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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多名官員近期染疫 眾院議長
眾院議長、、華府市長也確診
路透社

（中央社）美國民主黨籍聯邦眾議院議長
裴洛西的發言人今天表示，裴洛西確診 COVID-19，成為華府權力高層最新一位染疫人士
。華府市長鮑賽今天篩檢結果也是陽性。
法 新 社 報 導 ， 裴 洛 西 （Nancy Pelosi） 的
發 言 人 哈 米 爾 （Drew Hammill） 在 推 特
（Twitter）上寫道，現年 82 歲的裴洛西已完
整接種 COVID-19（2019 冠狀病毒疾病）疫苗

★申根簽證★ ★認證★ ★公證★

2022 王朝旅遊董事長親自帶隊

★★多条精選歐洲遊★★
★首選黃石、坎昆全包團 讓您樂在其中
6/1-6/10/22 巨環國家公園系列（黃石）
★阿拉斯加、夏威夷、哥斯達黎加
9 月 14 天葡萄牙西班牙深度遊
★暑假熱門多線路美東美西遊 任君選擇

11 月 11 天摩洛哥夢幻之旅

自然博物館門票$10

太空中心門票$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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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且打過追加劑，目前沒有症狀。
日本富士新聞網（FNN）之前獨家報導，
裴洛西將在 10 日訪問日本與首相岸田文雄會
晤後，調整行程訪問台灣。但在染疫後，她率
領的國會代表團亞洲行將因此延後。
除了裴洛西，49 歲的華府市長鮑賽（Muriel Bowser）今天也驗出陽性結果。
白宮表示，79 歲的總統拜登（Joe Biden）

昨晚篩檢結果為陰性。
在上週末華府一場晚宴後，數名與會國會
議員本週相繼確診，拜登內閣中也有至少兩名
成員染疫，為 69 歲的司法部長賈蘭德（Merrick Garland）和 50 歲的商務部長雷蒙多（Gina Raimondo）。
裴洛西在美國總統繼任順序中排名第二，
僅次於副總統賀錦麗（Kamala Harr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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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供應鏈還在崩潰之中
我見我聞我思
Wealee@sc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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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當美國職籃重返中國大陸之時 ,上海及大
陸之疫情正在拉警報， 全球供應鍵及集裝箱仍
然面臨巨大之挑戰。
中美貿易戰及烏克蘭戰火打亂了世界格局
， 面對美國和世界諸多國家之制裁， 俄羅斯正
面臨前所未有之挑戰， 包括德國在內的歐洲國
家表示， 他們不可能和普丁繼續統治的俄羅斯
繼續相處， 換言之， 普丁將把世界帶入紛爭不
斷的混亂狀態。
今天我們的通貨膨脹物價上漲已經是造成
民怨最大之原因， 如果你走進所有商場， 如今
之價格比兩年前至少上漲了三分之一 ，拜登總
統上任以來， 由於面對共和黨及選舉壓力， 也
是束手無策， 面對中國大陸這個制造大國 ，正

如 NBA 總裁蕭華所說，“我們穿的，
用的都是中國制造。”
目前全球之貨櫃船運仍然十分吃
緊， 而且價格高居不下， 比三年前漲
了六倍之多， 許多小型公司仰賴進口
的商業可謂苦不堪言。
大公司如沃瑪等已經在改變策略
， 自租貨輪並擴充儲貨倉 ，大量先行
囤積商品， 以應付貨運及價格問題。
我們要在此再度提醒政府， 如果
情勢繼續惡化，許多依賴中國進口的
小商業必然會關閉， 民怨再起， 民主
黨在年底之选舉也不要指望會選勝了
。

The Global Supply Chain Is
Still Collaps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and the
war in Ukraine are still affecting
the global supply chain and
shipping companies are still
facing huge challenges with

幾內亞共和國駐休斯敦名譽總領事

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thousands of containers being
stalled on ships offshore
worldwide.
Today, Russia is facing
unprecedented
sanctions imposed by
the United States and
many other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including Germany,
whose representatives
said that they, “… just
cannot continue to get
along with Russia under
the Putin rule.”
Rising inflation has
already brought so
much pain to all of us. If
you walk into a
supermarket or retail
store today, almost all
of the prices on the

shelves have gone up at least
twenty-five percent!
Since Biden took over he is
facing great political pressure
from Republicans, but he just can
’t change many of his policies.
As Adam Silver, the NBA
commissioner said, “Every
American uses products
manufactured in China: our
computers, cell phones, clothes,
shoes and toys.” In reality, we
just cannot cut off our
relationship with China.
At the present time, shipping
containers are still in great
demand. The prices have gone
up at least six times already. For
a lot of small businesses, how
can they afford the price hikes
and still survive?

Big companies like Walmart are
already prepared to lease their
own cargo ships and expand
their warehouses to meet the
challenge.
We would like to remind the
government again, that if the
situation continues to deteriorate,
many small businesses,
especially those that depend on
imported products, will be closed
down. This is the reality and also
a tragedy for many families right
now.
We really don’t know where
this government will lead us in
the future. We really need a
Winston Churchill and more
courageous leaders to lead our
nation at this challenging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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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大會將表決 把俄踢出人權理事會
(本報訊)俄軍遭指控在基輔西北方小鎮布查（Bucha）屠
殺大量平民後，美國力推將俄羅斯踢出聯合國人權理事會。
聯合國大會於台北時間 7 日晚間舉行表決，決定是否暫停俄
國在人權理事會成員資格。而此前傳出，俄國駐聯合國代表
團向各國警告，若支持反俄決議將被視為不友善舉動，可能
影響與俄的雙邊關係。
要將俄國從人權理事會暫時除名，聯大 193 個會員國須
2/3 多數票通過才行。據路透報導，俄國駐聯合國代表團發
出備忘錄，敦促各國發聲反對反俄決議，表明不只是支持決
議的國家，投棄權票或不出席會議也都會被視為不友善行為
。俄方會按照投票結果，考慮與有關國家的雙邊關係發展，
以及在聯合國內的合作。
另外，美國財長葉倫在眾議院聽證會上說，應將俄國驅
逐出 20 國集團（G20），否則如果俄方官員與會，美國將抵
制 「一些 G20 會議」。她還說，拜登政府也想要將俄國踢出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但鑑於 IMF 的規則，不太可能

辦得到。
與此同時，據德國《明鏡周刊》報導，德國聯邦情報局
（BND）監聽到的俄軍無線通話，可以為布查鎮殺戮暴行提
供新的佐證。報導稱，俄國軍人在通話中談到了在布查殺害
平民的行為，其中一些細節與在當地拍攝到的某些屍體相吻
合。美國司法部長賈蘭德則說，該部正在協助烏克蘭和歐洲
夥伴以及美國國務院，蒐集有關在烏克蘭發生的戰爭罪證據
。
美國國防部發言人柯比 6 日表示，美國已向烏軍提供了
100 架 「彈簧刀」自殺無人機，他並透露，從 2021 年秋天開
始，美方就開始訓練極少數在美的烏克蘭士兵使用無人機，
他們隨後回到烏克蘭繼續訓練他人。英國《泰晤士報》另報
導，英國國防部考慮向烏克蘭運送 「獒犬」（Mastiff）防護
巡邏車或 「豺狼」（Jackal）裝甲車，可用於偵察或遠程巡邏
。

與莫斯科決裂或保持接觸 北約意見分歧
(本報訊)北約組織（NATO）6 日至 7 日在
比利時布魯塞爾召開外長會議，討論俄烏局勢
。但據美國《紐約時報》報導，面對俄烏衝突
漫長而艱難的前景，北約各國在如何因應下一
階段的衝突，以及如何面對接下來的不確定時
期方面，彼此之存在分歧。據悉，波蘭和波羅
的海國家希望與俄羅斯徹底決裂，並試圖讓俄
國屈服；但法國、德國和土耳其則認為，必須
繼續與俄國總統普丁保持接觸。
北約各國 6 日放出的態度就不盡相同：匈牙

利總理奧班提議普丁與烏克蘭、法國、德國 3 國
領導人到布達佩斯舉行對話，德國也強調將確
保北約不會陷入俄烏衝突，而挪威和希臘分別
宣布驅逐俄國外交官，加拿大則明確表示不會
驅逐俄外交人員。
《紐約時報》6 日報導，2 名西方高級官員
指出，波蘭和波羅的海國家等北約中東歐成員
國希望與莫斯科徹底決裂，並試圖讓俄國屈服
。法國、德國和土耳其等國則希望與普丁繼續
保持溝通，因為俄國絕不會輕易屈服。上述官

員並透露，無論俄軍在烏克蘭的行為是否犯下
戰爭罪，法、德、土等國都希望與普丁繼續保
持溝通。
7 日，北約外長亦預定與 「全球合作夥伴」
的外長舉行會談，其中包括 4 個亞太國家：澳大
利亞、紐西蘭、日本及韓國。這是北約外長會
議首次邀請亞太國家參加，有分析認為，鑒於
美國的核心盟國都參加此次北約外長會談，這
將成為北約參與美國主導的印太戰略的契機。
另外，據大陸央視報導，7 日在大陸外交部

記者會上有記者提問，芬蘭正在考慮加入北約
，中國曾表示反對北約繼續擴張，如果有國家
要加入北約的話，中方會做出什麼反應？大陸
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說，他不回答假設性的問
題。他也接著說，中方在北約東擴問題上的立
場十分明確，北約是冷戰的產物，早就應該成
為歷史。
趙立堅還表示，中方奉勸有關國家在和北
約發展關係時，要謹慎行事。

印度孟買首傳變異株XE 地方當局：尚未證實
(本報訊)印度大城孟買的市政管理機構 「大
孟買市政公司」（BMC）昨天通報發現首例
Omicron 變異株 XE 案例，但地方衛生當局今天
澄清，這則通報尚未獲得中央政府證實。
印度國際亞洲新聞社（ANI）今天引述馬
哈拉什特拉省（Maharashtra）衛生廳官員說，省
政府衛生廳還沒有就此傳聞接到中央政府的證
實，因此省政府衛生廳目前也一樣無從證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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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買即馬哈拉什特拉省的省會。
大孟買市政公司昨天通報，一名已接受過
完整疫苗接種的 50 歲婦女感染了 Omicron 變異
株 XE，很可能是印度第一例通報案例。
但印度中央政府研究機構 「印度新型冠狀
病毒基因聯合機構旗下實驗室」（INSACOG）
則表示，她的檢體尚需由印度 「國家生物醫學
基 因 研 究 所 」 （National Institute of Biomedical

Genomics）作進一步的檢驗。
基於普及的疫苗接種率以及集體免疫效應
，印度近月來 COVID-19（2019 冠狀病毒疾病
）疫情已趨緩穩，大部分省市放寬防疫措施，
包括上街已可不戴口罩。
變異株 XE 現蹤的報導重燃部分印度民眾的
憂慮，但 「印度斯坦時報」（Hindustan Times
）網路版今天引述專家報導，民眾無需緊張，

因為事實上變異株 XE 早已在今年 1 月進入印度
，但也未見掀起波瀾。
根據印度衛生部今晨公布的報告，印度全
國在過去 24 小時內只新增了 1033 例 COVID-19
病例，每日陽性率為 0.21%，尚在治療中的病患
有 1 萬 1639 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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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起內訌 波蘭稱德國是對俄製裁最大路障
綜合報導 歐洲聯盟醞釀
對俄羅斯追加制裁之際，成
員鬧起內讧。波蘭領導人 4 日
公開點名德國總理奧拉夫· 朔
爾茨，指責德國因自身經濟
利益袒護俄羅斯，是對俄追
加制裁的“最大路障”。
俄羅斯對烏克蘭發起特
別軍事行動以來，美國和西
方多國先後宣布對俄制裁措
施，涉及諸多領域。雖然德
國也加入其中，但一直拒絕
對俄實施能源禁運。
這引發同爲歐盟成員國
的波蘭不滿。波蘭總理馬泰
烏什· 莫拉維茨基 4 日在一場
新聞發布會上說，歐盟正在
討論擴大對俄制裁，但德國

德外長：停購俄能源不能馬上止戰

擺脫能源依賴是長期目標
綜合報導 德國聯邦外交部長貝爾伯克表示，立即對俄羅斯實施能
源禁運不能馬上結束俄烏衝突，德國逐步擺脫對俄羅斯化石能源進口的
依賴只能是長期目標。
貝爾伯克參加了德國時事電視節目 Tagesthemen，她表示，德國並不
反對歐盟國家停止從俄進口能源。她說，“聯邦經濟部已經明確表示，
我們不僅在爲全面擺脫俄羅斯化石能源做准備，而且正在大規模地落實
相關行動。”
不過，貝爾伯克坦言，立即實施能源禁運並不能馬上停止衝突。她認爲
，“如果禁運能阻止衝突，那麽我們會立即行動。可現實情況並非如此。”
她還說，德國改變能源進口國對象不應導致“把石油從其他人那裏搶走”，
非洲和東南亞的國家也非常需要石油資源，必須全世界共同做出努力。
德國最大能源企業意昂能源集團首席執行官菲利普· 托恩 5 日說，如
果歐洲聯盟切斷俄羅斯天然氣進口，德國消費者必須爲電力和天然氣價
格大幅上漲做好准備。托恩警告，今年春季，德國天然氣批發價格已經
比去年同期高出 20 倍，電價則高出 8 倍。他說，如果禁止從俄羅斯進口
天然氣，氣價會進一步上漲多少，取決于德國在下一個寒冷季節之前增
加儲備的程度。目前儲備量約爲最大儲能的 25%至 27%。
俄羅斯 2 月 24 日對烏克蘭發起特別軍事行動以來，美國和西方多國
先後宣布針對俄羅斯的制裁措施，涉及諸多領域。與美國出台對俄能源
進口禁令不同，鑒于歐盟高度依賴俄羅斯能源，27 個成員國對是否將制
裁目標擴大到俄能源領域存在分歧。
德國總理奧拉夫· 朔爾茨 3 日說，西方國家或將在今後幾天批准對俄
羅斯施加更多制裁。作爲俄羅斯天然氣進口大國，德國政府迄今反對禁
止進口俄能源。德國副總理兼經濟和氣候保護部長羅伯特· 哈貝克 3 日晚
重申立場，說德國正在減少對俄能源的依賴，但不可能馬上完全擺脫。
不過，德國國防部長克裏斯蒂娜· 蘭布雷希特則認爲，歐盟應該討論停
止進口俄羅斯天然氣的事宜。

星巴克創始人霍華德-舒爾茨
回歸擔任 CEO
綜合報導 星巴克宣布創始人霍華德· 舒爾茨 4 月 4 日回歸，接任首
席執行官一職，並將進入董事會。舒爾茨在回歸後的第一封公開信中表
示，邀請所有利益相關方一起重新勾畫打造這家他一手創造的公司。
根據公開信，舒爾茨稱，“我之所以回到公司，正是爲了與你們所
有人，一起描繪下一個星巴克——一家富有使命感、不斷進化的公司，
一家每個人都能勇于擔當的公司，一家我們齊心協力、爲世界帶去積極
變化的公司。”
同時，舒爾茨還宣布，星巴克將即刻暫停股票回購計劃。“這個決
定，將使得我們可以把更多利潤投入到夥伴（員工）和門店上，也是爲
所有利益相關方創造長期價值的唯一方法。”此前，由于 2021 財年業務
增速強勁，星巴克恢複了股票回購計劃，承諾在未來三個財年向股東返
還 200 億美元。
舒爾茨稱，未來幾周，他將與領導團隊一起到世界各地的門店和工
廠，一起討論如何塑造新一代的星巴克，這樣的討論將延伸至公司內的
各層級夥伴。
公開資料顯示，在舒爾茨 40 多年的首席執行官和董事會主席生
涯裏，帶領星巴克從只有 11 家門店，發展到在世界上 77 個市場超 2.8 萬
家門店。

是擋在前面的“最大路障”
。他呼籲朔爾茨改變立場，
對俄采取更強硬態度。
按他的說法，德國領
導人和政界人士現階段不
能只顧德國企業反對制裁
的 聲 音 ， 而 應傾聽烏克蘭人
的聲音。
莫拉維茨基還把矛頭指
向去年底卸任的德國前總理
安格拉· 默克爾，批評後者自
俄烏衝突爆發以來一直保持
沈默。在他看來，正是德國
最近 10 多年來實行的政策，
導致俄羅斯通過出口原材料
增強了實力。
此前一天，波蘭副總理
、法律與公正黨領導人雅羅

斯瓦夫· 卡欽斯基接受德國媒
體采訪時給出同樣說法。
卡欽斯基不僅埋怨德
國 ，還指責法國對俄“偏
心”。他說：“德國和法
國 一 樣 ， 對俄羅斯有強烈的
偏愛。”
針對波蘭領導人的說法
，德國方面尚未直接回應。
不過，多名德國高官 3 日重申
反對對俄實施能源禁運。
朔爾茨所屬的社會民主
黨領導人拉爾斯· 克林拜爾
說：“立即禁運天然氣將是
錯 誤 道 路 ，這背後有許多原
因。”
德國副總理兼經濟和氣
候保護部長羅伯特· 哈貝克 3

日接受德國電視二台采訪時
表示，德國正減少對俄能源
的依賴，但不可能馬上徹底
擺脫。
歐盟成員國中，德國是俄羅
斯能源的最大買家。按德國
媒體說法，德國數十年來一
直依賴俄羅斯能源，擺脫這
種依賴並非易事。俄烏衝突
爆發前，德國所消耗的化石
燃料中，大約 50%的煤炭、
35%的石油和 55%的天然氣來
自俄羅斯。
德國經濟和氣候保護部
官員奧利弗· 克裏舍爾說，立
即停止進口俄天然氣對德國
經濟的影響會比對俄影響更
嚴重。

法國退休夫婦：退休金八年只漲 2％，被迫放棄吃肉
綜合報導 巴黎法國總統馬克龍在其
尋求連任的競選計劃中宣布，希望將法定
退休年齡提高到 65 歲，並將全額退休金設
爲每月不低于 1100 歐元。奧布省（Aube）
退休夫婦帕特裏克· 加尼耶（Patrick Garnier）和瑪麗琳（Maryline）介紹說，他們每
月的退休金約爲 1800 歐元，在日常生活中
不得不作出取舍。
據報道，66 歲的帕特裏克和 61 歲的瑪
麗琳生活在奧布省巴爾斯河畔呂西尼（Lusigny-sur-Barse） ， 這 是 一 個 距 離 特 魯 瓦
（Troyes）15 公裏的市鎮，約有 2000 名居
民 。 帕 特 裏 克 是 法 國 電 信 （France
Télécom）退休職工，每月領取 1800 歐元
的退休金，他談到，“八年來，退休金只
增長了 2%。”而這是他們唯一的收入來源
，因爲瑪麗琳在秘書部門做了 15 年的兼職
工作，要到明年才能退休，而屆時她每月
只能領取微薄的 250 歐元退休金。
這對夫婦介紹說，他們在日常生活中非
常注意預算，買什麽都要計算價格，不得不
衡量所有的支出。瑪麗琳談到，他們會去多
家超市以便找到最優惠的價格，還擴大了菜
園，最大限度地種植蔬菜，制作罐裝和冷凍
食品。他們在采購食物時必須作出一些犧
牲。帕特裏克談到，“紅肉已經被放棄了
，價格太高了。”瑪麗琳補充說，“我去
本地農産品市場，但我只是看看。”

這對夫婦家中的室溫從不超過 19 攝氏
度，即使這樣，每月的電費和燃氣費賬單也
要花150歐元。他們購買了一輛雷諾卡缤轎
車（Renault Captur），以便去巴黎接六歲的
孫 子 康 坦 （Quentin） ， 在 大 東 部 大 區
（Grand-Est）的財政援助下，他們爲這輛車
配備了E85汽油的油箱，這可以將燃油支出
下降一半。他們還有一輛18年車齡的柴油車
，但恐怕已經無法通過下一次檢查，“這將
節省了汽車保險費。”帕特裏克說。
2021 年，這對夫婦平均每個月能存
400 歐元左右，可是一旦生活中出現一些
小插曲，就無法繼續存錢。瑪麗琳說，
“當需要修理汽車時，或者當我的丈夫不
得不拿出 350 歐元配新眼鏡時，節省下來
的錢很快就被花掉了。”
2021 年底，法國政府爲每月稅後收入
低于 2000 歐元的 3800 萬人發放了每人 100

歐元的“通脹津貼”，但瑪麗琳沒有得到這
筆錢，“我不是公司員工，不是退休人員，
不屬于失業人員，更不算是學生。”法國政
府已經爲收入低于標准但未能領到“通脹津
貼”的人建立了一個專門的平台，以便他們
領取這筆錢，瑪麗琳說，如果她能領到這筆
錢，她想給自己裝一顆假牙。
對于這對夫婦來說，最困難的事情是
要逐漸放棄休閑活動，瑪麗琳說，他們幾
乎不再去餐館了，也許每季度去看一次電
影，“我們很想帶孫子去海邊，但是學校
放假的時候這太貴了。”
法國通脹不斷加劇，他們擔心無法消化
這種物價上漲。他們更擔心的是，如果高齡
父母健康狀況惡化，而且可能越來越難找到
不收取額外費用的專業醫療人員。但帕特裏
克自我安慰道，最重要的是，“我們仍有住
處、能夠取暖、還有食物。”

潛水遇到巨大“海怪”
嘴張開能比身體大三倍，能一口吃掉鯊魚
綜合報導 英國潛水員塞缪 布以來，浏覽量已達到 800 萬 叉對准其中的獵物。精准擊中 道:“不，這種魚實在是太恐怖
爾· 沃德納在 TikTok 上分享了 次。視頻顯示，塞缪爾在大西 目標後，一頭巨大的怪獸從下 了。”另一個人在留言區評論說:
一段可怕的視頻，自 3 月底發 洋一個魚群中潛泳，然後將魚 方的黑暗中出現。然後，當塞 “如果繩索被什麽東西纏繞住，
缪爾試圖將自己的獵物從這頭 然後自己被那個東西拉得很深，
怪獸強有力的嘴中奪過來時， 那我肯定會變得很害怕。”
這頭野獸咬緊獵物走了。
還有一個人說:“夥計，
塞缪爾雖然空手而歸，但 你剛剛釣到了一條海裏最大的
這種刺激的體驗讓他非常高興 魚。它們被稱爲歌利亞石斑魚
。當他回到船上時，他高興地 ，嘴張開時能比身體大三倍，
尖叫起來。
這意味著它們可以吃鲨魚。”
事實證明，這是一只大西洋
這不是歌利亞石斑魚的視
巨石斑魚，也叫歌利亞石斑魚。 頻第一次在網上走紅了。早在
它是地球上最大的硬骨魚類之一 2019 年，一條大白鲨與歌利亞
。這種巨型魚可以長到2米多的 石斑魚搏鬥的鏡頭就在網上引
長度，還能一口吃掉鲨魚。
起了轟動。2016 年的另一段視
不出所料，觀衆們被眼前 頻顯示，一名男子在水下被這
的景象驚呆了。一個人的留言寫 種魚吃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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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部積極推動裴洛西來訪
大陸批嚴重衝擊中美關係
美國眾院議長裴洛西傳本周末訪問日本後，下一步可能到訪台
灣，成為 25 年來首度訪台的美國現任眾議院議長。中國外交部
發言人趙立堅 7 日以 4 個 「嚴重」說法回應，此舉將嚴重衝擊
中美關係的政治基礎，中方對此堅決反對，已經向美方提出嚴
正交涉。
至於外交部發言人歐江安稱，洽邀美國各層級的官員與政
要訪問台灣，一向是外交部對美國工作的重要一環，外交部及
駐美國各館處也一直都積極推動。我國政府一向歡迎美國國會
參眾議員訪問台灣，駐美國代表處也與美國國會友人維持良好
的互動與交流，對於相關人士的邀訪，如果有具體進展，外交

部會在適當的時機對外說明。
趙立堅指出，中方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美台官方往來，國
會也是美國政府的組成部分，如果裴洛西訪台將嚴重違反 「一
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規定，嚴重損害中國主權和
領土完整，嚴重衝擊中美關係的政治基礎，向 「台獨」分裂勢
力發出嚴重錯誤信號。
趙立堅稱，美方應以實際行動履行不支持台獨的承諾，如
果一意孤行，中方必將採取堅決有力措施，堅定捍衛國家主權
和領土完整，由此造成的一切後果必須完全由美方負責。
此外，大陸國台辦發言人馬曉光昨也表示，民進黨頑固推

進台獨錯誤路線 「倚美謀獨」，美國政府和國會一些人不斷挑
釁，違背在台灣問題作出的嚴肅承諾，打 「台灣牌」搞 「以台
制華」，強調台美加大勾連搞分裂活動進一步加劇台海局勢緊
張動盪。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李慶四則分析，連同近日
對台軍售案，美方趁大陸忙於防疫局面製造新危機，讓 3 月
「習拜會」稍微緩和的中美關係又陷入緊張。他認為，裴洛西
若訪台會讓大陸提高對台的軍事嚇阻層級，關鍵是台海長期處
於緊張狀態的話，沒人能保證不會擦槍走火，一旦發生意外，
大陸可能就會順勢解決台灣問題。

53對47票 美參院通過

傑克森將成史上首位非裔女性大法官
（綜合報導）美國聯邦參議院今天以 53 對 47 票，確認 51
歲的傑克森（Ketanji Brown Jackson）將成為史上首位擔任聯邦
最高法院大法官的非裔女性。這不僅是美國的里程碑，也是拜
登的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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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時總統拜登
（Joe Bide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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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新社報導，參議院今天通過程序後，現場響起掌聲。這
項結果也確保白人男性不會在美國最高法院繼續占多數，為
233 年來首見。
根據路透社，3 名共和黨參議員柯林斯（Susan Collins）、
穆考斯基（Lisa Murkowski）、羅姆尼（Mitt Romney）加入民
主黨參議員陣營，投下贊成票。這項程序只需簡單多數即通過
。
傑克森現為哥倫比亞特區聯邦巡迴上訴法院法官。她畢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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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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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警告北京 以俄受制裁為鑑
（綜合報導）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中國是否將效仿出兵台
灣，持續成為美國國會聽證會上的質詢焦點。美國副國務卿雪
蔓表示，俄國受到的制裁應足以讓中國 「汲取教訓」，任何武
力犯台行為都不會被接受。美國財政部長葉倫也說，在任何類
似俄烏戰爭的情況下，美國 「絕對會」祭出同樣程度的制裁，
並籲各界 「不該懷疑美國的能力與決心。」
雪蔓 6 日向眾議院外交委員會表示，美國及盟友自俄國侵
烏以來對俄祭出的種種制裁，應能讓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引以
為鑑， 「我們希望中華人民共和國了解，任何此類行動都將引
發國際社會回應，不僅僅是美國而已。」

雪蔓強調，台灣海峽的安全穩定對美國至關重要，她說：
「根據我們的一中政策，我們不認為以武力奪取台灣是可接受
的。」她指出，過去 40 年來，美國的一中政策以《台灣關係法
》、美中三公報和六項保證為基礎，美國對台灣的承諾堅若磐
石，將協助台灣維持足夠的自衛能力，抵禦任何形式的脅迫。
葉倫在眾院金融委員會的聽證會上表示，美國已就新疆勞
動營與香港議題對中國施行部分制裁，俄國侵烏事件證明美國
能實際行動並使俄方承受嚴重後果， 「不該懷疑我們在其他情
況下也能採取同樣行動的能力與決心」。
另方面，共和黨籍眾議員魯卡斯 6 日提出 「排除中國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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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stracize China Act），一旦中國對台灣的安全或社會、經
濟體系構成任何威脅，中國政府官員將被排除在部分國際金融
組織會議與相關活動外，包括 20 國集團（G20）、國際清算銀
行、國際金融穩定委員會、巴塞爾銀行監理委員會、國際保險
監理官協會、國際證券監察會組織等。
魯卡斯聲明指出，美國不能放任中國以其經濟、軍事力量
脅迫印太地區， 「排除中國法案」向北京發出訊號，若中國侵
略台灣，將面臨來自經濟與金融的責任追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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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全漁聯：

綜合報導 近日，緬泰邊境重
要交通樞紐之一的妙瓦底-高加力
亞洲公路，軍方與民武之間爆發
了激烈戰事。激烈的戰事導致交
通中斷，商人面臨巨大的虧損。
據悉，妙瓦底地區主要出口
花生、洋蔥、濕辣椒等保質期較
短的農産品，因爲不能及時出口
，出口商面臨了困難。在交通運
輸中斷後，依賴邊貿進口産品的
妙瓦底地區，物價翻倍上漲，當
地基礎民衆面臨了困難。
舊朵鄉村地區一名雜貨店店
主表示，現在的物價至少翻了 2
倍，以前 200 萬緬幣可以裝滿一
整車，現在 500 萬緬幣的貨物只
能裝半車。此前，一桶黃箱油的
價格只要 2 萬緬幣，現在已經上
漲到 4 萬緬幣。在道路被封鎖之
前，一天店裏的營收在 50 萬緬幣
左右，現在一天的營收只有 20 萬
緬幣左右。
妙瓦底當地商人表示，邊貿
交通運輸中斷後，當地基礎食品
、日用品及燃油價格持續上漲。
此 前 ， KNU 曾 發 布 一 則 聲
明，從3月27日起，希望民衆不要
來往妙瓦底-高加力亞洲公路，之
後，該公路上幾乎每天都有戰事爆發。期間，來
往該公路的貨車及私家車遭攔截後放火燒毀。
在妙瓦底工作的一名外來民衆表示，物價
持續上漲，我們面臨很大的困難。雖然相關部
門規定，不讓商家炒賣，但進口食品的平均價
格還是上漲了 2 倍。

堅決反對福島核汙水排放入海

緬甸 10 支武裝聯合攻擊一個警局
發射 40 多枚炮彈
綜合報導 薩 林 基 鎮 薩 林 基 警
局 遭 10 支 PDF 聯 軍 ， 使 用 7 門 60
毫 米 迫 擊 炮 ， 發 射 了 40 多 枚 炮 彈
攻擊。
Unity Force Monywa 負責人稱
，4 月 3 日晚 9 點多開始發起攻擊，
共發射了 40 多枚，有造成傷亡，但
詳情不清楚。
薩林基警局，因由 200 名左右軍
警 駐 紮 ， 因 此 ， 包 括 Unity Force
Monyaw, Brother Denfese Force 等 的
10 支 PDF 聯合進行了攻擊。
馬圭省消息，4 月 2 日、4 月 3 日
兩天時間內，棉因鎮內軍方部隊與當
地人民防衛軍爆發戰事，雙方均有傷
亡。
4 月 3 日早上，棉因－巴欣公路
上，軍方部隊遭路邊炸彈襲擊。下午
2 點至下午 5 點，棉因鎮北部，軍方
部隊與當地人民防衛軍聯軍爆發戰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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緬甸一條重要邊貿通道爆發激烈戰事
邊境城市物價暴漲

綜合報導 日本經濟産業相萩生田光一 5 日造訪日
本全國漁業協會聯合會(全漁聯)，與會長岸宏舉行會談
。會談後，岸宏接受采訪時重申反對福島第一核電站將
核廢水排放入海的觀點。
當日，岸宏表示，“堅決反對排放這一點不變”，
將竭誠努力使日本漁業人員能放心地繼續從事漁業。
去年 4 月，日本政府決定于 2023 年春季前後正式排
核汙水入海，這是決定後日本經産相首次前往全漁聯進
行說明。
對于決定排放時全漁聯提出的要求，萩生田以書面
形式作出回答。他表示將遵守與漁業人員方面的承諾，
在未得到相關人士理解的情況下不會排放入海，並稱爲
支援漁業持續發展“將創設超大規模的基金”。
會談中，以福島縣漁聯爲首，青森、宮城、茨城、
千葉各縣漁聯幹部在座。
日本政府決定排放後推進了各項對策，包括接受國
際原子能機構(IAEA)的安全性評估，准備 300 億日元基
金用于發生形象受損時的支援等。
對此，日本全漁聯多次表明“堅決反對”排放的立
場。在決定排放時，全漁聯提出向國民進行說明、漁業
人員的持續經營對策、探討繼續保管處理水等 5 項要求
，並要求回答。
自 2011 年福島第一核電站發生嚴重核泄漏事故後
，核汙水成爲善後處理的重大難題之一。今年 2 月，國
際原子能機構(IAEA)調查團對日本向海中排放核汙水方
案進行評估，檢證其是否安全。
由于當地漁業相關人士反對之聲強烈，日本政府希望
借國際原子能機構的此次調查，消除相關人士的擔憂。

2022年4月8日

，棉因 PDF 表示沒有人員傷亡。
4 月 2 日早晨 9 點左右，棉因鎮
內德格甘村附近，軍方 2 輛 Faw 軍車
遭棉因 PDF 鬣狗遊擊隊使用拉雷襲擊
，造成軍方部隊 1 名營長身亡，3 人
受傷。
4 月 2 日下午 3 點 30 分左右，地
區 PDF 聯軍對駐紮在棉因鎮示範村寺
院裏的軍方部隊，進行了攻擊。激戰
中，MVRS 有 1 名成員死亡，黑豹遊
擊隊有 1 人受輕傷。
黑豹遊擊隊負責人稱，4 月 2
日下午進行了攻擊，時長 2 個半小
時，他們有進行還擊，我們也用
自制炮火攻擊，他們有傷亡，詳
情還不得知，我們雙方，局勢高
度緊張。
據稱，軍方部隊以 1 輛裝甲車等
的優勢兵力，對棉因鎮發動攻勢，因
而戰事將越來越激烈。

老齡化嚴重
日本公司一把手平均年齡創新高
綜合報導 一項針對日本
大中小企業開展的調查顯示，
日本公司一把手的老齡化程度
加深，2021 年社長平均年齡繼
續創新高，超過 60 歲。
日本民間調查公司帝國數
據銀行 1990 年起調查各公司社
長的年齡情況。最新結果顯示
，2021 年全國大約 147 萬家公
司的社長平均年齡 60.3 歲，自
開始這項調查以來連續 31 年刷
新紀錄。
根據這家調查公司的數據
，1990 年日本公司社長平均年
齡 54 歲 ， 2000 年 爲 56.6 歲 ，
2010 年爲 58.4 歲。
這 147 萬家公司中，50 歲
至 59 歲 社 長 占 比 最 高 ， 爲
27.6%，其次是 60 歲至 69 歲，

比例爲 26.9%，70 歲至 79 歲社
長占 20.2%。
這項調查顯示，換過社長
的公司只占 3.92%，這一比例
在 1990 年以來數據中處于較低
水平。
帝國數據銀行公
司指出，社長平均年
齡增加一方面表明不
少經營者依靠長年積
累的經驗繼續領導企
業，也反映出企業經
營層新老交替和接班
繼承進展緩慢。在一
些中小企業，不乏因
後繼無人而被迫停業
的案例。
這家調查公司
建議，隨著全球經

營環境的變化，這些高齡社
長領導的企業有必要啓用外
部人才或考慮並購。
日本人口老齡化問題嚴
重。總務省統計局去年 9 月發

布 的 數 據 顯 示 ， 日 本 65 歲 及
以 上 老 年 人 口 共 3640 萬 ， 同
比 增 加 23 萬 人 ， 占 總 人 口 的
29.1%，是全球老齡化最嚴重
的國家。

台灣新聞

基隆市府分流辦公
花蓮全中運採閉門賽
（中央社）全台疫情延燒不止，基隆市政府
率先宣布 8 日起分流辦公，將在花蓮登場的全中
運也決定採閉門賽，台中市、屏東縣等多個縣市
也宣布暫停跨縣市畢業旅行、校外教學活動。新
北 7 日新增 111 例確診，超過 8 成個案為無症狀，
市府喊話，鼓勵民眾踴躍快篩；另外，北市、高
雄也陸續傳出酒店等娛樂場所出現傳播鏈。
基隆市政府計畫 4 月 22 日舉行城市博覽會，
但全台爆發疫情，據傳，市長林右昌找來各局處
首長討論，朝延期方向擬定對策，今天將對外宣
布。對此，記者致電詢問，但市府方面未接電話
。
基隆市昨再增 41 例，林右昌表示，許多群聚
案收斂中，但中正區某工地群聚案仍令人擔憂，
不斷延伸社區、家庭感染，一口氣增加 15 例，累
計 50 人染疫，為保持市政府能持續運作，市政府
機構今起分流居家辦公。
花蓮昨增 16 例，因再過 8 天即將舉辦全國中
小學運動會，屆時將有 1 萬多名選手與家屬來到
花蓮，縣府宣布賽事均採 「閉門賽」，僅開放隊
職員、教練、選手、裁判及工作人員進入，原訂
16 日選手之夜也將延至 7 月與夏戀嘉年華合辦。
新北市昨新增個案中與三峽案相關達 28 人、

中和相關 4 人，2 群聚案雖已趨緩，但新北市長侯
友宜指出，三峽專案採檢陽性個案 81％無症狀，
鼓勵民眾善用居家快篩，再到社區篩檢站篩檢，
才能阻斷隱形傳播鏈。
台中市長盧秀燕則表示，為保護尚未施打疫
苗或只施打 2 劑疫苗的孩子們及教職員工，4 月
30 日前，高中職以下學校暫停跨縣市畢業旅行、
校外教學活動。屏東縣府昨也宣布各校全面暫停
或延期辦理跨縣市校外活動。
桃園市長鄭文燦特別點名第 5 類長照機構為
高風險族群，將展開長照機構疫苗接種專案，預
計 5 月 15 日前執行完畢。
高雄昨暴增 59 例本土確診個案，再創高雄單
日本土確診數新高，其中娛樂場所傳播鏈延燒，
除了原先公布的雅閣私人會館外，疫情也燒進 2
年前爆發舞小姐檢舉染疫台商的金芭黎舞廳，以
及帝堡 101 會館，該傳播鏈單日共新增 33 例確診
個案。
台北市昨新增 87 例，58 例仍在疫調中，北市
衛生局強調，現在北市已有 9 家酒店傳出案例，
累計 17 例確診，前晚已要求全體人員快篩、全面
環境清消且停業 3 天，呼籲 3 月 27 日起去過中山
區酒店的消費者要加強自我健康監測。

銓敘部：退撫基金在政府排第一
（中央社）退撫基金今年截至 2 月底虧損
173.88 億元，昨天遭退輔會主委馮世寬質疑沒
效率，銓敘部長周志宏反駁說， 「馮主委的認
知與事實有相當的落差」，周志宏說，今年股
市普遍下跌，退撫基金虧損幅度最小，表現居
各政府基金之冠，不應以短期現象評價。
退撫基金 2 月小幅虧損 22.97 億，但今年累
計前 2 月虧損 173.88 億，收益率負 2.4％。馮世
寬昨天受訪時說，他覺得很奇怪，這麼多錢，

應該要找會投資的公司操作，而非公務員操作
， 「我不是批評或不敢批評，應該選擇有效率
的單位做這件事」。
對此，兼任退撫基金管委會主委的周志宏
表示，退撫基金近 3 年加權平均收益率 10.38％
，去年收益率達 11.85％，在政府六大基金中排
名第二，僅次於公保準備金，優於行政院管理
的各政府基金表現。
至於今年前 2 月狀況，他說，雖然因美國聯

準會升息、俄烏地緣政治局勢加劇等因素，導
致全球股市普遍下跌而有虧損現象，但退撫基
金虧損幅度最小，表現居各政府基金第一，不
應以短期現象評價同仁整體表現，否則難免失
之偏頗。
周志宏指出，馮的發言初衷或許基於關心
，但評論內容顯示對政府基金運作的實務欠缺
理解。退撫基金與行政院勞動基金等運作，都
長期委託專業機構經營代操，但也保持部分自

營以分散投資風險；自營部分，由具基金營運
專業背景的公務同仁負責，並有專家顧問協助
擬定投資策略，長期以來與委外的收益率大致
相當。
美前國務卿龐培歐月前來台訪問時，曾傳
達有意爭取退撫基金投資其私募基金，官方雖
否認，立委昨質詢馮世寬的立場，馮說，若那
一刻來臨，他以退輔會主委身分 「堅決反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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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超請辭政務司司長 擬參選特首
林鄭收辭呈已交中央人民政府批准

完善選舉制度後的首場香港特區行政
長官選舉已進入提名期。政務司司長李家
超 6 日見媒體時表示，已於 6 日下午向行
政長官遞交辭職信，若辭職獲得中央人民
政府批准，將參加新一屆行政長官選舉。
行政長官辦公室 6 日發稿表示，行政長官
林鄭月娥 6 日收到李家超的請辭，並已呈
交中央人民政府。李家超即時開始休假。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行政長官辦公室於6日下午3時發稿表示，林鄭
月娥6日收到李家超的請辭，並已根據基本法

第四十八條第五款呈交中央人民政府。李家超即時
開始休假。
李家超 6 日傍晚見媒體時分別以中英文表示，
6 日下午，向行政長官遞交辭職信，辭去香港特別
行政區政務司司長的職務，並請行政長官按基本法
第四十八（五）條，建議中央政府批准他的辭職，
免去其政務司司長的職務。
他在信中說，辭職的原因是“如果我的辭職獲

◆李家超6日傍晚宣布辭任政務司司長，並即時休假。
得中央人民政府批准，我打算準備參加下一任行政長
官選舉”。

感謝特首和問責團隊
李家超表示，感謝林鄭月娥先後（提請中
央）委任他為保安局局長、政務司司長。他感謝各
政治委任官員的團隊合作，亦感謝與其共事的立法
會議員、政府委員會委員、團體、機構和組織等。
李家超並多謝香港市民，“我能夠在政府服
務市民超過 40 年，我感到光榮。我更想藉此機會
感謝多年來與我一起共事的各公務員同事，感謝他
們努力不懈，盡忠職守。”若辭職得到中央人民政
府批准，會盡快和大家交代下一步的工作。

35 年任職警隊各部門

◆李家超和鄧炳強日前視察海關人員包裝防疫包。

根據特區政府網站資料，李家超現年 64 歲，
自 2021 年 6 月起出任政務司司長。李家超於 1977
年加入香港警務處，任職見習督察。他於1997年7
月晉升總警司，2003年5月晉升警務處助理處長，
2007 年 1 月晉升警務處高級助理處長，2010 年 9 月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 李家超日前向“三無大廈”居民派防疫包。

財爺祝老拍檔參選順利

晉升警務處副處長。他曾任職警隊內多個不同部
門，崗位包括刑事部助理處長、刑事及保安處處
長，以及副處長（管理）。
李家超於2012年9月被委任為保安局副局長，
並在 2017 年 7 月至 2021 年 6 月期間出任保安局局
長。在保安局任職期間，他負責制定保安政策，包括
治安、出入境及海關管制、消防及緊急救援、懲教及
飛行服務等，並負責統籌保安局轄下6個紀律部隊和
兩支輔助隊伍的工作。
2022年行政長官選舉提名期由本月3日開始，
至本月 16 日結束。行政長官候選人須獲得不少於
188 名選舉委員會委員的提名，並在選舉委員會的
5個界別中每個界別取得不少於15名委員的提名。
每名選舉委員會委員只可提名一名候選人。下月 8
日，選舉委員會委員將進行一人一票不記名投票，
候選人取得超逾 750 票的支持票，方可在該次選舉
中當選，成為候任行政長官，再由中央政府任命。
早前公開宣稱會報名參選行政長官選舉的還
有冼國林、胡世全、賴紅梅、李稚嘉、蕭德良及李
璧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財政司司
長陳茂波 6 日透過 Facebook 發帖表示︰“行政
長官選舉提名期已展開，標誌着香港將要踏入
一個新階段。欣悉李家超先生已辭去政務司司
長一職，並擬參加第六屆行政長官選舉，祝願
他一切順利。”

各界信李家超夠凝聚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就香港政
務司司長李家超有意參加行政長官選舉，香港
商界、學術界等不同界別人士 6 日表示，相信
李家超會凝聚社會各界力量，義無反顧推動各
種政策和制度改革，令香港更有能力融入國家
發展大局，強化香港經濟活力以及破解深層次
矛盾。
長江集團主席李澤鉅指出，新任特首的目
標，是要令香港安定繁榮，令香港人可以住好
些，有安定的社會才能有繁榮的發展。
香港首位中國工程院院士、粵港澳大灣區
院士聯盟發起人陳清泉表示，新一任行政長官
將是回歸以來真正有條件把“行政主導”落到
實處，應選出中央信任、愛國愛港、有管治才
幹、能團結各方、善於擔當作為的行政長官，
把握好“一國”之下“兩制”互補之道，凝聚
起香港社會各界的力量，帶領香港勇往直前，
迎接政治、經濟、疫情、民生的各種挑戰，再
創輝煌。從黑暴、落實香港國安法及抗疫工
作，李家超為經受考驗的“鐵漢子”，期待下
一屆特首定會不負眾望不辱使命。

議員撐李家超作風硬朗立場堅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政務司司
長李家超 6 日表明有意參加下屆行政長官選舉，多
名香港立法會議員 6 日均認為他是新一任特首的合
適人選。他們指出，從修例風波和抗疫期間李家超
的工作表現來看，他的作風硬朗、立場堅定、有政
治擔當、為人務實接地氣，是忠誠愛國者，也是香
港目前最需要的管治人才。
民建聯副主席、立法會選委會界別議員張國
鈞表示，在行政會議及立法會層面都與李家超有接
觸。李家超在抗擊黑暴期間，展現出政治擔當，任
內推動多項抗疫措施，亦展現出堅決果斷、團結和
應變能力，深信李家超是下屆特首合適人選，並將
全力支持。他期望下任特首須政治堅定及有所擔
當、行事果斷、團結各方力量，為香港定下清晰正
確的發展方向，真正提升管治效能。
工聯會會長、立法會香港島東議員吳秋北形
容，李家超政治可靠，立場堅定，勇於擔當，在抗
疫事務上所展現出的統籌力和執行力，得到各界認
可，相信這有利於他競選新一任行政長官。
經民聯副主席、立法會商界（第一）議員林
健鋒表示，李家超熟悉政府運作，為人有承擔，勇
於面對和解決難題，無論黑暴或新冠疫情，均充分
發揮其領導才能，在維護國家安全工作上十分“硬
淨”且行事果斷，有別於傳統公務員團隊的作風，

正是香港現時最需要的領導人才。

夠忠誠 有擔當 執行力強
新民黨副主席、立法會選委會界別議員黎棟
國認為，李家超有執行和領導能力，工作期間表現
冷靜、對問題的分析仔細，做事有擔當，是一個有
領導能力及執行力的人。除曾在保安局工作外，李
家超亦擔任了政務司司長一段時間，各方面問題都
有涉獵，可見他有辦事能力。
鄉議局主席、立法會議員劉業強表示，李家
超多年來竭誠服務香港市民，具備出色的領導及管
理才能。擔任主要問責官員期間，勇於擔當，恪盡
職守，作風務實，敢於跟反中亂港分子及外國反華
勢力鬥爭，堅決落實香港國安法及擁護“一國兩
制”，是立場堅定的愛國者。鄉議局認為，他是新
一任特首的合適人選，相信他有能力團結香港社會
各界，帶領香港走向更美好的未來。
工聯會副會長、立法會選委會界別議員麥美
娟表示，黑暴期間李家超對內穩定紀律部隊士氣，
對外力抗黑暴衝擊，其後在止暴制亂，籌備及落實
香港國安法，以至執法工作等，都能展現其愛國愛
港的立場堅定、政治忠誠，以及行事冷靜果斷，有
正義感、不畏難、肯做事。
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表示，李家超在修

例風波以及違法“佔中”兩場大型騷亂中表現非常
出色，在維護國家安全、香港治安的領域立下汗馬
功勞。任保安局副局長時，他在面對立法會一眾反
對派議員的歪理時毫不迴避，直斥其非；升任政務
司司長後，他仍以誠懇的態度協助議員為了凝聚民
心、修補社會撕裂展開一系列工作，且非常願意聆
聽議員及市民意見，更以一個務實的態度尋求突破
困難，努力為民生解決問題。只要給他多一點時
間，他一定會匯集各種人才，與他一起為香港開創
新格局。
立法會選委會界別議員陳曼琪表示，李家超
有能力、有擔當、有作為及有認受性。在處理黑暴
和抗疫時，他堅定維護國家安全，堅定全面貫徹落
實“一國兩制”，堅定落實“愛國者治港”，是帶
領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和維護香港長期繁榮穩定
的好人選。
立法會選委會界別議員管浩鳴形容李家超是
外剛內柔、有愛心的人，加上出身紀律部隊執行力
高，面對外國壓制亦立場堅定。
立法會紡織及製衣界議員陳祖恒表示，李家
超在政府不同崗位服務香港超過 40 年，在捍衛香
港的公共和國家安全的工作盡心盡力、克盡己任，
一直堅定不移地落實和擁護香港國安法和完善選舉
制度，絕對是一名堅定的愛國者。

◆青衣方艙醫院 3 月初完工，李家超代表特區
政府視察並接收。
資料圖片

倘疫情轉壞 選委分批投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新一屆香港
行政長官選舉將於下月8日投票。特區政府計劃
因應疫情調整投票日安排，包括將原定2個小時
的投票時間作適當延伸，同時會要求一眾選委按
不同時段分批投票，減少人流聚集。同時，特區
政府正考慮不同的方法，讓因確診需要隔離，或
被列為密切接觸者需要檢疫的選委，可以在隔離
或檢疫期間行使投票權。香港政制及內地事務局
局長曾國衞6日在立法會會議上表示，目前疫情
雖呈向下趨勢，但每日確診數字仍然較高，考慮
到疫情發展形勢，正制訂不同的預案，以確保選
舉安排符合防疫要求，減少人流聚集，讓選舉能
夠順利舉行。

代表委員讚有能力頂住外力干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對於香港政務司
司長李家超有意參選下一任行政長官，多名政界人
士 6 日表示，香港的國家安全和社會安定面對各種
挑戰，李家超在這方面經驗豐富，有決心、有能
力、有承擔頂住任何外在壓力，維護香港繁榮穩
定，為香港經濟民生發展提供了有力保障。
全國政協常委唐英年發表聲明，指李家超出身警

隊，及後擔任問責官員，能力經得起考驗，其立場
堅定，貫徹執行政策。在應對新冠疫情方面，全力
統籌特區政府防疫抗疫，積極推展與內地恢復正常
通關。他讚賞李家超為人務實、接地氣，將有助凝
聚社會共識，是有承擔的愛國愛港參選人。疫情令
社會及經濟出現不明朗因素，更需要有能力、有擔
當的領導及管治團隊，凝聚共識，團結各界，解決

資料圖片

長期的深層次問題。
全國人大常委會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譚惠珠
表示，香港國安法的制定及執行機構的設立只有兩
年，還有很多工作要做，李家超在這方面很熟悉，
相信他得到中央信任，亦很了解香港在這樣的國際
環境中如何維護香港及國家安全，是合適的特首人
選。
T:5.7"

LEGAL NOTICE
These Texas Lottery Commission scratch ticket games will be closing soon:
Game #

Game Name / Odds

$

Official Close of
Game

End Validations
Date

2341

Special Edition Crossword - Overall Odds are 1 in 3.95

$5

4/3/22

9/30/22

2362

Winter Words - Overall Odds are 1 in 4.02

$3

4/9/22

10/6/22

2209

$250 Million Cash Party - Overall Odds are 1 in 3.45

$30

4/21/22

10/18/22

2312

Millionaire Club - Overall Odds are 1 in 3.50

$50

5/4/22

10/31/22

2318

Veterans Cash - Overall Odds are 1 in 4.40

$2

5/18/22

11/14/22

2323

Cowboys - Overall Odds are 1 in 3.79

$5

5/18/22

11/14/22

2324

Houston Texans - Overall Odds are 1 in 3.79

$5

5/18/22

11/14/22

2360

Hit $500 - Overall Odds are 1 in 4.10

$5

5/18/22

11/14/22

2363

25 Days of Winning - Overall Odds are 1 in 3.87

$5

5/18/22

11/14/22

2379

Red Hot $100,000 - Overall Odds are 1 in 4.01

$5

5/18/22

11/14/22

2364

Holiday Lucky Times 100 - Overall Odds are 1 in 3.89

$10

5/18/22

11/14/22

Texaslottery.com is the official source for all pertinent game information. Game closing procedures may be initiated
for documented business reasons. These games may have prizes unclaimed, including top prizes. In addition, game
closing procedures will be initiated when all top prizes have been claimed. During closing, games may be sold even
after all top prizes have been claimed. Must be 18 or older to purchase a ticket. For help with a gambling problem,
ncpgambling.org. © 2022 Texas Lottery Commission. PLAY RESPONSIB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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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外轉隔離 江浙徵6萬客房
轉運前須持24小時核酸陰性證明 8類特殊人員不轉運
香港文匯報訊（綜合中新社及記者 劉凝哲、倪



(

夢璟 北京、上海報道）根據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統
一部署，江蘇、浙江緊急為上海抗擊新冠疫情期間

相關隔離人員提供房源，總量為 6 萬間。房源均為符合國家疫情防控規範的酒店等居住
場所，用於上海已確診的新冠肺炎陽性感染者的密接人員隔離。跨省轉運人員出發前
須持有 24 小時內核酸檢測陰性報告，轉運車輛實行全程閉環管理。

中國國家衞健委疾控局副局長雷正龍6日表示，
上海市疫情處於高峰期，累計報告感染者超
過 9 萬例，發生較多的社區傳播，並外溢到多省多
市，防控形勢非常嚴峻。官方強調，要繼續堅持
“動態清零”總方針不猶豫不動搖，快字當頭，加
緊推進重點地區應檢盡檢、應收盡收、應隔盡隔、
應治盡治。國家衞健委新聞發言人米鋒表示，各地
要加強隔離點和方艙醫院儲備，提升規模性疫情處
置能力，並千方百計幫助群眾解決實際問題。

上海染疫者迄今逾9萬
6 日，上海根據此前第一輪檢測情況，安排進
行新一輪檢測（詳見附表）。根據公布的數據，截
止到 6 日，上海本輪疫情的感染者累計超過 9 萬
例，目前，上海本地收治床位達 4.77 萬張，尚有 3
萬多張即將投入使用。
另據中新社報道，根據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統
一部署，江蘇、浙江將於近日緊急為上海抗擊新冠
疫情期間相關隔離人員提供 6 萬間隔離房。官方表
示，自4日首批人員轉運以來，目前上海市16個區
已陸續開展轉運工作。此次江浙提供的隔離房源，
用於上海市已確診的新冠肺炎陽性患者(包括無症
狀感染者)的密接人員。江蘇、浙江兩地提供的房
源均為符合國家疫情防控規範的酒店等居住場所，
目前已籌措並提供的房源均已按隔離點管理標準完
成各項準備工作，並按要求配備醫護、保潔及相關
工作人員，確保管理和服務到位。

老弱病孕留滬隔離
目前，江蘇已籌措並提供 1.6 萬間，分別位於
南京、無錫、揚州、常州、蘇州、鎮江、泰州、鹽
城；浙江已籌措並提供 2.1 萬間，分別位於杭州、

寧波、台州、紹興、金華、湖州。剩餘房源將於近
日籌措完成。
上海市明確所有跨省轉運人員(包括待轉運密
接人員、駕駛員、隨車工作人員等)，出發前持有
24小時內核酸檢測陰性報告。轉運車輛實行全程閉
環管理，車上人員全程按照轉運市縣要求做好個人
防護。所有跨省轉運人員，須集中隔離 14 天。老
年人、未成年人、孕產婦、行動不便的、患有基礎
性疾病、精神病等不適宜跨省轉運集中隔離的 8 類
特殊人員，不在跨省轉運名單內，由上海本地妥善
落實集中隔離場所，保障好基本生活。據此間官方
表示，下一步，上海市各區將進一步加大運輸資源
調配力度，根據上海市密接隔離人員日結日清的工
作要求，充分使用好江浙支援房源。

隔離人員已陸續入住
“3 日開始，陸續有隔離人員向杭州等地酒店
轉運，我們接到通知後負責安排車輛、人員。”
上海青浦區趙巷鎮一名負責轉運的工作人員 6 日
表示。在杭州，有酒店從 4 日起，已經陸續接待
從上海轉運的密接、次密接人員。杭州千島湖開
元龍庭酒店負責人也表示，酒店 3 日接到作為隔
離場所的通知，迅速進行消殺、培訓、人員安
排、物資準備等，隔離人員 4 日、5 日陸續入住，
目前 274 個客房已基本滿員，“此前我們酒店是
預備隔離場所，已經過多次培訓和演練，所以能
迅速反應，在 24 小時內落實到位。”據報道，該
酒店已經接待相關人員 200 餘名。千島湖另一家
酒店負責人 6 日也向澎湃新聞表示，4 日起陸續接
到由上海轉運的密接、次密接人員百餘人，“據
我所知，千島湖多家酒店這幾天都在為上海有關
人員提供隔離場所。”

吳尊友：中國對新變異株是有準備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奧密
克戎仍在全球肆虐，新型變異株 XE 又引發各界關
注。中國疾控中心流行病學首席專家吳尊友表示，
中國已關注並密切追蹤 XE 毒株在傳播流行範圍、
傳染性、致病性等方面研究進展。他表示，新冠病
毒變異是持續發生的常見事件，中國對於出現新變
異毒株是有準備的。
吳尊友表示，無論新冠病毒怎麼變異，早發
現、早報告、早隔離、早治療這“四早”措施，
廣泛的疫苗接種，以及公眾採取的戴口罩、勤洗
手、勤通風、保持社交距離等個人防護措施，都
能有效地控制疫情。中國專家還密切關注診斷試
劑能否繼續適用新的變異毒株進行實驗室診斷；

現有的疫苗是否能夠預防新變異毒株的感染、預
防重症和死亡方面的效果等。針對備受關注的方
艙醫院問題，北京大學第一醫院感染疾病科主任王
貴強表示，根據《方艙醫院設置管理規範》，方艙
醫院收治標準主要是收治有生活自理能力的 60 歲
以下的無急性發作的基礎病和精神疾病的無症狀
感染者和輕型病例。方艙醫院要配備一定比例的
醫務人員、醫療檢測設備、搶救藥品和氧氣，保
證方艙醫院能夠進行基本的病情監測和治療，以
及病情變化時能夠及時轉診。在方艙醫院的診療
要求方面，有重症高風險的輕型病例，建議使用
藥物治療，尤其是抗病毒治療。一般輕症病人可
用對症支持治療，包括中藥等。

◆為應對當前新冠肺炎疫情，上海正將國家會展中心（上海）改建成又一座方艙醫院，建成後有望提
供4萬張床位。圖為4月5日，工人在國家會展中心內作業。
新華社

上海第二輪篩查安排措施
一 、4月1日至5日期間有陽性感染者的居民小
區（單位、場所），將作為重點地區，實施一
次核酸篩查，主要採用10合1採樣檢測。

三、快遞外賣等從事城市服務保障且尚在流動
中的人員，在屬地實施一次核酸篩查，採
用單人單管採樣檢測。

二、4 月 1 日至 5 日期間沒有陽性感染者的居
民小區（單位、場所），開展一次抗原
檢測。如抗原檢測結果為陽性，需進行
單人單管核酸採樣覆核。

四、之前核酸檢測陽性但正在落實轉運的，不
列入此次核酸和抗原檢測範圍。
來源：新華社

港企踴躍捐款援滬抗疫
香港文匯報訊 近期上海疫情防控形勢嚴峻複
雜，城市戰疫面臨攻堅考驗。新鴻基、太古、太
地、恒隆等多家港企，紛紛向上海捐助數百萬元
不等的資金，用於助力保障城市物資供應、防疫
一線人員慰問等用途，援助上海抗擊本輪新冠疫
情。新鴻基地產主席兼董事總經理郭炳聯宣布，
新鴻基地產及郭氏家族向上海市慈善基金會捐贈
300 萬元（人民幣，下同），全力支持上海抗擊
疫情，助力保障城市物資供應。太古（中國）與
太古地產，亦聯手向上海醫藥衞生發展基金會緊
急捐款 200 萬元，用於慰問上海市衞健委、靜安
區衞健委以及瑞金醫院一線防控人員，及支持上
海市醫藥衞生事業發展。

此外，恒隆地產 6 日亦宣布透過“恒隆抗疫
基金2.0”加碼捐資300萬元，積極支援受疫情影
響嚴重的內地城市，為社區民眾提供防疫及生活
物資。當中包括向上海市慈善基金會捐贈 200 萬
元，用於定向支持上海市靜安區及徐匯區抗擊疫
情。
據了解，“恒隆抗疫基金”自 2020 年首次
成立以來，已捐款逾 2,000 萬元，聚焦為內地及
香港急切的抗疫項目及最受影響的社群提供支
援， 當中包括 2020 年捐資 600 萬元助建武漢雷
神山醫院、年初捐資港幣 600 萬元資助港府“方
艙醫院”營運，並向前線抗疫人員、基層家庭
及獨居長者等提供防疫及生活物資。

上海物資供應努力打通“最後 100米”
上海封控持續，保障人民生
活物資成為重中之重。4 月 6 日，
在上海市疫情防控工作新聞發布
會上，上海市商務委副主任劉敏
表示，生活物資保供確實面臨着
一些困難，特別是終端運力不足
導致配送不及時。截至發稿，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
到，上海部分被封控小區仍面臨物資已運抵，但尚
未派發現象。有人稱看到物資已送抵街道，但街道
轄區內部分小區尚未等來補給。
有寶山地區的居民向香港文匯報記者反映，明
明已經看到寫有“抗疫物資”的卡車滿載貨物駛進



所屬街道，但等到第二日仍未等來物資的派發。詢
問小區居委會及志願者，均答覆尚未接到物資派送
通知。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到，物資配送不及時的
小區，大多面臨運力不足窘境。就上述社區情況而
言，該社區擁有 9,000 多位居民，大量志願者及居
委會工作人員被抽調協助核酸檢測，僅有的兩名留
守志願者，每日幫忙派送居民自行購買、且已由外
賣騎手投放到小區大門口的物資，尚且不及，更別
說進行卸車、登記和物資發放等組織工作。為解決
運力難題，上海不少居民也自發投入到物資派發的
隊伍中去。
劉敏在 6 日的發布會上坦言，目前上海生活物

資保供確實面臨着一些困難，比如跨省物流受到疫
情影響不夠通暢，終端運力不足導致配送不及時，
最大困難是如何送到每家每戶。對於如何解決運力
及配送環節難題，劉敏表示，上海正在各方的支持
下，努力打通堵點，解決難點，想方設法保障好疫
情期間市民群眾的基本生活需要。一方面，暢通物
流、做好貨源組織。在國家部委的協調下，在兄弟
省市的支持下，上海集中力量打通跨省物流節點，
保障生活保供物資能夠順利送達上海。同時依託第
三方城市配送物流企業，積極支持各區建立集採集
配、街道領運分撥、居委社區直送到點的三級聯動 ◆4月5日，保供物資運抵上海某街道，但至6日
網上圖片
保供體系。
◆香港文匯報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道 晚間仍有小區未獲派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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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擁有 800 年歷史古塔翻修後重新開放

英國約克郡，
英國約克郡
，克利福德塔外觀
克利福德塔外觀。
。經過 500 萬英鎊的翻修
萬英鎊的翻修，
，擁有 800
年歷史的克利福德塔即日起重新開放。
年歷史的克利福德塔即日起重新開放。

在河南新鄭舉行
壬寅年黃帝故裏拜祖大典

澳大利亞強風掀起巨浪 民眾海岸邊圍觀

體育新聞

最佳防守球員 獎杯
邱彪為沈梓捷頒發
﹁

46 歲體操老將丘索維金娜再奪冠
歲體操老將丘索維金娜再奪冠::
會繼續備戰亞運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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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鐵員工發起五一不加班
王國材：準備好應變方案
（中央社）台鐵接連發生重大事故，交通部推
動台鐵公司化，迅速擬出草案，不過基層抗議內容
未經充分溝通，台鐵企業工會發起五一勞動節不加
班，台灣鐵路產業工會也宣告支持行動。交通部長
王國材昨表示，工會依法可以五一勞動節不上班，
「祝勞動節快樂，但民眾可能不會快樂」，若真走
上這途，交通部也準備好應變方案。
立法院交通委員會昨邀請交通部與台鐵對 「國
營台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設置條例草案」報告並進
行詢答，時代力量立委陳椒華批評，太魯閣事故迄
今 1 年，台鐵違反《職安法》的違規件數卻創歷年
之最；另新購列車故障不斷，可見台鐵安全問題與
車輛折舊或公司化無關，而是內部管理問題。
陳椒華指出，條例內容不斷強調資產，卻忽略
外界最在乎的鐵路安全，呼籲台鐵安全內部研擬應
該要納入基層參與，並檢討 SOP、教育訓練落實，

才是社會期待的鐵路管理。
王國材受訪時說，他會把交通部可以同意、不
能同意的事項都說明理由，這就是理性溝通，期待
和工會一起面對落實台鐵安全基礎的工作。談到工
會發起五一依法休假，他希望工會能再思考一下，
雖然這是屬於勞工的節日，但台鐵還是以服務乘客
為主。
王國材表示，0402 太魯閣事故周年追思會，有
家屬提到看到交通部把改革案送到立法院，過去 1
、20 年都沒有成功，不知道這次走不走得下去。他
強調， 「我這邊一定會走下去」，希望立委支持。
民進黨立委劉世芳詢問，台鐵工會發起五一不
加班，交通部有何因應機制？王國材回應，若真有
那天，交通部也有準備，將協調遊覽車和公路客運
業者機動支援， 「但希望不要走到這步」。

高鐵基本票價達漲價門檻
台北-高雄多 140 元
（中央社）交通部本月 1 日公告調整高鐵 「政府核定基本費
率標準」為每人 4.313 元／人公里，意即調整後，北高票價將從
1490 元調整為 1630 元。高鐵回應，每年定期檢討政府核定基本
費率，並報請董事會討論。
據悉，高鐵票價調整案除要報請董事會同意外，還要經過交
通部第二道關卡同意，過關機率不高。
交通部日前公告，依據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告之台灣地區消費
者物價總指數計算，2021 年台灣地區消費者物價總指數之年變動
率為 1.96％，及最近一次調整政府核定之基本費率標準（2017 年
）至本年檢討時之台灣地區消費者物價總指數累績變動率為
4.32％ ， 已 達 3％ 以 上 ， 故 調 整 「政 府 核 定 基 本 費 率 標 準 」

（FG2022 年）為 4.313 元／人公里。
另依據 「台灣南北高速鐵路興建營運合約」規定，交通部查
核前一年度 「法定優待票」與 「離峰、通勤及特定旅運需求等差
別定價優惠措施」實際執行值訂定 C1 及 C2，當與最近一次核定
公告結果之差異數在增加或減少 1 個百分點內時，C1＋C2 不予
調整。
今年查核台灣高鐵公司 2021 年 「法定優待票」與 「離峰、
通勤及特定旅運需求等差別定價優惠措施」實際執行值，結果
C1＝7.179％ ， C2＝4.232％ 。 今 年 度 查 核 試 算 之 C1 ＋ C2＝
11.4％，與最近一次（2021 年）核定公告結果 11.2％差異數在 1
個百分點內，故依約本年度 C1＋C2 不調整。

依此基本費率試算，台北到高雄的票價，將可從現行 1490
元調高至 1630 元，漲 140 元。
台灣高鐵公司回應，高鐵費率訂定與調整，是依據高鐵公司
與政府簽定之 「台灣南北高速鐵路興建營運合約」，每年由交通
部依 「台灣地區消費者物價總指數」（GICP）變動情形，定期
檢討政府核定基本費率及對外公告後，依據合約所規範之機制進
行特許公司自訂基本費率之檢討。
高鐵強調，自訂基本費率與票價是否調整，將由經理部門依
照合約相關規定，綜合考量內部之營運成本，外部之社會經濟環
境情勢、市場競爭及供需情形等，進行整體評估後，報請董事會
討論決定。

陳時中坦言 清零已不可能 6月底不會結束
（中央社）新冠肺炎本土病例連續一周破百！中央流行疫情
指揮中心昨天公布本土新增 382 例、境外移入 149 例，本土疫情
再創新高，又以新北市新增 111 例最多，全國已達 17 縣市都有病
例。單日確診人數快速攀升，飆破 531 例，指揮官陳時中強調，
清零已是不可能，更直言疫情到 6 月底不會告一段落， 「如果能
夠到尾巴就很不錯了」，蔡英文今日視察指揮中心。而疫情輕症
化，快篩是社區監測重要武器，未來會往社區發放的方向走，1
周內會與勞動部、經濟部開會，研議初步方案，且不排除徵用快
篩試劑，將其列為防疫物資。
國內昨天新增 382 例本土病例，其中新北市增 111 例居冠，
其次為台北市增 87 例、高雄市 59 例、基隆市 41 例、桃園市也有
28 例。此次亦新增 2 起群聚案，包含嘉義某營區 7 人、花蓮某
Pub 有 7 人。
蘇揆：減災為目標 防疫兼顧經濟
陳時中坦言，觀察目前很多傳播鏈，確診人數都還會持續往
上升，有幾個軍營，也要提高警覺特別注意；而感染個案中，很
多為不同來源，特別是 「娛樂圈」，例如基隆、高雄、花蓮均為
娛樂圈的相關傳播，都是口罩沒戴好，重申進出這些場所，三劑

疫苗一定要打滿。
行政院長蘇貞昌日前拋出 「新台灣模式」，遭台北市長柯文
哲、新北市長侯友宜質疑，現在到底是要清零還是共存？政府要
講清楚。對此，蘇貞昌昨天表示，政府防疫策略以減災為目標，
不追求全面清零，但也不會放任病毒肆虐式共存，會積極防疫，
兼顧經濟與國人生活。
不排除徵用快篩劑 列為防疫物資
對於本土確診數 7 天來累計突破 1400 例 ，陳時中表示，確
診數看起來很多，但每十萬人大約只有 1.1，曲線是平的，和國
外大規模疫情沒辦法比。他並以韓國、紐西蘭、香港等地經驗分
析，疫情大多在 1 到 2 個月後到達高點，國內未來 1、2 個月要特
別小心，並強調 「我們不能期待疫情不起來，但期待是緩坡，對
醫療量能和社會影響比較小」。
隨著疫情升溫，民眾關心目前全國採檢量能，尤其去年採檢
塞車，發生獨特的 「校正回歸」事件，今年會不會重演？陳時中
表示，全世界都有校正回歸，我們速度算快了；指揮中心醫療應
變組副組長羅一鈞則補充，去年本土疫情最嚴峻的五月，檢驗量
能為 2 萬 7682 件，到了六月中，則提升到 8 萬件，昨天最新統計

，已可以達到 19.4 萬的 PCR 檢驗量。
因應疫情輕症化，陳時中強調，未來不會採檢全部都做
PCR，而是與快篩試劑交替使用，且會降低匡列、隔離強度，讓
效率最大化，因此讓檢驗更快速、更便宜，是重要方向，指揮中
心不排除徵用快篩試劑，將其列為防疫物資。
指揮官盼政院同意延長特別條例
由於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治及紓困振興特別條例」將在
今年 6 月底結束，不少立委關心是否要延長？陳時中指出，疫情
到 6 月底不會告一段落， 「如果能夠到尾巴就很不錯了」！將特
別條例停掉，需要很多法規修訂，所以希望延長，如果行政院同
意就會送到立院審議。
指揮中心近期亦推動 「加強社區監測方案」，民眾若因呼吸
道症狀前往看診，可獲得公費快篩試劑，目前有 540 家診所、衛
生所加入，陳時中指出，這是既定的方向，就像這次基隆發放公
費快篩試劑一樣，會往社區發放的方向走，至於要用全公費或透
過共同採購合約把價格壓低，指揮中心 1 周內將與勞動部、經濟
部一起來開個會，研議初步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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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檻低、產品同質化嚴重
汽車洗美企業如何“突圍”
傳統汽車服務店在新一輪的洗牌
中 ，要想謀得一席之地，需要順應時代
發展，充分利用互聯網和數字技術帶來
的時代紅利，走數字化轉型之路，插上
“數字翅膀”。
“最近兩個星期，我們只洗了 12
輛車，給 3 輛車貼了膜，刨去人工、
水電、材料、租金等成本，不僅沒掙
著錢，我還要倒貼，再這麽下去，只
能 關 門 了 ” 。 3 月 31 日 下 午 ， 重 慶 九
龍坡區九龍街道一家汽車美容店的老
板楊勇，看著幾名玩手機的工人，暗
自思量著門店如何增項擴容及轉型升
級。
近年來，隨著我國汽車保有量的不
斷增加，汽車洗美領域成爲汽車産業中
的“黃金地帶”，加之行業准入門檻
較低，無統一服務標准，汽美門店數
量快速增長。天眼查數據顯示，我國
目前有汽車美容企業 210 萬余家。伴隨
日趨激烈的市場競爭、持續升級的消費
需求及經營成本的增加，汽美行業洗牌
在即，衆多汽美店紛紛踏上了數字化轉
型之路。
“錢景”廣闊的“黃金行業”
近日，重慶市統計局、國家統計局
重慶調查總隊發布《2021 年重慶市國民
經濟和社會發展統計公報》(以下簡稱
《公報》)顯示，2021 年，重慶民用車輛
擁有量 837.09 萬輛，比上年末增長 9.4%
。其中私人汽車擁有量 768.23 萬輛，增
長 10.2%。民用轎車擁有量 273.84 萬輛，
增長 7.8%。其中私人轎車 254.56 萬輛，
增長 8.8%。
面對快速增長的汽車擁有量，有著
5 年洗車、維修工作經曆的周春波並不
感到意外。他告訴記者，疫情發生後，
路上的車輛明顯增多，他此前供職門店
的 2 個洗車工位，3 個維保、美容工位經
常“滿員”。因此，他正與朋友一起籌
開一家汽車美容店。

“我特別看好這一行的‘錢景’。”
周春波表示，有關汽車美容的服務可謂
是包羅萬象，小到汽車清洗、打蠟、貼
膜，大到加裝汽車的影音系統，設置、
改裝汽車的機械設備。目前，80%以上
的高級車車主及 50%以上的中級車車主
都有定期給汽車清洗、美容的習慣。一
台 20 萬元的車，每年行程按 1.5 萬~2.5 萬
公裏計算，每年常規養護費用多在 4000~
6000 元，若加上一些增項，費用還會更
高。
在周春波的估算模式下，一個配備
2 名工人以下的小型洗美店平均每天只
需做 800~1000 元的業務就能賺錢，而完
成這一目標往往只需要兩三輛車，甚至
有時候一輛車的費用就遠超這一金額。
曾在天貓養車、途虎養車等企業
從事市場管理工作的徐磊認爲，隨著
“三分修理，七分養”的觀念逐漸深
入車主頭腦，人們對汽車日常清潔護
理、定期美容保養、汽車養護用品采
購、使用等成爲日常消費行爲，推動
了汽車洗美領域成爲整個汽車産業的
“黃金地帶”。
目前，汽車美容所包含的領域，已
經細分到汽車清潔、漆面美容、內飾護
理和其他部件翻新等多個領域。徐磊表
示，在年輕群體日漸成爲購車主體和消
費主體，及日益升級的消費需求導向下
，更個性化、多元化的新汽美領域，將
成熱門“風口”。
傳統洗美店處境尷尬
記者了解到，盡管汽車洗美市場
前景被看好，吸引了大量業內、業外
人士加入，但在經營成本增加、競爭
日趨激烈及消費需求再升級的背景下
，傳統汽車洗美店面臨開、關兩難的
尴尬處境。
楊勇告訴記者，他的門店至今已
經開了 7 年，業務範圍從最開始的只洗
車，擴展到了除改裝以外的所有洗美

業務，門店也經曆了兩次搬遷，面積
擴大了近 3 倍，人手也從最開始的“自
産自銷”，增加至 4 人。
“疫情暴發後，門店業務量急劇下
降，去年，附近又新開了 2 家同類型的
門店，生意就更差了”。楊勇坦承，因
業務不好，去年底，他産生過轉手或關
停門店的念頭，但考慮到在這一行幹了
這麽多年，關停著實可惜，便硬著頭皮
堅持了下來，可如今的收入也只夠維持
基本開銷，掙不著錢。
在楊勇左右爲難之際，其同行兼好
友魯鳴，因與他處境相當，而提出了合
夥開店的建議。剛開始，楊勇擔心合夥
容易産生糾紛，最後不僅不能賺錢，朋
友也會分道揚镳，便拒絕了。可進入 3
月中旬以來，重慶連日的雨水，更讓他
這個以洗車業務爲主的門店業績慘淡。
爲尋求出路，楊勇只得重新考慮如何
“抱團”。
“我 從 去 年 就 在 思 考 門 店 轉 型 的
事，但升級設備、增項擴容需要一大
筆錢，投入後，又擔心虧損，所以遲遲
沒有動作”。楊勇表示，不僅是他，幾
乎所有中小型門店都面臨沒錢“升級”
的窘境。
正處于轉型階段的重慶錦輝汽車美
容服務有限公司負責人余錦輝坦言，由
于行業准入門檻較低，傳統門店定位模
糊，服務質量參差不齊等因素，致使傳
統洗美門店已經不能適應消費者的個性
化需求。同時，中小型門店在客戶管理
、人力資源、産品供銷、售後服務等方
面都缺乏有效的管理。
余錦輝說，持續上漲的租金和人力
成本，以及“互聯網+”與行業深度融
合後對傳統洗美店運營模式的衝擊，在
行業新一輪的洗牌中，或將出現“關門
潮”“合夥潮”。

網+’風靡各行各業，給傳統的汽車
美容行業帶來了機遇和挑戰”。在徐
磊看來，傳統汽車服務店在新一輪的
洗牌中，要想謀得一席之地，需要順
應時代發展，走數字化轉型之路，充
分利用互聯網和數字技術帶來的時代
紅利。
徐磊說，目前，革新設備、技術和
重塑商業模式是傳統汽車洗美門店“破
局”的主要途徑，但對于中小型門店來
說，利用互聯網的優勢，整合市場資源
，打通線下線上雙渠道，打破“熟人經
濟”束縛，拓寬服務邊界，重塑商業模
式無疑是最佳選擇。
據徐錦輝介紹，他的門店轉型之
前，業務來源主要是多年積攢下的老客
戶，隨著 90 後、00 後消費群體的崛起，
互聯網消費方式正成爲主流，門店通過
入駐各大推廣平台引流，建立店內管理
系統，服務溯源追蹤機制等方式，初步
實現了線上下單，線下到店或提供上門
服務的運營模式。
“我們還在探索通過數字化轉
型 ， 讓門店向上與品牌商形成協作
試水數字化轉型
關系；中間與各區域的同行建立協作
“隨著互聯網時代的到來，‘互聯 共贏的聯動機制，打通信息交流渠道

；向下則與本門店及其他技術過硬的
工人建立‘靈活用工’的模式。”徐
錦輝說。
記者注意到，重慶衆多傳統汽車洗
美門店已經與各大互聯網平台展開了深
度合作。重慶北岸聚佳汽車維修有限公
司與天貓養車平台合作，在重慶渝北區
財富東路開設了一家線上下單、線下服
務的綜合性汽車美容店。
該公司負責人熊佳瑤表示，傳統
洗美門店往往不缺乏技術過硬的師傅
，缺少的是引流渠道，與時代接軌的
管理、服務理念和基于大數據分析而
形成的個性化服務內容。與根植互聯
網 行 業 多 年 的 平 台 合作，既能填補門
店的流量缺口，又能進一步優化服務，
實現鎖客盈利。
此外，重慶部分大型汽車美容
店 ， 早在 2018 年前後，便開始了數字
化轉型。如今，這些首批“吃螃蟹”
的店鋪又開始借助數字化工具運營用
戶，不僅在洗美、保養、輪胎等板塊
分別設置了用戶運營崗位，甚至還配
置了數據分析師及算法專家，初步實
現了從“流量思維”到“用戶思維”
的轉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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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屆"恆豐銀行杯
第二屆"
恆豐銀行杯"
"
攝影大賽 開跑
自去年開始每年一度的"恆豐銀
行杯"攝影大賽，3 月 7 日起正式開
始徵稿，截止日期為 5 月 8 日。
"恆豐銀行杯"攝影大賽，主旨
在於徵集優秀的作品收錄於恆豐銀
行的月曆的同時，加強企業同社區
的緊密聯繫。去年的第一屆恆豐銀
行杯攝影大賽的成功舉行，受到廣
大民眾的喜愛與好評，所有得獎作
品都登錄使用在了今年的臺曆上，
讓所有獲獎作品的拍攝者興奮不已
。
2023 年為恆豐銀行建行 25 周
年，為慶祝恆豐銀行成立 25 週年
，此次大賽主題為恆豐銀行大樓外
景彩色攝影作品。今年的攝影大賽
將延用去年的評選模式，繼續開設
網路投票和現場評選兩種方式。相
關評審將由主辦方、專業攝影人士
及相關協辦人員組成，對每幅作品
採取現場打分製，分高者勝出。本
次大賽將現場評選出 9 幅優秀作品
，每幅將獲得獎金 $200 元。同時
也將繼續採用網上投票的方式，評
出本次大賽“網路人氣獎“ 一名，將
獲得獎金 $200 元。所有參賽者將獲得
恆豐銀行精美禮品一份。
為使攝影愛好者能夠籍此機會拍
出較好的建築攝影作品，我們將邀請

休斯頓相關的攝影老師舉辦“城市建
築攝影技巧”和“建築攝影後期製作
技巧”兩次主題攝影講座活動，具體
時間及地點另行通知。
本次大賽面向休斯頓本地的攝影
師及攝影愛好者，即日起開始報名，

煩請發郵件到 pr@afnb.com 或致電恆
豐 銀 行 713-596-2888 向 Jennifer
Zhou 或 Ivy Tang 索取報名錶及比賽規
則說明。

康明藥局提供免費新冠病毒測試盒 ，
康明藥局提供免費新冠病毒測試盒，
希合乎資格人士前來領取
聯邦政府於四月
四日決定為所有持有
聯 邦 政 府 MEDICARE
紅藍白卡的受益人提
供每月最多 8 個的免
費新冠病毒測試盒。
這樣可以讓大家在短
時間內做出對自己最

好的選擇。
康明藥房有大量
的新冠病毒測試盒。
歡 迎 有 MEDICARE 保
險的民眾帶您的紅藍
白卡前來領取。藥房
還有不同種類的新冠
疫苗，歡迎大家前來

接種。康明藥房電話
： 713 772 7700。 地
址 ： 9630 Clarewood
Dr, Ste A3, Houston,
TX 770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