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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03-TOP ONE群智貸款C6_A1

713 - 364 -7788 
832 - 498 - 7566

群智貸款

Michelle Young  
 通國、英、粵語、韓語

● 外國人貸款，保證最低
   最低利息。B1, B2, 
   J1保證通過
● 只要一年P&L盈虧表，
   不查稅表
● W2用一年VOE貸款方式
● 不查收入貸款
● Construction Loan,
   Lot Loan

NMLS#270061 RMLO 

Saturday, 2/5/2022

（中央社）來自90多個國家的約2900名運
動員將在北京參賽爭奪獎牌。

本屆北京冬奧總共會頒發109個項目的獎牌
，比2018年的平昌冬奧多出7個項目，包含了跳
台滑雪、短道速滑和單板滑雪的新混合比賽。此
外，女子單人雪橇也是賽事中的一個新項目。

與夏季奧運不同，冬奧只有幾個知名的運動

明星，其中包括美國高山滑雪選手米凱拉席弗琳
（Mikaela Shiffrin）和花樣滑冰的衛冕奧運冠軍
、日本的羽生結弦（Hanyu Yuzuru）等。

北京冬奧比賽將分佈在三個地方舉行，分別
是北京、延慶和張家口。部分在2018年夏季奧
運曾使用的設施將會再次被使用。唯一的新設施
將會舉辦速度滑冰比賽。

另外，參加滑雪和雪橇項目的運動員必須從
奧運村向東北方向通勤約75公里到延慶。北京
、延慶和張家口之間有一條新的高速火車線路相
連。

另外，這三個地方都不會有足夠的雪，因此
這可能將是冬奧會首次採用100%的人制雪。

世界矚目世界矚目 北京冬奧會開幕北京冬奧會開幕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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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alee@scdaily.com
我見我聞我思

幾內亞共和國駐休斯敦名譽總領事
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The first ITC Miss
International Pageant will
be held in Houston,
Texas, in September of

2022 along with the
annual gala of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This event is designed for
dynamic participants to
make a difference in their
communities to improve
education opportunities
and to engage with
professionals to better
themselves.

ITC Miss International
has established a
foundation to help the
less privileged in need of
a college education.

Over the last twenty years

we have jointly built a
vibrant community within
a radius of a 50-mile
area including Chinatown
and the International
District.

We have been a
successful sponsor of the
26th Anniversary Lunar
New Year virtual
celebration last week. We
will continue to sponsor
the show in our TV studio
for all of the ethnic groups
and invite them to join in
the finals of the Miss

International Pageant.

When we look back at the
world, and because of the
pandemic and the tragic
misfortune it has caused,
we really worry about our
future. But we don’t
want to give up. We need
to build a better future for
our next generation.

Our preparation work has
now begun. We need all
of your support to make
this beautiful event a
huge success.

0202//0404//20222022

ITC Miss International Pageant ToITC Miss International Pageant To
Be Held In Houston, TexasBe Held In Houston, Texas

二十多年來，我們在美國德州
休斯敦西南區方圓五十英里之內共
同打造了一座充滿活力的経濟區
，包括中國城和國際區， 這裡注
入了多少先輩及後來者的血汗，
這是一個令人感動的移民故事。

美南新聞成功的舉辦了第二十
六屆新春缐上慶祝大會， 来自各
族裔的社區領袖、 市長、 國會議
員及多彩多姿的文藝表演， 從我
們在休斯敦的美南新聞廣場向全球
直播， 我告訴市長特纳說， 我們
要让世界看見這座美麗的城市 ，
他笑了。

為了繼續長期利用美南電視的
攝影棚， 我們已經策劃不同族裔

之社區文藝表演，定期透過網路向
世界傳播， 其中包括； 華裔、 越
裔、 韓裔、 印度裔、拉丁裔 (墨西
哥、 哥倫比亞、 委內瑞拉、 秘魯
）黎巴嫩、中東裔及主流社區，
共分成十大組， 定期在攝影棚中
培訓有關禮儀、 歌唱、 舞蹈、 以
培養年輕族群之才藝。

經過半年之訓練和篩選 ，每
組將分別選出三位代表，角逐二O
二二年九月二十三日在休斯敦城中
希爾頓大酒店舉辦缐上及實體的
ITC 德州國際小姐選拔，及國際貿
易中心年會 並將向二十位優秀學
生颁發奬學金及皇冠奬品。

今天，我們回頭看看這個紛擾

及疫情不斷的世界， 確實让我們
擔憂， 但是我們必須一切往前看
，一定要走出困境和痛苦， 面對
陽光。

我們筹備工作已經在十個不同

族裔的支持下展開 ，也會定期向
社會大眾會報有關進展， 期待另
一場文藝选美大會在今年九月二十
三日隆重上演。

族群合融族群合融 共創輝煌共創輝煌
----德州國際小姐選拔九月二十三日舉行德州國際小姐選拔九月二十三日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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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高齡96歲的前馬來西亞首相馬哈地日前再
度入住大馬國家心臟中心，健康狀況引發外界關注。
他今天發布影片說，已逐步恢復健康，現在每天往返
醫院與家裡， 「希望很快可以完全康復」。

馬哈地（Mahathir Mohamad）2週前再度入院，是
他一個多月來，第3次住進這家心臟專科醫院。入院期
間，馬哈地女兒瑪麗娜（Marina Mahathir）不定時發聲
明說明父親病況。

瑪麗娜1月26日指出，父親正在恢復中，已從加
護病房轉到普通病房。

馬哈地今天在推特發布影片表示，這幾天已逐步
恢復， 「我每天從醫院回家，從早上到傍晚，之後再
回醫院，因為還有需要進行的療程」。

在這段1分15秒的影片中，馬哈地雖看起來仍顯
虛弱，不過已經可以在無人攙扶下，緩慢步行。

他說： 「希望很快可以完全康復」。
星洲日報報導，馬哈地辦公室發布新聞稿表示，

他目前仍在國家心臟中心接受療程，自2日獲准回家後
，每天仍要回到國家心臟中心進行物理治療及醫藥療
程。

綜合外媒報導，馬哈地過去曾有心臟毛病，有過
數次心臟病發作，還曾動過心臟繞道手術。

被譽為 「馬來西亞現代化之父」的馬哈地是大馬
最具影響力的政治人物之一，不僅是馬國在位時間最
長的首相，也是馬國史上至今唯一兩度出任首相的領
袖。

馬哈地第一次擔任首相任期為 1981 至 2003 年。
2018年，當時高齡92歲的他又藉改革派聯盟領導者的
身分，回任首相，但2020年因執政聯盟內鬥而下台，
目前仍擔任國會議員。

大馬前首相病況好轉
拍影片喊話：希望很快康復

歐盟數位疫苗護照 效期延長至2023年6月
(本報訊)歐盟去年7月1日正式啟用 「歐盟數

位新冠肺炎證明」（EU Digital COVID Certificate
），原定將於今年6月30日到期，但由於疫情未
歇，當局決議將效期延長至明年6月底。

根據 「歐盟申根簽證資訊網」（SchengenVi-
sainfo），歐盟執委會3日揭露提案表示，經評估
認為歐盟區內疫情依舊嚴峻，為了今年夏天能夠
安全旅遊，判斷不可能停止使用疫苗護照作為證
明，因此決議將歐盟數位疫苗護照效期延長一年
。

根據歐盟執委會公布提案的新聞稿，延長疫
苗護照效期將能讓旅客持續使用這份文件，前往
依舊實施入境管制的歐盟成員國。

歐盟衛生與食品安全執委凱瑞亞基德斯
（Stella Kyriakides）讚許疫苗護照，稱其能讓旅客
在歐盟內安全地自由移動，讓歐盟公民的生活更

加便利。
她也指出，疫苗護照將會做出相應變動，以

配合最新的科學進展，以及COVID-19相關的流
行病學更動。

首先擬變動的部分是，將能使用高品質的實
驗室抗原篩檢來取得疫苗護照證明。疫苗護照上
也將正確記載民眾接種的疫苗劑量數，包括並非
在發放證明歐盟國家接種的疫苗也會被載明。

此外，歐盟執委會也將發放疫苗護照給參與
臨床疫苗試驗的民眾，希望藉此鼓勵疫苗開發與
相關研究。

歐盟疫苗護照於去年春天推出，主要目的是
讓歐盟民眾能再自由移動，於去年7月開放全歐
盟公民申請，至今已發放超過12億份給接種過疫
苗、染疫後康復，以及出發旅遊前篩檢結果為陰
性的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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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蘭準備與俄羅斯達成協議
允許俄人員入境檢查美國防空設施

綜合報導 隨著莫斯科尋求與北約就歐洲安全保障達成協議，歐

盟成員國波蘭表示願意允許俄羅斯檢查人員進入其國家檢查美國防

空設施。

《華爾街日報》援引未具名波蘭官員的話稱，華沙願意與莫斯科達

成互惠協議。作爲回報，波蘭希望允許其核查人員檢查俄羅斯加裏甯格

勒的導彈位置。

據美國官員稱，讓俄羅斯人進入波蘭境內美國設施的想法最初是由

莫斯科提出的。克裏姆林宮曾多次反對在歐洲領土上部署外國導彈，並

表示其可以利用防空設施向俄羅斯領土發射彈道導彈。

《華爾街日報》的報道稱，“波蘭官員表示，政府願意接受導彈

防禦檢查，條件是俄羅斯允許檢查其在加裏甯格勒的導彈活動。加

裏甯格勒是波羅的海上的一塊高度軍事化的俄羅斯飛地，與波蘭和

立陶宛接壤。”

去年年底，俄羅斯公布了提交給北約和美國的“安全保障協

議”俄方方案。這些文件包括克裏姆林宮要求的一長串安全保障，

包括要求美國將導彈和軍隊撤出俄羅斯邊境。周三（26日），美國

駐莫斯科大使約翰· 沙利文(John Sullivan)向俄羅斯外交部遞交了一份

反提案。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解釋道，“我們不會公開這份文件，因爲我

們認爲，如果我們爲秘密會談提供空間，外交手段就最有可能取得

成功。我們希望並期待俄羅斯也會有同樣的看法，並認真對待我們

的提議。”

“在我看來，毫無疑問，如果俄羅斯認真對待這個問題，本著互惠

的精神，決心加強我們所有人的集體安全，那麽這份文件中有一些非常

積極的內容應該予以執行。”

巴基斯坦14歲少年沈迷遊戲
被訓斥後竟殺死母親和3個正在睡覺的兄弟姐妹

綜合報導 玩遊戲要適度，否則可能會發生悲劇。巴基斯坦一名14

歲的少年沈迷于遊戲，在被母親訓斥之後，他竟然殺死母親和3個正在

睡覺的兄弟姐妹。

據報道，這一悲劇發生在巴基斯坦旁遮普省拉合爾卡赫納地區。警

方表示，一名14歲男孩槍殺了他的全家，包括母親、兩個姐妹和1個哥

哥，據稱他受到遊戲的影響。

死者分別是45歲的衛生工作者納希德-穆巴拉克，她22歲的兒子塔

穆爾，以及兩個17歲和11歲的女兒馬努爾和詹娜特。警方在一份聲明

中說，納希德14歲的兒子沒有受傷，是這個家庭唯一的幸存者，結果證

明他是凶手。

聲明中說：“這名男孩對遊戲上瘾，男孩承認在遊戲的影響下殺死

了她的母親和兄弟姐妹。由于每天長時間玩網絡遊戲，他出現了一些心

理問題，”

警方表示，納希德已經離婚。事發當天，納希德就玩遊戲的事情罵

了男孩。後來，他從櫃子裏拿出母親的手槍，開槍打死了她和其他三個

在睡夢中的兄弟姐妹。

第二天早上，男孩報警，當時他告訴警方，他睡在樓上不知道他的

家人是怎麽遇害的。警方說，這把手槍是納希德爲了保護她的家人而准

備的，最終從下水道中找到。

鄰居們對謀殺案感到震驚，一名鄰居說：“納希德對她的孩子很嚴

格。”

怕遭沖擊？大批司機湧入首都抗議
加總理特魯多攜家人前往秘密地點躲避

綜合報導 出于安全考慮，加

拿大總理賈斯廷· 特魯多和他的家人

已經離開他們的住所，搬到在渥太

華的一處秘密地點。當地時間周六

，數千名司機抗議者帶領的卡車車

隊湧入加拿大首都，要求取消新冠

疫苗強制接種令等防疫限制措施。

據加媒報道，加拿大總理辦

公室表示，出于安全原因，對特

魯多總理目前的所在位置不予置

評。加拿大議會警衛官此前警告

稱，抗議者有可能會闖入官員的

住所，這一點特魯多非常清楚。

加媒提到，此前在2020年，

一名希望面見總理“聊一聊”的

加拿大武裝部隊人員，持槍並駕

車撞向加拿大總督府的大門——

那裏當時是總理夫婦的住所，不

過事發時，特魯多和家人並不在

總督府內。

據加媒報道稱，特魯多近日譴

責了在加拿大逐漸擴大的本輪抗議

運動，他指責那會影響公共衛生和

加拿大“善良的價值觀”。特魯多

說：“一小撮邊緣人群正在前往渥

太華參與抗議，他們持有和表達的

觀點不可接受，也不能代表互相扶

持的的加拿大人的觀點。他還稱

，相信科學，互相保護彼此，是

繼續確保我們的自由、權利和價

值觀的最佳途徑。”

據加媒報道稱，加拿大國會

保 護 局 （Parliamentary Protective

Service）估計，周六在首都開始

的抗議活動，在本周末可能會有

多達1萬人參加。爲了加以應對

，渥太華警察局得到了來自多倫

多、倫敦、約克、達勒姆地區以

及安大略省警察局的警力增援。

據加媒報道稱，一些活動組

織者呼籲支持者避免使用暴力。

據渥太華警方稱，到目前爲止，

還沒有“可以報告的事件”。盡

管如此，警方仍然對來自抗議者

的一些暴力言論感到擔憂。加媒

稱，社交媒體上的一些人（他們

與車隊抗議者的關系尚不清楚）

呼籲，要把渥太華的抗議活動轉

變爲針對加國會大廈的攻擊行動

，就像去年1月6日發生在美國國

會山的騷亂那樣。

加媒稱，當地時間周五，渥

太華警察局局長彼得 · 斯洛裏

（Peter Sloly）警告稱，“獨狼”

分子可能會利用抗議活動搞破壞

。他說：“所有其他可能同時舉

行的示威活動，我們並不知情，

也難以掌握那些以各種原因而加

入其中的‘獨狼’的信息” 。

加媒提到，當地時間周六，

有人看到一些抗議者舉著“愛國

者旗“（le drapeau des patriotes）

，而這面旗幟與1837年發生的下

加拿大叛亂有關聯。

商業合同遭政令終止
白俄羅斯鉀肥公司將立陶宛政府告上法庭

綜合報導 白俄羅斯大型國有企業

“白俄羅斯鉀肥”（Belaruskali）已經向立

陶宛維爾紐斯法院提出訴訟，反對立陶宛

政府強迫立陶宛鐵路公司（LTG）終止與

其簽署的長期合同。

據立媒報道，維爾紐斯地區行政法院

的發言人Audris Kutrevi ius向媒體證實，

訴訟請求已在當地時間上周五收到。這名

發言人表示，這家白俄羅斯企業正在向法

院提出請求，要求撤銷立陶宛政府1月12

日下令終止運輸合同的決定，以及去年12

月21日立政府一個特別委員會對該合同的

相關結論。

2018 年，立陶宛國有鐵路公司LTG

簽署了一份關于從白俄羅斯企業“白俄羅

斯鉀肥”運輸其産品至立陶宛港口的合作

合同，規定每年通立陶宛克萊佩達港運輸

約1100萬噸白俄羅斯化肥産品，合同有效

期至2023年底。

“白俄羅斯鉀肥”是世界上最大的鉀

肥生産商之一，其産品出口收益也是白俄

羅斯的主要外彙收入來源。由于白俄羅斯

爲內陸國，該企業的大量産品先通過鐵路

運輸至立陶宛港口以便航運出海。

後來在這家白俄

羅斯企業被美國制裁

後，2021年12月21日

，立陶宛政府特別委

員會得出結論稱，這

份運輸合同與立陶宛

的“國家安全利益”

相衝突。路透社當時

稱，這一表態爲立陶

宛政府終止該合同打

開了大門。

立陶宛內閣遂于

2022 年 1 月 12 日做出

決定，該合同必須在2

月1日終止。立陶宛交通和通信部長馬裏

烏斯（Marius Skuodis）隨後表示，屆時根

據此前合同進行的化肥運輸業務必須停止

，理由是立政府的決定讓合同失去了維持

下去的所有法律依據。

這名部長稱，內閣的決定是阻止白俄

羅斯化肥經由立陶宛過境運輸的第一步。

不過他還聲稱：“當然，任何決定都可以

上訴，但在政府方面，我們感到堅信，我

們正在做的是法律要求我們做的事。”

而立陶宛鐵路公司負責人曼塔斯· 巴圖

斯卡曾表示，如果該公司在沒有法律依據

的情況下單方面終止合同，可能會面臨國

際仲裁，並可能引發導致該公司破産的罰

款。

立媒提到，在2021年12月8日美國針

對白俄羅斯的制裁生效後，“白俄羅斯鉀

肥”通過立陶宛鐵路公司運輸産品的活動

並未停止，因爲該公司預付了一筆款項，

足以支付幾個月的鐵路服務費用。

逾三百名專家致信英首相 呼籲公眾健康至上
綜合報導 320多名科研人

員、學者和公共衛生領域專家

日前致信英國首相約翰遜，呼

籲英國采取行動，幫助發展中

國家獲得新冠疫苗，將公衆健

康置于商業利益之上。

來自美國哈佛大學、斯坦

福大學、英國牛津大學、劍

橋大學等多所機構的研究人

員以及英國緊急情況科學咨

詢小組的專家在這封公開信

後聯合簽名，並表示之所以

致信是基于對變異新冠病毒

奧密克戎毒株加速傳播以及未

來變異毒株對公共衛生領域造

成威脅的擔憂。

公開信說，爲世界上絕大

多數人口接種新冠疫苗是防止

新冠病毒變異的極佳途徑。然

而，全球仍有超過30億人尚未

接種第一劑新冠疫苗，低收入

和中等收入國家的大量人口未

接種疫苗，可能導致新冠病毒

的新變種出現。奧密克戎毒株

出現在疫苗接種率相對低的非

洲大陸，是對全球疫苗供應不

平等帶來的明顯警告。

據英國政府29日公布的數

據，在該國12歲以上人群中超

過91%至少接種了一劑新冠疫

苗，逾84%的人接種過兩劑新

冠疫苗，超過64%的人已接種

加強針疫苗。

公開信呼籲英國政府在相

關協議下，支持暫時免除與新

冠病毒相關的疫苗、試驗、治

療的知識産權保護，以擴大疫

苗生産規模，推動新冠防治工

具研發多樣化，以盡早終結疫

情。公開信還呼籲英國政府盡

其所能，促使制藥公司分享

mRNA(信使核糖核酸)疫苗技術

，以推動中低收入國家獲得新

冠疫苗。

公開信說，疫情並未在英

國邊境止步，確保疫苗惠及全

球將有助于防止人員損失，避

免出現更多令人擔憂的變異毒

株，包括可能更具傳染性、危

險性或使現有疫苗效力降低的

變異毒株。專家們呼籲英國政

府將公衆健康置于制藥業的商

業利益之前，防止在今年出現

更多不確定性和悲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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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站式影音設計工程公司

花都影音休斯頓分部

花都影音是一家提供一站式專業影音系統設計及安裝工程服務的公司，業務範圍包括：
卡拉OK、家庭影院、私人會所、背景音樂、專業隔音服務等。花都影音總部位於洛杉磯，
我司設有高端家庭影院影K系統，商用KTV試音室及產品展示廳，歡迎蒞臨體驗。花都
影音休斯頓分部提供酒吧、夜場、KTV、私人會所設計，裝修和燈光音響，佈局安裝等
一站式工程，盡心為您服務。

Ewin Xiao 346-760-8888
黄先生    229-699-6888

www.hdaudiosystem.com
24806 Scarlatti Cantata Dr  Katy  TX  77493

北美獨家總代理GOGO 
2019年最新智慧雲端點歌機
手機點歌，高速雲端下載
專業KTV隔音工程設計及施工
娛樂商用KTV網絡工程系統及影音設備配置

卡拉OK伴唱設備

GOGO 專業家庭卡拉OK
及專業舞台音响系統

 JBL娛樂系列獨家代理

高清遠程監控系統
高清專業夜視攝像頭
網絡遠程手機電腦回放

安防設備
背景音樂系統
分區音量控制
多重系統整合

智能音樂系統

家庭影院工程設計
我們特有的家庭影 K 系統，為您
打造震撼的  5.1  7.1  聲道環繞影
院及全景KTV效果
家庭影院、隔音工程設計及安裝

專業舞台燈光音嚮
大型酒吧音響燈光設計安裝
教會及會議影音系統
大銀幕投影、LED拼屏

專業音響燈光系統

擁有專業人才，提供酒吧、夜場、KTV包廂、

私人會所裝修設計，裝修服務，燈光音響
佈局, 安裝，一站式工程，管家式服務，
為您省心省力。

專業工程管家服務

（綜合報導）美國眾議院今天表決通過美國競爭法案，以
推動高科技研究及製造，強化美國對中國的競爭力，緩解全球
電腦晶片短缺帶來的問題。法案也呼籲行政部門將駐美代表處
正名為 「台灣駐美代表處」。

美國聯邦眾議院今天以222票同意、210票反對的些微差距
通過全稱為 「2022年美國創造製造業機會和技術卓越與經濟實
力法」法案（America Creating Opportunities for Manufacturing,
Pre-Eminence in Technology and Economic Strength Act of 2022
），英文字母縮寫為 「2022 年美國競爭法」法案（America
COMPETES Act of 2022）。

根據這項法案，美國將創立美國晶片基金，撥款520億美
元鼓勵美國私營部門投資半導體生產等；授權450億美元改善

美國供應鏈、加強製造業、防止關鍵物品短缺並確保更多此類
產品在美國製造。

法案也意在推動美國科學研究和技術創新，以及通過經濟
發展、外交、人權和同盟關係，確保美國全球競爭力和領導地
位。

在長達超過2900頁的法案內容中，也涵蓋多項與台灣相關
的條款，包括強化美台夥伴關係、協助台灣發展不對稱防衛能
力、協助台灣有意義參與包括世界衛生大會（WHA）等國際
組織、強化美台雙邊經貿與科技合作。

法案也呼籲美國國務卿協商將台灣駐美代表處名稱由 「台
北經濟文化代表處（Taipei Economic and Cultural Representa-
tive Office）」改為 「台灣駐美代表處 （Taiwan Representative

Office in the United States）」。
美國總統拜登在法案通過後發布聲明表達歡迎。他表示，

眾議院今天對美國更加強供應鏈、更低廉的價格、更多製造與
良好的製造業就業機會，以及在21世紀超越中國與其他世界地
區進行關鍵性投票。若美國想在全球保持競爭優勢，就必須對
這項法案進行投資， 「美國不能等」。

美國聯邦參議院已於去年率先通過 「美國創新及競爭法」
（US Innovation and Competition Act）法案，內容包括注資半
導體產業520億美元、授權1900億美元來強化美國技術與研發
，以和中國競爭抗衡。

但由於參眾兩院版本不同，兩院必須透過協商尋求共識並
重新表決通過，再將法案送交白宮由拜登簽署後生效。

Meta蒸發逾5.5兆元 創美企單日市值最大跌幅

拜登心焦監看剷除ISIS首腦行動
CNN曝到底為了啥

（綜合報導）社群網站臉書（Facebook）母公司Meta股價
今天暴跌26%，創下美國企業市值單日最大跌幅。這家社媒巨
擘稍早公布了令人沮喪的財測，認為問題出在愈來愈激烈的競
爭。

Meta股價雪崩式下跌，導致公司市值蒸發超過2000億美
元（約新台幣5.5兆元），執行長祖克柏（Mark Zuckerberg）
的淨資產也瞬間少了290億美元。科技類股同時受到波及，那
斯達克綜合指數（Nasdaq Composite Index）應聲下跌。

路透社分析金融資訊供應商路孚特（Refinitiv）的資料後
發現，這是美國上市公司市值跌幅最大的一次，也是臉書公司
2012年上市以來的單日最大虧損。

英國金融服務公司 Hargreaves Lansdown 股票分析師霍伊
（Laura Hoy）說： 「Meta執行長祖克柏或許很熱衷於勸誘全
世界進入另一種現實，但第4季度的業績令人失望，很快就戳
破了他的元宇宙（metaverse）泡泡。」

以科技為本的美國大型企業今年面臨愈來愈大的壓力，因
為投資人預期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Fed）在實施多年超低利
率措施後，將開始收緊政策，會減損科技業豐厚的估值。

以科技類和其他成長類股為主的那斯達克指數今年1月下
跌超過9%，是自2020 年3 月COVID-19（2019 冠狀病毒疾病
）爆發導致市場崩盤以來，單月跌幅最大的一次。

蘋果（Apple）、微軟（Microsoft）等大型科技公司的市值

過去幾年不斷膨脹，但也更容易受投資人影響，常在1個交易
日內造成數以百億計美元的損失。蘋果2020年9月3日流失近
1800億美元；微軟在同年3月16日失血1770億美元。

根據Meta的報告，隨著與中國字節跳動公司（ByteDance
）影音分享平台TikTok等對手的競爭升溫，Meta旗下平台每
日活躍用戶數首度比前一季下滑。

美國媒體報導，祖克柏對投資人說： 「對於如何打發時間
，人們有很多選擇，像TikTok這樣的應用程式正快速成長。
」

美眾院通過法案美眾院通過法案
強化對中競爭並正名台灣代表處強化對中競爭並正名台灣代表處

（綜合報導）美國總統拜登周三即時監看突擊隊員降落敘
利亞，突襲1幢3層樓建築，而這正是極端組織伊斯蘭國（ISIS
）首腦哈希米（Abu Ibrahim al-Hashimi al-Qurashi）和家人的
住處。

據CNN新聞網3日報導，拜登焦慮地從白宮戰情室看到，
1架美軍直升機在地面出了機械問題。不過，當他看到，孩子
從建築的1樓出來，跑到安全的地方時，終於鬆了口氣。不久
後，現場傳出震耳欲聾的爆炸聲，哈希米引爆了自殺炸彈背心

，導致他和妻子與孩子血肉橫飛，當場斃命。
美國高層官員周四透露了拜登監看突襲行動的細節，他們

說這次成功的行動剷除了恐怖分子首腦，但並未造成任何美國
人傷亡。

這是拜登任內最高調的反恐行動，官員似乎想利用這來營
造他果決的形象。就某些方面來說，這和前兩任總統在白宮內
發號施令，全程即時監看剷除恐怖首腦行動的作法如出一轍。
也就像先前那些任務般，白宮隨即善加利用。他們火速發布拜

登沒穿西裝外套，在戰情室眼神堅定地看著特戰隊展開突襲行
動的照片。

然而，當拜登還是副總統時，卻反對冒險剷除蓋達（al
Qaeda）組織首腦賓拉登（Osama bin Laden）。但如今他入主
白宮，卻同樣決定動用美國特種部隊，剷除ISIS首腦，而不是
下令空襲。這顯示，自從賓拉登死後，這十幾年來，他對冒險
的看法已有所改變。



 

10:00am 英語崇拜/國語崇拜/粵語主日學 

11:00am 國語主日學 

11:15am 粵語崇拜/英語主日學 

1:30 pm 中文學校(粵語,國語)(only during school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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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外相稱已拒絕韓方叫停佐渡金山申遺要求

日本外相林芳正晚，就韓國外交部

發言人聲明要求停止推薦“佐渡島的金

山”申報世界文化遺産，透露稱已向韓

方傳達了拒絕的意向。他在外務省對媒

體說：“已表示無法接受韓方的單方面

主張。”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表示，將向聯合

國教科文組織推薦位于日本新潟縣的佐

渡金山申報世界文化遺産。這一決定公

布後，韓國外交部于當日發表聲明回應

，稱韓方對此深表遺憾，並嚴正敦促日

方停止該舉措。

日本與韓國關于佐渡金山申遺一事

的爭端産生已久。早在去年12月28日日

本文化審議會選定佐渡金山爲2021財年

推薦申遺唯一候選時，就曾一度引起韓

方的強烈反對。韓國方面指認，佐渡金

山是朝鮮半島勞工二戰時期被強征勞動

的“犯罪現場” 敦促日方立刻撤銷該

決定。

此後，在鄰國強烈的反對聲浪之下

，日本多家媒體曾透露日本政府考慮暫

不推薦該佐渡金山的申報。但這也引起

了日本國內的多方質疑，呼籲政府堅定

立場的聲音亦是高漲。

面對國內國外的兩種聲音，岸田曾

一度陷入兩難境地，而如今決定最終公

布，或將引起更大的風波。

“文化遺產”與“強征勞工”

佐渡金山位于新潟縣佐渡市佐渡島

，從江戶時代起以出産黃金聞名。據一

般社團法人東北觀光推進機構所推出的

官方觀光指南介紹，該地據傳開墾于

1601年，到1989年停止挖掘爲止，將近

有400年曆史。目前，佐渡金山的坑道

、開挖遺址及産業遺址都被指定爲日本

國家重要文化遺産，該地也是去年12月

28日日本文化審議會選定的2021財年推

薦申遺唯一候選。

但對于韓國來說，佐渡金山的意義

卻與日本大相徑庭。據韓聯社報道，無

數韓籍勞工曾被強征到此地勞役，據推

測，在太平洋戰爭時期前後，2000名以

上韓籍勞工被強征到佐渡金山。

此次並非兩國首次因申報世界遺産

而産生矛盾。2015年，日本謀求將包括

端島（軍艦島）在內的該國8個縣的23

處工業遺址“明治工業革命遺址”打包

申請列入世界文化遺産名錄，但因其中

多個遺址在二戰期間曾強征勞工並造成

大批勞工死亡而引起韓國反對。在同年

的談判中，韓日兩國就“日本明治工業

革命遺址”和韓國“百濟曆史遺迹地

區”申遺展開合作達成一致，日方同意

在部分遺址公開承認強征勞工的曆史，

以換取韓方撤回反對立場。

但此後，兩國也因日本未在遺址展

示時將“強征勞工的事實公開”而引發

紛爭，韓國外交部發言人崔泳杉也于本

月提到，日方尚未落實其對工業遺址相

關承諾的後續措施，在此情況下韓方再

次要求日方停止佐渡金山申遺工作。

岸田政府的“兩頭難”
面對韓國方面的強烈反對，日本政

府也曾多加斟酌。《時事通訊社》報道

指出，以日本外務省爲中心，有多個部

門認爲即便日本政府向聯合國教科文組

織提出申請，也有可能將該問題“政治

化”，前景也不容樂觀，因此對推薦抱

以消極態度。多家日媒也曾于本月中旬

表示，日本政府正在考慮暫緩提交將佐

渡金山列入世界遺産名錄的申請。

但此後，日本地方政府和自民黨內

部要求推薦的意見屢屢不斷。據悉，佐

渡金山已于此前在日本國內的申報中四

次落選，該地所在的日本新潟縣對推薦

申遺表達了強烈的期待。此外，岸田原

本曾想放棄的計劃也引起日本自民黨內

保守勢力的不滿。

據朝日電視台報道，早在日本政府

計劃暫緩時，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就曾

在派系會議中表示，盡管此次是否推薦

的最終決定在于岸田政府，但爲避免論

戰而不申請是“錯誤的”。本月27日，

安倍也就韓國動向再次強調，“該戰鬥

的時候就要戰鬥”。此外，自民黨政調

會長高市早苗在這一問題上的立場也一

貫堅定，她曾于24日表示，申遺“是關

系到國家名譽的事情，一定要在今年進

行推薦”。

《讀賣新聞》報道指出，自民黨保

守派系內有觀點認爲，若岸田政府回避

和韓國打“曆史戰”，很可能會在今年

夏季將舉行的國會參議院選舉失去保守

群體的支持。《中日新聞》報道還指出

，在此情況下岸田一度陷入兩難，而不

得不因保守派的影響力而做出“痛苦的

決定”。

據悉，日本政府于2月1日的內閣會

議後正式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提出推薦

書。但《朝日新聞》報道分析稱，在

推薦後，韓國的反對是不可避免的。此

外，反對聲浪將不僅止于佐渡金山，還

將波及已申遺成功的端島。

矛盾難解？
據日本共同社報道，如果日本政府

在今年 2 月 1 日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提交申遺推薦書，依照慣例，聯合國

教科文組織咨詢機構將在今年秋季前

後對申遺對象展開實地調查，2023 年

5 月前後就是否推薦對象申遺給出建

議。

2023 年夏季前後，世界遺産委員

會將舉行會議對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

建議進行審查，但《朝日新聞》報道

指出，在出現糾紛的情況下，需要在

會議中得到三分之二以上的票數才能

被認可申遺。日本文化廳也表示，注

重對話爲“慣例”，若在會議中出現

紛爭，申遺是否能成功的前路較不明

朗。

繼28日岸田做出決定後，韓國外交

部以發言人名義發表聲明稱，日本政府

不顧韓方多次警告，依舊決定爲二戰時

期“強征韓國勞工的現場”——佐渡金

山申請列入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産

名錄，韓方對此深表遺憾，並嚴正敦促

日方停止該舉措。此外，當天外交部還

約見了日本駐韓大使相星孝一，就此事

表示抗議。

《讀賣新聞》報道稱，在3月韓國

的總統選舉即將到來之際，盡管目前

“日韓關系”和“對日政策”尚未成爲

焦點，但若韓國國內反對情緒高漲，不

排除未來韓國總統候選人打出“反日

牌”，進一步使日韓關系惡化的可能性

。日本文化廳前長官近藤誠一也在此前

接受《東亞日報》采訪時表示，面對3

月韓國的總統選舉和7月日本的參議院

選舉，不能排除兩國部分勢力提出強硬

立場的可能性。

但近藤表示，若兩國能傾聽對方的

主張，那麽佐渡金山問題“完全可以解

決”，這樣的過程非常重要，它還可以

延伸爲爲解決韓日間其他問題而加強合

作。

日本廣播協會報道指出，日本政府

將設置戰略研究小組，正式開始爲申遺

的實現做准備。此外，日方還預計在正

式提出申遺推薦書時促進與相關國家的

對話，向各國說明立場並尋求理解。而

韓國方面則成立了由多個部門及在申遺

方面擁有豐富經驗的專家組成的工作組

，或將全面系統地應對佐渡金山的申遺

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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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韓國總

統文在寅在青瓦台主持

召開了國家安全保障會

議緊急全體會議，聽取

了韓國聯合參謀本部議

長元仁哲關于朝方當天

試射情況的相關彙報，

並就應對方案進行探討

，同時檢查了韓國的安

保狀況和應對態勢。這

是文在寅繼2021年 1月

21日以來，首次親自主

持國家安全保障會議全

體會議。

文在寅在會上指出

，朝鮮接連試射彈道導

彈，是對國際社會爲實

現半島無核化與和平穩

定所付出的外交努力的

挑戰，也是違反聯合國

安理會決議的行爲。他

敦促朝鮮停止制造緊張

局勢，響應國際社會的

對話提議。

文在寅還指出，朝

鮮此前一直表明對話意

志，表示要遵守暫停核

試驗、推遲發射洲際彈

道導彈的宣言。但如果

發射的是中程彈道導彈

，就可能已經接近廢除

這一宣言。

據韓國聯合參謀本

部透露，當地時間30日7時52分左右

，韓國發現朝鮮從慈江道一帶向半島

東部海域發射了一枚疑似彈道導彈的

發射體。據聯合參謀本部透露，該發

射體的飛行距離約爲800公裏，高度約

爲2000千米。進入2022年以來，朝鮮

已經進行了7次導彈試驗，其中6次是

彈道導彈，一次試射的是巡航導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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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源案日日高
團年飯爆群組

31宗不明源頭確診分布（年初三）

泰亨中心圍

寶湖道麗湖閣

林村較寮下村
欣安邨欣悅樓

慈正邨正怡樓、正遠樓

好運中心松林閣

沙田頭新村

新翠邨新芳樓

美松苑興松閣

顯徑邨
顯祐樓

彩雲 (一) 邨時雨樓
（懷疑Delta個案）

慈愛苑愛聰閣

慈康邨康添樓

新冠疫情嚴峻，香港特區政府3日晚在兩區進行圍
封強檢。屯門大興邨興平樓因發現數宗涉及變種

病毒個案，居民需要在4日凌晨1時前接受檢測，預計
今早7時解封；大埔安慈路昌運中心富昌閣、貴昌閣及
榮昌閣則因有污水樣本呈陽性而被圍封，居民要在4日
凌晨零時前檢測，目標同樣是在今早7時解封。

Delta病毒疑佔15宗
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3日在疫情記者

會上表示，3日新增121宗本地個案中，有15宗懷疑感
染Delta變種病毒，其中13宗與早前的黃大仙彩雲
（一）邨及（二）邨長波樓、玉宇樓、明麗樓等相
關，餘下2宗屬源頭不明個案，患者分別居住彩雲
（一）邨時雨樓及上水太平邨平易樓。

另外29宗源頭不明個案遍布港九新界9區，
新界的沙田、大圍、馬鞍山、大埔、上水、元
朗、天水圍、葵涌及馬灣均有人染疫；九龍則
以慈雲山佔最多，黃大仙、藍田、深水埗、
紅磡及土瓜灣等區也有人確診；至於港島則
有2宗個案，患者均居住北角，包括山上豪宅
寶馬山花園二座。

港安醫院清潔工中招
張竹君表示，確診個案中有6人為清潔工人，大部

分沒有病徵或只是喉乾或喉痛，在恒常檢測時被發
現，而他們分別在沙田科學園、中環置地、荃灣港安
醫院、慈雲山慈康邨及屯門等地點工作，其中一人在
大圍新翠的餐廳處理污水。她認為清潔工數字增加，
部分原因是由於附近有確診個案，加上工友越來越重
視個人檢測，隨着檢測變得方便，因此增加檢測次
數，最終令更多個案得以發現。

她又指，見到團年飯群組開始出現，不少個案涉及
家庭在農曆新年聚會，“家庭群組多是食團年飯，例如
幾個家庭到父母家中聚會”，她希望公眾在現時疫情嚴

峻時留在家中，若無必要不要外出聚會，或有太多其他
活動，避免家族群組爆發，因病毒會人傳人，更可經空
氣傳播，需要大家合作才可遏止疫情。

她直言：“多宗個案均徵狀輕微或無病徵，相信
社區有很多傳播鏈，有些個案未被發現。以現時趨勢
看來，不斷會有暫時找不到源頭的個案，因根據外國
經驗，Omicron的傳播可以幾何級數上升，故未來比較
擔心有機會愈來愈多個案，可能有數以百計或者更
多，對香港醫療設施造成負荷。”她又指出，現時香
港的流感活躍度很低，如有傷風、感冒、喉嚨痛、頭
痛、發燒等病徵，屬新冠的情況較常見。

多條隱形傳播鏈活躍
特區政府3日晚再特別發稿，強調香港疫情發展非

常嚴峻，過去一周新增源頭未明個案由6宗攀升至31
宗，累計源頭未明個案逾百宗，遍布各區並涉及不同行
業，同時病毒污水監測驗出陽性反應的樣本數目亦由11
個增至21個，同樣遍布全港，多方跡象顯示葵涌區大型
社區爆發受到遏止，但多條社區隱形傳播鏈活躍，有蔓
延全港各區及持續增加之勢，情況令人憂慮。政府會密
切監察疫情發展和檢視情況，考慮進一步收緊社交距離
措施，包括將更多處所納入規管範圍、收緊公眾地方群
組聚集的限制等。

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3日則在電台節目表示，
疫情正處於上升軌道，目前防控措施未足以控制疫情，
若情況持續，很可能短期內個案上升速度會愈升愈快，
有機會出現海嘯式爆發。他促政府訂立中期指標，包括
呼籲市民未來一兩周減少外出，並加大加快污水監測，
以及加強社區檢測能力，包括提供方便的深喉唾液檢測
包及快速測試套裝，一旦驗出陽性個案，政府部門必須
盡快跟進。

他認為，香港要再提高長者及院舍接種率，建議
政府提供誘因，例如向接種疫苗的長者豁免院舍收
費，或發放多一個月生果金等。

新冠病毒確診個案持

續增加，香港 3 日新增

142宗確診個案，121宗

屬本地感染，當中31宗

源頭未明，是第五波疫情

爆發以來最多，患者遍布

港九及新界共11區；而3

日初步陽性個案約有160

宗，亦是新一波疫情的單

日新高。香港衞生防護中

心相信，社區存在多條未

被 發 現 的 傳 播 鏈 ， 而

Omicron變種病毒的傳播

可以幾何級數上升，未來

每日新增個案或數以百

計，加上農曆新年聚會後

出現多宗家族群組爆發，

呼籲市民盡量留在家中。

有專家亦指出，疫情正處

於上升軌道，憂出現海嘯

式爆發，需加大及加快社

區檢測和污水監測等。特

區政府3日晚指出，正考

慮進一步收緊社交距離措

施。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

上水

太平邨平易樓
（懷疑Delta個案）

元朗

安興街好彩洋樓

天水圍

俊宏軒9座

天頌苑頌恩閣

葵涌

石籬（一）邨石逸樓高座

石籬（二）邨石榮樓

梨木樹邨榮樹樓

馬灣

珀麗灣12座

深水埗

大坑東邨東滿樓

欽州街68號

福華街黃金大廈

紅磡

華豐街麗泰樓

土瓜灣

上鄉道定安大廈

藍田

平田邨平美樓

北角

城市花園2座

寶馬山花園2座

專家憂海嘯式上升 政府研再收緊防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香港3日新
增的91宗有關聯個案，涉及安老院舍、食
肆、街市等多個不同處所，其中葵涌一家安
老院舍先後有兩名職員確診，疑出現傳播，
60多名院友須撤到檢疫中心隔離；元朗水邊
圍邨碧水樓兩個18號單位出現個案，懷疑出
現垂直傳播，衞生署人員3日已到場了解情
況，部分居民或需要撤離。

香港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張竹君表
示，葵涌安蔭邨豐蔭樓聖公會林護長者之家
早前已有一名護理員確診，3日再多一名護理
員證實染疫，但兩人雖在安老院內工作，但
負責範圍並不重合，且兩人沒有緊密接觸，
如未有一起用膳等，因此懷疑院舍內可能出
現傳播，因此60多名院友也需要撤離到檢疫
中心。

碧水樓18室疑垂直傳播
香港再有大廈懷疑出現垂直傳播情況，

張竹君表示疑有傳播的是水邊圍邨碧水樓，

大廈內有兩個位於樓上樓下的18號單位也出
現確診個案，衞生署因此派員到場，了解病
毒的傳染情況，倘確定有垂直傳播，則居民
或需要撤離。

此外，3日亦有不同食肆的員工確診，
其中馬鞍山時代冰室有2名員工染疫，而佐
敦莊士倫敦廣場的新新酒樓則有4名員工先
後確診，故近期光顧過兩店的食客須留意及
要進行檢測。

至於近日出現小型爆發的深水埗穆斯林
教會Hazrat Siddique Akbar Society，暫有兩
人染疫，均涉及Omicron變種病毒，衞生防
護中心正追查同一時段在場的數十人，會將
他們送往隔離，當日曾到該教會的其他教友
則須強制檢測。

此外，2日有兩名持“行街紙”人士確
診，感染源頭不明，患者亦尚未找到，張竹
君透露兩人在九龍區一間社區檢測中心做檢
測，因而發現陽性，估計其中一人會於4日
前往指定機構報到，希望聯絡上。

葵涌院舍60多長者緊急隔離

資
料
來
源
：
香
港
衞
生
防
護
中
心

製
圖
：
香
港
文
匯
報
美
術
部

註：第31宗不明源頭個案未公布住址或上述大廈有一座涉及兩宗。

◆紅磡街巿
魚檔有兩人
確診，3日
和今天關閉
大清洗。
香港文匯報

記者攝

紅磡街市魚檔兩員工確診 關閉消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紅磡街市魚檔“回味

鮮魚”有兩名員工確診，該街市3日要提早兩小時於
晚上6時關閉，進行深層清潔消毒，最快5日重新開
放。衞生防護中心則表示，正追蹤兩名患者的其他密
切接觸者，並呼籲近期曾到該魚檔的顧客進行病毒檢
測。

香港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3日表
示，涉事的檔口為紅磡街市地下F9號的“回味鮮
魚”，有兩名員工確診，正調查是否有其他密切接觸
者。她指出，兩名員工長時間相處很容易互相感染，
魚檔出現傳染是意料之內，而近期有不少市民曾到該
街市買餸，故呼籲曾到該魚檔買魚的顧客主動檢測，
但到魚檔的街坊眾多，難要求相關市民檢疫。

香港食環署3日宣布，由於紅磡街市出現確診個

案，為審慎起見，該街巿3日提早兩小時於晚上6時關
閉，4日亦全日關閉，其間會進行深層清潔消毒工作，
以保障街市檔戶及市民的健康。

◆屯門大興邨興平樓3日晚圍封強檢。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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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幕式看點

100分鐘、3000演員

北京冬奧不再使用“人海戰
術”，相比時長約4個小時、演
員規模約15,000人的2008年北
京奧運會開幕式，北京冬奧會開
幕式預計不超過100分鐘，演員
約3,000人。

立春元素充分體現

文藝表演與儀式環節融為一
體，人工智能、機器視覺、5G和
雲等科技成果都會運用到開幕式當
中，達到“人少而不空，空靈而浪
漫”。開幕式當天正好是中國傳統
二十四節氣之首——立春，這一
元素在節目中也將充分體現。

廣場舞暖場不設主持人

在開幕式開始前約有30餘分
鐘暖場環節，暖場沒有主持人。
來自河北和北京兩地的廣場舞者
將表演“中國式行進廣場舞”，
其中最小5歲、最大70歲。

演員將與雪花互動

智慧化升級改造後的鳥巢，
將通過地面屏幕實時捕捉演員行
進軌跡，演員和雪花精準互動，
人到哪裏，雪花就到哪裏。

百年未有顛覆性點火方式

五環展示、運動員入場、和
平鴿展現、點火儀式都形式獨
特，點火儀式百年首創。

鳥巢燈光秀和煙花表演

開幕式當晚，鳥巢將上演美
輪美奐的燈光秀，絢爛的煙花表
演值得期待。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曉芳

◆習近平2月3日向國際奧委會第139次全會開幕式發表視頻致辭，並指出，世界期待中國，中國做好了準
備。 新華社

◆1月22日，北京冬奧會開幕式在國家體育
場鳥巢舉行全要素全流程綵排。圖為演員在
綵排表演。 新華社

2022北京冬奧會

習近平對國際奧委會主席巴赫和各位國際奧委會
委員在中國新春佳節相聚“雙奧之城”北京並

召開國際奧委會第139次全會表示熱烈歡迎！

中國為全球冰雪運動開闢更廣空間
習近平指出，當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

世紀新冠肺炎疫情疊加，世界進入新的動盪變革
期，人類面臨多重挑戰。國際奧委會領導奧林匹克
運動，勇毅向前，為推動全球共克時艱、團結合作
發揮了重要而獨特的作用。感謝國際奧委會長期以
來為中國體育事業發展作出積極貢獻，為中國申辦
和籌辦北京冬奧會給予大力支持和指導。

習近平強調，從2008年的“同一個世界，同一
個夢想”到2022年的“一起向未來”，中國積極參
與奧林匹克運動，堅持不懈弘揚奧林匹克精神，是
奧林匹克理想的堅定追求者、行動派。中國通過籌
辦冬奧會，成功帶動3億人參與冰雪運動，推動了
區域發展、生態建設、綠色創新、人民生活改善，
為全球冰雪運動發展開闢了更為廣闊的空間。

習近平指出，北京冬奧會明晚（2月4日）就要
開幕了，世界期待中國，中國做好了準備。中方將
竭誠為世界奉獻一屆簡約、安全、精彩的奧運盛
會，踐行“更快、更高、更強——更團結”的奧林
匹克格言。

第二十四屆冬季奧林匹克運動會即北京2022年

冬奧會，是由中國舉辦的國際性奧林匹克賽事，於
2022年2月4日開幕，2月20日閉幕。根據中國外交
部此前披露，習近平於2月4日至6日出席北京2022
年冬奧會開幕式，為來華出席開幕式的外國元首、
政府首腦、王室成員及國際組織負責人舉行歡迎宴
會，並舉行相關雙邊活動。

巴赫：堅信中國的決心、高效與活力
在3日開幕的國際奧委會第139次全會上，國際

奧委會主席巴赫說：“目前一切就緒，一屆安全、
精彩的奧運盛會即將揭幕。”巴赫說，中國實現
“帶動三億人參與冰雪運動”已經創造了歷史。在
一些不了解中國的人看來，這個數字不可思議，但
IOC一直堅信中國的決心、高效與活力。

“我由衷祝賀中國取得這樣非凡的成就。這將
改變全世界冰雪運動格局。”巴赫說。

巴赫代表奧林匹克大家庭感謝了東道主的熱情
接待，並稱讚了北京冬奧組委的周密籌備。他注意
到中國社會各界通過不同形式喜迎冬奧：100多萬中
國人申請當冬奧會志願者，數千所學校教授冰雪運
動、講授奧林匹克價值，就連滑雪的幼兒也在社交
網絡上受到熱捧。

談及北京冬奧會將留下的豐富遺產，巴赫認
為，北京冬奧會不僅將開啟全球冬季運動的新時
代，也將惠及中國億萬群眾，比如人們將因參與冰
雪運動而收穫身心健康。

北京冬奧會還將帶來可觀的經濟效益。巴赫
說，到2025年，中國冰雪運動產業產值預計可達
1,550億美元。“一些傳統冰雪大國正在服務北京冬
奧會，他們未來將繼續受益於這次盛會。”巴赫
說，由於北京冬奧會大大增加了冰雪運動人口，全
球冰雪運動員們有望贏得更多關注。

冬奧今開幕 中國準備好了
習
近
平

向國際奧委會全會致辭 強調中國是奧林匹克理想的堅定追求者行動派
：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

道，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2月3日

向國際奧委會（IOC）第139次全會開幕

式發表視頻致辭。習近平指出，北京冬奧

會明晚（2月4日）就要開幕了，世界期

待中國，中國做好了準備。中方將竭誠為

世界奉獻一屆簡約、安全、精彩的奧運盛

會，踐行“更快、更高、更強——更團

結”的奧林匹克格言。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在受邀出席北京
冬奧會開幕式前夕，俄羅斯總統普京通過新華社發
表題為《俄羅斯和中國：着眼於未來的戰略夥伴》
的署名文章。普京相信，北京一定會以最高水平舉
辦冬奧會。

3日，普京通過新華社發表題為《俄羅斯和中
國：着眼於未來的戰略夥伴》的署名文
章。根據中國官方此前發布，普京將來華
參加北京冬奧開幕式，俄羅斯此次派出由
461人組成的奧運代表團來華。

一些國家將體育問題政治化
在署名文章中，普京表示，在即將進

行的訪問中，我和習近平主席將全面討論
雙邊、地區和全球議程中的關鍵問題。
“具有象徵意義的是，我們的會晤將在農
曆新年‘春節’期間舉行。正如這句中國
諺語所言：‘一年之計在於春’。”

普京認為，即將在北京開幕的第二十
四屆冬季奧林匹克運動會是最重要的國際
事件。遺憾的是，近來，一些國家為了一
己私利將體育問題政治化的企圖越來越明
顯。這從根本上就是錯誤的，違背了《奧
林匹克憲章》的精神和原則。

普京指出，體育的力量和偉大之處在於，它使
人們團結在一起，以為國爭光、贏得勝利而自豪，
並以公正、公平、百折不撓的競技為榮。大多數國
家（國際奧林匹克運動的參與者）都贊同這樣的觀
點。

普京說，中國朋友為高質量地籌辦冬奧會和冬

殘奧會做了大量工作。我相信，中國在堪稱完美地
組織具有代表性的國際賽事方面積累的豐富經驗，
將使其以最高水平舉辦這一世界體育盛會。

另據新華社報道，在接受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台
長兼總編輯慎海雄的書面專訪中，普京談及20多年
前簽署的《俄中睦鄰友好合作條約》，認為這是一

份為長期穩定發展俄中全面戰略協作夥伴
關係奠定法律基礎的基本綱領性文件。
“因此，去年6月28日，我和中國國家主
席習近平共同決定，將該條約再延長五
年。”

俄中夥伴關係具有獨立價值
普京說，這是一份具有深刻思想的文

件，其中許多條款在當今瞬息萬變的國際
形勢下繼續發揮着重要作用。基於該條約
形成的政治互信使我們兩國能夠建立有效
的多層次國家間合作架構，兩國領導人的
會晤在其中發揮着關鍵作用。

談及俄中關係，普京指出，兩國關係
在平等和非意識形態化的基礎上發展。
“我們的夥伴關係是穩定的，具有獨立價
值，它不受政治影響，也不針對任何
人。”

普京：北京一定會以最高水平舉辦冬奧會

◆2月1日，俄羅斯速滑運動員在北京冬奧會場館訓練。 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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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經濟

新年快樂，子天發訪談錄碩果累累

大休斯頓合作委員會年會

大休斯頓合作委員會年會上週五在America Hilton舉行
。

大休斯頓合作委員會亞太地區的資深主任沈健生說道
：歡迎大家來參加我們的年會。

簡單地講，我們大休斯頓合作委員會就是發展休斯頓
地區的經濟和為休斯頓人創造更多的機會。

休斯頓的能源正在向低碳未來轉型。生命科學正在蓬
勃發展。

世界五百強的總部。 NRG,HPE 搬到了休斯頓。

2021 年的highlights 是：帶頭實施了 26 個成功的經濟
發展項目，帶來了 9.22 億美元的資本投資，並為該地區創
造了 2,900 個就業機會。

我們經歷了全世界疫情大流行的兩年大關，但是休斯
頓還是處於全世界領先的地位，尤其是在創新和技術方面
，因為創新和技術是通往美好未來的關鍵。今天的年會就
是回顧去年，更好展望將來。

大休斯頓合作委員會
讓休斯頓變得更強大！
大休斯頓合作委員會由休斯頓商會、休斯頓經濟發展

委員會和休斯頓世界貿易協會三個部分組成。
自 1840 年以來，大休斯頓合作委員會一直致力於使該

地區成為生活、工作和創業的最佳場所。該地區包括奧斯
汀、布拉索里亞、錢伯斯、本德堡、加爾維斯頓、哈里斯
、自由、蒙哥馬利、聖哈辛托、沃克縣、沃勒縣和沃頓等
十二個縣； 以及休斯頓市等135 個市鎮。

長期以來，大休斯頓合作委員會通過旨在吸引全球領
先公司到休斯頓、創造就業機會和增加該地區GDP發展
，努力促進了休斯頓的經濟增長。我們還在休斯頓地方、
德克薩斯州和美國聯邦多層面宣傳我們的地區。我們的使
命是讓休斯頓成為世界上最適合生活、工作和創業的地方
之一。

這是一個一站式商店，可以保密地協助您的業務增長
和發展領地的需求。該大休斯頓合作委員會與該地區的頂
級商業和公民領袖合作，包括了德克薩斯州和大休斯頓地
方一級的35 個經濟發展機構。

2021節目目錄：專訪梨城市市長、了解商業地產、專訪吳元之冬季風暴如何在能源豐富的德克薩斯州造成大面積停電、如何發展
商業地產、如何掌握商業地產資訊、專訪Richmond市市長Rebecca Haas、休斯頓王朝旅遊、如何做好商業計劃、採訪陳蓮紅，北美大
舞台總導演、專訪喬治布什美中關係基金會總裁和首席執行官方大為、專訪C&D scrap metal 、專訪休斯頓J區市議員Edward Pollard.

專訪福遍變現法院第3號法庭法官Juli Mathews. 專訪哈里斯郡第三區郡長Tom Ramsey、專訪休斯頓不分區一號議員Mike Knox、
專訪德州南邊是市長Andy Chan、專訪福稀爾市長Aaron Groff、專訪德州百利市市長Andrew S.Friedberg. 專訪尋找塵封的記憶作者李安
、專訪Alief獨立學區主管HD Chambers、專訪福遍縣第二區警官和德州密蘇里市a區市議員、專訪胡曉軍美中餐飲聯合會主席、專訪
休斯頓是不分區的三號一元和德州哈里斯郡郡長候選人kubosh先生、專訪華一手包設計師Sara、專訪哈里斯郡治安法官第5號第2位置
候選人Bret Kisluk、專訪環境諮詢公司顧問張嘯宇、專訪哈里斯縣教育部第4區第2號理事Eric Dick. 專訪中國城有米酸奶。

中國城新亞洲城破土動工

大休斯頓合作委員會年會

大眾旅遊新階段 旅遊業如何向上生長

日前，國務院印發《「十四五」旅

遊業發展規劃》(以下簡稱《規劃》)，

提出「十四五」旅遊業發展的目標和重

點任務，為新時期旅遊業繪製了清晰的

發展藍圖。創新驅動、豐富產品供給、

優化空間布局、拓展消費體系……這些

關鍵詞不僅明確了未來的方向，也提振

了人們的信心。今天，旅遊業經歷了新

冠肺炎疫情的沖擊，克服了一個又一個

困難，蓬勃發展的勢頭仍難以阻擋，人

們出遊的熱情仍生生不息。《規劃》指

出，「十四五」時期，我國將全面進入

大眾旅遊時代。面對迎面而來的機遇和

挑戰，旅遊業應如何發力，實現更高質

量發展？

從資源驅動到創新驅動：共同構建
開放高效的協同創新網絡

打開「數字故宮」小程序，古色古

香的氣息撲面而來。在這裏不僅可以購

票約展、查詢地圖，還可以在線欣賞名

畫和文物，了解文化故事；AR導覽功能

將線下實景和線上導覽結合起來，讓遊

客沈浸式參觀。

近年來，技術快速發展為旅遊業賦

能，改變著旅遊業的整體生態。5G、大

數據、雲計算等技術應用在流量監測監

控、科學引導分流、建設大數據平臺等

方面，提升了服務水平；VR、AR、智

能旅遊裝備等新技術應用在文物和文化

資源數字化展示、創意產品開發等方面

，增強了旅遊產品的體

驗性和互動性。

《規劃》將「堅持

創新驅動發展」放在七

項重點任務之首，提出

要充分運用數字化、網

絡化、智能化科技創新

成果，升級傳統旅遊業

態，創新產品和服務方

式，推動旅遊業從資源

驅動向創新驅動轉變。

「越往後的創新越

強調系統性，越要啃以

往沒有解決的『硬骨頭

』。『十四五』時期旅

遊業必須牢牢把準創新

方向、抓住創新重點。

」北京第二外國語學院首都文化和旅遊

發展研究院執行院長厲新建指出，要持

續開展技術創新，利用數字化技術促進

新的文化形態，用好材料科技、生物科

技等方面的成果；也要重視旅遊業發展

的模式創新、理念創新和製度創新，在

疫情過後產業生態「重建」過程中探索

新模式、闖出新道路。

中國旅遊研究院戰略所副研究員韓

元軍指出，未來要加快旅遊業增長從資

本、土地、景區等初級生產要素驅動向

高技術、高素質人力資本為代表的高級

生產要素驅動轉變，提升旅遊業高質量

增長的空間、速度和關聯性，既要加快

推進以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為特征

的智慧旅遊，又要深化「互聯網+旅遊

」，用新技術改造景區、旅行社、酒店

等傳統旅遊業態，加快傳統旅遊業態轉

型升級。

《規劃》還創造性提出「創新鏈」

概念，不再局限於點上的創新，而是

沿著產業鏈拓展，包括加強旅遊大數

據基礎理論研究，建立旅遊部門與其

他部門數據共享機製，推動政府、企

業、高校、科研院所等主體間資源整

合聯動，共同構建開放高效的協同創

新網絡。

從規模增長到品質提升：把提供優
質產品放在首要位置

坐船遊覽荷花大觀園、文化苑、歡

樂島，在木船裏深入白洋澱生態保護區

最深處的原生態蘆葦蕩，沿途欣賞白洋

澱水鄉婚俗、響板驚魚表演、魚鷹捕魚

表演，河北白洋澱景區通過整改提升，

將紅色文化、水鄉文化和生態文化結合

起來，景區內容和形式更加豐富。

進入新發展階段，旅遊業面臨高質

量發展新要求。與以往強調旅遊規模增

長的目標不同，《規劃》將高質量發展

作為主線，以「質」的提升替代「量」

的增長。

在業界專家看來，我國旅遊業在供

給側一直存在製約發展的因素，如優質

產品供給不足、精品缺乏、產品同質

化、季節依賴性強等。

《規劃》明確「旅遊有效供給、

優質供給、彈性供給更為豐富」的目

標，提出「堅持精益求精，把提供優

質產品放在首要位置，提高供給能力

水平，著力打造更多體現文化內涵、

人文精神的旅遊精品，提升中國旅遊

品牌形象」，這為旅遊業從供給側發

力指明了方向。

創造更多優質旅遊產品，離不開

市場主體的創造力。《規劃》在「增

強市場主體活力」方面作出詳細部署

，指出既要做強做優做大骨幹旅遊企

業，培育一批大型旅遊集團和有國際

影響力的旅遊企業，也要大力支持中

小微旅遊企業特色發展、創新發展和

專業發展。

促進旅遊和其他領域融合發展，也

將創造更多可能性。《規劃》要求，推

進旅遊與科技、教育、交通、體育、工

業、農業、林草、衛生健康、中醫藥等

領域相加相融、協同發展，延伸產業鏈

、創造新價值、催生新業態，形成多產

業融合發展新局面。

疫情沖擊過後，如何激發旅遊市場

主體活力、恢復和重建旅遊產業生態，

是保障優質旅遊產品持續供給能力的關

鍵。厲新建認為，要構建優質旅遊產品

供給的戰略框架，明確優質旅遊產品供

給的不同目標，區分不同的市場客群，

形成差異化供給能力。

韓元軍指出，要建設一批世界旅遊

景區、度假區為代表的優質旅遊產品，

打造一批文化特色鮮明的國家級旅遊休

閑城市和街區，提升冰雪旅遊、紅色旅

遊、鄉村旅遊等新業態的產業競爭力，

提升旅遊市場主體國際化、科技化、產

業化能力。

從 「以文促旅」 到 「以文塑旅」 ：
讓旅遊發展承擔傳播文化的使命

冬日，江西吉安吉州區興橋鎮釣源

古村，並排而立的帳篷裏展示著樂器、

特色小吃、助農產品等，眾多草根手藝

者齊聚一堂，現場製作美食、手工藝品

，節奏明快的架子鼓和悠揚動聽的吉他

彈唱此起彼伏，一旁的大舞臺上還有豐

富多彩的民俗表演。

「我們舉辦了許多場活動，持續豐

富文旅產品供給，發掘旅遊潛力。」江

西吉安吉州區文廣新旅局黨組書記、局

長歐陽小芳說，實踐證明，文旅深度融

合將為旅遊業高質量發展註入新動能。

《規劃》提出「以文塑旅、以旅彰

文」的重要原則，以及「把文化內涵融

入旅遊業發展全過程」的高要求。打造

一批文化特色鮮明的國家級旅遊休閑城

市和街區、建設一批富有文化底蘊的世

界級旅遊景區和度假區、推進國家文化

公園建設，都是促進文旅融合發展的重

要戰略抓手。

紅色旅遊、旅遊演藝、文化遺產旅

遊……文化和旅遊深度融合、相互促進

，將傳統文化、歷史文化、革命文化等

豐富的文化內容通過旅遊載體傳達給社

會大眾，旅遊成為人們感悟中華文化、

增強文化自信的過程。

對於如何保護傳承和利用人文資

源的問題，《規劃》提出「深入挖掘

和闡釋其中的文化內涵，把歷史文化

與現代文明融入旅遊業發展，提升旅

遊品位，在依法保護管理、確保文物

安全的前提下，推動將更多的文物和

文化資源納入旅遊線路、融入旅遊景

區景點」。

可以看到，《規劃》不重點強調經

濟效益，而更強調旅遊發展中的價值導

向，強調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引

領，推動旅遊業實現社會效益和經濟效

益有機統一。

「旅遊和文化深度融合既表現為文

化全面賦能旅遊發展，更要求旅遊發展

必須擔負傳播文化的使命。『十四五』

時期，各地要更加自覺推動文化賦能旅

遊，實現旅遊和文化的全方位、全領域

融合。」湖北省文化和旅遊廳黨組成員

、總規劃師唐昌華指出。

從點狀發展到全域協同：優化旅遊
業整體空間布局

在福建泉州，多條微旅遊線路深受

遊客喜愛——從最出名的開元寺、西街

出發，打卡周邊的古街、創意園區，夜

間來一碗小吃、欣賞一場演出，悠閑漫

步在古城中；周邊的特色鄉村、石獅十

裏黃金海岸、溫泉酒店，讓喜愛康養度

假遊的人們流連忘返。

在疫情防控常態化背景下，周邊遊

、本地遊逆勢上漲，人們的出遊熱情通

過「微度假」「微旅遊」得到釋放。

此次《規劃》在優化旅遊空間布

局方面有很多新亮點、新思路，提出

「推動更多城市將旅遊休閑作為城市

基本功能」「科學設計布局旅遊休閑街

區，合理規劃建設環城市休閑度假帶」

「為城鄉居民『微度假』『微旅遊』創

造條件」。

全國層面，要求東部地區推進旅遊

現代化建設，提升核心競爭力；中部地

區完善旅遊業體系，加速資源整合；西

部地區發揮自然生態、民族民俗、邊境

風光等優勢；東北地區轉型升級，突出

冰雪、生態旅遊特色。「這是第一次站

在全國層面，從空間角度對中國的旅遊

業進行整體布局。」文旅部資源開發司

副司長徐海軍說。

同程研究院首席研究員程超功表示

，對「十四五」時期國內的旅遊空間布

局提出的新要求，一方面回應了多樣化

的細分消費需求，另一方面充分考慮了

城鄉日益增長的休閑度假消費需求，將

旅遊空間規劃與城市群的發展規劃緊密

協同。

中國旅遊研究院規劃與休閑研究所

所長吳豐林指出，未來要按照「點—線

—面」進行空間布局，點上突出產業的

空間承接功能，線上突出有形的旅遊功

能建設和無形的區域間目的地整合，面

上突出全域旅遊理念落地和目的地綜合

供給能力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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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PE Clinic wishes you and your family 

a happy and healthy New Year.

Follow us on social media

We have what you need to help keep you
and your family healthy this year:

Medical Care, Eye Care, OB/GYN, Dental Care, 
Pediatrics, Behavioral Health, Flu vaccines, and

Covid-19 test (Rapid and PCR) are available 

HOPE-Main Room #133
No wait or appointment

for COVID-19 vaccines adults and children

HOPE Clinic
7001 Corporate Dr.#120

Houston, TX 77036
713.773.0803

Please check our 
website for hours 
www.hopechc.org希望診所祝您與家人新年快樂、身體健康!

我們有您所需要的醫療專業人員與設備，幫助您與
家人全年都保持健康! 包括： 健康檢查、眼科、婦

產科、牙科、兒科、行為健康、流感疫苗。
有做Covid-19 新冠測試（快速與 PCR）    

HOPE-大廳 #133  無需等待或預約 
為成人及兒童新冠疫苗註射 

請上網查詢開放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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