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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SIE LIN,CCIM

（中央社）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Fed
）今天宣布一口氣升息3碼，為1994年以來
最大單次利率升幅，以對抗飆升通膨。

美國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FOMC）重
申，委員會仍 「堅定致力將通膨率拉回2%
的目標」 ，並預計將繼續調高關鍵利率。

聯準會5月曾在會議後宣布將基準利率
調升2碼，為22年來最大幅度升息，以遏止
創40年新高的通膨，並且定於6月起開始縮
表。

聯準會上回一次升息3碼是在1994年，
時任主席為葛林斯潘（Alan Greenspan）。

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FED）副主席布
蘭納德（Lael Brainard）今天說，面對高漲

的通貨膨脹，目前沒有理由考慮於9月暫緩
升息。

布蘭納德接受美國財經媒體CNBC訪問
時說，目前很難預見在9月的聯準會會議中
會出現暫緩升息的情況； 「為了讓通膨降到
2%的目標，我們還有很多工作要做」 。

她強調，即使會導致美國經濟放緩，聯
準會（中央銀行）的優先要務仍是降低通膨
；但她也說，現在要判斷需求何時緩解、勞
動力供應何時增加，為時過早。

繼聯準會主席鮑爾（Jerome Powell）
之後，布蘭納德也說，升息取決於經濟數據
；必須等到夏季數據公布之後，才會於9月
做成任何決定。

美聯準會一口氣升息3碼 對抗飆升通膨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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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ousands of migrants traveling
from southern Mexico are seeking
to reach the United States this
week. It is the largest group of
migrants ever seen in recent years.

This latest march of 6,000 people
walking along Mexican highways
has drawn international attention.

The Mexican government said it

has issued nearly 7,000 visas over
the last few days to members of
the caravan to bypass the border.

Many of the migrants came from
Venezuela and had already
traveled hundreds of miles through
the jungle and crossed multiple
borders before they arrived in
Mexico. Some families pushed
shopping carts along the side of
the road with members of their
family who for many years have
been living in Colombia which is
now home to more than 1.7 million
Venezuelan migrants. Young men
make up most of the migrants, but
some of them are children.

Over the years, in order to stop the
influx of border migrants, the issue
has become a major topic in
American politics. During the
Trump administration, a high wall
was built along the U.S. - Mexico
border, but President Biden

stopped its construction.

Over the past century, the
countries, so-called “in our
backyard,” in Central and South
America and Mexico are still
struggling economically and
politically. The people in this region
still are looking for the American
Dream. They hope one day to
come to the United States to start
their new life.

This is very true. These people
became our major labor force in
the U.S. and really helped solve
our labor problem.

This huge migrant army has been
constantly moving toward our
border. Federal and local
government officials are facing a
very big challenge. It is really
another headache for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but we need to
handle it very carefully. 0606//1414//20222022

Migrant Caravan Is Heading Toward The U.S.Migrant Caravan Is Heading Toward The U.S.

正當美洲高峯會在加州舉行成
千上萬的中南美洲移民大軍正向美
墨邊境挺進，許多來自委內瑞拉之
移民経過長途跋涉和許多國家到達
墨西哥，他們需要取得墨西哥之簽
證，才能繼續向美國方向前進，有
的人是経過人口販賣集團及向官員
賄賂，能早些脫離營區趁早前往美
國。
從委內瑞拉逃離的馬亭尼一家

，早在一年前就離鄉背井逃到哥倫
比亞再來到墨西哥，他們之中許多
之年輕人，但也有許多孩童。
這幕充滿悲情的現代大逃亡，

正反應了墨西哥中南美洲地區延續
不停要逃到美國求生存，這股熱潮
隨著民主黨之執政將會更加激烈。
多少年來，為了阻擋邊境移民

之湧入，已經成為美國政壇上主要
之話題，川普時代在美墨邊境筑起
高牆，但到了民主黨之拜登確加予
停止修建。
近世紀以來，美國稱之為後院

的中南美洲及墨西哥，多半國家仍
然在経済及政治上掙扎之中，民生
問題難予解決，國民們之願望就是
做一個美國夢，希望有天到達美國
開始自己的新生活。
無可諱言，今天美國的粗工勞

動力主要是來自拉丁社區，他們吃
苦耐勞，真正為我們解決了大部分
的勞力問題。
這塲巨大的移民大軍，已經不

斷在向美墨邊境移動，聯邦及地方
執法單位如臨大敵，真是為拜登政
府頭痛之事又增一樁，不可不慎。

大批移民正向美墨邊境挺進大批移民正向美墨邊境挺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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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是十分現實殘酷的,常言道:”民意如
流水 “, 一位政治人物的聲望常常隨著民意支
持度的暴起暴落而丕變,尤其是身居要津的美
國總統常常因為一些重大事件的發生而影響
到自己的施政滿意度。根據路透社與易普索
（Reuters/Ipsos）的最新民調顯示，拜登總
統的民意支持度竟因一連串的槍擊事件而連
續3週下滑，現在已經跌倒39%，幾乎就是
他擔任總統以來的最低點, 形勢顯然相當不妙
了。連續3個禮拜以來美國連連發生重大槍擊
案而造成拜登的民意支持度連續3個禮拜跌落
, 這對拜登而言, 雖然罪不全在他, 他的政黨以
及在野黨都必須與他一起概括承受, 如果控制
槍枝的法案不能在國會過關, 我們可以預期還
會繼續發生槍擊案, 造成美國治安更加的敗壞
, 所以拜登的民調還是會繼續跌落, 那也不會
讓人感到意外！

拜登民調的跌落除了治安不佳之外, 更與
日益嚴重的通貨膨脹息息臭相關, 因為新冠疫
情導致全球供應鏈大量的中斷造成物價居高
不下,讓人民深受其苦, 雪上加霜的是,在俄羅
斯入侵烏克蘭後導致汽油價的暴漲, 更讓人覺
得聯邦政府治國無方, 也讓人質疑拜登的領導

力, 所以儘管拜登已經宣誓將會繼續參加2024
年的總統大選, 但是以目前的情況來看, 似乎
言之過早, 如果川普確定代表共和黨出征, 拜
登必將碰到大麻煩。

現在拜登的民調只下不上, 根據權威的民
意調查網站FiveThirtyEight(538)綜合全美各大
民調機構所得之平均數據,拜登的民意支持度
自去年1月20日上任以來持續下滑,從剛開始
的53%支持率與30%不支持率一路下降,在執
政半年後,支持率稍微滑到52%,然而到8月30
日因阿富汗撤軍處置失當造成美軍殉難,民意
首現死亡交叉 (Death Cross)--不認同率
47.6% 超過認同率47%,在兩個半月後不但沒
逆轉,反而繼續下滑,支持率與不支持率達到
44.7% 比 49.6% ,表示美國人民已向拜登發
出警訊,如再提不出振奮人心的施政, 他將會被
遺棄。拜登當前也面臨一個重大挑戰, 就是如
何去凝聚黨內同志的向心力, 根據民意調查,
去年8月拜登在上任7個月之後民主黨對他的
支持度高達85%左右, 到現在竟然只有74%,
換言之將近有3成的民主黨自家人現在是不挺
他的, 一旦民主黨在今年11月國會選舉中挫敗
,拜登的2024年連任恐將無望矣!

英國政府13日向國會提交法案，欲片面
更改脫歐期間與歐盟簽訂的 「北愛爾蘭協議
」 ，內容包括撤除海關檢查哨、挑戰歐盟
（EU）法院的仲裁角色。對此，歐盟14日展
開3項法律訴訟程序，要求英國政府在2個月
內回應，否則將告上歐洲法院（Court of
Justice）。

「我們有話直說吧，這是違法的！」 歐
盟執委會副主席塞夫柯維奇（Maros Sefcovic
）痛斥： 「英國政府提出法案，落實了英國
意圖片面違反國際法。更精確地說，英國意
圖違反保護北愛和平穩定的協議，打開片面
修改國際協議的大門。」

塞夫柯維奇指出，歐盟過去一直拒絕採
取法律行動，如今 「英國政府的決定讓我們
別無選擇」 。他表示，歐盟提出的這3項指控
與英國政府的提案無關，而是歐盟認定英國
沒有落實北愛協議，包括未在北愛邊境管制

站安置足夠人員與設備、未向歐盟提供必要
的貿易統計數據，以及去年為了 「改善談判
氛圍」 中止、與農產品流通有關的指控。

英國首相強森的發言人表示，倫敦對歐
盟採取法律行動感到失望。他說： 「歐盟的
提議一直是大同小異，都增加了英國企業和
人民的負擔。」

塞夫柯維奇則說，歐盟的回應完全符合
比例原則， 「我們今天不僅在這裡提出法律
行動，也持續擴充我們可以提供的具體具體
」 ，布魯塞爾仍希望與英國恢復談判，解決
英國商品運往北愛的困難。

歐盟執委會去年10月提出一系列建議，
試圖簡化通關流程並減少檢查哨，北愛親英
派仍不滿，上月地方選結束後，遲遲不肯與
長期主張脫英的新芬黨共組聯合政府，強森
政府因此尋求解方。

英國片面撕毀北愛協議 歐盟採取法律行動

遭監禁的俄羅斯反對派領袖納瓦尼的盟友今
天表示，納瓦尼已經被移往高維安級別流放地
（penal colony），並憂心他的安全。

納瓦尼（Alexei Navalny）原本在莫斯科以東
100公里的監獄服兩年半刑期，因為他違反舊有
欺詐罪假釋規定。他的盟友說，這是挑戰克里姆
林宮的懲罰。

46歲的納瓦尼3月因挪用政治組織捐款和藐
視法庭罪，監禁時間被延長到9年。

納 瓦 尼 的 一 名 律 師 米 哈 伊 洛 娃 （Olga
Mikhailova）今天說，他的流放地官員通報，納
瓦尼已被移往高維安級別的流放地。

納瓦尼的親密盟友佩夫奇赫（Maria Pev-
chikh）推文表示，納瓦尼沒有出席和律師的會面
， 「我們沒有納瓦尼被帶往哪裡的進一步訊息」
。

雖然俄羅斯當局沒有透露新流放地的位置，
但據信新流放地的條件比目前的波克羅夫鎮

（Pokrov）監獄更加惡劣。
納瓦尼的發言人亞爾米許（Kira Yarmysh）

推文表示： 「他被轉移到另一個流放地的問題，
不僅在於這個高維安級別流放地要可怕得多。」

她寫道： 「只要我們不知道納瓦尼在哪裡，
他就會和已經試圖殺死他的系統保持一對一的關
係，所以我們現在的主要任務是儘快找到他。」

她說，納瓦尼的家人和他的律師都沒有在轉
移前得到通知。

美國呼籲俄羅斯允許納瓦尼接觸他的律師和
醫療服務，並譴責出於 「政治動機」 對他採取行
動。

納瓦尼以反貪腐部落客身分而開始聞名，他
在入獄前曾在俄羅斯各地發動反政府抗議活動。

納瓦尼2020年出訪西伯利亞時，遭人以蘇聯
時期的神經毒劑攻擊，之後轉往德國接受治療，
去年返國時被捕入獄。

俄異議領袖納瓦尼流放地服刑下落不明安全堪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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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貨膨脹問題持續
越來越多法國民眾使用消費信貸

綜合報導 由於通貨膨脹問題持續，越來越多法國民眾使用消費信

貸。公布的數據顯示，與去年相比，今年以來法國消費信貸的使用增長

了近9%，與新冠疫情暴發之前相比增長近10%。

據法媒報道，隨著法國的通脹持續，消費者的支出不斷增加，但其薪

資並未以相同的比例增長，為了維持購買力水平，越來越多的法國民眾開

始使用消費信貸。根據法國金融公司協會(ASF)7日公布的數據，今年1月至

3月期間，法國新增的消費信貸總額達到118億歐元，去年同期該數據則為

108億歐元，相比之下，今年第壹季度法國消費信貸的使用增長了8.8%。

分析指出，今年第壹季度，除汽車領域外，法國其他絕大多數領域的消費

信貸均出現了大幅增長，例如家庭裝修領域的貸款增長5.4%，達到13.8億歐元

。個人貸款和循環貸款也迎來了較快發展，個人貸款今年第壹季度增長16.1%

，達到35.4億歐元，循環貸款今年第壹季度增長13.9%，達到22.3億歐元。法

媒評論稱這兩種貸款的迅速增長正是當前法國通脹率飆升的表現之壹。

《巴黎人報》的相關專家表示，法國信貸消費的發展大多由普通甚至貧

困家庭推動，這些家庭幾乎沒有積蓄，需要依賴信貸獲得新的資金流入，以

應對不斷攀升的能源價格和日常消費品價格。根據法國信貸專業網站進行的

壹項評估，法國消費信貸平均借款金額為16100歐元，其中近五分之壹的貸

款金額不到5000歐元，22%的貸款金額在5000至10000歐元之間。

消費信貸熱潮也引起了有關專家的爭論。有專家認為對此不必擔心

，目前消費信貸使用的增加並不意味著法國金融脆弱，因為同壹時期法

國的過度負債率有所下降，同比下降13%，金融風險不大。有專家認為

仍然需要保持警惕，根據法蘭西銀行發布的數據，在今年第壹季度，近

19萬法國人遇到了償還困難的問題，比去年同期增加了15%。

加拿大延長“超級簽證”
持有人連續逗留時間至七年
綜合報導 加拿大政府宣布壹項延長“超級簽證”持有人逗留時間

的計劃，允許他們最長可在加拿大持續逗留7年。

自2011年以來，加拿大公民和永久居民可為他們並未移民加拿大的

父母或祖父母申請“超級簽證”，即有效期長達10年的多次入境簽證，

且允許持有人在加逗留2年。這有助於實現較長時間的家庭團聚。而普

通多次入境的訪客簽證允許的逗留時間壹般為6個月以內。

加移民、難民和公民事務部長弗雷澤此次宣布的“超級簽證”新政策

，將持有人逗留時間增加至5年。同時，持有人在加拿大期間可申請延長逗

留時間，每次最多延長2年。這壹新措施將自今年7月4日起生效。

另外，加官方今後將可以指定國際醫療保險企業為“超級簽證”申請

人提供必要的醫療保險服務。目前只有加拿大的保險商可開展此類業務。

根據加官方數據，加拿大每年簽發大約17000份“超級簽證”。

“超級簽證”申請者在加拿大的子女或孫輩必須達到官方設定的最低

收入要求。同時，申請者必須接受體檢，並提供獲認可的保險機構的個人

健康保險證明。加官方表示，這是為了讓“超級簽證”持有人在加拿大期

間能夠獲得緊急醫療服務，且確保相關費用不會由加拿大納稅人承擔。

印度推出首款動物用新冠疫苗
日本重新允許部分外國遊客入境

據世衛組織網站數據，全球確診病

例 較 前 壹 日 增 加 605118 例 ， 達 到

531550610例；死亡病例增加1539例，達

到6302982例。

美洲：紐約市將解除2歲至4歲學生
口罩令

據當地媒體報道，美國紐約市市長埃

裏克· 亞當斯宣布，從13日開始，在紐約

市公立學校和其他市政府運營的設施中，

2歲至4歲學生的戴口罩強制令將被取消，

學生可自願選擇是否佩戴口罩。

《紐約時報》在報道中指出，紐約市

官方認為相關數據顯示新增確診病例數正

在穩步下降，紐約最新壹輪新冠病毒感染

高峰有所消退。但紐約市官方依舊強烈建

議所有年齡段人群在室內佩戴口罩。

據約翰斯· 霍普金斯大學數據，截至

美東時間 9日 17時 21分，美國累計有

85302488例確診病例、1010747例死亡病

例。兩項數據與 24小時前相比，新增

130878例確診病例、400例死亡病例。

歐洲：俄衛生部長稱全球超5億人
已接種“衛星V”新冠疫苗

據報道，俄邏斯衛生部長米哈伊爾·

穆拉什科表示，全球超過5億人已經接

種“衛星V”新冠疫苗。

俄邏斯衛星通訊社報道說，俄新冠

病毒疫情防控指揮部向記者表示，過去

24小時，俄新增新冠病毒感染病例3774

例，累計達18365879例；新增死亡病例

77例，累計達379813例。

亞洲：印度推出首款動物用新冠疫苗
據印度衛生部數據，過去 24小時

，全國新增 7584 例確診病例，累計達

43205106 例；新增 24 例死亡病例，累

計達 524747 例。最近壹段時間以來，

印度單日新增確診病例數有緩慢上升

的趨勢。

印度新德裏電視臺報道說，印度農

業部部長納倫德拉· 辛格· 托馬爾發布了

該國首款動物用的新冠疫苗“Anoco-

vax”。印度農業研究委員會在壹份聲明

中表示，該疫苗可有效應對德爾塔毒株

和奧密克戎毒株，且對狗、獅子、豹子

、老鼠和兔子都是安全的。

納倫德拉· 辛格· 托馬爾認為這是壹

項重要成就，顯示出印度在獨立研制疫

苗方面有了更強的能力。

據韓聯社消息，韓國國務總理韓

德洙當天主持召開相關會議，表示政

府將開展大規模調查，系統地分析新

冠後遺癥的原因和癥狀。韓德洙指出

，雖有很多人經歷了新冠後遺癥，但

相應的調查研究工作並不充足。政府

將基於調查結果制定新冠後遺癥治療

指南。

韓國中央防疫對策本部通報，截至

當天0時，韓國較前壹天0時新增確診病

例9315例，累計確診1820.965萬例；新

增死亡病例18例，累計死亡24341例，

平均致死率為0.13%。

據日本共同社報道，相關專家指出，

日本新增感染人數呈持續減少趨勢。截

至7日的最近壹周，全國確診人數為前

壹周的七成，已是連續第3周下降。

日本政府重啟了訪日外國遊客的

入境手續。目前，日本接納來自中

國、韓國、美國等感染風險較低的

98 個國家和地區的入境遊客。不過，

為撤底落實戴口罩、買保險和行程管

理等防疫政策，目前僅限有帶團導遊

同行的旅遊團入境日本。日本政府希

望，重新接納訪日遊客可以重振地區

經濟。

日本政府在內閣會議上敲定了2022年

版《交通政策白皮書》。其中稱受疫情影

響，乘客數量減少，國內鐵路與公交車企

業收益大幅惡化。受遠程辦公日益普及等

因素影響，人們的意識發生轉變，國內交

通需求也有可能無法恢復到疫情前水平。

全日空航空公司宣布，在東京羽田

機場起降的本公司國內航線7月起將恢

復正常運行。此次羽田機場起降航班恢

復正常運行後，全日空航空公司在7月

至8月的國內所有航線飛行率將恢復到

疫情前的94%至95%。

從 6月 10 日開始，尼泊爾 12歲至

17歲的人群將開始接種新冠疫苗加強

針。此前，尼泊爾只允許 18歲及以上

的人群接種加強針。截至目前，尼泊

爾 12 歲 以 上 的 目 標 人 群 中 ， 已 有

85.6%的人接種了疫苗。尼泊爾衛生與

人口部表示，正在準備為 5 歲以下兒

童接種疫苗。

非洲：非洲累計有超1168萬例確診
病例

據非洲疾控中心數據，截至9日，

非洲累計有 11680646 例確診病例、

253558例死亡病例。

家犬為何能與人類交流互動？
最新研究發現或馴化發揮作用基因

綜合報導 狗狗為什麽能與

人為友？在遺傳基因上有什麽

線索？施普林格· 自然旗下開放

獲取學術期刊《科學報告》最

新發表壹篇動物學論文稱，壹

項研究發現，黑素皮質素受

體 -2(melanocortin 2 receptor，

MC2R)基因可能在犬的馴化中

發揮了作用，使它們發展出社

會認知技能，與人類交流互動

。這壹基因與產生應激激素皮

質醇有關。

該論文介紹，人們認為，

通常控制能影響社會行為的激

素的那些基因，其改變關系到

犬的馴化，但尚未準確地確定

發生了哪些遺傳變化。

論文通訊作者、日本麻布

大學獸醫學部和人與動物共生

科學中心永澤美保(Miho Nagas-

awa)和同事合作，利用兩項任

務調查了624只家犬的社會認

知互動。在第壹個任務中，狗

需要根據實驗者的提示，如註

視、指點或敲擊，來決定哪個

碗下面有食物。這測試狗對人

類手勢和表達的理解。在第二

個任務中，狗需要應對壹個問

題解決測試，其中它們要嘗試

打開壹個容器來獲得食物。在

這壹任務中會測量狗看實驗者

的頻率和時長，這體現對人類

的社交依戀。

他們將實驗中的狗按品種

分為兩組：古代組，由認為在

遺傳上更接近狼的品種組成，

如秋田犬和西伯利亞雪橇犬；

壹般組，其他所有與狼在遺傳

上更遠的品種。該研究報告說

，相比壹般組，古代組在問題

解決任務中更少去看實驗者，

意味著它們對人依戀較少。在

第壹個任務中沒有發現顯著的

與品種相關的差異。

隨後，論文作者尋找兩組

間與人相關認知能力的相關基

因差異，包括催產素(OT)、催

產素受體(OTR)、黑素皮質素受

體-2和壹個叫WBSCR17的基因

，WBSCR17基因涉及人類中的

威廉姆斯綜合征(特征為過度社

交行為)。其中，黑素皮質素受

體-2基因的兩個變化，同時與

第壹個任務中正確理解姿勢和

問題解決任務中更頻繁看實驗

者有關。

論文作者認為，這些發現

說明黑素皮質素受體-2基因或

許在狗的馴化中起到作用，方

式可能是令狗在人類身邊時壓

力水平更低。

報告稱壹季度全球房價上漲動能減弱
土耳其、俄邏斯房價漲幅居前

綜合報導 全球房產科技公司居外 IQI

10日發布的壹份報告顯示，今年壹季度，全球

房價高漲的動能開始減弱，59個住房市場中，

土耳其、俄邏斯和越南房價漲幅居前。

這份報告指出，在已公布壹季度住房

統計數據的59個世界住房市場中，有48個

國家房價上漲，只有11個國家的房價下降(

房地產統計數據通常延遲3個月發布)。其

中，土耳其房價漲幅最高，同比上漲30.3%

，俄邏斯房價同比漲18.78%，緊隨其後，

越南胡誌明市房價上漲15.49%。

“即使調整了通貨膨脹，我們仍然處

於壹個驚人的全球房價繁榮期”，報告指

出，但是全球房價漲勢已經出現了明顯的

疲軟跡象。

從增長動能來看，報告指出，在全球

59個住房市場中，只有20個市場的動能比

去年強，即房價增速快於去年，而38個住

房市場的動能較弱。加之，過去三個月，

因俄烏沖突導致的通貨膨脹率上升，全球

樓市走向正在發生改變。

作為全球樓市的關鍵市場之壹，美國

樓市經過九年的強勁房價增

長，今年壹季度仍繼續走

強。2022 年壹季度，經季

節性調整的標普鱷凱斯-席

勒全美房價指數同比增長

11.05%(經通貨膨脹調整)，

比前壹年的10.58%增長略高

，是有史以來最大的同比增

幅之壹。

不過，報告指出，美國

樓市的信心指數正在走弱。

在建築成本增加和抵押貸款

利率提高的情況下，美國樓

市需求開始減弱。2022年4月，成屋銷售

比去年同期下降了5.9%。

歐洲的住房市場保持繁榮，但增長的

步伐正在放緩。值得註意的是，俄邏斯壹

季度全國實際房價比上年同期飆升了

18.78%，比2021年壹季度5.23%的同比增

速大幅提高，是2007年第三季度以來最強

勁的表現。2022年壹季度，莫斯科的房價

同比大幅上漲20.49%。但受到俄烏沖突、

西方國家全面制裁等影響，在過去兩個月

裏，數十萬俄邏斯人離開了該國，轉而在

其他國家(如迪拜)購買房產，俄邏斯樓市

大幅走弱。

壹季度，亞洲住房市場喜憂慘半。報告

指出，多數亞洲國家樓市走弱。不過，越南

樓市表現亮眼。2022年壹季度，胡誌明市的

公寓價格同比強勁上漲15.49%，與2021年

壹季度的同比下降0.17%形成鮮明對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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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美國

美國總統拜登今天表示，將在與烏克蘭接
壤國家的邊境建造臨時穀倉，協助烏國出口更
多穀物以因應日益嚴重的全球糧食危機。

在費城舉行的工會大會上，拜登表示：
「我正與我們的歐洲夥伴密切合作，將2000萬

噸困在烏克蘭的穀物運出並投入市場，以協助
降低食物價格。」 他說，這些穀物 「不能經由
黑海運出，因為會在海上被炸掉」 。

自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和封鎖黑海港口以來
，穀物運輸陷入停滯，超過2000萬噸被困在穀
倉中。烏克蘭稱，該國正面臨新收成缺乏穀倉
可存放的窘境。戰爭已導致穀物、食用油、燃
料和肥料價格飆升。

俄羅斯和烏克蘭的小麥佔全球供應量近1/3
。烏克蘭也是玉米和葵花籽油的主要出口國，
俄羅斯則是主要肥料出口國。

戰爭開始後，烏克蘭和俄羅斯在海上布雷
。大約84艘外國船隻目前被困在烏克蘭港口，
其中許多載有穀物。

拜登說，華盛頓正制定一項透過鐵路運出
糧食的計劃，但烏克蘭的軌距與歐洲的不同，

因此糧食必須在邊境轉移到不同的火車上。
拜登說： 「因此，我們將在烏克蘭邊境，

包括波蘭，建造穀倉，臨時穀倉。」
他說，穀物可從烏克蘭的鐵路車廂轉移到

新的穀倉，再轉移到歐洲的貨車上， 「將其運
向海洋並送往世界各地」 。但他又說，這個計
劃需要時間。

烏克蘭總統幕僚長葉爾馬克（Andriy Yer-
mak）在線上發文稱： 「這只是確保糧食安全可
能有用的步驟之一。但我們的港口也需要一條
綠色走廊。」

烏克蘭農業部表示，歐洲國家正考慮提供
臨時穀倉，以 「儲存收成並確保未來的糧食供
應」 。烏克蘭稱，讓糧食出口恢復的最佳方式
，是經由黑海運輸。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瑞斯（Antonio Guterres
）正試圖促成他所說的 「整批交易」 （package
deal），恢復烏克蘭黑海出口以及俄羅斯食品和
肥料出口，莫斯科稱其出口受到制裁。聯合國
稱，與俄羅斯的談判 「具有建設性」 。

拜登稱將在烏克蘭邊境建穀倉 協助糧食出口

繼嬰兒配方奶粉缺貨後，在美國商店貨架
上不見蹤跡的最新產品是女用衛生棉條，再次
說明供應鏈出現問題，令美國人民日常生活不
便。

CVS和華爾格林（Walgreens）藥妝連鎖
店對法新社證實，美國有些地區暫時買不到某
些品牌的衛生棉條，比如原本四處可見的寶鹼
公司（Procter & Gamble）Tampax牌棉條等女
性衛生用品。

生產倍得適（Playtex）和歐碧（o.b.）牌
棉條以及嬌爽（Carefree）和Stayfree牌衛生
護墊和衛生棉的廠商伊潔維（Edgewell）發言

人承認，由於該公司一家美國工廠和一家加拿
大供應商先後在2021年末和今年初爆發COV-
ID-19（2019冠狀病毒疾病）疫情，導致嚴重
人力短缺，而致庫存出現問題。

不過伊潔維表示，他們 「預期，未來幾週
將恢復正常」 。華爾格林指出，現正與供應商
合作，以確保旗下所有門市 「都有供貨」 。
CVS則說： 「當一家地方門市暫時欠缺特定產
品時，我們會儘快補貨。」

上述情況已存在多月，近日才受到媒體較
大關注。

不只缺奶粉也缺女性衛生用品 美國供應鏈出問題

美國南卡羅來納州共和黨籍聯邦眾議員萊斯
今天在期中選舉黨內初選，敗給前總統川普力挺
的對手傅萊；在去年1月6日國會大廈遇襲事件
後，萊斯倒戈支持彈劾川普。

萊斯因此成為川普針對政治敵人展開期中選
舉復仇行動的主要目標。根據艾迪生媒體研究機
構（Edison Research），在開完99%選票後，
萊斯（Tom Rice）以24.6%比51%的得票率敗
給州議員傅萊（Russell Fry）。傅萊可望在11
月期中選舉後進入聯邦眾議院。

共和黨籍眾議員梅絲（Nancy Mace）則是
川普另一個復仇目標，根據艾迪生媒體研究機構
，開完76%選票後，梅絲以53.2%比45%得票
率領先川普支持的候選人阿靈頓（Katie Ar-
rington）。

2021年1月6日，川普支持者闖進美國國會
大廈，試圖打斷議員認證民主黨籍的拜登贏得
2020年總統大選。國會遇襲案如今是兩黨國會
調查主題，本週重點在於川普聲稱2020年大選
被偷走的不實聲明。

聯邦眾議院去年1月通過對川普的彈劾案，
包括萊斯在內的10名共和黨議員倒戈投下同意
票；梅絲雖在彈劾表決中投下反對票，但她拒絕

支持共和黨挑戰2020年大選結果，引起川普不
滿。

今天迎來76歲生日的川普曾對支持者說，
擊敗萊斯和梅絲就是送給他的生日禮物。

隨著川普暗示2024年將再度角逐白宮寶座
，共和黨黨內初選結果將被視為川普對共和黨是
否持續具有影響力的衡量標準。截至目前，他支
持的候選人已在俄亥俄州、賓州、喬治亞州和北
卡羅來納州等戰場州取得喜憂參半的成功。

內華達州、緬因州和北達科他州選民今天也
為黨內初選投票，以選出代表共和黨在期中選舉
角逐美國聯邦參議院和聯邦眾議院席次的候選人
。

隨著民主黨總統拜登民調下滑，通膨飆升導
致民怨四起，共和黨人料將贏得眾議院甚至參議
院的控制權。這將使拜登的立法議程陷入停滯，
並賦予共和黨人權力，發起可能具有政治破壞性
的調查。

根據路透社/易普索（Reuters/Ipsos）今天
完成的最新民調，拜登民意支持度跌至39%，
是連3週下滑，接近他就任總統以來最低點。這
項為期2天的全國民調發現，56%美國人不贊同
拜登的表現。

倒戈支持彈劾川普 美共和黨議員萊斯初選失利

中國大陸近期多次稱台灣海峽並非國際水
域，對此，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萊斯（Ned
Price）14日電郵回覆路透社時表示，台灣海峽
為國際航道，代表台灣海峽是受國際法保障的
公海自由區域，包括航行及飛越自由，重申將
持續通過台灣海峽。

大陸外交部13日稱，大陸對台灣海峽 「享
有主權、主權權利和管轄權」 ，並駁斥部分國
家指台灣海峽為國際水域的主張。

對此我國外交部發言人歐江安14日嚴正駁
斥陸方的說法為謬論，重申台灣海峽是國際水
域，凡是屬於我國領海範圍以外的水域，都適
用國際法的公海自由原則。

路透社報導，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萊斯14

日透過電郵回覆時支持台灣的主張，斷然否認
北京有關能在台灣海峽行使主權的說法。

普萊斯在電郵中回應： 「台灣海峽為國際
水 路 （The Taiwan Strait is an international
waterway），代表台灣海峽是受國際法保障的
公海自由區域，包括航行及飛越自由。」

他強調，全世界對台灣海峽的和平與穩定
有恆久利益， 「我們認為這對更廣泛的印太地
區的安全與繁榮相當重要。」

他重申美國關切北京對台灣的挑釁言詞及
脅迫活動，強調美國將 「持續在任何國際法允
許的地方飛行、航行及行動，也包括通過台灣
海峽」 。

陸稱台灣海峽非國際水域美國回應了

美 國 總 統 助 理 兼 白 宮 新 聞 發 言 人 尚 皮 耶 （Karine
Jean-Pierre）在當地時間14日表示，白宮正在討論可能削減對
中國商品徵收的一些 「不負責任」 的關稅，這些關稅提高了美國
家庭和企業的成本。尚皮耶指出，白宮內部討論仍在繼續，但她
沒有詳細說明拜登對於削減關稅的想法。但專家認為該舉措可能
有助於美國政府應對通貨膨脹的壓力。

根據大陸財聯社引述尚皮耶說，拜登政府早就指出，川普時
代的一些關稅是不負責任的，沒有促進美國的國家安全，反而導

致美國消費者和企業的成本更高。
而稍早美國Axios網站報導指出，有知情人士爆料，拜登上

周在與內閣主要成員會面時表示，他傾向於從川普時期對中國輸
美產品加徵關稅的清單中移除一些產品。據知情人士透露，拜登
是在當地時間7日與主要內閣成員的一次會面上表露出這一想法
的，相關的正式公告預計最早將於本月發布。

據Axios獲得的消息，拜登傾向於命令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
啟動一個正式的 「排除程序」 ，以確定一些消費品（如自行車）

是否應該被免除 「301關稅」 ，但不太可能涉及鋼鐵、鋁等大型
工業產品。

上周美國財政部長葉倫也表示，拜登政府正積極考慮 「重新
設定」 對中國進口商品的關稅，但警告稱，削減關稅並非緩解高
通膨的靈丹妙藥。

另外看到美國勞工部上週公布數據顯示，5月消費者價格指
數（CPI）年增率8.6％來到40年來的最高點，且燃料價格上漲
和俄烏衝突造成的供應鏈受阻已推動價格在近幾個月攀升。

白宮表態：正討論削減對中商品加徵一些 「不負責任」 關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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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美印太戰略損害地區國家利益
批該戰略試圖將亞太帶入地緣博弈陣營對抗陷阱“我們絕不允許”

張振中說，印太戰略首先是一個製造分裂的
戰略，美在亞太地區搞小圈子，拉一派打

一派，試圖把亞太地區帶入地緣博弈、陣營對抗
的陷阱，嚴重衝擊本地區以東盟為中心的區域合
作架構，嚴重損害地區國家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
益。

其次，印太戰略是一個煽動對抗的戰略，美
國已經搞亂了中東、歐洲，還想搞亂亞太嗎？我
們絕對不允許。

美夥同盟軍演加劇地區緊張
第三，印太戰略是一個破壞和平的戰略，亞

太國家主流聲音是和平共處合作共贏，美國反其
道而行之，鼓吹大國競爭，製造軍事對抗，派戰
機在南海耀武揚威，大搞軍事霸權，夥同同盟進
行軍演，加劇了地區緊張。

張振中批評美國印太戰略逆歷史潮流而動，
違背地區國家普遍意願，服務一己之利，一定是
一個失敗的戰略。

美打台灣牌虛化掏空一中政策
此外，張振中還表示，台灣問題是中國內

政，一個中國原則是中美關係政治基礎，歷屆美
國政府對此都有明確承諾，拜登總統也表示不支

持“台獨”，但美方明顯言行不一，仍在不斷打
台灣牌，嚴重虛化掏空一中政策。

張振中說，今年以來，美發布印太戰略報
告，宣稱加強台自衛能力，派議員前政要竄訪台
灣，特別6月8日再次宣布對台軍售，系列惡劣
行徑嚴重危害中國主權和安全利益，向“台獨”
分裂勢力發出嚴重錯誤信號，導致台海形勢緊張
激化，這是極其危險的。

中國人民解放軍枕戈待旦
張振中說，台灣問題是最容易把中美關係引

向衝突對抗的問題，如果處理不好會對兩國關係
造成顛覆性影響。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台灣是
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華人民共和國政
府是代表全中國唯一合法政府，這是對一個中國
的唯一正確理解。祖國統一人心所向，民族復興
勢不可擋，中國人民解放軍枕戈待旦，將不惜一
切代價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安全和領土完整。

第19屆香格里拉對話會於6月10日至12日
在新加坡舉行，中國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魏鳳和
將於12日就“中國對地區秩序的願景”議題作大
會發言，全面介紹中方堅定踐行真正的多邊主
義、維護地區和平穩定、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
體的政策理念和實際行動。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央視新聞客戶端及中新社報道，6月11日，中央軍委

聯合參謀部副參謀長張振中中將在新加坡出席第19屆香格里拉對話會期間對

中外媒體表示，美國推出印太戰略的意圖是通過這個戰略維護其霸權體系，但其

實是嚴重損害地區國家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正在新加坡
參加第19屆香格里拉對話會的中國人民解放軍軍
事科學院原副院長何雷當地時間10日晚間指出，
中國是最遵守、最擁護國際規則的國家，中方不
接受將所謂“以實力或者以武力改變現狀”的帽
子扣在中國頭上。在當晚的香格里拉對話會開幕
晚宴上，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發表主旨演講，其中
涉及東海、南海、台灣以及中日關係等問題。何
雷在此後的記者會上對相關內容作出回應。

南海諸島是中國固有領土
何雷表示，所謂中國“在東海改變現狀”，

其實是日本首先在改變現狀。2012年日本政府非
法購買釣魚島及其附屬島嶼，實行所謂“國有
化”，嚴重侵犯中國的領土主權，首先改變了中
日領導人擱置爭議的默契。中方不接受日本將所
謂“以實力或者以武力改變現狀”的帽子扣在中
國頭上。

“南海仲裁案，可以非常明確地告訴大家，
我們認為是非法的，中國不承認、不接受、不參
與。”何雷指出，中國南海諸島是中國的固有領

土，這是既有歷史依據又得到國際法承認的。

支持“台獨”絕無好下場
關於台灣問題，何雷指出，台灣是中國領土

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灣問題涉及中國的核心利
益，是中國的內政。中國必須統一也必然統一。
“‘台獨’是沒有出路的，是必然要失敗的，支
持‘台獨’也絕不會有好下場。”

講到規則，何雷表示，中國是最遵守、最擁
護國際規則的國家，遵守以聯合國憲章為基礎的
國際規則體系，在此方面也得到了全世界許多國
家的認可。“這個‘規則’應該是地區或者世界
上大多數國家認可的，能够反映和代表大多數國
家利益和願望的，這樣的規則才是真正的國際規
則。”

這位連續四次參加香格里拉對話會的軍事專
家還強調，中國堅定不移走和平發展道路，奉行
獨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和防禦性的國防政策，
這些早已寫入中國的憲法和國防法。中國的發展
是世界和平力量的發展，中國軍力的增強是捍衛
國家利益和維護世界和平力量的增強。

“在東海以武力改變現狀”？這頂帽子中方不接受！
當地時間10日下午，正在

新加坡出席第19屆香格里拉對
話會的中國國務委員兼國防部長
魏鳳和與同期參會的美國國防部
長奧斯汀舉行會談。知名專家、
鳳凰衛視評論員宋忠平向香港文

匯報記者指出，中方在會談中非常清晰地表明了
自身在台灣問題上的堅定立場，亮明了自己的底
線和紅線，在維護核心利益問題上，中方會不惜
一戰，這是中國對外的莊重宣言。

宋忠平說，同時，中方也在會談中再次強調
中美應該管控競爭與分歧，以及美國必須理性地
看待中國的發展壯大，因為這更加符合中美彼此
的利益。這位專家強調，中國的崛起是和平崛
起，並不對地區乃至世界帶來任何的威脅，只是
美國的心態不好，美國需要擺正心態。

宋忠平提醒，從美方的表態來看，如果美方不
改弦更張，未來中美之間這種全面的博弈難以避
免，所以中國防長才會說出不惜一戰的硬話，這也
是中方所最不希望看到的，但同時中方也是不得不
採取強硬手段，來應對美國在整個印太地區對中國
的全面挑釁。

美通過大量所謂涉台法案加劇台海緊張
談及下一步台海局勢以及中美關係，宋忠平

判斷，未來美台勾連還會加劇。他分析，美國國

內通過了大量所謂涉台法案，其本質就是要加劇
台海的緊張態勢，支持“台獨”勢力，這就會使
得未來中美間的碰撞不但不會減少，反而只會越
來越多，美國對中國的遏制戰略已經決定了中美
之間將會存在更加激烈的競爭。

在這位專家看來，因為美國的心態擺不正，
美國懼怕中國的強大，美國擔心和中國良性競
爭，所以這就會形成中美之間因美國的意圖而產
生的惡性競爭，這樣下去對於中美兩國將會是一
場悲劇，也是中方所不希望看到的結果。

中國須有能力應對未來中美關係惡化
面對這種情況，宋忠平認為，中國必須要有

能力應對未來中美關係的惡化，中國也正在不斷
地增強自身應對這類危機的能力。

據報道，魏鳳和在會談中表示，如果有人膽
敢把台灣分裂出去，中國軍隊必將不惜一戰，不
惜代價、堅決粉碎任何“台獨”分裂圖謀，堅決
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

宋忠平強調，中國不願意和美國在內的其他
國家爆發衝突與矛盾，中國一直在管控分歧，但
同時在維護核心利益問題上，也只能不惜一戰，
這是中國對外的莊重宣言，這表現出來的不僅僅
是中方的能力，也表現出中方維護國家主權、安
全和發展利益的魄力和勇氣。

◆香港文匯報記者葛沖北京報道

中方已亮明台灣問題底線和紅線
		
��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針對澳洲等國家在“其
他事項”議題下就美英澳核潛艇合作問題狡辯和混淆是
非，中國常駐維也納聯合國代表王群大使當地時間10日行
使答辯權，再次批評美英澳核潛艇合作，促其切勿在核擴
散道路上越走越遠。

在維也納舉行的國際原子能機構理事會會議上，王群
說，澳代表美、英、澳三國所作的發言避重就輕，繼續混
淆是非，始終沒有回答國際社會和機構廣大成員國對三國
核潛艇合作提出的實質性問題，始終迴避三國合作所涉核
武器材料非法轉讓這一本質。這恰恰印證了三國仍在刻意
隱瞞其核武器材料轉讓信息。

王群表示，三國核潛艇合作是“三違反”行徑，違反
《不擴散核武器條約》（NPT）、違反機構全面保障監督
協定、違反澳洲與機構簽署的附加議定書。三國必須正視

國際社會的持續嚴重關切，必須正視機構總幹事的督促提
醒，必須給國際社會一個交代。

王群指出，當務之急是三國必須切實履行其保障監督
法律義務，按照全面保障監督協定及附加議定書要求，及
時、全面向機構秘書處申報三國核潛艇合作各階段情況。
否則，勢必影響機構秘書處和履行其《規約》義務。同
時，中方也呼籲相應國際和地區安全機制從政治角度對三
國違反NPT的核擴散行徑做出反應。王群強調，中方再次
敦促三國停止“三違反”行徑、改弦更張，不要在核擴散
的道路上越走越遠，不要成為全球防擴散體系的破壞者，
不要走到國際社會和機構全體成員國的對立面。同時，中
方也呼籲機構廣大成員國繼續密切關注三國核潛艇合作動
向，積極參與相關進程，以實際行動共同捍衛NPT，維護
國際核不擴散體系，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

中方：美英澳核潛艇合作是“三違反”行徑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

援建多米尼克農業科技綜合樓項目奠基
儀式當地時間10日在該國第二大城市樸
次茅斯舉行。

當天，多米尼克總統薩瓦林、總理
斯凱里特、中國駐多大使林先江等現場
出席儀式並為項目奠基。

據多農業部長菲德爾．格蘭特介
紹，中國援多農業科技綜合樓項目集研
究、教學和小規模生產為一體，可實現
每次10萬株、每年50萬株組織培養苗的
生產，有助於該國實現2030年農業產值
目標。項目投入使用後可實現快速繁育
優質種苗，消除黑斑病等病蟲害。

斯凱里特在致辭中表示，新冠疫情
等背景下，中國向多米尼克伸出援手，
助力多發展農業和恢復經濟，是真正的
患難之交。多方感謝中國政府和人民在
超強颶風和新冠疫情等大災大疫時給予
的無私幫助。

林先江在致辭中表示，中國援多農
業技術合作已持續開展17年。“中多現
代農業中心”已成為中多友好的一張亮
麗名片，中國農業專家已成為多農戶的
好朋友、知心人。項目建成後將扭轉多
種苗依賴進口的局面，有效提高農產品
質量和產量，助力多農業現代化再上新
台階。

中國援建多米尼克農業科技綜合樓奠基

◆張振中表示，美國推出印太戰略嚴重損害地區國家的整體利益和長遠利益。圖為2021年2月24日，
在中國與新加坡海軍的海上聯合演習中，雙方執行海上禮儀後分航。 資料圖片

2022年6月13日（星期一）中 國 經 濟3 ◆責任編輯：何佩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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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集中上市、價格走低，加之疫情壓制服務
價格，抵消豬肉、糧食及油價上漲影響，5

月CPI同比增速與4月持平，環比轉負。

食品價格漲幅擴大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5月CPI同比增長

2.1%，其中食品價格漲幅擴大0.4個百分點至
2.3%，非食品價格漲幅回落 0.1 個百分點至
2.1%。食品中，鮮果、薯類和糧食價格分別上漲
19.0%、16.1%和3.2%，漲幅均有擴大；豬肉價
格下降21.1%，降幅收窄12.2個百分點，但仍對
總體價格存在抑制作用。

非食品中，國際油價上漲進一步向國內傳
導，汽油、柴油和液化石油氣價格分別上漲
27.6%、30.1%和 26.9%，大幅高於CPI整體增
速；賓館住宿和飛機票價格分別下降7.4%和
2.4%，顯示服務價格受疫情壓制仍然偏弱。

從環比看，5月CPI環比由正轉負，從上漲
0.4%轉為下降0.2%，為2022年以來最低。中國
國家統計局城市司高級統計師董莉娟稱，隨着鮮
菜大量上市，物流逐步暢通，鮮菜價格下降
15.0%；中央儲備豬肉收儲工作繼續開展，生豬
產能調減效應逐步顯現，豬肉價格上漲5.2%。

另外，受國際糧價高位運行影響，國內麵
粉、糧食製品和食用植物油價格分別小幅上漲。

非食品方面，疫情期間線下服務消費減少，
電影及演出票、賓館住宿價格均有所下降，線上
服務消費需求增加，網絡文娛服務價格上漲
2.4%。

廣發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郭磊指出，5月疫情

好轉，隨着物流暢通，鮮菜價格明顯下降，但線
下接觸仍受約束，服務價格回落，通脹上行形勢
較4月緩和，但一些產品價格有明顯上漲趨勢。
一是豬肉，5月豬肉價格環比上漲5.2%，6月上漲
繼續；二是糧食食品類，受國際糧食高位影響，5
月國內麵粉、糧食製品和食用油價格環比均上
行，農副食品加工業價格也環比上漲；三是原油
類，石油開採、石油加工、化工、化纖等價格環
比上漲。

郭磊說，短期通脹走勢仍存不確定性。能源

價格和全球糧價上漲，在地緣政治帶來不確定性
的背景下，油價仍在上行趨勢中，豬肉價格上
行，復工復產將助推服務類價格、工業原材料價
格修復。不過在疫情防控仍未放鬆的情況下，消
費和服務業價格仍受到約束。

CPI可能在三季度超3%
華泰證券認為，在油價高企、豬價、糧價共

振上行的影響下，CPI可能在三季度超過3%，屆
時通脹壓力可能邊際制約國內貨幣寬鬆。

中國5月CPI同比上漲2.1% 豬肉價格回升

◆◆55月份月份，，中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同比上漲中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同比上漲22..11%%，，漲幅與漲幅與44月相同月相同。。圖為圖為 66月月1010日日，，南京一家超市南京一家超市
的營業員在整理蔬菜的營業員在整理蔬菜。。 新華社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岑健樂）
美國聯儲局將議息，市場普遍估計會
加息半厘。香港金管局副總裁阮國恒
10日出席銀行公會例會後表示，港息
走勢受很多因素影響，包括個別銀行
流動性安排、市場狀況及股市表現
等，難以預測香港何時加息。但他指
美國在今個加息周期每次加息幅度都
較上個周期大，因此相信港息不會像
上次周期般滯後。

有傳個別銀行或因應美國加息，
考慮先提高H按封頂利率後才調高最
優惠利率，上調幅度約半厘。香港銀
行公會主席禤惠儀指，不會就個別事
件評論，但認為與目前H按的封頂利
率仍有一段距離，而銀行在資產、存
款組合及按揭定價均有不同策略。

銀行料按自身策略調節H按
目前H按的封頂利率因應早前低

息環境，而隨着進入加息周期，禤惠
儀表示，相信個別銀行因應自身策略
調整，及考慮調節H按的封頂機制。

第五波疫情打擊香港經濟表現，
不過阮國恒強調，香港銀行業表現穩
健，銀行體系資本水平與流動性維持
在良好水平，今年首四個月存款與貸
款均見溫和上升，期內貸款年率化增
長達1.6%。隨着社交距離措施逐步放
寬，經濟活動恢復，最近數星期客戶
貸款意慾亦有所增強，但實際效果仍
需時跟進。

但他同時指，疫情影響加上內房
債務問題，對銀行特定分類貸款比率
構成壓力，該比率由去年第四季的
0.88%上升至今年首季的0.98%，預期
今年餘下時間仍需面對上升壓力，但
整體水平依然良好，銀行整體對高風
險貸款的管理功夫亦到位，因此不會
有太大監管關注。至於港匯未來走
勢，需視乎市場流動性變化、半年結
和派息需求等。

禤惠儀也指，隨着香港疫情穩
定，最壞的時候應已過去，表現預計
比首季好，不過仍受到外圍不確定因
素影響。隨着疫情穩定，投資氣氛改
善，企業更樂意投資，相信今年貸款
增長按年平穩已算不錯。

香港金管局將於11月在香港舉行
國際峰會，阮國恒表示，初步與受邀
人士接觸反應正面，金管局已開始相
關策劃工作，會與政府跟進防疫措施
等安排。

港
金
管
局
：
首
4
月
港
存
貸
款
溫
和
增
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中國國家統計局10日

發布數據顯示，5月中國內地居民消費價

格指數（CPI）同比上漲2.1%，扣除食

品和能源價格的核心 CPI 同比上漲

0.9%，均與4月持平。專家表示，疫情

下通脹整體溫和，但豬肉、糧食及油價

持續上漲或是後續推高通脹的隱憂。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北京報

中國一年內CPI走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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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万象

拥有“身份证”

打开中国古籍保护网“全国古籍普查登记目
录”，孔子博物馆、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重庆
图书馆等收藏单位编纂的古籍普查登记目录呈现
在眼前。

这是全国古籍普查工作重要成果中的一项。
卷帙浩繁的古籍历经岁月沧桑，记载着千百

年来的中华文明故事。在朝代更迭、战争、自然
灾害等因素的影响下，大量古籍或流散各处，或
受到不同程度的毁坏。那么，留存至今的古籍还
有多少？

为摸清家底、传承文脉，2007年，“中华古
籍保护计划”正式实施。作为基础性工作，古籍
资源普查工作在全国全面展开。

据国家古籍保护中心办公室主任苏品红介
绍，目前，全国古籍资源分布和保存状况基本摸
清。全国古籍普查完成 270 余万部另 1.8 万函，
30个省份基本完成汉文普查工作，占预计汉文总
量的 90％以上；共 2861 家单位完成古籍普查登
记工作，占预计存藏机构总数的96％以上。

通过名录评审和普查，还新发现了一批珍贵
文献，如《永乐大典》“湖”字册、3件重量级唐
代早期印刷品、《乾隆御定石经》初拓本等。

普查，让每一部古籍都拥有了“身份证”。
据统计，截至2021年底，“全国古籍普查登记基
本数据库”已经累计发布264家单位古籍普查数
据 797.3 万册/件。《全国古籍普查登记目录》 累
计出版509家收藏单位的普查目录共计123种189
册，收录127万条款目，天津、重庆、浙江、宁
夏、湖南等省已完成普查登记目录出版。《中华
古籍总目》天津卷初稿编纂完成，国图卷、湖南
卷、浙江卷编撰工作正在进行中。

在普查登记的基础上，《国家珍贵古籍名
录》和“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评审命名工作
也取得了重要成果。“中华古籍保护计划”实施至
今，已先后评选并公布了六批 《国家珍贵古籍名
录》，累计收录古籍13026部；命名了六批共203
家“全国古籍重点保护单位”。

妙手焕新生

年初，国家图书馆宣布历时8年之久的馆藏
清宫“天禄琳琅”修复项目取得圆满成功，正式
结项。在科技手段辅助下，300多册一级破损古
籍得到妥善修复，风采再现。

虽说纸寿千年，可在时间的流逝中，大量古
籍褪去了往日光彩，絮化、酸化、虫蛀、霉菌

……有些古籍甚至变成了无法翻看的
“书砖”，或一碰就碎，像饼干渣一样。

面对古籍“变老了”“生病了”，古
籍修复师们本着“修旧如旧”的原则，
努力与时间赛跑，埋首故纸堆，妙手化
腐朽为神奇，让一叶叶满目疮痍的珍贵
古籍重现风骨，焕发新生。

10 多年来，依托 12 家“国家级古
籍修复中心”以点带面推进古籍修复工
作，全国古籍修复总量已超过 385 万
叶。其中包括国家图书馆藏清宫“天禄
琳琅”、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图书馆藏

“纳格拉洞藏经”、山西宋辽金元珍贵古
籍等一批国家珍贵古籍重点修复项目。

修复的过程，也是技艺传承、人才
培养的过程。以“天禄琳琅”修复项目
为例。2013年，“天禄琳琅”修复项目
启动，项目队伍也随之组建。“60 后”
资深修复师带着“80 后”年轻人一边
修复，一边研究、教学，在修复过程中
还开展了青年修复师培训和有针对性的
材料检测、研发等工作。由此，一批年
轻的古籍修复人才逐渐成长起来。

古籍修复，人是关键。苏品红表
示，通过在职培训、师徒传承、高校教
学等途径，全国修复师数量已经从 15
年前的不足 100 人，成长到现在约有
1000 人。科学、规范的修复得到了很
大发展。

加快数字化

长期以来，古籍都面临着藏用两难
的局面：每一次翻开，古籍都有损坏的
可能；束之高阁又无法实现传承利用的
价值。

古籍数字化开放共享有效地缓解了
这一矛盾。作为古籍再生性保护的一
种，数字化让许多珍贵古籍面向更多人
展露“真颜”，各地读者可随时随地访
问指尖上的图书馆，品读中华优秀传统
典籍，有力地促进了学术研究和古籍知
识推广。

在中国古籍保护网“中华古籍资源库”页面
上，点开“永乐大典”选项，无需登录即可在线
阅读，屏幕前文本清晰，还可以放大观看，纸页
上岁月的纹理似乎都能感受到。

“中华古籍资源库”是国家图书馆 （国家古
籍保护中心） 建设的综合性古籍特藏数字资源发

布共享平台，目前已累计发布古籍及特藏数字资
源10万部 （件），包括数字古籍、数字方志、赵
城金藏、甲骨世界、宋人文集、碑帖菁华、年画
撷英等多个子库，读者无需注册登录即可阅览全
文影像。

在这些子库中，记者发现还包括“哈佛大学
善本特藏”“法藏敦煌遗书”等海外中华古籍数
字资源。据悉，在国内古籍资源数字化的同时，
海外中华古籍调查暨数字化合作项目也在持续推
进。海外藏 《永乐大典》、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
书馆藏古籍善本、日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
藏汉籍、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写本等一批流散
海外的珍贵古籍通过数字化形式得以回归，日本
永青文库36种4000余册汉籍实现实体回归。“海
外中华古籍书目数据库”累计收录美国等 10 余
个国家和地区的80余万条书目数据。

此外，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还举办5次古籍数
字资源发布活动，先后联合 39 家古籍收藏单位
在线发布古籍数字资源超过 2.2万部，包括上海
图书馆藏家谱和特色古籍资源、山东省图书馆藏

《永乐南藏》《永乐北藏》、天津图书馆藏明清刻
本、宁波天一阁博物馆藏善本古籍、家谱及部分
目录学资源等，实现了全国古籍数字资源的广泛
共享。

文字活起来

服饰史研究者陈诗宇多年致力于古代服饰的
考证和复原。他通过查阅、比照大量古籍，让书
中静默的文字和图像重新熠熠闪光。文博节目

《国家宝藏》、古装剧 《清平乐》 等中出现的衣
饰，有不少出自他之手。

这是近期上线的纪录片 《穿越时空的古籍》
中的一段。在纪录片中，观众跟随镜头，目睹学
者修复古籍、艺术家演绎古籍，感受到原本有些
晦涩难懂的古书逐渐鲜活起来。

古籍，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近年来，古籍
活化开新篇，多方共同努力不断挖掘古籍的时代
价值，激活了古老文字的生命力。

推出一系列展览，唤起文化记忆。“中华传
统文化典籍保护传承大展”“册府千华：国家珍
贵古籍特展”“国家图书馆藏 《永乐大典》 文献
展”等系列专题文献展览和历史文化专题展览
等，推动了古籍保护知识与理念的传播。

开展一系列活动，传播古籍知识。以保护
珍贵古籍为主线开发的线上、线下实景解谜游
戏，让大众在趣味游戏中了解珍贵典籍的文化
知识；全国各地古籍存藏单位联合举办“中华
传统晒书大会”，通过现场体验普及传统晒书
知识，讲述古籍中的故事；“我与中华古籍”
创客大赛、全国古籍修复技艺竞赛、古籍相关
系列讲座的举办，也拉近了古籍与大众之间的
距离。

开发一系列文创，展现古籍之美。甲骨文十
二生肖创意钥匙扣、荀子劝学篇冰箱贴、汤显祖
与莎士比亚T恤……全国多家图书馆依托古籍资
源推出各种文创产品，用创意激活古籍里的文
字，让传统典籍“飞入”寻常百姓家。

此外，各种文化节目、纪录片、短视频，以
影视、音乐、漫画等大众喜闻乐见的形式演绎古
书里的文字，借助当下的传播手段，让中华文明
故事得以广泛讲述。

古老的典籍，正迸发出时代活力，带着中华
历史文化智慧走近大众，温润心灵，嘉惠当代。

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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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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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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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是中华民族独特的精神标识，是当代中
国文化的根基，是维系全世界华人的精神纽带，也是中国文化创新的宝藏。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华民族留下了浩如烟海的古籍。这是中华民族历史
记忆、思想智慧和知识体系的载体，是流淌在我们血脉中的文化基因。对珍
贵古籍的保护、修复和活用，关乎中华文脉的延续与传承。

从“加强文物古籍保护利用”写入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到中共中央办
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党和国家对古
籍保护工作高度重视；从在全国各地引发观展热潮的“册府千华”系列展，
到深受观众喜爱的文化节目《典籍里的中国》，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正从泛黄的
纸页里走出来、活起来……

在安徽博物院文物科技保护中心纸质文物修复室，工作人员对古籍文物
进行补全。 新华社记者 周 牧摄

观众参观“册府千华——苏州市藏国家珍贵古籍特展”。 新华社记者 季春鹏摄

经安徽博物院文物科技保护中心修复的清代安南大司马行书条修复前后
对比图。 新华社发

修复后

修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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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祖國至今也快屆滿25週年，歷數
香港回歸後幾件重要的大事：有1997年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正式
成立、1998年中央政府強大支持下安渡亞洲金融危機、2002年
啟動高官問責必須為過失負政治責任、2003年萬眾一心抗擊非
典、2004年內地與香港關於建立更緊密經貿關係的安排（CE-
PA)正式實施、2008年奧運馬術賽事閃耀香江、2009年慶賀祖
國60華誕、2011年＂十二五＂規劃列出港澳專章、2015年內地
84所高校免試招收香港學生、2018年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正
式通車及當今世界跨海距離最長橋隧組合公路的珠澳大橋正式通
車、2019年慶賀祖國70華誕、2020年第十三屆全國人大通過香
港特別行政區國安法、2021年全國人大通過《關於完善香港選
舉制度的決定》落實 「愛國者治港」 ，這也是香港回歸祖國後實
施 「一國兩制」 的輝煌成果！

回眸這25年回歸後香港的發展與繁榮，在祖國中央政府協
助與督導下，我們僑居海外的華人有目共賭，外國在港領事機構
從回歸之初的88家增至現今的119家，免簽証或落地簽證的國
家和地區由最初的40個增至現在的168個，香港人均GDP為
19.20萬港元至2021年增至38.71萬港元，祖國內地大力保障香
港民生物資供應，中資企業目前供應了香港逾90%的活豬活牛
，78%的食水和大量民生必需用品。最值得一提的是在今年1月
中下旬，新一波新冠肺炎疫情突襲香港，隨著確診病患急速增加
，香港醫療系統不堪負荷，醫療物資頻頻告急，向中央請求緊急

救援，在中央全力救援下，3月2日
首趟＂中央援港 同心抗疫＂鐵路援
港班列滿載防疫物資抵達香港，從2
月22日至3月22日，短短29天不到
一個月的時間，以中國速度打造援
港＂生命方舟＂六座方艙醫院，約
兩萬個隔離床位投入使用，創造了
援港抗疫的奇蹟，中央並派出由祖
國25所內地醫療機構，由不同專業
的391名醫護人員組成的醫療隊來港
協助治療新冠肺炎患者，據統計，
助逾1200名新冠病人康復出院。這
就是祖國抗疫＂人民至上 、生命至
上＂的最好詮釋，也是祖國給人民
敬仰生命的人文精神最好的印証!

反觀今日在民進黨蔡英文執政
下的台灣，這兩年多來對新冠肺炎
疫情的防治，從管制口罩出口、鄉
親口罩限購、缺疫苗、缺快篩，仍
以民粹意識形態防疫拒絕中國大陸
的救援，從世界新聞網報導台大公衛學院教授詹長權引用國際數
據，指出台灣染疫死亡數13天內翻倍，位居全球第二快，善良

的台灣鄉親，也只有自求多福了！

慶祝香港回歸二十五週年感言

由香港民政事務總署統籌的由香港民政事務總署統籌的 「「共慶回歸顯關懷共慶回歸顯關懷」」 計劃於六月十一日在黃大仙區舉行啟動禮計劃於六月十一日在黃大仙區舉行啟動禮。。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左七左七），），在典禮上與其他出席者大合照在典禮上與其他出席者大合照。。

休士頓西南管理委員會即將於7月3日週日
，舉辦名為Liberty Fest 以慶祝國慶的盛大活動
。這場將由當天下午一時起，一直進行至晚間
九時的活動，地點是在管委會範圍內的Plaza
America；Plaza America 與KPRC2也是活動共
同贊助單位。活動內容容納了各式園遊會攤位
、來自不同社區及團體的演出、職業表演、地
區電視台的專業助陣，更將在晚間施放璀燦壯
麗的國慶煙火。除了已經在社區引起討論及期
待，西南管委會及相關參與社團代表及社區義
工們，也緊鑼密鼓地討論著活動細節。

西南管委會主席李雄不只一次強調，要把
SWMD Liberty Fest 國慶活動籌辦成管委會的
年度標籤經典活動，動員委員會董事及工作人
員，集合社區團體力量，與整個社區分享同樂

，慶祝國慶日並代表著整個西南管委會帶動社
區發展的決心與動能。管委會董事也是經濟委
員會現任主席的David Peters 表示，西南管委
會Liberty Fest 期待呈現社區不同文化樣貌，並
強調繁榮發展，為慶祝國慶日帶來豐富意義。
另一位董事也是環境委員會現任主席的Ste-
phen Le Jr. 則表示，以適合整個家庭老小成員
參與的活動為基調，包括攤位、演出、社區單
位，都希望 「愈多人參加，氣氛愈歡樂」 。

園遊會部分，攤位預計有六十個，除了曾
經合作的C.A.R.E.將有二十個攤位外，其餘包
括台灣人活動中心、中華文化中心、社區領袖
們也都已經籌備參與中。管委會李雄也表示，
中華文化中心的春節園遊會及台灣人活動中心
的台灣Yes活動，都吸引驚人人潮參加，充分

証明社區有舉行此類具意義大型活動的能力。
當天表演節目除社區單位外，工作人員也

在確認具盛名的職業團體名單中；另外地區電
視台會有才藝人士、受歡迎的主播及主持人，
前往活動助陣。搭配的影音硬體，包括舞台及
轉播舞台畫面的大螢幕，也將比去年更完美；
而整個活動場地的安全設備、日間天氣因素下
的噴霧裝置、提供食物的攤位的供水系統等，
管委會及工作人員包括義工們，也都再三討論
，務求安全並提供更完整的娛樂及慶典經驗。

宣傳方面，除了電視台已經開始播放的宣
傳短片外，西南區管委會也以專屬QR code 連
結上活動專門網站，網站上將容納SWMD Lib-
erty Fest 的所有資訊細節。此QR code 還將出
現於管委會特別訂製活動裇衫上，和西南管委

會標誌及慶祝活動之官方圖樣，一起標示著今
年的盛會。

因為是國慶活動，除了眾所期待的精彩國
慶煙火秀外，星條旗的展現當然是活動視覺重
點。出現在官方圖樣中，並及活動官方裇衫上
，整個活動場地四周，也都將以美國國旗及西
南區管委會標誌並置，陳示活動的主旨。而國
旗的裝置，在一年一度的慶典活動中，因為各
種因素，向來也有許多之前之後的挑戰。面對
各式活動與預算的細節考慮及討論，管委會主
席李雄及董事們皆表示：感謝所有參與工作的
單位，期待社區整體參與；而且為了此年度經
典活動更加完美，管委會將增設活動組，在每
次活動一結束，立即著手準備下年度的工作。

休士頓西南區管委會籌備Liberty Fest 國慶煙火盛會

北美洲台灣鄉親聯誼會會長北美洲台灣鄉親聯誼會會長梁義大梁義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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