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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槍枝製造商股東通過提案美槍枝製造商股東通過提案 要求做影響評估報告要求做影響評估報告
（綜合報導）美國近來發生多起大規模

槍擊案後，槍枝製造商斯特姆儒格公司
（Sturm Ruger）股東今天表決通過，要求
公司董事會委託第三方針對公司業務對人權
造成的影響，進行評估報告。

跨信仰企業責任中心（Interfaith Center
on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ICCR）發表聲
明表示，斯特姆儒格的年度會議上通過一項
ICCR成員的提案，要求評估其業務對人權
造成的影響。ICCR也是斯特姆儒格的股東
。

「提案者成功說服其他的股東，槍枝製
造商不能放棄他們的角色和責任，必須協助
遏阻他們向大眾販售的產品被用來犯下大屠

殺。」
成立於 1949 年的斯特姆儒格未能立即

向法新社證實這項投票的結果。斯特姆儒格
曾呼籲股東反對這項不具約束力的提案。

就在這項提案表決的8天前，一名槍手
在德州尤瓦爾迪鎮（Uvalde）一所小學殺害
19名學童和2名教師，而不到3周前，紐約
州水牛城發生一起造成10死的槍擊案。

就在這項投票表決後數小時，另一名槍
手在奧克拉荷馬州杜爾沙 （Tulsa）一家醫
院開槍，造成至少4死。警方表示，槍手也
已經死亡。

在尤瓦爾迪鎮和水牛城犯案槍械都是半
自動 AR-15 步槍，並不是斯特姆儒格生產

槍枝。
但斯特姆儒格是美國為數不多的上市槍

枝製造商之一，和史密斯威森（Smith &
Wesson）一樣，因此必須公開負責。

這項提案呼籲斯特姆儒格董事會委託第
三方，針對該公司的決策、商業行為和產品
是否對人權造成影響，進行評估建議報告。

當中寫到： 「儒格出售武器給平民，是
在假設這些武器會被安全使用的情況下，且
情況多為如此，但對於產品濫用的嚴重威脅
和對社會造成的傷害，儒格的治理結構、政
策或做法，並未考慮，而這些卻可以減輕這
種威脅。」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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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tionwide air traffic was
blocked due to the
cancellation of 4,500 flights
last weekend. Thousands
of passengers stayed over
at airports and could not
move forward which means
that the coming summer
vacation will face more
traffic inconveniences.

Among U.S. airlines, nearly
9% of Delta Airlines’
flights were cancelled and
19% of all flights were
delayed last week.

The difficulties we face
today are caused by many
reasons. First of all, there is
a shortage of pilots, many
of them because of the
pandemic many are

unwilling to come back to
fly due to the health risk.
According to statistics,
airline passengers have
increased by 25%
compared with last
summer. This puts a lot of
pressure on the airline
companies.

The price of gasoline is
now at an all-time high. In
some areas, prices have
risen to as much as seven
dollars -- the highest price
for gasoline at the pump in
history. For most people,
the gas bill has doubled.
How can everybody
continue to afford to fill up
their tanks?

The summer vacation is a

traditional part of a family’
s plan. This year’s
situation, however, seems
to cause everyone to
encounter financial
difficulties in their planning
which now is a huge
challenge for the current
administration.

Coupled with the war in
Ukraine, many European
countries also are now
suffering with energy
shortages because it has
been cut off from Russia.
With rising prices all over
the world, small businesses
are all suffering from the
war.

We strongly urge President
Biden to call an emergency

economic summit and
invite government officials
and scholars and business
owners to voice their
opinions on how to solve
the problems together.

Time is very critical now.
Unless we take action
immediately, our economy
will be in a recession soon.

0606//0101//20222022

Suffocation Of SummerSuffocation Of Summer
VacationVacation

上週末長假因為四千五
百個航班取消, 造成全國空中

交通大阻塞， 成千上萬的旅
客因而滯留在機場上進退不

得， 這也將意味著今年的暑
假會面臨更多的交通不便。

在美國航空公司中， 以
三角洲航空公司將近有百分
之九航班被取消，有百分之
十九航班被延誤， 他們試圖
在二十四小時前通知旅客不
要到機場去等待。

今天我們面對之困難，
是多方面原因所造成， 首先
是因為疫情關係， 選成航空
飛行人員之短缺 ，許多機師
們都不願回到崗位上， 根據
政府之報告， 雖然疫情仍然
未能全面消除， 但是旅客卻
不斷增加， 同時造成航空公
司之極大壓力。

汽油上漲是歷史新高，
許多地區更漲到每加崙近七
元美金， 是有史以來最高之
價位 ，對於一般國民而言汽
油費漲了一倍 ，這是非常沈
重之負擔。

暑假來臨是一般家庭計
劃外出旅遊之日子， 今年之
情形似乎讓大家都遇上困難
，這對民主黨執政的政府是
一項巨大之挑戰。

俄烏戰爭未停， 北約組
織許多會員國正遭受諸多困
难， 首先是切斷了俄羅斯能
源天然氣之供應 ，加上金融
貿易市埸之衝擊， 通貨膨漲
及物價高升， 民間小企業們

一片哀號之聲。
從世界経済之觀點看來

， 全球供應鍊之受阻， 加上
各國之间交通不順， 海空運
費用激增， 這都是物價飆漲
之原因。

我們要奉勸拜登總統立
即召開全國経濟高層會議，
邀集官產學者及中小企業代
表， 要政府聆聽他們之建議
， 如果共同解決目前和未來
因應之道。

今年的暑假可能是非常
難挨的日子了。

暑期假期窒礙難行暑期假期窒礙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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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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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今天，在耀眼陽光下，大批人群
聚集在倫敦市中心，參加為期4天的活動，紀
念伊麗莎白二世女王登基 70 週年。一般預期
，這也可能是女王公開參加的最後一場重大活
動。

法新社報導，從清晨開始，就有源源不斷
的人流，前往白金漢宮（Buckingham Palace）
前的林蔭大道，許多人手拿國旗和野餐籃，現
年96歲的女王今天將公開露面2次。

今天的 「白金禧」（Platinum Jubilee）慶
祝活動將依照往例，由倫敦市中心的皇家閱兵
儀式揭開序幕，女王將首次從白金漢宮露台，
接受1500名士兵敬禮致意。

接下來，女王將在露台上觀賞空軍空中分
列式表演，其中還包括二戰時期經典機型。

晚間，女王將在溫莎城堡（Windsor Castle
）參加點燈儀式，同時點亮英國與大英國協境
內54個地區的超過3000座燈塔。

女王稍早透過聲明宣布： 「感謝在英國和
整個大英國協，參與慶祝白金禧的所有人，包
括社群、家庭、鄰居和朋友。」

除了親眼見證閱兵式盛況，許多民眾也感
覺到，一個時代似乎即將落幕。

65歲救護車服務人員法柯納（Gilbert Fal-
coner）特別從蘇格蘭趕來參加活動，紀念女
王的官方生日。

他告訴法新社： 「我們知道這是一個特殊
場合，因為這可能是我們最後一次在公共活動
中見到女王陛下。」

另名活動參與者也說： 「這是件大事，這
是我們第一次看到在位時間這麼長的君主。」

自去年以來，由於站立和行動困難，加上
2月時感染COVID-19（2019冠狀病毒疾病）
，女王不得不大幅減少公開露面。

今 年 ， 73 歲 王 儲 查 爾 斯 王 子 （Prince
Charles）及其 71 歲的胞妹安妮公主（Princess
Anne） ， 以 及 39 歲 的 女 王 長 孫 威 廉 王 子
（Prince William）也將參加慶典。

白金漢宮證實，查爾斯的小兒子哈利王子
（Prince Harry）和妻子梅根（Meghan）也從
加州來到倫敦，並將與王室高階成員一起觀看
閱兵。

女王62歲的次子安德魯王子（Prince An-
drew）在美國被控性虐待的官司2月才剛和解
，預料不會出席慶祝活動。

今天不僅是 「白金禧」慶典開鑼，也是女
王加冕69週年的日子。她於1952年2月6日登
基，1953年6月2日加冕。

明天，倫敦聖保羅大教堂（St.Paul's Ca-
thedral）將舉行感恩儀式，不確定女王是否會
親自出席。4 日王室成員將出席艾普森德比
（Epsom Derby）賽馬活動，接著白金漢宮外
將舉行演唱會，傳奇搖滾樂團 「皇后合唱團」
（Queen）、美國歌手艾莉西亞凱斯（Alicia
Keys）、黛安娜羅絲（Diana Ross ）都將出席
獻聲。

女王預計5日最後一次在白金漢宮露台上
公開現身。

路透社報導，官員預計當天英國將有超過
1萬6000場街頭派對。在從格陵蘭到紐西蘭，
共有80個國家或地區將舉行約600場 「白金禧
午餐會」。

英女王歡慶登基70週年
閱兵儀式揭開慶典序幕

烏俄戰爭推升穀物肥料價格
非洲聯盟主席將晤俄總統
(本報訊）塞內加爾表示，非洲聯盟（Af-

rican Union） 主 席 、 塞 內 加 爾 總 統 薩 勒
（Macky Sall）將於明天在俄羅斯西南部城市
索契（Sochi）與俄羅斯總統蒲亭會面。

薩勒辦公室今天說，薩勒總統這次訪俄目
的是在尋求 「釋出穀物和肥料的庫存，封鎖這
些產品特別影響到非洲國家」；他同時也將試
圖緩解烏克蘭衝突。

薩勒辦公室說，這次訪問是在蒲亭邀請下
所籌辦，薩勒將與非洲聯盟委員會（African
Union Commission）主席一同前往。

另一方面，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也將向非
洲聯盟發表視訊演說，但日期尚未確定。

烏克蘭戰爭導致全球燃料、糧食和肥料成
本飛漲，非洲國家有深切的感受。

烏克蘭和俄羅斯都是非洲小麥和其他穀物

的主要供應國，而俄羅斯則是肥料主要生產國
。

聯合國上個月說，非洲面臨由戰爭引發的
「前所未有的」危機，使得非洲大陸面臨從氣

候變遷到COVID-19（2019冠狀病毒疾病）疫
情等種種困難更加惡化。

薩勒在本週稍早呼籲歐盟領導人幫助減緩
關鍵大宗商品危機。

他指出，西方國家將俄羅斯銀行排除在全
球 支 付 系 統 「環 球 銀 行 金 融 電 信 協 會 」
（SWIFT）之外的決定，可能會損害對於非洲
大陸的糧食供應。

薩勒透過視訊表示： 「當環球銀行金融電
信協會系統受阻時，這意味著即使這些產品存
在，就算還有其他支付管道，支付也變得複雜
。」

好萊塢影星強尼戴普（Johnny Depp）和前
妻安柏赫德（Amber Heard）的互控對方誹謗官
司在喧騰審議了一個多月後, 維吉尼亞州費法
克斯郡巡迴法院陪審團最終做出了裁定，強尼
戴普贏得這起官司, 安柏赫德應賠償前夫 1500
萬美元, 但因在訴訟期間戴普的律師惡意誹謗
赫德, 所以陪審團裁定戴普必須支付前妻200萬
元的賠償金，在宣讀判決後赫德指稱她對判決
感到“心碎”, 而人在英國,沒有出庭的戴普但
發表了一份聲明說:“ 陪審團給了我的生命, 還
了我的清白。”

這樁官司起因於這一對銀色夫妻在閃婚後
, 才一年就草草結束了婚姻, 由於雙方不能好聚
好散, 並忘卻了” 一夜夫妻百世恩”的真諦, 安
柏赫德首先在 2018 年 #MeToo 女權運動期間
在《華盛頓郵報》撰寫了一篇文章”我站出來
反對性暴力，並面對我們文化的憤怒”，她將
自己描述為“代表家庭虐待的公眾人物”, 儘
管文章中沒有提到前夫的名字，但強尼戴普聲
稱這些文字讓他形象盡失, 並丟掉許多演出的
機會, 因而向赫德提告, 要求賠償 5000 萬美元,
赫德不假顏色, 反訴德普污告與誹謗, 更要求雙
倍賠償 1 億美元。

從以上的細節看來, 這對名人夫妻的訴訟
不外乎四個字—&quot;爭名奪利” 。 雙方都為
了自己的名聲與利益而互控互撕, 互揭瘡疤, 竭

盡心思掀出對方的醜陋面, 甚至把閨房中之性
事都呈現在法庭, 並透過實況轉播無遠弗屆傳
播出去, 道德沉淪至此,真是太不知羞恥, 也丟人
現眼了, 但是他們兩人都是演員, 而且演技精湛
, 各種七情六慾都嶄露無遺, 真的很難讓人斷定
熟是熟非!

從4月11日起,在過去的六個星期，在獲得
雙方同意之下,庭審公開在電視與網上進行了直
播，許多人對兩人的態度和用語一樣鄙視, 而
外界似乎出現了一種廣泛的共識，認赫德肯定
在她遭受虐待的事情上撒謊。她被指控造被戴
普毆打受傷的照片，用化妝品製造傷疤。她被
指控多年來說服多名目擊者稱戴普虐待她，並
在被要求發誓的情況下依然反覆撒謊。

在網路世界中，這起官司似乎也呈現出一
種令人陶醉的神話，人們普遍相信戴普是正義
的, 儘管他有酗酒吸毒的前科, 在這個神話中，
任何殘忍行都可以被證明是正當的。當赫德出
庭作證時，她情緒激動地講述了戴普據稱是如
何毆打她、操縱和控制她、監視她並用酒瓶性
侵她,然而很多人，甚至一些名人，都在社交媒
體上嘲笑赫德, 竟然會編出那樣的情節,原來曾
經是世界首富馬斯克閨中密友的她竟然是這樣
的德性!

這一場明星夫妻的官司, 兩人都輸了面子,
也輸了裡子, 巨額賠償金根本一文不值!

【李著華觀點 : 都輸了
明星夫妻法庭對簿公堂 ,互訟互撕豈有贏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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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蘭想控制烏克蘭重建資金
稱聯合國重建基金總部應設在波蘭

綜合報導 波蘭副總理雅塞克· 薩辛堅稱，烏克蘭與俄邏斯發生沖

突後，聯合國重建基金的總部應該設在波蘭。據俄邏斯媒體報道，5月

29日，雅塞克· 薩辛告訴波蘭電臺，重建烏克蘭的問題在這個備受矚目

的會議上非常重要，幾乎所有地方都提到波蘭是向烏克蘭提供最多援

助的國家。他上周慘加了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

波蘭接收了大約370萬烏克蘭難民，在持續的沖突中壹直在積極

向基輔提供武器，包括坦克。其他國家提供的武器和援助以及外國

雇傭兵也壹直通過波蘭領土進入烏克蘭。

雅塞克· 薩辛說，波蘭有責任確保來自烏克蘭的量食，至少是它

力所能及的部分，能夠進入市場。烏克蘭是量食的主要生產國，但

由於戰鬥，黑海港口關閉，只剩下六路可供其出口。

雅塞克· 薩辛說，波蘭政府渴望在恢復鄰國遭受的損害方面發揮

更大的作用。“聯合國正在創建壹個國際基金，以支持烏克蘭的重

建。我們努力確保該基金的中心設在波蘭。這洋我們不僅會有壹個

物流中心，還會有壹個金融中心。”

據他說，華沙已經開始與基輔就波蘭公司慘與烏克蘭重建進

行談判。上個月，俄邏斯對外情報局(SVR)表示，根據其數據，盡管

華沙將自己定位為基輔最大的盟友，但實際上華沙正在尋求利用這

場沖突來奪取烏克蘭被波蘭視為“歷史上屬於”它的地區。

該計劃與華盛頓方面協調，設想在烏克蘭西部部署波蘭“維

和人員”，借口是“抵禦俄邏斯的侵略”，以獲得對想要的領土的

控制。

本月早些時候，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承諾給予波蘭公民特殊的法

律地位，堅稱兩國之間不應存在邊界或障礙。他說：“長期以來，

烏克蘭和波蘭人民在精神上壹直密不可分。”

埃爾多安：絕不會讓恐怖主義支持者加入北約
綜合報導 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表示

，土耳其不會批準芬蘭和瑞典加入北約的

申請，除非它們妥善解抉安卡拉對其涉嫌

支持恐怖組織的擔憂，並承諾不會重蹈覆

轍。

據土耳其媒體報道，5月29日，土耳

其總統埃爾多安結束阿塞拜疆之行回國後

對記者說：“只要埃爾多安是土耳其共和

國的總統，我們就絕對不會對那些支持恐

怖主義想加入北約的國家說‘是’。”

在聯合申請加入以美國為首的軍事聯

盟後，瑞典和芬蘭的代表團上周在安卡拉

與土耳其代表團舉行了會談。他們的加入

需要得到所有30個成員國的壹致同意，土

耳其威脅要阻止這壹進程，除非兩國打擊

它認為是極端分子的組織。

埃爾多安在談到到目前為止的會談結

果時說：“他們不誠實，也不真誠。他們

沒有采取必要的措施，仍然允許恐怖分子

在斯德哥爾摩的街道上自由行走，並與警

察壹起為他們提供安全保障。”

他補充說：“我們不能重復過去對這

些庇護和供養這些恐怖分子的國家所犯的

錯誤。”他提到了希蠟與雅典在塞浦路斯

問題上的長期爭執，回憶起1980年希蠟部

分退出北約後，安卡拉是如何允許希蠟回

歸的。

北約秘書長斯

托爾滕貝格此前承

認，芬蘭和瑞典不

太可能成為北約成

員國，除非它們滿

足土耳其的要求。

斯托爾滕貝格上周

四表示：“沒有哪

個國家像土耳其這

洋遭受恐怖襲擊。”

他補充說，土耳其

是壹個重要的盟

友，當盟友有顧

慮時，應該討論

並解抉問題。

土耳其要求瑞典和芬蘭取消對土耳其

的武器出口限制，並引渡與庫爾德工人黨

(PKK)和居倫運動(FETO)有關的人。雖然

瑞典和芬蘭都認為庫爾德工人黨是恐怖組

織，但安卡拉希望將庫爾德人民保衛軍和

庫爾德民主聯盟黨列為恐怖組織，這兩個

組織是敘利亞的庫爾德軍事和政治組織。

5月15日，這兩個北歐國家都抉定打

破中立的歷史，理由是俄邏斯對烏克蘭的

軍事攻勢促使他們加入北約。他們的入盟

申請受到了華盛頓及其北約歐洲盟國的歡

迎，然而，土耳其和克邏地亞威脅要阻止

他們的申請，除非他們的國家安全擔憂得

到解抉。

莫斯科方面稱瑞典和芬蘭的申請是壹

個具有長期影響的嚴重錯誤，但也表示，

與烏克蘭相比，這兩個國家的北約抱負仍

不那麼令人擔憂。如果烏克蘭被接納加入

歐盟，烏克蘭的潛在領土主張可能會給整

個歐洲大六帶來巨大風險。

土耳其在這場沖突中采取了中立的立

場，與烏克蘭和俄邏斯都保持著關系，並

拒絕加入西方對莫斯科的制裁，同時努力

在沖突中扮演調解人的角色。

軍費大漲“超限”，德國準備修憲

綜合報導 社會民主黨、綠黨、自由

民主黨組成的三黨執政聯盟與反對黨基

督教民主聯盟與基督教社會聯盟的代表

29日在首都柏林談判3個多小時，當天

深夜宣布就這筆額外軍費支出達成壹致

。這筆錢將在今後幾年內用於德國軍隊

及軍備的“現代化”升級。

路透社報道，德國每年常規防務支

出大約 500 億歐元，增加這筆軍費支

出意味著擴大材政赤字，因而必須對

德國憲法做出修訂，使這筆支出符合

憲法債務上限條款。執政聯盟需要確保

基民盟和基社盟聯合黨團支持才能使相

關修憲議案在聯邦議院獲得三分之二議

席支持。

德國現行憲法框架基本延續了第二

次世界大戰結束後、西德在美國為首的

西方國家占領方影響下於1949年制定通

過的版本，1990年東、西德統壹後，憲

法經細微修訂成為目前的聯邦德國憲法

。2009年所謂“債務剎車”條款寫入憲

法，規定聯邦政府結構性赤字不可超過

國內生產總值(GDP)的0.35%。

德國材政部發布聲明，證實協商結

果：“借助這筆 1000 億歐元的額外投

入，我們將齊心協力確保聯邦德國

（防務）力量在未來數年內得到增強

。這洋，數年平均值能達到北大西洋公

約組織所謂2%的指標。”

美國主導的北約要求各成員國每年

防務支出占本國國內生產總值比例達到

2%以上。德國多年來奉行相對謹慎的材

政政策，盡力保持預算平衡，在敏感的

軍費支出問題上尤為如此，因而常因

“不達標”受到美國及北約的施壓與批

評。特別是在美國前總統唐納德· 特朗普

任內，德國軍費“不達標”壹度成為兩

國關系緊張觸點。

據法新社報道，自冷戰結束以來，

德國大幅削減軍隊人數，從1990年的50

萬左右減到現在的20萬左右。去年12月

發布的壹份德國軍方報告顯示，德國海

軍艦船中只有不到30%處於“可完全執

行任務”狀態。

俄邏斯2月24日對烏克蘭發起特別

軍事行動後，美歐等西方國家聯手實施

對俄制裁與對烏軍援，促使德國政府改

變防務政策，慘與對烏輸出軍火並因此

增加預算赤字。社民黨出身的德國總理

奧拉夫· 朔爾茨2月27日向聯邦議院（議

會下院）發表聲明，要求在材政預算中

增加1000億歐元壹次性特別防務支出。

朝野雙方談判代表確認，這筆額外

支出不會如綠黨先前要求用於增強“網

酪安全”。後者所需開支包含在常規預

算內。

在宣布達成協議前，德國政府已聲

明，不會將“達成北約2%防務支出占比

指標”列入憲法條款。

社民黨黨首薩斯基婭· 埃斯肯在接受

德國媒體采訪時解釋，之所以無法規定

每年必須完成2%防務支出目標，原因是

軍備采購費用有波動，“今天下了大型

裝備訂單，三四年後才可能到手。那意

味著頭兩年（軍費支出）數目可能沒那

麼高，然後下壹年突然有筆大單必須完

成”。

德國：面對俄邏斯
歐盟的團結正在瓦解

綜合報導 德國經濟部長羅伯特· 哈貝克表示，在俄羅斯對烏克蘭

發動攻勢後，歐盟展現出的團結正開始瓦解。歐盟峰會將討論針對

莫斯科的新制裁方案，並可能實施石油禁運。

據俄羅斯媒體報道，哈貝克在新聞發布會上說：“在俄羅斯襲擊

烏克蘭之後，我們看到了歐洲團結起來會發生什麽。展望明天的峰

會，讓我們希望它能繼續這樣下去。但它已經開始再次崩潰。”

歐盟壹直難以就對俄羅斯實施石油禁運達成壹致，多個成員國都

表示擔心，此舉將對它們的經濟造成致命影響。匈牙利的大部分石

油都是從俄羅斯進口的，它壹直是最強烈反對禁運的國家，將全面

禁運的潛在影響比作“原子彈”。其他內陸國家，如捷克和斯洛伐

克，也對禁運表示了類似的擔憂。

本周早些時候，歐盟委員會主席烏爾蘇拉· 馮德萊恩解釋了為什

麽歐盟仍在繼續購買俄羅斯石油。馮德萊恩在接受MSNBC采訪時說

：“如果我們從今天起立即完全切斷俄羅斯的石油供應，普京可能

會把他沒有賣給歐盟的石油帶到世界市場，在那裏價格會上漲，並

以更高的價格出售，這將填補他的戰爭資金。”

據報道，歐盟外交官試圖就制裁僵局提出壹項折衷方案，即啟動

禁運，禁止從海上向俄羅斯輸送石油，同時將管道輸送豁免於可能

的限制。然而，這壹嘗試失敗了，歐盟國家現在準備在定於周壹和

周二舉行的峰會上就限制措施達成壹致。

名畫《蒙娜麗莎》被遊客扔蛋糕
男子假扮老婦作案

綜合報導 據

報道，法國巴黎盧

浮宮內的達· 芬奇

名畫《蒙娜麗莎》

遭遊客扔蛋糕，蒙

娜麗莎胸前被抹上

了壹層白色奶油。

所幸有玻璃板保護

，畫作未受損壞。

目擊者稱，當

天壹名男子頭戴假

發、身坐輪椅，假

扮成壹位老婦人，

以靠近畫作，伺機

發起破壞。該男子

在畫作上抹過蛋糕

後，還向周圍撒下

玫瑰花瓣，並當場

發表有關保護地球

的言論。隨後，警

衛人員將其逐出展

館，並重新擦拭了

畫作。尚不清楚該

男子的身份及襲擊

意圖。



AA55美國新聞
星期五       2022年6月3日       Friday, June 3, 2022

R03-CHI AME中美酒樓56B_16

（綜合報導）美國總統拜登政府今天撤銷前總統川普對古
巴設下的一系列限制措施，包括終止川普政府對哈瓦那（Ha-
vana）以外機場下達的禁令。

綜合路透和法新社報導，美國運輸部（USDOT）在國務
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要求下發布這道命令。布林肯說
，這項行動 「是為了支持古巴人民，也符合美國外交政策利益
」。

拜登政府早在5月16日即宣布將解除一系列針對古巴的制
裁措施；當時美國官員形容這是 「務實的決定」，有助於緩解

人道情況，並為古巴人 「擴大經濟機會」。
川普政府於2019、2020年發布了一系列航空限制，意在對

古巴政府加強經濟施壓。
這些限制包括禁止美國各大航空公司飛往哈瓦那以外的8

個古巴國際機場，包括卡馬圭（Camaguey）、可可島（Cayo
Coco）、拉戈島（Cayo Largo）、西恩菲哥斯（Cienfuegos）、
曼扎尼約（Manzanillo）、馬坦薩斯（Matanzas）和聖地牙哥
（Santiago de Cuba）。

在川普任內，運輸部對飛往古巴的包機定出每年3600班的

上限；隨後也暫停私人包機飛古巴。運輸部並禁止各包機飛哈
瓦那以外的機場。

時任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說，古巴 「利用觀光
業和旅行資金，資助其在委內瑞拉的暴行及干預。不應讓獨裁
者從美國旅遊中獲益」。

在美國各航空公司班機客滿，一些還面臨人力短缺情況下
，目前尚不清楚會增加多少新航班飛古巴。

美宗教自由報告 國務卿肯定台改善移工宗教參與

Meta桑德柏格今秋離職
祖克柏：一個時代的結束

（綜合報導）美國國務院今天公布最新國際宗教自由報告
，持續關切台灣移工宗教參與障礙。但國務卿布林肯表示，台
灣政府努力讓勞工更輕易投訴拒絕讓他們週休參與宗教活動的
雇主，值得肯定。

依循美國1998年 「國際宗教自由法」（International Reli-
gious Freedom Act），國務院每年評估各國宗教自由情況，並
就結果發表報告。布林肯（Antony Blinken）今天公布2021年
版報告，囊括近200個國家與領土。

布林肯表示，宗教自由是基本人權之一，當人們信奉或選
擇不信奉宗教的基本權利受到尊重，他們能為社區成就作出完
整貢獻，有益整體社會；反之，若這項權利遭政府剝奪，往往

造成社會緊張、分裂、不穩定與衝突。
布林肯點名數個在宗教自由方面作出顯著進展的國家，包

括台灣、摩洛哥、東帝汶、伊拉克。他肯定台灣政府，讓勞工
若遇拒絕讓他們週休參與宗教活動的雇主，能更輕易投訴。

報告涉及台灣部分共6頁，主要關切台灣家庭看護因仍不
適用勞基法，未能獲得法律保障每週一天例休假，參與宗教活
動能力受限。報告指出，如同前幾年情況，此類問題在台灣約
23萬7000名外籍看護中尤其顯著。

報告表示，台灣當局把家庭看護宗教參與障礙視為更廣泛
勞動問題的一環。勞動部去年再次對外表明，外籍看護若遇雇
主拒絕讓他們週休一日，參與宗教活動的情況，能通報當局，

同時呼籲雇主遵守勞動契約，部分有納入週休一日的規定。
此外，報告說，台灣勞動部去年持續與衛福部合作，擴大

外籍看護工家庭使用喘息服務補助計畫，讓移工得以休假參與
宗教活動。根據官方數據，2019年與2020年雇主分別使用2萬
4000天、8萬4000天喘息服務，但光在2021年上半年就達9萬
6000天。

但報告指出，台灣宗教領袖仍認為在這議題上欠缺顯著進
展，呼籲當局拿出更多作為。報告引述台灣宗教自由無任所大
使布興．大立表示，台灣未能保障外籍移工權益，包括每週參
與宗教活動的能力，可能影響台灣與移工母國的關係。

拜登推翻川普制裁政策拜登推翻川普制裁政策
撤銷對古巴飛航禁令撤銷對古巴飛航禁令

（綜合報導）臉書母公司Meta營運長、公司第二號人物桑
德柏格（Sheryl Sandberg）今天拋出震撼彈，宣布自己將在今
秋離職，執行長祖克柏回應稱這是 「一個時代的結束」。

法新社報導，現年52歲的桑德柏格一直是美國矽谷最具影
響力的女性之一，她協助帶領醜聞纏身的臉書（Facebook）占
據廣告主導地位。這個社群媒體巨擘正面臨充滿不確定性的未
來和激烈的競爭。

桑德柏格在臉書上寫道，她離開臉書母公司Meta一事將在
今年秋天生效，還說她打算保留Meta董事一職。

2008年，桑德柏格以受過哈佛大學教育且主管經驗豐富的
身分加入了剛起步的臉書，並帶領臉書朝數十億美元的廣告帝
國邁進。

她寫道： 「14年之後，書寫我人生下個篇章的時候到了。
對於未來會帶來什麼，我無法完全確定，我知道沒有人能確定

。」
她的工作和她於2013年出版、關於女性賦權的論著 「挺身

而進」（Lean In: Women, Work, and the Will to Lead）一書，
讓她成為科技菁英界裡的熟面孔。

以線上社群網絡起家的Meta重新自我定位，轉而朝向元宇
宙形式的網路虛擬視野發展，然而桑德柏格卻在此時宣布去職
消息。

臉書因為遭控一直在製造傷害、將公司的獲利置於用戶隱
私之上，甚至不顧社會福祉而形象受損。

此外，諸如短影片平台TikTok、社群網路領英（LinkedIn
）、Pinterest，甚至蘋果公司（Apple）都在與臉書爭搶網路用
戶市場，而臉書社交平台日益被視為是年齡層較高的族群在使
用。

執行長祖克柏（Mark Zuckerberg）隨後在親自在臉書發文

回應： 「這是一個時代的結束。經過14年，我的好友兼夥伴桑
德柏格即將卸下Meta營運長一職。」

他表示，桑德柏格在公司的主管角色將重新塑造，由曾任
多個主管職的奧利文（Javier Olivan）接掌下任營運長。

祖克柏說，下任營運長角色將更傾於傳統，而有別於桑德
柏格所擔任的密切二把手角色。

祖克柏表示： 「她教會我這麼多事情，且在我人生中重要
時刻，無論於公或於私，她時刻相伴。」

他說： 「我將懷念與雪柔（桑德柏格）一起經營這間公司
的日子。」

路透社報導，桑德柏格在臉書貼文中宣布即將去職後，
Meta股價在標準普爾500指數（S&P）出現歷來第二大跌幅，
收盤下挫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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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聞

（中央社）本土疫情往南跑，台北疫情趨緩
，台南與高雄的確診數慢慢增加。醫師沈政男表
示，高雄與台北的疫情曲線幾乎完全相同，如此
來看高雄疫情高峰恐出現在6月3日。而現在全
台確診數沒有創新高，但中重症與死亡個案的人
數又升高了，他推估是疫情攻進較脆弱的族群，
目前死亡率已升到萬分之8，必須靠壓低染疫人
數來減少死亡人數。

沈政男昨在臉書發文說，6月2日新增76967
例確診，沒有創下新高，那麼只剩明天有機會了
。事實上，本周一至四每天的新增案例都比上周
還要低，顯示疫情曲線開始往下走了，只是變化
很小，下周會看得更清楚。

沈政男也說，大家現在都說端午節後曲線會
往下，又或者10天後會離開高原期，但也有人到
現在還是不懂為什麼曲線會往下，而他無奈解釋
說，這是因為兩成染疫曲線就會探底，新加坡就
是這樣，而曲線是左右對稱的，因此高峰發生在
一成染疫。不過，現在已經不需一成染疫了，因
為人流指數已被壓到接近三級。高峰已過，就是

5月的9萬多例，當時染疫率是7.2%
沈政男指出，當曲線探底，台灣染疫率會在

15%左右。這是個好消息，因為染疫人數越少，
死亡就越少。當然，如果大家放鬆防疫，讓人流
指數回升，染疫率也會跟著增加。

沈政男表示，台南與高雄什麼時候達到高峰
，很多人關心，也有不同說法，因此他畫了附圖
，讓大家一看就會明瞭。也就是，高雄的曲線跟
台北幾乎完全一樣，就只是慢了14天，因為這是
數學，當大家都戴口罩，多數人都打疫苗，也同
樣擔心疫情，然後人口也差不多，當然曲線就會
一樣。所以說高雄的高峰就是6月3日了，如果
沒有，就是已經過了。不用等到一成染疫，台北
在不到7%就往下走了，而台南也是一樣。

沈政男表示，中重症與死亡人數又升高，他
的理論是雖然染疫人數沒有增加，但疫情攻進了
比較脆弱的族群。死亡率已經升到萬分之8，與
鄰近國家越來越接近了，現在須靠壓低染疫人數
來減少死亡人數。

估高雄今達疫情高峰
醫曝全台死亡靠1招降低

（中央社）新北市交通警察大隊針對8處易
違規超速路段設置區間測速，其中7處共分3階
段執行，目前已全面啟動，最後一處、也是唯
一針對機車專用道的路段，為重新橋新莊往三
重方向的機車道，此路段速限40公里，規畫於
6月5日啟用。警方表示，上路初期會先辦理宣
導，正式執法時程將另行公布。這也是國內首
處機車專用道區間測速路段。

新北市目前已啟動區間測速執法路段，為

第1階段北宜公路26.2公里至32.2公里、新店區
環河路及台64線中和段；第2階段新莊區壽山
路、汐止區汐萬路6.2公里至11.7公里及台64線
觀音山隧道；第 3 階段北宜公路 19 公里至 23.1
公里，7個路段從今年1月至5月分3階段陸續
啟用，強化新北市的行車速度管理及事故防制
。

新北市交大統計分析，第1階段整體違規下
降7成，事故下降3成；第2階段整體違規及事

故下降5成，違規及事故情形均有顯著改善，防
制成效良好。

最後一處準備上路的區間測速執法路段，
為重新橋機車道新莊往三重方向，該路段也是8
個實施路段中，唯一單獨針對機車道設置的區
間測速。有鑑於重新橋機車道事故頻繁，經事
故肇因及碰撞型態分析，多為未保持安全車距
及超速造成追撞事故，除由新北市交通局完成
橋梁系統化標誌整理及破損設施修復外，另由

新北市交大建置區間平均速率執法設備，期望
有效減少超速違規及事故。

新北交大表示，該路段速限40公里，相關
設備已於5月31日完成準確度檢定作業，規畫
於本月5日上路，但考量此路段為國內首度針對
機車專用道採用區間測速，因此納入市府道安
會報委員建議，先行辦理宣導，正式執法再另
行公布。

新北重新橋機車道區間測速 全台首設

電力短缺迫在眉睫
印度煤炭公司7年來首次進口煤炭
綜合報導 路透社看到的壹份印度電

力部信函顯示，全球最大煤炭開采商印

度國有企業印度煤炭公司（CoalIn誒ia）

將進口煤炭供公用事業使用，這將是印

度煤炭公司7年來首次進口煤炭。

據報道，今年4月，印度經歷了6年

以來最為嚴重的斷電事故，為避免重蹈

，印度煤炭公司7年來首次進口煤炭。

印度電力部表示：“印度煤炭公司

將進口煤炭，在政府對政府（G2G：政

府機構、部門或組織之間數據或信息系

統的電子共享）的基礎上進行協調，並

向國家發電機和獨立發電商（IPP）的火

力發電廠供應煤炭。”

電力部表示，由於印度各邦政府反

映煤炭進口招標引發混亂，抉定暫停各

邦獨立招標，由印度煤炭公司代為集中

處理煤炭進口事宜。

電力部還警告稱，如果各邦國營電

企未能在6月15日之前進口煤炭用於混

配發電，則會將供應至這些電企的煤炭

量削減5%。

同時，對於暫停各邦獨立招標的問

題，該部表示：“國有發電商和獨立發

電商正在進行的進口配煤的投標可能會

暫停，等印度煤炭公司商談好煤炭價格

後，便可以以最低價格采購煤炭。”

同時，由於預期電力需求增加，

印度預計在今年第三季度面臨更廣泛

的煤炭短缺，引發人們對大範圍停電

的擔憂。

據消息，壹位印度政府高級官員表

示，當局還討論了通過將國內煤炭成本

與進口煤炭捆邦銷售，從而使得進口煤

炭成本社會化的問題。

官員表示，以後從分銷公司收回成

本會更容易，然而，印度北方邦反對該

提議，其主要原因是該提議將會導致煤

炭關稅更高。

據報道，目前，印度發電站的煤炭

庫存略有增加，達到2200萬噸，以目前

的消耗速度足以維持8天。截止5月20

日，印度發電站煤炭庫存有2000萬噸。

據報道，印度是世界第2大煤炭生

產國和消費國，然而，自今年4月以來

，印度發電廠煤炭庫存下降約 13%，

是多年來印度夏季以前最低煤炭庫存

水平。

同時，自進入4月後，印度北部和

中部平均氣溫持續升高，印度氣象局表

示，印度西北部和中部遭遇了122年來

同期最熱天氣，最高平均氣溫分別達到

35.9攝氏度和37.8攝氏度。印度首都新

德裏15日部分地區氣溫超過49攝氏度，

超過以往同期平均氣溫5攝氏度，使得

今年電力需求推向歷史新高。

據悉，印度有世界第 3 大煤炭儲

量，擁有世界上最大的煤炭開采公司，

但人均消費量仍然不高。印度的進口量

略低於其消費量的1鱷4：進口的大部分

是煉焦煤，用於高爐煉鋼。

2021年10月，印

度在電力危機的邊緣

徘徊，當時印度 135

家燃煤電廠中有壹半

以上的庫存處於極低

水平，或低於正常水

平的25%。

印度政府表示，

它正在盡其所能確保

供應。據印度聯邦煤

炭部稱，全球最大的

煤礦商印度煤炭公司已將產量增加了

12%，加強了印度的能源安全。

與此同時，印度在4月份向發電公

司運送了4970萬噸煤炭，比去年同期增

長了15%。印度鐵路已經取消了壹千多

列客運列車，以將更多的煤炭運輸到燃

料櫃乏的工廠。

日韓爭議島嶼風波再起
韓國海洋調查引日本抗議

綜合報導 據日本共同社報道，日

本外務省稱，在竹島(日韓爭議島嶼，

韓國稱獨島)以北海域的日本專屬經濟

區(EEZ)內，發現一艘韓國調查船將纜

線之類的物體伸入海中。日方隨即向

韓方核實此事，韓方承認實施了海洋

調查。日本政府已要求立即停止並提出

強烈抗議。

據報道，日本外務省稱，韓方並未

就海洋調查一事提前向日方申請。

日本外務省還透露，這是自2017年

5月以來，日方再次就竹島附近的海洋調

查向韓方提出抗議。

據日本海上保安廳消息，執行警戒

監視任務的巡邏船 28日傍晚發現了在

EEZ內航行的調查船。在對調查船伸入

海中的纜線進行分析後，巡邏船認爲該

調查船很有可能是在實施海洋調查。

當地時間29日晚上6點40分左右，

在竹島以北約74公裏海域，日本巡邏船

通過無線電要求該調查船停止調查，但

未得到對方答複。

據稱，韓國調查船在當日晚上7點

40分左右收起纜線，于10點左右離開

EEZ。

報道還稱，實施海洋調查的是韓國

國立海洋調查院所屬的海洋調查船

“Hae Yang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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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據尼泊爾軍隊發布的消息，在29日

失聯的尼泊爾塔拉(Tara)航空公司小型飛機已經確

認墜毀在尼泊爾木斯塘地區。

據此前消息，尼泊爾塔拉航空公司的編號為

9N-AET的 DHC-6 雙水獺雙發渦漿輕型飛機於 30

日9時55分左右從尼泊爾著名旅遊城市博卡拉起

飛，原計劃飛往木斯塘地區的佐姆索姆。尼泊爾

《共和國報》等媒體報道稱，機上有19名乘客(

其中 13名是尼泊爾人、4名是印度人、2名是德

國人)、3名機組人員。

失聯後，以尼泊爾軍方為主的搜救人員隨即投

入工作。但因為天氣原因，搜救工作不久後暫停，

並於30日上午重啟。

據尼泊爾軍隊發言人30日上午的官方通報，

搜救人員已經在木斯塘塔桑二區薩諾斯維爾(Sano-

sware)的壹處山坡上發現該飛機的墜毀現場。從圖

片看，飛機碎片散落壹地，其中印有“9N-AET”

的部件清晰可見。

尼泊爾塔拉航空公司成立已經有10余年，此

前也曾發生過航空事故。

2016 年 2 月 24 日，塔拉航空公司的壹架小

型飛機在從博卡拉飛往佐姆索姆途中因故墜入

山谷，造成 23人死亡。尼泊爾航空安全專家阿

米特· 辛格上尉當時介紹說，從博卡拉飛往佐

姆索姆機場的航班必須要穿過道拉吉裏峰附近

的數個山谷。由於沒有既定航線，飛行員必須

始終保持對附近山體的視線，並嚴格遵守目視

飛行規則。

2010 年 10 月，塔拉航空公司的壹架小型飛

機因故在尼泊爾東部山區墜毀，導致 22 人死

亡。

2010年5月，塔拉航空公司的壹架小型飛機在

起飛後數分鐘發生機艙門突然打開的事故，致該飛

機緊急迫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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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96
Lady Luck            

Overall Odds are 1 in 4.85
$1 7/13/22 1/9/23

2370
Texas Cash          

Overall Odds are 1 in 4.29
$2 7/13/22 1/9/23

2368
JEOPARDY!®            

Overall Odds are 1 in 4.11
$5 7/13/22 1/9/23

2371
Lucky 7s             

Overall Odds are 1 in 4.10
$5 7/13/22 1/9/23

2309
$100 Million Cash Payout           
Overall Odds are 1 in 3.82

$10 7/13/22 1/9/23

2336
Power 10X           

Overall Odds are 1 in 3.95
$10 7/13/22 1/9/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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臨別竟遇災厄 珍寶廚船翻側
幸消防固定暫無下沉危險 7議員聯署促研保留海鮮舫

停泊香港仔避風塘46年的珍寶海鮮舫，受疫情影響於前年宣布停

業，近日擁有人以未能找到第三方機構活化復業，以及相關牌照於本月

底到期為由，計劃本月將海鮮舫移離香港。禍不單行的是停泊在海鮮舫

旁邊的廚房船，31日晚疑因日久失修入水傾側，幸及時被附近船家發現

報警，由消防員固定後，暫無下沉危險。這艘滿載港人集體回憶的海鮮

舫成為保育界的燙手山芋，有經濟學者相信該船十分“燒錢”，每年單

是維修保養費動輒幾千萬元（港元，下同）。古物古蹟條例也不包括船

隻，難以按法例保育該船。7名立法會議員1日聯署去信特區政府，要求

政府積極研究保留珍寶海鮮舫，有議員建議邀請馬會參與海鮮舫保育工

作。馬會則表示對事件不予置評。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蕭景源

珍寶海鮮舫興衰

位於香港仔避風塘的珍寶海鮮舫於
2020年3月宣布停業後，一直停泊

原址。31日晚約11時，有船家發現停靠
在海鮮舫旁邊的廚房船，疑因入水出現
傾側，於是報警求助。水警及消防員到
場證實船上無人，隨後泵水防止下沉，
並將廚房船固定，現暫無下沉危險，惟
入水原因仍需待進一步調查，初步不排
除與船隻日久失修有關。

香港文匯報記者 1日上午到場查
察，發現肇事廚房船的船身已呈近90度
角傾側，油污處理船駛近廚房船，並在
周邊海面設置防污油浮條，預防有油污
流出污染附近海面。有不少附近街坊則
專程到來“打卡”，拍照及緬懷一番。
有見證珍寶海鮮舫興衰的南區老街坊，
面對海鮮舫即將被拖離香港的命運不禁
感嘆：“好失落，好可惜，一旦拖走咗
唔會返嚟……”

古諮會：古蹟例未涵蓋船隻
目前，香港古物諮詢委員會的保育政

策主要針對建築物，船隻並非現行法例的
覆蓋範圍。古諮會委員何鉅業解釋，古物
古蹟條例多數針對建築物，船隻是灰色地
帶，“而且撇除建築物的性質問題，它
（海鮮舫）的影響是否具廣泛性、整體歷
史價值如何、它與周邊社區關係如何……
在古物古蹟條例之下似乎沒有針對這些，
而且它的年紀（歷史）相對較輕。”香港
中大劉佐德全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常務所
長莊太量相信，該船每年單是維修保養費
動輒幾千萬元。

餐飲聯業協會會長黃家和對珍寶海
鮮舫將被移離香港感到可惜。他承認海
鮮舫的經營成本不菲，倘若有“白武
士”接手，也要想辦法讓海鮮舫自給自
足，不能單靠提供餐飲業務賺錢，“要
集餐飲、文化歷史及旅遊於一身，而且

政府政策要配合。”
7名立法會議員1日聯署要求特區政

府積極研究保留珍寶海鮮舫。有份參與
聯署的旅遊界議員姚柏良1日接受電台
訪問時表示，香港仔避風塘具備美麗的
自然景觀和獨特的漁村文化，能夠發展
生態保育旅遊。業界對海鮮舫計劃移離
香港感到愕然，認為其具有歷史文化價
值，是港人的集體回憶，希望海鮮舫移
離只是暫時性，不會一去不復返。

管浩鳴倡邀馬會參與保育
他透露，有對海鮮舫感興趣人士正

洽談，希望政府給予足夠時間讓經營者
尋找“白武士”，以及豁免海鮮舫期間
的牌照費用，又指政府可考慮透過慈善
基金，以社會企業方式保留海鮮舫，
“過去不少活化項目，賽馬會也有參
與，這方面可以去考慮，要確保該艘船
能安全泊在那裏，這是基本法例的要
求。”

另一名有份聯署的議員、新民黨議
員陳家珮表示，政府介入項目不一定要
用錢，也可在政策上作出支援。新一屆
政府將成立文化體育及旅遊局，相關政
策局可探討將海鮮舫重新活化，不要只
當作是一艘躉船，亦可透過海鮮舫推動
漁民文化。選委會界別議員管浩鳴也
指，雖然保留海鮮舫有困難，公帑亦要
用得其所，但認為仍有很多解決方法，
例如可以邀請馬會參與。

不過，商界（第一）議員林健鋒認
為，不能貿然要求一個團體去接收項
目，“首先接收一個項目，我們需要知
道整體計劃，例如誰去營運、財政預
算，將來運作是由哪個營運者去處理
等，這也是重要的。雖然有指政府不斥
資，有慈善機構有錢，但他們用錢，也
要用在有價值的地方。”

		
��

學者倡引電影元素 添活化吸引力
珍寶海鮮舫的擁有人計劃

將該船移離香港，多位關注文
物保育的學者1日在接受香港文
匯報訪問時表示，雖然珍寶海
鮮舫的歷史不算悠久，也未至
於美輪美奐，但它具有一定社

會價值，是不少港人的集體回憶，值得保留。在
進行活化保育時，可先考究其“前世今生”，再
加入新元素活化，例如以曾在海鮮舫上拍攝的電
影作為切入點，提供與別不同餐飲體驗的餐廳，
又或是作為已故巨星的博物館等，都是可考慮的
保育方案。

香港大學建築文物保護課程學部副教授李浩
然1日向香港文匯報表示，近年在考慮一座建築
文物是否具有保育價值時，它是否有很悠久的歷
史，以及相關建築特色，都不再是必須具備的標
準，而是考慮它是否具備社會價值，即社會上若
有很多人覺得它能帶來美好回憶、認為不應該失
去，或值得珍惜，就已經具備社會價值，可考慮
保留，以及尋求方法令它重生。

李浩然認為，珍寶海鮮舫無可否認是上一輩
港人的集體回憶，故確有保育價值，只是其新用
途必須能達至可持續發展，如只是將它改為海鮮
舫博物館，會因欠缺吸引力，令它難以有足夠收
入繼續營運，故必須加入新元素，令它不單能吸
引本地人，也要全世界旅客也有興趣到訪。

他舉例說，電影的普及程度很高，既然不少
著名電影均曾在海鮮舫上拍攝取景，如周星馳的
《食神》和李小龍的《龍爭虎鬥》等，可考慮以
這些電影作為切入點，讓海鮮舫成為可提供與別
不同餐飲體驗的餐廳，又或是全球知名的已故巨

星李小龍的博物館等，都是可考慮的保育方案。
香港中文大學地理與資源管理學系副系主任

伍美琴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珍寶海鮮舫
是代表香港的其中一個標誌，一向為港人熟悉，
也是外地遊客必到的其中一個景點，有其保育價
值，就算將來船隻不在香港，也應有一個地方可
“立此存照”的必要，讓下一代港人也知道它曾
在香港存在過。被問及若作保育應採取什麼方案
時，伍美琴認為必須考究其“前世今生”，了解
以往有什麼人、事與其有關連，以此計劃其新用
途。 ◆香港文匯報記者 高俊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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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料來源：互聯網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事件

香港仔在1920年代初已有
海鮮舫的傳統，商人王老
吉看中商機，籌建面積更
大的珍寶海鮮舫

開業前6天，珍寶海鮮舫船
身因燒焊火花燃着易燃裝修
物料引發四級大火，整艘船
嚴重焚毀，更釀成裝修工人
及附近漁艇居民34死42傷

王老吉無力重新投資，
“賭王”何鴻燊和商人鄭
裕彤買下業權，斥資3,000
萬港元重建

海鮮舫開業，樓高三層，總
面積4.5萬平方呎，參考中
國的宮廷設計，外部有雕欄
玉砌，內部有精緻手工飾物
及精美壁畫，吸引不少中外
電影取景，包括李小龍的
《龍爭虎鬥》、周星馳的
《食神》、荷里活電影《生
死戀》等。海鮮舫亦曾接待
多國政要和商界翹楚，包括
英女王伊利沙白二世、國際
巨星湯告魯斯、尊榮、尤伯
連納、周潤發、鞏俐等

受疫情影響暫停營業

施政報告提出“躍動港島
南”計劃，包括活化珍寶海
鮮舫。當時業主同意無償把
海鮮舫捐贈予海洋公園，由
政府負責推動海洋公園和非
政府機構協作，以非牟利方
式令海鮮舫繼續營運

由於海洋公園未能找到適合
第三方機構營運，不能落實
捐贈計劃。珍寶海鮮舫持有
人香港仔飲食集團宣布，擬
6月將海鮮舫移離香港，進
行檢查、維修及存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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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冼先生：富香港特色
香港仔珍寶海鮮舫歷盡滄桑，一

度瀕臨下沉危機，本身是南區老街坊
的中國香港民俗攝影協會會長冼培安
經常拍攝該船，他1日再到場記錄珍
寶海鮮舫的最後風采。他表示該船富

有香港特色，是南區的代表、地標，以往是遊客必到的景
點，“嗰時人人嚟到香港，個個都話要去香港仔食海
鮮”，登船又可一覽南區避風港的風情，“好吸引！”

對珍寶海鮮舫即將被拖離港，冼培安直言聽到消息時
感到“好失落，好可惜，一旦拖走咗唔會返嚟……”他認
為今次是特區政府政策問題，指“不能一本通書睇到
老”。珍寶海鮮舫上世紀九十年代至2000年仍能勉強經
營，但現在突然說難以再營業，“政府就話若不續牌，連
泊位都唔畀你，真係覺得有點那個囉（絕情）。”他感嘆
道：“珍寶海鮮舫是香港旅遊景點，連政府都唔幫佢，咁
佢點樣生存？”

吳先生：政府應保留
另一位居於香港仔中心的吳先生對

珍寶海鮮舫將被拖走感到可惜，又憶
述自己在2017年時曾在珍寶海鮮舫
擺新船入伙宴，當時筵開30多席，
好熱鬧。除了宴會，過去他也經常

“幫襯飲茶”。“可惜呀！都幾十年啦！所以（1日）食
完早餐就過嚟望一望……無辦法啦，疫情影響生計。”
他認為，珍寶海鮮舫在香港非常有名，政府都有一定責
任保留，“佢都算係古蹟。”

◆◆珍寶海鮮舫的廚房船珍寶海鮮舫的廚房船3131日晚疑因日久失修入日晚疑因日久失修入
水傾側水傾側，，幸由消防員固定後幸由消防員固定後，，暫無下沉危險暫無下沉危險。。

◆海鮮舫將於本
月移離香港，7名
立法會議員 1日
聯署去信特區政
府，要求政府積
極研究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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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線下商場逐漸恢復人氣，
更有遊樂景點將免費開放，希望為
親子家庭提供更多樂趣，增添線下
互動機會。

6月1日，在上海晶耀前灘，眾
多親子家庭前來為孩童購置兒童節禮物，香港文匯報
記者看到，無論是超市玩具櫃枱還是文具玩偶商店，
均吸引了眾多孩童的目光。一家包含文具的休閒物品
專賣店門口排滿了前來購物的大小朋友，店舖打出了
“畢業季”的招牌，希望為即將畢業升學的學生們帶
來更好的服務。

在上海南京路上，多家知名商場復市，其中上海
世茂廣場有46家品牌商舖開門迎客，商場也準備了復
工復市禮物，送給大小朋友們；大丸百貨還專門準備
了“六一”禮物，為消費者提供“童趣禮”以及玩具

優惠折扣等。
在上海靜安嘉里中心，亦有近百家商舖復工復

市，包括蛋糕店、母嬰專賣店以及童裝商舖等，不少
開通了線上線下優惠活動。

樂園免費入場日限5000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還從上海海昌海洋公園獲悉，儘

管“六一”當天暫未開放，但其將於6月3日至6月10
日免費向公眾開放，每日限5,000人。為保證安全的
遊園環境，公園內所有工作人員都將在已接種新冠疫
苗的基礎上，持72小時核酸陰性證明及每日體溫檢測
後上崗，並每天對各大點位進行多次消毒清潔，做好
迎接市民遊園的充分準備，“這次免費開放也是希望
讓更多大小朋友能夠感受快樂，感受一次超長版的兒
童節。” ◆香港文匯報記者倪夢璟上海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倪夢璟 上海報道）“以前我有參加過高年級

哥哥姐姐的畢業典禮，當時有表演節目，也有播放畢業紀念的視頻，我

們還沒有確定畢業典禮是線下還是線上舉辦，但這個典禮對於我們

來說非常有意義，所以我非常的期待。”在“六一”國際兒童

節這一天，上海黃教院附屬中山學校的張嘉寶許下心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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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天，上海進入全面恢復全市正常生產生活秩序階段。根據上海市官
方公布，分階段復學復課，除高二、高三以及初三學生將定時返校

外，上海中小學其他各年級學生繼續居家在線學習至學期結束，學校可
在學期結束前安排一次學生返校活動，包括為小學五年級學生舉行畢業
典禮等（編者註：上海小學一般為五年制），幼兒園、託兒所、託育機
構等不再安排返園。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到，上海不少學校開啟了“雲
上兒童節”活動，通過線上方式讓學生歡聚一堂演繹精彩節目，還有家
長帶領孩子出門購物踏青。不過孩子們依然期待之後的線下相聚。

“期待返校面對面交流”
作為小學畢業班的學生，張嘉寶已經收到了畢業典禮確認舉辦

的通知，但學校還沒有確定舉辦形式。為了彌補不能線下相聚的
遺憾，今年“六一”，張嘉寶所在的學校也舉辦了一場特殊的雲
活動，通過線上表演的方式，將學生們凝聚在一起，或展現相聲
才藝，或顯示朗誦特長，“雲互動”讓這個“六一”豐富多彩，
張嘉寶說：“希望疫情盡快過去，我很期待早日見到老師和同學
們。”

同樣是五年級生的金悅祺，直言疫情帶來最大的挑戰便是
“提升自控力”。他表示，同學們已通過網絡建立了自己的群
組，便於時常進行線上互動，老師們也會在線上為同學解惑答
疑，“但我更期待早日回到真正的課堂，和老師面對面的交流，
和同學們一起鍛煉一起學習。”
即將面臨畢業，金悅祺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學校將組織一

場雲畢業典禮，“但如果有機會還是希望和相伴5年的同學們在線
下見面一起紀念我們的成長，一起暢想未來，學校也正在努力為我
們爭取這個機會。”“六一”當天，金悅祺已經和幾位同學好友相
聚，他笑言：“這是更好也是更特別的兒童節禮物。”
愛菊小學四年級學生顧辰信，今年完成了一次特殊的“六一”作

業，他利用家裏的閒置物品拼出了“六一快樂”，還通過課外學習的剪
片知識，將自己的創作錄成視頻發給了老師同學，收穫了眾多肯定。他
說：“在家裏上網課要比平時更加自律，在學校上學可以和老師還有同
學互動更加及時，所以我非常期待能夠回學校。”

“很想念老師和同學”
今年“六一”，顧辰信與家人一起看望了家中長輩，外出後的他還

發現公園再度恢復了生機，商場也恢復了人氣，這讓他對於之後的返校
充滿期待，“這學期已經不用返校有些遺憾，我馬上也要升五年級了，
希望能夠有更多機會和小夥伴相聚，也祝福今年畢業的哥哥姐姐可以進
入理想的學校。”

許筱姌與許凌宇姐弟，亦期待線下與同學們的見面，由於疫情封控
在家多日，姐弟倆最期待的活動便是公園踏青擁抱大自然。許筱姌說：
“我們最想去公園看看綠葉紅花，在自然中呼吸新鮮空氣。”今年小學
四年級的她也即將升至畢業班，她表示，越臨近畢業越對老師與同學感
到不捨，“對於畢業典禮我是又期待，但又希望時間可以慢一點點。因
為畢業就意味着我們都長大了，也意味着在學業上有更大的壓力了。不
過，我最希望的還是疫情盡快結束，讓我們都恢復正常生活，盡快和老
師同學相見，我很想念他們。”

商場推優惠 攬大小朋友
��

◆◆一名小朋友在家長陪伴下在上海一名小朋友在家長陪伴下在上海
外灘的觀景平台邊休息外灘的觀景平台邊休息。。 新華社新華社

◆四年級學生顧辰信指上實體課師生互動
更及時。 受訪者供圖

◆金悅祺希望與相伴5年的同學見面。
受訪者供圖

◆◆今年小學畢業的張嘉寶希今年小學畢業的張嘉寶希
望參加實體畢業禮望參加實體畢業禮。。

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許筱姌與許凌宇姐弟期待早日
返校。 受訪者供圖

◆◆66月月11日起上海進入全日起上海進入全
面恢復全市正常生產生活面恢復全市正常生產生活
秩序階段秩序階段，，不少家長帶孩不少家長帶孩
童到商場購置文具等用童到商場購置文具等用
品品。。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倪夢璟記者倪夢璟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也許我沒有天分，但我有夢的
天真……”據新華社報道，伴隨着歌曲《追夢赤子
心》激昂的旋律，在校園舞台上，12歲的楊喜和同
學們一起熟練地敲打着架子鼓，節奏明快，一臉自
信。

為慶祝“六一”國際兒童節，在公益組織的支
持下，地處貴州烏蒙山區的畢節市大方縣綠塘鄉恒
大第十小學校園裏文藝活動精彩紛呈，贏得台下師
生、家長陣陣掌聲。文藝活動還通過社交網絡平台
直播，獲得不少網友點讚。

從遙不可及、一無所知到有機會學習並演奏一
門樂器，有不少像楊喜一樣農村孩子的改變正在從
大山裏的“音樂課堂”開始。

據了解，“音樂課堂”項目是貴州省為愛黔行公
益服務中心（以下簡稱“為愛黔行”）在基層教育部
門、團組織等指導支持下，自主開發的品牌公益項
目，主要通過為偏遠山區學校或易地搬遷安置點配套
學校捐建音樂教室，將樂器和舞蹈融入學校音樂課
堂，為鄉村孩子提供系統專業的音樂學習機會。

在類似的項目學校，“為愛黔行”會一次性投
入3.5萬元（人民幣，下同）至4萬元的改造經費，
同時每年還會給予1萬元“音樂課堂”運行經費，用
於教師培訓、舉辦文娛活動等。

貴州大山“音樂課堂”
點燃留守兒童夢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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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雅安3分鐘2次地震 最大6.1級
接報4死14傷均在寶興縣 屬2013年蘆山7.0級地震餘震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記者向芸及新華社、中新社、澎湃新

聞、央視軍事報道，6月1日17時00分，四川雅安市蘆山縣

發生6.1級地震，震源深度17千米。17時03分，雅安市寶興縣發生

4.5級地震，震源深度18千米。四川成都和重慶等地震感明顯。接報

後，國務院抗震救災指揮部辦公室、應急管理部立即啟動國家地震

應急三級響應，並派出由中國地震局副局長帶隊的工作組赴現場指

導處置。截至當日晚間22時，官方通報地震造成蘆山縣、寶興縣部

分鄉鎮受災，雅安全市範圍接報4死14傷，均在寶興縣。根據四川

省地震局分析，雅安市蘆山縣的6.1級地震發生在2013年蘆山7.0級

地震餘震區內，屬於蘆山7.0級地震的餘震。

蘆山縣位於四川盆周山區西緣。據移動人口大
數據分析，此次震中20公里範圍內人口數

約7萬，50公里範圍內約117萬，100公里範圍內
約789萬。震中距寶興縣12公里、距蘆山縣25公
里、距雅安市41公里，距成都市113公里。震中
5公里範圍內平均海拔約1,554米。

雅安學生：學校的樓都被震裂
成都市民陳女士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地震

時她剛好在14樓辦公室，她和同事在座位上被震
得直搖晃。“手機提前20多秒發出了地震預警，
電腦顯示屏和書櫃一直在響。剛準備下樓，第二
次地震又來了，兩次晃動的時間都挺長，大家被
嚇得心突突直跳。”

網友小墨說，他的單位是做地質勘察的，6月
1日剛好到寶興做項目，“人剛到就地震了，立馬
就地轉成救災。”在雅安的學生小李則表示，學校
的樓都被震裂了，“震感超級強烈，第一次震還沒
想跑，第二次屬實是被嚇着了，現在腿都是軟的。
上一次這麼明顯的震感還是汶川地震。”

蘆山寶興主幹光纜全部恢復
地震發生後，國務院抗震救災辦公室、應急

管理部持續調度部署人員搜救、災情核查、震情
監測、群眾安置和次生災害防範等抗震救災工
作，調派國家綜合性消防救援力量趕赴震區。

地震導致蘆山縣、寶興縣部分地區通信不

暢，經過緊急搶修，目前蘆山縣和寶興縣主幹光
纜全部恢復，其他中斷光纜線路正在搶通中，震
區村鎮出現停電情況，相關災情排查工作正在展
開。地震發生後，四川省消防救援總隊蘆山縣大
隊派出前突力量15人、3車已到達震中，四川消
防救援、森林消防261人正在趕赴震中，已調派
四川省內5支重型、13支輕型地震救援隊1,280
人集結待命，做好隨時出動準備。貴州、雲南、
重慶總隊8支重型、23支輕型地震救援隊2,180
人已做好跨區域增援準備。

成都客運段46趟列車晚點
記者從中國鐵路成都局集團有限公司成都客

運段獲悉，由該段擔當的46趟列車出現不同程度
晚點，調度室立即做出判斷，通過列調聯繫相關
線路上的列車長，協調完成晚點後旅客的處置工
作。據鐵路成都車站相關負責人介紹，地震發生
後，成都東站立即扣停站內待發列車，加派工作
人員做好滯留旅客解釋工作，加開退票窗口，幫
助旅客盡快辦理退票手續。

人民網發布的視頻顯示，當地有山體出現了
滑坡且導致山下車輛出現損傷。當地位於寶興縣
境內的國省幹線G351、S308有斷道點，正在組
織搶通。其他路段還在組織力量排查。根據雅安
市蘆山縣6.1級地震震級與影響場烈度，結合四川
省氣象台天氣預報情況，四川省地質災害指揮部辦
公室預計地震發生後的24小時，雅安雨城區、名

山區、蘆山縣、寶興縣、天全縣，成都邛崍市、大
邑縣等2市7個縣（市、區）發生地質災害的風險
較高（黃色預警）。

短期內發生更大地震可能性不大
中國地震台網中心組織專家對四川蘆山附近

地震活動進行研究分析稱，此次蘆山6.1級地震發
生在巴顏喀拉塊體東邊界的龍門山斷裂帶上，震
源機制解初步結果顯示為逆衝型破裂，距離最近
的斷層是雙石—大川斷裂，距離約2千米。

根據歷史地震序列特徵、地球物理觀測資料，
中國地震台網中心綜合會商初步判斷，這次地震為
主震—餘震型地震，短期內蘆山餘震區再次發生更
大地震的可能性不大。

據介紹，巴顏喀拉塊體位於青藏高原主體地
區的中北部，龍門山斷裂帶位於巴顏喀拉塊體東
邊界，是中國的強震高發區和最重要的地震活動
斷裂帶之一，歷史上曾發生多次強烈地震。

1900年以來，此次蘆山6.1級地震震中附近
200千米範圍內，共發生6級以上地震21次。其
中，6.0-6.9級地震16次，7.0-7.9級地震4次，8級
地震1次。這些地震中，震級最大的為2008年5
月12日四川汶川8.0級地震（距離本次地震震中
約83千米），時間最近的為2014年11月22日四
川康定6.3級地震（距離本次地震震中約121千
米），空間距離最近的為2013年4月20日四川蘆
山7.0級地震（距離本次地震震中約9千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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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 雅安地震是北京
時間 2013 年 4 月 20 日 8 時
02 分四川省雅安市蘆山縣
（北緯 30.3，東經 103.0）
發生的7.0級地震。震源深

度13千米。四川省雅安市、成都市、樂山
市，陝西省寶雞市、漢中市、安康市等地均
有較強震感。據雅安市政府應急辦通報，震
中蘆山縣龍門鄉99%以上房屋垮塌，衞生院、
住院部停止工作，停水停電。截至2013年4
月24日10時，共發生餘震4,045次，3級以上
餘震103次，最大餘震5.7級。受災人口152
萬，受災面積12,500平方公里。

據中國地震局網站消息，截至2013年4
月24日14時30分，地震共計造成196人死
亡，失蹤21人，11,470人受傷。

來源：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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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雅安地震
震中房屋幾全毀

◆救援隊已經出發前往蘆山地震震區參與救援工
作。 新華社

◆◆四川雅安蘆山地震四川雅安蘆山地震，，救援人員拯救車救援人員拯救車
上被困者上被困者。。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2022年6月2日（星期四）中 國 經 濟3 ◆責任編輯：凌晨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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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化重點企業“點對點”幫扶
國務院部署加快穩經濟措施落地生效

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1日主

持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部署加

快穩經濟一攬子政策措施落地生效。會議

指出，穩經濟一攬子政策既是及時加大力

度穩住經濟大盤的重要舉措，又堅持圍繞

市場主體實施宏觀政策，實行精準調控，

提高效率，不透支未來。推進復工達產，

強化重點企業“點對點”幫扶，安排進一

步加大困難群眾救助幫扶力度。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海巖北京
報道）中國國家統計局周二公布的5
月製造業PMI與財新製造業PMI均
從低位反彈，顯示中國經濟活動的修
復模式開啟，但仍都位於收縮區間，
企業生產經營仍未完全回歸正常，邊
際恢復動力待增強。

財新智庫高級經濟學家王喆指
出，兩個製造業PMI主要分項指標
指向基本一致，而國家統計局製造業
PMI樣本企業生產狀況較財新製造業
PMI樣本企業更好，或與前者樣本中
部分企業偏中上游有關。

疫情衝擊嚴重 恢復緩慢
通常認為國家統計局PMI調查

樣本則以大型企業為主，財新中國製
造業PMI的樣本更傾向於中小型企
業、輕工業、出口主導型企業，這些
企業生產經營在此次疫情中受衝擊更
為嚴重，恢復亦更加緩慢。國家統計
局數據顯示，5月大型企業製造業
PMI回升2.9個百分點至51，率先回
升至擴張區間，而中小型企業PMI
回升幅度較低，繼續低於榮枯線。

平安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鍾正生
指出，目前大型企業景氣程度改善，
明顯好於中小型企業，大型企業生產
指數、新訂單指數，無論從絕對值或
是改善程度來看均好於中小型企業。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國家統計局發布
的5月小型企業生產經營活動預期指
數環比僅回升0.3至51.5，與3月仍
有較大差距，表明小型製造業企業預
期轉弱更加明顯，且更為持久。中小
企業量多面寬，事關穩經濟穩就業全
局，推動中小企業復工復產，是穩住
經濟的當務之急。

行業復甦不平衡仍突出
官方製造業PMI就業人員指數

仍低於50，財新製造業PMI就業指
數收縮程度加深，華興證券（香港）
首席經濟學家龐溟認為，就業市場壓
力尤其是服務業吸納就業的壓力依然
較為嚴峻，政策支持需要着力指向穩
市場主體穩崗位穩就業。光大銀行金
融市場部宏觀研究員周茂華認為行業
復甦不平衡問題仍突出，需要落實落
細助企紓困政策，適度加大有效投
資、加大受困與低收入群體保障力
度。

會議指出，推出穩經濟一攬子政策措施，主要
是對政策實施提速增效。落實黨中央、國務

院部署，各部門迅速行動，6方面33條政策措施實
施細則制定出台取得積極進展。下一步要對政策再
作全面篩查、細化實化，讓市場主體和人民群眾應
知盡知、應享盡享。新增1,400多億元（人民幣，
下同）留抵退稅，要在7月份基本退到位；對金融
支持基礎設施建設，要調增政策性銀行8,000億元
信貸額度，並建立重點項目清單對接機制。其他各
項政策都要細化到可操作、能落地。密切跟蹤政策
實施情況，該完善的及時完善。

財新製造業PMI升 仍處收縮區
近日中國內地疫情形勢好轉，加之復工復產

持續推進，帶動製造業景氣度回升，1日公布的5
月財新中國製造業採購經理人指數（PMI）升至
48.1，較4月升2.1個百分點。不過，數字已連續
三個月處於收縮區間，顯示疫情對經濟的負面影
響仍在持續。

分項指標顯示，5月生產指數和新訂單指數雖
有回升，但繼續低於榮枯線，其中需求略強於供
給，顯示新一輪疫情仍未結束，市場供求兩側未
能得到根本改善。外需持續低迷，新出口訂單指
數連續十個月位於收縮區間，收縮幅度較4月收
窄。顯示物流情況的供應商供應時間指數有所回
升，但仍大幅低於榮枯線，為2020年4月以來次
低，採購量、原材料和產成品庫存均繼續下降。
財新智庫高級經濟學家、研究主管王喆認為，這

顯示當前物流遠未正常化。

保證就業物流暢通是重中之重
另外，企業家經營預期指數降至近五個月新

低，並位於長期均值之下。王喆表示，5月多地局
部疫情持續，製造業景氣度邊際改善但仍位於收
縮區間。需求略強於供給，內需略強於外需，但
均在榮枯線之下。疫情影響逐漸傳導至就業，就
業持續走弱。供應鏈受阻、物流時間延長問題未
能得到徹底改善。成本端和收費端價格的分化進
一步擠壓了企業的盈利空間。王喆認為，保證就
業和物流暢通是重中之重。打通產業鏈供應鏈堵
點，推動復工復產，有助於穩定市場主體、提供
就業保證。此外，幫扶紓困政策不應只限於供給
側，對受疫情影響收入下降人員的補貼亦應提上
日程。

與多數分項指標邊際改善不同，5月財新PMI
就業指數收縮程度加深，在過去十個月中第九次
位於收縮區間。市場需求疲弱，企業增加用工意
願不強。另外，成本端和收費端價格分化，製造
業利潤承壓加劇。一方面，原材料、燃料、運費
價格持續高企，製造業企業購進價格指數連續24
個月位於擴張區間；另一方面，受市場低景氣度

影響，出廠價格指數降至收縮區間，創2020年5
月以來新低。

對失業農民工發放臨時補助
1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指出，堅持圍繞市場主

體實施宏觀政策，實行精準調控，提高效率。對
打通物流大通道和微循環、推進復工達產，要找
準堵點、完善舉措，強化重點企業“點對點”幫
扶；對投資項目，各地各相關部門都要建立台
賬，通過優化審批、加強用地等保障推動盡快開
工。落實支持平台企業合法合規境內外上市、放
寬汽車限購等舉措。另外，要堅持用改革舉措、
市場化辦法解難題，深化“放管服”改革。大力
推進政策“非申即享”、網上辦。還要強化政策
落實督促。

就當前部分群眾就業和收入受到影響，基本
生活面臨困難，會議指出，對符合條件的失業農
民工，無論是否參加失業保險，都要發放臨時補
助或救助，並明確發放主體；要有針對性加大政
策幫扶，把基本民生底線兜住兜牢，確保養老金
按時足額發放，加大低保等救助力度；要保持醫
保報銷比例和藥品品種穩定；加強民生保障資金
監管。

當
務
之
急
推
動
中
小
企
復
工
復
產

◆◆ 55月財新中國製造業月財新中國製造業PMIPMI升至升至4848..11，，不過不過，，
數字已連續三個月處於收縮區間數字已連續三個月處於收縮區間。。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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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新北市確診死亡兒童 「恩恩」的父
親林先生，今天凌晨表示，消化完新北市府提供的
資料後，為了幫恩恩討一個真相，仍然會找時間去
市府消防局聆聽報案電話錄音檔，並核對資料。

新北市中和區2歲男童 「恩恩」在COVID-19
（2019冠狀病毒疾病）Omicron疫情期間，確診後
轉重症，經雙和醫院及台大醫療團隊搶救仍不治。
男童父親林先生為尋求真相，依政府資訊公開法申
請當事人報案紀錄、政府間橫向聯繫紀錄。

林先生於2日到新北市府取得相關資料，但並
未獲得119報案紀錄聲音檔，僅由消防局提供錄音
檔的逐字翻譯譯文，並安排林先生隨時可透過專人
專送，聆聽錄音檔內容。

林先生今天凌晨透過臉書（Facebook）發文表
示，申請提供關鍵的81分鐘間，消防局、報案人、
衛生局、醫院彼此間的所有通話錄音原始檔，並請
求能夠調閱、聆聽、複製、抄錄。未料，市府只提
供譯本給他看，更不能接受欠缺很多東西， 「這樣
的資料內容叫做都好了嗎」。

林先生說，嚴正請求提供電話錄音讓他複製帶
回去聆聽確認譯本的原因是，這關鍵的81分鐘通話
錄音原始檔，充滿他妻子聲嘶力竭地哭泣聲音，這
會讓他情緒帶回當時的現場，他不願也不想在陌生

的地方，被人看到他的崩潰。另外，也需要時間消
化吸收這些情緒。

林先生說，若他與妻子只能接受有消防局人員
在場的情況下，去聽痛苦的錄音檔，那2日是沒有
力氣做到，也需要回去與妻子討論準備一下心情，
所以，當時與消防局專員說 「今天不去了，我想先
好好整理資料」。

林先生說，起碼有了資料，可回去比對手邊的
通聯紀錄，等整理出來再去聽會更接近真相，其想
法就是如此。為了幫 「恩恩」討一個真相，還是會
去走完流程，等這幾天把資料消化完，也還是會去
請求市府聆聽聲音檔並核對譯文。

新北市副市長劉和然2日下午主持疫情記者會
與接受聯訪都表示，市府提供的是報案全部逐字稿
，約10幾頁，如果當時想要當場聽，市府已做好準
備；但當天沒有要聽，如這幾天想聽並核對逐字稿
，會有專人送到新竹讓恩爸聽。

劉和然說，恩爸有說，聽一次可能不夠，市府
絕對尊重其權利，任何時間、任何地方，都會安排
專人送達，以提供比對逐字稿看哪裡要需要補強。
至於所提供的資料中，恩爸提出需補充的地方，只
要符合政府資訊公開法可提供的，依法都會補充給
恩爸，新北市府會用最務實態度跟恩爸保持聯絡。

（中央社）今年高雄最年長的畢業生是左營高中進修部阿嬤
楊洪微，70歲就讀國小補校，又因女兒的鼓勵，6年前跟外孫一
起念國中，憑著 「活到老、學到老」繼續攻讀高中，並在今年以
88歲取得高中文憑，也是左中史上最高齡畢業生。

民國23年出生的楊洪微是家中長女，父親在她12歲時過世
，一肩扛起負責照顧弟妹及協助媽媽農作，在當時社會環境，一
般人要讀書都很不容易，更何況是女孩子，因此在小學四年級時
，她就被迫中斷學業沒能繼續念書。

直到70歲，還在賣菜的她，為了能學會加減算術，不想在
做生意時找錯錢，也希望順便能多認識幾個國字，於是進入右昌
國小讀補校，畢業後礙於生活壓力及平時有工作要忙，也就沒再
繼續升學。

6年前，楊洪微的先生過世，小女兒因捨不得讓她一個人生
活，於是全家搬來跟她同住，當時外孫將就讀國中，這時若跟外
孫一起就讀，也能同時畢業，於是在小女兒鼓勵下，楊洪微報名
了右昌國中補校，重拾書本念書。

楊洪微的好學精神，也在老師及同學鼓舞下進入左營高中進
修部，儘管課程更艱深，對年近90歲的她來說格外吃力，但她
刻苦學習，同學及師長也不厭其煩地教導，讓她以高齡88歲取
得高中文憑，也一圓自己高中畢業的夢想。

左中表示，楊洪微阿嬤個性閒不下來，畢業後仍藉著田事種
菜當成是每日運動，賣菜依然是她的日常，不過對很多學弟妹來
說，從楊洪微阿嬤身上，讓人再次見識到 「活到老學到老」，想
要學習永遠不嫌晚。

高雄左中最高齡畢業生
88歲嬤楊洪微圓夢

（中央社）花蓮縣身心障礙人數約2.6萬人，有長照服務需
求者有1.5萬人，過去只能利用電話預約復康或長照巴士接送，
因此花蓮縣政府委託資訊公司，規畫建置網路訂車系統，民眾用
電腦或手機上網即可預約接送，且未來會持續優化，並研議納入
無障礙計程車的訂車服務。

縣府社會處委託康訊公司設計 「花蓮縣復康暨長照民眾網路
訂車系統」，經評估符合服務使用資格者，即可登入系統預約復
康或長照巴士接送，且家屬也能透過電腦或手機上網預約，並提
供乘車前後15分鐘內車輛位置查詢功能。

「線上有速度，線下有溫度。」縣長徐榛蔚昨在訂車系統啟
用儀式上表示，這2年疫情影響，大幅提升數位使用率，也讓遠
距醫療邁向一大步，花蓮南北狹長，但希望透過便捷的網路訂車
系統，提供長者、身障者更便利的服務。

縣府指出，縣內目前有31輛復康巴士，委託門諾基金會提
供服務；長照交通接送特約單位則有門諾基金會、一粒麥子基金
會、富爾捷居家護理所、花蓮縣老人暨家庭關懷協會、信義計程
汽車公司、花蓮縣脊髓損傷協進會等6家，共66輛車。

花蓮縣脊髓損傷協進會理事長彭儀珠肯定訂車系統的便利性

，但她坦言，她已70多歲，學習新科技有一定難度，所幸縣府
維持電話預約服務，提供學習與適應時間，也建議縣府，未來可
嘗試改成圖形化介面，以利操作方便。

縣府社會處長陳加富表示，訂車系統剛上線，仍需調整與規
畫，民眾若有操作問題，都可洽社會處或服務提供單位，系統未
來會持續優化，規畫新增手機APP預約功能，同時也會研議納入
無障礙計程車的叫車服務。

花蓮復康長照巴士 可以上網預約了

討真相！恩恩爸將至市府聽音檔
深夜解釋想要音檔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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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經濟

通脹疊加股市波動
美國零售商開始改變銷售策略

美國低價商品連鎖店Dollar General

首席執行官瓦索斯(Todd Vasos)本周在

收益電話會上表示，計劃在貨架上增

加更多1美元的商品。他說，該公司的

核心顧客是那些年收入在4萬美元左右

的家庭，最近幾周，他們來店的次數

越來越多，購買的東西卻越來越少。

根據美國商務部公布的數據，美國

消費者(尤其是富裕家庭)購買力仍然強

勁，美國4月商品和服務消費額比3月增

加0.7%。但根據密歇根大學同日公布的

調查數據，消費者的情緒已降至10多年

來的最低水平。個人儲蓄率也再次大幅

下滑至4.4%，是2008年9月以來的最低

值。

沃爾瑪美國首席執行官福納(John

Furner)在本月早些時候與分析師的電話

會議上說，雖然遊戲機和庭院家具等

大件商品的銷售依然強勁，但一些顧

客也確實在轉向價格較低的超市自營

品牌商品，如乳制品和熟食肉等。

“我們看到這兩件事在同時發生。”

他說。

投資咨詢公司BCA Research首席策

略師約什(Dhaval Joshi)在近日一場以通

貨膨脹爲主題的研討會上對第一財經記

者表示：“每當出現的是一種供應驅動

的通貨膨脹，糾正的方法最終是通過需

求破壞。而我們現在就看到了這一點，

人們會考慮降低面包的檔次，如果不能

降低面包的檔次，就會降低其他一些可

支配的支出。”

根據顧客的錢包改變銷售策略
美國許多零售商都在爲通貨膨脹

和股市搖擺帶來的民衆支出影響做准

備，他們開始在貨架上擺放更多特價

商品，進行低價産品的營銷。

據美媒報道，沃爾瑪在貨架上擺

放了更多半加侖牛奶，而不是一加侖

牛奶，以方便顧客協調一周預算。沃

爾瑪也更多地備貨大米和豆子這樣單

價更低的主食。同時，該公司也撤下

了計劃在今年春夏投放的宣傳服裝的

時尚廣告，轉而開始宣傳“超值”商

品。

根據市場研究公司 IRI 的數據也

顯示，此前幾年，食品消費中大品牌

的市場份額持續增長，但最近一段時

間，購買食品的人已經轉向更便宜的超

市自營品牌。

美國零售商塔吉特(Target)也表示

，對新的消費行爲感到驚訝。由于儲

備了太多電視和廚房設備，塔吉特不

得不打折銷售這些商品。該公司首席

執行官康奈爾(Brian Cornell)在本月的

電話會議上說，盡管預計到大件商品

的購買會放緩，且消費者的支出重心

正從商品回到服務，但沒有預料到這

種轉變的規模。同時稱將更注重銷售

那些讓購物者感覺很便宜的産品。

工藝品零售商Michaels公司首席執

行官布坎南(Ashley Buchanan)說，預計

今年的消費者支出會減弱。因此，該公

司已經減少了對購物者可能沒有心情購

買的高價位産品的營銷，例如用于縫紉

、切割或拍攝工藝項目的技術設備。該

公司還將新的促銷計劃的推廣時間提前

，希望通過5美元的注冊獎金和購物返

現獎勵，來吸引資金緊張的購物者的注

意。

化妝品公司e.l.f.最近選擇不提高其

成本最低的口紅和腮紅的價格。寶潔公

司則推出一種洗潔精瓶，宣稱這種瓶子

可以讓用戶提取每一滴洗潔精，從而節

省資金。法國食品公司達能北美業務首

席執行官格蘭特(Shane Grant)也說：

“我們正在確定如何讓消費者購買必需

品時減輕壓力。”

拉鋸戰
市場研究公司NPD集團首席零售

業顧問科恩(Marshal Cohen)說：“這裏

存在著一場拉鋸戰，一方是消費者購

買他們想要的東西的願望，而另一方

是漲價衝擊了人們的錢包，他們不得

不爲此做出讓步。”根據該公司5月份

的調查，超過 80%的美國消費者計劃

通過購買更便宜或更少的産品來削減

開支。

密歇根大學經濟學家米納恩科夫

(Daniil Manaenkov)說，隨著刺激措施和

失業救濟金的枯竭，低收入消費者很可

能在去年底燒光了他們的儲蓄，如果失

業率等經濟指標迅速惡化，支出可能會

廣泛縮減。許多零售業高管說，通貨膨

脹使一些消費者，特別是低收入家庭感

到緊張。

另據美國商務部數據，由于新的

機動車、服裝、鞋類、娛樂用品以及

家具和家用設備銷售增長，4月份美國

商品支出穩健增長了 0.8%。即使在服

務支出回升的情況下，對商品的需求

仍然強勁。一些目標顧客爲高收入群

體的零售商也表示，他們的銷售還沒

有放緩。

美國高檔連鎖百貨店Nordstrom在截

至4月30日的最近一個季度中，淨銷售

額上漲18.7%，達到35億美元。服裝、

鞋類和設計師産品等類別的增長最爲強

勁，因爲顧客開始回歸社交活動、旅行

和辦公室，有更新衣櫥的需求。

寵物用品公司Petco Health &Well-

ness 首席執行官考夫林(Ronald Cough-

lin)也表示，從新鮮食品到寵物飾品，

高檔寵物用品的銷售額繼續上升。

美國投資銀行Grant Thornton 首席

經 濟 學 家 斯 旺 克 (Diane Swonk) 說 ：

“高收入和中等收入家庭仍然積累

了一些儲蓄。但收入最低的五分之

一家庭現在已經動用了他們僅有的

一點超額儲蓄。”

綜合報導 近來，黃金消費和投資出現降溫迹

象。中國黃金協會最新統計數據顯示，2022年一

季度，全國黃金實際消費量260.26噸，與2021年

同期相比下降9.69%。其中：黃金首飾168.86噸，

同比下降0.19%；金條及金幣69.62噸，同比下降

27.71%。

中國黃金協會對此表示，受益于消費需求釋放

，又恰逢春節、元宵節、情人節購物熱潮，1月份

至2月份黃金首飾消費保持強勢，但隨著3月份黃

金價格的上漲及國內部分地區新冠肺炎疫情出現反

複，黃金首飾消費受到較大衝擊，一季度整體消費

被拉低。全球政治經濟形勢的多變支撐了黃金投資

需求，一些大型黃金零售商和商業銀行金條銷量仍

維持一定增長，但金價的高企加重了民間投資者的

觀望情緒，標准小金條出庫量大幅下降，導致金條

銷量整體下滑。

對于近期黃金市場降溫，南華期貨金屬分析師

夏瑩瑩表示，一方面國內疫情影響了線下消費活動

；另一方面紐約商品交易所的黃金價格在3月初達

到2078美元/盎司高位後，4月下旬以來，隨著美元

的走強，美債實際利率持續回升，黃金價格呈現快

速下跌現象。投資者普遍存在買漲不買跌的心理，

進而導致黃金投資的熱情下降。

展望未來，業內人士普遍認爲，新冠肺炎疫情

能否得到有效控制是決定短期內黃金需求的關鍵。

菜百股份的一位高級黃金投資分析師對記者表示，

在目前全球經濟面臨下行壓力、國際地緣政治複雜

演變等超預期變化影響下，投資者會更傾向于選購

投資金條來防範風險，“下半年如果美聯儲繼續加

快加息節奏，短期對國際金價會形成壓制，在國際

金價相對較低時，很多投資者會出手購買一些投資

金條”。

“目前金價相比3月份的曆史次新高已回調至

20元/克，國內黃金投資産品要從中長期的角度去

看，面對未來的全球不確定性，資産配置中黃金仍

是值得投資的標的，建議投資者在購買投資金條時

可以在下跌的過程中采取分批買入的方式，把價格

拉均。”上述黃金分析師表示。

世界黃金協會中國區CEO王立新認爲，隨著疫

情得到有效控制，未來壓抑已久的金飾消費需求可

能會在短期內得到一定釋放；另外，對通脹壓力及

低收益率的預期可能會對黃金投資需求起到支持作

用。

夏瑩瑩表示，目前美聯儲正處于加息周期中，

美國高通脹倒逼美聯儲不得不加快收緊貨幣政策。

美聯儲與美元指數體系內其他經濟體的貨幣政策反

差正推高美元指數，從而對美元標價的黃金造成拖

累。從全年來看，今年美聯儲貨幣政策有望前緊後

松，加息對經濟的影響也將逐漸顯現，流動性收縮

初期大類資産的普跌，將逐漸轉化爲資金的優化配

置，並增加對貴金屬這類避險資産的偏好，下半年

黃金需求仍有望迎來上漲。

黃金市場為何在降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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