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給您家的感覺

服務人員專業、友好
及時解決問題

免費WiFi、室內冰箱
本地電話、報紙、咖啡和茶

房間寬敞、整潔
免費早餐新鮮、健康

緊鄰中國城  交通購物方便
2930 W Sam Houston Pkwy S

Houston, TX 77042

(713) 785-3899

凱蒂亞洲城

聯⽲地產集團 購屋|商業|投資|⽣意  ⼀站式服務 

(713)-630-8000

1,000 ~ 8,000平⽅英呎
商圈旺鋪全⾯招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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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中心門票$19.95   

 

 ★首選黃石、坎昆全包團 讓您樂在其中 

代理 Gate1 旅遊 Viking/Globus 遊輪 廉机票 埃及 歐洲 亞洲 澳紐 南美/中美洲 非洲等全球旅遊團 

 

         

       

 

★★精選歐洲及本土遊★★ 

3/12-3/13/22 悠遊兩天鬱金香之旅 

 

 

2022 王朝旅遊董事長親自帶隊 

 ★阿拉斯加、夏威夷陽光充沛 

 ★歐洲多重精品線路    令您流連忘返 

6/1-6/10/22 巨環國家公園系列（黃石） 

 

 

★申根簽證★ ★認證★ ★公證★ 

自然博物館門票$10  

（（路透社路透社））

美國每天COVID-19新增確診較5週前創下的新
高紀錄銳減90%，衛生官員謹慎但樂觀地表示，由
Omicron變異株引發的前所未有疫情開始出現好轉，
已有多州宣布解除口罩令。

美國新聞網站 CNBC 報導，隨著美國開始從
Omicron浪潮中復甦，當局和各州領導人正試圖走出
這場自兩年前疫情開始以來一直困擾著每個人的危機
。公衛領導人開始制定計畫，將新型冠狀病毒作為未
來持續、但可控制的風險來因應。

根據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彙整的數據，美國目前每天平均新增確
診約8.4萬例，低於今年1月15日每天80多萬例的疫
情高峰。CNBC分析數據後發現，全美各地普遍出現
這個下降趨勢，在過去2週，美國所有地區平均每天
新增病例減少至少40%。

此外住院率也驟降。根據美國衛生及公共服務部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7天
平均數據顯示，截至2月21日，約有6.6萬名COV-
ID-19病患住院，低於1月20日15.9萬名病患住院的
高峰。COVID-19死亡人數通常會比病例增加滯後數
週，雖然有所上升，但顯現趨緩的現象。2月1日，
平均每日死亡人數達到約一年來的最高水平，每天近
2600人，此後降至2000人以下。

白宮防疫協調官齊安茲（Jeff Zients）上週簡報
時表示： 「雖然我們尚未達到所有人都希望達到的目
標，但目前看到全國病例和住院人數大幅下降，讓我
們備感鼓舞。」 Omicron變異株導致一波前所未有的
病例激增，將美國染疫人數從感恩節後的每天不到10
萬人，推升至1月中的80.2萬人，之後又以同樣快的
速度下降。

美國日增病例驟降90％ 多州解除口罩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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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ussian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has ordered troops into a
separatist-held part of eastern
Ukraine. It is unclear if this troop
movement marks the beginning
of an invasion of the Ukraine that

western leaders have warned
about in the last few weeks.

U.S. Ambassador Greenfield told
an UN security meeting that,
“President Putin is attempting to

create a pretext for further
invasion. So-called
peacekeeping is nonsense.”

In the Kremlin, Putin made it
clear that he sees Ukraine as
indistinguishable from Russia
and not an independent entity.
He said that, “Ukraine is an
integral part of our own history,
culture and spiritual space,” and
referred to, “comrades, relatives
and people connected with us by
blood,” and that, “modern
Ukraine was created by Russia.”

Actually, Putin’s move on the
two eastern Ukrainian regions
which call themselves the
Donetsk People’s Republic and
the Luhansk People’s Republic

is part of a steady march to a
wider invasion of Ukraine.

In his emergency statement,
Ukraine President Zalenski urged
the world to come to the rescue
of his country. He said, “We don
’t want to die in our coffi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new
world situation, Ukraine is by no
means a single problem. Since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Russia still feels the pain of the
past. They just can’t let Ukraine
join NATO to work against them.

Unfortunately, countries like
Ukraine are just playing cards in
the world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0202//2323//20222022

Are We Waiting ToAre We Waiting To
Die In A Coffin?Die In A Coffin?

普丁總統週二宣佈,承認鳥克蘭東部的頓內
茨克和陸甘斯克是两個獨立國家，並且已派遣
維和步隊進入，再度令東歐及世界局勢動盪。
美國立即宣布禁止美國人及企業到該地區

投資，同時向澤倫斯基表達美國和其盟邦將迅
速果斷地應對俄國之侵畧行為。
聯合國秘書長認為，俄國之行動不符合聯

合國憲章之原則，法國總統馬克宏已要求立即
召開歐盟緊急會議提出制裁行動，在此同時，
德國也暫停和俄國签署北溪二号天然氣管道協
議。
美國駐聯合國大使葛林斐德在安理會中直

言，這就是俄羅斯為戰爭製造藉口。
澤倫斯基總統在緊急聲明中表示，要我們

在棺材裡等死嗎？他呼籲美國和歐盟要採取立
即和實際方式來幫助烏克蘭對抗俄羅斯之入侵
。

俄國斷然採取承認烏東兩個
地區是獨立國家的做法，顯然是
對歐盟北大西洋公約及美國之公
開挑戰，即便不是全面進攻烏克
蘭，但是這已經把烏克蘭迫近荒
亂破產的邊緣。
從目前之狀況來看，俄國在

該地區巳經佔有優勢，事實上他
們對於美國和其他歐盟國家可能
做出之制裁也早有準備。
我們從全球之新情勢來看，

烏克蘭絕非單一的問題，自從蘇
聯解體後，俄羅斯對於過去之傷
痛至今仍然未能釋懷，烏克蘭這
塊肥沃土地 ，是她的故有國土
，豈可让它加入北約來對付自己。
國際問題愈來愈加嚴重，世界格局也不斷

在改變，諸如烏克蘭之處境，他不過是大國
博奕下的一個棋子，真是在棺材裡等死？

要我們在棺材裡等死嗎要我們在棺材裡等死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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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政府一再警告普京, 一旦俄羅斯入
侵鳥克蘭後會遭受到嚴厲懲罰, 而使用經濟
手段制裁俄羅斯以重挫其經濟運作則是拜登
不得不採行的方法,既然普京不聽警告,承認
烏克蘭東部兩處分離城市頓涅茨克和盧甘斯
克為獨立國,並派軍隊進駐已被視為侵犯烏
克蘭主權, 所以俄羅斯只有承擔被制裁的後
果, 但正如一刀兩刃, 拜登制裁俄羅斯後,也
會傷到美國自己的利益。

目前拜登政府已發布行政命令,初步制
裁措施包括禁止美國人向烏克蘭的頓涅茨克
和盧甘斯克地區進行貿易投資和融資, 並切
斷與俄羅斯金融機構聯繫, 包括兩家份俄羅
斯國有銀行不能在美開展業務或進入金融系
統。 歐盟27個成員國都同意採取 同一反制
措施，包括制裁俄羅斯個人和實體，限制其
進入歐盟資本市場以切斷從歐盟獲得資金,
而且德國已暫停了北溪2號天然氣管道從俄
羅斯輸入之運營,此外一些制裁措施還將俄
羅斯移出國際快速支付系統Swift之外, 也
禁止俄羅斯使用美元等。

事實上,石油銷售是俄羅斯經濟的主要

命脈, 切斷了這個管道肯定會讓這個國家在
財政上陷入困境。不幸的是，美國與歐洲消
費者也會受到這些後果的影響, 因為歐洲
40%的天然氣以及大部分的石油和煤炭都
來自俄羅斯。 俄羅斯作為主要石油出口國
的地位意味著失去石油供應將推高世界市場
的成本, 而且美國家庭供暖和汽油成本已在
飆升,更高燃料成本也推高了食品和大多數
其他消費品的價格。

此外,石油和天然氣短缺進一步推高油
價，而全球石油短缺很可能意味著經濟衰退
,將削弱中低收入家庭財務,因此大型石油公
司正在向拜登政府施壓，要求限制制裁的嚴
厲程度和時間。

其他研擬中的制裁也將打擊到美國經濟
。例如，對含有美國技術、軟件或設備的商
品實施有針對性的出口管制，將損害向俄羅
斯提供350億美元商品和服務的國內企業,
必將損傷美國廠商的利益,全球經濟緊密相
連的現實是，打擊一個國家意味著其他所有
國家都會感到痛苦, 這當然也是制裁俄羅斯
後所產生的連鎖震痛了。

澳洲總理莫里森（Scott Morrison）表
示，俄羅斯入侵烏克蘭行動 「不合理、無
端滋事、不可接受」 ，因此宣布對俄羅斯
總統普丁（Vladimir Putin）的8名安全顧問
實施制裁。

法新社報導，莫里森痛批普丁決定下
令派兵到烏克蘭東部親俄分離主義分子控
制的兩個地區，並宣布一系列制裁，呼應
其他美國盟友採取的類似措施。

俄羅斯聯邦安全會議的8名成員將面臨
旅行禁令等制裁，與軍方有關的俄羅斯銀

行也是被鎖定的目標。
莫里森說： 「他們的作為就像暴徒和

惡霸一樣。」 他預言 「未來24小時內」 可
能會有全面入侵行動。

澳洲是國際情報聯盟 「五眼聯盟」
（Five Eyes）成員之一，聯盟另外4個成
員為美國、英國、加拿大和紐西蘭。

莫里森說： 「澳洲人永遠會挺身對抗
惡霸，我們將會對抗俄羅斯。」

莫里森也宣布，將加快處理約430名烏
克蘭人申請入境澳洲簽證。

澳洲痛批俄無端侵烏 制裁普丁8名安全顧問

就在俄羅斯國會允許總統蒲亭（Vladimir Putin
）境外用兵後，俄國外交部22日宣布將從烏克蘭撤
走外交人員， 「以保護他們的生命和安全」 。

法新社報導，俄羅斯外交部發表聲明說： 「為
保護外交人員的生命和安全，政府決定撤離駐烏克
蘭外交使團的人員，相關措施將會很快實施。」

聲明也聲稱，俄國外交官時常受到威脅，大使
館和領事館 「一再遭到攻擊」 ， 「烏克蘭已深陷更
嚴重動盪」 。

美國及其盟友連月以來指控俄羅斯計劃揮兵入
侵烏克蘭，已有好幾個西方大使館從首都基輔遷至
鄰近波蘭邊境的西部利維夫市（Lviv）。

就在國會上議院允許蒲亭在境外用兵後不久，
外交部發表聲明宣布撤離計畫。

蒲亭於21日承認烏東2個分離地區頓內茨克
（Donetsk）與盧甘斯克（Lugansk）的獨立地位，
並與它們簽署協議允許俄軍入駐建立軍事基地，此
舉為俄羅斯在烏克蘭境內駐軍打開大門。

稱人身安全受威脅 俄宣布將撤離駐烏克蘭外交官

擔憂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後續負面影響，捷克
無人機製造商 Primoco UAV公司宣布，將停止在俄
羅斯市場的所有活動，並出售在當地的子公司 AO
Primoco BPLA，等於是撤出俄羅斯。

防衛新聞(DefenseNews)報導，該公司在聲明
中明確提到，擔心西方制裁俄羅斯，造成日後的營
運困難是停止在俄羅斯的業務的主因。

Primoco UAV公司首席執行官塞梅特科夫斯基
（Ladislav Semetkovsk）表示，僅在今年，由於不

利的政治條件，在俄羅斯的駐點分公司至少就失去
大約10億盧布（約3.5億新台幣）的合約。

捷克雖為前華沙國家，但如今已是北約與歐盟
成員國，對俄羅斯的態度還相當強硬，捷克總理彼
得•菲亞拉(Petr Fiala)在2月22日的推文說： 「我
們正在積極向烏克蘭提供援助，提供他們武器所需
的彈藥，同時也提供人道支援。但現在最重要的是
歐盟和北約的聯合行動。」

烏克蘭衝突影響 捷克無人機公司退出俄羅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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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保險碩士、台灣淡江保險學士

美國及台灣前十大保險公司理賠專員

汽車、房屋、商業、人壽、醫療、老人保險

綜合報導 除西澳大利亞州外，澳大

利亞其余州向已完成新冠疫苗全程接種的

外國旅客重新開放。這是澳大利亞因新冠

疫情實施邊境管控約兩年後，首次重開國

門。

據法新社報道，澳洲航空公司一趟來

自美國洛杉矶的航班21日早在澳最大城市

悉尼降落，帶來首批外國旅客。

澳大利亞聯邦旅遊部長丹· 提恩身穿

印有“歡迎回來”字樣的T恤衫，到機場

迎接航班落地。“我認爲我們的旅遊市場

會有非常強勁的反彈。”提恩告訴澳大利

亞廣播公司電視台記者。

邊境重新開放首日，將有56架次國際

航班抵澳，其中27架航班將在悉尼降落。

澳大利亞總理斯科特· 莫裏森21日在依靠

旅遊業發展的塔斯馬尼亞州告訴媒體記者

：“這是非常激動人心的日子。從疫情暴

發，我（宣布）首次關閉邊境的那天起，

我就一直期待這一天。”

澳洲航空公司預計，本周將有超過1.4

萬名乘客入境澳大利亞。

爲防控新冠疫情，澳大利亞從2020年

3月開始實施嚴格邊境管控，絕大部分出

入境航班停飛，僅允許少量獲得特別許可

的境外訪客入境。

根據澳大利亞工商會數據，疫情防控

政策下，全澳企業每月損失約36億澳元

（約合163億元人民幣），其中旅遊業受

打擊尤甚。旅遊業是澳大利亞最大産業之

一，雇用該國約5%的勞動力。

在疫苗接種率達到較高水平情況下，

澳大利亞政府過去數月逐步取消入境限制

，以提振經濟。然而，隨著變異新冠病毒

奧密克戎毒株擴散，澳大利亞疫情一度急

劇惡化。

澳大利亞去年11月報告發現首例奧

密克戎感染病例，當時累計新冠確診病

例大約 20萬例。美國約翰斯· 霍普金斯

大學統計數據顯示，澳大利亞迄今累計

新冠確診病例超過 303 萬例，累計死亡

4900多例。

據路透社報道，澳大利亞似乎已經度

過奧密克戎毒株帶來的疫情高峰期，過去

三周新冠住院人數穩步下降。

澳大利亞各州和地區有各自防疫規

定。面積最大州西澳大利亞州防疫最爲

嚴格，定于3月3日起重開邊境。

據法新社報道，澳大利亞政府已發起

耗資4000萬澳元的推廣活動，以吸引遊客

回歸，但澳大利亞旅遊出口委員會本周說

：“有令人擔憂的迹象表明，消費者對來

這裏旅行持謹慎態度，對我們各州不同的

旅遊限制感到困惑，並擔心邊境會突然關

閉。”

隱私泄露、虛假新聞
意大利人因為這些退出社交媒體

綜合報導 據歐聯網援引歐聯通訊社報道，德勤國際會計師事務所

日前發布《2021年數字消費者趨勢調查》報告指出，2021年，意大利

22%的受訪者表示，他們已經暫時或永久退出至少一個社交媒體平台。

根據調查顯示，意大利人退出社交媒體平台主要有三個原因，其中

35%的人對社交媒體內容感到厭煩，25%的人認爲社交媒體虛假新聞過

多，21%的人對于隱私泄露表示擔憂。調查對18至75歲的群體進行了

2000多次問答。

據報道，根據這項研究，社交媒體已經超過傳統媒體如報紙和新聞

網站，成爲意大利23%的人手中獲取新聞的主要來源；意大利37%的人

仍將電視視爲首選的信息渠道。定期進行視頻點播的人數已從2020年的

40%增加到2021年的63%，視頻點播在65歲以上群體滲透率得到了大幅

提高。

此外，五分之四的意大利人表示，他們每月至少使用智能手機進

行一次在線購買。目前在意大利可穿戴設備的使用正在增加，2017年

只有10%的人擁有智能手表；到2021年，這個數字已上升到25%，每

五個人中就有一個人擁有健身手環，這些用戶主要是1997年至2010年

出生的人。

希臘開始逐步解除防疫限製
將密切監測疫情發展

綜合報導 希臘衛生部專家委員會對新冠疫情發展新形勢進行研判

後，決定逐步取消此前專門針對新冠疫情實施的限制措施。19日，針對

已完全接種過三劑疫苗的人群，開始正式逐步解封，對于未接種疫苗的

人士仍適用之前較爲嚴格的限制措施。

報道稱，調整後的防疫措施包括，娛樂場所消費者在滿座時可以在

店內站立逗留；學校可以組織學生團隊旅行；體育場館上座率提高到

50%；城市公共體育設施利用率增加到20%；在私營和公共部門中遠程

辦公比例降至20%等。

此外，報道指出，在超市和公共交通工具上，仍然必須佩戴雙層口

罩或FFP2口罩，在室內和室外都要佩戴口罩。

報道稱，相關研究人員強調，解除限制措施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應被

視爲新冠疫情的終結。“我們不能忽視，希臘全國每天仍有近2萬人被

感染。希臘80%的成年人口已經接種疫苗，因此，觀察硬性指標的變化

，並理解相應防護措施的重要性，對我們所有人來說都很關鍵。”

希臘兒科傳染病教授、衛生部專家委員會成員帕帕艾萬格魯在新冠

疫情例行通報會上說：“我們正以小而穩定的步驟開始，取消對中風險

活動的一些限制。當然，我們將繼續密切監測疫情的發展。”

她補充說：“鑒于希臘目前的疫情發展情況和國家衛生系統的負擔

，希臘政府不准備效仿其他一些歐洲國家的做法，第一時間取消所有限

制措施，我們的防疫措施解封將是一個逐步推進的過程。”

她說：“很明顯，我們正在經曆一個關鍵階段，我們將與新冠病毒

共存。我們每個人都必須考慮我們的年齡、健康狀況和家人的情況，對

自己的行動做出自己的決定。”她稱：“希望不要出現新的病毒變體，

再次打破現狀。”

希臘國家公共衛生組織宣布，過去24小時希臘新增15305例新冠肺

炎患者，當日新增77例新冠死亡病例。

澳大利亞向已接種新冠疫苗旅客重新開放

加拿大渥太華警方對“自由車隊”完成清場
持續三周抗議漸平息

綜合報導 在加拿大渥太

華市警方對“自由車隊”抗議

活動采取清場措施以來，該市

持續三周的示威活動逐漸平息

。警方表示，將在接下去幾天

確保沒有人會“再次占領該市

街道”。

據報道，加拿大警方日前

開始對渥太華市的“自由車

隊”抗議活動采取清場措施。

在加警方與示威者的對峙中，

警方共逮捕了191人、拖走了

76輛示威者的車輛。渥太華臨

時警察局長貝爾透露，目前被

捕的示威者共面臨包括持有武

器、襲警、不服從法庭命令等

在內的389項刑事指控。貝爾

表示：“清場行動過後，我們

要在接下去幾天確保沒有人再

次占領渥太華的街道。我們會

調查每一位示威者的身份，並

對其施加刑事指控、凍結其個

人財産，因此這項調查或將持

續數月。”

《衛報》指出，在警方介

入渥太華市的抗議活動後，該

市近幾周內第一次沒有了抗議

者的鳴笛聲，當地民衆表示自

己“如釋重負”。當地居民阿

布雷（Tim Abray）向加拿大

廣播公司（CBC）表示：“我

們似乎已經渡過了難關，但抗

議者和加拿大政府之間的政治

分歧很難彌合。”

自2月17日晚些時候起，

加警方開始采取行動以結束抗

議活動，在渥太華市驅散了包

括卡車司機在內的抗議者及抗

議車輛。在雙方對峙的過程中

，警方與示威者發生了衝突。

CBC20日刊文指出，渥太華警

方19日已清空了加拿大國會和

總理辦公室前方的主要示威區

。在清場過程中，有示威者放

了煙霧彈，有警方人員使用了

胡椒噴霧和警棍驅散示威者。

還有一些警察砸碎車窗，逮捕

了反鎖在車內的示威者。

1月15日，加政府宣布一

項新的防疫規定，要求來往

加美兩國的卡車司機在入境

加拿大時必須出示新冠疫苗

接種證明，部分卡車司機立

即表示強烈抗議。1月23日起

，這些卡車司機發起“自由

車隊”示威活動，駕車駛向

渥太華進行抗議。隨後，抗

議活動演變爲反對加政府實

施的新冠限制措施。2月14日

，加總理特魯多宣布決定首

次啓用《緊急狀態法》，以

應對抗議活動、解決口岸封

堵等問題。根據《緊急狀態

法》，當加民衆的生命、健

康、安全等受到嚴重威脅時，

如果現有法律均無法有效適

用，政府可以在危急的情況

下，根據這部法律的授權行使

超常規權力解決危機。特魯多

指出，盡管啓用了《緊急狀態

法》，但加政府行使的權力是

“可控的、適度的”。

悉尼近60年來首現致命鯊魚襲擊
多處海灘關閉

綜合報導 位于澳大利亞悉尼南部20公裏的小

灣海灘(Little Bay)發生一起鲨魚襲人致死事件，這

是近60年來悉尼首次發生致命的鲨魚襲擊事件。

包括邦迪和勃朗特在內的多處悉尼海灘自17日起

關閉。

據報道，網上視頻顯示，一名男子16日在小

灣海灘遊泳時被鲨魚襲擊後身亡。有目擊者估計，

這條鲨魚長達4.5米。目前，警方並未公布遇害男

子的身份信息。當地官員正使用引誘鲨魚的道具和

遙控無人機在事發海域搜尋鲨魚。

蘭德維克市長帕克說：“這起事件震驚了我們

的社區。我們的海岸線就是我們的後院，在這麽慘

烈的情況下發生致命意外，令人震驚不已。”

出于對受害者和家人的尊重，原定于數天後在

附近海灘舉行的一項常年慈善遊泳賽被取消。主辦

方表示曾考慮將比賽推遲到3月，但與當地議會和

救生員協商後決定取消。

新南威爾士漁農礦業部門發言人說，鲨魚生物

學家認爲，襲擊受害男子的是一條至少3米長的白

鲨。資料顯示，這是悉尼海灘自1963年以來首次發

生致命鲨魚襲擊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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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美國

川普在極右派廣播 「Clay Travis and Buck
Sexton Show」 上提到烏克蘭危機時，話鋒一
直說到兩岸局勢，他說 「拜登的無能領導，使
普丁氣焰更盛」 。這也會使習近平對對台灣採
取更大膽的做法。

川普表示，如果他還在白宮，普丁的 「天
才手段」 ，也就是維和部隊派往烏克蘭東部有
爭議地區的行動將永遠不會發生。

接著他說 「普丁的舉動，會讓大陸國家主
席習近平膽量更大。」

「下一個危機地點將是在中國(意指台海)
，你知道，中國會...」

此時主持人特拉維斯(Travis)打斷川普，反
問道： 「你認為他們(指中國大陸)會攻擊台灣
嗎？」

川普說： 「肯定的，不是因為我，他們不
會有。他們一直在等到奧運會結束。現在奧運
會結束了，看看你的計時器，對吧？」

「普丁和習近平幾乎就像雙胞胎姐妹，(差
別在)一個想要台灣，我認為，兩邊局勢同樣非
常糟糕。」

接著川普繼續標榜自己 「如果有我盯著，
普丁永遠不敢這樣做，習近平也永遠不會有動
作。」

去年10月，拜登明確表示，如果大陸攻擊
台灣，美國將立即採取行動，而且在同一場合
多次重申，令人感到驚訝。然而白宮後來澄清
說： 「總統並不是宣布我們的中國政策有任何
改變。」

批拜登無能助長普丁氣焰 川普預警 「下一次危機在台海」

加州是美國思想最前衛的州，當地的反核
聲浪從1970年就沒有中斷，其間還有幾十人
因過激抗爭而被捕。這使得加州多數的核電廠
選擇按時除，如今只剩惡魔谷核電廠(Diablo
Canyon Power Plant)，它將在2025年結束工
作。然而現在情況似乎出現改變，聖路易斯-
奧比斯波郡(San Luis Obispo County)的郡議會
做出一項決議，請求州政府延長惡魔谷核電廠
的運作。

世界核能新聞(WNN)報導，2月15 日，郡
議會通過麻州理工學院核工程教授雅各布‧波
昂傑諾(Jacopo Buongiorno)的請求信，他要求
該郡向州長辦公室提出動議，敦促加州州長與
太平洋瓦電公司(PG&E)合作，提出惡魔谷核電
廠的延役申請。郡議會的5名審核員，以3票
贊成1票反對通過，另1位曾在PG&E公司任
職，因此他雖然表示支持，但為避免落人口實
而選擇不投票。

PG&E集團曾於2016年8月提出魔谷核電
廠的延役申請，可惜的是，當時並不受重視，
駁回了申請。這使得在法律層來來說，1號機
將於2024年11月停機，2號將2025年8月停
機。

波昂傑諾在去年11月發表的一項研究報告
，指出惡魔谷核電廠幫助加州應對氣候變化挑
戰有著重要貢獻，未來也有巨大潛在價值，比
如它在海水淡化、製氫氣方面都是很容易的事
。研究指出，就算新能源開發不順，只要該核
電廠維持運作，對於減少電力部門的碳排放，
就已經為納稅人節省數十億美元的費用，還能
減輕為了開發可再生能源生產，而造成的大面
積土地使用。

去年波昂傑諾組織了70名科學家寫封聯名
公開信，要求州政府不要關閉惡魔谷核電廠，
這些科學家各領域都有，包括氣候科學、海洋
生物學、空氣污染研究、能源、行星科學和土
地保護，其中包括美國前能源部長朱棣文
(Steven Chu)和著名科學史作家理查羅德斯
(Richard Rhoades)。

另外可喜的是，除了學者以外，加州開始
出現年輕一代的核能支持者，去年12月4日，
數百名核能支持者集合在聖路易斯-奧比斯波
郡地方法院前，訴求核電廠延役。核能活動家
伊莎貝爾•波梅克 (Isabelle Boemeke) 說：
「關閉惡魔谷核電廠，就相當於淘汰加州近一
半的太陽能電池板。」

「加州需要核電」 郡議會請求惡魔谷核電廠延役

俄羅斯承認烏克蘭東部兩
州獨立。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22日（當地時間）表
示，這是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
開始，俄羅斯毫無疑問是侵略
者，並宣布對俄羅斯實施首波
金融經濟制裁。

拜登22日在白宮表示，俄
羅斯普丁承認烏東2個分離州
獨立，並授權軍隊進入烏東，
這是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開始
，公然違反國際法，需要國際
社會做出堅決回應。

拜登宣布，將對俄羅斯實
施第1波制裁措施，包括對俄

羅斯國有開發銀行（VEB）與
軍方銀行2大金融機構全面封
鎖，並對俄羅斯主權債務實施
全面制裁，切斷俄羅斯政府與
西方金融體系的聯繫，使俄國
不能再從西方籌集資金或在歐
美市場交易新債。

同時，美國還將制裁俄羅
斯重要人士及其家人，並與德
國協調確保天然氣管道 「北溪2
號」 成為制裁項目。

拜登說，如果俄羅斯繼續
侵略行動，美方將進一步制裁
，同時持續向烏克蘭提供防禦
性援助，授權已駐紮在歐洲的

美軍和裝備進一步調動，以強
化波羅的海盟國愛沙尼亞、拉
脫維亞和立陶宛的防衛。

拜登表示，這些完全是防
禦性行動，美國無意與俄羅斯
作戰，但美方想傳達一項訊息
，就是美國將與盟國一起保衛
北約的每寸領土，並遵守對北
約的承諾。

拜登說，我們團結一致支
持烏克蘭，反對俄羅斯的侵略
。對於俄羅斯聲稱的正當理由
，拜登說： 「我們誰都不應該
被愚弄。 我們誰都不會被愚弄
。沒有理由。」

拜登金融制裁俄羅斯美俄外長會取消

俄羅斯總統普丁（Vladimir Putin）宣布承認
烏克蘭東部兩個分離主義共和國為獨立實體，並
分別簽署條約。文化大學社科院院長趙建民昨在
《奔向戰場》新書發表會上分析，烏克蘭危機有
兩個贏家、兩個輸家，兩個贏家是美國與俄羅斯
，兩個輸家則是歐盟與烏克蘭。

趙建民表示，美國的戰略目標分別為壓制俄
羅斯、控制北約組織、以及絕不涉入戰爭。美國
將俄羅斯抹為好戰分子，不但美國在北約的影響
力上升，美國還一直強調俄軍要進攻烏克蘭了，
根本不管烏克蘭經濟崩潰、資金出逃。未來說不
定烏克蘭危機和平解決，美國將會更為神氣，到
目前為止美國的戰略非常成功。

趙建民指出，俄羅斯則是第二大贏家，因為
俄羅斯的戰略目標與中國很像，基本上，就是要
訴求偉大復興，現在已有機會達到局部成功。其
次俄羅斯將烏克蘭給芬蘭化，也阻擋烏克蘭加入
北約，已達到戰略上的最低標準。

他說，俄羅斯不費一兵一卒就把烏東納入勢
力範圍，未來還可能加碼重演8年前併吞克里米
亞，也大大提升自身大國形象。

趙建民認為，歐盟這次非常難堪，因為歐盟
經濟是俄羅斯的10倍，其中，德國GDP是俄國
的2倍，法國GDP是俄國的1.5倍，可是歐盟完
全沒有彰顯其實力與抵抗強權侵略的意志力，德

法主持的諾曼第模式失敗了，歐盟輸得實在很慘
。

烏克蘭被搞垮 還可能芬蘭化
「最大的輸家當然是烏克蘭。」 趙建民表示

，不僅經濟被搞得一塌糊塗，對外也完全沒有自
主性，未來還有可能 「芬蘭化」 。他說，烏克蘭
和台灣一樣鄰近強大對手國，且歷史上有很大恩
怨，兩者更像的部分是小的一方都以刺激對方的
民族主義作執政工具，只是烏克蘭先迎來了惡果
。

中廣董事長趙少康則認為，俄烏之間的衝突
，台灣應該引以為鑑，如何維持兩岸間的穩定，
與中美雙方都保持良性互動，避免淪大國博弈的
棋子，甚至成戰爭受害者， 「必須戒之、慎之」
。

中共藉機犯台 逾6成認不可能
此外，中共會不會在俄烏戰爭爆發後武力犯

台？台灣民意基金會昨公布最新民調顯示，高達
6成3認為不可能；連民進黨支持者也都有6成6
認為不可能。

基金會董事長游盈隆表示，就算中共軍機2
年來已經無數次擾台行動，航母戰鬥群也多次繞
台演訓，但絕大多數台灣人不認為中共可能隨時
武力犯台，藍綠支持者對此有共識，非常罕見。

烏東危機 學者：美俄大贏家 歐盟慘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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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及中通社報道，2
月22日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應約同美國國務卿布
林肯通電話，就烏克蘭和朝鮮半島核問題交換意
見。王毅表示，中方再次呼籲各方保持克制，通
過對話談判緩和事態，化解分歧。雙方還就朝核
問題交換意見，王毅表示，美方應重視朝鮮正當
合理關切，中方主張美朝直接對話。

布林肯通報了美方對當前烏克蘭局勢的看法
和立場。王毅表示，中方對烏克蘭局勢演變表示
關注。中方在烏克蘭問題上的立場是一貫的，任
何國家的合理安全關切都應得到尊重，聯合國憲
章的宗旨和原則應當得到維護。烏克蘭問題演變
至今，與新明斯克協議遲遲未能有效執行密切相

關。中方將繼續按照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與各
方接觸。烏克蘭局勢正趨於惡化。中方再次呼籲
各方保持克制，認識到落實安全不可分割原則的
重要性，通過對話談判緩和事態，化解分歧。

在烏克蘭的立場沒變
聯合國安理會當地時間21日21時就烏克蘭問

題召開緊急會議。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張軍在會
上表示，烏克蘭局勢發展到目前狀況，是一系列
複雜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中國一貫按照事情本
身的是非曲直決定自身立場，主張各國根據聯合
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和平解決國際爭端。中方
呼籲有關各方繼續開展對話協商，在平等和相互

尊重的基礎上尋求解決彼此關切的合理方案。此
外，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22日主持例行記者
會，汪文斌表示，烏克蘭問題有着複雜的歷史經
緯和現實因素，中方在烏克蘭的立場是一貫的、
明確的，沒有發生變化。中方主張根據聯合國憲
章的原則和平解決爭端，呼籲相關各方保持克
制，通過談判化解分歧，避免局勢繼續升級。

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
在22日的外交部記者會上，有記者提問，

“俄羅斯聲稱烏克蘭不是獨立國家”，以及“北
京堅稱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這兩者之間有沒有
可比性，能不能相提並論？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

回應指出：我在這裏再次強調，世界上只有一個
中國，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是
無可辯駁的歷史和法理事實！一個中國原則是公
認的國際關係準則，中國人民有堅強決心、堅定
意志、強大能力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

汪文斌還表示，王毅國務委員兼外長應約同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通電話時，雙方還就烏克蘭和
朝鮮半島核問題交換意見。布林肯介紹了美朝關
係最新情況。王毅表示，朝鮮半島核問題的核心
是美朝間的問題。美方應重視朝鮮正當合理關
切，採取有實質意義的行動。中方主張美朝直接
對話，並將一如既往為促進半島核問題的解決發
揮建設性作用。

應約同布林肯通話 王毅籲對話談判化解分歧

今年中央一號文件發布：守住糧食安全底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任芳頡 北京報

道）2022年中央一號文件《中共中央國務院
關於做好2022年全面推進鄉村振興重點工作
的意見》22日發布，這是21世紀以來第19個
指導“三農”工作的中央一號文件。文件提
出，牢牢守住保障國家糧食安全和不發生規
模性返貧兩條底線，突出年度性任務、針對
性舉措、實效性導向，充分發揮農村基層黨
組織領導作用，扎實有序做好鄉村發展、鄉
村建設、鄉村治理重點工作，推動鄉村振興
取得新進展、農業農村現代化邁出新步伐。

這份文件全文共8個部分，包括全力抓好
糧食生產和重要農產品供給、強化現代農業
基礎支撐、堅決守住不發生規模性返貧底

線、聚焦產業促進鄉村發展、扎實穩妥推進
鄉村建設、突出實效改進鄉村治理、加大政
策保障和體制機制創新力度、堅持和加強黨
對“三農”工作的全面領導。

文件提出，當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仍
在蔓延，世界經濟復甦脆弱，氣候變化挑戰
突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各項任務極為繁重
艱巨。黨中央認為，從容應對百年變局和世
紀疫情，推動經濟社會平穩健康發展，必須
着眼國家重大戰略需要，穩住農業基本盤、
做好“三農”工作，接續全面推進鄉村振
興，確保農業穩產增產、農民穩步增收、農
村穩定安寧。

中央農村工作領導小組辦公室有關負責

人表示，要堅持穩字當頭、穩中求進，扎實
有序推進重點工作，以超常超強的力度和更
強的執行力，不折不扣完成好今年“三農”
各項工作，推動鄉村振興取得新進展、農業
農村現代化邁出新步伐。

此外，文件提出要擴大鄉村振興投入，
加強鄉村振興人才隊伍建設，並首次將“強
化鄉村振興金融服務”單列為一項重要內
容，提出加大支農支小再貸款、再貼現支持
力度，實施更加優惠的存款準備金政策等。
業內人士認為，這將金融服務在鄉村振興領
域的重要性，提到了一個新的高度，充分表
明中央對金融業加大支持鄉村振興力度有更
高期待。

今年實施更大規模減稅降費
財政部：兜牢保民生保工資保運轉底線 中央財政增加對地方轉移支付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

京報道）中國經濟下行壓力加大，

中國財政部部長劉昆22日表示，在去年

1.1萬億元（人民幣，下同）基礎上，今年

將實施更大規模減稅降費，市場主體會有

更多獲得感。同時，中央對地方轉移支付

（又稱“無償支出”）特別是一般性轉移

支付規模將較大幅度增加，繼續向困難地

區和欠發達地區傾斜，兜牢基層“三保”

（保基本民生、保工資、保運轉）底線。

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的背景下，2022年財政政策要
適當靠前發力。劉昆稱，這實際上就是用好政

策工具箱，打足提前量，早出台政策、早見效落
地。從2021年四季度至2022年1月，已陸續出台一
些減稅降費政策，同時於2021年底提前下達地方政
府新增專項債額度1.46萬億元，2022年1月完成發
行4,844億元，佔提前下達限額的三分之一，全部用
於交通、市政、產業園區基礎設施、保障性安居工
程等重點領域。

加強對縣級財力保障
中國財政部副部長許宏才在同一場合表示，中央

財政將大幅增加對地方的轉移支付，是2022年中央預
算安排中的重點之一。中央財政增加的轉移支付規
模，重點向困難地區、欠發達地區和減稅降費減收比
較多的地區傾斜。同時，完善激勵約束機制，引導省
級和市級財政等，加強對縣級財力的保障。通過加大
轉移支付的力度和實施相關的引導政策，支持地方各
級政府落實減稅降費措施，支持基層做好保基本民
生、保工資、保運轉等“三保”工作，確保基層財政
穩健運行。此外，一些財政支出將繼續通過直達方式
使用，確保資金的使用符合政策目標。

財政撥款“三公”經費再減
減稅降費、惠及各類市場主體的同時，政府的日

子則要越過越緊。劉昆稱，以中央為例，中央本級支
出連續兩年負增長，中央部門財政撥款“三公”經費
（因公出國（境）費、公務用車購置及運行費和公務
接待費）連年壓減，從2019年的81.07億元減少到
2021年的51.87億元，累計下降了36%。
“政府過緊日子不是一個短期的應對措施，而是必

須長期堅持的方針政策。”劉昆強調，今年中央財政
將進一步壓減非剛性非重點支出，拉緊錢袋子，把能
省的錢省下來，保障機關運行等剛性急需支出。“嚴
控會議、差旅、培訓、論壇等支出，嚴禁新建擴建政
府樓堂館所，不該開的會一個不開，不該上的項目一
個不上，不該花的錢一分不花，把花的錢花到點子
上。”此外，還要提質增效挖潛力。強化追蹤問效，
通過績效評估，倒逼各單位切實提高資金使用效益，
讓有限的錢花出最好的效果。

調查：降成本政策成效持續釋放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財政

科學研究院22日在北京發布的一份調研報告
說，降成本政策的成效持續釋放，但進一步降
低企業成本面臨新的挑戰。

形成上述調研報告之前，2021年9月到12
月，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進行了第六次“企業
成本”大型調研活動，採集有效樣本17,482
份，涉及到全國28個省（市、區）、230餘個
城市，涵蓋東、中、西和東北地區。

調研報告說，疫情爆發以來，降成本為市
場主體紓困，助力企業渡過難關，成為政策實
施重要發力點。通過階段性政策與制度性安排
相結合，中國不斷優化減稅降費政策，持續降
低企業稅費負擔。

企業稅費負擔整體下降。調研結果顯示，

2018—2020年，“企業納稅總額佔營業收入的
比重”逐年下降。“企業所得稅佔利潤總額的
比重”也呈現出明顯下降趨勢，三年年均下降
1.08個百分點。儘管企業所得稅法定稅率為
25%，但因各種優惠稅率及稅收優惠政策，多
數企業的所得稅實際有效稅率遠低於25%。

企業“去槓桿”成效顯著，資產負債率逐年
下降。調研報告說，雖有疫情影響，總體看，
2018—2020年，樣本企業的資產負債率持續下
降，年均下降0.31個百分點，企業利息成本下
降。東北和東部地區企業資產負債率降幅更大。

中國的營商環境持續向好，企業“辦事”成
本下降。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院長劉尚希表示，
企業“辦事”不像以前要跑好幾趟、來回折騰。
但與企業新興需求相比，仍有較大優化空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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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
報道）隨着老齡化社會的深化及受疫
情影響，中國部分地方據傳出現養老
金缺口。財政部發布數據稱，目前全
國社保基金滾存結餘4.8萬億元（人
民幣，下同），可支付月數在14個
月以上。基金整體上收大於支。財政
部部長劉昆明確表示“養老金按時足
額發放是有保障的”。

中國財政部副部長余蔚平介紹，財
政部積極採取一系列措施，確保各地養
老金及時足額發放。首先是加大中央財
政的補助力度。1998年實行統一的養
老保險制度以來，中央財政持續加大對
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的補助力
度，2021年安排補助資金超過6,000億
元，支持地方緩解基金收支壓力。

第二是提高調劑比例。2021年，
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基金中央調劑
比例提高到4.5%，調劑的總規模達到
了9,300餘億元。重點支持收支矛盾突
出省份，中西部地區和老工業基地省
份淨受益金額超過2,100億元。

第三是劃轉國有資本充實社保基
金。中央層面共劃轉93家中央企業和
中央金融機構國有資本總額1.68萬億
元。

余蔚平還說，企業職工基本養老
保險全國統籌，資金在全國範圍內互
濟餘缺，有利於發揮基金的規模效
應，增強支撐能力。這項工作已於今
年1月1日正式實施。目前正在抓緊研
究制定相關配套文件，測算資金調撥
規模，合理調劑地區間基金餘缺，加
強對地方實施工作的跟蹤指導，及時
調整完善政策舉措。

◆中國今年將實施更大規模減稅降費。圖為福州市台江區稅務局辦稅服務廳，納稅人在窗口諮詢
涉稅業務。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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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月全民強檢 特首：不參與有處罰
五招強力抗疫 現有社交距離措施延長至4月20日

林鄭月娥22日於記者會上表示，香港確診個
案於農曆新年前後以幾何級數上升，從污

水檢測亦見到疫情仍然擴散，圍封強檢找出確
診個案的比例由1月初只有0.5%到最近的2%至
8%，說明社區有非常多隱形傳播鏈，因此特區
政府必須繼續以“動態清零”為目標，採取早
發現、早隔離及早治療的方案。她強調，未來
兩三個月十分關鍵，會堅持及加大力度實施防
疫措施。

擬7天內一檢 贈快測包口罩
她表示，第五波疫情發展已遠超特區政府

的應付能力，中央已回應特區政府的請求，令
香港的核酸檢測量可提升至每日不少於100萬
次，因此會在法律賦權下於下月內推行“全民
強檢”並會重複做3次，希望透過密度檢測將
隱性患者揪出再進行隔離與治療。她指出，屆
時會在全港各區設數百間檢測中心，全港居民
須根據出生年份預約檢測，並會考慮設關愛安
排，方便居民攜同兩名長者或小孩一起檢測。
初步構思是每5天至7天接受一次檢測，市民將
獲派足夠在兩次檢測之間進行快速抗原測試
劑，供檢測之間每日自行快檢，同時會獲派供
每天使用的KN95或同級口罩，以加強防護。

林鄭月娥表示，在全民強檢期間，必須的公
共服務或需要暫停。而在實施之前，會聚焦加強
輔以污水檢測進行“圍封強檢”、“強制檢測”
和特定群組的定期檢測。在全民強制檢測完成
後，仍然會以各類檢測行動監測疫情和防止感
染。

她強調，“早發現”仍是抗疫的重要手段，
而最好的工具便是檢測，全民檢測當中仍涉及許
多人力物力與細節，負責統籌的政制及內地事務
局局長曾國衞與協助的公務員事務局局長聶德權
正日以繼夜工作。

不考慮禁足 籲僱主諒解僱員
對於有指全民強制檢測應配合“禁足”或

“封城”政策，林鄭月娥重申暫無意推行，“必
須平衡市民能否接受，以及對香港經濟造成的衝
擊，事實上（禁足）亦不現實，因至少有十數萬
人參與為全民進行檢測的工作。”

她並指，全民強檢由於事先有預約安排，市
民可選擇就近居住或工作地點的檢測中心，相信
可於短時間內完成，呼籲僱主如果僱員需要強檢
應該在工作上提供方便，若因此要政府以法律介
入是不成比例。

她表示大規模強檢及後續的隔離安排涉及龐
大公帑開支，已要求預算案預留費用，但她強調
抗疫開支並無限制，且“只要走出這一波疫情，
我對香港好有信心，錢是賺得回來，加上市民安
全健康是無價”。

香港22日單日新增6,211宗新冠肺

炎確診個案，第五波疫情累計已有

53,943宗個案、145名患者離世，分別是

過去兩年以來的4倍及逾60%。香港特區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22日表示，確診數字

以幾何級數上升，疫情形勢十分危急，未

來兩三個月是非常關鍵的抗疫時期，因此

宣布於下月推行“全民強檢”，全港市民

須按出生年份分批到全港的檢測中心接受

3次核酸檢測，每次檢測期之間會獲派快

速抗原測試的測試包及口罩，期望藉此將

隱性患者揪出再進行隔離與治療。她強

調，“全民強檢”具法律效力，並有處罰

機制。她並提出5大抗疫工作，除“全民

強檢”外亦包括增加隔離設施、嚴防輸入

個案、收緊社交距離措施及提升疫苗接

種，其中現有社交距離措施會一次過延長

至4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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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姬文風）香港特區行
政長官林鄭月娥22日宣布調整本學年的上學安
排，全港中小學及幼稚園將提早於3月、4月放
暑假，其間校舍會用作全民檢測、隔離用途或
學生疫苗接種中心。預料至4月復活節假期後
才有望復課，文憑試則盡力按原定計劃於4月
22 日開考。教育界普遍支持調動暑假的安
排，有校長指出，疫情嚴峻，家長早已預期
孩子會有一段長時間無法回校上課，而且疫
情下更多家長留家，方便照顧孩子，相信問題
不大；有家長則希望政府加強情緒支援服務，協
助長期在家而受影響的學生；有應屆考生直言擔
心應考會有染疫風險，亦憂慮校舍從“隔離措
施”切換到“考場”的安全性。

林鄭月娥表示，提前3、4月放暑假的安排
適用於全港幼稚園及中小學，包括國際學校及特
殊學校，但不包括大專院校，預料復活節假期
（4月18日）後復課，而本學年最後上課日改為
今年8月12日，新學年照常在9月開學。她指新
措施預計下月初落實，讓學校作準備，家長可為
照顧子女作出安排。

她又提到，放假並非網上學習，故老師、校
長不需要返校。

文憑試仍維持4月22日開考
至於文憑試，當局爭取按原定的4月22日開

考，而視乎當時疫情發展，計劃優先讓本地小學
及國際學校恢復面授，但中學生則維持在家學
習，直至文憑試核心科目考試完成。在放假期
間，校舍可改作全民檢測、隔離或學生疫苗接種
中心等用途。

東區家長教師會聯會副主席趙明表示，政府
今次的做法是“提早放暑假”而非“網課”，或
會有家長擔心孩子的學業進度、升班等問題，不
過因應全港學生早在一月起已在家網課，“大家
早就預期很長一段時間不能回校”，相信家長照
顧子女問題不會太大，但長期在家會對學生情緒
造成影響，期望政府可加強情緒支援。

教評會及香港教育工作者工會均同意調動
暑假的措施，教評會支持借用空間較大的學
校用作檢測或注射疫苗之用，但應確保場地
符合防疫的要求，並能安全地交還校舍。

校舍變抗疫設施 中小學提早放暑假

堂食擬限兩人一枱 爭取首針接種率下月初達90%

新增確診個案：6,211宗

◆輸入個案：3宗

◆本地個案：6,208宗

◆新增呈報：8,013宗

◆新增死亡：39宗，包括7名
本月20日死亡患者

資料來源：香港衞生防護中心、
香港醫管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費小燁）為對抗第五
波新冠疫情，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亦同時
宣布一次過延長目前英美澳加等9國的航班熔斷
措施，以及現有社交距離措施至4月20日，同時
亦會全速提升疫苗接種率，目標是希望整體第一
劑接種率於下月初達到90%、第二劑接種率於下
月中達80%，衞生署稍後將公布是否可縮短目前
第二針與第三針之間的6個月間隔期。她同時指
出，特區政府的目標是於4月中開課前將兒童接
種率推高至90%，以及不遲於4月將安老及殘疾

人士院舍的接種率提高至90%。
林鄭月娥表示，特區政府會視乎疫情發

展，再對9個國家實施的航班熔斷措施作出加
減。至於進一步收緊社交距離的措施方面，除
了於明日推行的“疫苗通行證”外，餐廳晚市
不能堂食及關閉大部分處所的安排將一直維持
至4月20日，詳情會由香港食物及衞生局於稍
後公布，初步構思或將午市堂食由現時最多4
人一枱收緊至兩人一枱；戶外佩戴口罩的豁免
措施亦或進一步收緊。

◆特首表示，3月推出全民強檢，具有法
律效力，其間進行3次核酸檢測。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家長帶同孩童輪候檢測。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中央速援建方艙 最快下周啟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綜合報道）

建方艙、派專家、保物資，中央的援港措施連
日來不斷迅速落實。22日，中央援建香港的四
處臨時性社區隔離治療設施分別在香港青衣、
前新田購物城、元朗潭尾和洪水橋開工建設，
全部投入使用後預計將為香港提供14,000個至
17,000個隔離單位。其中青衣方艙醫院將於開
工後約一周率先交付使用。

結合火雷神山經驗全力建設
內地支援香港抗疫工作專班隔離檢疫設施

建設組成員謝暉表示，內地支援香港抗疫工作
專班專門設置隔離檢疫設施建設組，落實中央
援建香港臨時隔離治療設施建設相關工作。專
班正在全國各地調集物資，緊急組織相關材料
生產備貨，調動各種資源為項目建設提供支撐
保障，充分體現了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制度優
勢。“我們將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與時
間賽跑，全力以赴保護香港同胞生命安全和身
體健康，幫助香港盡快渡過難關。”

此次建設的四處方艙醫院均為臨時性隔離
中心。建設方中國建築國際集團有限公司主席
顏建國表示，在香港抗擊第五波疫情最緊要的
關頭，中國建築全力動員一切力量，調動一切
資源，結合建設武漢火神山、雷神山醫院和深
圳國際防疫酒店的經驗，充分考慮香港的實際
需求，全力以赴完成建設任務。“這幾天，香
港一直在下大雨，道路受阻，我們克服了重重
困難，保障物料順利進場，建設工作快速有序
開展。我們一定會保質保量地完成任務，堅決
將中央對香港同胞的關心和關愛落到實處。”

此前，已有兩處由中國建築國際集團設計
建造的中央援建社區隔離治療設施於19日開工
建設，均為永久性設施，分別位於香港竹篙灣
和啟德碼頭，兩處隔離設施均投入使用後，預
計將為香港提供約9,500個隔離單位。

另選址河套區建臨時醫院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22日在記者會

上指，繼北大嶼山感染控制中心等3,000張病

床、亞博館1,000張隔離病床，中央同意在落馬
洲河套區派內地施工隊再籌建一間臨時醫院。
援港專家依然在行動。內地支援香港抗擊第

五波新冠肺炎疫情的流行病學專家組22日上午
到訪北大嶼山醫院香港感染控制中心，了解抗
疫工作並與中心專家進行交流。專家組成員康
敏等一行4人聽取了感染控制中心專家介紹輕
度與中度症狀患者的診斷、治療情況，並巡視
了中心的臨床病理化驗室。專家組還進入住院
病房，實地了解相關運作，並與中心專家進行
業務交流。北大嶼山醫院香港感染控制中心負
責人表示，當天上午的交流過程順利，內地專
家的意見有助於中心完善抗疫醫療安排。

援港專家組續留港至28日
因應疫情複雜性，特區政府指專家組在未

來一段時間將繼續留在香港至本月28日，深入
了解相關情況，包括在個案追蹤及流行病學調
查分析方面提供意見，讓香港疫情防控更精準
和有效。

目標
動態清零，圍堵病毒
保障香港市民生命安全及
身體健康

強化五項抗疫能力
檢測能力
‧中央應特區政府的請求派遣
檢測車、採樣員來港及提升
檢測化驗設備

‧支援建設三個“火眼實驗
室”

‧爭取24小時內出檢測結果

隔離設施
‧中央支援香港建設社區隔離
和治療設施

開闢水路運輸
‧保障跨境鮮活食品供港

接種能力
‧目前149萬人已打三針，研
究增加接種點

‧同意縮短第二針及第三針之
間時間，或可少於6個月

‧提升3歲至11歲兒童疫苗接
種率（目前為19.14%），
爭取4月中增至90%

‧提升安老或殘疾院舍接種
率，目標於4月前提高至
90%

提升治療能力
‧中央應特區政府的請求派遣
專家來港

‧供港醫療物資將分批到港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22日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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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数字人民币买冰墩墩

——境外来华人士无需开设中国
内地银行账户，通过境外手机号即可
下载数字人民币APP开立四类钱包

随着北京冬奥会举办，吉祥物冰墩墩成了热
门商品。

春节期间，北京王府井冬奥会特许商品零售
店里，前来抢购冰墩墩的消费者络绎不绝。其
中，不少人选择了使用数字人民币支付。北京市
民小张早已在手机上下载了数字人民币 （试点
版） APP，“很方便，往上一划就可以付款了，
速度够快！”

冬奥场馆内，支持 VISA、现金人民币和数
字人民币3种支付方式。对于习惯了移动支付的
用户而言，数字人民币就成了最方便的选择。志
愿者小孙告诉记者，自己下载了APP，开通了工
商银行钱包用于冬奥会期间的日常消费。“我感
觉数字人民币的使用体验与支付宝、微信支付差
不多，用起来很顺畅，而且更加快捷，用手机碰
一下商家标签就成功支付了。”

对境外来华人士来说，数字人民币钱包开通
不需要开设中国内地银行账户，通过境外手机号
即可下载数字人民币 APP开立匿名的四类钱包，
用境外银行卡兑换数字人民币使用，降低了获得
金融服务的门槛。

除了软钱包，还有硬钱包。包括卡式硬钱
包、手环硬钱包等形态，可匿名获取、使用，既
安全、便捷又充分保护个人隐私，充分满足用户
小额、匿名支付需求。即使隔着玻璃，将硬钱包
与商家POS机贴一贴即可完成支付。

目前，中国银行发行的冬奥主题数字人民币
硬钱包是首次正式面向公众使用的硬钱包。消费
者可通过中国银行网点、硬钱包自助兑换机等渠
道获取、开立数字人民币硬钱包。数字人民币
APP上的“贴一贴”功能可以让软硬钱包互联，在

手机上管理硬钱包，对硬钱包进行充值兑回、余额
与交易明细查询等。

覆盖更多民生领域

——发放数字人民币红包，1 分
钱坐地铁，低碳消费获得数字人民币
返现奖励，数字人民币离你我更近了

冬奥场景只是数字人民币试点工作的一部
分。2019年底，数字人民币相继在深圳、苏州、
雄安新区、成都及冬奥场景启动试点测试；2020
年 11 月，又增加了上海、海南、长沙、西安、
青岛、大连6个试点测试地区。随着今年初数字
人民币 （试点版） APP正式上线，数字人民币逐
渐走进日常生活，小额高频交易成为重要场景。

1分钱坐地铁——工商银行日前联合亿通行
推出了“1 分钱乘地铁”数字人民币优惠活动，
乘客通过“亿通行”APP领取乘车券后，选择数
字人民币支付方式，只需支付1分钱即可乘坐一
次北京地铁。

可视卡开关锁共享单车——2021 年 4 月，滴
滴与工商银行合作推出新应用，用户使用可视卡
开锁关锁青桔单车并完成支付，这一应用可以为
不方便使用智能手机的人群提供便捷、安全的绿
色出行和线下支付服务体验。

美团有关负责人对本报记者表示：“目前，
在相关部门指导下，美团已在包括餐饮、外卖、
生鲜零售、共享单车、美团打车、酒店旅游、电
影演出、休闲娱乐在内的平台200多个消费场景
开通数字人民币支付通道，实现了平台内消费场
景的数字人民币全覆盖。这也是数字人民币首次
实现本地生活服务平台的全场景覆盖。”数字人
民币，离你我的日常生活越来越近。

记者了解到，2019年数字人民币试点全面启
动以来，目前研发试验已基本完成顶层设计、功
能研发、系统调试等工作，正遵循稳步、安全、
可控、创新、实用的原则，在部分有代表性的地

区进行试点测试。
试点测试规模有序扩大。截至2021年6月30

日，数字人民币试点受邀白名单用户已超 1000
万，开立个人钱包2087万个、对公钱包351万个，
累计交易笔数7075万笔、金额345亿元。企业和个
人积极参与，认真落实白名单管理措施，主动反馈
使用体验和改进建议。参研机构充分发挥自身优
势，稳妥有序做好白名单用户推广和管理，精心提
供服务。

应用领域逐步拓展。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
数字人民币试点场景超 132 万个，兼顾线上和线
下，涵盖批发零售、餐饮文旅、教育医疗、公共交
通、政务缴费、税收征缴、补贴发放等领域。参研机
构结合试点地区实际，着力打造有特色、有亮点的
应用领域，初步形成了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数字
人民币应用场景。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范一飞此
前表示：“从白名单用户反馈看，数字人民币进一
步提升了支付效率，降低了支付成本，社会公众、
小微商户和企业感受到了实实在在的便利和普
惠。”

应用模式持续创新。有关各方积极探索与各
种创新技术紧密结合的新业务、新应用。多数试
点地区的地方政府结合智能合约功能推出数字人
民币红包类消费刺激措施。与相关手机制造商合
作，研究提供包括双离线交易等功能在内的移动
支付新体验。基于智能可视卡测试脱离手机的硬
钱包支付模式，为弥合“数字鸿沟”提供可能。

助力数字经济发展

——低成本、更安全，也是支撑现
代中央银行制度建设、参与国际金融
改革和协调对话的需要

目前，支付宝、微信支付等移动支付已融入
生活。而在金融服务覆盖有所不足的地方，公众
对现金的依赖度较高。在此背景下，为何要推广
数字人民币？

助力数字经济发展的需要。据介绍，以数字

经济为代表的科技创新成为催生发展动能的重要
驱动力，中国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在客观上需要
更为安全、通用、普惠的新型零售支付基础设施
作为公共产品，进一步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支
付需求，并以此提升基础金融服务水平与效率。

低成本，更安全。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中
国数字人民币的研发进展白皮书》指出，数字人
民币既不计付利息，人民银行也不向指定运营机
构收取兑换流通服务费用，指定运营机构不向个
人客户收取数字人民币的兑出、兑回服务费。推
送子钱包的设计，能够更好保护用户隐私。

美团有关负责人介绍：“通俗地说，子钱包
可以理解为用户在开通数字人民币钱包后，将数
字人民币钱包绑定到美团平台进行数字人民币支
付的方式，类似于用户将银行卡绑定在各类移动
支付工具或电商平台中进行快捷支付的服务。”
不同的是，使用数字人民币支付时，用户的支付
信息将被打包做加密处理，用子钱包的形式推送
给电商平台，保证了用户核心信息的安全性。

此外，范一飞表示，研发数字人民币具有
丰富政策内涵。一方面，是支撑现代中央银行
制度建设的需要。中央银行是发行的银行、银
行的银行和国家的银行。数字经济时代，中央
银行作为公共部门有义务维持公众直接获取现
金的渠道，并通过现金的数字化来保障数字经
济条件下记账单位的统一性。同时，中央银行应
保持和提升支付工具多样性，支持零售支付领域
的公平、效率和安全。另一方面，也是积极参与
国际金融改革和协调对话的需要。当前，全球高
度关注数字货币的发展形势、发展趋势及相关影
响。中国人民银行通过数字人民币研发试点探索
零售型央行数字货币设计规律，为参与数字货币
国际协调对话奠定实践基础。

据介绍，下一步中国人民银行将继续稳妥推
进数字人民币研发试点，进一步扩大试点应用场
景覆盖面，研究完善相关制度，深化法定数字货
币对货币政策、金融体系、金融稳定深层影响的
研究评估，积极参与法定数字货币国际交流，以
开放包容方式探讨制定法定数字货币标准和规
则，共同推动法定数字货币发展。

数字人民币试点覆盖40多万个冬奥全场景——

使用数字人民币是啥体验？
本报记者 徐佩玉

“欢迎使用数字人民币
购买奥运吉祥物”“这数字
人民币真挺方便”……正
在进行的2022年北京冬奥
会，数字人民币试点覆盖
了40多万个冬奥场景，为
外国友人和中国居民提供
便捷金融服务。

近两年，数字人民币
不断扩大在全国试点范
围，覆盖的领域越来越
多。截至 2021 年 6 月 30
日，数字人民币试点场景
超132万个，兼顾线上线
下，涵盖批发零售、餐饮
文旅、教育医疗、公共交
通、政务缴费、税收征
缴、补贴发放等领域。

使用数字人民币是什
么样的体验？未来将如何
改变我们的生活？

▼在冬奥数字人民币
试点支付体验展上展出的
可视芯片钱包。

杜建坡摄
（人民视觉）

▲作为2022年北京冬奥会数字人民币试点活动，中国银
行牵头承办的冬奥数字人民币试点支付体验展通过视频介
绍、产品展示、现场体验的方式，集中开展数字人民币体验
活动。图为观众在冬奥数字人民币试点支付体验展上参观。

杜建坡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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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講座將以普通話進行
講座日期：2022年3月3日
講座時間：上午10:00至上午11:00

（美西時間）
請在2022年3月1日（星期二）前，

回復是否參加本活動
關於活動

新冠后的繁榮復甦，由於奧密克戎
（Omicron）的出現再次被推遲了。隨著
需求超過供應，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安德
森預測中心預期美聯儲在2022年結束貨
幣寬鬆政策、提高利率，對抗通貨膨脹。

美國的複蘇會持續到新冠疫情的第三
年嗎？美聯儲會在什麼時候加息？而加息
的幅度又會是多少？貨幣收緊政策會阻礙
經濟增長和資產市場嗎？全球供應鏈現在
是什麼情況？供應中斷何時可以緩解？

本期講座，安德森預
測中心還將就以下內容進
行探討：
■ 美中貿易協定的履行情
況？會如何影響美中關係
？
■ 國際貿易的變化和趨勢
■ 中國在2022年的經濟
表現
■ 美國房地產和區域經濟
表現
■ 新冠疫情對商業房地產
的影響

本次講座將在Micro-
soft Teams平台上舉行。
主講人

俞偉雄博士目前是加
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安德森
管理學院之經濟預測中心
的經濟學家。他於 1995
年獲得國立台灣大學金融
學本科學位，2006年獲得
華盛頓大學經濟學博士學
位。

在經濟預測中心，他
專注於經濟建模，預測和
對中國經濟及其與美國經

濟關係的研究和預測。他的研究方向涉獵
廣泛的經濟和金融問題，如時間序列計量
經濟學、數據分析、房地產、力資本和創
新等。同時，俞博士還任職於加州大學洛
杉磯分校的安德森管理學院及語言中心，
教授商業預測、預測分析及數據分析等課
程。

俞博士在不同的國際經濟金融期刊上
發表過十多篇研究論文，並在洛杉磯時報
和其他報刊上發表專欄文章。他的論文曾
多次被海內外媒體引用，其中包括華爾街
日報，洛杉磯時報，華盛頓郵報，時代報
刊，以及中國和韓國媒體。此外，他還受
邀作為演講嘉賓出席了Wilbur K. Woo 大
中華區商業會議和全國商業經濟協會等活
動。

國泰銀行經濟展望網絡講座
通貨膨脹、貨幣緊縮政策和供應鏈問題會破環經濟復甦嗎？

俞偉雄俞偉雄
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安德森預測中心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安德森預測中心，，經濟學家經濟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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