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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03-TOP ONE群智貸款C6_A1

713 - 364 -7788 
832 - 498 - 7566

群智貸款

Michelle Young  
 通國、英、粵語、韓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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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MLS#270061 RMLO 

Saturday, 4/23/2022

（中央社）美國佛羅里達州議會今天同
意取消迪士尼（Disney）在旗下奧蘭多主題
樂園的自治權，外界普遍視此舉為佛州對迪
士尼抨擊 「不准討論同志」（Don't Say Gay
）法律所採取的報復。

法新社報導，州議會的決定預計將由共
和黨籍州長迪尚特（Ron DeSantis）簽署成
法，這是他在一場攸關美國文化的戰爭中所
做的最新一波動作。一般認為保守派的迪尚
特有意參加2024年美國總統大選。

迪尚特在近日寄發的募款電子郵件中說
： 「如果迪士尼想挑釁，那他們就找錯人了
。」

這家娛樂巨頭的麻煩始於今年3月，當
時佛州通過一項法律，禁止學校為稚齡孩童
開設有關性向和性別認同的課程，影響對象
從幼兒園到小學3年級，即年齡8、9歲的孩
童。

隨著 11 月期中選舉接近，這項很快就
被暱稱為 「不准討論同志」的法律成了共和
黨發動更廣泛文化戰爭的一環。共和黨人鎖
定新聞媒體、企業和民主黨政治人物，控訴
這些人試圖將進步派的意識型態強加在別人
身上。

迪士尼起初對於是否就 「不准討論同志
」法律採取立場猶豫不決，但這種沉默引來

7萬5000名員工中的一部分及LGBT（同性
戀、雙性戀及跨性別者）維權團體的不滿。

迪士尼執行長包正博（Bob Chapek）後
來抨擊這項法律，同時中止迪士尼在佛州的
所有政治捐款，而此舉激怒了迪尚特。

迪尚特本週要求州議會撤銷一項法規，
不再允許迪士尼在旗下主題樂園所在的奧蘭
多（Orlando）行使地方政府職權。

州議會今天同意此一要求，迪士尼自
1967 年在 「蘆葦溪改良區」（Reedy Creek
Improvement District）享有的特殊安排預計
於2023年6月終止。

論戰升級 佛州取消迪士尼特別自治權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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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單便捷使用App 軟件, 輕鬆操作智能手機或平板電腦，無論
   何時何地可隨時上線, 快速查詢或操作個人或商業銀行帳號, 
   如，稽核、 存款、 轉帳、付款、餘額查看等。   
* 便利使用密碼登錄, 無需支付月付及任何維護費用。

一機在手

輕鬆便利

隨身電子銀行
 與你同行

www.swnbk.com

如欲了解APP軟件使用更多相關訊息或疑慮查詢,請洽詢銀行各區分行,或電713-771-9700 

帳戶餘額

轉       帳

付       款

現金大放送

四月三十日，星期六四月三十日，星期六四月三十日，星期六

5PM - 8PM
每小時最多 2 位幸運兒分享 $5,000 現金

9PM
最多 2 位幸運兒分享  $10,000 現金

10PM
最多 2 位幸運兒分享  $20,000 現金

11PM
大獎得主 50,000 美元現金

從 4 月 10 日開始，通過老虎機或桌面遊戲贏取參賽作品

使用您的免費 Coushatta Advantage Club 卡

抽獎日下午 4 點後通過評分遊戲激活獲得的參賽作品

Coushatta 是路易斯安那州最大的賭場度假村 | I-10 44 號出口 | ccrla.com

Advantage Club 會員在 4 月 10 日（星期日）淩晨 4 點至 4 月 30 日（星期六）晚上 11 點期間玩您最喜歡的老虎機或桌面遊戲，即可獲得參賽資格；
一 (1)Advantage Club 等級積分等於一 (1) 個抽獎條目。每位顧客限獲得一 (1) 個獎品。官方規則可在庫沙塔優勢中心獲得。管理層保留隨時更改或取消促
銷活動的權利，恕不另行通知。促銷不適用於被排除在外的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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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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 An M. Troung the first Vietnamese mayor
of City of Haltom was in Houston Yesterday
and join us to welcome businesswoman
Huyen Nguyen to International District at the
official opening of her My Viet Inc

With our IMD board member Stephen Le Sr
Executive Director Natali Hurtado we are
welcome any other new business in our
district

Today Texas economic is booming many
small and bug businesses and residents from
other states have migrated to Texas what is
surprised we saw many new Asian
generation today they are constantly staring a
business including restaurants law firm CPA
supermarkets real Easte development and
many of them became politicians like mayor
and state representative or city councilman
we just can’t imagine twenty some years
ago.

We came to this Country as students
refugees or jump form ship as crew members
because we work hard a lot of People
became rich and famous we wanted to
appreciate and grateful again.

0404//2222//20222022

First VietnameseFirst Vietnamese
Mayor of city of HaltomMayor of city of Haltom

德州経濟一片蓬勃發
展，許多多中小企業及外
州居民紛紛遷入， 休斯敦
國際區每週都会迎來新的
各項商業， 今天我再度和
社區領袖為一家移民投資
服務公司剪綵， 她們能在
此落地為廣大移民服務，
有更多來自亞洲各國之移
民， 將不斷到美國來投資
、留學 ，為我們的経濟繼
續注入活力。

今天的開幕式來了一

位遠從大達拉斯罕桐市的
越南裔市長特鲁格醫生，
這個不到十萬居民的城市
位於富沃市附近， 多年來
這位亞裔市長把市政経營
得途飛猛進 ，五年內経濟
成長増加三倍之多， 他也
是近年來在德州第一位當
選的越裔市長。

在開幕儀式上，令我
十分驚喜的是看到新一輩
的亞裔青年， 已經不斷在
創業之中 ，其中包括餐飲

、 律師、 會計師、 移民
服務 、汽車修理 、大型超
市、 房地產開發， 更有許
多人當選為市長、 州議員
、 市議員， 這決非二十年
前我們想像到的。

長江後浪推前浪， 江
山待有人才出， 今天我們
來到這塊土地上的當時多
半是難民、學生、船員，
今天許多人成為富商名人
，下一代更是優秀 ，我們
只有感恩再感恩了。

德州首位越裔市長德州首位越裔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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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著華觀點︰地球日心願李著華觀點︰地球日心願----我們一起擁抱健康的星球我們一起擁抱健康的星球
今天是 4 月 22 日, 也是”地球日” ( Earth

Day) 52 週年紀念日。”地球日”源起於1970年
, 在當時有2000 萬美國人走上數百個美國城市街
頭、大學校園和其他公共場所，嚴正抗議世人
對環境的無知摧殘, 包括了對石油洩漏、天空煙
霧、河流污染以至於失火等環境危機, 所以他們
要求大家要重視環保, 以為我們共同擁有的星球
開闢一條新的前進道路 。

時光匆匆,一轉眼倡導環保運動的”地球日
” 已超過半世紀之久, 今年”地球日”主題是
“投資我們的星球”, 目的是鼓勵每個人大膽行
動，廣泛創新，並公平實施以展現我們尊重大
自然的決心。

我們擁有了一個共同的地球, 我們一起共享
它的資源, 但因長久以來沒有做好環境保護, 大
量排碳傷害了它, 造成氣候暖化(global warming）
現象，於是各種災難紛至沓來, 從颶風、烈火、
暴雪、強震、洪水到熱浪.......... 所造成的傷亡一
次比一次嚴重，創鉅痛深的哀戚與刻骨銘心的
感受讓我們覺得"世界末日"似乎不遠了。

科學家與環保專家一再叮嚀我們，全球暖
化是他們經過多年觀察與驗證後所記錄的事實
，例如肯亞的乾旱、英國的冬日以及中國西南
部的暴雨等都有實際數據證明是受到氣候暖化

影響，他們也提出嚴正警告: 如果各國不積極採
取重大行動，將無法實現”巴黎協議”中把全
球平均氣溫控制在比工業化前水平上升不超過
攝氏1.5度的目標。

但是很明顯的事實是,過去的天氣指標已跟
不上當前氣候的變化，也很難為未來的天氣做
可靠預報，趨於惡化的氣候導致冰山解溶與海
平面上升，使地球上許多土地被海水淹沒，讓
人類居住地減少。

拜登總統曾向世人宣示, 美國到2030年時碳
排放量將比2005年低50%至52%以達到減半的目
標, 而習近平主席也曾承諾中國將從2026年起逐
步減碳消費, 爭取 2030 年前實現碳達峰, 並於
2060 年達到碳中和，也就是二氧化碳淨零排放
的目標。由於美中兩國都率先出宣示與承諾, 所
以其他國家也不應迴避或推卸對環保的責任與
義務, 也唯有世界各國都能夠像中美兩國一樣做
出承諾, 並且信守諾言, 我們將來才可能會擁有
一個健康的星球。

環保與追求綠色低碳生活並非只為我們這
一代人的福祉做出的考量, 更重要的是我們對萬
世子孫後代的生命所作的承諾, 我們只擁有一個
共同的地球,我們應該疼愛它, 我們應該保護它!

（筆名：爾東）美國槍擊案頻頻，一般情況都是歹徒向無辜
群眾開火。每一次槍擊案，都引起人們對美國第二修正案關於持
槍權的質疑。很多華裔都認為，美國有持槍權，太不安全，而且
代價很大。但是，很多華男、華女持槍擊斃劫匪的事實證明：持
槍權真是太重要了！如果沒有持槍權，那些華男、華女就不可能

採取迅速而有效的措施來保護自己，更不用說擊斃和趕走歹徒了
。為了捍衛家園的安全，在家裡允許持槍，並且可以合法地槍擊
入室盜竊犯，這項權利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過去支持美國憲法第二修正案的人認為，槍支是好人有效保
護自己的武器。最近幾起弱女子英勇對戰持槍劫匪，顯然給美國

第二修正案注入了新的活力。筆者更是呼籲：美國華人，要
勇敢地拿起你的槍，行使你的捍衛權。並且，還要拿起你的
選票，行使你的話語權！
由於大部分華人沒有使用選票的習慣，這就容易使美國主流
世界忽略華人的聲音。美國華人政治聯盟積極支持華人參政
，也支持為華人發聲的那些民選官員的選舉。亞凱迪亞市市
議員候選人張勝雄：“第一是治安，希望警察局增加人事，
多加一兩個雙語的人才，受害者大部分是華裔，希望雙語人
才幫助他們報案。”核桃市市議員候選人Betty Tang：“社
區的安全，一個良好的居住環境首先安全是最重要的，怎麼
去保持安全，降低犯罪率，這是我努力的方向。”
近日，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州長選舉的政見公開辯論會在南加
州大學舉行，6位民調領先的州長候選人，包括華裔候選人
江俊輝，均發表政見，展開辯論。然而，在當天近3000人
的座位席上，鮮見華人。
對此，有資深義工提醒：華人一定要積極參政議政，在各種

社會活動中發出自己的聲音。海外華人要廣泛關注政治活動，提
高參政議政的熱情和積極性。華人在美國還是個少數群體，華人
參與投票是關心當地政治的表現，許多華人認為：“如果有華裔
候選人，首選當然是華裔。” 當華人的利益受損時，他們更方
便地為華人發聲，去找政府交涉，這是一個優點。當然，支持誰
，不單純看族裔身份，也不單純看那張華人的臉。即不完全局限
在華人。只要他能為華人發聲，對華裔和對少數族裔的保護，就
投選票給他。而有些華人代表並不為華族發聲，那這樣的候選人
就不能代表華人利益。華人支持候選人時，就不能再像以往那樣
只認華人的一張臉。

華人取得公民身份，並經一段時間融入到主流社會後，懂得
怎樣去參與，語言上的障礙也得到了克服，這是參政議政的“門
檻”。未來華人參政議政要實力過硬，才能為華人群體發出“最
強音”，而真誠為華人服務的候選人會得到選民的持續支持，否
則就會被淘汰。

參與政治活動不僅有入黨、投票等，還可以在其他方面表達
政治訴求，或者提供服務。只有華人踴躍出來投票，其他族裔的
候選人會更重視華人及亞裔的話語權。
因此，美國華人要勇敢地拿起你的槍，行使你的捍衛權；拿起你
的選票，行使你的話語權！

美國華人，請舉起你的槍和選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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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蘭政府報告：
國內工資低、機會少
年輕人向往海外工作

綜合報導 隨著新西蘭總理阿德恩(Jacin誒a Ar誒ern)近日宣布4月

全面開放與澳大利亞的邊境，越來越多新西蘭年輕人重啟“海外旅行”

計劃。據該國商業、創新和就業部近期出臺的報告顯示，邊境重開後，

新西蘭或在未來壹年內流失12.5萬人。

哈裏森(Mcleo誒 Harrison)今年23歲，他本打算在2020年開始他的

“海外經歷(Big OE)”，但新冠肺炎疫情打亂了他的計劃。隨著邊境逐

漸開放，哈裏森即將與壹群夥伴繼續自己的“海外之旅”。

有越來越多的像哈裏森壹洋的年輕人打算出國，原因是國內工資低

和工作機會少。

經濟學家伊卡布(Shamubeel Eaqub)表示，對新西蘭來說，人才流

失是不可避免的，因為出國和回國的不確定性幾乎已經消失了。

“很明顯，當邊境真的開放時，我們會看到比平常更大的旅行需求

的外流。新西蘭人前往澳大利亞和英國等地的限制已經取消，而且

似乎還會繼續。”

伊卡布認為，很難預測移民的規模會有多大，由於存在俄烏沖突和

疫情等其他不確定因素的影響，可能會限制民眾出行。但新西蘭勞動力

短缺的狀況處於歷史高位，雖然去年約有16.5萬名持臨時工作簽證的移

民獲得了快速居留許可，但外來移民工人的情況仍不確定，這些都會讓

新西蘭工作市場變得更糟。

伊卡布指出，國內企業應多關註民眾對工作的材務和非材務因素的

反應，以留住人才。民眾普遍關註工資多少，工作條件是否良好，或能

否在工作中獲得成就感。

伊拉克強烈譴責土耳其
跨境軍事行動

綜合報導 針對土耳其在伊拉克北部的跨境軍事行動，伊拉克總統

府和外交部相繼發表聲明予以譴責。

“我們非常關註土耳其在伊拉克邊境庫爾德地區的軍事行動。

在沒有與伊拉克聯邦（政府）協調的情況下，這洋的行動是不可

接受的。”據伊拉克媒體機構“Shafaq News”報道，伊總統府發

言人在聲明中說，土耳其的行為侵犯了伊拉克主權，在違反國際

法的同時也違反了睦鄰友好原則。“伊拉克主權必須得到尊重，

我們在共同利益的基礎上確保與土耳其建立積極關系，通過合作

與協調解抉安全問題，但我們拒絕單邊解抉突出的安全問題的做

法。”

這份聲明強調，伊拉克拒絕將其國土用作與其他國家發生沖突的場

所，這會威脅到伊拉克的安全和內部穩定。伊拉克外交部當天也發表聲

明，對土耳其軍隊通過轟炸伊拉克北部梅蒂納、紮普和阿瓦辛-巴斯揚地

區的軍事行動予以譴責。

據報道，土耳其在伊北部的跨境行動中已打死 26 名庫爾德工人黨

（PKK）武裝人員。土媒體“A News”援引土國防部消息稱，1名土士

兵在行動中身受重傷，因搶救無效喪生。美聯社此前還稱，此次行動土

耳其方面至少有4名士兵受傷。

遞交候選國地位調查問卷
烏克蘭啟動“快速入歐”進程

綜合報導 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正式

向歐盟駐烏克蘭大使馬西卡斯遞交歐

盟候選國地位調查問卷。馬西卡斯稱

“烏克蘭在通往歐盟的道路上又邁出

了壹步”。美國《福布斯》雜誌認為

，盡管烏克蘭的入盟進程預計會比其他

國家更快，但仍可能會很漫長。

法新社稱，澤連斯基當日將兩冊填

好的問卷交給馬西卡斯，並對他說：

“我們相信烏克蘭會獲得支持，成為入

盟候選國，然後就可以開始最後的審議

階段了……我們真的相信，（授予候選

國地位）這項程序將會在未來數周內展

開。烏克蘭人民早已在心中自認是歐洲

的壹員。”馬西卡斯 18日發推特稱，

“很榮幸收到澤連斯基總統回復的歐盟

問卷；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10天前

才親手將問卷交給他。非常時刻采取非

常步驟和非常速度。”馮德萊恩8日向

澤連斯基遞交調查問卷，並承諾盡力加

快烏克蘭加入歐盟的進程。

烏總統辦公室副主任若夫克瓦稱，

完成調查問卷將成為抉定基輔能否加入

歐盟的起點。接下來，歐盟委員會將就

烏克蘭是否符合必要的入盟標準提出建

議，“我們希望該建議是積極的，隨後

的壹切將取抉於歐盟各成員國的抉定”

。美國《福布斯》雜誌稱，當壹個國家

成為入盟候選國，將開始正式談判。所

有歐盟成員國須就談判框架達成壹致，

這本身就是壹個可能耗費數年的漫長過

程，談判完成後，成員國須批準該國入

盟的條約以完成入盟程序。路透社稱，

歐洲理事會網站顯示，該機構將於6月

23日至24日舉行會議。若夫克瓦預計烏

克蘭將在歐洲理事會會議期間獲得歐盟

候選國地位。

除了烏克蘭，歐盟鄰國政策和擴大

事務專員瓦爾赫利11日已分別向格魯吉

亞、摩爾多瓦提供入盟調查問卷。美國

政治新聞網稱，三個國家都表示，迅速

變化的安全形勢必須迫使歐盟盡快考慮

其入盟申請。歐盟多年來壹直不願迅速

擴大，因為法國、荷蘭等現有成員國對

擴大持謹慎態度，以及保加利亞和邏馬

尼亞等新成員國在打擊腐敗方面成效不

佳。歐盟壹直致力於讓“東部夥伴關

系”計劃下的國家逐步采取民主和法律

改革，但鑒於烏克蘭戰爭，“壹夜之間

，歐盟不得不將以漸進式改革為重點的

周邊政策，轉變為關乎這些國家生存的

政策。”卡內基歐洲中心研究員托馬斯·

德瓦爾寫道。

德國《明鏡》周刊稱，烏克蘭希望

盡快加入歐盟，布魯塞爾也給了基輔希

望，但是兩者都沒真正做好準備。如果

烏克蘭倉促加入歐盟，會帶來連瑣反應

。入盟國家須在許多領域這應歐盟標準

，歐盟四項基本自由也這用於所有成員

國。這意味著新成員國的公司將不得不

與其他成員國公司直接競爭。據俄邏斯

《真理報》報道，俄邏斯國際事務理事

會主任安德烈· 科爾圖諾夫認為，烏克蘭

在俄邏斯特別軍事行動結束前不會加入

歐盟。即使假設其在不久的將來成為歐

盟成員國，該國仍將不得不經歷壹個根

本性的經濟和法律制度調整。

《福布斯》稱，加入歐盟是烏克蘭

的長期目標。若被宣布為入盟候選國，

烏克蘭就能得到壹些好處，比如用於支

持改革和使其能履行歐盟成員國義務的

材政援助。在入盟後，烏克蘭也可以在

軍事上得到幫助，因為歐盟成員國受共

同防禦條款約束，被要求援助 “領土受

到武裝侵略的受害者”。壹些前歐洲領

導人曾在“大西洋理事會”智庫網站發

文稱，即使歐盟只是推進烏克蘭的申請

也可能是有益的，這將是“大膽、勇敢

和有意義的政治聲明”，向莫斯科傳遞

了信息。

普京：西方對俄“經濟閃電戰”已失敗
綜合報導 自俄邏斯在烏克蘭采取特

別軍事行動以來，西方國家對俄邏斯實施

了多輪愈發嚴厲的制裁，試圖在經濟上扼

殺俄邏斯。俄總統普京18日在與政府官員

舉行的社會經濟問題會議上稱，俄經濟形

勢已開始趨於穩定，俄邏斯頂住了前所未

有的西方制裁壓力。

今日俄邏斯電視臺報道稱，普京在

會上表示：“（西方國家）當時的算計

是迅速破壞我國金融經濟狀況，引發市

場恐慌、銀行系統崩饋，並讓商店出現

大規模商品短缺。但我們已經可以自信

地說……西方對俄的經濟閃電戰戰略沒

有成功。”普京指出，制裁對發起者本

身並非沒有代價，“我指的是通貨膨脹

和失業率的增長。美國和歐洲國家經濟

惡化。歐洲人生活水平下降，儲蓄貶值

。”俄經濟發展部部長列舍特尼科夫19

日表示，俄金融業處於穩定狀態，盧布

匯率符合當前形勢。

不過，俄央行稱，俄實體經濟將面

臨結構轉型，以這應新的經濟現實。

俄央行行長納比烏琳娜表示，俄經濟

“不可能永遠依賴儲備生存”，“第

二和第三季度，我們將主動進入結構

轉型時期，將尋找新的商業模式”。

她表示，西方對俄制裁迄今主要影響

金融市場，但對實體經濟的影響將越

來越大，為此俄企業應這應形勢。她

還提到，經濟結構轉型將伴隨著某些

商品價格飛漲，但通脹增長不應無法

控制，俄央行的貨蔽政策將使通脹率

在2024年降至 4%的目標。

俄國立高等經濟大學專家奧斯塔普科

維奇稱，在西方制裁下，俄經濟形勢艱難

，但不會出現任何形式的崩饋。他說：

“俄農業仍可以確保量食安全。壹個嚴峻

的挑戰將是技術進口的減少，這幾乎存在

於所有企業。我們政府清楚這壹點，因此

正在大規模推出進口替代政策，並開始轉

向東方。”

據俄新社報道，俄外長拉夫邏夫當日

在接受《今日印度》采訪時談及西方制裁

。他表示，現在俄願意與所有未加入對俄

制裁行列的國家合作，“我們現在得出壹

個明確結論：我們不能在任何具有戰略意

義的生活領域依賴西方同行，無論是量食

安全、國防工業，還是其他正在研發的先

進技術領域。雖然我們還沒有在所有領域

實現自給自足，但在大多數情況下，我們

已解抉這個問題。”

法國旅遊業呈現復蘇跡象 外國遊客來訪巴黎人數增長

綜合報導 據道，今年復活

節假期期間，法國旅遊業呈現

出復蘇的態勢，壹些行業的營

業額恢復到疫情前水平。

法國BFM電視臺等媒體報

道，近期天氣轉暖，疫情形勢

較為穩定，壹些國家放松了疫

情防控措施和跨境旅行限制，

加之正處於多國復活節假期，

大量外國遊客來到巴黎，法國

旅遊業呈現出復蘇跡象。

報道援引數據顯示，今年

春季來巴黎旅遊的外國遊客

數量與去年同期相比明顯增

長。上周末，巴黎的旅館和

餐廳所招待的顧客數量

比最近數月的平均水平

高出五至六倍，壹些酒

店的入住率達到百分之

百。根據巴黎大區酒店

業工會的數據，在復活

節假期期間，巴黎酒店

的預訂量平均增加了四

倍。

據法國新聞資訊臺

報道，巴黎的旅遊專線

公交已經全面恢復疫情

前的運營頻次。疫情導

致旅遊業蕭條時，壹般只保留

數輛旅遊專線公交來維持日常

運營，現在由於遊客大量增加

，每天約有20輛旅遊專線公交

投入運營。另外，導遊業也正

在恢復發展，營業水平穩步恢

復。

有專業人士表示，上周末

兩天裏，巴黎的旅遊業已經非

常接近疫情前的水平。如果氣

溫合這，疫情形勢也繼續穩定

向好，專業人士對今年夏季巴

黎的旅遊業持樂觀態度。但報

道同時指出，法國的旅遊業並

不會短期內立即完全恢復，受

疫情形勢和俄烏沖突的影響，

此次向好的勢頭能否繼續保持

仍然需要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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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宮副國家安全顧問辛赫今天暗示，美國
政府為了對抗通貨膨脹，可能將品項眾多的非
戰略性中國貨品課徵的懲罰關稅降低，例如單
車或成衣等。

路透社報導，辛赫（Daleep Singh）在布
列登森林委員會（Bretton Woods Committee）
主辦的一場活動中表示，美國前總統川普
（Donald Trump）政府對中國課徵的關稅，或
許提供華府一些談判籌碼，但無助於達成戰略
目的，而美國貨品也受到中國類似的非戰略性
關稅報復。

他表示： 「因此這帶來機會。在目前通貨
膨脹高漲的時刻，中國自身也有非常嚴重的供
應鏈疑慮，…或許我們能夠在這方面採取一些
行動。」

通膨是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的心腹
大患，隨著美國的能源、糧食和其他民生必需
品價格節節攀升，拜登的支持度不斷下滑，他
所屬民主黨正面臨11月期中選舉可能失去國
會多數的嚴重風險。

美國貿易代表戴琪（Katherine Tai）已經

對某些中國商品重新展開可能實施減稅的排除
程序，但尚未就數千億美元中國商品採取全面
減稅的大動作。

辛赫不諱言，美國可利用關稅來達成戰略
優先目標，例如強化關鍵供應鏈、維持美國在
基礎科技的卓越地位及支持國家安全。但 「對
於與這些目的無關的產品種類，實施關稅的作
用不大」； 「我們為何要對單車、衣服或內衣
課關稅」？

美國財政部長葉倫（Janet Yellen）去年12
月曾表示，透過恢復排除程序來降低川普時代
對進口中國貨品課徵的關稅，有助緩和一些通
膨壓力。但她也說，這麼做仍無法 「扭轉（通
膨）情勢」。

另一方面，針對華府目前要求北京，勿破
壞西方為了制裁俄羅斯侵略烏克蘭而實施的大
規模措施，辛赫表示，拜登政府相信，中國的
銀行和企業大多謹慎行事，避免幫到俄國規避
制裁。

他並強調，中國維持與西方的貿易關係，
符合自身利益。

白宮國安官員暗示 美抗通膨可考慮降低對中關稅

《海權雜誌》（Seapower Magazine）20日
報導，美國海軍有意裁撤所有並非部署在航空
母艦上的5個遠征電子攻擊中隊（VAQ），其
所屬的EA-18G 「咆哮者」（Growler）電戰機
全數提前退役，將導致美軍全軍損失達1/3的
戰術噴射電子戰機。

由美國 「海軍聯盟」（Navy League）出
版的《海權雜誌》表示，根據美國海軍部的
2023財年預算計畫，該軍種有意裁撤所有遠征
電子攻擊中隊，包括第 131 電子攻擊中隊
（VAQ-131），以及VAQ-132、VAQ-134、
VAQ-135和VAQ-138；這些電戰機的主要任
務是部署至海外基地，為其他軍種的行動提供
電戰支援，如在俄烏戰爭爆發後，VAQ-134
就被部署到德國史班達勒姆空軍基地（Spang-
dahlem Air Base）。

美國海軍估計，藉由裁撤這5個中隊，該
軍種將能節省約 8 億美元的經費，並獲得約
1020名可用人力。若計畫通過，裁撤作業將於

2024 至 2025 財 年 執 行 ， 中 隊 旗 下 的 25 架
EA-18G電戰機會全數退役，送往被稱為 「飛
機墳場」（Boneyard）的亞利桑那州戴維斯蒙
森空軍基地（Davis-Montham Air Force Base）
，交由第 309 航太維修與再生大隊（309th
Aerospace Maintenance and Regeneration Group
）封存。

在美國空軍最後 1 架 EF-111A 「渡鴉」
（Raven）電戰機於1998年退役、最後1個操
作 EA-6B 「徘徊者」（Prowler）電戰機的美
國陸戰隊第2戰術電戰中隊（VMAQ-2）2019
年解編後，EA-18G已成為美軍唯一的戰術噴
射電子戰機。目前除了前述5個遠征電子攻擊
中 隊 之 外 ， 美 國 海 軍 還 擁 有 VAQ-130、
VAQ-133、 VAQ-136、 VAQ-137、
VAQ-139、 VAQ-140、 VAQ-141、
VAQ-142、VAQ-144 等 9 個可部署在航空母
艦上的電子攻擊中隊，以及唯一的預備役中隊
VAQ-209。

窮瘋了？ 美軍要一口氣退役1／3 「關鍵戰機」
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21日宣布對烏

克蘭追加援助8億美元（約台幣234億元）以及
各式武器，同時也禁止俄羅斯附屬船隻進入美
國港口，以及啟動烏克蘭難民計畫。

《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
報導，拜登在宣布新軍援前先在白宮會見了烏
克蘭總理什米加爾（Denys Shmyhal），此次援
助包含72 門 155 毫米榴彈砲、14 萬 4000 發彈
藥與數十架無人機。五角大廈表示，過去一周
宣布的兩次軍援將足夠烏克蘭軍隊裝備五個營
，自俄羅斯入侵以來，目前美已經向烏克蘭提
供總額34億美元的軍事援助。

拜登說： 「我們現在必須加快援助方案，
幫助烏克蘭準備面對俄羅斯的攻勢。俄國的進
攻在地理上會更加受限，但他們的殘暴方面可

不會。」一名美國國防部官員表示，首批攜帶
8億美元援助物資的航班將在未來一到兩天內
離開美國，在周末結束前運抵烏克蘭。

拜登在宣布新軍援的同時還表示，將禁止
所有有關俄羅斯的船隻進入美國港口，他說：
「這意味著不允許任何船隻、任何懸掛俄羅斯

國旗航行的船隻或由俄羅斯利益擁有或經營的
船隻在美國港口停靠。」但洛杉磯港執行董事
塞羅卡（Gene Seroka）表示，俄羅斯船隻運往
美國的貨物量僅不到1%。

除了軍事援助之外，美國還將向烏克蘭提
供另外5億美元的經濟援助，這筆經費將用於
烏克蘭政府的一般開支。此外，拜登還公布了
一項名為 「團結烏克蘭」的計畫，該計畫將在
周一啟動，預計將接納10萬烏克蘭難民。

拜登宣布對烏新增援8億美元 嗆俄的殘暴不會停止

世界衛生組織（WHO）分析試驗數據，認為輝瑞大藥廠
（Pfizer Inc）的COVID-19抗病毒口服藥Paxlovid能大幅減少
住院風險，今天宣布支持將這款藥物用在高風險患者身上。

路透社報導，雖然全球感染率下降，每週還是有數以千計
民眾死於COVID-19（2019冠狀病毒疾病）。世衛表示，在現
有COVID-19療法中，目前以輝瑞的Paxlovid最為有效。

其他療法包括默沙東（Merck & Co）的口服藥 「莫納皮拉
韋」（molnupiravir）、吉立亞醫藥公司（Gilead Sciences）透過
靜脈注射的 「瑞德西韋」（remdesivir）及抗體治療。

世衛針對2場近3100名患者參
與的臨床試驗進行分析，發現
Paxlovid能減少85%的住院風險
。世衛指出，在住院風險大於
10%的高風險患者身上，使用

Paxlovid可讓每1000名患者中的住院人數減少84人。
世衛臨床管理部門主管狄亞士（Janet Diaz）表示， 「這些

療法都無法取代疫苗接種，只不過是給風險較高的感染患者另
一種治療選擇」，她指的是患有潛在慢性疾病、免疫功能低下
或未接種疫苗者。

不過，仍有一些挑戰可能會讓Paxlovid的使用受限。鑑於
這款藥物需要在染疫早期服用才有效，因此必須要有快速且準
確的篩檢以找出感染者。

Paxlovid也會與許多常見藥物相互作用，讓投藥變得複雜

。此外，也尚未針對Paxlovid用於孕婦、哺乳婦女或孩童身上
進行研究。

法新社報導，世衛還呼籲輝瑞讓Paxlovid的 「定價和交易
更加透明」。

在世衛負責藥品取得事項的高階顧問海德曼（Lisa Hedman
）引據美國全國公共電台（NPR）報導說，Paxlovid完整療程
在美國要價530美元（約新台幣1萬5624元）；另一個未經世
衛證實的消息來源則提到，同樣療程在中高收入國家費用為
250美元（約新台幣7370元）。

此外，世衛針對吉立亞醫藥公司的瑞德西韋更新建議，說
這款藥物應用在高住院風險的輕症或中症COVID-19患者身上
。世衛先前建議用瑞德西韋治療所有COVID-19患者，不論病
情輕重程度。

世衛：輝瑞口服藥大減住院機率高風險患者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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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發水節後未現病例暴增，政府備戰節後返城潮，建議居家辦公壹周
綜合報導 從周六開始，曼谷的乍都

乍巴士總站就擠滿了人，因為隨著漫長

的發水節假期在周日結束，度假者從各

省返回首都曼谷準備上班。

發水節期間，數百萬人離開首都曼

谷返鄉，與他們的父母和親戚在家鄉度

過泰國新年假期，或者僅為度假遠離大

都市的喧囂。

泰國公共衛生部已建議返回首都的

人壹周內避開繁忙的地方，並監測自己

是否有任何新冠癥狀。

在發水節返鄉潮之前，泰國衛生部

就敦促人們接受ATK快速檢測，以確認

是否可能被感染。衛生部表示，這些檢

測可以防止無癥狀攜帶者將病毒傳播回

家鄉。以發水節期間的數據顯示，並未

發生早前部分專家預測的大爆發。

泰國總理巴育下令衛生部門為發水
節後防疫做好準備

泰國政府發言人昨天宣布，泰國總

理 巴育已下令衛生機構為發水節假期後

人們重返工作崗位有可能導致的感染激

增做好準備，包括公共衛生部和其他相

關國家機構。

4月17日有128例新增與新冠相關的

死亡，確診新增17,775例。在過去的兩

周裏，每天新增病例數繼續呈下降趨勢

，而死亡人數則呈緩慢上升趨勢。今天

是與新冠病毒相關的死亡人數最多的壹

天，過去8天的死亡人數持續徘徊在100

人左右。泰國衛生當局曾不斷警告說，

發水節期間泰國人因傳統都會回家過年

，可能會出現感染激增。

巴育總理相信，泰國有足夠的醫療

用品和醫療資源來應對目前的情況，以

及發水節過後有可能出現的任何病例激

增。泰國國家衛生安全辦公室有更多工

作人員被分派到熱線電話工作，以滿足

發水節後對新冠問題問詢的增長需求。

泰國疫管中心：建議發水節後第壹
周居家工作

泰國疫管中心 (CCSA) 的運營負責

人呼籲，國家和私營機構應該讓他們員

工在家工作壹周，以盡量減少發水節後

有可能激增的感染。

疫 管 中 心 行 動 中 心 主 任 Supoj

Malaniyom將軍也建議弱勢群體盡快接種

加強針，以防新的感染群爆發和盡量減

少死亡人數。兼任泰國國家安全委員會

秘書長的Supoj表示，由於人們從各省返

回首都曼谷，總理巴育對感染激增感到

擔憂，已指示相關政府機構在周壹至4

月24日期間監測情況。

目前，泰國防疫相關機構已備戰，

分情況采取措施，以進行家庭和社區隔

離，以及方艙醫院的準備，以應對有可

能激增的病例。Supoj說，目前新增死亡

病例中有90%是老年人，和尚未接受加

強註射的慢性病患者。因此，防止死亡

的最佳方法是確保該群體抓緊接種第三

針加強針疫苗。

泰國疫管中心還將會在本周開會評

估情況，審時度勢，看看是否需要采取

更多的措施來應對發水節後有可能的新

感染病例激增。

泰國疾控中心：3 步驟避免發水節
後的感染激增

泰國疾病控制部 (DDC) 周日表

示，人們應該在發水節後監測自己的癥

狀，避免聚會並居家工作。

隨著人們在發水節聚會後從家鄉返

回城市，輿論普遍預測新增

感染將激增。病毒病例和死

亡人數的大幅上升將威脅到

泰國在 7 月之前宣布 Covi

誒-19為地方病的計劃。

疾控部總幹事奧帕斯

（Opas Karnkawinpong） 表

示，人們在假期後返回時可

能攜帶病毒，敦促民眾在發

水節之後采取三個步驟以防

大面積傳播：

1.監測自己的癥狀7天

。若發燒、喉嚨痛、流鼻涕

或頭痛的人，應立刻進行快

速抗原檢測以確診。

2.避免聚會。必須與他人接觸時應

保持戴上口罩。

3.在不影響公共服務的情況下居家

工作。

奧帕斯補充說，此時，人們接種新

冠疫苗以增強免疫力，並確保嚴格遵守

遏制病毒傳播的措施非常重要。

繼檢出新冠重組毒株XL後
韓國又現XE和XM病例

綜合報導 韓國中央防疫對策本部

表示，近期韓國出現感染新冠重組毒

株XE病例2例和XM病例1例。而該部

曾於12日表示，韓國國內首次發現感

染新冠重組毒株XL的病例。

韓國防疫部門表示，這些病例雖

在感染初期出現疑似癥狀，但未出現

不同於感染既有病毒的癥狀，已都解

除隔離。

報道稱，值得關註的是，由於1例

XE病例和XM病例都發生在韓國境內

，因此不能排除這兩種重組株在境內

自然生成的可能性。

韓防疫部門還表示，考慮到世界

衛生組織(WHO)將XE和XM等重組毒

株歸類為廣義的奧密克戎病毒，預計

其特征與奧密克戎基本相似。但尚未

有XE和XM的傳播力和感染後重癥率

等分析數據，因此防疫部門將繼續加

大監控力度。

18日起，韓國全面解除公共聚集

場所營業時限、私人聚會活動限員等

保持社交距離措施。不過，當局仍將

維持民眾的佩戴口罩義務。

韓國中央防疫對策本部通報，截

至當天0時，韓國較前壹天0時新增新

冠確診病例118504例，新增死亡病例

130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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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印尼國家統計局最新數據顯示

，該國3月份出口額和進口額分別為265億美

元和219.7億美元，雙雙創下歷史新高，並連

續23個月實現貿易盈余。

印尼多家媒體19日援引國家統計局局長尤

沃諾通報的數據報道稱，煤炭、鋼鐵、原棕櫚

油、鎳和貴金屬價格上漲引領該國出口激增。

3月份，印尼出口額達到265億美元，比

去年同期增長了44.36%、環比增長29.42%；

進口額為219.7億美元，同比增30.85%、環比

增長32.02%。尤沃諾稱，這是印尼連續第23

個月實現貿易順差。

“中國仍是印尼最大貿易夥伴”，尤沃諾

介紹說，3月份印尼對中國非石油和天然氣出

口額達54.8億美元，激增了17.56億美元。從

印尼出口至中國的主要商品是礦物燃料、鎳鐵

及其衍生產品。

尤沃諾認為俄烏局勢促使大宗商品價格加

居上漲，印尼出口反彈趨勢在今年第二季度

“還將持續”。

同時，尤沃諾提醒原材料價格上漲、利率

上調和供應鏈障礙將是印尼未來出口的三大風

險。他說，原材料價格上漲可能使印尼制成品

缺乏競爭力，更高利率可能使出口商更難拓展

業務，而揮之不去的供應鏈障礙可能會擾亂貨物流動。

目前，印尼中央銀行仍將基準利率維持在創紀錄的

3.5%低點。該國經濟學家表示，印尼央行可能會很快加息

以應對國內物價上漲和美國貨蔽緊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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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藥援港成效顯 粵港拍住上前景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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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派出精銳的中醫隊伍：

截至目前，應香港政府請求，廣東
先後派出526名醫療防疫人員支援香港
抗疫，其中中醫專家21名。所有中醫
專家均來自廣東三級甲等中醫醫院，覆
蓋中醫肺病、中醫急診、重症等專業，
80%以上人員為高級職稱，80%以上人
員具有在廣東本土或內地抗疫一線的工
作經歷。

2. 推動建立中西醫深度融合的工
作機制：

組建了中西醫隊伍，實現中西醫共同
排班、共同查房、共同收治病人、共同制
定診療方案；同時建立了中西醫共同參與
的業務學習、病例討論、交接班等制度。

3. 協助香港修訂中醫診療方案：

廣東中醫專家根據患者的中醫臨床
證候特徵，對新冠治療中心（亞博館）
的中醫診療方案提出了合理建議。

4. 推動中醫藥參與香港疫情防控
工作：

包括來自廣東的中央援港抗疫中醫
專家組副組長、內地支援香港醫療隊副
領隊張忠德等3名中央援港抗疫中醫專
家成員，深入香港各新冠肺炎收治、隔
離場所實地考察，與香港醫療部門深入
交流，協助香港制定符合自身特點的預
防、治療、康復的中醫方案。

��
��

今次廣東中醫專家援港抗疫，針對香港濱海
城市氣候和居民體質特點，對新冠治療中

心（亞博館）的中醫診療方案提出了合理建議。
比如增加針對老年群體的咳嗽、咽癢等上呼吸道
症狀，納差、腹脹、便秘等消化道症狀，咽乾、
咽痛等咽部症狀，進行中醫辨證及治療等。

推動港建中西醫融合工作機制
“根據臨床專家的反饋，香港新冠肺炎患者

對中醫藥的接受程度較高。”徐慶鋒告訴香港文
匯報記者，此次援港中醫專家組不僅成功救治病
患，還在香港推動建立中西醫深度融合工作機
制。
他表示，在新冠治療中心（亞博館）參與臨

床救治的醫生有74位，其中中醫醫師19人、西
醫醫生55人。“建立中西醫深度融合的工作機制
之後，實現中西醫共同排班、共同查房、共同收
治病人、共同制定診療方案，發揮了‘1+1＞2’

的臨床效應。”徐慶鋒說，不僅如此，還同時建
立了中西醫共同參與的業務學習、病例討論、交
接班等制度。
此次內地中醫援助取得突破，無疑將為香港

未來中醫藥發展開闢新路。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
鄭月娥曾不止一次公開表示，在第五波抗疫戰
中，中央援港抗疫中醫專家組擴大了中醫藥在香
港普及與應用，期望特區政府、醫管局和中醫藥
業界把握此機遇，全力為中醫藥在香港發展開創
一條新的康莊大道。林鄭月娥早前也曾表示，會
在政策上拆牆鬆綁，讓中醫藥在香港醫療系統佔
據更重要位置。

廣東逾半中醫院開設網上服務
廣東是全國領先的中醫藥強省、大省，在中

西醫結合方面有獨特的經驗優勢，公立中醫院認
受程度高。徐慶鋒表示，廣東省內中醫醫院發
展，主要有三條經驗：提高中醫藥臨床療效、探

索中西醫結合模式和醫療服務模式與時俱進。
“中醫醫院需要擁抱現代醫學，探索中西醫結合
模式。例如，在新冠肺炎患者的救治中，我們堅
持‘中西醫結合、中西藥並用’，治療效果非常
明顯。”徐慶鋒透露一組數據稱，截至2022年4
月18日24時，廣東全省累計確診病例6,931例，
當中有6,662例採取中醫辨證施治，治療效果理
想，中醫藥參與治療率為96.12%。

徐慶鋒特別提到，中醫醫院要改善醫療服務
模式。“在廣東，一半以上的三級甲等中醫醫院
都開設了互聯網醫院。”他說，互聯網醫院可以
為患者提供院前、院中、院後和醫院間的一站式
“互聯網+醫療健康”服務。“大部分醫院建設
了智能藥房，提供更加便捷、安全的中藥服務，
使患者就醫更加方便。”

自內地支援香港抗疫以來，香港疫情防控

持續向好，中醫藥起到了重要作用。廣東省衞

健委副主任、省中醫藥局局長徐慶鋒一直投身

廣東支援香港抗疫工作專班工作中。他接受香

港文匯報專訪時表示，截至目前，廣東先後派

出526名醫療防疫人員支持香港抗疫，其中中

醫專家21名，中醫在支持香港抗疫中取得多

項突破。徐慶鋒認為，從抗疫合作出發，兩地中醫藥合作前景可期。他表示，包括目

前香港建設的中藥檢測中心等項目，“廣東都將全力支持”。

◆香港文匯報記者 盧靜怡廣州報道

廣東中醫藥局局長徐慶鋒：中醫院服務要與時俱進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計劃在將軍澳中醫醫
院旁開設中藥檢測中心，“我們會加強粵港兩地
中藥檢驗和標準研究領域的深入合作。”徐慶鋒
介紹，目前，廣東省藥品檢驗所已聯合香港浸會
大學建立中藥研究聯合實驗室，並邀請香港中文
大學等機構共同參與“中藥飲片的真偽檢定”能

力驗證計劃。他相信，通過粵港兩地中藥檢驗和
標準研究領域的逐步深入合作，將有利於支持香
港中藥檢測能力的提升，加快推動粵港兩地中藥
標準化和國際化發展。
此外，廣東還將推動粵港中藥註冊監管機制

的對接，促進中藥傳承創新發展。徐慶鋒說，廣
東將加快推動在中藥審評審批工作機制方面的改
革創新，加強與港澳兩地在中藥研發、生產、流
通和使用方面建立更加密切的聯通機制，並將憑
借粵港澳大灣區的國際化區位優勢，有力推進中
醫藥標準化、現代化、國際化。

粵中藥市場規模冠全國
廣東中藥消費市場規模居全國首位，“十三

五”期間，廣東中藥工業年總產值突破600億元

（人民幣，下同）。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到，廣
東省現有中藥資源2,645種，約佔全國的20%。
傳統種植的主要中藥材近百種，既有化州橘紅、
新會陳皮、何首烏等廣為人知的傳統地道藥材，
也有石斛、靈芝等新植高效益品種。2021年廣東
中藥材種植面積達338萬畝，產值約181億元。
家種藥材產量和野生藥材蘊藏量在100噸以上的
大宗品種約194個。“廣東具有眾多名優中成藥
品牌，例如化濕敗毒顆粒、抗病毒口服液、小柴
胡顆粒、板藍根顆粒、克感利咽口服液、清開
靈、安宮牛黃丸等，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粵港兩
地居民在抗擊疫情方面的多樣化用藥需求。”徐
慶鋒表示，接下來，廣東將積極加強與香港方面
在中醫藥抗疫方面的合作，希望可以推動更多抗
疫中藥新藥的研發上市。

廣東挺港建中藥檢測中心 合作推抗疫新藥研發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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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第五波疫情令
香港經濟飽受打擊。香港特區政府統計處21日
公布今年1月至3月失業率的臨時數字，較去年
12月至今年2月的4.5%上升至5.0%，就業不足
率亦由2.3%上升至3.1%，幾乎所有主要經濟行
業的失業率及就業不足率均見上升，新增5.47
萬人失業或開工不足，總失業人口增加至逾
18.8萬人，惟香港勞工處同期錄得的每月平均
職位空缺則下降20.5%。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
致光預計，勞工市場在短期內仍將繼續受壓。

特區政府統計顯示，香港今年1月至3月的
失業人數，較去年12月至今年2月期間增加近
2.7萬人，同期就業不足人數亦增加近2.8萬
人。差不多所有主要經濟行業的失業率（不經
季節性調整）及就業不足率均見上升，當中建
造業，零售、住宿及膳食服務業，以及藝術、
娛樂及康樂活動業是重災區，分別上升1.8至
2.9個百分點，失業比率最高達8%至11.3%。在
眾多主要經濟行業中，只有金融、清潔及同類
活動、社會工作活動的失業率微跌最多0.4個百

分點，失業率介乎1.5%至2.3%。
羅致光表示，勞工市場在香港第五波疫情

下嚴重受壓，預計短期內會持續，但近期香港
疫情緩和，加上新一輪消費券的發放，相信能
幫助消費相關行業的就業。

團體倡推出現金津貼
工聯會權益委員會指出，勞工市場的情況

遠比特區政府想像的惡劣，要求特區政府落實
措施應對疫情所帶來的衝擊，建議推出緊急失
業/停工現金津貼，及研究長遠的失業援助計
劃，修補勞工保障缺口。

勞聯立法會議員林振昇、周小松回應最新
失業率時表示，第五波疫情下，不少中式酒家
索性放棄午市、暫時停業，直接導致從業員面
對臨時性失業或停薪留職的情況，意味着失業
率數字或低估了實際情況。
他們指出，特區政府臨時失業援助金獲逾

47萬人申請，遠比原先因應失業人數而估算的
30萬人為高，說明有更多打工仔有短期的失業

援助需要，促請特區政府審批時“宜鬆不宜
緊”，並將臨時失業援助恒常化，為短暫失業
人士提供有限期的經濟援助以渡過難關。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顏汶羽呼籲特區政府延

長“保就業”計劃，並因應失業情況考慮推出
第二期“臨時失業支援”計劃及放寬相關入息
限制，及制定“臨時開工不足支援”計劃，增
加支援。

港失業率升至5% 多5.47萬人無工開

資料來源：香
港政府統計處
整理：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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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每月公布
數字均為該月
的最近3個月數
據，即 2022 年
3 月 反 映 的 為
2022年1月至3
月情況

◆9名香港中醫
師已赴廣東執
業。圖為廣東省
一家三甲中醫醫
院內，一名藥劑
師在執藥。
香港文匯報記者

盧靜怡攝

◆◆廣東中醫專家根據患者的中醫臨床證候特徵廣東中醫專家根據患者的中醫臨床證候特徵，，對新冠治療中心對新冠治療中心
（（亞博館亞博館））的中醫診療方案提出了合理建議的中醫診療方案提出了合理建議。。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2022年4月22日（星期五）香 港 新 聞4 ◆責任編輯：于大海

中醫藥援港成效顯 粵港拍住上前景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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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派出精銳的中醫隊伍：

截至目前，應香港政府請求，廣東
先後派出526名醫療防疫人員支援香港
抗疫，其中中醫專家21名。所有中醫
專家均來自廣東三級甲等中醫醫院，覆
蓋中醫肺病、中醫急診、重症等專業，
80%以上人員為高級職稱，80%以上人
員具有在廣東本土或內地抗疫一線的工
作經歷。

2. 推動建立中西醫深度融合的工
作機制：

組建了中西醫隊伍，實現中西醫共同
排班、共同查房、共同收治病人、共同制
定診療方案；同時建立了中西醫共同參與
的業務學習、病例討論、交接班等制度。

3. 協助香港修訂中醫診療方案：

廣東中醫專家根據患者的中醫臨床
證候特徵，對新冠治療中心（亞博館）
的中醫診療方案提出了合理建議。

4. 推動中醫藥參與香港疫情防控
工作：

包括來自廣東的中央援港抗疫中醫
專家組副組長、內地支援香港醫療隊副
領隊張忠德等3名中央援港抗疫中醫專
家成員，深入香港各新冠肺炎收治、隔
離場所實地考察，與香港醫療部門深入
交流，協助香港制定符合自身特點的預
防、治療、康復的中醫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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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次廣東中醫專家援港抗疫，針對香港濱海
城市氣候和居民體質特點，對新冠治療中

心（亞博館）的中醫診療方案提出了合理建議。
比如增加針對老年群體的咳嗽、咽癢等上呼吸道
症狀，納差、腹脹、便秘等消化道症狀，咽乾、
咽痛等咽部症狀，進行中醫辨證及治療等。

推動港建中西醫融合工作機制
“根據臨床專家的反饋，香港新冠肺炎患者

對中醫藥的接受程度較高。”徐慶鋒告訴香港文
匯報記者，此次援港中醫專家組不僅成功救治病
患，還在香港推動建立中西醫深度融合工作機
制。
他表示，在新冠治療中心（亞博館）參與臨

床救治的醫生有74位，其中中醫醫師19人、西
醫醫生55人。“建立中西醫深度融合的工作機制
之後，實現中西醫共同排班、共同查房、共同收
治病人、共同制定診療方案，發揮了‘1+1＞2’

的臨床效應。”徐慶鋒說，不僅如此，還同時建
立了中西醫共同參與的業務學習、病例討論、交
接班等制度。
此次內地中醫援助取得突破，無疑將為香港

未來中醫藥發展開闢新路。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
鄭月娥曾不止一次公開表示，在第五波抗疫戰
中，中央援港抗疫中醫專家組擴大了中醫藥在香
港普及與應用，期望特區政府、醫管局和中醫藥
業界把握此機遇，全力為中醫藥在香港發展開創
一條新的康莊大道。林鄭月娥早前也曾表示，會
在政策上拆牆鬆綁，讓中醫藥在香港醫療系統佔
據更重要位置。

廣東逾半中醫院開設網上服務
廣東是全國領先的中醫藥強省、大省，在中

西醫結合方面有獨特的經驗優勢，公立中醫院認
受程度高。徐慶鋒表示，廣東省內中醫醫院發
展，主要有三條經驗：提高中醫藥臨床療效、探

索中西醫結合模式和醫療服務模式與時俱進。
“中醫醫院需要擁抱現代醫學，探索中西醫結合
模式。例如，在新冠肺炎患者的救治中，我們堅
持‘中西醫結合、中西藥並用’，治療效果非常
明顯。”徐慶鋒透露一組數據稱，截至2022年4
月18日24時，廣東全省累計確診病例6,931例，
當中有6,662例採取中醫辨證施治，治療效果理
想，中醫藥參與治療率為96.12%。

徐慶鋒特別提到，中醫醫院要改善醫療服務
模式。“在廣東，一半以上的三級甲等中醫醫院
都開設了互聯網醫院。”他說，互聯網醫院可以
為患者提供院前、院中、院後和醫院間的一站式
“互聯網+醫療健康”服務。“大部分醫院建設
了智能藥房，提供更加便捷、安全的中藥服務，
使患者就醫更加方便。”

自內地支援香港抗疫以來，香港疫情防控

持續向好，中醫藥起到了重要作用。廣東省衞

健委副主任、省中醫藥局局長徐慶鋒一直投身

廣東支援香港抗疫工作專班工作中。他接受香

港文匯報專訪時表示，截至目前，廣東先後派

出526名醫療防疫人員支持香港抗疫，其中中

醫專家21名，中醫在支持香港抗疫中取得多

項突破。徐慶鋒認為，從抗疫合作出發，兩地中醫藥合作前景可期。他表示，包括目

前香港建設的中藥檢測中心等項目，“廣東都將全力支持”。

◆香港文匯報記者 盧靜怡廣州報道

廣東中醫藥局局長徐慶鋒：中醫院服務要與時俱進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計劃在將軍澳中醫醫
院旁開設中藥檢測中心，“我們會加強粵港兩地
中藥檢驗和標準研究領域的深入合作。”徐慶鋒
介紹，目前，廣東省藥品檢驗所已聯合香港浸會
大學建立中藥研究聯合實驗室，並邀請香港中文
大學等機構共同參與“中藥飲片的真偽檢定”能

力驗證計劃。他相信，通過粵港兩地中藥檢驗和
標準研究領域的逐步深入合作，將有利於支持香
港中藥檢測能力的提升，加快推動粵港兩地中藥
標準化和國際化發展。
此外，廣東還將推動粵港中藥註冊監管機制

的對接，促進中藥傳承創新發展。徐慶鋒說，廣
東將加快推動在中藥審評審批工作機制方面的改
革創新，加強與港澳兩地在中藥研發、生產、流
通和使用方面建立更加密切的聯通機制，並將憑
借粵港澳大灣區的國際化區位優勢，有力推進中
醫藥標準化、現代化、國際化。

粵中藥市場規模冠全國
廣東中藥消費市場規模居全國首位，“十三

五”期間，廣東中藥工業年總產值突破600億元

（人民幣，下同）。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到，廣
東省現有中藥資源2,645種，約佔全國的20%。
傳統種植的主要中藥材近百種，既有化州橘紅、
新會陳皮、何首烏等廣為人知的傳統地道藥材，
也有石斛、靈芝等新植高效益品種。2021年廣東
中藥材種植面積達338萬畝，產值約181億元。
家種藥材產量和野生藥材蘊藏量在100噸以上的
大宗品種約194個。“廣東具有眾多名優中成藥
品牌，例如化濕敗毒顆粒、抗病毒口服液、小柴
胡顆粒、板藍根顆粒、克感利咽口服液、清開
靈、安宮牛黃丸等，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粵港兩
地居民在抗擊疫情方面的多樣化用藥需求。”徐
慶鋒表示，接下來，廣東將積極加強與香港方面
在中醫藥抗疫方面的合作，希望可以推動更多抗
疫中藥新藥的研發上市。

廣東挺港建中藥檢測中心 合作推抗疫新藥研發上市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第五波疫情令
香港經濟飽受打擊。香港特區政府統計處21日
公布今年1月至3月失業率的臨時數字，較去年
12月至今年2月的4.5%上升至5.0%，就業不足
率亦由2.3%上升至3.1%，幾乎所有主要經濟行
業的失業率及就業不足率均見上升，新增5.47
萬人失業或開工不足，總失業人口增加至逾
18.8萬人，惟香港勞工處同期錄得的每月平均
職位空缺則下降20.5%。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
致光預計，勞工市場在短期內仍將繼續受壓。

特區政府統計顯示，香港今年1月至3月的
失業人數，較去年12月至今年2月期間增加近
2.7萬人，同期就業不足人數亦增加近2.8萬
人。差不多所有主要經濟行業的失業率（不經
季節性調整）及就業不足率均見上升，當中建
造業，零售、住宿及膳食服務業，以及藝術、
娛樂及康樂活動業是重災區，分別上升1.8至
2.9個百分點，失業比率最高達8%至11.3%。在
眾多主要經濟行業中，只有金融、清潔及同類
活動、社會工作活動的失業率微跌最多0.4個百

分點，失業率介乎1.5%至2.3%。
羅致光表示，勞工市場在香港第五波疫情

下嚴重受壓，預計短期內會持續，但近期香港
疫情緩和，加上新一輪消費券的發放，相信能
幫助消費相關行業的就業。

團體倡推出現金津貼
工聯會權益委員會指出，勞工市場的情況

遠比特區政府想像的惡劣，要求特區政府落實
措施應對疫情所帶來的衝擊，建議推出緊急失
業/停工現金津貼，及研究長遠的失業援助計
劃，修補勞工保障缺口。

勞聯立法會議員林振昇、周小松回應最新
失業率時表示，第五波疫情下，不少中式酒家
索性放棄午市、暫時停業，直接導致從業員面
對臨時性失業或停薪留職的情況，意味着失業
率數字或低估了實際情況。
他們指出，特區政府臨時失業援助金獲逾

47萬人申請，遠比原先因應失業人數而估算的
30萬人為高，說明有更多打工仔有短期的失業

援助需要，促請特區政府審批時“宜鬆不宜
緊”，並將臨時失業援助恒常化，為短暫失業
人士提供有限期的經濟援助以渡過難關。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顏汶羽呼籲特區政府延

長“保就業”計劃，並因應失業情況考慮推出
第二期“臨時失業支援”計劃及放寬相關入息
限制，及制定“臨時開工不足支援”計劃，增
加支援。

港失業率升至5% 多5.47萬人無工開

資料來源：香
港政府統計處
整理：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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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
業
率
及
就
業
不
足
率

注：每月公布
數字均為該月
的最近3個月數
據，即 2022 年
3 月 反 映 的 為
2022年1月至3
月情況

◆9名香港中醫
師已赴廣東執
業。圖為廣東省
一家三甲中醫醫
院內，一名藥劑
師在執藥。
香港文匯報記者

盧靜怡攝

◆◆廣東中醫專家根據患者的中醫臨床證候特徵廣東中醫專家根據患者的中醫臨床證候特徵，，對新冠治療中心對新冠治療中心
（（亞博館亞博館））的中醫診療方案提出了合理建議的中醫診療方案提出了合理建議。。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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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广告

2022年4月22日（星期五） 文 匯 要 聞◆責任編輯：于大海 1

人類歷史告訴我們，越是困難
時刻，越要堅定信心。矛盾並
不可怕，正是矛盾推動着人類
社會進步。任何艱難曲折都不
能阻擋歷史前進的車輪。

冷戰思維只會破壞全球和平框
架，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只會
危害世界和平，集團對抗只會
加劇21世紀安全挑戰。

世界各國乘坐在一條命運與共
的大船上，要穿越驚濤駭浪、
駛向光明未來，必須同舟共
濟，企圖把誰扔下大海都是不
可接受的。

國際社會發展到今天已經成為
一部複雜精巧、有機一體的機
器，拆掉一個零部件就會使整
個機器運轉面臨嚴重困難，被
拆的人會受損，拆的人也會受
損。

衝出迷霧走向光明，最強大的
力量是同心合力，最有效的方
法是和衷共濟。

國家無論大小強弱，無論域內
域外，都應該為亞洲添彩而不
添亂，都要共走和平發展大
道，共謀合作共贏大計，共創
團結進步的亞洲大家庭。

來源：新華網

習近平主旨演講金句

習近平強調，過去幾十年，亞洲地區總體保持穩定，經濟持續快速增長，成就了
“亞洲奇跡”。亞洲好世界才能更好。我們要繼續把亞洲發展好、建設好，展現亞洲
的韌性、智慧、力量，打造世界的和平穩定錨、增長動力源、合作新高地。

亞洲未來發展三大路徑

第一，堅定維護亞洲和平。

今天，亞洲首倡的和平共處五
項原則和“萬隆精神”更加具有現
實意義。要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
利、和平共處等原則，奉行睦鄰友
好政策，把命運牢牢掌握在自己手
中。

第二，積極推動亞洲合作。

《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
正式生效，中老鐵路建成通車，有效
提升了地區硬聯通、軟聯通水平。要
以此為契機，推動亞洲形成更加開放
的大市場，促進亞洲共贏合作邁出新
步伐。

第三，共同促進亞洲團結。

要鞏固東盟在地區架構中的中心地位，
維護兼顧各方訴求、包容各方利益的區域秩
序。國家無論大小強弱，無論域內域外，都
應該為亞洲添彩而不添亂，都要共走和平發
展大道，共謀合作共贏大計，共創團結進步
的亞洲大家庭。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博鰲亞洲論壇2022年年會開幕式21日上午在海南博鰲舉行，中國國家

主席習近平以視頻方式發表題為《攜手迎接挑戰，合作開創未來》的主旨演講。習近平在主旨演講中提出

全球安全倡議，呼籲堅持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共同維護世界和平和安全；堅持尊重各國主權、領

土完整，不干涉別國內政，尊重各國人民自主選擇的發展道路和社會制度；堅持遵守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摒棄

冷戰思維，反對單邊主義，不搞集團政治和陣營對抗。

習近平指出，當下，世界之變、時代之變、
歷史之變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開，給人

類提出了必須嚴肅對待的挑戰。人類歷史告訴我
們，越是困難時刻，越要堅定信心。任何艱難曲
折都不能阻擋歷史前進的車輪。面對重重挑戰，
我們決不能喪失信心、猶疑退縮，而是要堅定信
心、激流勇進。

習近平強調，衝出迷霧走向光明，最強大的
力量是同心合力，最有效的方法是和衷共濟。過
去兩年多來，國際社會為應對新冠肺炎疫情挑
戰、推動世界經濟復甦發展作出了艱苦努力。困
難和挑戰進一步告訴我們，人類是休戚與共的命
運共同體，各國要順應和平、發展、合作、共贏
的時代潮流，向着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正確方
向，攜手迎接挑戰、合作開創未來。
——我們要共同守護人類生命健康。人類

徹底戰勝新冠肺炎疫情還需付出艱苦努力。各國
要相互支持，加強防疫措施協調，完善全球公共
衞生治理，形成應對疫情的強大國際合力。要堅
持疫苗作為全球公共產品的屬性，確保疫苗在發
展中國家的可及性和可負擔性。中國已經向120
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提供超過21億劑疫苗，將
繼續向非洲、東盟分別援助6億劑、1.5億劑疫
苗，為彌合“免疫鴻溝”作出積極努力。

——我們要共同促進經濟復甦。要堅持建
設開放型世界經濟，加強宏觀政策協調，維護全
球產業鏈供應鏈穩定，促進全球平衡、協調、包
容發展。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把促進發展、保
障民生置於突出位置，圍繞減貧、糧食安全、發
展籌資、工業化等重點領域推進務實合作，着力
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穩步推進全球發展
倡議落地落實。

堅持尊重各國主權領土完整
——我們要共同維護世界和平安寧。冷戰

思維只會破壞全球和平框架，霸權主義和強權政
治只會危害世界和平，集團對抗只會加劇21世
紀安全挑戰。中方願提出全球安全倡議：堅持共
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共同維護世
界和平和安全；堅持尊重各國主權、領土完整，
不干涉別國內政，尊重各國人民自主選擇的發展
道路和社會制度；堅持遵守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
則，摒棄冷戰思維，反對單邊主義，不搞集團政
治和陣營對抗；堅持重視各國合理安全關切，秉
持安全不可分割原則，構建均衡、有效、可持續
的安全架構，反對把本國安全建立在他國不安全
的基礎之上；堅持通過對話協商以和平方式解決
國家間的分歧和爭端，支持一切有利於和平解決

危機的努力，不能搞雙重標準，反對濫用單邊制
裁和“長臂管轄”；堅持統籌維護傳統領域和非
傳統領域安全，共同應對地區爭端和恐怖主義、
氣候變化、網絡安全、生物安全等全球性問題。

踐行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觀
——我們要共同應對全球治理挑戰。世界

各國乘坐在一條命運與共的大船上，要穿越驚濤
駭浪、駛向光明未來，必須同舟共濟，企圖把誰
扔下大海都是不可接受的。國際社會發展到今天
已經成為一部複雜精巧、有機一體的機器，拆掉
一個零部件就會使整個機器運轉面臨嚴重困難，
被拆的人會受損，拆的人也會受損。要踐行共商
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弘揚全人類共同價值，
倡導不同文明交流互鑒。要堅持真正的多邊主
義，堅定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和以國
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大國尤其要作出表率，
帶頭講平等、講合作、講誠信、講法治，展現大
國的樣子。

習近平最後說，日日行，不怕千萬里；常常
做，不怕千萬事。只要我們攜手同心、行而不
輟，就一定能匯聚起合作共贏的偉力，戰勝前進
道路上的各種挑戰，迎來人類更加光明美好的未
來。

吳
士
存
：
美
國
是
干
擾
南
海
和
平
的
最
大
外
部
因
素

中國經濟韌性強中國經濟韌性強、、潛潛
力足力足、、迴旋餘地廣迴旋餘地廣、、長期長期
向好的基本面不會改變向好的基本面不會改變，，
將為世界經濟企穩復甦提將為世界經濟企穩復甦提
供強大動能供強大動能，，為各國提供為各國提供
更廣闊的市場機會更廣闊的市場機會。。中國中國
將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將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
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着着
力推動高質量發展力推動高質量發展。。不論不論
世界發生什麼樣的變化世界發生什麼樣的變化，，
中國改革開放的信心和意中國改革開放的信心和意
志都不會動搖志都不會動搖。。中國將始中國將始
終不渝堅持走和平發展道終不渝堅持走和平發展道
路路，，始終做世界和平的建始終做世界和平的建
設者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全球發展的貢獻
者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

————習近平習近平

◆ 4月21日上午，博鰲亞洲論壇2022年年會開幕式在海南博鰲舉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以視頻方式發表題為《攜手迎
接挑戰，合作開創未來》的主旨演講。 新華社

摒棄冷戰思維 反對單邊主義
在博鰲論壇年會開幕式以視頻發表主旨演講 提出全球安全倡議習

近
平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玫 海南
博鰲報道）中國—東南亞南海研究中
心理事會主席吳士存21日在博鰲論壇
年會《南海可持續發展的新願景與新
路徑》分論壇上表示，美國新的南海
政策是干擾南海和平的最大外部因
素。

吳士存表示，南海形勢總體和平
穩定、趨穩向好，但在新冠疫情揮之
不去、俄烏衝突等背景之下，出現了
一些新的特點，以選邊站為特點的美
國南海新政成干擾南海和平穩定的最
大外部因素，美國並不是南海沿岸
國，卻是南海和平穩定矛盾的最大製
造者，美國新的南海政策是干擾南海
和平的最大外部因素。

增進互信 共同開發南海地區
吳士存認為中國和東盟國家應以

《南海各方行為宣言》簽署20周年為
契機，總結經驗，汲取教訓，以凝聚
共識、增進互信為起點，以新思維、
新路徑為抓手，以合作共贏為導向，
在南海區域海洋合作與治理上翻開新
的一頁。

他提出四點建議：第一，應以創
新思維和合作模式來開闢南海共同開
發的新路徑，比如在利益分配、管理
模式、適用法律、海約主張爭議等方
面，考慮採取嘗試去政治化，在第三
國註冊公司的方式來進行運作，使共
同開發在南海地區變成現實。

第二，可從一些以低敏感、有需
求、易操作的領域，通過成立政府間
的合作治理委員會、名人專家小組等
方式，構建起南海沿岸國機制制度性
的安排，為南海區域合作和治理提供
源源不斷的動力。

第三，南海行為準則磋商應以共
思為導向，按階段分步驟制定新的線
路圖，通過拆分議題小步快跑，採取
先易後難任務分解的形式，為準則磋
商盡快尋找新的突破口。

第四，中美南海衝突的風險日益
增加，應把危機管控機制提上議事日
程，雙方應盡快磋商、制訂覆蓋海
面、空中、水下軍艦和飛機的新的行
為準則，這方面是勢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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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社新聞

休城工商

一 級 方 程 式
Crypto.com 邁 阿 密
大獎賽 即將來到邁
阿密 5 月 6 日 - 8 ,
2022 ，使其成為世
界上唯一舉辦 MLB
、 NFL、 NBA、
MLS、 NASCAR 和
F1 比賽的目的地。
這是它的第一場比
賽 KIND 在大邁阿
密 和 Miami Beach,
闖入一個新的球場
，該球場是通過毗
鄰的停車場建造的
Hard Rock Stadium .
但不要誤會: 這不是
通過混凝土地段的
簡單驅動。 19 彎的
軌 道 蜿 蜒 經 過
Beach ，碼頭，棕櫚
樹， 11 不同的看台
和無數的粉絲區。
它將展示世界上最
好的車手在如此近
的地方超速行駛，
您幾乎可以看到他
們眼中的興奮。

一級方程式與
其他賽車的不同之
處不僅在於它使用的汽車類型，而且在於 Scene
它吸引。熱情好客的帳篷、名人和周末派對伴隨

著巡迴賽，它的到來 Miami Gardens 在美國最大
的活動目的地似乎很自然。

SD talk show —— 一級方程式大獎賽五月揭曉

FORMULA GREEN is an edutainment Mastermind innovating CLIMATE FINANCE in the post
COP26 and CRYPTO-economy age. It follows previous Climate Action events during main media
kermesses worldwide:

SmART @ MIAMI ART BASEL 2021

Moda Verde @ MILANO FASHION WEEK 2021 Climate Action @ VENICE FILM FESTIVAL
2020 Ocean Impact @ CANNES FILM FESTIVAL 2019 Climate Day @ UN GENERAL ASSEMBLY
2019 Hope for Haiti @ ASTON MARTIN R. 2019

J/P HRO @ HOLLYWOOD 2016

The latest Mastermind focused on building the world’s first “CLIMATE SMART ZONE” in the
Caribbean, in partnership with the Miami-Dade County, City of Miami, Luxury Network, Arieli Capi-
tal, ACT and Caribbean Climate Smart Accelerator

美南國際電視自2011年開始舉辦麥
當勞升學教育展（McDonald's Educa-
tion Workshop），教育展是由麥當勞贊
助，美南新聞報業集團具體策劃承辦的
大型公益教育講座。此後每一年一屆，
舉辦城市從休斯頓 擴展到了達拉斯，芝
加哥以及華盛頓特區。

美南新聞集團與麥當勞合作，於
2019年12月在哈佛大學科學中心舉辦了
“走進哈佛”Southern News Group in-
to Harvard University教育展。

美南新聞集團以及43年在傳媒界的
主導力，為無數年輕人提供了一個展示
自我的實習平臺。再加上十多年在教育
領域的奉獻，累計了很多經驗，根據社
會對未來人才在“綜合素質”方面的要
求。

美國國際電視整合專業的團隊，精
心打造《美南國際電視小記者培訓班》
，從建立孩子的自信心、培養孩子的思
維應變力、塑造孩子的領導氣質，來培
養孩子獨立的思考能力，自己獨到的見
解和決策，讓孩子通過小記者培訓班實
現自我成長的飛躍，也讓孩子在未來的
路上變得更加自信，更優秀。

小記者培訓以小主持人培訓為載體
，專為6-12歲語言形成關鍵期的青少兒
量身打造專業課程，幫助孩子們提高語
言表達能力、應變能力、邏輯思維、形
體表現力及領導力，讓我們的孩子從小
建立自信，學會溝通，塑造人格魅力，
提升綜合素質。 小主持人課程完整、連
續，如螺旋般提升，不是靠一次簡單學
習就達到教學目的，而是根據孩子各年
齡段的認知特點，不斷加深運用。整體
學習過程中，去除登臺的恐懼心理、增
強語言表達能力、應變能力、邏輯思維
、形體表現力及領導魅力，從而達到敢
說、能說、會說的表達能力。

“不是所有的人會成為總統、商業
巨子，或像特雷莎修女一樣的偉人，但
每個孩子都蘊藏有影響世界的潛能，他
們的未來影響力取決於父母如何挖掘！

”
美南國際電視會提供給孩子各種平

臺實戰的機會，小到每堂課後的視頻錄
製、年度匯報演出、節日演出、大到各
類大賽、電視節目錄製、自製網絡節目
錄製、合作單位盛典晚會等等，給孩子
搭建了展示的平臺，提供鍛煉的機會.

• 【課堂匯報】
每節課後都會有十分鐘的課程效果

向家長座匯報，課堂的小舞臺就是他們
當眾表達的起點
• 【微信回課】

課後孩子們會將表演作業以視頻的
形式在班級微信群發布，老師會與孩子
座專業探討
• 【活動】

老師們會根據當時的節日，及主流
社區活動，來製定參與演出主題，為孩
子們提供更多的展示機會。
• 【節目錄製】

小朋友們自製的視頻將會通過美國
國際電視、Youtube頻道、等平臺播出。

第二期招收20名學生(每星期六上
課)

報名時間：4月8日—5月25日截至
課程時間：6月11日—7月16日，

下午1點—4點
結業典禮：7月23日下午3:00
聯系電話：281-498-4310 （上午9

點-下午5點）
聯系人：陳鐵梅、王潔、蓋軍
上 課 地 址 ： 11122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電視大樓一樓）

美南國際電視小記者培訓班美南國際電視小記者培訓班（（第二期第二期））火熱報名中火熱報名中
如何培養兒童如何培養兒童的的““領袖氣質領袖氣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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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二維碼 
關注    微信公眾號<牛頭牌北美>，更多美味食譜喔！

咖哩一口酥

*For English recipe, please visit  www.lnk.bio/BullHead.BBQSauce.USA

Curry Pu� Pastry Bites
食材
‧ 起酥皮 
‧ 1-2顆 雞蛋

做法
(1)依包裝指示，解凍起酥皮。(2)取一平底鍋，以中火加熱奶油至融化。放入洋蔥
炒至透明。(3)加入絞肉、牛頭牌咖哩炒醬和些許麵粉，拌炒至牛肉約7分熟且均勻
沾附醬料。熄火，拌入起司粉，放涼備用。(4)在乾淨的工作台上，攤平已經解凍的
起酥皮，切成4”X2”的長方形。(5)取2小匙至1大匙放涼後的咖哩肉餡，放在長方
形的起酥皮中心，邊緣刷上蛋液(或水)，對折後以叉子將四邊壓緊。(6)一口酥的表面
刷上蛋液，放入已預熱至400°F的烤箱內烤約20分鐘，或至金黃且酥脆即可。

[咖哩餡料]
‧ 9盎司 牛絞肉
‧ 1杯 碎洋蔥
‧ 3大匙 牛頭牌咖哩炒醬

‧ 1大匙 無鹽奶油
‧ 少許 麵粉
‧ 起司粉，調味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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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03-TOP ONE群智貸款C6_A1

713 - 364 -7788 
832 - 498 - 7566

群智貸款

Michelle Young  
 通國、英、粵語、韓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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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MLS#270061 RMLO 

Saturday, 4/23/2022

（中央社）美國佛羅里達州議會今天同
意取消迪士尼（Disney）在旗下奧蘭多主題
樂園的自治權，外界普遍視此舉為佛州對迪
士尼抨擊 「不准討論同志」（Don't Say Gay
）法律所採取的報復。

法新社報導，州議會的決定預計將由共
和黨籍州長迪尚特（Ron DeSantis）簽署成
法，這是他在一場攸關美國文化的戰爭中所
做的最新一波動作。一般認為保守派的迪尚
特有意參加2024年美國總統大選。

迪尚特在近日寄發的募款電子郵件中說
： 「如果迪士尼想挑釁，那他們就找錯人了
。」

這家娛樂巨頭的麻煩始於今年3月，當
時佛州通過一項法律，禁止學校為稚齡孩童
開設有關性向和性別認同的課程，影響對象
從幼兒園到小學3年級，即年齡8、9歲的孩
童。

隨著 11 月期中選舉接近，這項很快就
被暱稱為 「不准討論同志」的法律成了共和
黨發動更廣泛文化戰爭的一環。共和黨人鎖
定新聞媒體、企業和民主黨政治人物，控訴
這些人試圖將進步派的意識型態強加在別人
身上。

迪士尼起初對於是否就 「不准討論同志
」法律採取立場猶豫不決，但這種沉默引來

7萬5000名員工中的一部分及LGBT（同性
戀、雙性戀及跨性別者）維權團體的不滿。

迪士尼執行長包正博（Bob Chapek）後
來抨擊這項法律，同時中止迪士尼在佛州的
所有政治捐款，而此舉激怒了迪尚特。

迪尚特本週要求州議會撤銷一項法規，
不再允許迪士尼在旗下主題樂園所在的奧蘭
多（Orlando）行使地方政府職權。

州議會今天同意此一要求，迪士尼自
1967 年在 「蘆葦溪改良區」（Reedy Creek
Improvement District）享有的特殊安排預計
於2023年6月終止。

論戰升級 佛州取消迪士尼特別自治權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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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單便捷使用App 軟件, 輕鬆操作智能手機或平板電腦，無論
   何時何地可隨時上線, 快速查詢或操作個人或商業銀行帳號, 
   如，稽核、 存款、 轉帳、付款、餘額查看等。   
* 便利使用密碼登錄, 無需支付月付及任何維護費用。

一機在手

輕鬆便利

隨身電子銀行
 與你同行

www.swnbk.com

如欲了解APP軟件使用更多相關訊息或疑慮查詢,請洽詢銀行各區分行,或電713-771-9700 

帳戶餘額

轉       帳

付       款

現金大放送

四月三十日，星期六四月三十日，星期六四月三十日，星期六

5PM - 8PM
每小時最多 2 位幸運兒分享 $5,000 現金

9PM
最多 2 位幸運兒分享  $10,000 現金

10PM
最多 2 位幸運兒分享  $20,000 現金

11PM
大獎得主 50,000 美元現金

從 4 月 10 日開始，通過老虎機或桌面遊戲贏取參賽作品

使用您的免費 Coushatta Advantage Club 卡

抽獎日下午 4 點後通過評分遊戲激活獲得的參賽作品

Coushatta 是路易斯安那州最大的賭場度假村 | I-10 44 號出口 | ccrla.com

Advantage Club 會員在 4 月 10 日（星期日）淩晨 4 點至 4 月 30 日（星期六）晚上 11 點期間玩您最喜歡的老虎機或桌面遊戲，即可獲得參賽資格；
一 (1)Advantage Club 等級積分等於一 (1) 個抽獎條目。每位顧客限獲得一 (1) 個獎品。官方規則可在庫沙塔優勢中心獲得。管理層保留隨時更改或取消促
銷活動的權利，恕不另行通知。促銷不適用於被排除在外的客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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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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 An M. Troung the first Vietnamese mayor
of City of Haltom was in Houston Yesterday
and join us to welcome businesswoman
Huyen Nguyen to International District at the
official opening of her My Viet Inc

With our IMD board member Stephen Le Sr
Executive Director Natali Hurtado we are
welcome any other new business in our
district

Today Texas economic is booming many
small and bug businesses and residents from
other states have migrated to Texas what is
surprised we saw many new Asian
generation today they are constantly staring a
business including restaurants law firm CPA
supermarkets real Easte development and
many of them became politicians like mayor
and state representative or city councilman
we just can’t imagine twenty some years
ago.

We came to this Country as students
refugees or jump form ship as crew members
because we work hard a lot of People
became rich and famous we wanted to
appreciate and grateful again.

0404//2222//20222022

First VietnameseFirst Vietnamese
Mayor of city of HaltomMayor of city of Haltom

德州経濟一片蓬勃發
展，許多多中小企業及外
州居民紛紛遷入， 休斯敦
國際區每週都会迎來新的
各項商業， 今天我再度和
社區領袖為一家移民投資
服務公司剪綵， 她們能在
此落地為廣大移民服務，
有更多來自亞洲各國之移
民， 將不斷到美國來投資
、留學 ，為我們的経濟繼
續注入活力。

今天的開幕式來了一

位遠從大達拉斯罕桐市的
越南裔市長特鲁格醫生，
這個不到十萬居民的城市
位於富沃市附近， 多年來
這位亞裔市長把市政経營
得途飛猛進 ，五年內経濟
成長増加三倍之多， 他也
是近年來在德州第一位當
選的越裔市長。

在開幕儀式上，令我
十分驚喜的是看到新一輩
的亞裔青年， 已經不斷在
創業之中 ，其中包括餐飲

、 律師、 會計師、 移民
服務 、汽車修理 、大型超
市、 房地產開發， 更有許
多人當選為市長、 州議員
、 市議員， 這決非二十年
前我們想像到的。

長江後浪推前浪， 江
山待有人才出， 今天我們
來到這塊土地上的當時多
半是難民、學生、船員，
今天許多人成為富商名人
，下一代更是優秀 ，我們
只有感恩再感恩了。

德州首位越裔市長德州首位越裔市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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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著華觀點︰地球日心願李著華觀點︰地球日心願----我們一起擁抱健康的星球我們一起擁抱健康的星球
今天是 4 月 22 日, 也是”地球日” ( Earth

Day) 52 週年紀念日。”地球日”源起於1970年
, 在當時有2000 萬美國人走上數百個美國城市街
頭、大學校園和其他公共場所，嚴正抗議世人
對環境的無知摧殘, 包括了對石油洩漏、天空煙
霧、河流污染以至於失火等環境危機, 所以他們
要求大家要重視環保, 以為我們共同擁有的星球
開闢一條新的前進道路 。

時光匆匆,一轉眼倡導環保運動的”地球日
” 已超過半世紀之久, 今年”地球日”主題是
“投資我們的星球”, 目的是鼓勵每個人大膽行
動，廣泛創新，並公平實施以展現我們尊重大
自然的決心。

我們擁有了一個共同的地球, 我們一起共享
它的資源, 但因長久以來沒有做好環境保護, 大
量排碳傷害了它, 造成氣候暖化(global warming）
現象，於是各種災難紛至沓來, 從颶風、烈火、
暴雪、強震、洪水到熱浪.......... 所造成的傷亡一
次比一次嚴重，創鉅痛深的哀戚與刻骨銘心的
感受讓我們覺得"世界末日"似乎不遠了。

科學家與環保專家一再叮嚀我們，全球暖
化是他們經過多年觀察與驗證後所記錄的事實
，例如肯亞的乾旱、英國的冬日以及中國西南
部的暴雨等都有實際數據證明是受到氣候暖化

影響，他們也提出嚴正警告: 如果各國不積極採
取重大行動，將無法實現”巴黎協議”中把全
球平均氣溫控制在比工業化前水平上升不超過
攝氏1.5度的目標。

但是很明顯的事實是,過去的天氣指標已跟
不上當前氣候的變化，也很難為未來的天氣做
可靠預報，趨於惡化的氣候導致冰山解溶與海
平面上升，使地球上許多土地被海水淹沒，讓
人類居住地減少。

拜登總統曾向世人宣示, 美國到2030年時碳
排放量將比2005年低50%至52%以達到減半的目
標, 而習近平主席也曾承諾中國將從2026年起逐
步減碳消費, 爭取 2030 年前實現碳達峰, 並於
2060 年達到碳中和，也就是二氧化碳淨零排放
的目標。由於美中兩國都率先出宣示與承諾, 所
以其他國家也不應迴避或推卸對環保的責任與
義務, 也唯有世界各國都能夠像中美兩國一樣做
出承諾, 並且信守諾言, 我們將來才可能會擁有
一個健康的星球。

環保與追求綠色低碳生活並非只為我們這
一代人的福祉做出的考量, 更重要的是我們對萬
世子孫後代的生命所作的承諾, 我們只擁有一個
共同的地球,我們應該疼愛它, 我們應該保護它!

（筆名：爾東）美國槍擊案頻頻，一般情況都是歹徒向無辜
群眾開火。每一次槍擊案，都引起人們對美國第二修正案關於持
槍權的質疑。很多華裔都認為，美國有持槍權，太不安全，而且
代價很大。但是，很多華男、華女持槍擊斃劫匪的事實證明：持
槍權真是太重要了！如果沒有持槍權，那些華男、華女就不可能

採取迅速而有效的措施來保護自己，更不用說擊斃和趕走歹徒了
。為了捍衛家園的安全，在家裡允許持槍，並且可以合法地槍擊
入室盜竊犯，這項權利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

過去支持美國憲法第二修正案的人認為，槍支是好人有效保
護自己的武器。最近幾起弱女子英勇對戰持槍劫匪，顯然給美國

第二修正案注入了新的活力。筆者更是呼籲：美國華人，要
勇敢地拿起你的槍，行使你的捍衛權。並且，還要拿起你的
選票，行使你的話語權！
由於大部分華人沒有使用選票的習慣，這就容易使美國主流
世界忽略華人的聲音。美國華人政治聯盟積極支持華人參政
，也支持為華人發聲的那些民選官員的選舉。亞凱迪亞市市
議員候選人張勝雄：“第一是治安，希望警察局增加人事，
多加一兩個雙語的人才，受害者大部分是華裔，希望雙語人
才幫助他們報案。”核桃市市議員候選人Betty Tang：“社
區的安全，一個良好的居住環境首先安全是最重要的，怎麼
去保持安全，降低犯罪率，這是我努力的方向。”
近日，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州長選舉的政見公開辯論會在南加
州大學舉行，6位民調領先的州長候選人，包括華裔候選人
江俊輝，均發表政見，展開辯論。然而，在當天近3000人
的座位席上，鮮見華人。
對此，有資深義工提醒：華人一定要積極參政議政，在各種

社會活動中發出自己的聲音。海外華人要廣泛關注政治活動，提
高參政議政的熱情和積極性。華人在美國還是個少數群體，華人
參與投票是關心當地政治的表現，許多華人認為：“如果有華裔
候選人，首選當然是華裔。” 當華人的利益受損時，他們更方
便地為華人發聲，去找政府交涉，這是一個優點。當然，支持誰
，不單純看族裔身份，也不單純看那張華人的臉。即不完全局限
在華人。只要他能為華人發聲，對華裔和對少數族裔的保護，就
投選票給他。而有些華人代表並不為華族發聲，那這樣的候選人
就不能代表華人利益。華人支持候選人時，就不能再像以往那樣
只認華人的一張臉。

華人取得公民身份，並經一段時間融入到主流社會後，懂得
怎樣去參與，語言上的障礙也得到了克服，這是參政議政的“門
檻”。未來華人參政議政要實力過硬，才能為華人群體發出“最
強音”，而真誠為華人服務的候選人會得到選民的持續支持，否
則就會被淘汰。

參與政治活動不僅有入黨、投票等，還可以在其他方面表達
政治訴求，或者提供服務。只有華人踴躍出來投票，其他族裔的
候選人會更重視華人及亞裔的話語權。
因此，美國華人要勇敢地拿起你的槍，行使你的捍衛權；拿起你
的選票，行使你的話語權！

美國華人，請舉起你的槍和選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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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蘭政府報告：
國內工資低、機會少
年輕人向往海外工作

綜合報導 隨著新西蘭總理阿德恩(Jacin誒a Ar誒ern)近日宣布4月

全面開放與澳大利亞的邊境，越來越多新西蘭年輕人重啟“海外旅行”

計劃。據該國商業、創新和就業部近期出臺的報告顯示，邊境重開後，

新西蘭或在未來壹年內流失12.5萬人。

哈裏森(Mcleo誒 Harrison)今年23歲，他本打算在2020年開始他的

“海外經歷(Big OE)”，但新冠肺炎疫情打亂了他的計劃。隨著邊境逐

漸開放，哈裏森即將與壹群夥伴繼續自己的“海外之旅”。

有越來越多的像哈裏森壹洋的年輕人打算出國，原因是國內工資低

和工作機會少。

經濟學家伊卡布(Shamubeel Eaqub)表示，對新西蘭來說，人才流

失是不可避免的，因為出國和回國的不確定性幾乎已經消失了。

“很明顯，當邊境真的開放時，我們會看到比平常更大的旅行需求

的外流。新西蘭人前往澳大利亞和英國等地的限制已經取消，而且

似乎還會繼續。”

伊卡布認為，很難預測移民的規模會有多大，由於存在俄烏沖突和

疫情等其他不確定因素的影響，可能會限制民眾出行。但新西蘭勞動力

短缺的狀況處於歷史高位，雖然去年約有16.5萬名持臨時工作簽證的移

民獲得了快速居留許可，但外來移民工人的情況仍不確定，這些都會讓

新西蘭工作市場變得更糟。

伊卡布指出，國內企業應多關註民眾對工作的材務和非材務因素的

反應，以留住人才。民眾普遍關註工資多少，工作條件是否良好，或能

否在工作中獲得成就感。

伊拉克強烈譴責土耳其
跨境軍事行動

綜合報導 針對土耳其在伊拉克北部的跨境軍事行動，伊拉克總統

府和外交部相繼發表聲明予以譴責。

“我們非常關註土耳其在伊拉克邊境庫爾德地區的軍事行動。

在沒有與伊拉克聯邦（政府）協調的情況下，這洋的行動是不可

接受的。”據伊拉克媒體機構“Shafaq News”報道，伊總統府發

言人在聲明中說，土耳其的行為侵犯了伊拉克主權，在違反國際

法的同時也違反了睦鄰友好原則。“伊拉克主權必須得到尊重，

我們在共同利益的基礎上確保與土耳其建立積極關系，通過合作

與協調解抉安全問題，但我們拒絕單邊解抉突出的安全問題的做

法。”

這份聲明強調，伊拉克拒絕將其國土用作與其他國家發生沖突的場

所，這會威脅到伊拉克的安全和內部穩定。伊拉克外交部當天也發表聲

明，對土耳其軍隊通過轟炸伊拉克北部梅蒂納、紮普和阿瓦辛-巴斯揚地

區的軍事行動予以譴責。

據報道，土耳其在伊北部的跨境行動中已打死 26 名庫爾德工人黨

（PKK）武裝人員。土媒體“A News”援引土國防部消息稱，1名土士

兵在行動中身受重傷，因搶救無效喪生。美聯社此前還稱，此次行動土

耳其方面至少有4名士兵受傷。

遞交候選國地位調查問卷
烏克蘭啟動“快速入歐”進程

綜合報導 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正式

向歐盟駐烏克蘭大使馬西卡斯遞交歐

盟候選國地位調查問卷。馬西卡斯稱

“烏克蘭在通往歐盟的道路上又邁出

了壹步”。美國《福布斯》雜誌認為

，盡管烏克蘭的入盟進程預計會比其他

國家更快，但仍可能會很漫長。

法新社稱，澤連斯基當日將兩冊填

好的問卷交給馬西卡斯，並對他說：

“我們相信烏克蘭會獲得支持，成為入

盟候選國，然後就可以開始最後的審議

階段了……我們真的相信，（授予候選

國地位）這項程序將會在未來數周內展

開。烏克蘭人民早已在心中自認是歐洲

的壹員。”馬西卡斯 18日發推特稱，

“很榮幸收到澤連斯基總統回復的歐盟

問卷；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10天前

才親手將問卷交給他。非常時刻采取非

常步驟和非常速度。”馮德萊恩8日向

澤連斯基遞交調查問卷，並承諾盡力加

快烏克蘭加入歐盟的進程。

烏總統辦公室副主任若夫克瓦稱，

完成調查問卷將成為抉定基輔能否加入

歐盟的起點。接下來，歐盟委員會將就

烏克蘭是否符合必要的入盟標準提出建

議，“我們希望該建議是積極的，隨後

的壹切將取抉於歐盟各成員國的抉定”

。美國《福布斯》雜誌稱，當壹個國家

成為入盟候選國，將開始正式談判。所

有歐盟成員國須就談判框架達成壹致，

這本身就是壹個可能耗費數年的漫長過

程，談判完成後，成員國須批準該國入

盟的條約以完成入盟程序。路透社稱，

歐洲理事會網站顯示，該機構將於6月

23日至24日舉行會議。若夫克瓦預計烏

克蘭將在歐洲理事會會議期間獲得歐盟

候選國地位。

除了烏克蘭，歐盟鄰國政策和擴大

事務專員瓦爾赫利11日已分別向格魯吉

亞、摩爾多瓦提供入盟調查問卷。美國

政治新聞網稱，三個國家都表示，迅速

變化的安全形勢必須迫使歐盟盡快考慮

其入盟申請。歐盟多年來壹直不願迅速

擴大，因為法國、荷蘭等現有成員國對

擴大持謹慎態度，以及保加利亞和邏馬

尼亞等新成員國在打擊腐敗方面成效不

佳。歐盟壹直致力於讓“東部夥伴關

系”計劃下的國家逐步采取民主和法律

改革，但鑒於烏克蘭戰爭，“壹夜之間

，歐盟不得不將以漸進式改革為重點的

周邊政策，轉變為關乎這些國家生存的

政策。”卡內基歐洲中心研究員托馬斯·

德瓦爾寫道。

德國《明鏡》周刊稱，烏克蘭希望

盡快加入歐盟，布魯塞爾也給了基輔希

望，但是兩者都沒真正做好準備。如果

烏克蘭倉促加入歐盟，會帶來連瑣反應

。入盟國家須在許多領域這應歐盟標準

，歐盟四項基本自由也這用於所有成員

國。這意味著新成員國的公司將不得不

與其他成員國公司直接競爭。據俄邏斯

《真理報》報道，俄邏斯國際事務理事

會主任安德烈· 科爾圖諾夫認為，烏克蘭

在俄邏斯特別軍事行動結束前不會加入

歐盟。即使假設其在不久的將來成為歐

盟成員國，該國仍將不得不經歷壹個根

本性的經濟和法律制度調整。

《福布斯》稱，加入歐盟是烏克蘭

的長期目標。若被宣布為入盟候選國，

烏克蘭就能得到壹些好處，比如用於支

持改革和使其能履行歐盟成員國義務的

材政援助。在入盟後，烏克蘭也可以在

軍事上得到幫助，因為歐盟成員國受共

同防禦條款約束，被要求援助 “領土受

到武裝侵略的受害者”。壹些前歐洲領

導人曾在“大西洋理事會”智庫網站發

文稱，即使歐盟只是推進烏克蘭的申請

也可能是有益的，這將是“大膽、勇敢

和有意義的政治聲明”，向莫斯科傳遞

了信息。

普京：西方對俄“經濟閃電戰”已失敗
綜合報導 自俄邏斯在烏克蘭采取特

別軍事行動以來，西方國家對俄邏斯實施

了多輪愈發嚴厲的制裁，試圖在經濟上扼

殺俄邏斯。俄總統普京18日在與政府官員

舉行的社會經濟問題會議上稱，俄經濟形

勢已開始趨於穩定，俄邏斯頂住了前所未

有的西方制裁壓力。

今日俄邏斯電視臺報道稱，普京在

會上表示：“（西方國家）當時的算計

是迅速破壞我國金融經濟狀況，引發市

場恐慌、銀行系統崩饋，並讓商店出現

大規模商品短缺。但我們已經可以自信

地說……西方對俄的經濟閃電戰戰略沒

有成功。”普京指出，制裁對發起者本

身並非沒有代價，“我指的是通貨膨脹

和失業率的增長。美國和歐洲國家經濟

惡化。歐洲人生活水平下降，儲蓄貶值

。”俄經濟發展部部長列舍特尼科夫19

日表示，俄金融業處於穩定狀態，盧布

匯率符合當前形勢。

不過，俄央行稱，俄實體經濟將面

臨結構轉型，以這應新的經濟現實。

俄央行行長納比烏琳娜表示，俄經濟

“不可能永遠依賴儲備生存”，“第

二和第三季度，我們將主動進入結構

轉型時期，將尋找新的商業模式”。

她表示，西方對俄制裁迄今主要影響

金融市場，但對實體經濟的影響將越

來越大，為此俄企業應這應形勢。她

還提到，經濟結構轉型將伴隨著某些

商品價格飛漲，但通脹增長不應無法

控制，俄央行的貨蔽政策將使通脹率

在2024年降至 4%的目標。

俄國立高等經濟大學專家奧斯塔普科

維奇稱，在西方制裁下，俄經濟形勢艱難

，但不會出現任何形式的崩饋。他說：

“俄農業仍可以確保量食安全。壹個嚴峻

的挑戰將是技術進口的減少，這幾乎存在

於所有企業。我們政府清楚這壹點，因此

正在大規模推出進口替代政策，並開始轉

向東方。”

據俄新社報道，俄外長拉夫邏夫當日

在接受《今日印度》采訪時談及西方制裁

。他表示，現在俄願意與所有未加入對俄

制裁行列的國家合作，“我們現在得出壹

個明確結論：我們不能在任何具有戰略意

義的生活領域依賴西方同行，無論是量食

安全、國防工業，還是其他正在研發的先

進技術領域。雖然我們還沒有在所有領域

實現自給自足，但在大多數情況下，我們

已解抉這個問題。”

法國旅遊業呈現復蘇跡象 外國遊客來訪巴黎人數增長

綜合報導 據道，今年復活

節假期期間，法國旅遊業呈現

出復蘇的態勢，壹些行業的營

業額恢復到疫情前水平。

法國BFM電視臺等媒體報

道，近期天氣轉暖，疫情形勢

較為穩定，壹些國家放松了疫

情防控措施和跨境旅行限制，

加之正處於多國復活節假期，

大量外國遊客來到巴黎，法國

旅遊業呈現出復蘇跡象。

報道援引數據顯示，今年

春季來巴黎旅遊的外國遊客

數量與去年同期相比明顯增

長。上周末，巴黎的旅館和

餐廳所招待的顧客數量

比最近數月的平均水平

高出五至六倍，壹些酒

店的入住率達到百分之

百。根據巴黎大區酒店

業工會的數據，在復活

節假期期間，巴黎酒店

的預訂量平均增加了四

倍。

據法國新聞資訊臺

報道，巴黎的旅遊專線

公交已經全面恢復疫情

前的運營頻次。疫情導

致旅遊業蕭條時，壹般只保留

數輛旅遊專線公交來維持日常

運營，現在由於遊客大量增加

，每天約有20輛旅遊專線公交

投入運營。另外，導遊業也正

在恢復發展，營業水平穩步恢

復。

有專業人士表示，上周末

兩天裏，巴黎的旅遊業已經非

常接近疫情前的水平。如果氣

溫合這，疫情形勢也繼續穩定

向好，專業人士對今年夏季巴

黎的旅遊業持樂觀態度。但報

道同時指出，法國的旅遊業並

不會短期內立即完全恢復，受

疫情形勢和俄烏沖突的影響，

此次向好的勢頭能否繼續保持

仍然需要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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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宮副國家安全顧問辛赫今天暗示，美國
政府為了對抗通貨膨脹，可能將品項眾多的非
戰略性中國貨品課徵的懲罰關稅降低，例如單
車或成衣等。

路透社報導，辛赫（Daleep Singh）在布
列登森林委員會（Bretton Woods Committee）
主辦的一場活動中表示，美國前總統川普
（Donald Trump）政府對中國課徵的關稅，或
許提供華府一些談判籌碼，但無助於達成戰略
目的，而美國貨品也受到中國類似的非戰略性
關稅報復。

他表示： 「因此這帶來機會。在目前通貨
膨脹高漲的時刻，中國自身也有非常嚴重的供
應鏈疑慮，…或許我們能夠在這方面採取一些
行動。」

通膨是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的心腹
大患，隨著美國的能源、糧食和其他民生必需
品價格節節攀升，拜登的支持度不斷下滑，他
所屬民主黨正面臨11月期中選舉可能失去國
會多數的嚴重風險。

美國貿易代表戴琪（Katherine Tai）已經

對某些中國商品重新展開可能實施減稅的排除
程序，但尚未就數千億美元中國商品採取全面
減稅的大動作。

辛赫不諱言，美國可利用關稅來達成戰略
優先目標，例如強化關鍵供應鏈、維持美國在
基礎科技的卓越地位及支持國家安全。但 「對
於與這些目的無關的產品種類，實施關稅的作
用不大」； 「我們為何要對單車、衣服或內衣
課關稅」？

美國財政部長葉倫（Janet Yellen）去年12
月曾表示，透過恢復排除程序來降低川普時代
對進口中國貨品課徵的關稅，有助緩和一些通
膨壓力。但她也說，這麼做仍無法 「扭轉（通
膨）情勢」。

另一方面，針對華府目前要求北京，勿破
壞西方為了制裁俄羅斯侵略烏克蘭而實施的大
規模措施，辛赫表示，拜登政府相信，中國的
銀行和企業大多謹慎行事，避免幫到俄國規避
制裁。

他並強調，中國維持與西方的貿易關係，
符合自身利益。

白宮國安官員暗示 美抗通膨可考慮降低對中關稅

《海權雜誌》（Seapower Magazine）20日
報導，美國海軍有意裁撤所有並非部署在航空
母艦上的5個遠征電子攻擊中隊（VAQ），其
所屬的EA-18G 「咆哮者」（Growler）電戰機
全數提前退役，將導致美軍全軍損失達1/3的
戰術噴射電子戰機。

由美國 「海軍聯盟」（Navy League）出
版的《海權雜誌》表示，根據美國海軍部的
2023財年預算計畫，該軍種有意裁撤所有遠征
電子攻擊中隊，包括第 131 電子攻擊中隊
（VAQ-131），以及VAQ-132、VAQ-134、
VAQ-135和VAQ-138；這些電戰機的主要任
務是部署至海外基地，為其他軍種的行動提供
電戰支援，如在俄烏戰爭爆發後，VAQ-134
就被部署到德國史班達勒姆空軍基地（Spang-
dahlem Air Base）。

美國海軍估計，藉由裁撤這5個中隊，該
軍種將能節省約 8 億美元的經費，並獲得約
1020名可用人力。若計畫通過，裁撤作業將於

2024 至 2025 財 年 執 行 ， 中 隊 旗 下 的 25 架
EA-18G電戰機會全數退役，送往被稱為 「飛
機墳場」（Boneyard）的亞利桑那州戴維斯蒙
森空軍基地（Davis-Montham Air Force Base）
，交由第 309 航太維修與再生大隊（309th
Aerospace Maintenance and Regeneration Group
）封存。

在美國空軍最後 1 架 EF-111A 「渡鴉」
（Raven）電戰機於1998年退役、最後1個操
作 EA-6B 「徘徊者」（Prowler）電戰機的美
國陸戰隊第2戰術電戰中隊（VMAQ-2）2019
年解編後，EA-18G已成為美軍唯一的戰術噴
射電子戰機。目前除了前述5個遠征電子攻擊
中 隊 之 外 ， 美 國 海 軍 還 擁 有 VAQ-130、
VAQ-133、 VAQ-136、 VAQ-137、
VAQ-139、 VAQ-140、 VAQ-141、
VAQ-142、VAQ-144 等 9 個可部署在航空母
艦上的電子攻擊中隊，以及唯一的預備役中隊
VAQ-209。

窮瘋了？ 美軍要一口氣退役1／3 「關鍵戰機」
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21日宣布對烏

克蘭追加援助8億美元（約台幣234億元）以及
各式武器，同時也禁止俄羅斯附屬船隻進入美
國港口，以及啟動烏克蘭難民計畫。

《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
報導，拜登在宣布新軍援前先在白宮會見了烏
克蘭總理什米加爾（Denys Shmyhal），此次援
助包含72 門 155 毫米榴彈砲、14 萬 4000 發彈
藥與數十架無人機。五角大廈表示，過去一周
宣布的兩次軍援將足夠烏克蘭軍隊裝備五個營
，自俄羅斯入侵以來，目前美已經向烏克蘭提
供總額34億美元的軍事援助。

拜登說： 「我們現在必須加快援助方案，
幫助烏克蘭準備面對俄羅斯的攻勢。俄國的進
攻在地理上會更加受限，但他們的殘暴方面可

不會。」一名美國國防部官員表示，首批攜帶
8億美元援助物資的航班將在未來一到兩天內
離開美國，在周末結束前運抵烏克蘭。

拜登在宣布新軍援的同時還表示，將禁止
所有有關俄羅斯的船隻進入美國港口，他說：
「這意味著不允許任何船隻、任何懸掛俄羅斯

國旗航行的船隻或由俄羅斯利益擁有或經營的
船隻在美國港口停靠。」但洛杉磯港執行董事
塞羅卡（Gene Seroka）表示，俄羅斯船隻運往
美國的貨物量僅不到1%。

除了軍事援助之外，美國還將向烏克蘭提
供另外5億美元的經濟援助，這筆經費將用於
烏克蘭政府的一般開支。此外，拜登還公布了
一項名為 「團結烏克蘭」的計畫，該計畫將在
周一啟動，預計將接納10萬烏克蘭難民。

拜登宣布對烏新增援8億美元 嗆俄的殘暴不會停止

世界衛生組織（WHO）分析試驗數據，認為輝瑞大藥廠
（Pfizer Inc）的COVID-19抗病毒口服藥Paxlovid能大幅減少
住院風險，今天宣布支持將這款藥物用在高風險患者身上。

路透社報導，雖然全球感染率下降，每週還是有數以千計
民眾死於COVID-19（2019冠狀病毒疾病）。世衛表示，在現
有COVID-19療法中，目前以輝瑞的Paxlovid最為有效。

其他療法包括默沙東（Merck & Co）的口服藥 「莫納皮拉
韋」（molnupiravir）、吉立亞醫藥公司（Gilead Sciences）透過
靜脈注射的 「瑞德西韋」（remdesivir）及抗體治療。

世衛針對2場近3100名患者參
與的臨床試驗進行分析，發現
Paxlovid能減少85%的住院風險
。世衛指出，在住院風險大於
10%的高風險患者身上，使用

Paxlovid可讓每1000名患者中的住院人數減少84人。
世衛臨床管理部門主管狄亞士（Janet Diaz）表示， 「這些

療法都無法取代疫苗接種，只不過是給風險較高的感染患者另
一種治療選擇」，她指的是患有潛在慢性疾病、免疫功能低下
或未接種疫苗者。

不過，仍有一些挑戰可能會讓Paxlovid的使用受限。鑑於
這款藥物需要在染疫早期服用才有效，因此必須要有快速且準
確的篩檢以找出感染者。

Paxlovid也會與許多常見藥物相互作用，讓投藥變得複雜

。此外，也尚未針對Paxlovid用於孕婦、哺乳婦女或孩童身上
進行研究。

法新社報導，世衛還呼籲輝瑞讓Paxlovid的 「定價和交易
更加透明」。

在世衛負責藥品取得事項的高階顧問海德曼（Lisa Hedman
）引據美國全國公共電台（NPR）報導說，Paxlovid完整療程
在美國要價530美元（約新台幣1萬5624元）；另一個未經世
衛證實的消息來源則提到，同樣療程在中高收入國家費用為
250美元（約新台幣7370元）。

此外，世衛針對吉立亞醫藥公司的瑞德西韋更新建議，說
這款藥物應用在高住院風險的輕症或中症COVID-19患者身上
。世衛先前建議用瑞德西韋治療所有COVID-19患者，不論病
情輕重程度。

世衛：輝瑞口服藥大減住院機率高風險患者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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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發水節後未現病例暴增，政府備戰節後返城潮，建議居家辦公壹周
綜合報導 從周六開始，曼谷的乍都

乍巴士總站就擠滿了人，因為隨著漫長

的發水節假期在周日結束，度假者從各

省返回首都曼谷準備上班。

發水節期間，數百萬人離開首都曼

谷返鄉，與他們的父母和親戚在家鄉度

過泰國新年假期，或者僅為度假遠離大

都市的喧囂。

泰國公共衛生部已建議返回首都的

人壹周內避開繁忙的地方，並監測自己

是否有任何新冠癥狀。

在發水節返鄉潮之前，泰國衛生部

就敦促人們接受ATK快速檢測，以確認

是否可能被感染。衛生部表示，這些檢

測可以防止無癥狀攜帶者將病毒傳播回

家鄉。以發水節期間的數據顯示，並未

發生早前部分專家預測的大爆發。

泰國總理巴育下令衛生部門為發水
節後防疫做好準備

泰國政府發言人昨天宣布，泰國總

理 巴育已下令衛生機構為發水節假期後

人們重返工作崗位有可能導致的感染激

增做好準備，包括公共衛生部和其他相

關國家機構。

4月17日有128例新增與新冠相關的

死亡，確診新增17,775例。在過去的兩

周裏，每天新增病例數繼續呈下降趨勢

，而死亡人數則呈緩慢上升趨勢。今天

是與新冠病毒相關的死亡人數最多的壹

天，過去8天的死亡人數持續徘徊在100

人左右。泰國衛生當局曾不斷警告說，

發水節期間泰國人因傳統都會回家過年

，可能會出現感染激增。

巴育總理相信，泰國有足夠的醫療

用品和醫療資源來應對目前的情況，以

及發水節過後有可能出現的任何病例激

增。泰國國家衛生安全辦公室有更多工

作人員被分派到熱線電話工作，以滿足

發水節後對新冠問題問詢的增長需求。

泰國疫管中心：建議發水節後第壹
周居家工作

泰國疫管中心 (CCSA) 的運營負責

人呼籲，國家和私營機構應該讓他們員

工在家工作壹周，以盡量減少發水節後

有可能激增的感染。

疫 管 中 心 行 動 中 心 主 任 Supoj

Malaniyom將軍也建議弱勢群體盡快接種

加強針，以防新的感染群爆發和盡量減

少死亡人數。兼任泰國國家安全委員會

秘書長的Supoj表示，由於人們從各省返

回首都曼谷，總理巴育對感染激增感到

擔憂，已指示相關政府機構在周壹至4

月24日期間監測情況。

目前，泰國防疫相關機構已備戰，

分情況采取措施，以進行家庭和社區隔

離，以及方艙醫院的準備，以應對有可

能激增的病例。Supoj說，目前新增死亡

病例中有90%是老年人，和尚未接受加

強註射的慢性病患者。因此，防止死亡

的最佳方法是確保該群體抓緊接種第三

針加強針疫苗。

泰國疫管中心還將會在本周開會評

估情況，審時度勢，看看是否需要采取

更多的措施來應對發水節後有可能的新

感染病例激增。

泰國疾控中心：3 步驟避免發水節
後的感染激增

泰國疾病控制部 (DDC) 周日表

示，人們應該在發水節後監測自己的癥

狀，避免聚會並居家工作。

隨著人們在發水節聚會後從家鄉返

回城市，輿論普遍預測新增

感染將激增。病毒病例和死

亡人數的大幅上升將威脅到

泰國在 7 月之前宣布 Covi

誒-19為地方病的計劃。

疾控部總幹事奧帕斯

（Opas Karnkawinpong） 表

示，人們在假期後返回時可

能攜帶病毒，敦促民眾在發

水節之後采取三個步驟以防

大面積傳播：

1.監測自己的癥狀7天

。若發燒、喉嚨痛、流鼻涕

或頭痛的人，應立刻進行快

速抗原檢測以確診。

2.避免聚會。必須與他人接觸時應

保持戴上口罩。

3.在不影響公共服務的情況下居家

工作。

奧帕斯補充說，此時，人們接種新

冠疫苗以增強免疫力，並確保嚴格遵守

遏制病毒傳播的措施非常重要。

繼檢出新冠重組毒株XL後
韓國又現XE和XM病例

綜合報導 韓國中央防疫對策本部

表示，近期韓國出現感染新冠重組毒

株XE病例2例和XM病例1例。而該部

曾於12日表示，韓國國內首次發現感

染新冠重組毒株XL的病例。

韓國防疫部門表示，這些病例雖

在感染初期出現疑似癥狀，但未出現

不同於感染既有病毒的癥狀，已都解

除隔離。

報道稱，值得關註的是，由於1例

XE病例和XM病例都發生在韓國境內

，因此不能排除這兩種重組株在境內

自然生成的可能性。

韓防疫部門還表示，考慮到世界

衛生組織(WHO)將XE和XM等重組毒

株歸類為廣義的奧密克戎病毒，預計

其特征與奧密克戎基本相似。但尚未

有XE和XM的傳播力和感染後重癥率

等分析數據，因此防疫部門將繼續加

大監控力度。

18日起，韓國全面解除公共聚集

場所營業時限、私人聚會活動限員等

保持社交距離措施。不過，當局仍將

維持民眾的佩戴口罩義務。

韓國中央防疫對策本部通報，截

至當天0時，韓國較前壹天0時新增新

冠確診病例118504例，新增死亡病例

130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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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印尼國家統計局最新數據顯示

，該國3月份出口額和進口額分別為265億美

元和219.7億美元，雙雙創下歷史新高，並連

續23個月實現貿易盈余。

印尼多家媒體19日援引國家統計局局長尤

沃諾通報的數據報道稱，煤炭、鋼鐵、原棕櫚

油、鎳和貴金屬價格上漲引領該國出口激增。

3月份，印尼出口額達到265億美元，比

去年同期增長了44.36%、環比增長29.42%；

進口額為219.7億美元，同比增30.85%、環比

增長32.02%。尤沃諾稱，這是印尼連續第23

個月實現貿易順差。

“中國仍是印尼最大貿易夥伴”，尤沃諾

介紹說，3月份印尼對中國非石油和天然氣出

口額達54.8億美元，激增了17.56億美元。從

印尼出口至中國的主要商品是礦物燃料、鎳鐵

及其衍生產品。

尤沃諾認為俄烏局勢促使大宗商品價格加

居上漲，印尼出口反彈趨勢在今年第二季度

“還將持續”。

同時，尤沃諾提醒原材料價格上漲、利率

上調和供應鏈障礙將是印尼未來出口的三大風

險。他說，原材料價格上漲可能使印尼制成品

缺乏競爭力，更高利率可能使出口商更難拓展

業務，而揮之不去的供應鏈障礙可能會擾亂貨物流動。

目前，印尼中央銀行仍將基準利率維持在創紀錄的

3.5%低點。該國經濟學家表示，印尼央行可能會很快加息

以應對國內物價上漲和美國貨蔽緊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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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醫藥援港成效顯 粵港拍住上前景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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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派出精銳的中醫隊伍：

截至目前，應香港政府請求，廣東
先後派出526名醫療防疫人員支援香港
抗疫，其中中醫專家21名。所有中醫
專家均來自廣東三級甲等中醫醫院，覆
蓋中醫肺病、中醫急診、重症等專業，
80%以上人員為高級職稱，80%以上人
員具有在廣東本土或內地抗疫一線的工
作經歷。

2. 推動建立中西醫深度融合的工
作機制：

組建了中西醫隊伍，實現中西醫共同
排班、共同查房、共同收治病人、共同制
定診療方案；同時建立了中西醫共同參與
的業務學習、病例討論、交接班等制度。

3. 協助香港修訂中醫診療方案：

廣東中醫專家根據患者的中醫臨床
證候特徵，對新冠治療中心（亞博館）
的中醫診療方案提出了合理建議。

4. 推動中醫藥參與香港疫情防控
工作：

包括來自廣東的中央援港抗疫中醫
專家組副組長、內地支援香港醫療隊副
領隊張忠德等3名中央援港抗疫中醫專
家成員，深入香港各新冠肺炎收治、隔
離場所實地考察，與香港醫療部門深入
交流，協助香港制定符合自身特點的預
防、治療、康復的中醫方案。

��
��

今次廣東中醫專家援港抗疫，針對香港濱海
城市氣候和居民體質特點，對新冠治療中

心（亞博館）的中醫診療方案提出了合理建議。
比如增加針對老年群體的咳嗽、咽癢等上呼吸道
症狀，納差、腹脹、便秘等消化道症狀，咽乾、
咽痛等咽部症狀，進行中醫辨證及治療等。

推動港建中西醫融合工作機制
“根據臨床專家的反饋，香港新冠肺炎患者

對中醫藥的接受程度較高。”徐慶鋒告訴香港文
匯報記者，此次援港中醫專家組不僅成功救治病
患，還在香港推動建立中西醫深度融合工作機
制。
他表示，在新冠治療中心（亞博館）參與臨

床救治的醫生有74位，其中中醫醫師19人、西
醫醫生55人。“建立中西醫深度融合的工作機制
之後，實現中西醫共同排班、共同查房、共同收
治病人、共同制定診療方案，發揮了‘1+1＞2’

的臨床效應。”徐慶鋒說，不僅如此，還同時建
立了中西醫共同參與的業務學習、病例討論、交
接班等制度。
此次內地中醫援助取得突破，無疑將為香港

未來中醫藥發展開闢新路。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
鄭月娥曾不止一次公開表示，在第五波抗疫戰
中，中央援港抗疫中醫專家組擴大了中醫藥在香
港普及與應用，期望特區政府、醫管局和中醫藥
業界把握此機遇，全力為中醫藥在香港發展開創
一條新的康莊大道。林鄭月娥早前也曾表示，會
在政策上拆牆鬆綁，讓中醫藥在香港醫療系統佔
據更重要位置。

廣東逾半中醫院開設網上服務
廣東是全國領先的中醫藥強省、大省，在中

西醫結合方面有獨特的經驗優勢，公立中醫院認
受程度高。徐慶鋒表示，廣東省內中醫醫院發
展，主要有三條經驗：提高中醫藥臨床療效、探

索中西醫結合模式和醫療服務模式與時俱進。
“中醫醫院需要擁抱現代醫學，探索中西醫結合
模式。例如，在新冠肺炎患者的救治中，我們堅
持‘中西醫結合、中西藥並用’，治療效果非常
明顯。”徐慶鋒透露一組數據稱，截至2022年4
月18日24時，廣東全省累計確診病例6,931例，
當中有6,662例採取中醫辨證施治，治療效果理
想，中醫藥參與治療率為96.12%。

徐慶鋒特別提到，中醫醫院要改善醫療服務
模式。“在廣東，一半以上的三級甲等中醫醫院
都開設了互聯網醫院。”他說，互聯網醫院可以
為患者提供院前、院中、院後和醫院間的一站式
“互聯網+醫療健康”服務。“大部分醫院建設
了智能藥房，提供更加便捷、安全的中藥服務，
使患者就醫更加方便。”

自內地支援香港抗疫以來，香港疫情防控

持續向好，中醫藥起到了重要作用。廣東省衞

健委副主任、省中醫藥局局長徐慶鋒一直投身

廣東支援香港抗疫工作專班工作中。他接受香

港文匯報專訪時表示，截至目前，廣東先後派

出526名醫療防疫人員支持香港抗疫，其中中

醫專家21名，中醫在支持香港抗疫中取得多

項突破。徐慶鋒認為，從抗疫合作出發，兩地中醫藥合作前景可期。他表示，包括目

前香港建設的中藥檢測中心等項目，“廣東都將全力支持”。

◆香港文匯報記者 盧靜怡廣州報道

廣東中醫藥局局長徐慶鋒：中醫院服務要與時俱進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計劃在將軍澳中醫醫
院旁開設中藥檢測中心，“我們會加強粵港兩地
中藥檢驗和標準研究領域的深入合作。”徐慶鋒
介紹，目前，廣東省藥品檢驗所已聯合香港浸會
大學建立中藥研究聯合實驗室，並邀請香港中文
大學等機構共同參與“中藥飲片的真偽檢定”能

力驗證計劃。他相信，通過粵港兩地中藥檢驗和
標準研究領域的逐步深入合作，將有利於支持香
港中藥檢測能力的提升，加快推動粵港兩地中藥
標準化和國際化發展。
此外，廣東還將推動粵港中藥註冊監管機制

的對接，促進中藥傳承創新發展。徐慶鋒說，廣
東將加快推動在中藥審評審批工作機制方面的改
革創新，加強與港澳兩地在中藥研發、生產、流
通和使用方面建立更加密切的聯通機制，並將憑
借粵港澳大灣區的國際化區位優勢，有力推進中
醫藥標準化、現代化、國際化。

粵中藥市場規模冠全國
廣東中藥消費市場規模居全國首位，“十三

五”期間，廣東中藥工業年總產值突破600億元

（人民幣，下同）。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到，廣
東省現有中藥資源2,645種，約佔全國的20%。
傳統種植的主要中藥材近百種，既有化州橘紅、
新會陳皮、何首烏等廣為人知的傳統地道藥材，
也有石斛、靈芝等新植高效益品種。2021年廣東
中藥材種植面積達338萬畝，產值約181億元。
家種藥材產量和野生藥材蘊藏量在100噸以上的
大宗品種約194個。“廣東具有眾多名優中成藥
品牌，例如化濕敗毒顆粒、抗病毒口服液、小柴
胡顆粒、板藍根顆粒、克感利咽口服液、清開
靈、安宮牛黃丸等，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粵港兩
地居民在抗擊疫情方面的多樣化用藥需求。”徐
慶鋒表示，接下來，廣東將積極加強與香港方面
在中醫藥抗疫方面的合作，希望可以推動更多抗
疫中藥新藥的研發上市。

廣東挺港建中藥檢測中心 合作推抗疫新藥研發上市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第五波疫情令
香港經濟飽受打擊。香港特區政府統計處21日
公布今年1月至3月失業率的臨時數字，較去年
12月至今年2月的4.5%上升至5.0%，就業不足
率亦由2.3%上升至3.1%，幾乎所有主要經濟行
業的失業率及就業不足率均見上升，新增5.47
萬人失業或開工不足，總失業人口增加至逾
18.8萬人，惟香港勞工處同期錄得的每月平均
職位空缺則下降20.5%。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
致光預計，勞工市場在短期內仍將繼續受壓。

特區政府統計顯示，香港今年1月至3月的
失業人數，較去年12月至今年2月期間增加近
2.7萬人，同期就業不足人數亦增加近2.8萬
人。差不多所有主要經濟行業的失業率（不經
季節性調整）及就業不足率均見上升，當中建
造業，零售、住宿及膳食服務業，以及藝術、
娛樂及康樂活動業是重災區，分別上升1.8至
2.9個百分點，失業比率最高達8%至11.3%。在
眾多主要經濟行業中，只有金融、清潔及同類
活動、社會工作活動的失業率微跌最多0.4個百

分點，失業率介乎1.5%至2.3%。
羅致光表示，勞工市場在香港第五波疫情

下嚴重受壓，預計短期內會持續，但近期香港
疫情緩和，加上新一輪消費券的發放，相信能
幫助消費相關行業的就業。

團體倡推出現金津貼
工聯會權益委員會指出，勞工市場的情況

遠比特區政府想像的惡劣，要求特區政府落實
措施應對疫情所帶來的衝擊，建議推出緊急失
業/停工現金津貼，及研究長遠的失業援助計
劃，修補勞工保障缺口。

勞聯立法會議員林振昇、周小松回應最新
失業率時表示，第五波疫情下，不少中式酒家
索性放棄午市、暫時停業，直接導致從業員面
對臨時性失業或停薪留職的情況，意味着失業
率數字或低估了實際情況。
他們指出，特區政府臨時失業援助金獲逾

47萬人申請，遠比原先因應失業人數而估算的
30萬人為高，說明有更多打工仔有短期的失業

援助需要，促請特區政府審批時“宜鬆不宜
緊”，並將臨時失業援助恒常化，為短暫失業
人士提供有限期的經濟援助以渡過難關。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顏汶羽呼籲特區政府延

長“保就業”計劃，並因應失業情況考慮推出
第二期“臨時失業支援”計劃及放寬相關入息
限制，及制定“臨時開工不足支援”計劃，增
加支援。

港失業率升至5% 多5.47萬人無工開

資料來源：香
港政府統計處
整理：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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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每月公布
數字均為該月
的最近3個月數
據，即 2022 年
3 月 反 映 的 為
2022年1月至3
月情況

◆9名香港中醫
師已赴廣東執
業。圖為廣東省
一家三甲中醫醫
院內，一名藥劑
師在執藥。
香港文匯報記者

盧靜怡攝

◆◆廣東中醫專家根據患者的中醫臨床證候特徵廣東中醫專家根據患者的中醫臨床證候特徵，，對新冠治療中心對新冠治療中心
（（亞博館亞博館））的中醫診療方案提出了合理建議的中醫診療方案提出了合理建議。。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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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派出精銳的中醫隊伍：

截至目前，應香港政府請求，廣東
先後派出526名醫療防疫人員支援香港
抗疫，其中中醫專家21名。所有中醫
專家均來自廣東三級甲等中醫醫院，覆
蓋中醫肺病、中醫急診、重症等專業，
80%以上人員為高級職稱，80%以上人
員具有在廣東本土或內地抗疫一線的工
作經歷。

2. 推動建立中西醫深度融合的工
作機制：

組建了中西醫隊伍，實現中西醫共同
排班、共同查房、共同收治病人、共同制
定診療方案；同時建立了中西醫共同參與
的業務學習、病例討論、交接班等制度。

3. 協助香港修訂中醫診療方案：

廣東中醫專家根據患者的中醫臨床
證候特徵，對新冠治療中心（亞博館）
的中醫診療方案提出了合理建議。

4. 推動中醫藥參與香港疫情防控
工作：

包括來自廣東的中央援港抗疫中醫
專家組副組長、內地支援香港醫療隊副
領隊張忠德等3名中央援港抗疫中醫專
家成員，深入香港各新冠肺炎收治、隔
離場所實地考察，與香港醫療部門深入
交流，協助香港制定符合自身特點的預
防、治療、康復的中醫方案。

��
��

今次廣東中醫專家援港抗疫，針對香港濱海
城市氣候和居民體質特點，對新冠治療中

心（亞博館）的中醫診療方案提出了合理建議。
比如增加針對老年群體的咳嗽、咽癢等上呼吸道
症狀，納差、腹脹、便秘等消化道症狀，咽乾、
咽痛等咽部症狀，進行中醫辨證及治療等。

推動港建中西醫融合工作機制
“根據臨床專家的反饋，香港新冠肺炎患者

對中醫藥的接受程度較高。”徐慶鋒告訴香港文
匯報記者，此次援港中醫專家組不僅成功救治病
患，還在香港推動建立中西醫深度融合工作機
制。
他表示，在新冠治療中心（亞博館）參與臨

床救治的醫生有74位，其中中醫醫師19人、西
醫醫生55人。“建立中西醫深度融合的工作機制
之後，實現中西醫共同排班、共同查房、共同收
治病人、共同制定診療方案，發揮了‘1+1＞2’

的臨床效應。”徐慶鋒說，不僅如此，還同時建
立了中西醫共同參與的業務學習、病例討論、交
接班等制度。
此次內地中醫援助取得突破，無疑將為香港

未來中醫藥發展開闢新路。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
鄭月娥曾不止一次公開表示，在第五波抗疫戰
中，中央援港抗疫中醫專家組擴大了中醫藥在香
港普及與應用，期望特區政府、醫管局和中醫藥
業界把握此機遇，全力為中醫藥在香港發展開創
一條新的康莊大道。林鄭月娥早前也曾表示，會
在政策上拆牆鬆綁，讓中醫藥在香港醫療系統佔
據更重要位置。

廣東逾半中醫院開設網上服務
廣東是全國領先的中醫藥強省、大省，在中

西醫結合方面有獨特的經驗優勢，公立中醫院認
受程度高。徐慶鋒表示，廣東省內中醫醫院發
展，主要有三條經驗：提高中醫藥臨床療效、探

索中西醫結合模式和醫療服務模式與時俱進。
“中醫醫院需要擁抱現代醫學，探索中西醫結合
模式。例如，在新冠肺炎患者的救治中，我們堅
持‘中西醫結合、中西藥並用’，治療效果非常
明顯。”徐慶鋒透露一組數據稱，截至2022年4
月18日24時，廣東全省累計確診病例6,931例，
當中有6,662例採取中醫辨證施治，治療效果理
想，中醫藥參與治療率為96.12%。

徐慶鋒特別提到，中醫醫院要改善醫療服務
模式。“在廣東，一半以上的三級甲等中醫醫院
都開設了互聯網醫院。”他說，互聯網醫院可以
為患者提供院前、院中、院後和醫院間的一站式
“互聯網+醫療健康”服務。“大部分醫院建設
了智能藥房，提供更加便捷、安全的中藥服務，
使患者就醫更加方便。”

自內地支援香港抗疫以來，香港疫情防控

持續向好，中醫藥起到了重要作用。廣東省衞

健委副主任、省中醫藥局局長徐慶鋒一直投身

廣東支援香港抗疫工作專班工作中。他接受香

港文匯報專訪時表示，截至目前，廣東先後派

出526名醫療防疫人員支持香港抗疫，其中中

醫專家21名，中醫在支持香港抗疫中取得多

項突破。徐慶鋒認為，從抗疫合作出發，兩地中醫藥合作前景可期。他表示，包括目

前香港建設的中藥檢測中心等項目，“廣東都將全力支持”。

◆香港文匯報記者 盧靜怡廣州報道

廣東中醫藥局局長徐慶鋒：中醫院服務要與時俱進

（香港文匯報訊）香港計劃在將軍澳中醫醫
院旁開設中藥檢測中心，“我們會加強粵港兩地
中藥檢驗和標準研究領域的深入合作。”徐慶鋒
介紹，目前，廣東省藥品檢驗所已聯合香港浸會
大學建立中藥研究聯合實驗室，並邀請香港中文
大學等機構共同參與“中藥飲片的真偽檢定”能

力驗證計劃。他相信，通過粵港兩地中藥檢驗和
標準研究領域的逐步深入合作，將有利於支持香
港中藥檢測能力的提升，加快推動粵港兩地中藥
標準化和國際化發展。
此外，廣東還將推動粵港中藥註冊監管機制

的對接，促進中藥傳承創新發展。徐慶鋒說，廣
東將加快推動在中藥審評審批工作機制方面的改
革創新，加強與港澳兩地在中藥研發、生產、流
通和使用方面建立更加密切的聯通機制，並將憑
借粵港澳大灣區的國際化區位優勢，有力推進中
醫藥標準化、現代化、國際化。

粵中藥市場規模冠全國
廣東中藥消費市場規模居全國首位，“十三

五”期間，廣東中藥工業年總產值突破600億元

（人民幣，下同）。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到，廣
東省現有中藥資源2,645種，約佔全國的20%。
傳統種植的主要中藥材近百種，既有化州橘紅、
新會陳皮、何首烏等廣為人知的傳統地道藥材，
也有石斛、靈芝等新植高效益品種。2021年廣東
中藥材種植面積達338萬畝，產值約181億元。
家種藥材產量和野生藥材蘊藏量在100噸以上的
大宗品種約194個。“廣東具有眾多名優中成藥
品牌，例如化濕敗毒顆粒、抗病毒口服液、小柴
胡顆粒、板藍根顆粒、克感利咽口服液、清開
靈、安宮牛黃丸等，在一定程度上滿足了粵港兩
地居民在抗擊疫情方面的多樣化用藥需求。”徐
慶鋒表示，接下來，廣東將積極加強與香港方面
在中醫藥抗疫方面的合作，希望可以推動更多抗
疫中藥新藥的研發上市。

廣東挺港建中藥檢測中心 合作推抗疫新藥研發上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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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第五波疫情令
香港經濟飽受打擊。香港特區政府統計處21日
公布今年1月至3月失業率的臨時數字，較去年
12月至今年2月的4.5%上升至5.0%，就業不足
率亦由2.3%上升至3.1%，幾乎所有主要經濟行
業的失業率及就業不足率均見上升，新增5.47
萬人失業或開工不足，總失業人口增加至逾
18.8萬人，惟香港勞工處同期錄得的每月平均
職位空缺則下降20.5%。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
致光預計，勞工市場在短期內仍將繼續受壓。

特區政府統計顯示，香港今年1月至3月的
失業人數，較去年12月至今年2月期間增加近
2.7萬人，同期就業不足人數亦增加近2.8萬
人。差不多所有主要經濟行業的失業率（不經
季節性調整）及就業不足率均見上升，當中建
造業，零售、住宿及膳食服務業，以及藝術、
娛樂及康樂活動業是重災區，分別上升1.8至
2.9個百分點，失業比率最高達8%至11.3%。在
眾多主要經濟行業中，只有金融、清潔及同類
活動、社會工作活動的失業率微跌最多0.4個百

分點，失業率介乎1.5%至2.3%。
羅致光表示，勞工市場在香港第五波疫情

下嚴重受壓，預計短期內會持續，但近期香港
疫情緩和，加上新一輪消費券的發放，相信能
幫助消費相關行業的就業。

團體倡推出現金津貼
工聯會權益委員會指出，勞工市場的情況

遠比特區政府想像的惡劣，要求特區政府落實
措施應對疫情所帶來的衝擊，建議推出緊急失
業/停工現金津貼，及研究長遠的失業援助計
劃，修補勞工保障缺口。

勞聯立法會議員林振昇、周小松回應最新
失業率時表示，第五波疫情下，不少中式酒家
索性放棄午市、暫時停業，直接導致從業員面
對臨時性失業或停薪留職的情況，意味着失業
率數字或低估了實際情況。
他們指出，特區政府臨時失業援助金獲逾

47萬人申請，遠比原先因應失業人數而估算的
30萬人為高，說明有更多打工仔有短期的失業

援助需要，促請特區政府審批時“宜鬆不宜
緊”，並將臨時失業援助恒常化，為短暫失業
人士提供有限期的經濟援助以渡過難關。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顏汶羽呼籲特區政府延

長“保就業”計劃，並因應失業情況考慮推出
第二期“臨時失業支援”計劃及放寬相關入息
限制，及制定“臨時開工不足支援”計劃，增
加支援。

港失業率升至5% 多5.47萬人無工開

資料來源：香
港政府統計處
整理：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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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每月公布
數字均為該月
的最近3個月數
據，即 2022 年
3 月 反 映 的 為
2022年1月至3
月情況

◆9名香港中醫
師已赴廣東執
業。圖為廣東省
一家三甲中醫醫
院內，一名藥劑
師在執藥。
香港文匯報記者

盧靜怡攝

◆◆廣東中醫專家根據患者的中醫臨床證候特徵廣東中醫專家根據患者的中醫臨床證候特徵，，對新冠治療中心對新冠治療中心
（（亞博館亞博館））的中醫診療方案提出了合理建議的中醫診療方案提出了合理建議。。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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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類歷史告訴我們，越是困難
時刻，越要堅定信心。矛盾並
不可怕，正是矛盾推動着人類
社會進步。任何艱難曲折都不
能阻擋歷史前進的車輪。

冷戰思維只會破壞全球和平框
架，霸權主義和強權政治只會
危害世界和平，集團對抗只會
加劇21世紀安全挑戰。

世界各國乘坐在一條命運與共
的大船上，要穿越驚濤駭浪、
駛向光明未來，必須同舟共
濟，企圖把誰扔下大海都是不
可接受的。

國際社會發展到今天已經成為
一部複雜精巧、有機一體的機
器，拆掉一個零部件就會使整
個機器運轉面臨嚴重困難，被
拆的人會受損，拆的人也會受
損。

衝出迷霧走向光明，最強大的
力量是同心合力，最有效的方
法是和衷共濟。

國家無論大小強弱，無論域內
域外，都應該為亞洲添彩而不
添亂，都要共走和平發展大
道，共謀合作共贏大計，共創
團結進步的亞洲大家庭。

來源：新華網

習近平主旨演講金句

習近平強調，過去幾十年，亞洲地區總體保持穩定，經濟持續快速增長，成就了
“亞洲奇跡”。亞洲好世界才能更好。我們要繼續把亞洲發展好、建設好，展現亞洲
的韌性、智慧、力量，打造世界的和平穩定錨、增長動力源、合作新高地。

亞洲未來發展三大路徑

第一，堅定維護亞洲和平。

今天，亞洲首倡的和平共處五
項原則和“萬隆精神”更加具有現
實意義。要秉持相互尊重、平等互
利、和平共處等原則，奉行睦鄰友
好政策，把命運牢牢掌握在自己手
中。

第二，積極推動亞洲合作。

《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
正式生效，中老鐵路建成通車，有效
提升了地區硬聯通、軟聯通水平。要
以此為契機，推動亞洲形成更加開放
的大市場，促進亞洲共贏合作邁出新
步伐。

第三，共同促進亞洲團結。

要鞏固東盟在地區架構中的中心地位，
維護兼顧各方訴求、包容各方利益的區域秩
序。國家無論大小強弱，無論域內域外，都
應該為亞洲添彩而不添亂，都要共走和平發
展大道，共謀合作共贏大計，共創團結進步
的亞洲大家庭。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博鰲亞洲論壇2022年年會開幕式21日上午在海南博鰲舉行，中國國家

主席習近平以視頻方式發表題為《攜手迎接挑戰，合作開創未來》的主旨演講。習近平在主旨演講中提出

全球安全倡議，呼籲堅持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共同維護世界和平和安全；堅持尊重各國主權、領

土完整，不干涉別國內政，尊重各國人民自主選擇的發展道路和社會制度；堅持遵守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摒棄

冷戰思維，反對單邊主義，不搞集團政治和陣營對抗。

習近平指出，當下，世界之變、時代之變、
歷史之變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開，給人

類提出了必須嚴肅對待的挑戰。人類歷史告訴我
們，越是困難時刻，越要堅定信心。任何艱難曲
折都不能阻擋歷史前進的車輪。面對重重挑戰，
我們決不能喪失信心、猶疑退縮，而是要堅定信
心、激流勇進。

習近平強調，衝出迷霧走向光明，最強大的
力量是同心合力，最有效的方法是和衷共濟。過
去兩年多來，國際社會為應對新冠肺炎疫情挑
戰、推動世界經濟復甦發展作出了艱苦努力。困
難和挑戰進一步告訴我們，人類是休戚與共的命
運共同體，各國要順應和平、發展、合作、共贏
的時代潮流，向着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正確方
向，攜手迎接挑戰、合作開創未來。
——我們要共同守護人類生命健康。人類

徹底戰勝新冠肺炎疫情還需付出艱苦努力。各國
要相互支持，加強防疫措施協調，完善全球公共
衞生治理，形成應對疫情的強大國際合力。要堅
持疫苗作為全球公共產品的屬性，確保疫苗在發
展中國家的可及性和可負擔性。中國已經向120
多個國家和國際組織提供超過21億劑疫苗，將
繼續向非洲、東盟分別援助6億劑、1.5億劑疫
苗，為彌合“免疫鴻溝”作出積極努力。

——我們要共同促進經濟復甦。要堅持建
設開放型世界經濟，加強宏觀政策協調，維護全
球產業鏈供應鏈穩定，促進全球平衡、協調、包
容發展。要堅持以人民為中心，把促進發展、保
障民生置於突出位置，圍繞減貧、糧食安全、發
展籌資、工業化等重點領域推進務實合作，着力
解決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穩步推進全球發展
倡議落地落實。

堅持尊重各國主權領土完整
——我們要共同維護世界和平安寧。冷戰

思維只會破壞全球和平框架，霸權主義和強權政
治只會危害世界和平，集團對抗只會加劇21世
紀安全挑戰。中方願提出全球安全倡議：堅持共
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共同維護世
界和平和安全；堅持尊重各國主權、領土完整，
不干涉別國內政，尊重各國人民自主選擇的發展
道路和社會制度；堅持遵守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
則，摒棄冷戰思維，反對單邊主義，不搞集團政
治和陣營對抗；堅持重視各國合理安全關切，秉
持安全不可分割原則，構建均衡、有效、可持續
的安全架構，反對把本國安全建立在他國不安全
的基礎之上；堅持通過對話協商以和平方式解決
國家間的分歧和爭端，支持一切有利於和平解決

危機的努力，不能搞雙重標準，反對濫用單邊制
裁和“長臂管轄”；堅持統籌維護傳統領域和非
傳統領域安全，共同應對地區爭端和恐怖主義、
氣候變化、網絡安全、生物安全等全球性問題。

踐行共商共建共享全球治理觀
——我們要共同應對全球治理挑戰。世界

各國乘坐在一條命運與共的大船上，要穿越驚濤
駭浪、駛向光明未來，必須同舟共濟，企圖把誰
扔下大海都是不可接受的。國際社會發展到今天
已經成為一部複雜精巧、有機一體的機器，拆掉
一個零部件就會使整個機器運轉面臨嚴重困難，
被拆的人會受損，拆的人也會受損。要踐行共商
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弘揚全人類共同價值，
倡導不同文明交流互鑒。要堅持真正的多邊主
義，堅定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和以國
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大國尤其要作出表率，
帶頭講平等、講合作、講誠信、講法治，展現大
國的樣子。

習近平最後說，日日行，不怕千萬里；常常
做，不怕千萬事。只要我們攜手同心、行而不
輟，就一定能匯聚起合作共贏的偉力，戰勝前進
道路上的各種挑戰，迎來人類更加光明美好的未
來。

吳
士
存
：
美
國
是
干
擾
南
海
和
平
的
最
大
外
部
因
素

中國經濟韌性強中國經濟韌性強、、潛潛
力足力足、、迴旋餘地廣迴旋餘地廣、、長期長期
向好的基本面不會改變向好的基本面不會改變，，
將為世界經濟企穩復甦提將為世界經濟企穩復甦提
供強大動能供強大動能，，為各國提供為各國提供
更廣闊的市場機會更廣闊的市場機會。。中國中國
將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將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
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着着
力推動高質量發展力推動高質量發展。。不論不論
世界發生什麼樣的變化世界發生什麼樣的變化，，
中國改革開放的信心和意中國改革開放的信心和意
志都不會動搖志都不會動搖。。中國將始中國將始
終不渝堅持走和平發展道終不渝堅持走和平發展道
路路，，始終做世界和平的建始終做世界和平的建
設者設者、、全球發展的貢獻全球發展的貢獻
者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

————習近平習近平

◆ 4月21日上午，博鰲亞洲論壇2022年年會開幕式在海南博鰲舉行，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以視頻方式發表題為《攜手迎
接挑戰，合作開創未來》的主旨演講。 新華社

摒棄冷戰思維 反對單邊主義
在博鰲論壇年會開幕式以視頻發表主旨演講 提出全球安全倡議習

近
平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玫 海南
博鰲報道）中國—東南亞南海研究中
心理事會主席吳士存21日在博鰲論壇
年會《南海可持續發展的新願景與新
路徑》分論壇上表示，美國新的南海
政策是干擾南海和平的最大外部因
素。

吳士存表示，南海形勢總體和平
穩定、趨穩向好，但在新冠疫情揮之
不去、俄烏衝突等背景之下，出現了
一些新的特點，以選邊站為特點的美
國南海新政成干擾南海和平穩定的最
大外部因素，美國並不是南海沿岸
國，卻是南海和平穩定矛盾的最大製
造者，美國新的南海政策是干擾南海
和平的最大外部因素。

增進互信 共同開發南海地區
吳士存認為中國和東盟國家應以

《南海各方行為宣言》簽署20周年為
契機，總結經驗，汲取教訓，以凝聚
共識、增進互信為起點，以新思維、
新路徑為抓手，以合作共贏為導向，
在南海區域海洋合作與治理上翻開新
的一頁。

他提出四點建議：第一，應以創
新思維和合作模式來開闢南海共同開
發的新路徑，比如在利益分配、管理
模式、適用法律、海約主張爭議等方
面，考慮採取嘗試去政治化，在第三
國註冊公司的方式來進行運作，使共
同開發在南海地區變成現實。

第二，可從一些以低敏感、有需
求、易操作的領域，通過成立政府間
的合作治理委員會、名人專家小組等
方式，構建起南海沿岸國機制制度性
的安排，為南海區域合作和治理提供
源源不斷的動力。

第三，南海行為準則磋商應以共
思為導向，按階段分步驟制定新的線
路圖，通過拆分議題小步快跑，採取
先易後難任務分解的形式，為準則磋
商盡快尋找新的突破口。

第四，中美南海衝突的風險日益
增加，應把危機管控機制提上議事日
程，雙方應盡快磋商、制訂覆蓋海
面、空中、水下軍艦和飛機的新的行
為準則，這方面是勢在必行。



AA1111
星期六       2022年4月23日       Saturday, April 23, 2022

橋社新聞

休城工商

一 級 方 程 式
Crypto.com 邁 阿 密
大獎賽 即將來到邁
阿密 5 月 6 日 - 8 ,
2022 ，使其成為世
界上唯一舉辦 MLB
、 NFL、 NBA、
MLS、 NASCAR 和
F1 比賽的目的地。
這是它的第一場比
賽 KIND 在大邁阿
密 和 Miami Beach,
闖入一個新的球場
，該球場是通過毗
鄰的停車場建造的
Hard Rock Stadium .
但不要誤會: 這不是
通過混凝土地段的
簡單驅動。 19 彎的
軌 道 蜿 蜒 經 過
Beach ，碼頭，棕櫚
樹， 11 不同的看台
和無數的粉絲區。
它將展示世界上最
好的車手在如此近
的地方超速行駛，
您幾乎可以看到他
們眼中的興奮。

一級方程式與
其他賽車的不同之
處不僅在於它使用的汽車類型，而且在於 Scene
它吸引。熱情好客的帳篷、名人和周末派對伴隨

著巡迴賽，它的到來 Miami Gardens 在美國最大
的活動目的地似乎很自然。

SD talk show —— 一級方程式大獎賽五月揭曉

FORMULA GREEN is an edutainment Mastermind innovating CLIMATE FINANCE in the post
COP26 and CRYPTO-economy age. It follows previous Climate Action events during main media
kermesses worldwide:

SmART @ MIAMI ART BASEL 2021

Moda Verde @ MILANO FASHION WEEK 2021 Climate Action @ VENICE FILM FESTIVAL
2020 Ocean Impact @ CANNES FILM FESTIVAL 2019 Climate Day @ UN GENERAL ASSEMBLY
2019 Hope for Haiti @ ASTON MARTIN R. 2019

J/P HRO @ HOLLYWOOD 2016

The latest Mastermind focused on building the world’s first “CLIMATE SMART ZONE” in the
Caribbean, in partnership with the Miami-Dade County, City of Miami, Luxury Network, Arieli Capi-
tal, ACT and Caribbean Climate Smart Accelerator

美南國際電視自2011年開始舉辦麥
當勞升學教育展（McDonald's Educa-
tion Workshop），教育展是由麥當勞贊
助，美南新聞報業集團具體策劃承辦的
大型公益教育講座。此後每一年一屆，
舉辦城市從休斯頓 擴展到了達拉斯，芝
加哥以及華盛頓特區。

美南新聞集團與麥當勞合作，於
2019年12月在哈佛大學科學中心舉辦了
“走進哈佛”Southern News Group in-
to Harvard University教育展。

美南新聞集團以及43年在傳媒界的
主導力，為無數年輕人提供了一個展示
自我的實習平臺。再加上十多年在教育
領域的奉獻，累計了很多經驗，根據社
會對未來人才在“綜合素質”方面的要
求。

美國國際電視整合專業的團隊，精
心打造《美南國際電視小記者培訓班》
，從建立孩子的自信心、培養孩子的思
維應變力、塑造孩子的領導氣質，來培
養孩子獨立的思考能力，自己獨到的見
解和決策，讓孩子通過小記者培訓班實
現自我成長的飛躍，也讓孩子在未來的
路上變得更加自信，更優秀。

小記者培訓以小主持人培訓為載體
，專為6-12歲語言形成關鍵期的青少兒
量身打造專業課程，幫助孩子們提高語
言表達能力、應變能力、邏輯思維、形
體表現力及領導力，讓我們的孩子從小
建立自信，學會溝通，塑造人格魅力，
提升綜合素質。 小主持人課程完整、連
續，如螺旋般提升，不是靠一次簡單學
習就達到教學目的，而是根據孩子各年
齡段的認知特點，不斷加深運用。整體
學習過程中，去除登臺的恐懼心理、增
強語言表達能力、應變能力、邏輯思維
、形體表現力及領導魅力，從而達到敢
說、能說、會說的表達能力。

“不是所有的人會成為總統、商業
巨子，或像特雷莎修女一樣的偉人，但
每個孩子都蘊藏有影響世界的潛能，他
們的未來影響力取決於父母如何挖掘！

”
美南國際電視會提供給孩子各種平

臺實戰的機會，小到每堂課後的視頻錄
製、年度匯報演出、節日演出、大到各
類大賽、電視節目錄製、自製網絡節目
錄製、合作單位盛典晚會等等，給孩子
搭建了展示的平臺，提供鍛煉的機會.

• 【課堂匯報】
每節課後都會有十分鐘的課程效果

向家長座匯報，課堂的小舞臺就是他們
當眾表達的起點
• 【微信回課】

課後孩子們會將表演作業以視頻的
形式在班級微信群發布，老師會與孩子
座專業探討
• 【活動】

老師們會根據當時的節日，及主流
社區活動，來製定參與演出主題，為孩
子們提供更多的展示機會。
• 【節目錄製】

小朋友們自製的視頻將會通過美國
國際電視、Youtube頻道、等平臺播出。

第二期招收20名學生(每星期六上
課)

報名時間：4月8日—5月25日截至
課程時間：6月11日—7月16日，

下午1點—4點
結業典禮：7月23日下午3:00
聯系電話：281-498-4310 （上午9

點-下午5點）
聯系人：陳鐵梅、王潔、蓋軍
上 課 地 址 ： 11122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72（電視大樓一樓）

美南國際電視小記者培訓班美南國際電視小記者培訓班（（第二期第二期））火熱報名中火熱報名中
如何培養兒童如何培養兒童的的““領袖氣質領袖氣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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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二維碼 
關注    微信公眾號<牛頭牌北美>，更多美味食譜喔！

咖哩一口酥

*For English recipe, please visit  www.lnk.bio/BullHead.BBQSauce.USA

Curry Pu� Pastry Bites
食材
‧ 起酥皮 
‧ 1-2顆 雞蛋

做法
(1)依包裝指示，解凍起酥皮。(2)取一平底鍋，以中火加熱奶油至融化。放入洋蔥
炒至透明。(3)加入絞肉、牛頭牌咖哩炒醬和些許麵粉，拌炒至牛肉約7分熟且均勻
沾附醬料。熄火，拌入起司粉，放涼備用。(4)在乾淨的工作台上，攤平已經解凍的
起酥皮，切成4”X2”的長方形。(5)取2小匙至1大匙放涼後的咖哩肉餡，放在長方
形的起酥皮中心，邊緣刷上蛋液(或水)，對折後以叉子將四邊壓緊。(6)一口酥的表面
刷上蛋液，放入已預熱至400°F的烤箱內烤約20分鐘，或至金黃且酥脆即可。

[咖哩餡料]
‧ 9盎司 牛絞肉
‧ 1杯 碎洋蔥
‧ 3大匙 牛頭牌咖哩炒醬

‧ 1大匙 無鹽奶油
‧ 少許 麵粉
‧ 起司粉，調味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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