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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曝烏克蘭邊境俄軍進入戰鬥位置
（中央社）美國官員說，俄羅斯已
將部分遠距砲彈和火箭發射器移到射擊
陣地，對烏克蘭構成威脅。
據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新聞網
（CBS News）14 日報導，部分俄軍已
離開集結區，開始進入 「攻擊準備位置
」 ，而這和 13 日調動的狀況不同。
這位官員說，美國認為俄羅斯會在
本周末前攻擊烏克蘭，但不確定會採取
哪種形式。一旦俄羅斯展開攻勢，由於
美國在地面不會有部隊，在空中也沒有
偵察機，加上俄羅斯會進行網攻和電子
戰，以屏蔽通訊，因此美方對狀況的掌
握將大減。
美國官員說，如今俄羅斯已有
80%發動全面侵略所需的兵力，而其他
部隊還在路上。目前有超過 10 萬俄羅

斯大軍集結烏克蘭邊境，白宮國安顧問
蘇 利 文 （Jake Sullivan） 13 日 警 告 ，
俄羅斯總統普丁基本上隨時可能下令侵
略烏克蘭。
據 CNN 新聞網報導，儘管美俄都
說，他們仍未放棄外交談判，但五角大
廈發言人柯比（John Kirby）周一在簡
報中說，普丁仍在增加陸、海、空中可
動用的武器選項。他指出，普丁除了加
派步兵和裝甲車外，還增加了防空飛彈
防禦系統和戰機。此外，普丁在黑海集
結的軍艦中，至少有 6 艘是通用登陸艦
，以運送部隊上岸。
另一方面，柯比說，近幾星期來，
俄方還加強了後勤與保障能力，以確保
若要拉長駐軍時間能滿足所需。

（路透社
路透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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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益從小做起
我見我聞我思
Wealee@sc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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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這個疫情蔓延社會不
安的時代, 我們目睹多少人
在貧窮缐下求生, 許多困苦
無助的社會低層民眾, 無家
可歸 ,社會貧富懸殊不斷加
大, 社會治安繼續敗壞 ,不論
政客們大開支票， 但是社會
不公不義之黑暗面 ，他們是
視而不見。
我在美國生活了數十年
， 自己感到對社會之關懐還
是非常不足 ，老實說 ，宗教
團體確實發揮了重要的力量
，如果美國這個國家沒有宗
教之束縛， 社會治安之墮落
會更加嚴重。

上週末，我們有機會再
次參加外孫女学校發動的社
區福利義捐活動， 她們透過
自己親手創作的小禮物及藝
術品在集市中出售並籌款做
為社會公益之捐款，當我們
到達現場時， 看到她們巧製
的書箋 放置在桌面上， 並且
向顧客們兜售， 許多家長們
毫不吝於掏錢購買， 据說當
天的書箋全部賣光， 當然其
中也有我們的貢獻囉。
我們更要繼續教育下一
代的華亞裔年輕一代， 作出
積極之奉獻是責任也是義務
。

Contribution To Our
Community
In order to support and
encourage local kids,
entrepreneurs at the fun
event last weekend
participated in the Love
Bugs Children’s
Business Fair hosted at
Holy Cross Lutheran
Church.

幾內亞共和國駐休斯敦名譽總領事

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In the last two years,
because of the spread
of the pandemic and
social unrest, we have
witnessed so many
people living in poverty
and helplessness. The
gap between the poor
and rich is increasing.
No matter how much
politicians promise, they
turn a blind eye to the

dark side of social
justice.
We were so glad last
weekend that we were
able to participate with
our granddaughter and
her friends. She made a
beautiful bookmark and
sold it at the fair.
As part of society, we
as Asian American
citizens need to do
more to help the needy
people and the less
fortunate.
We are so glad that our
younger generation fully
understands their role
in the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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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著華觀點
李著華觀點:: 超愛超級杯
超愛超級杯---源遠流長的美國超級盃文化
源遠流長的美國超級盃文化】】
備受矚目的 NFL 美式足第 56 屆超級盃(Super Bowl)冠軍賽經過洛杉磯公羊隊和辛辛那提
孟加拉虎隊扣人心弦的激戰後，公羊隊在終場前 1 分 25 秒靠著關鍵的 TD 達陣，以 23 比 20 逆
轉勝奪冠,這也是該隊自從 1999 年以來第 1 座超級盃冠軍, 在虎虎生風的中國虎年到來之際,
“羊”未入”虎”口, 算是相當幸運, 而具有華人血統的公羊隊華裔球星遲友駿（Taylor Rapp
）在這場比賽七次 成功擒抱（tackle）對手，是公羊隊再次奪冠的第二大功臣。
超級杯是美國人非常重視的體育競技，上至白宮的達官顯要，下到街坊鄰里的升斗小民，
以及遠在海外服役的美國軍人，有一半的美國人都癡癡守在電視或網路前觀看精彩絕倫的比賽
, 超級杯之所以稱之為”超級”,是因為這場大賽從頭拼到尾, 完全沒有冷場,所以球賽的勝負輸
贏不到最後的關鍵時刻,極難決定出來,往往都會像今年一樣, 出現"逆轉勝"的超級戰況,超級杯球
賽往往都在詮釋了人生的真諦。
由於超級杯的氣勢特別旺, 所以帶來了人潮,有了人潮當然就會帶來錢潮，擁有今年電視獨
家實況轉播權的 NBC 早在超級杯開賽之前數月已經開出廣告費每三十秒六百五十萬美元的賣
價紀錄，換句話說,今年的超級杯廣告費是每秒鐘超過 20 萬美元，這真的是唯我獨尊的天價啊!
超級杯的收視率到底有多超級？根據權威的尼爾遜 Nielsen 收視率調查,在美國歷史上收視
率最高的十個電視節目排名榜中竟然有九個是歷年的超級杯，另一個是播放多年的連續喜劇
《外科醫生》M*A*S*H 的最後一集，超級盃的魔力與魅力由此可見一斑！
不過隨著網路發達，超級杯近年來面臨了危機挑戰，政治力量和社會運動使超級杯的身份
變得更複雜。超級杯的本質是將人們從社會爭議或黨派仇恨中解脫出來，但現在許多大公司認
識到社會爭議可能會對企業帶來好處，於是花大錢在超級杯中做出負面的置入性行銷廣告以鼓
惑人心。
一場覆蓋一億多美國人的超級杯賽事，總會觸及到社會上的各個群體，所以負責籌辦超級
盃的 NFL 美式足球聯盟必須把超級杯作為公正的平台來捍衛傳統的美國價值觀！

新冠疫情致日本醫療系統告急，
新冠疫情致日本醫療系統告急
，大阪一醫院院長
大阪一醫院院長：
：如同
如同“
“戰時狀態
戰時狀態”
”
（綜合報道）近期，新冠疫情在日本持續蔓延，多地醫療系統告急。其中，據讀賣電視台 14 日報導
，在病床使用率“極為緊張”的大阪，醫療系統狀況“嚴峻”，大阪府堺市邦和醫院院長和田邦雄接受
該媒採訪時稱“週末如同戰時狀態”。
和田邦雄說道：“我擔任急救醫院院長已經有約 40 年，還是第一次遇到這種狀況，發生重大自然災
害的時候都不會發生這種事態。”報導稱，近兩週該醫院的病床一直處於被佔滿的狀態，但 13 日有 26 件
新冠患者請求入院的申請。
報導寫道，在醫療前線還會感受到“奧密克戎毒株”的特徵。報導援引和田的話稱：“（新冠患者
中）接種 3 次疫苗的人也有不少，老年人從（養老）機構轉移過來後迅速就會演變為重症，也就是說需
要立即到急診室進行氣管插管人工呼吸。”
近期，在日本，因新冠患者無法入院而在家中死亡的事例增加。例如，《讀賣新聞》報導，大阪府
政府 14 日發布消息稱，一名沒有基礎疾病的 60 餘歲男子患新冠后（1 月 30 日）病情惡化，但因無法找到
能夠收納他的醫院被迫居家，1 月 31 日在家中死亡。

韓美日外長譴責朝鮮敦促對話

對朝鮮沒有敵對意圖，並表示將繼續保持
對朝無條件對話的立場。三國外長在此次
會談中就韓美日同盟在維持區域內和平穩
定上的必要性再次達成一致，三國將在此
基礎上推進安保領域的合作。
（綜合報道）韓國外交部長官鄭義溶、美國國務卿安東尼·
值得注意的是，聯合聲明表示，反對“改變當前狀態、造成
布林肯（Antony John Blinken）、日本外務大臣林芳正在美國夏
威夷檀香山舉行會談，並在會後發表聯合聲明，譴責朝鮮近期接 區域緊張的任何單方面行為”，強調遵守《聯合國海洋法公約》
等國際法的重要性，強調維持台灣海峽和平與穩定的重要性。有
連試射導彈，敦促朝方重返對話。
聯合聲明指出，三國外長譴責朝鮮接連發射彈道導彈進行武 韓媒指出，這是韓美日外長聯合聲明中首次出現“台灣海峽”的
力示威，並對這些行為引發緊張局勢表示擔憂。三方強調韓美日 字樣，表現出了牽制中國的意圖。

會後，韓美外長單獨舉行會談。鄭義溶積極評價美國近期通
過發布印太戰略重申參與區域事宜的意志。布林肯表示，舉辦韓
美外長會體現了美國重視韓美同盟和參與區域事務的堅定意志。
此外，鄭義溶與林芳正也單獨舉行了 40 分鐘會談，這是林
芳正擔任外務大臣後韓日外長首次舉行會談。鄭義溶重申韓國政
府對日本在二戰時期強征韓籍勞工、動員“慰安婦”等問題的立
場，並呼籲日方為尋求受害者能夠接受的解決方案加速推進外交
部門之間的協商，並對日方佐渡金山申遺表示遺憾並抗議。林芳
正表示，不能接受韓方對佐渡金山的單方面主張，對於歷史問題
，日本仍堅持韓國應該制定適當對策的立場。

亞洲時局

韓總統候選人稱“若執政將徹查現政府弊案”

文在寅憤怒要求道歉
綜合報導 針對韓國最大在
野黨國民力量黨總統候選人尹
錫悅有關“若執政將徹查現政
府 弊 案 ” 言 論 ， 總 統 文在寅和
執政黨總統候選人李在明要求前
者道歉。
據韓聯社報道，青瓦台國民
溝通首席秘書樸洙賢表示，文在
寅在當天上午的幕僚會議上表示
，（尹錫悅）究竟是在擔任中央
地方檢察長、檢察總長期間對現
政府積弊熟視無睹，還是想借著
調查之名捏造莫須有的罪名，應
給出交代。文在寅還說，“對
（尹錫悅）毫無根據地將現政府
誣陷爲積弊調查對象和非法（存
在）的行爲，表示強烈憤怒，要
求道歉”。
此外，執政黨總統候選人李

在明 也 要 求 尹 錫 悅 道 歉 。 《 韓
民族日報》稱，李在明 10 日表
示，現在不是政治報複，而是
致力于克服危機、恢複經濟的
時 候 ， “ 希 望 （ 尹 錫悅）向國
民道歉”。
尹錫悅此前接受《中央日
報 》采訪時被問及，當選後是否
會像文在寅政府初期一樣徹查前
政府弊案，做出了肯定回答。但
尹錫悅表示，身爲總統不會幹預
調查過程。他說，現政府對上屆
政府的調查是依照憲法和原則，
難道下屆政府調查現政府舞弊就
是報複嗎？凡事都要按程序走。
距韓國總統大選還有不到一
個月，尹錫悅近日也發出對華強
硬言論。尹錫悅 8 日在美國《外
交》雜志上發表文章稱，“構築

從毒品名單中剔除 泰國成亞洲首個大麻合法化國家
綜合報導 繼 兩 年 前 宣 布 醫 用 大 麻 合 法
後，泰國政府 8 日進一步將大麻從毒品管
制名單中移除，成爲亞洲首個大麻合法化
的國家。
據泰國公共廣播服務公司（Thai PBS）報
道，泰國衛生部長阿努丁· 查恩維拉庫爾
（Anutin Charnvirakul） 2 月 8 日 簽 署 政 府 公
告，宣布除了四氫大麻酚（引起神經快感
高 漲 的 精 神活性物質）高于 0.2%的大麻提取
物以外，將大麻從泰國第五類毒品名單中剔除
，徹底解除大麻與毒品的關系，爲家庭種植大
麻鋪平道路。
該變更將在政府公告公布 120 天後正式生
效。
阿努丁一直積極推動大麻合法化，推動其
成爲經濟作物。阿努丁是泰國聯合政府的主要
合作黨派——泰國自豪黨的領導人，並在 2019
年大選中承諾大麻生産合法化以幫助農民。阿
努丁稱，泰國衛生部的目標是推動各方充分利
用大麻，創造價值，包括醫療應用、研究開發

以及發展大麻産業等，爲民衆創造就業機會和
收入。
阿努丁稱，大麻非常有用，可以用于
醫 療 ， 因此泰國人將能夠合法地種植大麻，
用于醫療目的，或像其他草藥一樣用于商業化
，但必須對其進行適當的控制，“因爲我們一
直被告知，大麻是一種毒品”。
根據最新規定，未來民衆通知當地政府
後，可以自己在家種植大麻，但用于商業必
須先申請執照。
不過，衛生部長沒有明確說明大麻能否用于
娛樂用途。美聯社稱，泰國大麻的生産、銷售
和擁有仍將受到部分監管，娛樂用途依舊被禁
止。衛生部的既定政策主要爲促進大麻用于藥
用目的，並圍繞衍生産品建立産業。目前尚不
清楚擁有大麻是否不再構成犯罪行爲。相關法
律的混亂意味著大麻的生産和擁有暫時仍然受
到監管，娛樂性吸食大麻可能處于灰色地帶。
泰國 2018 年開始推動大麻合法化。2019
年，泰國政府發布規定，批准在醫用和研究領

域使用大麻，允許第 5 類毒品（大麻和卡痛葉
植物植株）用于醫療研究和發展醫學成果，並
可在醫生監管下用于一些疾病的必要治療。
2020 年，泰國進一步放寬醫用大麻相關規
定，開放醫生、病人及傳統療法施行者，申請
種植醫用大麻，並允許醫藥産品制造商出口醫
用大麻産品。
此次發布的規定，更是徹底將大麻從管
制清單中去除，除四氫大麻酚值高于 0.2%的
以外，徹底將大麻與毒品解綁。路透社稱，
自大麻逐漸合法化以來，泰國的飲料及化妝
品公司爭相推出含有大麻及大麻二酚
（CBD）的産品。
大麻中含有精神活性物質，例如四氫大麻
酚（THC），能讓人産生興奮感，可對人造成
精神和生理影響，因此在全球大多數國家都受
到嚴格管制，尤其是限制其娛樂用途。目前，
娛樂性大麻合法化的地區有加拿大、格魯吉亞
、烏拉圭，以及美國的 9 個州和華盛頓哥倫比
亞特區。

堅固的韓美同盟就是鞏固韓國外
交的中心軸”。尹錫悅批判文在
寅政府的外交安保政策，主張應
重新整頓與中國的複雜關系，新
時代的中韓合作應該以“安保問
題不能影響經濟問題的原則爲基
礎”，他還提出爲應對朝鮮日益
增長的導彈威脅，韓國應對追加
部署“薩德”系統持開放態度。
此外，尹錫悅認爲，韓國在中美
競爭中應該站在美國一邊，還應
帶頭促進自由、開放、包容的印
太秩序，他甚至主張韓國應積極
參與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對話”
機制。不過，韓國外交安保專家
警告稱，韓國應該慎重地參與將
中國定性爲直接威脅的反華聯盟
，這只會導致與中國不必要的緊
張關系。

綜合國際
星期二

2022年2月15日

A4

Tuesday, February 15, 2022

歐盟公布《芯片法案》
實現戰略雄心前景存疑

意大利前總理倫齊遭檢察官公訴
被控非法政黨融資
綜合報導 意大利佛羅倫薩地方檢察官向法院提起訴訟，指控意大
利前總理、意大利活力黨主席、國家參議員馬泰奧· 倫齊涉嫌非法政黨
融資。
據報道，佛羅倫薩地方檢察官表示，倫齊應該接受法院審判，檢察
機關已經對開放基金會違規行爲進行了調查，該基金會曾幫助倫齊從佛
羅倫薩市長成功競選意大利總理，並支持身爲民主黨領導人的倫齊組建
意大利活力黨。
據悉，作爲調查的一部分，目前檢方已經向其他 10 名涉案人員提出
司法訴訟。其中包括議員、企業高管和基金會前主席等，這些人被控非
法爲政黨融資，涉嫌腐敗、洗錢和進行影響力交易。
接受調查的還有四家涉案公司，其中包括英美煙草意大利公司。根
據檢察官的說法，開放基金會曾獲得英美煙草 350 萬美元資助，用于支
持倫齊及其盟友的政治活動。
報道稱，在另一個案件中，意大利央行最近暗示可能存在可疑的金
融交易，這些交易支付給了倫齊的賬戶。沙特阿拉伯也曾向倫齊提供咨
詢服務費約 110 萬歐元。
倫齊否認有任何不當行爲，並通過社交媒體表示，佛羅倫薩地方檢
察官多年來一直以他爲目標，調查一個支持他的基金會。他已向意大利
另一個地區的檢察官提起訴訟，指控佛羅倫薩地方法官在對他長達數年
的調查中濫用權力。
倫齊說，他對佛羅倫薩三名地方檢察官提起刑事訴訟，並指出其中
一名檢察官此前曾試圖起訴他的家人，但沒有成功。他補充說，“我沒
有犯罪，我希望佛羅倫薩法院能夠秉公執法”。
倫齊曾任佛羅倫薩市市長、意大利民主黨主席、2014 年至 2016 年擔
任意大利總理。目前爲意大利國家參議員，領導著議會一個小型中間派
政黨活力黨。據悉，法院首次聽證會將于 4 月 4 日舉行，屆時一名調查
法官將決定是否立案，並進行相關法庭調查和審判。

新冠疫情致意大利出生率持續下降

2021 年新生兒不足 40 萬
綜合報導 受新冠疫情影響，意大利出生率持續下降。當地時間 10
日，意大利國家統計局(Istat)局長布蘭吉亞多表示，意大利 2021 年新生
兒出生登記人口不足 40 萬人。
據報道，意大利民防部 10 日報告新增新冠確診病例 75861 例，新增
死 亡 病 例 325 例 。 截 至 當 地 時 間 10 日 18 時 ， 全 國 累 計 確 診 病 例 達
11847436 例，累計死亡病例達 150221 例。
當天，意大利藥品管理局(AIFA)局長馬格裏尼(Nicola Magrini)在接
受媒體訪談時說，意大利衛生當局不會推出第四劑新冠疫苗加強劑，但
可能會每年提供一次後續補充劑疫苗。
歐洲藥品管理局疫苗戰略負責人卡瓦萊裏(Marco Cavaleri)在新聞發
布會上則說，倘若每四個月給予一次加強劑疫苗注射，將會使人們的免
疫系統超負荷。雖然使用額外的加強劑可能是應急計劃的一部分，但在
短時間內重複接種疫苗並不代表可持續的長期戰略。

西南華人浸信會

大選進入兩個月倒計時
法國極右翼總統候選人激烈“內戰”
綜合報導 法國 2022 年大選進入兩個
月倒計時。同爲極右翼總統候選人的瑪麗
娜· 勒龐和埃裏克· 澤穆爾之間的競爭逐漸
白熱化。民調顯示，他們中的一方如果能
夠“吃掉”對方的選民，那麽支持率將超
過現任總統馬克龍，有望問鼎法國總統寶
座。
據法報道，民調顯示，雖然自稱“中
間派”的總統馬克龍尚未宣布參選，但對
其連任的民意支持率目前最高（24%），
傳統右翼共和黨候選人佩克雷斯居第二
（16.5%），“政壇老將”勒龐和“政治
素人”澤穆爾以 14%的支持率並列第三。
之後是綠黨候選人雅多（8%）、左翼社
會黨候選人伊達爾戈（3%）。
民調還顯示，澤穆爾的支持率在近期
上漲，而勒龐則下降。有分析認爲，澤穆
爾的人氣上升不僅是由于他自組新黨、四
處舉行集會拉票，也得益于從勒龐那邊
“大挖牆腳”。
在本月 5 日于法國東北部城市蘭斯舉
辦的競選集會中，勒龐作爲極右翼政黨
“國民聯盟”的總統候選人，對競選對手
澤穆爾火力全開。她抨擊澤穆爾“沈醉于
自己的小圈子”，並指責澤穆爾的親信中
混有“納粹分子”。

綜合報導 立陶宛總理因格
麗達· 希莫尼特周四在訪問烏克蘭
期間表示，來自立陶宛的美制“毒
刺”防空導彈將在未來幾天內移交
給烏克蘭。據此前報道，這批美制
武器的轉讓已獲美方批准。

希莫尼特說：“我們正在增加
派往烏克蘭的軍事教官的數量，並
向該國提供額外的武器。來自立陶
宛的‘毒刺’防空導彈將在未來幾
天抵達烏克蘭。我希望並真誠地期
盼烏克蘭永遠不會使用它們。”
據報道，立陶宛向烏克蘭提
供援助的決定，是在美國政府批
准波羅的海國家可以將美制武器
裝備移交給烏克蘭之後做出的。
除了“毒刺”防空導彈，立陶
宛還將向烏克蘭特種部隊提供價值
34.2萬歐元的24台熱成像儀。
烏克蘭總理傑尼斯· 什米加爾

關榮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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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立陶宛的援助“及時而重
要”。
俄羅斯塔斯社稱，針對包
括美英在內的國家向烏克蘭提
供武器的做法，俄羅斯駐歐安
組織特使亞曆山大· 盧克舍維奇
周四表示，烏克蘭的“外國贊
助商”正通過向該國運送武器
鼓勵該國破壞明斯克協議。
盧克舍維奇說：“他們正在推
動（烏克蘭當局）‘頭腦發熱’，
以軍事方式解決頓巴斯問題。”
他指出，烏克蘭的外國支持者應
該幫助在烏克蘭內部建立對話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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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進明斯克協議，而不是“投資
于烏克蘭的軍事化”。
盧克舍維奇還反問道：
“如果基輔當局聲稱它們沒有
准備進攻行動或武裝挑釁，那
麽這一切是爲了什麽呢？”
立陶宛總理希莫尼特還稱，
立陶宛還將恢複烏克蘭軍人在
立陶宛的康複治療工作，並建
立其他醫療支持。
本月，立陶宛政府的一個特
別代表團也在基輔開展工作，該代
表團正在尋找在雙邊和歐盟形式內
向烏克蘭提供額外援助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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妖魔化”，即采取較爲溫和的立場，主
動與黨內最極端派系剝離，不夠“極右
”。相比之下，澤穆爾的主張更爲激進
，他在最近的競選集會上反複提及法國
家庭購買力下降是因爲“高稅收、移民
和伊斯蘭教”。
4 月 10 日，法國總統選舉將進行第一
輪投票，24 日進行第二輪投票，法國《回
聲報》援引政治學家的分析稱，“兩名極
右翼候選人降低了這個政治派別獲得第二
輪資格的可能性”。

立陶宛總理：將在未來幾天向烏克蘭提供“毒刺”防空導彈

Southwest Chinese Baptist Church
281-495-1511 網址：www.swcbc.org

而就在勒龐
發表競選演說的 3
個小時前，澤穆爾
作爲極右翼政黨
“重新征服”的總
統候選人，在法國
北部城市裏爾同樣
舉辦了一場集會爲
大選造勢，宣揚
“法國優先”，約
7000 名支持者來到
現場。
競選活動的時
間安排被認爲是法
國總統選舉的重要
風向標之一，勒龐和澤穆爾選擇在同日舉
行集會，暗示著彼此都將對方視爲本屆選
舉的頭號對手。
雙方在競選團隊人員上的競爭也十分
激烈。原“國民聯盟”重要成員、歐洲議
會議員吉爾伯特· 科拉德近日“轉投”澤
穆爾陣營，並擔當其競選的主要助手。就
連勒龐的侄女瑪麗安· 馬雷夏爾-勒龐都出
現了“動搖”的迹象。
據法媒報道，在一些法國鐵杆極右翼
眼中，如今的勒龐急于將自己的政黨“去

英語崇拜/國語崇拜/粵語主日學
國語主日學
粵語崇拜/英語主日學
中文學校(粵語,國語)(only during school year)

335 Avenue E,Stafford,
TX 77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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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升全球行業競爭力
根據歐盟委員會 8 日公布的《芯片
法 案 》 ， 到 2030 年 ， 歐 盟 擬 動 用 超 過
430 億歐元的公共和私有資金，支持芯片
生産、試點項目和初創企業，並大力建
設大型芯片制造廠。
根據法案，到 2030 年，歐盟計劃將

芯片産量占全球的份額從目前的 10%提
高至 20%，滿足自身和世界市場需求。
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表示，該
法案將提升歐盟的全球競爭力。在短期
內，此 舉 有 助 預 判 並 避 免 芯 片 供 應 鏈
中斷，增強對未來危機的抵禦能力；
從長遠來看，《芯片法案》應能實現
“從實驗室到晶圓廠”的知識轉移，並
將歐盟定位爲“創新下遊市場的技術領
導者”。
下一步，歐委會將開展協調工作，
了解整個歐盟半導體價值鏈現狀，預測
潛在幹擾，並采取措施克服目前的芯片
短缺。歐盟成員國、歐洲議會將對《芯

面臨較大政治阻力。
該法案能否撬動更多私營投資也尚
未可知。一年多來，歐盟一直在推動台
積電、三星和英特爾三大制造商在歐洲
建廠，生産最新一代芯片，只有英特爾
表現較爲積極。
另外，分析人士指出，該法案對
歐洲汽車行業“缺芯”狀況助力有限
。受到芯片短缺、供應鏈瓶頸的嚴重
衝擊，歐洲面臨數百萬輛汽車停産風
險。汽車行業高管一再遊說歐盟盡快
拿出措施，緩解供應壓力。歐盟《芯
片法案》的戰略目標顯然與汽車行業
的期待並不完全匹配。歐盟層面錨定
的是 5 納米以下的尖端芯片，目前廣
泛應用于汽車生産的主要是 14 至 28 納
米的芯片。
韋斯塔格也對汽車行業的呼聲潑冷
水：“《芯片法案》不是爲了解決目前
的芯片短缺問題，而是要預見即將發生
的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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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委員會日前公布備受關注的
《芯片法案》，旨在確保歐盟在半導體
技術和應用領域的競爭優勢以及芯片供
應安全，進而成爲這一領域的領導力量
。但歐盟能否實現其戰略雄心，依然存
在不少疑問。

片法案》展開討論，一旦獲得通過，將 生産設施方面共同努力，確保歐洲在全
適用于整個歐盟。
球價值鏈中的關鍵角色。”
負責內部市場的歐盟委員蒂埃裏· 布
改變産業依賴局面
雷東說，歐盟的目標是在歐洲生産最複
隨著工業向數字化轉型，歐盟近年 雜和節能的半導體，使歐洲工業保持競
來認識到芯片的重要性以及對第三方供 爭力，創造高質量的就業機會，並滿足
應商的嚴重依賴，希望借《芯片法案》 不斷增長的全球需求。
提高戰略自主。特別是新冠疫情暴發令
歐盟進一步意識到，如果全球供應鏈受
推進效果有待觀察
到嚴重破壞，歐洲一些工業部門將很快
《芯片法案》雖然頗具雄心，但能
陷入芯片短缺，許多行業將因此陷入停 否完全落地存在疑問。此前，歐委會曾
滯。
提出一項類似的微芯片計劃，未能達到
2021 年 7 月，歐委會啓動處理器和 目標。
半導體行業聯盟，明確歐盟當前在微芯
歐盟當前的財政環境將對法案生效
片生産方面的差距。同年 9 月，馮德萊 造成阻礙。該法案需要成員國層面出資
恩在“盟情咨文”中提及歐洲芯片戰略 ，但隨著歐元區通脹率不斷上升，包括
願景，表示將構建歐洲芯片生態系統。
德國在內的成員國對大規模公共投資的
負責數字政策和競爭事務的歐委會 興趣正在下降。德國財政部長林德納多
執行副主席瑪格麗特· 韋斯塔格說：“我 次警告通脹風險，日前呼籲今年夏季開
們的供應安全不應依賴一個國家或一家 始就歐盟財政規則展開“真正的辯論”
公司。我們必須在研究、創新、設計、 。這一迹象表明，大規模公共投資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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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價直奔 100 美金大關
澤連斯基邀拜登訪烏以穩定人心
（綜合報導）隨著烏克蘭危機進入最動蕩的一周，由於投資者擔憂俄羅斯原油出口受阻，
國際油價已經快速邁向 100 美元/桶大關。
2 月 14 日亞洲交易早盤，4 月交貨的布倫特原油期貨漲至 95.65 美元/桶，3 月交貨的 WTI 原
油期貨升至 94.39 美元/桶。
為穩定局勢，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邀請美國總統拜登近期訪問烏克蘭。烏克蘭當局還澄清
，該國沒有關閉領空。
與此同時，俄羅斯繼續譴責美國炒作“俄入侵烏克蘭”論。俄外交部發言人扎哈洛娃指責
美國聯動西方媒體搞信息戰，指責各國“歇斯底里症發作”。
在局勢動蕩之時，美國大型軍火商將成為最大贏家。雷神公司、洛克希德•馬丁公司已經
暗示公司收益將上升。
隨著烏克蘭危機加深，截至 2 月 11 日收盤時，4 月交貨的布倫特原油期貨上漲 3.31%，收
於 94.44 美元/桶；3 月交貨的 WTI 原油期貨漲幅為 3.58%，收於 93.10 美元/桶。俄羅斯是全球
第三大產油國。
據標普全球普氏能源消息，在 14 日寫給投資者的提示中，荷蘭國際集團分析師指出，短期
內，俄羅斯烏克蘭問題對油價的影響非常關鍵，還可能影響其他商品市場。除原油外，俄羅斯
也大量出口天然氣、石油產品、小麥等。
《華爾街日報》則援引分析師預測指出，就算俄羅斯採取軍事行動、西方國家立刻實施制
裁，也不會對能源供應產生重大阻礙。一方面，美國政府準備的製裁中尚未涉及俄羅斯的能源
產業；另一方面，化石燃料出口對俄羅斯經濟至關重要。
眼看局勢不確定性加劇，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再度出面滅火。
週日，澤連斯基與拜登進行通話。據烏克蘭公佈的通話內容，澤連斯基稱烏克蘭了解該國
面臨的“所有威脅”，強調烏克蘭首都基輔和其他重點城市依然“安全，有可靠的保護”。
他表示，烏克蘭感受到了西方國家的支持，也希望這些支持能“阻止恐慌蔓延”。在對美
國支持表示感謝之時，澤連斯基邀請拜登“未來幾天”內訪問烏克蘭，稱拜登的到訪將有助於
穩定局勢、有利於讓緊張氣氛降級。
而在美國白宮發表的兩人通話中，沒有提到澤連斯基邀請拜登訪問一事。有官員透露，拜
登沒有對邀請做出積極回應。美國已經呼籲在烏美國公民盡快撤離。
上週末，美國媒體報導援引消息人士透露的信息報導，拜登在與一些歐洲國家領導人的視
頻會議中稱俄羅斯將於 2 月 16 日入侵烏克蘭。該報導在烏克蘭引發恐慌。
據烏克蘭媒體追踪，該國富人和寡頭開始前往國外。僅週日當天，就有約 20 架包機和私人
飛機離開基輔。
荷蘭航空公司 KLM 已經宣布取消前往烏克蘭的航班，德國漢莎航空正在考慮暫停烏克蘭航
班。為了協助航班正常運行，烏克蘭政府週日宣布撥款 5.92 億美元，確保民航安全。
烏克蘭政府也強調該國沒有關閉領空，有官員還指責 KLM 航空公司對烏克蘭實施“封鎖”
。
與拜登通話前，澤連斯基在周六接受采訪時已經忙於滅火。他再次呼籲民眾保持冷靜，稱
政府了解“所有風險”：“如果任何人有關於俄羅斯肯定要在 16 日入侵的其他消息，請提供給
我們。”
俄羅斯外交部發言人扎哈羅娃週末譴責西方媒體在美國的命令下發動信息戰。
扎哈羅娃指出，這兩個月來，美國每天都在宣布俄羅斯要入侵烏克蘭，“你們見過這樣的
事情嗎？”她表示，烏克蘭總統和官員此前一直重申沒有俄羅斯要立刻入侵的信息，“現在連
他們都在讓那些關心局勢的人分享信息。”
對於俄羅斯 16 日要發動入侵的說法，扎哈羅娃回應，除了部分西方媒體和所謂的匿名美國
信源之外，“明顯沒有其他人有證據”。她指責西方媒體為美國政府散佈“客戶定製版故事”
，以將局勢推向臨界點。
扎哈羅娃認為，這種做法是在嘲弄常識和烏克蘭民眾，而西方不斷炒作的入侵論則是“歇
斯底里症發作”。
週六與拜登通話前，普京也與法國總統馬克龍進行通話。據克里姆林宮公佈的通話內容，
普京在通話中表示，俄羅斯要入侵烏克蘭的說法是“挑釁性猜測”，是在為烏克蘭政府軍在烏
東部頓巴斯地區採取軍事行動創造條件。
法國總統府官員也稱，在馬克龍與普京的通話中，普京沒有表示俄羅斯準備發起進攻。

上週，馬克龍已經前往俄羅斯與普京會面。當地時間本週一和周二，德國總理朔爾茨將先後訪
問烏克蘭和俄羅斯。
對於週二與普京的會談，朔爾茨在接受議會問詢時表示，會談的主要目的是防止歐洲出現
戰爭，向俄羅斯明確一旦軍事入侵將面臨的後果。與此同時，德國也將把握一切機會通過會談
來推動事態緩解。
朔爾茨認為，會談出現突破性進展的可能不大。但他將通過會談更好了解俄羅斯的意圖，
“搞清楚是否還有機會重返對話”。
關於俄羅斯計劃於 16 日入侵烏克蘭的說法，白宮國家安全顧問沙利文等美國高級官員均無
法證實。
沙利文週日接受媒體採訪時稱美國“無法完美預測入侵時間”，但正如美國警告的，近期
“任何一天”俄羅斯都可能採取大規模軍事行動。他重申，美國將捍衛北約成員國領土。烏克
蘭不是北約成員國。
美國國防部發言人柯比當天也拒絕證實 16 日入侵的說法，稱相關評估來自不同信源，不僅
僅是內部情報。
美國預計目前俄羅斯在俄烏邊境的駐軍人數已經升至約 13 萬。沙利文表示，如果俄羅斯入
侵，將首先發動導彈和炸彈襲擊，之後再派出地面部隊。
為加大對俄羅斯的威懾，美國準備向北約東翼的波蘭增派 3000 士兵。此前美國下令 8500
士兵處於戒備狀態，以在有需要時前往北約東翼。
近期，北約成員國紛紛向烏克蘭加大武器運輸。據烏克蘭國防部統計，截至週日，該國已
經接收了 1500 噸彈藥，其中 180 噸來自美國。
在這場混亂中，雷神公司、洛克希德•馬丁、諾斯羅普•格魯曼、通用動力等大型軍火商
將成為最大贏家。近期，各公司的股價不斷飆升。
雷神 CEO 海耶斯（Greg Hayes）在 1 月底的營收會議上表示，由於東歐的緊張局勢、阿聯
酋遭遇無人機襲擊等，“我期待我們將從中看到收益。”
洛克希德•馬丁公司 CEO 馬丁（Lockheed Martin）也在 1 月底的營收會議中做出類似表
態。他直言，類似俄羅斯烏克蘭問題的“大國競爭”將帶來更好收益。馬丁稱，從美國歷史上
來看，當這些大國競爭的環境發生變化時，“我們不會只是坐等變化發生。”
洛克希德•馬丁、波音、雷神、通用動力等軍火巨鱷也是美國知名智庫美國戰略與國際問
題研究中心的大金主。近期，戰略與國際問題研究中心發表的文章詳細預測了俄羅斯可能入侵
烏克蘭的路線和軍力，呼籲美國軍事介入。

美加跨境大橋恢復通車，加警方驅離反疫苗示威者
（綜合報導）加拿大警方當
地時間 13 日驅散加美跨境大橋
——大使橋上的反防疫政策示威
者，這條加美之間最大的陸路貿
易通道在被抗議者封鎖約一周後
重新開放。
據加拿大環球新聞網 14 日報導，
加拿大邊境服務局當地時間 13 日
晚通過社交媒體發表簡短聲明說
，大使橋通關手續已恢復辦理，
但不建議非必要的旅行。大使橋
管理方美國底特律國際大橋公司
發表聲明表示，截至美東時間 13
日晚 11 時，大使橋所有車道都已
開放通行，加美間的商業經濟自
由流動得以恢復。
大使橋連接美國密歇根州底
特律市和加拿大安大略省溫莎市
，是美加最繁忙的邊境口岸，單
日貨運通過量價值達 3.6 億美元，

占美加貨物貿易總額 25％。而持
續 6 天的封堵行動嚴重影響供應
鍊及相關經濟活動，讓美加兩國
政商界人士十分擔憂。據美國底
特律新聞網 13 日報導，大批配備
槍支的警察當天上午乘坐大巴車
抵達大使橋附近的抗議現場，清
理堵住大使橋入口的少量抗議者
，現場可以聽到陣陣高呼“自由
”的聲音。溫莎市警察局長米祖
諾 13 日傍晚表示，警方已逮捕 25
至 30 名抗議者，並拖走了大約 12
輛車。溫莎市市長迪爾肯斯當天
表示：“今天，我們在大使橋的
國家經濟危機結束了。”
但渥太華等地的示威活動仍
在持續。據美聯社 14 日報導，渥
太華市市長吉姆•沃森 13 日宣布
，已經與示威活動組織者達成協
議，示威者將在 24 小時內從占領

的居民區撤出，轉移到國會山前
的威靈頓大街上。據加媒此前報
導，渥太華市 6 日進入緊急狀態
，安大略省省長道格•福特則於
11 日宣布全省進入緊急狀態。
這場示威由加政府 1 月中旬
宣布的防疫新規引發。加政府要
求往返加美的卡車司機從美國入
境時必須出示新冠疫苗接種證明
，美方數天后也出台類似措施，
而這遭到加美大批卡車司機反對
，示威司機 1 月底打著“自由車
隊”的旗號開進渥太華，示威活
動隨後蔓延。本月 8 日起，加多
地宣布將取消大部分疫情限制措
施。加通社 12 日援引消息人士的
話稱，加政府將在月底前放寬針
對加公民的入境要求，只要完全
接種新冠疫苗，回國時不必再提
前做核酸檢測。

中國焦點

◆責任編輯：李岐山

星期二

2022年2月14日（星期一）

2022年2月15日

A6
1

文匯要聞

Tuesday, February 15, 2022

中國應急批准輝瑞新冠藥進口
屬附條件上市 限成年人使用 對 Omicron 有效
(

由兩種主要成分組成：nirma公開信息顯示，Paxlovid
trelvir（PF-07321332）是一種新冠病毒 3CL 蛋白酶

京報道）中國國家藥監局 12 日宣布，

抑制劑，能通過阻斷新冠病毒 3CL 蛋白酶的活性，破壞新
冠病毒的後續 RNA 複製過程。另一種成分 ritonavir，則讓
nirmatrelvir 能在身體裏保持更長時間的活性，更好地抗擊
病毒。

根據《藥品管理法》相關規定，按照

限期完成附條件要求 及時交後續研究結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

藥品特別審批程序，中國國家藥監局
進行應急審評審批，附條件批准輝瑞
公司新冠病毒治療藥物奈瑪特韋片/利
托那韋片組合包裝（即 Paxlovid）進
口註冊。
此前公布的臨床試驗數據表明，

國家藥監局的公告指出，Paxlovid 是一款口服小分子
新冠病毒治療藥物，用於治療成人伴有進展為重症高風險
因素的輕度至中度新冠病毒肺炎患者，例如伴有高齡、慢
性腎臟疾病、糖尿病、心血管疾病、慢性肺病等重症高風
險因素的患者。患者應在醫師指導下嚴格按說明書用藥，
使用中應高度關注說明書中列明的與其他藥物相互作用信
息。中國還要求，上市許可持有人繼續開展相關研究工
作，限期完成附條件的要求，及時提交後續研究結果。

Paxlovid 能顯著降低患者新冠相關住
院或全因死亡的風險，與安慰劑對照
組相比，Paxlovid 組中出現住院或死
亡的患者比例減少了約 89%。

症狀出現三天內 死亡風險降 89%
去年公布的 Paxlovid 藥物 II/III 期臨床試驗中期數據
結果顯示，通過對 1,219 名患者分析，該藥物在不良反應
方面，藥物組和安慰劑組的不良反應發生率分別為 19%和
21%，大多數不良反應是輕微的。在有效性方面，與安慰

劑相比，在症狀出現的三天內，接受該藥物治療患者的住
院或因任何原因死亡的風險降低了 89% 。在症狀出現的
五天內觀察到類似的結果。 輝瑞還曾表示，實驗室數據
表明，Paxlovid 對 Omicron 變異毒株依然有效。

為中國准予注冊的首款新冠小分子口服藥
2021 年 12 月，Paxlovid 已獲得美國 FDA 的緊急使用
授權。不過，中美兩國在該藥物適宜人群中存在區別，中
國僅批准成人使用，美國則批准可用於 12 歲以上人群。
中國批准該藥物用於治療伴有進展為重症高風險因素的輕
至中度新冠病毒肺炎患者。美國強調，該藥品未被授權用
於新冠病毒的暴露前或暴露後預防，亦不可代替疫苗。
值得一提的是，除中成藥外，中國藥監部門曾在去年
12 月批准中國自主研製的新冠病毒中和抗體聯合治療藥物
安巴韋單抗注射液（BRII-196）及羅米司韋單抗注射液
（BRII-198）註冊申請。此次，輝瑞的 Paxlovid 口服藥物
獲得進口註冊，則是中國目前首款新冠小分子口服藥物，
為中國新冠疫情防控治療更添利器。小分子藥物具有高藥
效、高選擇性、可口服、對突變株有效、小分子方便量產
等優勢。中和抗體療法則有起效快，濃度高、免疫時間
長，對病毒有精準的靶向性，在抗病毒作用同時可以迅速
提高人體自身的免疫能力等優點。

中外研製新冠小分子口服藥情況



Paxlovid
（美國）
研製機構：輝瑞
研究進展：2021 年 12
月 獲 得 美 國 FDA、 韓
國、以色列緊急使用授
權；2022 年 2 月獲得中
國附條件批准進口註冊

Molnupiravir
（美國）
研製機構：默沙東
研究進展：2021 年 11
月英國獲批；2021 年
12 月獲得美國 FDA 緊
急使用授權

VV116
（中國）
研製機構：君實生物、
中科院等

▲ 輝瑞公司新冠口服藥 Paxlovid 中國獲批進口。圖為 Paxlovid 包裝。

網上圖片

▶ Paxlovid 是口服小分子藥物。圖為 Paxlovid 早前在德國生產。

資料圖片

全球
“疫苗實施計劃”

中國捐贈一億美元

廣西本輪疫情 250 確診 屬同一傳播鏈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及新華社報道，廣西
壯族自治區衞生健康委員會 12 日通報，11 日 0 至 24
時，廣西新增本土確診病例 30 例（均為百色市）。
截至目前，百色此輪疫情本土確診病例達 249 例。廣
西正聚焦查漏補缺，盡快實現確診病例“見峰探
底”。根據通報，4 日百色市發現首例此輪本土確診
病例後，短短數日，確診病例就破 200 例。據廣西壯
族自治區衞生健康委員會 12 日通報，截至 11 日 24
時，廣西現有本土確診病例 250 例，其中百色市 249
例。廣西壯族自治區衞生健康委員會副主任龐軍介
紹，截至 10 日 12 時，廣西此輪本土疫情所有病例均
屬於同一傳播鏈。
當前，百色市全境實行嚴格管控措施，堅決做好
社區（村屯）和社會面管控，嚴格防控疫情外溢蔓

延。“不進不出”的百色市，目前疫情防控正處於關
鍵期。11 日 12 時起，百色市 12 個縣（市、區）進行
區域核酸檢測。在德保縣騰飛廣場核酸採樣點，排隊
的群眾間隔一米，在穿戴着防護裝備的工作人員指引
下有序進行核酸檢測。
記者了解到，廣西統籌抽調 1.6 萬名核酸採樣、
檢測醫務人員，37 台移動核酸檢測車、移動方艙和 3
組氣膜方艙實驗室支援百色市，開展全市大規模核酸
檢測。疫情防控緊張有序，各類物資供應也充足有保
障。在此輪疫情確診病例最多的德保縣，多家商場和超
市保持正常開放，市民在遵守防疫要求前提下到商超採
購物資。此外，遼寧省衞生健康委 12 日下午 4 時發
布，2 月 12 日 0 時至下午 3 時，遼寧省新增 10 例本土
新冠肺炎確診病例，為葫蘆島市報告。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凝哲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央視新聞客戶端報道，為落實習
近平主席宣布的重要舉措，中國常駐日內瓦代表陳旭
大使 2 月 11 日同全球疫苗免疫聯盟首席執行官伯克利
簽署協議，向“新冠肺炎疫苗實施計劃”捐贈 1 億美
元，用於向發展中國家分配新冠疫苗。
當前，新冠疫情仍在全球持續流行，新變異株不斷
出現，嚴重威脅各國人民生命健康安全。疫苗是戰勝疫情
的有力武器。確保發展中國家公平獲取安全有效的疫苗，
始終是中國的關注重點。習近平主席在2020年第73屆世
界衞生大會上莊嚴承諾，中國疫苗研發完成並投入使用
後，將作為全球公共產品，優先向發展中國家提供。截至
目前，中國已向全球提供21億劑疫苗，其中向“實施計
劃”提供超過2億劑。

研究進展：2021 年 12
月在烏茲別克斯坦獲
得緊急使用授權，目
前正在開展全球多中
心臨床研究，其中 3 項
在中國開展的 I 期研究
已於近日完成，初步
結果顯示臨床安全性
良好，針對輕中度
COVID-19 患者的國際
多中心 II/III 期臨床試驗
正在進行中

FB2001
（中國）
研製機構：前沿生物、
中科院
研究進展：正在美國開
展 I 期臨床試驗，在中
國開展 I 期橋接臨床試
驗

“萬噸大驅”拉薩艦8天海訓 專家：證明已形成戰鬥力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央視新聞報道，在新年開
訓中，中國海軍裝備的第二艘 055 型萬噸驅逐艦
拉薩艦奔赴黃海某海域，進行了連續 8 天的海上
訓練，亮相一年的拉薩艦也交出了滿意的答卷。
軍事專家表示，8 天訓練，證明拉薩艦已經形成
戰鬥力。
新年開訓，北部戰區海軍某艦艇訓練中心遵
令而行，組織 055 型驅逐艦拉薩艦奔赴黃海某海
域進行連續 8 天的海上訓練，提高指揮員的組織
能力和艦員的基礎訓練水平。拉薩艦模擬進行主
炮射擊，擊中海上目標。在連續的海上訓練中，

這個艦艇訓練中心聚焦拉薩艦的使命任務，強化
專攻精煉、科學施訓，組織進行了單艦對海導彈
攻擊、對海火炮攻擊、對潛搜索與攻擊、防核化
生武器襲擊、臨檢拿捕、營救落水人員、損害管
制等科目的操演訓練，提高指揮員新型艦艇的組
織指揮能力、艦員的協同配合能力及執行多樣化
軍事任務能力。
新年開訓，人們就看到了拉薩艦的身影，
這也是拉薩艦入列服役以後第一次出海訓練，並
且一練就是 8 天。那麼，拉薩艦開始參加海上訓
練，這是不是說明它已經形成戰鬥力了？

對此，軍事專家曹衛東表示，拉薩艦既然
能夠連續 8 天在海上航行，而且執行相應的作訓
的任務，說明我們的官兵接到這種新型的導彈驅
逐艦以後，已經訓練起來，他們能夠駕馭這樣的
武器裝備。所以通過這種訓練，我們已經看到了
它作戰能力的形成。我們看到現在的艦艇，不但
它的武器裝備先進，而且官兵的生活都可以展現
出來這種新型艦艇的能力，以及他們真正擔負在
海上長期的訓練或者是執行任務的能力。第二
點，訓練的時候一定要檢驗這些武器射擊的精
度，還有像直升機，因為現在直升機反潛是一個

◆ 拉薩艦奔赴黃海某海域，進行了連續 8 天的
海上訓練。
視頻截圖
很重要的科目，包括直升機的運輸、艦機的協同
都要訓練，還包括和其他的艦艇，它是一種聯合
的訓練。既然你能夠聯合起來形成一種海上的護
衛能力，或者是出沿海以後的作戰能力，當然就
可以完成它相應的任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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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一工廠爆炸 已致 4 死 4 傷
綜合報導 據
俄羅斯衛星通訊
社 、韓聯社報道，
韓國警方稱，當地
時間 10 日，韓國南
部城市麗水的一
家石化工廠發生
爆 炸 ， 造成 4 名工
人死亡，另外 4 人
受傷。
報道稱，爆炸
發生在上午 9 時 26
分，當時有 8 人在
現場。警方和消防
人員表示，該工廠
的換熱系統進行測
試時發生爆炸，目
前正在調查爆炸的
確切原因。

美對韓加征洗衣機進口關稅違規
由於該措施實施 3 年後又延
長了一次，今年 2 月起進入第五
個 年 頭 。 因 此 ， 120 萬 臺 以 內 的
進 口 洗 衣 將 征 收 14% ～30% 的 關
稅 ， 對 13 萬 個 零 部 件 征 收 0% ～
30%的關稅。
按照規定，在專家小組提出報
告以供各成員傳閱後 20 天至 60 天間
，除非某爭端方提出上訴，或爭端
解決機構一致反對采納此報告，該
報告即視為通過。
韓媒稱，分析認為，本案勝訴
成果對於糾正美國濫用保障措施做
法具有重要意義。但美國國內產量
足夠充足，因此從本土企業的角度
來看，判定結果帶來的積極影響有
限。
另一方面，糾紛解決程序需耗
時 1 年左右，所以到明年 2 月都將照
常適用該保障措施。專家認為，美
國上訴的可能性較大。如此一來，
兩國間的貿易紛爭將持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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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渾身是傷！”
印度 5 歲女孩遭猴子襲擊咬破皮膚
流血不治身亡
綜合報導 當地時間周一晚上，一
名 5 歲的印度女孩被一群猴子殺死。
報道稱，這個名叫讷爾默達的小
女孩當時正和朋友在北方邦一個村莊
附近的河邊玩耍，突然一群猴子襲擊
了她。孩子們大聲呼救，當地村民
迅速趕到現場，從猴子手中救出受
傷的女孩。但她被猴子咬破了皮膚
，且渾身“幾乎到處都是咬傷”，
雖被緊急送往醫院，但終因傷勢過重
不治身亡。
讷爾默達是家中三個孩子中最小
的，她的父親告訴《印度時報》：
“這些猴子非常有攻擊性，它們咬得
我女兒渾身是傷。當我趕到現場時，
我女兒正在哭喊救命”。當地警官 9
日稱，根據相關法律，這家人已經得

韓媒：世貿組織認定
綜合報導 韓 國 產 業 通 商 資 源
部 9 日發布消息稱，世界貿易組
織(WTO)8 日發布的專家小組報告
書，認定美國對韓產洗衣機實施
保障措施違反世貿規則，判決韓
國勝訴。
報道稱，美國從 2018 年 2 月起
，針對韓產大型家用洗衣機實施保
障措施。這實際上是針對三星電子
和 LG 電子采取的措施。韓國政府隨
即就此提出抗議，並於同年 5 月訴
諸世貿組織，稱美方限製進口的做
法違反世貿規則。
據介紹，美國的貿易保護措施
包括對進口大型家用洗衣機采取進
口配額限製，對 120 萬臺以內的進
口洗衣征收 20%的關稅，超出部分
征收 50%進口關稅。第二年、第三
年對 120 萬臺以內的進口洗衣機征
收的關稅稅率分別降到 18%和 16%
。超出 120 萬臺的部分，對應的關
稅稅率分別降至 45%和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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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賠償，“當地人要求把猴子逮住，
但我們建議他們向林業部門和村委會
辦公室尋求幫助”。
英國《每日郵報》稱，印度被
認爲是大約 5000 萬靈長類動物的家
園，這次野蠻的襲擊是印度一連串與
猴子有關的悲劇中的最新一起。2018
年，北方邦一名 58 歲的婦女在家門
口被一只猴子襲擊，嚴重受傷並死亡。
2019 年，一名 50 歲男子被猴子襲擊，
從家中陽台上摔了下來，隨後死亡。
2020 年，一群猴子推倒了一堵牆，一
名母親和她的四個孩子在位于北方邦
的家中被壓死。去年 12 月，在馬哈
拉施特拉邦的馬加爾岡村，村民驚恐
地目睹了猴子把狗拖到房頂和樹頂扔
下，它們共殺死 250 只狗。

尼日利亞部分地區燃油短缺
系劣質汽油流入市場所致
綜合報導 近幾天，在尼日利亞首都阿
布賈和經濟中心拉各斯等多地出現了不同
程度的排隊加油現象，造成部分地區的交
通堵塞，同時不少加油站因缺少燃油一度
關閉。尼媒體和民衆猜測或是尼聯邦政府
將取消燃油補貼所致，而這種猜測進一步
加劇了人們恐慌性的購油行爲。
2 月 8 日，尼聯邦政府對外解釋了造
成此次燃油短缺的原因。當天，尼日利
亞中下遊石油監管機構首席執行官法魯
克· 艾哈邁德針對拉各斯和阿布賈出現
的購買燃油排隊問題表示，在市面上發
現了部分甲醇超標汽油，此後該批次汽
油一直處于被封存狀態，這導致部分加
油站供應不足。
2 月 9 日，尼日利亞國家石油公司
(NNPC)的集團董事總經理兼首席執行官基
亞裏表示，從比利時安特衛普港發出的該
批次汽油抵尼時，質量檢驗員通常不進行
甲醇百分比測試，因此沒有檢測到添加劑

，1 月下旬該公司發現這些甲醇超標汽油
已流入尼國內市場。
同一天，尼石油國務部長蒂米普雷· 席
爾瓦表示，將進行嚴肅調查，以查明進
口到該國的汽油中甲醇含量超標的原因
。在談到購買這些劣質汽油後汽車受損
的情況時， 席 爾瓦表
示：“我們知道有些
人的車輛一定是被損
壞了，這也是在處理
這起事件時要考慮的
因素。”
2 月 10 日 ， 尼 日
利亞國家石油公司發
表聲明，披露本次從
比利時進口不合格汽
油的 4 家尼石油進口
商名單，並表示正在
與尼日利亞監管部門
合作，根據現行法規

采取必要行動，努力在短期內恢複汽油供
應和分配。
尼日利亞是世界主要産油國之一，但
煉油能力低下，該國在很大程度上依賴進
口石油産品來滿足國內消費，這也導致尼
各地經常出現燃油短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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