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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時代」 （Time）雜誌
今天將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以及
「烏克蘭精神」 評選為2022年
年度風雲人物，以表彰該國在面
對俄羅斯入侵時所展現的抵抗意
志。

「時代」 雜誌總編輯費森塔
爾（Edward Felsenthal）稱，澤
倫斯基（Volodymyr Zelenskyy
）選擇留在基輔並在持續的戰爭
中團結他的國家，是 「命運攸關
的」 決定，而今年選定他為風雲

人物，是 「記憶中最明確的一次
」 。時代雜誌每年都會選出年度
風雲人物，無論獲選人或團體的
影響力是正面或負面，都對過去
12個月的時事及世界脈動具有重
大影響。

自俄羅斯2月24日入侵烏克
蘭以來，澤倫斯基每天都發表演
講，不僅烏克蘭人，且全球公民
和政府都在洗耳恭聽。

費森塔爾宣布他獲選時稱：
「他的訊息攻勢改變了地緣政治

氣候系統，掀起席捲全球的行動
浪潮。」

費森塔爾說： 「無論烏克蘭
戰爭是讓人充滿希望還是恐懼，
澤倫斯基以一種我們數十年來從
未見過的方式激勵了世界。」

澤倫斯基將與 「烏克蘭精神
」 共享2022年風雲人物的頭銜
，費森塔爾說，烏克蘭精神體現
在幕後戰鬥的 「國內外無數人」
身上，包括廚師和外科醫生等一
般人。

時代雜誌2022年度風雲人物 澤倫斯基獲殊榮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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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night we are here from Houston, Texas, to say
congratulations on the zoom meeting of the Chinese from both
the United States and Taiwan. The topic tonight is the future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China and Taiwan after the
Taiwan local election.

Professors from Taiwan joined the meeting to express their
concerns on the Taiwan Strait. We all agreed that we must not
solve the Taiwan issue by force and hope that in the 2024
presidential election, if the KMT blue camp can regain power, it
will immediately improve the bad relationship with mainland
China. Both sides should sign a peaceful agreement to coexist
peacefully.

Also, as Chinese -American citizens we will actively express
our serious concern about the Taiwan issue to our elected
officials and educate the public on where we should stand on the

issue.

Today we are still the most powerful country in the world. We
have a responsibility to seek peace and not allow the Ukraine
tragedy to happen again.

More than one hundred years ago, Dr. Sun Yat-sen, the
founding father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was part of the revolution
cause in Honolulu in the United States. Most of the revolution
fighters were overseas Chinese.

Today we as Chinese –Americans are standing at a turning
point of history. We want to convey the message to Washington,
Beijing and Taipei that we just don’t want the tragedy of Ukraine
to be repeated.

1212//0505//20222022

We Are Standing At A Turning Point In HistoryWe Are Standing At A Turning Point In History

今晚我們在美國德克薩斯州
休斯敦國際區向各位僑學各界及
全球華人同胞們問好，並希望代
表居住在美國地區的華人對於這
次的視訊會議表示由衷的祝賀。

就在上星期一，我們有幸邀
請了旅居在美國的兩岸華人社區
領袖，非常成功的舉辦了一塲有
關台湾選舉後的中美台關係，在
座的都是早年來美留學後非常有
成就的教授、醫學家、實業家
、律師、民意代表，我們在這
次座談會上 ，大家都知無不言
，言無不盡地交換心得，我相
信這也是我們在美國第一次開啟

兩岸精英討論，兩岸未來關係之
先河。

我們基本上得到兩項非常重
要的共識和結論：

第一是我們決不可以武力手
段解快台灣問題，並盼望未來包
括國民黨藍營在內再度在二O二
四年取回政權時會立即改善和中
國大陸之惡劣關係，也期盼大陸
方面釋出善意，在摒棄台獨之不
切實際情況下，海峽兩岸應簽下
和平協議，使得兩岸人民和平共
處。

第二我們將積極和美國政府
和國會表達我們對台海情勢之嚴
重關切，希望居住在全美各地的
華人選民向你們在地選出的國會
議員加強溝通，做為選民，我
們的意見一定會被接納，同時我
們已經計劃邀請美國政要定期共
同舉辦研討會，引導主流對兩岸
關係正確之認識。

今天美國仍然是世界第一强
國，她也是我們安身立命之土地
，我們深深感謝這塊土地給予的
機會，我們也奉獻了自己的青春
歲月，但是我們的家鄉和故土是
我們的根，就如前交通部長趙小

蘭一再表示，我們永遠以華裔美
人為榮。

各位全球華人同胞們，今天
我們已經打開了海峽兩岸在美國
共同尋求兩岸和平共處方案之先
河，希望烏克蘭悲劇不會在台灣
上演。

國父孫中山早年在美國檀香
山之革命事業，黃花崗七十二烈
士多半是來自海外之華僑，今天
我們真正是走在歷史之轉捩點，
希望向華盛頓、北京和台北傳達
我們的建議，更希望大家共同努
力。謝謝大家！

我們站在歷史的轉捩點我們站在歷史的轉捩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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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詞彙的奧妙常常會讓人會心一笑,
中國的文字從甲骨文發展到今天海峽兩岸所
適用的簡繁體字, 可謂源遠流長, 漢字的造字
方法包括了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
與假借，充分展現了中國古人的智慧, 時至
今日, 中文是世界上使用人數最多的文字, 但
是發源於西歐英格蘭的英語則是全世界最多
國家使用的官方語言, 隨著高科技與文化的
發展, 英文字彙與時俱進, 年年都有新的生字
與詞彙出現, 最具權威性的英國牛津詞典每
年都會評選出最具代表性的字詞, 今年雀屏
中選的: Goblin Mode, 被封為今年首号詞彙
, 也是今年最多人關注和查詢的英文詞匯。

根據牛津詞典的釋義，所謂 Goblin
Mode指的是一種不加掩飾、肆無忌憚的自
我放縱、懶惰、邋遢或貪婪，通常以一種違
背社會規範或期望的方式做出的行為。牛津
大學出版社的編輯們是在三個單詞中進行了
為期兩周的投票，超過30萬名英語使用者
從中選出了一個。Goblin Mode以318,956
票獲勝, 擊敗了Metaverse 與#IStandWith。

牛津年度詞匯代表了過去一年的時代精
神,儘管這個詞2009年就已出現在推特上，
但今年2月才在社交媒體上瘋傳，起因是一
則假新聞標題，稱模特演員茱莉亞•福克斯
和她當時的搭檔坎耶•韋斯特分手，是因為
他不喜歡(她)進入Goblin Mode。在 Tiktok
上，這個標簽經常被用來與成為最好的自己
的理想化表現形成對比。牛津詞典說:“考

慮到我們剛剛經歷的一年，Goblin Mode與
我們所有人產生了共鳴，我們在這一點上都
感到有點不知所措。我們並不總是被鼓勵在
Instagram和TikTok展示的那種理想化、精
心策劃的自我。

毫無疑問,在過去的兩年多時間裡全世
界都蒙受新冠疫情的影響, 由於封鎖隔離的
限制而改變了許多人的工作和生活方式, 如
今大家終於逐漸從新冠陰影中走出來而逐漸
放鬆自己，Goblin Mode似乎是人們情緒的
恰當代表，許多人拒絕在社交媒體上展示精
心設計的完美美學，而是選擇更準確地描述
新常態下的生活，BeReal等社群媒體平臺
迅速崛起證明了這一點，在這些平臺上，用
戶分享未經編輯的自己的照片，經常以
Goblin Mode捕捉自我放縱的時刻,由此可見
，人們開始接受自己內心無拘無束的Goblin
Mode，而這個概念可能還會繼續存在下去
。同時,由於過度的放縱與充滿焦慮，在某
些情況下，大多數的人是拒絕回歸舊有的工
作與生活方式, 而是以新的觀點和思維去看
待社會的。

自今年六月以來, 已經有好長一陣子, 我
與內人輪流從芝加哥客居於密蘇里州陪伴正
在擔任駐院醫生的兒子, 兒子醫院的工作繁
忙至極, 超乎我的想像, 我現在努力成為兒子
的”家庭煮父”, goblin mode也算是我當前
的生活寫照呢!

動盪不安的祕魯今天再度發生政壇 「大
地震」 。秘魯總統卡斯提洛（Pedro Castillo
）周三（7日）遭國會議員通過彈劾罷免後
，遭警方扣押。副總統博盧阿爾特（Dina
Boluarte）隨即在國會宣誓就任，成為秘魯
五年內的第六任總統，也是秘魯首位女總統
，為這戲劇性的一天畫上句號。

秘魯總統卡斯提洛7日在國會開始進行
彈劾案辯論之前數小時，宣布解散國會，並
組建一個緊急政府（emergency govern-
ment），並從7日晚上10點起，到隔天凌
晨4點實施全國宵禁。國會則針對卡斯提洛
進行彈劾投票，在130人中有101人投票贊
成罷免卡斯提洛。根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報導，一位知情人士說，卡斯提洛被
彈劾後，遭到首都利馬警方拘押， 「這是一
個令人震驚的事件」 。

極左翼卡斯提洛是教師和工會領袖出身
，去年7月就職以來，政府陷入混亂，短短
1年多有數十名部長被任命、更換、解職或

辭職，並因涉及6起貪汙案而遭到調查，堪
稱史無前例，包括是否利用自己的職位，讓
自己、家人和最親密的盟友受益等。卡斯提
洛一再否認所有指控，並稱這些指控是未能
接受他勝選的團體，對他和他的家人作出的
政治迫害，抨擊反對派從上任第一天起，就
試圖想罷免他，並指責秘魯總檢察長貝納維
德斯（Patricia Benavides）策劃了他所謂的
新形式 「政變」 來反對他。

卡斯提洛還從國會2次彈劾中 「存活」
下來。但隨著秘魯民眾對其不滿持續上升，
數千名反卡斯提洛政府的人民日前走上首都
利馬（Lima）街頭示威，高舉該國國旗和
反政府口號要求卡斯提洛下台。

在國會彈劾投票之前，博盧阿爾特在推
特批評卡斯提洛解散國會的計劃，形容是政
變；並且有至少有7位內閣部長辭職。美國
和阿根廷等國亦譴責卡斯提洛解散國會的企
圖。

秘魯政壇大地震！總統遭彈劾罷免
遭警扣押 副座上位成首位女總統

「時代雜誌」 今天宣布，伊朗女性獲選為 「年
度英雄」 。在22歲庫德族女子艾米尼因違反服裝規
定被捕並喪命後，伊朗各地爆發女性主導的抗議風
潮，掀起爭取自由的 「頭巾革命」 。

艾米尼（Mahsa Amini）疑因未戴好頭巾而被
道德警察逮捕，9月16日在羈押期間死亡，民眾指
控警方毒打艾米尼致死，但當局否認。艾米尼之死
引起伊朗各地城鎮爆發反政府示威，許多婦女勇敢
挺身而出，焚燒頭巾表達憤怒，抗議者大喊 「女性
、生命、自由」 ，要求政府廢除女性服裝規定。

伊朗民眾多年來對經濟及政治鎮壓的怒火使這
波示威活動演變為人民起義，對教士領導階層構成
自1979年伊斯蘭革命以來最嚴峻的挑戰之一。

時代雜誌（Time）前記者莫阿維尼（Azadeh
Moaveni）撰文說明伊朗這波抗議風潮的源起，並
指出如今有許多較年輕的女性走上街頭，她們主導
的抗議運動別具特色，追求的是能正常生活，包括
上大學，到國外旅遊，實施法治，參與政治，和能
夠自由表達意見與決定自己穿著。

她並指出，被當局逮捕抗議群眾的平均年齡很
輕，有官員估計平均僅有15歲，顯示新世代對自由
的渴盼。在經過將近3個月後，大學校園的抗議潮
仍未稍歇，抗議學生要求當局釋放他們被捕的朋友
，並且不遵守在公眾場合與教室要區隔男女的規定

。
莫阿維尼估計，已有400抗議民眾遭安全部隊

殺害，但有些人權團體估計人數恐怕更多，而司法
當局則尋求對部分被捕民眾施以重罰。儘管當局採
取措施封鎖網路，仍不斷有關於抗議民眾死亡和遭
凌虐的消息出現。

她除了向領導挑戰伊朗政權的女性致敬，也指
出伊朗年輕女性起義可能掀起震波，影響週邊地區
，例如在對女性施暴情況很普遍的鄰國伊拉克和阿
富汗，也有民眾聲援伊朗姐妹，各國政府都不能忽
視女性的力量。

艾米尼之死只是這次抗議活動的導火線。自去
年強硬派總統萊希（Ebrahim Raisi）當選以來，宗
教警察巡邏變得更咄咄逼人，網路流傳不少警察對
年輕女性動粗的影片，因為她們的穿著不符規定或
頭巾沒戴好。

在伊朗全國各地最近的示威中，有些抗議婦女
揮舞著她們的頭巾，用波斯語高喊 「獨裁者去死！
」 這 指 的 是 最 高 領 袖 哈 米 尼 （Ayatollah Ali
Khamenei）。鎮壓的作法過去曾奏效，但目前民眾
自發性示威仍在持續且不斷變化。這是自2009年
「綠色革命」 （Green Movement）數百萬人走上

街頭以來所僅見，抗議的時間長度和變化對德黑蘭
構成新的威脅。

伊朗女性挺身掀起頭巾革命 獲選時代雜誌年度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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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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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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歐洲能源危機與高通脹問題

持續發酵，許多歐洲企業深陷成本飆升

、需求低迷、投資暫緩的困境，制造、

化工、航空等多個行業近期宣布裁員計

劃。業內專家認為，企業裁員趨勢還將

持續，令歐洲就業市場承壓。

高成本、低需求困擾企業
當前歐洲地區通脹壓力居高不下，

能源危機難解，加上歐洲央行大幅加息

，歐洲經濟進壹步承壓，許多歐洲企業

深陷高昂成本和低迷需求的困境。

德國化工巨頭巴斯夫執行董事會主

席馬丁· 布魯德米勒（中文名薄睦樂）表

示，歐洲化工市場大約十年來壹直增長

乏力，能源成本大幅上漲使巴斯夫面臨

壓力。今年前9個月，巴斯夫歐洲生產

基地的天然氣費用較去年同期增加22億

歐元，企業第三季度利潤較去年同期下

滑近三成。

荷蘭醫療裝置制造商飛利浦、風電

制造巨頭西門子-歌美颯均表示，全球供

應鏈不暢導致企業經營與盈利受到較大

影響。

芬蘭航空首席執行官托皮· 曼納說，

烏克蘭危機升級引發歐洲多國與俄羅

斯互關領空，加之燃油價格飆升，顯

著影響航空公司經營與發展，芬蘭航

空不得不選擇裁員作為“艱難但必要

的措施”。

多行業宣布裁員計劃
德國伊弗經濟研究所公布的10月德

國就業指數顯示，德國企業招聘意願繼

續下降，跌至自2021年4月以來最低值

。其中，工業就業指數20個月以來首次

降至負值，顯示計劃裁員的企業多於有

招聘意向的企業。

為應對歐洲地區業務盈利疲軟，巴

斯夫近期宣布包括裁員在內的成本削減

計劃，以期在未來兩年將歐洲地區成本

每年減少5億歐元，其中壹半以上的成

本削減將在其德國總部實施。

德國汽車和工業產品供應商舍弗勒

上月表示，將在2026年前削減1300個崗

位，其中1000個在德國，主要涉及行政

管理和研發部門。

受業績下滑影響，飛利浦日前宣布

全球範圍內裁員4000人，占公司員工總

人數超過5%。飛利浦首席執行官羅伊·

雅各布斯表示，企業需要降低運營開支

和簡化組織結構。

西門子-歌美颯日前宣布全球裁員

2900人，半數以上的裁減崗位在歐洲。

公司總裁約亨· 艾克霍爾特稱，面對艱難

處境，企業需采取必要措施維持運營和

可持續發展。

芬蘭航空宣布計劃裁員150人，占

其全部員工數約3%。

就業市場前景不樂觀
多位專家認為，歐洲能源供應前景

黯淡，企業裁員趨勢還將持續，勢必給

歐洲就業市場帶來壓力。

德國伊弗經濟研究所所長克萊門

斯· 菲斯特表示，德國工業短期內渡過

了能源與供應短缺的危機，但工業企

業如因高昂能源成本而停止國內投資

，將給德國就業市場帶來風險。該研

究所宏觀經濟和調查中心副主任克勞

斯· 沃爾拉貝預測，德國工業領域就業

率將持平或下降，同時零售業將出現

裁員潮。

捷克儲蓄銀行宏觀經濟分析師米

哈爾· 什科熱帕指出，在能源和其他

投入成本增加的壓力下，生產放緩

可能導致許多公司裁員或改為雇用

短期工人。

羅蘭貝格國際管理咨詢有限公司德

國、奧地利、瑞士地區首席執行官薩沙·

哈加尼表示，裁員只是企業削減成本的

“最後手段”，“如果今天裁掉優秀的

員工，那麽明天技術工人的短缺問題將

重新困擾企業”。

巴西恢復機場和飛機上
“強制口罩令”

綜合報導 由於新冠疫情反彈，自當地時間25日起，巴西全國所有機

場區域和飛機上重新恢復“強制口罩令”，要求機場工作人員和乘客佩戴

口罩。聖保羅州26日起也恢復強制要求民眾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戴口罩。

據巴西衛生部公布的數據，當天巴西新增新冠肺炎確診病例44830

例，累計確診35149503例；新增死亡病例101例，累計死亡689442例；

累計治愈34201418例。

近期，巴西出現了至少4種傳播力強的奧密克戎新變種病毒，造成該

國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和死亡病例大幅增加。據巴西各州衛生廳的統計數

據，在過去7天內，巴西日均新增確診病例23481例，比兩周前數據增長

163%；日均新增死亡病例77例，比兩周前數據增長72%。

為應對新壹輪新冠疫情反彈，近日巴西多州衛生部門再次建議民眾在

公共場所佩戴口罩，並按時接種新冠疫苗。巴西最大城市聖保羅市從21

日起開始在32個公交總站陸續為民眾發放100萬只口罩，截至25日已發

放超過35萬只。

新冠疫情暴發後，巴西國家衛生監督局曾要求在機場和飛機上必須戴

口罩，今年8月18日改為“建議”戴口罩。-

定價存分歧
歐盟未就對俄石油限價達成壹致

綜合報導 歐洲聯盟成員國未就對俄羅斯出口石油設定價格上限達

成壹致。波蘭等成員國反對七國集團提議的限價標準，認為相關措施並

未“傷及”俄羅斯。

路透社援引壹名歐盟外交官說法報道：“沒有（達成）協議，波蘭

仍不同意限價（標準）。”

“波蘭人在（俄羅斯石油）價格（上限）方面完全不妥協，且沒有

提出壹個可接受的替代方案，”這名外交官說，“顯然，波蘭的立場越

來越令人惱火。”

七國集團財長9月達成協議，對俄羅斯石油設置價格上限。根據協

議，七國集團將從12月5日起對俄原油實施限價，明年2月5日起對俄

精煉石油產品限價。

七國集團包括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日本、意大利、加拿大。

近期，美國和歐盟國家壹直討論對俄羅斯出口石油設定價格上限的

方案，但難以就限價標準達成壹致。

根據七國集團提議，為保持全球石油供應穩定，歐盟成員國可繼續

購買俄羅斯原油，對俄原油出口價格上限設在每桶65至70美元。波蘭

等國反對這壹標準，認為所設價格上限應當更低。

按外交人士說法，歐盟尚未確定新的談判日期。

俄羅斯是世界主要產油國之壹。在烏克蘭危機今年2月升級後，歐

盟同美國壹道對俄羅斯施加嚴厲制裁，試圖打擊俄石油和天然氣出口，

這也同時導致歐洲能源供應緊張、價格飛漲。

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 普京先前抨擊西方的限價企圖，強調俄方

不會在違背本國利益情況下出口能源。

俄羅斯副總理亞歷山大· 諾瓦克10月13日接受俄媒體采訪時說，俄

方不會向任何準備對其采取限價措施的國家供應石油，無論對方開出什

麼價格。

歐洲多行業計劃裁員
就業市場前景不樂觀

調查顯示“脫歐”加劇英國醫生短缺
綜合報導 英國壹家獨立醫

療智庫發布的壹份調查報告顯

示，脫離歐洲聯盟加劇了英國

醫務人員短缺狀況，導致幾大

主要專科領域的醫生數量比預

期少了4000余人。

納菲爾德基金會這項調查

重點關註麻醉科、兒科、心胸

外科和精神病科醫務人員短缺

狀況。“脫歐”前，英國這四

個專科領域尤其依

賴來自歐洲其他國

家的醫生。

“脫歐”後，

英國這四個專科領

域從歐盟27國和歐

洲自由貿易聯盟成

員國瑞士、挪威、

冰島、列支敦士登

招募醫務人員的速

度放緩，導致醫生

人數低於預期。

據報道，英國2021年註冊

在案的執業醫師中，共 37035

人來自歐盟和歐貿聯成員國。

如果按照2016年英國舉行“脫

歐”公民投票前的人才流動趨

勢推算，這個數字本應是41320

人，但實際數字少了4285人。

根據這份調查報告，“脫

歐”相關公投結果以及英國政

府推動“脫歐”進程是這壹人

才流動趨勢“在2015年和2016

年前後轉變的顯著原因”。

2016 年 6 月 23 日，英國

就是否脫離歐盟舉行公民投

票 ， 約 52% 的 投 票 者 支 持

“脫歐”。經過漫長談判，

英國最終於2020年1月31日正

式退出歐盟。

報告提及英國“脫歐”後

人員流動新規的不確定性、簽

證制度收緊和醫療工作條件惡

化，指出英國國民保健制度相

關機構難以從其他地方找到足

夠有資質的醫務人員，而歐盟

流入英國的醫生人數增長滯緩

加劇了本已存在的醫生短缺狀

況。

英國國民保健制度相關機

構長期面臨人手短缺狀況。據

法新社報道，皇家護理學院上

周宣布定於12月舉行這壹英國

主要護士工會組織成立106年

來首次罷工，抗議長期人手不

足等問題。

歐盟查明史上最大稅務欺詐案
遍及歐洲及中國、美國等9000家公司

綜合報導 歐洲檢察官辦公室 (EP-

PO) 周二在盧森堡宣布，歐盟發現了價值

約22億歐元的國際稅務欺詐行為。這“可

能是歐盟有史以來查明的最大的增值稅欺

詐案”。

德新社報道，根據歐洲檢察官辦公室

的聲明，600多人參與了這起“可能是歐

盟有史以來查明的最大的增值稅欺詐案”

。增值稅欺詐案是“基於受歡迎的電子產

品的銷售”。設備在網上銷售，同時要求

國家當局退還增值稅。

周二，調查人員在德國、法國、意大

利等14個歐盟國家進行了200多次搜查。

今年10 月中旬，包括捷克和瑞典在內的

六個國家也已經進行了搜查。

德國電視二臺稱，2021年 4 月，位

於科英布拉的葡萄牙稅務局以涉嫌增值稅

欺詐為由調查了壹家銷售手機、平板電腦

、耳機和其他電子設備的公司。歐洲檢察

官辦公室在接到葡萄牙當局的報案後開始

進壹步調查。

歐洲檢察官辦公室、歐洲刑警組織

（Europol）及各國執法部門的調查人員在

跨境合作調查中，逐步發現了葡萄牙涉嫌

公司與近 9000 家

其他法人實體之間

的聯系，並確定了

600多名涉案者在不

同的國家。

在收到初步報

告18個月後，歐洲

檢察官辦公室現在

揭露了這起“可能

是歐盟有史以來查

明的最大的增值稅

欺詐案”。調查人

員發現這個活躍於

27個歐盟成員國中的 26 個國家和其他國

家的犯罪活動網絡。

據稱該網絡已覆蓋阿爾巴尼亞、中

國、新加坡、毛裏求斯、塞爾維亞、土

耳其和瑞士以及阿拉伯聯合酋長國和美

國。

該犯罪鏈包括充當電子產品供應商的

公司，其他進行在線銷售設備的公司，同

時他們在將這些收入發送到國外並消失之

前，向歐盟國家當局申請增值稅退稅。

EPPO在聲明中稱，如果沒有各種高度熟

練的有組織犯罪集團的參與，這些活動是

不可能做到的。

據歐洲刑警組織估計，這種所謂的

“增值稅轉盤”每年使歐盟損失近500 億

歐元。位於至少兩個歐盟成員國的幾家公

司參與了這壹騙局。它包括在歐盟內部供

應的商品上獲得增值稅的扣除或退還，即

使該增值稅尚未支付給主管稅務機關。27

個歐盟國家中有 22個屬於歐洲檢察官辦

公室的成員。該組織負責影響歐盟預算的

欺詐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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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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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聯邦調查局（FBI）指出，美
國自稱為 「先知 」 的男子貝特曼
（Samuel Bateman）擁有逾20名妻
子，其中多數未成年。

美聯社報導，貝特曼今年46歲，
是美國亞利桑那州（Arizona）與猶他
州（Utah）邊界附近一個小型一夫多
妻團體的領袖，貝特曼至少有20名妻
子，且會處罰不將他視為先知的追隨

者。
根據FBI，貝特曼聲稱，他與妻

子們發生性行為是上帝的旨意。一夫
多妻在亞利桑那州屬於非法，但2020
年在猶他州已經除罪化。

法律文件顯示，貝特曼曾試圖娶
自己的唯一女兒，但這名女孩告訴母
親他的計畫，後來這對母女搬了出去
，並從法院取得防止讓他靠近的禁制

令。
此外，FBI還指出，貝特曼獲得

男性追隨者的財務支持，這些男性放
棄了他們的老婆及孩子，給貝特曼當
妻子。

FBI形容，貝特曼是邪教教主，
大約有50名追隨者，以及逾20名妻
子，他的老婆多半未成年，大多是15
歲以下，據報導其中一人只有9歲。

FBI：美邪教教主娶逾20妻 多數未成年曾逼女亂倫

美國共和黨籍聯邦參議員
霍利（Josh Hawley）周二力
促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o-
ny Blinken），要求優先武裝
台灣自衛，而不是幫烏克蘭抵
禦俄軍侵略。他極力主張，對
美國國家安全利益而言，台灣
更重要。

據《國會山莊報》（The
Hill）6日報導，霍利在致函布
林肯的信中說，交付武器給烏
克蘭正妨礙藉由供應台灣武器
，防止亞洲爆發戰爭的能力。
他指出，奪台是北京主控印太
區的下一步，要是成功了，不
僅對美國國家安全，對經濟安
全，還有自由行動等，都將產
生極度的影響。

霍利說，拜登政府把烏克
蘭置於美國在亞洲舉足輕重的
安全利益前，但這戰略並非可長可久。他指出
，獨立政府機構美中經濟與安全審查委員會
（USCC）提交美國國會的年度報告顯示，由於

新冠肺炎疫情影響，供應烏克蘭軍武的問題已
導致要交付台灣的武器受積壓。

此外，他引述《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 ）的報導說，積壓的軍售物資已
增至 187 億美元（約5,700億台幣）。霍利說
，或許拜登政府會主張，交付武器給烏克蘭和

台灣的機制不同。不過，他強調，這種說法對
減憂幾乎沒有幫助，無論武器的來源如何，只
要台灣和烏克蘭都需要，那就應該先給台灣。

台灣比烏克蘭更重要！美議員力促布林肯優先武裝我方

美國軍事首長今天指出，美軍正在研究和分
析在俄烏戰爭的彈藥使用率，以確保未來若發生
任何衝突或軍事行動時，五角大廈能精確計算出
所需要的武器彈藥。

路透社報導，西方國家官員表示，俄羅斯入
侵烏克蘭已耗盡其精確制導彈藥很大一部分，且
在西方制裁下，俄羅斯工業無法製造所有類型的
彈藥與武器系統。

獲西方國家軍援的烏克蘭，也以極快速度使
用大砲和其他類型彈藥。

美軍具有面對世界各地可能發生衝突的應急
計畫，包括出動多少軍隊，以及可能動用多少裝
備和彈藥等。

美軍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密利（Mark
Milley）在一項活動中表示： 「我們正透過一項
研究、一項分析來確保我們的戰爭計畫、應急計
畫的完整度，我們在全球各地不同戰區具備多套
應急計畫，以確保我們做出正確的計算、正確的
判斷。」

密利又說： 「我們將回頭請業界採取任何改
善之舉…確保在可能發生狀況時具備適當的武器
彈藥庫存。」

美國表示，北韓已秘密向俄羅斯提供 「大量
」 砲彈，支援俄羅斯在烏克蘭的侵略戰爭。

此外，俄羅斯也向伊朗採購無人機，對烏克
蘭城市和電力基礎建設發動攻擊。

美分析俄烏戰爭彈藥消耗確保具足夠庫存因應衝突

美國法官今天接受美
國政府建議，認定沙烏地
阿拉伯王儲穆罕默德．沙
爾曼享有不受起訴的豁免
權，因此駁回一起他因涉
及2018年沙國異議記者
哈紹吉命案而在美面臨的
訴訟。

沙 國 記 者 哈 紹 吉
（Jamal Khashoggi）
2018年在沙烏地駐伊斯
坦堡領事館遭沙烏地特務
謀殺並肢解。美國情報部
門認為此案是由沙國王儲
穆罕默德．沙爾曼（Mo-
hammed bin Salman）下
令執行。王儲則是否認下
令殺害哈紹吉，但承認此案是 「在我主政之下發
生。我扛下所有責任，因為那在我主政之下發生
」 。法新社報導，美國聯邦法院法官貝茨
（John Bates）今天表示，哈紹吉未婚妻吉茲
（Hatice Cengiz）以及哈紹吉創立的非政府組織
「現在就為阿拉伯世界爭民主」 （DAWN）提起
的民事訴訟，在沙國王儲為謀殺案幕後黑手一事
上，提出了 「強而有力」 且 「值得讚許」 的論點
。

但美國司法部今年11月17日在發給法院的

正式聲明中說，沙國王儲享有外國領袖的豁免權
；貝茨表示，他無權否決美國政府的官方立場。

貝茨表示，即使沙爾曼今年9月才被任命為
總理，美國相關行政部門 「有責任維持外交事務
，包括沙烏地阿拉伯在內。本法院如對穆罕默德
．沙爾曼的豁免權做出完全不同的決定，恐不當
干涉相關權責」 。貝茨說，針對謀殺案提出的種
種 「可信」 指控，針對穆罕默德．沙爾曼獲任總
理的時機，以及美國政府提出聲明的時間點，都
令他感到 「不安」 。

但他表示，這起案件他別無選擇。

哈紹吉謀殺案 美法官撤銷沙國王儲民事訴訟

美國國會今天晚間公布協商定案版國防授
權法案，計劃未來5年提供台灣100億美元軍
援，且將優先把美國 「超額防衛物資」 提供給
台灣。法案也呼籲美台舉行聯合軍演，指對提
升戰備有益。

耗費數個月協商，參、眾議院軍委會領袖
今晚公布2023財政年度國防授權法案（Na-
tional Defense Authorization Act，NDAA）協
商定案版本，總預算高達8580億美元（約新
台幣26兆5250億元），較2022年度多出約
800億美元。

面對台海情勢日益升高，加上俄烏戰爭讓
美方更加重視台灣安全，2023年度國防授權
法案納入9月14日通過參院外委會的 「台灣政
策法案」 （Taiwan Policy Act）部分條文，整
體涉台部分罕見超過50頁。

根據軍委會提供的定案版本，法案授權美
國國務院於2023年至2027年期間，每年提供
台灣至多20億美元無償軍援，另授權提供台
灣20億美元 「外國軍事融資」 （Foreign Mili-
tary Financing）直接貸款。

此外，法案也授權美國總統為台灣打造
「區域應變軍備庫」 （regional contingency

stockpile），並賦予台灣與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NATO）南翼與東南翼國家、特定主要非北
約盟國（major non-NATO allies）及菲律賓
同樣待遇，能優先取得美國 「超額防衛物資」
。

為加速交付軍備給台灣，法案要求國務院
與國防部，優先並加速處理台灣軍購請求，且
不得以包裹出售為由延遲處理。

法案也以 「國會意見」 （sense of Con-
gress）指出，與台灣舉行聯合軍演是改善戰
備能力的一大重要元素，呼籲邀請台灣海軍參
加2024年的環太平洋軍演。

法案表示，自總統蔡英文2016年當選以
來，中國政府對台灣發動聯合行動，試圖在外
交、經濟及軍事上削弱台灣；為了確保美國利
益及維繫台灣人民決定自身未來的能力，有必
要強化台灣外交、經濟與領土空間。

法案也強調，美國當初與中國建交的決定
，是建立在台灣未來會以和平方式解決的期待
上，但中國對台作為越來越具脅迫性及侵略性
，違背美方的期待。

軍委會領袖透過新聞稿表示，希望國會兩
院能儘速通過國防授權法案。路透社指出，法
案預計本月底前會獲參、眾議院通過，屆時將
能遞交總統拜登（Joe Biden）簽署後生效。

美國防授權法案協商定案 5年供台100億美元軍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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運營一周年 中老鐵路客貨兩旺
企業：跨境運輸成本省30% 對拓展東南亞市場更有信心

“今年前十個月，運輸成本就整整節約了
210萬元（人民幣，下同），產品產能

還較去年同期增長了30%”，普洱林達木業有
限責任公司董事長王德坤開心地說。

運輸周期縮短 保障國際供貨
王德坤介紹，自去年中老鐵路開通以來，

產品的運費每噸降低了100至150元，今年1至
10月份，公司通過鐵路運輸貨物達到了18,000
多噸。而隨着鐵路的開通，銷往省外的產品數
量不斷增加，許多知名企業都前來洽談訂貨。

“我們還成功與宜家家居達成了合作，現在供
半成品到江蘇，未來有望在普洱市建設一個工
廠。”王德坤說，這個項目的成功將有效提升
當地林產業的附加值。

上海仁承供應鏈管理有限公司是一家從事紡
織品貿易、國際貨物運輸代理等業務的公司。自
中老鐵路開通以來，通過中老鐵路運輸的貨物總
量已超過72,000噸。相關負責人舉例，公司一批
50多噸的服裝布料運輸到老撾萬象，原先陸路運
輸的話要十多天，用的時間比較長，現在經過中
老鐵路，七八天左右就可以到達萬象，時間縮短
了，流程也簡單多了。同時，從昆明到萬象南的
物流成本節約了30%。“隨着中老鐵路物流體驗
不斷升級，我們對東南亞市場的拓展更有信
心。”公司負責人說。

昆明鐵定達國際物流有限公司總部從事中
國-東南亞跨境卡車貨櫃運輸服務十餘年，在國
內以及老撾、越南、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
都擁有自己的團隊、自備貨櫃及運輸車輛。
“中老鐵路的開通，填補了公司東南亞跨境鐵
路運輸的空白，給中國及東南亞客戶提供更加
穩定的運輸時效，以及更加充足的運力保
障”，公司副總經理謝金娥告訴香港文匯報記
者。

據了解，昆明鐵定達國際物流有限公司主
要是利用昆明保稅區（空港片區）海關特殊監
管區功能，通過中老鐵路發運到東南亞國家，
將昆明通過中老鐵路優勢形成真正的卡鐵空多
式聯運集散中心。自中老鐵路開通至今，公司
共發運了1,400餘個貨櫃，進出口貿易額達到3
億美元。

立足沿線開發 拓寬發展空間
中老鐵路開通後，極大地提升了兩國之間

的跨境運輸能力與服務質量，雲南農墾國際貿
易江城分公司依託中老鐵路更好實現了資金、
人員、技術的往來與交流，拓寬了公司的戰略
空間。

截至目前，公司通過中老鐵路運回橡膠
23,949噸，薏仁米100餘噸，木薯澱粉1,300
噸，貨值3億元。中老鐵路開通後大大降低了物
流時間，從老撾到昆明的物流時間從4天降至1
天，物流成本大大降低。緊緊圍繞中老鐵路沿線
開發，公司中老豐沙里替代發展綜合示範項目、
納堆替代加工園區項目、萬象現代農業產業園區
項目已經入選了雲南省中老鐵路沿線開發三年行
動計劃，目前豐沙里項目累計完成投資2,000萬
元，其餘項目正在立項及開展可行性研究階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譚旻煦、

張帥 雲南、北京報道）12月2日，

中老鐵路開通運營滿一年，交出客貨齊旺

“成績單”。中國國家鐵路集團有限公司發

布數據指，一年來，中老鐵路累計發送旅客

850萬人次，其中國內段720萬人次、老撾

段130萬人次；發送貨物1,120萬噸，其中

跨境貨物超190萬噸。物流成本的大幅下

降，也讓越來越多的企業享受到了中老鐵路

帶來的紅利。據相關企業介紹，前後對比貨

運的運輸成本節約30%左右，不僅如此，運

力的提升還促使了企業產品產能的提升。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記者敖敏輝及
媒體報道，近日，

結合疫情變化形勢，全
國多地正在優化調整防

控措施，包括成都、廣州等地明確出入指定
場所不再查驗核酸檢測結果證明。

2日，廣州再推出多項優化疫情防控的
措施。香港文匯報記者從當日下午舉行的廣
州市疫情防控發布會上獲悉，12月2日起，
廣州各區已陸續開設1,323個便民核酸採樣
點，實行收費檢測，滿足市民出行等方面的
核酸檢測需求。與此同時，廣州各類醫療機
構普通門診和急診人員，以及前往藥店購買
藥品的居民，憑健康碼綠碼即可通行，不再
需要24小時或48小時核酸陰性結果證明。

穗感冒類藥單日銷售紀錄升2.5倍
自廣州宣布全面解除臨時管控區後，市

民求購藥品、抗原檢測試劑盒的需求大增。廣
州市市場監管局副局長丁力介紹，12月1日，
市場監管部門監測發現市內零售藥店感冒、發
熱類藥品1天的銷售紀錄達10萬條，是平日的
2.5倍。廣州市場監管部門根據市疫情防控工
作的新部署新形勢，決定從12月1日起，市民
到藥店購藥，包括購買《疫情期間需登記報告
藥品目錄》內的37類藥品，不再查48小時核
酸陰性證明，只需佩戴好口罩，測溫、掃碼，
出示健康碼綠碼就可以進入藥店購藥。

據成都市衞健委官微12月1日晚消息，
對於市民進入公共場所的最新查驗要求，成
都市衞健委表示，市民進入醫療機構，需按
醫療機構規定出示核酸陰性證明。主動出示
健康碼綠碼，測體溫、掃場所碼，即可進入
其他公共場所及乘坐巴士、地鐵等市內公共
交通工具。這也意味着，成都市民進入醫療
機構外的公共場所和乘坐公共交通，不再查
驗核酸陰性證明。

珠海公交12月2日最新消息，根據珠海
市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指揮部最新通
告及要求，自12月2日即時起，市民乘客持
健康碼綠碼、戴口罩、測體溫即可乘車。

多個城市已取消乘車亮碼要求
在此之前，已經有多個城市逐步取消

了公共交通乘坐核酸亮碼要求。自11月15
日起，石家莊地鐵和巴士已不再查驗核酸
陰性證明，但仍需持健康碼綠碼。據石家
莊市軌道交通公司、石家莊市公交公司的
客服人員介紹，目前，市民乘坐地鐵、公
交已不再需要提供核酸檢測陰性證明，只
要現場掃“場所碼”，顯示為“綠碼”後
即可正常乘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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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來，中老鐵路累計發送旅客850萬人次，其中國內段720萬人次、老撾段130萬人
次。圖為早前乘客準備進入老撾萬象火車站乘車。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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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澤民深切悼念

香港文匯報訊 綜

合新華社及記者俞鯤

報道，“江澤民同志

尊重群眾、關心 群

眾，總是高度關注人

民群眾安危冷暖，依

據最廣大人民根本利

益 來 檢 驗 和 推 動 工

作。”反覆唸着這段

話，黑龍江齊齊哈爾

市泰來縣托力河村村

民王玉梅幾度哽咽。

11月30日下午，江澤

民逝世的噩耗傳來，

大 江 南 北 、 長 城 內

外，中華大地籠罩在

巨大的悲痛之中。

“這種溫暖，我一輩子忘不了”
九八洪災受災民眾 追憶江澤民親自指導抗洪感人場面

“那一年明白了‘最可愛的人’的真正意義”

��

香港文匯報訊據新華社報道，一切
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中國共產黨簡史》指出，逐步縮小

地區之間的發展差距，實現全國經濟社會
的協調發展，最終達到全體人民共同富
裕，是社會主義的本質要求，也是關係我
國跨世紀發展全局的一個重大問題。早在
1988年9月，鄧小平就提出了“兩個大
局”的戰略構想。他指出，“沿海地區要
加快開放，使這個擁有兩億人口的廣大地
帶較快地發展起來，從而帶動內地更好地
發展，這是一個事關大局的問題。內地要
顧全這個大局。反過來，發展到一定的時
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來幫助內地
發展，這也是個大局。那時沿海也要服從
這個大局。”他在1992年南方談話中又
強調，在20世紀末達到小康水平的時候，
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決這個問題。

齊心協力大抓植樹造林綠化荒漠
1995年12月中下旬，江澤民在陝

西、甘肅考察期間，開始思考和醞釀加
快西部地區的開發和發展問題。他提
出，要通過國家的大力扶持，通過其他
地區特別是比較發達地區的多方支援，
努力加快西部地區的發展步伐。1997
年8月，江澤民在《關於陝北地區治理
水土流失，建設生態農業的調查報告》
上作出批示，提出要齊心協力大抓植樹
造林，綠化荒漠，建設生態農業，再造
一個山川秀美的西北地區。隨後，國務
院採取了在西部地區實行退耕還林、退
耕還草和移民開發等一系列政策。廣大
西部地區的人民在全國各地的支援下，
積極調整農業生產結構，大規模植樹造
林，向荒漠化開戰。
1999年6月，江澤民同志提出，加

快中西部地區發展步伐的時機已經成
熟。同年中共十五屆四中全會和中央經
濟工作會議正式提出了實施西部大開發
戰略。
西南財經大學中國西部經濟研究院

院長毛中根認為，得益於西部大開發戰
略，西部地區經濟快速發展、民生不斷
改善，人民群眾走上了和全國人民一起
奔小康的幸福之路，人民永遠懷念江澤
民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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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6月初，哈爾
濱連續降雨，天空不是下雨
就是陰天，這樣的天氣持續
一個多月，來勢之猛，持續
時間之長，給我留下了深刻
的記憶。因我們學校坐落於

松花江畔，期末考試都沒來得及考就提前放假
了，學校也成了抗洪救災解放軍的臨時軍
營。”當年就讀於哈爾濱市第一綜合高中高一
六班學生張義海回憶說。

“他們可以依靠”
“官兵沒日沒夜，經過連續記不清多少天

的抗洪，終於封住了口子。那時候總在電視廣
播聽到這樣的消息。”家住江邊的張義海說，
“那時從家中的陽台可以看整個校園，原來的

操場已鋪滿綠色的帳篷。松花江邊鋪了一趟又
一趟的沙袋，第一趟沒幾天就被洪水淹沒。”

“當時的區委會還通知讓我們準備撤
離。”張義海說，“那時候真的感受到了解放
軍的偉大，他們可以依靠。從早到晚，解放軍
背着沙袋築防洪壩，一層不行就兩層，再不行
就一層接着一層築的情景現在還記憶猶新。”

當時就讀哈爾濱市第九高級中學的張佳銘還
記得，父親是哈爾濱第一工具廠職工，在斯大林
公園內靠近防洪紀念塔的位置有負責搶險支援的
防洪段，在去給父親送衣服的路上，他看到整個
公園裏的水已越過成膝蓋，江堤處壘着一人多高
的沙袋，“感覺洪水有隨時漲上來的可能，江面
上飄着很多雜物。”張佳銘說，為了不讓防洪紀
念塔段決堤，防止洪水倒灌中央大街，軍車在斯
大林公園內滿載着沙袋，解放軍都扛着沙袋加固

堤壩。防洪紀念塔的位置總共壘了四層防護沙
袋。

1998年張義海讀高中一年級，還在放暑
假的同學們接到老師的電話，徵集自願到臨時
軍營協助後勤工作的同學。張義海說，當時沒
多加考慮就直接參與了，和幾位同學一塊到了
軍營，很用心地幫忙洗衣服。但最讓人難以忘
記的是到軍營，看到全是解放軍，喊着嘹亮整
齊口號，分段執行搶險任務，那個情景如今還
歷歷在目。

9月初，洪水逐漸退卻，學校通知可以如期
開學，前幾天還滿是解放軍的操場，僅剩兩個帳
篷軍營，學校和當初放假時一模一樣，甚至經過
洪水的洗禮顯得更加乾淨整潔。張義海說，“那
一年我明白了課文中‘最可愛的人’的真正意
義。” ◆香港文匯報記者 于海江 哈爾濱報道

◆1998年8月
13日，江澤民
冒着酷暑親臨
湖北抗洪搶險
第一線指導抗
洪搶險。

資料圖片

◆1998年8月14日，江澤民在武漢市龍王廟險段慰問參
加抗洪搶險的解放軍某部官兵。 資料圖片

◆ 1998年8月14日，江澤民在武漢就抗洪決戰作出動員。圖為江澤民在武漢市月亮灣險段察看水情。
資料圖片

1998年夏季，我國遭遇歷史罕見的特大洪澇災害。長江、嫩江、松花
江發生超歷史紀錄的特大洪水。“洪水摧毀了
我的家，最困難的時候，江澤民同志來看望我
們這些受災群眾，還跟我握了手。這種溫暖，
我一輩子忘不了。24年過去了，我的孩子們都
已成家立業，日子越過越好，我們打心眼兒裏
懷念他。”王玉梅說。

大災大考，砥柱中流。
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當年受災地區

的幹部群眾，深情回憶起江澤民同志心繫人民
安危、親自指揮抗洪鬥爭的感人場面。

“我們要堅決地堅持到底，堅持奮戰，堅
持再堅持，我們就一定能夠最後取得最後的勝
利。”8月13日至14日，江澤民來到長江荊江
大堤、洪湖大堤、武漢龍王廟、月亮灣等抗洪
搶險第一線，指揮搶險，慰問軍民，並在武漢
就長江抗洪搶險做出總動員，給抗洪軍民以極
大的鼓舞。

“歷史將永遠銘記他的豐功偉績”
二十四年過去了，時任湖北荊州市委書記

劉克毅仍清楚地記得，在洪峰逼近的危急時
刻，江澤民同志不顧安危，登上大堤，指揮戰
鬥，為前線軍民抗擊洪魔注入了強大的精神力

量，堅定了大家早日重建美好家園的信心。
“歷史將永遠銘記他的豐功偉績。”劉克毅
說。

湖北咸寧簰洲灣中堡村灣黨支部書記沈
祥和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村裏黨員群眾獲
知江澤民同志病逝的消息，內心都格外沉
痛。簰洲灣潰口是九八抗洪中震驚外界險
情，中堡村是咸寧簰洲灣潰口的核心地帶。
他回憶說，當時潰口800餘米，最深的水位
有40米。中共中央一聲令下，解放軍戰士展
開大救援，在簰洲灣捨生忘死營救被困群眾
和戰友。6歲小女孩江珊被武警戰士抱上衝鋒
舟的畫面，讓中國億萬民眾為之動容。“當
年的抗洪場面，簰洲灣人民一輩子難以忘
懷。”沈祥和說。

“堅定了大家戰勝洪水的信心”
59歲的荊州公安縣章莊鋪鎮書記陳和軍

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當時他35歲，是鎮裏
分管水利的副鎮長，九八抗洪持續了3個多
月，鎮裏所轄12公里長江支流松滋西河堤
防，靠2萬群眾日夜堅守。他清楚記得，水位
最高43.26米，高水位長達一個多月，洪水與
大堤齊平，風一吹就出現漫堤情況，險象環
生。8月13日，江澤民同志抵達荊江大堤抗洪

一線，奮戰多日的軍民歡聲雷動。“現在，長
江抗洪搶險鬥爭已經到了決戰的關鍵時刻，你
們要繼續發揚不怕疲勞，不怕艱辛，連續作戰
的精神，團結奮戰，堅持到底，奪取抗洪搶險
的最後勝利！”陳和軍回憶說，江澤民同志在
一線的指示迅速逐級傳達到了湖北抗洪一線軍
民之中，自己和堤上的群眾倍感振奮，“當時
大家覺得，總書記和中央在如此危急的時刻，
還惦記着每一位抗洪的軍民，內心裏很振奮，
感覺有了依靠，再苦再累也一定要死守堅守，
絕不能讓大堤出一點問題。”

今年60歲的湖北荊州市荊州區御河社區
居民沈瓊回憶，當年群眾不分男女老少，晝夜
堅守大堤，當時心裏最擔心的是啟動荊州分洪
區，他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那時的畫面我
一輩子也忘不了。江澤民同志心裏永遠裝着群
眾，九八抗洪那麼危險的時刻，他拿着大喇叭
親自上堤指揮戰鬥，讓群眾心裏踏實多了，也
堅定了大家戰勝洪水的信心”。

依照中共中央的決策和指示，軍委、總部
緊急部署，組織指揮部隊火速奔赴災區。先後
投入30餘萬兵力，出動飛機2,200多架次，車
輛12,500餘台，舟艇1,170餘艘。這次抗洪搶
險是新中國成立以來抵禦自然災害動用兵力和
裝備最多的一次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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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广告

神州速览

智能仓储，“软硬一体”

“双 11”“6·18”等促销活动带动快递量大幅增长。面对迅速增
加的业务量，传统仓库一度犯了难。

过去，工人推着搬运车在偌大的仓库里寻找、分拣货物，不
仅耗费时间长、人工成本也高。一旦碰上大促销，仓库里就会在
短时间内涌入大量的货物，工人工作量也会激增。不仅需要储存
更多的货，还要更快的出入库效率。为更好应对庞大的业务量，
传统仓库走上了数字化道路。

在广东省广州市，辛选广州智能云仓正在繁忙运转，以应对“双
11”的巨大作业量。这个仓库占地面积约4.7万平方米，相当于7个标
准足球场，整体分为存货区、发货区、耗材区和售后区，不同的订单
结构会自动分流到不同的区域。目前，该仓库峰值发货能力累计可达
120万单/天，峰值吞吐量1.2亿件/月，平均存货周转天数仅为20天。

啥是智能仓储？菜鸟物流有关负责人向本报记者介绍：“智能
仓储内的每一件商品在扫码入库后，都会有一个特定的‘身份证’，
仓库管理系统就会知道每一件商品的具体位置。当接到订单时，
系统会自动发出指令，由自动化机器人快速找到对应商品，再将
商品运送至拣货工人面前。”同时，仓库管理系统能够实时监测仓
库库存，指导仓库及时补货、调货。

智能仓储需要实现“软硬一体”。硬件是指智能仓库、自动搬运
机器人、自动分拣设备等；软件是指仓储管理系统、智能设备控
制系统等。通过软硬件相结合，提升出入库效率和准确率。

记者了解到，京东目前在全国范围内运营超1400座仓库。“亚
洲一号”智能产业园是京东物流运营的建筑规模最大、自动化程度
最高的现代化智能物流项目之一。通过在商品的立体化存储、拣
选、包装、输送、分拣等环节大规模应用自动化设备、机器人、
智能管理系统，实现了效率提升。

“货找人”，降本增效

机械手臂无人化作业入库，存储、搬运补货由AGV（智能搬运）
机器人托盘无人化操作，包材自动开箱、自动封箱、自动贴标、自动
扫描揽收……在江苏田园主义健康科技有限公司（简称“田园主义公
司”）的1.6万平方米高标准数智化、自动化无人仓里，这些都能实
现。

主营全麦面包等健康食品的田园主义公司，与菜鸟供应链合
作，拥有了全托管数智化供应链解决方案。菜鸟通过仓网规划、
自动化、销量预测、全渠道一盘货等仓配领域的合作，帮助企业
实时监控库存，降低备货周期和成本，提高资金周转率。

“田园主义公司生产的全麦面包对保质期有非常严格的要求，
自动化仓储系统能够保证其在存储、拣选、发货等全流程提升效
率，保证其在24小时内就可实现发货。”菜鸟有关负责人表示，目
前，田园主义公司仓内效率已提升20%；仅包装一项，每年就可节
省成本200万元。

从“人找货”到“货找人”，智能仓储真正实现了降本增效。密集
存储的立库、自动拣选的AGV机器人等自动化设备互相配合能够大
幅提升仓储、拣选效率。目前，菜鸟在江苏无锡运营着全亚洲规模
最大的无人仓，通过柔性自动化技术，率先实现了超过 1000 台
AGV机器人协同作业，可直接从存储区匹配订单发货，省掉了中间
环节，吞吐能力提高1倍多。

数字化、自动化设备的应用，在提升拣选效率的同时，也大
大降低了人工成本。尤其是在大规模密集存储、高位货架、危险
品仓储等不适合人工作业的场景中，“货找人”的使用场景非常丰
富。

一组数据充分展示了智能仓储的重要作用——
湖北周黑鸭企业发展有限公司在智能化整合改造前，仓库管

理无法实行先进先出原则，库存数据混乱，也无法实时查看、无
法监控库存数据；整合后，通过实现库存先进先出控制，库存准

确率提升至100%，废料率下降50%，拣货错误率降至1‰以下，现
场作业效率提升20%以上，总体出货速度提高1倍以上。

提高中小微企业渗透率

智能仓储应用广泛，但对数量庞大的中小微企业而言，智能
仓储的渗透率仍有待提高。

业内专家指出，使用智能仓储是中小微企业降本增效的好方
法，有助于企业实现更好发展。然而，部分中小微企业仓库占地面
积较小，业务量也比不上大型企业，若直接配备全链条数字化、自
动化设备性价比不高。对此，业内专家认为，这类企业可以选择单
环节智能仓储，在存储或分拣环节使用智能设备，同样能够满足其
降本增效的需求。

近年来，部分中小微企业已经走上了智能仓储之路。主营叉
车出口的新牛顿总经理仇一波对本报记者表示：“今年在国内市
场，公司的电动堆高车销量增长120%，搬运车增长130%，电动叉

车增长150%。其中大部分客户是中小微企业。”
除了场地和成本，运维也是不少中小微企业担心的问题。据

分析，中小微企业花钱购入智能仓储设备后，还需要保障其能够
迅速掌握设备的使用，为其提供良好的售后服务。然而，目前国
内市场上智能仓储产品更多追求“大而全”，中小微企业需要的则
是“小而美”，真正适配中小微企业的智能仓储产品和服务相对较
少。但这是一个趋势，随着技术进步、设备迭代，未来会有更多
中小微企业用上智能仓储。

为中小企业提供小型化、快速化、轻量化、精准化的产品和
解决方案，带动产业链供应链上下游中小企业协同开展数字化转
型……近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 《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指南》

（以下简称 《指南》），提出了一系列举措。包括：发展订阅式软
件服务，有条件的数字化转型服务商可面向中小企业提供免费试
用版服务；鼓励互联网平台企业、工业互联网平台企业、大型企
业、数字化转型服务商等面向中小企业的差异化需求，持续提升
产品服务针对性等。

随着政策措施的出台，将有更多中小微企业搭上数字化转型快
车，用上智能仓储，实现降本增效，获得更好发展。

从“人找货”到“货找人”——

仓库变“聪明”，货物“跑”得快
本报记者 徐佩玉

今年“双11”，快递小哥穿梭在城市乡村，忙着“送送送”。每年的“双
11”“6·18”等电商大促活动，都是快递业的旺季。

近年来，全国快递业务量快速增长，5年翻了1.7倍，而且快递的速
度、精准度也在不断提高。这其中，少不了高科技的功能。许多消费者发
现，下单不到1小时，相关平台已显示“您的订单已出库”。面对庞大的快
递业务量，传统仓库进行数字化革新，从“人找货”到“货找人”的智能仓储
模式，不仅提高了存储能力，也降低了相应成本。

▲江西赣锋锂业股份有限公司
依托云计算、AGV、大数据等先进
制造技术，建设智能化仓储系统。
图为不久前，万吨锂盐工厂智能立
体仓库中，工业搬运机器人自动搬
运物料。

凌厚祥摄 （人民视觉）

▶在浙江省湖州市德清县乾元
镇科宇智能冷链仓储基地，堆垛机
在零下 20 摄氏度的自动化立体仓储
内按照电脑指令将货物运送到指定
位置存放，效率比人工搬运提高 10
倍以上。

倪立芳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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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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的法例
健保現在更易負擔
保障家人健康

每5位客戶中就有4位能藉助財務補助
得到每月$10或更低收費的健保計劃。 

請於12月15日前報名投保。 

由美國衛生及公眾服務部資助 

報名投保      1-800-318-2596

新的法例。更低費用。更多人合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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