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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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2022年白宮聖誕裝飾主題年白宮聖誕裝飾主題：：我們人民我們人民
（中央社）2022年聖誕節來臨，美國白宮也開始了一年一度的裝飾工作。今年節日的裝飾主題是由

第一夫人吉爾·拜登確定的“我們人民”（We the People），這是憲法序言中的前三個詞——強調人們的
力量。

“我們國家的靈魂是，而且一直是，'我們人民'，”第一夫人在白宮週一舉行的活動上說，“這就是
今年白宮假日裝飾的靈感來源。”

“團結我們的價值觀在你身邊隨處可見，一種對機遇、樂觀和團結的信念，”吉爾說。 “一個房間
接一個房間，我們代表著在假期和一年中把我們聚在一起的東西。”

白宮東翼的入口展示了第一夫人吉爾拜登今年早些時候選擇的“我們人民”主題。柱子和橫梁排列
著節日綠植和紅雀。許多人認為紅雀象徵著失去的親人。 “我們人民”的理念肯定前人的深遠影響。

所有裝飾品專為“人民”設計，讓“人民”在樹飾、壁爐架展示、鏡子和自己動手的作品中看到自
己，這些作品將白宮變成了冬日仙境。

除了獨立宣言的副本在圖書館展出，今年令人驚嘆的 300 磅（136 千克）薑餅屋中還包括了一個費
城獨立廳的複製品，獨立宣言就是在那裡簽署的。

作為白宮最大的房間，東廳曾舉辦過公開招待會、儀式、法案簽署等令人難忘的場合。白雪皚皚的
樹木填滿了東廳的角落，反映了自然和休閒，壁爐架上描繪了四個國家公園的景色：大峽谷、黃石公園
、大煙山和謝南多厄。

紅色房間代表信仰和光明，裝飾著蘭花，這是第一夫人最喜歡的花之一，還有新鮮的蔓越莓，這是

自 1975 年以來白宮的傳統。
綠色房間代表音樂，音樂

的治愈和統一力量將人們聚集
在共同的動作和旋律中。裝飾
採用各種鈴鐺來反映響遍這個
季節的聖誕頌歌。

在國事大廳的大廳和十字
廳再次出現了“我們人們”的
主題，金屬絲帶上刻有所有州
、領地和哥倫比亞特區的名稱
，並標示了每個州加入聯邦的
年份。鏡面裝飾和反光錶面確
保遊客可以在裝飾中看到自己，並指出美國國家的力量、國家的靈魂——來自我們人民。

白宮送給遊客的假日指南是由居住在拉斯維加斯的非裔美國兒童讀物作者達里亞·皮普爾斯設計的。
皮普爾斯是一名前小學教師，他撰寫並繪製了一系列圖畫書來支持有色人種兒童，包括那些經歷過種族
創傷的兒童。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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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nate leaders unveiled a $1.7 trillion
federal government funding bill including
$772.5 billion for non-defense
discretionary programs and $858 billion in
defense funding.

The package also includes $45 billion
in emergency assistance to Ukraine and
NATO allies.

Over the weekend, both Democrats
and Republicans were sharing their
bottom line on various issues and the

White House remained optimistic that
agreement could be reached to avoid a
government shutdown.

Senate Republicans are saying that
Democrats must drop their demand for
additional spending on domestic programs
in order to get the bill passed by this
weekend.

The U.S. government’s budget is
increasing year-by-year and the deficit
gets bigger and bigger. Today, inflation

and energy shortages have been caused
around the world. Although Russia’s
invasion of Ukraine is the main reason, the
pandemic also caused an interruption of
the global supply chain and negatively
affec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ll of which caused
chaos all over the entire world.

The year of 2022 is coming to an end.
We all hope that there will be new
advances towards peace and a new
turnaround for the world in the coming new
year. 1212//2323//20222022

Congress Is About To Pass A Huge BudgetCongress Is About To Pass A Huge Budget
在共和及民主兩黨之協商下，全國1·7萬億之總預算即將在參

院進行表決後送交眾議院審議，其中八千八百五十八億是国防支出

，七千七百七十二億是用於有關非國防
方面之計劃支出，在此龐大之預算之中
，包括四百五十億軍援烏克蘭及北約盟
國。
這項長達四千頁之預算書預期將在參院
審議後立即交給眾議院討論，以避免十
二月二十三日政府會關門。
在預算中有四百五十億在於援助烏克蘭
抵抗俄羅斯之入侵，其中九十億是用於
對軍隊之訓練及薪資。
這個龎大之預算預計將會得到民主共和
兩黨之支持，但是也說明美國政府目前
處於之窘境，對歐盟而言，烏克蘭是一
塲輸不起的戰爭。
美國政府之預算逐年不斷増大之中，而
且赤字在在加大之中，今天在全球造成
之通貨膨脹及能源短缺，固然俄羅斯之
入侵烏克蘭是主因，但是疫情造成之生
產失衡供應鍊中斷全球化停滯及中美貿
易戰，都造成了世界一片混亂。

二零二二年已近尾聲，我們寄望未來一年有新的希望新轉機。

美國國會即將通過巨額預算美國國會即將通過巨額預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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澤連斯基澤連斯基““願望清單願望清單””沒被滿足沒被滿足
俄方做好兩手準備俄方做好兩手準備，，要么談判要么談判，，要么擴軍要么擴軍

英國發出警告英國發出警告，，今冬恐有更多人死於流感今冬恐有更多人死於流感，，打疫苗迫在眉睫打疫苗迫在眉睫
（綜合報導）英國國家醫療服務體系（NHS）將發起其

歷史上規模最大的流感疫苗接種活動，目標是在今年冬天為
3500萬人接種，佔英國總人口的一半以上。

據BFM電視台報導，英國《衛報》指出英國公共衛生服
務當局的目標是在今年冬天為3500萬人接種流感疫苗，佔英
國人口的一半以上。

英國專家認為，新冠疫情期間相關的健康限制削弱了部

分人群對流感病毒的免疫力
，但隨著防疫措施的放鬆，
校園、辦公室的重新開放，

人群的流動與去年相比將明顯增加。在即將到來的冬天，新
冠病毒和流感病毒將會同時傳播。

英國醫學科學院對此進行了建模研究，結果顯示今年冬
天流感病毒可能會導致15,000至60,000人死亡，預計死亡人
數是該國正常年份的兩倍。

為防止上述情況發生，英國公共衛生服務當局已經開始
推行冬季流感疫苗運動，將在近期為衛生工作者接種流感疫

苗，並敦促孕婦，50歲以上以及高危脆弱人群盡快預約，免
費接種。

英國衛生安全局首席執行官珍妮•哈里斯博士（Jenny
Harries）表示：“我們正面臨一個充滿挑戰的冬季，但只要
符合條件，都可以通過接種新冠疫苗和流感疫苗來保護自己
和身邊的人。”

目前，英格蘭已有170萬人接種了第三劑新冠疫苗。英
國國家醫療服務體系（NHS）確保，在盡可能的情況下，人
們可以在同一個預約期間接種流感疫苗和新冠疫苗。

（綜合報導）據環球網報導，21日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在
美國國會發表講話，他將烏克蘭當前的處境比作二戰時期，敦促
美國國會繼續提供武器，以幫助烏克蘭在今年冬季抵禦俄羅斯。

澤連斯基的演講在眾議院贏得了雷鳴般的掌聲，但等到他表
示烏克蘭想要更多更先進、射程更遠的武器，比如最新的M1坦
克、F-16戰鬥機和戰術導彈時， 拜登卻沒有正面回答這個問題
，只是表示，白宮正在努力。

而共和黨的態度一如既往，他們反對擴大對烏克蘭的援助規
模，要求加強資金監管。由於澤連斯基將美國的援助稱為“慈善
”，共和黨議員托馬斯•馬西表示，他從未見過這樣的“慈善”
，慈善應該是自願的，現在美國人卻要為一個外國付錢。

五角大樓高級官員搪塞稱，烏克蘭已經擁有足夠的坦克，而
基輔尋求的美製M1坦克操作和維護起來太過複雜，而且不適合

烏克蘭泥濘路面。
至於提供戰術導彈的可能性，在

新聞發布會上，拜登當著澤連斯基
的面警告說，這種武器會使烏克蘭
軍隊打擊俄羅斯境內目標，從而破
壞北約支持烏克蘭的團結，“美國
不尋求與俄羅斯開戰。”

《紐約時報》稱，隨著戰爭持續
進行，拜登政府對風險的接受程度
有所提高，但他們無法容忍戰爭的
節奏走向失控，畢竟現在烏克蘭為
了取得軍事勝利，已經開始冒險攻
擊俄羅斯境內機場，這顯然出乎拜
登政府的意料。

當然，澤連斯基也並非空手而歸
，除了拜登口頭承諾的18億美元額
外援助，美國國會還提供了450億
美元的援烏法案。

兩黨曾對法案的具體金額爭論不
休，民主黨堅稱實際金額不超過
450億美元，但共和黨認為法案將
花費470億美元。不過巧合的是，

這份讓兩黨為之爭論不休的法案，在澤連斯基在國會發表演講後
不久，出乎意料地通過了。

根據國會公開的法案內容，涉及到烏克蘭軍隊的只有93億
美元，用於培訓、武裝烏軍士兵和邊防警察；基輔將獲得130億
美元的經濟援助，但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估算，這筆錢尚不
能滿足烏克蘭的財政缺口，烏克蘭政府至少每月需要50億美元
才能維持基本的運轉。剩下的資金則被用於擴建美國兵工廠、武
裝駐歐美軍，防止俄羅斯“突襲”，以及共和黨經常念叨的“監
督援烏資金去向”。

目前參議院已經通過法案，但很難說共和黨議員佔多數的眾
議院是否會支持法案通過。因為當澤連斯基在眾議院聲嘶力竭地
演講時，一些共和黨議員拒絕鼓掌，甚至還有人在低頭看手機。

有俄媒推測，共和黨或許會將法案延後到明年國會換屆，到

時候獲得多數席位的共和黨議員將有機會削減澤連斯基的“願望
清單”。

無論如何，目前美國對烏克蘭的政策依然沒有改變：在必要
時提供資金和武器，繼續延續這場衝突。普京在評價美國向烏克
蘭提供“愛國者”系統時，也提到它只會延長衝突。

值得注意的是，近期俄羅斯再次談論起安全保障條件。
在俄羅斯國務院會議結束後，普京宣布，俄方希望盡快結束俄烏
衝突。 “俄羅斯的目標不是繼續轉動軍事衝突的輪盤，而是要
結束這場戰爭，俄羅斯將努力使它結束，而且越快越好。”此外
，普京也承認，敵對行動的加劇導致俄軍出現不合理的損失。
但和談也是有條件的。 22日，俄外交部向塔斯社披露了烏克蘭
安全保障條件，與以往相比，這次俄羅斯的要求有了很大變化：
俄外交部北美司長達爾基耶夫要求北約軍事人員，包括教官和僱
傭軍從烏克蘭撤離，停止向烏克蘭提供武器和資金，俄方才願意
與烏克蘭和美國談論安全保障問題。

由於俄方的表態與澤連斯基訪美的時間相差無幾，這引起了
俄媒和西方媒體的高度關注，有俄軍事專家認為，目前前線的局
勢已經穩定下來，特別軍事行動可能會以解放頓巴斯結束。
但《華盛頓郵報》認為，俄羅斯想要的是暫時停火，以獲得時間
重整部隊。在21日舉行的俄國防部年終會議上，紹伊古建議將
俄軍規模擴大到150萬，並另外組建20個師。有美國政府官員
表示，他們認為克里姆林宮內部存在矛盾，一些俄羅斯官員想要
發動新的攻勢，但另一些人更傾向於重整部隊。

澤連斯基與拜登也談到了談判的可能性，不出意外，澤連斯
基拒絕接受俄羅斯開出的和談條件，直到俄軍從包括克里米亞在
內的烏克蘭領土撤離。

對於當前烏克蘭戰局，《紐約時報》分析稱，此前北約情報
還能為烏軍提供俄軍防禦薄弱的位置，但隨著蘇洛維金逐漸糾正
俄軍一系列錯誤、鞏固防線，除非美國願意提供火力更強的武器
，否則烏克蘭軍隊難以奪回更多的土地。

俄軍在巴赫穆特的推進雖然緩慢，但蘭德公司認為，烏軍放
棄巴赫穆特只是時間問題，到了明年最有可能出現的情況是：儘
管戰鬥激烈，但雙方都無法佔領太多的土地，屆時疲憊的雙方要
么回到談判桌上，要么俄烏衝突將變成一場高烈度的治安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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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央行宣布
維持7.5%基準利率

綜合報導 俄羅斯中央銀行宣布，繼續保持7.5%的基準利率不變。

俄央行解釋稱，目前俄物價上漲幅度適中，消費者需求受限，

居民和企業的通脹預期仍保持高位，無顯著變化。同時，由於勞動

力市場短缺、外貿條件惡化以及預算政策放松等因素加劇通脹壓力

，從而導致推動通脹上行風險加大並超過通貨緊縮風險。

俄央行指出，未來將根據通脹實際走勢和預期目標、經濟結構調整

進程、內外部條件風險評估以及金融市場反應等，進壹步決定基準利率

走勢。

俄央行同時預測，在現行貨幣政策下，俄羅斯2023年通脹率將降至

5%-7%，2024年則降為4%的目標值。截至12月12日，俄羅斯年通脹率

為12.7%，相較於今年春季峰值已顯著下降。俄央行評估目前的通脹壓

力“總體適中”。

俄央行表示，俄羅斯經濟的外部條件仍然復雜，並極大地制約了經

濟活動，特別是物流領域。當前階段，俄羅斯經濟中擴大生產的可能性

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勞動力短缺的限制。在調整經濟結構的背景下，總需

求結構發生變化，消費者需求仍然不高，在國家投資不斷擴大的背景下

私營部門的投資需求放緩，同時預算政策對國內需求動態的貢獻正在增

加。

俄央行表示，經濟發展和通貨膨脹的變化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

預算政策領域所做的決定。俄央行基於聯邦預算和整個預算體系的

中期軌跡做出上述決定。如果預算赤字進壹步擴大，則可能需要采

取更嚴格的貨幣政策，以實現 2024 年通脹率 4%的預期目標，並在

未來將其保持在4%左右。俄央行董事會下壹次會議定於明年2月 10

日舉行。

今年2月28日，俄央行將基準利率從9.5%提高到20%。4月8日，俄

央行開始逐步下調基準利率——從20%降至17%，4月29日從17%降至

14%，5月26日從14%降至11%，6月10日從11%降至9.5%，7月22日從

9.5%降至8%，9月16日從8%降至7.5%。

國際最新天文學研究：
“奇怪”伽馬射線暴挑戰起源模型

綜合報導 國際著名學術期刊《自然

》及專業期刊《自然-天文學》最新發表

針對伽馬射線暴(GRB)的5篇天文學論文，

共同描述了壹個起源更像短伽馬射線暴的

長伽馬射線暴。這項新發現的“奇怪”伽

馬射線暴研究結果，挑戰了壹直以來認為

的傳統觀點——這類事件的持續時間可以

直接歸因於其假定來源。

該論文介紹，伽馬射線暴是遙遠星系

發生爆炸時產生的伽馬射線光脈沖，這類

事件可分為短伽馬射線暴(持續不到2秒)

和長伽馬射線暴(持續10秒或以上)。短伽

馬射線暴被認為來自雙中子星並合事件；

而長伽馬射線暴則與超新星即大質量恒星

的坍縮相關。不過，研究人員此次觀測到

所謂的“奇怪”伽馬射線暴，其持續時間

和假定來源與上述分類並不相符。

最新發表的5篇論文包括4篇發表於

《自然》的不同論文和1篇發表於《自然-天

文學》的論文，報道了壹個擁有長伽馬射線

暴所有特性但持續時間更像短伽馬射線暴的

長伽馬射線暴。對該長伽馬射線暴的觀測結果

顯示，其來自兩個致密天體(如中子星)的並合

。2021年12月11日觀測到的GRB211211A來

自距離地球11億光年的壹個星系，這壹明

亮爆發的持續時間約有1分鐘。

《自然》第壹篇論文共同通訊作者、

意大利羅馬第二大學艾裏奧

諾拉· 特羅亞(Eleonora Troja)

和合作者認為，這個伽馬射

線暴由壹個千新星(千新星是

在兩個致密天體碰撞後發生

的爆炸)引起。

《自然》第二篇論文通訊

作者、美國西北大學吉利安· 拉

斯蒂內賈德(Jillian Rastinejad)和

同事得出了相同的結論，他們

認為在GRB211211A中觀察到

的(但在與超新星相關的長伽馬

射線暴中很少見的)復雜的光變

曲線或許指向了並合事件。

《自然》第三篇論文共同通訊作者、

中國南京大學張彬彬和合作同事指出，該

伽馬射線暴本身的持續時間過長，不應歸

類為短伽馬射線暴，並提出用該伽馬射線

暴的壹個新的前身天體來解釋伽馬射線和

千新星輻射。

《自然》第四篇論文通訊作者、意大

利格蘭薩索科學研究所阿萊西奧· 梅(Ales-

sio Mei)和同事報道了在該伽馬射線暴之

後約16分鐘開始的、持續5小時以上的高

能伽馬射線，他們認為該射線是由壹個千

新星釋放的光子所產生的。

《自然-天文學》論文通訊作者、英

國伯明翰大學本傑明· 貢培茲(Benjamin

Gompertz)與合作者發現，來自伽馬射線暴

GRB211211A的高能輻射符合由並合事件

驅動的情景。他們利用費米伽馬射線空間

望遠鏡和格雷爾斯雨燕天文臺的多臺儀器

對該事件進行了5分鐘的觀測，發現這壹

高能輻射是由近光速移動的電子產生的。

根據壹種可能解釋，這些相對論電子可能

在並合過程中產生的“原磁陀星”的加速

下形成了外向流。

天文學家們表示，這些論文研究結果

，或能增進人們對“奇怪”伽馬射線暴起

源和性質的理解。

世衛組織預警：
霍亂疫情在多國卷土重來，疫苗已所剩無幾

綜合報導 霍亂在世界多國卷土重來

，海地、黎巴嫩、巴基斯坦等國疫情嚴

峻。12月16日，世衛組織霍亂和流行性

腹瀉病問題官員巴爾博紮（Philippe Bar-

boza）警告稱，目前的霍亂疫情“前所

未有”，“規模更大、更致命”，與此

同時，世衛的疫苗庫存已所剩無幾。

據報道，現有數據表明，大約有30

個國家出現了感染病例，包括海地、黎

巴嫩、烏幹達、馬拉維、敘利亞、巴基

斯坦；而在過去5年中，平均只有不到

20個國家報告了感染病例。

巴爾博紮在舉行的視頻記者會上表

示，“全球各地都受到霍亂威脅”，除

沖突和大規模流離失所因素外，氣候變

化導致的洪水等災難成為加劇災難的主

要原因。

“有更多的霍亂疫情暴發，而且規

模更大、更致命”，巴爾博紮稱，目前

的霍亂局勢“前所未有”，“病例和死

亡人數已經在近幾年定期減少，而現在

疫情暴發的數量卻不斷增加”。

據巴爾博紮解釋，沖突和大規模流

離失所等所有“常見因素”都在今年霍

亂疫情的惡化中發揮了作用，除此之外

，氣候變化的“影響非常明顯”。他說

，伴隨著“大洪水、前所未有的季風

（和）連續不斷的氣旋”，霍亂危機壹

直在非洲部分地區上演。

此外，巴基斯坦前幾年只出現過零

星的霍亂病例，但在今年夏季毀滅性的

洪水過後，今年報告的水樣腹瀉病例超

過 50萬例，實驗室確診的霍亂病例達

“幾千例”。

“我們的疫苗已經用盡了，越來

越多的國家繼續提出請求，這極具挑

戰性”，巴爾博紮表示，世衛組織的

疫苗儲備“目前庫存極少、甚至已經

空 了 ” （currently empty or extremely

low）。他補充說，疫苗短缺的部分原

因是壹家印度制造商決定停止出口，

但沒有透露細節。現階段，壹家南非

制造商正計劃投產，但這將需要“幾

年時間”。

路透社稱，通常情況下，世衛組

織參與管理的疫苗供應國際協調小組

每年大約可分配 3600 萬劑霍亂疫苗。

由於疫苗緊缺，世衛組織今年 10月暫

時修改霍亂疫苗接種建議，由先前推

薦接種兩劑改為僅接種壹劑，以擴大疫

苗覆蓋範圍。

“在 21世紀，讓人們死於壹種眾

所周知且很容易治療的疾病是不可接

受的”，巴爾博紮發出預警，今年的

霍亂疫情並不只是暴發在貧困和沖突

地區，中等收入國家黎巴嫩也面臨嚴

峻形勢。他強調，這應該為其他國家敲

響“警鐘”。

霍亂是壹種急性的分泌性腹瀉疾病

，由革蘭陰性菌霍亂弧菌的產毒菌株引

起。歷史上，霍亂在大約50個國家和地

區有地方性流行，主要在非洲和亞洲，

並曾在非洲、亞洲、中東、南美洲、中

美洲及加勒比海地區引起大範圍的地方

性流行。

根據世衛組織的數據，至今，全球

每年有130萬至400萬霍亂病例，其中有

2.1萬至14.3萬人死亡。

在我國，目前甲類傳染病只有鼠

疫和霍亂兩種。自 1820 年傳入中國以

來，霍亂在很長壹段時間內給國人的

健康帶來極大威脅據統計，1961 至

2011 年，中國累計報告霍亂病例超過

34萬例，死亡人數超過 5000。隨著醫

療技術的進步，霍亂已不再那麼可怕

，近年來，中國的霍亂病例基本是零

死亡。

英國政府征召上千軍人接替罷工醫護

英軍參謀長：我們已經很忙了

綜合報導 聖誕期間大約1200名軍人和1000名公務員將被應召接替

罷工的救護車工作人員和邊防工作人員。英國政府表示，這些軍人和公

務員將填補罷工人員缺口，並保持壹線服務的運行。

據報道，英格蘭和威爾士約有 10000 名救護車工作人員將於 12

月 21 日和 28日舉行罷工，以解決工資糾紛。同時，大約 1000 名從

事護照檢查工作的邊檢工作人員將於12月 23日至 26日和 28日至 31

日舉行罷工。

英國工會表示，軍人沒有“接受過足夠的培訓”來承擔救護車的工

作。但衛生事務國務大臣巴克利表示，他的“第壹要務”是確保患者安

全。同時，英國軍隊負責人警告說，不要將部隊視為接替罷工人員的

“首選”。

英國國防參謀長拉達金在接受《每日電訊報》采訪時說：“我們也

不是閑人。我們很忙，我們正在代表國家做很多事情，我們必須專註於

我們的主要角色。”

綜合報導 經過德國警方的努力，德

國德累斯頓綠穹珍寶館的部分失竊珍寶

已被追回。

據報道，德國警方表示，已追回31

件2019年綠穹珍寶館被盜案中的珍寶，

包括鑲嵌鉆石的波蘭白鷹勛章等。

這起令人震驚的大案涉及總價值高

達1.13億歐元的珍寶。失竊珍寶曾屬於

歷史上薩克森王國的統治者奧古斯都大

力王。報道稱，當年，竊賊們先是切斷

電路，讓博物館周圍的街道陷入黑暗，

然後闖入館內，用斧頭砸碎玻璃陳列櫃

，再用魚線吊走其中的陳列物——精美

的18世紀珍寶，整個盜竊過程不超過10

分鐘，竊賊手法十分專業。

這批追回的珍寶將由專家檢查真偽

，然後回歸綠穹珍寶館。據悉，非所有

的失竊珍寶都已找回，壹支鑲滿鉆石的

蝴蝶結胸針至今仍舊下落不明。

德警方追回“德累斯頓大劫案”31件珍寶
總價值高達總價值高達11..1313億歐元億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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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地鐵突發故障
500名乘客晚間被困漢江鐵橋

綜合報導 韓國首爾

地鐵列車當天發生故障，

停在漢江壹座橋梁上，導

致約500名乘客被困，並

滯留兩個多小時。

報道稱，15日晚7時

58分，從首爾龍山站前往

鷺梁津站的地鐵1號線列

車發生故障，停在漢江鐵

橋上。事件導致數百名乘

客受困，約有50趟列車運

行被延誤50分鐘。

韓國鐵道公社 (KO-

RAIL)於當天晚上 10 時 5

分安排另壹輛列車將故

障列車拖至鷺梁津站。

該公司壹名官員表示，

正計劃調查列車故障的

確切原因。

被指篡改經濟數據
文在寅前助手恐遭調查

綜合報導 韓國審計部門官員說，正考慮是否對前總統文在寅時

期的經濟首席秘書洪長杓發起調查，以查明文在寅政府是否存在篡

改經濟數據的行為。

韓國監查院9月末起對多個政府機構展開調查，以查明文在

寅政府是否篡改過有關收入、就業、房價等官方數據，從而支

撐其經濟和房地產政策。

洪長杓是經濟學教授，曾於2017年至2018年擔任總統府經濟首

席秘書，被視為文在寅政府“收入主導型增長模式”的主要設計者

之壹。韓國監查院正考慮傳喚洪長杓配合調查。此前，韓國統計局

兩名前局長已分別接受問詢。

韓國監查院同時正在調查國土交通部在房地產價格統計過程中

是否存在數據造假等不當行為。

圍繞有關洪長杓的調查，韓國監查院壹名官員表示，這次調查

目的是出臺新措施，以提高官方統計數據的準確性和可靠性，沒有

其他意圖。

近期，文在寅執政時期多名高級官員接連遭到調查，包括韓

國國家情報院前院長樸智元、青瓦臺前秘書室長盧英敏。

韓國軍工巨頭14億美元正式入主！大宇造船迎來新生？
綜合報導 在幾經周折後，韓國財閥

韓華集團正式完成收購大宇造船，在迎

來新的“金主”後，資金不愁的大宇造

船經營正常化也將加速，而擁有大宇造

船的韓華集團也完成了LNG環保能源產

業鏈的布局，同時也離實現“全球十大

軍工企業”的夢想又近了壹步。

韓華集團（Hanwha Group）簽署協

議正式收購大宇造船。當天，大宇造船

與韓華集團子公司Aerospace等正式簽訂

了發行相當於本公司49.3%股份新股的

合同。大宇造船將通過第三方分配有償

增資方式，以每股19150韓元的價格向

韓華集團發行104438643股大宇造船普通

股票。根據當天簽訂的合同，韓華集團

將購買大宇造船約 2萬億韓元（約合

14.06億美元）規模的股份，從而成為其

最大股東。

據韓國業界相關人士透露，自9月

26日大宇造船最大股東韓國產業銀行

（KBD）與韓華集團簽訂包括2萬億韓

元有償增資方案在內的有條件投資協議

(MOU)後，韓華集團為了完成收購大宇

造船的程序，從10月18日開始單獨對大

宇造船進行了詳細實地調查和價格協商

。經過詳盡的實地調查，韓華集團收購

團表示，沒有發現可能使收購協商告吹

的偶發債務等特別問題，因此基於實地

調查結果提交集團進行最後的討論。

大宇造船人士表示：“通過此次簽

訂正式的股份出售合同，公司將改善財

務結構，確保流動性，推進早期經營正

常化。同時將以此為基礎，強化並擴大

韓華集團與全球防衛產業、環保能源領

域的協同效應。”

不過，盡管此次簽訂了正式的收購

合同，但要真正履行尚需得到韓國政府

的批準以及有關國家反壟斷監管機構的

企業合並審查。據悉，韓國、歐盟(EU)

、日本、中國、新加坡、土耳其、越南

、英國等8個國家將對此次企業合並履

行審查程序。

此外，韓國政府12月16日表示，主

管經濟的副總理兼企劃財政部長官秋慶

鎬當天主持召開了產業競爭力強化相關

長官會議，並通過了大宇造船與韓華集

團簽訂正式收購合同的議案。此次會議

是今年9月26日討論大宇造船正常化戰

略方案的後續會議。

韓國政府相關人士表示：“當天簽

訂相關正式合同後，相關各方將迅速推

進采取實際合並程序所需的國內外反壟

斷監管機構的企業合並審查、軍工企業

買賣批準等後續措施。”

盡管從去年開始大宇造船持續承接

了大量新船訂單，但對該公司在韓國產

業銀行債權團管理下的“國營企業”體

制，各方已經達成了無法生存的共識。

據觀察，如果大宇造船的民營化被推遲

，由於韓國三大船企“出血式”的低價

競爭，韓國業界已經產生了稍有不慎國

內造船產業就會崩潰的危機感。

基於此考量，韓國新政府今年5月

上臺之後加快了推進大宇造船出售的步

伐。韓國造船業界相關人士表示，韓華

集團近年來在國防產業領域發展很快，

收購後有望與大宇造船軍工事業產生協

同效應。同時，在全球能源向氫能時代

轉型之際，韓華集團在LNG領域也將與

大宇造船產生協同效應。目前，韓華集

團已經具備了從美國進口LNG，由統營

Eco Power公司發電的事業結構。韓華集

團期待，如果再加上大宇造船掌握的浮

式液化天然氣裝置(FLNG)和LNG浮式儲

存再氣化裝置(LNG-FSRU)等海上

油氣生產技術，韓華集團今後將

在需求劇增的LNG市場覆蓋產業

鏈所有領域。

韓國業界人士表示：“大宇

造船的LNG運輸技術加上韓華集

團旗下的韓華解決方案等子公司

的力量，可以構建連接‘生產-運

輸-發電’的LNG事業價值鏈。

此外，大宇造船可以利用具有競

爭力的海上風電安裝船(WTIV)，韓華解決

方案公司可以進軍美國和歐洲，韓華建設

公司可以進軍國內海上風電市場。”

通過此次推進韓華集團收購大宇造

船，自2000年大宇集團解體後連續23年

接受債權團管理而受到“沒有主人的公

司”委屈的大宇造船的經營正常化也將

加速。以韓華集團全方位的投資支援為

基礎，大宇造船的環保船舶技術開發也

將增加彈性，並期待更加積極地投入到

全球訂單競爭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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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疾控：強化農村防疫和醫療保障
鄉鎮衞生院發熱診室“應設盡設”“應開盡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

報道）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20日在京召

開發布會。中國疾控中心病毒病所所長

許文波會上表示，近三個月已經監測到

130多個奧密克戎的亞分支輸入，其中

50個引起關聯本土病例或爆發流行。國

家衞健委新聞發言人米鋒則在會上表

示，當前內地疫情防控工作的當務之急

仍是保障好群眾的就醫用藥，擴容重症

治療資源。強調強化農村疫情防控工

作，鄉鎮衞生院發熱診室要“應設盡

設”“應開盡開”。

奧密克戎病毒在內地主要
城市爆發後，一些鄉鎮農村亦被
波及。目前河南各鄉村衞生站及
衞生服務中心全都恢復了正常的
診療，方便村民就醫，但同樣面

臨藥物緊缺和患者逼爆的問題。
“我正在村裏診所排隊打針呢，十來天了，

渾身沒力氣……”河南濮陽縣63歲村民陳女士在
電話中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剛開始我兒子發
燒，緊接着孫子、孫女、我、我老伴兒、兒媳婦
都開始發燒了。”

“現在人最多的地方就是村診所了。”陳女
士說，可能因為村子距離縣城較近，人流量大感
染的機會也多。她說，估計村裏頭90%都感染
了，大家都是“一個嗓音”、“一個溫度”。
“去診所也很少人戴口罩了，反正大家都一樣
了，只有醫生和護士還戴着。”

不測抗原 全按“流感”治
據陳女士了解，目前村內備藥的居民不多。

雖然自家有備，“但不夠，還是來診所踏實。”
然而，診所的藥也逐漸緊缺，“前幾天給我打的
藥都沒有了，大夫說換一種，效果一樣的。”陳
女士說，僅看病這十來天，自己都花了小五百塊

錢（人民幣）了。
鞏義市一鄉村診所的醫生在微信中告訴香港

文匯報記者，“診所中布洛芬和連花清瘟都沒
有，只有替代品，是其他能治療同樣症狀的
藥。”他說這幾天自己也“陽”了，但也沒法休
息，“根本忙不過來。”該醫生表示，現在抗原
測試劑緊缺，因此診所也不會要求病人進行檢
測，“基本上都是按照感冒症狀來治療的，方子
會根據每個人的症狀不同略有區別。”

駐村幹部憂村中留守老幼
“我剛有症狀兩天，借了朋友一個抗原試

劑，測了測，是陽性。”周口市沈丘縣一駐村幹
部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我們村離縣城比較
遠，流動性相對少，現在村裏感染人數在10%～
20%。”

“目前診所還可以，拿藥看病都不算太緊
張。但是奧密克戎病毒防不勝防，現在縣裏也已
經開始行動，加緊給各村診所安排藥物。同時我
們也一直在給村民做工作，雖然放開了，但是該
戴口罩還要戴口罩，該勤洗手還要勤洗手，該消
毒還是要消毒，希望能夠扛過感染高峰期，畢竟
村裏老人和孩子多。”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蕊 河南報道

河南：奧密克戎“入村”衞生站診療恢復藥物缺
��

◆河南洛陽一間鄉鎮門診坐滿了在輸液的人。
網絡截圖

許文波表示，奧密克戎從2021年11月份出現
以來，截至到2022年12月18日，在全球已

從BA.1到BA.5這五個分支演變出709個亞分支，
包括重組的毒株，這些亞分支互相之間重組產生
的毒株是72個，備受關注的XBB就是這72個中的
一種。奧密克戎的變異會一直持續下去，只要在
人群中循環，病毒就要複製，就要發生變異。病
毒本身基因的變異可能會增加其免疫逃逸能力。

三個月逾130個奧密克戎亞分支輸入
許文波表示，在過去三個多月時間內，內地

已監測到130多個奧密克戎的亞分支輸入。其中9
個省49例病例中檢出BQ.1及其亞分支，在3個省
11個病例中檢出XBB亞分支。他表示，目前BQ.1
和XBB尚未形成主流，但據該病毒在國外傳播優
勢規律，上述毒株的傳播優勢會逐漸增加。

亞分支傳播性強致死能力低
對於奧密克戎株會否增強傳播力同時增強致

死能力的問題，許文波表示，這種可能性較小。
奧密克戎引起的住院、死亡、重症的病例都明顯
低於早期德爾塔株和其他變異株。奧密克戎700多
個分支都未觀察到顯著的重症和死亡增加，包括
BQ.1和XBB在國內外引起重症和死亡增加的報告
亦未有發現。因此，總體而言奧密克戎致病性明
顯增加或演化出致死率更高的毒株的可能性很
小。許文波表示，即使病毒再變異，除非發生一
些顛覆性的重組導致完全的免疫逃逸，才會增加
傳播風險。

國家衞健委新聞發言人米鋒則在會上表示，
當前內地疫情防控工作的當務之急仍是保障好群
眾的就醫用藥。要多平台擴大醫療服務供給，增
加相關藥品供應，迅速分流輕症患者，擴容重症
救治資源，守好保健康、防重症的防線。此外，
還要重點強化農村地區疫情防控和健康服務工
作，摸清重點人群健康情況，明確和暢通轉診
“綠色通道”，鄉鎮衞生院發熱診室要“應設盡
設”“應開盡開”，強調村衞生室要做好開藥和
隨診服務。

新變異株有再次感染風險
北京大學第一醫院感染疾病科主任王貴強則

表示，出現新變異株會有再次感染風險。數據顯
示，奧密克戎株二次感染風險高於德爾塔和原始
毒株。但同一毒株的再次感染概率極低，即使感
染也一般都是輕型。王貴強引述美國退伍軍人人
群進行的研究顯示，在退伍軍人的老年人中，二
次感染以後，確實有一部分病人會加重甚至死
亡。所以，中國一直強調，在奧密克戎毒株感染
的狀態下，要關注老年人，把老年人保護好，儘
管感染過，在出現新的病毒流行株以後，仍要做
好個人防護，尤其是老年人和有基礎病的人群。

穩步復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國
務院聯防聯控機制20日通報，19日內地新增死亡
病例5例，均為北京本土病例。這一死亡數據，
與公眾在社交媒體上的感觀不符。北京大學第一
醫院感染疾病科主任王貴強就此表示，國家衞健
委近期印發通知，明確對相關死亡病例進行科學
分類，因其他疾病、基礎病，比如心腦血管疾
病、心梗等疾病導致的死亡，不歸類為新冠導致
的死亡。

王貴強表示，國家衞健委最近組織專家進行
論證，印發通知，為科學客觀、實事求是地反映新
冠疫情造成的死亡情況，明確對相關死亡病例進行

科學分類。由新冠病毒導致的肺炎、呼吸衰竭為首
要死亡診斷，歸類為新冠病毒感染導致的死亡；因
其他疾病、基礎病，比如心腦血管疾病、心梗等疾
病導致的死亡，不歸類為新冠導致的死亡。為更好
規範新冠疫情導致死亡的判定，目前要求採取會診
和死亡病例討論的方式，來最後判定病人到底是死
於新冠，還是死於其他的基礎病。

直接死於新冠所致呼吸衰竭很少
王貴強解釋稱，不同於2020年初武漢的疫

情，當時大部分病人死於新冠肺炎呼吸衰竭，而
現在奧密克戎毒株感染以後，主要侵犯上呼吸

道，下呼吸道肺炎的比例比較低，也有一部分存
在着肺炎，但導致呼吸衰竭的情況很少。從臨床
實踐中也看到，目前奧密克戎毒株感染後死亡的
主要原因還是基礎病，真正直接死於新冠病毒感
染導致的呼吸衰竭很少。

關於內地民眾關注“復陽”問題，王貴強表
示此應該叫“再檢出”，實際病毒和核酸還持續
存在，只是因為檢測的方法和採樣的方法，以及
排毒的間歇性，導致檢測結果時陽時陰。他引述
既往研究稱，所有“復陽”病人做病毒分離，都
是沒有分離到病毒，也沒有看到“復陽”患者導
致進一步的傳播。

基礎病死亡不歸類新冠死亡

目前中國包括社區衞生
服務中心在內的基層醫療機
構已具相當規模。公開數據
顯示，截至2021年末，全國
醫療衞生機構總數 1,030,935
個，其中基層醫療衞生機構

就多達977,790個，佔了絕大多數。2021年中
國基層醫療衞生機構的技術人員從2020年的
312.4 萬增加到了 330.2 萬人。如此龐大的體
系，對應對和分流本次疫情染疫民眾，可起
到不可忽視的作用。但現實是，大醫院人滿
為患，社區醫療機構卻門庭冷落，鄉村診所
又資源匱乏。

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中醫醫院急診科主
任姚衛海向香港文匯報指出，在現時疫情的重
壓下，也只有充分發揮基層醫療機構的作用，
才能助社會平穩渡過危機。

姚衛海建議，推進省級區域醫療中心和縣
醫院的能力建設，大力提升基層醫療服務能
力，多措並舉地促進醫療資源有效下沉，帶動
基層能力的提升。及進一步完善分級診療的配
套政策，形成有效的激勵機制。姚衛海強調，
更要重視醫療服務能力更薄弱的農村醫療體
系。他建議：應按照鄉村一體化的原則積極發
展以縣級醫院為龍頭的緊密型縣域醫共體建
設，同時推進專科聯盟和遠程醫療協作網的建
設，多措並舉促進醫療資源向農村下沉，對於
脫貧地區，要加強幫扶力度。

◆香港文匯報記者 任芳頡 北京報道

發
揮
基
層
醫
療
機
構
作
用
助
力
渡
過
疫
情

		
��

◆國家衞健委強調強化農村疫情防控工作，鄉鎮衞生院發熱診室要“應設盡設”“應開盡
開”。圖為安徽懷寧縣一家衞生站醫生為病人診療。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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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天放寬措施酒樓預訂升三成 人手不足無法盡吸客
俗語有云，冬至大過年。22日冬至適逢新的

社交距離措施生效，包括進入酒吧以及參加宴會

等快測要求撤銷，以及取消餐飲或表列處所的人

數上限等，刺激食肆生意上升。有酒樓負責人21

日向香港文匯報表示，今年冬至訂枱率比去年最

少上升三成，幾近爆滿。但目前業界受食材成本

上升，以及人手短缺問題影響，有酒樓更限制訂

枱人數，免得因職員人手不足、招呼不周令食客

不滿，慨嘆人手荒之下，有生意都未能承接。

◆香港文匯報記者翁怡

香港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向香港文匯報表示，歡迎政
府放寬社交距離措施，預訂冬至日到食肆做節的客人也

有增加，部分食肆的電話訂枱率上周只有五六成，政府放寬消
息出台後，訂枱率即時增加至九成。同時他希望農曆新年前可
與內地正常通關，吸引內地客來港設宴，生意有望增兩成。

訂枱率幾近爆滿
香港餐務管理協會主席楊位醒表示，今年冬至預訂情況比

去年多了三成，平均每個人的消費額介乎350港元至400港
元。他同時也認為現時餐飲業人手短缺問題很嚴重，冬至的幫
工費用已經比平時上升20%。雖然冬至生意逐漸重上正軌，但
若不解決請人問題，那對於餐飲業復常也是一大障礙。

倫敦大酒樓負責人蘇萬誠向香港文匯報表示，冬至主打
的佳餚包括雞、豬、海鮮、髮菜蠔豉等“意頭菜”，冬至訂
枱率幾近爆滿，但由於人手短缺，不敢接太多預訂。他嘆
喟：“比起去年的人手情況，流失率高達一成。”因此為了
緩和職員工作壓力，以及確保食客有更好的進餐環境和服
務，控制訂枱量。

總體成本增一兩成
另外，現時食材成本價格增加，如瑤柱、元貝等海味貨

價今年已上調至5%至8%，加上運費上升，總體成本增加至
10%至20%。他認為，政府的放寬社交距離措施雖然不能立
竿見影，但希望明年新春時，會有更多政策可以幫助餐飲業
發展。新光酒樓集團常務董事總經理胡珠表示，政府採取雙
管齊下的做法，一方面維持部分重要的社交距離措施，另一
方面鼓勵市民接種疫苗，令大家對於外出就餐的信心增加，
加上最新多項的防疫措施鬆綁，令食客的消費意慾大增，相
比去年的冬至，今年會更有氣氛，陸續多了婚宴預訂、團體
聚餐。

對於政府22日起逐步放寬措施，餐飲業界均表示冬至是一個
好的開頭，希望幫助業界度過寒冬，展望未來迎來春天。

食肆客量撤限撤限 冬至訂枱設限設限

外出食飯難齊人 街市不好景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市民施女士：
我們大家庭人
比較多，兄弟
姊妹加上他們
的子女要去酒

樓才能坐得開。我看政府有
放寬防疫措施，身邊一些朋
友中招之後病情都比較輕
微，不太擔心疫情影響。

雜貨檔檔主施女士：
今年冬至的生意沒
有去年好，估計政
府放寬食肆堂食，
不少人選擇去酒樓

聚餐，就少過來買餸回家做節，
就連節日食品湯圓的銷量也不太
理想，我們常年都是賣20港元一
包，沒有加價，但是少了人買。

魚檔檔主余先生：
我在北角擺攤廿
多年了，疫情這
三年生意都不太
理想，今年更是

不如去年，我也不敢過多備
貨，冬至期間僅僅比平日略好
一些，多了客人買百多港元一
條的東星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翁怡）冬至是一
家團圓聚餐的日子，不少家庭都按照傳統
聚首一堂，21日已有市民到街市買餸準備
做冬。香港文匯報記者21日到北角春秧街
街市採訪，看到不少市民推着手推車滿載
而歸。有市民說：“過冬煮餐好，最緊要
一家人食得開心。”檔販則表示，部分市
民外遊，使留港過冬人數減少，生意不及
往年。

21日街市人流比平日多，不少市民提
早一天買餸準備做節。有市民說：“冬至
正日街市太多人，揀唔到好餸菜，而且可
能會加價，提早一天買餸備在家方便好
多。”

市民徐先生打算與家人在家聚餐，

“在家做冬是最好的選擇，食得自在。”
林太同樣選擇在家做冬，“家裏更有氣
氛，今年冬至比往年更有過節氣氛，可能
因為天氣凍。”同時市民擔心疫情反覆而
選擇在家做節，林太表示因為疫情而不願
意外出吃飯，“知道政府放寬防疫措施，
但始終每日上萬宗，希望香港可以盡快恢
復以往生活。”施女士則為免交叉感染，
非同住家人各自做節，“打電話問候就可
以了。”

店主嘆熟客外遊成本升
不過，有不少店主認為出入境防疫措

施放寬，令生意受到影響。經營水果店二
十年的華姐表示，現時市場消費都很平

淡，而且之前的“0+3”等檢疫措施，使
大約七成的熟客都已外出旅遊，減少買
食材過節，少了回頭客的生意，生意現
在越來越難做了，故不敢入貨。金海肉食
公司負責人陳先生認為現時政府放寬防疫
措施，很多市民去酒樓過節，也影響街市
今年冬至的生意。

亦有店主認為受疫情影響，香港的經
濟元氣未復，顧客做冬“慳住使錢”，加
上食材成本增加，令生意慘淡。龍華蔬菜
的店員黃女士直指生意“好差、差咗一
半”，她表示進貨成本上升，但是怕客人
不買，零售價不能調升，生意較往年淡
薄。經營魚檔三十年的負責人余先生稱，
今年銷量比起去年差了，都入少了貨，
“今年好多人買東星斑，也是百幾二百蚊
的貨色，不過別說冬至了，平時每個月的
生意收入都少很多。”

提早買餸備用 避開正日人潮

◆◆有酒樓的冬至外賣乳豬有酒樓的冬至外賣乳豬
2121日已售罄日已售罄。。
香港文匯報記者萬霜靈香港文匯報記者萬霜靈攝攝

◆海鮮檔人頭湧湧。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興偉攝

◆香港人信奉無雞不成宴。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木又攝

◆◆冬至人均消費額預料介乎冬至人均消費額預料介乎350350港元至港元至400400港元港元。。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興偉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興偉攝攝

市民林太太：
冬至我與丈夫都
要上班，但估計
可提早少少收工
回家。我們是自

己小家庭做節，兄弟姊妹都各自結婚
成家了，不太容易齊人食飯。在家食
飯更有年味，而且不少食肆為了照顧
員工的過節需求，會提早關門。

香港文匯報訊 21日，世界貿易組織專家組就
中國香港訴美國“原產地標記措施案”發布報告，
裁定美對香港輸美產品實施的原產地標記措施違反
世貿規則，並駁回美援引世貿組織安全例外條款進
行的抗辯。換言之，香港產品日後將可繼續以“香
港製造”的標記出口美國。香港特區政府21日表
示，歡迎世貿爭端解決機構專家組裁定。中國外交
部駐港公署發言人21日亦對專家組裁決結果表示歡
迎，對特區政府所作聲明表示支持。

美國自2020年11月10日起要求所有由香港出
口往美國的產品的來源地標記不能再標示為“香
港”，而必須標示為“中國”。特區政府隨即通
過雙邊和多邊渠道據理力爭。世貿爭端解決機構
於2021年2月22日的會議上同意中國香港的請
求，成立專家組審理有關爭端。專家組已向爭端
解決機構提交裁決報告，明確裁定美國對香港產
品實施的產地來源標記規定不符合《關稅與貿易

總協定1994》中有關原產地標記最惠國待遇的要
求，以及全面否定美方援引有關安全例外條款的
聲稱，並建議美方糾正其規定。

丘應樺：裁決證美方無視國際貿易規則
特區政府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丘應樺21日

表示：“我們歡迎專家組充分肯定中國香港作為
單獨關稅區的地位。有關裁決再次證明，美方無
視國際貿易規則，企圖單方面實施帶歧視性和不
公的規定，無理打壓香港產品和企業，將經貿問
題政治化。”他說：“美國強迫香港產品改變來
源地標記，完全是出於政治動機，把貿易武器
化，妄圖借此干預香港內部事務。美方圖謀低
劣，別有用心，不會得逞，也不為國際社會接
受。美方對香港產品實施的規定不但毫無理據，
更嚴重違反世貿規則，完全漠視以規則為本的多
邊貿易制度，亦不負責任地損害香港作為世貿成

員的權益，特區政府予以強烈譴責。”
丘應樺強調，專家組在報告中已清楚反駁美

方錯誤及毫無理據的觀點，明確裁定美方做法違
反世貿規則。“我已即時去信美國貿易代表，敦
促美方尊重裁決，立即撤回其違規的措施。”

外交公署：支持香港維護單獨關稅區地位
外交部駐港公署發言人21日指出，2020年以

來，美方無視香港單獨關稅區地位，將其國內法
律凌駕於國際規則和別國法律之上，單方面要求
香港輸美產品修改原產地標記，企圖借機詆毀
“一國兩制”，是典型的強權政治和霸道邏輯。
特區向美方提起訴訟，是維護國際法基本原則和
捍衛多邊貿易體制的正義之舉，也是敦促美方遵
守國際義務的必要之舉。

發言人表示，美方泛化國家安全概念，妄稱
所謂“香港局勢”對其國家安全構成威脅，試圖

利用所謂安全例外條款“包裝”其違法行為，不
過是掩耳盜鈴，自欺欺人。世貿組織裁決充分證
明，安全例外條款不是單邊主義、霸權主義的
“護身符”。在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中，
強權並非真理，美國沒有“例外”。

發言人強調，香港回歸祖國25年來，始終保
持高度自由開放、暢通便捷的國際聯繫和獨特優
勢，是全球最具競爭力的經濟體之一，為經濟全
球化進程作出了不可替代的貢獻。香港自由港和
單獨關稅區地位受到基本法和世貿組織協定的確
認和保護，也長期得到世界各國的普遍認可和尊
重，不是美方單方面賜予的，也不是美方說取消
就能取消的。“我們奉勸美方停止破壞多邊貿易
體制、停止實施單邊主義霸凌行徑、停止操弄國
家安全雙重標準，切實遵守其參與制定的世貿規
則，尊重專家組裁決，立即糾正自身違法措施，
早日回歸真正的多邊主義。”

世貿裁定美規定不符規則 保“香港製造”美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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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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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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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秦鴻鈞攝影
伍冠南律師夫婦伍冠南律師夫婦

一場不平凡的聖誕節聚會一場不平凡的聖誕節聚會 寫下休市近代史最珍貴的一頁寫下休市近代史最珍貴的一頁（（下下））

女主人朱勤勤社長女主人朱勤勤社長（（中中））與嘉賓與嘉賓（（右起右起））陳紫薇陳紫薇、、電視新聞界電視新聞界
名人周璇明名人周璇明、、謝坤增夫人謝坤增夫人、、李迎霞會長合影李迎霞會長合影。。

有賓客合影於李家後院有賓客合影於李家後院。。

宴會主人李蔚華董事長宴會主人李蔚華董事長（（左左））與關振鵬律師與關振鵬律師（（右右
））相談甚歡相談甚歡。。

李蔚華董事長豪宅內高朋滿座李蔚華董事長豪宅內高朋滿座。。

宴會女主人美南日報朱勤勤社長宴會女主人美南日報朱勤勤社長
（（左左 ））與來賓中國著名翡翠珠寶與來賓中國著名翡翠珠寶
鑑定師夏萍女士鑑定師夏萍女士（（右右））合影合影。。

宴會主人李蔚華董事長宴會主人李蔚華董事長（（左左））與與
「「休士頓西南管理區休士頓西南管理區」」 主席主席、、華華
埠市長李雄埠市長李雄（（右右））合影合影。。

宴會主人李蔚華董事長宴會主人李蔚華董事長（（左一左一））朱勤勤社長朱勤勤社長（（左二左二））夫夫
婦與僑領林國煌婦與僑領林國煌（（右一右一））徐安徐安（（右二右二））夫婦合影夫婦合影。。

Dr. Allen LeeDr. Allen Lee （（右右））與大家相談甚歡與大家相談甚歡。。 參加聖誕聚會的客人自取午餐參加聖誕聚會的客人自取午餐。。

宴會主人李蔚華董事長宴會主人李蔚華董事長（（右右））與朱與朱
勤勤社長勤勤社長（（左左 ））夫婦與新朋友夫婦與新朋友-- 僑僑
教中心王盈蓉主任教中心王盈蓉主任（（中中））合影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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