔不入，公開資料顯示，俄羅
斯大型白銀和黃金生產商都有美國註資，其鋁
業巨頭25%以上的股權也是由北美資本持有，
在科技領域，俄羅斯最大的電商企業28.6%股
份在西方手中，最大的電信公司股份也被美資
主要持有，據統計，美國資本在俄羅斯的投資
總額已高達1000億美元，這事實上就是俄方手
中的“人質”，如果事件惡化到不可收拾，俄
羅斯完全可以以彼之道還施彼身，對西方在俄
資產進行罰沒，這必然會令美歐投鼠忌器。

而且俄羅斯還可以利用能源繼續向歐洲施
壓，無論是進一步縮減對歐洲的能源供給，還
是聯合歐佩克組織減少石油產出，都會對西方
世界造成巨大衝擊，同時俄羅斯還能有機會進
一步打破制裁，無論是深化與中東地區的能源
合作，還是增強與周邊國家的經濟合作，或者
是展開與伊朗的武器合作，都是長期對抗美歐
聯盟的絕佳手段。

最重要的是，俄羅斯必須在俄烏戰場上取
得戰果，反擊美歐霸道舉措的核心還是要回歸
俄烏衝突，俄方只有取得戰爭的勝利，才能真
正保障自己在和西方世界對話時，具備充足的
話語權，就像在今年5月，俄軍攻破亞速鋼鐵
廠後，美國財長耶倫就立刻表示沒收俄官方資
產不合法，因此，俄軍在戰場上的表現才是俄
羅斯與美歐博弈的重要籌碼。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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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最高法院：
未經英政府同意蘇格蘭不得舉行獨立公投

綜合報導 英國最高法院裁定，未經英國政府同意，蘇格蘭議會不

能就獨立問題進行全民公投。

綜合英國媒體報道，英國最高法院就蘇格蘭議會是否可以在

未經英國政府批準下舉行第二次獨立公投作出判決。英國最高法

院院長裏德勛爵(Lord Reed)宣布，蘇格蘭議會無權對保留給英國議

會的事務進行立法。他說，“《蘇格蘭法》賦予蘇格蘭議會有限

的權力。”

蘇格蘭地方政府認為公投屬於下放權力範圍，英國政府則認為蘇格

蘭主權問題為英國政府的保留事項。

蘇格蘭地方政府首席大臣妮古拉· 斯特金在隨後的聲明中對這壹裁

決表示失望。此前，斯特金希望在明年10月19日舉行全民公投，並希

望與英國政府達成協議以確保公投結果被視為合法。

2014年，時任蘇格蘭地方政府首席大臣的亞歷克斯· 薩爾蒙德(Alex

Salmond)領導蘇格蘭進行獨立公投，蘇格蘭選民可以選擇留在英國或使

蘇格蘭成為壹個獨立國家。公投以45%對55%落敗，蘇格蘭繼續留在英

國。

蘇格蘭曾是獨立王國，1707年與英格蘭合並，但保留相對獨立的法

律體系。根據1998年出臺的《蘇格蘭法》第30條，涉及防務和移民政策

等非下放權力領域的立法，蘇格蘭地方政府要向英國政府提出請求，獲

得授權。

英國破獲史上最大跨國網絡詐騙案
共120名嫌疑人被捕

綜合報導 英國警方破獲該國有史以來最大的跨國網絡詐騙案，

取締該國“最大的犯罪網站”，截至發稿時共120名嫌疑人被捕，其

中包括網站管理員在內的103人在英國首都倫敦，其余17人分散在英

國其他地區或海外。法新社報道稱，經過數個國家執法部門的通力

合作，位於荷蘭、澳大利亞、法國和愛爾蘭的嫌疑人紛紛落網。

據報道，利用犯罪網站將自己的來電顯示偽裝成銀行或稅

務局等的官方號碼，犯罪嫌疑人向目標受害者致電，直接騙取

錢財或者套取對方的銀行賬號等信息。據英國《衛報》報道，該

案涉案金額超過 5000 萬英鎊。警方表示，實際金額可能遠高於這

個數字。

涉案嫌疑人共撥打1000萬通詐騙電話，其中40%的目標受害者位於

美國、35%在英國，其余分布在世界其他國家及地區。僅英國就有20萬

人被鎖定為犯罪目標。在壹段時間內，平均每分鐘有近20人接到詐騙電

話。其中，3.5萬通電話持續時間超過1分鐘，涉及2萬名目標受害者。

共計4785人上當受騙，每人平均損失1萬英鎊，有人甚至被騙走300萬

英鎊。

《愛爾蘭新聞報》報道稱，犯罪嫌疑人使用的網站創建於2020

年 12月，高峰時期有 5.9 萬名用戶。嫌疑人利用比特幣支付服務費

用，折算成通用貨幣，每月大概150英鎊至5000英鎊不等。2021年 6

月，英國警方開始調查該網站，並將其鎖定為該國“最大的犯罪網

站”。

此外，據警方透露，當其他嫌疑人電信詐騙賺取超過4700萬英鎊的

同時，網站背後的管理員通過收取服務費賺了320萬英鎊，過上“奢侈

生活”。其中壹名網站管理員於11月7日被捕，將於12月6日開庭受審

。該網站於11月8日被永久禁用。

警惕！歐洲超1700萬人患上“長新冠”
在歐美西方國家，為數眾多的人口在

感染新冠後長期遭受“新冠後癥狀”

（“長新冠”）等多種癥狀的影響。日前

，英國知名免疫學家丹尼· 奧爾特曼在接

受新華社記者采訪時指出，“長新冠”的

影響有可能被低估。

歐洲超1700萬人出現“長新冠”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定義，“新冠後癥

狀”（“長新冠”）是指可能或確診感染

新冠的個人在感染3個月後還有癥狀，癥

狀至少持續2個月，且沒有其他的明顯誘

因。世衛組織估計，約10%到20%新冠患

者可能患有中長期癥狀，如疲勞、呼吸困

難和認知功能障礙。

英國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顯示，截

至今年9月初，英國受“長新冠”影響的

人數已超過 230 萬，約占英國總人口的

3.5%。

美國華盛頓大學健康指標與評估研究

所的研究模型顯示，在2020年和2021年期

間，世衛組織歐洲區域中至少有1700萬人

出現“長新冠”。

美國智庫布魯金斯學會的研究報告顯

示，約1600萬處於18歲至65歲之間的美

國人表示自己有“長新冠”癥狀，其中

200萬至400萬人因“長新冠”失業。

“長新冠”可
能被低估

本月發表在英

國《自然綜述· 腎

病學》雜誌上的壹

項新研究指出，

“長新冠”可能會

對人產生長達數十

年的影響。

世衛組織總幹

事譚德塞近期警告

說，“長新冠”正

危害數千萬人的生命和生活。

發表在英國醫學期刊《柳葉刀》上的

壹項研究發現，22%的“長新冠”患者因

健康狀況不佳而無法工作，另有45%的人

不得不減少工作時間。

英國工會聯盟的壹項調查發現，20%

的“長新冠”患者沒有工作，另有16%的

人不得不縮短工作時間。四分之壹的英國

公司將“長新冠”列為員工長期缺勤的主

要原因之壹。

奧爾特曼擔心英國醫療系統的“不穩

定狀態”，“會陷入崩潰”，難以應對冬

季流感和新冠雙重流行導致的入院病例數

激增。

疫情威脅遠未結束
不少衛生專家批評壹些西方國家的

抗疫“躺平”政策，並強調新冠大流

行尚未結束，希望人們仍保持謹慎，

在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在室內公共場

所等戴上口罩，對抗疫的事情“認真

壹點”。

壹面是奧密克戎毒株新亞型掀起新

壹波感染高峰，壹面則是美國等壹些

西方國家的抗疫“躺平”。“長新冠”

及其帶來的社會問題，再次向人們敲

響了新冠疫情對全球的威脅遠未結束

的警鐘。

加納副總統：正在制定政策
用黃金代替美元購買石油

綜合報導 加納副總統馬罕姆杜· 巴

武米亞在臉書平臺宣布，加納政府正在

制定壹項新政策，即用黃金儲備代替美

元儲備來購買石油產品，借此解決用於

石油進口的外匯儲備不斷減少的問題

——該情況正在導致該國貨幣加納賽地

的貶值以及國內生活成本的增加。

據報道，同日，加納財長肯· 奧弗

裏-阿塔宣布了壹項削減政府開支和增加

收入的措施，以應對不斷惡化的債務危

機。

報道分析稱，加納正在面臨幾十年

來最嚴重的經濟危機，加納賽地今年已

經暴跌超過 40%，10 月居民消費價格

（CPI）為40.4%，達到21年來的新高。

在發布的消息中，巴武米亞表示，

石油進口商在加納外匯儲備不斷減少的

情況下對外匯的需求，正在導致加納賽

地的貶值，以及生活成本的增加，包括

燃料、交通、公共事業等方面的價格上

漲。

“為了應對這壹挑戰，政府正在醞

釀壹個新的政策，我們的黃金——而不

是我們的美元儲備——將被用於購買石

油產品。”巴武米亞稱，以可持續開采

的黃金換取石油，是加納自獨立以來最

重要的經濟政策變化之壹。

“如果我們按照預期實施該政策，

它將從根本上改變我們的國際收支平衡

，並顯著減少我們的貨幣持續貶值及其

相關的燃料、電力、水、交通和食品價

格的上漲。這是因為，各種燃料的國內

賣家將不再需要外匯來進口石油產品，

即期或遠期貨幣匯率將不再直接計入確

定燃料或公共事業價格的公式。”

巴武米亞直言，黃金與石油的易貨

交易代表著壹種“重大的結構變化”，

“我們預計這個新框架將在2023年第壹

季度末全面投入實施。”

路透社分析稱，巴武米亞所提議的

政策較為罕見——雖然各國有時會用石

油換取其他商品，但這種交易通常涉及

產油國接受非石油商品，加納的情況則

恰好相反。

報道指出，加納屬於原油生產國，

但自從其唯壹的煉油廠在2017年爆炸後

關閉以來，該國壹直依賴進口成品油。

在巴武米亞宣布“黃金換石油”的

同時，加納財長肯· 奧弗裏-阿塔宣布了

壹項削減政府開支和增加收入的措施，

以應對不斷惡化的債務危機。

在24日向加納議會提交的2023年預

算報告中，奧弗裏-阿塔警告稱，加納的

債務危機風險等級很高，加納賽地的貶

值正在嚴重影響加納管理公共債務的能

力。

目前，加納政府正在與國際貨幣基

金組織（IMF）就壹項約 30 億美元的

“壹攬子救助計劃”進行談判。報道分

析稱，加納正在面臨幾十年來最嚴重的

經濟危機，加納賽地今年已經暴跌超過

40%， 10 月居民消費價格（CPI）為

40.4%，達到21年來的新高。

世界上最長壽的貓獲吉尼斯認證
相當於人類120多歲

綜合報導 居住在英國倫敦的貓咪弗洛西

(Flossie)已經有26歲零300多天大，它本月被

吉尼斯世界紀錄認證為世界上現存最長壽的

貓。

據報道，弗洛西出生於1995年，與原主人

幸福地生活了10年，後被原主人姐姐收養14年

，直到她也去世。弗洛西隨後與該女子的兒子

住在壹起，近日，弗洛西被交給貓咪保護組織

的誌願者薇琪· 格林(Vicki Green)收養。

格林稱，弗洛西是壹只“了不起的貓”

，它已經適應得很好，可以和她“依偎在床

上”壹起睡覺。

“盡管失聰且視力下降，但這壹切似乎

都沒有影響(弗洛西)。它完全接受現在的狀態

，仍然超級可愛、溫暖，胃口很好，”格林

說道。

吉尼斯世界紀錄總編輯克雷格•葛倫迪

說，“可愛的弗洛西，祝她長壽，我們感到

非常興奮——並不是每天都能遇到壹只自90

年代中期活到現在的貓。”

“這相當於人類的120多歲，這將使她與

法 國 超 級 百 歲 老 人 讓 娜 · 卡 爾 芒 (Jeanne

Calment)相提並論，她活了122歲164天，保持

著史上最年長的人紀錄，”葛倫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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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宣布建立南極內陸基地
計劃打造1.5萬噸破冰科考船

綜合報導 據韓聯社報道，韓

國政府 11 月 22 日敲定“第壹期

極地活動發展基本計劃”。根

據計劃，韓國將在 2030 年底之

前建立南極內陸基地，並在 2026

年底前，建造 1.5 萬噸級破冰科

考船。

報道稱，這將是韓國在南極

建立的第三個基地，同時將成

為全球第六個南極內陸基地。

此前，南極內陸地區已有中、美

、俄、日以及法國和意大利共同

建立的基地。

韓國政府還將投入2774億韓元

（約合人民幣14.6億元），建造新

壹代破冰科考船。該船能以 3節

（每小時5.6公裏）的速度破碎1.5

米厚的冰塊，因此其航行範圍有望

擴至北緯80度以上的高緯度北冰

洋地區。

此外，韓國政府還計劃從

2027年起，主導推進有關北極點

及北冰洋的國際共同研究項目；

到2025年研制出用於觀測北極海

冰融化情況的微型衛星；與北極

圈8國攜手推進合作項目；2024年

創建南極論壇。

害怕！韓國樂天竟用“白事”信封
寄贈品給消費者

綜合報導 據韓聯社報道，壹名向韓國企業樂天制果的產品提

出質疑的韓國消費者從該公司收到了壹個壹般在葬禮時所用的“白

包”作為反饋，該消費者感到又驚又怕，引發韓國網民憤怒。樂天

方面對此回應稱，“絕無惡意，純屬失誤”，同時向該消費者道歉

，但這番道歉言論依然引發了爭議。

據報道，家住慶尚南道梁山市的壹位女士在11月11日在當地

便利店購買了壹款由樂天制果生產的“蠟筆小新”限定餅幹，但卻

發現裏面並沒有宣傳附贈的貼紙，於是要求樂天公司補寄貼紙。

11月17日，該消費者收到了從樂天制果負責人那裏寄出的包裹，但

在拆開快遞後，所見之物卻讓她大吃壹驚，是壹個白色信封，上面寫有

兩個黑色的大字“賻儀”（韓語中漢字詞“賻儀”意為向辦喪事的人家

送的禮金），信封裏則裝有她此前想要的“蠟筆小新”貼紙。

這名消費者向韓聯社記者表示：“看到信封那壹瞬間感到非常害

怕，令人毛骨悚然，雙手發抖。”其丈夫則稱：“樂天方面明知妻子

腿部受傷，還包了這樣的‘白包’，這不明擺著是讓我們死嗎？”

據報道，事後樂天公司方面對此做出回應稱：“絕對沒有惡意

，純屬失誤。我們向消費者道歉。”樂天方面對此補充道，“沒有

仔細確認相關信封的樣式，我們希望同這名消費者直接見面，向因

此對其造成的傷害表示歉意。”另外，針對商品內容與實物不符的

情況，樂天方面則解釋稱，當時含有貼紙的商品已經提前售罄，是

相關便利店私自在限定包裝內放入了其他款產品並進行銷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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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印尼展玉(Cianjur)地震救援指

揮中心通報，截至當天下午，發生於該國西

爪哇省展玉縣的5.6級地震已造成272人死亡

，另有39人失蹤、2000多人受傷，6萬多災民

被臨時安置。

當天，印尼總統佐科第二次前往展玉災

區視察。佐科要求相關部門確保搜救工作順

利進行，並確保為災民及時提供包括食品、

藥品在內的救災物資。

佐科在印尼人類發展和文化統籌部長

穆哈吉爾、國家抗災署長蘇哈裏延托、國

防部長普拉博沃、公共工程和住房建設部

長巴蘇基陪同下，前往展玉縣醫院探望傷

者。佐科要求衛生部門確保傷者得到妥善

救治。

展玉震災牽動了印尼中資企業的心。位

於印尼中蘇拉威西省莫羅瓦利縣的中資企業

青美邦新能源材料有限公司，在地震發生後

即決定向地震災區捐贈5000條毯子、1000條

床墊、770箱礦泉水、1400箱泡面、250箱牛

奶等總價值約15萬美元的緊急救災物資。該

公司緊急組織采購，10多名中國與印尼員工

連夜開車於24日將全部物資送達災區。

當地時間11月21日13時21分(北京時間

14時21分)，印尼西爪哇省展玉縣發生震源深

度10公裏的5.6級地震，造成重大人員傷亡和

大量房屋倒塌。

新冠口服抗病毒藥物Ensitrelvir獲準在日本使用

綜合報導 日本衛生當局已經緊急批準

了壹種名為ensitrelvir 的 COVID-19新型口服

抗病毒治療藥物（商品名Xocova）。這種每

日壹次的藥片的工作方式與輝瑞公司的Pax-

lovid類似，最初的第三階段結果表明它能縮

短與COVID-19有關的癥狀持續時間。

這種新的抗病毒藥物是由北海道大學的

研究人員和日本壹家大型制藥公司鹽野義合

作開發的。這種藥物被稱為蛋白酶抑制劑，

致力於阻斷SARS-CoV-2復制所需的壹種關

鍵酶的活動。

輝瑞公司著名的COVID-19抗病毒藥物

Paxlovid也是壹種蛋白酶抑制劑。然而，ensi-

trelvir的工作方式有些不同，使其成為第壹

個進入臨床使用的"非肽類"和"非共價"口服

蛋白酶抑制劑。

這意味著ensitrelvir比Paxlovid具有更高的

生物利用度和更長的半衰期。因此， ensitrel-

vir只需每天服用壹次，而且不需要搭配利托那

韋，利托那韋是添加到Paxlovid配方中的第二

種藥物，用於減緩蛋白酶抑制劑的代謝。

鹽野義公司最初是在2月份向日本監管機

構提出申請的，當時其在亞洲的2/3期試驗的

第壹批數據開始陸續出現。當時，該國衛生當

局暫停了授權，要求提供更多的試驗數據。

到9月底，鹽野義宣布它已經達到了其

主要的3期測試揭盲時刻，表明與安慰劑相

比，該抗病毒藥物成功地將病人的癥狀期縮

短了24小時。該試驗還表明，與安慰劑相比

，抗病毒藥物在治療的第四天顯著降低了病

毒RNA載量水平。

與其他在大流行病早期階段進行的抗病

毒3期試驗不同，ensitrelvir是在Omicron為主

的傳播期，在主要接種疫苗的人群中進行了

測試。因此，研究人員不再以住院和死亡作

為主要衡量標準，而是轉向觀察病人的癥狀

需要多長時間才能緩解。

雖然位於亞洲的3期試驗的初步結果已經

足以讓日本衛生當局緊急批準這種抗病毒藥物

，但其他國際監管機構可能正在等待今年早些

時候啟動的壹項大型全球3期試驗的數據。

這項名為Activ-2D的多中心試驗橫跨歐

洲、南美洲、北美洲、非洲和亞洲。大約

1500名參與者將被招募，服用為期五天的en-

sitrelvir或安慰劑。

與Paxlovid壹樣，治療必須在癥狀出現

的頭五天內開始。與之前的第三階段試驗壹

樣，主要終點將涉及跟蹤癥狀解決的時間。

Activ-2D試驗的首席調查員Annie Luet-

kemeyer說，與Paxlovid相比，ensitrelvir的價

值在於它只是壹種單片藥，每天服用壹次，

相比輝瑞的藥物要方便許多。

Luetkemeyer在8月首次宣布該試驗時說

："S-217622[ensitrelvir]有可能簡化COVID-19

的治療，因為它每天服用壹次，無需增效助

劑。由於COVID-19仍然是全球關註的壹個

主要問題，我們需要增加我們的治療選擇。

我們希望S-217622將成為COVID-19治療工

具箱的壹個重要補充"。

ensitrelvir 的到來標誌著繼輝瑞公司的

Paxlovid 和默克公司的 molnupiravir 之後第

三個進入臨床使用的 SARS-CoV-2 抗病毒

藥物。

亞洲時局 AA55
星期日       2022年12月4日       Sunday, December 4,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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約百萬平米產業空間可招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道）深圳羅湖提出“過境土地”開發設想，加

快對接香港“北部都會區”建設。在24日舉行的2022年深圳市羅湖區招商大會上，羅

湖區委常委、常務副區長左金平在介紹羅湖產業政策時表示，將在商貿方面深化深港合作，未來

將通過開發過境土地爭取免稅、跨境商貿等特色政策，推動家居、建材等企業跨境經營，搶佔香

港“北部都會區”建設的巨大增量。對此，專家接受香港文匯報採訪時表示，開發“過境土地”

面臨土地性質改變以及如何處理歷史遺留建築物等問題，但解決以後，能夠為深港進一步融合提

供新的空間，前景值得期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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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過境土地”位置示意圖

在當天舉行的活動中，10月下旬羅湖區正
式公布的“深港深度融合發展區”作為

三大重點片區之一亮相。羅湖區委常委、副區
長夏東介紹，發展區將打造國際消費樞紐引領
區、深港科技服務業跨境合作區、深港先進製
造業協同發展區，做大跨境流量經濟，推動深
港在商貿消費、商務服務、特色金融、科技服
務等領域開展深度合作，打造深港現代商貿升
級合作區。

其中在商貿消費方面，羅湖提出將通過開
發“過境土地”，爭取免稅經濟、跨境商貿等
特色政策，推動家居、建材等企業跨境經營，
服務香港“北部都會區”建設的巨大“增量機
會”，將龐大的深港人流轉變為消費流、資金
流。

根據1997年公布的國務院第221號令、
2017年深港兩地政府簽署的《關於港深推進
落馬洲河套地區共同發展的合作備忘錄》，深
圳河治理後以新河中心線作為港深兩地的區域
界限，因治理深圳河裁彎拉直後的“過境”土
地，原位於深圳市行政區域的4幅地塊，面積
共約91公頃納入香港特別行政區。而原位於
香港行政區域的5幅地塊（見示意圖），面積
共約12公頃，則納入深圳市行政區域範圍，
相關土地的業權歸深圳市政府所有。

專家：土地業權雖明確 性質尚需改變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港澳及區域

發展研究所副所長謝來風認為，羅湖區的“過
境土地”業權雖然明確，但在土地利用總體規
劃和城市總體規劃中還未全部調整為建設用
地，如果開發需要改變土地性質。此外，這些
土地周邊有海關、邊檢、邊防、口岸等部門所
屬特殊用地，這些歷史遺留建築物要處理需要
爭取更高層級來解決。

他指出，羅湖作為最早建成區，新的地塊
十分難得，而這些過境地塊臨近口岸，恢復通
關以後相信會成為人流量很大的地方。“隨着
香港‘北部都會區’開發，口岸將成為經濟節
點，在這裏開發新的空間，價值很大。”他表
示，羅湖本身生活氛圍比較濃厚，是商貿業大
區，羅湖爭取免稅政策有利於吸引高端消費人
群，且羅湖一向是港人比較喜歡居住的片區，
推動跨境商貿發展，能夠進一步吸引港人生活
和消費。

深家居商戶冀增在港人手
針對羅湖將推動家居、建材等企業跨境經

營，在羅湖水貝建材市場經營櫥櫃訂製10來
年的商戶黃先生表示，羅湖的建材市場相當一
部分客戶來自香港，自己的客戶中超過六成為
港人，允許跨境經營對企業來說是一大利好。
他指，過去3年中，頭两年因為疫情，香港客
戶訂單大為減少，但過去一段時間隨着香港正
在逐步走出疫情的影響，香港訂單又逐漸增加
了起來。 “過去香港客戶的訂單主要以整體
櫥櫃組裝為主，相比內地客戶直接運送板材安
裝成本較高，若能跨境經營，希望在香港增加
人手，推廣內地的訂製模式，打造一些更具性
價比的產品。”

此外， 在商務服務業方面，羅湖以會
計、諮詢等作為深港產業深度融合發展的重要
突破口，對新引進的港資商務服務業企業，最
高扶持200萬元（人民幣，下同）；鼓勵同港
澳設立聯營企業，一次性獎勵50萬元。在金
融方面，羅湖將繼續在深港金融規則銜接方面
先行先試，打造香港金融機構北上的“橋頭
堡”。對新設立的外資金融機構給予落戶獎和
開辦費，最高扶持1,100萬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望賢深圳報道）
羅湖近來推動深港合作實招頻出。10月發布
《加快羅湖深港深度融合發展區建設實施方
案》，明確以9.5平方公里的口岸片區為核
心，聚焦基礎設施聯通、人才交流暢通、要
素跨境融通、產業發展共融、公共服務交融
以及文化交流心融6大方面，提出了含45項
具體舉措的實施方案。僅過月餘，深港深度
融合發展區細化空間布局迅即亮相。

在24日舉行的2022年深圳市羅湖區招商
大會上，羅湖區委常委、副區長夏東介紹，
深港深度融合發展片區以羅湖、文錦渡、蓮
塘三大口岸為核心，是深圳與香港陸地接壤
面積最大的區域，也是深圳全市20大重點開
發建設區域中最具港味的區域。這裏有1個
高鐵站、1個長途汽車站、7條軌道，與香港
東鐵線無縫接駁，1小時直達香港島，交通發
達。融合發展區共有5塊土地，總佔地面積

超16公頃，明年預計釋放9.6公頃。

讓港人“走過來留下來融進來”
除土地外，片區近期可用於招商的優質

產業空間約100萬平方米，具體包括京基100
大廈提供產業空間6萬平方米、世界金融中
心提供產業空間2.2萬平方米、大中華環球經
貿中心提供產業空間17萬平方米、友誼城提
供產業空間7萬平方米等。

中國（深圳）綜合開發研究院港澳及區
域發展研究所副所長謝來風認為，發展區三
大定位符合羅湖的特色，一方面羅湖的商貿
基礎比較雄厚，利於發展國際消費。此外，
深圳服務業發達，圍繞深港兩地科創方面的
合作發展科技服務業，能夠實現錯位發展。
至於先進製造業協同發展區，現時香港在蓮
塘香園圍口岸附近規劃建設多個工業園區，
羅湖正好可以銜接協同發展先進製造業。

下半年深圳推進深港合作概覽
羅湖

◆10月19日，羅湖正式發布了《加快羅湖深
港深度融合發展區建設實施方案》

以9.5平方公里的口岸片區為核心，聚焦
基礎設施聯通、人才交流暢通、要素跨境融
通、產業發展共融、公共服務交融以及文化
交流心融6大方面，提出了含45項具體舉措
的實施方案。

◆11月3日，羅湖攜手深圳人行，共同簽署
《共建“深港消費金融高質量發展示範工
程”合作備忘錄》

內容涵蓋便利居民跨境支付結算，豐富
跨境投融資渠道，完善企業跨境金融服務，
吸引境外資本投向羅湖等11條政策，為深港
澳居民、跨境電商從業者、在深涉外企業或
有意跨境投資者等群體帶來利好。

◆11月15日，深港家庭綜合服務中心在羅湖
區婦兒活動中心揭牌，並發布深港家庭服務
“1+N”計劃，提供包括“舒心驛站”“創
業空間”“家事調解”等港式社會服務。

◆11月24日，羅湖發布新的“1+3+N”的產
業政策體系，在商貿消費、特色金融、服
務業等領域探索深港協同。深港深度融合
發展區空間布局亮相。

前海

◆7月，前海推出惠港9件實事，涉及住房、
就業、金融、科創、民生等九個方面，支
持港青就業創業，便利港人港企發展。

◆8月，前海發布《深圳市前海深港現代服務
業合作區管理局支持科技創新實施辦法
（試行）》

對港澳高校在前海設立孵化機構，促進

人才創新創業予以支持，對港澳團隊佔比不
低於70%的，優先在前海深港青年夢工場等載
體安排空間支持，為港澳人才提供住宿、交
通等一站式配套服務。

◆9月，前海實施《深圳市前海深港現代服務
業合作區管理局支持新型研發機構管理辦
法（試行）》

支持企業、港澳高校、港澳研發中心建
設新型研發機構，打造港澳與內地科技協同
研發與成果產業轉化的創新平台，港澳企業
或高校在前海設立新型研發機構，有望獲得
最高每年1,000萬元人民幣的資金支持。

◆9月，前海聯合香港財經事務及庫務局發布
關於支持前海深港風投創投聯動發展的十
八條措施，支持深港風投創投聯動發展，
服務深港科技創新合作。

◆11月，香港特區政府駐粵辦和前海共同發
布“2023年深港聯合招才引智計劃”，雙
方將在未來一年攜手開展多場招才引智活
動，促進港深人才交融交往，吸引更多高
端國際人才到深港發展。

河套
◆7月，河套合作區面向粵港澳大灣區發布
《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聯合政策
包》、《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深圳園
區技術攻關及產業化創新若干支持措施》
和《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深圳園區支
持港澳青年實習就業與創新創業資助計
劃》三大政策，支持深港產學研協同，助
力科學研究“從0到1”基礎上，催生更多
“從1到100”的應用突破，推進深港共同
打造國際創科中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望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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擔心被不法之徒利用
曾小姐：本身有用WhatsApp，用戶資料外洩肯

定嚴重，會擔心給不法之徒利用。我沒有在程式
上透露銀行賬戶等個人資料，但犯罪分子可能會
用使用者的手機號碼進行不法勾當。

社媒應做好保安工作
黎先生：手機有WhatsApp但也很少用。黑客入

侵會令使用者私隱外洩，但用戶若只有電話號碼
外洩，相信不會有大問題，經常都會給電話號碼
其他人，但社交媒體的保安工作應該要做好些。

避免透露信用卡資料
余小姐：不是很擔心自己資料外洩，其實在網

上也很易外洩個人資料，但黑客入侵或取得賬戶
資料盜用信用卡，所以會避免在程式上透露這些
資料，都是用來與朋友普通交流。社交媒體廣泛
應用，會愈多人可以濫用。

已轉用其他通訊軟件
黎先生：無法擔心這麼多，其實WhatsApp是有

問題的，不是今日的事，所以現時已轉用其他軟
件，很少再用WhatsApp。社交媒體保安都會有問
題，並不出奇，亦冇得保障，所以不會使用社交
媒體時透露銀行賬戶等資料。

◆圖/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香港長者醫療券局限

‧只適用於港大深圳醫院

‧不適用於住院、日間手術或內鏡等
服務

建議解決方法：

‧將醫療券擴展至內地三甲醫院，亦可由香
港醫管局向內地三甲醫院購買服務，讓居於內
地的香港醫管局病人就診

醫療保險互通

‧內地醫院尚未具備國際認可的醫院評審認證，港
人的醫保未必受理

‧購買內地醫保的話，不同城市醫療報銷比例有差
異

建議解決方法：

‧特區政府應容許港人以醫療券繳付內地醫療保險
計劃保費

‧內地醫保方便居於內地港人就醫，特區政府及社
福組織應加強宣傳

‧香港特區政府及醫管局參與推動內地醫院國際化
的評審體系，並與保險業界商討加強對內地醫院
的認可

電子病歷跨境使用

‧內地不同醫院之間暫時並沒有實現電腦系統聯
通，病人無法自動獲得在另一間醫院的醫療紀錄

‧若要加強香港與內地醫院的病歷互通，香港需要
與每一間內地醫院獨立對接，而非整個系統對接

建議解決方法：

‧建立大灣區的“醫健通”系統

‧為大灣區“醫健通”設立監察制度，並要有操守
約章，防止病歷濫用

香港藥械跨境使用

‧內地僅有5家醫院可使用香港20種藥物及13種
器械

‧香港的精神科藥物難以進入內地

建議解決方法：

‧擴大“港澳藥械通”範圍，增加內地醫院使用更
多種類的香港藥物

‧讓工聯會復辦寄藥服務，方便居住內地港人繼續
用藥

推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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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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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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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香港公營醫療資源緊絀，市民動輒幾

年才排到期就醫。周身病痛，等一天都嫌

長，跨境醫療資源融合是解決兩地醫療樽

頸的出路，加上近年不少長者北上養老，

加強跨境醫療合作勢在必行。香港文匯

報追訪兩名有北上就醫經驗的港人，從

他們的經歷足見目前兩地醫療體系仍

存在不少阻隔有待消除。有人工傷後

到內地求醫，病醫好了，但申請工傷

賠償時不承認內地醫學證明，香港

醫保也不受保，無得賠。有在內

地定居長者手持價值數千元（港

元）“長者醫療券”，惟目前

僅香港大學深圳醫院接受香

港“醫療券”，令她得物無

所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弦）香港公立醫院的輪
候時間漫長，而在新冠肺炎疫情下，要輪候接受公
院醫療服務更是等到“頸長”，然而香港私營醫療
機構的收費動輒上萬元，基層市民未能負擔，故就
算疫下北上就醫要先接受隔離檢疫，仍有不少港人
到內地醫病。工傷導致頸椎不適、引致大小便失禁
的李先生去年風塵僕僕到深圳及梅州醫病。由於內
地醫院之間的病歷未能互通，他浪費不少錢重複照
片、照磁力共振，病是初步醫好了，但香港工傷制
度不承認內地醫學證明，香港醫保也不受保，醫療
費要自掏腰包“埋單”。

難忍港排期太長 轉內地治療
李先生因工傷引致耳鳴、眩暈、心跳過慢等症

狀。他到香港公立醫院求醫，骨科醫生只為他處方
鎮痛藥、消炎藥等，沒有處理病根，“醫生話詳細
的超聲波檢查排期至明年5月，到時先決定怎樣跟
進。”其間，李先生察覺病情不停惡化，更出現大
小便失禁的情況。心急如焚的他寧接受隔離檢疫北
上就醫，也不想再呆坐香港任由病情惡化，好不容
易熬過檢疫期，“我先在深圳拍片（X光）診斷，
再找私人醫生進行中醫正骨療程，之後在梅州縣級
醫院做磁力共振。”

內地醫療費 港保險“不認賬”
跑了3個地方求醫，李先生共花費約2,000元

人民幣，總算控制病情。他保留了所有繳費單據，
返港後馬上向勞工處申請工傷報銷，卻被告知因他
不在香港醫病不能報銷。

他購買的醫療保險所屬保險公司亦表示，只有
在受國際認可的內地醫院就醫才能報銷費用他說，
港人北上求醫的例子比比皆是。他兒子及岳父早前
就在內地分別做過小腸疝氣手術、前列腺癌切除手
術，費用分別為四五千元及四五萬元人民幣，均不
能向香港保險公司進行報銷，“為了孩子及長者的
健康，這些錢我們還可以負擔，但對於基層市民，
公院排期幾耐都只能等，因為根本負擔唔起北上醫
治費用，隨時耽誤病情或康復進度。”

現年71歲的蕭女士，
於2019年移居生活指數較
香港低的廣州過着退休
生活，其間甚少回港，
只有去年底曾返港度
歲及覆診，“其實來
回花費不少時間金
錢。當時回港要住酒店
隔離，返內地又要申請
酒店隔離檢疫名額，花上

萬元（港元，下同）開支，
所以暫時也不會再回港。”

買藥多自費盡可能選平藥
她本身有膽固醇偏高及甲狀

腺的長期病患，需要長期服藥，
雖然可以到港大深圳醫院覆診，
其間還能使用醫療券幫補醫藥
費，但她說：“始終不是住在深
圳，尤其內地也有疫情，出行不
便，分分鐘要隔離，所以根本用
不到香港的醫療券，這幾年下來
已累積了數千元。就算現時醫療
券每年加至 2,500 元，但達到
8,000元上限，不能再累積金額
了。”

就算不嫌煩到港大深圳醫院
就診，也未必能夠使用醫療券支
付醫藥費，因為醫療券使用範圍
也有局限，只涵蓋基層醫療服
務，不能用作住院和日間手術程
序，“我之前檢查發現腸胃有問
題，有瘜肉要切除，向港大深圳
醫院查詢，但回覆話未必能報
銷，所以用不到（醫療券），結
果我上月到廣州中山醫院做手
術，自費花了 6,000 元，另加
2,000多元檢查費。”

藥物也是一個問題。她現在
到廣州的社區衞生院覆診及購
藥，但用不到在港服用的藥物，
“我每日也要服食甲狀腺藥，如
果用進口藥，每粒要6元（人民
幣），單是這種藥每月就要花近
200元，後來為慳錢便改用便宜
的國產藥，而膽固醇藥也是用國
產藥。”

年紀大，身體自然會有其他
毛病。現在內地要自費應診，對
像蕭女士一樣的退休人士來說也
是一種負擔。

她在香港特區政府的“廣東
計劃”下每月可領取俗稱“生果
金”的高齡津貼，加上積蓄，僅
足以應付生活開支及醫療費，
“老本用完才打算。”

期盼醫療券可購內地醫保
目前在內地居住的港澳居民

也可辦理內地的社保和醫療保
險，蕭女士坦言，自己與不少香
港長者一樣，對內地醫保制度和
手續不了解，暫時仍未購買。對
香港特區政府研究以醫療券購買
內地醫保，她認為是好消息，讓
他們可以在內地三甲醫院就診，
以減輕每月醫療開支負擔。

她認為對長居內地的香港長
者來說，最希望是香港特區政府
擴展醫療券適用範圍至廣東省其
他城巿的三甲醫院，讓他們就算
沒有買內地醫保，也可以使用香
港的醫療券福利在內地就醫，真
正做到福利可攜，以減輕像他們
一樣，選擇在內地退休的港人的
負擔。

��

手握數千元醫療券
居穗港長者無所用

個案一 赴內地醫工傷
港保險無得賠

個案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明、唐
文）香港工聯會副理事長兼大灣區服務
社總幹事曾志文對香港文匯報表示，目
前約有9萬至10萬名65歲以上香港居民
在大灣區內地城巿居住，而醫療券2015
年落戶港大深圳醫院至今，僅1.1萬餘
名長者在該院使用醫療券，而在醫管局
“慢性病患者特別支援計劃”下，2020
年底起資助未能返港覆診病人到港大深
圳醫院診治，惟至今年9月底亦只有4.7
萬人次透過計劃接受服務。

她認為特區政府在擴大醫療券使用
範圍到內地其他三甲醫院的同時，醫管
局亦應盡快向內地醫院購買醫療服務，
以及建立一套大灣區的“醫健通”系

統，讓病人的病歷互聯互通。
曾志文表示，不少在內地居住的港

人有長期病患，但難以回港覆診，“尤
其未恢復正常通關更難往返香港，7月
時有兩名分別居於東莞及廣州的港人回
港覆診，但打算北上時搖不到號（健康
驛站名額），他們在港已無居所，又花
光錢，要露宿街頭，後來向工聯會求助
安排住宿。”

購內地醫療服務 建病歷互聯互通
工聯會的一項調查顯示，內地港人

對當地醫院具信心，反映三甲醫院的醫
療水平高，建議香港醫療券應擴展到這
類醫院，而醫管局主席范鴻齡早前曾表

示有意採購內地醫療服務，她期望盡快
落實。
同時，要推動大灣區的跨境醫療合

作，便須搞好病歷互聯互通，她建議為
大灣區設立“醫健通”系統，讓香港及
大灣區其他城巿的醫院也可查閱病人的
病歷和用藥情況。
立法會醫療衞生界議員林哲玄接受

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認同擴大醫療
券使用範圍，並建議增加遙距醫療，但
內地與香港需要制定聯合指引及修改現
行法規，“假設病人身處內地，醫生在
香港，遙距看診時‘行醫’的行為在兩
地均有發生，故必須具備內地的行醫許
可及處方認證。”

◆長居廣州的
蕭女士難以使
用醫療券，要
自費覆診購
藥。

受訪者供圖

◆李先生
在內地醫
院的收費
單據，香
港保險公
司“不認
賬”，無
得賠。
受訪者供圖

香港工聯會倡推更多內地醫院使用醫療券

◆◆目前目前，，香港長者醫療券只適用於港大深圳醫院香港長者醫療券只適用於港大深圳醫院，，且使用範圍也有限制且使用範圍也有限制。。圖圖
為港大深圳醫院收費窗口為港大深圳醫院收費窗口。。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劉明

兩地醫療待融合兩地醫療待融合
紓解港人看病難紓解港人看病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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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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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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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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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拜三

禮拜五

9：30a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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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30am
7：3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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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5pm
7：45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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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左起左起））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羅復文處長羅復文處長、、王韋龍副處王韋龍副處
長長、、僑教中心王盈蓉主任接受獻花僑教中心王盈蓉主任接受獻花。。

當晚的主講者蕭老師在會中發表專題演講當晚的主講者蕭老師在會中發表專題演講。。

中華公所上周日舉行三年來首度年終餐會中華公所上周日舉行三年來首度年終餐會

僑教中心王盈蓉主任介紹僑委會全球僑教中心王盈蓉主任介紹僑委會全球LineLine
服務平台服務平台。。

「「逆風高飛逆風高飛」」 作者李錦星作者李錦星（（左左））與他合與他合
寫的秦鴻鈞寫的秦鴻鈞（（右右））

賴清陽大律師賴清陽大律師（（右右 ））介紹當天贈書的介紹當天贈書的 「「逆風高逆風高
飛飛」」 作者李錦星作者李錦星（（左左））

中華公所共同主席李迎霞中華公所共同主席李迎霞（（左左））賴清陽大賴清陽大
律師律師（（右右））夫婦與當晚的主講人心理諮詢夫婦與當晚的主講人心理諮詢
師蕭老師師蕭老師（（中中））合影合影。。

所有中華公所僑團負責人出列接受贈花並合影所有中華公所僑團負責人出列接受贈花並合影。。所有僑團負責人出列接受 「台北經文處」 羅復文處長（左七）及僑教中心
王盈蓉主任（左二）贈送藝術月曆。

6854:
6855:
6865:
6862:
6860:
6868:
6870:
6874:
6879:
6878:

中華公所共同主席李迎霞中華公所共同主席李迎霞（（右三右三）、）、黃以法黃以法（（左三左三
））贈送聖誕花卉給與會嘉賓贈送聖誕花卉給與會嘉賓。。

中華公所共同主席李迎霞致詞中華公所共同主席李迎霞致詞。。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羅復文處長羅復文處長（（立者立者））致詞致詞。。前排前排（（右二右二
））為為 「「僑教中心僑教中心」」 王盈蓉主任及中華公所下任共同主席王盈蓉主任及中華公所下任共同主席
唐心琴唐心琴（（左二左二）、）、江麗君江麗君（（右一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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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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