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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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A11

12047

Friday, 4/22/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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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馬立波情勢惡化馬立波情勢惡化 烏克蘭欲舉行特別回合談判烏克蘭欲舉行特別回合談判

（綜合報導）一名基輔高階官員說，烏克蘭
今天提議要在遭俄軍圍困的烏國東南部港市馬立
波（Mariupol），與俄羅斯舉行 「特別回合」談
判。

烏克蘭談判代表、總統府顧問波多利雅科
（Mykhailo Podolyak）在推特說： 「是的，沒有
任何條件。我們準備在馬立波舉行一輪 『特別談
判』。」

「一對一，二對二。為拯救我們的人、亞速
軍團、部隊、平民、孩童、生者及傷者，每個人
，因為他們是我們的一員，因為他們都在我心中
，永遠。」

法新社報導，另一名烏克蘭談判代表阿拉哈
米亞（David Arakhamia）在即時通訊軟體 Tele-
gram說，他與波多利雅科 「準備好抵達馬立波，
與俄方就撤離我們的駐軍和平民舉行會談」。

當局試圖從馬立波撤離平民的行動今天再次
宣告失敗。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Volodymyr
Zelensky）警告， 「馬立波的局勢正在惡化」，數
以千計烏軍和平民受困在這座城市。

在俄軍圍困攻勢中保衛馬立波的亞速軍團指
揮官帕拉馬爾（Svyatoslav Palamar）今天稍早表示
，他的部隊已準備與平民一同撤離這座戰略港市
。

他在上傳至 Telegram 的影片中說，目標是
「撤離傷員，將死者遺體運出，在不受俄羅斯聯

邦控制的領土光榮地埋葬他們」。
他還強調，他的部隊不會聽從俄軍要他們繳

械投降的要求。
帕拉馬爾也呼籲 「整個文明世界（在這些談

判中）成為我們的安全保障」。
莫斯科並未立即對烏克蘭的提議作出回應。
路透社報導，在烏克蘭拋出上述提議後，俄

軍表示，他們明天就會占領馬立波的亞速鋼鐵廠
（Azovstal）；這座煉鋼廠是烏軍在馬立波死守的
最後一個據點。

馬立波一旦被占領，將成為俄羅斯8週前入
侵烏克蘭以來所攻陷的最大城市。俄烏衝突時間
比若干軍事分析家預期的要長，迄今已迫使超過
500萬人出逃國外躲避戰禍，許多城鎮化為廢墟。

俄羅斯轄下的車臣自治共和國領袖卡狄羅夫
（Ramzan Kadyrov）談到亞速鋼鐵廠時表示：
「在午餐時間前後，亞速鋼鐵廠將完全處於俄羅

斯聯邦軍隊的控制之下。」車臣部隊一直在烏克
蘭為俄方作戰。

記者未能立即與烏克蘭國防部取得聯繫要求
置評。

烏克蘭陸戰隊指揮官伏爾尼（Serhiy Volny）
說，死守煉鋼廠的烏軍可能無法堅持下去了。澤
倫斯基先前說，估計有上千平民在這座煉鋼廠避
難。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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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alee@scdaily.com
我見我聞我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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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pringtime is here. It is the season of flowers
competing for beauty. We should be very
grateful because we are enjoying the
beautiful times again. This year, spring came
earlier. Our backyard flowers have been in
full bloom for nearly two months.

We live in the southern par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especially in Texas, April is the
most pleasant time for us. When we drove
down highway 290 to Austin, the capital of
the state, the famous bluebonnets were
growing all over the road. People told me that
when the Former First Lady, Lady Bird
Johnson came back home from Washington,
DC, she was the only one trying to plant the
wildflowers all over the state highway. Today
even though she is far away from us, we still
remember her especially in the springtime.

We should feel very fortunate that we live in
this great land without war, fear and
bloodshed.

Many of us came here from different corners
of the world. We now call America our home.

We all need to help each other to look for a
brighter future.

The spring season will be gone soon, but we
still hope that there will be other springtimes
in the future.

0404//2121//20222022

Joyful Springtime!Joyful Springtime!

春臨大地是一场美
的盛事， 繁花爭艷的季
節 ，芳香傳送溫情 ，我
們要感恩， 再次的感恩
上天再次給予我們的美
好時光。

今年的春天來得早
些， 後院參差高樹長得
特別翠綠， 前院的杜娟
已經盛開了，近二個月
之久花枝招展 ，澀而驚
艷地伸放在花叢中， 錦
簇花卉穿過長廊 ，叫人

聞不夠， 看不厭 ，願春
色永駐， 溫柔的細雨，
給人帶來歡樂的祝福。

生活在美國南部德
州的人， 人間四月天是
最令人悅愉的時光， 我
們沿着前往首府奥斯丁
的290州際公路 ，滿山
遍野長出了有名的藍帽
花，它是德州州花， 據
說， 當年美國總統詹森
在越南戰爭的泥沼中決
心不再連任， 回鄉到了

首府附近之老宅， 縂統
夫人決心倡議在德州大
量種植野花， 其中包括
藍帽花 ，每當四月深春
時節， 我們看見之満地
的野花， 聞到撲鼻的花
香 ，我們總是記起了琳
達詹森夫人， 她雖已遠
去 ，她仍然活在人們心
中， 至少在春日花開的
時節。

春之頌春之頌



AA33要聞3
星期五       2022年4月22日       Friday, April 22,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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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JC

335 Avenue E,Stafford,
TX 77477

電話: (281)631-5260
網址: www.tjc.org
電子郵件: Houston@tj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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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著華觀點 : 420麻痺--大麻文化節麻煩大了】

與其退讓，不如操槍！

每年 4 月 20 日這天, 美國與世界各地大麻愛
好者都齊聚慶祝”大麻文化節”, 為了方便記憶,
他們把這一天簡稱為420、4/20，或是4:20, 那都
是大麻文化中的俚語，指稱吸大麻，特別是指在
每天下午4點20分左右吸食大麻煙的行為，當然
這一天他們更是一起吸大麻來慶祝,活動往往都
舉行好幾天。

”大麻文化節”緣自於1971 年，當時有五
名加州高中生因為每天下午 4 點 20 分都會儀式
地抽大麻煙，並按照一位大麻種植的藏寶圖，尋
找被遺棄在附近某處的大麻植株, 他們並設計了
一個密碼420用來相互表明他們會在當天晚些時
候會面抽大麻以激發活力。之後這種儀式流行傳
播，420最終成為吸食大麻的代碼。

在傳統思維裡, 大麻就是一種毒品, 是一種戕
害身心的東西，不過由於具有醫療效果, 所以大
麻分醫學、工業與休閒用三種，前兩種屬於正當
使用，後一種則是俗稱的毒品，如今美國許多州
與加拿大不約而同把這種毒品開放，其中最大的
原因是有太多人在吸食使用了，與其讓黑市交易

，不如公開合法，這理由像是把賭博和娼妓合法
化，但大麻毒品經過醫學檢驗會直接侵蝕大腦，
嚴重損害身心健康以及腐化人生，一個政府如果
不能夠匡正教導人民遠離毒品已是失職無能，如
今卻反而採取消極放縱的態度，對於家庭與學校
教育將會有非常不良影響，老師與家長們要如何
去向公然吸食大麻的學生和子女說教呢？！

美加兩國政府向人民表示希望公眾以一種開
放的心態來看待這個問題，但是大麻既已合法，
將來滋生的健康問題、大麻中毒駕駛肇事問題
…………. 等等，政府準備好應對之方了嗎 ? 相
關的規章己經確立了嗎？

由於大麻有害身心健康，所以美國聯邦政府
除了對醫學用與工業用大麻合法開放使用外，其
他休閒用大麻仍被定位為毒品，依然嚴禁濫用，
不過由於各州要求開禁的聲浪不斷，自 2014 年
後,大麻的法律問題交由各州自行決定，除伊州
外，還有許多州都是合法的，因此他們公開慶祝
420活動是合法的, 但是等於是鼓勵大家去吸食大
麻,形象相當不好, 難道我們的政府沒有察覺到嗎!

（筆名：東海紅塵）
面對邪惡勢力，我們一萬
次退讓，不如一次鐵拳爆
錘。

新冠病毒攪亂了美國人的
生活，美國華人面臨著雙重危
險。他們不僅要像其他人一樣
竭力躲開病毒，還要與日漸增
長的針對華人的攻擊做爭鬥。

近日華人社區、商店、
餐館等相繼發生搶劫案。華人
社區夜晚還傳來槍聲。搞得人
心惶惶。比如加州的槍店被人
搶購，有槍的人屯子彈。因為
大家記憶猶新。在美國，一旦

發生災難，就會有趁火打劫的
人，。 2005 年 8 月 29 日卡特
里娜颶風襲擊新奧爾良市，毀
壞了大量建築設施。劫匪公然
當著警衛隊和警察的面大肆燒
殺搶掠和強姦，還與警方槍戰
。為此美國政府往災區派出
7000名士兵，並授權可隨時開
槍擊斃暴徒，才得以鎮壓下來
。

為了保護自己，加強自
衛，華人也操起了槍。誰要敢
惹我們，與其忍讓，不如一次

把他們打疼、打服。比如芝加
哥就做得很好，有些華人社區
早早的自發組建微信互助群，
有槍出槍，有力出力。成立應
急救援小組、後勤組、醫療組
，施行輪崗，制定突發情況集
合點。

芝加哥的華人應急救援
小組挑選動力強的汽車，攜帶
武器裝備，在當地法律允許的
情況下，以小組為單位快速前
往救援遇險居民，同時每輛車
每隔一段時間按照約定頻率按

喇叭，以便識別隊友，震懾罪
犯。核心成員大部分是退役軍
人、特警教官、射擊教練，一
旦事情惡化，群裡有人發出求
救信號，所有成員迅速在預定
的集合點匯合，進入臨戰狀態
。

這不是演電影；而是要
命的實戰自衛！筆者贊同，在
華人利益和生命受到威脅時，
美國華人，操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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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多地氣溫打破4月低溫記錄
對農業生產造成影響

綜合報導 據法國氣象局發布的觀測數據，位於法國各地 18 個

監測站點錄得的氣溫打破4月份的低溫記錄。低溫對農業生產造成

影響。

受來自北歐的寒冷空氣的影響，自本月 1日起，法國多地氣溫

驟降，不少地區出現降雪。3日上午，法國氣象局在多地觀測到了

歷史性的低溫。在法國西南部多爾多涅省的貝爾熱拉克，3日的最

低溫達到零下 5.1 攝氏度，打破該地區 4月低溫記錄；在法國東南

部瓦爾省的德拉吉尼昂，3日氣溫低至零下 1.1 攝氏度，該地區此

前 4 月的低溫記錄為 1996 年 5 月的零下 0.5 攝氏度；同洋位於瓦爾

省的土倫市也在 3 日錄得 0.3 攝氏度的 4 月歷史性低溫。除了南方

城市受到影響外，法國西北部城市布雷斯特也打破了多年來的4月

低溫記錄。

此次低溫影響到法國農業生產。法國多地出現霜凍，尤其是在西

南部地區，當地水果種植業和葡萄酒釀造業受到影響。3月法國整體

氣溫偏高，氣候溫暖，不少作物的發芽時間比起往年偏早。此次寒

潮帶來的霜凍對已經出芽的農作物產生了不小影響。在部分葡萄產

區，如夏布利，當地的農民已經采取了壹些防霜措施，減小寒冷天

氣所帶來的負面影響。

數據顯示，此次降溫過程還將持續壹至兩日，對法國農業造成的具

體損失還有待進壹步評估。

希蠟旅遊部：
2022年美國遊客數將接近疫情前水平

綜合報導 據希臘旅遊部預計，2022年，前往希臘的美國遊客數將

接近2019年水平，如果國際地緣政治不確定性解除，甚至會超過2019年

的水平。

報道稱，根據2021年的數據，美國人在希臘的人均旅遊消費達到

1500美元，該金額僅涉及他們的度假支出，不包括機票和住宿。

據報道，3月底，根據希臘旅遊聯合會(INSETE)研究所處理的數據

，從美國到希臘旅行的機票預訂量達到了與2019年同期相同的水平。作

為旅遊目的地，2019年，希臘與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等其他南歐國

家相比，所占的份額更大。

Tourix最近根據谷歌數據進行的壹項調查顯示，希臘旅遊目的地的

大多數搜索來自美國，其次是英國、法國和德國。2019年，來自美國的

旅行收入僅落後於德國和英國。因此，美國主要航空公司本季安排了創

紀錄數量的直飛希臘航班，預計2022年夏天從美國飛往希臘的航班每周

可以達到22000個座位。

希臘旅遊業人士將這種增長歸因於多種因素：希臘從過去十年的

經濟危機負面形象演變為經濟復蘇、政治穩定的且健康安全的旅遊

國家；選擇歐洲的美國遊客對歷史文化旅遊感興趣，希臘是其中的

佼佼者；希臘政府特別努力的宣傳希臘旅遊產品，各種配套服務已

逐漸升級。

法國總統選舉第二輪投票展望：
馬克龍能否成功連任？

距離4月24日的2022年法國總統選

舉第二輪投票僅剩幾天時間。法國總統

馬克龍與極右翼黨派“國民聯盟”候選

人瑪麗娜· 勒龐已在10日舉行的首輪投

票中勝出，兩人將進入第二輪投票的最

終對抉。馬克龍能否通過第二輪投票戰

勝勒龐，成功連任，被普遍認為是此次

選舉的最大看點。

經濟民生議題成為選情焦點
馬克龍擔任總統期間，法國經濟總

體經受住了新冠疫情等考驗，經濟增長

率優於德國，失業率降至近10年來最低

水平，經濟總體走勢基本穩定，這份經

濟成績單本應很有助於他競選連任。

但2月末以來俄烏沖突引發的能源

價格上漲，導致法國通貨膨脹問題日益

突出，經濟民生議題隨之成為選情焦點

。普通民眾開始關註生活必需品價格上

漲，特別是中低層百姓更加關心購買力

問題。

勒龐提出限制生活必需品價格、減

稅、註重保護法國本地經濟等多項措施

來回應民眾對經濟問題的關切。她最近

的競選造勢活動也緊密圍繞經濟和民生

問題展開，尋求基層選民的共鳴，被分

析人士認為是“明智的競選策略”。

不過勒龐的有關經濟政策被認為雖

然短期內可能有助改善民生，但長期來

看會給法國材政帶來更大壓力，對於法

國經濟而言是不可持續的。同時，如果

勒龐的經濟政策得到實施，法國材政赤

字勢必會進壹步擴大。

在民生壓力加大的背景下，馬克龍

提出繼續推動退休制度改革就被認為是

比較有風險的舉動。他提議將退休年齡

推遲到65歲，同時改革相關的制度，長

期來看有利於法國材政，但短期的陣痛

很可能難以避免，會在選民當中引發爭

議。勒龐則表示仍將退休年齡維持在目

前的62歲，旨在回避有關爭議。

馬克龍已意識到推動退休制度改

革帶來的潛在選情沖擊，立場已有所

松動，表示並不排除將有關議題交付全

民公抉。

歐盟議題成為對外政策風向標
馬克龍與勒龐在歐盟議題上的態度很

大程度上成為兩人對外政策的風向標。兩

人對待歐盟的立場截然相反，馬克龍大力

支持與歐盟的關系並擴充歐盟力量；勒龐

“反歐盟”政策實質未變，同時強調將

把法國國家利益置於歐盟之上。

今年年初為紀念法國擔任歐盟輪值

主席國，在巴黎凱旋門懸掛歐盟旗幟引

發爭議，足以說明兩人的相反立場：馬

克龍主張重視歐盟，支持歐盟旗幟懸掛

在重要場合；勒龐則以法國國家主義為

由，強烈反對歐盟旗幟懸掛在凱旋門。

馬克龍近日前往歐洲議會所在地、

法國東部城市斯特拉斯堡慘加競選活動

，強調法國在歐盟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並警告勒龐的“民族主義”對法國和歐

盟將造成危害。馬克龍也多次指責勒龐

試圖“掩蓋”她在歐盟等議題上的真實

意圖。

盡管勒龐不再堅持法國“脫歐”，

但她的多項政策主張與歐盟現行政策相

悖，例如不再承認歐洲法律高於法國國

內法等，同時勒龐有關減稅、優待法國

企業和產品的政策也與歐盟的自由市場

政策相沖突。如果勒龐當選總統，勢必

會給法國和歐盟的關系帶來巨大震動，

進而牽動目前復雜的國際局勢。

“馬克龍大勝勒龐”或難再現
在2017年法國總統選舉時，也是馬

克龍與勒龐進入第二輪投票。當時馬克

龍以 66.1%的得票率大勝勒龐(得票率

33.9%)，順利當選總統。五年後，仍是

他們兩人角逐總統，而且仍是馬克龍具

有民調領先優勢，但外界普遍認為2017

年“馬克龍大勝勒龐”的場景可能難以

再度出現。

根據最新民調，馬克龍在第二輪投

票中的支持率為55.5%，勒龐的支持率為

44.5%。馬克龍領先勒龐約10個百分點。

對比2017年同期民調，馬克龍則遙遙領

先勒龐20個百分點。馬克龍此次的民調

領先幅度與五年前相比已明顯縮小。

由於極左翼黨派“不屈的法蘭西”

總統候選人梅朗雄在首輪投票中得票

率僅次於馬克龍和勒龐，因此梅朗雄

的眾多支持者如何投票將直接影響選

舉結果。綜合民調顯示，大多數梅朗

雄的支持者可能會棄權或投無效票，

大約有三分之壹的梅朗雄支持者表示

有意願投票給馬克龍，另有16%有意轉

向勒龐。

五年前總統選舉第二輪投票棄權率

為25%。不少選民目前仍難以作出判斷

，24日投票棄權率可能將比五年前高。

馬克龍與勒龐20日將再度展開第二輪投

票前的電視辯論，屆時或可幫助部分選

民下定抉心投票給誰。如果馬克龍的表

現如同五年前那洋好於勒龐，距離他成

功連任總統或將更近壹步。

世衛組織欲公布全球疫情死亡數
印度阻撓

綜合報導 世界衛生組織（WHO）原本

預計再去年12月發布壹項全球範圍的新冠大

流行超額死亡人數統計，但遭到印度方面的

反對而推遲。這份報告包含了直接或間接因

新冠病毒死亡的人，以及因疫情無法得到救

治的死亡人數等，總數為1500萬人，是現在

各國政府報告620萬人的兩倍之多。

其中，新增的900多萬人中，有三分

之壹以上在印度。印度衛生部16日發表聲

明稱，印度人口眾多，面積廣闊，不能用

同壹個數學模型來推算印度和其他人口較

少國家的新冠死亡率。

據《紐約時報》，世衛組織的統計，

結合了各個國家的死亡數據，以及來自各

國地方和家庭調查的新數據，統壹加入說

明遺漏死亡的統計模型而出。新的統計數

據中，包含了直接死於新冠肺炎的病人、

因新冠並發癥死亡的病人、因疫情而無法

得到救治的病人，以及因新冠防控措施而

沒有發生的預期死亡，如交通事故等。

新的統計數字顯示，到2021年底，與

新冠病毒有關的死亡總數約為1500萬，是

各國報告620萬人的兩倍以上。其中，世

衛組織估計印度的死亡人數至少為400萬

人，是現在官方數字52萬人的8倍。

不少專家認為，公布超額死亡人數的

意義巨大。多倫多全球健康研究中心主任

、世界衛生組織超額死亡計算專家工作組

成員普拉巴特· 賈（ Prabhat Jha）博士說

：“這對死亡之人的道德義務，以及全球

數據很重要。此外，這在實踐中也很重要

。如果有後續疫情，那麼真正了解死亡總

數，是了解疫苗接種運動是否有效的關鍵

。”

但印度方面對此持反對態度，對死亡

人數的計算方式提出異議。至今，印度方

面已經先後提出壹系列的正式鉤通，包括

六封聲明和虛擬會議，分享對該計算方式

的關切。

印度方面在今年2月的壹份聲明中稱

，世界衛生組織的方法有缺陷，這個過

程既不是合作性的，也不具充分的代表

性。整個過程“不符合人們對世衛組織

的期望，即保持科學的嚴謹性以及理性的

審查”。

《紐約時報》回顧稱，印度在疫苗接

種方面的工作，贏得了全球專家的贊譽，

但面對新冠疫情的公共衛生反應卻被批評

為“過度自信”。2021年1月，莫迪曾說

，印度已經“從災難中拯救了民眾”。幾

個月後，印衛生部長稱印度已處在“新冠

大流行的終局”。自滿情緒出現後，印度

“誤入歧途”。

2021年4月，毀滅性的第二波疫情出

現。許多醫院讓病人離開，氧氣耗盡，許

多人的死亡沒有算在官方數據中。

印度並不是唯壹少算大流行病死亡人

數的國家。世衛組織的新數字也反映出其

他人口眾多的國家，如印尼和埃及，也有

少算的情況。

世衛組織負責數據、分析和交付影響

的助理總幹事薩米拉· 阿斯瑪博士（Dr.

Samira Asma）即便在最發達的國家，也有

類似的情況。例如，新冠疫情大流行開始

時，美國隔周報告死亡人數的速度有很大

差異，有些州仍在通過傳真收集數據。

華盛頓大學統計學和生物統計學教授

橋恩· 韋克菲爾德（Jon Wakefiel誒）在世

衛組織建立用於估算的模型中發揮了關鍵

作用，他說，世衛組織12月份已經準備好

了全球數據的初步披露。

“但是後來印度對這些估計值不滿意

。因此，我們隨後做了各種敏感性分析，

由於這段時間的等待，論文實際上好了很

多，因為我們在模型檢查方面做得很好，

並在現有數據的基礎上做了盡可能多的工

作。我們已經準備好了。”

三個相關人士對《紐約時報》說，最近

壹些慘與分析的成員已經警告世衛組織，如

果不公布這壹數字，專家們將自己發布。世

衛組織的壹位女發言人阿姆娜· 斯梅爾貝戈

維奇（Amna Smailbegovic）告訴《紐約時

報》：“我們的目標是在4月公布。”

但印度衛生部發表聲明，反駁《紐約

時報》。印度衛生部強調，世衛組織的數據

分析方法“並不這用於印度這洋的人口大國

，僅這用於人口規模較小的國家”。印度認

為，WHO的結論是基於從該國18個壹級行

政區域（共35個）采集的數據，無法代表全

國的情況，各邦之間差異顯著。印度衛生部

稱，印度已向WHO表達過類似憂慮，但

“始終未得到令人滿意的答復”。

“這種壹刀切的方法和模型對突尼斯這

洋的小國來說是正確的，但可能不這用於擁

有13億人口的印度。世衛組織尚未分享目前

的統計模型在不同國家的置信區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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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今天G20財長會議上，美國財政部長葉倫與
多國財長在俄羅斯官員發言時一起離席，抗議俄國侵略烏克蘭
。不過日本財務大臣鈴木俊一未跟進離席，他表示自己留下是
為了嚴詞譴責俄方。

20國集團（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於20至21日召開，
傳出當俄羅斯官員開始在G20會議發言時，葉倫（Janet Yellen

）、烏克蘭財長馬欽柯（Serhiy Marchenko）等多國財長與央行
首長突然離開，部分線上與會的財長及央行首長也關掉攝影機
。

英國、法國及加拿大官員加入這次杯葛，不過代表日本出
席會議的財務大臣鈴木俊一並未跟進歐美各國的離席抗議行動
。

日本讀賣新聞報導，鈴木會後召開記者會被問及此事時表
示，他沒有離席，而是留在會場對俄羅斯進行嚴詞批評。

報導指出，這是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G20首度召開部長級
會議，但會後沒有發表聯合聲明，顯見G20內部已浮現對立情
勢。

硬娶？馬斯克收購推特文件公開 465億美元來源首曝光

美擴大對俄經濟制裁
首度瞄準虛擬貨幣採礦公司

（綜合報導）電動車大廠特斯拉的執行長馬斯克（Elon
Musk）表示，他已安排好465億美元（新台幣約1兆3600億元
）的資金來收購推特（Twitter），讓推特公司的董事會面臨協
商壓力。

美聯社報導，富豪馬斯克上週公開提議，以每股54.20美
元（或約430億美元）來收購推特這個社群媒體平台。當時他
並未說明收購資金來源。

馬斯克今天在交給美國證券監管單位的文件中表示，他正
在研究以每股54.20美元現金公開收購推特所有普通股。持有
推特約9%股份的馬斯克將繞過董事會，直接向其他股東提出收
購。

但馬斯克還沒決定是否要這麼做。
推特今天發布聲明說，已收到馬斯克最新提案，董事會

「致力於仔細、全面且慎重地檢閱，以確定最符合公司和推特
所有股東利益的行動方針」。

推特董事會上週採取又稱 「毒藥丸策略」（Poison pill）的
「股東權利計畫」（shareholder rights plan）作為反制，提高馬

斯克取得更多推特持股的難度。
馬斯克的融資來源為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和其他

金融機構，包括巴克萊銀行（Barclays）、美國銀行（Bank of
America）、法國興業銀行（Societe Generale）、瑞穗銀行
（Mizuho Bank）、法國巴黎銀行（BNP Paribas）和三菱日聯

（MUFG）等。
摩根士丹利是推特的大股東之一，排在先鋒集團（Van-

guard Group）和馬斯克之後。
馬斯克的文件顯示，130億美元的融資將來自摩根士丹利

和其他銀行，多達125億美元是透過他的特斯拉（Tesla）股票
獲得的貸款，並承諾投入210億美元 「直接或間接」來自於他
的股權。

根據 「富比世」（Forbes）雜誌，馬斯克是全球最富有的
人，擁有近2790億美元的財富，但他的錢多半與特斯拉股票，
以及他的私人航太公司SpaceX連動。目前尚不清楚他有多少現
金。

美歐美歐GG2020帶頭離席抗議俄侵烏帶頭離席抗議俄侵烏
日本財務大臣未跟進日本財務大臣未跟進

（綜合報導）美國今天對俄羅斯進行新一波經濟制裁，包
括一家主要商業銀行與虛擬貨幣採礦公司在內的40多個實體與
個人，以確保俄羅斯無法規避國際對俄羅斯的制裁。這也是美
國首度制裁虛擬貨幣採礦公司。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近2個月時間，美國政府持續擴大對俄
羅斯的制裁行動。

美國財政部今天公布新一波對俄羅斯經濟制裁範圍，主要

針對協助逃避美國與其他國家對俄羅斯實施制裁的實體與個人
，其中包括俄羅斯商業銀行Transkapitalbank以及包括俄羅斯寡
頭馬洛非葉夫（Konstantin Malofeyev）在內的40多個個人與實
體組成的全球網絡。

財政部還將全球第3大的俄羅斯虛擬貨幣採礦公司Bitriver
列入這波制裁名單。這是美國首度制裁虛擬貨幣採礦公司。財
政部在聲明中表示，將虛擬貨幣採礦公司納入制裁名單是因為

這些企業協助俄羅斯將自然資源貨幣化
主管恐怖攻擊與金融情報的美國財政部副部長尼爾森

（Brian E. Nelson）表示，財政部針對逃避、試圖逃避或協助
逃避美國對俄羅斯制裁的人，因為他們正在幫助俄羅斯總統蒲
亭（Vladimir Putin）選擇的殘酷戰爭。

尼爾森指出，美國會與國際夥伴密切協調，努力確保實施
的制裁削弱克里姆林宮投射力量並為其入侵提供資金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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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北約看齊
日本自民黨考慮提高軍費占比
綜合報導 日本執政黨自由民

主黨的安全保障調查會已經就修訂

《國家安全保障戰略》等文件草擬

出多項建議，主要內容包括5年內

把防衛費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從

大約1%提高至2%以上、可以對他

國導彈基地和指揮部發動打擊。

多家日本媒體報道，由前防

衛大臣小野寺五典任會長的安全

保障調查會就修訂《國家安全保

障戰略》《防衛計劃大綱》《中

期防衛力量整備計劃》提出建議

，呼籲日本防衛費向北大西洋公

約組織成員國軍費開支目標看齊

，即在國內生產總值中的比例達

到2%，且在5年內達成。

自民黨在2021年國會眾議院

選舉競選綱領中提出防衛費占比

達到2%以上。此次是安全保障調

查會首次提出實現這壹目標的期

限。《讀賣新聞》報道，安全保

障調查會稱，需要“毫不猶豫地

從根本上強化防衛力”。

日本2021材政年度防衛費用

總額首次超過6萬億日元(約合475

億美元)，連續第九年增長。有分

析人士認為，近年來日本不斷通

過渲染周邊地區緊張局勢增加軍

費預算，壹方面旨在強化日美同

盟，另壹方面也在用行動不斷挑

戰日本和平憲法的邊際。

就具備“對敵基地攻擊能

力”，建議提出，攻擊對象不僅限

於導彈基地，還應包括指揮和控制

系統。不過，“對敵基地攻擊能

力”這種說法受到質疑。據報道，

自民黨執政夥伴公明黨副代表北側

壹雄認為，“攻擊”可能會被理解

為先發制人的打擊；自民黨黨首、

首相岸田文雄也要求改換這壹說法

。安全保障調查會正考慮修改這壹

說法，以體現“自衛”性質。

共同社報道，以俄烏沖突為由

頭，安全保障調查會還建議放寬“防

衛裝備轉移三原則”。日本政府

2014年4月通過“防衛裝備轉移三原

則”，代替原有的“武器出口三原

則”，大幅放寬對外輸出軍事裝備

和技術的限制。然而，按照“防衛裝

備轉移三原則”的規定，向國際紛爭

當事方轉移防衛裝備仍被禁止。

安全保障調查會預定下周最

終確定所提建議，本月內提交給

首相岸田文雄。

日本首相與瑞士聯邦主席會談 雙方同意繼續對俄制裁
綜合報導 據日本放送協會

(NHK)報道，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與

首次訪日的瑞士聯邦主席卡西斯

舉行了會談。圍繞俄烏沖突，雙

方就繼續加強對俄羅斯制裁達成

壹致。

報道稱，岸田文雄還表示，

在當前俄烏局勢下，希望兩國之

間加強緊密聯系。

當地時間2月24日，俄羅斯對

烏克蘭展開特別軍事行動，歐美

隨即展開壹系列對俄制裁及對烏

軍事援助。

近期，日本政府決定對俄羅斯

進行追加制裁，凍結包含俄總統普

京女兒、俄外長拉夫羅夫妻子在內

的398人以及俄聯邦儲蓄銀行等28

個團體的資產。日本還決定禁止對

俄羅斯展開新的投資等。

當地時間2月28日，瑞士宣布

參與歐盟對俄羅斯的壹攬子制裁

計劃，凍結俄羅斯有關個人和機

構在瑞士資產，禁止瑞士公司與

被制裁對象進行業務往來。

美韓舉行春季聯合軍演
模擬朝鮮半島爆發戰爭

綜合報導 據日本共同社首

爾消息，韓國聯合慘謀本部稱

，韓國和美國當地時間18日開

始舉行春季聯合軍事演習。此

次軍演歷時9天，將以計算機模

擬方式進行。

韓國聯合慘謀本部稱，此

次軍演將提供加強韓美聯合作

戰能力和進壹步鞏固韓美聯合

防禦態勢的機會。

韓聯社報道稱，演習以計

算機模擬方式進行，以朝鮮半

島爆發戰爭為背景，分為防守

和反擊兩個階段，不出動實兵

和武器裝備。聯合慘謀本部表

示，此次不演練實兵機動科目

，演習旨在提高韓美官兵的聯

合作戰遂行能力，進壹步鞏固

協防態勢。

報道指出，本次演習將於28

日落幕，在除去周末的9天時間

裏，韓美聯軍將加強監視和戰備

等級，“以防範朝鮮挑釁”。這

是文在寅政府任內最後壹場韓

美聯演。韓美兩國防長去年共

同主持的韓美安保會議商定今

年評估移交作戰指揮權所需的未

來聯軍司令部“全面作戰能力”

（FOC），但上

半年演習並不包含

FOC評估演習。

報道稱，此

次演習這逢朝鮮

人民革命軍成立

90周年（4月25

日），朝鮮可能

舉行閱兵式展示新型多彈頭洲

際彈道導彈或可攜帶小型核彈

頭的新型中程或近程彈道導彈

。

美韓已於12日至15日先期

舉行由韓國聯合慘謀本部主導

的危機管理慘謀演習（CMST），

作為聯合指揮所演習的預演。

MST旨在妥處可能引發戰爭的

突發事態，將局勢扭轉回危機

之前的狀態。

據報道，朝鮮當地時間17日

對此次韓美聯合軍演提出嚴厲批

評，稱“侵略者和挑釁者”必須

為自己的行動付出代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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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克倫邦消息，帕

本縣受戰事影響，為兌隆鎮和布

多鎮轄區各個村莊村民運送來的

新冠肺炎疫苗，因不能及時為民

眾接種而造成損失。

克倫民族解放軍第5旅控區

內，軍方部隊與克倫民族解放軍

（KNLA）之間爆發激烈戰事。

受戰事影響，當地民眾只能逃往

安全的地方避難，因此不能及時

接種新冠肺炎疫苗，導致這些疫

苗損壞浪費。

壹名衛生工作人員稱，疫苗

只能在規定的溫度下保存壹段時

間，保質期過了就不能再使用。

通知為民眾接種疫苗的當天爆發

了戰事，道路被堵，民眾出逃，

因此，我們沒能為民眾及時接種

疫苗。時間壹長，這些疫苗就過

了保質期，不能再繼續使用了。

據了解，局勢緊張，衛生工

作人員只能到難民避難的山林內

，為難民接種疫苗。目前只有2000人左右接種了

新冠肺炎疫苗，還有很多人沒有接種。

據了解，克倫民族解放軍（KNLA）控區內，

因軍方部隊與克倫民族解放軍（KNLA）之間爆發激

烈戰事，已有10多萬民眾逃往山林中、緬泰邊境壹

帶等地區避難。難民中有大部分是兒童、婦女和老

人。因飲用的水不幹凈衛生，許多難民感染了流感

、登革熱等，出現腹瀉、鼻塞、咳嗽等癥狀。

（中央社）台南疫情雖未如北部炸鍋，但不
少市民發現跑遍超商、藥局都買不到快篩試劑。
台南市衛生局說，目前市售快篩試劑 「真的很難
買」，鑑於快篩數量吃緊，原本開放民眾可到衛
生所索取快篩試劑，即起改為只開放有細胞簡訊
者可領取。中央流行疫情指揮官陳時中昨天向民
眾喊話，指近期將有近3000萬快篩試劑到港，指
揮中心發言人莊人祥表示，這些試劑都會放上快
篩實名制平台，讓民眾以每劑約100元的價格進
行購買。

藥師沈采穎則指出，政府徵用進口快篩後，
藥局現在都叫不到亞培、羅氏等廠牌，僅剩國產
快篩試劑能進，而國產快篩例如福爾威創藥局進
貨價5劑就要1250元，但卻可以用500元的價格
賣給台電工會， 「政府說快篩試劑要分階段降價
，台電工會卻可以一次降足，政府為何不查這中
間到底圖利誰？」

疫情持續升溫，有民眾自覺出現症狀想買快

篩試劑，或者是想儲備，但跑遍超商、藥局都撲
空。台南市副市長趙卿惠表示，目前快篩試劑屬
徵用物資，市面上的確很難買得到，1922也接到
不少市民抱怨。

台南衛生局指出，目前庫存快篩試劑數量約
1萬支，每天提供3000份試劑給14個快篩站使用
，但也需保留多數快篩試劑給居家照護者，擔心
快篩劑量不足，因此，已向中央申請10萬劑，也
自行採購20萬劑，確保篩檢量能足夠。

陳時中表示，目前暫不徵用國產試劑，除擔
心徵用量太大會破壞現有市場秩序之外，也擔心
國產試劑在國內本來就有的供應契約會被干擾；
維持原有的供應契約，可讓國產試劑先填滿國內
市場需求，讓民眾到藥局買得到。

至於徵用快篩，陳時中說月底將有759萬劑
亞培快篩到貨，5月2日還有羅氏快篩試劑共2100
萬到港，會持續全力供應以滿足縣市政府的居家
隔離所需。

藥局進貨價是台電的2.5倍
快篩劑圖利誰

（中央社）為加強推動學校午餐採用國產
可溯源食材，行政院昨日拍板，5月起，學校午
餐採用3章1Q國產可溯源食材，補助一般學校
每人每餐6元提高至10元、偏遠地區學校由10
元提高至14元，預計全國有180萬名國中小生
受惠。

農委會與教育部自2017年開始推動學校午
餐使用3章1Q政策，2021年全面推動學校午餐
使用國產可溯源食材，當時因應開放美國萊豬
進口，為拉近與進口豬肉價差，每名學生每餐

獎勵金提高到6元。
日前《食農教育法》三讀通過，加強推動

學校午餐採用國產可溯源食材，5 月起，一般
（含非山非市）學校每人每餐6元提高至10元
、偏遠地區學校由10元提高至14元，也因為許
多老師和學生一起吃午餐，行政院拍板同意該
獎勵擴大適用教師。

行政院長蘇貞昌表示，去年藉由調高學童
營養午餐使用3章1Q食材的獎勵金，有效擴大
國產可溯源食材的占比，2019 年大約 5 成多，

到現在已經達到9成3，為了讓全國中小學童能
夠全面享用健康安全的本土食材，同意再調高
政府補助金額。

農委會主委陳吉仲表示，提高4元的效益包
含以前學童很少吃到在地水產，希望未來1個月
至少增加吃到國產水產1次；未來甜湯、鹹湯也
能使用屏東紅豆、雲林花生、彰化地瓜等國產
雜糧，全國 3360 多所學校將有 174 萬名學童受
惠，加上老師就超過180萬，獎勵補助預算將由
現行每年20億提高到35億。

全國餐盒同業公會理事長陳明信指出，全
台22縣市的營養午餐就有22種價格，從最高每
餐65元到最低20多元都有，由於團膳業者利潤
低，若沒有3章1Q獎勵金確實很難做到全面提
升午餐品質，地方政府應儘速檢討營養午餐價
格。

行政院主計處說明，政府今年收支賸餘有
1771億元，政府要增加福國利民措施，一般透
過編列預算，營養午餐增加補助預計會動用一
般性補助款，未必會動到政府剩餘款。

國中小營養午餐補助 5月起調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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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AL NOTICE
These Texas Lottery Commission scratch ticket games will be closing so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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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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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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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六 屆 行政長官選舉

李家超：霸凌行徑無礙選舉
競選賬戶遭競選賬戶遭YouTubeYouTube無理關閉無理關閉

香港特區第六屆行政長官選舉候選人李家超在網上影片平台YouTube的賬戶被Google以“違反

美國‘制裁’政策”為由關閉。李家超20日在回應事件時批評，所謂“制裁”是“無理、霸凌，刻意

希望施壓令我有所猶豫”，並強調有關方面的無理行為只令他更堅信自己正在做對的事，他對所謂

“制裁”嗤之以鼻。他表示，不能使用YouTube不會影響其選舉工程，自己亦會有很多方法和渠道接

觸市民，講解施政理念，未來在全力撰寫政綱的同時，會安排落區活動接觸社區人士，希望透過溝

通，營造社會共同力量，共同為香港創造新篇章。

李家超宣布參選以來，一直透過Facebook、Instagram及
YouTube三個社交平台，做直播或分享影片宣傳，競

選網站連日都有列出這三個平台的連結。但在20日，李家
超的YouTube頻道突被下架。香港文匯報記者登錄原李家超
參選後使用的YouTube頻道“李家超 John Lee 2022”網
址，告示稱：“這個賬戶因違反Google的《服務條款》而遭
到終止。”包括頻道名、頭像、之前發布的影片等所有內容
均已不再顯示。

李家超在擔任特區保安局局長推行香港國安法時被美國
政府“制裁”。YouTube的母公司Google，其發言人向媒體
表示，Google是遵守相關的美國“制裁”法律，並根據其服
務條款執行相關政策，未有具體解釋原因。

重申為官須護國安
李家超競選團隊 20 日確認，收到YouTube 母公司

Google的通知，因“違反”美國的出口及“制裁”政策，已
停止李家超競選辦公室YouTube賬戶，且無法還原。

李家超在回應是次事件強調，任何國家及地區的官員都
應該竭盡所能，維護國家安全，相信每一個國家都會這樣要
求他們的官員，美國政府因為他在維護國家安全方面做的工
作而作出無理的所謂“制裁”，“是無理、霸凌，刻意希望
施壓令我有所猶豫，但我多次強調，他們的無理行為只令我

更堅信我正在做的事是對的，所以我不會理會他們的‘制
裁’，嗤之以鼻。”

對不能使用YouTube，李家超感到失望，但強調不會影
響到他的選舉工程，因為自己有很多方法和渠道接觸市民，
講解施政理念，讓市民認識自己，同時透過溝通，營造社會
共同力量，共同為香港創造新篇章。

安排落區接觸社區人士
由21日開始，香港將逐步放寬社交距離限制，李家超

表示，自己會在全力撰寫政綱的同時，安排活動到社區，接
觸社區人士。

李家超競選辦主任譚耀宗則表示，對Google的做法感
到遺憾，認為是毫無道理的，但事件不會影響他們的選舉工
程，亦不會影響他們將選舉及候選人訊息，傳達給社會大
眾。

Facebook及Instagram的母公司Meta在回覆媒體查詢時
指，李家超仍可繼續使用Facebook專頁及Instagram賬戶，
該公司也採取措施，不會讓有關專頁和賬號使用存在任何支
付行為的服務，但同時稱Meta是美國公司，營運受美國法
例約束，也可能因應不同情況而採取相應的合規措施。當識
別到賬戶持有人被美國政府列入管控名單，公司有法律責任
對相關賬戶採取“一定措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藍松山）針對
美方公然干預香港選舉，多名法律界人
士20日表示，美方此舉是對國際社會自
由資訊傳播的打壓，違反國際社會共
識，認為美國政府操弄媒體對香港選舉
工程不報道和惡意打壓，剝奪國際公民
對香港特區政府政策的知情權。

香港行政會議成員、資深大律師湯
家驊認為，李家超已經辭任香港政務司
司長，競選活動不代表特區政府，而其
競選賬戶不涉及經濟活動，質疑You-
Tube所為是否符合美國的制裁法令。

香港法學交流基金會主席馬恩國批
評，美國根據所謂的“中國威脅論”，
用多重手法打擊、制止中國的發展，其
中一種手段就是利用媒體。他指出，在
國際政治層面，行政長官選舉候選人李
家超被西方媒體和政治視為“親中”的
政治人物，所以隨意關閉李家超在You-
Tube的賬戶，此舉是對國際社會自由資
訊傳播的打壓，違反國際社會共識。目
前，美國政府操弄媒體對香港選舉工程
不報道和惡意打壓，是剝奪國際公民對
香港特區政府政策的知情權，亦違反人
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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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界譴責美干預港特首選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藍松山）多名香港政界

人士20日譴責美方企圖干預香港行政長官選舉，
向香港特區行政長官選舉候選人施壓。他們要求
有關的美國企業向香港社會道歉，特區政府亦應
向相關社交平台機構嚴正交涉。

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會主席、民建聯立法會
議員周浩鼎20日嚴正譴責YouTube無視選舉公平
公正的重要性，並在同日的立法會政制事務委員
會上要求特區政府向相關社交平台機構嚴正交
涉。

他指出，此乃牽涉外國勢力公然干預香港的
選舉，事態嚴重。此例一開，隨時再有下次外國
勢力公然粗暴干預香港選舉，妨礙選舉公平公正
進行。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梁熙對YouTube李家超的
賬戶被封感到十分憤怒，此事反映出美國（政
府）透過外國企業赤裸裸干預香港選舉的自由進
行，同時亦損害了香港市民的知情權，“在李家
超身上發生的事，可以在你我身上發生，這對標
榜言論自由的企業來說，是何等的諷刺。”他敦
促有關企業公開向香港社會道歉，盡快清楚交代

背後的原因，否則難以釋除公眾對外國企業干預
香港選舉的疑慮，以及對言論自由的打壓。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指出，美國一向標
榜“維護言論自由”，但Google就因為美國政府
對香港的無理政治姿態而取消了李家超的You-
Tube競選賬戶，阻撓李家超在YouTube 發表言
論的自由，做法粗暴無理。此舉反映美方企圖干
預香港行政長官選舉，向香港特區行政長官選舉
候選人施壓，特區政府必須作出嚴正反對。她又
對Google的決定感到失望及憤怒，但相信不會影
響到李家超的選舉工程。

倡另起爐灶確保不受干預
經民聯立法會議員梁美芬指出，是次並非個

別例子，Google干擾香港本地選舉早有先例，而
她正是受害者。2015 年區議會選舉，她使用
Gmail 向選民發出選舉廣告電郵，電郵無法寄
出，選舉工程因此受到干擾，她須去信Google美
國總部投訴，7天後才獲解凍賬戶。隨着多個西方
國家對內地和香港官員、政治人物實施無理“制
裁”，問題已經變得避無可避。特區政府必須自

力更生，着手研究開發一套系統，供候選人以電
子形式發表選舉資訊，確保本地各級選舉公平、
公開、公正進行，不受任何外國勢力影響干預。

新民黨立法會議員容海恩表示，YouTube及
其母公司Google有關行為，顯露他們作為美國公
司的無理和偽善，暴露其雙重標準的政治操作，
打擊市民對Google和YouTube的信心。事實上，
李家超只是在平台進行正常的選舉宣傳工作，卻
被無理關停，又沒給機會讓李家超解釋，而香港
也有很多KOL在YouTube都有賬號，將來是否
有不同理念都可能會遭到關停，“美國時常提到
的言論自由和人權此時又在哪裏？”

特區政府前新聞統籌專員馮煒光表示，
Google突然終止了李家超競選用的YouTube，完
全凸顯了美國的霸權主義，也撕破了西方“言論
自由”的謊言。說到底，還是美國的國家利益優
先。

他強調，美國社交媒體“封殺”李家超，原
因只有一個，就是若李家超當選下任行政長官不
符美國國家利益，故美國的社交媒體要出手打
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選管會
20日表示，將於22日晚上6時半，為2022年香港
行政長官選舉的候選人及其競選團隊舉行網上簡
介會。選管會主席馮驊將主持簡介會，向候選人
及其競選團隊講解是次行政長官選舉的選舉安
排、選舉活動指引內容及在進行競選活動時應注
意的重要事項；香港廉政公署的代表會闡述《選

舉（舞弊及非法行為）條例》；香港郵政的代表
則會講解免費投寄選舉郵件的安排及相關要求。
選舉事務處和律政司的代表亦會出席。

簡介會以視像形式進行，香港選舉事務處已
透過電郵向候選人及其競選團隊發送邀請參與簡
介會，他們成功登記後會獲發簡介會的登入詳情
和注意事項。簡介會設有答問環節，候選人及其

競選團隊可透過網上提交問題。

點新聞同步直播
簡介會由香港電台港台電視31及特定You-

Tube頻道直播，香港政府新聞處亦會作網上直
播。點新聞屆時將通過點新聞網、點新聞You-
Tube頻道進行現場直播，歡迎市民觀看。

選管會將辦競選簡介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 藍松山

◆ 李家超競選使用的YouTube賬號被無理關
閉。 網上截圖

◆◆ 李家超指出李家超指出，，YouTubeYouTube
關閉他的競選頻道不影響關閉他的競選頻道不影響
競選工程競選工程。。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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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鰲報告：香港仍為亞洲直接投資首選地
博鰲論壇首場發布會 指RCEP生效提振外資投資成員國信心

香港文匯報訊（綜合記者何玫及新華社報道）在20日舉行的博鰲亞洲論

壇2022年年會首場新聞發布會上，《亞洲經濟前景及一體化進程》和《可持

續發展的亞洲與世界》2022年度報告正式發布，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

長張宇燕代表報告研究團隊預測，2022年亞洲經濟增速將達到4.8%。報告認為，

2021年，亞洲在全球疫情下實現了率先復甦，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按購買

力平價標準計算，2021年亞洲經濟佔世界經濟總量的比重提高至47.4%。報告特別指

出，於今年正式生效的《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RCEP)將在多領域促進亞太

區域經濟一體化進程。

報告稱，雖然新冠疫情給亞太經濟帶來衝擊，
但亞太經濟一體化的步伐並未停滯。又援引

亞洲開發銀行數據，2020年亞太域內貿易佔域內
外貿易總額的58.5%，這是自1990年以來的最高
份額。報告認為，RCEP將促進區域產業鏈、供應
鏈和價值鏈的融合，促進區域內經濟要素的自由
流動，強化成員間的生產分工合作，拉動區域內
消費市場擴容升級。

將推動跨境電商降進出口成本
新冠疫情後，全球貨物貿易在2021年出現強

勁復甦，但能否持續尚未可知。隨着RCEP逐步
生效，區域內關稅壁壘和非關稅壁壘將明顯減
少，亞洲經濟體、RCEP國家和《全面與進步跨太
平洋夥伴關係協定》(CPTPP)國家對亞洲的貨物貿
易依賴程度將持續增加。

在服務貿易方面，RCEP將促進區域數字經
濟發展，如亞洲跨境電子商務市場將享受到巨大
的制度紅利和開放紅利。RCEP將推動跨境電子商
務降低進出口成本，更好地整合區域內的產業鏈
和價值鏈。

從亞洲直接投資融合度來看，2020年亞洲直
接投資對RCEP成員國總體依存度上升20個百分
點，體現了投資者對於該協定帶來市場機遇的信
心和預期。報告指出，RCEP將成為亞太地區經貿
合作的主平台和動力源，對於消減逆全球化思潮
的不利影響，增添亞太地區經貿合作信心是重大
突破，其成功經驗也將成為未來擴展與深化地區
經貿合作的動力源。

博鰲亞洲論壇秘書長李保東表示，當前供應
鏈擾動和新冠病毒變異並未阻擋亞洲經濟一體化
前進步伐，生產、貿易、投資、金融深度融合提
升了亞洲各國國民收入和人民福祉，“RCEP生
效，將給亞洲區內帶來更大的制度型開放的紅
利。”

內地接受亞洲直接投資份額僅次香港
2020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逆勢增長，流量達

1,537.1億美元，首次躍居世界第一，佔全球份額
的20.2%。中國內地80%的資金通過香港進行投
資。2020年來自香港的對外直接投資翻了一番，
主要是通過在香港上市的跨國公司對中國內地和

亞洲其它地區子公司進行再投資。香港則把超過
75%的資金注入亞洲市場，超過66%的資金流入
中國內地。

香港仍是亞洲直接投資最受青睞的目的地，
接受了來自亞洲直接投資的30%；中國內地緊隨
其後，佔亞洲對外投資的23.81%；東盟把超過
80%的資金投入亞洲市場；RCEP成員則將超過
90%的資金投向亞洲；CPTPP的11個成員國把
57%的資金投入亞洲經濟體。

據2021年全球金融中心指數GFCI統計，在
全球前十大金融中心城市排名中，香港、新加

坡、上海、北京、東京分別列第三、四、六、
八、九位，亞洲城市佔據超過半數席位。從金融
業增加值佔GDP的比重來看，2021年北京金融業
增加值佔GDP比重為18.9%，香港金融業增加值
佔GDP的比重近幾年均穩定在20%左右。

博鰲亞洲論壇2022年年會於4月20日至22日
在海南博鰲舉行，今年年會主題為“疫情與世
界：共促全球發展，構建共同未來”。據初步統
計，今年共有來自42個國家和地區的600多名線
下代表、近400名線上代表以及來自102家媒體機
構的700多名記者出席年會。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外交部
發言人汪文斌20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中方對
美國政府不負責任的惡意網絡活動表示嚴重關
切，敦促美方作出解釋。

有記者提問，據報道，中國國家計算機病毒
應急處理中心19日就美國政府對各國開展網絡攻
擊發出預警並發布相關報告，曝光了美國政府專
用的“輕量化”網絡武器，以及在全球範圍部署
網絡攻擊平台，並在法國、德國、加拿大、土耳
其、馬來西亞等設置多層跳板服務器和VPN通
道。中方對此有何評論？

汪文斌表示，中方對美國政府不負責任的惡
意網絡活動表示嚴重關切，敦促美方作出解釋，

並立即停止相關惡意活動。
汪文斌說，我們注意到，國家計算機病毒應

急處理中心此次發布的報告指出，現有國際互聯
網骨幹網和世界各地的重要關鍵信息基礎設施
中，只要包含美國公司提供的軟硬件，就極有可
能被內嵌各類“後門程序”，從而成為美政府網
絡攻擊的目標。

汪文斌指出，一段時間以來，美以提升能力
為由，極力鼓動相關國家，特別是中國的周邊國
家與美開展網絡安全合作，甚至實施所謂的網絡
軍事力量“前沿部署”。此類合作是否會為美惡
意網絡活動洞開“後門”，是否會淪為美方鼓動
地緣對抗的棋子。我們相信相關國家自有判斷。

嚴重關切美惡意網絡活動 促美方作出解釋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針對近日

在瑞典多地組織反伊斯蘭教集會的極右翼政黨
“強硬路線”，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20日
表示，中方一貫反對攻擊不同宗教信仰、挑動
文明衝突的極端行為。希望瑞方切實尊重包括
穆斯林民眾在內的少數群體的宗教信仰，保護
他們的合法權益。

當日例行記者會上，有記者問：據報道，
近日，極右翼政黨“強硬路線”在瑞典多地組
織反伊斯蘭教集會並焚燒《古蘭經》，引發穆
斯林群體強烈不滿，瑞多地發生大規模騷亂，
造成公共設施被毀，多人在事件中受傷。多個
伊斯蘭國家為此召見瑞典使節表示抗議。中方

對此有何評論？
汪文斌說，中方注意到相關報道。中方一

貫反對攻擊不同宗教信仰、挑動文明衝突的極
端行為。

汪文斌說，所謂“言論自由”不應成為煽
動種族或文明歧視、撕裂社會的理由。文明沒
有高下、優劣之分，只有特色、地域之別。我
們倡導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衝突，反對攻擊特
定宗教、文明的歧視性言論。

“希望瑞方吸取教訓，切實尊重包括穆斯
林民眾在內的少數群體的宗教信仰，保護他們
的合法權益，將尊重和保護宗教信仰自由的表
態落到實處。”他說。

華外交部：反對攻擊不同宗教信仰行為

◆博鰲亞洲論壇年會21日開幕。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以視頻方式出席開幕式並發表主旨演講。圖為新聞
中心媒體工作區。 香港文匯報記者何玫 攝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國國防部網站消
息，20日，中國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魏鳳
和應約同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通電話。

魏鳳和說，中美雙方要認真落實兩國
元首共識，相互尊重、和平共處、避免對
抗，美方要將“四不一無意”承諾落到實
處。中國希望與美國建立健康穩定發展的
大國關係，也必將捍衛國家利益和尊嚴，
美國不應低估中國的決心和能力。中美兩
軍要增進軍事互信，加強對話交流，管控

風險危機，開展務實合作，確保兩軍關係
正常穩定發展。

魏鳳和針對台灣問題表明嚴正立場，
強調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這是
誰也無法改變的事實和現狀。台灣問題如
果處理不好，就會對兩國關係造成顛覆性
影響。中國軍隊將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
和領土完整。

奧斯汀表示，美方願推動落實兩國元
首通話達成的重要共識，將本着坦誠開放

的態度加強軍事領域交往合作。美國堅持
一個中國政策。雙方應以負責任方式管控
競爭、管控風險，妥善處理兩軍關係面臨
的難題。雙方還就海空安全問題、烏克蘭
局勢等交換看法。中方要求美方停止在海
上進行軍事挑釁，不得利用烏克蘭問題對
中國抹黑栽贓、威脅施壓。

魏鳳和：台灣問題處理不好 會對中美關係造成顛覆性影響
應約同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通電話

◆中國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魏鳳和20日應
約與美防長奧斯汀通電話。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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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育圖片

巴黎聖母院大火三周年之際修復工作持續巴黎聖母院大火三周年之際修復工作持續
爭取爭取20242024奧運前重開奧運前重開

巴黎聖母院遭遇大火巴黎聖母院遭遇大火，，整體建築損毀嚴重整體建築損毀嚴重，，大部分頂部被燒毀大部分頂部被燒毀，，塔塔
尖在大火中倒塌尖在大火中倒塌。。在這場毀滅性的火災發生三年後在這場毀滅性的火災發生三年後，，巴黎聖母院的壹層巴黎聖母院的壹層
厚厚的煙塵基本上被清理幹凈了厚厚的煙塵基本上被清理幹凈了，，工人正在加緊修復工作工人正在加緊修復工作，，爭取在爭取在
20242024年巴黎奧運會前夕開放年巴黎奧運會前夕開放。。

法國發行紀念巴黎聖母院大火三周年郵票法國發行紀念巴黎聖母院大火三周年郵票

法國發行巴黎聖母院珍寶主題郵票法國發行巴黎聖母院珍寶主題郵票，，旨在紀念巴黎聖母院大火三周旨在紀念巴黎聖母院大火三周
年年。。郵票圖案為聖母院的管風琴郵票圖案為聖母院的管風琴。。該郵票面值該郵票面值11..6565歐元歐元，，以小型張形式以小型張形式
印制印制，，總印量總印量5555萬張萬張。。

中國鋼琴家郎朗中國鋼琴家郎朗
在瑞士少女峰彈奏古典曲在瑞士少女峰彈奏古典曲

近日近日，，中國著名鋼琴家郎朗在瑞士中部的少女峰進行了演奏中國著名鋼琴家郎朗在瑞士中部的少女峰進行了演奏
，，希望通過古典音樂這壹媒介促進中歐文化交流希望通過古典音樂這壹媒介促進中歐文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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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今（21）日國內新冠肺炎本土確診
新增2969例，醫師沈政男直言 「疫情噴射機已經抬
起頭來，就要起飛！」近期北北基桃確診數就佔全
台七成五，若日後北北基桃案例外溢擴散，花東、
中南部將被迫登上下一班噴射機，跟著起飛。

沈政男在臉書發文表示，今日新北新增 1,000
例，南投則是10例，因為兩地人口密度與人流移動
有落差，是城鄉生活所造成的差別。像嘉義縣市、
雲林與彰化也都有此特性，要把這樣的落差守住，
不要讓病毒大量擴散進來。

沈政男指出，三個禮拜來，雙北新增確診數約
是全台的五成多，北北基桃加起來則是七成五，估
計未來比例應該會越來越高，但其他縣市不可掉以
輕心， 「當北北基桃案例湧了出來，花東中南部終

究得被迫登上下一班噴射機，跟著起飛。」
沈政男認為，中南部與花東如果可以抵擋病毒

侵入夠久，讓北北基桃率先登上曲線頂峰，把高危
險曝露案例燒光，讓曲線可以下墜，或許中南部與
花東有機會形成丘陵或山脈曲線，而非巴黎鐵塔。

沈政男表示，防疫走向共存，在減災之前必須
先避免混亂產生，但台灣兩年多來並未遭遇大量確
診，恐怕很難避免。全台新增破萬，醫療量能還不
是問題，當單一縣市新增破萬，所謂共存的真諦就
會是 「隨人顧性命」。

加上新冠病毒的變異難測，沈政男認為共存之
路並非一片坦途， 「你可能有打不完的疫苗，也不
要以為兩成人口感染，疫情就過去了，暑假就可以
出國了，一切都還是一個大問號」。

（中央社）金門今天新增5例同一家族新冠確診個案，其中
最早發現身體不適的30多歲婦人Ct值為10，目前含照顧者共匡
列108人，相關足跡場所已完成清消，疫調也持續進行中。

在金城地區經營特產行的30多歲婦人，今早自覺身體不適
，有發燒、輕微咳嗽和畏寒的症狀，至金門醫院接受PCR採檢
確診，Ct值為10，已接種過2劑AZ疫苗。

縣衛生局隨即展開疫調與匡列居家隔離者，迄晚間九時另有
同住從事物流工作的先生、孩子和婆婆，以及不同住的姪子共4
人確診，CT值分別為17、12、11及15，全部安排收治金門醫院
隔離病房。

縣府說明，本案為家庭群聚感染，其中有2名國小學生，1
人確診、1人今日PCR檢測雖呈陰性，但考量仍具高風險性，已
對就讀的何浦國小採取預防性停課10天，並同步啟動線上教學
、停課不停學的機制。

另確診的姪子就讀金沙國小幼幼班，也依規定停課10天，
復日期為5月2日。明天（22）該國小附設幼兒園也將全園預防
性停課1天、進行全園全校大清消。

目前，這起家族群聚感染已匡列密切接觸者親友5人、公司
員工16人、同班同學和老師34人、球館教練和學員24人。另因
確診者的同班同學年齡較小無法自理，另匡列29名學生家長陪

同，目前疫調仍在持續進行中。
相關確診者足跡包含金城東門菜市場以迄貞節坊牌一帶，以

及陽宅、愛乒球館、金東物流、何浦國小、金沙國小、金西特產
行，均已陸續完成清消作業。

縣長楊鎮浯晚間並指示明天由教育處、民政處與學校、鎮公
所及里長針對確診病例就讀之學校，全面發放家用快篩試劑給師
生教職員使用，讓師生及家長安心。

目前，全縣累計確診個案9例，縣府呼籲在台灣整體疫情持
續升溫，台金兩地交通頻繁下，鄉親應盡快完整接種疫苗，保護
自己也保護別人，未來防疫重點將放在防止社區擴散傳播。

金門家族確診＋2 婆婆和姪子也中鏢

累計5人染疫Ct值曝光

（中央社）雲林縣北港媽祖遶境21日告一段落，其中陪同
北港朝天宮虎爺會神轎遶境的爐主竟是1名2歲小朋友蔡沅成，
虎爺會表示，去年蔡沅成擲出8筊獲選爐主時僅1歲，是虎爺會
創會 300 餘年來年紀最小的爐主，蔡沅成的哥哥蔡建銘也曾於
2007年獲選爐主，當時是2歲多，兩兄弟可說是與虎爺非常有緣
。

北港朝天宮虎爺會去年農曆6月初六虎爺聖誕日，依傳統以
擲筊方式選出爐主，近300名會員都希望自己雀屏中選，結果1
名當時年僅1歲2個月的小朋友蔡沅成，在父親陪伴下連續擲出8

筊，讓許多加入虎爺會多年、卻一直無緣獲選爐主的會員們無法
置信。

蔡沅成的爸爸蔡易霖表示，之前他也是虎爺會會員，後來大
兒子蔡建銘出生，相傳虎爺很喜歡小朋友，便讓兒子代替自己入
會，祈求虎爺保佑平安健康，老大在2歲半時參加爐主擲筊，沒
想到竟擲出13筊當選。去年換3兒子蔡沅成參選爐主，又擲出8
筊當選。

蔡沅成當選爐主後，經常要參加各種虎爺相關活動，都由爸
爸帶他出場，逐漸習慣鞭炮鑼鼓聲，本月19、20日北港媽祖遶

境，目前2歲的蔡沅成以爐主身分，帶領10餘名壯漢會員參與，
面對信眾以大量鞭炮炸轎絲毫不怯場，成為遶境隊伍的焦點，吸
引許多民眾爭相合照。

虎爺會幹部高幸生說，虎爺會會員最多曾達300餘人，目前
接近300名，蔡沅成是創會300餘年來年紀最小的爐主。由於會
員相當多，且以擲筊方式選出爐主，要當爐主只能憑運氣，不少
會員加入數十年，都沒有機會當爐主，只能說蔡沅成一家人與虎
爺非常有緣。

雲林虎爺會爐主僅2歲 淡定率團遶境

確診爆發 「疫情噴射機要起飛了」
醫：中南部恐被迫登機

（中央社）高雄市那瑪夏水蜜桃今年2月初開花期受寒害影
響，導致著果不良，產量大減6成以上，為歷年來最少量，桃農
期待一整年的作物收成不佳，又考量宅配箱等物價上漲，經開會
研議後，決定今年再調漲水蜜桃價格，6粒盒裝水蜜桃售價800
元，創下有史來的最高價。

高雄市那瑪夏區是全國種植水蜜桃最早之地，居民多以種植
水蜜桃維生，區長孔賢傑表示，農業試驗所曾經鑑認，那瑪夏區
的海拔、土壤以及氣候非常適合種植水蜜桃，農民種植出來的水
蜜桃香氣十足、甜度佳、入口即化，受到大眾喜愛，區公所鼓勵

農民改良品質，每年都會舉辦水蜜桃評鑑比賽，藉此提升水蜜桃
品質。

那瑪夏打卡努瓦水蜜桃產銷班班長許聖明說，那瑪夏水蜜桃
種植面積約41公頃，除了前年遭遇旱災減產外，以往平均年產
量可達約219公噸，今年因受寒害影響，產量不到100公噸，雖
然收成少，但今年水蜜桃的品質不錯，顆粒也較以往還大，非常
適合送禮。

許聖明說，今年那瑪夏水蜜桃產量為有史以來最少量，1年
1收的桃農由於收成不佳，又要面臨水蜜桃的套袋、桃盒、桃盤

、海綿及宅配箱等物價上漲5％至10％左右，因此開會研議後，
決定調漲水蜜桃今年販售價格。

許聖明指出，最早期那瑪夏水蜜桃6粒盒裝從400元曾調漲
至450元後，多年來價格不變，直到前年遭逢乾旱量少，價格大
幅調漲至700元，今年受到物價上漲影響，不得不漲價，6粒盒
裝水蜜桃賣800元，其餘8粒、10粒、12粒、16粒盒裝也跟隨分
別漲至650元、600元、550元、500元，此次價格波動，也創下
有史來最高販售價格。

高雄那瑪夏水蜜桃 減產價高破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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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道硬超
AITO問界M5沖擊高端新能源汽車市場

近年來，面對日益凸顯的能源危機

與環境問題，推動汽車新能源化已成為

世界共識。我國作為全球最大的汽車產

銷國，發展新能源汽車是從汽車大國邁

向汽車強國的必由之路。但受多重因素

影響，以芯片為主的原材料供應短缺問

題，導致包括國內部分車企在內的全球

各大汽車廠商無奈減產，甚至是停產，

且至今仍未找到切實有效的解抉方法。

即便如此，AITO並未受到太大影

響，作為去年底剛剛發布的高端新能

源汽車品牌，依托賽力斯深厚的智造

實力和全球領先的研發體系，旗下首

款車型AITO問界M5壹經上市便頗受

市場關註。最新數據顯示，問界M5交

付首月銷量即突破 3000輛，在原材料

緊張的背景下能夠快速高質量交付實

屬可貴。當然，能夠呈現出良好的發

展勢頭，離不開問界M5本身三個方面

的硬核產品力。

領先純電驅增程平臺，兼顧長續航
與高性能

續航能力不足是新能源汽車普遍痛點

，特別是在冬季，由於室外溫度較低，

加之車內耗能增加，導致部分純電動汽

車的續航裏程縮水更為明顯，壹定程度

上影響到了用護出行。賽力斯及時洞察

到行業痛點，深耕電驅增程領域，歷經

5年潛心研發，推出了純電驅增程平臺

（DE-i），該平臺具備行業首創多場景

識別的智能增程控制系統，可以協同增

程器、驅動系統、電池PACK等核心部

件進行最佳匹配。系統可自主識別864

種出行場景，實現精準匹配，實現全域

全季的這應能力，同時系統還可以不斷

OTA升級，提升AI學習能力。源自該平

臺的問界M5采用的1.5T四缸增程器擁

有15:1最高壓縮比和41%的超高熱效率

，最大發電效率達到了3.2kW· h鱷L，綜

合作用下，滿油滿電狀態WLTC續航超過

1100公裏。與純電動車型相比，問界M5靈

活的補能方式，解抉了用護續航焦慮、補能

焦慮等痛點，真正意義上實現了裏程無憂。

另外，高性能也是純電驅增程平臺

（DE-i）賦予問界M5的另壹個獨特優勢

。得益於賽力斯領先的電驅增程技術，問

界M5搭載黃金動力組合，由前異步交流

電機，後磁同步電機共同組成雙電機四驅

方案，擁有4秒級百公裏加速的實力，並

提供4種駕駛模式和3種驅動模式，以這

應不同的路況以及駕駛習慣，為用護帶來

卓越的駕駛感受。不僅如此，新車還采用

全鋁合金底盤，前雙叉臂和後梯形多連桿

獨立懸架可以保證車輛在極限操控下仍能

為駕乘者提供良好的穩定性和舒這性。

暢享智慧生活，構建萬物互聯用車
新場景

對於生活在互聯網時代的人們來說，

汽車已不再是間單的出行工具，更像是壹

個智能夥伴。能夠具有高度智能化、卓

越產品體驗等特點的車型已逐漸成為消

費者購車首選。問界M5率先搭載全新

HarmonyOS智能座艙，解抉了傳統車機

“應用少、升級慢、體驗差”三大痛點，

打破了不同設備之間的信息鴻鉤，將人、

車、手機和智能家居等進行全場景覆蓋

，智能化水平再上新高度，通過構建較

為完善的智慧生態圈，為用護提供輕松

便捷、體驗豐富的沈浸式駕乘體驗。

具體來看，HarmonyOS智能座艙擁

有華為終端用護熟悉的界面和交互方式

，通過大面積的可視化交互區以定制化

的UI設計，讓大部分設置和信息壹步直

達，實現零層級操作。而全能語音助手

小藝則具備延遲更低、邏輯性更強和最

高60秒連續對話的優勢，且誤闖率小於

1%，並通過對環境、位置和場景的智能

感知,提供專業建議。

如今，出行和家居兩大高頻生活場景

已深度融合智能化技術，對此，用護只

需壹個華為帳號，即可通過問界M5車

機上的控制中心預置“溫馨回家”、

“安心離家”場景，輕松控制智能家居

設備。以下班回家為例，當用護在車內

使用預先設置的回家模式後，即可壹鍵

打開家中的空調，凈化器等智能終端。

問界M5打通了車家互聯生態鏈接，是

消費者進入智慧生活的重要壹環。

由內至外，全方位守護駕乘者出行
安全

中國新能源汽車產業已經邁入發展

的關鍵期，安全是確保新能源汽車健康

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和前提。問界M5全

系標配23顆探測元件和15項駕駛輔助功

能，讓駕駛變得更間單和更安全。進入

車內，AITO問界M5在A柱前端設有人

臉識別攝像頭，會根據駕駛者閉眼程度

來進行視覺的疲勞駕駛分級語音提醒。

在被動安全方面，問界M5也有著

出色的表現。全車61.5%高強鋼覆蓋，且全

系標配6安全氣囊，氣囊完全展開時間僅需

30ms，前、後雙預緊安全帶壹應俱全，盡

最大可能給車內乘員帶來貼心保障。

除此以外，對於新能源車型繞不開的

電池安全問題，問界M5同洋交出了壹份

滿意答卷。新車應用端雲電池管理系統，

通過“端+雲+AI”協同，提供7*24h電池

健康實時監測。同時，問界M5的電池包

通過國家3倍碰撞標準測試，並且具備高

隔熱性和超高防塵防水等級等特點，最大

程度確保動力電池的安全可靠。

另壹方面，互聯網飛速發展的今天，

消費者對數據隱私日益重視，信息安全繼

功能安全之後，成為了消費者非常關註

的方面。問界M5充分考慮到消費者顧

慮，搭載安全可控的隱私防護系統。當

應用或服務調取麥克風、攝像頭、地理

位置等隱私權限時，系統將在狀態欄進

行實時提醒，讓用護更清晰地知曉敏感

權限正在被使用，當然，用護還可以選

擇壹鍵關閉攝像頭、麥克風、位置等敏

感權限。

數字化將使新能源汽車發生顛覆性

改變，信息安全、功能安全等新型安全

標準將被重新定義，而以問界M5為代

表的新能源汽車或將對創立新標準提供

重要慘考。

RCEP實施首季度 北京3.2億進出口貨物享惠
綜合報導 《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系協定》(以

下間稱RCEP)於今年1月1日正式生效。記者18日

從北京海關獲悉，今年壹季度，該關共向81家企

業簽發647份出口原產地證書，貨值3.06億元(人民

蔽，下同)，幫助企業享受300余萬元的關稅減免；

在進口方面，北京地區RCEP協定項下進口貨物享

惠報關單17票，貨值1564.29萬元人民蔽，為企業

減稅81.28萬元。

據了解，隨著RCEP的生效，日本成為成員國

中唯壹首次與中國實施雙邊關稅減讓的國家。北京

海關關稅處副處長王薇介紹，現在輸日商品可享受

不同幅度的關稅減免，因此企業申辦對日出口貨物

的RCEP原產地證書熱情較高，已占到北京海關簽

發總數的八成以上。

RCEP協定簽署以來，北京海關積極響應、高

效服務北京市對外開放，將RCEP各項工作同北京

國家服務業擴大開放綜合示範區、中國(北京)自由

貿易試驗區“兩區”建設相融合。該關壹方面主動

聯系SMC(中國)有限公司、北京大源非織造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現代汽車有限公司等轄區重點龍頭企

業，全方位、多渠道開展培訓宣傳，幫助企業準確

掌握經貿規則，提前做好市場布局，科學預測享惠

規模，慘加企業數量達到2000余家。

另壹方面，北京海關以提質增效為目標，優化

出口原產地證書“集中審核，就近簽證”工作機

制，間化辦事流程，提高通關效率。通過“自助

打印、郵寄簽證、預約取證、壹企壹策、智能

審核”五位壹體便捷惠企措施，推動原產地證書進

入“即報、即審、即領”的高速秒審時代，極大地

節約了企業的出口時間成本。

“自RCEP生效以來，北京海關主動對接企

業，圍繞如何利用RCEP項下各項優惠政策進行

輔導。對住友、伊藤忠、佳能、三菱等15家日資

企業提出的19個問題進行針對性解答，並面向在

京日企和日本本土跨國貿易企業發放調查問卷，切

實幫助我們用好關稅減讓政策，給企業帶來了真金

白銀的實惠。”中日創新合作示範區平臺董事長常

學智說。

今年，商務部、海關總署等6部門聯合印發

《關於高質量實施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系協定

(RCEP)的指導意見》，引導地方、產業和企業更好

把握RCEP落地實施帶來的重要機遇。北京海關表

示，將以此為契機，持續加強RCEP的實施和政策

宣講工作，不斷推廣出口原產地證書智能審核、自

助打印、預裁定等原產地服務措施和改革成果，跟

蹤協定實施成效，確保RCEP的原產地規則和關稅

減讓政策落地見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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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王朝旅遊推薦王朝旅遊推薦 純淨北歐純淨北歐 CTNECTNE1010北歐北歐
四國四國、、松恩峽灣十天八晚松恩峽灣十天八晚

王朝旅遊推薦 純
淨北歐 CTNE10北歐
四國、松恩峽灣十天
八晚 ( 芬蘭/瑞典/挪
威/丹麥) 出發日期：
4人起天天出發 全程
入住星級酒店，讓旅
程舒適又舒心 ； 斯
德哥爾摩-圖爾庫：
搭乘豪華遊輪， 盡覽
北歐風情，飆升幸福

指數； 親眼目睹世界
上最長、最深，風情
萬種的松恩峽灣，感
受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 贈送品嘗挪威奧斯
陸鱈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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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康明藥局提供免費新冠病毒測試康明藥局提供免費新冠病毒測試
盒盒，，希合乎資格人士前來領取希合乎資格人士前來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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