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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英歐盟宣布制裁普丁、、凍結資產
美英歐盟宣布制裁普丁
路透社

（中央社）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引發外
交制裁，英國、歐盟今天宣布制裁俄羅斯
總統普丁與俄羅斯外長拉夫羅夫，凍結二
人在該國的資產。昨天沒有針對普丁個人
宣布制裁的美國在與盟友熱線會談後，也
加入制裁二人行列。
英國首相強生今天在北約會議開第一

槍，宣布將制裁普丁與拉夫羅夫，同時呼
籲其他國家領導人將俄國逐出跨國支付系
統 「環球銀行金融電信協會」（SWIFT）
。美國總統拜登昨天宣布的制裁措施並不
包括普丁個人；對此，白宮發言人莎奇表
示，制裁普丁個人一直都在選項中，拜登
總統與歐盟執委會主席范德賴恩通過電話

後，決定加入歐洲盟友制裁二人的行列。
此外，法國總統馬克宏今天也正式宣
布，對俄羅斯和白俄羅斯祭出一系列經濟
制裁，並給予烏克蘭軍事以及預算援助。
馬克宏表示， 「
我們將給予額外的 3 億歐元
預算協助，也一直與烏克蘭當局保持聯繫
，提供所需的防衛軍備」

房地產經紀人
住家、商業、公寓
買賣、租賃、投資
民宿出租: 德州醫療中心/Rice University
（Wyndham Hotel 旁) 舒適方便、經濟實惠、
拎包入住。適合醫療人員、學生、訪問學者、
Kimberly Tran (陳小姐)
病患家屬 、 長短期出租（可步行到各大醫院) 832-930-2788
(越語)

Luke Bai (陸克)
832-779-2838 (華語)
luke8327792838@gmail.com 歡 迎 來 電 洽 詢 買 方 優 惠 計 劃 kim8329302788@gmail.com

廣告
星期六

2022年2月26日

Saturday, February 26, 2022

A2

要聞 2
星期六

2022年2月26日

A3

Saturday, February 26, 2022

俄羅斯向烏克蘭發動全面進攻
我見我聞我思
Wealee@scdaily.com
02/
02
/25
25/
/2022
今天凌晨俄羅斯正式
向烏克蘭發動攻擊軍事行
動， 烏克蘭目前已經遭遇
到導彈和地面歩隊之攻擊

，普京總統宣佈在頓巴斯
地區展開軍事行動， 俄羅
斯的坦克已経開進第二大
城哈爾基夫 ，烏國總統澤

倫斯基在電視中宣佈和俄
羅斯斷交，並將提供武器
給想捍衛國家的任何人，
並稱他和拜登總統通了電
話， 美國將全面動員所有
盟國來支持烏克蘭 ，但是
拜登重申不會派地面部隊
到烏克蘭作戰。
聯合國安理會正在召
開緊急會議 ，包括歐盟及
北約軍事組織都提出譴責
俄羅斯之入侵行動，並將
對普京提出最嚴厲之制裁
行動。
烏克蘭之变局 ，首先
是對全球経濟之重大影響

，石油價格已經上漲， 全
球供應鍊將會造成更多物
價之繼續上漲，而造成更
嚴重的通貨膨脹。
普京對烏克蘭之軍事
行動再次說明了歐盟和北
約組織之無奈， 所謂経濟
制裁對俄羅斯而言早在他
們預料之中。
烏克蘭之變局， 勢必
影響中美兩國之關係， 拜
登總統絕不願看到中國大
陸站到俄羅斯一邊 ，美國
勢必會兩面受敵， 日前布
林肯國務卿和王毅外長之
通話， 正在傳達新的情勢

發展， 更會牽動中美台在
海峽兩岸未來情勢之發展
。
拜登總統目前所能做
到的就是把俄羅斯之経濟
「窒息」，但是這㘯從二
次大戰以來最大的軍事变
局， 將會改變未來世界權
力之重組，是可預見的事
实。
普丁之行動正在挑戰
世界的新秩序 ，我們絕不
願看到美俄大戰而使地球
毀滅， 政客們的私利魯莽
， 也非決不可能。

Russia Launches An Attack
On Ukraine
In the early morning of
Thursday, February 24,
Russian 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announced
the sending in of troops
and the firing of missiles,
effectively launching a
military invasion into
Ukraine.

幾內亞共和國駐休斯敦名譽總領事

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Ukraine President
Volodymyr Zelenskyy
announced on TV that he
will provide weapons to
anyone who wants to
defend the country. He
said that President Biden
told him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ill fully mobilize
all allies to support
Ukraine, but that Biden
said the U.S. will not send

in ground troops to fight
with Russia.
The United Nations is
calling an emergency
meeting with all members
of the European Union
and NATO to condemn
the Russian invasion and
will jointly impose the
most severe sanctions
against Putin.
The Ukraine crisis will
directly impact our
economy, including
higher oil prices and
severely affect the global
supply chain.
Putin’s military action
again illustrates the

helplessness of the
Ukraine people. Putin’s
goal is to take over the
country and change their
system.
All the allies and the U.S.
can do now is to
“suffocate” the
Russian economy, but
how to affect them going
forward, we still need to
wait and see.
U.S. Secretary of State
Blinken and Chinese
Foreign Minister Wang Yi
had a phone call
yesterday and discussed
the new situation in
Ukraine. The United
States also worries about

what is going 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Taiwan
Strait.
We want to call on the
leaders of the world to

“cool down” to Putin’
s action that is now
challenging the order of
the world. We never want
to see a war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Russ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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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戰車駛進基輔 有意與烏克蘭在白俄談判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今天下午致電俄羅斯
總統蒲亭（Vladimir Putin）。據中國官媒報導
，蒲亭表示，俄方願意同烏方展開高級別談判
；習近平也表示，支持俄方與烏方透過談判解
決問題。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Volodymyr Zelenskiy
）則在推特發文表示，他今天與波蘭總統杜達
（Andrzej Duda）會談，希望北約東歐會員國
能夠提供協助，讓俄羅斯坐上談判桌。
俄羅斯克里姆林宮（Kremlin）今天表示，
總統蒲亭準備派代表團前往白俄羅斯首都明斯
(本報訊)俄羅斯大軍及戰車今天攻進烏克蘭 克（Minsk），與烏克蘭進行談判。
俄軍入侵以來發動超過 160 次飛彈攻擊，包
首都基輔，距離國會大樓僅約 10 公里遠，但隨
後情況出現轉機，俄國方面已表示，願意與烏 括短、中程彈道飛彈、巡弋飛彈及地對空飛彈
，伴隨數十架次的軍機空襲。俄軍從白俄羅斯
方展開談判。

往南移動，以圖占領基輔北方一座機場。
烏克蘭國防部今天表示，俄羅斯至少已有
逾 1000 名軍人陣亡。聯合國人權辦公室發言人
發言人夏姆達薩尼（Ravina Shamdasani）則指出
，在烏克蘭至少 127 名平民傷亡，共 25 死、102
傷。
美國國防部宣布增派 7000 名美軍到歐洲，
「他們將派駐德國，以讓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NATO）盟邦安心，並遏阻俄羅斯侵略，準
備好支援區域各項需求」。五角大廈官員說，
他們預計近日啟程。
美國本月 2 日宣布派出 2000 名部隊人員到
歐洲，11 日宣布增派 3000 人，如今又加派 7000
人後，從美國派往歐洲的士兵人數增到 1 萬
2000 人。

然而美國總統拜登 24 日卻重申，華府在軍
事上支持北約盟邦，但不會派美軍到烏克蘭出
戰俄羅斯。烏克蘭不是北約會員國。
美國和烏克蘭官員表示，俄羅斯的目標是
要佔領基輔，並推翻烏國現在的政府。俄國 24
日已拿下位於基輔北部的廢棄車諾比（Chernobyl）核電廠。部署在白俄羅斯的俄軍走的是
開往基輔的捷徑，車諾比就在半道上。
烏克蘭核能機構 25 日表示，已記錄到廢棄
的車諾比核電廠廠址輻射值上升。這座電廠已
遭入侵的俄軍占領。
核能機構的專家並未透露確切的輻射值，
只表示，這種變化是因放射性塵埃隨著這個地
區的重型軍事裝備移動而揚起進入空氣中所致
。

俄撂話勿介入 法回嗆：北約也有核武
(本報訊)法國外交部長勒德里安 25 日表示，俄羅斯總統普
丁試圖摧毀烏克蘭的國家地位。法國也擔心俄國軍隊可能攻擊
摩爾多瓦（Moldova）及喬治亞（Georgia）這兩個前蘇聯國家。
他 24 日警告普丁，雖然北約不會軍事干預烏克蘭，但北約也是
有核武的。此外，法國總統馬克宏 24 日也痛批普丁根本是個
「雙面人」。
俄羅斯軍隊 25 日已拿下車諾比廢棄核電廠，並向烏克蘭首
都基輔進軍。勒德里安 25 日告訴法國國際廣播電台： 「這是一
場全面戰爭。普丁已決定將烏克蘭從國家地圖上剔除。法國也
擔心俄國軍隊可能攻擊摩爾多瓦及喬治亞。」
俄軍首日陣亡 450 人
英國國防大臣華勒斯（Ben Wallace）25 日也向英國天空新

聞網表示，俄羅斯意圖拿下整個烏克蘭，但俄軍在侵略首日未
能達成重要目標，並且已經失去了 450 多名人員。其軍事行動落
後於其希望的時間表。
勒德里安 24 日在法國電視台 TF1 上被問及普丁宣稱： 「若
外國介入，將造成你們歷史上從未遇到過的後果」的威脅，是
否等同俄羅斯威脅使用核武器？勒德里安回答： 「的確如此，
但普丁也必須明白，北大西洋公約組織也是一個核聯盟。」
北約僅援助但不出兵
針對為什麼北約成員國拒絕向烏克蘭派遣地面部隊的問題
，勒德里安說，這不是烏克蘭要求我們做的。烏克蘭正在請求
人道主義和財政援助，以及軍事裝備，西方已經提供了這些裝
備，並將繼續提供。

烏克蘭恐從地圖消失
馬克宏 24 日表示，在普丁 24 日發動侵烏軍事行動前，受烏
克蘭總統澤倫斯基的請求，他在 24 日與普丁進行 「坦率、直接
、快速」的電話通話，要求普丁 「停止軍事活動」，但這樣的
通話並沒有取得太大成效；普丁啟動軍事行動前幾個小時，一
直與其他歐洲領導人在討論 「實施明斯克停火協議的細節」，
卻一轉身就發動了戰爭， 「根本是個雙面人」。
德國總理蕭茲 24 日也發表全國電視談話，指出超過 75 年後
，歐洲重新出現戰火，沒有理由可以合理化俄羅斯對一個獨立
主權國家的入侵， 「這是武力移動歐洲邊界的嘗試，甚至可能
讓一個國家從地圖上消失」。他強調，歐盟（EU）的制裁將重
創俄羅斯經濟，普丁不會贏。

動員1萬名士兵 車臣宣布進軍烏克蘭
(本報訊)法正當俄國揮師進攻烏克蘭，並在基輔與烏克蘭首
軍激烈攻防之際；車臣親俄總統卡迪羅夫(Ramzan Kadyrov)25 日
宣布，車臣將動員 1 萬名士兵派往烏克蘭作戰，誓言要讓烏克蘭
總統澤倫斯基向俄國總統普丁道歉。
車臣總統卡迪羅夫身穿迷彩服，向士兵們發表演說。他表
示， 「我藉此建議澤倫斯基總統，在變成前總統之前，快點打

電話給我們的總統普丁道歉」。
稍早，《每日郵報》也報導車臣已派出特戰部隊 「獵人」
，對烏克蘭官員進行拘捕與獵殺。社群媒體上甚至有人分享照
片， 「獵人」集結在烏克蘭森林中祈禱，準備進行任務。
報導中指出，每名 「獵人」都拿到一張卡片，上面印著烏
克蘭官員照片與個資。名單上的名字都是俄國調查委員會認定

有 「犯罪事實」的官員或安全人員。每位獵人都收到命令，如
果抓不到通緝名單上的人，就格殺勿論。
《每日郵報》認為，這可與先前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所言
相呼應。當時，他說自己已成為俄國刺客眼中的 「第一目標」
，而家人則是殺手們的 「第二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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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機下，歐洲為應對難民潮做準備

綜合報導 在俄烏危機不斷惡化的背
景下，多個歐洲國家擔心一旦俄烏發生大
規模軍事衝突，可能導致大量烏克蘭民衆
外逃至歐洲其他地區，形成比2015年更嚴
重的難民危機。包括波蘭等在內的中歐和
東歐國家正在爲潛在的難民潮做准備。
據報道，美國情報機構估計，如果
俄羅斯與烏克蘭“全面開戰”，將會造
成 2.5 萬至 5 萬名平民傷亡。俄羅斯軍隊
將有 3000 至 1 萬人死傷，烏軍將有 5000

至 2.5 萬人死傷。美國五角大樓估計，如
果俄烏全面開戰，可能導致 100 萬到 500
萬烏克蘭民衆湧入鄰國。美國常駐聯合
國代表托馬斯-格林菲爾德周一在聯合國
安理會表示，這可能給歐洲造成新一輪
難民危機。捷克、匈牙利、波蘭和斯洛
伐克等國日前都表示，它們正在爲潛在
的難民潮做准備。
匈牙利總理歐爾班日前表示，可能
會有數十萬烏克蘭人進入匈牙利，而匈

以色列累計新冠死亡病例過萬

3 月起全面開放邊境

綜合報導 根據以色列衛生部門發布的數據，自新冠疫情暴發以來
，以色列已確認超過 1 萬例與新冠相關的死亡病例。另外，以色列政府
于 20 日宣布，將從 3 月 1 日起全面開放邊境。
據報道，以色列過去一周新增 200 多例新冠死亡病例，累計新冠死
亡人數突破 1 萬，達到 10001 例。在過去兩周多的時間內，該國與新冠相
關的死亡人數迅速由 9000 人上升至 1 萬人。而此前死亡病例由 8000 例增
至 9000 例，則經曆大約 4 個月的時間。
以色列衛生部 21 日發布的數據還顯示，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間，以
色列的死亡率比往年同期高出 6%。
此外，據新加坡《聯合早報》報道，以色列政府于 20 日宣布，將從
3 月 1 日起全面開放邊境，未接種新冠疫苗的旅客也可入境。
以色列總理納夫塔利· 貝內特和衛生部長尼贊· 霍洛維茨當天
發表聯合聲明稱，所有旅客在登機前都必須進行核酸檢測，並在
抵境後再進行一次。以色列目前只允許已完整接種疫苗的遊客入
境。
至于以色列公民，則只須在抵境時進行一次核酸檢測；未接種疫苗
的以色列公民若在機場進行的檢測呈陰性，也無須強制隔離。
貝內特在聲明中指出：“以色列是最早封鎖邊境的國家之一，目
前我國的新冠發病率正在持續下降，爲此，現在是時候逐步開放國際
邊境了。”
但貝內特強調，一旦疫情反彈，或是出現新變種病毒，政府將快速
應對，做出相應調整。以色列 20 日通報新增逾 1 萬例確診病例，這比上
個月底每日新增 8.5 萬余新增病例的高峰期少了許多。
以 色 列 于 2020 年 3 月 首 次 關 閉 邊 境 ， 禁 止 外 國 旅 客 入 境 。 隨
著部分限制措施解除，入境旅客已逐漸增加，但仍遠低于疫情前
水平。
數據顯示，1 月有大約 4.6 萬名旅客入境以色列，遠超一年前的 7800
名，但仍遠不及 2020 年 1 月的 33.3 萬人次。

俄羅斯通知關閉

沿烏克蘭邊境航線至 5 月 18 日
綜合報導 俄羅斯發布航空指令(NOTAM)，決定限制民用飛機進入
沿烏克蘭東北部俄烏接壤地帶空域，以確保民航客機飛行安全。
此次限制飛行的高度爲 2000 米至 16000 米，指令有效期至 5 月 18 日
(含)。
據報道，當地時間 23 日晚至 24 日早上，烏克蘭哈爾科夫機場和第
聶伯機場(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國際機場)臨時關閉。
受烏克蘭東部地區局勢影響，各國民航客機也紛紛繞開烏克蘭上空
航線飛行。已有國際保險公司宣布拒絕爲在烏境內開展飛行業務的航空
公司承擔保險。

牙利將會在鄰近烏克蘭的邊境地區部署
士兵和裝備，應對可能入境的烏克蘭難
民以及武裝團體。波蘭表示，正在起草
計劃以應對可能湧入的 100 萬難民，包
括把難民安置在旅店和運動場等。目前
尚有數千美國人停留在烏克蘭。駐紮在
波蘭的數千名美國士兵正在和波蘭軍方
合作，建設難民中心。
路透社稱，羅馬尼亞防長周二表示
，如果俄羅斯與烏克蘭開戰，羅馬尼亞
將爲接收最多 50 萬難民做好准備。羅馬
尼亞內政部長本月初曾表示，政府正在
制訂計劃，包括在東北部邊境地區建立
臨時移動帳篷等，以接收難民。波羅的
海三國立陶宛、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也
表示，正在爲接收難民做准備。
在美國的不斷施壓下，俄羅斯 21 日
宣布承認烏克蘭東部的“頓涅茨克人民
共和國”和“盧甘斯克人民共和國”，
引發中東歐國家對潛在難民潮的擔憂。
中國社科院俄羅斯東歐中亞研究所研究
員張弘 23 日接受《環球時報》記者采訪
時表示，烏克蘭人口超過 4000 萬，一旦
俄烏之間發生軍事衝突，出現 500 萬難
民是可能的。不過，聯合國難民機構周
二表示，雖然局勢高度不穩定，但目前
尚未看到大量民衆逃離烏克蘭。
有觀點認爲，無論烏克蘭局勢如何

，中東歐一些國家政府都希望增加烏克
蘭移民數量。盡管這些國家近年來對來
自非洲和中東的難民關閉了大門，但它
們一直在悄悄地競爭，吸引烏克蘭人來
緩解長期存在的勞動力短缺問題。隨著
各國經濟逐漸從新冠肺炎疫情中複蘇，
中東歐國家對勞動力的需求再次激增。
許多公司表示，吸引員工是比疫情更嚴
峻的挑戰。捷克貿易和旅遊協會主席普
魯薩直言，烏克蘭尋求就業者數量的增
長會受到中歐地區的歡迎。
分析人士表示，如果有烏克蘭難民
逃往中東歐國家，他們可能不會尋求當
地政府的幫助，而會尋求身處該國的同
胞的幫助。外界預計，在中東歐地區生
活的烏克蘭人已經有 200 多萬，他們融
入當地社會沒有任何問題。對于波蘭計
劃接收潛在的烏克蘭難民一事，俄羅斯
《觀點報》認爲，華沙這是爲了達到一
石二鳥的目的：一是再次提醒世界“俄
羅斯的暴行”；二是利用烏難民促進自
己的經濟發展。自 2014 年以來，波蘭經
濟取得較大發展，而烏克蘭人在其中功
不可沒。
除宣布承認烏東地區兩個“共和國”
外，俄羅斯 21 日還宣布向上述兩個“共
和國”派遣“維和部隊”。 美國總統拜
登周二在白宮發表講話，稱俄軍這些調

動是“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開始”。美
國此前一直渲染俄羅斯將“入侵”烏克
蘭。據卡塔爾半島電視台周二報道，在
俄羅斯做出上述決定後，華盛頓的一些
人松了一口氣，尤其是那些對局勢做出
最壞評估的人。不過包括美國智庫昆西
治國方略研究所研究員安托爾等在內的
專家，不同意所謂俄羅斯“入侵”烏克
蘭的說法，認爲目前莫斯科的所作所爲
與華盛頓和北約此前警告的“全面入侵”
完全不同。
“歐洲面臨的真正的挑戰不是烏克
蘭，而是美國。”俄羅斯《消息報》23
日援引來自法國的歐洲議會議員赫維· 朱
文的話稱，在俄烏危機中，美國扮演著
挑起衝突的角色，希望利用俄烏衝突控
制歐洲，並阻撓歐洲在安全事務上獨立
自主。他認爲，美國希望破壞俄羅斯與
歐盟的關系，將歐盟拉入對抗俄羅斯的
軌道。德國《世界報》稱，在俄烏危機
中，損失最大的是俄羅斯和烏克蘭，還
有歐洲。就連美國人也對拜登政府在俄
烏危機中的做法不滿。據《華盛頓郵報
》報道，競選聯邦參議員的作家萬斯日
前表示，正在烏克蘭發生的事情與美國
國家安全無關，但卻分散了美國“愚蠢
的領導人”的注意力，使他們無法專注
于應對真正重要的事情。

烏克蘭展開反擊，組合拳打向俄羅斯
澤連斯基欲啓動“戰時狀態”
綜合報導 隨著俄軍進入頓巴斯地區
，烏克蘭政府決定進行“反擊”。爲此，
烏政府打出了一套“組合拳”。據中新網
報道，烏外長庫列巴表示，烏克蘭准備與
俄羅斯斷交。按照他的說法，與俄羅斯斷
交符合本國利益，總統澤連斯基已經收到
了請願書。
當然，一旦澤連斯基批准與俄羅斯斷
交，意味著其與莫斯科方面的官方對話大
門將被關閉，屆時不排除兩國的對抗進一
步升級，甚至有爆發大規模軍事衝突的風
險。
至于烏方的第二招，就是提議將俄羅
斯的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地位取消
，該草案由烏克蘭最高拉達議會討論後通
過。不過不出意外的話，此舉會被手握一
票否決權的俄羅斯所否決，即便美國和歐
洲多國支持基輔方面，同樣無濟于事……
作爲聯合國創始國和戰後秩序的維護
國之一，俄羅斯爲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
和守衛人類正義，做出了不可否定的巨大
貢獻。想把俄羅斯驅逐出聯合國安理會，
顯然很難得到全世界的認同，這是在動搖
戰後國際秩序。從這個角度來說，烏方恐

怕早已清楚，此舉只
是維護面子的“打嘴
炮”，不會有什麽實
際作用。
另外，烏總統澤
連斯基還表示，雖然
他不相信會與俄羅斯
爆發戰爭，但若形勢
繼續惡化，烏克蘭將
進入“戰時狀態”，
這基本證明了烏方在
做最壞的戰爭准備。
通過上述動作，
基輔方面旨在表明其
會“堅持抵抗”的決
心，不會輕易向“戰鬥民族”屈服。但考
慮到雙方實力懸殊，烏克蘭在政治、經濟
和軍事領域基本都居于明顯的劣勢地位，
故這些行爲很可能起不到預期的作用，倒
更像是一種做給國內百姓看的“姿態”。
畢竟隨著俄羅斯承認烏克蘭頓巴斯地區的
兩個州“獨立成國”，勢必將極大地動搖
澤連斯基政府的執政穩定性。
同時應該看到，美國等國除了以經濟

手段制裁俄羅斯，基本都是按兵不動，它
們沒有勇氣和決心以武力方式幫助烏克蘭
，只是呼籲澤連斯基盡快離開基輔。很顯
然，在“戰鬥民族”面前，西方陣營國家
的“紙老虎”嘴臉再次暴露無遺，而烏克
蘭則被耍了。因此，澤連斯基或許該選擇
務實一些的政策，譬如與俄羅斯展開對話
，而不是繼續對抗，從而避免烏克蘭陷入
更大的危機……

美國一母親接孩子遲到十幾分鐘
發現 2 歲女兒獨自被鎖在日托中心
綜合報導 美國佛羅裏達州一位
母親斯蒂芬妮· 馬丁內斯 2 月 15 日去
日托中心接女兒時晚了十幾分鍾，發
現兩歲的女兒安娜斯塔西娅獨自一人
被鎖在日托中心一間黑暗的房間裏。
視頻顯示，當馬丁內斯到達日
托中心時，看到女兒被鎖在一間黑
暗的房間裏，站在椅子上探著頭從
玻璃上向外看。馬丁內斯哭著撥打
了911報警電話，可以聽見她對接線
員說：“她在哭，她一個人在裏面
。”隨後消防隊員趕到現場，撬開
大樓的門後，她才與女兒團聚。馬
丁內斯說：“這是有史以來最糟糕

的感覺。你不能做任何事情來安慰
她，在她獨自一人的整個過程中，
她肯定是壓力過大，肯定哭了。”
據報道，日托中心的助理主任
尼科爾· 伯裏洛告訴警方，她和老
師露西莉娜· 維吉亞諾是最後離開
的員工。她表示，維吉亞諾在關閉
日托中心之前，使用平板電腦設備
檢查了所有兒童。她們都在下午 6:
20 左右離開，而馬丁內斯遲了 15
分鍾到達。據悉，這兩名員工已被
停職，警方正在對這起事件進行調
查。而馬丁內斯目前正打算對日托
中心提起法律訴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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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位非裔女性 拜登提名傑克森任大法官
最高法院自由派＋11
最高法院自由派＋
（綜合報導）美國總統拜登今天提名哥倫比亞特區聯邦巡
迴上訴法院法官傑克森出任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若獲得確認
，傑克森將成為美國史上首位出任大法官職務的非裔女性。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自由派大法官布雷爾（Stephen Breyer）
1 月下旬宣布，將在最高法院目前庭期結束時退休，當時拜登
就表示期望提名非裔女性進入最高法院，這也是拜登競選時的
承諾。
在經過近 1 個月的徵詢與審查後，拜登今天宣布提名傑克

森（Ketanji Brown Jackson）出任大法官職務，拜登在提名聲明
中讚許她是 「美國最聰慧的法律人之一」。傑克森的任命若能
獲得參議院確認，她將成為美國史上首位進入最高法院的非裔
女性。
現年 51 歲的傑克森畢業於哈佛法學院，曾經擔任布雷爾書
記官，在法律界擁有廣泛經驗，曾任聯邦上訴法官、聯邦地區
法院法官、美國量刑委員會（U.S. Sentencing Commission）成
員，也曾擔任聯邦公設辯護人。若獲確認，傑克森也將成為第

一位在最高法院任職的前聯邦公設辯護人。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目前保守派占 6 席，自由派占 3 席。任
職大法官 27 年的布雷爾退休，讓拜登獲得提名遺缺的第一個機
會，但他仍無法改變最高法院的意識形態平衡。不過，拜登可
藉提名一位年紀輕很多的法官出任這份終身職，恢復自由派的
生氣。

美CDC鬆綁防疫規定
72%美國人室內可不必再戴口罩
（綜合報導）美國疾病防治中心（CDC）周五（2/25）大
幅放寬防疫指南，根據新建議，現在 72%美國人在室內公共場
所都可以不用戴口罩。
綜合法新社和路透社報導，新的口罩佩戴建議衡量基準，
從新冠肺炎的傳播率改成了住院、醫院量能和感染率，根據先
前的分針，全美只有 5%地區符合室內不必戴口罩的標準，而今
修改後，72%人口在室內都可以不用戴。
CDC 表示，現在只有在疫情程度很高的社區才建議普遍戴
口罩。民眾可以上 CDC 官網查看他們所在的區域被標記成綠

色、黃色或橘色，如果是綠色和黃色，就是建議室內可以不必
再戴口罩的地區。
早前的建議是無論疫情傳播程度如何，學校等場所都應該
要戴。CDC 主任沃倫斯基（Rochelle Walensky）表示，CDC
關注的重點是重症風險和醫院量能， 「我們需要保持政策靈活
性，在狀況好轉時能夠放鬆預防措施」，如果又有新變種造成
疫情激增，也會靈活地縮緊防疫措施。
沃倫斯基提醒，在新的指南之下，旅客在大眾運輸上、機
場和車站仍須戴口罩，這些要求將於 3 月 18 日到期，CDC 將再

審視必要性。
報導指出，由於疫情已經 2 年了，許多美國人已厭倦戴口
罩，人們也越來越擔心口罩對於兒童的社交、情感和教育發展
造成影響。研究則顯示，對於接種過疫苗的人而言，Omicron
變異株造成的感染並不嚴重，不大可能導致住院或死亡。
感染潮在美國大幅消退，紐澤西等州分已經自行宣布，未
來幾天內取消學校和其他公共場所的室內口罩要求。約 65%美
國人已完整接種疫苗，政府也提供 N95 口罩給風險較高的族群
，例如免疫系統受損的民眾。

（綜合報導）在俄羅斯揮軍入侵烏克蘭 24 小時後，烏克蘭
面臨 「最艱難的一天」，儘管烏軍極力阻擋，但已有俄軍進入
首都基輔。根據英國《每日郵報》報導，美國情資警告，俄羅
斯計劃派遣 1 萬傘兵降落在基輔，以對烏克蘭政府進行 「斬首
」行動。
美國情報部門警告，俄羅斯的計劃是包圍基輔、佔領機場
，然後派出 1 萬名傘兵進入基輔，找出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
官員和議員，強迫他們簽署所謂的和平條約，以將烏克蘭控制

權交給俄羅斯或傀儡政權。這樣一來，俄羅斯就可在不需動用
更多地面部隊的情況下，成功奪取和占領烏克蘭，從而有效率
地結束戰爭。
報導指出，俄羅斯在入侵的第一天就打算這麼做，也差點
成功了。當時有精銳部隊透過 20 架攻擊直升機在基輔以北的安
東諾夫機場降落。但烏克蘭國民兵在激戰後成功奪回著陸跑道
，迫使俄羅斯軍人分散到周圍鄉村。
情報顯示，在基輔遭到俄軍包圍後，俄羅斯將派特種部隊

進入並佔領首都機場，然後就能讓多達上萬名傘兵組成的部隊
攻擊首都。
在此同時，俄軍在烏克蘭南部和東部前線部隊也會協調推
進，以壓制烏克蘭武裝部隊，使他們無法撤退和增援基輔。俄
羅斯還可能對電力網和基礎設施進行轟炸和破壞，以播下恐慌
種子，迫使民眾逃離家園。

美情報部門：俄計畫派1萬傘兵入侵基輔 「斬首」烏克蘭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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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媒：知名泡菜制造商被曝使用腐爛白菜

被迫關閉工廠
韓國知名泡菜制造商“漢城
食品”被曝使用腐爛的白菜和白
蘿 蔔 制 造 泡菜，公司方面表示：
“立即關閉涉事工廠，已經開始調
查原因。”
《朝鮮日報》日文版：“名人
泡菜”用腐爛白菜，制造方面“立
即關閉工廠”
據報道，“漢城食品”在道歉
信中稱：“在制造泡菜方面上的衛
生問題給消費者帶來了擔憂，對此
道歉”“將迅速對公司內進行仔細
檢查，並引入外界專家進行精密調
查，以完全消除質疑。”據報道，
道歉信還稱：“已對永久關閉涉事
工廠做好決心，將致力于重新整頓
衛生和品質管理系統……”

tube、Facebook 等社交媒體賬號被刪
除或修改爲非公開狀態，普通消費
者無法查詢或使用。報道推測稱：
該公司“似乎意識到了消費者的強
烈公憤。”

投訴視頻披露涉事工廠內的
情況
報道稱，出現問題的是由“漢
城食品”子公司運營的位于忠清北
道鎮川郡的泡菜工廠，此前，有人
向韓國國民權益委員會投訴，該工
廠使用腐爛的白菜和白蘿蔔。經過
韓國媒體報道，韓國食品醫藥品安
全處前往涉事工廠進行實地調查，
致衛生問題暴露。
據報道，在投訴者提供的視頻
中，工廠工作人員正在加工已經變
投 訴 視 頻 披 露 涉 事 工 廠 內 的 色發黴的白菜，視頻中還可以聽到
情況
，工作人員 “聞到酸酸的味道”
此外，據《朝鮮日報》些時候 “我可不吃這玩意”等交談。腌制
的報道，“漢城食品”運營的 you- 白蘿蔔的容器等也可以看到發黴。

印度新娘婚禮上被新郎打耳光

日韓爭議島嶼風波再起
日本舉行活動韓國強烈抗議

綜合報導 印度是一個神奇的國家，經常會
發生一些匪夷所思的事情。近日，在一場婚禮上
，印度一名新娘因爲和表哥跳舞被新郎打了個耳
光，她當場取消婚禮第二天嫁自己表哥，新郎則
索賠70萬盧比（約合人民幣6萬元）。
據印度媒體報道，這一事件發生在印度潘魯
蒂地區。警方表示，去年11月6日，一名在欽奈
一家私營公司擔任高級工程師的男子和一名女研
究生在父母和長輩的祝福下正式訂婚。
正式的婚禮于 1 月 20 日舉行，在 1 月 19 日
的婚禮活動中，新娘隨著音樂的曲調愉快地跳
舞，一切都很順利，直到新娘的表哥加入。這
惹惱了新郎，並演變成爭吵。當著所有客人的
面，新郎扇了新娘一耳光。
震驚、羞辱、淚流滿面的新娘當場取消了
婚禮，她的父母同意了她的決定。第二天早上
，新娘在新的地點與自己的表哥結婚。
新郎隨後報警向新娘家索賠。他說：“我
問她爲什麽要和別人一起跳舞，她回答說是她
自己決定跳的。很快她的父母和親戚就指責我
在結婚之前就威脅、辱罵和毆打她。”“我們
爲婚禮花費了超過 70 萬盧比，我們請求幫助
我們拿到賠償。”
潘魯蒂警方官員瓦麗說，新郎被指控扇了
新娘的耳光，隨後新娘拒絕結婚，她的父母將她嫁給了另一
個男人，她的表哥。我們已讓當事人過來進行調解。”

尹錫悅想用“薩德”重置韓中關系？
李在明：只會給韓國整體形象扣分
綜合報導 韓國最大在野黨國民力量
黨總統候選人尹錫悅的高級外交政策顧問
金聖韓（音）首次接受外媒采訪時聲稱，
尹錫悅追加購買並部署“薩德”反導系統
的計劃雖然有可能遭到中國的“經濟報
複”，但也爲“重置”緊張的韓中關系提
供了一個機會。
據報道，文在寅政府 2017 年作出的
“三不”承諾一直受到反對派批評，“三
不”指不考慮追加部署“薩德”系統，不
加入美國反導體系，韓美日安全合作不會
發展成爲三方軍事同盟。金聖韓說，如果
尹錫悅當選總統，他不僅打算放棄這些承
諾，還要追加購買一套“薩德”系統，並
部署在距離首爾更近的地方。“這（指部
署“薩德”）對我們而言是生死攸關的問
題，中國對此似乎並不完全理解。”
金聖韓預計，韓國新增一套“薩德”
的費用高達 1.5 萬億韓元，追加部署可能
導致中國采取新一輪“經濟報複”措施。

他認爲，韓中關系有一個“關鍵因素”需
要被“糾正”，此前，文在寅爲尋求北京
幫助改善朝韓關系而對這一重要部分視而
不見。“我們不僅要做友善的鄰居，還要
通過更多努力促進相互尊重。”金聖韓
稱，除非中國解除對“薩德”問題的“誤
解”，否則韓中關系將一直“浮于表面”
，無法開展堅實的合作。
這名韓國高麗大學教授稱，尹錫悅將
抛棄文在寅在華盛頓和北京之間的“戰略
模糊”，因爲這種做法只會加深誤解。他
們將通過定期的安全對話來消除有關“薩
德”是針對中國的疑慮。金聖韓還稱，尹
錫悅想要擴大有關加強核威懾的同盟磋商
，促進韓國與美日的三邊關系，同時希望
韓國加入美日印澳的“四方安全對話”。
尹錫悅陣營已非首次表態“要追加部
署薩德”。《亞細亞經濟》23 日稱，在當
天舉行的“韓國第三屆世宗國防論壇”上
，進步派總統候選人李在明陣營的專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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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場取消婚禮

綜合報導 日本島根縣舉行
了“竹島日”(日韓爭議島嶼，
韓國稱“獨島”)活動， 韓國政
府對此表示強烈抗議，並敦促日
方立即取消相關活動。
日 本 放 送 協 會 (NHK) 報 道
稱，在日本明治時代，島根縣
就 將 “ 竹 島 ” ( 韓 稱 “ 獨 島 ”)
劃入行政管轄範圍，並將每年 2
月 22 日爲“竹島日”，還舉行
紀念活動。
島根縣知事丸山達也在活動
上表示，領土問題是國家間的問
題，希望通過外交途徑討論爭議
島嶼問題。
另一方面，據韓聯社報道，
韓國外交部發言人 22 日發表聲
明稱，“強烈抗議日本對獨島進
行毫無意義的挑釁，並嚴正敦促
立即取消相關活動。”
韓國外交部還強調，日本政
府應該以謙虛的態度正視曆史。
與此同時，韓國外交部亞太
局局長也在當天召見日本駐韓大
使館公使並提出抗議。

2022年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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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宗研究所副所長金正燮（音）質疑說：
“薩德不是適合防護首都圈的武器。能夠
威脅首都圈的朝鮮導彈中，那些飛行高度
低于 40 千米的短程導彈，薩德無法攔截預
防。”
據韓媒報道，李在明當日對選民
表 示 ， 動辄高喊“要追加部署薩德”，
還搞出“要先發打擊朝鮮”這種口號，
只會給韓國整體形象扣分，讓處于地緣
政治危機而陷入困境的韓國經濟進一步
惡化。

香港瞭望

香港新聞

4

◆責任編輯：周文超

星期六
2022年2月26日
2022年2月25日（星期五）

Saturday, February 26, 2022

A9

緊急法抗疫生效 掃清引內援障礙
可更靈活善用中央支援及資源



醫界：引入內地醫護刻不容緩

七大考慮因素

(

香港第五波疫情嚴峻，數萬名確診



者正等候入院或送往隔離設施等候治
理，醫療系統各項服務均受嚴重影響，
伊利沙伯醫院急症室更有求診者等候 35

因素 1：指明疾病於香港或世界上其他地

小時仍未安排上病房，有醫護形容前線

方蔓延的程度及模式
▶第五波疫情本月在香港出現幾何式傳播，從本月初
每天100多宗，至5日起每天300多宗，至7日起每天
600 多宗，至 9 日起每天近 1,000 宗，至 11 日起每天
1,300多宗以上，至16日起每天3,600宗以上，過去兩
天更達8,600宗以上，疫情持續急速惡化。

工作崩潰。水深火熱之際，香港特區政
府 24 日宣布，行政長官會同行政會議通
過根據《緊急情 況 規 例 條 例 》 訂 立 的
《緊急情況（豁免法定規定）（2019
冠狀病毒病）規例》（《規例》）刊
憲並於 24 日生效，為政府推行中央支

◆ 伊利沙伯醫院急症
室患者逼爆。
室患者逼爆
。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援的防疫抗疫措施，包括籌建醫院及
隔離設施等提供法律基礎，以容許特
區政府豁免某些人士或項目的相關許
24 日表示，香港的醫療系
香港特區政府
統、人力資源、抗疫設備及物資等，很

緩解香港已“爆煲”的醫療體系，引入

快將不足以應付每日數目龐大的新增確診個
案，屬於《緊急情況規例條例》下緊急及危害
公眾安全的情況。《規例》賦權政務司司長可
為預防、抵禦、阻延或以其他方式控制指明疾
病的個案或傳播，或治療感染指明疾病的病
人，在顧及各種在《規例》中訂明的因素後，
以書面方式批予豁免，容許人士或項目無須符
合成文法則的若干規定。特區政府會負起抗疫
主體責任，用好中央政府的支持抗疫。

費，對整個社會的抗疫工作無太大幫助，這更
突顯引入內地醫護的必要性。”
馮權國相信，當下月推行全民強檢後，會
出現大批確診者，香港醫療體系將百上加斤，
他認為內地的醫療團隊可集中在方艙醫院、竹
篙灣隔離設施等地，以內地的療法治療新冠患
者，“該些地方以內地團隊為主，港方醫護只
需小部分人手配合，這亦不用擔心文化差異的
問題；公立醫院的工作，因為很多制度流程與
內地不同，所以留給香港醫護處理在公院抗疫
較合適。”

內地醫護共同抗疫屬刻不容緩。

工會：醫護無助 怨氣恐懼感爆棚

醫生：無人知最壞情況到未

香港醫療人員總工會副主席馮權國指出，
近日香港疫情發展迅速，多間醫院爆疫，不少
醫護確診或因屬密切接觸者而要接受隔離，同
時有大量確診市民等候入院，多名前線醫護人
員均反映每日工作崩潰，輪候的病人將不滿發
洩在醫護身上，令醫護感到十分無助，怨氣及
恐懼感屬前所未有。他表示，抗疫為特區政府
第一要務，只要能協助抗疫的手段都應用上，
“其實大部分醫護都十分支持中央派醫護人員
到港抗疫，因此不應被既有法律框架綁手綁
腳。”
他指出，現時不少二三線公立醫院已轉做
新冠肺炎確診者病房，反映疫情嚴峻。雖然特
區政府期望透過私營醫療體系協助，但據知反
應欠佳，“即使願意合作者，也只願幫公院接
收中風、洗腎等慢性者、輕症者，且依舊要收

黃竹坑醫院老人科醫生黃耀明歡迎這次訂
立《規例》，方便內地醫護到港抗疫，“現時
疫情嚴峻，不少醫護也確診，更大問題是無人
知最壞的情況到來了沒有。”他同時指出，香
港平均每日有 150 人死於新冠肺炎以外的疾
病，“公院病人不會因為新冠，原有的長期病
就不會發作，所以公院醫護是要做原來的醫療
服務，又要抗疫。”不過，抗疫工作令人手更
緊絀，若內地醫護能分擔部分工作，對病人而
言也是福音。
立法會醫療衞生界議員林哲玄指出，香港
的新冠疫情已到達非常嚴峻的地步，尤其是醫
護人手已經嚴重超出負荷，不少醫護人員因體
力透支而病倒，因此除需本地私營醫療機構的
醫護人員加入，再加上來自內地及海外的醫護
人員協助，定有望紓緩現時情況。

可、註冊及申請等法定要求。換言
之，內地醫護到港救治患者不會被視
為“無牌行醫”，有助特區政府更靈
活迅速地善用內地的支援及資源。不
少 醫 護 界 及立法會議員 24 日在接受香
港文匯報訪問時一致指出，抗疫屬香港
目前的頭等大事，規例有助拆牆鬆綁，

◆香港文匯報記者 費小燁、高俊威

◆內地醫護在本地抗疫和外出支援中都有豐富經
驗。圖為廣州醫護人員在為社區居民核酸採樣。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 攝

特首指示所有部門無分彼此全力抗疫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24 日以視頻方式舉行部門首長特別會議，明確
指示所有政府部門需無分彼此，全力抗擊當前第
五波新冠疫情。包括常任秘書長和部門首長在內
超過 100 名官員出席會議，並承諾動員部門人手
投入各項抗疫行動。

發言官員表示將壯大團隊履行任務
林鄭月娥向與會者講解行動計劃下各政
策局和部門需擔當的主要角色，並對他們展
現高度團隊精神感到鼓舞。發言的官員都表
示將調動現有人手，並視乎情況招募退休公
務員，以壯大其抗疫團隊，切實履行被分配
的任務。
林鄭月娥說：“三項抗疫工作需大量人手，
包括管理越來越多的社區隔離設施，供症狀輕微
或無病徵的確診者入住；執行更多按風險而須針
對某些樓宇進行‘圍封強檢’的行動；以及將於
下月內落實的‘全民強制檢測’。各項行動需要
加強人手支援，不論是指揮官或前線人員，方可
順利推展。此外，我已分派各局長領軍特定項
目，各部門亦須全力配合。”
就以香港保安局局長鄧炳強領導的社區隔離

《緊急情況（豁免法定規定）
（2019 冠狀病毒病）規例》列明，政
務司司長可在顧及七項因素後，以書
面方式批豁免。到底該七項因素為
何？和香港目前情況又有什麼關係？

設施酒店計劃為例，至今取得良好進展，已有
11 間社區隔離酒店啟用，提供 3,800 多個房間，
另有超過 30 間酒店正全力準備轉作社區隔離設
施用途。政府對當中八成多酒店選擇調配其員工
提供服務的模式運作，以騰出政府人手應對其他
工作，表示感謝。
至於由香港發展局局長黃偉綸領導的興建
社區隔離及治療設施工作，香港特區政府感謝
中央大力協調和支持，援建項目過去一個星期
取得重大進展。繼早前公布毗鄰深圳的落馬洲
河套區和另外六幅土地外，政府成功物色多兩
處地點，分別為由私人發展商借出的粉嶺馬適
路旁，以及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人工島上東南
面土地。特區政府感謝各發展商先後無償借出
私人土地；初步估計上述用地一共可提供約
50,000 個床位。特區政府感謝中央接受特區政
府請求，迅速委託內地極富經驗和具有極大動
員能力的承建商為指定承建商，在特區政府的
全力配合下，全速推展各個項目。
在近日由污水監測引發的“圍封強檢”行動
中所見的初步陽性個案比率明顯上升，就以 24
日下午起於觀塘安泰邨、長沙灣麗翠苑和上水天
平邨開展的“圍封強檢”行動為例，檢測結果為

初步陽性的共有 300 多名居民，政府已迅速安排
他們入住社區隔離設施進行隔離。每次“圍封強
檢”涉及數以百計公務員同事和負責在現場維持
秩序的警務人員，林鄭月娥在 24 日會議上呼籲
更多部門參與是項工作。
林鄭月娥續說：“我們正全力籌劃‘全民
強制檢測’計劃，以更徹底地揪出在社區的感
染個案。負責此項目的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
曾國衞正訂定細化方案，但可預計整個計劃由
籌備至實施將需要各政策局和部門大量人員提
供支援。”
此外，林鄭月娥要求各常任秘書長和部門首
長注意數方面工作，以確保政府在抗疫期間繼續
有序運作，包括採取一切必要的預防措施保障員
工健康、制定應變計劃、因應疫情急速發展作出
果斷決定、提醒負責向公眾提供服務的同事在日
常工作中展現出更大耐性和同理心，以及聯合其
他政策局和部門分工完成任務。
林鄭月娥強調：“在這關鍵時刻，各政策局
和部門無分彼此，定當繼續齊心協力，承擔獲指
派工作和任務，充分發揮政府總動員抗擊疫情的
精神。在中央的全力支持、社會各界的緊密協作
下，大家應有早日打贏抗疫戰的信心。”

因素 2：紓緩指明疾病對香港社交或經濟
活動的影響的需要
▶香港多個處所需要關閉，包括酒吧或酒館、健身
中心、美容院、宗教處所及理髮店或髮型屋等，即
使私人處所亦禁止兩個家庭以上聚會，限聚令亦已
收緊至兩人。特區政府亦已收緊食肆午市堂食每枱
人數至不多於兩人，及晚市禁堂食。種種措施令廣
大市民的日常生活及多個行業都受到嚴重影響。

因素 3：是否有達成指明目的所需的資源
▶香港已有多個興建隔離及醫療設施的計劃，包括
在短期內於竹篙灣第二期、啟德郵輪碼頭毗鄰空地
建約萬個單位，中央援建 4 所方艙醫院，提供約 1.4
萬個至 1.7 萬個單位等，但單靠香港一己之力，要快
速建成所有設施有一定難度，而內地過往火神山、
雷神山醫院的建設，已展示了令人信服的中國速
度。

因素 4：需達成指明目的之迫切程度

▶全港隔離設施爆滿，仍在家尚待進入社區隔離
設施或入院的確診或初確者估計逾 3 萬名，急需增
建有關設施，以免造成更大傳播。
同時，香港將進行“全民強制檢測”，專家估計
屆時將找出大量確診者，需有隔離和治療設施安置
有關患者，而所需的檢測和治療人手，在香港醫療
系統超負荷的情況下也急需援兵。

因素 5：凡有關豁免是就某人或某類別或
種類的人而批予──該人或該類別或種類的
人的資格或經驗
▶是次到港支援的國家隊大有來頭，例如日前到
港、共 114 人的內地援港抗疫醫療防疫工作隊中，
包括重症醫學專家4名，分別來自廣東省人民醫院和
廣州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均是廣東省新冠肺炎
臨床專家組成員，核酸採樣隊管理人員4名、核酸採
樣隊隊員 106 名，均為近幾年廣東省抗疫隊伍中的
精英骨幹，不僅醫療經驗豐富，而且大都熟練掌握
粵語和英語，熟悉香港社會。

因素 6：凡有關豁免是就某財產、某東西
或某類別或種類的財產或東西而批予──該
財產、該東西或該類別或種類的財產或東西
的品質或標準
▶國家援港的硬件上，最令社會期待之一的就是方
艙醫院，建設和啟用方艙醫院更是助武漢成功抗疫
的關鍵。
▶在檢測方面，日前抵港的“獵鷹號”硬氣膜實驗
室，每日核酸檢測量可達8萬人份，可用於大規模核
酸檢測的疫情防控需求，此前已參與了廣州、西
安、寧夏、南京、揚州等多個城市的疫情防控阻擊
戰。
▶藥物方面，國家新冠肺炎診療方案中將連花清瘟
列為醫學觀察期的推薦中成藥之一，然而香港有貨
源不足的問題，近日市面更出現水貨，可見社會需
求的殷切。

因素 7：符合香港的公眾利益的任何其他
因素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書蘭、藍松山

中國焦點
◆責任編輯：
2022年2月25日（星期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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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論尊重國家主權
美無資格指點中國
強調中俄關係以國際秩序為基礎 與美“小圈子”做法存本質不同
美國務院
發言人普賴斯
就烏克蘭問題
表示，中國應
該尊重國家主
權和領土完整
原則，中方有義務敦促俄羅斯在烏克
蘭問題上作出讓步，但中俄關係發展
方向令人擔憂，中俄聯合聲明表明中
國試圖利用對俄羅斯的影響來達成兩
國創造世界秩序的目的。對此中國外
交部發言人華春瑩 24 日表示，關於如
何尊重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美方恐
怕沒有資格來告訴中方怎麼做！對於
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中國人民有着
特別真實而深刻的理解和感受。

華春瑩表示，近代以來，中國遭受過“八國
聯軍”和外國的殖民侵略，對於喪權辱國

有着特別悲慘的記憶。就在並不遙遠的 20 多年
前，中國駐南聯盟使館被北約轟炸，造成三名中
國記者犧牲、多人受傷，北約至今還欠着中國一
筆血債。而且在今天，我們依然面臨美國和其所
謂“盟友”在涉疆、涉港、涉台的問題上肆意干
涉中國內政、破壞損害中國主權安全的現實威
脅。中國也還是唯一一個還沒有實現祖國完全統
一的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正因為如此，中國一貫
堅決維護聯合國憲章宗旨原則和國際關係基本準
則，堅決維護國家的主權安全和領土完整，堅決
維護國際公平正義。

中俄關係建在“三不”基礎
華春瑩指出，而美國建國不到 250 年的時間
裏，只有不到 20 年沒有對外發動軍事行為；而
軍事干預的名義有時是“民主”，有時是“人
權”，有時甚至就編一個假消息！這樣的國家對
於尊重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的理解，肯定和我們
是不一樣。對此，國際社會也是十分清楚。
華春瑩還指出，至於美方暗示俄羅斯有中國
背後支持，相信俄方會很高興聽到這種說法。俄
羅斯是安理會常任理事國，是獨立自主的大國，
俄方完全基於自身的判斷和他們國家的利益，決

◆ 烏克蘭軍車駛入
基輔市區，
基輔市區
， 當地一
度響起防空警報。
度響起防空警報
。
法新社

定自主制定並且實施自己的外交和戰略。我還必
須要強調指出，中俄關係建立在“不結盟、不對
抗、不針對第三方”的基礎上，從美方以意識形
態劃線拉幫結夥搞“小圈子”和集團政治、製造
對抗和分裂有着根本和質的不同，對於那種非友
即敵的冷戰思維和拼湊所謂的同盟和“小圈子”
的做法，中方不感興趣也不會效仿。

美推烏國上戰場謀算多

中方：不會如美般主動提供武器
華春瑩強調，至於中俄聯合聲明，我們想請
美方再仔細認真地閱讀一下，中俄加強戰略溝通
協調，堅定地維護聯合國在國際事務中發揮核心
協調作用的體系，堅定維護包括聯合國憲章宗旨
和原則在內的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恰恰
是負責任的表現，是維護國際戰略安全問題的積
極因素。
對於再有記者問，在烏克蘭危機問題上，請
問中方是否給俄羅斯提供了任何武器？或者是否
有計劃給俄羅斯提供武器幫助？華春瑩表示，在
這種問題上，中國的做法和美國有質的不同。當
我們看到有衝突風險的時候，我們不會主動去向
對方提供武器，我們不會像美方給烏克蘭提供大
量的軍事設施設備那樣去做。我們沒有。我想俄
羅斯作為一個大國，有實力的大國，也不需要中
方或者其他國家給它提供。
◆綜合報道

華使館提醒在烏公民：最好待在家裏 與熟人保聯繫
據中國駐烏克蘭大使館消息，從 2 月 24 日
起，烏克蘭局勢急劇惡化，一些城市已經發生爆
炸事件，軍事行動已在展開。烏安全風險陡然上
升。中國駐烏使館提醒在烏中國公民和中資企業
注意安全。
中國駐烏使館提醒，烏社會秩序混亂失
控，特別是城裏發生嚴重騷亂時，在大街上行走
可能成為被攻擊的目標，交通也可能隨時被阻，
倉促外出可能遭遇不可控風險。使館提醒在烏中
國公民最好待在家裏，且遠離窗戶和玻璃，以免
發生意外傷害。如出現危險情況，一定要保持冷
靜，一切以確保人身安全為首要並第一時間聯繫
當地強力部門。
此外，使館提醒在烏中國公民與當地華僑
華人協會、留學生會、中國商會及熟人朋友保持
聯繫，互通訊息，互相幫助。如遇斷網、斷電、

掌控歐洲 軍售謀利

斷手機訊號，不要慌張，待通訊方式恢復後第一
時間關注使館通過各種方式，特別是微信公眾號
和官網發布的訊息。
消息稱，如開車長途旅行，注意沿途是否
可以加油，防止加油站關閉，導致無法繼續前
行。可在車身明顯處貼上中國國旗。同時，使館
提醒，要密切關注事態發展，並注意當地發布的
安全提示，不要前往局勢不穩地區。使館指出，
中國人民歷來具有團結奮鬥、互幫互助的優良傳
統，出門在外更是需要中國同胞之間發揚這種精
神，相互之間要努力伸出援助之手，體現中國人
的形象和中國的力量。特別是在烏的中國企業、
有着在烏豐富工作和生活經歷的華商華僑等，要
多幫助經驗經歷少的其他同胞，特別是留學生。
困難時刻，相互溫暖、相互幫助最重要。
◆綜合報道

◆ 美軍月初在羅馬
尼亞參與北約軍事演
習。
法新社
烏克蘭局勢幾日內急劇惡化，分析認
為，烏克蘭情況是美國多年來為了一己私
利搞亂國際局勢的又一次證明。自 2014 年
以來，美國已向烏克蘭提供超過 25 億美的
軍事援助，儘管美國聲稱“堅定支持烏克
蘭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但外界普遍認
為，其“慷慨”援助的背後另有圖謀。

“鷹派”政客吸票來源
美國“選票政治”決定政客們需要
“噱頭”引起選民關注。比如，華盛頓的

“鷹派”呼籲美國在黑海發揮更積極的作
用，扶持烏克蘭挑釁俄羅斯正中其懷。其
次，美國龐大的軍工寡頭們，也需要把武
器裝備兜售出去。動盪的烏克蘭，無疑成
為他們謀取利益的“新大陸”。尤其是，
如果北約決定向基輔打開大門，那麼按照
西方標準武裝烏克蘭軍隊，將讓他們賺得
盆滿缽滿。
其次，一直以來，美國借由為歐盟提
供安全保障，使歐盟成為其地緣政治鬥爭
的工具。近年來，美歐關係轉冷，歐盟尋
求國防外交自主的步伐加快，但美國不會
坐視歐盟脫離其掌控，烏克蘭就成為其進
一步控制歐盟的“絕佳”載體。美國通過
挑唆烏克蘭進攻頓巴斯，散布俄羅斯軍事
進攻計劃，誇大俄羅斯軍事威脅等，持續
維持東歐地區高度緊張的軍事政治局勢，
從而牢牢地把歐盟捆綁在美國霸權的戰車
上。
◆綜合報道

憂影響供應 油價升穿105美元

◆ 基輔出城車路出現大擠塞。美聯社

俄羅斯出兵烏克蘭加劇全球能源供應憂慮，
國際油價飆升，倫敦布蘭特期油 24 日高見每桶
105 美元，是 2014 年以來首次升穿 100 美元。外
界同時關注戰事對國際糧食市場的影響。
瑞銀分析指，俄羅斯是第三大產油國、第二
大石油出口國。鑑於目前庫存水平低，加上備用
產能減少，石油市場經不起供應重創。布蘭特期
油 24 日一度升至每桶 105.79 美元，紐約期油亦
升至 99.43 美元，分別創下 2014 年 8 月和 7 月以
來的高點，升幅超過8%。
俄羅斯和烏克蘭都是糧食生產大國，烏克蘭
素有“歐洲糧倉”之稱，分析認為，兩國緊張局
勢將對國際糧食價格和國際糧食供給造成諸多不
確定性，讓本就處於波動局面的國際糧食市場
“雪上加霜”。
◆綜合報道

◆ 安理
會緊急會
議氣氛升
溫。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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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烏局勢擾動全球市場

機構：股市影響短暫 金價漲勢存分歧

俄羅斯烏克蘭局勢的一舉一動牽動
著全球金融市場的神經。
2 月 23 日， 美股高開低走，三大股
指全線收跌逾 1.3%，納指跌 2.57%，創
去年 5 月以來新低。
2月21日，俄羅斯總統普京在全國視
頻講話中宣布承認烏東民間武裝自稱的
“頓涅茨克人民共和國”和“盧甘斯克人
民共和國”爲獨立國家，並簽署了相關總
統令，俄羅斯軍隊據此進入兩地執行維持
當地和平的任務。隨後，多國先後宣布對
俄羅斯的制裁，在俄羅斯與美國、北約的
博弈中，烏克蘭局勢持續緊張。
從股市到大宗商品市場，俄烏危機
將對全球市場帶來怎樣的衝擊？

到俄羅斯/烏克蘭緊張局勢有所緩和的迹
象，那麽 5%的快速反彈似乎不是不可能
的。”
華爾街一直在糾結如何應對烏克蘭
危機。
美國市場研究公司 Fundstrat 的 Tom
Lee 是著名華爾街大多頭，他表示，投資
者不應在“恐慌”期間抛售股票，因爲
股市會反彈。而億萬富翁投資人馬克· 庫
班(Mark Cuban)表示，海外衝突不會迫
使投資者離開市場，因爲沒有更好的選
擇來獲得高回報。
高盛則預測，如果烏克蘭發生直接
衝突，俄羅斯受到懲罰性制裁，市場可
能會下滑 6%。
摩根大通策略師 Dubravko Lakos-Bujas 在周二的一份報告中寫道：“俄羅斯
和烏克蘭的緊張局勢對美國企業盈利狀
況來說是一個‘低風險’影響因素，但
在各大央行陸續聚焦于控制通脹的情況
下，能源價格的震蕩可能會進一步抑制
投資者情緒和企業的利潤增長前景。”
“雖然俄羅斯與烏克蘭之間的政治
局勢變得越來越難以預測，短期內市場
波動可能會加劇，但我們認爲，收緊貨
幣政策仍然是美股面臨的關鍵風險，因
爲美聯儲及各大央行試圖積極地重新穩
定通脹預期。”摩根大通預計。
摩根士丹利指出，一旦美聯儲在 3
月開始收緊政策，投資者回歸基本面將
非常重要，“這應該是未來幾個月股市
回報的主要驅動因素。”他們強調，盈
利增長尤其重要，銷售和營業利潤率也
是股票回報的重要決定因素。

股市：對市場負面影響短暫
美國總統拜登周二表示，美國和盟
友及合作夥伴決定針對俄羅斯國有開發
銀行(VEB)和軍事銀行實施全面的封鎖制
裁措施，俄羅斯將無法在美國及歐洲市
場進行借貸交易，也無法再籌集資金。
此外，拜登還宣布對俄羅斯的精英階層
及家屬實施制裁，並表示與德國合作，
將不再推進“北溪 2 號”項目。
當地時間周三拜登正式宣布，針對
“北溪-2”項目運營公司 Nord Stream 2
AG 及其公司高管實施新的制裁。拜登在
當天發布的聲明中表示，這些步驟是美
國針對俄羅斯在烏克蘭的行動而采取的
初步制裁措施。
不過，多數華爾街分析師們都預計，
俄烏衝突會短期內繼續擾亂市場，這場危
機對于市場的負面影響可能是短暫的。
以 Mike Wilson 爲首的分析師在周二
的一份研究報告中寫道，不確定性“非常
原油：油價有望衝擊 100 美元？
高”，但市場已經在進行相應調整。因此
俄羅斯是石油和天然氣的主要出口
，任何緩解都可能給市場帶來好消息。
國，據中金公司數據，2021 年俄羅斯的
大摩分析師們預計：“如果我們看 原油供應占據了歐洲原油進口總量中的

29%。受俄烏緊張局勢的影響，油價大幅
上漲。截至2月23日收盤，紐約商品交易
所4月交貨的輕質原油期貨價格上漲0.19美
元，收于每桶92.10美元，漲幅爲0.21%；4
月交貨的倫敦布倫特原油期貨價格收于每
桶96.84美元，與前一交易日持平。
2 月 23 日晚間，上海原油期貨主力
合約觸及 599.2 元/桶，漲幅 1.54%，逼近
600 元/桶關口，創合約上市以來新高。
國泰君安期貨分析稱，地緣政治事
件賦予原油的風險溢價或帶動油價重心
繼續提升，從供應端來看，俄羅斯占據
全球 10%的供應和 7%的原油出口。但地
緣政治風險主要放大油價波動率，高通
脹下市場對全年經濟增幅預判下修，疊
加烏克蘭危機若在未來 2~4 周緩解，伊
朗被解除制裁、恢複原油出口(或有
40-70 萬桶/日供應增量)利空，油價上半
年面臨的大幅回調風險依舊不可忽視。
據路透社報道，美國官員表示，俄
羅斯和烏克蘭之間的局勢升級不太可能
導致對來自俄羅斯的能源供應的制裁。
另外，如果俄烏衝突升級，則俄羅
斯對德“北溪-2”天然氣管道的支持或
將凍結，這也將對天然氣價格産生溢價
。不過中信期貨認爲，這種可能較小，
因爲考慮俄羅斯近日已經加大對德國的
天然氣輸出，該衝擊或爲短期。
景 順 首 席 全 球 市 場 策 略 師 Kristina
Hooper 認爲，石油可能會受到俄羅斯入
侵烏克蘭的影響，特別是如果出現極端
制裁的情況。包括強勁的經濟複蘇、供
應減少和地緣政治等多項因素推高了石
油價格，但似乎不太可能持續下去。
嘉盛集團資深分析師 Fiona Cincotta則
認爲，油價有望在一、二季度衝擊100美元。
“西方國家譴責普京所作所爲，對
俄羅斯實施制裁，但幾乎完美避開了能
源領域。歐洲高度依賴俄羅斯的能源供
應，有 40%左右的天然氣進口自俄羅斯
。”Cincotta 指出，德國總理朔爾茨中斷
了北溪-2 輸油管道項目的認證程序。市
場認爲，歐洲對俄羅斯的抗擊最多也只
能做到這個程度。普京表示，俄羅斯要
持續不間斷地供應能源。此番言論幫助
油價自時段高點回落，但原油市場當然
也抱以謹慎的態度。

在 Cincotta 看來，俄羅斯可能將天然
氣或能源供應作爲武器，這是一種擔心
，更是不容忽視的現實，對整個能源市
場來說都是利多價格的因素。雖然油價
已經回落，但摸至 100 美元的可能性看
來非常高，除非當前局勢顯著緩和。
“整體而言，我們仍認爲，油價有
望在一、二季度衝擊 100 美元，關鍵在
于，原油庫存處于曆史低位。到夏季，
OECD 庫存或降至 2000 年以來的最低水
平。”Cincotta 說。
黃金：分歧較大
黃金曆來被認爲是避險資産，隨著
俄烏局勢升級，國際金價也隨之站上高
位 ， Comex 黃 金 期 貨 4 月 合 約 最 高 達
1918 美元/盎司。截至北京時間 2 月 23 日
23 點，價格仍維持在 1900 美元上方。
Oanda Corp 高級市場分析師 Edward
Moya 表示：“爆發局部戰爭的可能性似
乎很高，這可能會使通脹壓力在今年的
大部分時間裏持續升高，目前黃金價格
似乎正處于短暫的平息階段，但投資者
很快就會說，‘我愛黃金’，因地緣政
治和經濟增長擔憂將推動避險需求。”
東證期貨分析師吳夢吟指出，2022
年是地緣政治大年，擾動頻發將是常態
，從基本面和事件驅動考慮，黃金年內
突破前高可期。
不過，也有分析師的觀點較爲謹慎。
博時基金王祥認爲，地緣政治事件
對于黃金一般呈現脈衝式的影響，但持
續性相對較差。
王祥分析稱，黃金市場利率壓制或
有所減弱，因此盡管對地緣脈衝的提振
動能並不報擡高預期，但整體黃金市場
的利率壓制或在後期有所減弱，有利于
黃金價格中樞逐漸上行。
在王祥看來，接下來，美國通脹數
據、美聯儲貨幣政策調整預期及進展、
歐洲央行政策走勢、美元指數和美債收
益率走勢等因素，均會影響黃金價格。
瑞銀分析師 Joni Teves 也稱，盡管
當前存在地緣政治風險因素幹擾，但展
望未來，黃金市場料將重新聚焦于宏觀
因素：“目前的環境是實際利率在上升
，而美聯儲正在收緊政策，這確實爲金

價帶來了負面影響。我們確實認爲，這
種力量(俄烏危機影響)最終應該是短暫
的。”瑞銀預計，到 2022 年底，現貨金
價將跌至 1600 美元/盎司。
有色金屬：鋁、鎳庫存持續下滑
俄羅斯是多種工業金屬的主要出口
國，钯金出口量位居全球第一，同樣是
鋁、鎳等金屬的重要出口國。烏克蘭的
緊張局勢同樣增加了有色金屬市場的供
應風險。
據通聯數據Datayes!統計，國際鋁價升
至逾13年來最高水平，LME鋁期貨主力合
約一度突破3340美元/噸。LME鎳期貨主力
合約漲至每噸24480美元，稍早觸及24700
美元，爲2011年8月以來高價位。
中信建投期貨分析師王彥青指出，
2021 年俄羅斯原生鎳産量約 14.6 萬鎳噸
，其中精煉鎳産量約 12.1 萬鎳噸，占全
球原生鎳比例約 5%。且俄鎳是滬鎳的主
要交割品之一。
王彥青分析，當前俄烏緊張局勢帶
來的影響更多是情緒上的，因此對鎳價
影響相對較小。若後續俄烏局勢再次惡
化，西方國家對俄羅斯實施制裁，那麽
俄鎳流通量將會減少，從而造成供應的
進一步減少。
華泰期貨陳思捷表示，近期俄烏衝
突升級，如果俄羅斯和烏克蘭發生軍事
衝突，歐美加碼制裁，那麽對全球鋁供
應的影響將是巨大的，可能會使 2018 年
的情況重演，導致鋁價格大幅波動，並
進一步擾亂供應鏈，影響甚至外溢出鋁
市場。
“無論是俄鋁貨源的貿易流通受限，
還是 LME 取消俄鋁牌號注冊資格，抑或
是歐洲能源危機的進一步惡化，這些都
指向一個點，即全球性的鋁供給問題。
當前鋁市，短期國內供給難以快速放量
，而海外缺貨格局延續，種種因素均導
致短期內全球鋁供應偏緊，而若美國制
裁俄鋁，則會進一步加深全球鋁供應偏
緊的格局，對鋁價形成有效的支撐與上
行驅動。”國泰君安期貨分析師王蓉表
示，若俄烏事態進一步升級，則將進一
步強化當下的全球鋁市“低庫存”格局
，對鋁價形成有效的支撐與上行驅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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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子天(Sky Dong)入選法國LA MODÈLE(THE MODEL典範)雜誌

“時尚和美妝
時尚和美妝”
”特刊封面人物

法國 LA MODÈLE(THE MODEL 典範)雜誌“時尚和美麗特刊(F&B)”2022 年 2 月第三期(Fashion & Beauty Vol 9 February Issue
3)封面人物正式發布，休斯敦美南電視網紅新聞主播(News Anchor)、子天訪談錄(SD Talk Show)著名主持人董子天(Sky Dong)，由
達拉斯著名影樓 BOYD PHOTOGRAPHY AND CREATIVE ARTS STUDIO 於 2022 年 2 月 5 日專程在休斯敦市中心(Dakota Lofts)
NSR Loft 1 Industrial Studio@Peerspace 藝術影棚拍攝的一組照片入選封面人物，著名燈光師弗蘭克·戴維斯(Frank Davis)在當天下午
捕捉的燈光和范思哲(Versace)提供的全套量身定制的服裝使得這組照片大放異彩。
Sky Dong, TV Anchor and Host of SD Talkshow, featured on the front cover page of LA MODÈLE Magazine. In Feb. 5, 2022, The
Photographor from BOYD PHOTOGRAPHY AND CREATIVE ARTS STUDIO, Dallas, drove 5 hours to Houston Downtown, (Dakota Lofts) NSR Loft 1 Industrial Studio@Peerspace, shot a group photo for Sky Dong. The pfamous lighting master Frank Davis catch the
sunshine afternoon and make this happen with brand name Versace.
法國主流時尚雜誌 LA MODÈLE(THE MODEL 典範)通過 Instagram 向 Sky Dong 通報了這一喜訊：
LA MODÈLE USA send congraduation to Sky Dong through Instagram：

您的照片已發表在《時尚與美妝第九卷 2 月第 3 期》
該雜誌已出版印刷版和數字版，可在我們的網站上訂購：https://
www.lamodeleusa.com/fashionedition
我們的編輯要恭喜您，並為您提供獨家折扣券“LMF&B”
我們在全球範圍內發貨！
再次恭喜您榮登雜誌封面！
Congratulations On Getting Published!
Your photos has been published in 'Fashion & Beauty Vol 9 February Issue 3'
The Magazine has been published in both print and digital versions, and is available on our website for order: https://www.lamodeleusa.com/fashionedition
Our editors wants to congratulates you and offers you an exclusive discount coupon "LMF&B"
We ship worldwide!
And Congratulations for getting published on the Front Cover
Page of the Magazine

《時尚與美妝 Vol 9 2 月第 3 期》可以在網上直接訂購。印刷版和電子版套購，標
價 70 美元，折扣價 56 美元；印刷版標價 50 美元，折扣價 40 美元；電子版標價 37.5 美
元，折扣價 30 美元。輸入推廣代碼 Promo code LMF&B，可以分別享受$14、$10、$7.5
的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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