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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七大工業國集團（G7）針對俄
羅斯海運石油訂定的價格上限5 日生效，西方
試圖藉此限制俄國為烏克蘭戰事提供資金的能
力，但俄國已表示，即便必須減產，也不會遵
從這項措施。

路透社報導，歐洲聯盟（EU）成員國2日
克服波蘭的反對後，決定對俄羅斯海運原油制
定每桶 60 美元價格上限，隨後 G7 成員國與澳
洲也同意比照實施這項上限措施。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Volodymyr Zelen-
skyy）指出，將俄油價格上限制定在此水平顯
示出世界的軟弱，而俄國副總理諾瓦克（Alex-
ander Novak）批評，這是抵觸自由貿易規則的
惡劣干預。

諾瓦克指出： 「我們只會將石油及石油產
品賣給那些會基於市場情況與我方合作的國家
，即便我們必須略為減產。」

根據報導，俄羅斯西部薩拉托夫（Saratov

）地區一處空軍基地發生爆炸，兩架戰略轟炸
機受損。有報導指稱，爆炸是由無人機攻擊造
成的。

俄羅斯新聞通訊社塔斯社（TASS）引述緊
急服務單位訊息報導，爆炸5 日上午發生在利
珊市（Ryazan）附近的空軍基地，造成 3 人喪
生、5 人受傷。俄羅斯新聞社（RIA Novosti）
報導，一輛加油車在機場爆炸造成人員死亡，
爆炸原因正調查中。

烏克蘭國家通訊社（Ukrinform）也報導這
起爆炸事件，報導中說，來自當地幾個消息來
源的訊息表明，爆炸是由無人機攻擊造成，兩
架飛機在爆炸中受損。

烏克蘭內政部顧問吉拉成柯（Anton Ger-
ashchenko）在通訊軟體Telegram發布一段影音
，據稱顯示對恩格斯（Engels）空軍基地的攻擊
，有兩架Tu-95戰略轟炸機遭到損壞。

GG77對俄油價格上限生效對俄油價格上限生效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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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州休斯敦國際區成立以來，宗旨在於推動和促進社區在經
濟居民之福址，我們的職責也要吸引更多之投資促進區內之繁榮
，使國際區變成一個富裕和適於居住之社區，其中最重要的是改
善治安環境、整理市容。
今天我們在國際貿易中心舉辦了年度之工作方針硏討會，並

邀請萊斯大學教授哈格迪教授蒞臨演講，講述國際區委員應負之
各項責任，分析目前我們面臨之各項挑戰。
在硏討會上，我也提出几項國際區未來之發展藍圖，為我們

未來發展之方案，其中包括：
A -大力吸引外資到區內投資，尤其是在卡武路上的一百三十六畝
土地，已經在進行規劃，其他有二項公寓建築案，新銀行建造
案，預計近二億美元之投資額。
B-擴大慶祝各族裔慶典，舉辦各種文化活動吸引更多之觀光遊客
前來遊覽消費，促進經濟繁榮，其中包括龍舟競賽、花車遊行
、定期觀光美食遊等。
C-建選國際大門室外表演舞台及國際文化博物館，並已請建築師
在全面規劃之中。
在今天的會議中已經建議撥款八十萬元做為籌辦經費。
在我們過去十多年之努力下，由于新移民及加州居民之不斷湧入，國際區也因而受益，我們將繼續在吸引投資，改善治安

，美化市容，加大宣傳及舉辦文化活動方面加大力度，成為德州之模範社區，國際區之繁榮應是指日可待。

國際區國際區 新藍圖新藍圖

International District New BlueprintInternational District New Blueprint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Houston International District Texas, the
purpose has been to promote the
community welfare, safety and economic
growth.

Our responsibility is also to attract
more investment to promote the
prosperity of the region and make the
district a better place to live.

Today we held an annual retreat at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and
invited an expert to talk about the
responsibility of our board members.

As chairman, I presented the
blueprint for the future development of
the district including the following goals:

Attract more investment to the
district. Currently we have project
investments that total over $200 million
dollars.

Expand the celebration of ethnic
culture. Hold various culture activities to
attract more tourists to this area,
including dragon boat races, floats and
parades and food tours.

To build an international gate, an

outdoor theatre and an international
cultural museum. Famous architect, C.
C. Lee will design and present his work
to the committee very soon.

The meeting also proposed an $800,
000 budget to start the project.

Due to the continuous influx of new
immigrants and people from California,
our district will continue to improve
public safety and investment conditions
to be one of the economic models in the
city of Houst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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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著華觀點李著華觀點::卡塔爾疑雲卡塔爾疑雲--辦世界杯需要辦世界杯需要
死死500500人嗎人嗎 ?? 國際足聯必須說清楚講明白國際足聯必須說清楚講明白

正在亞洲卡塔爾(Qatar) 如火如荼進行中的世界
盃足球大賽驚傳在施工期間一共死了400人到500人
之間, 這個數字是參與籌辦工作的卡塔爾交付與遺產
最高委員會秘書長塔瓦迪在接受英國記者皮爾斯摩
根採訪時隨口說出的, 這個數字真是駭人聽聞, 比起
之前由卡塔爾官方所公佈的數目多出太多, 所以舉世
嘩然, 隨即卡塔爾官方立即下修為40人, 並稱其中37
人是死於心臟病非工安事件，只有3人死於工作場所
。

這真是匪夷所思的事, 塔瓦迪身為主辦單位秘書
長言行需要嚴謹,他談到的死亡人數竟有如此大落差,
很顯然是在說謊, 難道他手上沒有一個真實的統計數
字嗎？ 豈可信口開河呢！一言既出,駟馬難追, 無論
真實死亡數字是多少人, 卡塔爾都必須負起責任, 不
可思議的是, 國際足聯竟袖手旁觀,不介入調查, 為什
麼興建一座世界杯體育場館竟會死人? 別說是500
人, 縱使是死一個人都是茲事體大. 絕對是不應該也
不可原諒的！

根據法新社報導, 卡塔爾總人口只有280萬人，
其中移民占了近9成, 大部分的移民是來自於印度、
中國大陸和菲律賓，然而由於卡塔爾人權記錄不佳,
對待移民工人不好,勞工環境相當差,平時早就有外勞
因工作而傷亡、沒有健保以及領不到工資等問題而

飽受批評, 國際人權組織早就已經在批評這個國家,
因此卡塔爾政府從善如流改善工人安全、懲罰違規
雇主，並支付數億美元來補償他們的損失, 但是對於
這一次新建世界杯體育場館的工程顯然是付之闕如,
在新建體育設施時條件不佳,所以遭受各國批評, 但國
際足聯主席因凡蒂諾以大局為重,反對西方國家對卡
塔爾批評, 不過現在國際足球總會前主席布萊特已坦
承讓卡塔爾舉辦世界盃是一個嚴重的錯誤，尤其是
先前曾經傳出申辦委員會收受賄賂疑雲，更是讓讓
FIFA信譽蒙羞。

這一次的世界盃足球賽是新冠病毒在全球肆虐
以來,全世界最大不受限制的體育盛事, 成為地球上最
受關注的體育賽事,去年在東京舉行的奧運會受到病
毒影响限制很多, 而卡塔爾世足賽也是自2002年韓
日世界盃以來，第二次在亞洲舉辦, 也是有史以來第
一個由阿拉伯國家主辦的世界杯，所以被稱為阿拉
伯人的歷史性里程碑, 卡塔爾傾全國之力, 斥資2 千
多億美元在首都多哈附近打造了一座全新的城市
——盧塞爾, 這是相當令人敬佩的, 但是如果真是犧
牲了那麼多人的生命來造就這麼輝煌的成果, 那是相
當不值得的！ 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但願國際足球總
會從這一次卡塔爾世界盃吸取教訓,在遴選主辦國家
與城市時務必精挑細選啊！

日政府擬日政府擬20312031年前將西南諸島導彈攔截部隊擴充至目前近年前將西南諸島導彈攔截部隊擴充至目前近33倍倍

(綜合報道）日本政府計劃在2031年度末前實現將西南諸島
的導彈攔截部隊擴充至目前的近3倍。

報導稱，根據該媒體獲悉的日本政府爭取2031年度末前實
現的增強計劃概要，關於日本的“彈道導彈防禦（BMD）系統

”，為強化地面攔截網，陸上自衛隊14支地對空部隊將新增導
彈攔截能力。報導宣稱，考慮到中國，日本政府尤其重視西南諸
島，將在沖繩的6支部隊和鹿兒島縣奄美大島的1支部隊配備導
彈攔截能力。報導稱，加上現有的沖繩本島的航空自衛隊4支部
隊，在西南諸島的部隊增至總計11支，系當前的近3倍。

據共同社報導，根據計劃概要，關於增加導彈攔截能力，主
要是將應對飛機的陸上自衛隊“03 式中程防空導彈（中 SAM
）”改裝為可攔截彈道導彈的規格。 2026年度開始部署，包括
部隊新編在內，到2031年度前部署在茨城、千葉、山梨、福岡
等地。而在沖繩，被改裝的“中SAM”將部署在本島3處，以及
宮古、石垣和與那國3島。

此外，報導宣稱，日本政府還將對“中SAM”進行升級，
以應對中國、俄羅斯和朝鮮推進開發的高超音速武器，爭取2029
年度前開始量產，2032年度起在部隊部署。

據日媒此前報導，日本政府計劃在2022年內修訂《國家安
全保障戰略》、《防衛計劃大綱》、《中期防衛力整備計劃》三
文件，目前，日本政府計劃效仿美國，將《防衛計劃大綱》更名
為《國家防衛戰略》。

共同社稱，上述內容將被寫入年內製定的《國家防衛戰略》
等。此外，報導還稱，日本政府認為，僅靠BMD系統無法防禦
導彈，正在探討獲得“反擊能力”。

據日本時事通訊社報導，在12月2日的日本國會有關強化防
衛能力的協商會議上，日本自民黨、公明黨執政黨聯盟就日本擁
有所謂“反擊能力”正式達成共識。據日媒報導，自民黨內部此
前有人提出，日本應具備“反擊能力”，以打擊敵方基地和具有
“指揮控制功能”的目標，並在修訂時將這些內容寫入《國家防
衛戰略》等三文件。

近期，日本政府尋求大幅增加防衛費，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曾
在11月28日聲稱，日本政府計劃在2027年將防衛費及相關預算
提高到GDP的2%。此外，關於“反擊能力”，日本防衛相浜田
靖一8月接受共同社採訪談到高超音速武器時稱，日本不僅要提
高攔截能力，也要有“反擊能力”。有日媒評論宣稱，此舉旨在
對中國、俄羅斯和朝鮮形成威懾。

針對浜田上述言論，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曾回應稱，近
年來，日本在軍事擴張的道路上越走越遠，包括大幅增加防衛支
出，大力發展反導、外空、高超音速武器等軍事技術，強化美日
軍事合作，謀求發展所謂“反擊能力”，甚至有人鼓譟要同美國
搞“核共享”，這將嚴重違背和平憲法和“專守防衛”政策，嚴
重威脅亞太地區的和平、安全與穩定。日方應認真汲取歷史教訓
，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切實尊重亞洲鄰國的安全關切，在軍事
安全領域謹言慎行，以真正取信於鄰國和國際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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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韓國銀行(央行)當地時間

24日召開金融貨幣委員會會議，決定將

基準利率由目前的3.0%上調25個基點至

3.25%。

資料顯示，韓國央行在1年零3個月

的時間共上調9次基準利率，其中7次上

調25個基點，2次上調50個基點，累計加

息275個基點。

韓聯社分析認為，韓國央行此次再

次加息主要是由於物價上漲趨勢尚未明

顯減弱。韓國 10 月消費者物價指數

(109.21)同比上漲5.7%，漲幅時隔三個月

再次擴大。

此外，美聯儲當地時間本月2日決定

上調利率75個基點後，韓國和美國的基準

利率差也成為此次加息的主要背景。韓美

基準利率的差距目前雖縮小到0.75個百分

點，但若美聯儲下月繼續加息，差距將再

次拉大到1.25個百分點。這不僅會增加資

本流出風險，也給韓國貿易帶來壓力。

考慮到美國調節通貨緊縮速度的可能

、穩定的韓元對美元匯率、資金和信貸不

暢風險、經濟停滯等因素，韓國央行將加

息步伐從上個月的50基點放緩到25基點。

與此同時，韓國央行24日還調低2023

年經濟增長預期，由此前的2.1%降至1.7%

，將同年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上漲預期

從原先的3.7%下調至3.6%。

“FLY ASIA 2022”
亞洲創業博覽會在韓國釜山舉行

綜合報導 據介紹，

此次創業博覽會是釜山市

今年首次舉辦的國際性創

業投資博覽會，意在助力

釜山邁入創業創新城市行

列。本屆博覽會為期三天

，為初創企業和投資企業

設置40余個項目，吸引

來自全球42個國家逾萬

人參與。博覽會期間陸續

開展洽談會、創新創業大

賽決賽及“FLY ASIA頒

獎禮”、風險投資(VC)推

介會以及專為構建初創企

業投資網絡而設的投資者

論壇等活動。

釜山市長樸亨埈在

22日下午舉行的開幕式

上表示，感謝大家對亞

洲 代 表 性 創 業 平 臺

“FLY ASIA2022”的支

持。本屆博覽會將加強

亞洲各創業城市間的連

接與合作，構建亞洲創

業網絡和全球招商引資

支援體系，以挖掘更多

具有潛力的亞洲初創企

業並給予支持。

開幕式結束後，樸

亨埈與上海、東京、馬

尼拉、胡誌明、曼谷等

亞洲領先創業城市相關

人士進行了線上線下圓

桌會議。各城市代表以

通過加強城市間合作，

優化初創企業投資環境

以及拓展全球市場為目

標，分享了各自的創業

政策和優秀案例，並就

如何優化亞洲創業生態

系統討論了合作方案。

“FLY50 Awards”

創新創業大賽在博覽會期

間舉行決賽，決出前六名

團隊並頒發獎項。此次大

賽共吸引178家初創公司

參與，最終有來自7個國

家的50家創業公司通過

初步篩選。在當天的決賽

中 ， 來 自 越 南 的

BUYMED 獲創新獎，並

獲得6萬美元獎金。

“FLY ASIA”聯合

主席 Kim Hyung-gyun 表

示，“這些亞洲初創公司

充滿激情的項目介紹，讓

我們意識到亞洲創業公司

的未來非常光明，因此我

們願意為他們的成功提供

積極支持。我們將持續關

註每壹組參賽團隊，並為

他們提供後續支持，幫助

他們打下成功的基礎。”

岸田內閣不支持率首次過半
內閣大臣和首相的醜聞爭議不斷

綜合報導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領導的

內閣壹個月內撤換三名大臣，面臨信任危

機。日本最新的壹項全國輿論調查結果顯

示，岸田內閣支持率降至歷史新低，不支

持率首次超半數。

共同社於11月26日至27日進行的電

話輿論調查顯示，岸田內閣支持率為

33.1%。較10月底的上次調查下滑4.5個百

分點，創去年10月內閣起步以來新低。

不支持率首次過半，達到51.6%。

從10月底至11月下旬，日本經濟再

生擔當大臣、法務大臣、總務大臣因醜聞

或失言相繼請辭，而岸田文雄被指對待問

題大臣決斷遲緩。在此次輿論調查中，

62.4%的受訪者認為首相撤換3位閣僚的

時機“太晚了”。對於處於逆風中的內閣

來說，撤換閣僚似乎並不能扭轉局面。

當被問及希望岸田文雄繼續擔任首相

多久時，30.2%的受訪者表示希望他盡快

辭職，有29.4%的受訪者希望他繼續執政

“直到後年9月自民黨總裁任期為止”。

近日，岸田文雄本人也陷入爭議。據

《讀賣新聞》報道，在去年眾議院選舉競

選期間，他向政府選舉管理部門提交了數

百張選舉經費報告，其中有98張沒有收

取人姓名或完全空白，被指涉嫌違反《公

職選舉法》。他承認存在疏忽，但否認有

不當行為。

韓國踩踏事故附近酒店涉嫌非法擴建占用道路！
負責人被逮捕

綜合報導 韓國梨泰院踩踏事故調查

工作有新進展。11月27日，記者獲悉，韓

國警方現已逮捕事發小巷附近漢密爾頓酒

店75歲的首席執行官李某，他涉嫌非法擴

建酒店建築及未經許可占用道路，並造成

人員傷亡。目前警方已完成對李某的手

機取證工作，下周將展開首次調查。同

時，警方也將進壹步展開調查，漢密爾

頓酒店能長期維持違法建築，其背後是

否有行政機關及公職人員參與。

韓國警方透露，發生踩踏事故的小巷

位於漢密爾頓酒店主樓西側。早在10多年

前，酒店為覆蓋空調室外機，加裝了壹道

鋼制臨時墻，占用了這條小巷的通行道路。

另外，酒店主樓北側也涉嫌擅自擴建露臺，

違法擴建面積約為17.4平方米。盡管首爾龍

山區發出過拆除違章建築的通知，漢密爾頓

酒店卻從2014年起便開始拖延拆除工作，僅

支付了5億多韓元的強制執行費用。

韓國警方還稱，據韓國國立科學調

查研究所移交的重建事故現場的3D模擬

結果，韓國警方認為漢密爾頓酒店的非

法擴建與事故間存在因果關系。此前，

警方已完成酒店運營和許可等方面相關

數據的搜證工作。

值得註意的是，警方也將進壹步展開

調查，漢密爾頓酒店能長期維持違法建

築，其背後是否有行政機關及公職人員參

與。11月月底，龍山區區長樸熙英也將被

再次傳喚，此前，她已被限制出境。

記者註意到，涉及這壹事故被問責

的公職人員還有多人。其中，龍山區廳

安全建設交通科長文仁煥和龍山區廳安

全災害科科長崔元俊因工作過失殺人罪

被起訴，並被質疑事前和事後應對措施

是否得當。此外，地鐵梨泰院站站長宋

恩英也被傳喚，質疑其在乘客擁擠的情

況下，為何沒有采取過站不停的交通管

制措施，以避免人群在站內聚集。

此前報道，10月29日晚，首爾市中

心龍山區梨泰院發生嚴重踩踏事故，截

至目前，該事故共造成158人死亡，其中

包括4名中國公民，另造成196人受傷。

11月1日，中國駐韓國大使館工作人員

向記者表示，已與所有中國遇難者家屬

取得聯系，且家屬均已來韓。

11月22日，28名梨泰院踩踏事件遇難

者家屬首次召開記者見面會，要求韓國政

府真誠道歉，敦促政府調查真相，嚴格徹

底問責，對逃避責任的人零容忍。同日，

韓國總統室正在討論制定特別法案為梨泰

院踩踏事件遺屬和傷者提供正當賠償。

11月23日下午，韓國國會宣布將啟

動“梨泰院踩踏事件”國政調查，自24

日開始，為期45天。該調查將由執政黨

及在野黨國會議員組成事件調查委員會

，通過傳喚證人、要求相關部門提交材

料等方式展開對於踩踏事件的全方位調

查。其中，總統室部分機構及行政安全

部等有關部門將接受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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妊娠會帶來什麼影響？
最新研究稱大腦變化與母性行為有關
綜合報導 施普林格·自然旗下學術期刊《自然-通訊》最新發表壹篇神經

科學論文顯示，妊娠可能會使母親大腦的結構和功能發生改變，而這些改變與

母性行為有關。這項研究結果表明，這些變化或許導致了妊娠期間和產後的母

性行為，如母胎依戀、築巢行為、對嬰兒信號的生理響應以及母嬰依戀。

該論文稱，妊娠與劇烈的激素變化有關，但此前人們對妊娠之於人

體神經結構和功能的影響卻知之甚少。

為研究妊娠可能如何導致大腦發生改變，論文第壹作者和通訊作者、

荷蘭阿姆斯特丹醫學中心（UMC）愛思林· 霍克澤瑪（Elseline Hoekzema）

和同事合作，研究了40名女性在妊娠前、妊娠中和生產後的狀況，以及其

中28名女性產後1年的狀況。他們發現“默認網絡”（Default Mode Net-

work，DMN，指母親靜息狀態下最為活躍的壹組相連腦區）的功能連接出

現了與妊娠相關的增強，並在產後1年重回基線水平。此外，他們發現妊娠

期間的DMN功能活性與產後後期母嬰依戀的測量數據相關。

本項研究中，論文作者還確認了之前觀察到的妊娠期間的灰質體積變化

，這些變化與妊娠激素水平有關。妊娠期間沒有觀察到白質結構的變化。

論文作者表示，此次研究結果顯示，妊娠與DMN內特定的腦結構

和功能變化有關，並發現該網絡與妊娠和產後期間母性行為的潛在關聯

。不過，他們也提醒說，應註意這些研究結果都指向相關性，不能用來

證明大腦變化與依戀之間的因果性。

英國最高法院作出裁決
蘇格蘭獨立公投申請被駁回
綜合報導 英國最高法院駁回蘇格蘭獨立公投申請。法院裁定，如

果沒有英國議會的批準，蘇格蘭政府不能在明年舉行第二次獨立公投。

法新社稱，英國最高法院法官羅伯特· 裏德(Robert Reed)在發表壹致

裁決時表示，舉行公投的權力“保留”給了英國議會，因此“蘇格蘭議

會沒有權力為蘇格蘭獨立公投立法”。

英國天空新聞網指出，英國最高法官做出的這壹決定獲得了壹致通

過，阻止了蘇格蘭首席大臣斯特金推動明年重新投票。

報道稱，蘇格蘭首席大臣斯特金對於公投受阻表示“失望”，但同

時強調她尊重這壹裁決。

根據斯特金此前公布的推動蘇格蘭獨立公投的計劃，如果英國中央政

府不同意蘇格蘭再次舉行獨立公投的話，將采取法律途徑爭取。此外，蘇

格蘭地方政府發表壹項公投法案，提議在2023年10月19日舉行獨立公投。

自英國決定“脫歐”以來，蘇格蘭的獨立情緒幾度高漲。蘇格蘭與

歐盟經濟關系緊密，多數蘇格蘭人在英國2016年“脫歐”公投中支持

“留歐”。斯特金壹直強調，“脫歐”違背蘇格蘭人的意願，蘇格蘭人

有權重新選擇是否脫離英國。

2014年9月，蘇格蘭曾就是否脫離英國獨立舉行公投，最終以55%反

對、45%支持的結果選擇留在英國。

俄研發太空垃圾清潔新技術
綜合報導 俄羅斯科研人員

將兩種類型的拖船運動結合起

來，設計了壹種新型的空間碎

片拖船。研究人員介紹說，該

項研究成果與國外相似研究成

果的不同之處在於運行高速、

能耗低，而且它可完全在現有

技術上實現。相關研究成果近日

發表在《宇航學報》雜誌上。

近年來，與立體太空垃圾

作鬥爭是全球空間技術發展的

優先事項之壹。立體太空垃圾

包括廢棄的火箭級、舊衛星

和其他設備。目前，基於拖

船的立體太空垃圾運輸

方案正在積極開發中，

但這項技術存在拖曳不便

問題，比如它需要具有壹

定彈性的長纜索，但纜索

容易被拖船發動機的高溫

噴射損壞。

俄羅斯鄂木斯克國立

技術大學的壹個科研團隊

設法將兩種類型的拖船運動結

合起來，建立了壹項新技術

——在纜索上推動牽引，這種

方法的特點是工作速度快和極

大節能。

該校飛機與火箭工程系教授

瓦列裏· 特魯什利亞科夫稱，如

果松開“加速塊——纜索——立

體太空垃圾”相對於其質心的黏

合劑，離心力會向相反的方向拉

伸上塊和碎片。通過把上塊的推

力沿纜索張力的方向施加到立體

太空垃圾上，可把整個黏合劑向

正確的方向移動，獲得額外的慣

性沖動來簡化運動。

新技術使垃圾轉移到回收

軌道的速度比其他同行建議的

速度快兩倍成為可能。拖船在

橢圓軌道上移動，“跳躍”到

壹個帶有碎片的物體上進行捕

獲，然後將其帶入致密的大氣

層，在那裏燃燒殆盡。研究人

員稱，這種方法的關鍵優勢是

可將能耗成本降低到從前的幾

分之壹。

瓦列裏· 特魯什利亞科夫表

示：“擬議中的拖船的創建和

發射不需要額外的研究成果，

它可以使用已經證明的“傳統

的”空間技術完全可以實現，

這將最大限度地簡化拖船的設

計和操作。

全球糧食進口成本連漲兩年
今年預計漲至近2萬億美元

近日，聯合國糧農組織（FAO）在最新

半年期《糧食展望》（下稱“報告”）中

預計，同樣創歷史新高的還有全球在農業投

入品領域的進口費用，或達4243億美元。

聯合國糧農組織最新公布的數據顯示

，糧農組織食品價格指數（FFPI）10月平

均為135.9點，與9月基本持平，較今年3

月的歷史高位下降14.9%。今年3月，受俄

烏沖突影響，這壹指數壹度觸及160點。

聯合國糧農組織認為，盡管當前這壹衡

量全球範圍內食品價格波動的指數有所回落

，但多變的氣候、尚未緩解的地緣局勢、脆

弱的經濟復蘇前景、農業投入品成本的激增

以及多國的農產品出口限制措施等，仍然制

約著糧食在全球範圍內的自由流動。全球糧

食安全供給，依舊存在不穩定性。

報告每年6月和11月各發布壹期，

對全球主要食品市場供求趨勢提供分析，

涵蓋谷物、油料作物、食糖、肉類、乳

制品和魚類產品六大類。

價格因素驅動進口成本上升
基於今年前7個月的數值，聯合國

糧農組織預測，2022年全球糧食進口費

用將逼近2萬億美元，創歷史新高。

2019年和2020年，全球範圍內的糧

食進口費用並未出現顯著增幅，均維持

在1.5萬億美元左右。自2021年起，這壹

費用增幅顯著。其中，2021年全球糧食

進口成本費用達1.75萬億美元，較2020

年的1.49萬億美元增長了17.4%。

在糧食等食品價格處於高位的當下

，今年的全球糧食進口費用較去年上漲

10%，上漲幅度有所放緩。這是因為進

口商的購買力在下降。

從細分產品種類看，今年進口費用漲

幅最明顯的是谷物及谷物制劑相關產品。

2021年，全球在谷物及谷物制劑相關產品

進口方面的費用約為2555億美元，今年這

壹數字增至2964億美元，漲幅達13.7%。

值得註意的是，聯合國糧農組織認

為，全球糧食進口費用的增加，並不是

進口量的增加，最主要的原因是價格驅

動。報告分析認為，在與去年糧食進口

費用相比增加的超1800億美元中，“價

格因素”所導致的進口費用增加規模約

為 1570 億美元，而由交易量帶動的僅

273億美元。由此可見，價格因素驅動的

進口成本上漲約占整體的87%。

在全球於農業投入品領域的支出中

，也同樣如此。農業投入品是指在農業和

農產品生產過程中使用或添加的物質，主

要包括種子、肥料、農業設施設備等。今

年全球農業投入品進口費用達4243億美

元，同比增長近50%，甚至是2020年水平

（2000億美元不到）的兩倍以上。

其中，能源方面的投入支出變化最大，化

肥次之。報告數據顯示，今年全球在農業投入

品進口中，能源方面的進口費用約為1975億美

元，較去年的1252億美元，增加57%；化肥方

面的進口費用（1680億美元）至少增加36.3%

。這兩項投入在過去占全球農業投入品總進口

的75%以上，在2022年很可能達到86%。

報告認為，這與俄烏沖突波及能源

與農業領域不無關系。天然氣是生產化

肥不可或缺的原料，而俄烏沖突推高了

天然氣價格，也間接地擡高了化肥生產的成

本。此外，作為全球主要的化肥生產國，源

自俄羅斯的化肥並不能順利地進入國際市場

。鑒於沖突尚未有緩解跡象，報告認為，全

球化肥價格高企可能會持續到2023年。

建議設立糧食進口融資機制
聯合國糧農組織觀察到，在高額的進

口費用面前，發達國家可以通過投入更多資

金來緩解，而中低收入國家顯然受到世界糧

食價格上漲的沖擊更大，比如後者在糧食進

口方面更有針對性地聚焦主食進口，而不是

如以往覆蓋所有糧食的進口。報告數據顯示

，在高收入國家、中等收入國家、中低收入

國家和低收入國家的糧食消費總額中，主食

分別占19%、37%、43%和46%。

報告認為，即便中低收入國家在支付更

多費用的同時，獲取的糧食數量卻在減少；

進口能源和化肥費用的增長可能迫使這些國

家選擇減少投入，進而導致農業生產力下降、

國內糧食供應減少，進壹步加深了這些國家

發生糧食和能源危機的可能性。報告預計，

在進口費用高企的當前，低收入國家的糧食

進口量今年或將縮減10%。

以小麥為例，報告指出，今年以來，

許多經濟體的貨幣相對美元貶值，使得本

幣計價的糧食價格保持高位。2月到9月，

盡管國際小麥價格有所回落，但幾乎所有

的新興市場以及發展中經濟體都經歷了以

本幣計價的小麥價格的急劇上漲。

糧農組織在報告中寫道：“總體而

言，2022年可能會開啟壹個對糧食價格

上漲缺乏抵禦能力的時代，尤其是在較

貧困地區。”

為減輕低收入國家糧食進口成本飆升

帶來的負擔，聯合國糧農組織提議設立糧

食進口融資機制（FIFF），向高度依賴糧

食進口的低收入國家提供國際收支支持，

使其更容易進入國際糧食市場。

此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已

在9月底批準設立了全新的“糧食沖擊窗

口”，為存在緊急國際收支需求，同時遭

受嚴重糧食安全問題、嚴重糧食進口沖擊

或谷物出口沖擊的國家提供緊急貸款等渠

道。新的貸款窗口為期壹年。

展望明年，報告認為，主要大宗商品

的供應量大多處於或接近創紀錄水平，但

多種因素表明未來市場將趨緊。比如，報

告預計，在加拿大和俄羅斯的收獲量大幅

回升的支撐下，2022/23年度世界小麥產量

將創下7.84億噸的歷史新高，這將推動全

球小麥庫存量達到創紀錄水平；主要國家

粗糧預期產量下降或將引發庫存走低；世

界大米產量也可能會下降，但得益於亞洲

的彈性播種水平以及非洲產量回升，總體

仍將維持平均水平。

高級自願減排國際標準發布發布
推動高質量碳減排項目

綜合報導 GEB基金會在英國倫敦正

式發布PER標準(高級自願減排標準)，該

標準由GEB基金會編制和管理，由華潤環

保應用技術研究(深圳)有限公司和清華大

學深圳研究院團隊參與研究和贊助支持，

倫敦大學學院、清華大學、廈門大學、廣

東工業大學等機構專家提供學術指導。

據介紹，PER標準主要從優化額外性

評估、改善保障性原則和SDG評估、強調

永久性和避免碳泄漏四個方面進行創新，

與氣候變化《巴黎協定》第6條要求協同

壹致，更好地服務於當前減排技術發展的

現狀，為全球自願減排項目提供壹整套通

用標準。標準報告闡明了碳減排或碳移除

項目開發和認證的基本原則和擬議要求，

以及項目監測、報告與核查的擬議要求。

同時該標準也鼓勵在項目開發和評估過程

中應用創新數字化技術來簡化操作，幫助

提高項目的開發效率並降低開發成本。

GEB基金會主席、倫敦大

學學院巴特萊特可持續建築學

院院長 D’Maris Coffman 教授

表示，高級自願減排標準(PER)

致力於搭建壹個高質量的具有前瞻性的自

願減排標準，以確保自願減排市場的環境

完整性和提高碳信用市場的可信度為目標

，為用戶提供開發和識別高質量碳信用(具

有額外性、透明度、準確性、永久性和積

極環境和社會影響等)的指引，提高碳信用

的聲譽和影響力並促進更多氣候資金投入

到真正具有減排效益的項目中去，最終推

動全球加速向1.5?C目標前進。

據她介紹，中國也在開展相關領域的

本土化研究，稱為核證自願減排量特別證

書標準(CCER+)。”

英國環境部前部長、下議院能源與氣候

變化特別委員會前主席蒂姆· 葉奧表示：

“隨著企業和國家提出碳中和目標，通過

購買自願減排量來進行抵消的市場日益活躍。

然而，自願減排市場長期存在參次不齊的產品

，特別需要PER標準和第二方意見工作來協助

投資人和企業識別高質量的減排量”。

“PER標準開發和第二方意見工作將

有利於自願減排市場得到金融機構認可，

有利於提升高質量減排量的價格和流動性

。”GEB基金會董事楊群表示，這最終將

有利於提升現有市場上的各種自願減排標

準，並對提升聯合國框架下的碳交易機制

將有積極幫助。”

GEB基金會是壹家致力於支持和改善

自願減排市場(VCM)的獨立非盈利機構，

通過編制和管理高級減排標準(PER)來支持

氣候行動和可持續發展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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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太空探索技術公司（SpaceX公司）的
“星鏈”互聯網衛星星座廣泛參與俄烏衝突後，外界普遍認識
到“星鏈”的軍事化用途。美國“太空新聞”網站12月3日稱
，SpaceX公司近日宣布針對國家安全和軍事部門推出新一代
“星盾”業務，顯示“星鏈”向軍事化邁出關鍵一步。

報導稱，12月 2日，SpaceX公司宣布成立了一個名為
“星盾”的新業務部門，目標客戶是美國國家安全機構和五角
大樓。 SpaceX公司宣稱，“星盾”將利用近地軌道上的“星

鏈”衛星星座滿足美國國防和情報機構日
益增長的需求。該公司明確宣稱：“‘星
鏈’最初是用於消費者和商業用途，而
‘星盾’設計用於政府服務，初步重點是
三個領域：地球觀測、安全通信和有效載
荷託管。SpaceX與國防部和其他合作夥
伴正在進行的工作表明，我們有能力大規
模提供太空和地面服務。”
根據SpaceX的說法，地球觀測是指升

級後的“星鏈”衛星攜帶各種遙感載荷，
並將處理後的數據直接發送給用戶；安全
通信是通過“星盾”用戶終端為政府用戶
提供可靠的全球通信；而載荷託管是指利
用“星鏈”通用衛星平台，模塊化託管各
種軍用載荷。報導稱，“‘星盾’的衛星
總線支持最嚴苛客戶的載荷託管任務”
。 “太空新聞”網站稱，“星盾”計劃
明顯借鑒該公司在俄烏衝突中的成功經驗
：“星鏈”系統證明了它可以在戰區良好

運行，甚至能抵擋對手的電磁和網絡攻擊，遠遠超出了美國軍
方的預期。因此美國空軍也購買了“星鏈”的通信服務，以支
持歐洲和非洲的部隊。但SpaceX公司認為，依靠完全商業化
的“星鏈”仍無法滿足“國家安全客戶”的需要，因此“星盾
”項目本質上是基於“星鏈”的技術和生產線，提供以“國家
安全”為重點的升級產品。

值得注意的是，相比“星鏈”衛星系統與五角大樓合作時
的遮遮掩掩，“星盾”計劃幾乎完全公開地瞄準美國軍方的需

求。美國“太空”網站認為，當前五角大樓是美國航天領域最
主要的投資方，SpaceX公司爭取利潤豐厚的軍方訂單並不奇
怪。據稱，“星盾”將大量利用SpaceX公司參與美國太空軍
項目的合作經驗。例如“星盾”衛星將配備激光通信系統，使
其與美國軍用衛星高速交換數據。五角大樓一直希望利用商業
近地軌道衛星傳輸遙感系統收集的數據，但當前“星鏈”衛星
網絡由於其高度專有的技術，無法集成到五角大樓希望構建的
混合架構中。 SpaceX公司還承諾，“星盾”服務可以提供
“快速部署和開發”能力，這也符合美國軍方的迫切需求。

“太空新聞”網站認為，“星盾”宣傳的多種先進功能可
能需要依託於第二代“星鏈”衛星才能實現，後者重量和體積
更大、功能更複雜。目前SpaceX公司已經發射了約3500顆第
一代“星鏈”衛星，12月1日，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批准“星
鏈”項目部署最多7500顆第二代衛星。

接受《環球時報》記者採訪的中國專家介紹說，在“星盾
”涉及的三個業務領域中，除了安全通信是基於“星鏈”現有
通信能力的升級外，地球觀測和載荷託管都是進一步的功能拓
展，也是更強化了其軍用色彩。 “星鏈”衛星系統研製之初，
外界就猜測SpaceX公司可能會以該衛星平台為基礎，配置不
同的功能模塊執行相應的任務。其中最受關注的就是為“星鏈
”衛星配備光學傳感器或合成孔徑雷達，執行地面探測和偵察
任務。由於“星鏈”衛星星座數量眾多，它們的接力偵察甚至
可以實現對地面目標的實時跟踪。但另一方面，外界很難區分
這些軍事化色彩濃重的“星盾”衛星與提供傳統民用通信服務
的“星鏈”衛星，這進一步模糊了太空軍事化的門檻，可能引
發未來的爭端。俄羅斯此前已經表示可能將“星鏈”等準軍事
化衛星列為合法打擊對象。

（綜合報導）隨著年終臨近，華爾街將迎來“最寒冷”的冬季。據彭博社2日報導，在市場
動盪和高利率環境的壓力下，包括花旗銀行、美國銀行在內的多家華爾街投行正在計劃削減年終
獎獎金池，削減幅度高達30%。

每年12月是美國投行高管們敲定年終獎的日子，但今年由於市場收緊和美聯儲的激進加息，
許多貸款人退出大型交易融資，投資銀行的交易活動暴跌，投行高管的年終獎自然蒙上陰影。今
年前9個月，美國五大銀行的投資業務收入暴跌47%，跌幅高達188億美元。薪酬諮詢公司John-
son Associates Inc.上月發布報告預測，今年投行普通交易顧問的獎金可能會下降20%，而債券
和股票承銷部門員工的激勵薪酬將暴跌45%。

英大證券首席專家李大霄告訴《環球時報》記者，美聯儲為促進經濟恢復放出天量貨幣，引
起美國的通貨膨脹，迫使美聯儲加息。資本市場也因此受到重創。在這樣的市場環境下，投行業
績表現並不理想，大量的基金業績回撤，大部分回撤率達到30%以上。

華爾街大行的投行業務年終獎被削減，是全年美國一級市場表現低迷的又一佐證。彭博社援
引知情人士的話稱，高盛集團計劃將全球市場部門交易員的年終獎金削減兩位數的百分比。內部
人士透露，摩根大通、美國銀行和花旗集團也在考慮將其投資銀行業務僱員的獎金池削減多達
30%的計劃。包括花旗集團、美國銀行和巴克萊銀行在內的集團甚至考慮不給旗下數十家表現不
佳的銀行任何獎金。據估計，在高盛集團，拿不到年終獎的僱員可能會超過100人。

李大霄表示：“美國金融間接收割全球是赤裸裸的事實。美國占據著全球股票市場、債券市
場的高地，其金融主導權力導致它的一舉一動都會影響到全球。”

11月30日，美聯儲主席鮑威爾表示將放慢加息步伐，美國銀行全球研究部預計美聯儲在12
月和明年2月分別加息50個基點。李大霄表示：“近兩個月以來，美債收益率大幅回落，美股也
從低位開始回升。美聯儲的政策轉向也許會對股票市場帶來正面影響。”

華爾街迎華爾街迎““最寒冷最寒冷””冬季冬季，，
花旗等多家投行擬削減年終獎花旗等多家投行擬削減年終獎

（綜合報導）馬斯克收購推特真可
謂跌宕起伏、風險莫測、內外鬥爭異
常激烈！收購後，馬斯克暴力裁員
75%，當天就把 CEO、財務和法務開
除走，引起矽谷大震盪。內部集體辭
職聲音此起彼伏，推特就此停擺倒閉
關門聲音瀰漫市場。然而，7000人裁
掉5000多人後，推特不僅沒有停擺，
而且活得更好，馬斯克掀起一波又一
波高潮，流量與新註冊用戶暴增使得
服務器都受不了。 7000人時的推特不
死不活，現在2000人的推特活得如此
好！神奇的馬斯克！

外部的故事更加精彩！馬斯克對推特開始大刀闊斧地改革，竟然遭受極左與極右兩股勢力
的瘋狂反對撕咬。藍V收費8美元改革時，這些人威脅要離開推特；推特為了捍衛言論自由，
解禁了前總統賬號與過去被帶著政治觀點封禁的賬號。這下捅了馬蜂窩，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新
聞賬號立即宣布封閉推特賬號，離開推特。其他政客與媒體也都蠢蠢欲動準備效仿。然而，頗
具諷刺味道的是不到24小時，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竟然找了一個繼續觀察安全問題的藉口宣布回
到了推特。這下炸了鍋了！除了吐槽哥倫比亞廣播公司以外，都在紛紛議論一些美國政客派別
，口口聲聲民主自由，其實是葉公好龍，說給別人聽，要求別國做的。輪到他們自己時，他們
非常懼怕民主。這就是今天的美國，讓世人大跌眼鏡！

精彩故事繼續演繹！馬斯克收購推特後，在某種政治勢力慫恿下或者說這些企業巨頭本身

就是馬前卒，紛紛撤下在推特上的廣告。馬斯克說已經竭盡全力做工作挽留，但無濟於事。這
種狀況也只有財大氣粗的馬斯克有實力頂住，換了其他人注定倒閉。其中大廣告商蘋果公司也
撤下了廣告，並且放言在蘋果商店裡卸載推特APP。弄得馬斯克一時非常被動。馬斯克採取的
措施是公開地、透明地，在推特上吐槽蘋果CEO庫克，二者以玩笑形式“互懟”。一來二去，
看似僵局無解，其實背後已經在冰雪融化。因為喬布斯看中的庫克是絕頂聰明之人。

庫克邀請馬斯克參觀蘋果公司園區總部，一招冰釋前嫌，握手一笑泯恩仇！蘋果公司承諾
說：過去現在將來都不會把推特從商城裡卸載；庫克命令：立即恢復在推特的所有廣告。馬斯
克與庫克兩隻手緊緊握在了一起。

庫克掌門的蘋果公司是什麼？是矽谷引領者，是美國科技企業的風向標，其示範引領效應
驚濤駭浪！隨即，亞馬遜也計劃恢復在推特上投放廣告，每年的廣告費約為1億美元，其他科
技公司都在回推特恢復廣告的路上……

就在馬斯克剛剛收購推特，大型車企等廣告公司被竄動著離開推特時，我曾經預言，根本
不必懼怕，只要流量持續增加，註冊用戶不斷增長，這些企業自然會回來重新做廣告的！果不
其然，不幸被言中了。

馬斯克收購推特幾乎沒有被看好的，所有機會對馬斯克幾乎都不利。然而，馬斯克用這麼
短時間就扭轉了不利局面，最少現在看馬斯克又成功了！在推特上有專業人士粗略估計，如果
推特重新上市，其市值會被馬斯克收購時的440億美元翻一倍以上！

當然，馬斯克收購推特的目的不是為了賺錢，而是為了把推特打造成透明、真實、公開、
公平、言論自由的新媒體平台，改變美國主流傳統媒體一手遮天的局面。自從馬斯克收購推特
以後，一邊是推特的火爆，另一邊是主流媒體的冷卻失落，被快速邊緣化。就連Facebook、油
管等都冷清很多。其實，擁有推特的馬斯克，不僅是美國主流媒體的末日，而且全球霸權政體
、壟斷全球資訊話語權地位的主們都在瑟瑟發抖中。

馬斯克的神奇馬斯克的神奇！！推特現價值比收購時推特現價值比收購時440440億美元翻一倍億美元翻一倍

“星鏈”升級為“星盾”，針對國家安全和軍事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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穗七區無社會面活動者免核檢
引導群眾“按需檢測”減少群聚節約資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

報道）廣州在精準防控方面繼續探索。

28日，廣州市衞健委發布當日核酸檢測

實施方案，要求除海珠、番禺、天河、

白雲4個區外，廣州其餘7個區引導群眾“按需檢測”，其中，長期

居家老人、每日網課學生、居家辦公者等無社會面活動人員，無外出

需求可以不參加全員核酸篩查。廣州市衞健委指，這可以減少人群聚

集感染風險，也可以節約全市核酸資源。同時，廣州此前陸續暫停運

營的百餘個地鐵站，當天起大面積復開。廣州市衞健委副主任張屹在

當天的發布會上亦表示，回歸正常生活是大家的共同心願，接下來，

廣州將持續動態調整防控措施。

� ��
�

在廣州市衞健委發布核酸檢測方案之前，廣
州荔灣區、越秀區率先發布通知，明確在

部分街道開展核酸檢測“應檢盡檢”，長期居家
老人、每日網課學生、居家辦公者等無社會面活
動的人員，如果沒有外出需求，可以不參加全員
核酸篩查，減少人群聚集感染風險。

核檢區域人員範圍明確
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到，越秀區、荔灣區作

為老城區，是廣州60歲以上人口最密集的區
域，平均每4-5人便有1名60歲以上長者。以
往，以行政區為單位做核酸篩查，常要求“不漏
一戶、不漏一人”。在核酸採樣現場，大量老人
前來現場接受採樣，由於對智能手機不熟悉，經
常需要志願者協助。更為重要的是，幾乎每次核
酸篩查，都有需要家人看護的輪椅老人，其中甚
至有長期臥床者，外出存在諸多不便。

記者梳理發現，此次各區域檢測的範圍十分
明確，以越秀區為例，“應檢盡檢”區域包括六
榕、珠光、黃花崗等17條街道，而沒有發現感
染者的白雲街，則開展“常態化核酸檢測”，按
需檢測。檢測人員範圍亦有明確劃定，包括戶籍
人口、來穗人員，白雲街則是風險崗位、重點人
員等。

上午，記者在荔灣區花地街道核酸採樣現場
看到，現場排隊現象已經明顯減少，扶老攜幼參
加檢測的家庭亦幾乎不見蹤影。“我們家有2位

老人，1名上網課的小朋友，他們今天都沒有外
出，所以沒有來檢測。以往，我需要專門抽時間
帶他們來排隊。”花地街合興苑小區劉女士告訴
記者。

梳理發現，截至28日，廣州11區均已發布
線下教學（少數區域可線下教學）的通知，也就
是說，全市絕大部分中小學生和幼兒園，均處於
居家狀態。

此次廣州推出的優化防控舉措不止於核酸
檢測。10月以來，廣州相繼對100多個地鐵和
有軌電車車站、1,452條次公交線暫停運營。
廣州市交通運輸局副局長張孜在發布會上表
示，在配合疫情防控的同時，交通部門最大限
度把對市民出行的影響降到最低，截至目前，
除個別行政區地鐵、公交仍然暫停服務外，大
部分恢復正常。

“閉環泡泡”助復工復產
當前，居民最為關心的仍是復工復產問題，

廣州亦回應關切，推出創新舉措。發布會上，廣
州市海珠區副區長蘇明慶介紹，通過前期細化防
控措施，海珠區新增感染者在高位波動中緩慢下
降。為此，從28日起，對區內東中西部分片區
施策，部分區域有序恢復公共交通、自駕出行、
外賣服務。

記者梳理發現，加上此次解封的區域，海珠
區解封的區域已經佔了全區行政面積的一半以

上。
與此同時，黨政機關、企事業單位有序恢復

正常工作秩序。同時，在海珠區內開展“無疫社
區”“無疫網格”創建，鳳陽街康鷺、江海街大
塘、官洲街赤沙、南洲街後滘等片區內，已有10
餘個網格達到創建標準，經專家綜合研判“應解
盡解”。

對於復工復產方案，蘇明慶介紹，在“20
條”中的“閉環泡泡”防控模式下，即日起企
業可憑“集體碼”申請證明、疫情防控及應急
處置預案、落實疫情防控主體責任承諾書、員
工“白名單”、閉環管理方案等規定的資料，
通過線上申報方式，申請閉環生產。其中，返
崗人員在500人以上（含500人）的企事業單
位，可向各行業主管部門申請；返崗人員在500
人以下的企事業單位，可向屬地街道申請。

另據中新社報道，除廣州之外，中國多地更
新了核酸檢測要求。重慶市衞生健康委副主任李
畔26日表示，近5天都沒有陽性的街鎮、有陽性
的街鎮中近5天沒有陽性的社區和小區，不用參
與這次全員核酸檢測。河南省鄭州市相關部門負
責人26日在發布會上稱，鄭州市疫情防控初見
成效，接下來，除新鄭市順延各項臨時管控措施
至11月29日24時外，中牟縣、登封市、新密
市、滎陽市將根據近日新增病例，科學精準劃定
高風險區，除高風險區外的其他區域停止集中核
酸篩查，恢復低風險區管理。

◆◆除海珠除海珠、、番禺番禺、、天河天河、、白雲白雲44個區外個區外，，
廣州其餘廣州其餘77個區引導群眾個區引導群眾““按需檢測按需檢測”。”。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記者應
江洪報道，記者從28日舉行的烏魯木齊
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聞發布會上
了解到，自11月29日起，在做好疫情防
控前提下，烏魯木齊市將逐步恢復快遞
物流企業運營。

當日，烏魯木齊市人民政府新聞辦
召開疫情防控工作新聞發布會，將加快
恢復社會面生產生活秩序。烏魯木齊市
委常委、宣傳部部長隋榮說，烏魯木齊
市疫情防控情況持續好轉，高風險區範
圍不斷縮窄，低風險區生活秩序加速恢
復。經市疫情防控工作指揮部綜合研
判，決定自11月29日起，在對從業人員
統一安排食宿、嚴格閉環管理、落實核
酸檢測等防控措施前提下，恢復快遞物
流企業運行，為低風險區市民提供點對
點配送服務。

烏魯木齊市郵政管理局黨組書記、
局長房濤說，目前郵政、順豐、京東等
網點按照防疫要求逐步恢復營業，全力
配送積壓的郵件快件。市郵政管理局已
與全國郵政快遞企業總部取得聯繫，加
快處理積壓在其他省市的郵件快件，全
力暢通其他省市郵件快件入烏通道。

市民可在區內低風險區購物
據新疆衞健委最新通報數據，11月

27日0時至24時，自治區新增確診病例
24例，新增無症狀感染者982例，新增
確診病例治癒出院23例，新增無症狀感
染者解除隔離醫學觀察1,010例。專家組
綜合研判評估決定，自11月28日0時
起，全市動態精準調整高風險區198個，
高風險區降為低風險區354個。

當地官方並表示，為方便市民出
行，各區縣都配備了一定數量的公交
車，在區縣範圍內運行，暫不跨區，市
民可以乘車前往轄區內低風險區購物、
辦事。同時，烏魯木齊機場將逐步恢復
開通疆內疆外航班。目前，南方航空公
司已恢復烏魯木齊至北京的航班。

烏
魯
木
齊
快
遞
物
流
逐
步
復
常

◆烏魯木齊市一快餐店，工作人員將打包好的快餐
傳遞給在門口等候的外賣員。 中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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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英文宣布
辭去民進黨主席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蔡英文

26日晚間宣布辭去民進黨黨主席職務，以
示對該黨在台灣地區“九合一”選舉中的
表現負責。

CMF報告：料中國今年GDP增長3.3%
明年經濟將實現溫和復甦 建議增長目標設為5%

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于澤代
表課題組發布了論壇年度報告

《在大調整中溫和復甦的中國宏觀經
濟》。他表示，2022年中國宏觀經濟
的弱企穩態勢來之不易，其背後是對
疫情進一步的精準防控，積極有效的
政策托底和國內完整產業鏈與超大市
場的支撐。

疫情不是經濟下行本質原因
同時，于澤表示，要認識到疫情

對中國經濟有很強的放大作用，但並
不是經濟下行的本質原因。當前中國
經濟的本質問題是周期性的下行力
量，尤其是總需求收縮和信心不足。
在總需求收縮中，房地產深度調整是
今年的核心特徵，上游延伸到鋼鐵、
建材等行業，下游延伸到地產後周期
消費。即使剔除房地產和疫情的影
響，消費持續疲弱，是當前中國經濟
的核心底色。

報告分析，2023年中國宏觀經濟
運行的核心邏輯是，在不斷優化疫情
精準防控措施，提升防控效率的大背
景下，國內外結構性因素正在加速進
入變化的臨界點，處在關鍵的轉換
期，機遇與挑戰並存。同時，總需求
收縮和信心不足等周期性下行因素延
續，改革、發展、穩定三者處於不斷
再平衡的複雜局面。

報告分析，綜合判斷結構性因素
加速、周期性下行和疫情等因素2023
年經濟將實現溫和復甦，在基準情形
下預計實際增長 4.8%，名義增長

6.3%。分季度看，剔除二季度基數導
致的異常值，2023年各季度將呈現逐
漸加速態勢。綜合考慮潛在增長率、
銜接“十四五”和2035遠景目標，穩
定就業和政府企業與居民收入，穩定
信心，建議將2023年經濟增長目標設
定為5%。

明年需利用好“二十大”紅利
報告指出，2023年需要利用好

“二十大”紅利，抓住國內外尤其是
國內結構轉換的關鍵時期，根據疫情
發展不斷優化精準防控措施，激發市
場主體活力。在系統深化改革的基礎
上突出重點，以推進財稅體制改革為
核心，以積極的總量宏觀政策對沖周
期性下行因素，財政赤字率設定為
3%，貨幣政策穩健偏寬鬆，提供系統
性解決房地產和中小企業困境的方
案，將中國經濟加速引入新發展格
局。

“明年的宏觀政策在總體上不能
以應急作為主基調，而應以未來的持
續復甦、持續穩健增長作為核心。在
這個過程中，一定要做好對於深層問
題的處理。比如集中系統性出台房地
產市場和中小企業困境的解決方案，
從而將中國經濟導入持續的新發展格
局加速落地期。”于澤說。

據 悉 ， 中 國 宏 觀 經 濟 論 壇
（CMF）由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
戰略研究院、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
和中誠信國際信用評級有限責任公司
聯合主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中國宏觀經

濟論壇（CMF）年度論壇（2022-2023）26日在線舉行，

並發布年度報告。報告提出，2022年在“三重壓力”和超預期因

素衝擊之下，中國宏觀經濟實現弱企穩，預計全年GDP增長

3.3%，消費者價格指數增速2%。2023年將是國內外結構性因素

加速進入變化的臨界點，處在關鍵轉換期。中國經濟將實現溫和復

甦，在基準情形下預計GDP實際增長4.8%，名義增長6.3%。報

告建議，將2023年經濟增長目標設定為5%。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江鑫嫻北京報道）中國宏觀經濟
論壇（CMF）年度論壇（2022-2023）26日在線舉行。十三
屆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劉世錦在會上表示，力爭今明
兩年GDP平均增速達到5%左右，加快在體制機制和政策措
施方面，為實現經濟盡快回到正常軌道創造有利條件。十三
屆全國政協常委、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楊偉民亦在會
上強調，明年非常重要非常艱巨的任務，就是促進經濟增長
重回合理區間。政策措施要聚焦到影響增長的關鍵點上，即
居民消費、房地產和平台經濟。

力爭今明兩年平均增速達5%左右
劉世錦表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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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經濟增長目標。

劉世錦還提到，如果2023年上半年能夠大部分或者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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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既是當下穩增長的迫切要求，更是落實二十大精神、
實現中國式現代化長期增長目標必須率先邁出的關鍵步伐。

擴內需政策應以擴大居民消費為主
“今年前三季度的增長是3%，這肯定不是在合理區

間，所以明年的主要經濟任務就應該是將經濟保持在合理區
間。”楊偉民說。

針對居民消費收縮的問題，楊偉明表示，要實行擴大居
民消費為主的擴大內需政策。應該將以擴大投資為主的擴大
內需的政策轉變為以擴大居民消費為主，實行對居民讓利的
金融政策，給居民減稅降費的財稅政策，把改革和完善收入
分配制度提到議事日程上來。

另外，對於房地產下滑問題，應制定綜合性、長期性、
制度性的房地產新政。針對平台經濟預期不穩問題，要出台
支持平台經濟健康發展的具體措施。

力促2023年經濟增速重回合理區間，楊偉民還提到，
方法上要採取系統觀念，關鍵是把握好各目標的動態平衡。
要堅持高質量發展作為首要任務，但絕不能再簡單以經濟增
長率來論英雄，也不能單純以其他方面的工作來論英雄，為
了完成某一目標或指標就犧牲經濟發展。

專家：力促明年經濟增速重回合理區間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 國台辦發
言人朱鳳蓮26日晚就台灣地區“九合一”選舉
結果應詢表示，我們注意到這次選舉的結果。
這一結果反映了島內“求和平、求穩定、要過
好日子”的主流民意。我們將繼續團結廣大台
灣同胞，共同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融合發
展，增進兩岸同胞福祉，堅決反對“台獨”分
裂和外部勢力干涉，共創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
光明未來。

國民黨獲13席 民進黨獲5席
台灣地區基層公職人員“九合一”選舉於26

日進行投票，選舉產生縣市長、議員以及鄉鎮
長、村里長等。

據台灣當局選務主管機關的票數統計，除嘉
義市市長選舉因故延期外，在已選舉產生的21
個縣市長中，中國國民黨獲13席，民進黨獲5

席，民眾黨獲1席，另有2席為無黨籍。

所謂“18歲公民權”闖關失敗
其中舉行的所謂“18歲公民權修憲複決公

投”。據台當局選務部門公布的開票結果，該案
同意票未達到通過門檻，以失敗告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俊明 珠海報道）粵
澳聯網220千伏第三通道（下稱“第三通道”）
25日正式投產。南方電網表示，此工程將促使對
澳門輸電能力提升三成，達到170萬千瓦，助力
澳門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目標。

作為粵澳合作框架協議重點項目，“第三通

道”也是聯通粵港澳大灣區的重要基礎設施項目，
總投資約11億元人民幣，由珠海220千伏煙墩變電
站、澳門220千伏北安變電站及兩站之間長約10.3
公里的電纜線路組成。

南方電網公司董事長孟振平表示：“‘第三
通道’投產後，粵澳電力聯網通道發展為‘北、
中、南’三通道共8回220千伏主供線路+4回110
千伏備用線路的網架格局，南方電網對澳門最大
輸電能力提升至170萬千瓦，可完全滿足‘十四
五’期間澳門經濟社會發展的電力需求，為澳門
經濟發展、深化粵澳合作提供堅強能源保障。”

澳門環境保護局指出，粵澳聯網220千伏第
一及第二通道分別在2008年及2012年建成投運，
已基本滿足澳門的電力需求。隨着“第三通道”
的建成，南方電網對澳門的輸電能力更會在安全
系數方面達到高水平，確保澳門在電力供應方面
的穩定性，對居民的日常生活以至澳門社會的可
持續發展提供了有力支持，這也是粵澳電力合作
史上的新里程碑。

粵澳聯網“第三通道”投產
對澳輸電能力升三成

◆粵澳聯網220千伏第三通道舉行投產儀式。
受訪者供圖

◆◆中國宏觀經濟論壇年度論壇發布報告指中國宏觀經濟論壇年度論壇發布報告指，，20222022年中國宏觀經濟實現弱企穩年中國宏觀經濟實現弱企穩。。圖為早前工圖為早前工
人在位於西安高新區的法士特高智新工廠項目車間內檢測變速器成品人在位於西安高新區的法士特高智新工廠項目車間內檢測變速器成品。。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國台辦回應台灣“九合一”選舉結果：
反映“求和平求穩定要過好日子”主流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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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民主制度的最成功的地方，就是令民眾心悅誠服地容易相信
，經由民主選舉產生的政府，是一個屬於人民的，能代表人民的，及
為人民服務的政府(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
ple)。這也就是

中國國父孫中山生前口中常說的 「三民主義」。這樣的政府會有
很強筋的國民認受性，尤其是在剛選出來的時候；不過往後新政府是
否但並不一定有管治能力。英國最近在短短的兩個月之內，就接連換
了兩個不同族矞的英國新首相，可惜他們都是有心無力，未見令英國
的處境有任何具體的改善方案。

美國的情況亦不遑多讓，剛過去的中期選舉，共和黨奪回了眾議
院，卻讓民主黨保住了參議院。這樣或許可以互相制衡，令政府的權
力不會太大，卻亦可以阻止政府有效運作。在兩黨互相拉扯之下，很
多政府原先計劃要做的事情，都沒法按時完成。

奧巴馬的醫療改革，行了一半，特朗普上台，就動手廢它武功；
還來不及完全廢掉，又到拜登上台設法修復。結果大家都花了不少氣
力，美國的醫療服務卻依然是花錢多，實質效益差。

現實是美國的兩大政黨，不只在醫療福利方面有歧見，在墮胎問
題、稅務問題、移民問題、債務問題、槍械問題等，都有對立的取向
。但今次中期選舉卻未能讓民意得到清晰的展示，共和黨與民主黨旗
鼓相當，誰也沒有能力把對方壓下去，大家各佔一院，繼續互相阻撓

，政府行不得也哥哥，人民唯有繼續受害。
現實是︰共和黨執政是解決不了的問題，民主黨上台亦解決不了

；難道再讓共和黨上台，就可以把他們之前解決不了的問題解決？美
國人民對此已感到有點不耐煩，他們對 「政黨輪替」已不存厚望。

「政黨輪替」最大功能是可以令人民的感覺良好，卻並不能保證
新一輪的政府，一定可以做得更好。資本主義社會在誕生初期，生命
力旺盛，誰來執政都不成問題，文人可以，武將亦不成問題，律師、
明星、商人皆可以做得頭頭是道。只不過如今資本主義社會已日薄西
山，其體制已經老化，已難有靈丹妙藥可以令他返老還童。再搞 「政
黨輪替」只會一蟹不如一蟹。

在現實世界，運作得好的商業機構管理班子，甚少是用投票的方
式選舉出來的。管理一個國家其實遠比管理一間商業機構複雜，很難
想像以民選產生的政府，有能力為晚期資本主義社會去解決那些已積
重難返的問題。

有政治評論員認為，美國的政黨之所以會變得這麼對立，是因為
社會矛盾長期解決不了，導致民意變得愈加分化。美國的分配不公平
問題，種族分歧問題，以及基層青年的社會出路問題，一直都在不斷
惡化，社會矛盾已對立至隨時會爆發的階段。有部分激進分子認為，
美國可能需要來一場內戰才能徹底掃除原來的政經體系，重建一個全
新的社會。

社會保障新法案每年可為老年人社會保障新法案每年可為老年人
額外提供額外提供22,,400400美元美元

（（政海楓聲政海楓聲））從美國中期選舉看兩黨輪替從美國中期選舉看兩黨輪替 楊楚楓楊楚楓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好消息，聯邦政府有意
要增加退休金！6月9日，美國聯邦參議員提案，
提高美國的社會保障福利金（Social Security)。如
果法案通過，那老年人一年將增加$2400美元的退
休收入。美國最近一次的社會保障福利金的漲幅是
5.9%。新的提案還建議更改每年漲幅的標準為老年
人消費者價格指數(CPI-E)，加快養老金的增速。
今年，美國的物價一直漲！通貨膨脹嚴重，5月份
消費者價格指數（CPI）同比上漲8.6%，再創歷史
新高。對於那些靠固定社會福利保障為生的老年人
來說，收入不變，但生活開支大幅增加，生活越來
越拮据。

如果最近提交給國會的一項新法案獲得批准，
社會保障領取者每年可以獲得額外的2,400美元福
利，這是老年人會歡迎的，因為飆升的通貨膨脹抵
消了他們每年的生活成本增長。據哥倫比亞廣播公
司新聞報導，6月9日，美國眾議員德法齊奧和美
國參議員桑德斯提出了社會保障擴展法案。根據該
法案的條款，目前領取社會保障金或將在2023年
年滿62歲的任何人，每張月度支票將額外獲得200
美元。社會保障局本月早些時候宣布，如果不採取

行動支持該計劃，美國人將在大約13年內停止領取
全部社會保障福利。

這對靠固定收入生活的老年人產生了特別大的
影響，其中許多人完全依賴社會保障金。今年5.9%
的社會保障生活成本調整(COLA)是基於2021年的
通貨膨脹數據得出的。從那以後，通貨膨脹率已遠
高於8%，這意味著今天的社會保障領取者實際上
正在賠錢。新法案旨在通過增加每個受助人的月度
支票來緩解財務壓力。平均每月的社會保障支票約
為1,658美元，這意味著增加200美元將代表12%
的增長。很多很多老年人的大部分收入都依賴社會
保障。每月200美元對很多人來說意義重大。除了
增加每月付款外，該法案還將對計劃本身進行幾項
更改。一種方法是將年度COLA基於老年人消費價
格指數(CPI-E)而不是城市工薪階層和文職人員消
費價格指數(CPI-W)。 另一個變化是通過對所有超
過250,000美元的收入徵收社會保障工資稅來增加
資金。目前，超過147,000美元的收入無需繳納社
會保障稅。即使目前形式的法案沒有在國會獲得通
過，觀察人士也希望對社會保障做出某種改變，以
確保它能很好地滿足未來接受者的需求。

好消息好消息，，聯邦政府有意要增加退休金聯邦政府有意要增加退休金！！66月月99日日，，美國聯邦參議美國聯邦參議
員提案員提案，，提高美國的社會保障福利金提高美國的社會保障福利金（（Social Security)Social Security)。。如果法如果法
案通過案通過，，那老年人一年將增加那老年人一年將增加$$24002400美元的退休收入美元的退休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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