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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蒂亞洲城

聯⽲地產集團 購屋|商業|投資|⽣意  ⼀站式服務 

(713)-630-8000

1,000 ~ 8,000平⽅英呎
商圈旺鋪全⾯招商

JOSIE LIN,CC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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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条精選歐洲遊★★ 

6/1-6/10/22 巨環國家公園系列（黃石） 

 

 

2022 王朝旅遊董事長親自帶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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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申根簽證★ ★認證★ ★公證★ 

自然博物館門票$10  11 月 11 天摩洛哥夢幻之旅 

 

 ★暑假熱門多線路美東美西遊 任君選擇 

俄羅斯宣布，其已成功試射新型
RS-28 「薩爾馬特」 （Sarmat，北約代號
SS-X-30）洲際彈道飛彈（ICBM）； 「半
島電視台」 報導，俄羅斯總統普丁（Vladi-
mir Putin）聲稱，這種戰略武器能讓試圖
威脅俄羅斯的人 「好好思考一下」 。

「英國廣播公司」 報導，德國外交部
長貝爾伯克（Annalena Baerbock）指出，
該國已向烏克蘭提供反戰車飛彈、刺針
（Stinger）單兵防空飛彈，以及 「我們從
未公開談論過的東西」 ；而正因為未透露
所有細節，相關武器的交付才得以迅速進
行。

貝爾伯克還表示，德國將幫助烏克蘭

軍隊確保自他國獲得的先進武器能維持運
作，並訓練其士兵使用這些系統。

挪威政府網站 「Regjeringen.no」 20
日表示，由於俄烏戰爭可能持續很長一段
時間，而烏克蘭正依靠國際支援對抗俄羅
斯入侵，因此挪威決定向其提供西北風
（Mistral）防空系統，包含少量飛彈發射
器和約100枚飛彈，並稱這批武器已運離
挪威。

挪威國防部長格拉姆（Bjørn Arild
Gram）表示，該國軍方正準備逐步淘汰西
北風防空系統，因此上述行為不會影響自
身戰備能力，但強調該武器 「仍然有效」
，對烏克蘭大有裨益。

俄軍試射新型核武 普丁稱世界最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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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he U.S.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is planning to
change the federal student
loan system to help many
people come closer to
recovering with a debt
forgiveness decision.

By the end of March more
than 700,000 of 43 million
federal student loan borrowers
had seen their outstanding
debt discharged under
President Biden totaling more
than $17 billion in relief.
Because of the pandemic he
extended payments until
August 31.

Another 40,000 borrowers will

receive immediate forgiveness
through the public service
Loan Forgiveness Program
because they will get credit for
more of their payments.

Biden has resisted pressure
from other Democrats to grant
broad student loan forgiveness.

Today we are facing serious
uneven distribution in our
education system. The tuition
fees of private and public
universities continue to rise
and many excellent students
grow up in poor families. It is
very difficult for them to go to
college and many of them
drop out of high school.

Education is the most
important investment for the
future of the nation. We also
advocate opening all the
community colleges without
tuition fees. Everyone should
be able to go to college. We
need to have a more effective
budget program developed
and applied to address the
educational needs of every
community.

0404//2020//20222022

Biden Will BringBiden Will Bring 33..66 Million StudentMillion Student
Loan Borrowers To Loan ForgivenessLoan Borrowers To Loan Forgiveness

聯邦教育部正在實施優惠方案
，許多向聯邦政府貸款的學生給
予減免，這項宣佈將使成千上萬
的學生受惠。

從今年三月底開始， 根據拜
登政府通過的一千七百億救助金方
案，在四千三百萬的貸款學生中
有七十萬人受惠，因受疫情影響
，許多貸款也允許延到八月三十一
日支付。

在這項新的措施中， 許多貸
款學生可以依照其收入和家中人口
比例降低每月支付金額，凡是已
經在過去二十至二十五年還款的人
，可以立即免除貸款。

拜登總統不顧同黨人士之反對
，堅決主張給予貸款學生更多之
減免及優惠。

老實說， 我們對政府這項德
政是舉雙手贊成，對於那些從學
校畢業後就债台高筑的學生們真是
个大好消息。

今天我們教育有非常嚴重的分
配不均，各大公私立大學學費不斷
上漲，許多優秀學生生長在貧窮
家庭，上大學是件非常困難之事
，尤其是低收入家庭，許多學生
在高中時就輟學了。

教育是國家未來最重要的投資
，我們也主張把所有社區大學開放
，不收學費，让所有人都能去上
大學。

聯邦政府每年預算有許多都是
浪費，在教育経費上應多增加預
算，才是國家及人民之幸。

拜登將實施減免聯邦學生貸款拜登將實施減免聯邦學生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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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著華觀點李著華觀點 :: 傳奇逝去傳奇逝去----美國中餐業泰斗陳國強辭世美國中餐業泰斗陳國強辭世
揚名美國的中餐業泰斗陳國強( Bob Chinn)

不幸辭世, 享年99歲, 他所創立的陳氏蟹屋 在其
Facebook頁面上告知各界: ” 我們失去了一個
傳奇 人物, 一位無畏的領袖,他被很多人認識,他
超凡脫俗的個性給了我們 99 年的興奮、創新和
無數微笑。”

陳國強的確是一位傳奇人物, 尤其是在美國
餐飲業締造了輝煌業績, 如沒有過人膽識與卓越
領導那是絕對辦不到的,當然任何成功除了自己
的努力外, 也要有一些機遇, 才可成就非凡事業
。

從小在美國出生長大的陳國強, 他的父母親
早年來自中國”僑鄉”廣東台山, 身為父母親七
個孩子中的老三, 由於家境並不富裕, 他曾從高
中輟學加入美國陸軍，並參加第二次世界大戰,
從軍旅退伍後,從事過不同行業, 從為中餐館提
供圖案盤子轉到銷售餐廳設備，然後開設了多
家餐廳, 但都沒有成功, 直到 59 歲準備退休, 卻
因在周遊世界品嚐了夏威夷與阿拉斯加海鮮美
食後，產生了經營海鮮餐廳的想法, 於是在女兒
幫助下, 經過大約 4 年的規劃,在芝加哥西北郊
區威靈密爾沃基大道買了一座關閉的建築物，
終於在 1982 年開設了他的同名餐廳陳氏蟹屋(
Bob Chinn’s Crab House)，那是一家高檔次

專門經營海鮮的餐廳, 最大的特色就是每天都提
供最新鮮的海鮮, 而且都是從夏威夷與阿拉斯加
直接空運進口 3,000 磅新鮮海鮮, 由於新鮮美味
又可口, 因而大受歡迎,其 175 個座位的容量在
短短幾年內增長到 650 個座位,現在已擴大到近
800 個座位，接待來自世界各國的食客 ，平均
每天接待 2,500 位食客,《福布斯》雜誌在
2012 年公佈餐館營業額, Bob Chinn’s 竟然是
全美收入最高的餐廳，當年收入達到了 2400 萬
美元，這還不包括酒類銷售, 那是多麼驚人的成
就。

陳國強將餐廳的成功歸結為：提供非常合
理的價格、美味的食物和優質友好的服務。事
實上雖然店裡面擁有 300 名員工，陳國強對於
餐館的經營卻親力親為,由於業績太好, 小費收
入多,在這個餐館擔任待應生必須要等待1年的
時間才有機會。

過去兩年因疫情關係, 這家餐館有一陣子短
暫停業, 現已恢復往日芳華, 但卻傳來陳國強離
去的噩訊, 他生前曾說過:”我每天都在工作，
努力讓每一天都比昨天更好, 我從沒有想過要成
功。” 這是一種豁然的心態, 如今他走了，也
帶走了他的傳奇, 將會有很多人懷念他親切的笑
容與非凡的成就！

（筆名：爾東）美麗而平靜的烏克蘭，突然被俄軍的槍砲敲碎了夜空。在俄軍那震耳欲聾的
砲彈和咄咄

逼人的坦克的碾壓下，烏克蘭出現了大批的逃難的人們。
但是，請各位注意看——，在這些擁擠的難民中，幾乎沒有一個中青年男子！全是年邁的老

人、婦女和幼小的兒童，甚至還帶有貓和狗等家畜。烏克蘭的中青年的男子都到哪去了？ ——他
們送別了妻兒，都不約而同地選擇了留下，他們要用鐵血守衛著國土！

在戰火紛飛的烏克蘭國土上，隨處可見如下畫面：
冒著俄羅斯的猛烈砲擊，烏克蘭士兵將一名受傷的婦女抬出。
一名烏克蘭民兵幫助當地居民帶著一名兒童步行撤離。當平民紛紛逃離伊爾平市，一位父親

向他的女兒道別，而他要留下來戰鬥，女兒哭得好傷心......
一位妻子向她的丈夫道別，她的丈夫是國土防衛隊的成員。這一別，就可能是永別！
一個家庭，不在於他們有多少財產；那些財產在呼嘯的砲彈之下，瞬間就會一文不值！
一個民族，不在於他們有多麼攸久的歷史；在亡國滅種的硝煙裡，那些攸久的歷史都會 沉沒

在歷史長河的泥潭里！
今天這場戰爭，是俄軍強加給烏克蘭的。不屈的烏克蘭人，用鮮血和生命，譜寫了一個 民族

新生的歷史！
烏克蘭的人民了不起！在他們逃難的人群裡，沒有一個中青年男子。從這一點，就可以看到

，從烏克蘭的戰火裡，崛起了一個民族勇敢、頑強的偉大精神！

烏克蘭，一個令人敬佩的不屈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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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耶穌教會
True Jesus Church

中英安息日崇拜：週五晚上7:45週六早上10:45
中英文分組查經：週六下午1:30
英文兒童宗教教育：週六早上11:00 下午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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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 Avenue E,Staff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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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90

Av
e. 

E

法國市政府工作失誤
妻子與丈夫的孿生兄弟被“結婚”

綜合報導 壹對於 2021年

10月2日在法國波爾多（Bor誒

eaux）登記結婚的“夫妻”最

近才發現，市政廳犯了個啼笑

皆非的錯誤——在法律文件上

，和妻子結婚的並不是丈夫本

人，而是丈夫的孿生兄弟。

據法報道，夫妻二人發現

市政廳這個錯誤的起因如下，

因為這對夫妻最近在公證處起

草遺囑，為了準備檔案，33歲

的妻子斯特凡尼（Stéphanie）

和30歲的丈夫托馬斯（Thomas

）需要出示各自的出生證明。

妻子方的文件沒有任何問題，

然而在丈夫的出生證明上，卻

少了壹項關鍵的信息，文件上

沒有壹處提到他與斯特凡尼的

婚姻關系。

這個奇怪的信息遺漏的問

題立即引

起了妻子

的註意。

她建議丈

夫馬上與

阿弗朗什

市 政 廳

（Avranch-

es, Manche

）聯系，

以了解更多詳情。這位女士告

訴媒體：“壹看到這個情況，

我就讓我丈夫去聯系市政廳，

並讓他們檢查壹下我丈夫的雙

胞胎兄弟的出生證明。”很顯

然，妻子知道這兩兄弟過去也

遇到過類似情況。

丈夫托馬斯隨即給家鄉的

市政廳打了電話，不出他們所

料，電話線另壹頭的人告知這

對“夫妻”，丈夫出生地

的民事登記員弄錯了文件，導

致在文件上顯示的是，妻子斯

特凡尼嫁給了托馬斯的雙胞胎

兄弟。

據托馬斯回憶，在填寫結

婚證書時，市政廳在下拉菜單

中輸入了他的姓氏，結果發現

有兩個同壹天出生的同姓者，

結果工作人員選了以A字母開

頭的那個名字，而那正是他哥

哥的名字。

夫妻兩人對這個荒謬的錯誤

感到又氣又好笑。好在這個錯誤

尚未造成任何傷害，市政廳的反

應也非常積極。修正後的出生證

明已經於周四寄出，周五托馬斯

就收到了正確的文件。

不過托馬斯還是表示，事

情其實可能會很糟糕，如果在

文件修正之前他或者他的妻子

意外離世，這個錯誤將導致更

多的問題產生。而且這個錯誤

也拖慢了他們辦理活體捐贈的

行政程序的進度。當然，托馬

斯更擔心的是，這個錯誤會影

響他哥哥的民事結合，好在最

後這點是虛驚壹場，政府回應

了他們無須擔心。現在夫妻二

人只把這件事情當作笑談。

俄軍向馬裏烏波爾殘余守軍下最後通牒

澤連斯基回應

俄邏斯國防部表示，俄軍已完全

剿滅烏克蘭東南部城市馬裏烏波爾

（Mariupol）城區內的亞速營、外國

雇傭兵和烏克蘭部隊。對於仍在亞速

鋼鐵廠據守的殘余烏軍，俄方提出停

火協議，稱如果他們放下武器，舉白

旗，則可以順利撤出，安全將得到保

證。

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稱，馬裏烏波

爾情況非常困難。但他依然拒絕按照俄

方所說的方式投降，“不會拿領土和人

民做交易”。他放話說，如果馬裏烏波

爾的守軍被消滅，那麼所有談判都會畫

上句號。

俄國防部：投降保安全
位於亞速海北岸的馬裏烏波爾是烏

軍要塞。目前，俄軍稱已將該市殘余守

軍圍困在亞速鋼鐵廠（Azovstal metallur-

gical plant）內。

據報道，俄邏斯國防部放話稱，只

要馬裏烏波爾的“民族主義武裝分子”

和“外國雇傭軍”投降，便保證他們的

生命安全。

“整個馬裏烏波爾市區的烏軍已被

撤底清除……殘余勢力目前被完全封瑣

在亞速鋼鐵廠。”俄國防部稱。

15日深夜，俄邏斯國防部發聲明稱

：“考慮到亞速鋼鐵廠的災難性局勢，

在純粹人道主義原則的指導下，俄邏斯

武裝部隊將從莫斯科時間2022年4月17

日早晨6點開始，給予民族主義武裝分

子和外國雇傭軍放棄敵對行動並放下武

器的機會。”

俄方承諾：“我們保證所有放下武

器的人的生命安全。”

15 日早前，俄方公布了其對烏軍

傷亡人數的估計，稱僅在馬裏烏波爾

市烏方就失去了 4000 多名戰鬥人員。

按照俄方的說法，其中包括與亞速營、

艾達爾營有關的“外國雇傭軍”和“納

粹分子”。

目前，殘余烏克蘭軍事人員已被包

圍在亞速鋼鐵廠內。但烏方稱，當前亞

速鋼鐵廠內的軍事人員總人數不超過

2500人。

俄邏斯軍方給出的停火提議表示，

根據俄方周五攔截的上百條無線電，殘

存的抵抗部隊處於“絕望的境地，幾乎

沒有食物和水”。俄方稱，據點內的烏

軍據信“壹直在要求基輔官員允許他們

放下武器並投降”，而但烏政府“斷然

禁止，並以戰時處抉相威脅”。

俄方停火提議的方案是，烏軍在17

日早上5點建立壹條直接通信線路，並

在早上6點升起旗幟，來表明實際停火

的開始——俄邏斯壹側舉紅色、烏軍所

在的鋼鐵廠壹側舉白色旗幟。然後烏克

蘭部隊將在下午1點之前撤出據點，不

得攜帶任何武器或者彈藥。

俄國防部聲明說，莫斯科的提議和

投降條款“將撤夜通過所有無線電頻道

，每30分鐘壹次持續向鋼鐵廠內的烏克

蘭軍廣播。”

馬裏烏波爾是俄烏軍事沖突爆發後

，兩軍激烈交戰的要塞。本周早前，俄

方稱烏克蘭第36海軍六戰隊旅的1000多

名軍事人員在伊利奇鋼鐵廠放下武器，

這是他們用來對抗俄軍的壹個巨大冶金

廠。但烏克蘭官員駁斥了這壹說法。

澤連斯基：如被消滅，則終止談判

據《華盛頓郵報》報道，烏克蘭總

統澤連斯基接受烏克蘭媒體采訪時表示

，如果俄軍消滅馬裏烏波爾守軍，則壹

切談判中止。

澤連斯基坦言馬裏烏波爾的情況非常

困難。他說烏軍仍控制著市內“壹片不大

的區域”，但面對的是六倍人數的俄邏斯

軍隊。烏政府正在同保衛馬裏烏波爾的守

軍聯酪，並竭盡全力提供支援。

澤連斯基依舊強硬地表示：“我覺

得，如果他們（俄方）想按照他們說的

那洋結束戰爭，那就大錯特錯了。”對

於俄方的停火提議，他說：“這是壹個

死胡同，因為我們不會用我們的領土和

人民做交易。我們認為，為了守衛國家

，家屬戰爭，雙方需要談判對話。”

澤連斯基說：“如果我們所有在馬

裏烏波爾的人（部隊）都被殺害，那就

意味著任何形式的談判都會停止。”

據路透社報道，除了澤連斯基的媒

體采訪，烏克蘭政府尚未就馬裏烏波爾

形勢給出任何聲明。

俄邏斯宣布對英國首相等
13名英政要進行制裁

綜合報導 俄邏斯外交部就對英國政要實施制裁發表聲明。聲明表

示，由於英國政府對俄邏斯采取了前所未有的敵對行動，包括對俄邏斯

政要實施制裁，俄方抉定將英國政府的主要成員和壹些政治家列入禁止

入境俄邏斯的“禁止名單”中。

聲明強調，俄方此舉是對英國開展的反俄信息和政治活動的回應。

英國的目的是在國際上孤立俄邏斯，為遏制俄邏斯和破壞俄國內經濟創

造條件。英國國家領導層正在故意升級烏克蘭局勢，向基輔政權提供致

命武器，並與北約協同行動。倫敦強力推動其西方盟友及其他國家實施

大規模的反俄制裁，然而這些制裁是毫無意義和這得其反的。

聲明表示，英國當局采取的恐俄路線，其主要目的是煽動國際社會對俄

邏斯持消極態度，並削減各領域雙邊聯系。這有損英國人民本身的福祉和利

益。任何制裁攻擊都將不可避免地打擊其發起者，並將受到有力的反擊。

隨聲明附上被禁止入境俄邏斯的英國國民名單，包括英國首相鮑裏

斯· 約翰遜，保守黨議員和英國前首相特蕾莎· 梅，副首相兼司法大臣多

米尼克· 拉布，外交大臣伊麗莎白· 特拉斯，國防大臣本· 華萊士，交通

大臣格蘭特· 沙普斯，內政大臣普麗蒂· 帕特爾，材政大臣裏希· 蘇納克

，商業、能源和產業戰略大臣誇西· 克沃滕，英國數字化、文化、媒體

和體育大臣納丁· 多瑞斯等13人。

聲明還強調，這份“禁止名單”很快將擴大至英國政治家和議員。

巴西漁民檢到壹個漂流瓶流瓶
竟奇跡般救了六個人的命的命

綜合報導 近日，巴西的壹位漁民在

海邊偶然檢到壹個漂流瓶，打開壹看裏面

有壹張小紙條，仔細閱讀發現這竟然是壹

封求救信。於是他立即報警。巴西海軍根

據求救信上的信息，在四處搜索後終於在

4月13日下午在壹個無人島上找到了六名

已經失蹤17日的船員。

據報道，這六名船員的船只Bom Je-

sus於3月底左右起火並沈沒。六名船員設

法到達了壹個無人小島，該島被人們叫做

“箭島”，離巴西的海岸線不遠。六名船

員在這個找不到任何食物的無人島上呆了

近兩周後，發現了壹個空瓶子。

在4月9日，他們抉定賭壹把運氣，

在瓶子裏面放了壹張紙條。紙條上寫著：

“救命，救命！我們需要幫助，我們的船

著火了，我們已經在箭島呆了13天了，沒

有食物，請讓我們的家人知道。”此外，

紙條上還寫了他們家庭成員

的電話號碼。此時，船員們

的家人也已經向警方報告了

他們失蹤的情況——因為他

們在海上呆滿10天後應該

回家的。

船員們把瓶子邦在壹個球上，這個瓶

子最終被壹名當地漁民發現，並最後把它

轉交給了巴西海軍。這個帶著六名船員生

存希望的漂流瓶真的奇跡般地拯救了他們

。六名船員最終在4月13日下午5點左右

獲救。六人被海軍帶到貝倫市，醫生給他

們做了體檢。醫生說，他們總體健康狀況

良好，但因磨難而嚴重脫水。與此同時，

港務局已展開調查，以確定該船沈沒的原

因。

去年9月3日，也有類似的事件發生

。兩位名叫裏瓦爾與歐瓏妮的年輕人乘坐

壹艘小型摩托艇從所邏門群島的莫諾島出

發。摩托艇進入了未知水域後，糟糕的天

氣摧毀了他們的GPS，他們抉定停下發動

機以節省燃料。他們靠吃之前儲備的橘子

和漂浮在海裏的椰子生存下來。最終，在

海上飄蕩了29天後，他們在巴布亞新幾內

亞新不列顛海岸附近遇到了壹名漁夫，漁

夫幫助這對奄奄壹息的年輕人下了船。因

為身體虛弱，他們留在了當地做治療和休

養。他們說：“那裏好像沒有新冠疫情或

者其他東西。”他們表示留在島上非常開

心，把在那裏的時光當成是遠離新冠疫情

的壹個假期。

以色列測試新型激光導彈防禦系統
發布視頻顯示目標被粉碎
綜合報導 以色列國防部長甘茨表示，以色列新型激光導彈防禦系

統在最近的測試中成功攔截了迫擊炮炮彈、火箭彈和反坦克導彈。報道

稱，攔截試驗於上個月在內蓋夫沙漠進行。

甘茨說，以色列制造的激光防禦系統旨在補充現有的壹系列防空系

統，例如該國部署的“鐵穹”系統，並將“盡快”投入使用。甘茨補充

稱，其目標是未來十年內在以色列邊境地區部署激光防禦系統。

以色列總理貝內特今年2月表示，以色列將在壹年內開始使用該系

統，這是向“死敵”伊朗發出的壹個信息。

甘茨表示，激光防禦系統將成為“壹種高效、廉價和創新的保護傘”

的壹部分。

美聯社介紹稱，以色列已經開發或部署了壹系列防禦系統，旨在攔

截包括從遠程導彈到火箭彈的威脅，還可為坦克裝備針對反坦克導彈的

防禦系統。

報道稱，外界目前對該激光系統的有效性知之甚少，但預計它將被

部署在六地、空中和海上。

報道稱，以色列國防部發布了壹段短視頻，顯示了新型激光防禦系

統成功攔截火箭彈、迫擊炮彈和壹架無人機。這段經過高度剪輯並配有

音樂的視頻似乎顯示，壹束激光從地面設備發射出來，擊中了目標，並

將其粉碎成小塊。

以色列宣布這壹信息之際，伊朗與世界大國就恢復伊朗核協議的談

判陷入僵局。以色列反對該協議，稱該協議不足以遏制伊朗的核項目或

其在該地區的軍事活動。以色列官員曾稱，以方將單方面采取必要措施

保護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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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美國

法新社引述一名知情人士指稱，美國財政
部長葉倫（Janet Yellen）今天在 20 國集團
（G20）財長會議上，在俄羅斯官員發言時，
與多國財長一起離席，抗議俄國對烏克蘭的侵
略。

法新社報導，這名消息人士指出： 「當俄
國（官員）開始在G20會議發言時，多名財長
及央行首長突然離開，包括烏克蘭財長馬欽柯
（Serhiy Marchenko）及（美國）財長葉倫。
」

此外，這名消息人士也提及： 「當俄國
（官員）發言時，部分在線上與會的財長及央

行首長們，關掉了他們的攝影機。」
加拿大副總理兼財長方慧蘭（Chrystia

Freeland）推文附上照片，顯示多國官員一起
離席後合影。她推文說： 「在面臨俄國持續侵
略和戰爭罪行時，世界民主國家們不會袖手旁
觀。」

在會議期間，法國財長勒麥爾（Bruno Le
Maire）呼籲俄國代表避免參加這場會議，並稱
「戰爭與國際合作並不相容」 。

多名官員已證實，英國、法國及加拿大官
員加入這次杯葛，凸顯這場會議上的緊張氣氛
。

抵制俄羅斯 美國財長葉倫G20會議帶頭離席

數名知情人士今天透露，預料美國總統拜
登近日將再宣布一項對烏克蘭的軍援計畫，規
模大概相當於上週公布的8億美元方案。

這個消息最早由美國國家廣播公司新聞網
（NBC News）報導。一名不具名美國官員說
，政府還在擬定新計畫的細節。

路透社報導，拜登政府上週宣布提供烏克
蘭8億美元的額外軍援，包括火砲系統、砲彈
、裝甲運兵車和無人駕駛海防艇，其中納入新
型重裝備，擴大了美國軍援烏克蘭的設備種類
。

若美國可能於本週宣布的新計畫規模一如
預期，自俄羅斯2月24日開始入侵烏克蘭以來
，美國軍援烏克蘭的金額將突破30億美元。

此外，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Volodymyr
Zelensky）日前接受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訪問時，邀請拜登造訪烏國首都基輔

。拜登今天說，他不知道是否會成行。
記者在新罕布什爾州一場活動上詢問拜登

是否會前往基輔，他說： 「答案是，我不知道
。」

白宮已表示，拜登不太可能去基輔，但政
府正考慮是否派遣高階官員與澤倫斯基會面，
在俄軍於烏克蘭東部大肆攻擊的同時，表達對
烏克蘭的支持。

消息人士曾提到幾名可能人選，例如國防
部長奧斯汀（Lloyd Austin）或國務卿布林肯
（Antony Blinken）；至於拜登和副總統賀錦
麗，在安全疑慮下不太可能親自前往。

俄烏戰事開打後，英國首相強生（Boris
Johnson）和歐洲聯盟執行委員會主席范德賴
恩（Ursula von der Leyen ）等西方世界領袖
都相繼前往烏克蘭表達支持之意。

傳美再提軍援烏克蘭 俄烏戰中援助將破30億美元

英 國 法 院 今 天 核 發 將 「 維 基 解 密 」
（WikiLeaks）創辦人亞桑傑（Julian Assange
）引渡到美國的正式命令，他將因披露與伊拉
克和阿富汗戰爭有關的大量機密文件在美國受
審。法院命令現在取決於內政大臣巴特爾（Pri-
ti Patel）的決定，但亞桑傑仍可能在任何批准
引渡決定後14天內提出上訴。

倫敦市中心一名地方法官今天的裁決，讓
這起爭訟長久案件更接近尾聲。

但亞桑傑的律師必須在5月18日前向巴特
爾申訴，且可能就案件中的其他問題提出進一
步上訴。

亞桑傑拒絕被引渡至美國受審，向英國法
院申請上訴許可，但英國最高法院上個月駁回
他的申請，他可能在美國面臨終身監禁。

華盛頓希望審判亞桑傑，因為他揭露50萬
份有關美國領導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戰爭的機密
軍事檔案。

英法院核發引渡維基解密亞桑傑赴美命令 仍可上訴

美國 「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19日指
出，在大量將武器送入烏克蘭後，美國很難追
蹤其實際去向，智庫學者警告，這種情況下的
「最大危險」 ，是在俄烏戰爭結束或陷入長期
僵持後，標槍（Javelin）、刺針（Stinger）飛
彈等武器可能流入其他行為者之手，並用來對
付美國。

消息人士告訴CNN，美國正向烏克蘭提供
大量武器，但由於缺乏在該國境內的實際存在
，只能依靠衛星偵照、通訊監聽、烏克
蘭官方提供等形式獲取情報，資訊存在
缺口，導致武器送入烏克蘭後，就像
「掉進黑洞」 ，很難追蹤其去向，尤其
是標槍反戰車飛彈、刺針防空飛彈、步
槍、彈藥等單兵攜帶式武器。

華府智庫 「卡托研究所」 （Cato
Institute）中專注於研究軍備銷售的國
防和外交政策分析師科恩（Jordan Co-
hen）指出，大量武器被送進烏克蘭帶
來的 「最大危險」 ，是在戰爭結束或陷
入長期僵持後，這批武器可能流入黑市
、其他國家甚至恐怖分子手中， 「不會

只被用來對付俄羅斯人」 。
CNN指出，在前蘇聯入侵阿富汗，以及阿

富汗政府對抗塔利班期間，美國都曾持續向當
地提供軍援，導致部分武器最後流入黑市，甚
至是目前的塔利班政權之手，引發美國官方和
民間的擔憂。美國國防官員承認，拜登（Joe
Biden）政府確實理解烏克蘭也存在類似風險，
但仍決定大量提供武器，因為該國未獲得充分
武裝將引發更大風險。

美國狂送烏克蘭武器專家指出 「最大危險」
美國在對俄羅斯祭出一系列制裁後，又放出風聲，稱考慮將俄列為 「支持恐怖主義國家」 。

另外，美國副國務卿雪蔓21日將出席美國─歐盟有關中國議題的高層對話，此前美國國務院發言
人普萊斯也再警告中國，指軍援或協助俄國迴避制裁將面臨嚴重後果。

普萊斯18日接受CNN採訪時說，美國務院正在 「尋找一切可用的方法」 讓俄國為俄烏戰爭負
責，包括可能將俄列為支恐國家，這可能需要數周時間才能作出決定。他表示，美方正在仔細研
究相關的事實與法律， 「無論是這項授權，還是法律賦予我們的任何其他授權，我們都將在有效
和適當的情況下實施。」

根據美國務院的定義，支恐國家係指 「一再為國際恐怖主義行為提供支持」 的國家，目前只
有4國被美國列入：朝鮮、伊朗、古巴和敘利亞。若俄也被點名，將是強大的制裁手段，除了會對
數十個繼續與俄有業務往來的國家實施經濟懲罰外，還會凍結莫斯科在美資產，以及禁止向俄出
口軍民兩用物資。

日前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與美國總統拜登通電話時，請求美方將俄國列為支持恐怖主義的國
家，以加強國際社會對俄國的譴責力度，但當時拜登並未對其請求作出承諾。

另外，普萊斯宣布，美國副國務卿雪蔓會在19日至22日率團訪問布魯塞爾，21日將參加美
國─歐盟中國議題對話第3次高層會議，並於22日出席美國─歐盟印太問題磋商會議。21日，雪
蔓還將在 「歐洲之友」 智庫主辦的活動上發表談話及主持討論，內容涉及美歐關係、美歐在廣泛
的共同挑戰緊密夥伴關係和合作等。

普萊斯指出，雪蔓也將與北約盟友和歐洲夥伴國商討，如何繼續協同一致地應對俄國總統普
丁向烏克蘭發動的戰爭。他又說，美方將密切關注中國可能在烏克蘭問題上給予俄國的支持，並
警告如中國軍事支援俄國或協助其迴避制裁，將面臨嚴重後果。

美國務院 擬把俄列為支恐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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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日疫情

部分死亡個案
◆33歲男子，有濫藥病歷，且有嚴重免疫不足。入院時有發燒及肚瀉，同時

出現血壓低情況。院方已即時為其注射強心藥治理，並送入急症室搶救。院方
使用抗病毒藥和抗生素以減少細菌感染，亦有使用呼吸機，惟患者情況轉差，
於本月18日離世

◆52歲男子，本身患有癌症，癌細胞更擴散至腦部。患者亦出現上腔靜
脈栓塞情況，於本月18日離世

◆58歲男子，本身患有癌症，治療後不幸再復發，入院後於本月18
日離世

醫管局概況
◆目前共8,438名病人留醫；新增597人康復出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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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增核酸確診：320宗
•新增快測呈報：280宗
•第五波累計個案：1,186,407宗
•新增死亡：17人，
包括一宗滯後呈報個案
•第五波累計死亡：8,963人

病死率為0.76%

新增總確
診個案：

600宗
（包括11宗輸入

個案）

2022年4月20日（星期三）香 港 新 聞4 ◆責任編輯：樓軒閣

康復二維碼出爐 有效期180天
替代接種紀錄進“疫苗通”處所“安心出行”更新版本支援

香 港 19 日

再多600宗新冠

肺炎確診個案，

包括320宗核酸及280宗快速測試陽性個案，其

中11宗為輸入個案。第五波疫情爆發以來，全港

累積超過118.6萬名確診者，部分人康復初期未能

接種疫苗，以及不能符合本月30日第二階段“疫

苗通行證”的要求，故特區政府19日更新電腦系

統，供新冠康復者經網上領取“康復紀錄二維

碼”，方便他們進入需使用“疫苗通行證”的處

所，有效期180天。“安心出行”應用程式亦已推

出新版本，新增支援新冠病毒病康復紀錄，並支援

顯示電子針卡，包括醫學豁免證明書等，同時加

入撤銷場所功能，防止程式進入已撤銷的場所。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香港竹篙灣社區
隔離設施第一階段，在中央政府全力支援、中聯辦
大力協調和建築團隊日以繼夜施工下，僅花兩個月
便陸續交付。19日，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視察及出席交接儀式。該隔離設施是援建項目中規
模最大的一個，19日交付首批約1,000房間，涉及
約2,000個床位，林鄭月娥表示連同早前已啟用的
6個社區隔離設施，中央援建的共9個社區隔離設
施合共提供約50,000個床位，大大增強香港防疫
抗疫的“底氣”，與香港兩個月前隔離設施嚴重不
足的困境，實在不可同日而語。

林鄭月娥19日與中聯辦副主任羅永綱、承建商中

國建築國際集團執行董事及行政總裁張海鵬一同視察
隔離設施的單位及設備，並參觀指揮中心，了解智慧
工地和交通管理平台的運作。香港食物及衞生局局長
陳肇始、發展局局長黃偉綸、保安局局長鄧炳強、發
展局常任秘書長（工務）劉俊傑、建築署署長何永賢
和醫院管理局行政總裁高拔陞醫生亦有出席。

餘下設施3個月內陸續交付
竹篙灣隔離設施是中央援建項目中規模最大

的一個，合共提供約7,000個房間，涉及約14,000
個床位，19日率先交付1,000個房間，該處餘下設
施，以及位於啟德郵輪碼頭附近和落馬洲河套區的

大型社區隔離設施，預計會由本月至3個月內陸續
交付給特區政府使用。

林鄭月娥致辭時再次感謝中央、中聯辦和建
築團隊的支援，她說只要社會各界繼續攜手協力、
攻堅克難，香港將早日完全走出“疫”境，回復正
常生活。

竹篙灣社區隔離設施與早前啟用的其他隔離
設施不同，它採用“組裝合成”建築法建造，設施
樓高兩層，每個單位設有獨立廁所和浴室，配備室
內裝修、屋宇設備和傢具。稍後落成的其他階段設
施會設有多款連接單位及暢通易達單位，以切合不
同家庭和傷健人士的需要。

◆林鄭月娥（左）、羅永綱（中）在承建商
代表陪同下視察竹篙灣社區隔離設施單位。

特首：中央援建隔離設施增港抗疫“底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社交距離措
施將於21日起分階段放寬，餐飲處所可恢復
堂食至晚上9時59分。香港食環署19日連同
政府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向餐飲業界講解
有關“疫苗通行證”最新安排及“安心出
行”及“驗證二維碼掃描器”流動應用程式
配套措施。

未齊針或證明過期二維碼變紅框
署方表示“安心出行”已更新功能，可

同時儲存康復紀錄，若同一個二維碼短時間
內，被同一處所重複“反掃”，系統會發出

急速的“嘟嘟嘟……”特別聲響，提示處所
負責人要檢查有關顧客的身份，提防二維碼
被反覆濫用。最新版本“安心出行”可同時
儲存接種紀錄及康復紀錄，若用家符合相關
處所的“疫苗通行證”要求，掃描相關二維
碼會顯示為藍框藍碼；若不符合，就會分為
三款，其中兩款是紅框藍碼，但標明原因，
例如是未打齊針，或康復、豁免證明過期
等；最後一款是“全紅”的紅框紅碼，即無
針卡，亦無康復、豁免紀錄。

在19日舉行的餐飲業界網上會議上，助
理資訊科技總監張宜偉指，掃描器程式更新

後，一旦發現若在5分鐘內，掃描同一個二維碼
兩次或以上，系統就會作出提示及響聲，提醒職
員檢查有關顧客。另外，假如顧客不符合“疫苗
通行證”的最新入座要求，掃描二維碼後，就會
發出“嗶嗶嗶”警告聲，提醒處所職員注意；又
或當掃描器顯示顧客不符“疫苗通行證”要求
時，餐廳可詢問顧客是否有紙本證明。

會上，餐飲業界查詢有關食肆員工要每
三日接受一次快速檢測的安排。香港食環署
副署長（環境衞生）黃淑嫻表示，員工應在
試劑盒上寫上名字及日期，並拍照作紀錄，
方便執法人員查看。

香港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首席醫生歐家榮19日於疫情
記者會上公布，19日香港新增600宗新冠肺炎確診個

案，新呈報17宗死亡個案，其中一宗為滯後個案。香港醫
院管理局總行政經理何婉霞表示，本月18日共有16名病毒
檢測呈陽性的病人離世，他們年齡介乎33至97歲。香港衞
生防護中心總監徐樂堅表示，日前的復活節長假期有大量
人群聚集，以Omicron病毒3至5天的潛伏期為標準，很多
時患者染疫後數天才會見到確診數字出現波動，相信要密
切關注未來幾天的情況，尤其是開學後的情況。

系統設過渡安排 限期6月30日
徐樂堅同時公布，特區政府正式推出“康復紀錄二維

碼”，新冠康復者即日起可通過新冠肺炎電子疫苗接種及
檢測紀錄系統下載，亦可選擇以“智方便”或最新版本的
“醫健通”流動應用程式下載“康復紀錄二維碼”，讓康
復者可攜帶或出示該二維碼替代疫苗接種紀錄進入“疫苗
通行證”指明處所，有效期180天。另外，患者在康復後28
天便可接種新冠疫苗，他呼籲康復者考慮繼續接種第二或
第三劑疫苗。

系統設過渡安排，6月30日前，康復者仍可出示相關康
復或感染證明以作“疫苗通行證”之用，但快測陽性相片
不能作為證明，限期後就一律必須使用“康復紀錄二維
碼”。在“疫苗通行證”的安排下，不確定曾否感染新冠
肺炎者，或衞生署系統沒有其康復紀錄的人士，須按“疫
苗通行證”要求接種相應的劑次。

系統只顯示最近三針紀錄
副政府資訊科技總監黃志光表示，“康復紀錄二維

碼”的使用方法與電子針卡一樣，新冠康復者現可下載並
加入“安心出行”以代替針卡。為精簡版本，即使市民已
打四針疫苗，系統也只會顯示最近所打的三針疫苗紀錄。

政府其後發稿指出，下載“康復紀錄二維碼”的人士
需提供香港身份證號碼、身份證簽發日期及出院或陽性檢
測結果日期的月份以作身份認證。衞生署由18日開始發出
的隔離令上亦會附有“康復紀錄二維碼”。至於在香港以
外地區感染並已康復的人士，現時可使用相關地區衞生部
門發出或承認的感染或康復紀錄進入“疫苗通行證”處
所，特區政府稍後將公布非本地康復紀錄的申報安排。

同一碼5分鐘內“重掃”嘟嘟聲防濫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私家醫
生可透過衞生署網上平台申請領取新冠口服
抗病毒藥，以處方予合適病人服用，衞生防
護中心早前透露，已有約150名醫生取藥。香
港疫苗可預防疾病科學委員會成員、家庭醫
生林永和19日在電台節目上表示，私家醫生
領取口服藥的過程順利，網上登記一分鐘就
完成預訂程序，一兩日所預訂的藥物便送上
門，並指百多名參與計劃的醫生已全部收到
藥物。

林永和指，部分私家醫生已向確診病人
開藥，“政府相關平台有開藥指引，哪些病
人適合用，指示很清晰。通常60歲以上無論
有否慢性疾病，是否已打齊針，都算是高危
類別，醫生都有開藥。”

隨着香港疫情緩和，目前有用藥需求的病
人大大減少，他說：“與二三月時的高峰期相
比，現時一日都沒有一個新症，當然這是好
事。”計劃初期，有百多名醫生參加，“已經
好滿意，大家都為抗疫出力幫手。”有些醫生

暫或未熟習流程，稍後亦可隨時加入計劃。他
表示，目前口服藥存量充裕，且有效期較長，
醫生可預先拿藥，若復課或放寬社交距離措施
後疫情反彈，醫生可以及時為診所病人處方口
服藥，減少確診者的重症機率。

對於香港衞生署打算在網上公布取得新冠
病毒口服藥的私家醫生名單，林永和表示贊
成，他認為是正確的做法及有此需要，主要是
方便病人或居於附近的患者，到就近診所領取
藥物，故不反對將其診所資料載於名單。

林永和：逾百私醫已取新冠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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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衞健委：各地動態清零任務艱巨
內地49日近50萬人染疫 地區間交叉輸入影響明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中國國

務院聯防聯控機制19日在京召開新聞發布會。中國

國家衞健委疾控局副局長吳良有19日表示，內地本

土疫情3月1日至4月18日累計報告本土感染者49.7214萬例，已波及除西藏外的所

有省份。疫情近期形勢呈現逐漸企穩態勢，但地區間交叉輸入影響明顯，各地動態清

零的任務十分艱巨。發布會上亦明確各地防疫需一盤棋，需保障物流、郵政及春耕工

作能夠順暢推進，各地不得以疫情防控為名擅自層層加碼。

習近平：全面貫徹網絡強國戰略 推動政府數字化智能化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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滬特斯拉8000員工復工

滬單日染疫者首降至兩萬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倪夢璟 上海報

道）上海市衞健委19日通報，18日新增本土
確診病例和無症狀感染者共計19,442例，上海
本土感染者出院或解除集中隔離醫學觀察人
數則達23,286人，超過了新增陽性感染者人
數。上海並發布了疫情防控期間市民就醫流
程的通知，要求不得以查驗核酸作為進出小
區就醫、轉送病人和接診的限制。

醫院設緩衝區收治危殆者
自4月8日以來，上海單日新增陽性感染者

首次低於2萬。不過，18日上海新增死亡病例7
例，年齡從60歲到101歲，合併冠心病、糖尿
病、高血壓、腦梗後遺症、腦出血等嚴重的基
礎疾病。通報稱，上述7例染疫者入院後病情
加重，搶救無效死亡，直接的死亡原因由基礎
疾病導致，但歿者均未接種新冠肺炎病毒疫
苗。

上海市衞健委公布疫下就醫流程：要求各
醫療機構暢通急救綠色通道。對於不能排除

染疫但需緊急救治或入院治療的急危重症患
者，要在急診搶救室、手術室、病房合理設
置緩衝區，在積極搶救同時開展快速核酸檢
測和抗原檢測，排除新冠後轉普通病房。上
海市急救中心還需安排急救車輛要優先保障
急危重症患者、孕產婦和新生兒轉運救治。

全市醫院需“應開盡開”
對於封控區、管控區內的人員就醫，相關

患者需在就醫前提前聯繫定點醫療機構，再向
社區防控部門報備後，由街鎮安排專人專車全
程閉環轉運就診並接回。

防範區人員可自行前往正常開診的醫療機
構，跨區就醫應搭乘街鎮安排的專用車輛或巡
遊出租車閉環前往。

急危重症患者，由120救護車轉運就診。
若暫時聯繫不到，街鎮應及時安排轉運車輛。
上海市級醫院均需做到“應開盡開”，按照分
區包乾原則，支援各區基本醫療服務保障工
作。

◆19日上海逾2萬方艙隔離人士獲准出艙。圖為出艙者在工作人員指引下等待乘車返家。 網上圖片

吳良有表示，近一段時間，內地疫情形勢呈現
逐漸企穩態勢，但地區之間交叉輸入影響明

顯，各地動態清零的任務十分艱巨。河北、江
蘇、浙江、安徽、廣東、福建、遼寧等省疫情總
體趨於平穩。吉林省吉林市疫情持續好轉，處於
下降趨勢，長春市疫情呈現下降態勢，近日新增
感染者均為集中隔離發現，但由於感染基數大，
社區風險未完全排除，需持續強化疫情防控措
施，鞏固防控成果。此外，上海市近日疫情仍處
於高位，社區傳播風險仍然較高，防控形勢依然
嚴峻，防控任務仍十分艱巨緊迫。

繼續推動60歲以上人群疫苗接種
吳良有還表示，截至4月18日全國累計報告

接種新冠疫苗超33億劑次。60歲及以上老年人接
種覆蓋人數達到2億2,552.1萬，完成全程接種2
億1,393.8萬，覆蓋人數和全程接種人數分別佔老
年人口的85.41%和81.03%。加強免疫接種已經完
成1億5,487.4萬人。

目前，加強免疫工作正在有序開展。近期老
年人接種率也在逐步提高，正在指導各地結合本
地的實際，豐富宣傳的形式，加大宣傳力度，令
大家更加客觀、科學地認識新冠病毒疫苗接種重
要性。

中國交通運輸部公路局局長吳春耕在發布會
上亦就疫情期間部分貨車司機在運輸過程中受阻

問題表示，19日召開的全國保障物流暢通促進產
業鏈供應鏈穩定電視電話會議明確提出，對貨車
司機要實行“即採即走即追”+“人員閉環管
理”的舉措。

保運輸春耕各地不得層層加碼
吳春耕表示，該政策核心包括核酸檢測結果

全國互認通用，在有效期內不得要求重複檢測；
對持48小時內核酸檢測陰性證明、健康碼綠碼、
體溫檢測正常的貨車司機，各地要直接放行，不
允許“層層加碼”；對到達目的地時核酸檢測結
果超過48小時的，可採用“核酸檢測+抗原檢
測”的方式，抗原檢測結果為陰性的，也要立即
放行，不得以等待核酸檢測結果為由限制通行。
同時實行動態追蹤機制，一旦核酸檢測結果為陽
性，立即通知前方實施管控措施；建立和完善貨
車司機信息共享機制，實行“白名單”管理，對
在中高風險地區所在地市穿行，或停留不超過4
小時的貨車司機，不允許賦碼“帶星”。

針對一些地方因封控措施影響農民春耕問
題，農業農村部合作經濟司副司長毛德智在發布
會上說，要嚴防“簡單化”“一刀切”和“層層
加碼”，嚴禁擅自設卡攔截、隨意斷路封村。

同時，安全有序組織需要返鄉務農的農民回
鄉開展農業生產，保障農機正常作業秩序和農資
及時到位。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備受關注的特
斯拉上海超級工廠19日復工，目前已經有約8,000
名員工到崗。企業目前對到崗的員工實行每天一次
抗原加核酸檢測，同時，生產辦公區域嚴格進行消
毒，嚴格做好防疫工作。

特斯拉上海超級工廠生產製造高級總監宋鋼介
紹，企業會在接下來的三四天內逐步進行產能爬

坡，逐步實現單班制滿產。
汽車企業產業鏈長，對協同復工的要求較高。

特斯拉在國家相關部門以及上海市經信委等多部門
的幫助下，積極推動100多家零部件生產商的復工
復產，暢通物流。長三角一些省市也積極支持企業
復工復產，如，江蘇省泰州市支持幫助特斯拉公司
在當地的供應鏈企業復工復產並辦理運輸通行證。

主持召開中央深改委第二十五次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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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全面深化
改革委員會主任習近平4月19日下午主持召開中
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員會第二十五次會議，審議通
過了《關於加強數字政府建設的指導意見》、
《關於進一步推進省以下財政體制改革工作的指
導意見》、《關於建立健全領導幹部自然資源資
產離任審計評價指標體系的意見》、《“十四
五”時期完善金融支持創新體系工作方案》、
《關於完善科技激勵機制的若干意見》。

習近平在主持會議時強調，要全面貫徹網
絡強國戰略，把數字技術廣泛應用於政府管理服
務，推動政府數字化、智能化運行，為推進國家
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提供有力支撐。要理
順省以下政府間財政關係，使權責配置更為合
理，收入劃分更加規範，財力分布相對均衡，基

層保障更加有力，促進加快建設全國統一大市
場、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推動高質量發
展。要貫徹依法依規、客觀公正、科學認定、權
責一致、終身追責的原則，着力構建科學、規
範、合理的審計評價指標體系，推動領導幹部切
實履行自然資源資產管理和生態環境保護責任。
要聚焦金融服務科技創新的短板弱項，完善金融
支持創新體系，推動金融體系更好適應新時代科
技創新需求。要堅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經
濟主戰場、面向國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
康，樹立勇擔使命、潛心研究、創造價值的激勵
導向，營造有利於原創成果不斷湧現、科技成果
有效轉化的創新生態，激勵廣大科技人員各展其
能、各盡其才。

會議強調，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以來，我
們加強財稅體制改革頂層設計，中央與地方財政

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改革向縱深推進，中央與地
方收入劃分進一步理順，財政轉移支付制度改革
持續深化，權責清晰、財力協調、區域均衡的中
央與地方財政關係逐步形成。要堅持黨中央集中
統一領導，在中央和地方分稅制的原則框架內，
遵循健全政府間財政關係的基本原則，清晰界定
省以下財政事權和支出責任，理順省以下政府間
收入關係，完善省以下轉移支付制度，建立健全
省以下財政體制調整機制，規範省以下財政管
理。要通過完善財政制度，破除地方保護主義、
消除市場壁壘，健全持續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
化的保障制度和標準體系，加大對革命老區、民
族地區、邊疆地區、欠發達地區的財政支持力
度，完善區域支持政策，推動建立縣級財力長效
保障機制。要壓實地方各級政府風險防控責任，
完善防範化解隱性債務風險長效機制，堅決遏制

隱性債務增量，從嚴查處違法違規舉債融資行
為。要嚴肅財經紀律，維護財經秩序，健全財會
監督機制。

會議強調，加快推進金融支持創新體系建
設，要聚焦關鍵核心技術攻關、科技成果轉化、
科技型和創新型中小企業、高新技術企業等重點
領域，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進科技信
貸服務能力建設，強化開發性、政策性金融機構
在職責範圍內服務科技創新作用，增強銀行業金
融機構為承擔國家重大科技創新任務企業服務能
力，提升多層次資本市場直接融資功能，發揮保
險和融資擔保機構風險分擔作用，強化金融支持
科技創新的外部支撐。要堅持底線思維、問題導
向，立足保障產業鏈供應鏈安全穩定，統籌金融
支持科技創新和防範金融風險，壓實風險防控主
體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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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放中国

信任度不断提升

——中国中小微外贸企业在全球市场上的买家信任
度、产品吸引力进一步增加，出口效率提高

过去一年，摆在中国外贸企业面前的难题不少。
华东地区一名医疗器械外贸出口从业人员介绍，受疫情影响，

2021年医疗器械外贸行业的客户需求呈上涨趋势，其公司的防疫产
品订单增多。可是，增收未必增利。“上半年原材料涨价，进入下半年才
有了一些缓和。另外，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也不是很理想，压缩了我们的
利润空间，有些产品不得已提价，间接降低了国际客户的购买意愿。”

中国贸促会商业行业委员会和上海夺畅网络技术有限公司近日
联合发布的 《2021 年中小微企业出口贸易 （B2B） 指数报告》 显
示，去年1月起，全球原材料及大宗商品价格涨幅连续扩大，同期
全球海运价格飙升、人民币汇率走强、国内部分省份限电等，都
给外贸企业造成不小的影响。然而，在严峻的内外部环境下，作为
外贸行业“毛细血管”的中小微企业克服困难，展现出较强的竞争
力。

在买家信任度和产品吸引力方面，该《报告》显示，去年春节
后，中小微外贸企业订单金额和订单预付款比例一直处于高位，与
此同时，单一订单平均收款次数明显下降，这说明国外客商愿意向
中国中小企业提供更大金额的订单，且愿意在中国企业出口之前就
支付一定比例的预付款，反映出国外客商对中国中小企业产品质量
有较强的信心，开展中长期合作的意愿十分强烈，信任度不断增
加。

出口运营效率方面，去年9月起，中国中小微外贸企业平均发
货时间呈现缩短态势，表明国际物流阻滞对中国外贸的影响有所减
弱。11月份，订单金额达到年度峰值，同时平均发货时间比年中缩
短2天，说明中小微外贸企业的出口运营效率进一步提升，且在订
单金额增长的情况下，依然表现出更好的响应速度。

“去年中小微外贸企业顶住全球疫情蔓延、大宗商品价格上
涨、海运费用高企等不利因素，抓住全球经济复苏的新机遇，在国
家外贸政策的支持下充分发挥‘船小好调头’的优势，获得了较好
发展。”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副院长赵萍表示。

灵活多变，竞争力强

——开拓新市场，尝试新业态，中小微外贸企业顺
应市场变化及时做出调整

中小微外贸企业的竞争力来自哪里？专家分析，中小微企业灵
活多变，能够顺应市场需求快速作出调整，是其重要的生存之道。

积极开拓新市场。华北地区一家从事机械配件外贸出口的小企
业负责人表示，2021年是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的第二年，企业在
巩固老客户的同时，也积极拓展新兴市场，并从传统线下渠道转移
到线上平台进行推广，收获了不少中东、南美的新客户。到年底一
算账，全年外贸出口交易额同比有所增长。

及时调整业务方向。华南地区一家消费电子产品外贸出口公司
的负责人对此深有感触。从2020年开始，公司在主营的3C消费电
子类产品之外，增加了医疗用品、防疫物资的外贸出口。“这个举
措使我们在主业表现不好的情况下，公司整体收益依然实现了较好
增长。”该负责人说。

主动尝试新业态。一家从事办公设备外贸出口的企业负责人介
绍，企业对跨境电商平台的依赖性很大，近两年平台的流量成本不

断上升，倒逼企业另谋出路，建立自主的独立站，正逐步形成渠道
和品牌。他认为，疫情加速了中国跨境贸易企业转向新兴渠道，例
如以前大家会依赖Google、Facebook 等平台的投放来获客，现在
很多同行已经把获客重心放到TikTok这样的短视频平台。“去年我
们整体营业额增加50%以上，下一步我们将利用新媒体平台主动拓
客，相信可以做出更好的业绩。”

赵萍分析，中国货物贸易出口实现增长得益于国内外环境的
共同作用。一方面，外需不断走强，为国内产品出口创造了良好
的条件。另一方面，中国科学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在
全球疫情反复的情况下，能以较稳定的供应链应对国际市场的不
确定性，填补国际市场供给的空白，创造了更多的新增长点。“中
小微企业规模较小，对于市场的最新变化有较强适应能力，能及
时抓住外贸进出口的新机遇。”赵萍说，经过多年发展，中国已形
成许多产业集群，大量中小企业通过融入产业集群，利用产业生
态优势获得技术、人力和资金方面的支持，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
外贸订单来源。

助中小微企业爬坡过坎

——今年 RCEP 生效将带来新机遇；有关部门将
多措并举扶持中小微外贸企业发展

今年 1月 1日起，中国、东盟 10国、日本、韩国等 15个经济
体共同签署的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 正式生
效，标志着全球人口最多、经贸规模最大、最具发展潜力的自由
贸易区正式落地。中小微外贸企业也纷纷把更多力量投向RCEP。

调查显示，去年中国中小微外贸企业出口 RCEP 区域收款金
额同比增长 20.7%，RCEP 区域出口额前三位目的地国家为日本、
韩国、印度尼西亚，增长率前三位目的地国家为泰国、印度尼西
亚、菲律宾。《报告》认为，中小微出口RCEP区域活跃指数表现
出较强韧性，随着 RCEP 正式生效，中国中小微外贸企业 RCEP
区域贸易将释放出更大能量。

“中小微外贸企业可以利用RCEP‘零关税’的优惠协定税率降
低进出口成本，使进出口商品都能获得更强有力的成本优势，更
好满足市场需求。”赵萍说，RCEP生效后，贸易便利化程度也将得

到大幅提升，能节约中小微外贸企业在通关方面的人力支出，更
有利于其拓展市场。此外，RCEP原产地规则有利于大型跨国公司
在区域内进行全产业链布局。中小微外贸企业将有更多机会融入
全球供应链，从单打独斗转变为更好利用供应链的竞争优势。

有机遇，也有挑战。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李兴乾表示，总的
来看，在去年6.05万亿美元规模、30%高速增长的基数之上，今年外
贸稳增长的困难和压力前所未有。特别是中小微外贸企业，综合成
本上升，经营风险和压力处于高位，不同程度上存在着“有单不敢接”

“增收不增利”的现象。
如何帮助中国的外贸企业尤其是中小微外贸企业继续爬坡过

坎？
商务部新闻发言人束珏婷表示，针对中小微外贸企业的实际困

难，商务部将会同相关部门研究出台支持政策，帮助中小微外贸企
业防风险、降成本、增活力。在防风险方面，商务部联合中国信
保，加大出口信用保险对中小微企业的服务支持力度，扩大信保覆
盖面。在降成本方面，与国家税务总局等部门密切协作，推动持续
加快出口退税进度，优化退税服务，进一步减轻企业的资金压力。
在增活力方面，鼓励各类金融机构在依法合规、风险可控的前提
下，加大对外贸企业特别是中小微企业信贷支持力度。

“近期，我们还印发了《关于用好服务贸易创新发展引导基金
支持贸易新业态新模式发展的通知》，鼓励各地用好服贸基金等直
接融资手段，缓解外向型中小企业融资难题。”束珏婷介绍。接
下来，商务部将落实好今年 1 月出台的稳外贸政策措施，保障外
贸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同时，会同有关部门指导各地持续优
化营商环境，将减税降费等措施落实到位。此外，指导企业推动
进口多元化，加强国际合作，构建互利共赢的原材料贸易渠道。“我
们将多措并举，以政策的确定性帮助外贸企业应对外部的不确定
性，助力企业爬坡过坎，行稳致远。”束珏婷说。

以“中小微”为主的民营外贸企业去年进出口总额增长26.7%——

中小微外贸，船小能量大
本报记者 廖睿灵

中国外贸进出口规模去年达到 6.05 万亿美
元，创下历史新高。在这份亮眼的成绩单上，中
小微外贸企业贡献不小。数据显示，2021年，以
中小微为主的民营企业保持中国第一大外贸经营
主体地位，进出口总额19万亿元人民币，增长
26.7%，占中国外贸总值的48.6%，对外贸增长的
贡献度达58.2%。

面对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中小微外贸企业何以
取得这样的成绩？他们的竞争力有多大？今年如何
继续稳住中小微外贸企业的发展势头？

▲4月6日，福建泉州南安市南益电脑针织有限公司工人
在加工外贸针织衫。 王 毅摄 （新华社发）

▲4月 3日，广东省广州市南沙区龙穴岛的南沙港码头
上，外贸班轮停靠泊位装载货物。 魏劲松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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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獲三項最佳電影記錄短片 Foldtastic將在CINEMARK 電影院放映
己獲三項最佳電影記錄短片獎: Fold-

tastic 將於4 月23 日2022年星期六下午3
點在位於休士頓Memorial City Mall購物中
心二樓 CINEMARK 電影院放映.

這電影在休士頓 第 55 屆國際電影節(
International Independent Film Festival/
WORLDFEST Houston)北美首映.

這部影片包括了摺紙大師傅凱 20多年
的摺紙藝術家生涯. Kyle Fu(傅凱)是藝術畫
家和老師,電影製片人,舞台劇英文原作劇本
獎得主,電視中,英文雙語脫口秀節目主持人
和摺紙藝術大師.

傅凱在8歲時最先開始學習的摺紙是她
姐姐教導的.

他教授了有超過 25年的成人和兒童摺

紙課,
其中也包括自己創造設計超過百種的

摺紙藝術作品和先進的摺紙教育,利用摺紙
藝術品為慈善

事業組織籌款,娛樂節慶表演,也用摺紙
藝術和醫學界合作針對人的身心健康的重
要研究.

他是唯一一個將他的摺紙藝術作品正
式保存並在三個不同的美國美術博物館展
出的人.

(Booth Western Art Museum Atlanta
GA, Cowboy Art Museum of Texas, Kara-
te Sports Museum of North America).

他摺紙設計的紙摺形成的黃銅鑄馬在
美國各地戶外植物園展出,在過去十年中作

品收入己超過百萬美元.
這使他成為第一位獲得最高榮譽的摺

紙藝術作品成就在美國的華裔移民藝術家.
休士頓摺紙博物館是傅凱註冊的非營

利性質博物館,它的宗旨是注重摺紙藝術教
育,摺紙藝術文化的保留和摺紙在生活中娛
樂也是為了加強中國亞裔文化在美國社會
對中國亞裔社會地位也同時向全世界傳播
中國的摺紙藝術文化.(摺紙藝術它最早起源
於中國,而世上很多人錯誤認為摺紙起源於
日本).

請愛好藝術和電影的人仕大家一起前
來觀看這部電影,並請大家支持中國亞裔在
美國的亞裔社區為中國傳統藝術和

文化保留貢獻有一個良好的開端.

華策飛鴻 佛州教會側寫

在主裡問候大家！詩篇122篇乃大
衛的上行之詩，道出大衛渴慕耶和華的
院宇、嚮往錫安大道的渴慕之情。他渴
想 神的居所，就是渴慕 神的表現。
詩122:1~2 「人對我說：我們往耶和華

的殿去，我就歡喜。耶路
撒冷啊，我們的腳站在你
的門內。」 兩句簡單的詩
句，卻把渴慕之情溢於言

表。當聽到要一起上聖殿敬拜神，大衛
就喜樂非常，對神的敬拜可說是大衛一
生一世所要追求的事。”

在教會陸續重開實體聚會之際，您
是否有大衛般的感受呢？流離避難的大

衛回國後，加倍想念一起敬拜的美善；
被擄歸回的以色列人，加倍想念往日一
起歡唱時的喜樂。如今許久的隔離，有
沒有使我們更珍惜一起崇拜的難得呢？
想到那些戰亂下烏克蘭的主內肢體(烏
國約有80%泛基督教徒)，無家可歸，
無處聚會，我們除了繼續為他們禱告之
外，希望更珍惜你我每日的平安，更珍
重主日的敬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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