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炸彈氣旋來襲炸彈氣旋來襲 加州進入緊急狀態加州進入緊急狀態
（綜合報導）美國人口最多的加州今天

遭 「炸彈氣旋」（bomb cyclone）侵襲，狂
風暴雨肆虐下，當局警告居民生命財產恐受
威脅，尤其是舊金山和沙加緬度周圍地區。
州長已宣布進入緊急狀態。

法新社報導，氣象預報員表示，這次氣
旋帶來時速高達110公里的陣風及豪雨，加
州地區今天整天可能遭受襲擊，豪雨將一路
下到明天。

美國國家氣象局的氣象學者表示，可能
出現 「大範圍洪災、道路被沖毀、山坡崩塌
、樹木傾倒、大範圍停電、商業中斷，最糟
糕的是可能造成人員傷亡」。

加州州長紐松（Gavin Newsom）宣布
加州進入緊急狀態 「以支援因應措施及重建
工作」，舊金山市已成立緊急行動中心。

全美電力供應狀況追蹤網站 power-
outage.us表示，數十個進出舊金山市的航班
已取消或改期，同時有約6萬戶家庭沒電可
用。

舊 金 山 市 民 斯 里 瓦 斯 塔 瓦 （Deepak
Srivastava）告訴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
： 「我們非常擔心…（我）花了一整天在車
庫前的每個入口處堆放沙包並且祈禱希望不
會造成更多損失。」

舊金山市府官員表示，他們正在夜以繼

日地工作，試圖幫助居民做好準備。
舊金山市公共工程部門官員高登（Ra-

chel Gordon）說： 「我們一直非常努力地從
加州北部各地取得沙包。」她也警告市民務
必認真看待這次風暴， 「如果你人在舊金山
市，非必要切勿外出」。

這次強烈降雨是由強烈低氣壓構成的
「炸彈氣旋」和從海洋吸飽水氣的 「大氣河

流」（atmospheric river）共伴效應所造成。
氣象預報估計灣區的降雨量將達 10 公

分，附近山區降雨量約為加倍；內華達山脈
（Sierra Nevada）積雪厚度將達1.2公尺。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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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government of Taiwan decided to give back the tax
money to its citizens this year. The amount represents about
5000NT dollars or about 200. U.S. dollars.

t is reported that the cash distribution will require the approval
of the Legislative Yuan which will take about a month. The
people of Taiwan will get the cash after the Lunar New Year.

After the ruling Democratic Progressive Party lost one of the
major elections last November, they are being reorganized to
defend their presidential power in 2024 and it looks like the
opposition party might win the next election. If they are

defeated, the party will inevitably suffer a major setback. The
consequences are unimaginable, including a government
shutdown and one of the TV stations which has never
happened before.

Coupled with the internal political disputes, Taiwan is currently
the hottest spot in Asia. The opposition party is doing its best
to regain the power.

Handing out the cash is one of the ways to buy the vot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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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iwan Government To Give Away CashTaiwan Government To Give Away Cash

台灣政府在週二
之院會中決定，在今
年稅收超徵四千五百
億中將部分發給大家
現金， 達到還稅於民
， 再次感謝全體國民
之努力。

據報導， 政府己
經開始盤點所需経費
，必須扣除預備金額
度才能開始編列預算
，必須経立法院通過
法律程序，， 至少要
一個月左右 到春節後
才能領到 。如果以一
千八百億計算，每人
至少可分到六千台幣
約美金二百元。

民進黨在台灣九
和一大選敗陣下來之
後，正在重整隊伍在

明年2024 進行總統大
選保衛戰 ，這次大選
如果失利 ，，必然會
使該黨遭到重大挫敗
後果不堪設想。

為了討好選民，
民進黨以發紅包方式
來挽救選民之好感和
支持， 也是項不錯之
方法。

台灣目前正在處
於中美兩大國之爭奪
地帶， 處境十分艱難
，加上島內政爭紛亂
， 在野之藍營正在竭
盡全力來重撐政權，
而且看來下屆選舉勝
算甚高。

我們樂見大家能
拿到現金， 過上一個
愉悅的春節。

民進黨政府要給大家發紅包民進黨政府要給大家發紅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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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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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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哈利即將於 10 日出版的回憶錄
《備胎》（Spare）有諸多細節被《衛報》
（The Guardian）搶先取得，其中包含2005年
，查爾斯將卡蜜拉娶進門，此前遭兒子們 「苦
苦哀求」勸阻，哈利提到，因為擔心她會成為
「邪惡繼母」。

綜合《鏡報》(The Mirror)及《每日郵報》
(Daily Mail Online)報導，薩塞克斯公爵哈利在
書中直指繼母為 「另一個女人」，透露和威廉
從不會干涉父親的感情生活，唯一的請求就是
不要走入第二段婚姻，但歡迎她加入家庭。還
提到，查爾斯認知到，比自己高人氣的前妻黛
安娜過世後，要讓大眾接受卡蜜拉有難度，此
前就試圖贏得孩子們的支持。不過哈利表示:
「第一次見到她(卡蜜拉)像被針扎了一次，只

要閉上眼睛，就不會感覺任何疼痛…」甚至暗

示，卡蜜拉把第一次和王室成員見面的消息洩
漏給媒體。

對於小小年紀就要承受母親車禍去世的打
擊，內心的瘡疤揮之不去，這也讓哈利對於親
情有了不同見解。 「我記得當時在想，該不會
她會殘忍對待我，但如果她像所有故事裡的邪
惡繼母一樣就好了。」更爆哥哥的料，稱威廉
其實一直懷疑卡蜜拉，這讓他感到困惑和精神
折磨，直到確定是真的之後，他第一時間感到
後悔當初沒做得事、說得話。

該書要等到下週二才會在英國上市，就如
各大媒體報導，許多內容摘要早已洩露。像是
西班牙版本書名譯為《活在陰影中》，劈頭就
能感受挑釁發言: 「為了梅根、亞契、莉莉貝
…當然，還有我母親。」

查爾斯愛到卡慘死
哈利預言 「邪惡的事」 發生了

普丁下令俄軍停火
烏克蘭不領情反批偽善

美國職業籃壇NBA已經很久沒有球員在單
場比賽中創造個人得分的超高分紀錄了, 今年
開春以來立即由克里夫蘭騎士隊的米契爾
Donovan Mitchell在地主球館對抗芝加哥公牛隊
的比賽中一口氣獨拿 71 分, 這也是自 2006 年 1
月”小飛俠”布萊恩特 Kobe Bryant 奪取 81 分
以來，單場得分最高的紀錄, 不僅如此,米契爾
還抓下了11助攻与8個籃板球, 所以71+11+8=
90這個數據也是NBA前所未有的一項歷史紀錄
, 無獨有偶的是, 在這場比賽中吃下敗仗的公牛
隊三劍客德羅贊DeRozan(44分)、Vucevic武切
維奇(20分)與拉文LaVine(26分)也表現的超神勇
, 3人的得分正好也是90分(44+20+26), 所以這
場比賽算是一場NBA近年來難得一見的經典之
戰。

事實上這一場比賽是有爭議的, 因為當比
賽還剩下4.1秒的時候米契爾在罰球時故意投不
進, 而搶先向前跑進禁區搶到了球而補進了兩
分, 因此得以打成平手而延長比賽, 不過當時他
也已經得到了58分, 所以可以再延長賽中再補
上 13 分, 創造了 NBA的歷史, 事實上公牛隊的
首席教練 Billy Donovan 當場曾經向裁判抗議,

因為米契爾在出手罰球後,球還沒有打到籃框之
前他就已經離開罰球線超前搶球, 那當然是是
犯規的舉動, 所以球賽就應該要結束了, 而根據
NBA在比賽後所公佈的LastTwo Minute Report
也證實了公牛隊的首席教練的觀點, 只是NBA
並沒有要改變紀錄, 大概是心存善意, 勉強成人
之美吧!

事實上遠在1994年的時候聖安東尼馬刺隊
的海軍上將大衛羅賓森也曾經創造過71分的紀
錄, 那哪一年更是玄之又玄, 因為他是在正規比
賽最後一場比賽時才創造出來的佳績,當年羅賓
森與大鯊魚歐尼爾競爭NBA得分王, 在最後一
場比賽之前羅賓森平均每場比賽只輸給歐尼爾
0.06 分, 結果羅賓森在隊友的全力支援下一口
氣拿下 71 分反超歐尼爾而贏得了當年的 NBA
得分王 , 真是幾家歡樂幾家愁啊!

目前 NBA 個人單場得分最高的紀錄就是
1962 年 3 月 2 日由 7 呎大帥張伯倫 WiltCham-
berlain所創造出的100分紀錄, 我相信這應該是
所有的NBA球員超越不了的歷史障礙, 除非是
NBA改變規則,新增超長距離的4分球, 否則張
大帥將永遠成為NBA的得分大王!

【李著華觀點 : 71 分奇蹟
騎士米契爾逆轉勝創造歷史】

(本報訊)俄羅斯總統普丁下令俄軍於東正
教耶誕節期間在烏克蘭停火36個小時後，烏
國總統府顧問波多利雅科反批此舉偽善，美
國總統拜登也說，蒲亭只是在替他的戰爭行
動尋找喘息空間。

法新社報導，波多利雅科（Mykhailo Po-
dolyak）在推特上回應克里姆林宮的聲明，他
寫道，俄國 「必須離開（他們）占領的土地
，唯有到那時候才會有 『暫時休兵』，別把
你們的偽善講出來」。

波多利雅科在另一份聲明中表示， 「這
完全是宣傳動作，沒別的」， 「俄國試圖尋
找方法降低戰鬥及其後勤中心被攻擊的強度
」，藉此加強軍力、重整旗鼓。

根據克里姆林宮，俄國總統蒲亭（Vladi-
mir Putin）今天下令俄軍於東正教耶誕節在
烏克蘭暫時停火，時間從1月6日12時（格
林威治時間9時）起至1月7日24時（格林
威治時間21時）止。

俄國與烏克蘭本週都在慶祝東正教耶誕
節。

這是俄國去年2月發動攻勢以來，第一次
在烏克蘭引進全面停火。

但波多利雅科表示，停火公告只是 「陳
腐的把戲」，俄方一點都不願意結束戰爭

， 「沒必要去回應俄國領導階層這種明顯的
擺布」。

對於俄國的停火公告，美國總統拜登
（Joe Biden）也說，蒲亭在12月25日與元旦
當天 「準備好轟炸醫院、托兒所和教堂」，
現在下令停火，拜登認為他只是在找喘息空
間。

德國外交部長貝爾伯克（Annalena Baer-
bock）也說，如果蒲亭真的渴望和平，就會撤
軍回國。

貝爾伯克在推特寫道： 「所謂的停火不
能為每天生活在俄國占領恐懼下的人們帶來
自由或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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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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塞內加爾兩名男議員毆打懷孕的女議員
被判入獄6個月

綜合報導 近日，塞內加爾兩名反對派議員因在國民議會的會議沖突中

掌摑並踢傷懷孕的女議員的肚子而被判處六個月監禁。而這場演變為全面鬥

毆的會議沖突近來持續發酵，進壹步加劇了塞內加爾緊張的政治局勢。

據報道，涉事的國民議會議員為馬馬多· 尼昂（Mamadou Niang）和

馬薩塔· 桑布（Massata Samb），兩人分別被判處六個月的監禁。

此外，他們還分別被罰款10萬非洲金融共同體法郎（約合人民幣

1119元），並被命令支付500萬非洲金融共同體法郎的賠償金。

被捕的尼昂和桑布並沒有出庭。他們的律師阿蔔迪· 納爾· 恩迪亞耶

（Abdy Nar Ndiaye）向法新社表示：“他們將繼續留在監獄等待上訴。”

他們的律師辯稱，鑒於他們是議員，他們可以免於被起訴，但這壹

說法遭到法院反駁。

據悉，兩人參與的沖突發生在12月1日，當時正在對塞內加爾司法

部預算進行例行投票。在女議員艾米· 恩迪亞耶（Amy Ndiaye）批評支

持反對派的宗教人物後，兩名男議員襲擊了她。

據英國廣播公司（BBC）報道，在壹段在網上廣為流傳的視頻中，

有人看到桑布走向恩迪亞耶並掌摑她。恩迪亞耶隨即扔了壹把椅子作為

報復，但同時又被另壹名男議員踢了肚子。當其他國會議員試圖平息局

勢時，壹場混戰隨後爆發。

秩序恢復後，恩迪亞耶暈倒並被送進醫院接受治療。她的律師班珠爾·西

塞（Baboucar Cisse）表示，恩迪亞耶懷孕了，人們擔心她可能會失去孩子。

西塞告訴法新社，盡管她已出院，但“仍然處於極其困難的境地”。

法新社指出，這壹事件引發了壹場關於國民議會話語和婦女權利的

激烈辯論。而事件發生之時恰逢反對家庭暴力的宣傳運動。

報道指出，繼執政黨在去年7月的選舉中失去多數席位後，這場鬥

爭進壹步加劇了塞內加爾的政治緊張局勢。在不確定塞內加爾總統薩勒

是否會在2024年尋求第三個任期的情況下，執政黨在選舉中的失敗被外

界視為薩勒失去選民支持。

英西直布羅陀問題談判受阻
西外長稱已準備好應對英“硬脫歐”

綜合報導 西班牙外交大臣阿爾瓦雷

斯（José Manuel Albares）在談及歐盟與

英國海外領土直布羅陀的關系時表示，西

班牙和歐盟已準備好應對包括英國因直布

羅陀問題硬脫歐在內的所有可能。

據報道，阿爾瓦雷斯稱“西班牙不希

望英國‘無協議脫歐’”，並補充稱，在

與英國就直布羅陀問題進行了11輪談判後

，下壹步要看英方如何行動。

直布羅陀位於西班牙半島南端，於

1703年被英國占領，後於1713年由西班牙

正式割讓給英國，但西班牙壹直聲稱對直

布羅陀擁有主權，與英國存在領土爭端。

據此前報道，二戰後，西班牙以直布羅

陀是英國殖民地為理由，要求聯合國迫使英

國將直布羅陀主權“歸還”西班牙。在聯合

國調停下，直布羅陀居民於1967年舉行公民

投票，以99.64%以上的比例要求維持英國對

直布羅陀的主權，反對西班牙接管。2002年

直布羅陀再次舉行全民公投，以高達98.97%

的比例要求維持英國對直布羅陀的主權。

在2016年的英國“脫歐”公投中，直

布羅陀96%的選民投票選擇留在歐盟，再

次引發西班牙對其主權聲索主張。公投結

束後的次日，西班牙立即發表聲明要求英

西共管直布羅陀。但直布羅陀首席部長皮

卡多駁斥這壹要求稱，直布羅陀兩次全民

公決結果表明了直布羅陀公民的意誌，主

權問題不容談判。

2020年 12月 31日，時任西班牙外交

大臣岡薩雷斯在新聞發布會上宣布，西班

牙與英國政府已達成協議，直布羅陀暫不

“脫歐”，且仍將在至少未來六個月之內

繼續執行申根區、關稅制度等歐盟政策。

對此，直布羅陀政府表示，該協議為英

歐雙方談判奠定了基礎。該談判旨在將上

述協議轉為正式條約，於2021年10月開始

。最近壹次談判於2022年12月14日舉行

，系雙方第11次談判。

據報道，在西班牙、歐盟與包括直布

羅陀官員在內的英國代表團對峙中，雙方

試圖回避英西兩國間長達數百年的主權爭

端，將重點放在雙方能夠達成壹致的問題

上。例如，每天有15000人從西班牙出發

前往直布羅陀工作，如何保障他們自由通

行？如何保持邊境兩邊經濟繁榮？

然而，上述通勤問題也引發了雙方提

案的另壹分歧：哪國將檢查抵達直布羅陀

機場旅客的護照？西班牙壹再重申，作為

申根成員國，應由西班牙警方檢查旅客護

照。然而，英國正推動歐洲邊境管理局

（Frontex）承擔這壹工作。《衛報》指出

，這壹問題似乎阻礙了雙方對話，各方未

就最新提案達成壹致。

對此，阿爾瓦雷斯稱，“顯然，我們

不能壹直如此，沒有進展，英國必須明確

表示，它是否希望達成這份涉及直布羅陀

問題的全球性協議。”他還稱該提案“合

理且平衡”，並稱西班牙“準備明天簽署

（該提案）”，且拒絕透露西班牙和歐盟

願意繼續談判多長時間。

英國外交部在壹份聲明中表示，計劃

在未來幾周進行進壹步討論，並稱該國外

交大臣詹姆斯· 克萊弗利（James Cleverly

）與阿爾瓦雷斯在去年12月中旬舉行的會

談為“富有成效的討論”。聲明稱，“英

國仍然堅定地支持直布羅陀，不會允許任

何損害其主權的事情發生”。

特斯拉因涉嫌虛假廣告
在韓國被罰款220萬美元
綜合報導 韓國反壟斷監管機構將對特斯拉(TSLA.US)處以28億韓元(大約

220萬美元)的罰款，處罰原因是該公司涉嫌違反了韓國的廣告法，這也使得這

家全球電動汽車領導者在尋求擴大其在亞洲市場的業務方面遭遇重大挫折。

據了解，韓國公平貿易委員會周二發布的壹份聲明稱，特斯拉虛假

宣傳並誇大了旗下電動汽車的行駛裏程和充電速度，以及通過使用其車

輛節省的燃料成本。在去年2月，當監管機構發起調查時，埃隆· 馬斯克

領導的這家電動汽車制造商更改了其韓語網站上的廣告。

除了基本的罰款項，韓國監管機構表示，特斯拉沒有向消費者提供

足夠的取消或退訂措施相關的信息，將以違反電子商務法的名義對特斯

拉追加罰款100萬韓元。根據該份聲明，委員會將向特斯拉發出通知，

要求其糾正這些行為。

根據韓國交通部公布的數據，特斯拉自2015年在韓國開設辦事處以

來，截至9月底，特斯拉已在韓國銷售了45812輛電池動力的環保型汽車

。這壹銷量使其成為韓國第三大環保型汽車品牌，在當地時間市場的份額

達到13%，僅次於韓國國內汽車制造商現代汽車及其子公司起亞汽車。

以色列新任外長就職演講：
在烏克蘭問題上，以色列政府會少說話

綜合報導 以色列新任外交部長埃

利· 科亨（Eli Cohen）當天發表就職演

講，闡述內塔尼亞胡政府未來的外交

戰略。科亨表示，本屆以色列政府會繼

續向烏克蘭提供人道主義援助，但會減

少涉及烏克蘭局勢的言論。

“在俄烏問題上，我們肯定會做壹件

事，在公開場合少說話。”科亨對以色列

外交部官員們說，“我們將準備壹份由外

交部提交給內閣的詳細報告，以制定負責

任的政策。不過無論如何，對烏克蘭的重

大人道主義援助將繼續進行。”

科亨同時還宣布，他將在當地時間3

日與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舉行會談，並

在隨後會見歐洲其他國家的外長。

科亨在此次演講中強調，鞏固以色

列與美國的關系依然是內塔尼亞胡政府

的首要任務，“和過去壹樣，未來我們

的優先事項，是與我們最親密的盟友美

國的戰略關系。以美關系是不可替代的

，這是壹種長期的戰略夥伴關系，基於

共同的價值觀和利益。”

他同時認為，歐洲在安全和能源方

面遭遇的挑戰使得以色列成為“關鍵角

色”，這將給以色列提供壹個深化和加

強與歐洲國家關系的機會。

美國《國會山報》稱，科亨已經在

與美國國務卿布林肯進行了首次通話，

雙方討論了美國對以色列安全的承諾、

以色列進壹步推動區域壹體化以及伊朗

核問題等事宜。但布林肯在通話中也強

調，美國反對任何可能危及巴以問題

“兩國方案”的政策。

烏克蘭政府此前已多次呼籲以色列

提供軍事援助，但以色列始終不願答應

烏方的請求，這在兩國之間引發了壹場

外交風波。

美國Axios新聞網援引幾名以色列和

烏克蘭官員的消息稱，以色列總理內塔

尼亞胡曾在12月30日致電烏克蘭總統澤

連斯基，呼籲烏方在聯合國大會投票反

對涉巴領土決議，或者至少投出棄權票

。澤連斯基則要求以色列改變政策，向

烏克蘭提供防禦系統以應對俄羅斯的導

彈和無人機攻擊。

根據烏克蘭官員的說法，內塔尼亞

胡沒有在通話中做出任何承諾，但表示

他準備在未來討論烏方的要求。然而，

澤連斯基對這壹答復並不滿意，因此他

拒絕了以色列的要求，並指示烏克蘭常

駐聯合國代表缺席聯大投票。

壹名烏克蘭官員表示，“兩位領導

人都不滿意，他們都沒能得到自己想要

的。”以色列高級官員則指出，盡管烏

克蘭沒有對決議投出贊成票，但烏方也

沒有按照以色列的期望投出反對或棄權

票，而是選擇不參加投票，這讓以方感

到很失望。

聯合國大會通過決議，要求國際法

院對以色列占領的巴勒斯坦領土的法律

後果發表意見。該決議得到了87個國家

的支持，包括美國、以色列、英國、德

國、意大利和剛果（金）在內的26個國

家投出了反對票，另有53個國家選擇棄

權。

該決議要求國際法院就以色列持續

“占領、殖民和吞並”約旦河西岸和加

沙地帶所產生的法律後果，以及“旨在

改變聖城耶路撒冷的人口構成、特征和

地位的措施，以及通過相關歧視性立法

和措施所產生的法律後果”提供咨詢意

見。

同時，該決議還要求國際法院解釋

以色列的具體政策和行動如何“影響占

領（巴勒斯坦領土）的法律地位”，並

就該法律地位對所有國家和聯合國產生

的法律後果提出意見。

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拒絕接受這壹

結果，他回應稱，猶太人並非“自己土地

的侵占者”，任何聯合國決議“都不能歪

曲該歷史真相”，以色列不會接受這種

“卑鄙決定”的約束。科亨在2日的演講

中還反過來指責巴勒斯坦，聲稱巴勒斯坦

領導層“鼓勵攻擊猶太人”。

巴勒斯坦方面則對投票結果表示

歡迎，巴勒斯坦民族權力機構主席馬

哈茂德· 阿巴斯的發言人表示，以色列

“是時候成為壹個受法律約束的國家，

並對其向我們的人民犯下的持續罪行負

責了”。

國際足聯擬將“貝利球場”遍布全球
綜合報導 將持續壹整天的

球王貝利遺體告別儀式，目前

仍在桑托斯市的維拉貝爾米羅

體育場進行。在這座球王曾經

征戰過的球場裏，人們紛紛前

去向他做最後的告別。國際足

聯主席因凡蒂諾出現在吊唁的

人群當中，他在接受采訪的時

候表示，國際足聯將要求每個

旗下協會用貝利的名字命名壹

座球場。

維拉貝爾米羅體育場外早早

就等候著大批等待進場吊唁的球

迷，他們揮舞著黑白旗幟，向這

位巴西足球巨星致以最後的敬意

。球王的靈柩由貝利的兒子和巴

西球星澤羅伯托等人擡入現場，

安放在球場中央，周邊擺滿各界

人士獻上的花圈。

維拉貝爾米羅體育場是巴甲

球隊桑托斯隊的主場，桑托斯隊

曾是貝利球員生涯中最重要、也

是最輝煌的壹站，他曾在1956

年到1974年效力桑托斯隊18年

之久，其間共出場638次、打進

619球。如今，這片球王曾經驚

艷世人的場地，成為球迷們和貝

利做最後告別的地方，維拉貝爾

米羅體育場迎回自己的球王，在

他的生命定格在82歲的這壹年

。絡繹不絕的吊唁人群有序地排

隊步入球場，紀念這壹代球王。

人群中有步履蹣跚的老人，他們

曾親眼見證過貝利的比賽和輝煌

；還有年輕壹代的球迷，他們對

貝利的了解只是通過模糊的影像

資料，但是貝利對於巴西足球的

貢獻和影響是壹代又壹代地相傳

，直至今日並將影響未來。

國際足聯主席因凡蒂諾抵

達告別儀式的現場，他在接受

采訪的時候表示，貝利是永恒

的，“作為國際足聯，我們將

尊重球王應得的榮譽。在這個

時刻，我們將要求世界各地每

個聯賽的每壹場比賽默哀壹分

鐘。”因凡蒂諾還傳達出壹個

重要的信息，國際足聯將要求

全世界所有211個旗下協會用

貝利的名字命名壹座球場。

“貝利給世界帶來快樂，所以

我相信給球場命名是壹個重要

的方式，球場是人們踢球的地

方，當幾十年甚至100年後的

孩子在世界上任何國家的貝利

球場進球時，誰也不會問：貝

利是誰？”因凡蒂諾說。

從此，球王貝利將長眠於人

們的心中。他的時代已經遠去

，但又似乎從未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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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聯邦眾議院今天陷入更深的危機，議長
人選呼聲最高的共和黨員麥卡錫因黨內極右翼杯葛，經過第7
輪投票仍沒法出線，這場3天來癱瘓眾院的僵局依然無解。

法新社報導，麥卡錫（Kevin McCarthy）自家陣營約有20
名強硬派阻擋他成為議長，昨夜他全面妥協，試圖消除自家人
的反對。

但他的提議似乎被當成耳邊風，今天開頭的投票仍無法贏
得任何一位反對者的選票，而這已是眾院開議後的第7輪投票
。共和黨在新一屆眾院以些微差距占多數。

57歲的麥卡錫之前歷經混亂的48小時、總共6輪投票後，
仍未能拿下議長位置，而且每輪得票數都輸給民主黨聯邦眾議
員傑福瑞斯（Hakeem Jeffries）。

傑福瑞斯在6次投票中都獲得212票，代表民主黨應是一
票未跑，但若無共和黨人倒戈，民主黨幾無可能拿下議長寶座
。

傑福瑞斯在國會大廈告訴記者： 「我希望今天共和黨眾議
員會停止爭吵、中傷、暗箭傷人，好讓我們能擁有美國人民的
支持。」

（綜合報導）美國海軍第七艦隊在聲
明中說，美國海軍勃克級飛彈驅逐艦鍾雲
號（USS Chung-Hoon, DDG-93）在當地
時間5日例行性通過台灣海峽。

聲明中說，行經的水域符合國際法的
公海航行和飛越自由適用範圍。

聲明指出，這艘船艦在台灣海峽行經
的水道，不在任何沿海國家領海範圍內。

聲明還說，鍾雲號通過台海，展現美
國對自由開放印太地區的承諾；美軍在國
際法允許的任何地方飛行、航行與執行任
務。

就業數據強勁聯準會可能再升息
美股收低 道瓊下挫339點

經6輪表決美眾院議長仍難產
拜登：真是尷尬

議長難產百年僅見 美眾院陷空轉窘境

（綜合報導）經過 2 天表
決還是沒能選出議長，連總統
拜登都直呼 「非常尷尬」。

法新社報導，共和黨內議
長 人 選 呼 聲 最 高 的 麥 卡 錫
（Kevin McCarthy） 在 昨 天 3
輪投票失利後，今天經過連續
3 輪投票仍無法當選眾院議長
，迫使眾院暫時陷入停擺狀態
。

面對共和黨人無法達成共
識，美國總統拜登今天表示，
眾院議長選舉陷入膠著 「令人
尷尬」，並表示全球都在關注
。

拜登前往肯塔基州前對記
者說： 「我覺得他們花了這麼
多時間來回表決，真令人尷尬
。」

拜登說： 「全世界都在關
注。你知道，他們都在看我們
能否齊心協力。」

這是一世紀以來，眾議院
首次未能在首輪投票產出議長
人選。1923年眾議院表決9次
才讓時任共和黨籍眾院議長吉
勒特（Frederick Gillett）連任
。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萊斯
（Ned Price）說，即使眾院共

和黨人在議長選舉發生內鬨，
美國民主模式也不該受到質疑
。

普萊斯對記者說： 「我們
從來都沒有說，民主進程毫無
波折，或民主制度在運作方面
天衣無縫。」

「而是在遵循流程、尊重
制度之下，最終達成每個人都
能接受的結果。」

「這就是民主運作的證明
，即使這個過程可能比過去
100 年來花費的時間稍長一點
。」

美眾院議長選舉第美眾院議長選舉第77輪投票輪投票
麥卡錫仍無法出線麥卡錫仍無法出線

美國第七艦隊：鍾雲號驅逐艦5日通過台灣海峽

（綜合報導）美國聯邦眾議院新會期重歸共和黨之手，但
議長人選呼聲最高的麥卡錫卻因黨內極右翼杯葛，多輪投票都
沒法出線，眾院非但議長難產，議員也無法宣誓就職，陷空轉
窘境。

「紐約時報」報導，共和黨去年期中選舉在眾院拿下過半
的222席取得微幅多數優勢，在218票議長當選門檻下理論上
只要共和黨人齊心，黨內的議長人選就能過關。然而在3日的
投票中，麥卡錫（Kevin McCarthy）最多僅獲203票，4日的投
票還掉到201票。

● 沒有議長 美形同癱瘓一半
反觀民主黨則團結一致支持自家的紐約州聯邦眾議員傑福

瑞斯（Hakeem Jeffries），他在6次投票中都獲得212票，代表
民主黨應是一票未跑，但若無共和黨人倒戈，民主黨幾無可能
拿下議長寶座。

議長難產的聯邦眾議院幾成毫無功能的空殼，因為在選出
議長前，當選的眾議員無法宣誓就職，各部會也不能就緊急狀
況向眾議院報告，也沒有任何法令能通過，立法程序全卡關。

不僅如此，議長懸缺下眾議員們無法監督聯邦政府或履行

其他職責，像是無法在各委員會傳喚證人，也不能從事選民服
務。眾議員們因未宣誓就職，就不是正式的國會議員，從而喪
失從軍方和情報機構取得機密簡報的安全許可。

依1947年的 「總統繼位法案」（Presidential Succession Act
），眾院議長的總統繼位順序僅次於副總統，影響力堪稱美國
政壇第三把交椅。

200多年來，眾院一直遵循憲法及一項1789年的法律條款
為運作的法理基礎。根據 「美國修訂製定法」（Revised Stat-
utes of the United States），國會第一會期 「展開任何其他事務
前」，必須先由議長宣誓就職，再由議長監督議員們宣誓就任
。

依 「美國修訂製定法」與另一自1869年3月4日以來的慣
例，選出議長已成為每屆眾議院的優先要務。相關慣例於1997
年1月7日再獲確認，當時眾議院執事裁定，比起因道德審查
延後議長選舉的訴求，選出議長擁有更高的憲法優位性。

● 還有哪些可能議長人選
路透社報導，這次眾院議長難產原因在於共和黨內約20名

極右翼議員無視前總統川普要黨內團結的呼籲，拒絕支持他們

認為意識形態靠不住的人選，等於不再遵從川普號令。
眾院上一次議長難產得要回溯至1923年，距今已一世紀之

久。
儘管共和黨在去年期中選舉以222席對212席的些微差距

奪回眾院（眾院過半門檻為218席），但這次議長選舉對眾院
共和黨而言可謂開局不利，黨內鬥爭也凸顯共和黨在2024年總
統大選可能面臨的挑戰。

共和黨內杯葛麥卡錫者3日票投俄亥俄州的黨籍聯邦眾議
員喬丹（Jim Jordan），儘管保守派的喬丹支持麥卡錫；有望成
為眾院共和黨領袖之一的路易斯安那州聯邦眾議員史卡利塞
（Steve Scalise）也被視為可能替代麥卡錫的議長人選。

黨內極右翼扯後腿之舉已令共和黨人備感受挫，認為已拖
延共和黨準備對總統拜登和家族商業交易啟動的調查，以及推
動移民、能源和其他問題等重要立法工作計畫。

已有共和黨人不諱言，黨內極右翼若繼續阻撓，恐迫使他
們須轉與民主黨人合作，選出溫和的共和黨人出任議長。但民
主黨議長候選人傑福瑞斯告訴媒體，共和黨還沒與他們接觸。

（綜合報導）美國就業數據顯示，儘管聯
邦準備理事會（Fed）多次升息來抑制通貨膨
脹，勞動市場表現依舊強勁，華爾街股市主要
指數今天收跌1%以上。

道瓊工業指數下挫339.69點或1.02%，以
32930.08點作收。

標準普爾500指數挫跌44.87點或1.16%，
收3808.10點。

科技股那斯達克指數下滑 153.52 點或
1.47%，收10305.24點。

費城半導體指數下跌 50.94 點或 1.98%，
收2518.52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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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5 年的一天，三千多名“幸运观众”收到

华盛顿州一场足球赛的免费赠票邀请，需要他们在

某日上午 9 点前往华盛顿会议中心的一处早午餐

会兑换。当天，一百多人欣然赴约。

然后被一网打尽。

实际上，这份邀请函来自一家虚构公司，设局

者是来自美国大都会警察局和其他各地的执法人员

，而“幸运观众”则是各种刑事犯罪逃犯。警方试

探性地向这 3000 多名逃犯的最新通讯地址发送邀

请，并亲自扮演引座员、清洁工、餐饮人员，甚至

还有体育电视台的官员。

这样朴素又挺有创意的方法，在今天已成历史

，但大型体育赛事依旧是警察与罪犯共同紧盯的机

会。犯罪与追捕不再需要笨拙的手法，现在的套路

里，技术扮演着重要角色。

今年的世界杯接近尾声，观赛人数已达 20 亿

。在这样一个万众瞩目的盛会中，“聪明”的罪犯

们又整出了哪些新花样呢？

价格为$0.000000000001202的世界杯虚拟币

本届世界杯期间，大量不同背景的虚拟货币出

现，最为常见的是粉丝代币（Fan Token），由俱

乐部或国家队发行，持有者在表达对球队支持的同

时，还能获得 VIP 席位、参与俱乐部管理等权益

。代币的价值也可随着俱乐部的发展而上涨。

非官方背景的粉丝代币也如雨后春笋般冒出，

大多包含“世界杯”“卡塔尔”“足球”“狗狗”

等关键词。Football INU（足球狗狗）就是这样一

款非官方代币。该币的标志是一只头戴粉紫色眼罩

、穿粉紫色运动衣的狗狗，据部署者介绍，它们的

主要目标是成为世界杯的吉祥物，并与足球巨星建

立合作。

部署者还有更大的野心——希望复制现实足球

生态，打造一个元宇宙版的足球世界。它规划了一

系列功能，比如让玩家创建、培养和交易自己的

NFT 足球运动员，组建球队和俱乐部，甚至运营

体育场馆等。

大饼一推，吸引了好些寻找机会的球迷。历史

数据显示，该币 24 小时交易量达到 25 万美元，

在非官方的世界杯代币中已算不错。

但两周之后，就有多位投资者指出，该币无法

正常出售，也有评论者称自己在该币的 Telegram

频道提出质疑时被移出群聊。目前，大部分交易平

台上已无法正常查询到该币的记录。

种种迹象表明，这很可能是一次打着“世界杯

”名号的退出（Rug Pull）骗局。

在这类骗局中，部署者会在智能合约中植入恶

意代码，让自己能禁止投资者转售代币、修改余额

等。这样，投资者就会不知不觉被“套牢”，无法

撤出资金。

他们先以各种方式吸引投资者进场。世界杯这

种四年一度的盛事，更是天然的噱头。当投资者足

够多时，部署者就在短时间内抛售，将代币兑换成

其他加密货币，而被抛售的代币价格则迅速归零。

本 文 写 作 时 ， 该 币 的 交 易 价 格 仅 为

$0.000000000001202（省流：到小数点后 15 位）。

这不会是唯一的一场退出骗局，毕竟世界杯是

虚拟货币届最爱的赛事之一。根据加密货币平台

KuCoin 的调查，有近 70% 的投资者密切关注世

界杯，48% 的投资者有意向进行交易。

全能通行证=全能大漏洞？

还有一个惊天漏洞，握在每一位入境球迷手中。

临时签证哈亚卡（Hayya Card）是东道主卡塔

尔力推的应用。它是世界杯期间的限定“一码通”

，主要在入境、入场、乘坐公共交通时使用。

申请者通过邮箱注册账号后，申请页面依次要

求提交有效的票据编号、外国游客证件照、护照照

片，联系电话和紧急联系人等。申请通过后，哈亚

卡将成为每位球迷在卡塔尔的全能通行证。

但也成为一个全能漏洞。

网络安全公司 SOCRadar 和 Recorded Future

都称，他们在暗网黑市中监测到有人售卖标记着哈

亚卡申请主页“qatar2022.qa”的账户数据包。这些

数据包分布在不同的暗网商店，已发现的就有

181 个。大多数数据包都与子域“hayya.qatar2022.

qa”关联，正是注册哈亚卡的系统域名。这意味着

，申请哈亚卡的球迷数据很可能已经泄露，成为某

种程度上的透明人。

报告透露的信息表明，这些哈亚卡相关数据可

能包含会话 cookie、IP 地址、浏览器指纹和受害

者帐户密码等。一旦落入他手，对方便能访问受害

者账户，获取包括商业电子邮件在内的敏感信息。

这些数据通过加密货币进行出售，定价依账户数量

、类型和受害者所在地而定。

不仅哈亚卡，被称为卡塔尔健康宝的 Ehteraz 也

有类似隐忧爆出。IT 杂志 The Register 刊文称，

Ehteraz 应用允许服务器远程访问用户图片、视频

（尽管该应用否认这一点），自动拨打电话，还要求

后台定位服务始终保持开启状态。这种情况甚至能持

续到用户离开卡塔尔。有鉴于此，德国、法国、挪威

的数据保护相关机构都建议本国旅客慎重安装。

蹭热点的电脑病毒

1998 年法国世界杯冠军赛当天，流行起一款

叫 ZMK 的病毒，也叫世界杯狂热（World Cup

Fever）或世界杯 98（WorldCup 98）。之所以得名

，大概是因为其行为仿佛狂热球迷的玩笑：感染者

打开 word 文档，电脑会弹出一个法语对话框，

在 9 个队伍中，挑选你认为会夺冠的队。选中了

安全过关，选错了电脑拜拜。

这是一场赌博，唯一的“正确答案”并不来自

现实中的赛况，而是来自病毒的随机挑选。有 8/9

的几率，你会收到病毒的“遗憾道歉”，同时病毒

被激活。它含有两个随机激活的路径，一个会用含

有“98 世界杯真是太棒了! ! ！”的指令覆盖你的

文件；另一个则删除你的重要系统文件。

好在目前还没有与 2022 年卡塔尔世界杯相关

的电脑病毒的消息。上面提到病毒在目前的防护软

件面前已经基本构不成威胁，取而代之的是如勒索

软件这样更隐蔽、破坏力也更大的新型恶意程序。

总之，大型活动和纪念日是病毒（不管是电脑

还是自然界）的高发期，开启防护，不轻易点击来

路不明的链接和文件总是没有错的。

搅浑水的假信息

2017 年 7 月 15 日晚，一篇名为《部分阿拉

伯国家要求国际足联撤销卡塔尔举办 2022 年世界

杯资格》的文章出现在与瑞士媒体 The Local 极为

相似的刊文网站上。文章引述国际足联主席詹尼· 因

凡蒂诺的消息，称沙特联合其他五国以卡塔尔支持

恐怖主义为由，要求取消该国举办世界杯的资格。

当时卡塔尔正值外交危机，与沙特等国关系恶

化，这条消息无疑会搅动地区风云。该文章随后被

转载扩散，受到各路媒体的关注和引用，其中包括

路透社这样的知名媒体。

进入公众视野后，这则消息引来了更多转发。

一些自称为记者、学者的账号开始在推特等社交媒

体扩散以上文章链接，或在其他第三方平台撰文并

对这一“新闻”加以引用，其中不乏有一定影响力

的人士。

一圈一圈的转发中，这则新闻声势越来越大。

然而，仅仅一天后，The Local 联合创始人就

否认了该文与 The Local 的关系，并称刊载文章的

网站为仿造。紧接着，路透社、BBC 等多家媒体

也对此做了澄清，撤回了不实文章。

多伦多大学蒙克国际研究中心下属的跨学科实

验室公民实验室（Citizen Lab）溯源了最初转载该

文章的几个个人账号，发现这则假新闻很可能与一

个名为“无尽蜉蝣（Endless Mayfly）”的虚假信

息散布网络组织有关。

这是一个从 2016 年起就开始运作的组织，拥

有大量的仿造网站和个人账号，特点是散播针对沙

特、美国和以色列的负面假新闻。组织会在短时间

后删除这些假新闻，但舆论已被搅动，继而影响地

缘政治局势。

大型赛事里，假消息从来不会缺席。这些消息

来源繁多，一些可能只是煽动情绪、供人猎奇或擦

边营销，但另一些则可能有组织、成规模，背后有

黑客团体甚至某些国家的支持。近些年，我们一次

次目睹舆论在现实中产生的旋涡，真假难辨、影响

范围又极大的各类消息成了现实中获取利益、力量

博弈的一把“暗器”。世界杯自然也不能幸免。

一张 C 罗送给你的免费球票有待领取

当然，大家最有可能遇到的还是“恭喜你抽中

免费门票”、“我是 C 罗，给我打钱”这类的诈

骗信息。

2021年10月到2022年10月间，网络安全公司

Recorded Future 就录得 669 次与卡塔尔世界杯相

关的网络钓鱼事件，涉及世界杯的多个环节，包括

比赛赠票、免费直播、住宿和机酒预订等。

还有的诈骗团队会搭建与世界杯官方网站相似

的假网站。同样是在截至 2022 年 10 月的一年间

，至少有近千个带有“fifa.com”或其他世界杯关键

词的域名出现。

还有一些骗子不仅要冒充世界杯官方，还要冒

充与本届世界杯有关系的第三方。网络安全公司

Group-IB 爆料，有一家犯罪团伙以卡塔尔一家颇有

实力的石化公司名义发放调查表格，称完成表格的

人将获得公司赠送的世界杯门票。

还有的诈骗团队盯上了想在世界杯上找工作的

人，它们制作假的求职网站（对，是网站而不是职

位），还在社交平台上创建 30 多个页面来推广网

站，颇费一番功夫。

这些诈骗大多要求受害者提交姓名、护照、电话

、住址、金融账号、支付密码等信息，进可盗取财物

，退可出售身份信息。有的信息或网站还带有恶意链

接，可以让恶意程序在不知不觉中植入受害者设备。

也有好消息

不要太灰心，体育赛事即是技术犯罪的温床，也

是技术辅助安保的好时机。人脸识别就是一个案例。

早在 2001 年，美国的超级碗比赛就秘密应用

了人脸识别，从 71,000 名与会者中产生了 19 次

可能的面部匹配（由于为实验性质，当时没有进行

抓捕）。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2014年的巴西世界

杯，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包括2021年的东京奥运

会，人脸识别都是重要的安保措施。

大型赛事里的人脸识别大多用于运动员、记者

、赛事工作人员等专业人士的通行。主办方将事先

录入的面部图像与带有 IC 芯片的通行证信息关联

后，再向有关人员发放通行证。通过匹配面部图像

与通行证信息，入场者就能像高铁检票口刷卡一样

顺畅进入，不仅能防止通行证盗用冒用，还能减少

人员聚集，减轻现场工作人员的负担。

除了通行，人脸识别还有一个能力——抓逃

犯。英国南威尔士警方就在大型赛事中用 AI 面

部识别辨认在逃嫌犯。这款程序能自动从摄像头

拍摄的画面中提取人脸，与储存了 50 万罪犯嫌

疑人图像的数据库进行搜索匹配，从中识别出在

逃人员。

不过抓逃犯的错误率有些高，在 2017 年的欧冠

联赛决赛期间，这套 AI 系统发出了 2470 次警报，

但里面 2297 次都是错报，错误率高达 92%。此后

，该系统经历多次调试，在后来的 15 场体育赛事和

音乐节中再度投入使用，但错误率一直极高。

根据美国一项研究，人脸识别算法或多或少存

在年龄、种族、民族偏见，非白人族裔的识别错误

率一直偏高。

2019 年，南威尔士的面部识别系统还被告上

法庭。法院裁定这套系统违反人权法，在隐私方面

没有进行令人满意的评估，也未考虑阻止算法在性

别、种族方面的偏见。

不过，南威尔士警方依旧死磕人脸识别。今

年 3 月，警方在加迪夫市中心恢复了面部识别系

统的部署，至今已在两场体育赛事中投入使用。

不知道 AI 这次有没有认准一些。

世界杯上进球的花样多，犯罪的花样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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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

綜合報導 日本東京大學、新潟大學等

機構研究人員在新壹期美國《天體物理學

雜誌》上發表論文說，他們分析日本紅外

天文衛星ASTRO-F的觀測數據發現，在低

溫環境下形成含氮分子的過程中，紫外線

發揮著重要作用，並獲得了氘隱藏於星際

空間有機物中的觀測證據。這將幫助人類

解開宇宙物質進化之謎。

東京大學日前發布的新聞公報介紹，在

宇宙空間的低溫環境下，氮元素如何形成對

於生命體極其重要的成分氨基酸，仍然是壹

個未得到充分解釋的課題。同時，作為宇宙

中物質進化重要指標的氘元素（氫的同位素

之壹），科學家迄今只檢測到少量含氘元素

的氣體，大量氘元素的藏身之處未明。

研究小組此次詳細分析了ASTRO-F此

前獲得的恒星AFGL2006周圍的近紅外分光

光譜，發現低溫環境下含氮的氰酸根離子

的存在量與紫外線強度密切相關。這表明

，在宇宙空間的低溫環境下，形成氨基酸

等含氮分子的化學過程初期階段，紫外線發揮著重要作用

。

另壹方面，氘元素的存在量是分析宇宙中恒星形成歷史

的重要指標。公報說，氘元素形成於宇宙大爆炸後的很短時

間內，之後在恒星內部的核聚變過程中慢慢減少。而迄今為

止借助紫外線觀測，科學家們只檢測到少量含氘元素的氣體

，遠低於理論預測的宇宙空間氘元素存在量。因此，科學家

們猜測氘元素另有隱蔽的藏身之處。

借助ASTRO-F的觀測數據，研究人員找到了多環芳香烴

中含有氘元素的證據，證明這類宇宙空間中大量存在的有機

物是氘元素的隱藏之所。

公報說，本次觀測的對象是周圍帶有被電離的氣體且放

出強紫外線的年輕大質量恒星周圍的高密度低溫區域，獲得

的成果將有助於探索宇宙中物質的進化以及生命的起源。

ASTRO-F是日本首顆紅外天文衛星，於2006年2月升空

，2011年11月退役。

日本皇宮時隔3年恢復舉辦新年朝賀活動
壹天超五千人到訪

綜合報導 日本皇宮舉行“新

年壹般朝賀”活動，這是自2020

年1月之後，時隔3年重新恢復舉

辦新年朝賀活動。

據日本廣播協會（NHK）報

道，新年的第二天，德仁天皇、

雅子皇後、秋筱宮夫婦等皇室成

員站在宮殿長和殿的陽臺上，向

參加新年朝賀的民眾揮手致意。

這是愛子公主首次參加朝賀活動

，2021年12月她年滿20歲，曾表

示將珍惜每壹次公務，並全力以

赴去完成。

德仁天皇致辭說，“在過去

3年，大家因為新冠的傳播和其

他原因而面臨許多困難。時隔3

年，很高興能和大家壹起慶祝新

年。新年伊始，祝願我國和世界

人民幸福。”

受到疫情影響，此次新年朝

賀活動限制到訪民眾的人數。日

本宮內廳采取了提前報名的方式

，抽簽選出約9600人。根據當天

簽名處的登記記錄，約有5300多

人到訪皇居參與朝賀。

《就業綜合法》遭指違憲，印尼總統佐科簽緊急條例以替代該法

綜合報導 印尼總統佐科· 維多多簽

署壹項緊急條例，以取代此前引起爭議

的《創造就業綜合法》（就業綜合法，

Omnibus Law）。這項法律被佐科政府

奉為關鍵的政績，卻被印尼憲法法院於

2021年裁定公眾咨詢不足，其通過過程

存在缺陷。

據報道，根據印尼憲法法院去年做

出的裁定，《就業綜合法》的修訂過程

存在缺陷，立法機構必須在兩年內重新

啟動立法過程，否則會被視為違憲。

面對這壹狀況，佐科政府2022年12

月30日以“2023年全球經濟存在不確定

性”為由簽署緊急條例，以代替《就業

綜合法》發揮作用。壹些法律專家對佐

科的做法提出批評，認為這是政府繞過

立法機構的劑量。

“我們知道現在看起來我們很正

常，但全球的不確定性、風險正困

擾著我們……事實上，世界並不太

平。”佐科在最近舉行的壹場新聞發

布會上說。佐科稱，印尼經濟在 2023

年將依賴於投資和出口，法律上的確

定性對維持投資者對印尼的良好認知

非常重要。

據新加坡《聯合早報》報道，佐科

2020年11月簽署了《就業綜合法》——

該法也被稱為“新勞工法”——以減少

經商上的繁文縟節、吸引外資、增加就

業。路透社指出，《就業綜合法》的修

訂涉及70多部法律，對印尼的商業規則

有所簡化，因此受到外國投資者的稱贊

。

盡管如此，這壹“新勞工法”引起

了勞工、學生、環境團體的全國性抗議

，這些團體指控該法削弱了對勞工和環

境的保護。

印尼政治、法律和安全事務協調部

長穆罕默德· 馬赫福德· 馬赫莫丁（Mo-

hammad Mahfud Mahmodin）強調，總統

佐科在當下需要采取“戰略措施”，因

為遵守立法的常規程序將“花費太長時

間”。另有印尼政府高級官員解釋稱，

政府簽署緊急條例的背景是2023年的全

球經濟衰退風險、烏克蘭危機、全球能

源與糧食等領域的危機、氣候變化等。

去年早些時候，印尼國會議員曾向

路透社表示，他們計劃重新展開《就業

綜合法》的審議工作，以遵守憲法法院

裁決。

印尼詹特拉法學院（Jentera）憲法

專家比維特裏· 蘇珊蒂（Bivitri Susanti）

批評稱，佐科政府批準緊急條例的舉

動“荒謬”且“不合適”，因為這將

削減立法機構針對《就業綜合法》

的辯論時間

。她認為，

現在並沒有

所謂的 “ 緊

急情況”，

這是佐科在

制造“既成

事實”。

目前，

印尼國會正

在休會階段

。 1 月 10 日

後印尼國會

將重新召開，並維持約4個月的議事。

由印尼政府簽署的緊急條例通常立即生

效，但緊急條例只有在下屆國會結束前

獲得國會認可才能成為永久性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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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 20X  

Overall Odds are 1 in 4.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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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umbo Bucks 

Overall Odds are 1 in 4.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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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境童返校迫切 盼盡快納入名額
疫情之前，深港口岸之間

每天有近3萬名跨境學童往返
兩地求學生活，其中近2萬學
童由福田口岸出入境，他們也

是最迫切希望盡早復常通關的群體之一。疫情3年
以來，他們的生活遭遇巨大的衝擊，不少人只能
長時間上網課，面臨成績直線下滑的困境，有些
家庭為了孩子的學習不得不臨時在香港租房陪
讀，背負沉重的開銷。而今復常通關在即，跨境
學童家庭迫切希望能夠在出入境往返便利上盡快
有明確政策，讓孩子和家庭盡早恢復正常學習和
生活。

張姐是疫情期間眾多赴港陪讀的媽媽之一，
在堅持了30個月左右的網課後，看到兒子的成績
從班級前幾名一路下滑到中下游，“原本有希望
衝Band1中學，現在有可能要掉到Band3”，她終
於按捺不住到香港租房，讓孩子恢復面授課程，
以爭取第二次呈分試能夠有較為理想的成績。

一起赴港的還有兩位朋友的兩個孩子，“他
們的家長有工作，也還要照顧家裏其他孩子，沒
辦法過來，只能讓我一起照看。”帶着3個調皮的
男孩子，張姐幾乎每天都是手忙腳亂，“3年網
課，孩子每天都在家裏對着媽媽和iPad，跟同學
相處的時間幾乎為零。憋得太久，他們一見面每

天都有說不完的話，在一起瘋狂打鬧。”她坦
言，一開始是為了成績赴港，但在看到孩子們臉
上的笑容後，忍不住感慨，正常的生活對於孩子
的成長何其重要，原本正常的師生交流對於跨境
學童來說，竟然如此奢侈。

48小時核檢證明 盼獲特別安排
張姐表示，疫情對跨境學童和家庭的影響巨

大，跨境學童不僅面臨學業的壓力，還有許多人
出現心理問題和親子關係的問題，“終於要通關
了，眾多跨境學童家庭翹首以盼3年，但是現在入
境內地還需要持有48小時核檢證明，對於跨境學
童是不是能有特別安排？我們非常期盼政策能早
些明晰，讓孩子們能夠正常上學生活，數萬家庭
的生活重歸平靜。”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望賢深圳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道）香港與內地最快1月8日有序全面通

關。大概率會列入首批通關陸路口岸的落馬洲，對應深圳福田口岸。香港文匯報記者

4日來到福田口岸，在2樓入境旅檢大廳和3樓出境旅檢大廳，都見到有工作人員正

在調試準備，口岸大樓內清潔一新，靜待來客。福田口岸是目前所有深港陸路口岸中

唯一的雙地鐵線（深圳地鐵4號及10號線）接駁口岸。口岸大樓內就能直接乘坐始

發的地鐵4號線直達深圳北站，即使港人返鄉有大件行李，也十分方便。

福田口岸整潔一新 接深地鐵準備就緒
連日調試演練通關 培訓員工確保暢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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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深圳灣口岸之外，根據目前消息最有可能列入首階
段開放陸路口岸的落馬洲—福田口岸，文錦渡客運口岸，有不

同的配套交通提供。香港文匯報記者經實地走訪，針對港人在深圳
轉飛機、高鐵以及長途巴士的需求，梳理出如下出行攻略作為參考。

次選

不推薦

記者實測

不推薦

需要搭乘長途巴士
到廣東省內城市

需要至深圳機場搭乘飛機 需要至深圳北站
換乘高鐵動車深圳灣口岸：的士約40分鐘，100元左右。

福田口岸：地鐵1號線至崗廈北站，換乘11號線機
場線，全程55分鐘，12站，8元。

文錦渡口岸：距離較遠，亦沒有較為便捷的直達交
通。

首選

至福田汽車站

深圳灣口岸： 的士約18分
鐘，30元左右。

福田口岸：地鐵4號線至會展中
心站，換乘地鐵 1號線至竹子林
站，全程20分鐘，6站，3元。

至深圳汽車站

文錦渡口岸：口岸步行10分鐘左
右地鐵9號線文錦站至銀湖站，全程
26分鐘，9站，3元。

福田口岸：地鐵
4號線直達，22分
鐘，9站，4元。

文錦渡口岸：口岸步
行10分鐘左右至地鐵9
號線文錦站至銀湖站，
換乘6號線至深圳北站，
全程38分鐘，12站，5
元。

深圳灣口岸：地
鐵需換線2次，
全程80分鐘，
不建議。

首選

次選

��

單位：人民幣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若溪

出行口岸推薦

◆跨境童於內地上網課。 資料圖片

◆◆福田口岸出入境大樓福田口岸出入境大樓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 攝攝

◆◆福田口岸工作人員正在調試海關健康申報閘機設備福田口岸工作人員正在調試海關健康申報閘機設備。。
AHS MKAHS MK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 攝攝

在福田口岸大樓外，當天有工作人員在巡邏指
揮，據現場工作人員介紹，1月3日節後正

式上班以來，已經開過多次各部門的協調會議，
以確保旅客的通關過程更為順暢。根據公開資
料，福田口岸設計通關能力為每日25萬人次，高
峰日40萬人次。

香港文匯報記者來到深圳地鐵4號線福田口
岸站，站廳內客流較少，1樓進站大廳車站工作
人員正加緊檢修燈泡、空調、車站指示牌等設
施。車站內A、B出口處各有兩部扶手電梯可直
通2樓，與福田口岸出入境旅檢大廳相連，但因
疫情暫時被圍擋隔開，待通關之日才會恢復使
用。在2樓入境旅檢大廳，有工作人員在調試準
備，進行各項演練，確保恢復通關後運作暢順，
三樓出境旅檢大廳則有多名保潔人員正在忙碌，
擦拭玻璃、圍欄、清掃地面等。此外，在2樓通
往3樓的電梯口前，新增了10台海關健康申報閘
機。據介紹，通關後，所有旅客出境前均需進行
海關健康申報，憑申報生成的“海關碼”一掃就
可以通過，非常便捷。

口岸連接雙地鐵線 換乘高鐵便利
據港鐵（深圳）4號線福田口岸站分組車站

經理李秋鳴介紹，為配合政府做好通關安排，4
號線福田口岸站近期就售檢票設備、商舖設備進
行了針對性的維護和巡檢，力求保證設備在一個
優質的服務水平。同時，安排員工強化崗位能力
培訓及參與不同的演練，力求在通關的初期以最
佳的狀態給乘客優質的服務。為確保通關之後運
作順暢，車站還將召集義工組織，做好相關志願
服務。根據香港文匯報記者當天實測，從福田口
岸乘坐4號線往深圳北站，用時22分鐘，9站票
價為4元（人民幣，下同）。

從香港抵達深圳福田口岸的旅客，最便
捷的交通接駁方式是乘坐地鐵4號線，可直
達深圳北站換乘高鐵。乘扶手電梯抵達一
樓後，可直接進入到位於福田口岸出入
境大樓2號門處的4號線福田口岸站站
廳，通過安檢後就能以購買單程票、
深圳通和二維碼支付等形式進站乘
車。同時，為了方便攜帶大件行李 的

乘客出行，福田口岸站還設有多部升降機，口岸
大樓內直接換乘，可以減少步行，更為方便。

因疫情原因，電子售票機目前關閉，為了方
便香港乘客購買地鐵單程票，通關當天，所有售
票機將正式重新啟用，也會增加志願者和義工，
疏導從香港抵達的旅客，如何使用和便捷購買車
票。

作為唯一一個擁有雙地鐵線的口岸，福田口
岸還可搭乘地鐵10號線去往崗廈北站，換乘14
號線直抵坪山。

接駁8條巴士線復常後續優化
此外，港人抵深後還可選擇巴士出行，從

福田口岸2號門離開後，步行約2至3分鐘，可
抵達福田口岸巴士總站。目前共有8條巴士線
路，待通關後，深圳交通部門還會進一步對口岸
巴士進行優化調整。

家住福田僑香的港人溫女士告訴香港文匯報記
者，恢復正常通關後，她會首選巴士出行，小區門
口就有直達福田口岸的B689巴士線路，車票才1
元。“我覺得3個口岸中，福田口岸交通最便利，
指引清晰明瞭，口岸周邊也不會很雜亂，我在
疫情前就經常乘坐這條線路，沒想
到過了這麼久還一直行駛，
簡直太方便了。”

◆◆ 港鐵港鐵（（深深
圳圳））工作人員工作人員
正在維修車站正在維修車站
內指示牌內指示牌。。
香港文匯報記香港文匯報記
者郭若溪者郭若溪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
溪 深圳報道）根據初步通關安
排，文錦渡口岸也會有一定配
額，香港文匯報記者4日前往文
錦渡口岸，看到旅檢大樓燈火
通明，不斷有身穿保潔制服和
維修服的工作人員頻繁進出。
但因該口岸在疫情期間有較多
跨境貨車進出，且旅檢大樓出
入口緊鄰馬路，路上不斷有貨
車進出，周邊交通情況堪憂。

香港文匯報記者走訪發
現，港人從文錦渡口岸入境深
圳後，其外部公共交通接駁稍
有不便，離口岸最近的巴士站
因疫情原因，5條線路皆已停
運。如需搭乘地鐵，則需步行
約5至10分鐘，前往地鐵9號線
文錦站，該線路途經的銀湖
站，毗鄰深圳長途客運站，港
人可在此換乘去往廣東省內其
他城市的長途大巴。

跨境童口岸探路
喜見返校曙光
在文錦渡口岸外，香港文

匯報記者巧遇一位楊姓跨境學
童。楊同學在香港粉嶺鳳溪廖
潤琛紀念學校就讀五年級。
“我聽說8號就要通關了，今天
特意和媽媽一起提前到這邊看
看。以前多數經羅湖口岸，可
是這次卻不開羅湖，就近選擇
只有文錦渡口岸了。”他說，
疫情期間已經有2年多沒有返
港，一直都在深圳上網課。

楊同學表示，因為長期沒
有回港，自己的香港身份證、
護照都已經過期，所幸回鄉證
還在有效期內，提前到口岸也
是想了解一下像他這樣的情況
能否順利返港。“等了這麼
久，終於盼到能回學校了，還
是真的超級開心。”

記 者 教 路

���
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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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段48年前的佳話：
這份情誼彌足珍貴

友好協商海上問題 重啟油氣開發談判
習近平同菲律賓總統馬科斯會談 倡雙方加強交流深化發展戰略對接

習近平歡迎馬科斯就任菲律賓總統後首次訪
華。習近平指出，這是你首次正式訪問東盟

以外國家，你也是今年中方接待的首位外國領導
人。這充分體現了中菲關係的密切程度，也說明雙
方在彼此外交格局中佔有重要位置。

推進基礎設施和互聯互通領域合作
習近平強調，中菲雖然國情不同、體制各異，

但在追求發展的道路上目標相似、路徑相通，合作
潛力巨大。雙方應該加強兩國政府部門、立法機
構、政黨之間的交流互鑒，深化發展戰略對接，在
各自現代化進程中交融互促，更好助力兩國發展繁
榮。雙方已經確立農業、基建、能源、人文四大重
點合作領域，這是支撐中菲全面戰略合作關係的四
樑八柱，要下大力氣培育增長點、打造新亮點。中
國正在全面推進鄉村振興、加快建設農業強國，願
助力菲律賓農業農村發展，打造農技中心品牌項
目，開展育種、生產、加工、儲藏全產業鏈合作，
加快推進菌草合作。扎實推進基礎設施和互聯互通
領域合作，落實好重點項目“硬”基建合作，拓展
電信、大數據、電子商務等“軟”基建合作，帶動
菲律賓經濟社會整體發展。中菲在傳統化石能源和
清潔能源方面開展合作具有互補優勢。中方願同菲
方繼續以友好協商方式妥善處理海上問題，重啟油
氣開發談判，推動非爭議區油氣開發合作，開展光
伏、風能、新能源汽車等綠色能源合作。中國願持
續擴大進口菲律賓優質農漁產品，支持中國企業赴
菲律賓投資興業。雙方要全方位深化人文交流，拓
展基礎教育、職業教育合作，探討氣象、航天等領
域創新合作。中方願同菲方持續開展疫苗研發合
作，結合各自地方產業優勢，打造兩國省市區縣互
助合作新模式。中國正在主動優化調整防疫舉措，

更加科學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相信不久
兩國人民又可以恢復到疫情之前那種密切的交流交
往。

維護好東盟在區域合作中的中心地位
習近平強調，中菲同為亞洲發展中國家，我們

的發展根植於睦鄰友好的周邊環境，根植於合作共贏
的亞洲大家庭。中方願同菲律賓及其他東盟國家聚焦
合作與發展，維護好東盟在區域合作中的中心地位，
推進“五大家園”建設，推動本地區擺脫冷戰陰影，
免於陣營對抗，持續成為發展繁榮高地。中方讚賞菲
方支持全球發展倡議和全球安全倡議，願同菲方一
道，加大相互支持，維護兩國和發展中國家共同利
益，弘揚全人類共同價值，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
體，為完善地區和全球治理作出積極貢獻。

馬科斯：冀疫後中國民眾赴菲旅遊學習
馬科斯表示，很高興對中國進行期盼已久的訪

問，這是我首次對東盟以外國家進行國事訪問，我
希望通過此訪向世界證明，菲中關係十分良好，也
十分重要，雙方都高度重視彼此關係，都致力於將
菲中關係提升至新的高度。菲中建交雖然只有48
年，但兩國人民友誼已經跨越千年。我很榮幸當年
參與了菲中建交歷史，今天我將肩負起繼續推進菲
中傳統友誼的重要責任。我期待同習近平主席保持
密切溝通，全方位加強合作，開啟菲中全面戰略合
作關係的新篇章，更好合作解決兩國共同面臨的挑
戰和問題，更好造福兩國人民，也為推動本地區重
新成為世界經濟重要引擎作出新貢獻。菲方願同中
方挖掘潛力，繼續豐富兩國關係內涵，深化農業、
基建、能源、人文、貿易、投資、科技、數字經濟
等領域合作。相信今天我們共同見證簽署的多份合

作文件，將極大助力菲律賓國家經濟發展。中國是
菲律賓最強勁的合作夥伴，沒有什麼能夠阻擋菲中
友誼的延續和發展。菲方堅持一個中國政策。菲方
願繼續通過友好協商妥善處理海上問題，同中方重
啟油氣開發磋商。感謝中方為菲律賓抗擊疫情提供
的寶貴幫助。期待疫情過後，更多中國民眾赴菲旅
遊和學習，兩國人民往來更加密切，為兩國關係長
遠發展奠定更加堅實牢固的基礎。我對菲中關係發
展前景充滿信心。

會談後，兩國元首共同見證簽署有關“一帶一
路”、農漁業、基礎設施、金融、海關、電子商
務、旅遊等合作文件。

會談前，習近平在人民大會堂北大廳為馬科斯
舉行歡迎儀式。

天安門廣場鳴放21響禮炮，禮兵列隊致敬，
迎賓小號手鳴禮號。兩國元首登上檢閱台，軍樂團
奏中菲兩國國歌。馬科斯在習近平陪同下檢閱了中
國人民解放軍儀仗隊，並觀看分列式。
習近平夫人彭麗媛和馬科斯夫人麗莎陪同參加歡

迎儀式。
當晚，習近平和夫人彭麗媛在人民大會堂金色

大廳為馬科斯和夫人麗莎舉行歡迎宴會。
王毅、何立峰等參加有關活動。
馬科斯訪華期間，雙方還將發表《中華人民共

和國和菲律賓共和國聯合聲明》。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1月4日下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人民大會堂
同來華進行國事訪問的菲律賓總統馬科斯舉行會談。習近平強調，中方願同菲律賓及
其他東盟國家聚焦合作與發展，維護好東盟在區域合作中的中心地位，推進“五大家
園”建設，推動本地區擺脫冷戰陰影，免於陣營對抗，持續成為發展繁榮高地。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美方近日表
示對自華入境旅客採取衞生措施意在保護本國公
民，中方不應“報復”。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4
日在例行記者會上回應稱，真心希望各方專注抗
疫本身，避免任何政治化疫情的言行，加強團
結，共同努力，早日戰勝疫情。

中國一直同國際社會分享信息和數據
有記者提問：據報道，美國國務院發言人

普萊斯稱，中方在分享疫情信息方面缺乏透明
度。中方應提供更多疫情信息，這符合世界的
利益，也符合中國的利益。白宮新聞秘書皮埃
爾稱，美及其他國家針對自華入境旅客採取衞

生措施，意在保護本國公民，中方不應“報
復”。發言人對此有何評論？

毛寧表示，疫情發生以來，中方始終堅持
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盡最大努力保護人民生
命安全和身體健康，高效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
社會發展。中國一直以負責任的態度同國際社
會分享信息和數據。

她介紹說，據不完全統計，三年來，中方
已同世衞組織開展技術交流60餘次，“新十
條”發布以來已進行兩次。中方並繼續通過全
球流感共享數據庫（GISAID）分享新冠病毒
感染病例的病毒基因數據。多國衞生健康專家
表示，沒有必要針對中國採取特別入境限制。

毛寧稱，無論是保護中國人民生命健康，還
是促進全球團結抗疫、推動世界經濟復甦增
長，中國政府都採取了負責任政策舉措，盡了
最大努力，作出了重要積極貢獻。

“我們注意到近期美方一些人針對中國國
內疫情防控政策優化調整發表了不少評論，我
們也注意到有不少人表示，如果美方當初沒有
政治化操弄疫情，也像中國政府一樣以生命至
上態度負責任地應對，無論是美國國內還是世
界範圍內的疫情形勢恐怕都不一定發展成今天
這樣。我們真心希望各方專注抗疫本身，避免
任何政治化疫情的言行，加強團結，共同努
力，早日戰勝疫情。”毛寧說。

外交部：冀各方避免任何政治化疫情言行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將於1月8日起

對新冠病毒感染實施“乙類乙管”，中國外交部發言人
毛寧4日在例行記者會上應詢介紹了中方將對入境人員採
取的有關措施。

毛寧說，按照關於中外人員往來暫行措施的通知要
求，1月8日起，來華人員在行前48小時進行核酸檢測，
結果陰性者可來華，無需向中國駐外使領館申請健康碼，
將結果填入海關健康申明卡。如呈陽性，相關人員應在轉
陰後再來華。她說，對入境人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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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申報
異常或出現發熱等症狀人員，由海關進行抗原檢測。結
果為陽性者，若屬於未合併嚴重基礎疾病的無症狀感染
者或輕型病例，可採取居家、居所隔離或自我照護。

48小時核檢陰性人員
周日起可入華

◆1月4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同來華進行國事訪問的菲律賓總統馬科斯舉行會談。
新華社

◆1月4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同來華進行國事訪問的菲律賓總統馬科斯舉行會談。
會談前，習近平在人民大會堂北大廳為馬科斯舉行歡迎儀式。這是習近平和夫人彭麗媛同馬科斯和夫人
麗莎合影。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習近平
在同馬科斯會談時指出，中菲是一衣帶水
的近鄰。在兩國上千年交往史上，以誠相
待、守望相助始終是中菲關係主流，也是
兩國人民共有的寶貴精神財富。
“48年前，你的父親同中國老一輩領

導人洞察時局、順應大勢，共同作出中菲
建交的歷史性決定。此後近半個世紀，無
論國際風雲和菲律賓國內政局如何變化，
你和你的家族一本初衷，矢志推動中菲友
好，這份情誼彌足珍貴。”習近平指出，
希望你這次訪華不僅是一次“懷舊之
旅”，更是一次“開創之旅”。中方始終
把菲律賓放在周邊外交優先方向，堅持從
戰略和全局高度看待中菲關係。我願同你
保持經常性戰略溝通，全面規劃雙邊關係
下步發展，做互幫互助的好鄰居、相知相
近的好親戚、合作共贏的好夥伴，為兩國
人民帶來更多福祉，為地區和平穩定貢獻
更多正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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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州感染高峰已過 將迎重症救治高峰
各醫院開展全員重症救治培訓 組建專家組救治團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4日，在

廣州市新冠防治之長者救治護理專家訪談會上，廣州多

家醫院ICU、感染科救治一線的專家表示，當前，廣州

新冠感染高峰已過，即將迎來重症救治高峰。目前，廣

州各大醫院新冠急診病人當中，重症患者普遍在三成以上。為迎接重症高峰，各醫

院正在開展全員重症救治培訓，新增呼吸機、製氧機、排痰機等救治設備已經到

位，ICU病床實現了2倍以上增長。與此同時，此前在新冠定點醫院才有的專家組救

治團隊，已經在各醫院鋪開組建，推動不同醫院、不同科室重症救治規範化、同質

化。專家表示，目前，廣州醫療機構人員已普遍返崗，能夠應對重症救治高峰。

目前，廣州各大醫院的工作重點由“防感
染”轉向“保健康、防重症、減病

亡”。急診患者當中，長者佔據絕大多數。以
中山大學孫逸仙紀念醫院為例，近期以來，該
院急診科日接診量達到400人左右，多數是感
染新冠病毒且患有基礎性疾病的長者，重症約
佔三成到四成，需要上呼吸機的危重症患者接
近10%。廣東省中醫院二沙島院區，專門收治
新冠感染者的隔離病區收治的患者，80歲以
上接近80%。高齡重症患者的救治和護理，成
為廣州重症救治的重中之重。

重症患者常出現混合感染
中山大學附屬第三醫院內科ICU主任、醫

務部主任、主任醫師吳本權介紹，在救治上，
輕症患者和重症患者有明顯的區別，後者往往
有嚴重肺炎，甚至出現“大白肺”。除了氧
療，經常需要有創通氣和無創通氣，極端情況
需要上ECMO（人工膜肺），這是重症患者救
治的複雜性所在。

合併病區釋放醫護人員
廣州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呼吸內科主任、

主任醫師葉楓提到，新冠重症患者經常出現合併
其他病原體的混合感染，比如乙型流感病毒。另
外，真菌、細菌感染甚至個別在康復後合併肺結
核。因此，在救治過程中，盡快識別混合感染情
況，對救治十分重要。

為應對逐步逼近的重症救治達峰期，中山

大學附屬第三醫院全院一盤棋，實行“內科重
症化，外科戰備化”，以呼吸科、感染科、ICU
作為主戰場，床位收滿後再延伸到外科系統。

“我們在急診科醫護增加到了30多人，有
些床位使用率較低的科室，通過合併病區，釋
放醫護人員，補充到重症救治當中。”吳本權
說。

廣州醫科大學附屬市八醫院感染 ICU主
任、主任醫師李粵平介紹，作為此前的新冠定
點收治醫院，市八醫院採取分級分層分流策略
收治病人，全院準備了212張重症收治床位，其
中34張是整建制的ICU收治床位，其他100多
張床位是來自消化科、呼吸科、腎內科等可隨
時轉化的ICU床位。

醫生組成重症醫療突擊隊
目前，廣州各大醫院非新冠相關專業科室

也在收治新冠病人，為做到規範、安全收治，
醫院均按照國家、省診療方案，從理論到實操
進行全員培訓。吳本權介紹，中山三院組成了
專家團隊，分片包乾，每個專家組5人，組長是
省、市新冠救治專家組成員。專家組團隊每天
巡診病人，及時了解病情變化，分析潛在風
險，必要時將病人轉移到 ICU。在這種模式
下，非專業科室的救治工作也做到了同質化、
規範化。

中山大學孫逸仙紀念醫院亦採取了類似措
施。各科室100位年齡在45歲以下的醫生組成
重症醫療突擊隊，充實到醫院新增設的重症區
域，投入ICU專業培訓和急危重患者的救治工
作。

調5000盒Paxlovid降重症率
廣州也在推動重症預防和救治工作前移。

目前，廣州市衞健委已委託廣州市八醫院，調
集了5,000盒輝瑞新冠口服藥Paxlovid，分派到
全市各社區，以推動早期阻斷，降低重症發病
率。

專家表示，當前廣州收治的重症患者，超
過一半人未接種新冠疫苗，這也是本次疫情的
一個慘痛教訓。接下來，要繼續加強疫苗接
種，這為應對當前病毒還是未來可能出現的新
變異株，都能起到很好的防重症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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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日，廣州一家醫院正在收治一位重症患者。
香港文匯報廣州傳真

過兩天，我的母親就要帶着孫子
提前回江西老家。想到家裏疫情形勢
依然吃緊，我打算買一些常用藥讓她
帶回去，自家備用或者給有需要的親
友。

這幾天，“廣東藥企日產300萬
片布洛芬”、“粵產1.3億片布洛芬
將陸續上市”之類的新聞，一度讓我
對廣州藥品供應有了信心。4 日上
午，我外出買藥，藥店卻給我澆了一
盆涼水。

在荔灣區花地街道一家品牌連鎖
藥店，抗原檢測包、N95口罩被擺放
在顯眼位置，乏人問津。當我提出購
買布洛芬等兩種退燒藥時，店員告
知：“退燒藥都沒有了！”

不僅退燒藥沒有了，連花清瘟膠
囊也缺貨。店員告訴我，這幾天這兩
種藥都沒有貨，特別是連花清瘟膠
囊，一直缺。不僅這兩種“網紅藥”
不見蹤影，其他普通抗流感解熱類藥
品的貨架上也空空如也。我在附近另
外一家大藥店看到，感冒靈膠囊、雙
黃連口服液、抗病毒口服液等的藥架
上都貼出了“補貨中”的提示牌。

缺藥狀態為什麼持續了近一個
月？和多家藥店店員聊天，我大概知
道了其中緣由。目前廣東各大藥企都
在加大力度生產，但先期供應量優先
給了各大醫院，畢竟，各醫院門急診
和住院部承擔了大量的救治工作。

廣州各大藥店基本都建立了客戶
微信群。藥店店員說，一旦有藥，他
們就會在群裏通知。像布洛芬之類的
常用藥，通知發出後不到5分鐘基本
就會被搶購一空。而一般民眾到藥店
買藥，往往都空手而歸。

還有一種情況是最近才出現的，
很多人和我一樣，因為老家藥品供應
緊張，紛紛前來藥店買藥寄回去。一
些提前返鄉的人，也會買一些備用藥
品帶回家。

市民搶購藥品，都有各自的現實
理由。我們只能拜託各大藥企，開足
馬力，加大生產，確保民眾用藥，安
心過春節。

2023年1月5日（星期四）中 國 經 濟3 ◆責任編輯：周文超

內地金融機構擬推房企白名單
內地救樓市政策頻

出，隨着今年首季一批

債務到期，內房再面臨沉重還債

壓力。有消息指，內地要求證券

業和銀行業監管機構對具系統重

要性的優質房企增強支持力度，

制定優質房企白名單並對其在債

權及股權融資等有更多支持，以

渡過流動性危機。

◆香港文匯報記者 蔡競文

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指，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
委員會上周指導證券業和銀行業監管機構，

協助優質內房企業增強資產負債表。優質房企的
界定標準包括：要連續三年獲得審計師對公司財
報出具“無保留意見”、沒有包括公開市場違約
在內的重大不良紀錄以及屬於系統重要性房企
等。

“三標準”界定優質房企
報道指，監管部門和金融機構可根據監管指

引和自身合規要求，制定新的優質房企白名單，
入圍房企有望在債權及股權融資等多方面獲得支
持。消息傳出後，4日港股A股掛牌的內房股均大
幅反彈，境外美元債也走強。

惟監管部門一般不會公開披露入圍優質發展
商的具體名單。據彭博統計，目前有超過100家
市值至少10億美元的上市房地產發展商，在最近
一期經審計財報獲出具標準無保留審計意見。

上述舉措凸顯目前在樓市低迷和嚴峻的資金
壓力下，內地決策層對房地產領域政策的調整。

金融監管部門自去年11月來已經出台包括16條金
融舉措等一系列政策支持。不過市場暫未有太大
起色，據中指院數據，2022年12月，百城新建住
宅均價環比下跌0.08%，已連續6個月環比下跌；
12月12月百城二手住宅價格環比下跌0.22%，連
續8個月環比下跌。

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劉鶴上月曾表示，房地產
業是中國經濟的支柱，正在考慮新的舉措努力改
善行業的資產負債狀況，引導市場預期和信心回
暖。

聯合國際：內房還債壓力極高
中資信用評級機構聯合國際4日在香港投資

基金公會舉行的記者會上指出，未來兩年內到期
的境外債以金融及央企、國企為主，房地產發行
人會在2023年首季面臨極高的還債壓力，而地方
投資發展公司（LIDCs）境外債每季度到期規模
保持一定水平，再融資亦會是境外債發行其中一
個原因；並預計房地產銷售情況、融資渠道放寬
及各地方政府經濟財政表現，將成為今年中資企

業整體信用的關鍵影響因素。
中誠信亞太副總裁楊珺皓表示，內地經濟及

消費需求復甦力度疲弱，信用債需求減弱，發債
企業營運面對較大挑戰，去年境內一級債市共發
行13.5萬億元（人民幣，下同）信用債，按年跌
8%，淨融資規模按年大跌一半至1.1萬億元。不
過隨內地放寬房地產融資政策，以及調整防疫措
施，內地信用債收益率已回升；另外受惠地方政
府推出防範風險措施，以及企業緩解債務風險，
去年新增違約額約343億元，按年大跌82%，屬
近5年最低水平，惟房地產行業仍存在違約事件，
從信用評級下調可以反映。

融創160億境內債展期成功
另據中國華爾街見聞報道，融創中國旗下融

創房地產集團的160億元境內債券整體展期方
案，已獲債券持有人會議表決通過，料可緩解未
來3至4年的流動性壓力。方案共涉及10筆存續的
公司債券及供應鏈ABS（資產支持證券），加權
平均展期期限3.51年。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道）
A股大盤4日窄幅波動，至收市三大指數漲跌互
現。截至收市，滬綜指報3,123點，漲7點或
0.22%；深成指報11,095點，跌21點或0.2%；
創業板指報2,335點，跌21點或0.9%。兩市共成
交7,837億元（人民幣，下同），北向資金淨流
入18億元。

裝修建材板塊漲近4%
據統計顯示，去年內地300餘個省市發布樓

市寬鬆政策超千條，今年暖風仍頻吹。樓市料繼
續鬆綁，河南提出取消和調整過熱時期妨礙消費
需求釋放的限制性政策，房地產產業鏈大幅走
強，裝修建材漲板塊升近4%，房地產服務、房
地產開發板塊升3%，裝修裝飾、水泥建材板塊
漲2%。房地產股中，新華聯、三湘印象、新城
控股、中南建設漲停；濱江集團漲7%，金地集
團漲6%，綠地控股等漲5%，萬科A漲4%。醫
藥板塊前日勁升的蒙脫石散概念股走勢分化；血
氧儀股較強，魚躍醫療反彈近4%。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周曉菁） 據中國《證
券日報》消息，地方兩會陸續召開，多地在政府
工作報告中提出2023年固定資產投資增速預期目
標，最低為6.5%左右，最高為15%左右；同時也
制定了重點項目投資計劃。中國財政學會績效管
理專委會副主任委員張依群預計，2023年一季度
基建投資將保持兩位數高增長。

張依群指投資是拉動經濟增長的有效方法之

一，今年投資政策會繼續保持穩定，政府投資規
模力度與去年相比基本一致，形成投資的連續和
連帶效應；隨着經濟增長，不斷激發社會投資熱
情，設備更新、新技術應用等投資會不斷放大。

多地固定資產投資增速目標較高，東方金誠
首席宏觀分析師王青分析，設定相對較高預期目
標有助增強今年經濟回升的確定性，穩定市場信
心，鼓勵民間投資，引導銀行等金融機構加大對

投資領域中長期信貸投放。
王青預計，在2023年目標財政赤字率有望上

調、新增專項債額度或將達到4萬億元左右，以及
上年新開工項目續建會帶動銀行貸款較大規模流
入等因素支持下，2023年基建投資還會保持高於
常態水平的較快增長，其中一季度將保持兩位數
高增長。2023年製造業投資增速有望保持在6.0%
左右。

樓市持續鬆綁
A股地產概念走強

媒體：多地設全年投資增速目標拉動經濟

▲楊珺皓（右二）稱，受惠地方政府推出防範風險
措施，去年新增違約額屬近5年最低水平，惟房地
產行業仍存在違約事件。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蔡競文） 數碼港
與數碼零售方案及SaaS平台服務商“多點
DMALL” 4 日簽署合作協議，“多點
DMALL”將於數碼港成立世界級零售科技數
碼體驗中心，透過數碼港企業網絡（CEN）
及數碼港科技網絡（CTN）推廣零售科技，
並會舉辦行業活動，共同推動香港以至整個大
灣區的中小企數碼轉型，同時為“多點
DMALL”加速器的參與企業提供資助，推動
初創發展及助其推廣至海外和內地市場。

數碼港“多點DMALL”簽合作
推動中小企數碼轉型

◆ 數碼港行政總裁任景信(前左)及“多點
DMALL”創始人張文中(前右)簽署合作協
議，香港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後中)
出席簽署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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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全球疫情升溫，台灣本土個案也暴
增，哈佛大學公衛學院流行病學研究所博士李建璋
分享，新冠變異株BQ.1和XBB的流行已經勢不可
擋，不管傳統疫苗打第幾劑或曾感染過Omicron都
擋不住這2隻大魔王，都可能重複感染，目前看來
，次世代疫苗能對XBB或BQ.1能產生中和抗體，
建議年長者與高風險族群快去打次世代疫苗。

李建璋昨在臉書發文表示，新冠病毒應是人類
史上演化最快的病毒，從早期的Alpha、Beta、Delta
病毒株，2 年內演化到 Omicron，並且衍生出了
BA.1、BA.2、BA.4、BA.5，以及近期討論度很高的
BQ.1和 XBB系列的變異株。

李建璋指出，如果要從現存的變異株挑2隻大
魔王，那麼第一名是 XBB，第二名是 BQ.1。XBB
是目前免疫逃脫最強的病毒株，研究顯示，即使打
了非次世代四劑（舊疫苗）或曾得過Omicron BA.4
或BA.5，血液中對XBB的中和抗體效價幾乎是0，
簡單來說就是對免疫系統，XBB幾乎是陌生人；對
BQ.1而言，上述人群的中和抗體效價也只有10到
50，而一般抗體濃度需高於500才有比較好的保護
力。

李建璋表示，根據近期的資料顯示，XBB已佔
據美國所有流行病毒株的44%，BQ.1則是歐洲許多
國家的主要流行病毒株，因為這2個病毒的S蛋白變
異太大，之前發展出來的單株抗體治療幾乎無效。
不過，好消息是目前正在使用的小分子抗病毒藥物
，像是大家都聽過的倍拉維（Paxlovid）一樣有效，
可降低住院率和重症發生；第四劑打次世代疫苗也
能產生對XBB或BQ.1有中合能力的抗體。

李建璋指出，無論BQ.1或XBB病毒，傳播能
力比起BA.5有過之而不及，但目前沒有特別高比例
的重症，算是Omicron家族表現較溫和的。

針對新一波疫情，李建璋提出3點建議，首先
BQ.1和XBB的流行已經勢不可擋，不管打了傳統
疫苗多少劑或曾感染Omicron，都有重複感染的可
能；其次，台灣第三波疫情已確定，年長者與高風
險族群快去打次世代疫苗；最後提醒民眾，若出現
相關症狀，要趕緊就醫，符合條件者就服用抗病毒
藥物。另外，就算病毒72變，也逃不出防疫3寶的
手掌心，只要善用口罩、疫苗、快篩，大家還是可
以平安過好年。

（中央社）新北市鼓勵民
間在地投資，並協助中小企業
產業轉型發展，位於土城編定
工業區內花王印刷企業的30年
以上廠房，將透過都市更新方
式成為 2 棟 13 層樓新廠房，不
僅花王印刷可以自用，也能釋
出提供當地產業發展使用，並
提供新北市約1500個就業機會
。

新北市都更處指出，花王
印刷是創業逾50年的老牌印刷
廠，土城廠位於土城區中山路
上，基地現況為1至2層的加強
磚造、鋼筋混凝土造的老舊廠
房，面積6638平方公尺，建物
經評估結構安全不足且廠房型
態不符現在產業生產使用。

新北都更處表示，花王印
刷透過工業區都市更新方式重

建，都更案上周核定實施，原
址規畫拆分兩宗基地，興建 2
棟13層樓新廠房，約1.44萬坪
樓地板面積，一棟為企業自用
，另一棟廠房則將配合市場需
求，釋出供作為當地產業發展
使用，預計提供新北市約1500
個就業機會，並創造每年超過
2億的產值。

都更處表示，花王印刷的
都更案配合申請銀級綠建築及
合格級智慧建築標章，沿街面
留設人行步道並認養沿街公有
人行步道及綠美化維護，提供
舒適的人行環境；花王印刷都
更案在申請建照後將開工，預
計2025年完工。

城鄉局長黃國峰指出，新
北市政府對境內老舊廠房，提
供多元重建方案，除工業區立

體化方案，也推動都市更新方
式辦理重建，更新獎勵最高可
達基準容積50％、容積移轉最
高40％，並有相關稅捐優惠，
改善工業區環境及緩解產業用
地需求。

黃國峰表示，土城區鄰近
捷運永寧站、頂埔站、台65及
北二高土城交流道，交通便捷
、區位良好是新北產業發展重
鎮，因開發較早，區內工業區
有多數老舊廠房待更新重建，
目前土城區的工業區都更案件
計13件，申請基地面積約13.5
公頃，預估供給樓地板面積約
24.66萬坪，已有4件施工中，
包括勝仁針織、中華工程AI智
慧園區等案，業已完工為華南
金資產公司。

（中央社）一名網友表示，回顧2022年覺得台灣沒有進步
反而退步，他舉例子包括交通變差、通貨膨脹、限制言論自由等
，他問網友什麼事讓你覺得台灣的退步感很重？貼文引發網友討
論，多數人對房價和物價最有感，還有人說這一年來動不動就停
電，是落後國才有的現象，直呼 「亡國感真的很重。」

原PO昨（4）日於PTT八卦版指出，2022年結束了，回顧
過去一年，認為台灣一直在退步，他舉10個最有感的例子，包

括交通爛、詐騙多、浮屍多、子彈多、市容差、薪資低、通膨高
、吃萊牛／豬或福食、言論不自由及房價高等，他問網友還有哪
些讓人覺得退步感很重的。

貼文曝光，引發網友熱議，多數人認同物價上漲和房價，
「房價和高物價高」、 「物價越來越高」、 「物價高，你看這一

年雞蛋漲得跟什麼一樣」、 「只有底薪增加，但是物價增加更多
」、 「薪資低物價高」、 「薪資低、高物價、高房價是最大問題

」、 「房價、物價是要漲到哪裡才會降」、 「蛋貴得好誇張，想
想連一個蛋價都守不住，還能指望什麼？」

留言中也有人說， 「動不動就停電真的很糟，落後國家有的
現象」、 「民主言論自由倒退有感」、 「治安越來越差」、 「台
灣真的被搞到貧富差距有點嚇人了」、 「民主吧，官員嗆民代，
政府買網軍帶風向」、 「交通跟詐騙變多又變差，有夠可悲」、
「亡國感真的很重」。

土城花王印刷啟動都更
創千個工作機會

2022年台灣沒進步反退步？網點名這2項：亡國感很重

大魔王BQ.1和XBB擋不住

醫：打4劑舊疫苗、確診過都沒用

（中央社）台北市長蔣萬安向宜蘭縣
政府借將，宜縣府教育處長王泓翔1月6日
任北市府體育局長，宜蘭縣教育處長確定
由公正國小校長簡信斌接任；簡信斌曾擔
任羅東、北成國小等校校長，也曾任校長
協會理事長，辦學受肯定，簡信斌1月6日
上任。

簡信斌擔任校長期間，曾獲得全國校
長領導卓越獎等獎項，辦學獲教育界好評
，簡信斌另一個身分還是畫家，他更將藝
術、美學融入辦學理念中。

將任教育處長，簡信斌坦言： 「責任
重大，一定會全力以赴！」他說，用生命
辦教育是他的理念，為孩子付出是他的宗

旨，即便轉換位置，也是秉持同樣的精神
；宜蘭縣目前的實驗教育、雙語教育、午
餐政策等，在王泓翔處長帶領之下，有很
穩固的基礎，他會持續發揚光大。

簡信斌說，在這樣的基礎下，配合教
育部重大政策，一方面希望提升孩子基本
能力，另一方面建立學校及學生的品牌特
色，因為每個孩子有不同潛能，發揮所長
才有幸福的人生。

他說，對他而言，小孩安全最重要，
品格教育、美學涵養、國際視野等是發展
重點，他會致力加強人文跟科技的連結，
增進宜蘭孩子人文素養跟競爭力。

宜蘭縣公正國小校長簡信斌 接任縣府教育處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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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經濟

兩次降準後，2023貨幣政策如何“開箱”呵護實體經濟？
2022年以來，央行多次打開貨幣政

策工具箱，“呵護”實體經濟：總量上

，兩次下調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累

計三次下調貸款市場報價利率(LPR)；結

構上，先後推出科技創新再貸款、普惠

養老專項再貸款、交通物流專項再貸款

、設備更新改造專項再貸款等結構性貨

幣政策工具，持續加強對“三農”、小

微企業、民營企業和綠色發展的支持。

近壹段時間，中央經濟工作會議、金

融管理部門高層連續發聲，釋放了2023年

貨幣政策信號：“精準有力”、“著力支

持擴大內需”、“總量要夠”、“結構要

準”。

在需求收縮、供給沖擊、預期轉弱

的三重壓力下，2023年貨幣政策工具如

何使用？“擴大內需”，降準、降息是

否仍有空間？總量與結構性工具如何協

同發力？

2022：總量支持兼具結構特色
2022年以來，LPR多次下調，推動

實體經濟融資成本持續降低。

2022年1月20日，1年期和5年期以

上LPR分別下調10個和5個基點；5月20

日，5年期以上LPR下降15個基點；8月

22日，5年期以上LPR下降15個基點。

實體經濟融資成本保持低位。數據顯

示，2022年9月，貸款加權平均利率為

4.34%，同比下降0.66個百分點，其中企

業貸款加權平均利率為4.0%，同比下降

0.59個百分點，處於有統計以來低位。

除下調LPR外，降準也成為常規操作

。2022年，人民銀行兩次下調金融機構存

款準備金率：4月25日，下調金融機構存

款準備金率0.25個百分點；12月5日，下

調金融機構存款準備金率0.25個百分點。

穩健的貨幣政策不僅有總量上的支持

，也有結構上的特色。2022年，為加大對

特定領域和薄弱環節的支持力度，央行先

後推出科技創新再貸款、普惠養老專項再

貸款、交通物流專項再貸款、設備更新改

造專項再貸款等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

根據記者統計，截至目前，央行共有

11項結構性政策工具。其中，長期性工具

為支農、支小再貸款和再貼現；階段性工

具包括普惠小微貸款支持工具、抵押補充

貸款、碳減排支持工具、支持煤炭清潔高

效利用專項再貸款、科技創新再貸款、普

惠養老專項再貸款、交通物流專項再貸

款、設備更新改造再貸款。

“前述諸多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在

明年可能繼續使用或者增加額度，甚至

不排除繼續創設新工具的可能。”廣發

證券資深宏觀分析師鐘林楠認為，結構

性貨幣政策工具是穩信用的另壹種方式

，兼具產業政策與金融政策效果。

2023：降準、降息依然可期
2022年12月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

議提出，大力提振市場信心，把實施擴

大內需戰略同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有

機結合起來，突出做好穩增長、穩就業

、穩物價工作。其中，穩健的貨幣政策

要精準有力。

這也讓社會各界對2023年貨幣政策

如何發力頗為關註。專家普遍認為，降

準、降息依然可期。

央行副行長劉國強在談到2023年貨

幣政策走向時強調，總量要夠就是明年

貨幣政策的力度不能小於今年，需要的

話還要進壹步加力。總量要夠，既包括

更好滿足實體經濟的需要，也包括保持

金融市場流動性合理充裕，資金價格維

持合理彈性，不大起大落。

在中信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明明看來

，2023年貨幣政策整體基調延續穩健，

既要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也要發揮結

構性政策工具精準支持實體經濟的作用

。但相較於2022年的基調，2023年貨幣

政策更加強調“精準有力”，壹方面是

貨幣政策要支持疫後修復過程中的寬信

用、降成本，總量方面要維持足夠的流

動性供給，另壹方面是貨幣政策未來需

要關註經濟修復中的結構性問題。

中國民生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溫彬認

為，加力鞏固經濟增長仍是2023年貨幣

政策的首要考慮目標，將加大對貨幣需

求的引導，通過降準、降息等政策工具

“有力”推進寬信用進程；同時，2023

年經濟增長仍需要財政的加力支持，提

高財政赤字需要低成本發債融資的支撐

，亦需要貨幣政策維持偏寬松態勢；此

外，2023年國內通脹溫和可控，疊加海

外貨幣收緊節奏將逐步放緩，內外部環

境對國內貨幣政策的約束均較小。

“往後看，降準操作仍然有壹定概

率，以維持流動性合理充裕；引導LPR

下行以促進降成本仍然是明年貨幣政策

重要的中介目標。”明明稱。

溫彬預計，2023年或有兩次降準操

作，二季度和四季度概率較高(4月和10

月或成為窗口期)。

2023：結構性工具或將擴圍
近年來，我國結構性貨幣政策積極

做好“加法”，使用頻率大幅增加，在

助力企業復工復產、加大支持實體經濟

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但市場對於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的使

用仍存分歧。有觀點傾向認為，結構性

貨幣政策工具扭曲了信貸資源的配置，

反而降低了實體經濟的效率。

“2018年以來，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

不斷創新，背景是宏觀經濟中結構性問題

日益突出。貨幣政策的主要目標也轉向平

衡寬信用和穩杠桿，或平衡穩增長和防風

險。貨幣政策更加要求政策的精準性和直

達性，在珍惜正常的貨幣政策空間的訴求

下，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種類以及功能逐

漸豐富。”明明對記者表示。

明明認為，2018年以來，結構性貨

幣政策工具對重點薄弱領域的支持效果

是顯著的，但結構性貨幣政策無法成為

寬信用主力，全社會的信用擴張仍需依

賴總量型政策工具。2023年，總量貨幣

政策工具不可或缺，同時也需要結構性

貨幣政策工具支持薄弱環節的修復。

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提出，引導金融

機構加大對小微企業、科技創新、綠色

發展等領域支持力度。

溫彬認為，這表明2023年對特定支持

領域的“精準”發力，仍需要結構性貨幣

政策工具作用的發揮。預計2023年結構性

貨幣政策工具將繼續配合財政、產業政策

穩增長，並擴大精準滴灌範圍，呈現“增

量、擴面、降價”等特征，在解決寬信用

不足的同時著力調結構、降成本。

比如，在開發性金融工具、碳減排

支持工具、科技創新、普惠小微等領域

繼續擴容，在消費、新市民、能源安全

、信息科研等領域預計加碼；在大行和

涉農類金融機構之外，再貸款工具將更

多惠及股份行和城商行，以促進寬信用

提速；1.75%利率的再貸款投放預計成為

“新常態”，部分替代MLF(中期借貸便

利)，成為商業銀行邊際負債成本定價錨

，推動降低商業銀行負債成本等。

林楠則認為，明年結構性貨幣政策工

具的方向可能是：基建地產、制造業、科

創、雙碳、能源等領域的政策性工具延續

；與疫情相關的階段性工具逐步退出。

生成式AI在2022年取得突破性進展
綜合報導 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雲計算與大數

據研究所所長何寶宏近日在壹場“思享會”上表

示，生成式AI(人工智能)在2022年取得了突破性

的進展。2022年AI繪畫和ChatGTP的重要性不亞

於2016年AlphaGo戰勝人類圍棋冠軍的價值，這

是否會引發新壹輪的內容科技的革命，是值得關

註的問題。

ChatGPT是壹款近期火爆全球的聊天機器人，

它能直接生成代碼，會自動修復bug，還能寫詩，

聊各種話題，由OpenAI公司推出。觀察人士認為

，ChatGTP具有廣泛的商業化前景，有望在AIGC(

人工智能創作內容)、客戶服務、教育、家庭陪護

等領域快速落地。

何寶宏認為，人工智能開始從學習走向了創造

。內容創作方面經歷了PGC(專業生產內容)到UGC(

用戶生產內容)，再到PUGC(專業用戶生產內容)的

發展歷程。到了人工智能時代，可實現AIGC(人工

智能創作內容)，未來可能發展到P-AIGC(專業人員

指導下的AIGC)。

AIGC背後是壹個大的模型。過去五年，由於

大模型的參數指數級增長帶來了大模型“智力”的

指數級增長。2020年，機器基本只能完成文本生成

，目前可以進行圖像生成，未來能實現視頻生成。

2016年，機器視覺可以從圖片中識別文字；2022年

，機器實現了AI繪畫，可以通過文字生成圖像。

何寶宏表示，人工智能的進步還體現在科學方

面，目前正在興起的AI編程的軟件2.0，可以實現

以代碼為中心到以數據為中心的編程思維，即程序

員只需要設定超級參數，普通參數將通過數據訓練

實現。生命科學方面，2021年AI發現了蛋白質結

構，2022年AI生成了蛋白質結構，由此AIGC入選

了《Science》2022年度科學十大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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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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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