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發行人 李蔚華/Publisher: Wea H. Lee 社長 朱勤勤/President: Chin Chin Chu 副社長 朱幼楨/Vice President: Emerson Chu 副社長 秦鴻鈞/Vice President: Christi Chin 總編輯 蓋 軍/Chief Editor: Jun Gai
商業廣告：ad@scdaily.com 設計部：art@scdaily.com 編輯部：editnews@gmail.com 會計部：acccounting@scdaily.com 分類廣告：cla@scdaily.com 美南新聞網站：www.scdaily.com 美南電視15.3：https://scdaily.com/tv
美南黃頁：https:scdaily.com/yellow_pages 美南新聞電子報 e-paper:www.scdnews.com 分類廣告專頁Classified AD: www.scdaily.com/classified ads 美南微信公眾號：美南網ID:today-america 國際貿易中心：http://www.itchouston.org

AA11

12047

Friday, 1/13/2023

美通膨持續降溫美通膨持續降溫 為為11年低點年低點
（綜合報導）最新數據顯示，美國去年12月消費者物價年增

6.5%，連續第6個月下滑，創一年多來新低。油價下跌有助通貨膨
脹降溫，但旅館訂房等服務通膨仍嚴重，令決策官員憂心。

美國勞工部今天公布，去年12月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年增
6.5%，低於去年11月的7.1%，及去年6月創40年來新高的9.1%；
如剔除波動較大的食品與能源價格，核心CPI年增率從去年11月的

6%降至5.7%。兩項數據都符合市場預期。
CPI經季節調整單月下跌0.1%，相較之下，去年11月上漲0.1%

；核心物價月增0.3%，漲幅高於去年11月的0.2%。
勞工部數據顯示，去年12月，包含汽油的能源價格下跌4.5%

，對整體CPI走低貢獻卓著。但居住、居家裝修、車險等服務費用
上漲，抵銷中古車、機票等領域的跌勢，造成核心物價持續上漲。

其中，包含房租的居住費用攀升0.8%；外宿價格漲勢兇猛，單
月漲幅達1.5%。

這份數據顯示，自去年中汽油價格走跌開始，COVID-19
（2019冠狀病毒疾病）大流行期間急遽升溫的通膨已明顯緩和，但
遠不及聯邦準備理事會（Fed）維持物價穩定的目標。在勞動市場
吃緊、工資漲勢旺盛的背景下，服務通膨極為頑固，通膨完全降溫

可能是一段漫長過程。
聯準會為抑制物價漲勢，去年7度升息，聯邦資金利率目標區

間達到4.25%至4.5%，創2007年12月以來新高。市場預期，未來幾
個月聯準會將持續升息，政策利率達頂點後維持一段時間，美國經
濟衰退風險升高。

最新通膨數據公布前，美國景氣已在通膨及高利率雙重壓抑下
顯現降溫跡象，去年11月零售銷售下滑0.6%，住宅銷售連10個月
衰退，去年12月就業及工資成長趨緩。

全美最大銀行摩根大通（JPMorgan Chase）執行長戴蒙（Jamie
Dimon）本週表示，通膨不會像人們預期那樣降溫，聯準會可能需
要將政策利率升到6%，才能成功壓制通膨。這項利率頂點預測高
於聯準會絕大多數官員去年12月預期的5%至5.5%。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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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thern News Group is preparing to host one of the
biggest Lunar New Year celebrations on January 21st this
year on our front lawn. The activities will start from 10 am
until 5:00 pm. We will also host a reception at 10:00 am in
our International Studio at our TV station. Mayor Turner and
Congressman Al Green and many community leaders will be
there to greet all of our friends.

For the last three years, because of Covid-19, we had
suspended our outdoor festival, but this year we are so glad
we can host the outdoor celebration again.

On the day of the festival, the program will start with a dragon
dance and will be followed up with singing, dancing,
magicians and many stage performances. On the grounds,
we will also have many booths with a wide variety of foods
and souvenirs for all of the visitors.

We have been very proud to sponsor the lunar festivals over
the last 27 years. Here is the reason we are celebrating our
divine culture in this great land: no matter where you come
from, we all still need to remember our heritage. 0101//1212//20232023

We Welcome The Year Of The RabbitWe Welcome The Year Of The Rabbit

兔年是中國傳統歷法確定的，
生肖中的兔對應着十二地支中的卯
， 兔年即卯年， 也就是辛年。

為了迎接兔年之來臨， 我們定
於元月廿一日上午十時至下午五時
， 在美南新聞廣場上舉辦第二十七
屆農曆新年游園會， 希望和休斯敦
市民共同迎接新年之到來。

當天上午十時， 市長特納 、國
會議員格林等政府及各族裔領䄂將參
加在美南環球劇㘯舉行之新春團拜大
會， 由市長正式宣佈兔年之來臨並
向全體市民拜年。

過去三年來，由于新冠病毒之侵
襲我們的室外慶祝活動也取消了，
今年我們終於重新在室外舉辦。

這項迎新活動將在廣㘯上有連續
七小時之文藝演出， 包括舞龍、 魔
術、 各族裔舞蹈歌唱表演 ，並將有
各型食品、文化創意產品之攤位。

我們有幸生活在族裔文化溶合之
社區，這也是代表我們社會之主要力
量， 希望這次之新春活動為社區帶
來更多之文化色彩。

我們正迎接兔年之來臨我們正迎接兔年之來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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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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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緬甸軍政府派出戰機，打擊靠近
印度邊境的一個親民主力量訓練營，結果這場
空襲波及到印度，據目擊者稱，緬甸軍機投下
的炸彈，至少有2枚落在印度境內。

英國衛報(The Guardian)報導，緬甸軍政府
在2021年2月發動政變，摧毀翁山蘇姬為首的
民主政府，之後對正在境內的少數民族、異見
者發動軍事打擊，許多不從軍事府的人民逃往
接近鄰國的邊界地區。星期二下午，緬甸軍機
對欽邦(Chin State)的維多利亞營地(Camp Vic-
toria)發動轟炸，結果至少2枚炸彈落到印度。

維多利亞營是欽邦軍 (CNA) 的總部，欽
邦軍是一個民族武裝團體，在人民國防軍
(PDF) 的旗幟下，與其他反叛團體並肩作戰，
他們的口號是恢復緬甸的民主。該營距離印度
米佐拉姆邦(Mizoram)僅幾公里。

匿名的反抗軍成員說，緬甸戰機投下多枚
炸彈，人們趕緊躲空襲。在這過程中，有些戰
機飛越了印度和緬甸的邊界河，也就是道河
(Tiau River)。

印度一側的當地人說，2枚炸彈明顯落入
了他們這一邊，引發頗為驚人的爆炸，所幸沒
有人受傷。據目擊者說，發起轟炸的有3架戰
鬥機，和兩架直升機。

遭炸的維多利亞營損傷很頗為慘重，反抗
軍指揮官稱，有7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婦女
，另有20多人受傷。

緬甸軍政府經常空襲反抗者營地，以鞏固
他們的權力。去年 10 月，軍方對緬甸北部克
欽邦(Kachin State) 發動空襲，當時正在舉行演
唱會，死傷相當嚴重，至少 80 人死亡，大部
分是平民。

欽邦維多利亞營地是首次遭炸，叛軍指揮
官表示，由於營地相當靠近印度邊境，原本他
們預計緬甸軍政府會投鼠忌器，不會發動空襲
，結果他們什麼都不在乎。

指揮官表示，在維多利亞營也遭轟炸後，
有數十人逃往印度。令人感動的是，印度那一
邊，來自米佐拉姆邦的醫生願意越境進入緬甸
，幫助治療無法轉移的傷者。

緬甸軍政府打擊欽邦反抗軍營地
結果炸彈落入印度領土

尹錫悅自主核武論惹議
韓總統辦公室急滅火

由美國、加拿大和墨西哥三國元首在墨西
哥 城 舉 行 的 ” 北 美 領 導 人 峰 會 ” （North
American Leaders&#39; Summit）已舉行完畢,
這個俗稱為”三個老友峰會”（Three Amigos
Summit）自 2015 年以來就已舉行過多次,但似
乎成效不佳,在川普執政的四年間, 由於他瞧不
起墨西哥,所以拒絕參加,使這個峰會幾乎壽終
正寢,所幸拜登心胸廣闊,上任後恢復了這個歐
巴馬和他自己執政時所創立的會議,他這一次首
度到墨西哥參加,並願與加拿大和墨西哥兩位領
袖一起迎接具體挑戰,但拜登能否把他在會議上
的承諾變成現實, 相當令人懷疑。

這一次會議集中在移民、經濟和毒品三大
議題上, 但身為地主的墨西哥總統洛佩茲·奧夫
拉多爾態度非常強硬,他在與拜登交流時言辭十
分粗魯, 好像美國大大的虧欠了墨西哥, 他認為
自川普執政以來, 美國一再強調自己偉大,表現
出對拉丁美洲的拋棄和蔑視, 他指責川普的
“美國優先”意識形態要求美國在自己和拉丁
美洲之間築牆，而不是架橋,而拜登總統在任期
將近兩年還沒有採取任何實質性措施來解決美
墨都希望控制的移民問題。他聲稱，移民不斷
突破美墨邊境，拜登似乎不知道該怎麼辦, 而

需要墨西哥來接爛攤
子。不過拜登表示,
他願意與墨西哥通力
合作,

透過任何可行方式
來阻擋非法移民,並與
墨西哥打擊鴉片類藥
物芬太尼毒品的走私
。

拜登上任以來曾多
次表示將修復美國在
世界範圍內的形象,
他懇切的表示需要國
會和國外墨西哥幫助
，將北美打造成世界
上最有競爭力、最繁
榮且最有經濟韌性的
地區。然而美國與墨
西哥、加拿大興趣點
顯然存有差異，拜登
只談原則而沒有具體
方式與作為,態度顯得
有些敷衍塞責,所以墨

西哥總統直言不諱聲稱，美國有能力在自己掌
握的範圍內解決邊境危機,不過，墨西哥還是同
意在移民問題上提供幫助，每個月將從古巴、
海地、尼加拉瓜和委內瑞拉非法越境進入美國
的3萬人送回墨西哥。

在中美之間的新冷戰中，或許沒有那個國
家比墨西哥受益更多。根據麥肯錫全球研究所
數據，去年美國製造商在墨西哥的投資已超過
了中國,在墨西哥或加拿大地緣政治脆弱性不會
危及投資的國家，出現了大規模新資本支出。
現在，墨加正將注意力轉向美國的優先事項，
即將電腦晶片製造業從中國轉移到北美。墨西
哥有越來越多的年輕和富有生產力的工人，與
之相對的是美國和加拿大的勞動力隨著嬰兒潮
一代的退休而萎縮。

對拜登總統而言，此次峰會既不算成功,也
不算失敗,他能爭取到墨西哥這個朋友的支持算
是最大的成果,不過，在他為複雜的解決方案提
出真正的建議之前，他給人的印象是，方向是
正確的，但解決問題卻顯得無力,如果他要打造
美國成為一個製造業強國，絕對有賴於墨西哥
和加拿大的協助而成為三贏的局面, 但是難度
相當的大!

【李著華觀點 : 三個老友一條心?
美加墨領導人在墨城舉行峰會

有共同願景但拜登難實現承諾 】

(本報訊)總統尹錫悅日前在聽取外交部和
國防部工作報告時提及，若北韓核問題進一步
加劇，韓國可能部署戰術核武或自主擁核。他
並稱，憑藉韓國科學技術實力，可在短時間內
實現這一目標。總統室核心官員當天急忙在記
者會上澄清 ，通過基於韓美同盟來加強延伸
威懾力有效應對朝鮮核導威脅更為重要。

據《韓聯社》12日報導，總統辦公室對尹
錫悅就自主擁核的擴大解釋，做出和緩。總統
室核心官員當天在記者會上表示，總統言論的
先決條件，是北韓核威脅或挑釁行為進一步升
級，從現實角度來看，通過基於韓美同盟來加
強延伸威懾力有效應對北韓核武威脅更為重要
。

該官員還表示，維護國家安全要為最壞的
情況做準備。在北韓核武威脅不斷升級的情況
下，尹錫悅身為軍隊統帥是為了展現出維護國
民安全的意志和決心。

分析認為，這可被解讀為政府暫不考慮自
主擁核和部署戰術核武器等選項，但強調為維
護國家安全不會排除任何選項。

專家認為，現任總統談及 「自主擁武」的
情況極其罕見。由於自主擁核可能造成外交、
政治混亂，加上部署戰術核武和自主擁核，違
背韓美一直以來共用的t朝鮮半島無核化原則
。特別是在國際社會普遍維護國際核武不擴散
體系的情況下，自主擁核恐造成南韓在經濟、
外交方面面臨孤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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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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氣象組織：
新年伊始歐洲多地氣溫創歷史新高

綜合報導 世界氣象組織發布消息稱，新年伊始，許多歐洲國家

冬季氣溫創歷史新高。

路透社報道稱，創紀錄的冬季高溫席卷了歐洲部分地區，“感

覺像是在夏天”。據英國廣播公司報道，波蘭、丹麥、荷蘭、白俄

羅斯、捷克、西班牙、立陶宛和拉脫維亞等國在全國範圍內創下高

溫紀錄，德國、法國和烏克蘭的部分地區氣溫也打破紀錄。

數據顯示，2023 年 1 月 1日，西班牙畢爾巴鄂氣溫高達 25.1 攝

氏度，比 1 月平均氣溫高了 10 攝氏度以上；波蘭華沙氣溫達 18.9

攝氏度，此前最高紀錄為1993年 1月的 13.8攝氏度；法國貝桑松氣

溫為18.6攝氏度，打破1918年1月16.8攝氏度的紀錄。

彭博社報道指出，氣候變化正在融化高山冰川並改變歐洲冬季

的面貌。美國消費者新聞與商業頻道報道稱，由於溫暖的天氣和低

降雪量，北阿爾卑斯山和法屬比利牛斯山脈的部分低海拔滑雪勝地

不得不在開放幾周後關閉。

世界氣象組織表示，以下因素綜合引發了此次歐洲暖冬：地中

海地區上空的高壓區和大西洋低壓系統引發了強烈的西南氣流，將

暖空氣從非洲西北部帶到了中緯度地區。由於高於正常海面溫度，

空氣在經過北大西洋時進壹步變暖。在北大西洋東部，海面溫度比

正常溫度高1至2攝氏度。

世界氣象組織去年 11 月發布的《歐洲氣候狀況》報告顯示

，在 1991 年至 2021 年這 30 年間，歐洲地區明顯變暖，平均每十

年氣溫上升 0.5 攝氏度。從 1997 年至 2021 年，高山冰川的冰層厚

度減少了 30 米。

巴西2022年11月工業產值環比微跌0.1%

行業復蘇放緩
綜合報導 巴西國家地理統計局(IBGE)公布的數據顯示，經季節

性調整後，2022年 11月巴西工業產值環比微跌0.1%。

數據顯示，與 2022 年 10 月環比，11月巴西受調查的 26個行業

中有 11 個出現下降。其中，計算機設備、電子和光學產品業跌幅

較大，環比下降 6.5%，對該國制造業增長造成較大影響。其次是

紡織品業環比下降 5.4%，服裝和服飾業環比下降 3.8%，采礦業環

比下降 1.5%。不過，飲料業環比增長 10.3%，汽車制造業環比增長

4.4%。

在四大經濟類別中，資本貨物環比增長0.8%，半耐用和非耐用消費

品環比增長0.6%，中間產品環比增長0.4%。不過，耐用消費品環比下降

0.4%。

與 2021 年同期相比，11 月巴西工業產值增長 0.9%。其中，汽

車制造業同比增長 13.1%，食品業同比增長 8.6%，飲料業同比增

長 5.8%。不過，木制品業同比下降 25.1%，服裝和服飾業同比下

降 15.5%。

數據還顯示，2022 年前 11 個月，巴西工業總產值同比下降

0.6%。在截至 2022 年 11 月的 12 個月內，巴西工業總產值累計下

降 1%。

巴西國家地理統計局研究員安德烈· 馬塞多(André Macedo)表

示，受高通脹率和高失業率影響，近來巴西工業增長乏力，行業

復蘇放緩。在過去 6 個月中，該國工業產值有 4 個月出現環比下

跌。2022 年 11 月，巴西工業產值較 2020 年 2 月新冠疫情暴發前的

水平仍低 2.2%，較 2011 年 5月的歷史最高值低 18.5%。

聯合國：臭氧層開始緩慢“愈合”
有望在四十年內修復

綜合報導 近日，聯合國公布的壹份

最新研究發現，南極洲上空臭氧層的巨大

空洞正在緩慢“愈合”，有望在40年內得

到修復。

聯合國新聞報道稱，壹個由聯合國支

持的專家組當日在美國氣象學會第103次

年會上表示，臭氧層有望在40年內得到修

復，全球逐步淘汰消耗臭氧層化學品的行

動有利於緩解氣候變化的努力。

《關於消耗臭氧層物質的蒙特利爾議

定書》科學評估小組發布的評估報告證實

，自1989年《蒙特利爾議定書》生效以來

，超過100種消耗臭氧層的化合物最終遭

到禁止並被逐步淘汰，其中氯氟烴（CFCs

）的使用量減少了99%。

氯氟烴通常存在於冰箱、氣溶膠和

溶劑中。上世紀 70 年代，科學家們首

次確定氯氟烴正在消耗大氣中的臭氧層

。到上世紀80年代中期，研究人員發現

南極上空出現臭氧空洞，引發國際社會

緊急修復。

報告顯示，自2000年以來，南極臭氧

空洞的面積和深度壹直在緩慢改善，如果

維持當前政策不變，預計南極上空、北極

上空以及世界其他地區的臭氧層將分別於

2066年左右、2045年、2040年恢復到1980

年臭氧洞顯現之前的水平。

《蒙特利爾

議定書》是壹項

旨在通過逐步淘

汰消耗臭氧層的

化學品來保護地

球臭氧層的全球

協議。2016年的

壹項附加協議，

即《蒙特利爾議

定書基加利修正

案》，要求逐步

減少壹些氫氟碳

化合物的生產和

消費。科學評估小組表示，到2100年，這

壹修正案預計可讓地球在這壹時期的升溫

減少0.3至0.5℃（不包括來自三氟甲烷排

放的貢獻）。

美國國家海洋和大氣管理局化學科學

實驗室主任兼議定書科學評估小組聯合主

席戴維· 法希博士（David W. Fahey）稱，

“臭氧層的恢復已走上正軌，由於所有國

家都采取了《蒙特利爾議定書》的有效控

制措施，全球臭氧層的破壞高峰已成為過

去。”

另據美聯社報道，世界氣象組織秘

書長佩特裏· 塔拉斯在壹份聲明中表示，

“臭氧行動為氣候行動創了先河。我們

在淘汰消耗臭氧的化學品方面取得的成

功向我們展示了我們可以做而且必須做

的事情。作為緊急事項，我們必須擺脫

化石燃料，減少溫室氣體，從而限制氣

溫上升。”

《自然》雜誌2021年的壹項研究表

明，消耗臭氧層的氣體同時也是強效溫

室氣體，如果不禁止使用消耗臭氧層的

化學品，全球溫度可額外升高 1℃。自

工業革命以來，地球溫度已升高了

1.2℃左右。科學家警告稱，應將升溫限

制在1.5℃以內，以防止氣候危機造成最

嚴重後果，包括極端幹旱、野火、洪水和

糧食短缺的風險。

馬克龍重申巴黎聖母院重建目標：
2024年重新開放！

綜合報導 據外媒報道，法國總統馬

克龍當地時間9日重申了巴黎聖母院的

修復目標。他表示，大教堂計劃在2024

年完成修復並重新開放。

據報道，9日晚間，馬克龍與到訪

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壹起參觀了巴黎聖

母院。馬克龍在現場表示：“我們的目

標不變，將在2024年開放大教堂。”

岸田文雄稱，2019年10月，日本沖

繩的世界文化遺產首裏城發生火災，日

本對重建工作的難度深表了解。他表示

“對巴黎聖母院重建工作的速度感到驚

訝”。

2019年4月15日，巴黎聖母院發生

火災，大火吞噬了整個建築，導致教堂

尖頂倒塌。火災在壹天後被撲滅。

據悉，法國為修復大教堂籌集了10

億歐元。馬克龍在火災發生後表示，巴

黎聖母院將在5年內重建，但壹些修復

專家認為，大教堂的重建工程可能將持

續10年以上。

停止進口俄羅斯原油 德國煉油廠運轉困難
綜合報導 德國政府從今

年 1月 1日起全面禁止進口俄

羅斯原油，這讓德國多家煉

油廠不得不縮減產能，以應

對原料不足。盡管德國政府

試圖通過其他渠道獲得原油

，但壹些煉油廠表示未來處

境仍然堪憂。

作為西方對俄羅斯制裁的

壹部分，歐盟對俄羅斯的海運

出口原油限價令自2022年12月

5日起生效。隨後，德國宣布自

願停止通過“友誼”石油管道

進口原油。今年1月1日，德國

針對俄羅斯管道石油的禁令正

式生效。受此影響，包括勃蘭

登堡州和薩克森-安哈爾特州在

內的德國東部地區煉油廠，不

得不因原料不足而降低產能。

在勃蘭登堡州的施韋特，

曾經能滿足柏林及其周邊超過

90%原油制品消費需求的德國第

四大煉油廠——施韋特煉油廠

，如今只能通過海運原油以維

持約50%的產能。

盡管去年12月波蘭與德國

達成協議，承諾從今年1月起為

施韋特煉油廠提供原油，以提

升其產能。但來自波蘭的原油

對施韋特煉油廠的需求來說，

不過算是杯水車薪。薩克森-安

哈爾特州洛伊納的煉油廠也面

臨類似的情況。

為解困局舍近求遠
德國買哈薩克斯坦原油
為緩解危機，德國聯邦經

濟部承諾自今年1月起向施韋特

煉油廠交付哈薩克斯坦原油，

目前哈薩克斯坦方面正在進行

項目招標。不過，哈薩克斯坦

原油向德國輸送也需要使用

“友誼”石油管道，哈薩克斯

坦正與俄羅斯商議這批石油的

交付方式。

同德國政府應對原油供給

不足的舉措無力，招致德國

社會的批評，即使在德國執

政聯盟內部也飽受質疑。德

國社民黨議會黨團副主席德

特勒夫· 穆勒 10日表示，政府

的舉措“顯然不足以滿足德

國東部各州的汽油、柴油、

煤油和取暖油的供應”。盡

管聯邦政府壹再承諾原油供

應充足，但局部地區的短缺

問題或將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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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總統拜登今天承認，他在德拉瓦州威明
頓市自宅的 「個人書庫」中，被找到一份他任職副總統期間的
機密文件，而他的車庫中還被發現其他文件。

美聯社報導，拜登幾天前剛被揭露，在他之前任職的華府
機構辦公室內，也發現了機密文件。

法新社報導，美國司法部長賈蘭德（Merrick Garland）已
指派私人律師暨前政府檢察官赫爾（Robert Hur）作為獨立特
別檢察官，以調查拜登（Joe Biden）不當處理機密文件的指控
。

賈蘭德說，赫爾將調查在研究機構和拜登家裡發現機密政

府文件，是否關係到拜登違反任何法律。
拜登稍早在白宮告訴記者，他正全力配合司法部調查機密

資訊和政府紀錄的儲存方式。拜登未說明發現最新文件的時間
點，只說他的律師昨晚已完成檢查可能的存放地點。

律師去年11月2日發現第一批文件，時值美國期中選舉即
將登場，但這項消息到9日才曝光。

拜登的法律顧問索柏（Richard Sauber）說，拜登的私人律
師發現最初那批文件後，又檢查了拜登2017年卸下副總統職位
後，政府紀錄可能被送去的地方。

索柏表示，在威明頓市（Wilmington）拜登車庫內的一個

儲存空間，發現了 「少數」帶有機密記號的文件，隔壁房內還
有另一份文件。拜登隨後公布這間房是他的個人書庫。

拜登稱找到文件後就 「立即知會」司法部。首批文件已轉
交給國家檔案和紀錄管理局（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共和黨籍的聯邦眾議院新議長麥卡錫（Kevin McCarthy）
針對最新消息回應： 「我認為國會必須調查此事。」

被揭露可能不當處理機密文件或紀錄，可能會讓拜登頭疼
。拜登曾說，前總統川普（Donald Trump）把數百份這類紀錄
放在自己的佛州俱樂部裡是 「不負責任」。

（綜合報導）白宮醫生昨（11）日宣布，71歲美國第一夫
人吉兒（Jill Biden）已經在當日切除臉部及胸部等共2處癌症
皮膚組織，證實為基底細胞癌（Basal cell carcinoma），另1處
病灶還要再化驗。醫生表示，吉兒雖然臉部有些腫脹及瘀青，
但精神良好。

71歲美國第一夫人吉兒（Jill Biden）11日切除臉部及胸部
等共2處癌症皮膚組織，證實為基底細胞癌（Basal cell carcino-
ma），另1處病灶待化驗。
訂閱影音：

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新聞網（CBS News）報導，美國
總統拜登的醫師歐康納（Kevin O'Connor）昨日發布聲明，宣

布當天拜登陪同吉兒
前往馬里蘭州華特里
德國家軍事醫學中心（Walter Reed National Military Medical
Center）切除全身3處皮膚病灶。

他說原先安排吉兒檢查及切除右眼上方的皮膚病灶，不過
在進行手術前，醫療團隊又在吉兒的左眼皮處及左胸口各發現
1處病灶，最終醫療團隊一共切除3處病灶，不過額外的切除手
術也讓吉兒的住院時間拉長至7小時。

他說吉兒右眼上方及左胸口的病灶證實為基底細胞癌，
「所有癌症組織已經順利切除」，不過左眼皮的皮膚組織還要

再進行額外檢驗。

歐康納指出， 「基底細胞癌病灶不會如同黑色素瘤（mel-
anoma）、鱗狀細胞癌（squamous cell carcinoma）等部分更嚴
重的皮膚癌那樣 『擴散』或轉移，但它們確實有可能變大，演
變成更嚴重的問題，或讓切除手術變得更有挑戰性。」

他在聲明中說，吉兒如預期般出現一些臉部腫脹及瘀青情
形，但精神良好，感覺也很好，當晚就能返回白宮。

他說將會持續監控吉兒傷口的恢復情形，不過預期不需要
進行更多手術。

白宮上周指出，吉兒是在皮膚癌的例行檢查中發現右眼上
方皮膚有病灶。

美第一夫人全身2處驚見癌症組織！
醫揭最新病況

FAA系統當機衝擊逾萬航班後
空中交通漸恢復正常

（綜合報導）美國聯邦航
空總署（FAA）昨天系統故障，
導致全美近 1 萬 1000 航班延誤
、超過 1300 個航班取消後，今
天空中交通看來已較為順暢。

美 國 有 線 電 視 新 聞 網
（CNN）報導，FAA 稱今天已
恢復正常運作，並在推特寫道
： 「我們今天上午未發現任何

異常延誤和取消狀況。」
根 據 世 界 航 班 追 蹤 網 站

FlightAware 資料，截至美東時
間12日上午11時30分，全美約
有 1320 個航班延誤、約 115 個
航班取消。

根 據 FlightAware， 昨 天 美
國有超過1萬900個航班延誤、
1353個航班取消。

FAA 表示，一個損壞的檔
案似乎影響到全國所有空中任
務通知系統（Notice to Air Mis-
sions System）的中央資料庫，
最終導致昨天上午所有航班停
飛90分鐘。

FAA 昨晚表示： 「目前沒
有證據指向這是網路攻擊。」

拜登家也清出機密文件拜登家也清出機密文件
司法部長派特別檢察官調查司法部長派特別檢察官調查

美眾院壓倒性通過 禁向中國出售戰略石油儲備
（綜合報導）共和黨占多數

的美國眾議院，今天以壓倒性多
數通過法案，限制將美國戰略石
油儲備售予與中國政府有關的實
體。

這項法案今天在美國聯邦眾
議院以331票贊成、97票反對通
過，除了共和黨議員支持這項法
案外，也有113名民主黨議員加
入贊同立法行列。

這項由眾院能源暨商業委員
會（House Committee on Ener-

gy and Commerce）主席羅傑斯
（Cathy McMorris Rodgers） 提
出的法案，禁止將美國戰略石油
儲備（SPR）的任何石油產品出
售給 「中國共產黨擁有、控制或
影響的任何實體」，並將要求美
國能源部確保原油不會出口到中
國作為銷售條件。

羅傑斯在投票前發言表示，
美國戰略石油儲備是為了因應像
是颶風和自然災害造成的能源供
應中斷，而不是為了幫助中國。

出於政治目的耗盡美國戰略石油
儲備，並部分出售給中國，是對
美國國家安全的重大威脅。

眾院能源暨商業委員會民主
黨首席議員帕隆（Frank Pallone
）也反對向中國出口石油，但他
認為共和黨的法案並未完全解決
這個問題。

法案將送聯邦參議院討論表
決。若能通過，將送白宮由總統
拜登（Joe Biden）簽署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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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防疫政策的变化，我发现，做电解质饮料的品牌这几天属实是赢

麻了。

百度指数显示，12月5日至12月11日，电解质水的搜索指数整体同比

陡增2711%。

前几天阳了以后，发现电解质水那真是一水难求。不管是宝矿力还是

外星人，外卖买不到，便利店断货，电商也至少5-10天才能发货。

谁能想到，这些个平平无奇甚至算不上好喝的饮料，居然莫名其妙就

刷爆了存在感。

其实关于电解质饮料，我在之前运动饮料那期里带到过一些。而最近

这段时间的变化，我又去好好研究了一下这个品类，特别是最近大家纷纷

抢购的宝矿力和外星人。

这期我们就来聊聊这个话题。

不过还是要先说明一点，这期我们只聊商业，不谈功效。无论是什么

功能饮料，功能再强，也不能替代药品。同理，网上各种博主也不能替代

医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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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矿力水特的母公司是日本知名医药公司大冢制药。这家公司主营业

务是医用点滴液，也就是你生病时候挂的吊瓶。

而宝矿力水特最初的定位，就是「可以喝的点滴液」。

故事还要从1973年聊起。这一年，大冢制药的产品经理播磨六郎前往

墨西哥出差。

没想到到了墨西哥，这位六郎兄就水土不服。俗话说好汉挡不住三泡

稀，播磨六郎直接拉得进了医院。

医生给他挂了生理盐水，还叮嘱他：先补水，然后再补充营养。

就在医院里，他看到一位刚刚从手术台上下来，面露疲惫的医生，拿

起一瓶注射用的生理盐水就咕嘟咕嘟地往嘴里灌。

播磨六郎一下子来了灵感：哎，要是能做一款可以喝的点滴液，不就

可以很方便的解决拉肚子水分流失的问题了吗？

播磨六郎的这次拉肚子，成为了大冢制药开发宝矿力水特的开端。

有趣的是，虽然产品的起点是腹泻脱水，到了开发阶段，概念却换成

了「汗水」，也就是在出汗的时候给饮用者补充水分和因为出汗流失的电

解质。

总之，到1980年，一款有着「汗水」味道的电解质饮料正式推向市场

，取名为Pocari Sweat，也就是宝矿力水特。

关于为什么能从腹泻引申到汗水，只能说大冢制药的产品研发团队的

确是很有想法。这个我们放到后面再聊。

可以说，宝矿力的诞生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做一款好喝的饮料，而是

为了解决一个很刚性的健康问题。

之前内容里，我提到过佳得乐的诞生的原因，是为了解决橄榄球运动

员在长期高强度运动中体重下降，力量降低的问题。

而脉动在中国市场之所以崛起，恰好是赶上了03年非典，焦虑的国内

消费者对含有维生素的功能饮料抱有一些不现实的期待。

而宝矿力后来进入印尼市场，也是因为04年印尼爆发登革热。宝矿力

为了开拓市场，反复营销「缺水就喝宝矿力」，把自己做成了一款急救饮

料。

从这个角度来说，这些功能饮料不像饮料，更像某种保健品。

注意，我指的不是它能起到保健作用，而是在营销和消费者教育层面

，功能饮料和保健品的打法是互通的。

我聊过不止一次保健品营销了。卖保健品这件事情，根子在于如何激

发消费者的恐惧，所谓小孩怕笨，女人怕丑，老人怕死，男人怕不行。

你要卖一个解决问题的方案，最好让消费者意识到「有问题」。

功能饮料也是一样的。

从广告话术上就能看出。

佳得乐说「解口渴更解体渴」就是个很经典的案例。

什么叫体渴？如果不是佳得乐我还真不知道什么叫体渴。你只听说口

喝了去喝水，没听过体渴了去喝水对吧。

体渴，就是佳得乐创造出来的问题。

同理，脉动也是一样。脉动的广告有个一以贯之的核心创意，大概就

是一个人身体状态不好，精神萎靡，别人都是站直的，只有他是歪着的。

喝了脉动以后，状态好了，人就站正了。然后广告语一出，告诉你随时随

地脉动回来。

广告里「歪着」的状态，就是脉动创造出来的问题，它想告诉你，状

态不好，生活会出各种问题。

毕竟，这个世界往往不奖励解决问题的人，而是奖励制造问题的人。

商业领域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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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回宝矿力。

在宝矿力刚诞生的那个时代，日本消费者对「出汗后补充水分和电解

质」还是毫无概念的。这意味着宝矿力需要先完成市场教育。

毕竟不是每个保健品，哦不，功能饮料，都能像脉动一样撞到非典的

。

于是面世第一年，大冢制药免费派发了3000万罐宝矿力水特。按人口

算，每四个日本人里，就有一个喝到过免费的宝矿力。

不愧是大药企，有钞能力啊。

这些饮料派发的地方也很有意思，都是在体育场馆、公共浴场、桑拿

浴室这些地点。

宝矿力的研发人员们很有自信，他们相信自家的饮料虽然平时算不上

最好喝，但如果饮用的人经过了体力劳动，或者出过汗再来喝宝矿力，那

么宝矿力的口味绝对是最好的。

这个说法见仁见智啊，我个人就不同意，洗完澡来罐香蕉牛奶明显才

是最棒的嘛。

总之，靠闭着眼睛送饮料，大冢制药成功把宝矿力和「出汗」的场景

绑定在了一起。

到这里，我们就可以聊聊出汗这件事了。

首先，出汗肯定是一个比腹泻常见得多的场景。运动会出汗，体力劳

动会出汗，天热会出汗，去蒸桑拿泡温泉也会出汗。消费场景丰富了，对

销售必然是大有好处。

另外，出汗比腹泻少了疾病的色彩。「汗水」这个概念能让宝矿力看

起来没那么像保健品。而「去保健品化」，才让宝矿力成了日本的国民级

饮料。

第三，出汗在许多地方的文化里，都是一个颇具正面色彩的词汇，往

往与劳动、拼搏、青春、热血、健康联系在一起。这样的概念非常利于后

续展开营销。

宝矿力的广告拍得好，在行业内应该算是一个共识，B站也有很多案

例，推荐大家去看一下。

宝矿力的广告片，往往不会和你说这个饮料有什么功效，甚至都不怎

么聊饮料本身，相反是通过视觉创意，展现一系列和少年少女、校园、汗

水、青春有关的意象。

青春，是宝矿力营销的一个重点。

宝矿力为什么那么重视「青春」，这就是另一个话题了，它和日本文

化里「青春崇拜」的心态有一定的联系，这就不是我能说清楚的了。

我想说的是，选择用这种风格来呈现品牌，也是一种「去保健品化」

的手段。

为什么功能饮料要「去保健品化」？

这就是功能饮料的一个矛盾所在了，靠保健品的卖法能起家，但没办

法做大。

大家可以想一想，在购买普通饮料的时候，你是怎么决策的？

多半是站在冷柜前，审视里面不同的饮料，看看哪一款最能勾起你的

购买欲。或者也有人像我一样，可口可乐拿了就走，完全不挑。

但购买功能饮料的时候，你是怎么决策的？

你会考虑一下，我现在运动了，出汗了，汗液流失了，可能需要补充

一些液体。于是去店里买了一瓶佳得乐。买之前还想了一下，要不买瓶矿

泉水凑合一下算了，省好几块呢。

这两种决策，最大的区别，在于后者要动脑，而前者完全不用。

而需要动脑的生意，往往都是做不大的。

作为厂商，最讨厌的就是消费者的思考。消费者一思考，结果往往只

有一个：不买了。

从营销角度来说，「保健品化」其实是把双刃剑。

和功效过度绑定，意味着如果消费者需要，他一定会买你的产品。但

也意味着如果他没有需要，他就一定不会买你的产品。

佳得乐在美国能成为最重要的饮料品牌之一，是因为美国人体育氛围

浓厚，消费场景足够多，佳得乐又一家独大。

宝矿力能在日本成为国民级的饮料，是因为「出汗」的概念很宽泛，

并不绑定某种具体功能。

这也是为什么投资人总说，要寻找大赛道。

大赛道才有赚大钱的机会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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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说回最近电解质水的事儿。

因为这次疫情带来的存在感，会让电解质水这个品类，真正站稳脚跟

吗？或者换句话说，元气森林的外星人能成为中国的宝矿力吗？

我觉得这得看元气森林接下来对外星人这款产品如何定位了。

要知道2003年的时候因为非典，曾经主打维生素的脉动，也是一度爆

火，进而带火了一众功能型饮料。在当时普遍关注健康的环境下，脉动、

尖叫、激活等等，打得那叫一个热闹。

正当中国饮料界大张旗鼓地进入功能型饮料时代时，不过也就几年功

夫，消费者就对这些以「健康」为概念的饮品厌倦了。本来作为日薄西山

的乐百氏集团唯一拿得出手的脉动，销售额也大幅下滑。

电解质水的突然爆火，与当年以脉动为首的功能型饮料的爆火，没有

任何区别。

或许过不了多久，就会看见许多饮料厂商开始推出自己的电解质水产

品，又进入一场新的电解质水大战。

直到消费者回归理性，这些新诞生的牌子，二十年后只活在我们的记

忆里，活在20后难喝饮料挑战中，活在50岁馆长的第三千支视频里。

彼时彼刻，恰如此时此刻。

电解质水，能火多久？

“大宇造船”成歷史？被韓國軍工巨頭收購後或更名
綜合報導 據韓國專利廳（KIPO）

近日透露，大宇造船已於上月27日申請

了名為“HSME”的商標權。對此，韓

國造船業界人士表示，考慮到DSME是

大宇造船海洋(Daewoo Shipbuilding &

Marine Engineering)英文名稱的縮寫，

“HSME”應該是指“韓華造船海洋

(Hanwha Shipbuilding & Marine Engineer-

ing) ”

大宇造船相關人士對此解釋說：“公

司的新名稱還沒有最終確定。此次申請

‘HSME’的商標權，是為了事先確保各

種可能的公司名稱的商標權而進行的。”

從大宇造船的角度來看，這是為了防止第

三方先申請並占據商標權的惡意搶註商標

行為而提前申請商標註冊。

韓國專利廳又稱韓國特許廳，是韓

國主管商標註冊的部門。在韓國，註冊

商標的審查比註冊公司更加嚴格，因為

商標具有全國效力的獨占權。同時，在

韓國，公司名稱和商標受保護的範圍不

同，公司名稱僅限於申報同壹地區內的

同壹行業，只有在註冊所轄地內具有獨

占權，但商標在韓國全國範圍內、在所

有類似行業都具有獨占權。因此，為了

更好地保護自己的品牌，企業必須同時

進行公司註冊和商標註冊。

大宇造船最初創立於 1973 年，在

1994年被並入大宇重工。1999年底大宇

集團破產解體後，2000年在從大宇重工

分割出來的造船業務基礎上，成立了大

宇造船，隨後進入債務重組，2001年完

成債務重組後由韓國產業銀行接手管理

並推進民營化。在此之後，大宇造船已

經連續22年處於以韓國產業銀行為首的

債權團管理之下，作為控股股東的韓國

產業銀行持有大宇造船55.7%的股份。

去年9月26日，大宇造船的最大股

東韓國產業銀行（KBD）與韓國軍工企

業韓華集團（Hanwha Group）簽訂了包

括2萬億韓元有償增資方案在內的有條

件投資協議(MOU)。經過詳盡的盡職調

查等程序後，12月16日，大宇造船與韓

華集團子公司Aerospace等正式簽訂了發

行相當於本公司49.3%股份新股的合同

。大宇造船將通過第三方分配有償增資

方式，以每股19150韓元的價格向韓華集

團發行104438643股大宇造船普通股票。

根據當天簽訂的合同，韓華集團將購買約

2萬億韓元（當時約合14億美元）規模的

大宇造船股份，從而成為其最大股東。

不過，盡管此次簽訂了正式的收購

合同，但要真正履行合同，尚需得到韓

國公平交易委員會（KFTC）的批準，並

通過有關國家和地區的反壟斷監管機構

的企業合並審查，這些國家和地區包括

歐盟(EU)、日本、中國、新加坡、土耳

其、越南、英國等。

韓國業界人士表示，此前現代重工

集團經過3年的努力，都未能通過歐盟

的企業合並審查，導致收購大宇造船最

終失敗，不過，韓華集團並沒有同業合

並帶來的壟斷憂慮，因此計劃以今年3

月完成為目標，向主要國家和地區反壟

斷監管機構提出合並申請。韓華集團相

關人士表示：“我們計劃在今年3月底

之前完成企業合並批準程序。如果企業

合並審查順利進行，再經過剩下的繳納

收購資金、股東大會批準等物理程序，

預計今年上半年內，就可以完成大宇造

船的收購工作。”

韓國業界人士稱，此次企業合並審

查中，中國、日本、歐盟反壟斷監管機

構的態度最為關鍵。雖然韓華集團是制

造武器系統的軍工企業，大宇造船也有

軍船建造業務，兩家企業的並購預計將

取得協同效應，但國外反壟斷監管機構

幾乎不可能提出並購最大的絆腳石——

壟斷問題。

韓國業界壹位人士表示：“收購大宇

造船後，無論是韓華集團在全

球軍工市場的市場占有率，還

是大宇造船在全球軍船市場的

占有率，都不會發生太大變化

。這與同業公司現代重工集團

收購大宇造船時的企業合並審

查情況很大的不同。”以2022

年11月底為基準，大宇造船的

手持訂單中，包括軍工產業在

內的特種船領域為55.5億美元

，占全部手持訂單314.2億美元

的17.7%。盡管大宇造船自1998

年承接孟加拉國護衛艦訂單以來，截至目

前共簽訂了15艘軍船出口合同，具有壹定

的競爭力，但該公司的軍工業務在全球市

場上所占的比重並不高。因此，此次通過

企業合並審查的可能性極大。

而此前要收購大宇造船的現代重工

集團，由於未能解決歐盟提出的企業合

並後在全球LNG船市場壟斷問題的要求

等條件，經過漫長的等待後，最終合並

申請仍遭到代表了歐洲主要船東利益的

歐盟否決。

梨泰院踩踏事故即將結束調查
數名官員將被移交檢方

綜合報導 對梨泰院踩踏事件

長達數月的調查預計將在春節前

結束，韓國警方將於本周把首爾

警察廳廳長金光浩和其他相關涉

事官員移交檢方。

報道稱，金光浩可能會因玩

忽職守而被指控，預計他將成為

在此次事件中被追究責任的最高

級別警官。

據報道，將被移交檢方的其

他官員還包括管轄梨泰院地區的

龍山區消防署署長崔成範和首爾

警察廳負責緊急事件監控的前高

級警官柳美珍等。

梨泰院事故特別調查本部認

為，對此次事故負有“具體”責

任的並非中央政府或首爾市政府

，而是龍山區當地警方、消防部

門和政府部門。報道稱，預計特

別調查本部不會對韓國警察廳廳

長尹熙根及內政部和首爾市政府

的其他官員提出指控。

據悉，梨泰院踩踏事件發生

於 2022年 10月 29日，事故導致

159人死亡，其中大部分是20多

歲的年輕人。

綜合報導 據日本朝日新聞，日本

60歲男子松本淳二因殺死自己雙親，

於當地時間 1 月 6 日被判有期徒刑 30

年。

據悉，松本擅自從大學退學，受到

嚴厲訓斥後，對父親產生厭惡並盡量避

開他。輟學後的松本曾在自家酒鋪幫忙

，後失業在家30多年，每日在房間裏看

動漫和漫畫書。

去年年初，松本父親開始出現認知

障礙的傾向，反復詢問同樣的事情，老

被打擾的松本非常不滿，而其母親因為

腰椎骨折行動不便。2021年6月，其88

歲的父親多次向正在看動畫的松本求助

，感到厭煩的松本在“還需要處理如廁

的善後工作”後，憤怒到極點，用電熱

水壺的線將父親勒死。隨後又將87歲的

母親使用同樣手法殘忍殺害，將二人屍

體藏進商用冷櫃中。

松本的律師試圖以松本在“人際

關系方面存在精神障礙”來脫罪，但

主審法官認為，並不影響到本案的判

決。法官表示，松本冷酷無情、罪惡

至極，但與父親的矛盾很難說是松本

壹人的責任，決定以殺人和棄屍罪判其

30年有期徒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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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2
Power 20X  

Overall Odds are 1 in 4.98
$1 1/24/23 7/23/23

2381
Jumbo Bucks 

Overall Odds are 1 in 4.93
$2 1/24/23 7/23/23

2373
Power 30X Crossword  

Overall Odds are 1 in 4.37
$3 1/24/23 7/23/23

2348
$50 or $100

Overall Odds are 1 in 8.33
$10 1/24/23 7/23/23

2346
$500,000 Extreme Luck  
Overall Odds are 1 in 3.56

$10 1/24/23 7/23/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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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鐵15日復通車 初期往返廣深港
北上無須預約 料今日起開售電子票

繼香港與內地於本月8日開始首階段復常通關
後，廣深港高鐵香港段亦重開在即，本月15

日起恢復服務，初期只有來往深圳及廣州等地的短
途線。港鐵會於12日上午10時半舉行記者會，講
解高鐵香港段重新投入服務的具體安排。另據了
解，運輸及物流局局長林世雄則於12日上午10時
交代具體安排詳情。

特首：有助提振香港經濟
香港特區政府發言人11日表示，高鐵西九龍口

岸的開放時間與停運前相同，即上午6時30分至晚
上11時30分，口岸將不設預約要求，已購票的乘
客只需持有有效的車票便可透過該口岸來往兩地。
防疫要求方面，與其他口岸相同，一般來往兩地的
人士須持有48小時內的核酸檢測陰性結果報告。

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在社交網站發帖表示，很
高興中央已同意於本月15日起恢復高鐵西九龍口岸
及高鐵香港段服務。他已指示特區政府團隊必須與
內地相關部門及鐵路營運單位保持緊密溝通和協
調，確保通關初期口岸運作暢順。

李家超指出，目前復常通關的工作進度良好，
香港已逐步邁向完全回復正常的生活，對香港經濟
有積極提振的作用，將為各行各業帶來正面的影
響，又強調其團隊會繼續努力，與內地相關單位緊
密聯繫，務求盡快達至全面復常通關，振興香港經
濟。

首日料38對列車提供服務
“實政圓桌”立法會議員田北辰透露，據知高

鐵會在12日開始售票，復運初期只包括短途線。首
日會有38對列車提供服務，包括6對來往廣州東
站、8對來往廣州南站、10對來往深圳北站，以及
14對來往福田站，首班車將於早上約8時開往位於

天河區的廣州東站。至於來往武漢、長沙、潮汕，
以至上海及北京等中長途線，則考慮到內地春運間
的客運壓力，應會在農曆新年後才會恢復。

他指出，復運後的售票系統將以電子操作，無
實體車票，港人入閘只需回鄉證，“免卻要去窗口
辦理，以往需要一早去走一趟先取票，直接憑票入
閘，不過現在不用取票，不用再辦手續。電子系統
失效機會好小，好處是不用臨急臨忙出門，非常方
便，靠（回鄉證）證件就可以過關。”但他建議仍
要保留買車票收據，以免電子系統出錯或出現座位
爭拗等情況。

田北辰表示，由於高鐵重開後新增站點“廣
州東站”，其作用完全取代了以往由紅磡開出的
城際直通車，建議政府因應客流量，在繁忙時間
加開由西九龍站前往廣州東的直通高鐵列車，讓
乘客可更快到達目的地。 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
主席陳恒鑌表示，還有不少欲回鄉過年港人的目
的地在廣東省以外地區，希望可盡早階段性地開
通來往香港至武漢、福建及廣西等中距離線路，
“例如臨近過年幾天，落馬洲支線及深圳灣口岸
的預約過關配額十分緊張，若出現滿額而高鐵已
開通，有中距離線就會更方便市民。”

“動感號”往返港深試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廣深港高鐵恢復

通車在即，香港與內地車站都已提前做足準備，靜
待通車。11日，記者在深圳北站觀察到，停運了將
近3年的港鐵“動感號”多次在香港西九龍、深圳北
之間進行往返試運。中午13：56，港鐵“動感號”
G5620次列車，從香港西九龍方向均速駛入深圳北
站7號站台，停留了24分鐘後，於14：20準時駛離
深圳北，返回香港。

香港文匯報記者看到，該輛試運行高鐵列車車
身上印有編號“CRH380A-0259”，在停靠期間並
沒有打開列車門，車內可見有工作人員來回走動。
在港鐵“動感號”身旁，是一輛“復興號”列車，
兩輛“子彈頭”列車（高速動車組）並排停靠的景
象三年後重現，令人激動不已。

香港文匯報訊 為配合高鐵香港
西九龍站重開，九巴已獲運輸署批
准，將於周日（15日）起恢復往返西
九龍站的W2路線，方便東九龍一帶
的乘客前往高鐵香港西九龍站，轉乘
高鐵往返內地； 此外 ，W2線的走
線亦會理順，改為由佐敦（西九龍
站）出發，循環來往九龍灣商貿區、
觀塘及藍田一帶。

九巴亦已加強W3線往來上水和
西九龍站的服務，擴展服務時間至周
一至周五日間大部分時間服務 ，方
便北區、大埔、沙田及大角咀等地的
乘客； 或於粉嶺公路轉車站或青沙
公路轉車站 ，以“補差價”方式轉
乘W3線，前往高鐵香港西九龍站，
優惠額高達13.3港元。

紀律部隊250人高鐵站演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 廣深港高鐵香港

段開通在即，香港警方、入境處等多個政府部門、
共約250人，於11日早上午在高鐵西九龍站演習。
有工作人員帶同行李箱模擬旅客過關流程，售票處
亦見到身穿港鐵制服的工作人員準備就緒。

香港鐵路工會聯合會主席林偉強11日在接受香

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高鐵過去幾天持續進行試
車，由兩地車長駕駛空車來往西九龍站至深圳北及
廣州東、南站，目前硬件和系統軟件的測試大致暢
順。他亦表示，時隔三年後再運作，運營人員連日
來進行培訓及預演。由於港鐵近年人手流失率嚴
重，人手仍緊張，他認為長遠需增聘人手才能解決

問題。
他透露，根據日前的試車時間表，首班預計會

載客的列車早上8時25分由西九龍站開出，全日共
有11班車駛往深圳北及廣州東等站，但在疫情前，
單是短途列車每小時就有5至6班車，相信復運初
期班次或會減少，讓高鐵系統慢慢復常。

廣深港高鐵香港段敲定周

日（15日）重開。香港特區政

府11日晚宣布，經與廣東省及

深圳市政府協調，在中國國家

鐵路集團有限公司、中國鐵路廣州局集團及港鐵公司全力配合，

並獲得中央批准後，廣深港高速鐵路西九龍口岸及高鐵香港段將

由本月15日起恢復服務。特區政府發言人表示，高鐵復運初期

會恢復往來香港西九龍站至福田、深圳北及廣州南的站點，以及

新增往來廣州東的服務；中途站則包括光明城、虎門、慶盛及新

增的東莞南和東莞站。香港特區政府運輸及物流局、港鐵12日

分別召開記者會講解。有議員引述消息指，復運後的高鐵以電子

操作，無實體車票，港人只需用回鄉證即可完成入閘手續。

◆香港文匯報記者 費小燁

◆港鐵“動感號”列車駛入深圳北站。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 攝

◆◆西九龍高鐵站多個崗位的職員已進入工作狀態西九龍高鐵站多個崗位的職員已進入工作狀態。。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興偉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興偉 攝攝

◆◆ 1111日日，，高鐵西九龍站內大批工作人員緊鑼密鼓高鐵西九龍站內大批工作人員緊鑼密鼓
為復運作準備為復運作準備。。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興偉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興偉 攝攝

◆圖/文：香港文匯報
記者 張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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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先生：

我有朋
友在上海
工作，疫
情 下 已
經3年未
見過面，
因此非常關
注高鐵什麼時
候重開。聽聞高鐵周日（15
日）復運，我都想北上去旅
行，或者坐高鐵去上海與朋友
相聚“飲返杯”，比坐飛機去
上海方便好多，期待特區政府
盡快公布售票消息。

望盡快公布售票安排

過年後坐高鐵回上海

搭高鐵方便回鄉首選
洪先生：

非常關
注西九龍
站什麼時
候 重 新
投 入 服
務。我前
幾天從杭
州坐飛機來港
探望在港工作的女兒，坐高鐵
回杭州純車程7小時，坐飛機
雖只兩小時，但如果計上提前
到機場託運行李、落機等行李
的時間，兩者時間差不了多
少，希望過年後直接坐高鐵回
鄉。

王先生：

前幾日，
我從上海坐
飛機來港
探望在港
居住的女
兒，如果
高鐵復運，

對我來說方便很
多，可以當天來回兩地探望女
兒。這次打算在這邊過年，希
望過年後可以直接坐高鐵回上
海，否則就需要到深圳坐高鐵
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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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一存 北京

報道）針對近期少數國家對中國公民實

施歧視性入境限制措施，中國國家移民

管理局11日通報，國家移民管理機構自

即日起，對韓國、日本公民暫停簽發口

岸簽證，暫停韓國、日本公民來華實行

72/144小時過境免簽政策。此前，中國

分別宣布暫停審發韓國公民赴華短期簽

證和日本公民赴華普通簽證。中國外交

部發言人汪文斌11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表

示，中方根據實際情況作出對等反應，

既是維護本國公民的正當權益，也是為

了維護國家間正常交往合作的必要環

境，正當合理。

1月10日，中國駐韓國大使館發布通
知稱，暫停簽發韓國公民赴華訪

問、商務、旅遊、就醫、過境以及一般私
人事務類短期簽證，“上述措施將視韓國
對華歧視性入境限制措施取消情況再作調
整”。當日晚些時候，中國駐日本使領館
也發布通知稱，暫停審發日本公民赴華普
通簽證。

外國公民入境中國需要辦理簽證。辦
理簽證的形式，一種是由外交部負責，在
境外辦理，是由中國駐外使領館簽發的簽
證，外國公民入境前需要在駐外使領館提
交申請；另一種是由中國國家移民管理局
負責，在境內辦理，是由入境口岸簽發的
簽證。在一定條件下，未在入境前前往駐
外使領館辦理簽證手續的外國公民，可以
在入境中國之後，在口岸辦理落地簽證，
由公安機關出入境管理部門的口岸簽證窗

口審批簽發。
在11日舉行的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

汪文斌在回應“日本抗議中國暫停審發日
本公民赴華簽證”相關問題時指出，少數
國家罔顧科學依據和本國疫情實際，執意
對來自中國的旅客採取歧視性的入境限制
措施，中方根據相關國家採取對華歧視性
措施的實際情況作出對等反應，既是維護
本國公民的正當權益，也是為了維護國家
間正常交往合作的必要環境，正當合理。

新加坡證自華入境確診率遠低於其他地方
汪文斌表示，多國衞生防疫專家近期

指出，收緊來自中國旅客的入境措施，既
不科學也不必要。“新加坡衞生部長近日
表示，2022年最後4周，自華入境新加坡
確診病例不到新總輸入病例的5%，遠低於
從其他一些國家和地區的佔比，當前無需

對中國收緊防疫措施。世界衞生組織歐洲
區主任克盧格近日指出，中國一直在向國
際社會分享病毒基因序列等信息，目前在
中國流行的新冠毒株在歐洲和其他地區早
已出現，中國疫情不會對當前歐洲疫情造
成大的影響，任何預防性的措施都應當
基於科學，並確保適度非歧視。他還指
出，新的XBB.1.5毒株已在美國迅速傳
播，變異毒株帶來的威脅可以在任何
時間出現，也可能來自任何地方。”

一些國家歡迎中國旅客到訪
“許多國家表示不會對來自中國

的旅客採取限制性的措施，一些國家還
明確表示，歡迎中國旅客到訪。”汪文
斌指出，相關國家應從事實出發，科學
適度制定防疫措施，各方共同努力，為正
常人員交往和交流合作創造有利條件。

外交部：中方作對等反應正當合理
國家移民局暫停韓日公民口岸簽證及過境免簽

養老機構維持 政策 ：

養老機構每天做好至少兩次的健康監測和每周兩次的核
酸或抗原檢測，做到老年人的疑似新冠病毒感染症狀能
夠“早發現”，以及養老機構陽性人員的“早發現”。

落實養老機構老年人分類分級的健康服務，為老年人
配備必要的血氧儀和吸氧設備，做到養老機構內的黃
色、紅色標識重點老年人給予重點關注和老年人重症
前期的“早識別”。

發揮養老機構內社醫療機構和定點協議的醫療機構的
作用，儲備相應的藥物，通過遠程或者上門巡診診療
服務，做到感染老年人診療的“早干預”。

健全養老機構感染者的轉運機制和就醫綠色通道，提
高轉診效率，統籌轄區內的其他醫療資源，優先為養
老機構的老年人安排接診和病床，做到“早轉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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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娛場所調整 政策 ：

廢止旅行社、娛樂場所、劇院、互聯網上網服務營業
場所、劇本娛樂經營場所、旅遊景區、公共圖書館、
文化館（站）、社會藝術水平考級現場考級活動的疫
情防控工作指南。

各地文化和旅遊行政部門要結合當地實際，制定實施
“乙類乙管”後行業疫情防控措施和疫情嚴重時的防
控措施，確保各項疫情防控要求落實到位，保障文化
和旅遊活動正常開展，人員有序流動。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國家衞生健康
委員會官網消息，1月11日，國家衞健委同世界衞生組
織舉行新冠疫情防控技術交流視頻會議。國家衞健委副
主任曹雪濤和國家疾控局副局長、中國疾控中心主任沈
洪兵出席。

在前期交流的基礎上，中方進一步介紹了當前疫情防
控、醫療救治的最新情況。雙方就疫情形勢、臨床治
療、病毒變異監測、疫苗接種策略等方面進行技術交
流，並同意專家間繼續就技術問題保持溝通。

國家衞健委醫政司、醫療應急司等相關司
局，國家疾控局相關司局、國家中醫藥管理局

相關司局以及中國疾控中心、中醫藥專
家參加會議。

國家衞健委同世衞
舉行防疫技術交流視頻會

◆◆中國國家移民管理局中國國家移民管理局1111日通報日通報，，國家移民管理機構自即日起國家移民管理機構自即日起，，對韓國對韓國、、日本公日本公
民暫停簽發口岸簽證民暫停簽發口岸簽證，，暫停韓國暫停韓國、、日本公民來華實行日本公民來華實行7272//144144小時過境免簽政策小時過境免簽政策。。
圖為圖為11月月88日入境旅客在首都國際機場日入境旅客在首都國際機場TT33-E-E邊檢查驗櫃台辦理入境手續邊檢查驗櫃台辦理入境手續。。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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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綜合央廣網、記者 劉
凝哲 報道） 中國流行病學專家、衞健委
高級顧問曾光說，XBB.1.5毒株在中國可能
會造成一部分傳播，但傳播速度不會太
快，不會造成類似第一波的重症高峰。據
“央廣網”微信公眾號消息，曾光受訪時
介紹，從中國範圍來看，感染高峰、重症
高峰呈現出此起彼伏、逐漸從漲潮到落潮
的過程。“這一波疫情的高峰像暴風驟雨
一樣到來，我也沒有想到它來得這麼快、
這麼兇、這麼猛。”因此，人們自然會對
“第二波”感到緊張和焦慮。

料XBB.1.5在中國不會掀起大浪
對於XBB.1.5毒株的擔憂，曾光說，很

大程度上源於人們對病毒的不了解。他介
紹說，XBB.1.5變異株在美國的佔比可能還
會進一步上升，但根據研究，感染該毒株
後，死亡率並沒有隨之大幅上升。隨着
XBB.1.5逐步在美國佔據優勢地位，冠狀病
毒感染的發病率在增加，但增高幅度不
大。曾光說：“這一情況可以給我國認識
XBB.1.5提供一個參考。”

“我估計變異株在中國不會掀起大
浪，至少最近不會。”曾光認為，XBB.1.5
能在美國大範圍流行，也受美國人群產生
的自然免疫正在消退的影響。但目前，中
國正在集中出現感染高峰，疫苗免疫、自
然感染兩種狀態相加，會在一段時間內達
到一定的群體免疫效果，對國外的變異株
不會過分敏感。

曾光因此推測：“XBB.1.5在中國可能
會造成一部分傳播，但傳播速度不會太
快，絕不會像第一波時迅速出現感染高
峰，也不會出現類似的重症高峰。”不
過，曾光也強調，還是要重視實際監測結
果，根據結果及時調整防控策略。

輝瑞口服藥醫保維持到3月底
在此前進行的國家醫保談判中，Pax-

lovid未能進入醫保目錄。國家醫保局醫藥
服務管理司副司長黃心宇昨日對此表示遺
憾，不過他亦強調公眾不必過分擔憂，剛
剛制定的新冠“乙類乙管”後優化治療費
用醫療保障政策，明確延續診療方案內的
目錄外藥品醫保臨時支付政策，先行支付

到今年的3月31日。在此期間，患者使用
Paxlovid不會受到影響。

黃心宇表示，2022年醫保目錄談判裏面
有三款新冠治療用藥被納入談判範圍，其中
包括輝瑞的Paxlovid，還有阿茲夫定片、清
肺排毒顆粒三款藥，其中阿茲夫定片和清肺
排毒顆粒談判成功，Paxlovid由於企業報價
過高，很遺憾，沒有成功。

醫保局：全力做好治療費用保障工作
黃心宇說，公眾不必因此過分擔憂，

除有3月31日之前的臨時支付政策之外，
中國的醫保目錄中，還有治療感冒、發
燒、咳嗽之類的對症治療藥品有600多種，
參保人的用藥臨床選擇比較豐富。

此外，國家醫保局也高度關注新冠治療
藥品的研發進展。黃心宇表示，近期可能有
一些新冠治療的新藥在陸續申報上市。相信
隨着上市新藥數量的增加，患者臨床用藥選
擇和保障能力、水平都將得到進一步提升。
國家醫保局將進一步加強新冠用藥價格監測
和管理，全力做好新冠治療費用的保障工
作，着力減輕參保人員的經濟負擔。

專家料XBB.1.5
不會造成類似首波重症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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滬擬五年內跨國企總部落戶增三成
續穩外資外貿基本盤 引導外資投向高新技術等領域

龔正當日特別指出，2020年以來，上海堅持統
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與新冠疫情作了

頑強鬥爭。但在各界的不懈努力下，上海的“十三
五”發展目標均已達成。
報告指出，全市生產總值連續兩年突破4萬億元

（人民幣，下同），2022年預計達到4.45萬億元，
人均生產總值達到17.8萬元左右。金融市場交易總
額增至近3,000萬億元。

進出口總額連續兩年逾4萬億元
同時，外貿外資一直是上海經濟發展的有力支

撐。報告顯示，上海外貿進出口總額連續兩年超過
4萬億元，實際使用外資五年累計達到1,030億美元
左右，比上個五年增長15.8%左右，跨國公司地區
總部、外資研發中心累計分別達到891家和531
家。成功舉辦的五屆進口博覽會，累計意向成交金
額3,458億美元。

上海港集裝箱吞吐量13年世界第一
五年來，上海還有多項經濟指標居世界第一或

全國第一。其中，口岸貿易總額突破10萬億元、佔
全球比重提高到3.6%左右，保持世界城市首位。上

海港集裝箱吞吐量達到4,730.3萬標準箱、連續13
年排名世界第一。

回顧過去成就，龔正特別向關心和支持上海發
展的港澳同胞、台灣同胞、海外僑胞和國際友人表
達了崇高敬意和誠摯感謝。

龔正介紹，未來五年，上海要綜合運用財政稅
收、金融保險、物流保障等政策措施，繼續全力穩
住外貿外資基本盤。包括深化國際貿易“單一窗
口”建設，擴大政策性出口信用保險覆蓋面，幫助
企業降低經營成本和業務風險。引導外資更多投向
先進製造業、現代服務業、高新技術、節能環保等
領域。推動海關特殊監管區域高質量發展。建立健
全國際經貿風險防範和應對體系。

此外，還要繼續支持全球高端要素資源加速集
聚、高效配置，和原創性、引領性、戰略性科技成
果持續湧現，三大先導產業（集成電路、生物醫
藥、人工智能）規模實現倍增，跨國公司地區總部
達到1,200家，較目前數量增長三成。

人大代表：利穩增長穩物價穩就業
今年的報告將上海2023年全市生產總值增長確

定在5.5%以上也備受關注。上海市人大代表、上海

市社會科學院黨委書記權衡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
採訪時指出，從今年經濟工作來看，確定5.5%的增
長目標，既考慮了國際環境的變化，也考慮到國內
大環境“三重壓力”（需求收縮、供給衝擊、預期
轉弱）的現實和上海實際情況。確定這一目標，有
助於合理引導社會各方面預期，提振各方面信心，
也有利於穩定增長、穩定物價、穩定就業，從而帶
動全年的各項工作順利完成。“最重要的還是要把
‘質’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長統一。”

權衡還認為，今年各種財政政策、貨幣政策、
社會政策等可有效銜接、相互支持。例如，財政政
策還是要增強針對性、有效性，尤其是減稅降費方
面還有進一步的空間；同時，財政政策能夠為相關
的市場主體，包括國有、民營和外資等各類市場主
體，創造更加公平競爭的營商環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帆 上海報道）上海市第十六屆人大一次會議1月11日上

午開幕，上海市市長龔正作政府工作報告（以下簡稱報告）。報告綜合各方面因素，

建議將今年全市生產總值（GDP）增長確定在5.5%以上。同時，未來五年將繼續穩住

外資外貿基本盤，力爭將落戶的跨國公司地區總部增至1,200家，較目前數量增長三

成。截至目前，上海累計引進跨國公司地區總部達到891家。

◆◆上海未來五年力爭將落戶的跨國公司地區總部上海未來五年力爭將落戶的跨國公司地區總部
增至增至11,,200200家家，，較目前數量增長三成較目前數量增長三成。。圖為工作人圖為工作人
員在特斯拉上海超級工廠內作業員在特斯拉上海超級工廠內作業。。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夏微 上海報道）近些
年，上海通過提高政府辦事效率、出台人才政策、
落實優惠措施等不斷優化營商環境，吸引外資落
滬。香港是上海第一外資來源地，滬政協港區常委
施榮恒建議，除了繼續推動金融和經貿等傳統合作
以外，未來應着重透過創科產業發展創新合作以符
合國家高質量發展戰略。施榮恒稱，具體而言，可
以考慮擴大滬港通限額，深化兩地金融合作。另一
方面，則可嘗試推動兩地創科生態圈，如2021年滬
港間簽署的五方協議，繼續拓寬挖深創科合作，發
展數字經濟，引導傳統產業轉型，從兩方面帶動兩
地互相投資量。此外，施榮恒表示，為使上海營商

環境得以高效與國際接軌，應持續推動高效化政府
改進，推進上海稅制進一步簡單化，確保貨物、資
金、人才及資訊在上海擁有高流動性，維護穩健的
金融系統，完備基礎設施及數碼設施，為中外企業
提供高增值服務，以及龐大的人才庫及資金池，整
體打造一個國際友善、企業友善的上海商業生態，
吸引中外企業來滬。

而對滬政協港區委員馮詠儀來說，提及吸引外
資，便不得不誇一誇進博會。馮詠儀稱，在“進博
效應”的帶動下，上海2022全球招商合作夥伴代表
從對外貿易、投資環境、可持續發展等方面表達了
對“投資上海”的堅定信心。進博會是中國構建新

發展格局的窗口、推動高水平開放的平台、全球共
享的國際公共產品。“我會繼續利用好我在國際投
資和‘一帶一路’貿易方面的管理經驗，積極推動
滬港商貿及全球供應鏈發展。支持上海繼續精心辦
好2023第六屆進博會，推進數字化供應鏈，共同開
拓新產業、新市場。”

滬政協港區委員方振強在提交的《關於完善提
振經濟及城市信心的建議》的提案中，以比較獨特
的視角建議，除了新投資，同樣歡迎“返滬”意向
的企業，可以針對願意重新回上海的企業，簡化其
企業事務辦理的手續、加速審批流程，並給予稅務
優惠。

港區委員倡深化滬港金融創科合作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
社及中新社報道，當地時間10
日，中國外交部長秦剛同埃塞
俄比亞副總理兼外長德梅克會
談後共同會見記者並答問。秦
剛強調非洲之角戰略位置的重
要性，並重申中國提出的“非
洲之角和平發展構想”。

秦剛表示，埃塞俄比亞是
包括提格雷州在內全體埃塞人
民的共同家園。不久前，埃塞
聯邦政府和提格雷人民解放陣
線達成停火協議，並逐步推進
落實，埃塞進入展望和平、聚
焦發展的新階段，中方對此感
到由衷高興並向埃塞政府和人
民表示熱烈祝賀。

秦剛說，中方始終認為提州
衝突是埃塞內政，始終相信埃塞
人民自主解決內部分歧的智慧和
能力；始終堅持尊重埃塞主權和
領土完整，支持埃塞政府和人民
實現國家和平、團結、發展的努
力；始終支持非洲人以非洲方式
解決非洲問題。

非洲之角包括埃塞俄比亞、
厄立特里亞、吉布提、索馬里、
肯尼亞等國，是連接印度洋、紅
海、地中海的海上要塞，地理位
置和戰略意義重要。但新冠疫情
的持續肆虐、延宕數月的軍事衝
突、極端天氣的頻繁襲擾等正使
地區陷入前所未有的困難。在地
區面臨的所有挑戰中，埃塞內部
衝突具有全域性和決定性，可以
說，埃塞俄比亞是非洲之角的穩
定之錨。

2022年初，中國提出“非
洲之角和平發展構想”，支持地
區國家應對安全、發展、治理三
重挑戰。

10日，秦剛強調，非洲之
角戰略位置重要，對非洲乃至中
東和平穩定具有重要影響。中方
提出“非洲之角和平發展構
想”，旨在支持地區國家實現團
結自強和繁榮穩定。

據他介紹，中國已向埃塞提
供多批糧食、疫苗等人道主義物
資援助，幫助緩解受衝突影響地
區人民的生計困難。中國還將繼
續這樣做，並將積極參與受衝突
影響地區的重建工作。

秦
剛
：
非
洲
之
角
對
非
洲
乃
至
中
東
和
平
穩
定
具
重
要
影
響

2023年1月12日（星期四）中 國 經 濟3 ◆責任編輯：周文超

多邊合作與對話是緩和衝突關鍵
國際政商猛人雲集港金融論壇 聚焦討論地緣政治風險

新年伊始，不少人新年願望是祈求世界

和平，但亦有不少人視地緣政治風險為今年

度最大挑戰。環球財金界盛事亞洲金融論壇在港召

開，國際政要商賈雲集，不少有份參與演講及討論的

嘉賓都表示，非常關注疫情後各國的去全球化和保護

主義升溫的趨勢，並提到俄烏衝突已為歐洲以外地區

都帶來了長期影響，因此呼籲各國應要加強跨國對話

及合作，以集體應對由地緣政治風險帶來的挑戰，而

多邊合作與對話是緩和衝突的關鍵。他們又認為，亞

洲主要經濟體雖面對風險，但相信可維持足夠的抗逆

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翠媚

盧森堡財政部長Yuriko Backes 11日透過
視像形式參與論壇，她認為當今世界

面臨的挑戰，遠遠大過新冠疫情時期對經濟
的影響。她又指，正正因為今次疫情無國家
可“免疫”，但不同國家或地區做法都有差
異，亦因此令世界反思全球化，及經濟體之
間是否需要相互依存等問題，同時疫情亦展
現了全球化的弱點，如供應鏈等問題。

盧森堡財長：不應抹殺全球化好處
Yuriko Backes承認，現時歐洲等地出現

了令人憂慮的問題，如更廣泛地去全球化和保
護主義趨勢，但她認為縱面對地緣政治緊張，亦
不應該抹殺全球化所帶來的好處，如有助人們脫
貧、減低生產、貨品等成本，讓人們生活更美
好，所以她認為全球化應該是要有秩序地、有規
矩地進行，並需考慮不同地區的活動對社會和環
境的影響，因此國際和多邊合作與對話將是幫助
緩和這場衝突的關鍵。

Yuriko Backes亦認為，俄烏衝突帶來的長
期影響，甚至已超越了歐洲範圍，因此有需要各
國集體應對，其中歐盟及成員國已為烏克蘭提供
直接的財政援助，並對俄羅斯作出了嚴厲的制
裁，她坦言歐盟對俄制裁雖然亦傷害自身經濟，
但她強調此乃歐盟與烏克蘭“站邊”，以至維護
和平和維護價值觀而必須付出的代價。

IMF：全球經濟減速料亞太較佳
同場的IMF貨幣與資本市場部副主任何東

認為，全球需防範地緣政治風險升溫的同時，
亦要增強面對“逆風”的抗逆力。他提到部分
地區樓價於疫情期間大幅上升，但隨着疫情後
各國陸續收水，意味樓價調整風險正在增加，
其中包括香港在內的樓市近期已出現早期降溫
跡象，而部分市場的按揭貸款和家庭債務亦較
高，相應地當地樓市的脆弱程度亦較高。不
過，他認為亞洲主要經濟體的金融板塊目前看
起來仍然穩健，相信可維持足夠的抗逆力。

何東又指，IMF將於本月稍後時間公布最
新全球經濟增長預測，料全球增長趨勢將與去
年10月的預測一致，今年全球經濟增速總體
料較去年放緩，但亞太區今年經濟增速有望好
過其他地區，雖然增幅可能遠低於5.5%的歷
史平均水平，主要受累主要央行同步收緊貨幣
政策對抗高通脹、俄烏衝突損害亞洲出口，加
上內地經濟疲弱等影響。

亞開行：東亞地區仍臨多項挑戰
亞洲開發銀行東亞局局長許李鳳玲表示，

目前不少國家由新冠疫情中復甦，但東亞地區
仍面臨供應衝擊、金融條件收緊等帶來挑戰，
為經濟增長前景帶來下行壓力。亞開行早前已

下調今年G3國家，亦即美國、日本和歐元區的
整體經濟增長預測至0.4%，同時亦預計亞洲發
展中國家經濟短期內面臨不確定性及阻力，增速
或僅錄4.6%。

香港財庫局局長許正宇則認為，目前環球
面對能源及地緣政治等眾多風險，其中疫情是
全球面對的共同問題，因此有需要各國共同合
作去應對。香港金管局副總裁阮國恒則提到，
去年高通脹、出乎意料的地緣政治動盪，及全
球主要央行收緊貨幣政策的背景下，料今年世
界經濟將下行。

港金管局：通脹息口帶來潛在風險
阮國恒亦預期，通脹和息口前景或為全球

經濟帶來潛在風險。他解釋，亞洲在去年2月
至11月期間，錄得大量債券流出，雖然資金
近期重新流入區內，但他提醒若全球金融狀況
出現新一輪收緊，都可能對區內發展構成重大
風險，他相信銀行在這種環境下管理風險，或
傾向削減信貸流動，或會為本來已經脆弱的經
濟增加額外壓力。

另外，阮國恒在論壇中邀請與會者參與投
票，其中在問及認為今年全球增長面臨的最大
挑戰，有60%投票者認為是來自地緣政治風險
加劇，其次有29%則認為來自持續緊縮貨幣政
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香
港正有序走上重新開放的道路上，香港
特首李家超11日出席論壇時表示，香港
將乘搭“快線”，以追回過去幾年失去
的時光，而適逢兔年將至，他將政府人
員比喻為“識跑”的兔仔，指年內有很
多要“跑”來完成的工作要做，又透露
政府將率領代表團前往世界各地去說好
香港故事，告訴大家“香港已回到世界
舞台中心”。

李家超11日在亞洲金融論壇致辭，
面對幾千位來自世界各地的財金人士，
他親身上陣以事實及數據去說好香港故
事。他提到香港去年11月底舉辦金融峰
會相當成功，自此“香港的大門越開越
大”，與內地亦已復常通關，他相信現
時香港復常通關，無論是對商界人士、
投資者、遊客，甚至是渴望與內地家人
團聚的港人而言都方便得多。

續鞏固國際金融中心地位
對於IMF早前預測今年全球GDP

增長或放緩至2.7%，李家超指香港作為
細小、開放和自由的經濟體，相當依賴
對外貿易和投資，外部不確定性年內或
會為香港帶來壓力，不過他認為香港未
來前景仍一片光明，主因香港的優勢正
不斷增強，加上在國家支持之下，香港
將繼續鞏固國際金融中心地位，未來將
發揮資產風險管理中心等定位，並致力
發展創科及金融科技。

許正宇與海外代表團會面
香港復常通關後，被視為年度國際

財金界盛事的亞洲金融論壇11日開幕，
吸引了幾千位來自世界各地的賓客參
與，標誌香港正式回到世界舞台中心。
財庫局局長許正宇亦趁論壇舉行期間，
與分別來自世界國際金融中心聯盟及新
加坡商界的代表團會面，在對外說好香
港故事同時，亦就全球金融格局趨勢、
促進香港上市活動及加強知識共享方面
的合作進行交流和討論。

世界國際金融中心聯盟旨在促進各
金融中心之間的合作，代表團由來自韓
國、英國、盧森堡和德國的代表組成，
許正宇與代表團會面時分享了香港在發
展虛擬資產行業方面的最新工作。至於
新加坡代表團成員為當地私募基金、銀
行和商業信託行業的高層管理人員，許
正宇在會面期間積極鼓勵新加坡和東南
亞公司到港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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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亞洲金融論壇11日在港舉行，邀請了逾百位環球政商領袖、財金界猛人
“助陣”，線上線下參與人數共逾7,000人。熒幕上為盧森堡財政部長
Yuriko Backes透過視像形式參與論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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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隨著國境解封開放，看好長達10天
連假國內外觀光客湧現的商機，肉多多火鍋的新門
店在年前陸續插旗台北與高雄雙城，開幕期間1月
16 日起至 1 月 20 日全台門店同慶，到店內用消費
300元以上套餐（不含湯底或清潔費），加贈價值
129元的西班牙橄欖豬或鮮甜蛤蜊乙份 ，挑戰寒假
期間 「火鍋黨」的挑嘴極限。

肉多多過去二年展店重心放在有發展潛力的城
市或地區，不僅擴展全台門店數，更順利達成品牌
覆蓋率，肉多多火鍋今年初重返主流商圈，包括台
北西門店與高雄大順店都位於觀光人潮聚集的區塊
，主要還是很看好有逛街、聚餐、看電影等一條龍
消費模式接軌所帶動的商機。尤其是首度進駐餐飲

兵家必爭之地的西門商圈，搶在年前1月16日開幕
肉多多台北西門店，除了鎖定這個國內外年輕族群
流連忘返的 「國度」，更與早一步進駐，主打家庭
客與多人聚餐的重慶南店呼應串聯，進一步讓 「火
鍋」成為消費者踏入西門商權的餐飲首選。

歡慶北高雙城新門店開幕，1月16日至1月20
日期間限定，消費者到全台肉多多火鍋門店內用
300元以上套餐（不含湯底或清潔費），同時將套
餐的肉盤或海鮮盤照片上傳至個人社群網站，即免
費招待西班牙橄欖豬或鮮甜蛤蜊乙份（價值129元
）；另外為了讓消費者一起沾沾新春喜氣，二月底
前消費滿500元即贈開運刮刮卡乙張，內容包括龍
蝦、美國牛小排等總價值4,500萬元的豐富獎項。

（中央社）新冠疫情持續
燒，不少民眾已經二度感染。
胸腔暨重症科醫師黃軒分享美
國研究指出，近日發現確診新
冠以後，心臟、腎臟和腦部容
易出現加速老化的現象，特別
是重症患者、有長新冠症狀及
反覆感染等三類人，因此提醒
民眾不要放任自己確診，還是
要做好自我防疫措施。

黃軒今在臉書上分享美國
聖路易斯健康中心（St. Louis
）的研究發現，確診新冠肺炎
的患者，染疫後心臟、腎臟和
腦部容易出現加速老化的現象
，特別是確診後有長新冠症狀

及重症住院的族群，都比較容
易發生上述器官加速老化的狀
況；此外，研究也發現，有少
數的輕症患者也可能有器官加
速老化的現象。

黃軒表示，該研究團隊指
出，反覆多次確診也會加速老
化的趨勢。舉例來說，一般狀
況下，隨著年齡增長，人體的
腎功能 3 至 4 年才會下降 3 至
4％，但是感染新冠病毒康復後
，隔年監測曾確診的人，發現
他們的腎功能1年就下降了3至
4％。

黃軒引述美國加州大學的
研 究 說 ， 佩 魯 索 （Michael
Peluso）醫師針對上述提到的狀

況，做了一些假設的理論，認
為確診後多器官老化恐是多原
因加疊而成，包括病毒抗原持
續在體內引起發炎反應，使體
內容易產生血栓，塞住微血管
豐富的器官，像是心臟、腎臟
和腦部；甚至有可能啟動體內
微生物活躍，改變原本消化道
內生存的微生物群落或延長許
多免疫反應，甚至出現自體免
疫攻擊自己器官的狀況。

黃軒示警，大家不要輕易
的被新冠病毒感染，尤其是反
覆感染，因為有可能會加速心
臟、腎臟和腦部老化，提醒大
家要做好自我防疫措施，以保
護健康。

（中央社）迎接新年各縣市政府都有不少新措施，苗栗縣政
府宣布1月份起，針對敬老愛心卡原住民長者申辦年齡，從原本
60歲以上下修到55歲即可申請，盼藉此提升提升偏鄉搭乘大眾
交通運輸的使用率，也擴大照顧更多原住民長輩。

苗栗縣目前 65 歲以上長輩共有 9 萬 7 千多人，占總人口數
18％，縣府為照顧長輩、身心障礙者，從2010年起推行每人每
月有700點敬老愛心卡，目前全縣共發放約5萬多張，每年使用

人次約有90多萬人次
， 縣 府 1 年 需 編 列
3200萬元經費。

縣府社會處長楊文
志表示，全國各項社
會福利政策，原住民

長輩年齡都訂為55歲以上，而苗縣開辦敬老愛心卡10多年來，
原民長輩申辦年齡都是60歲以上，為了符合廣大社福推動原則
，以及提高偏鄉運輸效益，因此今年起特別下修原民申辦年齡。
即日起符合資格的原住民長輩，只要檢附原住民身分識別文件、
身分證、戶口名簿、印章、照片等相關證件，前往泰安鄉公所或
縣府申辦即可。

泰安鄉長陳吉基提到，泰安鄉地幅遼闊，有分為前山、後山

區域，針對後山地區，公所有配置交通車提供鄉民搭乘，下修敬
老愛心卡申辦年齡，對前山地區5個村落的長輩，有非常大的幫
助，他代表鄉民感謝縣府新增福利政策。

楊文志說，敬老愛心卡擴大照顧縣內原住民長者，預估將有
750人受惠，凡持苗栗縣敬老愛心卡者，在每月補助額度內，都
可免費搭乘苗栗客運、新竹客運、豐原客運、巨業交通及金牌客
運等5家客運，以及台北、新北、桃園等地區的捷運。

另外，因敬老愛心卡目前僅能使用搭乘客運、捷運，長久以
來地方民代盼能夠擴大使用範圍，比如搭乘計程車、搭火車或使
用運動場館等。楊文志表示，目前研議以擴充交通項目為優先，
交通部去年針對敬老卡搭乘台鐵有擬訂計畫，待台鐵局與中央評
估後，未來很有機會可用敬老愛心卡免費搭火車。

染疫後3器官恐加速老化
醫示警：3類人高風險

苗縣敬老愛心卡申辦
原民長輩下修到55歲

肉多多火鍋插旗北高雙城

開幕慶用餐即送西班牙橄欖豬

（中央社）全新的 「幾米星空飛天小火車」裝置藝術於1月
7日正式亮麗登場。林姿妙縣長表示， 「飛天小火車」已是遊客
到訪宜蘭的必遊景點之一， 「飛天小火車」2.0 版除 了全面提升
整體材質及結構安全，並增加幾米繪本中經典角色，為宜蘭再添
旅遊新亮點，也可望吸引更多遊客到訪，帶動全縣的觀光熱度。
藝術與環境的對話讓城市成為最大展演場所，創意與美感則讓造
訪的人們留下最深刻的記憶。

2014年，取材自幾米繪本作品《星空》的 「飛天小火車」，
成為噹森林的特色裝置藝術，是 「宜蘭幾米文化廊帶」的亮點，

也是火車站前的迎賓意象。去年9月嵐諾颱風來襲，宜蘭縣政府
進行例行防護作業時，該木製作品因無法承受多次吊掛負荷載重
，造成煙囪處裂開歪斜，因此縣府該既有裝置移置進行修復，並
重新規劃營造新的意象。

2023年，全新的 「飛天小火車」出現更多想像的小動物，有
的高歌、有的吹奏樂器、車尾的熊列車長舉起帽子向廣場的兔子
致意，從空中到地面，串起空間中的觀賞視線，後方延續夜間光
帶，呼應穿越森林的速度感，給予 「飛天小火車」嶄新風貌，也
使大眾輕鬆參與融入。此外，廣場前方《微笑的魚》裡的中年男

子正抱著魚缸經過，而《森林裡的祕密》中的毛毛兔則吹奏著喇
叭歡送小火車，廣場候車區有《地下鐵》的盲女陪著大家等車。
從幾米廣場到噹廣場，交織出一段更完整的敘事風景。

至於原有的木製 「飛天小火車」裝置藝術，將配合縣府執行
中之蘭海鐵道五漁村計畫，預定今年(112)下半年經過整修後落腳
蘭陽博物館周邊烏石港驛站後方樹林，將以另一種藝術樣貌呈現
，盼藉由舊有木造 「飛天小火車」再次一起帶領遊客認識宜蘭，
並帶動五漁村和蘭陽博物館觀光人潮。

宜蘭 「幾米星空飛天小火車」
2.0版亮麗翱翔 全新曝光！

（中央社）蘇花公路昨夜因坍方雙向
中斷，交通部公路總局一早公布的替代道
路，建議用路人改走南迴，等於要環島1圈
、單趟至少要8個小時。公總稍早表示，將
暫時開放中橫公路，搶通前每日上午7時至
下午5時可讓小型車及中巴行駛，花蓮往台
北車程約為4個小時。

公路總局規劃的疏運方案，公路部分
暫時開放中橫公路，過去有分時段管制，
這段搶修時間則開放上午7時至下午5時，
小車可從中橫往台8線梨山或台7甲往宜蘭
；列車部分，台鐵盤點運量後加開列車，
花蓮往返台北最建議搭乘火車；海路部分
，航港局啟動疏運機制，合富快輪每班可
載運 442 人及 40 輛小貨車；空運部分則協
調航空公司，視情況加開班次。

公路總局預估，花蓮地區從中橫經台
中到台北，或從中橫經宜蘭到台北，時間

約4小時。而大型巴士與大型貨車不能走中
橫，只能改繞南迴公路再接國道往台北，
時間要8小時以上。

據悉，花蓮、宜蘭平日的交通量不多
，每天單向大概3000輛次；周末則會到6、
7000 輛次，連續假期更高。若無法順利在
15日搶通，接下來恐會影響春節疏運。

公路總局初判坍方原因，該路段地質
為大理岩，會有很多溶洞，受雨水侵蝕後
產生裂隙，加上最近花東有發生地震，又
有一波很長的降雨，時雨量逾60毫米，研
判是這樣才讓裂隙發展，導致坍方。

公路總局表示，昨日崩塌路段不在蘇
花改第一優先的範圍，目前在蘇花安計畫
內，預計做9.5公里的長隧道，規劃報告預
計今年底送環評，順利的話還要9年才會完
工。不過，該路段位於太魯閣國家公園範
圍內，能否通過環評還是未知。

不用環島了！開放中、小車走中橫 台北花蓮4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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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經濟

綜合報導 人民幣對美元匯率走出壹波“跨年”上

漲。10日，中國外匯交易中心報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

間價為6.7611，漲破6.8關口，創2022年8月15日以來

最高水平，較前壹交易日大幅上調654個基點。

從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的走勢來看，去年

12月6日漲破整數關口7，進入今年1月份，又連續

漲破6.9和6.8兩個關口，美元指數則在近期漲高後

又回落，仍保持在階段性低點波動，截至10日15

時報103.19。

如此“跨年”漲勢從何而來？中國銀保監會主

席郭樹清近期在接受媒體采訪時稱，去年年底以來

，人民幣匯率大幅反彈，境外資本流入持續增長，

充分反映了國際金融市場堅定看好中國經濟發展，

對物價等經濟基本面充滿信心。

中國銀行研究院高級研究員王有鑫認為，近期

人民幣匯率持續回升符合中國經濟基本面的變動趨

勢。在美元指數沒有特別大變動情況下，人民幣匯

率持續回升，反映了國內經濟基本面對人民幣匯率

的影響逐漸占據主導地位。

他還提到，在全球經濟衰退背景下，中國經濟

良好的復蘇態勢使得人民幣資產成為國際資本追逐

的熱點，近期滬港通、深港通項下跨境資本流入增

多，對人民幣匯率形成有力支撐。

如此“跨年”漲勢能延續多久？仲量聯行大中

華區首席經濟學家及研究部總監龐溟對中新社記者

表示，近期人民幣匯率穩中有升，跨境資本流入持

續增長，外匯儲備規模保持總體穩定。

在他看來，上述表現說明國際金融市場和全球投

資者對中國經濟發展基本面長期向好和政策面質效齊

升充滿信心，對優化調整疫情防控各項措施有序實施

充滿信心，對國際收支狀況和外匯市場韌性充滿信心

，對建設更高水平開放型經濟新體制和加速有序推進

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充滿信心，對中國能提供持續的、

穩健的、安全的、長期的投資機會充滿信心。

龐溟直言，在這些積極因素和正面預期的推動下，

預計人民幣匯率將繼續在合理均衡水平上保持基本穩

定，人民幣匯率彈性、市場在匯率形成中的決定性作用

以及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形成的規則性、透明度將繼續提

高，全年總體趨勢有望保持穩步回升、溫和走強，並且

逐步向中長期均衡價值水平和合理區間趨近。

王有鑫預計，2023年人民幣匯率將延續波動回升

態勢。隨著各地疫情形勢逐漸達峰並好轉，人員流動

、交通、餐飲、消費等領域活動將逐漸恢復，市場信

心將進壹步增強。而歐美等經濟體經濟增長壓力將加

快顯現，貨幣政策轉向的討論或逐漸升溫，美元大概

率持續回落，對人民幣的制約效應減弱。

中國民生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溫彬亦指出，整體看

，2023年中國經濟基本面持續修復和溫和通脹，將有

利於人民幣匯率保持穩定。綜合經濟基本面與國際收

支面考慮，預計2023年人民幣匯率整體將呈現雙向

波動、溫和回升、逐步趨近長期合理區間的走勢。

“中長期看，人民幣匯率會保持雙向波動，但總

體上將持續走強。”郭樹清說。

新能源領域“就業熱”
綜合報導 進入冬季，新能源領域

就業熱度不減，新能源汽車、光伏、

儲能等行業的人才需求仍持續釋放。

某石油類高校 2023屆畢業生告訴記者

，過去的校招季，報名新能源領域崗

位的學生不少，但同學們線上筆試、

面試等環節受到疫情影響，求職過程

曲折。

以新能源汽車領域為例，有數據

顯示，在 2022年三季度新興領域新發

布的應屆生職位中，新能源汽車同比

增長146.56%。“多個行業受到疫情影

響，但新能源行業仍在擴張。”廈門

大學中國能源經濟研究中心教授孫傳旺

調研發現，廈門的壹家新能源企業如今

壹年要招3000人，而儲能電池生產企業

的產能逐步上漲，訂單基本上排到了今

年下半年。

他還發現，以前需要和其他工種搭

邊的能源經濟專業，如今慢慢有了專門

的就業市場，壹些政府部門、金融機構

裏，與能源規劃相關的崗位也被單獨設

立。

“新能源方向的就業熱、研究熱

從兩三年前就開始了。”入職上汽集

團參與新能源車型電池管理系統軟件

測試工作的胡晨華記得，2018 年自己

考研，“學院與新能源汽車相關的實

驗室的導師相對較多，師資力量也相

對更強。”

差不多同壹年時間，95後王誌得也

發覺“國內太陽能等可再生能源發電領

域已快速發展”，他加入浙江大學能源

清潔利用國家重點實驗室太陽能課題組

，開始從事太陽能熱發電相關研究。這

個後來受“雙碳”目標鼓舞的年輕人，

始終記得選擇能源相關專業、工作甚至

事業的“源頭”。

2010 年，在上海世博會倫敦零碳

館的見聞，讓當時讀初二的他很好

奇，“原來還有這樣的綠色生活方

式，零碳館利用太陽能、風能等可

再生能源實現電能、熱能自給自足，

那時我感覺以後人類的生活就應該像

那個樣子。”

2022年就業季，王誌得簽約國家能

源集團，繼續投身綜合能源系統研發。

而他所在的課題組，近5年來每年都有

超過半數的研究生，選擇進入能源、國

防等重點領域工作。

“我們初步估計新型能源系統的儲

能板塊，其市場價值在上百萬億人民幣

。”在王誌得的導師、浙江大學能源工

程學院教授肖剛看來，這樣大的市場潛

力，意味著更廣闊的就業前景和創新創

業機遇，有待進壹步培育和挖掘。

實際上，指導課題組研究生參與科

研項目工作的肖剛，也在科研與教學的

過程中見證了國內新能源領域的快速發

展。2010年，在導師岑可法院士和倪明

江的引導下，肖剛投入到太陽能領域。

壹些國企研究院、民企研發部門也開始

逐步拓展太陽能業務，並展現出強烈的

產學研合作意願，“中國的創業者對市

場是非常敏感的，這也對研究者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要更早洞悉未來的發展趨

勢。”

很快，“推動能源生產和消費革

命”被寫入黨的十八大報告，“能源安

全新戰略”也於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第六

次會議上被提出。

這之後，我國新能源領域部分產業

如光伏產業，在相關政策支持下，進入

快速發展期。曾任國家發改委副主任、

國家能源局局長的張國寶，後來稱之為

“壹個草根產業在中國崛起”。深圳市

地方金融監督管理局局長、國務院參事

室金融研究中心研究員何傑則結合眾多

經歷“死亡之谷”或“驚險壹躍”的企

業案例分析認為，新興產業的崛起必定

伴隨著多技術路線的試錯。

“如今到新能源領域就業的年輕

人，將會切實感受到產業蓬勃發展過

程中的競爭與疊代，大浪淘沙，不同

的技術路線、企業模式和創新文化，

都將接受時間的考驗和市場的檢驗

。”肖剛告訴記者，近幾年來入行

新能源的同學們，會更堅信朝陽產業

的大方向，尋找到更多的機會，同時

也要不斷學習，把握技術與產業發展

的固有規律。他以新型儲能技術研發

為例，認為該技術研發目前正處於百

花齊放、百家爭鳴的階段，中國與發

達國家幾乎並跑，賽道很寬、需求長

遠，不論是技術研發還是工程應用，

青年從業者都需要探索更多的可行性

，充分發揮團隊協作優勢。

“這也要求我們在培養創新人才上

符合國家戰略的需求，註重理論知識結

合工程實際，強化團隊合作意識，讓科

研離產業更近。”肖剛說。

人民幣對美元匯率連破“三關”，“跨年”漲勢能延續多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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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USTON AREA:
MAIN CORPORATE OFFICE
9999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TEL: 713-596-2888

HARWIN BRANCH
7038 Harwin Dr,
Houston , TX 77036
TEL: 713-273-1888

FIRST COLONY BRANCH
4915 Hwy 6 S
Missouri City , TX 77459
TEL: 713-596-2588

SPRING BRANCH
1318 Blalock Rd.
Houston , TX 77055
TEL: 713-273-1838

KATY BRANCH
1231 South Mason Rd.
Katy , TX 77450
TEL: 281-762-6688

SUGAR LAND BRANCH
3412 Highway 6, Suite J,
Sugar Land, TX 77478
TEL: 281-762-6699

DALLAS AREA:

LA AREA:

RICHARDSON BRANCH
TEL: 972-348-3488

HARRY HINES BRANCH
TEL: 972-348-3433

LEGACY BRANCH
TEL: 972-348-3466

CARROLLTON BRANCH
TEL: 972-428-5088

PLANO EAST BRANCH
TEL: 469-429-2422

ARLINGTON BRANCH
TEL: 817-261-5585

GARLAND BRANCH
TEL: 972-272-3375

NEVADA AREA:
LAS VEGAS BRANCH
TEL: 702-777-9988

PAHRUMP BRANCH
TEL: 775-751-1773

AMARGOSA VALLEY BRANCH
TEL: 775-372-1100

HENDERSON BRANCH
TEL: 702-216-5500

CITY OF INDUSTRY BRANCH
TEL: 626-667-3988

ALHAMBRA BRANCH
TEL: 626-863-1980

ARCADIA BRANCH
TEL: 626-321-4455

  Annual Percentage Yield (APY).  APY assumes principal and interest will remain on deposit until maturity. 
Minimum balance to obtain APY is $25,000. Penalty imposed for early withdrawals. Fees may reduce earning. 
Not available for public funds or brokered funds. APY is accurate as of the publication date and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prior notice.

  Minimum opening balance to receive gift is $25,000 to $99,999for Gold Ingot or amount $100,000 and over for 
Gold Kumquat. The gift will be provided at the time of account opening. The gift is limited to a maximum of one 
per account opened and is available on a first come basis. Multiple accounts opened under the same name will 
be considered one account opening and is limited to only one gift. We reserve the right to substitute a gift of 
similar value. Gifts are considered interest and may be reported on IRS Form 1099-INT or 1099-MISC (or Form 
1042-S, if applicable). Available on 1/9/2023 thru 1/31/2023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rates and terms, please contact AFNB at 1-877-473-1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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