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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智貸款

Michelle You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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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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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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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為更有效因應中國挑戰、管控美
中競爭，美國國務院今天宣布成立中國協調辦公
室。據報導，辦公室取代先前東亞局下的中國協
調處，規模約有60至70人，由亞太副助卿華自
強帶領。

拜登政府 10 月中發布任內首份國家安全戰
略，把未來10年視為美中競爭關鍵期。為因應
這項挑戰，美國國務院今天透過新聞稿宣布成立
「中國協調辦公室」（Office of China Coordina-

tion），由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主持
啟動典禮。

國務院表示，新辦公室非正式名稱為 「中國
所」（China House），是布林肯國務院現代化
計畫重要一環；成立主旨為確保美國政府能以負

責任方式管控美中競爭，推進對開放且具包容性
國際體系的願景。

國務院指出，中國是美國 「最複雜且最具因
果關係」的地緣政治挑戰，布林肯致力確保國務
院擁有成功執行美國對中政策與戰略所需的人才
、工具與資源；而布林肯推動的國務院現代化計
畫，就是要讓國務院擁有因應未來10年挑戰並
抓住機會所需的資源。

國務院引述布林肯說，新辦公室將集結國務
院內外中國專家，他們將與各區域局處同仁及國
際安全、經濟、科技、多邊外交與戰略溝通專家
並肩合作，服務整個國務院。

根據美國新聞網站 Politico 稍早獨家報導，
中國協調辦公室將取代先前國務院東亞局下的

「中國協調處」（China Desk），預計規模60至
70人，將來自包括非洲局、拉美局及聚焦科技或
經濟政策的美國其他政府單位人員。

報導指出，新辦公室將由亞太副助卿華自強
（Rick Waters）統籌帶領，並向副國務卿雪蔓
（Wendy Sherman） 及 亞 太 助 卿 康 達 （Daniel
Kritenbrink）彙報工作；底下將有3個主要團隊
，分別聚焦於傳統雙邊事務、戰略溝通及中國在
海外的行動。

一位不具名資深國務院官員向 Politico 說：
「中國挑戰的規模、複雜性及利害關係龐大，需

要我們以不同的方式思考、合作、組織與行動，
無法單靠雙邊溝通來因應。」

管控競爭管控競爭 美國務院成立中國協調辦公室美國務院成立中國協調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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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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has been more than a few decades
since we moved to Texas. In the early
summer of the 1970’s, we drove a
German-made Opel sedan from beautiful
San Francisco, through the endless desert
and wilderness. We traveled from west to
east on the Interstate 10 highway for
almost a week. We were in this strange
and vibrant land to take root and thrive.
Today, we have become complete Texans.

For decades we have regarded the
hot summer heat as a part of life. At that
time, in the old Chinatown of Houston,
there were only two or three restaurants
and the building of the An Leung
Association. It was the home and spiritual
place for many Houston Chinese
Americans back then.

To be honest, the birth of Southern
Chinese News has injected vitality into the
Chinese community. I once crossed the
streets and alleys and visited many
merchants and wrote many news articles.
Among them, Mr. Albert Gee, the elder of
the Gee family, made me the most proud.

His Gee’s Restaurant was opened on
the first floor of the most luxurious
apartment complex called the Lamar
Tower. His authentic English and
relationship with the mainstream society
was convincing and inspiring. One day I
need to be Mr Gee.

Years have now passed. Walking in
the new Houston Chinatown and
International District today is a big
contrast. This area has now become one
of the economic models of the city and its
brilliance is mostly due to the elder
generation who planted trees and opened
the road for us.

On this weekend we invited many of
our old friends to come to our home to
express our gratitude to these elders. We
also hope to carry forward the traditional
virtue of respecting the elderly. We should
also remind the younger generation that
we need to respect the elderly, especially
the filial piety, our parents and teachers.
This is our traditional culture. 1212//1515//20222022

Respecting The Elderly And Virtuous, Old FriendsRespecting The Elderly And Virtuous, Old Friends
Get TogetherGet Together

屈指一算， 遷居德州已逾數十年， 當年我們開著一輪小窩柏車
從美麗的舊金山直奔德克薩斯州 ，穿過沙漠荒土和一望無際的大草
原， 在貫穿美國東西的十號州際公路上整整行駛了近一個星期， 我
們在這塊陌生而又充滿生機的土地上生根茁壯成長 ，我們今天已經
成為十足的德州佬。

數十年來， 我們已經把炎熱的夏暑視為生活中的一部份， 當年
在南方大城休斯敦之中國城，僅有二三家餐廳，華人社區老大安良
工商會大樓那裡是華人老僑們的家和精神寄托之地，聽到自己的鄉
音嗜到自己的家鄉菜。

老實說 ，美南新聞之誕生， 為華人社區注入了活力， 我曾穿
過大街小巷， 走訪商家， 寫過許多新聞報導， 其中讓我最深刻的

是朱氏大老朱朝伯先生 ，他的朱氏餐廳開在休城最豪華的富人拉馬
大樓底層 ，他地道的英語和主流之良好關係令人折服， 在我心𥚃 深
處不但羡慕而且是學習之榜樣。

多年過去了， 德州發生了翻天覆地之變化， 走在街上從新华埠
到國際區之百利大道 已經形成一道美麗而繁華之風景线 ，這些輝煌
多半應歸功於前人種樹後人乘涼之老一輩老人同胞。

時光荏冉， 歲月如歌 ，青山在 ，人未老。 我們在週末邀請了
數十位老友到家中相聚， 表達我們對這些長輩之謝意， 也希望藉此
發揚敬老尊賢之傳統美德， 更要提醒年輕一代必須要飲水思源 ，尤
其是孝順父母,尊師重道是最基本之為人之道。

敬老尊賢敬老尊賢 老友相聚老友相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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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烏克蘭官員表示，俄羅斯於今晨
尖峰時段對烏國發射逾 70 枚飛彈，為開戰以
來最猛烈攻擊之一。烏克蘭武裝部隊總司令扎
盧茲尼警告，預料俄軍明年頭幾個月將對基輔
發動新一波攻勢。

●烏：俄射逾70枚飛彈 開戰以來最猛攻
擊之一

烏克蘭官員表示，俄羅斯今晨對烏國發射
逾70枚飛彈，其中在基輔空域偵測到約40枚
，為俄國全面入侵以來最猛烈飛彈攻擊之一。
中部城市克利福洛（Kryvyi Rih）一棟公寓大
樓被擊中，導致2人死亡，南部赫松（Kherson
）有1人在砲擊中喪生。

烏克蘭當局指出： 「約有 37 枚飛彈遭到
防空武力摧毀。」

●烏軍總司令警告 俄養精蓄銳待年初再
攻基輔

烏克蘭武裝部隊總司令扎盧茲尼（Valeriy
Zaluzhny） 接 受 英 國 「經 濟 學 人 」 （The
Economist）週刊專訪時說，一項 「非常重要
的戰略任務是建立軍備，為可能於2月發生的
戰爭作準備，最有可能是在3月，最壞狀況是
在1月底…俄羅斯正準備將約20萬名新兵投入
戰場。我毫不懷疑他們將再度向基輔發動攻勢
。」

俄軍經過一連串扭轉戰局的屈辱後，10月
以來持續砲轟烏克蘭能源基礎設施，扎盧茲尼

說，因為 「他們需要時間聚集資源」以在未來
數月發動廣泛攻勢。烏克蘭國防部副部長馬里
亞爾（Hanna Malyar）也示警： 「克里姆林宮
正企圖將這場衝突轉為長期武裝對抗。」

●俄：2023年加倍洲際飛彈試射 從4次增
至8次

俄羅斯戰略火箭軍司令卡拉卡耶夫（Ser-
gei Karakayev）告訴俄羅斯國防部官方媒體紅
星報（Krasnaya Zvezda），俄羅斯洲際彈道飛
彈試射次數將會增加1倍，從2022年的4次增
加到2023年的8次，分別安排在北方的莫曼斯
克（Murmansk）附近和南方的伏爾加格勒
（Volgograd）附近進行。

他特別提及可攜帶核彈頭的 「薩爾馬特」
（Sarmat）飛彈。這款飛彈 4 月從北部普列塞
茨克（Plesetsk）首度試射，擊中 6000 公里以
外堪察加半島（Kamchatka Peninsula）上的目
標。

●歐盟同意第9輪制裁俄 追加200個人與
實體

歐盟 15 日同意就烏克蘭戰爭對俄羅斯實
施新一輪制裁，包括將 「近200」個人和實體
列入黑名單、制裁3家俄國銀行，遏制對俄羅
斯礦業投資，並禁播更多俄羅斯電視頻道。官
員指出，在布魯塞爾舉行的歐盟領導人峰會場
邊達成了妥協協議，制裁措施將於 16 日正式
確認。

俄單日逾70飛彈狂轟
烏料莫斯科年初再攻基輔

莫迪與普丁通話 籲外交手段解決俄烏衝突
(本報訊)印度總理莫迪今天與俄羅斯總統

蒲亭通電話，適逢俄羅斯對烏克蘭發動新一波
飛彈襲擊，莫迪再次呼籲蒲亭以對話及外交手
段化解衝突。

根據印度總理府新聞稿，莫迪（Narendra
Modi）今天與蒲亭（Vladimir Putin）通話，
「在進行中的烏克蘭衝突的背景之下，總理再

次呼籲，對話與外交手段是唯一前進之道。」
俄羅斯今年2月揮軍侵入烏克蘭。俄羅斯

今天再度發射飛彈襲擊烏克蘭，這是10月以來
俄羅斯所做的最新一波大規模攻擊，破壞了許
多關鍵基礎設施，也造成多處停電和平民傷亡
。

另方面，印度總理府也表示，兩人為跟進
9月在烏茲別克會面時所談到的議題，這次通
話討論了雙邊關係的諸多面向，包括能源合作
、貿易與投資、國防與安全合作等。

今年9月，莫迪與蒲亭曾利用在烏茲別克
參加上海合作組織（SCO）高峰會議的機會，

舉行了一場雙邊會議。當時莫迪就已當面告知
蒲亭，當今已是 「和平、而非戰爭的時代」。

今天的通話，莫迪還向蒲亭簡報了印度作
為20國集團（G20）輪值主席的優先計畫。此
外，由於印度同時也是SCO的輪值主席，莫迪
也希望印俄兩國能在相關事務上通力合作。

印度總理府說，莫迪與蒲亭同意保持聯繫
。

印度與俄羅斯長期保持友好關係。俄烏戰
爭爆發後，印度在聯合國相關決議上均投棄權
票，並沒有與西方陣營站在一起，且未參與針
對俄羅斯的國際經濟制裁。但莫迪最近對蒲亭
和俄羅斯的發言，顯示印度立場出現微妙轉變
。

稍早前有媒體揭露，印度與俄羅斯今年12
月將不舉行年度雙邊高峰會議。兩國過去20多
年來一直輪流主辦雙邊峰會，只有在2020年因
COVID-19（2019冠狀病毒疾病）疫情停辦過
一次。

男兒有淚絕不輕彈, 但國會議員亞當·金辛
格在衆議院發表完最後一次演講後竟情不自禁
地哭了, 這是他最後一次在國會山莊發表談話,
他的任期即將告終, 臨別之言也哀, 字字句句都
在為共和黨敲警鐘,但他們聽到了嗎?

一年前當金辛格宣布不再競選連任時，無
疑是投出一顆震撼彈,因為他是共和黨內極少數
有良心、講真話，做實事的政治人物, 卻因彈
劾川普亂政, 並與麗玆錢尼站在公理正義,成為
調查國會遭受攻擊的”唯二”共和黨議員, 因
而慘遭川普討伐，再加上伊州民主黨在選區重
劃時把他劃入極不利選區,遭受兩黨內外夾擊而
站在孤獨戰場時, 他寧願選擇退出戰場也不願
卑躬屈膝的落敗, 早些時候他曾警告過川普擔
任總統期間的陰謀論腐蝕性影響，導致了1月6
日對國會大廈襲擊，他擔心美國民主將墜入歷
史的灰燼堆。

金辛格犧牲了自己的政治生涯，他在告別
演說中說，他本想在國會任期結束時，國家的
狀況比他上任時好，但事實並非如此, 他語重
心長地說:” 我們的同僚沒有利用我們的平臺
來促進國家和人民的福祉，而是把這個機構變
成了一個謊言的迴音室。”

今年才44歲的金辛格來自伊利諾州南部第
16區。他在國會的第一天是2011年1月3日。
當時這位年輕的保守派人士以不知名的軍事飛
行員和麥克萊恩郡政府前成員身份走進衆議院,
但當他結束第六個任期時，他成全國僅有的兩
位明確譴責共和黨人未能認識到在川普製造和

傳播否認選舉和謊言之後面臨的危險的共和黨
人之一。

在伊州民主黨人根據2020年人口普查繪製
了新地圖後，金辛格決定不再競選，因他被扔
到了另一位共和黨現任議員所在的選區。政治
現實是，自從他公開反對川普以來，他很難贏
得共和黨初選, 所以他成立了“國家優先”組
織行動委員會，致力於打擊已經控制了我們政
治的有毒極端主義, 他說:“美國人民應擁有一
個誠實的領導人和兩黨之間真正對話的民主制
度。我相信我們必須把分歧放在一邊，牢記只
有人民相互信任，這個國家才能生存下去。不
幸的是，我們生活在一個謊言戰勝真相的世界
，民主受到威權主義的挑戰。如果我們這些當
選的美國領導人不從自己內心尋找出路，我擔
心這次偉大的實驗將會掉進歷史的灰燼堆裏。
”

大哉斯言, 對政治人物而言，當國家與政
黨面臨大是大非抉擇時, 大部分政治人物卻選
擇忠黨，現今共和黨就面臨這樣悲傷處境，明
明1月6日由川普慫恿發動暴民攻擊國會是美國
的民主之恥, 但絕大部分共和黨議員卻被川普
綁架，不敢說真話,還堅決反對調查真相, 為保
權位寧可忠黨而不愛國！

川普已宣布投入2024 總統大選, 那是共和
黨的悲劇，也是美式民主的創傷， 如今金辛格
離去， 共和黨需要更多既能忠黨又能愛國的金
辛格, 否則這個黨無救，美式民主亦岌岌可危
也!

【李著華觀點 : 輕彈男兒淚
金辛格告別國會是共和黨的創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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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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黑正式成為
歐盟候選成員國

綜合報導 歐洲理事會決定給予波黑歐盟候選成員國地位。

為期兩天的歐盟冬季峰會在比利時布魯塞爾開幕。歐洲理事會在當

晚發表的壹份聲明中說，理事會同意歐盟委員會10月12日提出的建議

，給予波黑歐盟候選國地位。聲明說，歐洲理事會評估了歐盟候選國和

合作夥伴的情況，制定了改革優先事項的指導方針，並重申了理事會對

歐盟擴大政策的承諾。

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當天在社交媒體上說，波黑被給予候選國地

位是對波黑政府推行改革的明確期望。

波黑主席團成員貝契羅維奇表示，波黑應該抓住這壹機遇，向爭取

快速成為歐盟正式成員國方向邁進。波黑部長會議主席(總理)特蓋爾蒂

亞說，成為歐盟候選國，是波黑繼續實施旨在改善民眾生活條件改革的

強大動力。

波黑2016年提交加入歐盟申請，歐盟委員會2019年接受申請。今年

10月12日，歐盟委員會通過“2022年擴大壹攬子文件”，建議給予波黑

歐盟候選國地位。

今年以來，歐盟擴大的速度明顯加快。6月23日，歐洲理事會給予

烏克蘭和摩爾多瓦兩國歐盟候選國地位。

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賽：我的叔叔被厄立特裏亞部隊“謀殺”

綜合報導 世衛組織總幹

事譚德賽在壹場世衛新聞發

布會的最後環節稱，得知自

己的叔叔在埃塞俄比亞的提

格雷沖突中被“謀殺”，因

此情緒狀態不佳，差點取消

會議。

12月14日，譚德賽參加了

壹場世衛組織的新聞發布會，

在會上他主要談及了疫情問題

，並稱自己希望明年看到世衛

組織宣布新冠疫情不再是“國

際關註的突發公衛事件”。

據路透社報道，在這場發

布會的最後環節，有記者問及

譚德賽家鄉提格雷地區的武裝

沖突。譚德賽罕見流露個人感

情，他表示，剛剛得知自己的

叔叔在提格雷沖突中被厄立特

裏亞部隊“謀殺”，因此自己

“不在最佳狀態”，差點取消

了這場會議。

談及近日埃塞俄比亞政府

與提格雷武裝達成的和平協議

，他表示，“我希望這項協議

能夠阻止這些瘋狂的事情，不

管怎樣，對我來說這是個艱難

的時刻。”

路透社報道稱，埃塞俄

比亞和厄立特裏亞政府均尚

未對譚德賽的言論作出回應

。埃塞俄比亞政府不支持譚

德賽繼續擔任世衛組織總幹

事，且此前曾指責來自提格

雷地區的譚德賽暗中幫助

“提格雷人民解放陣線”

（TPLF，下稱“提人陣”）

購買武器和爭取外交支持，

但遭到譚德賽否認。

9 月 20 日，埃塞俄比亞

“提人陣”表示，埃塞鄰國

厄立特裏亞當天對提格雷地

區發起了全面進攻，兩國邊

境沿線的幾個地區正在發生

激烈戰鬥。12月8日，美國政

府消息人士稱，通過美方獲

取的衛星圖像、通訊記錄和

當地媒體的報道來看，美國

認為厄立特裏亞士兵已越境

進入埃塞俄比亞的提格雷地

區。

今年11月，埃塞俄比亞聯

邦政府與“提人陣”正式簽署

永久停戰協議。有外媒稱，這

是提格雷戰爭持續兩年以來所

實現的最為重大的進展。但同

時，提格雷沖突的另外壹個重

要當事方厄立特裏亞並沒有派

代表參加停戰談判。

外界壹直有聲音指出厄立

特裏亞軍隊應埃塞俄比亞政府

的要求對提格雷地區發起進攻

，但該說法遭到埃塞俄比亞官

方否認。

綜合報導 英格蘭、威爾士和北愛爾

蘭的護士，將在當地時間12月15日開始

罷工。據介紹，英國共有10萬名護士參與

為期壹天的罷工，這也是英國國家醫療服

務體系（NHS）歷史上最大的壹次罷工行

動。醫務工作人員將繼續提供壹些“保命

措施”和緊急護理，但常規手術和其他治

療可能會中斷。

據報道，該行動將涉及英格蘭約四

分之壹的醫院和社區團隊的護士，涉

及北愛爾蘭所有衛生委員會的護士，

還涉及威爾士除壹家之外所有衛生委

員會的護士。蘇格蘭的護士沒有參加

此次罷工。

“護士已經受夠了，我們的工資過

低，價值被低估。”來自北愛爾蘭壹名

護士說。另壹名護士湯普森稱，她擔任

護士12年，她和同事“絕對不想罷工”

，但薪水上漲趕不上通貨膨脹的速度，

她覺得有必要采取行動“保護NHS”。

“我們只是覺得我們別無選擇，因為政府

不聽我們的。”湯普森說。

英國最大的護士工會組織皇家護理學

院相關負責人稱，政府官員們拒絕重開薪

酬談判後，護士們別無選擇。

據介紹，在英格蘭和威爾士，大多數

NHS工作人員今年已經獲得了大約1400英

鎊的加薪，北愛爾蘭有所延遲，但應該在

年底前可以實現。然而，皇家護理學院希

望更大的漲幅，因為其成員多年來壹直獲

得的都是低於通脹速度的加薪，因此這次

提出加薪19%。

英國政府則表示，皇家護理學院提

出加薪 19%的要求是無法滿足的。英格

蘭衛生大臣史蒂夫· 巴克萊表示，進壹步

加薪，將意味著從其他壹線服務中拿走

資金。威爾士的部長們表示，如果沒有

英國政府的額外資金，他們無法參加薪

酬談判。

英國衛生部門相關負責人警告工會，

護士罷工會讓患者面臨風險。

那麼，患者將受到怎樣的影響？據

BBC報道，重病或受傷以及生命處於危

險之中的人，可以照常撥打999，或撥打

111，進行非緊急護理；其他護理服務，

如某些癌癥治療、心理健康服務或緊急

檢測，可能只有部分護士提供服務；更

多的常規護理，可能會受到嚴重影響，

包括計劃中的手術，如膝關節和髖關節

置換術、社區護理服務和健康訪問等。

全科醫生、社區藥房和牙醫不會受到影

響。

英國醫療系統最大罷工將開始
10萬名護士參與

火星探測器首次捕捉到火星塵暴聲
綜合報導 美國國家航空航

天局“毅力”號火星車去年在

火星執行壹次采樣任務期間曾

短暫開啟麥克風，卻意外錄到

壹段經過其上空的塵暴聲音。

這是火星探測器首次捕捉到火

星塵暴聲。

科學家公布了這段持續約

10秒的火星塵暴聲，不僅有隆

隆聲，還有大量塵粒擊打“毅

力”號的聲音。按照研究人員

說法，火星上的塵暴與地球上

的塵暴驚人地相似，但由於火

星大氣稀薄，相比地球塵暴更

安靜。

英國《自然· 通訊》登載相

關研究文章。文章第壹作者、

法國圖盧茲大學的娜奧米· 默多

克說，“毅力”號的麥克風每

隔幾天才會打開且每次打開時

長不到3分鐘，去年9月27日

塵暴出現時，麥克風恰好處於

開啟狀態。

“它被‘毅力’號抓了個

正著。”文章合著者、美國月

球與行星研究所的傑曼· 馬丁

內斯說。

默多克認為，“毅力”號

能記錄下火星塵暴聲“的確幸

運”，因為捕捉到塵暴聲的概

率只有200分之壹。

數十年來，火星塵暴常被

相機記錄。這次被捕捉到聲音

的塵暴強度在平均範圍內，高

至少118米，寬達25米，移動

速度為每秒5米。研究人員希

望，火星塵暴聲音記錄有助於

人類更好地理解火星上的天氣

與氣候。

“毅力”號火星車去年2

月18日在火星著陸。其任務目

標包括尋找火星遠古時期可能

存在過的生命跡象，探索火星

的地質和氣候特征，為未來機

器人和人類探索火星積累技術

等。

以色列科學家研發出
“只孵母雞蛋”技術

綜合報導 以色列科學家研發出壹種對雞染色體進行基因編輯的技

術，通過性染色體轉移生物特征以阻止雄性雞胚發育，達到雞蛋僅孵出

母雞的目的，從而避免大量雄性雛雞因“市場價值低”而被宰殺。

據報道，美以合資科技企業Huminn當天發表聲明表示，這壹突破性

研究由這家企業與以色列農業和農村發展部下屬研究機構Vocalni中心耗

時七年合作完成。運用這種技術、經受精蛋孵化而成的首批母雞被命名

為“果爾達”，意為金色，源於這批母雞的羽毛色澤。“果爾達”所下

雞蛋僅能孵化出母雞。

公雞性染色體組成為ZZ，母雞為ZW。以色列研究人員通過對母雞

Z染色體進行基因編輯，使其所下雞蛋中，雄性胚胎在早期階段停止發

育，只有雌性胚胎能孵化出來，達到“母雞只生母雞”效果。“果

爾達”所生雞蛋孵出的下壹代母雞繼承了未經編輯的基因，可以正常生

出食用蛋。

領銜研究人員尤瓦爾· 辛納蒙對媒體說，目前全球食用雞蛋年產量

約2萬億枚，超過8000萬噸，約有70億只“不需要”的雄性雛雞被宰殺

。這項技術若能實現商業化並獲得推廣，可在全球範圍促進家禽福利，

並大大降低宰殺雄性雛雞的成本。

聲明說，美國食品和藥物管理局正在評估這項技術。歐洲聯盟

健康和食品安全部門相關人員已對這項研究成果完成審查，確認根

據現行監管法規，“果爾達”系列母雞及其所下雞蛋可在歐盟合法

銷售。

研究團隊和壹些動物保護團體認為，這項技術可能有助於減少全球

家禽市場普遍存在的“雛雞淘汰”現象。普通蛋雞孵出的雄性雛雞飼養

成本高於日後作為雞肉出售的市場價格，商業價值不如肉雞品種，加之

不能下蛋，因而往往剛孵出來不久就被宰殺。

法國和德國已率先頒布相關法令，自2022年起禁止大規模宰殺雄性

雛雞，並致力於在整個歐盟內部推廣類似舉措。德國計劃推廣雞胚性別

識別技術，提前篩選出公雞蛋作其他用途，只孵化母雞蛋，然而目前面

臨壹定技術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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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參議院通過2023年度《國防授權法案》
，授權未來5年以每年上限20億、總額100億美元的無償軍援
。涉外人士指出，法案載明授權 「上限」20億，但是並不等於
每年都會給滿20億，但是不管怎麼說這都代表美國力挺台灣的
決心。

涉外人士表示，美方人士關心台灣的安全，因此由國會提
出法案，授權行政部門對台無償軍援，哪怕最後只是1年軍援1
億，那也是美方評估後的決定，我們不該先入為主以為這個5

年100億美元的無償軍援一定會給好給滿。
他說，何況不論給了多少額度的軍援，都是美方善意的展

現，也象徵美國重視台灣的防衛，對中國而言還是有忌憚的效
果存在。

國防安全研究院國防戰略與資源研究所所長蘇紫雲表示，
根據美國的公開資料，全世界有25個國家接受類似的軍事援助
，其中受援額度最高的就是以色列，平均一年有將近30億美元
，而台灣授權上限20億美元，其實算是不小的數字。

蘇紫雲認為，這筆每年20億的軍援美國應該會給滿，在不
超過上限的情況下，大概就是短缺幾百萬美元的差距，而美方
一向認為台灣的精準彈藥不足，預期這會是軍援的重點。此外
，參照以色列的例子，以色列甚至還會以軍援的名目，向美國
採購航油或航空油，畢竟這確實也稱得上戰備資源。

蘇紫雲說，台灣其實是有錢的，我們的總體GDP甚至還大
於以色列，最主要的是我們還是得先展現自衛的決心， 「人必
自助而後人助之」，這樣子美國才會甘願給予我們無償軍援。

F-35手刀買35架 德國問題大了
美國會籲 邀台灣參加2024環太軍演

甘迺迪遇刺新一批檔案解密 恐難平息陰謀論

（綜合報導）繼美國眾
議院之後，美國參議院也於
16日通過《2023財年國防授
權法案》，授權未來 5 年提
供台灣 100 億美元軍援，但
實際撥款金額仍需視後續撥
款法案而定。美國參、眾兩
院外委會主席及兩黨議員已
於16日聯合致函兩院兩黨領
袖，呼籲在下次撥款法案中
，先提供15億美元軍援給台
灣；外交部、國防部16日就
法案表示感謝，並強調美國
挺台的質與量達到歷史新高
，有助國軍建軍備戰。

除軍援台灣外，法案也
授權美國政府賦予台灣 「特
定主要非北約盟國」地位，
要求美國國務院與國防部，
優先並加速處理台灣軍購請
求，並以 「國會意見」呼籲
美國政府，邀請台灣參加
2024年的環太平洋軍演。

參議院 16 日以 83 票贊
成、11票反對的票數，通過
總 額 高 達 8580 億 美 元 的

《2023財年國防授權法案》
。法案授權 2023 年至 2027
年透過美國國務院 「外國軍
事融資」計畫，每年提供台
灣至多20億美元無償軍援。
法案接下來將送交白宮，待
美國總統拜登簽署後生效。

但美國《國防授權法案
》僅明定計畫支出項目及上
限，後續兩院仍需審議 「撥
款法案」決定實際軍援台灣
金額。且目前美國兩黨議員
對究竟該提供台灣 「軍援」
還是 「貸款」，看法仍未一
致。

但美國參、眾兩院外委
會主席及兩黨議員已於16日
共同發起聯名信、致函兩院
領袖稱，台灣緊張局勢升溫
，中國可能入侵台灣，因此
呼籲兩黨領袖在下次撥款法
案裡，至少撥 5 億美元軍援
給台灣，並授權總統動用
「總統撥款權」，從美國國

防部庫存挪用價值10億美元
的防衛物資或服務給台灣。

外交部16日表示，此次
法案與台灣有關的內容廣泛
且具體，不但包括 「外國軍
事融資」（FMF）及 「區域
緊急庫存」等各種強化台灣
安全的具體倡議，也涵蓋授
權成立 「台灣學人計畫」等
各項重要友我議題條文，挺
台的質與量達到歷史新高。

外交部說明，美國《國
防授權法案》立法完成後，
尚待撥款法納入具體金額，
才可確保款項到位，外交部
將持續與國會友人保持聯繫
，密切關注法案相關款項，
在撥款法案中的審議進度，
及各項友台條文落實情形。

國防部16日表示，感謝
美國國會展現強勁支持推動
友台法案，相關措施有助國
軍建軍備戰、確保印太區域
的自由開放與和平穩定。國
軍將持續依敵情威脅與自我
防衛需求，有條不紊強化建
軍備戰工作，恪盡職責、確
保國家安全。

每年上限每年上限2020億億 涉外人士涉外人士：：
不一定給好給滿不一定給好給滿

（綜合報導）德國已敲定，要大砸84億美
元（2580 億台幣），採購 35 架 F-35A 隱形戰
機，以汰換能搭載核武的 「龍捲風」（Torna-
do）戰機。然而，它必須好好盤算，面對洛克
希德馬丁（Lockheed Martin）可能無法如合約
所明定，在2027年期限前開始交機的狀況。

據《富比士》（Forbes）雜誌網15日報導
，洛馬在全歐洲各地銷售廣獲成功，由於俄烏
戰爭影響，訂單可能續增。然而，中俄走得愈
來愈近，印太區地緣政治日益緊張，要是美國
國會決定，要大幅加速為美國海空軍採購F-35
，洛馬還能不能如期從2027年開始交付戰機，
並履行其他海外軍售承諾？

有鑑於世局變化，尤其是美國空軍所面對
的狀況，這看起來愈來愈有可能。2023年度國
防授權法案（NDAA）預定本周交付參院表決
，預料將通過採購 69架F-35，而其中分別包
括38架F-35A，15 架 F-35B和16架 F-35C。

五角大廈2019年預計獲得授權採購485架
戰機，但由於缺14億美元（430億台幣），後

來眾院版國防授權法案雖填補了不少缺口，但
預料也只能買375架。雖然有人將這解讀為，
既然美國少買了，洛馬就能減少生產壓力，以
滿足海外訂單。但由於南海和太平洋正值多事
之秋，美國空軍戰力無疑有漏洞，而接下來幾
年，這很可能促使五角大廈進行危機採購。

洛馬發言人奧恩‧麥姬賓（Alison Orne
Mckibbin）說，以目前的狀況而言，接下來幾
年每年都會以147—153架的速率交付，但2025
年，還有可預見的未來，都預計將達到1年156
架的目標。

不過，想想德國、波蘭、瑞士、芬蘭、加
拿大和新加坡都是 F-35 戰機的新顧客，訂單
也都還沒完成，並全預計在這10年內取得戰機
。而這還不包括預訂為日本、以色列、澳洲、
挪威、義大利、荷蘭、丹麥、比利時和英國生
產的 F-35 戰機。此外，捷克和西班牙近期也
很可能成為 F-35 的新顧客。而要是美國決定
，或因情勢所逼決定，要採購更多F-35，那就
頭大了。

（綜合報導）美國第35任總統甘迺迪（John F. Kennedy）
1963年遇刺案新一批相關機密檔案今天釋出，不過白宮以國安
為由暫時保留數千份文件。

甘迺迪1963年11月22日在德州達拉斯市（Dallas）遇刺身
亡，享年 46 歲。負責調查的 「華倫委員會」（Warren Com-
mission）認定是前陸戰隊神槍手歐斯華（Lee Harvey Oswald）
單獨犯案，槍殺當時頗受愛戴的甘迺迪。

但這個正式結論難以平息對甘迺迪遇刺幕後藏有恐怖陰謀
的質疑，政府煞費苦心釋出相關文件，更讓各種陰謀論藉機加

油添醋。
法新社報導，國家檔案局（National Archives）說，今天公

開的新一批檔案共有1萬3173份文件，總計約500萬頁的甘迺
迪檔案現已釋出97%。

美國總統拜登在一份備忘錄中說，為數 「不多」的文件會
應某些 「單位」要求持續保留，但未具體說明是哪些單位。

美國中央情報局（CIA）和聯邦調查局（FBI）先前都曾要
求保留文件。

拜登說： 「有必要暫時延後公開這類情資，以免國防、情

報任務、執法或外交關係行動受到可識別的傷害。」
研究甘迺迪案的學者曾說，國家檔案局持續保留的相關文

件，不太可能含有任何爆炸性內容，也不太可能平息猖獗的陰
謀論。

歐斯華當年暗殺甘迺迪，兩天後在移監時被夜店老闆魯比
（Jack Ruby）槍殺身亡。

美國政府今天釋出的文件，有一大部分是關於歐斯華行刺
前數週、數月乃至數年的通聯和出國旅行等資料。

歐斯華1959年叛逃到蘇聯，但1962年回到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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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曉市頓華人浸信會 
CHINESE BAPTIST CHURCH 

900 Brogden Road, Houston TX 77024 
Tel:713-461-0963 Web: www.cbchouston.org 

蔡啟遠代理主任牧師、楊建牧師、 
王浩詒牧師、徐英牧師、  
李鄭嘉惠兒童事工主任  

AA88亞洲時局
星期六       2022年12月17日       Saturday, December 17,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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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棒兩大“主席國”，印度想借機展現領導力？
印度正式開始擔任二十國集團

(G20)輪值主席國。這是印度首次擔任

G20 輪值主席國。印度總理莫迪發表

文章表示，印度將輪值主席國主題確

定為“同壹個地球、同壹個家庭、同

壹個未來”。同日，印度還開始擔任

聯合國安理會輪值主席國。分析認為

，在當今國際形勢錯綜復雜之際，印

度欲借此機會展現領導力，但這種雄

心面臨諸多挑戰。

努力推進聯合國改革
印度擔任 G20 輪值主席國任期從

2022 年 12 月 1 日到 2023 年 11 月 30 日

。預計在擔任輪值主席國期間，印度

將在 30 多個地方舉行約 200 次不同級

別的會議。G20 會議主要協調人首次

會議將在印度烏代布爾舉行，二十

國大使吹風會將在風景秀麗的安達

曼和尼科巴群島舉行。2023 年 9 月 9

日 -10 日，首都新德裏將舉辦 G20 領

導人峰會。

據報道，聯合國安理會輪值主席

國任期從 12月 1日至月底，這是印度

自 2021 年 8 月以來第二次擔任聯合國

安理會輪值主席國。印度常駐聯合國

代表日前會見了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

斯，討論印度12月擔任聯合國安理會

輪值主席國的優先事項和工作計劃。

《印度斯坦時報》報道稱，印度將加

倍努力推進聯合國改革和打擊恐怖主

義的核心議程。

想辦最高規格的G20峰會
印度總理莫迪發表於印度《教徒

報》的文章稱，G20前17任主席國在確

保宏觀經濟穩定、國際稅收合理化、減

輕各國債務負擔等諸多方面取得重大成

果。印度將從這些成就中受益，並在此

基礎上更上壹層樓。在擔任G20輪值主

席國期間，印度將介紹其經驗、教訓

和模式。

對於印度擔任G20輪值主席國，印

度媒體自然給予高度期待。印度亞洲

新聞國際通訊社引述該國外長蘇傑生

的話說，印度希望利用擔任該組織主

席國的機會，反映南半球國家如今的利

益和關切，“因為我們感到他們正在被

邊緣化”。印度《論壇報》報道稱，印

度在烏代布爾舉行的G20首次會議將在三

家豪華酒店舉行，最後是壹場盛大的

晚宴。分析人士認為，在印度舉行的

下壹屆G20 峰會將是最高規格的國際

會議之壹。

“G20輪值主席國是印度的壹個黃

金機會，這讓新德裏可以有機會塑造全

球議程，倡導多邊主義。”美國《外交

政策》雙月刊網站近日刊文稱，印度此

時擔任G20輪值主席國可謂恰逢其時。9

月，印度取代英國成為全球第五大經濟

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將印度描述成為

全球經濟放緩中的“亮點”。正如蘇傑

生所說，新德裏渴望將擔任輪值主席國

作為壹個機會，強調印度作為“領導力

量”的新興地位。

高光時刻的空前挑戰
印度接替G20輪值主席國的困難和

挑戰也是有目共睹。《外交政策》認為

，印度的挑戰主要是G20大國間日益緊

張的關系及多邊機構面臨的信譽危機。

俄烏沖突、中美競爭等，當前背景下印

度尋求全球共識將是壹項艱巨的任務。

不斷惡化的全球宏觀經濟環境，包括失

業率上升、生活成本增加、糧食和能源

危機等都加劇了印度擔任G20輪值主席

國的難度和挑戰。隨著各國將焦點轉向

解決國內問題，國際合作的前景正變得

更加復雜。

清華大學國家戰略研究院研究部主

任、太和智庫高級研究員錢峰告訴記

者，今年，印度不僅在GDP上超過前

宗主國英國，在外交領域也迎來高光

時刻，在俄烏沖突中同時跟俄羅斯和

美西方在壹定程度上保持友好關系。

在這個背景下，莫迪政府非常重視印

度接手G20 的機會，想通過這樣的平

臺，彰顯印度對全球治理事務的影響

力和發言權，進壹步把印度推向國際

舞臺的中央。

不過，錢峰說，印度盡管與美西

方、俄羅斯都保持相對平衡的關系，

但同時也是在大國之間小心翼翼地“走

鋼絲”。隨著俄羅斯與美西方之間對抗

朝長期化方向發展，如何把握好平衡，

拿捏好尺度，將給印度外交帶來不小的

挑戰。與此同時，由於當前國際政治、

安全、經濟危機疊加交織，已經極大地

損害了產業鏈、供應鏈和金融體系的穩

定性，某種程度上打亂甚至顛覆了長期

以來形成的國際共識。由於摻雜了復雜

的地緣政治因素，各方普遍關心的糧食

、化肥和能源等危機進壹步放大，問題

更難以解決。

韓國檢方連續傳訊文在寅時期高官
綜合報導 韓國前國家情報院院長樸智元

到首爾中央地方檢察廳，就“西海事件”接受

訊問。韓國檢方連續兩天傳訊前任總統文在寅

執政時期高級官員，原青瓦臺秘書室長盧英敏

已接受訊問。

據韓國媒體報道，2020年 9月 21日，韓

國海洋水產部公務員李大俊在朝鮮半島西部

海域小延坪島乘漁政船執行公務時失蹤，22

日在海上被朝鮮軍人發現並槍擊身亡。文在

寅政府25日說，朝方就這起事件向韓方通報

並作了解釋。

當時，韓國國防部和國情院根據通過監聽

等渠道收集的特殊情報，認為李大俊可能想要

“投靠朝鮮”。尹錫悅今年5月就任韓國總統

，國防部和海洋警察廳6月聯合召開記者會，

改口說並未發現李大俊主動投朝的確鑿證據。

國情院7月向檢方舉報，稱內部調查認定

樸智元擅自刪除“西海事件”相關情報文件，

目的是“配合”文在寅政府的調查結論。

樸智元14日抵達首爾中央地方檢察廳時告

訴媒體記者他“從未接到前總統文在寅或前國

家安保室室長徐薰要求刪除資料的任何指示”

，並重申自己任國情院院長期間也從未指示職

員刪除資料。

“我今天接受調查後，希望經過改革的國

情院不再淪為政治工具。”韓聯社援引樸智元

的話報道。

徐薰在“西海事件”發生時任青瓦臺國家

安保室室長，相當於韓國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

理。他本月3日被捕，9日遭到起訴。

檢方指控文在寅政府在證據不充分情況下

認定李大俊自願越境投朝，而徐薰涉嫌下令刪

除“西海事件”相關文件以掩蓋李大俊遭槍殺

壹事。徐薰否認指控，稱文在寅政府當時得出

李大俊投朝結論，是在有限時間內根據情報做

出的判斷。

檢方認為，在李大俊遭槍殺次日、即2020

年9月23日，時任青瓦臺秘書室長盧英敏是向

文在寅當面匯報相關情況的官員之壹。盧英敏

13日到首爾中央地方檢察廳接受訊問。

檢方還懷疑時任國防部長官徐旭按照徐薰

指示，下令刪除與李大俊案相關的監聽情報等

軍事機密。徐旭10月被捕，17天後交保獲釋。

據韓聯社報道，文在寅對這些調查深表憂

慮，說“國家安全事務”不應成為“政治爭鬥

的題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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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香港現行的藥物註冊制度

下，日常用藥要打破壟斷已經十分

困難，癌症和罕見病患者的救命藥

更要“過五關斬六將”才能讓病人

受惠。它們除了要通過註冊制度一

關，還必須通過醫管局審批進入藥

物名冊，醫生才能處方。若要獲得

藥物資助，讓病人用得起，就要再

進入“安全網”，而對十萬火急的

病人而言，這是一種折騰。患有結

節性硬化症的瑤瑤險些成為這僵化

制度下的犧牲品，最後在母親、一

眾罕見病患者和家屬四出奔波下，

終成功將新藥引入“安全網”，從

藥物面世到有需要的病人獲資助用

藥，足足耗時10年，有病人就因

為等不到用藥的一天而離世，“這

是一場以生命為代價的慘勝，如果

沒有病友去世，什麼時候才將該藥

納入名冊和‘安全網’呢？”

◆文/圖：香港文匯報專題組

香港新藥審批制度的門檻高，除了令部
分有效藥物無法到港外，也使香港藥物市場
十分封閉，選擇少、競爭低，衍生藥價偏高
問題，尤其是治療病危的處方藥。外國研究
的同款抗癌藥物在香港和在內地差價最高達
數十倍，例如由英國阿斯利康研發的第三代
肺癌標靶藥奧希替尼（Osimertinib）在內地
和香港獲批註冊時間相差不足一年，香港大
部分肺癌患者要自費購買，每月開銷約5萬港
元，但在內地自費買該藥每月只需5,000多元
人民幣，兩者相差十倍。

臨床腫瘤科專科醫生區兆基表示，內地
本地生產不少同類第三代標靶藥，競爭劇烈
下，令藥價在內地不斷下降，但由於香港藥
物審批制度的限制，內地同類標靶藥，以及
國外副廠藥物都未能進入香港註冊，“本地
患者不得不捱貴藥。”

內地產藥有競爭 價格不斷下調
以奧希替尼為例，2016年在港註冊。儘

管已納入醫管局藥物名冊，但仍屬自費藥

物，每月藥費約5萬元。該藥也在醫管局關愛
基金資助範圍內，但申請有條件限制，除家
庭收入須滿足一定上限外，病情亦要惡化到
一定程度方可申請使用。區兆基表示，香港
大部分肺癌患者都無法成功申請資助，使用
該藥就需要負擔昂貴費用。

在內地，該藥於2017年註冊，起初價格昂
貴，超過5萬元人民幣，但由於內地藥廠的創新
研發，已有不少同類藥物面世，內地副廠生產
的該配方藥物也獲准上市，因此正廠藥面對競
爭，價格不斷下調。

2018年醫保談判，內地憑強大的談判能
力，硬把每盒價格壓至15,300元人民幣，去年
再降，即使自費也只需5,580元人民幣，如果以
最高70%的醫保報銷比例計算，患者只需月付
1,674元。

區兆基表示：“在香港不少正廠藥無競
爭，價格自然高企，惟有改善藥物審批制
度，讓內地同類藥、國內外副廠藥有機會在
港註冊，患者才能以更低的價格買藥，也讓
不同患者有更多選擇。”

內地鼻咽癌藥療效佳 無緣打入港市場 自費肺癌標靶藥 港貴內地十倍
鼻咽癌是中國華南地區和南亞常見癌症，發病

率約比美國高100倍。歐美藥廠甚少投放資源研發
相關藥物，而內地近年致力鑽研新藥。2018年，
上海一間藥廠獨立研發的注射藥物取得突破性療
效，並在不少國際性權威醫學期刊發表研究成果，
重燃香港病人阿強和無數末期癌症病人的希望，但
內地研發的免疫治療藥物多次到美國FDA闖關均
無功而回，相信在現行制度下亦難進入香港市場，
令患上末期鼻咽癌的阿強失望地放棄所有治療，等
待生命倒數。

香港對鼻咽癌的治療仍只限於傳統療法，包括放
療、化療、外科手術等，尤以晚期復發或轉移性鼻咽
癌的療效最差強人意，化療方案的存活期中位數為8
個月。2018年，上海一間藥廠研發注射藥物“特瑞普
利單抗”（Toripalimab）獲批在內地上市，配合化療
的存活期為11.7個月；化療方案有63.3%患者存活期
超過兩年，若配合該藥則有87.1%患者存活期超過兩
年，國際醫學期刊也發表了該研究的成果。

40多歲的阿強在2018年被診斷患鼻咽癌，當時
已是第四期（末期），經過初期的化療和放療治療
後，兩年內病情受控，但去年復發，內地製的“特瑞

普利單抗”是他延續生命的曙光，但由於該藥未在歐
美地區註冊，也無法到港註冊，令阿強再次失望。

像阿強的鼻咽癌患者若想試該藥，唯一方法是
往內地治療，但在修例風波和疫情影響下，阿強思前
想後，最終打消到內地醫病的念頭。

他的主診醫生臨床腫瘤科專科醫生區兆基向香
港文匯報表示，晚期復發性鼻咽癌，在化療之外還要
配合免疫治療（包括特瑞普利單抗等藥物），相比傳
統療法能延長患者存活期，且該藥價格相較不少癌症
藥物並不貴。有資料顯示，全自費的情況下，3個月
費用約為9,900元人民幣。區兆基指出，對阿強這樣
癌症末期病人來說，錢以外，還有太多考慮因素，
“藥物雖然不貴，但返內地醫治的其他費用（住宿、
療養等）全部要自掏腰包，並且人生地不熟，病人和
家屬最擔心的還是‘客死異鄉’。”最後，阿強不單
放棄前往內地，亦不再積極治療，唯有接受善終服
務。最新消息指，該藥廠將向美國、英國和歐盟申請
註冊，但區兆基直言：“機會甚微。之前內地研發的
免疫治療藥物，不少已經在著名的國際醫學會議中發
表過研究結果，但所有內地研發的免疫治療藥物都被
美國FDA拒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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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帝並未關上瑤瑤所有的窗戶，罕見病未扼殺
她的作畫天賦。 香港文匯報記者廣濟 攝

不少柔弱女子成為人母後，或會“為
母則強”。任職秘書的香港結節性

硬化症協會主席阮佩玲自從誕下瑤瑤
後，就由一名“女人仔”搖身變成“女
戰士”，帶着患結節性硬化症的女兒、
一班罕見病患者和家屬，披荊斬棘挑戰
香港僵化的藥物制度。

女患結節性硬化症 母奔波求藥
香港文匯報記者日前造訪她一家，

寓所裏張貼瑤瑤大大小小的畫作和生活
照，增添不少暖意。24歲的瑤瑤雖然
不能像普通人那樣流利地表達自己，但
母女倆的默契心照不宣。記者與阮佩玲
聊着聊着，坐在一旁的瑤瑤若有所思，
阮佩玲馬上意會到，“瑤瑤鍾意飲咖
啡，而且鍾意同媽咪一齊飲。”阮佩玲
於是轉位到女兒身旁，母女倆共享一杯
咖啡，頑皮的瑤瑤咕嚕咕嚕大口喝，阮
佩玲連聲說：“瑤瑤，你將媽咪嘅都飲
晒啦。”

此情此景，是阮佩玲熬盡苦難、流乾
淚水爭取得來的。她的噩夢要從瑤瑤5個
月大時說起，當時瑤瑤經常抽筋，四處尋
醫才發現其腦部異常，確診為結節性硬化
症。此症是一種基因突變導致的良性腫瘤
疾病，全港目前約有300名患者。雖為良
性腫瘤，但患者從大腦開始至全身軟組
織、器官，包括腎臟、心臟、肺部等都可
能長出腫瘤。隨着腫瘤增大，壓迫器官和
神經，會導致智力下降、器官衰竭等。過
去一直未有專門藥物可根治，不少患者20
歲以後便可能由於腫瘤壓力過大而爆裂，
大量出血而死。

“以前我經常問自己，女兒還能跟
我們一起多久？”阮佩玲憶起當年揪心
之痛，眼淚不由自主從眼眶溢出。眼神
與記者交集之際，她馬上轉頭望向正在
唱歌的瑤瑤，調適心情。

瑤瑤確診後，阮佩玲辭掉工作白天
照顧女兒，晚上挑燈夜讀醫學書籍，無
意中得悉美國透過開頭顱手術，切除部
分腫瘤，可令患者恢復部分活動能力。
明知是豪賭，但不甘女兒就此被判“死
刑”的阮佩玲決定賭一把，隻身帶女兒

在陌生的美國求醫，最後這場賭注她贏
了，手術為瑤瑤換來約十年病情穩定
期。

阮佩玲形容，自己當年一心只想
“買時間”，希望延緩病情惡化直至醫
學昌明。終於在2009年，瑞士藥廠成
功研發全球首款治療該症的專用藥，不
久香港也有此藥註冊，但光是註冊對病
人來說未必有用，須通過醫管局審批加
入藥物名冊，公院醫生才能處方。單是
“入冊”最少動輒年半至兩年，而“入
冊”初期沒有資助，病人每月要自費兩
三萬元服藥。

“若輸在體制上，我不甘心”
藥廠為收集臨床數據，對未“入

冊”的藥物推出試用計劃。2014年，瑤
瑤在醫生推介下，參加為期9個月的試藥
計劃，其間病情顯著改善，腎臟一顆直
徑超過一厘米的腫瘤縮小一半，抽筋次
數也大幅降低至每月僅數次。不過，試
藥計劃完結後，瑤瑤再次無藥可服，阮
佩玲說：“無藥，我認命，但現在是有
藥無得用 ，如果輸在體制上，我不甘
心。”翌年，她與5個病友家庭組織該協
會，爭取加快把該藥納入名冊。“我哋
幾個師奶無資源、無人脈、無策略，心
口掛住勇字不停跑立法會，同藥廠開
會，接受傳媒訪問。”

質問若無病友去世 新藥是否無期
2017年，30多歲病友池燕蘭在立法

會公聽會上哭求政府，僅僅12天後，她
就因腎臟腫瘤爆裂大量出血不治。池燕
蘭離世數月後，醫管局就將該藥納入藥
物名冊，並很快納入“安全網”，由此
藥面世到病人獲資助以低廉藥價服藥，
歷時足足10年之久。成功爭取後不少傳
媒致電致賀，但阮佩玲無法高興起來，
她向記者說：“這是一場以生命為代價
的慘勝，如果沒有病友去世，什麼時候
才將該藥納入名冊和‘安全網’呢？還
有幾多新藥因為這個制度而未能來港註
冊，未入名冊，未能處方予公院病
人？”

▲瑤瑤要服
用抗腦癲癇、控制結
節性硬化症的藥物。

香港文匯報
記者廣濟 攝

◆◆阮佩玲阮佩玲((左左))熬盡多少磨熬盡多少磨
難難，，才能與女兒瑤瑤過着有才能與女兒瑤瑤過着有
明天的生活明天的生活。。

香港文匯報記者廣濟香港文匯報記者廣濟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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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連出重磅政策 擴內需提振信心
上月經濟受疫情短期衝擊出現回落 總體運行仍保持恢復態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受疫情大幅反彈影響，11月中

國主要經濟數據均出現回落。中國國家統計局15日發布數據顯示，11月，

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2.2%，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下降5.9%，工業及

消費降幅雙雙超出市場預期，僅好於上海疫情爆發的四、五月。專家指出，11月經

濟再回落，主要受到疫情的短期衝擊，但在出口已連續兩個月同比下降的同時內需

仍顯疲弱。近期中央已連續出台重磅政策，旨在提振內需，重振市場信心。

國家統計局有關負責人表示，總的來看，11月份國民經濟頂住國內外多重超預

期壓力，保持恢復態勢，總體運行在合理區間。但國際環境更趨複雜嚴峻，國內經

濟恢復基礎仍不牢固。下階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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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實落實穩經濟各項政策措施，着力穩增長、穩就業、穩物價，着力激

發市場活力，推動經濟運行整體好轉。

日前，中共中央、國務院印
發了《擴大內需戰略規劃綱要
（2022－2035年）》（簡稱《綱
要》），明確了中國未來一段時
期擴大內需的發展目標和重點任
務。中國為何要專門針對擴大內

需制定規劃綱要？

《綱要》為實現“雙循環”提供指南
《綱要》明確提出，“堅定實施擴大內需戰

略、培育完整內需體系，是加快構建以國內大循
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
局的必然選擇”。

中國首席經濟學家論壇理事王軍向記者表
示，面對當前國內外形勢變化、國際環境的不可
控，中國強調“雙循環”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
是應對國際國內形勢變化的一種主動選擇，越是

國際環境複雜的時候，越要堅持“擴大內需”，
這也是中國發布《綱要》的一個重要背景。

縱觀整部《綱要》，除了提出規劃背景、重
大意義，還明確了擴大內需的發展目標、重點任
務，並詳細列出擴大內需的二十餘項具體措施，
明確了時間表和路線圖，搭起了未來十幾年中國
擴大內需的“四樑八柱”。

“回顧中國擴大內需的政策，1998年為了應
對亞洲金融危機，中國首次正式將擴大內需作為
國家戰略提出。此番制定了擴大內需的規劃綱
要，而且是着眼於未來十幾年發展的中長期規劃
綱要，這是和以往不同的。”王軍表示。

他指出，此次《綱要》不僅僅是戰略。中國
要建立起完整的擴大內需體系，為全面落實“雙
循環”新發展格局提供重要抓手，為實現“雙循
環”新發展格局提供工作指南。因此，《綱要》
既着眼於短期穩增長，也着眼於中長期經濟轉

型、高質量發展以及新發展格局的構建，是促進
中國經濟社會長遠發展和長治久安的一部重要文
件。

助力經濟轉型升級更加穩健
王軍表示，擴大內需戰略在中共二十大報告

中也被強調，可見中國對擴大內需的重視。此次
專門制定《綱要》更是具有全方位的意義，擴大
內需的諸多措施能夠助力經濟轉型升級更加穩
健、高質量發展更有保證，推動民生改善，有助
於經濟持續好轉和健康增長。同時，隨着全國統
一大市場加快建設，也將更有助於提升國際競爭
力，增強應對國際風險的韌性。

《綱要》提出，中國擴大內需存在有效供給
能力不足、分配差距較大、流通體系現代化程度
不高、消費體制機制不健全、投資結構仍需優化
等堵點難點。針對這些主要問題，《綱要》提出

重點任務，包括加快培育完整內需體系、促進形
成強大國內市場、支撐暢通國內經濟循環。

對於擴大內需的關鍵點，王軍認為，一是要擴
大居民收入，短期通過財政政策、貨幣政策促進穩
消費、擴投資；二是建立統一開放、競爭有序、制
度完備、治理完善的高標準市場體系，構建全國統
一大市場，加強體制機制改革，促進商品在全國城
鄉更好流動。 ◆中新社

擴內需戰略規劃是落實“雙循環”重要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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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2月月1010日日，，北京市豐台區一家商場布置喜慶北京市豐台區一家商場布置喜慶，，
迎新年氣氛濃迎新年氣氛濃。。 中新社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中國基
建投資穩增長的效應持續釋放，在盤活專項債結存
限額以及7,400億元人民幣政策性開發性金融工具
的帶動下，今年1-11月基礎設施投資累計同比增長
8.9%，較1-10月加快0.2個百分點，連續7個月加
快。

中國國家統計局投資司首席統計師羅毅飛解讀
稱，適度超前開展基礎設施投資，加快布局新型基
礎設施建設，加強薄弱領域補短板，有力支撐基礎
設施投資回升。

從整體固定資產投資看，受製造業和房地產投
資增速放緩的拖累，前11月，全國固定資產投資
累計同比增長5.3%，低於1-10月0.5個百分點，為
今年以來最低；民間投資同比增速亦放緩0.5個百
分點至1.1%，為2020年以來新低。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今年以來投資增速相
對較高的，一是高技術產業，1-11月，高技術產
業投資同比增長19.9%，以電子、醫藥等為代表

的高技術製造業投資同比增長23%。二是基建領
域補短板的水利、公共設施。1-11月，水利管理
業投資增長 14.1%，公共設施管理業投資增長
11.6%。

展望下階段投資形勢，羅毅飛表示，從投資先
行指標看，1-11月，新開工項目計劃總投資同比增
長20.3%，投資項目（不含房地產開發投資）到位
資金增長21.5%，為投資持續穩定增長提供有力支
撐。下階段將進一步推動重大項目建設、設備更新
改造，充分利用財政金融政策工具支持，推動形成
更多實物工作量，保持投資穩定增長。

中信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明明預計，基礎設施投
資增速連續加快，明年初大概率會有專項債前置發
行接續，繼續支撐基建投資需求增長。在重點領域
設備更新改造政策以及製造業中長期貸款投放的提
振下，後續製造業投資仍有望保持較高增速。基建
和製造業投資明年繼續逆周期發力，作為穩增長擴
內需的關鍵力量。

基礎設施建設持續拉動投資回升

11月主要數據變化
指標

工業增加值
投資（1-11月累計）

消費
出口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同比增速

2.2%
5.3%
-5.9%
-8.7%

與前值相比

增速下降2.8個百分點
增速下降0.5個百分點
降幅擴大5.4個百分點
降幅擴大8.4個百分點

◆◆1111月經濟再回落月經濟再回落，，主要受到疫情的短期衝主要受到疫情的短期衝
擊擊。。近期中央已連續出台重磅政策近期中央已連續出台重磅政策，，旨在提振旨在提振
內需內需，，重振市場信心重振市場信心。。圖為圖為1212月月88日日，，西藏拉西藏拉
薩市市民在商場裏選購所需的商品薩市市民在商場裏選購所需的商品。。 中新社中新社

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付凌暉指出，11月國
際環境更趨複雜嚴峻，外需收縮進一步顯

現，國內疫情大面積反彈，需求收縮、供給衝
擊、預期轉弱“三重壓力”加大，對經濟運行制
約明顯。

生產端多數行業生產回落
在生產端，11月工業增加值的2.2%增速

中，除了採礦業、生活必需品生產及少數新動能
行業保持增長，多數工業行業生產回落。此前拉
動工業總體的汽車製造業增速放緩13.8個百分點
至4.9%，計算機、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製造業
從同比高增9.4%轉為下降1.5%。廣發證券首席
經濟學家郭磊稱，11月汽車、智能手機的產量
增速，從正增長區間驟然下行至大幅下降
9.9%、19.8%，可能是疫情這一供給端外生衝擊
的影響。

需求端消費增速繼續為負
在需求端，儘管有年底大促銷，但受防疫措

施限制，11月中國消費增速繼續為負，且降幅
超預期，疫情進一步拖累商品零售和餐飲消費，
商品零售6月以來首次同比轉負，下降5.6%，餐
飲消費降幅擴大至8.4%；食品、藥品等必需品
增速平穩；車購稅政策效力減弱，汽車消費同比
增速轉負。

同時，經濟承壓拖累就業市場，11月全國城
鎮調查失業率升至5.7%，由於11月國內疫情集
中在北京、廣州、重慶等大城市，31個大城市調
查失業率抬升至6.7%，與4月持平。

政策端全力穩內需穩經濟
中信證券宏觀首席分析師程強指出，11月

中國經濟比10月承受更大的疫情、外需衝擊，
主要指標中僅基建投資增速實現改善。同時，疫
情對消費、就業的影響更加明顯。“當前全國疫

情還在上升階段，失業情況不容樂觀，就業壓力
也將反作用於政策，政策端料將更加積極出台多
方面政策穩定經濟和居民就業收入預期。”

程強表示，下階段，隨着疫情防控進入新階
段，由防控感染轉到醫療救治，接下來政策重心
是全力穩內需、穩經濟。12月14日，中共中
央、國務院印發《擴大內需戰略規劃綱要
（2022－2035年）》，全面促進消費和拓展投
資空間；15日，國家發改委印發《“十四五”
擴大內需戰略實施方案》，細化2025年前落實
舉措，對未來促進消費投資進行頂層部署，有助
於提振市場信心。

專家：偏低數據凸顯擴內需必要性
“現階段內需是重中之重。”中泰證券研究

所首席分析師楊暢表示，在疫情擾動下，今年中
國經濟在修復過程中存在一些不均衡。首先是生
產強但需求偏弱的不均衡，消費增速出現回落，
消費意願有待均衡。此外，投資內部有待均衡，
基建投資連續多月回升，但地產投資與製造業投
資相對偏弱，民間投資仍然偏弱。因此，現階
段，針對內需出台政策措施，是短期穩住經濟基
本面，確保經濟“穩中求進”的重要手段。

廣發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郭磊指出，11月下
旬高頻數據明顯回落，已經提示疫情衝擊下11
月經濟數據下行的趨勢，偏低的數據凸顯推進系
統性擴內需政策的必要性。

郭磊認為，從近期貨運流量等高頻數據指標
看，11月底是一個拐點，12月中下旬初步抬
升。防疫政策優化雖然帶來部分區域數據的波
動，但就全國整體而言，居民活動半徑擴大，經
濟高頻數據企穩。隨着疫情政策的優化，雖短期
或仍有波動，但長期看，疫情的影響可能顯著下
降，有利於內生動能復甦。政治局會議強調“推
動經濟運行整體好轉”，明年穩增長政策的空
間，將在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進一步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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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dfin對明年的長篇分析稱，在疫
情期間漲幅最大的西海岸市場和大都市
將有最大的放緩。它通過查看 2 月至
11 月的數據來分析市場，這些數據顯示
價格下跌、庫存下降、待售房屋數量和
其他因素。

以下是 Redfin 的部分預測：
房價將出現 10 年來的首次同比下

跌
預計2023年美國房屋銷售價格中值

將下降約 4%（自 2012 年以來的首次年
度下降）至 36萬8000 美元。

如果不是因為缺乏待售房屋，價格
將會下降更多。

但即使價格同比下降 4%，2023 年
房屋的可負擔性也將比疫情時期的購房
熱潮之前低得多，這使得潛在的首次購
房者難以進入市場。考慮到明年的預計
價格和抵押貸款利率，2023 年典型購房
者 的 每 月 還 款 額 將 比 疫 情 開 始 前 的
2019 年高出約 63%。與此同時，工資在
此期間將增長約 27%。

聖地亞哥大都會區（含聖地亞哥縣
）在預計降幅最大的市場名單中排名第
9。報告說下降最多的將是西雅圖、聖
何塞、拉斯維加斯和鹽湖城。不太可能
出現下降的大都會區是萊克縣（伊利諾伊州）、芝加哥、密爾沃
基和奧爾巴尼。

Redfin 表示，相對經濟實惠的中西部和東海岸地鐵（沒有像
聖地亞哥那樣出現爆炸性的房價增長）有望在明年保持最佳水平
。

Redfin 沒有預測價格可能會下降多少，而是依靠最近的趨勢
來預測哪些市場可能會降幅最多。截至 10 月，聖地亞哥縣的房
價已連續五個月下跌。

在整個疫情期間，聖地亞哥大都會區在受到密切關注的標準
普爾 Case-Shiller 指數中多次位列前3名漲幅最高的市場。 20 個
城市指數報告稱，聖地亞哥 3 月份的房價年漲幅為30%，但9月
份的年漲幅降至9.5%。

房屋銷售將創 2011 年以來最低
Redfin 預測 2023 年的房屋銷售量將比上一年減少 16%，約

為 430 萬套。這比 2011 年美國從次貸危機中解脫出來後的任何
一年的房屋銷量都少，並且比 2021 年疫情購房熱潮期間下降了
30%。這也將導致自 1980 年代初以來最低的房屋周轉率，到
2023 年每 1000 戶家庭中只有 32 戶出售房屋。

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有兩個：潛在買家因不斷上漲的抵押貸
款利率而退出市場，以及潛在賣家不想在利率可能高於當前抵押

貸款的情況下尋找新房。
買家不想買，賣家也不想賣。 Redfin 的副首席經濟學家泰

勒·馬爾寫道：“人們只有在需要時才會搬家”。
聖地亞哥縣的房屋銷售最近已經跌至多年來的最低點。

CoreLogic 表示，10 月份的房屋銷售量為 2354 套，這是自 2020
年 5 月以來的最低月度數字，當時因為疫情的最初衝擊使市場停
滯不前，結果導致價格和銷量從5月後開始上漲。

利率會下降
Redfin 表示，其預測基於多種因素，包括通脹和利率對負擔

能力的影響。但它表示，通脹可能會繼續下降，美美聯儲繼續提
高利率的壓力也會減小，從而降低借貸成本。
Redfin 預測抵押貸款利率將在 2023 年底逐漸下降至 5.8% 左右。
抵押貸款利率從 6.5% 左右下降到 5.8% 將使購買價值 40萬美元
房屋的購房者每月的抵押貸款付款節省約 150 美元。

Mortgage News Daily稱，週一上午 30 年期固定利率抵押貸
款的利率為 6.38% 。

租金會下降
Redfin 表示，租金將下降，這是由於最近幾個月空置率上升

，以及租房供應量超過正常水平。
截至 9 月，多單元住宅建設達到50年來的最高水平，這意

味著有大量新建築在爭奪租戶。此外，原本計劃出售獨立屋的業
主現在更有可能將其投放到租賃市場。

截至本週，房地產追踪機構 CoStar 表示，聖地亞哥縣的公
寓空置率為 3.4%，高於去年同期的 2.3%。平均租金要價為每月
2321 美元，低於第三季度的 2352 美元。

Redfin 表示，租金會下降更多，千禧一代和 Z 世代成為首
次購房者的可能性越來越小，而且更有可能無限期租房。該公司
表示，較高的抵押貸款利率和很少的待售房屋使租房成為許多人
最有可能的長期選擇。

拼命尋找工人的聖地亞哥雇主也可能會感到沮喪，因為大多
數移民預測都說人們會優先考慮成本較低的大都會區。

Redfin 表示，隨著遠程工作的發展，尤其是 Z 世代，他們
將有更大的靈活性，可以隨心所欲地移動到他們想去的任何地方
。這意味著他們可能會尋找更負擔得起的地方，這些地方甚至會
付錢讓人們搬到那裡。

在亞利桑那州的圖森有一項計劃，向遠程工作人員支付搬家
費用、免費上網和其他福利，最高可達 7500 美元；阿肯色州西
北部有一項計劃，支付 10000 美元並贈送一輛山地或公路自行車
；佐治亞州薩凡納向科技工人支付高達 2000 美元的搬家費用；
堪薩斯州的托皮卡在租用或購買房屋後最多可獲贈 15000 美元。

美國房市2023年報告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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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auce is the essence of our culinary heritage  

乾拌麵的靈魂在於「醬料」，經不斷地嘗試，
牛頭牌調配出黃金比例醬汁，搭配手工日曬關廟麵，

復刻出口味絕佳的牛頭牌乾拌麵。

掃二維碼關注
微信公眾號<牛頭牌北美>
掃二維碼關注
微信公眾號<牛頭牌北美>

99大華及各大華人超市熱銷中
或請電力成貿易洽詢銷售通路

(626)610-1388

99大華及各大華人超市熱銷中
或請電力成貿易洽詢銷售通路

(626)610-13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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