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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03-TOP ONE群智貸款C6_A1

713 - 364 -7788 
832 - 498 - 7566

群智貸款

Michelle Young  
 通國、英、粵語、韓語

● 外國人貸款，保證最低
   最低利息。B1, B2, 
   J1保證通過
● 只要一年P&L盈虧表，
   不查稅表
● W2用一年VOE貸款方式
● 不查收入貸款
● Construction Loan,
   Lot Loan

NMLS#270061 RMLO 

Saturday, 12/10/2022

（中央社）美國女子職籃（WNBA）球星
格林納（Brittney Griner）今晨在眾所矚目下搭
機返回她的家鄉德州。她今年2月因涉嫌持有毒
品在俄羅斯機場被捕，之後在俄國關押了10個
月。

法新社及英國廣播公司（BBC）等媒體報導
，記者看到格林納搭機抵達德州聖安東尼奧
（San Antonio）後行走在飛機跑道上。美國媒體

報導，預計她將被載往附近一座軍事施設，進行
健康檢查。

對此，美國職籃NBA總裁席佛（Adam Sil-
ver）發表聲明指出： 「布蘭妮（格林納）必須
承受人們難以想像的情況，而我們很興奮，她在
回家的路上，將與家人與朋友團聚。」

格林納是在昨天獲釋，因為美國政府與俄羅
斯當局換囚，以釋放俄國軍火販子布特（Viktor

Bout）為條件，換回格林納。
今年2月，格林納因持有內含少量大麻油的

電子菸匣入境俄國，在莫斯科機場被捕。她於8
月被判9年徒刑，之後被送到俄羅斯流放地服刑
。

美國總統拜登指出，格林納被關在俄國流放
地遭受 「不公正拘留」，需要時間從 「不必要的
創傷」中康復。

在俄關押在俄關押1010個月個月 美美WNBAWNBA球星格林納搭機抵國球星格林納搭機抵國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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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單便捷使用App 軟件, 輕鬆操作智能手機或平板電腦，無論
   何時何地可隨時上線, 快速查詢或操作個人或商業銀行帳號, 
   如，稽核、 存款、 轉帳、付款、餘額查看等。   
* 便利使用密碼登錄, 無需支付月付及任何維護費用。

一機在手

輕鬆便利

隨身電子銀行
 與你同行

www.swnbk.com

如欲了解APP軟件使用更多相關訊息或疑慮查詢,請洽詢銀行各區分行,或電713-771-9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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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the continuing growth
of new residents and
businesses in the Houston
International District, we have
great confidence in the future of
the district.

First of all, we want to build
a digital district to connect all
the businesses and residents in
the area and establish a
database of interactive
connections.

The prosperity of the
district still depends on
investment and development of
various real estate interests and
businesses. At the present time,
an investor is already preparing
to develop 136 acres of land on
Kirkwood street. The property
location will include both
residential and commercial
areas as well as a light
industrial area.

The new Alief
Neighborhood Center located in
our district is scheduled to be
officially opened to the public
next month. This 37-acre service center with a cost of $60 million
dollars will be the best place to host all the cultural and sports
activities in the district.

Our plans to build the International Gate and Outdoor

Theater and the International Culture Museum are also underway.
We are planning to reach our goal to build the International

District into the number one role model district in the city of
Houston. 1212//0808//20222022

Our Vision Our GoalOur Vision Our Goal

隨著不斷外來人口之增長， 休斯敦國
際區之商業亦日漸增加， 我們對於區內未
來之前景 充滿著極大之信心。

我們首先是把區內之基礎建設繼續加強
， 其中以鋪設地下電纜光纖為首要任務 ，
希望透過光纖聯接區內之商業住宅區全方位
發揮文化教育功能 ，建立區內互動互聯之
資料庫。

國際區內之経済繁榮還是有賴各種地產
商業之開發， 目前位於區內卡武路之一百
三十六畝地已經在全面規劃之中， 投資人
約翰並展示了他的開發計劃 ，其中有住宅
商業街及軽工業區 ，目前已經開始進行整
地工程， 詳情會再行公佈。

位於區內之阿里芙社區中心定於元月十
日正式對外開放， 這座佔地三十七畝耗資

六千萬的全方位工作市政及民眾服務中心
， 將為我們提供文化、 體育、 圖書館 、運
動之各項服務。

由名建築師李兆瓊先生設計之閣樓亭
， 國際區大門 ，室外演出音樂廰及國際文
化博物館都在積極推動之中。

我們寄望方圆十三英畝之国際區， 把
它塑造成為休斯敦之模範區。

再論國際區建設之藍圖再論國際區建設之藍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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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哈利王子和妻子梅根馬克爾在
Netflix紀錄片 「哈利王子與梅根」中聚焦批評
英國媒體，英國報紙今天對與王室關係疏遠的
兩人進行反擊，指控他們說謊而且冒犯女王伊
麗莎白二世。

法新社報導，串流影音平台Netflix昨天播
出 「哈利王子與梅根」（Harry & Meghan）前
3集，內容對王室著墨不多，更聚焦於年幼時
期的哈利王子（Prince Harry）以及他對媒體的
不滿。他曾將母親黛安娜王妃（Princess Diana
）之死歸咎於媒體。

但是哈利的確指責王室帶有不自覺的種族
偏見。定下週播出的最後3集將會爆更多王室
的料。

這部紀錄片占據今天英國各報頭版，而這
些報紙一向對封號為薩塞克斯公爵和公爵夫人
（Duke and Duchess of Sussex）的這對王室夫
妻不假辭色。

暢銷小報 「太陽報」（The Sun）頭版印
著斗大標題 「噁心鬼哈利」，痛批這對夫妻
「詆毀女王功績」、讓父親國王查爾斯三世

（King Charles III）和兄長威廉王子（Prince
William） 「難過」，而且不公正地抹黑英國是
種族歧視國度。

梅根在片中憶述跟女王伊麗莎白二世
（Queen Elizabeth II）第一次見面的場景，超
誇張地重現屈膝禮的一幕，各報對此予以猛批
。

太陽報報導說， 「可以卑劣到什麼程度」
，強調 「梅根以嘲弄姿態誇張地重現屈膝禮，
藉以取笑王室，並且拿王室傳統來跟俗氣守舊
的美國風格相提並論」。

最常跟哈利夫妻對槓的右派報紙 「每日郵
報」（Daily Mail）下了 「攻擊女王功業惹怒王
室」的標，還以近 20 頁篇幅狠狠 「侍候」這
部紀錄片。

對於哈梅兩人宣稱英國脫離歐洲聯盟
（Brexit）助長英國種族歧視，也導致兩人最
終與王室分道揚鑣，有評論家批評這種說法是
「最侮辱性的扭曲」。

保守黨國會議員希里（Bob Seely）昨天深
夜表示，他計劃提案立法褫奪兩人的王室頭銜
。

他表示： 「這已經造成政治問題…還玷汙
他的家庭，想以自身困境供公眾消費來牟利，
他同時也對我國若干重要機構進行攻訐。」

每日郵報以4頁篇幅駁斥哈梅兩人的 「幻
想和謊言」，內容包括在他們口中不留情面懷
抱敵意的媒體，以及有關兩人首度約會和訂婚
的說法。

報導批評紀錄片對兩人過去受訪的內容
「無所顧忌地竄改」。

各大報也以頭版報導此事， 「每日電訊報
」（Daily Telegraph）印著 「直接攻擊女王功
蹟」的斗大標題。

「泰晤士報」（The Times）下了比較四
平八穩的的標題 「白金漢宮和Netflix為薩塞克
斯公爵夫婦肥皂劇槓上」，但有一位評論員懇
求說： 「Netflix請停止吧，我對如此自我中心
的胡言亂語忍無可忍了」。

左派報紙 「衛報」（The Guardian）立場
較挺哈梅兩人，聚焦報導哈利批評王室沒有在
種族歧視相關報導上保護梅根的事。

哈利梅根紀錄片惹怒英國報紙
挨批說謊又冒犯女王

世界盃爆工安意外1菲籍移工喪命 卡達展開調查
(本報訊)卡達世足賽期間驚傳工安意外，

有報導指出，一名 40 多歲菲籍移工在訓練基
地修繕照明設備時失足死亡。卡達官員今天表
示，卡達政府正在調查這起事故，如有違規將
開罰承包商。

法新社報導，美國運動新聞網站 「運動員
」（The Athletic）昨天率先報導這名 40 多歲
菲律賓籍移工死亡的消息，隨後獲菲律賓外交
部證實。

報導指出，這名菲籍移工在沙烏地阿拉伯
國家隊作為訓練基地的場館維修照明設備時，
失足跌落在坡道上且沒有配戴安全帶，但未具
體說明事故發生的日期。

根據世界盃賽況，沙烏地阿拉伯 11 月 30
日敗給墨西哥遭到淘汰。

一名不願具名的卡達政府官員表示： 「卡
達當局正在調查這起事件…如果調查結果發現
沒遵守安全指引，所涉承包商將負起法律責任
並遭重金罰款。」

菲律賓外交部今天告訴法新社，這名男子
「在杜哈以南的梅薩伊德（Mesaieed）場館工

作時死亡。」
菲國外交部在聲明中指出，外交官正與

「法律相關單位合作確認更多細節」，並稱這
將有助儘早將男子遺體送回國內。

世界足壇最高管理機構國際足球總會
（FIFA）表示，他們 「對於這場悲劇深感悲痛
」，並在聲明指出 「FIFA 一得知這起事故，
就立即聯繫地方當局要求提供更多細節」。

在拜登總統全力營救以及阿拉伯聯合大公
國居中協調下, 美俄兩國達成換囚協定, 被關押
在俄羅斯監獄裡的美國最頂尖的女子籃球員布
蘭妮·葛琳娜(Brittney Griner) 終於獲釋放回美
國, 而拜登所付出的代價則是把關押在美國服
刑 25 年的俄羅斯“死亡商人” 軍火販子波特
(Viktor Bout) 釋放, 雖然不合比例原則, 但美俄
雙方總算是一筆勾銷了！

“換囚”實際上是一種蔑視法律的行為,
那是政客們罔顧國法, 為達到目的而強施的醜
陋遊戲,他們把犯人當作一種商品，一種討價還
價的籌碼 ,所以根本就是一種違法觸法的行為,
但是因為“換囚”合乎人道, 所以可以被人接
受, 其實在國與國之間的“換囚” 事件並不罕
見, 去年中國政府曾與加拿大政府達成協議, 以
華為女公子孟晚舟交換了兩位被關押在中國境
內的加拿大犯人就是“換囚”的明顯實例。

葛琳娜是於今年2月在莫斯科國際機場因
為被查出行李箱中裝有含大麻油的電子菸而遭
到逮捕, 她在被扣押半年後於8月4日遭到俄羅
斯法院判刑入獄9年, 這顯然是非常不公正的判
決, 所以消息傳出後,在美國群情激憤,各界呼籲
白宮應該即時與克里姆林宮談判以營救這位曾
經為美國奪得兩面奧運籃球金牌的國寶, 但很
不幸的是,因為正逢俄烏戰爭, 美俄關係緊張之
際, 所以葛琳娜儼然成為戰爭的代罪羔羊。

拜登總統在過去幾個月來雖然契而不捨營
救葛琳娜,透過新墨西哥州前州長李察遜前往俄
羅斯商議談判, 但因為價碼談不攏無功而返 , 李
察遜曾任聯邦眾議員、能源部長以及美國駐聯
合國大使,與俄羅斯關係十分良好,在促成囚犯
獲釋及調解國際衝突方面頗有績效, 他所主持
的李察遜全球事務中心早些年前曾協助從俄國
接回遭關押超過2年的前美軍陸戰隊員利德, 但
這次搶救葛琳娜卻一籌莫展, 所以拜登總統不
得不派出國務卿布林肯親自出面向俄羅斯外交
部長提出換囚計畫, 試以葛琳娜及另一位被指
控在俄羅斯從事間諜活動的美國犯人韋藍(Paul
Whelan) 作為交換的籌碼。

不過這種以”2 換 1” 的模式被普京悍然
拒絕, 直到最近才靠著阿拉伯聯合大公國領袖
出面協調, 最終達成了”1換1”的協議, 而一樁
單純的攜帶毒品而非販賣毒品之案件竟被關押
了十個多月, 真是荒唐至極, 如今葛琳娜總算從
被關押的黑牢中釋放返美, 重回同性妻子雪瑞
兒與家人的懷抱, 這一位身高 6 英尺 9 英寸球
技精湛的籃球女狀元不久後又可在球場上大展
身手了, 當然經過這一次痛苦的浩劫之後, 相信
以後在NBA賽季之餘,她再也不敢, 也不會去俄
羅斯聯賽的 UMMC 葉卡捷琳堡隊打球賺外快
了!

【李著華觀點 : 歷劫歸來!
美國球星葛琳娜從俄羅斯牢房脫困重獲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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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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谷歌等四巨頭獲美國防部600億雲大單
甲骨文意外勝出

綜合報導 美國國防部周三宣布，谷歌、微軟、亞馬遜以及甲骨文

公司獲得了該部門的雲計算合同，該合同的價值到2028年時可高達90億

美元(約合628億元人民幣)。

這些合同屬於美國防部“聯合作戰雲能力”(JWCC)項目的競標結果

，符合美國防部的策略。五角大樓希望由多家供應商提供遠程操作基礎

設施技術，而不是像特朗普政府時期那樣依賴壹家。

所有四家科技公司都獲得了美國防部的不定期交付/不確定數量

(IDIQ)合同，這意味著他們可以在特定的時間內提供不確定的服務數量

。“該合同的目的是為國防部提供橫跨所有安全領域和保密級別的企業

級全球可用雲服務，從戰略層面到戰術優勢。”美國防部稱。

周三的結果對甲骨文尤其有利。在分析師們看來，甲骨文算不上壹

線雲計算服務供應商。在截至8月31日的季度裏，甲骨文的雲基礎設施

收入只有9億美元，與亞馬遜雲服務AWS的205億美元收入相比微不足

道。

2019年，美國國防部曾將當時名為“聯合企業國防基礎設施”(JE-

DI)，價值100億美元的雲合同單獨授予了微軟。這引發了頭號雲計算公

司亞馬遜的不滿，該公司對向法院提起訴訟，聲稱微軟競標勝利是特朗

普政治幹預的結果。去年，美國國防部向亞馬遜、微軟、谷歌、甲骨文

發出了JWCC招標邀請，取代之前的JEDI，但美國總務管理局當時表示

，只有亞馬遜和微軟似乎能夠達到國防部的要求。

英國12月罷工日歷出爐
超100萬工人參與每天都有，島國或陷入停頓

綜合報導 《每日郵報》貼出了壹張

英國的“12月罷工日歷”，從1日到31日

每壹天都有罷工活動舉行，和民眾生活息

息相關的部門，比如公交、鐵路、郵政、

運輸，甚至是醫療系統，邊境管理處都預

定好了罷工的時間。

“這和全面罷工有什麼區別？沒有了

火車，沒有了郵政，護士和護理人員拒絕

為病人服務，機場工作人員也加入了，這

就是在扼殺英國人的聖誕假期”，報紙如

此評論這個大規模的罷工行動，同時又將

矛頭直指上任不久的首相裏希· 蘇納克，

“所以妳什麼時候才能控制住混亂的局面

呢？”

報道稱，共計會有超過100萬的各行

各業的工人參與到罷工行動中。

從蘇納克7日下午在國會辯論時的表

現能感覺出，他現在的壓力也挺大，他已

經要求各方面協調壹致，在聖誕節罷工浪

潮到來之前將“好戰的工會”控制好，否

則英國會陷入停頓的狀態。

“政府是有道理的。它接受了壹個獨

立薪資機構的建議來加薪，在許多情況下

，這些薪酬建議高於了人們在私營企業的

加薪幅度，只是許多人看不到這壹點”，

“但如果工會領導人繼續不講

理，那麼我有責任采取行動保

護英國公眾的生命和生計”，

蘇納克在7日晚間接受采訪時

如此說道。

現階段蘇納克肯定是不想

妥協的，“首相發誓說，他不

會向工會提供更多資金來解決

各種薪酬糾紛”。

不過英國鐵路、海事和運

輸工人全國聯盟（RMT）卻發

出警告說，在政府幹預之後，解決正在進

行的鐵路糾紛“還很遙遠”，他們還會繼

續舉行罷工。

RMT已經揚言稱，在被拒絕支付更高

的薪水後，他們將“扣留英國人的聖誕節

計劃作為勒索”。據悉，會有14家鐵路運

營公司的工人參與到罷工中，總人數會超

過4萬。

值得註意的是，他們選擇在24日到27

日，這個聖誕節出行高峰期罷工，同時還宣

布從18日到明年1月2日這段時間裏不會加

班，這會大大影響運力以及民眾的出行。

和鐵路部門壹樣，英國航空服務部門

也已經宣布了罷工的計劃。

雖說航空公司不罷工，但英國五個主

要機場的1000多名邊防護照檢查員，作為

公共部門的工作人員，要從23日開始罷

工，持續到31日（27日不罷）。這就意味

著，那些想要出國度過聖誕節和新年假期

的英國民眾，很有可能出不去國門了。而

想要到英國度假的外國遊客，也是沒有辦

法入境的。

曾被英國民眾們鼓掌感謝的NHS的護

士和護工們，以及急救醫療系統的工作人員

，也要罷工了，雖說他們加在壹起才4天的

時間，但畢竟他們負責的是“性命攸關”的

事情，所以更讓人擔心，政府方面已經準備

征召現役士兵，來彌補護理方面的缺口。

法國民調：
逾三分之壹家庭無法過上體面生活

綜合報導 法國社會和經濟研究所（IRES）最新公布的壹項研究報

告指出，在通貨膨脹背景下，法國家庭越來越難以過上體面生活。

據報道，法國國家貧困及社會排斥觀察所（ONPES）2014年公布的

研究報告顯示，法國家庭要過上最低限度的體面生活，單身人士每月需

要1424歐元（約10552元人民幣），無孩夫婦需要2002歐元（約14835

元人民幣），撫養兩個孩子的夫婦需要3342歐元（約24764元人民幣）

。而根據法國社會和經濟研究所進行的最新研究，考慮到通貨膨脹，到

2022年，單身人士每月至少需要1634歐元（約12108元人民幣），無孩

夫婦至少需要2273歐元（約16843元人民幣），撫養兩個孩子的夫婦至

少需要3744歐元（約27743元人民幣）。

自八年前公布該數據以來，法國所有類別人口要過上體面生活所需

的收入都有所增長。法國社會和經濟研究所的經濟學家皮埃爾· 康賈爾

迪表示，住房支出仍是法國家庭的最主要預算項目，而且在家庭預算中

所占比例越來越大，“根據家庭結構，住房支出占家庭預算的24%至

40%。”與此同時，其它支出也大幅增加，能源支出增長了41.9%、保險

費增長了17.7%、食品支出增長了超過20%，交通支出也在上升。

該研究指出，就法國家庭實際收入而言，約34%至35%的家庭收入

不足以滿足最低限度的體面生活。換言之，超過三分之壹的家庭面臨不

穩定或貧困風險，這壹比例與2014年持平。皮埃爾· 康賈爾迪表示，工

資漲幅跟不上通貨膨脹，這種情況加劇了最貧困家庭的日常生活困難，

他們越來越難以維持收支平衡。

英國批準適用嬰幼兒新冠疫苗
日本日增確診病例數全球居首

世界衛生組織官網數據顯

示，截至歐洲中部時間12月 7

日17時28分，全球新冠肺炎累

計確診病例642379243例，累計

死亡病例6624118例。

歐洲和美洲：英國批準適
用嬰幼兒新冠疫苗

法國口罩熱賣
路透社報道稱，英國衛生

監管機構已批準壹種適用於嬰

兒接種的新冠疫苗。報道稱，

該疫苗由美國輝瑞公司和德國

生物新技術公司生產，適用於

6個月至4歲的嬰幼兒，其劑量

低於5歲至11歲兒童使用的疫

苗。

報道稱，壹項涉及4526名

參與者的臨床試驗結果顯示，

該疫苗對嬰幼兒安全有效。該

疫苗是否開始面向嬰兒接種將

取決於英國疫苗接種和免疫聯

合委員會(JCVI)的建議。

據報道，目前英國5歲以

上的兒童可以接種兩劑輝瑞或

莫德納新冠疫苗，免疫系統嚴

重衰弱或高風險的兒童可以接

種第三針。

據法國《費加羅報》報道

，法國正處於第九波新冠疫情

中，越來越多的法國人前往藥

房進行新冠檢測，並購買口罩

自我保護。

報道稱，為保護自己免受

病毒侵害，越來越多的法國人

聽取專家建議佩戴口罩，尤其

是在人員密集場所。家樂福集

團表示，過去兩周，其口罩銷

量翻了壹番。法國專家呼籲公

眾立即補充接種新冠疫苗，並

在出現任何感染癥狀時進行新

冠檢測。

據俄羅斯防疫指揮部通報

，過去24小時，俄新增新冠確

診病例6935例，累計確診病例

超過2163.5萬例。

根據美國約翰斯· 霍普金

斯大學的統計數據，截至美

國東部時間 7 日 16 時 20 分，

美國累計新冠確診病例超過

9918萬例，累計死亡病例超過

108萬例。

亞洲：日本單日新增確診
病例數全球居首

新加坡專家稱防疫重點在
於疫苗接種

據日本NHK電視臺當地時

間7日報道，日本單日新增新

冠確診病例149383例，當日新

增確診病例數全球居首，累計

確診病例超過2555萬例。

新加坡衛生部當地時間6

日公布的數據顯示，過去 28

天，該國新增新冠確診病例

40737例，其中99.6%為無癥狀

或輕癥，死亡率為0.02%。

新加坡專家接受媒體采訪

時指出，新加坡的防疫方式重

點是廣泛推行新冠疫苗接種。

據韓國中央防疫對策本部

通報，截至當天0時，韓國較

前壹天0時新增新冠確診病例

65253 例，累計確診病例超過

2754.8萬例。

據韓聯社報道，韓國防

疫部門指出，新冠疫情蔓延

勢頭最近放緩，但不能排除

反彈的可能性，預計將持續緩

慢增長。

這壹瀕危物種大量死亡！
俄裏海沿岸現2500頭海豹屍體

綜合報導 俄羅斯達吉斯坦共和國自然資源和

環境部門消息，截至當地時間4日，該地區裏海沿

岸已發現約2500頭死亡的海豹。目前海豹死亡原因

正在調查中。

據報道，俄聯邦漁業署早些時候表示，在達吉

斯坦共和國的裏海沿岸發現了約700頭死亡的海豹

，當地自然資源和環境部門隨後報告，死亡海豹的

數量已達2500頭。這些海豹的屍體分布在不同地方

。對死亡海豹數量的統計仍在進行中，死亡原因將

待實驗室對病理材料進行研究後確認。

裏海環境保護中心主任表示，這些海豹在大約

兩周前死亡，沒有跡象顯示它們遭殺害或被漁網捕

獲。

該中心介紹，裏海海豹是裏海中特有的海洋哺乳

動物，身長約160厘米，體重可達100公斤，以魚類

為主食，處於食物鏈的頂端，成年後幾乎沒有天敵。

據該中心數據，裏海中有約70000頭裏海海豹。

2008 年起，裏海海豹被國際自然保護聯盟

(IUCN)列為瀕危物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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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財政部長葉倫（Janet
Yellen）今天表示，美國經濟衰退 「並非不可
避免」，並說她相信美國正走在降低通膨的正
確路上。

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FED）今年來採取
強力措施以冷卻需求，一方面要降低消費者物
價，一方面試圖不讓經濟陷入低迷，在兩難之
間如履薄冰。

如今許多經濟學家都預料，作為世界最大
經濟體的美國明年可能會出現經濟衰退。

葉倫在視察德州沃斯堡（Fort Worth）財
政部鑄印局（Bureau of Engraving and Printing
）貨幣鑄印單位時告訴媒體： 「我們能否避免
經濟衰退，我認為答案是可以。」

葉倫表示，供應鏈瓶頸正開始緩解，新公
寓租金 「基本上已到頂」，勞動市場也略有降

溫。
她說： 「在沒有看到全國性大規模裁員情

況下，我相信我們在降低通膨方面是走在正確
的軌道上，經濟衰退並非不可避免。」

她說，在企業減緩成長預測及用人計畫之
際，員工離職人數現在也減少一些。

上週，聯準會主席鮑爾（Jerome Powell ）
說，美國實現軟著陸仍然 「非常有可能」，他

提到失業率上升但經濟避免嚴重衰退的情況。
今天葉倫被問到，在美國總統拜登和中國

國家主席習近平於11月14日在印尼峇里島會
晤之後，她是否計劃走訪中國，她回答，目前
還沒有明確的計畫，但 「肯定對此持開放態度
」。

紐時員工因調薪未談妥罷工
暫由非工會成員出報

美參議員席納瑪退出民主黨 兩黨參院席次又相同

（綜合報導） 「紐約時報」上千員工因在新
一輪合約談判中未能與資方就調薪達成協議，午
夜展開24小時罷工，這是紐時40多年來首次出
現這類勞工行動。社方表示，今天將暫由非工會
成員出報。

法新社報導，代表罷工員工的紐約新聞工會
（NewsGuild of New York）指出，主要癥結在
資方不願依通膨水準調升薪資；此外，醫療保險
、退休福利和疫情緩和後重返工作崗位的政策，
也都是爭執所在。

紐約新聞工會今天在推特留言說： 「1100
名以上紐約時報員工現在正式罷工，這是紐時
40年來首次出現這種規模的罷工。」

紐時播客製作人黎特（Phoebe Lett）推文說
： 「必須和將近1200名同僚站在一起，令人心
碎。同僚們為了報社好，犧牲了一切。他們恭敬
地請求報社展現對我們的重視，但結果我們還是
到此地步。」

工會方面表示，會員們 「願做一切必要的事
，以使大家有個比較好的新聞工作環境」。

紐時在一則有關罷工的報導中說，未加入工
會的新聞人員將負責製作今天的新聞報導。

紐時新聞部共有 1800 名以上員工，總編輯
周看（Joe Kahn）在發給員工的電郵中說： 「我
們今天將作出札實的報導…但會比平常困難一點
。」

根據上述有關罷工的報導，紐約時報和紐約
時報協會（The New York Times Guild）之間的
合約 2021 年 3 月到期，此後雙方進行了大約 40
次談判以討價還價。

紐時表示，願在新合約一批准即為工會會員
調薪5.5%，然後在2023年和2024年再調薪3%，
同時為合約到期後並未調薪提供4%回溯獎金以
作為彌補。

工會則建議，在合約批准後即調薪 10%，
2023年和2024年調薪5.5%，然後發放8.5%回溯
獎金。

葉倫葉倫：：美國經濟衰退並非無可避免美國經濟衰退並非無可避免

（綜合報導）美國南達科他州州長
諾姆近日禁止公家裝置使用短影音分享
軟體TikTok後，今天又要求南達科他州
投資機關立即檢視，該州的投資是否持
有中國企業股份。

美 聯 社 報 導 ， 共 和 黨 籍 的 諾 姆
（Kristi Noem）鎖定檢討南達科他州與
中國的關係，她聲稱這類關係構成國家
安全威脅。諾姆上週禁止州政府的裝置
使用影音分享平台TikTok，TikTok母公
司是中國的字節跳動（ByteDance）。

南達科他州州長辦公室今天發布聲
明表示，諾姆要求南達科他州投資委員

會（South Dakota Investment Council）在
7天內調查投資項目與中國企業的關係，
她聲稱所有中企都跟中國共產黨有關。
這個投資委員會管理總額 190 億美元的
南達科他州退休基金和其他信託基金資
產。

諾姆在聲明中說： 「南達科他州民
眾應該要知道，他們

的稅金是否被用來投資讓中國共產
黨獲利。」

中國政府近幾年努力運作與中國企
業加強連結，推動在企業內發展中共黨
支部。目前仍不清楚這些黨支部對相關
中企營運有多大影響力，但專家指出，
中共與中國企業界的關係相當複雜。

諾姆的命令是否會有任何實際效果
，依舊是未知數。根據南達科他州投資
委員會最近一次年報，中國還排不上它
投資的規模排名前10名國家。

諾姆表示，如果南達科他州投資委
員會發現有任何在中國企業的投資部位
，應該提出轉移投資的計畫方案。

禁TikTok後 南達科他州長要
檢視投資是否牽涉中國

（綜合報導）美國亞利桑那州聯邦參議員席納瑪今天宣布
脫離民主黨、登記為獨立議員。這使得本週才在參院再贏一席
、以51席對共和黨49席掌握絕對過半優勢的民主黨，又退回
相同席次局面。

路透社報導，席納瑪（Kyrsten Sinema）在亞利桑那州新聞
網站 「亞利桑那州中心」（Arizona Central）發表特稿說： 「我
已經加入越來越多拒絕黨派政治的亞利桑那州人，我宣布自己
獨立於華盛頓失能的兩黨政治體系、登記為亞利桑那州獨立參
議員。」

法新社報導，席納瑪昨天接受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
）訪問時已透露： 「我已經登記為亞利桑那州獨立議員。我知
道有些人可能有點驚訝，但事實上我認為這非常合情合理。我
從來不是十分符合任何政黨標籤，我也沒有真的努力這麼做過
，我不想要。」

民主黨6日才歡慶華諾克（Raphael Warnock）在喬治亞州
聯邦參議員決選擊敗共和黨對手順利連任，讓民主黨能在參院
享有51席優勢。但席納瑪退黨後，兩黨變回各握50席，民主
黨要靠同黨的副總統賀錦麗（Kamala Harris）身兼議長的一票

，才能打破平手僵局。
不過，席納瑪在今天刊出的另一篇專訪中淡化自己退黨影

響。她告訴美國新聞網站Politico，她不會加入共和黨團運作，
「我不預期參議院的（政黨勢力）結構會有任何改變」。

美國參院目前有 2 位獨立議員，分別是代表佛蒙特州
（Vermont）的桑德斯（Bernie Sanders）及緬因州（Maine）的
金恩（Angus King），但兩人通常配合民主黨團運作。



 

10:00am 英語崇拜/國語崇拜/粵語主日學 

11:00am 國語主日學 

11:15am 粵語崇拜/英語主日學 

1:30 pm 中文學校(粵語,國語)(only during school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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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歲印度男子偷娶了6個老婆
被小舅子發現扭送警局後被釋放
綜合報導 日前，印度比哈爾邦50

歲男子Chotu因悄悄娶了4個邦的6個

女人，無意中被第四任妻子的弟弟發

現，將其扭送到了警察局。

據報道，在被發現後，Chotu 被

比哈爾邦的鐵路警察逮捕，後來警

方將其釋放，稱這是當事人的“家

庭事務”。

在對警察的陳述中，比哈爾邦人

Chhotu說，他在家人安排的包辦婚姻

中結了兩次婚，娶的是來自欽貝利亞

和孫達丹的女人。

對Chhotu來說，有兩個妻子是不

夠的，2011年，他按照自己的意願結

婚，遇到了壹位來自蘭奇的女人Kala-

wati，並與她育有四個孩子。

他的壹系列婚姻並沒有就此結束

，他在2018年與另壹名女子結婚，並

與她育有兩個孩子。

與此同時，他的第三任妻子卡拉

瓦蒂發現了Chhotu和其他女人的婚姻

，為了家庭的緣故決定保持沈默。

作為來自恰爾肯德邦德奧加爾交

響樂團的成員，Chhotu過去經常參加

各種活動和演出，在演出地他會找到

女人，告訴她們他想結婚，並經常在

當地和她們舉行婚禮。然後，他會去

其他地方演出，然後重復上述行為。

Chhotu在對警方的聲明中說，他

的另外兩個妻子來自德裏和德奧加爾。

如果不是他第四任妻子的弟弟，Chhotu

娶女人的遊戲還會繼續。最近，Chhotu

的小舅子在Jamui火車站發現他和另壹

名女子在壹起。

當小舅子問姐夫Chhotu這名女子

是誰時，Chhotu的荒唐行為敗露，被

帶到GRP Jamui火車站警察局。《新

印度快報》的壹篇報道援引壹名參與

此事的警官的話說：“他癡迷於娶妻

子。無論他是在比哈爾邦，還是在其

他邦的文化活動中表演，他都會娶壹

個女孩為妻。”

印尼高級官員：預計6日通過刑法修正案
婚前性行為將被判刑

綜合報導 印尼高級官員向媒體證實

，印尼刑法修正案預計會在12月6日獲

得通過。這壹修正案將婚前性行為、婚

前同居、侮辱總統或國家機構等行為列

入刑事罪，因此引起國內外爭議。

據報道，印尼眾議院副議長蘇夫米

（Sufmi Dasco Ahmad）和負責監督刑法

修訂的國會委員會主席班邦（Bambang

Wuryanto）當日向該媒體證實，刑法修

正案預計將於6日獲得國會通過。

根據這項修正案，婚外性行為將被

列為犯罪，最高可判處壹年監禁；侮辱

總統或國家機構的行為遭禁止，任何與

印尼國家意識形態（即“潘查希拉”）

相悖的觀點也被禁止表達；侮辱總統罪

是壹項只能由總統本人發起的指控，最

高可判處三年監禁。“潘查希拉”是印

尼建國五項基本原則，包括“信仰神道

、人道主義、民族主義、民主主義、社

會公正”。

據路透社報道，壹些法律專家和公

民社會團體認為，上述刑法修正案的通

過對印尼來說是“巨大的挫折”。

報道指出，印尼人口以穆斯林為主

，但也有人口規模可觀的印度教徒、基

督徒以及其他宗教信仰者。盡管大多數

印尼穆斯林信奉“溫和的伊斯蘭教”，

但宗教保守主義已有擡頭趨勢，並已悄

然進入印尼政治。

印尼現行刑法可追溯至荷蘭殖民時

期，印尼官方為修改這壹刑法做出

了數十年的努力。然而刑法修正案

上壹版草案於2019年公布時，引起

了數萬印尼民眾抗議示威，這被認

為是印尼近年來最大規模的抗議活

動。

近幾個月來，印尼政府為刑法

修正案向全國舉行了公眾咨詢。刑

法修正案的最新規定顯示，對婚外

性行為和婚前同居的投訴只能由配

偶、父母或子女等近親舉報。“侮辱總

統罪”的投訴人也被限制在總統本人。

與2019年相比，印尼民眾今年對刑

法修正案的反應要溫和很多。批評者仍

認為，官方就上壹版刑法修正案草案修

改的內容“微乎其微”。

刑法修正案被國會批準後，政府和

有關機關將跟進起草相關實施細則，修

正後的新刑法典將於三年後正式生效。

泰國南部鐵路爆炸已致3死4傷
綜合報導 泰國南部宋卡府

境內壹處鐵路6日發生炸彈爆

炸事件。當地媒體報道說，爆

炸造成現場3名鐵路工人喪生

，4人受傷。

爆炸發生於當地時間早

上 6 時 24 分左右。警方趕到

後隨即封鎖現場，並將傷者

送往醫院。

此前的12月3日，在此次

爆炸地點附近也曾發生壹起鐵

路爆炸事件，當時造成壹列貨

運列車脫軌翻車，20節車廂中

有11節受損。之後，當地安排

人員對受爆炸影響的鐵路進行

安全清理和維修。

報道說，6日早上發生爆

炸時，工人們正在對該路段

進行清理和維修作業。目前

，警方正在對爆炸原因進行

調查。

最近壹段時間，泰國南

部地區多次發生爆炸事件，

其中包括 11月 16 日的北大年

府加油站炸彈襲擊，以及 11

月 22 日的陶公府警察公寓汽

車炸彈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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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據日本共同社報道，東京

電力公司6日時隔約半年重啟了福島第

壹核電站1號機組反應堆安全殼的內部

調查。

據報道，為取出熔落核燃料(燃料碎

片)，計劃依次投入4臺遠程操控的機器

人，測定燃料碎片散發的輻射並采集堆

積在底部的堆積物。

據分析1號機組的核燃料基本都熔

落到安全殼內。今年2至6月的調查中，

在較大範圍內確認了可能是燃料碎片的

塊狀堆積物，還發現支撐反應堆的底座

混凝土受損並露出鋼筋，引發了對抗震

性的擔憂。

此次是調查的後半部分，把配備輻

射檢測傳感器的機器人放入積水的安全

殼內，朝向底部的堆積物垂下傳感器，

在8處位置檢測輻射。目的是檢測燃料

碎片散發出的特有輻射。

從明年1月中旬起，將用配備抽吸

裝置的機器人采集堆積物。然後用超聲

波掌握堆積物的立體結構，此外還會進

入支撐反應堆的底座內側，嘗試拍攝內

部損傷情況並從下部拍攝反應堆。

壹核 2 號機組計劃 2023 下半年度

取出燃料碎片，而 1 號和 3 號機組則

未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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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防疫放寬 港人盼復常通關提速
深“健康驛站”增至每日2000名額 北上有望縮短“疫監”

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7日公布俗稱“新

十條”的《關於進一步優化落實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措施的通知》，深圳巿“健康驛

站”的名額隨即由9日起增至每日2,000

個。香港政界人士及專家8日在接受香港文

匯報訪問時均形容，內地正走向復常之

路。隨着“新十條”出台， 內地將加快推

高疫苗接種率，增強群體免疫，有利與香

港特區逐步恢復正常通關，包括穩步縮短

檢疫日數等，故特區政府加緊與內地商討

有關的對接安排。專家分析，內地只要提

高長者等高危人士的新冠疫苗接種率，並

做好分流分治工作，若放寬防疫措施後未

有出現醫療擠兌，就可以進一步放寬通關

的安排。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院舍和學校疫情
◆24間安老院舍及13間殘疾人士院舍共呈報63名院友及4名員工確診，107名
院友被列為密切接觸者
◆930間學校合共呈報1,975宗個案，涉及1,665名學生和310名教職員，16間學校
共17個班級需停課7天

變異病毒
◆本地懷疑BA.4/BA.5個案佔比65.56%，BA.2.12.1個案佔比為0%
◆輸入個案新增1宗BQ.1.1亞系變異病毒個案；本地個案新增1宗XBB及5宗BQ.1.1
亞系變異病毒個案

醫管局概況
◆3,248名確診者留醫治療，當中452人是新增確診者
◆新增呈報12名危殆病人及22名嚴重病人。目前
合共有76名危殆及97名嚴重病人，其中20名
危殆病人正接受深切治療

◆醫管局加強新冠指定診所及新冠遙距診
症服務，再有5間普通科門診暫停服務

8日疫情
•本地感染：13,575宗
•輸入個案：798宗
•新呈報死亡：27人
•第五波累計死亡：10,678宗

新增總
確診個案：

14,373宗

資料來源：
香港醫管局、
衞生防護中心

整理：香港文匯報
記者 文森

穩步復常

目前由香港經陸路北上深圳，其中一個方法是通
過“搖號”獲取深圳“健康驛站”的檢疫名

額。在“新十條”公布後，根據該網上預約系統顯
示，有關名額由之前的1,000個，倍增至9日開始的
2,000個。

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譚耀宗8日表示，隨着內地
放寬防疫限制，有信心港人入境內地的政策會有變
化，但一下子全部放寬可能性不大，可能是縮短隔離
日數或不再強調防疫要求，又或增加過關名額，這些
都會帶來很大促進作用，期望香港要做好防疫工作，
希望農曆新年便可放寬通關措施，讓市民北上探親。

被問及“逆向隔離”的安排是否有落實的可能，
他認為仍有技術問題無法解決，若內地縮短港人北上
檢疫日數，就未必需要實行有關安排。

議員倡研返內地居家隔離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黃國向香港文匯報表示，內地的

“新十條”防控措施中，包括具備居家隔離條件的感染
者可居家隔離，有重症高風險因素的患者由定點醫院收
治，以及加快推進長者接種新冠疫苗等，相信是汲取了
香港的經驗，“現在新冠病毒的毒性已減輕，只要加大
重點人群接種疫苗的力度，同時有足夠藥物儲備，就可
以走小步，不停步，逐步走向復常。”

他指出，“新十條”的出台，亦意味可加快與香港
恢復正常通關的步伐，相信內地有一套逐步開放入境的
路線圖和時間表，故香港特區政府應與內地有關部門加
強溝通，研究如何配合內地的居家隔離等措施，例如現
在到深圳要“搖號”獲取“健康驛站”名額，可進一步
放寬至同樣可居家隔離檢疫，無須再受名額限制。他希
望農曆新年前，兩地通關可更為便利。

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
出，“新十條”措施顯示內地因應疫情變化，穩步走向
復常之路，其中不再對跨地區流動人員查驗核酸檢測陰
性證明和健康碼，亦不再開展落地檢等，是為了維持經
濟民生運作，減低對內循環的影響，而無須查驗健康碼
更較香港走得更前。

商務客料可優先入內地
他認為，放寬防疫措施確會令感染人數增加，出

現較大規模傳播，但大部分患者屬輕症，且自然感染
亦會建立免疫屏障，故問題不大，而“新十條”中推
動長者接種疫苗和對陽性感染者按分級分類原則進行
救治等，則是緊守醫療防線。這是首要工作，估計只
要做好分流分治，不出現醫療擠兌，便可再逐步放寬
防疫措施。

他相信內地與香港特區的通關安排會逐步放寬，
估計先放寬對經濟民生有影響人士如商務旅客的入境
安排。在確定內地疫情發展未有影響醫療系統時，相
信便可進一步邁向全面免檢疫通關。

◆◆深圳巿深圳巿““健康驛站健康驛站””的名額由的名額由99日起增至每日日起增至每日
22,,000000個個。。圖為市民疫下前往深圳圖為市民疫下前往深圳。。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衞生防護中心數據顯示，過
去一周本地個案增加26.2%，污水樣本病毒含量持續
上升至150萬至200萬拷貝，逼近3月初第五波的高
峰。香港疫情再次反彈，公立醫院壓力上升，再多5
間普通科門診要暫停服務，以加強指定診所及遙距
診症的服務。

香港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首席醫生歐家榮8日
表示，香港新冠肺炎疫情回升，主因是社交活動增
加，以及之前沒感染人士陸續確診引致。社區“二
次感染”比率升至4.9%，其中安老院舍長者的“二
次感染”更升至34.5%，但歐家榮強調院友“二次感
染”屬預期之內：“因為現時出現新的變異病毒
株。”

過去一周香港新增個案仍以BA.5為主流，佔比
68.75%，呈緩慢下降趨勢，其次是年初佔香港主流的
BA.2各分支，佔比28.04%，並正緩慢上升。輸入變
異病毒個案仍只是零星散發，累計最多的XBB佔比
1.33%，BQ.1.1佔比1.8%，較對上一周略有下降。

香港醫管局總行政經理（綜合臨床服務）李立
業表示，在疫情持續升溫下，公共醫療承受很大壓
力，留醫確診病人持續增加，8日增加至3,248人，
其中新增確診者亦由之前三百餘人增至452人，加上
冬季流感病人增加，目前急症醫院內科病床整體使
用率已達103%。因此，醫管局會抽調人手，進一步
加強新冠指定診所和新冠遙距診症服務，令局方再
有5間普通科門診要暫停服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香港新增14,373
宗新冠確診個案，是3月20日以來最多新增個案
的一天。留醫確診病人亦逐步上升，但多數是輕
症患者，須使用呼吸機的重症病人維持低於1%
的水平。特區政府8日宣布維持現行社交距離措
施和口罩令，同時由9日開始調整確診者和密接
人士的隔離日數，由7天減至5天，抵港者快測
日數也減至5天。專家相信，新措施的“走漏”
個案不會增加疫情風險。

9日開始，確診者及密切接觸者不論有否接
種疫苗，“疫監”縮短至5天。他們只需在染疫
或隔離的第四及第五天或連續5天，快測呈陰性
就可以重返社區。有關安排同樣適用於本周一
（5日）起要隔離人士。

抵港者須連續快測5天
在新安排下，由台灣地區及海外入境人士，

在抵港後原本要連續7天快測，現改為5天快

測，但抵港當日及後日仍要繼續做核酸檢測，而
安排適用於上周五起抵港人士。

香港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首席醫生歐家榮
表示，Omicron潛伏期很短，絕大多數感染者3
天內發病。衞生署統計今年9月至11月數據，無
論是否打齊疫苗，逾93%的密切接觸者在隔離第
五天之前被發現染疫。根據衞生署的統計，在35
萬名密切接觸者中，只有10萬人最終確診，陽性
比例約是三成。

“如果（確診者）連續兩日快測陰性，相信
傳染性十分低，可以恢復正常生活。”歐家榮認
為，在不增加疫情風險、不增加醫療負擔的前提
下，有空間縮減隔離令和檢疫令隔離期至5天。

新安排可加快病床流轉
香港醫務衞生局副局長李夏茵表示，目前有

2,000多名確診留院病人中，五分之一人因為無
打針要隔離14天，新安排可加快病床流轉，“其

實隔離令與檢疫令推行了都一段日子，我相信如
果要令市民因此接種，其實已接種。過長的7天
檢疫和隔離令，對社會整個承擔或防疫無特別效
用。……（隔離）第五天已找到逾93%確診個
案，基於以科學和數據為本、便利市民，因此做
出今次調整。”

呼吸系統科專科醫生梁子超表示，解除確診
者隔離的關鍵並非看日數，而是檢測是否轉陰
性，如果抗原檢測連續兩日陰性，並無必要完成
7天或14天隔離，反之，如果5天後的快測仍是
陽性，就需要等到持續轉陰才可解除隔離，故政
府今次是合理化以往的安排。

他認為，有關措施對疫情傳播沒有實質影
響，反而有助減少佔用醫院床位，亦可減低對社
區必要人手安排的影響。他相信，疫情反彈是由
於群體免疫衰減，加上天氣轉冷令病毒存活時間
較長，一老一幼群組應把握時間接種疫苗，包括
加強劑或二價疫苗，同時打流感針。

確診和密接者隔離期減至5天

社交活動增“二次感染”比率升

◆9日開始，確診者及密切接觸者不論有否接種疫苗，
“疫監”縮短至5天。圖為市民在銅鑼灣出行。 中通社

◆圖為香港市民接種疫苗。 資料圖片

隔離令和檢疫令新安排
對象

確診人士

密切接觸者

抵港人士

資料來源：政府疫情記者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舊有解除隔離要求

已打齊兩針

確診後第6、7天快測陰性

隔離第6、7天快測陰性

無需隔離，抵港當日及後
日核酸陰性，醫學觀察7
天需每日快測陰性

未接種或僅打一針

第14天快測陰性

隔離第14天快測陰性

同左

最新解除隔離要求

不論有無打針

第4、5天快測陰性

每天快測陰性，第5天解
除隔離

抵港當日及後日核酸陰
性，醫學觀察5天需每日
快測陰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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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把對沙特關係置於優先方向
習近平同沙特王儲兼首相穆罕默德會談 願加強兩國發展戰略對接

沙特2021年宣布，紫羅蘭色將
作為歡迎貴賓的地毯顏色。根據沙
特主流媒體《歐卡茲報》的解釋，
紫羅蘭色地毯在春季與沙特的沙漠
和高原地區顏色相匹配、協調。春

季盛開的薰衣草花以及其他植物構成的大自然景色，象
徵着沙特大地歡迎來客。地毯邊沿裝飾有代表沙特傳統
編織藝術中的沙特文化元素，這是沙特王國最早的民間
手工藝品之一，它增加了文化內涵。這種傳統編製藝術
已被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人類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作
名錄。

報道指出，更換迎接儀式地毯是由沙特文化部和王
室聯合提出的，是倡導沙特真正的文化元素和突出國家
身份的延伸，在政府機構內以及對古代清真寺和歷史遺
址修復中要特別重視沙特傳統藝術和藝術品。 ◆人民網

紫羅蘭色地毯
象徵歡迎貴賓

當地時間12時20分許，沙特王儲兼首相穆罕默德
代表國王薩勒曼為正在沙特進行國事訪問的國家

主席習近平在利雅得王宮舉行歡迎儀式。在沙特王宮
摩托車隊和馬隊護衛下，習近平乘車抵達王宮辦公廳
廣場。穆罕默德在下車處熱情迎接。兩國領導人步入
檢閱亭，王宮軍樂團奏中沙兩國國歌。習近平在穆罕
默德王儲陪同下檢閱王宮儀仗隊。沙特王宮衛隊以傳
統執劍禮儀向習近平表示最隆重歡迎。

穆罕默德首先代表薩勒曼國王對習近平到訪表示
熱烈歡迎，對中共二十大成功召開以及習近平主席再
次當選中共中央總書記表示衷心祝賀。

願同沙方深化各領域務實合作
習近平指出，沙特是阿拉伯世界和伊斯蘭世界的重

要一員，也是多極化世界中一支重要的獨立力量，是中
國在中東地區的重要戰略夥伴。近年來，中沙關係保持
高水平發展。當前國際和地區形勢深刻複雜演變，中沙
關係的戰略性和全局性更加凸顯。中方把發展對沙特關
係置於外交全局尤其是中東外交的優先方向，願同沙方
在實現民族振興的道路上攜手前進，加強發展戰略對
接，深化各領域務實合作，增強在國際和地區事務中的
溝通協調，推動中沙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得到更大發展。

習近平強調，中方堅定支持沙方維護國家主權、安
全、穩定，支持沙特繼續走符合本國國情的發展道路。

習近平指出，中方支持沙方在國際和地區事務中
發揮更大作用，願同沙方在聯合國、二十國集團等多
邊平台加強溝通協調。當前形勢下，召開首屆中國－
阿拉伯國家峰會和中國－海灣阿拉伯國家合作委員會
峰會具有特殊重要意義，將為今後一個時期中阿關係
和中海關係發揮戰略引領作用。中方期待同沙方和阿
拉伯國家一道努力，使兩場峰會成為中阿關係和中海
關係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盛事，推動中阿關係
和中海關係邁上新台階。

沙方：歡迎中企參與沙特工業化進程
穆罕默德表示，沙中關係十分密切友好，沙特是

中國在中東地區的全面戰略合作夥伴。中國經濟保持

蓬勃發展，沙方也在努力實現“2030願景”，沙方期
待同中方加大相互支持，共同致力於將沙中全面戰略
夥伴關係提升至更高水平，相信習近平主席此訪必將
成為沙中關係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推動沙中各領域合
作取得更多成果，更好造福沙中兩國人民，更好實現
兩國共同發展和繁榮。沙方堅定支持一個中國原則，
堅定支持中方維護自身主權、安全和領土完整，堅定
支持中方為去極端化採取的措施和努力，堅決反對任
何外部勢力以人權等名義干涉中國內政。沙方願同中
方繼續積極共建“一帶一路”，擴大貿易與相互投
資，歡迎更多中國企業積極參與沙特工業化進程，參
加沙特重大基礎設施建設和能源項目合作，加強在汽
車、科技、化工、礦業等領域合作。感謝中方支持沙
特“綠色中東”倡議，沙方願同中方加強清潔能源、
綠色發展等領域合作，擴大人員往來和文化交流，希
望中方繼續支持沙方增強中文教育能力。感謝中方支
持沙特成為上海合作組織對話夥伴，願同中方加強在

二十國集團、金磚國家等多邊框架內溝通協調，合作
應對能源安全、糧食安全和氣候變化等挑戰，並就重
大地區熱點問題密切對話合作，為維護地區和平、安
全與穩定，實現地區共同安全作出貢獻。沙方願為促
進阿中關係、海中關係進一步發展發揮積極作用。我
對沙中關係前景充滿信心。

將每兩年在兩國輪流舉行元首會晤
雙方同意，將中沙高級別聯合委員會牽頭人級別

提升至總理級。
兩國領導人共同出席了共建“一帶一路”、司法、教

育、氫能、投資、住房等領域合作文件文本交換儀式。
雙方發表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沙特阿拉伯王國

聯合聲明》。
另據新華社報道，中沙兩國元首親自簽署《中華

人民共和國和沙特阿拉伯王國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協
議》，同意每兩年在兩國輪流舉行一次元首會晤。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當地時間
12月8日中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利雅
得王宮同沙特王儲兼首相穆罕默德舉行會
談。習近平指出，中方把發展對沙特關係置於
外交全局尤其是中東外交的優先方向，願同沙
方在實現民族振興的道路上攜手前進，加強發
展戰略對接，深化各領域務實合作，增強在國
際和地區事務中的溝通協調，推動中沙全面戰
略夥伴關係得到更大發展。

習近平
提出中沙合作重點
◆重大發展倡議對接
中 方 支 持 沙 方 “2030 願
景”、“綠色中東”等一系列
重大發展倡議，願積極參與沙
特工業化進程，助力沙特經濟
多元化發展。雙方要落實好共
建“一帶一路”倡議和沙特
“2030願景”對接，推動兩
國各領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

◆能源政策協調
中方願同沙方加強能源政策溝
通協調，擴大原油貿易規模，
加強勘探開發等合作，實施好
福建古雷乙烯等大型能源合作
項目。

◆產能和基礎設施
中方願同沙方深化產能和基礎
設施建設合作，推進中沙吉贊
產業集聚區和重大基礎設施項
目建設，提升貿易、投資、金
融合作水平，拓展電子商務、
數字經濟、清潔能源、高技
術、航天研發等領域合作。

◆反恐和安全
加強執法安全、反恐和去極端
化合作。

◆文化
中方願同沙方一道，推動兩國
中文教育合作取得更多成果。

◆旅遊往來
中方同意將沙特列為中國公民
組團出境旅遊目的地國，擴大
雙方人員往來和人文交流。

來源：新華社

“這是中國，這是阿聯酋，我們是好朋
友！我愛你們！”6歲的阿聯酋男孩薩利姆．
優素福一邊用中文介紹自己的畫作，一邊對
着鏡頭擺出“愛心”手勢。

今年 11 月，在阿拉伯聯合酋長國舉辦
的中文教學“百校項目”繪畫比賽吸引了
3,000 多名當地學生。從中國傳統建築，到
充滿科技感的中國太空站，學生們用畫筆表
達了對中國的熱切嚮往和對阿中友好的美好
憧憬。

近年來，中國和阿拉伯國家持續擴大人
文交往，增進民心相通。截至今年10月，已

有阿聯酋、沙特、埃及、突尼斯4個阿拉伯國
家將中文納入國民教育體系，15個阿拉伯國
家在高校開設中文院系，13個阿拉伯國家建
有20所孔子學院、2個獨立孔子課堂。

據中國教育部中外語言交流合作中心主
任馬箭飛介紹，目前阿聯酋已有158所中小學
及幼兒園開設中文課程；埃及首批12所公立
中學中文教育試點正式啟動……

今年9月，埃及青年中文老師帕桑特．哈
利勒（中文名詩雨）通過網絡視頻與正在中
國太空站執行任務的航天員進行了一次“天
宮對話”。她向中國女航天員劉洋請教女性

事業發展問題，劉洋回答“只要我們心中有
夢想，腳下就會有力量”令她印象深刻，
“劉洋給全世界的女性傳遞了來自太空的鼓
勵”。

“天宮對話”成為詩雨人生中最閃亮的
片段之一，“我的聲音傳到太空，航天員的
話語從太空傳給我，很神奇”。作為中文教
師，她發現近年來學生們對航空航天、生物
工程、信息技術等中國的科學成就十分感興
趣。不少人在留學中國時選擇了理工科院
系，希望將中國科技進步的經驗帶回國。

◆新華社

從“中文熱”到“天宮熱”
中文教學助中阿文化交流

��

◆當地時間12月7日下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近平乘專機抵達利雅得，應沙特阿拉伯王國國王薩勒曼邀請，出席
首屆中國－阿拉伯國家峰會、中國－海灣阿拉伯國家合作委員會峰會並對沙特進行國事訪問。這是習近近平乘專
機抵達利雅得哈立德國王機場時，沙特利雅得省省長費薩爾親王、外交大臣費薩爾親王、中國事務大臣魯梅延
等王室重要成員和政府高級官員熱情迎接。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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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最新行業數據顯示，隨著美聯儲激進加息推升房
屋貸款利率，美國月度房屋價格水平出現連續下跌，持續
2年多的房地產市場“高燒”顯著降溫。

市場人士認為，美國房地產行業正成為美聯儲貨幣政
策變化效應的重要觀察指標。自2020年二季度以來，房價
在美國大規模刺激措施推動下大幅上漲，助推通脹；如今
在激進加息壓力下，房地產市場明顯降溫，預計將顯著拖
累美國經濟表現。

房價升至高位
房地產行業對美國國內生產總值（GDP）的貢獻約佔

兩成。市場投資者持有住房比例較高。新冠疫情暴發後，
美國推出的大規模貨幣和財政刺激措施刺激股市不斷創新
高，同樣顯著推高了房價，一些人口流入地的房價漲幅超100%
。

美國聖路易斯聯儲銀行經濟研究部門發布的數據顯示，美國
住房均價自2020年二季度以來出現暴漲，截至今年第二季度的
累積漲幅達40.05%。

房價大漲帶來更高民生成本。因購房門檻抬升，不少人選擇
租房，進一步推高房租價格，加劇美國通脹壓力。

房屋租賃平台宗珀房屋租賃網站日前發布的報告說，美國8
月一居室房屋租金繼續創下新高。在房租價格最高的紐約市，一
居室和兩居室租金中值分別為3930美元和4400美元，同比分別
增長39.9%和46.7%。

美國房地產經紀商道格拉斯－埃利曼地產公司公佈的報告顯
示，紐約曼哈頓區平均房租價格連創新高，7月升至5113美元，
同比漲幅27.5%。

美國全國房地產經紀人協會公佈的月度數據顯示，美國住房
可負擔性指數已經從2020年的169.9大幅降至今年6月的99.1，
為1989年以來的最低值，凸顯民眾住房負擔加重。

加息帶來降溫
由於美聯儲激進加息，美國住房抵押貸款利率大幅走高，美

國房價指數7月結束了此前連續31個月的環比上漲。
美國聯邦住宅貸款抵押公司房地美公佈的調查數據顯示，在

截至9月15日的一周，美國30年期固定利率房貸利率為6.02%，
遠高於去年同期的2.86%，達到2008年11月底以來的最高水平。

美國全國房地產經紀人協會公佈的數據顯示，以獨立式住宅

為例，20%首付後每月還款額佔家庭月均收入的比例在過去兩年
半中提升近一倍。截至今年7月，美國成屋銷量已經連續六個月
下滑。

美國聯邦住房金融署公佈的數據顯示，今年6月份美國房價
指數雖然同比漲幅達16.2%，但環比僅上漲0.1%，顯著低於市場
預期的0.9%。

美國數據分析服務機構“黑騎士”公司9月發布的月度研究
報告顯示，美國房價指數7月結束了此前連續31個月的環比
上漲。在線房地產服務提供商美國齊洛房地產公司的數據顯
示，美國房價水平8月再次環比下跌，創下2011年以來最大
環比跌幅紀錄。

美國房地產經紀平台雷德芬公司最新報告顯示，在截至9
月4日的一個月裡，美國住房最終售價比最初掛牌價少0.3%
，這是一年半以來住房最終售價首次低於最初掛牌價。

美國商務部9月20日公佈的最新數據顯示，按季節調整
後，美國8月份私人新建住房開工年率為151.7萬套，環比和
同比降幅分別為10%和14.4%，美國住房市場上游降溫明顯。

拖累經濟表現
市場人士預計，美國住房市場回調難以避免，相關經濟

活動已經降溫，勢必拖累經濟表現。
標準普爾道瓊斯指數公司總經理克雷格·拉扎拉表示，美

國房價增速數月前就已放緩，隨著宏觀經濟環境挑戰加劇，
房地產市場景氣度可能繼續下降。

凱投宏觀經濟學家薩姆·霍爾預計，到2023年年中，美
國房價將出現5%的同比降幅。

高盛集團預計，今年美國新建住房銷量和成屋銷量將分別出
現22%和17%的降幅。今明兩年，住房行業對美國GDP的整體貢
獻將下降。

美國在線房地產租售平台房地產網首席經濟學家丹妮爾·黑
爾日前表示，美聯儲尚未結束加息進程，其對經濟的影響也沒有
結束。美國經濟運行未來數月將會充滿波動，很可能持續到2023
年。

美國樓市“退燒”拖累經濟表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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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ked Chicken Wings 沙茶魚露烤雞翅
食材： 
◆ 2磅(10-12隻) 雞翅
◆ 8瓣 蒜頭，切末
◆ 4大匙 牛頭牌沙茶醬

掃碼關注微信公眾號
   <牛頭牌北美>
參考更多美味食譜喔！

做法：
(1)取一大碗，放入牛頭牌沙茶醬、富國魚露、水、細砂糖、蒜末和胡椒，
攪拌均勻。(2)將雞翅放入拌好的醃醬中，使外層均勻裹上醃醬。置冰箱中
醃4小時或隔夜為佳。(3)醃好的雞翅放入預熱至400°F的烤箱中，烤40-50
分鐘。(4)烤雞翅的同時，煎鍋中倒入醃醬，以中火煮至開始冒泡後轉小火
燉煮至醃醬焦糖化。(5)放入烤熟的雞翅。翻動煎鍋使醬汁均勻裹在雞翅上。
(6)雞翅放回烤箱中，以400°F續烤3-5分鐘或至外層酥脆。(7)出爐後，撒上
碎花生和香菜即可。趁熱享用喔！

with Sha Cha Fish Sauce

◆ 2-4大匙 飛獅牌富國魚露
◆ 4大匙 水
◆ 4大匙 細砂糖

◆ 胡椒，調味用
◆ 碎花生，裝飾用
◆ 香菜，裝飾用

www.lnk.bio/BullHead.BBQSauce.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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