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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智貸款

Michelle Young  
 通國、英、粵語、韓語

● 外國人貸款，保證最低
   最低利息。B1, B2, 
   J1保證通過
● 只要一年P&L盈虧表，
   不查稅表
● W2用一年VOE貸款方式
● 不查收入貸款
● Construction Loan,
   Lot Lo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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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7/9/2022

（中央社）8日當地時間17點03分，日本首
相安倍晉三宣告不治，享壽67歲，消息震驚全
球，對此，各國領袖紛紛表示哀悼。自民黨官員
指出，安倍的遺體將於明日(9)凌晨1點送回位於
東京家中。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記者會中稱安倍為 「交
情深厚的老朋友」，對此致上最深切的哀悼。他
強調，將在明天的參議院選舉盡其所能捍衛公平
和自由。

南韓總統尹錫悅下午發布聲明， 「我向日本

史上在位最長的首相、為人敬仰的政治家安倍先
生的家屬，以及全日本人民表示哀悼。」更痛斥
「無法饒恕的暴力行為」。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讚頌安倍
是 「一位相當有遠見且傑出的夥伴」，將美日關
係推向新高度。

不久前宣布請辭內閣的英相強森（Boris
Johnson）也發文， 「在這悲傷、黑暗的時刻，
英國與你們站在一起。安倍先生政治生涯屢創高
峰，偉大的影響力將被全世界給銘記。」

法國總統馬克宏（Emmanuel Macron）表示
， 「日本失去一位偉大的領袖，安倍先生將自己
奉獻國家，努力權衡世界。」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Volodymyr Zelenskyy)
則在推文寫下： 「安倍遇刺消息駭人，在這個艱
難時刻，我向他的家人、全體日本人民致哀。」

據悉安倍的遺體預計7個小時後離開醫院，
也就是當地時間9日凌晨1點送回位於東京的家
。

安倍遇刺各國領袖齊哀悼安倍遇刺各國領袖齊哀悼
路透社路透社



AA22廣告
星期六       2022年7月9日       Saturday, July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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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A33要聞2
星期六       2022年7月9日       Saturday, July 9, 2022

Some users on social media have
called for a national boycott over
the rising gas prices. As oil prices
are gradually falling, protestors

called on all the people to boycott
and hopefully bring down the price
of gas even more. Since a video
was posted online, the price of

gasoline has steadily come down.
This week the price has come
down to $4.80 per gallon from
$5.01.

According to the AAA, on Tuesday,
California has the most expensive
oil price nationally at $6.24,
followed by Hawaii at $5.62 and
Nevada at $5.51.

The surging prices have been
largely attributed to limited
production in the U.S. and at
foreign refineries this summer as
well as being impacted by the war
in Ukraine.

President Biden has taken steps to
order the release of an extra one
million barrels of oil per day from
the national strategic petroleum
reserve. He also called on
Congress to suspend the gas tax
which would save drivers almost
20 cents per gallon, but Congress

has not yet moved to suspend the
gas tax.

To be honest, the rise in oil prices
is really just the administration’s
excuse because price increases
are across the board and
everything has been driven up.

We have seen that the Federal
Reserve Bank is raising the
interest rate to curb inflation, but it
does not increase the risk of an
economic recession.

The impact of Covid -19 and the
war in Ukraine are the primary
reasons for price increases and
economic instability. We really don
’t want to see turmoil in the world,
but it seems that world peace and
prosperity are really only luxuries
that for now are out of reach.

0707//0707//20222022

Gas Prices Slide Across The NationGas Prices Slide Across The Nation

隨著美國油價逐漸下跌， 美國
國內正掀起一致之抵制熱潮， 呼籲
駕車者減少開車， 能把消耗量減少
能把油價繼續下降。

由于許多人之響應 ，目前油價
價已經從五元降至每加崙四元八分
。

油價上漲之主要原因是由于夏
天來到需求量大增，加上俄鳥戰事
帶來供應減少所致。

為了輸困價格， 拜登總统已命
令每天釋放一百萬加崙之戰時儲存
石油， 同時呼籲國會終止徵收石油
稅， 但是到目前為止尚未得到國會
之同意， 否則每加崙可以為大家省
上二十分之多。

根據AAA協會表示 ，目前全國

油價最高在加州 ，每加崙六點二四
美元， 其次是夏威夷五點六二美元
，內華達州是五點五一美元。

老實說， 油價之高漲實在是所
有物價上升之罪魁禍首， 它帶動了
交通、 人工及所有之價格上漲，值
此人人有賴汽車代步之時代 ，增加
了所有人之負擔。

我們看見中央銀行正以提高利
率來抑制通貨膨脹， 但是確增加了
経濟衰退之危險 ，兩者拿揑不當 ，
後果不堪設想。

疫情戰爭帶來之沖擊是首要原
因， 我們真不願看到世界局勢之動
亂不安， 民生困苦到處可見， 看來
世界和平及繁榮真是奢求之事了。

油價漸跌油價漸跌 全民呼喚全民呼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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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於8 日遭槍
擊後不治死亡，享年 67 歲。安倍晉三出身政
治世家，外公岸信介、外叔公佐藤榮作都曾當
過日本首相，父親安倍晉太郎曾任日本外相，
弟弟岸信夫為現任日本防衛大臣。而岸信介在
任職首相期間也曾遭遇刺殺，所幸當時躲過一
劫。

安倍於2006年9月首度出任首相，當時年
僅 52 歲，是日本首位在二次大戰後出生的首
相，也是日本戰後最年輕的首相，但當時安倍
僅擔任一年左右，便以罹患潰瘍性結腸炎須調
養恢復為由於2007 年辭職下台。但2012 年安
倍再度當選首相執政，這次一直到 2020 年才
因病情復發辭職下台。他擔任首相的天數達
2799天，是日本憲政史上任職最久的首相。

安倍晉三出生日本政治世家，祖父安倍寬
因反對東條英機的軍閥主義而名噪一時，戰後
組建 「日本進步黨」，並成為該黨眾議員；父
親安倍晉太郎曾在二戰時參加神風特攻隊，戰
後進入每日新聞當記者，後成為眾議員，而後
相繼出任日本農林水產大臣、內閣官房長官、

通產商業大臣、外務大臣和自民黨幹事長等要
職，是日本1970、80年代最重要的政治家之一
，曾兩次競選日本首相，但最終都沒成功。

而安倍的外公岸信介（兄）及外叔公佐藤
榮作（弟）皆曾擔任日本首相，加上安倍讓其
家族成為日本政治史上 「一門三首相」的特例
。且3人皆是以對台友善出名的日本首相，岸
信介1957年就任首相3個月後就曾親訪台灣，
是首位訪台的日本首相，他當時公開支持蔣介
石 「反攻大陸」，並與蔣介石組織了 「日華合
作委員會」；而佐藤榮作也曾於 1967 年訪台
，是最後一個於首相任期內訪問台灣的日本首
相。

岸信介也曾經遭人刺殺，他在 1960 年修
改《美日安保條約》並與美方簽約後，引發保
守人士不滿，並出現一連串街頭抗議行動。該
年7月14日，當時岸信介參加自民黨新任總裁
池田勇人的上任祝賀大會時，突遭右翼團體
「大化會」人士荒牧退助刺傷。隨後眾人將岸

信介如 「抬熊」一般，抬出會場送醫。

一門三首相
外公岸信介曾躲過刺殺

從喜劇演員到戰時總統 澤倫斯基天生有領導基因
(本報訊) 「澤倫斯基讀幼兒園時，同學就

已經圍繞著他，聽他指揮玩遊戲」 ，他從小
就表現出領導能力和抗壓性，波蘭記者羅加興
說， 「蒲亭顯然低估了他的能耐」。

報導中東歐新聞的資歷超過 20 年的羅加
興（Wojciech Rogacin）說，2019 年春天，在
娛樂圈打滾多年、以喜劇演員為人所知的澤倫
斯基（Volodymyr Zelenskyy）意外當選烏克蘭
總統，跌破觀察家眼鏡，羅加興開始對他感到
好奇。

他遍訪澤倫斯基的同鄉、同學和同事，最
近出了一本澤倫斯基的傳記，先後在波蘭和德
國出版，成了書市少見探討澤倫斯基的專門著
作。

澤倫斯基在當上總統前是政治素人，毫無
執政經驗，上任後烏克蘭的經濟也不見起色，
在國內頗受爭議。可是今年2月24日俄羅斯一
出兵，他頓時成為領導全國人民對抗入侵的英
雄，他的領導統御能力從哪裡來？

羅加興回顧澤倫斯基的出身背景後發現，
他天生就有表演天賦和領導基因。他在家鄉克

里維里赫（Kryvyi Rih）讀中學時，經常上台
演戲，雖然只是演配角，謝幕時總是得到最多
的花，因為他實在太愛出風頭。

澤倫斯基不只粉墨登場，也自己寫劇本，
他創辦 「95街區」（Kvartal 95）工作室為電視
台製作娛樂節目，很快就大獲成功。當時為了
一個節目，澤倫斯基可同時領導上千人，他又
有生意頭腦，為公司賺進數千萬美元。他尤其
喜歡跟自己信得過的人共事，很多人從 「95街
區」時期就一路跟著他參政。

國會議員波土拉耶夫（Mykyta Poturaiev）
就是其中之一。他說，澤倫斯基本業終究是演
員，必須感受到 「觀眾」還在挺他，確定團隊
每一位成員都演好自己的角色，不然很容易失
去鬥志；幸好這場戰爭打到現在，全世界、尤
其主要西方國家都支持他。

按書中描述，澤倫斯基中學時就在練角力
，把自己身體鍛鍊的更強壯，以對抗幫派暴力
。他當時的朋友都說他的特質是不怕面對困難
，有強大的抗壓性。

飽受醜聞之累, 加上已有 50 多名部長從政
府內閣中辭職, 逼迫柏瑞斯江生不得不辭退英
國保守黨黨魁的職務而無奈的搬離唐寧街10號
首相府, 才短短不到三年的任期就必須下台, 再
一次證明了唐寧街10號的房客真不好待, 搬進
來的房客隨時都得準備走人。 由於江生的任內
遭遇到新冠疫情的煎熬與挫折, 他曾經為了防
疫工作而疲於奔命,相信他心裡一定充滿了許多
怨恨與不平, 我想使用”時不我與”四個字來
形容他的心境應該是恰如其分的。

猶記得2019年七月底當的江生以六成六得
票率大勝杭特當選保守黨黨魁而出任英國新首
相搬進倫敦唐寧街（ Downing Street）10 號首
相府成為新房客後，他曾信心滿滿的說 :”選
舉結束正是工作的開始，我不會辜負英國人對
我的期望！”身為單身貴族，又是言行乖張的
政治孤鳥, 原本他的仕途並不被看好, 然而因緣
際會, 多年前大多數英國人期望脫歐，但與堅
持留歐人士產生齟齬，時任倫敦市長的柏瑞斯
江生站在第一線旗幟鮮明主張脫歐，經過歷史
性全民公投後, 脫歐過關, 迫使首相大衛·卡梅
倫下台，但脫歐經緯萬端，讓英國帶來嚴峻挑
戰，沖擊英國經貿潛力，下議院多次拒絕繼任

女首相泰瑞莎‧梅依所達成的脫歐協定，她因
而掛冠求去,以才讓江生有上台的機會, 他既親
上戰場，脫歐成為當務之急，其實江生以前硬
脫歐(hard Brexit) 的傾向是一種不管三七二十一
的行動，必讓英國帶來災難的連鎖反應，所以
在權衡得失之下, 她必須團結英國人、穩定國
家未來的方向以及為英國爭取到最好的談判協
議,所以他的政策反覆。

江生的父母都是英國人，他卻是在美國出
生，曾是英國報刊專欄評論員，從政後成為國
會生力軍，由於特異獨行，語不驚人死不休善
，參選時曾說過荒謬絕倫的話:”投票給保守黨
能讓你太太的胸變大” ，爭議極大，但有民意
做基礎，一頭金髮飄逸的江生，風流倜儻, 用
情不專，兩次失敗的婚姻及眾多女友，使他形
象不佳， 不過他上任後有所節制, 然而不幸的
是, 他可以管好自己, 卻管不好自己的閣員,尤其
是當他委以重任的副首席黨鞭克里斯·平徹被
指控性騷擾兩名男子時他竟包庇掩蓋事實, 加
上之前已有多位議員涉及性騷擾醜聞, 由於他
一直處理不當 , 加上他又涉嫌使用政治獻金來
裝潢唐寧街官邸, 使同黨同志感到憤怒而紛紛
辭職, 在無將可用下, 他最終不得不辭職離去了!

【李著華觀點 : 此屋不留人
柏瑞斯江生搬離唐寧街 10 號首相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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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企業和個人
最佳貸款方案

金城銀行以誠信、服務、創新、效率為宗旨，
提供客戶便捷、安全、多元化的金融產品與服務!

金城银行与您

Corporate Office
(713)777-3838

Harwin Branch
(713)777-3838

Sugar Land Branch
(218)491-3838

Legacy Branch
(972)517-4538

Richardson Branch
(972)889-3838

Alhambra Branch
(626)320-1938

Millbrae Branch
(650)745-1615

Tustin Branch
(714)338-5188

Rowland Heights Branch
(626)964-3400

S. California LPO
(714)368-3682

Cupertino Branch
(408)446-1196

N. California LPO
(650)418-7938

世衛組織稱歐洲構成猴痘疫情中心
過去兩周病例增加兩倍

綜合報導 世衛組織歐洲區域主任克魯格表示，歐洲構成猴痘疫情

中心。自5月中旬以來，世衛組織歐洲區報告的猴痘病例占所有實驗室

確認和全球報告病例的近90%，此外過去兩周病例增加兩倍。

克魯格表示，自6月15日世衛組織歐洲區進行情況通報以來，又有

6個國家和地區報告猴痘病例，總數現達31個；過去兩周內，該地區新

增病例增加兩倍，達4500多例實驗室確認病例。

克魯格認為，猴痘疫情在快速蔓延，每周、每天、每小時都在向以

前未受影響的地區蔓延，而歐洲地區「仍然是這場不斷擴大的疫情的中

心」。

克魯格呼籲采取措施遏製疫情蔓延，包括各國必須迅速擴大監測，

以最容易理解的方式向受影響的社區和廣大公眾傳播正確信息等。

猴痘是一種病毒性人畜共患病，由猴痘病毒感染引發。過去數周內

，多個歐美國家報告了多起猴痘病毒集群病例，其中多數病例為有男男

性行為者。

世衛組織曾表示，猴痘病例常多發於西非和中非地區，而目前多個

國家報告的確診和疑似病例卻沒有任何猴痘流行地區旅行史，這種情況

並不正常。

德國工會聯合會警告：
俄氣減少，德國幾個工業可能永久崩潰

綜合報導 德國工會聯合會（DGB）主席雅斯門· 法希米（Yasmin

Fahimi）周日警告說，由於俄羅斯天然氣供應減少，德國的幾個主要工

業可能面臨永久崩潰。報道稱，本周一，她將開始與德國總理奧拉夫·

朔爾茨舉行談判，討論相關危機。

報道援引法希米接受德國《圖片報》采訪時的回答稱，「由於天然氣

（供應）瓶頸，許多行業都處在面臨永久性崩潰的危險之中，包括鋁、玻

璃、化學工業。發生崩潰將會對德國的整個經濟和就業帶來巨大影響。」

法希米表示，能源危機已經將德國的通脹推向歷史新高。她還呼籲

對家庭能源消費設定價格上限。她還認為，二氧化碳排放收費上升，意

味著將進一步加重德國家庭和公司的負擔，而這場危機可能會導致社會

和勞工動蕩。

報道稱，德國副總理兼經濟和氣候保護部長羅伯特· 哈貝克（Rob-

ert Habeck）上周六表示，政府正在努力解決公用事業部門及其客戶所

面臨的成本飆升問題，但未透露細節。早些時候，他曾警告說，俄羅斯

天然氣供應緊張可能引發更深層次的動蕩，並將這種情況比作美國雷曼

兄弟公司在引發2008年金融危機中所扮演的角色。

彭博社稱，俄羅斯已將通過「北溪-1」管道的運輸的天然氣數量減

少了60%，該管道計劃於本月全面關閉以進行維護。德國對「北溪-1」

管道之後是否會恢復供應表示懷疑。

在歐洲經歷酷暑並竭盡全力為今年冬天儲存天然氣之際，俄羅斯突

然宣布7月11日至21日將暫時關閉向歐洲輸送天然氣的「北溪-1」天然

氣管道兩條線路。雖然俄方宣稱此舉是計劃內的技術維護，但歐洲輿論

普遍認為這是俄對西方製裁的反擊。盡管此舉並未全部斷絕對歐洲的供

氣，但專家估計此舉將令「北溪-1」管道7月份的輸氣量下降40%，將

導致歐洲「氣荒」加劇。

英國新財政大臣火速上任：
必須重振英國經濟

綜合報導 約翰遜火速任命前教育大

臣納迪姆· 紮哈維（Nadhim Zahawi）為他

的新財政大臣，並於6日立即上任。上任

第一天，這位因迅速推出新冠疫苗而聲名

鵲起的前「疫苗大臣」在天空新聞的采訪

中表達了對約翰遜的忠誠，同時闡述了自

己的施政方針：「必須重振經濟」。

紮哈維先是否認了有關他威脅約翰遜

不任命他為財政大臣就辭職的消息，並表

示，離開政府「很容易」，而「為國家服

務要難得多」，他說自己支持約翰遜繼續

擔任首相，「今天的政府是一個能夠實現

目標的團隊」。

在施政計劃方面，紮哈維宣稱，「我

必須重振英國經濟，我們（英國的經濟狀

況）相當於剛剛從一場世界大戰中走出

來，而由於俄烏沖突，歐洲更是正處在戰

爭之中。」

紮哈維認為當務之急是控製通貨膨

脹，「我們要做的第一件事是確保通脹率

不會繼續上漲，我們正面臨一場全球性的

通脹危機。」

談到提高公司稅率的計劃時，紮哈維

表示，「沒有什麼是不可能的，資本在投

資公司時，會在全球範圍內對公司稅率進

行比較，因此我們會考慮如何確保英國經

濟在與歐洲鄰國或者

世界其它地區相比時

，保持競爭力和活力

。」

債務問題上，紮

哈維也給出了自己的

觀點，「我們今年要

償還的債務高達830億

英鎊，而去年只有200

億，這增加了 4倍。

」

隨後，紮哈維多

次重復表示，「這是

我第一天上任，任何

措施都是可能的。」

《金融時報》報道稱，紮哈維出生於

伊拉克，1978年隨家人來到英國，早年經

商，2010年當選議員從而進入英國議會，

在特蕾莎· 梅政府時期紮哈維曾任教育部

初級大臣。2020年，紮哈維出任衛生部副

大臣，又稱「疫苗大臣」，因迅速推出新

冠疫苗而聲名鵲起，2021年9月被約翰遜

提拔為教育大臣。

一位高級官員告訴《金融時報》，

紮哈維與前任不同，「他有一個充滿抱

負和進取的背景。在下一個階段，我們

需要一個增長計劃，而不是僅僅滿足於

平衡賬面，紮哈維代表了政府的價值觀

和承諾。」

另一位與紮哈維關系密切的保守黨內

部人士則表示，「紮哈維不會對約翰遜采

取行動，他完全忠誠，但一旦約翰遜下臺

，我毫不懷疑他會站出來。」

紮哈維的前任裏希· 蘇納克（Rishi Su-

nak）辭呈中表示：「公眾期望政府能夠正

確、稱職和認真地管理國家。我相信這些標

準值得為之奮鬥，而我們的國家正面臨著巨

大的挑戰，這就是我辭職的原因。」

俄壹法院下令暫時關閉
哈薩克斯坦石油出口 「命脈」 30天

綜合報導 據報道，俄羅斯一地方法

院下令暫停哈薩克斯坦石油出口「命脈

」——裏海管道聯盟（CPC）輸油管線

活動30天。路透社稱，CPC運營商已向

該法院提起上訴，要求暫緩執行。有消

息人士透露，CPC輸油管線6日上午仍正

常工作。

今日俄羅斯稱，由於俄羅斯經貿與

衛生調查局發現了一些技術問題，俄羅

斯黑海港口城市新羅西斯克法院裁決，

暫停CPC輸油管線活動30天是必要的。

報道介紹，裏海管道聯盟（CPC）

是一個跨國石油運輸項目，由俄羅斯國

家石油管道運輸公司、哈薩克斯坦政府

及部分外國石油財團共同投資經營。

它主要運營的一條輸油管線全長超

過1500 公裏，聯通了新羅西斯克及哈

薩克斯坦西部油田和俄羅斯裏海沿岸

油田，堪稱哈薩克斯坦對外石油出口

「命脈」。該管道總運輸量超過每天

100萬桶石油，約占全球海運原油貿易的

2.3%。

據路透社報道，CPC運營商表示，

法院暫停運營的裁決與石油泄漏的文書

工作有關，運營方必須遵守。不過，他

們已經向新羅西斯克法院提起上訴，要

求推遲執行該裁決，以避免停工對管道

設備造成不可挽回的影響。

報道稱，有消息人士透露，CPC輸

油管線在新羅西斯克港碼頭的石油出口6

日上午仍在繼續。其他行業消息人士證

實，截至6日上午，從油田到CPC管道

的石油供應沒有中斷。

今日俄羅斯稱，該管道如今每天從

哈薩克斯坦向歐洲輸送約120萬桶原油

，其中部分將繼續運往美國。今年3月

份，該管道曾因黑海碼頭設備遭風暴損

壞而一度中斷運營。

值得註意的是，俄羅斯方面約半

月前也曾暫停過新羅西斯克港的輸油

設備。

據報道，為清除俄羅斯黑海沿岸

新羅西斯克港內的二戰未爆彈藥，俄方

將從20日起部分關閉港口石油輸送設備

運行，時間至少持續到本月底。嚴重依

賴該港出口石油的哈薩克斯坦當時回應

稱，俄方此舉不會對其石油出口造成

「實質性影響」。

據報道，這些未爆彈藥是約50枚二

戰時期遺留下來的水雷，新羅西斯克港

有3個輸油碼頭，清理期間1號和2號碼

頭將暫時關閉。央視新聞29日稱，新羅

西斯克港1號碼頭將於7月5日恢復，2

號碼頭將於7月1號恢復。

由於不久前哈總統托卡耶夫拒絕承

認盧甘斯克和頓涅茨克兩地區獨立，美

國海事媒體「Maritime-executive」19日臆

測稱，俄羅斯把切斷能源作為報復手段

，此舉不排除有政治方面的考慮。

此外，據俄衛星社報道，哈薩克斯

坦公示法律法規的平臺近期顯示，哈薩

克斯坦財政部早前製定了一份貨物運輸

規則草案，個別條款疑似對俄羅斯的進

口貨物進行製裁。

對於此類傳言，俄羅斯總統新聞秘

書佩斯科夫回應稱，俄羅斯與哈薩克斯

坦兩國政府長期保持聯系，哈薩克斯坦

暫未做出任何支持對俄製裁的決定。他

稱，哈薩克斯坦毫無疑問是對俄友好的

國家。

美國Capstone立方體衛星恢復與地面通信

綜合報導 美國國家航空航

天局(NASA)說，在脫離地球軌

道向月球軌道前進過程中失聯

的美國Capstone立方體衛星已

恢復與地面通信。

當NASA在其官網宣布了

Capstone立方體衛星失聯

的消息。6日，NASA更

新消息稱，由 Advanced

Space公司領導的工作團

隊最初於美國東部時間6

日9時26分與Capstone重

新建立聯系。工作團隊收

到的信號表明，Capstone 位於

預期位置。研究人員隨後恢復

操作程序，並於10時18分開始

接收來自衛星的遙測數據。

NASA說，地面團隊收到

的數據顯示，失聯期間，Cap-

stone自行安全運行，狀況良好

。工作團隊正準備最早於7日

11時30分執行Capstone的第一

次軌跡修正操作。

目前，Capstone 團隊仍在

確認本次通信故障原因。地面

測試表明，故障發生在通信系

統調試期間。工作團隊將繼續

分析導致通信故障的相關數據

，同時監控Capstone的狀態。

美聯社報道稱，Capstone

立方體衛星重量為55磅(約 25

千克)，體積與一臺微波爐相當

。6月28日，該衛星搭乘美國

私人航天企業「火箭實驗室」

的「電子」號火箭在新西蘭升

空。按照原計劃，Capstone 將

於11月13日到達月球軌道。

Capstone 是「月球自主定

位系統技術操作和導航試驗」

中的一環，用於測試 NASA

「阿耳忒彌斯」登月任務的月

球軌道。NASA希望將其登月

中轉站——月球「門戶」放置

在該軌道上，宇航員將通過該

中轉站前往月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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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前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當地時間8日遭槍殺身
亡。美國總統拜登表示，安倍是美國的忠實友人，與兩黨總統
合作，深化兩國聯盟，推進自由印太區域願景。為表達哀悼之
意，拜登下令全美降半旗至10日。

安倍晉三當地時間8日在奈良幫議員候選人助選時遭遇槍
擊，送醫治療後宣告不治，享壽67歲。

拜登今天透過官方聲明與推特，表達對安倍不幸遇難的哀
悼之意。

拜登隨後並發出公告表示，作為日本史上在位時間最長的
首相，安倍是日本人民的驕傲公僕，也是美國的忠實友人。他
與美國兩黨總統合作，以深化兩國聯盟，推進自由開放印太區

域共同願景。即使在遭到襲擊身亡的那一刻，他也在從事民主
志業，為此奉獻一生。為紀念安倍，拜登下令全美降半旗至10
日。

在印尼峇里島（Bali）參與20國集團（G20）峰會的美國
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透過聲明表達對安倍遇害的
誠摯哀悼。他讚許安倍是全球領袖，也是美國堅定不移的盟友
，他對自由開放印太區域的願景將美日聯盟合作推向新高點。

美國聯邦眾議院議長裴洛西（Nancy Pelosi）也發出聲明表
示，在安倍長期從事公職的生涯中，他是一位歷史性領袖，是
美國的重要友人，也是日本與全球和平與繁榮的捍衛者。為紀
念安倍， 「讓我們再次重申持續他對和平的承諾，推進我們的

共同安全利益，並為現在與後代強化我們的國家聯盟」。
前美國總統歐巴馬（Barack Obama）推文，對 「我的朋友

與長期合作夥伴」遭到暗殺感到震驚與悲傷。他表示，安倍致
力於他所服務國家和美日之間的非凡聯盟。他會永遠記得他們
為強化聯盟所做的努力、一起前往廣島與珍珠港的感人經歷，
以及他與妻子安倍昭惠向他和妻子蜜雪兒（Michelle Obama）
所展現的恩惠。

前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則透過自創的社群網站
Truth Social表示，這對全世界是個壞消息。他也稱許安倍是位
「了不起的人和領袖」，能團結眾人且獨一無二，更重要的是

，安倍熱愛並珍視他卓越的國家日本。

美國槍枝管制新法 能減少槍擊案嗎？

華郵曝馬斯克收購案恐生變
推特股價應聲跌約4％

（綜合報導）美國近來連續爆發多起大規模槍擊案，眾多
家長不滿疫情後終得重返校園的學童又陷入另一種生命威脅，
要求國會 「有所行動」的聲浪再度來到高點。在紐約等多個城
市響應遊行活動期間，參議院達成少見的跨黨共識，通過20多
年間最具意義的槍枝管制法。

新法案將擴大資助心理健康服務，打擊非法槍枝買賣，並
撥出 7.5 億美元，鼓勵各州通過與執行所謂的 「紅旗法」
（red-flag laws）。該法授權法院暫止曾有暴力犯罪、家暴紀錄
者擁槍的權利。法案也將加強對21歲以下購買槍枝者的背景檢
查。

與法案內容同樣引人注意的，是法案中沒有涵蓋的內容。
不如民主黨的期望，新法未將購買槍枝的年齡門檻從18歲提升
到21歲，不會進行全年齡的背景檢查，也沒有觸及對高容量彈
匣與攻擊性武器的限制。

但共同主導協商的民主黨參議員墨菲（Christopher S.
Murphy）認為，這可以是在國會層級做出改變的第一步。若共
和黨員了解到支持槍枝管制法並未帶來選票損失，未來可能出
現更大、更快的變革。

在州層級，過去十年間的槍枝法規變動其實不少。例如，
2018年佛羅里達爆發帕克蘭（Parkland）校園槍擊案後，當年

佛州就通過了9條槍枝管制法。5月的水牛城（Buffalo）槍擊案
後，紐約州也很快地提升了購槍年齡下限。

不過，就在參議院表決支持新法前不久，目前由保守派占
多數的美國最高法院裁定紐約州一項限制攜槍法規違憲，重申
人民在公共場所攜槍自衛的自由。這項判決可能危及其他地方
限槍法規未來的發展。

相關研究支持，槍枝管制法難以作為美國槍枝暴力問題的
單一解答。除了法律限制，進行司法改革、支持青少年暑期就
業計畫等舉措，都有助於減少暴力事件。

安倍晉三遇刺身亡安倍晉三遇刺身亡
拜登下令全美降半旗致哀拜登下令全美降半旗致哀

（綜合報導） 「華盛頓郵報」今天報導，億萬富豪馬斯克
（Elon Musk） 原 欲 以 440 億 美 元 收 購 社 群 媒 體 巨 擘 推 特
（Twitter），如今這筆交易案岌岌可危；推特股價晚間應聲下
跌。

全球首富馬斯克曾表達疑慮，甚至暗示他可能會因為推特
存在大量假帳號而放棄這筆交易。

「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報導，馬斯克雖獲准
取得內部數據，仍無法確定假帳號所占比例。

馬斯克的說法讓這筆交易的承諾陷入未知數，引述匿名消
息人士說法的最新報導則提到，他的團隊正準備 「改變方向」

。
推特股價原本已低於馬斯克先前提出的價格，今天消息一

出，推特盤後股價又應聲下跌約4%。
韋德布希證券公司（Wedbush）分析師艾夫斯（Dan Ives）

在致投資人的報告中說： 「隨著馬斯克做出留下（以更低的價
錢）或離開的決定，這齣推特肥皂劇顯然將在接下來幾個月進
入某種完結篇。」

他還說： 「推特交易案顯然已在推特引發混亂。」艾夫斯
預期馬斯克將在數週內公布他對假帳號擔憂的細節。

路透社報導，由於馬斯克要求推特提供更多有關假帳號的

細節，推特高層今天在簡報會中告訴記者，他們每天移除超過
100萬個垃圾帳號，進一步說明推特如何減少有害的機器人帳
號。

此前，馬斯克揚言暫停這項規模達440億美元（約新台幣
1.3兆元）的收購案，除非推特證明平台上的垃圾帳號及機器
人帳號少於總用戶數的5%。

馬斯克先前推文表示，他收購推特後的最優先事項之一，
就是 「擊敗或拚了命也要試著擊敗垃圾機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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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大規模通信故障持續48小時以上
總務大臣稱其為 「重大事故」

綜合報導 據報道，日本電

信運營商KDDI宣布，截至當地

時間4日7時，互聯網等數據通

信在「全國範圍已基本恢復」。

該公司因設備問題而引發的通信

故障從當地時間2日淩晨1點35

分左右起持續了48個小時以上，

成為罕見事態。

據報道，當地時間2日淩晨

起，日本電信運營商KDDI因設

備問題突發通信故障，全日本

3915萬手機用戶無法正常通信。

日本總務大臣金子恭之3日召開

臨時記者會，他認為此次故障屬

於《電氣通信事業法》上的「重

大事故」。報道稱，截至4日上

午，用戶語音通話功能仍未完全

恢復。

據日本共同社報道，此次故

障是因定期維護、更換語音通話

服務相關設備時出現了問題。雖

然實施了修復作業，但另有系統

連鎖出現故障，導致通話與數據

通信服務持續難以使用。據報道

，根據日本《電氣通信事業法》

規定，若超過3萬人在1小時以

上無法撥打緊急電話聯系上消防

或警方，這種情況將被視為「重

大事故」。

據報道，受此影響，日本大

垣共立銀行曾有190臺ATM機無

法啟動。截至4日上午11時，該

銀行仍有10臺ATM機無法啟動

工作。

另據日本TBS電視臺報道，

在發生大規模通信故障期間，東

京2日、3日每天有120人至130

人的新冠肺炎居家療養人員無法

和衛生部門取得電話聯絡。東京

都政府表示，在此期間，保健所

職員采取直接上門等方式進行應

對。

據日本警視廳發布的數

據，在發生大規模通信故障的

2日和 3日，撥打 110 報警電話

的數量與前一周同期相比減少

了一成。報道稱，3 日，北海

道島牧村兩位登山人員遇險後

無法撥打 110 及 119 等緊急電

話，隨後通過社交軟件求助後

獲得救助。

日本內閣官房副長官木原誠

二在4日上午召開的記者會上表

示，對手機通信服務長時間難以

使用感到非常遺憾。手機通信服

務是國民生活和社會經濟的重要

基礎設施，將要求KDDI公司對

國民進行詳細說明。對於相關賠

償問題，他表示KDDI公司將會

妥善應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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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據韓國統計廳發布

的《6月消費者物價動向》，韓國

6月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同比上

漲6%至 108.22，漲幅創下自1998

年11月以來的最高紀錄。

相關分析顯示，供給仍是推

高物價的主要原因。近期，由於

國際原材料和谷物價格上升，材

料費和燃料費相應增加，韓國石

油類等工業製品和個人服務價格

上漲，從而導致當地物價走高。

具體而言，畜產品、蔬菜類

等農副產品價格總體上漲4.8%，

加工食品價格也大幅上漲7.9%。

水、電、天然氣價格上漲9.6%，

個人服務價格上漲5.8%，公共服

務價格上漲0.7%，工業製品價格

同比上漲9.3%。

此外，體現百姓實際所感受

到物價變化的生活物價指數(即

「百姓體感指數」)也上漲7.4%，

為1998年11月以來最高值。

韓統計廳專業人士預測稱，如若石油產品和

個人服務價格上升趨勢持續不下，韓國CPI將保

持快速上漲勢頭。韓國銀行(央行)5日也預測道，

受國際國內多重因素影響，韓物價高漲趨勢將在

一定時間持續。

韓國最大規模綜合內容製作設施
「CJ ENM工作室中心」 對媒體開放

綜合報導 韓國知名娛樂公司CJ ENM對媒體開放了

目前韓國最大規模的綜合內容製作設施「CJ ENM工作

室中心」。

「CJ ENM工作室中心」位於韓國京畿道坡州市，

於今年4月完成施工，是韓國首個一站式綜合內容製作

設施。「CJ ENM工作室中心」共有13棟建築，其中一

棟被專門打造為虛擬製作舞臺「VP Stage」，可以用虛

擬圖像作為背景拍攝影像內容。

記者當天在VP Stage看到，該建築內部搭載三星電

子的超大尺寸微型 LED屏幕「The Wall」，其主顯示屏

為橢圓形結構，直徑約20米，高約7.3米，另有長約20

米、高約3.6米的一字型墻體，創作者還可以自定義顯示

設置以適應內容類型。

據CJ ENM工作室中心介紹，與現有的LED硬件相

比，VP Stage搭載的微型LED技術將支持更高的分辨率

，構築超越時空的製作環境，並最大限度地減少布景的

反復安裝和拆除，大幅縮短後期工作所需時間。今後

VP Stage將用於電影、電視劇、綜藝、演出等多種用途

，並融入元宇宙等尖端技術，製作更加現代化的內容。

此外， CJ ENM工作室中心還建造了寬20米、長

280米、可拍攝多種車輛場景的多用途道路，和具備自

然山地和平地、可進行多種野外拍攝的大型開放式場地

，可實現室內攝影棚和野外布景的「一站式」拍攝。

CJ ENM相關人士表示，期待集合了最高技術水

平的「CJ ENM工作室中心」成為韓國文化產業進一

步發展的基礎，繼續打造優質IP，成為優秀作品的誕

生之地。

韓情報機構舉報兩名文在寅時期
前院長樸智元、徐薰濫用職權 樸智元否認

綜合報導 韓國國

家情報院向韓大檢察廳

舉報前院長樸智元、徐

薰在西海公務員命案、

棄朝漁民遣送案中亂做

為。

韓國情院當天下午

向媒體群發立場文件稱

，自查認定樸智元犯有

《國家情報院法》涉及

的濫用職權罪，擅自刪

除涉案情報，以及犯有

公用電子記錄損毀罪。

徐薰涉嫌強行叫停政府

聯合調查，除濫用職權

罪外，還犯有偽造公文

罪。

據了解，2020 年 9

月21日，韓國海洋水產

部公務員李大俊（音）

乘漁政船執行公務時在

韓國西部海域（黃海）

最北端的小延坪島附近

失蹤，後被朝軍槍殺焚

屍，當時韓國海警和國

防部認定李大俊企圖叛

逃，但最近改口，推翻

這一結論。2019年11月

，2名朝鮮船員殺

害16名同事後棄朝

投韓，但韓方從板

門店將兩人遣返。

對此，韓國前

國家情報院院長樸

智元表示，國情院

指控自己濫權刪文

件純屬子虛烏有。

樸智元當天接受韓

聯社電話采訪稱，

國情院的說法不知

所雲，所謂檢舉毫無必

要。樸智元還在臉書發

帖稱，國情院半夜三更

喊天光，國情院只共享

情報，而不生成情報，

即便刪除調取的情報，

但情報源還在，沒有哪

個院長和職員會幹多此

一舉的傻事，勿要虛構

造假。

樸智元還強調，

別讓情報機構扯上政

治，他履職的信念是

不管政權是否輪替，

都應避免情報機構卷

入黨爭漩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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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在確認第十二天

核酸檢測及第十四天快
速抗原檢測陰性結果

後，可離開指定
檢疫酒店

輸入個案及
佔整體個案比率

暫緩航線熔斷 檢疫第三天加驗核酸
避免打亂旅客行程 專家指新措施不影響“外防輸入”

��(���

旅客“慳返筆”免轉機 旅業憂檢疫酒店仍“唔夠”

162162

155155

152152

154154

118118

114114

139139

128128

124124

122122

141141

115115

航空股聞訊齊“起飛”

抵抵
港港檢檢疫疫流流程程（（註註））：： 註：有關要求

只適用於到港前
曾在台灣或海外
地區逗留人士

6.
抵港第十

二天接受核
酸檢測

1.
在香港國際機場通過快

速抗原檢測及核酸檢測後，隨
即到指定檢疫酒店接受14天強制檢

疫（*符合條件人士可於抵港第七天提
早完成檢疫，其後7天進行自行監

察，但須持7晚指定檢疫
酒店預訂確認書）

2.
其間每天接受快
速抗原檢測

3.
抵港第三天接受
核酸檢測（新增要
求）

4.
抵港第五天接受核
酸檢測

5.
抵港第九天接受核酸檢測（必
須接受14天強制檢疫或選擇

不提早完成強制檢疫的人
士於抵港第九天不需

接 受 核 酸 檢
測）

*已完成疫苗接
種的人士及/或其陪同

的11歲或以下小童抵港第
五天的核酸檢測和第六天及
第七天的快速抗原測試結果
均為陰性，可提早完成檢
疫，並必須離開指定

檢疫酒店

資料來源：香港衞生署
製圖：香港文匯報

資料來源：衞生署
整理：香港文匯報

記者 費小燁

◆◆業界歡迎暫緩航班熔斷措施業界歡迎暫緩航班熔斷措施，，認為有利航空業和旅業復甦認為有利航空業和旅業復甦。。
圖為前年圖為前年77月月1616日日，，香港機場旅客出入境情況香港機場旅客出入境情況。。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圖為香港國圖為香港國
際機場停泊的際機場停泊的
國泰航空飛國泰航空飛
機機。。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特區政府7日宣布，經初步檢視

數據及科學分析後，認為持續加強抵港人

士核酸檢測更能有效阻斷輸入個案，故決

定即日起暫緩個別航線“熔斷機制”直至

另行通告。同時，抵港人士由8日開始在酒店檢疫時額外在第三天增加一次核酸檢

測。香港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7日解釋，目前輸入個案佔每日整體確

診數字少於10%，“熔斷機制”效益不大，反打亂旅客行程。有防疫專家強調，只

要確保旅客到港前核酸檢測呈陰性，以及已預訂酒店檢疫，新措施不影響“外防輸

入”，但認為特區政府仍要對違規航空公司追究。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特區政府發言人7日表示，香港整體確診個案上
月中起達4位數字且持續上升，同期海外或台

灣地區抵港者的確診率徘徊1%至3%，每日僅錄得
數十宗至少於200宗輸入個案，佔整體不足10%，逾
半均在機場核酸檢測發現。其後在酒店檢疫期間包
括第5天核酸檢測，已可揪出大多數輸入個案，輸入
風險引發社區感染相對極微，因此決定由8日開始，
抵港者須在酒店檢疫第三天做多一次核酸檢測，以
盡早發現感染者，阻斷輸入個案流出社區。

至於航線“熔斷機制”，發言人表示，要求出
現大量確診個案的航班“禁飛”香港，或會打亂乘
客到港行程，在機位和檢疫酒店供應緊張時，衍生
的社會成本相當高。以航線熔斷5天為例，影響數以
千計旅客，重新預訂指定檢疫酒店可能有困難，而7
月及8月是港人尤其是留學生回港高峰期，機制造成
的社會成本極大，亦為留學生及其家庭帶來不必要
困擾，故決定即日起暫緩個別航線“熔斷機制”，
現時正按機制停飛的航班亦可受惠重飛。

方便在外年輕人回港團聚
發言人表示，新措施是特區政府經審慎檢視相

關數據，考慮現正值留學生回港高峰期後作出的決
定，讓身處外地的年輕人暑假順利回港家庭重聚，
亦可更精準和更有效阻斷輸入個案流入社區，以最
低的社會成本達至最大抗疫效益的目標。

特區政府會繼續優化抵港者檢疫和檢測措施，
包括機場及指定檢疫酒店的運作流程，以及核酸檢
測能力和速度，以更精準方式落實嚴謹“外防輸
入”措施，便利對社會經濟復常必要人員往來。

張竹君7日在疫情簡報會上指出，7日有172宗
輸入個案，98宗即57%在機場檢測發現，33%即57
宗是酒店檢疫期間確診，餘下17宗即約10%完成檢
測進入社區後才確診，但絕大多數也是病毒量低的
“復陽”個案，故“熔斷機制”對降低“外防輸入”風
險作用不大，加上檢疫酒店需求緊張，熔斷只會打
亂旅客行程，故暫緩實施。

醫生：加強核酸檢測更有效
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

問時亦認同，“熔斷機制”的防疫作用不大，“該機
制是熔斷個別航班，不是熔斷整個地區，所以旅客
仍可轉機及經第三個地方到港，對外防輸入並無影
響，要減低染疫人士將病毒帶入香港社區，最重
要仍是規定旅客到港前核酸檢測呈陰性，以及已
預訂酒店隔離檢疫，這樣可減低受感染人士到港
的機會，且檢疫酒店配額亦能控制入境人數。”

他指出，航班“熔斷機制”，實際作用是要
航空公司確保登機旅客符合核酸檢測和預訂檢疫酒
店要求，航空公司未遵守規定便須承擔“熔斷”後
果。雖然特區政府暫緩實施該機制，但日後若發現
有乘客未符合有關規定抵港，特區政府也應知會有關
的航空公司，並保留追究責任的權利。

對特區政府要旅客入住檢疫酒店第三天進行核
酸檢測，他認為有此需要，“其實以往Delta病毒流
行時，抵港旅客第三天檢疫也要做核酸檢測，現在
只是恢復安排，加強核酸檢測有助及早發現個
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在香港特區政府7日
宣布即日起暫緩個別航線“熔斷機制”後，刺激7日航
空股走高，國泰全日升3.1%報8.55元（港元，下同），
其他內地航空公司也受刺激，東航升1.7%報2.97元，南
航升3.7%報4.46元，國航升4.5%收6.5元。

在特區政府宣布暫緩個別航線“熔斷機制”後，
國泰曾一度升約6%，但升幅很快收窄。市場人士認

為，有關消息對航空股的
利好未必太持久，因為一般預
期，旅客的回升速度不會太快，尤其是目
前香港的疫情並未平伏，而油價尚處高位也會壓抑航
空公司毛利率。同時，國泰股價由6月中的7.5元左
右，升至目前的8.55元，升幅已達14%，短線股民需
注意高追風險。

�� 香港早前實施航班“熔
斷機制”，令不少已預訂指
定檢疫酒店的乘客突然無法
回港而大失預算。一名計劃
返港的市民表示，為避免
該機制影響行程，額外花
近3萬元（港元，下同）
計劃經新加坡轉機回

港，取消該機制後

乘客“慳返筆”。有協助旅客預訂檢疫酒
店的資深導遊對香港文匯報表示，臨近暑
假不少留學外國的香港居民回港，也有身
處外國的內地人經香港返內地，暫緩“熔
斷機制”方便旅客到港，但擔心檢疫酒店
仍供不應求。國泰航空7日表示歡迎特區
政府暫緩“熔斷機制”，認為有助減少乘
客到港的不便，並會因應最近多項調整措
施，努力恢復更多客運及貨運航班。

早前到加拿大探親的巿民Amy擬於
本月中回港，已預訂檢疫酒店，但心儀

的航空公司經常觸發航班“熔
斷機制”，她擔心若選

搭該航空公司的直
航客機隨時又
“熔斷”，
故寧願額
外 多

花近3萬元購買機票由新加坡轉機回港。
由於檢疫酒店房間爆滿，一旦未能依時回
港就要改訂其他房間，“如果真係熔斷未
必訂到房，在外地滯留會花費更多。”

導遊：旅客寧多花錢避“熔斷”
本身是資深導遊的知名微博博主加

加，經常協助到港人士預訂檢疫酒店。
他7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以
往因航班“熔斷”，令不少到港者撲機
票經新加坡等地回港，“不過機票會貴
好多，多數要加四五成，由英國經新加
坡轉機到港或加至3萬元一張機票。”一
些旅客則經香港再返回內地，而由英國
直航到內地的機票，更有機會加至逾5萬
元。

他透露，七八成旅客都會額外花費轉
機到港，以減低熔斷風險，“主要問題是
檢疫酒店房間難求，趕不及預訂時間抵港
就再難訂房，現時是海外留學生回港及返
內地高峰期，本月的房間已爆滿，8月頭
10天亦有八九成額滿，訂了酒店房未能如
期到達，不能更改入住時間，要被迫取消
重新預訂，但再訂也無房間供應。”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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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1010中國焦點
星期六       2022年7月9日       Saturday, July 9, 2022

假广告

2022年7月8日（星期五） 文 匯 要 聞◆責任編輯：周文超 1

中國《數據出境安全評估辦法》9月實施
明確四種情形須申報 專家：數據合法合規出境利於企業海外擴張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7月7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在福建主
持召開東南沿海省份政府主要負責人座談會，分析
經濟形勢，對做好下一步經濟工作提出要求。

會上，福建省委書記尹力、省長趙龍發了言，
上海市長龔正、江蘇省長許昆林、浙江省長王浩、
廣東省長王偉中通過視頻發言。大家談了對當前經
濟形勢和下一步走勢的看法，並提出建議。

進一步打通產業鏈供應鏈堵點
李克強說，當前正處於經濟恢復的關鍵時間

點。東南沿海5省市經濟體量佔全國1/3以上，財

政收入佔比近四成，在地方對中央財政淨上繳中
貢獻近8成，有力支撐了國家財力和中央財政對
中西部地區轉移支付。要繼續挑起國家發展、穩
經濟的大樑，發揮保障國家財力的主力作用。在
做好疫情防控的同時，進一步打通產業鏈供應鏈
堵點，推動經濟運行盡快回歸正常軌道，努力穩
增長穩財源。

李克強說，1.6億多戶市場主體是我國經濟的
韌性所在，保住市場主體就能支撐穩就業、穩經
濟大盤。東南沿海地區經濟活力足，活就活在各
類市場主體多。要落實國家助企紓困政策，加強
政策配套，挖掘自身潛力實施更多支持政策，幫

助市場主體特別是中小微企業、個體工商戶恢復
活力。5省份吸納了全國70%跨省農民工就業，取
得今天的發展成就農民工功不可沒。農民打工已
成為農民收入的主要來源。要千方百計穩崗，拓
展市場化社會化就業渠道，努力穩住本地和外來
務工人員就業。

防止工作一刀切層層加碼
李克強說，保持經濟運行在合理區間，既要

實施好宏觀政策，又要繼續深化改革，推進“放
管服”改革，不斷優化營商環境，更大激發市場
活力和社會創造力。有效破解多難問題，防止工

作單打一、簡單化，避免一刀切、層層加碼。東
南沿海地區是改革開放的前沿，要繼續敢闖敢
試。對外開放事關經濟社會發展全局。無論國際
形勢如何變化，中國都堅定不移擴大對外開放。
沿海發達地區融入世界經濟更深，長三角、珠三
角進出口佔全國的近60%，經濟競爭力強很大程
度上是在國際市場打拚出來的。要繼續以開放促
改革促發展，加快提升港口等對外樞紐集疏運水
平，穩外貿穩外資，通過高水平開放更好參與國
際競爭與合作，這也有利於國際產業鏈供應鏈穩
定和世界和平與發展。

肖捷、何立峰參加。

李克強：東南沿海5省市要繼續挑起穩經濟大樑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在滴滴、滿幫（中國最大城際整車

物流與車貨匹配信息平台運營企業）、BOSS直聘等互聯網平台赴美上市引發

數據出境擔憂及網絡安全審查一年之後，由中國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擬定的《數據

出境安全評估辦法》正式對外發布，並將從2022年9月1日起施行。該辦法明確，關

鍵信息基礎設施運營者和處理100萬人以上個人信息的數據處理者，以及自上年1月1

日起累計向境外提供10萬人個人信息或者1萬人敏感個人信息的數據處理者向境外提

供個人信息時等四種情形下，應當通過所在地省級網信部門向國家網信部門申報數據

出境安全評估。專家表示，隨着內地一系列法律法規出台，數據出境規則日益清晰，

將改變目前數據信息出境一團煙霧的窘境，讓企業真正能夠合法合規實現數據出境。

中國網信辦相關負責人在答記者問中表示，近
年來，隨着數字經濟的蓬勃發展，數據跨境

活動日益頻繁，數據處理者的數據出境需求快速增
長。明確數據出境安全評估的具體規定，是促進數
字經濟健康發展、防範化解數據跨境安全風險的需
要，是維護國家安全和社會公共利益的需要，是保
護個人信息權益的需要。此次辦法規定了數據出境
安全評估的範圍、條件和程序，為數據出境安全評
估工作提供了具體指引。

數據出境堅持事前評估和持續監督
辦法明確，數據處理者向境外提供在中華人

民共和國境內運營中收集和產生的重要數據和個
人信息的安全評估適用本辦法。提出數據出境安
全評估堅持事前評估和持續監督相結合、風險自
評估與安全評估相結合等原則。

網信辦早在去年10月對外發布《數據出境安
全評估辦法》草案公開徵求意見。與公開徵求意
見稿相比，最終落地文件中明確四種情形下需要
申報網絡安全評估，其中一項重要修改是，為申
報安全評估的個人信息出境數量積累設定了明確
時間節點，即“自上年1月1日起累計向境外提供
10萬人個人信息或者1萬人敏感個人信息的數據處

理者向境外提供個人信息”，需要申報數據出境
安全評估。

業內專家指出，對於數據信息數量的計算一
直都是難題，此前通常以個人信息“條數”為單
位，但如何成為“一條個人信息”本身存在很大
爭議，導致計算結果有很大不確定性。新規使用
個人信息主體數量作為單位，同時明確計算周
期，使得企業可以精確識別是否需要申報安全評
估。比如一些跨國企業設在境外的辦公、人力、
郵件系統，只要在連續兩年期間內所傳輸出境的
數據相關個人信息主體數量在1萬人之下，就可以
確定不必進行安全評估申報。

此外，最新發布的文件延續徵求意見稿中所
要求的“關鍵信息基礎設施運營者和處理100萬人
以上個人信息的數據處理者向境外提供個人信
息”時，需要申報安全審查。

存量數據出境整改給予6個月過渡期
此次新發布的辦法明確了省級網信部門和國

家網信部門的逐級審查要求。在正常流程中，數
據出境安全評估需要57個工作日，如果情況複雜
或者需要補充、更正材料的還會需要2-4個月甚至
更長的時間，如果需要複評則也會需要更長時

間。
另外，此次文件提出對於本辦法施行前已經

開展的數據出境活動，即存量數據出境，不符合
本辦法規定的，應當自本辦法施行之日起6個月內
完成整改。業內認為，此舉既保障了已有業務的
連續性，避免一些重要跨境服務被打斷；也通過
給予6個月過渡期，相關企業盡快完成安全評估或
完成業務調整，避免不必要的重要數據和過量個
人信息出境。

內地數據出境監管日益完善
去年6月30日，內地出行平台滴滴在紐交所

低調掛牌，但搶跑上市不足48個小時，就被中國
政府啟動網絡安全審查，此後經歷暫停新用戶註
冊、App下架、部門進駐等一系列監管風暴，內地
針對數據出境的監管拉開大幕；2021年 12月 3
日，上市155天後，宣布啟動紐交所退市和中國香
港主板上市準備工作。與滴滴同時遭遇監管衝擊
的還有內地貨運平台“運滿滿”“貨車幫”以及

互聯網招聘平台“BOSS直聘”，官方均對其宣布
實施網絡安全審查、停止新用戶註冊等。今年6月
29日晚，在網絡安全審查一年之後，BOSS直聘、
滿幫均宣告，經報網絡安全審查辦公室同意，即
日起恢復“BOSS直聘”和“運滿滿”“貨車幫”
的新用戶註冊，而同樣受到網絡安全審查的滴滴
尚未公布進展及App恢復情況。

中國信息通信研究院互聯網法律研究中心高
級研究員劉耀華向香港文匯報記者指出，數據跨
境是跨國企業的“剛需”，長期以來中國數據跨
境的具體規則沒有落地，導致合規工作無從下
手。過去一年，隨着《網絡安全法》配套法規陸
續落地，《數據安全法》、《個人信息保護法》
先後觸痛，《數據出境安全評估辦法》即將實
施，《個人信息出境標準合同規定》等配套文件
對外徵求意見稿，數據跨境的監管規則日益補充
完善。這對中國企業海外擴張及上市，以及外資
企業在華運營的數據跨境監管，明確了監管規
格，有利於企業長期穩定經營。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就美官員
稱美中外長將在印尼峇里島會晤的關鍵目標之
一是加固兩國關係的“護欄”，中國外交部發
言人趙立堅7日在例行記者會上應詢時指出，
美國人一直在說“護欄”，中美關係的“護
欄”就是中美三個聯合公報。美方應該做的是
恪守聯合公報的規定和對中方作出的承諾。

美方應該恪守聯合公報規定
有記者提問，美國國務院不具名高官近日

對媒體吹風稱，美中兩國外長會晤的關鍵目標
之一是加固兩國關係的“護欄”，為美中關係
注入穩定性。中方對此有何回應？

趙立堅表示，美國人一直在說“護欄”，

中美關係的“護欄”就是中美三個聯合公報。
中美關係是世界上最重要的雙邊關係。作為世
界前兩大經濟體和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
中美關係只能搞好，不能搞壞。雙方應該秉持
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贏原則，推動兩
國關係重回健康穩定發展的軌道。美方應該做
的是恪守聯合公報的規定和對中方作出的承
諾。

當日還有記者提問，美國國家反情報與安
全中心警告各州和地方官員，中國正企圖“操
縱”他們向聯邦政府施壓。中方對此有何評論？

“中國有句成語叫‘疑鄰盜斧’，說的是
一個人的斧子丟了，他就懷疑鄰居偷了他的斧
子。”趙立堅表示，美方的有關言論充滿冷戰

零和思維與意識形態偏見，完全是疑鄰盜斧、
無中生有。中方有關機構同美方開展對話合
作，堂堂正正、光明正大，為深化兩國人文交
流互鑒、增進彼此了解與互信發揮了重要作
用，受到兩國民眾普遍歡迎和積極擁護。

美方應為兩國民間友好架橋鋪路
趙立堅指出，地方交流合作是中美關係發

展的重要基礎，加強交流合作是民心所向、大
勢所趨。美方應該做的是摘掉有色眼鏡，停止
干擾破壞兩國地方和民間交往。“他們應該多
做為兩國民間友好架橋鋪路的事，他們也應該
同中方一道，共同維護中美關係穩定發展的民
意基礎。”

外交部：中美關係“護欄”就是三個聯合公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京報道）日前，中共

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院副總理、中美全面經濟對話中方
牽頭人劉鶴應約與美財政部長耶倫舉行視頻通話。對此，
中國商務部發言人束珏婷7日在例行發布會上回應後續工
作安排時透露，雙方經貿團隊同意保持密切溝通，落實好
牽頭人達成的共識，加強宏觀經濟政策的交流，推動經貿
領域務實合作。

就美媒體中關於“美國將對中國產業補貼展開新一輪調
查”的相關報道，束珏婷回應指出，美方在產業補貼方面對
中方的指責與事實完全不符。中國加入世貿組織以來，認真
履行加入承諾，遵守世貿組織《補貼和反補貼措施協定》的
各項義務，全面取消了協定下的禁止性補貼。對於世貿組織
規則允許使用的其它補貼，中方的補貼水平和方式均符合世
貿規則。她強調，中方一貫反對“301調查”等貿易保護主
義做法，敦促美方不要出台新的貿易措施。

商務部促美不要出台新貿易措施

數據出境安全評估四種情況
（一）數據處理者向境外提供重要數據；
（二）關鍵信息基礎設施運營者和處理
100萬人以上個人信息的數據處理者向
境外提供個人信息；
（三）自上年1月1日起累計向境外提供
10萬人個人信息或者1萬人敏感個人信
息的數據處理者向境外提供個人信息；
（四）國家網信部門規定的其他需要申報
數據出境安全評估的情形。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在滴滴、滿幫、BOSS直聘等互聯網平台赴美上市引
發數據出境擔憂及網絡安全審查一年之後，由國家互聯
網信息辦公室擬定的《數據出境安全評估辦法》將從
2022年9月1日起施行。圖為滴滴出行在紐交所上市，
後退市。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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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社新聞

休城工商

美南新聞43週年慶典
美南新聞43週年慶典今天在美南新聞大樓舉行，眾政要嘉賓前來祝賀。自1979年

美南新聞由李蔚華朱勤勤夫婦創辦以來！美南日報在全美各大城市發行，美南電視24
小時滾動播出！已成為全美最大的亞裔媒體集團！

由子天主持的美南新聞聯播，每晚六點半為您現場播報世界各地的實事新聞，每
週五晚七點半由我主持的《子天訪談錄》每週一期重量級嘉賓，與您一起暢談熱點話
題！

觀看我節目的三種最佳方式！美南新聞全新的手機app，輸入southern news tv,加拿
大和美國本地用戶可下載ItalkBB選擇直播專欄，還可以掃描微信二維碼！是不是很方
便呢，每天六點半與你不見不散！

美國房貸利率創美國房貸利率創1212年新高年新高
萬通貸款來支招萬通貸款來支招

GMCC萬通貸款目前招有經驗的 Loan offi-
cers ，Loan processor，Underwriter
想要加入的話可以寄簡歷info@gmccloan.
com
目前，GMCC萬通貸款已經在30個州擁有
執照並開拓業務。

據房地美在周四的聲明，美國抵押貸
款利率恢復上升態勢，上周30年期貸款
的平均利率從5.10%躍升至5.27%，創下
2009年8月以來的最高水平。2021年1月
時的紀錄低點為2.65%。

由於通脹高企，美聯儲今年已經連續
兩次會議上加息，其中本周三加息50個
基點，這是自2000年以來的最大漲幅，
並暗示將進一步加息以緩解通脹和過熱的
房地產市場。

值得註意的是，房地美的每周房貸數
據是在美聯儲周三宣布加息之前記錄的。

抵押貸款利率與10年期美國國債的收益率
密切相關，後者往往與美聯儲的基準利率
同步上升。雖然周三當日美債收益率顯著
下滑，但周四美股、美債全線暴跌，10年
期基準美債收益率盤中再度升破3%，觸
及三年半最高。

鷹派美聯儲使得今年以來，美國房貸
利率上漲了超過200個基點，借貸成本飆
漲。今年從1月到4月，房貸利率以1994
年以來的三個月最快速度上漲。疊加在紀
錄高位附近的房價，令美國民眾對樓市的
熱情逐漸退散，可能會越來越多地將潛在
購房者排除出市場。

以30萬美元貸款來計算，當前30年
期5.27%利率下，月付1660美元，而歷史
最低點的2.65%時，月付僅需1209美元。
也就是說，月供支出暴漲了37%。

可負擔能力下降，會打擊未來成屋銷

售。此外，由於當前擁有房屋的屋主，他
們支付的房貸利率遠低於最新的房貸利率
，這會極大地抑製搬家，其結果是，需求
和供應將同時走低。而接近歷史低點的住
房庫存，可能會在一定程度上提振房價。

已經有數據證明了這一點：美國3月成屋
銷售創2020年6月最低，不足的供應，將
3月成屋價格的中位數推至創紀錄的375,
300美元。3月全美新房銷售量年化76.3
萬套，降至四個月的低點。

事實上，除了可負擔能力外，美國樓
市還有一個隱患——美股。疫情之後美國
地產的繁榮很大一部分是靠中高收入富裕
家庭買起來的，其中西海岸科技公司聚集
的加州房產價值增幅達1.38萬億美元。此
外科技公司向南遷移總部的趨勢也帶動了
相應城市人口和房價的一同上漲，亞利桑
那州、佛羅裏達州和猶他州成為最炙手可
熱的三大住房市場。

抵押銀行家協會（MBA）首席經濟學
家Mike Fratantoni周三在一份聲明中表示
，抵押貸款利率可能會在當前水平附近趨
於穩定。這應該會鼓勵更多消費者購買，
但為現有抵押貸款再融資的需求不太可能
很快恢復。

房地美首席經濟學家預計房價漲幅會
放緩。Sam Khater在周四的聲明中表示：
“雖然住房負擔能力和通脹壓力對潛在買
家構成挑戰，但房價將繼續增長，不過預
計未來幾個月漲幅將放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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營業時間: 
9:00 AM~9:00 PM
電話: 
346-588-9988

1525 Mason Rd, Katy, TX 77450

試營業 Soft Opening
July 9 (週六) 9:00 AM

供應亞洲人慣用的各種生猛海鮮、新鮮蔬果、
肉類、南北雜貨、零食等，種類繁多，
讓您一次就能買齊日常生活各種必需品。

試營運期間，眾多特價品等您帶回家!

意想不到的好價格，優惠多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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