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
群智貸款

Saturday, 7/16/2022

●

●
●

Michelle Young
通國、英、粵語、韓語

713 - 364 -7788
832 - 498 - 7566

L03-TOP ONE群智貸款C6_A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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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MLS#270061 RMLO

12048

發行人 李蔚華/Publisher: Wea H. Lee 社長 朱勤勤/President: Chin Chin Chu 副社長 朱幼楨/Vice President: Emerson Chu 副社長 秦鴻鈞/Vice President: Christi Chin 總編輯 蓋 軍/Chief Editor: Jun Gai
商業廣告：ad@scdaily.com 設計部：art@scdaily.com 編輯部：editnews@gmail.com 會計部：acccounting@scdaily.com 分類廣告：cla@scdaily.com 美南新聞網站：www.scdaily.com 美南電視15.3：https://scdaily.com/tv
美南黃頁：https:scdaily.com/yellow_pages 美南新聞電子報 e-paper:www.scdnews.com 分類廣告專頁Classified AD: www.scdaily.com/classified ads 美南微信公眾號：美南網ID:today-america 國際貿易中心：http://www.itchouston.org

拜登從以色列直飛沙烏地 美國總統第一人
路透社

（中央社）美國總統拜登今天從以色列直飛
沙烏地阿拉伯，寫下歷史新頁。拜登上任後首度
出訪中東，沙國是此行的最新一站。
拜登訪基督教聖地伯利恆 承諾為以巴和平
繼續努力。
法新社報導，在拜登抵達吉達（Jeddah）前
幾個小時，沙烏地阿拉伯修改航空規則，對以色
列展現明顯的開放態度。

沙國領導階層宣布取消對 「
所有航空公司」
的限制，為以色列飛機使用其領空鋪路，拜登稱
此舉具有 「
歷史意義」。
拜登說： 「
對於以色列進一步融入包括沙國
在內的區域，沙烏地阿拉伯的決定有助於創造動
力。」
拜登從以色列直飛沙烏地阿拉伯，成為美國
總統第一人。

長期以來，利雅德一直強調對阿拉伯聯盟
（Arab League）數十年來立場的承諾，即在以色
列與巴勒斯坦衝突未解決之前，不與以色列建立
正式關係。
外界也預期，拜登將與聚集在吉達參加波斯
灣合作理事會（Gulf Cooperation Council）的阿
拉伯領導人會面，討論劇烈波動的油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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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貨膨脹再創新高

在國民一片嘆息和無奈聲中
，聯邦統計局週三公佈美國六月
份通貨膨脹升高到百分之九點一

， 是四十年以來之新高 ，這將
迫使聯邦儲備銀行七月底前將再
次升息。

比較五月份之通貨膨脹
增長了百分之一點三 ，充
分反映在油價及食品上面
。
拜登總統目前正在中東
訪問， 白宮方面把通貨膨
胀怪罪於俄羅斯，對烏克
蘭之戰爭， 這個說法可能
是對了三分之一 ，我們要
指出，今天世界局勢一陣
混亂，加上疫情並未終止
， 大國之間的博奕打破了
世界供應鍊及商業銀行體
系， 物流無法暢通， 航運費增
漲近十倍， 無疑是物價上漲之最
主要原因。

我們要呼籲拜登政府應改變
在能源開發之政策， 事實上 ，
近幾年來， 包括德州頁岩油及天
然氣之開發已經是從原油之輸入
國成了輸出國， 當新政府上台後
立即轉變政策，使許多油井封口
，已便改變生態環境。
重建世界供應鏈， 疫情之中
，世界各國實施封城措施， 極大
影響了生產線及全球海運貨櫃之
價格， 更進一步影響到物流之暢
通 ，同時中美關係及俄烏之戰重
劃全球政治及經濟版圖 ，導致推
毀全球化之原有制度 ，致使全球
通貨膨脹， 再次進入冷戰危機實
屬不幸。

U.S. Inflation Is Skyrocketing
The U.S. inflation rate roared again to
a forty-year high. It's likely now that the
Federal Reserve will raise the interest rate,
an action that will risk the upending of the
economic expansion.
The consumer price index also rose to
9.1% over the past year to the largest gain
since the end of 1981, according to the
Department of Labor.
The inflation gauge increased 1.3 % from
last month, the most since 2005 reflecting
the higher prices of gasoline and food.
The FED will keep an aggressive policy
course to rein-in the demand which adds
pressure to President Biden and
congressional democrats whose support
has now slumped just ahead of the
midterm elections.
President Biden is traveling to the Middle

East to discuss
energy output with
Saudi Arabia in
hopes of lowering
the high prices at
the pump. Food
costs climbed by
1% to 10.4% from
one year ago, the
largest increase
since 1981.
We need to point
out that today’s
chaotic world and
the pandemic have not produced any
solutions to ending the game-playing
between the major powers or the breaking
of the world supply chain or the shaky
global financial system. Disrupted logistics
also make it difficult to operate smoothly
as evidenced by the all-time highs of
shipping charges for goods that have

increased by nearly 800%, which
undoubtedly is the main reason for the
continuous rise in prices.
Rebuilding the world’s supply chain and
improving relationships between nations
will be the first priority toward solving all
the current problem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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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著華觀點: 步步驚魂
AR-15 半自動突擊步槍大舉奪人生命還能不禁嗎！】

伊州高地公園市國慶遊行槍擊事件與德州
烏瓦爾德市羅伯小學槍擊事件中的倖存者與受
難家屬悲傷的在華府國會大廈遊行，試圖向國
會施壓，要求制定攻擊性武器的聯邦禁令,他們
的舉動令人同情認可, 但國會議員諸公聽到了
嗎?
碰！ 碰！ 碰！ 碰！ 碰！ 碰…………那一
聲聲淒厲的槍聲盤旋在我們心頭, 在最近一連
串大規模屠殺案中,殘暴兇手所使用的武器都是
AR-15 半自動突擊步槍, 這是一款威力強大的
攻擊武器, 也是美軍在越南戰場上用來對付敵
人的武器, 由於以彈匣供彈發射，可切換半自
動和全自動射擊模式,殺傷力極強, 還被美國步
槍 協 會 稱 為 「國 槍 」 （America&#39;s rifle）,
如今歹徒以 「國槍」來射殺國人, 那是多麼殘
忍的事!
對於那些主張擁槍的人士所辯解的說詞-槍枝不會殺人, 殺人的是人而不是槍。但是我
們可以容許別人使用火力強大的 AR-15 半自動
突擊步槍來大舉殺人嗎? 如果他們手上沒有這
種武器,他們又如何能夠立即大規模殺人?
根據槍支暴力檔案，今年發生的 14 起大
規模槍擊中，至少有 6 起使用了 AR-15 式半
自動步槍, 而且歹徒使用的槍支都是合法獲得,
自 2012 年 7 月科羅拉多州奧羅拉電影院大屠
殺以來，有 44% 的大規模槍擊中使用了步槍,

Violence Project 的詹姆斯·丹斯利告訴今日美國
報，在過去 50 年裡， 21% 的屠殺事件使用了
步槍, 今年 5 月到 7 月初，連續 4 樁大屠殺-紐約州水牛城、德州烏瓦爾德、俄克拉荷馬州
塔爾薩和伊州高地公園市歹徒使用半自動武器
殺死了 40 多人, 由此可證 AR-15 半自動突擊
步槍殺傷致命力有多大!
由於 AR-15 半自動步槍在每次扣動扳機發
射子彈後立即可以自動推進下一輪發射。步槍
的彈匣一般可容納 10 至 30 發子彈，但可以配
備專門的彈匣來儲存額外的彈藥, 根據槍支暴
力檔案，在使用半自動武器時，一次平均會有
9 人死亡，11 人受傷，遠遠超過使用手槍的致
命人數, 而今年為止是發生屠殺案最多最致命
的大規模槍擊事件, 槍支毒害生命 已超過新冠
病毒對人體肆虐。
從以上記錄看來, 所有重大槍擊的共通點
就是歹徒都使用了 AR-15 式步槍, 由於威力特
大, 連警察都懼怕, 這就是為什麼這次羅伯小學
命案警察不敢貿然進入教室與持有 AR-15 式步
槍的槍手對抗之主因。
由於有憲法第二修正案的保護, 所以禁槍
是不可能的，但是嚴禁 AR-15 半自動步槍合情
合理, 為了美國人民安全,為什麼我們的國會還
不立即採取行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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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克蘭戰場 「血腥現狀」 曝光
專家：這方將佔優勢
(本報訊)美國專家指出，從官方資料、第
三方評估及間接證據來看，目前於烏克蘭前線
參與戰鬥的俄軍、烏軍和親俄部隊，都已出現
極為慘重的傷亡；而在這種情況之下，首先為
軍隊注入新血、重新補充有效軍事力量的一方
，將可能在後續的戰爭關鍵階段佔據優勢。
美國國防與軍事專家艾克塞（David Axe
）於《富比世》（Forbes）表示，自稱 「頓內
茨克人民共和國」（Donetsk People's Republic
）的親俄組織，是目前俄烏戰爭中唯一會定期
更新自身傷亡數字的參與者；而如果其數字屬
實， 「頓內茨克人民共和國」在戰爭開打的前
3 個月內，傷亡便高達其戰前兵力的 50%，可
能是其近期較少在烏東戰役 「露臉」的原因。
雖然無法直接將該比例套到俄軍或烏軍身
上，但雙方肯定也傷亡慘重。烏克蘭官方先前
承認，其官兵傷亡數量可達每天上千人，戰車

、步兵戰鬥車、火砲等重武裝損失已達戰前庫
存的 50%；烏軍近期於南部刻松（Kherson）的
反攻進展緩慢，可能也與其兵力不足有關。
俄軍仍持續對自身損失閉口不談，但外界
估計其傷亡應已達數萬人。如華府智庫 「戰爭
研究所」（ISW）便指出，俄羅斯陸軍近期於
第 200 摩托化步兵旅中組建了一個新的營，成
員包括預備役官兵、憲兵、海防部隊人員，甚
至是來自海軍艦艇的水手；英國國防部也透露
，俄羅斯正從全國調集預備役單位前往烏克蘭
周邊，顯然是為了填補前線消耗過度的兵力。
艾克塞認為，這代表目前俄烏戰爭的所有
直接參與者，都已蒙受極度嚴重的損失；而在
接下來對頓巴斯（Donbas）剩餘地區的爭奪戰
，以及烏軍是否成功於南部反攻並威脅克里米
亞交通線的關鍵階段，成功搶先為己方補充有
效軍事力量者，將可能成為佔據優勢的一方。

(本報訊)外交消息人士今天透露，中國要
求聯合國安全理事會針對禁運小型武器至海地
、制裁海地幫派首腦，甚至派出維和警察前往
這個暴力肆虐的加勒比海島國等建議進行表決
。
中國提議的時機點，正值聯合國安全理事
會成員國考慮延長聯合國駐海地綜合辦公室的
委任期限，該政治任務團將於明天晚間到期。
貧困的海地正陷入混亂，致命幫派暴力事
件激增，燃料短缺，食物價格也節節攀升。
路透社報導，聯合國駐海地綜合辦公室與
海地政府合作，旨在強化當地政治穩定、良善
國家治理、人權保障和司法改革，並協助舉辦
自由公平的選舉。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瑞斯（Antonio Guterres
）要求安理會將任務團期限延長 12 個月。墨
西哥和美國提出的草案倡議延長 15 個月，中
國表示不支持延長 15 個月的版本。
根據法新社檢視過的草案文本，針對個人
的制裁措施會包括旅行禁令和資產凍結。
中國近年在聯合國針對與海地相關問題發
揮愈來愈大的作用，這主要是因為太子港當局

正式承認台灣而不是中國。
中國在聯合國對海地採取強硬立場，但北
京當局否認其立場與台灣議題有任何關聯。
中國外交消息人士告訴法新社，有必要促
使海地政治當局採取行動，並以法律制裁手段
來警告那些該為暴力行為負責的人。
中國駐聯合國使節團發言人說： 「海地的
情勢已不能再糟了。我們在此協商之際，太子
港的幫派暴力情勢正在惡化。」
她表示： 「對犯罪幫派實施武器禁運，是
安理會在因應這樣惡劣的情況方面最起碼應該
做的事。」
美國一名外交人員在不具名情況下表示，
美方不一定會反對這樣的制裁，但制裁必須適
當得宜。
這位外交人員指出，在沒有制裁委員會或
聯合國專家小組監督的情況下，實施武器禁運
沒有多大意義；另外，還需進一步瞭解這個針
對個人的制裁措施，以利進一步討論。
安理會原本預定昨天進行表決，但由於成
員國就中國的提議進行辯論，表決可能推遲至
明天舉行。

安理會海地議題美中角力北京要求表決制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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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理總統辭職或引發權力真空期
斯裏蘭卡局勢何解？
斯裏蘭卡首都科倫坡日
前爆發大規模示威。繼總理
維克拉馬辛哈願意辭職後，
總統拉賈帕克薩也告知議長
阿貝瓦德納，他將於本月 13
日辭職。分析認為，斯裏蘭
卡局勢混亂，組建新政府能
否成行仍是未知數。
示威略緩和
議長籲保持冷靜
議長阿貝瓦德納表示，
總統拉賈帕克薩決定辭職，
是為保證政權和平過渡，讓
國家保持和平至關重要。阿
貝瓦德納也要求所有公務員
和民眾尊重法律、保持冷靜
，確保日常活動平穩進行。
根據斯裏蘭卡憲法，總
統和總理辭職後，將由議長

計算機能像嬰兒一樣思考嗎？
國際最新研究稱人工智能可實現
綜合報導 計算機能像嬰兒一樣思考和學習嗎？施普林格· 自然旗下
專業學術期刊《自然-人類行為》最新發表一篇人工智能研究論文給出肯
定的答案指出，一個人工智能系統能以類似嬰兒的方式學習物理世界的
基本常識性規則。
該論文介紹，即使年幼的嬰兒也懂得「直觀物理」——即世界運作
的常識性規則。只有 5 個月大的嬰兒在看到了不符合物理規律的場景也
會感到驚訝，比如玩具突然不見了。然而，讓機器學習算法來學習直觀
物理被證明很難，盡管這些系統已經在許多其他任務上表現出超越人類
的能力，如學習識別不同的物體。
論文通訊作者、英國人工智能企業DeepMind路易斯· 皮洛托(Luis Piloto)
和同事研發出一個能學習直觀物理的深度學習系統，名為PLATO。PLATO
包含的系統受到了嬰兒如何學習的研究的啟發。尤其值得一提的是，PLATO
遵循認為物體在人們周圍物理世界的表示和預測中扮演核心作用的理論。
他們通過給 PLATO 觀看許多描繪簡單場景的視頻來訓練它，比如球
落到地上，球滾到其他物體後面又再次出現，很多球之間彈來彈去。訓
練之後，研究人員給 PLATO 觀看了有時包含不可能場景的視頻，以此作
為測試。和年幼的小孩一樣，PLATO 在看到沒有意義的場景時表現出了
「驚訝」，比如物體互相穿過卻沒有發生相互作用。PLATO 只觀看了 28
小時的視頻就獲得了以上學習效果。
論文作者總結表示，PLATO可以作為研究人類如何學習直觀物理的一個
有力工具，同時也表明了物體表征對於人們理解周圍世界具有重要作用。

物價高企、供電緊張、食品
及藥品等必需品短缺問題。
當局上月 17 日頒令除醫療等
重要職位員工外，其余民眾
需全部居家辦公。當地上月
底還暫停向民眾出售燃油，
僅為公共交通和醫療基本服
務提供燃料，學校停課時間
也被延長，以應對燃料短缺
危機。
斯裏蘭卡總理維克拉馬
辛哈上周向議會講話時說，
「國家已經破產」
「國家已經破產」，並稱這
經濟危機持續加劇
場史無前例的經濟危機「將
斯裏蘭卡的經濟危機已 至少持續至 2023 年底」。
持續接近一年。當地 6 月通脹
率飆升至 54.6%，食品價格驟
政治不確定性增加
增 80%，預計通脹率未來數月
IMF 談判受影響
還將攀升至 70%。
目前，斯裏蘭卡正與國
數月來，斯裏蘭卡面臨 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談判，

二戰時班德拉分子對波蘭種族清洗
綜合報導 波蘭總統安傑伊· 杜達周一
發出呼籲稱，盡管基輔和華沙如今在俄烏
沖突期間共同反對俄羅斯，但烏克蘭政府
應該承認烏民族主義者在二戰期間屠殺了
10 萬多名波蘭人。
杜達的此番講話是在波蘭沃裏尼亞
大屠殺 79 周年紀念日當天發表的，1943
年波蘭的沃裏尼亞在納粹德國占領之
下。路透社稱，在兩國關系因俄烏沖
突 而 拉近之際，他的此番言論明確提醒
人們，華沙和基輔之間存在著復雜的歷
史關系。
報道提到，波蘭議會此前認定，在
1943 年 至 1945 年 期 間 ， 據 信 與 納 粹 德
國 合 作 的 斯 捷 潘 · 班 傑 拉 （ Stepan Bandera ） 領 導 下 的 烏 克 蘭 民 族 主 義 者 組 織
針 對 波 蘭 人實施的殺戮帶有種族滅絕的
成分。
但烏克蘭政府不接受這種說法，並經
常將沃裏尼亞大屠殺事件認定為波蘭和烏

克蘭沖突的一
部分。也有波
蘭歷史學家認
為 ， 多 達 1.2 萬
名烏克蘭人也
在波蘭的報復
行動中喪生。
杜達周一在
沃裏尼亞大屠殺
紀念儀式上說，
無論如何都必須
「堅定而明確地
說出」有關 1944 年到 1945 年在加利西亞東
部發生的大屠殺和其他類似事件的真相，
並呼籲基輔當局承認烏克蘭民族主義者針
對波蘭人的種族清洗。
「這不是報復，也不是為了任何報復
。在這一點上，沒有比我們當下這個時期
更好的證據了，」杜達說，他指的是兩國
目前的反俄合作。

歐盟建議 60 歲以上人群接種 「第四針」
綜合報導 鑒於歐洲地區新
冠病毒感染率和入院率出現新
的上升趨勢，建議各國為 60 歲
以上及易感人群接種第二劑新
冠疫苗加強針。
歐洲疾控中心主任安德烈
婭· 阿蒙在一份聲明中說：「我
們目前看到，在新冠病毒奧密
克戎毒株 BA.5 亞分支的驅動下

，一些國家的新冠感染率不斷
上升，因感染新冠病毒住院及
使用重癥監護病房的比率也呈
上升趨勢。」
阿蒙說，「這標誌著歐盟
開始了新一波、傳播廣泛的新
冠疫情」，而現在就給 60 歲以
上者和免疫力較弱的人接種第
二劑加強針，可以避免出現大
量住院、重癥和死亡病例。
歐盟委員會負責衛生和
食品安全事務的委員斯泰拉·
基裏亞基季斯 11 日呼籲相應
人群盡早接種。她說：「隨
著我們進入夏季，感染病例
和住院人數再次上升，我敦
促每個人盡快接種疫苗和加

強針。不能再浪費時間了。」
今年 4 月，歐洲疾控中心
建議接種第二劑加強針的對象
僅包括 80 歲以上者和免疫力尤
其弱的人。
新的接種建議預計將促進
歐洲多國在相應人群中推廣新
冠疫苗「第四針」、即第二劑
加強針的接種。據路透社報道
，近幾個月來，一些歐洲國家
的疫苗接種工作已經放緩到接
近停止的地步。
歐洲疾控中心和歐洲藥品管
理局說，應該在接種第一劑加強
針至少4個月後再接種第二針。
美國輝瑞公司、莫德納公
司近來一直在測試針對奧密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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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llbrae Branch
(650)745-1615

Harwin Branch
(713)777-3838
Tustin Branch
(714)338-5188

報道稱，基輔方面沒有立即對杜達的
言論作出回應，但路透社推測，在一些烏
克蘭圈子中，杜達有關討論歷史真相的此
番言論可能被認為「不合時宜」，即符合
俄方所稱的烏克蘭是一個需要「去納粹化
」的國家的說法，而「去納粹化」是俄羅
斯對烏克蘭采取特別軍事行動的既定目標
之一。

新冠住院率上升

金城银行与您

Corporate Office
(713)777-3838

希望尋求 30 億美元紓困資金
，同時也在與外國債權人磋
商債務重組事宜。
但總理維克拉馬辛哈承
認，作為「破產國家」而
非發展中國家，與 IMF 談判
已是困難重重。分析指，
斯裏蘭卡總統總理下臺加
劇政治不確定性，可能進
一步影響斯裏蘭卡與 IMF 的
談判。
分析還認為，斯裏蘭卡
局勢混亂，組建新政府能否
成行備受質疑。政治分析師
佩雷拉稱，斯裏蘭卡權力交
接細節仍不確定，總統總理
辭職很可能引發「危險的權
力真空期」。至於議長雖可
任命新政府，但能否被民眾
接受仍有待觀察。

波蘭總統：烏克蘭應承認

法國國民議會
未通過對政府不信任動議
綜合報導 對政府不信任動議是由法國國民議會主要反對派別左翼
政黨聯盟發起的。國民議會就此展開了 3 小時辯論，隨後投票。根據投
票結果，不信任動議僅獲得 146 票支持，遠低於通過動議所需的國民議
會絕對多數即 289 票門檻。
法國輿論在投票前已普遍預期對政府不信任動議無法在國民議會通
過。極右翼黨派「國民聯盟」和傳統右翼黨派法國共和黨明確表示拒絕
支持左翼政黨聯盟發起的不信任動議。
法國執政黨陣營在上月舉行的議會選舉中失掉國民議會絕對多數席
位，給政府施政帶來壓力。但執政黨陣營仍握有國民議會相對多數席位(
目前為 250 席)。法國總理博爾內上周沒有尋求在國民議會進行信任投票
。她呼籲各政治派別的議員能夠正視「采取行動的緊迫性和必要性」。
對政府不信任動議未在國民議會通過顯示左翼政黨聯盟內部並非團
結一致。根據投票結果，有 5 名來自左翼政黨聯盟的議員未支持不信任
動議。左翼政黨聯盟由極左翼黨派「不屈的法蘭西」、傳統中左翼政黨
法國社會黨、法國共產黨等政黨組成，目前在國民議會擁有 151 席。
博爾內當天晚些時候在國民議會講話，重申政府在為法國民眾的利
益而努力，並批評就不信任動議展開辯論和投票「阻礙議會工作，也違
背法國民眾的意願」。
按照已公布的工作安排，國民議會本周將繼續審議政府提出的購買
力法案、應對疫情相關法案等。

臨時代行總統職務，過渡時
間不超過 30 天。當地在野政
黨 10 日開會，商議籌組新政
府。
目前，科倫坡形勢略
有緩和。不少民眾仍留守
總統府，安全部隊成員持
步 槍 在 門 外 站 崗，但並未
阻止民眾入內。據當地媒體
此前報道，數十人在抗議活
動中受傷。

Sugar Land Branch
(218)491-3838

Rowland Heights Branch
(626)964-3400

Legacy Branch
(972)517-4538

Richardson Branch
(972)889-3838

Alhambra Branch
(626)320-1938

Cupertino Branch
(408)446-1196

S. California LPO
(714)368-3682

N. California LPO
(650)418-7938

戎毒株 BA.1 亞分支的候選疫苗
。多家藥企正在研發針對更多
新冠病毒變異毒株的疫苗，歐
洲藥品管理局正在審核兩種針
對變異毒株的新冠疫苗。
歐洲藥品管理局局長艾梅
爾· 庫克說，就目前而言，重要的
是考慮使用現有疫苗給感染風險
最高的人接種第二劑加強針。
歐洲藥品管理局說，根據預
測，到7月底，奧密克戎BA.4和
BA.5亞分支可能「取代所有其它
變異毒株」，成為在歐洲流行的主
要毒株。目前沒有證據表明這兩
種毒株比早期的毒株致病性更強
，但它們在老年人群體中加速傳
播，正在導致更多重癥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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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美國要求禁止俄商船靠港
印度批美知會方式
（綜合報導）印度媒體報導，美國駐孟買領事館上個月曾
致函當地港務局，要求禁止俄羅斯船隻入港。印度外交部昨天
間接證實相關報導，並回應，美方應透過外交部轉達相關要求
，而非直接與港口聯絡。
印度 「經濟時報」（Economic Times）12 日報導，美國駐
孟買領事館上個月以俄羅斯正因侵略烏克蘭而被制裁為由，寫
信要求孟買港務局禁止俄羅斯商船進港。
報導說，孟買港務局接到信後詢問運輸總局的意見，而運
輸總局則把事件呈報給外交部。
「經濟時報」引述消息人士說， 美方在事發後稱相關信函
屬於私人性質。

回應印度媒體提問，印度外交部發言人巴格奇（Arindam
Bagchi）昨天下午在例行記者會上說，外交部已注意到此事，
並已知會相關領事館，此類外交書信的適當管道是外交部以及
駐新德里的大使館。
巴格奇補充，印度與俄羅斯在俄烏戰爭背景下的經濟與商
業往來，外交部過去已多次清楚表達立場，現階段沒有補充說
法。
俄烏開戰以來，印度並未參與針對俄羅斯的經濟制裁，繼
續跟俄羅斯購買石油及其他物資，引起部分西方國家的微詞，
但印度外交部長蘇杰生（Subrahmanyam Jaishankar）4 月間曾回
嗆，歐洲國家買得更多。

此外，印度政府多次說明，印度的所有能源採購，包括俄
羅斯石油在內，都是基於確保國家的能源安全。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後，印度在聯合國的俄烏議題相關投
票多選擇棄權，且未曾直接點名譴責俄羅斯的戰爭行為，僅呼
籲相關各方以對話及外交手段處理爭議。
印度早於冷戰時期就與當時的蘇維埃聯邦建立友好關係。
觀察人士指出，近年來印度與中國的邊界爭議加劇，加上美國
與印度仇敵巴基斯坦有深化友好關係的趨勢，使得印度更需維
繫與俄羅斯的關係，謀求力量平衡。

美督察機關控刪除國會暴動
相關簡訊 特勤局否認
（綜合報導）美國國土安全部督察長庫法瑞（Joseph Cuffari）在一封今天被揭露的信函中表示，負責保護總統安全的美
國特勤局刪除了探員在 2021 年 1 月 6 日國會暴動案中發出的簡
訊。
美國國土安全部的督察長辦公室（OIG）職責包括監督獨
立審計、調查和檢查國土安全部的計畫和運作，並建議國土安
全部以盡可能有效果、效率高且節省的方式來履行職務。
法新社報導，庫法瑞在這封日期標註為昨天的信中告訴聯
邦參眾兩院的國土安全委員會領袖，督察長辦公室很難向隸屬
國土安全部的特勤局（US Secret Service）取得去年 1 月 6 日國
會暴動案的紀錄。
美國前總統川普的大批支持者當天闖入國會大廈，試圖阻
止國會認證民主黨籍的拜登贏得總統大選，最終造成數人喪命

。聯邦眾議院和司法部正調查川普及其親信是否鼓動支持者闖
入國會大廈，而特勤局探員的簡訊可能至關重要。
時任副總統彭斯（Mike Pence）當時在國會大廈主持認證
選舉結果的會議，在川普支持者威脅要吊死他之後，他就躲了
起來。當天川普和彭斯身邊都有特勤局探員。
一名前白宮工作人員今年 6 月 29 日告訴眾院調查委員會，
川普曾試圖逼迫特勤局帶他去國會大廈加入支持者的行列。
美國媒體 「攔截」（The Intercept）最早報導庫法瑞所寫
的信函，之後又由政治新聞網站 Politico 披露內容。信中說：
「國土安全部通知我們，在更換設備的計畫下，許多美國特勤
局 2021 年 1 月 5 日和 6 日的簡訊都被刪除。」
庫法瑞說，在督察長辦公室要求取得電子通訊紀錄以便檢
視國會暴動事件後，美國特勤局就刪除了那些簡訊。

此外，他還說，國土安全部遲遲不向督察長辦公室交出其
他紀錄。
但特勤局發言人古利耶米（Anthony Guglielmi）在聲明中
否認庫法瑞的說法。古利耶米說，清空探員們的手機是既定設
備更換計畫的一部分，早在督察長辦公室於國會暴動案發 6 週
後要求提供資料之前就展開了。
古利耶米說，特勤局告知國土安全部督察長辦公室，某些
手機資料已丟失，但也明確表示，沒有一則督察長辦公室所要
求的簡訊在資料移轉過程中遺失。
眾院國土安全委員會主席湯普森（Bennie Thompson）同
時也是眾院調查 1 月 6 日國會暴動案委員會的主席。眾院的調
查試圖釐清川普是否蓄意慫恿群眾暴動， 「政變」未遂。

拜登政府5度對台軍售 提供32.2億軍備技術
（綜合報導）美國國防安全合作署今天宣布新一波對台軍
售，包括非機密備件與維修零件以及坦克與戰車組裝在內的技
術支援，估計總額為 1.08 億美元。這是美國總統拜登上台後第
5 度對台軍售。
美國國防安全合作署（DSCA）今天發布聲明指出，美國
國務院已同意批准向駐美代表處銷售一籃子承包商技術支援與
相關技術設備，總額達 1.08 億美元。DSCA 已知會國會這項軍
售。

聲明指出，這次軍售台灣的項目包括非機密備件與維修零
件，以及坦克與戰車組裝；後勤技術支援；美國政府與承包商
代表技術與後勤支援；以及其他後勤與計畫支持。
這是拜登去年 1 月上任以來，第 5 度對台軍售，也是今年
第 4 度軍售案。
DSCA 指出，此次軍售將有助於維持台灣的車輛、小型武
器、戰鬥武器系統與後勤支持物品，增強因應當前與未來威脅
的能力，維持軍事能力目標，同時進一步增強與美國和其他盟

國的互可操作性。接收方將能毫不費力地將這些設備與支援納
入軍隊中。
新聞稿指出，這項軍售基於台灣關係法，支持台灣持續實
現軍隊現代化和維持可靠的防衛能力，這項軍售符合美國國家
、經濟和安全利益，也有助於提高台灣安全，並維持區域政治
穩定、軍事平衡與經濟進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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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新冠專家：
日本進入第七波疫情，但無需限製措施

綜合報導 據報道，日本
前首相安倍晉三 8 日遭槍擊
後，因傷勢過重不治身亡
。槍擊安倍的嫌疑人山上
徹也供述稱，他早在一年前
就「起了殺心」，一直在等
待接近安倍的機會。
山上現年 41 歲，住奈良
市，無業。根據日本警方調
查，山上表示，自己最先做
的是爆炸物，中途才改為造
槍。他承認，自己本打算用
爆炸物實施襲擊，但後來改
成用槍，因為槍「能真正實
現自己的目的」。此外，他
表示自己的目標只有安倍一
人。
山上還稱，自己襲擊安
倍理由是「因對特定的宗教
團體抱有恨意，而安倍和該
團體關系很近」。警方搜查
人員稱，他在 1 年前下決心
殺害安倍，目前已從其家中
收繳了數個自製槍支。他還
曾在山中試槍。目前警方正
在調查山下是否至少在一年
前就對此次襲擊計劃進行周
全準備。

安倍槍擊案嫌疑人供述：
年1 前 起 殺 心 一 直 等 接 近 機 會

綜合報導 日本政府新冠肺炎專家小組組長
尾身茂周一表示，日本毫無疑問已經進入第七波
新冠肺炎疫情，但目前沒有必要實施新的限製措
施。
尾身茂稱，最近新冠感染者數量的增長反映
了「新浪潮」的到來，並且可能受到奧密克戎毒
株 BA.5 傳播的推動，這種新冠病毒變異株據稱
具有高度傳播性。
尾身茂在日本首相官邸與首相岸田文雄會面
後表示，「我說過，如果每個人都盡其所能，那
麼此時就沒有必要實施行動限製」。
報道稱，日本全國新冠感染病例正在上
升 ， 周一（11 日）報告新增確診病例 37143 例
，與上周一相比增加了 120%。東京和大阪的
單日新增病例也都增加了一倍多，分別為 6231
和 2515 例。
大阪當天將疫情防控警戒等級從「綠色」提
高到「黃色」，並要求當地療養院從周二開始暫
時拒絕訪客進入。
大阪府知事吉村洋文在當地政府新冠肺炎工
作組的一次會議上說:「重要的是我們如何防範
（療養院的）聚集性病例。」
上周四（7 日），日本新增確診病例 47977
例，連續第二天單日感染人數超過 4 萬例。東
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當天在都政府大樓內召開
的監測會議上表示，東京當天確認了 8529 例新
增感染病例，「也可以認為進入了第七波（疫
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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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遇襲後，尹錫悅突然收到恐怖消息！ 緬甸曼德勒一天內發生數起搶劫兇殺案

「槍殺總統」 在韓國響起

綜合報導 韓國一名網民淩
晨發帖稱要槍殺總統尹錫悅，被
警方以脅迫未遂罪名逮捕。當地
時間 7 月 9 日淩晨 1 時 48 分，韓
國一名 40 余歲的男子在門戶網
站上傳 3 篇文章，表示要刺殺尹
錫悅，文章內容包括「要去龍山
」和「還剩 6 枚子彈」等。該網
民發帖 10 分鐘後，就自行刪除
了相關文章。當看到新聞說警方
已著手調查此事後，便於 10 日
下午主動報警自首，稱自己只是
開玩笑。韓國警方則表示，已確
認該網民沒有槍支，是無業人員
，案件正在調查之中。
7 月 8 日，日本前首相安倍
晉三遇刺身亡，讓韓國總統警護
處也陷入焦慮，因為擔心或許有
「模仿犯罪」發生的可能。有韓

媒透露，韓國警護處不僅決定加
強尹錫悅總統的外圍警衛和強化
整體警備體系，同時還將加強對
文在寅等卸任總統的保護。此前
，尹錫悅夫婦在就職後曾利用周
末到人員密集的場所活動。不僅
如此，尹錫悅還經常與總統府幕
僚到附近餐館共進午餐，這都是
與以往歷屆總統不同的，因此韓
國總統警護處的外圍警衛工作也
日漸繁忙。
據韓媒透露，尹錫悅將前往
日本駐韓國大使館，吊唁安倍晉
三。報道稱，尹錫悅還決定派遣
由韓國務總理韓德洙、國會副議
長鄭鎮碩等組成的使節團赴日本
吊唁安倍。使節團將以總統特使
身份訪日出席日本政府和自由民
主黨聯合主辦的追悼儀式，並在

前往安倍的墓地吊唁後返回韓國
。預計使節團的訪日時間將定在
安倍葬禮結束的 12 日以後。考
慮到日本的葬禮習俗，訪日時間
可能安排在 7 月底或 8 月初。
安倍晉三 7 月 8 日 11 時 30 分
許在奈良發表演講時身中 2 槍後
不治身亡，葬禮將於 7 月 12 日舉
行。當天安倍中槍後，被送至奈
良縣醫科大學附屬醫院搶救。該
院醫生透露，導致安倍晉三身亡
的直接原因是，槍擊導致其心臟
血管破裂，多個部位大量出血，
完全無法止血。除心臟血管破裂
外，安倍晉三的頸部還有兩處傷
口。據醫院判斷，子彈從安倍晉
三的脖子前部射入，貫穿心臟。
安倍於當天 17 時 03 分被宣布死
亡。

治安問題引發擔憂
綜合報導 曼德勒城區發生了
3 起治安案件，其中 2 起為入室搶
劫案，1 起為槍擊案。
11 日中午 12 點半左右，千艾
達散鎮區第 31 條街*32 條街中間
的 85（A)條路上，發生了一起入
室搶劫案。受害者一家從事凈化
清洗鉆石工作。在發生入室搶劫
案後，軍警安保部隊封鎖了案發
小區周圍，3 名持槍的嫌疑人落
網被抓。
7 月 11 日中午 1 點左右，50
條街與瑪諾哈瑞路口一住宅發生
槍擊案，60 歲的女主人在自家門
前被射殺。
一名當地居民表示，受害者
從銀行取錢回來後，在自己家門
口遭遇了槍擊。因為傷勢嚴重，
送醫途中不幸去世。劫匪將老人

的車開走，同時搶走了 4 億緬幣
現金。之後，劫匪將車子丟在第
50 條街與 107 條街的路口。
7 月 11 日當天中午，曼德勒
新城區發生了一起入室綁架案，
具體細節仍在進一步確認當中。
此外，仰光城區一天時間
內也發生了多起治安案件，涉
案 金 額 超 過 6000 萬
緬幣。
治安案件日益嚴
重，引發了國內居民
的高度關註。有居民
表示，隨著偷盜搶案
發率持續上升，中午
也有人當街被搶，已
經嚴重影響到民眾的
日常出行。
疫情之前，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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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煙稀少的地區會發生偷盜案
件，當下，就連鬧市區附近也
有不法團夥攔路搶劫來往行人
的摩托車。小編提醒，當面對劫
匪時，在安全沒有保障的前提
下，不要與其直接發生沖突，
避免造成更大的損失，給自己的
生命帶來威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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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捕逃犯馮清華。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被捕逃犯黃姓少年。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 逃犯曾志健
逃犯曾志健，
，曾在暴
動中因持武襲警而中
槍。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4 逃犯墮騙局 變 禁室提款機

竄英“獨”販借“眾籌
眾籌”
”呃錢兩年 將曾志健等榨乾後再向警方“舉報
舉報”
”
騙徒組織匿英
營運煽暴網台

4 名涉 2019 年黑暴案青少年被告，棄保潛逃近兩
年落網。警方國安處接手調查，揭發有海外援暴的“港

=



獨”組織設下的“助逃斂財”大騙局，由 2020 設局安
排 4 人和“獨人”鍾翰林到駐港美領館乞求“庇護”失

敗，繼而租用“安全屋”窩藏 4 人，同時搞眾籌自肥，呃盡捐款就將 4 人當“棄

援暴組織
“助逃”詐財過程

卒”，今年 3 月開始更斷供食物，最後要 4 人繳交 40 餘萬元偷渡往台灣的費用，誘騙
他們 13 日到西貢黃石碼頭“上船”，同時匿名向警方舉報 4 人行蹤，讓他們自投羅
網。結果，4 人不但被食人血饅頭的撐暴騙棍當作“人肉提款機”，在“黑房”誠惶
誠恐生活近兩年，最終仍難逃法網。

警方13日在西貢北潭涌拘捕4人，相信他們當時
計劃逃離香港。4 人年齡 16 至 24 歲，於 2019
年 6 月和 10 月期間分別涉及暴動，以及非法集結
案，並在前年 12 月及去年 2 月缺席審訊，棄保潛
逃，被法庭通緝。警方又拘捕一名同案有關的34歲
男貨倉管理員，涉及“協助罪犯”罪。

4 犯被發現時黑瘦憔悴

扮安排美
“庇護”被拒再
“賣豬仔”
警 方 調 查 發 現 ， 2020 年 中 ， “Friends of
Hong Kong”聲稱找到“中間人”，“安排”有
關人等於同年 12 月 27 日到駐港美國領事館乞求所
謂“庇護”。其間，鍾在美領館外等“中間人”時
被捕，其餘 4 人進入領事館後被拒絕提供協助，事
後查明該所謂“庇護”安排是該組織設下的騙局，
負責接應的“中間人”也是虛構。
“Friends of Hong Kong”事後代曾志健發表
所謂“流亡”聲明，圖迷惑警方視線，另一方面租
下“安全屋”窩藏 4 人，並借此廣作宣傳，利用
Patreon平台為4人搞所謂“眾籌”。
4 名逃犯最先被安排入住葵涌青山公路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iPLACE 一單位，其後被轉移到葵涌業成街星星中
心一單位。由今年初開始，4 人轉到新界荃灣油麻
磡路 63 號“昇柏山”住宅單位藏身。4 人在轉移時
受到極不人道對待，有人將他們放進大紙箱，當作
貨物運送到新目的地。4 人每次均不知道下一個藏
身地位置，如同“俾人賣豬仔，唔知去咩地方”。
在其中一個沒有窗戶的工廈“黑房”單位，4 人一
年足不出戶，近一年多未有剪頭髮，其間只會有人
派發食物充飢。另一方面，涉案組織每逢“等錢
使”，就會以“眾籌”之名，要求 4 人用手機自拍
“求援”短片，包括手持護照自我介紹，講述現時
生活慘況，最後鞠躬希望市民給予金錢過活，但最
後涉案組織除了屋租和食物外，所得捐款全落自己
袋，4名逃犯則“一蚊都冇”。

被斷糧險餓死 向警訴被搵笨
2022 年初，4 人境況每況愈下，窩藏地已沒有
繳交租金，食物供應更被中斷。由今年 3 月開始，
4 人只靠僅餘的存款購買餅乾充飢，幾乎每天捱
餓。與此同時，涉案組織見 4 人已幾乎“搾乾搾
淨”，最後“盡地一煲”呃4人共繳付40餘萬元偷
渡費，聲稱安排他們偷渡台灣，其中兩人各支付
20萬元，另兩人因無錢，各自支付兩萬餘元。
消息指，該組織設定騙局後，部分香港同黨
離港前，通知 4 人於 7 月 13 日凌晨，會安排船隻由
西貢黃石碼頭接應，但明言陸路交通要自行負責。
4 人在 12 日深夜乘的士到達大網仔路北潭涌巴士總
站，等候接應。但另一方面，該組織為斷“手
尾”，以匿名報案舉報4人行蹤。
負責案件的新界南總區重案組探員在現場一帶
埋伏，至 13 日凌晨 4 時半，“接應人”根本無出
現，也無船隻埋岸，探員隨即採取行動將 4 人拘
捕。當時，4 人身上有小量英鎊及一兩萬元新台
幣。據了解，4 人被捕後向警方訴說苦況，並稱早
已察覺對他們作出承諾的人已經離港，深感被人
“出賣”和“搵笨”，其家人在得悉 4 人慘況後也
痛心不已。由於案件涉及海外不法組織，存在危害
國家安全風險，警方國安處接手調查，13 日晚以
“協助罪犯罪”拘捕一名 34 歲男貨倉管理員，懷
疑他在案中主要負責轉移逃犯及提供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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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0 月 ，
假稱已安排中間人接
應鍾翰林、曾志健等5
人進入駐港美領館求
“庇護”，但中間人
並無現身。鍾翰林被
捕，曾志健等 4 人則
被美領館拒絕提供協
助。

美領事館

安排工廈和住宅單
位窩藏曾志健等 4 人，
並借事件在社交媒體發
起“眾籌”，要求 4 人
自拍“求救”片助籌
款，但 4 人近兩年來無
收過一分錢捐款。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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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方國安處召開記者會，李
桂華交代案情。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援暴騙棍見 4
人再無“養豬仔”價
值，遂停交屋租和
停供食物，最後再
呃 4 人支付 50 萬元
偷渡費。

窩藏工廈

設“賣豬
仔”圈套，假
稱安排 4 人到西
貢登船偷渡台
灣，同時又向
警方舉報，令 4
人自投警網。

5
4 犯於巴士站被捕

4

犯受騙被壓榨 李桂華感難過

涉案4人分別為曾志健（21歲），馮清華（23
歲 ） ， 一 名 姓 黃 少 年 （16 歲 ） 及 王 愷 銘 （21
歲）。4 人 14 日下午被警方以鐵鏈手銬纏腰，分別
押解到區域法庭和東區裁判法院應訊。4 名被告因
近兩年無剪頭髮，以致長髮披肩，加上捱飢抵餓，
身形又黑又瘦，神情憔悴，在庭上大部分時間都垂
頭望向地下。其中，在東區裁判法院提訊並認罪的
王愷銘由其當值律師代表解釋棄保潛逃原因，稱
“當時誤信朋友唆擺”“擔心個法律後果”云云。
據消息透露，涉及這次助逃騙局的主角為總
部設在英國倫敦的香港黑暴後援組織“Friends of
Hong Kong”。該援暴組織為了食“大茶飯”，
將香港黑暴案的被告視作“搖錢樹”，2020 年開
始透過組織成員和網上社交頻道，游說一些等候審
訊的黑暴案被告，教唆他們棄保潛逃離開香港，但
須預繳相關費用。早前被捕的“獨人”鍾翰林，以
及曾志健、王愷銘、馮清華和姓黃少年就成為了該
組織的生財工具。

1

利用社交頻道
“煽暴宣獨”招徠
“同道人”，並游
說等候審訊的黑暴
被告潛逃海外，但
明言要繳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婷）涉及這次助逃騙局
的主角為總部設在英國倫
敦的香港黑暴後援組織
“Friends
of
Hong
Kong”，主要由逃英暴徒
和移居當地的反中亂港分
子組成，其核心成員也是
總部設在英國的網台“升
旗易得道”成員。
該網台於 2019 年黑暴
肆虐期間發放大量煽動黑
暴和“港獨”言論。警方
國安處相信，案件背後黑
手涉及該兩個組織成員，
現時已掌握 10 名目標人物
資料，部分人身在英國或
已離港。他們包括該組織
的控制人，另有人負責跑
腿、租屋窩藏逃犯、派送
食物及轉移逃犯等。

香港文匯報訊
警方國安處高級警
司李桂華 14 日在會
見記者時形容，4 人
被捕時長髮披肩，身
體消瘦，神情憔悴，
其中一人就連早前負
責調查他的探員亦無
法認出。
李桂華說，他
對 4 人的遭遇和現在
的樣子感到十分難過
和驚訝，慨嘆他們在
謊言下誠惶誠恐地生
活了近兩年，白白浪
費了兩年光陰，希望
有相同經歷或正被人
游說進入騙局者與警
方聯絡，不要讓這些
食人血饅頭的人得
逞。警方又勸告捐款
人，事實證明捐款不
但不會幫到逃犯，更
可能干犯協助罪犯
罪，一經定罪，可判
處監禁10年。

中國焦點

◆責任編輯：何佩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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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在新疆烏魯木齊市考察調研
12 日下午至 13 日上午，習近平總書記
在新疆烏魯木齊市考察了新疆大學、烏魯木
齊國際陸港區、天山區固原巷社區、新疆維
吾爾自治區博物館，了解新疆加強人才培
養、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扎實推
進民族團結進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等情況。
◆文/圖：新華社微博

深圳出台國際職業資格認可目錄
為相關專業人士職稱評審闢“綠色通道” 利吸引國際化人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道）近日，深圳市人力資源保障局發

《目錄》內容（部分）

布 《 深 圳 市 國 際 職 業 資 格 視 同 職 稱 認 可 目 錄 （2022 年 ） 》 （ 下 稱 《 目
錄》），試點開展國際職業資格視同職稱認可工作，允許持有《目錄》內國際職業資
格的專業人才（不限國籍、戶籍），視同為取得工程系列相應職稱，可按有關規定申
報高一層級職稱評審。《目錄》包括 25 項國際職業資格，主要集中在工程技術領域，
涉及綠色建築、人工智能、勘察設計等專業，覆蓋美國、英國、澳洲、中國香港、中
國澳門等國家和地區。此舉邁出了深圳國際職業資格與國內職稱制度有效銜接“第一
步”，有助於進一步釋放“制度紅利”吸引國際化人才。

作

為綜合改革試點首批授權事項清單之一，深
圳近兩年在實施高度便利化的境外專業人才
制度方面取得顯著進展。

逾400境外專業人才已在深執業
2022 年初，深圳發布《深圳市境外職業資格
便利執業認可清單》，允許持有清單內境外職業資
格的專業人員按照相關實施辦法，在深圳備案登記
後執業，提供專業服務。首批清單涵蓋 6 大領域，
包括稅務師、註冊建築師、註冊城鄉規劃師、醫
師、船員資格、導遊等 20 項職業資格。截至目
前，已有超過400名境外專業人才在深圳執業。
深圳市人力資源保障局專業技術人員管理處
負責人介紹，前期發布的執業認可清單，重在打破
執業壁壘，以直接免試備案、以培代考、專業科目
免考等方式，解決執業准入難題。

需取得國際職業資格證書2年以上
此次發布的《目錄》是直接為國際專業人才
建立職稱評審“綠色通道”。比如已獲得香港註冊
專業測量師（產業測量組）的國際人才，滿足一定
學歷資歷等要求，可視同為工程師，直接申報副高
級工程師職稱評審，而不需要再從助理工程師職稱
開始逐級申報評審，將更加暢通國際人才在深發展
路徑。
申報不同級別職稱時，在資歷要求方面，均

需取得相應的國際職業資格證書 2 年以上。學歷要
求則有所不同，具體而言：視同為初級職稱的，在
申報中級職稱時，需符合本科畢業後從事相關專業
技術工作 5 年以上；或碩士研究生畢業後從事相關
專業技術工作2年以上；或博士研究生畢業。
視同為中級職稱的，在申報高級職稱時，需
符合本科畢業後從事相關專業技術工作 10 年以
上；或碩士研究生畢業後從事相關專業技術工作 7
年以上；或博士研究生畢業後從事相關專業技術工
作2年以上。

將非洲債務危機歸咎中國 是在轉移注意力
汪文斌說，根據世界銀行數據，在 49 個有數
據可查的非洲國家共計6,960億美元外債中，借自
多邊金融機構和私人金融機構（不含中國，下

Registered
Planner

譯名

頒證單位
（國家/地區）

視同職稱 所屬職稱系列

Professional 註 冊 專 業 規 香港規劃師註冊管
工程師
劃師
理局

工程技術人才

香港建築師註冊管
工程師
理局

工程技術人才

Registered
Professional 註 冊 專 業 工 香港工程師註冊管
工程師
Engineer（Structural）
程師（結構） 理局

工程技術人才

Registered
Professional 註 冊 專 業 測
Surveyor （Building Sur- 量 師 （ 建 築 香港測量師學會
veying Division）
測量組）

工程技術人才

Registered Architect

註冊建築師

工程師

專家：將建目錄動態調整機制
深圳市金融穩定發展研究院院長助理李凱博
士表示，此次《目錄》的出台，向全球釋放了深圳
重視人才吸納人才的重要信號。其中，深港澳金融
科技師二級證書納入《目錄》，更是為深港澳三地
人才評價標準融合創造了條件，有利於金融科技人
才培養體系和認定標準與職稱制度銜接，對深化三
地人才交流合作，便利港澳金融科技人才融入祖國
發展大局，對粵港澳大灣區構建具有國際競爭力的
金融科技產業體系，打造全球金融科技中心，助力
實體經濟高質量發展，具有十分重大的意義。
下一步，深圳市人力資源保障局將建立目錄
動態調整機制，優化職稱評審流程，並積極探索視
同職稱更多應用場景，更好地支持國際專業人才來
深創新創業。

外交部：所謂“中國債務陷阱論”是“話語陷阱”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外交部發
言人汪文斌 14 日就非洲債務問題回答記者提問時
指出，所謂“中國債務陷阱論”只是那些不希望
看到中國同非洲等發展中國家合作加快發展的勢
力製造出來的“話語陷阱”。
當日例行記者會上，有記者問：近日，英國
慈善機構“債務正義”發布報告，引用世界銀
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機構數據，認為非洲國
家借自西方私人金融機構的債務是借自中國債務
的 3 倍，利率是中國的 2 倍，呼籲西方國家敦促私
人金融機構參與二十國集團緩債倡議。中方對此
有何評論？

國際職業
資格名稱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若溪

同）的合計佔到約四分之三。
“債務正義”對 24 個債務負擔最高的非洲國
家的調查顯示，這些國家未來7年向私人金融機構
和多邊金融機構的債務償付中位數分別為 32%和
35%。西方私人金融機構的貸款平均利率幾乎是
中國金融機構貸款利率的2倍。
“事實證明，所謂‘中國債務陷阱論’只是
那些不希望看到中國同非洲等發展中國家合作加
快發展的勢力製造出來的‘話語陷阱’。”汪文
斌表示，正如“債務正義”相關負責人指出的那
樣，“西方將非洲債務危機歸咎於中國，這是在
轉移注意力。事實上，他們自己的銀行、資產管
理公司和石油交易商的責任要大得多。”
“我們呼籲發達國家及其私人金融機構和國
際多邊金融機構，在為發展中國家提供資金支
持、緩解債務負擔方面採取更有力行動，助力世
界經濟實現包容、可持續發展。”汪文斌說。

◆《目錄》主要集中在工程技術領域，涉及綠色建築、人工智能、勘察設計等專業。圖為此前在深圳
舉行的高交會現場。
中新社

國台辦：民進黨當局再次暴露謀“獨”本性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國台辦發
言人朱鳳蓮 14 日應詢指出，當兩岸同胞在第
十四屆海峽論壇上踴躍表達加強交流合作、共
促融合發展的強烈願望之際，民進黨當局跳出
來販賣“兩國論”、抹黑攻擊大陸，再次暴露
其謀“獨”本性及蓄意阻撓兩岸同胞交流、破
壞兩岸關係的險惡用心。

“九二共識”白紙黑字清清楚楚
有記者問，針對大陸方面在海峽論壇強調
堅持一個中國原則和“九二共識”，台陸委會
稱，“台灣民眾及國際社會並不接受大陸定義
一中原則的‘九二共識’，台灣從來不是中華
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兩岸互不隸屬’才是
客觀現狀與事實”，並渲染所謂“大陸對台軍
事威脅及分化滲透，破壞台海和平穩定”，對
此有何評論？朱鳳蓮答問時作上述回應。

朱鳳蓮說，台灣是中國神聖領土的一部
分，歷史經緯清晰，法理事實清楚。30年前，
海協會和台灣海基會達成各自以口頭方式表述
“海峽兩岸均堅持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
識”，清晰表明了堅持一個中國原則、追求國
家統一的立場和態度，白紙黑字清清楚楚。
她表示，一個中國原則是兩岸關係的政治
基礎，體現一個中國原則的“九二共識”是確
保兩岸關係和平發展的關鍵。我們堅決反對任
何曲解、否定和污衊“九二共識”及其核心要
義的言行。
朱鳳蓮說，當前，台海形勢緊張動盪的根
源是“台獨”勢力和外部勢力勾連作亂。破壞
台海和平穩定的恰恰是不斷謀“獨”挑釁的民
進黨當局，恰恰是企圖“以台遏華”的外部勢
力。任何人都不要低估我們維護國家主權和領
土完整的堅強決心、堅定意志、強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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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房貸利率創 12 年新高
萬通貸款來支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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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會極大地抑制搬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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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羅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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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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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MCC 萬通貸款目前招有經驗的 Loan offic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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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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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週三加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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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注意的是，房地美的每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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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週三當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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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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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橋社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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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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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茶花生醬拌麵
食材
● 8盎司 刀削麵
● 3大匙 牛頭牌沙茶醬
● 1大匙 蒜末
● 2大匙 花生醬或芝麻醬
● 2大匙 醬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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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July 16, 2022

Sha Cha Peanut Noodles

【自選配料】
● 2小匙 烏醋
● 小黃瓜絲
● 1小匙 糖
● 1/2杯 雞高湯或水 ● 蔥花
● 芝麻粒
● 鹽，調味用

● 花生碎
● 辣油

做法
(1)依包裝指示將麵煮熟，濾乾後淋些許香油(或食用油)避免沾黏。(2)熱鍋
加入牛頭牌沙茶醬並帶些沙茶醬的油，加入蒜末，以中火拌炒至香氣出來。
(3)加入花生醬(或芝麻醬)、醬油、烏醋、糖、雞高湯(或水)及些許鹽調味。
拌炒2分鐘或至醬汁濃稠。(4)熄火，加入煮好的麵，以餘溫翻拌至麵條均勻
沾附醬汁。(5)盛盤，放上喜歡的自選配料即可。
掃碼關注
微信公眾號
<牛頭牌北美>
更多美味食譜

*食譜提供自 Partnership with

@smelly.lunchbox

For more English recipes, please visit www.lnk.bio/BullHead.BBQSauce.US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