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發行人 李蔚華/Publisher: Wea H. Lee 社長 朱勤勤/President: Chin Chin Chu 副社長 朱幼楨/Vice President: Emerson Chu 副社長 秦鴻鈞/Vice President: Christi Chin 總編輯 蓋 軍/Chief Editor: Jun Gai
商業廣告：ad@scdaily.com 設計部：art@scdaily.com 編輯部：editnews@gmail.com 會計部：acccounting@scdaily.com 分類廣告：cla@scdaily.com 美南新聞網站：www.scdaily.com 美南電視15.3：https://scdaily.com/tv
美南黃頁：https:scdaily.com/yellow_pages 美南新聞電子報 e-paper:www.scdnews.com 分類廣告專頁Classified AD: www.scdaily.com/classified ads 美南微信公眾號：美南網ID:today-america 國際貿易中心：http://www.itchouston.org

12048

AA11

L03-TOP ONE群智貸款C6_A1

713 - 364 -7788 
832 - 498 - 7566

群智貸款

Michelle Young  
 通國、英、粵語、韓語

● 外國人貸款，保證最低
   最低利息。B1, B2, 
   J1保證通過
● 只要一年P&L盈虧表，
   不查稅表
● W2用一年VOE貸款方式
● 不查收入貸款
● Construction Loan,
   Lot Lo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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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4/2/2022

（中央社）美國今天公布就業數據，顯示勞
工市場幾乎已自 COVID-19（2019 冠狀病毒疾
病）導致的嚴重失業情形復甦過來，失業率已降
至將近疫情爆發前的水準。

法新社報導，美國勞工部公布3月新增43萬
1000個工作，失業率降至3.6%，稍高於2020年2
月的3.5%。

儘管總體就業人數稍低於分析師預期，但表
現仍相當亮麗，足以顯示美國經濟自疫情2年前

爆發迄今的強勁成長。
美國經濟自拜登去年就任總統以來已增加數

以百萬計工作機會，但分析師對就業的強勁成長
能否持續抱持懷疑態度。

穆迪分析公司（Moody's Analytics）的詹迪
（Mark Zandi）推文表示： 「今天的就業報告是
很棒的消息，意味經濟已將近自疫情衝擊下完全
復甦。」

「但令人有些不安的是，就業市場必須快速

冷卻下來，否則我們最大的經濟問題－通貨膨脹
很快就會導致更大的麻煩。」

潘西恩宏觀經濟諮詢公司（Pantheon Mac-
roeconomics）經濟學家謝波德森（Ian Shepherd-
son）說，這份報告內含薪資成長緩和的徵兆，
勞工參與則見攀升，這種趨勢可能會讓聯邦準備
理事會（Fed）積極縮表政策減緩一些。

他說： 「利率仍需大幅上調，若就業市場正
常化，聯準會（政策）今年無需過火。」

美美33月就業數據強勁月就業數據強勁 回復至疫情爆發前水準回復至疫情爆發前水準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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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gapore Prime Minister
Lee Hsien Loong met
with U.S. President Biden
to discuss Indo-Pacific
security, the Ukraine war
and investments between
the countries at the White
House on Tuesday.

In a statement, President
Biden said that all
nations, regardless of
their size or population,
are equal in their rights on
the world stage.

Prime Minister Lee also
pointed out that, “the U.
S.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and
constructive role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for
more than 80 years and

Singapore has
consistently supported a
strong U.S. presence in
the region through our
words and actions.”

I have visited Singapore
several times. Most
recently, we attended the
World Chinese Business
Conference there in
1991. The reception was
hosted by the President
of Singapore in the
presidential palace in the
hot summertime. All the
attendees were Chinese.

Since Singapore became
an independent nation,
most of the local
residents are
descendants of Chinese

from Guangdong Fujian
province in China. They
worked hard and created
the miracle of Singapore.
Lee Kuan Yew, the
founding father of the
nation, ruled the island
with democracy
exclusively. He
maintained good relations
with mainland China and
Taiwan at the same time
and tried to promote
cross-strait peace and
negotiation. His son, a
current premier under
Minister Lee, inherited his
father’s legacy. We
have listened to his
speeches many times in
Mandarin and he quoted
many ancient Chinese
classics. He is a politician

and loves Chinese
culture. He is also very
intelligent and seeks
survival and shared

development and
progress among the
major powers.

0404//0101//20222022

The Winston Churchill OfThe Winston Churchill Of
Singapore Prime Minister LeeSingapore Prime Minister Lee

拜登總統週二在白宮接待來訪的亞洲東盟
第一個國家元首新加坡總理李顯龍 在會後發表
之共同聲明中， 承諾繼續深化兩國之間的戰略
夥伴關係， 並強調保持印太地區穩定及南中國
海之航行自由。

拜登在會上表示， 儘管美國忙於對付烏克
蘭危機， 但華府同时也將印太事務視作優先事
項 ，美新兩國之正式公告並對提及中國， 但
是美國目前在亞太及世界事務上最關心之事也
就是中國大陸。

新加坡彈丸小國，我曾经到訪數次， 最早
是一九九一年世界華商大會在新加坡舉行 ，我
們在熱暑中在總統府參觀招待會， 由當時的總
統黃金全主持 ，大家都是華人， 一起都說華
語十分親切。

多年來 ，生活在當地居民大多數是來自福
建廣東的華裔後代 ，他們吃苦耐勞 ，創造了
新加坡奇蹟， 建國初期在英國人之統治後取得
獨立 ，国父李光耀以專治式之民主把這個島國
治理得非常成功， 他同時和大陸及台灣保持良
好關係， 並極力促成兩岸之和平谈判。

今天世界更加複雜， 現任總理李顯龍不但
繼承了父業， 他更是在中美兩大國之間， 左
右缝源， 希望有美軍之駐守， 也絕不放棄和
中國大陸深厚的族源關係， 這條纽帶是拆不散
的情感。

我們多次聆聽李总理之華語演講， 引用中
國古語經典 ，是位熱愛華夏文化的政治人物
，他更有很高的智慧， 在各大強權之間 ，谋
生存 ，求發展。

李顯龍的政治智慧李顯龍的政治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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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新加坡今天起擴大開放邊境，允許來自 「一般旅遊
」類別國家及地區的旅客，只要已完整接種COVID-19疫苗，
入境後免隔離、免檢測。星馬也對彼此擴大陸路邊境開放，新柔
長堤車流重現。

新加坡Omicron疫情趨穩，自3月29日起鬆綁一系列防疫措

施，包括社交聚會人數從最多5人放寬至10人、戶外不再
強制戴口罩等，並從今天起，擴大開放邊境、簡化檢測與
隔離規定。

隨著全球各國COVID-19疫苗接種率提高，新加坡去
年9月開始推行 「疫苗接種者旅遊通道」（VTL），今起
轉型為 「疫苗接種者旅遊架構」（Vaccinated Travel Frame-
work）。

在此架構下，新加坡將所有國家及地區劃分為 「一般旅
遊」（General Travel）及 「限制旅遊」2種類別。來自 「一
般旅遊」類別國家及地區的旅客，只要已完整接種，入境
星國後不須強制隔離，抵境後也不再需要檢測；不過經由
海、空入境者，仍須出示出發前2天內的檢測陰性證明。

依星政府規定，旅客須在抵達新加坡至少14天前，完
整接種世界衛生組織緊急使用清單上的COVID-19疫苗，
才適用入境後免隔離、免檢測。尚未完整接種的旅客入境
新加坡後仍須隔離7天，隔離期滿前還需接受PCR採檢。

目前未有國家被新加坡列為 「限制旅遊」類別。來自這
類國家及地區的旅客抵境後需做PCR核酸檢測且須在指定設施
隔離7天，隔離期滿前需再次PCR採檢。

2020 年爆發COVID-19（2019 冠狀病毒疾病）疫情，重創
全球航空業，身為區域航空樞紐的新加坡樟宜機場更是飽受衝擊
，旅客量頓時驟降許多。隨著新加坡逐步放寬邊境管制之際，樟

宜機場人潮也逐漸回流。
在 「疫苗接種者旅遊架構」上路首日，記者下午實地觀察，

樟宜機場第一航廈不論是出境或入境大廳的人潮與先前相比，明
顯增加不少，也有不少民眾在入境大廳等著接機。

另一方面，緊鄰新加坡的馬來西亞近期疫情也保持穩定，星
馬兩國決定擴大對彼此邊境開放，自今天起，允許已完整接種
COVID-19疫苗的旅客，不論搭乘何種交通工具，都可透過陸路
關卡入境，不需接受行前或抵境後的檢測，也不需隔離。

星媒報導，連接星馬的新柔長堤與第二通道經歷2年的寂靜
後，今天凌晨開始重現往日車水馬龍的景象，許多汽車迫不急待
從新加坡這頭奔向長堤的另一邊，也有人選擇用步行的方式越過
長堤。

長度約一公里的新柔長堤在疫情前是全球最繁忙的陸路關卡
之一，報導指出，每天約有35萬人次及5萬輛各類交通工具經由
新柔長堤往返星馬；若加上大士第二通道，估計平日有多達40
萬人次進出兩國。

此外，新加坡衛生部表示，自4月中起，將允許短期旅客付
費在新加坡接種COVID-19疫苗及追加劑；之後會宣布更多相
關細節。

星國衛生部統計，昨天新增5605人確診，新增5起死亡病例
；累計109萬6428起確診病例，其中1268人病故。截至3月30日
，星國92%人口已完整接種，71%也接種了追加劑。

新加坡擴大開放邊境
星馬陸路關卡車流重現

歐盟在峰會警告中國 勿助俄侵略烏克蘭或規避制裁
(本報訊)歐洲聯盟（EU）與中國今天召開

視訊峰會，會後歐盟理事會（European Council
）主席米歇爾表示，雙方同意烏克蘭戰爭正在
威脅全球安全，他並提醒中國勿協助俄羅斯侵
略行為。

米歇爾（Charles Michel）在記者會上說：

「歐盟和中國都同意，這場戰爭正在威脅全球
安全與世界經濟。」

他並表示： 「任何嘗試規避制裁或協助俄
羅斯的行為，都會造成戰爭拖長，導致更多人
命損失和更大的經濟衝擊。」 「對於任何在財
務上或軍事上嘗試幫助俄羅斯的行為，我們將

保持警戒。」
但米歇爾也說： 「中國若採取正面步驟來

協助終止戰爭，將受到所有歐洲人與國際社會
的歡迎。」

歐盟執行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
主席范德賴恩（Ursula von der Leyen）則在與中

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進行會談後表示，歐洲最高
層官員警告中國領導人，勿協助俄羅斯攻打烏
克蘭或是規避西方制裁。

她在記者會上說： 「我們非常清楚表明，
中國不應該干預我們的制裁。」 「否則這會導
致中國在歐洲的名譽受到重大損傷。」

俄軍撤出車諾比核電廠 基輔：擄走烏軍人數不明
(本報訊)烏克蘭官員今天說，俄羅斯軍人在

占領烏克蘭車諾比（Chernobyl）核電廠數週後
撤出，但帶走他們俘虜的烏克蘭軍人，人數不
明。

法新社報導，烏克蘭國家核電公司（Ener-
goatom）在通訊軟體 Telegram 引述核電廠員工
說法發布聲明說： 「俄羅斯占領者逃離車諾比
核電廠時，帶走他們自2月24日起擄為人質的
烏克蘭國家衛隊（National Guard）成員。」

目前還不清楚有多少烏克蘭軍人被帶走。

今天稍早，負責管理車諾比禁區的政府機
構說，所有俄軍都已離開，並在臉書（Face-
book）發文說： 「車諾比核電廠區域已不再有
任何外來者。」

烏克蘭國家核電公司稍早說，俄軍離開時
， 「分兩列往烏克蘭與白俄羅斯邊境行進」，
有 「少數」俄軍還留在核電廠區。

烏克蘭國家核電公司表示： 「也有跡象顯
示，一群包圍斯拉夫蒂奇鎮（Slavutych）的俄
軍目前也在整隊移師白俄羅斯。」車諾比核電

廠員工住在斯拉夫蒂奇鎮。
路透社報導，國際原子能總署（IAEA）今

天表示，烏克蘭回報說掌控車諾比核電廠的俄
軍已經撤出，其餘人員也很可能撤離後，國際
原子能總署準備派出團隊前往車諾比的放射性
廢料設施。

國際原子能總署在聲明中說 「IAEA與烏克
蘭有關當局密切聯繫，將在未來幾天派出署內
第一支援助與支持團隊（到車諾比）」，並說
烏克蘭 「推測」其餘的俄軍已準備離開。

前幾天，車諾比核電廠員工告訴路透社，
沒有輻射防護裝備的俄軍開車穿越 「紅色森林
」（Red Forest），揚起放射塵。紅色森林是指
車諾比周圍輻射汙染最嚴重的地區。

IAEA表示，還無法證實俄軍受到高劑量輻
射的消息。

自俄羅斯揮軍入侵烏克蘭以來，外界擔憂
車諾比核電廠輻射有升高的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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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門胡塞武裝暫停三天對沙特阿拉伯的攻擊

並呼籲永久停戰
綜合報導 也門胡塞武裝表示，將暫停對沙特阿拉伯的導彈和無人

機襲擊，爲期三天，並稱如果沙特承諾永久解除對也門的圍困和襲擊，

雙方或達成“永久”的停戰協議。

據法報道，也門胡塞武裝領導人馬赫迪· 馬沙特（Mahdi al-Mashat）

當日宣布暫停對沙特阿拉伯的導彈、無人機襲擊和所有軍事行動，爲期

三天。馬沙特表示，“如果沙特阿拉伯承諾永久結束對也門的圍困和襲

擊，胡塞武裝准備把短期休戰的聲明變成最終且永久的承諾。”

“胡塞武裝將釋放所有多國聯軍、民兵和其他國籍的囚犯，以換取

我方囚犯的全部釋放。沙特必須證明其承諾的嚴肅性，必須停火、解除

對我方的圍困並將外國軍隊驅逐出也門。然後和平就會到來，是時候在

遠離軍事或人道主義壓力的平靜氛圍下談論政治方面的解決方案了。”

馬沙特說。

目前沙特阿拉伯沒有對此作出回應。

根據此前報道，3月25日，位于沙特西部海濱城市吉達的北吉達油

庫遭襲，沙特指認胡塞武裝發動導彈襲擊。胡塞武裝運營的馬西拉電視

台後來證實這一襲擊。3月26日淩晨，沙特領導的多國聯軍對也門胡塞

武裝在也門首都薩那和西部港口城市荷台達的多處目標實施空中打擊。

胡塞武裝稱，多國聯軍空襲致死至少7人。

俄國家杜馬主席重申“要天然氣就去找盧布”
德國拉響天然氣供應第一級警報

綜合報導 在七國集團拒絕俄羅斯提

出的以盧布支付能源的要求後，德國天

然氣供應面臨斷供風險。

“如果你想要天然氣，就找盧布。”

俄羅斯國家杜馬主席維亞切斯拉夫· 沃洛

金明確指出，除了天然氣以外，用盧布

支付的出口産品還將拓展至石油、谷物

、金屬、化肥、煤炭和木材等産品。

“斷供”壓力之下，據路透社報道

，德國副總理兼經濟和氣候保護部長羅

伯特· 哈貝克30日啓動了“天然氣應急

計劃”的第一級別——預警。

德國“天然氣應急計劃”分爲三個

危機級別。目前實施的爲第一級別“預

警”，意指有迹象表明可能出現供應緊

急情況。第二級別爲“警報”，表明供

應中斷或異常高的需求破壞了平衡，但

仍可以在沒有幹預的情況下得到糾正。

第三級別是緊急情況，即基于市場

的措施未能彌補短缺。在這個階段，德

國的網絡監管機構（Bundesnetzagentur）

必須決定如何在全國分配剩余的天然氣

供應。

德國副總理兼經濟和氣候保護部長

羅伯特· 哈貝克在聲明中稱，天然氣供應

暫時仍有保障，但德國正在與市場運營

商密切監視供應流動。根據哈貝克的說

法，目前德國的儲氣庫裝有約25%的容

量。

“無論如何，我們必須加強預防措

施，爲俄羅斯方面的升級做好准備。隨

著預警級別的宣布，一個危機小組已經

成立。”哈貝克在聲明中說。

哈貝克表示，包括部門成員、德國

網絡監管機構和網絡運營商在內的團隊

將密切關注局勢，“以便在必要時采取

進一步措施來提高供應安全”。

德國網絡監管機構（Bundesnetzagen-

tur）負責人克勞斯· 穆勒 (Klaus Muel-

ler) 稱，預警的目的是避免供應惡化，

並敦促消費者和行業爲“所有情況”做

好准備。

上周，俄羅斯總統普京宣布，要求

“不友好國家”今後只能以盧布支付進

口天然氣的費用，遭到歐洲方面拒絕。

當地時間3月28日，哈貝克在結束

七國集團能源部長視頻會議後表示，七

國集團的成員國拒絕俄羅斯提出的以盧

布支付能源的要求。按照哈貝克的說法

，七國集團部長一致認爲，要求以盧布

支付是“對現有協議單方面且明顯的違

背”。

迄今德國是以歐元結算天然氣費

用。如果改用盧布結算，意味著有進

口需求的國家將不得不購買盧布。英國

廣播公司（BBC）指出，此舉可能使俄

羅斯規避一些制裁，並可以提振該國貨

幣盧布。

對于德國拒用盧布的做法，俄羅斯

聯邦委員會經濟政策委員會副主席阿布

拉莫夫警告稱，歐洲對俄方要求的拒絕

“肯定會導致天然氣停止供應”。

俄羅斯國家杜馬主席維亞切斯拉夫·

沃洛金30日進一步表示，除了天然氣以

外，用盧布支付的出口産品還將拓展至

石油、谷物、金屬、化肥、煤炭和木材

等。

“歐洲政客別說了，停止爲他們不

能用盧布支付尋找理由。” 沃洛金表示

：“如果你想要天然氣，就找盧布。”

“此外，擴大以盧布支付的出口産

品清單包括：化肥、糧食、食用油、石

油、煤炭、金屬、木材等，這對我們國

家有利。”

據路透社報道，歐洲約40%的天然

氣供應來自俄羅斯。去年從俄的進口量

約爲1550億立方米。

歐洲最大經濟體德國尤其嚴重依賴

俄天然氣，從俄羅斯進口的天然氣占其

總量55%。因此，俄羅斯方面的要求在

德國引起了擔憂，德國擔心如果公用事

業企業不用盧布付款，可能會造成供應

中斷，並對工業和家庭造成影響。

路透社指出，工業用途占德國天然

氣需求的四分之一，如果德國不能獲得

足夠的天然氣，工業將首當其衝受到打

擊。

德國能源公司意昂集團(E.ON)執行

長倫納德 · 伯恩鮑姆（Leonhard Birn-

baum）對德國電視台表示，如果沒有

俄羅斯的供應，德國經濟將面臨“重大

損害”。“這意味著將失去工業生産，

失去供應鏈。”

“如果可能的話，應該避免這種

損害”。伯恩鮑姆指出，德國需要三

年時間才能擺脫對俄羅斯天然氣的依

賴。

齋月臨近以色列暴力再起
希伯來大學巴以學生爆發敵對抗議
綜合報導 隨著以色列放開疫情管制

和伊斯蘭教齋月的臨近，巴以衝突引發的

暴力又重回人們視線。位于耶路撒冷的希

伯來大學校內巴勒斯坦學生和以色列學生

爆發大規模抗議。

希伯來大學校方稱，抗議導火索是上周

幾位在希伯來大學參加語言課程的校外人員

在校園裏哼唱了一首阿拉伯語歌曲，被四位

以色列預備役軍人聽見。他們認爲所唱歌曲

本質是在煽動暴力和恐怖主義，並在警察的

協助下將其中兩位人員送至警察局。盡管調

查結束後相關人員獲釋，但他們被警方勒令

禁止在接下來的幾天內進入校園。

3月28日，以色列學生在校園裏高唱

以色列國歌，這一舉動激怒了巴勒斯坦學

生。29日，兩方學生通過喊口號和唱歌互

相表示抗議，歌曲主題包括“安全與自

由”、“誰的國家”、“誰的耶路撒冷”

等。據悉，約有100位以色列學生參與抗

議，而巴勒斯坦學生數量更多。

早在2020年，巴勒斯坦學生就曾對

“希伯來大學的軍事化”發表抗議。2019

年起，希伯來大學開始爲以色列國防軍情

報部隊開展學術卓越計劃，在該校就讀的

以色列軍人可以在校園內穿軍裝並攜帶個

人槍支。

“學校未經調查就逮捕了他們，太荒

唐了，學校根本沒有對阿拉伯學生一視同

仁。”希伯來大學預科課程班的阿拉伯學

生巴拉· 希內告訴澎湃新聞（www.thepaper.

cn）。其他阿拉伯學生也表示，這段時間

他們很難過。

希伯來大學國際關系和傳播專業學生卡

林· 萊欣是以色列學生代表中的一員。她憤

怒地表示，“巴勒斯坦學生不尊重這個國家

被稱爲以色列的事實。這所大學的阿拉伯人

不尊重過去幾天發生的可怕事件，許多以色

列人因爲他們的恐怖襲擊而喪生。”

隨著伊斯蘭教齋月臨近，以色列境內

阿以衝突的風險加劇。3月22日，一名以

色列籍阿拉伯男子在以南部城市貝爾謝巴

持刀砍殺並駕車衝撞平民，導致4人死亡

、2人受傷。以色列安全部門認定行凶者

同情極端組織“伊斯蘭國”（IS）。

3月27日晚，以色列北部城市哈代拉

再次發生恐怖襲擊事件，兩名武裝男子向

當地居民開槍。襲擊造成2人死亡，6人受

傷。事發後，極端組織“伊斯蘭國”聲稱

對此次襲擊負責。根據以色列安全部門的

說法，兩名槍手爲以色列籍阿拉伯人，是

極端組織“伊斯蘭國”的同情者。3月29

日晚間，以色列特拉維夫市貝內貝拉克、

拉馬特甘等多個地區發生槍擊事件，造成

5名以色列人身亡。

由于今年伊斯蘭教齋月恰逢猶太教的

逾越節和基督教的複活節，以色列總理貝

內特近日發表聲明稱，以色列安全部隊正

保持“高度警惕”。

自以色列1948年建國以來，巴以之間

的恩怨持續70余載。每逢穆斯林齋月，巴

以時常會因聖地歸屬等問題爆發摩擦乃至

流血事件。2021年，由于東耶路撒冷謝

赫· 賈拉街區的歸屬問題，巴以民衆爆發

大規模衝突，引發加沙地帶哈馬斯與以色

列長達15日的軍事衝突。

歐盟醞釀對俄製裁新措施
以應對盧布支付天然氣要求
綜合報導 歐盟執委會正准備對俄羅斯實施新的制裁，新制裁的力

度將取決于俄羅斯對以盧布支付天然氣的立場。

俄羅斯總統普京當地時間23日表示，俄羅斯現在只接受以盧布向包

括所有歐盟成員國在內的“不友好國家”出口天然氣。當地時間28日，

七國集團(G7)拒絕俄羅斯提出的僅以盧布購買天然氣的要求。

報道援引消息人士稱，歐盟新的一攬子制裁措施最早可能在下周准

備就緒，執委會正在與歐盟各成員國政府就“合規方案”進行磋商。這

將包括歐洲領導人上周在一次峰會上達成一致的內容，即確保現有制裁

無法被繞過，特別是針對被列入黑名單的個人的制裁。

報道稱，歐盟目前40%的天然氣供應來自俄羅斯。消息人士表示，

如果俄方堅持要求用盧布支付天然氣供應，歐盟可能會在新的一攬子計

劃中增加更嚴厲的制裁。

當地時間28日，克裏姆林宮網站發布消息稱，普京要求政府、中央

銀行和俄天然氣工業股份公司(gasprom)在31日前提交關于向“不友好國

家”供應天然氣改用盧布結算一事的報告。

消息人士表示，歐盟可能的反應將取決于俄羅斯爲天然氣付款事宜

設定的時間和細節。

此外，一位歐元區官員表示，如果普京繼續堅持要以盧布支付天然

氣，歐元區財長將討論采取報複性措施。

美國多地報告禽流感疫情
綜合報導 美國農業部公

布的最新數據顯示，今年 2

月以來，美國多個州已累計

有近 80 家商業養殖場等場所

暴發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

今年以來還監測到近500起野

生鳥類禽流感感染事件。美

國媒體說，這是美國自 2015

年來暴發的最嚴重的高致病

性禽流感疫情。

美農業部表示，野生鳥類

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可能

不會出現症狀，但它們在遷徙

時可能將病毒傳播到新的地區

，並使家禽感染病毒。目前監

測到的野生鳥類感染病例主要

由對禽類有高致病性的H5N1

型病毒引起。

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

稱，近期發現的高致病性禽流

感疫情不會對公衆健康造成直

接影響。目前美國尚未發現人

感染禽流感病毒的病例。不過

，盡管禽流感病毒對公衆健康

造成的風險較低，但可能使養

殖場工人等某些群體暴露于病

毒環境的幾率增加。

美農業部發布消息說，在

明尼蘇達州的兩處養殖場發現

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美農業

部動植物衛生檢疫局正與該州

衛生部門合作，對受影響的場

所進行隔離，減少這些場所的

禽類數量，以控制病毒傳播。

這些場所的禽類不會進入食品

供應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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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今天宣布，撤銷因COVID-19（2019冠
狀病毒疾病）疫情肆虐、要求驅逐抵達邊境移民的公共衛生命
令。

法新社報導，國土安全部長馬約卡斯（Alejandro Mayorkas

）表示，所謂的 「第42卷」（Title 42）公衛命令將自5月23日
起撤銷。

為了防止 COVID-19 疫情擴散，美國頒布 「第 42 卷」
（Title 42）公衛命令，驅逐抵達邊境的單身成年人和家庭。

這道命令是2020年3月川普執政期間為遏止疫情在擁擠的
邊境設施擴散所實施，此後有超過百萬偷渡者在邊境被捕後迅
速被驅逐到墨西哥或其他國家，他們通常在被捕後數小時就遭
驅逐，沒機會在美國尋求庇護。

美日欲邀東協國家加入印太經濟架構 防晶片危機

拜登大失言 前CIA官員：
「這句話」讓普丁更難被推翻

（綜合報導）日本媒體報導，美國和日本將邀請東南亞國
家協會（ASEAN）成員國參與新的 「印太經濟架構」。這個供
應鏈結盟是為了減少對中國經濟依賴，盼預防半導體和其他戰
略貨品短缺。

華府預計今年推出全新的 「印太經濟架構」（Indo-Pacif-
ic Economic Framework，IPEF），希望與擁有民主自由等共同
價值的可靠夥伴國攜手打造一個新的經濟圈。計畫細節尚待公
布。

日本經濟新聞（Nikkei）報導，美方最近將一份為鼓勵東
協成員國加入的草案文件提供給日本政府，雙方目前正在研議
確切措辭，一方面需仔細斟酌以免觸怒中國，同時又希望能讓
與北京關係密切的東協國家更方便加入。

COVID-19（2019冠狀病毒疾病）疫情及俄羅斯侵略烏克

蘭接連造成全球經濟動盪， 「印太經濟架構」希望以日本這類
友善國家為中心重新塑造供應鏈，藉此降低經濟安全風險。

此外，由於美國國內反對重返原有的 「跨太平洋夥伴協定
」（TPP），使得 「印太經濟架構」成為美國尋求區域合作的
替代方案。

根據報導，美方草案指出，確保國際供應鏈適當運作，可
強化國內製造基礎、確保產品供應及保障就業。文件還提到遵
守勞動標準，暗示被控在新疆涉及強迫勞動的中國將不受歡迎
。

「印太經濟架構」將半導體和潔淨能源列為優先領域，並
要求參與國家擴大合作，以確保必要原物料的取得管道暢通。

文件當中關於脫碳的部分，討論如何將投資集中在加速潔
淨能源布置所需的科技。內文也包括數位合作與維持貿易自由

等部分。
「印太經濟架構」的立意並非純粹的經濟協議。草案強調

，這個區域的經濟和外交政策利益是緊密交織的。
報導說，華府也準備鼓勵韓國加入，但最後可能證明充滿

挑戰。
美方一名高階官員指出，華府去年秋天同時與日本和韓國

接觸，希望共同成立一個半導體供應工作小組。此外，也有提
案讓台灣加入 「印太經濟架構」，因為全球頂級晶片大多數由
台灣供應。

美日韓與台灣合計占全球晶片生產的7成多，但東南亞這
類生產的投資也正在增加，當地尋求成為半導體製造中心。若
能相互結為夥伴，將有助參與國為了台海可能爆發衝突做準備
。

美撤銷防止疫情擴散的移民限制命美撤銷防止疫情擴散的移民限制命
55月月2323日起生效日起生效

（綜合報導）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先前於波蘭首都
華沙演講時，宣稱俄羅斯總統普丁（Vladimir Putin） 「不能繼
續掌權」；曾於中央情報局（CIA）任職長達34年的美國專家
1日指出，這類表態反而讓普丁更難被推翻，因為所有反對者
都將被迫背上 「美國走狗」的沉重包袱。

拜登在華沙的演講中再度脫稿演出，將普丁稱為 「屠夫」
，並說： 「看在上帝的份上，這個人不能繼續掌權！」不過旁
人迅速出面緩頰，否認此言論代表美國政府正呼籲俄羅斯人推
翻普丁。

前 CIA 資深官員、目前於美國喬治城大學（Georgetown
University）擔任兼任教授的倫登（Douglas London）告訴美國
「有線電視新聞網」（CNN），顯然其他美國官員也清楚拜登

即興表演可能帶來的危害，因為這類話語很難引起俄羅斯民眾
的共鳴，反而能讓普丁將自己塑造成外國威脅下的受害者，而
所有希望罷免他的人都會成為美國或北約（NATO）的 「走狗
」。

倫登透露，在他長期擔任第一線情報人員的職業生涯中，
曾嘗試策反許多獨裁政權底下的官員，而大部分同意為美國擔

任間諜者，其目標都不是金錢等酬勞，而是自身意識形態與現
有政權不相符，認為該政權遭削弱甚至被推翻，對自國整體發
展有利。

倫登強調，一國人民不願被獨裁者統治，不一定就代表其
願意接受美國價值觀，或將美國視為友好勢力，特別是長期與
美國關係不佳的俄羅斯或中國大陸人。因此，若美國政府的目
標是動搖普丁侵烏政策，則應藉由各種手段，讓大量俄羅斯精
英階級的利益與西方達成一致，結合俄羅斯內外的強大影響力
，迫使普丁放棄烏克蘭，甚至下台。



 

10:00am 英語崇拜/國語崇拜/粵語主日學 

11:00am 國語主日學 

11:15am 粵語崇拜/英語主日學 

1:30 pm 中文學校(粵語,國語)(only during school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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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增確診重回30萬例以上
韓國或進一步放寬防疫措施

綜合報導 韓國防疫部門暗示，將

進一步放寬保持社交距離措施。另一方

面，韓國新冠疫情持續嚴峻，新增新冠

確診病例僅隔一天就重回30萬例以上。

報道稱，韓國中央應急處置本部社

會戰略組組長孫映萊在記者會上表示，

考慮到新冠病毒奧密克戎變異株致死率

低，因此不必進一步加強防疫響應。

孫映萊表示，由于一次性解除所有

保持社交距離措施恐導致新冠疫情迅速

擴散，因此，防疫部門已從2月中旬起

，逐步放寬防疫響應措施。盡管維持現

行防疫響應措施也難以遏制當前疫情蔓

延勢頭，但放寬防疫措施給疫情傳播帶

來的風險已降低。

他還稱，當前自行遵守防疫規則尤

爲重要，並呼籲民衆保持警惕嚴格遵守

防疫規則。

此外，孫映萊說，韓防疫部門正在

征求日常恢複支援委員會和地方政府的

意見，爭取本周內敲定防疫響應調整方

案。

另一方面，韓國中央防疫對策本部

2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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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7554萬例，

累計確診1235.0428萬例。單日確診病例

較前一天增加16萬余例，僅隔一天就重

回30萬例以上。

韓軍宣稱成功試射固體燃料運載火箭
綜合報導 據韓聯社消息，韓國國

防科學研究所（ADD）表示，旗下自

研固體燃料運載火箭第一次試射取得

成功，將助力自主發射軍方小型偵察

衛星。

韓國防科學研究所介紹，當天，韓國

國防部長官徐旭及各軍種指揮官在該所綜

合試驗場見證固體燃料運載火箭的性能試

驗。

固體燃料發動機主要用于發射小型、

微型近地軌道衛星的運載火箭。與液體燃

料發動機相比，固體燃料發動機相對價格

低廉，結構簡單，且易于量産，無需臨時

加注，便于快速發射。

除大型固體燃料發動機技術外，當天

的試射還驗證了整流罩分離、級間分離、

上面級姿態控制等技術。

韓國防部表示，經過進一步技術驗

證，將實際攜帶人造衛星發射。報道稱，

由于實現了技術軍轉民（Spin-off)，韓國

航天産業有望

進一步發展壯

大。

韓國防部

指出，科學技

術通信部正在

羅老宇航中心

開辟新的發射

場及配套設施

，以支持民企

研制小型運載火箭。

以往，韓國發展固體燃料運載火

箭受“韓美導彈指導方針”的掣肘，

但去年 5 月韓美首腦會談給韓國“松

綁”後，國防部和國防科學研究所得

以加緊研制。

2021年5月21日，韓美兩國首腦共同

決定終止美國長期以來限制韓國發展導彈

的《美韓導彈指南》。這份文件自1979年

首次簽署至去年，已延續了40余年，經過

四次修訂，最後一個版本取消了對韓國導

彈彈頭重量的限制，射程限制擴大到800

千米。

值得一提的是，韓國方面早前一定要

把射程定在800千米，而800千米，正好

是從韓國大邱市發射、可以覆蓋朝鮮全境

的射程數據。

日前，朝鮮接連試射洲際彈道導彈，

韓聯社稱，洲際導彈與運載火箭使用的技

術幾乎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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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據報道，日本國

會當天通過新修改的《警察法》

，決定4月1日起在日本警察廳

設立“網絡警察局”。

報道稱，日本網絡犯罪案

件 2021 年首次超過 1萬件，索

要贖金型電腦病毒“勒索軟

件”的受害報告大幅增加。此

外，近期一系列針對豐田汽車

及其供應商的網絡攻擊被相繼

曝光。爲了應對日益嚴重的網

絡犯罪，日本決定設立“網絡

警察局”，該機構成員原則上

由各地警察擔任。

日本新設“網絡警察局”

受到廣泛關注。《朝日新聞》

稱，設立“網絡警察局”是

1994年日本警察廳設立生活安

全局和情報通信局以來，時隔

28年再次設立新的部門。《日

本經濟新聞》報道稱，網絡空

間的威脅不僅涉及犯罪集團，

也涉及國家安保。因此，“網

絡警察局”的工作人員需要高

超的情報收集能力。還有一些

日本網友表示，期待“網絡警

察局”能發揮積極作用，維護

日本網絡空間安全。

日本法院駁回水俁病受害者認定訴訟

稱“不符合發病條件”
綜合報導 據報道，日本 7 名

六旬人士此前要求國家承認自

己爲水俣病受害者，並提起訴

訟。30 日，日本熊本地方法院

駁回了這起訴訟，原告受害者

集體敗訴。原告方此前提出的

賠償訴訟也在早前被日本最高

法院駁回。

原告方由7名“水俣病受害者

互助協會”患者組成，年齡在62至

69歲之間。他們來自熊本和鹿兒島

兩地，都曾在幼兒時期産生過相關

病症。在2002-2005年期間，他們曾

向熊本和鹿兒島兩地提起水俣病認

定訴訟，但在2015、2016年時被駁

回。

熊本地方法院法官佐藤道惠30

日否認這7名受害者全都攝取過高

濃度水銀，並稱水俣病的潛伏期是

停止水銀攝入後的數月或數年。原

告主張自己從小患病，但法官

佐藤以原告不符合發病條件爲

由駁回了訴訟，稱根據醫生的判

斷，原告是在水銀攝入後 20至 30

年後發病的。

庭審結束後，原告方團長佐藤

英樹在記者會上表示，自己從小就

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被水俣病症狀困

擾，以後不會放棄訴訟，准備抗爭

到底。

水俣病是指人或其他動物食

用了含有機水銀汙染的魚貝類，

使有機水銀侵入腦神經細胞而引

起的一種綜合性疾病，是世界上

最典型的公害病之一。“水俣病”于

1953年首先在日本九州熊本縣水俣

鎮發生，當時由于病因不明，故稱

之爲水俣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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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檢”時機未到 快測包先“查疫”
專家倡強制執行上報 將見陽患者送院或隔離

香港疫情近日稍稍放緩，但每日仍新

增數千宗確診個案。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

鄭月娥3月31日在抗疫記者會上表示，

近日疫情下降幅度不算很快，每日仍有約

7,000宗陽性個案需要跟進，仍未到推行

全民核酸強檢的最佳時間。明天起，特區

政府將透過“防疫服務包”向全港市民派

發快速抗原測試包，讓市民於短時間內進

行快測，以便特區政府更掌握全港的感染

狀況，詳情稍後公布。多名專家均認為，

“全民快測”有助找出社區隱性患者，但

必須強制執行及上報結果，且應盡量將結

果呈陽性患者送院或接受隔離，方能有效

切斷傳播鏈。

◆香港文匯報記者 費小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費小燁）香港特區政
府於本周三開展“眾志成城 團結抗疫”行動，
並預計於4月2日起在全港十八區派發合共350
萬個“防疫服務包”，目標在7天內完成派發。
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3月31日在抗疫記者會
上表示，“防疫服務包”的包裝工作進度理
想，原本預計需花3天完成，但單是前天一天內
已完成包裝160萬個服務包，完成度為45%，可
說是超額完成，可按照原訂計劃派發。

前日開始包裝 已完成160萬個
林鄭月娥表示，公共屋邨將由房屋署向居民

派發，私人屋苑將會由物管公司和大廈業主立案
法團協助；居於“三無大廈”的基層家庭將由公
務員和義工逐家逐戶派發；鄉村地方會透過鄉議
局及鄉事委員會派發。同時，特區政府亦會在十
八區設立發放點作補漏拾遺，方便所有未能在家
居領取服務包的市民憑換領卡換領。

她強調，在抗擊第五波疫情的工作中，全城
齊心抗疫的需要更加明顯，因此派發“防疫服務
包”不止把有需要的醫療物資交到每一位香港市
民手上，更是希望能更好地鞏固社會力量，凝聚
社會各界，“在抗擊疫情後，這種力量相信亦有
助香港疫後的經濟重建。”

“防疫服務包”的包裝工作由前日開始全面
展開，成功完成了共160萬個服務包。公務員團隊
和超過17,000名義工3月31日繼續在133個“防疫

服務包”包裝中心全力以赴，務求在計劃的3日期
限完結前，完成餘下190萬個服務包。

“防疫服務包”內有20個快速檢測套裝、20
個KN95口罩、兩盒中成藥、防疫資訊及心意卡。
民政事務局署理局長陳積志3月31日在接受電台
訪問時表示，特區政府會將“防疫服務包”優先
派給基層住戶，又感謝公務員團隊和各方義工，
包括立法會議員、“全港社區抗疫連線”等逾350
個地區組織及非政府機構、同鄉會、善團、義工
及制服團體、宗教組織及少數族裔服務機構等不
遺餘力，彰顯了官民合作、團結抗疫的精神。

香港運輸及房屋局局長陳帆3月31日到訪西貢
康城社區會堂，創新及科技局局長薛永恒更連走三
場，先後到中西區香港公園體育館、油尖旺區油蔴
地天主教小學（海泓道）及沙田香港科學園，參與
包裝工作和為在場的公務員和各界義工打氣。

��(���

特首：“防疫包”包裝進度理想 周末派發
林鄭月娥3月31日在抗疫記者會上再被問到目

前第五波疫情高峰已過，是否可推行“全民
強檢”時指出，近日疫情確持續呈下降趨勢，但
幅度不算很快，仍須密切監察，“每天約7,000宗
個案，數字仍屬非常高，無論是隔離、治療，或
為其提供家居支援，都是一個很大的數字”，因
此仍未屬推行“全民（核酸）強檢”的最佳時
間。

“既然我們通過防疫服務包派發了這麼多快
速抗原測試包，是否可以利用這個相對準確且很
方便市民的工具，能夠在一段很短時間內通過使
用這個測試包，看到香港現時正處於什麼感染狀
況？稍後會公布。”她強調，特區政府希望疫情
早日受控，以期盡早恢復正常的人員往來和社交
生活，並希望疫情繼續穩定地呈向下趨勢，可於
本月21日開始分階段放寬社交距離措施。

倡口服藥分發往指定診所
香港中華醫學會新冠病毒專責小組召集人楊

超發3月31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贊
成透過“防疫服務包”讓全港市民接受快測，
“做一定好過唔做，至少可協助找出一些隱性患
者，但必須大家在差不多時間內一齊做，否則會
影響效果。”

他又以自己所居住的屋邨為例指出，十座樓
宇一直未試過圍封強檢，但近日其中兩座出現零
星個案，全邨居民獲發快速測試劑，經檢測後新
增了不少個案，證明快測有其用處。他同時建議
醫管局將更多新冠口服藥分發往指定診所，讓診
所醫生可更快向確診的長者等處方，減少入院及
重症機會。

“居家只是無辦法的辦法”
醫療衞生界立法會議員林哲玄認為，若然全港

市民一齊快測，必須強制執行及上報結果，“如果
不強制執行，目前已經在做。”隨着社區隔離設施
數目已經增加，屆時找到陽性個案應全部送院或接
受隔離以更有效切斷傳播鏈，“目前居家只是無辦
法中的辦法。”當每日確診個案數目下降速度明顯
減慢或持平時，即證明現有方法未必再能找出更多
隱性患者，便是推行“全民強檢”的時機。

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亦認為強制全民快
測可行，有助加快發現個案。他建議可要求市民
在上班及外出前，上載快測陰性的照片，並派員
抽樣檢查，僱主亦可協助作覆核。他指出，快測
的敏感度雖較核酸檢測低，但仍有效找出高傳染
性及活躍的個案。

不過，他關注到香港的隔離及檢疫安排仍有
不少漏洞，即使找出大量個案，均難以安排人手
及設施跟進追蹤工作，認為現階段全民快測對截
斷社區傳播鏈的成效未必很大，“若只是單純想
掌握香港新冠肺炎疫情走勢，分析圍封強檢及污
水樣本陽性比率已足夠。”

◆香港特區行政
長官林鄭月娥在
抗疫記者會上表
示，近日疫情下
降幅度不算很
快，每日仍有約
7,000 宗陽性個
案需要跟進，仍
未到推行全民核
酸強檢的最佳時
間。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攝

◆薛永恒（右）在香港公園體育館的“防疫服務
包”包裝中心，參與“防疫服務包”的包裝工作。

兒童染新冠死亡率高流感6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單日新增

的新冠肺炎確診個案持續回落，3月31日再多
6,646宗確診個案，連續兩日跌穿7,000宗，新增
死亡個案119宗。第五波疫情爆發以來，共有逾
萬名兒童感染，迄今8名確診兒童死亡。香港大
學調查了1,147名確診兒童，其間4名兒童死
亡，當時的死亡率是普通流感的7倍。香港醫管
局總行政經理（病人安全及風險管理）何婉霞3
月31日表示，留意到兒童感染後除了出現上呼吸
道問題外，新冠病毒還會襲擊兒童的腦神經。她
認為預防勝於治療，強烈呼籲家長讓適齡兒童接
種疫苗，孕婦亦應打針，讓子女遠離病毒威脅。

香港衞生防護中心公布，3月 31日新增
6,646宗確診個案，當中2,859宗由核酸檢測發
現，以及3,787宗是快速檢測發現，第五波累計
逾114萬宗確診個案，當中逾萬宗是兒童。

香港大學醫學院早前分析共1,147名11歲或以
下確診兒童入院個案，其中有4人離世，死亡率為
0.35%。該4人年齡介乎11個月至9歲，全部未有
接種疫苗，兩人死因與大腦神經有關，一人有腦病

變及一人有腦炎相關的腦水腫。另外有21人須入住
兒科深切治療部，佔1.83%。

疫情爆發前，在感染普通流感及副流感的兒童
入院個案中，死亡率分別只有約 0.05%及約
0.04%，遠低於新冠病毒的0.35%死亡率。港大內
科學系臨床教授孔繁毅指出，第五波至今的兒童死
亡個案中，基本沒有接種疫苗。在嚴格防疫措施
下，香港兒童近年很少接觸上呼吸道或副流感病
毒，以致缺乏抵抗力，現在接觸新冠病毒，就有機
會產生高病毒量，加上部分患童本身有長期病或有
隱性免疫系統失調，因而不幸離世。

孕婦應接種 防因染疫早產
何婉霞3月31日在疫情記者會上回應港大的調

查結果時表示，迄今有8名確診兒童離世，研究發
現新冠病毒除了傷害幼童上呼吸道，還對腦神經有
特別大的傷害。“留意到有兒童個案上呼吸道問
題，也有個案患嘶吼症，亦見到病毒有特別襲擊腦
神經。”

她表示，雖然有藥物可治療病童，包括口服

藥，病情嚴重時亦曾處方類固醇等藥物，但她強調
預防勝於治療，“中咗新冠都係要醫治，但醫治已
經係自己唔舒服，所以我多次強調要打針。”

何婉霞強調，3歲以上兒童已合資格接種疫
苗，強烈呼籲家長盡快帶適齡子女打針，孕婦也應
當打針，“懷孕接種新冠疫苗是安全的，並且有效
減少早產”，並指減少早產已有效保障初生嬰兒，
報告亦顯示，嬰生初生六個月的感染機會可減低，
料母親抗體或與嬰兒有聯繫，可減少大人傳染嬰兒
的幾率。

香港兒科專科醫生趙長成在接受電台訪問時表
示，今波疫情很多兒童感染，主要因為Omicron傳
染性很強，當時大部分幼童還沒接種疫苗，未有產
生保護，加上5歲以下兒童免疫系統未成熟所致。
“過去兩年多幼童很少上學及外出，免疫系統缺乏
鍛煉，遇到新冠病毒就難以抵抗。而幼童上呼吸道
既細且窄，受感染後容易有咳帶痰，加上病毒量
高，就容易引發重症。”他提醒家長，如果幼童持
續高燒且有神志不清及抽搐症狀，已屬危險訊號，
需立即送院治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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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
香港由4月1日開始解除九個國家
及地區的“禁飛令”，首日預計有
逾20航班、約2,000名香港居民返
港。香港文匯報記者3月31日致電
多間檢疫酒店，發現不少酒店4月
房間已爆滿，最快要排期至5月
底。由於部分國家地區減免入境檢
疫限制，加上回港後的檢疫期也減
至最短7天，香港旅遊業界蠢蠢欲
動推出小型包團行程，吸引市民報
團外遊。有防疫專家擔心，“疫
監”縮短使市民大肆外遊，將病毒
帶返港，增加香港醫療系統的壓
力，呼籲市民切勿“報復式”外
遊，特區政府亦要透過嚴控香港的
檢疫房間供應量，以間接控制外遊
人數。

在3月31日疫情記者會上，
有記者問及第五波逾百萬港人染
疫，始於檢疫酒店個案“走漏”到
社區，現在取消“禁飛令”，會否
引致新一波疫情？香港衞生防護中
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表示，在香
港清零時，流入一宗個案都會造成
很大防疫壓力，但現在疫情在香港
社區廣泛傳播，流入一些個案也不
會有很大影響，但承認要小心有新
的變種病毒從境外流入，因此仍然
需要嚴格檢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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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參與救援的消防員日記：
做黑夜裏的一點光 照亮逝者回家的路

1994年4月出生的滕醒文在
2019年5月作為國家消防救援隊
伍首批招錄消防員加入南寧市消
防救援支隊特勤二站，現任四級
消防士。2022年3月21日，他入
選增援梧州的首批救援隊員，馳

援藤縣。在梧州開展事故處置期間，他記錄下了
自己的心路歷程：雖然，這世上沒有超級英雄，
但我們每一個人都是黑夜裏的一點光，願螢火匯
成星河，為逝者照亮回家的路。

接母電話叮囑 感慨生命寶貴
滕醒文在3月21日晚上9時

隨增援隊伍抵達集結點，夜裏，
他給母親打了電話，母親囑咐他
要注意安全，能救一個是一個。
“我摸摸臉，竟已淚濕，我說：
‘媽媽，生命真寶貴，我想抱抱
你’。”

作為首批救援隊員，滕醒
文在現場看到飛機殘片像雪花一
樣遍布山野，事故現場周邊道路
人員車輛往來頻繁，現場有限的
作業面內密集分布幾輛大型工程
機械正在為現場搜救開路。

“隊長將搜救區域劃分網
格、編組作業、輪番上陣，我們
一組六人編為繩索專業隊，專門

攻堅陡峭難上的坡地。我們翻着一座一座山尋找着
生還者，山坡兇險陡峭，雜草叢生，部分坡地和水
平面成70度角，較難攀爬，我和隊友始終都沒有
放棄，走不通的路，我們就在附近樹幹上打個支
點，另一頭結繩而下，一寸一寸搜遍所有區域。黑
夜來臨，我們拿出了移動照明燈組、手提式強光照
明燈，隊友們相互協作，共同配合，整座山頭被星
星點點的燈光照得發亮。”

為了防止受傷，搜救隊員裏面穿着搶險救援
服，外面再套上隔離服。隊友說：“剛套上隔離
服，還啥也沒幹就已經開始出汗了。”“一抬手
就有一股水沿着胳膊流到身上。”隊友把消防救

援靴脫下來，鞋裏的汗水像
雨水一樣流出來。“穿着鞋
就像雨天淌水一樣。”隊友
說。

即使這樣艱苦，搜救人
員都咬牙堅持，“都想着再
快一點！再快一點！再堅持
一下！再堅持一下！爭取把
黑匣子找到！”

在完成搜救工作前，滕
醒文這樣寫道：雖然，這世
上沒有超級英雄，但我們每
一個人都是黑夜裏的一點
光，願螢火匯成星河，為逝
者照亮回家的路。

◆中國消防

��

發展決不能以犧牲安全為代價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3月31日

召開會議，聽取“3·21”東航MU5735航空器飛行事故應急處置情況的匯

報，就做好下一步工作作出部署。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主持會議並發表重要講

話。

會議指出，“3·21”東航MU5735航空器飛
行事故發生後，黨中央高度重視，習近平

總書記立即作出重要指示，強調要立即啟動應
急機制，全力組織搜救，妥善處置善後，盡快
查明原因，做好遇難者家屬安撫和服務工作。
各有關方面聞令而動、快速響應，組織民航、
應急、公安、軍隊、衞健和廣西等各方面力
量，按照“統一指揮、分工負責、深入細緻、
科學有序”總體要求，全面做好有關工作。目
前，善後處置、事故調查等工作正在有序進
行。

加大遇難者家屬幫扶救濟工作力度
會議強調，這次事故導致機上 132名人

員不幸遇難，我們深感痛心。要堅持人民至
上、生命至上，深入細緻做好善後處置工
作，再接再厲、善始善終。要繼續做好遇難
者遺骸遺物整理、移交等工作，給逝者以尊
嚴、給家屬以慰藉。要加大遇難者家屬幫扶

救濟工作力度，讓遇難者家屬安心。各有關
方面要科學有序開展事故調查，組織各方面
專家綜合分析飛機數據和各類物料證據，盡
快查明事故原因和性質。要平穩有序做好後
續信息發布工作，按照及時、準確、公開、
透明原則，持續發布信息，積極回應社會關
切。

全國全面開展安全生產專項大檢查
會議指出，要堅持統籌發展和安全，發展決

不能以犧牲安全為代價，各方面一定要深刻吸取
教訓、舉一反三，進一步健全安全生產責任制，
抓好安全生產責任落實，在全國全面開展安全生
產專項大檢查，全面排查整治風險隱患，最大限
度防範遏制各類事故發生，保持社會大局穩定。
因責任不落實、措施不到位、排查整治流於形式
等導致發生事故的，不僅要追究直接責任人員的
責任，對相關領導也要嚴肅追責問責。

會議還研究了其他事項。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東航
MU5735航空器飛行事故國家應急處置指揮部3月
31日通報，事故主要搜救任務已基本完成，目前調
查工作取得初步進展，兩部黑匣子數據正在解碼
中，將在事發30天內完成初步調查報告。
國家應急處置指揮部當天在廣西梧州市舉行

新聞發布會，中國民航局航空安全辦公室主任朱
濤在會上通報上述消息。

搜集飛機殘骸碎片4萬多件
朱濤介紹，截至3月30日，應急處置工作集

結各方力量，搜集到飛機殘骸及碎片4萬多件。
目前，殘骸搜尋基本完成，除尋獲兩部黑匣子之
外，還發現了發動機、水平安定面、右側大翼翼
尖殘骸等重要部件。已經搜集到的4萬多件殘
骸，正在逐一進行消殺、清洗、辨認、分類和編
號。
朱濤稱，目前開展了初步分析工作，對現場

環境、殘骸分布和撞擊痕跡等進行定位、拍照，
研判飛機接地時可能的運動軌跡、姿態和撞擊
力。通過分析空管雷達自動化系統數據，嘗試還
原事發前的真實飛行過程。對涉及航班旅客、行
李、貨物、郵件等資料進行查驗。兩部黑匣子數
據正在解碼中。
朱濤表示，隨着搜救工作接近尾聲，現已進

入事故技術分析和調查取證階段，根據國際民航
公約附件和中國民航規章相關要求，將在事發30
天內完成初步調查報告，全部調查結束後將向公
眾公布完整的調查報告。調查將遵循客觀公正、
科學嚴謹的原則，不放過任何一個疑點，查明事
故原因，還原事故真相，防止類似事故再次發
生。
據悉，中國國家衞生健康委員會從北京安定醫

院、廣東省人民醫院調派國家心理干預專家團隊，
與當地組建105人的心理專業隊伍，及時開展心理
評估、心理干預等救援。

東航事故初步調查報告
將於事發30天內完成

◆早前，中國東航MU5735航空器飛行事故全體搜救人員對遇難者表示哀悼。 網上圖片

◆◆各有關方面要科學有序開展事故調查各有關方面要科學有序開展事故調查，，組織組織
各方面專家綜合分析飛機數據和各類物料證各方面專家綜合分析飛機數據和各類物料證
據據，，盡快查明事故原因和性質盡快查明事故原因和性質。。圖為搜救人員圖為搜救人員
搬走飛機殘骸搬走飛機殘骸。。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習近平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 聽取東航事故應急處置情況匯報

◆◆滕醒文在搜救中陷入泥潭滕醒文在搜救中陷入泥潭。。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傅政華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全
國政協社會和法制委員會原副主任傅政華被
“雙開”（開除黨籍和公職）。中紀委對傅政
華的通報措辭嚴厲，指其政治野心極度膨脹，
政治品行極為卑劣，投機鑽營，利令智昏，為
達到個人政治目的不擇手段，並參加孫力軍政
治團夥，拉幫結派，結黨營私。

中紀委國家監委網站消息，中紀委國家監
委對傅政華嚴重違紀違法問題，進行了立案審
查調查。經查，傅政華完全背棄理想信念，從
未真正忠誠於黨和人民，徹底喪失黨性原則，
毫無“四個意識”，背離“兩個維護”，政治
野心極度膨脹，政治品行極為卑劣，投機鑽
營，利令智昏，為達到個人政治目的不擇手
段；參加孫力軍政治團夥，拉幫結派，結黨營
私；在重大問題上弄虛作假、欺瞞中央，危害
黨的集中統一；妄議黨中央大政方針，長期結
交多名“政治騙子”，造成惡劣影響；長期違
規領用和攜帶槍支，形成嚴重安全隱患；對紀
法毫無敬畏，執法犯法，徇私枉法，擅權專
斷，恣意妄為，造成嚴重惡劣政治後果；長期
搞迷信活動，對抗組織審查；特權思想極為嚴
重，生活奢靡享樂，長期違規佔用多套住房、

辦公用房和多輛公車供個
人及家庭享受，長期安排
多名公職、現役人員為個
人及家人提供服務，頻繁
接受高檔宴請和旅遊安
排；在組織函詢時不如實
說明問題，在幹部選拔任
用工作中為他人謀取利
益，嚴重破壞政法隊伍政治生態；貪婪腐化，
大搞權錢交易，非法收受巨額財物。
通報稱，傅政華嚴重違反黨的政治紀律和

政治規矩、組織紀律、廉潔紀律和生活紀律，
構成嚴重職務違法並涉嫌受賄、徇私枉法犯
罪，且在中共十八大後不收斂、不收手，性質
特別惡劣，情節特別嚴重，應予嚴肅處理，決
定給予“雙開”處分，並移交司法。
現年67歲的傅政華曾歷任北京市委常委、

政法委副書記、中國公安局局長，公安部副部
長，公安部常務副部長，中國司法部部長等要
職。2020年5月，傅政華轉任全國政協社會和
法制委員會副主任。中紀委官網去年10月公
布，傅政華涉嫌嚴重違紀違法，接受中央紀委
國家監委紀律審查和監察調查。

司法部前部長傅政華被“雙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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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社新聞

休城工商

2022年留學市場將持續回暖

新冠肺炎疫情席卷全球以來，是否

出國留學成爲中國學子的兩難選擇。如

今，隨著各國入境政策的變化以及海外

院校線下教學的有序恢複，出國留學呈

現出怎樣的新趨勢？

留學申請數量實現增長
根據全球高等教育分析機構QS2021

年發布的《新冠疫情如何影響全球留學

生》數據，超六成學生表示，新冠肺炎

疫情影響了留學計劃。

家住北京的李美娜即是因疫情推遲

留學計劃的學生之一。“2020年7月，

我本科畢業。爲了申請出國留學，我在

畢業後未選擇就業，而是一邊等待疫情

形勢明朗後重新調整留學計劃，一邊爲

出國留學做准備。”讓李美娜沒想到的

是，這一等就是1年多，直到2021年，

她才遞出留學申請。讓她欣慰的是，目

前已收到英國幾所院校的錄取通知。

“出國留學的大方向雖然沒變，但

在留學目的國、留學院校選擇上，還是

和當初的留學計劃有了較大調整。”李

美娜說，“突如其來的疫情不僅打亂了

留學節奏，也讓我的一些觀念發生了變

化，進而影響到了留學目的國、留學專

業的選擇。但我有明顯的感覺，出國留

學市場正在複蘇，周圍不少同學開始繼

續之前的留學計劃。”

李美娜的感受在啓德教育日前在線

發布的《2022中國留學白皮書》中得到

了印證。根據該《白皮書》數據，2021

年中國學子出國留學申請數量實現同比

增長，英國已經連續4年穩居中國學子

留學意向選擇的榜首。

啓德留學北京分公司副總經理賈鴻

岩表示，由于突如其來的疫情衝擊，

2020年留學市場遇冷，2021年則逐漸複

蘇，“根據我們的自有客戶數據，2021

年出國申請的學生數量同比增長8.19%

。2022年留學市場將持續回暖”。

線下教學全面恢複
留學市場回暖背後是多個主流留學

目的地正在有序向留學生重開大門。

2021年5月，美國駐華大使館恢複學生

簽證業務；日前，新西蘭政府正式宣布

邊境逐步開放計劃。根據這一計劃，自

2022年10月起，新西蘭入境簽證將全面

恢複正常，以便國際留學生從2023學年

開始在新西蘭境內注冊入學。

各留學目的地的國際學生數據也是

出國留學市場回暖的佐證。據英國大學

招生服務中心《2021年英國本科申請數

據》顯示，中國內地學生的申請量達到

28490個，比2020年同期(24430個)增加

4060個，增長了16.6%；澳大利亞內政事

務部數據顯示，2021年上半年中國赴澳學

生批簽總數中，高等教育(20歲以上)新簽

人數的占比增長至74.8%；法國高等教育

署數據顯示，2020年有近3萬名中國學生

在法國留學，2021年留法中國學生人數與

2020年同期相比增長了22%。

與此同時，海外院校逐漸恢複線下

教學。2021年秋季開學，美國高校開放

線下授課，英國高校也全面恢複線下授

課，加拿大大部分高校恢複了線下教學

；2021年冬季學期開始後，德國大部分

高校主要采取線下授課的教學模式。

“這對即將踏上留學之路的中國學

子來說，是利好消息，因爲出國留學的

收獲不僅包括知識的獲得，還包括跨文

化體驗，如果都是線上教學，後者會大

打折扣。”李美娜說。

留學亞洲增長較快
《2022中國留學白皮書》數據顯示，

近兩年，選擇日本、新加坡、中國香港等

地的中國內地學生越來越多，以亞洲地區

爲留學目的地的留學申請增長明顯。

賈鴻岩以一組數據來闡釋該趨勢。據

她介紹，啓德留學客戶服務數據顯示，

2021年整體申請數量增長較高的留學目的

地包括中國香港(65.37%)、日本(41.08%)、

韓國(25.00% )、新加坡(21.34% )、英國

(17.20%)。此外，2021年1月至7月，求學

香港的咨詢量相較2020年同期呈現大幅度

上升，同比增長爲126%。

就此數據變化，相關留學專家表示

，首先，留學亞洲升溫是近幾年來的發

展趨勢，這背後既有學費相對較低、文

化適應相對容易等因素，也有中國學子

留學理念變化的因素；其次，新冠肺炎

疫情暴發以來，留學亞洲明顯受到越來

越多中國內地學子的青睐，這跟學子們

在國際形勢複雜、疫情形勢不明朗的背

景之下，希望選擇就近留學的想法有關

；最後，一些學子考慮到疫情影響，會

將就近求學作爲過渡，目的在于爲後續

的留學目標打下基礎。

但值得注意的是，隨著留學亞洲的

升溫，一些亞洲院校的申請要求也在提

高。以新加坡爲例，相關數據顯示，因

申請人數增長，新加坡院校提高了入學

門檻。比如，以往新加坡院校有些專業

的申請達到專業的均分和雅思成績要求

即可，但現在有些專業增加了GRE之類

的成績要求。這就需要中國學子提前規

劃，做好准備。

東航稱將評估事故影響 三大航去年合計虧逾400億
綜合報導 過去一年，國內主要航司仍未走出

巨額虧損的陰影，疫情對民航業影響的深度和持續

性超出預期。

3月30晚間，國有三大航司中國國航、南方

航空、中國東航相繼披露年報。2021年，三大航司

均出現百億規模虧損，且虧損金額較上年同期進一

步擴大。整體來看，三大航合計虧損金額達409.57

億元。

值得注意的是，中國東航在年報中表示，2022

年3月21日，公司下屬東航雲南一架波音737客機

在執行昆明-廣州航班任務時失事。飛機失事後，

公司高度重視，立即啓動應急機制，全力開展救援

及善後工作。目前事故原因尚在調查。公司將密切

跟進調查的後續進展，評估其對公司財務狀況、經

營成果等方面的影響。

2021年，東航雲南實現營業收入65.95億元，

同比增長9.04%，虧損10.21億元，去年同期虧損

7.61億元；旅客運輸周轉量爲12382.58百萬客公裏

，同比增長3.66%，承運旅客986.36萬人次，同比

增長 3.22%。截至 2021 年末，東航雲南共運營

B787-9和B737系列機型飛機合計82架。

三大航的年報顯示，中國國航2021年實現營業

收入745.32億元，同比增長7.23%；淨虧損166.4億

元，上年同期虧損144.1億元。

分業務來看，中國國航2021年實現客運收入

583.17億元，同比增加25.90億元。其中，因運力投

入減少而減少收入12.91億元，因客座率下降而減

少收入 13.52 億元，因收益水平上升而增加收入

52.33億元。主要經營指標顯示，公司2021年每客

公裏收益由 2020 年的 0.5074 元上升至 2021 年的

0.5574元，同比增加9.85個百分點。

南方航空去年業績亦再度下滑。2021年實現營

業收入 1016.44 億元，同比增長 9.81%；淨虧損

121.03億元，上年同期虧損108.42億元。

中國東航2021年實現營業收入 671.3 億元，

同比增長14.5%；淨虧損達122.14億元，同比增虧

3.8億元。從盈利水平看，中國國航在三大航中排

名墊底，並再度刷新公司曆史上的最差業績。由于

中國國航在我國航司中的國際航線占比最高，其所

衝擊也更爲直接。

此外，中國國航持股的山航B也于3月30日晚

間發布年報，2021年公司淨利潤虧損18.14億元。

盡管該數字較2020年的虧損額(23.82億元)有所減少

，但連續兩年的虧損已使山航陷入資不抵債。截至

2021年末，山航B淨資産爲-9.18億元。

同日，山航B還發布了公司股票交易被實施退

市風險警示暨停複牌公告。該股將自3月31日開市

起停牌一天，並于4月1日起複牌，並自當日開市

起實施“退市風險警示”，股票簡稱 由“山航B

”變更爲“*ST山航B”。

總體而言，2021年是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延

的第二年，國內民航業仍面對境內疫情局部聚集和

多點散發、境外疫情蔓延擴散的嚴峻複雜形勢。其

中，國際航線投入持續受限，國內客運市場流量大

幅波動，頭部航司的經營效益改善難度日益加大。

疊加油價攀升，彙率波動等因素，航司面臨著較大

的經營難度。

從頭部航司近期發布的2月經營數據來看，

國內民航業2月供需同比改善，中國國航、中國

東航、南方航空在旅客運輸量、客運運力投入、

客座率、旅客周轉量等主要指標上均較去年同期

出現增長。

中國東航在年報中表示，經營數據的改善也使

業內期待航空板塊困境反轉的機會，不過，由于全

球疫情仍在持續，大宗商品價格高位波動，航空業

的發展仍面臨著多重不確定性。短期疫情反複會對

服務消費乃至國內經濟造成一定衝擊，市場或呈現

“慢複蘇”的態勢。

此外，根據國際航協預計，全球航空業2022年仍

將維持虧損狀態，形勢依然嚴峻，但鑒于旅客的積

極出行意願，行業有望持續複蘇。

子天訪談錄星光璀璨
在北美影視界聲名卓著的亞裔傳媒美南電

視傳媒集團子天訪談錄(SD Talk Show)主持人
Sky Dong 於2022年3月11日SXSW電影節開幕
式當天在紅毯採訪了好萊塢知名影星楊紫瓊
Michelle Yoel。

1997年楊紫瓊前往好萊塢發展，並主演了
電影《明日帝國》，成為首位亞裔“邦女郎”
。 2000年主演《臥虎藏龍》榮膺奧斯卡影后，
獲得奧斯卡最佳外語片獎，旋即參演阿凡達二
。這次作為製片人來到奧斯汀 SXSW，帶來

《 瞬 間 》 (Everything Everywhere All At Once,
EEAAO)並舉辦世界首映 world premiere。現在
的楊紫瓊在美國已是家喻戶曉炙手可熱的好萊
塢一線明星！

子天訪談錄於2022年3月18日又採訪了曾

獲得金球獎、火遍全球的電影《五十度灰》系
列女主角Dakota Johnson。她這次擔任製片人，
帶 領 團 隊 參 加 SXSW 新 電 影 Cha Cha Real
Smooth舉辦首映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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