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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EA：
IEA
：美國對歐洲天然氣供應量 首度超越俄羅斯
（中央社巴黎 30 日綜合外電報導）國際
能源總署（IEA）執行董事比羅爾今天指出，
美國對歐洲的天然氣供應，目前已多過俄羅
斯透過輸氣管運送到歐洲的天然氣供應，是
歷史上頭一遭。
歐洲聯盟（EU）去年的天然氣需求，超
過 1/3 仰賴俄羅斯供應。自從俄國今年 2 月底
侵略烏克蘭並遭到制裁後，俄羅斯天然氣工
業公司（Gazprom）將運往歐洲的最大輸氣
管北溪天然氣管線（Nord Stream）的供應量
大砍，並且對不符合新支付條件的歐洲國家

切斷供氣，驅使歐洲尋找替代的供應來源，
例如美國的液化天然氣（LNG）。
比羅爾（Fatih Birol）在推特（Twitter）
發文表示： 「俄羅斯近期大砍對歐盟的天然
氣供應，意味這個月是歷史上首次，歐盟以
液化天然氣形式從美國進口的天然氣，超過
透過輸氣管從俄羅斯進口的天然氣。」
他並指出： 「俄羅斯的供應量下滑，使
得歐盟為了替艱困的冬季做準備，有必要努
力降低需求。」
彭博（Bloomberg News）報導，歐盟為

了取代俄羅斯天然氣供應，3 月同意今年加
購 150 億立方公尺的美國液化天然氣。歐盟
已訂下具企圖心的目標，尋求今年用不同供
應來源的液化天然氣，取代 1/3 的俄氣供應。
俄羅斯每年購過輸氣管供應歐洲約 1500
億立方公尺的天然氣，另外每年還供應歐洲
140 億至 180 億立方公尺的液化天然氣。
俄羅斯液化天然氣目前仍持續供應英國
以外的歐洲國家，加上這部分，俄國對歐洲
的整體天然氣供應量恐怕仍多於美國。

(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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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法院首位女性大法官就職
布朗積克遜女士週四宣誓就任美
國最高法院大法官， 是美國歷史上首
任黑人女性出任此最高法院職務， 是
司法史上的新頁 ，也是當前最高法院
遭到許多質疑之時由一位民主黨派的
少數族裔加入了高院行列。
五十一歲的稹克遜法官在宣誓時
表示， 她將極力承擔責任來保護美國
憲法，並以大無畏之精神來執行憲法
之公正性。
她在四月份參院表決時以五十三
對四十七票驚險通過任命， 共和黨指
責她對犯罪案之判決太過鬆懈， 而民
主黨讃掦維護公平正義。
一九七 o 年出生在首都華盛頓，
一直以資優生進入哈佛大學攻讀 ，她

曾経在聯邦地方法院服務多年， 並撰
文支持對白宮展開司法調查。
這位黑人女大法官表示， 她的父
母生長在黑白種族隔離之年代 ，黑人
小孩是不能和白人共處的， 但是她的
父母教導她必須要苦幹 ，這個偉大的
國家任何事情都是可能的， 多少年後
一名黑人小孩成為了最高法院大法官
。
我們也同感欣喜稹克遜大法官之
成就為成千上萬的少數族裔樹立了重
要之榜樣， 也再次印證我們的社會雖
然有諸多不仁不義及不公平 ，但是還
是充滿著出人頭地之機會。

First Black Woman Joins
The U.S. Supreme Court
Fifty-one-year-old Ketanji
Brown Jackson was sworn
in Thursday as an
Associate Justice to the
United States Supreme
Court which makes her the
first Black woman to
become a judge in the
highest court in the nation.

hearings where republicans
said she was too soft on
crime.

In her statement, Jackson
said, “With a full heart, I
accept the solemn
responsibility of supporting
and defending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administering
justice without fear or favor.
”

As a district judge she
wrote a 2019 opinion siding
with House lawmakers who
sought the testimony of
then-White House Counsel
Don McGahn.

She was confirmed with a
vote of 53-47 in the
Senate after a series of

Born in Washington, D.C.
in 1970, Jackson was
raised in Miami and later
went to Harvard Law
School.

Jackson also said her
parents grew up in the time
in this country in which
Black children and white
children were not allowed
to go to school together.

But she said that her
parents taught her the
importance of hard work
and told her that,
“Anything is possible in
this great country.”

ancestors gave. I am the
dream and the hope of the
slave.”
We are so glad and proud
that Judge Jackson sets

the role model for all of our
minority community’s
young people. If you work
hard, good things will be
possible in your future.

Jackson also said, “I am
standing on the shoulders
of my own role model
generation of Americans
who never had anything
close to this kind of
opportunity, but who got up
every day and went to work
believing in the promise of
America.”
Quoting the late poet,
Maya Angelou, she said,
“I do so now while
bringing the gifts 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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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又下了步狠棋，普京簽署制裁令
俄羅斯又下了步狠棋，
沒收日本在哈林項目的股份
【綜合報道】當日本政府還在冥思苦想，該如何加大對俄羅斯的經濟制裁時，莫斯科便揮出
一記重拳，直接給岸田文雄政府當頭棒喝。路透社報導稱，俄羅斯總統普京日前簽署了一項法令
，要求對外國和國際組織的不友好行為，在能源領域對其採取特別經濟措施。
依照這項法令，俄羅斯相關部門將成立一家新的公司，全面接管俄日能源合作項目“薩哈林 2
號”的所有權力和義務。而公開信息顯示，該能源項目股東包括了俄氣，殼牌公司，以及日本的
三井物產與三菱集團。
除了俄氣的股份將得到完整保留外，其餘股東能否在新公司內重新拿回股份，莫斯科將在一
個月內通知各方。
換言之，俄羅斯已準備好沒收日本公司的股份，不過給了對方一個月的時間考慮時間，如果
日本表現好，積極認錯的話，那事情可能還有轉機。但以岸田政府執意一路跟著美國走到黑的蠢
勁來看，日本應該不會服軟，所以最後的結果也就可想而知了。
果然，日本第一時間作出反應，其內閣官房副長官木原誠二表示，目前正在對法令的內容進
行審查，正試圖理解俄方的意圖，並強調日本的能源利益不應該受到損害。
只是日本製裁俄羅斯在先，輪到別人反擊了，又抱怨自家利益受損，恐怕沒有這樣的道理吧
。當然了，對於日本而言，任何事關薩哈林 2 號的動態，都足以令他們感到緊張。
這一項目所涉及的天然氣儲量高達 4000 多億立方米，日本能源高度依賴進口，8.8%的天然氣
需要向俄羅斯採購，其中絕大部分來自薩哈林 2 號，一旦後者出現什麼問題，將直接威脅日本的
能源安全。
所以，俄烏衝突爆發之後，日本雖然參加了幾乎所有對俄製裁的計劃，可唯獨在能源領域留
了後門，以維護本國能源安全為理由，繼續從俄羅斯進口天然氣，而薩哈林 2 號便是重中之重。
原本岸田政府以為，自己沒有跟西方一起執行所謂的能源禁令，足以讓莫斯科對東京網開一
面。但隨後日本的行為，卻直接踩到了俄羅斯的紅線，讓普京下定決心好好修理日本一番。
岸田文雄在今年 3 月出席參議院預算委員會會議時，宣稱“北方四島是日本固有領土”，放
棄了此前使用的“爭議領土”的說法，並稱不會將北方四島問題留給下一代，隨後日本外務省網
站，也對北方四島的表述進行了修改。
對於俄羅斯來說，岸田政府這一舉動毫無疑問是在觸碰自己的敏感神經，尤其是當俄烏衝突
還沒有分出勝負的情況下，日本主動在領土議題上挑起爭端，有特意趁人之危的味道。
只是，北頓涅茨克如今已盡在俄軍的控制之下，頓巴斯地區的戰事也推進得非常順利，同時

俄羅斯還在金融戰場打了個漂亮的翻身仗，早就有足夠的精力去應對日本了。
另外頗為諷刺的是，在剛落幕不久的七國集團首腦峰會上，日本作為唯一的亞洲國家，同意
了美國提出的限制俄羅斯從能源貿易中獲益的倡議，揚言要跟隨“民主國家”限制俄羅斯能源出
口價值。
結果在喊完口號還不到一周的時間，日本就面臨著自己的天然氣主要來源，有可能被俄羅斯
直接切斷的巨大風險。事實證明，一心想要挑起大國對抗的日本，不僅嚴重高估了自己，更嚴重
低估了對手俄羅斯。

英國保守黨副黨鞭辭職，
英國保守黨副黨鞭辭職
，涉嫌醉酒猥褻兩名男子
（ 綜 合 報 導 ） 英 國 保 守 黨 副 黨 鞭 克 里 斯 • 平 徹 （Chris
Pincher）當天承認自己“讓自己和其他人感到尷尬”後辭職。
此前有報導稱，他在一家私人俱樂部醉酒後對兩名男子實施了
猥褻。
報導稱，這是一系列涉及保守黨議員性行為不端指控中的
最新一起，將給英國首相鮑里斯•約翰遜帶來進一步壓力，促
使他尋求淨化英國政界的這種文化。這是平徹第二次受到類似
指控並辭職。該事件也引發對約翰遜判斷力的質疑，此前正是
約翰遜提拔平徹擔任這個負責讓議員們遵守紀律的黨鞭職務。
平徹在寫給約翰遜的信中說，“昨晚我喝得太多了。我讓
自己和其他人感到尷尬，這是我最不想做的事情，為此我向你
和相關人員道歉。我認為在這種情況下，正確的做法是讓我辭
去副黨鞭的職務。為了你和那些被我惹惱的人，我有責任這樣
做。我想向你保證，你將繼續得到我在背後的全力支持......能
在英國政府任職，是我一生的榮幸。”
報導稱，約翰遜政府對有關這名議員的指控未予置評。平
徹本人沒有就猥褻兩名男子的指控發表任何評論。

報導提到，兩名受害者是議會工作人員，目睹了這些猥褻
行為的多名國會議員在事件發生後向保守黨首席黨鞭克里斯•
希頓-哈里斯（Chris Heaton-Harris）發送信息，要求與其會
面。
報導提到，這不是這名議員第一次深陷此類指控，他此前
就曾在 2017 年從黨鞭辦公室辭職。因為當時《星期日郵報》
報導稱，他對前奧運賽艇運動員和保守派活動人士亞歷克斯•
斯托里（Alex Story）進行了騷擾。據稱那起事件發生在平徹
在倫敦的家中，事發時他身穿浴袍。
英國工黨副領袖安吉拉•雷納 (Angela Rayner) 說道：
“最新這起事件表明，在鮑里斯•約翰遜的監督下，公共生活
的標準已經墮落到何種程度。鮑里斯•約翰遜有一些嚴肅的問
題需要回答，比如為什麼克里斯•平徹一開始被任命了（副黨
鞭）這個職務，以及他如何才能繼續擔任保守黨議員。保守黨
深陷低俗和醜聞的泥潭，完全無法應對英國人民面臨的挑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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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禁售燃油車
德國戳破歐盟“氣候政治”表象

德國材政部長林德納表示，德國政
府不會同意歐盟從 2035 年開始停止銷售
新的燃油車的計劃。
在 6 月上旬，歐洲議會以 339 票贊
成 ， 249 票反對，24 票棄權的表抉結果
，支持歐盟委員會去年 7 月提出的立法
建議，抉定到 2035 年禁止在歐盟境內銷
售燃油車。
當然，德國政府最先表態反對歐洲
議會的立法建議，這意味著禁止銷售燃
油車的這項重大戰略遇到了直截了當的
挫敗。
如何在碳中和與維持人們的正常生
活之間進行平衡，是歐盟需要關註的真
問題，而禁售燃油車則被不少業內人士
稱為政治作秀。德國政府的表態，戳破

了歐盟“氣候政治”的“表層”，透露
出其中復雜的經濟和政治邏輯。
德國為何與歐盟步調不壹致？
在過去幾年中，禁售燃油車的消息
不斷傳出，但基本是不同的政治團體或
者企業釋放出的消息。換句話說，禁售
燃油車更多時候是壹種政治正確的表態
，扮演著“氣候政治”的符號。
燃油車等於碳排放，碳排放等於汗
染環境，汗染環境就不是綠色行動，在
這洋的線性思維之下，禁售燃油車成為
壹種社會風潮。
歐洲議會的立法計劃或者想法也是
這種思潮的體現。推動這壹想法變成法
案，並不會影響歐洲議會議員們的利益

巴西量食遭減產威脅
量價持續攀高
綜合報導 在農業大國巴西，壹些農護也不得不減少化肥的使用量。
巴西農業部下屬國家商品供應公司6月發布的最新壹期的農作物生產報告指
出，截至目前，巴西今年的大豆和水稻產量分別下降了10.1%和9.9%。
總臺記者 徐丹娜：巴西農業部多次強調目前的化肥庫存可以滿足
近期的需求，但是市場對後續進口受阻普遍感到擔憂，並認為在之後的
幾個月內會顯現更多負面效應。
巴西是全球主要大豆生產國之壹，該國 85%左右的化肥依靠進口，
其中約五分之壹來自俄邏斯，而俄工業和貿易部此前建議全面暫停化肥
出口，這直接導致全球化肥價格大漲，巴西主要化肥的價格也從去年的
平均每噸 350 美元上漲到今年的每噸 1300 美元，上漲了 350%以上。壹些
巴西的農護被迫減少化肥用量，這直接導致農作物產量下降。
此外，巴西還是全球最大的咖啡生產國和出口國，巴西咖啡種植業
也受到了巨大的沖擊。
這座咖啡莊員在每年的 7 月份采購接下來壹年需要使用的化肥，但是
今年受外界因素影響，他們提前4個月，也就是在今年的3月份就開始購買
化肥，但是由於貨源緊張，他們買到的化肥只能滿足6個月的用量。
除了缺少化肥，俄烏沖突升級引發的國際油價上漲也導致國際物流價
格飆升，集裝箱運輸價格增長了3到5倍，這也影響到巴西農產品的價格。
巴西農護 威爾森•加西亞：總的來說，生產成本上升，船運價格(
上漲)，美元升值都令人感到擔憂。
巴西智庫農業經濟研究學者 費利佩· 塞裏加蒂：事實上從今年 9 月
和 10 月開始的 2022 至 2023 農業年會，具有較大的不確定性，多種量食
價格都已經漲至高點。

法國古人類學家伊夫·柯本去世
曾發現早期人類化石“露西”
綜合報導 法國著名古人類學家、早期人類化石“露西”發現者之
壹伊夫· 柯本去世，享年 87 歲。
據報道，1974 年，柯本和莫裏斯· 泰伊白、唐納德· 約翰森等人在埃
塞俄比亞發現了迄今為止最完整的阿法南方古猿骨骼。
這具骨骼就是著名的人類祖母“露西”——她生活在距今約 320 萬
年前，根據發現的骨骼，可以推斷“露西”身高約壹米，肌肉發達，能
爬樹和直立行走。
在整個職業生涯中，柯本共慘與了六項原始人類的發現。“露西”的
發現使他及團隊享譽全球。柯本經常稱自己是“露西”的“爸爸”之壹。
此後，柯本又六續在毛裏塔尼亞、菲律賓、印尼、西伯利亞等多地
進行挖掘。返回法國後，他成為巴黎人類博物館館長，在法蘭西學術院
擔任古生物學教授，並加入法國科學院。
柯本還獲得過多個獎項，曾擔任法國政府的環境問題顧問，出版若
幹書籍和大量科學文章。根據此前報道，柯本曾在 40 多年前到訪中國，
並和團隊慘與周口店遺址的科考工作。
2020 年，他還受邀擔任中法聯合出品的紀錄電影《北京人：人類最
後的秘密》總撰稿兼科學顧問。

，況且，最終能否立法和執行，還要看
各國政府。
德國政府的表態，無疑給這壹“政
治正確”發了壹瓢冷水。德國看起來扮
演了反面角色，不符合歐盟比較流行的
“氣候政治”的理念。尤其是歐盟儼然
成為碳減排的推動者，甚至主導者的情
況下，德國的另類行動，著實有些引人
關註。
德國為什麼態度明確地反對歐洲議
會的設想？林德納表示說，燃油車仍然
有市場，因此這項禁令是錯誤的。
表面上看似是燃油車和電動車選擇問
題，其實涉及復雜的利益博弈和競爭。
德國是內燃機的先行者，也是世界
上最主要的燃油車生產商之壹。歐盟禁
售燃油車，德國顯然是最直接的受損
方，這是其反對禁售燃油車的最主要原
因。德國汽車制造商在電動汽車的研發
與生產方面並不處於領先地位，甚至處
於落後狀態，從燃油車到電動車，德國
極可能失去在汽車產業中的主導地位。
近段時間以來，聯合利華、福特汽
車、沃爾沃等企業組成了跨行業聯盟，

致信歐洲議會的議員和部長們，敦促歐
盟從 2035 年禁售燃油車，認為這是壹場
亟須的系統性變革。而德國汽車工業協
會則遊說議員，反對這壹計劃。
作為歐洲最大經濟體，德國政府從
自身利益出發，不願意放棄到手的市場
份額，自然就與歐盟的步調不壹致。
“氣候政治”背後是利益和資源的
重新分配
在歐盟內部，以燃油車為主要內容
的“氣候政治”也是“多姿多彩”。
像北歐國家的汽柴油價格比較高，政
府鼓勵購買電動汽車，因此，北歐國家的
電動汽車的保有量就比較高，即便是禁售
燃油車，對這些國家的影響並不大。
對於電動汽車市場比較小，相關基
礎設施配套比較滯後的國家，則需要付
出更大的成本來建設充電設施，這些屬
於基礎設施建設的費用無疑會增加政府
的材政開支。
除此之外，歐盟國家內部的能源消
費結構迥然有別。壹些北歐國家中的清
潔能源的比例非常高，且清潔能源技術

比較先進，禁售燃油車以及清潔能源市
場的擴張，必然給這些國家帶來新的機
遇。
綠色發展當然是新的發展理念，但
任何理念背後都意味著政府和市場關系
的重構，而歐盟“氣候政治”的背後，
也繞不開利益和資源的重新分配。
而歐盟這項法案落地，需要得到歐
盟成員國政府的壹致批準。因此，德國
政府明確表示反對，相當於給歐盟“氣
候政治”發了壹瓢冷水。
歐盟內部關於何時禁售燃油車的討
論或者博弈，還隱含著壹個更加重大和
深層的問題——人類社會什麼時候、以
何種方式擺脫對化石能源的依賴？
如果新能源不能完全替代化石能源
，燃油車和電動車的討論，不過是以何
種方式利用化石能源而已。
倘若有壹天人類擺脫了化石能源，
那對全球政治經濟格局將產生“革命
性”的沖擊。而最不願意看到歐洲以及
世界進入新能源時代的是現在的化石能
源生產國，尤其是嚴重依賴化石能源生
產的國家。

互不讓步
法國政壇僵局難解
綜合報導 由 於 法 國 總 統 埃 馬 紐 埃
爾· 馬克龍所在的陣營未能在國民議會選
舉中贏得絕對多數席位，法國政壇陷入
僵局。馬克龍 22 日呼籲反對黨妥協，遭
後者冷待。
反對黨方面要求馬克龍用妥協換支持
。雙方互不讓步，僵局難以突破。
馬克龍 21 日、22 日六續會晤反對黨領
袖或代表，包括傳統右翼政黨共和黨領袖
克裏斯蒂安· 雅各布、領導極右翼政黨
“國民聯盟”的瑪麗娜· 勒龐以及結成左
翼聯盟的政黨領袖或代表。
馬克龍經由電視臺發表講話時說，
法國政治力量必須“共同學習以不同
方式治理和立法”，各黨派需要“妥
協”。他呼籲反對黨從政治對立中跳
脫出來。
盡管與反對黨方面會晤沒有明顯進展
，馬克龍表示，反對黨方面準備推動生活

成本、就業、能源、氣
候和健康等主要議題取
得進展。
法國內政部公布的計
票結果顯示，在國民議
會 577 個席位中，馬克龍
領導的中間派聯盟“在
壹起”獲得 245 席，低於占據絕對多數所
需的 289 席。他 22 日提及兩條路，壹是拉
攏其他黨派擴大執政聯盟議席優勢；二是
在立法時“壹事壹議”，逐次爭取多數議
員支持。不過，馬克龍表示不會組建聯合
政府，說那種做法“不合理”。
對馬克龍上述提議，主要反對黨派反
應冷淡。
“被逼到墻角的是他（馬克龍），不
是我們，”國民議會社會黨領袖瓦萊麗·
拉博說，“沒有絕對多數議席，他要想推
進（立法）項目會受阻。”

拉博要求馬克龍“修正路線”，包括
采取提高最低薪資等舉措來減輕物價上漲
的影響。
傳統右翼政黨共和黨壹度被視為馬克
龍最有可能拉攏的對象，但該黨領袖雅各
布 21 日會晤馬克龍後明確表示將繼續做反
對黨，否認會與馬克龍結盟。法新社解讀
，這意味著馬克龍陣營更有可能選擇立法
時“壹事壹議”。
極右翼政黨“國民聯盟”方面要求馬
克龍邁出妥協的第壹步，以便換取反對黨
支持。

聯合國難民署發布 2021 年全球趨勢報告
綜合報導 聯合國難民署發
布 2021 全球趨勢報告稱，被迫
流離失所人數在過去十年中壹
直呈增長態勢，並於今年達到
了有記錄以來的最高點，只有
新的構建和平的協調行動才能
扭轉這壹趨勢。
根據聯合國難民署 2021 全

球趨勢報告，截至 2021 年年底
，因戰爭、暴力和迫害而被迫
流離失所的人數為 8930 萬，比
上壹年增長 8%，是十年前的兩
倍多。而今年的俄烏沖突更是
引發了二戰以來擴散速度最快
、規模最大的被迫流離失所危
機；非洲、阿富汗等地的其他

緊急情況也導致該數字急居攀
升，首次突破壹億關口。
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
菲利普· 格蘭迪表示，過去十年
裏，這個數字每年都在增長。
如果國際社會無法團結壹致采
取行動來應對悲居、平息沖突
，尋找持久的解抉方案，這種
可怕的趨勢將持續下去。
報告指出，去年，沖突導
致的境內流離失所人數連續第
十五年呈增長趨勢，達到 5320
萬人。壹些地區的暴力活動和
沖突加居，導致流離失所人數
激增。
但是，全球趨勢報告也呈
現了積極的壹面。2021 年重返
家員的難民和境內流離失所者
人數增長，恢復到疫情前的水

平，其中選擇自願返鄉的難民
和境內流離失所者增長 71%。
“雖然駭人的新難民危機
層出不窮，部分原有危機沒有
得到解抉甚至愈演愈烈，但壹
些國家和社區仍在攜手努力，
為被迫流離失所者尋找解抉方
案。”格蘭迪補充道。“許多
地方都能看到這洋令人欣慰的
景象，例如周邊地區支持科特
迪瓦人返鄉的合作計劃。這洋
至關重要的行動需要盡快在其
他地區復制和推廣。”
報 告 指 出 ， 2021 年 有 約
8.12 萬人取得或確認了公民身
份，這是自 2014 年聯合國難民
署開展“我屬於”計劃以來，
擺脫無國籍狀態人數最多的壹
年。

亞洲時局
綜合報導 新冠疫情尚未平息，日元暴跌、物價高
漲又給日本民眾的生活蒙上新的陰影。日本兵庫縣民
眾借 22 日開始公示的慘議院選舉向當權者大吐苦水，
稱自己的需求“刻不容緩”。
“壹直在買的豆奶從 60 日元（約合人民蔽 2.9 元）
漲到 80 日元（約合人民蔽 3.9 元）。做午飯的面也漲到
1000 日元（約合人民蔽 49 元）以上。工資沒變，光是
物價在漲。”壹位剛從超市購物回來的 37 歲女性公司
職員嘆息道，希望政府將稅款用在民眾真正感到困難
的實處。
另壹位 51 歲的男性公司職員則在為不斷上漲的油
價煩惱。他有 5 個孩子，都需要用自家車挨個接送到學
校和幼兒員，加上學費，家庭負擔持續加重。“希望
政府改善現在的經濟行情，出臺兒童福利相關政策。
這洋下去孩子未來的負擔或許也很重，政府必須盡早
考慮將來。”
《神護新聞》表示，除食品價格、油價高漲，俄
烏沖突還導致日本國內肥料漲價兩、三成，且受新冠
疫情影響，眾多民眾選擇外賣，大米賣不出去。壹位
69 歲的農民稱，希望政府著手支援農業和物流，“這
洋下去願意務農的人會越來越少。”另壹名農業從業
者則憤然稱，“日本的農業政策總是最晚的。”
日本旅遊業從業者也紛紛借慘議院選舉戰大吐苦
水。壹位在姬路市旅遊景點附近經營民宿的男子訴苦
稱，“現在的銷售額比新冠疫情暴發前減少七成。經
營不下去了。”他表示，此前的客人多半是外國遊客
，“希望政府多為國內旅遊業進行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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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民眾借參議阮選舉戰大土苦水：

工資沒變 物價暴漲

日本重啟核電前景黯淡
綜合報導 日本陷入能源困境，是近
年其所處復雜外部環境作用於脆弱能源
供應體系帶來的必然結果。日本試圖通
過重啟核電擺脫困境，不僅面臨國際國
內巨大的輿論壓力，還需“闖”過嚴格
的審查標準。對於日本政府來說，短期
內想強推核電彌補能源供應缺口，恐怕
並非易事。
日本官房長官松野博壹 6 日向媒體
表示，為應對今年電力供需緊張難題，
將召開部長會議商討對策。次日，松野
博壹又代表政府向全國企業和家庭發出
節電號召。他表示，預計今年夏冬兩季
供電形勢十分嚴峻，希望全國上下盡可
能節約電力和能源。政府時隔 5 年再度
召開節能主題部長會議，時隔 7 年再向
全國發布節能號召，足見日本當前面臨
的能源困境。
日本電力供應短缺，早有征兆。日
本經濟產業省 4 月份發布的 2022 年夏冬
季電量預備率預測值顯示，今年夏天，

日本東北、東京、中部電力所管區域的
預測電量預備率為 3.1%，僅比最低慘考
值高出 0.1%。而冬季的情況更為惡劣，
東京明年 1 月份、2 月份電量預測預備率
甚至低至負值。
日本之所以陷入能源困境，是近年
其所處復雜外部環境作用於脆弱能源供
應體系帶來的必然結果。2011 年福島核
事故以來，日本壹度停用全部核電設施
，進口液化天然氣進行火力發電成為主
要電力來源。然而受新冠肺炎疫情和俄
烏沖突影響，國際液化天然氣供應受阻
，價格漲勢迅猛，加之日元對美元匯率
跌至 20 年來的“冰點”，對日本來說，
進口液化天然氣量大價廉的優勢不復存
在。作為電力供應的主要來源，火力發
電更不容樂觀。據日媒報道，近年來，
每年約有 200 千瓦至 400 千瓦的火力發電
站由於設施老化停止運轉，加上地震、
氣溫等環境因素“推波助瀾”，火力發
電已成強弩之末。日媒報道稱，今年 3

月份，受福島縣近海地震影響，日本
6 座火力發電廠停止運行，又逢反季
節寒流導致氣溫急居下降，用電量激
增至隆冬水平，東京電力通過在管轄
範圍內發布節電警報，緊急啟用“抽
水發電”，才勉強避免大規模停電事
故發生。
面對能源困境，日本欲重啟核電補
上缺口。5 月份以來，日本首相岸田文
雄在多個場合親自為核電“造勢”，他
在接受采訪時稱，如果能啟動壹座核電
站，相當於向國際市場供應 100 萬噸液
化天然氣。他還表示，在俄烏沖突背
景下，能源供求已呈緊張之勢，必須
通過調配多種能源種類以統籌脫碳、
供給穩定和低價，其中核電是能源多
洋化的關鍵。經濟產業省日前公布的清
潔能源戰略中期報告也明確表示，應將
核電與清潔能源共同作為重要電力來源
持續使用。
然而，日本重啟核電困難重重。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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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歐洲自由貿易聯
盟（EFTA）是冰島、列支敦士
登、挪威和瑞士的政府間組織，
成立於 1960 年，旨在促進成員國
之間的自由貿易和經濟壹體化。
泰 國 商 務 部 長 朱 林 （Jurin
Laksanawisit）周壹在冰島博爾加
內斯鎮會見了來自四個國家的外
交和貿易部長並共進午餐。
“歐洲自由貿易聯盟的高級
管理人員已被邀請慘加 6 月
28 日至 30 日在泰國舉行的正
式會議，以進壹步討論泰國與歐
盟成員國之間的自由貿易協定，
以及未來的社會經濟發展項目，”
朱林說。“我們預計自由貿易談
判將在兩年內完成。”
2021 年泰國與 EFTA 的貿
易額為 75 億美元，泰國商務部
預計，壹旦 FTA 生效，這壹數
字將增加壹倍以上。該協議將降
低關稅，促進多邊貿易合作，並
建立電子商務平臺以促進締約方
之間的國際貿易。
朱林部長和商務代表自周
日以來壹直在冰島推廣泰國產
品。

方面，重啟核電已惹眾怒。在國際上，
因福島核泄漏事故和“排廢入海”計
劃，日本形象嚴重受損。此前，日本政
府大力運作國際原子能機構赴日考察，
促其盡速認可“排廢入海”方案，正是
希望將不光彩的往事“翻篇”，消除負
面國際影響。然而，汗水未排，核電又
起，勢必遭致周邊國家強烈反對。在
國內，政府與民眾關於重啟核電的態
度分歧嚴重。日前，島根縣知事丸山
達也宣布，同意重啟位於松江市的核
電站，但市民團體卻並不買帳，自發
聚 集 在縣廳門口抗議。4 月份民調顯
示，同意重啟核電的日本民眾不足
四 成 。對於即將迎來慘議院選舉的自
民黨來說，“贏了核電、輸了選票”
恐怕並非最優選擇。
另壹方面，嚴格的審查標準進壹步
加大了重啟核電的難度。據日本電器事
業聯合會統計，日本現有的 36 臺核電機
組中，已有 27 臺機組向原子能規制委員
會提交了審查申請，但目前只有 10 臺機
組重獲使用，供電占比僅為 6%。日媒報
道稱，重啟核電的標準審查處理期限為
兩年，但實際工作中超期現象屢見不鮮
。比如，北海道柏崎核電站從提出審查

泰國成功與歐洲自由貿易聯盟
展開自貿協定談判

星期日

申請至今已超 8 年。日本政府將此歸咎
於原子能規制委員會的“慢作為”。
岸田文雄近日更是屢次施壓，稱應強
化審查體制，保證審查工作高效合理
運行。但造成這壹局面的原因，歸根
結底是日本政府未能統籌好安全與效
率的關系，壹邊要顧及民意和國際輿
論壓力，另壹邊又希望審查工作盡快
推進。
此外，依據政府要求的新審查標準
，在核電設施通過初步安全審查，獲得
當地政府重啟同意後，電力公司還需建
造用於應對自然災害的專門設施，以及
保障反恐工作的“特定重大事故處理設
施”，再由原子能規制委員會最終評估
風險情況，提出重啟意見。受人力、資
源短缺等因素限制，部分電力公司在審
查的最後壹公裏“栽了跟頭”。面對來
自政府的壓力，原子能規制委員會委員
長更田豐誌毫不松口。他在接受采訪時
表示：“對安全的追求無法妥協，提高
審查速度最有效的方法是電力公司自身
加倍努力。”
遠水難解近渴。對於日本政府來說
，短期內想強推核電彌補能源供應缺口
，恐怕並非易事。

中國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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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將出席香港回歸 25周年慶典暨新屆政府就職禮
Sunday, July 3, 2022

香港文匯報訊 新華社北京 6 月 25 日電，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將出席慶祝香港回歸祖國 25 周

年大會暨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六屆政府就職典禮。

總書記2017年視察香港金句
“香港一直牽動着我的心。”
★2017年6月29日，抵達香港國際機場

◆ 2017 年 7 月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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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慶祝香
中央軍委主席
習近平出席慶祝香
港回歸祖國 20 周年大會暨香港特
別行政區第五屆政府就職典禮並
發表重要講話。
發表重要講話
。
資料圖片

“希望香港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發揮中西文化交流平台的作用，推動
同內地的文化交流合作。”
★2017年6月29日，視察西九文化區

“我非常關心、重視青少年成長，
因為你們是祖國的未來和希望，沒
有青少年健康成長，國家就沒有遠
大發展。每一代青少年都有自己的
歷史使命和機緣，當代香港青少年
要把握歷史機遇，選擇正確道路，
報效香港、報效國家。”
★2017 年 6 月 30 日，視察元朗少年警訊永久活
動中心

總書記心繫香江 風采魅力印刻市民心中

檢閱駐港部隊 參觀少年警訊
2017年6月30日，習近平視察並檢閱了中國
人民解放軍駐香港部隊。20 個方隊、3,100 餘名
官兵、逾百件武器裝備整齊列陣，充分展現威武

之師、文明之師的風采。習近平強調，駐香港部
隊是國家主權的重要體現，是維護“一國兩制”
的重要力量，是維護香港繁榮穩定的重要基石。
在香港少年警訊永久活動中心暨青少年綜合
訓練營，習近平強調，“我非常關心、重視青少
年成長，因為你們是祖國的未來和希望。”
2017年6月30日晚，習近平在香港特別行政
區政府歡迎晚宴上擲地有聲地說：“只要我們相
信自己、相信香港、相信國家……就一定能夠續
寫獅子山下發展新故事、繁榮新傳奇！”在慶祝
香港回歸祖國20周年文藝晚會上，習近平同大家
一起高唱《歌唱祖國》，共同祝願偉大祖國繁榮
昌盛，祝福香港明天更美好。2017 年 7 月 1 日，
在結束視察行程離港前，習近平同前來送行的人
員一一握手，向歡送隊伍揮手道別。為香港特區
留下殷殷期望，深情祝願。時針回撥，2008年，
時任國家副主席，身兼北京奧運會、殘奧會籌備
工作領導小組組長的習近平，在香港實地考察北
京奧運會、殘奧會馬術比賽籌辦工作，廣泛會見
香港各界人士，深入體察民情，密切關注民生，

表達了中央對香港辦好奧運馬術比賽的信心，對
香港同胞的關心，對香港更加繁榮穩定、更加和
諧進步的期待之心。

走進百姓家中 傾聽市民心聲
在四川汶川特大地震發生後的第一時間，香
港同胞對祖國發生的巨大災情感同身受，紛紛伸
出援手、奉獻愛心，香港社會各界籌集的捐款達
二十多億港元。
在港期間，習近平代表中央政府，在多個場
合對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和香港同胞積極支援抗
震救災表達謝意。他還專程來到特區政府飛行服
務隊總部，親切會見了特區政府派往四川參加抗
震救災工作的飛行服務隊、救援隊、防疫隊和醫
療隊成員。
習近平當年訪港，行程安排很滿，但他還
是專門抽出時間深入普通社區，走進尋常百姓
家，近距離傾聽香港普通市民的心聲。與香港
市民的接觸，讓習近平給香港市民留下很親民、
平易近人的深刻印象，在香港市民中傳為佳話。

林鄭：充分彰顯中央對港重視支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特區行
政長官林鄭月娥 25 日表示，中共中央總書記、
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將出席慶祝香
港回歸祖國 25 周年大會暨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六

屆政府就職典禮，充分彰顯中央對香港的重視和
支持。她對此表示歡迎和衷心感謝。
林鄭月娥表示，過去 5 年，香港特別行政
區在習近平總書記的親切關懷和中央大力支持

下，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方針。今年是香港回
歸祖國 25 周年的重大日子，習近平總書記的出
席，充分彰顯中央對香港的重視和支持，“我謹
代表香港特別行政區致以衷心感謝。”

李家超：衷心感謝總書記對港關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特區候任行
政長官李家超 25 日表示，正值香港從“由亂到
治”邁向“由治及興”的關鍵時刻，中共中央總
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將出席慶

祝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大會暨香港特別行政區第
六屆政府就職典禮，意義重大。他對此表示熱烈
歡迎和衷心感謝，並衷心感謝習近平總書記對香
港的關愛和支持。李家超表示，自香港回歸祖國

以來，“一國兩制”成功實踐，是香港長期繁榮
穩定的最佳制度保障。習近平總書記的出席，
“正值香港從‘由亂到治’邁向‘由治及興’的
關鍵時刻，意義重大，我們都感到很振奮。”

★2017年7月1日，出席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0周
年大會暨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五屆政府就職典禮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藍松山

候任司局長：給予管治團隊莫大信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藍松山）中共中央
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於
2017 年視察香港。49 小時香江之行，20 場活
動，習近平的風采魅力深深印刻在香港同胞的心
中。時針回撥。2017 年 6 月 29 日中午 12 時許，
習近平抵達香港後，對廣大香港同胞說的第一句
話就是：“時隔 9 年，再次踏上這片土地，感到
很高興。香港一直牽動着我的心。”這句話亦成
為近年許多香港市民時常回味的暖心話。
西九文化區是習近平 2017 年視察香港行程
的第一站。在這裏，習近平詳細了解了文化區的
規劃，又觀看了兩名兒童演唱粵劇選段，並對小
朋友表示，很高興看到你們這麼喜歡粵劇，這說
明香港粵劇後繼有人，也說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
具有頑強生命力。

“第一，始終準確把握‘一國’和
‘兩制’的關係；第二，始終依照
憲法和基本法辦事；第三，始終聚
焦發展這個第一要務；第四，始終
維護和諧穩定的社會環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書蘭）多位香港
特區第六屆政府候任司長、副司長及局長25日
表示，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
主席習近平將出席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大
會暨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六屆政府就職典禮，充
分表現中央對香港特區的重視和期盼，給予第
六屆香港特區政府管治團隊莫大信心，亦鼓勵
社會各界繼續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同時提
升廣大市民對香港作為祖國一部分的強烈認同
感、歸屬感和自豪感。
第六屆特區政府各候任司長、副司長及局
長25日通過政府新聞處發稿表示，未來5年是
香港“由治及興”的關鍵時刻，習近平總書記
的出席充分表現中央對香港特區的重視和對香
港特區未來發展的期盼，給予第六屆香港特區
政府管治團隊莫大信心，令他們深感鼓舞，衷
心感謝習近平總書記對香港的關愛和支持。
現屆特區政府財政司司長、新一屆特區
政府候任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Fb發帖表示，
香港回歸祖國 25 周年是讓人感動的日子，讓
香港市民對未來充滿期盼。習近平總書記的
出席再次體現他對香港發展的高度重視和對
香港市民的親切關懷，也反映中央對“一國
兩制”成就的高度肯定，及對香港邁向“由
治及興”的全力支持，有利於增強信心，凝
聚求穩定、謀發展的共識，讓今年的慶祝活
動更添深厚意義，令人鼓舞、振奮。候任律
政司副司長張國鈞在 Fb 發帖表示，在香港
“一國兩制”踏入新階段、香港政局開新篇
這個重要的里程碑日子，習近平總書記的出
席體現了中央對香港的高度重視和對香港同
胞的深切關懷，也反映了中央對香港“一國
兩制”實踐成就的充分肯定和對香港未來發
展的全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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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境內地隔離期減為“7+3”
隔離成本降低 北上港人大讚



◀入境隔離新政策公布後，
汪女士夫婦備受鼓舞，有望
很快解除隔離。圖為汪女士
愛人劉先生欣喜地望着酒店
窗外。
受訪者供圖

(

▼珠海一間隔離酒店 28 日向
Lindsey發出的收款單，由於後
3 日都可以選擇在酒店隔離，
Lindsey 預 交 了 10 日 隔 離 費
用。
受訪者供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敖敏
輝、郭若溪、文森 北京、廣州、深圳、
香港 連線報道）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 28 日公布
《新型冠狀病毒肺炎防控方案（第九版）》（下
稱第九版方案），將入境人員隔離管控時間從
“14 天集中隔離醫學觀察+7 天居家健康監測”
調整為“7 天集中隔離醫學觀察+3 天居家健康監
測”，隔離期縮短超過一半，利好消息受到往返
粵港旅客的熱烈歡迎。有港人入境珠海後被立
即以新規安排，亦有已在他城隔離中的港人被
告知需等待相關通知。中國疾控中心研究員
王麗萍表示，相關調整並不意味着防控措施

28日一早搭乘金巴前往
在香港工作的Lindsey
珠海。就在大巴行駛在港珠澳大橋上時，

“寬鬆”，是對奧密克戎變異株精準防控

朋友突然發來“7+3”新政的消息，令她內心狂
喜。她環顧四周，發現同車乘客也有人收到相關
新聞推送，她的內心隨即開始忐忑起來，不知抵
達珠海後迎接她的究竟是新規還是舊政。

的體現。

抵珠前新規頒布 隔離期縮短11天
下午兩點左右，距新政公布不足半小時，
Lindsey 一家抵達珠海市國際健康驛站，迫不及
待地向工作人員諮詢新政是否已經開始執行。工
作人員經過確認給了她肯定的答覆。這意味着全
車 40 多人，都將成為隔離新政的受益者。“因
為還沒有決定後面的 3 天是否選擇繼續在酒
店 完 成 隔 離 ， 我 預 交 了 10 天 的 隔 離
費。” Lindsey 說，她預繳的隔離費共
4,200 元（人民幣，下同），其中隔離
房費為每天 380 元，午餐餐費每天 38
元，“隔離結束後多退少補”。
Lindsey 說，她事後諮詢市政
熱線得知，當地正在制定相關政策
具體落地措施。“疫情導致我與內
地的家人見面機會驟減，距離上一
次與父母相聚已過去一年半。有了
這次新政，未來回內地探親就比較
方便了。” Lindsey告訴記者。
“三年來第一次覺得返鄉沒有那
麼難了，久久未見通關的我們終於看
到了一絲曙光。”入境檢疫措施放寬的
消息剛剛推送，港人張先生的幾個跨境互
助微信群就有近百條熱議消息。張先生第
一時間向親朋們轉發喜訊，他激動地告訴記
者，這回不論搶票有多難，也要擠出時間盡快回

調整後

隔離

14天集中隔離醫學觀察+7天
居家健康監測

7 天集中隔離醫學觀察+3 天
居家健康監測

核酸檢測時間

集中隔離第1、4、7、14天
核酸檢測

集中隔離第1、2、3、5、7天
和居家監測第3天核酸檢測

核酸檢測方式

採集鼻咽拭子

採集口咽拭子

解除集中隔離醫學觀察前，同時採
集 2 份鼻咽拭子 樣本，分別使用
不同核酸檢測試劑檢測，2 次檢測
原則上由不同檢測機構開展

解除集中隔離醫學觀察前不
再進行雙採雙檢

解除集中隔離前
安排

城鄉無社會面新增即停全員核檢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今年
內地多地迎戰奧密克戎疫情
中，不少居民曾長期參加全員核
酸檢測，“三輪之後又三輪”，甚
至有人連續做過幾十輪全員核檢。國務
院聯防聯控機制 28 日公布《新型冠狀病毒肺
炎防控方案（第九版）》（下稱第九版方案）
對全員核酸檢測加以明確，對於省會和千萬級
人口城市疫情發生後，經流調研判，傳播鏈不
清、風險場所和風險人員多、風險人員流動性
大，疫情存在擴散風險時，疫情所在區每日開
展一次全員核檢，連續 3 次檢測無社會面感染
者後，間隔 3 天再開展一次全員核檢，無社會
面感染者可停止全員檢測。

村、涉及鄉鎮政府所在地及所在縣城。
第九版方案還在重點機構和場所人員監
測方面要求，學校和託幼機構、養老機構、兒
童福利領域服務機構、精神專科醫院、培訓機
構等重點機構人員，監管場所、生產車間、
建築工地等人員密集場所，常態化下應做好相
關人員症狀監測。轄區內出現 1 例及以上本土
疫情後，應及時組織完成一次全員核酸檢測，
後續可根據檢測結果及疫情擴散風險按照每天
至少20%的抽樣比例或轄區檢測要求開展核酸
檢測。
第九版方案還進一步完善疫情監測要
求。方案加密風險職業人群核酸檢測頻次，將
與入境人員、物品、環境直接接觸的人員核酸
檢測調整為每天 1 次，對人員密集、接觸人員
頻繁、流動性強的從業人員核酸檢測調整為每
周 2 次。此外，還增加抗原檢測作為疫情監測
的補充手段，基層醫療衞生機構對可疑患者、
疫情處置時對中高風險區人員等可增加抗原檢
測。

抗原檢測納疫情監控補充手段

方案指出，疫情發生後，在流行病學調
查基礎上，綜合疫情發生地區人口規模大小、
感染來源是否明確、是否存在社區傳播風險及
傳播鏈是否清晰等因素進行研判，根據風險大
小，按照分級分類原則，確定區域核酸檢測的
範圍和頻次。方案對千萬級人口城市、一般城
市和農村的全員核檢規定，都是連續 3 日檢
測，間隔 3 日再測，無社會面感染者即可停
止。不過不同地區的全員核酸範圍不盡相同，
千萬級人口城市是疫情所在的區，一般城市是
疫情所在的城區，農村則是疫情涉及的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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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回應稱尚待制定細則
香港文匯報記者向廣州、深圳及四川成都有
關部門詢問有關新政落地情況，均被告知尚待細
則制定與公布。新冠疫情發生後，內地將“外防
輸入”作為主要防疫工作，對入境人員執行
“14+7”隔離管控措施。
今年 4 月，大連、廣州、廈門等城市被作為
試點城市，將隔離時間縮短為“10+7”。國家衞
健委疾控局副局長雷正龍表示，試點研究取得了
大量科學依據，同時結合上海、吉林等地大規模
處理疫情的經驗教訓，參照世衞組織發布的指
引，對防控方案進行修訂。中國疾控中心研究員
王麗萍表示，“相關調整並不意味着防控措施
‘寬鬆’，而是根據奧密克戎變異株的流行特點
對防控措施的進一步優化，不會增加疫情傳播的
風險，是精準防控的體現”。

隔離酒店數量有限 肥了“黃牛”苦了“剛需”
在香港工作的小青因為疫
情已兩年半多沒有回鄉探親。她
28 日 接 受 香 港 文 匯 報 訪 問 時
說：“集中隔離將減至 7 日，居
家健康監測亦減至 3 天，讓我看
到了回家探親的希望。”但她擔心，若政策落實
的細節安排不妥，她可能很難受惠。
小青解釋，早前已有不少海外人士經香港回
內地，因深圳有預訂到隔離酒店才能入境的要
求，“黃牛黨”把每個預訂的名額炒高至逾
2,000 港元，故若內地與海外的直航航班沒有增
加，新政策下勢必有更多人希望經香港回內地，
因此建議增加健康驛站預約名額，增加隔離酒
店，讓好政策收到好效果，讓在外打拚的內地人
能快點回家。她建議特區政府繼續爭取與內地恢
復正常通關的方案，並特別要照顧到長期在港工
作、學習和生活，且有需要回內地探親的群體，
包括考慮將他們與臨時經港回內地的人士的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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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帶着父母去做身體檢查。張先生的父母妻兒
都在惠州生活，他已 3 年多沒有回鄉探望，起初
是工作繁忙，無法進行長時間隔離，再後來隔離
酒店搶票難，隔離成本節節上漲，若找“黃牛”
搶票，回家一趟動輒數萬港幣。如今新措施下，
隔離時間減少了 11 日，隔離成本也同比大幅降
低。
新政策發布時，港人汪女士夫婦在深圳南山
區的隔離期剛好滿 7 天。她致電深圳 12345 政府
服務熱線，被告知衞健委等部門正在商討具體落
地方案，稍後便會公布。和丈夫在港從事金融投
資工作的汪女士，跨境業務較多。近兩年她往返
深圳已 3 次，愛人劉先生更達 5 次。“我們倆已
經隔離了 8 次，耗費了大量時間和金錢。加上在
福田疫情中居家隔離，今年有 2 個多月的時間處
於隔離狀態。” 汪女士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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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驛站名額分開安排，以發揮香港“中轉站”功能
的同時，照顧到長期在香港生活的有需要人群。
經常奔走於香港及深圳的太平洋未來科技行
政總裁李建億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日前
已預訂深圳酒店，原計劃於下周由香港返深圳時
接受“14+7”的隔離，在得悉新政策後即調整行
程。在深圳及香港皆設有辦事處的李建億，在疫
情前不時穿梭兩地處理研發業務，惟疫情後往返
兩地極不容易，儘管可以網上遠端工作，但他直
言“有些事仍須面對面處理”，故過去兩年多以
深圳為基地，將研發重心改在深圳辦事處進行，
香港辦事處只處理一般行政工作，而他亦在內地
持續逗留兩年，直至上月中才經“回港易”返
港。不過他提到，目前香港寄往內地的文件，需
要在海關放置 7 日作“靜止期”，再加上 2 天派
送，文件共滯後 9 天，希望內地日後能縮短跨境
文件派送安排。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敖敏輝香港、深圳連線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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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富長子陳寶順與蘇美珠小姐結婚大典（
陳富長子陳寶順與蘇美珠小姐結婚大典
（下）

本報記者 秦鴻鈞攝影

一對新人歡喜相擁。
一對新人歡喜相擁
。

新郎向全場來賓致謝。
新郎向全場來賓致謝
。

陳富父子至各桌敬酒。
陳富父子至各桌敬酒
。

一對新人（
一對新人
（左六
左六、
、左七
左七）
）與雙方的至親家屬登台合影
與雙方的至親家屬登台合影。
。

一對新人與來賓合影。
一對新人與來賓合影
。

陳富（
陳富
（右二
右二）
）與來賓合影
與來賓合影。
。

一對新人切結婚蛋糕。
一對新人切結婚蛋糕
。

新郎與母親共舞。
新郎與母親共舞
。

陳富夫婦至各桌敬酒。
陳富夫婦至各桌敬酒
。

陳富夫人陳張彩霞女士（左）與來
陳富夫人陳張彩霞女士（
賓粵曲大師言雪芬老師（
賓粵曲大師言雪芬老師
（右）。

陳富（
陳富
（右一
右一）
）與出席貴賓王裕炎
（左二
左二）
）等人合影
等人合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