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B11

2022年6月14日 星期二
Tuesday, June 14, 2022

* 簡單便捷使用App 軟件, 輕鬆操作智能手機或平板電腦，無論
   何時何地可隨時上線, 快速查詢或操作個人或商業銀行帳號, 
   如，稽核、 存款、 轉帳、付款、餘額查看等。   
* 便利使用密碼登錄, 無需支付月付及任何維護費用。

一機在手

輕鬆便利

隨身電子銀行
 與你同行

www.swnbk.com

如欲了解APP軟件使用更多相關訊息或疑慮查詢,請洽詢銀行各區分行,或電713-771-9700 

帳戶餘額

轉       帳

付       款

達成修復信用專家公司達成修復信用專家公司
（（CK Portfolio CapitalCK Portfolio Capital））

總裁黎懷南總裁黎懷南(Nam Le)(Nam Le)
專精處理不良紀錄專精處理不良紀錄﹐﹐恢復信用分數恢復信用分數 協助您順利貸款協助您順利貸款
4545 天內修復大部分不良紀錄天內修復大部分不良紀錄﹐﹐否則退款否則退款
諮詢電話諮詢電話:: 713713--582582--98579857((黃小姐黃小姐﹐﹐國語國語﹑﹑廣東話廣東話﹑﹑台山話台山話))﹑﹑
713713--826826--99719971((英文英文))﹒﹒
地址地址:: 99999999 Bellaire Blvd., SuiteBellaire Blvd., Suite 909909, Houston, TX, Houston, TX 7703677036

（（恆豐銀行大樓恆豐銀行大樓 99 樓樓 909909 室室）﹒）﹒
Email: sandyhuangEmail: sandyhuang12891289@yahoo.com@yahoo.com﹒﹒
email: nam.le@kcportfoliocapital.comemail: nam.le@kcportfoliocapital.com﹒﹒

人物風采人物風采



麻省總醫院開發了監測和治療因癌症麻省總醫院開發了監測和治療因癌症
導致的血管缺氧異常的方法導致的血管缺氧異常的方法

美美FDAFDA審查員審查員：：輝瑞輝瑞55歲以下幼童歲以下幼童COVIDCOVID疫苗安全有效疫苗安全有效

文章要點：
• 異常的腫瘤血管會促進癌症的發展和增加治
療的難度。研究人員已經開發了兩種修復腫瘤
血管的方法並設計了一種方法來檢測這些方法
的效果。
• 結合這些方法可能是一種修復腫瘤血管異常
的有效策略，而這些血管異常會使腫瘤難以治
療。

“這套系統可以隨時間對腫瘤組織中的氧
濃度進行成像。”——Rakesh K. Jain教授，
麻省總醫院E.L. Steele腫瘤生物學實驗室主任

腫瘤發出損害正常血流的信號，這使得它
們難以用各種類型的癌症治療進行治療，包括
放療、化療，靶向和免疫治療法等。血液供應
受損創造了一個低氧水平的環境，導致腫瘤呈
現侵襲性特徵並具備對免疫系統的抑制力。為
了應對這一挑戰，麻省總醫院的研究團隊開發
了兩種方法來修復腫瘤血管並改善其功能。此
外，設計了一種評估這些方法效果的技術並在
美國癌症研究協會期刊《Clinical Cancer Re-
search》上發表的一項研究中對其進行測試，
研究人員發現每種方法都有助於恢復血管血流
，以加強化療對癌細胞的作用，緩解缺氧情況
，而且將這些方法結合起來會特別有效。

科學家的評估方法包括測量氧氣水平—作
為腫瘤內缺氧程度和異常血流的重要指標。高

級作者，麻省總醫院E.L. Steele腫瘤生物學實
驗室主任 Rakesh K. Jain教授表示：“這項研
究發表了一個具有獨特特徵的新型顯微鏡系統
的開發和應用。首先，該系統能夠對細胞內和
整個腫瘤組織中與攜帶氧氣相關的血管中的氧
氣濃度進行成像。其次，該系統可以隨時間對
腫瘤組織中的氧氣濃度進行成像，以便在治療
期間可以觀察到氧合的變化。”

Jain和他的同事用他們的顯微鏡系統檢查
了他們兩種修復腫瘤血管異常方法的效果：一
種是針對影響血管形成的過程使用抗血管生成
的療法；另一種是涉及所謂的血管緊張素系統
抑製劑，它可以減輕生長中的腫瘤產生的壓迫
力，使腫瘤血管崩潰。氯沙坦（Losartan），
一種被批准用於治療高血壓的藥物，就是血管
緊張素系統抑製劑的一個實例。

共同主要作者John D. Martin博士表示：
“我們的顯微鏡分析顯示，雖然每種方法都能
緩解腫瘤中的缺氧情況，但效果是不同的—例
如，根據腫瘤類型和劑量的不同，結果也不同
。”John D. Martin博士曾是Steele實驗室的博
士生，現在是東京Nanocarrier公司的研究科學
家。對這兩種方法作出反應的互補性血管變化
表明，有可能將它們結合起來以產生更強大的
效果。

另一位共同主要作者Ryan Lanning博士表

示：“了解腫瘤中的缺氧情況—以及
抗血管生成療法和氯沙坦如何影響缺
氧—對疾病進展和治療抗性有影響。
在肺癌、腎癌、肝癌和子宮內膜癌的
某些情況下，抗血管生成療法與化療
和免疫療法相結合，被作為標準治療
方法。同樣，在一項由我們麻省總醫
院領導的多機構臨床試驗中，氯沙坦
正在與化療-放療和免疫療法一起接受
針對胰腺癌治療的臨床研究。” Ry-
an Lanning博士曾是Steele實驗室的
博士生，現在是科羅拉多大學醫學院
的助理教授。
關於美國麻省總醫院

麻省總醫院成立於1811年，是哈
佛醫學院最初設立且規模最大的教學
醫院。我們擁有全美最大的以醫院為
基礎的研究項目，同時也是美國國立
衛生研究院研究資金最大的接受者，
我們的研究項目橫跨醫院的20多個臨
床部門和中心。麻省總醫院可以為幾乎每一個
專科和次專科、內科和外科領域提供精準的診
斷和治療。我們的六個多學科護理中心以癌症
、消化系統疾病、心髒病、神經內科、血管醫
學和創傷中心的創新而聞名世界。另外麻省兒
童總醫院提供全面的小兒保健服務，從初級護

理到運用尖端療法診治複雜和罕見的疾病。麻
省總醫院連續多年被《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
評為美國最頂級醫院之一，在14項專科排名中
均獲得名次的醫院。在接受評估的近5000家醫
院中，麻省總醫院自1990年評選舉辦開始便一
直佔據榮譽榜頂級醫院之列。

【本報訊】美國食品暨藥物管理局（FDA）
審查員今天表示，美國輝瑞藥廠（Pfizer）和德
國生技公司BioNTech針對6個月至4歲幼兒推出
的COVID-19疫苗有效且安全。

美國食品暨藥物管理局審查員在今天晚上公

布的簡報文件中表示，
他們在評估的過程中，
並未發現輝瑞幼童COV-
ID-19（2019 冠狀病毒
疾病）疫苗有任何安全
上的問題。

FDA審查員對輝瑞的試驗所做的分析，
公布的時間點是在6月15日的外部顧問會議
之前。外部顧問的建議，將決定FDA對疫
苗的態度。

FDA審查人員在報告中說： 「根據現有
的數據，輝瑞藥廠和BioNTech針對6個月
至4歲這個年齡層推出的3劑型COVID-19

疫苗，在預防COVID-19上是有效的。」
那項針對輝瑞藥廠和BioNTech幼童疫苗的

早期研究，是基於10個有症狀的COVID-19病
例所做，這些病例是在Omicron變異病毒株成為
主流時確診的，研究說明了疫苗對5歲以下幼童

的有效率達80.3%。
全球大部分的地方，都尚未批准6歲以下幼

童接種COVID-19疫苗。由於5歲至11歲兒童的
施打需求一直很低，目前還不清楚有多少父母會
讓他們的幼子接種疫苗。

拜登政府預計，FDA和美國疾病管制暨預防
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
tion, CDC）一旦核准，最快可於6月21日開始
讓幼兒接種疫苗。

政府官員表示，6歲以下年齡層的預約數量
一直很低，不過一旦疫苗獲得授權，預計需求就
會增加。

追 思 會 通 知追 思 會 通 知
姚風北博士的追思會訂於六月十八日星期姚風北博士的追思會訂於六月十八日星期

六上午十一點六上午十一點，，在西南區的永福殯儀館舉辦在西南區的永福殯儀館舉辦，，
敬請參加敬請參加。。

Rakesh K. JainRakesh K. Jain教授教授
美國三院院士美國三院院士
麻省總醫院麻省總醫院E.L. SteeleE.L. Steele腫瘤生物學實驗室主任腫瘤生物學實驗室主任
哈佛醫學院放射腫瘤學哈佛醫學院放射腫瘤學Andrew Werk CookAndrew Werk Cook教授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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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泉深】國際文傳電訊社：俄羅斯自
稱用西方武器摧毀了烏克蘭的大型倉庫

據國際文傳電訊社週日援引俄羅斯國防部的消
息稱，俄羅斯軍隊發射了Kalibr巡航導彈，摧毀了
烏克蘭捷爾諾波爾地區一個擁有美國和歐洲武器的
大型倉庫。

國際文傳電訊社援引俄羅斯國防部的話說，俄
羅斯軍隊還在烏克蘭東部頓涅茨克和哈爾科夫附近
擊落了叁架烏克蘭 SU-25 戰鬥機。
烏克蘭副外長：烏克蘭通過波蘭、羅馬尼亞解決穀
物出口瓶頸問題

基輔外交部副部長週日表示，烏克蘭已經建立
了兩條通過波蘭和羅馬尼亞出口糧食並避免全球糧
食危機的路線，盡管供應鏈出現瓶頸減緩。

副外長德米特羅·塞尼克（Dmytro Senik） 表
示，全球糧食安全處於危險之中，因為俄羅斯入侵
烏克蘭已經停止了基輔的黑海穀物出口，導致糧食
普遍短缺和價格飆升。

烏克蘭是世界第四大糧食出口國，它表示在烏克蘭控制的領
土上儲存了大約 3000 萬噸糧食，並試圖通過公路、河流和鐵路
出口。

塞尼克說，烏克蘭正在與波羅的海國家進行談判，以增加第
叁條食品出口走廊。但他沒有詳細說明已經或將通過這些路線運
送多少穀物。

他在新加坡舉行的亞洲安全峰會期間說：“這些路線並不完
美，因為它會造成某些瓶頸，但與此同時，我們正在盡最大努力
開發這些路線。”

烏克蘭鐵路系統的運行軌距與波蘭等歐洲鄰國不同，因此糧
食必須在邊境轉移到不同的火車上，那裏沒有太多的轉運或儲存
設施。

將穀物重新運往羅馬尼亞涉及通過鐵路運輸到多瑙河上的港
口，並將貨物裝載到駁船上駛往康斯坦察港，這是一個複雜且成
本高昂的過程。
莫斯科稱這場戰爭是一場特殊的軍事行動

莫斯科稱這場戰爭是一場特殊的軍事行動，並否認打擊民用
和農業目標，並指責西方制裁俄羅斯和烏克蘭設置的水雷導致食
品出口下降和全球價格上漲。俄羅斯也是糧食的主要出口國。

烏克蘭戰爭主導了新加坡會議香格裏拉對話的進程。烏克蘭
總統澤倫斯基週六通過視頻鏈接向代表們發表講話，告訴他們對
他的國家的支持不僅對擊敗俄羅斯的入侵至關重要，而且對維護
基於規則的秩序也至關重要。
烏克蘭前指揮官：數十具烏克蘭亞速斯塔爾戰士的屍體仍在馬裏
烏波爾

烏克蘭亞速國民警衛隊前指揮官週日表示，在南部城市馬裏
烏波爾的亞速斯塔爾鋼鐵廠圍攻中喪生的數十名烏克蘭戰士的屍
體仍在等待尋回。

前指揮官馬克西姆·若林說，根據最近的交換條款，在亞速
斯塔爾遇難者的大約 220 具屍體已被送往基輔，但“還有很多屍
體仍留在馬裏烏波爾”。

若林在他的 Telegram 頻道上發布的一段視頻中補充說：
“關於進一步交流的討論仍在繼續，以將所有屍體送回家。絕對
必須歸還所有屍體，這是我們將努力的事情。”

他說，叁分之一的死者屬於亞速營，而其他人則屬於邊境巡

邏隊和海軍軍官以及警察。
5 月中旬，數百名躲藏在鋼鐵廠的戰士被俄羅斯拘留，但在

俄羅斯襲擊工廠和馬裏烏波爾市時，也有許多人喪生。
若林說：“由於大多數屍體處於可怕的狀態，要識別每個人

的身份需要很長時間。”
他說，DNA測試和軍人制服和徽章將用於幫助識別。
馬裏烏波爾是亞速海的港口城市，經過數月的圍困和轟炸，

烏克蘭稱已造成數萬人死亡，現已淪為一片荒地。
地區州長：烏克蘭喬爾特基夫市遭到火箭彈襲擊，22人受傷

捷爾諾波爾地區州長週日在一次在線簡報中說，對烏克蘭西
部城市喬爾特基夫的火箭襲擊已部分摧毀了一座軍事設施，並造
成 22 人受傷。

州長沃拉迪米爾特魯什 （Volodymyr Trush）說：“週六格
林威治標準時間 18點46 分，四枚導彈襲擊了位於捷爾諾波爾以
南 75 公裏的城市。所有導彈都來自黑海，軍事設施和民用設施
被部分摧毀。沒有人員傷亡，但我們受傷了，其中22人住院，
傷者包括一名12歲的兒童。”

他說，四棟公寓樓遭到破壞。
俄羅斯表示將回應北約在波蘭的部隊集結

據國際文傳電訊社援引一名俄羅斯外交官的話報道，俄羅斯
外交部周六表示，莫斯科對北約在波蘭增兵的反應將是適當的。

國際文傳電訊社援引負責俄羅斯與歐洲關系的外交部負責人
奧列格·季亞普金的話說：“一如既往，回應將是相稱和適當的
，旨在消除對俄羅斯聯邦安全的潛在威脅。”
俄羅斯自稱擊落叁架烏克蘭戰機

俄羅斯國防部周六表示，其防空部隊擊落了叁架烏克蘭戰機
。

該部在一份聲明中說，俄羅斯軍方在米科拉耶夫地區擊落了
兩架 MIG-29 飛機，在哈爾科夫地區擊落了一架 Su-25 戰鬥機
。

烏克蘭沒有立即發表評論。
法國總統態度轉變，稱法國無意向俄羅斯讓步

法國總統官員表示，法國不願向俄羅斯做出讓步，並希望烏
克蘭在恢複其領土完整的情況下贏得與莫斯科入侵部隊的戰爭，
因為巴黎試圖在沖突中緩解對其立場的擔憂。

總統埃馬紐埃爾·馬克龍在周六發表採訪後受到烏克蘭和東
歐盟國的批評，並引用他的話說，不要“羞辱”俄羅斯至關重要
，這樣當戰鬥結束時，就可以找到外交解決方案。

當被問及馬克龍的羞辱言論時，這位官員告訴記者：“正如
總統所說，我們希望烏克蘭取得勝利，我們希望恢複烏克蘭的領
土完整。”

自 2 月 24 日入侵以來，馬克龍定期與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
爾·普京交談，作為實現停火並開始基輔和莫斯科之間可信談判
的努力的一部分，盡管他沒有取得明顯的成功。

這位官員說：“總統所說了沒有對普京或俄羅斯讓步的想法
。當他直接與他交談時，這不是妥協，而是說出我們如何看待事
情。”

這位官員說，法國也準備幫助允許進入敖德薩港，烏克蘭的
一些糧食庫存已準備好出口。

這位官員說：“我們隨時為各方准備，以便開展一項行動，
讓他們能夠完全安全地進入敖德薩港。”

這位官員沒有詳細說明這種幫助是什麽。
敖德薩所在的黑海對糧食、石油和石油產品的運輸至關重要

。它的水域由保加利亞、羅馬尼亞、格魯吉亞和土耳其以及烏克
蘭和俄羅斯共享。

烏克蘭政府官員估計，有 2000 萬噸糧食無法從俄羅斯入侵
前的世界第四大出口國運出。

這位官員為馬克龍的立場辯護說，必須通過談判解決戰爭。
他補充說，巴黎是製裁的主要支持者，並為烏克蘭提供了強有力
的軍事支持。

歐洲的一些東部和波羅的海夥伴認為，馬克龍與普京保持開
放對話會破壞將普京推上談判桌的努力。

馬克龍將於 6 月 14 日至 15 日前往羅馬尼亞和摩爾多瓦，以
表明法國對兩個最容易受到烏克蘭事件影響的國家的支持。

法國在羅馬尼亞的地面上有大約 500 名士兵，並部署了地對
空導彈系統，作為其負責的北約戰鬥群的一部分。這位官員說，
馬克龍將訪問法國軍隊，以強調巴黎對該聯盟的承諾。

馬克龍沒有像其他歐盟領導人和烏克蘭希望他那樣去基輔提
供象徵性的政治支持。這位總統官員不排除馬克龍訪問烏克蘭的
可能性。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戰爭局勢最新進展系列之一百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戰爭局勢最新進展系列之一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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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藏品概念異常火爆
香港證監會提示NFT風險

壹張關於天穹元宇宙數字藏品平臺

跑路的公告在網上流傳。對此，天穹數

藏回應稱，平臺運行正常，對於惡意造

謠及PS的始作俑者正追查出處。

盡管是壹場虛驚，但NFT(non-fun-

gible tokens)的風險還是引起關註。當

天，香港證監會發文提醒投資者註意

近期愈趨流行的非同質化代蔽(NFT)的

相關風險。

跑路？回應稱平臺運行正常
近日，壹張關於天穹元宇宙數字藏

品平臺跑路的公告在網上流傳。網傳的

所謂“最後公告”截圖中稱其因經營不

善跑路，並將用護稱為韭菜。

對此，天穹數藏官方發布公稱，平

臺運行正常，目前正在測試新版本功能

以及優化，對於惡意造謠及PS的始作俑

者，平臺正追查出處。

同時，天穹數藏提醒用護，對於使

用過任何第三方軟件的玩家，要及時修

改登錄密碼以及交易密碼。

資料顯示，天穹數藏App是壹款區

塊鏈數字藏品交易平臺，今年4月剛剛

上線，但平臺註冊人數已超過150萬人

。此前5月17日，天穹數藏平臺出現異

常，其二級市場上的藏品售價瘋漲上千

倍，近千萬元價格的藏品均被“秒賣”

。天穹數藏當時公告稱，這是平臺遭到

黑客惡意攻擊，利用虛假余額購買盜取

玩家藏品，平臺已報警處理。

數字藏品概念今年以來異常火爆
天穹數藏的迅速發展，是數字藏品

概念火爆的壹個縮影。

5 月 30 日，數字藏品《群仙賀壽

圖》正式發售，共發售 2999 份數字

藏品，上線即售罄，圍觀網民達 69076

人、搶購者為32361人。

5月20日下午，茅臺國際官微發布

《關於暫停“節氣裏的茅臺”系列活動

的說明》，宣布暫停壹天前發布的“節

氣裏的茅臺”數字藏品系列活動。公告

表示，“節氣裏的茅臺”系列活動上線

以來，關註度迅速提升，活動實際慘與

人數已超過40萬，5月20日當天開始，

活動協作方“頭號藏品”平臺發現大量

“虛擬帳號”勇入，且存在使用外掛批

量慘與抽簽行為，對正常用護權益造成

侵害，有違舉辦活動的初衷。為此，經

與平臺商議抉定，“節氣裏的茅臺”系

列活動暫停。

有數據顯示，截至今年4月，我國

已有超過200個平臺慘與數字藏品的發

行。

據悉，我國數字藏品概念延伸自海

外火熱的NFT，全稱為Non-Fungible To-

ken，指非同質化代蔽，是基於區塊鏈技

術的壹種應用，用於表示數字資產的唯

壹加密貨蔽令牌。

2022年第壹季度，全球NFT總交易

額達到113.97億美元，較去年第四季度

環比增長近 40%，與去年第壹季度的

5.05億美元相比，同比漲幅達到驚人的

2156%。

香港證監會提示投資者註意NFT
風險

在發展火爆同時，由於缺乏監管和

政策的制約，NFT交易市場魚龍混雜，

亂象頻出。2021年11月，“進化猿”系

列NFT項目負責人被爆卷款跑路。天穹

數藏5月也遭到黑客惡意攻擊，利用虛

假余額購買盜取玩家藏品。

6月 6日，香港證監會發文提醒投

資者註意NFT的相關風險，在文中，

香港證監會表示，NFT與其他虛擬資

產壹洋面對較高的風險，包括二手市

場流通性不足、價格波動、定價欠缺

透明度、遭黑客入侵及欺詐的風險，

投資者應註意這些風險，如未能完全

理解NFT和承受潛在虧損，便不應投

資於這些資產。

香港證監會表示，大部分的 NFT

都擬代表其相關資產，例如是電子圖

像、藝術品、音樂或影片的壹個獨壹

無二的版本。整體而言，如果某NFT

是壹個真正以數碼形式存在的收藏品，

與之相關的活動便不屬於香港證監會的

監管範圍。

然而，有些NFT跨越了收藏品與金

融資產之間的界線，例如有著與"證券"

或尤其是"集體投資計劃"下的權益相類

似的結構的細分化或同質化NFT。香港

證監會表示，如某NFT構成了集體投資

計劃下的權益，推廣或分銷NFT便可能

構成“受規管活動”。任何人如要進行

受規管活動(不論是在香港或以香港投資

者為對象)，除非獲得豁免，否則須獲香

港證監會發牌。

此外，如有關NFT的安排涉及向香

港公眾提出慘與集體投資計劃的要約，

亦可能會觸發《證券及期貨條例》下的

認可規定。

內地也已有相關風險提示。今年4

月，中國互聯網金融協會、中國銀行業

協會、中國證券業協會聯合發布關於防

範NFT相關金融風險的倡議，遏制NFT

金融化證券化傾向，包括不變相發行交

易金融產品，不變相開展代蔽發行融資

(ICO)，不變相違規設立交易場所，不以

比特蔽、以太蔽、泰達蔽等虛擬貨蔽作

為NFT發行交易的計價和結算工具，不

為投資NFT提供融資支持等。

去年 10月，國家版權交易中心聯

盟、中國美術學院、螞蟻集團、騰訊

等機構共同發布《數字文創行業自律

公約》，明確表示將抵制任何形式的

以數字文創作品為噱頭，實質發行和

炒作虛擬貨蔽的行為，防範投機炒作和

金融化風險。

國際鐵礦石價格21天上漲21.8% 逼近150美元鱷噸關口
綜合報導 今年年初，新加坡交易所(SGX)鐵礦

石價格在多重利好因素助推下，壹度創出170.35美

元鱷噸階段性新高，隨後投資情緒有所下降。進入

5月中旬後便處於125美元鱷噸壹線平穩震蕩，期

間5月19日更是創出119.8美元鱷噸低點。

近期，SGX鐵礦石價格再度強勢歸來。自5月

19日至6月8日的21個自然日中，主力6月合約自

119.8美元鱷噸反彈至目前的145.95美元鱷噸，漲幅

高達21.8%；同期，國內鐵礦石主力2209合約自

806.5元鱷噸漲至926.5元鱷噸，漲幅為14.88%。

多位分析人士表示，由於近期國際市場鐵礦石

供應有所下降，鐵礦發運量不及市場預期，而在需

求端良好的支撐下，國際鐵礦石價格呈現出強勁漲

勢。反觀國內市場，供需本就處於趨緊狀態，在國

際鐵礦石價格高漲的背景下，內盤鐵礦石期價也出

現小幅走高行情。

“目前鐵礦石價格走強的主要邏輯在於‘穩增

長’背景下鋼廠生產積極性較高，廢鋼供給出現短

缺，使得鐵水具有較好的性價比，在鋼廠低利閏甚

至虧損情況下，對於鐵水供應量有了較大提升，鐵

礦石供應量短期得到了改善，加之國內鐵礦石發運

量和到港量情況不及預期，鐵礦石總庫存持續呈現

去庫存化，期現價格出現了共振局面。”銀河期貨

大宗商品研究所相關負責人表示。

中衍期貨投資咨詢部研究員李琦介紹，內外盤

鐵礦石價格加速上漲的主因在於市場對終端需求預

期進行修復。以國內市場為例，全國各地復工復產

加速推進，鋼廠高爐產能利用率與產量環比上行，

進而導致終端需求預期出現修復，鋼廠生產意願提

高；同時，在供給端也有利多因素出現，例如鐵礦

石到港量出現回落等。

據Mysteel全球發運量數據顯示，今年前5個月

，全球鐵礦石發運量大幅低於去年同期，下降幅度

達到了3000萬噸，原因包括了澳大利亞礦上減產、

印度提高鐵礦石出口關稅等，同時，國際市場供應

端的非主流礦發運量也在進壹步下降。

大有期貨黑色金屬研究員宋天豪表示，目前國

內外市場鐵礦石的整體供需邏輯仍是供不應求，港

口庫存維持去化狀態，國內鐵水產量維持上升態勢

，且短期將繼續維持高位。

雖然分析人士對當前內外盤鐵礦石價格偏強

態勢給予了肯定表態，且認為短期供需偏緊格局

不會有所改觀，但對於下半年的走勢卻存在壹定

分歧。

“下半年鐵礦石需求前景應該依然樂觀。”李

琦認為，在政策面強有力的刺激下，鐵礦石需求彈

性會增強，低到港、高疏港，進口鐵礦石庫存持續

去化，將持續在需求端得到改觀。

宋天豪認為，國內粗鋼產量平控政策帶來的需

求下滑預期，目前的鐵水產量也已經超出了全年平

均水平，同時，海外發運量回升帶來供應預期。因

此，預計鐵礦石供應在下半年將出現回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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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經濟發力 上月信貸社融超預期
中長期貸款增長偏弱 實體經濟融資需求仍乏力

中國部署穩住經濟一攬子政

策措施，貨幣政策首先發力，5

月新增信貸和社融規模均較4月低點多

增近兩倍，大幅超過市場預期。中國央

行10日發布金融數據顯示，5月新增人

民幣貸款 1.89 萬億元（人民幣，下

同），同比多增3,920億元，新增社會融

資規模2.79萬億元，同比多增8,399億

元。5月末廣義貨幣（M2）同比增長

11.1%，刷新2020年疫情以來高點。不

過，信貸高增主要靠票據融資和短期貸

款帶動，企業和居民中長期貸款增長疲

弱，顯示實體經濟融資需求仍然乏力。

在4月金融數據超預期低迷後，5月中國人民
銀行（央行）連開兩場信貸形勢分析會，

部署落實穩定信貸增長工作措施，擴大信貸投放
的政策信號越發強烈。5月下旬央行對多家主要
銀行下達窗口指導，要求5月信貸數據同比多
增。“整體上看，5月金融數據表明，寬貨幣向
寬信用傳導效果顯現。”但民生銀行首席研究員
溫彬同時指出，企業和居民中長期貸款增長不夠
理想，說明實體經濟融資需求仍然偏弱。

企業新增信貸1.53萬億
央行公布數據顯示，5月新增居民貸款2,888

億元，增量較4月由負轉正，但同比少增3,344億
元，顯示居民部門融資仍然疲弱。其中，短期貸款
新增1,840億元，同比多增34億元；以按揭貸款為
主的中長期貸款依舊乏力，新增1,047億元，同比
少增3,379億元，顯示購房需求仍然偏弱。

企業貸款方面，5月企業新增信貸1.53萬億
元，同比多增7,291億元，同比增量由負轉正；
不過中長期貸款投放依然乏力，當月新增中長期

貸款5,551億元，同比少增977億元。短期貸款
和票據融資放量增長，當月新增票據融資7,129
億元，創下有數據紀錄以來的新高，同比多增
5,591億元；新增短期貸款2,642億元，同比多增
3,286億元。

新增社融金額歷史次高
社會融資規模方面，5月新增社融2.79萬億

元，同比多增8,399億元，僅低於2020年同期的
3.2萬億元，為歷史次高。截至5月底，社會融
資規模存量為329.2萬億元，增速10.5%，較4
月提高了0.3個百分點。社融增量主要由信貸和
政府融資拉動。5月，新增政府債券融資1.06萬
億元，同比多增3,881億元，貢獻了當月新增社
融的38%。溫彬指出，主要是由於財政政策加快
發力，地方政府專項債券要在6月底前基本發行
完畢，力爭在8月底前基本使用完畢。

M2增速新高 流動性充裕
另外，在信貸超預期增長推動下，5月廣義

貨幣（M2）同比增長11.1%，增速較4月上升
0.6個百分點；狹義貨幣（M1）同比增4.6%，
增速較4月下降0.5個百分點。溫彬稱，M2的
11.1%漲幅與2020年疫情嚴重衝擊時期的最高增
速持平。M2增速創新高，其主要原因是：一方
面流動性水平相對充裕，央行4月25日降準、上
繳結存利潤，釋放了長期資金，銀行加大信貸投
放力度，上月人民幣貸款同比多增3,920億元，
加大了信貸派生力度；另一方面，財政支出加
快，上月財政存款新增5,592億元，同比少增
3,665億元，相當於降低了貨幣回籠力度。此
外，去年5月M2增長8.3%，基數較低，也對上
月M2增長形成一定支撐。

存款方面，5月新增存款3.04萬億元，遠超
新增社會融資規模，同比多增4,750億元；其中
企業存款增長明顯，新增1.1萬億元，同比多增
1.22萬億元；新增居民存款7,393億元，同比多
增6,321億元。不過，5月份外幣存款減少130億
美元，同比多減224億美元；5月末外幣存款餘
額9,845億美元，同比下降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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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內地上
月通脹壓力略低過預期，A股10日造好，港
股則反覆下跌，隨外圍低開後一度跌381
點，但在A股支持下個別科網股跌幅收窄，
大市最終僅跌62點，收報21,806點。恒指
公司收市後換馬，U盤成交急增下，全日大
市成交額增至 1,803.47 億元（港元，下
同）。全周計港股仍升3%，連升第二周，
兩周累升1,108點；科指兩周飆15.3%。

憧憬內地調整平台監管
大市焦點仍為阿里巴巴旗下的螞蟻集

團整改進度。日前有傳中證監已設立工作
小組評估重啟螞蟻A股上市的可行性，但
中證監隨即回應指並沒進行這方面的評估
和研究工作。雖然螞蟻亦稱目前無啟動
IPO的計劃，但資金仍選擇低吸阿里，令
阿里全日倒升1.3%。分析師指出，投資者
愈來愈相信內地將會調整對科技平台的監
管，令資金重新回流科技股，這也是近來
大市成交增加的主因。

此外，內地近期多次強調加大對實體
經濟的支持，人行也指導銀行“應貸盡
貸”，要求月度新增貸款額要超過去年同
期。10日公布的5月新增人民幣貸款近1.9
萬億元人民幣，按年升26%，按月更大增
近兩倍。社會融資規模增量亦報復式反彈
至近2.8萬億元人民幣，大幅高過預期的2
萬億元人民幣，按年勁升43%；廣義貨幣
M2按年升11%，優於市場預期。

第一上海首席策略分析師葉尚志指出，
內地從去年底起已逐步採取適度寬鬆政策，
人行降準、增發專項債，以及推出各行業的
穩增長措施，這些都是有利內地、香港股市
可以擺脫美股跌盪影響、逐步走出獨立行情
的因素。他認為，港股只要繼續守穩20,900
點的短期技術支持位之上，總體穩好狀態得
以保持，對後市保持正面繼續看反彈，
22,500點依然是目前的預期目標。

月內有再減貸款息機會
渣打銀行大中華區及北亞區首席經濟

學家丁爽則指出，為支持借貸需求，預料內
地6月下調中期借貸便利（MLF）利率的機
會率高達五成，又預期貸款市場報價利率
（LPR）將作出同樣幅度下調。但丁爽表
示，今次或會是今年內地最後一次減息，隨
着其他央行趨向鷹派的立場、內地通脹上
揚，以及內地經濟在下半年有望反彈等因素
下，再減息的機會將大降。他預料在未來一
段時間，內地會維持充裕流動性，以確保銀
行間利率低於公開市場操作利率，有助降低
銀行及實體經濟融資成本。

◆ 貨幣政策發力下，5月新增信貸和社融規模均較4月低點多
增近兩倍，遠超市場預期。 中新社

中國5月份金融數據
（貨幣單位為人民幣）

◆ 新增人民幣貸款1.89萬
億元，遠高於預期的中值
1.22萬億至1.3萬億元

◆ M2同比增長11.1%，高
於 預 期 的 10.3% 至
10.4%

◆人民幣貸款餘額同比增長
11%，高於預期的10.7%

◆ 社會融資規模增量2.79
萬億元，高於預期的
2.02萬億元

◆社會融資規模存量329.2
萬 億 元 ， 同 比 增 長
10.5%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戰爭局勢最新進展系列之一百零一俄羅斯入侵烏克蘭戰爭局勢最新進展系列之一百零一
【【美南新聞泉深美南新聞泉深】】烏克蘭官員烏克蘭官員：：俄羅斯向切爾尼戈夫地區發俄羅斯向切爾尼戈夫地區發

射導彈促使人們撤離射導彈促使人們撤離
據烏克蘭官員稱據烏克蘭官員稱，，俄羅斯軍隊向烏克蘭北部切爾尼戈夫地區俄羅斯軍隊向烏克蘭北部切爾尼戈夫地區

的的 PrylukyPryluky 地區發射了叁枚導彈地區發射了叁枚導彈，，由於擔心火勢蔓延由於擔心火勢蔓延，，一些居民一些居民
被迫撤離被迫撤離。。

爆炸後的靜止圖像顯示爆炸後的靜止圖像顯示，，天際線上方升起巨大的黑色煙霧天際線上方升起巨大的黑色煙霧。。
烏克蘭北方作戰司令部在烏克蘭北方作戰司令部在 FacebookFacebook 上發表聲明說上發表聲明說：“：“大約大約

下午下午 11 點點 1515 分分，，佔領者向切爾尼戈夫地區的佔領者向切爾尼戈夫地區的 PrylukyPryluky 發射了叁發射了叁
枚導彈枚導彈。”。”

PrylukyPryluky 區的區的 ZaiizdZaiizd、、PetrivskePetrivske、、TykheTykhe 和和 SukhostavetsSukhostavets 村已村已
宣布撤離宣布撤離。。

切爾尼戈夫地區國家管理局民防部主任塞爾希伊博爾德列夫切爾尼戈夫地區國家管理局民防部主任塞爾希伊博爾德列夫
告訴烏克蘭公共廣播公司告訴烏克蘭公共廣播公司：“：“原因是火勢蔓延的威脅原因是火勢蔓延的威脅。”。”

雖然沒有已知的人員傷亡雖然沒有已知的人員傷亡，，但切爾尼戈夫地區最近並不是俄但切爾尼戈夫地區最近並不是俄
羅斯襲擊或炮擊的常規目標羅斯襲擊或炮擊的常規目標。。

今年今年 33 月月，，切爾尼戈夫切爾尼戈夫““遭受了巨大損失遭受了巨大損失”，”，特別是切爾尼特別是切爾尼
戈夫市戈夫市，，在遭到俄羅斯持續襲擊並造成數十人死亡在遭到俄羅斯持續襲擊並造成數十人死亡。。

切爾尼戈夫隨後被俄羅斯軍隊佔領切爾尼戈夫隨後被俄羅斯軍隊佔領，，但他們於但他們於 44 月撤離月撤離。。
聯合國人權專員聯合國人權專員：：俄羅斯任意逮捕反戰抗議者令人擔憂俄羅斯任意逮捕反戰抗議者令人擔憂

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米歇爾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米歇爾··巴切萊特稱巴切萊特稱，，俄羅斯俄羅斯““任任
意逮捕大量反戰抗議者令人擔憂意逮捕大量反戰抗議者令人擔憂”。”。

巴切萊特週一在日內瓦舉行的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會議上說巴切萊特週一在日內瓦舉行的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會議上說，，
俄羅斯引入了俄羅斯引入了““新的刑法限制新的刑法限制”，”，其中包括其中包括““一般禁止基於模糊一般禁止基於模糊
和模棱兩可的概念傳播信息和模棱兩可的概念傳播信息，，包括虛假新聞或非客觀信息包括虛假新聞或非客觀信息”。”。

曾兩度擔任智利前總統的巴切萊特在會議上說曾兩度擔任智利前總統的巴切萊特在會議上說：“：“我也對獨我也對獨
立媒體審查和限制的增加感到遺憾立媒體審查和限制的增加感到遺憾。”。”

巴切萊特早些時候曾告訴外交官巴切萊特早些時候曾告訴外交官：“：“烏克蘭的戰爭繼續摧毀烏克蘭的戰爭繼續摧毀
許多人的生命許多人的生命，，造成浩劫和破壞造成浩劫和破壞。。平民遭受的恐怖將留下不可磨平民遭受的恐怖將留下不可磨
滅的印記滅的印記，，包括後代包括後代。”。”
法國總統沒有法國總統沒有““固定固定””計劃訪問烏克蘭計劃訪問烏克蘭

愛麗舍宮週一表示愛麗舍宮週一表示，，法國總統埃馬紐埃爾法國總統埃馬紐埃爾··馬克龍沒有確定馬克龍沒有確定
戰時訪問烏克蘭的計劃戰時訪問烏克蘭的計劃。。

愛麗舍宮說愛麗舍宮說：“：“總統說他將在適當的時候訪問烏克蘭總統說他將在適當的時候訪問烏克蘭。。目前目前
正在研究幾個選項正在研究幾個選項，，現階段沒有任何問題現階段沒有任何問題。”。”

與幾位歐洲領導人不同與幾位歐洲領導人不同，，馬克龍自馬克龍自 22 月月 2424 日俄羅斯入侵開日俄羅斯入侵開
始以來就沒有訪問過烏克蘭始以來就沒有訪問過烏克蘭。。目前擔任歐盟理事會主席的法國總目前擔任歐盟理事會主席的法國總
統一再表示統一再表示，，他將在他將在““有用有用””時前往烏克蘭時前往烏克蘭。。

作為緩和烏克蘭週邊緊張局勢努力的一部分作為緩和烏克蘭週邊緊張局勢努力的一部分，，戰前馬克龍戰前馬克龍
於於 22 月月 88 日訪問了基輔日訪問了基輔。。

歐盟委員會主席烏爾蘇拉歐盟委員會主席烏爾蘇拉··馮德萊恩週六返回基輔與澤倫斯馮德萊恩週六返回基輔與澤倫斯
基會面基會面，，討論烏克蘭加入歐盟的進展討論烏克蘭加入歐盟的進展。。

她在基輔說她在基輔說：“：“如你所知如你所知，，委員會目前正在為歐盟成員國準委員會目前正在為歐盟成員國準
備所謂的意見建議備所謂的意見建議。。我們一直在為這項評估夜以繼日地工作我們一直在為這項評估夜以繼日地工作。。親親
愛的弗拉地米爾愛的弗拉地米爾，，我在我在 44 月向你保證月向你保證，，我們將不懈努力我們將不懈努力。。因此因此，，
今天的討論將使我們能夠在下週末之前完成我們的評估今天的討論將使我們能夠在下週末之前完成我們的評估。”。”
官員稱運載烏克蘭玉米的船抵達西班牙西北部港口官員稱運載烏克蘭玉米的船抵達西班牙西北部港口

週一早些時候週一早些時候，，一艘載有一艘載有 1818,,000000 噸烏克蘭玉米的船抵達西噸烏克蘭玉米的船抵達西
班牙西北部的一個港口班牙西北部的一個港口，，該船使用了一個地區性動物飼料生產商該船使用了一個地區性動物飼料生產商
組織所稱的組織所稱的““新海上航線新海上航線”，”，旨在避免俄羅斯封鎖烏克蘭在黑海旨在避免俄羅斯封鎖烏克蘭在黑海
的港口的港口。。

港口新聞辦公室告訴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港口新聞辦公室告訴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載有玉米的貨船載有玉米的貨船
AlppilaAlppila於週一黎明前抵達西班牙拉科魯尼亞港於週一黎明前抵達西班牙拉科魯尼亞港，，將於週二卸貨將於週二卸貨。。

飼料生產商組織阿加法克飼料生產商組織阿加法克 （（AgafacAgafac）） 在一份聲明中說在一份聲明中說：：
““這是烏克蘭糧食通過海路運抵西班牙西北部的第一批貨物這是烏克蘭糧食通過海路運抵西班牙西北部的第一批貨物，，使使

用的是自戰爭開始以來在波羅的海開闢的一條新的海上航線用的是自戰爭開始以來在波羅的海開闢的一條新的海上航線，，以以
避免俄羅斯海軍自戰爭開始以來對烏克蘭在黑海的港口的封鎖避免俄羅斯海軍自戰爭開始以來對烏克蘭在黑海的港口的封鎖。。
””

俄羅斯在烏克蘭的戰爭可能使多達俄羅斯在烏克蘭的戰爭可能使多達 49004900 萬人陷入饑荒或類萬人陷入饑荒或類
似饑荒的境地似饑荒的境地，，因為它對全球糧食供應和價格產生了毀滅性的影因為它對全球糧食供應和價格產生了毀滅性的影
響響，，各國都在爭先恐後地尋找繞過封鎖的方法各國都在爭先恐後地尋找繞過封鎖的方法。。週日週日，，一名烏克一名烏克
蘭政府官員告訴路透社蘭政府官員告訴路透社，，烏克蘭已經確定了出口穀物商店的替代烏克蘭已經確定了出口穀物商店的替代
路線路線。。

外交部副部長兼首席數字化轉型官德米特羅外交部副部長兼首席數字化轉型官德米特羅··塞尼克塞尼克
（（Dmytro SenikDmytro Senik））表示表示，，烏克蘭正試圖與羅馬尼亞烏克蘭正試圖與羅馬尼亞、、波蘭和波羅波蘭和波羅
的海國家建立新航線的海國家建立新航線，，以便讓滯留在烏克蘭海港的以便讓滯留在烏克蘭海港的 22002200 萬噸糧萬噸糧
食食““到達目的地到達目的地”。”。

阿加法克阿加法克 （（AgafacAgafac）） 在一份聲明中說在一份聲明中說：“：“這只是少量的玉這只是少量的玉
米米，，但它恢複了從烏克蘭進口任何可能的東西的可能性但它恢複了從烏克蘭進口任何可能的東西的可能性。”。”

他說他說，，加利西亞地區動物飼料生產商集團阿加法克通常每加利西亞地區動物飼料生產商集團阿加法克通常每
年年 11 月至月至 66 月從烏克蘭進口月從烏克蘭進口 4040%% 的玉米的玉米，，這是其每年進口的這是其每年進口的
100100 萬噸牲畜飼料玉米總量的一部分萬噸牲畜飼料玉米總量的一部分。。

阿加法克的聲明說阿加法克的聲明說：“：“少量玉米已經從烏克蘭西部用卡車運少量玉米已經從烏克蘭西部用卡車運
往波蘭和羅馬尼亞往波蘭和羅馬尼亞，，到達西班牙的玉米在波蘭波羅的海港口斯維到達西班牙的玉米在波蘭波羅的海港口斯維
努伊希努伊希（（SwinoujscieSwinoujscie）） 被裝載到一艘船上被裝載到一艘船上。”。”

據據vesselfinder.comvesselfinder.com稱稱，，阿加法克號是一艘懸掛芬蘭國旗的貨阿加法克號是一艘懸掛芬蘭國旗的貨
船船，，於於55月下旬在斯維努伊希停靠月下旬在斯維努伊希停靠，，隨後在兩個德國港口停靠隨後在兩個德國港口停靠，，
然後於週一抵達拉科魯尼亞港口然後於週一抵達拉科魯尼亞港口。。

比德說比德說，，他不知道自俄羅斯於他不知道自俄羅斯於 22 月下旬開始入侵烏克蘭以來月下旬開始入侵烏克蘭以來
，，烏克蘭玉米是否已抵達任何其它西班牙港口烏克蘭玉米是否已抵達任何其它西班牙港口。。

分離主義領導人分離主義領導人：：北頓涅茨克的烏克蘭軍隊必須北頓涅茨克的烏克蘭軍隊必須““投降或死投降或死
亡亡””

烏克蘭東部分離主義所謂的頓涅茨克人民共和國烏克蘭東部分離主義所謂的頓涅茨克人民共和國（（DPRDPR））
領導人周一表示領導人周一表示，，在北頓涅茨克的烏克蘭軍隊必須投降或面臨死在北頓涅茨克的烏克蘭軍隊必須投降或面臨死
亡亡。。

頓涅茨克人民共和國民兵部副部長愛德華頓涅茨克人民共和國民兵部副部長愛德華··巴蘇林巴蘇林（（EduardEduard
BasurinBasurin））說說：“：“他們有兩種選擇他們有兩種選擇：：要麽效仿同事投降要麽效仿同事投降，，要麽死去要麽死去
，，他們別無選擇他們別無選擇。”。”

俄羅斯軍隊現在控制了北頓涅茨克的大部分地區俄羅斯軍隊現在控制了北頓涅茨克的大部分地區，，這是烏克這是烏克
蘭東部頓巴斯地區血戰的中心蘭東部頓巴斯地區血戰的中心，，但烏克蘭通往該市的線路似乎尚但烏克蘭通往該市的線路似乎尚
未完全切斷未完全切斷。。

盧甘斯克地區軍事管理局局長謝爾伊盧甘斯克地區軍事管理局局長謝爾伊··海代周一表示海代周一表示，，烏克烏克
蘭仍在設法從該市撤離一些人蘭仍在設法從該市撤離一些人，，但受到轟炸規模的限制但受到轟炸規模的限制。。
烏克蘭軍隊從北頓涅茨克市中心撤退烏克蘭軍隊從北頓涅茨克市中心撤退

烏克蘭武裝部隊烏克蘭武裝部隊（（AFUAFU））週一上午表示週一上午表示，，俄羅斯已將烏克蘭俄羅斯已將烏克蘭
軍隊從北頓涅茨克市中心趕回軍隊從北頓涅茨克市中心趕回。。

AFUAFU 說說：“：“敵人在砲兵的支持下敵人在砲兵的支持下，，在北頓涅茨克市進行了在北頓涅茨克市進行了
突擊行動突擊行動，，取得了部分成功取得了部分成功，，將我們的部隊推離了市中心將我們的部隊推離了市中心，，敵對敵對
行動仍在繼續行動仍在繼續。”。”

盧甘斯克地區軍事管理局局長謝爾伊盧甘斯克地區軍事管理局局長謝爾伊··海代通過海代通過 TelegramTelegram 表表
示示，，俄羅斯俄羅斯““由於在火砲方面的顯著優勢由於在火砲方面的顯著優勢””取得了成功取得了成功。。

海代說海代說，，包括包括 4040 名兒童在內的大約名兒童在內的大約 500500 名平民仍在該市的名平民仍在該市的
AzotAzot 化工廠避難化工廠避難，，該化工廠正受到該化工廠正受到““敵方大口徑火砲敵方大口徑火砲””的猛烈的猛烈
轟炸轟炸。。

海代補充說海代補充說：“：“烏克蘭軍隊正試圖疏散人員烏克蘭軍隊正試圖疏散人員，， AzotAzot 避難所避難所
不像馬裏烏波爾的不像馬裏烏波爾的 AzovstalAzovstal 那樣堅固那樣堅固。”。”
烏克蘭在國防峰會前呼籲烏克蘭在國防峰會前呼籲““重型武器均等重型武器均等””

週叁週叁，，在布魯塞爾舉行的國防部長峰會之前在布魯塞爾舉行的國防部長峰會之前，，烏克蘭呼籲實烏克蘭呼籲實
現現““重型武器均等重型武器均等”。”。

烏克蘭總統辦公室主任顧問米哈伊洛烏克蘭總統辦公室主任顧問米哈伊洛··波多利亞克在推特上波多利亞克在推特上
說說：“：“直截了當直截了當———要結束戰爭—要結束戰爭，，我們需要重武器均等我們需要重武器均等。”。”

波多利亞克說波多利亞克說，，烏克蘭需要烏克蘭需要：“：“10001000 門口徑門口徑 155155 毫米的榴毫米的榴
彈炮彈炮；； 300300 MLRSMLRS；； 500500輛坦克輛坦克；； 20002000輛裝甲車輛裝甲車；； 10001000 架無人架無人
機機。”。”

北約將於週叁接待烏克蘭國防部長北約將於週叁接待烏克蘭國防部長，，以及來自瑞典以及來自瑞典、、芬蘭芬蘭、、
格魯吉亞和歐盟的盟國部長和官員格魯吉亞和歐盟的盟國部長和官員。。

國際特赦組織指責俄羅斯在哈爾科夫犯下戰爭罪國際特赦組織指責俄羅斯在哈爾科夫犯下戰爭罪
國際特赦組織指責俄羅斯在佔領烏克蘭東北部城市哈爾科夫國際特赦組織指責俄羅斯在佔領烏克蘭東北部城市哈爾科夫

的過程中犯下了戰爭罪的過程中犯下了戰爭罪。。
在一份長達在一份長達 4040 頁的新報告中頁的新報告中，，國際特赦組織記錄了據稱使國際特赦組織記錄了據稱使

用集束彈藥和其它不分青紅皂白的攻擊手段的行為用集束彈藥和其它不分青紅皂白的攻擊手段的行為。。
報告稱報告稱：“：“對哈爾科夫居民區的多次轟炸是不分青紅皂白的對哈爾科夫居民區的多次轟炸是不分青紅皂白的

襲擊襲擊，，造成數百名平民死亡和受傷造成數百名平民死亡和受傷，，因此構成戰爭罪因此構成戰爭罪。”。”
““這對於使用集束進行的打擊以及使用其它類型的非制導火這對於使用集束進行的打擊以及使用其它類型的非制導火

箭彈和非制導炮彈進行的打擊都是如此箭彈和非制導炮彈進行的打擊都是如此，，在平民集中區附近使用在平民集中區附近使用
時是不分青紅皂白的時是不分青紅皂白的。”。”

國際特赦組織的研究人員表示國際特赦組織的研究人員表示，，他們他們““記錄了哈爾科夫不同記錄了哈爾科夫不同
地區的七次襲擊地區的七次襲擊，，他們在那裏發現了他們在那裏發現了 99NN210210 或或 99NN235235 集束彈藥集束彈藥
的尾翼和彈丸的尾翼和彈丸。”。”

一些背景一些背景：：20102010 年生效的年生效的《《聯合國集束彈藥公約聯合國集束彈藥公約》》禁止使禁止使
用集束彈藥用集束彈藥。。俄羅斯不是該條約的締約國俄羅斯不是該條約的締約國（（美國也不是美國也不是）。）。

國際特赦組織的報告說國際特赦組織的報告說：“：“集束炸彈本質上是不分青紅皂白集束炸彈本質上是不分青紅皂白
的的。。火箭在半空中釋放數十枚子彈藥火箭在半空中釋放數十枚子彈藥，，在數百平方米的大面積上在數百平方米的大面積上
不分青紅皂白地散佈不分青紅皂白地散佈。。此外此外，，集束彈藥的啞彈率高集束彈藥的啞彈率高，，在撞擊時未在撞擊時未
能爆炸的百分比很高能爆炸的百分比很高，，因此有效地成為地雷因此有效地成為地雷，，在部署後很長時間在部署後很長時間
對平民構成威脅對平民構成威脅。”。”

國際特赦組織還表示國際特赦組織還表示，，俄羅斯使用了俄羅斯使用了 PTM-PTM-11SS，，一種小型可一種小型可
散佈殺傷人員地雷散佈殺傷人員地雷。。

國際特赦組織高級危機應對顧問多納泰拉國際特赦組織高級危機應對顧問多納泰拉··羅維拉羅維拉（（DonaDona--
tella Roveratella Rovera））表示表示，，調查調查““進一步表明完全無視平民生命進一步表明完全無視平民生命”。”。

她說她說：“：“人們在家中人們在家中、、街上街上、、操場和墓地中被殺操場和墓地中被殺，，在排隊等在排隊等
候人道主義援助或購買食品和藥品時候人道主義援助或購買食品和藥品時，，使用被廣泛禁用的集束彈使用被廣泛禁用的集束彈
藥的反複使用令人震驚藥的反複使用令人震驚。”。”

俄羅斯官員一再堅稱他們不針對平民俄羅斯官員一再堅稱他們不針對平民。。
俄羅斯軍隊即將佔領烏克蘭的關鍵城市俄羅斯軍隊即將佔領烏克蘭的關鍵城市

俄羅斯軍隊即將佔領烏克蘭的關鍵城市俄羅斯軍隊即將佔領烏克蘭的關鍵城市，，在鄰近的巴赫穆特在鄰近的巴赫穆特
，，那些無處可去的人為俄羅斯軍隊的到來做好了準備那些無處可去的人為俄羅斯軍隊的到來做好了準備

乍一看乍一看，，巴赫穆特不像一座處於戰爭狀態的城市巴赫穆特不像一座處於戰爭狀態的城市。。
當記者在一個溫暖的陽光明媚的早晨開車進入烏克蘭東部頓當記者在一個溫暖的陽光明媚的早晨開車進入烏克蘭東部頓

涅茨克地區的城市時涅茨克地區的城市時，，穿著橙色背心的男人們正在照料玫瑰穿著橙色背心的男人們正在照料玫瑰，，遮遮
蔽街道的高大樹木長滿了樹葉蔽街道的高大樹木長滿了樹葉。。

由於燃料短缺由於燃料短缺，，交通不便交通不便，，因此許多居民騎自行車四處走動因此許多居民騎自行車四處走動
。。

然而然而，，這種平靜的外表具有欺騙性這種平靜的外表具有欺騙性。。爆炸聲經常在巴赫穆特爆炸聲經常在巴赫穆特
上空回蕩上空回蕩：：在城外在城外，，偶爾在城內偶爾在城內，，傳出和傳入的砲火和火箭的爆傳出和傳入的砲火和火箭的爆
炸聲炸聲。。

當記者問一位女士是否打算在俄羅斯軍隊逼近的情況下留在當記者問一位女士是否打算在俄羅斯軍隊逼近的情況下留在
巴赫穆特時巴赫穆特時，，她的態度發生了變化她的態度發生了變化，，她搖了搖頭她搖了搖頭。。

她說她說：“：“我們愛我們的小鎮我們愛我們的小鎮。。我們的墳墓在這裏我們的墳墓在這裏，，我們的父我們的父
母住在這裏母住在這裏，，我們哪兒也不去我們哪兒也不去。”。”她的聲音顫抖她的聲音顫抖，，淚水在她的眼淚水在她的眼
眶裏打轉眶裏打轉。。她接著說她接著說：“：“這是我們的土地這是我們的土地，，我們不會把它交給任我們不會把它交給任
何人何人。。就算毀了就算毀了，，我們也要重建我們也要重建。。一切都會……一切都會……。”。” 她在這裏她在這裏
豎起兩個大拇指豎起兩個大拇指。。

BB44
星期二       2022年6月14日       Tuesday, June 14, 2022

休城新聞

鳥語花香

不少人对猫头鹰情有

独钟。记得小时候，和大

院里的孩子们天天去守着

一颗老树，盯着树洞直到

眼发酸，最终，几个新孵

出的猫头鹰小毛绒球探出

头，大家一派欢天喜地。

猫头鹰有200多“款

”——除了南极洲外遍布

全球：从最小的姬鸮（和

麻雀差不多），到最大的

雕鸮（身高75，翼展1米

8，干翻老鹰的水平），

体型差距能有100倍。

这几年，随着人类活

动减少，城市公园里，又

能看见猫头鹰了。

我们身边常见的猫头

鹰大多数都是夜间或黎明/

黄昏时活动，喜欢白天藏

在窝里睡大觉，因此，主宰黑夜的它们难得一见，

独特的叫声到是传的很远。听其声，觅其踪吧。

和雄性妖艳的鸳鸯、孔雀等鸟类相比，我们无

法分辨出猫头鹰的公母，长得都一样，雌性的个子

会更大一点。无论什么样的猫头鹰都有一个共同的

特征——凝视着你的大眼睛，透露出超然的智慧。

一切都要从眼睛说起

我们的许多判断都是基于外表的，“这人长得

，看着聪明”，人与智慧的联系肯定和外貌有关，

尤其是眼睛，动物也一样。

说猫头鹰目光如炬，没人会反对。但，猫头鹰

没有周边视觉，它们的眼睛固定在眼窝里，所以必

须移动头部才能看到周围的环境。

通常，视角范围越大，越有助于躲避敌人/发现

猎物。为此，猫头鹰进化出了能将脖子转动270度的

能力，这给我们留下了一种没有什么能逃过它注意

的印象。

我们人类头部和颈部的突然运动会威胁生命，

但猫头鹰却不会，它们是如何做到的？

宵小鼠辈

说白了，有两点。一，颈部走血管的骨头里面空

间大，有缓冲；二，头部屯的血足，转来转去不会眼

前发黑（人的动脉分支时往往变得越来越小，而猫头

鹰头部的血管变得越来越大，从而形成血库）。

这造就了猫头鹰在古希腊的崇高地位：智慧女

神雅典娜，经常被描绘成要么抱着一只猫头鹰，要

么让一只猫头鹰坐在她的盲区，这样她就能看到全

部真相。

地地道道的暗夜魔王

智慧的代表，肯定不能在战斗只用蛮力。作为

猛禽，猫头鹰的捕猎异常轻松，它们被比作“暗夜

魔王”不是没有道理的。

如果说猫头鹰出色的夜

视能力、敏锐的听力和锋

利的爪子还不够“魔”的

话，它们还进化出另一种

能力，能让猎物被恐惧感

一下攥住心脏——无声飞

行。

绝大多数鸟类的飞行羽

毛有直边，在空中飞行时

会发出声音；而猫头鹰则

不然，它们的飞行羽毛有

梳子状的边缘，相互交错

，几乎完全消除振翅的响

动。

这种进化的收益很明显

——当猫头鹰从天而降扑

向猎物，比如老鼠，往往

会被毫无征兆的死神吓得

呆站不动......猫头鹰的捕猎

成功率在 80%左右，而某

些地区的雕鸮，在全年捕猎的记录中，更是超过了

85%，这是会羡慕死其他猛禽的极高效率。

“魔”的代价

万事皆有利弊，猫头鹰无声飞行的羽毛不防水

。夜间降雨意味着饿肚子，而长时间的降雨，对它

们来说是灾难。

这种被雨淋湿后傻呆呆的样子，让人怀疑猫头

鹰是否真的有那么聪明。

我们人类可以做套题测测智商，而动物专家们

也给鸟类出了一套测验题，以测试其认知能力（这

些测试有值得怀疑的地方，因为它把拟人假设叠加

到了其他生物的行为上）。

智慧，深不可测

撇开有待商榷的部分不谈，测试一直显示鹦鹉

，以及鸦科的成员是最聪明的。而猫头鹰甚至不在

聪明鸟类排行榜上。

一些训鸟人也不觉得猫头鹰聪明，你瞧，鹦鹉

可以学人说话，喜鹊乌鸦可以帮忙捡回东西，而想

要训练猫头鹰做一些最基本的任务都没戏——猫头

鹰只是坐在那里，对训练员越来越疯狂地哄骗无动

于衷。

所有人类认为聪明的鸟，都是群居、社交性的

，因此上，“会来事儿”。而猫头鹰喜欢独处，求

偶期之外，很少互相交流，它们的智慧全都用在视

觉、听觉和捕猎技巧上了。

知识不值钱，小聪明谁都有，然而智慧就是一

种境界了。

想起英国诗人的名句“Knowledge comes, but wis-

dom lingers”——知识如流，唯智慧长存。

猫头鹰满足于自己的特立独行，而对于那些想

要改变自己的人类，猫头鹰不会麻烦自己去迎合，

也许这才是智慧的真正标志。

猫头鹰，270°的智慧化身

对大多数生物来说，繁

殖是活着的目标。

但不论是我们人类，

还是动物们，找个对象生孩

子，是一项艰巨的工作

——不仅要找到一个“适

婚”状态的对象，还要吸引

其注意，彰显自己的身份，

宣传咱的品质、能力，往往

还得竞争，打个头破血流。

发出信号

确实也有盼着“人在

家中坐，爱从天上来”的

类型，但大多数人类会为

了成功求偶，积极四处去

散发各种信号。

虽然形式上有所区别，但动物们和人

类行为从本质上说是完全一样的。

当动物用颜色、叫声和气味吸引配偶

，哪一种最容易引来死亡？

为了实现交配成功这一目的，动物进

化出了各种各样的“性信号”——引人注

目的部位展示（猿猴的红屁股）、夸张的

装饰物（有蹄类的角）等等等，都有助于

在择偶这场竞赛中击败对手。

代价昂贵

然而，性信号是代价昂贵的。不仅仅是

在求偶前唱歌、跳舞所需能量这么简单。

当动物用颜色、叫声和气味吸引配偶

，哪一种最容易引来死亡？

更可怕的是掠食者。

道理似乎非常简单，就像人类世界那

些求偶展现——姑娘妖艳靓丽、小伙名表

豪车——吸引的不只是潜在对象，更是流

氓和抢劫犯。

但，真的是这样么？为了交配这个目

的，从蝴蝶闪闪发光的翅膀，到鸟儿甜美

的歌声，动物世界中数不清的赏心悦目和

悦耳动听，无疑会吸引食肉动物的眼球和

耳朵。当然，还有气味信息素。

艳丽外表、呼唤鸣叫、气味信息素，

这最常见的三种方式，哪种风险最大？

鸣叫：5倍的高风险

截取其他物种的“性信号”就像是在

“窃听”。

生活在南美洲的通加拉蛙（Túngara

frog）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雌性偏好叫

声复杂的雄蛙，于是，雄性响亮的蛙鸣增

加了许多变声，像是一个人的交响乐。

然而，窃听者也在周围。食肉动物

——如缨唇蝠（Trachops cirrhosus）与雌蛙

一样，喜欢复杂的叫声，循声而至来捕食

雄蛙。

怎么证明不是随机攻击，而是窃听后

捕食的呢？

实验方法是：在野外放置假动物模型

并发出信号，记录它们被捕食者攻击的频

率。针对不同物种的相关的文献在网上大

约可以搜到70多篇，有兴趣的可以去深入

看一看。

总结下来，蛙也好，鸟也罢，求偶的

叫声绝对会增加被捕食的风险。数据显示

，这种风险高达五倍。

惊讶的事实是：艳丽的外表，风险几

乎为零

经过深入挖掘，研究者发现，使用叫

声或气味信息素来吸引配偶的，比那些使

用视觉的物种面临更大的危险，令人惊讶

的是，艳丽外表根本没有增加任何风险。

为什么大胆的颜色不会增加被吃掉的

风险呢？为什么视觉系的风险最低？

首先，大多数食肉动物都挑食。

即使那些非常杂食的，比如食虫鸟类

，也偏好吃熟悉的猎物，很少尝试新事物

。大多数动物视觉系的“性信号”，可能

反而会让食肉动物迷惑——“这啥？还能

吃么？”，面对不熟悉的食物，捕食者会

出于谨慎而避开它们。

其次，鲜艳的颜色往往是许多物种的

警告信号。

想想红背蜘蛛醒目的黑色和红色，它

们强烈地宣扬着自己——我很危险！因此

，食肉动物通常会对处在显眼、鲜艳模式

下的物种持谨慎态度，有毒？扎嘴？塞牙

？往往都是难吃这回事儿。

你这么想就更理解了，纹个大花臂、

满脸打环的姑娘，一般人也不敢有非分之

想，只会吸引同类人而已。

当动物用颜色、叫声和气味吸引配偶
哪一种最容易引来死亡？



BB55香港瞭望
星期二       2022年6月14日       Tuesday, June 14, 2022

2022年6月11日（星期六）香 港 新 聞4 ◆責任編輯：周文超

疑販毒分贓不勻疑販毒分贓不勻 兩黑幫火併開槍兩黑幫火併開槍
中環雲咸街10日晨發生近年罕見的黑幫火

併開槍案。兩黑幫為爭奪毒品市場，各自招攬

“南亞兵團”在街頭以刀槍廝殺，其中一批最

少8個南亞刀手包圍對手的私家車施襲時，疑

對方早有準備，開槍還擊及開車撞人突圍。警

員接報趕至調查，當場截獲包括3名傷者在內

的6名大漢，其中一人腹部中彈。深夜，警方

部署大規模反黑行動，在蘭桂坊針對黑幫的不

法勾結展開大掃蕩。香港警務處有組織罪案及

三合會調查科10日表示，已掌握兩黑幫所有涉

案者資料，正全力追緝槍手及尋找涉案

的手槍。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最少最少88刀手包圍私家車施襲刀手包圍私家車施襲 對方開槍還擊開車撞人突圍對方開槍還擊開車撞人突圍

在火併案現場被截獲的6名男子（23歲至36歲），包
括5名南亞裔男子和一名本地人，其中4人涉嫌企圖

傷人及藏有攻擊性武器被捕。

一人腹部中槍情況嚴重 一人頭部受傷命危
25歲的南亞裔刀手腹部中槍，手術後情況嚴重，另

兩名30歲及36歲南亞漢分別頭部及腳部受傷，其中頭部
受傷的男子疑被客貨車撞倒及輾過，情況危殆。由於傷者
仍在留醫，警方稍後進行拘捕。消息指，該案涉及黑幫
“新×安”及“和×和”，因為販毒利益分贓不勻，於早前
發生衝突，雙方各自招攬南亞幫充當打手準備火併。10日凌
晨，雙方在中環蘭桂坊酒吧再起爭執。

凌晨2時許，其中一班大漢分乘3部車離開酒吧，在
駛至雲咸街46號對開停下等燈位時，由其仇家派出的
“南亞幫”刀手駕駛兩車尾隨而至。車上跳出至少8個刀
手，包圍其中一輛銀色7人房車施襲，另一輛黑色客貨車
踩油撞跌刀手後逃離。在銀色7人車內，有人拔槍並最少
連開兩槍還擊，分別擊中一名刀手腹部及私家車，其他刀
手見狀四逃，銀色7人車與同黨則逃去無蹤。

警員趕至，截獲6個懷疑刀手及兩部私家車。反恐特
勤隊在場持槍戒備，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及鑑證科
到場搜證，檢獲一個彈殼、一粒彈頭，在其中一輛染血私
家車上檢獲9把利刀。凌晨4時許，逃走的銀色7人房車
在錦田錦莆路被縱火焚毀。

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查科高級警司何振東10日表
示，是案涉及兩黑幫因不法活動的利益分贓不勻問題，屬個
別案件，惟因為狂徒在市區開槍威脅市民安全，警方對此高
度重視。

警掌握所有涉案者資料 正全力追緝
經軍械鑑證科人員初步檢查，檢獲的彈頭屬於9mm，

可能是由一支半自動手槍發射。警方目前最重要的工作，是
盡快緝獲所有涉案者及起出涉案手槍，防止再發生同類槍擊
案件。警方已掌握兩個黑幫所有涉案者資料，正展開全力追
緝。

◆警方10日深夜起，通宵到中環蘭桂坊一帶酒吧區進行反罪案掃蕩。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警方展示檢獲的9把利刀。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檢獲的9mm彈頭及彈殼。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以南亞裔人士
為 主 的 酷 刑 聲 請
者 ， 即 所 謂 “ 難
民”問題多年來一
直困擾香港社會，

更帶來治安上的隱憂。由於正待審核
難民資格、持“行街紙”留港的聲請
者不能在港工作，加上審核和覆核往
往曠日持久，他們一住就是幾年甚至
十多年。

為了“搵快錢”生存，有部分在
港的“難民”鋌而走險犯案，更成為
本地黑幫招攬的對象，充當打手及販
毒等勾當。本地黑幫更有中介人，專
門向南亞幫“揀蟀”。每當黑幫“吹
雞”，中介人就會派錢“招兵”，加
上南亞幫內為爭奪利益而內訌、街頭
廝殺打鬥等經常發生，因此一部分不
守法的南亞難民成為本港罪案中一個
獨特現象。

根據統計，去年共有929名非華
裔者干犯刑事罪行被捕，涉及嚴重傷
人、毒品、刑毀、爆竊及行劫等，絕
大部分為持俗稱“行街紙”的酷刑聲

請人士。
過去8年，香港特區政府已就滯

港的酷刑聲請者耗費逾72億元公帑。
保安局早前向立法會特別財委會提交
文件，預算本年度相關工作開支達
12.62億港元，較上一年度增幅17%。

為進一步改善免遣返聲請安排，
特區政府於去年8月1日起實施新措
施，包括提高入境事務處的審核效
率、防止拖延、改善酷刑聲請上訴委
員會的程序和職能、加強源頭堵截、
執法、遣送、羈留聲請人等，但由於
在港的聲請個案眾多，相信根治問題
仍需時頗長。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南亞“難民”搵快錢淪港黑幫馬前卒

◆腳部受輕傷的被捕刀手。

��

刀手下車

對方撞人

揮刀襲擊

開槍四散

灰衣男中槍灰衣男中槍

捱撞倒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藍松山）立法會財務委
員會10日以73票支持、1票反對、兩票棄權通過
第六屆香港特區政府的政府架構重組下的編制變
動。新的架構下將擴大成三司十五局，並增設3名
副司長，建議的重組架構方案涉及增加13名政治
委任官員和57個公務員職位，全年總額外薪酬開
支約為9,500萬元。多名議員期望新的架構、合適
的編制及安排，有助新一屆特區政府滿足市民的
期望。候任行政長官辦公室秘書長鄭鍾偉會上表
示，候任特首李家超非常重視議員提出解決貧富
懸殊、土地以至地區問題的建議，新一屆政府會
做好政府政策的解說工作，及加強和市民的溝
通。

立法會人事編制小組委員會早前通過因應第
六屆特區政府架構重組而增設的政治委任官員及
公務員職位。財委會10日審議有關的編制及相關
撥款。建議方案將三司十三局擴大為三司十五
局，包括增設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將運輸及房屋

局分拆為房屋局和運輸及物流局等。架構重組建
議還吸納了候任特首李家超的意見，增設3名副司
長，以及有關的支援官員。

整個重組架構方案將增加13名政治委任官員
和57個公務員職位，全年總額外薪酬開支約為
9,500萬元，連同政治委任官員的強積金供款及相
關公務員的附帶福利，每年員工平均開支總額約
為1.2億元。

多名議員在發言時均表示支持特區政府架構
重組方案，同時就改善特區政府跨部門統籌、設
立律政司副司長、統籌地區力量、壓縮文化體育
項目發牌程序等提出建議。

民建聯議員李慧琼表示，政府架構需要與時
並進，新一屆特區政府需要有新的架構、合適的
編制及安排，以落實候任特首的政綱，及滿足市
民期望，期望政府增加人手後，特區政府加強和
議員、市民的溝通，安排官員更多落區考察，讓
市民能有更多途徑表達意見。她又期望新一屆特

區政府在房屋供應、貧富差距、經濟發展上都做
好規劃，最重要讓市民看到新一屆特區政府有願
景、有規劃，又建議將地區專員放入問責團隊，
從而更有效統籌地區力量，面對突發事情時能更
機動及到位。

議員促助公僕速適應減“甩漏”
鄭鍾偉回應時表示，架構重組正是為了通過

跨部門的協調和統籌，將事做得更快、更加有
效，又強調候任特首非常重視議員提出的解決貧
富懸殊、土地，以至地區問題的要求和建議，會
做好解說及加強與市民的溝通。

選委會界別議員陳紹雄表示，在架構重組
後，有的政策局職權變動較大，部分公務員有轉
調職位的安排。他相信公務員的能力及專業水
平，但原本分屬不同政策局部門的職員一同工
作，需要時間磨合才能漸入佳境。他擔心在改組
初期會帶來效率上的影響，以及交接或有“甩

漏”，要求特區政府協助公務員快速適應新的架
構。

政策創新與統籌辦事處總監何珮玲回應時表
示，未來公務員會跟着工作進行調配，不會影響
特區政府服務市民的能力，相信新任局長及其團
隊會對此多加注意。

立法會將於下周三的大會上審議特區政府架
構重組的決議案，如議案獲得通過，架構重組將
於7月1日起實施。由於在重組建議安排實施後，
部分部門會撥歸另一個決策局管轄，部分職位會
在不淨增加人手的基礎上，在各局之間重新調
配，部分公務員職位的職責劃分也需要重訂。由
於重組安排涉及職位調動，有關各局/部門常額編
制中所有非首長級職位按薪級表中薪級點估計的
年薪總值現有上限有需要作出若干調整。特區政
府會另行向財委會申請批准因應重組安排而修改
2022/2023年度的核准預算，包括對有關決策局/
部門的編制上限作出改動。

政府重組架構財會過關 議員冀新編制“幹成事”



由香港導演劉偉恆執導，黃百鳴監製，黃子桓

擔任出品人及編劇，鄭嘉穎、陳靜、朱晨麗領銜主

演的懸疑愛情電影《焚情》發布定檔海報及預告，

將於6月18日正式全國上映，國粵語雙版本發行。

本片講述了一個因「出軌」引發的守護婚姻的故事

，在欲望之火與家庭責任的徘徊之間，試煉出愛情

的真諦。定檔海報中三人之間錯綜複雜的情感糾葛

以及略帶暗黑系的視覺風格，盡顯影片懸愛氛圍質

感；而定檔預告中激情四射與戰慄心驚的情緒交融

，也令觀眾腎上腺素極速飆升。這也是近期唯一一

部宣布定檔並上映的港片，為原本略顯冷清的影市

注入了新鮮活力。

香港實力陣容集結618情侶必看
繼「最冷」清明檔、五一檔之後，隨着上海解

封、北京多區恢復正常生產生活等利好消息爆出，

全國疫情防控形勢逐步轉好，電影市場開始有向暖

跡象，根據貓眼專業版數據，全國影院營業率已達

75%以上，需要更多新片上映來提振市場信心。電

影《焚情》，是近期為數不多新晉定檔的電影，而

作為618檔期唯一一部港片，本片製作優良，高品

質剪輯配樂美術等，將懸疑氛圍感極致拉滿，為觀

眾打造沉浸式觀影體驗。而對抵制出軌誘惑、守護

愛情婚姻等情感元素的探討亦有望收穫不少情侶等

觀眾的共鳴。

除題材吸引外，本片集結了內地觀眾耳熟能詳

的香港實力派演員陣容。因《步步驚心》《反貪風

暴》等優秀作品而深入人心的TVB最佳男主角鄭嘉

穎領銜，金像獎最佳女配角、性感女神陳靜首度挑

戰瘋批美人，2011年香港小姐朱晨麗氣質溫婉演繹

賢妻良母，還有TVB老戲骨羅蘭、「草蜢樂隊」蘇

志威等傾情加盟，卡司強大、演技精湛，為影片品

質保駕護航。

關注守護婚姻等兩性話題直擊大眾情感痛點
電影《焚情》以懸疑為表相，愛情為真諦，如

愛情試金石，幫助女性觀眾們檢驗愛情的真偽。電

影《焚情》講述了原本家庭幸福的醫生林遠志（鄭

嘉穎飾），因一夜「激情」，陷入出軌的恐慌與焦

灼，他試圖用謊言來掩蓋真相，但「第三者」方瑜

（陳靜飾）的步步緊逼和瘋狂示愛，則讓妻子劉靖

（朱晨麗飾）以及整個家庭陷入各種不可知的致命

危險中。

在兩性關係中，對一夜情、婚內出軌、渣男小

三的聲討等一直是大眾熱議的常態化話題，涉及愛

情婚姻家庭、道德倫理、法律等眾多社會範疇，而

電影《焚情》另闢蹊徑，用懸疑的敘事結構，略帶

暗黑病嬌式的風格，激情謊言暴力等豐富的內容元

素，強戲劇化情節帶來高觀影刺激，在衝突中不斷

放大情感痛點，如何守護婚姻更能引發大眾思考，

實現價值碰撞，對觀眾來說，無疑是一部兼具娛樂

性與思考性的優良作品。

電影《焚情》由東方影業出品有限公司出品，

東方影業製作有限公司負責製作，東方影業發行有

限公司、北京國影縱橫電影發行有限公司發行，北

京朔果蓮蓮文化傳媒有限公司負責宣傳營銷。6月

18日，敢與你一起看《焚情》的人，或許才是值得

交託一生的人。

懸疑愛情電影《焚情》定檔618

鄭嘉穎陳靜朱晨麗以火煉愛

6月 8日，由陳可辛、趙曉時監製，張冀編劇並執

導的電影《群星閃耀的夜晚》在湖南長沙開機。影片導

演/編劇張冀，監製趙曉時，演員尹昉、張婧儀出席了

開機儀式。據悉，《群星閃耀的夜晚》將聚焦小人物，

再現當代都市夜生活圖景，打造極具煙火氣的暖心治癒

故事。

開機儀式現場，湖南廣播影視集團有限公司（湖南

廣播電視台）黨委委員、副總經理，瀟湘電影集團黨委

書記、董事長谷良盛讚影片拍攝地長沙：「這是一座24

小時都綻放着激情、充滿鬥志、壯懷激烈的城市，是一

座越夜越有魅力，越夜越綻放活力的城市……每個長沙

人都是一顆燦爛的星，整座長沙城（的夜晚）就是群星

閃耀的夜晚。」

作為湖南湘西人的導演/編劇張冀也稱這是自己個人

創作生涯中極為特殊的一部作品，在這部影片中「放了很

多的情感，很多的鄉愁」，並表示以電影的形式呈現長沙

這座城市，這應該是第一次。同時，影片雖然是以湖南人

的視角展開，但它講述的是當下中國的普通人的故事，每

個中國觀眾都能在電影中看到自己：「我們希望用一首群

星一樣的詩來讚頌這個城市，讚頌生活和時代！」

夜幕降臨，華燈初上，煙火瀰漫，人來人往。夏夜

的長沙，有人拖着行李準備出發，有人滿懷希望剛剛抵

達，有人佇立在夢想和現實的岔路躊躇不前。對於失眠

的人，漫長的夜生活才剛剛開始……《群星閃耀的夜晚

》聚焦都市小人物的悲歡離合，以發生在一個夜晚的多

個故事，串聯起當代都市夜生活圖景，致敬每一個閃閃

發光、滿懷熱忱的普通人。

《群星閃耀的夜晚》由瀟湘電影集團有限公司、北

京嘉映春天影業有限公司、中國電影股份有限公司、上

海淘票票影視文化有限公司、我們製作有限公司、湖南

當燃影業有限公司出品；我們製作有限公司、北京嘉映

春天影業有限公司、湖南當燃影業有限公司聯合製作。

《群星閃耀的夜晚》開機
尹昉張婧儀首度搭檔演繹煙火長沙夜生活

由企鵝影視、青春你好傳媒、完

美世界影視出品，查傳誼執導，初征

任總編劇，梁振華擔任總監製，方芳

、梁建華擔任總製片，易文洋、滕文

竹擔任製片，高偉光、宣璐領銜主演

，任豪、加奈、袁雨萱、張皓承主演

，劉天佐特別出演，白凡、劉恩佳、

彭博、冉旭、王璟彥、彭渤、李璟羿

、王子甲、方曉莉等實力演員傾情加

盟的古裝愛情輕喜劇《只此江湖夢》

日前順利殺青，全體主創主演用真誠

和汗水為大家描繪出一個快意恩仇，

妙趣橫生的熱血江湖。

冷麵大俠+鬼馬刀客設定新穎
官方殺青特輯及劇照的一經釋出

，就瞬間點燃了網友的催劇熱情，紛紛

直呼「搞快點！」。其中飾演男主角艷

少的高偉光因《三生三世十里桃花》

《怒晴湘西》等劇為大家所熟知，劇照

中他一襲紅衣遮面踏入熱血江湖，機敏

腹黑，傲嬌霸氣的冷麵俠客形象着實讓

不少人眼前一亮。而這次與高偉光搭檔

的則是以古裝女神著稱的宣璐，曾在

《陳情令》《且試天下》當中有過精彩

表現的她在劇中飾演女主角容疏狂，劇

照中她畫着古靈精怪的兩撇小鬍子，化

身鬼馬刀客，一展古靈精怪本色。高偉

光和宣璐雖然是首度搭檔，表現卻默契

十足。殺青特輯中，兩人或互動甜蜜，

同舞一把劍上演「最萌身高差」；或掙

扎虐心，高偉光策馬而去，宣璐飛奔喊

話「艷少，活着回來」，感染力十足盡

顯「愛戀情深」。

輕喜風格+逗趣甜寵看點不斷
《只此江湖夢》講述的是「搞笑

女」方怡誤入江湖，化身鬼馬刀客容

疏狂與霸道俠客艷少攜手並肩，彼此

守護的故事。高偉光和宣璐這對賞心

悅目的全新搭檔，將通過精湛的演技

，在一波三折的感情敘事中，為觀眾

勾勒出一段洋溢着浪漫清甜，充滿趣

味的江湖愛戀。

據悉，劇組精心打造了大漠黃沙

中的無情樓、世外桃源般的御馳山莊

等幾大主場景，作為拍攝場地，從煙

雨江南到孤煙大漠，力圖呈現一個風

格多元的別樣江湖。同時為了更好的

表達該劇甜寵輕喜的風格調性，《只

此江湖夢》力邀爆款古裝甜寵輕喜劇

《傳聞中的陳芊芊》的導演查傳誼執

導，由知名編劇初征擔任總編劇，甜

寵經驗豐富的幕後班底加之高偉光、

宣璐高甜cp的加持，相信《只此江湖

夢》不負期待。

目前《只此江湖夢》已經結束拍攝，

正在緊張的後期製作當中，敬請關注。

《只此江湖夢》火熱殺青
高偉光宣璐江湖愛戀引熱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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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6月11日（星期六）娛 樂 新 聞6 ◆責任編輯：樓軒閣

李幸倪輔導《聲夢2》學員
Gin Lee將聯同爵士歌手塔莉·莫蓮於本月24日至25日舉行兩場《星光之城情牽港法音樂
會》，10日進行綵排，Gin Lee為這次慈善義務演出，也是其
今年內唯一的音樂會，而她在約滿前，需為公司於7月初推出
新專輯，此外，還要參與《聲夢傳奇2》的導師工作。
談及今屆《聲夢》參賽學員，Gin Lee已跟他們見過面，謂：

“很多都好有特色，大致上年紀較上屆年輕，心智上未夠成熟，不敢
推得他們太緊，所以要花點時間去溝通。其中有位16歲的學霸同學，
因要應付學業，很難抽時間練歌，所以要盡量協調，亦得遷就他們的
上學和放學時間，有時不能給他們太大壓力，否則小朋友會好易喊和
崩潰。我會先跟他們以朋友方式相處，我像他們的奶媽，不用接他們
放學，不過要等到他們5點放學先練習，晚上11點收工。”

跟多間公司接洽去向未定
問到Gin Lee接下來的去向，她表示未有定案，至於是否被多間唱

片公司招手？她謂：“有跟不同的人傾偈，但未有決定，（包括傳聞會
過檔的英皇？）不說名了，總之好多可能性，約滿後想先返馬來西亞探
親兼休息，（準備結婚生仔？）不是，我仍想工作，暫時事業為重，沒
打算結婚生仔，（另一半會好失望？）我的粉絲好失望，叫我千萬不要
不唱歌，加上自己在音樂上仍有好多未嘗試過，（還要另一半等多
久？）不說這個，講音樂啦，（叫他）等下先，我是事業女性。”

約滿環球返大馬
否認鋪路結婚

主題為“我超越我”的《聲夢傳奇2》於
11日晚首播，一眾參賽者將分成四組拜會評
審舒文、張佳添、陳潔靈及音樂總監Johnny

Yim，並於四位資深音樂人面前獻聲兼接受指
導，而《聲夢傳奇》首季畢業生炎明熹（Gi-

gi）、姚焯菲（Chantel）、鍾柔美（Yumi）、詹天
文（Windy）、張馳豪（Aska）及何晉樂（Rock）會
挑戰殿堂級樂隊Queen名作，攜手演出時長近6分鐘
的精彩歌舞《波希米亞狂想曲》。

節目中Yumi將與Windy進行師妹舞鬥，Aska則
與Rock和師弟妹表演四手聯彈及鬥jam結他。而Ch-
antel就會化身“天外飛仙”空降舞台，和其他畢業生
包括林君蓮（蓮姐）、潘靜文（Sherman）、文凱婷
（Aeren）等，與師弟、師妹進行真情流露的問答環
節。在首季有亮眼表現的Chantel坦言因一件意料之
外的事情致壓力爆煲；Rock亦因一句說話搞喊
師妹Vici，幸好蓮姐及時出手解圍，令Vici破涕
為笑。

似奶媽 《聲夢》畢業生
與新學員齊演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思穎、達里）李幸倪（Gin Lee）決

定不再續約環球，待7月初推出新碟，以及為無綫《聲夢傳奇2》

擔任導師至10月，她跟環球關係便告一段落，暫時去向未

明的Gin Lee承認被多間公司接洽，至於是否盛傳

跳槽到英皇，Gin Lee只言有好多可能性，

但就否認不續約環球是為結婚生仔

鋪路，強調以事業為重，開

到聲叫另一半“等

下先”。

香港文匯報訊第36屆大眾電影百
花獎宣布啟動投票，候選名單也同時

發布，觀眾可從即日起至2022年7月10
日進行投票，並將由組委會指定的選票統計

中心統計出觀眾投票結果，根據統計結果評選出
第36屆大眾電影百花獎各獎項的提名者。
影片獎候選名單包括《1921》、《長津湖》、《中國

醫生》、《奪冠》、《我和我的父輩》、《奇跡．笨小
孩》、《懸崖之上》、《白蛇2：青蛇劫起》、《揚名立

萬》、《守島人》、《我的姐姐》、《你好，李煥英》、《金剛
川》、《狙擊手》、《送你一朵小紅花》，吳京、張譯、沈騰、易

烊千璽、朱媛媛等參與的多部作品入選。最佳男主角候選者包括吳京、
劉燁、張涵予、易烊千璽、張譯、徐崢、黃渤、吳磊、尹正、沈騰、黃

軒、陳永勝、章宇、韓昊霖；最佳女主角候選者包括章子怡、秦海璐、賈
玲、張小斐、袁泉、倪妮、宋佳、馬麗、鄧家佳、張子楓、張天愛、宮哲。

不滿當年喊住唱表現失準
楊千嬅再挑戰甄妮經典

大眾電影百花獎啟動投票
吳京黃渤易烊千璽爭影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阿祖）無綫與芒果
TV聯手製作的音樂真人騷《聲生不息》已經播
到第八集，今次的主題是“葡萄成熟時”，是
對人生成長過程的一種態度，是次還有加入了
兩位嘉賓作賽，分別是周柏豪和楊丞琳。
楊千嬅在今次主題“葡萄成熟時”中，共分

兩個部分演出，在solo部分演繹一曲由甄妮主唱
的經典歌《最後的玫瑰》。千嬅表示，這首歌她
在2011年的“Minor Classics Live音樂會”上曾
經演唱過，她因一時感觸唱到喊，因為當時心情
十分複雜，這個時刻是她最成熟的階段，快為人
母的她心情很激動，她笑說：“上次喊住唱得不
好，今次唱要平反吓！”在千嬅的音樂成長路
上，每首歌曲也紀錄了不同階段的她，其中《最
後的玫瑰》這首歌是電影《春嬌與志明》的訂情
歌，她覺得電影的歌曲一樣令人有共鳴，所以她
希望用電影去承傳音樂！
另外，千嬅率領的女子隊新加入了楊丞

琳，在歌曲爭奪戰中，揀選了四首網上票數
最高的歌曲作賽，分別有《彌敦道》、
《葡萄成熟時》、《甘心替代你》及
《談情說愛》，女子隊共分了四組進
行混戰賽。第八集打頭陣演出的是
葉蒨文、炎明熹及周筆暢合唱
的《談情說愛》。

◆◆千嬅錄製《聲生不
息》，認識到
一班極具潛質
的後輩。

◆◆熱愛音樂的李幸倪想要有更多新嘗試。

◆◆今屆《聲夢2》參賽學員年紀偏小。

◆◆《長津湖》角逐影片獎。

◆◆易烊千璽入圍最佳男主角，其主
演的《奇跡·笨小孩》角逐影片
獎。

◆◆千嬅演繹甄妮的
《最後的玫瑰》。

◆◆賈玲賈玲（（右右））與張小斐均入與張小斐均入
圍角逐影后寶座圍角逐影后寶座。。

◆◆林子祥夫婦與林子祥夫婦與
千嬅飯聚千嬅飯聚。。

◆◆鍾柔美與師妹進行舞鬥鍾柔美與師妹進行舞鬥。。

◆◆李幸倪自言是事業女性李幸倪自言是事業女性。。

◆◆左起左起：：李幸倪李幸倪1010日與爵士歌手塔莉日與爵士歌手塔莉··莫蓮莫蓮、、藝藝
術及音樂總監高世章為音樂會綵排術及音樂總監高世章為音樂會綵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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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秦鴻鈞報導 ））休士頓石油協會創始人休士頓石油協會創始人，，附中校友會前輩附中校友會前輩，，作家作家、、演講家演講家、、幽默家幽默家、、露營隊露營隊
召集人姚鳳北先生召集人姚鳳北先生，，慟於慟於20222022年年66月月1010日日（（星期五星期五））凌晨三時因病辭世凌晨三時因病辭世，，享年享年7878歲歲。。去時安祥去時安祥，，家人子家人子
女隨侍在側女隨侍在側。。

姚鳳北姚鳳北，，原籍江蘇徐州原籍江蘇徐州，，19441944年生於廣西桂林年生於廣西桂林，，後就讀台北師大附中後就讀台北師大附中、、台大機械系台大機械系，，最後取得普渡大最後取得普渡大
學機械工程博士學機械工程博士；；先後在美國先後在美國、、中國從事石油研究中國從事石油研究、、開發及管理工作三十餘年開發及管理工作三十餘年。。上世紀上世紀7070年代參與保釣運年代參與保釣運
動動。。姚博士好讀歷史姚博士好讀歷史，，並喜旅遊並喜旅遊，，每到一地必注意當地民俗風情每到一地必注意當地民俗風情、、歷史故事歷史故事、、和自然特色和自然特色，，多年來遊遍世多年來遊遍世
界各地界各地，，學識見聞亦隨之增長學識見聞亦隨之增長。。曾發表專文二百餘篇曾發表專文二百餘篇。。如如：《：《訪硫球訪硫球、、念釣魚台念釣魚台》、《》、《田中奏折舊事新探田中奏折舊事新探
》、《》、《憑弔大渡河古戰場憑弔大渡河古戰場》、《》、《石油工業是從哪裡開始的石油工業是從哪裡開始的》，》，以及復活節島以及復活節島、、印度印度、、格林蘭等地訪遊感想格林蘭等地訪遊感想
等等；；已出版已出版《《走不遍的天下走不遍的天下》、《》、《行遠無涯行遠無涯》、《》、《古道拾遺古道拾遺》、《》、《笑談江月笑談江月》》......等書等書，，並且十餘年來並且十餘年來，，一一
直是直是 「「時代華語電台時代華語電台」」 陳瑩主持的節目陳瑩主持的節目 『『走不遍的天下走不遍的天下』』 、、 『『千古風流人物千古風流人物』』 的主講人的主講人。。每月固定上二次每月固定上二次
節目節目，，十餘年如一日十餘年如一日。。

姚鳳北先生的追思會姚鳳北先生的追思會，，將於將於66月月1818日日（（本周六本周六 ））上午上午1111::0000時時，，在休士頓永福殯儀館在休士頓永福殯儀館（（西南區西南區））
（（Winford Funerals Southwest ,Winford Funerals Southwest ,85148514 Tybor Dr. Houston TXTybor Dr. Houston TX 7707477074 )) 舉行舉行。。

「「喪喪 訊訊」」

（（本報訊本報訊））休士頓中華休士頓中華
公所將於公所將於 66 月月 1919 日日 ((星期日星期日
））33pm-pm- 44pmpm在僑教中心在僑教中心203203
室室，，由共同主席李迎霞和黃由共同主席李迎霞和黃
以法特邀蕭瑛嫃舉辦免費正以法特邀蕭瑛嫃舉辦免費正
能量父親節專題講座能量父親節專題講座，，輕鬆輕鬆
分享故事分享故事 「「爸爸！！有你真好有你真好！！
」」(Dad, Grateful to Have You(Dad, Grateful to Have You
!)!)。。蕭老師當天特別在現場準備禮物和點心給予現場參與的每一個人蕭老師當天特別在現場準備禮物和點心給予現場參與的每一個人、、祝願父親節快樂祝願父親節快樂！！

講師簡介講師簡介：：蕭瑛嫃心靈輔導師蕭瑛嫃心靈輔導師，，擁有美國醫療專科學院證書擁有美國醫療專科學院證書，，著重開導人生煩惱著重開導人生煩惱；；且蕭老師還具備休士頓花藝學院認證的花藝設計師且蕭老師還具備休士頓花藝學院認證的花藝設計師，，善用插花藝術與善用插花藝術與
心靈結合來舒壓身心健康與愈合心靈結合來舒壓身心健康與愈合。。而蕭瑛嫃老師多年來持續關懷社區各項公益事務而蕭瑛嫃老師多年來持續關懷社區各項公益事務，，經受邀到各大社團舉辦的各種心靈方面講座經受邀到各大社團舉辦的各種心靈方面講座，，特別專注於婚姻諮詢特別專注於婚姻諮詢、、青青
少年輔導少年輔導、、事業生活事業生活、、心靈紓解心靈紓解、、花藝舒壓和家居輔導等花藝舒壓和家居輔導等。。

歡迎僑界朋友們踴躍參加休士頓中華公所舉辦的歡迎僑界朋友們踴躍參加休士頓中華公所舉辦的<<免費免費>>生活講座生活講座，，紓解壓力紓解壓力，，讓生活更加美美和和讓生活更加美美和和。。李迎霞共同主席還準備抽獎禮物供抽獎喔李迎霞共同主席還準備抽獎禮物供抽獎喔。。有意有意
參加的朋友們參加的朋友們，，若要詢問若要詢問，，請電話聯絡請電話聯絡((832832))643643--58305830或或 ((832832))607607--50385038。。

「台大創校百年願景基金」 募款餐會上周六盛大舉行
休士頓台大校友籌募二十萬美元親手交與管中閔校長

（本報訊）為了2028年即將到來的台灣大學百
年校慶，號召休士頓地區台大校友們共襄盛舉籌集
「創校百年願景基金」 ，休士頓地區台灣大學校友會
今日在珍寶樓舉辦募款餐會。由會長丁偉倫、北美聯
合台大校友會總會長劉志忠、駐休士頓台北經文處處
長羅復文作為東道主，熱情迎接管中閔校長夫婦、以
及副校長周家蓓。

近兩個月的募款也終於落幕，包含事先募款、以
及餐會現場台大校友的熱情加碼，最終總募款金額達
到了二十萬美元，由丁偉倫會長親手將信封轉交給管
校長。其中包含了旅居休士頓台大校友們的熱情以及
祝福，殷切地期望台大在下一個百年能夠更加茁壯的
成長。

管中閔校長談及疫情期間台大不受限於實體交流
的困難，相較於從前更提升了國際間姊妹校以及雙聯
學位的數量。更規劃了未來大學白皮書，思考台大如
何轉型以及提升重要性。已組建的國際學院加強國際
間的交流、創新科技學院推行與台灣知名企業的合作
，以及高達220門共同課程的規劃打破科系間的分野
，支持學生的跨領域學習。更設立學習規劃辦公室一
對一協助學生們對學習生涯的規畫。

周副校長談及百年願景基金的具體應用範圍。為了達成2028年
50%碳中和的目標、永續經營的計畫，校園內各項基礎建設都需要
大量的資金投入，這將是基金的運用重點。二位也不諱言管校長任
職將結束，但在完善的制度之下，校務基金管理委員會勢必能妥善
的運用基金，將校友們的愛心落實。

在校歌的合唱，以及校長副校長與每桌的校友親切敘話中，募
款餐會以溫馨的氣氛完美落幕。

休士頓中華公所慶祝父親節舉辦免費生活講座休士頓中華公所慶祝父親節舉辦免費生活講座

圖為捐款萬元以上的台大校友登台與校長管中閔夫婦圖為捐款萬元以上的台大校友登台與校長管中閔夫婦
（（前排中前排中））合影合影。（。（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圖為 「「台大校友會台大校友會」」 會長丁偉倫會長丁偉倫（（右右 ））將校友們籌募的卄萬將校友們籌募的卄萬 「「台大創台大創
校百年願景基金校百年願景基金」」 交給管中閔校長交給管中閔校長（（左左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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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台灣旅館公會舉行例行月會美南台灣旅館公會舉行例行月會

本報記者黃麗珊報導本報記者黃麗珊報導
美南台灣旅館公會成員美南台灣旅館公會成員,,美南台灣旅館公會陳清亮會長美南台灣旅館公會陳清亮會長,,陳美芬夫婦陳美芬夫婦,,羅復文處長夫婦羅復文處長夫婦,,王韋王韋

龍副處長夫婦龍副處長夫婦,,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合影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合影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致詞僑教中心陳奕芳主任致詞

羅復文處長到任後首次參加美南台灣旅館公會例行羅復文處長到任後首次參加美南台灣旅館公會例行
月會月會,,像徵市場已經開始復蘇像徵市場已經開始復蘇

美南台灣旅館公會陳清亮會長熱烈歡迎大家與會美南台灣旅館公會陳清亮會長熱烈歡迎大家與會

美南台灣旅館公會陳清亮會長美南台灣旅館公會陳清亮會長,,陳美芬夫陳美芬夫
婦婦,,何怡中何怡中,,江麗君等與例行月會贊助單位江麗君等與例行月會贊助單位

ValueValue電力公司代表電力公司代表

美南台灣旅館公會張榮昇宣佈美南台灣旅館公會張榮昇宣佈66份月會在葉德雲份月會在葉德雲
Quality InnQuality Inn舉行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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