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紐約時報逾千員工罷工紐約時報逾千員工罷工2424小時小時 4040多年來首見多年來首見
（綜合報導）工會表示，超過1000名

美國 「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
）員工在今天午夜發動罷工，這是逾40年
來紐時第一次出現這樣的勞工行動。

法新社報導，工會說，在未能於新一
輪合約協商與公司達成共識後，紐時記者
與其他員工將罷工24小時。

代表罷工勞工的 「紐約新聞工會」
（NewsGuild of New York）之前指出，關
鍵癥結點在於管理階層拒絕依通貨膨脹水
準加薪。

工會今天一早推文稱： 「超過1100名
紐約時報員工現在正式停工，這是公司40
年來首次有這種規模的停工。」

紐 時 發 言 人 洛 迪 斯 ． 哈 （Danielle
Rhoades Ha）則透過聲明告訴美國媒體，
協商並未破局，而在 「我們還沒陷入僵局
時，他們就採取這類極端行動，令人失望
」。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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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st last week, hundreds of supporters and friends got together
at the Houston Post Oak Hotel to witness Texas Senator John
Whitmire make his announcement that he will run for mayor of the
City of Houston.

A group of Asian Americans, including Glen Gondo, Kevin Yang
and Hasu Patel were among the supporters of Whitmire in
attendance.

The position of mayor is such an important position for all of us.
The mayor is the one who can make many things happen in the city.
We believe with the experience that Senator Whitmire has, he will
fully understand the needs of our city, especially the crime and safety
issue.

The current Mayor Turner, because of term limitations, will step
down at the end of this year. He has been such a great mayor and
we have had a very good relationship with him in our community.

We are urging more Asians to participate in the political process,
not just for our community today, but also as well as for our future
generations.

1212//0707//20222022

Senator Whitmire Announces For Houston Mayor RaceSenator Whitmire Announces For Houston Mayor Race

曾經擔任德州參議員的資深政治家約翰
.惠邁上週在休斯敦最豪華的布斯奧大酒店
正式宣布角逐下任休斯敦市市長， 並且組
成了數百位由社區工商文化界組成之龎大助

選團， 為他募款打氣。
助選委員會主席由休斯敦商業鉅子火箭

隊老闆提尓曼佛蒂塔擔任， 當天捐款就有
數百萬美元。

惠邁在競選大會上宣佈， 他的政
見除了促進本市之經濟繼續繁榮之
外， 還將極力改善治安及清理市容
， 在他過去數十年之從政經驗之中
， 他最能瞭解市民之需要。
當天我們幾位華亞裔人士也參加了
助選之行列。
老實說， 市長選舉和我們是息息
相關， 他是我們的父母官， 在他的
職權內可以左右市政之大權。
現任市長特納因任期所限 將於今
年底退職 ，在他過去七年任期 ，和
我們社會之關係也十分良好。

市長選舉今年十一月舉行， 已有近十
位候選人正在躣躍欲試。

休斯敦市長選舉開跑休斯敦市長選舉開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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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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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澳洲即將組建第4支F-35戰機中
隊，這樣一來，澳洲皇家空軍將會有 96 架。
而坎培拉不僅是F-35買家，也是洛克希德馬
丁（Lockheed Martin）F-35的產業夥伴。澳洲
身為三級合作夥伴，砸下超過160億美元（約
4900億台幣），至少採購了76架。

然而，據《保加利亞軍事網》（Bulgar-
ianMilitary.com）和《歐亞時報》（The Eur-
Asian Times）報導，澳洲最初採購的興奮喜悅
早已煙消雲散。如今洛馬已交付54架F-35，
而澳洲政府預定 2023 年時，要讓它們都發揮
備戰力。不過，澳洲皇家空軍飛官執行 F-35
作戰任務的問題卻一一浮現。

澳洲資深記者圖希（Brian Toohey）痛批
，澳洲政府當初對採購4中隊F-35的建議。他
主張，坎培拉根本該針對F-35要求退費，甚
至怒嗆， 「一開始買這戰機，就是最大的錯誤
」。而其中有幾個原因，首先是維修費。

事實證明，澳洲每架 F-35 在空中的時間
，要比原先預計的少23%。而接下來3年，相
關趨勢還會持續。這意味F-35會在地面待更
多時間，也會提高維修
和保管費。而到 2053
年，澳洲必須為維修
F-35A 支付 110 億美元
（近3370億台幣）。

這時問題馬上就來
了，要是飛行時間減少
，意味著維修費會增加
，那要確保它們一直到
2053年都還能發揮戰力
，納稅人究竟還要掏出

多少錢。
而澳洲國防記者蓋洛威（Anthony Gallo-

way）則指出更嚴峻的問題，那就是F-35根本
不合用。就以中國為例， F-35的作戰半徑為
1,000 公里，澳洲要出動它們到南海，途中必
須加油，才能達到1,500 公里的最大作戰半徑
。而這意味萬一雙方爆發衝突，隨行的加油機
很容易成為目標。

此外，蓋洛威進一步分析，由於 F-35 在
戰鬥中，需要強制加速或減速，實際耗費的油
量更多，自然降低了作戰航程，因此實際航程
只有500公里。

而澳洲其他軍事專家也指出，所謂的 「超
音速」巡航選項並未反映現實。事實上，F-35
的1.6馬赫速度只能維持90秒，接著飛行員就
必須減速。而這些都是在沒有軍事衝突的狀況
下，才能辦到。

他們還說，澳洲買 F-35 徹頭徹尾是場災
難。例如，2013年以2.8億美元（約85億台幣
）買的頭兩架太舊，按照洛馬目前的配置，根
本沒辦法升級。

F35抗陸超難用 專家痛批
「最大錯誤」 力促澳要美退費

克羅埃西亞獲准成為申根區第27個成員 2023年生
(本報訊）克羅埃西亞今天獲准加入歐洲

的自由旅行區域 「申根區」（Schengen Area）
，但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仍被排除在外，因為
奧地利基於擔心無證移民而帶頭反對。

路透社報導，申根區成員國內政部長在布
魯塞爾結束緊繃的談判後，克羅埃西亞獲准加
入成為申根區第27個成員國。

自 2023 年起，民眾往來克羅埃西亞與申
根區其他國家時，就不用再停下來接受邊境檢
查。

申根區是全球最大的自由旅行區，被視為
歐洲整合的主要成就之一。

一名司機貝尼奇（Nenad Benic）今天在
布瑞加納（Bregana）排隊過境，準備從克羅

埃西亞入境斯洛維尼亞。他說這麼一來，旅程
和等待時間都將縮短。

歐盟內政事務專員約翰松（Ylva Johansson
）表示： 「致克羅埃西亞公民，歡迎，恭喜！
」

「致羅馬尼亞和保加利亞公民，你們值得
擁有申根區完整成員身分和自由移動的權利…
我跟保加利亞與羅馬尼亞公民同感失望。」

羅馬尼亞總理丘卡（Nicolae Ciuca）表示
失望，且會再次申請加入申根區。他說： 「我
們很遺憾，而且老實說，並不懂奧地利的執拗
立場。」

保加利亞外交部長也說會再度嘗試。

在台灣被許多人視為”護國神山” 的台積
電(TSMC)在國際時局詭譎多變, 兩岸情勢危急
之際, 來到美國亞利桑那州鳳凰城設立新廠, 成
為全球佈局的一部分, 當我們看到數百位台積
電的菁英人才攜家帶眷搭乘專機離開桃園機場
的情景時真是感觸良多, 他們這一走,將永別台
灣了嗎？

儘管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強調, 台積電根
在台灣, 而且會持續留在台灣布局半導體晶圓
先進製程, 張忠謀說,台積電到美國設廠有人忌
妒, 也有人羨慕, 但沒有”去台化”的問題。不
過當拜登總統在出席台積電鳳凰城晶圓廠移機
典禮時神采飛揚的說道:”誰說美國不能在高科
技製造業再次引領全球？這是我們”美國製造
”的偉大工程，也是美國高科技復興的希望,我
們正在證明美國可以成功!”

拜登彷彿把台積電當成了美國的公司, 他
更把”台積電”視為” 美積電”, 是鞏固美國
半導體業領導地位的重要一步, 他更企用” 美
積電” 做為對抗中國科技戰的致勝利器以讓美
國贏得21世紀的經濟競爭。

是的,台積電是引領全球最大的超高速微芯
片製造商，為電話、汽車、電腦和現代化生活
提供最重要的動力, 是人工智慧的核心, 此次台
積電豪氣投入400億美元到鳳凰城設場, 在佔地
450公頃的廠區將僱傭4000名長期僱員，創造
了2.1萬個工作職位,大大提振了當地皮軟的就
業率, 更使拜登在投入2024年總統大選中增加

了勝籌碼, 拜登老謀深算, 由於擔憂地緣政治的
影响, 他調整戰略,以種種優惠政策與懲罰措施
逆轉了企業將大部份美國半導體製造業務轉移
到亞洲的歷史趨勢, 更是想方設法,勢劫利誘把
”護國神山” 移到美國, 由於近來的晶片短缺
，美國國會兩黨在7月通過了《晶片與科學法
案》，提供總額達520億美元的一攬子補貼，
為此類工廠的建設提供更多資金，更強化了台
積電來美建廠的信心, 台積電告訴商務部由於
建設美國生產中心製造成本比台灣高出 50%，
再加上聯邦法規也提高了工廠的成本, 但美國
政府顯然給了台積電特別的優惠和獎勵, 才會
促成了這一次的圓滿設廠,完工後，兩家晶圓廠
每年將生產超過 600,000 片晶圓，一旦全面投
入運營，台積電在亞利桑那州的總產量將達到
每月 60,000 片晶圓,蘋果公司已承諾向台積電
美國工廠採購 iPhone 和 MacBook 芯片, 已讓台
積電吃下了定心丸。

俄烏戰爭後國際情勢丕變，導致《經濟學
人》雜誌稱台灣為“地球上最危險的地方”,由
於統一是中國既定的目標, 美國有心人士曾主
張當台灣成為中華人民共和國軍事威脅的目標
時，就應該炸毀台積電的晶圓廠, 美國政府甚
至將會在第一時間以專機把台積電尖端科技人
員接送到美國, 美國的自私自利, 罔顧台灣的安
危昭然若揭, 不過隨著台積電在美國設廠, 美國
也就沒有這樣的餘慮了, 沒有了護國神山,但願
天佑台灣!

【李著華觀點 : 神山移到鳳凰城
台積電腳落美國佈局全球--幾家歡樂幾家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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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企業和個人
最佳貸款方案

金城銀行以誠信、服務、創新、效率為宗旨，
提供客戶便捷、安全、多元化的金融產品與服務!

金城银行与您

Corporate Office
(713)777-3838

Harwin Branch
(713)777-3838

Sugar Land Branch
(281)491-3838

Legacy Branch
(972)517-4538

Richardson Branch
(972)889-3838

Alhambra Branch
(626)320-1938

Millbrae Branch
(650)745-1615

Tustin Branch
(714)338-5188

Rowland Heights Branch
(626)964-3400

S. California LPO
(714)368-3682

Cupertino Branch
(408)446-1196

N. California LPO
(650)418-7938

圖書館、劇院、足球場……
匈牙利關閉這些設施以節省能源

綜合報導 由於能源價格飆升，匈牙利不得不在冬季關閉圖書館、

劇院、遊泳池甚至是新建的足球場。

據報道，塞克什白堡(Szekesfehervar)雖然是匈牙利最富裕的城市之

壹，而且是由匈牙利總理歐爾班· 維克托(Viktor Orban)所屬政黨執政，

但現在也像其他許多城市壹樣，關閉了博物館、圖書館和劇院。

塞克什白堡市市長安德拉什·切爾· 帕爾科維奇(Andras Cser-Palkovics)表

示，本地新建的足球場可容納1.4萬人，為了節約支出，本月也已關閉。

“社區活動空間是構成城市的重要元素，沒有人會對節約措施感到

開心，但也承認這些措施的必要性，”帕爾科維奇說道。

據悉，下壹波匈牙利足球聯賽將於明年1月下旬舉行。帕爾科維奇

表示，依照計劃，這座2018年建成足球場將於明年1月中旬重新開放，

並補充說他已請求匈牙利甲級足球聯賽將新年期間的晚間賽事重新安排

時間，以節約球場取暖和照明的費用。

據歐盟統計局數據，匈牙利的通貨膨脹率在10月份達到21.6%，這

是自1996年來的最高水平，在歐盟中排名第三。雖然政府設定價格上限

保護民眾生活，但壹些商店和加油站已出現食品和燃油短缺。

布達佩斯自由派智庫Republikon Institute戰略總監安德裏亞· 維拉格

(Andrea Virag) 稱：“不斷上漲的能源費用，更多的通貨膨脹正在影響

到每壹個匈牙利人，他們會為這些經濟困難負責。”

在接下來的幾個月裏，有多少企業將被迫永久關閉還有待觀察。

國際金融論壇2022全球年會開幕
國際政要呼籲以合作應對多重挑戰

綜合報導 以“世界大變局：共生與重構”為主題的國際金融論壇

(IFF)2022全球年會以線上會議的方式舉行，與會的國際政要對目前全球

經濟出現的下行趨勢表示擔憂，呼籲各國應采取開放和務實的合作，攜

手 應對地緣政治、疫情、通脹、債務以及氣候變化等多重挑戰。

聯合國秘書長安東尼奧· 古特雷斯呼籲，要重塑發達國家與新興經濟

體之間的信任。“只要齊心協力，我們就能共克時艱，建設可持續、公

正和繁榮的未來。”

IFF聯合主席、韓國前總理韓升洙指出，壹旦技術和金融脫鉤就會給全球

帶來更大的損失，各國應重啟交往和對話，避免出現最壞的分裂局面。為此他

呼籲全球領導人以更加開放的胸懷，采取更多有利於全球福祉的行動。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總裁格奧爾基耶娃表示，IMF預測2023年的

全球經濟增長率為2.7%，但實際增長率有25%的概率會低於2%。2023年

，預計全球至少三分之壹的國家將陷入經濟衰退。

她呼籲政府通過財政政策支持困難家庭、加強社會保障體系建設，

刺激消費、推動經濟增長，認為適時調整疫情防控政策以減輕其對經濟

的影響將是保障及平衡經濟復蘇的關鍵。

新加坡國務資政兼社會政策統籌部長尚達曼表示，多極化世界的趨

勢不可逆轉，也是推動全球經濟回歸正軌的樂觀基礎。應以更開放的全

球性眼光，充分利用包括國際金融機構在內的多邊機構展開合作應對事

關各國共同利益的重大挑戰。

澳總理新冠檢測呈陽性
以色列研究稱疫苗副作用常為“心理作用”
世界衛生組織公布的最新疫情數據顯

示，截至歐洲中部時間5日17時46分，全

球新冠肺炎確診病例新增103680例，累計

641435884例；死亡病例新增313例，累計

6621060例。

大洋洲和歐洲：澳大利亞總理新冠檢
測呈陽性

據路透社報道，澳大利亞總理阿爾巴

尼斯發表聲明稱，其新冠病毒檢測結果呈

陽性，將在隔離期間居家辦公。

阿爾巴尼斯還在聲明中說：“我鼓勵任

何感到身體不適的人進行檢測，並采取其他

預防措施，以保持家人和鄰居的健康。”

報道稱，這是阿爾巴尼斯今年第二次

感染新冠病毒。

據俄羅斯衛星通訊社消息，俄羅斯防

疫指揮部表示，過去24小時，俄新增新冠

確診病例5667例，累計達21623268例；新

增死亡病例52例，累計死亡病例392283例

。

亞洲：以色列研究稱新冠疫苗副作用
常為“心理作用”

據報道，當天發表於期刊《科學報告

》的以色列壹項經過同行評議的研究稱，

新冠疫苗的副作用往往由心理負擔導致。

研究人員對750名以色列人就新冠疫苗

的態度及接種後的癥狀進行研究後發現，

對接種疫苗態度越遲疑的人，越容易感到

副作用。研究人員認為，這構成了壹種

“反安慰劑效應(nocebo effect)”，即病人

不相信治療有效，可能會令病情惡化。

研究人員表示，該研究提出了壹種可

能性，即讓人們意識到“反安慰劑效應”

的存在，就可以降低接種疫苗的副作用。

日本共同社報道稱，11月以來日本各

地疫情再次蔓延的勢頭顯著，專家指出

“正處於第八波的入口”。據日本廣播協

會報道，當地時間5日，日本新增確診病

例47621例，新增死亡病例117例。

據韓國中央防疫對策本部6日通報，

截至當天零時，韓國新增確診病例77604

例，累計確診27408854例。新增死亡病例

24例，累計死亡30793例，平均致死率為

0.11%。

美洲：輝瑞申請將升級版疫苗適用於
5歲及以下人群

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報道，美國輝

瑞公司與德國生物新技術公司5日發表聲

明稱，已向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申請將

升級版輝瑞疫苗作為5歲及以下人群的第

三針加強針。

聲明稱，呼吸系統疾病目前在5歲及

以下人群中高發，升級版輝瑞疫苗有助於

預防嚴重疾病和住院治療。

聲明介紹，升級版輝瑞疫苗可針對新

冠病毒原始毒株以及新冠病毒奧密克戎變

異株的新亞型BA.4和BA.5刺突蛋白更好

發揮作用。美藥管局今年10月已批準升級

版輝瑞疫苗作為加強針適用於5歲及以上

人群。

美國約翰斯· 霍普金斯大學最新統計

數據顯示，截至北京時間6日10時21分，

美國累計新冠肺炎確診病例超9902.3萬例

，累計死亡超108.1萬例。

歐盟對俄油限價施壓能否奏效

歐盟成員國日前就對俄羅斯海運石

油出口設置每桶60美元的價格上限達成

協議， 七國集團和澳大利亞也宣布與歐

盟實施同樣限價政策已經生效。

業內人士認為，該限價機制能否奏

效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主要產油國和國際

市場上買家的反應。若俄羅斯拒不接受

，並停止向執行限價的國家出口石油，

這壹強行幹涉市場的限價機制可能失效

，而且將給市場供給側帶來新的不確定

性，增加供應短缺和油價走高風險，本

已陷入能源困境、遭受高通脹和滑向衰

退邊緣的歐洲經濟和民生或再受重創。

限價效果遭質疑

根據這壹限價機制，如果俄羅斯向

第三方國家出售原油的價格高於上限

水平，那麼歐盟和七國集團的企業將

被禁止為俄原油運輸提供保險、金融

等服務。

按照協議，歐盟將每兩個月審查壹

次該限價機制運作情況，以應對市場變

化，確保價格上限比俄羅斯石油產品平

均市場價格至少低5%。歐盟理事會3日

發表公告稱，對俄羅斯石油實行價格上

限，將限制異常市場狀況推動的價格飆

升，大幅減少俄羅斯石油收入，減輕對

第三國能源供應的不利影響。

然而，業內人士普遍對該限價機制

能否奏效持質疑態度。比利時智庫布魯

蓋爾研究所能源政策專家西莫內· 塔利亞

彼得拉表示，每桶60美元的價格上限不

會對俄財政產生太大影響，這壹上限很接

近俄羅斯烏拉爾原油最近的市場價格。

巴黎智庫雅克· 德洛爾研究所能源專

家阮福永表示，該機制能否奏效，產油國

以及國際市場上買家的反應至關重要。

對於歐盟的限價措施，俄方明確表示

不會接受。俄羅斯副總理諾瓦克此前表示

，俄方不會向設置價格上限的國家供應石

油，無論價格上限是每桶60美元或任何其

他價格，都是對市場機制的幹擾。

俄羅斯國家能源安全基金總經理康

斯坦丁· 西蒙諾夫認為，設置價格上限是

旨在打擊供應商的機制。此舉不但不能

解決其面臨的能源短缺問題，反而將給

全球能源市場帶來壓力並制造混亂。

歐佩克成員國與非歐佩克產油國組

成的“歐佩克+”4日舉行第34次部長級

會議。此間媒體報道稱，不少與會官員

認為，西方對俄油限價不會達到很好的

效果，實施限價可能形成壹個“買方卡

特爾”。

增加供應短缺風險

俄羅斯聯邦委員會(議會上院)經濟政

策委員會副主席伊萬· 阿布拉莫夫3日說

，對俄石油設置價格上限將導致全球油

價大幅上漲。俄方不會遵從每桶60美元

的價格上限，也不會向對俄限價的國家

出售石油，只會出售給那些願意根據互

惠條件合作的國家。

上海石油天然氣交易中心油品事業部

總監張龍星對記者表示，歐盟既想限制俄

羅斯石油出口收入，又要防止俄羅斯石油

斷供。目前歐盟已出牌，後續要看俄羅斯

如何反制，如果俄羅斯激烈反應，自我減

產，則市場面臨斷供風險，油價將走高。

德國商業銀行預測，歐盟對俄油禁

運和限價可能會導致2023年初石油市場

明顯收緊，倫敦布倫特原油期貨價格或

在未來幾周回升至每桶95美元。

俄羅斯國家能源安全基金會首席分

析師伊戈爾· 尤什科夫認為，俄羅斯已經

明確表示不會向執行價格上限的國家出

口石油，這意味著俄對外出口可能減少

。在主要產油國決定維持既定減產目標

的背景下，全球供應會進壹步緊張，推

動油價繼續上漲，甚至可能達到每桶120

至150美元。

歐盟經濟恐遭反噬
觀察人士認為，目前歐洲面臨能源危

機、高通脹以及經濟衰退的巨大挑戰。限

價舉措如果引發俄方反制，進壹步改變能

源市場走勢，可能反噬歐洲經濟。

英國《經濟學人》雜誌日前刊文指

出，石油限價等西方對俄制裁措施並非

“靈丹妙藥”。作為世界主要產油國，

如果俄羅斯未來因西方限價而削減石油

出口，有可能導致全球油價大幅上漲，

歐洲最終將自食其果。

能源危機和高通脹正導致歐洲經濟前

景持續惡化。能源價格飆漲給歐洲工業帶

來沈重打擊，而隨著利率上升和經濟前景

不確定性增強，投資預期也在不斷減弱。

歐盟委員會近日發布的2022年秋季經濟預

測報告稱，歐盟、歐元區和大多數成員國

經濟預計在今年第四季度陷入衰退，明年

第壹季度經濟活動將繼續萎縮。

美國《華爾街日報》報道，相比天

然氣，石油市場全球化程度更高，若該

市場重演歐洲天然氣危機，則波及範圍

將更廣泛。石油限價對俄羅斯的傷害越

大，該機制的反噬風險就越大。

成交價或將達265萬元！
喬布斯親手編號的Apple-1被拍賣

綜合報導 近日，RR拍賣行宣布，

將在最近壹期的“Science and Technolo-

gy”（科學與技術）主題活動中，拍賣

壹大批蘋果相關產品，其中就包含了壹

臺喬布斯親手寫下編號的Apple-1。

據悉，這臺Apple-1 是壹臺“Byte

Shop”風格的設備，所有部件和配件都

是完整的，並且有著喬布斯親自寫下的

編號“01-00002”，極具紀念價值。

目前這臺Apple-1已經開始競拍，

據拍賣行預估，它的最終成交價格或

許會超過 37.5 萬美元（約合人民幣

265.5萬元）。

除了這臺Apple-1外，此次拍賣會

還將賣出壹個來自奧本大學的橄欖球，

它上面寫有該大學校友、現任蘋果公司

CEO蒂姆· 庫克的親筆簽名。

這個橄欖球的預估最終成交價為

1000美元（約合人民幣7080元）。



AA55美國新聞
星期五       2022年12月9日       Friday, December 9, 2022

R03-CHI AME中美酒樓56B_16

（綜合報導）美國聯邦眾議院今天表決通過2023財政年度
國防授權法案，法案授權在未來5年內提供台灣100億美元軍
事援助，其中包括協助解決美國對台灣的軍售延宕問題措施。

眾議院今天以350票贊成、80票反對，通過總額高達8580
億美元的2023財政年度國防授權法案（NDAA）。參議院預計
下週審議表決國防授權法案，若表決通過，法案將送白宮，由
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簽署後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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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據軍委會釋出的法案內容，國防授權法授權美國國務院

在2023年至2027財政年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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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lit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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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ngress）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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議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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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報導）美國前總統川普卸任後帶走大量政府機
密文件，他的律師團僱用獨立團隊，在佛州一處儲藏地點
發現了另外2份印有 「機密」字樣的文件。

美 國 有 線 電 視 新 聞 網 （CNN） 、 《 紐 約 時 報 》
（New York Times）、《華盛頓郵報》（The Washington
Post）等引述消息人士指出，川普委外的團隊在佛州西棕
櫚灘（West Palm Beach）一處儲藏地點發現了至少2份印
有 「機密」字樣的美國政府文件，迫使川普律師團向聯邦
調查局（FBI）通報。

川普被爆出卸任後將大批政府文件運往佛州海湖俱樂
部（Mar-a-Lago）別墅，在川普陸續繳回文件後，8月FBI
探員突襲搜索海湖莊園，另外取回超過300份機密文件。
10月美國司法部再通知川普律師團，認定可能還有機密文
件未歸還，司法部示警後，川普律師團決定委託外部團隊
進一步搜索。

知情人士透露，近期的這幾波搜索主要在感恩節期間
進行，外部團隊一共搜索川普紐澤西州貝德敏斯特（Bed-
minster）的高爾夫球俱樂部、紐約 「川普大樓」（Trump
Tower）、佛州一處辦公室、以及西棕櫚灘一處儲藏室，
團隊最終在儲藏室發現2份機密文件，律師團也立即通報
FBI並繳回文件。

報導指出，目前尚不清楚這2份機密文件的內容為何
，不過這間儲藏室是由美國聯邦總務署（General Services

Administration）於2021年7月替川普租下，主要保存川普
卸任美國總統後，團隊在另一間辦公室使用的物品，聯邦
總務署與川普員工花了約2個月時間將所有物品搬到儲藏
室，據悉裡頭有箱子、禮物、西裝及衣物，知情人士透露
，川普從未來過這間儲藏室，他也不認為川普身邊有任何
人知道儲藏室裡放了些什麼，川普顧問表示，並沒有依序
將儲藏室內的所有物品分門別類、列出清單。《紐約時報
》引述消息人士指出，2份機密文件是在其中一個密封的
箱子內找到的。

《華盛頓郵報》指出，再發現機密文件顯示川普不只
在海湖俱樂部放機密文件，同時也顯示他與團隊並未充分
配合政府要求，繳回所有機密文件。

這起事件尤其引人注目的地方在於，此次搜索是由川
普委託的外部團隊進行，《紐約時報》引述知情人士指出
，在司法部示警後，川普律師團內部開始爭論是否僱用外
部團隊進行搜索，其中川普不久前才委任的新律師基斯
（Christopher M. Kise）等人支持委外，另外部分律師不支
持，據悉這起風波導致基斯在團隊內的地位下降數周。

針對報導，川普發言人史帝芬．張（Steven Cheung）
發布聲明表示， 「川普總統及他的律師繼續保持合作及透
明」，不過他也指控美國司法部對川普及他的家人進行
「前所未見的無理攻擊」。

川普再被搜出機密文件 自己人抓包內幕曝光 美國麻州小鎮通過新法
無論男女皆可在海灘上空

女籃明星格林納獲俄釋放 拜登感謝阿聯促成換囚

（綜合報導）美國麻薩諸
塞州檢察長辦公室批准一項允
許任何人、無論性別，在南特
基鎮海灘都可上空的法律修正
案，推翻先前針對女性裸露處
以 300 美元（新台幣 9200 元）
罰款或最高3年監禁的規定。

美 聯 社 報 導 ， 南 特 基 鎮
（Nantucket）5 月召開鎮民會
議，以327票贊成、242票反對
通過海灘性別平等法律修正案
，但還必須通過檢察長辦公室
的審查，以確保這條法律修正
案沒有與州憲法牴觸。

檢察長辦公室6日公布裁決
時表示，南特基鎮有權選擇允
許在其海灘上從事哪些活動。

根據裁決書： 「我們批准

該鎮投票結果，即允許任何人
在南特基任何公共或私人海灘
上空，因為我們認為並沒有與
憲法牴觸。」

這條法律修正案由南特基
鎮的女性居民史托佛（Dorothy
Stover）提出，她向 WBZ-AM
電台表示： 「這真的是在糾正
錯誤，追趕上對男性來說已經
合法的事情，允許所有人在這
個空間可以裸上半身。」

這項法律修正案獲得批准
，也受到麻州眾議員費南德斯
（Dylan Fernandes）讚許。他說
： 「南特基海灘已獲正式批准
，允許男性和女性上空，這是
性別平等的一大勝利。」

美眾院通過國防授權法案美眾院通過國防授權法案
提供台灣提供台灣55年百億美元軍援年百億美元軍援

（綜合報導）在與俄羅斯進行換囚後，美國總統拜登今天
對全國發表演說，宣布女籃明星格林納已經獲釋，並感謝阿拉
伯聯合大公國促成換囚，但前美軍陸戰隊員惠蘭未在美俄換囚
協議中。

法新社報導，美國女籃明星格林納（Brittney Griner）從俄
羅斯監獄獲釋後，今天正在回家路上。莫斯科則證實以格林納
換回俄國軍火販子、在美國服25年徒刑的布特（Viktor Bout）
。

拜登（Joe Biden）稱 「她平安無事，在飛機上，正在回家
的路上」，還說已跟格林納談過話，而她在歷經 「恐怖折磨」
後，現在 「心情很好」。

另一名被拘留在俄國的美國人惠蘭（Paul Whelan）未能納
入這次換囚協議，拜登承諾會繼續嘗試讓他獲釋。惠蘭是前美
軍陸戰隊員，2018年在俄國被捕，並被控間諜罪名。

曾拿下兩屆奧運金牌的格林納因攜帶的電子菸匣含有大麻
油成分，2月17日在莫斯科機場被捕。8月4日，她因持有和走
私毒品罪遭俄羅斯法院判刑入獄9年。

拜登表示，格林納遭 「不公正拘留」、被關在俄國流放地
（penal colony）後，需要時間從 「不必要的創傷」中康復。

拜登在白宮作上述宣布時，格林納的同性妻子雪瑞兒
（Cherelle Griner）、副總統賀錦麗（Kamala Harris）、國務卿
布林肯（Antony Blinken）都在一旁。

雪瑞兒說自己心情激動，並形容妻子被囚的苦難是她 「人
生中最黑暗的時刻之一」。

拜登還公開感謝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協助 「促成」格林納獲
釋，阿聯則與沙烏地阿拉伯發布聯合聲明說，是這兩個阿拉伯
國家的領導人 「努力調解」的成果。

聲明提到，格林納與布特搭乘私人飛機飛往阿布達比
（Abu Dhabi），在阿聯與沙烏地人員在場的情況下進行換囚
。

拜登說，預期格林納24小時內就會回到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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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全民健保
(OBAMACARE)

美國全民健保
(OBAMACARE)

專營

免費咨詢，免費申請， 每月保費低至$0元
代理多家知名醫療保險公司
無需擔心之前病史被拒保，保險生效即可立即使用！

印尼展玉震後15天搜救繼續
總統佐科第三次視察災區

綜合報導 發生於印尼西爪哇省展玉縣的5.6級地

震進入第15天，災區搜救工作仍在繼續。

印尼搜救部門稱，因震區還有8人下落不明，已

兩次延長搜救期限，希望能找到失蹤者。災區重建工

作已同步進行。

當天，印尼總統佐科第三次赴展玉縣地震災區視

察。佐科視察了壹處異地搬遷安置點建設現場。在占

地2公頃的該安置點將新建200棟住房安置災民。

佐科說，印尼政府將根據地震部門的評估，對容

易再次受到地震影響地區的災民實施異地搬遷安置，

安置點也是根據地震部門的勘測、選擇較為安全的地

方。除了該安置點外，還將在其它安置點建設1600棟

住房安置災民。

佐科要求安置點所有新建房屋必須符合抗震

標準。印尼公共工程與住房建設部已完成抗震樣板

房設計。據印尼國家抗災署此前通報，此次5.6級地

震造成數萬棟房屋倒塌的壹個重要原因是震區房屋抗

震能力太低。

對不符合異地搬遷安置的受損房屋，印尼政府將

按輕度損壞、中度損壞和重度損壞分別給予1000萬印

尼盾(約4600元人民幣)、2500萬印尼盾和5000萬印尼

盾的補助，幫助災民修復或就地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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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級地震，震源深度

10公裏。截至5日，地震已造成334人死亡、數千人

受傷、8人失蹤。在地震中受損的房屋數量超3.5萬棟

，近11.5萬災民無家可歸，印尼救災當局設置了近

500個臨時安置點安置災民。

韓政府國會代表團啟程訪美
商通脹削減法案歧視性問題

綜合報導 據韓媒援引韓國產業通

商資源部消息，由政府人士和國會議

員組成的聯合代表團將於當地時間5

日抵達美國華盛頓，同美方就《通脹

削減法案》對韓系電動汽車的歧視問

題進行討論。

代表團由產業通商資源部通商交

涉本部長安德根、國會產業通商資源

中小風投企業委員會主席尹官石(共同

民主黨籍議員)、共同民主黨籍議員金

漢正和國民力量籍議員崔炯鬥組成。

韓國政府曾於上月4日和本月3日

向美方提交了針對《通脹削減法案》

減稅條款的意見，安德根此訪將基於

相關意見同美方探討消除韓方擔憂的

方案。

報道稱，代表團將請求美方在制

定實施細則的過程中充分考慮韓國政

府和企業的意見，以確保在美投資的

韓企能夠最大程度地享受減稅優惠。

此外，代表團還將與美國參議院

財務委員會、眾議院稅收委員會所屬

議員就《通脹削減法案》的修訂問題

進行討論。代表團將強調修法以消除

歧視性待遇的必要性，呼籲美國國會

盡快修改相關條款。

拜登今年 8 月簽署國會通過的

《通脹削減法案》，完成立法程序。

依據該法，美國政府將為主要生產環

節在美國境內完成的綠色產業提供高

額補貼，包括電動汽車及電池等相關

配件和技術的生產。美方聲稱該法旨

在緩解通脹、削減赤字，但分析人士

指出，美國此舉意在鼓勵本國及海外

企業將生產基地轉移到美國本土，為

美國企業爭取競爭優勢。

日本幼兒園虐童醜聞爆出新料：
涉事園長早知此事，還試圖隱瞞實情

綜合報導 靜岡縣壹所幼兒園日前爆

出的虐童案震驚日本。在涉事員工4日

被警方逮捕後，日媒5日又爆出新料：

涉事幼兒園園長早就知道虐童壹事，不

僅沒對此事進行處理，還試圖隱瞞實情

。據日本《朝日新聞》報道，日本內閣

官房長官松野博壹5日在記者會上表示

，對虐童事件感到“非常遺憾”。他強

調，日本政府將盡快采取措施防止類似

事件再次發生。

今年6月，靜岡縣裾野市櫻花幼兒

園的3名保育員，曾對1歲幼兒班的兒童

實施虐待，包括將兒童倒吊、用棍棒毆

打兒童等行為。事情曝光後，靜岡縣警

方於4日逮捕了這3名女性保育員。虐童

事件在日本社會引起廣泛關註。日本

TBS新聞網報道稱，涉事幼兒園的壹名

家長表示，“他們被逮捕真是太好了，3

名 保育員的臉令我感到非常厭惡。”

《朝日新聞》報道稱，5日上午，

裾野市市長村田悠前往該市警察署，

以櫻花幼兒園園長櫻井利彥涉嫌隱瞞

包庇為由提交了舉報信。舉報信稱，

10月下旬，櫻井讓幼兒園全體工作人

員簽署不對外泄露虐童事件的承諾書

，試圖隱瞞事實。不過，據日本廣播

協會電視臺（NHK）此前報道，櫻花

幼兒園方面辯稱，簽署承諾書旨在保

護個人隱私，而非要求員工不對外透

露虐待兒童事件。

NHK報道稱，村田悠5日在記者會

上表示，“虐童事件不僅是3名保育員

的問題，也是幼兒園負責人的問題。幼

兒園園長讓所有人寫保證書的行為是十

分惡劣的。”但也有批評者稱，裾野市

政府8月下旬就掌握該幼兒園虐待兒童

的實情，卻推遲到11月才對外公布。

對此，村田悠稱，“市政府的應對措

施有很大問題，應該命令幼兒園向家

長們說明情況。”村田悠還表示將削減

自己2個月薪資、副市長1個月薪資以示

懲戒。

在日本社交網絡上，有網民批評

稱，“正是因為保育員、園長以及市政

府相關負責人的失職，才導致虐童這種

悲慘事件發生。”此外，也有部分網民

認可裾野市市長的舉報行為，認為他在

虐童問題上的做法值得肯定。

這壹虐童事件在日本並非孤例。日

本厚生勞動省 9月發布的數據顯示，

2021財年，日本各地兒童保護專業機構

——兒童相談所共處理超過20.7萬起虐

待兒童事件，為1990年開始統計以來新

高，且連續31年增加。

日
本
將
首
次
在
福
島
縣
外

進
行
去
汙
土
壤
再
利
用
試
驗

綜合報導 據報道，關於福島縣內實施

去汙後的土壤，日本環境省計劃在埼玉縣所澤

市的“環境調查研修所”實施再利用實證試驗

，以確認凈化後的土壤是否能回收利用。

據報道，這是首次將去汙土壤帶出福島

縣進行試驗，尚未確定能否獲得周邊居民的

理解。該省將於16日召開居民說明會，表示

“實證試驗內容將在說明會後公布”，但尚

未透露去汙土壤運量和實施時間。

環境省8月在福島縣的過渡性貯藏設

施(大熊町、雙葉町)對土壤進行分類，計

劃把放射性物質銫活度確定在壹定數值以

下的去汙土壤運往縣外，嘗試覆上其他土

壤，建造廣場、花壇和停車場。環境省將

在施工時和使用時檢測周邊的輻射強度以

確認安全。

環境省向所澤市政府謀求合作，已就

召開居民說明會獲得同意。所澤市的負責

人表示：“確保安全性以及獲得居民的理

解 是實施的前提。”

根據法律規定，福島縣的去汙土壤最晚到

2045年將運至縣外進行最終處置。

2011年3月11日，日本東北部海域發

生9.0級地震並引發特大海嘯。受地震、海

嘯雙重影響，福島第壹核電站大量放射性物質泄漏。2021

年4月13日，日本政府正式決定將福島核汙水經過濾並稀

釋後排放入海，但這壹決定遭到國際社會廣泛質疑和反對

，在日本國內也引發強烈擔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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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舍和學校疫情
◆18間安老院舍及9間殘疾人士院舍共呈報47名院友及5名員工確診，64名院友被列為
密切接觸者
◆920間學校合共呈報2,100宗個案，涉及1,759名學生和341名教職員，18間學校共18
個班級需停課7天

變異病毒
◆本地懷疑BA.4/BA.5個案佔比66.8%，BA.2.12.1個案佔比為0%
◆輸入個案新增1宗XBB及1宗BQ.1.1亞系變異病毒個案；本地個案新增3宗XBB及3
宗BQ.1.1亞系變異病毒個案

醫管局概況
◆3,201名確診者留醫治療，當中479人是新增確

診者
◆新增呈報17名危殆病人及17名嚴重病

人；目前合共有77名危殆及87名嚴重
病人，其中21名危殆病人正接

受深切治療

7日疫情
•本地感染：11,278宗
•輸入個案：703宗
•新呈報死亡：22人
•第五波累計死亡：10,651宗

新增總
確診個案：

11,981宗

資料來源：
香港醫管局、

香港衞生防護中心
整理：香港文匯報

記者 文森

確診增萬二宗 八個月新高

老友團進團出 笑容遮不住
院長籲外遊准嘗美食紓解情緒低落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正受新冠疫情
及流感夾擊，公院服務開始受壓。香
港醫務衞生局局長盧寵茂及副局長李
夏茵7日在香港醫管局主席范鴻齡和
行政總裁高拔陞陪同下視察聯合醫
院、明愛醫院和威爾斯親王醫院的

急症室和病房，了解公立醫院的應變
措施。盧寵茂表示，香港醫管局已聯
同各醫院聯網制定了整體應對措施，
預留足夠資源，按需要開設臨時病床
及作出人手安排，加強高峰期間的病
人服務，以確保及時處理緊急重症服

務，亦減少非緊急服務受影響。
“我亦要求醫管局加強把關，與院舍
合作減少非必要入院的個案；繼續加
強與私家醫院合作，轉送合適的病人
往私家醫院繼續接受治療，減低公營
醫療體系的負擔。”

盧寵茂考察救治重症安排

◆◆蘇女士蘇女士

新冠疫情下，
長期“禁足”於院舍
內的長者們7日終於
可以外出走走看看。
一名年輕時經常旅行
的89歲長者表示，

對能夠外遊感到心情雀躍，非常開
心，“平時在院舍內不能外出，感到
沉悶，好似坐監一樣。”有長者則可
惜家屬因工作原因不能陪同遊玩，期
盼下次與家人同遊，玩得更盡興。
89歲的鄭先生年輕時經常“四周

圍去旅行”，曾去過香港多個景點及
內地多個城市，年紀大了之後女兒星
期六日亦會駕車帶他去兜風外遊，但
新冠疫情爆發後，家屬不能輕易探
訪，院友亦不能外遊，即使有外遊亦
是不能落地的“遊車河”，令以往經
常外遊的他非常不習慣，“平時成日
困在院舍內，不能外出好似坐監一
樣，好悶。”
鄭先生十分期盼可以外出活動，即

使只是外出呼吸新鮮空氣，看看社會的
新環境都覺得非常好。參與7日的外遊

活動以及導賞活動，還可以購物，節目
內容豐富，是令他難忘的一天。

80多歲、須拄枴行走的梁女士，
落車後就直呼“吹風好舒服”。她說，
今次可以落車“行下運動下”，又可以
參觀景色，聽導遊介紹景點，心情愉
快、精神放鬆。她說，平時在院舍內，
職員雖然也會安排部分活動予院友解
悶，但樂趣始終不及落地外遊。

梁女士表示，距離上次自己參加
這樣的“落地外遊”已經約有3年光
景。“可惜家人由於工作原因，未能
陪同，期望下次的外遊活動能夠與家
人一起來玩，肯定會更加開心。”

90歲的蘇女士未入住院舍前經常
與女兒去旅行，曾到澳門、拉斯維加
斯等地遊歷，但入住院舍後就甚少外
出，“今日（7日）不知幾開心！入
住（院舍）3年以來，除了疫情前參
觀過新建的戲曲中心，便沒有再外
遊，平日的遊車河亦沒有經常參
加。”她期望日後能夠參加更多類似
的外遊活動，“出來放風都好。”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弦

“心情雀躍精神放鬆不知幾開心”7日天氣晴朗，院舍“蔚耆苑”近20位長者在義
工、職員的陪同下興致勃勃出遊。一行25人

組成小型旅行團，乘坐租用的旅遊巴前往大埔綠匯學
苑參加導賞活動。香港文匯報記者隨團出行，直擊老
友記的外遊過程。義工及職員於出發前，慢慢攙扶每
位長者上車坐穩，並放妥他們的輪椅。上了車等候出
發的長者們，都期望立即到達目的地，滿臉都是口罩
遮不住的笑容。

3年多來首次落地外遊
在行車過程中，長者們目不轉睛看着外面的景

色，興奮地談論自己曾去過的馬場等景點。負責該次
活動的司徒小姐在車上講解目的地相關
內容，並提醒長者們外遊需要留意的事
項，包括在活動過程中必須跟隨政府防
疫規定，全程不能飲食及脫口罩。長者
們爭先回答司徒小姐的提問，並各自踴
躍發表意見。

司徒小姐表示，該院舍於兩三個月
前曾安排過不能落車的“遊車河”活
動，今次是3年多以來首次落地走動的
外遊活動，“上次外遊是2019年3月去
西貢，長者們期待外出已久，因此今次
活動接受報名不久，20名參加者的名
額便火速滿額，惟今日（指7日）臨時
有兩名長者不舒服沒法外出。”

蔚耆苑院長蔣女士表示，該次活動

籌備約3個月，中途需要了解社署的政策指引，每個
環節都必須符合要求，“曾經想過安排長者落地食
嘢，不過由於社署表示不能飲食而剎停。”

氣溫驟降曾想過停辦
被問及籌備是次活動的難度，蔣女士表示，長者

的身體狀況、家屬是否同意、是否打齊針都是需要考
慮的因素，尤以長者的健康為先，特別是現時進入秋
冬季節。院舍曾想過停辦這個活動，“因為前兩個星
期天氣驟凍，擔心長者受涼，好在天公作美，近日的
中午溫度適宜，因此可以出遊。”

蔣女士表示，院舍長者已經困於院舍3年，情緒
低落，感覺眼前都是灰暗的，認為疫情
下自己備受各樣限制，家屬不能輕易探
訪，亦不能落地外遊。長者出遊活動可
以讓長者外出呼吸新鮮空氣，見到外邊
的景色以及社區狀況，讓他們的心情會
變得更開心快樂、心扉敞開。

蔣女士坦言，時隔3年，院舍第一
次在疫情下安排院友出遊，難免會有甩
漏，今次就沒有提前預備好長者們的針
卡資料給綠匯學苑，下次職員會準備得
更完善，提前與對方協商需要準備什麼
資料，又希望日後，院友們以“團進團
出”的方式出遊時，可以放寬予他們在
過程中飲食，“可以食嘢，他們就會更
加開心。”

新冠疫情爆發至今近3年，為保障體弱長者的

健康，院舍的家屬探訪及長者外出活動持續受限

制，但院友長期被困於院舍中，影響身心健康。

由上月14日起，香港社署准許院舍以“團進團

出”的閉環方式，安排院友集體外出。香港文匯

報7日直擊一間老人院舍18名院友，在3年多以

來首次“出關”參觀綠匯學苑，長者們滿臉都是

口罩遮不住的笑容。該院舍院長表示，長者長期

困在院舍內難免沉悶、心情低落，“團進團出”

外遊使他們有機會伸展筋骨，唞唞新鮮空氣，整

個人變得精神開朗。該活動運作初期全程禁止進

食，院方期望運作順暢後可以帶長者品嘗美食，

讓他們出遊時更開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弦

�	
◆◆鄭先生鄭先生

香港文匯報
記者萬霜靈攝

◆◆梁女士梁女士

◆蔚耆苑院長蔣女士。
香港文匯報記者萬霜靈攝

◆外遊過程中，長者與義工快樂拍照留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萬霜靈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香
港單日新冠確診個案重上萬宗以上
水平，7日錄得11,981宗個案，是
自3月24日以來新高。目前，有
3,201名確診者留醫治療，479人為
新增確診者，其中有1,559名確診
者仍需使用隔離病床，約佔隔離病
床56%。特區政府宣布擴大復必泰
二價疫苗使用範圍，18歲或以上人
士可預約接種二價疫苗作為第三
劑，本月16日起可預約作第五劑。
特區政府已安排外展醫護團隊到安
老院和殘疾人士院舍，為院友接種
復必泰二價疫苗。

7日輸入個案高達703宗，佔
整體個案5.87%；相比同日16,950
名機場入境人次，比率為4.15%，
較7天平均比率4.01%略高。新增

22名患者死亡，其中2人為公眾殮
房呈報個案，7天平均死亡率略降
至 0.164% ， 整 體 死亡率維持
0.50%，累計死亡人數為 10,864
人。港大醫學院的香港本地個案即
時有效繁殖率最新為1.183，即一
名患者可傳染多於一人，正再次從
低位回升，顯示疫情升勢未止。

第三四針可選二價疫苗
內地7日宣布放寬防疫措施，

一般場所無須掃健康碼、以快測代
替核酸檢測。香港大學醫學院生物
化學系教授金冬雁表示，內地放寬
檢疫恰當，香港亦可參考內地的新
做法，強檢用快測代替核酸檢測，
惟香港目前仍有11萬長者一針未
打，對社區或有風險，故仍應維持

實施“疫苗通行證”的安排，至長
者三針接種率達九成以上。由於早
前抵港的二價疫苗對新變種病毒
有更強、更廣的抵抗力。特區
政府7日宣布，衞生署轄下
聯合科學委員會早前建議，
已接種最少兩劑新冠疫苗
的18歲或以上的人士可
接種二價疫苗作為第三
針。政府接納委員會建
議宣布，市民明天起於
網上預約接種第三或第
四劑疫苗時，可選擇二
價疫苗，已預約的市民
亦可即場要求改為接種二
價疫苗。另外，本月16日
起會為已接種第四針超過
半年的市民打第五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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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輕症者允居家 禁臨時封控減核檢
國家衞健委：“新十條”主動優化防疫 將加快完善入境措施

感染者解除隔離

感染者上報

感染者發現
渠道一：核酸檢測“十混
一”後，經過上門核檢判定
為陽性

渠道二：出現發熱、咳嗽等
症狀後，抗原自測發現陽性
感染

最近兩周，北京已有社區陸續允許輕症及無
症狀感染者居家隔離，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多位
人士，梳理目前北京居家隔離流程如下：

情況一：自願上報社區，由
社區進行登記報備，輕症及
無症狀感染者居家隔離

情況二：感染者如出現較嚴重
症狀，或有較嚴重基礎病，由
社區上報，再由上級部門決定
後，派單轉運至定點醫院就醫

北京感染者居家流程表北京感染者居家流程表 關於抗原運用
◆根據防疫工作需要可開展抗原檢測。要求縣級以上醫療機構加強抗原試劑的準備。

關於核酸檢測
◆不按行政區域開展全員核酸檢測。對高風險崗位從業人員和高風險區人員按照有
關規定進行核酸檢測，其他人員願檢盡檢。

◆除養老院、福利院、醫療機構、託幼機構、中小學等特殊場所外，不要求提供核
酸檢測陰性證明，不查驗健康碼。重要機關、大型企業及一些特定場所可由屬地
自行確定防控措施。

關於長者注射
◆加快推進長者新冠病毒疫苗接種，聚焦提高60-79歲人群接種率、加快提升80
歲及以上人群接種率，作出專項安排。

◆通過設立長者綠色通道、臨時接種點、流動接種車等措施，優化接種服務。要
逐級開展接種禁忌判定的培訓，指導醫務人員科學判定接種禁忌。

◆針對長者接種疫苗，將完成基礎免疫後進行第一劑加強的時間從6個月調整到
了3個月。

關於高風險區
◆按樓棟、單元、樓層、住戶劃定高風險區，不得隨意擴大。連續5天沒有
新增感染者的高風險區，要及時解封。

關於人員流動
◆不再對跨地區流動人員查驗核酸檢測陰性證明和健康碼，不再開展落
地檢。非高風險區不得限制人員流動，不得停工、停產、停業。

關於分級分類管理感染者
◆輕症、無症狀感染者，基礎性疾病較穩定的，以及高齡、行動不
便的感染者居家。有重症高風險因素的患者，定點醫院收治。就
醫中發現的陽性感染者，按專科疾病救治。

關於就醫環境
◆要擴容發熱門診；在發熱門診，通過鑒別一旦發現有
陽性感染者，按照分級分類的原則進行下一步救治；
綜合醫院和專科醫院都要優化診療流程，同時設立

陽性感染者緩衝區域，以保證這部分患者得到及
時治療。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凝哲

確認核酸或抗原陽性後，在5天-7天後自測抗原，如呈陰性即可解
除隔離

中國最新防疫措施調整速讀中國最新防疫措施調整速讀
按照國家衞健委對於感染者的分級

定義，“無症狀感染者”是指新
冠病毒病原學檢測呈陽性但無相關臨
床表現者。

陽性最快7天“解禁”
“新十條”規定，按樓

棟、單元、樓層、住戶劃定高
風險區，不得隨意擴大到小
區、社區和街道（鄉鎮）等區
域，不得採取各種形式的臨時封控。在隔
離方式方面，“新十條”規定，感染者要
科學分類收治，具備居家隔離條件的無症
狀感染者和輕型病例一般採取居家隔離，
也可自願選擇集中隔離收治。居家隔離第
6、7天連續2次核酸檢測Ct值（大於或者
等於）35解除隔離，病情加重的及時轉定
點醫院治療。具備居家隔離條件的密切接
觸者採取5天居家隔離，也可自願選擇集中
隔離，第5天核酸檢測陰性後解除隔離。

在核酸檢測方面，“新十條”規定，
不按行政區域開展全員核酸檢測，進一步
縮小核酸檢測範圍、減少頻次。根據防疫
工作需要，可開展抗原檢測。除養老院、
福利院、醫療機構、託幼機構、中小學等
特殊場所外，不要求提供核酸檢測陰性證
明，不查驗健康碼。不再對跨地區流動人
員查驗核酸檢測陰性證明和健康碼，不再開
展落地檢。

非高風險區不得停工
“新十條”還規定，非高風險區不得限

制人員流動，不得停工、停產、停業。嚴禁
以各種方式封堵消防通道、單元門、小區
門，確保群眾看病就醫、緊急避險等外出渠
道通暢。沒有疫情的學校要開展正常的線下
教學活動，有疫情的學校要精準劃定風險區
域，風險區域外仍要保證正常的教學、生活

等秩序。
“進一步優化措施是為了最大程度保障

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最大限度減少疫
情對經濟社會發展的影響”，國家衞生健康
委副主任李斌表示。梁萬年強調，目前變異
株致病力和毒力明顯減弱，全人群疫苗完全
接種率已超過90%，民眾健康意識和健康素
養明顯提升。通過加強全人群特別是老年人
群免疫接種，加強藥物和醫療資源的準備
等，進一步提升防控能力，為今後繼續優化
完善防控策略和措施、最終戰勝疫情提供條

件和保障。
梁萬年強調，中國一直在密

切關注病毒和疾病的變化，邊防
控、邊調整、邊加強能力建設，一
直在研究防控策略調整的條件，持續
因時因勢動態優化防控策略和防控措
施，再尋找最佳的防控方案。此次“新十
條”主要是針對國內各地的疫情防控，官
方強調，對於入境人員管理等外防輸入的措
施，中國將依法依規、逐步推進、加快推
進，進一步優化完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

報道）中國優化防控措施“小步快

走”再有進展。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7

日發布《關於進一步優化落實新冠肺

炎疫情防控措施的通知》（下稱“新十條”），明確中國無症狀感染者和

輕型病例一般採取居家隔離；不再對跨地區流動人員查驗核酸檢測陰性證

明和健康碼，不再開展落地檢；不得採取各種形式的臨時封控等。“這次

的優化並不是完全放開不防”，國家衞健委疫情應對處置工作領導小組專

家組組長梁萬年昨日就此表示，這是主動優化而不是被動的，優化措施將

更好適應疫情防控的新形勢和新冠病毒變異株的新特點，進一步提高疫情

防控的科學性和精準性，使防控更具可操作性和針對性。國家衞健

委強調，不斷優化完善防控措

施，將逐步加快推進入境人員管

理等外防輸入措施的優化完善。

穩步復常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凝哲

列數據釋疑解惑列數據釋疑解惑 讓長者安心打針讓長者安心打針

◆◆““新十條新十條””規定不按行政區域開展全員核酸規定不按行政區域開展全員核酸
檢測檢測。。圖為廣州天河一核酸採樣點近日停用圖為廣州天河一核酸採樣點近日停用，，
街上人氣有序恢復街上人氣有序恢復。。 中新社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記者劉凝哲及澎湃新聞
報道，7日下午舉行的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召開
新聞發布會，針對中國民眾非常關心的老年人疫
苗注射安全性問題，國家衞健委專家列舉了詳細
數據釋疑解惑，期望在推進加快接種的過程中讓
民眾安心。國家衞生健康委科技發展中心主任、
疫苗研發專班工作組組長鄭忠偉在回答記者提問
時說：“在這裏，我可以再告訴大家，黨和國家
現職領導人都接種了新冠病毒疫苗，而且接種的

都是和普通老百姓接種的一樣的國產新冠病毒疫
苗。”

慢性病不是打針的絕對禁忌
“中國的新冠病毒疫苗非常安全，接種以後

獲益遠遠大於風險。”鄭忠偉說，中國疾控中心
通過對中國已經開展接種的超過34億劑次、超過
13億人的不良反應監測發現，中國新冠病毒疫苗
的不良反應發生率與我們常年接種的其他一些疫

苗相當，而且老年人的不良反應發生率還略低於
年輕人。

鄭忠偉進一步指出，中國已經累計向全球
120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提供了超過22億劑次的
疫苗。從報道當中也可以看到，有30多個國家的
元首、政府首腦、政府官員帶頭接種中國的新冠
病毒疫苗。“按照我們不完全統計，全球60歲以
上老人接種中國的新冠病毒疫苗已超過10億劑
次，都非常安全。”他並指出，黨和國家現職領

導人接種的都是和普通老百姓接種的一樣的國產
新冠病毒疫苗。

針對長期病患者的擔憂，鄭忠偉也明確回
應，糖尿病、高血壓等慢性病不是新冠病毒疫苗
接種的絕對禁忌，只要這些慢性病控制得好，處
於穩定期，都可以接種新冠病毒疫苗。鄭忠偉
說，在官方下發的加快推進老年人新冠病毒疫苗
接種的方案裏，也確定了4種不能或者暫緩接種
的一些情況，“對於老年人來講，只要滿足條
件，一定要加快接種新冠病毒疫苗，做到應接盡
接，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保護自己的身體健康和
生命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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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放寬跨區流動 商務人士大讚便利
無需陰性證明掃碼及落地檢 深圳北站各檢測點已陸續拆除

穩步復常

機場

“新十條”指出，不再對跨地區流動人員
查驗核酸檢測陰性證明和健康碼，不

再開展落地檢。除養老院、福利院、醫療機
構、託幼機構、中小學等特殊場所外，不要求
提供核酸檢測陰性證明，不查驗健康碼。

“不用擔心因防疫影響項目進度了”
“有了新措施，再也不用擔心核酸結果未

出，或者因核酸結果超時而無法乘機了。”在
深圳一科技企業任項目經理的溫先生是個“空
中飛人”，常年要跟着項目來往各地，平均每
個月飛2-3次，最頻繁的8月份飛了5次。

溫先生苦笑說，頻繁的出差，讓他熟練掌握
了快捷查詢北上廣深杭等多地防疫措施的方法。
“在計劃出差前，不僅要查當地機場、酒店、社
區的落地政策，還要了解各地的管控要求是什
麼，都確定清楚了，才能決定項目能不能出差，
還得做好一旦措施變化，導致在外滯留，將如何
應對。”溫先生表示，他的項目有時會需要協調
全國各地的客戶參加，還得去落實每一個人的出
發地所在的區，再了解防疫方面的措施，會耗費
非常多的時間。“之前就有客戶，上飛機前核酸
結果未出，不得不改簽機票。”

溫先生說，他這個月還要去天津和山東出
差，“新十條”不再對跨地區流動人員查驗核
酸檢測陰性證明和健康碼，不再開展落地檢，
對他的工作和出行都將是非常大的利好。“至

少不用再擔心會因為防疫措施而影響項目的進
度和實現業績目標了。”

“終於可以自由回家了”
“聽到消息大家都很高興，終於可以自由

回家了。”在廣州從事物流工作的彭先生，每
周都要返回深圳，此前受廣州疫情影響，經歷
了一次閉環轉運居家健康監測，周末的兩天輪
番接到社區、疾控流調中心的電話問候，為了
不影響家人，他已經半個多月住在廣州。“這
次政策真是超預期，執行力太強了。不過出門
在外還是要多注意，戴好口罩，做自己健康的
責任人。”

“今後商貿交流會更方便”
香港文匯報記者從深圳北站了解到，“新十

條”發布後不久，車站就接到了停止對購票、乘
車和進出站的乘客查驗48小時核酸證明的通知，
隨後各出站口核酸檢測點陸續拆除、搬離，牆上
貼着的核酸查驗標語也被工作人員撕了下來。晚
上6時許，剛從武漢出差抵深的乘客孫小姐從B
站口出站，沒有被要求做“落地檢”，直接就可
以搭出租車離開。她直呼自己太幸運，趕上了新
政落地。“疫情期間最怕到北京、深圳出差，防
疫要求特別嚴格，增加了非常多的工作量。”孫
小姐稱，相信各地會很快落地新政，今後的商貿
交流工作開展起來就會更方便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圳

報道）12月7日，中國國家聯防聯控發

布《關於進一步優化落實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措施的通知》（以下簡稱“新十

條”），提出進一步優化核酸檢測，不

再對跨地區流動人員查驗核酸檢測陰性

證明和健康碼，不再開展落地檢。當天

傍晚，深圳北站出站口的“落地檢”核

酸檢測點就拆除完成，牆上的查驗核酸

標語也被撕下。對於“新十條”，商務

出行人士大讚便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郭若溪深圳報道）
“新十條”消息發布後，多家線上旅遊平台機
票瞬時搜索量猛增，攜程平台上的機票瞬時搜
索量猛增160%，春節前夕即2023年1月16日
至21日的機票搜索量暴漲至三年以來最高點。
馬蜂窩平台內海南、雲南、福建等冬季熱門長
線旅遊目的地搜索量大幅上漲。其中，“三亞
度假”搜索熱度上漲450%，“西雙版納攻略”
上漲366%。去哪兒平台機票瞬時搜索量增長7
倍，熱門目的地為三亞、成都、廣州、上海、
重慶、哈爾濱、長春，出發時間是春運期間的
機票搜索量達疫情前水平。火車票搜索量增長5

倍，熱門目的地前五名分別為成都、長沙、鄭
州、武漢和重慶。

攜程研究院戰略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沈佳
旎認為，“新十條”發布後，將進一步弱化出
行的不便利因素，顯著釋放流動性。年關將
至，本次政策還將對期盼了許久回家過年的人
們起到明顯刺激作用，因此今年的元旦和春節
旅遊市場或將成為旅遊市場三年以來最重要的
轉折點。同時，由於各地對政策還需要一定的
落實期，遊客的出行信心完全恢復也需要周
期，預計短期內將從旅行預訂的角度看到市場
逐步走強態勢。

連日來，中國疫情
防控優化調整穩步推進，
中央最新發布的防疫優化
“新十條”更加開放和具
有前瞻性，為後續政策走
向一錘定音。除特殊場所

外不再查驗健康碼，對於跨地區流動不再開展
落地檢，重要機關、大型企業等可由屬地自行
確定防控措施……這些措施每一條都是重大突
破，為人員流動、消費、復產復課解除“枷
鎖”，極其有利於促進消費復甦和經濟社會生
活恢復正常。

而在前一天，有風向標意義的中央政治局
會議召開，分析研究2023年經濟工作。與7月
底的政治局會議相比，這次政治局會議公報中
針對疫情防控的政策表述已有明顯變化，會議
提出2023年更好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
展，推動經濟運行整體好轉。

政治局會議為明年經濟工作定調，釋放
穩增長的重要信號，穩增長居於明年經濟工作
首位，財政政策再提“加力提效”，貨幣政策
要“精準有力”，並且要“大力提振市場信
心”，指明明年政策加碼發力，財政積極力度
或加大，結構性貨幣工具有望加量，提振市場
信心的實質性舉措後續有來。

香港文匯報記者梳理公開報道，多個省
份近期密集召開高級別穩經濟專題會議，部署
年底重點工作，並要求多措並舉、多管齊下為
進一步鞏固經濟恢復向好基礎增添新的動力，
力爭實現全年最好結果，更提前謀劃2023年
工作，瞄準重大項目和產業加快推進，搶佔先
機。廣東、浙江、河南多個大省黨政“一把
手”近日紛紛召開企業座談會，面對面聽取企
業建議，助企紓困提振企業信心，盡最大可能
降低疫情影響。

更多地方拿出針對性措施穩外貿、促消
費。浙江、四川、福建等省市近日紛紛包機組
織外貿企業飛赴國外開拓市場，搶奪國際訂
單，預示國際商貿活動將逐步復甦。北京則發
布助企紓困12條措施，拉開新一輪地方穩增長
政策發力的序幕。

最新發布的11月出口同比下降8.7%，降
至2020年3月疫情爆發以來最低，明年外需可
能繼續走弱，房地產行業尚未企穩，大疫三年
經濟下行的慣性或許仍在。2023年是中國邁向
後疫情時代之年，也是全面貫徹落實中共二十
大精神的開局之年，而今防疫政策優化調整正
在朝着鼓舞市場的方向推進，隨着優化調整的
切實落地，中央及地方更要通過更有力的政
策，更大步的改革，確保市場各方恢復信心，
抵禦外需轉弱的挑戰，構築高質量發展的新動
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海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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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旦春節機票搜索量猛增 專家：或成旅業復甦最重要轉折點

鐵路客運站

◆◆1212月月55日日，，杭州蕭山國際機場國內到達大廳杭州蕭山國際機場國內到達大廳
內內，，眾多場所碼標識已被收集起來眾多場所碼標識已被收集起來。。 中新社中新社

◆◆1212月月77日晚日晚，，乘客抵達廣州南站後無需出示乘客抵達廣州南站後無需出示
核酸證明和健康碼核酸證明和健康碼。。 中新社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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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復常路漫長港股回吐626點
進出口顯內外需求疲軟 專家籲政策續發力促增長
內地進一步優化防疫措施及中央政治局會議定調明年經濟工作，消息

利好7日港股曾一度升近300點，惟下午內地公布10月份外貿數據，進出

口表現都差過預期，反映國內國外需求依然疲弱，港股反覆回落，收市跌626

點，報18,814點，成交2,078億元（港元，下同），“北水”轉為淨流出50億

元，是兩周來最多。經濟師亦指出， 隨着內地調整防疫政策，疫情可能出現反

彈，部分防疫措施或不會太快取消；不過，中央的工作重點轉向促經濟增長，相

信明年內地經濟會大幅反彈，總體有利港股後市。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紹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章蘿蘭 上海
報道）中國國務院應對新型冠狀病毒肺炎
疫情聯防聯控機制綜合組7日發布《關於
進一步優化落實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措施的
通知》，共提出10條具體事項，具備居家
隔離條件的無症狀感染者和輕型病例一般
採取居家隔離，不再對跨地區流動人員查
驗健康碼，並保障群眾基本購藥需求，不
得限制群眾線上線下購買退熱、止咳、抗
病毒、治感冒等非處方藥物等。當日A股
化學製藥、中藥板塊分別勁彈4%、3%，
航空機場、旅遊酒店板塊亦暴漲。

A股三大指數漲跌互現，滬綜指再度
失守3,200點，創業板指則重上2,400點
關口。截至收市，滬綜指報3,199.62點，
跌 12.91 點 ， 或 0.4% ； 深 成 指 報
11,418.76點，漲19.94點，或0.17%；創
業板指報 2,414.04 點，漲 20.76 點，或
0.87%。兩市共成交 9,486 億元（人民
幣，下同）。

北向資金湧入後速流出
北向資金午後跟隨指數大幅波動，

一度淨買入超30億元，尾盤快速流出，
全天小幅淨買入2.73億元。

防疫“新十條”發布，醫藥股高開
高走，化學製藥板塊漲超4%，共同藥
業、海辰藥業、亨迪藥業、譽衡藥業、
千紅製藥、金石亞藥、昂利康、衛信
康、新華製藥、潤都股份、長江健康、
康芝藥業等12股漲停；中藥板塊漲超
3%，個股同樣走勢強勁，貴州百靈、貴
州三力、以嶺藥業、仁和藥業漲停。

旅遊概念板塊急彈
航空機場、旅遊酒店板塊也都勁飆逾

3%。航空機場板塊中，海航控股漲停，海
南機場漲7%，吉祥航空漲4%，中國國
航、中國東航、華夏航空漲3%。旅遊酒店
板塊中，桂林旅遊、曲江文旅漲停，中青
旅、西域旅遊等漲5%。據內地媒體報道，
防疫“新十條”發布後，攜程平台上的機
票瞬時搜索量猛增160%，其中，春節前夕
的機票搜索量暴漲至三年以來最高點。

申萬宏源證券分析師閆海表示，從
今年航空股股價表現來看，疫情防控政
策的變化預期對股價有明顯影響。隨着
近期內地疫情防控政策的持續優化，主
導航空公司股價的政策變化預期已經逐
步兌現。若未來疫情對出行影響進一步
減弱，商務市場及旅遊市場需求反彈，
消費者逐漸適應常態化出行，相關航企
業績有望大幅恢復。

防
疫
﹁新
十
條
﹂發
布
A
股
醫
藥
板
塊
勁
彈

內地公布10項優化防疫措施，進一步縮小核
酸檢測範圍，落實高風險區“快封快

解”。另外，政治局會議定調明年經濟工作，稱
要更好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更好統籌
發展和安全，全面深化改革開放，兩項消息都大
大提振了市場信心。不過，經濟師相對審慎，認
為內地的復常之路剛剛起步，短期內無可避免會
面對疫情反覆的局面，內地需持續政策發力促經
濟增長。

瑞銀：未來3個月經濟仍疲弱
瑞銀投資銀行亞洲經濟研究主管暨首席中國

經濟學家汪濤指出，新措施下新冠病例估計不可
避免地會大幅攀升，未來幾個月，一些防疫限制
相信仍會持續。由於防疫限制仍會存在一段時
間，線下的消費活動相信仍未能大幅反彈，使得
未來2至3個月的經濟增長動能，可能仍會持續
疲弱，為生產和供應鏈帶來困擾。

她說，如果內地退出“動態清零”的時間
點，早於明年3月兩會前，例如在2月初或中
旬，消費活動則可望更早迎來反彈。她預計，內
地在走出疫情經濟重啟後，消費和服務活動將大

幅反彈，但力度可能不及2020年中、歐美經濟
重啟後的情況。

經濟重啟可能推動一些食品和服務業價格上
漲，但整體CPI增速應大致穩定，明年CPI按年
增速平均約2%左右。

汪濤稱，內地過去兩周，防疫政策明顯加速
優化調整，為未來可能退出“動態清零”防疫策
略作重要鋪墊，多地已取消大規模封控，並重啟
辦公和商業活動，部分地方更允許密切接觸者和
感染者居家隔離等，反映內地政府正努力應對當
前疫情和經濟形勢快速變化，她預料，未來防疫
政策的調整步伐，可能快於預期，到了明年3月
兩會更可能有大幅調整。

10月出口負增長 逾兩年首見
有經濟分析師表示，內地逐步放寬防疫措

施，已為投資者預期之內的事，7日即使推出10
項優化防控的新措施，也可能導致投資者趁好消
息出貨。特別是內地海關發布了10月份的進出
口數據，以美元計，10月份出口金額按年下降
0.3%，為2020年 6月以來首次出現按年負增
長，增速較9月放緩6個百分點；進口按年下降

了0.7%，為2020年9月以來首次按年負增長，
增速較9月下降1個百分點。上述數字均低於各
機構預測，使資金借炒作此項負面消息而推低大
市，見港股7日出現“反高潮”。

星展香港高級經濟師周洪禮表示，之前各個
主要機構均預測，內地10月進出口數字，會有
0.5%到3.5%之間的增長，今次的數據令很多人
跌眼鏡，但部分原因與人民幣貶值有關。若將有
關數據換算回人民幣計價，10月份進出口還是
勉強有所提升。但他提醒，無論如何，10月份
的進出口按年都低於去年同期，也低於各機構預
期，這是一個值得警惕的信號。

他又補充，防疫措施繼續放寬，將在明年漸
見成效，而且過去數月，很多“穩經濟”政策已
出台，市場信心整體穩定，接下來市場會靜觀內
地銷售數據，以及內房發展商情況去檢視刺激政
策的效用。

信達國際研究部董事趙晞文則指，投資者會
繼續憧憬內地防疫政策的進一步優化，所以整體
市況仍處反彈回升的階段，暫時來看，若港股能
守得住100天線以上，完成整固後，恒指在年底
前有望上試2萬點關口。

市場分析內地優化防疫政策
華泰證券固收團隊：
◆明年海外衰退陰影下，外需放緩是大勢所趨。
內需在疫情優化、重新開放背景下，消費場景
預計明顯好轉，是經濟增長的核心因素。

保銀資本管理公司總裁兼首席經濟學家張智
威：
◆本月稍後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預計將提供
更多細節，料較去年更加積極。迄今為止，政
府在防疫和房地產方面的政策超出預期。

仲量聯行大中華區首席經濟學家兼研究部總
監龐溟：
◆預計下一階段的經濟工作將針對社會有效需求
偏弱的矛盾，以消費的基礎作用和投資的關鍵
作用為支持，重點眼於擴大國內需求，以抓
重大項目建設、促進製造業產業升級、擴大有
效投資為抓手，以深挖潛、重視大宗消費、促
進消費復甦為補充，通過穩定市場主體信心和
居民部門預期、調動企業部門和社會資本積極
性、增強經濟內生增長動力。

◆◆雖然內地雖然內地
進一步優化進一步優化
防疫措施防疫措施，，
但內地外貿但內地外貿
數據失望數據失望，，
令港股午後令港股午後
倒 跌倒 跌 。。

中新社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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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台中市蔡姓婦人在臉書購買雲南玉
石，匯款21萬元後未收到貨，對方邀請她再度觀看
買賣直播，蔡婦心動不已，前往銀行欲再匯款90萬
元，行員察覺有異報警，警方苦勸後，她才恍然大
悟，所幸及時保住積蓄。

58歲蔡姓婦人日前在臉書上看見大陸雲南賣家
販售玉石廣告深感興趣，主動與對方聯繫，並在通
訊軟體上互加好友後。對方邀約蔡婦觀看原石買賣
直播，她看完心動不已， 1日匯款21萬餘元購買原
石。

蔡婦遲遲未收到商品，不料，5天後，詐騙集
團又再請她觀看直播，並遊說購買，且宣稱該平台
購買玉石保證價格優惠實在。蔡婦不疑有他，再度

依約至銀行欲匯款90萬元，行員察覺有異緊急報警
處理。

豐原警分局合作派出所巡佐陳文聰、警員鄒廷
佳接獲報案後趕往銀行，先以詐騙案例分享方式向
蔡婦委婉勸說，並協助查證該匯款帳號已遭通報金
流異常，蔡婦才漸漸清醒，驚覺受騙，事後頻頻感
謝員警與行員的熱心協助，才得以保住積蓄。

合作派出所所長蕭偉志呼籲，使用網路直播拍
賣購物時，應先觀察賣家評價、慎選知名度較高的
賣場較有保障，現行詐騙樣態多樣，尤其鉅額匯款
特別要注意，如有相關疑問，可以撥打110或165反
詐騙專線由警方即時協助查證。

（中央社）新竹市刑大日
前破獲 「假投資真詐財」案件
，犯罪集團利用通訊軟體發送
交友資訊，取得被害人好感後
，鼓吹對方投資，且初期給予
小額獲利誘騙繼續入金，受害
者高達上百人，甚至有單一被
害人損失超過千萬元。警方布
網埋伏成功逮獲車手，最終破
獲該詐團，並陸續逮捕21人，
查扣不法所得 700 多萬元，依

組織、詐欺等罪嫌移送偵辦。
近期屢傳投資詐騙案，新

竹市警方日前接獲銀行通報，
有來行民眾疑似遭到詐騙，警
方趕到現場後一問之下才發現
，被害人是在網路上結識自稱
投資專家的朋友，兩人互相分
享投資經驗，對方也鼓吹被害
人投資，一開始給予小額獲利
，因此被害人打算再次匯款，
直到警方介入才驚覺受騙。

警方調閱數千筆資料，分
析、彙整後發現，詐團先是利
用通訊軟體，發送交友資訊獲
取被害人好感，交往後再以共
同投資、分擔風險或協助等名
義，誆騙被害人投入資金，遭
詐騙人數高達上百人，甚至有
單一被害人損失超過千萬元。

警方在竹市某分行埋伏守
候多時，當場查獲提款卓姓車
手，並扣得贓款60萬元贓款，
再循線於新竹市、桃園市、新
北市、台中市等地，陸續緝獲
幫派陳姓主嫌等詐欺集團成員
共計 21 人，並查扣不法所得
720多萬元。

警方也呼籲，虛擬世界交
友謹慎，投資理財務必多方謹
慎查證，留意詐騙話術及不合
理的投資組合，也提醒市民，
詐騙手法不斷推陳出新，加入
Line帳號 「165防騙宣導」及新
竹市警局（刑警大隊）臉書粉
專，隨時關注詐騙新手法，保
護自已也保護家人朋友。

（中央社）彰化縣議員洪本成上個月遭中選會認定，曾因涉
犯貪汙罪被判 「免刑」確定，因此不得登記為候選人，他提告後
獲法院裁定讓他暫時以候選人身分參選，之後他也順利當選，但
他提起的行政訴訟，未經訴願程序，遭台北高等行政法院以不合
法，裁定駁回。可抗告

這起罕見的行政爭訟案，是因洪本成在2003年因涉犯貪汙
罪遭判免刑確定，但他從2006年起就已經擔任參與公職人員選
舉，並為現任縣議員，不料，今年8月31日他申請登記縣議員候

選人，卻出現戲劇性變化。
中選會在10月14日公告審查結果，認定洪男經法院判處免

刑確定，構成《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事由、不得登記為候選人
，因此他不得參與將於21日舉辦的候選人姓名號次抽籤，及後
續被選舉活動。

洪男聲請暫時狀態假處分的請求，並向台北高等行政法院提
起訴訟，請求撤銷中選會的處分並讓他列為縣議員之候選人；假
處分的請求部分，最高行政法院駁回中選會抗告，准許洪的聲請

讓他仍得透過選舉活動，藉由政策訴求爭取選票，實現其參政權
確定。

至於洪所提起的行政訴訟，北高行政法院認為，他不服中選
會處分在10月17日提起訴願，現由行政院審議中，他10月26日
提起本件行政訴訟因未經訴願程序，屬不備起訴要件而不合法，
裁定駁回。

真心換絕情！結交投資專家
卻遭騙 新竹警破獲詐騙集團

一度戲劇性被剔除競選資格 洪本成當選彰化縣議員 行政訴訟遭駁回

直播詐騙！婦看臉書買玉石

被騙21萬竟想加碼90萬

（中央社）我國都市化程度逐漸追上先進國家，不過仍有不
少問題亟需改善。美國知名論壇《Reddit》近日流傳一張基隆高
速公路橋下的照片，只見河水混濁不清，讓許多網友紛紛直呼噁
心，消息傳回台灣後也引發熱議。在地民眾指出，其實照片拍攝
地點就是基隆西定河大德橋，由於沿岸住戶的生活廢水未經處理
就排入河川，造成河川長期惡臭。

原PO在記錄都市黑暗面的《Reddit》都市地獄板發文分享
照片，標題為《台灣基隆高速公路橋下被汙染的河流》（Pollut-
ed river under highway bridge in Keelung, Taiwan），同時也被轉
發到台灣板。照片中可以看到，河川呈現混濁不清的灰色，左下

角的一小塊空地還有一
隻相當肥碩的巨大老鼠
存在。

對此，許多外國網友回應， 「把河川和流水融合進都市的自
然植披是一種很棒的想法，不過顯然要做得對才行」、 「看起來
像是蚊子的孳生源頭」、 「看著照片耳邊彷彿響起蚊子嗡嗡聲」
；PTT鄉民們則紛紛感嘆， 「又登上國際舞台了！」、 「無法想
像這種地方居然能住人，臭都臭死了」、 「有人居住的地方河水
都是髒的吧」。

事實上，該座橋梁是連結孝一路及成功一路的大德橋，建造

至今已有54年，橋下則是基隆主要河川之一的西定河。市議員
張秉鈞曾指出，由於長年遭家庭廢水排入，不僅河道底部充斥淤
泥，還有民眾隨意丟棄垃圾，造成河水污染嚴重。

針對照片中的嚴重污染，許多基隆在地人指出， 「小時候更
慘，根本就是大臭水溝，長大回想起來應該就是各種廢水輪流輪
X起來」、 「最近1、2年確實有在蓋污水處理的相關設施，不過
我住附近25年了，旭川河及其上流分支一直是這樣，小時候是
惡臭現在是微臭，差別就只有這樣而已」。

老外也傻了！基隆 「都市地獄照」 登上國際 網看全罵翻

（中央社）台中檢警於台中市區某五
星級飯店，查獲製毒集團以月租客房方式
製毒，並囤放化學原料，日前循線在飯店
內逮捕2名嫌犯，發現許、羅2嫌擁槍自重
，火力強大，警方搜查7處、查緝其他共犯
等6人到案，查扣犯案工具1批，並羈押獲
准，8日舉行破案記者會，現場副市長陳子
敬肯定警方打擊犯罪的決心。

「犯罪集團無孔不入！」刑警大隊及
豐原分局等單位查獲許、羅2嫌為躲避警方
查緝，於五星級飯店內承租客房，在房內
製毒，並跟櫃台人員交代拒絕訪客及客房
服務，當時幹員跟蹤羅嫌進入飯店，趁機
將他逮捕，發現羅身上帶有2把短槍，而許

姓嫌犯正在房內改槍，一併被逮捕。
警方當場查扣海洛因、安非他命、K他

命、大麻、毒品咖啡包、毒品原料數公斤
及分裝器具，另查獲長槍3枝、短槍5枝、
電擊槍 1 枝、子彈 86 顆等非法槍械，並起
獲電鑽、砂輪機等改造槍械工具及部分零
組件半成品。

警方另追查該犯罪集團亦涉嫌經營網
路博弈推廣機房，於7處據點查獲電腦主機
6台、電腦螢幕10台、平板1台、手機36支
、現金47萬餘元，警方陸續逮捕相關其他
共犯等6人到案，經檢察官聲請法院羈押獲
准。

五星級飯店掃黑 台中警連續破獲槍毒博弈集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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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經濟

英特爾迎來至暗時刻，還有哪張王牌能救主？
據英國金融時報報道，英特爾將要

求愛爾蘭地區的數千名員工無薪休假3個

月，目的是減輕公司的運營成本。公開信

息顯示，英特爾位於愛爾蘭的Leixlip工廠

目前共有約4500名員工。如果真有數千員

工離開工作崗位，難免讓人對英特爾Leix-

lip工廠的日常運營產生擔憂。

進入2022年，半導體行業景氣度急

轉直下，PC市場持續疲軟，英特爾成為

受影響最嚴重的半導體巨頭之壹。對於

眼前的危機，英特爾不是毫無預期，也

沒有坐以待斃。但糟糕的是，過去幾年

所做的努力並沒有換來應有的回報。

當手裏的王牌壹張張失效，英特爾

或許真的走到了自己的至暗時刻。

利潤、營收齊暴跌，節流已是唯壹
選擇

英特爾愛爾蘭員工無班可上，其實

並不叫人意外。

早在10月底，即英特爾三季度財報出

爐前，裁員20%的消息就不脛而走。根據

外媒爆料，英特爾此舉旨在盡最大努力削

減經營成本，應對PC市場的不斷惡化。而

在此前的財報電話會上，CEO基辛格也公

開表示，英特爾計劃在2023年削減30億美

元成本，2025年前削減100億美元成本。

此次為愛爾蘭員工提供3個月無薪

休假，相信不過是英特爾壹系列節流計

劃的壹部分。有消息稱，基辛格上個月

已經和員工進行了視頻會議，坦承公司

存在成本高企、利潤暴跌等問題。

而且從最新出爐的財報中也能看到

，英特爾的問題絕不是幾千員工無薪休

假就能解決的。

數據顯示，今年三季度英特爾總營收

153.38億美元，同比下跌20.08%；凈利潤

則僅錄得10.19億美元，同比暴跌85%。

與此同時，毛利率、每股攤薄收益等各項

數據均出現下滑，表現可謂相當慘淡。

對比歷史數據，英特爾的營收已經連

續三個季度下滑，且跌幅有不斷擴大趨勢。

今年壹季度和二季度，其營收分別為183.53

億美元和153.21億美元，同比跌幅分別錄得

6.71%和21.96%。利潤端的情況更加糟糕，

二季度甚至罕見出現4.54億美元的虧損。

對於四季度的業績預期，英特爾也

是相當悲觀。英特爾預計四季度總營收

為140-150億美元，遠低於去年同期的

205.28億元；毛利率預計為41.4%，較三

季度下跌1.2個百分點。如果四季度營收

符合該預期，那麼英特爾2022財年全年

營收將定格在630-640億美元，每股攤薄

收益約為2美元，均不及市場預期。

從營收結構來看，三季度客戶端計

算業務（CCG）、數據中心和人工智能

業務（DCAI）兩個營收支柱的表現都不

及預期。其中，CCG總收入為81.24億美

元，同比下降 17%；DCAI的營收錄得

42.09億美元，同比更是大跌27%。

兩項主營業務的下滑，無疑歸因於

持續疲軟的PC需求。

IDC最新數據顯示，2022年全球PC

和平板電腦出貨量將下跌11.9%至4.57億

臺，到2023年還將再此基礎上繼續下跌

。報告指出，未來5年PC市場年均復合

增長率約為1%，需求要到2025-2026年

才有望改善。目前，全球供應商都面臨

庫存過剩和周轉率下降的影響，PC寒冬

還要延續很長壹段時間。

當然，遭遇困境的不止英特爾，全球

科技、半導體行業都飽受煎熬。根據美國數

據機構Crunchbase的統計，截止今年11月

，美國科技行業全年共減員6.7萬人，互聯

網、半導體、加密貨幣等行業都是重災區。

12月2日，晶圓代工企業格芯宣布裁

員800人，占其員工總數的5.3%；美國芯

片設計公司美光科技則在10月宣布裁撤海

外團隊，中國地區研發團隊幾乎全部被裁

；另壹家美國芯片巨頭德州儀器也在今年

二季度宣布裁撤中國MCU研發團隊，只

有小部分工程師轉崗到美國總部。

《華盛頓郵報》在最新壹期報道中分

析道，美聯儲對於能否避免經濟衰退顯得越

來越缺乏信心，美聯儲主席鮑威爾在上壹次

聯邦市場公開會議新聞發布會上模棱兩可的

發言讓投資者、企業都感到無比擔憂。將目

光鎖定在半導體行業上，去年的輝煌和如今

的落寞形成鮮明對照，更加令人唏噓不已。

營收、利潤大幅下滑，PC市場壹時

半會兒好不了，英特爾變相裁員縮減開支

也是沒有辦法的辦法。只不過，要提振業

績還是要開源，節流不能解決所有問題。

那麼英特爾還有別的後手嗎？
英特爾沒有後手：自動駕駛失速、

晶圓代工腹背受敵
正如文章開頭所說，英特爾不是沒

想過後路，也先後押寶了自動駕駛、圖

形業務和晶圓代工幾個風口。但尷尬的

是，英特爾壹次次和這些行業的輝煌時

期擦肩而過，反倒在不合適的時間加大

投入，最終造成壹步錯步步錯的結果。

自動駕駛公司Mobileye曾是英特爾

最為看好的增長第二極，如今的表現不

能說失敗，但確實達不到預期。智能駕

駛芯片算力不足、沒有跟上傳感器融合

感知技術的發展潮流，是Mobileye掉隊

的主要原因。

統計顯示，Mobileye 的初代產品

EyeQ4算力雖然只有2.2TOPS，但在那個

年代已經是行業頂尖水準，贏得了小鵬

、蔚來等壹眾車企的追捧。但來到2022

年，英偉達的芯片 Xavier 算力達到

30TOPS，特斯拉自研的 FSD更是高達

36TOPS，完爆Mobileye研發的EyeQ5和

EyeQ6L等新壹代產品。

雖然Mobileye已經著手研發下壹代超

高性能芯片 Eye Ultra，算力預計達到

176TOPS，但英偉達的高端產品Orin能達

到200TOPS，且預計上市時間還要早於

Eye Ultra。

今年成功上市的Mobileye股價迎來了

壹波暴漲，讓人看到希望。可惜截至發稿

時，其市值定格在257億美元，距離當初

高達500億美元的估值還有很大差距。想

追上曾經被寄予厚望的自己，Mobileye有

很長的路要走。要在追上英偉達等競爭對

手的步伐，就更加困難了。

至於另壹個重點開發的新業務晶圓

代工，也是命途多舛。

英特爾發力晶圓代工業務始於2021

年3月，即基辛格上任的第二個月。這

位帶有濃厚技術背景的新CEO，是“摩

爾定律”的忠實擁躉，也認定晶圓代工

業務大有可為。而英特爾在芯片設計、

制造等領域的技術積累和經驗，為進軍

晶圓代工行業奠定了堅實基礎。

在基辛格的推動下，英特爾豪擲

200億美元在美國亞利桑那州興建兩家

晶圓代工工廠，並成立晶圓代工服務事

業群（IFS），主要面向歐洲和美國市場

客戶。IFS的負責人是技術大佬Randhir

Thakur，直接向基辛格匯報。

然而，英特爾還是高估了自己的能

力，也錯估了晶圓代工行業的前景。

壹方面，英特爾晶圓代工業務進展並

不順利，技術、良率都面臨諸多質疑。最新

財報顯示，英特爾三季度代工服務收入僅為

1.71億美元，不僅無法和臺積電、三星等巨

頭相提並論，甚至還出現2%的同比下滑。

英特爾放棄nm命名方式，以Intel 7、

Intel 4、Intel 3和Intel 20A來命名未來幾代

先進制程產品的做法，同樣招致了不少

爭議。按照英特爾的規劃，Intel 4對標的

是7nm先進制程，將成為英特爾首個采

用全EUV光刻技術的制程節點，預計在

2022年下半年投產。但直到現在，仍未

看到相關進展。

反倒是內部人員的變動，突出了英

特爾晶圓代工業務的混亂。今年11月，

有消息稱Randhir Thakur已經辭去IFS業

務負責人的職務，隨後英特爾官方證實

了這個說法。臨陣易帥乃兵家大忌，英

特爾壹波三折的晶圓代工業務想追上臺

積電和三星，難如登天。

另壹方面，PC、智能手機等上遊客

戶需求下滑，晶圓代工行業的日子也沒

有那麼好過了。

自今年下半年以來，晶圓代工企業被

砍單的新聞就層出不窮：AMD削減了2萬

片臺積電7nm和6nm先進制程芯片訂單，

蘋果據悉也砍掉了臺積電10%的先進制程

訂單。三星好不容易攻克了3nm制程，卻

被爆缺少客戶，產能利用率大幅下降。

和其他企業相比，三星、臺積電的處

境不算差，至少依舊不缺生意。但行業馬太

效應加劇，訂單、客戶向頭部企業集中，對

英特爾這樣的新玩家來說肯定不是好消息。

精心準備的兩條後路都被堵住了，

英特爾接下來該怎麼辦？是另外再找壹

條路，還是回歸老本行？又或者抄小道

找超車機會？

從基辛格近期的發言和最新動態來

看，英特爾還是更相信自己的老路：用

技術創造新需求。

誓死捍衛“摩爾定律”，英特爾最
後的倔強

自從基辛格上任之後，技術革新就

成了英特爾壹切工作的重心。最近壹段

時間，英特爾密集發布了多款新產品、

技術，試圖借此刺激市場、用戶需求。

今年9月底舉行的英特爾On技術創新

峰會上，英特爾發布了13代酷睿處理器產

品家族，包括6款未鎖頻臺式機處理器在內

的22款處理器和125款合作夥伴機型。

而在IEDM 2022 IEEE國際電子器件

會議上，英特爾還公布了3D封裝準單芯

片、超薄2D材料單芯片內集成更多晶體

管和300毫米直徑矽上氮化鎵晶圓等三項

新技術。按照英特爾官方公布的信息，下

壹代3D封裝準單芯片將把集成密度和性

能會提升10倍，連接密度和帶寬甚至可以

媲美如今風靡全球的單芯片SoC。

業內人士壹眼就看出，英特爾這些新

技術的共同目標：增加晶體管數量和密度

。說到底，英特爾是在誓死捍衛引領半導

體行業發展整整60年的“摩爾定律”。

眾所周知，英特爾聯合創始人戈

登· 摩爾是“摩爾定律”的提出者。過

去數十年間，“摩爾定律”也被奉為半

導體行業的金科玉律，英特爾更是該理

論的忠實擁護者。

但如今，“摩爾定律”正在失效的

討論不絕於耳，甚至掀起了英特爾和英

偉達的幾輪論戰。

今年9月，英偉達創始人黃仁勛表示“摩

爾定律”已死，對半導體行業來說，以固定成

本實現兩倍業績預期已成為不切實際的期望。

而在不久後的Intel Innovation開幕式上，基

辛格直接反駁黃仁勛的說法，堅稱“‘摩爾定

律’沒有死，它壹直活得好好的。”

從某種程度上講，英特爾和英偉達兩

大半導體巨頭的“摩爾定律”之爭，也是

兩種路線之爭，更是英特爾為對抗外界質

疑、挽救當前頹勢所做的奮力壹搏。

英偉達等半導體新貴推崇人工智能

、非矽半導體材料等新技術和新材料，

希望借此重塑行業技術提升路徑。黃仁

勛就壹直強調架構創新、全棧創新的重

要性，英偉達的GPU技術才是克服矽晶

片成本飆升、先進制程工藝研發難度過

大等問題的最優解。

英特爾則認為，“摩爾定律”並沒有

失效，只不過技術突破的方向壹直在變。進

入2010年代以來，封裝、晶體管擴展技術

成為主角。英特爾如今就在著重發力封裝技

術，通過嵌入式多芯片互聯橋（EMIB）、

Foveros 技術等努力提升晶體管密度。

英特爾似乎仍堅信，只要技術上能持續

取得突破，就能刺激市場需求反彈，或者說為

消費者創造新的需求。只要這個信念不改變，

英特爾對“摩爾定律”的追隨也不會變。

但這是英特爾自己的堅持，還是整個

行業的共識？恐怕基辛格也不敢妄下定論。

有趣的是，戈登· 摩爾在2015年接

受紐約時報專訪時曾說過，“摩爾定律”

不會永遠持續下去。

說到底，市場變幻莫測，“摩爾定

律”會不會徹底失效，英特爾堅持的“以

技術刺激市場”的路線能不能成功，確實

沒人能下結論。不過對半導體行業來說，

鉆研技術總不會錯。堅持自己技術路線的

英特爾，也絕對有翻盤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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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泉深】2022年12月
7日星期叁，《時代》雜志將烏克蘭
總統沃洛德米爾·澤倫斯基評為
2022 “年度風雲人物”，稱他鼓舞
了烏克蘭人，並因其抵抗俄羅斯毀滅
性入侵的勇氣而贏得了全球的贊譽。

該出版物在授予其“年度風雲人
物”稱號時指出，因為戰爭初期俄羅
斯的炸彈如雨點般落下，他在戰爭爆
發時拒絕離開烏克蘭首都基輔，這位
前喜劇演員在首都的廣播中召集了他
的同胞，並穿越了他飽受戰爭蹂躪的
國家。

就 在
周 二 ， 澤
倫 斯 基 在
烏 克 蘭 東
部 前 線 附
近 視 察 了
烏 克 蘭 軍
隊 並 發 表
講話。

《 時
代 》 雜 志
在 褒 獎 這

位 44 歲的烏克蘭領導人時寫道：
“澤倫斯基作為戰時領導人的成功依
賴於勇氣具有傳染性這一事實，在入
侵的最初幾天，在烏克蘭的政治領導
層中傳播開來，因為每個人都意識到
總統一直在附近、在身邊。”

特斯拉公司首席執行官埃隆·馬
斯克 (Elon Musk) 被評為 2021 年
《時代》雜志的“年度風雲人物”，
這一年見證了他的電動汽車公司成為
世界上最有價值的汽車製造商。

《時代》雜志從 1927 年開始了
評選“年度風雲人物”這一傳統。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被《時代》雜志評為2022“年度風雲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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