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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SIE LIN,CCIM

俄羅斯總統蒲亭（Vladimir Putin）對烏克蘭發動的
戰爭來到第4個月。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投書媒
體，明言美國不會試圖推翻蒲亭，也不會私下或公開施壓
烏克蘭政府讓步割地。

「紐約時報」 （The New York Times）5月31日刊
出拜登投書，標題為 「美國在烏克蘭的為與不為」 。拜登
說美國目標明確，就是希望看到一個民主、獨立、享有主
權、繁榮的烏克蘭，且擁有方法嚇阻及自我防禦進一步的
侵略。

他寫道，美國將繼續跟盟邦和夥伴合作制裁俄國，繼
續提供烏克蘭先進武器，包括標槍（Javelin）反戰車飛彈
、刺針（Stinger）防空飛彈、強大的火砲和精準火箭系
統、雷達、無人機、Mi-17直升機和彈藥等。

拜登指出，美國不追求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

與俄國開戰，就算他與蒲亭意見不合且認為其行為令人憤
慨，美國仍不會試圖讓他下台。拜登還提到，他的原則是
關乎烏克蘭的事都需要烏國參與，他不會私下或公開施壓
烏國政府就領土做出任何讓步。

拜登在31日的媒體投書也證實，美國將提供烏克蘭
更先進的火箭系統，以精準打擊入侵俄軍 「關鍵目標」 。

拜登投書 「紐約時報」 指出： 「美國必須提供大量武
器和彈藥，讓烏克蘭在談判桌上擁有最大的籌碼。這就是
為什麼我決定向烏克蘭人提供更先進的火箭系統和彈藥，
使他們能夠更精確地打擊烏克蘭戰場上的關鍵目標。」

一位美國官員透露，美方將提供 「海馬士多管火箭系
統」 （HIMARS），亦即 「高機動性多管火箭系統」
（High Mobility Artillery Rocket System），這系統將使
烏軍能在境內更遠距離精準打擊戰場目標。

拜登：美不會試圖推翻蒲亭 不施壓烏克蘭割地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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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此通知，德克萨斯州哈里斯县大都会交通管理局董事会 (METRO) 将于2022年6月8日（星期三）中午12点
举办听证会，听取公众对2022年8月METRO拟议服务变更的意见。公众受邀参加听证会并亲自发表意见。  

公众也可以通过Zoom参加公开听证会并发表意见（ https://us02web.zoom.us/j/86980778422，或者拨
打346-248-7799或1-888-475-4499 （免费），会议ID为869 8077 8422）。此外，如果您不想在听证
会上发表意见，也可以访问网页RideMetro.org/Pages/BoardStreamingVideo.aspx，观看直播。听证会的
录像也将保存在METRO的网站RideMETRO.org上以供回放。

拟议服务变更包括：

开设新线路 — 314路Hiram Clarke - curb2curb；5路、7路、47路、50路、153路、Park & Ride市中心通
道以及METRORail红线时间表变更。METRO将继续临时调整服务，应对不断变化的客流量和人员班次。

拟定路线图和可用时间表将于2022年6月1日（星期三）提供，公众可以在线上查看或在Lee P. Brown 
METRO行政大楼（位于德克萨斯州休斯顿大街1900号，邮编77002）的METRO RideStore大厅查看（工作
日上午8:00至下午5:00）。

本次听证会将于2022年6月8日（星期三）中午12点在德克萨斯州休斯顿大街1900号二楼董事会会议室举办
（乘坐METRO 6路、11路、32路、44路、51路、52路、54路、82路、85路、102路、137路、160路、161
路、162路和METRORail可达）。  

如何就服务变更发表意见
如果您想亲自或以虚拟方式公开发表意见，请在听证会举行之前至少48小时致电713-739-4834

或发送电子邮件至BoardOffice@RideMETRO.org，并提供姓名、地址和电话号码，

注册成为METRO董事会办公室的公众发言者。 如上所述，

您可以在2022年6月8日（星期三）亲自或以虚拟方式参加听证会并发表意见。

如果您预先注册，在听证会上将首先听取您的意见。 您会在适当的时候被点名发表意见。

您也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发表意见：

• 写信邮寄至METRO，主题：2022年8月服务变更，地址：德克萨斯州休斯顿大街1900号，邮编：77002

• 发送传真至 713-652-7956，主题“2022年8月服务变更”

• 拨打METRO客服电话 713-635-4000

• 在METRO网站——RideMETRO.org上提交意见。 

所有意见应该在2022年6月8日（星期三）中午12点前提交给METRO。

帮助残疾人士
可以为残疾人士提供辅助服务或其他格式的公共文件。残疾人士可在听证会举行前至少五（5）
个工作日致电 713-750-4271。

语言援助
根据要求，METRO按照其语言援助计划提供免费的语言援助，帮助读、写、说或理解英语能力有限的顾客。

如需语言援助和其他安排，应在听证会举行前至少48小时致电713-739-4018或发送电子邮件至

METROPublicAffairs@RideMETRO.org向董事会办公室提交请求。

其他
1.本次听证会符合美国联邦交通管理局（Federal Transit Administration）第9030.1E号通告

（2014年1月16日发布，第VI-7页）的要求。

2.METRO在其服务、项目和活动中，在准入、提供使用权、处理方式或雇佣方面不存在基于残疾的歧视。

3.METRO致力于确保任何人都不会因种族、肤色或国籍而被排除参与交通系统服务，或被剥夺受到

《1964年民权法案》第六章保护的使用交通系统服务的利益。

拟议服务变更听证会通知
德克萨斯州哈里斯县大都市交通管理局（METRO）

RideMETRO.org • 拨打或发送短信至713-635-4000

The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announced on
Sunday that it will conduct
a review of the law
enforcement response to
the mass shooting in
Uvalde, Texas, that left 19
children and two teachers
dead.

DOJ spokesman Anthony
Coley said in a statement
that, “At the request of
Mayor Don McLaughlin, the
Justice Department will

conduct a critical incident
review of the law
enforcement response to
the mass shooting in
Uvalde, Texas, on may 24.

The Justice Department
has traditionally relied on
individuals outside of the
Department with
experience with
mass-casualty events to
review such incidents.

Previously, the Department

has conducted critical
incident reviews of the
mass shootings in San
Bernardino, California, and
Orlando, Florida, in June of
2016.

Texas Governor Gregg
Abbott said that he is
demanding a full
accounting of what
happened during the
school shooting. His
expectation is that the law
enforcement leaders will be
leading the investigation.

President Biden and First
Lady Jill Biden also visited
a makeshift memorial in
Uvalde to the 21 victims
that was built outside the
Robb Elementary School.
The President and Mrs.
Biden also met with family
members of the young
victims and first responders
during their visit to Texas.

Meanwhile, Attorney
General Merrick Garland
addressed Harvard
University’s
commencement ceremony
on Sunday saying, “As we
gather here today to
celebrate this milestone in
your life, we are also
holding on to an enormous
amount of grief because of
yet another mass shooting
at another school in our
country. An unspeakable
act of violence has
devastated families and an
entire community in
Uvalde, Texas. I know I
speak for all of us here that
our hearts are broken.”

We very much hope that
the federal government will
launch an investigation as
soon as possible on this
terrible tragedy. We must
find the reasons for the

delayed police action
during the attack on the
school and its students and
teachers. So far, we don’t
have a clear explanation.
Parents of the students
across the nation are very
frightened.

We expect that the fede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will
form a committee to
comprehensively review
the measures for campus
safety, including the
training of all teachers in
how to respond in times of
emergencies as well as the
enhancement of campus
security with more security
cameras and police patrols.

This tragedy has now really
become a national crisis
and it is very important that
we all pay more attention to
it. 0505//3131//20222022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To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To
Review Uvalde ShootingReview Uvalde Shooting

聯邦司法部週日決定對德州衣瓦
利小學之集体屠殺案有關警員延誤事
件進行調查, 這㘯慘案有十九名學童
及二位教師死於槍下 , 司法部發言人
柯利表示, 我們是應市長麥拉克倫之
要求對這項延誤反應事件進行調查。

司法部通常是會聘請部外有経驗
的專家來進行調查，其中包括二O
一五年十二月加州聖布納汀諾及二O
一六年六月奧蘭多兇殺案，在這次
德州兇殺案中，激起了地方人士和
家長之憤怒，他們認為警方延誤了攻
堅時間，否則不會死傷如此嚴重。

根據目撃者說，警方在外至少
等了五十分鐘未能進入教室內和兇手
對峙。

共和黨籍的德州州長艾伯特表示
，我希望德州州內的高層能進行彻底
調查，換言之，不必勞駕司法部官
員。

拜登總統和第一夫人週日專程到
達依瓦利會見並安慰學童們之家屬
，司法部長格蘭在哈佛大學之畢業典
禮中表示，在依瓦利小學發生令人
髪指的兇殘事件使我們大家都心碎了
。

我們十分企盼聯邦司法部能盡快
展開調查，一定要找到延宕的原因
，以便做為未來應急之參考，目前
為止，還沒有任何明朗的说明，全
美各地之學生家長更是人心惶恐，
不知如何是好。

聯邦及地方政府必須組成應對行
動委員會，全面檢討對校園安全之
各項措施包括對教師應對緊急狀態
之訓練，校園保安之增強，安检系
統之設立，閉路攝影機之大量設立
，皆是當急之務。

司法部介入調查衣瓦利小學屠殺案司法部介入調查衣瓦利小學屠殺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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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這兩年來深受疫情的影響, 拜登政府為
了體恤大學畢業生就業的困難, 曾先後放出
風聲, 準備對大學生的學生貸款做史無前例
的大減免, 由於反對聲浪過大, 於是又拋出
計劃讓每名學生貸款人減免1萬元債務, 由
於屆臨期中選舉, 民主黨似乎有向大學生選
民買票之嫌, 所以拜登政府是否真敢或真能
做出”幾家歡樂幾家怒” 的減免政策, 還
有待觀察, 所以虧欠學貸的年輕人還是要做
好償還一切債務的心理準備!
大學是求學與培才的知識殿堂，也是推

動社會進步的教育機構，但美國大學這幾
年卻出現一個新趨勢，就是大學生不斷銳
減，入學率屢創新低, 貧困的學生明明可以
貸款入學也不願意申請,根據National Stu-
dent Clearinghouse Research Center發布
的最新資訊，這兩年因為碰到疫情的關係,
入學人數一直在下降,流失了34萬多學生，
對美國大學教育而言是一個嚴重警訊。
美國大學學費昂貴，一般私立大學平均

每年約為4萬多美元，頂尖大學更高達6萬
或7萬美元之譜，除非獲得獎學金資助，
這遠遠超過一般家庭收入的負擔，這是造
成入學意願降低的主因。
儘管擁有大學文憑比擁有高中文憑收入高
，失業率也減少，但願意接受大學的人卻

銳減，說明美國大學不再具強大魅力，一
些家境不好的高中生會推遲或根本不進大
學就讀。

心理學教授杜瓦舒拉(Durvasula)認為美
國是一個消費型社會，把大多數東西，包
括教育都看作是商品，因此就有了衡量大
學學位付出的時間和金錢與其回報是否相
匹配的問題，如果失業率比較低，上大學
的孩子就越少，但如果經濟不景氣，工作
機會少，那麼大學學位就更有價值。

其實由於美國生育率不斷下降，高中與
中小學生人數也不斷減少，據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中心統計，美國從
1990年代起出生率有明顯下降趨勢，孩子
少意味著未來學生會變少。赫欽格報告
(Hechinger Report)指出，2017年高中畢業
生減少了8萬多人，預計這一趨勢還將繼
續下降。

進不進入大學真的是觀念問題，大學教
育是最值得的投資，種種資訊顯示,學歷越
高收入就越高, 尤其是在這樣一個知識爆炸
的年代, 科技的發展一日千萬里, 沒有學識
與知識, 只有被社會淘汰的命運, 當然大學
就是一個求知求技的殿堂,放棄了到大學去
投資，就是放棄了將來求生致富的機會！

俄烏開戰期間，烏克蘭國家安全局
(SBU)陸陸續續截獲有利證據，曝光俄軍發
揮令人匪夷所思的作戰水準。近期當局公
開一段遭俘擄俄士兵的供詞，稱上級逼迫
大家簽署 「屠殺合同」 ，如果不照做後果
恐怕不堪設想。

烏克蘭國家安全局(SBU)是該國專業情
報機構，今日(1)再度於臉書更新消息，寫
下 「守軍在頓內茨克州（Donetsk）逮捕
一名俄士兵，以下是他的供詞。」 只見他
無精打采的癱坐在床上接收審問，鑒於自
己不是唯一被逮的人，似乎已放棄用 「軍

事演習」 才來烏克蘭的謊，反倒坦率地全
盤托出。

他向SBU人員坦承，軍營裡每一個人
都會拿到 「屠殺合約」 ，上面寫著 「我願
意殺害烏克蘭平民」 。俄高層還威脅若拒
絕簽名，除了終身解職，還可能面臨監禁
的懲處。眼看有些人堅持不簽，他最後決
定以烏克蘭人的命，換取自由。然而，事
情走到這一步，不但暴露了自己的身分，
賠上自由和那些無辜平民的性命，也再次
揭示同袍種種暴行。

被俘俄士兵認了簽 「屠殺合約」 親吐若拒絕下場嚴重

俄羅斯政府今天表示正在採取行動，以減少歐洲聯盟（EU）禁運俄國石油帶來的損害，而在總統蒲亭
派兵入侵烏克蘭後，俄國另一重要能源項目天然氣的出口量也下滑。

歐盟在30日的峰會通過第6輪對俄制裁，同意禁運俄國石油，目標是在年底前禁止進口約9成的俄國
石油，但在匈牙利堅持下，透過管線輸送的石油得以豁免。

克里姆林宮發言人培斯科夫（Dmitry Peskov）告訴記者： 「制裁將對歐洲、我國和全球能源市場帶來
負面效應。」

培斯科夫還說俄國正在 「重新調整」 ，以為無法賣給歐洲的石油找到替代買家， 「這些堅決且系統性
的行動，將使我們把負面後果減至最小」 。

蒲亭（Vladimir Putin）2月24日派兵入侵烏克蘭後，俄國承受一系列鎖定經濟和金融機構的制裁。
根據國際能源總署（IEA），2021年歐洲逾1/4的進口石油來自俄羅斯；同年俄國出口的所有原油和石

油產品，歐盟就占了將近一半。
另一方面，俄國能源巨擘 「俄羅斯天然氣工業公司」 （Gazprom）今天表示，在失去數個歐洲客戶後

，1至5月出口至非前蘇聯國家的天然氣量為610億立方公尺，較去年同期減少27.6%。
俄羅斯天然氣工業公司同時表示，透過 「西伯利亞力量」 （Power of Siberia）管線輸送到中國的天然

氣量增加，但未提供相關數據。莫斯科當局要求歐盟成員國等 「不友善國家」 用盧布支付天然氣費，這項
新要求被認為是要迴避西方對俄國央行的金融制裁。

目前為止，波蘭、保加利亞、芬蘭、荷蘭的天然氣供應都因拒絕以盧布付款而中斷。丹麥公司沃旭能
源（Orsted）也說拒用盧布付款，俄羅斯天然氣工業出口公司（Gazprom Export）今天將停止供氣給丹麥
。

俄國遭歐盟禁運石油拚止血天然氣出口量也下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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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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址: www.tjc.org
電子郵件: Houston@tj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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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衛生機構：不排除所有法國成年人再次接種新冠疫苗

綜合報導 法國國家衛生管

理局（HAS）發布報告稱，到

2022年秋季，部分人群可能需

要再次接種新冠疫苗，以加強

對高風險群體的保護，降低新

冠發病率和死亡率，必要情況

下，可能建議所有成年人口接

種第二劑新冠“加強針”。

據報道，目前法國主要面

向 60 歲及以上人口、免疫抑

制患者接種第二劑新冠“加

強針”，亦即通稱的“第四

針”。法國國家衛生管理局

預計，2022年秋季，應面向新

冠嚴重感染高風險人群再次

補充接種新冠“加強針”，

尤其是免疫功能低下人群及

其周邊人員、65 歲及以上的

老年人、具有新冠嚴重感染

高風險的共病患者，如肥胖

癥、糖尿病、癌癥、精神疾

病患者等。

目前，法國每天約有2.5萬

人接種第二劑新冠“加強針”

，80歲以上人口近20%已經接

種，60歲至 79歲人口近7%已

經接種。法國新任衛生部長布

麗吉特· 布吉尼翁接受媒體采

訪時承認，第二劑新冠“加

強 針 ” 的 接 種 進 展 相 當 緩

慢 ，“我們必須把這個問題

重新提上議程，並記住，在秋

季，疫情可能再次小規模暴發

。”她強調，盡管新冠疫情最

艱難的時期已經過去，但疫情

尚未結束。

法國國家衛生管理局還建

議，到秋季，將新冠疫苗與流

感疫苗的接種結合起來，並指

出，關於新冠疫情的演變仍

存在許多不確定性，不排除

稍後修改其建議。在最壞的

情況下，例如，如果出現傳

染性更強或更容易導致嚴重

感染的變異新冠病毒，可能建

議所有成年人口接種第二劑新

冠“加強針”。

法國新冠疫苗戰略指導委

員會成員、流行病學家奧迪爾·

勞奈也表示，仍需等待更多

數據以了解新冠疫苗對所有

年齡組預防嚴重感染的效力

是否隨著時間推移而急居下

降，不排除將面向所有成年人

口接種第二劑新冠“加強針”

的可能性。

此外，到目前為止，法

國符合新冠疫苗接種條件的

人口當中仍有大約 7%未接種

任何疫苗，法國國家衛生管

理局強調，應繼續為尚未接

種新冠疫苗或未接種第壹劑

“加強針”的高風險人群進

行疫苗接種工作。

希臘政府舉行夏季火災防控會議
部署巡邏和滅火計劃

綜合報導 為更好部署2022年夏季的火災防控工作，當地時間26

日，希蠟政府舉行了壹場高級別會議，希蠟總理米佐塔基斯出席會議並

聽取了關於該國夏季火災防控準備情況的報告。

據報道，希蠟夏季高溫、幹燥，再加上人為縱火等原因，每年都發

生多起野火。

報道稱，根據氣候危機和公民保護部的抉定，2022年夏季，希蠟武

裝部隊將承擔高風險地區的巡邏任務，便於消防隊和警察處理突發狀況

。當火災風險警報較高時，還將增加使用空中拖拉機和灑水飛機在林區

空中巡邏。

在人力配備方面，消防隊將增加 500名工作人員，特種森林行

動消防員的人員總數也將達到590人，其中包括90名受過專門訓練

的消防員。

此外，會上還特別指出，2022年將有來自保加利亞、邏馬尼亞、德

國、法國、芬蘭和挪威等6個國家的消防員部署在希蠟協助該國展開防

火、滅火工作。這些消防人員將駐紮在雅典、拉裏薩和的黎波裏，相關

費用由歐盟委員會資助。

3000億歐元海外資產遭凍結
俄外交部警告：沒收就采取報複手段

綜合報導 俄羅斯外交部發言人紮哈

羅娃在近期的新聞發布會上表示：如果

其他國家敢于沒收屬于俄羅斯的資産，

那麽會得到相對應的報複。

以目前的情況看，應該是俄羅斯繼

能源手段之後，使用金融方法應對國際

制裁。自俄羅斯與烏克蘭的衝突爆發開

始，歐美主要國家紛紛對俄羅斯進行制

裁。制裁方式也是多種多樣，一路上腦

洞大開。美國電影不在俄羅斯上映也就

罷了，德國交響樂團的指揮竟然只因爲

是俄國人便慘遭解雇。

烏克蘭甚至呼籲尼泊爾，不准俄羅

斯人在其境內攀登喜馬拉雅山。幸虧尼

泊爾還沒有暈過頭，堅定地拒絕了烏克

蘭的要求。

除了人類領域，就連非人類範圍也

是故事連連。有個貓的品種叫“俄羅斯

貓”，因爲帶有“俄羅斯”的前綴，此

貓便禁止參加所有西方國際貓類大賽。

除了動物，就連調料都沒放過。美國的

國家芥末博物館宣布不再展出俄式芥末

醬。

不過與這些腦洞大開的制裁相比，

最爲直觀的還是經濟制裁，尤其是對文

化名人的制裁。在歐洲，最爲盛行的文

化就要數足球了。作爲切爾西的老板，

阿布這位俄羅斯籍富豪究竟做出了多少

貢獻，是有目共睹的。

但身價上百億（約125億美元）的

老板也沒有躲過本輪的制裁。不僅在英

資産遭到凍結，還牽連到了切爾西俱樂

部。球員禁止交易，主場門票不能賣，

球衣不能賣，所有相關的事情都被叫停

。以阿布爲代表的俄羅斯籍富豪，連帶

著俄國小弟白俄羅斯的富商，目前爲止

共被國外凍結98.9億歐元的資産。還有

1960億歐元的資産被禁止轉賬，相當于

這些錢就是賬戶上的數字，沒有任何購

買能力。

不僅是民間的資産，就是俄羅斯的

國有資産也受到了重創。美國凍結俄羅

斯央行資産高達1000億歐元，歐盟凍結

了230億，俄羅斯央行近3000億歐元的

海外資産在全球範圍被凍結。歐盟近期

頻繁召開會議，討論涉俄的相關法律，

爲自己凍結俄羅斯央行和俄、白俄富商

的資産提供法律依據。用他們的話說，

這些錢以後是用于烏克蘭重建的。

俄羅斯則認爲，在未得到同意的情

況下，隨意凍結俄羅斯國家和公民的財

産，這種行爲就是宣戰。俄羅斯會采取

適當的報複措施。作爲俄羅斯外交部的

發言人，紮哈羅娃有一句話非常對，那

就是西方國家對于主權財産的公然侵犯

，也讓全世界重新思考將美元和歐元作

爲儲備貨幣和主要外部結算手段的可靠

性。

目前因爲制裁俄羅斯，經濟層面受

到損失的主要是瑞士和美國。瑞士是

“世界銀行”，由于其超然的銀行法則

吸引了全世界富豪的青睐。但俄烏衝突

後，瑞士也加入了制裁。此舉讓大家看

到了瑞士不一樣的面孔，試問如果有一

天國外富豪所在的國家與西方産生矛盾

，那麽富豪的資産是不是也會被凍結呢

？很多富豪因此急忙將自己存在瑞士銀

行的財産取出。

這種連續的存款流失不是瑞士所希

望見到的，這也是他們後來爲何緊急叫

停了對俄羅斯的制裁。但信譽一旦破損

就難以恢複，目前仍然有富豪不斷將財

産從瑞士轉移走。同樣情況的還有美國

。美國單方面將俄羅斯持有自己的國債

視爲無效。假設某個國家成爲下一個俄

羅斯，那麽美國是不是依舊要照貓畫虎

？這也是各國央行紛紛減持美國國債的

主要原因之一。

經濟制裁俄羅斯，看似痛快爽利，

實則後患無窮。因爲隨意制裁的背後是

信譽的崩塌。一旦信用壞了，短時間內

是無法恢複的。

德國幾乎停止向烏克蘭運送武器
只給了點地雷

綜合報導 據德國媒體報道，在過去

兩個月中，德國當局已將向烏克蘭供應的

武器降至最低。從3月底到5月底，基輔

只從柏林收到了幾批地雷。同時，德國國

防部表示，德國和其他歐洲國家不希望向

烏克蘭軍隊提供西方型號的裝甲車。

在過去的九周裏，德國政府已將對

烏克蘭的武器供應減少到最低限度。

《星期日世界報》援引官方文件對此進

行了報道。

德國總理奧拉夫·朔爾茨根本不同意向基

輔運送重型武器，並指出與德國的北約盟國

達成協議。自3月底以來，德國幾乎沒有向

烏克蘭提供任何值得一提的輕武器。

“在3月30日至5月26日期間，烏克

蘭只收到了兩批來自聯邦政府的武器，”

報道稱。5月中旬，基輔從德國收到了

3000枚反坦克地雷和1600枚特殊定向地雷

。其他貨物未知。

德國國防部國務秘書齊姆特耶·穆勒表示

，柏林並沒有推遲交付。據她介紹，德國與其

他西方國家聯合起來，不向烏克蘭提供在歐洲

和美國軍隊服役的裝甲步兵車和坦克。

早些時候，德國機構DPA報告說，北

約國家之間達成了

“非正式”協議，

不向烏克蘭提供某

些武器系統。

“正如周三

在布魯塞爾同盟

界重申的那樣，

北約國家與俄羅

斯之間發生直接

軍事對抗的風險

必須保持在最低

限度。例如，人

們擔心俄羅斯可能會正式考慮將西方主戰

坦克和戰鬥機的供應視爲參戰，然後采取

軍事報複措施，”該機構的消息人士稱。

值得注意的是，到目前爲止，他們已

同意不向基輔提供此類武器，但不能排除

在某些時候坦克和戰鬥機都可能被轉移。

烏克蘭駐德國大使安德烈· 梅爾尼克

批評德國當局在武器供應問題上的遲緩。

在接受芬克媒體集團采訪時，烏克蘭外交

官對承諾的15門獵豹自行高射炮最早可以

在7月底交付，另外15門只能在8月底交

付表示失望。據他介紹，德國能夠向烏克

蘭提供至少130輛 Marder 裝甲車和88輛

Leopard 1 坦克。

與此同時，烏克蘭最近收到了一些西

方國家的武器。例如，5月27日，軍事線

人電報頻道報道稱，烏克蘭炮兵收到了來

自意大利的155毫米FH70榴彈炮。

FH70榴彈炮由來自英國、德國和意大

利的專家于1969年制造，配備了大衆汽車

輔助動力裝置，使其能夠以高達16公裏/

小時的速度獨立移動。FH70于 1978年投

入使用。榴彈炮的標准彈藥射程爲24公裏

，該炮每分鍾可發射6發炮彈。

英國“看家本事”
被最親密盟友盯上了？
綜合報導 壹家美國公司因為試圖收購英軍的供應商超級電子公

司，被英國政府進行審查。美國情報部門對這壹審查大為不滿，甚

至揚言若英國政府繼續阻止這壹收購，那麼美國將限制和英國的防

務合作。

據悉，英國超級電子公司為英國軍隊生產了多款產品，就連英軍核

潛艇上高度機密的軍用通信設備，也采購自這家公司。而這些核潛艇又

是英國目前的核威懾體系中極其重要的組成部分，對英國的國防至關重

要。

鑒於超級電子公司的敏感性，當美國私募股權公司安宏資

本宣布斥資 26 億英鎊收購這家公司時，英國商務大臣誇西· 克

沃滕要求有關部門對這壹收購進行安全審查，並與安宏資本展

開了談判。

在程序上，若英國不能接受安宏資本的收購方案，那作為商務大臣

的克沃滕可以通過反壟斷調查導致收購無法進行。盡管這壹局面尚未發

生，但美國情報部門已經對此表示大為不滿，壹名未具名的美國情報官

員指責克沃滕打壓美國公司，在給美國企業涉足英國的防務領域“設置

不必要的障礙”。

報道援引內部消息稱，美方曾明確表示，如果英國繼續阻止這項收

購，那麼美國將會限制與英國的防務合作。

2021 年，美國、英國、澳大利亞宣布構建三邊安全夥伴關系

“奧庫斯”（AUKUS），上述的英美防務合作也是在這壹框架內展

開的，而AUKUS的目的則是為了防範所謂“來自中國和俄邏斯的安

全威脅”。

對於這壹事件，俄邏斯衛星網評論稱，隨著華盛頓對倫敦施壓，英

國的海基核威懾受到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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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美國

去年底至今，至少有21名非裔的幕僚離開
白宮，或計畫在短期內離職。一些留下的人表
示這並不奇怪，他們聲稱在自己的工作環境中
，幾乎得不到上級的支持，晉升的機會也較少
。

美國政治新聞機構Politico報導，首次的大
離職潮出現在去年12月，美國副總統賀錦麗
（Kamala Harris）的資深顧問兼首席發言人桑
德斯（Symone Sanders）宣布她將離職，之後
她轉往MSNBC任職。

接著，賀錦麗的資深幕僚佛洛諾伊（Tina
Flournoy）、艾蒂恩（Ashley Etienne）、伊凡
斯（Vincent Evans），及公眾參與辦公室
（Office of Public Engagement）主任李奇蒙
（Cedric Richmond）相繼離職。

公眾參與辦公室助理史密斯（Carissa
Smith）、性別政策助理費格斯（Kalisha Des-
sources Figures）、白宮國家安全會議（Na-
tional Security Council）資深主任艾提姆（Lin-
da Etim）、網路互動辦公室主任崔波（Cam-

eron Trimble）等10餘人也已離職。
而白宮副法律顧問康利（Danielle Conley

）、經濟顧問委員會（Council of Economic
Advisers）助理葛里芬（Saharra Griffin ）等人
，也計畫在未來幾週內離職。

這樣的離職潮，讓推動政府層級多元化的
外部觀察家感到擔憂。

有些幕僚離職是想念研究所，有些人去了
不同的內閣部門，有些人是因為家庭因素離開
，像費格斯就表示她想要放更多心力在年幼的
孩子身上，康利也是如此。

離開白宮的原因可能很多，但根據目前還
在白宮的3名非裔工作人員所描述，他們很難在
工作上獲得指導，而且也很難獲得晉升的機會
。

一名現任的非裔白宮官員說： 「我們人在
白宮，要做很多事，但我們不是決策者，沒有
成為決策者的真正途徑。沒有真正的回饋，也
沒有明確的晉升管道。」

罕獲上級支持也難升職 白宮非裔幕僚爆離職潮

路透報導，拜登政府將於1日（當地時間）
宣布投入超過21億美元的資金，以遏制美國食
品供應系統在新冠肺炎疫情和俄羅斯入侵烏克
蘭後果期間暴露的弱點。

美國農業部長威薩克（Tom Vilsack）將在
大學發表演講時，公布這筆新資金將投入在加
強食品加工和分銷方面的競爭，及增加獲得健
康食品的機會，並擴大美國農民的市場。

威薩克演講前告訴路透，新冠病毒大流行
期間的工人疾病和其他干擾，導致食品供應鏈
出現延誤和堵塞，俄羅斯的入侵導致農業投入
和食品價格上漲，這表明美國糧食經濟需要更
加穩健。

威薩克說，為了使我們能夠應對未來的破
壞，無論是未來的流行病還是其他什麼，我們
需要一個更具彈性的系統，而更具彈性的系統

也是一個有選擇的系統。
據報導，這些投資來自《美國救援計劃法

》和其他救濟立法，將包括9億美元用於食品加
工勞動力培訓和供應鏈基礎設施，5.5億美元用
於小型食品企業和減少食品浪費，3.75億美元
用於有機和城市農業專案，3.7億美元用於促進
公眾獲得健康食品。

威薩克表示，美國農業部將與國會合作，
透過即將到來的農業法案和下一個撥款過程，
為新的和擴大的專案獲得長期資金。

據報導，2023年農業法案的聽證會已經開
始，談判可能會在下屆國會會議上正式開始。
美國農業法案通常每五年通過一次。

在這次21億美元的投入前，美國農業部已
承諾為獨立肉類和家禽加工廠提供7.75億美元
的技術援助、貸款和贈款。

拜登政府宣布投入21億美元 強化美國食物體系
美國總統拜登今天在白宮會晤紐西蘭總理

阿爾登，兩人會後發表聯合聲明提到， 「我們
強調台灣海峽和平穩定的重要性，並鼓勵以和
平方式解決兩岸問題」 。

路透社報導，拜登和阿爾登（Jacinda Ard-
ern）今天也對中國試圖擴大其在太平洋的影響
力表示關切，兩人在白宮橢圓形辦公室（Oval
Office）會面之際，適逢中國外交部長王毅在太
平洋島國展開訪問行程，這讓紐西蘭和美國以
及美國在印太地區的盟友和夥伴感到擔憂。

兩人在會後發表的聯合聲明中說，一個更
自由、更開放的印太地區取決於在海事領域維
護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

「為此，我們重申支持根據 『聯合國海洋
法公約』 （UNCLOS），捍衛南海和其他地區

的航行和飛行自由。我們反對在南海的非法海
事聲索及活動，違逆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
，尤其是聯合國海洋法公約。」

聲明還說，美國和紐西蘭對新疆持續發生
侵犯人權事件，並對 「中英聯合聲明」 及 「香
港基本法」 所保障的香港高度自治與自由受到
侵蝕表達嚴正關切， 「我們強調台海和平穩定
的重要性，鼓勵以和平方式解決兩岸問題」 。

聯合聲明除關切台海，還提到對太平洋地
區戰略競爭加劇的憂慮，關切中國和索羅門群
島近日簽署的安全協議。

聲明說： 「美國與紐西蘭共同的憂慮是，
一個與我們價值觀和安全利益不一致的國家在
太平洋地區建立永久的軍事部署，將徹底改變
區域的戰略平衡，並對兩國帶來國安隱憂」 。

拜登會紐西蘭總理 強調台海和平穩定重要性

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今天表示，美國調查中國逃避美國制裁行為的同時，拜登政府正積極考
慮將更多中國企業加入政府的經濟黑名單之中。

被美國商務部列入實體清單（Entity List），將無法自美國進口產品。
路透社報導，雷蒙多（Gina Raimondo）表示，美國政府正努力 「取得中國有不當行為者的

相關訊息，並將這些公司加到實體名單中…我們正進行多項調查」 。
她補充說： 「我不認為我們近期會放寬制裁。」
她稱中國並非按兵不動， 「他們正想出我們知道的新方法來逃避制裁，其中也包括成立新

（公司）等方式，我們正採取積極和警覺性的措施」 。
她表示，如果可能，她希望與美國盟友合作，將它們的貿易限制與美國的出口管制一致。
美國政府在川普時代很積極運用實體清單，2019年把華為在內的數十家中國企業列入其中，

2020年又增列了晶片製造商中芯國際及無人機製造商大疆創新。
拜登政府沿用了這項政策，去年11月以國家安全和外交政策考量，將十多家中國企業列入實

體清單。部分案例中，美國政府援引這些企業協助共軍研發量子運算。
去年12月，美國商務部將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科學院軍事醫學研究院及其11個研究機構加

入實體清單。
雷蒙多引用最近的一份報告表示，蘋果公司（Apple Inc）正考慮將部分生產線從中國遷出。

她說： 「我從其他多家美國製造商那裡也聽到同樣的話，其中有很多在中國從事製造數十年了。
」

今年2月，美國商務部將33個中國實體加進 「未經核實清單」 ，要求美國出口商在運送商品
給那些單位前，需經過更多的審核程序。

北京疑出新招規避制裁美考慮擴大實體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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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息延還款助中小微企渡難關
國務院全面穩經濟 加大普惠融資

國務院此份文件提出，鼓勵對中小微
企業和個體工商戶、貨車司機貸款

及受疫情影響的個人住房與消費貸款等
實施延期還本付息，“努力做到應延盡
延”，原則上不超過2022年底。

同時，加大普惠小微貸款支持力
度，將普惠小微貸款支持工具的資金支
持比例由1%提高至2%。指導金融機構
和大型企業支持中小微企業應收賬款質
押等融資，抓緊修訂制度將商業匯票承
兌期限由1年縮短至6個月，並加大再貼
現支持力度，以供應鏈融資和銀企合作
支持大中小企業融通發展。

續推動實際貸款利率穩中有降
文件強調，繼續推動實際貸款利率

穩中有降，“持續釋放貸款市場報價利
率（LPR）形成機制改革效能，發揮存款
利率市場化調整機制作用，引導金融機
構將存款利率下降效果傳導至貸款端，
繼續推動實際貸款利率穩中有降。”

國務院在文件中強調發揮資本市場
作用，提高資本市場融資效率。文件提
出，科學合理把握 IPO和再融資常態
化，支持內地企業在香港上市，依法依
規推進符合條件的平台企業赴境外上
市；繼續支持和鼓勵金融機構發行金融
債券，建立“三農”、小微企業、綠
色、雙創金融債券綠色通道，為重點領
域企業提供融資支持；另外，“對民營
企業債券融資交易費用能免盡免，進一

步釋放支持民營企業的信號。”
市場分析認為，近期房地產企業債

市融資政策明顯放寬，民企債券融資有
望得到進一步支持，資本市場政策導向
明確，相關政策法規有望加快落地。

對基礎設施建設加大支持力度
另外，在穩增長穩投資發力的背景

下，國務院還要求金融機構加大對基礎
設施建設和重大項目的支持力度。政策
性開發性銀行要優化貸款結構，投放更
多更長期限貸款；商業銀行進一步增加
貸款投放、延長貸款期限；保險公司等
加大對水利、水運、公路、物流等基礎
設施建設和重大項目的支持力度。

實際上，在國務院召開穩步經濟大
盤會議之後，北京、上海、深圳等多地
金融監管派出機構已陸續召開當地貨幣
信貸會議進行具體部署，穩住信貸存
量、擴大增量，強化金融機構助企紓
困。

支持平台經濟 規範健康發展
國務院會議對平台經濟發展，強調

穩預期。文件提出，出台支持平台經濟
規範健康發展的具體措施，在防止資本
無序擴張的前提下，設立“紅綠燈”，
維護市場競爭秩序。充分發揮平台經濟
的穩就業作用，穩定平台企業及其共生
中小微企業的發展預期，以平台企業發
展，帶動中小微企業紓困。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 內
地高舉“穩經濟”大旗，令市場看好下
半年內地經濟表現，加上5月中國製造
業PMI好過預期，美匯也跌至1個月低
位，都利好港股表現。港股在5月最後
1日以全日高位收市，大市成交也增至
逾兩個月來最多。恒指升291點，收報
21,415點，由於MSCI指數換馬，使成
交激增至2,457億元（港元，下同）。

投資氣氛好轉 6月上望22500
事實上，恒指在5月之前，已經連

跌3個月，市場普遍看淡今個“五窮
月”，認為港股會連跌4個月，而5月
恒指也曾跌過9%，低見19,178點。但
中央多次高姿態強調“穩經濟”，令市
場信心回升，大市更在“五窮月”最後
3日發力累升近1,300點，成功令5月倒
升325點，終止連跌3個月的頹勢，也
擺脫“五窮月”多數跌市的慣性。分析
師相信，6 月大市更可望提早“翻
身”。

內地製造業等經濟數據優於預
期，加上內地疫情緩和，中央更加碼
刺激經濟，令市場氣氛重新熱絡。耀
才證券研究部總監植耀輝稱，若A股
進一步造好，以及美股企穩的話，相
信港股在6月份有條件挑戰22,500點之
上的區間。

科指跑贏及領漲大市，科指上升
3%，收報4,483點。周四公布季績的美
團大升6.8%，收報187元，個股為大市
貢獻約92點升幅。騰訊也升3.5%，阿
里巴巴升1.4%，京東升1.4%。百惠證
券策略師岑智勇指出，港股近日樂觀情
緒回升，科技股是主要動力之一，該板
塊表現搶眼主要有兩大原因，一是市場
和機構投資者，都憧憬部分大型科技企
業的業績前景好轉，科技板塊獲提振。
二是內地不少大城市推出了利好經濟的
具體舉措，刺激起港股投資情緒。

科技股動力增 聚焦消費基建股
國信證券（香港）研究部副總裁

程嘉偉亦認為，港股短期仍有機會繼
續反彈，隨着內地不少“穩增長”政
策細則出台，對經濟有正面影響，線
下的消費股及基建股都值得關注。至
於線上的平台經濟股，他預期在下半
年監管略為放寬下，也有機會重新吸
納資金。對於美國加息周期的壓力，
已大部分被消化，相信港股在6月的反
彈動力會增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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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務院近日發布《扎實穩住經濟的一攬子政策措

施》，包含六方面33項具體政策措施及分工安排，對貨幣政

策、資本市場及平台經濟發展均提出要求。文件提出5項貨幣金融政

策，其中包括對小微企業及受疫情影響居民貸款“應延盡延”，增加

小微企業低息融資支持等，並明確表態“支持內地企業在香港上市，

依法依規推進符合條件的平台企業赴境外上市。”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北京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章蘿蘭上海報道）中國
國務院印發《扎實穩住經濟的一攬子政策措施》，
提出六個方面33項措施及分工安排，要求各部門要
密切協調配合，進行再部署再推動再落實；為促進
汽車消費，中國財政部、稅務總局發布新購乘用車
減半徵收車輛購置稅通知；5月31日公布的5月製造
業採購經理指數（PMI）較上月上升2.2個百分點至
49.6。種種利好刺激A股大盤震盪走強，5月31日三
大指數上揚。MSCI指數季度調整於盤後生效，尾
盤北向資金大幅搶籌，全日淨買入近139億元（人
民幣，下同），創年內次高。

截至收市，滬綜指報3,186點，漲37點或
1.19%；深成指報11,527點，漲217點或1.92%；
創業板指報2,405點，漲54點或2.33%。兩市共成
交9,362億元。

在連跌數月後，主要指數企穩回升。滬綜指5
月累計漲4.57%，深成指月漲4.59%；創業板指此
前已連跌5個月，5月終於漲回3.71%。國盛證券
指出，伴隨製造業復工復產加快、服務業逐步營
業，特別是上海解封後，基本面環比修復是大概
率事件，將提振市場信心，資金有望放量加速回
流股市。

多重利好湧現
外資大舉掃A股

◆◆ 在內地穩經濟措施下在內地穩經濟措施下，，中小微企迎中小微企迎
多項政策利好多項政策利好。。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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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務院公布穩經濟33策細節
留抵退稅範圍增批發零售等7行業 社保費緩繳適用更多行業

中國國務院發布“穩經濟
33條”政策細則，穩增長是現
階段各級政府首要任務。上海
財經大學校長劉元春5月31日
晚間表示，當前穩住經濟應當

採取一些特別措施，特別是穩住地產和穩住就
業。他預計，在當前政策力度下，二季度GDP
增長0.8%，實現全年5.5%增長目標壓力很大。

“如果政策靠前發力，經濟復甦或可超預
期。”劉元春向香港文匯報記者指出，當前政
策發力點首先應當是穩地產，穩住上下產業

鏈，“三道紅線”（是中國對房地產業劃出的
三道指標，分別是“扣除預收款後的資產負債
率大於70%”、“淨負債率大於100%”、“現
金短債比小於 1”，一旦超過就踩到“紅
線”，未超過則視為達標）等一些過於嚴苛的
金融政策應該再斟酌和調整。放開城市落戶升
學政策，加大公租房政策力度，挖掘近三億農
民工等低收入群體消費潛力，將有利於穩定預
期促進消費。第二是，通過直補消費者來保消
費，以及通過保企業來保就業，通過直接的疫
情補貼救助受疫情影響的企業。

另外，在穩就業方面，各級政府應當各盡
所能。穩就業就是穩收入穩消費，劉元春舉例
說，今年高校畢業生1,076萬人，高中畢業生還
有1,193萬人，中職畢業生500多萬人，以及疫
情以來積攢了幾千萬返鄉農民工也亟待尋找工
作崗位。在此背景下，各級政府及相關部門需
要創新思維。劉元春說，其所在高校就在考慮
擴大科研崗位，以緩解就業壓力。從整個央企
國企層面看，可否增加崗位來緩解當前就業壓
力，值得探討。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

政策發力點應當是穩地產 穩上下產業鏈
		
��

此份國務院文件從6個方面對穩住經濟做出33
項政策安排，涉及財政、貨幣金融、穩投資

促消費、保糧食能源安全、保產業鏈供應鏈穩
定、保基本民生。其中24項直接涉及財政部門的
職責，涵蓋稅收、專項債券、政府採購、支出政
策、民生社保等方面，財政政策發力將是下階段
穩住經濟的關鍵。5月30日，財政部召開“全國
財政支持穩住經濟大盤工作視頻會議”，要求各
級財政部門要切實扛起責任，把穩增長放在更加
突出位置，着力保市場主體以保就業保民生，努
力確保二季度經濟實現合理增長和失業率盡快下
降。

預計新增留抵退稅1420億元
國務院在文件中要求，增值稅留抵退稅加大

力度和加快進度。在已出台六個行業存量留抵稅
額全額退還、增量留抵稅額按月全額退還的基礎
上，研究將批發和零售業，農、林、牧、漁業，
住宿和餐飲業，居民服務、修理和其他服務業，
教育，衞生和社會工作，文化、體育和娛樂業等
七個行業企業納入按月全額退還增量留抵稅額、

一次性全額退還存量留抵稅額政策範圍，預計新
增留抵退稅1,420億元人民幣。

財政部要求，加快退稅進度，確保上半年基
本完成小型企業以及製造業等行業中型、大型企
業存量留抵稅額集中退還。

緩繳養老保險實施至今年底
在扶助市場主體方面，國務院文件提出擴大

實施社保費緩繳政策。將中小微企業、個體工商
戶和餐飲、零售等五個特困行業緩繳養老等三項
保險費政策階段性實施至2022年底，並擴圍至
受疫情嚴重衝擊、行業內大面積出現企業生產經
營困難、符合國家產業政策導向的其它特困行
業。

企業招畢業生將獲擴崗補助
另外為穩就業，國務院文件提出，加大失

業保險穩崗政策力度，將大型企業穩崗返還比
例由30%提至50%；失業保險留工補助受益範
圍由中小微企業擴大至受疫情嚴重影響暫時無
法正常生產經營的所有參保企業；企業招用畢

業年度高校畢業生將獲得每人不超過1,500元人
民幣的一次性擴崗補助，具體補助標準由各省
份確定。

各地要靠前發力適當加力
國務院要求，各地區各部門要切實擔負起穩

定宏觀經濟的責任，把二季度經濟穩住，努力使
下半年發展有好的基礎，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
間。各地區要結合本地區實際，靠前發力、適當
加力，推動《措施》盡快落地見效。各部門要密
切協調配合、形成工作合力，對本部門、本領
域、本行業的工作進行再部署、再推動、再落
實。

國家發改委副主任趙辰昕在31日發布會上
表示，全力推動扎實穩住經濟一攬子政策措施盡
快落地見效，加大宏觀政策調節力度，靠前發
力、適當加力，着力打通制約經濟循環的卡點堵
點，合理擴大有效需求，確保糧食、能源、產業
鏈供應鏈安全穩定，推動重點領域加快復工達
產，做好重要民生商品保供穩價工作，保持經濟
運行在合理區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

報道）在全國穩住經濟大盤電視電話

會議召開一周後，中國國務院近日對外發布

《扎實穩住經濟的一攬子政策措施》，公布六

方面33項具體政策措施及分工安排。文件明

確增值稅留抵退稅行業範圍將增加批零、住宿

餐飲、教育、文化等受到疫情嚴重打擊的7個

行業，社保費緩繳政策亦將適用更多困難行

業。中國國家發改委副主任趙辰昕在5月31

日舉行的政策解讀發布會上表示，要全力推動

扎實穩住經濟一攬子政策措施盡快落地見效，

加大宏觀政策調節力度，靠前發力、適當加

力，確保糧食、能源、產業鏈供應鏈安全穩

定，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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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增長政策開始顯效 5月製造業PMI回升至49.6%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隨着

疫情好轉和復工復產持續推進，中國經濟觸底回
升。中國國家統計局5月31日發布數據顯示，5月
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PMI，Purchasing Manag-
ers' Index）升至 49.6%，較 4月回升2.2個百分
點，為近3個月高點。專家表示，當前疫情衝擊明
顯減弱，穩增長保民生多項政策效果開始顯現，
但經濟恢復仍不充分，市場需求整體不足，企業
生產經營仍未完全回歸正常，國務院穩住經濟一
攬子政策需加快落地，從而推動6月經濟總體回升
至擴張區間。

國家統計局數據還顯示，5月，非製造業商務

活動指數為47.8%，高於4月5.9個百分點。製造
業和服務業兩個行業PMI回升，帶動5月綜合PMI
上升5.7個百分點至48.4%，顯示企業生產經營活
動修復，但總體仍處於收縮區間。

全面復工復產努力效果明顯
製造業分項數據大都呈修復態勢。5月生產指

數和新訂單指數分別回升5.3個、5.6個百分點至
49.7%、48.2%，但仍低於臨界點。疫情好轉也帶
動服務業景氣度回升。5月服務業商務活動指數為
47.1，高於4月7.1個百分點，但住宿、租賃及商
務服務等行業商務活動指數繼續位於40%以下低

位。
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部研究員張立

群解讀數據指，5月份PMI指數回升，表明疫情影
響明顯減弱，穩增長、保民生多項政策效果開始
顯現。生產指數較大幅度回升，表明應對疫情影
響、全面復工復產的努力效果明顯；新訂單、新
出口訂單指數回升，表明疫情對短期需求的抑制
明顯減弱。

但張立群同時指出，“PMI指數仍處榮枯線
以下，購進價格指數仍處高位，反映原材料、物
流成本高的調查企業比重仍超過50%；訂單類指
數均處榮枯線下，反映需求不足的企業比重超過

40%。需求收縮、供給衝擊等壓力仍很嚴重，疫情
對經濟增長的影響仍不容低估。”要進一步精心
統籌好防控疫情和穩增長、保民生的大局，以更
大力度有效應對三重壓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
道）中國國務院“穩經濟33條”政策發
布，文件提出穩定增加汽車、家電等大宗消
費，其中階段性減徵部分乘用車購置稅600
億元人民幣，以提振汽車消費。財政部、稅
務總局5月31日發布“關於減徵部分乘用車
車輛購置稅的通知”提出，對購置日期在
2022年6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期間內
且單車價格（不含增值稅）不超過30萬元
人民幣的2.0升及以下排量乘用車，減半徵
收車輛購置稅。

有望提振汽車消費
根據通知，所稱乘用車，是指在設計、

製造和技術特性上主要用於載運乘客及其隨
身行李和（或）臨時物品，包括駕駛員座位
在內最多不超過9個座位的汽車；所稱單車
價格，以車輛購置稅應稅車輛的計稅價格為
準。乘用車購置日期按照機動車銷售統一發
票或海關關稅專用繳款書等有效憑證的開具
日期確定。

新華社引述專家分析指出，兩部門此次
發布的公告進一步明確了這一部署。雖然有
不超過30萬元人民幣的價格限制，但這是
中國首次對2.0升及以下排量乘用車減半徵
收車輛購置稅，有望進一步提振汽車消費。

此前中國鼓勵汽車消費減徵購置稅的政
策，出於節能減排等考慮，主要針對1.6升
排量以下的汽車。乘聯會秘書長崔東樹指
出，此次減徵政策首次擴大到2.0升排量的
汽車，主要是響應消費升級的需要，促進主
流消費群體恢復消費信心，預計增加200萬
輛汽車銷量，促進消費增長。

中國商務部副部長盛秋平在5月31日
舉行的政策解讀發布會上指出，促汽車消
費，一是穩住增量，增加新車消費，鼓勵
有條件的地區開展汽車以舊換新，擴大新
車銷售規模。二是盤活存量，擴大二手車
流通，嚴格落實全面取消二手車限遷政
策，推動進一步取消限遷政策。推動汽車
由購買管理向使用管理轉變，確保有關措
施盡快落地見效。

開展新能源汽車下鄉活動
中國工信部副部長徐曉蘭則表示，工信

部聯合有關部門印發通知，正式開展新一輪
新能源汽車下鄉活動，後續還將組織家電、
綠色建材下鄉等活動，進一步促進大宗商品
消費。根據安排，活動時間為2022年5月至
12月，在山西、吉林、江蘇、浙江、河
南、山東、湖北、湖南、海南、四川、甘肅
等地，選擇三四線城市、縣區舉辦若干場專
場、巡展、企業活動。四部門鼓勵各地出台
更多新能源汽車下鄉支持政策，改善新能源
汽車使用環境，推動農村充換電基礎設施建
設，鼓勵參與活動的企業研發更多質量可
靠、先進適用車型，加大活動優惠力度，加
強售後運維服務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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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國務院5月31日對外發布《扎實穩住經濟的一攬子政策措施》，公布六方面33項具
體政策措施及分工安排。圖為5月30日江蘇揚州市邗江區雅倫玩具有限公司工人在製作毛絨
玩具。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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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侨华人

趣味课堂 寓教于乐

“那次游学经历使我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中
国：不但有独特的古代文化和古建筑，还有现
代文明和摩天大厦。在那里，我留下了太多美
好的回忆，从此我为自己是华人而感到自豪。”
这段话节选自美国芝加哥市芝北中文中心举行
的首届“太古杯”华裔青少年创意作文大赛的
获奖作品《我眼中的中国》。

自 2013 年成立以来，芝北中文中心便致力
于讲好中国故事，传播中国声音。芝北中文中
心校长满素洁说：“中华文化是海外华侨华人的
心之所向、梦之所系，是我们心中难以割舍的
一部分。我希望华裔青少年充分感受中华文化
的魅力，学习中华传统美德，成为中美文化沟
通的桥梁。为此，芝北中文中心开设了汉语、
国画、书法、象棋等 150 多门课程，承办‘寻
根之旅’夏令营、冬令营和汉语桥等项目，并
多次举办华裔青少年书画、作文、朗诵等赛
事，受到学生和家长们的广泛欢迎。”

除了丰富多彩的课外活动，一些美国学校
还推行了“沉浸式中文教育”。杨赛是纽约一所
沉浸式多语言私立小学的全科教师，她不仅教
学生们中文，还用中文传授不同学科的知识。
她说：“我的学生每天都在使用中文，不断与中
国文化建立联系。中文对他们而言不是抽象的
概念，而是音乐课的丝竹管弦，是美术课的笔
墨纸砚，是地理课的锦绣河山。即使在数学课

上，我也融入中华传统文化元素。我把孩子们
的十进制算珠换成红灯笼，带入元宵节看花灯
的场景，让孩子们玩算术游戏‘以数易物’。在
这个过程里，他们既学到了课程规定的数理知
识，也对中国传统文化有所了解。”

文化互鉴 加深认同

中美文化与教育理念存在着较大的差异，
满素洁说：“在中国尊师重教的观念下，老师应
该认真准备教案，为学生答疑解惑，而学生应
该遵守课堂规范，按时完成作业。然而，在美
国的学习氛围中，学生们会争先回答老师的问
题，也会纠正老师教学中的错误。面对中美文
化差异，华文教育工作者应该求同存异、与时
俱进，不断增加教学内容的知识性和趣味性，
从而调动学生的学习兴趣，推动海外华文教育
蓬勃发展。”

杨赛认为：“文化传播者最大的挑战，是不
断用对方也能欣赏的方式来构建其对中国文化
的认知。比如‘关公面前耍大刀’这个典故，
对于美国孩子来说很难理解。为了增进孩子们
对这个典故的认识，我先用西方经典儿童文学
作品 《纳尼亚传奇》 中相似的故事引入话题，
再给孩子们详细讲解 《三国演义》 这部著作，
他们就更有兴趣倾听其中的故事了。除了传播
中国传统文化外，我还希望尽我所能打破西方
社会对中国的刻板印象。我曾精心准备一节

‘中式购物’公开课，在教室里贴了很多二维

码，让孩子们体验中国旅游购物和扫码支付的
便捷。我希望在这些课程的影响下，孩子们眼
中的中国不仅有中华传统文化元素，还有高
铁、移动支付等现代文明成果。”

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的高璐，是两个孩子的
妈妈，她十分注重鼓励孩子们向同学介绍中国
传统文化。

她说：“我希望我的孩子发现中华文化之
美，了解中国发展现状，成为传播中华文化的
使者。为此，从孩子两岁起，我就每天陪她们
读汉语绘本，家里到处都有汉语书。在潜移默
化的家庭教育中，她们即使在海外生活，也能
在 3 岁实现中文自主阅读，5 岁会写中文日记。
不仅如此，每到中国的传统节日，我的孩子都
会穿上漂亮的汉服，向同学们介绍月饼、粽子
等中国特色食品。我希望孩子在这个过程中积
极展示中国，不断增进对自身文化的认同与理
解。”

线上教学 资源共享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越来越多华文教育
机构选择线上教学。这种转型既带来机遇，也
面临挑战。

满素洁说：“刚开始，很多家长担心线上教
学的效果，认为孩子们无法与老师进行互动，
难以集中注意力。同时，采用线上教学之初，
很多年幼的孩子不会使用网课设备，课堂也经
常会受到网络质量的影响。但值得欣慰的是，

线上教学扩大了海外华文教育的生源规模，一
些来自英国、加拿大、新西兰等地的学生也可
以接触到我们的华文课程。为了提升网课质
量，我们的老师要付出更多精力备课，希望以
充满趣味性、知识性的课程内容激发学生的学
习兴趣。在老师们的努力下，一些内向的学生
也愿意参与到线上教学的课堂互动中。我的一
位华裔学生一直对自己的中文水平很不自信，
但自从网课兴起，她通过文字、录音等多种方
式主动参与课堂讨论，也能更加放松地回答老
师的提问。渐渐地，她能够字正腔圆地朗读中
文课文，自信地使用中文交流。这让我非常有
成就感。”

高璐也认为：“网课的确给华文教育带来很
大挑战，孩子们很难像线下教学那样感受班级
氛围，参加集体活动。但从另一方面看，家长
们能为孩子选择更加丰富多彩的华文课程，孩
子也能与世界各地的同龄人成为朋友。我逐渐
认识到线上共享华文教育资源的重要性，为此
创办了华裔青少年教育交流平台，希望激发孩
子们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兴趣，实现自由而全面
的发展。”

杨赛则认为：“线上教学虽然给老师们带
来很大挑战，却并不会影响我的教学效果和传
播知识的热情，一些新媒体手段甚至可以增加
课堂的参与度和趣味性。一个优秀的华文教育
者要驾驭很多角色，我们不仅是知识的叙述
者，也是趣味的启蒙者，是有同理心的分享
者，更是优秀中华文化的传播者。只有这样，
才能生动地讲好中国故事，让世界欣赏中华文
化之美！”

近日，由中国美术馆
主办的“我们曾同窗——中
青年油画家作品展”在该馆
开展。此展是该馆学术邀请
系列展之一，共展出 13 位
中青年艺术家的油画作品近
80件。

画展展示了改革开放
以来海外归来的部分艺术
家扎根生活、扎根人民的
情怀和成就。

左图：展厅一角。
右图：一群小朋友在

仔细观看作品。 黄丽娜摄

美国华文教育弦歌不辍
杨 宁 陈书雨

画一只憨态可掬的大
熊猫，擀一张薄厚均匀的
饺子皮，打一个吉祥如意
的中国结……近年来，在
众多华文教学机构和教育
工作者的共同努力下，美
国华裔青少年纷纷参与到
多姿多彩的中华传统文化
活动当中，对中华文化的
自信与华人身份的认同也
不断增强。越来越多的华
侨华人意识到学习中华传
统文化对孩子的重要性，
希望中华文脉在孩子们心
中生根发芽。

2019年5月18日，美国芝北中文中心校长满素洁 （第二排左七） 参加“第七届世界华裔青少年书画大赛”芝加哥赛区颁奖典礼。 受访者供图

侨 界 关 注

“我们曾同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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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休士頓西南區
管理委員會主席李
雄及全體成員，邀
請各位媒體友人，
光臨採訪中國城/
亞洲城內一項別開
生面的壁面彩畫揭
幕典禮。休士頓透
納市長及休士頓市
警局Ban Tien警長
都將以貴賓身分出
席典禮活動。

這大片壁面彩
畫位於黃金廣場，
色彩繽紛、寓意深
遠；畫題 「長生」
同時慶祝族裔傳承
及社區健康。希望
媒體朋友共同見證
此具意義及代表性
的時刻。

時間：6 月 4
日週六 上午10至
11時

地點：黃金廣
場 9798 Bellaire
Blvd, Houston,
Texas77036

6月4日上午十時 黃金廣場壁畫揭幕典禮

5月26日上午，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發表美國政府對華政策演講。最近，美國總統拜登自去年
就職以來，首次到訪亞洲。5月20到24日先後訪問韓國和日本，在美國記者會上，第三次直接
表明要以武力協防台灣。也許是拜登總統再次失言，也許講出內幕真實的想法。但白宮也都在隨
後立刻澄清，表示美國仍然遵循“一個中國政策”。所以美國國務卿布林肯這次在拜登總統第三
度承諾武力護台後發表的對華政策演講，備受関注！

相信我海內外華人都注意到在前美國總統特朗普奉行的單邊收緊對中政策難奏效，拜登總統
上任後是“拉邦結盟”對中施壓。表面上仍宣稱 「我們“一中政策”沒有變，美國依然致力於台
灣関係法、（美中）三聯合公報和六項保證的“一中政策”。」 卻對台灣蔡政府“倚美謀獨”視
若無睹，還頤指氣使 的妄稱中國在挑釁！中國和平的崛起、蓬勃發展是大勢所趨，任何國家都
阻擋不了！美國唯恐失去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雄霸全球的地位， 布林肯卻指責中國對所謂美
國認定的“國際秩序”構成了“最嚴重的長期挑戰”， 布林肯強調決避免與中國發展“新冷戰
”及“美中關係”是當今世界最複雜，也是最重要的國際關係！ 「美中共存」 仍是布林肯演講的
重點，但綿裡藏針地提到 「不期待北京改變軌跡，我們將塑造北京周遭的戰略環境，以推進我們
開放包容的國際體系願景」 ；就是將“中國和平的崛起”威脅投射致全球體系的穩定！

總之，中國開放政策四十多年來的煥然一新，在軍事、科技、經濟發展的態勢，“一帶一路
”的互助互惠，已使世界各國刮目相看，再過幾年將和美國並駕齊驅，美國深怕失去世界的領導
地位，屆時“國際秩序”將會不可避免的轉移，只要中國重申不會爭奪美國世界霸權的地位，中美合則兩利，
分者兩傷！共同為全世界而立命！為萬世開太平！

對美國國務卿布林肯發表對華政策的感想
北美洲台灣鄉親聯誼會會長北美洲台灣鄉親聯誼會會長梁義梁義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週四美國國務卿布林肯週四（（55月月2626日日））在喬治華盛頓大學發表對在喬治華盛頓大學發表對
華政策演講華政策演講，，表示中國目前意圖重塑國際秩序表示中國目前意圖重塑國際秩序，，美國不尋求改變美國不尋求改變
中國政治制度和與中國開展新冷戰中國政治制度和與中國開展新冷戰。。

光鹽社健康講座光鹽社健康講座
遵守（依從）藥物治療方案是重要的。然而，僅

約半數帶著處方離開醫生診療室的患者會按要求服藥
。在患者不依從藥物治療的眾多原因當中，最常見的

是忘記用藥。那麼關鍵的問題就是：為何患者會忘記
？有時，可能藥物治療的副作用，可大大加重患者的
顧慮，導致其不願意遵守治療計劃。不遵醫囑不僅增

加醫療成本，它還可能
使生活質量惡化。
王紅梅教授2005年畢

業於中國科技大學並獲
得細胞生物學博士。
2016年畢業於德州南方
大學並獲得臨床博士學
位，之後在赫爾曼醫院
系統完成完成住院藥劑
師培訓，曾任德州兒童
醫院臨床藥劑師。 王教
授現任德州南方大學臨
床臨床系助理教授，並
獲得藥物治療專家的認
證資格，也就任休斯敦
衛理公會醫院臨床藥劑
師，從事教學與科研工
作。目前主要研究方向
包括艾滋病人藥物治療
依從性，治療藥物監測
，藥物相互作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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