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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貨膨脹不斷加劇，大傷人民荷包之
際，美國總統拜登投書 「華爾街日報」，
稱解決通膨是首要經濟任務，並提出3部分
計畫，包括採取實際措施，確保家庭可負
擔支出等，以應對當前經濟挑戰。

拜登表示，他之所以出來競選總統，
是因為他厭倦所謂 「下滲經濟學」（trick-
le-down economy，認為給富人及企業減稅
可惠及所有人，包括貧苦大眾）。如今美
國可利用適合工薪家庭的經濟政策，在歷
史性復甦基礎上再接再厲。為從快速復甦
持續過渡到穩定增長，眼前首要任務就是
降低通膨。他的計畫分為以下三個部份。

首先，拜登認為，聯邦準備理事會

（Fed）肩負控制通膨的主要責任。川普貶
低聯準會地位，一些前總統曾在通膨上升
期間試圖不當影響其決策。拜登強調：
「我不會這樣做。我已從兩黨任命優質人

選來領導該機構。我同意他們的評估，即
對抗通膨是當前最大經濟挑戰。」

其次，拜登說，我們必須 「採取一切
實際措施，以在經濟不確定時刻確保國內
家庭能夠負擔物價，並逐步提高經濟生產
力」。

拜登認為，油價上漲主因是俄羅斯石
油、天然氣和煉油產能退出市場。美國不
能放棄推動國際制裁蒲亭的努力，且必須
降低制裁對美國消費者的衝擊。因此他促

成史上規模最大的全球石油儲備釋出，國
會也可以通過他提出的潔淨能源減稅和投
資方案，立即提供幫助。

美國還可以透過修復受損供應鏈、改
善基礎設施，以及打擊外國海運公司高額
運費，來降低日常商品成本。政府提出的
住房供應行動計畫（Housing Supply Action
Plan）將建造超過100萬個居住單位，以協
助在未來5年解決住宅短缺問題。

在計畫第三部分，拜登指出，政府必
須持續減少聯邦赤字，這有助緩解價格壓
力。國會預算處（CBO）上週預計，今年
赤字將減少1.7兆美元，這是史上最大降幅
。

拜登：抗通膨是首要經濟任務 揭三部分應對計畫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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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俠天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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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 Uvalde, Texas, this last week, at
least 19 children and two teachers
are dead from a senseless act of
violence. These staggering
numbers will not change one single
thing and the national news no
longer cares. The news people

have forgotten this tragedy and
many other mass shootings
including 60 deaths in Las Vegas,
49 deaths in Orlando, 13 deaths in
Columbine and 10 deaths in
Buffalo, all of which included
innocent victims who were school

children, grocery shoppers,
teachers and concertgoers.

All of these tragic acts have
happened over a short period of
time and all we can do is hope the
next bullets will not hit our kids and
neighbors, but the shooting will
happen again.

In Houston, the Texas National
Rifle Association is hosting
convention politicians all of whom
have accepted donations for
condemning violence with one
voice, but they believe that these
evil murderers had mental
problems or were scum. They
believe that what they did should
not affect the Second Amendment
of the U.S. Constitution. Everyone
has the right and freedom to have
a gun to protect their own safety.

Today, we are the nation that
claims to be the leader of

civilization in the world with
freedom and democracy as our
national cornerstones, while in the
meantime, in our own backyard,
senseless, wanton massacres are
killing our innocent people and are
being carried out by deranged
murderers across the country.
Even our own kids’lives can’t be
protected. What are we talking
about freedom and civil rights?

Millions of immigrants came to this
land seeking opportunity and we
devote our whole lives to make
America our home. We all hope our
next generation will be able to live
very peaceful lives, but the
environment today is just getting
worse.

We are urging all the politicians
and community leaders to face this
serious challenge and find the best
solution for all of us. 0505//3030//20222022

Can We Still Protect Our Kids?Can We Still Protect Our Kids?

依瓦利小學慘案發生以來, 德州
休斯敦正在舉辦有史以來最大的全
美步槍協會年會， 總統空軍一號專
機飛往南邊小鎮慰問這個遍身麟傷
的社區， 十九名學童及二名教師之
冤魂 ，激起了全國之憤怒， 但卻不
會改變任何事。

在過去諸多慘劇中， 包括拉斯
維加斯被殺六十人， 奧蘭多四十九
人遇害，桑地胡克小學二十六人死
亡， 到今天依瓦利小學二十一人喪
生 ，以上都是比較重大之傷亡事件
， 最令人髪指的還是生命剛開始的
孩童們。

步槍協會之年會上， 那些接受
捐款的政客們同聲譴責暴力， 但是
他們認為這些萬惡的兇手是精神有
問題或者是人渣， 他們所做所為應

該不能影響到憲法第二條修正案人
人有擁槍保護自身安全之自由。

遺憾的是 ，當這些兇殺新聞在
各大媒體遂漸消失之後 ，我們所能
做的是向上天求福希望這些不幸事
件不會發生在自己身上 ，日復一日
，不久後又有一個保大兇殺事件又
會上演。

今天我們號稱是世界文明自由
民主之領袖， 我們不斷在全世界宣
掦民主選舉之可貴， 但是 我們自己
的後院不斷有屠殺自己同胞之事件
發生， 就連自己兒童性命都保護不
了， 還談什么自由民權呢?

不錯， 我們千萬來自世界各角
落的移民， 在這塊土地上落葉歸根
了， 我們更在這裡付出了血汗和青
春歲月， 我們更希望後代子孫生活

在無懼的環境中， 而今天的社會已
經日愈敗壞， 令人無比擔憂 ，但是

，我們必須共同來面對和解決問題
。

我們能保護孩童起碼的安全嗎我們能保護孩童起碼的安全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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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耶穌教會
True Jesus Church

中英安息日崇拜：週五晚上7:45週六早上10:45
中英文分組查經：週六下午1:30
英文兒童宗教教育：週六早上11:00 下午2:00

TJC

335 Avenue E,Stafford,
TX 77477

電話: (281)631-52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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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壹男子在警車後備廂中窒息死亡

警民緊張加居
綜合報導 日前巴西高速公路巡邏隊攔截壹名38歲巴西男子後，將

其放入警車後備廂中致窒息死亡。路人用相機錄下死亡過程並上傳網酪

，視頻引發巴西民眾的憤怒，加居警民間已延續多日的緊張關系。

視頻顯示，兩名警察捆邦住壹名戴有手銬的男子，將其塞進警車後

備廂中，男子不停尖叫和蹬腳掙紮，警察在後備廂中放入壹個氣體瓶，

隨後蓋上了車廂，而後男子叫聲減弱，外懸的雙腳逐漸停止掙紮。視頻

流傳巴西網酪，巴西聯邦警察26日通過聲明表示，已對男子的死亡情況

開展調查。

身亡男子家人透露，該男子患有精神分裂癥，他騎摩托車經過巴西

塞爾希培州東北部的溫鮑巴鎮（Umbauba）時被警察攔住，警察在口袋

中發現其服用的藥物，男子因此感到緊張，隨後警察將不明氣體瓶和男

子壹同放入車後備廂並開往警察局，路上男子昏迷，待送往醫院時已不

治身亡。

巴西聯邦警方在聲明中表示，男子在警察接近過程中曾激烈反抗，

警察因此實施拘捕並使用了鎮靜物質，聯邦警方將繼續對當時執勤警察

的行為開展調查。目前的驗屎報告顯示，男子死因是窒息，但尚不清楚

何種原因引發了窒息。

2天前，巴西警方在裏約熱內盧壹處貧民窟緝毒時與武裝分子交火

，造成至少23人死亡，死者中包括無辜居民。事件引發當地民眾抗議，

示威者使用燃燒的輪胎封瑣了附近高速公路，巴西警察與民眾間的緊張

氣氛加居。

量食危機加居，普京願與西方做交易
烏克蘭“擺爛”英國不買帳！

綜合報導 烏俄沖突下，全球糧食危

機進壹步加劇了，而此刻只有俄羅斯能

解決西方的燃眉之急。普京也表示願意

為西方提供糧食，但有前提條件，需要

西方解除對俄羅斯的制裁，而英國也率

先表示不買賬。

據觀察者網報道，這兩日，西方的

糧食短缺，糧價飆升情況進壹步加劇了

。而西方也開始更加賣力地指責俄羅斯

。但俄羅斯外交部副部長安德烈· 魯堅科

在近日表示，俄方願意在烏克蘭開辟壹

條人道主義通道，來幫助烏克蘭的糧食

外運。

不過，作為交換，西方也需要拿出

誠意，那就是解除部分對俄羅斯的制裁

項目。但俄方的這壹提議，率先遭到了

英國的拒絕。據英媒報道，在前兩日，

英國國防大臣華萊士在與西班牙外長瑪

格麗塔· 羅伯斯會面時，就明確表示英國

拒絕解除俄羅斯制裁這壹提議。

並且，他還提出，可以讓土耳其等

其他黑海沿岸的國家前往烏克蘭為運輸

糧食保駕護航。當然，面對英國的不配

合，俄羅斯也毫不客氣地進行了回擊。

對於英國的想法，魯堅科直接出言提醒

，若是西方派遣軍艦來保護烏克蘭的船

只，那只會進壹步使黑海局勢惡化。

能源危機都還沒解決，現在糧食危

機又愈演愈烈，真可謂是禍不單行啊！

看來，此次西方和俄羅斯之間的矛盾還

會繼續上升。但在此事上，俄羅斯還是

占據主要優勢。

首先，俄羅斯不僅是世界糧食生產

大國，還是全球最大的小麥出口國。即

使在糧食危機席卷全球下，俄羅斯也能

自給自足，並不用受到太多外界因素的

影響。但對於西方來說情況就大有不同

了。

西方的糧食大部分都需要依靠進

口，國土面積也有限，並不具備俄羅

斯這種自給自足的條件。所以，俄羅

斯這次也等於是再次抓住了西方的

“把柄”。

其次，烏克蘭也是全球主要的農產

品出口國之壹，並且還是“歐洲的糧

倉”。但烏俄之戰打響以來，烏克蘭

的黑海港口就被封鎖了起來。據了解

，目前，烏克蘭有超過2000萬噸的糧食

被困在國內無法運輸出去。

這也進壹步加劇了糧食短缺的問題

，當然，烏克蘭的糧食能否向外運輸，

主動權還是掌握在俄羅斯手中。就算西

方再如何譴責謾罵俄羅斯，只要俄羅斯

不松口他們都無法得到想要的糧食。

西方為此也是急得不行了，這兩日

，意大利總統德拉吉就按捺不住給俄羅

斯總統普京打了電話，希望普京能解除

對烏克蘭港口的封鎖。但普京的立場也

很堅決，除非西方先解除對俄羅斯的制

裁，否則這些問題只能擱置。

如今看來，烏俄戰爭註定是兩敗俱

傷的結局，西方制裁俄羅斯讓歐洲經濟

也受到很多影響，而普京的還擊更是招

招致命，先是能源後是糧食，都將西方

國家完全拿捏。然而，雙方卻互相不肯

退讓，只會讓情況更加復雜，問題越來

越嚴重。

其實，這時最應該站出來的是烏克

蘭這個當事國。畢竟，解鈴還須系鈴人，

烏克蘭若是能拿出誠意與俄羅斯談和，

這些問題解決起來都會事半功倍。可惜

的是，烏克蘭目前只想“擺爛”。

英國推出150億英鎊壹攬子計劃
應對能源價格飆升

綜合報導 英國政府出臺了壹項價值150億英鎊的壹攬子計劃，以幫

助國內民眾應對飆升的能源價格與生活成本。

根據英國政府官網信息，此項壹攬子計劃將從今年十月起，向英國

國內每個家庭提供400英鎊的能源費用減免，此前這壹減免額度設定為

200英鎊。另外，該計劃還將壹次性向800多萬低收入家庭提供每護650

英鎊補助，並向800多萬有領取養老金成員的家庭提供每護300英鎊補助

，600多萬領取殘疾補助的民眾每人還將獲得150英鎊補助。

同時，該項計劃還將對石油與天然氣公司所得利閏臨時征收25%稅

款，直至石油與天然氣價格恢復至歷史較正常水平。

英國廣播公司援引研究人員Dan Atzori的分析稱，盡管向相關公司

征稅可以為幫助人們提供“即時解抉方案”，但它“不是解抉英國燃料

緊缺問題的持久方案”。長時間征稅可能會“導致在全球範圍內運營的

能源生產商，投資並搬遷到其他地區”，從長遠來看危及英國的能源安

全。

另據美聯社消息，4月份英國通貨膨脹率達9%，為40年來最高

水平。數百萬民眾壹整年的能源開支與同期相比上漲54%。英國能源

監管機構“天然氣電力市場辦公室”(OFGEM)日前曾表示，今年晚些

時候，數百萬英國家庭的年度開支可能會再上漲約 800英鎊，達到

2800英鎊。

英國當地關註燃料貧困的慈善組織“國家能源行動”(NEA)首席

執行官亞當· 斯科舍(A誒 am Scorer)在接受英國廣播公司采訪時稱，

此項計劃避免了“最壞的結果”，但“數百萬人仍在掙紮，能源危

機遠未結束”。

歐盟將為烏克蘭犧牲壹切？
民眾已用腳投票，排隊到匈牙利蹭限價油

匈牙利加油站，歐盟各國的車排起長

隊。歐盟統壹市場下，匈牙利成為了歐盟

人的天堂，因為這裏油價實在太便宜了。

作為歐盟中首個同意使用盧布結算天

然氣的國家，匈牙利總理歐爾班使用行政

手段，強令將石油價格定在不超過480福

林（約8.8元人民蔽）的水平，這是目前

歐盟內部最低的油價。當下歐盟其他國家

的油價，普遍在700-900福林（12.7-16.4元

人民蔽）之間。周邊歐盟國家的民眾紛紛

前往匈牙利加油。

歐爾班反對制裁俄邏斯能源之時，歐盟

多國指責匈牙利“壹顆老鼠屎壞了壹鍋粥”

，不過回歸現實，老歐洲人的身體倒是很誠

實。但歐爾班卻不想這麼壹邊被外國人罵，

壹邊還要“做慈善”，更何況限價油本就是

為了穩定本國經濟的緊急措施，匈牙利既沒

有實力也沒有義務為整個歐洲供油。

為了禁絕外國車到匈牙利蹭限價油，

匈牙利政府下令，持有外國牌照的司機將

不能再在匈牙利以政府限價加油。匈牙利

總理歐爾班的辦公室主任表示，近期，燃

料遊客“濫用”低油價已經成為切實問題

，威脅到了匈牙利自己的供應，因此必須

要采取必要措施。

在西方媒體的炒作下，俄烏沖突似乎

成為了歐洲通貨膨脹的罪魁禍首。但實際

上，如果把時間拉長，歐洲的通貨膨脹早

就開始，新冠疫情以來的供應鏈問題壹直

在發酵。以匈牙利為例，其限價策略早在

去年11月就已經開始，此後歐爾班政府又

數次延長這壹策略，最近的壹次是4月底

，除了油價，匈牙利還對面粉、糖等食物

進行了類似的限價措施。

俄烏沖突前，通貨

膨脹已經讓不少國家吃

緊。烏克蘭的戰事，確

實進壹步推高了能源價

格，使得通貨膨脹進壹

步加居。但明顯是有有

心人借機禍水東引，將

通貨膨脹的鍋全甩到俄

邏斯身上，這和拜登到

處宣揚“普京漲價”是

壹個邏輯。

歐爾班頂住歐盟壓

力，堅抉不在對俄石油

制裁上投贊成票，在某種程度上來說，其

實是避免歐盟的通貨膨脹進壹步加居。但

是歐盟援烏的人設已經立下，俄邏斯也已

經被政客們定性為“邪惡帝國”，只有如

此才能保證政客們永遠正確，用外部矛盾

轉移內部矛盾。

同時壹些政客也能借此推動壹些政治議

程。比如前段時間，歐盟剛剛通過的3000億

歐元能源轉型計劃，打的旗號就是要在2030

年之前擺脫對俄邏斯能源的依賴。在這項

政策上，歐盟綠黨堪稱“躺贏”。

歐盟的能源改革或許長期來說，是

必須要進行的，但卻無法改變歐盟如今

的能源困境。對俄制裁不消，歐盟又沒

有能源替代供應商，歐盟人只能繼續忍

受高油價。

這世界從來都是不患貧而患不均，歐

爾班反制措施出臺後，外國人想繼續蹭油

，恐怕就沒那麼容易了。同是歐盟人，匈

牙利人有低價油，自己卻不得不忍受持續

高漲的油價，民意遲早會倒逼歐盟做出抉

擇。

俄烏沖突進行到第四個月，烏克蘭難

民“白吃白喝白住白拿”，歐盟各國政府

拿優於國民待遇的福利供養，也引發越來

越多的不滿。越來越多國家正在收緊福利

待遇，以催促烏克蘭難民自食其力，出去

找工作。比如收留最多難民的波蘭就推出

新規，壹旦沒有在限定時間內找到工作，

烏克蘭難民就將失去食宿補貼、醫療保險

等待遇。

壹邊是烏克蘭難民“狗都嫌”，另壹

邊，烏克蘭政府卻在威脅切斷歐盟輸油管

道，企圖以此倒逼歐盟制裁俄邏斯能源。

近日，烏克蘭能源部長顧問拉娜-澤卡爾向

匈牙利施壓，公開威脅說，烏克蘭手中有

壹個絕妙的施壓杠桿——德魯日巴石油管

道，從俄邏斯通往匈牙利的這條管道“可

能會發生壹些事情”。

壹旦烏克蘭真的對該管道動手，匈牙利

的限價油政策恐怕將立即破產，可以預見歐

盟乃至全球油價都會再度上漲。面對這洋壹

個烏克蘭，歐盟的耐心還能持續多久。

澤連斯基：反對任何烏克蘭加入歐盟的替代方案

綜合報導 烏克蘭總統澤

連斯基在接受荷蘭國家電視

臺（NOS）采訪時，就有關

加入歐盟的問題表示，自己

反對任何烏克蘭加入歐盟的

替代方案。

他透露，此前曾與荷

蘭 首 相 呂 特 就 該 問 題 通

電 話 ： “ 我 對 他 非 常 坦

率 ： 如 果 妳 認 為 我 們 不

屬 於 歐 盟 ， 妳 應 該 直 接

告訴我們。”

澤連斯基表示，呂特對

此解釋稱，歐盟對烏克蘭采

取開放政策，但“還需要采

取壹些額外措施”。

本月 9 日，法國總統馬

克龍表示，烏克蘭加入歐

盟需要幾十年的時間，他

支持建立壹種新型的、更

廣 泛 的 “ 歐 洲 政 治 共 同

體 ”，允許烏克蘭和英國

等歐盟以外的歐洲國家加

入。當天，德國總理朔爾

茨也將此計劃稱作“應對

巨大挑戰的壹個非常有趣

的提議”。

烏克蘭外交部長庫列

巴同日回應，任何低於歐

盟成員國身份的東西都將

被烏克蘭視作歐洲國家的

背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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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新聞

美國德州上周才發生小學大規模槍擊血案
，釀成21師生喪命，近日佛州一名10歲男童竟
又向友人炫耀買了4支步槍，還預告將對自己
就讀的小學進行大規模槍擊，警方獲報後立即
逮捕男童。

綜合美聯社、《紐約郵報》（New York
Post）報導，美國佛州利郡（Lee County）警長
辦公室29日在臉書公布一段逮捕當地10歲男童
馬奎茲（Daniel Isaac Marquez）的影片，指出
在佛州開普科勒爾市（Cape Coral）愛國者小
學（Patriot Elementary School）就讀5年級的馬
奎茲已在28日被捕，他被控威脅對學校進行大
規模槍擊，畫面顯示馬奎茲的雙手在背後上銬
，隨後被帶上警車。

利郡警長馬賽諾（Carmine Marceno）表示
，臉上還有嬰兒肥的馬奎茲傳紙條給友人，說
自己有 「一大筆現金」，並且已 「準備好」進
行大規模槍擊。馬奎茲還炫耀一張他聲稱是自
己買的4支突擊步槍照片，要友人準備好迎接
「水日」。水日是愛國者小學的一場活動，學

生當天能參加水上活動。
據信馬奎茲還在紙條中寫道 「我騙了我朋

友」，紙條上還有一張從Google下載的金錢照
片。

馬賽諾說辦公室28日接獲密報後就立即前
往逮捕馬奎茲， 「我們1秒也沒等，我們把每
一個威脅當成真的一樣進行調查。」

馬奎茲的威脅似乎是一場玩笑，馬賽諾在
臉書貼文中表示： 「現在不是表現得像個小不
良少年的時候，這不好玩。這個孩子祭出假威
脅，現在他正在經歷真正的後果。」

他說： 「我進行一場宣導：假威脅，真後
果。我了解這個男孩只有10歲，他的大腦還沒
有發育完全，他是個青少年，但我必須告訴你
：當10歲孩子扣下扳機時，後果都是一樣的，
不論年紀。」

他強調 「我們零容忍」，懇求父母看好孩
子，警民合作避免類似事件發生。

馬賽諾也警告那些想在他的轄區進行校園
槍擊的人， 「我們用致命武力對付致命武力」
， 「如果你想來殺孩子、老師、或教職員，再
考慮一下，我們會馬上殺掉你。」

德州 18 歲青年拉莫斯（Salvador Ramos）
24 日 槍 擊 自 己 的 祖 母 後 ， 前 往 洛 伯 小 學
（Robb Elementary School）大規模掃射，造成
19名學童、2名教師喪命，這起槍擊案為美國
史上死傷第二慘重的校園槍擊案。

美國總統拜登昨（30）日表示，不會給烏克
蘭 「能夠打擊俄羅斯境內」的火箭系統，隨後美
國官員表示，拜登並未排除援烏火箭系統，目前
仍在考慮提供 「多管火箭系統」，但不包括具備
長程打擊能力的火箭。美媒指出，這代表美國可
能不會提供射程達186英里（約300公里）的火
箭系統。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Volodymyr Zelensky
）及烏克蘭官員們近幾周來不斷敦促美國提供射
程更遠的 「多管火箭系統」（Multiple Launch
Rocket System, MLRS）以及簡稱 「海馬斯」
（HIMARS）的 「高機動性多管火箭系統」
（High Mobility Artillery Rocket System）。美媒
上周披露，華府傾向在新一波軍援中提供烏克蘭
這2套火箭系統。

不過拜登昨日表示： 「我們不會提供烏克蘭
能打擊俄羅斯境內的火箭系統。」

《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報導，
在拜登發言後，一名匿名美國高階官員表示，拜

登並未排除援烏 「多管火箭系統」，目前尚未做
出最終決定。

官員表示： 「正在考慮多管火箭系統，但是
並不包含具備長程打擊能力的火箭。」

《華盛頓郵報》指出，這代表美國可能提供
烏克蘭搭載短程火箭的多管火箭系統，但可能不
會提供射程最長可達186英里的 「陸軍戰術飛彈
系統」（Army Tactical Missile System）。

英國廣播公司（BBC）報導，目前烏克蘭軍
隊正在使用美國提供的M777榴砲，射程達25公
里，不過 「M270多管火箭系統」（M270 MLRS
）可發射不同射程的彈種，最遠可擊中300公里
外目標，同時也能發射射程達 70 公里的短程火
箭。

美國提供烏克蘭短程火箭，可能是為了避免
讓衝突升溫。

《華盛頓郵報》指出，即便美國只提供短程
火箭，射程都將是烏軍現有火力的2倍以上。

拜登不送烏能打俄火箭 美官員回應了 排除這武器

才10歲！美小五生秀步槍 預告大規模濫射學校

美國 「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5 月 30 日報導，中國
大陸與10個太平洋島國的安全
協議還未達成共識。專家指出
，若共軍在該區域成功打造
「島鏈」戰略，將能有效截斷

美國、澳洲、日本等國之間的
聯繫，在戰爭爆發時遲滯美軍
增援台灣。

根據CNN報導，中國大陸
上週向索羅門群島、吉里巴斯
、薩摩亞、斐濟、東加王國、
萬那杜、巴布亞紐幾內亞 、庫
克群島、紐埃和密克羅尼西亞
提出全面安全協議，但據稱密

克羅尼西亞的反對較為激烈，
且其他國家大多也偏向僅在經
濟、災害防救等領域合作。

英國智庫 「國際戰略研究
所 」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Strategic Studies）駐新加坡資深
研究員葛蘭姆（Euan Graham）
先前告訴 「美聯社」（AP），
從地圖上很明顯地能看出，雖
然該區域大部分被海洋覆蓋，
但只要將上述島國連接起來，
就形成了一條位於美國與澳洲
、澳洲與日本之間的島鏈；他
指出，若共軍得以在當地建立
基地，就能於台海戰爭爆發時

，有效遲滯美國海軍資產增援
西太平洋前線的腳步，並破壞
美軍的補給線。

澳洲長久以來對鄰近的太
平洋島國維持重要影響力。葛
蘭姆認為，美國、澳洲和中國
大陸過去幾年來於該區域暗中
競爭，這次北京卻在澳洲政府
輪替時突然發動 「外交閃擊戰
」，可能是想讓新總理艾班尼
斯（Anthony Albanese）措手不
及；警告若大陸獲得成功，將
在地緣政治上改變遊戲規則，
極大程度影響澳洲未來的國防
規劃。

陸新戰略截斷美軍援台 專家：大改遊戲規則

華爾街日報引述知情人士說法報導，美國總統拜登表態願在
中國對台動武時軍事介入後，美中安排雙方國防部長6月在新加
坡香格里拉對話場邊當面對話即將定案。

第19屆香格里拉對話（Shangri-La Dialogue）預定6月10日
至12日舉行，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Lloyd Austin）曾說將赴新
加坡出席。中國尚未宣布國防部長魏鳳和是否與會，但知情人士
表示，魏鳳和打算親自參加。

報導提到，國防部長與其他官員常在香格里拉對話前及舉行
期間私下會面。美中為台灣而緊張加劇之際，奧斯汀與魏鳳和會
面將別具意義。

拜登上週訪問日本期間被媒體問及是否願在台海衝突時軍事
介入保衛台灣時回答 「是的」，並說 「那是我們做過的承諾」。
他事後澄清美方未放棄對台長期奉行的 「戰略模糊」，北京仍表
達不滿，並宣稱近期在台灣周邊海空域軍演是對 「美台勾連活動
」發出警告。

魏鳳和2018年3月晉升中國
國務委員兼任國防部長，隔年6
月在香格里拉對話期間與時任美
國代理防長夏納翰（Patrick Sha-
nahan）會談。過去兩年，這項英國智庫國際戰略研究所（IISS）
主辦的活動受COVID-19（2019冠狀病毒疾病）疫情影響而取
消。

知情人士說，奧斯汀與魏鳳和當面對話尚未敲定，計畫仍可
能生變。

今年4月，奧斯汀與魏鳳和首度通話。根據五角大廈記述，
兩人通話時討論美中防務關係、區域安全議題及俄羅斯入侵烏克
蘭。

中國國防部對話紀要略微不同，提到魏鳳和向奧斯汀說 「台
灣問題如果處理不好，就會對兩國關係造成顛覆性影響。中國軍
隊將堅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和領土完整」。

美中國防部長上次當面接觸是2019年11月，魏鳳和在泰國
曼谷會見時任美國國防部長艾斯培（Mark Esper）。

奧斯汀5月稍早告訴聯邦參議院撥款委員會，他期待在新加
坡與魏鳳和碰面，希望兩人當面接觸有助於區域安全穩定， 「我
們都意識到對話和維持管道暢通的重要性」。

報導寫道，美中軍事官員多次運用香格里拉對話場合緩和緊張氣
氛。2018年，魏鳳和藉這項亞洲安全峰會見到時任美國國防部長
馬提斯（Jim Mattis），邀請他訪問北京。馬提斯數週後赴北京會
見魏鳳和及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中國國防部形容此訪取得 「積
極的、建設性的成果」。

拜登表態願軍事保台後 美中防長擬當面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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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克欽邦消息，近期，莫寧縣著

名湖泊茵朵基湖內，有人為了利益在禁漁期非

法捕撈，為了保護水生物資源，每年都會實行

為期三個月的禁漁期。正值水生物繁殖生長季

節，莫寧地區當地民眾表示，除了用漁網打撈

外，非法捕撈的團夥還下電網電魚。

作為旅遊景點，緬甸有關部門為了保護

自然環境，設立了禁止捕魚、電魚區域及禁

止垂釣區域。電魚對魚類資源的傷害非常大

，被電過的野生稀有魚類不會再具有繁殖能

力，電魚的民眾也有觸電的風險。

當地壹名民眾表示，以前還有相關的負

責人開船巡邏，現在沒有人巡查情況變得更

嚴重。平時捕魚比較困難，現在是繁殖季節

，前來捕撈的人很多，有的拿漁網打撈，有

的下電網電魚。

龍棟地區居民表示，繁殖季節捕撈會導

致魚類資源越來越少，當地有很多人依賴捕

撈為生，希望有關部門在普及禁漁知識的同

時，能夠為他人開設就業培訓班。非法捕撈

、電魚的行為需要整治，像這洋放任不管的

話魚類資源會越來越少，甚至滅絕。

消息顯示，茵朵基地區居民主要以務農

為生，但是，娘彬、龍棟、河勃、河巴及湖

泊周圍的居民，仍然有許多漁民，以捕撈為

生。莫寧當地居民表示，希望自然與動物管

理司能夠開展巡邏整治，在普及法律知識的

同時，幫助當地漁民解抉就業問題，提升旅

遊業的發展。

日本北海道夕張蜜瓜年度首拍
壹組兩瓜賣出300萬日元高價

綜合報導 據日本放送

協會(NHK)報道，日前，

日本北海道劄幌市迎來

了 2022 年 首 場 “ 夕 張 蜜

瓜”競拍，成交價最高

的壹組兩個蜜瓜以 300 萬

日元 (約合人民蔽 15.8 萬

元)落槌。

這組蜜瓜被當地壹家公

司拍下，將免費請100名先

到的顧客品嘗。

據介紹，原產北海道

夕張市的蜜瓜在日本被視

為頂級蜜瓜，其特點是甜

味濃厚，香氣馥郁，果肉

呈桔紅色。

據報道，三年前的競

拍中，壹組兩個夕張蜜瓜

曾拍出創紀錄的 500 萬日

元。

日本計劃大幅加強軍事能力
據路透社報道，壹份經濟政策草案

顯示，日本計劃大幅加強軍事能力。日

方官員擔心俄烏沖突可能引發東亞地區

的不穩定。

報道稱，草案沒有具體說明區域

面對的安全威脅，不過日本軍事抉策

者之前已經多次對中國和朝鮮“表達

憂慮”。其中聲稱，中日有長期的主

權爭端，朝鮮則不時“發射導彈對日

本進行威嚇”。草案說：“我們將大

幅加強防衛能力，這將是確保國家安全

的最終保證。”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24日同美國總統

拜登會晤時，便承諾顯著增加日本的國

防預算。

這份每年更新的草案擬定日本的長

期經濟綱要，沒有提供關於支出的細節

，不過它首次指出：“現在已經出現訴

諸武力單方面改變東亞現狀的意圖，使

得區域安全日益嚴峻”。

安倍晉三呼籲增加國防開支
日本媒體報道，前首相安倍晉三27

日呼籲增加國防開支。安倍表示，“鑒

於中國國防開支不斷增加和朝鮮的導彈

威脅”，日本在新材政年的國防開支應

該接近7萬億日元（約3689億人民蔽）

，這比今年初步預算的5.4萬億日元多出

約22％。

報道說，安倍稱，日本國防開支

相當於國內生產總值（GDP）的2％是

正常的。作為執政的自民黨最大派系

的領袖，安倍仍擁有相當大的政治影

響力。

日本的新材年從 2023 年 4 月開始

，岸田文雄沒有說明他希望在新材年

增加國防開支的數額。不過，增加國

防開支將使日本原已吃緊的公共材政

更加緊張。

針對釣魚島等問題 六自首次投入
“魚鷹”慘與富士綜合火力演習

與此同時，據日本共同社報道，日

本六上自衛隊28日在靜岡縣的東富士演

習場，舉行了國內最大規模的坦克和火

炮實彈射擊演習“富士綜合火力演習”

。此次設想在離島戰鬥，實施了直至退

敵的壹系列作戰。

報道稱，防衛省考慮到圍繞釣魚島

和臺灣問題的對華緊張關系，力圖增強

離島防衛體制。該演習近年來以離島防

衛為主題，此次還首次投入了臨時部署

在千葉縣木更津駐地的V-22“魚鷹”運

輸機，旨在展示六自的應對能力。

該演習以“綜火演”的通稱而廣為

人知，新冠疫情前曾聚集2萬名以上的

觀眾。為防控疫情，

連續3年沒有普通觀

眾入場，僅通過網酪

視頻進行直播。此次

舉辦演習的目的是教

育隊員。防衛相岸信

夫和防衛政務官中曾

根康隆到演習場視察

，也有外國軍方相關

人士來訪。

演習中，六海空

自衛隊開展聯合作戰

進行離島防衛，海上自衛隊的P-1巡邏

機和航空自衛隊的F-2戰機也飛抵現場

。應對敵人的隊員從魚鷹運輸機上抵達

地面，最後由坦克和火炮壹齊射擊。

據六自介紹，28日上午的演習使用

了彈藥約39.7噸，價值相當於約8.4億日

元（約合人民蔽4426萬元）。演習例行

在每年8月實施，但過去兩年考慮到東

京奧運會和殘奧會的舉辦而改為5月，

今年也是考慮到防備夏季災害派遣和現

場天氣而定在這壹時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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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及記者李理報

道，中國駐美大使館華盛頓當地時間5日發佈通

知，就搭乘臨時包機意願開展摸底調查。通知

稱，將首先面向全美符合條件的未成年中小學留

學生開放登記。

中國包機優先接小留美生
駐美使館開展搭乘意願調查及開放登記 高中生：救命稻草

根據駐美大使館的通知，目前大多數海外留學人員仍然
選擇留在當地。同時考慮到有一些留學人員、特別是

未成年的小留學生面臨無法解決的實際困難，需要返回
中國，中國有關部門正在積極考慮對疫情嚴重國家一些確
有困難、急需回國的留學人員，採取逐步、有序方式，作
出開通臨時航班和包機等相應安排。

機票隔離費用自理
通知指出，根據公開、透明、公平原則，首先面向全

美年齡未滿18周歲（以登記日為準）、父母未陪伴在旁、
長期或短期在美留學的中小學留學生開放登記。如安排臨
時航班和包機，將根據可能的航空運載量，從保護弱小原
則出發，按照登記人員年齡從小到大順序排序，優先安排
小留學生乘機回國。

根據安排，機票和回國隔離費用自理。自願承擔回國
過程中的各種可能風險，並自覺接受乘機過程及抵達目的
地後的各項檢疫安排。除未成年留學生外，監護人等其他
人員不能陪同乘機。截止時間為美東時間2020年4月6日晚
6時（北京時間4月7日晨6時）。

家長：兒子回家最後希望
一名名叫“惠子”的留美高中生表示，最近美國每天

確診數字都是四位數起跳，她確實有點後悔沒有早點回中
國，在家裡的母親更是心急如焚。包機回國消息一出，她
第一時間就在母親的催促下做了登記。“這就像救命稻
草，我現在的安全感已經被打破了，我相信祖國做事的效
率，很快就能讓我們回國。”她還特意在自己的社交媒體
上寫道：“感謝祖國，感恩生為中國人，我們要加油。”

一名兒子在蘭道夫馬克高中唸書的家長表示，她的兒
子是住校生，學校現在停課，孩子沒有辦法自己照顧自
己。家長為了確保兒子能回來，四月份定了各個時段五張
機票，加起來十幾萬元人民幣，但結果是全部被取消。現
在有了包機安排，她表示，簡直是幫助自己兒子早日回家
的最後一絲希望。

中國民用航空局飛行標準司副司長韓光祖6日介紹，
從3月4日到4月3日，民航共安排11架次臨時航班，協助
在伊朗、意大利和英國的1,827名中國公民回國，接回人員
主要以留學生為主。

��(���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駐美
大使崔天凱華盛頓時間5日在《紐約時報》刊
文指出，圍繞疫情中美兩國間有一些不和諧的
聲音。“但現在不是相互指責的時刻，現在我
們需要團結合作、互幫互助。”

齊引領疫苗研發攻關合作
這篇題為《同舟共濟 定克時艱》的文章

說，此時此刻團結至關重要。要保持清醒、明
辨是非，對那些企圖煽動種族主義和歧視仇
外、把別國或別的種族當成替罪羊的愚蠢言行
說不。因為這樣的言行不僅會嚴重破壞中美當
前合作抗疫的努力，也將埋下猜疑甚至對抗的
禍根，將兩國的人民拖入險境，甚至殃及全
球。

文章表示，中方始終負責任地通報疫情信
息。中國建立了新冠肺炎疫情網上知識中心面
向所有國家開放。中美兩國衛生部門和防控專
家也一直保持着密切溝通。

文章認為，作為世界最大的兩個經濟體，
中美應該引領治療技術和疫苗研發國際攻關合
作，充分探討治療藥物技術共享，聯手幫助缺
乏醫療條件的國家，推動完善全球衛生治理。
此外，還要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穩市場、
保增長、保民生，確保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開
放、穩定、安全。

華企全力生產美採購物資
文章介紹說，中方盡己所能，為包括美國

在內的有關國家提供支持，而位於美國疫情

“震中”的紐約州正是重點支持對象。目前，
中方正協助美政府在華採購抗疫物資。中國企
業加班加點，生產、交付紐約與全美採購的醫
療物資。華為向紐約州和華盛頓特區捐贈了數
萬件防疫物資。中資企業總計已向美捐贈150
萬隻口罩、20萬個檢測盒、18萬個手套及許多
其他防疫物資。

文章稱，不久前，中國也遭受了疫情的迎
頭痛擊，因此我們對美國人民的苦痛感同身
受。我們搏鬥過，付出了巨大犧牲，所以深知
這裡及世界各地抗擊疫情的艱難。我們銘記，
在最困難的時候世界各地的朋友給了我們慰藉
和幫助，其中很多是美國人，很多是紐約人。
現在我們也願真誠回報他們的善意，與他們共
渡難關。

崔天凱：中美需團結合作互幫互助

■■中國駐美大使館將安排包中國駐美大使館將安排包
機機，，優先接未成年留美學生回優先接未成年留美學生回
國國。。圖為中國留美學生與當地圖為中國留美學生與當地
同學和老師交談同學和老師交談。。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紐約市史坦頓島醫護人員收到紐約市史坦頓島醫護人員收到
美國華人團體及華人企業捐贈的美國華人團體及華人企業捐贈的
口罩口罩。。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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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種病毒蔓延 五口家三感染
病發前到康怡“板長寿司”用餐 居所早前亦有住戶染疫或環境污染

香港30日新增275宗新冠確診個案，再多兩

名患者死亡，第五波疫情累計死亡個案增至9,165

宗。港島東太古及鰂魚涌一帶出現4宗懷疑是

BA.2.12.1變種病毒株分支個案，其中3人來自同

一家庭的兩母女及外傭，所住的鰂魚涌康景花園

C座早前也有住戶染疫，不排除是環境污染；另

一名51歲染疫男子則居於太古城廬山閣，曾往西

灣河新利記餐廳用膳，感染源頭不明。香港衞生

防護中心傳染病處首席醫生歐家榮相信，該種新

變異病毒已殺入太古城、筲箕灣一帶，並引起傳

播，呼籲居民盡快接受病毒檢測。

◆香港文匯報記者高俊威

香港文匯
報訊（記者 文

森）30日新增48宗輸入
個案，是自4月1日取消九個國家禁飛

令以來最高。30日的輸入個案包括37宗在機場檢
測陽性；10宗於檢疫酒店確診，大部分在抵港第
二天至第五天檢測呈陽性；1宗涉及一名19歲男
子，他曾於1月在美國染疫，本月22日由美國抵
港，28日因前往內地進行核酸檢測呈陽性，其
CT值大於30，相信是復陽個案。
香港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30日對香港

文匯報表示，隨着禁飛令取消、來港旅客增加，
預期輸入個案會愈來愈多，“尤其外地多個地區
放寬旅遊限制，且旅客在當地機場及搭車也無須
戴口罩，他們在航機上感染的風險增加，加上臨
近暑期，返港人流將更多，故香港的輸入病例會
繼續增加。”
對於早前一對美國返港夫婦在檢疫酒店感

染變種病毒並帶入香港社區，他直言香港檢疫酒
店存在先天缺陷，“走廊比較窄，就算有空氣清
新機加強換氣，打開房門仍會有下層空氣流出走
廊，並流往鄰房，若房間窗戶可打開，更增加垂
直傳播機會。”

梁子超：增四招可防輸入
對於特區政府規定入境旅客抵港第九天增

加一次核酸檢測，梁子超認為有助減低病毒在社
區擴散機會，但建議仍可加強外防輸入措施，包
括要求來港航班上的所有旅客必須戴口罩，減少
機上感染機會；安排同時段抵港旅客集中在檢疫
酒店同一樓層或鄰近房間，以免差不多完成檢疫
的人士被其後才入住旅客感染；要檢查酒店管道
和渠位，以及確保酒店住客不能打開窗戶；應盡
快為陽性旅客進行基因分析，倘抵港者感染非現
時本地社區流行的變種病毒，應即時將其送往竹
篙灣等隔離設施，避免感染其他住客或員工。

輸
入
個
案
48
宗
兩
月
新
高

��(���

兩酒吧群組再添19酒客染疫

歐家榮30日在疫情簡報會上公布最新基因
分析結果時指出，新增4宗懷疑BA.2.12.1

變種病毒株分支個案，其中3宗個案來自同一
家庭，居於康景花園C座，包括35歲母親及其
5歲女兒、41歲外傭。女童已打兩針，本月24
日出現病徵，同日晚上接受快測呈陽性，曾於
本月22日早上與家人到康怡廣場板長寿司進
餐；母親已打三針，本月26日快測呈陽性；已
打兩針的外傭則於本月27日發病。該家庭尚餘
兩名成員暫無病徵，檢測結果呈陰性。

康景C座料屬麥記群組
歐家榮估計，這個染疫的一家三口或與早

前太古城麥當勞群組有關，“這座大廈（康景
花園C座）之前有個家庭與太古城麥當勞群組

有關。初步流行病學調查發現這個（新確診）
家庭的行蹤，沒去過之前（爆疫）的麥當勞，
但與同一座另一個（之前確診的）家庭有共通
的地方，兩家庭是（居住在）同一座大廈，雖
然兩個單位樓層和坐向都不同，但不排除有機
會當中有傳播，需進行全基因分析確定。”

另一宗BA.2.12.1個案的源頭未明。確診的
51歲男子居住太古城廬山閣，本月26日發病，
同日快測結果呈陽性。他於前一天下午曾前往
西灣河新利記餐廳用膳，其另外兩名家人無病
徵，檢測結果亦呈陰性。兩家食肆均被納入強
制檢測公告，曾到訪人士須接受強制檢測。

歐家榮估計，由於早前出現爆發的麥當勞
均在太古城一帶，因此他相信：“在那個區，
筲箕灣、太古城一帶，過去兩個星期一定有隱

形患者出沒，以致引起一個傳播。”他
呼籲區內居民盡快接受檢測。

區內一校三學生中招
學校個案方面，由上周五放學時間至30

日，累積增加34間學校合共呈報45宗陽性個
案。位於太古的德思齊加拿大國際學校新增3
宗，其中兩人就讀同一班，另一宗是其中一名
確診者的妹妹，就讀另一班。防護中心已要求
爆發群組感染的班別停課至下周一，學生要繼
續每日進行快測。

另外，九龍塘國際英文幼稚園的羅福道校
舍新增1宗個案，所屬班別之前未有病例，全
班其餘17名學生檢測均呈陰性，暫時未發現有
新爆發。

◆爆疫一家曾去過康怡廣場板長寿司進餐。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俊威）中環兩間酒
吧的感染群組持續擴大，再多19名顧客染疫，
累計確診個案共48宗。Zentral酒吧群組新增8
宗個案，Iron Fairies & J. Boroski酒吧群組則新
增11宗，其中兩名染疫顧客曾於同日穿梭該兩
間酒吧。香港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首席醫生
歐家榮30日表示，由於兩人發病較遲，相信未
必是源頭，但相信場內有“超級傳播者”，加
上兩間酒吧當晚各有約700人到訪，環境擠
迫，通風亦不理想，造成病毒傳播，執法部門
將調查有否違反防疫規例的情況。

歐家榮30日在疫情簡報會上表示，中環兩
間酒吧再多19人確診，Zentral酒吧新增8宗個
案，累計共23人確診，涉及13男10女，年齡
介乎17歲至30歲。其中一名確診者為元朗博愛
醫院鄧佩瓊紀念中學兼職籃球教練，30日再多
一名他的學生確診，患者於本月29日發病，同

日快測呈陽性，累計已有8名學生受感染，分
布在5個班別。

至於Iron Fairies & J. Boroski酒吧30日新
增11宗個案，累計共22人染疫，涉及6男16
女，年齡介乎18歲至45歲。其中2名患者曾於
同一晚到訪Zentral酒吧，分別為30歲及29歲男
子，兩人互相認識。歐家榮指，因酒吧群組有患
者於本月20日已出現病徵，但該兩名連走兩場
的客人，分別在本月26日發病及沒有病徵，故
相信他們是在22日到訪酒吧時受感染，未必是
源頭，仍需調查其餘到訪者的檢測結果，追查會
否有更早發病的患者。另外，衞生防護中心29
日曾到現場調查，31個環境樣本均呈陰性。

歐家榮表示，兩間酒吧暫未發現有員工染
疫，但在同一時段分別均有700人次到訪，環
境擠迫，空氣流通量及鮮風量均不理想，相信
酒吧出現爆發是由於有具傳染性的人士進場，

加上客人都沒有戴口罩，容易產生傳播。

食環署：現場打碟屬現場表演
按政府最新的社交距離措施，酒吧和酒館

可營業至凌晨1時59分，每枱人數上限4人，
顧客人數上限為處所容納量上限的75%。被問
及相關酒吧有否違反防疫規例，歐家榮表示，
有待專業或執法部門詳細了解和調查。

就兩間酒吧均有DJ現場打碟播音樂，蘭桂
坊協會總監張素媚30日表示，該會曾向食環署
查詢，署方回覆在現場打碟播音樂屬現場表
演，可能由於防疫規定內沒有寫明，有業界人
士不太清楚或忽視。

持牌酒吧會所聯會創會會長梁立仁相信，
約有一成酒吧有駐場DJ播音樂，認為打碟是否
屬現場表演是不同角度問題，認為現行規定有
灰色地帶。

30日疫情

個案情況
◆中環德己立街加州大廈Zentral酒吧新增8名顧客確診，累計23人染疫
◆中環荷李活道華懋荷李活中心Iron Fairies & J. Boroski酒吧新增11名
顧客確診，累計22人染疫（其中2人同日也曾到訪Zentral酒吧）
◆新增45宗學校呈報陽性個案，涉及34間學校，包括6宗來自太古城
德思齊加拿大國際學校及元朗博愛醫院鄧佩瓊紀念中學的學生

醫院情況
◆430名病人留醫，43人為新增病人
◆10人危殆，8人嚴重，4人於深切治療病房留醫

◆36名患者康復，23人出院

資料來源：香港衞生防護中心、醫管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

•核酸檢測陽性：125宗
•快速測試陽性：150宗
•第五波確診個案：1,199,739宗
•單日死亡個案：2宗（65歲有長期
病女子及84歲有認知障礙女子 )

•第五波累計死亡個案：9,165宗

新增總
確診個案：

275宗（包括48
宗輸入個案）

珍寶海鮮舫下月移離香江

◆30日晚拍攝到的珍寶海鮮舫只開了少量燈光，停泊
在香港仔避風塘內。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在 1976
年，珍寶海
鮮舫由香港
仔船塢對出
拖往時為鴨
舌 洲 發 電
廠。
資料圖片

◆早年不少
遊客赴珍寶
海鮮舫品嘗
美食，不忘
坐龍椅拍照
留影。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費小燁）泊於香港仔避
風塘超過45年的珍寶海鮮舫快將無奈告別香江！
海鮮舫自2020年3月停業後，曾與香港特區政府達
成合作協議，無償捐贈該船予海洋公園營運，以作
為“躍動港島南”計劃的一部分。不過，珍寶海鮮
舫的母公司30日宣布，海洋公園以未能找到適合
的第三方機構營運為由，不能落實捐贈計劃。由於
每年需耗資平均數百萬元（港元，下同）進行檢
查、維修與保養，加上香港仍受第五波疫情嚴重打
擊，預見珍寶海鮮舫在短期內不可能復業，且香港
現時沒有可供珍寶海鮮舫停放的船廠泊位以進行每
3年一次的大型檢查和維修，母公司決定下月將珍
寶海鮮舫移離香港進行所需檢查、維修和存放，同
時靜待新經營者出現，為項目找尋新出路。

珍海鮮舫長76米、闊22米、高28米，樓

高3層，面積達45,000平方呎，可容納逾2,300名
賓客，因此有“世界上最大的海上食府”之稱。珍
寶最初建於1950年，由水上人開設，其後經過多
次易手，1970年由商人王老吉集資籌建更大的珍
寶海鮮舫，但不幸在1971年開業前發生四級大
火，整艘船嚴重焚毀，更造成34死42傷。

何鴻燊買下業權 1976年開業
由於王老吉無力重新投資，已故“賭王”何

鴻燊於1972年買下珍寶海鮮舫的業權，經過4年
時間和耗資逾3,000萬元，珍寶海鮮舫於1976年
建成及開業，直至2002年加入新濠國際發展有限
公司，翌年進行翻新工程。珍寶海鮮舫成為香港
其中一個重要地標，為旅客提供高級餐飲服務，
集飲食、消閒及文化於一身的海上主題公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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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籍謝姓男子受中共情治機關委託，20多
年前來台佈線、結識前海軍教準部綜合處長張
姓男子協助發展在台組織，目標為滲透我國海
軍，成功吸收前海軍司令部計畫處何姓上校組
長及莊姓妻子。高雄地院依《國安法》判張男3
年10月，何男及莊女因未遂，各判10月、3月
，可上訴。

檢調查出，廣東省海外聯絡辦公室（廣東
省人民政府第六辦公室）為中國共產黨中央情
工系統 「中央軍事委員會政治工作部聯絡局廣
州聯絡局」對外的情治掩護機關，工作項目為
蒐集政治情報、對台灣現役或退役軍官進行接
觸、吸收。1996年起謝男奉命來台，以邀約宴
飲球敘等方式結交我國現役或退役軍官，一名
大陸籍曾姓男子則陪同，提供金援並陪同會晤
。

謝男等人先於某餐敘場合結識退伍的張男
，透過張男再結識何男及莊女。何男告訴他們
，如果能幫忙邀約役或退役軍官到國外或大陸
，和中共官員們見面，協助發展組織，就能獲
得免費食宿招待、機票。

2008 年，張男邀請時任海軍陸戰隊指揮部
政治作戰室上校政戰韓姓副主任與謝男吃飯打
球，席間邀請韓男一家人免費到韓國旅遊並與
謝男見面。張男隔年又再邀請韓男一家人陸續

到大陸、香港、新加坡等地免費旅遊，韓男因
不想欠人情，新加坡一行決定自己支付機票住
宿費用。

2011 年，張男又鎖定時任海軍司令部計畫
處何姓上校組長，招待何男及其妻到泰國旅遊
，也與謝男見面。該年，張男也找上時任國防
大學于姓中校隊長及其妻到大陸旅遊，謝男再
度出面、交付食宿費用補貼。

2014 年，張男更鎖定前總統府侍衛長、海
軍副司令申姓中將，招待申男到上海旅遊，還
遊說申男擔任福建省平潭經貿交流協會會長，
甚至加入福建省中台文化交流協會。申男對種
種安排有疑慮，連同食宿招待全數婉拒。

張男陸續還接觸現、退役的海軍上校艦長
、時任海軍陸戰隊陳姓副旅長、時任國防大學
于姓中校隊長、時任海軍司令部沈姓少校編裝
官等人，但都吸收未果，唯獨前海軍司令部計
畫處何男夫婦答應協助張男及謝男等人發展共
諜組織。

2019年6月調查局國安站獲報展開追查，謝
男急逃出境，張男及何男夫婦被捕。張男否認
涉案，但罪證確鑿，遭判 3 年 10 月。何男夫婦
坦承犯行並供出組織成員，分別遭輕判10月、3
月，全案仍可上訴。

共諜吸收現退役海軍軍官 前總統府侍衛長申伯之中將警覺未中套

岡山空軍官校一架 AT-3
教練機31日上午墜落於岡山區
田厝一路附近田地，橋頭地檢
署立刻指示主任檢察官李廷輝
、外勤檢察官吳正中及國防部
調辦事軍法官薛丞芸，與高雄
憲兵隊及岡山分局等單位，組

成專案小組，全力偵辦。
至於外勤檢察官吳正中於

今日下午 4 時許，會同法務部
法醫研究所法醫師潘至信，前
往高雄市立殯儀館為不幸殉職
的飛官徐大鈞相驗，經初步相
驗結果，遺體有部分受損、全

身多處骨折，並有灼傷，詳細
死亡原因待法醫研究所鑑定。

橋檢表示，此案後續將由
檢（憲）警專案小組，會同空
軍司令部等單位，釐清事故發
生原因。

岡山教練機墜毀 橋檢成立專案小組調查
花蓮市公所清潔隊資源回收車，今傍晚來到榮正街時，一名老婦人卻不知何故捲入輪下被輾

過，警方據報抵達現場，被壓在車底的老婦人已經明顯死亡，清潔隊長吳慶展受訪表示，因事故
發生原因仍未清楚，必須製作車禍筆錄與調閱路口監視器釐清。

大貨車（資源回收
車）有死角，駕駛
座位高，必須全神
貫注周邊狀況。吳
慶展說，過去曾發
生民眾為了丟垃圾
，狂追卻撞擊垃圾
車，也曾經在資源
回收車壓縮時，因
民眾趕時間未注意
，而被捲入車內的
意外。
這部車號 AAE-798
資源回收車，傍晚
來到榮正街執行公
務，可能是老婦人
正在等待準備丟棄
資源回收物，但卻
不知為何被捲入輪
底，吳慶展說，依
據經驗，榮正街路
幅不大，資源回收
車速也不快，究竟
什麼原因導致婦人
命喪輪下，仍待警
方調查。肇事的賴
姓駕駛相當驚訝，
不明白怎麼會發生
這樣的事。

花蓮市資源回收車釀災載運途中輾斃老婦人

宜蘭縣羅東鎮1名傅姓女子去年在房東不知情的狀況下，雇用鎖匠更換羅東鎮公正路上一間
套房門鎖，並擅自入住，被林姓房東發現後，不但堅持不搬離，還稱林才是假房東，真是做賊喊
捉賊，林憤而報警處理，宜蘭地檢署以竊佔案件偵查終結，認應提起公訴。

起訴書指出，去年4月初，傅女意圖為自己不法之利益，趁林姓房東不注意時，雇用不知情
的鎖匠，更換套房鎖匙，並擅自入住；4月25日晚間9時許，林姓房東出門採買東西時，發現該
套房怎麼有燈光，房東請住在裡面的傅女離開，但傅女堅持不搬離，房東憤而報警處理。

據警方及宜檢供述中，傅女對此矢口否認犯行，辯稱房子是弟弟、妹妹一起買的房子，邀請
她來住，還指控林姓房東才是 「假房東」，但經警方查證，房子確實是林姓房東所有，檢方依刑
法第320條竊佔罪嫌，提起公訴。

新竹某科技羅姓副總經理日前開車在新埔
鎮涉嫌肇事過失致機車騎士死亡，被爆有警界
高官介入關心疑雲，新竹縣警局局長楊哲昌31
日自請處分，下午發佈加重相關幹部的懲處，
並把相關通聯紀錄和通訊對話紀錄移請新竹地
檢署，調查是否有高階幹部及友人介入關心或
不法行為，以昭公信。

縣警局31日下午發布新聞稿，針對新埔車
禍處置疏失的相關幹部加重懲處，局長楊哲昌
考監不周自請處分，副局長許豐統原劣蹟加重
為記過1次，公關科長嚴永銘維持申誡1次，新
埔分局長林英煌申誡1次加重為記過2次。

另外，刑警大隊副大隊長吳仁志，打電話
請新埔分局長林英煌關懷涉嫌肇事的羅男，第

一波未被列入懲處，這波被記過1次。
縣警局表示，此案家屬質疑有人關說導致

妨害公正調查，為昭公信並自清，將由局長楊
哲昌以下相關高階幹部，主動提供通聯紀錄及
通訊軟體對話紀錄，併案移請新竹地檢署參辦
，調查有無其他高階幹部關心或不法行為。

縣警局指出，肇事者聲明書來源，經查為
副局長許豐統的友人提供，給許轉供警局參考
，並無其他動機意圖，也沒有發現有其他警界
高層指示或涉入。

縣警局表示，對本案相關人員行為不當，
警局未能即時釐清案情，致外界觀感不佳，影
響警察形象，將要求各級主管引以為戒，以防
止類似案件再度發生。

新埔車禍案警界高層介入疑雲 縣警局長、主管各有懲處
羅東假房東做賊喊抓賊 換鎖偷住出租套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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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

“我不能去参加 
你的婚礼了。”

“我在外面等你。”
“对不起，我错过
你的生日了。”

“我需要再 
测试一遍。”

请登录 
getvaxxedhouston.org

  了解新冠疫苗相关信息。

当你没有接种新冠疫
苗，一切都会变得 

更加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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