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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財長：中國封城阻礙全球供應鏈復甦
（路透社
路透社）
）

（中央社）美國財政部長葉倫（Janet Yellen）
今天表示，中國的 COVID-19（2019 冠狀病毒疾病
）封城措施，似乎正阻礙商品流動及全球供應鏈復甦
。路透社報導，葉倫在德國波昂（Bonn）與七大工
業國集團（G7）財長會面前告訴記者： 「有鑑於
（中國）封城範圍之廣，這將加劇我們面臨的供應鏈
困境，並且推高價格，（中國）封城看起來肯定會阻
礙商品及服務的生產和流動。」
葉倫還指出： 「儘管部分壓力看起來正在紓緩，
在中國的事態發展加劇了供應鏈壓力。因此這是一個
令人擔憂的問題。」
她也指稱： 「中國也似乎正在經歷成長放緩。身
為全球最大經濟體之一，中國的經濟表現已對全球各
地成長造成外溢效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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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德勃博士永遠安息
我見我聞我思
Wealee@sc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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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約十年前的夏天， 一
對非裔夫婦走進了我的辦公
室， 非常谦和地告訴我，他
們想出版一份社區報， 以報
導非裔教會及社區新聞為主
， 並且把一份十六頁對開已
経排版的報紙給我看， 當時
我對這份圖文並茂之社區報
印象十分深刻， 在言談中 ，
我才知道他們也是來自非洲
奈及利亞之第一代移民， 艾
德勃博士是從艾利芙學區擔
任小學校長後退休， 並且曾
在英國留學， 其夫婿早年也
在奈及利亞電視台工作多年
。
當我接下了他們的創刊
版面後， 我立即召集暗房收

版及有關同仁請他們立即安
排收電子版及印刷時間 ，経
過短暫的交談 ，我把他們送
到電梯， 並保証我們會竭盡
全力為他們做好一條龍服務
， 包括收版、 印刷、 送報
發行， 他們看著我微笑點頭
。
第二天清晨上午七時，
我依例走進了報紙印刷車間
， 正逢他們的彩色社區報從
輸送帶上印刷出來， 我立即
撿起一份油墨未乾的彩色社
區報給他們去了個電話， 不
久這對夫婦就趕到印刷中心
， 就像一個新生嬰兒之誕生
， 我們的臉上都呈現了喜悦
和興奮的笑容， 從此這份報

紙加入了美南新聞傳媒集團
之大家庭， 不久後他們就連
報社辦公窒也搬進了美南國
際貿易中心大樓。他們夫婦
同時協助我們舉辦了許多文
化貿易商業活動， 尤其是和
非洲大陸之交流， 几內亞大
使楊森多次在國際貿易中心
舉辦招商說明會，德州和非
洲之間之座談會多半由她們
夫婦主持。
當疫情來襲時， 休斯敦
社區遭到無情之打擊， 國際
移民社區更是求助無門 ，艾
德勃博士建議國際貿易中心
應該加強對社區擴大服務 ，
當天下午我立即召集同仁成
立工作委員會， 加強對社區

小商業申請政府補助、 法律
諮詢 、稅務減免等服務 ，並
於當週末下午召開記者會，
並請格林國會議員及數十位
社區領袖參加。
疫情期間 艾德勃博士因
聚勞成疾 不幸病倒， 週前接
到其夫電話， 開始泣不成聲
， 告知她已歸天， 我頓時悲
哀充滿胸膛 ，聞之無以言表
。
上週六 我參加了非裔教
會為她舉辦之追思會， 數百
位友人參加 ，我在會上除了
表達哀悼之意 ，並表達我們
失去了一位益師良友， 她的
離去是國際社區之損失， 在
新聞媒體之事業上 ，我們曾

經是戰友和同志 ，我們將永
遠怀念妳 ，請妳一路好走
……

Dr. Martina Edebor Our
Colleague, Friend And Leader
Edebor and her husband had both
come from Nigeria and that we
were all first-generation
immigrants. She was educated in
England and here in the U.S. and
retired from her position as a
school principal in the Alief School
District.

幾內亞共和國駐休斯敦名譽總領事

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In the summer of late 2010 an
African American couple walked
into my office and told me very
modestly that they wanted to
publish a community newspaper
that would mainly report on African
American community churches and
community news. They showed me
a 16-pages tabloid layout. I was
very impressed with their graphics
and layout and immediately called
my staff in to discuss about how we
could work on this new job. In our
conversation, I found out that Dr.

After the meeting I assured them
we would try our best to print their
newspaper, and not just print their
newspaper, but also we would
include distribution with ONE
STOP service! They were all
smiles and I walked them to the
door and said goodbye.
Next day as usual, I arrived at my
office at 7:00 am. When I walked
into our pressroom, the all-color
newspaper with fresh ink had just
come out of the press form. I
immediately picked up a copy and
called the Edebors and told them

their newspaper was ready. In less
than one-half hour they both
arrived and held the newspaper
like a newborn baby. We all were
smiling with great joy.

conference to introduce the new
services and many community
leaders as well as Congressman Al
Green were among our guests.
During the pandemic,
unfortunately, Dr. Edebor fell ill due
to fatigue. A few weeks later I
received a call from Mr. Edebor
and he told me that she had
returned to Heaven. I suddenly felt
sad and full of personal grief.

From then on, their newspaper
joined the big family of Southern
News Group. Soon after, they even
moved their office into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which is
the next building over from the
Southern News building.

Last weekend I attended the
memorial service and celebration
of her life in a local church.
Hundreds of friends came to say
their final goodbyes. I told all the
friends that her departure is a great
loss to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We are comrades in the media
business and we all will miss her
very much.

Over the last several years, Dr.
Edebor assisted at the ITC where
she and her husband hosted many
cultural, trade and business
seminars. When the pandemic hit
our community, she suggested that
we needed to do more for our
community. We decided to add
more services including legal
services and SBA loan application
services. We held a news

Dr. Edebor, you really had a full lif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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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服務華人社區已於美南新聞大樓一樓設有辦公室

11122 Bellaire Blvd., Suite 103, Houston, TX 77072
(Tues-Thur 9:00am-5:00pm)

1305 Prairie St., Ste. 300, Houston, TX 77002
(Mon-Fri 9:00am-5: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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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過去這個週末美國連續發生了兩件不
尋常的仇恨殺戮事件, 引發了主流媒體廣大
關注, 其中在紐約水牛城, 一位白人至上主義
者到一家超市大規模槍擊殺死了十位非洲裔
黑人。而在加州橘郡則發生了來自台灣的一
位外省人暴徒私闖台灣人聚會的教堂, 打死
了一位向他抗暴的台裔醫師鄭達志, 由於那
兩名歹徒手段殘忍，他們把自己 心中的不滿
轉為殘殺無辜，此行徑人神共憤，絕不能見
容於天地!
美國由於槍枝氾濫, 每天發生各種不同
動機的犯罪事件, 不足為奇， 根據 Everytown For Gun Safety 估計，截至 2021 年的
12 年裏，美國共發生了 1363 起大規模槍擊
事件,其中最令人不安的就是仇恨殺戮, 而這
次的水牛城兇嫌顯然 是一次有目標的仇恨犯
罪，是一個種族動機的暴力極端主義行徑，
事發當天，兇嫌佩頓•詹德倫在他的步槍上
寫下了“N 開頭代表黑人的侮辱性詞彙的字
母，隨後便驅車前往水牛城 Tops Friendly 超
市進行了殘忍屠殺。調查人員正在研究一個
180 頁的種族主義文件，據說是詹德隆所寫
，稱攻擊是為了恐嚇所有非白人非基督民眾
，讓他們離開美國。警方說，詹德隆從紐約
康克林的家中驅車 320 公里，在攻擊中使用
了 AR-15 型步槍，身穿防彈衣，並使用一個
頭盔攝像機在互聯網進行直播, 行徑之囂張

俄羅斯會動用核武嗎？ 副總理曝使用時機
21 歲 的 俄 軍 戰 俘 瓦 迪 姆 • 希 希 馬 林 (Vadim
Shishimarin)被基輔檢察官列為戰爭罪被告，他被
控告殺害平民。他的第一場聽證會在上周五進行，
今天繼續開庭。
儘管基輔下著毛毛雨，但在基輔法院外仍有許
多民眾想要聽這位士兵的證詞。希希馬林是自戰爭
開始以來，第一位因戰爭罪受審的俄羅斯士兵。
律師表示，他的當事人遭指控在戰爭開始後 4
天，在蘇梅州丘帕希夫卡鎮(Chupakhivka)槍殺一名
62 歲的無武裝男子，也就是殺害平民。

烏克蘭檢方表示，類似的案件還會陸續召開，
迄今為止，烏克蘭已記錄了超過 12000 起俄軍犯
下的戰爭罪。
「半島電視台」 18 日報導，俄羅斯支持的烏克
蘭東部分離主義組織領袖普希林（Denis Pushilin）
表示，雖然有數百名來自馬立波（Mariupol）亞速
鋼鐵廠（Azovstal）的烏克蘭官兵投降，但其中
「不包含任何高階指揮官」 ，稱這些人尚未離開錯
綜複雜的鋼鐵廠區。

利用輻射冷卻效應 未來太陽能可在晚上發電
或許在未來，夜間不再是太陽能最大的弱點。一項新研究表
明，晚上的輻射冷卻效應同樣可以驅動光敏材料形成電位差，也
就可以形成一定程度的電力，達到效間發電的效果。
科學警報(ScienceAlert)報導，澳洲新南威爾斯大學的(UNSW)物理學家皮爾斯( Phoebe Pearce)說： 「將陽光直接轉化為
電能的光伏技術(Photovoltaics)，是利用半導體的光電效應，將
太陽輻射直接轉變為直流電；到了晚間，則會把地球的熱量散發
進寒冷的宇宙，稱為輻射冷卻。理論上，我們也可以用這個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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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見一斑, 他沒有想到他槍下 的死者都
是一些普通百姓, 他們過着自己的生活，直
到邪惡勢力意外地來到他們這一群以黑人為
主的居住社區。
同樣的仇恨發生在加州橘郡台裔教會的
槍擊血案中，警方與 FBI 都證實, 獨自住在拉
斯維加斯 68 歲的嫌犯周文偉是出於政治動機
而旅行到南加州進行仇恨槍殺，他已被控 1
項謀殺罪和 5 項殺人未遂罪，橘郡地方檢察
官辦公室將正式提起公訴。
種族這個名詞更多是指向一種社會結構
，而不是一個固定的現實群體，不同的人對
此有不同的觀點,但對於種族歧視往往帶來可
怕的後果。 近年來在美國歷史上出現了對
土著、黑人、拉丁裔和亞裔充滿仇恨與偏見
的言行，影響甚為嚴重,從這次水牛城到加州
, 再回到不久前匹茲堡的猶太教堂到德克薩
斯州埃爾帕索的沃爾瑪，對與自己長相不同
的人,無論是猶太人、拉丁裔、非裔 與亞裔,
感到憤怒的持槍人，他們的心術是不正的,我
們對這些肇事者感到憤怒，我們都應該意識
到，唯有驅除種族仇恨, 各個族群才能夠榮
辱與共以及永久和平共存,現在是我們站起來
毫不含糊地譴責仇恨暴力不人道行為的時候
了，就讓嚴格的法律來重新確定美國的真理
、公平、體面、平等和正義吧！

烏克蘭首審戰爭罪21歲俄軍人認殺害平民下場曝
烏克蘭基輔地方法院 18 日審理俄國入侵
後第一起戰爭罪案件，21 歲的俄國士官、被
告希希馬林（Vadim Shishimarin）在庭上承
認殺害一位手無寸鐵的平民，若罪名成立，
他可能面臨終身監禁。
希希馬林來自俄國伊爾庫次克（Irkutsk
）地區，出庭時身著藍灰色連帽衫，坐在基
輔地方法院的被告席，低頭聆聽檢察官以烏
克蘭語宣讀對他的指控，現場有即時口譯。
希希馬林被問及，是否承認犯下戰爭罪和預
謀殺人，他回答： 「是。」
美聯社報導，希希馬林為俄軍坦克部隊
一員， 2 月 28 日在烏克蘭東北部殺害一位手
無寸鐵的平民。檢方表示，當日希希馬林和
其餘 4 名軍人在他們的縱隊成為烏軍目標後
，盜竊一輛私家汽車逃跑，後在蘇米州
（Sumy）丘帕希夫卡村（Shupakhivka）附
近碰到騎乘自行車的 62 歲男子， 「其中一名
軍人要被告殺了這名平民」 ，希希馬林遂持
AK 突擊步槍從車窗開槍， 「男子立即死亡
，離住家僅幾十公尺」 。

發電。」
皮爾斯的工程團隊利用夜視鏡中
常見的光敏二極體(photodiode)， 由
碲化鎘汞(MCT) 製成的光敏二極體可
以吸收中遠距離紅外線，並將其轉化
為電流，在一般的夜視鏡中，將這些
電流化為影像，就形成夜鏡鏡的成像效果。
工程團隊製造了一個夜晚光敏電池原型，在大約 20 度的環

「我奉命開槍，」 希希馬林說， 「我朝
他開了一槍，他就倒下了。我們繼續前進。
」 自戰爭爆發後，烏方已指控俄軍犯下超過
1 萬件可能的戰爭罪行，包括大肆劫掠、強
暴婦女、對平民或俘虜施以酷刑等。烏克蘭
檢察總長維涅迪克托瓦（Iryna Venediktova
）在推特指出： 「透過第一次審判，我們將
釋出清楚訊息：每名罪犯和每個下令或協助
在烏克蘭犯罪的人，都無法逃避責任。」
對此，克里姆林宮發言人培斯科夫
（Dmitry Peskov）告訴路透社： 「和往常
一樣，沒有任何（關於審判）的消息。」 他
稱，俄國在當地沒有外交使團，提供協助的
能力非常有限。他並說： 「許多烏克蘭在談
論的案件分明都是假造的，就如我們專家所
證明的那樣。」
另方面，俄羅斯聯邦調查委員會
（Russian Investigative Committee） 計 劃
審問自馬立波亞速鋼鐵廠撤離的士兵，以調
查 「基輔在頓巴斯地區對平民所犯罪行」 。

境下， 由 MCT 光敏二極體製成的發電板，在每平方公尺可產生
2.26Mw(毫瓦)的功率密度，這相當微弱，只有 0.0026 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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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束中立，芬蘭正式申請加入北約

綜合報導 為迎接 2024 年巴黎夏季奧運會，巴黎香榭麗舍大街改造
工程正式啟動。此次改造計劃預計耗資 2.6 億歐元，改造後的香榭麗舍
大街將綠化更多、汙染更少。
巴黎市長伊達爾戈與巴黎香榭麗舍大街委員會主席賈梅特 11 日正式
宣布啟動香榭麗舍大街改造工程。巴黎第八區區長奧特塞爾表示，自
1993 年以來，香榭麗舍大街壹直未曾進行過大型改造，現在該改造工程
終於啟動。具體的施工將於今年夏天開始，總成本預計為 2.6 億歐元。
據法國媒體報道，香榭麗舍大街近年來是匯聚各國遊客的壹個標誌
性旅遊景點，巴黎本地民眾對其興趣不大。根據旅遊局的數據，香榭麗
舍大街是巴黎訪問量最大的景點之壹，每天接待近 30 萬遊客，但過多的
遊客時常會打擾到附近居民的正常生活。香榭麗舍大街現在也經常出現
交通擁堵的情況，車輛產生的汙染嚴重，周圍的人行道也沒有得到很好
的維護。2020 年 6 月官方發布的調查數據顯示，參與調查的 10 萬巴黎地
區居民中，絕大部分民眾支持對香榭麗舍大街上的交通工具進行更好的
監管，並增加綠化。
據介紹，香榭麗舍大街委員會希望大街能夠為行人提供更多的空間
，減少通行的車輛數量，並擴大綠化規模。伊達爾戈表示，將拓寬凱旋
門四周，並將翻修周圍的街道，給民眾提供更大的空間。到 2024 年，大
街將增加超過 15000 平方米的綠化帶，並會將 7000 平方米的道路改成花
園道路。巴黎官方希望改造工程可以使香榭麗舍大街適應新的挑戰，更
好迎接 2024 年巴黎夏季奧運會，令巴黎的民眾和所有熱愛巴黎的人都能
夠享受其中。

巴基斯坦男子發現 19 年前曾開過護

裏面竟有 1.4 億現金
綜合報導 巴基斯坦壹名男子近日發現他在瑞士銀行擁有 2 個帳護，
裏面如今有 40 億巴基斯坦盧比（約合人民蔽 1.4 億元）。男子表示，自
己對此卻並不知情，這到底是怎麼壹回事呢？
據巴基斯坦媒體報道，穆罕默德· 賈維德來自巴基斯坦拉合爾，他
從未出國旅行。他既沒有在巴基斯坦銀行開護，也沒有在稅務局登記納
稅。如今，他發現自己在瑞士銀行竟然有 2 個帳護，裏面有 40 億巴基斯
坦盧比（約合人民蔽 1.4 億元）。
帳護於 19 年前開通，也就是 2003 年，當時賈維德年僅 26 歲。賈維
德那個時候是壹名工廠工人，每天的收入在 200 到 300 盧比之間。那
時，他還沒有在國外開護所需的護照。
賈維德大部分時間都住在拉合爾壹個貧民窟的下水道旁，每天這裏
都能夠聞到惡臭。幾個月前，貧民窟被拆除。賈維德說：“他們（市政
府）四個月前來到這裏，給了我們十分鐘的時間來整理我們的行李。我
們設法整理了壹些行李，部分行李被埋在瓦礫下。”
賈維德的母親說，兒子沒有錢養活自己，更不用說在國外開設銀行
帳護了。她說：“如果我們有錢，我們會建造壹棟那洋的大房子，她指
著壹處豪宅說，貧民窟和那些房子之間只隔著壹條路。”“賈維德的妻
子懷孕了，他沒有錢送她去醫院。我有心臟問題，我靠賣花買藥。”
壹名銀行家表示，身份盜竊案件在國際私人銀行業務中很常見。他
說：“通常，這種做法是在客護關系經理和客護的同意下完成的，客護
希望將資金存放在別人的名下，但又想自己控制交易。”

土耳其對其立場作出“澄清”。普薩基
還說，這兩個國家加入北約的想法得到
了“北約成員國的廣泛支持”。
塔斯社報道稱，今年 4 月初，關於
芬蘭加入北約的討論愈演愈烈。北約的
主要成員對該想法表示歡迎，芬蘭國內
的大多數議員也支持這壹意向。
克裏姆林宮新聞機構表示，在芬方
提議下，俄邏斯總統普京與芬蘭總統尼
尼斯托就芬蘭申請加入北約的抉定“真
誠地交換了意見”。普京在電話中表示
，芬蘭拒絕傳統的軍事中立政策是錯誤
的，該國的安全沒有受到威脅。
克裏姆林宮報道指出，普京表示，
拒絕傳統的軍事中立政策是錯誤的，因
為芬蘭的安全沒有受到威脅。多年來，
俄芬本著睦鄰友好、夥伴合作、互惠互
利的精神建立兩國關系。而芬蘭外交政
策路線的這種變化，可能會對俄芬關系
產生負面影響。”

西班牙擬引進 3 日“痛經假”
創歐美先河
綜合報導 近日，作為正在草擬的生
殖健康法案的壹部分，西班牙政府計劃為
遭受嚴重痛經困擾的女性引入每月至少 3
天的“帶薪生理假”，開創歐美國家先河
。該法案的內容引發了國內辯論，西班牙
左派聯合政府及工會也因此意見分裂。
據報道，該草案首次將月經健康列為
健康權的壹部分，計劃允許痛經嚴重的女
性在有“醫療監督”的情況下，每月請 3
天“帶薪生理假”；若女性能夠提供醫療
證明，表明痛經導致自己出現嚴重痙攣、
惡心、頭暈和嘔吐等癥狀，嚴重影響其行
為能力，該假期還可延長至 5 天。
西班牙平權部長艾琳· 孟蒂邏（Irene
Montero）在推特發文道：“我們將在法律上
承認痛經的女性有休假權利，費用由政府支付
。女性將不用再帶著痛苦去上班，結束針對生
理期的羞恥和沈默。”孟蒂邏隸屬於聯合政府
中的左派盟黨“我們能”黨。
法新社指出，這項議題在西班牙引發爭
論。壹些政客和工會人士表示，此舉或造成女
性在職場受到歧視，雇主將因而偏好雇用男性
。西班牙總工會（UGT）副秘書長克裏斯蒂
娜· 安托南薩斯（Cristina Antonanzas）就曾表
示，“做這類抉定務必要謹慎”，並指出這可
能間接沖擊到“女性進入勞動市場”。
不過，另個西班牙工會“工人委員會”
（CCOO）對草案表示歡迎，稱這是重大
的“立法進步”，將使得直到現在壹直被
“忽視”的壹項健康問題獲得承認。

西班牙第壹副首相兼經濟與數字化改
造事務大臣納蒂亞· 卡爾維諾則對相關爭議
表示，政府相信並“絕對致力於性別平等”
，“政府絕不會采用造成女性受到歧視的措
施”，委婉表達了對該條款的質疑。
西班牙就業及社會保障部部長何塞·
路易斯· 埃斯克裏瓦（José Luis Escrivá）
也補充，“帶薪生理假”是聯合政府內部
“正在討論”的壹項措施。他強調：“我
們的立場是，這項法律必須協調兩個要素
：改善對婦女的保護，同時促進她們以更
好的條件慘與勞動力市場。”
西班牙《國家報》援引行政部門的消息
來源報道稱，政府內部達成的共識可能是，
“帶薪生理假”並非每月自動生效，即仍需醫
療專家意見作為支持，且不這於癥狀輕微的女
性。埃斯克裏瓦表示，否則這壹措施的成本將
很高，而且不利於婦女進入勞動力市場。
根據西班牙婦產科協會的數據，大約
三分之壹來月經的女性都會遭受痛經，癥
狀包括急性腹痛、腹瀉、頭痛和發燒等。
歐洲新聞臺（Euronews）指出，目前
全球只有韓國、日本、臺灣地區、印度尼
西亞和贊比亞等少數亞非國家和地區有月
經假制度。如果該草案獲得通過，西班牙
將在歐美國家中開創先例。
這項改革是西班牙更廣泛的生殖健康
改革法案壹部分，該法案草案將在 17 日的
內閣會議中進行討論。政府有關部門的代
表表示，在正式討論以前，他們將繼續辯

橡樹獲加拿大多倫多民眾
票選為“
票選為
“市樹
市樹”
”

論和閏色草案的部分條款。
與北大西洋彼岸鬧得沸沸揚揚的“墮胎
禁令”風波形成對比的是，西班牙這部又被
稱為“墮胎法案”的草案還將允許16歲以上
的年輕女性在沒有父母或監護人允許的情況
下進行墮胎，取消了目前為期三天的“墮胎
冷靜期”，並要求公共醫療保健系統依法保
障自願墮胎權。目前，在傳統上信奉邏馬天
主教的西班牙，醫生仍然可以“出於良心”
登記拒絕提供墮胎手術。
此外，正在草擬的法案還要求將免費
提供經期所需產品的義務延伸到教育中心
、監獄和所有旨在照顧面臨社會排斥風險
的婦女的場所，考慮取消特定女性衛生用
品的增值稅，為婦女提供產前帶薪休假
（從孕期第 36 周到生產）等等。
目前，代孕在西班牙是被禁止的。據
悉，新法案還將把代孕列為對於婦女的暴
力形式之壹，並提出了更嚴格的管制措施
，如禁止代孕機構發布廣告，對刊登其廣
告的媒體進行懲罰，並允許法院起訴在國
外代孕的西班牙夫婦。

綜合報導 經過公眾在線投
票評選，加拿大最大城市多倫
多市 5 月 14 日宣布，橡樹獲選
為該市的官方“市樹”。
多 倫 多 市 長 莊 德 利 (John
Tory)表示，橡樹是多倫多城市
森林的壹個重要組成部分。命
名官方“市樹”是對所有樹木
的意義的認可，並強化民眾與
大自然的聯系。
多倫多在 4 月 21 日至 5 月
10 日 面 向 當 地 居 民 開 啟 評 選
“市樹”的網上投票。列入候
選名單的是市政府工作人員與
原住民代表協商之後確定的四

種樹：樺樹、楓樹、橡樹和松
樹。
在最終收到的近 11000 份
投票中，橡樹得票率為 47%，
其後依次為得票率 31%的楓樹
、獲 14%支持的樺樹，以及得
票 8%的松樹。
“市樹”將成為多倫多市官
方標誌物的壹部分。官方標誌物
包括市旗、市徽以及市長在典禮
等重要場合佩戴的權鏈等。
多倫多市內目前種植有逾
1150 萬棵樹。該市已制定了到
2050 年實現樹冠覆蓋率達 40%
的目標。

真耶穌教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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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香榭麗舍大街改造工程啟動
迎接 2024 年奧運會

據路透社報道，芬蘭加入北約之
後，預計瑞典也將采取類似舉措。包括
希蠟、德國等北約成員國對芬蘭、瑞典
加入該軍事組織表示歡迎，加拿大外交
部長梅蘭妮· 橋利周日表示，如果芬蘭和
瑞典抉定申請加入北約，加拿大希望能
夠迅速批準，“我希望這可以在幾周內
完成”。
此前在談到瑞典和芬蘭加入北約壹
事時，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表示，
他們的申請將迅速獲得通過。
不過，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 13 日明
確表示，土方對芬蘭和瑞典加入北約
“不持積極意見”。土耳其總統發言人
卡倫 14 日則對媒體表示，土耳其沒有關
上芬蘭和瑞典加入北約的大門，但土耳
其對國家安全的關切也必須得到考慮。
據法新社報道，白宮發言人普薩基
當地時間 13 日說，在埃爾多安揚言要阻
止芬蘭和瑞典加入北約後，美國正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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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話: (281)631-5260
網址: www.tjc.org
電子郵件: Houston@tjc.org

Ave
.

綜合報導 芬蘭總統尼尼斯托和芬蘭
總理馬林就芬蘭安全政策抉定舉行聯合
新聞發布會，他們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
，芬蘭總統和政府外交與安全政策部長

爾北約總部正式遞交。
俄邏斯衛星通訊社報道稱，芬蘭總
統和總理此前提出支持該國加入北約的
想法，他們同時指出，俄邏斯對芬蘭沒
有軍事威脅。尼尼斯托曾表示，加入北
約無疑將“加強芬蘭的國家安全”。
“今天，芬蘭共和國總統和政府外
交政策委員會共同同意，芬蘭將在與議
會協商後申請加入北約。這是壹個歷史
性的日子。壹個新時代正在開啟。”尼
尼斯托在周日宣布。
俄衛星社報道指出，芬蘭這壹抉定
是對今年 2 月以來俄邏斯對烏克蘭“特
別軍事行動”的回應。盡管芬蘭在 1994
年加入了北約的“和平夥伴關系”計劃
，但並沒有直接加入該組織，而是維持
其中立地位。如果芬蘭加入北約，該國
級委員會批準芬蘭加入北約的申請。
芬蘭議會開會審議芬蘭加入北約的 將結束幾十年的中立政策，該國在冷戰
申請。芬蘭外長哈維斯托此前表示，加 時期與西方和東方集團都保持著友好的
入北約的紙質申請將會在 18 日向布魯塞 政治經濟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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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解密最新UFO畫面 戰機拍到球狀飛行物

美國眾議院情報委員會 17 日召開半世紀以
來首場 「不明飛行物」 （UFO）聽證會，這場
聽證會的最大亮點是美國國防部再解密一支不
明飛行物影片，是美軍 F/A-18 戰機從窗戶拍下
一個球狀物體的瞬間畫面，目前五角大廈仍無
法解釋畫面成因。
綜合《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
英國《衛報》（The Guardian）報導，美國國防
部官員 17 日出席眾議院情報委員會的不明飛行
物聽證會，這是超過半世紀以來，美國國會首
次針對無法解釋現象的軍事報告舉行聽證會。
這場聽證會的最大亮點是美國軍方新解密
一 支 「 不 明 空 中 現 象 」 （unidentified aerial
phenomena, UAP）影片，影片是去年美軍一架
F/A-18 戰機從窗戶拍攝到一個球狀物體在遠處
快速飛掠的瞬間畫面，飛行員後續也通報目擊
不明飛行物，至今五角大廈仍無法解釋這個現
象。
國防部官員也播映夜試鏡拍攝到綠色發光
的三角形物體在空中移動的畫面，其中一支影
片是在 2019 年的西岸拍到的，當時令美國官員
感到困惑，今年東岸又拍到類似畫面，如今官

員們確認綠色三角形只是無人機。美國海軍情
報局副局長布瑞（Scott W. Bray）在聽證會上
表示，海軍在附近偵測到無人機，讓美軍相信
這些三角形和無人機有關。
不過《衛報》評論，這場聽證會讓那些想
了解為何軍方目擊多起不明飛行物的人大失所
望，因為國防部官員並未在聽證會上透露太多
重要資訊，反而將部分訊息留待閉門聽證才公
開。美國情報部門於 2021 年公布重大報告，揭
露美軍飛行員自 2004 年以來共記錄 144 起 「不
明空中現象」 ，但只有 1 起能夠解釋。
對此，主持聽證會的民主黨眾議員卡森
（Andre Carson）批評國防部缺乏興趣調查無
法解釋的現象。
不過布瑞解釋，部分 「不明空中現象」 的
資訊並不容易蒐集，例如 F/A-18 戰機拍到的球
狀物體，物體出現的時間甚至不到 1 秒，增加調
查難度。
布瑞也提到，確實目擊愈來愈多 「未經授
權或身份不明的飛機或物體」 ，他說不明現象
增加的其中一個原因是美軍使用了新的偵測系
統。

CNN：拜登正進行 「史上最愚蠢的戰鬥」

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近期在推特上
公開嗆聲，稱大企業的貪婪行為導致該國嚴重通
貨 膨 脹 ， 遭 亞 馬 遜 （Amazon） 創 辦 人 貝 佐 斯
（Jeff Bezos）反嗆聯邦政府才是罪魁禍首。
「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專家 17 日指出，
由於通膨事實上是在大量不同原因結合下發生，
兩人的無聊口水戰可說是 「史上最愚蠢的戰鬥」
。根據報導，拜登 13 日先在推特上表示，拉低
通膨的有效方案是 「確定最富有的企業支付了公
平的份額」 ，引發貝佐斯不滿，稱將公司稅與平
抑通膨混為一談是 「誤導」 ；雙方隨後還不斷反
嗆，互相指責引發嚴重通膨問題的罪魁禍首是
「企業的貪婪心態」 或 「政府刺激經濟的行為」
。
CNN 資深經濟記者莫羅（Allison Morrow）

美Fed主席鮑爾：通膨下降前會持續升息

美 國 聯 邦 準 備 理 事 會 （Fed） 主 席 鮑 爾
（Jerome Powell）今天表示，聯準會要先看到
經濟成長放緩與通貨膨脹減速的 「明確」 證據
，才會讓經濟腳步放慢的作為退場。
美國這個全球最大經濟體正面臨 40 年來最
快速的通膨，聯準會因此出手設法降低物價壓
力，本月稍早宣布 2000 年以來最大幅的升息。
鮑爾表示，決策者同意討論 6 月與 7 月進行另一
波更積極的升息。
鮑爾在 「華爾街日報」 （The Wall Street
Journal）的活動中說， 「我們需要的是看到…
成長從我們去年看到的非常高水位下降，下降
到依舊是正值」 ，但能讓供給跟著上需求。
他說，聯準會必須看到 「明確且令人信服
的證據，證明通膨壓力正在減緩，且通膨下降
；假如沒看到，就得考慮採取更積極的手段」
。
他表示，但前景依舊混沌不明，前所未見
指出，兩人的口水戰十分無聊，因為雙方皆過度 的挑戰同時衝擊經濟，包括百年一見的疫情、
簡化通膨的原因；她認為拜登政府的經濟刺激政 持續的供應鏈問題、俄烏戰爭引發的商品、物
策確實助長了通膨問題，但亞馬遜等大企業也在 價影響，以及始料未及的缺工。
收穫創紀錄利潤的同時，選擇持續漲價確保收益
。
另外，通膨還與許多不同的因素有關，包括
2 年前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引發世界歷
史性經濟停擺，供應鏈問題至今尚未完全解決；
美國聯準會 2020 年曾大幅降息，以避免疫情引
發金融危機；導致全球糧食和能源價格持續上漲
的俄烏戰爭仍看不到盡頭；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中
國大陸在清零政策下，大量人口活動遭限制引發
的消費需求減弱與製造業停滯等。莫羅強調，解
決通膨問題 「不像拜登和貝佐斯所說的這麼簡單
」 。

鮑爾警告： 「我們不知道經濟會怎麼走，
現在許多全球性的事件帶來影響，真的非我們
所能控制。」
聯準會在 2020 年 3 月疫情開始大流行時將
基準利率下調至零，並向金融系統注入現金以
避免嚴重下行，但隨著經濟在政府大規模刺激
措施協助下復甦，聯準會今年開始收手，包括
迄今兩度升息。
經歷 2020 年第 2 季的暴跌之後，美國經濟
成長已經復甦，去年飆升 5.7%；儘管今年前 3
個月 GDP（國內生產毛額）出現收縮，但在截
至 3 月的 12 個月中，消費者物價指數大增 8.5%
。
他表示，是否放慢升息會根據未來幾個月
的數據 「做出判斷」 ，但降低通膨的使命至關
重要，因為價格穩定是 「經濟的基石」 。
這位最近被確認連任美國貨幣政策掌舵人
的聯準會主席表示，經濟夠強勁，可以承受不
斷上升的信貸成本，但恢復平衡的過程可能會
有些許痛苦。

美個人武器氾濫 槍枝製造商20年生產逾1億把槍
最新的美國政府報告顯示，自 2000 年來的
20 年間，美國槍枝製造商為商業市場生產超過
1.39 億把槍，光是在 2020 年，就生產了 1130
萬把。
司法部報告指出，同一期間另外進口了

7100 萬把槍枝，僅出口了 750 萬把，凸顯美國
個人武器氾濫，導致槍枝暴力、謀殺和自殺事
件激增。
法新社報導，報告說，儘管美國人喜歡的
是許多大規模槍擊事件中可見的半自動突襲步
槍，大量買進的卻是愈來愈便宜、
易於使用且精準的半自動 9mm 手
槍，警察如今使用的大多是這款手
槍。
此外，報告也顯示，當局面臨著
未註冊 「幽靈槍」 的激增，這些槍
枝的零件可以在網上購買並使用
3D 列印機製造，而手槍和短管步
槍的威力和殺傷力與大規模槍擊事
件中的半自動步槍一樣強大。
司法部副部長摩納可（Lisa Monaco）說： 「唯有掌握最佳可用資
訊，並動用最有效的工具和研究來
強化我們的努力，才能解決當前的

暴力事件增加。」
「這份報告是朝此方向邁出的重要一步。
司法部將繼續蒐集必要資訊，以便針對槍枝暴
力最重要的驅動因素調整我們的方法，並讓槍
手遠離街頭。」
美國大規模槍擊事件層出不窮，在紐約州
水牛城，一名 18 歲白人男子 14 日在種族主義仇
恨的驅使下，使用突襲步槍殺害 10 名非裔美國
人；南加州橘郡（Orange County）城鎮拉古納
伍茲（Laguna Woods）的爾灣台灣基督長老教
會 （Irvine Taiwanese Presbyterian Church）
15 日也發生槍擊案，釀成 1 死 5 傷；至於在威

斯康辛州密爾瓦基市，市中心娛樂區一晚就有
20 多人在槍擊事件中受傷。
美國疾病管制暨預防中心（CDC）上週表
示，美國槍枝死亡人數在 2020 年發生 「歷史性
」 增長，這可能是受到 COVID-19（2019 年冠
狀病毒疾病）大流行和貧困所影響。
美國 2020 年發生 1 萬 9350 起槍枝殺人案，
比 2019 年 暴 增 近 35% ； 槍 枝 自 殺 案 有 2 萬
4245 例，增幅 1.5%。
美國 2020 年的槍枝凶殺率是每 10 萬居民
6.1 起，創下逾 25 年來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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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指三連升 重越二萬關

A6 1

採取措施助外企克服疫情影響 修訂擴大《鼓勵外商投資產業目錄》

發改委：外資對中國經濟有信心
科指升近5.8% 北水連續7個交易日淨流入

◆ 恒生指數
恒生指數17
17日收
日收
報20
20,,602
602..52
52點
點，升
652..31 點 ， 漲 幅
652
3.27
27%
%，主板全天成
交 1,241
241..37 億 港
元。
中通社

隔夜美股個別發展，港股未有受影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近月中國內地局部疫情反彈、防
顯著造好，科技、汽車、金融板塊走高帶

疫措施升級，一些城市採取靜默或封控管理，有外資企業反映遇到物流運
動 下 連 升 3 日 重 上 2 萬 大 關 ， 恒 指 17 日 收 報
輸受阻、預期不清晰等問題，影響其在華商業活動。中國國家發改委新聞發言人
20,602 點 ， 升 3.27% ， 全 日 成 交 1,241.37 億 元
孟瑋 17 日對此表示，發改委將和有關部門、地方一起，認真研究並協調解決外資
（ 港 元 ， 下 同 ） 。 北 水 吸 資 力 度 加 大 至 43.1 億
企業合理訴求，為外資企業和項目提供更好服務。目前正在研究修訂擴大《鼓勵
元，連續 7 個交易日淨流入。全國政協 17 日召開
外商投資產業目錄》，修訂的基本原則就是推動利用外資“總量增加、結構優
“推動數字經濟持續健康發展”專題協商會。外電
化”，目的是繼續鼓勵外商投資。
指參與企業包括百度等科技公司。ATMXJ 股 17 日

◆ 佘健燁（右）看好香港資產及財富管理業務發
力，旁為投資總監Ritesh Ganeriwal。
香港文匯報記者馬翠媚

星智能投資平台
Syfe 登陸香港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馬翠媚） 新加坡智能
平台 Syfe 宣布拓展業務至香港，提供個性化和量
製的投資組合，以及理財顧問服務等，用戶開立
後，平台不設最低投資餘額，沒有鎖定資金，收
每年投資總額的 0.35%至 0.65%。Syfe 業務發展
佘健燁 17 日表示，平台目前正接受優先用戶登記
首批用戶最快在 6 月首周已經可使用到服務，又
將推出開戶優惠。

國美國商會 5 月 9 日發布一項調查稱，人
了《鼓勵外商投資產業目錄（2022
年版）（徵
全線彈起，科指升近
5.8%，其中阿里巴巴升
7%、
中
員及供應鏈挑戰是當前在華美企最擔憂的
求意見稿）》，展開為期一個月的公開徵求意

美團升 6.2%。
問題，超過一半會員公司推遲或縮減在華年度
見。徵求意見稿增加了元器件、零部件、裝備
投資計劃。中國歐盟商會也於近期發布一項問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翠媚製造、專業設計、技術服務與開發等鼓勵外商
卷調查，稱由於疫情影響下生產經營、供應鏈
投資條目，並大幅增加中西部地區外商投資優
挑戰及人員流動困難和員工流失等問題，近四
勢產業目錄188條。孟瑋表示，歡迎包括外資企
籌股普遍上揚，66 隻藍籌中有 58 隻
元。其他焦點股方面，受科技股帶動，手
分之一受訪在華歐資企業考慮將轉移在華投
業和商會在內的社會各界提出寶貴意見，並將
收 升 ， 其 中 舜 宇 升 13.1% ， 收 報
機設備股亦發力向上，瑞聲升
4.8%，信
資。這些外國在華商會所反映的困難和問題，
積極予以採納。
看好港資產及財富管理潛力
受到市場關注及中國政府的關切。
112.2
元，成升幅最大的藍籌。金融股亦
利升9.1%，高偉升3%。
產業體系完備對外資具吸引力
大爆發，招行升 7.5%，友邦收升 4.7%，
汽車股亦受投資者追捧，吉利升
Syfe 已獲香港證監會頒發第 1 類（證券交易
及時採取措施助外企復工復產
對於當前外資形勢，孟瑋引述數據指出，
中國平安收升 4.1%，滙控收升近 1.5%，
8.8%，報
13.64 元；比亞迪升 6.9%，長汽
第 4 類（就證券提供意見）及第 9 類（提供資
國家發改委新聞發言人孟瑋在當日舉行的
今年 1 至 4 月，全國實際使用外資 744.7 億美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蔡競文） NFT 大熱，遊戲化
貢獻恒指較多。碧桂園收跌
1%，為跌幅
升11.7%。
理）營運牌照。對於是次進軍香港，佘健燁引述
發改委新聞發布會上表示，“部分外資企業物
元，同比增長26.1%；高技術產業實際利用外資 金 融 （Game-Fi）
◆特斯拉上海超級工廠已於
月打
19 日復工復產，截至
日已下線 1 萬輛整車。其中部分車輛運往亞
也 逐 漸 盛 行4，
機 “ 邊 玩 邊 賺 4 月 30會數據指，截至
最大藍籌；煤氣及港鐵齊齊收跌約
2020 年年底香港資產及財富管理
北水南下單日增1.2倍
流運輸受阻、預期不穩的問題，我們高度關
同比增長45.6%；中、西部地區利用外資增速分
太地區，另有部分產品將於近期裝載，出口發運至歐洲等地。圖為
4 月萬億美元，故他相當看好有關業務的
21 日航拍的特斯拉上海超級工
（Play-to-Earn）
”或能成就龐大商機。香港區塊鏈遊戲
0.7%。
總值達 4.5
注。”包括國家發改委在內有關部門和地方及
別達到
43.7%和 26.9%。孟瑋直言，在國內疫情
廠，工作人員在貨場裝運整車。
資料圖片
公會 Guild
22 創辦人之一趙朗 17 日表示，邊玩邊賺尚未在
北水南下合計淨流入
43.07 億元，按
潛力，雖然未肯透露整體投資金額，但他指
Syf
科技股領跑 美團飆逾6%
時採取措施，幫助外資企業克服疫情影響，實
衝擊和複雜國際形勢下，這一成績來之不易。 香港引起很大迴響，知曉且參與的人不多。但 2021 年區塊
日增 1.2 倍，淨流入金額是繼 5 月 12 日的
年半時間，即截至去年上半年數據，公司在新加
現復工復產，支持外資項目有序推進建設運
“這充分表明，中國完備的產業體系、完善的
鏈遊戲市場規模已達 195 億元（港元，下同），預計 2023
內地就推動數字經濟發展召開專題協
66.54億元後最多。北水連續第7個交易日
理資產規模按年增長 4 倍，用戶規模增長達 20 倍
營。截至 5 月 16 日，長三角貨車流量降幅持續
基礎設施以及超大規模市場等優勢，對外資依
年其規模可能會增長到
780
億元，希望
Guild
22
的成立能
商會，備受外界注目，投資者試圖從會議
淨流入，累計流入 316.76 億元，而對上一
望香港區業務以1年時間已可做到以上成績。
◆統計數據顯示，今年前 4 個月，中國 CPI 同比上漲 1.4%，4
月份漲幅雖擴大至 2.1%，但仍處合
收窄，涉疫重點地區收費站、服務區全部開
然具有很強的吸引力，也反映出外資企業對中
帶動香港遊戲市場趕上潮流。
的言論中，尋找官方對於這輪自 2020 年
次連續7日淨流入是3月3日。南水北上合
佘健燁又指，基於將成本降至最低的被動長
理區間；4
月份全國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PPI）同比上漲
8%，漲幅比 3 月份回落 0.3 個百分
通。上海、寧波、杭州建設 4 個生產物資中轉
國經濟的良好預期和信心。”
趙朗介紹，“邊玩邊賺”模式由東南亞市場興起，因
底以來加強科技行業監管的最新表態。科
計淨流入 59.6 億元人民幣，終止單日流
資策略來創建其投資組合，將會為香港投資者提供
點。儘管中國
PPI
漲幅連續回落，但大宗商品價格仍居高不下。孟瑋表示，將堅持綜合施策、精
站，有效保障了汽車生產零部件等生產物資的
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 17 日最新發布數據指
當地人均收入普遍較低，不少玩家通過遊戲能賺得比正職
技股表現亮眼，科指全線向上，其中 18
出。
投資組合，包括環球組合、主題組合。前者提供四
準調控，全力做好大宗商品保供穩價工作。
運輸需要，推進汽車等重點行業復工復產。對
出，4月，外商來華直接投資項下資金淨流入184
收入高出兩三倍的收益。但由於香港的人均收入較這些地
日
將
公
布
季
績
的
騰
訊
收
報
368.4，
升
合選擇，投資者可根據個人的投資時限和風險偏好
集成電路等領域重點企業，實行日調度，幫助
億美元，較一季度月均水平增長
港股第二季料繼續反彈6%，同比增長 區更高，目前普及度和參與度都十分低。
◆一是做好糧食保供穩價。穩定播種面積和產量，保持糧食量足價穩，確保中國人的飯碗任何時
5.3%。美團收報
173.7
元，升
6.2%，北水
度分配所持有的股票、債券和黃金，從而最大限度
協調解決企業面臨的人員返崗受限、原材料運
1.2倍。今年以來，貨物貿易、直接投資等實體經
不過他相信，隨着傳統遊戲公司陸續投入區塊鏈遊戲
候都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淨流入達
13.5
億元，為
17
日北水淨流入
方正證券發表報告稱，看好港股第二
高風險調整後的回報。後者提供五款組合選擇，主
輸不暢、供應商停產等問題，確保企業正常生
濟相關資金穩步流入，繼續發揮穩定跨境資金流
市場，加上即將有一些高水準遊戲面世，愈來愈多的人將
最
多 股 份 。 小 米 升 5.4% ， 京 東 飆 升
季將繼續反彈，料受惠內地穩增長政策持
顛覆性科技、醫療創新到 ESG 及清潔能源等。上
產經營，帶動上下游大中小配套企業協同復工
動的基本盤作用，外商來華直接投資保持穩定增
◆二是以煤炭為“錨”做好能源保供穩價。通過完善煤炭產供儲銷體系、強化市場預期管理等措
開始關注Game-Fi，遊戲市場或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
7.4%，網易升6.4%。
續發力，加上內地疫情逐步改善，令疫情
合過去5年的平均年回報率由3%至15%不等。
復產。
長。
施，引導煤炭價格在合理區間運行，通過穩煤價來穩電價，進而穩定整體用能成本。
趙朗稱，Guild
22 可以將傳統遊戲玩家與遊戲化金融
他提到，港人一直傾向儲蓄理財，然而由於
“下一步將切實落實對外開放和穩外資各 對經濟的影響逐漸減少，對港股日後表現
此外，對於當前中國經濟下行壓力加大，
摩通上調多家科企評級
Guild
22
的窗口，大眾可了解更多遊戲化金融
膨脹率上升和利率處於歷史低位，銀行的儲蓄收
項政策措施，認真研究並協調解決外資企業合 有利，不過該行提醒，在港股未來反彈結
孟瑋在發布會上表示，目前國內疫情反彈得到 接軌，透過
◆三是做好礦產品保供穩價。加大鐵礦石等國內勘探開發力度，加快礦產品基地建設，增強國內
摩根大通 17 日集體上調多家互聯網
束後，在多重因素影響下可能出現調整，
機會不再符合他們的預期，而相對新加坡投資者
理訴求，為外資企業和項目提供更好服務。”
有力處置，各項政策靠前發力、政策效應逐步 及區塊鏈遊戲的演變和發展。
資源保障能力。強化進出口調節，堅決遏制高耗能、高排放、低水平項目盲目發展，促進重要礦
“邊玩邊賺”即是通過打機賺取虛擬貨幣，玩家在遊
孟瑋還提到，中國正在研究修訂擴大《鼓勵外 尤其需要警惕第三季或有下跌的風險，但
釋放，相信正常的經濟秩序將快速恢復，經濟
公司評級，對騰訊評級上調至超配，目標
港投資者普遍對投資有較高要求，而且能承受更
產品安全供應、價格基本穩定。
商投資產業目錄》，這次修訂的基本原則就是
運行會很快回歸正常軌道。下一步要高效統籌 戲中有機會賺取具有真實價值的遊戲資產，這些資產可儲
價由
265 元上調至 470 元，同時上調阿里
相信隨着疫情後經濟逐步恢復，港股第四
資風險，故相信高回報的投資產品將較能吸引香
◆四是持續加強市場監管。將會同有關部門，加大期現貨市場聯動監管力度，嚴厲打擊捏造散布
推動利用外資“總量增加、結構優化”，目的
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一方面下更大力氣 存在電子錢包中，亦能進行交易、兌現。
巴巴至超配，目標價由
75 元上調至 130
季表現或好過第三季。
資者。
就是要繼續鼓勵外商投資，特別是鼓勵外資投
抓好已出台政策落實，靠前安排、加快節奏，
漲價信息、囤積居奇、哄抬價格等違法違規行為，特別是對於資本的惡意炒作，將予以堅決打
向製造業、生產性服務業等重點領域，以及中
力爭在上半年大部分落地，盡快形成實物工作
擊。
西部和東北等重點地區。
量，確保取得實實在在的政策效果，另一方面
來源：新華社
5 月 10 日，國家發改委和商務部聯合發布
抓緊謀劃增量政策工具。

區塊鏈遊戲興起
Guild 22冀業界齊趕潮流

藍

四措施助大宗商品保供穩價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近
期深圳、蘇州等城市公布當地 4 月財政收入大
幅下降，降幅高達四五成，引發外界對地方財
政的擔憂。中國財政部副部長許宏才 17 日表
示，2022 年實施新的組合式稅費支持政策，
增值稅留抵退稅一方面有力地支持企業減負紓
困，同時也會造成財政收入的減少。扣除留抵
退稅減收因素，1 至 4 月累計全國財政收入增
長 5%，增幅較一季度有所回落。此外，當前
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留抵退稅進度進一步提
前，4 月以來加緊向小微企業退稅，中型企業
存量留抵退稅退還由原定 7 月提前至 4 月開
始，大型企業從原定的10月提前到6月開始。

留抵退稅旨在為企業減負
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今年減稅降費預
計 2.5 萬億元（人民幣，下同），重頭戲是實
施 1.5 萬億元增值稅留抵退稅，即退還企業未
抵扣完的增值稅進項稅額，重點支持小微企業
和製造業，以緩解企業現金流壓力。

許宏才當日出席中宣部舉行的“中國這十
年”財稅改革與發展有關情況發布會時指出，
增值稅留抵退稅在財務上是通過沖減現有財政
收入來處理的。今年4月是2022年新出台大規
模留抵退稅政策實施的第一個月，當月全國留
抵退稅約 8,000 億元，進度超出預期，相當於
2021 年同月財政收入的 37.5%。“也就是說，
實行留抵退稅，4 月財政收入就要下降
37.5%”。製造業發達的地區、特別是一些東
部省份，因留抵退稅導致的財政收入下降比例
會更高，超過 37.5%。除了留抵退稅，2022 年
實施的其它減稅降費、緩稅措施，也會對前四
月財政收入造成影響。
許宏才表示，留抵退稅因素產生非常大影
響，造成 1 至 4 月財政收入口徑跟上年口徑不
可比。扣除增值稅留抵退稅減收的 8,000 億
元，1 至 4 月累計全國財政收入同比增長 5%，
比1至3月8.6%增幅有所回落。
財政部同日發布數據顯示，4 月當月，扣
除留抵退稅因素後，全國財政收入同比下降

5.9%，其中國內增值稅下降 3.5%，表明經濟
下行對財政收入也有一定衝擊。若不剔除留抵
退稅因素，4 月全國財政收入同比銳減
41.3%。

中央轉移支付已基本到位
許宏才同時指出，增值稅留抵退稅會造成
地方財政收入減少，對這部分減少，中央財政
通過轉移支付予以彌補，基本彌補到位，地方
的財力能夠得到有效保障。
此外，中國國家稅務總局副局長王道樹在
發布會上透露，目前已為企業減輕稅費負擔和
增加現金流超過 1.6 萬億元。具體包括：一是
實施 2022 年新出台的留抵退稅政策，4 月 1 日
至 5 月 16 日共有 9,796 億元留抵退稅款退到企
業賬戶，加上一季度繼續實施此前已出台的留
抵退稅老政策 1,233 億元，共有 11,029 億元退
稅款退到納稅人賬戶；二是一季度全國新增減
稅降費 1,980 億元；三是 2022 年以來繼續實施
的製造業中小微企業緩繳稅費3,778億元。

審計機關十年挽損逾 萬億

留抵退稅減地方財政收入
財政部以轉移支付予彌補

4.3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十八大以
來，全國審計機關共審計109萬多個單位，促進增收
節支和挽回損失逾4.3萬億元（人民幣，下同），大
致相當於一個經濟發達省份一年的國內生產總值。
在 17 日舉行的“中國這十年”系列主題新聞發
布會上，一組反映黨的十八大以來“經濟體檢”成
效的數據初次與公眾見面。審計署副審計長王陸進
會上表示，在推動深化財政體制改革方面，審計機
關加強預算執行和決算草案審計，實現了對預算分
配、批覆、執行、調整到決算編制的全過程監督；
在推動積極的財政政策提高效能方面，持續跟進監
督財政資金直達機制，關注分配、撥付、管理和使
用各個環節，推動資金及時撥付、精準使用、安全
高效。十年來，審計結果在加強幹部監督、規範行
業管理等方面不斷得到深化運用，共推動健全完善
制度 7 萬多項，向司法、紀檢監察機關等移送問題
線索6萬餘件。
去年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提出，要“嚴肅財
經紀律”“黨政機關要堅持過緊日子”。對於中央
八項規定精神和過緊日子要求的落實落細，十年
來，審計機關嚴肅查處違規興建樓堂館所和形象工
程、違規發放津補貼以及“三公”經費不嚴格等方
面問題。王陸進表示，將進一步加大這方面問題的
查處力度。審計機關還持續加大對醫療、養老、就
業、住房、“三農”等重點民生資金和項目的審計
力度。比如，在脫貧攻堅審計中，累計抽查各類扶
貧資金 1.02 萬億元，審計查出問題金額佔抽查資金
比例由2013年的36.3%下降到2020年的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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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紀人壽保險公司被 AM Best評級為A-等級
新世紀人壽保險公司是由十級精算師陳舜哲博士創立,在美
國保險市場及僑界享有盛名.
今日被 AM Best credit agency,(保險業評級機構), 升級至
A-等級(優異級), 在由美國主流把持的保險業, 實在不易. 也是台
商之光.
新世紀人壽保險公司自成立 30 年以來, 一直提倡以客戶為主
的市場開拓,提供優良獨特的保險產品,宣導以客戶服務至 上的經
營理念,得到主流市場經紀人推崇,在美國保險界享有盛名.
2021 年總資產破 11 億 1548 萬美元, 法定資本額逾 1 億 5059
萬美元, 然而調整後法定資本額則上升至 1 億 6837 萬美元。
2021 年的全年十二個月財報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底, 控股公

司新世紀集團的稅後淨盈餘逾 378 萬美元.
子公司新世紀人壽保險公司 稅後的法定淨盈餘為
3010 萬
控股公司新世紀集團及子公司新世紀人壽保險公司
兩者十二個月的淨盈餘總和則達 3390 萬美元.
我們的人壽及健康保險的現有年保費己經超過 5 億
1000 萬美元, 年金總存也超過 7 億美元. 2022 年被美國
最有權威的 AMBest 評估公司極度肯定, 升級為 A-財務
優異.
再者, 於 2017 更被知名休士頓商業雜誌 (Houston
Business Journal) 統籌, 跟據各大保險公司年度保費總金
額, 新世紀人壽保險公司在休
士頓排名第三大人壽保險公司
, 跟 隨 American General 及
American National Insurance
Co. 之後.
新世紀在銀髮族市場提供老
人醫療補助險(Medicare Supplement) 己有二十多年. 這些
年來,新世紀遵守一貫的紀律,提供最穩
定保費,最優價值產品給長者,所以新世
紀在保險業贏得尊重及信賴. 過去三年
, 公司吸收了許多大及優值的市場經紀
人銷售我們的獨特及客戶至上產品. 加
上 Obama care 造成的成本高漲, 新銷
售逐年增加. 2021 年 的老人醫療補
助險保單年保費超越 2 億 6200 萬
美元.
著眼於更多的大保險公司競爭者進入
銀髮族市場, 本公司的管理階層決定開
發更加多樣化的保險產品,再加上歐氏
健保(OBAMA care)的制定以及醫療費
用每年高漲,本公司覺得這正是一個絕
隹的機會.
2010 年我們公司開發新市場創造新
獨待健康產品, 可以補助 ObamaCare,
也可以獨單一面, 產品目地在鼓勵及幫
助客戶了解醫療制度及費用, 如此大多
數的客戶可以省很多保費及醫療費用.
從 2016 年以來這個產品非常受歡迎,
現在的年保貴已經超過二億三千萬美
元. 2021 年新的年保費(new sales)超
過一億一千萬美元

基於歐氏健保(OBAMA care)的眾所皆知高保費及高自付費
(deductible), 我們的新產品注重客戶對醫療費用的了解, 供給客
戶資料及訓練鼓勵他們如何去找便宜又有品質的醫療服務, 如此
我們的醫療保險不僅保費低(通常 30%至 60%厎於歐氏健保)並且
自付費低. 比如 MRI 的費用大都是在 300 美元至 3000 美元,如果
你到醫院照 MRl,費用大概會超過 1500 美元,可能你要自付.如果
你有我們公司最新的健康保險(2 units),公司可以供給資料讓你自
由選擇費用低且品質不錯的 MRl, 比如在這種情況下,你可以找到
品質不錯的 400 美元費用的 MRl,而且公司的 MRl 理倍在這種情
況下剛好是 500 美元.如此不僅你的 MRl 費用足夠,而且還剩下
100 美元放在你自已的口袋裡. 公司這個新產品在主流社會愈來
愈受到大眾喜愛, 因此我們預期公司新的健康保險產品將會繼續
突飛猛進成長.
新世紀的固定利率年金有三年及五年兩種計劃.利率優惠且
固定不變. 我們這種以客戶為主的固定年金非常受到主流社會的
保守客戶的喜愛,所以在過去十年(從 2010 到 2020) 我們賣出去
的年金( 不包括 renewal) 超過 7 億美元( 平均每年 7000 萬美元).
2021 年年金賣出金額超過年平均逾 1 億 1958 萬.
新世紀提供人壽儲蓄,老人醫療補助險(Med Sup), 年金,職業
意外險,小額人壽險,及年紀 65 歲以下的健康醫療險.此外,更有商
業房地產貸款如購物中心,公寓, 投資住屋及未開發空地等. 新世
紀是全美唯一華人擁有的人壽保險公司.目前在美國 50 州經營客
戶接近二十萬,業務代表超過五千人. 財務穩固,資產雄厚.
最後我謹代表新世紀感謝華人同胞多年來的支持, 新世紀樂
於為華人同胞服務請‧來電 281-368-7200. EXT 725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