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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三年疫情之後，美南報業
電視傳媒集團《 春之聲 》第 27 屆農曆新
年園遊會再次煥發一新，並將于2023 年 1
月 21 日上午十時至下午 5 時在美南報業電
視傳媒大樓前舉辦迎新春活动。

回首近三十年來，美南報業電視傳媒
集團農曆新年園遊會從當初的 「剪不斷的
鄉愁」到今天的多族裔多元文化的平臺，
已經融入美國文化，成為該集團一個精心
打造的品牌，其艱辛和成功令人回首感慨
。

1997年美南新聞在夏普城商場舉辦首

屆 「中國新年園遊會」，適逢天公不作美
，當日遭遇大寒，從主席臺上到臺下的與
會人員忍耐凜冽寒風，揭開了美南新聞歷
屆 「中國新年園遊會」的序幕。

1997年，休士頓著名的 「項目策劃家
」潘婉芬女士與美南新聞協商關於聯合創
辦 「中國新年園遊會」事宜。美南新聞欣
然應允。在何明通博士，石增琨校長的加
入下，一批強有力的義工團應運而生，美
南新聞員工也積極行動，上上下下發動了
大規模的宣傳活動。

前五年的 「中國新年園遊會」都在休

士頓西南區的夏普城商場（Sharp-stown）
舉辦。活動舉辦的初期，在熙熙攘攘的人
羣當中，不少人是為了到此尋求熟悉的鄉
音，品嘗久違的家鄉美味，欣賞和重溫中
華文化的魅力，歡聲笑語和中國年味十足
的場面，濃濃的鄉情四溢。當年客家會的
盆景園藝，黃立源的當眾舂糯米，還有
「味全大東」的燒烤鍋貼，至今令人記憶

猶新。此外，體現中國傳統文化的精美工
藝品，更是獲得老美和當地亞裔居民的喜
愛。目前有攤位供商家及個人預定。預定
電話：281-498-4310，聯繫人 Jennifer

美南報業《 春之聲 》第 27 屆農曆新年園遊會1 月 21 日舉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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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upcoming Friday at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we will hold a welcome
reception for our new Alief School District
Superintendent, Dr. Anthony T. Mays. The
party will be hosted by State Representative
Ron Reynolds and Alief ISD Trustee Ann
Williams. Dr. Mays will be the leader of our
school district and the first African educator
appointed by the Alief School District.

This is also an historical moment for our
community. We all hope that Dr. Mays will
continue to promote international culture in
the district through the bilingual high school.

For all the residents and businesses in
this area, we feel very strongly about the
school district's up's and down's over the past
several years. In the past twenty years, many

newcomers and businesses have moved in
here and the school district has issued bonds
to rebuild and revitalize the area. Looking at
the schools today, we have become one of
the very best school districts in Harris County.

If you walk around in the International
District and look up at the signs with the
several different languages, we speak many
different languages in the supermarkets and
in the restaurants. The thing is that many
diverse cultures have taken root here and
regard it as their home.

We are continuing to work with the
school district to celebrate cultural events
including parades and festivals. We want to
create a new multi-ethnic culture business
card for the City of Houston. 0101//0909//20232023

We Will Create A Multi-Ethnic Culture Business CardWe Will Create A Multi-Ethnic Culture Business Card

本週五下午五時，我們在美南國際貿易中心將舉辦一場歡迎酒會，並由
州議員雷諾及教育委員威廉斯女士共同主持，熱烈歡迎新到任的艾禮學區總
監梅斯博士，他將是我們這個學區的總領導，也是艾禮學區首次任用的非裔
教育家。
我們在此也希望他能繼續對學區之國際化，注重此地區多元民族之文化

特質，也希望結合學區推廣各族裔之慶典文化活動來活烙我們的社區経濟發
展。
對我們而言，艾禮學區之盛衰有十分深刻之感受，近二十年來由于大量

外來居民之遷入，商業也逐漸繁榮，稅收增加學區多次發行之公債也得予
通過，對學區之發展和重振有著直接之關係。
我們正在向梅斯總監建議，加強國際學校之教學課程，希望國際區能配

合學區之各項文化活動，舉辦節慶游行、音樂活動，打造我們成為休斯敦多
元族裔文化的名片。
走在國際區街頭，舉目望去有不同族裔文字之招牌，在市㘯餐廳到處是

不同之各國語言，相同的是我們已經在此落地生根，視為共同的家。
不論世局如何變化，我們大家仍然相信社區之相互關懷和幫助才是我們

生存之道。
梅斯博士，我們歡迎您的到任，並祝福學區繼續壯大，服務社區。

我們共同打造休斯敦多元族裔文化之名片我們共同打造休斯敦多元族裔文化之名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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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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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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有嚴重心理問題
未成年人數量猛增

綜合報導 英國國民保健制度（NHS）數據分析顯示，2021-2022財

年英國18歲以下人口中近117萬人因存在嚴重心理問題需接受治療，相

比上壹財年的近84萬人，增幅高達約39%。

上述群體包括有自殺傾向、自殘、患嚴重抑郁癥或焦慮癥以及患進

食障礙的人。

來自國民保健制度數字中心的數據顯示，近年來越來越多的

未成年人因進食障礙住院。其中， 2021-2022 財年有 7719 人，

2020-2021 財年有 6079 人，2019-2020 財年有 4232 人，也就是說兩年

來增長約82%。

4月1日為新財年開始的時間。數據顯示，屬於2022-2023財年的

2022年4月至10月，有3456名未成年人因同樣問題住院治療，比2019年

同期增長38%。

趨勢分析顯示，2022-2023財年，英國所有年齡段人口中，因進食障

礙住院治療者人數將達新高。

進食障礙指以進食行為異常、對食物及體重和體型過分關註為主要

臨床特征的壹組疾病。英國所有年齡段患者中，進食障礙兩大主要癥狀

為厭食癥和貪食癥。

英國皇家精神病學會兒童和青少年精神病學部門主管伊萊恩· 洛克

哈特告訴英國報紙聯合社，轉至專科治療的兒童和青少年人數激增，涉

及“壹系列”疾病。她呼籲增加人手向這些未成年人、特別是向患進食

障礙的未成年人提供緊急治療。

2023年全球互聯網監管不放松不放松
歐盟或出臺首個AI法案

綜合報導 在過去的2022年，全球互

聯網企業面臨重大監管挑戰。去年，歐洲

監管機構就著手制定新的立法，擬規定歐

盟公民的用戶數據如何跨境傳輸；Epic

Games以支付5.2億美元了結了美國聯邦貿

易委員會（FTC）對其非法收集兒童個人

信息並誘騙人們購物的指控。

進入2023年，全球監管機構對於互聯

網的監管力度不會放松。美國的立法者已

經呼籲，希望在2023年進壹步規範社交媒

體公司；歐盟也有望推出全球首個專門針

對人工智能的AI法案。

美國威斯康星州共和黨眾議員邁克· 加

拉格爾（Mike Gallagher）1月1日在美國全

國廣播公司（NBC）“Meet the Press”節

目中公開表示，TikTok這類應用程序應該擴

大限制措施。

在同壹個節目中，前Meta員工、Face-

book“吹哨人”弗朗西斯· 豪根（Frances

Haugen）表示：“由於TikTok、Twitter 和

YouTube等社交媒體平臺使用基於用戶數據

的算法，監管機構應推動提高其運作方式的

透明度。”她還認為，大多數人都沒有意識

到美國在社交媒體監管方面非常落後。

盡管與過去幾年相比，2022年美國國

會在隱私標準等法案方面取得了壹定的進

展，但仍未能按預期推動針對互聯網技術

的多項激進法案，包括要求蘋果和谷歌的

應用商店為開發者提

供更多支付選項的反

壟斷立法，也未能通

過壹項強制實施新的

“網絡護欄”以保護

在線兒童的措施；在

消費者數據保護方面，也依然只有零星幾

個聯邦州的法律做出相應規定。

芝加哥大學計算機系教授趙燕斌對記者

表示：“數據的不當使用正在變得更加容易

，這對於互聯網的發展非常有害。”

法律法規的滯後是網絡安全問題的壹

個重要隱患。因此，全球監管機構都在探

索如何將規則的制定領先於技術的發展。

在這方面，歐盟壹直在引領全球。

繼2022年歐盟推出旨在加強在線服務

競爭的《數字市場法》（DMA）以及旨在

保護用戶數據的《數字服務法》（DSA）

後，市場預計2023年歐盟將加快推動包括

人工智能在內的互聯網立法，並有望誕生

全球首部AI法案，以規範人工智能的用途

，並形成廣泛的標準，來約束想要在歐盟

範圍內使用、構建或銷售AI產品和服務的

提供者。

根據埃森哲近期發布的壹項名為《從

AI合規到競爭優勢》的全球調查報告，約

95%的受訪者表示，他們至少有部分業務

將受到可能推出的歐盟AI法案的影響。

埃森哲的研究人員預計，風險管理框

架將成為遵守人工智能法案的必要條件。

他們還預測，如果該法案在2023年年底之

前通過，企業可能還有兩年左右的“寬限

期”來達成合規性要求。

此外，歐盟還預計於2023年正式推出

《數字運營彈性法案》以及《網絡彈性法

案》。這些法案旨在加強歐盟數字產品的

網絡安全，並要求所有在歐盟市場上銷售

的可聯網數字化設備和軟件在設計、生產

、運營及維護等整個生命周期，都必須滿

足歐盟設定的強制性網絡安全標準，以提

升企業運營的透明度。

在中國，繼2022年《互聯網信息服務

算法推薦管理規定》正式實施以來，《互

聯網信息服務深度合成管理規定》也即將

於1月10日起正式實施。新的《規定》首

次針對“深度合成技術”出臺監管措施，

要求深度合成服務提供者和技術支持者提

供人臉、人聲等生物識別信息編輯功能的

，應當提示深度合成服務使用者依法告知

被編輯的個人，並取得其單獨同意。

巴西2022年電動汽車銷量
創歷史新高

綜合報導 巴西電動汽車協會(ABVE)發布的數據顯示，2022年，巴

西輕型電動汽車銷量達到49245輛，比2021年增長41%，創自2012年開

始該項統計以來的最新紀錄。

數據顯示，2022年，巴西使用乙醇、汽油和柴油的混合動力汽車銷

量達到30439輛，占全年電動汽車總銷量的62%；插電式混合動力汽車

銷量達到10348輛，占全年電動汽車總銷量的21%；純電汽車銷量達到

8458輛，占全年電動汽車總銷量的17%。

數據還顯示，2022年12月，巴西輕型電動汽車銷量達到5587輛，創

單月歷史第二好成績，僅次於2022年9月的6391輛。

巴西電動汽車協會主席阿達爾貝托· 馬魯夫(Adalberto Maluf)表示，

2022年巴西電動汽車銷量創歷史最新紀錄，表明該國低排放汽車市場潛

力巨大，前景看好。這是巴西電動汽車銷量連續第5年實現穩健增長，

目前巴西全國流通的電動汽車數量已達到126504輛。

馬魯夫稱，目前，巴西只有日本豐田汽車公司在聖保羅州內陸地區

生產電動汽車。不過，2022年6月，來自中國的奇瑞汽車和長城汽車已

宣布將於2023年在巴西生產電動汽車。此外，其他知名汽車制造商也已

完成從2024年開始在巴西生產電動汽車的可行性研究。這表明巴西的電

動汽車行業發展正在不斷聚攏資金和力量。

太平洋國家有權
向日本排放核汙染水發起索賠！

綜合報導 “我們需要提醒日本註意

，如果它(核汙染水)是安全的，就在東京

傾倒，在巴黎試驗，在華盛頓儲存，但

讓我們的太平洋保持無核。” 這是瓦努

阿圖著名政界人士莫塔裏拉沃阿· 希爾

達· 利尼的控訴，反映了太平洋地區人民

的共同心聲。

兩年前的 4 月份，日本政府宣布

計劃從 2023 年春天開始向海洋排放福

島核汙染水。隨著排汙入海日期的臨

近，國際社會反對聲壹浪高過壹浪。

在太平洋地區，人們圍繞日本排汙入

海計劃持續表達強烈抗議。分析人士

指出，如果日本真按計劃將核汙染水

排入太平洋，那麼太平洋國家有權向

它發起索賠。

日本選擇“壹排了之”，就是圖

省事、想少花錢，但這麼做是將核汙

染轉嫁給全世界，極不負責、極度自

私。尤其是南太平洋國家，對核汙染

有著切膚之痛。1946 年至 1958 年，美

國曾在馬紹爾群島進行了67次核武器試

驗，時至今日當地居民仍承受著輻射中

毒、海洋生物汙染、核廢料填埋場泄漏

危機等災難。

福島核電站發生過最高等級的核事

故，產生了大量核汙水，目前儲存的核

汙水超過130萬噸。雖然日本政客稱核

汙水經過多核素處理系統(ALPS)凈化後

很安全“可以喝”，但實際根本不是如

此。

日本非營利組織“核能資料信息

室”日前發文稱，核汙水經過處理後仍

含有放射性氚等64種放射性物質，壹旦

排放入海將使海洋環境遭到放射性汙染

，並通過食物鏈傳導蓄積，最終對人體

健康和生態環境產生負面影響。國際環

保機構綠色和平組織發布報告顯示，日

本目前采取的技術無法處理核汙染水中

的鍶—90與碳—14，這兩種放射性核素

的半衰期分別為50年和5730年，比氚的

危害更大。

可以預見，如果把福島核電站超過

130萬噸核汙水排放入海，無異於將沿岸

地區人民的生命安全放在“砧板”上，

將海洋生態置入不可測風險中，帶來不

可逆的後果。太平洋島國壹個著名環保

組織稱，“這種不負責任的跨界傷害行

為，無異於對我們太平洋地區人民和我

們的島嶼發動核戰爭。”

沒有窮盡安全處置手段、沒有全面

公開信息、沒有與周邊國家和國際機構

充分協商，日本政府單方面決定排汙入

海，相當於站在了全世界的對立面。各

國完全有權利拿起法律武器捍衛自身權

益。

日本是《聯合國海洋法公約》《及

早通報核事故公約》《核安全公約》等

多項國際公約的締約方，但卻明知故犯

。比如，《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規定，

各國有保護和保全海洋環境的義務，各

國應按照國際法承擔責任 ，不得“將損

害或危險轉移”。日本把太平洋當作自

己的“下水道”，明目張膽地將災難性

後果轉移至其他太平洋國家，必須要付

出違約代價。

事實上，這種追責索賠不乏先例

。比如，國際仲裁庭 1938 年至 1941 年

裁定，加拿大特雷爾冶煉廠排放的二

氧化硫對美國華盛頓州造成損害，並

要求加方對美方進行賠償。“特雷爾

冶煉廠仲裁案”被普遍視為追究跨界

汙染行為國家責任的國際法依據。太

平洋沿岸國家可以此為參照，在科學

測定本國受害情況的基礎上，對日本

進行追責索賠。

海洋是人類的共同財富和共生家

園，排汙入海不是日本壹家的私事。

目前，國際原子能機構仍就福島核汙水

進行全面評估。日方強行推進排汙入海

計劃，是置各方關切於不顧、企圖造成

既定事實。日本的歷史汙點曾給周邊國

家造成深重災難，如今還要再添上壹筆

、再留歷史罵名嗎？！

為慶祝傳統新年
阿根廷民眾燒梅西雕像：
當地習俗、已延續66年

綜合報導 世界之大，無奇不有，不同國家和地區有著截

然不同的文化習俗，某些我們看起來覺得無法理解甚至不可

接受的行為，在當地反而可能是壹種美好的寄托和表達。

近日，據報道，在為了慶祝新年，阿根廷拉普拉塔市

民眾燒毀了78個知名人物的巨型雕像，其中包括在此次世

界杯賽事上大放異彩的梅西和大馬丁。

此外，在該市的主要街道上，還擺放了蜘蛛俠、海綿

寶寶、小黃人等巨型雕像，這些也壹同遭到焚燒。

據了解，焚燒巨型雕像是阿根廷傳統新年慶祝活動的

壹部分，這壹傳統可以追溯到66年前的1956年，當時壹位

商人決定通過制作壹個巨大的木偶來慶祝新年前夜，以紀

念來自Cambaceres de Ensenada俱樂部的壹名足球運動員，

而後該習俗被延續了下來，直到如今。

當然，考慮到安全方面的隱患，這些雕像被燒毀前，

它們都必須在市政局驚醒登記，並在指定地點燒毀。

網友：如果以我們國家的傳統習俗來看，燒毀壹些活

著人的雕像總覺得不是什麽好事，甚至有些詭異，不過文

化差異如此，所以國內粉絲也不用因此而覺得受到了冒犯

，尊重才是和諧共處的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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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新聞

美國前總統川普家族企業 「川普集團」
（Trump Organization ）長期任用的75歲財務長
懷索柏格（Allen Weisselberg），因謀劃逃稅長達
15年，今天被紐約曼哈頓地區法官判處5個月徒
刑。

懷索柏格預料將被送進紐約市以獄囚與獄警
頻頻遭受暴力事件聞名的里克斯島（Rikers Island
）監獄。不過他可能服刑百日便會因在獄中表現
良好獲得保釋。

起訴書指控川普集團和懷索柏格於2005年3
月至2021年6月期間，策劃以 「不列帳」方式向
懷索柏格和其他主管提供報酬。懷索柏格被控對
雇主給予的170萬美元額外補貼進行逃稅。

懷索柏格去年8月已對15項稅務詐欺指控認
罪，並根據認罪協商出庭作證，不過他在審案期
間並未牽扯出川普。

他承認沒有申報自集團收受的多項津貼福利
，包括夫婦倆在曼哈頓高級地段的免租金公寓以
及豪華轎車，以及他孫子女的私立學校學費等。

根據懷索柏格的認罪協商，他同意支付近

200萬美元稅款、罰款和利息以及5個月刑期，而
交換條件是他必須在10月展開的司法審查出庭作
證。

「川普集團」12月被紐約陪審團認定稅務詐
欺有罪，這對再度尋求白宮大位的川普而言不啻
是一次重擊。

「川普集團」及另1個實體企業 「川普薪資
公司」（Trump Payroll Corp）所有遭控罪名全部
成立，是這些公司首次被判有罪。

川普本人未遭起訴，不過以他名字為名的房
地產、旅館和高爾夫集團如今被定下重罪。

這2個企業實體被認定在13年期間透過偽造
業務紀錄的手段從事詐欺、逃稅。概括來說，2
企業遭控17項罪名全數遭判有罪。

陪審團同意檢方主張，即目前由川普2名成
年 兒 子 小 唐 納 （Donald Trump Jr） 和 艾 瑞 克
（Eric Trump）管理的川普集團，2005至2021年
間隱匿支付給集團高層的津貼。

紐約曼哈頓地區法官也預定13日對 「川普集
團」做出判刑。

川普長期財務長 謀劃逃稅15年被判5個月徒刑

美國國會眾議院爭議性新任議長麥卡錫
（Kevin McCarthy ）今天通過了對他領導眾院能
力的首次考驗，議員們以 220 對 213 票通過了議
事規則包裹法案。

法新社報導，眾院民主黨領袖麥高文（Jim
McGovern）形容，這套議事規則有如 「極右派
對美國的勒索」。相關表決展開之前，眾院甫歷
經風波最大的一週。

麥卡錫經過了4天15輪投票，才克服極右派
的反對而當選眾院議長。在共和黨新近取得主導
權的眾院，議員險些為此爆發正面衝突。

身為麥卡錫在眾院副手的多數黨領袖史卡利
塞（Steve Scalise）在辯論展開時說： 「上週一切
討論的核心顯而易見，那就是華府四分五裂，當
然這是我方的看法。」

「不僅華府四分五裂，眾院過去數年來的運
轉方式也未能應對美國各地人民的問題。」

然而民主黨籍議員不滿地指出，麥卡錫為贏

得議長選舉所達成的協議，嚴重限制了眾院議長
所能扮演的角色，並將權力拱手讓給立場最極端
的共和黨籍議員。

可公開取得的這55頁議事規則案載明共和黨
在民主黨籍總統拜登剩餘任期內的當務之急，以
及共和黨會採取的操作程序。

首要措施之一是成立一個委員會以調查所謂
的 「政府武器化」，可望將矛頭瞄準司法部對前
總統川普的調查行動。

許多議事規則是標準的保守政治作風，比如
有些條款規定，議員必須以撙節其他方面支出來
應對某一支出增加，而不得增稅。

不過新規則中也容許任一政黨的單一議員可
提案表決以期罷免議長，這是右派議員設計的一
道保險，可藉此迫使麥卡錫就範。

議事規則並規定眾院須審議各項右派議題，
今天稍後並將針對取消跨黨派通過的美國國稅局
（IRS）追加經費案進行表決。

美眾院議事規則過關 新議長麥卡錫通過首次考驗
日本富士新聞網今天報導，日美政府同意

在開發新世代核子反應爐等核能領域強化合作
關係。

正在美國訪問的日本經濟產業大臣西村康
稔說，有關能源政策的方向，日美看法完全一
致。

西村在當地時間1月9日與美國能源部長
葛蘭何（Jennifer Granholm）進行會談，除了
與美方共享日本政府 2022 年 12 月彙整基於

「最大限度活用核電」等的能源政策基本方針
，雙方也達成共識，將在開發新世代核子反應
爐等核能領域強化合作關係。

另外，為了強化在烏克蘭遭俄羅斯侵略後
重要性增加的能源安全保障，日美雙方也確認
日本將在美推動針對液化天然氣（LNG）事業
的投資。日本政府期盼此舉有助穩定採購LNG
。

開發新世代核子反應爐 日美同意強化合作關係

土耳其持續阻撓使瑞典加入北大西洋公約
組織（NATO）遙遙無期，瑞典今天表示，已
與美國就加強防務合作展開會談。

法新社報導，瑞典國防部表示正與美國談
判一項協議，盼在北約框架內及透過雙邊方式
，與美國進行更密切協作。

瑞典國防部長強生（Pal Jonson）在給法新
社的書面聲明中說，所謂防務合作協議（DCA
）將涵蓋的具體內容尚在協商， 「但可讓美軍
更容易在瑞典行動」。

強生說： 「可能會涉及軍需儲備、投資基

礎設施以提供支援，以及駐瑞典美軍的法律地
位。」

俄羅斯去年2月入侵烏克蘭後，瑞典與芬
蘭放棄數十年的軍事不結盟傳統，並於去年申
請加入以美國為首的北約。

土耳其拒絕批准瑞典和芬蘭加入北約的申
請，並指責這兩國庇護非法的庫德工人黨
（PKK）成員。這個團體被土耳其認定為恐怖
組織。瑞典8日時表明無法做到土耳其提出作
為交換條件的所有要求。

路透社今天引述彭博報導，知情人士表示，蘋果公司（Apple Inc）計劃在2025年把旗下設備使
用的一款博通（Broadcom）晶片換成自家設計的晶片。

iPhone製造商蘋果一直在減少對其他晶片製造商的依賴，最近推出的Mac電腦機型開始採用自
家晶片，取代英特爾公司（Intel Corp）的晶片。

彭博報導稱，蘋果現在打算換掉博通的Wi-Fi與藍牙晶片，還說蘋果是博通最大的客戶；博通
的收益約有20%來自蘋果。

路透社報導，聯博資產管理公司（AB Bernstein）分析師瑞斯岡（Stacy Rasgon）說，蘋果這項決
定可能會讓博通營收減少約10億到15億美元。

不過他也表示，博通的射頻（Radio Frequency, RF）晶片設計與製造複雜，不太可能在短期內被
取代。

蘋果與博通並未立即回應路透社的置評要求。博通股價收跌2%。
這篇報導提到，蘋果也希望在2024年底或2025年初以自家晶片取代高通（Qualcomm）的行動

網路數據機晶片。
高通曾表示認為蘋果將逐步汰換高通晶片。傑富瑞公司（Jefferies）分析師楊恩（William Yang）

指出，蘋果iPhone 14系列中的5G數據機使用高通的X65晶片，且可能於今年稍晚推出的iPhone 15
機型預計將採用更新版的自家晶片。

彭博：蘋果擬2025棄用博通晶片 改採自家替代品

入北約遙遙無期 瑞典先與美加強防務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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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據報道，當天韓國總統尹錫

悅主持召開新年問候會。韓國最大在野黨共

同民主黨方面全員拒絕參加，而是去韓國南

部拜訪了前總統文在寅。對此，MBC電視

臺表示，新年伊始，韓國朝野就各走各路，

想必雙方實現合作與對話並不容易。

據報道，本月2日，尹錫悅在青瓦臺迎賓

館主持召開新年問候會，邀請韓國各界人士參

加，但共同民主黨方面卻無壹人出席。當天，

共同民主黨黨首李在明攜黨內核心領導層赴韓

國釜山市和慶尚南道地區，自行安排了日程。

李在明在釜山召開相關會議時強烈批評了韓國

現任總統尹錫悅。他稱：“目前（韓國）處於

國政責任和政治缺失的亂世，充滿了暴力支

配”，“政府對國民所遭受的痛苦置之不理

、袖手旁觀，這是壹種罪惡”。

報道稱，期間，李在明還同黨內眾人前

往韓國前總統文在寅的老家梁山拜訪文在寅

。文在寅當時向李在明等人表示，“歷史似

乎正在倒退，令人惋惜。好不容易實現的民

主主義絕不能後退”，他號召共同民主黨內

部應以李在明為中心團結壹致。

據報道，對此，李在明表示，當日拜訪

文在寅只是為了向其恭祝元旦，並沒有任何

政治意圖。而對於沒有參加尹錫悅的新年問

候會，共同民主黨方面表示，“（他們）的

邀請太倉促了”。

對於共同民主黨此舉，MBC評論稱，

新年伊始，韓國朝野就各走各路，想必雙方

實現合作與對話，共同治理國家並不容易。

日本“大間金槍魚”
連續11年贏得新年首拍最高價

綜合報導 日本東京豐洲市場5

日迎來今年首場金槍魚競拍交易，

壹尾來自青森縣大間港的藍鰭金槍

魚以3604萬日元（1美元約合132日

元）價格成交，創下當天最高競拍

價。這也是“大間金槍魚”連續11

年贏得新年首拍最高價。

拍賣於當地時間淩晨5時開始，

金槍魚拍賣場地擺滿了從日本全國

和世界各大港口運來的新鮮或冷凍

金槍魚。今年贏得最高價的“壹號

金槍魚”來自青森縣大間港，重212

公斤。當天中午過後，民眾可在東

京表參道的壹家壽司店品嘗這尾金

槍魚的美味。

過去只有在日本本州島最北端

青森縣大間町附近海域捕撈的金槍

魚才能稱作“大間金槍魚 ”。受大

間海域捕撈量大幅下降影響，大間

漁業協會決定，自去年11月以來，

無論在哪裏捕撈的金槍魚，只要在

大間港口上岸、大間魚協收貨，即

可冠名“大間金槍魚”。

2019年的新年首拍中，大間藍

鰭金槍魚曾創下3.336億日元的史上

首拍最高紀錄，而2022年的最高競

拍價僅為1688萬日元。金槍魚批發

行業代表曾指出，日元急速貶值、

生活必需品價格上漲以及海外局勢

變化等因素導致行業形勢嚴峻。

韓軍改口承認：朝無人機“破防”總統府禁飛區

綜合報導 韓國軍方官員證

實，壹架朝鮮無人機曾於上月

26日被發現短暫進入韓國總統

尹錫悅辦公室周圍3.7公裏半徑

的禁飛區，推翻了國防當局此

前稱沒有發生這種嚴重空域安

全失誤的聲明。

報道稱，韓國國防部長官

李鐘燮、聯合參謀本部（聯參

）議長金承謙等軍方高層4日

已向總統尹錫悅報告稱，朝鮮

壹架無人機曾於去年12月26日

闖入總統府P-73禁飛區。P-73

是以龍山總統府和國防部大樓

為圓心，3.7公裏為半徑的圓形

區域，還覆蓋了首爾市瑞草區

、銅雀區、中區的部分地區。

報道稱，這架無人機是朝

鮮當天派出的5架無人飛行器

中的1架，飛越了朝韓之間的

軍事分界線。韓國軍方未能擊

落它們，引發了對防空能力的

質疑。

報道還稱，上述無人機從

京畿道金浦市和坡州市之間的

漢江中立水域上空越界，沿著

漢江南下，在首爾上空盤旋壹

個小時左右，其間還飛入韓國

為保衛總統而在首爾市中心劃

設的禁飛區。聯參戰備態勢檢

閱室以秒為單位重新分析朝鮮

無人機的飛行軌跡後，確認總

統府禁飛區破防。

上述不願透露姓名的官員

告訴韓聯社：“它短暫地飛入

了禁飛區的北部邊緣，但並未

靠近關鍵的安全設施。”

韓國軍方此前壹直矢口否認朝

鮮無人機飛臨總統府，但僅過

壹周就改口交代實情。事發不

久後，就有分析稱無人機抵近

總統府，但軍方壹口咬定無人

機只掠過首爾北部。聯參上月

29日駁回了媒體關於無人機進

入禁飛區的猜測報道，並對

“無根無據的不實說法”表示

“強烈遺憾”。

報道稱，無人機入侵暴露

了韓方在偵察、跟蹤和擊落此

類小型無人機方面準備不足。

據韓國國防部稱，朝鮮的無人

機以異常的軌跡飛行，以意想

不到的方式改變飛行速度和高

度。

印尼旅遊部長：已準備好迎接中國遊客
綜合報導 印尼旅遊和創意經

濟部長桑迪亞加4日在雅加達表示

，印尼已準備好迎接來自中國的

遊客。

桑迪亞加說，印尼的新冠疫

情已得到有效控制。印尼總統佐

科於2022年12月30日宣布取消除

在室內和公眾交通工具內戴口罩

外的所有疫情防控措施。

桑迪亞加表示，印尼將在

“保持謹慎的同時公開歡迎中國

遊客的到來”。他透露，已有多

家中國航空公司正向印尼相關部

門申請恢復或開通中國到雅加達

和巴厘島的直飛航班；亦有多家

印尼航空公司將增開兩國直飛航

班。

印尼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

2022年1月至10月，印尼僅接待不

足10萬人次的中國遊客。新冠疫

情暴發前的2019年，到訪印尼的

中國遊客達207萬人次。2022年 1

至11月，入境印尼的外國遊客人

數累計達460萬人次，比2021年同

期增長了228%。

桑迪亞加稱，盡管取消了疫情

防控措施，但印尼政府仍呼籲該國

旅遊業者繼續自願

參與CHSE認證，

以保護在該國旅遊

的國內外遊客。

CHSE 認證是

新冠疫情暴發後，

為吸引外國遊客前

來印尼旅遊，增加

遊客對該國旅遊設

施和旅遊從業人員

信任度、保證遊客

健康和安全，印尼政府推出的旅

遊業者自願參與的清潔、健康、

安全、環保 (Cleanliness、 Health

、 Safety、 Environmental Sustain-

ability)國家標準行業認證。

此前壹天，印尼衛生部長薩

迪金表示，不會對來自中國的旅

客有任何防疫限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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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及記者李理報

道，中國駐美大使館華盛頓當地時間5日發佈通

知，就搭乘臨時包機意願開展摸底調查。通知

稱，將首先面向全美符合條件的未成年中小學留

學生開放登記。

中國包機優先接小留美生
駐美使館開展搭乘意願調查及開放登記 高中生：救命稻草

根據駐美大使館的通知，目前大多數海外留學人員仍然
選擇留在當地。同時考慮到有一些留學人員、特別是

未成年的小留學生面臨無法解決的實際困難，需要返回
中國，中國有關部門正在積極考慮對疫情嚴重國家一些確
有困難、急需回國的留學人員，採取逐步、有序方式，作
出開通臨時航班和包機等相應安排。

機票隔離費用自理
通知指出，根據公開、透明、公平原則，首先面向全

美年齡未滿18周歲（以登記日為準）、父母未陪伴在旁、
長期或短期在美留學的中小學留學生開放登記。如安排臨
時航班和包機，將根據可能的航空運載量，從保護弱小原
則出發，按照登記人員年齡從小到大順序排序，優先安排
小留學生乘機回國。

根據安排，機票和回國隔離費用自理。自願承擔回國
過程中的各種可能風險，並自覺接受乘機過程及抵達目的
地後的各項檢疫安排。除未成年留學生外，監護人等其他
人員不能陪同乘機。截止時間為美東時間2020年4月6日晚
6時（北京時間4月7日晨6時）。

家長：兒子回家最後希望
一名名叫“惠子”的留美高中生表示，最近美國每天

確診數字都是四位數起跳，她確實有點後悔沒有早點回中
國，在家裡的母親更是心急如焚。包機回國消息一出，她
第一時間就在母親的催促下做了登記。“這就像救命稻
草，我現在的安全感已經被打破了，我相信祖國做事的效
率，很快就能讓我們回國。”她還特意在自己的社交媒體
上寫道：“感謝祖國，感恩生為中國人，我們要加油。”

一名兒子在蘭道夫馬克高中唸書的家長表示，她的兒
子是住校生，學校現在停課，孩子沒有辦法自己照顧自
己。家長為了確保兒子能回來，四月份定了各個時段五張
機票，加起來十幾萬元人民幣，但結果是全部被取消。現
在有了包機安排，她表示，簡直是幫助自己兒子早日回家
的最後一絲希望。

中國民用航空局飛行標準司副司長韓光祖6日介紹，
從3月4日到4月3日，民航共安排11架次臨時航班，協助
在伊朗、意大利和英國的1,827名中國公民回國，接回人員
主要以留學生為主。

��(���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駐美
大使崔天凱華盛頓時間5日在《紐約時報》刊
文指出，圍繞疫情中美兩國間有一些不和諧的
聲音。“但現在不是相互指責的時刻，現在我
們需要團結合作、互幫互助。”

齊引領疫苗研發攻關合作
這篇題為《同舟共濟 定克時艱》的文章

說，此時此刻團結至關重要。要保持清醒、明
辨是非，對那些企圖煽動種族主義和歧視仇
外、把別國或別的種族當成替罪羊的愚蠢言行
說不。因為這樣的言行不僅會嚴重破壞中美當
前合作抗疫的努力，也將埋下猜疑甚至對抗的
禍根，將兩國的人民拖入險境，甚至殃及全
球。

文章表示，中方始終負責任地通報疫情信
息。中國建立了新冠肺炎疫情網上知識中心面
向所有國家開放。中美兩國衛生部門和防控專
家也一直保持着密切溝通。

文章認為，作為世界最大的兩個經濟體，
中美應該引領治療技術和疫苗研發國際攻關合
作，充分探討治療藥物技術共享，聯手幫助缺
乏醫療條件的國家，推動完善全球衛生治理。
此外，還要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穩市場、
保增長、保民生，確保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開
放、穩定、安全。

華企全力生產美採購物資
文章介紹說，中方盡己所能，為包括美國

在內的有關國家提供支持，而位於美國疫情

“震中”的紐約州正是重點支持對象。目前，
中方正協助美政府在華採購抗疫物資。中國企
業加班加點，生產、交付紐約與全美採購的醫
療物資。華為向紐約州和華盛頓特區捐贈了數
萬件防疫物資。中資企業總計已向美捐贈150
萬隻口罩、20萬個檢測盒、18萬個手套及許多
其他防疫物資。

文章稱，不久前，中國也遭受了疫情的迎
頭痛擊，因此我們對美國人民的苦痛感同身
受。我們搏鬥過，付出了巨大犧牲，所以深知
這裡及世界各地抗擊疫情的艱難。我們銘記，
在最困難的時候世界各地的朋友給了我們慰藉
和幫助，其中很多是美國人，很多是紐約人。
現在我們也願真誠回報他們的善意，與他們共
渡難關。

崔天凱：中美需團結合作互幫互助

■■中國駐美大使館將安排包中國駐美大使館將安排包
機機，，優先接未成年留美學生回優先接未成年留美學生回
國國。。圖為中國留美學生與當地圖為中國留美學生與當地
同學和老師交談同學和老師交談。。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紐約市史坦頓島醫護人員收到紐約市史坦頓島醫護人員收到
美國華人團體及華人企業捐贈的美國華人團體及華人企業捐贈的
口罩口罩。。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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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核檢需預約 回鄉證要窗口掛號
港人可上深圳衞健委公號查詢 三甲醫院資源緊張可選區級醫院

港人從深圳口岸出境流程
（以文錦渡口岸為例）

深圳各口岸附近核檢點

福田口岸附近
機構名稱：福田區婦幼保健院核酸門診（公立醫
院）
檢測速度及費用：6-12小時出結果，自費13.5元
（人民幣，下同）
營業時間： 8：00-12：00，14：00-20：00
距離口岸：地鐵4號線福民站，距福田口岸1站地鐵

深圳灣口岸附近
機構名稱：前海蛇口自貿區醫院核酸門診
檢測速度及費用：24小時出結果，自費13.5元
營業時間：7：00-17：30，需公眾號提前預約，
無現場號
距離口岸：的士17分鐘至深圳灣口岸，約20元車
資

文錦渡口岸附近
機構名稱：羅湖區人民醫院核酸採樣點（公立醫
院）
檢測速度及費用：4-6小時左右出結果，自費13.5
元
營業時間：8：00-20：00
距離口岸：的士6分鐘至文錦渡口岸，車資12元左
右

機構名稱：深圳遠東婦產醫院（私家醫院）
檢測速度及費用：8：30-21：00
營業時間：6小時左右出結果，自費13.5元
距離口岸：地鐵2號線湖貝地鐵站，的士10分鐘至
文錦渡口岸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若溪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李望賢深圳報道）內地與
香港1月8日開始有序恢復兩地人員正常往來。6日，
香港文匯報記者實地探訪深圳方面首批開放的三個陸
路口岸，各口岸已經準備就緒。

深圳口岸辦有關人員介紹，港人和內地居民均由
同一個入口進入口岸。文錦渡口岸邊檢人員介紹，出
入境大廳出境往香港以及入境到深圳兩個方向均設置
8條人工通道以及13條便捷通道，並設有長者優先通
道，會根據人流量調整通道數量，邊檢方面已經配足
警力應對8日通關。

香港文匯報記者在現場看到，文錦渡口岸外圍正
在進行整治，綠化美化工程正在緊鑼密鼓地進行，預
計1月7號可以全部完工，以嶄新的面貌迎接出入境人
員。

港
人
需
預
先
核
檢
網
申
健
康
碼

深
圳
出
境
三
步
走

第2步 健康申報

◆進入出境大廳，出示健康申報碼，海關啟

用5G智能衞生檢疫設備，在小程式完成
健康申報後，直接掃碼過關，無需人工查
驗，實現2秒到5秒過關

第3步 查驗證件

◆與疫情前一樣，需出具合法有效的證件，
即可過關整

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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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道）香港與內地8日起實施首階段通關

後，港人從內地返港亦需要48小時核檢陰性證明，並將檢測結果填入內地海關健

康申明卡。香港文匯報記者6日走訪發現，多家醫院都在核檢門診外設置了核檢自

助繳費機，以方便未預約的市民便捷掛號，但港人持回鄉證無法使用該機器繳費，還另需到門診窗口進行人工掛號。此外，由於深圳目前常設核酸檢測點數量

較此前大大減少，地點分散，部分醫院核檢門診還需提前預約才能去做。目前，多家三甲醫院資源緊張，區級醫院則排隊人數較少，為避免現場撲空，在“深

圳衞健委”微信公號能夠查詢到全部信息，港人可以預先查詢後再前往。單人單管核檢最快4小時有結果，自費13.5元人民幣。

核檢死線前衝關
深圳灣現人龍

◆深圳灣口岸出境大廳工作人員在為
旅客指引如何填寫海關健康申報。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攝

在廣州中醫藥大學（深圳）醫院，核檢
門診單獨設於科教樓一樓，有獨立的

門可與院外相連，核酸採樣點門口設置有3
台核檢自助繳費機，內地市民可直接憑內地
身份證，在該繳費機上掃碼繳費。香港文匯
報記者見到了正在向護士諮詢如何繳費的港
人張先生，他因工作需要急於得到核檢陰性
報告，聽說現在只有醫院能做核檢，就乘的
士來到了距離最近的廣中醫深圳醫院。

醫院設自助機 但無法識別回鄉證
儘管該醫院接受無預約的現場核檢，但

是在核檢自助繳費機排隊10分鐘後，張先
生發現該機器無法識別回鄉證、護照等證件
信息。

護士告訴他要另外去門診窗口人工掛號
繳費，才可做核檢。“本來做核檢可以不用
走進醫院的，結果因為自助機不認回鄉證，

我還要專門去急診掛號。”張先生到了門診
大廳，先是問了保安，被告知要去客服中心
諮詢，之後被指引到門診掛號處，到了排完
隊才說拿香港回鄉證要去急診掛號，最後耗
時近半小時才完成採樣。

在深圳工作的港人胡小姐則表示，她在
內地同事的指點下，提前登錄“健康深圳”
微信小程式做了預約，手機收到了預約短訊
之後，才來到現場繳費取號。“小程式裏可
以看到距離最近的核檢採樣點，是否支持線
上預約和開放時間都能查詢得到，預約後還
是需要到現場的這台自助機上，輸入預約號
繳費。”胡小姐指，現時深圳核酸採樣點
少，社會面核酸採樣點設備也不支持回鄉
證，她之前曾到過會展中心採樣點被告知要
去醫院做才行。

據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目前羅湖共有
10個固定的免費核酸採樣點，但只針對特定

人群。出境香港則需要自費去醫院完成檢測。
通過登錄“深圳衞健委”微信公號，點擊“便
民服務”中的“便民核酸”一欄，可查看深圳
全市核檢採樣點的名稱、地址、服務時間、收
費/免費以及當前的服務狀態是否忙碌。

自費13.5元 最快4小時有結果
此外，北京大學深圳醫院、深圳市人民

醫院等多家三甲公立醫院，最近3天的核檢
門診預約號均已無號，港大深圳醫院急診科
工作人員亦表示春節前的號源也較為緊張，
相較而言，羅湖區人民醫院、福田區人民醫
院、福田區婦幼保健院等區級醫院則排隊人
數較少，基本可以隨到隨做。多家醫院工作
人員均表示，因自費核檢採樣是採用單人單
管檢測，平均檢測時間在6-12小時，最快
的急診核檢可做到4小時出結果，自費13.5
元人民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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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碼看片

◆張先生並未預約，需到急診排隊掛號繳費。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攝◆胡小姐提前預約，到達核檢門診後在自助機繳費。

第1步 查驗核檢紀錄

◆根據要求出示預約碼，港人無需預約可直
接進入口岸

◆出示48小時核酸檢測陰性證明，紙質或電
子版都可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郭若溪深
圳報道）香港與內地將於8日恢復免
檢疫通關，港人返港將需提供48小
時核檢陰性證明。1月6日下午，香
港文匯報記者來到深圳灣口岸，在現
場看到，有不少港人搭乘私家車、的
士陸續抵達口岸，在出境大廳的海關
健康申報處，更是排起了長龍。不少
港人表示，為了避開復常通關人流和
不想去醫院做核檢，才選擇提前返
港。據了解，目前深圳灣口岸日均客
流約3,500人，連日來出境客流人數
確有明顯增加。

在深圳灣口岸往香港方向入口通
道裏，港人胡女士一手牽着3歲半的
孩子，一手拉着行李箱，她和孩子還
戴上了防護面罩。“孩子太小，疫情

這幾年一直都是老公從香港到深圳隔
離，一家人才能得以相見。這次由我
和孩子赴港和家人團聚。”

胡女士提到，現在返港可以在
24小時抗原和48小時核檢中任選一
個做，但是8日通關後，只剩下48小
時核酸陰性證明一個選項，覺得有些
麻煩，所以決定提前帶小朋友回香
港。

胡女士表示，她和孩子前不久才
剛剛“陽康”，雖然已經有了心理準
備，但還是會擔心二次感染，過關時
才做足準備，戴了面罩和雙層口罩。

在香港工作的港人周先生則表
示，在得知8日通關政策有了調整
後，擔心復常通關人流會增多，為了
避開人流和不做核檢，就想着提前回
到香港。

“我今年11月初從香港到深圳
出差，當時還是‘7+3’的隔離政
策，2個多月過了就盼到復常通關
了，心情還是非常激動的，我之後再
來深圳出差就能免隔離了。”

港人黃女士家住屯門，她今年
10月北上深圳照顧懷孕的女兒生
產，臨近年關，她就計劃返港與老公
兒子孫子共度春節，“現在在深圳要
找個做核檢的地方很麻煩的，很多地
方都不開，時間也都不知道，還是趕
緊早點回香港好過。”黃女士說。

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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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園市龍潭三坑抽水站爆管造成桃園大停
水引發民怨，傳出台水公司已在當地買地要興
建中繼加壓站，卻遭地方民代反對，藍綠議員
也因誰杯葛中繼站爆口水戰，前桃園市長鄭文
燦發文批評是政治語言，絕無阻擋設站，市長
張善政則不諱言當地居民意見分歧，還沒有達
成共識，會盡力溝通協調助案子盡快往下走。

台水公司二區處長呂崇德說，爆管原因與
是否興建中繼加壓站不能直接畫上等號，但規
畫興建中繼加壓站，絕對對於供水穩定有幫助
。

國民黨議員黃敬平10日曝市長張善政昨凌
晨接獲他反映平鎮仍有大樓沒水，立即自行駕
車前往水廠，自來水公司也向他們透露，去年
就規畫要在三坑興建新的中繼加壓站，分段加
壓供水，取代40年的老舊管路，卻遭地方民代
反對，前市府也完全沒作為，才會導致這次破
管結果。

綠營議員張肇良則打臉稱，台水要在三坑
里設置中繼加壓站，位置面積高達3300坪，該
大型蓄水池及加壓站面積非常大，且在三坑老

街入口處，地方民眾並非反對設置中繼加壓站
，而是位置不洽當，建議水公司應該設在靠近
大馬路邊，而非設在三坑里中心點，該案目前
還在討論階段，且真要設置也是2、3年後的事
情，不應把這次爆管連結到中繼站設置，批黃
敬平亂扯、刻意帶風向。

「這樣的政治語言，不僅不是事實，還傷
害仍在市府工作的同仁！」鄭文燦駁斥阻擋加
壓站，批評是政治語言，並提出3點澄清，強調
市府當然有協助、地方也確實有意見，因意見
分歧所致，自己向來主張合作大於對立， 「民
眾要的是供水，不是政治口水！」

張善政則不諱言當地居民意見分歧，還沒
有達成共識，所以到鄭文燦卸任為止，經發局
都一直沒有批核重大工程的認定，導致加壓站
興建卡關，市府接下來會繼續跟當地民眾溝通
，尤其這次事件，大家體認到水廠的重要性，
希望當地的議員和民眾也能體諒，同時也呼籲
自來水公司好好回答改善當地居民的顧慮，如
噪音、水廠外觀設計等，助案子盡快往下走。

台水欲建三坑加壓站 桃園藍綠爆口水戰

前新竹市長林智堅論文抄襲案，被捲入風
波的調查官余正煌委由律師到台北地院提刑事
自訴，控告林違反《著作權法》，正式下戰帖
與林智堅 「直球對決」，台北地方法院11日下
午2點半傳喚林智堅出庭，余將委由律師在法庭
上與林公開對質。

另余正煌的律師表示，余認為林智堅在抄
襲風波為自己辯護時傷害他名譽，11日台北地
院針對著作權案開準備程序庭，當天他們要向
台北地檢署遞狀控告林加重誹謗，請檢察官起
訴林。

先前接受採訪時，余正煌的律師張祐齊說
，或許林智堅論文抄襲案在政治面已算終結，

但在法律和清白上卻沒有完整說明，林智堅至
今沒承認抄襲，因此只能用提告方式保障余的
權利。

余的另一名律師吳俊達表示，林智堅至今
沒對抄襲余正煌論文一事道歉、說明或回應，
甚至陳時奮在偵查庭還一口咬定余正煌在論文
案上理虧，林智堅沒有錯，因此有必要透過提
刑事自訴來釐清事實，還給余正煌公道和清白
。

吳俊達指出，透過法庭公開對質，相信林
智堅也可以捍衛自己清白 ，說清楚自己的論文
如何產生的，是否有參考余正煌論文內容。

論文門直球對決！林智堅今出庭開戰調查官余正煌

農曆春節前夕是民眾採買年貨食品旺季，
屏東縣長周春米10日前往大賣場宣導食安，現
場操作簡易試劑並發送給民眾，頻頻提醒選購
食品注意事項，強調購買食品還是以完整包裝
為首選。

為確保市售產品皆符合食品安全衛生規定
，屏縣府衛生局去年底便展開相關作業，前往
轄內各傳統市場及流動攤販進行散裝食品標示
輔導，除加強稽查年節食品包括蘿蔔糕、甜粿
、香腸、瓜子、魷魚絲等應景食品外。

周春米也特地率衛生局團隊，至大賣場宣
導，讓縣民在歲末新春之際，能安心採購年貨
。她建議，民眾如果選購散裝食品，請注意是
否標示 「品名」及 「原產地」，購買食品以選
擇完整包裝為首選。

並堅守 「5不原則」，標示不清不買、過於
鮮艷不買、有異味者不買、來源不明不買、有

破損者不買；調理食品也有 「5要」，手要洗乾
淨、食物要新鮮、生熟食要分開、要徹底加熱
、要適當保存。

衛生局現場特別提供200份簡易試劑免費分
送，周春米當場操作示範，試劑一滴馬上可以
測出結果，吸引許多婆媽排隊領取，有人領後
表示，要讓孩子在家中可以實驗，從小建立食
安觀念。

屏縣衛生局長張秀君說，簡易試劑主要檢
測色素的皂黃，還有民眾較擔心的漂白劑，縣
府也提供氧化氫檢測，讓民眾把試劑帶回家，
就能檢視買回來的東西是否符合規範。

消保官吳清宜建議，民眾採買生鮮食品最
好選擇有信譽商家，注意價格、重量等資訊是
否標示，如有疑慮可向衛生單位檢舉，或撥打
1950消費者服務專線。

屏東周春米宣導年貨食安發送簡易試劑

高雄市澄清湖風景區近8公頃的水岸第一排公園溼地與勞工
公園將改蓋豪宅，民間團體質疑該計畫破壞景觀生態、滯洪用地
減少恐釀水患等，昨抗議要求政府撤案，地方民眾也多數持反對
意見，有人質疑政府黑箱作業，連要蓋豪宅他們都不知；但市府
重申，該計畫經主管機關核准且符合相關法令規定，盼市民能夠
支持。

森林城市協會、高雄市公民監督公僕及生態研究員楊吉壽昨
在澄清湖畔開記者會，表示去年底高市府都發局通過澄清湖運動
休閒園區暨捷運黃線Y3站建設計畫，毀公園綠地蓋豪宅，現已
送交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審查。

森林城市協會理事長莊傑任說，該計畫出現不良問題，包括

澄清湖風景區湖岸未保留60至
100 米綠帶，道路、建地緊鄰
破壞景觀生態；另公園用地因減少7.8公頃而低於都市計畫法規
定的10％；此外，計畫變更將導致上百棵樹木牴觸，移植後非死
即殘；滯洪用地減少7公頃，周邊社區未來恐釀更嚴重水患；道
路、捷運聯開豪宅區緊鄰飲用水源保護區，影響飲用水安全；既
有旅館、演藝廳、勞工局辦公空間用約28年就拆除，浪費錢也
不環保，還衝擊大埤路未來交通。

高雄市公民監督公僕行動聯盟副理事長陳銘彬表示，為改善
空汙，所有工程計畫應以保留或增加樹木綠地為優先，但該計畫
卻減少7.8公頃綠地，低於都市計畫法第45條規定的10％。

居民連小姐擔憂綠地被砍伐後導致環境更惡化，且憤怒自己
竟是看了新聞才知道湖岸公園要蓋豪宅，政府未跟百姓說明。

市府表示，澄清湖特定區計畫設置約6.19公頃運動主題公園
，將有大面積綠空間供民眾使用，並未破壞景觀生態。市府將透
過 「澄清湖運動休閒園區暨捷運黃線Y3站建設計畫」，打造生
活、運動、育樂機能共榮之鳥松生活城。

另民團反映 「滯洪用地減少」，市府說與事實不符，澄清湖
特定區周邊用地申請都市計畫變更，經主管機關核准且符合法令
規定，如有樹木移植也會依工務局新建工程處植物植栽工程施工
說明書辦理，盼市民能夠支持。

澄清湖畔蓋豪宅 民團抗議促撤案



AA88星期三       2023年1月11日       Wednesday, January 11, 2023

休城社區

新的法例
健保現在更易負擔
保障家人健康

每5位客戶中就有4位能藉助財務補助
得到每月$10或更低收費的健保計劃。 

請於截止日期 1月15日前報名投保。 

由美國衛生及公眾服務部資助 

報名投保      1-800-318-2596

新的法例。更低費用。更多人合資格。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休士頓華商經貿聯合會於上
周六（1月7日）下午三時，在僑教中心102室舉行 「2023
年會員大會暨會長、理事選舉」，共有會長黃春蘭，榮譽
顧問李雄、榮譽會長方台生及理事團隊及數十位會員出席
。僑教中心主任王盈蓉、副主任黃依莉也應邀列席。

大會由會長黃春蘭主持。她在會中向大家介紹該會成
立的宗旨，在促進海內外華商交流合作、共謀事業發展及
協助增進台灣與各國之貿易關係及聯繫僑委會研習活動。
黃春蘭表示：該會發展至今已逾二十載，初期起源於海外
學員參加僑委會所舉辦的各種訓練班、研習會，返回僑居
地之後，相互交流與互動，組成地區性 「聯誼會」，進而
成長茁壯成長全球六大洲際型聯誼會；2022年八月一日
統一中文名稱為 「地區名」再加上 「華商經貿聯合會」，
共同致力於促進世界各地區台商之合作，共同發展商業機
會及開拓國際經貿市場。

會中也提到會員大會因疫情而停頓。當天的會議並進
行逐年年度活動報名及頒發感謝狀，及投票選舉新會長、

副會長及理事空缺。黃春蘭會長報告自2019年及疫情持
續四年來的各項活動，如 「休士頓國際烹飪美食競賽」、
「超限戰論壇」、 「影音多媒體競賽」和 「未來生活的智

慧之道」等等；同時也頒發感謝狀予李雄、方台生、郭蓓
麗、周宏及黃以法等核心團隊，感謝他們多年來的奉獻。

出席該會的僑教中心主任王盈蓉也在會中出示宣傳海
報，介紹僑台商產業培訓活動2023年能量加值！ 自今年
三月起開辦的項目有：第一期海外商會領導班暨海外商會
秘書長班、淨零產業科技主、電動車產業、台灣觀光產業
商機，國際醫療產業，精品咖啡創業培訓，農業人才培訓
，智慧自動化產業等各種參訪及商機交流，各項活動參加
及報名方式，歡迎前往僑委會網站公告資訊查詢。

當天還在現場舉行新年度會長、理事選舉。選出
2023年會長：劉志忠，副會長蕭瑛媜、監事長：黃春蘭
、榮譽顧問：李雄、榮譽會長：方台生，理事：郭蓓麗、
周宏、芮久玟、李孟學、陳意欣、蔡沂汶和李瑞芬 。

「休士頓華商經貿聯合會」 上周六
舉行會員大會暨會長、理事選舉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
）由 Telfair Chinese Associ-
ation 主辦，Hilton Garden
Inn Sugar Land 協辦的 「糖
城春節聯歡會」將於1月22
日（星期日）下午三時至
五時在 「Hilton Garden Inn
Sugar Land 」（地址：722 Banaventure Pl. Sugar Land.舉行，免費入場。
該聯歡會將由宋丹小姐擔任晚會總導演、舞台及藝術總監。 「喜樂合唱團」
將在晚會中演唱，並演出笑料短劇：柴可夫斯基的“ The Fruitcakes ”- ”
Dance of the Sugar Plum Fairy“的第一幕。歡迎各界屆時踴躍前往觀賞。

「糖城春節聯歡會」 1月22日下午舉行
「喜樂合唱團」 將演唱並演出笑料短劇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世華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訂於2月19日
（星期日）晚間六時假Lambo Restaurant 舉行38週年慶暨理監事宣誓就職典禮
，餐會費用每人$65.00，一桌十人$650.00， 會中安排有表演節目暨摸彩助興，
美南分會第38屆會長何真、副會長張瓊文敬邀所有會友踴躍報名參加，一起
同慶。

會友報名請洽會長何珍：832-866-3333， 副會長張瓊文：361-652-0649

世華工商婦女企管協會美南分會2月19日舉行
第三十八屆週年慶暨理監事宣誓就職典禮

圖為圖為 「「休士頓華商經貿聯合會休士頓華商經貿聯合會」」 會員會員、、理事大合影理事大合影。（。（中左二起中左二起））僑教中心僑教中心
主任王盈蓉主任王盈蓉、、黃春蘭監事長黃春蘭監事長、、會長劉志忠會長劉志忠、、榮譽顧問李雄榮譽顧問李雄、、榮譽會長方台生榮譽會長方台生
出席年會出席年會。（。（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圖為休士頓華商經貿聯合會在僑教中心舉行的圖為休士頓華商經貿聯合會在僑教中心舉行的20232023年會現場年會現場。（。（記者秦鴻記者秦鴻
鈞攝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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