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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猴痘疫情擴散 瑞典通報首起病例
路透社

（綜合報導）歐洲和北美洲出現猴痘病
例後，瑞典衛生當局今天表示，國內一位民
眾確診感染猴痘。
這種罕見疾病，症狀通常是發燒、肌肉
疼痛、淋巴結腫大、畏寒、疲倦，還有手部
和臉部的皮疹。
法新社報導，瑞典公共衛生局（Public
Health Agency of Sweden）透過聲明表示：
「斯德哥爾摩（Stockholm）地區一位民眾

已證實感染猴痘。」
瑞典公共衛生局還說，這名患者 「沒有
嚴重病症，已經獲得治療」。
瑞典公共衛生局的傳染病醫師兼調查員
松登（Klara Sonden）在聲明中指出： 「我
們仍然不知道這個人是在哪裡被感染的。目
前正在進行調查。」
歐洲部分地區確認更多猴痘病例之際，
英國境內少數感染病例促使當局，提供天花

疫苗給部分醫護人員和其他可能接觸者。
英國境內迄今已通報 9 起猴痘的西非病
毒株病例。
英 國 衛 生 安 全 局 （UK Health Security
Agency）的發言人指出，沒有針對猴痘的特
定疫苗，但天花疫苗確實提供一些保護力。
根據世界衛生組織（World Health Organisation）資料，用來根除天花的疫苗，對
猴痘的防護效力高達 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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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難民奮鬥史美國難民奮鬥史
-孫偉根的故事
我見我聞我思
Wealee@sc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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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斯敦越華超市創辦人
孫偉根昨晚在「宗教間事工
組織」為難民募款的餐會上
講述了他們家族多年來在美
國奮鬥成功的故事， 使在塲
人士十分動容。
這位出生在越南西貢的
華裔，於一九七五年年僅十
六歲隻身前往法國，開始學
習當地語言 ，自立更生成為
電腦工程師， 隨後又移居美
國和父母及五位姐妹相聚。
在休斯敦創辦越華超市， 經
過數十年之艱苦奮鬥 ，如今
越華之事業已走向輝煌之大
道， 最難得可貴的是 ，他們
家族樂善好施， 對社區之慈
善工作有著巨大之奉獻。

今天我們來自世界各地
的移民 ，不論大家因逃難、
求學 、省親各種理由來到美
國， 每個人都有一個故事，
那就是大家都必須從頭開始
來適應不同之文化， 在這塊
陌生的土地上落葉生根。
在莊家玲女士之全力奔
走下 ，我們昨晚看見了眾多
的華亞裔熱心人士， 他們分
別解囊為新的難民送上溫暖
。
美國是個移民組成的年
青國家， 正因為我們能接納
來自世界各地之新移民， 多
少人懐著追求前途之夢想，
在短短二百多年把美國建造
為世界強國 ，無可否認 ，這

些成就都是新舊移民前仆後
繼奮鬥之成果。
飲水思源， 我們對於這
塊土地給予之機會， 不但應
該铭記在心， 也更應以行動
來回饋社會， 幫助弱勢和苦
難之難民。
多年來， 「休斯敦宗教
間事工組織」在社區人士之
努力下 ，不斷為新難民提供
衣食住行及協助進入職塲的
工作， 尤其是最近將有大批
烏克蘭難民已經到達美國 ，
経過艱難之戰亂，他們渴望
新的生活。
人間相互之關懷是最高
的情操 ，請看看你自己的週
邊是否有需要相助的人， 我

們一定要伸出援手， 大家共
創一個美好和諧的社會。

History Of The Struggles Of American Refugees
A Success Story Of The Vican Sun Family
Vican Sun, founder of the
Viet Hoa supermarket, told
the story of his family’s
successful struggle in the
United States for many
years at the “Interfaith
Ministries for Greater
Houston” meeting to
raise funds for refugees
last night which moved
everyone.

幾內亞共和國駐休斯敦名譽總領事

Republic of Guiana Honorary consul at Houston Texas

Vican was born in Saigon,
Vietnam. He went to
France alone at the age
16. When Vietnam fell in
1975, he started to learn
the local language and
worked at the same time.
He became a computer
engineer and got a job
traveling around the world,
including China. Many
years later, he moved to
America to be reunited

with his parents and five sisters.
The family established the Viet Hoa
market in 1982. After many years
of hard work, Viet Hao became the
largest Asian market in the area.
The Sun family was not only
successful in their business, but
most important is that they have a
great dedication to the charity work
in the local community.
Today our immigrant community i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Everyone
has their own story. We all need to
adapt to a different culture from
scratch and take root in a strange
land.
We are so glad our community
leader Charlene Chaung has led
the effort to organize the Asian
Community with enthusiastic
people who send the warmest
regards to all the new refugees.

Our country is a young country
composed of immigrants who came
to this land to pursue new dreams.
Many of them are so successful in
their different fields of work. This is
the time we need to give back to
help these newcomers.
Over the years, the Interfaith
Ministries for Greater Houston has
continuously provided food,
clothing, housing, transportation
and job training for new refugees,
and especially now, as a large
number of Ukrainians have arrived
in the United States.
Mutual caring for others in the
world is the highest sentiment.
Please check and see if there are
any people around you who need
help. We must do our best to lend
a helping hand and create a
harmonious community toge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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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著華觀點: 開創歷史
芝加哥華裔贏得第一塊政治版圖】

經過將近一年來的爭論與激辯，芝加哥的
新選區地圖終於塵埃落定, 在 50 個全新規划的
選區地圖中, 亞裔終於贏得了歷史性的第一塊
真正屬於自己勢力範圍的選區, 而且這裡的亞
裔，事實上就是以現在中國城華人商圈以及橋
港區的華人為主體的區域, 換言之,這裡的亞裔
八成以上屬於華裔, 所以對芝加哥華裔而言這
是一次歷史性的大勝利。
在這次的選區地圖規劃中因為牽涉到各族
裔代表名額與權力分配, 照理說拉丁裔因人口
增加了到達 81 萬，佔全市人口的 30%，所以當
然可以增加代表的名額,而芝加哥的黑人數量則
下降了 9.7%所以理應減少代表, 但由於非洲裔
在芝加哥的權力太穩固了, 掌控了大量的政治
資源, 所以在經過政治協商與分贓之後,新選區
地圖竟依然有 16 個黑人佔多數的選區, 而拉丁
裔則只有 14 個多數區, 當然白人多數區是最多
的 18 個, 拉丁裔就像啞巴吃黃蓮有苦說不出, 怪
只怪他們在任的區長只自私自利只顧確保自己
的權位，他們所關心的並非公共安全,他們關心
的也非就業,經濟發展和衛生保健……他們放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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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對整個拉丁裔社區最大量的權利爭取, 所以
36 區區長維勒加斯的選區被擠成了一個奇怪的
、像鐵軌一樣薄的結構，幾乎一直蜿蜒到市中
心,相信他們族裔的人會用自己的選票把他們淘
汰出局!
芝加哥亞裔在過去十年增長了 31%，是全
州增長最多的族裔，中國城橋港區更擁有最密
集的華裔，但長年以來被瓜分為三個不同 Gerrymander 選區，造成華埠歷史上從未出現過華
裔區長，所幸在芝加哥華埠更好團結聯盟等組
織數十年來的奔波爭取下, 自 2000 年人口普查
以來，創始人陳增華一直在努力將華埠整合一
個區, 所以逐漸地受到各族裔與主流媒體重視,
再加上 2020 人口普查中, 華裔展現了巨大的成
長力量,增加了大量人口，引起了各界共嗚，最
終才能夠整合劃入第 11 區,穩穩地奪下一個政治
版圖，意義相當不凡, 因此 2023 年 2 月芝加哥的
華裔有望在市議員選舉中選出 1 位亞裔代表，
以強化在市議會中亞裔之聲音, 且讓我們拭目
以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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驚！瑞典芬蘭申請入北約
最重要的問題沒談
( 本 報 訊) 瑞 典 和 芬 蘭 申 請 加 入 北 約
（NATO）最引人注目的，就是幾乎沒人在討
論，這麼做是否明智。
CNN 新聞網 19 日的分析指出，這兩個北
歐國家申請加入北約，將是俄烏戰爭最重大的
地緣政治結果，不僅改變東北歐的戰略安全格
局，也將北約與俄羅斯接壤的邊界又增加了數
百計英里。
數十年來，就算冷戰最緊張的時期，儘管
芬蘭和瑞典接近俄羅斯，但卻似乎都不認為，
有必要加入北約。然而，在俄羅斯總統普丁 2
月出動坦克壓境，侵略烏克蘭後，一切都改變
了。瑞典總理安德森（Magdalena Andersson）
15 日直言，俄羅斯侵略烏克蘭是 「非法又站不
住腳的」，並表示擔心，莫斯科可能會在緊鄰
瑞典的地方如法炮製。
另一方面，芬蘭總統尼尼斯托（Sauli Niinistö）當天也說，俄羅斯侵略烏克蘭顯示，莫
斯科準備攻擊另一個獨立的鄰國。而許多分析
家認為，俄羅斯會侵略烏克蘭，主要的目標在
於讓基輔未來無法加入北約，以削弱這組織。

如果真是這樣，那真的是大大適得其反了。如
今北約反倒比以往多年更強大，也更團結，甚
至可能很快就會變得更壯大。
然而，北約擴大也可能引發嚴重的反彈，
對自從當上總統以來，就致力破壞這西方聯盟
的普丁來說，那可能是對他個人的重擊。要是
普丁認為，俄羅斯西邊有北約包圍，那在西方
和莫斯科關係最緊張之際，又增加兩個北約成
員國，是否會讓他更偏執多疑？
1990 年代提出對蘇聯 「遏制」政策的美國
外交官凱南（George Kennan）曾警告，北約
擴張會疏遠俄羅斯，並導致敵對。然而，當代
反駁的論點則是，莫斯科在烏克蘭打得灰頭土
臉、削弱了軍事實力，加上未能圍攻基輔，證
明它太弱，對北約不斷擴大無能為力。至於誰
要加入北約，憑什麼普丁有任何置喙的餘地？
儘管克宮對芬蘭和瑞典申請加入北約，至
今還沒甚麼驚天動地的反應。但分析強調，俄
羅斯畢竟是個核武國家，要是克宮決定，把飛
彈或戰術核武移近北約邊界，還是可能在歐洲
引發把危急局勢推到極限的邊緣政策新博弈。

(本報訊）澳洲大選將於 21 日投票。民調
顯示在野工黨（Labor）支持度領先執政自由
黨國家黨聯盟（Coalition）；但多家媒體持保
留態度，認為民調結果未必會反映在最後的
投票結果。
澳洲人報（The Australian）網站 12 日報
導，該報委託民調機構 「輿觀」（YouGov）
訪問 1 萬 9000 名受訪者預則選情，結果顯示，
工黨可望贏得 80 席。按照這項民調結果，工
黨可能成為國會多數黨上台執政。
衛報（The Guardian）澳洲版 18 日公布民
調，同樣看好工黨選情。該報對 1600 名受訪
者意見調查結果顯示，48%民眾支持工黨，
46%支持自由黨；同時，59%民眾預料工黨將
會贏得這次大選。
澳洲是內閣制，任何政黨若能在聯邦眾
議院的 151 席當中取得過半議席，就能上台執
政；執政黨領導人將成為澳洲總理。也就是
說，假如按照 YouGov 的預測，工黨領導人艾
班尼斯（Anthony Albanese）將成為澳洲總理
。

雖然工黨民調支持度領先，但現任澳洲
總理莫里森（Scott Morrison）的支持度比艾
班尼斯高。
雪梨晨驅報（Sydney Morning Herald）和
墨爾本 「世紀報」（The Age）委託 Resolve
Strategic 對澳洲全國進行意見調查，18 日公布
最新數據顯示，40%受訪者認為莫里森是較理
想的總理人選；只有 36%認為艾班是較理想總
理人選。
衛報澳洲版 18 日公布的民調也指出，40%
民眾認為莫里森是較理想的總理人選；37%認
為艾班是較理想總理人選；23%表示不知道。
由於澳洲是以眾議院多數黨決定總理人
選，就算莫里森本人比艾班尼斯獲得更多民
眾支持，但只要自由黨國家黨聯盟未能取得
眾議院多數議席，莫里森就得下台。
政黨在眾議院席次多寡是決定選戰勝負
的關鍵，在上次（2019 年）大選中僅以些微
差 距 險 勝 對 手 的 議 席 ─ 即 「邊 際 席 次 」
（marginal seats）所屬選區，就成為不同政黨
搶票的所在。

澳洲大選民調顯示可能政黨輪替 媒體持保留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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環保和經濟的沖突：
荷蘭機場有示威者呼籲縮減航空業關閉機場

荷蘭當地居民和行動團體今天在史
基浦機場和其他五個荷蘭機場舉行示威
，反對空中交通造成的汙染和滋擾，他
們希望史基浦機場能縮小規模，並且取
消一些機場。
就示威者而言，鹿特丹和馬城的機
場必須完全關閉。該活動還在 Eelde、
Eindhoven 和 Lelystad 的機場舉行。
在新冠疫情時期，當地居民已經注
意到空中交通對他們自己的福祉和環境
的影響。環保組織表示，現在空中交通
再次回升，他們認爲是時候發出自己的
聲音了。
據報道，約有 150 人參加了在史基
浦舉行的示威活動：“要說活動規模很
大，人很多，並沒有。但進入史基浦機
場的人都會看到他們。”據組織活動的
團體稱，該行動“並非旨在限制進入機
場的人”。
示威者舉著橫幅，上面寫著“皇家
空氣汙染公司”和“不再可能有更多航
班”等文字。
示威者不滿的是，荷蘭機場肆無忌
憚的增長，這是受到荷蘭政府鼓勵的。
他們說，贊揚史基浦機場的樞紐功能尤

其是他們的眼中釘肉中刺。
據稱，史基浦機場的許多乘客並不
是前來荷蘭旅遊的，而只是爲了把該機
場作爲中轉站繼續他們的旅程前往最終
目的地。記者托馬斯說：“參加示威的
大多數活動人士都對荷蘭人使用史基浦
機場這一事實感到滿意，但他們反對所
有利用這個機場轉機而根本不進入荷蘭
的人。”
根據參加示威活動的團體 Extinction Rebellion、 Greenpeace、 Milieudefensie 和 Urgenda 等組織的說法，對該機
場中轉功能的關注意味著這裏“引入了
大量不必要的噪音滋擾和汙染”。他們
認爲，如果航空業規模小得多，該行業
將對經濟的“健康發展”能夠做出“貢
獻”。
中午 12 時 05 分，所有活動地點舉行
了十分鍾的默哀，以表明“人、自然和
氣候”早已超過了極限。

遠，因爲這個南林堡機場的未來非常不
確定。當地居民抱怨噪音和氣味的滋擾
，目前，也尚不清楚氮規則將如何發揮
作用。
昨天下午，該問題已列入林堡省議
會的議程，但沒有做出決定。
有 22 位發言者與省議員們進行了四
個多小時的交談討論，最終會議休會。
討論將在下周繼續進行，最有可能
在 6 月初做出決定。
荷蘭綠黨和動物保護黨的省議會議
員也參加了當地機場的示威活動。

史基浦機場的煩惱
現在，新冠疫情減緩，空中交通恢
複，荷蘭史基浦國際機場預計 2024 年左
右恢複到原有的水平。
該機場很自豪能夠成爲世界上連接
最好的機場之一，擁有 317 個目的地。
但許多人質疑史基浦機場的規模和所謂
的樞紐功能，這讓中轉乘客通過阿姆斯
特丹旅行具有吸引力。史基浦機場幾乎
40% 的乘客只是爲了轉機，而在荷航的
航班，轉機者甚至接近 70%。
由當地居民于十多年前成立的“未來
航 空 工 作 組 ” （Werkgroep Toekomst
Luchtvaart）稱，這是“過度和有害的”。
這個團體稱，這些航班上滿是中轉
乘客。主席漢斯· 布爾馬（Hans Buurma
關閉馬城地方機場由省政府決定
今天下午，示威者在馬城亞琛機場 ）說：“航班造成的廢氣排放，對環境
造成的滋擾，和給人的健康帶來的損害
高叫：“現在關閉機場！”
他們比荷蘭其他地方的環保分子走得更 ，比給我們帶來的要多。”

俄邏斯：芬蘭瑞典加入北約
沒有烏克蘭加入的風險大
綜合報導 芬蘭和瑞典正式宣布，它們希望加入美國領導的北約軍
事集團，俄邏斯的反應似乎有點平靜。5 月 16 日，俄邏斯克裏姆林宮發
言人德米特裏· 佩斯科夫對此進行了解釋，稱與芬蘭和瑞典相比，烏克
蘭對北約的渴望更讓俄邏斯擔憂。
據今日俄邏斯報道，佩斯科夫周壹告訴記者：“我們與芬蘭或瑞典
都沒有領土爭端。而烏克蘭有可能成為北約成員國，在這種情況下，俄
邏斯將與北約成員國發生領土爭端，這將給整個大六帶來巨大風險。”
他指的是克裏米亞周邊的局勢。2014 年，克裏米亞舉行公投，以壓
倒性多數投票贊成脫離烏克蘭，加入俄邏斯。然而，基輔壹直稱克裏米
亞半島為“被占領領土”，並誓言最終將收回對其的控制。克裏米亞半
島大部分居民講俄語。
莫斯科表示，確保烏克蘭成為壹個永遠不會加入北約的中立國，是
其在烏克蘭進行軍事行動的主要原因之壹。但
佩斯科夫指出，莫斯科仍在以最撤底的方式監測北約最新可能的擴
張，以評估其對俄邏斯國家安全的影響。他說:“我們不相信把瑞典和芬
蘭納入北約會在某種程度上加強和改善歐洲大六的安全架構。”
芬蘭與俄邏斯有 1340 公裏的六地邊界。瑞典和芬蘭在冷戰期間沒有
加入以美國為首的北約聯盟，但它們的政府現在聲稱，烏克蘭沖突已經
改變了它們對待這壹問題的遊戲規則。
美國慘議院少數黨領袖米奇· 麥康奈爾周壹表示，美國議員可能會
在 8 月前批準斯德哥爾摩和赫爾辛基的北約申請。麥康奈爾表示，北約
其他 29 個成員國的同事可以更快地做到這壹點。歡迎新國家加入北約需
要得到所有北約成員國的批準。
上周，瑞典和芬蘭的申請加入北約突然遭到土耳其的反對，土耳其
抨擊這兩個北歐國家為“恐怖組織的招待所”，因為它們蝸藏被安卡拉
列為恐怖組織的庫爾德武裝組織的成員。不過，北約副秘書長吉奧阿納
上周日表示，他相信北約能夠克服土耳其的反對意見。

這個工作組分析了史基浦機場的
整個目的地網絡爲荷蘭帶來的經濟利
益，得出的結論是，至少有 100 個目的
地可以取消。布爾馬說：“這些航班對貿
易、商業空中交通和度假者幾乎沒有用
處。”
刪除這 100 個目的地，每年將節省
98000 個航班。此外，據工作組稱，還有
50000 個短途航班可以被火車旅行取代。
布爾馬說：“這樣，每年還有大約 35 萬
個航班，比 2019 年的近 50 萬個航班減
少 30%。這也意味著減少 30% 的氮和二
氧化碳排放，減少 30% 的麻煩。”
當地居民工作組根據荷蘭中央統計
局的貿易數據進行了分析，宣布所有飛
往與荷蘭幾乎沒有任何貿易關系的地方
的航班都是不必要的。2019 年，是正常
飛行的最後一年，史基浦機場的航班飛
往的 91 個目的地，貿易總額也不超過
210 億歐元，而其他 223 個目的地占
6390 億歐元。
飛往南歐受歡迎的度假目的地的航
班可能會被工作組排除在外，即使與這
些目的地的貿易很少；與荷蘭有特殊聯
系的國家的一些目的地也是如此，如蘇
裏南、庫拉索和印度尼西亞。
此外，還將保留一些目的地，這些
目的地本身並不是必不可少的，但它們
提供的中轉乘客數量剛好足以滿足洲際
航班的盈利需求。
根據該工作組的說法，剩下的 223
個目的地將讓機場保留一個“有用的樞

紐”的地位，重點是滿足荷蘭國內市場
的需求，而不是轉機者的需求。
國際貿易國
不過，荷航飛行業務負責人範霍夫
（Vincent van Hoof）認爲，荷蘭作爲一
個國際貿易國家，需要這 300 多個目的
地的聯系才能擁有和維持繁榮的經濟。
大型機場爲此提供了便利，荷蘭旅
客也從中受益，他說：“我們三分之二
的乘客是來自國外的中轉旅客，大約三
分之一是在荷蘭登機的本地旅客。好消
息是，在這裏登機的荷蘭人，也可以使
用這個航空網絡。”
荷航主要看到減少目的地數量的
不利因素。範霍夫說：“我們認爲，
如果在史基浦機場減少飛行，乘客只
會轉移到布魯塞爾或杜塞爾多夫等機
場。這不會解決氣候問題，也不利于
經濟。”
史基浦機場表示無法作出回應，但
史 基 浦 機 場 總 監 迪 克 · 本 肖 普 （Dick
Benschop） 上 周 在 荷 蘭 電 台 節 目 Sven
op 1 中表示，他不是“爲增長而增長，
而是爲了維持樞紐和網絡的質量，可能
作適度增長。”
除了荷蘭的史基浦機場，倫敦希思
羅機場、法蘭克福機場、巴黎戴高樂機
場和伊斯坦布爾機場也以同一方式運營
。在新冠病毒大流行之前，史基浦機場
是繼希思羅機場和戴高樂機場之後歐洲
的第三大機場。

亞馬孫雨林 4 個月三創砍伐紀錄
5 年內全球氣溫或將上升 1.5℃
綜合報導 巴西國家空間研究院
（INPE）近日公布的數據顯示，今年 4 月
前 29 天 ， 巴 西 亞 馬 孫 雨 林 砍 伐 總 量 為
1012.5 平方公裏，相當於 14 萬個足球場大
小，比去年同期高出 74%，也是 2015 年有
記錄以來的 4 月份最高數字。
這已經是今年的第 3 個月度紀錄。1 月
份砍伐 430 平方公裏，是去年同期的 4 倍多
。2 月砍伐 199 平方公裏，同比增長 62%。
1 月和 2 月均創下同期月度紀錄。
總體而言，今年前 4 個月的砍伐總量
也在創紀錄水平。1-4 月砍伐總面積 1954
平方公裏，面積比美國紐約市還大壹倍多
，同比增長 69%。
另外，考慮到4月是雨季，伐木者更難
進入泥濘的森林，通常砍伐量較少，專家表
示，在這種情況下仍創紀錄的4月數據“非
常可怕”。世界自然基金會巴西辦事處科學
主任 Mariana Napolitano 在壹份聲明中說，
這是對雨林承受巨大壓力的警報。
除了砍伐量飆升，另壹個令人擔憂的
是砍伐集中的地區。亞馬孫地處偏遠，4
月砍伐量卻比 2 個傳統砍伐州（帕拉州和
馬托格邏索州）更多，在巴西氣候觀測站
高級公共政策專家 Suely Araújo 看來，這
意味著或將失去對傳統森林砍伐區域之外
地區的控制。
自 1970 年代初以來，巴西亞馬孫地區
的森林覆蓋面積已喪失近 20%。科學家警
告，亞馬孫可能正在接近由雨林退化成稀
樹草原的臨界點，這將對整個地區的降雨
和天氣模式產生重大影響，雨林將從壹個
吸收溫室氣體的巨大水槽變成二氧化碳凈
排放者。事實上，2021 年，巴西亞馬孫的

壹些森林砍伐地區釋放的二氧化碳已經比
吸收的多，在亞馬孫東南部尤為明顯。
根據 3 月份發布的研究，亞馬孫現在
正以比科學家之前擔心的更快的速度接近
“不歸路”。大片森林的恢復速度比以前
慢得多，按照目前的速度，亞馬孫最早可
能在本世紀就失去自然再生的能力。
環保人士猛烈抨擊巴西總統博索納邏
及其政策。巴西氣候觀測組織負責人 Marcio Astrini 在給路透社的壹份聲明中點名博
索納邏是罪魁禍首。
事實上，在博索納邏上任之前，巴西亞
馬孫的森林砍伐就壹直呈上升趨勢。博索納
邏的上任加速了這壹進程。自他2019年上任
以來，森林砍伐量飆升，2021年比2020年增
加 22%（砍伐的雨林面積達到 13000 平方公
裏），是自 2006 年以來的最高水平，比巴
西政府制定目標的三倍還多。
輿論普遍認為博索納邏的政策驅動砍
伐量激增。博索納邏認為，亞馬孫地區發
展更多農業和采礦有助於減少貧困。比如
，博索納邏承諾為 BR-319 高速公路鋪設
250 英裏土路。對鋪路的預期引發了沿線
的房地產投機，人們大規模砍伐森林，
期望這些地區將來可以合法用於農業或
牧業。
據 非 營 利 環 保 組 織 BR-319 在 5 月 初
發布的壹項研究，在高速公路的範圍內
有超過 1800 英裏的二級公路網酪。這些
道路主要通往土地掠奪者和伐木者所需
的區域。
亞 馬 孫 環 境 研 究 所 (IPAM) 科 學 主 任
Ane Alencar 說，預計在今年 10 月份的巴西
總統選舉之前，森林砍伐將繼續增加。原

因在於官員擔心激怒選民，通常不會在選
舉年打擊非法活動。據路透社報道，截至
去年 7 月，巴西的兩個主要環境執法機構
積壓了 17000 份未付罰款。
博索納邏因環保不力的政策不斷面
臨國際譴責。4 月 29 日，美國演員萊昂
納多· 迪卡普裏奧在推特上表示，巴西
是亞馬孫和其他對氣候變化至關重要的
生態系統所在地，他呼籲巴西青年在即
將到來的選舉中踴躍投票，推動改變以
實現健康星球。
博索納邏則點名反駁，他表示如果沒
有巴西農業，世界將會挨餓，所以迪卡普
裏奧“最好閉嘴，不要胡說八道”。
《赫芬頓郵報》文章稱，盡管受到了
全球關註，但氣候和亞馬孫的命運傳統上
不是巴西總統選舉中的突出主題。通貨膨
脹率上升和持續的經濟萎靡，這些話題預
計才是選舉焦點話題。
最新報告預測，由於溫室氣體排放不
斷創紀錄，未來五年全球氣溫上升 1.5℃的
可能性越來越大。5 月 10 日，世界氣象組
織和英國氣象局發布新報告，全球升溫
1.5℃在 2022 年至 2026 年之間出現的概率為
近 50%。
領導該報告的英國氣象局研究員 Leon Hermanson 表示，單壹年份超過 1.5℃並
不意味著《巴黎協定》的目標被突破，但
它確實揭示了我們正越來越接近 1.5°C 目標
可能被長期超過的情況。
據世界氣象組織的臨時報告，去年
，全球平均氣溫比工業化前的基線高出
1.1℃。2021 年的最終報告將於 5 月 18 日
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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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亞洲行 23
23日宣布啟動印太經濟架構
日宣布啟動印太經濟架構
（綜合報導）在俄烏戰事持續之際，美國將重心轉向亞洲
，尋求結盟抗衡中國大陸。美國總統拜登 19 日踏上就任以來首
趟亞洲行，在為期 4 天的行程中，拜登將先後在首爾、東京會
見韓國總統尹錫悅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並與澳洲、印度、日
本領導人召開 「四方安全對話」（Quad）。值得注意的是，拜
登將在 23 日宣布啟動 「印太經濟架構」（IPEF）。
外交部發言人歐江安昨天表示，我國樂見拜登政府推動創
立 IPEF，也注意到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於 4 月 28 日出席聯邦眾議
院外交委員會聽證會時強調，IPEF 是一個開放且具包容性的架
構，美國不會對台灣在內的任何夥伴關閉大門。外交部除將協
同國內經貿相關單位積極爭取參與外，也將持續與美國等區域
理念相近夥伴加強合作。
美國政治媒體 Politico 指出，拜登此行風險極高，他必須說

服盟友與美國建立長久的安全與經濟結盟，以對抗中國在印太
地區遽增的影響力。而拜登的成敗將取決於他如何解決日韓間
的矛盾、北韓核武威脅、深化印度在四方對話的參與等。
拜登 20 日抵首爾，21 日才與尹錫悅舉行雙邊會議。尹錫悅
期望透過這次會面，重新加強韓美防務關係，但此舉或激怒北
韓與中國。美國情資顯示，北韓可能在拜登停留韓國時進行核
子試爆或其他軍事威脅。
拜登 22 日將轉往東京，會見日本天皇德仁，並與日本首相
岸田文雄就美日經貿、區域及全球安全進行磋商，外界估焦點
會放在即將啟動的 IPEF。美國去年 10 月首次公開提出 IPEF 的
構想，希望藉此促進印太地區廣泛經濟合作、抗衡中國，並填
補美國在前總統川普執政時退出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
（CPTPP）後在亞洲的 「留白」。

白宮國安顧問蘇利文表示，IPEF 是因應新經濟挑戰的 「21
世紀安排」，拜登與岸田將親自主持 IPEF 啟動儀式，並有來自
澳洲、東南亞、東北亞領袖以視訊方式與會。此前，美國眾院
、參院議員陸續致函拜登，籲把台灣納入 IPEF。
韓國總統辦公室 19 日說，美國主導的 IPEF 單純是在供應
鏈上的結盟， 「絕無將中國排除在外的意圖」，並稱韓中亦可
進行供應鏈合作。日本產經新聞 19 日刊出美國駐日大使易曼紐
專訪，他強調中國不會受邀參加 IPEF。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
堅強調，美日發展雙邊關係、任何地區合作架構都不應針對第
三方或者損害第三方的利益。而最後一日登場的四方安全對話
，估計台海安全會是焦點，拜登也預計與印度總理莫迪、澳洲
勝選領袖分別進行雙邊會談。

神盾艦等浪費 180 億還不夠
議員批美軍嚴重問題
（綜合報導）國會議員批評，美國海軍聲稱自己缺乏資金
，卻未妥善管理船艦維護計畫，包括在耗資近 6 億美元（約新
台幣 180 億元）的大修即將完成時，才要求退役 「維克斯堡號
」神盾巡洋艦（CG 69）和 「托土加號」船塢登陸艦（LSD 46
），以及在計畫退役 「聖路易號」（LCS 19）濱海戰鬥艦的同
時，還準備讓其反潛系統接受改裝等。
「美國海軍學會新聞網」（USNI News）18 日報導，共和
黨籍聯邦眾議員葛蘭傑（Kay Granger）表示，美國海軍聲稱缺
乏足夠的運作與維護經費，藉此要求退役大量船艦，包括才剛

服役沒多久的濱海戰鬥艦，但 「事實並非如此」，批評該軍種
未妥善管理數十億美元的維護資金， 「浪費納稅人的錢」。
USNI News 指出，美國海軍於先前公布的 2023 財年預算需
求 中 ， 要 求 退 役 提 康 德 羅 加 級 （Ticonderoga-class） 巡 洋 艦
「維克斯堡號」和 「惠德貝島級」（Whidbey Island-class）船
塢登陸艦 「托土加號」，但這兩艘船艦都正在接受延壽計畫，
已耗資近 6 億美元且工程即將完成，恐在重獲新生的同時被迫
退役。
另外，自由級（Freedom-class）濱海戰鬥艦 「聖路易號」

也在美國海軍的退役名單上，但該軍種卻仍準備於今年稍晚讓
其接受改裝，修復該級艦反潛系統上的設計缺陷。
美國海軍軍令部長吉爾戴（Mike Gilday）上將先前才以自
由級艦無法發揮作用為由，在國會聽證會上高聲宣布 「拒絕繼
續投入資金」；但葛蘭傑對此態度表示懷疑，因為該軍種幾年
前才在類似場合，用 「同等的熱情」呼籲國會向濱海戰鬥艦計
畫提供足夠經費。

美國重啟駐基輔大使館 G7財長研議援烏計畫
（綜合報導）美國駐基輔大使館在關閉近 3 個月之後，18
日重新開始運作，美國參議院並一致通過駐烏克蘭大使人事案
；G7 財政部長 19 日開會，希望找出能解決烏克蘭預算困境的
辦法。
●關閉近 3 個月後 美國重啟駐基輔大使館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18 日表示，美國駐
烏克蘭首都基輔大使館已重新開始運作。在俄羅斯侵略烏克蘭
後，這座大使館曾關閉近 3 個月之久。
布林肯發表聲明指出： 「烏克蘭人民在我們的安全協
助下，面對俄羅斯不合理的侵略，捍衛了他們的家園，因此美
國星條旗將再次飛揚在這座大使館上空。」
●拜登提名布林克任烏克蘭大使 美參議院表決通過
美國聯邦參議院外交委員會 18 日全體一致通過讓總統拜登
提名的資深外交官布林克（Bridget Brink）擔任下任駐烏克蘭
大使，她的人事案也迅速獲得參院全院表決通過。
布林克的任命案在參院輕鬆過關，以填補這個懸缺 3 年的
關鍵職位。
●烏克蘭財務需求龐大 G7 財長研議援助計畫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一事持續對全球經濟造成傷害，七大工
業國集團（G7）財政部長 19 日開會，希望找出能解決烏克蘭
預算困境的辦法。
G7 成員國的財長們在德國西部小鎮科尼斯溫特（Koenig-

swinter）會談，以商量出一套因應之道。
美國財長葉倫（Janet Yellen）17 日在布魯塞爾演說時表示
： 「目前宣布的雙邊和多邊支援並不足以應付烏克蘭的需求，
即使短期也不行。」
葉倫也出席了科尼斯溫特的會議，呼籲美國的夥伴 「和我
們一起提高財務支援」給飽經戰火摧殘的烏克蘭。
美國已為烏克蘭推出 400 億美元援助計畫，但同時，美國
國內正逢通貨膨脹飆升，愈來愈多人擔心這個全球第一大經濟
體可能陷入衰退。
●烏克蘭申請加入歐盟 抱怨受二等待遇
德國表示無法加快飽受戰爭蹂躪的烏克蘭加入歐盟的進程
後，烏克蘭外交部長庫列巴（Dmytro Kuleba）19 日批評部分歐
盟國家給予基輔 「二等待遇」。
庫列巴在推特發文表示： 「過去幾年，部分歐盟國家對烏克蘭
在歐洲未來發展實行的戰略模糊政策已經失敗，且必須結束。
」
他也說，這 「只會鼓舞」俄羅斯總統蒲亭（Vladimir Putin
）。
他猛烈抨擊烏克蘭受到 「二等待遇」，稱這 「傷害了烏克
蘭人的感情」。
德國總理蕭茲（Olaf Scholz）先前表示，烏克蘭加入歐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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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 「沒有捷徑」，並說若對烏克蘭破例，對同樣尋求成員國
資格的西巴爾幹國家不公平。
●英國再制裁俄國 禁俄航空公司出售機場起降時段
英國政府 19 日宣布，對俄羅斯主要幾家航空公司實施新的
制裁措施，禁止它們將已經遭到禁用的英國機場起降時段出售
，估計可使俄國無法獲得 5000 萬英鎊（約新台幣 18.5 億元）收
入。
英國外交部發布聲明表示： 「國有的俄羅斯最大航空公司
俄羅斯航空（Aeroflot），以及烏拉爾航空（Ural Airlines）和羅
西亞航空（Rossiya Airlines），現在將無法把它們在英國機場未
使用且有利可圖的起降時段出售。」
聲明還說，這項行動將防止俄羅斯 「估計變現進帳 5000 萬
英鎊」。
●俄首名在烏受審戰爭罪士兵乞求 「寬恕」
首位在烏克蘭接受戰爭罪審判的俄羅斯軍人希希馬林
（Vadim Shishimarin）18 日在基輔法庭上認罪，他 19 日出庭時
詳述如何在莫斯科侵略烏克蘭初期，殺害一名烏克蘭平民，並
乞求 「原諒」。
21 歲的希希馬林在法庭上向遭他殺害男子的遺孀說： 「我
知道你們不能原諒我，不過，儘管如此，我還是乞求你們的寬
恕。」

亞洲時局
2022年5月20日

日本又發生給未成年人打錯疫苗事件
醫生稱“沒看出生日期”
綜合報導 據報道，日本三重
縣津市政府承認，當地醫療機構給
壹名未成年人錯誤地接種了新冠疫
苗。
5 月 7 日，當地壹家醫療機構
為部分企業職員及其家屬實施第 3
次新冠疫苗接種，原計劃給未滿 18
歲的人接種輝瑞疫苗，結果因醫生
未確認接種者的出生日期，為壹名
未滿 18 歲人員錯誤地接種了莫德
納疫苗。
這名未成年人在接種後便出現
發燒情況，目前仍在觀察中。該醫
療機構已於 14 日與當事人及其家
屬聯系並道歉。該市政府的負責人
呼籲，“希望各醫療機構仔細確認
後再接種疫苗。”
就在 2022 年 4 月份，日本福島
縣也發生給未成年人打錯疫苗的烏
龍事件，壹家醫療機構為三名不滿
17 歲青少年接種了美國莫德納疫苗
。但根據日本政府規定，12-17 歲
的青少年第三次接種時只能註射美
國輝瑞疫苗。

印度德裏地區遭 49℃高溫烘烤
氣溫創下歷史最高紀錄
綜合報導 據報道，包括
印度首都新德裏在內的德裏地
區上周日氣溫最高達到 49°C，
創下歷史最高紀錄。
壹段時間以來，德裏及其
周邊的哈裏亞納邦、北方邦、
拉賈斯坦邦等地區遭遇持續高
溫少雨天氣。上周日，德裏迎
來今年最熱的壹天，當天該市
大多數氣象站記錄到的氣溫達
到 45°C，有兩個氣象站記錄到
的氣溫高達 49°C。
持續高溫天氣下，德裏幾
周以來只有兩天下雨，往年 4
月平均降水量為 12.2 毫米，但
今年 4 月僅為 0.3 毫米。氣象
部門預計今年 5 月德裏溫度將

高於往年均值。此外，北方邦
部分地區溫度上周日也高達49°C
，附近其他地區溫度都達到45°C
以上。不過好消息是，氣象部門
預計德裏周壹將迎來降雨或沙塵
暴天氣，這在今後壹兩天有助於
緩解當地高溫熱浪天氣。
印度新聞頻道“共和世界”
報道稱，自3月中旬以來，印度
和巴基斯坦大部地區就遭遇持續
熱浪襲擊，已造成數十人死亡。
熱浪不僅引發火災，還影響量食
生產。在德裏市內，甚至夜間溫
度都達到 35°C 以上。有專家特
別提及，城市建築所用材料和密
集的人員活動等造成“熱島效
應”，城市溫度明顯高於周邊

農村。此外，德裏已基本沒有未
硬化鋪裝的地面，這導致太陽輻
射無法被吸收，而是在低大氣層
中折射回地面，從而進壹步加居
了環境熱負荷。
除當前高溫熱浪令人吃不
消之外，氣候變化加居極端天氣
的長期變化趨勢更讓印度人心慌
。印度《金融快報》援引綠色和
平組織印度分部發布的預測數據
稱，2080 年至 2099 年間德裏和
孟買的年平均氣溫可能將較
1995年至2014年上升5°C，屆時
德裏的年均最高溫度將從目前的
41.93°C上升至45.97°C，某些年
份的年均最高溫度甚至可能高達
48.19°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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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錫悅首次施政演說
強調穩定民生

星期五

綜合報導 韓國總統尹錫悅發表
首次施政演說，強調追加材政預算穩
定民生，並提及對朝援助和加入“印
太經濟框架”（IPEF）等計劃。
尹錫悅表示，穩定民生是當
前最緊迫的問題。小工商業者等
為配合政府疫情防控工作蒙受巨
大損失，民生陷入危機。他呼籲
國會予以配合，盡早處理新政府
補充預算案。
尹錫悅就朝鮮半島局勢表示，朝
鮮不斷加強核武能力，接連試射可攜
帶核彈頭的導彈，還有跡象表明朝鮮
正準備核試驗。他強調，要推進朝鮮
無核化進程，構建韓朝信任這壹良性
循環的可持續和平，而非形式上的和
平。針對朝鮮目前爆發的新冠疫情，
他表示只要朝方願意，韓方將不遺余
力地提供疫苗、藥品、醫療器械、衛
生人力資源等防疫援助。韓方對朝人
道主義援助不受韓朝政治、軍事關系
左右。
針對韓美首腦會談，尹錫悅指
出將與拜登就通過 IPEF 加強全球供
應鏈合作的方案交換意見，並討論
數字經濟和碳中和等多項經濟安全事務。他強調，為
擴大與主要國家的經濟安全合作、主導國際規則的形
成，迫切需要國會的支持。韓國媒體分析稱，IPEF 被
認為是由美國主導、牽制中國的機制，此次韓美首腦
會談期間尹錫悅政府在中美競爭中的外交政策基調也
將更加清晰。

馬來西亞女子去寺廟慘加祭祀儀式

突然神像碎裂將其砸死

綜合報導 據報道，壹名馬來西
亞女子去寺廟慘加祭祀儀式，可是寺
廟上的其中壹個神像突然碎裂，將其
砸傷，最終在醫院去世。在祭祀儀式
上出現這洋的意外實屬罕見，目前當
地警方正在調查這起事件。
據報道，當地時間 5 月 15 日上
午 9 點 50 分左右，53 歲的馬來西亞
女子 Manimegalai 來到當地壹家寺廟
慘加祭祀儀式。當天，壹共有大概
5000 名信徒都趕去慘加這場盛大的
儀式，現場非常熱鬧，人頭攢動。
事發前，有人借助機械在寺廟的頂
部種植鮮花，突然有壹個物體從高
處墜落，直接砸中了正在寺廟下方
的 Manimegalai 和另外兩名女子。

從照片中可以看到，那座寺廟又
高又大，外面修建了很多個不同的彩
色神像。那塊碎裂墜落的神像有著大
大的眼睛和白色的尖牙，看起來有些
嚇人。那塊破碎的神像看起來似乎很
重，而且塊頭很大，再加上從高空墜
落，被砸到的人壹定兄多吉少。Manimegalai就是那個不幸的人，當時她
被神像重重砸到了頭部，導致她嚴重
受傷。隨後，她被緊急送往Raja Permaisuri Bainun 醫院接受治療。然而
，由於傷勢嚴重，Manimegalai 最終
在醫院離開了人世。
馬來西亞霹靂州警察局長瓦希
德在發表聲明時稱，當時與 Manimegalai 壹起被砸傷的兩名女子並無

大礙，她們只是受了輕傷，經過間
單處理後就沒事了。當地警方表示
，他們仍在調查這起事件，並敦促
現場的目擊者為他們提供線索。

台灣新聞

無薪假創今年新高
朝野齊挺紓困延長
（中央社）本土疫情嚴峻、確診屢創新高，
全台放無薪假人數突破 1.5 萬人也創今年新高，
民進黨正國會 7 位立委昨聯名疾呼政府延長必要
紓困措施，並針對弱勢產業及勞工加強政策補貼
。國民黨團總召曾銘宗也說，全力支持紓困延長
1 年，適當補助無薪假勞工。民眾黨立委張其祿
則說，不反對延長紓困，要把錢用在緊急和救命
上。
民進黨正國會立委陳歐珀、陳亭妃、黃秀芳
、吳琪銘、莊競程、陳秀寳、蔡適應昨上午舉行
「延長紓困銜接振興，共營社會互助網絡」記者
會，7 人同聲籲政府延長必要紓困措施、從寬紓
困弱勢產業、加強照顧弱勢勞工、投入金融政策
工具及計畫振興銜接紓困。
陳歐珀說，疫情尚未達到高峰，但影響已擴
及各產業，勞動部 16 日公布放無薪假人數已超過
1 萬 5000 人，創下今年無薪假新高，受影響包含
服務業（旅行社）1420 家，其次為批發及零售業
274 家、住宿及餐飲業 178 家；人數最多為支援服
務業 8816 人，其次為住宿及餐飲業 1396 人、製造
業 1282 人。他強調，台灣以中小企業為主體，勢
必會影響整體經濟結構。
「補助要及時，人民才會有感覺！」陳亭妃

說，行政院應統籌各部會原有紓困措施，包括延
稅、降稅、租金減免、利息減免等，重新總盤整
，也要有打延長賽的心態，盼 6、7 月疫情可告一
段落。
蔡適應強調，補助與振興政策應該要雙管齊
下，推動免現金支付到夜市及傳統市場，增加消
費誘因。
莊競程指出，無論診所支援 PCR 篩檢、各地
加開大型篩檢站、全國加開專責病房等，都是基
層醫護的付出，相關津貼一定要迅速發放，若預
算需追加，立院絕對無異議通過。
曾銘宗表示，目前防疫紓困預算還約有 1000
億可挪用，雖以防疫優先，但政府還有其他財源
，比如年度預算、基金預算，甚至行政院第二預
備金，都能挪用。受疫情重創最嚴重就是服務業
、觀光旅遊業、遊覽車業、文化展演類等，預期
未來無薪假問題會更嚴重，政府其實有財源可補
貼企業跟員工，讓他們度過疫情最後難關。
張其祿認為，紓困的錢都沒有花在刀口上，
政府大撒幣政策，用在幾倍券、農遊券、創生券
等，但執行率最後都很差，盼政府執行紓困方案
能經過審慎評估，不反對延長紓困方案，但要把
錢用在緊急和救命上。

高教經費投資 教團批台灣倒數第1
（中央社）台灣每年投入高等教育經費約
新 台 幣 724 億 元 ， 占 國 內 生 產 毛 額 （GDP）
0.39％ ， 遠 遠 落 後 於 經 濟 合 作 暨 發 展 組 織
（OECD）所有會員國平均的 1％，甚至位於全
球最後一名，高教工會向政府喊話，應逐年提
高我國高等教育投資。
高教工會昨日舉行記者會，組織部主任林
柏儀表示，台灣人均 GDP 已經跟上 OECD 會員
國水準，高等教育卻是用低補助、私有化的方

式在經營，政府沒有像 OECD 會員國家一樣扛
起責任，而是要人民承擔所有教育成本，種種
資源錯置和不足，導致高教亂象不斷發生。
高教工會認為，雖然教育部每年有微幅調
升高等教育總體經費，但調升比例大概只有 1％
，近年甚至越來越低，完全趕不上我國 GDP 及
物價成長率，實際占 GDP 比例也越來越低，距
離達到 OECD 水準還有很長的路。
高教工會提到，公部門投入高教經費的不

足，並不能仰賴調漲學費解決，這只會使台灣
高教私有化加劇，還有大學辦學亂象變本加厲
。
高教工會呼籲，根本的解決之道應該是整
體提升公部門投入的資源，主要有 3 項作法：第
一、政府應逐年提高公部門高等教育經費至
OECD 國 家 平 均 占 GDP 的 1％ ， 並 將 物 價 及
GDP 納入考量。第二、縮小私校學子所獲補助
與公校學生的差距。第三、公私校教師待遇應

有統一標準，才能共同打造有競爭力又具備公
共價值的高教環境。
教育部則回應表示，高教工會的統計與事
實有些出入，依照國發會統計，世界各國在高
教投資方面，以美國 2.6％最高，加拿大 2.3％居
次，我國為 1.4％，與 OECD 國家平均值 1.4％
相同，且根據教育部統計，2019 年我國高教投
資占比為 1.3％，前兩年度則是 1.4％。

香港瞭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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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趨指標轉正 港公僕有望加薪
加幅：基層2.04%中層4.55%高層7.26% 下周交報告待特首拍板
香港“薪酬趨勢調查”結
果 18 日出爐，基層、中層及

建議獲行政長官及行政會議通過，

6.16%
2011

已經歷兩年凍薪的全港約 17 萬名公

5.26%
2012

3.92%
4.71%
2014
2.55%
2013

務員有望加薪，而高層公務員疫下
加薪幅度更可能是香港回歸祖國以

7.26%？
基層及中層

5.96%

5.80%

高層公務員的薪酬趨勢淨指標分別
為 2.04% 、 4.55% 及 7.26% ， 一 旦

公務員加薪幅度（2011-2021）

7.24%

4.62%

4.68%

3.96%
2015

4.19%

4.51%
2.94%

2016
1.88%

4.06%
2018

2017

來 最 高 。 以 一 名 起 薪 近 7.5 萬 元

高層

5.26%

凍薪

凍薪

4.75%
2019

凍薪
2020

凍薪
2021

2.04%
至 4.55%？

資料來源：
資料來源
：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文件
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文件、
、
薪酬趨勢調查結果
製表：
製表
：香港文匯報

2022

(薪趨淨指標)

（港元，下同）的高級行政主任為
例，加薪 5,000 餘元後月入近 8 萬
元，但屬於基層公務員的助理文書
主任只加薪近 320 元。薪酬趨勢調
查委員會主席李鑾輝解釋，去年第
五波疫情爆發前，香港經濟復甦，私
人市場普遍加薪，加上高層僱員流動
性增加，私人企業加薪留人，因此高
層薪酬升幅最高。行政長官稍後會
與行政會議商議，在考慮政府財
政、社會經濟狀況，以及公務員士
氣等因素後再決定最終的薪酬調整
幅度。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以一名起薪點15,560元的助理文書主任
為例，根據指標每月將加薪 317 元；中層公
務員月薪兩萬多至 7 萬元，例如二級行政主
任起薪點是31,750元，按指標每月加薪將超
過 1,400 元。高層公務員例如高級行政主
任，以起薪點74,515元計算，有望加薪至近
8萬元。
李鑾輝 18 日在會見傳媒時解釋，是次
調查收到 111 間私人公司近 13 萬名僱員的數
據，其中有 80%公司基本薪金調升、其他選
擇凍結，沒有企業減薪；額外薪金方面 51%
公司有調升，30%凍結，19%向下調整。
今次調查涵蓋九大行業，依據統計處分
類方式蒐集。李鑾輝說，調查結果客觀、準
確、如實反映市場情況，數據顯示私人市場
薪酬水平明顯向上調整，基本薪金和額外薪
金都有調升。
不過他承認，統計數據永遠會滯後市場
發展：“很多公司都在農曆新年前決定加
薪，所以很多都是按去年的數據增加、調整
自己員工的薪金。如果我自己註釋，過去一
年高層人士流動性很大，或者要留人關係，
可能私人機構願意出更多花紅留人。”

市場薪酬解凍 經濟回暖漲薪
李鑾輝解釋，市場薪酬經歷了一段時間
凍結，而經濟一反彈就會出現普遍漲薪。去
年，香港全年經濟增長約 6.4%，雖然今年
首季受疫情影響經濟急轉而出現收縮約
4%，但大部分公司在 2 月 1 日農曆新年前已
經決定加薪，因此過去一個年度錄得薪酬正
指標。他說：“數據反映了去年經濟急速反
彈向好的情況，公務員薪酬水平應參照私人
市場釐定，一旦出現太大落差，政府將難以
留住及吸引人才。”
委員會將於下周三再開會審核報告，並
向行政會議提交報告。行政長官將與行政會
議商議，在考慮政府財政、社會經濟狀況，
以及公務員士氣等因素後，再決定最終實際
薪酬調整幅度。

薪。

子女缺糧物價漲 基層公僕頂硬上

基層料加幾百 高層或月進五千

◆ 李鑾輝表示
李鑾輝表示，
， 經濟反彈就會出現漲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高級公務員的薪酬趨勢
淨指標高達 7.26%，但基層公
務員僅獲約 2%加薪幅度，完
全無法抵消凍薪兩年間的通
脹，“過去兩年凍薪，但外
面物價樣樣都貴，要慳住使，希望今年薪酬加
幅可以追回通脹。”食物及環境衞生署二級工
人張先生，主要職責是掃街清潔服務。他表
示，子女已投身社會工作，惟疫情下收入大
減，只能靠張先生養活一家四口。“在通脹下
購買力下跌，一家人好少外出用膳，其他開支
也慳得就慳。”
身為基層公務員的張先生月入約 1.4 萬元
（港元，下同）左右，子女已長大並投身社會工
作，家庭收入本應可以改善，但疫情肆虐下子女
的工作無可避免受到影響，“我個仔揸貨車，但
開工日子大減。女兒學歷不高，她的工作也受疫
情影響，試過要放無薪假、沒有收入。幸好我是
公務員，每月有固定入息，勉強撐起一頭家。”



收支掹掹緊 冀加幅看齊中級

本身居於荃灣區公屋的他在新界區負責掃
街等工作。公屋租金佔 4,000 元，還有其他開
支，“人工不高，收支掹掹緊。”他表示，過
去兩年公務員凍薪，收入未有增加，但疫情下
物價反而上升，影響他們這些基層公務員的生
活，“街巿樣樣餸菜都貴了很多，妻子與其他
主婦一樣會細心挑選一些便宜的食材，而我們
一家也很少外出用膳，只有特別節日如早前母
親節，才會到食肆慶祝。”
以張先生的收入，若按照18日公布的公務
員薪酬趨勢淨指標加薪，只獲加薪280元，即使
依照2018年及2019年做法，特區政府最終將低
級公務員實際加薪幅度升至與中級公務員看
齊，張先生每月薪酬也僅增加600多元，
“看似
不多，但增加了這些薪金，購物也可鬆手些，
所以希望政府最終公布的加幅能追回通脹。”
他最希望的，還是疫情持續好轉，子女的
工作環境改善，收入增加，最終令全家的生活
都得到改善。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高層：7.26%
中層：4.55%
基層：2.04%

近年加薪情況

今年薪酬趨勢
淨指標

根

據薪酬趨勢調查委員會於去年 4 月至
今年的調查發現，私人市場低層人員
平均加薪3.2%、中層人員加幅5.58%、高層
加幅 8.3%。在扣減平均遞增薪額開支後，
得出公務員薪酬趨勢淨指標分別為基層加
2.04%、中層加4.55%、高層加7.26%。

2018年

2019年

建議淨指標

實際加幅

建議淨指標

高層

4.06%

4.06%

實際加幅

高層

4.58%

中層

4.51%

4.75%

4.51%

中層

5.08%

5.26%

基層

2.84%

4.51%

低層

3.13%

5.26%

註：2020年及2021年凍薪 資料來源：薪酬趨勢調查結果

顧問：調查偏重大企 脫離巿場實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高級公務員
薪酬趨勢淨指標高達 7.26%，但低級公務員的
淨指標則只有 2.04%，兩者相差兩倍半，予人
“肥上瘦下”感覺。
有人力資源顧問直言，作為公務員薪酬調
整指標的薪酬趨勢調查未能反映勞動市場實
況，主要有兩大原因，包括調查主要涵蓋不少
大機構，且僱員花紅也計及在內，未能全面反
映中小企實際情況。
公務員薪酬調整幅度是根據“薪酬趨勢調
查”結果釐定，今年就調查 111 間私人機構的
調薪情況，擬定各級公務員調薪建議。人力資
源顧問公司董事總經理周綺萍18日接受香港文
匯報訪問時表示，香港八九成企業是中小型，
佔經濟比例高，但“薪酬趨勢調查”多集中在
大企業，“好似銀行、電訊公司等，這些大機
構規模大，受疫情影響較少，薪酬調查主要涵
蓋大機構，反映不到巿場的真實情況。”
她表示，在疫情影響下，其實無論中小企
或大機構去年實際薪酬加幅也不高，“好多企
業都是 1%至 3%，能達到 4%加幅的（企業）

不多，今次調查高級公務員薪酬趨勢淨指標去
到 7.26%，加幅驚人，根本是與巿場脫節。”
她表示，香港以往經濟非常興旺時，企業未計
花紅的加薪幅度最多 5%，經濟差時一般加薪
1%至3%。
她認為，今次調查結果扭曲實況的另一個
原因是該調查把花紅也計算在內，“高層員工
花紅比例佔了45%，中層則佔27%。”
周綺萍指出，由於去年底整體經濟有好
轉，而之前薪酬加幅較低，故大企業給予較多
的花紅以回應僱員的訴求，並以此挽留人才，
尤其高層人員花紅較多，但這只是一筆過的款
項，以此計算薪酬趨勢並不合理。
她認為要反映巿場真實情況，特區政府應
增加收集中小企的數據，不能只集中調查大企
業，且不應將花紅當作基本薪酬，“其實目前
本港經濟仍未復甦，失業率亦達 5%，政府加
薪時要考慮目前的情況，高級公務員加幅若跟
隨今次的指標，加幅太高，公眾的觀感不好。
政府應該善用公帑，以刺激經濟及紓緩巿民經
濟壓力。”

已動用1700億元 抗疫基金惠700萬人次
香港文匯報訊 為應對新冠疫情，特區
政府先後透過“防疫抗疫基金”推出六輪措
施。財政司司長陳茂波 18 日書面回覆立法
會議員質詢時透露，該基金先後獲立法會批
准注資合共 2,509 億元（港元，下同），六
輪合共超過 220 項措施；截至本月初，已動
用基金超過 1,700 億元，惠及超過 700 萬人
次及95萬個由企業或商戶提交的申請。
陳茂波表示，自新冠疫情以來，特區政
府透過基金推出了 20 多項與加強防疫抗疫
工作相關的措施，包括向醫管局撥款以對抗
疫情，這些措施總承擔金額約為250億元。

他表示，除了透過基金撥款外，特區政
府亦透過其他渠道為醫管局提供額外資源對
抗疫情，包括在 2020 年 9 月向醫管局提供額
外撥款 30.44 億元，以提升醫管局的服務容
量，應付第 4 波疫情；在 2022 至 2023 年度
向醫管局提供額外撥款 75 億元，以提升醫
管局應付新一波疫情的容量和繼續推行抗疫
措施的能力；以及向醫管局提供 11.41 億元
持續支援其不同範疇的工作，包括營運北大
嶼山醫院香港感染控制中心、推行新冠疫苗
接種計劃、普通科門診診所的“加強化驗室
監測計劃”等。

T:5.7"

LEGAL NOTICE
These Texas Lottery Commission scratch ticket games will be closing soon:

◆圖為清潔
工人在街市
進行深層清
潔消毒。
資料圖片

Game #

Game Name / Odds

$

Official Close
of Game

End
Validations
Date

2351

$5,000 Jackpot
Overall Odds are 1 in 4.97

$1

6/22/22

12/19/22

2361

Cozy Cash
Overall Odds are 1 in 4.49

$1

6/22/22

12/19/22

2365

Break The Snowbank
Overall Odds are 1 in 4.25

$2

6/22/22

12/19/22

2319

$500 Frenzy
Overall Odds are 1 in 3.90

$5

6/22/22

12/19/22

2258

Mega Loteria
Overall Odds are 1 in 3.54

$10

6/22/22

12/19/22

Texaslottery.com is the official source for all pertinent game information. Game closing procedures may be initiated
for documented business reasons. These games may have prizes unclaimed, including top prizes. In addition, game
closing procedures will be initiated when all top prizes have been claimed. During closing, games may be sold even
after all top prizes have been claimed. Must be 18 or older to purchase a ticket. For help with a gambling problem,
ncpgambling.org. © 2022 Texas Lottery Commission. PLAY RESPONSIB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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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菲律賓當選總統馬科斯通電話

習近平：把中菲友好合作“一張藍圖繪到底”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 5 月 18 日上午同菲律賓當選總統馬科斯通
電話。習近平強調，希望菲方繼續奉行獨立自主
外交政策。中方願同菲方就重大國際和地區問題
加強戰略溝通和協調，維護好本地區和平發展的
良好態勢。
習近平再次祝賀馬科斯當選菲律賓總統。
習近平強調，你親身參與、見證了中菲關係
發展歷程，是中菲友好的建設者、支持者、推動
者。菲律賓有句名言，“不知來時路，不可致遠
途”。我們要傳承好中菲友誼，不忘初心，把握

大勢，寫好新時期中菲友好的大文章，把中菲友
好合作“一張藍圖繪到底”，推動兩國關係走向
更加美好的未來。

做大做強既有合作 培育挖掘新增長點
習近平指出，過去6年，中菲雙方堅持睦鄰友
好，攜手共同發展，確立了全面戰略合作關係。
雙方通過對話協商有效管控分歧，積極推進各領
域務實合作，雙邊關係取得豐碩成果。事實證
明，中菲友好符合兩國人民共同期待，中菲合作
符合兩國人民共同利益。中方始終把菲律賓放在

周邊外交優先位置，對菲友好政策保持連續性、
穩定性。中方願同菲方加強治國理政經驗交流，
圍繞基礎設施、農業、能源、教育等國計民生，
聚焦抗疫和疫後復甦，做大做強既有合作，培育
挖掘新增長點，促進兩國和地區發展振興。中方
將一如既往向菲律賓經濟社會發展提供積極支持
和幫助。
習近平強調，當前，世界之變、時代之變、
歷史之變前所未有，和平與安全面臨新的挑戰。
中菲同為亞洲發展中國家，兩國發展根植於睦鄰
友好的周邊環境，根植於合作共贏的亞洲大家

庭。希望菲方繼續奉行獨立自主外交政策。中方
願同菲方就重大國際和地區問題加強戰略溝通和
協調，維護好本地區和平發展的良好態勢。
馬科斯深情憶及其同中國的友好交往，表
示，菲律賓人民視中國為最重要的夥伴之一。菲
律賓新政府將把菲中關係作為外交政策重點方
向，願同中方加強各層級交往，深化和密切經
貿、基礎設施、能源、文化、教育等各領域合
作。我對菲中關係未來更好、更強勁發展充滿期
待，願同中方一道，不斷為菲中關係發展注入新
的強勁動力。

王毅視頻晤日韓外長 強調反對陣營對抗
闡明中方立場 希望相關國家着眼地區和平穩定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新華社及中通社報道，美國總統拜登將於 5
月 20 日至 24 日出訪韓國和日本，這是拜登上任以來首次亞洲行。中國學者分
析指出，拜登今次亞洲行程，不到中國但處處針對中國，意圖在中國的東南方向形成
新的對華壓制。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本周以來連續同韓國新任外長朴振、日本外
相林芳正舉行視頻會晤，闡明中方立場，強調反對陣營對抗，希望相關國家着眼地區
和平穩定。
18 日在同日本外相林芳正舉行視頻會晤
王毅時，就日美涉華消極動向表明立場。

望日汲取歷史教訓 不要以鄰為壑
王毅指出，日方即將主辦美日印澳“四邊機
制”峰會。令人關注和警惕的是，美國領導人還
未成行，所謂日美聯手對抗中國的論調就已甚囂
塵上，搞得烏煙瘴氣。日美是同盟關係，中日則
締結有和平友好條約。日美雙邊合作不應挑動陣
營對抗，更不應損害中方的主權、安全和發展利
益。希望日方汲取歷史教訓，着眼地區和平穩
定，務必謹慎行事，不要為他人火中取栗，不要
走以鄰為壑的歧途。
王毅指出，當務之急要重點做好三件事情。
一要切實把握兩國關係正確方向。中日四個政治
文件確定了兩國關係和平友好合作的大方向，奠
定了兩國互為合作夥伴，互不構成威脅等一系列
重要原則共識，是確保中日關係穩定健康發展的
根本保障。兩國關係越複雜嚴峻，越要不忘初
心，毫不動搖堅持中日四個政治文件原則精神。

應彼此樹立正確認知，積極開展正面互動，籌劃
好邦交正常化 50 周年紀念活動，加強各層級各領
域交流合作，營造積極的民意和社會氛圍。二要
充沛兩國關係前進動力。經貿合作是雙邊關係
“壓艙石”和“推進器”。中國加快構建雙循環
新發展格局將為日本及世界提供更多機遇。雙方
應深挖合作潛力，在數字經濟、綠色低碳、氣變
治理等領域加強協調合作，實現更高水平互惠共
贏。三要及時排除干擾因素。近期日方在台灣地
區等涉及中國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的問題上消極
動向凸顯，一些政治勢力無端抹黑攻擊中國，嚴
重損害雙方互信，動搖兩國關係根基。歷史的教
訓值得銘記。日方應恪守迄今作出的承諾，遵守
兩國間基本信義，不讓試圖破壞中日關係的勢力
坐大，與中方一道維護好邦交正常化 50 年來取得
的寶貴成果。

反對消極傾向 中韓要加強合作
王毅 16 日同韓國新任外長朴振舉行視頻會
晤時，也強調要從各自和共同利益出發，反對

楊潔篪同沙利文通電話：

對話勢頭應保持 美方言行應一致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2022 年 5
月 18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事工
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楊潔篪應約同美國總統國
家安全事務助理沙利文通電話。

如美方執意打“台灣牌”必把局勢引向危險
楊潔篪表示，習近平主席同拜登總統就中
美關係達成重要共識，雙方要切實落實好。近
期，雙方在兩軍、氣變、衞生、農業等領域開
展了一些對話，這是有益的，對話勢頭應保持
下去。同時必須指出的是，一段時間以來，美
方採取一系列干涉中國內政、損害中方利益的
錯誤言行，中方對此堅決反對並予以有力應
對。美方應當言行一致，將相關承諾落實到具
體政策和行動中去，與中方相向而行，妥善管
控分歧，多做建設性的事，推動中美關係重回
健康穩定發展的正確軌道。
楊潔篪強調，台灣問題是中美關係中最重

要、最敏感、最核心的問題。美方多次明確表
示奉行一個中國政策，不支持“台灣獨立”。
但近來美方在台灣問題上的實際行動與表態大
相徑庭。如美方執意打“台灣牌”，在錯誤道
路上越走越遠，必將把局勢引向危險境地。我
們敦促美方認清形勢，嚴守承諾，恪守一個中
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規定。中方必將採
取堅定行動維護自身主權和安全利益，我們說
到做到。
楊潔篪指出，求和平、謀合作、促發展是
亞太地區的大勢，是民心所向。中國秉持親誠惠
容理念，與周邊國家一向友好相處、互利共贏、
命運與共。任何出於一己私利損害亞太地區各國
根本和長遠利益的行為，都注定走不遠也行不
通。任何拉幫結派、搞分裂對抗的企圖都不可能
得逞。
雙方還就烏克蘭、朝鮮半島局勢等國際地
區問題交換了意見。

◆5月18日，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同日本外相林芳正舉行視頻會晤。
搞“脫鈎”“斷鏈”的消極傾向，維護全球產
業鏈供應鏈穩定暢通。兩國要加強國際合作，
維護地區穩定。中方樂見韓國為促進世界和平
繁榮發揮更多建設性作用，願同韓方一道維護
兩國、亞洲及新興市場國家的共同利益，為動
盪變化的時代注入穩定性、確定性。

專家：美國拉攏韓國意圖明顯
關於拜登此行的目的，中國社科院美國研究
所研究員劉衛東分析指出，當前國際社會焦點在
烏克蘭，但從美國已確定的對外戰略來看，重心
仍然在亞太，意圖在中國的東南方向形成新的對
華壓制。因此拜登此行是強調美日韓三國合作，
在韓國新總統上任之際幫助日韓盡快化解歷史問
題爭端、一致對“外”。

新華社

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院長朱鋒表示，美國
拉攏韓國意圖明顯，拜登與韓國四大財閥主管會
面，料是為游說其擴大對美投資。韓國、中國台
灣地區、日本均是重要的芯片製造中心，美國為
與中國展開戰略競爭，意圖率先在產業鏈層面拉
開亞洲的冷戰序幕。在對華關係上，美國亦會繼
續對韓國施加壓力，韓美同盟可能在尹錫悅任內
全面升級。
劉衛東分析認為，韓美關係將在尹錫悅任內
有一定調整，但料韓國會親美、近日、不反
華。韓國或在美韓軍事協作、“薩德”重新部
署、對朝議題上做一些調整，但不一定完全站
在中國對立面、與中國對抗，韓國要與中國發
展經貿關係，還是會在雙方都可以接受的範圍
內調整。

外交部回應中國美國商會白皮書：

希望美方認真傾聽美企理性聲音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針對中國美國商會
發布白皮書稱堅決反對中美徹底“脫鈎”，中國外交
部發言人汪文斌 18 日表示，在經濟全球化時代，人
為“築牆”“脫鈎”違背經濟規律和市場規則，損人
不利己，希望美方認真傾聽美國企業發出的理性務實
聲音，推動中美關係早日回到健康穩定發展的正確軌
道。當日例行記者會上，有記者問：據報道，中國美
國商會發布 2022 年度《美國企業在中國白皮書》
稱，商會堅決反對中美徹底“脫鈎”，支持擴大對華
關稅豁免，不要將疫情和防疫政策等問題政治化。該
商會的負責人稱，中方一直擁有清晰的戰略發展目
標、巨大的市場機遇和可預見的營商環境，對美企形
成巨大吸引力。中方對此有何評論？
汪文斌表示，中美經貿關係的本質是互利共贏，
在經濟全球化時代，開放融通是不可阻擋的歷史趨
勢，人為“築牆”“脫鈎”違背經濟規律和市場規
則，損人不利己。汪文斌說，白皮書指出，美國企業

堅決反對美中關係徹底“脫鈎”，認為“脫鈎”將使兩
國在外貿外資方面蒙受巨大損失，沒有人能在這場博弈
中成為贏家。“希望美方認真傾聽美國企業發出的理性
務實聲音，本着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贏的精神
與中方相向而行，推動中美關係早日回到健康穩定發展
的正確軌道。”
白皮書也指出，中國是全球最大、增長最快的市
場之一，是美產品和服務的重要出口市場。中國市場
擁有強大的研發和創新生態系統，是許多美龍頭企業
重要的收入來源地。中國還是大量產品和部件的關鍵
貨源地和供應商，以其相對較低的成本和更大的生產
規模，使美國消費者獲益。超過三分之二的受訪企業
表示，中國是其全球前三大投資市場。“展望未來，
中國經濟韌性強、潛力足、長期向好的基本面不會改
變。中方將繼續深化改革、擴大開放，打造市場化法
治化國際化的營商環境，為包括美國企業在內的世界
各國企業來華投資興業提供更多機遇。”汪文斌說。

中國社會
中國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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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海關開通全產業鏈綠色通道
香港文匯報

(

訊 據新華社報
道，駕車前往中

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臨港新片區，和一個月
前相比，滬蘆高速上從洋山港駛來的貨櫃卡車明顯
多了起來。臨港新片區這片發展熱土的活力正重新
被激活。數據顯示，3 月、4 月，洋山港日均貨櫃吞
吐量分別為 6.6 萬標準箱、5.9 萬標準箱，為一季度
平均值的 90%和 85%。上海自貿區臨港新片區管委
會特殊綜合保稅區處副處長林益松說，隨着臨港新
片區復工復產企業數量逐漸增多，5 月洋山港貨櫃
吞吐量有望進一步恢復。與此同時，上海海關將為
集成電路、生物醫藥、汽車製造等重點產業開通全
產業鏈“綠色通道”。

企業產能也不斷恢復。精密儀器製造商梅特勒
托利多集團總部位於瑞士，企業在臨港新片

區設立了大中華區總部。梅特勒托利多測量設備
（上海）有限公司運營總監丁運偉說，本輪疫情
之初，企業產能一度僅剩 10%，隨着人員返崗和
零部件供應到位，現在基本恢復至疫情前的滿產
狀態，“前期積壓的訂單有望在近期全部消
化。”
隨着疫情防控形勢好轉，臨港新片區以龍頭
企業為牽引，以點帶鏈、以鏈帶面，推動更多企
業恢復生產。

特斯拉已下線1萬輛整車
“汽車產業鏈較長，我們以整車龍頭企業復
工帶動產業鏈同步啟動。”臨港新片區黨工委副
書記吳曉華說，臨港新片區聯動市區各有關部
門，幫助龍頭企業特斯拉，逐一排摸打通 100 餘
家上游核心供應商同步復工，包括外部倉庫同步
解封。數據顯示，特斯拉自 4 月 19 日復工復產以
來，在尚未完全恢復的情況下，截至 4 月 30 日已
下線1萬輛整車。

中國經濟
中國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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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上海）自由貿易試驗區臨港新片區企業產能不斷恢復，截至5月16日，315家規模
以上企業中，已復工復產301家，復工率達到95.6%。圖為上汽集團臨港乘用車工廠。
資料圖片

統籌企業防疫與生產，臨港新片區指導企業
嚴格落實封閉生產、分級分區管理，阻斷疫情傳
播路徑。要求企業設置專門區域，用於返崗人員
和物料進入廠區之前進行觀察，人員觀察兩天，
物料至少觀察一天，最大限度減少感染風險。同
時，對復工企業員工嚴格實施“抗原+核酸”檢
測措施。
集成電路產業是臨港新片區發展的重點產業
之一。目前，這一領域的部分重點企業已實現滿
負荷生產。作為新能源汽車芯片供應商之一，上
海積塔半導體臨港廠區從 3 月 15 日開始，就進入
封閉管理生產模式。上海積塔半導體有限公司代
總經理周華說：“臨港廠區防護措施到位，廠區
保持零感染，開工率一直保持100%。”

315家企業復產301家
截至 5 月 16 日，臨港新片區 315 家規模以上
企業中，已復工復產301家，復工率達到95.6%。
吳曉華表示，臨港新片區將繼續推廣“場所碼”
“數字哨兵”，布局常態化核酸檢測點。同時，
在產能利用率、員工到崗率、供應鏈穩定性、物

◆責任編輯：何佩珊

流通暢性等方面下功夫，早日恢復臨港新片區正
常生產秩序。

支持產業鏈穩鏈補鏈強鏈
據中國國家衞生健康委員會18日通報的疫情
信息，中國內地 17 日新增新冠肺炎確診本土病例
227 例，其中上海 96 例。當日新增本土無症狀感
染者1,000例，其中上海759例。
另據報道，在18日舉行的上海市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新聞發布會上，上海海關副關長柳波宣
布，上海海關將為集成電路、生物醫藥、汽車製
造等重點產業開通全產業鏈“綠色通道”，將相
關便利化措施的惠及範圍從重點企業擴大至產業
鏈供應鏈上下游，商品覆蓋面從製成品擴大至原
材料、中間品及相關製造設備。
柳波表示，集成電路、汽車製造、生物醫藥
等一直是上海的重點產業，也是今後外貿保穩提
質的戰略支撐。上海海關將通過做大“綠色通
道”、優化監管模式、採取臨時性監管措施，支
持產業鏈穩鏈補鏈強鏈，推動重點產業盡快達
產。

“車輛到站，請乘
客們注意安全。”隨着
那久違的廣播聲響起，
金山 3 路公交車穩穩地
停靠在金山區行政服務
中心站內，已等候多時的記者忙不迭登
上車。5月18日是上海因疫情進入全域靜
態管理後，金山區公交車恢復通行的首
日，測體溫、掃場所碼、刷公交卡……
雖然上車從“嘀”變為“嘀嘀嘀”，手
續複雜了，可乘客都十分理解、主動配
合。車一路駛來，車廂內早已坐滿了
人，而車窗外，不少剛剛取得通行證的
私家車也已紛紛上路。靜默多時的城
市，終於恢復了往日的動感。



公交車上路 煎包出鍋 城市動起來了

臨港新片區企業產能不斷恢復 復工率達9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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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日乘客大多去醫院

18 日，香港文匯報記者所在小區的
外出時段為8時至13時，由於需要騎行或
徒步到大約三公里外的站點，為保險起
見，香港文匯報記者選擇乘坐9時發車的
那一班。香港文匯報記者到達金山區行政
服務中心站時，一個等車的人也沒有，公
交站的信息板上依然顯示公交是停運狀
態，這令香港文匯報記者有些不安。好在
很快，第二位等車人就來了。
“來測一下體溫，掃一下場所碼，
再刷公交卡。”售票員小張稱，若是碰
到不熟悉電子產品的老年人，也可以出
示身份證登記。側頭向車廂內看去，乘
客很多，大家都佩戴好口罩，盡可能間
隔而坐。或許是許久沒見這麼多乘客，
小張顯得有些激動，也很健談。小張介
紹，目前金山 3 路一共恢復 2 輛車投入運
營，兩車對開，每隔 60 分鐘發一次車，
每個單程結束都要對車輛進行消殺，對
駕駛員及售票員進行測溫。當然，復工
後常規的抗原及核酸檢測也必不可少。
“沒想到第一天就這麼多人，多數是去
醫院的，老年人居多。”
因為有了公交的助力，香港文匯報記
者時隔一個多月再次來到了離家較遠的某
商業廣場。以往人擠人的內街，如今只剩
下部分店家和等待取餐的外賣小哥的身
影。除了附近居民才能進入的超市外，開
門營業的店家並不多。不過眼尖的記者還
是找到了一家牛肉煎包店，透過小小的窗
口，操作間裏的香氣飄散出來。老闆剷起
鐵板上煎得外皮焦脆的煎包，裝進紙袋，
記者接過來，迫不及待一口咬下去，滿滿
的牛肉汁還有些燙嘴。獨屬於“剛出鍋”
的那份快感和城市的“煙火氣”在那一刻
交融一體，令人幸福感爆棚……
◆香港文匯報記者 夏微 上海報道

2022年5月19日（星期四）

“股王”騰訊首季淨利潤跌逾五成

◆馬斯克

手遊增值服務首錄下跌 馬化騰：處於“陣痛期”
榜，因監管、疫情等多項不

利因素影響，早前多間大行已看淡
其首季表現。騰訊首季實現收入
1,355 億元（人民幣，下同），同
比幾乎持平，錄得上市以來最緩增
速；股東應佔溢利（按國際財務報
告準則）錄 234 億元，大減 51%，
均遠遜市場預期。若按非國際財務
報告準則，淨利潤同比下降 23%至
255 億元，為連續三個季度下滑。
晚上美股開市早段，騰訊 ADR 報
349.26 港元，較港收市價低 16.34
元或 4.75%。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曉菁

◆ 騰訊的業績如市場預期一樣錄得下跌，收入增速更是上市以來最緩慢。

讓市場關注的是，騰訊首季核心業務大受挑
戰。期內，增值服務業務收入 727 億元，與
去年同期相若。其中手機遊戲增值服務收入下跌
3%，至 403 億元，為史上首次下跌，惟個人電腦
客戶端遊戲的收入略增2%至121億元。
若按市場劃分，本土市場遊戲收入下降1%至
330 億元，騰訊解釋，由於未成年人保護措施對
活躍用戶及付費用戶數量造成了直接及間接的影
響。
季內《英雄聯盟手遊》及《金鏟鏟之戰》等
遊戲推出產生的收入增長，大部分被《天涯明月
刀手遊》及《使命召喚手遊》等遊戲的收入下滑
抵銷。國際市場遊戲收入則增長4%至106億元，
或以固定匯率計算增長8%。

待監管趨完善 行業才向好
遊戲版號批核凍結長達 8 月，總裁劉熾平於
線上投資者會議回應，仍要待監管逐步完善，行
業才能穩步向好。相關部門今年 4 月重批版號，
實屬積極信號，公司喜聞樂見，期待下半年有機

會向市場推出更多新遊戲。
騰訊首席戰略官 James Mitchell 則補充，公
司在遊戲業務上已較為專注質量而非數量，日後
將重點發布高質遊戲。

上海封控 廣告收入跌18%
行業監管也令廣告需求大幅減少。首季網絡
廣告收入跌 18%至 180 億元，因教育、互聯網服
務及電子商務等行業的廣告需求疲軟，以及網絡
廣告行業自身的監管出現變化。移動廣告聯盟廣
告業務為適應監管影響，首季社交及其他廣告收
入下跌 15%至 157 億元。管理層舉例，上海是大
型廣告投放的重要城市，但上海封控直接影響了
部分廣告投入。
一季度內，中國整體經濟疲弱、消費放緩，
亦削弱市場對金融科技及企業服務的需求。該分
部收入按年增長 10%至 428 億元，其中金融科技
服務收入增速較去年同期放緩，反映年初新一輪
疫情直接影響了商業支付交易金額。
董事會主席兼首席執行官馬化騰評價稱，業

資料圖片

績正處於“陣痛期”，騰訊會加速數實融合，加
碼研發投入，並繼續投資於戰略成長領域，包括
企業軟件、視頻號及國際市場遊戲，從追求規模
性增長升級到追求高質量增長。
在業績公布前，騰訊港股收報365.6港元，跌
0.76%，年初至今累挫近兩成。16 日摩根士丹利
調高騰訊評級為“買入”，目標價 447 港元，認
為疫情影響騰訊各領域收入，惟相信其遊戲、視
頻號、社交平台等數字娛樂業務的表現依舊能保
持彈性。

市場冀交代會否分拆微信
寶鉅證券董事及首席投資總監黃敏碩指，中
國復批遊戲版號，一定程度上減少了騰訊遊戲業
務的不穩定性，預計遊戲市場會於下半年轉好。
另外，騰訊於去年業績中表示，正探索成立
金融控股公司的可能性。他期望，管理層隨後可
以交代有否計劃分拆微信支付，以消除估值上的
不明朗因素。他個人則估計，騰訊成立金控公司
的機會頗大，以方便監管機構進行監管。

馬斯克狂讚微信：沒垃圾訊息 推特要學

“股王”騰訊 18 日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菁）
騰訊 18 日公布首季業績，大洋彼岸的
特斯拉行政總裁馬斯克大讚騰訊旗下
的微信，他在一場播客峰會中形容微
信功能強大，如同“Twitter 加上 PayPal，再加上其他許多功能”，這些功
能融為一體，能夠很好地服務用戶，
“是一個很好的手機應用程式”。
馬斯克認為，如果在中國生活，
一定需要依賴微信才能生活。微信既
沒有垃圾訊息，用戶還能發表評論、
發布視頻，內容創作者也能從中獲得
收入分成。而在中國以外，並沒有一
個如此的手機應用程式，可以滿足用
戶的需求。
那馬斯克是否希望以微信為模板
來改變推特？他認為可以借鑑微信的
模式，不過這些功能並不一定要由推
特來完成，完全可以通過一個全新的
產品來實現，重點是“如此綜合性的
應用程式應該存在”。
馬斯克此前宣布以 440 億美元高
價收購推特，卻在推特公布最新虛假
用戶數據後，擬暫緩收購案。在峰會
中。
馬斯克直言不諱，覺得以更低的
價格收購推特“並非不可能”，推特
虛假賬戶佔比不到5%這一數字令人難
以置信，他估計推特 2.29 億個賬戶
中，至少有 20%是垃圾用戶。過去一
周，馬斯克多次質疑推特披露的虛假
賬戶佔比數據。

推特致力盡快完成收購交易

與馬斯克的踟躕不前相比，推特
則按部就班，表現出了更為堅決的態
度。當地時間 5 月 17 日，推特稱已向
美國證券交易委員會遞交了馬斯克收
購推特一案的初步委託聲明，表示將
致力於盡快以約定價格與馬斯克完成
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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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陽航機系專業接軌國際
飛航系出路廣前景看好

（中央社）就讀朝陽科大航空機械系，可能要有 「好好拚四
年」的打算！該系為了讓學生習慣團隊合作，大一到大四都要住
宿，大一晚間要上航空菁英英文課，大二、大三專業課，大四校
外實習，辛苦的程度不是一般大學生能比！不過這一切都是值得
的，航機系學成之後功夫帶著走，業界爭搶，受到許多家長與學
子青睞。
吃苦當吃補，4 年住宿拚團隊精神

航空機械系是朝陽科大航空學院
最早成立的系，2019 年開始招生，
課程三大主軸包括航空維修、智慧
機械及複合材料。比較特別的是，
航機系的學生，大學四年一律住宿
，這在大學中很少見，航空機械系
系主任王玉城解釋： 「飛機載運旅
客多，維修不能出一點錯誤，因此
維修飛機都是團隊工作、重視紀律
，像軍隊一樣，所以要求住宿。」
且住宿還有一個好處，就是晚上可
以加強英文，以利銜接國外證照飛
行課程；這也使得航機系學生下課
時間特別晚，往往都是晚上 10 點半
了。
辛苦的學習總會帶來甜美的果實
。航機系炙手可熱，畢業後可走飛
機維修、航太製造、精密機械等路
線，目前台灣就有台灣飛機維修公
司、長榮航太、亞洲航空、華信航空、漢翔航空工業、長異發動
機公司、安博全球航太、千附精密、鐿鈦科技、拓凱實業、啟碁
科技等相關合作企業。此外，目前航空機械系 110 學年已選送 4
名優秀學子分赴德國 OTH 大學、西班牙猛龍大學（Mondragon
University）及丹麥 VIA 大學交換，接軌國際。
情境模擬，猶如實際搭機體驗
朝陽科大航空學院除了航空機械系之外，還有更具特色的飛

行與民航人員技術系。在飛航操作模擬教室裡，朝陽飛航系學生
戴上耳機、緊盯螢幕，模擬飛行的各種狀態；飛航系學子侃侃而
談，表示自己的夢想就是進入航空公司，成為飛行員，而對於暑
假行程也有了清楚規劃，因為朝陽提供百萬美元的 「飛航圓夢獎
學金」可供申請，這是由總統府國策顧問楊信博士大力支持，透
過美國楊信家族基金會所贊助，飛航系每年至少獎勵 6 名以上優
秀學生赴美接受飛行訓練，每位學生最高可獲得美金 9 萬元，相
當於台幣 270 萬元的獎學金，不少飛航系學生打算爭取去美國長
榮飛行學院，接受專業飛行訓練課程，翱翔天際，對未來充滿憧
憬。
目前飛航系除了飛航操作模擬教室之外，也建置了駕艙程序
訓練教室、飛航管理模擬教室及固定式飛航模擬器教室等，另外
，預計於 111 學年度完工，也是最具特色的 「飛航情境模擬教室
」，則是實際購買除役的 B747-400 客機機身內裝復刻重現。為
求能即時模擬，每個座位的窗戶都加裝顯像螢幕，並透過飛行模
擬軟體操作下的即時影像輸出畫面呈現，加上火光、煙霧以及逃
生滑梯等模擬設施，讓學子及參訪賓客都能有身歷其境、猶如實
際搭機的體驗。
飛航系主任盧衍良表示，該系 2021 年正式招生，今年邁入
第二年，教育規劃與配套都是從航空業界需求的角度設計，是針
對飛行，以及飛行衍生的各種後勤專業事務而設立的科系，除了
培育專業飛行員，另涵蓋飛行衍生技術所需的航空器簽派員、飛
航管制員、載重平衡工程師、飛行性能分析工程師、飛行安全管
理人員、模擬機工程師與機場航務員等，畢業後薪資高、出路廣
，前景看好。

發燒 48 小時 5 大癥候
重症幼童恐併發腦炎
（中央社）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昨天公布新增 1 名 4 歲的
重症女童，有腦炎及多重器官異常，仍在加護病房治療中。指揮
中心醫療應變組副組長羅一鈞提醒，5 歲以下幼童，出現抽搐、
意識不佳、呼吸困難或胸凹、嘴唇發白或發紫、血氧低於 94％、
肢體冰冷合併皮膚斑駁或冒冷汗 6 大症狀就應緊急送醫。專家表
示，兒童染疫後出現腦炎，亞洲比歐美常見，接下來防疫重點應
放在兒童染疫問題，國人也需要特別提高警覺，5 歲以上幼童盡
量打疫苗。
羅一鈞指出，這波本土疫情以來，發現 5 歲以下重症幼童中

，尤其集中 3 歲到 5 歲，容易出現併發腦炎。因此再度提醒，若
出現 5 大警訊，包含發燒、高燒大於 39 度情況超過 48 小時，合
併發冷、冒冷汗、退燒後活動力不佳、退收後持續呼吸急促、喘
或胸悶、持續性頭痛、腹痛、嘔吐，超過 12 小時沒有進食解尿
等狀況，表示身體很虛弱，都是腦炎前驅症狀。
台大兒童醫院院長黃立民表示，目前各國文獻上發現，香港
也有同樣現象，5 歲以下確診幼童，因為病毒量太高，一下衝到
腦子，立即出現急性腦炎合併多重器官衰竭的狀況，歐美則尚未
看到這樣的狀況，顯示可能在華人、東亞需要特別注意，尤其現

在已經累積 3 例，已屬不罕見，風險可能較歐美還高，一定要提
高警覺，接下來應把重點放在兒童染疫問題。
林口長庚醫院副院長邱政洵也指出，先前本土流行 Alpha 病
毒株時，不僅兒童個案少，且也沒有重症或腦炎案例，這次
Omicron 確實觀察到兒童重症案例變多現象，絕對要特別注意。
邱政洵強烈呼籲，目前已開放 5 歲以上幼童打疫苗，可以打就都
盡量打，才能保護家中幼童。

花蓮玉里、台中清海醫院 連爆群聚
（中央社）衛福部花蓮玉里醫院爆發院內群聚感染，院方證
實住民加員工共 375 人染疫，多為輕症、無症狀，1 人重症轉院
治療，已就地收治、分艙分流，給予抗病毒藥物處理。台中市石
岡區清海醫院也爆出群聚感染，2 周內共 85 人確診，有住民為中
重症，已送衛福部豐原醫院責專病房救治。
全台規模最大的精神專科教學醫院衛福部玉里醫院現收治
2200 多人，一度驚傳逾千人確診，院長王作仁昨澄清並無外傳的
數字，但證實 3 個院區受感染住民 323 人，另累計 52 名醫護、行
政人員確診，總計 375 人，其中 1 人因慢性病轉重症，轉花蓮慈
濟醫院專責病房治療中。

王作仁表示，花蓮疫情嚴峻，社區風險高，上月玉里鎮有社
區爆發群聚感染時，院方已採分艙分流，盡量降低染疫風險，也
在同仁努力下，讓住民 3 劑接種率高達 99％，因此確診個案幾乎
都是輕症、無症狀。
他說，因個案多為思覺失調症患者，符合 CDC 高風險個案
規定，均立即開立口服抗病毒藥物，院方也已向住民家屬說明並
取得諒解。
花蓮縣衛生局長朱家祥說，玉里醫院收治的病人屬性，防疫
配合度會較困難，盼各界 「給玉里醫院團隊多一點支持和鼓勵」
，目前醫院已爭取早日替住民接種第 4 劑。

全院 240 床的台中市石岡區清海醫院也爆發群聚感染，台中
市衛生局長曾梓展昨指出，自 5 月 5 日 1 名護理人員確診後，迄
今已有住民與護理人員共 85 人確診，短短 2 周內超過 3 分之 1 住
民染疫，但無死亡個案，目前已給足適當藥物，輕症原地居隔，
中重症則轉院到專責病房治療。
台中市衛生局統計，目前台中市有 45 家長照機構發生群聚
感染，共 969 人確診，其中 308 位工作人員、611 位住民。針對機
構防疫，曾梓展強調，依中央指引，禁止探病、會客，並對住民
執行每日 2 次健康監測，一有狀況就快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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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DR 上調人民蔽權重
首次“體檢”影響多大？

據人民銀行官網消息，2022 年 5 月
11 日，國際貨蔽基金組織(IMF)執董會完
成了五年壹次的特別提款權(SDR)定值審
查。執董會壹致抉定，維持現有 SDR 籃
子貨蔽構成不變，即仍由美元、歐元、
人民蔽、日元和英鎊構成，並將人民蔽
權重由 10.92%上調至 12.28%(升幅 1.36 個
百分點)，人民蔽權重仍保持第三位。
這是 2016 年人民蔽成為 SDR 籃子貨
蔽以來的首次審查。五年壹次的 SDR 定
值審查標準主要包括兩方面：出口規模
和該貨蔽“可自由使用”的程度。前者
權重占比最高，近 50%，後者則由多個
綜合指標構成。
新的 SDR 貨蔽籃子在今年 8 月 1 日正
式生效。對於人民蔽將在 SDR 貨蔽籃子
中的權重提升，人民銀行表示，中國改
革開放的信心和意誌不會動搖，將始終
堅持擴大高水平對外開放。下壹階段，
人民銀行將和各金融管理部門壹道，繼
續堅定不移地推動中國金融市場改革開
放，進壹步間化境外投資者進入中國市
場投資的程序，豐富可投資的資產種類

，完善數據披露，持續改善營商環境，
延長銀行間外匯市場的交易時間，不斷
提升投資中國市場的便利性，為境外投
資者和國際機構投資中國市場創造更有
利的環境。
SDR 審查看重哪些指標？
此次 IMF 對 SDR 審查的時間有所推
遲。2021 年 3 月，IMF 宣布，將下壹次
特別提款權估值籃子審議推遲到 2022 年
，實際上重新設定了為期五年的特別提
款權估值審議周期。
構成當前 SDR 籃子的貨蔽包括五大
類：美元、歐元、人民蔽、日元和英鎊
。在最新的 SDR 定值審查中，人民蔽和
美 元 的 權 重 均 上 升 ， 分 別 上 升 1.36 和
1.65 個百分點，同時將歐元、日元和英
鎊權重分別由 30.93%、8.33%和 8.09%下
調至 29.31%、7.59%和 7.44%。權重調整
後的新 SDR 貨蔽籃子中，美元依然是第
壹大貨蔽，權重升至 43.38%。
SDR 是 IMF 於 1969 年創設的壹種補
充性儲備資產，與黃金、外匯等其他儲

備 資 產 壹 起 構 成 國 際 儲 備 。 SDR 也 被
IMF 和壹些國際機構作為記帳單位。創
設之初，SDR 與美元等價。布雷頓森林
體系崩饋後，IMF 於 1974 年啟用 SDR 貨
蔽籃子。IMF 按成員國份額對所有成員
國分配 SDR，以補充成員國的儲備資產
， 目 前 ， SDR 主 要 用 於 IMF 成 員 國 與
IMF 以及國際金融組織等官方機構之間
的交易，包括使用 SDR 換取可自由使用
貨蔽、使用 SDR 向 IMF 還款、支付利息
或繳納份額增資等。
2015年審查前，SDR貨蔽籃子包括美
元、歐元、英鎊和日元四種主要國際貨蔽
；2016年，根據前期審查結果，首次將人
民蔽納入SDR籃子，至此，SDR籃子貨蔽
構成從五大貨蔽變為六大貨蔽。
IMF 通常每 5 年對 SDR 進行壹次例
行審查，主要內容是 SDR 貨蔽籃子的貨
蔽構成及權重。在 2015 年的審議中，
IMF 執董會還批準了壹個新的公式，即
對貨蔽發行國的出口和綜合材務指標進
行均等分配，以確定特別提款權貨蔽籃
子中貨蔽的權重。
據中銀證券全球首席經濟學家管濤
介紹，2015 年，IMF 重新審查了 SDR 貨
蔽籃子權重的確定方法，在此前公式的
基礎上，降低了出口權重，並增加了補
充性金融變量，包括外匯交投量、國際
銀行負債(IBL)和國際債務證券(IDS)。SDR
貨蔽籃子權重的計算公式隨即變為，1鱷2
的出口占比加上 1 鱷 2 的綜合性金融指標
占比。金融指標的權重平均分為正式部門
衡量指標(儲備，1 鱷 3)、外匯交投量(1 鱷
3)和私營部門國際金融活動貨蔽使用指標(
即IBL和IDS之和，1鱷3)。
可以看出，為了反映貨蔽在全球貿
易中的作用，IMF 在確定 SDR 籃子貨蔽
構成和權重時，歷來都會將出口作為重
點慘考指標。正是憑借龐大的出口規模
優勢，人民蔽在 2016 年才得以成為 SDR
第三大權重貨蔽。而此次人民蔽權重上

升，同洋離不開過去五年裏，我國出口規模
在SDR籃子貨蔽發行國中占比的提高。
不過，對於衡量 SDR 定值的另壹大
重要權重，人民蔽的綜合材務指標在過
去五年中則有升有降。管濤表示，2015
年 SDR 審查以來人民蔽金融指標有升有
降，具體來說，人民蔽在全球官方儲備
占比有所上升，人民蔽在全球外匯市場
交易總額占比上升，人民蔽在全部籃子
貨蔽的國際債務證券總值中占比微降。
“值得註意的是，國際清算銀行對
債務證券數據進行歸類的方法是，當直
接發行人居住地、發行註冊地、管轄法
律和上市地點均指向同壹國家時，被歸
為國內債務證券，否則被歸為國際債務
證券。因此，該數據並不包括由非居民
投資於本地發行的證券所引起的跨境投
資，即不能完全反映債券市場上國際貨
蔽的使用情況。”管濤稱。
人民蔽國際化無需操之過急
人民蔽在 SDR 籃子貨蔽中的權重提
升，被外界看作是人民蔽國際化的新進
展。不過，總的來看，人民蔽國際化仍
處在初級階段，且不能操之過急。央行
在最新的貨蔽政策執行報告中也提出，
要持續穩慎推進人民蔽國際化，進壹步
擴大人民蔽在跨境貿易和投資中的使用
，深化對外貨蔽合作，穩步推進人民蔽
資本項目可兌換。
管濤表示，中國貨物和服務出口規
模在全球的高占比是 SDR 中人民蔽高權
重的主要貢獻項。然而，由於中國外貿
發展方式主要以量取勝、以價取勝，缺
乏非價格競爭力和產品定價權，導致跨
境貿易中人民蔽支付結算比例較小。而
以在全球官方外匯儲備占比為例，在
SDR 籃子貨蔽構成中，除美元以外，其
他四種貨蔽在 SDR 的權重均高於其在全
球儲備中的份額。可見，人民蔽在 SDR
中權重大不代表人民蔽國際化程度高。

“人民蔽國際化分為三個層次：從
支付結算貨蔽，到計價和投融資貨蔽，
再到全球儲備貨蔽。現階段人民蔽國際
化仍然處於初步階段，處於從支付結算
貨蔽向計價和投融資貨蔽爬升的階段。”
管濤稱，中國巨大的經濟體量和貿易規
模優勢表明，未來人民蔽國際化存在較
大潛力。但這並不意味著人民蔽國際地
位高，國際化進程應當加快。在多種現
實因素的制約下，當前人民蔽國際化進
度是這當的，是符合中國金融開放程度
、監管水平以及市場承受能力的。在制
約因素尚未消除的情況下，人民蔽國際
化進程不能操之過急。
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余永定近日在
2022清華五道口首席經濟學家論壇上也表示
，中國要保持壹定的資本管制，抑制熱錢的
流入和資本外逃，這洋可能會對人民蔽國際
化造成不利影響，但沒有更好的選擇。
絲路基金董事長、央行國際司原司
長朱雋在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CF40)近
期舉行的《2022· CF40 中國金融改革報
告》發布會上也表示，推動人民蔽國際
化和資本項目開放實際上是壹體兩面的
同壹過程，繼續穩妥推進高質量的資本
項目開放就是現階段促進人民蔽國際化
的最有力抓手。資本項目開放並非放任
資本完全自由流動的過程，而是以市場
化的宏微觀審慎管理政策替代行政管制
手段的過程。
“從資本項目開放的國際經驗看，
資本項目開放並無固定的模式和次序，
和貨蔽國際化壹洋，成功開放資本項目
要求壹國的利率和匯率市場化改革基本
到位，並具有發達完善的金融市場，更
重要的，是要建設壹個穩健的金融體系
；完善的金融監管是開放資本項目的重
要前提條件；應重視衍生品市場分散和
防範風險的作用，衍生品市場可用於對
沖價格、匯率、利率和信貸風險，但也
要防範過度投機。”朱雋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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