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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獲線上詐騙破獲線上詐騙 44中國籍男子落網中國籍男子落網
（中央社）澳洲警方今天依線上投資詐騙起訴4名中國籍人士，詐騙受害者大多在美國。當局表示

這起詐騙在全球騙得超過1億美元不法所得。
路透社報導，澳洲聯邦警署（Australian Federal Police）表示，這起縝密的詐騙案涉及操控授權給外

匯經紀商的合法電子交易平台，外匯經紀商接著提供這個詐騙軟體給客戶。
澳洲聯邦警署指出，美國特勤局（U.S. Secret Service）今年8月通知當局有澳洲的人士涉及這起詐騙

案。被控罪的4名中國籍人士均居住於雪梨，但多數被害人都在美國；當局正清查有無澳洲民眾受害。
這個組織性犯罪集團利用各種社交工程技術，包括通訊平台、約會及求職網站，先取得被害人信任

，之後再提及投資機會。
犯嫌要被害人使用處理外匯和加密貨幣的投資應用程式App，雖然這些App裡兼具合法與詐欺所用

等各式平台，但犯嫌會予以操縱，向被害人顯示不實的賺錢投資報酬率。
一旦被害人加入成為投資會員後，應用程式的數據便會更改以鼓勵被害人加碼投資，同時隱瞞被害

人的金錢已被盜走一事。
澳洲聯邦警署負責偵辦的警探茲雷卡

（Salam Zreika）在聲明裡表示，這起詐騙案
凸顯 「避免與只在網路環境下遇到的人從事
投資外匯、加密貨幣或投機性投資」的必要
性。

警方表示，4名被捕的中國男子在澳洲
登記公司，好讓騙局看起來煞有其事，並建立澳洲的銀行戶頭來洗錢。

澳洲廣播公司新聞網（ABC News）指出，被捕4人中2人年僅19歲，另2人分別為24、27歲；他們
是在稍早10月、11月警方的搜索行動中落網。2名較年長的犯嫌11月底分別在雪梨與墨爾本的機場被捕
時，都已買妥赴香港的單程機票。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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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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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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1保證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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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查稅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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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查收入貸款
● Construction Loan,
   Lot Lo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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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一歲的台積電創始人張忠謀本週三在美國亞里桑
那州鳳凰城度過了他人生中可能是他最榮耀和難忘的一天
， 包括他夫人皆被圍繞在美國總統拜登及全世界最有權
勢的科技巨頭之間 。

拜登總統在台積電開工儀式上說：“ 諸位誰說美國
不能在製造業上再次引領全球?”

張忠謀在典禮上表示，他在美國建廠之夢想終於實
現 ，但是他說全球化行為就土， 自由貿易也近將滅絕。

這塲舉世矚目之耀眼大會， 也令人十分振奮和感慨
， 這也充分証實了由華人主導的企業在美國發光發熱，
更證明我們的智慧和能力對世界科技之貢獻。

張忠謀董事長早年到台灣時是得力於前總統蔣經國
、李國鼎等之提拔回台灣， 才成就了他今天之重大成就
。

真是三十風水輪流轉 ，今天在亞里桑那州的沙漠中
拔地而起的大工廠， 可能會改變未來世界競爭之格局 ，
因為全球化之日子已經在走向盡頭， 是禍是福， 時間會
告訴我們。

台積電在美國沙漠中拔地而起台積電在美國沙漠中拔地而起

TSMC rises in American desertTSMC rises in American desert
Ninety one years old

Morris Chang spent what may
be the most glorious and
unforgettable day of his life in
Phoenix Arizona this week
including his wife being
surrounded by U S president
Biden and the most powerful
tech giants.

As president Biden said
on the ceremony who said the
the United States could not
lead the world again in the
manufacturing industry ?

The founder of TSMC
also said “ his dream came
truce but the globalization is

almost dead Free trade is
almost dead.”

When he came to Taiwan
from Dallas Texas Morris
Chang was invited by former
Leaders of KMT to start the
industrial park project

It’s really thirty tear
Feng Shri taking turn this
project rises up in the desert
of Arizona may change the
pattern of world competition in
the future. Because the end
of globalization are It’s
disaster or a blessing Time
will tell 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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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道】歐盟主要機構達成了一項協議，將從2035年起禁止生產新的燃油車。此舉旨在
加快電氣化轉型，並應對氣候變化。

歐盟委員會、歐洲議會以及歐盟成員國的談判代表一致同意，汽車製造商必須在2035年之前
實現淨零排放。這意味著從2035年起，新的燃油車將無法在歐盟境內銷售。

歐洲議會的主要談判代表Jan Huitema表示：“這是歐洲重大過渡的開始。”
歐盟氣候變化事務負責人Frans Timmermans發表聲明稱：“隨著越來越多且價格實惠的電動

車進入市場，歐洲汽車製造商證明，他們已經準備好迎頭趕上。過去幾年這種變化發生的速度是
驚人的。”

作為全球最大的貿易集團，歐盟在製定全球標準方面發揮著舉足輕重的作用，這意味著這項
歷史性協議將具有全球性影響。

去年7月，歐盟發布了名為“Fit for 55”的一攬子減排方案，
其中包括擴大歐盟碳市場、停止銷售燃油車、徵收航空燃油稅、
擴大可再生能源佔比、設立碳邊境稅等等12項新法案。

作為全球第三大碳排放“大戶”，歐盟的目標是：到2030年
，歐盟境內的溫室氣體淨排放量將比1990年的水平減少55%。

汽車行業在歐洲經濟中扮演著至關重要的角色，約佔歐盟GDP的7%，為該地區提供了1460
萬個就業崗位，但交通運輸行業也是歐盟唯一一個碳排放量不斷上升的行業。數據顯示，歐洲1/4
的溫室氣體排放來自交通運輸。

歐盟禁售燃油車的計劃也遭到了一些保守團體的批評，他們認為，該計劃將造成所謂的“哈
瓦那效應”，人們會爭相購買二手燃油車，而不是電動汽車。

中間偏右的歐洲人民黨議員、談判代表Jens Gieseke表示：“有了今天的協議，哈瓦那效應正
變得更加現實。2035年以後，我們的街道可能到處都是老爺車，因為新車已經買不到或者買不起
了。今天的協議關閉了新技術發展的大門，把所有雞蛋放在一個籃子裡，這是一個錯誤。”

美日韓緊急會議美日韓緊急會議，，討論朝鮮半島局勢討論朝鮮半島局勢

（綜合報導）12月8日，韓國外交部表示，韓、美、日三國
的朝核問題首席代表，將於本月12日在印尼首都雅加達舉行緊
急多邊會議。

就報導的詳細內容來看，這將是上述三國9月7日與朝鮮代
表在日本東京會晤後，時隔三個多月以來的第二次會晤。

韓國外交部認為，上述三國代表將對朝鮮的彈道導彈發射行
為做探討，還就朝鮮可能發起的新一輪核試驗交換意見。對於此
次會議，有美國媒體認為，韓國此舉很可能是為了讓美軍在合適
的時機介入朝鮮半島的緊張局勢，通過武力手段讓朝鮮軍方認識
到美國的“強大威懾力”。

不過，一些日本媒體和網民倒不是這麼認為，在他們看來，
現在日美韓三國的當務之急應該是平息朝鮮的“怒火”，通過外
交談判，或者請求中國從中“斡旋”的方式，讓亞太地區的總體
局勢變得更加穩定，而不是用武力手段試探朝軍。

為什麼一些美國媒體不擔憂朝鮮半島因武力對抗爆發戰爭，
但日本那邊卻很害怕呢？原因很簡單，日本離朝鮮半島太近了，
基本處於隔海相望的情況。一旦朝鮮半島爆發大規模局部戰爭，
美軍高層就可以遠在美洲大陸上對駐日美軍、駐韓美軍發號施令
，通過遙控式“微操”讓前線士兵浴血奮戰，後方指揮層高枕無
憂。

而屆時，日本面臨的處境就非常尷尬，如果日本政府表示要

和美軍、韓軍共進退的話，那就日本
自衛隊那點實力，連自衛都很難。如
果日本政府不想摻和朝鮮半島上的衝
突，那美國也大概率會強行奪走日本
高層對自衛隊的“戰時指揮權”，就
像現在對韓國那樣。
所以從朝鮮半島局勢可能緊張的角度
來講，日本政府應該是日美韓三國中
最不想看到局部衝突的。而在這種情
況下，韓國軍隊卻依舊在和美國展開
演習，目標直指朝鮮，完全沒有考慮
到日本的感受。
在今年10月份的時候，韓國空軍和
美國空軍啟動了為期5天的聯合空中
演習“警戒風暴”，當時韓美兩軍總
共派遣了240餘架軍機參演，而且澳
大利亞空軍也湊了熱鬧，首次派遣
KC-30A空中加油機輔助韓美兩
軍的演習。

很明顯，這個演習就是針對朝鮮進行的，畢竟美國的假
想敵除了俄羅斯等國外，就數朝鮮是美國最忌憚的了。為了
表現出朝鮮高層反抗美帝國主義的決心，朝鮮軍方在11月
18日試射了新型洲際彈道導彈，讓韓美兩國頗為謹慎和顧忌
。

在日本的擔憂、韓美兩國的忌憚下，這三國才第二次派
出朝核問題代表進行緊急會議。其實針對日美韓三國的擔憂
，中國政府早就做出過勸告了。

在今年11月的時候，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張軍強調了3
點：

首先，就是有關各國應當全力推動朝鮮半島局勢降溫，
尤其是在當前這樣緊張的形勢下，有關各方都應該保持冷靜
克制，避免採取任何可能升級局勢的行動（比如美國不應當
考慮對朝鮮進行軍事威懾），以防止朝鮮半島局勢的發展陷
入到出人意料的惡性循環當中。

其次，就是應當重啟對話。有關各方需要認識到，朝鮮
半島問題為何久陷僵局，在此之中，美國政府應當對該問題採取
溫和、主動的解決方式，提出可行且現實的解決方案，同時也應
該在停止軍演、緩解對朝制裁方面拿出誠意。

最後，就是日美韓三國應當創造有利條件，在朝鮮半島局勢

保持穩定的基礎上進行談判。不應該一味的對朝鮮展開施壓、制
裁。中俄兩國在安理會中共同提到的的涉朝決議草案，有助於緩
解朝鮮半島局勢緊張的狀況，而且也有利於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穩
定。
綜上所述，其實中國政府早就對日美韓三國提出了建議，比如建
議他們先解除對朝鮮的製裁與對抗姿態，讓朝鮮半島保持穩定的
情況下，在會議上展開談判，從而最終讓朝核問題得到有效的解
決。

況且中俄兩國之前也提出了決議草案，如果日美韓三國沒有
合適的處理方案，也可以參考中俄的想法去認真做下去。要知道
，光是依賴軍事力量去蠻橫的壓制對方，得到的結果往往也是對
方的防抗與不屈。更何況朝鮮在外交上是一個相當硬氣的國家，
美國試圖用實力逼迫朝鮮，結果往往會適得其反。

總而言之，如果日美韓三國聽從了中國政府的勸告，那朝鮮
半島的局勢又何至於此呢？我們相信，韓國人民與日本人民並不
希望將來的有一天，自己將面臨戰火波及而無家可歸的慘況。

我們希望日美韓三國高層能夠認真聽取中國的勸告，在倡導

和平穩定的基礎上，妥善解決朝鮮半島問題，讓亞太地區在全球
經濟衰退的大背景下逆流而上，走向輝煌。要知道，亞太地區的
和平穩定與經濟繁榮不僅關係著全球的穩定，也關係人類未來的
命運走向。

歐盟達成協議歐盟達成協議 將從將從20352035年起年起 禁止生產新的燃油車禁止生產新的燃油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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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鐵或能幫人類在太空呼吸
綜合報導 據報道，人類希望在未來

十年內在月球上定居並登陸火星。或者說，

至少想法是這樣。但是，仍有許多技術問題

需要解決。如何規劃超過壹億公裏（單程）

、耗時至少壹年的旅程，而且在此期間，飛

船上的人員必須能夠自主生活，包括能得到

緊急醫療救治，以及生產自己的資源（包

括食物或他們呼吸的空氣）。隨著太空成

為新的殖民“狂野西部”，越來越多的人

才、公司和資源被用於解決這些不久前還

只存在於科幻小說中的問題。

報道稱，現在，由來自西班牙格拉納達

、現任佐治亞理工學院古根海姆航空航天工

程學院助理教授的阿爾瓦羅· 羅梅羅-卡爾沃

領導的壹個團隊，提出了壹個相對簡單但仍

鮮為人知的想法：使用磁鐵從液體中分離不

同的成分。例如，從水中分離氫（可用於推

動飛船）和氧（用於供宇航員呼吸）。

慣常的邏輯使我們想到攜帶氧氣瓶進

行探險，就像在地球上所做的那樣。但是

，在太空旅行的情況下，這個想法行不通

：為這麼漫長的旅行攜帶所有資源是極其

昂貴的，甚至是不可行的，因為這將占用

飛船上的空間和載重能力，導致必須擁有

更大的飛船，並因此消耗更多的燃料（以

及帶來其他問題）。例如，在國際空間站

上，已經不再需要為宇航員運送儲氣罐，

而是通過被稱為電解的過程制備宇航員賴

以維持生命的氧氣：在這種情況下，電是

將水分解為氫和氧的工具。

此外，還必須能將系統產生的氣體取

出來，而這在太空中是壹項相當復雜的任

務。“為了便於理解，可以想象壹罐汽水

：在地球上，因為液體比氣體密度大，受

到地球重力的影響，汽水中的氣泡會分離

出來並漂浮到汽水的上部，”羅梅羅-卡爾

沃解釋說，“而在國際空間站上，微重力

環境會產生持續的自由落體效應並消除浮

力效應，汽水裏面的物質會變得更難分離

出來。”借助壹種大型“離心機”，國際

空間站將這些“氣泡”與其他成分分離開

來。但這會在空間站上產生振動，從而幹

擾站內的科學實驗。

然而，最大的問題在於這個“排出”

氣泡的系統是壹種復雜的機制，由許多部

分組成，每個部分都可能發生故障，進而

導致設備無法工作。當宇航員獨自執行長

達數月的飛行任務時，壹旦制備其呼吸所

需空氣的系統發生故障，將會造成危急情

況。如前所述，攜帶儲氣罐是壹種選擇，

但不是最有效的。根據羅梅羅-卡爾沃的說

法，壹塊簡單的釹磁鐵幾乎可以“自然”

地達到需要的分離效果，而且成本低廉，

因此這可能是壹個很好的選項。

羅梅羅-卡爾沃說：“雖然聽起來有些

奇怪，但水和其他液體在壹定程度上具有

‘磁性’。更準確地說，任何液體在存在

磁場的情況下都會發生極化。具體來說，

水是壹種抗磁性材料，這意味著它會被磁

鐵排斥。在地球上，我們幾乎不會註意到

水所受到的‘排斥’。但在太空中，這變

成了壹種可以用來分離氣泡的力。”

利用磁鐵的這壹特性，可以通過羅

梅羅-卡爾沃團隊研發的裝置將氣泡從液

體中分離出來。他說：“簡單來說，磁

鐵排斥水並吸引氣泡，因此妳可以在壹

個地方（我們稱之為收集器）收集它們

，並使用不產生幹擾且幾乎不需要能量

的無源系統將它們提取出來。這壹切背

後的物理原理在物理學界是眾所周知的

，但目前幾乎還沒有人開發過其在太空

中的應用。”

俄油價格上限依舊“難產”
歐盟成員國考慮定為每桶60美元

綜合報導 自上周以來，歐盟關於俄油價格上限的談判壹直陷入僵

局。有媒體報道稱，歐盟委員會此前提出將俄油價格上限定在每桶65至

70美元之間。

波蘭和波羅的海國家對此表示反對，他們認為這個價格對於俄羅斯

太過慷慨。有數據顯示，印度目前購買俄油的價格僅為每桶50-60美元

，這本身就已經低於初步推出的價格上限。

而希臘和馬耳他等擁有較大規模航運業的國家則壹直在爭取更高的價格。

知情人士稱，目前尚不清楚兩派陣營對60美元價格的態度，但如果這壹水

平加上其他要求得到滿足，多數國家都會接受。據悉，相關討論仍在進行中。

歐盟各國大使周三進行了每周例行會議，但上限不在正式議程上。歐

盟層面的任何協議都需要所有成員國達成壹致，同時還需要G7的支持。

隨著歐盟針對俄羅斯石油的禁令即將在12月5日生效，盡快確定俄

油價格上限是歐洲目前最重要的事項之壹。歐盟將從12月5日禁止進口

俄羅斯原油，從明年2月5日起禁止進口俄羅斯石油產品。

知情人士還透露，壹些歐盟成員國希望俄油價格上限能包含審查機

制，希臘提議從明年1月中旬開始每兩個月舉行壹次會議，以便及時評

估市場的發展。

波蘭和波羅的海國家要求歐盟盡快推出新的壹攬子制裁措施，預計

這些措施將在未來幾天內明確。

“歐洲水門事件”持續發酵
14個歐盟國家卷入

綜合報導 監聽醜聞在歐洲持續發酵。德國《世界報》報道稱，歐

洲議會本周二舉行聽證會，調查壹些歐盟國家如何濫用間諜軟件以監視

政治對手和記者。

戴安娜· 裏巴是壹名歐洲議會議員。2019年10月，她與壹名工作人

員通了電話。幾分鐘後，這名工作人員接到另壹個電話。電話那端，傳

來的是之前他與裏巴談話的錄音。巴裏是第壹批意識到自己的手機被竊

聽的歐洲議會議員之壹。

報道稱，以色列NSO公司開發的飛馬間諜軟件在歐盟多個國家被用

來非法監視反對派成員、記者、民權活動家和政府官員。為此，歐洲議

會成立了壹個調查委員會，並於4月開始工作。調查委員會在初步報告

中將這壹醜聞稱為“歐洲水門事件”。

報告稱，“間諜軟件醜聞不是孤立的案件，而是壹個系統的歐洲問

題。”目前，已有14個歐盟國家購買了NSO的軟件。在波蘭，飛馬軟件

被當局用來監視政治對手。西班牙的案例更令人震驚。自2017 年開始

，西班牙情報機構壹直在使用飛馬軟件監視多名加泰羅尼亞地區的政客

和他們的家庭成員。飛馬軟件也被德國的相關機構使用，包括德國聯邦

刑事警察局和聯邦情報局，他們聲稱監聽手機是為了追蹤可疑的恐怖分

子和其他罪犯。

盡管如此，歐洲議會並未呼籲各國政府禁止使用飛馬或類似的間諜

軟件，也沒有提到制裁的可能。相關專家稱，歐盟不太可能出臺相關規

定，因為具有決定權的成員國拒絕此類監督。

調查委員會主席萊納斯稱，飛馬等間諜軟件能夠獲取“相當可怕”

的個人信息。調查委員會將於明年春天提交最終調查結果和建議。

歐洲央行官員：比特幣是人為支撐的 不應該被合法化
綜合報導 歐洲央行官員撰

文稱，比特幣正受到人為支撐

，監管機構或金融公司不應將

其合法化，因為比特幣更類似

於賭博。

歐洲央行官員撰文稱，比特

幣正受到人為支撐，監管機構

或金融公司不應將其合法化，

因為比特幣更類似於賭博。

文章作者是歐洲央行市場

基礎設施和支付業務主管Ul-

rich Bindseil 及其顧問 Juergen

Schaaf。

在過去壹年裏，隨著通脹

擡頭，以美聯儲為首的央行結

束了寬松貨幣政策，比特幣價

格下跌了75%，加上近期發生

的FTX崩盤事件，為監管機構

批評比特幣乃至加

密貨幣提供了彈藥

。

比特幣的價格

曾在去年11月達到

近 6.9 萬美元的峰

值，到今年6月下

旬暴跌到約 1.7 萬

美元，目前在 1.6

萬-1.7 萬美元區間

徘徊。

兩位歐洲官員在文章中指

出，比特幣最近的企穩是人為

誘導下，走向無關緊要的最後

喘息。

他們寫道：“大型比特幣

投資者有最強烈動機來保持這

種狂熱。到2020年底，壹些公

司開始不惜代價推廣比特幣，

壹些風險投資公司也仍在大舉

投資。”

他們表示，截至7月中旬

，加密貨幣和區塊鏈行業的風

險投資總額為179億美元，但

沒有提供價格操縱的證據。

世界各地的監管機構都在

為加密貨幣領域制定規則，文

章指出，監管可能會被誤解為

批準。

Bindseil 和 Schaaf 強 調 ：

“由於比特幣似乎既不適合

作為壹種支付系統，也不適

合作為壹種投資形式，因此

不應該被合法化。金融業應

警惕推廣比特幣投資的長期

損害，盡管他們可能獲得短

期利潤。”

Bindseil 補充稱，監管機

構最好將加密貨幣框定為賭

博。

作為歐元區銀行的最高監

管機構，歐洲央行發言的分

量不言而喻。該央行行長拉

加德周壹表示，歐盟的加密

資產市場監管（MiCA）正在

獲得批準，並且可能需要在未

來的疊代中擴大，她稱之為

“MiCA 2”。

連法棍都漲價
法國人“無憂無慮的時代結束了”

近日，記者到住處附近的面包店買

早餐，發現以前標價1歐元的法式傳統

長棍面包已經漲到1.3歐元，其他糕點也

有不同程度的漲價。

面包店老板向記者抱怨說，從俄烏

沖突開始，面粉、酵母、黃油這些原材

料的價格不停地漲價，電費也在漲，

“如果法棍面包再不漲價，我就只能關

門了”。

不得不直面“苦日子”
今年，俄烏沖突爆發和接踵而至的

歐洲能源危機推動法國物價飛漲，極大

影響了法國人的生活。法國總統馬克龍

在8月底長假結束後的第壹次部長會上

表示，法國正在經歷嚴重危機頻發的時

期，“無憂無慮的時代結束了”，法國

人不得不直面“苦日子”。

法國調查公司益普索近期壹項研究

表明，商品價格飛漲的直接影響是法國

人消費習慣的改變。接受調查的70%法

國人表示，不再吃新鮮的水果和蔬菜，

因為“太貴了”；66%的法國人表示放

棄了至少壹項休閑活動；58%的法國人

在購買食品時不得不縮減開支；46%的

人選擇減少吃肉類和魚類。

《費加羅報》的壹項調查也顯示，

法國部分消費者放棄了他們最喜歡的奢

侈品服裝，轉而選擇價格低廉的超市自

有品牌。

曾經對超市折扣優惠並不敏感的法

國人也在悄然轉變。“以前收銀員向顧

客介紹代金券的時候，後面排隊的顧客

總是抱怨耽誤時間。現在都是顧客主動

問收銀員如何獲得優惠券、折扣券。”

壹名超市負責人對媒體說。

法國國家統計和經濟研究所近日發

布的初步數據顯示，第三季度法國國內

生產總值（GDP）環比增長0.2%，與第

二季度0.5%的增長相比顯著放緩，作為

法國GDP增長主要驅動力的家庭消費環

比零增長。

此外，該研究所近日發布的消費者

價格指數（CPI）初步統計結果顯示，今

年10月，法國CPI同比上漲6.2%，再創

歷史新高。

“經濟衰退威脅不斷增加”
10月底，法國總統馬克龍表示，明

年初法國電力和天然氣價格將上漲15%

，政府正在采取措施避免能源價格更大

幅度上漲。法國政府此前已經推出全國

節能計劃，號召教育機構、辦公室和對

公眾開放場所的冬季供暖溫度不得高於

19攝氏度。

法國民眾也不得不在冬季將室溫降

低。法國新聞電臺報道說，法國東部下

萊茵省的冬季極為寒冷，當地居民埃爾

莎· 富克斯說，很多人已經改變了他們的

習慣。

“我們會把暖氣設定到20攝氏度，

再穿上壹件厚厚的毛衣。”她說，電力

和天然氣價格將上漲15%的消息給她的

家庭預算帶來沈重壓力，但家裏還有年

幼的孩子，以及自己需要遠程辦公，所

以很難把屋裏白天的暖氣調得更低。

“我們回到上世紀70年代的危機時

刻了嗎？”法國人發出這樣的疑問。法

國經濟、財政及工業、數字主權部長布

魯諾· 勒梅爾曾指出，此次能源危機沖擊

力在程度和烈度上都堪比1973年第壹次

石油危機。

受能源危機影響的不僅僅是普通家

庭。10月17日，法國負責工業的部長級

代表羅蘭· 萊斯屈爾在接受法國新聞電臺

采訪時表示，約350家法國公司也面臨

著重大困難，這個數字“還只是冰山壹

角”。公司面臨的問題“不僅僅是工資

上漲，還有能源成本上漲”。

《回聲報》近日報道說，根據安聯

貿易公布的壹項研究，俄烏沖突對全球

經濟的主要威脅是通貨膨脹和前所未有

的能源危機。在歐洲，這對造紙、冶金

、機械設備和采礦業等能源密集型行業

造成了沈重打擊。如果能源危機持續加

劇，到2023年，歐洲企業的破產率可能

高達25%。

法國記者埃米利安· 拉科姆在每日新

聞網站上發文指出：“俄烏沖突的直接

後果是，當法國的企業和家庭在天然氣

和電費的重壓下搖搖欲墜時，美國以高

昂的價格向我們出售液化天然氣，可恥

地發財致富。”

“經濟衰退的威脅不斷增加，處

於黑暗中的是歐洲和歐洲人的未來，

而不是獲得巨額利潤的美國人。”拉

科姆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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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船隊有望接手俄油海運，印尼就計劃擴大船隊
綜合報導 美國和歐盟計

劃限制俄羅斯原油價格，其

實施的主要手段就是海運保

險服務和相關金融服務，這

會基本上封鎖或者斷絕波羅

的海俄油海運，因為這個方

向主要就是歐美船隊在運輸

，像希臘船隊等主要就是在

波羅的海方向為俄油海運提

供服務，但是隨後俄羅斯原

油會轉向亞洲方向，這就需

要有亞洲船隊來接手，通過

亞洲的海運保險服務或者相

關金融服務，為俄羅斯原油

海運提供運輸服務，這是遲

早的事。

亞洲船隊目前來看，最

大的還是中國船隊，但中國

購買俄羅斯原油有陸地管道

運輸，所以基本上不會使用

海運，壹般情況下，也不會

為俄油海運提供相關服務，

這需要看實際情況，所以俄

羅斯原油在亞洲方向的海運

主要還是亞洲其他船隊，像

香港船隊、臺灣船隊，現在

又有可能是印尼船隊，印尼

船隊正在計劃擴大規模，極

有可能會參加俄羅斯原油亞

洲方向的海運服務，當然印

尼自己就產原油，不壹定是

為了自己購買。

綜合分析來看，俄羅斯

原油亞洲方向的海運最大可

能還是香港船隊接手，雖然

香港船隊會有西方的保險服

務和相關金融服務，但這不

是障礙，會更為容易地處理

，壹旦香港船隊接手俄羅斯

原油海運，規模也會非常龐

大，而且主要是依靠亞洲的

保險服務和金融服務，美歐

是無法幹涉的，當然印尼船

隊也有可能參與，主要還是

為東盟運油，這些活動將主

要在太平洋西岸進行，歐美

基本上插不上手。

現在印尼計劃擴大船隊，

未來的規劃可能就是海運業

務增長，這裏面就可能積極

謀求運輸俄羅斯原油在亞洲

方向的出口，臺灣船隊基本

上不太可能參與，這樣的話，

主要就是香港船隊和東盟船隊

，將從歐美船隊接手俄羅斯原

油亞洲方向的海運，這是歐

美制裁造成的直接後果，將

原本沒有業務關聯的幾個市

場合作方整合到壹起了，成

為新的市場合作關系，這是

事情發展的必然趨勢，並且

可能會形成新的格局。

歐美制裁主要還是抑制

了歐美船隊的業務量，因為

俄油海運業務大幅度萎縮，

歐美船隊不得不失去很大壹

部分業務量，除此之外，黑

海方向也會有新的船隊運輸

俄油，但這個不會形成長遠

趨勢，因為黑海可以鋪設原

油管道，就像俄羅斯與土耳

其的天然氣管道，這個方向

主要還是向印度運輸，經過

埃及人工運河直達印度，印

度也可以走亞洲方向海上運

輸俄羅斯原油，這個需求量

是巨大的且增長的。

總體上來看，世界海運

船隊的結構會出現顯著演變，

老牌歐美船隊不得不面對俄

油這樣的巨大業務的脫手，

這是世界運輸行業發展演變

和競爭的結果，實際上歐美

限價俄油促進了世界海運業

務的競爭加快向亞洲傾斜，

推動亞洲船隊獲得更多業務

，以及更多增長空間，這是

歐美限價俄油之外的結果，

也是必然會發生的結果，只

是歐美成為了重要推手，推

動了亞洲海運業務在全球地

位的不斷上升。

最新進展！
這4名梨泰院踩踏事故失職警察幹部被提捕

綜合報導 據韓聯社報道，韓國警察特

別搜查本部提請逮捕前首爾龍山警察署署長

李林宰、前首爾警察廳公共安寧信息外事部

部長樸成民(音)等4名警察幹部。

據報道，李林宰在今年萬聖節期間忽視

要求投入更多警力的安全對策報告，涉嫌工

作過失致人死傷。

樸成民曾在梨泰院踩踏事故發生後在聊天

軟件指示基層警署信息課長們刪除相關信息報

告以應付調查，涉嫌教唆他人銷毀證據。

此外，前龍山警署信息課長金鎮浩(音)

涉嫌教唆他人銷毀證據，也成為提捕對象。

事發時在現場指揮警方救援的前龍山警

署112警情室室長宋丙周(音)也因涉嫌工作

過失致人死傷被提捕。

據悉，首爾西部地方檢察廳已接受特別

搜查本部的申請，提請法院簽發逮捕證。

此前報道，10月29日晚，韓國首爾市

中心龍山區梨泰院洞壹帶，參加節日派對的

人群中發生嚴重踩踏事故，造成數百人死傷

。外界批評地方政府部門未能及時掌握現場

狀況，警方反應遲緩。

韓國總統尹錫悅11月7日就該事故正式

向國民致歉，指示徹底整改警察系統以提升

警方危機處理能力，承諾懲罰相關責任人。

日本東京奧運測試賽競標舞弊案發酵

岸田：非常遺憾
綜合報導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就東京奧運會和殘奧會測試賽競標舞

弊案指出，“如果存在違規，那麼非常遺憾。此事會讓奧運會和殘奧會

等體育的價值大損。”

岸田表示，將關註東京地方檢察廳特搜部和公平交易委員會的調

查，包括驗證在內，探討政府如何應對。

據此前報道，東京奧組委在2018年至2021年組織了壹系列的測試

賽，主要為檢驗賽事運營、安保、觀眾引導等方面是否存在潛在不足

，以便及時修正。2018年舉行的26項測試賽籌辦權公開競標存在舞

弊嫌疑，相關合同金額總計超過5億日元(約合2600萬元人民幣)，中

標者包括電通公司等9家企業和壹家財團。

調查人員懷疑，這些中標企業是奧組委根據事先在電通公司協助下

擬定的壹份企業名單中選出。這些企業後續還拿到更多測試賽和奧運會

相關工作全權委托合同，總金額至少接近200億日元(約合10億元人民

幣)。

截至目前，日本廣告業界三大公司都因涉此案被強制搜查。

立憲民主黨議員德永 ERI 要求政府進行驗證並在國會設置調

查委員會。岸田對此回復說：“力爭查明實際情況的姿態對於

恢復對整個奧運的信賴也很重要。政府將探討應該如何進行驗

證。”

會上還有人詢問，若查明受到入室搜查的廣告龍頭企業電通等違反

了《反壟斷法》，那麼會否做出“停止指名”處分。岸田表示目前避免

談論預測，將在看到(搜查)結果後進行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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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第十八屆“北京—東京論壇”中

日關系輿論調查結果以線上方式在北京、東京同

時發布。調查顯示，兩國受訪者認同中日關系重

要性，認可經濟因素在中日關系中的重要作用，

期待兩國在新形勢下加強雙邊和多邊合作。

調查顯示，中日雙方受訪者對中日關系重要

性存在廣泛共識。71.3%的中國受訪者認為中日

關系“重要”或“比較重要”，74.8%的日本受

訪者持同樣觀點。

對於加強兩國在新形勢下的雙邊和多邊合作

，78.3%的中國受訪者支持中日兩國在雙邊及亞

洲地區事務上進行合作，認為和平、合作發展等

是中日最應共同實現的目標和理念。

根據調查結果，兩國受訪者均認同經濟因素在

中日關系中的重要作用。77.4%的中國受訪者和73%

的日本受訪者認為，中日經濟合作對本國未來“重

要”。面對全球自由貿易受到嚴峻挑戰，中國受訪

者支持維護自由貿易體系，也樂於看到中日開展經

濟合作，共同應對不利的國際貿易環境。

調查也顯示，歷史、領土爭端等問題持續影

響中國受訪者對中日關系的認知，日美同盟對中

日關系持續產生負面效應。

此次調查由中國外文局和日本言論NPO共同實施。第十八

屆“北京—東京論壇”將於12月7日至8日在北京、東京兩地以

線上線下相結合的形式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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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澤民深切悼念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在新聞中聽到江澤民

同志逝世的消息，山西省大同市雲州區堡村籠罩在悲痛

之中。80歲的老書記劉繼明和老伴拿着江澤民同志來村

考察時的照片落下眼淚。雖然年歲大了，但提到1990年

1月江澤民同志在大同—陽高地震後到村裏考察的情

景，劉繼明記憶猶新。“他到村裏來，問寒問暖，勉勵

我們重建家園。”劉繼明說，這些年堡村重建了新村，

用上了煤改電清潔取暖，發展越來越好，我們要用美好

生活來告慰他。

“我們要用美好生活來告慰他”
山西大同堡村村民憶陽高地震後江澤民來村考察：勉重建家園

多國領導人赴華駐外使館悼念江澤民

連日來，全國各地幹部群眾滿懷敬意和深情，以各種方式收聽收
看告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書，深切悼念江澤民同志，自發以

各種樸素的方式寄託綿遠的思念。大家一致表示，要在以習近平同志
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化悲痛為力量，在各自的崗位上更加努
力工作，不懈團結奮鬥，把民族復興的宏偉藍圖一步步變為美好現
實。

三峽庫區移民村支書：

“要繼承他的遺志，讓大夥兒日子越過越好”
江澤民同志逝世的消息，將唐山大地震幸存孤兒、河北省唐山市

康復醫療中心化驗室檢驗員黨育新的思緒帶回到26年前。她回憶，
1996年7月，江澤民同志來唐山考察，在唐山抗震紀念館囑咐黨育新
努力工作，報答黨和人民的養育之恩。黨育新說，江澤民同志的勉勵
令她受益終生，她主動報名參加了汶川地震抗震救災和新冠肺炎疫情
防控工作，決心為黨和人民貢獻自己的力量。

江澤民同志生前深深牽掛着三峽庫區的發展和移民的生活。1998
年4月在重慶考察時，他深入重慶涪陵南沱鎮連豐村，與庫區移民群
眾聊家常，關心大夥兒的生產生活情況。聽到江澤民同志逝世的消
息，連豐村黨支部書記葉強心情非常悲痛。“村民們一直不忘江澤民
同志的關懷。‘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強調我們黨始終代表中國最廣大
人民的根本利益，我們一定要繼承江澤民同志的遺志，讓大夥兒在鄉
村振興的道路上日子越過越好。”葉強說。

貴州六盤水村幹部：

“產業發展起來了，大家都很想讓他再來看看”
“江爺爺一路走好，永遠懷念您”“人民會永遠記住您”“青年

一代會更加努力地建設國家，不辜負您的期望”……
在互聯網上，廣大網友以轉發、留言等形式，以真摯話語表達對

江澤民同志的深切緬懷。全國各類新聞網站和微信公眾號換上了黑白
色調，以表達哀思。

在廣大民族地區，各族群眾懷着沉痛的心情悼念江澤民同志。
群峰環抱、雲霧繚繞。在江澤民同志兩次考察過的廣西百色市田

陽區那坡鎮永常村，村民們自發到村口的大石碑前緬懷追思。
石碑上刻着江澤民同志勉勵的話語：“動腦筋，想辦法，解決好

大石山區致富這個問題，把老一輩革命家和先烈打下的江山建設
好。”村民們說，江澤民同志的勉勵，始終鞭策着村民們艱苦奮鬥、
脫貧致富，奔向更加美好的生活。

貴州省六盤水市水城區楊梅鄉光明村村支書馬永歡告訴記者：
“曾經村裏水電路都不通，吃個水都要走幾公里的山路挑。江澤民同
志來考察後一年多，電通上了。之後在黨委政府的關心下，20個組的
通組路全覆蓋，產業也發展起來了。大家都很想讓他再來看看。”

新疆教師：

“化悲痛為力量，講好育人故事”
聽聞江澤民同志逝世的噩耗，西藏農牧區群眾自發舉行紀念活

動，表達對江澤民同志的崇敬和悼念。
“1994年，中央第三次西藏工作座談會拉開了對口支援西藏的

帷幕。20多年間，江澤民同志和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開創的對口援藏
工作機制在實踐中不斷豐富和發展。”江蘇省第十批援藏總指揮陳靜
說，“在中央支持、全國支援幫扶下，西藏已和全國一道消除絕對貧
困，迎來更高質量的發展。人們像愛護自己的眼睛一樣愛護民族團
結，不斷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新疆生產建設兵團第八師石河子第八中學思政教師楊紅玲說：
“江澤民同志高度關注和支持兵團事業發展，將跨世紀的屯墾戍邊事
業推向新階段。我們要化悲痛為力量，講好育人故事，培養更多合格
的建設者和接班人。”

香港文匯報訊據央視新聞聯播消
息，近日，多國領導人赴中國駐外使
館，對江澤民同志逝世表示深切哀悼。

2日，受越共中央政治局和越共中
央總書記阮富仲委託，越南國家主席阮
春福、政府總理范明政等越南黨和國家
領導人赴中國駐越南使館弔唁江澤民同
志逝世。

韓國總統尹錫悅到中國駐韓國使館
弔唁，向江澤民同志親屬和中國人民深
表哀悼與緬懷，表示韓方願與中方一
道，推動韓中關係不斷取得更大發展。

斯里蘭卡總統維克拉馬辛哈、總理

古納瓦德納到中國駐斯里蘭卡使館弔
唁，代表斯里蘭卡政府和人民就江澤民
同志逝世向中國共產黨、中國政府和中
國人民表示沉痛哀悼。

巴基斯坦總理夏巴茲到中國駐巴基
斯坦使館弔唁，表示江澤民同志是巴基
斯坦偉大的朋友。巴基斯坦人民與中國
人民永遠站在一起。

加蓬總理奧蘇卡2日代表加蓬總統
邦戈和加蓬政府到中國駐加蓬使館弔
唁，向江澤民同志親屬、友好的中國共
產黨、中國政府和人民致以最深切的哀
悼。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千
里之外、東海之濱，在江澤民同志曾多
次調研考察的廈門經濟特區，曾任廈門
市交通局副局長的潘世建徹夜難眠。他
說：“作為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我們
真切感受到江澤民同志的關懷給廈門經
濟社會發展帶來的巨大變化。江澤民同
志帶領黨的中央領導集體，打開了我國
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局
面。我們一定不辜負江澤民同志的期
望，為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而
奮鬥。”

在廣東、浙江、海南、上海等地，

人們回顧着江澤民同志銳意推進經濟體
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文化體制改革
和其他各方面改革，開創全面改革開放
新局面的光輝足跡。

海南師範大學中國特色自貿港研
究中心主任劉鋒說：“江澤民同志對
海南經濟特區建設給予了充分關心和
支持，堅定了海南幹部群眾建設全國
最大經濟特區的底氣和信心，振奮了
海南幹部群眾敢闖敢試、勇為人先的
奮鬥精神，我們要繼續沿着中國特色
社會主義道路堅定前行，不負他的囑
託和期待！”

廣東汕頭，江澤民同志題名的海灣
大橋車水馬龍。今年9月底，距離海灣
大橋不遠處的海灣隧道實現通車，見證
了夜以繼日的拚搏奮鬥。

“廣東的發展變化離不開江澤民同
志的關心、離不開改革開放的指引。”
曾任廣東省委副秘書長的陳開枝表示，
我們一定要努力學習江澤民同志運用馬
克思主義立場、觀點、方法研究新情
況、解決新問題的科學態度和創造精
神，為把我國建設成為富強民主文明和
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而團結奮
鬥。

多地民眾憶江澤民銳意推進改革開創全面改革開放新局面
“我們一定不辜負江澤民同志的期望”

◆1998年7月5日，江澤民同志來到阿克蘇喀拉塔勒鎮波
斯坦村庫萬(前排左二)老人的棉田，親切詢問老人家中生產
生活情況。 資料圖片

◆1996年
7 月 26
日，江澤
民在唐山
考察。圖
為江澤民
看望唐山
第四幼兒
園的孩子
們。
資料圖片

◆ 當地時間12月2日，韓國總統尹錫
悅，國會議長金振杓，外交部長官朴振
等政要來到中國駐韓國大使館所設靈
堂，悼念江澤民逝世。圖為韓國總統尹
錫悅在弔唁簿留言。 中新社

◆ 2001年
2 月 24
日，江澤
民在海南
三亞市荔
枝溝鎮東
岸村黎族
群眾林桂
和家詳細
了解農民
群眾特別
是少數民
族群眾的
生 活 情
況。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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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特區請求，中央宣講團赴港講解中

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精神。

特區政府3日在灣仔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

行兩場中共二十大精神宣講會。宣講團

成員、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

主任沈春耀在宣講會上表示，二十大報

告表明“一國兩制”是最佳制度安排，

要長期堅持和全面準確。長期堅持制

度，必然會遇上需要與時俱進的問題，

因此要不斷完善，否則很容易失去生機

和活力。他並強調，二十大報告其中一

個重要內容，是香港須堅持行政主導而

不是“三權鼎立”。

◆香港文匯報記者 藍松山

兩場宣講會由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主
持，宣講團成員沈春耀和全國政協經

濟委員會副主任謝伏瞻主講。中聯辦主任駱
惠寧及宣講團領隊、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
副主任楊萬明分別致辭，中聯辦副主任陳
冬、盧新寧，中聯辦秘書長王松苗作為與會
嘉賓出席了宣講會。

逾600人 3日出席了首場宣講會，包
括特區政府官員、行政會議成員、立法會
議員及司法界代表。約500名社會各界代
表獲邀出席次場宣講會，包括港區全國人
大代表、港區全國政協委員、主要政團社
團代表，以及工商界、專業界、教育界、
傳媒界及青年代表。

領會把握二十大主題
沈春耀在宣講會上表示，黨的二十大

精神主要體現在大會的報告中。第一要領
會及把握二十大的主題，第二要深刻領會
把握過去五年的工作和新時代十年的偉大
變革，第三要深刻領會開闢馬克思主義中
國化與時代化新境界的歷史責任等。

他指出，習近平總書記在今年7月1
日重要講話中，已就“一國兩制”強調兩
點，包括堅定不移及全面準確，而二十大
報告亦表明，“一國兩制”必須長期堅
持，“一國兩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
偉大創舉，是香港澳門保持長期繁榮穩定

的最佳制度安排；其次，堅持依法長期治
港治澳，憲法和基本法共同構成了特區的
憲制基礎，確定了特別行政區的憲制秩
序；最後，需要堅持和完善“一國兩制”
制度體系，發揮香港及澳門的優勢及特
點。“沒有堅持，制度根基方向好像都有
問題，沒有完善，制度很容易失去生機和
活力。怎麼解決與時俱進的問題，你不能
要求現在遇到的所有問題，都必須在20年
前、30年前前人都在法律中全部規定清
楚。不可能把今天所有問題，要求前人提
供現成答案，答案就在我們腳下。”沈春
耀表示。

港須堅持行政主導
沈春耀還指出，二十大報告其中一個

重要內容，是香港須堅持行政主導。“基
本法，當年老一輩在‘一國兩制’偉大構
想、實施、實踐和落實層面上，他的設想
是行政主導而不是‘三權鼎立’，但是在
後來一段時間，香港是不是都全面準確領
會把握，大家可以思考。”

二十大報告中提到要發揮好香港和澳門
的優勢和特點，沈春耀表示，港澳特區要發
揮好、運用好自己的獨特優勢，深入推進粵
港澳大灣區建設、支持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同時要堅決打擊“反中亂港”勢力及外
部勢力干預港澳事務。

“一國兩制”須堅持 與時俱進葆活力
沈春耀：不可能所有問題要前人提供答案 答案就在我們腳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
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3日在特區政府
主辦的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
會精神宣講會上致歡迎辭時表示，正確
了解二十大精神，將有助我們在實踐
“一國兩制”行穩致遠，有助香港更好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他向香港社會各界
代表提出三點希望，一是必須要深入理
解二十大報告的內容，二是將學習二十
大報告的工作帶進所屬的界別、社會不
同層面、不同階層，三是在各自崗位上
繼續發揮力量，為國家創造歷史偉業、
為香港譜出由治及興的新篇章作出更大
貢獻。

李家超表示，香港自回歸祖國以來
經歷過許多挑戰，包括亞洲金融危機、
國際金融危機的衝擊，面對非典疫情、
新冠疫情，每一次都在中央政府的支持
下戰勝風險，浴火重生。未來五年，是
香港開創新局面、實現新飛躍的關鍵
期。當前國際形勢複雜多變，香港既有
機遇也有挑戰，必須把握大勢，提升自
身競爭力。“正確了解二十大精神，將
有助我們在實踐‘一國兩制’行穩致
遠，有助香港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

他向出席宣講會的各界別代表提出三
點期望：第一，必須要深入理解中共二
十大報告的內容，特別是有關“一國兩
制”的重要論述。報告從全局和戰略高
度出發，深刻總結“一國兩制”實踐取
得的歷史性成就，系統闡述新時代堅持
和完善“一國兩制”的新理念、新思
想、新戰略，科學擘畫“一國兩制”事
業發展的宏偉藍圖。要把“一國兩制”
這個好制度長期堅持下去，就一定要準
確把握“一國兩制”在新時代的精髓要
義，並加以準確貫徹落實。第二，期望
通過大家的推動，將學習中共二十大報告
的工作輻射出去，帶進大家所屬的界別、
社會不同層面、不同階層。第三，在宣揚
中共二十大精神的同時，大家也應該在各自
崗位上繼續發揮力量，合力發展經濟、推動
創新、改善民生，團結奮鬥，為國家創造歷
史偉業、為香港譜出由治及興新篇章作出更
大貢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藍
松山、鄭治祖）中聯辦主任
駱惠寧3日在宣講會上致辭時
表示，要把學習貫徹二十大
精神，與學習習近平總書記
今年七月一日在港重要講話
結合起來，學深原文，藉助
宣講，深刻領會和貫徹二十
大提出的重要思想、重要觀
點、重大戰略、重大舉措，
全面準確，堅定不移貫徹
“一國兩制”方針，全力支
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法
施政，團結建設香港的一切
積極力量，進一步增強奮進
國家新征程，搶抓香港新機
遇的戰略自信和歷史主動，
奮力譜寫香港由治及興新篇
章。

駱惠寧表示，在香港社
會以前所未有的熱情學習宣
傳貫徹黨的二十大精神之
際，中央宣講團專程來港宣
講，體現了以習近平同志為
核心的黨中央，對“一國兩
制”事業的高度重視，對香
港特區的親切關懷。黨的二
十大勝利閉幕以來，特區政
府、立法機構、社會各界積
極行動，舉辦各類學習研討
活動，交流學習心得，暢談
收穫體會，謀劃實施行動，
主動意識之強，覆蓋人群之
廣，社會影響之大，在香港
回歸以來都是空前的。

他表示，中央宣講團給
大家帶來的權威宣講，將幫
助香港社會進一步深化對二
十大精神的理解和把握，帶
動香港社會學習、宣傳、貫
徹二十大精神，不斷走向深
入。希望香港社會各界人士
以此次宣講為契機，持續在
全面學習、全面把握、全面
落實上見真章，推動二十大
精神，在港落地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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謝伏瞻：面對西方威脅抹黑時堅持鬥爭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藍松山）全國政

協經濟委員會副主任謝伏瞻在宣講會上表
示，二十大報告明確提出會以中國式現代
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並不會照
抄西方一套，而在面對西方威脅及抹黑時
會堅持鬥爭。

謝伏瞻指出，二十大報告深刻闡明中
國式現代化的中國特色、戰略目標、戰略
任務、重大原則、本質要求等。他從四個
方面闡明：一是中國式現代化是黨百年探
索找到的正確道路。黨的十八大以來，中
國式現代化道路在理論和實踐上實現創
新。二是中國式現代化具有鮮明的中國特

色。中國式現代化既有各國現代化的共同
特徵，更有基於中國自身的特色。三是中
國式現代化的本質要求和重大原則。四是
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的目標和任
務。謝伏瞻表示，未來在推進中國式現代
化的進程上，可以預見困難會越來越多，
包括來自美西方的壓力會越來越大，因此
搞中國式現代化，不能沒有鬥爭精神，如
果沒有鬥爭，香港亦沒有今天的局面，
“沒有鬥爭精神不行，鬥爭精神本領不強
也不行，這一點在香港由亂到治、由治及
興進程中，體現得格外明顯，如果沒有鬥
爭，香港沒有今天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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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春耀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興偉 攝

◆謝伏瞻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興偉 攝

◆李家超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興偉 攝

◆駱惠寧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興偉 攝

◆陳冬（左六）、盧新寧（左五）、王松苗（右二）作為與會
嘉賓出席了宣講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興偉 攝

◆◆ 香港特區政府香港特區政府33日在香港會日在香港會
議展覽中心舉行中共二十大精議展覽中心舉行中共二十大精
神宣講會神宣講會，，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全國人大常委會法
制工作委員會主任沈春耀制工作委員會主任沈春耀
（（右右））和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和全國政協經濟委員會
副主任謝伏瞻副主任謝伏瞻（（左左））出席作宣出席作宣
講講。。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曾興偉記者曾興偉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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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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9

90

Av
e.

 E

英語及普通話崇拜、粵語主日學、兒童事工
粵語崇拜、英文及普通話主日學、兒童事工
粵語長青長輩團契
AWANA 兒童聚會
英語青少年團契
SAT 英文及數學培訓課程
粵語、普通話週五團契及其他聚會

禮拜日

禮拜三

禮拜五

9：30am
11：00am
10：30am
7：30pm
7：45pm
7：45pm
7：45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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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南華人浸信會
Southwest Chinese Baptist Church
12525 Sugar Ridge Blvd. Stafford, Texas 77477

關榮根
主任牧師

各團契小組聚會時間及教會活動詳情，請瀏覽本會網頁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秦鴻鈞攝影
「「同源會同源會」」 會長趙婉兒會長趙婉兒（（中中 ）、）、羅處長夫人羅處長夫人（（左左））
、、僑教中心黃依莉副主任僑教中心黃依莉副主任（（右右））三大美女合影三大美女合影。。

東方藝術學院精彩舞蹈演出東方藝術學院精彩舞蹈演出。。

休士頓同源會休士頓同源會6868週年慶晚宴熱鬧非凡週年慶晚宴熱鬧非凡（（下下））

中華文化中心中華文化中心UkuleleUkulele俱樂部精彩演奏俱樂部精彩演奏。。 大會的大贊助商大會的大贊助商 「「恆豐銀行恆豐銀行」」 代表代表
在晚宴上在晚宴上。。

沈敏主舞蹈學校沈敏主舞蹈學校」」 精彩舞蹈演出精彩舞蹈演出。。

出席大會的中出席大會的中、、外佳賓李雄外佳賓李雄（（左四左四）、）、賴清陽賴清陽
大律師大律師（（左三左三）、）、李迎霞夫婦李迎霞夫婦（（左一左一））等人在等人在
大會上合影大會上合影。。

「「國慶籌備會國慶籌備會」」 主委江麗君主委江麗君（（左立者左立者 ））與與 「「恆豐恆豐
銀行銀行」」 桌佳賓張永男總裁桌佳賓張永男總裁（（右二右二））等人合影等人合影。。6981:

6983:
6985:
6986:
6987:
7005:
7008:
7011，7018 ： 「
7023:（取消）
7041:

出席該會的出席該會的 「「世華工商婦女會世華工商婦女會」」 代表何真代表何真（（左三左三 ））等人等人
與貴賓與貴賓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羅復文處長夫婦羅復文處長夫婦（（右四右四、、中中）、）、僑僑
教中心王盈蓉主任教中心王盈蓉主任（（左四左四）、）、 「「同源會同源會」」 會長趙婉兒會長趙婉兒（（右右
三三））等人合影等人合影。。

HulaHula 舞蹈表演舞蹈表演。。 沈敏主舞蹈學校沈敏主舞蹈學校」」 精彩舞蹈演出精彩舞蹈演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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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畫頁

GMCC 總部地址：1350 bayshore Highway ste 740 burlingmame , CA 94010

     分公司地址：52 Sugar Creek Center Blvd #350, Sugar Land, TX 77478

www.gmccloan.com

★ 房地美和房利美核準的直接賣家；

★ 可內部審核，直接放款；

★ 放款額度從10萬到500萬；

★ 專精大額、出租，1-4 units， 套現，低利率；

★ 出租屋現金流貸款計劃；

★ 一條龍服務，最快10個工作日完成；

★ 加州十個分公司, 全美25州提供租賃屋

     現金流貸款計劃；

★ 德州三個分公司休斯頓、達拉斯、奧斯丁拓展中

Nmls# 254895    CA Dre 01509029  

GMCC萬通貸款

GMCC萬通貸款在34個州擁有執照，並開拓業務
Email : info@gmccloan.com

   聯系電話：832-982-0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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