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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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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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於 4
月20日主動邀約中國國防部長魏鳳和通話
後，又於 3 日在國會透露，期待 6 月 10 日
至12日在新加坡舉行的 「香格里拉對話」

「香會」是全球規模最大、規格最高
的多邊安全論壇之一，通常有多國防務官
員和高級軍事將領出席。自2002年起，一
直在新加坡香格里拉大飯店舉行。受疫情
影響，2020 年和 2021 年連續兩年取消。
2022年 「香會」訂於6月10日至12日舉行

。
《環時》報導，接近軍方消息人士表

示，保持中美兩軍高層溝通是落實兩國元
首通話共識，奧斯汀釋出訊號 「一方面想
保持兩軍關係正常穩定發展，同時也想藉
此了解中方在一些重大問題上的政策立場
，避免誤解誤判。」

《環時》引述兩名多次參與 「香會」
專家表示，由於中美兩國、兩軍關係重要
性，中方願和美加強溝通。歷次 「香會」

解放軍代表團長會發表演講，闡述立場主
張，也會與包括美方在內的各國代表團成
員會晤，增信釋疑。

另一名專家說： 「面對面的閉門交流
會更為坦誠，雙方會直截了當地表達訴求
，講清楚底線，避免誤解誤判。」大陸國
防部發言人譚克非 4 月底強調，如果此次
中美防長在新加坡會晤，中方一定會談到
台灣問題，再度表明中方嚴正立場。

中美防長擬中美防長擬66月星國會晤月星國會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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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other’s love is like a
spring breeze blowing
over our hearts. Mother
gave everyone hope and
infinite power - the
seedling of life. Only in

the world of maternal love
can one become peaceful
and beautiful.

On the eve of Mother’s
Day, I returned to

Richardson, Texas, and
passed by the old house
where my mom use to
live. Although she has
been away for many
years, the past really
came to my mind.

When my mom was
young, she once led us
through the mountains
through the primitive
forest and took her three
kids to find her husband
in Burma. Many years
later, I was working at the
radio station and every
time she came to my
office she wanted to meet
the producer and try to
tell her story. But I just a
member of the staff and I
really couldn’t help. I

always apologized to her
with a smile.

Finally, mom came to the
United States and joined
the family in Richardson,
Texas. Her children
surrounded her at her
knees. These were the
happiest and quietest
days of her life. Mom
became one of the most
loyal readers of our
newspaper. We published
in the Dallas area and her
bedroom was full of
newspaper clippings on
the wall. About fifteen
years ago my friends and
I went to Dallas to find a
location for a bank. My
mother warmly welcomed
us all with a full table of

Yunnan cuisine. All of us
really enjoyed it.

Today we came back to
Dallas again. Our goal is
still the same. We are
looking for more financial
service businesses in the
area.

Mom has been gone for
many years, but I still
remember and can still
hear her playing the flute
and the music organ.

On the eve of Mother’s
Day our dear mom, you
are still a huge flame
illuminating our road and
still giving us all hope.

0505//0606//20222022

MotherMother’’s Day Commemoratess Day Commemorates
The Loving MomThe Loving Mom

母親們的愛有如春風
吹拂著我們的心坎 ,母親給
予每一個人希望和無窮的
力量滋潤了一棵棵生命之
幼苗， 母愛是偉大的付出
， 是無衷的守護， 唯有母
愛這個紛擾的世界才能變
得安寧和美好。

母親節前夕， 我再次
回到德州達拉斯市郊的雷
查斯鎮， 走過了母親當年
住過的一幢平屋 ，雖然她
已離去多年， 但是往事確
湧上心頭⋯⋯

母親在她年輕時代早
有一股衝闖之個姓和毅力

， 曾經穿山越領穿過原始
森林帶上三名幼童做了一
次尋夫記， 這次「壯舉」
改變了我們的人生道路，
多少年後在台北 ，我在廣
播電台工作， 每次走過台
北仁愛路電視大樓 ，她總
是要我介紹編劇希望把她
的人生故事搬上螢幕， 其
實我這個小編輯， 真是愛
莫能助， 總是以微笑向她
表示歉意 ，多少年後 ，母
親踏上美國之土地， 在達
拉斯定居多年 ，膝下兒女
圍繞， 算是她人生中最幸
福安靜的日子， 雖然不再

提起編電視劇之事， 她成
為我們報紙的最佳讀者，
並不時彈上幾曲風琴和吹
上長笛 ，自娛或為大家表
演， 在她的臥房裏 ，牆上
貼滿剪報 ，十多年前， 我
和友人造訪達拉斯開拓銀
行業務， 母親熱忱接待並
烹調了一桌拿手的云南家
鄉佳餚， 她不停地為我們
挾菜， 真是賓主盡歡。

多少年過去了， 我和
同伴們再次舊地重遊， 母
親的身影早已不在 ，但是
我們仍然懷著感恩之心，
母親您似巨大的火焰 ，照

亮了我們的大路， 也祝福
天下母親沐浴在溫暖芳香

的節日中。

母親節追思慈母母親節追思慈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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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波羅的海三國外交部長今天訪問
烏克蘭，與總統澤倫斯基、外長庫列巴等人會
談。立陶宛外長藍斯柏吉斯表示，正與盟友合
作推動，希望烏克蘭能在歐盟6月峰會期間順
利取得會員國候選資格。

藍斯柏吉斯（Gabrielius Landsbergis）、拉
脫維亞外長林克維奇斯（Edgars Rinkēvis）以
及愛沙尼亞外長酈梅茨（Eva-Maria Liimets）
今天與澤倫斯基（Volodymyr Zelenskiy）、烏
克蘭國會議長斯特凡楚克（Ruslan Stefanchuk
）、庫列巴（Dmytro Kuleba）以及主責歐洲
事務的副總理斯特凡尼詩納（Olga Stefanishyna
）在首都基輔（Kyiv）會晤，並造訪遭俄軍大
肆破壞荼毒的基輔州伊爾平市（Irpin）。

波羅的海各國外長向烏方承諾，將持續在
外交、政治領域對俄羅斯施壓，推動更嚴厲制
裁並進一步在國際上孤立俄羅斯。

除了支持烏克蘭儘快獲得歐盟會員國候選
資格，波羅的海三國外長也承諾將持續提供軍

事和人道援助，並協助烏克蘭重建。他們也強
調必須運用一切可行法律手段調查俄軍戰爭罪
行、要俄方負起應負責任。

酈梅茨提到，愛沙尼亞政府已提供約190
萬歐元人道援助，預計再投入300萬歐元，其
中200萬規劃用於醫療和心理援助。林克維奇
斯則提到重建學校以及協助性暴力受害者的重
要性。

酈梅茨重申，愛沙尼亞支持北大西洋公約
組織（NATO）維持 「門戶開放」政策。

北 約 的 「卓 越 聯 合 網 路 防 禦 中 心 」
（NATO Cooperative Cyber Defence Centre of
Excellence, CCDCOE）位於愛沙尼亞首都塔林
（Tallinn）。酈梅茨說，愛沙尼亞正協助烏克
蘭進行數位和綠色轉型、提升其創新實力，預
計會有越來越多國家參與相關工作。

藍斯柏吉斯指出，烏克蘭不只是為了自己
的自由、更是為了各國自由而戰；烏克蘭必須
獲得更多軍事援助。

波海三國外長訪基輔
盼烏克蘭6月成歐盟候選國

美抗陸關鍵盟友將踏入新時代
CNN：或成北京勝利

( 本 報 訊) 美 國 「有 線 電 視 新 聞 網 」
（CNN）專家5 日指出，菲律賓總統候選人
小馬可仕（Ferdinand Marcos Jr）有望在即將
到來的大選中，以顯著差距擊敗對中國大陸
態度較為強硬的對手，讓這個長期與美國保
持軍事合作、具備重要戰略意義的第一島鏈
盟友，可能在印太爭霸中繼續倒向北京。

菲律賓總統大選即將於9日登場，根據民
調機構 「亞洲脈動」（Pulse Asia）2日發布的
資料，小馬可仕以56%的高支持率，遠勝現任
副總統羅貝多（Leni Robredo）的23%；且其
他人的選情更不樂觀，前拳王巴喬（Manny
Pacquiao）的支持率僅 7%，馬尼拉市長杜馬
戈索（Isko Moreno Domagoso）更只有4%。

CNN中國大陸事務專家麥卡錫（Simone
McCarthy）表示，與希望對中國大陸採取更
強硬態度的羅貝多相比，小馬可仕普遍被認
為對北京更加友好。他參與副總統選舉的政

治 搭 檔 ， 即 為 現 任 總 統 杜 特 蒂 （Rodrigo
Duterte）的女兒薩拉（Sara Duterte），而杜
特蒂已在執政期間表現出明顯的親中態度；
小馬可仕近期也與中國大陸駐菲律賓大使黃
錫廉建立 「融洽關係」；另外，美國針對小
馬可仕之父、前菲律賓獨裁者馬可仕（Ferdi-
nand Marcos）的人權訴訟，也可能進一步拉
開他與美國的距離，給予北京介入的空間。

美國智庫 「外交關係協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東南亞事務資深研究員格
蘭奇克（Joshua Kurlantzick）強調，對美中雙
方而言，菲律賓都具備重要戰略意義。麥卡
錫則指出，根據長期觀察，小馬可仕在南海
問題上可能延續杜特蒂的保守政策，但目前
其外交政策方針上缺乏細節，不排除他將利
用新政府重新啟動的機會向美國靠攏；就算
要與北京合作，也不一定會激進地以犧牲美
菲關係為代價。

近些年來處於多事之秋的波音公司（Boe-
ing）突然決定將把位於芝加哥市中心的全球總
部搬遷到維吉尼亞州的阿靈頓市, 這個地方就
在華府政治中心周圍，使這家美國航空航天和
防務巨頭的高層與特區監管機構和政策制定者
的距離更近,波音遷移之目的昭然若揭, 欲讓公
司高層透過遊說手段來解決問題以利推展業務
, 站在私人企業經營立場來看這本是無可厚非
之事, 但從空安角度來看, 這並不是負責任的態
度與作法。

長期以來，波音是全球最知名的商用飛機
製造商，該公司近來還大幅擴大了軍事承包業
務。波音的國防、太空和安全部門在2021年創
造了265億美元的收入。波音總裁兼首席執行
官大衛卡爾霍恩毫不諱言表示:“ 新地區對我
們全球總部具有戰略意義，因為它靠近我們的
客戶和利益相關者，有利於推展業務” 。

波音公司這些年來問題真是不少, 該公司
大量生產的737 MAX 8兩年前在短短五個月內
連續發生兩起重大空難，印尼獅航從雅加達機
場起飛後墜入爪哇海，全機旅客遇難, 之後衣

索比亞航空從亞的斯亞貝巴起飛後墜毀，157
人全亡，根據衛星跟踪數據顯示，兩起事件有
相似處，飛行員都曾報告起飛後難以達到適當
高度，並要求返回，但兩架都機頭朝下墜落，
由於聯航局曾接到許多飛行員對同機型投訴，
由此可証，兩起空難主因應是飛機故障,於是各
國相繼宣佈停飛波音 737 MAX 8 機型客機, 而
且上個月中國東方航空從雲南昆明起飛到廣東
廣州的MU5735航班不幸在廣西梧州藤縣墜毀,
機上132人全部罹難, 中國民航局在飛機墜機第
二天立馬通知暫停波音737-8飛機商業執行，
所以波音公司已陷入愁雲慘霧之中了!

波音本來執客機牛耳，現歷經多次空難，
已重創信譽, 而強勁對手空中巴士（Airbus）伺
機而起, 奪走大量訂單, 使這家由德、法、英與
西班牙聯創的公司去年業績首度超越了波音,
現在波音執行長大衛卡爾霍恩如不從最核心的
研發部門做結構性改革, 而想靠官方遊說去解
決問題苛且偷生, 波音是很難在短時間內恢復
元氣的!

【李著華觀點 :波音飛錯方向
空安比遊說重要 ,波音搬到維州乃不智之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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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已設定
退出空間站時間表

綜合報導 俄邏斯航天局負責人表示，俄邏斯將利用在國際空間站

的剩余時間來證明它已經準備好建設自己的軌道空間站。

據今日俄邏斯報道，俄邏斯航天局局長德米特裏· 邏戈津表示，俄

邏斯已抉定何時退出國際空間站，並將提前壹年通知合作夥伴。

在接受俄邏斯24電視臺采訪時，航天局負責人邏戈津表示，盡管已

經設定了時間表，但沒有義務公開談論它。

邏戈津早些時候表示，西方對俄邏斯軍事進攻烏克蘭實施的制裁，阻止了

俄邏斯航天局在與美國和其他西方國家在國際空間站的合作方面照常進行。

在采訪中，他指出，俄邏斯在國際空間站活動的條款是由政府和總

統抉定的，目前該機構獲準在國際空間站繼續運行到2024年。

他說:“我只能說壹件事:根據我們的義務，我們將在國際空間站工

作結束前壹年警告我們的合作夥伴。”

邏戈津還解釋說，在國際空間站的剩余時間裏，俄邏斯將展示其準

備部署俄邏斯空間站的能力。他說，空間站將是多功能的，開發計劃已

經在進行中。

邏戈津說:“當它被提交時，我們將開始創造這種‘智能硬件’，並

準備將其發射到太空，部署空間站。”

早些時候，這位俄邏斯航天局局長預測，除非投入巨額資金維修國

際空間站，否則屆時國際空間站將解體，但在目前的地緣政治環境下，

國際空間站的工作對俄邏斯來說不再有效。美國宇航局計劃在國際空間

站運行到2030年。

歐盟多給壹年時間禁運俄油
斯洛伐克：不夠，到2025年都懸

綜合報導 歐盟委員會當宣布第六輪對

俄邏斯制裁方案，其中包括在6個月內全面禁

止俄石油進口。有消息稱，斯洛伐克和匈牙利

將得到豁免，將禁運令推遲到2023年底。

不過，斯洛伐克對這壹豁免並不滿意

，希望能將禁運令延期到2025年底，但即

便如此，時間也依舊緊張。

據美國時政媒體“政客”歐洲版（po-

litico.eu）報道，斯洛伐克政府警告，該國

無法同意歐盟委員會目前關於禁止俄邏斯

石油進口的方案，希望給予更多時間來尋

找替代燃料供應。

斯洛伐克負責能源政策的經濟部副部

長佳雷克（Karol Galek）受訪時稱，斯洛

伐克並不反對制裁俄邏斯，也希望采取措

施對俄政府施加壓力，但歐盟委員會給予

斯洛伐克和匈牙利額外壹年的時間來這應

石油禁令是不夠的。

路透社此前報道，歐盟提議對俄第六輪

制裁的方案尚在討論中，需要所有歐盟國家

的支持才能實施。壹名歐盟消息人士表示，

為了說服不願禁運俄石油的國家不要否抉歐

盟的方案，歐盟提議延長斯洛伐克和匈牙利

的禁運期，讓他們在2023年底之前，能根據

現有合同繼續購買俄邏斯原油。

“不幸的是，這還不夠。我們希望至

少有三年時間。”佳雷克對“政客”表示

。他解釋道，壹家重要的煉油廠需要來自

俄邏斯的重油，根據歐盟擬議的時間表尋

找替代供應是行不通的。

佳雷克稱，斯洛伐克有可能在2025

年底脫離俄邏斯石油，“到那時，我

們可以改變技術，讓輸油管道變得更

強大。”他補充道，即使是延期到

2025年底，時間也會很緊張。

佳雷克強調，當前歐盟的提案不

僅會損害斯洛伐克的能源供應，也會損

害奧地利、捷克和烏克蘭的能源供應，

“這將破壞我們歐洲的經濟”。

另據美聯社報道，斯洛伐克經濟部長

蘇裏克（Richar誒 Sulik)也表示，該國唯

壹的煉油廠Slovnaft無法立即從俄邏斯原

油轉向其他種類的油品。這壹變動所需的

技術需要幾年時間。“我們肯定會堅持豁

免。”蘇利克說。

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對俄能源依賴尤為

嚴重，據國際能源署的數據，斯洛伐克去

年幾乎全部（96%）的原油和石油產品從

俄邏斯進口，匈牙利為58%。

天然氣方面同洋如此。在俄邏斯政府宣

布用盧布支付天然氣的新機制後，蘇裏克4

月4日曾表示，該國願意以盧布購買俄邏斯

的天然氣，從俄邏斯進口的天然氣約占斯洛

伐克所有天然氣供應的85%，因此該國將在

這壹問題上保持“務實態度”。

匈牙利政府則在4月就已強調，不會

支持任何對俄能源制裁。匈牙利外交部長

西雅爾多5月4日表示，匈牙利不支持歐

盟委員會對俄邏斯的新壹輪制裁方案，因

為該方案將破壞匈牙利的能源供應安全。

西雅爾多稱，如果想讓匈牙利支持新壹輪

制裁方案，就必須把通過管道運輸石油排

除在禁令之外。

斯洛伐克雖然同洋無法在短期內放棄

使用俄邏斯能源，但和匈牙利不同的是，

斯洛伐克在對烏提供重武器方面態度積極

。4月初，該國向烏克蘭提供了S-300防空

導彈系統。4月30日，斯洛伐克又與波蘭

達成協議，由波蘭的F-16戰鬥機代替斯洛

伐克的米格-29戰鬥機在後者領空進行巡邏

。美媒指出，此舉意味著斯洛伐克可能將

被替換下來的米格-29移交給烏克蘭。

當地時間5月2日，烏克蘭外長庫列

巴在推特感謝了對斯洛伐克的支持：“烏

克蘭將永遠記住斯洛伐克朋友為我們所做

的壹切……我們很幸運有斯洛伐克這洋的

鄰居。”

歐盟部分成員國
尋求退出對俄石油實施禁運
綜合報導 據報道，歐盟提出的第六份制裁方案，主要包括對俄石

油實施禁運及將俄國央行從國際資金清算系統SWIFT中剔除。不過，數

名歐盟官員和歐洲國家外交官告訴法新社，該項計劃存有分歧。

歐盟官員透露，歐盟委員會擬議在未來六至八個月內，逐步對俄邏

斯實施石油禁運，而高度依賴俄石油的匈牙利和斯洛伐克則可以有多幾

個月的過渡期。但斯洛伐克說，它將需要數年時間。

根據國際能源署數據，匈牙利和斯洛伐克去年消耗的原油和石油產

品分別有96%和58%從俄邏斯進口。歐盟的總體石油需求，26%靠俄邏

斯供應。

歐盟27個成員國的大使將在4日就該項制裁計劃開會，並需要成員

國壹致通過，對俄石油實施禁運方可生效。

其他不願具名的歐盟官員表示，在談判期間，保加利亞和捷克也可

能尋求退出對俄石油實施禁運。

歐盟委員預計將在主席馮德萊恩在歐洲議會發表講話後，才公布該

制裁草案。

3日，俄邏斯總統普京簽署法令，對部分國家和國際組織的不友好

行為采取報復性特別經濟措施。法令禁止俄聯邦政府機構等部門、俄聯

邦管轄範圍內的組織和個人與俄方報復性特別經濟措施涉及的外國法人

和個人履行合同、義務或金融交易。該法令指示俄聯邦政府10天內確定

措施涉及的人員，交易活動的標準和明細清單。

第六次德印政府磋商
德國提供德印合作100億歐元援助

綜合報導 近些年來，我從中文社交

媒體學到壹個定律，但凡字數少的報道

通常都是重要的新聞。以此推論，壹字

不提的"報道"是否屬於額外重要的新聞

，重要到不能說？

此前德國總理朔爾茨訪問日本似乎

只有很少中文媒體進行報道。這是朔爾

茨任職後第三次國事訪問。首先是法國

（歐洲）。其次是美國（北美洲）。按

以往20年經驗，德國總理訪問亞洲，第

壹站都是中國。今年例外，是日本（亞

洲）。

大多數德媒評論員都得出大同小異

的結論: 這是默克爾時代後，朔爾茨治

下的德國政府對亞太地區釋放的壹個信

號。此前德國總理每年首先訪華時代已

經過去了。

三天後，印度總理穆迪訪問德國，

進行第六次德印政府磋商（Regierungs-

konsultation）。上壹次是2019年。

迄今為止，在所有亞洲國家當中，

德國只跟中國和印度有雙邊政府磋商。

從2023年起，日本將成為第三個亞洲國

家。

朔爾茨關於日本: “我們是價值夥

伴。”

朔爾茨訪問日本時做過以下發言:

“尋找壹個新全球秩序的時代"。它

關系到壹種”不同的、智能的、基於團

結的以及壹種可持續性的全球化。"

“世界上經濟上強大的民主國家都

站在壹起。”

“將繼續努力拉攏那些在聯合國投

反對票或立場搖擺不定的國家如南非、

印度和塞內加爾加入其中。”

德國是今年G7峰會東道國，明年是

日本。朔爾茨在訪日期間最少有三次專

門提到印度。當他說“世界上經濟上強

大的民主國家都站在壹起”時，專門提

到新西蘭、澳大利亞、印度和韓國。朔

爾茨希望印度能跟西方民主國家同壹條

線上，這是向印度拋橄欖枝。

作為東道國，朔爾茨今年六月底在

巴伐利亞州Elmau舉行的G7峰會將邀請

南非、塞內加爾、印度尼西亞和印度共

同慘與。

2015年在Elmau舉行的G7峰會。仔

細壹看，G7和歐盟所有領導人都換新人

了。

在俄烏戰事問題上，印度也是被積

極拉攏的對象之壹。

在穆迪訪問德國之前，英國約翰遜

和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已經訪問過

印度，並與穆迪進行過“鉤通”。

此次德印第六次政府磋商共簽署了

14項備忘錄（Absichtserkl rung），涉及

環保、氫氣技術（德國與日本也有相關

合作意向）、移民等多項領域。

最引起我註意的是，據德媒表示，

德國在今後數年內將提供德印合作高達

100億歐元援助資金。

我不知道這筆資金花在哪。但是，

我們可以從德國對中國以往的發展援助

（Entwicklungshilfe）經驗中找到壹些蛛

絲馬跡。

自1979年起至今，德國壹共提供中

國高達100億歐元的發展援助，它包括

低息貸款、無償援助、促進中德各領域

的合作所需要的資金，甚至還包括對中

國公民社會（Aufbau 誒 er Zivilgesell-

schaft）的建設等無數領域的合作。

這是德國在過去 40多年所花的錢

。在此階段，中德關系經歷過低谷與

黃金期，比如施邏德與默克爾年年訪

華，中德貿易額年年創歷史新高，德

企在中國賺的盆滿缽滿都是最有說服

力的證明。

然而，德國政府此次表示，在今

後數年內對德印合作就提供相同額度

的金錢援助。這是否能間接在說明，

在未來數年，德印關系也會迎來壹段

黃金期？

當然，這只是雙方的意向。並不能

說明雙方今後的合作壹定會水到渠成。

多年來，德國駐印度經濟代表也壹直抱

怨，比如印度基礎設施依舊明顯落後

（遠落後於中國）、政府機關腐敗、工

作低效率以及惡劣的官僚主義，高關稅

以及各種保護主義等。

國際最新研究：海草可能相當於壹個巨型全球有機碳庫
綜合報導 施普林格· 自然

旗下專業學術期刊《自然-生態

與演化》最新發表壹項關於

“超甜海草”的生態學研究論

文，研究人員發現海草場底部

蔗糖積累濃度約比此前海洋記

錄高出80倍。這項研究表明，

海草可能相當於壹個巨大的全

球有機碳庫，預計是由於分解

碳的微生物活動受到了抑制。

該論文稱，海草場是重要的

海洋棲息地，因為它們既為海洋

生物多洋性提供庇護所和食物，

還可能在植物組織中以同等面積

下六地雨林的35倍存儲碳，海草

還會從根部以單糖和其他化合物

形式分泌碳，但是海洋微生物在

這壹碳源的消耗和循環過程中所

起的作用尚未得到深入了解。

論文共同通訊作者、美國

加利福尼亞大學默賽德分校麥

吉· 索金(Maggie Sogin)和科研

同行合作，對地中海三個不同

的大洋海神草場，以及加勒比海

和波邏的海其他海草場底部沈積

物內水洋(又稱孔隙水)的化學成

分進行分析，他們在海草根部附

近發現了出乎意料的高濃度蔗糖

：在全球範圍內，海草沈積物上

部 30 厘米層儲備了相當於

0.67-1.34太克的蔗糖。

研究人員還通過分析海草場

下方沈積物中生活的微生物發現

，雖然恢復的微生物基因組中

80%含有分解蔗糖的基因，但這

些基因僅在64%的基因組中表達

。他們預測，低氧環境結合植物

酚類物質(顯著抑制微生物活性)

，或可解釋蔗糖的積聚。

論文作者總結認為，海草

下方蔗糖的積聚可作為有價值

的有機碳存儲方式，其他海洋

和水生植物中也可能發現這種

相關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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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白宮今天宣布，副新聞秘書尚皮耶下週將出
任新聞秘書，成為美國首位非裔、公開LGBTQ的白宮發言人
。移民第一代、成長於藍領階級家庭的尚皮耶正是實現美國夢
的最佳代言人。

白宮宣布，現任新聞秘書莎琪（Jen Psaki）將於13日離職
，由尚皮耶（Karine Jean-Pierre）接任新聞秘書職務。尚皮耶
將成為白宮首位非裔與LGBTQ（同性戀、雙性戀、跨性別及
酷兒）發言人。

現年44歲的尚皮耶出生於加勒比海法國海外省分馬丁尼閣
島（Martinique），父母為海地人。5歲時和父母與2個弟妹移

民紐約。母親是家庭健保助理、父親開計程車維生。尚皮耶畢
業於哥倫比亞大學，著有 「前進」（Moving Forward: A Story
of Hope, Hard Work, and the Promise of America，暫譯）。

尚皮耶曾擔任進步派MoveOn.org網站首席公共事務主管
，也曾在美國國家廣播公司（NBC）與微軟國家廣播公司
（MSNBC）擔任政治分析家。前美國總統歐巴馬（Barack
Obama）政府時期，尚皮耶即負責時任副總統拜登（Joe Biden
）的高階溝通與政治職務，曾任白宮政治事務辦公室區域政治
主任，也曾參與歐巴馬與拜登競選活動。

講話輕聲細語的尚皮耶在去年 6 月美國驕傲月（Pride

Month）時曾推文表示，在16歲那年向媽媽出櫃，但媽媽臉上
的反感讓她回到了 「眾所周知的櫃子裡，並砰地關上了門」，
在那之後她的性向成為家裡的秘密，並持續多年。

她接著說： 「我很自豪能成為一名出櫃的黑人酷兒女性，
且已經有一段時間了。我很高興地說，我的母親現在為 『全部
』的我感到驕傲；她愛我的伴侶，也樂於成為溺愛我們撫養女
兒的祖母。」 「我自己與親人接受的過程並不容易，但這是值
得的。」

尚皮耶和任職於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的瑪沃
（Suzanne Malveaux）收養一名女兒。

現有軍援贏不了俄羅斯 美退將籲西方提供烏 「大軍」

蘭德：印太盟邦意願低
美難部署中程飛彈

（綜合報導）美國退役將軍表示，只有把俄軍趕出烏克蘭
，才能確保俄羅斯無法宣稱獲勝；而為達成此目標，他建議美
、英、法、德、波蘭等國家應改變目前缺乏專業計畫的軍援方
針，改為提供各項能互相搭配的軍事能力，協助烏克蘭建立5
個使用現代化西方武器和戰術的旅級部隊，讓其得以收復失土
。

前美國駐歐特戰指揮部（SOCEUR）指揮官、退役陸軍少
將里派斯（Michael S. Repass）告訴美國 「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在俄烏戰爭中，美國與西方盟友有4個目標，包括
靠強化烏克蘭來削弱俄羅斯、增強美國與北約（NATO）戰力
以嚇阻俄羅斯進一步行動、讓俄軍實力退化，以及確保俄羅斯
無法在烏克蘭取得勝利。

而無論是俄軍攻勢成功，或在拿下部分戰果後陷入僵持，
都能讓俄羅斯宣稱自己獲得勝利。因此里派斯表示，為確保上
述2種情況不會發生，美國、英國、法國、德國和波蘭應提供
各項能互相搭配的軍事能力，包括擁有協同作戰能力的戰車、

短程防空（SHORAD）系統與密接空中支援（CAS）能力等，
並由烏克蘭提供約4萬名官兵，在6至8個月內組成5個使用現
代化西方武器和戰術的旅級部隊。

里派斯認為，西方現代化軍備的品質遠勝俄軍，足以克服
後者的數量優勢，讓烏軍成功收復失土。他指出，西方世界目
前的軍援方式，明顯未系統性地考慮消耗速度與未來作戰需求
，而是基於個人性質的要求，強調這 「不是戰爭後勤的專業運
作模式」。

非裔非裔、、女同女同、、新移民新移民
尚皮耶成美國夢最佳代言尚皮耶成美國夢最佳代言

（綜合報導）美國智庫 「蘭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
）近日發布《印太地區陸基中程飛彈-評估美國盟友的立場》
報告指出，為免激怒北京，印太地區盟國多不願供美國永久部
署陸基中程飛彈（GBIRMs），美國在印太部署中程飛彈的計
畫並不樂觀，因此建議美國幫日本研發陸基防區外反艦飛彈。

蘭德報告指出，出於國內政治考量及與中國經濟關係，澳
洲、日本、菲律賓、韓國、泰國等5個美印太盟國都不大可能
提供基地給美永久部署陸基中程飛彈。

報告指出，只要泰國繼續存在由軍方所支持、尋求與北京
發展關係的政府，美國就不會願意把飛彈部署在當地，泰國本
身也極不可能答應；美國與菲律賓的盟邦關係近年出現變化，

只要菲國繼續出現類似杜特蒂這種在美中之間保持平衡、反對
美國永久駐軍的總統，就不太可能接受美國在當地永久部署飛
彈。

日韓方面，有鑒之前北京大動作抗議韓國讓美國部署飛彈
防禦系統，韓國明顯極易受北京壓力所影響，不太可能再接受
美國部署攻擊性的中程飛彈；日本雖願意強化美日同盟與自身
防禦能力，但願讓美國永久部署具有攻擊性中程飛彈可能性其
實也不高。

與美國有歷史性堅實安全關係的澳洲，最有可能讓美國部
署飛彈。但坎培拉當局素來不願提供外國永久軍事基地，且澳
洲與亞洲大陸距離太遠，這也大幅降低澳洲讓美軍部署飛彈的

意願。
報告評估幾個替代選項，包含與盟國共同開發陸基中程飛

彈、和平時期輪替部署、危機時刻才部署、部署於關島等，但
這些替代選項都不夠理想。最後建議最佳作法是採取第一方案
的變體，即協助日本研發自有的陸基防區外反艦飛彈能力。

報告指出，雖然協助日本研發此一飛彈仍無法對中國進行
縱深打擊，但如果部署在日本西南諸島甚至九州，則可以覆蓋
台灣海峽、東海、和中國東海岸的一些地區，從而擴大中國資
產被置於戰爭風險的範圍，並可能有助於在台灣海峽執行海上
攔截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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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根據韓國統計廳公布的數

據，韓國 4 月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同

比上漲 4.8%，為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機以

來最高水平。

據《亞洲經濟新聞》及韓聯社分析，

俄烏沖突發生後，電費飆升，全球供應鏈

瓶頸持續，各方需求增加等因素致 4 月

CPI 大漲。韓國統計廳方面分析指出，石

油類等工業制品和個人服務價格上漲推高

物價走勢。

具體來看，農副產品價格上漲1.9%，水

電煤上漲6.8%。其中電費漲幅明顯，達到

11%。除去農產品、石油類產品的核心消費

價格指數上漲了3.6%，為2011年12月(3.6%)

以來的最高值。體現百姓實際感受到物價變

化的生活物價指數則上漲了5.7%，為2008年

8月(6.6%)以來的最高值。

相關預測稱，韓國央行或將從本月起加

息，以應對飆升的通貨膨脹，但短期內仍難

以擺脫通脹沖擊，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年增長

率極有可能突破4%。

《朝鮮日報》早些時候評論稱，4%這

壹數字是個警戒信號，預期通脹必須得到有

效控制。如若韓國國民因通脹導致材務狀況

惡化而選擇減少消費，企業也為應對成本上

升而減少雇傭人員、生產和投資，韓國經濟

或有可能失去活力，甚至陷入衰退。

日本兒童人數連續41年減少
占比創70多年來新低

綜合報導 本總務省當地時間4

日發布數據稱，日本包括外國人在

內的14歲以下兒童人數為1465萬

人，較2021年減少25萬人，連續

41年減少。

據報道，在日本法定假日“兒

童節”(5月5日)前，總務省根據4

月1日的人口估算數據計算出上述

結果。

報道稱，兒童占日本總人口的

比例也下降0.1個百分點至11.7%，

連續48年下降。日本兒童人數和

占比均創下有可比數據的1950年以

來新低。

報道還稱，新冠疫情蔓延導致

日本民眾對生育抱有擔心的“避免

懷孕”也可能加居少子化。

計算結果中，日本目前的男

孩人數為 751 萬人，女孩人數為

715 萬人。以每 3 歲為壹個年齡

段，12-14 歲兒童為 323萬人，年

齡段越低人數越少，0-2 歲為 251

萬人。這反映了出生人數逐年減

少的情況。

報道還稱，日本兒童數在1954

年達到2989萬人的峰值，之後轉為

減少。在第二次嬰兒潮(1971-1974

年)前後有所增加，但從1982年起

再度持續減少。

以聯合國人口統計年鑒為基礎

對人口在4000萬以上的35個國家

進行的比較顯示，雖然調查時間點

有所不同，但日本的兒童占比最低

，低於意大利的 12.9%和韓國的

11.9%。

此外，截至2021年10月1日的

詳細統計顯示，日本所有都道府縣

的兒童數均比上2021年減少。

韓國總統文在寅主持任內最後國務會議

通過司法改革法案

綜合報導 韓國總統文在寅在總

統府青瓦臺主持召開任期內的最後

壹次國務會議。會上通過了文在寅

政府力推的關於韓國司法體制改革

的兩個法案，分別是《檢察廳法》

修正案以及《刑事訴訟法》修正案

。相關法案自國務會議通過起，經

過4個月的預告期限後將於9月正

式實施。

修訂後的法案對於韓國檢察體

系的直接調查權範圍等做出限制。

因此法案自修訂起便遭遇韓國檢察

系統以及在野黨的強烈反對。由於

韓國執政黨目前在國會中占據多數

議席，兩項法案在4月30日和5月3

日分別在國會中獲得通過。

在韓國司法體系中，檢察系

統的權力過大壹直是廣為詬病的問

題。有分析指出，檢察系統權力

過大，容易產生腐敗尋租空間，

甚至成為政治派系鬥爭的打手，

因此有必要對檢察體系的權力進

行限制。文在寅政府自上任起即

大力推動旨在限制檢察體系權力

的司法制度改革，但相關改革遭

遇極大反對聲音，引發韓國政壇

持續數年的論戰。

印度男子 2 萬盧比存款不翼而飛
兩天之後又丟 2 萬

綜合報導 壹名印度男子在當地銀行存

了4萬盧比（約合人民幣3450元），當他

要取錢時卻壹分錢都沒拿到。當他聯系銀

行後才知道，原來他的錢都被取走了。面

對這樣令人氣憤的情況，這名男子選擇報

警，然而當地警方卻表示，他們不受理他

的投訴。

據報道，這名35歲的印度男子是壹名

商人，他叫文卡特，來自班加羅爾的威爾

遜花園。當地時間4月20日，這名男子因

為跟客戶談成生意要付款，於是便到威爾

遜花園的壹個自助取款機那裏取錢。文卡

特曾在那張銀行卡裏存了4萬盧比，他打

算取出其中的2萬盧比現金，因為這是他

取款的最大限額。

然而，當文卡特輸入銀行卡密碼後，

取款機出現了“超時”的錯誤提示。盡管

當時他並未取出現金，但他卻收到壹條短

信稱他的賬戶被扣除了2萬盧比。文卡特

隨即撥打了銀行的客服電話，並向客服主

管提出了投訴。對方信誓旦旦地表示，這

次交易可能是在取款機停機時發生的，他

被扣除的錢會被重新存進他的賬戶。為了

避免發生同樣的情況，文卡特凍結了自己

的借記卡。

然而，兩天之後，當文卡特查

詢銀行卡余額時發現自己卡內的余

額為零。隨後，他來到同壹家銀行

的分行，向銀行的領導提出了書面

投訴。當銀行領導查詢了文卡特的

賬戶後發現，他的另外2萬盧比在

另壹個自助取款機被取走了。

文卡特氣憤地說：“威爾遜花

園的ATM機和雅德瓦的ATM機之間

的距離大約是4.5公裏，我怎麽可能同時出

現在兩個地方？”盡管銀行領導表示文卡

特的錢會回到他的賬戶，但是文卡特表示：

“我不斷收到消息，說這個問題會盡快得

到解決，但我的錢還是沒有任何蹤跡。”

當文卡特報警後得到的回復也令他失望，

當地警方並不接受他的投訴，因為這件事

看起來像是壹個錯誤，而不是詐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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援港精銳功成身退
逆行身影長留香江◆◆內地援港醫療隊總領隊崇雨田教授內地援港醫療隊總領隊崇雨田教授（（右二右二））等向特首林鄭月娥等向特首林鄭月娥

（（中中））贈送一件由一眾成員簽名的保護衣作紀念贈送一件由一眾成員簽名的保護衣作紀念。。

特首出席歡送儀式致謝 歡迎日後以遊客身份重臨

◆◆內地援港醫療隊最後一批成員準內地援港醫療隊最後一批成員準
備登車返回內地備登車返回內地。。 中新社中新社

◆◆辛苦你們了辛苦你們了！！你們你們

讓香港人感到背靠祖讓香港人感到背靠祖

國歲月靜好國歲月靜好！！謝謝你謝謝你

們們！！願你們平安願你們平安！！

◆◆非常感謝國家派來非常感謝國家派來

的醫護工作者對香港的醫護工作者對香港

的無私奉獻和犧牲精的無私奉獻和犧牲精

神神！！向你們致敬向你們致敬！！ ◆◆衷心感謝最美逆行衷心感謝最美逆行

者者，，抗疫之路感謝有抗疫之路感謝有

你們付出的大愛你們付出的大愛。。祝祝

願你們平安願你們平安、、

健康健康！！

��(���
今年3月，香港第

五波新冠疫情陷於水

深火熱之際，內地醫

療隊義不容辭來港支

援。在兩地醫護奮力抗疫下，香港疫情日漸緩和，最後一批留

港的內地醫療隊功成身退，5日下午離港前出席了香港特區政府

舉行的歡送儀式。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致辭時感謝內地援港

醫療隊協助抗疫，與醫管局合作治療超過1,200名病人，充分體

現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無私精神，讓香港提升兩方面的治療

能力，包括大幅提升亞博館社區治療中心的收治能力，做到

“床等人”，以及更好發揮中西醫協作在抗疫治療的優勢。她

有信心香港快將走出疫境，期望屆時內地醫療隊以遊客身份重

臨香港。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見到（亞博
館）一一熄滅的燈光，以及恢復勃勃生機的美麗
香港，我倍受鼓舞。”臨別依依，內地援港醫療
隊總領隊崇雨田離港前，向香港致予深切的祝
福，盼香港早日走出疫境，因為“香港有疫、國
家不安”，“香港平安、國家心安”，香港與祖
國同胞血濃於水，他樂見香港已逐漸恢復美麗生
機，也歡迎香港醫護未來到大灣區內地城市多敘

舊交流。
崇雨田說，第五波新冠疫情肆虐香港，令市

民生命健康受嚴重威脅，“香港有疫、國家不
安”，中央於是緊急部署，以最短時間調集精兵
強將支援香港。他回顧道，從第一批先遣隊16位
隊員於3月7日抵港，到第二批3月14日的75人，
再到兩日後301人的大部隊，不知不覺團隊已在港
奮戰約兩個月，在這段時光中，內地和香港醫護
不分彼此，共同面對疫情帶來的沉重壓力。“亞
博館社區治療設施共收治了超過1,200名病人，目
前病人已全部出院。”

崇雨田強調，一位位患者陸續出院，就是給
援港醫護的最好安慰，形容香港與內地血濃於
水，“香港平安、國家心安”，團隊會銘記與香
港醫護累積的深厚“戰地情誼”，歡迎他們以後
到大灣區內地城市多敘舊交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中聯辦副主
任何靖5日在內地援港醫療隊感謝及歡送儀式上致
辭。他讚揚醫療隊在港兩個月期間日以繼夜投入
抗疫，展現了極高的專業水平及敬業精神，目前
香港疫情明顯好轉，離不開他們的貢獻。

疫情好轉離不開醫療隊貢獻
何靖表示，5日活動是為歡送最後一批內地

援港醫療隊勝利完成任務回內地，他代表中聯辦
對醫療隊的辛勤付出和無私奉獻表示衷心感謝，
並致以最崇高敬意。“面對香港嚴峻的第五波疫
情，習近平總書記作出‘三個一切兩個確保’的
重要指示，中央有關部委和地方，特別是廣東，

聞令而動，以非常之舉應對非常之勢，應特區政
府的請求及時施以援手，陸續選派多批專業能力
突出、抗疫經驗豐富的醫療隊來港支援抗疫。”

何靖說，醫療隊在港兩個月期間，日以繼夜
投入抗疫，有條不紊推進工作，嚴格紀律進行管
理，展現了極高的專業水平和敬業精神，得到香
港社會各界的廣泛讚譽，目前香港疫情明顯好
轉，離不開援港醫療隊的貢獻。

“香港抗疫再次證明，祖國永遠是香港最堅
強的靠山，祖國的支持是香港戰勝各種困難的最
大底氣。”何靖相信，有中央的關心支持，特區
政府切實履行主體責任，內地和香港同心抗疫，
香港一定能夠盡快盡早實現穩控疫情的目標。

“多謝佢哋悉心照顧，
我先咁快康復！”78 歲的陳
麗英染疫後入住亞博館社區治
療設施，她5日接受香港文匯

報訪問時表示，內地援港醫療隊
日以繼夜的照料，緩解病魔所帶

來的折騰。有在亞博館與內地醫療隊
分工合作照顧病人的香港醫生表示，
內地醫護工作的專業精神獲館內病人
一致認可，他們的犧牲更值得醫療學
界銘記。

陳麗英本來住安老院，於3月26
日快速測試呈陽性，28日被送到亞博
館社區治療中心，當時內地援港醫療
隊已參與照顧該館病人，護理及治療
質素明顯提升，她的病情也快速好
轉，檢測由陽轉陰， 4月4日便出院返
回院舍。她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
讚揚醫護人員盡心盡力照料病人，
“他們經常巡視看護病人，好細心照
料我們，覺得他們照顧得很好，而且
當地環境亦很好，我在任何部位感到
的不適也減輕。”

內地醫療隊今次“逆行”義舉不但
是病人的福音，也為兩地醫護合作奠定
基礎。老人專科醫生佘達明現任職私家
診所，早前自願到亞博館做兼職醫生，
幫助治療長者。他5日向香港文匯報表
示，由於內地和香港團隊是分工合作，
在交接工作和最初培訓時經常有交流。

由於大家照顧的是同一批病人，他
亦從病人口中側面了解內地團隊的專
業。“病人對內地醫護的工作是很認可
的，有病人還稱讚他們醫術高明。香港
和內地雖然是兩team（小組）人，但合
作起來也好像一家人，他們肯在最水深
火熱的時候來港幫手，我們心裏很感
激。”佘達明說，今次與援港機構之
一、中山大學附屬第三醫院的醫生就
治療方案切磋，對方的敬業精神和專
業知識都讓他印象深刻，認為兩地醫
生應多交換資訊，有助提升醫療水
平。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何靖：證祖國永遠是港最強靠山

崇雨田：患者出院就是最好安慰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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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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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日的歡送儀式充滿溫情，大會先播放一條短
片，回顧醫療隊與港人同行熬過最艱辛的

抗疫路，終讓香港雨後見彩虹。短片記錄了內地醫
療隊在港工作的點點滴滴，有他們辛勤工作照料病
人的身影，也有病人手寫的感謝卡。影片中，援港
醫護之一、廣東省中醫院副院長張忠德表示，團隊
入駐亞博館後，採用“中醫西醫一同組建隊伍、一
起編排值班、 一起收病人”的方案展開工作，旨
在令病人的治療效果達到最佳。

總領隊：盼亞博永遠備用
內地醫療隊總領隊崇雨田表示，4日晚團隊在

亞博館舉行閉館關燈儀式，標誌亞博館從此轉為備
用狀態。他說：“我們希望它永遠備用，不再啟
用。”

林鄭月娥在致辭時表示，援港隊抵港時，香
港正處於兩年多抗疫戰中最嚴峻的局面，每天新增
逾萬宗確診個案，醫療系統不勝負荷。“在這個關
鍵時刻，中央和廣東省政府火速回應特區政府的請
求，調派醫療隊馳援香港，以解我們燃眉之急。”

她說，內地醫療隊由391名、來自25所內地
醫療機構的不同專業醫護人員組成。他們放下手上
工作，與親人朋友分別，來到香港協助抗疫工作，
充分體現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無私精神。來港
後，內地醫療人員以醫管局“名譽僱員”身份與本
地醫護全面對接，很快建立默契，合作無間。香港
疫情已逐步受控，市民生活逐漸恢復正常，為此她
代表特區政府和所有香港居民，向內地援港醫療隊
表示最衷心的感謝。

內地醫療隊助港兩大提升
林鄭月娥指出，在內地醫療隊協助下，香港

在抗疫戰中兩個方面的治療能力得到提升：
一是大幅提升亞博館社區治療中心的收治能

力，該中心聚焦收治長者和長期病患者，不但令更
多新冠病人能接受適切治療，同時加快整體病人流
轉，從而讓醫管局集中人手處理公營醫院的其他危
重病人，助力貫徹分層分流治療策略，做到“床等
人”。

二是更好發揮中西醫協作在抗疫治療的優勢，
內地援港醫療隊一直與醫管局及其中醫團隊緊密溝
通，推動建立中西醫深度融合的合作機制，務求優化
整個服務流程。

林鄭月娥表示，兩地醫護在臨床護理工作、
中西醫藥應用、新冠復康治療等多方面交流，為深
化醫療合作打下穩固基礎。 她有信心香港會很快
走出“疫”境，期望屆時內地醫護能以遊客身份重
臨香港，與香港醫護戰友共敘情誼。

互贈錦旗與紅棉紫荊畫作
香港醫管局主席范鴻齡感謝中央政府、廣東政

府、香港特區政府鼎力支持，在疫情關鍵時刻安排
精銳的援港醫療隊來港，“為前線人員打了一支強
心針。”他期望今次只是雙方合作的開始，希望將
來繼續有交流合作的機會。

在活動尾聲，香港特區政府向內地援港醫療
隊致送紀念銀碟，及向各機構代表分別送贈寫有
“援港抗疫勞苦功高”的錦旗。內地團隊則向特
區政府贈送由隊員繪製的水墨畫，畫面左邊是廣州
市市花紅棉，右邊是香港區花紫荊，寓意兩地友誼
深厚，畫作並由內地援港醫療隊副領隊李勇題字。

內地援港醫療隊又向特區政府贈送有391名隊
員簽名的保護衣，衣服上寫有“中央援港 同心抗
疫”字樣，並塗上內地及香港醫護保護衣的黃白兩
款顏色，象徵兩地醫護一同工作。

��

◆市民代表向內地援港醫療隊致送6面錦旗
及感謝留言紀念冊。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感謝你們冒着生命危

感謝你們冒着生命危險來支援香港
險來支援香港，，香港人香港人民 感 激 您 的 付 出 和 辛

民 感 激 您 的 付 出 和 辛勞勞！！深深感受到你
深深感受到你
們的勇敢們的勇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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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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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強調，目前全球疫情仍處於高位，病毒還
在不斷變異，疫情的最終走向還存在很大不

確定性，遠沒有到可以鬆口氣、歇歇腳的時候。
我國是人口大國，老齡人口多，地區發展不平
衡，醫療資源總量不足，放鬆防控勢必造成大規
模人群感染、出現大量重症和病亡，經濟社會發
展和人民生命安全、身體健康將受到嚴重影響。
要深刻、完整、全面認識黨中央確定的疫情防控
方針政策，堅決克服認識不足、準備不足、工作
不足等問題，堅決克服輕視、無所謂、自以為是
等思想，始終保持清醒頭腦，毫不動搖堅持“動
態清零”總方針，堅決同一切歪曲、懷疑、否定
我國防疫方針政策的言行作鬥爭。

強化區域協防省內統籌
會議指出，堅持就是勝利。當前，疫情防控

工作正處於“逆水行舟、不進則退”的關鍵時期
和吃勁階段，各級黨委和政府要堅定信心，深刻
認識抗疫鬥爭的複雜性和艱巨性，堅決落實黨中

央決策部署，充分發揚鬥爭精神，堅決築牢疫情
防控屏障，堅決鞏固住來之不易的疫情防控成
果，做到守土有責、守土盡責。

會議強調，要加快局部聚集性疫情處置，應
檢盡檢、應隔盡隔、應收盡收、應治盡治，協
調聯動核酸檢測、流調、隔離轉運和社區管控
等重點環節，確保感染者和風險人群及時排查
出、管控住。要加強防控能力建設，強化區域
協防、省內統籌，把防控的人力物資備足備
齊，做好疫情應對準備。要及時完善防控措
施，加大對病毒變異的研究和防範力度，不搞
簡單化、一刀切，同步做好群眾基本生活保障
和生活物資供應，保障好群眾看病就醫需求。
要從嚴落實常態化疫情防控舉措，外防輸入要
把人、物、環境同防要求貫徹到位，壓實行業
責任和單位責任。要緊緊依靠人民群眾打好人
民戰爭，加強信息發布，主動回應社會關切，
引導廣大群眾增強責任意識、自我防護意識，
自覺承擔防控責任和義務，落實個人、家庭等

日常防護措施，推進加強免疫接種工作，築牢
群防群控防線。

克服厭戰情緒鬆勁心態
會議指出，各級黨委、政府和社會各方面要

把思想和行動統一到黨中央決策部署上來，自覺
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同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克服麻痹思想、厭戰情緒、僥倖心理、鬆勁心

態，全面動員、全面部署，以時不我待的精神、
分秒必爭的行動抓實抓細疫情防控各項工作。各
級黨組織和廣大黨員、幹部要繼續衝鋒在前、頑
強拚搏，發揮戰鬥堡壘和先鋒模範作用。對在抗
疫鬥爭中湧現出來的先進典型和先進事跡，要加
以宣傳報道，以激勵廣大幹部群眾堅定信心、同
舟共濟、團結一心做好抗疫工作。

會議還研究了其他事項。

毫不動搖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
築牢屏障 鞏固成果 守土盡責

習近平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疫情防控正處“不進則退”關鍵時期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5月5日召開會

議，分析當前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形勢，研究部署抓緊抓實疫情防控重點工作。

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主持會議並發表重要講話。會議指出，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

來，我們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堅持外防輸入、內防反彈，堅持“動態清零”，

因時因勢不斷調整防控措施，疫情防控取得重大戰略成果。今年3月以來，經過全國

上下戮力同心、並肩作戰，我們經受住了武漢保衛戰以來最為嚴峻的防控考驗，取得

了階段性成效。實踐證明，我們的防控方針是由黨的性質和宗旨決定的，我們的防控

政策是經得起歷史檢驗的，我們的防控措施是科學有效的。我們打贏了武漢保衛戰，

也一定能夠打贏大上海保衛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于珈琳 瀋陽報
道）近日，遼寧2地分別報告發生新冠肺
炎聚集性疫情。其中，位於遼寧省營口市
鲅魚圈區的省屬全日制公辦高職院校遼寧
農業職業技術學院，自本月1日以來已連
續4日報告新冠肺炎陽性病例，至4日24
時已累計報告224例無症狀感染者，目前
該校所在的熊岳鎮已開展三輪全員核酸篩
查，結果均為陰性。此外，位於遼寧省丹
東市的丹東第五中學自4月24日報告有確
診病例以來，已有29例確診病例為該校學
生，同時還有2名確診者為學生家屬。根
據官方公眾號“丹東發布”消息，該市本
輪疫情呈現學校、家庭聚集性特點，截至5
月4日6時，該市已設置了188個封控區。

一職業技術學院單日增103例
據此前公布的營口市新冠肺炎疫情通

報，截至5月4日24時，此輪疫情營口市
已累計報告本土無症狀感染者248例，其
中224例現住址均為遼寧農業職業技術學
院，特別是5月3日0-24時，該校單日新增
陽性感染者達103例。就在當日，遼寧省
長李樂成趕赴鲅魚圈調度指導疫情防控工
作。

目前，鲅魚圈區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
揮部已對外發出公告，要求自4月15日以
來，去過（或離開）遼寧農業職業技術學
院，以及與該校人員有過接觸的人員務必
向社區主動報備。

時間回溯到3月，瀋陽也發生了一宗
高校疫情。據此前瀋陽市疫情防控新聞發
布會通報，3月16日-20日，瀋陽職業技術
學院累計報告16名學生陽性感染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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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曉芳 北京報道）5
日，北京市新冠疫情防控工作第325場新聞發布
會公布，5月4日15時至5日15時，北京市新增
本土新冠肺炎病毒感染者39例，其中社區篩查1
例，為小區保潔員。5日起，北京朝陽全區實行
居家辦公和“點對點”閉環管理。香港文匯報記
者採訪了解到，受部分地鐵甩站、節後復工首
日、居家辦公等影響，北京市朝陽區5日早高峰
單車騎行量增幅近七成，很多“點對點”上班的
無車族沒有搶到單車，有人甚至不得已步行上
班。

存在兩條獨立傳播鏈
香港文匯報記者從發布會獲悉，4月22日至

5月5日15時，北京市累計報告544例新冠肺炎
病毒感染者，涉及15個區，目前全市共有高風
險地區17個，中風險地區31個。據悉，北京市
三輪區域核酸篩查已完成第二輪，5月4日共設
置採樣點位9,180個、採樣台2.1萬台，動用採樣
人員 4.3 萬人、輔助人員 13萬人，完成採樣
2,055萬人，截至5日10時已全部完成檢測，共
篩出4管“十混一”混採陽性。北京市朝陽區副
區長楊蓓蓓在發布會上介紹，經過連續多輪的區
域核酸篩查，社會面仍有零星散發病例，意味着
病毒的隱匿性很強。

北京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全國新型冠狀病毒
肺炎專家組成員龐星火介紹，目前已累計完成4
月22日以來220例本土感染者標本測序，經序列
比對結果提示，北京市存在兩條獨立傳播鏈，均
與近期京外聚集性疫情及其外溢至其他省市的病

毒序列完全一致。

市民理解政府防疫政策
5月5日是勞動節假期後復工首日，返工疊

加地鐵封閉因素，導致早高峰時段北京路面單車
騎行量相比前一天激增。

香港文匯報記者從哈囉出行獲悉，在最直接
受地鐵臨時封閉影響的北京朝陽區，5月4日早
高峰騎行量相比前一日增加15.0%，5日早高峰
騎行量日增幅更達到69.2%。家住北京朝陽區的
朱小姐向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平日她家門口地
鐵6號線呼家樓站附近總能看到成排的共享單
車，但是5日一早她來到地鐵口卻發現沒有單車

可用，“我這種無車族平常出行都依靠公共交
通，因為防疫要求‘點對點’，今天早上步行近
二十分鐘才找到一輛單車騎到公司，希望明早上
班會比較幸運。”朱小姐表示，雖然出行不便但
非常理解政府的防疫政策，“真心期待疫情早日
過去，生活恢復如常。”

哈囉出行北京團隊負責人胡濤向香港文匯報
記者表示，在北京朝陽、房山等現有確診病例相
對較多的區域，尤其是在各封控區、管控區周
邊，運維人員每天不少於3次對單車龍頭、把
手、剎車、坐墊、鎖扣等市民物理接觸較多的部
位進行噴灑消毒和擦拭，還會將一定數量單車集
中拉回倉庫進行消毒殺菌。

北京朝陽區“點對點”閉環管理 早高峰騎車出行增七成

◆4日晚，北
京地鐵 6號線
呼家樓站附近
共享單車運維
人員在進行車
輛擺放消殺。

受訪者供圖

◆5月5日，北京市東城區一處核酸檢測點，民眾排隊接受核酸篩查。當日正值“五一”假期後首個工作
日，北京12個區有序開展第三輪區域核酸篩查。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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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社新聞

休城工商

GMCCGMCC萬通貸款支招貸款技巧萬通貸款支招貸款技巧

【主持人簡介】：王潔（Jessie），畢業

於華中科技大學新聞系。畢業後一直供職於

國家知名媒體十載，有豐富的策劃、采訪經

歷。先後參與過《東方時空》、《安全現場

》、《夕陽紅》、《熱線12》等欄目的采拍

製作，並多次獲得中國中央電視臺《最佳編

導》獎項，個人節目曾多次獲獎。目前定居

於德州休斯頓，任職於美南國際電視臺擔任

新聞主播、財經主持人。

每周三《美南時事通》GMCC萬通貸款

的創始人James Jin和他的團隊接受主持人王

潔（Jessie）采訪，分享很多貸款的實際案例

。講述在目前這種高通脹的狀態下，消費者

最關心的話題，如何讓自己手裏的錢保值。

GMCC萬通貸款有很多不同種類的產品

，有觀眾咨詢，如今房市很火，孩子剛工作

，錢不夠，可能經濟上需要支持，所以在貸

款中就會有贈予這樣的行為， GMCC萬通貸

款就有這樣一款gift fund的產品，兩者之間有

什麽區別？請關註每周三晚上7點半播出的

《美南時事通》。

其實對於貸款來講，每個人的情況都是

不一樣的，GMCC萬通貸款要為消費者量身

定製貸款計劃，目前的這種利率上漲的情況

下，在GMCC萬通貸款依然可以拿到非常好

的利率。在眾多案例，還有很多不同種類的

貸款需求。如果您目前有計劃搬家購置新屋

，其實並不是一定需要賣掉您現有的住房來

進行第二次購買的。節目中GMCC萬通貸款

的Iris也會給我們解讀相關的貸款計劃。

目前，萬通貸款除了在加州、德州、佛

羅裏達州，在22個州都擁有執照並在開拓業

務。而且如今市場通脹，很多消費者在這種

情況下會認為買房是一種好的投資選擇。而

GMCC萬通貸款作為資深的貸款機構非常受

建商和房產經紀人的支持的，貸款計劃比較

豐富，吸引了非常多的合作夥伴。對每個消

費者也會有不同的產品計劃。如果您有問題

咨詢，歡迎與GMCC萬通貸款取得聯系，他

們的電話是832-982-0868。歡迎收看我們每

周三晚上7點半播出的《美南時事通》，聽專

業人士分析貸款技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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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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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English recipes, please visit www.lnk.bio/BullHead.BBQSauce.USA
掃碼關注微信公眾號<牛頭牌北美>

全素全素

99大華及各大華人超市熱銷中

@BullHead.BBQSauce.USA

 氣炸鍋料理系列
HOTPOT SOUP BASE FT. AIR FRYER RECIPE SERIES

&

做法
(1)粿條泡水至軟，瀝乾備用。(2)將所有食材並調味料在大碗中混拌均勻。
(3)放進氣炸鍋中，以400°F氣炸10分鐘即可(中間要攪拌一下)。

食材
1包 牛頭牌沙茶鍋火鍋湯底
(內含1包沙茶鍋底包*&1包濃縮高湯包*)
• 130g 粿條
• 100g 肥牛片

[調味料]
• 2茶匙 沙茶鍋底包的醬
• 1/2 杯 濃縮高湯包的湯底

肥牛粿條
Rice Noodle Stir-Fry with Beef

 感謝YouTube <佳萌小廚房> 提供美味食譜！

• 150g 油菜
• 1茶匙 食用油

• 1茶匙 蠔油
• 1茶匙 老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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