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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俄羅斯自2月24日正式侵
略烏克蘭，至今（3月8日）已進入第12天
。俄烏代表團在白俄羅斯舉行第三輪談判
。烏克蘭方面表示，未就停戰協議取得重
大進展，但是雙方對人道主義走廊方面，
取得一些 「積極進展」 ，將繼續與俄羅斯
方面進行談判。

烏克蘭遭到俄羅斯入侵攻擊，上週烏
俄雙方同意開設人道走廊，好讓平民撤離
若干戰鬥地區，但至今還沒有一處已開始
運作，俄烏雙方互控彼此違反停火。

烏克蘭協商人員波多利雅科（Mykhai-
lo Podolyak）在推特（Twitter）表示，與
俄羅斯的第三輪停戰談判於格林威治時間
14時（台灣時間今晚10時）在白俄羅斯展
開。此前烏克蘭一名談判代表鬆口說，烏

國不願在領土完整上妥協，但對討論 「非
北約模式」 持開放態度。

俄國國防部則宣布，在包括烏克蘭首
都基輔在內的四座城市暫時停火，開放人
道走廊讓平民撤離，但撤離路線卻多半只
准前往俄羅斯或白俄羅斯，引來烏方不滿
。

俄羅斯首席談判代表梅丁斯基表示，
第三輪會談沒有可報告的積極進展，第四
輪談判很快將在白俄羅斯舉行。梅丁斯基
表示， 「我們不要抱有幻想，認為下一步
談判會帶來最終結果。」

烏克蘭總統顧問波多利雅科（Mykhai-
lo Podolyak）表示，第三輪會談在開放人
道走廊方面取得了 「一些積極成果」 ，烏
俄雙方同意繼續進行談判。

第三輪談判結束第三輪談判結束 俄烏無重大進展俄烏無重大進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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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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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fter hard work on
weekends, our big LED
screen of Houston
International Studio was
fully installed and will be
opened immediately.

My colleagues sacrificed
their holiday and rolled up
their sleeves and
completed the project. I
am deeply grateful for
their hard work.

“The City of Rome was
not built in one day.”
Although our media
business cannot be
exactly compared to the
building of Rome, we still
believe we have the
confidence to build our
version by piling it all up

brick by brick every day.

Over the last more than
two years now, the
Covid -19 pandemic has
brought us great
challenges and
pressures. I often said to
our colleagues that we
need to have the spirit of,
“When you face the
water, we need to build a
bridge. When we face the
mountain, we need to
open the road.”

Today this new idea of
the Houston International
Studio is the major turning
point for our media
transformation.

Before I left the building it

was almost midnight. Our
printing crew had just
arrived to print our daily
newspaper. I wanted to
say thanks to them. They
are working 365 days a
year to print our daily
newspaper so we can

deliver it to our readers.

Our operation is highly
interlocked. Over the
years, we firmly believe
this sacred mission of
social service is our
greatest motivation.

The use of the new LED
screen will once again
change and create a new
journey for our company.
We are looking forward to
serving you better.

0303//0707//20222022

Our Large LED Screen IsOur Large LED Screen Is
Officially LaunchedOfficially Launched

経過同仁們的週末加班，美南環球
劇坊的大屏幕在週日下午全部裝妥，並
將立即啟用，今天是假日，我們眼見
同仁們犧牲假日，捲起袖子，完成測
試及安裝工程，我深深表達了對他們的
謝忱。

我常常在想，羅馬城不是一天建造
的，我們在媒體戰塲上已經奮戰了幾十
個寒暑， 雖然不是什麼偉大的建城工
程，但是還是需要我們的好伙伴來共同
完成，把一磚一瓦堆聚起來。

過去二年多來，疫情給我們帶來巨
大挑戰和壓力，我常勉勵同仁們要有"
見山開路，見水搭橋"的精神，今天美
南環球劇坊之推出，將是我們在媒體轉

型的重大轉折。
今晚當我離開劇坊時， 已近午夜

，美南印報廠的印刷和制版同仁剛到崗
上班，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天天如此
， 他們每天半夜要印制明天的美南日
報，我特別去和他們打招呼，並說聲
你們辛苦了， 頓時我也感到眼眶泛淚
，他們的辛勞上大夜班，明天凌晨才有
最新的美南日報送到讀者手中。

新聞工作的連結相扣 ，分秒必爭
，多年來，這份承擔著社會服務之神聖
任務，是我們最大的動力。

LED大屏的投入使用，將再次改變
和創造美南新聞新傳媒新的里程碑，請
大家拭目以待。

LEDLED 大屏正式啟動大屏正式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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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時局

【【李著華觀點李著華觀點::張伯倫再世張伯倫再世--NBANBA 眾將紛紛向傳奇巨星招手眾將紛紛向傳奇巨星招手】】

（綜合報道）近日，韓國東部多地發生森林火災，截至6日上午受災面積已逾1.4萬公頃。韓國消
防廳5日首次發布最高級別火險預警。韓國總統文在寅當天將兩地定為重災區，並前往災區慰問災民
。

韓聯社6日報導稱，韓國山林廳廳長崔炳岩表示，火災蔓延面積較大，恐難於6日全面控制火勢
，但山林廳方面爭取控制大火以防火勢蔓延。據悉，該部門已投入44架直升機和4000餘名人員開展
滅火工作。

此前一天（5日），韓國消防廳首次面向全國發布“嚴重”的最高級別火險預警。韓國消防廳人
士表示，全國范圍發布最高級別火險預警尚屬首次，這意味著當前火險形勢嚴峻。據介紹，韓國火險
氣象預警分為“注意、警戒、嚴重”三個級別。

韓國總統文在寅6日決定將受災面積最大的慶尚北道蔚珍郡、江原道三陟市定為重災區。文在寅
當天前往蔚珍國民體育中心臨時安置點慰問災民時表示，受災民眾的家園一夜之間化為灰燼，痛楚無
以言表，政府將竭盡全力展開災後重建，爭取災民早日恢復正常生活。

關於此次山火的起火原因，韓聯社6日表示，從慶尚北道蔚珍郡蔓延至江原道三陟市的山火最初
可能和一條下水道有關。當地一名目擊者表示：“可能是有人把煙頭扔到車窗外後起火了。”最先來
現場調查的韓國山林科學院表示，起火原因還不詳，但稱“香煙可能是起火因素之一”。

此外，韓國“no cut”新聞網站6日報導稱，江原道一名60多歲的男子A某因涉嫌5日凌晨在江
原道江陵一帶縱火被捕。當地警察署透露，A某承認縱火，理由是當地居民們多年來都無視他。據悉
，A某86歲的老母親5日在躲避山火時不慎摔倒，最終送醫不治身亡。

韓國發生最嚴重森林火災韓國發生最嚴重森林火災
韓媒韓媒：：目擊者稱目擊者稱““香煙可能是因素之一香煙可能是因素之一””

因為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戰爭廣受全球關注, 美國籃壇NBA 的戰火似乎被人輕乎了, 就在NBA
籃球大帝張伯倫（Wilt Chamberlain）締造了一場比賽個人獨得100分的登峰造極之作後60年,洛
杉磯湖人隊小皇帝詹姆斯(King James) 、丹佛掘金隊約基奇與芝加哥公牛隊德羅森卻紛紛向這位
已故傳奇巨星招手, 分別創造不同新紀錄名留青史。

近來神勇無比締造一連串NBA紀錄的詹姆斯在對抗金山勇士隊時獨得 56 分, 不僅使他成為與
喬丹和布萊恩特在37歲以上得分超過50分的球員, 更讓他與張伯倫相提並論, 成為一場球為多支球
隊得分超過 55 分的球員, 半世紀前張伯倫曾為勇士隊、湖人隊和76人隊做到這一點，現在詹姆斯
則為湖人隊、騎士隊和熱火隊做到了。

NBA當今最厲害的中鋒約基奇則是在與新奧爾良鵜鶘隊的比賽中得到 46 分、12 籃板、11 助
攻、4 次蓋帽和 3 次搶斷的多元佳績, 因為自 1973-74 NBA賽季以來從未有其他球員達到過以上
的數字, 而且僅在第四節和加時賽中，約基奇 11 投 10 中得到 30 分, 不僅是唯一,同時投籃命中率
高達 90%,而與張伯倫成為 NBA 歷史上唯一以 70% 或更高的投籃命中率得到 45 分”三雙”的球
員。

今年才加入芝加哥公牛隊的德羅森更是了不得, 不僅成為NBA使球隊反敗為勝的球員 , 而且他
更連續八場比賽得分至少 35 分，投籃命中率皆達到 50%以上,打破了張伯倫所保持60年的歷史紀
錄。

在NBA沙場上永遠是以成敗論英雄的，數字往往都會說話,但也不盡然都能說得透徹，細數
NBA歷史，個人成績最亮麗的當然莫過於張伯倫,他不僅創下一場球獨拿100分的記錄，而且還締
造了一個球季平均每場得50.4分與25.7個籃板球的記錄,這些都是當今NBA球員無法超越的障礙
，不過由於張伯倫在整個職業生涯之中只贏得過2個冠軍獎座，所以他的成就遠不如奪下11座冠
軍的比爾羅素和六次奪冠的賈霸和喬丹,由此可見個人的成績數據還是比不上球隊奪冠的價值的！

從詹姆斯 、約基奇與德羅森的表現似乎讓我們看到了張伯倫再世, 大家在關注戰爭之餘, 別忘
了NBA火戰場更是扣人心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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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韓國春季新學期開始，而新冠疫情

嚴峻，因此許多家長密切關注子女是否要在新學

期“上網課”。韓國教育部建議全國中小學校全

面開展線下授課。

韓國教育部針對新學期制訂疫情應對方案

，要求中小學校盡量全面線下授課，視具體疫

情確定在線授課的比例。只有當至少3%的學生

新冠病毒檢測結果呈陽性或 15%的學生處于隔

離觀察狀態，其所在學校才可考慮改爲全面在

線授課。

3月2日至11日，韓國中小學校可自行決定究

竟是在線授課還是線下授課。據韓聯社報道，許

多學校表示傾向于全面開展線下授課。

韓國國務總理金富謙2月28日在社交媒體上

說，寬限期結束後，全國中小學校應全面開展線

下授課，“校園是孩子們結交好朋友、培養社交

能力的場所，應該照常開放……全國教師正爲開

學做准備，決心守護學生，努力維持全面線下授

課的局面”。

隨著變異新冠病毒奧密克戎毒株蔓延，韓國

疫情迅速加劇，日增確診病例1月26日首次超過1

萬例，2月2日首超2萬例，2月23日飙升至創紀

錄的171442例。韓國疾病管理廳廳長鄭銀敬2月

28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說，專家團隊預測日增確診

病例可能會在3月初至中旬達到18萬至35萬例的

峰值。

一些家長表達擔憂，提議學校延遲全面線

下授課的時間。一名首爾中學生的母親告訴記

者：“我希望等疫情峰值過去後，再恢複線下

授課。”

據韓國中央防疫對策本部統計，截至2月28日零時，韓國過

去24小時新增139626例新冠確診病例，時隔六天降至14萬例以下

；新增114例死亡病例，遠遠高于前一天的49例，刷新2020年2

月韓國報告首例新冠死亡病例以來的單日最高紀錄。至此，韓國

累計確診病例達313.4萬多例，累計死亡病例8058例。

2月20日至26日這一周，韓國全國新冠疫情風險程度被評爲

“高”級別。防疫部門說，日增病例和危重症病例均呈增加趨勢

，不過醫療系統尚能應對。

韓國人嚷著赴烏參戰，文在寅警告誰去罰誰

俄：下場會比戰俘還慘
綜合報導 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深

知北約不會出兵，便想出了一招“妙

計”，讓外國公民參戰“保衛歐洲”

，成立一支“國際軍團”。一些歐洲

人聽到躍躍欲試，甚至有很多韓國人

也動了心。

據海外網援引韓聯社報道，3月 3

日，烏克蘭駐韓國大使館透露，最近

有至少數十人打電話、發郵件或者在

網絡上咨詢如何參戰，其中大多是

韓國人。如果這些人滿足入伍資格

，烏克蘭大使館就會具體介紹有關

程序，並強調必須以個人身份參戰

，由個人承擔全部責任。不過，截

至目前，還沒有一個韓國人真正奔赴

烏克蘭戰場。

此前，青瓦台早早就亮明了態度

，不會出兵烏克蘭，也不會提供軍事

援助，強行借俄烏衝突刷了一波存在

感。不過，部分韓國人並不甘心坐觀

局勢。日前，韓國首爾出現了“反戰

示威”，上百人聚集在俄羅斯駐韓國

大使館門前高呼口號，還有躺在地上

模仿“戰爭受害者”形象。在網絡上

，許多韓國人積極給烏克蘭捐款，也

有不少人嚷嚷著要去烏克蘭參戰。

雖然這些韓國人能以“個人身份”

參戰，但若他們與俄羅斯兵戎相見，

還是會使得韓俄之間出現嫌隙。另外

，這些人必定有不少韓國退伍軍人，

甚至是剛剛退役者，這極可能讓俄羅

斯懷疑，韓國想“變相參戰”。對于

韓國政府來說，美國與俄羅斯中的任

何一方，他們都不想得罪。因此，韓

國外交部立馬發出了警告，烏克蘭全

境已被韓國劃爲“禁止旅行地區”，

如果有人擅自入境烏克蘭，就將面臨

嚴厲的懲罰。

值得注意的是，不只是韓國，在日

本也有一些“好戰分子”准備收拾行囊

奔赴烏克蘭。據烏克蘭駐日大使館公布

的數據，截至本月1日，有大約70名接

受過“自衛隊

等專業訓練”

的人已經報名

，其中有大約50人都是日本前自衛隊成

員。這一消息讓岸田政府大爲吃驚，外

相林芳正急忙喊話日本人，無論出于何

種原因都不要赴烏克蘭作戰。雖然日本

最近在制裁俄羅斯上不遺余力，但其仍

不敢邁向對抗俄軍這一步。

相比于日韓，英國政府對于烏克蘭

“國際軍團”的態度就比較諷刺了。一

直對俄羅斯咄咄逼人的英外相特拉斯聲

稱，如果有英國人打算去烏克蘭參戰，

她絕對會支持。不過，首相約翰遜又

是另一番說法，其表示那些去烏克蘭

參戰者，回到英國後可能被視爲“恐

怖分子”，並遭到起訴。

據烏克蘭方面消息，目前，首批

16000名“外國志願兵”正在趕赴烏戰場

，而烏方將由“防禦”轉爲“反攻”。

不過，俄羅斯已經發出了警告，不承認

這些抵烏作戰的外國雇傭兵屬于國際人

道主義法律規定的戰鬥人員，因此他們

被俘之後，無法獲得戰俘地位，所面臨

的最好結果就是被起訴。俄方還警告那

些想收拾行囊奔赴烏克蘭的外國公民

“三思而後行”。

對于烏克蘭來說，他們打造的所

謂“國際軍團”能發揮的作用有限，

而且還會給烏克蘭留下無窮後患，甚

至導致恐怖主義蔓延。無論是俄羅斯

，還是烏克蘭，都應該努力以對話促

成和談。

日本東電：
福島一核反應堆報廢後狀態難以判斷

綜合報導 近日，日本東京電力公

司稱，福島第一核電站核反應堆報廢

後的狀態難以判斷，表示未來將與中

央和地方政府討論之後決定。

報道稱，東電福島第一核電站

反應堆報廢推進部門最高負責人小

野明接受采訪時稱，對于核反應堆

報廢後的狀態，“現階段難以做出

判斷”。

反應堆報廢進度表中稱，福島核

泄漏事故發生後的30-40年後，將完成

廢爐作業，但未顯示是否平整爲空地

等最終狀態，也不清楚能否取出全部

燃料碎片以及拆除廠房。小野表示，

“現在收集信息非常重要”。

日本漁業人員等持續反對核汙水

排放入海，小野強調稱：“即使有設

備，是否排放也是另一個問題。爲了

能獲得大家的理解，我們將履行說明

責任。”目前福島核汙水排海計劃正

在接受原子能規制委員會的審查，東

電將在獲批後啓動設備施工，力爭

2023年春天開始排放。

日本政府 2021 年 4 月決定，將

福島核汙水經過濾並稀釋後排放入

海。此舉遭到當地居民以及日本全

國漁業工會聯合會和國際社會的強

烈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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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新冠疫情影響
意大利超額死亡人數逾17萬

綜合報導 意大利國家統計局(ISTAT)和意大利國家衛生院(ISS)聯合

發布的疫情報告指出，從2020年2月新冠疫情暴發截止到2022年1月期

間，與2015年至2019年同期水平相比，意大利超額死亡人數約爲178000

人。造成超額死亡的主要原因爲新冠疫情。

據報道，截至2022年1月底的超額死亡數字，是計算自新冠疫情開

始以來因各種原因死亡的總人數與基于2015-2019年平均值的預期趨勢之

間的差值。因新冠死亡的人數大約145334人，其中2020年占53%，2021

年占41%，其余發生在2022年1月。

報告稱，2021年約有82%的死亡發生在當年前四個月，當時新冠疫

苗接種覆蓋率仍然很低。隨著疫苗接種逐步普及，死亡率從第五個月開

始顯著下降。

報道指出， 2020年初在療養院或自己家中死亡的人沒有接受新冠

病毒檢測，因此新冠可能直接導致更多的超額死亡。

2020年，意大利因各種原因死亡的總人數共計746146人，比2015年

至2019年均值增加了15.6%，平均多出100000多人，是第二次世界大戰

以來的最高紀錄。

2021年，總死亡人數比2020年下降了5%。超額死亡主要集中在疫

苗接種率仍較低的第一季度，72%的超額死亡人口年齡超過80歲，21%

的死亡人口爲65至79歲的老人。

流行病學家把觀察到的死亡人數與正常年份的死亡人數之間的差值

稱爲“超額死亡數字”。超額死亡率是一個地區某段時間死亡人數與其

他年份同期通常死亡人數相比的結果，可客觀地衡量疫情帶來的影響。

意大利民防部2日報告新增新冠確診病例36429例，死亡病例214例

。截至當地時間2日18時，意大利全國累計確診病例12867918例，死亡

病例155214例。

法國14日起停用“疫苗通行證”
多數公共場所不再強制戴口罩

綜合報導 法國總理讓· 卡斯泰通過法

國電視一台宣布了進一步解除疫情限制措

施計劃。

據法國電視一台報道，法國從2021年

夏季開始實施“健康通行證”，2022年1

月24日改爲“疫苗通行證”，但政府認爲

停用這一通行證的衛生條件已經滿足。

讓· 卡斯泰宣布，從3月14日開始，目前

引入“疫苗通行證”的場所將停用這一通

行證，但進入衛生機構、養老院和殘疾人

機構仍須持有“健康通行證”，而且衛生

工作者仍必須接種新冠疫苗。

從2月28日起，法國劇院、電影院、

健身房、餐廳等引入“疫苗通行證”的封

閉公共場所已不再強制佩戴口罩。從3月

14日起，在其它封閉公共場所也將解除佩

戴口罩的強制規定，包括學校教室、公司

、商店、禮拜場所等，但在公共交通系統

和醫療機構仍必須佩戴口罩。

法國疫情形勢顯著改善，但流行病學

家呼籲公衆在取消限制措施後繼續加強防

護，以防疫情卷土重來。

巴黎喬治· 蓬皮杜歐洲醫院急診部門主

任菲利普· 朱文呼籲“極其謹慎”，法國重

症護理床位仍有45%被新冠患者占據，醫院

平均每小時有六名新

冠住院患者病亡，而

且無法預測在奧密克

戎變異新冠病毒之後

是否會出現新的具有

危險性的毒株。

流行病學家帕斯

卡爾· 克雷佩表示，

停用“疫苗通行證”

是合乎邏輯的決定，

引入該通行證旨在促

進新冠疫苗接種，但

現在法國近 80%的人

口已經完成新冠疫苗

接種，迄今仍未接種新冠疫苗人員無

論如何都不會前往接種了。他認爲，

取消在封閉公共場所佩戴口罩的義務

應不會導致疫情反彈，但疫情尚未結

束，在人口密集或通風不良場所必須

繼續提高警惕。

帕斯卡爾· 克雷佩警告稱，事實上，

奧密克戎變異新冠病毒傳播仍然強勁，法

國平均日增確診患者仍有大約5.3萬例，

誠然重症患者數量日趨下降，但如果認爲

疫情已經完全消退，那是錯誤認知。尤其

是對于新冠感染高風險人群、免疫抑制患

者或共病患者來說，奧密克戎仍然是一個

問題。

流行病學家菲利普· 阿穆耶爾表示，大

規模的新冠疫苗接種，加上奧密克戎導致

大量人口感染，這使群體免疫力達到了很

高的水平。但通過感染或接種疫苗獲得的

免疫保護水平會隨著時間推移而下降，不

能排除疫情在7月份再次暴發的可能性，

接種第四劑新冠疫苗的問題仍然擺在桌面

上。

歐盟鐵路公司宣布將向烏克蘭難民免票

綜合報導 “我們認爲已經約有68

萬人從烏克蘭逃往鄰國。此外，烏克蘭

境內還有數十萬人流離失所，難民數量

每時每刻都在增加。”聯合國難民署日

內瓦總部新聞發言人馬修· 索爾特馬什周

三接受記者專訪時表示，聯合國難民署

是按照400萬難民來做准備的，但難民

人數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衝突的持續時

間和性質。

聯合國報告稱，俄羅斯與烏克蘭衝

突爆發以來，數十萬難民逃離烏克蘭。

寒冷的天氣、基本生活必需品匮乏、奧

密克戎病毒變種……難民在逃亡期間不

得不面臨嚴重的挑戰。索爾特馬什說，

迄今爲止，波蘭、匈牙利、羅馬尼亞、

摩爾多瓦和斯洛伐克接收的難民數量最

多，這些國家的政府和平民都提供了超

乎尋常的支持。“我們還有報告稱大量

難民進入俄羅斯境內。我們將很快推出

一個數據門戶網站，定期更新數據。”

索爾特馬什表示，各國政府有責

任對這些難民予以登記、接待、安置和

保護，而聯合國難民署正在與聯合國其

他機構和非政府組織協調應對措施。鑒

于天氣寒冷，脆弱人群——尤其是婦女

和兒童——最需要的是住處、毛毯、保

暖衣物和睡袋。聯合國難民署也在保護

、登記、組織接收、提供緊急救濟和現

金援助等領域提供幫助。“我們還向新

的到來者提供關于庇護流程的信息，並

與合作夥伴一道提供法律咨詢和心理支

持。我們還設立了網上幫助，給難民接

收國提供建議和指導。”

當地時間2月27日，部分烏克蘭難

民抵達波蘭首都華沙，難民大多爲婦女

、老人和兒童。當地時間2月27日，部

分烏克蘭難民抵達波蘭首都華沙，難民

大多爲婦女、老人和兒童。

關于如何幫助難民防範肆虐全球的新

冠疫情，索爾特馬什表示聯合國難民署

呼籲所有國家確保境內所有人員——無

論法律地位如何——包括難民、移民、

境內流離失所者、尋求庇護者和其他流

動人口——都能獲得新冠肺炎疫苗、檢

測和治療。他告訴記者，聯合國難民署

隨時准備幫助各國政府克服障礙——比

如，用適合較低文化水平的難民語言制

作信息資料，另外個人防護設備也是人

道主義救援的一部分。

索爾特馬什說，逃離烏克蘭的難民

人數是本世紀歐洲國家經曆過的最大的

一次難民潮。聯合國難民署的現場工作

人員稱排隊過境的難民隊伍綿延數英

裏，有些人要等待數小時之久。“有太

多難民在如此短的時間內逃離。聯合國

難民署正在通過緊急增加資源、人員和救

濟物品來強化行動。我們還准備必要時提

供現金援助。這是當下的工作重點。” 索

爾特馬什介紹。他說，今天，聯合國和人

道主義合作方已經聯合發出緊急呼籲，

總共需要籌集17億美元向烏克蘭人和鄰

國難民提供緊急人道主義支持。

他告訴記者，聯合國難民署敦促各

國政府繼續爲所有逃離者——正在被迫

逃離衝突的烏克蘭人和居住在烏克蘭的

第三國國民——開放入境通道。索爾特

馬什強調，“難民署絕不容許針對任何

人或群體的歧視。我們意識到一些尋求

進入烏克蘭鄰國的第三國國民所面臨的

挑戰，並與政府部門保持聯系，以確保

所有需要國際保護的人都能辦理相關手

續。”

索爾特馬什說，聯合國難民署的職

責是爲被迫逃離家園者提供人道主義支

持和保護，而不是參與政治談判。不過

，“我們呼籲各方保護並避開平民和民

用基礎設施，確保人道主義工作者能夠

向有需要的人提供援助。否則就會使已

經非常嚴重的人類苦難雪上加霜。”

作爲負責援助和保護難民的最具影響

力的國際組織，聯合國難民署受聯合國

委托指導和協調世界範圍內保護難民和

解決難民問題。

歐洲專家：
對俄製裁將嚴重影響歐盟經濟

綜合報導 歐盟對俄羅斯實施了一系列嚴厲的制裁措施，歐盟堅持

認爲，制裁將對俄羅斯經濟造成前所未有的衝擊，而歐盟內部對于制裁

給歐盟自身帶來的問題也愈發擔憂。

當地時間3日，比利時智庫艾格蒙特皇家國際關系研究所研究員托

比亞斯· 格爾克在接受總台記者專訪時表示，在能源領域制裁俄羅斯將

給歐盟帶來重大風險。

艾格蒙特皇家國際關系研究所研究員 托比亞斯· 格爾克：毫無疑問

這將是非常嚴重的，歐洲的能源價格現在已經非常高了，接下來肯定還

將快速上漲。我們正面臨通貨膨脹，歐洲央行正在應對這個由于供應緊

缺造成的問題。這些都將是重大的問題，能源價格一定會非常高，但最

終還不是究竟需要花多少錢的問題，而是供應中斷後我們能否生存的問

題。

數據顯示，2021年第四季度，歐盟經濟增速大幅放緩。近日，歐

盟委員會下調2022年歐盟經濟增長預期至4%。格爾克也認爲，烏克

蘭局勢的升級將困擾歐盟經濟複蘇，歐盟經濟前景不容樂觀。他同

時指出，歐盟可能將被迫加速推進能源結構轉型，加快推動實現能

源可持續發展。

綜合報導 位于洛杉矶的一

處占地10.5萬平方英尺的豪宅

”The One“于近日成交，成交

價爲1.26億美元，遠低于其挂

牌價2.95億美元。

該豪宅爲Crestlloyd公司項

目，公司實控人Nile Niami 曾

是知名電影制作人，現從事于

房地産。“The One”在建造時

曾報價5億美元，但當時並未

找到買家成交。2021年，Crest-

lloyd 公司因無力償還因建造

“The One“借入的1.65億美元

貸款而宣布破産，該房産也被

法院接收。

根據法院文件顯示，隨著債

權人連續提出索

賠，該房産債務

總額已累積至2.56

億美元。這也意

味著該處房産的

成交價如果批准

，將有大批債權

人蒙受損失。

買方將于 3

月 8日前公布，

據悉，可能是一家有限責任公

司，常作爲富豪個人購買地産

的障眼法。屆時美國破産法院

法官將舉行聽證會，討論是否

批准出售。

負責此次拍賣的Concierge

拍賣行表示，這次網上拍賣吸

引了來自170個國家的觀衆，

包括澳大利亞、英國、德國、

法國和意大利，潛在買家達到

2800名。但在周一拍賣開始後

，只有來自美國和新西蘭的五

名買家參與，且競價都發生在

最後幾分鍾。

Compass 的 經 紀 人 Brent

Chang 評論稱，鑒于過去幾年

有多處豪宅破産，這可能對建

築商來說是個考慮縮小規模的

警告。他還疑惑，這次競價爆

冷是否與俄烏衝突有關聯。

”這個（豪宅）買家群體非

常小，鑒于俄羅斯發生的一切

，那些可能是你最佳的買家

——俄羅斯億萬富翁突然間就

撤走了。”

俄羅斯富翁曾是豪宅交易

市場上最活躍的買家之一，購

買足迹遍布全球，隨著西方對

這些富豪的制裁，他們買買買

的計劃隨之擱淺。

洛杉矶億萬富翁Don Han-

key也表示對此次競價感到驚訝

：“那個買到它的人真是做了

一筆好買賣。人們會很願意每

天花五萬刀（在房子裏）拍廣

告或是電影。“

洛杉磯豪宅成交價腰斬 業內猜測或與製裁俄羅斯富豪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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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俄美關係因烏克蘭問題“徹
底破裂”，也給伊核協議談判帶來更多不確定
性。美國前腳宣布和伊朗“接近”談攏，俄外
長拉夫羅夫3月5日表示，俄羅斯要求美國保
證制裁不會損害俄羅斯與伊朗的貿易。言下之
意，即西方制裁已成為恢復伊核協議的“絆腳
石”。

若伊核協議談判停滯，勢必影響伊朗石油
回歸國際市場的時間。而另一邊，美國國務卿
布林肯6日又稱，美歐正在討論禁止進口俄石
油。

伊朗石油已經“缺席”，俄羅斯石油也可
能“退場”，多重因素影響下，國際油價7日
沖上2008年以來最高點。當日，亞市開盤，
美、布原油期貨漲超10%，其中布蘭特原油觸
及139.13美元，WTI達到130.50美元。

據塔斯社消息，拉夫羅夫5日會見吉爾吉
斯斯坦外長卡扎克巴耶夫。在會後記者會上，
拉夫羅夫表示，莫斯科要求華盛頓至少由國務
卿一級作出書面保證，承諾西方制裁不會影響
俄羅斯和伊朗在貿易、經濟、投資、軍事和技
術領域的合作。

拉夫羅夫說，在西方最新制裁的背景下，
俄羅斯希望在莫斯科-德黑蘭雙邊關係和伊朗
核協議方面，得到美國“非常明確的答复”，
“我們需要保證，這些制裁不會影響到為伊朗
核項目制定的《聯合全面行動計劃》（即伊核
協議）中所包含的貿易、經濟和投資關係。”

國際文傳電訊社援引拉夫羅夫的話說，
“本來一切都很好，但西方丟下的雪崩式的挑
釁制裁，據我所知，尚未結束。”“就我們而
言，如果伊朗同意，這些文件（伊核協議）已
經可以開始通過。但最近出現了一些問題，涉
及到俄羅斯聯邦的利益。”

2018年5月，美國政府單方面退出伊核協
議，隨後重啟並新增一系列對伊制裁。 2019
年5月2日，美國全面封殺伊朗石油出口；當
年5月8日以來，伊朗逐步中止履行伊核協議
部分條款，但承諾所採取措施“可逆”。

現任美國總統拜登上任後，承諾美國將有
條件地重返伊核協議。 2021年4月以來，伊
核協議相關方會談開始在維也納舉行，到今年
2月已舉行8輪。

多家外媒上週報導稱，美國和伊朗已接近
完成恢復伊核協議談判。 《華爾街日報》稱
，美國、伊朗、英國、法國、德國、俄羅斯和
中國已經在維也納進行了數週的緊張談判，
“即將”就恢復伊核協議達成共識。受此消息
影響，國際油價3日一度下滑2%。

路透社3日報導：隨著伊核談判點燃供應
希望，油價從十年高點回落

然而，拉夫羅夫5日的表態再次讓恢復伊
核協議出現不確定性。英國《金融時報》援引
智庫“國際危機組織”伊朗問題專家阿里·瓦
埃茲（Ali Vaez）的話說，莫斯科所提要求表
明，“已出現把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和伊朗

核談判這兩個問題混為一談的情況。”
路透社援引一名伊朗高級官員的話說，德

黑蘭正在等待俄方對拉夫羅夫的評論進行澄清
，“有必要清楚地了解莫斯科需要什麼，如果
他們的要求和伊核協議有關，那麼找到一個解
決方案並不困難。”“但如果莫斯科要求的保
證超出了伊核協議的範圍，那就會很複雜。”

在6日接受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
）採訪時，布林肯試圖淡化俄方表態對伊核協
議的影響。他表示，美國對俄羅斯的製裁和重
新簽署伊核協議的前景無關，“這完全不是一
件事，沒有以任何方式聯繫在一起。”

布林肯稱，伊朗不具備核武器或是短時間
內生產武器的能力“符合俄羅斯的利益”，且
無論俄羅斯是否“侵略”烏克蘭，美國與俄羅
斯關係如何，這種“利益”仍然存在。

不過，同一天接受美國全國廣播公司採訪
時，布林肯又甩出一個刺激油價上漲的消息
——美歐正討論禁止進口俄石油。

布林肯稱，“我們正在與歐洲夥伴積極討
論禁止從俄羅斯進口石油的問題，當然，同時
還要保持全球石油供應的穩定。”他同時表示
，美國不排除單方面採取行動，“但我們所做
的一切都要從和盟國及夥伴協調開始。”

路透社7日報導，伊朗原油重返國際市場
的時間可能推遲，加上美歐考慮禁止俄石油進
口，國際油價當天一度飆升至2008年7月以
來最高點。當日，亞市開盤，美、布原油期貨

漲超10%，其中布蘭特原油觸及139.13美元
，WTI達到130.50美元。紐約商品交易所的
數據顯示，截至4日，4月交貨的輕質原油期
貨價格收於每桶115.68美元，創2008年9月
以來最高水平。

與此同時，當地時間6日美國全國平均汽
油價格突破每加侖4美元，達到十餘年以來的
最高點。

路透社稱，俄羅斯每天出口約700萬桶石
油和成品油，佔全球供應量的7%。美國銀行
分析師認為，如果俄羅斯大部分石油出口被切
斷，每天可能會有500萬桶以上的石油缺口，
油價可能從會升至每桶200美元。摩根大通分
析師本周也預計，今年油價可能飆升至每桶
185美元。

政治風險諮詢公司歐亞集團認為，俄羅斯
的新要求可能會擾亂伊核問題談判，但估計達
成協議的概率仍在70%左右。不過，也有分析
師認為，即使恢復伊核協議，也需要幾個月時
間來確認伊朗的遵守情況，之後才能解除制裁
，恢復其石油的出口。

鑑於持續高漲的油價，白宮官員目前正在
認真考慮禁令可能對國內市場造成的影響。

白宮新聞秘書普薩基6日下午坦承，儘管
美國正在努力擴大國內能源生產，但“俄羅斯
的行動仍然讓我們的消費者處於弱勢”，“國
內生產並沒有使我們免受化石燃料價格波動的
影響。”

（綜合報導）3月6日，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自己的社交平台上承認在烏波邊境會見了烏
外長庫勒巴，在稱讚烏當局的勇氣後表示美國和世界將與烏克蘭人民站在一起。

暫且不說這種表態有幾分虛情假意，至少對現在的烏克蘭來說是一種鼓勵。
烏克蘭外長庫勒巴直接對媒體表示：“我希望烏克蘭人民能夠清楚地看到，我們有真正支

持我們的朋友。”
一開始美英媒體開始拱火的時候，我們能看到俄烏雙方領導人明顯都不想打這場仗，雙方

都保持著極力的克制。真正的導火線出在烏東地區，不過很難說清楚是誰先開的第一槍，畢竟
一天兩千多起交火事件，雙方應該都打紅眼了，誰也顧不上講理了。

在烏東沖突爆發的前夕，美英兩國就已經開始大規模地向烏克蘭運送反坦克武器，好像一
早就料到俄軍會介入的樣子。實際上在那個節骨眼，普京已經沒有退路了，必須打。

因為在杜馬承認兩個“共和國”成立前夕，G7集團財長就已經宣布製裁俄羅斯了。
對於俄羅斯來講，如果沒有去打還被制裁，那跟打了再被制裁有什麼區別？從西方國家把

俄羅斯的退路堵死之後，這場衝突自然也就無法避免了。
衝突是遂了美英的願，那結果呢？
結果就是俄羅斯的經濟被大規模製裁，在政治上也處於相對孤立的狀態。烏克蘭全境陷入

戰火之中，幾個重要城市如今也危在旦夕。歐洲也不得不放棄俄羅斯的自然資源，轉而花高價
再去買美日等國性價比不高的液化天然氣、石油等資源。

美英兩國孤身海外，卻把整個亞歐大陸搞得一團糟，不得不說這步棋真的很高明。
光有算計還不夠，必須給有一個引線，那就是烏克蘭。
幾次顏色革命將烏克蘭徹底推向西方陣營後，美國就開始對烏政府的高層進行滲透。
現在烏政府高官有不少都是美國籍猶太人，算得上是臨時加入烏克蘭。說美國是烏克蘭的

一個“影子政府”也毫不為過，所以澤連斯基究竟是不是傀儡？當初在烏東地區下令發動衝突
的，又是不是澤連斯基？

這些問題我不知道時間會不會給出一個答案，但一切值得存疑，也讓人察覺到俄烏衝突似
乎並沒有表面那麼簡單。

布林肯口中所說的支持，無非是兩個方面，一個是繼續對俄羅斯施加更為嚴厲的製裁，另
一個就是繼續向烏克蘭運送大批的物資。至於讓北約在烏克蘭設立禁飛區等事情，西方也是閉
口不談。

我們能看出來，美國祇是想通過烏克蘭來把俄羅斯拖下戰爭的泥潭，至少毀掉俄羅斯數十
年的經濟發展。

國與國之間的博弈都是陽謀，普京怎麼可能不知道這點？可惜的是，明知山有虎，偏偏只

能往虎山行。
就像普京在回答俄羅斯空姐那樣：“如果烏克蘭獲得核武器，那俄羅斯的戰略敵人就不再

需要用洲際導彈，烏克蘭就會用槍指著我們。”
此事關乎俄羅斯生死存亡的根本問題，因此普京沒有任何妥協的餘地。
同時能看出，現在在俄羅斯內部對於這場衝突的聲音也並非是鐵板一塊，仍然有不少人持

質疑甚至是反對的聲音。
普京要如何在“內憂外患”的局面中妥善處理好烏克蘭問題，是關乎他個人名譽和俄羅斯

未來戰略規劃的重要問題。
大部分人肯定都希望烏克蘭局勢能以和平談判的方式解決衝突，但有美國這個攪屎棍在，

進展恐怕不會太順利。

歐美考慮禁止進口俄石油 國際油價創2008年以來新高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承認與烏外長短暫見面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承認與烏外長短暫見面

（綜合報導）近日，受加拿大反疫苗抗議活動啟發，美國多個地區的抗議者組成車
隊向首都華盛頓特區進發，以抗議美國政府針對新冠肺炎疫情的限制政策。當地時間3
月6日，一支由數十輛車組成的車隊已抵達華盛頓，並在該市的環城公路上繞圈行駛進
行遊行示威。

據南都此前報導，美國反防疫組織的聲明稱，受加拿大反疫苗抗議活動啟發，美國
多地的抗議者決定也組織車隊前往華盛頓特區。抗議者的車隊將來自加利福尼亞州等多
個地區，並分批抵達華盛頓特區。抗議組織者稱，他們預計將有數千人加入到本次抗議
中。組織者在聲明中稱，他們的訴求是盡快“重啟經濟”並重新開放美國，“美國政府
應恢復美國人的自由和不受限制的工作方式，結束緊急狀態，解除所有防疫限制措施。
”

目前已抵達華盛頓的車隊組織者表示，他們將決定在華盛頓的環城公路上繞圈行駛
而不進入市內。據遊行現場的視頻顯示，抗議者車隊在警察的護送和監視下繞城行駛，
並向圍觀者鳴喇叭示意。儘管目前抗議者並沒有與警方發生衝突，美國國會警察局已發
布警告稱，將會在必要情況下對抗議者採取行動。警方還表示，近日建議美國國會的議
員和工作人員盡量採用遠程辦公或公共交通出行。

美國反防疫抗議車隊抵達首都示威美國反防疫抗議車隊抵達首都示威！！
警方稱必要時將採取行動警方稱必要時將採取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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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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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兩會報道）面對需求收縮、供給衝

擊、預期減弱三重壓力，今年中國政府工作報告將2022年經濟增

長預期目標設定在5.5%左右，凸顯中央穩增長信心和決心。“這是高基數

上的中高速增長，體現了主動作為，需要付出艱苦努力才能實現。”中國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作政府工作報告時表示，今年着力穩定宏觀經濟大盤，

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宏觀政策有空間有手段，要強化跨周期和逆周

期調節，為經濟平穩運行提供有力支撐。

據新華社報道，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第五次會議5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開

幕。近3,000名全國人大代表肩負人民重託出席
大會，認真履行憲法和法律賦予的神聖職責。人
民大會堂萬人大禮堂氣氛隆重熱烈，主席台帷幕
正中的國徽在鮮艷的紅旗映襯下熠熠生輝。

習近平、李克強、汪洋、王滬寧、趙樂際、
韓正、王岐山和大會主席團成員在主席台就座。

上午9時，栗戰書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第
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開幕。會場
全體起立，高唱國歌。

根據會議議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代表國務院
向大會作政府工作報告。報告共分三個部分：一、
2021年工作回顧；二、2022年經濟社會發展總體
要求和政策取向；三、2022年政府工作任務。報告
的多個細節，展現出中國穩增長的決心和信心。

首先是經濟增速目標鎖定中高速。
2021年，雖然一二季度，中國經濟增速分別

達到18.3%和7.9%，但進入下半年後，中國經濟
增速在三季度回落至4.9%、四季度進一步回落至
4.0%。 此次政府工作報告將2022年中國GDP增
速預期目標設定在5.5%左右。李克強指出，經濟
增速預期目標的設定，主要考慮穩就業保民生防
風險的需要，並同近兩年平均經濟增速以及“十
四五”規劃目標要求相銜接。這是高基數上的中

高速增長，體現了主動作為，需要付出艱苦努力
才能實現。

風險挑戰明顯增多必須爬坡過坎
2021年中國經濟增長目標定為6%以上，全

年實現超預期增長8.1%，不過四季度增長僅為
4%，考慮到疫情發展和外部不確定性仍大，要
實現這一目標，並不容易。李克強表示，“今年
中國發展面臨的風險挑戰明顯增多，必須爬坡過
坎，越是困難越要堅定信心、越要真抓實幹。中
國經濟長期向好的基本面不會改變，持續發展具
有多方面有利條件。中國經濟一定能頂住下行壓
力，必將行穩致遠。”

宏觀政策保持連續性增強有效性
在宏觀政策取向上，李克強表示，要保持宏

觀政策連續性，增強有效性。積極的財政政策要
提升效能，更加注重精準、可持續。穩健的貨幣
政策要靈活適度，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就業優
先政策要提質加力。政策發力適當靠前，及時動
用儲備政策工具，確保經濟平穩運行。

為支持經濟增長，政府工作報告指出，今年赤
字率擬按2.8%左右安排、比去年有所下調，有利於
增強財政可持續性。這也是2020年疫情阻擊戰以來，
中國赤字率首次低於3%。預計今年財政收入繼續

增長，加之特定國有金融機構和專營機構依法上繳
近年結存的利潤、調入預算穩定調節基金等，支出
規模比去年擴大2萬億元以上（人民幣，下同），
可用財力明顯增加。新增財力要下沉基層，主要用
於落實助企紓困、穩就業保民生政策，促進消費、
擴大需求。同時，新增專項債券限額3.65萬億元，
與2021年持平。

貨幣政策方面，加大穩健的貨幣政策實施力
度，擴大新增貸款規模，保持貨幣供應量和社會
融資規模增速與名義經濟增速基本匹配，保持宏
觀槓桿率基本穩定，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
水平上的基本穩定，推動金融機構降低實際貸款
利率、減少收費。

財稅金融等政策圍繞就業優先實施
就業優先的重要性增加。今年政府工作報告

強調，就業優先政策要提質加力。2022年就業目
標為城鎮新增就業1,100萬人以上，持平於2021
年；城鎮調查失業率全年控制在5.5%以內，較
2021年的5.5%左右的目標略有降低。

政府工作報告提出，財稅、金融等政策都要
圍繞就業優先實施，加大對企業穩崗擴崗的支持
力度；各類專項促就業政策要強化優化，對就業
創業的不合理限制要堅決清理取消；各地都要千
方百計穩定和擴大就業。

◆◆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作政府工作報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作政府工作報
告告。。 新華社新華社 ◆◆栗戰書主持開幕會栗戰書主持開幕會。。 新華社新華社 ◆3月5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開幕。黨和國家領導人習近平、李克強、汪

洋、王滬寧、趙樂際、韓正、王岐山等出席，栗戰書主持大會。 新華社

中國2022年十大關鍵數據
5日，十三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開幕，中國國務院總

理李克強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披露了多項關鍵數據。

◆今年發展主要預期目標是：國內生產總值增長

5.5%左右。

◆2022年城鎮新增就業1,100萬人以上，城鎮調

查失業率全年控制在5.5%以內。

◆居民消費價格漲幅3%左右；居民收入增長與經
濟增長基本同步；進出口保穩提質，國際收支基本
平衡。

◆糧食產量保持在1.3萬億斤以上。

◆今年赤字率擬按2.8%左右安排、比去年有所下
調，有利於增強財政可持續性。預計今年財政收入
繼續增長，加之特定國有金融機構和專營機構依法
上繳近年結存的利潤、調入預算穩定調節基金等，

支出規模比去年擴大2萬億元（人民幣，下同）

以上，可用財力明顯增加。

◆今年安排中央本級支出增長3.9%，其中中央部門

支出繼續負增長。中央對地方轉移支付增加約1.5
萬億元、規模近9.8萬億元，增長18%、為
多年來最大增幅。

◆預計全年退稅減稅約2.5萬億元，其中留抵退

稅約1.5萬億元，退稅資金全部直達企業。

◆今年擬安排地方政府專項債券3.65萬億元。強
化績效導向，堅持“資金跟着項目走”，合理擴大
使用範圍，支持在建項目後續融資，開工一批具備
條件的重大工程、新型基礎設施、老舊公用設施改
造等建設項目。

◆居民醫保和基本公共衞生服務經費人均財政補助標

準分別再提高30元和5元，推動基本醫保省級
統籌。

◆使用1,000億元失業保險基金支持穩崗和培訓，
加快培養製造業高質量發展的急需人才，讓更多勞
動者掌握一技之長、讓三百六十行行行人才輩出。

來源：綜合中新社及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5日，李克強總理所作的政
府工作報告，贏得了現場民意代

表們前後近30次的熱烈掌聲，也向外界傳遞着中
國經濟保持中高速增長的信心和決心。 疫情爆發
以來需求收縮挑戰嚴峻，房地產面臨長期趨勢和
短期流動性的雙重挑戰，市場對長期增長信心不
足，外部環境變化拖累出口，中國與海外人員往
來的大門還未徹底敞開。中國經濟持續低於潛在
增速，在需求收縮、供給衝擊、預期轉弱三重壓
力下，到去年四季度經濟增速已降至4%。

須修煉內功抵禦外部風險
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要“主動

作為”。今年GDP目標逆勢設定在5.5%，一系列
政策組合拳凸顯中國政府遏止經濟下行趨勢的決

心。正如李克強總理所言，“必須爬坡過坎，越
是困難越要堅定信心”。

尤其是在當前異常複雜的國際經濟政治局勢
下，俄羅斯與烏克蘭爆發激烈衝突，正改變世界格
局；美聯儲加息臨近，全球通貨膨脹與債務風險不
容忽視。中國將經濟增長目標定在5.5%，為對沖美
國加息政策可能帶來的匯率波動、資本外流等衝擊
提供了更強的信心保障，為全球經濟穩定增長投下
“定海神針”。中國只有修煉好內功、盡量保持世
界經濟增長火車頭的地位，才能抵抗外部風險可能
引發的全球經濟金融市場動盪。

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最大亮點在於讓利裕民、
“放水養魚”，2.5萬億元退稅減稅規模超預期。
在連續多年大幅減稅後，今年減稅力度有增無
減，繼續向中小微企業和製造業減負讓利；1,000

億元人民幣失業保險基金支持穩崗，提高醫保、
基本公共衞生服務經費補助標準、完善三孩生育
政策等更是向民眾直接讓利，這些措施都將穩定
企業經營和擴大就業，為經濟長期向好築牢基
石。與此同時，今年赤字率下調到2.8%，但可用
財力明顯增加，財政政策未雨綢繆，為將來形勢
變化預留政策空間。

“中國的發展從來都是在應對挑戰中前進
的，中國人民有戰勝任何艱難險阻的勇氣、智慧
和力量。”李克強總理在報告收尾時的語氣鏗鏘
有力。相信中國政府將以更有力的措施來應對諸
多困難和不利因素，激活經濟內在增長動力，力
爭在“十四五”乃至更長期間內將中國經濟保持
在中高速增長的水平上。

◆香港文匯報記者海巖兩會報道

爬坡過坎 提振信心 讓利裕民��
�	

今年GDP增速目標5.5% 凸顯中央穩增長決心
李克強：高基數上的中高速增長 需付出艱苦努力才能實現

兩兩會會聚聚
焦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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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新聞

韓國總統選戰打得正酣
樸槿惠妹妹突然宣布一決定，轟動韓國政壇

綜合報導 韓國第20屆總統

選舉將于3月9日舉行。隨著時

間日益臨近，選情也進入白熱

化階段。據環球網3月3日援引

韓媒的報道，隨著俄烏衝突和

朝鮮射彈成爲韓國輿論熱點，

共同民主黨與國民力量黨總統

候選人也紛紛開始在安保議題

上爭奪選票。

共同民主黨在記者會上稱

：“7萬名退役官兵宣布支持李

在明。”退役空軍中尉金永萬

、前海軍參謀總長夫石鍾宣讀

了支持聲明，表示“這是韓國

曆史上首次有上至將軍下至列

兵的數萬退役人員支持特定總

統候選人”。國民力量黨同日

也召開記者會，宣布“1300名

退役將領支持尹錫悅”，並強

調支持韓軍強化對朝鮮三軸打

擊能力和追加部署“薩德”反

導系統。

就在李在明和尹錫悅展開

軍心競爭之際，韓國前總統樸

槿惠的妹妹突然宣布一決定，

直接引發韓國政壇震動。韓聯

社2日報道稱，韓國前總統樸

槿惠胞妹、新韓半島黨總統候

選人樸槿姈方面當天召開記者

會，宣布退選並支持執政黨共

同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李在明。

韓媒稱，樸槿姈本人當天因確

診感染新冠病毒未能出席記

者會，不過她在聲明中稱，

堅信李在明是能整合嶺南地

區和湖南地區政治勢力的唯

一人選，呼籲廣大選民積極支

持李在明。

外界注意到，在樸槿姈宣

布退出總統選舉，轉而支持

李在明後，韓國在野黨方面

也有了應對動作。就在3日早

上，韓國在野黨陣營兩名支

持率最高的總統候選人——

國民力量黨候選人尹錫悅與

國民之黨候選人安哲秀舉行

記者會，宣布推舉單一候選

人，並在大選後合並兩黨。

安哲秀宣布支持尹錫悅，表

明退出大選之意。他們將共

同對戰李在明。

根據韓國民調機構發布的

結果，尹錫悅的支持率爲46.3%

，李在明的支持率爲43.1%，兩

者的支持率差距在誤差範圍內

。韓國《亞洲日報》稱，尹錫

悅與李在明仍旗鼓相當、難分

伯仲，此次大選也被韓國民衆

評價爲“最讓人感到郁悶的一

屆”。

日本海域不明註射器已超5000只
出現原因成謎

綜合報導 據日本山陰中央

電視台消息，近日，日本多地

海域發現了大量附著針頭的注

射器，截至 3 月 2 日，僅鳥

取、山陰兩縣就共回收約4500

只，島根縣約1300只，總量超

5000只。

大量注射器突然漂浮日本海

域的原因依然成謎。日本多縣政

府呼籲民衆，一旦在海岸邊發現

不明注射器，千萬不要觸碰，立

即聯系縣政府處理。

日媒此前消息稱，日前日

本多地海域“突發意外情況”。

海岸線到處都能看到注射器，

還有大量注射器漂在海上，並

附著針頭。雖然針頭處有包裝

，但情況仍十分危險。注射器

包裝袋上印有外語，翻譯爲

“醫療用”。

日本2021年
家暴咨詢量超8.3萬件
連續18年刷新紀錄

綜合報導 據日本時事通信社消息，日本警察廳3日

公布數據顯示，2021年全年，全日本警方受理的家暴咨

詢量比上一年增加0.5%，達83042件，連續18年刷新紀

錄。

日媒分析認爲，家暴咨詢量增加，主要是由于

社會性問題增加。隨著新冠疫情進一步擴散，人們

對于生活感到不安，對于承受家暴的恐懼也隨之增

加。此外，疫情政策限制人們外出，有人會不斷擔

心在家受到傷害。日本警方稱，將和專業機構合作

，完善家暴咨詢體制。

根據數據，雖然咨詢家暴人群中，女性占比

74.8%，但男性比例也比上一年有所提升。此外，來

自交往對象和前交往對象的施暴占比18.2%，同樣比

上一年多。至于跟蹤騷擾，受害者與加害者未見過

面的情況爲 3728 起，也刷新最高紀錄。日媒稱，這

或許是社交網絡普及所致。

日本計劃用核汙染土鋪路種菜：
總量達1400萬立方米！網友：咋想的

綜合報導 東京電力公司開始

拆除福島核汙染管道，該管道每

小時超普通人一年可接受的輻射

量1000倍。

據最新數據顯示，福島核汙

染土總量已達1400萬立方米。日

本考慮將其用來建設公共設施，

或改造爲農業用土。

不少網友表示，對于這樣的

想法，真的不知道說什麽，這是

自欺欺人嗎？

福島第一核電站的地勢西高

東低，東部朝向太平洋，爲防止

地下水繼續流入核電站所在建築

物的地下而導致核汙水增加，東

電公司于2014年6月在核電站1至

4號機組周邊開建周長約1.5千米

的“凍土擋水牆”，2017年起全

面啓用。施工方法是將1568根凍

結管以1米的間距插入地下30米

深處，注入冷凍材料，並利用冷

凍機使其冷卻到零下30攝氏度，

從而將周圍地基凍住，形成一道

凍土屏障。

據悉，一旦獲得原子能規制

委審查批准，核汙染水將從2023

年春天起，排入距福島核電站1

公裏處的近海。

雖然日本方面

一再強調將會處理

之後再排核汙水入

海，但是有科研人

員表示，仍可能導

致放射性同位素留

存在包括魚類等海

洋生物體內，繼而

在人體內積累。

根據此前東電

公布的核汙水排放計劃，福島核

汙水的單日最大排放量將達到500

噸，目前東電公司設在福島第一

核電站的儲水罐可儲存137萬噸

核汙水，而這些汙水排放之前

還需要經過技術手段稀釋，最

終實際排放將遠超137萬噸，約

150萬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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