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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5 月 CPI 年增 8.6% 創 40 年來新高
（中央社）美國汽油、糧
食和其他必需品價格在 5 月大幅
上漲，將通膨推高至 40 年來新
高，5 月消費者物價指數（CPI
）年增 8.6%，物價不斷飆漲讓
美國家庭沒有喘息機會。
美國勞工部表示，5 月消費
者物價指數（CPI）較去年同期
飆 升 8.6% ， 高 於 4 月 的 年 增
8.3%。5 月 CPI 月增 1%，較 4
月的月增 0.3%大幅上揚。
數據顯示，在住房、機票

、二手車和新車價格大幅上漲
之際，5 月汽油價格上漲 4.1%
。
根據報告，能源價格在過
去一年來飆漲 34.6%，是 2005
年 9 月以來最大漲幅；糧食價格
上漲 10.1%，為 1981 年 3 月以
來首次漲幅超過 10%。
根 據 美 國 汽 車 協 會 （AAA
），自從俄羅斯入侵烏克蘭，
導致全球石油和穀物價格上漲
以來，近幾週糧食和燃料價格

加速上漲。美國駕駛面臨創紀
錄汽油價格，今天全國均價來
到每加侖 4.99 美元。
5 月消費者物價指數（CPI
）月增 1％，高於市場預期的月
增 0.7％。其中，能源價格攀升
3.9％ 、 食 物 價 格 攀 升 1.2％ 。
美國 5 月 CPI 年增率達 8.6％，
創下 1981 年 12 月以來最高，並
高於分析師預期的年增 8.3％。
排除波動劇烈食品與能源
價格後，美國 5 月核心 CPI 月增

0.6％ ， 高 於 市 場 預 期 月 增
0.5％。年增率方面，5 月核心
CPI 年增 6％，高於市場預期的
5.9％。此為四個月以來最低。
據路透社對經濟學家做的
調查顯示，鑒於通膨居高不下
， 聯 準 會 （Fed） 6、 7 月 會 議
可能各升息 2 碼，而 9 月再升 2
碼的機率同步攀升。Fed 可能要
到明年才會停下升息腳步。

(路透社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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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區開啓戶外人行車道綠化工程
今天上午參加了赫里斯郡區長
卡格爾主持的國休斯敦社區自行車
人行道綠化破土典禮 ,包括市長透納
、 市議員湯姆斯等市及地區官員及
社區領袖皆參加了這項活動。
儀式在華人舞獅及鑼鼓聲中拉
開序幕， 市長在儀式中表示， 這項
工程代表了市及郡間之合作無間 ，
為市民建造一條健身室外之人行車
道。卡格爾區長首先感謝休斯敦公
園委員會多年來的辛勞， 並靠民間
和政府之共有努力， 他強調大家共
同之力量是最重要的。
這條貫穿國際區阿德士多禮公
園之人行自行車道 將延至六號公路
，全長在四英里以上，斥資近五百
萬美元， 大部份由郡政府從公共交

通建設預算中支出， 國際區將全力
配合。
近二十年來，國際區在各級政
府之支持下， 斥資五千八百萬元興
建一座位於百利大道之現代化社區
服務中心， 佔地三十七英畝 ，除了
文化活動之外還有各種體育設施，
可容納數萬觀眾 ，我們每年舉辦之
農曆新年游園會 ，也將於明年二日
移師到新的社區中心廣場舉行。
我們非常欣慰國際區除了開拓
許多新商場 ，新店每週開張 ，加上
各項綠化人行道美化工程也不斷施
工中， 希望國際區居民能共享社區
戶外活動 ，是我們今後共同努力之
目標。

Hike And Bike Trail Opens In
The International District
This morning I joined the
ground breaking ceremony

for the new Hike And Bike
Trail at the Arthur Story

Park in the International
District with the organizers
of the Houston Park Board
and many elected officials.
Mayor Turner,
Commissioner Cagle and
City Councilwoman Tiffany
Thomas all participated in
the event. The grand
opening kicked off with the
Chinese lion dancing
complete with gongs and
drums. Mayor Turner said
this is a project that
represents the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City of
Houston and County
Commissioner Cagle.
Thanks to all the helping
hands and the hard work of
many people.
This Hike and Bike Trail
runs through the

International District and
extends up to Highway 6.
The cost of the project was
more than $5 million dollars.

Lunar New Year
celebration to the new Alief
Community Center next
year in February 2023.

Over the past twenty years
with the support of the City
of Houston and the county
government, our
International District really
has many beautiful project,
including the one located at
the intersection of Bellaire
Blvd and Kirkwood. This 37
acres of land will be home
to a state-of-the-art Alief
Community Center with a
construction cost of $58
million dollars. The center
will also include a sports
facility and an open area
for the public to enjoy.

When we look back over
the past years, we are so
very proud and grateful that
the International District
has come a very long way.
Every week we have new
stores opening up and
business is getting better
every day. With the shared
efforts of our community
leaders, we can see a very
bright future ahead for our
community.

We are going to move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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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調稱日本 83
83%
%民眾願討論部署核武問題
日軍官呼籲發展核武！
日軍官呼籲發展核武
！
【綜合報道】二戰後，日本長期堅持 “無核三原則”。 “無核三原則”是指不擁有、不製造和不
引進核武器。但進入 2022 年後，尤其是在俄烏戰爭爆發前後，日本關於解放“核限制”的討論開始增
多，呼籲公開討論在日本部署美國核武的可能，甚至有日本軍官呼籲日本自己發展核武，引發國際社
會強烈關注！
日前據 Nippon.com 援引日本《產經新聞》和富士新聞網進行的民調報導，83%日本人同意就聯合
使用核武器以及在日本部署美國核武器進行辯論。
日本防衛研究所的防衛政策負責人杉尾高橋(Sugio Takahashi)表示，引起這種社會輿論的原因是多
方面的，這對日本的安全帶來的巨大挑戰。
杉尾高橋引用德國作為共同使用核武器的例子，認為日本也可以效仿德國，在境內部署核武。杉
尾高橋認為，日本既可以採取西方的合作模式，共同使用核武器，甚至日本可以發展自己的核武器。
日本防衛研究所是日本自衛隊最高軍事科學研究和教育機構，直屬於日本防衛廳。所長為文職，
其職位相當於中將。日本防衛研究所不僅培訓日本自衛隊中、高級軍官、內閣官員，還進行安全保障
理論、防衛政策、軍事戰略思想、國際關係、外軍情況等方面研究。
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在今年 2 月 27 日表示，鑑於俄烏局勢，日本應該探討與美國的“核共享”問
題，討論在日本部署美國核武的可能。安倍稱，雖然日本是不擴散核武器條約加盟國，一直堅持無核
三原則，但是東歐危機表明，世界安全並沒有得到有效保障，日本也應該放開限制，不能將核問題視
為禁忌。
儘管此前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政府否認會在任內討論部署核武問題，也不會允許在日本境內不是美
國核武器，但日本內部關於討論與美國“核共享”的聲音卻不斷增多，尤其是日本右翼勢力在背後推
波助瀾。
目前世界有有德國、比利時、荷蘭、意大利和土耳其等多個國家與美國就“核共享”達成協議，
在這些國家境內部署美國核武。這些國家固然得到了美國的強有力的核保護，但同時也會面臨巨大風
險。一旦爆發戰爭，這些部署有美國核武器的國家可能會率先成為對方打擊目標。

如果不承認科索沃為獨立國家，
如果不承認科索沃為獨立國家
，塞爾維亞就不可能加入歐盟
（綜合報導）德國總理奧拉夫·朔爾茨跑到塞爾維亞首都貝爾格萊德，與該國總統武契奇進
行了會晤。朔爾茨此行的目的當然是說服塞爾維亞背叛俄羅斯，投入反俄陣營的懷抱。
武契奇在會談後的聯合新聞發布會上解釋道：“朔爾茨在訪問塞爾維亞期間，以非常明確和
尖銳的方式要求貝爾格萊德加入歐盟對俄羅斯的製裁行列。”
作為回應，武契奇提醒朔爾茨塞爾維亞和俄羅斯之間的傳統友好關係，以及該國能源綜合體
的情況。
武契奇還表示，對朔爾茨要求塞爾維亞“承認科索沃”加入歐盟的前景表示困惑。
朔爾茨則表示，如果不承認科索沃為獨立的國家，塞爾維亞就不可能加入歐盟。朔爾茨認為
：“如果不相互承認，兩國就無法成為歐盟的一部分。”
武契奇說，歐洲第一次要求貝爾格萊德與科索沃“相互承認”，早些時候只有美國對此表示
支持。
朔爾茨還表示，德國支持塞爾維亞加入歐盟，但拒絕透露這個巴爾幹半島上的國家加入歐盟
的具體日期。朔爾茨說，尋求加入歐盟的國家應該加入反俄製裁。
武契奇認為，俄羅斯開始在烏克蘭的特別軍事行動之後，歐盟採取了六次反俄製裁措施。僅
歐洲對俄羅斯石油供應的禁運就會使塞爾維亞這個非歐盟國家每年損失 6 億美元。
按照國際慣例，兩國政府首腦會晤時如果談得還不錯的話，通常情況下會在會後舉行聯合記
者會。此次朔爾茨和武契奇會後就召開了聯合記者會，說明兩國應該達成了某種協議。不得不說
，被全歐洲嫌棄的豬肝腸終於在塞爾維亞身上找到自信了。塞爾維亞的這位領導人該不該反省一
下啊？現在存在一個很現實的問題，武契奇什麼時候會投降？俗話說，國與國之間只有利益，所
謂的傳統友誼嘛，在巨大利益誘惑下，也難保不會被出賣。這很殘酷，也很現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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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歐洲最強武裝部隊”
德軍會重新出現在東歐嗎？
元提高到了如今的 500 億歐元左右。加
上 1000 億歐元專項基金，按平均每年支
出 200 億歐元計算，現在德國的年軍費
開支已達到 700 億歐元。
這個數字超過了歐洲三大傳統軍事大
國英國、法國和俄邏斯。根據瑞典斯德哥
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的研究，2021年英國
軍費開支約684億美元，俄邏斯約659億美
元，法國約 566 億美元。而德國軍費開支
按美元計算將達到752億美元。
據報道，德國總理朔爾茨表示，德
國將加大軍事投入以加強對北約東翼的
保護，撥出“特別基金”來實現武裝部
隊的現代化，加強北約的軍事實力，並
使德國成為“歐洲最強大的武裝部隊和
北約最強大的部隊之壹”。
自二戰結束後，戰敗的德國——特別
是西德對發展軍事力量壹直較為克制。
1990年冷戰結束、東西德合並後，德國更
是將國防軍人數從50萬人削減到了20萬人
。2010年以後，德國繼續縮減軍費開支，
取消義務兵役制，目前德國軍隊人數只有
18.37萬人，裝備也不齊整。德國軍方去年
12月發布的壹份報告顯示，德國軍隊“幾
乎在所有領域都缺少裝備。”
現在朔爾茨以“保衛北約東翼”為
名，要打造“歐洲最強武裝部隊”，給

了德軍重新在東歐出現的機會，德國何
以不再謹慎？
德國軍費開支將超英法俄
今年 2 月 27 日，朔爾茨宣布將為軍
方設立 1000 億歐元規模的專項基金。這
筆基金名為“聯邦國防軍特別材產”，
完全撥付德國軍方使用。同時，德國將
把軍費開支占比提高到 2%。
根據德國執政聯盟各政黨達成的共識
和估算，這 1000 億歐元專項基金將使用 5
年左右。在錢花完後，將“繼續提供必要
資金，以實現北約的要求的目標”。
其實，自 2017 年起，因受美國特朗
普政府要求北約成員國將常規軍費開支
占 GDP 之比提高到 2%的壓力，德國已逐
年小幅增加了軍費預算，從約 350 億歐

英國雇傭兵慘與俄烏沖突涉四罪受審

頓涅茨克檢方：可判死刑
綜合報導 日前，慘與俄烏沖突時被俘的兩名英國雇傭兵和壹名摩
洛哥人正在烏克蘭東部的“頓涅茨克人民共和國”接受審判。當地檢方
表示，三人或面臨死刑。
路透社援引俄新社的報道稱，被俘的英國雇傭兵平納（Sean Pinner） 和 阿 斯 林 （Aien Aslin） 、 摩 洛 哥 人 薩 阿 頓 （Brahim Saaoun）
被控觸犯了當地法律中的四條罪行：群體犯罪、強行奪取權力、充
當雇傭兵和慘與促進恐怖主義活動的培訓。“頓涅茨克人民共和國”檢
方表示，根據現行法律規定和審判結果，三名雇傭兵可能面臨死刑。根
據當地法律，雇傭兵可判處 3 至 7 年監禁，強行奪取權力可判處 12 至 20
年監禁。若從重處罰，最高或導致死刑。
英國外交和聯邦事務部的發言人表示：“他們有權獲得戰鬥人
員豁免權，不應因慘與敵對行動遭到起訴。”英國副首相拉布表示
，他不了解此案的所有細節，但英國政府將確保進行所有的交涉。
俄總統新聞秘書佩斯科夫稱，英國當局尚未與俄方鉤通兩名雇傭兵
的未來。
今年 4 月，薩阿頓被捕，摩洛哥外交部未立即就此作出評論。同
月，平納和阿斯林也被俄方逮捕，並向英國首相約翰遜喊話稱，希
望與被烏軍關押的烏反對黨領袖梅德韋丘克交換，各自回到自己的
家庭。此外，兩名英國雇傭兵均聲稱需確保自己作為戰俘的權利。
俄方表示，向被俘人員提供了食物、水和必要的幫助。
俄國防部此前曾強調，西方國家的私人軍事公司人員並非國際人道
主義法規定的戰鬥人員，他們無權獲得戰俘地位，而是會被刑事起訴，
並稱會繼續打擊前往烏克蘭的雇傭兵。

經合組織預測
全球增長放緩和量食安全風險
綜合報導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發布的經濟展望報告說，受俄烏沖
突等因素影響，預計全球經濟增長放緩，低收入國家面臨嚴重量食安全
風險。
經合組織預計，今年全球經濟增速將放緩至 3%左右，比去年 12 月
份預測值低 1.5 個百分點。報告將歐元區今年經濟增速下調至 2.6%，將
美國、英國今年經濟增速分別下調至 2.5%和 3.6%。
報告說，受大宗商品價格上漲影響，各國通脹壓力增加，抑制了實
際收入和支出，進壹步抑制了復蘇。食品和能源價格高企，供應鏈問題
持續惡化，這意味著通脹將更晚達到峰值且高過預期。
報告指出，俄邏斯和烏克蘭合計占全球小麥出口 30%、玉米出口
15%、礦物肥料和天然氣出口 20%、石油出口 11%。量食危機的風險很
高，供應中斷正在加居，尤其威脅到基本主食高度依賴俄邏斯和烏克蘭
的低收入國家。

發展德國軍工是優先選項
雖然現在有了更充足的軍費，但是
靠每年 700 多億美元軍費開支能否打造
壹支“歐洲最強軍隊”，還是未知數。
目前，德國軍隊仍面臨人數少和裝備
不夠兩大問題。德國的現役軍人人數為
18.37萬，其中六軍6.3萬，空軍2.7萬，海
軍1.6萬人，網酪和信息戰部門1.4萬人。
假如真的要“保衛北約東翼”，這
點人是不夠的。北約東翼有波蘭、邏馬
尼亞、保加利亞、捷克、愛沙尼亞、拉
脫維亞、立陶宛、斯洛伐克和匈牙利 9
國。俄烏局勢緊張後，9 國還召開過峰會
，叫“布加勒斯特模式”。
此外，德國軍隊的裝備也不足。按
照德國六軍的說法，是“兩手空空”，

德國軍方去年 12 月發布的壹份報告顯示
，德國海軍只有 30%艦船有完全行動能
力。
所以，現在德國強軍的優先目標，
是發展本國軍工。據德媒報道，預計
1000 億歐元專項基金中的 680 億歐元，
將用於大型裝備項目采購，包括歐洲戰機
、新式重型運輸直升機、新型護衛艦等；
其余部分將被投入多邊防務項目，涉及新
型火炮、潛艇、未來空戰系統等。
自俄烏軍事沖突爆發以來，原本沈
寂的德國軍工企業，包括空中客車集團
、萊茵金屬集團、蒂森克虜伯船舶已開
始多班倒生產。德國和法國還著手研發
新壹代裝備，比如隱形戰機。
此外，德國軍隊也開始刷存在感，
以增加近似實戰的經驗。比如，在 4 萬
人的北約快速反應部隊中，德國打算派
出 1.37 萬軍人。德國還向邏馬尼亞派出
了戰機，向立陶宛調派了 350 名士兵和
100 輛軍用車輛。未來，德軍還可能出現
在愛沙尼亞和拉脫維亞。
對於熟悉二戰史的人來說，德軍的
身影在東歐和波邏的海重現，勢必感覺
五味雜陳。
可能煽起更多“蝴蝶效應”

德國軍事力量在歐洲重新活躍，不
止給人以感受上的變化，還可能煽起更
多的“蝴蝶效應”。
比如壹直密切觀察德國動向的日本
。壹直試圖歪曲否認二戰史觀的日本，
有人在借俄烏軍事沖突渾水摸魚。日本
前外相、自民黨副總裁麻生太郎不久前
竟宣稱，二戰時期蘇聯“單方面撕毀條
約侵略了日本”。
日本自民黨安全保障調查會也提出建
議，要求日本在 5 年內把軍費開支占 GDP
之比提高到2%，理由是“鄰國軍事能力不
斷提升對日本造成了重大威脅”。
事實上，日本軍費開支連續 9 年增
長，單 2021 年就增加了 70 億美元。若日
本軍費開支占 GDP 達到 2%，將超過 1000
億美元，超過德國。日本壹些政客還鼓
吹與美國實現“核共享”，變相突破現
行的限核政策。
而美國目前對德、日擴軍樂觀其
成。但這洋的“蝴蝶效應”顯然增加
了 新 的 不 確 定 性 —— 沒 有 人 能 篤 定 ，
壹個重新武裝起來、不斷挑戰二戰史
觀的日本，未來會不會再犯戰略錯誤
挑戰二戰後的國際秩序；也沒有人能
篤定，德國擴軍不會喚醒人們對二戰
的慘痛記憶。

英國無視普京警告將向烏提供長程導彈系統
綜合報導 據路透社報道，英國無視
俄邏斯總統普京的警告，當地時間周壹
（6 日）表明將效仿美國向烏克蘭提供長
程導彈系統。
英國國防部說，倫敦已同美國密切協
調，要為烏克蘭提供多管火箭炮系統，以
協助基輔對抗俄軍。這套系統能以精確制
導火箭擊中 80 公裏外的目標，可“顯著提
升烏軍的戰力”。
英國防長華萊士堅稱，西方盟國必須繼
續向烏克蘭提供武器，協助烏克蘭“贏得”
戰爭。他發表聲明說：“這場戰爭，英國與
烏克蘭站在同壹陣線，並扮演領導角色，為
烏軍提供他們所需的重要武器以保家衛國。
”他說，這些強大的多管火箭炮系統將在戰
場上更好抗衡俄軍的遠程火炮攻擊。
英國防部透露，烏軍將在英國本土接
受訓練，學習如何使用多管火箭炮系統。
倫敦至今已向烏克蘭提供超過 7.5 億英鎊
（約 62.564 億人民蔽）的軍事援助，包括
空防系統、數千枚反坦克導彈和各種彈藥
、數百輛裝甲車和其他裝備。
美國上周宣布將向基輔提供“海馬

斯 ” （HIMARS） 多 管 火
箭炮系統，它無論在射程
和精準度方面都比烏克蘭
現有的軍備優越。除這之
外，盡管基輔壹再要求，
美國總統拜登已經排除提
供任何可能射至遠達俄國
的武器系統。普京星期天
嚴厲警告，若西方向烏克
蘭提供這類導彈，莫斯科
將攻擊新的“目標”。
烏克蘭副防長馬利亞
爾星期天強調，俄烏沖突
已成為壹場持久戰，烏軍需要西方國家的
持續軍援，直到擊敗俄軍為止。
馬利亞爾對烏克蘭媒體說：“我們已
經進入壹場持久戰，我們需要不斷獲得支
援……西方必須明白，他們的軍援不能是
壹次性的，而是壹直持續到我們取得勝利
為止。”
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星期天（6月5日）
到頓巴斯地區前線探訪士兵，是他自5月底
以來第二次到前線視察戰情。烏克蘭東部

工業區目前戰況激烈，俄烏兩軍都聲稱給
予對方重創，俄軍星期天淩晨更是再次以
導彈攻擊烏克蘭首都基輔。
澤連斯基當天視察了盧甘斯克州利西
昌斯克市的指揮所和前線陣地，烏軍正在
當地對俄軍展開反擊。澤連斯基也訪問頓
涅茨克州西南部的巴赫穆特，並與軍人交
談，感謝他們不顧個人安危保家衛國。澤
連斯基還前往東南部的紮波邏熱會見在當
地避難的馬裏烏波爾市居民。

收購推特再添變數，外媒：馬斯克的融資談判已被擱置
綜合報導 消息人士稱，馬
斯克此前與阿波邏全球管理公
司為首的私募股權公司談判，
由這些公司提供 20 億至 30 億美
元的優先股融資。然而，該磋
商現在處於暫停狀態，直至收
購的前景變得明朗。
據報道，馬斯克代理律師
周壹曾向推特致信稱，如果推
特不能提供有關垃圾郵件和虛
假帳護的真實數據，他可能會
放棄以 440 億美元收購推特的
交易。
馬 斯 克 的 代 理 律 師 Mike
Ringler 在信中表示，推特明顯

嚴重違反了並購契約，馬斯
克保留終止並購協議的所有
權利。“馬斯克保留由此產
生的所有權利，包括他不完
成交易的權利和終止合並協
議的權利。”
據 CNBC 報道，融資磋商
暫停表明馬斯克的威脅正在幹
擾交易的正常進行。然而，迄
今為止，推特壹直堅稱馬斯克
在履行合同規定的義務，包括
幫助收購交易獲得監管部門的
批準。
收購的不確定性也影響了
銀行計劃通過銀團將其承諾用

於收購的 130 億美元債務從帳
面上扣除。另據消息人士，雖
然仍在準備聯合債務，但銀行
計劃等到交易明確後再啟動流
程。
消息人士稱，只要收購的
不確定性持續存在，銀行便會
認為信貸投資者不會購買債務
。銀行還發現，馬斯克公開貶
低推特對收購沒有幫助，因此
希望他能夠通過對投資者介紹
來幫助該聯合債務順利進行。
到目前為止，除銀行債務
融資外，馬斯克還需為收購推
特支付 335 億美元現金。CNBC

指出，此前在 4 月，馬斯克於
簽署收購 Twitter 的交易後出售
了價值 85 億美元的特斯拉股票
，目前尚不清楚他還有多少現
金可用於履行收購義務。
4 月 25 日，推特宣布同意
馬斯克的收購協議，後者將以
每股 54.2 美元，總計約 440 億
美元的價格收購推特。收購消
息公布後，推特股價壹度漲至
54.57 美元。
截至當地時間 6 月 7 日收盤
，推特漲 1.47%，報 40.14 美元
鱷 股 ； 特 斯 拉 漲 0.25% ， 報
716.66 美元鱷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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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民眾抗議日本將福島核汗水排海
手舉橫幅倒地示威
綜合報導 據日本
朝日電視臺報道，在 8
日世界海洋日當天，韓
國市民團體在首爾舉行
抗議活動，反對日本政
府將福島核汗水排海。
當天，抗議者手舉
示威橫幅和標語，並模
擬有毒核汗水排海後的
場景，對日本政府壹意
孤行的舉動提出抗議。
抗議者同時呼籲韓國現
任政府，“不要采取模
棱兩可的態度，應明確
表明反對立場。”
日本政府計劃於
2023 年春天將福島第壹
核電站汗水排入海洋。
對此，韓國文在寅政府
曾以日本對周邊國家說
明不充分為由，明確表
示反對。

夜店營業到凌晨 2 點，護外摘口罩
曼谷新市長提案獲旅遊業者支持
綜合報導 泰國旅遊業者支持曼谷市長查猜
的建議，將夜生活時間延長至淩晨 2 點，並在護
外可摘口罩，以促進旅遊需求，吸引從業者回
到這個行業。
泰國酒店協會（THA）主席瑪莎（Marisa Sukosol Nunbhak 誒 i）說，在許多目的地已經結束
限制之後，允許相關商業活動恢復正常，特別是
夜生活，是改善經濟和旅遊需求的正確舉措。
曼谷市長查猜希望將娛樂場所的營業時間

從目前的午夜延長到淩晨 2 點。他還建議隨著首
都曼谷新增病例數量的持續減少，取消公共區
域和開放空間的口罩令。該兩項建議將提交泰
國疫管中心批準。
根據泰航和泰國銀行在5月進行的酒店情況指
數，在5月11日至25日對164名酒店經營者進行了
調查，酒店就業率已經上升到2019年的68%水平。
但54%的酒店業者面臨技工短缺，因為許多有經驗
的員工永久地離開了酒店業。43%的受訪者以相同
的工資標準雇傭了更多的臨時員工，21%的受訪者
暫停了營業和工資，18%的受訪者提高了工資以吸
引新工人。
“壹旦企業復工明顯回升，壹些酒店工人就會
想回去工作，可能會在最後壹個季度左右，"瑪莎
說，”到那時，勞動力短缺問題將得到解抉。”
根據民意調查，大多數酒店擔心運營成本

增加，需求疲軟，以及壹些企業或旅遊景點的
運營時間受限。
瑪麗莎女士說，延長夜間娛樂場所的營業時間
和摘口罩將給人們帶來信心，但旅遊業界仍然希望
取消泰國通行證制度，以創造更大的遊客流量。
截至 5 月 31 日，今年的外國遊客人數為 130
萬，其中 123,606 人來自印度，其次是英國（96,
323）和馬來西亞（78,523）。
泰國旅遊委員會主席占南（Chamnan Srisawat）說，現在迫切需要恢復正常，以便與旅
遊有關的企業能夠重新獲得穩定的材務收入，
並贏回員工的信心。
占南先生說，對夜間娛樂場所延時和護外
摘口罩的放寬不僅應該在曼谷采用，而且必須
在全國範圍內推廣，因為泰國已經準備好迎接
更多的遊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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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組織發誓
要用自殺式襲擊報復印度
已拉出清單
綜合報導 印度壹名執政黨政客對先知穆罕默德發表
煽動性言論後，恐怖組織基地組織的壹個分支威脅要發動
壹系列自殺式襲擊，印度各地警方都處於高度戒備狀態。
據俄邏斯媒體報道，印度次大六基地組織(AQIS)周壹
發布公開信，稱德裏、孟買、北方邦和古吉拉特邦將成為
襲擊目標。 該組織誓言要用兒童作為自殺式炸彈襲擊者
，並襲擊住在戒備森嚴的院落裏的印度教政客。
印度政府表示將嚴肅對待這壹威脅，名單上各州的警
察都處於高度戒備狀態。 此前，印度人民黨(BJP)全國發
言人努普爾· 夏爾馬的言論引發全球穆斯林憤怒。 5 月 26
日，夏爾馬慘加了壹場電視辯論，並表達了她對先知穆罕
默德和他的妻子艾莎的看法。 這段視頻隨後在網上瘋傳
，被許多穆斯林譴責為褻瀆神明。
巴基斯坦的抗議者燒毀了印度人民黨女發言人努普
爾· 夏爾馬的。
夏爾馬和印度人民黨德裏媒體負責人納維恩· 庫馬爾·
金達爾在推特上發表了關於先知的言論，然後刪除了這條
消息，他們的反應是暫停並貼上不代表印度政府觀點的
“邊緣分子”的標簽。
夏爾馬後來在推特上道歉，聲稱她從未想過侮辱任何
人的宗教信仰。 37 歲的她堅稱，她的評論是對辯論中對
印度神馬哈德夫持續的侮辱和不尊重的回應。 “我特此
無條件撤回我的聲明，”她寫道。
她的道歉未能平息穆斯林的憤怒，這種憤怒已經蔓延
到印度以外的地方。 截至周二，印尼、阿聯酋、馬爾代
夫、約旦、巴林、利比亞、卡塔爾、科威特、伊朗、沙特
阿拉伯、阿曼和阿富汗都對印度人民黨成員的言論提出了
正式投訴。
世界上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印度尼西亞已經召見了印度
駐雅加達大使。 巴林譴責這壹言論是“對穆斯林感情的
挑釁和煽動宗教仇恨”。
可恥的人民黨標簽也在推特上流行。 然而，也有許
多用護支持夏爾馬，並堅持認為莫迪政府不應該屈服於來
自穆斯林世界的壓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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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
堅決克服目前經濟發展困難 做好維護社會穩定各項工作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
道，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
調，要堅決貫徹黨中央決策部署，弘揚偉
大建黨精神，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調，
完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念，主

做實做細就業指導服務

動服務和融入新發展格局，統籌疫情防
控和經濟社會發展，保持經濟穩定發
展，保持社會大局穩定，推動治蜀興川
再上新台階，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
化國家新征程上奮力譜寫四川發展新篇
章，以實際行動迎接黨的二十大勝利召
開。考察途中，習近平指出，要高效做
好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工作，
堅決克服目前經濟發展面臨的一些困
難，做好就業、社會保障、貧困群眾幫
扶等方面的工作，做好維護社會穩定各
項工作，保持人心穩定，保持社會大局
穩定。

◆ 6 月 8 日，中共中央總書記
中共中央總書記、
、國家主席
國家主席、
、中央軍委
主席習近平在四川考察。
主席習近平在四川考察
。這是 8 日下午
日下午，
，習近平在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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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執政，就是要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一步步向前推進，全心全力把老
百姓的事一件一件辦好，讓老百姓過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習近平
日，習近平在四川省委書記王曉暉、
6月8省長黃強陪同下，先後來到眉山、宜
賓等地，深入農村、文物保護單位、學校、企
業等進行調研。

嚴守耕地紅線
把糧食生產抓緊抓牢
8 日上午，習近平來到眉山市東坡區太和
鎮永豐村考察調研。永豐村依託水稻產業和
技術優勢，建成了全省規模最大的水稻新品
種新技術中試基地。在高標準水稻種植基
地，習近平聽取村整體情況介紹，對他們堅
持糧食種植助力保障國家糧食安全的做法表
示肯定。習近平強調，成都平原自古有“天
府之國”的美稱，要嚴守耕地紅線，保護好
這片產糧寶地，把糧食生產抓緊抓牢，在新
時代打造更高水平的“天府糧倉”。
習近平走進試驗田，察看水稻長勢。農技
人員向總書記介紹水稻試驗育種和種植推廣情
況。習近平指出，水稻良種育種周期長，需要
反覆試驗篩選，我國廣大農業科技工作者付出
了艱辛努力，為保障國家糧食安全、確保老百
姓豐衣足食作出了重要貢獻，功不可沒。推進
農業現代化，既要靠農業專家，也要靠廣大農
民。要加強現代農業科技推廣應用和技術培
訓，把種糧大戶組織起來，積極發展綠色農
業、生態農業、高效農業。我們有信心、有底
氣把中國人的飯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中。

加強鄉村衞生體系建設
推進鄉村振興
習近平十分關心推進鄉村振興情況。他步
行察看永豐村污水處理池和村容村貌，考察村
衞生站，詳細了解該村改善人居環境、做好農
村疫情防控等情況。習近平強調，鄉親們吃穿
不愁後，最關心的就是醫藥問題。要加強鄉村
衞生體系建設，保障好廣大農民群眾基本醫
療。要把黨的基層組織建設好，團結帶領鄉親
們脫貧之後接續推進鄉村振興。
離開村子時，總書記同村民們親切道
別。習近平對鄉親們說，中國共產黨執政，就

進一步挖掘崗位資源 落實好畢業生就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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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
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近日在
四川考察，先後來到眉山、宜賓
等地，深入農村、文物保護單
位、學校、企業等進行調研。

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近日在四川考察時強

是要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一步步向前推
進，全心全力把老百姓的事一件一件辦好，讓
老百姓過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毫不動搖堅持
“動態清零”
總方針
鞏固防控成果

敬仰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堅定文化自信

考察途中，習近平指出，當前，各地區
各部門要堅決貫徹黨中央決策部署，堅持穩
中求進工作總基調，全面做好改革發展穩定
各項工作，努力保持平穩健康的經濟環境、
國泰民安的社會環境、風清氣正的政治環
境，為黨的二十大召開營造良好氛圍。要高
效做好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工作，
堅決克服目前經濟發展面臨的一些困難，做
好就業、社會保障、貧困群眾幫扶等方面的
工作，做好維護社會穩定各項工作，保持人
心穩定，保持社會大局穩定。堅持就是勝
利，要毫不動搖堅持“動態清零”總方針，
堅定信心，排除干擾，克服麻痹思想，抓緊
抓實疫情防控重點工作，堅決鞏固住來之不
易的疫情防控成果。

在眉山市中心城區，坐落着北宋著名文
學家蘇洵、蘇軾、蘇轍父子三人的故居三蘇
祠。習近平來到這裏，了解三蘇生平、主要
文學成就和家訓家風，以及三蘇祠歷史沿
革、東坡文化研究傳承等。習近平指出，中
華民族有着五千多年的文明史，我們要敬仰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堅定文化自信。要善於
從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中汲取治國理政的理念
和思維，廣泛借鑒世界一切優秀文明成果，
不能封閉僵化，更不能一切以外國的東西為
圭臬，堅定不移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
家風家教是一個家庭最寶貴的財富，是留給
子孫後代最好的遺產。要推動全社會注重家
庭家教家風建設，激勵子孫後代增強家國情
懷，努力成長為對國家、對社會有用之才。
黨員、幹部特別是領導幹部要清白做人、勤
儉齊家、乾淨做事、廉潔從政，管好自己和
家人，涵養新時代共產黨人的良好家風。

共抓大保護不搞大開發
築牢長江上游生態屏障
8 日下午，習近平來到宜賓市考察。長
江、金沙江、岷江在宜賓市主城區交匯，形成
了三江匯流的壯闊景象。宜賓依水而建，有
“萬里長江第一城”的美譽，經過多年持續整
治，三江六岸的岸線更美了，變成了人民群眾
喜愛的親水岸線公園。習近平來到三江口，眺
望三江交匯處，聽取當地推進長江流域生態修
復保護、實施長江水域禁捕退捕等情況介紹。
習近平指出，保護好長江流域生態環境，是推
動長江經濟帶高質量發展的前提，也是守護好
中華文明搖籃的必然要求。四川地處長江上
游，要增強大局意識，牢固樹立上游意識，堅
定不移貫徹共抓大保護、不搞大開發方針，築
牢長江上游生態屏障，守護好這一江清水。

立足防大汛抗大險救大災
全面提高災害防禦能力
習近平強調，近期，我國一些地方發生洪
澇地質災害。各有關地區和部門要立足於防大
汛、抗大險、救大災，提前做好各種應急準
備，全面提高災害防禦能力，切實保障人民群
眾生命財產安全。要加強統籌協調，強化災害
隱患巡查排險，加強重要基礎設施安全防護，
提高降雨、颱風、山洪、泥石流等預警預報水
平，加大交通疏導力度，抓細抓實各項防汛救
災措施。災害發生後，要迅速組織力量搶險救
災，嚴防次生災害，最大限度減少人員傷亡和
財產損失。要在做好搶險救災工作的同時盡快
恢復生產生活秩序，扎實做好受災群眾幫扶救
助和衞生防疫工作，防止因災返貧和“大災之
後有大疫”。
丁薛祥、劉鶴、陳希、何立峰和中央有關
部門負責同志陪同考察。
9 日上午，習近平在成都親切接見駐蓉部
隊大校以上領導幹部和建制團主官，代表黨中
央和中央軍委，向駐蓉部隊全體官兵致以誠摯
問候，並同大家合影留念。許其亮陪同接見。

今年中國高校畢業生預計達
1,076 萬 人 ， 同 比 增 加 167 萬
人，創歷史新高。習近平十分關
心高校畢業生就業情況，來到宜
賓學院考察調研，察看畢業生創
新創業代表作品展示，了解學校
開展就業創業指導服務工作。學
校招聘大廳內，正在舉行企業招
聘宣講會，習近平向教師、學
生、企業負責人了解企業招工
的需求和畢業生簽約率等情
況。習近平強調，黨中央高度
重視高校畢業生就業，採取了
一系列政策措施。當前正是高
校畢業生就業的關鍵階段，要
進一步挖掘崗位資源，做實做
細就業指導服務，學校、企業
和有關部門要抓好學生就業簽
約落實工作，尤其要把脫貧家
庭、低保家庭、零就業家庭以
及有殘疾的、較長時間未就業
的高校畢業生作為重點幫扶對
象。習近平對同學們說，幸福
生活是靠勞動創造的，大家要
保持平實之心，客觀看待個人
條件和社會需求，從實際出發
選擇職業和工作崗位，熱愛勞
動，腳踏實地，在實踐中一步
步成長起來。他勉勵同學們自
覺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
努力做到德智體美勞全面發
展。

積極培育高精尖特企業

隨後，習近平考察了極米光
電有限公司。他走進公司展廳和
生產車間，了解企業加強自主創
新、產品研發銷售、帶動就業和
當地支持民營經濟發展、出台紓
困幫扶政策等情況。習近平強
調，推進科技創新，要在各領域
積極培育高精尖特企業，打造更
多“隱形冠軍”，形成科技創新
體集群。
在車間外廣場上，習近平同
企業員工們親切交流。習近平強
調，我國是製造大國，要努力提
高自主創新能力，加快向製造強
國轉變。中國要強大，各領域各
方面都要強起來。全面建設社會
主義現代化國家，實現中華民族
偉大復興，前途是光明的，道路
是曲折的，還會面臨許多激流險
灘，要勇於迎接各種風險挑戰。
天上不會掉餡餅，一切成就都要
通過我們共同拚搏來取得。大家
都是“80 後”、“90 後”，正
當其時，要有事業心、責任感，
努力奮鬥，到本世紀中葉全面建
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之時，大
家一定會為“強國圓夢、功成有
我”而感到自豪。

香港瞭望
香港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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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對沖條例簡介

‧即是僱員在正式實施日期前受
僱期所引致的遣散費／長期服
務金，仍可與強積金對沖

遣散費／長服金的計算比率

Sunday, June 12, 2022

強積金終撤對沖 遲到總比無到好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費小燁）經歷兩屆
政府的努力後，取消強
積金對沖的相關法例修
訂 9 日獲大比數通過。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
月娥形容，這是加強僱
員退休保障的重要里程
碑，感謝勞資雙方多年
來就取消對沖安排為謀
求共識付出的努力。她
指出，香港人口持續急
速老化，退休保障問題
迫在眉睫，對沖機制無
疑會削弱強積金對僱
員，特別是基層勞工的
退休保障，政府在條例
通過後會全力推進取消
對沖的配套安排。

僱主須開設歸屬其名下的
專項儲蓄戶口
‧僱主需向戶口作出金額相等
於僱員每月有關入息 1%的
供款
‧僱主可在戶口存款達所有僱
員年度有關入息的 15%時，
停止供款

政府提供財政承擔

措施生效後首 9 年間，若僱主
每年的遣散、長期服務金等總
支出不超過 50 萬元，向每名被
裁僱員作出的補償金也獲“封
頂”，例如措施生效首 3 年，
僱主每裁一名員工，只需支付
3,000 元，其餘遣散等金額由
政府承擔
例子一
‧第 3 年解僱一名員工，遣散
費或長服金為 5,000 元，僱
主負擔比率為 50%，應負擔
2,500 元 ， 低 於 3,000 元
“封頂”金額
結 果 ： 僱 主 支 付 2,500 元
（50%）、 政 府 資 助
2,500元（50%）
例子二
‧第 3 年解僱一名員工，遣散
費或長服金為 36,000 元，僱
主負擔比率為 50%，應負擔
18,000 元 ， 高 於 3,000 元
“封頂”金額
結 果 ： 僱 主 支 付 3,000 元
（8% ） 、 政 府 資 助
33,000元（92%）
例子三：
‧第 6 年解僱一名員工，遣散
費或長服金為 50,000 元，僱
主負擔比率為 65%，應負擔
32,500 元 ， 高 於 25,000 元
“封頂”金額
結 果 ： 僱 主 支 付 25,000 元
（50% ）、政 府 資 助
25,000元（50%）
資料來源：香港勞工處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費小燁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立法會 9 日以大比數三讀通過取消強積金對沖條例草案，最快 2025 年生效，屆時打工
仔的強積金存款就能倖免於對沖。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形容這是加強僱員退休保障的重
要里程碑，解決這個“老、大、難”的問題。兩名曾在舊制下供款被對沖的僱員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
時表示，這個福音“遲到好過無到”，造福不少打工仔。他們表示，舊制下被辭退，辛苦累積的強積
金供款被對沖，變相為僱主找遣散及長期服務金條數，“用自己錢遣散自己，多諷刺！”有人因此
“無了”四成強積金存款。有僱主則擔心，條例生效後增加經營成本，低技術工種採用合約制的情況
或變得普遍，建議特區政府延長補助期，以減低對商界的衝擊。
論十多年的取消強積金對沖條例草案 9 日在立法會表
爭決，最後以
72 票贊成、5 票反對及 12 票棄權，三讀通
過。一眾打工仔喜迎這個“遲來的”喜訊。

員工17萬長服金 沖走15萬
任職香港醫管局前線支援職系 14 年的馬先生深受對沖機
制影響。他 9 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自己之前月薪 2
萬元（港元，下同），今年因為年屆 60 歲退休年齡，單計年
資，應可獲 17 萬元長期服務金。當他收到 17 萬元長服金時，
驚現強積金存款減少 15 萬元，查核後才知道原來 17 萬元的長
服金，其中 15 萬元用他自己的強積金存款（僱主供款部分）
對沖了，僱主只補貼兩萬元差價。
“強積金存款是我的未來退休金，現在用我的錢來辭退
我，好笑不好笑？僱主呢，成本只需兩萬元。”馬先生苦
笑，自己強積金存款要等到 65 歲時才能領取，原本金額為 32
萬元，今次扣除 17萬元，只餘 15萬元。“15萬元點夠安享晚
年？”馬先生的遭遇只是冰山一角。任職私人清潔公司外判
清潔工的珍姐為了生計，咬緊牙關
捱了 10 年，月薪 9,000 元。一
▼ 取消強積金對沖
直不太懂計數的她近年心血
最 快 於 2025 年 落
來潮，查看強積
實，打工仔將不必再
金戶口，發現只
“用自己錢遣散自
餘 5 萬多元，全
己”。
資料圖片
是僱員的供款部
分，僱主的供款
部分則歸零。她
不明白而求助工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禮願

會，才發現原來因為外判工屬合約性質，每兩年一份約，僱
主在約滿後拒絕為她續約，變相是每兩年就被遣散一次，每
次獲發的萬多元遣散費，其實就是強積金僱主供款部分“找
數”。
65 歲的珍姐已白髮蒼蒼，不知道手上僅 5 萬多元的強積
金存款如何夠養老？她苦笑道：“我不算慘，身邊有些工友
做到 80 歲都還要做，就是因為香港缺乏完善的退休制度，惟
有繼續捱到一日自己頂唔順倒下，就真正可以收工！”
香港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鄧家彪坦言，取消強積金對沖
後，打工仔強積金存款，僱主也動不得，保障他們的退休生
活，雖然這條例“來得太遲”，但“遲做好過唔做”。對有
打工仔擔心老闆或在 2025 年條例正式生效前，大規模炒人藉
以慳錢，鄧家彪呼籲僱主不要誤信“早炒早着數”，重申對
於有高效工作力的員工，老闆隨便炒人，隨時得不償失。

商界望政府延長補助期
香港自由黨主席、批發及零售界立法會議員邵家輝表
示，條例通過後相信商界會權衡利弊，或有公司會調整職位
模式，例如一些低技術的工種，僱主可能會由長工制轉為合
約制，避免員工“博炒”造成勞資爭拗。由於僱員長遠有強
積金保障，他亦關注到現時長期服務金的 39 萬元上限是否可
以調低。
中華總商會 9 日對法案通過表示理解，但認為政府必須
顧及工商界、留意企業營運狀況、檢討和調整資助金額及年
期，又希望政府加強宣傳，減少企業的憂慮。廠商會則表
示，營商環境充滿挑戰，對法案通過感到無奈，但考慮到社
會整體福祉，理解要取消對沖，希望特區政府延長補助期。

為僱主設專項戶口
構建“積金易”平台

林鄭月娥表示，特
區政府會全力推進取消
對沖的配套安排，包括
準備政府資助計劃；在
下一個立法年度跟進為
僱主設立專項儲蓄戶口
以應付日後財政需要的
計劃，以及推行廣泛、
簡單易明的宣傳，協助
僱主更清楚掌握取消對
沖的安排及相關配套措
施。待積金局現正構建
的“積金易”平台全面
運作後，政府預計於 2025 年正式
落實取消對沖安排。
香港勞工及福利局局長羅致光
形容，完成立法程序是歷史性時
刻。對有商界指目前並非一個很好
的修例時機，他認為如要再等待
“合適時機”、然後再多花兩三年
時間作深入和廣泛的宣傳教育工
作，可能屆時未必是一個適合的時
間執行有關法例，“經濟有起有
跌，要做的事便應該做，今天能夠
做到的就是預備好在 2025 年能夠
實施。”
香港積金局主席劉麥嘉軒 9 日
指出， 強積金是香港退休保障制
度其中一根重要支柱，取消對沖安
排可令強積金制度得以進一步完
善，有助打工仔壯大退休儲備與加
強退休保障成效，意義重大。積金
局已在構建中的積金易平台上設立
支援專項儲蓄戶口計劃相關功能，
目標是於 2023 年第二季開始分批
轉移強積金賬戶資料，並預期平台
最早將於2025年全面運作。

完善選制無拉布 利民法案不塞車
香港立法會大會 9 日三讀
通過取消強積金對沖的條例，
背後除了是勞資雙方及特區政
府討論多年的成果，亦體現完
善選舉制度下，議會“去拉布
化”、回歸理性討論下的優
點。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陸頌雄指出，新一屆立法
會令有利於勞工、民生的法案更能實事求是、理
性討論，作出合理的表決。
陸頌雄 9 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議
會內過去充斥一些“惡性反對派”，他們往往在
一些勞資雙方已有共識的議題上抽水及拉布，
“例如當年爭取侍產假立法，勞資雙方本來已就
5 天假期達成共識，反對派卻堅持要 7 天而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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僱主首9年負擔例子

◆香港立法會大會9日三讀通過取消強積金對沖安排條例草案。圖為立法會議員表決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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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 共 承 擔 約 329 億 元 （ 以
2021 年計算）分擔僱主就
取消對沖後的遣散費及長服
金支出
‧為期25年的兩層資助
‧第一層資助
‧首 3 年補貼比率為遣散
費及長服金款額50%
‧第 4 年開始每年遞減 5
個百分點至第 12 年的
5%
‧補貼期內，若專項戶口
仍不足以支付計及第一
層補貼金額後需付的遣
散費或長服金，僱主可
為餘額申請第二層資助
‧第二層資助
‧年期25年
‧首 3 年同為 50%（即兩
層資助合共為僱主支付
75%遣散費或長服金）
‧第4年開始降至45%，其
後降至第二十五年的10%

特首：全力推進配套安排

‧維持僱員服務滿一年可得每
月工資的三分之二，最高金
額為39萬元（港元，下同）

2022年6月12日

港立會三讀通過 打工仔：不必再“用自己錢遣散自己”

要點
不設追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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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6月10日（星期五）

TJ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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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更誣衊工聯會‘出賣打工仔利益’。爭取更
多日數從勞工角度是無錯，但這樣便破壞了共
識。”
陸頌雄指出，自完善選舉制度後，整個議事
效率明顯提高，“以前拉布除了阻礙有關議題的
通過，亦令之後的議程‘大塞車’，如今政府提
交草案後，基本上幾個月或最遲一年內就可以完
成審議，議會內再沒有不必要的政治化。”
不少網民都認同完善選舉制度提高了議會效
率。“陳宏權”在 Facebook 留言道：“因為大
部分議員是為人民服務！”“HK Au Yeung”認
為，如今議會整個架構都回復正常，議員、政府
官員都為人民謀福利，讓市民在退休時能有安穩
生活的日子。
◆香港文匯報記者 費小燁

休城畫頁
星期日

2022年6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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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十國慶籌備會交接典禮
上周日下午在僑教中心舉行

圖為王韋龍副處長（中 ）、
圖為王韋龍副處長（
）、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
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
（右二 ）頒發 「僑委會
僑委會」」 委員長童振源嘉勉狀給
劉志忠主委（
劉志忠主委
（左一 ）及今年新主委江麗君
及今年新主委江麗君（
（左二
）副主委孫玉玟
副主委孫玉玟（
（右一
右一）。
）。

本報記者 秦鴻鈞攝影
圖為今年 「國慶籌備會
國慶籌備會」」 主委江麗君
主委江麗君（
（中 ）、
）、副主委孫玉玟
副主委孫玉玟（
（右九
右九）
）與今年工作團隊合影
與今年工作團隊合影。
。

圖為李中原律師（中 ）出席典禮
圖為李中原律師（
出席典禮，
，並與籌備會
主要成員合影。
主要成員合影
。

圖為國慶籌備會交接典禮。由劉志忠
圖為國慶籌備會交接典禮。
由劉志忠（
（左
二）將主委重任交給今年主委江麗君
將主委重任交給今年主委江麗君（
（右
二）副主委孫玉玟
副主委孫玉玟（
（右一
右一），
），而由
而由 「台北
經文處」」 王韋龍副處長
經文處
王韋龍副處長（
（左三
左三）、
）、 「僑教
中心」」 陳奕芳主任
中心
陳奕芳主任（
（右三
右三）
）主持監交
主持監交。
。

圖為王韋龍副處長（右二 ）頒發僑委會委員
圖為王韋龍副處長（
長童振源的嘉勉狀給今年 「國慶籌備會
國慶籌備會」」 主
委江麗君（
委江麗君
（左二
左二）。
）。

今年 「國慶籌備會
國慶籌備會」」 主委
江麗君致詞：
江麗君致詞
：今年的每個
國慶活動都會非常精彩，
國慶活動都會非常精彩
，
請大家拭目以待。
請大家拭目以待
。

圖為王韋龍副處長（右三
圖為王韋龍副處長（
右三）
）與今年 「國慶
籌備會」」 主委江麗君
籌備會
主委江麗君（
（右二
右二）、
）、副主委孫
副主委孫
玉玟（
玉玟
（右一
右一）
）及主要工作團隊成員
及主要工作團隊成員（
（左起
）宓麥蘭
宓麥蘭、
、何真
何真、
、蕭瑛媜合影
蕭瑛媜合影。
。

圖為僑教中心展覽室會議現場。
圖為僑教中心展覽室會議現場
。

「客家會
客家會」」 「台聯會
「台聯會」」
會長馮啟豐報告去年所
辦成功的國慶活動。
辦成功的國慶活動
。

圖為王韋龍副處長（左 ）與出席大會的
圖為王韋龍副處長（
「中華公所
中華公所」」 主席李迎霞
主席李迎霞（
（右）合影
合影。
。

「世華工商婦女企管協會
」 會長何真報告
會長何真報告，
，今年該
會將組返國致敬團、
會將組返國致敬團
、美食
展及林冲演唱會。
展及林冲演唱會
。

「華商經貿聯誼會
華商經貿聯誼會」」 會
長黃春蘭介紹今年將辦
的國慶園藝活動。
的國慶園藝活動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