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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聯合國大會今天召開特別
會議，表決譴責俄羅斯 「侵略」 烏克蘭的
決議案。國際處境日益孤立的俄國為侵烏
行動辯護，中國代表則稱，美國與俄國之
間的新冷戰沒有任何好處。

聯大召開特別會議實屬罕見，這是聯
合國77年歷史上的第11次大會特別會議。
各會員國代表在開幕時先為俄、烏衝突的
罹難者默哀一分鐘，隨後聯合國秘書長古
特瑞斯（Antonio Guterres）警告， 「烏克
蘭戰事必須停止」 。

他說： 「真的是夠了，部隊必須返回
軍營，相關國家領導人必須走向和平，平
民也必須受到保護。」

100多國代表可望輪流發言，3月2日
會中將表決，是否通過要求俄羅斯立即撤
軍烏克蘭的決議案。此案雖不具約束力，

但足以顯示俄國目前的孤立程度。
烏克蘭駐聯合國大使基斯利茨亞

（Sergiy Kyslytsya）懇求各國支持這項決
議案，他說， 「一旦烏克蘭無法倖存，聯
合國就無法倖存，請不要心存幻想」 。

俄羅斯大使涅班濟亞（Vassily Ne-
benzia）則重申俄方立場，即對烏克蘭發
起作戰行動是為了保護烏東分離地區的居
民，但這個理由已遭烏克蘭及其西方盟邦
斷然駁斥。

涅班濟亞在發言台上說： 「戰事是由
烏克蘭對自己境內居民發動，俄羅斯是設
法終止這場戰事。」

中國常駐聯合國代表張軍則表示：
「冷戰早已結束，基於集團對抗的冷戰思
維應當摒棄，挑起新的冷戰更是有百害而
無一利。」

聯大特會聯大特會 表決籲俄撤軍烏克蘭案表決籲俄撤軍烏克蘭案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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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fter Russia invaded Ukraine,
President Biden called Putin an
invader and imposed personal
sanctions on him last Friday. This
harsh action of imposing
sanctions on another head of
state was unprecedented.

Ukraine is now in a chaotic and
uncertain situation. Although the
two sides sat down for
negotiations, Russia has warned
the western world and made
preparations for nuclear weapons
activity. This action is intended to
intimidate the United States and
western allies and not to interfere
in Ukraine’s affairs. In Putin’s
eyes, the U.S. is having many
domestic political and economic
issues these days.

Since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 Putin has been in power
for almost a quarter of a century.
Over the last several years,

many former Soviet
member countries have
joined NATO and the
European Union and they
now represent a threat to
Russia’s security.

No matter what the future
of Ukraine will be, we can
foresee tha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U.S. and Russia will only
get worse. There is a
great possibility that the
two countries will
completely sever
diplomatic relationships,
effectively returning the
world to the Cold War era.

We look forward to
finding a solution to the
diplomatic negotiations
between Russia and
Ukraine, but it looks like that by
no means will be easy.

We also hope that President
Biden and President Putin will

solve the problem with the
greatest wisdom to avoid war.

0202//2828//20222022

The Confrontation BetweenThe Confrontation Between
Biden And PutinBiden And Putin

當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時
，拜登總統稱他是侵畧者，
並於上週五下達對普京个人之
制裁，這項嚴厲之行動是前
所未見對另一個國家元首之
制裁。

烏克蘭事件正處於混亂未
定之局面，雖然雙方將坐下
来進行談判，但是俄羅斯方
面已經對美國及西方世界發出
警告，並做出核武之动員準
備，這項行動意在恫赫以美
國為首的國家不要軽易參戰

，在普京眼中，他認定美國
國內兩黨政見分歧，問題重
重，自顧不暇，無暇顧及對
付俄羅斯之挑戰。

冷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
自蘇聯解體後，普丁執政近
四分之一世紀，無時無刻不
在為重整國威為己任，當年
離散之聯邦國紛紛走散而成為
西方盟國，如今要再來對付
當年的老夫這口氣怎麼吐得
下。

不論烏克蘭前途如何發

展，可以預見之將來美俄兩
個極有斷交之可能，如果你
把一個國家元首置於制裁不相
往來之情況下，斷交也是必
然的下一步，倘若如此，世
界重回冷戰是必然的。

我們期盼俄烏兩國之外交
談判能找到解決之方案，但
是，看來決非易事，我們希
望拜登總統和普京要以最大的
智慧來解決問題，如果不幸
引起核战，他不但是歷史罪
人，更是世界之災難了。

拜登和普京之對決拜登和普京之對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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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時局

首爾市政府正式啓動未來福利模式

“安心收入示範項目”
綜合報導 首爾市政府正式啓動

未來福利模式“安心收入示範項目”

。“安心收入示範項目”是一種爲期

5年的政策試驗，自今年3月28日起

開始募集受惠群體，將于7月11日首

次發放補貼金。

首爾市政府表示，技術替代勞動

的第四次工業革命時代會對低收入家

庭帶來巨大危機，福利死角、貧困以

及收入不平等問題作爲全球性課題浮

出水面，僅靠現有的福利制度還有限

，應尋找所有社會成員都能過上正常

生活的新福利方案。

數據顯示，121萬戶首爾低收入

家庭中72.8%的家庭(88萬戶家庭)根本

享受不到福利待遇。甚至去年有76名

低收入家庭成員遭遇了“孤獨死”。

“安心收入”作爲一種“下厚上

薄型”收入保障制度，超越最低生活

保障的福利水平，保障低收入家庭過

上正常的生活。家庭收入越低，補貼

水平越高。與把財産換算成收入的現

行福利制度不同，“安心收入”分開

對待財産和收入標准，選定受惠家庭

的程序比較簡單。首爾市政府計劃通

過該項目大幅擴大福利政策覆蓋對象

和收入保障水平，讓廣泛的弱勢群體

享受福利待遇。

據介紹，“安心收入示範項目”覆

蓋對象爲家庭收入達標准中位收入的

85%以下、財産規模達3.26億韓元(約合

人民幣172.94萬元)以下的800戶家庭。

今年的第一期項目和明年的第二期項目

分別選定500名和300名受惠對象。市政

府將在未來三年爲“安心收入示範項

目”受惠家庭發放195億韓元的補貼。

未來三年，受惠群體可以領取中

位收入的85%和實際家庭收入之間的

差額的一半。比如，家庭收入爲0韓

元的單人家庭每月可以領取中位收入

的85%(165.3萬韓元)和家庭收入之間

的差額的一半即82.7萬韓元。

據悉，今年的第一期項目以公開方

式募集家庭收入達不到標准中位收入的

50%的500戶家庭，從7月11日起開始

發放“安心收入”。明年推進第二期項

目時，追加選定家庭收入屬于標准中位

收入的50%至85%的300戶家庭，共爲

800戶家庭發放“安心收入”。

首爾市市長吳世勳稱：“過去20

年，韓國政府和首爾市政府通過國民

基礎生活保障制度等方式爲扶持弱勢

群體做了多方面努力。但社會陰影仍

未消除。如今，數字化和第四次工業

革命快速興起。現在是爲全球人類福

利曆史大轉變做准備的黃金時期。”

他還表示：“我們將與國內外著名學

者一道嚴密地驗證‘安心收入示範項

目’是否能讓所有首爾市民過上有尊

嚴且正常生活的未來福利模式。”

韓國單日新冠確診將達33萬例？
文在寅籲接種加強針

綜合報導 韓國新冠新增確診病例連續兩

天超過17萬例。本輪大流行的峰值預測也不斷

增加，有研究預測最多超過33萬例，高于先前

預測的最多27萬例。

韓國中央防疫對策本部24日通報，截至當

天0時，韓國較前一天0時新增新冠確診病例

170016例，累計確診2499188例。

從確診病例走勢來看，韓國達到累計超過

200萬例，總共用了兩年多的時間，而其中一

半以上是最近半個月出現的確診病例。1月下

旬，傳播力比德爾塔變異毒株快2至3倍的奧

密克戎變異毒株，成爲韓國國內主要的流行毒

株，短時間內確診病例呈幾何式增長。

不過，韓國防疫部門指出，盡管感染擴散

迅速，但危重症患者率和致命率明顯低于以往

，因此不必過度恐慌。

韓國總統文在寅23日通過社交網站發文稱

，到目前爲止60周歲以下完成新冠疫苗第三針

接種的人群死亡率爲零，他呼籲國民積極接種

加強針。

文在寅說，60周歲以下人群只要完成第三

針接種，因感染“奧密克戎”變異株而死亡的

可能性就幾乎爲零，也就是說死亡風險極低。

因此在應對奧密克戎疫情方面，接種加強針尤

爲重要。

文在寅還就疾病管理廳的分析結果介紹稱

，對于未接種者來說，奧密克戎的致死率爲季

節性流感的5倍多，但完成第三針接種人群的

死亡率與流感相似。

韓國經濟增長仍面臨不小壓力
綜合報導 韓國央行近日發布數據顯

示，2021年韓國國內生産總值增長4%，創

11年來新高。韓國央行表示，出口增長、

消費反彈、設備投資和政府支出擴大等因

素共同促使經濟實現增長。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韓國2020年的

經濟增長率爲-0.9%。去年，隨著消費需求

持續釋放等，經濟重回增長軌道。韓國央

行數據顯示，2021年韓國民間消費同比增

長3.6%，創2010年以來的最高值。爲刺激

經濟，韓國去年兩次追加預算，政府支出

同比增長5.5%。

韓國商品出口也恢複增長勢頭。根據

韓國産業通商資源部發布的數據，2021年

韓國進出口貿易額爲1.26萬億美元，其中

出口6445億美元，創曆史新高。在出口産

品中，半導體、石化、汽車等15種主要商

品出口額實現兩位數增長，帶動了整體出

口上升。韓國對中國、美國、日本、東盟

、歐盟等市場的出口均實現增長。

自2020年11月起，韓國出口已連續15

個月實現正增長。韓國央行認爲，盡管依

然面臨疫情蔓延、供應鏈危機等風險，但

隨著全球經濟持續恢複，韓國出口今年有

望繼續增長。

爲加快疫後經濟複蘇，韓國政府計劃

大力提升半導體、未來汽車、生物健康

“三大創新增長産業”的國際競爭力，並

將爲此投資6.3萬億韓元（1美元約合1204

韓元）。韓國還將上調國家戰略技術扣稅

率，爲高新戰略産業制定特別法律，提供

政策支持。同時，將推動大企業和中小企

業合作，促進車用半導體供應鏈國産化和

汽車零部件企業重組。

分析人士同時指出，鑒于全球供應鏈

壓力、原材料價格上漲、貿易收支不平衡

等因素，韓國經濟增長仍面臨不小壓力。

韓國開發研究院表示，近期韓國經濟維持

較平穩的複蘇勢頭，但以對外項目爲主，

經濟仍存在不確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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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表示，日

方沒有同意國際原子能機構技術工作組對排

海以外的核汙染水處置方案進行評估，這使

得機構無法評估核汙染水處置最佳方案。

當日例行記者會上，有記者問：據報

道，近日，國際原子能機構稱，機構技術

工作組已結束對日本福島核電站核汙染水

處置的實地考察，將于 4月份發布針對本

次調查內容的評估報告。中方對此次評估

工作有何評論?是否將就評估報告與機構保

持溝通?

華春瑩表示，日本單方面決定向海洋排

放福島核汙染水，遭到國際社會、特別是利

益攸關方的廣泛質疑和反對。國際原子能機

構技術工作組受到各方關注。“必須指出的

是，日方沒有同意機構技術工作組對排海以

外的核汙染水處置方案進行評估，這使得機

構無法評估核汙染水處置最佳方案。這不是

國際社會期待的結果。”

“中方支持機構技術工作組開展工作，

絕不代表我們認同日方向海排放核汙染水的

錯誤決策。”華春瑩說。

華春瑩說，福島核汙染水處置不僅是一

個核安全問題，更可能對海洋生態環境、食

品安全和人類健康造成嚴重危害。中方希望

，隨著機構技術工作組工作的持續深入，能

夠促使日方糾正錯誤，與相關國際機構和利

益攸關方充分協商，以公開、透明、科學、

安全的方式處置核汙染水。

俄歐互關空域衝擊歐亞航線俄歐互關空域衝擊歐亞航線
民航專家民航專家：：中國航司航班可正常執飛中國航司航班可正常執飛

【綜合報道】烏克蘭局勢正在對越來越多的經濟領域造成影響。日前，德國、捷克、波蘭等
歐盟國家以及英國、加拿大等國陸續宣布對俄羅斯民航飛機關閉空域，俄羅斯衛星網2月28日援
引俄聯邦航空運輸署消息稱，作為回應措施，俄羅斯已限制36國航空公司在俄領空執飛。中國民
航專家當天對《環球時報》表示，部分歐洲航司運營的中歐航線可能因此被迫暫停，但中國航空
公司的航班可以正常執飛。相比之下，民航貨運受到的影響可能更大。
俄歐互相關閉空域

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當地時間2月27日發布聲明稱，對包括客機和私人飛機在內的所有
俄羅斯飛機關閉歐盟空域。同日，加拿大也宣布採取類似行動。此前英國、德國、保加利亞、捷
克已經單獨宣布向俄羅斯關閉領空。此舉意味著俄國際航班幾乎沒有任何向西飛行的路線選擇。

英國《金融時報》援引航班跟踪網站 Flightradar24的數據稱，2月27日有多架航班在飛行途中
掉頭返回俄羅斯，其中包括從莫斯科飛往法蘭克福的俄羅斯航空公司航班。

對於這樣的製裁手段，俄羅斯也很快針鋒相對。據俄羅斯衛星網2月28日報導，作為對此前
外國航空禁令的回應，俄羅斯宣布禁止36個國家航空公司的航班通過本國領空。

據路透社報導，有美國官員表示，美國也在考慮對俄羅斯採取類似行動，但尚未做出最終決
定。

新航線無法立即開闢
上述互相關閉空域的行為已影響涉及多個地區的航線。據德媒報導，2月27日一架從貝爾格

萊德飛往莫斯科的航班被迫繞道哈薩克斯坦，最終在空中飛行超過6個小時，而往常只用兩個半
小時。 2月26日一架俄羅斯航班為飛往布達佩斯，在北歐和波羅的海上空繞飛一大圈，增加約70
分鐘行程。

航空分析公司Cirium睿思譽的數據顯示，每天約有600架次在歐洲起飛或降落的航班會飛越
俄羅斯領空。許多國際航空公司在執飛部分歐亞線路航班時，通常會經過俄羅斯領空。根據俄羅
斯聯邦航空運輸局的數據，2021年有近19.5萬個商業航班通過俄羅斯的領空。在疫情前，這個數
字超過30萬個。

路透社援引俄羅斯航空的消息稱，在歐盟對俄羅斯關閉領空後，該公司將取消所有飛往歐洲

目的地的航班。俄羅斯S7航空公司在其官方社交媒體賬號上宣布，將至少在3月13日前取消飛往
多個歐洲目的地的航班。

在歐洲，法荷航宣布將暫停往返俄羅斯，以及飛越俄羅斯領空的航班，法航還表示在研究避
開俄羅斯領空的飛行計劃期間暫停往返中國、韓國和日本的航班。芬蘭航空表示，由於航線無法
避開俄領空，將在3月6日前取消飛往俄羅斯、日本、韓國和中國的航班。飛往新加坡、泰國和印
度的航班將繼續執飛，但飛行時間將因為繞飛增加一小時。民航分析業師林智傑2月28日對《環
球時報》記者表示，未來如果美國航司也被俄羅斯關閉領空，那麼北美到亞洲的航線也會受到一
定影響。

路透社援引業內人士的分析稱，由於無法進入俄羅斯空域，不少航空公司將不得不將航班向
南轉移，但繞飛意味著更長的時間和更高的成本。

《金融時報》援引一名歐洲航空公司高管的話稱，俄羅斯領空關閉對該行業來說是“災難性
的”。不過，由於從歐洲飛往亞洲的航班需求非常疲軟，這也減少了航空公司的損失。

中歐貨運航空或受影響
廣州民航職業技術學院副教授綦琦2月28日對《環球時報》記者分析稱，受到領空關閉事件

影響最大的是俄歐，中國受到的影響相對較少。目前中國航司的航班依然可以經由俄羅斯領空飛
往歐洲。由於“五個一”政策，中歐航線的頻度和密度不大，歐洲航司赴華飛機的減少預計不會
造成嚴重影響。

綦琦補充稱，除空域限制外，俄烏局勢對石油價格影響也波及民航業，這可能導致航空燃油
價格上漲，增加航司的運營成本。北京時間2月28日，美國WTI原油盤中一度突破100美元/桶關
口。

專家分析稱，航空貨運關乎全球供應鏈的穩定，中國的全貨機數量不多，不少是歐洲的全貨
機來國內運輸。林智傑告訴記者，受關閉領空事件影響，中歐貨運航線業可能需要尋找一個經停
點，飛行的時間和油耗均會增加。路透社的報導稱，國際物流行業和主要以愛爾蘭為基地的國際
飛機租賃業正在遭受衝擊。總部位於美國的UPS和聯邦快遞公司是全球最大的兩家物流公司，它
們已表示將停止向俄羅斯目的地運送貨物。

丹麥表態丹麥表態：：丹麥人可自由地丹麥人可自由地““直接參與直接參與””俄烏軍事衝突俄烏軍事衝突
(綜合報道）丹麥政府宣布，將允許丹麥公民加

入烏克蘭當局計劃建立的國際軍事力量，以幫助烏
克蘭軍隊應對俄烏衝突。

丹麥首相梅特·弗雷澤里克森（Mette Frederik-
sen）週日在新聞發布會上說：“這是任何人都可以
做出的選擇。這適用於所有居住在這裡的烏克蘭人
，也適用於其他認為自己可以直接為衝突作出貢獻
的人。”

弗雷德里克森補充說：“初步看起來，烏克蘭
方面沒有任何法律規定可以阻止人們前往烏克蘭參
與這場軍事衝突。”早些時候，丹麥首相在哥本哈
根的俄羅斯大使館前參加了一場反對俄方行動的大
規模抗議活動，她對人群說：“你們所有人和整個
歐洲都受到了俄羅斯的威脅。”

報導稱，此前，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宣布成立
“烏克蘭領土防衛國際戰隊”，這將使外國人有可

能加入該軍團，與烏克蘭軍隊一起作戰。
今日俄羅斯電視台稱，丹麥首相並不是第一個

支持這種想法的人。週日早些時候，英國外交大臣
利茲·特拉斯也表示，她將“絕對”支持希望加入
烏克蘭軍事行動的英國人。特拉斯告訴英國廣播公
司（BBC）週日早間節目稱：“我支持這一點。當
然，這是人們可以自己做決定的事情。”

烏克蘭外長庫勒巴隨後宣布，志願者應聯繫烏
克蘭駐各自國家的外交使團。

俄羅斯總統普京2月24日宣佈在烏克蘭東部地
區採取特別軍事行動，稱俄方目標是讓烏克蘭“非
軍事化、去納粹化”。澤連斯基則將特別軍事行動
稱為“針對歐洲的戰爭”，敦促所有願意加入戰鬥
的人與烏克蘭人“並肩作戰”。西方國家對俄羅斯
的行動做出回應，對莫斯科實施嚴厲制裁，並誓言
向烏克蘭提供致命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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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女城市探險家在西班牙獵奇
發現廢棄水族館的鯊魚和魷魚遺骸

綜合報導 法國裏昂的城市

探險家朱麗葉（Juliette）在西班

牙一個廢棄的水族館裏發現了許

多令人毛骨悚然的動物殘骸，包

括一條鲨魚和一條鱿魚。24歲的

朱麗葉是在最近的一次西班牙之

旅中拍到的這段奇幻之旅，並將

其分享到網上，沒想到一下子獲

得了近500萬的點擊量。

朱麗葉說自己是一名“全

職油管（YouTube）衝浪人”，

到處獵奇就是她的生活。這

些年通過這些奇形怪狀的物

體，朱麗葉也吸引了 72 萬名

粉絲。這一次，朱麗葉通過

窗戶爬在西班牙一處廢棄的

水族館，然後看到了一些非

常可怕的東西，包括腐爛的

鲨魚和死鱿魚。

朱麗葉在帖子中寫道：

“太恐怖了！看看我的發現，

你們都會大吃一驚的！西班牙

的一家水族館，這裏還有許多

動物的遺骸，包括鲨魚和鱿魚

的！”當被問及這篇帖子走紅

，她是否感到驚訝時，朱麗葉

說：“當然了！那條鲨魚給我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發到網上

當然也會吸引很多人。”

朱麗葉沒有透露水族館的具

體位置，所以目前尚未可知其

到底關閉了多久，也不知道水

族館背後的故事。在朱麗葉的

帖子下，幾位網友表示，也許

在水族館關閉前這些動物就是

以標本的形式在展出，並聯想

到了澳大利亞的一處類似的野

生動物園。2021年，人們在澳

大利亞的一個廢棄的野生動物

園發現了一條名爲羅西的大白

鲨，並對其進行了修複工作。

1998年，5米長的羅西在

被漁網捕獲後死亡，然後被完

好地保存在一個裝有甲醛的容

器中。2018年，羅西被遺棄在

水族箱裏的事走紅網絡，在世

界各地獲得了數百萬的點擊量

，許多人認爲應該讓羅西“入

土爲安”。可悲的是，故事也

引來了破壞者，這些人打碎了

放置羅西的水族箱，並將羅西

丟進了垃圾箱。不久之後，

“拯救鲨魚羅西”的活動出現

了，成功引起了水晶世界和史

前旅行展覽中心的老板湯姆· 卡

皮塔尼（Tom Kapitany）的注

意，他聯系了羅西的主人主動

支付了運輸費和搬遷費，順利

得到了羅西。

烏克蘭公民可免簽進入歐盟
鄰國波蘭將設9個難民接收點

綜合報導 俄羅斯對烏克

蘭的軍事行動進入第二天之

時，烏克蘭周邊國家開始准

備應對之後可能出現的難民

潮。

此前美國政府預計戰爭或

將導致100萬到 500萬烏克蘭

難民出現，烏克蘭國防部預計

300萬到500萬。波蘭、匈牙利

將成爲烏克蘭難民湧入的主要

國家。

據半島電視台報道，波蘭

將在邊境設立九個難民接收點

，爲難民提供食品和醫療服務

。波蘭與烏克蘭有500多公裏

的邊境線。

波蘭內政部長卡明斯基表

示，“肯定”會有大批烏克蘭

難民進入波蘭，波蘭准備“應

收盡收”。波蘭衛生部長涅傑

爾斯基稱當局將設立醫療專列

，將受傷的難民送到波蘭各地

的12家醫院。

截至周四，波蘭邊境尚未

出現大規模難民潮。當天約

2.9萬人通過邊境，其中1.5萬

人爲入境波蘭。

本月早些時候，波蘭內政

部副部長瓦希克稱波蘭已經在

准備應對“最嚴重”情況，即

100萬難民湧入波蘭。

2017年，歐盟宣布新政策

，允許烏克蘭公民免簽進入歐

盟國家。與烏克蘭相鄰的歐盟

國家爲波蘭、匈牙利、羅馬尼

亞和斯洛伐克。

目前烏克蘭與波蘭關系

更密切。去年底烏克蘭、波

蘭與立陶宛宣布成立新組織

“盧布林三角”，以加強三

國安全合作。這也是烏克蘭

加入的首個中歐區域組織。

自 2014 年克裏米亞並入俄羅

斯後，約 150 萬烏克蘭人前

往波蘭定居。

但此前，波蘭並沒有應對

大規模難民潮的經驗。2021年

前九個月，僅有5200名難民在

波蘭申請避難。在此前的歐洲

難民危機中，波蘭政府也拒絕

接受歐盟的難民分配協議。

上周，美國已向波蘭增派

3000士兵，以協助該國准備應

對難民潮。德國也准備提供協

助。

斯洛伐克周四宣布向與

烏克蘭交界地區派出 1500 士

兵以應對難民潮；匈牙利預

計最高將有 60萬烏克蘭公民

入境，該國防長蒂博爾稱匈

牙利已經准備好接收烏克蘭

公民。

周四當天，約5300人從烏

克蘭進入羅馬尼亞，高于一天

前的2400人。羅馬尼亞與烏克

蘭邊境長615公裏，該國防長

丁庫稱羅馬尼亞准備好接收50

萬烏克蘭難民。

俄羅斯出現“反戰遊行”
數百人被臨時拘留

綜合報導 俄羅斯首都莫斯科、聖彼

得堡的大街上當天晚上出現“反對戰爭”

的遊行集會，警方因集會未得到當局許可

且違反了防疫規定，決定將人群驅離。莫

斯科警方稱，目前已臨時拘留約600人。

報道稱，一大群示威者聚集在莫斯

科市中心的普希金廣場（Pushkinskaya

Square），他們當中很多都是年輕人。他

們齊聲喊著反戰的口號，手裏拿著各種各

樣的標語，有的寫“停止戰爭”、“反對

戰爭”，有的寫著“烏克蘭不是我們的敵

人”、“沒有人需要這場戰爭”。

莫斯科的普希金廣場距離克裏姆林宮只

有2公裏。報道稱，有些示威者還沿著莫斯

科的特維爾大街（Tverskaya street）行進，

這裏也是莫斯科市長辦公室的所在地。

報道稱，警方很快就在各遊行地點拉起

警戒線，並且驅散示威遊行人群，一方面是

遊行集會違反了新冠防疫規定，另一方面是

此次遊行也沒有得到城市當局的許可。

網上流傳視頻顯示，有示威者在人群

中被警方帶走。24日晚，莫斯科警察局稱

，他們已經因爲各種“違反公共秩序”的

行爲臨時拘留了約

600人。

還有流傳視頻

顯示，一名示威者

在遊行過程中向警

察扔燃燒瓶，不過

報道稱，絕大部分

遊行參與者都是和

平的。

聖彼得堡的市

中心也聚集了大批

示威者，當地媒體

稱遊行現場至少有

2000人。當他們開始往著名的冬宮廣場行

進時，當地警方提前在廣場上布置了警戒

線。警方沒有透露一共抓了多少名示威者

，不過媒體稱大約有數十人被拘留。

在俄羅斯其他城市也發生了一些較小的

遊行抗議，如葉卡捷琳娜堡、烏拉爾地區的

彼爾姆及西伯利亞地區的新西伯利亞城。

這些示威遊行顯然是與近兩天俄烏間

的緊張局勢有關。早前俄羅斯總統普京宣

布承認烏克蘭東部兩地獨立，之後于當地

時間24日淩晨，宣布對烏東頓巴斯地區展

開“特別軍事行動”。RT指出，後來俄羅

斯的動作就不局限于頓巴斯地區，而是打

擊了烏克蘭全國的軍事目標。

俄新社稱，普京表示俄羅斯的計劃

不包括占領烏克蘭領土，但是將爭取烏

克蘭的非軍事化。俄羅斯的行爲同“侵

犯烏克蘭的利益”無關，而是爲了保護

自己免受“那些將烏克蘭扣爲人質的

人”的侵害。

每年4.3萬噸塑料在地球“裸奔”
希臘被歐盟狠罰1.27億歐元

綜合報導 相關數據顯示，全球每分鍾就有100萬個塑料袋被使用，

每年産生的塑料垃圾多達800萬噸，無處不在的塑料垃圾已成爲地球家

園的巨大災難。2015年12月，歐盟委員會通過了歐盟循環經濟行動計劃

，塑料回收是其中一個關鍵項目。2017年，歐盟委員會進一步提出將專

注于可回收塑料的生産和使用，並努力實現2030年所有塑料包裝都可回

收的目標。

作爲歐盟委員會成員，希臘在塑料回收上表現不佳。據中希時報報

道，希臘智庫經濟與工業研究基金會發布的報告顯示，希臘每年約有4.3

萬噸塑料包裝既沒有被掩埋也沒有被回收。爲此，希臘今年將向歐盟支

付1.27億歐元的罰款。

一方面是塑料回收，另一方面是盡可能減少塑料的使用。從本月起

，意大利也正式禁止銷售一次性塑料制品。該禁令涉及所有不可生物降

解的塑料制品，這意味著人們要永久告別一次性塑料盤、餐具、棉簽等

商品。

據歐洲時報報道，意大利限塑令規定，一次性餐盤、餐具、吸管、

棉簽、飲料攪拌棒、氣球塑料杆以及其他氧化降解塑料（氧化分解後會

成爲微塑料），部分特殊聚苯乙烯泡沫體食品容器、飲料容器、杯子和

蓋子等都被禁止銷售。違反法令者將被處以2500歐元至2.5萬歐元不等

的罰款。與此同時，意大利政府對使用可循環利用、可作土壤肥料或可

生物降解商品的公司也將給予優惠政策，這些公司可獲得每年最高300

萬歐元的稅收抵免福利，持續3年。

此外，不少國家今年都開始加碼禁塑令。法國從今年1月1日起，

取締蔬果塑料包裝，禁止用塑料包裝出售重量不足1.5公斤的果蔬；英

國今年也將全面禁止使用塑料吸管、塑料攪拌器和塑料棉簽，但用于醫

療用途的可以暫時被豁免；德國將禁止聚苯乙烯塑料食品包裝……面對

塑料汙染，全球攜手共同努力，保護地球家園。

研究顯示大腦60歲才“變慢”

綜合報導 德國一項研究顯示，人的大腦運轉速度到60歲才會“變慢”

。這一發現推翻了先前廣爲接受的大腦從20歲就開始“變慢”的理論。

據報道，上述結論基于對一項涉及近120萬人的數據分析。這些人

年齡在10歲到80歲之間，爲美國哈佛大學一個旨在消除種族偏見的項

目提供數據。他們需對一些詞語或圖像歸類，例如，判斷一張面孔是黑

人還是白人，一個詞語的意思是好還是壞。

由德國海德堡大學心理學家米沙· 馮克勞斯領導的研究團隊使用一

個認知模型，對上述項目數據進行了分析。研究人員發現：20歲左右時

答題最快，最看重答題速度，而不是答案是否准確；14歲到16歲時“純

機械反應”速度最快，即眼睛看到信息和手按下答題鈕的速度最快。

研究人員說，隨著年齡增長，人們做決定更謹慎，因此答題反應更

慢，但並非腦子變慢了。研究顯示，大腦運轉速度在30歲左右時達到巅

峰，之後略微下降，大約在60歲以後才開始變慢。實驗參與者隨著年齡

增長，答題錯誤隨之減少，至少在60歲之前是這樣。

研究人員在最新出版的英國雜志《自然· 人類行爲》報告上述發現

。他們在論文中寫道，在做決定時，反應時間是多個進程總和，不能僅

用反應時間長短衡量大腦運轉速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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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2月27日宣布，為希望
參與擊退俄羅斯軍隊的外籍人士組建一支新的部隊“烏克蘭領
土防衛國際戰隊”之後，美英等一些國家的退伍軍人開始採取

行動。
據美國新聞網站“BuzzFeed”報導，一個由10

名退役特種兵組成的隊伍正在波蘭集結，準備入境
烏克蘭參戰。他們計劃響應澤連斯基“加入保衛烏
克蘭、歐洲和世界”的號召，加入“烏克蘭領土防
衛國際戰隊”，一名退役的美國陸軍老兵正在安排
他們的通行。

據報導，這支隊伍由10人組成，分別為6名美國
人、3名英國人和1名德國人。他們全部接受過北約
的軍事訓練，在近戰和反恐方面經驗豐富。美媒稱
，他們都希望成為“烏克蘭領土防衛國際戰隊”的
一員。

負責招募人員的那名退役美軍老兵稱，兩名前美
國陸軍軍官也正計劃前往烏爾蘭，為“烏克蘭領土
防衛國際戰隊”提供“領導力”。

美媒稱，對澤連斯基宣布組建“烏克蘭領土防衛
國際戰隊”的消息感到蠢蠢欲動的，還有位於烏克
蘭境內的一支名為“格魯吉亞國家軍團”的隊伍。

這是一支由具有西方國家軍隊服役經驗的講英語的志願者所組
成的準軍事部隊，此前負責訓練烏克蘭軍隊，有時還與烏克蘭
海軍陸戰隊一起部署到前線作戰。這支部隊當中一名曾參加過

2008年俄格戰爭的格魯吉亞退伍軍人稱：“這是我們一直在等
待的，這非常棒。”

據英國廣播公司（BBC）27日報導，當地時間27日上午
，英國外交大臣利茲•特拉斯表示，如果有英國人選擇個人前
往烏克蘭參加戰鬥，她絕對會支持他們。

然而英國《衛報》指出，特拉斯的這番言論似乎與她執掌
的英國外交部網站上的忠告背道而馳。這個英國政府部門網站
指出，那些前往烏克蘭東部“戰鬥或協助其他參與衝突的人”
，可能會在返回英國後被起訴。

針對特拉斯的這番表態，曾擔任過司法大臣一職的英國保
守黨議員多米尼克•格里夫（Dominic Grieve）表示，特拉斯
這麼說可能是可以理解的，但任何去烏克蘭作戰的英國公民，
都將違反 1870 年通過的《外國征兵法》並構成刑事犯罪。該
法律規定，任何英國臣民加入外國軍隊並與和英國處於和平狀
態的國家作戰，在英國政府看來都是非法的。

前英國國防大臣、下議院國防委員會主席托比亞斯•埃爾
伍德（Tobias Ellwood）稱，他希望特拉斯收回這些言論。他
說，外交大臣稱可將未經過訓練的平民送入危險境地，不是負
責任的政策，“具有諷刺意味的是，我們擁有世界上最專業的
武裝部隊之一，但我們似乎鼓勵那些沒有受過任何訓練，甚至
沒有任何裝備的人前往烏克蘭，這需要重新考慮。”

（綜合報導）美國白宮26日發表聲明說，美國與歐盟委員會、德國、法國、英國、意大
利、加拿大領導人決定將部分俄羅斯銀行排除在環球銀行間金融通信協會（SWIFT）系統之外
，並對俄羅斯央行實施限制措施，以防其配置國際儲備削弱制裁措施造成的影響。

一些國際觀察人士驚呼上述舉動為“核武級”金融制裁。那麼，SWIFT究竟是個啥？這次
製裁當真是“核武級”？

SWIFT創建於1973年，總部設在比利時首都布魯塞爾，其主要業務是在全球銀行系統之
間傳遞結算信息。經過數十年發展，SWIFT系統以其便捷、安全、收費低等優勢，受到眾多銀
行青睞，逐步積累起大量銀行用戶，成為全球最重要的金融信息傳輸平台。

2019年，全球20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上萬家金融機構和企業用戶使用SWIFT系統進行金
融報文傳送。 2021年全年，SWIFT支付系統平均每天處理4200萬條金融信息。

SWIFT制裁是指將某個國家、地區或金融機構排除出SWIFT系統，這將使受制裁對象難
以通過SWIFT系統與其他金融機構進行收付款，影響之大可想而知。

SWIFT作為一家比利時實體，本來只是在商言商，賺取服務費，無奈扛不住歐盟和比利時
的司法管轄和美國的長臂管轄。這使得SWIFT屢屢淪為美國等西方國家的製裁工具，多次受命
切斷或者恢復與特定國家金融機構之間的聯繫。這類案例在西方對伊朗、朝鮮等國製裁中並不
鮮見。

譬如，2012年3月，SWIFT切斷與受歐盟制裁的伊朗金融機構的聯繫。該組織時任CEO
拉扎羅·坎波斯在聲明中說，SWIFT採取的措施“受迫於歐盟決定”。

2017年3月，SWIFT在比利時政府要求下，將朝鮮三家銀行剔除出SWIFT系統。沒過多
久，SWIFT又以“不符合運營標準”為由與剩餘四家朝鮮銀行斷開連接。

談到此次針對俄羅斯的SWIFT制裁，一位匿名美政府高級官員表示，相關製裁目標是10
家俄最大的金融機構，其資產佔俄銀行業總資產的近80%。相關銀行將無法通過SWIFT系統
和境外銀行進行交易，旨在給俄對外貿易、外國投資和匯款設置障礙。

值得一提的是，西方此次製裁併未全面封殺俄羅斯銀行機構，而是出於自身利益考量，留
有不少餘地。美國務院能源安全高級顧問阿莫斯·霍克斯坦表示，美國製裁措施將不會針對俄石
油和天然氣產業，因為此舉不但難以減少俄石油和天然氣收入，反而會令美國及其盟友承擔能
源價格上漲的後果。

如果上述言論屬實，那麼對俄羅斯至關重要的能源出口不會受到製裁影響。所謂“核武級
”金融制裁，恐有誇大之嫌。可見，SWIFT制裁的威力大小，跟西方拿捏力道有很大關係，西
方是否願意承受殺敵一千、自損八百的代價仍有待觀察。全面封殺俄羅斯這樣的資源大國，顯
然並不現實。

話雖如此，SWIFT制裁“大棒”畢竟握在美歐手中。既然惹不起，其他國家為何不繞開呢
？

根源就在於，SWIFT系統依托美元、歐元在國際貿易中作為結算貨幣的主導地位，已經佔

據絕對優勢的市場地位。德國斯塔蒂斯塔調查公司數據顯示，去年12月，SWIFT系統歐元和美
元使用所佔比例超過七成。也就是說，你不用，你的生意夥伴在用，想要完全繞開如此強勢的
體系，談何容易！

不能完全繞開，那就局部繞開。鑑於西方肆意操控，SWIFT的公信力受到質疑，國際上
“去SWIFT化”的嘗試從來沒有停止過。

俄羅斯央行2014年開發了本土版金融信息傳輸系統SPFS。據統計，目前有23家外資銀行
與SPFS系統連接。截至2021年5月，20%的俄羅斯境內轉賬通過SPFS系統完成。鑑於目前
部分俄羅斯銀行被SWIFT剔除，今後或許有更多外資銀行加入該支付系統。此外，伊朗也在積
極推進“去SWIFT化”，開發了“伊朗版SWIFT系統”SEPAM。

澳大利亞經濟學家指出，近年來，類SWIFT系統不斷推出，數字貨幣蓬勃發展，都對
SWIFT構成競爭。如果SWIFT系統持續淪為西方制裁工具，其公信力將持續流失，加之新興市
場貨幣地位不斷上升，SWIFT系統的影響力可能會逐步下降，長期看市場或將形成更加多元的
全球金融通信服務格局。

美英等國退役軍人準備進入烏克蘭參戰

美國與歐盟委員會對俄實施金融限制措施美國與歐盟委員會對俄實施金融限制措施
SWIFTSWIFT制裁等同制裁等同““核武級核武級””金融制裁金融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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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在美國下達的最後通牒（2月28日）前一天
，尼泊爾議會 27 日批准尼同美國“千年挑戰計劃”協議

（MCC） ， 並 發 布
“解釋性聲明”，強
調 尼 憲 法 效 力 高 於

MCC、尼不會因MCC而成為美“印太戰略”軍事和安全盟友
、尼僅在MCC問題上尊重美政策和法律、美方在尼活動受到
尼法律約束和監督等。但這未能平息尼國內圍繞這一“援助協
議”引發的爭議。尼國內對議會通過協議反應強烈，部分議員
稱如美不遵守“解釋性聲明”，MCC將自動失效。 28日，尼
泊爾首都加德滿都等地再次發生針對MCC的抗議示威活動。

“經過多年的延遲，議會批准了MCC”，《加德滿都郵
報》28日的報導稱，經過各黨數週的討價還價，議會批准了這
項極具爭議的“美國贈款協議”。據報導，尼美 MCC 協議
2017年簽署，協議規定美政府援助5億美元用於尼國內的基礎
設施建設。但該協議中的部分條款——如規定該協議“優於尼
泊爾國內法”、援助款不能用於“違反美國法律或美國政策”
、MCC項目美方人員不受尼泊爾法院管轄等——在尼泊爾引
發巨大爭議，令該協議一直未能獲得議會批准。 2021年下半年
，尼泊爾政府試圖推動這一議程。報導稱，在總理德烏帕的堅
持下，執政聯盟中的其他政黨不得不選擇加入，並在MCC文
本後加上12點“解釋性聲明”，以平息各界質疑。

據《喜馬拉雅時報》28日報導，“解釋性聲明”的部分條
款包括：尼泊爾聲明其不加入美國的任何戰略、軍事或安全聯
盟，包括印太戰略；MCC尼泊爾項目所有活動和資金的審計
應由尼審計長辦公室根據尼泊爾現行法律進行；如果違反尼泊
爾法律，尼泊爾有權提前30天終止該協議等。接下來，MCC
協議和“解釋性聲明”將提交美方MCC理事會。尼執政黨議
員在議會稱，“如果美國政府拒絕接受我們的解釋性聲明，
MCC將不會執行”。

“解釋性聲明’沒有任何意義。”《喜馬拉雅時報》28日
引述尼最大反對黨尼共（聯合馬列）的聲明稱。該黨負責人表
示，所謂“解釋性聲明”只是執政聯盟為挽救其立場的工具。
《尼泊爾時報》引述該國憲法專家的評論說：“一個國家沒有
單方面權力對兩國之間達成的協議發表解釋性評論”，“通過
一項決議會更好”。報導稱，許多專家質疑“解釋性聲明”的
法律地位和有效性，認為這只是執政聯盟為了維護顏面通過的
文件。

28日，尼泊爾五黨執政聯盟中的民族人民陣線宣布離開執
政聯盟，以抗議議會不顧民眾反對批准MCC協議，該黨將在
多地舉行抗議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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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焦點
2022年2月28日（星期一） 文 匯 要 聞◆責任編輯：何佩珊 1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及中新社報道，中共

中央政治局2月25日下午就中國人權發展道路進行第

三十七次集體學習。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主持學習時強

調，尊重和保障人權是中國共產黨人的不懈追求。黨的百年

奮鬥史，貫穿着黨團結帶領人民為爭取人權、尊重人權、保

障人權、發展人權而進行的不懈努力。中國開啟了全面建設

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向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進軍的新征

程，我們要深刻認識做好人權工作的重要性和緊迫性，堅定

不移走中國人權發展道路，更加重視尊重和保障人權，更好

推動中國人權事業發展。習近平強調，要健全人權法治保障

機制，對一切侵犯群眾合法權利的行為，對一切在侵犯群眾

權益問題上漠然置之、不聞不問的現象，都必須依紀依法嚴

肅查處、堅決追責。

中國人權研究會秘書長魯廣錦同志就這
個問題進行講解，提出了工作建議。

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認真聽取了他的講解，並
進行了討論。

習近平在主持學習時發表了重要講話。
他強調，尊重和保障人權是中國共產黨人的
不懈追求。我們黨自成立之日起就高舉起
“爭民主、爭人權”的旗幟，鮮明宣示了救
國救民、爭取人權的主張。在新民主主義革
命時期、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時期、改革開
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新時期，我們黨都
牢牢把握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為中華民族謀
復興的初心使命，領導人民取得了革命、建
設、改革的偉大勝利，中國人民成為國家、
社會和自己命運的主人，中國人民的生存
權、發展權和其他各項基本權利保障不斷向
前推進。

習近平強調，在推進中國人權事業發展
的實踐中，我們把馬克思主義人權觀同中國
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
合，總結我們黨團結帶領人民尊重和保障人
權的成功經驗，借鑒人類優秀文明成果，走
出了一條順應時代潮流、適合本國國情的人
權發展道路。

習近平指出，一是堅持中國共產黨領
導。中國共產黨領導和中國社會主義制度，
決定了中國人權事業的社會主義性質，決定
了我們能够保證人民當家作主，堅持平等共
享人權，推進各類人權全面發展，不斷實現
好、維護好、發展好最廣大人民根本利益。

人民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權
二是堅持尊重人民主體地位。人民性是

中國人權發展道路最顯著的特徵。我們保障

人民民主權利，充分激發廣大人民群眾積極
性、主動性、創造性，讓人民成為人權事業
發展的主要參與者、促進者、受益者，切實
推動人的全面發展、全體人民共同富裕取得
更為明顯的實質性進展。

三是堅持從中國實際出發。我們把人權
普遍性原則同中國實際結合起來，從中國國
情和人民要求出發推動人權事業發展，確保
人民依法享有廣泛充分、真實具體、有效管
用的人權。

四是堅持以生存權、發展權為首要的基
本人權。生存是享有一切人權的基礎，人民
幸福生活是最大的人權。我們完整、準確、
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
發展思想，堅持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
民、發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努力實現更高質
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更為
安全的發展，在發展中使廣大人民群眾的獲
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實、更有保
障、更可持續。

不斷提升人權法治化保障水平
五是堅持依法保障人權。我們堅持法

律面前人人平等，把尊重和保障人權貫穿
立法、執法、司法、守法各個環節，加快
完善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的法
律制度，保障公民人身權、財產權、人格
權，保障公民參與民主選舉、民主協商、
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等基本政
治權利，保障公民經濟、文化、社會、環
境等各方面權利，不斷提升人權法治化保
障水平。

六是堅持積極參與全球人權治理。我
們弘揚全人類共同價值，踐行真正多邊主

義，積極參與包括人權在內的全球治理體
系改革和建設，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
體。

系統研究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
習近平指出，以上6條，既是中國人權

發展的主要特徵，又是我們在推進中國人權
事業實踐中取得的寶貴經驗，要結合新的實
踐不斷堅持好、發展好。

習近平指出，要促進人權事業全面發
展，堅持中國人權發展道路，順應人民對
高品質美好生活的期待，不斷滿足人民日
益增長的多方面的權利需求，統籌推進經
濟發展、民主法治、思想文化、公平正
義、社會治理、環境保護等建設，全面做
好就業、收入分配、教育、社保、醫療、
住房、養老、扶幼等各方面工作，在物質
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會文明、
生態文明協調發展中全方位提升各項人權
保障水平。

習近平強調，要加強人權法治保障，
深化法治領域改革，健全人權法治保障機
制，實現尊重和保障人權在立法、執法、
司法、守法全鏈條、全過程、全方位覆
蓋，讓人民群眾在每一項法律制度、每一
個執法決定、每一宗司法案件中都感受到
公平正義。要系統研究謀劃和解決法治領
域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突出問題，依法公
正對待人民群眾的訴求，堅決杜絕因司法
不公而造成傷害人民群眾感情、損害人民
群眾權益的事情發生。對一切侵犯群眾合
法權利的行為，對一切在侵犯群眾權益問
題上漠然置之、不聞不問的現象，都必須
依紀依法嚴肅查處、堅決追責。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共中央政治局25
日下午就中國人權發展道路進行第三十七次集體學習。
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主持學習時強調，評價一個國
家是否有人權，不能以別的國家標準來衡量，更不能搞
雙重標準，甚至把人權當作干涉別國內政的政治工具。

在講話中，習近平還指出，要弘揚正確人權觀，
廣泛開展人權宣傳和知識普及，營造尊重和保障人權
的良好氛圍。要在全體人民特別是廣大青少年中開展
人權知識教育，把馬克思主義人權觀、當代中國人權
觀教育納入國民教育體系。要加強對公職人員特別是
基層公務人員的人權知識培訓。要發揮群團組織優
勢，促進婦女兒童、老年人、殘疾人等特定群體權益
更有保障。要依託中國人權事業發展的生動實踐，提
煉原創性概念，發展中國人權學科體系、學術體系、
話語體系。要加強人權智庫和人權研究基地建設，着
力培養一批理論扎實、學術精湛、熟悉國際規則、會
講中國人權故事的高端人權專家隊伍。

習近平強調，要積極推動全球人權治理，弘揚全人
類共同價值觀，堅持平等互信、包容互鑒、合作共贏、
共同發展的理念，推動全球人權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公正
合理包容的方向發展。要積極參與聯合國人權事務，廣
泛同各國特別是發展中國家開展國際人權交流合作，發
揮建設性作用。 習近平指出，人權是歷史的、具體
的、現實的，不能脫離不同國家的社會政治條件和歷史
文化傳統空談人權。評價一個國家是否有人權，不能以
別的國家標準來衡量，更不能搞雙重標準，甚至把人權
當作干涉別國內政的政治工具。要把握戰略主動，着力
講好中國人權故事，運用形象化、具體化的表達方式，
增強當代中國人權觀的吸引力、感染力、影響力。

習近平強調，各級幹部特別是領導幹部要自覺學習
馬克思主義人權觀、當代中國人權觀，提高認識，增強
自信，主動做好尊重和保障人權各項工作。各地區各部
門各行業要增強尊重和保障人權意識，形成推動中國人
權事業發展的合力。

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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堅持中國人權發展道路
健全人權法治保障機制

主持政治局集體學習 強調嚴查一切侵犯群眾合法權利行為

習
近
平

: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通社及環球網報
道，2月26日，中國東部戰區新聞發言人就美
“約翰遜”號導彈驅逐艦過航台灣海峽發表談
話。

中國東部戰區新聞發言人施毅陸軍大校表
示，2月26日，美“約翰遜”號導彈驅逐艦過航台
灣海峽並公開炒作。中國人民解放軍東部戰區組織
兵力對美艦過航行動全程跟監警戒。

美實施此次挑釁行徑，企圖通過作一些姿態
給“台獨”勢力撐腰打氣，這既是虛偽的，也是徒

勞的。戰區部隊隨時保持高度戒備，堅決捍衛國家
主權安全和地區和平穩定。

根據環球網報道，26日，美海軍拉爾夫．
約翰遜號USS Ralph Johnson（DDG-114）出
現在台灣海峽南部，美海軍一架EP-3E電子偵
察機在台灣海峽南口提供所謂情報支持。

據中國海事局網站消息，清瀾海事局發布
航行警告，2月27日至3月1日，每天上午11時
至下午3時，南海部分海域進行軍事訓練，禁
止駛入。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記者26日從中國國
家航天局獲悉，深空探測實驗室（天都實驗室）近日正
式揭牌成立。

深空探測實驗室由國家航天局、安徽省、中國
科大三方共建，是面向世界航天科技前沿和國家航
天強國戰略需求，圍繞深空探測領域國家重大科技
工程和國際大科學計劃，開展戰略性、前瞻性、基
礎性研究，實現科學、技術、工程融合發展的新型
科技研發機構。

深空探測實驗室總部設在合肥，分部設在北

京，將圍繞國家深空探測領域重大工程任務，開展
工程總體技術研究、新興交叉學科技術研究、空間
科學譜系和總體研究、基礎前沿科學與技術研究，
並積極開展科技成果轉化。

中國國家航天局局長張克儉表示，國家航天局將
按照實驗室共建協議和組建方案，高質量推進實驗室
建設運行，推動國家重大工程項目和地方經濟社會融
通發展，支持實驗室承擔探月工程四期、行星探測工
程研製建設任務，牽頭論證和實施國際月球科研站、
小行星防禦系統等重大工程項目。

美艦過航台灣海峽 解放軍全程跟監警戒 深空探測實驗室揭牌成立

◆ 習 近 平 強
調，尊重和保
障人權是中國
共產黨人的不
懈追求。圖為
早前在瑞士日
內瓦聯合國萬
國宮，來賓參
觀“全面建成
小康社會與中
國人權事業進
展”展覽。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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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時事

日增病例近4萬！
這個國家卻堅持對境外遊客免隔離簽證：打了疫苗的都能來

據泰國政府新冠肺炎疫情管理中心

通報，當天通過核酸檢測出新冠確診病

例21232例，此外通過病毒快速檢測法

檢測出陽性病例16890例，總數已接近4

萬例，新增死亡病例39例。

鑒于近日疫情急劇惡化，2月21日，

泰國政府再次將警戒等級從三級上調至四

級，並呼籲民衆不要聚集。防疫指揮中心

發言人阿披莎邁（Apisamai Srirangsan）

指出，大部分新增病例都出現在向外國遊

客開放的地區，如餐廳、酒吧等。

有專家警告，若不采取更嚴格的防

控措施，泰國每日新增確診病例可能會

升至10萬例。即便如此，泰國當前仍無

意實施封鎖措施，甚至進一步放寬外國

遊客入境的規定。

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外交政策研究

所周邊外交室主任周士新向21世紀經濟

報道記者表示：“泰國方面認爲此次疫

情已經接近尾聲，盡快恢複經濟發展是

當務之急。在這種思想的主導下，原本

管控疫情的政策措施逐漸被廢棄。”

正值疫情反彈期，泰國經濟發展的

走向引發關注。中國人民大學重陽金融

研究院研究員劉英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

道記者采訪時表示，泰國是外向型經濟

特性較爲顯著的國家，其中服務業占比

超過55%，因此該國的經濟必然會受到

新一波疫情的衝擊。

泰國旅遊業艱難複蘇
泰國新一波的疫情，一定程度上是

其急于開放國門、恢複經濟所致。

自去年11月起，泰國政府就開始重

開國門恢複接待國際遊客，允許來自63

個國家和地區、已完成新冠疫苗接種的

遊客，在搭乘飛機入境泰國後免除強制

隔離。之後，由于擔心奧密克戎變異株

的擴散，泰國曾在去年12月22日暫停免

隔離入境申請。

但距離該措施實施不到一個月，1

月20日，泰國再次重啓入境免隔離計劃

。對此，泰國政府曾進行說明，稱奧密

克戎變異株雖然傳播快，但導致的重症

率和死亡率並未上升。

實際上，從1月開始，泰國當地就

已經出現了病例攀升的情況，但當局還

是以“疫情影響在可控範圍”爲由，將

警戒等級從四級恢複至三級。直到2月

確診病例急劇攀升，泰國政府才再一次

上調警戒等級。

盡管當前泰國疫情形勢持續嚴峻，

但當局仍然堅持實施對境外遊客的免

隔離簽證計劃，就連措施也變得更

“大膽”——向任何國籍接種疫苗的

遊客開放。對外繼續開放，而對內泰國

也無意實施嚴格封鎖措施。防疫指揮中

心發言人阿披莎邁（Apisamai Srirangsan）

也表示，政府必須支持經濟活動。

“從短期來看，泰國經濟確實受到

較爲嚴重的衝擊，甚至已經影響到民衆

對政府放松疫情管控措施的信心。”周

士新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從泰

國把疫情等級提升至四級就可以看出，

疫情的嚴重性不僅體現在病毒傳播速度

和致死率等方面的指標，還將影響到經

濟發展。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政治與經濟研究

所國際貿易研究室助理研究員張琳向21世

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由于關閉國境，泰

國經濟受到十分沈重的打擊，因此它尋求

在開放政策上做出調整和試探。

經濟發展面臨挑戰，泰國把焦點放

在旅遊業上。

除了重啓入境免隔離計劃，泰國進

一步簡化遊客的入境條件。2月23日，

泰國政府宣布3月起入境的遊客取消第

二次核酸檢測，改爲快篩檢測。另外，

泰國政府還計劃在3月重新開放泰馬邊

境，以便擴大旅遊人數。

據了解，在疫情期間，泰國的主要

旅客來源是馬來西亞。周士新向記者表

示，對許多國際遊客來說，馬來西亞和

泰國的旅遊資源是一體的，因此泰國和

馬來西亞開放邊境是一種互利的政策行

爲。此外，更重要的是，旅遊業是泰國

的支柱性産業。

目前，旅遊業的産值約占泰國國內

生産總值的12%。英國經濟研究咨詢公

司凱投宏觀（Capital Economics）表示，

泰國在2022年的整體經濟複蘇程度取決

于遊客返回的速度。泰國央行行長

Sethaput Suthiwartnarueput 也表示，旅遊

相關直接或間接就業約占泰國整體勞動

力的五分之一，若旅遊業沒有複蘇，將

很難看到經濟恢複正常。

雖然旅遊業在泰國舉足輕重，但如

今大幅度放開入境限制並非一勞永逸。

劉英向記者表示，“松綁”疫情限制很

可能是一把雙刃劍，“在大量外國遊客

湧入的情況下，泰國若不能做好管控，

很容易會造成疫情的反複，這將會抑制

經濟的恢複。”

去年四季度經濟複蘇超預期
身處疫情下，泰國的經濟也面臨著

巨大的壓力。

盡管此前泰國旅遊局表示，將在

2022年打造“神奇泰國新篇章”，以此

複蘇旅遊業，但今年泰國旅遊局的目標

——使泰國旅遊業收入和入境遊客人數

達到2019年的50%，說明該國的旅遊業

現狀與疫情前相比仍有很大差距。

周士新向記者指出，盡管旅遊業對

泰國GDP的貢獻較大，但泰國不同區域

的經濟複蘇步伐與遊客回流之間的關系

並不相同，“以泰國南部沿海地區來說

，旅遊業更爲發達，遊客的回流就意味

著經濟恢複。而對于中部和北部區域，

經濟分別以工業和農業爲主。因此泰國

的經濟有著明顯的區域差異性布局。”

據了解，農業是泰國的傳統産業，

而農産品(5.960, -0.03, -0.50%)出口則是

泰國外彙收入的主要來源之一。此外，

往往被人忽略的是，泰國還是一個新興

的工業國。從2020年來看，泰國的工業

産值占其GDP比重爲33.1%，是服務業

之外的第二大産業。

多産業的支撐下，泰國經濟在疫情

的逆風中呈現恢複性增長。

泰國國家經濟和社會發展委員會

（NESDC）公布的數據顯示，泰國2021

年第四季度GDP同比增長1.9%，超出預

期逾兩倍，2021年全年GDP實現同比增

長1.6%。該委員會主席Danucha Pichay-

anan 指出，增長的驅動力(5.550, 0.00,

0.00%)是出口和財政支出，此外旅遊業

和國內消費也支撐了增長。

其中，泰國的出口表現尤爲亮眼。

據泰國商業部數據顯示，2021年泰國的

出口額爲 2711.73 億美元，同比增長

17.1%，爲 2011 年以來的最高水平。

“作爲新興的工業國，泰國的外需很大

，特別是汽車、電子等産業，”劉英向

記者表示，泰國的産業布局相對均衡，

即便是受到疫情影響，外部旺盛的需求

也會避免泰國的出口遭受較大的衝擊。

目前，泰國商業部已經設定了2022

年的出口額較去年增長3%至4%的目標

。周士新也認爲，只要國內染疫人數

能夠得到控制，不會影響出口企業的生

産，那麽泰國的出口經濟將會得到較快

的恢複。

相比企穩增長，泰國目前更棘手的

問題或許是如何控制通脹。據泰國央行

數據顯示，1月泰國通貨膨脹率爲3.23%

，達到9個月的最高點。高企的通脹水

平，集中體現在能源和某些食品價格的

飙升。盡管央行方面表示下半年通脹將

趨緩，但物價高企已經引起了部分泰國

民衆的不滿，他們紛紛指責政府抗疫不

力。

對此，牛津經濟研究院（Oxford

Economics） 首 席 亞 洲 經 濟 學 家 Sian

Fenner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預

計上半年通脹還將繼續上升，但鑒于勞

動力市場持續疲軟，在工資增長無法與

通脹同步的情況下，將進一步擠壓家庭

收入，並抑制2022年的經濟複蘇。

在劉英看來，目前泰國經濟正處在

複蘇的軌道上，但後續的發展，關鍵還

要看它如何平衡控通脹和經濟增長之間

的關系。

“泰國後續的經濟複蘇，不僅要看

它是否能做好疫情防控，還得看它能否

夯實自己在全球産業鏈中的位置，以此

對衝美聯儲加息所帶來的負面影響。”

劉英向記者預測，2022年泰國的複蘇將

是溫和的，經濟增速預計爲3%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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