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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滅之戰存滅之戰 TikTokTikTok執行長國會作證面臨嚴酷盤問執行長國會作證面臨嚴酷盤問
（綜合報導）短影音分享應用程式

（App）TikTok疑似和中國政府有關係，其
執行長周受資周四面對抱持懷疑態度的美國
議員時，得為此一廣受歡迎App在美國的存
滅而戰。

法新社報導，新加坡籍、40歲的周受資
上午10時（格林威治標準時間下午2時）在
具 影 響 力 的 眾 議 院 能 源 暨 商 業 委 員 會
（House Energy and Commerce Committee）
作證，接受共和、民主兩黨議員盤問。他們
擔心北京可能透過 TikTok 從事間活動或進
行大外宣。

北京字節跳動公司（ByteDance）旗下
TikTok 在西方各國蒙受巨大壓力，美國、

歐洲聯盟執行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
），以及英國、加拿大政府官員都已被迫從
他們的裝置中刪除這個應用程式。

英國廣播公司（BBC）21日也告知員工
刪除手機裡的TikTok。

TikTok 面臨的最嚴重威脅發生在美國
。美國總統拜登政府已經下達最後通牒，公
司的中國所有者必須出售他們在這款應用程
式的股權，否則 TikTok 在美將面臨徹底遭
禁的命運。

TikTok 在美國擁有 1 億 5000 萬用戶，
已經成為對文化極具影響力的平台，對年輕
人尤其具有影響力，它同時也是點閱僅次於
串流平台Netflix的娛樂來源。政府對媒體公

司祭出禁令、關閉這樣一個應用程式，在美
國是史無前例舉措。

根據委員會公布的書面證詞，周受資將
告訴國會議員： 「讓我明確表示：字節跳動
不是中國或任何其他國家的代理人。」

「TikTok 從來沒有和中國政府分享，
或是被要求和中國政府分享美國用戶數據。
即便有人提出這樣的要求，TikTok 也不會
理會。」

儘管他提出保證，在華府的形勢似乎對
周受資不利。包括一項白宮支持法案在內，
數項立法已為關閉這個應用程式舖平道路。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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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er Taiwanese President Ma is scheduled to leave for
Mainland China to worship ancestors on the 27th of this month
and lead more than thirty students in an academic exchange. This
is also the first time in 74 years that the outgoing head of state
has visited the mainland.

According to a Yahoo survey, more than 77% of 25,000
respondents are in favor of the former leader's trip to China.

We also want to point out that his visit should help ease the
tensions between the two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to some
extent. More importantly, we firmly advocate that both sides of the
Strait must not use force to destroy the civilized world that has
been jointly established by both sides.

During his eight years in power, President Ma lost many
opportunities to establish a permanent peace on both sides of the
Taiwan Strait, so much so that after the DPP gained power,
cross-Strait relations fell to their lowest point and war was
imminent.

We hope that Ma’s visit can achieve and promote
exchanges between the younger generation and pursue our
shared positive significance of Chinese culture.

In the long river history of politics, all is just a matter of
temporary games. We want to warn all politicians to not destroy
our civilization because of your misjudgments.

0303//2222//20232023

Former Taiwan President Ma Ying-jeou Will Visit ChinaFormer Taiwan President Ma Ying-jeou Will Visit China

前總統馬英九定於本月二十七日啟程前往中國大
陸祭祖， 並帶領三十多位學生做學術交流。 這也是七
十四年來首次卸任元首前往大陸訪問， 根據雅虎今早
在台灣對二萬五千名讀者之調研，有百分之七十七以
上受訪者樂觀其成 。

我們也要在此指出， 馬英九之訪問大陸，應該是
對緩和海峽兩岸之緊張關係得到某種程度之緩和， 更
重要的是，我們堅決主張海峽兩岸決不可使用武力來
摧毀雙方共同建立的文明世界。

馬政府在執政八年期間， 失去了許多建立兩岸永
久和平之契機， 以致在民進黨取得政權之後， 兩岸關
係降至冰點， 戰爭可能就在眼前。

我們寄望馬英九大陸之行， 至少能達成以下二個
重要目的， 首先是促進兩岸年輕一代之交往， 消除彼
此心結而能共存共榮地相處， 另外就是追尋我們中華
民族祭祖歸宗之積極意義。

政治是一時的， 執政者也不過是暫時當权， 而在
歷史之長河中， 我們決不可因判斷之錯誤造成人類之
浩刼。

馬前總統在他當政時， 因主客觀因素失去了許多
促進海峽兩岸永久和平之機會。 他此行可能想亡羊补
牢， 尋求歷史上的定位。 我們也是樂觀其成 ，祝福
他成為真正的和平使者。

馬英九回中國大陸祭祖馬英九回中國大陸祭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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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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反退改法第9 度全國動員今

天登場，也是法案強制通過後首次。巴黎人數
創新高，顯示人民怒火持續延燒。多位受訪者
告訴中央社，改革可討論，但無法接受強硬、
缺乏社會對話的手段。

法國反退休改革法案第9次動員今天登場
，全國各大城街頭湧進大批示威群眾，教師、
全國鐵路與地鐵員工也進行罷工，抗議總理柏
納（Elisabeth Borne）16 日於國民議會宣布動
用憲法第49.3條，強制通過退休制度改革法案
，將法定退休年齡從62歲延至64歲。

國民議會 20 日針對政府的不信任案進行
投票，其中獲跨黨派支持的議案以9票之差遭
否決，法案形同通過。

因此今天也是法案通過後首度全國抗爭，
加之總統馬克宏（Emmanuel Macron）22日顧
左右而言他的退改演說，對民眾頗有火上澆油
的作用，使得巴黎今天動員人數創新高。

巴黎下午人潮擠進象徵法國大革命的巴士
底廣場，示威者手拿標語、高喊口號緩慢向共

和廣場方向遊行。不僅各大工會動員，許多學
生組織也參與其中，隊伍浩蕩，氣氛歡樂，音
樂不絕於耳。

據巴黎警察局表示，首都動員人數達 11
萬9000人，為1月底抗爭開始後最高紀錄。根
據法國總工會（CGT），全國示威者人數為
350 萬人；內政部數字則為 108 萬人，比前一
次動員多2倍。

從事機場運輸業的柏多（Marjorie Bertho
）向中央社表示， 「政府想要強制通過改革，
透過憲法第49.3條這項工具，雖是依法國憲法
行之，但我們看來並非民主之舉，今天人民上
街就為表達不滿」。

身為全國自主工會聯盟（UNSA）成員，
柏多指出，多數人都認為改革有必要， 「因現
行制度已經很久了，有調整必要，時間與社會
都變了。而人民今天反對的原因，是由於沒有
討論與咨詢。所以要抗議，要求撤回，或許重
啟討論好找到共識」。她告訴記者，工會也提
出改革建議，卻無人聞問。

法國反年改9度全國抗爭
百萬人上街怒火不減

中國駐印度使館：
印度將邀請習近平出席上合峰會

(本報訊）印度媒體引述中國駐印度大使
館臨時代辦馬珈報導，印度政府將正式邀請中
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赴印度，參加7月上海合作
組織（SCO）高峰會，同時也強調雙邊都不
希望看到戰爭。

SCO 現有中國、印度、哈薩克、吉爾吉
斯、巴基斯坦、俄羅斯、塔吉克以及烏茲別克
等8個會員國，還有4個觀察員國、6個對話
夥伴，印度目前是SCO的輪值主席。

「印度時報」（TOI）今天報導，馬珈證
實已接到印度方的正式邀請，但習近平則暫未
承諾是否會來印度，因SCO高峰會的舉辦日
期未敲定，有可能在7月的第一週。

外界關注印度是否能在SCO峰會上，就
俄烏戰爭議題促成各會員國的共識，但馬珈認
為這不容易，因為經濟平台不應用來討論重要
政治議題。

印度與中國士兵於2020年6月在邊界發生

流血衝突，兩國關係陷入低谷。自此之後，印
度總理莫迪（Narendra Modi）與習近平尚未
舉行過雙邊會議，雖然兩人去年11月曾在印
尼峇里島20國集團（G20）峰會上握手。

新德里多次強調，唯有邊界問題得到解決
，印中關係才有可能恢復正常。

關於印中邊界現況，馬珈形容形勢 「穩定
但複雜」，但對於透過對話解決軍事對峙表示
樂觀，因雙方都不希望看到戰爭或衝突。

另外，據 「印度人報」（The Hindu）報
導，馬珈認為印中邊界爭議是 「雙邊」問題，
應透過雙邊對話解決，不希望見到其他國家進
行干涉，特別是區域外國家。

被問及中國對印美在 「四方安全對話」
（Quad）架構下加強情報分享的看法，馬珈
回應，北京反對任何以圍堵中國為目的而組成
的區域性組織。

由於法國政府動用憲法第49.3條，在未經
國民議會表決下強行通過退休金改革法案，引
發全國各地民眾連日來的罷工、遊行以及示威
抗議活動, 法國所受到的影響是方方面面的,就
連我這個觀光客也因為飛機場員工的大罷工而
受累, 讓我與內人和三姊在巴黎夏爾·戴高樂機
場Aéroport Paris-Charles-de-Gaulle足足排隊苦
等了近六小時才得以登機返美, 讓我們對這個
機場留下極差的印象。

法國這一次的大罷工頗不尋常, 他們這一
次真是怒吼了, 由法國八大公會所主導的反政
府大罷工活動如火如荼的在法國的首都及最大
都市巴黎與各大城市進行, 加上各種不同行業
輪流進行罷工, 幾乎癱瘓了法國的經濟, 這也是
繼4年前黃背心運動以來法國最嚴重的示威抗
議行動, 但是馬克龍總統卻不為所動, 他竟然還
公開表示:” 我已準備好接受推動年改所引發
之民怨以及不得人心的後果, 我的政府不容許
極端暴力存在!”

錯！錯！錯！馬克龍的政治邏輯完全不通
, “得民者昌、失民者亡”這麼簡單的政治道
理他都不懂, 還談什麼改革呢？政府的一切改
革不就是為了獲得民心嗎？既然你的改革已經
引發全國民眾這麼激烈的民怨, 你還強行改什
麼革呢! 馬克龍竟然還可以說出:” 改革勢在必
行，即使因此不得人心，也願接受! ”

馬克龍政府此次提議提高官方退休年齡，
並讓人們工作更長的時間以獲得全額養老金,但
是人人都在 60 歲退休原本是前朝政府弗朗索
瓦·密特朗總統 (François Mitterrand) 所曾做出的
偉大社會承諾，後來政府又規定法定退休年齡
改為62歲,改朝換代後中右翼繼任者又試圖取消
密特朗的養老金遺產, 準備強行把退休年齡從
62歲提高到64歲, 影響到人民延後領取退休金
的福祉, 政府既然不履行對人民許下的諾言,那
是極其嚴重的失信作為,當然是不可取,也不可
接受的，所以工會呼籲在全國范圍內舉行抗議
、罷工和放慢行動作為回應，但法國工會化程
度低的勞動力是否會堅持進行持續的破壞活動
還有待觀察。

這場由人民對抗政府的戰鬥關係著法國作
為一個能夠適應時代和吸引投資的充滿活力的
經濟體的形象。養老金已經佔法國 GDP 的
15.9%，而歐盟平均水平為 13.6%。延遲退休的
唯一真正替代方案是削減養老金、增加繳款或
提高稅收,但是為了使法國經濟更具競爭力須使
用失信於民的任何作為都是下下之策, 也是仁
者與智者所不為, 馬克龍總統顯然只是一位勇
者, 既然如此, 他就必須要付出慘痛的政治代價,
如果他依然一意孤行, 最後必然會被人民所唾
棄的！

【李著華觀點 : 鐵心總統--推動年改引發民怨
不得人心 / 法國總統馬克龍可以休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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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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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印度當局因追捕錫克教分裂分子封鎖網絡

2700萬人受波及

綜合報導 由於警方正在搜尋壹名在逃的錫克教分裂分子，印度當

局連續第三天封鎖旁遮普邦約2700萬人的互聯網接入，這是該國近年來

影響範圍最大的網絡封鎖行動之壹。

據報道，因印度當局啟動了針對阿姆裏帕爾· 辛格（Amritpal Singh

）的追捕行動，旁遮普政府最初宣布了壹項24小時的互聯網禁令，印度

北部邦的所有人均受到互聯網封鎖措施的影響，被波及人數達2700萬。

據悉，阿姆裏帕爾· 辛格是錫克教分離主義組織“卡利斯坦運動”的領

袖。“卡利斯坦運動”長期以來尋求為錫克教信徒建立壹個主權國家，

被印度當局認定為非法組織。

報道稱，自3月 18日以來，印度當局已第三次延長互聯網封鎖

時限，目前將封鎖措施延長到當地時間3月21日中午。

旁遮普邦警方表示，當局正展開針對“卡利斯坦運動”成員的

大規模追捕行動，截至19日已逮捕該組織裏的至少112名成員，但

辛格仍在逃。警方稱，關閉互聯網是為了維護法律和公共安全秩

序，阻止“虛假新聞”的傳播。根據印度的壹項法律，政府有權在

特殊時期切斷互聯網連接，以“防止任何煽動暴力、擾亂和平與公

共秩序的行為”。

據CNN報道，本月早些時候，總部位於紐約的互聯網權利組織

“即時聯通”（Access Now）發布的壹份報告顯示，2022 年印度實

施了84次網絡封鎖，該數據連續第五年位居全球榜首，報告稱這些

斷網措施“影響了數百萬人的長達數百小時的日常生活”。有批評

人士表示，印度政府封鎖網絡是對公民言論自由和信息獲取權利的

又壹次打擊。

國際最新研究發現果
蠅能感知堿性物質的新味覺

綜合報導 施普林格· 自然旗下專業學術期刊《自然-代謝》最新

發表壹篇生物學研究論文稱，通過壹種新發現的味覺感受器，研究

表明果蠅能感知堿性物質。雖然這壹研究是在果蠅(壹種常用於研究

味覺的模式生物)中進行的，但它可以為未來其他動物的堿味覺研究

提供基礎。

該論文介紹，味覺感受影響動物決定吃什麼的決策過程，它能讓

動物在攝入食物之前先嘗壹下樣本。食物來源含有許多酸和堿，pH

值能衡量某物質的酸度或堿度。因此，pH感知讓動物可以選擇健康

的食物，拒絕可能有害的選擇。人們已經發現了酸的味覺感受器，

但堿還沒有。

論文通訊作者、美國莫奈爾化學感官中心Yali Zhang和同事及合作

者共同研究發現，當提供中性食物(pH7)和堿性食物(如pH12)供選擇時，

野生型果蠅絕大多數選擇中性食物，回避堿性食物。他們發現了壹個稱

為alkaliphile(簡稱alka)的基因，它編碼壹個被堿性pH激活的氯通道。al-

ka表達在果蠅的味覺感受器神經，負責檢測堿性物質。這壹嘗出堿性物

質的能力可以為果蠅提供適應上的好處，因為高pH值的堿性物質對其

發育、生存和壽命有負面影響。

論文作者認為，感知堿性物質有助於果蠅避免攝入有毒物質，避開

堿性環境裏多見的病原體。

他們總結指出，後續還需要更多研究來探索這種類型的堿性味覺受

體是否在其他動物中也存在，包括哺乳動物。

諾獎經濟學獎得主指巴西利率過高
綜合報導 知名經濟學家、

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約瑟夫· 斯

蒂格利茨(Joseph Stiglitz)在裏約

熱內盧表示，巴西利率水平高

得令人震驚，導致該國經濟舉

步維艱。

據報道，約瑟夫· 斯蒂格利

茨當天在出席巴西國家經濟社

會發展銀行(BNDES)總部舉行

的“21世紀可持續發展戰略”

研討會時，作上述表示。

這位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教

授指出，巴西目前關鍵利率在

13.75%，實際利率在8%，導致

該國經濟舉步維艱。他還表示

，巴西利率高企是導致巴西很

長壹段時間內經濟表現糟糕的

原因之壹。

此前，包括巴西總統盧拉

在內的多人批評該國借貸成本

正在阻礙經濟發展。

約瑟夫· 斯蒂格利茨認為，

物價上漲更多地與疫情和俄烏

局勢對商品供應的影響有關，

而不是與需求過熱的因素有關

，後者往往會被利率上升所抑

制。對他來說，這壹水平的利

率足以“扼殺”像巴西這樣的

經濟體。

媒體引用斯蒂格利茨的批

評說，“通貨膨脹的根源是什

麼？大流行病、與戰爭有關的

供應、價格調整對這些變化的

不對稱性。問題是我們需要通

過更多的投資來應對這些沖擊

，而利率阻礙了這些投資”。

斯蒂格利茨認為：“巴西

需要的是更多的投資，包括更

多的公共投資。”

巴西媒體《聖保羅頁報》

也報道，出席此次活動的巴西

副總統兼發展、工業、商業和

服務部長傑拉爾多· 阿爾克明(

Geraldo Alckmin)盡管也批評當

前的利率水平，但他表示，通

貨膨脹不會重現，而巴西正在

進行稅改，效果可期。

傑拉爾多· 阿爾克明說，

“我們面臨許多挑戰，包括稅

收和資金成本、高利率。但盧

拉政府正致力於稅制改革。它

將五種稅種簡化為壹種稅種，

即增值稅，這將刺激出口並降

低巴西企業的成本”。

法國議會否決對政府不信任動議
通過退休制度改革法案

綜合報導 法國國民議會否決對政府

不信任動議，意味著退休制度改革法案在

議會得到通過。

此次對政府不信任動議共有兩項，分

別由法國國民議會幾個小黨派組成的Liot

聯盟以及極右翼黨派“國民聯盟”發起。

國民議會20日進行數小時辯論，當晚投票

。Liot聯盟發起的不信任動議獲得278票支

持，距離通過動議所需的國民議會絕對多

數票僅少9票。極右翼黨派發起的動議只

獲得94票支持。

法國輿論在投票前預期相關動議無法在

國民議會獲得通過，但並未預期Liot聯盟發

起的動議能獲得如此多的議員支持。這主要

源於政府上周決定援引憲法第49.3條款，不

經國民議會表決，在議會強行通過退休制度

改革法案，導致眾多議員不滿。這也是政府

須面對不信任動議的根本原因。

法國總理博爾內稍早前稱，對政府

不信任動議的表決可以被視為對退休制

度改革法案的表決。只有當國民議會否

決對政府不信任動議後，退休制度改革

法案方可被認為在議會完成立法程序，

得到通過。

法國官方今年1月公布退休制度改革方

案，將法定退休年齡從目前的62歲延遲至

64歲。多份民調顯示，大多數法國民眾反對

延遲退休年齡。經過兩個月的議會辯論，法

案文本在參議院獲表決通過，但在國民議會

遭遇很大阻力，極左翼和極右翼黨派均表示

反對。法國總統馬克龍授權政府動用憲法第

49.3條款，以確保法案在議會通過。

據法國BFM電視臺公布的最新民調，

八成受訪者不滿政府決定援引憲法第49.3

條款在議會強行通過退休制度改革法案；

近七成受訪者表示支持發起對政府的不信

任動議。另有民調顯示馬克龍的民意支持

率降至28%，為三年多來的低點。

雖然退休制度改革法案在議會過關，

但法新社分析指出，這並不意味著退休制

度改革引發的危機局面就此結束。馬克龍

目前尚未就議會的相關最新進展發表任何

評論。外界普遍認為法國官方接下來會研

究如何繼續推動在議會的其他立法進程。

綜合報導 在極具歷史意義的聯合國

水事會議即將召開之際，聯合國兒童基

金會最新發布的分析報告顯示，10個非

洲國家的1.9億兒童正面臨與水有關的危

機帶來的三重威脅：水、環境衛生和個

人衛生（水衛項目）服務不足、與之相

關的疾病和氣候危害。

據消息，受“三重威脅”的國家被

定義為：其獲得水或衛生基礎服務的人

口比例低於50%，並且屬於五歲以下兒

童因不安全的水衛項目造成的死亡負擔

最高的前20個國家，以及面臨氣候和環

境危害最高風險的前25%的國家。

這10個面臨最嚴峻“三重威脅”的

非洲國家分別是：貝寧、布基納法索、

喀麥隆、乍得、科特迪瓦、幾內亞、馬

裏、尼日爾、尼日利亞和索馬裏。西部

和中部非洲成為全球最缺乏水安全和受

氣候影響最嚴重的地區之壹。

兒基會項目組主任維傑塞克拉

（Sanjay Wijesekera) 指出，非洲正面臨

著壹場水災難。雖然氣候和水相關的沖

擊在全球範圍內不斷升級，但非洲兒童

面臨的風險最為嚴峻。毀滅性的風暴、

洪水和歷史性的幹旱已經在摧毀設施和

家園，並汙染水資源、造成饑餓危機、

傳播疾病。

他警告稱：“盡管目前的情況極具

挑戰性，如果不采取緊急行動，未來的

前景可能會更加嚴峻。”

在這10個熱點國家中，近三分之壹

的兒童在家中無法獲得基本的水資源，

三分之二的兒童缺乏基本的衛生設施和

服務；四分之壹的兒童別無選擇，只能

露天排便；同時，其手部衛生也受到限

制，有四分之三的兒童因為家裏缺乏淡

水和肥皂而無法洗手。

許多受影響最嚴重的國家，特別是

薩赫勒地區，還面臨著不穩定和武裝沖

突問題，讓兒童獲得清潔水和衛生設施

的情況進壹步惡化。

這10個熱點國家還被經合組織歸為

脆弱或極度脆弱，壹些國家武裝沖突的

壓力有可能使已經取得的安全飲用水和

衛生設施進展發生逆轉。

例如，在布基納法索，為驅逐社區

居民，武裝團體對供水設施的攻擊加劇

。2022年，有58個供水點受到攻擊，而

2021年為21個，2020年為3個。因此，

去年有83萬多人（其中壹半以上是兒童

）無法獲得安全飲用水。

由於缺乏水衛項目服務，這些國家

由於腹瀉等相關疾病導致許多兒童死亡

。此外，這些國家中，有六成在過去壹

年暴發了霍亂。在全球範圍內，每天有

1000多名五歲以下的兒童死於與水衛項

目有關的疾病，其中約五分之二集中在

這10個國家。

在全球163個面臨氣候和環境威脅

風險最高的國家中，這些熱點國家也

位於前 25%之列。在西部和中部非洲

地區，加速病原體復制的高溫增長速

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1.5倍。地下水位

也在下降，壹些社區需要挖的井深是

十年前的兩倍。與此同時，降雨變得

更加不穩定和強烈，導致洪水汙染了

稀缺的供水。

聯合國：非洲1.9億兒童
正面臨與水資源有關的三重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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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聯儲在抑制通貨膨之間脹和金融（銀行業
）不穩定之間如履薄冰，美聯儲負責金融系統和總體經濟
（marco-economic），而這2件任務所需要的事情正好相反。
過去幾週以來，美聯儲試圖保持2者之間的平衡。當矽谷銀行
（SVB）倒閉時，美聯儲試圖通過向其他銀行慷慨借貸，以協
助銀行業控制損失。然而22日（三）美聯儲仍然繼續升息，選
擇了減緩經濟增長，進而降低通貨膨脹的計劃，透過升息1碼
（0.25%），當鮑爾講完話後輪到美國財長葉倫（Janet Yellen）
講話時，美股雪崩收黑，並且留下了非常大的隱憂。

據《華爾街日報》（WSJ）23日報導，升息通常不會太顛
簸，但有時卻會很暴力，可能會導致銀行或貸款機構重挫或是
垮掉，資產價格暴跌、公眾恐慌，進而對經濟造成比美聯儲預
期更大的打擊。這就是華爾街口頭禪 「美聯儲（將會）通貨緊
縮直到發生某件事情為止」的由來。

美聯儲認知到某些事情正在破裂。最近的數據表明，經濟
正在增長，然而通貨膨脹仍然居高不下。聯準會主席鮑爾本月
初向國會表示，為了減緩通脹的趨勢可能需要利率上升至
5.25%以上，甚至更高。

鮑爾仍然認為聯邦基金利率目標區間在今年會達到4.75%
到5%，頂端區間仍然是在5%到5.25%，這與去年12月的會議
結果相同。

鮑爾告訴記者： 「我們正在觀察銀行發生的情況，並詢問
是否會出現信貸條件收緊，這在某種程度上可以替代升息。因
可預期信貸緊縮，美聯儲官員將今年的預期經濟增長從去年12
月的 0.5%下修至 0.4%，明年的預期經濟增長率從 1.6%下修至
1.2%。

如果美聯儲的預測和假設成真，即銀行的不穩定得到控制
，通貨膨脹也從5%至6%的高位滑落回2%，那麼這樣的平衡將

會是 「一個成功的例子」相對於金融市場的損失或通貨膨脹，
可以用較低的成本避免掉一個系統性金融危機。

然而，事情可能會有很多其他發展方式，其中有2種尤其
令人擔憂。其一是美聯儲可能反應過度。它和其他監管機構可
能會為了控制一個問題，而擴大銀行安全風險，然而這個問題
沒有真正的系統性影響。

另一個風險是，美國金融系統比美聯儲認知的還要脆弱，
本週升息可能會使其更加脆弱。矽谷銀行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
，許多銀行存在未實現的國債損失和對未受保險存款的重度依
賴。

許多存戶已經要將存款已經轉移到超大型銀行或高收益的
貨幣市場基金，而週三的升息可能會催化這種效應，目前的金
融系統可能存在其他未被注意到的風險。

（綜合報導）美國南加州洛杉磯以南大白
天突然颳起駭人狂風，原來是龍捲風來了！最
大風速估達每小時110哩（約177公里）且短暫
觸地，這是1983年以來洛杉磯地區遭遇最強勁
的龍捲風，建物屋頂、電線桿吹上天，殘磚斷
瓦漫天飛舞。許多民眾在社群媒體分享當時景
象，還有人邊看叫家人 「快躲到桌子底下去」
。

龍捲風在加州非常少見，據美國國家海洋
暨大氣總署（National Oceanic and Atmospheric
Administration），平均每年出現不到10次，而
且絕大多數規模都很小、一下子就消失了，多
屬陸龍捲，災情通常不嚴重。因此22日這場龍
捲風嚇壞不少民眾。

美國多家媒體引述國家氣象局（National
Weather Service）說法報導，當地時間 22 日上
午11時20分左右，洛杉磯以南的工業區與倉儲
地帶蒙地貝婁市（Montebello）颳起EF-1級龍
捲風，災害分類屬於中等破壞等級。市府說明
，至少1人受傷送醫，這名傷患是未成年居民
；當地17棟建築物毀損，其中11棟由消防局列
為危樓不應使用；市區部分道路一度關閉。

氣象專家盛菲爾德（Rose Schoenfeld）也
說， 「這個地區出現如此天候，十分罕見」。

當地民眾以手機錄下狂風大作景象分享到
推特， 「磚瓦之類的，什麼都飛上天了！！」
，只見一團烏雲佔據天空，接著逐漸變窄並朝
地面接近。

這場龍捲風把蒙地貝婁市一棟建物的屋頂
颳飛，吹斷一處電線桿，吸走某棟建物樓頂的
通風系統，松樹拔地而起，許多建物天窗破裂
、汽車受損。

另一名目擊者表示，停車場滿是隔壁大樓
屋頂殘骸， 「這棟樓的屋頂整個掀飛了」，他
表示，在俄亥俄州、阿肯色州等地，此番景象
很常見， 「但在蒙地貝婁市就很稀罕了」。國
家氣象局洛杉磯分局仍在評估本次災情，上次
該局評估龍捲風災情已是2016年的事了。

加州近幾個月天災頻傳，至少12場 「大氣
河流」（atmospheric river）風暴引發嚴重洪患
與颶風級狂風，樹木倒塌、電力線路損壞。北
加舊金山灣區21日有5人死於狂風災害，舊金
山市911話務量是平時的4倍，吹倒的樹木超過
700棵。

美國佛州 「不說同性戀」法 禁令擴及12年級

談21世紀貿易倡議 戴琪：透過經濟強化雙邊關係

（綜合報導）美國佛羅里達州預料將擴大一道具爭議性的
法令，禁止學校各年級講授性傾向和性別認同。這道法令受到
共和黨籍州長迪尚特擁護，外界普遍預料他將角逐白宮寶座。

綜合路透社與法新社報導，迪尚特（Ron DeSantis）去年
簽署一項共和黨支持的措施，禁止幼兒園到小學3年級在課堂

上談論性傾向與性別認同，批評人士譴責這項被稱之為 「不說
同性戀」（Don't Say Gay）的法案。

如今佛州教育局的新提案，將禁令涵蓋範圍擴大至12年級
；此案不需立法通過即可生效。

隨著2024年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之爭日益升溫，迪尚特

近幾個月來針對教育和移民議題端出種種爭議性提案來吸引保
守派選民。

這項提案今天馬上招致民主黨人和LGBTQ（同性戀、雙
性戀、跨性別及酷兒）維權人士的批評，白宮新聞秘書尚皮耶
（Karine Jean-Pierre）稱這項提案 「大錯特錯」。

抗通膨還是救銀行抗通膨還是救銀行？？鮑爾選前者鮑爾選前者
美股雪崩收黑美股雪崩收黑 葉倫倒楣背鍋葉倫倒楣背鍋

「怪風」 襲洛城 居民搶拍！時速177公里40年來最強
（綜合報導）台美去年 6 月啟動 21 世

紀貿易倡議，美國國會議員也高度關注。
對於美國國會議員對台灣經濟的支持，美
國貿易代表戴琪表示， 「我們聽到了」，
美方正透過經濟工具強化雙邊關係。

戴琪（Katherine Tai）今天出席參議院
財政委員會（Senate Finance Committee）針
對美國貿易政策提出的書面證詞中提到台
灣時表示，台灣是充滿活力的民主政體，
也是東亞重要貿易夥伴。

她指出，美台在去年6月啟動具開創性
美台 21 世紀貿易倡議（U.S.–Taiwan 21st
Century Trade Initiative），雙邊團隊致力於
提供高標準承諾與具經濟意義的成果，涵
蓋從貿易便捷化到良好監管實踐、服務國
內規章與反貪腐等各方面。

美國貿易代表署（USTR）2日向國會
遞交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2023 年貿
易政策議程與2022年年度報告，詳述過去2
年貿易代表署為推進拜登貿易政策所做的
努力，以及2023年優先事項。

報告提到台灣時表示，美國與台灣有

著長期且活躍的貿易關係。台灣是充滿活
力的民主體，也是區域的重要貿易夥伴。
去年 6 月，美台啟動美台 21 世紀貿易倡議
，雙方就11個貿易領域高標準與具有經濟
意義成果達成一致。美方高度重視與台灣
的合作，以進一步深化與加強雙邊貿易與
投資關係。

參議員梅南德茲（Bob Menendez）在
質詢時問及美台21貿易倡議進度，戴琪提
及台美16日同步發布的第一階段談判內容
摘要，也對美國參眾議員對台灣經濟的支
持表示， 「我們聽到了」，美方正設法運
用經濟工具強化雙邊關係。

台美雙方今年1月14至17日在台北召
開的第一輪談判，行政院經貿談判辦公室
與美國貿易代表署於16日同步公布談判摘
要，其中針對關務管理及貿易便捷化、良
好法制作業、服務業國內規章、反貪腐及
中小企業等5項議題說明細節。

至於行政協定的簽署時間，行政院官
員當時表示，目前最終文字雙方還在持續
溝通當中，待文字確定後就會安排簽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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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在柬埔寨各家銀行

紛紛調高利息爭取存款下，今年

1月銀行領域存款已突破400億美

元。

記者19日從柬埔寨國家銀行

獲悉，在柬埔寨國家銀行嚴密監

控下，國內銀行領域處於穩健狀

態，不僅擁有雄厚資本和充足流

動性，不良貸款也處於低水平。

截至今年 1月，國內銀行領域存

款增至427億美元，而貸款則增至

550億美元。

柬埔寨國家銀行表示，將推出

新措施以提高銀行和金融機構風險

管理和審計標準，從而確保銀行和

金融機構能繼續對國家經濟和社會

可持續發展作出重要貢獻。

根據柬埔寨國家銀行年度報

告，截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銀

行領域(不包括小額貸款機構)存

款總額達386億美元，年增長9.9%

；而貸款總額達460億美元，年增

長19.3%。

目前，柬埔寨共有59家商業銀

行和9家專業銀行，另有87家小額

貸款機構。近期，多家本地銀行紛紛提高美

元定期存款利息，以爭取本地融資和改善存

貸款期限錯配問題。其中，美元壹年定期存

款利息介於5.5%至6.0%，5年定期存款利息

達9%。

韓總統室：
無法公開韓日首腦會談具體內容

綜合報導 據報道，在韓國總統尹錫悅訪日行程結束

後，韓總統室有關人士在當天記者會上就韓日首腦是否

談到撤銷福島水產品進口限制壹事時，該人士回答稱，

無法對外公開。

據報道，該人士表示，無法公開兩位領導人在會談

中具體談到哪些問題。對於日本佐渡金山申遺事宜，他

也同樣回應稱，原則上不公開首腦之間的對話。但他承

認，總統尹錫悅在接見日本政商界人士時曾提到水產品

進口問題。

對於福島水產品進口問題，該人士稱，韓國政府的立

場明確，即絕不容忍出現威脅到韓國國民安全和健康的情

況發生。所謂科學上安全的說法需要得到證明，而且韓國

國民心理上也需感到安全才能實際推進進口措施。

另外，該人士還重申，此次韓日首腦會談對韓日領

土爭議問題和慰安婦問題只字未提。他說，首腦會談結

束之後，日媒出現毫無根據的報道，韓國外交部門就此

向日方表示遺憾，並提出勿讓類似情況重演的要求。

此前，壹家日媒援引日本官員的話稱，日本首相岸

田文雄在韓日首腦會談上請求韓方切實履行《韓日慰安

婦協議》。岸田文雄曾作為外務大臣負責與韓前總統樸

槿惠政府就慰安婦進行談判，但文在寅政府重新審視協

議後，將其變成壹紙空文。該媒體還報道稱，岸田文雄

表示將確實應對諸多懸而未決的問題，官方消息源解釋

稱其中包括韓日領土爭議問題。

韓總統府高級幕僚被韓國記者團問到慰安婦問題時

沒有給予證實，只說當天的議題主要是面向未來發展韓

日關系。此後消息真偽引發爭論，慰安婦、韓日領土爭

議問題出現重新發酵跡象後，總統府另發通知予以否認

。韓總統府沒有使用“提出”、“談到”的措辭，而表

述為雙方交換意見的“討論”。

朝鮮舉行核反擊假想綜合戰術訓練 金正恩攜女觀摩
綜合報導 朝鮮舉行核反擊假想

綜合戰術訓練，朝鮮勞動黨總書記、

朝鮮國務委員長金正恩進行指導。金

正恩指出，此次綜合戰術訓練是使朝

鮮核戰鬥武力為在任何時刻、任何突

發情況下，能夠迅速正確完成遏制戰

爭和爭取戰爭主導權做好準備的重要

契機。

據報道，戰術核武器運用部隊核

反擊假想綜合戰術訓練，在美韓聯合

軍演逐步擴大、大批美軍核戰略武器

裝備投入到韓國的緊張局勢下進行。

此次訓練是為切實加強朝鮮戰爭

遏制力和核反擊能力、使相關部隊熟

悉戰術核攻擊任務執行程序和步驟而

舉行的。另壹個目的則是向“無視朝

方屢次警告、暴露明顯戰爭圖謀、擴

大侵略性戰爭演習、濫施攻擊性質濃

厚的軍事行動”的國家，發出“更加

強硬的實戰應對意誌和警告”。

報道稱，朝鮮勞動黨總書記、朝

鮮國務委員長金正恩指導核反擊假想

綜合戰術訓練。朝中社發布的照片中

顯示，金正恩女兒也觀摩了訓練。

據介紹，為期兩天的核反擊假想

綜合戰術訓練分為核打擊指揮體系管

理演習、轉入核反擊態勢的實際訓練

和搭載模擬核戰鬥部的戰術彈道導彈

發射訓練。

3月18日的訓練，從多方面重新

檢驗對戰術核武力的指揮及管控運用

體系的可靠性，從嚴格的安全性角度

上，檢驗在多種假想的緊急情況下，

核攻擊命令的下達及接收程序的正確

性和核武器處理秩序、按照各種核攻

擊方案的運行程序，熟悉迅速轉入核

攻擊的行動秩序和戰法。

19日上午，進行了模擬戰術核攻

擊的彈道導彈發射訓練。朝鮮國防相

強純男、全面指揮戰術核武器運用部

隊的聯合部隊首長及其所屬東、西部

前線各導彈部隊指揮官和區分隊指揮

人員觀摩射擊訓練。

此外，還進行了“模擬對敵方主

要對象實施核打擊的發射訓練”。導

彈搭載了模擬核戰鬥部的試驗用戰鬥

部。

報道稱，在平安北道鐵山郡發射

的戰術彈道導彈，在800公裏射程設

定的朝鮮東海上目標上空800米處爆

炸，再次驗證了在核戰鬥部所裝配的

核爆炸操縱裝置和引爆裝置的動作可

靠性。

金正恩表示，通過此次綜合戰術

訓練，執行重要火力襲擊任務的部隊

和區分隊的實戰能力大幅提升，所有

部隊都有了足夠的信心。“此次綜合

戰術訓練是使我們的核戰鬥武力為在

任何時刻、任何突發情況下，也能夠

迅速正確地完成遏制戰爭和爭取戰爭

主導權的重大使命，做好準備的重要

契機。”

金正恩強調，繼續組織進行此類

訓練非常重要，要使朝鮮軍人熟悉突

發情況，時刻保持好及時、壓倒和靈

活的核應對態勢。

金正恩表示，“敵人的反朝侵

略活動變本加厲的當今形勢，迫切

要求我們幾何級數般地增強核戰爭

遏制力，並提出了核武裝力量建設

的重要方向和核武力備戰方面的戰

略任務。我們的核武裝力量將堅持

高度的臨戰態勢，徹底遏制和管控

敵人的魯莽舉動和挑釁，如果意外

情況到來，就毫不猶豫地履行重大

使命。”

Siri們被調侃為“人工智障”
ChatGPT能拯救語音助手嗎？

Siri、Alexa和其他語音助手也曾在

公眾中引發過類似ChatGPT的熱情，但

在過去十年裏，它們浪費了在人工智能

競賽中的領先機會。

· Siri的聯合創始人亞當·切耶說，生成

式人工智能有可能使語音助手回到最初的

科幻軌道上。“我確實認為這與質量有關

。”他說，“從根本上說，這項技術將實

現上壹代語音助理所沒有的廣度、靈活性

和復雜性。我認為會出現復興。”

隨著與ChatGPT的開發機構OpenAI的

合作成果良好，微軟似乎越來越有自信，近

日，微軟首席執行官薩蒂亞· 納德拉(Satya

Nadella)在接受英國《金融時報》采訪時表

示，語音助手“笨得像塊石頭”，“無論是

Cortana、Alexa、谷歌助理(Google Assis-

tant)還是Siri，所有這些都不起作用。”他

宣稱，新型人工智能將引領潮流。

十多年來，盡管科技巨頭壹直在嘗

試各類語音助手，但事實卻表明，蘋果

的Siri、亞馬遜的Alexa以及谷歌助理都

發展不順利，在中國，壹批類似的產品

也陷入了尷尬境地。《紐約時報》首席

消費科技作者布萊恩· 陳(Brian X. Chen)

評論道，語音助手過去遇到了發展瓶頸

，正因如此給了AI聊天機器人崛起的空

間，讓微軟和OpenAI在人工智能競賽中

遙遙領先。

那麼，蘋果、亞馬遜和谷歌是如何

輸掉這壹輪人工智能競賽的？

誤入歧途的語音助手
12年前壹個雨天，蘋果公司(Apple)

的高管們在壹個擁擠的禮堂登臺發布

iPhone 4s。這款手機看起來和之前的版

本沒什麼區別，但有壹個新功能很快就

引起了觀眾的熱議：語音助手Siri。

時任蘋果軟件主管的斯科特·福斯特爾

(Scott Forstall)按下iPhone上的壹個按鈕，

召喚出了Siri，並向它提問。在他的要求下

，Siri查看了巴黎的時間，定義了“有絲分

裂”，並列出了14家評級較高的希臘餐廳

，其中5家位於加州帕洛阿爾托。

“我在人工智能領域工作了很長時

間，這仍然讓我大吃壹驚。”福斯特爾

當時說。

如今，Siri早已成為被調侃為“人工

智障”的對象。Siri的聯合創始人亞當·

切耶(Adam Cheyer)告訴《金融時報》，

ChatGPT理解復雜指令的能力，讓現有

的語音助理看起來相對愚蠢。“之前的

能力太尷尬了。”他說，“沒有人知道

它們能做什麼或不能做什麼。它們不知

道自己能說什麼或不能說什麼。”

其他語音助手的技術也壹直停滯不前，

成為被取笑的對象。亞馬遜搭載Alexa的智

能音箱Echo甚至作為笑點出現在2018年《周

六夜現場》(Saturday Night Live，美國脫口

秀節目)的小品中，而最初，亞馬遜創始人傑

夫·貝索斯(Jeff Bezos)曾經在白板上興奮地

勾勒出他對Alexa的願景：網上購物，控制

小工具，甚至給孩子們讀睡前故事。

事實上，Siri、Alexa和其他語音助

手也曾在公眾中引發過類似ChatGPT的

熱情，但在過去十年裏，它們浪費了在

人工智能競賽中的領先機會。

前員工表示，亞馬遜和谷歌錯誤地估

計了語音助手的使用方式，導致他們投資了

壹些很少有回報的領域。當這些嘗試失敗後

，公司對這項技術的熱情就減弱了。

2014年，亞馬遜發布Echo，希望該產

品能夠讓消費者通過與Alexa對話來下單，

從而幫助其增加在線商店的銷量。但壹位

參與Alexa的前亞馬遜高管表示，雖然人們

很享受Alexa回答天氣提示和設置鬧鐘的功

能，但很少有人用Alexa訂購商品。

亞馬遜智能音響Echo嵌入了語音助

手Alexa。

這位前高管表示，亞馬遜可能在制

造新型硬件方面投資過度，比如現已停

產的與Alexa兼容的鬧鐘和微波爐，這些

產品的售價低於或等於成本。

此外，他表示，亞馬遜在創建壹個

讓人們輕松擴展Alexa功能的生態系統方

面投資不足，雖然亞馬遜的商店也提供

Alexa相關的第三方插件，但設置和使用

十分困難，這與從應用商店下載應用程

序的順暢體驗完全不同。

去年年底，亞馬遜負責Alexa的部門

是該公司18000人裁員的主要目標，壹

些Alexa高管已經離開了公司。

壹位曾在“谷歌助理”工作的前經理

表示，亞馬遜在Alexa上的失敗可能導致谷

歌誤入歧途。谷歌的工程師花了數年時間

對其語音助手進行試驗，以模仿Alexa的功

能，包括設計智能揚聲器和聲控平板電腦

屏幕，以控制恒溫器和電燈開關等家用電

器。該公司後來將廣告整合到這些家居產

品中，但這並沒有成為主要的收入來源。

隨著時間的推移，谷歌意識到大多數

人只將語音助手用於數量有限的簡單任務

，例如啟動計時器和播放音樂。2020年，

當谷歌高管普拉巴卡· 拉加萬(Prabhakar

Raghavan)接管“谷歌助理”時，他的團隊

將這個虛擬伴侶重新定位為Android智能

手機的附屬功能。今年1月，當谷歌的母

公司解雇了12000名員工時，負責家庭設

備操作系統的團隊失去了16%的工程師。

6月，它將終止專門為其語音助理制作的

第三方“對話操作”的訪問。

和ChatGPT基於不同技術
這些語音助理產品和類似ChatGPT

的聊天機器人雖然功能類似，但本質上

基於不同類型的人工智能模型。聊天機

器人由大型語言模型提供動力，這些模

型是經過訓練的系統，能夠根據從網絡

上抓取的大量數據集識別和生成文本。

相比之下，Siri、Alexa和“谷歌助

理”則通過所謂的指揮控制系統進行工

作。它們可以理解有限的問題和請求列

表，比如“紐約市的天氣怎麼樣？”或

“打開臥室的燈”。如果用戶要求虛擬

助手做壹些代碼中沒有的事情，機器人

會簡單地說它無法提供幫助。

這幾家公司都嘗試過將語音助手進

行升級，但該類技術的升級難度似乎遠

超生成式人工智能，曾參與Siri開發的

蘋果前工程師約翰· 伯基(John Burkey)說

，Siri的設計很繁瑣，增加新功能也很費

時間。2014年，他受命改進Siri，但發現

Siri的數據庫包含壹個巨大的單詞列表，

他說，這就形成了“壹個大雪球”。如

果有人想在Siri的數據庫中添加新詞，

代碼會“越滾越多”。

因此，看似簡單的更新，比如向數據

集中添加壹些新短語，就需要重建整個數

據庫，這可能需要長達六周的時間。添加

更復雜的功能，比如新的搜索工具，可能

需要將近壹年的時間。他說，這意味著Siri

不可能通過升級成為下壹個ChatGPT。

相比之下，蘋果的處境還好壹些，

他們利用Siri吸引了消費者購買iphone。

而亞馬遜和谷歌的前高管則表示，Alexa

和“谷歌助理”依賴於與Siri類似的技

術，但這兩家公司很難通過這些語音助

手產生有意義的收入。

谷歌助手被嵌入在該公司的家庭設

備中，如谷歌家庭迷妳智能音箱。

在中國，市面上主要有小愛同學、小

度、天貓精靈等主流的AI語音助手，被用

在手機、電腦、電視、音箱等多種電子產

品上，也是連接各種智能家居產品的中樞

。但是，其用戶體驗卻備受詬病，比如識

別度不高、數據庫不夠完善，很多產品在

用戶家中處於半閑置狀態。

語音助手準備如何“翻盤”？
根據布萊恩· 陳的說法，盡管微軟現

在在創新競賽中搶占了領先地位，但谷歌

仍緊隨其後。秉著“打不過就加入”的原

則，將生成式人工智能帶來的搜索引擎領

域的技術進步引入語音助手，可能只是時

間問題。

壹些人工智能專家也表示，在未來，

聊天機器人和語音助手的技術將會融合

。這意味著人們能夠通過語音控制聊天

機器人，要求虛擬助手幫助他們完成工

作，而不僅僅是查看天氣等簡單任務。

最近，這些大型科技公司都在競相

對ChatGPT做出回應。2月，蘋果在總部

舉行了年度人工智能峰會，這是壹個內

部活動，讓員工了解其大型語言模型和

其他人工智能工具，兩名了解該項目的

人士說，Siri團隊成員在內的許多工程師

每周都在測試語言生成功能。

科技媒體Techradar表示，蘋果雖然

沒有發布新的語音助手，但這可能只是

在等待時機，然後再出手奪回人工智能

陣地。壹些敏銳的用戶已經在將ChatG-

PT嵌入Siri，用戶這種增強Siri功能的渴

望也是蘋果可以利用的潛力。

Siri等語音助手們距離“聽懂人話”

還有距離。近日，國外壹名博主成功將

ChatGPT 接入 Siri，打造出了聊天機器

人+虛擬助手的夢之隊。

此前，谷歌已經發布了聊天機器人

巴德(Bard)，3月14日，谷歌表示它將很

快發布生成式人工智能工具，幫助企業

、政府和軟件開發人員構建帶有嵌入式

聊天機器人的應用程序，並將底層技術

整合到他們的系統中。

3月16日，百度開放大模型“文心壹

言”的測試。百度創始人、董事長兼CEO

李彥宏表示，百度將在所有業務中全面集

成文心壹言，包括與語音助手小度進行集

成，升級小度智能設備和服務。

AI初創公司Perplexity的創始人Ara-

vind Srinivas說：“這些產品過去從未有

效，因為我們從未擁有人類層面的對話

能力。”“現在我們做到了。”

Siri的聯合創始人切耶說，生成式人

工智能有可能使語音助手回到最初的科

幻軌道上。“我確實認為這與質量有關

。”他說，“從根本上說，這項技術將

實現上壹代語音助理所沒有的廣度、靈

活性和復雜性。我認為會出現復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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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放式交流答疑 聚焦跨境投資灣區
駐港領團商會穗考察 粵港官員推介機遇

“感知大灣區，開拓新機遇”外國駐港領團和商會參訪團22日繼續在廣州考察，廣東

面向參訪團舉行“廣東省推介會”。廣東省發改委、省大灣區辦、省港澳辦、省地方金融

局、省科技廳、省外辦等多部門負責人，以及香港特區政府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丘應樺

等，與參訪團領事官員、商會代表面對面進行開放式交流，現場回應他們關切的話題和疑

問。其中，跨境、跨國投資大灣區話題最受關注，商務部門負責人被“點將”最多。粵港

兩地部門負責人在解答時亦知無不言，直到對方滿意為止。粵港兩地官員真誠、坦率和開

放的姿態，給參訪團成員留下深刻印象。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敖敏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
道）22日在“廣東省推介會”上，廣東省
發改委副主任、省大灣區常務副主任朱偉向
考察團介紹廣東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和對
外合作方面的新進展、新動作。他表示，接
下來，廣東將從四個方面攜手港澳，加快把
粵港澳大灣區打造成世界級灣區、發展最好
的灣區。

一是打造與世界級城市群相適應的基
礎設施體系，重點是打造互聯互通交通網絡
以及世界級機場群、港口群、智慧城市群。
廣東將積極謀劃建設深港西部鐵路、澳門輕
軌橫琴線等跨境鐵路項目，推進跨珠江口通
道建設；對廣州、深圳兩大國際樞紐機場進
行改建，新建珠三角樞紐機場，強化與港澳
機場的優勢互補，協同發展，全面提升大灣
區世界級機場群國際競爭力。將繼續推進港
區碼頭航道升級改造，推廣組合港新模式，
推動形成以香港港、深圳港、廣州港為核心
的差異化港口群發展。將充分發揮大陸區目
前已實現5G網絡廣覆蓋的優勢，加快信息
化基礎設施建設和應用發展，加快建設世界
級智慧城市。

二是打造具有全球影響力的國際科技
創新中心。廣東將繼續把推進大灣區國際科
技創新中心建設與支持香港建設國際科技創
新中心、支持澳門經濟適度多元發展緊密結
合起來，重點打造廣州—深圳—香港、廣
州—珠海—澳門兩條科技創新走廊，推動建
設一批高水平的創新載體，持續吸引一流的

科技領軍人才和創新團隊，打造全球科技創
新高地和新興產業重要策源地。

三是打造市場化、法制化、國際化的
一流營商環境。廣東將對標國際“最高、最
好、最優”，緊密對接港澳，創新粵港澳三
地人員和貨物通關、車輛進出、資金和數據
流動的模式，推動人流、物流、資金流、信
息流等要素跨境便捷、安全有效有序流動，
進一步擴大內地對港澳服務業的開放力度，
推動港澳旅遊、衞生、法律服務、會計領域
的專業人才，在大灣區內地便利執業。

四是打造宜居、宜業、宜興的高品質
生活共同家園。謀劃推出粵港澳三地居民關
注度高、受益面廣的政策措施，高水平建設
港澳青年創新創業基地，為港澳同胞特別是
青年在內地學習、就業、創業、生活提供更
加便利的環境，打造生態優美、公共服務完
善、港澳同胞和內地居民同享高品質生活的
共同家園。

粵四方面攜手港澳打造世界最好灣區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22
日以組長身份主持“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督導組”
第二次會議，與會人士包括三位擔任副組長的政
務司司長、財政司司長和律政司司長、各副司長
及政策局局長等。會議聚焦討論香港在推動融入
國家發展大局的各個戰略，包括國家“十四五”
規劃、粵港澳大灣區建設、“一帶一路”倡議和
香港與內地不同區域合作的工作進展、未來重點
推進項目以及具體工作計劃。

特區政府要特別做好三方面工作
李家超表示，上星期率領8位局長拜訪中央部

委和機構時，很高興各個部委和機構都支持“一
國兩制”在香港成功實踐，支持香港特區更好融
入國家發展大局。他深信各個部委及機構的支
持，有利於全速、高效推展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的工作。

特區政府在推動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需要
有所發揮並達到成果，要特別做好三方面的工
作，一是各政策局要做好調研，包括諮詢相關業
界及持份者；二是協調統籌，領導官員要發揮好
作用；三是設定落實目標，不時監察進度。在協
調統籌和監察落實方面，三位副組長會發揮領導
力量。

隨着香港與內地實現全面通關，兩地人員往
來回復正常，李家超提出，要求及鼓勵香港特區
政府不同司局長和公務員更常到內地不同省市，
與中央及地方的相關單位建立聯繫，促進溝通和
互信，共同為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創造更有利
條件。

特區政府去年年底成立“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督導組”，宏觀推進和督導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
工作。督導組由行政長官和三位司長擔任組長和
副組長，把高層領導從“一”變成“一加三”，

再加上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和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兩
位局長擔任三個小組的秘書長，支持三位副組長
的工作。督導組會以積極務實、互利共贏的原

則，制訂和推行各項政策措施，促使香港積極融
入國家發展大局，抓住國家發展帶來的無限機
遇，為特區注入源源不絕的發展動能。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督導組”再開會 香港特首勉公務員常赴內地

22日舉行的“廣東省推介會”上，廣東省多個部
門負責人出現在推介會現場，基本涵蓋政策

制定、投資、貿易、外事服務、科技創新等涉及外商投資
相關領域。廣東省發改委副主任、省大灣區辦常務副主任
朱偉介紹廣東推動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進展、投資環境、對
外交往等方面的情況後，與多個省直部門負責人一起與參
訪團面對面交流。

以色列駐港總領事藍天銘十分關心外國投資者如
何獲取投資第一手資訊、登記設廠有關流程和手續。
廣東省商務廳副廳長馬樺回應，這些年，廣東省市區
各級部門不斷推出吸引投資、改善營商環境的舉措，
如今，不管是已在粵投資者增資擴產還是未有過在粵
投資的外商，都能夠十分便捷地在大灣區註冊登記。
“大灣區非常歡迎各國投資者，如果你想在哪個區域
開設公司，可以登錄當地商務部門網站，那裏有詳細
指引。”馬樺說，如果有具體的問題，還可以一對一
對他進行指引。

丘應樺：灣區投資設廠港可提供協助
香港特區政府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丘應樺接住這個

回應指，目前整個大灣區的營商環境都有了極大提升，以
香港為例，政府有專責部門，在內地亦有辦事機構，不管
在香港投資，還是在大灣區內地投資經商，特區政府部門
都可以提供幫助，協助他們完成投資手續，解答各類經商
疑問。

新加坡香港商會負責人十分關心大灣區與東盟的對
接與合作，希望了解廣東推動區域自貿協定方面的配套
措施。馬樺向他詳細介紹了廣東在推動RCEP落地、推
動與東盟國家貿易發展的系列舉措。

有駐港商會代表提問“若國際金融機構想擴大在
華業務，來大灣區還是上海？”廣東省地方金融監督
管理局副局長童士清笑言，這是一個很有意思的話
題。他指，中國堅持金融業的改革開放，不管上海還
是粵港澳大灣區，全球金融機構都有很好的發展機
會。粵港澳大灣區有“一國兩制、三種貨幣”等獨特
優勢，非常歡迎國際金融機構在灣區開設分支機構。

爭取前海南沙開展跨境互聯網接入
近日，中國人民銀行等多部門聯合印發《關於金融

支持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建設的意見》和《關於金融支
持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全面深化改革開放的意

見》，各提出三十條金融改革創新舉措。“不管是對香
港還是對國外，在廣東都有很好的機會，希望大家一起
共享機遇。”童士清說。

澳大利亞駐港總領事Elizabeth Ward十分關心大灣
區的數據聯通，“請問在這方面，大灣區有什麼計
劃？”她向朱偉提問。

朱偉回應指，大灣區在這方面已經開展相關工作，
比如，《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方案》提出，在國家數據
跨境傳輸安全管理制度框架下，開展數據跨境傳輸安全
管理試點，研究建設固網接入國際互聯網的綠色通道，
探索行程既能便利數據流動又保障安全的機制。目前，
橫琴已經開展相關試點，接下來，廣東將積極爭取國家
支持，在南沙、前海也率先開展跨境互聯網接入和數據
聯通。

“除了數據流通，包括貨物、信息、資金等的跨境
流通，都要用改革創新的手段來推動。在這方面，廣東
和港澳有着非常好的溝通機制。比如，省長22日就在香
港，今天又要去澳門。未來，我們會繼續保持與港澳的
這種溝通機制，推出更多創新舉措。”朱偉說。

香港文匯報記者在現場感受到交流氣氛熱烈。對於
參訪團成員的各類問題，不同部門都有詳細解答。主持
人多次詢問“還有問題嗎？”直到現場無人再舉手時，
這場別開生面的交流會才正式結束。

◆行政長官李家超22日主持“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督導組”第二次會議。

◆◆廣東省發改委副主任廣東省發改委副主任、、省大灣區辦常務副主任朱偉省大灣區辦常務副主任朱偉
（（右右））為參訪團成員解答有關投資問題為參訪團成員解答有關投資問題。。

▲參訪團成員觀摩港企晶科電子的技術在汽車車燈上的運用。

◆人工智能虛擬主播展示強大的語言功能，
吸引參訪團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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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俄雙邊經濟合作
八重點方向

一、擴大貿易規模，優化貿易
結構，發展電子商務及其他創
新合作模式。

◆穩步推動雙邊投資合作高質量發
展，深化數字經濟、綠色可持續
發展領域合作，營造良好營商環
境，相互提升貿易投資便利化水
平。

二、大力發展互聯互通物流體
系。

◆保障兩國貨物和人員通過鐵路、
公路、航空、河運和海運等交通
方式雙向便捷往來。

◆本着互利精神釋放兩國過境運輸
潛能，優先解決瓶頸，分步驟分
階段完善中俄邊境基礎設施特別
是重點口岸建設，提升通關和查
驗效率。

三、提升金融合作水平。

◆在雙邊貿易、投資、貸款和其他
經貿往來中適應市場需求穩步提
升本幣結算比重。繼續就支付領
域創新與現代化改造等交流經
驗。加強金融市場合作，支持兩
國評級機構和保險公司在現有監
管法規框架內開展合作。

四、鞏固全方位能源合作夥伴
關係。

◆加強能源重點領域長期合作，推
動實施戰略合作項目，拓展合作
形式，加強能源技術、設備等領
域合作，共同維護兩國和全球能
源安全，促進全球能源轉型。

五、加強協調，在市場化原則
基礎上發展冶金、化肥、化工
產品等大宗商品及礦產資源領
域長期互惠供應合作。

◆加強兩國境內資源深加工產能建
設互利合作。

六、促進技術及創新領域的交
流和高質量合作，保障兩國技
術的高水平發展。

七、推動工業合作提質升級。

◆在對接行業標準和技術要求基礎
上，打造由兩國本土工業企業參
與的新產業鏈，提升附加值。

八、切實提升農業合作水平，
保障兩國糧食安全。

◆深化農產品貿易合作，在確保安
全基礎上穩步擴大農產品相互准
入，拓展農業領域投資合作。

來源：新華社

中俄打造更緊密能源合作夥伴關係
加強重點領域合作 維護全球能源安全

兩國元首在莫斯科舉行會談，就中俄新時代全
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發展和雙邊務實合作重

要問題深入交換意見，商定將堅定奉行相互尊重和
平等互利原則，實現兩國長期自主發展，推動中俄
經濟和貿易合作高質量發展，為全面推進雙邊合作
注入新動力，保持兩國貨物和服務貿易快速發展勢
頭，致力於2030年前將兩國貿易額顯著提升。

推動中蒙俄天然氣管道項目相關工作
《關於2030年前中俄經濟合作重點方向發展

規劃的聯合聲明》列明中俄將在八個重點方向（見
表）開展雙邊經濟合作，其中第四點為鞏固全方位
能源合作夥伴關係。加強能源重點領域長期合作，

推動實施戰略合作項目，拓展合作形式，加強能源
技術、設備等領域合作，共同維護兩國和全球能源
安全，促進全球能源轉型。

在《中俄關於深化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
係的聯合聲明》中，則更加具體地指出，雙方將打
造更加緊密的能源合作夥伴關係，支持雙方企業推
進油氣、煤炭、電力、核能等能源合作項目，推動
落實有助於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倡議，包括使用低
排放能源和可再生能源。雙方將共同維護包括關鍵
跨境基礎設施在內的國際能源安全，維護能源產品
產業鏈供應鏈穩定，促進公平的能源轉型和基於技
術中立原則的低碳發展，共同為全球能源市場長期
健康穩定發展作出貢獻。聯合聲明還提到，雙方將

共同努力，推動新建中蒙俄天然氣管道項目研究及
磋商相關工作。

兩國全方位合作具有廣闊前景
展望深化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聲明

指出，中俄關係不是類似冷戰時期的軍事政治同
盟，而是超越該種國家關係模式，具有不結盟、不
對抗、不針對第三國的性質。中俄關係成熟、穩
定、自主、堅韌，經受住了新冠疫情和國際風雲變
幻的考驗，不受外部影響，展示出生機活力。兩國
人民世代友好具有堅實根基，兩國全方位合作具有
廣闊前景。俄羅斯需要繁榮穩定的中國，中國需要
強大成功的俄羅斯。

中俄視彼此為優先合作夥伴，始終相互尊重，
平等相待，成為當今大國關係的典範。在元首外交
引領下，雙方保持各層級密切交往，就彼此關心的
重大問題深入溝通，增進互信，確保雙邊關係始終
高水平運行，並願進一步深化兩國關係和發展各領
域對話機制。

雙方在聲明中指出，當前世界變局加速演進，
國際格局深刻調整，和平、發展、合作、共贏是不
可阻擋的歷史潮流，多極化國際格局加速形成，新
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地位普遍增強，具有全球影響
力、決心捍衛本國正當權益的地區大國不斷增多。
同時，霸權主義、單邊主義、保護主義依然橫行，
用“基於規則的秩序”取代公認的國際法原則和準
則的行徑不可接受。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及新
華社報道，當地時間3月 21日下午，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莫斯科克里姆林
宮同俄羅斯總統普京舉行會談。兩國元
首簽署並發表《中俄關於深化新時代全面
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的聯合聲明》、《關於
2030年前中俄經濟合作重點方向發展規
劃的聯合聲明》，對下階段兩國關係發展
和各領域合作作出規劃和部署。兩份聲明
均對能源合作重點着墨，致力於打造更加
緊密的能源合作夥伴關係。

◆當地時間3月21日下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宮同俄羅斯總統普京舉行會
談。這是會談後，兩國元首共同簽署《中華人民
共和國和俄羅斯聯邦關於深化新時代全面戰略協
作夥伴關係的聯合聲明》和《中華人民共和國主
席和俄羅斯聯邦總統關於2030年前中俄經濟合
作重點方向發展規劃的聯合聲明》。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外電報道，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日前同俄羅斯總統普京舉行大範圍會談，海
外傳媒對此高度關注，分析指兩國展現出的多極世
界願景得到許多發展中國家認可。亦有西方傳媒指
出，中俄峰會凸顯西方面臨的挑戰，尤其中國正藉
和平姿態，在全球舞台積極發揮影響力。

倡導和談解決烏克蘭危機
《華爾街日報》形容，今次峰會是一場盛大的

地緣政治關係展示。中俄雙方重申夥伴關係具有
“不對抗且不針對第三國”的性質，呼籲加速推進
全球多極化。這一提議獲得許多發展中國家支持，
足以體現兩國在所謂“美國主導地緣政治秩序”外
的影響力。

分析還指出，就在本月初，在中方成功斡旋
下，曾被視作宿敵的沙特阿拉伯與伊朗能夠坐下

來對話。中國正是藉着與沙伊兩國的經濟關係和
靈活外交方式，促成今次重要外交成果。如今在
俄烏衝突議題上，中國也展現出和平調解人姿
態，強調要以和談解決烏克蘭危機。

英國《衛報》稱，習近平2013年就任中國國家
主席後首次出訪就來到俄羅斯，並在此後多次與普
京舉行會晤，這顯著加強了兩國關係。

南京大學—約翰斯．霍普金斯大學中美文化研
究中心國際政治專家阿拉斯認為，中國致力推動世
界和平、睦鄰友好的新秩序。“他們已經確定了基
本原則，審慎地不斷補充細節，逐步擴大到影響全
球。”外交政策智庫“卡內基和平基金會”中東研
究專家哈姆扎維也形容，“通過促成沙特與伊朗關
係正常化，中國正在轉向外交事務全新領域，從經
濟交流擴大到致力通過談判解決衝突。”

智庫“國際戰略研究所”亞洲區執行主任克拉

布特里提醒，美國對中國咄咄逼人的態度是許多國
家緊張的根源。美國有線新聞網絡（CNN）主播扎
卡里亞更直言，“美國的單極霸權反而侵蝕了外交
政策，只顧提出要求、威脅甚至譴責他國，很少有
人願意努力了解對方的觀點或展開實質性的談
判。”

印度《論壇報》認為，此次出訪將努力推動烏
克蘭問題的和平解決。普京也表示，中國在最緊迫
的國際問題上採取公正和平衡的立場，俄方已經研
究了中方就解決烏克蘭危機提出的建議。

《以色列時報》也注意到，普京對中方提出的
關於烏克蘭問題的和平倡議表示歡迎，並稱其可以
作為和平解決相關問題的基礎。

塔斯社援引普京的說法報道稱，俄中關係是全
球大國合作的一個例子，兩國作為聯合國安理會常
任理事國有責任維護全球穩定與安全。

外媒：多極世界願景獲發展中國家認可

◆當地時間3月21日下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宮同俄羅斯總統普京舉行會談。這是
兩國元首舉行大範圍會談。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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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央視新聞聯播及國務院官網報道，3月21日至22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李強在湖南調研並主持召開先進製造業發展

座談會。根據國務院網站公布的總理活動動態，這是李強履新後，首度出京調

研。他考察了湖南多個製造業企業。在座談會上，李強指出，隨着國內外形勢

發生複雜深刻變化，我國製造業發展面臨一個重要關口，我們堅守製造業的決

心不能動搖，做強製造業的力度必須加大。

李強：加大力度做強製造業
履新後首次出京赴湖南調研 主持先進製造業座談會

李強強調，要深入學習貫徹習近平總書記
在全國兩會期間的重要講話精神，全面

落實黨的二十大戰略部署，牢牢把握高質量發
展這個首要任務，堅持把發展經濟的着力點放
在實體經濟上，大力發展先進製造業，推進高
端製造，加快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

深入企業車間實驗室
在株洲，李強考察了中車株洲電力機

車、株洲硬質合金、湖南山河科技等企業，
深入企業的車間和實驗室，詳細詢問企業情
況。得知一些企業的產品技術達到國際先進
水平，李強非常高興。他說，先進製造業發

展根本靠創新。企業要大力培養、吸引和用
好優秀科技人才，加快關鍵核心技術和重大
技術裝備攻關，打造更多有話語權的產品和
技術。科技創新的價值和生命力在應用，要
促進產學研用深度融合，推動產品標準和質
量提升，加強產品外觀設計，以產品創新引
領和拓展市場需求。

在長沙，李強考察了長沙比亞迪汽車、
中國鐵建重工、藍思科技等企業。他指出，
企業是科技創新的主體，要培育世界一流的
龍頭企業和專精特新企業，實打實幫助企業
解決困難，大力弘揚優秀企業家精神，不斷
增強企業發展新動能。要下功夫拉長長板、

補齊短板，在優勢領域鞏固領先地位，在更
多新領域新賽道實現領跑，構建一批新的增
長引擎。

8企負責人談情況和建議
在先進製造業發展座談會上，來自全國各

地的8家企業負責人談了情況和建議。李強指
出，實體經濟特別是製造業是我國經濟的根基
所在。隨着國內外形勢發生複雜深刻變化，我
國製造業發展面臨一個重要關口，我們堅守製
造業的決心不能動搖，做強製造業的力度必須
加大。要緊緊圍繞製造業高端化、智能化、綠
色化發展，加強戰略統籌謀劃，推進高水平科
技自立自強，推動傳統製造業改造升級和戰略
性新興產業培育發展，加快中國製造向中國創
造、中國產品向中國品牌轉變。要營造市場
化、法治化、國際化營商環境，強化支持先進
製造業的政策導向，形成先進製造業發展良好
生態。

李強充分肯定湖南經濟社會發展成就，希
望湖南深入貫徹習近平總書記關於湖南工作的
重要指示精神，加快打造國家重要先進製造
業、具有核心競爭力的科技創新、內陸地區改
革開放的高地。

◆3月21日至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國務院總理李強（右二）在湖南調研並主持召
開先進製造業發展座談會。 央視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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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次能拉萬噸貨物
的全球最大功率電力機
車、全球最大噸位履帶
起重機、世界最高電壓

等級最大容量特高壓變壓器……走訪湖南
製造企業，時常聽到企業負責人驕傲地講
起“獨門絕技”“王牌產品”。

然而，這些“國之重器”很長一段時
間面臨“卡脖子”之痛，其中需要用到的
高端軸承、發動機、液壓件等關鍵核心零
部件往往受制於人。

山河智能名譽董事長、首席專家何清
華是出了名的“技術派”。在他看來，關
鍵核心技術是“抄不來”的，只有堅持自
主創新，才能形成真正的核心競爭力。

近年來，湖南加快構建製造業創新體
制，包括構建“1個國家級+11個省級”製
造業科技創新中心，採取“揭榜掛帥”
“賽馬”等機制實施“十大產業項目”
“十大技術攻關項目”，推動企業解決一
批關鍵核心技術和“卡脖子”問題。

營造創新應用生態
2022年3月，《湖南省先進製造業促進

條例》正式施行。作為全國首部推動先進
製造業發展的地方性法規，該條例的一項
重要內容就是針對創新能力不足的薄弱
點，從支持重大創新平台落戶、關鍵技術
攻關與成果轉化等方面出台舉措。

科技創新有“死亡之谷”的說法，指
的是科研和產業化之間存在巨大鴻溝。為
此，湖南持續實施首台套重大技術裝備、
首批次新材料等獎勵政策，出台首版次軟
件、芯片首輪工程流片獎勵政策，營造
“有產品、市場認、用戶用”的創新應用
生態。

自主創新構築起先進製造業的“護城
河”，也成為工程機械、軌道交通等產業
爬坡過坎、穿越周期的“不二法寶”。

比如，中車株洲所形成“材料、器
件、算法”三大核心根技術，“依託軌道
交通走出軌道交通”，開拓了“第二增長
曲線”；鐵建重工依靠高強度的研發投入
和硬核創新，創造了多個行業之最，實現
營收和利潤的逆勢增長。

鐵建重工董事長劉飛香認為，只有針
對“卡脖子”技術抓好攻關，突破一批關
鍵共性技術、前沿引領技術、顛覆性技
術，才能持續推動湖南先進製造業邁向價
值鏈中高端。 ◆新華每日電訊

 &

◆李強考察了中車株洲電力機車等企業。圖為2022年7月5日在中車株洲電力機車有限公司城軌
事業部總成車間，工人在生產線上作業。 資料圖片

3 中 國 經 濟 ◆責任編輯：周文超 2023年3月23日（星期四）

騰訊：進軍AIGC助業務提速
科研投入只多不少 未來五年創3180萬個就業機會

劉熾平舉例，旗下短視頻業務，涉及人與
人之間的交流，AIGC能幫助創作文字、

視頻等內容；製作遊戲的過程，亦能利用
AIGC幫助設計師提升效率。雖然模型還在早
期開發階段，他強調會“打好扎實基礎”，有
信心模型成熟後成功推出市場。

上季多賺19% 末期息大增
年初發布的《騰訊新職業與就業發展報告

（2022）》就曾統計，2022年騰訊數字生態帶
動了147個新職業，包括私域增長師、雲架構
師等，未來5年更有望創造3,180萬個新就業機
會。騰訊就科技研發的投入也只多不少，財報
披露，去年全年研發產生的開支按年增加近兩
成，達到614億元（人民幣，下同）。

騰訊22日公布2022年度業績，第四季收
入同比微增0.5%至1,450億元，非國際財務報
告準則下，權益持有人應佔溢利增加19%至297
億元，遜市場預期；以全年計，總收入按年下
降1%至5,546億元，權益持有人應佔盈利倒退

7%至1,156億元，每股基本盈利為12.138元，
派末期息每股2.4港元，按年增50%。騰訊22
日收報347.2港元，升1%或3.6港元。

期內，遊戲、廣告業務收入分別錄得1%、
7%的跌幅，惟金融科技及企業服務業務收入漲
3%至1,771億元。劉熾平解釋，去年受未成年人
保護、遊戲版號發放等原因，整體遊戲行業表現
疲軟，但從一季度的表現來看，行業正穩健復甦
中，尤其去年四季度“流水”上漲，加上海外業
務表現不錯，他期待今年集團“收入穩中有升，
成本結構不斷優化，產品足夠更強壯。”

馬化騰：“降本增效”是主旋律
談及“降本增效”，董事會主席兼首席執

行官馬化騰稱，這將是公司發展的“主旋
律”，能為業務的可持續增長模式奠定基礎。
雖然未明確指出會重點變陣哪幾個事業群，劉
熾平稱，組織優化已於去年大致完成，會最大
化調整公司內部現有資源，將不同的人員調配
至視頻號、國際遊戲或人工智能發展等。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瑞銀
收購瑞信後，將逾170億美元的AT1債券
全額撇賬，有違債主獲償次序優先於股東
的市場慣例，引起全球對這類補充資本金
的應急債券價格波動，歐洲及英國的銀行
監管當局先後發聲明稱瑞信AT1債券全
額撇賬的情況並不適用於其他歐洲銀行。
香港金管局22日回應表示，在金融機構
處置程序，股東比債權人先承擔損失。香
港積金局也派“定心丸”，表示強積金投
資瑞信AT1債券的佔比近乎零。

金管局指出，《金融機構（處置機
制）條例》為香港的處置機制建立法律
依據。條例之下，股東和債權人在處置
程序中承擔損失有明確順序。在程序
中，金融機構所發行的資本票據(包括核
心股權資本、額外一級資本、二級資本
票據)持有人，應預期按照清盤情景所享
有的優先次序處理。因此，股東會首先
承擔損失，其後是額外一級資本和二級
資本票據的持有人。

積金局：密切留意事態發展
積金局亦指，根據強積金受託人提

供的資料，強積金基金投資於瑞信發行
的AT1佔比近乎零，因此有關瑞銀收購
瑞信的事件，對強積金計劃成員沒有任
何影響，亦沒有對強積金投資構成任何
風險。積金局表示，會繼續密切留意事
態發展，並與相關監管機構及受託人保
持聯繫，以確保強積金計劃成員的利益
得到保障。

港股連升兩日 累漲590點
美國聯儲局23日凌晨公布議息結

果，鑑於近期各地銀行相繼出事，有爆
發金融危機的苗頭，惟目前歐美國家通
脹仍然居高不下，令美國在加息上陷入
兩難，有市場人士甚至認為美聯儲應掉
頭減息0.5厘；此外，美國正探討暫時將
存款保障的範圍擴大至所有存款，為小
型金融機構及存戶“包底”的可行性，
消息穩定了全球市場，港股22日再升
332點，連升兩日累漲590點，22日收報
19,591點，成交1,069億港元。

寶鉅證券董事及首席投資總監黃敏
碩表示，美國的議息將有結果，但大市
連升兩日，即使大市再反彈，目前投資
者入市意慾也不是很高。短線來說，大
市有機會反彈至近 20,000 點至 20,500
點，之後將會遇阻，升幅料只會集中在
部分當炒板塊。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莊程敏)受累對金山雲
的投資計提減值撥備，金山軟件去年轉蝕60.5億
元（人民幣，下同)，2021年則錄得盈利約4億
元，每股虧損4.43元，派末期息每股0.13港元，
按年升8.3%。去年營業額76.37億元，按年升
19.9%。該股22日收報30.5港元，跌0.49%。

金山軟件代理首席財務官李翊22日於業績會
議上表示，若排除一次性影響，應錄得盈利，預計

今年不再為金山雲減值撥備，去年亦錄經營利潤約
18.7億元，因此料2023年集團將錄得淨利潤。內
地恢復批出遊戲版號，他認為不再是個問題，因高
基數效應下，料今年遊戲業務個位數增長。

辦公業務料續高速發展
期內，金山軟件收益按年升20%至76.4億

元。辦公軟件及服務收入升19.2%至38.9億元，

主因金山辦公集團的個人訂閱業務持續增長及機
構訂閱業務快速增長，但部分被機構授權及互聯
網廣告業務減少所抵消。受惠《劍俠世界3》和
《劍網1：歸來》等手遊，網絡遊戲及其他收入
升20.6%至37.5億元。李翊表示，去年辦公業務
訂閱增長良好，今年末會繼續高速發展，惟預期
遊戲業務只有單位數增長，因去年整體遊戲行業
下降10%，集團則增長20%，推高了基數。

不再為金山雲撥備金山軟件：今年料可扭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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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智能（AI）的發展成為科技巨頭的新角力場，騰訊總裁劉熾平

22日於業績會表示，集團正大力投資於人工智能的能力和雲基礎設

施，集團擁有足夠的技術和優質的團隊研發大型基礎模型，相信這能

助力旗下業務增長速度，探索新的產品。他相信AIGC﹙人工智能生成

內容﹚技術將有助業務增長提速，並提升效率。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曉菁

◆ 馬化騰稱，
“降本增效”
是公司發展的
“主旋律”。

資料圖片

騰訊2022年度業績撮要

收入

-增值服務

-網絡廣告

-金融科技及
企業服務

經營盈利

權益持有人應
佔盈利

每股基本盈利

每股末期股息

註：數據為按非國際財務報告準則

金額
（人民幣）

5,546億元

2,876億元

827億元

1,771億元

1,535億元

1,156億元

12.138元

2.4港元

按年
變幅

-1%

-1.3%

-6.6%

+2.8%

-4%

-7%

-7%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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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賣掉祖傳地就能爽賺17億，換作是
你會點頭答應嗎？一名工程師表示，他繼承的5.8甲
農地被列為宜蘭高鐵的預定地，近期頻頻有建商來
敲門，想要用每坪10萬購地，若全數賣出可賺進超
過17億元，這名工程師為此相當煩惱。然而，貼文
一出，有一票網友瘋狂勸阻，認為賣了鐵定後悔，
未來這片土地的價格有機會漲到10倍以上。

原PO在PTT八卦板發文透露，他目前在竹科
當工程師，民國87年時，繼承了祖傳的5.8甲農地
，去年交通部拍板宜蘭建設高鐵站，該地被列為預
定地，也被投資客炒到每坪10萬元左右。原PO進
一步說明，一甲地等於 2934 坪，5.8 甲相當於 1 萬
7017.2 坪，若每坪賣 10 萬元，全數賣出可賺 17 億
172萬元。

原PO表示，自己並不缺錢，只是近期常有建
商來按門鈴，想要以每坪10萬元購地，他其實對這
片農地有深厚感情， 「實在不願祖先留下的土地被
拿來亂搞」，也厭惡炒地皮的投資客，不過，究竟
賣地與否，原PO一直拿不定主意，只好上網發文
請益， 「各位會建議賣地變現，還是當個乖乖當社
畜？」

貼文一出，有不少網友留言狂勸， 「擺到徵收
啊，沒缺錢幹嘛急著賣」、 「10萬太低你會後悔」
、 「我外婆家左營跟你經驗相似，除非超缺錢，不
然放著當穩漲股票，會越看越高，至少10倍起跳」
、 「建商出10萬，代表利潤有3到5倍」。另外，
也有人建議分批售出，可以先賣離高鐵較遠的區域
，保留精華地區先暫時觀望一下。

（中央社）由高雄市政府農業局主辦的
「神農市集」，將在 3 月 25 日及 3 月 26 日本周

末於凹子底森林公園登場，匯集全高雄在地以
及中南部優質小農參與，各式嚴選新鮮蔬果任
君挑選，隨著季節與產季蔬果的多樣化，眾多
選擇保證買得安心、吃得健康。

高雄市政府農業局表示，近日高雄天氣逐
漸回暖，神農市集也進入春季時節，3月特產的
梅子及全年度盛產的番石榴、鳳梨、香蕉等作
物，讓高雄染上酸酸甜甜的氛圍。

每年3至5月為台灣水鹿採茸季節，藉由此

次神農市集進行宣導及推廣，讓大家把握這短
短3個月的鹿茸季節，現場將有寓教於樂的創意
闖關體驗活動，民眾完成闖關即可免費品嚐到
營養的鹿茸雞湯。

本次 「神農百味料理秀」將邀請到知名總
舖師，同時也是國立高雄餐旅大學主任教授級
的廚藝專家阿忠師站台，使用高雄春季當令新
鮮蔬果入菜、運用簡單易懂的方式及獨特的料
理手法與風味，讓民眾學習如何以現場小農產
品在家中也能輕鬆做出美味饗宴。

（中央社）3月是台南市西港金砂里花旗木的花季，目前開
花近5成，西港區公所25、26日兩天結合市集、裝置藝術及音樂
表演等，舉辦 「又見花開春遊趣」活動，行銷在地春天最美的粉
紅景致，且公所特別擴大波斯菊種植面積，讓花旗木與色彩豐富
的波斯菊海相互輝映。

金砂里有數百棵的花旗木，沿著步道連綿約2公里，每年花
季人潮熱絡，吸引許多攝影師及網紅來此朝聖。

金砂里花旗木已開花近5成，西港區公所將在本周末舉辦賞
花季活動，區長林耿漢表示，為了呼應兔年，搭配兔子造型裝飾
花海，並在周圍農地布置親子歡樂區、堆砌土堆隧道及寵物兔空

間供民眾拍照餵食。
林耿漢說，現場還有南臺科技大學學生的舞蹈及音樂表演，

更有小朋友最愛的泡泡和氣球表演，而市集區域更集結美食餐車
與文創攤商，讓民眾賞花、市集及音樂一次滿足。

西港金砂里花旗木開花近5成
與波斯菊花海相互輝映

「神農市集」 週末熱情登場
嚴選新鮮蔬果任君挑選

米克斯浪浪慘遭休旅車惡意輾重傷 基市府懸賞10萬元緝凶

他繼承農地 「賣掉爽賺17億」
內行見精華地直搖頭：至少翻10倍

（中央社）日前在基隆市調和街發生一起休旅車惡意輾壓流
浪狗的事件，受傷的流浪狗幸虧獲基隆市義務動保員緊急送醫急
救撿回一命。經調閱現場監視器，雖然發現肇事的休旅車，但因
畫質不清無法查出車牌，基隆市政府懸賞新台幣10萬元，若有
民眾能提供足以破案的線索，就可獲得獎勵。

事發在今年的3月12日，基隆市義務動保員婁欣平常就會關
心調和街一帶的流浪動物，也與附近工作的外勞一起餵養浪浪。
12日當天，婁欣接獲附近工作外勞通報，表示在當天下午3時左
右，有一部休旅車行經調和街29巷49號前，明明看到路上有一
隻黑色米克斯流浪狗在休息，卻徑自加速輾過，當場造成米克斯
兩條後腿骨折。

外勞在發現後，還將肇事的休旅車攔下指責他開車撞到狗了
，但駕駛僅淡淡地說： 「只是流浪狗而已，又沒有關係。」就上
車開走了。

婁欣在接到通報後，立刻將受傷的米克斯送醫急救，才險險
撿回一條小命。婁欣在商請基隆市警局八斗子派出所員警協助，
經員警多方協調，調閱到事發現場的監視器，但雖錄下發生過程
影像，卻因當地監視器年事已高，要不是已經損壞，就是畫質不
清，到目前為止還無法查出肇事車輛車牌。

基隆市動保所表示，目前除請警察機關持續協助調查外，也
請義務動保員協助於各大社群網站張貼該車輛行凶畫面，希全民
共同提供線索。動保所強調，若有民眾能夠提供相關線索給動保

所，並因而破案，則民眾將可獲得新台幣10萬元做為獎勵。
動保所強調，肇事駕駛已違反《動物保護法》第6條，動保

所將會移送基隆地檢署偵辦，最重可求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
役，併科新台幣20萬元以上、200萬元以下罰金。

產業發展處處長林鼎超表示，提醒民眾切勿因自身情緒而一
時衝動傷害身旁動物，造成難以挽回的後果。，因虐待傷害造成
動物嚴重殘缺或死亡，必須面對有期徒刑刑責。民眾如發現動物
保護虐待案件可立即撥打本府1999專線、警察局110專線、動物
保護24280677專線報案。你我一起關心身旁動物，讓動物免於
虐待傷害。

（中央社）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日前宣布，自20日起新
冠肺炎輕症免隔離、免通報，本土確診數連2天出現 「大跳水」
的情況，21日僅新增112例、22日119例，相較前兩周每天動輒
增加6千到9千例，本土個案大消風，境外移入也跟著連2天掛
零；對此，重症胸腔科醫師蘇一峰觀察，今日門診的3名感冒患
者都沒有主動提及Covid-19的情況，且 「門診肺炎的比例比平
常高一倍」，台灣恐怕將進入 「大黑數時代」。

蘇一峰今（22日）在個人臉書發文表示，門診來了3名感冒
患者，完全沒有人主動提到Covid-19，追問後才發現，其中2名
一起來看診的患者剛從國外返台，4、5天前篩檢還呈現陽性；而

另名患者雖尚未篩檢，
但照完X光後顯示有明
顯肺炎的情況，其家人
目前也因陽性肺炎住院
隔離。

文末，蘇一峰特地標註了 「#大黑數時代」，並在留言串當
中無奈地說， 「今天門診肺炎的比例比平常高一倍，可能只是個
案吧」、 「現在篩檢陽性的都直接來看診了…根本沒有在理你指
揮中心的呼籲」。另外，有其他醫師回應： 「4、5天前篩檢是陽
性…基本做人道理應該要主動講吧？」蘇一峰則回應： 「真的有

點太壞」。
貼文曝光後，其他網友紛紛留言， 「外面已經開始有人不戴

口罩四處走了」、 「陽性看診，真扯！」、 「指揮中心現在的態
度就是很明顯，要當感冒看了啦」、 「隔離不能上班可是會窮死
的」、 「這就是政府要的呀，反正大家不通報，確診的數字就很
漂亮」。

新冠確診數大跳水？重症醫曝門診驚人實況：大黑數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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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新北技術高中系統性串連
科大，提供跨校預修課程，延展學生學習
，提升專業素養，新北市三重商工今(22)攜
手致理科技大學、德明財經科技大學、台
北海洋科技大學以及龍華科技大學等 4 所
科大，簽訂 「預修課程合作備忘錄」。

新北技高與科大的預修課程，涵蓋工
、商科領域，其中德明財經科技大學將開
設 「新商務與永續管理概論」、致理科技
大學開設 「智慧商務×多語學習」、台北
海洋科技大學開設 「電競遊戲與新媒體科
技展演」及龍華科技大學開設 「足型智慧
機器人實作」，供學生選讀。

劉明超表示，自2021年起推動新北大
教育計畫，連結各技高與大專院校，由境
內大專院校規畫多樣化的適性課程供學生
選習，藉由教育資源共享培養更多適性人
才，提升整體教育競爭力，未來新北技高
將全面跟所有優質科大合作，成為技職大
聯盟。

另外本次簽署課程備忘錄將提供更多
元的學習選擇，讓技高學生學習更寬廣，
透過跨學制的創新型式合作，共育產學跨
域面向，跨教育階段攜手，培養具實踐力
的人才。

三重商工與四科大簽
「預修課程備忘錄」 打破學制培養適性人才

開始取締！ 吸電子煙、加熱菸最重罰萬元
（中央社）總統上任以來接連調整基本

工資，今年基本工資月薪達2萬6400元、時
薪達176元，外界好奇基本工資是否會連8
漲？勞動部長許銘春昨天表示，將在 29 日
召開基本工資工作小組會議討論，站在照顧
基層弱勢勞工立場，仍希望調升基本工資，
以照顧邊際勞工。勞團則喊 「應該調至2萬
8000元」。

國內基本工資已連續7年調整，從蔡英
文上任前的月薪 2 萬 8 元、時薪 120 元，調
整至今年的月薪2萬6400元、時薪176元。

許銘春表示，這幾年因為疫情、俄烏戰
爭等地緣政治，仍存在通貨膨脹問題，站在
照顧基層弱勢勞工的立場，希望調升基本工
資，但詳細的社經數據等，仍要待第三季才

會較客觀一點，29日將邀集勞資政學等
代表，召開基本工資工作小組會議討論
社會情勢、交換意見。

「應該調至2萬8000元」，全國產業總
工會祕書長戴國榮表示，全產總多年疾
呼應調整至 2 萬 8000 元以超過經濟合作
暨發展組織（OECD）定義的低薪族，
尤其主計總處預估今年全年消費者物價
指數（CPI）達2.16％，若未調整基本工
資代表邊際勞工購買力降低，減少消費
後恐導致通貨緊縮。
戴國榮進一步分析指出，雖然依主計總

處預估的全年經濟成長率（GDP）為2.12％
，除了較去年明顯下滑外，經濟部公布的外
銷訂單也已連6黑，我國為出口導向的國家
，一旦外銷訂單下滑恐進一步衝擊 GDP，
但基於CPI漲幅仍應調整基本工資，調整的
比率應視第三季情況而訂。

至於勞團曾呼籲應訂定最低工資法，但
現在卻還躺在行政院，戴國榮表示，最低工
資法爭議卡在參採指標，目前勞資雙方唯一
有共識的應參採指標僅有CPI，勞團認為更
應納入家戶所得、生產力年增率等指標，但
資方不同意，如果現在送進立法院可能衍生
更多勞資爭議，反而不利基本工資審議委員
會的召開。

勞長盼基本工資連8漲 勞團喊28K

（中央社）《菸害防制法》修正案2月15日
經總統令修正公布，於昨日施行，新法重點除了
全面禁止電子煙外，尚未通過健康風險評估的加
熱菸也不得製造、輸入、販售、展示，最高可罰
5000萬元，民眾若使用上述違法菸品，可處2000
元到1萬元。

為遏止新興菸品在實體店面和網路販售亂象
，《菸害防制法》相隔15年全文修正，7項重點
包括：全面禁止電子煙、嚴管加熱菸（須經健康
風險評估審查）、擴大禁菸場所、禁菸年齡提高
至20歲、菸盒警示圖文面積增加至50％、禁止
特定添加物，以及加重罰責。

衛福部長薛瑞元表示，電子煙內容物未知，
已有多起案例顯示造成健康危害，因此必須嚴禁
；加熱菸無法協助戒菸，只會戕害身體，所以必

須嚴加管制。他強調，即日起電子煙或尚未完成
健康風險評估審查的加熱菸，都是法律不容許販
售、行銷、使用的產品，屬於違法行為， 「今天
就要開始取締！」

國民健康署署長吳昭軍提醒，新法上路加重
罰責，製造、輸入電子煙或未經核定的加熱菸，
最高處 5000 萬元罰鍰；販賣、展示電子煙或未
經核定的加熱菸，最高處100萬元罰鍰；使用電
子煙或未經核定的加熱菸，處以2000元至1萬元
罰鍰。

國庫署表示，如旅客攜帶加熱菸入境，若有
通過健康風險評估審查，將處3萬到50萬元罰鍰
；若無則處5萬到500萬罰鍰，並且沒入、銷毀
或退運該菸品。而新北《電子菸自治條例》上路
2年，已裁罰757件，累計裁罰逾214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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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CC萬通貸款
info@gmccloan.com

GMCC加州總公司: 1350 Bayshore Highway STE 740, Burlingame, CA 94010
GMCC糖城分公司: 52 Sugar Creek Center Blvd, Sugar Land,TX  77478

GMCC达拉斯分公司: 4108 W.Spring Creek PKwy #E100, Plano,TX 75024
GMCC奥斯丁分公司: 11651 Jollyville Rd Suite 200, Austin, TX 78759

Jessie Wang
832-235-8283

 NMLS# 2274741

Iris Qian Wang
817-773-8604

NMLS# 2165956

Felicia Lau
316-737-8800

NMLS# 1789011

Raymond
832-6610095

NMLS# 1864886

Helen Liu
512-228-8859

NMLS# 1861199

Furong Wang
512-545-8886
NMLS# 396229

Tanya Graves
336-327-8339
NMLS# 107295

Linda Li 
512-228-8859
NMLS# 474381

Kathy Li
336-327-8339

NMLS# 1190819

Patrick Chen
972-268-9666

NMLS# 1679719

全國47州直接放貸，從十萬到四百萬，直接審核，直接放款。
百餘種貸款計劃，滿足大家所有貸款需求。詳情請聯繫當地精英貸款顧問。

www.gmccloan.com

Nmls# 254895
CA Dre 01509029

新項目持續更新中：
1. 短期特殊3-2-1降息方案， 降低每月付款
2. Rental special 超值出租屋現金流計劃    
3. 首次購房特惠， 最低3% 首付  
4. 德州購房State affordable program , 
    5%低首付款輔助計劃”

无债务收入比要求
不需提供报税
不需要提供收入證明
自住房適用
外國人身份，一樣！同等利率！！

動蕩利率，萬通助您亂中求穩

50万美元的贷款金额计算年利率，LTV为
60%，自住房。
贷款金额可高達200万美元，例外情况另行
申請
同等利率適用於
-- 1-4个单位
--租赁
--套现（LTV僅需50%）

外国公民，各類签证类型均適用（如F, J, B.....等）

允许用贈予款支付首付款，即使是出租房

相同利率，條款適用於任何人，對購房，租賃房，再融资套现匯率一樣

• 購買，首付40%，最高二百萬
• 融資套現，LTV比例最高50%
• FICO，接受 680+；如若沒有，可特申
• 过去12个月内无不良记录
• 租金DSCR为1.2，只有6个月的PITIA储备金

目前適用在加州、德克萨斯州、佐治亚州、內華達州和马萨诸塞州部
分縣區

INTEREST RATES AND ANNUAL PERCENTAGE RATES (APRS) ARE BASED ON CURRENT MARKET RATES, ARE FOR INFORMATIONAL PURPOSES ONLY, ARE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AND MAY BE SUBJECT TO PRICING ADD-ONS RELATED TO PROPERTY TYPE, LOAN AMOUNT, LOAN-TO-VALUE, CREDIT SCORE AND OTHER VARIABLES—CALL FOR DETAILS. THIS IS NOT A 
CREDIT DECISION OR A COMMITMENT TO LEND. DEPENDING ON LOAN GUIDELINES, MORTGAGE INSURANCE MAY BE REQUIRED. IF MORTGAGE INSURANCE IS REQUIRED, THE MORTGAGE 
INSURANCE PREMIUM COULD INCREASE THE APR AND THE MONTHLY MORTGAGE PAYMENT. ADDITIONAL LOAN PROGRAMS MAY BE AVAILABLE. APR REFLECTS THE EFFECTIVE COST OF 
YOUR LOAN ON A YEARLY BASIS, TAKING INTO ACCOUNT SUCH ITEMS AS INTEREST, MOST CLOSING COSTS, DISCOUNT POINTS (ALSO REFERRED TO AS “POINTS”) AND LOAN-ORIGINATION 
FEES. ONE POINT IS 1% OF THE MORTGAGE AMOUNT (E.G., $1,000 ON A $100,000 LOAN). YOUR MONTHLY PAYMENT IS NOT BASED ON APR, BUT INSTEAD ON THE INTEREST RATE ON YOUR 
NOTE. ADJUSTABLE-RATE MORTGAGE (ARM) RATES ASSUME NO INCREASE IN THE FINANCIAL INDEX AFTER THE INITIAL FIXED PERIOD. ARM RATES AND MONTHLY PAYMENTS ARE SUBJECT 
TO INCREASE AFTER THE FIXED PERIOD: ARMS ASSUME 30-YEAR TERM.

所有项目如有变动, 恕不另行通知,其他条件可能适用.
所有的贷款都要经过核保批准和信用审查, 本广告并不代表信用批准.

DRE# 01509029 
NMLS #254895

WWW.GMCCLOAN.COM
INFO@GMCCLOAN.COM

無債務收入比項目

三十年固定 6.875%
APR7.17%
3-14-23

HQ: 1350 Bayshore Highway STE 740, Burlingame, CA 94010

General Mortgage Capital Corporation, Real Estate Broker, 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Real Estate CA DRE 01509029, NMLS# 254895. HQ: 1350 
Bayshore Highway , STE 740, Burlingame, CA 94010, Licensed in 47 States and DC. Visit WWW.GMCCLOAN.COM

請聯繫GMCC的贷款專家，免費咨詢。我們竭誠呵護您貸款的每一個關鍵環節

姓名

電話

電郵

NMLS

1. 超級Non-Qm 貸款計劃
    包括德州。
2. 不要求信用分數如果沒有，
     如有的, 680+, 如低於 需待批
3. 租金（DSCR 為1.2）
4. 目前使用在加州、得克薩
斯州、佐治亞州、內華達州
和馬薩諸塞州部分縣區。

50萬美元的貸款金額計算年利率，LTV為60%，自住房
貸款金額可高達200萬美元，例外情況另行申請

同等利率適用於  --1-4個單位 
                          --租賃
                          --套現(LTV僅需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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