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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斯科號沉沒 烏國防部狂嗆俄軍
路透社

（中央社）在俄羅斯承認黑海艦隊旗艦 「
莫
斯科號」巡洋艦（Moskva）沉沒後，烏克蘭國
防部 15 日在推特上發文嗆聲， 「
提醒」俄羅斯
海軍黑海只是被禁止進入， 「
你們還浮著的艦隊
仍有路可逃」。
在俄烏戰爭爆發後，土耳其已根據 1936 年
的《蒙特魯公約》（Montreux Convention）規定
，限制軍艦不得通過博斯普魯斯海峽（Bosphorus Strait）和達達尼爾海峽（Dardanelles Strait）
進入黑海。

俄羅斯國防部週五表示，晚間成功用巡弋飛
彈 (Cruise missile)襲擊基輔周圍一座軍事目標，
而且此次攻擊時間點是在俄黑海艦隊旗艦 「
莫斯
科號」（Moskva）爆炸後不久發生的。
根據路透社報導，早前莫斯科號遭烏軍飛彈
摧毀，原本火勢已漸趨緩，不過卻在被拖回港口
的途中沉沒。報導指出，就在莫斯科號被運回的
過程中，遠方傳來一聲劇烈砲擊，俄國防部稱成
功擊中基輔周圍一間負責製造與維修導彈的軍事
工廠(Vizar Factory)。

此外，俄當局進一步補充， 「
14 日，我軍
於領土內襲擊了一架烏克蘭 Mi-8 直升機，也順
勢殲滅了逾 30 名波蘭傭兵。」
兩名歐洲官員 15 日告訴 「
有線電視新聞網
」 （CNN） ， 美 國 國 務 卿 布 林 肯 （Antony
Blinken）表示，根據評估，美國認為烏克蘭與
俄羅斯的戰爭可能持續到 2022 年底。
歐美官員向 CNN 表示，很難精準預測戰爭
究竟會持續多久，但沒有跡象顯示俄羅斯總統普
丁（Vladimir Putin）的最終目標已經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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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國際區新開商店剪綵
祝賀年輕朋友創業
我見我聞我思
Wealee@scdaily.com
04/
04
/15
15/
/2022

在休斯敦國際區發展, 是我們努力之重要目
標, 隨著疫情之漸缓, 社區餐飲生意正在不斷復
甦之中。
今天我和德州州議員何伯，市議員托姆斯
共同代表國際區來到百利大道為雪莉小姐獨資
開辦之法式茶餐室剪綵， 歡迎她參加到國際區
大家庭， 雪莉自休斯敦大學畢業之後， 因對飲
食文化之熱愛， 決定創業開設首家法式餐廳，
她的夢想終于在今天實現。
二十年前， 國際區位於休斯敦西南區可謂
一片荒蕪之地， 有鍳於新移民之大量湧入， 我
和何伯議員發起成立國際區以爭取在百利大道
及週邊各大街道方圆十三哩之地方，向州議會

申請為國際區， 當初我們挨家挨戶向商家说明
， 如果我們要美化街道， 加強治安， 自立更
生 ，並希望大家支持成立國際區管理委員會，
要求政府撥出特別預算， 當時在州議會中有許
多人反對 ，但経過冗長之討論终於在一年後通
過， 並得到州長及市長之簽署而正式成立徳州
休斯敦國際區， 每年近一百七十萬元之預算，
進行各項加強治安， 改善环境， 招商等工作。
十多年過去了， 今天我和何伯州議員再度
在國際區百利大道上為許多新店剪綵， 回首当
年我們的艱辛努力，把荒地變成商塲和店家，
心中有無限的安慰和感觸 ，雖然我們並未撑握
整治國家之大計， 區區一個國際區也算是小兵

成大功，為社會盡一份薄力了。

We Cut The Ribbon In The
International District
We were so happy to join the Grand Opening
and Ribbon Cutting of the Baguette & Tea
store on Bellaire Blvd. in the International
District yesterday.
Joining us were State Representative Hubert

Vo and City Councilwoman Tiffany Thomas
and a representative from Commissioner
Cagle’s office.
Congratulations to our younger generation for
starting a new business after the pandemic.
We are seeing that the economy is constantly
recovering.
Shirley is the owner of the business. She told
me that after she graduated from the
university, because she loves the food
culture, she decided to open the restaurant
and her dream finally came true today.

幾內亞共和國駐休斯敦名譽總領事

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Twenty some years ago this location in the
southwest part of the city was described as a
“deserted place.” There was a large influx
of new immigrants there that had moved in.
State representative Hubert Vo and many
community leaders initiated the effort to

establish a special international zone to
promote businesses in the area. After we
visited many businesses door-to- door, we
got enough petitions to support the
international zone. Hubert finally sponsored a
bill in the Texas House. After almost one
year, we finally got the bill approved to
establish the 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District. Since then, we had a more than $1.7
million dollars budget to strengthen the public
security, improve and beautify the streets and
attracted more businesses to our district.
Almost twenty years later, Hubert and I
walked along the International District again.
We felt so proud and comfortable in our
hearts. We are like the small soldier trying to
build a small community. We saw many
people with smiles on their faces in the
district. We hope for them the best of succ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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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法國總統大選後
歐盟再就俄石油禁運協商
(本報訊)歐洲官員正在草擬禁止進口俄羅斯石油產品
的計畫，這是懲罰俄國入侵烏克蘭目前最具爭議的措施，
據信歐盟 24 日後才會就是否禁運俄石油協商，以免影響法
國總統大選。
「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報導，歐盟這
個月初首度禁止進口俄國煤炭，在過渡期 4 個月後才會生
效。歐盟官員和外交官表示，歐盟現在可能會對俄國石油
分階段實施禁令。此作法尤其讓德國有時間安排替代的供
應商。
俄羅斯總統蒲亭（Vladimir V. Putin）昨天坦承，西方
國家已經實施的制裁，傷害了俄國重要的能源產業。
官員表示，最快將在法國總統第二輪投票 4 月 24 日後
，歐盟各國領袖才會對石油禁運令提案進行協商，以確保
石油價格上漲的影響不會拉抬極右派國民聯盟（RN）瑪
琳．雷朋（Marine Le Pen）和損害現任總統馬克宏（Emmanuel Macron）的選情。

在俄羅斯準備重新對烏東發動攻勢之際，時間表就跟
禁令細節一樣重要，也顯示需要邊緣策略來說服所有歐盟
27 國同意採取先前無法想像的措施。
但因未獲授權討論此事而要求匿名的官員和外交官表
示，他們認為儘管沒有所謂的觸發事件發生，像是布查鎮
（Bucha）屠殺案這樣的另一個重大新聞事件，感覺歐盟
依舊會採取這項措施的可能性愈來愈強烈。發生像是布查
鎮屠殺案這類型的事件，可能會推動決定落實石油禁令。
歐盟正面臨盟友要求停止向俄國買石油的龐大壓力。
歐盟從俄國 2 月 24 日入侵烏克蘭至今，已經實施 5 輪嚴厲
的金融制裁。目前歐盟不考慮禁止進口俄國天然氣，因為
它們依然對重要的歐洲經濟體相當重要，尤其是德國。
但也有少數歐盟國家對於禁止進口俄國石油，將帶來
的經濟後果準備不足。俄國是歐盟最大石油供應國，2020
年歐盟 1/4 的原油和石油產品供應來自俄國。

穆迪稱俄國恐已債務違約 俄擬擴大盧布支付石油
(本報訊)國際信用評級機構穆迪表示，俄羅斯可能已經主權
債務違約，因為莫斯科已嘗試用俄國貨幣盧布支付以美元結算的
公債。克里姆林宮今天則說，俄國還想擴大要求能源出口以盧布
支付。
俄羅斯副總理諾瓦克（Alexander Novak）今天則在內閣刊物
中表示，已有數名俄國天然氣的買家同意轉為用盧布支付， 「我
們預期其他進口商將跟進」。但他未透露那些買家的身分。
路透社報導，俄羅斯有 2 筆美元公債 4 日債務到期，但莫斯
科當天卻以盧布償還。這 2 筆債券到期日分別在今年和 2042 年。
穆迪（Moody's）14 日發布聲明表示，若俄羅斯 「未在 5 月 4
日之前彌補，也就是寬限期截止時，那麼按照穆迪的定義，便可

能被視為違約」。 「債券合約並未包含可用美元以外其他任何貨
幣償付的條款。」
自從俄羅斯 2 月底侵略烏克蘭後，制裁措施造成它被排除在
西方金融體系之外，主權債務違約將會是至今最明顯後果。若莫
斯科被宣告債務違約，將是 1917 年布爾什維克革命以來俄國外
幣公債首次重大違約。
穆迪指出，儘管俄羅斯在 2018 年以後發行的國際債券，有
些允許在某些條件下可用盧布支付；但在那之前發行的國際債券
，例如今年和 2042 年到期的債券，都不接受盧布償付。
俄羅斯財政部今天並未回覆置評要求。俄國財長希魯阿諾夫
（Anton Siluanov）本月稍早曾告訴俄國 「消息報」（Izvestia），

莫斯科若被迫債務違約，將採取法律行動。
由於俄羅斯目前無法也不願在國際市場發債籌資，因此債務
違約象徵意義較大。俄國在冷戰結束後嘗試融入西方金融架構，
債務違約將為這場努力劃下紛擾句點。
另一方面，克里姆林宮（Kremlin）發言人培斯科夫（Dmitry Peskov）今天在一場記者會上表示，蒲亭已設定一套 「有系統
且按部就班的方法」來拓展盧布使用，但相關細節和實行時間離
確定還有一段距離。
蒲亭 14 日表示，盧布在俄羅斯出口貿易扮演的角色應該提
升。莫斯科已表明要改為要求以盧布支付天然氣供應，而這類客
戶主要在歐洲。

(本報訊)北韓官方媒體報導，北韓今天慶祝建國領袖金日成
誕辰紀念日太陽節；但報導卻未提及任何閱兵活動。這引發外界
揣測，平壤何時才會舉行閱兵來展示最新武器。
法新社報導，已故的金日成是北韓現任領導人金正恩的祖父
，太陽節是金氏政權最重要的節日之一。這天到來之前，北韓官
媒會不斷報導相關慶祝活動，包括發行紀念郵票、燈會、舞會和
獻花等。
平壤 3 週前才進行歷來最大範圍洲際彈道飛彈試射，這是金
正恩手中最強大武器 2017 年以來首度全射程試射。

北韓今年來不顧制裁，數度突襲式進行破紀錄的武器試射，
並在 3 週前這場試射達到高峰。這也意味北韓暫停長程和核子武
器試射的自我約束已經結束。
分析家及南韓、美國官員原先普遍預期，平壤今年會在 15
日太陽節舉行閱兵活動揭露新武器，或甚至試射北韓遭到禁止的
核武。但北韓官媒今天都未提及任何這類活動。
專門報導北韓的南韓新聞網站 「北韓新聞」（NK News）表
示，根據他們在北韓境內的消息來源，昨天午夜過後不久，平壤
可聽見直升機和戰機低空飛過的聲音，暗示可能已舉行過一場夜

間閱兵。
另一位專家則認為，平壤目前似乎很可能要到 25 日才舉行
主要閱兵活動，當天是金日成創建北韓人民革命軍的紀念日。
北韓大學院大學（University of North Korean Studies）教授
梁茂進（Yang Moo-Jin）告訴法新社： 「由於兩個紀念日只相隔
10 天，要在兩個場合都舉行閱兵似乎有點困難。」
在昔日太陽節，平壤會在閱兵結束後幾小時才在國營電視台
播放片段，且事前也不會在官方報紙預告。

北韓紀念金日成冥誕 官媒未報導閱兵引發揣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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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世界為俄羅斯挺身而出
為西方製裁開辟了新的前景

綜合報導 西方制裁爲俄羅斯與阿拉
伯國家之間的合作開辟了新的前景——
從武器貿易到 IT 專家的遷移。俄羅斯國
家務實地看到他們現在和未來的好處,雙
方合作互惠互利，以武器換取食物。
在最近關于俄羅斯被排除在聯合國人
權理事會之外的投票中，100個國家支持俄
羅斯的立場：58個國家棄權，24個國家投
票“反對”，18個國家沒有參加投票。
這份名單包括許多阿拉伯國家，包
括遭受西方制裁的伊朗和蘇丹，因內部
衝突而四分五裂的伊拉克和黎巴嫩，以

及正在經曆內戰的也門和敘利亞。阿拉
伯《半島電視台》指出，自蘇聯時代以
來，所有這些國家都一直在與俄羅斯建
立良好關系。
只有利比亞不在名單上，與長期的
友誼相反，利比亞投票“贊成”將俄羅
斯排除在聯合國人權理事會之外。
對阿拉伯國家來說，俄羅斯即使受
到西方的制裁，也可以提供認真的合作
。最重要的是，軍事和武器。
俄羅斯是世界上最大的武器出口國
之一。他們的主要買家包括埃及和阿爾

北約秘書長：
北約計劃在歐洲東翼邊境永久駐軍
綜合報導 北約秘書上斯托爾滕貝格表示，爲應對俄羅斯對烏克蘭
采取的軍事行動，北約考慮在東翼邊境永久駐軍。
在接受英國《星期日電訊報》采訪時，斯托爾滕貝格透露，北約的
軍事指揮官正在制定在北約東部邊境地區永久駐軍的計劃。他指出，目
前北約東翼邊境有 4 萬名士兵，幾乎是俄羅斯對烏克蘭開展軍事行動前
的 10 倍。
“我們現在看到的是一個新現實，是歐洲安全的新常態。因此，我
們現在要求我們的軍事指揮官爲‘重置’提供選項，即北約的長期適應
。”斯托爾滕貝格表示。“我預計北約領導人將在 6 月在西班牙馬德裏
舉行的北約峰會上就此作出決定。”
斯托滕貝格還稱，在“重置”的同時，北約夥伴國家必須增加國防
開支。
斯托爾滕貝格在北約成員國外長會上表示，北約國家正在向烏克蘭
提供數量可觀的“更爲先進”的重型武器裝備，預計與會各方將在本次
會上做出更多承諾，進一步加大對烏克蘭的軍事支持力度。
在 6 北約外長會上，斯托爾滕貝格“拉攏”芬蘭和瑞典，稱這兩個
國家一旦提出加入北約的申請，所有北約成員國都會表示歡迎。他還強
調，芬蘭和瑞典在軍事領域已經符合北約相關標准。

洪災後還到法國度長假
德國家庭部長辭職
綜合報導 “僅在任 124 天”，德國《法蘭克福彙報》報道稱，德國
家庭、老年、婦女和青年部長安妮· 施皮格爾宣布辭職，以期平息其去
年夏天德國發生“世紀洪災”後還到法國度長假引發的批評。據悉，施
皮格爾系朔爾茨政府上任後首位辭職的部長。
施皮格爾表示，“由于政治壓力，我今天決定辭去部長一職，
這樣做是爲了避免對內閣造成傷害。”德媒稱，所謂的政治壓力主
要來自其所在的綠黨黨內，包括外長貝爾伯克在內的 6 名黨內高級
領導人上周一致投票決定“施皮格爾應該辭職”。最先曝光施皮格
爾度假醜聞的《圖片報》稱，她其實不想辭職。10 日晚些時候，她
還在媒體前大打“親情牌”，希望保住部長一職。她先就度長假一
事發表道歉聲明，又稱此舉是因爲丈夫 2019 年中風後需要放松，疫
情期間照顧 4 個孩子壓力也很大。盡管如此，要求她辭職的呼聲仍
越來越高。
2021 年夏天，德國遭遇世紀洪災，災情嚴重萊茵蘭-普法爾茨州有
130 多人喪生。但時任環境部長施皮格爾卻在洪水發生 10 天後，攜全家
前往法國，度假長達 4 周，其間僅到阿爾河谷災區考察一次。醜聞曝光
後，各方一致要求其辭職。
更讓民衆不滿的是，施皮格爾辭去部長後還將獲得 75600 歐元（約
合 52 萬元人民幣）巨額過渡津貼，相當于德國普通員工近兩年的工資。
德國聯邦納稅人協會副主席耶格表示，只要擔任部長一天後就可獲得巨
額過渡性津貼的政策完全不合理。該協會要求德國政府修改這一爭議政
策。

及利亞，它們被俄羅斯武器的多樣性和
廉價性所誘惑。
此外，自蘇聯時代以來阿拉伯國家
一直在與俄進行武器交易。例如，埃及
仍然裝備著蘇聯 T-54，T-55 和 T-62 坦克
，Mi-8 直升機，MiG-21 飛機，BMP-1 步
兵戰車，飛行腿導彈系統等等。當然，
所有這些都由俄羅斯軍事專家提供服務
，還有俄羅斯許可證生産的武器。
阿拉伯國家對高質量和廉價的俄羅
斯武器非常感興趣，他們甚至准備用當
地貨幣或易貨貿易來支付。例如，阿爾
及利亞和埃及可以向俄羅斯提供農産品
以換取武器：兩個阿拉伯國家的 出口幾
乎 80%是熱帶水果和蔬菜。
半島電視台寫道，俄羅斯和阿拉伯
國家還有許多其他接觸點：從旅遊業到
聯合太空計劃。例如，早在 2017 年 10 月
，沙特國王薩勒曼· 本· 阿蔔杜勒· 阿齊茲
訪問莫斯科期間，兩國就空間探索及其
和平利用領域簽署了一項協議。此外，
兩國開始在開發 Glonass 衛星導航系統方

面進行合作。2019 年，在普京總統訪問
利雅得期間，宣布了一名沙特宇航員向
國際空間站的發射。
阿拉伯世界不打算爲了遵守西方制
裁而犧牲的另一個重要領域是核能。現
在俄羅斯正在埃及建造該國第一座核電
站“Ed-Dab'a，計劃在 2026 年投入運營
。該電站將爲埃及北部省份提供電力，
那裏的工業正在迅速發展，人口正在增
長。該項目將耗資近 290 億美元，其中
85%由俄羅斯方面貸款資助。建設完成
後，俄羅斯原子能公司將向該核站提供
鈾燃料。俄羅斯原子能公司在阿拉伯世
界的主要競爭對手是美國西屋電氣和法
國法國電力集團。
現在，阿聯酋巴拉卡核電站正在建
造 2 台反應堆裝置。此外，與俄羅斯的
“Ed-Dab'a”不同，該項目沒有團結起來
，而是分裂了阿拉伯世界：卡塔爾反對
在阿聯酋建造核電站，指責阿聯酋“對
地區穩定和環境構成嚴重威脅。
阿拉伯國家對俄羅斯遊客非常感興

趣：例如，在埃及，面對貨幣危機，歡
迎俄羅斯人赴埃及旅遊。
阿拉伯國家對俄羅斯 IT 專家的成就
非常感興趣，許多 IT 公司現在正在積極
遷往阿聯酋，但該地區的其他國家也對
俄羅斯在密碼學和計算機安全領域的發
展感興趣。
另一個不尋常的合作領域是加密貨
幣。據路透社報道，俄羅斯（以及白俄
羅斯）億萬富翁曾經將金融資産保存在
瑞士銀行，現在正將他們從那裏轉移到
迪拜。這種財富從瑞士到迪拜的轉移正
值人們擔心，由于歐洲和美國實施的制
裁，瑞士政府將凍結俄羅斯資産。
提供加密貨幣服務的迪拜公司已經
記錄了數十億美元的訂單，以償還數十
億美元的加密投資。
阿聯酋的俄羅斯加密貨幣愛好者正
在積極購買房地産。所以，面對美國制
裁，阿拉伯國家並不打算殺死這樣一只
下金蛋的肥雞，而是積極與俄羅斯展開
各項經濟合作。

亞洲新西蘭基金會：
新西蘭是時候與亞洲重建聯系了
洲重建聯系了！
！
綜合報導 據報道，亞洲新西蘭基金
會(Asia New Zealand Foundation)執行董事
德雷珀(Simon Draper)近日公開呼籲新西蘭
應盡快與亞洲重建溝通聯系，否則將面臨
被排除在外的風險。
新西蘭並非唯一一個在選擇開放以獲
取經濟利益和選擇保守方法來應對新冠肺
炎疫情之間抉擇困難的國家。德雷珀表示
，在之前新西蘭亞洲基金會在與 15 位亞洲
榮譽顧問舉行的網上會議上，亞洲的一些
代表也表達了類似相同的感受。
“一方面，我們聽說亞洲的一些地區
有‘恢複正常’的願望。另一方面，也有
人警告說，隨著病毒變異，‘中斷’可能
會繼續，需要(與外界)重新連接。”
德雷珀介紹，他們的榮譽顧問們來自
商界、學術界、外交界和政界，對亞洲的
發展有著深刻的了解。他們不僅代表了一
些非常偉大的思想和企業，而且他們也關
心幫助新西蘭。“這次會議使我們能夠更
好地了解亞洲的實際情況。”
德雷珀表示，這次會議傳遞出的一個

明確信息是
，不要低估
疫情和俄烏
局勢所造成
的結構性衝
擊。“從供
應鏈到國防
安全，我們
不可能回到
2020 年前的狀態。”
“今年，我們基金會將通過重訪亞洲
計劃，試圖解決這些實質性的問題，重新
審視新西蘭的態度定位。”
德雷珀表示現在是時候與亞洲重建聯
系了，如果新西蘭不這樣做，將面臨被排
除在外的風險。“曆史聲譽資本只能讓我
們走到這一步，而且很多事情正在發生變
化。盟國關系正在經受考驗；關系的形式
也在變化……”
對此，德雷珀認爲要積極投資于人際
關系，走到該地區，重建新西蘭人和亞洲
國家之間的聯系。

“除了重建商業聯系之外，我們的名
譽顧問談到了在直接貿易之外建立聯系的
必要性。”德雷珀說，他們強調青年、教
育、藝術、媒體和體育對加強關系的重要
性和價值。事實上，有幾位顧問曾慷慨地
爲新西蘭年輕人的教育計劃投資。“有一
個明確的信息，那就是這些聯系現在比過
去更重要。”
“總的來說，我們的亞洲榮譽顧問強
調，沒有人知道亞洲的未來會是什麽樣
子，但它肯定會與疫情之前不同。新西蘭
需要社會各階層都參與到與亞洲的聯系中
來，以適應正在發生的快速變化。”

“比疫情更大的危機”：斯裏蘭卡面臨“藥荒”
綜合報導 我在術後本來應
該持續換藥的，但醫生說沒藥
了，我只能回家慢慢休養”。
在斯裏蘭卡生活的劉浩對記者
訴苦道。由于陷入財務危機，
斯裏蘭卡的民生問題日益堪憂
，除了糧食價格不斷上漲，就
連一些基礎藥物也出現了極度

匮乏的情況。
據報道，政府醫務人員協
會（GMOA）秘書塞尼爾· 費爾
南多日前表示，由于藥品日益
短缺，衛生部門正面臨比新冠
疫情更大的危機，237 種藥品出
現短缺。據悉，GMOA 甚至專
門開設了一個捐贈藥品和醫用

消耗品的門戶網站。
4 月 8 日，斯裏蘭卡醫學委
員 會 （SLMA） 就 醫 院 基 本 藥
物、試劑、設備和耗材嚴重短
缺向總統戈塔巴雅· 拉賈帕克薩
致信訴苦。SLMA 在信函中說
，“我們已經開始與我們的成
員討論，通過謹慎使用，盡可
能長時間地保存現有的藥品和
消耗品庫存（這可能只是一個
非常短期的解決方案）。”
近日，斯裏蘭卡正經曆自
1948 年獨立以來最嚴重的經濟
危機，該國 3 月份食品通脹率
甚至已經超過 30%。記者在當
地觀察到，幾個月以來，斯市
場上大米、奶粉、面粉、木豆
等食品的價格持續上漲，且經
常出現供給不足，在首都科倫
坡的幾家超市裏，記者經常能
看到推著滿滿一購物車大米和

面粉“囤貨”的民衆。一些民
衆表示，大米的價格已經升至
“無法承受的水平”。
在科倫坡從事司機工作的
黑蘭告訴記者，“食品的價
格太貴了，因爲大米價格上
漲，路 邊 的 ‘ 紙 包 飯 ’ 也 在
漲價。”黑蘭說，“我白天
需要在外面工作沒法回家，
爲 了 省 錢 ， 我現在每天只在
家吃早晚兩頓飯。”
中國向斯裏蘭卡伸出援手
。記者近日從中國駐斯裏蘭卡
大使館了解到，中聯部通過斯
各政黨已向當地約 1 萬戶貧困
家庭捐贈食品包，中華扶貧基
金會也將向斯北部泰米爾地區
2 萬名學生捐贈熊貓包（生活
學習用品）。不僅如此，雲南
省政府還計劃向斯地方省份貧
困家庭捐贈一批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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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 5 月亞洲行
拜登5
傳訪日前先赴韓會尹錫悅
（綜合報導）媒體報導指出，美國總統拜登將在 5 月赴日
出席 「四方安全對話」（Quad）高峰會，但在抵日前可能先赴
南韓，安排在 5 月 21 日拜會南韓新任總統尹錫悅。
南韓總統職務交接委員會在今天下午的例行記者會中表示
，關於尹錫悅與拜登的初次峰會還沒有任何確認事項可公布，
也沒有論及 5 月 21 日這個日期。但委員會相關人員接受韓聯社
訪問時透露，目前確實已在協調日期，而且是往抵日前的日期
安排。
相關人員也提到，韓美政策協商代表團日前赴美拜訪拜登
時，就曾提到希望盡快安排韓美峰會。
韓聯社引述日本新聞網（JNN）報導，拜登可能在南韓停

留兩天一夜後前往日本，若這項行程安排未變，尹錫悅將成為
至今最快與美國總統會面的南韓總統，距 5 月 10 日就任僅短短
11 天。
南韓現任總統文在寅在就任後 51 天，與時任美國總統川普
進行峰會；前總統朴槿惠則是在上任第 71 天，與時任美國總統
歐巴馬首次會面。前總統李明博及盧武鉉則分別是在第 54 天及
第 79 天與當時的美國總統首次會面。
韓媒認為，如此快速安排韓美峰會，有助雙邊確認及鞏固
同盟關係，也有意見認為，這次會面安排是考慮到解決朝鮮半
島問題的急迫性與重要性。
北韓自今年初以來頻繁進行試射飛彈等武力示威，雖然平

壤當局聲稱為正常軍事演習，但仍引起南韓與美方警戒，豐溪
里核試驗場也出現動工跡象，一般輿論認為，對北韓態度較為
強硬的保守派總統尹錫悅上任後，北韓可能進行更多飛彈試射
及核試等挑釁行動。
不過，拜登在出席被視為合作牽制中國的四方安全對話高
峰會前，史無前例地快速與尹錫悅促成會面，可能南韓政府對
中國立場面臨更大負擔；尤其中國駐韓大使邢海明日前再度就
「終端高空防衛系統」（THAAD，薩德）問題再提出警告，
如何在美中之間維持平衡，將成為尹錫悅政府一大難題。

馬斯克提議430億美元買推特
稱若不成交恐賣持股
（綜合報導）特斯拉（Tesla）執行長馬斯克（Elon Musk
）今天對推特（Twitter）發起敵意併購行動，堅稱這個社群網
路與微網誌服務商需要改造，但承認 430 億美元收購提案可能
失敗。
法新社報導，這項收購提案面臨多重不確定性，包括可能
遭拒和籌集現金的挑戰，但若完成收購，將對推特造成廣泛的
影響。

馬斯克以提升在推特上的言論自由，作為他所稱 「最佳和
最終提案」的主要理由，推特董事會表示正在檢視此案。
美國主管機關資料披露這項收購提案後，馬斯克首度就此
談話指出： 「我強烈的直覺是，一個最受信任且具有廣泛包容
性的公共平台對文明的未來極為重要。」
美國證券管理委員會（SEC）今天公布檔案資料顯示，這
位全球最富有的人提議每股 54.20 美元、總價約 430 億美元（約

新台幣 1.26 兆元）收購這家社群媒體公司。
馬斯克在加拿大一場會議表示，他 「沒把握」此案會成交
，承認有 「替代計畫」但不願詳述。他在 SEC 文件中指出，若
收購案遭拒，他會考慮出脫持股。
馬斯克上週披露買進 7350 萬股推特股票或 9.2%普通股，此
言一出，推特股價飆漲逾 25%。

（綜合報導）12 日一樁發生在紐約布魯克林地鐵站槍擊案
，當時正值上班尖峰時段，62 歲嫌犯詹姆斯（Frank James）於
車廂內開了 33 槍子彈，傷及至少 23 人，其中有 10 名乘客中彈
，所幸大部分的傷者送醫後皆無大礙。《紐時》報導分析，值
得討論的是，沒有任何一人命喪歹徒槍下，可能與搶法、卡彈
以及槍枝品質三大原因有關。
很多人認為，在槍枝極為氾濫的美國，隨機亮槍事件頻傳
，種種前車之鑑表明，這次沒有人喪命， 「要麼就是運氣超好
，不然就是奇蹟顯靈…」

一名執法人員表示，嫌犯用的格洛克（Glock）手槍有卡
彈的情形，有可能因為前一發子彈的彈殼未完全退出，便與下
一發子彈一起滑入；或是已經上膛後沒擊發，又重複拉了一次
，導致重複上膛的可能產生。
槍械電商平台(Glock Store)創辦人馬吉爾(Lenny Magill)表示
，當手槍內有灰塵堵塞，或本身安裝的彈匣型號不相容，都有
可能發生故障。據悉嫌犯雖持格洛克手槍，不過安裝的彈匣並
不是格洛克所製。加上這把犯案手槍不是全新貨，已經手 4 轉
賣，嫌犯是在 10 年前入手它。

最後一項關鍵因素，警方調查受害者的傷勢發現，大部分
人集中於下半身，由於當時兇手先是用煙霧罐引爆才開槍射擊
，車廂有限的空間內濃煙阻礙了視野，也是因為這樣兇手才無
法準確瞄準目標。
綜合外媒報導，週三，嫌犯詹姆斯已在距離案發 13 公里處
曼哈頓東城區落網，恐面臨無期徒刑的指控。早前，他曾數度
拍攝具攻擊性言論影片上傳網路，還放話 「我可以說我想殺人
…親眼看見人們死去…」該影片目前已遭 YouTube 下架。

紐約地鐵槍擊案 外媒揭 「他開33槍竟沒人死」3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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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無癥狀患者
綜合報導 韓國中央防疫對策本
部表示，韓國國內首次發現感染新
冠重組毒株 XL 的確診病例，目前防
疫部門正在進行流行病學調查。
報道稱，該病例于 3 月 23 日確
診新冠，已完成疫苗加強針接種，
系無症狀患者。
據介紹，XL 是新冠病毒奧密克
戎毒株的亞型 BA.1 與 BA.2 重組而成
，目前尚無關于該毒株傳播特點的
信息。
此外，韓國中央應急處置本部
社會戰略組組長孫映萊 12 日表示，
韓國政府正在研討解除私人聚會限
員和公衆聚集場所營業限時措施。
韓國 中 央 防 疫 對 策 本 部 12 日
通報稱，截至當天 0 時，韓國較前
一天 0 時新增新冠確診病例 210755
例。單日確診病例再次回升到 20 萬
例以上。

“結婚是治療癌症的特效藥”
韓國保健部提名人選因過往言論引爭議
綜合報導 “結婚是治療癌症
的特效藥”“結婚並生育，才是
愛國的人……”，尹錫悅剛剛提
名的保健福祉部長官鄭鎬永（音
譯）因這些過往言論在韓國引發
爭議。
據報道，鄭鎬永畢業于慶北
大學醫學系，曾在慶北大學醫學
院擔任宣傳部門、醫療信息中心
、企劃調整部門、診療處等部門
擔任負責人，2017 年到 2020 年又
擔任慶北大醫院院長，還曾擔任
韓國胃癌學會會長。
上個月，他曾在接受采訪時
稱他和尹錫悅關系深厚，是“40
多年的好友”。昨天上午，尹錫
悅在位于首爾的總統職務交接委
員會辦公室公布新內閣部分人選
名單，鄭鎬永被提名爲保健福祉
部長官。
隨後，一篇其于 2012 年 10 月

發布在媒體上的專欄文章引發關
注。
在這篇名爲《愛國之路》的
文章中，鄭鎬永介紹，韓國生育
率持續下降，可能幾百年之後韓
國人就要滅絕了，因此，“我認
爲沒有比現在更容易愛國的時機
了，我們遇到的這個‘時機’就
是結婚和生育”，他提議，“只
要結婚，就能立即成爲‘預備愛
國者’，如果結婚並且生育了，
便能進入‘愛國者’的行列”。
他認爲，家庭不僅要生，還
要多生，“如果能夠做到生 3 個孩
子以上這樣的‘多産’行爲，那
應該得到‘偉人’的待遇。”
在文章中，他分析韓國人口
生育率持續下降時將部分原因歸
咎于女性，其引用當時一份社會
調查稱發現“20 多歲的女性，10
人中只有 1 人結婚，預計到 50 歲時

仍沒有結果一次婚的女性比例已
經上升到 15%，在不久的將來這個
數據還可能會上升到 20%。”
隨後，他鼓勵大家結婚，並
宣稱結婚和生育能夠降低癌症死
亡的風險，“現在，大家都應當
鼓勵結婚，去年，挪威一份調查
報告指出，同等患癌的情況下，
單身男性死亡的風險比已婚男性
高 35%，單身女性比已婚女性高
22%。美國的一份調查報告中也提
到，肺癌患者中，已婚患者比單
身患者活得更久，所以，結婚就
是癌症的特效藥。”
他還反問道，“即便沒有達
到這麽嚴重的地步，從心理學上
來講，因爲做過的事情後悔總比
因爲沒有做過某事而後悔要好得
多，不是嗎？”因此，他喊話民
衆，“現在是全體國民站出來做
媒人的時候了，這就是愛國！”

“暗藏殺機”的野味
緬甸小鎮母子 3 人吃了中毒，2 名孩子不幸去世
綜合報導 隨著雨季的來臨
，緬甸各地民衆又進入一年一
度吃野生菌的好時節，但是要
時刻謹記，野生菌雖然美味卻
也“暗藏殺機”。
克欽邦消息，日前，葡萄
縣鎮薩空丹村一戶人家煮食蘑
菇，致母子三人中毒。1 名 7 歲
女孩于 4 月 10 日早上不幸去世
，另 1 名男孩于 4 月 10 日晚 11
點左右不幸去世。目前，中毒
的母親仍在醫院接受治療。
一名當地人稱，食用蘑菇
中毒的是在薩空丹中學分校內
任職的老師杜欽特覺母子三人
，他們中毒後被立即送往醫院
搶救，她的兒子和女兒因情況
嚴重，上了呼吸機，但是不幸
的是，2 名孩子先後于 4 月 10 日
不幸去世。

據了解，蘑菇是她的兩個
孩子在學校附近采的，由杜欽
特覺做吃，因爲杜欽特覺也不
知道蘑菇有沒有毒，因此才造
成此次悲劇。
據當地村民表示，杜欽特
覺老師的丈夫沒有食用，因此
沒有什麽事情。他們家養的狗
也吃了剩下的蘑菇，因此吐血
了。
一名當地人稱，近一個周
時間內，葡萄鎮內因食用蘑菇
，已經造成包括 2 名孩子在內
的 3 人中毒死亡。
葡萄鎮一名負責人稱，近
期，隨著最近雨水的增多，山
裏的蘑菇已經開始長了，但是
對于不知名的蘑菇還是不要食
用是最好的。家長也應該提醒
孩子，不要隨意摘蘑菇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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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電商平臺
將提升清關和快遞效率

韓國發現首例新冠重組毒株 XL 感染病例

綜合報導 柬 埔 寨 商 業 部 消 息 稱
，將進一步加強中小企業電商平台
功能，以加速小包裝快郵清關和遞
送時間。
柬埔寨商業部日前主持實施改善
中小企業小包裝電子商務項目會議，
與會者包括柬埔寨郵政總局、海關總
署、聯合國貿易與發展會議等機構代
表。
柬埔寨商業部國務秘書鄧列貢隆表
示，該項目其中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是
把海關總署的系統和郵政局郵政系統相
連接，以允許在發貨前向貿易夥伴傳輸
數據庫和信息，從而幫助柬埔寨中小企
業通過電子商務向國際市場銷售和出口
小商品。
鄧列貢隆說，中小企業小包裝電
子商務項目是屬于中小企業電商平台
項目的第三個組成部分，主要是通過
提升快郵效率，以進一步推動電子商
務發展，同時鼓勵更多中小企業加入
電商平台。
在有關項目下，柬埔寨中小企業將
獲得能力建設培訓，以應用電子申報義
務化系統來縮短寄送包裹給外國客戶的
時間，該項目也將開發和推廣電子貿易
入門網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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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首發現奧毒新變種 BA.5 輸入個案
南非抵港男酒店“見陽
見陽”
” 專家籲延長個別地區檢疫期
香港本土新



(

冠確診個案回落
至接近三位數之

◆香港新增 1,043 宗新冠病毒個案
宗新冠病毒個案。
。
圖為大窩口尚文苑被圍封，
圖為大窩口尚文苑被圍封
，居民須接
受強制檢測。
受強制檢測
。
中新社

際，在南非崛起的新變種病毒 Omicron BA.5 首次在香港
驗出。香港衞生署表示，一名 24 歲由南非抵港男子，在
機場接受檢測呈陰性，兩日後在檢疫酒店經核酸檢測呈
陽性，經全基因分析驗出他帶有 BA.5 變異病毒，病毒量
較高。有防疫專家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BA.5
是相當新的病毒品種，其傳染性及殺傷力仍是未知數，
目前最要緊是做好外防輸入，尤其要加強檢疫酒店的防
疫措施，包括考慮延長由個別地區抵港人士的檢疫期，
以免好不容易受控的疫情死灰復燃。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增加，14日輸入個案就增至23宗，其中有15宗為
13 日抵港，包括 5 宗屬於航班 ET6084 的乘客、4
宗屬 SQ894 乘客等，分別來自印尼、澳洲、英
國、泰國、新加坡等地。另有 8 宗個案屬較早前
抵港人士。

南非流行株 料當地感染
香港衞生署首次發現抵港者帶有 Omicron
BA.5 變異病毒。香港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
張竹君 14 日在疫情記者會上表示，該名患者是一
名 24 歲男子，早前由南非經埃塞俄比亞再經泰
國，於本月 6 日搭航班 ET6608 抵港，機場抵港時
的檢測呈陰性，兩天後在酒店接受核酸檢測呈陽
性，翌日的快測亦呈陽性，同時出現低燒、咳嗽

等病徵，於是由檢疫酒店轉送隔離酒店。
患者病情輕微無需服藥及治療，現已康復。患
者病毒樣本全基因分析驗出 BA.5 變異病毒，當時
的 Ct 值低於 30，病毒量較高。張竹君說，由於
BA.5 目前在南非流行，相信男子是在南非感染。
同航班乘客及曾與患者接觸的人員未發現被感染。
她在介紹 BA.5 病毒時表示，它屬世衞其中一
種須觀察的變種病毒株，曾於其他國家地區發
現，包括博茨瓦納、丹麥、德國及英國。它對公
共衞生的影響仍待調查及研究，各地衞生部門暫
無更多資料，香港也會繼續留意。

梁子超：應採嚴格檢疫措施
呼吸系統科專科醫生梁子超 14 日接受香港
文匯報訪問時表示，目前有關 Omicron BA.5 變
種病毒的信息較少，全球只有數十宗個案，世衞

對於該病毒亦處於觀察階段，難
以評估感染後會否較 BA.2 更加
嚴重。但由於是新病毒，他建
議，對該類感染個案，香港應
採取較為嚴格的檢疫措施，例
如來自個別地區的抵港者，
檢疫期由 7 天延長至 14 天，並
要求抵港者兩次核酸檢測呈陰
性才能解除隔離令。
“對於 BA.2 病毒，香港社
區已經有很多個案，對同類輸入
個案採取相同標準是可以理解的，
但 現 在 還 不 清 楚 感 染 BA.2 後 ， 對
BA.5 是否有免疫力，會不會新變種傳
播力更強，引起新一波疫情爆發，現在都
不清楚，應該謹慎為好。”他說。

4．21放寬社交限制 4人同枱堂食至晚10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費小燁）香港第五
波新冠疫情持續緩和，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
鄭月娥 14 日在抗疫記者會上宣布，將按原定
計劃於 21 日起分階段放寬社交措施，包括食
肆可恢復晚市堂食至晚上 10 時，每枱人數上
限增至 4 人；體育處所、健身中心、遊樂場
所、美容院、主題公園及電影院等部分表列
處所亦可重開；亦可恢復不超過 30 人的本地
遊，若所有遊客均持“疫苗通行證”並於出
團當天快測呈陰性，更可放寬上限至 100
人。林鄭月娥表示，放寬社交距離措施無可
避免地會帶來傳播風險，但必須平衡香港整
體社會經濟的發展及民生需要；暫無第二階

段放寬的時間表及詳情，會視乎首階段放寬
及學校復課後疫情會否出現明顯反彈再作公
布。
香港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 14 日在抗
疫記者會上交代下周四開始的第一階段放寬
措施，包括食肆可恢復晚市堂食至晚上 10
時、每枱食客人數不多於 4 人、容許不超過
20 人的宴會活動等，所有員工須每 3 天於進
入處所前進行一次快速抗原測試；亦會解禁
兩戶以上的跨家庭聚會的限制。她又說，下
星期向行政會議提交建議，將“限聚令”由
目前2人放寬至4人。
此外，將重開大部分表列處所，但仍受
人數和場地容量限制及須遵守“疫苗通行
證”等防疫要求；電影院則可在員工及顧客
俱接種三針下，恢復在個別放映院內飲食。
同時，旅遊業可復辦不超過 30 人的本地
遊，前提是有關員工須已接種三劑疫苗並在
出團當天進行快測陰性，以及所有遊客均滿
足“疫苗通行證”下當時適用的要求。如果
所有遊客均在出團當天快測陰性，人數上限
會放寬至100人。

酒吧泳灘繼續關閉
◆ 林鄭月娥 14 日宣布如期 21 日起首階段放
寬社交距離措施，恢復晚市堂食至晚上 10
時。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康文署署長劉明光指出，下周四
起，康文署將重新開放部分康樂及文化場
地，市民可於明日起使用康體通在網上預訂

重開設施，但運動時每組參與者以 4 人為
限，隊際比賽或對賽訓練時則可根據相關運
動的比賽規則處理而不受 4 人之限，惟運動
時仍需佩戴口罩。酒吧、泳灘、燒烤場等繼
續關閉。
林鄭月娥指出，儘管現時呈陽性個案已
下降至一個相對低的水平，但仍屬高位，因
此放寬社交距離措施亦無可避免地會帶來一
些傳播風險，但過去逾兩年部分處所已被要
求關閉了逾 200 天，對其營運帶來了非常大
的影響，特區政府必須平衡經濟發展與民生
的需要，“香港的確診個案已經從高峰時的
單日逾 7 萬宗回落至目前逾千宗，要是特區
政府還是不放寬措施，會對香港的社會經濟
影響很大。”

附加條件加強執法
林鄭月娥強調，為配合社交距離措施逐
步放寬，醫療物資供應、要求場所進行消
毒、加強處所的換氣量，以至嚴格執行“疫
苗通行證”都是必須的措施，執法部門會在
社交距離措施放寬後加強執法。今天起為一
連 4 天的復活節假期，她呼籲市民必須遵從
現有的社交距離措施，緊守個人防疫意識。
至於第二三階段的放寬措施，她指要視乎首
階段放寬與學校復課後疫情會否出現明顯反
彈後再作決定，並無硬指標。

楊潤雄：預留額外快測包 方便學校支援貧困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全港學校
將於 19 日起分階段恢復面授課堂，港府規定
師生要每日做快速抗原檢測，陰性者方可回
校上課。由於快測包開支是小數怕長計，部
分立法會議員關注疫下不少家庭收入大減，
每日一檢會令其百上加斤，希望政府可以向
全港學生免費派發。香港教育局局長楊潤雄

14 日回應表示，政府會為有經濟壓力學生派
發免費快測包，為學校提供時亦會“預鬆少
少”，就算不屬於綜援、全額或半額津貼的
學生，如果因特別原因可向學校反映，局方
會照顧有關需要。
楊潤雄 14 日在立法會特別財委會上表
示，政府向全港學校提供 1,000 萬套快速檢測

包，領取綜援、全額或半額書簿津貼的學生可
以領取，有關學生約佔全港學生的三分一。
他強調每校獲派的快測包數量會“預鬆少
少”，家庭暫有經濟困難者可向學校索取，而
學校若缺快測包亦可向局方反映。由於坊間目
前有充足快測包供應，價錢亦合理，故不考慮
向全部學生派發。

1,043宗

香港醫管局概況
◆目前共8,702名新冠病人留醫；
新增1,507新冠康復者出院
資料來源：香港衞生防護中心、醫管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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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14 日是 60 歲或以上長者打
第四針的首天。下月滿 65 歲的特首林鄭月娥 14
日聯同現年 64 歲的香港食衞局局長陳肇始，到
中央圖書館社區疫苗接種中心打了第四針科興
新冠疫苗。她呼籲已接種三劑新冠疫苗的長者
適時接種第四劑疫苗，“在假日期間，多間社
區疫苗接種中心會繼續開放；未接種疫苗的市
民，或已夠時間接種第二、三劑，甚至第
四劑的市民，都應該盡快接種。”

一一
一一一一
一一
一一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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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一一一

14 日新增 1,043 宗新冠肺炎確診個案。隨
香港着香港取消九國“禁飛令”，外防輸入壓力

14 日疫情

•經核酸檢測確診：579宗
•經快測確診：464宗
新增確診
•第五波累計個案：
總宗數：
1,182,707宗
•新呈報死亡：54 人，包括
（包括23宗輸入
33 宗過去 24 小時死亡及 21
個案）
宗滯後呈報個案
•第五波累計死亡：8,789人
病死率為0.74%

英抵港病人不適
誤送入新冠病房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瑪嘉烈醫院發言人 14 日公布一宗病
人被送入新冠病房事件。一名 37 歲患有肝細胞癌的男病人，4
月11日由英國抵港。病人在航班上報稱不適，抵港後由救護車
送到本院治理。病人送抵本院急症室後，向醫生表示右腹痛，
過去幾日曾發燒。由於病人有外遊紀錄，醫生遂安排病人接受
獨立隔離治療及檢測。
病人其後被送往一個新冠病房留醫，並與其他確診病人入
住同一病格。病房職員在 4 月 13 日上午核對資料時，發現病人
的檢測結果實為陰性，立即安排病人調往單人病房獨立隔離。
院方為病人再次安排檢測，兩次結果均為陰性，病人目前情況
穩定，被列為密切接觸者，醫院會密切監察其健康狀況。
瑪嘉烈醫院表示，非常關注事件，已向受影響病人致歉。
院方已透過早期事故通報系統向香港醫院管理局總辦事處報告
事件，會檢視病人入院流程及加強溝通。

中國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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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4月16日
Saturd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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視察文昌航天發射場 強調強化使命擔當勇於創新突破

習近平：努力建設世界一流航天發射場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總
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 12 日到文
昌航天發射場視察，代表黨中央和中央軍委，向
發射場全體同志致以誠摯問候。

◆ 4 月 12 日 下
午，中共中央總
書記、國家主
席、中央軍委主
席習近平到文昌
航天發射場視
察，代表黨中央
和中央軍委，向
發射場全體同志
致以誠摯問候。
這是習近平來到
技術測試廠房，
詳細了解有關任
務準備情況。
新華社

全面提升現代化航天發射能力
四月的海南，滿目青翠，生機盎然。下午 3 時
30 分許，習近平來到文昌航天發射場。在椰林映
襯下，一座現代化的發射塔架巍然矗立。習近平
結合展板聽取發射場基本情況、執行任務情況和
後續發展規劃匯報，察看發射塔架等設施設備。
得知發射場成立以來，出色完成長征五號、長征
七號火箭首飛等一系列重大航天發射任務，成功
將空間站天和核心艙、嫦娥五號月球探測器、天
問一號火星探測器送入太空，開創了我國一箭 22
星新紀錄，習近平對他們取得的成績表示肯定。
隨後，習近平依次來到航天器總裝測試廠房和

火箭水平測試、垂直總裝測試廠房，詳細了解有關
任務準備情況。
在熱烈的掌聲中，習近平親切接見發射場官兵
代表，同大家合影留念。習近平強調，文昌航天發
射場是我國新一代大推力運載火箭發射場，是我國
深空探測的重要橋頭堡，在我國航天體系中具有特
殊重要地位和作用。要大力弘揚“兩彈一星”精
神、載人航天精神，堅持面向世界航天發展前沿、
面向國家航天重大戰略需求，強化使命擔當，勇於
創新突破，全面提升現代化航天發射能力，努力建
設世界一流航天發射場。
習近平強調，按照既定部署，今年我國將完成
空間站建造任務，天舟四號、五號貨運飛船和問
天、夢天實驗艙將從文昌航天發射場發射升空。要
精心準備、精心組織、精心實施，確保發射任務圓
滿成功，以實際行動迎接黨的二十大勝利召開。
張又俠等參加活動。

中國首季實際使用外資增 25.6%
專家：控疫得當 營商環境優化和基礎設施完善吸引外商

◆今年一季度中國吸收外資實現兩
位數增長。
位數增長
。圖為中國
圖為中國（
（上海
上海）
）自由
貿易試驗區臨港新片區，
貿易試驗區臨港新片區
，各項建設
施工平穩有序進行。
施工平穩有序進行
。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京報道）中國商務部發言人束玨婷 14 日
透露，今年一季度中國吸收外資實現兩位數增長，全國實際使用外資
3,798.7 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 25.6%；按美元計為 590.9 億美元，同比增長 31.7%
（不含銀行、證券、保險領域，下同）。此間專家表示，該數字說明當下國際投資
者更加看重中國市場，是他們對中國經濟發展前景和營商環境投出的信任票。中國
對疫情的控制力度、連續出台的法律和縮減負面清單、基礎設施完善的園區等，都
對外國投資者吸引力滿滿。
1 月至 3 月中國
束玨婷在發布會上表示，今年
吸收外資同比快速增長，實現了“開門
穩”，主要呈現“吸收外資實現兩位數增長、高
技術產業引資增長較快、東中西部引資全面增
長”三個特點。

高技術產業實際使用外資增52.9%
她指出，高技術產業實際使用外資1,328.3億
元人民幣，同比增長 52.9%。其中，高技術製造
業增長 35.7%，高技術服務業增長 57.8%。此
外，中國東部、中部、西部地區實際使用外資同
比分別增長 23.4%、60.7%和 21.9%。全國有 21
個省（區、市）實際使用外資實現了兩位數以上
增長。

外資項目工作專班助外企復工復產
束玨婷表示，近期，中國疫情呈現點多、面
廣、頻發的特點，對內外資企業的生產經營活動
造成了一定影響。對此，中國政府高度重視，在
外貿外資協調機制下，設立重點外資項目工作專
班，商務部會同有關部門和地方積極採取措施幫
助企業解決可能面臨的困難和問題，特別是幫助
疫情重點地區的外資企業，協調解決復工復產、
人員入境、物流運輸等方面的具體問題。經過各
方的共同努力，一些企業反映的困難陸續得以緩
解。“下一步，商務部將繼續密切關注疫情態
勢，進一步發揮重點外資項目工作專班作用，與
相關部門和地方一道，針對外資企業反映的新情
況新問題，快速響應，及時協調解決，幫助企業
實現穩定有序經營。”

專家：經濟轉型升級 帶來新投資機會
中國商務部研究院國際市場研究所副所長白
明表示，當今世界歐美國家經濟疲軟的風險加
大，還有些地區受政局不穩、地緣衝突、疫情嚴
重等問題的困擾，一些投資者不得不尋求新的出
路。他們不僅注重短期利益和長期發展前景，也
同樣看重投資收益和風險程度。而中國，上述四
條都可以滿足投資者的需要。

“中國的國內政局穩定，疫情控制得當，減
少了外企對於投資的風險擔憂，同時也體現出中
國政府部門的做事能力，可以讓外資更加放
心。”他指出，中國近年來對外開放的門越開越
大，三張負面清單的出台更是讓外資的選擇空間
越來越大，又通過“放管服”等措施，提升了中
國的公共服務能力，優化了營商環境。“外商投
資法的設立讓外資有了法律上的保護，相當於吃
下一顆 ‘定心丸’，重點園區內完善的基礎設施
建設，又提高了外商在華發展的滿意度和舒適
感。”
白明認為，中國近年來頂住全球疫情壓力實
現的經濟穩定增長，對外資而言，最有吸引力。
此外，中國的經濟轉型升級，比如高附加值產品
產業鏈的發展，以及更多領域的放開，也給外商
帶來了新的投資機會。

在“一帶一路”沿線外貿潛力處釋放期
此外，中國外貿頂住壓力，一季度進出口總
額達 9.42 萬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 10.7%；中國
外貿進出口連續 7 個季度保持了同比正增長，實
現了“開局穩”。白明指出，實際上一季度在
“一帶一路”沿線的外貿增長遠遠高於平均的外
貿增速，這說明中國在“一帶一路”國家的外貿
發展潛力正處於釋放期。“我們一定要抓住機
會，鞏固貿易大國地位，進一步成為貿易強
國。”
白明同時提醒，放眼全球，歐美國家通脹嚴
重，俄烏衝突仍未緩解，相關國家釋放的需求外
溢也將相應減弱，再加上一些國家對中國採取的
貿易保護主義並未停止，這些都將加大中國外貿
企業在國際市場上面臨的壓力。
此外，作為中國外貿重鎮的珠三角和長三
角，相繼受到不同程度的疫情侵襲。“支持外貿
最根本的出路就是控制疫情，絕不能有僥倖心
理。”
他建議，一方面國家加大政策上對外貿企業
的扶持力度，另一方面可以讓工廠採取生活、工
作閉環一體的方式復工復產。

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報告：對華貿易為美創造大量就業崗位

商務部冀美取消對華加徵關稅停止打壓中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京報道）近
日，美中貿易全國委員會（USCBC）發布《2022
年美國出口報告》。報告表示，中國仍然是美國
的重要出口目的地，對華貿易為美國創造了大量
就業機會。
中國商務部發言人束玨婷 14 日對此指出，中
方注意到美方發布的相關報告，其中提及 2021 年
美對華貨物出口創歷史新高。報告還估算，2020
年美對華出口共支持了美國內約 86 萬個就業崗
位，涉及眾多產業領域。“事實再次表明，中美
經貿關係的本質是互利共贏，雙方擴大貿易合作
潛力巨大。”
她指出，作為世界前兩大經濟體，中美經貿
關係穩定健康發展不僅符合兩國和兩國人民的根
本利益，也有利於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穩定和世界
經濟恢復。“希望美方盡快取消對華加徵關稅及
對中國企業的制裁打壓，為擴大合作創造良好條

件和氛圍。”
此外，據一些中國企業反映，有外國商業夥
伴要求其表態反對俄對烏軍事行動，否則將影響
雙方正常商業合作。束玨婷亦在發布會上作出回
應稱，俄烏衝突以來，有關國家對俄實施系列制
裁，對中俄正常經貿往來造成擾亂。有個別外國
企業違反正常的市場交易原則，脅迫中國企業
“選邊站隊”。
束玨婷強調，我們重申，中方一貫堅決反對
沒有國際法依據、未經聯合國安理會授權的單邊
制裁和“長臂管轄”，反對不當禁止或者限制中
國企業與其他國家企業開展正常經貿活動。
束玨婷指出，根據對外貿易法及其他相關法
律法規，為維護公平、自由的對外貿易秩序，相
關企業和個人不得屈從外界脅迫，對外作出不當
表態。“中方將採取必要措施，堅決維護中國企
業的合法權益。”

外交部：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美台官方往來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就美參
議院外委會主席梅南德茲和參議院議員格雷
厄姆率團訪台時將會晤蔡英文，中國外交部
發言人趙立堅 14 日主持例行記者會時作出回
應。
趙立堅指出，中方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

美台官方往來。美國國會議員應該遵守美國
政府奉行的一個中國政策。美方應恪守一個
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規定，停止美
台官方交往，不要在危險的道路上越走越
遠。中方將繼續採取有力措施，堅決維護國
家主權和領土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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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國際電視小主持人培訓班進行中
表達，在當今社會正變得越來越
重要，好的口才不僅能讓孩子充滿自
信、能說會說，更能培養陽光、優雅
、大方的氣質。美南新聞集團有四十
三年的新聞媒體經驗，美南國際電視
有專業的主持人，為了培養孩子從小
的敏捷思維及語言組合能力，美南國
際電視舉辦小主持人培訓班。
培訓課程進行了優化提煉，從語
言表達，鏡頭感，學生親自採訪，再
根據每一個孩子的個性設置採訪內容
，讓小記者們留下自己的作品。 從培
訓班開學起，美南國際電視將會全程
拍攝，結合小記者們自己的 作品進行
剪輯編輯，呈現一個完整的短片，為
孩子的成長邁開最珍貴 的一步。
一 、快樂教學 小班授課
采用 10-15 人小班授課，老師根
據低年齡段孩子性格特點，打造快樂
教學法，在遊戲中找話題，孩子們互
相分享感興趣的新鮮事，以將講 故事
，及專訪的形式體現。課堂就是攝影
棚，演播廳、攝像頭，演 練、展示，
盡顯童真風采。
二、名師團隊 專業訓練
* 蓋軍老師；資深媒體人，中文
本科，美國工商管理專業碩士，曾任
廣播電臺主持人和從事新聞出版工作
多年，現任美南報業電視集團《美南
新聞日報》和美南國際電視臺總編輯

，電視節目主持人。
* 王潔老師；美南新聞著名主播
。畢業於 HUST 本碩新聞專業，曾在
中央電視臺知名欄目擔任導演，並多
次獲獎。
曾擔任阿拉斯加中文學校中文老
師；阿拉斯加孔子學院特聘中文老師
；針對美國家庭的兒童以一對一形式
，教授中國傳統文化。
* 辛鍵老師；1987 畢業於上海戲
劇學院表演專業
1987 進入天津人民藝術劇院 戲
劇班主修: 表演， 臺詞， 形體， 聲樂
， 戲劇文學，中國戲劇史等。
工作經歷：曾擔任天津人民藝術
劇院演員。
2006—2008 芝加哥東方藝術團
藝術顧問。
2009—至今 休斯敦東方藝術教
育中心 (OAEC) 表演班教師
三 、全程記錄孩子的學習經過
所有課程結束後，將會給每一個
孩子頒發證書，一個記錄孩子 學習及
結業作品的 DVD，短片將會在美南國
際電視、youtube 進行播放。
四、小主持人培訓班分三個層級
進行培訓
1、初級班 18 節課；學習普通話

聲母、韻母、繞口令、詩歌朗誦、兒
歌（聲樂）、散文、寓言故事，單人
、多人小品，和節目主持技巧方法，
學習掌握語音發聲、吐字歸音、氣息
訓練及播音主持技巧，無實物動作表
演。
2、中級班 18 節課；延續加強語
言、朗誦等訓練，增加對孩子的表演
技巧，主持實踐，參與小品表演。課
程中發揮學員的想象力，培訓學員創
作與拍攝短視頻。
3、高級班 18 節課；課程將會鞏
固前兩期的教學內容，增加對學員的
組織力、創作力、敏捷的思維、應變
能力進行培訓。培訓學員的語言組合
及語言藝術等，讓學員們經過我們的
三期培訓，成為他們走向人生成功的
道路上最重要的一步。

，第一期招收 15 名。（6 歲以下如果
語言天賦特佳可以放寬入學）
報名與授課時間：

發音標準、規範、聲音甜美
播音、主持、表演、形體等專業

報名時間: 3 月 15 日—5 月 25 日
開學時間: 6 月 5 日，一共十八節課，
每 一 個 星 期 三 節 課 ， 星 期 天 下 午 1:
00-4:00，7 月 10 日結業，7 月 17 日
，下午 3:00 點舉行隆重的結業典禮。
收費標準：
第一期 18 節課程共$688，學員連續
報第二期和第三期將會獲得 20%打折
。
授課流程：

招收標準：

入學國語測試-安排合適課程 根
據學生情況定製個性化教材 建立微信
群,加強溝通 結業匯報&頒發證書

6 歲至 12 歲，有中文基礎的兒童

小小主持人課程

訓練

掌握交流的方法、語言表達形式
、提高自信並樂意與他人溝通。
輔助課程：
帶孩子們外拍，參與一些有意義活動
，並且讓他們親自體驗採
結業典禮：
走紅毯、頒發結業證書、現場播
放學員的培訓過程片段，為每一位學
員製作獨特學習過程的視頻，視頻由
學員親自參與自製，結業典禮視頻和
學員作品視頻就會在美南國際電視，
Youtube 頻道播出，留給孩子永久的
記憶。

橋社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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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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氣冷 開鍋囉
HOTPOT TIME!

關注微信公眾號
<牛頭牌北美>
更多美味食譜喔！

全素

牛頭牌全系列商品 ‧ 99大華及各大華人超市熱銷中！
@BullHead.BBQSauce.USA

For delicious English recipes, please visit

www.lnk.bio/BullHead.BBQSauce.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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