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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剛打破慣例秦剛打破慣例 提前被任命為中國外交部長提前被任命為中國外交部長
（中央社記者邱國強北京30日電）央視新聞聯播報導，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今天召開第38次會議決

定，任命前駐美大使秦剛為外交部長，原任部長王毅卸任。這項人事案隨後由中國政府發布第129號國家
主席令。

藉由10月間舉行的中共20大，秦剛出乎意外地晉升中央委員，受到各界注意。一般預料，秦剛這項
人事晉升，象徵他將超越資歷更高的數名外交副部長，破格出任中國外交部長，接替王毅的職務，符合
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的用人思路。

照中國慣例，秦剛原應於2023年3月的全國人大會議才被選為外交部長，如今卻提前就任，打破中
國近年來的慣例，也因此使他這項人事任命受到矚目。

秦剛生於1966年3月，現年56歲，天津市人，大學學歷，1988年起進入中國外交部工作。他歷任外
交部西歐司秘書、副司長、司長，駐英國公使，新聞司副司長、司長兼發言人，禮賓司長，部長助理，
副部長，2021年調任中國駐美國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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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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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the last page of this year’s calendar passes we welcome the
arrival of the 2023 new year. Life likes a train that can only walk forward.
The days are a journey without ending. Tears and sweat are intertwined
There are filled with laughter and sadness.

Last year there was a war around us, banks raised interest rates,
prices soared, and the epidemic was still full of disaster and suffering.
Messi took back the world championship for Argentina, but could not able
to help his compatriots to live and struggle under poverty. Donald Trump’
s legal issue may break his presidential dream. Tesla’s boss Musk
wanted to become a media tycoon and make himself at the crisis.

Personally, We are very grateful to meet many of our old friends in
our house to celebrate the 20th birthday of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We media person we always stand at the forefront line to serve
everyone forev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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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ght of the past yearThought of the past year

隨著今年最後一頁日曆翻過去，我們迎接2023 新
年之到來，人生有如一列遠去的火車只能向前行走，日
子是塲有去無返的行程，淚水和汗水交織的歲月，有歡
笑有悲傷。
去年在我們周圍發生了戰亂，銀行急速升息，物價

飛漲，疫情難當，全球仍然充斥災難和疾苦，梅西為
阿根廷抱回了世足賽大金球，但是仍然無助於生活和掙
扎在貧窮缐下的同胞，特斯拉老闆馬斯克高調想變成媒
體大亨確摔了大跟斗，川普可能之各種官司可以會打破
了他的總統夢，台灣塲縣市長大選藍營再次獲得選民之
靑睞，中國大陸疫情全面開放將掀起經濟及觀光之熱潮
，我們寄望歷史關上了不幸之一頁，不要再聽到人們之
吶喊。
我要感恩再感恩，能夠和相識相交的老友們敘舊談

些昔日往事是件令人感動难忘的快事，美南國際貿易中
心迎來二十歲生日，前交通部長趙小蘭國會議員市長多
國駐休斯敦總領事外交官、工商學界人士五百多嘉賓出
席年會，實是我們畢生之光榮。
新的一年又將開始，我們有更多更新的計劃正在等

待進行，做為一個媒體人，我們永遠站在時間的前沿
，永遠為大家服務是我們的社會責任。

歲 末 靜 思歲 末 靜 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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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軍機越境朝軍機越境，，韓國緊急回擊韓國緊急回擊

日本首相準備訪美日本首相準備訪美，，卻撕開了西方的卻撕開了西方的““反俄網反俄網””
（綜合報導）近期，日本政府的小動作接

二連三，在11月接連舉辦了美日印澳“馬拉巴
爾”四國聯合軍演和美日“利劍”聯合軍演，
後者共有1萬多名美軍和2.6萬多名日本自衛隊
隊員參加，韓軍方直言美日試圖“牽制中國”
。
等到了12月，日本內閣在醞釀許久後，終究還
是公佈了二戰以來最大規模的軍費計劃，岸田
文雄決定今後五年增加軍費3200億美元，逐步
達到GDP的2%，屆時將成為世界第三大軍費開
支國。

種種跡象表明，日本有著非同一般的野心
，而站在其背後的美國也在煽風點火，試圖攪
亂東亞乃至亞太局勢。

但在這樣的背景下，岸田政府其實十分危
險，其北部是俄羅斯，東南方向更是東方大國
，再加上駐紮於境內的駐日美軍，日本可以說
是夾在了世界三大軍事強國的中間。

“神仙打架，小鬼遭殃”，倘若這個小鬼
還受到了蠱惑，或者本就有著不切實際的想法
，於是不自量力地打算摻和其中，充當某一方
的“馬前卒”或者“第一刀”，其下場可想而
知。

可日本政府似乎並沒有這樣的覺悟，反而
打算在三大國之間“玩火”，不妨看看岸田文

雄內閣的做法。
第一，日方已經開始為首相岸田文雄和美

總統拜登的會面做準備。據悉，本次美日元首
峰會被安排在了2023年的1月13日，地點是美
國首都華盛頓。

自去年底，岸田文雄就任日本首相以來，
美日元首已多次舉行線下會晤，比如在去年11
月3日聯合國氣候大會時、今年3月24日G7峰
會期間、5月23日拜登訪美時……

總之，拜登和岸田文雄的頻繁會面表明，
兩國在刻意加強聯盟關係。而新年初始，岸田
就急不可耐地去美國拜訪拜登，足可見其姿態
之“恭敬”。

別忘了，岸田去年11月上台後第一時間就
打算訪美，但當時被疫情耽誤，這一次可是他
就任後首次訪問白宮，意義不可謂不重大。更
何況，雙方會談的主要內容就是“深化雙邊同
盟”，岸田很希望和拜登探討日本的安保戰略
。

有意思的是，岸田在明年1月上半月還將訪
問英國、法國和意大利三國，而這些國家和美
日都屬於七國集團成員國，這明顯是在為明年
的G7廣島峰會做鋪墊，也可看出日本政府迫切
地希望與西方進一步拉近關係。

當然了，日本有權選擇與哪些國家保持密

切聯繫，但必須要提醒的是，日本與他國的外
交關係不應針對第三國，否則就是惡意的挑釁
。

第二，日本工業省的高級官員透露，日本
政府已要求保險公司承擔額外風險，繼續為俄
羅斯水域的液化天然氣（LNG）托運人提供海
上戰爭保險。而此前，歐美的P&I 俱樂部已下
達通知，自1月1日起不再為該地區提供戰爭保
險。

很多人不知道的是，該俱樂部的成員是歐
美各大保險協會，它們承保了全球大約 90%的
遠洋船舶。不難看出，這是美西方在變相地限
制俄羅斯出口液化天然氣。

也正因如此，日本政府的要求才顯得格外
引人注目，東京方面顯然想排除美西方的干擾
，試圖讓日本作為一個“例外”，以確保日本
繼續通過俄羅斯的“庫頁島2號”項目進口液化
天然氣。

換言之，東京方面其實有求於莫斯科，儘
管在俄烏衝突爆發後，日本沒少跟著美英等國
製裁俄羅斯，但在俄日能源貿易領域，日本仍
然希望與俄羅斯保持合作關係。

這也體現日本的對俄戰略，俄日之間確實
有領土爭端，但日本不敢在東亞同時與兩個聯
合國常任理事國“掰手腕”。

只不過，日本的“小聰明”瞞不過俄羅斯
，生意歸生意，但日本既然要替美國所謂的
“印太戰略”張目，那可休怪俄羅斯與朋友聯
手，共同遏制美國借日本伸向東亞的“黑手”
。

第三，日本防衛省將在該國最西端的島嶼
“與那國島”部署地對空導彈防禦部隊。對此
，日本防衛省發言人青木武的說法是，部署導
彈部隊是島上軍事基地擴建計劃的一份，目的
是加強對日本西南部島嶼的防禦。

這顯然不是實話，至少不是全部的真相，
因為該島的地理位置十分特殊，距離日本鄰國
的關鍵島嶼僅110公里，岸田政府的算盤已無需
筆者贅述。

（綜合報導）就在近日，韓國鬧出兩次烏龍事件。朝鮮5架
無人機越過邊境飛往韓國領空，韓國軍方在發現後，第一時間便
派出戰鬥機、攻擊型直升機等機種應對，然而朝鮮無人機被追堵
攔截後並未撤離，而是繼續大搖大擺深入韓國領空境內，有消息

稱其中1架無人機一路南下，飛至
總統府上空，而韓軍方在追捕的過
程中，發射了100多枚砲彈竟一發
未中，眼睜睜地看著朝鮮無人機在
韓國飛行7個多小時後打道回府，
值得一提的是，在追捕過程中，其
中1架輕型發生墜毀。一朝被蛇咬
，十年怕井繩，毫無疑問，朝鮮無
人機挑動了韓國那根脆弱的神經，
就在事發第二天，韓軍在江華郡發
現了疑似朝鮮的無人機信號後，便
火急火燎地趕過去，等到了才發現
不過是一群鳥，讓韓軍非常尷尬。

此事一出，韓國軍方的實力引起
了外界的一片質疑，這可是妥妥的
打韓國的臉，尹錫悅大發雷霆，據
環球時報12月29日報導，韓國總
統尹錫悅對於26日朝鮮無人機進入
韓國領空，怒斥軍方應對不力。據
悉，尹錫悅在聽取報告時，怒斥軍
方平時訓練不到位，在了解到過去
有過多次類似情況發生時，責問軍

方這幾年到底做了什麼。可以說，這件事確實為韓國敲響了警鐘
，韓國吹噓自己空軍實力排名世界前十，然後事實證明，韓軍內
部常年疏於訓練，實操能力不行，此外，再加上韓國的國防極度
依賴美國的，韓軍的“戰時指揮權”在美國手中，所有的軍事行

動必須獲得駐韓美軍的批准，甚至韓國的發展路線也基本靠美國
，正因如此韓軍的短板非常嚴重。

與此同時，朝鮮傳來一則消息，讓尹錫悅更加坐立難安，據
環球時報12月29日報導，朝方近日提出明年旨在加強軍力的核
心目標具體內容。儘管朝方並未解釋核心目標的具體內容有哪些
，但是韓媒分析，極有可能是去年5月提出的5大國防核心議題
，即研製高超音速導彈、製造超大型核彈頭、提升1.5萬公里射
程內的打擊精度、研製採用固體燃料火箭發動機的洲際彈道導彈
、研製核潛艇及潛射核戰略武器。從當前雙方態度來看，未來南
北對峙情況將進一步惡化，如今韓國終於嚐到了半島局勢升溫的
苦果了。

在這樣的情況下，韓國可能有點害怕了，立刻忘記了自己近
日還在炒作“中國對韓使用美人計”的謠言，開始向中國示好了
。近日，韓國總統辦公室公佈了韓版“印太戰略”的最終版本，
這份文件總共37頁，值得一提的是，在該文件中，韓方強調要
加強與共同價值觀的國家合作，尤其是中國。據悉，在這份報告
正式發布前，韓國總統辦公室對媒體做出表態，中韓互為鄰里，
韓國對中國的貿易額超過日美總和，因此外界一些拒絕與華合作
的聲音，是不切實際的。

事實上，韓國的這份報告可以看出，儘管韓國目前對中國示
好，尋求合作，但是韓國的外交戰略還是存在矛盾的，韓國在經
濟上里離不開中國，在安全防務上又非常依賴美國，所以目前韓
國選擇在中美之間尋找一個平衡點，實現自身利益最大化，不過
要做到這一點非常困難。對此，中方做出了回應，並期待中韓雙
方能夠推動兩國關係穩定地發展，為亞太地區的和平與穩定注入
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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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施普林格· 自然旗下專業學術期刊《自

然-代謝》最新發表壹篇遺傳學論文，研究人員報道

了與嚴重兒童肥胖有關的壹種新的遺傳機制。這是壹

個與饑餓控制有關的基因異常表達導致的基因重排，

大多數肥胖的常規基因檢測無法檢測到。

該論文介紹，黑素皮質素受體4(MC4R)激活基因

位於稱為下丘腦的腦區，激發飽足或不餓的感受。幹

擾MC4R激活或發揮功能的變異，與饑餓感持續以及

兒童期肥胖有關聯。

論文通訊作者、德國萊比錫大學安捷· 科勒(An-

tje Körner)和同事等合作者壹起，通過研究壹位患

有嚴重肥胖的青少年女孩組織樣本，發現了壹種特

定基因——刺鼠信號蛋白(ASIP)基因，會在正常情

況下本不表達該基因的細胞裏高水平表達，這些細

胞包括脂肪細胞、白細胞和由個體細胞重編程產生

的下丘腦樣神經元。遺傳分析表明，重排將壹個

ASIP基因拷貝放在了壹個啟動子旁邊——這是驅動

基因表達的DNA區域，從而解釋了為何該基因在

每個組織中持續高水平表達。這壹已確認的染色體

重排的性質，還意味著大多數常規肥胖的遺傳形式

檢測都不會發現它。ASIP會抑制MC4R的激活，因

此在下丘腦細胞中非正常的ASIP表達為肥胖提供

了可能的解釋。

研究團隊隨後在超過1700名肥胖兒童的隊列中特

別搜索這壹重排，識別出4名攜帶者(3名女孩，壹名

男孩)，並確認了其中3人的ASIP過表達。這壹觀察

與肥胖遺傳小鼠(agouti小鼠)模型壹致，這壹模型中肥

胖是由小鼠版本的ASIP異常表達引起的。但是，直

到現在才發現了人類中與肥胖有關的涉及ASIP的類

似突變。

論文作者認為，在測試隊列中基因重排的頻率較

高，需要在其他患者隊列中進行額外的定向篩查。雖

然在分離細胞中的這些實驗支持他們的模型，但論文

作者也提醒指出，他們尚未確認患者腦中的ASIP表

達和MC4R抑制有關，要確定地將基因重排與人類的

肥胖相關聯，後續還需要進壹步在人類和動物模型中

進行研究。

阿富汗女性被禁入大學後
有男生罷考、男教師辭職以示反對

大批女權活動人士和女學生在阿富

汗首都喀布爾等地舉行抗議，反對塔利

班領導的阿富汗臨時政府頒布的禁止女

性進入大學學習的法令。

12月 21日，喀布爾大學助理教授

奧拜杜拉· 瓦爾達克（Obaidullah Ward-

ak）以辭職方式抗議塔利班的禁令，

稱禁止女性接受教育是“不公正和不

道德的”。阿富汗各所高校因抗議這

壹禁令而辭職的男性大學教師多達十

多名，另有壹些男生走出教室，聲援

因為這壹禁令無法進入期末考試考場

的女生。

國際社會也紛紛對此發聲。12月22

日，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首都華盛頓警

告稱，如果塔利班不撤銷禁令，美國將

讓塔利班付出“代價”。沙特、土耳其

、卡塔爾等穆斯林國家也對塔利班的禁

令表示了譴責。

12月20日，聯合國安理會召開阿富

汗問題公開會，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張

軍出席會議並發言表示，阿富汗婦女女

童接受教育、實現就業的權益應該得到

保障。期待阿塔當局為此作出更多努力

，回應國際社會關切。

塔利班執行禁令“不浪費時間”
彭博社報道稱，阿富汗臨時政府

20日頒布大學女生禁令後，塔利班執

行法令時“沒有浪費任何時間”。21

日即有女生報告稱，塔利班人員用槍

指著她們，不讓她們進入喀布爾的壹所

大學校園。

“阿富汗和平觀察”組織（Afghan

Peace Watch）發布在社交平臺上的視頻

片段顯示，當女孩們從老師處聽到禁止

女性上大學的法令時，她們在教室裏哭

泣。

據報道，喀布爾是阿富汗幾所最大大

學的所在地。當天喀布爾爆發了自塔利班

頒布女性上大學禁令以來的首次大規模示

威，數十名女性聚集在喀布爾大學外舉行

抗議。當天喀布爾還有20多名婦女在街頭

遊行，要求自由和平等。佩戴希賈布頭巾

（Hijab）的女性在遊行時高呼：“要麼人

人都有權利，要麼大家都沒權利（Rights

for everyone or no one）。”

塔利班很快對遊行進行了鎮壓。據

報道，塔利班士兵使用棍棒和鞭子攻擊

抗議者，並拘留了5名抗議者和兩名記

者。

男生“罷考”，男性教師辭職
據報道，塔利班頒布禁令後第二

天，阿富汗多所大學原本要舉行期末

考試。21日塔利班士兵允許男生參加考

試，卻禁止女生進入教室。當天位於阿

富汗東部的楠格哈爾醫科大學（Nangar-

har Medical University）因此出現示威活

動，壹些男性學生以走出考場的方式表

達抗議。

在得知女生不能參加期末考試後，

21日阿富汗多所大學的男性教師也以辭

職表示抗議。

據報道，瓦爾達克說，他和壹些同

事以辭職的方式，抗議這“黑暗的壹天

”。他在推特上表示，自己“不想繼續

在壹個當權者有組織地歧視無辜和有才

華的女孩的地方工作”。直到塔利班撤

銷這壹禁令，他和同事才會重返校園。

另據美聯社報道，阿富汗壹些板球

明星也在社交平臺上譴責了該禁令。阿

富汗國家板球隊前隊長拉希德 · 汗

（Rashid Khan）在推特上指出，女性是

社會的基礎：“把孩子交給無知和不識

字婦女的社會，不能指望其成員努力服

務和工作。”

聯合國及多國譴責
塔利班禁止女性進入大學的法令在

國外也引發了憤慨。據聯合國網站12月

21日消息，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及多

個機構紛紛就此表達擔憂，包括聯合國

阿富汗人權狀況特別報告員貝內特在內

的19位獨立人權專家共同發表聲明，以

“最強烈的措辭”譴責塔利班的這壹禁

令，並敦促阿富汗臨時政府保障婦女和

女孩接受各級教育的平等權利。

據報道，布林肯當天在華盛頓出席

年終新聞發布會時警告稱，如果塔利班

不撤銷禁令，美國將讓塔利班付出“代

價”。不過他沒有說明美國對塔利班采

取的具體措施是什麼。

布林肯還說，如果塔利班繼續剝奪

阿富汗婦女的基本權利，將無法改善同

其他國家的關系。

據美聯社報道，七國集團（G7）22

日在壹份聲明中抨擊塔利班的禁令，稱

性別迫害可能構成反人類罪。

據悉，土耳其外長恰武什奧盧也表

示，塔利班的大學女性禁令“既不伊斯

蘭也不人道”：“女性受教育有什麼壞

處嗎？這對阿富汗有什麼危害？”恰武

什奧盧還說，伊斯蘭教“並不反對教育

，相反，它鼓勵教育和科學”。

據報道，沙特外交部發表聲明，對

塔利班禁止女性接受大學教育表示“震

驚和遺憾”，稱這壹決定“在所有伊斯

蘭國家都令人震驚”，並敦促塔利班改

變政策。

此外，曾作為美國和塔利班談判中

間人的卡塔爾也譴責了塔利班禁止女性

接受大學教育的決定。

塔利班：問題解決後大學或對女生
重開

據報道，阿富汗臨時政府高等教育

部當天對禁止女性進入大學學習的法令

進行了辯護。

阿富汗臨時政府高等教育部代理部

長奈達· 穆罕默德· 納迪姆（Nida Moham-

mad Nadim）22日首次對禁令做出公開

回應。他說，禁令對於防範大學裏男女

混合是必要的，大學裏的壹些課程也違

反了伊斯蘭教原則，例如，女生學習農

學和工程學就“與阿富汗文化不符”。

此外，納迪姆在接受阿富汗廣播電

視公司RTA采訪時還表示，女學生不穿

著適當的伊斯蘭服裝，以及不同性別同

學之間的互動等因素，也促使塔利班禁

止女性進入大學。在阿富汗的大學裏，

女學生不僅沒有佩戴合適的頭巾，反而

“穿得像去參加婚禮壹樣”。

納迪姆還說，有關女性接受教育的

討論仍在進行中，壹旦上述問題得到解

決，大學將對女性恢復開放。但禁止女

性進入大學學習的禁令還將繼續執行下

去，直到另行通知。

關於包括數個穆斯林國家在內的國際

社會對女性上大學禁令的譴責，納迪姆回

應稱，其他國家不應幹涉阿富汗內政。

據美聯社報道，阿富汗臨時政府高

等教育部發言人哈什米（Ziaullah Hashmi

）22日表示，塔利班本周還將舉行新聞

發布會，解釋新近頒布的禁令。

據此前報道，塔利班曾表示，女性

上大學禁令維護了“國家利益”和婦女

的“榮譽”。

塔利班於2021年8月15日重掌阿富

汗政權，承諾尊重女性權利，采取溫和

的施政方式，但是至今為止仍然對女性

上學和工作施加限制，婦女被禁止重返

政府工作崗位，也被禁止使用健身房和

公園等公共設施。今年5月，塔利班最

高領導人海巴圖拉· 阿洪紮達下令女性在

公共場合完全遮蓋自己，包括臉部。聯

合國和人權組織已多次批評塔利班政府

對女性施加的限制。

英國物價高漲經濟復蘇承壓

綜合報導 在英國，與居民生活密

切相關的基本生活必需品，價格已經

上漲到有些令人“望而卻步”。在倫

敦卡姆登區韋特羅斯超市，單個洋蔥

售價 0.5 英鎊，折合人民幣超過 4 元；

單個西蘭花售價超過 1英鎊，折合人民

幣約10元。

由於價格太高，打折蔬菜成為超市最

暢銷的商品。在韋特羅斯超市，單個西芹

售價超過1英鎊，但打折時降至0.7英鎊左

右，會很快被搶購壹空。

“超市的蔬菜價格很高，這已經有壹

段時間了，可能還會延續壹段時間。”該

超市壹名管理員說。

倫敦的出行價格同樣可以用“昂貴”

來形容。在倫敦卡姆登區，公交車票價達

單次1.65英鎊。倫敦地鐵票價分段計算，

起步價高達2.6英鎊。

令倫敦居民更頭疼的則是不斷上漲的

燃料價格。據英國《衛報》報道，今冬英

國約有300萬低收入家庭無法支付取暖費

，壹些收入不豐的居民不得不在取暖與果

腹之間權衡取舍。

生活成本的上漲均在通脹數據中得

到體現。英國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英

國 11 月消費者價格指數(CPI)同比上漲

10.7%，漲幅較 10月創下 40年來新高的

11.1%僅略有縮小。媒體援引英國預算責

任辦公室的預測說，在考慮通脹因素後

，英國家庭實際收入2023年降幅將達7%

，回到2013年水平，為1956年有記錄以

來的最大降幅。

目前，英國的通脹率已經嚴重超出英

國央行設定的2%的目標。英國中央銀行英

格蘭銀行15日宣布，將基準利率從3%上

調至3.5%。這是去年12月以來英國央行連

續第九次加息，當前利率達到2008年10月

以來最高水平。

無論是持續高通脹，還是英國央行的

持續加息，對英國經濟復蘇來說，都是

利空因素。在持續高通脹下，英國民眾

不得不減少支出。數據顯示，今年 7月

至 9月，英國家庭的消費支出水平比疫

情前低3.2%，在七國集團中處於墊底水平

。對於主要以服務業來推動增長的英國經

濟來說，民眾支出降低顯然無法有效支撐

經濟持續增長。

另壹方面，英國央行不斷提高基準利

率，在擡高住房抵押貸款利率、抑制居民

消費傾向的同時，也抑制了英國的國內投

資。英國機械制造業雇主聯合會預計，英

國制造業產值今年將萎縮4%，明年將萎縮

3.2%。

這些利空因素給英國經濟前景蒙上

陰影。英國央行此前預測，英國經濟從

第四季度開始，可能陷入技術性衰退，

衰退可能延續至明年。與 5月至 7月相

比，英國8月至 10月的國內生產總值下

降了0.3%。在 8月至 10月，英國所有的

經濟活動均有所放緩，包括服務業、建

築業和制造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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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正式通過新版《國家安全保

障戰略》等三份安保政策文件，提出日本

將致力於擁有對敵攻擊能力等政策主張，

並將在未來5年大幅增加軍事開支。

分析人士指出，這三份文件出爐意味

著日本戰後安保理念和防務政策發生重大

轉折，完全拋棄了“專守防衛”原則，徹

底背離了日本憲法的和平理念。日本重走

軍事大國路線以及日美軍力的進壹步壹體

化，將給地區和平與穩定帶來新的威脅。

放棄原則
日本政府召開內閣會議，正式通過

新版《國家安全保障戰略》《國家防衛

戰略》《防衛力量整備計劃》。《國家

安全保障戰略》是日本國家安保層面頂

層戰略文件，系2013年出臺以來首次修

訂。《國家防衛戰略》和《防衛力量整

備計劃》是依據新安保戰略制定的軍事

層面具體政策和執行規劃，分別取代原

有的《防衛計劃大綱》和《中期防衛力

量整備計劃》。這三份文件決定了今後

5至10年日本安保和防務政策方向。

從三份文件的主要內容看，日本的

安保理念和防務政策將發生重大轉折，

特別是將徹底放棄作為日本戰後核心防

務理念的“專守防衛”原則。

在新版《國家安全保障戰略》中，日

本政府明確宣稱，應擁有所謂“反擊能力”，

也就是此前所稱的“對敵基地攻擊能力”，

主要包括各類遠程攻擊性導彈以及與美軍

共同運用的“綜合防空與導彈防禦”系統

。日本為此將在今後5年采購和裝備大批

美國“戰斧”式巡航導彈和射程1000公裏

以上的國產改良型“12式”岸艦導彈等，

還將開發高速滑翔彈和高超音速導彈。日

美軍事同盟也將發生新的變化，從原先日

本為“盾”、美國為“矛”的“日守美攻”

轉變為“齊攻齊守”。

盡管三份文件在定義“反擊能力”

時添加了“必要最小限度”等字眼，但

日本輿論普遍認為，獲取“反擊能力”

將從根本上顛覆日本戰後安保理念。

日本山口大學前副校長纐纈厚對記

者說，新版安保三文件意味著日本防衛政

策大轉折，放棄了“專守防衛”，事實上

可以決定實施“先發制人攻擊戰略”。這

無疑將給東亞各國帶來重大威脅，是壹

種“新軍國主義”。

突破禁忌
與防衛理念根本轉折相配套，三文件

不少內容突破了日本戰後諸多軍事禁忌。

繼此前安倍晉三政府放松日本作為

“和平國家”招牌之壹的“武器出口三原

則”，將其改為“防衛裝備轉移三原則”之

後，此次三文件又進壹步放寬擴大武器出口

，並提出深化軍民壹體化的壹系列舉措。

為達成擴軍目標，三文件將2023至

2027年度日本防衛費總額定為約43萬億

日元（約合3130億美元），是現行《中

期防衛力量整備計劃》（2019至2023年

度）約27萬億日元總額的近1.6倍，並

規定要在2027年度實現防衛費占國內生

產總值2%的目標，而此前日本壹直基本

遵循這壹比例不超過1%的標準。是否堅

持這壹標準也被輿論普遍視為檢驗日本

是否奉行和平主義的壹項關鍵指標。

此外，為實現軍事轉型，三文件還提

出對自衛隊組織架構、軍種設置、部隊編

制、軍力部署等實施全面調整，包括新設

“統合司令部”壹體化運用陸海空部隊，

新設防區外導彈部隊，將航空自衛隊改為

“航空宇宙自衛隊”以強化太空戰力，為

陸海空自衛隊全部配備無人機部隊，擴大

自衛隊網絡防衛隊編制，強化西南諸島軍

力部署並組建“沖繩防衛集團”等。

值得註意的是，為給安保政策轉向

和擴軍備戰找借口，三文件還大肆渲染

“中國威脅論”，將中國定位為“迄今

最大戰略挑戰”。日本軍事評論員前田

哲男在接受新華社記者采訪時指出，在

三文件渲染“中國威脅論”、大幅調整

防衛政策的背後，既有美國推動的因素

，也有日本謀求自身軍事松綁、成為所

謂“正常軍事大國”的意圖。

引發擔憂

日本重新走上軍事大國路線，引發

日本輿論擔憂與批評。16日，數百名東

京市民在日本首相官邸前舉行抗議活動

，反對日本政府擴軍。

日本自民黨前幹事長古賀誠公開表示，

文件中提出擁有“對敵基地攻擊能力”，

“完全脫離了專守防衛”，日本應避免走軍

事大國路線。日本反戰和平組織“和平構想

建言會議”15日發表聲明指出，三文件將使

日本再次成為能發動戰爭的國家，從而在東

亞煽動軍備競賽，是極其危險之舉。

日本《東京新聞》發表社論說，戰

後日本的防衛政策是根據放棄戰爭、不

保持戰力的憲法第九條制定的。自衛隊

裝備僅用於本國防衛，不擁有攻擊性武

器，這是日本基於對戰爭的反省所作出

的決定，也是日本不再成為軍事大國的

宣誓。日本政府修改安保三文件使日本

嚴重偏離戰後的和平主義國家軌道。

日本《每日新聞》的社論指出，在

經濟低迷的大背景下，巨額防衛費帶來

的沈重負擔難以獲得日本國民理解。獲

取“反擊能力”並不能保護日本。日本

應該與周邊國家開展溝通，致力於軍備

管控，通過外交緩解地區緊張局勢。

泰國海軍為沈沒軍艦6名遇難者舉行誦經祈福儀式
繼續搜尋失蹤人員

綜合報導 據泰國媒體報道，“素

可泰”號軍艦沈沒事件6名遇難者遺

體22日被運至泰國梭桃邑海軍基地。

當局為這些遇難者舉行了莊嚴的王家

沐浴儀式和誦經祈福儀式。

報道說，6名遇難者遺體當天由泰

國海軍壹架運輸機運往烏塔堡機場，

然後通過車輛運至梭桃邑海軍基地。

在火葬之前，海軍為這些遇難者舉行

了王家沐浴儀式和誦經祈福儀式。

泰國總理巴育當天下午也專程前

往梭桃邑，看望軍艦沈沒事件中受傷

的官兵，並出席為遇難者舉行的相關

儀式。

泰國海軍“素可泰”號護衛艦18日

深夜在巴蜀府附近海域巡邏時因遭遇強

風巨浪沈沒。艦上100多名官兵中目前

已有76人生還，6人遇難，另有23人仍

處於失聯狀態。

泰國海軍表示，海軍22日繼續加

強對失蹤人員的搜救工作，但尚未有

新發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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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據日本廣播協會電視臺

報道，由於新冠肺炎疫情持續惡化，日

本東京都政府 22 日將醫療警戒級別提

升至最高等級。這是自今年9月中旬以

來，時隔3個月東京都再次將該警戒級別

提至最高。

據日本厚生勞動省統計，當天東京都

新增確診病例18820例，新增死亡病例18

例。東京都政府22日公布了東京新冠疫

情情況和醫療供給狀況監測結果。數據顯

示，東京病床使用率21日為51.9%，自14

日起病床使用率持續超過50%。

報道稱，由於醫護人員中的感染人

數及急救病人數量不斷增加，醫療資源

開始出現緊張狀況，東京都政府22日將

醫療警戒級別提升至4個級別中的最高

級。衛生專家表示，當前住院患者人數

持續處在高位，重癥患者人數也大幅增

加。東京都感染人數已連續8周不斷增

加，專家呼籲對今後感染人數的急劇增

加保持警惕。

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當日在記者會

上表示，東京已進入流感和新冠肺炎疊加

流行期，呼籲民眾積極接種疫苗，做好日

常防護。

日本厚生勞動省統計數據顯示，日本22日單日新增確診

病例184375例，累計確診病例27765782例；新增死亡病例

339例，累計死亡病例54365例。

日本新安保戰略背離和平理念引擔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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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合協同醫療資源
◆藥品零售企業不再開展解熱、止咳、抗生素和抗病毒4類藥物銷售監測。
各地聯防聯控機制（領導小組、指揮部）切實擔負起藥品試劑準備的領導
責任。保障零售藥店、藥品網絡銷售電商等抗原檢測試劑充足供應。

◆配足配齊高流量呼吸治療儀、呼吸機、ECMO等重症救治設備，改善氧
氣供應條件。將符合條件的方艙醫院提標改造為亞（準）定點醫院。加強
對基層醫療衞生機構的設備配備和升級改造。

◆進一步完善醫療救治資源區域協同機制。以地市為單位，當定點醫院、亞
定點醫院、綜合醫院可收治新型冠狀病毒感染患者的救治床位使用率達到
80%時，醫療機構發出預警信息。出現較大缺口或受疫情較大衝擊，省級
衞生健康行政部門視情通過省內協同方式調集醫療力量增援，必要時向國
家申請採取跨地區統籌方式調派醫療力量增援。

加強疫情日常監測
◆動態追蹤國內外病毒變異情況，評估病毒傳播力、致病力、免疫逃逸能
力等特點變化，及時跟蹤研判並採取針對性措施。監測社區人群感染水
平，監控重點機構爆發疫情情況，動態掌握疫情流行強度，研判疫情發
展態勢。綜合評估疫情流行強度、醫療資源負荷和社會運行情況等，依
法動態採取適當的限制聚集性活動和人員流動等措施壓制疫情高峰。

個人衞生和社交距離指引
◆堅持戴口罩、勤洗手等良好衞生習慣，在公共場所保持人際距離，及時完
成疫苗和加強免疫接種。疫情嚴重時，患有基礎疾病的老年人及孕婦、兒
童等盡量減少前往人員密集場所。無症狀感染者和輕型病例落實居家自我
照護，減少與同住人接觸，如病情加重及時前往醫療機構就診。

◆全面客觀宣傳解讀將“乙類甲管”調整為“乙類乙管”的目的和科學依
據，充分宣傳個人防護、疫苗接種、分級分類診療等措施對於應對疫情的
關鍵作用。

出入境往來要求
◆優化中外人員往來管理。來華人員在行前48小時進行核酸檢測，結果陰
性者可來華，無需向我駐外使領館申請健康碼。取消入境後全員核酸檢測
和集中隔離。健康申報正常且海關口岸常規檢疫無異常可放行進入社會
面。進一步優化復工復產、商務、留學、探親、團聚等外籍人士來華安
排。逐步恢復水路、陸路口岸客運出入境。有序恢復中國公民出境旅遊。

主 要 措 施
香港文匯報對中國國家衞健委發布的《關於印發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實施“乙類乙

管”總體方案的通知》12條主要措施進行整理如下：

重點人群防疫保障
◆進一步提高老年人新冠病毒疫苗接種率。在感染高風險人群、60歲
及以上老年人群、具有較嚴重基礎疾病人群和免疫力低下人群中推
動開展第二劑次加強免疫接種。

◆疫情流行期間，對養老機構、社會福利機構等脆弱人群集中場所的
工作人員和被照護人員定期開展抗原或核酸檢測。對社區65歲及
以上老年人、長期血液透析患者、嚴重糖尿病患者等重症高風險的
社區居民、3歲及以下嬰幼兒，出現發熱等症狀後及時指導開展抗
原檢測。

◆摸清轄區65歲及以上老年人合併基礎疾病（包括冠心病、腦卒
中、高血壓、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糖尿病、慢性腎病、腫瘤、免疫
功能缺陷等）及其新冠病毒疫苗接種情況，結合感染後風險程度等
進行分級。社區（村）協助做好重點人群健康服務工作，居（村）
民委員會配合基層醫療衞生機構圍繞老年人及其他高風險人群，提
供藥品、抗原檢測、聯繫上級醫院等工作。

◆加強老年人等特殊群體健康監測，對於出現新冠病毒感染相關症狀
的高齡合併基礎疾病等特殊人群，基層醫療衞生機構密切監測其健
康狀況，指導協助有重症風險的感染者轉診或直接到相應醫院接受
診治。

重點人群就診預案
◆養老機構、社會福利機構等人群集中場所結合設施條件採取內部分
區管理措施。建立完善感染者轉運機制、與醫療機構救治綠色通道
機制，對機構內感染人員第一時間轉運和優先救治，控制場所內聚
集性疫情。

◆形成縣、鄉、村三級聯動的醫療服務體系，建立村-鄉-縣重症患者
就醫轉介便捷渠道，統籌城鄉醫療資源，暢通市縣兩級轉診機制，
提升農村地區重症救治能力，為農村老年人、慢性基礎疾病患者等
高風險人群提供就醫保障。

◆未合併嚴重基礎疾病的無症狀感染者、輕型病例，採取居家自我照
護；普通型病例、高齡合併嚴重基礎疾病但病情穩定的無症狀感染
者和輕型病例，在亞定點醫院治療；以肺炎為主要表現的重型、危
重型以及需要血液透析的病例，在定點醫院集中治療；以基礎疾病
為主的重型、危重型病例，以及基礎疾病超出基層醫療衞生機構、
亞定點醫院醫療救治能力的，在三級醫院治療。確保重症高風險人
員及時發現、及時救治。

1月8日復常通關
中國國家衞健委：入境無需隔離 新冠感染“乙類乙管”

香港文匯報訊 中國國家衞健委網站26日深夜發文，對新冠疫情防控政策作出重大調整，宣布自2023年1月8

日起，解除對新型冠狀病毒感染採取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傳染病防治法》規定的甲類傳染病預防、控制措施，新冠

病毒感染不再納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境衞生檢疫法》規定的檢疫傳染病管理。外國來華人士無需申領健康碼，僅

需行前48小時核檢陰性報告，明確取消入境後全員核酸檢測和集中隔離。

◆2022年12月15日，香港市民在深圳灣口岸出入境，口岸運行秩序井然。 資料圖片

近 日

◆2017年4月，深圳灣口岸入境大廳擠滿候檢旅客。 資料圖片

控 關 前

中國國家衞健委網站發布的《關於印發對新型冠
狀病毒感染實施“乙類乙管”總體方案的通

知》宣布自2023年1月8日起，對新型冠狀病毒感
染實施“乙類乙管”。

入境需48小時陰性證明
方案並公布了12條主要措施（見表），其中關

於優化中外人員往來管理項要求，來華人員在行前
48小時進行核酸檢測，結果陰性者可來華，無需向
我駐外使領館申請健康碼。取消入境後全員核酸檢
測和集中隔離。健康申報正常且海關口岸常規檢疫
無異常者，可放行進入社會面。進一步優化復工復
產、商務、留學、探親、團聚等外籍人士來華安
排，提供相應簽證便利。

逐步恢復水路陸路口岸客運出入境
逐步恢復水路、陸路口岸客運出入境。根據國

際疫情形勢和各方面服務保障能力，有序恢復中國
公民出境旅遊。
此外，方案還表示，依據傳染病防治法，對新

冠病毒感染者不再實行隔離措施，不再判定密切接
觸者；不再劃定高低風險區；對新冠病毒感染者實
施分級分類收治並適時調整醫療保障政策；檢測策
略調整為“願檢盡檢”；調整疫情信息發布頻次和
內容。

梁萬年：特別關注病毒變異醫療資源使用監測
據了解，國務院於2020年1月20日將新冠肺炎

納入乙類傳染病，並採取甲類傳染病的預防、控制
措施。根據傳染病防治法，被採取甲類管理的傳染
病需經強制醫學隔離觀察和治療。
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特邀權威專家、國家衞健

委新冠疫情應對處置工作領導小組專家組組長梁萬
年接受新華社採訪表示，將新冠病毒感染從“乙類
甲管”調整為“乙類乙管”，是聚集專家的智慧、
借鑒國內外經驗、綜合考慮各方面因素作出的決
策。認為當前人類對新冠病毒和疾病的認識進一步
加深，新冠病毒奧密克戎變異株致病性明顯減弱，
新冠病毒疫苗接種得到普及，醫療救治能力得到提
升，中國已具備包括中藥、西藥在內的抗新冠病毒
藥物生產和供給能力，以及人民群眾健康意識、健
康素養進一步提升，自我保護能力逐漸提高，都為
此次調整奠定基礎。
梁萬年強調，政策調整後，要克服麻痹思想，

特別需要關注病毒變異監測、醫療資源使用情況監
測，切實做好保障健康、降低重症、減少死亡等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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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阻隔終有盡 跨境家庭將團圓
兒子出生至今只見一面“通關後我要回港抱抱兒女”

“咬牙熬了三年 感覺有些不真實”
“一開始以為我撐不過半年，但是為了生活和事

業，竟然咬牙熬了三年。”看到即將通關的消息，港
人張先生表示太過興奮，仍感覺“有些不真實”。聽
聞通關的消息，張先生歡欣鼓舞，和太太已經迫不及
待計劃起明年一家人的出行。

“通關後要常帶女兒來港行山”
家住在深圳羅湖的港人張先生，疫情之前每周

一從深圳來香港工作，周五晚上回深圳家中與家人

團聚。惟疫情一來，只能獨自留在香港工作。好在
公司比較人性化，一年有一個月左右的假，讓他回
深圳與家人團圓，但一個月左右的假期除去隔離 14
天，基本上只能在家呆半個月，與家人相處的時間
十分有限。對於通關以後的安排，他表示，疫情之
前的年假都是錯峰出去旅行。這三年假期都用來留
着回家了，明年的假期要好好計劃一下，跟家人出
去度個假。

他坦言，疫情三年，讓自己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

變化。其中最明顯的就是風險管控的意識，看到疫情
衝擊之下，身邊好多朋友的事業受到非常大的影響，
深感凡事都必須“未雨綢繆”，並且想要做的事情就
要盡快去完成不能拖，否則很可能因形勢變化，短短
時間內就“物是人非”。

若說有什麼積極的影響，則是自己在香港養成了
行山的好習慣，既能融入自然也鍛煉了身體，“通關
了以後，要經常帶女兒來香港行山”。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道）“26日晚
聽到1月8日通關的好消息，心情豁然開朗，一陣驚喜，
有雲開霧散的感覺，幸福來得太突然！”在港工作的何
先生原計劃請假回深圳與家人過元旦，欣聞通關在望，
決定調整假期，等到臨近春節前再回家與家人團聚。

何先生家在深圳，平時工作在香港，周末回家，是跨境
上班族。他回憶，2020年春節後他如常前往香港上班，當時
內地疫情形勢嚴峻，原本有機會再回一趟家，但考慮到不想前
往擁擠密集的地方就沒有回，誰知很快就封關，自己也因此滯
留在香港。何先生沒想到，自己在香港一待就是3年，只在去
年年中回過一趟深圳。攢下來的假期，隔離就用了21天。這
段珍貴的家人團聚時光，成為他這三年最為快樂的回憶：“我
們一起外出吃飯，一起去貴州旅遊，在酒店看電影……”

三年時光，未能陪伴兒子左右並提供一些經驗分
享，何先生不無遺憾。“疫情初期每周都要和兒子語音

或者視頻，如今更多變成微信文字溝通。因為兒子長大
了，疫情發生時，他才初一，現在他已經高一了。他似
乎認為自己長成了男子漢，所以不想動不動就和父親視
頻。”他表示，雖然通過文字溝通感覺到兒子更加成
熟，但缺少親密接觸，是作為父親無法彌補的一大遺
憾。

調整假期擬春節前回家團聚
何先生指，原本已向公司請了一個月假期，計劃元旦

回深探望家中的老人。“他們都有基礎病，近期又感染了
新冠病毒，十分擔心他們的健康。”但好在近兩日大家已
經逐漸康復。何先生也決定，既然通關在即，便調整假期
等到臨近春節前再回家與家人團聚。“除了恢復以前的通
勤節奏，還更期盼出境遊能盡快開放，帶着家人出國旅
行。”

陳先生和太太此前均是香港保險代理，主要客戶
來自內地，疫情之前經常往返深港兩地，而事

業亦正在穩步上升期，團隊規模不斷擴大。疫情一
來，業務全部剎停，組建的團隊亦難以為繼。他不
得不重新規劃事業，太太則陪上學的女兒留在香
港。

由於過往客戶主要在內地，積累的人脈資源也主
要在內地，陳先生選擇留在深圳繼續發展，現時在深
圳南山一家物流企業工作，公司有不少出入境相關的
業務，正好契合自己過去熟悉兩地的優勢。但是隔行
如隔山，也要面對不小的挑戰，需要努力去適應。
“為了離客戶近一些方便工作，自己也從羅湖的家中
搬出來，住在了公司附近一個朋友提供的臨時住所，
想不到這一住已經一年多。”

往返兩地隔離8次逾百天
他感慨，2020年疫情剛剛發生的時候，周遭還普

遍樂觀，他和太太也維持了之前的決定，在香港置
業。“2020年在疫情之下買房裝修入住，所以那一年
光來回兩地隔離就有4次。”

陳先生算了算，三年往返兩地總共隔離8次，其中
返內地隔離6次，由深圳回香港居家隔離2次。“3年
內被隔離總日子超過100天，平均每次做核酸還有住隔
離酒店吃飯種種費用加起來要將近一萬元港幣，3年保
守開支達到6-8萬元港幣。這對普通老百姓來說，實在
是一個不小的負擔！”其間還因為一些誤會與防疫人
員產生一些矛盾，至今難忘。“當時大家壓力很大，
互相有抵觸情緒。”

隔離多了有了“經驗”，陳先生深深理解大家在
其中的無助，熱心的他總是想辦法幫助有需要的朋
友。近期有朋友因為內地長輩生病返深，在隔離酒店
中心急如焚，陳先生除了幫忙安撫，還幫忙聯繫醫院
醫生。“都知道太不容易了。”

陳先生最近一次回港是3月份太太生產，陪着太太

坐完月子，5月又回到深圳，完成隔離後繼續工作，一
家人的合影，最多就是視頻截圖，跟女兒兒子的交流
也僅限於視頻，陳先生每每說起，唏噓不已。“小兒
子剛出生這幾個月變化非常大，現在已經開始會叫爸
爸了，會坐着，甚至開始要爬，調皮了起來。”說起
牙牙學語的兒子，陳先生掛念不已。“還有女兒，今
年是升學的關鍵年份，學習壓力很大，而且快進入青
春期有很多自己的想法，這個時候親子關係也重
要。”

長期缺席家庭 難懂孩子心思
他無奈地說，雖然每天跟孩子們視頻聊天，但

長時間不在身邊，不能送送小禮物，孩子的心裏波
動看不出來，很難深入了解女兒的心思，幫忙排解
一些情緒，這些養育的重擔只能壓在太太一個人身
上。“今年春節，如果疫情沒有其他變化，我希望
一家在香港，平平安安過個好年。”

◆受疫情阻隔的
陳先生一家四口難
得同框合影。

受訪者供圖

“少了陪伴兒子 無法彌補遺憾”

太
太
佗
二
胎
返
港
為
大
女
讀
書
奔
波

“兒子8個多月了，從出生到現在只見過一次，

通關以後我要回香港家裏去抱抱他和女兒。”兩地通

關終於有了時間表，陳先生臉上的笑容早已抑制不

住，話中滿是開心和興奮。過去三年，對於分隔兩地

的陳先生和太太來說並不容易，“這三年，我們在香

港買了房，有了房貸，事業受阻，投資也不如意。”

三年裏最大的正能量，就是二胎的降臨。“兒子的到

來，給我們陰暗的日子增添了陽光和希望。”陳先生

一家的三年，是跨境家庭這個群體在疫情之下生活的

縮影，家人分隔兩地成了非正常的“常態”。三年

間，陳先生往返兩地經歷8次隔離，努力盡到一家之

主的責任，太太留港與母親一道承擔起兩個孩子的教

養，一家人為了生活、為了團聚付出更多的努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望賢 深圳報道

��

香 港 文 匯 報 訊
（記者李望賢 深圳報
道）2021年回深圳期
間，陳太太懷了二
胎，全家都十分歡
喜。但由於要帶女兒
返回香港上學，整個
孕期檢查她都只能獨
自前往產檢，孕後期
不到 30 周即先兆早
產，正遇上香港第五
波疫情大爆發，還要
兼顧獨自在家的女
兒，手忙腳亂，至今
難忘。“還記得我準
備出院那天，馬上手
續就辦完了，突然醫
院說有陽性病例來到
產科，等了快一個小
時，說轉到別的地方
去了，我們才出了
院。”

陳太太回憶，當
時香港疫情十分嚴
重，每天新增數萬
人，自己也很擔心小
孩在產房會受感染。
她猶記得，當時深圳
衞健委為網上留言求
助的孕婦開緊急通道
的新聞上了熱搜，甚
至萌生了想回深圳的
念頭，特別研究了在

隔離期間萬一生產會怎麼處
理。回深還涉及女兒求學的問
題，行動派的她又多方了解深
圳的學位，聯繫港人子弟學
校，但最終因為考慮到女兒升
中的選擇，沒有成行。“學位
都已經找到了，但是思慮再
三，既然當初給我女兒選了九
龍城校網，就不想再繞彎路
了，學校的環境好一些，讓她
能夠多自由發揮一點。”

“不久前女兒學習遊記特
意問我去過哪些地方，我翻開
以前的照片，那時候旅行經常
是說走就走，格外灑脫。”眼
看通關在即，陳太太也希望一
家人能夠重聚，業務能夠復
常。“像之前那樣，周末帶女
兒回去學跳中國舞，可以正常
見客戶約簽單，已是最大的心
願。”

▼2019年2月3日，臨近農
曆新年，出入境旅客匯集在
香港西九龍站口岸，當中不
乏一家大小。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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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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秦鴻鈞報導秦鴻鈞報導

【【台灣同鄉聯誼會會長馮啓豐台灣同鄉聯誼會會長馮啓豐、、鐘依君夫婦台灣行記盛鐘依君夫婦台灣行記盛】（】（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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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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