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

Tuesday, 8/2/2022

12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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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NN：
CNN
：裴洛西將訪台並過夜
（中央社）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引述不具名台、美政府高官報導
，美國聯邦眾議院議長裴洛西（Nancy Pelosi）訪問亞洲期間，預料將造訪台灣
，但時間還不清楚。
CNN 指出，台灣目前並不在裴洛西的官方行程表上，她若訪台，將成為 25
年來第一位這麼做的美國眾議院議長。
CNN 引述的台灣官員表示，預料裴洛西會在台灣過夜，目前還不清楚裴洛
西何時到達台北。
美方官員則說，國防部官員正全天候監控中國在區域內的動作，並規劃保
護裴洛西的安全。
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公布亞洲行程，未見最受矚目的台灣行，引發議論
。但台灣問題敏感，過去造訪議員多避免提前公開行程，加上取消訪台政治代
價高昂，裴洛西來台機率仍不小。
裴洛西（Nancy Pelosi）今天稍早透過辦公室公布亞洲行程，宣布她將率領
由 5 位民主黨眾議員組成的國會代表團訪問新加坡、馬來西亞、韓國及日本，
「
重申美國對印太區域盟友的承諾強韌且不可動搖」。
由於行程未見造訪台灣，數萬名好奇民眾今天湧入全球知名航班即時追蹤
網站 Flightradar24，緊盯一架據信載著訪團、呼號為 SPAR19 的美國空軍運輸機
動向，該班機一度成為網站上追蹤數最高的航班。
該班機先從夏威夷飛至關島，短暫停留後再飛往亞洲，許多網友猜測目的
地可能是新加坡或台灣。班機最後於台北時間 1 日上午 4 時許降落於新加坡巴耶
黎峇空軍基地（Paya Lebar Airbase）。

（路透社
路透社）
）

新加坡外交部日前證實，裴洛西將於 1 日至 2 日訪星，期間將與新加坡總理
李顯龍、總統哈莉瑪（Halimah Yacob）及多位內閣成員會晤；裴洛西 1 日下午
也預定出席新加坡美國商會活動致詞。除此之外，外界對裴洛西其餘行程細節
所知有限。

★申根簽證★ ★認證★ ★綠卡★

2022 王朝旅遊董事長親自帶隊
★★★★★★★★★★★★★★★★★★
9/7-9/20：14天葡萄牙西班牙深度遊
11/8-11/18：11天摩洛哥夢幻之旅

★★多条精選歐洲遊★★
★首選黃石、坎昆全包團 讓您樂在其中
★阿拉斯加、夏威夷、哥斯達黎加
★暑假熱門多線路美東美西遊 任君選擇
自然博物館門票$13

太空中心門票$19.95

代理 Gate1 旅遊 Viking/Globus 遊輪 廉机票 埃及 歐洲 亞洲 澳紐 南美/中美洲 非洲等全球旅遊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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構建<<休斯敦國際文化園區
構建
休斯敦國際文化園區>>之藍圖
最近和赫里斯郡長柯爾葛之集會
中， 他正式宣佈將在國際區八號公
路旁的艾德士多利公園建造一座佛塔
，將為此地區的居民帶來更多的文化
色彩。
二十年來 ，休斯敦西南及國際
區在前仆後繼的大批新移民之努力下
， 我們為休斯敦創造了経濟上之奇
蹟 ，從馬路之拓寬區內商業之興旺
，人口也激速增加。
可是這兩年多來， 由於新冠病
毒之侵襲 ，我們社區受到了重創，
許多商家因而關閉， 如今疫情逐漸
減緩 ，也是我們要大家共同努力來
幫忙商家重整昔日榮景之時侯了。
老實說 ，経濟之繁榮和人氣是

不可分的， 我們必須有些可以讓大
家去觀光的地方 ，才能吸引人潮 ，
我們目前最能吸引人的就是發揮國際
文化之潛力。
目前在第四區之居民中， 白人
佔百分之二十九， 拉丁裔佔百分之
四十四， 亞裔佔百分之二十一， 黑
人佔百分之二十八， 我們迫切需要
建立一個國際文化園區， 把亞洲文
化、 歐洲文化、 拉丁文化及美國文
化分別建造不同的博物舘 ，來表現
我們是個文化共容的國家。
我們已經正在準備成立籌備小組
， 為國際文化園區之工作做完整之
規劃工作 ，更希望共同努力為我們
在這塊土地上留下歷史的痕跡。

Blueprint For Building The
“Houston International Culture Park”
Park”
area.
Over the last twenty years with the efforts
of a large number of new immigrants
coming to this area, we have created an
economic miracle for the City of Houston.
The prosperity of the business climate here
has really brought many new residents to
our district.

At the recent meeting with Commissioner
Cagle he made an announcement for the
building of a pagoda at Arthur Storey Park in
the International District nearby Beltway 8
which will bring a more cultural flavor to our

However, in the last two years, due to the
impact of Covid-19, our community has
been hit hard economically and many
businesses have closed down. Now that
the pandemic is gradually slowing down, it
is also the time for us to work together to
help the merchants reorganize the glory of
the past.
To be honest, we must have some physical
attraction to our area so the people can

come by to visit. So we are so happy that
Commissioner Cagle will help us to build a
pagoda to attract more people to come and
visit our district.
At the present time in our region, among the
residents, Whites account for 29%, Latino
44%, Asian 21% and African 28 %. We are
really home for the international mix of the
city.
We really suggest and support the building of
an International Culture Park to represent all
the different cultures in our area.
We propose to organize a planning
committee in the near future and will work
closely with the city and county to build a
unique park for tourists to come and
participate in our economic prospe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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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著華觀點 : 永垂不朽
李著華觀點:
永垂不朽--NBA
--NBA
傳奇巨星比爾羅素與世長辭
留下 11 個 NBA 冠軍鑽戒與
5 座 MVP 最 有 價 值 球 員 獎 杯,
NBA 最偉大的傳奇巨星之一比爾
羅素(Bill Russell)與世長辭了, 享
年 88 歲, 他的離去不僅足 NBA 的
巨大損失, 更是世界球壇的損失,
他在生前對籃箭世界的貢獻無與
倫比, 籃球世界的人都會對哀悼與
甸記著他!
比爾羅素在籃球界的豐功偉績
照亮了 NBA 史冊, 這位出身於路
易斯安那州黑人區的小孩靠著自
己的勤奮努力以及父母親所賦予
的高大健碩的身材, 在投入波士頓
塞爾提克隊的 13 個賽季中竟然帶
領綠衫軍創下 NBA 史上空前的八
連霸（1959-1966）次及兼任總
教練共得到了 11 次總冠軍的記錄
, 成就甚至超越了麥克喬丹所締造
的 2 度 三 連 霸 (1991-1993 /
1996-1998)、 他 曾 經 四 次 獲 得

NBA 籃板王，當然,NBA 史上的另
外一位曾經與他有瑜亮情結的偉
大球星張伯倫應該與比爾羅素相
提並論，因為他在各項個人攻守
數據方面顯然勝過了比爾羅素, 兩
人同時保有了一項空前的記錄-在一場比賽中搶下 50 個以上籃板,
但是在團體奪冠方面張伯倫只有
兩次總冠軍,遠遠不如比爾羅素的
11 次, 他們兩位幾乎當選一切所
有的籃球獎項, 但是最令人敬畏的
就是,
比爾羅素早於 1975 年就
已入選奈史密斯籃球名人紀念堂
，但是他卻拒絕出席頒獎儀式，
理由是他拒絕成為第一名進入名
人堂的黑人球員，一直在等待查
克•庫珀於 2019 年入選後,他才
願意接受, 那是他已經 85 歲高齡,
由此可見他的為人是多麼的剛直
不 阿,NBA 總 裁 大 衛 • 史 騰 並 在
2009 年宣佈 NBA 總決賽最有價值

球員獎 MVP 正式更名為比爾•羅
素 NBA 總決賽最有價值球員獎,
從當年開始，他每年都親自出席
頒發這個獎項, 但是很不幸的是今
年因為他生病了, 所以在上個月了
冠軍賽中他第一次缺席了, 當時傳
出他新冠確診, 但他的家人並沒有
證實, 如今卻傳出他不幸逝世的消
息, 相當令人難過 。
比爾羅素除了在球場上光芒
萬丈外, 他十分關心社會的議題,
尤其是對於提高黑人的地位不遺
餘力, 因為參與金恩博士的民權運
動付出心力而獲得了歐巴馬授予
總統自由勳章，NBA 也在 2017
年 6 宣布頒贈給他終身成就獎, 所
以他所獲得的一切獎項都是實至
名歸的，他在逝世之後所留下來
的遺產是豐富而彪炳千古的!

韓國國防部長：
韓國國防部長
：有必要恢復韓日軍情協定
(綜合報道）當地時間 8 月 1 日，韓國國防部長官李鍾燮表示，韓國國防部認為有必要結束《韓日
軍事情報保護協定》（GSOMIA，以下簡稱“軍情協定”）的“暫緩終止”狀態。
據韓聯社 8 月 1 日報導，李鍾燮當天出席韓國國會的國防委員會全體會議，就有關軍情協定等提
問做出上述表述。李鍾燮補充道，韓國防部將綜合考慮多方因素，在儘早恢復正常實施還是根據韓日
關係修復進展適時恢復之間作出取捨。
此前韓國國內有批評聲音認為，在日方尚未解除對韓出口限制措施的情況下，單方面讓步幾近外
交屈辱。李鍾燮回應，這不算屈辱式外交，恢復軍情協定終將有利於維護韓國的國家利益。
7 月 18 日，韓國外交部長官樸振赴日訪問，他透露稱，日韓雙方將全面探討包括軍情協定在內的
一系列懸而未決問題。
尹錫悅政府上台後，美日韓軍事合作快速升溫，多次舉行三邊或有三邊參加的軍演。除了舉行聯
合軍演，韓日正推動恢復軍情協定。
2016 年 11 月，韓國和日本簽署軍情協定，其目的是兩國分享有關朝鮮核導等軍事信息。但後來由
於歷史問題、半導體出口等問題，兩國矛盾不斷升級。日本政府於 2019 年 7 月對韓國實施出口限制措
施後，矛盾到達頂點。對此，韓國政府通知日方終止軍情協定，後來在美國的壓力下，韓國妥協，最
終沒有廢除協定，但協定基本處於名存實亡的狀態。

亞洲時局

日本核監管機構批準
核汙染水排放計劃

﹂

柬埔寨國人免稅購物政策啟動
綜合報導 柬埔寨國人免
稅購物政策啟動儀式日前在
金邊舉行。
根據柬埔寨財經部、海關
總署決策，柬埔寨國人不出境
，可在柬中免三家市內免稅店
購買免稅商品，包含香水、化
妝品、手表、箱包、服飾等多
個品類，40多個品牌。柬埔寨
國人可購買單價不低於50美元
的產品，每人每年免稅購物額
度10000美元。
啟動儀式上，柬埔寨海
關 總 署 副 署 長 Se Sokhorn 表
示，柬埔寨國人購物政策是
柬財經部為支持免稅店經營
采取的一大創新舉措，這將
深受柬埔寨國人與國際遊客
的歡迎，這一政策將吸引柬

埔寨國人在本國購物，刺激
居民消費。希望相關舉措不
僅可以減輕免稅店經營者的
經營壓力，同時也降低客戶
購物成本，推動免稅行業能
夠更快地發展。
中國駐柬埔寨大使館經
商參贊鄔國權表示，柬埔寨
政府授權柬中免試行這一創
新性政策，是疫情之下中柬
雙方守望相助、政企攜手創
新的生動實踐，也希望中免
集團能把握發展機遇、用好
用足政策，為柬埔寨社會經
濟發展作出更大的貢獻，在
變局中開新局，在危機中搶
先機。
此次活動由中國免稅品
集團(柬埔寨)有限公司舉辦。

綜合報導 馬來西亞統計局 22
日發布的 2021 年馬來西亞幸福指
數報告顯示，去年馬來西亞整體
幸福指數為 6.48，處於「幸福」水
平(6.01-8.0)。其中華裔族群幸福指
數達到 6.49。
統計報告顯示，在構成幸福
指數的 13 個指標中，家庭幸福指
數達到 7.23 為最高，得分為 6.04 的
收入幸福指數則居於末位。幸福
指數各指標中得分較高的還有宗
教信仰、健康、時間支配、社會
參與等指標，得分較低的則為交
通通訊、情感、文化和公共安全
等。華裔族群也以家庭幸福指數
得分為各指標中最高，達到 7.32。
以馬來西亞各州而論，幸福
指數最高的是納閩聯邦直轄區，
達到 9.29，處於「非常幸福」水平
(8.01-10.0)，首都吉隆坡以 7.77 排
名第二。馬六甲州和雪蘭莪州幸
福指數分別為 5.85 和 5.74，是僅有
的兩個幸福指數低於 6、處於「一
般幸福」(4.01-6.0)水平的州屬。沒
有 州 屬 處 於 「 不 幸 福 」 (2.01-4.0) 和 非 常 不 幸 福
(0-2.0)狀態。
據 統 計 局 介 紹 ， 此 項 報 告 於 2021 年 9 月 至
2021 年 11 月進行調查，采訪了全馬範圍內逾 4 萬
名民眾。

﹁

中國旅遊集團中免股份公司
副總經理兼董事會秘書常築
軍在香港線上致辭表示，該
政策的快速落實，為柬中免
註入了新的活力。柬埔寨政
府授權柬中免試行這一創新
性政策，是中柬兩國睦鄰友
好，謀求更大發展的鮮活寫
照，更是對中免集團專業合
規運營的信賴和認可。中免
集團將繼續大力支持柬中免
業務的全方位發展。
中國免稅品集團(柬埔寨)
有限公司負責人邵建臣表示
，該政策不僅利於柬埔寨本
地經濟發展，同時推動了柬
埔寨免稅行業新的進程。柬
中免很榮幸為柬埔寨國人提
供此項服務。

綜合報導 韓國與二戰被征勞工
問題和慰安婦問題有關的多個市民
團體在首爾召開記者會，批評外長
樸振訪日的安排，稱其為「屈辱外
交」。
據報道，這些市民團體的代表
在記者會上批評韓國外長樸振訪日
，他們表示，樸振在與日本首相岸
田文雄及外相林芳正的會談中表現
「屈辱」。市民團體還強調稱，在
歷史問題上「加害者和受害者的立
場發生了對調」。
支援勞工訴訟原告的「民族問
題研究所」對外合作室長金英丸評
論稱，韓國政府方面拼命提出解決
方式，而日本政府卻反應冷淡，認
為樸振擺出了「對日本政府乞求的
態度」。金英丸還表示，「受害者
在獲得（勝訴）判決之前花費一生
為恢復尊嚴而戰」，如今原告們也
對韓國外長此行感到失望。
韓國外交部長官樸振 7 月 19 日
在日本拜會了日本政界人士，協
商韓日關系改善方案。之後，樸

馬來西亞 2021
幸福指數發布
民眾整體處於 幸福 水平

綜合報導 日本核監管機構原子能規製委員
會 22 日批準了東京電力公司福島第一核電站核
汙染水排放計劃。
據悉，東京電力公司計劃從臨海的福島第
一核電站向海中修建一個長約 1 公裏的海底隧道
，明年春開始向太平洋排放處理稀釋後的所謂
「放射性物質達標」的核汙染水。據日本廣播
協會電視臺(NHK)22 日報道，東京電力公司將在
獲得地方政府同意後，正式開始海底隧道的建
設，並計劃在明年 4 月中旬左右完成排放設施的
建設。
據朝日電視臺報道，由於日本漁業團體強
烈反對，接下來東京電力公司的排放計劃能否
獲得福島縣等地方政府的同意將成為焦點。
據報道，東京電力公司已於今年 4 月開始海
底隧道排水口的施工。
2011 年「3· 11」大地震導致東京電力公司
運營的福島第一核電站堆芯熔毀、放射性物質
外泄，持續冷卻堆芯的作業以及雨水、地下水
流入反應堆設施產生了大量核汙染水。福島第
一核電站目前保存有超過 125 萬噸核汙染水，且
核汙染水還在不斷增加。
2021 年 4 月 13 日，日本政府正式決定將核
汙染水過濾並稀釋後排入大海。盡管日本漁業
團體、部分地方官員等人士強烈反對這一處理
方案，中韓等鄰國也強烈反對和質疑，日本政
府依然無視反對聲音，計劃於 2023 年春開始，
長期向太平洋排放所謂「放射性物質達標」的
核汙染水。

韓外長訪日會見日本政要
韓市民團體：屈辱外交
振前往日本自民黨總部吊唁日前
遭槍擊去世的日本前首相安倍晉
三，並同自民黨幹事長茂木敏充
舉行會晤。
在樸振與日本外務大臣林芳正
的會談中，樸振就二戰時期被日強
征勞工索賠
問題表示，
韓方將爭取
在涉案日企
在韓資產被
變現之前尋
求有效解法
。林芳正也
表示，雙方
應 基 於 1965
年兩國邦交
正常化以來
構築的友好

關系繼續發展日韓關系，為此有必
要解決強征勞工等問題。
兩國外交部門在會談結束後發
表的報道資料中表示，雙方就有必
要盡早解決二戰時期被日強征勞工
索賠問題達成共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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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拿下波蘭軍購大單：
980 輛坦克、648 門榴彈炮、48 架戰機……

根據波蘭與韓國當天簽署的框架
協議，韓國將在明年年中前交付首批
12 架 FA-50 戰 機 ， 並 在 波 蘭 建 立 大 修
中心、飛行員培訓學校，以確保戰機
穩定運行。
K2 坦克以及 K9 自行榴彈炮的交易
都將分階段實施：波蘭購買的首批 180
輛 K2 坦克將於今年開始交付；其余 800
輛升級版 K2 坦克計劃於 2026 年在波蘭本
土生產。此外，首批韓國製造的 48 門 K9

亟需有效法規保護大型食肉動物免遭滅絕
綜合報導 施普林格· 自然旗下開放獲取學術期刊《科學報告》最新
發表一篇保育研究論文提醒稱，需要有效的國家和國際法規來扭轉大型
食肉動物(如虎、狼和鷹)的種群下降，降低其滅絕風險。
該論文指出，研究人員發現，在評估的 362 個物種中，僅有 12 個物
種(大多為海洋哺乳動物)顯示出滅絕風險得到真實改善。受國際法規保
護的食肉動物其滅絕風險降低的可能性會提高 6.8 倍，而那些有受控狩
獵計劃的動物滅絕風險降低的可能性會提高 3 倍。
大型食肉動物在生態系統中具有重要作用，但它們的共有特征，如
需要更大的生活區域，較低的繁殖率，以及更有可能與人類發生沖突，
讓大型食肉動物保護尤為困難。
論文共同通訊作者、美國加州大學生態、演化和海洋生物學院庫爾
特· 英格曼(Kurt E. Ingeman)和阿德裏安· 斯蒂爾(Adrian C. Stier)和合作者
利用現有數據庫，識別出 6 個主要分類組(鯊和魟、硬骨魚、兩棲和爬行
動物、鳥、陸棲哺乳動物，以及海洋哺乳動物)的 362 種食肉動物物種。
這個清單上的物種包括豹、黃鰭金槍魚、草原雕和恒河鱷等。他們收集
種群趨勢數據和來自國際自然保護聯盟(IUCN)數據庫 2019 年的滅絕風險
狀態，報告有 137(37.8%)種大型食肉動物被認為受到威脅(分類為易危、
瀕危或極危)；海洋哺乳動物占受威脅物種中比例最低(26.5%)，但列表
中 60.9%的鯊和魟受到威脅。
論文作者隨後基於 IUCN 是否列出種群增長趨勢以及首次評估以來
其 IUCN 狀況是否有所改善，評估了大型食肉動物的種群恢復狀況：39
個物種(10.7%)顯示出這兩個因素之一或二者皆有恢復，盡管這種改善情
況集中於海洋哺乳動物，如座頭鯨和北海獅；在陸地哺乳動物中，只有
伊比利亞猞猁符合任一恢復標準。
最後，論文作者比較了目標保育行動的模式，如棲息地保護和限製
捕獵與該物種種群是否顯示出恢復跡象。他們認為，國家、國際法規和
確定保護區域，與食肉動物物種滅絕風險下降有關，這些發現帶來了一
線希望，大型食肉動物種群的下降有可能得到扭轉。

英研究報告：
男性年齡影響生育幾率

若我當上首相將對中國強硬
英國印度裔競選人開始 「反華拉票」
綜合報導 對華強硬，似乎已經成了西
方政客大選的「救命稻草」。比如，距離中
期選舉越來越近，美政壇各大候選人都紛紛
搬出「反華議題」，再比如，英國首相選舉
，最後的兩位候選人玩起了「比比誰更反華
」的遊戲。值得註意的是，英國首相熱門候
選人之一的英國前財政大臣蘇納克為了選票
更是口出狂言，說什麼如果他成為英國首相
，就會對中國采取強硬態度。
關於英國首相選舉這事兒，咱之前有說
過，不過當時所說的英國媒體很看好的國防
大臣華萊士並沒有參與，反倒是靠模仿撒切
爾夫人而出名的外交大臣特拉斯、印度裔前
財務大臣蘇納克成了角逐英國首相的最後兩
人。然而讓人沒有想到的是，在最後的沖刺
階段，兩位候選人都選擇通過對華「秀強硬
」這種手段來提升自己的支持率。
值得一提的是，蘇納克是在被特拉斯
指責對華軟弱後才提出對華強硬的，但即
便如此，蘇納克所謂的「手段」也不少。
具體來看，蘇納克的對華強硬政客包括其
一，關閉英國境內所有的孔子學院，要求
高等學府批不少於 5 萬英鎊的外國資金，
同時對研究合作夥伴進行審查；其二，英
國國家安全情報機構軍情五處協助打擊中
國的間諜活動，為應對中國的網絡威脅，
尋求建立「北約式」的國際合作；其三，
禁止中國收購英國關鍵資產。
而除此之外，蘇納克還對中國開展的
「一帶一路」倡議進行了猛烈的抨擊，還
說中國壓低人民幣匯率，就是為操縱全球
經濟對中國有利。順便一提，蘇納克還特

別強調特拉斯和西方領導人「對中國的
野心視而不見」，並承諾如果自己成為
英國下一任首相，就會與美國總統拜登
以及其他盟國領導人合作，力爭「改變
西方應對中國威脅的能力」。
很顯然，這與此前那個一直主張
與中國發展「成熟與平衡關系」、幾
乎不公開就中國內政公開發表言論、
「對華理智」的蘇納克判若兩人。不
過這也正常，蘇納克是印度裔，想要
博得盎撒人的信任，就只能順著盎撒
人的意思對華強硬，好以此來「洗白」自
己，對此咱只能感嘆，權力不愧是打開
「潘多拉盒子」最好的鑰匙。
但是話又說回來，對華強硬就是競選首
相的決定性因素了嗎？在咱看來，還真未必
。就拿被迫辭職的約翰遜來說，其在位這幾
年完全就是跟在美國屁股後面，對華夠強硬
吧，但結果呢，最終還是落得個大臣相繼辭
職、自己被迫辭職的結果。再看看澳大利亞
的前總理莫裏森，他為了抱緊美國大腿對華
夠強硬吧，中澳關系也因此降至冰點了吧，
盡管如此，莫裏森再次展現對華強硬姿態，
也沒能實現自己連任的政治訴求。
如此看來，對華「秀強硬」，並不是
西方政客大選的「不二法門」。值得一提
的是，對於蘇納克和特拉斯的對華強硬
「大比拼」，英國媒體也是毫不避諱地批
評，甚至還引用了美國前總統克林頓在競
選時的口號，「笨蛋，問題在經濟」，很
顯然，英媒此舉是在提醒兩位候選人不要
在最後關頭「偏題」。

綜合報導 近日，一只雌性
小海象登上挪威的熱搜榜。據英
國廣播公司（BBC）27 日報道，
這只被挪威人稱為「芙蕾雅」
（北歐神話中的愛神）的海象此
前曾到訪過英國、荷蘭、丹麥等
國，目前它選擇登陸挪威。芙蕾
雅不時挪動自己 600 公斤的龐大
身軀，爬進停靠在峽灣內的民用
船只，旁若無人地曬日光浴，或
在水裏追逐鴨子和天鵝，憨態可
掬的動作讓芙蕾雅迅速走紅。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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芙蕾雅的出現也給當地帶來不少
麻煩。它在峽灣玩耍時壓壞許多
船只，還導致一名男孩落入水中
。有人建議將芙蕾雅移走，甚至
提出對它實施安樂死。挪威漁業
局在監測後表示，芙蕾雅狀況良
好，可以留在原地，但要求民眾
和它保持距離。
世界自然基金會稱，海象是受
保護的物種，夏天往往會在冰冷的
水域度過，隨著氣候變化、海冰流
失，它們的棲息地也發生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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誠然，壓垮約翰遜的不是對華不強硬
，而是英國受到新冠疫情、俄烏戰事的雙
重影響，致使國內面臨著嚴重的通貨膨脹
危機，英國民眾的生活成本大幅提高。想
想看，英國面臨嚴峻的經濟困局，約翰遜
非但不著力解決這些問題，反而屁顛屁顛
跟著美國反華、製裁俄羅斯、給俄烏沖突
「添油加火」……如此情況之下，英國民
眾能信任約翰遜政府嗎？
其實呢，對於英國競選首相，甭管最後
是蘇納克還是特拉斯成為最後贏家，咱們都
管不著，畢竟我國始終秉持「和平共處五項
原則」，絕對不會插手別國內涵內政。但是
為了自己的競選，動不動就拿中國說事兒，
甚至是跟著美國鼓吹莫須有的「中國威脅論
」，這是難以忍受的。最後咱就想問，如此
投機，真的能解決英國內部的問題嗎？再者
說，如今英國國內最大的問題在於經濟，那
蘇納克就是搞經濟出身的啊，如果蘇納克致
力於解決困擾英國人民的通貨膨脹問題，那
不就更容易得到選票嗎？

600 公斤海象在挪威 「走紅」 ，挪威漁業局要求民眾和它保持距離

綜合報導 據報道，近日，英國生育監管機構對 1.9 萬名接受人工授
精的女性和其伴侶的年齡結構進行研究分析，結果顯示，對 35 歲以
下或 40 歲以上的女性而言，伴侶的年齡對胚胎存活率幾乎沒有影響
，但對於 35 歲-40 歲的女性，伴侶的年齡則影響顯著。英國懷孕與
生育指導網運營部經理布萊恩表示，這表明男性年齡在生育過程中起
著重要作用。
這篇調研報告的作者之一，吉塔· 納爾貢德教授說道：「長期以
來，女性的生育負擔一直存在，而男性年齡對生育的影響卻在很大
程度上被忽略了。」他表示，當女性年齡在 35 歲至 40 歲之間，若男
性年齡在 35 歲以下，胚胎存活率為 32.8%，若男性年齡在 55 歲以上，
存活率則下降至 25%。報道稱，男方年齡大甚至還會對後代的精神方
面造成影響。

西南華人浸信會

十分相近，韓國的裝備不僅「現代化」
而且「經過驗證」。
除韓國外，波蘭軍方本月前正式宣
布，將從美國購買 250 輛最先進版本的
M1A2 SEP3 坦克。布瓦什恰克此後再次
宣布從美國采購約 116 輛二手 M1「艾布
拉姆斯」主戰坦克。
不過對於波韓這筆巨額軍售訂單，
美媒援引分析人士質疑稱，韓國武器可
能無法適應歐洲國家需求。
CNN 援 引 英 國 國 防 工 業 分 析 師 、
前皇家陸軍軍官尼古拉斯· 德拉蒙德
（Nicholas Drummond） 的 話 指 出 ， K2
坦克本質上是德國豹 2 坦克的性能縮水
版。盡管兩種坦克配備了同樣的火炮
和動力系統，但 K2 坦克的電子系統水
平要弱一些。此外，遙遠的地理距離
也給武器售後帶來挑戰，一旦歐洲爆
發戰事，來自亞洲的武器可能會面臨
供應鏈問題。

英語崇拜/國語崇拜/粵語主日學
國語主日學
粵語崇拜/英語主日學
中文學校(粵語,國語)(only during school year)

335 Avenue E,Stafford,
TX 77477

59

E

國際最新研究提醒：

而在波蘭雜誌「Sieci」發布的采訪
中，布瓦什恰克明確提出，波蘭想要打
造北約歐洲成員國中「最強大的地面部
隊」。他將俄羅斯、白俄羅斯視為潛在
的對手，認為應該用強大的軍事力量來
威懾它們。
CNN 報道註意到，在向烏克蘭援助
大量軍事裝備後，波蘭一直在努力填補
由此造成的裝備空缺。俄羅斯《生意人
報》4 月末援引波蘭廣播電臺的消息稱，
波蘭政府已向烏克蘭軍隊提供了 200 多
輛 T-72 坦克和數十輛步兵戰車，總價值
約 15 億歐元。
布瓦什恰克 5 月訪韓時就曾表示，
在俄烏持續沖突之際，波蘭迫切需要采
購韓國武器。
「我們談到了應該加快向波蘭軍隊
運送這些武器。為何這很重要？因為我
們東部的俄烏沖突還在繼續......」布瓦什
恰克認為，波蘭與韓國面臨的安全局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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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波蘭國防部宣布將從韓國
采購大批軍事裝備，包括 980 輛 K2 主戰
坦克、48 架 FA-50 輕型戰機以及 648 門
K9 自行榴彈炮。這項采購已獲波蘭副總
理兼國防部長布瓦什恰克批準，但具體
金額尚未披露。波蘭方面希望借此交易
填補因軍援烏克蘭造成的裝備空缺，但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援引分析
人士的話稱，韓國武器或許並不能適應
歐洲國家需求。

榴彈炮從今年開始交付；其余 600 門榴
彈炮將從 2024 年開始交付，自 2025 年開
始實現波蘭本土化生產。
波蘭防長布瓦什恰克在簽字儀式上
表示，「從技術、費用、部署時間等多
方面考慮，韓國的武器系統最適合波蘭
的國防需求。」
韓聯社形容，這是近年來波蘭
「最重要而且規模最大」的軍售交
易，為努力在歐洲站穩腳跟的韓國
企業帶來了光明的前景。韓國退役
陸 軍 中 將 全 仁 釩 （Chun In-Bum） 則
表示，這是「韓國歷史上最大的一筆
軍售訂單」。
其實早在 22 日，布瓦什恰克就曾透
露，波蘭和韓國達成了一項總金額高達
145 億美元的巨額軍售訂單，涵蓋一大批
K2 主戰坦克，K9 自行榴彈炮和 FA-50 戰
鬥機。他還發推稱，這筆交易「將顯著
提升波蘭軍隊的實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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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新聞
星期二

2022年8月2日

Tuesday, August 2, 2022

A5

國會通過 2800 億美元芯片法案
還有能源支出法案也在路上
（綜合報導）經過一年多協商後，當地時間 7 月 28 日，美國眾議院投票通過 2800 億美元的
“芯片和科學法案”，以扶持美國半導體芯片生產和研發。
參議院已於一天前投票通過了該法案。接下來，法案僅需總統拜登簽署就可生效。
除了增強美國在芯片領域的優勢，該法案的重要目的是與中國展開競爭。法案中也做出相
關規定，限制在中國建新廠的美國芯片商獲得政府補貼。
除眾議院通過芯片法案之外，一直反對拜登的“重建美好”支出法案的參議院民主黨議員
曼欽意外做出讓步，同意支持縮水版的能源和氣候支出法案。
芯片法案
據國會山新聞網報導，在周四的投票中，美國眾議院以 243 票贊成 187 票反對的結果通過
“芯片和科學法案”。民主黨議員全體投出贊成票，24 名共和黨人也加入民主黨陣營。
與中國進行競爭是法案的主要目的之一。最開始，眾議院和參議院分別通過了各自起草的
競爭法案，分別名為 America COMPETES 和 USICA。但兩院沒能就集體通過相關法案達成協議
。 “芯片和科學法案”是兩院協商一年後的結果。
根據參議院商業、科學和交通委員會公佈的法案內容，涉及 2800 億美元撥款的“芯片和科
學法案”主要分為兩部分。芯片部分是協助美國芯片商擴大生產和研發，科學部分則是鼓勵半
導體、人工智能等各領域的科研創新。
在 2800 億美元中將有 542 億美元用於芯片和公共無線供應鏈創新。其中 390 億美元將用於
資助美國芯片商，協助各公司新建、擴建、升級半導體生產、組裝、檢測、包裝、研發所需設
施和設備。
另外 110 億美元將用於鼓勵私人企業與政府機構合作，展開先進半導體生產的研發並提供
職業培訓。作為鼓勵措施，在半導體生產進行投資的美國公司還將享受 25%的減稅優惠政策。
英特爾等多家公司一直在等待該法案生效。上月，由於不確定芯片法是否能通過，英特爾
宣布推遲俄亥俄州芯片廠的建設。按計劃，英特爾將在本月 22 日舉行動工儀式。
芯片法案同時也專門針對中國和其他“關切國家”做出規定。如果美國芯片商在中國或其
他“關切國家”新建、擴建半導體生產設施，則相關芯片商將無法享受美國政府提供的補貼。
在鼓勵科研上，法案計劃在五年內對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下的技術、創新和夥伴關係理事
會撥款 200 億美元，支持人工智能、量子計算、先進製造、6G 技術、能源和材料科學領域的研
發。
國家科學基金會的核心業務部門將在五年內獲得 610 億美元撥款，以進行食物-能源-水系
統、永續化學、清潔水系統、關鍵礦產資源、精準農業等領域的基礎研究，並為關鍵科學領域
的教育、培訓等提供資金。
法案同時也在“研究安全”部分指出，接納或者支持孔子學院的美國機構在申請國家科學
基金會科研資金時將遭到限制。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

在周四的記者會上表示，美國的芯片和科學法案宣稱旨在提升美科技和芯片業競爭力，但
該法案包含一些限制中美正常科技合作的條款，中方對此表示堅決反對。
趙立堅指出，美國如何發展自己是美國自己的事，但不應為中美正常的科技人文交流合作
設置障礙，更不應該剝奪和損害中方正當的發展權益。中美科技合作有利於雙方共同利益和人
類共同進步，搞限制“脫鉤”只會損人害己。
曼欽意外讓步
在眾議院週四對芯片法案進行投票前，原本不打算就投票給共和黨議員提建議的眾議院少
數黨黨鞭斯卡利斯（Steve Scalise）臨時變卦，宣布將動員共和黨人反對芯片法案。
而斯卡利斯在最後一刻變卦的原因，是被視為“異類”的參議院民主黨議員曼欽意外做出
讓步，願意支持民主黨的 4330 億美元能源稅收和支出法案。斯卡利斯譴責，民主黨準備單方面
推出的法案將加劇通脹。
週三，參議院民主黨領袖舒默宣布與曼欽就稅收和支出法案達成協議。兩人聯合發表的聲
明指出，法案通過後，美國將在未來十年投入 3697 億美元用於能源轉型和應對氣候變化項目，
還將投入 640 億美元用於支持“平價醫保法案”執行。
法案還預計將在未來十年減少 3000 多億美元的財政赤字，通過實施 15%的最低企業稅、允
許 Medicare 協商處方藥價格、關閉稅收漏洞等途徑獲得 7390 億美元的財政收入。
直到週三前，曼欽一直反對拜登的支出法案，認為法案將進一步推高通脹。除此之外，曼
欽來自煤炭大州西弗吉尼亞州，當地油氣煤炭行業為曼欽提供了大量捐款。
早在奧巴馬時期，曼欽就反對氣候法案；拜登上台後，曼欽一直不滿拜登“重建美好”法
案中的清潔能源條款。
民主黨和共和黨在參議院分別佔 50 席，而要通過法案需要 60 票。民主黨希望動用“預算和
解”程序繞開 60 票限制，只需 50 名民主黨人全體支持，再加上參議院議長、副總統哈里斯一票
就可通過法案。
這也意味著法案需要得到每一名民主黨參議員的支持。正是由於曼欽的反對，拜登力推三
大法案中的最後一項“重建美好”法案遲遲沒有下文。
“重建美好”法案從原計劃的 3.5 萬億美元縮水到 1.75 萬億美元，最終在去年 12 月因曼欽
反對而擱置。此次曼欽接受的法案中包含了“重建美好”法案的部分內容，但已改名為“2022
年降低通脹法案”。
曼欽在聲明中
稱，“重建美好”法案已經“死亡”，現在的新法案不會加劇美國的通脹風險，而會降低
財政赤字、能源成本和醫療服務成本。知情人士透露，曼欽對醫療的關注和財政赤字的擔憂在
新法案中得到了體現。他在談判中依然反對扶持新能源的條款，但最終做出了讓步。
參議院民主黨人計劃下週對新法案進行投票。

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前局長：
美政府應對猴痘疫情反應遲鈍
（綜合報導）今年夏季以來，美國受到了猴痘和新冠肺炎疫情的雙重打擊。南都記者註意到，
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前局長斯科特•戈特利佈於當地時間 7 月 30 日指出，美國政府遲鈍的防疫
反應，很可能會使得猴痘疫情像新冠肺炎一樣成為美國下一個“公共衛生失敗”。
據美國疾控中心統計，7 月以來，美國新冠肺炎單日新增病例數重新回升至 10 萬例，而美國猴
痘病例數也從 7 月初的 500 例上升至了月末的 5000 例。戈特利布指出，在今年 5 月猴痘疫情於歐洲
暴發後，儘管已經有充分證據證明美國也存在猴痘蔓延風險，但美國政府卻缺乏足夠的檢測措施和
疫苗。直到 6 月下旬，美國疾控中心才將檢測範圍擴大到大型商業實驗室。
“美國在抗擊新冠病毒和猴痘病毒的失敗上有相似之處。美國政府面對病毒缺乏緊迫感、防疫
計劃糟糕、執行層面笨拙，這導致了防疫的系統性失敗。”戈特利布強調，如果猴痘病毒在美國站
住腳跟，成為一種地方性病毒，這將成為新冠病毒之後美國又一次“公共衛生失敗”。
據南都此前報導，美國流行病學家委員會執行主任珍妮特•漢密爾頓近日指出，在猴痘疫情於
美國快速擴散的背景下，地方政府與美國疾控中心在病例數據的傳輸上卻存在阻礙。美國疾控中心
主任羅謝爾•瓦倫斯基也表示，美國疾控中心目前只掌握了一半確診病例的詳細情況。美國首席傳
染病專家福奇此前也指出，美國的猴痘病例數可能被低估。他強調，美國必須加強病毒檢測和疫苗
接種，來阻斷猴痘病毒的快速傳播。

美國肯塔基州洪水造成至少 28人死亡
美國肯塔基州洪水造成至少28
人死亡
預計還將持續強降雨

（綜合報導）美國中南部的肯塔基
州在經歷連日降雨之後遭遇洪水，
截至 7 月 31 日，洪水已造成至少 28
人死亡。同時，預計該州南部和東部部分地區將持續
強降雨。
當地時間 2022 年 7 月 30 日，美國肯塔基州，國
民警衛隊士兵和飛行員在東部宣布進入緊急狀態後，
協助救災工作。本文圖片均為視覺中國 圖
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7 月 31 日報導
，搜救團隊還在繼續尋找倖存者，預計死亡人數還會
上升。
肯塔基州州長安迪•貝希爾（Andy Beshear）當
天表示，“28 日的洪水是前所未有的，在大水沖進住
宅後，很多人被迫躲在屋頂避難，等待救援。“我們
將在幾週內找到遇難者遺體，由於洪水，很多人被沖
出數百米，距離他們之前的位置很遠。 ”
當地時間 2022 年 7 月 31 日，美國肯塔基州，肯

塔基州懷茨堡市長蒂芙尼•克拉托向媒體發表講話時
，肯塔基州州長安迪•貝希爾擁抱了州代表安吉•哈
頓。
肯塔基州緊急事務管理局局長傑里米•斯林克
(Jeremy Slinker)表示，“我們正在密切關注天氣，讓
每個人都做好洪水再次來臨的準備，因為我們不想再
有人員傷亡。”
當地時間 2022 年 7 月 30 日，美國肯塔基州，阿
巴拉契亞音樂學校錄音室在周四晚上被洪水淹沒。
另據英國廣播公司（BBC）報導，有科學家表示
，氣候變化正在引發更多極端天氣事件，包括發生在
肯塔基州的洪水事件。
據報導，美國國家氣象局稱，預計 8 月 1 日肯塔
基州南部和東部部分地區將持續強降雨。天氣預報中
心的數據顯示，肯塔基州東南部 7 月 31 日降雨過多的
風險為 3 級（4 級最高），這加劇了人們對再次暴發
洪水的擔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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飾以太陽八角紋的泡釘服、動感十足的姿態、腹部神
秘的少年指紋，兩千多年前秦人豐富多彩的生活，突然間
便跨越時空與現代人類生活相遇…… 7 月 20 日，秦始皇帝
陵博物院發布最新研究成果，經過文保工作者歷時數月的
緊張修復，秦始皇帝陵 K9901 陪葬坑出土的 4 號和 28 號百
戲俑目前已修復完成。其中，因為獨特姿態在社交平台吸
引不少關注的明星文物“仰臥俑”，由科研團隊進行了三
維（3D）掃描建模工作，藉助高精度技術為科研及後期公
眾觀賞展示細節。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陽波 西安報道

◆修復完成後展出的形態各異的百
戲俑。
戲俑
。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陽波 攝

◆專業人員在
專業人員在K
K9901
9901陪葬坑百戲俑發掘現場忙碌
陪葬坑百戲俑發掘現場忙碌。
。

受訪者供圖

善的帝王陵寢，歷時 38 年用工 70 萬人建
造。公元前 210 年，秦始皇病逝安葬於
此，按照陵園“若都邑”建制“泡釘俑”
和“事死如事生”的理念，秦始皇幾乎將
生前的所有日常都帶入陵園。經過 40 多
年的科學考古發掘，目前在陵區內已探明
近 400 座各類陪葬坑和墓葬，出土珍貴文
物5萬餘件。
除了三個兵馬俑陪葬坑，距離秦始皇
陵封土僅300米的K9901陪葬坑，多年來
亦備受關注。從 1999 年起，考古工作者
先後兩次對K9901陪葬坑進行了發掘，共
出土陶俑 30 餘件。他們造型、姿態獨
特，風格和特點與秦兵馬俑截然不同，文
物專家初步判斷，這些陶俑可能是象徵着
秦代宮廷娛樂活動的百戲俑。所謂“百
戲”是古代樂舞雜技表演的總稱，早在春
秋戰國時期已形成，至秦代更是登上宮廷
大雅之堂，成為主要娛樂之一。

出土殘破姿態罕見 修復歷時9月

﹁
﹂

特邀雜技演員模仿 重現表演動作
自“仰臥俑”走紅以來，很多網友紛
紛猜測他的姿態到底是什麼動作，有人稱
之為“鯉魚打挺”，有人表示應該是雜技
的“拋接”動作，更有人戲稱為是正在
“練瑜伽”。對此，秦陵博物院修復專家
馬宇表示，現在無法對這個姿態作出準確
的判斷，還需要進一步研究。“但有一
點，這個姿態很可能是表演中一種動態的
瞬間姿態，工匠形象地記錄了下來。”而
為了進一步挖掘“仰臥俑”的歷史和藝術
信息，秦陵博物院還專門邀請了陝西省雜
技藝術團的專業演員，對“仰臥俑”的動
作姿態進行研究和模仿，編排了雜技節
目，並進行了公開表演。

模型

“我們當初在對這件陶俑出土陶片初
步拼對後，發現它與秦陵出土的陶俑姿態
都不一樣。其呈兩膝着地，兩腳收於臀
下，兩臂向後舒展，呈仰臥狀，姿態獨
特，極為罕見。”秦陵博物院文物保護部
主任夏寅和修復專家馬宇，都參與了 28
號“仰臥俑”的修復工作，在他們看來，
這件吸引不少網民目光的陶俑不僅造型奇
特，修復工作亦是前所未有的艱難。“出
土時破損嚴重，除了上半身，剩下的幾乎
是一堆碎塊和碎片，而更為關鍵的是這樣
的姿態我們也從未見過。”

“仰臥俑”上半身較為完整，下半身
殘破較嚴重，因而修復專家先對下半身小
塊陶片進行拼對，再進行上半身整體的拼
對。最終歷時 9 個月，“仰臥俑”終於完
成修復，而為了保證其整體姿態不變，
“躺平”時雙腳等脆弱部位又不會受損，
修復人員還特意細心地調高了陶俑臀部下
側的支撐點，使其雙腳不受力。
由於“仰臥俑”特殊的姿態，即使在
修復完成後的，也很難直接利用文物本身
進行研究和展示工作。為此，秦陵博物院
聯合西北大學開展了“仰臥俑”三維掃描
建模工作，利用高精度表面三維掃描和紋
理拍照技術，構建了文物的表面和幾何形
態的高精度建模。“這件俑呈仰臥姿態，
大家很難看到全貌。”專家表示，通過高
科技的加持，也使得研究人員和公眾，未
來可以通過瀏覽文物的三維模型，而了解
“仰臥俑”的姿態和文物的細節。

解密姿態展細節

位於陝西西安臨潼的秦始皇陵，是中
國歷史上第一座規模龐大、設計完

仰臥俑 建建

秦陵“明星
明星”
”百戲俑修復完成 高科技助力後期研究
◆秦陵博物院修復專家馬宇正
秦陵博物院修復專家馬宇正在
在“仰臥俑
仰臥俑”
”旁
介紹其修復情況。
介紹其修復情況
。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陽波 攝

“仰臥俑”現指紋痕跡 推測工匠為青少年

作為真實展現秦始皇御用宮廷娛樂團隊的演出風
采，秦代工匠在塑造百戲俑時，交叉運用了塑、堆、
捏、貼、刻、畫等多種雕塑技法和彩繪工藝，使陶俑的
體、量、形、神、色、質等藝術效果得以充分展現，整
體層次豐富，個性鮮明。
“這三枚指紋較為完整，紋線清晰連貫。”在保護過程中，研究人員
在“仰臥俑”腹部發現了三枚連續的指紋痕跡。經專業機構研判，這三枚
指紋與青少年指紋的特徵高度相似，由此可以推斷，“仰臥俑”的工匠為
青少年的可能性極大。對此，周萍解釋稱，首先秦俑為手工製品，工匠用
雙手打製多半都會留下指紋，只是有的清晰，有的已無法看到而已。其
次，受當時的生活水平等限制，秦人的平均壽命都不太高，所以工匠過於
年輕完全有可能，並非是所謂的“童工”。
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兵馬俑在當初都是通體彩繪，只是埋藏地下歷經
千年的水浸等自然侵害，彩繪大多脫落，只有部分殘存。而與大家通常看
到的兵馬俑製作工藝不同的是，K9901百戲俑坑的“泡釘俑”是先上一遍
生漆，然後再用礦物顏料進行彩繪。而更讓人驚奇的是，同處一個陪葬坑
的“仰臥俑”，其工藝卻又和兵馬俑工藝一樣，即沒有刷漆工序，工匠直
接在陶胎上彩繪，一個陪葬坑兩種不同的工藝，真是讓人嘖嘖稱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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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騙境外作案佔八成 中國推動國際執法合作

星期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一存）中宣部25日
舉行新聞發布會，介紹公安機關推進更高水平
的平安中國建設成效。香港文匯報記者從發布
會上了解到，目前，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境外作
案佔比達 80%，受全球疫情影響，公安機關出
境打擊遇到諸多困難，且目前仍有大量涉詐重
點人員滯留境外。公安部黨委委員孫茂利在發
布會上表示，未來將推動國際執法合作，立足
境內打境外，深挖徹查境內外犯罪團夥。

利用新技術 詐騙更隱蔽

孫茂利指出，近年來，隨着信息社會快速
發展，犯罪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傳統犯罪持
續下降，以電信網絡詐騙為代表的新型網絡犯
罪已成為當前的主流犯罪，並且在世界各國均
呈現迅猛增長態勢，特別是新冠疫情背景下，
公眾生產生活加速向網上轉移，進一步加劇了
案件高發，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已成為全球性打
擊治理難題。
他指出，跨國有組織犯罪打擊更加困難。
境外詐騙集團組織嚴密、分工明確，且呈現出
多行業支撐、產業化分布、集團化運作、精細
化分工等跨國有組織犯罪特徵。此外，詐騙手
法更新迭代變化快。詐騙集團緊跟社會熱點，
利用區塊鏈、元宇宙、虛擬貨幣、AI 智能、
GOIP 等新技術新業態，不斷更新犯罪工具和
詐騙手法，更具隱蔽性和迷惑性。
另外，出境打擊受制約。目前，電信網絡詐
騙犯罪境外作案佔比達80%，受全球疫情影響，
公安機關出境打擊遇到諸多困難。他還強調，源
頭穩控待加強。部分重點地區屬地責任落實還不
到位，人員控不住、勸不回，仍有大量涉詐重點
人員滯留境外。國際合作亦需強化。各國警方合
作打擊此類犯罪的框架性協議有待完善，難以及
時啟動偵查程序，跨境打擊和調查取證難度大。
孫茂利表示，未來還將繼續推動國際執法
合作。多措並舉立足境內打境外。不間斷組織
開展集群戰役，強力推進“斷卡”行動，嚴厲
打擊卡頭卡販，全力擠壓犯罪空間；強力推進
“斷流”專案，深挖徹查境內外犯罪團夥，全
力切斷偷渡通道；強力開展“拔釘”行動，深
挖一批重大頭目和骨幹，全數緝捕境內目標，
全力緝捕境外目標。在源頭管控方面，繼續加
大力度。攔截勸阻和教育勸返“兩手抓兩手都
要硬”，最大幅度壓減赴境外作案人員，最大
限度擠壓境外詐騙分子生存空間。
公安部網絡安全保衛局局長王瑛瑋亦在當
天的發布會上表示，公安機關依法整治違法有
害信息突出的網絡應用服務以及被用於實施違
法犯罪的各類網絡服務，促進互聯網產業和生
態健康有序依法嚴查不履行網絡安全管理義務
的行為，專項行動以來共對 16.2 萬家違法互聯
網企業、單位依法予以行政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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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部委聯手推數字經濟發展
建部際聯席會議制度 疏通障礙難點 創新試點及監管規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
巖 北京報道）為加強統籌協
調，做強做優做大數字經濟，國務院
辦公廳近日發函，由中國國家發展改

◆22
22日
日，第五屆數字中國建設成果
展覽會在福州市正式開幕，
展覽會在福州市正式開幕
，展期共
5 天，圖為自動化碼頭裝卸系統演
示模型吸引市民參觀。
示模型吸引市民參觀
。
中新社

革委牽頭，中央網信辦、教育部、科
技部、工信部等 20 個部門為成員單
位，建立數字經濟發展部際聯席會議
制度。專家表示，聯席會議主要職責
是為統籌協調各部門、行業、地方政
府，疏通數字經濟發展的障礙和難
點，創新試點及監管規則。

國務院辦公廳發布文件表示，此次批准建立
數字經濟發展部際聯席會議，由 20 個國
務院部門組成，除國家發展改革委為牽頭單位
外，成員單位囊括財政部、稅務總局、人民銀
行、銀保監會、證監會、商務部、工信部、住
建部、交通部以及市場監督總局、國資委等主
要財經部門，以及中央網信辦、教育部、科技
部、公安部、民政部、人社部、農業農村部、
衞健委等眾多國務院部委。

統籌推動重大工程和試點示範
“統籌”和“協調”是貫穿聯席會議主要
職責的關鍵詞。聯席會議首先要貫徹落實黨中
央、國務院決策部署，推進實施數字經濟發展
戰略，統籌數字經濟發展工作，研究和協調數
字經濟領域重大問題；二是協調制定數字化轉
型、促進大數據發展、“互聯網+”行動等數
字經濟重點領域規劃和政策，推進數字經濟領
域制度、機制、標準規範等建設；三是統籌推
動數字經濟重大工程和試點示範，組織探索適
應數字經濟發展的改革舉措。

聯席會議辦公室設在發改委
文件顯示，聯席會議由國家發展改革委分
管負責同志擔任召集人，中央網信辦、工業和
信息化部分管負責同志擔任副召集人，其他成

員單位有關負責同志為聯席會議成員。聯席會
議辦公室設在國家發展改革委，承擔聯席會議
日常工作。目前聯席會議召集人為國家發展改
革委副主任林念修，副召集人為中央網信辦副
主任曹淑敏和工信部副部長王江平。

數字經濟構築國家競爭新優勢
據了解，聯席會議原則上每年召開一次全
體會議，由召集人主持。根據工作需要或成員
單位建議，可召開全體或部分成員單位參加的
專題會議，由召集人或召集人委託其他成員主
持。專題研究特定事項時，可邀請其他相關部
門、機構和專家參與。
國家信息中心信息化和產業發展部主任單
志廣向香港文匯報記者表示，做強做優做大數
字經濟已成為構築國家競爭新優勢、爭奪發展
主動權的戰略選擇。黨中央、國務院高度重視
數字經濟發展，制定促進數字經濟發展的戰略
和規劃，大力推動數字技術自主創新和高效應
用。當前中國的數字經濟發展正處於深化應
用、釋放紅利的階段，但也面臨突出矛盾，數
字經濟創新帶來的新形態、新模式、新方式與
現有管理體制發生對撞，新問題、新矛盾不斷

出現，互聯網平台、無人駕駛、在線醫療、金
融科技、智能配送、區塊鏈技術應用等都需要
完善和創新監管規則，構建與數字經濟發展相
適應的政策法規體系。在此背景下在國務院層
面建立數字經濟發展聯席會議制度，主要職責
是為統籌協調各部門、行業、地方政府，疏通
數字經濟發展的障礙和難點，創新試點及監管
規則。
單志廣認為，聯席會議的重要職責是推進
數字經濟相關制度建設，應盡快明確和完善互聯
網平台監管規則，向市場釋放清晰信號，打通數
據資源治理的梗阻，盡快出台數據使用及保護相
關法案，進一步明確數據權責邊界、使用規範以
及信息保護責任，進而釋放大數據活力。另外，
在促進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融合的同時，切實防
範金融、就業等市場和社會風險。

中國數字經濟規模居世界第二
中國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中國數字經濟
規模從2017年的27.2萬億元人民幣增長到2021
年的 45.5 萬億元人民幣，總量穩居世界第二，
年均複合增長率達 13.6%，佔國內生產總值比
重提升至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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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迎霞捐自家旅館家俱給斯坦福學區管理委員會義賣
所得款項全數捐給斯坦福足球隊買用品和出賽旅費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 ）休士頓中華公所共同
主席李迎霞，於上周六（7 月 30 日）捐贈自家經營
的旅館傢俱包括電視機、沙發、壁畫等等給斯坦褔
學區管理委員會義賣給斯坦福市民，所有義賣的款
項全數捐給斯坦福足球隊用來購買足球用品和出賽
旅費。斯坦福市議員譚秋晴當天特地親往現場，感
謝東主李迎霞及她培養的賴氏企業接班人— 旅館
總經理賴賢安，回饋社區、熱心公益、慈善募款、
贊助學校運動基金會，培養更多前途無量的運動員
，校方當天也派出 30 多位足球球員前來當義工，
幫忙搬運義賣的傢俱給買方，李迎霞主席並特別請
她的警官女婿呂振偉來為學生們打氣，鼓勵他們畢
業後加入警界，服務社會，為民眾的安全負責，促
進發展和平安全的生活環境，是一場非常成功的募
款活動。

圖為中華公所主席李迎霞（右）與其子旅館總經
圖為中華公所主席李迎霞（
理賴賢安（
理賴賢安
（左）攝於自家旅館大門外
攝於自家旅館大門外。
。

圖為斯坦福市市議員譚秋晴（中 ）與李迎霞
圖為斯坦福市市議員譚秋晴（
與李迎霞（
（右二 ）在大會上
在大會上。（
。（右一
右一 ）為旅館
總經理賴賢安。
總經理賴賢安
。旁為李迎霞的女婿警官呂振偉
旁為李迎霞的女婿警官呂振偉（
（左一
左一）。
）。

2022年僑臺商產業科技主題第二梯次
2022
年僑臺商產業科技主題第二梯次((南部
南部))參訪
參訪，
，現正報名中
現正報名中！
！
（本報訊
本報訊）
）為輔導海外僑臺商與臺灣績優企業
為輔導海外僑臺商與臺灣績優企業、
、科技研發機構及產學單位對接合作
科技研發機構及產學單位對接合作，
，促進海內外商機交流
促進海內外商機交流。
。僑委會再度舉辦 「產業科技主題參訪
產業科技主題參訪」」 ，歡迎僑臺商踴躍報名參加
1、活動時間
活動時間：
：2022 年 9 月 20 日(星期二
星期二))至 22 日(星期四
星期四))，為期 3 天
2、活動內容
活動內容：
：參訪南部地區
參訪南部地區((臺南
臺南、
、高雄
高雄))臺灣產業科技領域之績優企業
臺灣產業科技領域之績優企業、
、研發機構及大學產學合作單位之行程
研發機構及大學產學合作單位之行程，
，餘安排具特色之文化參訪
餘安排具特色之文化參訪。
。(註:參訪期間提供代訂住宿服務
參訪期間提供代訂住宿服務))
3、報名截止日期
報名截止日期：
：2022 年 8 月 15 日
4、報名方式
報名方式：
：請逕至僑務活動報名系統報名
請逕至僑務活動報名系統報名(register.ocac.gov.tw)
(register.ocac.gov.tw)，
，依報名順序核錄
依報名順序核錄，
，每梯次至多 72 名。

國會議員格林支持為休斯頓的槍支回購計劃的聯邦基金
格林希望公眾能夠出面參與幫助減少休斯頓地區的槍支暴力

為了支持這個偉大的事件，2022 年 7 月 30 日星期六
為了支持這個偉大的事件，
日星期六，
，國會議員艾爾格林聲
明：我很自豪能與休斯頓市長特納
我很自豪能與休斯頓市長特納、
、哈里斯縣警區一專員埃利斯和休斯頓警
察局 HPD 一起參加今天的槍支回購活動

(休士頓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
秦鴻鈞報導）
）作為他的 One Safe Houston 倡議的一部分
倡議的一部分，
，市長 Sylvester Turner 正在舉辦槍支回購
計劃，
計劃
，以減少我們街道上的槍支數量
以減少我們街道上的槍支數量。
。該活動與哈里斯縣一區專員埃利斯
該活動與哈里斯縣一區專員埃利斯、
、休斯頓警察局和惠勒大道浸信會合作
，將於 7 月 30 日星期六上午 8 點至中午在惠勒大道 3826 號舉行
號舉行。
。為了支持這個偉大的事件
為了支持這個偉大的事件，
，2022 年 7 月 30 日星
期六，
期六
，國會議員艾爾格林發表了以下聲明
國會議員艾爾格林發表了以下聲明：
：我很自豪能與休斯頓市長特納
我很自豪能與休斯頓市長特納、
、哈里斯縣警區一專員埃利斯和休斯頓
警察局 HPD 一起參加今天的槍支回購活動
一起參加今天的槍支回購活動，
，這可以通過將槍支帶出我們的社區來幫助減少持續的槍支暴力
這可以通過將槍支帶出我們的社區來幫助減少持續的槍支暴力。
。
我也很自豪聯邦基金參與了這個槍支回購計劃的創建。
我也很自豪聯邦基金參與了這個槍支回購計劃的創建
。這些資金通過用於 HPD 物業房間
物業房間、
、用品和禮品卡等
項目，
項目
，在使該活動成為可能方面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在使該活動成為可能方面發揮了至關重要的作用。
。分配給休斯頓槍支回購的 100 萬美元也是國會為更廣泛
的 One Safe Houston 計劃提供的超過 5000 萬美元的一部分
萬美元的一部分，
，該計劃是一項全市範圍內的減少暴力倡議
該計劃是一項全市範圍內的減少暴力倡議。
。
國會議員艾爾格林說，
國會議員艾爾格林說
，槍支回購行動允許槍支擁有者自願和匿名地將他們未上膛的槍支交給執法部門
槍支回購行動允許槍支擁有者自願和匿名地將他們未上膛的槍支交給執法部門，
，以換
取禮品卡，
取禮品卡
，禮品卡金額從 50 美元到 200 美元不等
美元不等，
，具體取決於放棄的武器類型
具體取決於放棄的武器類型。
。我希望公眾能夠出面參與
我希望公眾能夠出面參與，
，幫
助減少休斯頓地區的槍支暴力。
助減少休斯頓地區的槍支暴力
。所有善意的人都需要積極努力
所有善意的人都需要積極努力，
，幫助公職人員結束我們社區反復出現的與槍支有
關的傷亡事件。
關的傷亡事件
。適可而止
適可而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