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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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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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歐洲聯盟執行委員會表示，歐盟
衛生安全委員會今天在比利時布魯塞爾召開緊急
會議，針對中國決定放棄防疫清零政策後病例激
增，協調歐盟的應對之道。

路透社報導，中國 Covid-19（2019 冠狀病
毒疾病）新增病例飆高已耗盡資源，使醫院和殯
儀館面臨沈重壓力。目前的疫情規模以及外界對
中國官方數據的質疑，使得美國、印度、義大利
、台灣和日本紛紛對中國旅客實施新的入境規定

。
歐盟執委會衛生主管官員在推特貼文說：

「歐 盟 衛 生 安 全 委 員 會 （EU Health Security
Committee）現正召開會議…商討中國疫情以及
各會員國可能協調採取的應對措施。」

一名執委會官員說，會議在早上展開，不清
楚何時結束。

衛生安全委員會由歐盟 27 國衛生部的官員
組成，並由執委會擔任主席。在歐洲疫情高峰期

，衛生安全委員會經常開會，以協調各會員國政
策。

中國本月突然改弦更張，開始放棄全世界最
嚴格的防疫清零政策和大規模篩檢，準備在明年
全面開放因防疫限制而受創的經濟。

某些國際衛生專家指出，清零政策在招致普
遍抗議後解除，使得中國疫情在大致不受控制的
情況下傳播，恐怕會使每日新增病例達到數以百
萬計。

中國放棄清零致病例激增中國放棄清零致病例激增 歐盟各國協調應對之道歐盟各國協調應對之道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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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ter more than five days of
a record-breaking winter storm,
many airlines are back up and
running. Only Southwest
Airlines canceled 2,500 flights,
62% of their planned flights.
The airlines said they will plan
only one-third of scheduled
flights for the time being. Some
passengers who could not
rebook their flights rented cars
and spent thousands of dollars
to buy tickets on other airlines.

Over the past several
years, Southwest Airlines has
used a plot-to-point route
model that often lets
passengers fly directly without
having to stop over a central

hub so that they can save many
hours of travel time.

For many years I have also
been a regular passenger of
Southwest Airlines. I often
travel between Houston and
Dallas because there are flights
every hour. I can leave early
and travel late. It is very
convenient.

In recent years the
company’s rapid expans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has
made it the largest airlines in
America.

It is related to the fights of
consumers and the Department
of Transportation and Congress
are ready to look into it. 1212//3030//20222022

Airlines Flight DisasterAirlines Flight Disaster

全美各地経過了五天冰天
雪地之惡劣天氣候後， 許多
大航空公司包括聯合、 美國
航空公司之班機都已経回帰正
常。唯有總部設在達拉斯的西
南航空公司取消了二千五百個
航班， 而且這些班次還無法
回覆 ，以致造成成千上萬的
旅客造成極大之困擾及金錢上
之損失。

西南航空是全美最大之航
空公司 ，近二十年來 它是以
點對點之飛行方式搶佔了許多
中小城市之商機。

代表超過一萬名飛行員的
公會人士表示， 由於電腦系
統之失控， 許多駕駛及航空
服務員在地面等候許多小時

，並被迫在機場和旅客就地過
夜， 公會曾経從九十年代建
議公司更新電腦軟件， 但至
今尚未改進。

多年來，我也是西南航空
之常客， 経常往返於休斯敦
和達拉斯之間， 由于每小時
都有航班 ，可以早出晚帰，
非常方便。

近年來這家公司之迅速發
展及開拓國際市塲， 讓它成
為全美最大之航空公司 ，也
許是擴充太快 ，管理上出了
問題， 因而造成大部分之班
次被迫取消。

事關許多消費者之權益
，交通部及國會也將展開調查
， 也要保障消費者之權益。

西南航空之大災難西南航空之大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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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據韓國《朝鮮日報》29日報導，
韓國政府和軍方擬在今後當北韓派出無人機越
過軍事分界線侵犯韓國領空時，根據北韓的挑
釁程度，派出韓國無人機到北方地區展開偵察
活動。尤其韓國還在積極討論加緊匿蹤無人機
開發，開發完成後不僅可以將無人機派去平壤
，還要派去北韓一直以來進行遠程火箭、
ICBM（洲際彈道飛彈）發動機試驗等的平安
北道鐵山郡東倉里發射場，拍攝照片後予以公
開的方案。

報導說，此舉一改以往消極、防守性質的
對朝無人機應對作戰方式，改為積極、進攻性
質的方式，因此備受矚目。28日，據韓國政府
高層消息人士稱： 「針對北韓的無人機挑釁，
將一改以往防守的態度，準備積極應對」，
「根據（交戰規則上的）比例性和充分性原則

，如果北韓愈發頻繁地派出無人機，我們也將
賣力向北韓派去無人機。」此番決定充分體現
了韓國總統尹錫悅的強烈意志。有政府消息人
士稱： 「不會再有像上屆政府那樣看北韓眼色
猶豫不決的事發生。」

《朝鮮日報》指出，如果越過軍事分界線
向北方地區派出無人機，必須做好根據北韓應
對力度擴大戰爭的思想準備。實際上，26日為
了應對北韓無人機侵犯領空的行為，韓國派出
2架 「蒼鷹」軍團級無人機首次滲透進北方地
區5公里左右時，總統室稱： 「抱著擴大戰鬥
的覺悟。」

據悉，26日當時，韓國已經做好了如果北
韓對韓國蒼鷹無人機發射對空炮，且對空炮彈
落在韓方 DMZ（非武裝地帶）以南民控線

（平民控制線）地區，便對挑釁原點（對空炮
發射地點）實施打擊的準備。據韓國軍方消息
人士稱： 「當時最前方地區的炮兵部隊做好了
對北韓發動炮擊的準備。」而以色列製造的
Heron 無人機和金剛、白頭偵察機在 DMZ 附
近飛行，也是為了應對戰爭擴大的情況。

據報導，韓國政府和軍方正在加緊開發匿
蹤無人機，以便對北韓的無人機挑釁給予相同
水平的應對。此番開展北方地區滲透作戰的蒼
鷹軍團級無人機、新型中高度無人機、新一代
軍團級無人機、師團級無人機等韓國軍隊的無
人機，以及部署在駐韓美軍的MQ-1C 「灰鷹
」察打一體無人機等，均不具備匿蹤功能，可
能被北韓的雷達檢測到，並被對空炮或對空飛
彈擊落。以 「沈默暗殺者」而聞名的 「死神」
察打一體無人機，也曾被葉門 「青年運動」叛
軍使用便攜式對空飛彈擊落。而北韓僅各種對
空炮和便攜式對空飛彈等短程對空武器就擁有
1.4萬多門，在平壤周邊部署了世界上密度最
高的防空網。

韓國目前正在開發的 「鰩魚」系列改造型
匿蹤無人戰鬥機，被認為是戰時可以對北韓後
方地區開展偵察工作的有力候選者。2020年，
韓國國防科學研究所曾表示： 「正在開發匿蹤
無人機，技術水平進度在70％左右。」當時公
開的鰩魚-X是一款大型無人戰鬥機，長10.4
公尺，機翼寬14.8公尺，重達10噸。目前計畫
在 2030 年代初完成鰩魚的初期開發，在開發
空戰性能之前，可以安裝各種鏡頭用作偵察機
。有韓國軍方人士提出，有必要開發比這更小
型的匿蹤無人偵察機。

兩韓將陷無人機對抗
韓媒：有擴大戰爭的危險

義大利媒體：本篤十六世病況嚴重但穩定
(本報訊)義大利媒體報導，羅馬天主教前

教宗本篤十六世仍然處於嚴重但穩定狀態。教
宗方濟各昨天透露，95歲的本篤十六世 「病得
很重」，籲請信徒為他祈禱。

安莎通訊社（ANSA）引述與本篤十六世
（Benedict XVI）周邊人士有聯繫的未具名消
息來源說， 「他的情況跟昨天一樣」，並稱醫
師正在密切關注本篤十六世的健康。

教廷沒有對法新社證實或否認上述報導。
本篤十六世 2013 年以心力和體力日益衰

退為由而決定辭去教宗職位，成為自從 1415
年以來首位退位的普世天主教會領袖，他的退
位也開創了兩位教宗共同生活在梵蒂岡圍牆內

的史無前例情況。
本篤十六世的健康狀況不佳已有多年。教

宗方濟各（Pope Francis）在昨天公開接見結束
時發出本篤十六世 「病得很重」的警報，籲請
信徒為他祈禱。方濟各後來前往本篤十六世現
居所，位於梵蒂岡的一所修道院探望。

教廷稍後證實本篤十六世健康情況惡化。
教廷消息人士昨天告訴法新社，情況於 「大約
3天前」開始惡化。

這名消息人士說： 「維持生命所需的功能
持續衰退，包括他的心臟。」消息人士表示，
本篤十六世沒有住院計畫，因為他的住宅內已
有 「必要醫療設備」。

嚮往白色聖誕節的美國民眾今年不但如願
以償, 而且皚皚白雪更提前降臨大地, 讓你傾聽
到雪落下的聲音, 不由於強風、低溫與冷氣在
許多城市所造成的暴風雪卻嚴重影響了眾人的
生活規律與交通秩序, 所以對很多人來說, 今年
雪白的冬是喜也是憂, 是福也是禍也!

根據AAA美國汽車協會的估計，今年全美
有1.13億人在聖誕假期出行，其中90%是開車
旅遊,人數比去年假期增加了360多萬人，接近
新冠疫情大流行前的人數。 許多人在冰冷惡劣
天氣中踏上旅途, 冷暖自知, 飛機場旅客由於天
候不佳, 航班取消而無法成行當然感到遺憾,據
Flight Aware 統計，今年風暴僅在聖誕夜與聖誕
日兩天全美取消了 5,400 多個航班, 而延誤的班
機更是不計其數, 大大的擾亂了交通和人的旅
行計劃。

事實上,嚴寒天氣所造成的電影響更大,據
長期追踪供電情況的網站PowerOutage.us報告
，週五這場席捲全國的大風暴已導致至少 150
萬美國人斷電,大部分停電發生在東部，因此各
地政府如何因應這種斷電狀況就成為非常重要
的學問氣象科學家認為，惡劣頑強的天氣絕對

是全球暖化所造成的結果，市井小民必須面臨
由惡劣風雪所帶來的挑戰，特別是當身為駕駛
員時，下雪的道路將帶來麻煩，積雪覆蓋的道
路，以及隨之而來的鹽漬和鏟雪，會激怒不耐
煩的司機，並因此造成” 路怒症(Road rage)爭
端，行車安全, 人人有責，冰雪天如非必要應
該盡量減少出門，專家建議的應對技巧包括：
攜帶冬季應急旅行工具、聽取天氣和旅行資訊
、油箱裡至少要有半箱油、手機不離身、在積
雪覆蓋的道路上駕駛時不要使用巡航系統、如
果被雪困了，在救援人員到來前留在車上，每
隔一小時左右發動一次引擎，但要確保排氣管
暢通，並保持通風……這些簡單的預防措施確
保你和家人的安全！

在我們飽受到疾風暴雪與冷鋒寒流肆虐襲
擊後, 外在環境變成了一個冰天雪窖的雪城,在
工作與生活上造成極多不便,大自然的環境似乎
是在考驗著人類的健康, 本來嘛, 在疫情嚴酷之
下依然能夠健康的活著, 那本來就是相當幸運,
也十分幸福的了, 我們必須堅定人定勝天的哲
理來面對天候的考驗以創造更有意義的人生！

【李著華觀點 : 雪白的冬
天寒地凍迎接雪虐風饕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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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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典希望明年7月前加入北約
土耳其表示路還長

綜合報導 正在土耳其訪問的瑞典外

交大臣托比亞斯· 比爾斯特倫說，希望土

方在明年7月北約峰會前正式批準瑞典加

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土方則表示，瑞方

仍需做“很多工作”。

比爾斯特倫當天在土耳其首都安卡

拉與土外交部長梅夫呂特· 恰武什奧盧見

面。比爾斯特倫在聯合記者會上說：

“我們希望最晚在北約峰會7月在(立陶

宛首都)維爾紐斯舉行時能成為(北約)成員

……我們的目標就是讓土耳其議會在那之

前批準。”

比爾斯特倫表示，為獲得土方“開

綠燈”，瑞方已經按照先前簽署的壹份

文件采取許多措施，包括解除對土耳其

的武器出口禁令、明年啟用更為嚴格的反

恐法等。

恰武什奧盧表示，土方贊賞瑞方采

取的措施，但瑞方仍需做“很多工作”

。“文件需要得到貫徹，”他說，“我

們甚至還沒有走到壹半。我們還在初始

階段。”

瑞典和芬蘭今年5月申請加入北約，

但遭北約成員國土耳其反對。按照規程，

北約必須在30個成員國“壹致同意”前提

下才能吸納新成員。經過多輪談判，瑞典

、芬蘭與土耳其6月底簽署備忘錄，確認

土耳其同意支持瑞

典和芬蘭加入北約

，瑞典和芬蘭則將

不支持庫爾德工人

黨、敘利亞庫爾德

武裝“人民保護部

隊”以及“居倫運

動”，並同意解除

向 土 耳 其 出 口 國

防 設 備 的 限 制 。

土 耳 其 把 庫 爾 德

工 人 黨 和 “ 人 民

保 護 部 隊 ” 定 為

恐 怖 組 織 ， 認 定

“居倫運動”2016 年在土耳其發動未

遂政變。

目前，土耳其和匈牙利仍未正式批準

瑞典和芬蘭加入北約。法新社等媒體報道

，瑞典與土耳其當下仍有分歧，其中壹項

就是人員引渡問題。瑞典最高法院本周初

拒絕把壹名關聯“居倫運動”的土耳其人

引渡至土方，恰武什奧盧立即表達不滿，

要求瑞方在履約方面拿出“切實行動”而

不是“說漂亮話”。

恰武什奧盧在記者會上再次提及瑞方

拒絕引渡壹事，稱它“嚴重破壞了(談判)

氣氛”。“在引渡與恐怖主義有關的罪犯

和凍結他們資產方面，沒有任何具體進展

……如果瑞典想要成為北約成員，我們必

須看到具體合作。”

恰武什奧盧同時說，雖然瑞典已經解

除防務出口限制，但土耳其方面仍然無法

買到壹些裝備。

比爾斯特倫則回應稱，瑞典“司法系

統獨立”，政府無法改變法院裁定。他呼

籲土方將更多註意力放在“大局”，而非

僅關註“個案”。

比爾斯特倫告訴美聯社，他目前無法

給出土方可能批準瑞典加入北約的時間框

架。

以色列新政府面臨三大懸念

綜合報導 經歷了壹個多月的艱苦談

判後，以色列前總理內塔尼亞胡宣布組

閣成功。在分析人士看來，內塔尼亞胡

能夠東山再起並不偶然，但新內閣成立

後，仍然面臨是否穩定、是否會引爆巴

以沖突以及內塔尼亞胡能否擺脫貪腐指

控等三大懸念。

內塔尼亞胡在社交媒體發文稱已成

功組建新政府。他感謝選民支持，表示

新政府將為“全體以色列公民的利益”

而努力。

據報道，內塔尼亞胡組建的執政聯

盟包括其領導的右翼政黨利庫德集團、

宗教政黨沙斯黨和極右翼政黨宗教猶太

復國主義者黨等6個政黨，共占據議會

總共120個席位中的64席。以色列議會

將於12月26日復會，新政府預計將順利

通過議會投票。

以色列11月1日舉行了2019年 4月

以來的第五次議會選舉。利庫德集團獲

得32席，成為第壹大黨。極右翼政黨宗

教猶太復國主義者黨獲得14席，成為第

三大黨。11月13日，以色列總統赫爾佐

格授權內塔尼亞胡組建新政府。

由於各黨就部分內閣人選存在分歧

，內塔尼亞胡12月8日向赫爾佐格申請

延長組閣期限。據媒體報道，內塔尼亞

胡希望利庫德集團掌控國防部長和外交

部長等重要職位，而其他黨派也希望獲

得關鍵崗位。經過談判，內塔尼亞胡終

於在12月21日最後期限到來時壓哨完成

組閣。

現年73歲的內塔尼亞胡曾擔任以色

列總理15年，是以色列任職時間最長的

總理，2021年剛剛卸任。如今內塔尼亞

胡卷土重來，不少分析指出這與以色列

過去壹年的局勢發展有關。壹方面，由

貝內特和拉皮德領導的執政聯盟內部矛

盾重重，在應對疫情和經濟方面的表現

不如人意；另壹方面，巴以之間頻頻爆

發沖突，導致安全議題在以色列國內的

重要度上升，右翼政黨受到更多選民青

睞。

雖然內塔尼亞胡組建的執政聯盟在

議會占據多數，但在分析人士看來，這

屆新內閣被認為是以色列有史以來最右

的政府，其執政仍然面臨三大懸念。

其壹，內閣能否維持穩定。

自2019年4月以來，以色列舉行了5

次議會選舉。前4次選舉後都出現了組

閣難的問題。2021年貝內特和拉皮德牽

頭組建的執政聯盟包括8個政黨，導致

執政聯盟內部分歧不斷，最終在壹年後

垮臺。與之相比，內塔尼亞胡領導的政

黨聯盟都是右翼和極右翼政黨，立場較

為接近，可能會相對穩定壹些。不過，

內塔尼亞胡能否滿足壹些極右翼政黨的

極端訴求，將影響到政府的穩定性。

其二，巴以局勢如何發展。

在內塔尼亞胡的執政夥伴中，包含

有宗教猶太復國主義者黨主席斯莫特裏

赫和猶太力量黨領導人本-格維爾，兩人

都發表過反阿拉伯人言論，包括反對巴

勒斯坦建國等。其中，本-格維爾曾因發

表反對阿拉伯人的言論被判煽動種族歧

視罪名成立，而他將擔任新設立的國家

安全部部長。

在12月22日與猶太復國主義者黨簽

署的協議中，內塔尼亞胡同意將推進壹

項吞並約旦河西岸部分領土的計劃。拉

皮德因此警告，新政府將導致巴以沖突

加劇，破壞以色列的國際形象。不少媒

體也認為，以色列新政府可能會增加與

巴勒斯坦人發生沖突的風險，同時以色

列與美國的關系也會面臨挑戰，因為拜

登政府目前支持巴以兩國方案，並不希

望以色列政府單方面改變現狀。

其三，內塔尼亞胡能否洗清指控。

內塔尼亞胡在下臺後受到貪腐等

多項指控，成為以色列首位受審的前

總理。不過他壹直否認相關指控，在

組建執政聯盟時，加入聯盟的三個黨

派同意對以色列的司法系統進行改革

。有媒體稱，內塔尼亞胡還計劃推動

議會通過壹項豁免法，以免除他受到

的指控，同時限制最高法院駁回議會

法案的權力。

分析人士認為，從目前情況來看，

內塔尼亞胡與極右翼政黨的關系，將是

未來以色列政壇面臨的最大變數。在外

交方面，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改善關系

的趨勢可能會繼續，巴以問題解決的希

望依然渺茫。

伊朗外交部：重回伊核協議的
“對話窗口”仍然敞開

綜合報導 伊朗外交部發言人卡納尼說，對伊朗來說，恢復履行伊

朗核問題全面協議的“對話窗口”仍然敞開。

卡納尼當天在例行記者會上說，就伊核協議恢復履約達成協議的選

項仍然擺在桌面上。如果伊核談判的西方相關方表現出必要的決心，

“協議是可以達成的”。

他說，日前在約旦首都安曼舉行的第二屆巴格達合作與夥伴關系

會議為伊朗和歐盟就伊核談判舉行會談“創造了良好機會”。雙方

在會上討論了伊核談判的有關問題，結論是應該繼續努力，直到達

到最後步驟。

卡納尼指出，美國政府的做法混亂且矛盾，立場消極。伊朗仍致力

於談判，正在等待其他各方，特別是美國政府的實際行動。

據伊朗外交部網站消息，伊朗外長阿蔔杜拉希揚在安曼會見歐

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表博雷利時說，伊朗願意根據此前達成的

成果草案完成在奧地利首都維也納舉行的伊朗核問題全面協議恢復

履約談判。

據報道，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戰略溝通協調員柯比對此表示，

美方歡迎歐盟與伊朗進行溝通，但恢復履行伊核協議不是美國當前

關註焦點。

2015年7月，伊朗與美國、英國、法國、俄羅斯、中國和德國達成

伊核協議。2018年5月，美國單方面退出協議，隨後重啟並新增壹系列

對伊制裁措施。2019年5月以來，伊朗逐步中止履行協議部分條款，但

承諾所采取措施“可逆”。2021年4月起，伊核協議相關方在維也納

舉行多輪會談，討論美伊恢復履約問題，美國間接參與談判。今年8

月初，歐盟向談判參與方提交了壹份關於恢復履行伊核協議的“最終文

本”。伊朗和美國隨後針對這壹文本互相交換書面意見，談判自9月起

未取得明顯進展。

蘇格蘭無家可歸者面臨更大危機
各界伸出援手

綜合報導 在蘇格蘭第三大城市阿伯丁，街頭誌願者大部分時間都

在人行道上為無家可歸者及其他有需要的人分發生活用品。誌願者表示

，壹年前每天支援20人左右，如今每天多達65人。

慈善機構估計，隨著英國生活成本危機惡化，蘇格蘭無家可歸者的

死亡人數可能上升。蘇格蘭國家記錄局數據顯示，2021年估計有250名

無家可歸者死亡，比2017年高出約50%。

有慈善機構人士認為，近年來蘇格蘭露宿街頭的人數有所下降，可能

是新冠疫情掩蓋了危機的規模。無家可歸的人無法享受醫保，這將增加

過早死亡的風險。

社區和個人誌願者正通過各種方式向無家可歸者伸出援手。

在蘇格蘭高地地區首府因弗內斯，零售業者吉莉安· 麥肯(Gillian

McCann)使用回收的食品包裝袋制作鋁箔毯。她在空房間改造的車間裏

，將包裝袋熨燙在壹起以制成更大的毯子。她已為無家可歸者提供了

600多件物品，她所在的小組也收到了獲贈者的感謝。

另報道，為應對能源危機和通貨膨脹，英國各地已有超過3700家

“溫暖銀行”開業，居民可以在相應地點享受免費供暖。

監控拍到罕見壹幕：
美國國鳥白頭雕生擒加拿大鵝美國國鳥白頭雕生擒加拿大鵝

綜合報導 壹段寫字樓外的監控畫面，拍攝

到了罕見壹幕，只見壹頭白頭雕，生擒了壹只加

拿大鵝。

據悉，拍攝地位於華盛頓州Grant公共事業

去附近。

壹般來說，加拿大鵝的體重很容易超過白頭

雕，所以此情此請上傳互聯網後，引發了熱烈分

享和討論。

不過，壹名名叫Joe Buchanan的野生動物學

家表示，他認為大鵝當時應該已經死掉了。

據悉，白頭海雕又名美洲雕，是大型猛禽，

也是美國的的國鳥。

成年海雕體長可達1米，翼展2米多長。眼

、嘴和腳為淡黃色，頭、頸和尾部的羽毛為白色

，身體其他部位的羽毛為暗褐色。主要棲息在海

岸、湖沼和河流附近，以大馬哈魚、鱒魚等大型

魚類和野鴨、海鷗等水鳥以及生活在水邊的小型

哺乳動物等為食，飛行能力很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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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全美各地今天另有數以千計的航班取消，在
美國陷入致命的超級風暴之際，連日交通打結的狀況似乎沒有
結束跡象，西南航空的機場櫃位擺滿無人認領的行李。

法新社報導，紐約州西部伊利郡（Erie County）是受這場
大型冬季風暴衝擊最大的地區，官員通報罹難人數攀升至37人
，全美因暴風雪死亡的總數至少59人。

在伊利郡的主要城市水牛城（Buffalo），工作人員持續全
天24小時搶修電力，市長布朗（Byron Brown）今天清晨在推
特（Twitter）發文說，受停電衝擊的人數降至500人。

全美各地的機場上演另一種危機，西南航空公司（South-
west Airlines）被迫取消數以千計的航班，試圖讓不斷惡化的後
勤崩潰狀態恢復正常。

西南航空的後勤問題導致數以千計的顧客、機師與空服員
滯留機場。

社群媒體流傳的影片顯示，在納希維爾（Nashville）與奧
蘭多（Orlando）等城市，西南航空櫃檯處擺了一排又一排的滯

留行李。
在繁忙的耶誕週末假期前侵襲美國的暴風雪，導致全美大

多數地區出現嚴寒天氣，連德州與佛羅里達州等南部地區也陷
入酷寒。

全美各地的氣溫今天回升，包括仍處於分流模式的水牛城
。這座城市位於伊利湖（Lake Erie）湖畔，靠近加拿大邊界，
美國與暴風雪有關的死亡案例，大多數出現在水牛城。

23日晚間氣溫驟降時，通勤民眾與一些逃離冰凍住家的居
民受困公路，第一線應變人員無法向他們提供救援。

伊利郡行政首長波隆卡茲（Mark Poloncarz）在推特上表示
： 「目前有多具身分不明的遺體。我向所有在這場可怕暴風雪
失去親人的人致上最深切的同情與慰問。」

波隆卡茲在推特上說，國民兵計劃前往停電地區挨家挨戶
安檢，同時重申水牛城仍禁止開車。

官員也開始準備因應可能出現的下一場危機，也就是大量
融雪造成的衝擊。

氣溫預計將於30日升到攝氏10度，紐約州長侯可（Kathy
Hochul）今晚下令安置抽水機與沙包，以防 「可能危險的洪水
狀況發生」。

西南航空還需要數天才能解決系統性崩潰狀況。根據航班
追蹤網站FlightAware，西南航空今天取消超過2500架次航班，
占美國所有取消航班的近90%。

運輸部長布塔朱吉（Pete Buttigieg）接連接受媒體訪問時
表示，他跟西南航空執行長喬登（Bob Jordan）說，政府將
「追究他們的責任」，要求西南航空賠償顧客因取消班機衍生

的成本以及旅遊相關經費。
根據西南航空官網發布的影片聲明，喬登說，他 「真的感

到很抱歉」，承諾 「將彌補顧客」。他又說： 「我們樂觀地認
為，我們可在下週前重返正軌。」

喬丹坦言，行程安排軟體在這場暴風雪中失靈，公司面臨
的問題凸顯升級這個過時軟體的必要性。

（綜合報導）美國有線電視新
聞網（CNN）報導，美國總統拜
登本週選擇與家人在他常做出生涯
重要決定的加勒比海聖克洛伊島度
假，而根據知情人士說法，拜登基
本上已經決定要競選連任。

報導還指出，留在華府的拜登
（Joe Biden）幕僚正在準備通常每
年 1 月底或 2 月初發表的總統國情
咨文演說稿，並將這次演說內容視
為替拜登連任選戰立下可能主攻主
題與政見的機會。

隸屬美屬維京群島（US Vir-
gin Islands） 的 聖 克 洛 伊 島 （St.
Croix） 是 拜 登 與 第 一 夫 人 吉 兒
（Jill）鍾愛的度假地點之一，自
2000 年年中以來，兩人約有 10 次
選在當地度假。

2014年拜登夫婦來這裡2次，

分別在跨年時與3月。2015年拜登
決定不競選總統後，在這裡過耶誕
假 期 。 2016 年 美 國 前 總 統 川 普
（Donald Trump）勝選後準備入主
白宮之前，拜登也在這裡休息度過
副總統任內最後時光。

拜登一家過去2年跳過在聖克
洛伊島度過年終假期的傳統，今年
卻恢復2019年的行程。當時拜登正
在考慮是否競選總統，元旦當天他
與夫人被拍到出現在聖克洛伊島熱
門景點。這趟假期拜登一家做出決
定：數個月後他要宣布參選總統。

如今拜登夫婦又來到聖克洛伊
島度假，令人有2019年重現的感覺
。兩人與關係緊密的家人27日抵達
這座島相聚。有幾位知悉拜登家人
近期對話的人士告訴 CNN，拜登
的家人現已承諾支持他參加2024年

總統大選。
拜登政府高階官員先前便認為

，這趟聖克洛伊島之行會是一個重
要關頭，在決定拜登的政治前途上
會扮演重要角色。儘管拜登仍打算
與家人商量競選連任的利弊，最近
與他討論過相關議題的人士表示，
基本上這件事已經做了決定。

拜登的團隊也正在為他幾個月
後宣布競選連任做準備，除非出現
不可預期的事件或拜登突然改變心
意才可能有變卦。原本外界不斷揣
測，現年80歲的拜登是否會尋求再
任4年，如今臆測可止。

拜登11月也在一場記者會上表
示： 「這最終是個家族決定。我想
每個人都希望我競選（連任），但
我們將需要討論一番。」

（綜合報導）根據美國政府採
購管理系統網頁資訊，美國將採購
「國際野戰砲兵戰術數據系統」提

供給烏克蘭，也計劃提供這套系統
給台灣和拉脫維亞。

「國際野戰砲兵戰術數據系統
」（IFATDS）在美國名為 「先進野
戰砲兵戰術數據系統」（AFATDS）
，用於整合各種資訊來源，供砲兵
一覽無疑完整戰場環境。

據烏克蘭軍隊入口（Ukrainian
Military Portal）網站以及烏克蘭真理
報（Ukrayinska Pravda）的報導，採
購合約要求提供給烏克蘭 18 套 IF-
ATDS。

這些援烏IFATDS料將安裝於18
套全新、以 「烏克蘭安全援助倡議
」 （Ukraine Security Assistance Ini-
tiative, USAI）資金籌獲的高機動性
多管火箭系統（HIMARS，簡稱海
馬士）之中。

此外，美方也計劃分別提供 16
套、55套的IFATDS系統給台灣及拉
脫維亞。這也透露美國正計劃額外
提供海馬士系統給台灣。

9月時，美國國防部宣布將撥交
18 套海馬士給烏克蘭對抗俄國，這
批系統並非出自美國陸軍庫存，而
是全新打造。

CNN：拜登赴家族傳統度假地 幾已決定競選連任

亞裔男女加州速食店玩吃播 遇種族恐同言論威脅

美暴風雪持續癱瘓交通美暴風雪持續癱瘓交通
數千航班停飛成堆行李滯留數千航班停飛成堆行李滯留

提升戰力 美擬援烏克蘭與台灣
砲兵戰術網鏈

（綜合報導）美國警方表示，一名科羅拉多州男子涉嫌在
加州犯下仇恨罪被捕；他在一間連鎖速食店裡，對兩名正在錄
製TikTok吃播影片的亞裔男女發表種族主義和恐同言論。

美聯社報導，這起事件發生在12月24日，地點在舊金山
灣區城市聖雷蒙（San Ramon）一間連鎖速食店 In-N-Out
Burger。在網路上流傳的畫面引起警察局長卡爾森（Denton
Carlson）注意，他將影片放到社群媒體上，想查出影片中的受
害者和嫌疑人身分。

聖雷蒙市警察局透過新聞稿表示： 「受害人用餐期間，一
名男性嫌疑人無緣無故接近他們，並發表種族主義及恐同言論
，致使受害人擔心自身安危。」

在這支目前瀏覽次數累積近400萬的影片中，攝影鏡頭正
對著兩名年輕男女，他們當時正在品嚐炸薯條和餐廳秘製的
「飛行荷蘭人」（The Flying Dutchman）餐點。一名男子突然

出聲，詢問他們是否一邊用餐一邊拍攝影片，接著發表恐同言
論。

影片中可聽見一名男子問這對男女是日本人還是韓國人，
兩人回答自己是韓國人後，這名男子便開始發表關於北韓領導
人金正恩的言論，還問用餐的男性受害人是不是金正恩的男友
。

此時女子出聲阻止同行男性繼續與這名男子搭話，男子於
是威脅要在兩人臉上吐口水，並繼續發表種族主義和冒犯性言

論。
影片PO在網路上後，警方聯繫這兩名受害人並開始追查

此事，隨後於26日逮捕40歲男子庫拉（Jordan Douglas Krah）
。

警方透過電子郵件表示，目前庫拉已交保。警方本週將會
見檢察官，聲請對庫拉提出指控。

此前，在COVID-19（2019冠狀病毒疾病）疫情期間，亞
裔民眾遭遇仇恨事件有增加趨勢，網路上也出現愈來愈多針對
LGBTQ（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及酷兒）族群的仇恨言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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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2023財年防衛預算
大增引發擔憂

綜合報導 日本政府 23 日敲定

2023年度防衛費為6.8219萬億日元，

約合人民幣3593億元，創歷史新高。

這相當於去年度原始預算的1.26倍。

分析人士指出，這是日本在新版

安保三文件基礎上制定的“軍備擴張

預算”，勢必加重國民負擔，加劇地

區局勢，令人擔憂。

日前，日本通過新版《國家安全

保障戰略》《國家防衛戰略》和《防

衛力量整備計劃》三份安保政策文件

，文件中明確寫入日本擁有所謂“反

擊能力”等內容，計劃從2023年度起

把今後5年的防衛費增加到大約43萬

億日元。

共同社對此計劃進行壹項輿論

調查。調查結果顯示，有 53.6%的

日本國民反對增加防衛費，贊成者

為39%。

由日本憲法學者和政治學者組成

的立憲民主會23日發表聲明，譴責

政府將擁有“對敵基地攻擊能力”寫

入新版安保三文件，認為這等於否定

戰後奉行的“專守防衛”原則，勢必

加劇東亞地區的緊張局勢，引發軍備

競賽。此外，聲明還批評防衛預算陡

增是獨斷行為，完全不顧稅負可能給

國民造成的負擔。

日本多家媒體認為，防衛費暴增

不得不靠新發國債補充財源，給子孫

後代留下龐大財務負擔。此外，防衛

預算擠占地區醫療、育兒政策扶持等

多項財政支出，直接波及國民生活。

《朝日新聞》發表社論說，日

本政府未經細致調查研究、不顧自

身財力強行推出強化防衛預算，恐

將導致無止境的軍備競賽。社論還

指出，在不明確自衛隊能否保持自

主性的情況下，貿然加深日美壹體

化是危險的。

韓軍方稱“朝鮮多架無人機侵犯韓領空”
韓總統府發聲

綜合報導 韓聯社、韓國紐西斯通訊

社報道，韓國聯合參謀本部當日表示，韓

軍從當天上午10時25分起在京畿道壹帶

捕捉到多條疑似朝鮮無人機航跡。韓國總

統府當天就朝鮮無人機“侵犯”韓領空壹

事回應稱，“韓方以安保室長為中心進行

了實時應對”。截至發稿前，尚未看到朝

方對此消息發聲。

據韓聯社報道，韓國軍方在京畿道

金浦前沿軍事分界線(MDL)以北捕捉到

不明航跡，在探測儀器識別其為朝鮮

無人機後多次進行廣播示警和射擊示

警，空軍投入戰鬥機和攻擊直升機等

進行追擊。

韓聯社稱，當天有多架朝鮮無人機飛

至京畿道金浦、坡州和江華島壹帶，顯示

出多個航跡形態，其中有部分無人機飛抵

普通民宅所在地。除探測儀器外，韓軍官

兵用肉眼也發現了無人機，其大小與2014

年越界的朝鮮無人機相似。

韓聯社報道還稱，當天上午11時39

分許，壹架韓國空軍“KA-1”輕型攻擊

機在執行針對朝鮮無人機的作戰支援任務

時還發生了墜落事故。

韓聯社稱，這是朝鮮無人機時隔5年

再次“侵犯”韓國領空。2017年6月9日

，朝鮮無人機曾在

江原道麟蹄壹帶的

山頭被發現。當時

該無人機不僅越界

，更是飛至慶尚北

道星州的“薩德”

(THAAD) 基 地 進

行了拍攝。據韓

軍調查結果，該

無人機整體飛行

時間達 5 小時 30

多分鐘，飛行距

離 490 多 公 裏 ，

在星州完成拍攝

後，返回途中因發動機故障而墜毀。

另外，據韓國紐西斯通訊社報道，韓

國總統府當天就朝鮮無人機“侵犯”韓領

空壹事回應稱，“韓方以安保室長為中心

(對此)進行了實時應對”，“具體事宜將

由聯合參謀本部統壹公布”。

韓壹架軍機失事墜落 兩名飛行員成功逃生
綜合報導 韓國空軍壹架

“KA-1”輕型攻擊機當地時間

26日11時43分許在江原道橫城

郡墨溪裏墜落。

據韓國空軍介紹，該機在

原州基地起飛過程中墜落。

兩名飛行員成功逃生，後被

消防部門轉移，目前兩人意

識清醒。飛機落在墨溪裏的

壹片田地裏，沒有引發火災

。附近地區民宅是否遭到損

失尚不得而知，韓軍方正在

調查事故原委。

據韓聯社報道，“KA-1”

是從“KT-1”教練機改造而來

的機型，韓軍於2005年引進該

款。此次是韓國空軍飛機時隔

壹個月再次失事。本月20日，

韓空軍壹架“KF-16”戰鬥機在

江原道原州市以西約20公裏外

墜毀。

文
在
寅
獻
愛
心
捐
款5

0
0

萬
韓
元

被
韓
國
民
眾
網
暴

綜合報導 韓國前總統文在

寅最近捐款500萬韓元（約合人

民幣2.7萬元），幫助生活有困

難的鄰裏鄉親。不料這壹消息

被慈善組織公布後，文在寅立

即遭到了網暴，被韓國網民指

責“小氣”“作秀”。

韓國慶尚南道壹家慈善機

構表示，文在寅通過助理進行

了捐款。該機構稱，會把文在

寅的寶貴心意傳達給當地的弱

勢群體，資助低收入人群就醫

和維持生計。

然而，消息曝光後，文在

寅的愛心舉動卻遭到部分韓國

民眾網暴。有網友批評，“文

在寅壹個月拿1000多萬韓元的

養老金，卻只捐500萬韓元？”

“這就是作秀啊！”“我還以

為他給每個人捐了500萬呢！”

也有網友力挺文在寅，稱感謝

他卸任後依然關懷弱勢群體。

文在寅5月10日卸任回鄉後，許多韓國

民眾慕名前來圍觀，也有不少反對者連日舉

行抗議活動，甚至有人淩晨用高音喇叭播放

講話。今年8月，他與保鏢出門散步時，壹名

男子上前對其威脅辱罵，引發輿論關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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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
消

檢疫安排
‧取消密切接觸者隔離檢疫要求，改發健

康措施建議

‧確診者隔離安排不變

取消“疫苗通行證”
‧改用更具針對性措施推高“一老一幼”疫苗接種率

入境安排
‧抵港當日或之後無須核酸檢測，改為抵港當天到第五天
自行快測

‧所有赴港者登機或抵港前24小時內進行快測或48小時內
的核酸檢測

社交距離措施
‧撤銷公眾地方“限聚令”

‧取消餐飲業處所和其他表列處所營運限制和規定

全面停止住宅樓宇強制檢測公告
‧仍保留全港80多個社區檢測中心及檢測站，為

“願檢盡檢”巿民提供免費核酸檢測服務，
往內地人士則自費檢測

香港特區政府

優化防疫措施

維
持

◆資料來源：“應對疫情指導及協
調組”記者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維持“口罩令”
‧安老院舍及殘疾人士院舍

的員工維持每日快測及定期核
酸檢測，所有院友每日繼續快

測，訪客要通過核酸檢測

‧幼稚園及小學學童維持每日上學
前進行快測安排

防疫措施幾清零清零 唯一不撤口罩令唯一不撤口罩令
取消限聚疫苗通取消限聚疫苗通 不再界定密接者不再界定密接者 今起實施今起實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唐文）為應對免檢疫通關
後或有旅客赴港求醫、購藥或接種疫苗，香港特區政
府醫務衞生局局長盧寵茂28日表示，政府不會為短暫
逗留香港的非香港居民免費接種新冠疫苗，他們必須
在港逗留逾30天才可免費接種科興或復必泰原始病毒
株疫苗；非香港居民若希望接種復必泰二價疫苗，必
須透過私營市場自費接種，例如到私家醫生、診所及
醫院等接種。他強調，非香港居民接種的疫苗，是由
私營市場提供，與特區政府採購屬不同系統，故不會
影響政府為香港居民預留的疫苗數量。

旅客看急症每次盛惠1230元
對旅客赴港求醫可能造成醫療擠兌，盧寵茂表

示，特區政府會確保有需要的港人可優先得到合適的照
顧，醫管局會優先為合資格者提供服務和藥物。非香港
居民不能使用新冠指定診所及遙距診症，使用急症室亦
須支付每次1,230元（港元，下同）的較高費用。

他指出，兩款新冠口服藥（莫納皮拉韋及帕克斯

洛維德）現已獲准進入私營市場，私
家醫院可向藥廠直接訂藥，非合資格
人士可向私營醫療尋求藥物，而非
合資格人士若在公營系統獲處方
新冠藥物，需要支付藥費，每個
療程超過6,000元。

至於近期藥房出現撲熱息痛藥
物短缺，盧寵茂表示，公營系統會
保存充足存貨。

同時，特區政府及醫管局會加
大採購量，醫管局也會理順向確診
者的派藥安排。香港衞生防護中心
總監徐樂堅表示，政府與藥房會保持
密切聯繫，公營系統有足夠的撲熱息
痛供求診人士使用，政府派發的防疫包
也含有撲熱息痛，約有半年用量，本地
亦有藥廠可生產撲熱息痛，並呼籲市民
不必只使用個別牌子的藥品。

非港居民打二價疫苗須自費

◆香港新一輪優化防疫措施今起實施，包括取消餐飲業處所和其他表列處所營運限制和規定，即食肆取消每枱最多坐12人的限制，食客也無須再掃
“疫苗通行證”。圖為疫情爆發前香港酒樓的興旺場面。 資料圖片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中中）、）、醫務衞生局局長盧寵茂醫務衞生局局長盧寵茂
（（左左））及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總監徐樂堅及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總監徐樂堅2828日舉行記者會日舉行記者會，，
宣布最新優化防疫措施宣布最新優化防疫措施。。 香港文匯報記者萬霜靈香港文匯報記者萬霜靈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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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超在28日“應對疫情指導及協調組”記者會上宣
布，由29日起大幅放寬防疫措施，包括撤銷“疫苗通

行證”和“限聚令”等。他強調今次的決定並非突如其
來，特區政府一直在按計劃準備復常，注重防疫的同時亦
保持經濟活動，“但總有一天要做一個正常化的重大決
定。”現在是合適時機。

院舍小學幼稚園須檢測
他解釋，雖然目前確診數字仍在兩萬宗水平，但整體

發病率可控，大部分病人屬於輕症，亦有無症狀人士，許多
死亡個案都有基礎病，社會整體疫苗接種情況亦較理想，兩
針接種率達94%，三針接種率83%，且已有逾250萬人曾經
確診，相信已建立較廣泛的防疫屏障。“風險可控的情況
下，社會有訴求盡量復常，我們要大力推動。我覺得我們是
穩紮穩打，可控有序，不走回頭路，不斷邁進。”

李家超表示，今屆政府上任後，始終採取用數據說話
的精準防疫政策，政府仍會密切監測疫情，觀察疫情走勢
是否進入平台期，或有其他變化，並會專注對“一老一
幼”等高風險組別提供保護。院舍的員工維持每日快測及
定期核酸檢測，所有院友每日繼續快測，訪客要通過核酸
檢測，小學和幼稚園學童由於接種率較低，維持每日快測
要求。政府也會推出不同措施增加高風險人群接種率。

至於“口罩令”，他表示，冬季上呼吸道疾病感染風
險很高，而新冠疫情也可能出現其他病毒株變化，戴口罩
的成本效益很高，故要求“口罩令”延續至冬季過後。

“疫苗通行證”完成“歷史任務”，不少食肆負責人
均認為合適。食肆負責人陳小姐表示：“都過了三年，都
好長的一段時間，放寬了多些人來刺激一下消費也好。”
食客也支持拆除隔板。

密切接觸者放假有顧慮
惟密切接觸者的檢疫令取消，有商界及勞工界中人均

有疑慮。28日同住弟弟確診的鄧先生，被列為密切接觸者
原本要接受居家隔離，但29日可提早放“疫監”，但他對
此有保留，“好怕係發病遲，如果馬上返工或會傳染同
事，但新安排下沒有法定病假，所以只好請5天自己的年
假，等過咗潛伏期才上班。”

工聯會九龍東議員鄧家彪指出，不少僱主依然覺得密
切接觸者可能有“空窗期”，不准他們上班。他提醒：
“不論放無薪假，或迫他們用大假、年假，這都違反了
《殘疾歧視條例》，所以亦希望政府推出措施，不但從防
疫角度，應從勞工處及平機會都有多些講解。”

經民聯商界（第一）議員林健鋒說：“若真的有需
要，給予一兩天有薪假，這便更好。勉強他帶病上班，有
可能令公司更多人感染，工作上亦受一些阻滯，或對公
司、香港的經濟損失更大。”

香港復常之

路邁向重要里程

碑，香港特區政

府 28 日宣布，

29日起取消多項防疫措施，包括撤銷“疫苗通

行證”和“限聚令”，確診者的密切接觸者亦無

須隔離等（見表），僅保留“口罩令”、確診者

檢疫令、院舍防疫要求，以及小學幼稚園每日快

測要求。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強調，過去半

年一直部署復常，在考慮疫情風險和經濟需求等

因素後作出今次決定。各界歡迎特區政府決定，

惟對密切接觸者免“疫監”有疑慮。在新安排

下，這些人士不獲病假，勞工界及商界均呼籲僱

主彈性處理。 ◆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穩步復常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28日指出，特區
政府已和內地有關單位商討恢復正常通關安排，期望盡早達成共識並將有關
方案提請中央審批，目標是下月15日前完成審批及落實安排，初期會有人
數限制，但會盡可能作最大的人數安排。另外，特區政府由29日開始劃一
所有旅客入境安排，內地旅客也需要赴港前24小時內進行快速抗原
測試或48小時內的核酸檢測，抵港後首五天亦要自行快測。

要確保過關順暢免混亂
李家超表示，香港與內地過去三年未正常通關，恢復後

需求一定大，故要確保不會出現混亂，包括過關時要順
暢，不希望口岸排隊人數眾多造成擠塞，甚至失控和導
致有人受傷等，故“通關”安排要逐步實施。

他指出，現時出入境的4個渠道中，航機、船運、
鐵路的班次可逐步增加，陸路口岸則出入境人流最
多，2019年前每日單向動輒有四五十萬人次過關，恢
復正常通關後每分鐘可處理多少人次？特區政府與內
地也需要部署，最重要的是過關流程及配套，確保運
力到位和人群管理有序、安全，無須旅客排長龍，此
外亦要民間的配套能配合政府。他強調盡可能作出最
大人數安排，且會按實際情況靈活調校，若“通關”
初期安排暢順，經觀察一段時間，就可以進行第二階
段人數安排。

目前，內地抵港人士赴港前無須快測陰性結果，
抵港第二天只須接受一次核酸檢測，亦無須快測，而海
外及台灣地區赴港前則要有快測陰性結果，除抵港當天
及第二天接受核酸檢測外，抵港首5天也要快測。李家超
宣布，為發揮香港聯通世界的優勢，及準備與內地恢復人員
往來，29日起劃一抵港人士赴港前的檢測要求，無論是內地、
澳門特區、台灣地區或海外地區赴港，均須於航班起飛或抵港前
24小時內進行快測，或在48小時內進行核酸檢測並取得陰性結
果，保存載有檢測結果的照片或檢測報告90天，以備政府人員查
核。抵港後無須再接受核酸檢測，統一改為抵港首5天進行快測。抵港
者的“臨時疫苗通行證”安排亦同時撤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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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關消息傳出後不久，韓國“NEWS 1”網站27日便迅速打出“中國遊客
即將重返韓國”的標題，期待中國遊客到訪。與韓國一樣，新加坡、

泰國、新西蘭等國家也是備受中國內地遊客關注的熱門出境遊目的地。新
加坡旅遊局大中華區首席代表兼執行署長潘政志受訪時表示，“中國作為
疫情前新加坡入境遊的第一大客源國，相信會為豐富新加坡旅遊市場作出
重要貢獻。”

紐主辦女足世盃成吸客籌碼
潘政志稱，當地旅遊業界對中國內地的措施調整反應熱烈，“如今新

加坡本地旅遊業從業者，正在為中國遊客度身打造優質的旅遊產品。”菲
律賓國家旅遊局上海辦事處旅遊領事雷亞司受訪時也強調，在疫情爆發前
的2019年，中國是菲律賓第二大旅遊客源國，“我們期待更多中國遊客，這
將為菲律賓旅遊業增長提供機會。”
不少國家還積極打出吸引遊客的金漆招牌。新西蘭旅遊局亞洲市場總

經理華夫指出，中國在疫情前也是新西蘭第二大國際客源國，“對於中國市
場，我們注意到自由行和小團體、定製遊的蓬勃發展，以及人們對户外活
動的熱情。2023年國際足協女足世界盃也將於明年7月在奧克蘭開幕，這些
都將成為吸引中國遊客的新亮點”。

酒店重啟“中國管家”計劃
酒店業從業者同樣期待中國遊客“回歸”。新加坡酒店協會會長林汶

貴稱，在疫情前，中國連續3年位居新加坡國際遊客入境人數之首，“中國
遊客佔2019年新加坡總入境遊客人數近兩成。我們對中國客人即將重返新
加坡感到興奮。”新加坡文華東方酒店也表示，疫下中國遊客數目減少一
度影響酒店預訂額，“不過伴隨中國出入境措施逐步調整，我們收到來自
中國遊客的預訂諮詢一直在穩步增加。”
在風景秀麗的島國馬爾代夫，當地最大酒店集團之一禧亞酒店及度假村

集團大中華區品牌負責人張章表示，禧亞酒店及度假村集團旗下的5家島嶼
度假酒店已經重啟“中國管家”計劃，重新召回為中國賓客維持聯絡的服務人
員、中文管家、中國廚師等，希望讓中國遊客享受賓至如歸的服務。
荷蘭國家旅遊會議促進局亞洲區總監、中國區首席代表楊宇表示，未

來重啟的中國旅遊市場會更加細分，相信各國旅遊業界會做好準備，盡可
能滿足更多全新的旅行需求。 ◆綜合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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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內地將於明年1月8日

起取消入境集中隔離措施，內地

遊客對久違的出國旅行充滿期

待，全球不少國家和地區也翹首以盼，希望迎

接更多中國遊客，在後疫情時代進一步提振經

濟。有海外旅遊業界人士形容，中

國遊客如同推動全球旅遊業復甦的

“最後一塊拼圖”，他們也期待能為

中國遊客帶

來美好的遊

玩體驗。

多個外國在華商會歡迎中國對出入
境政策的調整，認為有助於提振商業信
心，並讓中國重新成為“優先投資目的
地”。他們認為，中國當前疫情的影響
不會持續太久，明年下半年中國與其他
國家的商業與人際交流將大幅增加。
中國美國商會主席華剛林表示，中

國取消對入境旅客的隔離將為正常商務
旅行的恢復掃清道路，“本月早些時
候，我們開展過一份民調，超過70%的
受訪者認為，當前疫情的影響不會超過
三個月，這意味他們對中國在2023年初
從疫情中恢復有信心，而出入境商務旅
行和旅遊將在此後恢復。”
華剛林指出，接下來，美國企業將

致力於推動盡快恢復進出中國的航班，
這將有助於把機票價格恢復到可以承受
的水平，促進旅遊的正常化。

海外航企擬逐步增加航班
海外多間航空公司正計劃逐步增加

往來中國內地的航班。航空業界分析
稱，考慮到疫情仍有反覆、機票價格暫
時處於高位，預計前往全球各地的中國
遊客人數還需一定時間，才能恢復至疫

情前水平。不過現時簽證政策更加便
利，跨國商務旅行料會首先受惠。
德國漢莎航空公司表示，中國解除

入境隔離措施，有助恢復與歐洲之間的
空中交通，漢莎會考慮依照政策變化，
調整往來中國的航班。美國聯合航空公
司稱，公司會評估市場需求和運營環
境，確定恢復飛往中國更多航班的時
間。大韓航空公司則計劃最快下月，將
中韓兩國之間的航班從每周9班增加至
15班。 ◆綜合報道

外國在華商會：
中國可重當優先投資目的地

東南亞不少國家都積極籌備迎接中國遊客，首要任務正是積極補充人
手。新加坡旅遊業界估計，當地截至今年9月還有近4,000個職位空缺，不
論是旅遊景點、機場還是酒店都要加快招募員工。泰國旅遊業界代表也指
出疫情期間，不少員工離職轉行，短時間內增加人手有一定困難。
新加坡Pegasus旅行社總經理查爾斯．譚（譯音）表示，“我們有不少

同行都在疫下離開了旅遊業，我們必須一直設法保證人力資源。”當地另
一間旅行社東方旅遊總經理斯坦利．付（譯音）也稱，公司有足夠的導遊
接待中國遊客，但當地酒店和旅遊景點還要加緊招募人手。新加坡旅遊局
日前表示，當地不少企業已設法改善工作條件，局方也會設法吸引轉行的
專業人士，幫助他們融入旅遊業

泰國旅行社協會名譽秘
書長阿迪認為，泰國要事先
確保旅遊業供應鏈準備充
足，包括員工數目、景點布
置和航班載客量等，為迎接
遊客回流做好準備。協會主
席西斯迪瓦奇也提醒，許多
中國內地遊客或會在香港遊
玩後繼續飛往泰國，建議泰
國當局增加航班載客量，亦
開展宣傳活動吸引中國遊
客。 ◆綜合報道

日本媒體指，日本旅遊相關人士盼
望中國訪日遊客全面重返，但仍要視乎
疫情發展，形容“前景難以預料。”

疫前中國遊客佔比排首位
日本11月訪日外國人數驟增至93

萬人，但與疫情前的2019年11月（244
萬人）相比，仍然減少了62%，最大原
因之一是中國遊客太少。
在2019年11月，在按國家和地區

統計的所有遊客中，中國遊客佔比達三
成，排在首位。
報道亦指，中國防疫政策改變將會

增加日本的遊客量，令旅遊界人士期待
明年1月的中國春節長假等。國土交通
省官員表示：“中國遊客大概不會馬上
增加。現階段，如何增加中國以外的遊
客很重要。”
另外，日本政府設下訪日遊客全年

消費額突破5萬億日圓的新目標。不過
日媒指出，目標關鍵在於高消費富裕人
群，但日本缺少兼具高端住宿、文化體

驗和高級餐飲的高價商品。截至2020年
6月，日本共有34間5星級酒店，與美
國的801間和中國137間仍相差甚遠。
分析認為日本缺少高端住宿的背

景，稱日本多數酒店價格親民。報道引
述縣政府官員說，包括與現有住宿設施
形成競爭局面在內的因素，也導致行政
很難主動招商。 ◆綜合報道

星積極招募彌補4000職位空缺 日設遊客消費額5萬億日圓目標

◆漢莎航空考慮依照政策變化，調整往
來中國的航班。 資料圖片

◆◆日本的遊客消費額能否達標日本的遊客消費額能否達標，，需依賴需依賴
中國遊客到訪中國遊客到訪。。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新加坡加緊招募人手接待中國遊客新加坡加緊招募人手接待中國遊客。。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全球多國及地區翹首以盼，希望迎接更多中國遊客提振經濟。圖為中國遊客疫前
到訪泰國。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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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社新聞

休城工商

Balance Adjusters你們的理賠索賠專家
我們的工作是在您的家庭或商業地我們的工作是在您的家庭或商業地

產因災難損毀或丟丟後為您提供賠棄產因災難損毀或丟丟後為您提供賠棄。。
我們全天候我們全天候 2424//77//365365 隨時待命隨時待命，，隨時準隨時準
備備。。

免費索償審查免費索償審查
住宅索賠住宅索賠
平衡調節器在處理損失方面豐富的平衡調節器在處理損失方面豐富的

。。我們為保險人的的人提供私人私人私我們為保險人的的人提供私人私人私

人保險幫助人保險幫助。。。。在在在在在在// 、、盜竊破壞壞索盜竊破壞壞索
賠造成的損失賠造成的損失。。

商業索賠商業索賠
商業複雜商業複雜，，包含包含被忽視寶貴潛包含包含被忽視寶貴潛

在利益在利益。。每天天處理處理商業商業商業每天天處理處理商業商業商業
財產財產索賠我們我們完全了解索賠流財產財產索賠我們我們完全了解索賠流
程流程流程流程應得的強大優勢程流程流程流程應得的強大優勢。。

balancecompanies.combalancecompanies.com

最新分析發現，隨著貸款利率調升引發的房價下降，在
今年6月份前後房市最火時入市的27萬個房主，其房屋已經
變成了“浸水房”（負資產），即房價已低於他們所欠的銀
行貸款。

黑騎士數據分析公司（Black Knight’s Data & Analytics）
的分析發現，第三季度，在美國45萬棟“浸水房”中，有接
近60%的抵押貸款始於今年前9個月。

這相當於2022年以抵押貸款買房總數的8%，其中，接近
40%的房屋可利用淨值不足10%。

黑騎士的總裁本•格拉博斯克（Ben Graboske）在一份聲
明者說，儘管房價回調已放緩，但屋主的產權風險仍很大。

雖然房屋的負資產率仍遠低於歷史平均水平，但是，最
近以抵押貸款購買的房屋，與大流行早期或之前購買的房屋
相比，仍出現明顯的風險差別。

低收入家庭受傷最重 ，近期買房者風險最大。
報告發現，獲得聯邦住房管理局（FHA）或退伍軍人事

務局（VA）貸款支持的借款人──多為首次購房族或低收入
購房者──最可能成為“浸水房”災戶。

而其中擁有 FHA 貸款者面臨的挑戰最大，超過 25%的
FHA貸款人已“陷入水下”，約80%的房貸借款人擁有的房
屋產權淨值不到10%。

近幾個月來，各種抵押貸款類型的提前付款違約率
（EDP）也在上升。截至10月份，FHA貸款的提前付款違約
率比2013～2018年的水平高出150%，比2000年初的平均水平
高出25%。

但符合條件的貸款者的提前支付違約率，比2000年初的
水平低70%以上；VA貸款的違約率不到其門檻的一半。

目前，房屋買家的負擔能力接近35年來的最低點。
黑騎士的分析發現，面臨最大浸水房風險的人是那些在

上半年房價最高時的入市者。
在6月份典型房價達到43.8萬美元峰值時成交的房子中，

近10%已成“浸水房”；超過30%的屋主所持資產不到10%。
這意味著如果房價進一步降低，將有更多屋主陷入“浸水房
”災戶的處境。

第三季度絕大多數房屋仍是淨值富餘。
但另一家房地產數據公司ATTOM在11月初發布的2022

年第三季度“美國房屋資產與浸水報告”則從另一個角度，
顯示了較為樂觀的結果。

全美第三季度有48.5%抵押房產的負債餘額已經不超過房
屋市價的50%了。今年第二季度這一數據為48.1%，去年同期
為39.5%。這是此類數值連續第10個季度的增長。

在全美範圍內，今年從第二季度到第三季度，有39個州
的房屋資產富餘程度（淨值大於貸款）有所增加，而38個州
的嚴重“浸水房”比例有所下降。

與去年同期相比，全美50個州的房屋資產富餘程度都有所
上升，43個州的嚴重“浸水房”比例下降。

因抵押貸款利率不斷提高，許多專家預測房價將進一步下降

。這增加了浸水房的可能性。 11月份中旬，Zillow的數據顯示
，南加州的房價正在下降，比今年5月份高峰時降低5.4%。

GMCC萬通貸款銀行，是一家成立超過15年的直接貸款銀
行，在全美25個州提供租賃屋現金流貸款計劃。

GMCC萬通貸款的資深貸款顧問王潔（Jessie Wang）可以幫

助貸款人解決各種貸款問題。即使貸款人面臨報稅收入不夠，首
付款不足，或是外國國籍等情況，都能完成貸款。任何貸款問題
，都可以聯繫資深貸款顧問王潔，請她幫您出謀劃策，量身定制
專屬的貸款方案。

王潔（Jessie Wang）的聯絡電話是832-235-8283。

利率飆升 美國房市地震 今年27萬買家的房屋已成負資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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寒冷的冬季中，和親朋好友齊聚時享用的暖胃料理首選就是砂鍋魚頭啦！台灣最年輕且
精通台閩粵菜的國宴主廚-阿慶師這次教大家從熬高湯開始，到加入讓湯頭更加鮮美、
清甜的秘密食材，完整的做法視頻請掃右上角二維碼或至YouTube搜尋超人氣「砂鍋魚頭」阿慶師。

Fish Head Casserole砂鍋魚頭

食材： 
◆550g(半個) 鮭魚頭 
◆200g 五花肉  
◆1顆 蘋果 

【調味料】 
◆4大匙 牛頭牌沙茶醬  
◆1大匙 沙茶醬的油 
◆1/2大匙 醬油 
◆依個人喜好放火鍋料
(如大白菜. 黑木耳. 鴻喜菇. 金針菇. 玉米. 豆腐. 豆皮. 茼蒿等) 

◆半根 蒜苗  
◆20g 扁魚 
◆20g 金鈎蝦  

 

◆8朵 乾香菇 
◆1顆 番茄 
◆120g 白蘿蔔  

◆1/2大匙 冰糖 
◆2大匙  油
◆1000ml 水 

◆100ml 米酒 
◆1/2大匙 鮮味粉 
◆1/2大匙 白胡椒粉 

◆2根 蔥  
◆40g 蒜頭 
◆1000ml 高湯 

記得掃碼關注微信公眾號<牛頭牌北美>，參考更多美味食譜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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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ouston Area:                                                                                                                                                                                Nevada Area:                                                                                                                                  
Main Office            Spring Branch          Katy Branch          Harwin Branch        First Colony  Branch         Sugar Land Branch         Las Vegas Branch    Pahrump Branch    Amargosa Branch     Henderson Branch                   
713-596-2888        713-273-1838          281-762-6688       713-273-1888          713-596-2588                     281-762-6699                 702-777-9988           775-751-1773         775-372-1100             702-216-5500                                       

Dallas Area:                                                                                                                                                                                                                                               California Area:                                                                                                                             
Richardson Branch     Harry-Hines Branch     Legacy Branch        Carrollton Branch        Arlington Branch      Garland Branch      Plano Branch           City of Industry Branch     Alhambra Branch    Arcadia Branch 
972-348-3488              972-348-3433               972-348-3466          972-428-5088               817-261-5585            972-272-3375         469-429-2422          626-667-3988                      626-863-1980           626-321-4455 
 

www.afnb.com 

877-473-1888 
Call us for more information! 

 Split bill with a friend 
 Pay a bill 

 Deposit checks 
 Send money 

Convenient, Fast, Secure 

Make Deposit or Send Money Direc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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