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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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報導）俄羅斯入侵烏克
蘭加劇全球能源供應重創疑慮，倫
敦布倫特原油期貨漲破每桶 105 美
元，為2014年以來首見。

俄羅斯從陸海空全面攻擊烏克
蘭，成為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歐
洲一國對另一國展開的最大攻擊行
動。

美國和歐洲已矢言對俄羅斯祭

出最嚴厲的制裁。
瑞士銀行（UBS）分析師史特

諾沃（Giovanni Staunovo）指出：
「俄羅斯是第三大產油國、第二大

石油出口國。鑑於目前庫存水準低
，加上備用產能減少，石油市場經
不起供應重創。供應疑慮也可能刺
激囤積石油庫存的行為，而對油價
帶來支撐。」

倫敦布倫特原油期貨一度漲至
每桶105.79美元，格林威治時間12
時21分，最新報價上漲8.15美元，
或8.4%，來到每桶104.99美元。紐
約西德州中級原油期貨價格則大漲
7.33 美元，或 8%，來到每桶 99.43
美元。倫敦布倫特和紐約西德州油
價分別創下 2014 年 8 月和 7 月以來
的高點。路透社路透社

俄入侵加劇疑慮俄入侵加劇疑慮 油價漲破每桶油價漲破每桶105105美元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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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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oday we feel very
fortunate to crossover
from the print media age
to the 5G digital age. Now
our local media
productions can reach the
world through a high-tech
platform and send our
programs all over the
globe.

Since the year of 1979
when Southern News
Group was established in
Houston, Texas, we have
grown from a weekly
newspaper and have
become a large media
group. In the very
beginning our goal was to
set up a ‘central kitchen
model’ to transfer the

news pages through the
internet to different cities
and locations to reduce
our costs. The model has
been very successful.
This is the reason we can
reach ten major cities and
publish community
newspapers to a large
audience all over the
country.

Over the years Southern
News Group has entered
into the TV digital media
and became involved in
the financing of
publishing, printing and
real estate businesses
using a multi-business
model to survive in the
face of many challenges.

Today we are very
excited to announce that
the new Global Theater
created by our group is
ready to open. We will
now team up with local
and national political
leaders, consulates,
corporations, chambers of
commerce and the
business community to
produce the best
programming on both the
stage and streaming live
around the world.

With the power of the new
5G internet technology,
we will build the most
reliable and greatest
platforms for all our

projects. We will join with
many different cultural
groups to promote a
harmonious society.

This is our honor and also

our responsibility to serve
our community. We will
be here forever to serve
you.

0202//2424//20222022

Our Challenge And HonorOur Challenge And Honor
Global Theater Ready To OpenGlobal Theater Ready To Open

今天我們感到無比的幸運横跨
了傳統媒體走向5G 數位時代， 從
一個地方性的傳媒藉著高科技之平
台走向世界， 走進每一個角落，

傳達我們的音頻畫面及內容。
美南新聞電視傳媒集團從創立

出刊， 幾乎都是在不斷求新求變
中努力生存， 我們在休斯敦媒體

中心當初設計的中央廚房模式，
能让全美十大城市共亨新聞資訊
， 只要更換當地新聞及廣告版面
， 即可出版一份完整之報刊， 這
種新聞模式也是我們長年來能立於
不敗之重要因素。

多年來 ，美南新聞集團進入
了電視數位媒體及涉及金融、 出
版、 印刷等事業， 也是我們多角
経營的理念和生存之道。

今天我們非常興奮地宣佈，
由美南新聞集團打造的美南㺽球劇
坊即將在休斯敦美南傳媒世界總部

揭幕， 我們將結合政府官員、 民
意代表 、九十八個國家之外交代
表、 各族裔社團 、商家、 商會打
造最優質的節目，透過社群媒體網
路即時向全球直播。

多年來 ，這是我們追求的新
媒體目標， 我們要永遠走在時代
改變潮流之最前方， 才能戰勝挑
戰， 並期望美南新聞集團永遠伴
在你的身邊， 是我們的責任和使
命 ，更是我們的榮耀。

美南環球劇坊即將亮相， 請
大家拭目以待。

我們的使命和榮耀我們的使命和榮耀
美南環球劇坊即將登場美南環球劇坊即將登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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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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總統普丁周四（24日）表
示，俄羅斯在頓巴斯地區採取特別軍事行動是
「別無選擇」，他同時強調俄羅斯不會破壞世

界經濟體系。克里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
（Dmitry Peskov）表示，如果烏克蘭當局準備
好討論俄方提出的問題，莫斯科願意與基輔談
判。俄羅斯在烏克蘭的軍事行動時間長短，將
視進展和目標而定；至於俄羅斯的軍事行動將
持續多久？將由總統普丁視 「成果」而定。這
波攻擊行動理想上將肅清烏克蘭的 「納粹」，
並 「摧毀」基輔的軍事潛力。

美國總統拜登宣布新一波制裁，凍結俄羅
斯多家銀行在美國上兆所有資產以及出口管制
。普丁在拜登宣布新一輪制裁之前，在會見俄
國商界代表時表示，俄羅斯在頓巴斯地區採取
特別軍事行動是被迫採取，俄羅斯面臨的安全
威脅使俄沒有其他選擇餘地。俄羅斯各界包括
商界，要團結一致做好應對面臨的美國與西方
一系列限制措施的準備，政府將會提供更多的

支持。
另外，波羅的海國家外長呼籲將俄羅斯逐

出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SWIFT）支付系統
，拜登今天出手制裁俄銀行和國企，但未禁俄
使用SWIFT。普丁在這項會中也指出，俄羅斯
仍是世界經濟的一部分， 「只要我們仍然是其
中一部分，我們就不會對自己所在的體系造成
破壞。」

SWIFT 成立於 1973 年，總部位於比利時
，由 25 人組成的董事會管理，其中一席是俄
羅斯。SWIFT依據比利時法律成立，須遵守歐
盟規範，如今已有超過1萬1000家金融機構用
SWIFT發送安全訊息和支付指令。由於沒有其
他世界公認的替代方案，SWIFT仍是全球金融
往來最重要的管道。俄羅斯若被逐出SWIFT，
意味著金融機構幾乎不可能從當地匯入或匯出
款項，這對俄羅斯企業及其外國客戶來說都是
突如其來的打擊，尤其是向俄國採購石油和天
然氣，並以美元計價的買家。

普丁：對烏軍事行動 「別無選擇」
克宮曝談判條件

(本報訊）俄羅斯總統普丁揮軍烏克蘭東部，擺出一副不得
到烏克蘭中立化、美歐安全承諾前，絕不罷休的姿態，美國總統
拜登強調不會派美軍至烏克蘭，並不斷升高對俄羅斯制裁，一場
如同1962年古巴飛彈危機的事件正在烏克蘭東部上演，幾乎可
以預期，最後肯定以脆弱的和平收場，往後諸如波蘭、波羅的海
三國等中東歐國家肯定更一面倒向美國，歐洲新冷戰就此開啟，
過去近30年的穩定秩序再也回不去。

美國總統拜登堪稱是當前美國官員中，最有 「烏克蘭經驗」
的人，在歐巴馬政府擔任副總統期間，拜登曾6次飛往烏克蘭。
在2017年1月離任前三天，他還來了次告別訪問，是美國最近一
次訪問烏克蘭首都基輔的級別最高的官員。在拜登2017年的回
憶錄中，他提到，烏克蘭可能是唯一一個比家庭或總統競選更被

關注的話題。這與拜登在2014年處理克里米亞半島危機有關，
當時普丁不滿親俄總統被推翻，製造動亂，讓克里米亞半島併入
俄羅斯聯邦，並隨後策動烏東頓巴斯地區戰爭。

拜登曾回憶，雖然不斷勸說歐巴馬增加對烏克蘭致命武器援
助，但遭到斷然拒絕， 「不要對烏克蘭政府承諾過高」。後來，
歐巴馬政府被認為是嚴重誤判，被變化的局勢打了個措手不及。

換到拜登當家，他有記取歐巴馬的教訓，不斷運送武器進烏
克蘭，並從美國本土派兵增援烏克蘭邊境的北約盟國。在不可能
跟俄國開戰，以免釀成核子大戰的前提下，拜登的選擇仍舊十分
有限，諸如禁止俄羅斯使用美元、將所有俄羅斯銀行列入黑名單
、禁止向俄羅斯買天然氣及高科技出口禁令，但每項制裁都是七
傷拳，將傷及歐洲國家，此外，歐美在嚴厲制裁措施上，向來不

是十分團結，一些與俄羅斯關係較密切的國家，如匈牙利、義大
利和奧地利，不願觸發重大制裁。

普丁直接介入烏克蘭頓巴斯地區，在於掌握烏東局勢的主動
權，視拜登的回應再依據形勢變化決定如何應對，甚至不惜拉高
到1962年古巴飛彈危機的模式，逼美方談判與承諾。無論如何
，俄烏全面性戰爭、甚至俄羅斯與北約軍事衝突，機率不大。但
危機過後，俄羅斯內部與烏克蘭西部，乃至以前被蘇聯控制的中
東歐北約盟國，民族主義必然會高漲。

1991年，蘇共垮台，西方歡慶冷戰結束，如今30年過去，
唯一的變化只是俄羅斯與北約對峙邊界不再是之前的西德與東德
，而是立陶宛、波蘭及烏克蘭西部和白俄羅斯、俄羅斯及頓巴斯
地區兩大陣營對峙，這是歷史的重演與悲哀。

美歐制裁手段有限 歐洲新冷戰揭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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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最新研究：
DNA檢測助力識別象牙非法販運網絡

綜合報導 施普林格· 自然旗下專業學術期刊《自然-人類行爲》最新

發表一篇遺傳學論文，研究人員在論文中報告了利用來自4000多根非洲

象象牙的DNA，識別出了將象牙非法販運出非洲的網絡。

該論文指出，了解收繳象牙之間的聯系或可加強對嫌疑人的起訴，

確保他們對犯下的所有罪行負責。

非法象牙貿易威脅著正在縮減的大象種群，但貿易還在持續。象牙

收繳(由官方機構查封的大量象牙運送)能提供信息，幫助執法機關了解

非法販賣者的行動。過去的工作曾在不同查獲物中發現來自同一頭大象

的象牙，在查獲物之間發現了關聯。

論文通訊作者、美國華盛頓大學塞缪爾· 瓦塞爾(Samuel Wasser)和同事

利用4320只非洲草原象和非洲森林象象牙的DNA，來確定它們中的完全匹配

(兩根來自同一頭象的象牙)和近親匹配，後者要常見得多。他們研究發現，從

2002-2019年運出非洲的49批大量繳獲物(總計111噸)當中，大多含有對同一

大象種群的反複盜獵，這些犯罪大部分可能背後存在一些大型且內在相關的

網絡。DNA數據分析還揭示出這一網絡在非洲港口之間的策略性移動。

論文作者總結說，這些發現對起訴犯罪有重要意義。有了遺傳數據

的新證據，基于單次繳獲象牙逮捕的嫌疑人可能將會受到多次相關貨物

運送的起訴，使犯罪分子爲其罪行受到更嚴重處罰。

意大利舉行醫護日紀念活動
859人在抗擊疫情中殉職

綜合報導 意大利第二屆全國醫護紀念日，意大利全國外科醫生和

牙醫聯合會(FNOMCEO)在活動上向社會通報，在兩年多抗擊新冠疫情的

戰鬥中，意大利共有859名醫護人員殉職，其中包括全科醫生和牙醫370

人，家庭醫生216人，部隊、警察和司法界醫護人員118人，抗疫一線護

士90人，門診專家30人，藥劑師32人，助産護士3人。

意大利衛生部長斯佩蘭紮出席了紀念日活動，向殉職的醫護人員表

示哀悼，並感謝所有醫護人員爲抗擊疫情所做出的犧牲和努力。

斯佩蘭紮表示，“我們的醫護人員通過13個半月的努力，共接種了1.33億

劑新冠疫苗，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使國家經受住了艱巨的考驗，捍衛了一個

非凡的國家衛生服務系統。目前意大利12歲以上可接種疫苗人口，已經有91%的

人接種新冠了疫苗，這是我們勇于面對大流行和逐步取消防疫措施的基礎。”

意大利衛生部20日發布公告指出，意大利衛生系統將向年老體弱、

患有慢性疾病和免疫力低下群體，開放第四針加強劑疫苗注射，接種者

須距離上次施打第三針加強劑至少120天。

公告表示，政府任命的新冠肺炎緊急情況特別專員，將根據疫苗接

種活動的需要，確定接種第四針加強劑的具體時間。

公告補充說，衛生部的該項決定反映了新冠病毒仍然在高速傳播，

繼續接種疫苗加強劑對預防新冠重症和死亡，以及減少患者住院率和保

護弱勢健康群體將具有很大的益處。

據報道，意大利民防部20日報告新增新冠確診病例42081例，低于

前一天的50534例，同時報告的死亡病例從252例降至141例。

以色列軍方成功測試海軍版
“鐵穹”導彈防禦系統

綜合報導 以色列國防軍（IDF）表示

，他們已經成功測試了海軍版“鐵穹”

（C-Dome）導彈防禦系統。

據報道，“C-Dome”系統是由以色列

軍方與以色列國防部和拉斐爾（Rafael）

先進防禦系統公司聯合開發的。

以色列國防軍在推特上說，“以色

列已經成功完成了‘C-Dome’系列實彈

測試，這是鐵穹防空系統的一種海軍版

本，裝配在以色列海軍的‘薩爾-6’型護

衛艦上。”

以色列國防軍在隨後的一條推文中補充

說，這次測試活動包括許多模擬”先進威脅

“的場景，包括火箭彈、巡航導彈和無人機

。以軍稱，“C-Dome”系統能夠成功攔截

此類威脅，並將被納入以色列防空系統。

以色列國防軍表示，“這次成功的實

彈測試是一個重要的裏程碑，展示了在當

前和不斷變化的威脅下，以色列海軍捍衛

國家戰略資産和重要利益的作戰能力。”

據介紹，“C-Dome”系統以“鐵穹”防

禦系統爲基礎，與“薩爾6”型護衛艦的

“Adir”多任務雷

達連接，與其他先

進系統組成了以色

列的多層導彈防

禦 陣 列，包括

“箭”（Arrow）

和“大衛投石索”

(David’s Sling)防

空系統。

以色列國防

部長本尼· 甘茨

（Benny Gantz）

表示，“我贊揚

國防研究與發展局（DDR&D）、國防軍和

拉斐爾公司合作完成的一次前所未有的測試

。作爲以色列多層導彈防禦系統的一部分，

我們正在開發的系統使我們能夠對付該地區

的伊朗代理人，並防禦其不斷升級的武器系

統。我們繼續領先他們兩步，我們將繼續發

展和升級我們的能力，以保持該地區的安全

優勢，並保護以色列的公民和資産。”

過去幾年中，以色列從德國獲得了

四艘“薩爾-6”型護衛艦，這被認爲是

該國海上保護其水域和天然氣資源的重

要支柱。

“薩爾-6”型護衛艦上大約90%的系統

和裝備都是以色列軍工企業設計研發，包括

以色列航空航天工業公司研制的MF-STAR

Adir多任務雷達、以色列拉斐爾公司制造的

海軍版“鐵穹”防禦系統以及以色列埃爾比

特系統公司生産的電子戰套件。

歐洲多國放寬防疫限製
英國解除防控計劃招致反對

世界衛生組織官網最新數據顯示，

截至歐洲中部時間21日19時36分，全球

新冠累計確診病例達423437674例，累計

死亡病例5878328例。

美洲：美國日均死亡病例數降至
2000以下

據美國約翰斯· 霍普金斯大學的統計

數據，截至美國東部時間21日18時，全美

24小時內新增新冠確診病例48796例，新

增死亡病例675例，累計確診病例超過

7852萬例，累計死亡病例接近93.6萬例。

據美國廣播公司報道，當地時間14

日至20日，美國新冠日均新增死亡病例

近1個月來首次降至2000例以下，日均

新增確診病例降至10.3萬例，爲2021年

12月初以來的最低水平。

根據巴西衛生部的統計數據，截至

當地時間21日晚，該國24小時內新增新

冠確診病例37339例，新增死亡病例306

例，累計確診病例超過2824萬例，累計

死亡超過64.4萬例。過去7天，日均新增

死亡病例數與14天前基本持平，日均新

增確診病例數比14天前下降30%，顯示

疫情形勢整體或趨于穩定。

歐洲：英國將取消英格蘭所有限制
措施

據俄羅斯新冠病毒防疫官網發布的信

息，截至當地時間21日11時30分，俄24

小時內增新冠確診病例152337例，新增死

亡病例735例，累計確診病例超過1552萬

例，累計死亡病例超過34.6萬例。

英國首相約翰遜當地時間21日宣布

，將于當地時間24日起解除英格蘭地區

所有現行新冠限制措施。根據計劃，英

格蘭地區將取消民衆在新冠病毒檢測結

果呈陽性後進行自我隔離的法律要求，

政府仍建議居家隔離；從當地時間4月1日

起，完全由確診者自行決定是否隔離，除

最年長年齡組和最脆弱人群外，英格蘭地

區的免費新冠病毒檢測也將結束。

該計劃招致科學界人士強烈反對。目

前，英國300多名醫務和科學人士發出公開

信，要求英格蘭首席醫療官和首席科學顧

問解釋政府“取消所有新冠病毒防控措

施”政策的科學依據。公開信表示，該

政策沒有堅實的科學依據，會增加病毒傳

播，並對研究新的病毒變異株造成障礙。

據英國政府當地時間21日發布的數

據，英國 24小時內新增新冠確診病例

38409例，新增死亡病例15例，累計確

診病例接近1865.5萬例，累計死亡病例

超過16萬例。

據法國政府當地時間21日發布的數

據，法國 24小時內新增新冠確診病例

17195例，新增死亡病例283例。據《巴

黎人報》報道，法國計劃于3月中旬取

消現行大部分疫情限制措施，包括在封

閉公共空間不再強制要求佩戴口罩和解

除“疫苗通行證”規定等。

據德國聯邦疾控機構羅伯特· 科赫研

究所當地時間21日發布的數據，德國24

小時內新增新冠確診病例73867例，新增

死亡病例22例，累計確診病例接近1364

萬例，累計死亡病例超過12萬例。

目前，德國仍維持大多數疫情限制措

施，計劃在當地時間3月20日之前，分三

階段解除限制。屆時，引入“疫苗通行

證”的場所將減少或取消，餐飲機構和酒

店的營業限制也將取消，夜店將面向完成

新冠疫苗接種、新冠感染痊愈或新冠檢測

呈陰性人員重新開放，體育場館和引入

“疫苗通行證”的大型活動場所將以室內

60%和戶外75%的比例開放。

荷蘭也宣布將取消大部分疫情限制

措施。從當地時間25日起，該國民衆進

入公共場所將不再需要出示新冠疫苗接

種證明，大多數公共場所不再強制要求

佩戴口罩和保持社交距離，餐飲機構營

業時間延長等。

亞洲：韓國連續兩天日增確診逼近
10萬例

據韓國中央防疫對策本部通報，截至

當地時間22日零時，韓國24小時內新增新

冠確診病例99573例，連續兩天逼近10萬

例，新增死亡病例58例，累計確診病例接

近216萬例，累計死亡病例7508例。

據通報，泰國24小時內新增新冠確診

病例18363例，新增死亡病例35例，日增死

亡病例數再次刷新2022年以來的最高紀錄。

泰國國防部發言人表示，由于近來

全國範圍內確診病例激增，泰國總理兼

國防部長巴育已指示軍方與衛生部協調

，重新恢複開設方艙醫院。泰國新冠肺

炎疫情管理中心表示，預計近期泰國的

新增確診病例將居高不下，呼籲民衆不

參加聚集性活動，積極接種新冠疫苗。

非洲和大洋洲：新西蘭總理駁斥
“防疫意見分歧造成國家分裂”

新西蘭政府當地時間22日發布的數

據顯示，截至當地時間22日13時，該國

24小時內新增新冠確診病例2860例。

《新西蘭先驅報》報道稱，新西蘭

出現的要求政府取消防疫限制措施的抗

議示威活動已進入第三周。新西蘭總理

阿德恩針對“防疫意見分歧造成國家分

裂”的觀點駁斥稱，現實情況並非如此

，大部分新西蘭人不會同意取消目前爲

減緩疫情而采取的所有保護措施。

國際最新研究發現：蚊子竟然能巧避殺蟲劑
綜合報導 施普林格·自然旗

下開放獲取學術期刊《科學報告

》最新發表一篇生物學論文稱，

研究發現雌性蚊子能在單次殺蟲

劑暴露後學會避開殺蟲劑，這也

許會影響殺蟲劑的滅蚊功效。

該論文指出，殺蟲劑被用來

遏制蚊媒疾病的傳播。近幾十年

裏，蚊子對殺蟲劑的抗性有增無

減，但之前尚不清楚這在多大程

度上是由蚊子行爲導致的。

論文通訊作者、英國基爾

大學弗雷德裏克 · 特裏佩特

(Frederic Tripet)和同事將雌性

的埃及伊蚊和致倦庫蚊暴露在

滅蚊常用的殺蟲劑中，這兩種

蚊子能傳播登革熱、寨卡、西

尼羅熱，殺蟲劑包括馬拉硫磷

、殘殺威、溴氰菊酯、二氯苯

醚菊酯和高效氯氟氰菊酯。之

後，他們對同種殺蟲劑的再次

暴露是否會阻止蚊子的攝食和

休息進行研究，並評估這是否

會影響蚊子的存活率。

研究團隊發現，相比沒有

在某個殺蟲劑中預暴露過的蚊

子，更高比例的預暴露蚊子不

會穿過一個經殺蟲劑處理的網

來獲得食物。只有15.4%的預暴

露埃及伊蚊和12.1%的預暴露致

倦庫蚊會爲了攝食而穿過這個網

，沒有預暴露蚊子的相應比例分

別是57.7%和54.4%。預暴露蚊

子的存活率也是沒有預暴露蚊子

的兩倍以上。38.3%的預暴露埃

及伊蚊和32.1%的預暴露致倦庫

蚊，以及11.5%的沒有預暴露的

埃及伊蚊和12.9%的沒有預暴露

的致倦庫蚊，在穿過經殺蟲劑處

理的網後存活了下來。

研究團隊還發現，預暴露

蚊子比沒有預暴露的蚊子更容

易在一個有對照物質氣味的容

器中休息，而不是在一個有殺

蟲劑氣味的容器中休息。75.7%

的預暴露埃及伊蚊和 83.1%的

預暴露致倦庫蚊會在沒有殺蟲

劑的容器中休息，而沒有預暴

露 蚊 子 的 相 應 比 例 分 別 是

50.2%和50.4%。

論文作者總結說，他們的

研究結果顯示，在非致命殺蟲

劑劑量中暴露過的蚊子學會了

避開這些殺蟲劑，因此可能會

尋找更安全的食物來源和休息

點，讓自身有機會繁衍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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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今天對俄羅斯祭出金融與出口管制制裁
。白宮副國安顧問辛赫表示，美國與歐盟、澳、日、加、英、
紐西蘭與台灣密切合作，對俄羅斯進行敏感尖端科技出口管制
，包括半導體與其他基礎技術。

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24 日指控俄羅斯總統蒲亭
（Vladimir Putin）是侵略者，選擇發動這場戰爭。為了讓他和
俄羅斯付出代價，拜登宣布凍結俄羅斯多家銀行在美資產以及
出口管制等制裁行動。

白宮副國安顧問辛赫（Daleep Singh）傍晚在白宮向媒體簡
報制裁細節。他表示，美國今天與盟友和合作夥伴同步執行前
所未見的金融制裁與出口限制措施，這將使俄羅斯被孤立於全
球金融體系外，切斷其獲得尖端科技的管道，削弱蒲亭實現經

濟多元化與現代化的戰略雄心。
在金融制裁方面，他表示，美國將對俄羅斯最大的兩家銀

行，俄羅斯外貿銀行（VTB Bank）、國營聯邦儲蓄銀行
（Sberbank）實施制裁。這兩家銀行合計持有俄羅斯銀行體系
一半以上資產，總資產超過7500億美元。美國也將凍結VTB
在美國金融體系的所有資產，並禁止美國企業與個人和該銀行
往來，同時也將切斷國營聯邦儲蓄銀行進入美國金融體系管道
。

美國還將凍結另外3家總資產超過700億美元的俄羅斯銀
行資產，並禁止美國企業與個人和這些銀行業務往來。同時也
將禁止美國投資人為13家俄羅斯國有企業提供債務或股權融資
，這些國有企業合計擁有資產估計約1兆5000億美元。

此外，美國還將對俄羅斯國有企業高層，以及蒲亭核心圈
的俄羅斯重要人士與其家人祭出制裁，因為這些人分贓了克里
姆林宮的腐敗所得。

辛赫指出，美國今天也與歐盟、澳洲、日本、加拿大、紐
西蘭、英國與台灣密切合作，對俄羅斯祭出史無前例的一系列
廣泛出口限制制裁。這些措施包括對俄羅斯軍事最終使用者的
全面限制，以削弱蒲亭軍事能力。同時也將禁止對俄羅斯出口
敏感尖端技術，主要是針對俄羅斯國防、航空與海事部門。

辛赫表示，美國與合作夥伴將能有效切斷俄羅斯一半以上
的高科技進口，包括阻止俄羅斯獲得先進的半導體與實現經濟
現代化所需的其他基礎技術。

美聯手G7 將對俄祭更嚴厲制裁

拜登：普丁是侵略者
宣布多項金融制裁 凍結俄銀在美所有資產

（綜合報導）俄羅斯24日宣布將對烏克蘭採取 「特種作戰
」並發動飛彈攻擊後，美國總統拜登隨即與烏克蘭總統澤倫斯
基通話，表示在24日晚與七大工業國集團（G7）開會後，將
於25日發表全國講話並宣布對俄羅斯的更嚴厲制裁。而在英國
首相強生、法國總統馬克宏24日皆表態應立即召開北約緊急峰
會後，北約宣布25日將召開北約領導人視訊峰會。

俄羅斯24日對烏克蘭採取軍事行動後，拜登也立即與澤倫
斯基通話。根據白宮釋出的談話紀要，拜登譴責俄羅斯軍隊無
端且無理的襲擊，美國並將繼續對烏克蘭與烏克蘭民眾提供支
持與援助，美國與盟國、合作夥伴將對俄羅斯實施嚴厲制裁，
追究軍事攻擊烏克蘭的責任。

拜登也向澤倫斯基簡單說明正在採取的國際譴責步驟，其

中包括在24日晚召開的聯合國安理會緊急會議，及與七大工業
國集團（G7）領袖召開會議，並在G7會議後將於25日對美國
全國民眾發表談話；澤倫斯基則希望拜登呼籲全球各國領袖明
確反對普丁的公然侵略，並與烏克蘭民眾同在；但美國官員24
日也透露，美國國務院人員已全部撤出烏克蘭，已中斷在烏克
蘭的外交存在和領事工作。

聯合國安理會24日晚就俄烏危機再次召開會議。烏克蘭代
表在會上要求俄方保證不會炮轟烏克蘭，否則就應放棄輪值主
席國職位。他同時呼籲各國代表應盡一切努力制止這場戰爭，
結束發言前，他憤怒表示， 「戰爭沒有煉獄，他們（俄）直接
下地獄!」

歐盟委員會主席范德賴恩24日晚表示，歐盟的一籃子措施

將包括金融制裁，這些制裁將限制俄羅斯獲得關鍵技術，抑制
俄羅斯的經濟增長，增加借貸成本，推高通膨，加劇資本外流
，並逐漸侵蝕其工業基礎。

在俄羅斯侵略烏克蘭前，拜登方於23日（當地時間）宣布
，制裁 「北溪-2號」天然氣管線項目營運公司及其公司高管。
拜登稱此一行動是美國針對俄羅斯在烏克蘭的行動而採取的初
步制裁措施。

白宮副國安顧問辛赫（Daleep Singh）23 日接受採訪時表
示，美國及其盟友預計將隨時針對俄羅斯實施額外制裁，包括
對俄羅斯實施出口管制，拒絕向俄羅斯提供美國的關鍵技術。

白宮白宮：：攜手台日澳英等夥伴攜手台日澳英等夥伴
對俄祭對俄祭 「「敏感尖端科技敏感尖端科技」」 出口管制出口管制

（綜合報導）美國總統拜登今天指控俄羅斯普丁是侵略者
，選擇發動這場戰爭。為了讓他付出代價，拜登宣布凍結俄羅
斯多家銀行在美資產以及出口管制。但普丁不在今天的制裁名
單內。

在俄羅斯對烏克蘭發動全面攻擊後，拜登（Joe Biden）今
天在白宮發表全國演說，指控普丁（Vladimir Putin）是侵略者
，選擇這場戰爭， 「現在他和他的國家將承擔後果」。

拜登今天也宣布新一波制裁，包括封鎖俄羅斯外貿銀行
（VTB Bank）在內多家金融機構、出口管制，並封鎖多位俄羅
斯重要人士與其家屬，以 「最大限度升高對俄羅斯的長期影響
，並將對美國與盟國的影響降至最低」。

拜登指出，至今制裁的俄羅斯銀行共持有約1兆美元資產
，封鎖這些銀行，切斷他們與美國金融體系的聯繫，意味著他
們在美國的所有資產都將凍結。

今天上午出席七大工業國集團（G7）領袖會議的拜登也指
出，領袖完全同意將限制俄羅斯以美元、歐元、英鎊、日圓進
行交易的能力，中止俄軍取得資金與擴張能力，同時也將削弱
俄羅斯在21世紀高科技的競爭能力。

拜登並宣布授權向德國部署更多美軍，其中包括美國國防
部數週前即已抵達歐洲待命的太空部隊。不過他也再次強調，
美軍沒有也不會在烏克蘭與俄羅斯發生衝突，派往歐洲的美軍
不是去烏克蘭作戰，而是保衛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盟

國並協助歐洲東部盟國防衛。
他也向俄羅斯發出警告，不要對美國企業或關鍵基礎設施

進行網路攻擊，否則美國將做出回應。
面對媒體質問為何不將蒲亭列入今天的制裁名單時，拜登

多次迴避不答覆後表示，這仍是選項。但對於是否計劃與蒲亭
會晤，拜登則表示，目前沒有計畫。

至於為何不選擇將俄羅斯踢出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
（SWIFT）支付系統，拜登表示，制裁俄羅斯銀行的效果效果
甚至更大，SWIFT一直是制裁選項，但歐洲盟友反對此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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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政府向新生發傳單宣傳核汙染水“安全”
被批“欺騙純真孩童

綜合報導 日本宮城縣地方媒體

《河北新報》報道，從去年12月開始，

日本全國多地的學校收到由日本政府

配發的向學生宣傳核汙染水“安全”

的傳單，引發爭議。據報道，有些學

校拒絕向學生發放傳單，還有學校事

後將發放的傳單收回，宮城縣沿岸地

區一小學校長接受采訪時批評稱，傳

單內容讀起來讓人無條件地感覺核汙

染水“安全”，制作這種傳單“是欺

騙純真孩童的行爲”。

據報道，文部科學省每年都會向

日本全國的小學、初中、高中一年級

新生配發有關核輻射的讀物，但在去

年12月，由經濟産業省資源能源廳制

作的涉事傳單被與讀物一同發放。報

道稱，地方教委對此並不知情，在了

解到情況後，受福島第一核電站事故

影響嚴重的岩手、宮城、福島等地多

地教委指示學校將傳單回收，如果尚

未發放，則要求學校將傳單妥善保管

。

報道稱，在傳單上寫有“不需要

擔心氚對健康的影響”“經過‘淨

化’處理的水將安全地被處置”等

內容。宮城縣七浜町教委接受采訪時

稱：“有關地方政府和漁業相關人士

反對(核汙染水)排海，(傳單)極其缺乏

對這些人的顧及。”正在回收已被發

放的傳單。報道還稱，宮城縣沿岸地

區一小學校長接受采訪時批評稱，傳

單內容讀起來讓人無條件地感覺核汙

染水“安全”，制作這種傳單“是欺

騙純真孩童的行爲”。此外，福島縣

相馬市教委負責人則告訴《河北新

報》，核汙染水是“敏感的問題，不

應作爲教育機構的指導內容。”

報道稱，文部科學省在沒有通知

地方教委的情況下直接將傳單發放給

學校，受到質疑。針對這種質疑，經

濟産業省資源能源廳方面辯稱：

“傳單是有關核輻射讀物的補充說明

資料。”

日本政府2021年 4月宣布將福島

第一核電站核汙染水排海，引發國際

社會爭議。今年2月中旬，國際原子

能機構(IAEA)赴日本調查小組對福島

第一核電站進行實地調查，預計4月

將公開調查結果。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15日在

例行記者會上表示，中方希望國際原

子能機構技術工作組秉持客觀、公正

、科學原則，對日本福島核汙染水處

置進行全過程的獨立評估與監督核查

，確保核汙染水處置絕對安全。中方

支持技術工作組的工作，不代表我們

認同日方向海洋排放核汙染水的錯誤

決策。日方應正視國際社會關切，撤

銷向海洋排放的錯誤決定，停止推進

各項准備工作。

國際原油價格持續攀升
恐影響亞洲多國選舉結果

綜合報導 近一段時間，國際原油

價格持續攀升。新加坡《聯合早報》

發文分析稱，汽油價格上漲推高了通

貨膨脹率，可能影響亞洲多國的選舉

結果。

文章稱，目前正在進行邦選舉投票的

印度、3月9日的韓國總統選舉，以及接下

來幾個月的澳大利亞大選和日本參議院選

舉，將會首當其衝。

而這些國家的政府已采取行動來減緩

衝擊：印度去年11月削減了汽油和柴油的

零售稅；韓國將去年10月到今年4月間的

燃油稅降低20%；日本補貼煉油廠生産發

動機燃料。

野村控股的印度和亞洲(日本除外)

首席經濟師瓦爾瑪指出，“如果一個國

家出現低收入增長和高通脹，那它將受到

雙重打擊，可能會産生經濟和政治上的影

響。”

印度今年1月的通脹率突破6%，超過

了央行的容忍限度，而農村工資卻跟不上

，去年12月僅比上年同期增長3.31%。這

對總理莫迪領導的印度人民黨構成嚴峻挑

戰。

韓國的最新民調顯示，執政黨候選人

李在明和主要反對黨候選人尹錫悅的支持

率不相上下。韓國平均工資去年上漲了

4%，而今年1月的年通脹率爲3.6%，因此

油價上漲對選舉結果的影響可能不會像其

他地方那麽大。

在澳大利亞，汽油價格飙升使消費者

情緒受到打擊。澳央行預計通脹率將上升

到3%以上，高于去年第三季度2.2%的平

均工資漲幅。澳總理莫裏森須在5月底之

前解散國會舉行大選。

日本通脹率預料處于2008年以來的最

高水平，而當地去年12月的平均現金收入

同比略減。日本參議院今年7月將改選超

過半數席位，其結果將左右首相岸田文雄

的政途。

綜合報導 據日本放送協會(NHK)報

道，受強力寒流影響，日本北海道與北陸

部分地區持續下大雪，北海道多地積雪量

創新高紀錄。截至當地時間22日下午2時

，日本新千歲機場積雪深達116厘米，因

除雪不及，已關閉跑道暫停起降。

截至22日下午2時的24小時內，北

海道豐浦町大岸降雪量爲62厘米、新千

歲機場47厘米；積雪深度方面，截至當

地時間下午2時，北海道黑松內町積雪超

2米，豐浦町大岸達160厘米，新千歲機

場達116厘米，這些數據均打破自開始統

計以來的最高紀錄。

大雪還對當地交通造成影響，截至22

日上午11時，JR北海道公司從劄幌車站

出發的電車全部停開。

新千歲機場因積雪過深，來不及除雪

，2條跑道皆關閉，暫停班機起降，已有

上百班次航班停飛，目前尚無法預計機場

何時可以恢複運作。

石川縣也有多班列車因大雪誤點，並

發生多起汽車打滑事件，目前有3人受輕

傷。

日本氣象廳表示，北海道、新潟縣、

北陸地區要注意暴風雪天氣，警惕降雪天

氣給交通帶來的影響，並呼籲民衆注意安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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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日本名古屋市南區一

間郵局遭一名持刀男子闖入搶劫，

該男子先潑灑疑似汽油的液體，然

後威脅郵局員工交出現金，最後僅

得手9.1萬日元(約人民幣4973元)並

逃逸。所幸該男子潑灑的液體未被

點燃，也沒有造成人員受傷。

據日本名古屋電視台報道，這

起搶劫案發生在當地時間22日上午

10時30分左右，位于名古屋市南區

的名古屋元櫻田郵局報警稱，“被

人潑灑汽油”。

警方表示，持刀男子闖入營業

中的郵局後，先潑灑疑似汽油的液

體，然後威脅員工交出現金，最後

僅得手 9.1 萬日元現金，就騎摩托

車倉皇逃逸。事發當時，郵局內共

有2名民衆及3名工作人員，均沒有

受傷。

消防單位表示，接到報警後立

即派出 13 輛消防車前往待命，所

幸液體未被點燃起火，並未釀成火

災。

目前在逃的嫌犯年齡在30歲到

40歲之間，身高約170厘米，事後騎

摩托車逃逸。警方正以搶劫爲由追

捕在逃嫌犯。

日本北海道多地積雪逾一米創紀錄
新千歲機場暫停起降

（中央社）勞動部昨天公布減班休息（無薪
假）統計，其中全台通報實施無薪假人數達2293
家、1萬4560人，其中重災區仍是包括旅行社在
內的支援服務業，共有1340家、8929人實施無薪
假，有人甚至月休20天，勞動部官員表示，可能
要待邊境管制鬆綁後，才能讓旅行社減班休息人
數減少。

勞動部勞動條件及就業平等司副司長王金蓉
表示，本周增加減班休息人數仍以支援服務業中
的旅行社為主，其他如製造業、批發及零售業、
住宿及餐飲業等都趨於穩定，也沒有連鎖業者增
加減班休息，因此其他新增人數較少。

王金蓉說，受到邊境管制、國內疫情影響，
旅行社依舊受到嚴重影響，有部分旅行社甚至一
個月多休 17 天至 20 天，幾乎整個月沒有班可上
。

另2020年我國因新冠肺炎疫情控制得宜，成
為全球首個郵輪復駛的國家，但疫情爆發2年後
，許多國家已完全解封或訂出解封期程，台灣則
是政策不明，以致國際各大郵輪業者抽手轉往其
他國家營運，第一個復駛最後落得沒有船來，基
隆港和高雄港共耗資55億餘元的旅運大樓，恐成
為蚊子館。

雲頂集團探索夢號今年1月再度停航，龐洛
郵輪、歌詩達、皇家加勒比、公主郵輪等業者，
也因各種考量跳過台灣市場，例如龐洛郵輪轉往
澳洲、公主郵輪藍寶石公主號轉往美墨航線，其
中最大的因素，就是看不到台灣的解封期程。

交通部長王國材表示，嚴格管制是因為國外
疫情嚴峻，這是國家整體防疫政策下的結果，但
不代表不歡迎業者來，會在適當時間開放時，加
強行銷促進郵輪發展。

旅行社無薪假近9000人
最慘月休20天

（中央社）國內昨新增7例本土個案，其中
4例為居家隔離期間陰轉陽，而新北設計師群聚
新增2例，都是尚未居隔就採檢確診；另有1名
台北市加強型防疫旅館護理師確診，北市衛生
局緊急匡列57人居家隔離，擴大採檢353人，
檢疫所只出不進，感染源仍待釐清。

桃園1高中生染疫 全校停課
另較值得擔憂的是桃園市新興高中1名高三

男學生陪母親開刀，PCR採檢確診、Ct值35，
未列入昨天新增確診個案。該生23日仍到校上
課，家人採檢為陰性，同班同學39人、曾接觸
過的教師11人，其中密切接觸者須隔離14天；

桃園市衛生局已派醫療團隊入校替全校5616名
師生採檢，全校今預防性停課1天。

另，台北喜來登大飯店昨晚於臉書宣布，
配合政府疫調足跡，一樓十二廚自助餐廳25日
至27日將暫停營業、進行全廳預防性消毒。北
市衛生局證實有確診者足跡，為尚未公布個案
。

感染源待釐清 發細胞簡訊
北市衛生局指出，護理師案20317為住北投

40 多歲女性，擔任採檢與相關防疫工作，2 月
21日出現咳嗽症狀，22日採檢陽性，Ct值18，
共匡列57人居家隔離，其中27人採檢陰性，餘

30人檢驗中，其足跡遍及捷運淡水信義線，曾
至滬江高中參加國家考試，已匡列12人居隔，
衛生局將對其他考生發細胞簡訊。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中表示
，台北市護理師（案20317）負責接洽落地採檢
確診者，感染源待釐清，295名接觸者採檢結果
皆為陰性，19人居隔中。他認為 「看起來應該
是可控」，現在是圍堵疫情比較重要。

吃飯唱歌團群聚 累計46人
高雄砂石場群聚日前衍伸苗栗家庭多人確

診，昨天再擴及新竹3名家人染疫，這是過年期
間回娘家的案19644匡列居隔家人，當時共匡列

居隔4人，其中3人居隔期間採檢陰轉陽。陳時
中指出，這是疫情以來最大的家庭群聚，由於
過年期間聚餐造成22人確診，但家人都在匡列
範圍中，目前看起來情況也還算穩定。

新北設計師衍伸吃飯唱歌團群聚昨再增2例
，為同時段用餐者（案20248）的同住家人及外
籍看護，由於案20248確診後，隨即驗出2人陽
性，因此不屬於居隔陰轉陽案例；該群聚目前
累計46人確診。高雄煉油廠群聚則新增1例，
為鳳山母子（案19732）的爸爸，居隔期間陰轉
陽確診。

北市檢疫所護理師確診 曾參加國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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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3/23/22 9/19/22

2335
$50 or $100!

Overall Odds are 1 in 8.33
$10 3/23/22 9/19/22

T:5.7"

T: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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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費券加碼至萬元 4月先拎5000
財爺：預算案逆周期措施總承擔額逾1700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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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波新冠疫情為香港帶來前所未有的打擊，香港特區政府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於23日發表新年度財政預算案時宣布推出一

系列紓困措施，以紓緩疫情下市民的經濟壓力，包括斥資逾660

億元（港元，下同）再次發放電子消費券，金額倍增至1萬元，

計劃於4月份起發放，660萬名年滿18歲香港永久性居民及新來

港人士均受惠。政府同時宣布薪俸稅和個人入息課稅獲退稅，上

限為1萬元、寬減差餉、提供電力補貼、向社會保障及在職家庭

津貼申領者額外發放半個月津貼、降低“公共交通費用補貼計

劃”的門檻等（見表）。陳茂波強調，整份預算案的逆周期措施

總承擔額逾1,700億元，估計連同基建和其他開支的增加，可為

經濟提供約3個百分點的提振作用。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香港文匯報訊 2月23日，全國政協副主
席、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在深圳主持召開支
援香港抗疫工作第五次協調會，聽取了專班近期
工作匯報。會議認為，專班各工作組在短短一周
時間，按照中央決策部署，在組織專家指導防
控、建設隔離設施、保障醫療和生活物資供應等
方面做了大量扎實有效的工作，為支持特區政府
和香港社會各界抗擊疫情發揮了重要作用。

會議強調，香港疫情正處於快速傳播階
段，特區在檢測能力、醫療收治和隔離管控等方
面的壓力持續加大，防控形勢十分嚴峻。

夏寶龍表示，對防控香港的疫情既要充滿
信心，又要更扎實科學地做好援助工作，專班各
參戰單位必須保持昂揚鬥志，迎難而上，加強團
結協作，全力抓好援港抗疫各項工作落實。近期
要加快推進方艙醫院和應急醫院建設，協助特區
政府做好開展全民核酸檢測各項準備工作，以工

作實效全力支持香港特區政府履行好主體責任、
團結香港社會各界打贏防疫抗疫保衛戰。

另據中通社23日報道，2月22日晚，內地
支援香港抗疫工作專班與特區政府抗疫專班舉行
視頻會議，研究加快推進中央援助香港援建方艙
醫院和應急醫院工作，協調解決問題。

會議由專班召集人、國務院港澳辦分管日
常工作的副主任張曉明主持，工信部、國家衞健
委、國務院國資委、香港中聯辦、廣東省及深圳
市等內地專班組成單位有關負責人，香港特區政
府有關政策局局長和行政長官辦公室主任，以及
項目承建方中建集團、中建國際公司、中建科工
公司負責人，就方艙醫院和應急醫院的設計、施
工、管理等具體問題深入交換意見。

會議要求各有關方面通力合作，爭分奪秒
推進有關工程，確保快速、高效、保質保量建成
並投入使用。

夏寶龍在深主持援港抗疫工作第五次協調會

◆夏寶龍23日在深圳主持召開支援香港抗疫工作第五次協調會，聽取了專班近期工作匯報。中通社

新一份預算案提出多項
“派糖”措施，為市民在疫下

嘗得一點甜，包括電子消費券“加碼”至1萬
元（港元，下同）。香港文匯報記者23日在街
頭隨機訪問市民，不少人支持計劃，打算選購
一些平日不捨得買的東西，也有市民表示
上次消費券未能在限期內花光餘額，希
望今次能延長有效期。有基層市民則
認為，派現金較實際，用途限制
也較少，他們可以用作交租，
減輕生活負擔。

香港文匯報記者23日在街頭隨機訪問市
民，他們對財爺再派1萬元電子消費券“有彈
有讚”。呂先生對再派發電子消費券表示支
持，“去年無用嚟買大件嘢，所有消費券都用
喺飲飲食食，現在已習慣使用電子支付系統，
都幾方便。”

領取綜援金為生的70歲羅先生就因為消費
券而熟習使用電子支付系統，但他認為美中不
足的是消費券設有有效期，“身為長者消費唔
多，每次都係幾十蚊，上次我用剩幾十蚊，但因
為已過期浪費了，希望今次能夠延長。”

經營運動產品生意的王小姐也有同感，“有
消費券當然好滿意，但疫情咁嚴重，無乜人行街
買嘢，用到的機會少咗，希望延長至疫情過後，
到時大家安心出街消費，消費券就大派用場。”

吳女士的丈夫之前做地盤散工，第五波疫
情爆發後被迫停工收入歸零，兩名子女在家上
網課，一家四口擠在一間劏房內不敢出門，
“基層最希望拿到最簡單、直接的現金，消費
券拿去街市買魚、買肉都不方便，街市大多數
都唔畀用電子消費券。”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弦、廣濟

市民盼有效期延至疫後 免“有錢無人使”

重點紓解民困措施

●向每名合資格的18歲或
以上香港永久性居民及
新來港人士發放1萬元
電子消費券，約660萬
人受惠

●寬減2021/22課稅年度
百分之百的薪俸稅和個
人入息課稅，上限為1
萬元，201萬名納稅人
受惠

●寬減2022/23年度四季
的住宅物業差餉，首兩
季以每戶每季1,500元
為上限，其後兩季以每
戶每季 1,000 元 為上
限，299萬個物業受惠

●為每個合資格電力住宅用
戶提供 1,000 元電費補
貼，約280萬用戶受惠

●向領取社會保障金額的
合資格人士發放金額相
當於半個月的綜援標準
金額、高齡津貼、長者
生活津貼或傷殘津貼，
約148萬人受惠

●向領取在職家庭津貼的
住戶發放金額相當於半
個月的津貼，約7.21萬
戶受惠

●“公共交通費用補貼計
劃”的門檻於今年5至
10月由400元降至200
元，市民每月的公共交
通開支超出200元，獲
三分之一補貼，以每月
500元為上限，每月惠
及約380萬人

●由2022/23課稅年度起
設立住宅租金開支扣
除，每個課稅年度的扣
除上限為10萬元

664億

131億

117億

28億

23.84億

1.17億

約10.8億

33億

措施 涉款（港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陳茂波表示，過去一個多月來變種病毒來
襲，形勢急速逆轉，對很多市民的生活

和工作、中小企的經營造成沉重打擊，特區政
府必須加大力度為市民紓困、為中小企提供喘
息的空間，這是市民對特區政府的期望。新年
度預算案繼續採取擴張性財政政策，措施主要
圍繞四個方面：全力抗擊戰勝疫情；為市民和
中小企紓困；為下行的經濟提供支撐，並推動
疫後的經濟恢復，以及投資未來，部署經濟中
長期的發展。

在為民紓困方面，預算案提出寬減2021/
22課稅年度百分之百的薪俸稅和個人入息課
稅，上限為1萬元；寬減2022/23年度四季的
住宅物業差餉；由2022/23課稅年度起設立住
宅租金開支扣除等。

由於去年首次推出的電子消費券計劃，
有效地提振了市場氣氛、刺激本地消費、加
速了經濟復甦，並推動電子支付的更廣泛使
用，特區政府決定推出新一輪電子消費券計

劃，透過合適的儲值支付工具向每名合資格
的18歲或以上香港永久性居民及新來港人
士，分期發放總額1萬元的電子消費券，預計
可惠及約660萬人，連同4億元行政費，總開
支達664億元。

去年已登記者 首輪率先獲發
為紓緩市民及不同商戶的壓力，特區政府

會透過去年推出的消費券計劃所收集的登記資
料，在4月份先向逾630萬名已成功登記的市
民發放5,000元消費券，餘額會與新增的合資
格人士，一同在本年中分批發放。政府會透過
臨時撥款決議案的動議，向立法會表明會於決
議案通過後，隨時動用消費券計劃的撥款。

特區政府消息人士透露，去年已登記消費券
計劃的630萬名市民，會於今年4月自動透過其
之前選定的支付平台獲得第一期消費券，但如果
市民已遺失相關八達通卡或已取消有關支付平台
的賬戶，則需要另行處理。

登記了 AlipayHK、WeChat Pay HK 及
Tap & Go的市民會一筆過獲發5,000元；使用
八達通的市民則會先獲4,000元，在特定時間
內花光後可領取餘下1,000元，詳情之後公
布。雖然現時八達通的儲值上限為3,000元，
但消息指只要當儲值上限低於3,000元時，便
可隨時無限“拍卡”領取消費券，直至領盡
4,000元。

至於約30萬名新增的合資格人士需要進
行登記手續，並於今年年中期間，跟另外630
萬名市民一同獲發消費券。消息指，屆時或有
新的支付平台加入計劃，稍後政府會根據支付
平台的可用商戶與用家覆蓋面、方便程度、籌
備情況及是否具電子支付經驗等因素進行篩
選。消息人士又透露，派發消費券的預算行政
成本達4億元，如市民於第二期發放時希望改
用其他平台，需要進行行政手續，加上或有新
電子支付平台加入而需更新系統，參與計劃的
電子支付平台亦要調整其系統。

◆◆香港財政司司長陳茂波香港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左二左二））2323日日
發表新年度財政預算案發表新年度財政預算案，，宣布再次發放宣布再次發放
電子消費券電子消費券，，金額倍增至金額倍增至11萬港元萬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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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是基本方針
國台辦回應兩岸學者對“統一法”制定相關看法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記者朱燁及新華社報道，針對兩岸學者對如何實

現祖國統一以及對於制定“統一法”的相關看法，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

23日作出回應並強調三點：解決台灣問題、實現祖國完全統一，是全體中華兒女

的共同願望，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要求；“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是

解決台灣問題的基本方針，是實現國家統一的最佳方式，既充分考慮台灣現實情

況，又有利於統一後台灣長治久安；憲法和《反分裂國家法》等國家法律對於解

決台灣問題、促進祖國統一已有明確規定，為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推進祖國

統一提供了堅實法治保障。

民進黨炒作烏克蘭問題包藏禍心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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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
州報道）2月23日，廣東省人大常委
會在中新廣州知識城（以下簡稱“知
識城”）舉行新聞發布會，介紹將於
3月1日正式實施的《廣東省中新廣州
知識城條例》（以下簡稱《條
例》）。在與港澳合作方面，有多項
重點內容，包括支持引入港澳知識產
權服務機構，推動港澳醫療、教育、
法律等領域專業人才在知識城便利執
業。

在知識產權創新與保護方面，支
持知識城引入港澳知識產權服務機
構，推動建設國際知識產權運營中
心；建立粵港澳大灣區知識產權信息
公共服務平台，促進知識產權信息交
換共享。在人才支撐方面，推動港澳
醫療教育、規劃、法律等領域的專業
人才在知識城便利執業。另外，推動
知識城與港澳協同發展，鼓勵和支持
建設粵港澳大灣區協同創新研究機
構。建立粵港澳大灣區青年創新創業
基地，支持港澳及海外投資機構參與
投資知識城私募投資基金和創業投資
基金，推動粵港澳投資跨境商事登記
實行全程電子化辦理，以及粵港澳三
地電子簽名證書互認。

記者問，有大陸學者日前表示，大陸應制定
“統一法”，核心是與台灣同胞共同制定

“一國兩制”台灣方案。另有大陸學者認為，
上述建議沒提《反分裂國家法》，而是提出再
設“統一法”，並為解決台灣問題設置三個前
提，是“自縛手腳”。國台辦對此持何態度？
馬曉光表示，最近一段時間，兩岸不少學者

對如何實現祖國統一提出了看法，反映出他們
為推進統一進程進行的思考。他對具體觀點不
作評論，提出“三點強調”。

時和勢始終在統一力量這一邊
馬曉光指出，第一，解決台灣問題、實現

祖國完全統一，是全體中華兒女的共同願望，
是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必然要求。在兩岸
同胞共同努力下，祖國完全統一的歷史任務一
定要實現，也一定能夠實現。統一是定論，是
大勢所趨、大義所在、民心所向。解決台灣問
題的時和勢始終在推進祖國統一力量這一邊。

《反分裂國家法》繼續發揮獨特作用
第二，“和平統一、一國兩制”是解決台

灣問題的基本方針，是實現國家統一的最佳方
式，既充分考慮台灣現實情況，又有利於統一
後台灣長治久安。堅持和平統一，展現的是民
族大義，是對和平價值和同胞福祉的珍視，體
現對民族和後世負責的深厚感情。以和平方式
實現祖國統一，最符合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中
華民族整體利益。和平統一，是平等協商、共
議統一。在一個中國原則基礎上，我們願意同
台灣各黨派、團體和人士就兩岸政治問題和推
進祖國和平統一進程的有關問題開展對話溝
通，廣泛交換意見，尋求社會共識，推進政治

談判。
第三，憲法和《反分裂國家法》等國家法律

對於解決台灣問題、促進祖國統一已有明確規
定，為推動兩岸關係和平發展、推進祖國統一提
供了堅實法治保障。憲法規定台灣是中華人民共
和國的神聖領土的一部分，完成統一祖國的大業
是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全中國人民的神聖職責。
《反分裂國家法》以憲法為依據，是堅持“一國
兩制”、推進祖國和平統一制度體系的重要組成
部分，是反“獨”促統政治責任和使命要求的重
要遵循。《反分裂國家法》實施17年來，在震懾
“台獨”分裂勢力、維護台海和平穩定、推動兩
岸關係和平發展、推進祖國統一進程等方面已經
發揮並將繼續發揮獨特的重要作用。我們願以最
大誠意、盡最大努力爭取和平統一的前景，但如
果“台獨”分裂勢力繼續挑釁逼迫，甚至突破紅
線，我們將不得不採取斷然措施。

針對呂秀蓮近期言論，馬曉光答問指出，她批
評民進黨當局依附美國，指出“抗中”並不能“保
台”，並告誡台灣年輕人在“有生之年”一定會面
對大陸處理台灣問題。她的上述言論拆穿了民進黨
當局長期製造的“反中抗中”的煙幕。這說明民進
黨當局勾連外部勢力謀“獨”挑釁的愚民政策，在
相當程度上包括在民進黨內部，都已引起強烈不滿
和質疑。

馬曉光指出，台灣問題是中國內戰遺留的問
題。海峽兩岸雖然尚未統一，但大陸和台灣同屬
一個中國的事實從未改變，中國的主權和領土完
整從未分割，也不容分割。和平統一最符合兩岸
同胞的共同利益和中華民族的根本利益，希望兩岸
同胞共同努力，堅決反對“台獨”分裂，共同推動
兩岸關係和平發展、融合發展，推進祖國統一進
程。

農業農村部：下大決心擴大大豆和油料生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任芳頡 北京報道）

近年來，中國大豆進口量居高不下，每年都在1
億噸左右。今年中央一號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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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到，大力實施大豆和油料產能提升
工程，加大對產油大縣獎勵力度。中央農村工
作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農業農村部部長唐仁
健23日在國新辦發布會上表示，將下大決心擴
大大豆和油料的生產，經過5-10年的努力，爭
取大豆和油料的自給率能夠有一個較大的提
高，讓“油瓶子”裏盡可能多裝中國油。

多種一畝是一畝 多收一斤是一斤
“目前，國產大豆可以滿足食用消費需求，

就是中國人吃豆腐、豆製品，這方面沒有問題。
進口大豆主要是用於食用植物油和畜牧業飼料蛋
白這方面的需求。”唐仁健表示，中國目前糧食
總量雖然是緊平衡，但在保供給尤其保口糧方面
問題不大。結構上，大豆油料自給率比較低。他
稱，下一步，既要用好國內國際兩個市場、兩種
資源，增加大豆油料的供應，另一方面更重要的
是立足自身，下大力氣調整結構問題，下大決心
擴大大豆和油料的生產，能夠多種一畝是一畝，

多收一斤是一斤。

“油瓶子”裏盡可能多裝中國油
唐仁健指出，要實現“油瓶子”裏盡可能

多裝中國油，將重點從積極恢復東北地區的大
豆面積、積極推廣大豆玉米帶狀複合種植、積
極發展油料生產三方面着力。他介紹，今年將
加大推廣大豆玉米帶狀複合種植力度。為此，
中央財政專門安排了補貼資金予以支持，對規
模經營的主體還將從社會化服務資金中再補一
部分，部分地區還將把帶狀複合種植納入農業
保險的保障範圍。

唐仁健稱，除大豆之外，油菜、花生、油茶
等木本油料都要大力發展，向日葵、胡麻、芝麻
等特色油料也要因地制宜地發展。通過多油並
舉、多措並施，經過5-10年的努力，爭取大豆和
油料的自給率能夠有一個較大的提高。

今年中央一號文件特別提到了大力實施大豆
和油料產能提升工程，通過加大耕地輪作補貼和
產油大縣獎勵力度等進一步提升油料作物的自給
能力。國家糧食和物資儲備局22日亦提出，根
據當前國內外市場形勢，國家有關部門決定安排
部分中央儲備食用油輸出，並將啟動政策性大豆

拍賣工作，以增加大豆及食用油市場供應。
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研究所研究員胡

冰川對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提高油料作物生
產能力是農業現代化的基本要求，提高油料作
物自給率與充分利用國際市場並行不悖。中國
作為全球最大的農業生產國和農產品消費國，
完全有必要不斷提高農業生產水平和生產能
力，持續提升農業競爭力。

◆◆北京冬奧會期間北京冬奧會期間，，3030多名在北京高校就多名在北京高校就
讀的台灣學生作為賽會志願者投入奧運服讀的台灣學生作為賽會志願者投入奧運服
務工作中務工作中。。圖為在北京海淀區工作的台灣圖為在北京海淀區工作的台灣
青年蕭家曜與北京市民合照青年蕭家曜與北京市民合照。。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京報道）近期，
民進黨當局配合美西方輿論，將台灣與烏克蘭相提
並論進行炒作，聲稱“對烏克蘭的情況感同身
受”。對此，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23日回應稱，所
謂“感同身受”完全是自作多情。

台灣問題純屬中國內政
馬曉光指出，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

分，台灣問題純屬中國內政。近期民進黨當局配合
美西方輿論，借烏克蘭問題惡意炒作所謂大陸“軍
事威脅”，包藏着他們圖謀把台灣問題“國際化”
和在島內煽動“反中抗中”民粹的禍心，完全是為
了一黨私利的政治操弄。

馬曉光指出，當前台海形勢緊張的根源，是民
進黨當局和“台獨”勢力勾連外部勢力不斷進行謀
“獨”挑釁。我們為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所採
取的一切必要行動，針對的是“台獨”分裂活動和

外部勢力干涉，目的是從根本上維護兩岸同胞切身
利益和中華民族整體利益。

蓬佩奧將竄訪台灣是鬧劇
在回答有關美國前國務卿蓬佩奧將竄訪台灣的

問題時，馬曉光說，蓬佩奧是什麽人，想必大家都
清楚。民進黨當局與反華政客沆瀣一氣，企圖借外
部勢力為謀“獨”造勢，不過是鬧劇一場。

馬曉光指出，當前台海形勢持續緊張動盪，根
本原因是民進黨當局一再企圖“倚美謀獨”，而美
方一些人有意搞“以台制華”。美方一些人不斷在
台灣問題上發表錯誤言論，採取錯誤行動，根本上
是企圖打“台灣牌”，把台灣當棋子，阻礙中國統
一和中華民族復興進程。無論民進黨當局與外國勢
力如何勾連表演，都無法改變台灣是中國一部分的
鐵的事實，也阻擋不了國家強大、民族復興、兩岸
統一的歷史大勢。

◆圖為去年10月，山東省聊城市茌平區賈寨鎮
鑫浩園家庭農場的工作人員在收穫大豆。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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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為防疫考量
，自前年起以電子圍籬進行居家隔離者及居家檢疫
者的管理及關懷，並搭配各種科技防疫手段，引起
適法性和隱私權侵害疑慮。監察院通過監委王幼玲
、王美玉、高涌誠調查報告，指出在程序、個資保
護等不完備處，提醒指揮中心正視並妥善處理，使
防疫及人權可以併行。

監委指出，前年1月28日決定用電子圍籬
後，2月5日即實施，但檢附函請地方政府配合辦理
的 「運用智慧科技輔助居家隔離及居家檢疫作業流
程」及其修正版，卻遲至3月8日才正式公告實施
；系統服務平台更是到3月26日才簽約生效，遲至
5月28日才公布 「COVID-19因應指引：實聯制措
施指引」。

監委直言，電子圍籬上路明顯未依循 「先程序
，後實體」原則，指揮中心因疫情緊急未依嚴謹程
序辦理，但仍應趁國內疫情獲穩定控制時，盤點疏
漏不足之處並研謀改善，以增進我國人權保護形象

。
監委表示，台北萬華部分民眾健保卡遭註記，

衍生就診被拒爭議，也有程序及行政透明相關問題
，萬華區高風險族群自2021年5月15日至29日遭納
為健保卡註記對象，卻至28日即將結束註記之際，
指揮中心才於記者會宣布，顯然與聯合國人權指引
、歐盟一般資料保護規則（GDPR）的 「透明原則
」原則有相當落差。

監委強調，國內疫苗接種覆蓋率既已大幅提升
，疫情更有朝向 「長期」且 「常態」方向調整趨勢
，顯示現階段電子圍籬使用空白授權的正當性與急
迫性，與疫情早期 「避免緊急危難」等情勢不可等
量齊觀，呼籲指揮中心在約詢時允諾 「適時滾動檢
討」，應把握疫情和緩穩定控制期積極處理。

衛福部長陳時中表示，對於監察委員一方面體
諒指揮中心在控制疫情上的困難，一方面也提醒在
法治國家應該注意的事情， 「我們會就此情形多加
檢討」。

全民健保委員會今天將針對部分負
擔調整等進行討論，過去慢箋藥品
及檢驗檢查都不用部分負擔，但規
畫方案未來都會收取。民間團體表
示，各層級醫院慢箋釋出的比例仍
低，介於1到4成之間，且某些藥品
也只有大醫院有，到診所或藥局恐
領不到，另在檢驗檢查方面，各層
級醫院的儀器精密度也不同，要藉
調整部分負擔達到分級醫療根本是
「治標不治本」。

衛福部繼去年調漲健保費率之
後，擬加收一般藥品、檢驗檢查以
及急診的部分負擔。健保會今天將
就部分負擔、旅外國人停復保、投
保金額上限、政府負擔、補充保費
等5配套展開討論，若能順利調整，

6成民眾、約700萬民眾將受影響，
健保署評估，健保可挹注121億元，
民眾負擔不超過200元。

醫療改革基金會執行長林雅惠
表示，以慢箋為例，民眾在社區藥
局領藥便利性高，但為何仍有許多
人捨近求遠？當中的原因可能很多
，如醫院可能蓋上 「不可替代章」
，或是有些藥品只有醫院有，社區
藥局沒有。醫改會2020年曾對氣喘
用藥 「昂特欣」進行隨機電訪，發
現六都、非六都的社區藥局缺藥比
例為5、6成，更有4縣市僅1家可持
處方箋領藥的情況。

健保會委員、消基會董事胡峰
賓指出，目前規劃方案，急診輕重
症部分負擔增加、慢箋藥品部分負

擔也要收取，如果社區藥局及基層
診所免收部分負擔，就有助於落實
醫藥分業及分級醫療；增加檢驗費
用部分，是否可以合理化資源分配
、減少醫療浪費，並未看到健保署
提出相對應的實證研究。

健保委員、中華民國全國工業
總會常務理事何語則認為，近年來
藥費佔醫療分項比率逐年增加，去
年已達 28.9％，對比日韓約 15％，
台灣已近3分之1，使用者付費的概
念是有必要的。民眾赴社區藥局領
藥，不應該免收，這不是錢的問題
，而是觀念導正的問題，民眾該吃
藥就吃，但也不能造成醫療浪費。

健保增檢驗部分負擔
民團：治標不治本

（中央社）延宕多時的《菸害防制法》修正草案，日前終於
通過行政院審查並函請立法院審議，其中 「全面禁止電子煙」備
受關注。國民健康署表示，目前國內共接獲6例疑似電子煙肺傷
害個案，年紀最輕僅16歲，更有患者僅使用半個月就造成肺傷
害，電子煙不僅無益於戒菸，還暗藏健康風險。

《菸害防制法》修法重點包括：全面禁止電子煙及加味菸、
禁菸年齡提高到20歲，並將大專院校、幼兒園等納入全面禁菸
場所。國健署菸害防治組組長陳妙心指出，近年大專生使用電子
煙比率明顯增加，從107年2.5％竄升到109年的5.4％，原因包

括 「口味選擇多」、 「不想要有菸味」，也有些人認為電子煙
「對健康危害較低」。

國際間已有多起電子煙導致肺傷害及致死案例，國健署自
2020年2月起，請醫療機構協助通報疑似電子煙肺傷害個案，截
至去年（2021）9月共接獲6例通報，使用電子煙的時間介於半
個月至4年，其中5位併用紙菸、1位已停用紙菸。

經專家會議討論，通報個案中有3例為使用電子煙造成肺傷
害的高度可能個案，分別為16歲、23歲、56歲男性，另有22歲
女性疑似因使用電子煙加重氣喘，以及42歲及31歲男性有使用

電子煙而誘發氣喘的可能性。
小兒科醫師陳木榮指出，電子煙是將煙油加熱霧化後吸入肺

部，目前已知有超過1.5萬種添加物被使用於煙油，不僅影響肺
部健康，還暗藏許多健康風險。

他表示，有些民眾認為電子煙可以幫助戒除紙菸，這是錯誤
的觀念，到最後往往會傳統菸和電子煙並用，陷入雙重險境，造
成肺部更嚴重的傷害。

電子煙釀肺傷害6例 最年輕患者僅16歲

電子圍籬涉侵犯隱私
監院促指揮中心妥善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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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鹽社健康講座
題目: 大腸癌防治月
講員: 岑瀑濤醫師

時間: 2022年3月5日, 星期六
下午2-4點

ZOOM 網上會議室鏈接:
https://us02web.zoom.us/j/

86158955319
或撥打: +1 346 248 7799 US

(Houston)
會議號碼: 861 5895 5319
每年三月舉行的全國大腸

癌宣傳月為護理結腸和直腸疾
病患者提供了一個寶貴的機會
，以教育他們的社區關於這些
疾病的知識，並提高人們對大

腸癌篩查，預防和治療重要性
的認識。大腸癌的發生是結腸
或直腸內膜的生長變癌。大多
數結直腸癌均始於癌前的瘜肉
。瘜肉是扁平的，草莓狀或蘑
菇狀的生長物，生長在結腸或
直腸的內壁上。並非所有息肉
都會變成癌症。但是，隨著時
間的流逝，癌前息肉會變成癌
症。癌前息肉癌變的平均估計
時間為5到10年，但有些可能
更快發生。

岑瀑濤醫師是德州大學休
斯頓（UTHealth）McGovern醫
學院的腫瘤內科副教授。同時
，她也在UT Physicians Memo-

rial Hermann Cancer Center 擔
任主治醫師職位。岑醫師於
1999年在中國中山大學獲取醫
學學位，並於2005年在紐約的
St Luke’s Roosevelt Hospital完
成了內科住院醫師培訓。隨後
，岑醫師於2008年在德州大學
MD Anderson Cancer Center 進
行了腫瘤內科與血液科的專科
培訓。

光鹽社健康講座光鹽社健康講座:: 大腸癌防治大腸癌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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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您輕鬆進行跨國匯款 
 
 

 
Cathay Bank, 9650 Flair Drive, El Monte, CA 91731 

 
 

 
 
 

全球匯款，更輕鬆簡單 
 

現在您可以在網上銀行進行個人海外匯款，既安全又便捷。 
我們的平台也提供個人本地電匯服務。 

 
 
 
 

更多網上匯款的訊息： 
 

本地電匯 海外電匯 
 每位客戶每天最多可發送兩單電匯 
 每筆交易最高金額為 20,000 美元，

每位客戶每天最多匯出 40,000 美元 
 每單電匯收費 15 美元 

 每位客戶每天最多可發送兩單電匯 
 每筆交易最高金額為 20,000 美元，

每位客戶每天最多匯出 40,000 美元 
 每單電匯收費 20 美元 
 
 

 

 
 
 

通過我們的手機 App，也能匯款！立即下載。 
 

  
 
 
 
 
 
 

cathaybank.com | 800-922-8429 
 

 

    
 

 

 
我們尊重您的隱私，若需設定此電子郵箱將來不再收到同類型的電子郵件，請到此電郵英文版本
的最底部點擊「click he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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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V、香奈兒、迪奧……又漲價！
買黃金不如買奢侈品？

虎年春節剛過不久，法國奢侈品牌LV就放出

漲價消息，2月16日在全球範圍內提高産品價格。

LV宣布調價，有款式提價幾千元
據路透社消息，LV此次漲價涵蓋皮具、時尚

配飾和香水。路透社獲得的一份聲明顯示，“價格

調整考慮了生産成本、原材料、運輸和通貨膨脹的

變化。”

17日，LV官方客服向中新財經記者證實了這

一消息，“漲價是從2月16日開始的，目前門店産

品價格已經調整。”

LV官網價格顯示，此次提價幅度並不小。如

，LV經典款Capucines售價從4.65萬元上調到5.2萬

元，漲幅11.8%；Neverfull中號的價格從1.2萬元漲

至1.44萬元，漲幅20%。

另據媒體報道，1月份，著名奢侈品牌香奈兒

在2021年11月提價的基礎上，再度調整部分款式

價格；另一奢侈品牌思琳在過去三個月內兩次調價

；1月18日，奢侈品牌迪奧的小號Lady Dior手袋

售價從3.6萬漲至4.1萬；法國奢侈品牌愛馬仕也于

近期上調部分商品的價格。

此外，瑞士腕表品牌勞力士在2022年1月1日

將其零售價提高3.4%。其他鍾表品牌，宇舶表、百

達翡麗等也開始提高産品價格。

近年奢侈品牌提價成常態
記者梳理發現，近年來，LV已多次上調産品

價格。僅2020年，LV就經曆四次提價。

不只是LV，伯恩斯坦分析師盧卡· 索爾卡表示，

迪奧一直在對其包袋實施提價，例如，Medium Lady

Dior較2019年上漲了近1500美元。價格漲幅在中國尤

爲明顯，2019年11月至2022年1月期間，Medium La-

dy Dior等型號的複合年增長率達到20%。

該分析師還稱，自新冠肺炎疫情以來，香奈兒

將其經典型號的定價提高了四次，漲幅超過50%。

如，香奈兒的Medium Classic Flap包在美國的價格

從2020年的6500美元上漲至2021年11月的8800美

元，複合年增長率爲23%。

對此，香奈兒的一位發言人曾稱，公司會定期

調整價格，以考慮進生産成本和原材料的變化，以

及彙率的波動。其表示，“某些原材料的價格定期

上漲，導致我們需要調整商品價格。由于我們對質

量的要求，這些原材料本來就很難采購。”

勞力士價格一年漲幅超黃金、道指
面對奢侈品牌動辄幾千元的提價，有網友

表示，“買基金不如買包，2021年2月14日買的一

筆基金到今年2月14日收益率負30%多，上個月新

買LV還沒背就漲價20%。”

從數據上看，不無道理。2021年底，考拉海購

曾盤點《2021年度十款“理財包”》，其中，CE-

LINE ROMY較年初發售價漲幅高達 95%，CHA-

NEL CF年初發售價5.15萬元，2021年經曆兩次提

價後達到6.27萬元，漲幅近22%。

在某二手網站上，中新財經記者注意到，全新

小號香奈兒Classic Flap手袋價格轉售價超5萬元，

2019年該款包入手價才3萬多元。

值得一提的是，據外媒報道，勞力士價格漲幅在過

去一年中，不僅領先于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的表現，還

遠超黃金和房地産等其他投資(按平均房價追蹤)。

咖啡期貨價格升至十年新高
資本正介入連鎖咖啡市場

綜合報導 近日，包括星巴克、瑞

幸、Tims等在內的多家咖啡店宣布對咖

啡飲品進行調價，調價幅度在1~3元不

等。記者走訪了解到，一杯咖啡所需咖

啡粉末在12克左右，原材料成本只占一

杯咖啡成本的10%~20%，因此盡管咖啡

期貨價格升至10年新高，原材料價格上

漲對成本的影響仍有限。而資本介入帶

來新秀、跨界品牌的不斷湧現，導致連

鎖咖啡市場的競爭日趨激烈。

記者注意到，近期宣布調價的咖啡

企業多爲連鎖咖啡店，調價品類以成品

杯裝咖啡飲品爲主，調價幅度在1~3元

左右。許多咖啡企業並不是首次調價，

早在去年已有咖啡門店已經進行過一輪

價格調整。

雀巢最新發布2021年度財報顯示，

公司全年總銷售額增長3.3%，達到871

億瑞士法郎。其中定價貢獻率上升至2%

，第四季度達到3.1%，以抵消顯著的成

本上漲帶來的影響。

咖啡庫存已經降至22年來新低
不少咖啡企業表示，調價是綜合評

估和考量運營成本等多方因素做出的決

定。對此，有市場觀點認爲，咖啡期貨

價格上漲是導致成本大幅上漲的原因之

一。由于供求失衡，國際咖啡期貨價格

升至10年新高。

截至2月18日，美國C型咖啡期貨

收跌 2.07%，報 245.45 美元。回顧 2021

年 2月 14 日，美國C型咖啡期貨報收

127.5美元。

此前有媒體報道，由于全球最大咖

啡生産國巴西遭受幹旱天氣、供應鏈動

蕩以及貨運成本的多重影響，阿拉比卡

咖啡豆價格在過去一年上漲了一倍多。

爲緩解供應短缺，供應商們開始動用庫

存。根據美國洲際交易所的監測，咖啡

庫存已經降至22年來的新低。洲際交易

所的阿拉比卡咖啡豆價格攀升至每磅

2.59美元，爲10年新高。

金達咖啡飲品城總經理蔡澤告訴記

者，國産咖啡豆以雲南生豆爲例，價格

在35元/千克，去年同期價格僅20元/千

克；進口的巴西豆售價40~45元/千克，

去年同期價格在30元左右/千克。

“但目前原材料價格上漲對成本的

影響仍相對有限。”蔡澤表示，一杯咖

啡需要的咖啡粉末在12克左右，一般原

材料成本只占一杯咖啡成本的10%~20%

，占比更多的是人工、租金、設備等價

格帶來的影響。

去年平均每天新增70家咖啡相關
企業

《2022~2027年中國咖啡行業深度調

研及投資前景預測研究報告》顯示，

2020年中國咖啡行業市場規模爲3000億

元，2021年咖啡行業市場規模料達3817

億元，預計2025年中國咖啡行業市場規

模將達10000億元。

“目前在國內市場，星巴克、瑞幸

兩大巨頭勢均力敵。但同時也可以看到

，包括Tims、Manner等很多新銳品牌不

斷湧現，整個市場新秀、跨界門店增多

。盡管當前店面數量與咖啡店巨頭相比

不在一個量級，但說明資本正在介入連

鎖咖啡這一領域。”蔡澤告訴記者。

天眼查數據顯示，今年以來，全國

已新增注冊咖啡相關企業2224家，平均

每天成立43家；2021年新注冊的咖啡相

關企業數量是2.55萬家，平均每天注冊

達70家。

從融資情況來看，2022年1月25日

，UNIBROWN由心咖啡完成A輪融資。

2021年咖啡品牌共計進行了23次融資，

涉及品牌數量約17個。

“一、二線城市消費者已經養成喝

咖啡的習慣，尤其是一線城市生活節奏

較快。”廣東省連鎖經營協會副秘書長

張淦盛表示，未來連鎖咖啡品牌化會越

來越明顯，門店會以“大而全、小而精

”的特點發展。精品咖啡市場複制有一

定難度，但一旦開發出新的産品複制性

強，開店速度可控，資本投資預期效果

明顯，量化目標容易實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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