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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中心門票$19.95  

★首選黃石、坎昆全包團 讓您樂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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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条精選歐洲遊★★ 

★阿拉斯加、夏威夷、哥斯達黎加

★申根簽證★ ★認證★ ★綠卡★

自然博物館門票$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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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暑假熱門多線路美東美西遊 任君選擇

美球星遭俄判美球星遭俄判99年年 拜登拜登：：無法接受無法接受
（綜合報導）俄羅斯一處法院今天判處

美國女籃球星格林納9年徒刑，認定她故意
攜帶內含大麻油的電子菸彈入境俄國。美國
總統拜登（Joe Biden）形容這項判決 「令人
無法接受」。

31歲的格林納（Brittney Griner）今年2
月中旬被捕後，俄羅斯總統蒲亭（Vladimir
Putin）於2月24日派兵入侵烏克蘭，使得美
俄關係跌至冷戰結束後的新低谷，她的案子
也捲入這場地緣政治騷亂中。

路透社記者今天目擊，上了手銬的格林
納在判刑後被帶離法庭時說： 「我愛我的家
人。」

格林納堅持自己是不小心違反俄國法律
，法院今天判決前，她懇請法官別判重刑，
並在法庭上落淚。法院也對她罰款100萬盧
布（約新台幣48萬元）。

拜登透過聲明表示： 「今天，美國公民
格林納被判刑，再次提醒全世界都知道一件
事：俄國不正當地拘留布里塔妮（格林納）
。」

「這令人無法接受，我要求俄國立即釋
放她，好讓她能與妻子、摯愛、友人和隊友
相聚。」

格林納的辯護律師表示會上訴。辯護團
隊說，法庭的判決忽視他們提出的所有證據

和格林納認罪的事實，他們對判決 「很失望
」。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
上月底表示已向俄方提出 「實質建議」，以
爭取讓格林納和已退伍陸戰隊員惠蘭（Paul
Whelan）等美國公民獲釋。

一名消息人士說，華府願意釋放有 「死
亡商人」之稱的軍火走私犯布特（Viktor
Bout），來換取格林納和惠蘭的自由。

格林納今天被判刑後，有可能為美俄換
囚鋪路。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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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House Speaker
Nancy Pelosi along with her
delegation landed in Taipei
despite China’s threats of
retaliation over her visit.

She issued a statement
saying that the visit honors
American’s unwavering
commitment to supporting
Taiwan’s vibrant democracy.

China responded by
holding military exercises and
conveyed bellicose rhetoric
warnings that stated that Pelosi
’s visit has a severe impact
on the political foundation of
the China-U.S. relationship
and seriously infringes on
China’s territorial and
sovereign integrity and sends
the wrong signal to the Taiwan
independence separatist
forces.

Some politicians, including
the mayor of Taipei, Ko
Wen-je, wanted the
government of Taiwan to avoid
being put between “a rock
and hard place” in U.S.-
China relations.

For a long time Taiwan
has been a very difficult
problem for the U.S. and China
relationship. We would like to
point out, with great regret, that
because of Pelosi’s
high-profile visit to Taiwan,
there will surely be more to
worry about now with the
situation revolving around the
Taiwan Strait. China will
definitely put more pressure on
Taiwan economics, diplomacy
and military affairs. For the
island, which has for a long
time relied on mainland trade,

it will be a major blow.
We have never wanted to

see the deterioration of the
situation in the Taiwan Strait.

But now it might finally lead to
the battlefield, and then Taiwan
will greatly suffer.

0808//0303//20222022

Pelosi Finally Arrives In TaiwanPelosi Finally Arrives In Taiwan

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及她帶
來之代表團，終於抵達台北為
中美台三方之未來局勢埋下了
緊張的伏筆， 尤其是台灣將來
在兩大強權之對峙下， 處境將
更加艱難。

中國官方曾經多次向美國
提出警告 ，認為佩洛西是美國
第三號人物，她的行為是嚴重
破壞和侵犯中國主權和領土完
整，向台獨發出錯誤信號。

長久以來 ，台灣是中美兩
國非常棘手的問題， 由於民進
黨所走之政治路線， 已經使這
個地區成為戰爭之導火缐。

這位八十二高齡的議長，

在抵達後之聲明中表明將堅定
不移的支持台灣充滿活力的民
主。

我們要非常遺憾地指出，
由于佩洛西對台灣之高調訪問
， 將對未來亞洲台海之情勢更
加令人擔憂 ，中國大陸將會加
強在経濟， 外交及軍事上對台
灣之壓力， 包括在环島之軍事
演習， 把越過台海中缐常態化
， 終止許多商業往來 ，對於長
期依賴大陸貿易的台灣而言 將
是重大之打擊。

我們決不願看見台海情勢
之惡化， 是誰終將成為戰場，
請大家深思吧。

佩洛西終於抵台佩洛西終於抵台



AA33要聞3
星期五       2022年8月5日       Friday, August 5, 2022

真耶穌教會
True Jesus 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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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JC

335 Avenue E,Stafford,
TX 77477

電話: (281)631-5260
網址: www.tjc.org
電子郵件: Houston@tjc.org

59

90

Av
e. 

E

(本報訊) 「半島電視台」（Al Jazeera）4日
指出，美國聯邦眾議院議長裴洛西（Nancy
Pelosi）訪問台灣後，中國大陸祭出一系列經
濟手段，但未對台灣最關鍵的半導體產業出手
，原因是大陸本身也十分依賴台灣製造的各式
晶片。專家認為，若北京未來停止進口台灣半
導體，將代表屆時其已準備好開戰。

裴洛西2日晚間搭乘美國空軍C-40C行政
專機飛抵台灣、3日下午離開，整趟訪問歷時
約 19 小時，期間還與總統蔡英文等人見面。
中國大陸則於3日宣布，暫停自台灣進口白帶
魚、竹筴魚和柑橘類水果，以及停止出口天然
砂等。

「半島電視台」指出，這些經濟措施被廣
泛認為是政治施壓手段，但對台灣整體經濟的
影響不大，也未針對當地最重要、占總出口近
40%和國內生產毛額（GDP）18%的半導體產

業。
「半島電視台」表示，這是因為台灣半導

體產業的重要性，對中國大陸和台灣幾乎一樣
重要。台灣在全球半導體供應鏈中扮演關鍵角
色，2021年晶圓代工市占達64%，穩居世界第
一，且若只論先進製程技術，比例還會進一步
提升；而根據美國國會研究處（CRS）2020年
的報告，中國大陸半導體需求占全球60%，其
中又有超過90%須依賴進口或外商設於大陸的
工廠生產。

雖然北京正投入大量資源，希望於本土建
立半導體自給自足能力，不過專精中國大陸貿
易事務的新加坡管理大學教授高樹超（Henry
Gao）認為，建立相關產業並不容易，而從近
年來紫光董事長趙偉國被捕等多起事件來看，
北京的政策並不順利；故其只有在準備好開戰
時，才會停止進口台灣的半導體。

裴洛西引台海緊張 教授：
靠陸 「一舉動」 看戰爭何時爆發

尹錫悅不見裴洛西只通話40分
南韓認了：因為國家利益

( 本 報 訊 ） 美 國 眾 議 院 議 長 裴 洛 西
（Nancy Pelosi）目前在南韓訪問，不過南韓
總統尹錫悅因休假中不接見裴洛西，引發輿
論抨擊，後改以通話代替。南韓總統府辦公
室今（4）日下午證實，尹錫悅不見裴洛西是
「全面考量國家利益」後做出的決定，目前

雙方已經完成40分鐘通話，尹錫悅表示，裴
洛西訪板門店將是韓、美對北韓威懾的標誌
，並表示下次訪美時希望拜會裴洛西。

綜合韓聯社、南韓 「紐西斯通訊社」
（Newsis）、路透社報導，南韓總統辦公室
公共事務部高級秘書崔英範，今日下午在記
者會上說明尹錫悅未取消假期、與裴洛西會
面的情形，他說已經提前向美方解釋，因裴
洛西的來訪日期與尹錫悅的假期重疊，因此
難以安排兩人會面，他稱裴洛西 「完全了解
情形」。

他補充說，不過由於主要盟國的國會議
長來訪，即使很難親自見面，雙方也應該通
電話問候、交換意見，因此才會安排4日下

午通話，他強調，歡迎裴洛西的亞洲行及韓
國行。

當被問到有分析認為尹錫悅未接見裴洛
西，可能是意識到中國大陸會強烈反對時，
崔英範強調是從 「整體上考慮國家利益」，
並且重申： 「我國政府尊重美國的決定，韓
美同盟沒有問題。」不過當被記者問及所謂
的國家利益是否包含外交關係及區域局勢時
，崔英範拒絕評論。

稍早尹錫悅已經與裴洛西結束通話，長
達40分鐘的熱線中，尹錫悅告訴裴洛西，她
與國會代表團前往南北韓邊界板門店非軍事
區，將成為 「南韓與美國對北韓威懾的標誌
」，而他將與美國國會密切合作，加深韓美
同盟。

裴洛西則表示，盟國們必須共同打造自
由、開放的印太秩序。

尹錫悅也向裴洛西表示，下次當他訪美
時，希望可以拜會裴洛西。

在美國政壇具有相當高知名度的華裔之星
楊安澤(Andrew Yang) 為了展現自己的政治實力
,現在召集了兩個政黨的少數菁英人士籌組創立
了一個名為 「前進黨」（Forward Party）的新
政黨, 由他與前任新澤西州共和黨籍女州長惠
特曼出任共同主席。楊安澤表示，他有信心使
這個不偏不倚, 以主流民意為依歸而沒有確定
立場的新政黨成為美國的第三大黨, 並且將來
一定會推出自己的政黨代表參加選舉以在政壇
扮演重要的角色。

美國的政黨政治向來都是由民主黨與共和
黨主導政局,在美國歷史上, 第三個政黨能夠成
功的機率很小, 儘管在聯邦政府與州市政府和
議會中不乏小黨人士, 但是第三黨的生存空間
十分有限, 有志於在政壇發展的人總是依附在
兩大政黨之下,所以楊安澤的 「前進黨」能夠延
攬到精英人士的能力有待考驗, 這一個政黨能
夠前進到什麼樣的地步, 不免令人懷疑, 不過以
楊安澤的才學與領導能力，或許可以走出一片
新的境界, 況且現在當前兩黨的發展出現了困
境, 由於兩黨各自走偏鋒,在黨內走中間路線的

代表已經沒有發展的空間, 所以如果前進黨如
果有相當的號召力的話, 應該是可以吸收那一
些政治上的無家可歸者。

政黨的發展和茁壯必須透過選舉, 由於前
進黨沒有非常清晰的政治方向, 也容許自己的
黨員加入別的黨派, 好處是可以多接納菁英加
入, 壞處是他們的黨性不強, 不會對這個黨從一
而終, 不過由於它屬於一個”民調黨”，將來
推出的參選代表當然是符社會上多數心聲, 當
選機率必然會高, 如果在各項選舉中有一定比
例的代表當選, 這個黨就可長可久了!

楊安澤出生於紐約，父母是來自台灣的留
學生，他父親曾是台大狀元，楊安澤從小頭角
崢嶸， 學經歷令人深刻，從哥倫比亞大學法律
博士到科技創業, 再成為首席執行長公司，以
1100萬元收購卡普蘭和成立美國非盈利企業，
證明他是人生勝利者，這幾年來他分別參選過
總統和紐約市長，他以苦行僧精神到各地拜訪
選民，已獲得主流媒體青睞, 尤其是他能在辯
論舞台闡述政治理念，就讓我們衷心的祝福他
的前進黨能夠創造歷史的潛力,大功告成吧!

【李著華觀點 : 勇邁前進
楊安澤成立前進黨舉步維艱不畏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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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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源供應緊張
德國柏林近200處建築夜景照明

將於4周內關閉

綜合報導 為響應德國政府呼籲的全面節能行動，德國首都柏林自

當地時間29日夜間起正式關閉一批公共設施的外部照明，熄燈範圍涉及

勝利紀念柱等一系列柏林著名地標和景點。

29日，在德國首都柏林，電工關閉了地標性建築「勝利紀念柱」的

外部照明燈。當天晚上，除了勝利紀念柱，柏林大教堂、德國國家美術

館舊址等標誌性建築的外景照明燈也均被關閉，僅留下一些局部照明。

此前一天，柏林官員表示將在4周內關閉約200處建築的夜景照明

，涉及1400盞景觀照明燈。同時，出於安全方面的考慮，勃蘭登堡門、

帝國議會大廈等建築依舊保持著夜間照明。

另外，應德國總統施泰因邁爾的要求，總統官邸已經決定關閉夜間

照明。

柏林市政府官員 馬庫斯：由於受到俄烏沖突和俄方可能切斷能源

供應的影響，盡可能地節約能源對德國，乃至全歐洲都特別重要。公共

設施必須起到示範作用，為此，我們將在柏林關閉二百座建築物的外部

照明。

俄烏沖突升級以來，由於歐盟對俄羅斯發起多輪製裁，俄方向歐洲

輸送天然氣的意願逐步減弱，實際供氣量也因此銳減，這導致德國國內

能源價格飆升。德國副總理兼經濟和氣候保護部長羅伯特· 哈貝克28日

說，德國正在經歷「最嚴重的能源危機」。為此，德國政府頒布了多項

節能法令，並號召國民進一步節約用電。

歐盟國家正式開始實施天然氣削減協議

為俄氣斷供做準備
綜合報導 當日歐盟正式開始實施自願削減天然氣用量協議。根據

該協議，歐盟成員國將在今年8月1日至明年3月31日期間，通過各自

選擇的措施，將天然氣需求在過去5年平均消費量的基礎上減少15%。

歐盟理事會此前表示，減少天然氣需求是為了在冬季來臨之前節省成本

，為俄羅斯天然氣供應可能中斷做好準備。

為削減天然氣用量，不少歐洲國家近期紛紛宣布重開煤電廠或采取

措施支持煤電。不過，根據此前歐盟達成的對俄羅斯第五輪製裁協議，

歐盟將從8月起停止購買、進口或轉運產自俄羅斯或從俄羅斯出口的煤

炭及其他固體化石燃料。

據報道，為應對迫在眉睫的天然氣危機，德國多地開始采取嚴格的

節能措施。下薩克森州首府漢諾威市27日規定，市政建築和公共建築僅

在10月1日至3月31日期間供暖，最高室溫為20℃，禁止使用移動空調

機組和暖風機，室內外的泳池和體育場館只提供冷水淋浴等。該市希望

通過這一系列措施，節省至少15%的能源消耗(與歐盟委員會提出的削減

目標一致)，以確保其日後應對俄羅斯可能全面停氣的局面。

除漢諾威外，德國其他城市也紛紛出臺相應措施。慕尼黑市本周宣

布，市政機關辦公室不再供應熱水，夜間關閉城市噴泉，瑪利亞廣場的

市政廳等建築將關閉夜間照明。紐倫堡宣布將關閉四個室內遊泳池中的

三個，延長室外遊泳池的開放至9月25日。此前，柏林於4月宣布今年

夏季將調整室外遊泳池溫度至標準溫度以下2℃。

俄羅斯天然氣工業股份公司(Gazprom)日前表示，27日起通過「北

溪-1」管道向德國供應的天然氣將降至輸氣量的20%，進一步削減了對

歐洲的天然氣供應。消息一宣布，26日，天然氣價格躍升至一年前價格

的五倍。

沒有汽車 沒有公路路
沙特打造高科技 「「線形城市線形城市」」

綜合報導 據報道，沙特阿拉伯的未

來城市---「線形城市」的面紗正在一點一

點被掀開。

報道說，沙特王儲穆罕默德· 本· 薩勒

曼希望通過打造這座未來城市，徹底改變

城市世界的樣貌。這座新城將是寬200米

、長170公裏的一條「線」，在34平方公

裏的區域內可容納900萬居民。此外，它

承諾百分之百使用可再生能源。

「線形城市」的居民將能夠在不到五

分鐘的步行路程內，使用到所有設施（住

宅、學校、辦公樓、公園和休閑娛樂場所

等）。居民還將擁有一條高速鐵路，以便

在20分鐘內從「線形城市」的一端到達另

一端。該城市將不會有燃油汽車，但會有

類似「超級環」系統的高效公共交通。所

有這些預計將在2030年實現，屆時預計將

創造38萬個工作崗位。

「線形城市」的一大特點是其前所未

有的高效率。該城市承諾百分之百使用可

再生能源，沒有汽車，沒有公路，也沒有

排放。沙特當局指出：「它的運轉將百分

之百依靠可再生能源，並將人們的健康和

福祉置於比傳統城市交通和基礎設施更重

要的位置。」

因此，「線形城市」將像是茫茫荒野

中一條長長的

金屬線。「線

形城市」的另

一個特點是它

將被大量鏡子

包圍。據設計

團隊稱，其目

的是讓城市與周圍環境融為一體。沙特王

儲穆罕默德說：「我們正在率領一支由建

築設計、工程和建築施工領域最聰明的人

才組成的團隊，以實現建設這座城市的構

想。」

「線形城市」的建設預算預計為5000

億美元左右，到2030年將投入3190億美元

。根據沙特王儲的說法，其目標是到2040

年使該國的居民達到1億人，「其中包括

近3000萬沙特人和7000萬或更多外國人」

。目前，沙特約有3400萬人口。

沙特王儲說：「建設這一新未來城

（NEOM）項目的主要目的是增大沙特

的人口容量。既然我們是從零開始打

造未來城市，為什麼還要復製常規城

市？」

「線形城市」將配備垂直分布的農場

、體育場、休閑運動場所和機場，而這一

切都將建在紅海沿岸。沙特當局指出：

「對於那些有遠大夢想並希望參與以高品

質生活和環境保護為特點的新模式的人們

來說，這將是一個理想的目的地和家園。

」

但並非一切都看起來很美好，因為沙

特及其「線形城市」還必須應對若幹挑戰

。其中之一是NEOM將力爭實施自己的法

律（目前正在起草中）。這方面的一個例

子是禁酒問題。沙特官員目前還無意在

NEOM解除禁酒令。另一個挑戰與履行該

國的環境保護承諾有關。該國已承諾到

2060年實現碳凈零排放。

尚未解決的問題之一是如何在「線

形城市」中較低的區域解決光線不足問

題。此外，在夏季溫度超過45攝氏度的

一個區域安放大量鏡子的想法似乎不是

最具可持續性的方案。對於那些可能受

光學效應影響的動物來說，這也可能是

一個問題。

烏克蘭當局強製疏散東部居民預示新攻勢？
綜合報導 據報道，烏克蘭

總統澤連斯基表示，烏當局已

決定強製民眾撤離烏方控製的

部分頓涅茨克領土。

烏總統辦公室網站公布的

聲明稱：「政府已頒布強製民

眾撤離頓涅茨克州的決定，一

切工作都在組織中。」

烏克蘭副總理伊琳娜· 韋列

修克此前也宣布，烏當局將強

製居民撤離基輔控製下的部分

頓涅茨克領土。

她表示，如果民眾拒絕撤

離，就應簽署證明其已了解相

關後果的文件並「為自己的生

命承擔個人責任」。據悉，撤

離工作將持續到今年冬天。

韋列修克說：「我認為，

這是每位成年的家庭成員的義

務。頓涅茨克州有5.2萬名兒童

，他們應當撤離，決不能讓他

們在缺少供暖和照明的冬季面

對死亡危險……我們談論的是

（撤離）20萬至22萬我國公民

。」

另據報道，紮波羅熱州可

能成為烏克蘭安排民眾撤離的

下一個州，那裏65%的地區已

無天然氣供應。

烏克蘭副總理韋列修克

此前曾呼籲通過克裏米亞等

地撤出赫爾松州和紮波羅熱

州的居民。她解釋說：「這

是必要之舉，目的是避免烏

克蘭武裝部隊在進攻行動過

程中對平民造成危險。」她

同時指出，自己不知道進攻將

於何時開始。

此前，烏總統澤連斯基對

來訪的美國國會代表團表示，

基輔喪失的領土必須在數周內

奪回，因為他認為，俄羅斯軍

隊將在冬季到來時獲得優勢。

據報道，烏方打算奪回

紮波羅熱州部分地區和赫爾

松州。

澤連斯基說：「未來 3

至 6 周具有決定性意義……

冬天越來越近。更低的氣溫

和更嚴酷的條件會讓作戰行

動減緩為令人疲憊不堪的消

耗戰，而這種戰爭對俄羅斯

有利。」

烏國防部長阿列克西· 列茲

尼科夫此前表示，澤連斯基已

命令軍方奪回目前由俄軍控製

的烏南部沿海地區。他指出：

「我們知道，這在政治上對我

國非常必要。」

報道提到，目前，赫爾松

州和紮波羅熱州中部及南部地

區（包括梅利托波爾和別爾江

斯克）完全處於俄軍的控製之

下。這些地區已組建新的軍民

政府。

此外報道，針對烏克蘭總

統澤連斯基宣布強製疏散頓

涅茨克地區居民，前美國駐

烏克蘭大使約翰· 赫布斯特說

：「我不知道澤連斯基為什

麼發出這樣的指令，我知道

的是，頓涅茨克發生了激烈

的戰鬥。幾個星期前，俄羅

斯占領了鄰近的盧甘斯克，

我預計頓涅茨克會發生進一

步的激烈戰鬥。」

為幫寵物消暑
日本一公司推出寵物可穿戴風扇

綜合報導 日本東京的一家

服裝製造商與獸醫合作開發了一

款面向寵物的可穿戴風扇，可以

幫助寵物度過炎熱的夏季，售價

9900日元(約合人民幣505元)。

日本東京的一家服裝製造商

與獸醫合作開發了一款面向寵物

的可穿戴風扇，可以幫助寵物度

過炎熱的夏季。圖片來源：英國

天空新聞網報道截圖。

該設備由一個小型輕便、由

電池供電的風扇組成，該風扇連

接到網狀服裝上，可在動物身體

周圍吹風。

日本孕婦服裝製造商Sweet

Mommy負責人表示，「今年幾

乎沒有雨季，所以炎熱的日子提

前到來，從這個意義上說，我認

為我們開發的產品是適合市場的

」。

該負責人還稱，此裝備在7

月初首次亮相，Sweet Mommy

已經收到了約100份產品訂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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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共軍在台灣周遭海域發射飛彈，白宮國安會
戰略溝通協調官柯比譴責北京的 「不負責任行為」，也批評北
京試圖藉由美國眾院議長裴洛西訪台建立新現狀以獲得新常態
，美國與全世界都不會接受。

美國聯邦眾議院議長裴洛西（Nancy Pelosi）台北時間2日
訪台後，共軍宣布，自台北時間4日中午12時起至7日中午12
時止，在台灣東西南北周邊共6處海域進行重要軍事演訓行動
，並組織實彈射擊。

國防部指出，共軍共向台灣北部、南部及東部周邊海域，
發射共11枚東風系列彈道飛彈。

對於共軍發射飛彈的行為，柯比（John Kirby）今天譴責
「這些不負責任的行為」，與維護台海與區域和平穩定的長期

目標背道而馳。
柯比在白宮例行簡報中批評中國反應過度，以裴洛西訪台

為藉口，在台灣海峽與周邊增加挑釁性軍事活動，實際上是試
圖 「建立新現狀以獲得新常態」，美方不會接受新現狀，世界

也不會接受。
他預期未來數天，中國會持續採取行動，美國已經做好準

備面對北京的選擇。柯比重申，美方不尋求也不樂見危機發生
，但也會持續依循國際法在西太平洋海域與空域活動，並持續
支持台灣，捍衛自由開放印太區域。

柯比並指出，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Lloyd Austin）已經指
示美國航空母艦雷根號（USS Ronald Reagan）戰鬥群繼續駐防
在該區域監控局勢。未來數週，美方也將通過台灣海峽進行標
準空域與海域過境，符合長期以來捍衛海洋自由與國際法行動
。

他表示，美方還將採取進一步措施，展現對包括日本在內
的區域盟友安全的承諾。北京的行動令北京、美方與全球各地
合作夥伴感到擔憂。

英、美、法、德國以及加拿大、義大利、日本在內七大工
業國集團（G7）國家的外交部長與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代
表昨天發出聲明，重申將致力維護以規則為基礎的國際秩序，

以及台海與其他區域的和平穩定。
東南亞國家協會（ASEAN）輪值主席國柬埔寨呼籲各方緩

解台海緊張情勢，東協外長也透過聲明警告，國際和區域動盪
加劇恐導致 「大國之間的誤判、嚴重對抗、公開衝突和無法預
料的後果」。

柯比批評北京的挑釁行為是一次重大升級，是其改變現狀
的長期作法。中國軍機在過去2年飛越海峽中線的次數增加一
倍以上，北京也尋求對台灣的經濟脅迫、政治干預與網路攻擊
，這些行為都侵蝕兩岸現狀。

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今天報導，美國政府推
遲一場空軍義勇兵3型（Minuteman III）洲際彈道飛彈的例行
性試射，以防與北京的緊張局勢升溫。

柯比也證實這項傳聞指出，緊張局勢升高不符合美方、台
灣與區域利益，因此決定將這項試射計畫推遲至不久將來，因
為中國正在台灣附近進行破壞穩定的軍事演習時，美方透過減
少誤判與誤解的風險，展示負責任的核武大國行為。

美國海軍：雷根號在菲律賓海巡邏

美國宣布猴痘為公衛緊急事件
全國病例破6600例

（綜合報導）大陸解放軍4日下午正式發起環台實彈軍演
，美軍動向同樣受矚目。據大陸 「南海戰略態勢感知計畫」
（SCSPI）平台指出，美國雷根號（USS Ronald Reagan）航母
打擊群當日已北上接近日本，但美國海軍表示，雷根號航母打
擊群正在菲律賓海執行任務，巡航範圍包括台灣東南部海域。
另外，一架美軍RC-135S電偵機當日上午從沖繩起飛，朝台
灣方向飛行，疑似對軍演進行偵蒐。

SCSPI4日上午推文指出，一架美軍波音RC-135S型眼鏡

蛇球式（Cobra Ball）電子偵察機於4日上午10時30分左右，
從沖繩嘉手納空軍基地起飛朝台灣方向飛行，疑似針對軍演偵
蒐，不過其追蹤器似乎已關閉。據了解，RC-135S電偵機主要
執行長距離追蹤彈道飛彈的任務，可在彈道飛彈發射後，迅速
測算發射地點、攔截點及攻擊目標等資訊。

SCSPI續指，過去RC-135S電偵機就常在大陸實彈軍演時
出現。而備受外界關注的美軍雷根號航母打擊群動向，SCSPI
則指出該打擊群在沖繩東南方向海面巡弋，4日已北上接近日

本。
但就在同一天，美國海軍第七艦隊發言人指出，雷根號與

同行的打擊群正按照計畫，持續在西太平洋的菲律賓海附近海
域正常執勤。路透社更指出，這片570萬平方公里的巡航範圍
包括台灣東南部海域。美軍強調，這是 「例行巡邏」的一環，
主要支援 「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地區」。

雷根號是美國海軍唯一的 「前沿部署航空母艦」，其母港
位在日本橫須賀海軍基地。

白宮譴責共軍軍演行動挑釁白宮譴責共軍軍演行動挑釁
不接受北京建立新現狀不接受北京建立新現狀

（綜合報導）美國衛生部長貝塞拉（Xavier Becerra）今天
表示，美國已宣布猴痘（monkeypox）為公共衛生緊急事件，
此舉預料將釋出額外資金和工具來對抗這種疾病。

路透社報導，昨天美國猴痘病例突破6600起，幾乎所有病
例皆為曾發生男男性行為者。

貝塞拉在簡報會上表示： 「我們準備好把這種病毒的回應

行動帶向下一層級，我們敦促每個美國人嚴肅看待猴痘。」
美國疾病管制暨預防中心（CDC）主任瓦倫斯基（Ro-

chelle Walensky）在貝塞拉身旁表示，宣布緊急事件後更容易
取得猴痘感染數據，這對回應疫情有其必要。

美國政府已面臨對抗猴痘疫情的壓力。
這種疾病先在歐洲傳開後又入侵美國，目前美國病例為全

球最多，疫苗與藥物供不應求，而且這種疾病經常是留給資金
不足的性保健診所來處理。

世界衛生組織（WHO）上月宣布猴痘是 「國際關注公共
衛生緊急事件」（PHEIC），即世衛的最高等級警報，試圖協
調國際回應並釋出資金，來進行疫苗與治療方法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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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聞

韓國擬規定5歲上小學 我國需要借鑒嗎
綜合報導 為緩解人口老齡化，縮小

學前教育差距，韓國政府擬最早從2025

年起，將小學入學年齡從目前的6周歲

降至5周歲，這一計劃引發大批家長反

對，他們認為此舉或令自己的孩子在入

學和就業時面臨更激烈的競爭。

此舉在韓國引發爭議的同時也引起我

國網友的興趣。一些網友認為可以借鑒韓

國，將入學年齡提前到5周歲，這樣既可

以應對少子化問題，也可以減輕家庭的養

育成本。調整入學年齡是一個復雜的系統

工程，但最根本的遵循是尊重孩子的成長

規律。統一將孩子的入學年齡提前到5周

歲，對於我國而言或許並不合適。

將入學年齡提前一年，對教育資源

配置來說，有利有弊。利好是，可以縮

短學前教育年限，發展普惠托育，而弊

端是，實施改革那一年會讓小學突然增

加一個年級的學生，5歲與6歲孩子同時

入學，這對學校教育資源提出更高的要

求。隨之，這屆學生的升學、就業都可

能面臨更加激烈的競爭。

從全世界範圍看，各國的入學年齡

限製並不同，有的和我國一樣，規定必

須滿6周歲才能入學，有的允許年滿5周

歲入學，有的則實行彈性入學，允許在

5周歲到7周歲之間，自主選擇入學時間

。我國也有不少人建議，應該取消年滿

6周歲才能入學的規定，降低入學年齡

限製，或實行彈性入學。

年滿6周歲才能入學，也存在一些

問題，比如，有的孩子是9月1日出生，

比8月31日晚一天，不滿6周歲，按規

定就只能再等一年才入學，而那時已經

差一天就7周歲了。為此，有的父母為

了讓孩子趕上入學時間，就選擇剖腹產

，讓孩子在8月31日前出生。這一問題

已經引起社會關註。

我國已有部分地區根據當地的教育

資源情況，適當放寬入學的年齡限製，

如允許當年9月1日到11月30日之前年

滿6周歲、確有入學需求的孩子入學。

但考慮到義務教育資源有限，以及部分

家長功利地想讓孩子「早上學」，大部

分地區還執行當年8月31日前年滿6周

歲入學的規定。

因此，調整入學年齡限製，需要考慮

教育資源是否充足以及家長的教育觀念。

相對而言，實行5到7周歲彈性入學，更

為合理，因為有的孩子發育早，5周歲完

全可以上小學，而有的孩子發育較晚，可

能適合到7周歲才能入學。實行彈性入學

，要求學校有更充分的教育資源，來應對

彈性入學需求，更要求家長對孩子的發育

情況、自主能力有理性的認知。如果家長

都希望孩子早入學，那5到7歲彈性入學

，就變為了年滿5周歲入學了。

近年來，針對少子化與老齡化的社

會變化，有一些人提出縮短學製，讓勞

動力更早進入社會的建議。然而，在我

國，如果不改革唯分數、唯升學評價體

系，提前入學很可能進一步加劇學生的

學業負擔。而且，在激烈的社會競爭下

，提前入學也未必可以實現讓勞動力更

早進入職場的目的。

也就是說，比調整入學年齡限製、

改革學製更重要的是改革教育評價體系

，切實破除唯分數、唯升學、唯學歷等

不科學的教育評價。在一個重視育人的

教育環境中，調整入學年齡限製，實行

彈性入學，給家長選擇權，家長也會以

怎麼有利於孩子成長為出發點用好選擇

權，而不會一心想著讓孩子早入學。這

也是構建生育友好型社會的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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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緬甸國防和安全委員會

舉行會議，決定依據現行憲法相關條

款，再次延長全國緊急狀態6個月。

據緬甸國際電視臺報道，該決定

由緬甸國家管理委員會主席、國防軍

總司令敏昂萊提出，經緬甸國防和安

全委員會討論後一致通過。敏昂萊稱

此舉旨在使其成功履行國家職責。他

表示，在結束全國緊急狀態後，將根

據2008年憲法舉行「自由而公正」的

多黨民主選舉，並將按照民主標準將

國家職責移交給獲勝的政黨。

據《緬甸環球新光報》消息，敏

昂萊同時指出了當前緬甸多黨民主選

舉製度存在的問題。他表示各政黨必

須對選舉製度進行適當改革，公眾也

還需要廣泛了解選舉製度。為此，

「需要準備與開展工作的時間」。

此次決定將使緬甸全國緊急狀態

從2022年8月1日起再延長6個月，國

家的所有責任將再次移交給緬甸國家

管理委員會主席。根據緬甸現行憲法

，國家緊急狀態最多可持續兩年，首

次期限為一年，此後每半年可延長一

次。2021年2月1日，在緬甸國務資政

昂山素季被軍方扣押後，緬甸軍方首次宣布實施為期一年的

緊急狀態。今年1月31日，緬甸國防和安全委員會再次宣布

延長全國緊急狀態6個月。

菲律賓總統稱無意重返國際刑事法院

綜合報導 在國際刑事法院（ICC）尋

求重啟對菲律賓前總統禁毒行動的調查之

際，菲律賓現任總統費迪南德· 馬科斯1

日表示，菲政府沒有重新加入國際刑事法

院的計劃。

報道稱，剛剛在6月 30日卸任的菲

律賓前總統羅德裏戈· 杜特爾特在 2019

年宣布菲律賓退出國際刑事法院，因為

國際刑事法院啟動了針對其禁毒行動的

初步調查。

報道稱，國際刑事法院法官在去年9

月授權對菲律賓禁毒行動展開全面調查，

認為這一禁毒運動堪稱針對平民的系統性

非法攻擊。國際刑事法院在兩個月後暫停

調查工作，因為菲律賓表示自己正在調查

相關罪行。

國際刑事法院檢察官卡裏姆· 汗6月

表示，菲律賓提出的推遲調查的要求不具

有正當性，調查工作應當「盡快」重啟。

報道指出，馬科斯本人支持杜特爾特

的禁毒行動，曾表示不會與國際刑事法院

合作。

報道稱，馬科斯1日作出了進一步表

態。他對記者說：「菲律賓無意重新加入

國際刑事法院。我們自己正在調查，調查

正在推進，所以我們為什麼要讓那邊調查

？還有一種可能性是我們根本不會回應，

因為我們不在那個機構裏。」

（中央社）台中市3天內接連發生2起槍擊案，
為安定民心，警察局26日啟動 「肅槍專案」，民進
黨市議員指出，市警局長蔡蒼柏在勤教時指出民代
、媒體在炒作治安問題，該專案是 「一定要做的動
作」，痛批是荒腔走板的拚治安。國民黨市議員則
反擊說，民進黨不要見縫插針，將治安問題泛政治
化。

台中市警局回應表示，局長在臨檢前對員警的
談話，意在鼓舞士氣、激勵基層，並表達力挺基層
捍衛治安的努力，更強調台中市不論現在或未來都
不會是 「慶記之都」，將持續努力維護治安。

為宣示捍衛治安、打擊黑槍的決心，市警局26
日動員760名警力執行肅槍專案，但查緝槍枝數為0
，民進黨議會黨團總召江肇國說，肅槍專案若只是
個動作，員警心態不會認真，查獲的成效當然不佳
；局長若只將其當作動作，待風頭過後，整個肅槍
專案可能就結束了。

民進黨議員陳淑華、謝志忠、何文海、黃守達
、張家銨、蔡耀頡、王立任及邱素貞怒批，中市接

連發生槍擊案，局長還在講風涼話，難怪治安不好
，難道肅槍只是在做表面工夫？要求局長應下台、
市長應負責。

藍營議員羅廷瑋說，這次潭子槍擊案兇嫌是苗
栗飯店廚師、第二市場打人命案犯嫌則是從桃園來
的，不能將責任都推給地方政府，維護治安除要靠
地方直行，中央更應提高槍械管制與量刑程度。這
幾年全六都中槍枝最多前幾名分別是台南、桃園及
高雄。

警察局表示，中市近年治安環境大幅改善，去
年每10萬人口的全般刑案發生數、犯罪指標發生數
及暴力犯罪發生數等指標，在六都中都是最低或次
低，今年上半年犯罪指標也為六都最低，若以 「慶
記之都」冠名，將抹煞員警的努力。

26日凌晨大里區中興路聚眾鬥毆案傳槍響，31
歲邱姓犯嫌在現場朝魏男開槍、造成腿部受傷，霧
峰分局警方掌握邱嫌動向，當天深夜11點50分在大
里區七將軍廟前將其逮捕，昨依殺人未遂等罪移送
台中地檢署偵辦。

中市綠批肅槍專案成效
藍轟泛政治化

（中央社）新北市昨日舉行今年第3場聯合
海葬，有12位先行者在家屬陪伴下，從八里渡
船頭啟航，並灑向大海，其中高齡9旬的賴爺爺
在世時曾交代家屬，要與17年前離世的太太一
同安葬，近期終於完成遨遊大海的遺願。民政
局表示，新北有3處環保葬區，下葬人數逐年增
加，後續海葬也將在8、9月分登場。

民政局長柯慶忠說，環保葬不只有提供給
剛往生的先人，安置在塔內或撿骨後火化的骨

灰也可以安排環保葬，新北市有金山環保生命
園區、三芝櫻花生命園區、新店四十份公墓花
樹葬區，每年都會固定舉辦海葬，從改制至今
已有1萬2558人選擇環保葬，相較升格前成長
約7.5倍。

本次送行賴姓夫妻的家屬表示，賴爺爺在
世時認為傳統祭祀程序繁瑣，海葬較為簡單、
環保、自然，不用麻煩他人，因此10多年前就
交代子孫要採海葬方式，由於他生前與妻子感

情要好，雖然賴奶奶早在多年前就已安葬在樹
林納骨塔，但還是遵從長者遺願，為兩人辦理
海葬，再續前緣。

另外，參與海葬送行的宋姓潛水教練也在
兒子的陪伴下回歸大海，宋先生兒子透露，爸
爸生前相當熱愛海上活動，時常跟朋友去釣魚
，10年前在朋友推薦下，愛上潛水，因此只要
放假就會跑到海邊，甚至在潛水公司擔任教練
，他生前就已交代家屬，離世後一定要回歸大

海懷抱，這次能透過聯合海葬完成父親心願，
相當感動。

殯葬處長黃秀川說，民眾不只可以到海邊
或植存、花樹葬專區悼念親人，市府也設置線
上追思系統，去年系統升級後新增影音追思，
海葬全程不需收費，今年 8 月 26 日、9 月 23 日
仍可報名，不分縣市、國籍人士都可提出申請
。

新北聯合海葬啟航 老夫妻回歸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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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
報訊（記者

黃書蘭）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竄訪台灣公然挑釁
一個中國原則。就此，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3
日在特首辦舉行會議，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財政司
司長陳茂波及律政司司長林定國出席。李家超指
出，佩洛西竄訪台灣嚴重違反一個中國原則，嚴重
侵犯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嚴重破壞台海和平和穩
定。他又引述傳媒報道指，佩洛西在台灣期間無視
“一國兩制”在香港成功實踐，惡意批評香港的民
主和自由，是不符事實的抹黑及霸凌行為，特區政
府對此堅決反對及強烈譴責。香港特區政府會全力
支持及配合中央政府採取一切必要措施，堅決捍衛
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

繼3日深夜發表聲明，批評佩洛西竄訪台灣是在
助長“台獨”意識，是公然挑釁“一個中國”原則，
李家超3日在Facebook上載他主持的特首辦會議部分
片段。他在片段中表示，今次他邀請陳國基、陳茂波
及林定國出席特首辦會議，是就佩洛西竄訪台灣一事
重申特區政府全力支持及配合中央政府所採取的必要
措施，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

李家超批評，佩洛西竄訪台灣，嚴重違反一個

中國原則，嚴重侵犯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嚴重破
壞台海和平穩定。他強調，台灣和香港特別行政區
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的部分，而佩洛西竄
訪台灣是以台灣問題不斷挑戰中國主權，是粗暴干
涉中國內政，公然挑釁一個中國原則，是拿2,000
多萬台灣人民作賭注，是蔑視台灣人民福祉，以博
取自我政治利益的自私行為。

李家超表示，據傳媒報道，佩洛西在台灣期
間，無視“一國兩制”在香港成功實踐，惡意批評
香港的民主和自由，是不符事實的抹黑及霸凌行
為，特區政府對此堅決反對及強烈譴責。

他強調，特區政府的“反台獨”意志堅定，立
場清晰。特區政府堅決反對任何外部勢力干預中國
內部事務，並且全力支持及配合中央採取一切必要
措施，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我們在這
方面要努力工作！”

陳茂波：美圖為國內問題轉移視線
陳茂波及林定國3日凌晨先後發聲明譴責佩洛

西竄訪台灣。陳茂波在聲明中表示，美國眾議院議
長的行徑，嚴重侵犯我國主權和領土完整、違反一
個中國原則和中美三個聯合公報規定、背信棄義、

嚴重破壞中美關係，造成嚴重政治後果。
他指出，目前美國通脹高企，種族歧視和對立

問題嚴重、貧富差距巨大，美國政府和政客不集中
精力處理好國內問題，反而在台灣問題上興風作
浪，是企圖轉移視線，以遮蓋本土尖銳矛盾的低劣
伎倆。

陳茂波批評，美國一方面在華賺取龐大經濟利
益，同時企圖遏制中國的發展，在台灣問題上製造
事端，激化矛盾，必定會自食其果。他強調，堅決
反對任何外部勢力干預我國內部事務，堅定維護我
國的主權、安全和核心利益，堅決維護國家尊嚴，

並嚴厲譴責美方不負責任的挑釁行為。

林定國：憲法是港憲制最重要部分
林定國強調，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是香港

特區憲制秩序的最重要組成部分。而憲法序言列
明：“台灣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神聖領土的一部
分。完成統一祖國的大業是包括台灣同胞在內的全
中國人民的神聖職責。”

他強調，台灣和香港特區均是中國不可分離的
部分。“就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竄訪台灣，意圖
阻礙祖國統一大業，我們深感憤慨，予以譴責。”

台海風雲台海風雲 之之

反制進行時反制進行時
特首批佩洛西惡意抹黑港民主自由

妻確診困家四天 夫焗中招再撲床
經香港文匯報協助入住竹篙灣“人等床”須解決

“一直擔心的事終於發生了。”陳先生3日
接受香港文匯報電話訪問時表現得十

分沮喪。他表示，自從太太上周六（7月30
日）核酸檢測確診後，他便不斷撲病床、撲指
定診所名額，為的就是讓太太病情受控，也防
止居家爆疫，然而擾攘4天太太才得以安排入
住北大嶼山醫院，或者已錯過截斷病毒的黃金
時機，3日晨陳先生自行進行快速測試結果呈陽
性，“我已經好小心（防疫），但始終共處一
屋，空氣傳播防不勝防。”

再撥打各部門熱線求助
他不敢斷言若能及早送太太入院，他便能

避過一劫，但至少不用連日周旋於衞生署及消
防處之間“撲床位”、呆等從未兌現的“入
院”承諾，以及重複又重複消毒全屋，“精神
上真係好疲倦。”一度以為太太入院，他就不
用再狂打電話“撲位”、“撲服務”，詎料因
為自己亦中招，他又要撥打熱線求助。

曾多次與熱線職員交手的陳先生老馬識
途，已掌握哪條熱線較易打得通，3日晨他直接
致電消防處要求入院安排，收線後再次狂試
“指定診所”預約睇醫生，惜全線滿額；申請
視像診症服務更出現線路繁忙無法登入情況，
本身是長期病患的陳先生向香港文匯報記者表
示，開始感到病徵明顯，擔心太太入院後只剩
自己獨居，一旦病情有變無人理，“都係希望
入醫院，一旦病情有變化，都即時有照顧。”

議員指政府未汲取教訓
經香港文匯報協調，他3日接獲衞生署通

知指北大嶼山醫院已無床位，但當日傍晚順利
將他接入竹篙灣社區隔離設施。

就陳氏夫婦先後確診“人等治療服務”的

情況，醫療衞生界立法會議員林哲玄3日接受
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特區政府網上及網下
防疫支援服務也不理想，“香港經歷嚴峻的第
五波，卻未汲取深刻教訓，今日仍要市民狂打
電話追問床位，看不到醫生、預約唔到指定診
所拎口服藥等，都值得政府深思如何亡羊補
牢。”

林哲玄建議特區政府建立供居家隔離人
士查詢入院進度的網上平台，讓等候入院或
入住隔離設施的當事人，自行查詢輪候排
位，而非任由市民呆等回電，“如果市民病
到好辛苦，仲要打成日電話，追問唔同部門
幾時有床位，呢個做法好唔理想！”他認
為，政府應增聘熱線專員，務求做到積極、
主動幫到市民。

他認為，由醫管局提供的指定診所、視像
診症及藥物配送服務，均是很好的概念，但陳
先生的遭遇，反映醫管局人手緊張，“醫生又
要負責病房，又要負責門診，係咪有足夠醫生
應付（視像應診）？”他促醫管局與私家醫生
合作，讓社區醫生分流新冠病人，“社區設立
新冠診所，或者安裝視像應診，由物流公司或
者患者親友送藥，呢啲私家醫生絕對有能力幫
到手！”讓居家檢疫患者得到及時醫療照顧。

近日每日均有逾4,000人確診，連日下來，
累積確診人數數以萬計，他認為目前僅竹篙灣
社區隔離設施及兩間隔離酒店並不足夠，必須
盡快重啟方艙醫院，“今時今日應該要做到床
等人，無可能係人等床！”他希望特區政府盡
早重啟方艙醫院，並降低醫生和護士照顧病人
的比例，讓患者得到更適切的照顧。

香港保安局回覆查詢時表示，現時疫情反
覆，竹篙灣社區隔離設施的入住率超過七成，
入住人數接近5,500人。

新冠肺炎確診人數連日居高不下，每日

新增個案逾4,000宗，社區隔離及治療設施備

受壓力，重演香港第五波疫情期間“人等

床”、“人等服務”的窘局。香港文匯報2日接獲讀者求助後，跟進報道確診者

陳太染疫後撲足4天床位終獲安排入院。事件的最新發展是，被迫在家與太太

“困獸鬥”4天的陳先生日防夜防，3日亦確診，需再次為撲“指定診所”、視像

診症服務的名額和床位而張羅，所幸他在香港文匯報協助下，即日獲香港衞生署

安排入住竹篙灣社區隔離設施。立法會議員認為，患者與同住家人共用廚廁，早

發現、早隔離才能減低居家爆疫風險，呼籲特區政府未雨綢繆，及早為重啟方艙

醫院增聘人手，以及招募私家醫生強化視像診症或指定診所服務，支援居家確診

者。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 ◀ 陳先生入住的竹篙灣病
床。 受訪者供圖

◆ 李家超邀請陳國
基、陳茂波及林定國
出席特首辦會議，就
佩洛西竄訪台灣一事
重申特區政府全力支
持及配合中央政府所
採取的必要措施，堅
決捍衛國家主權和領
土完整。
李家超Fb短片截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香港新增的新冠
肺炎個案居高不下，3日再多4,547人確診（包括
226宗輸入個案），新變異病毒BA.2.12.1及BA.4
或BA.5近日佔整體個案的比例升至約7%。香港衞
生防護中心表示，變異病毒株的傳染性更高，今
輪疫情反彈未見頂。留醫確診者保持約1,500人的
水平，香港醫管局為迎戰可能繼續升溫的疫情，
已啟動公私營醫院合作機制，私家醫院已承諾騰
出364張病床接收公院轉介的新冠及非新冠病人，
暫時已轉介40至50人，大部分是非新冠病人。

醫管局前行政總裁梁栢賢醫生3日在社交平台
表示，相信香港這一波疫情已達頂峰，預料11月
前不會再有大升幅。對此，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
處主任張竹君3日在疫情記者會上回應指，疫情趨
勢仍有待觀察，但目前未見到頂跡象，估計仍保
持緩慢上升趨勢。

數十病人轉私院騰出床位
她特別指出，涉及兩種新變異病毒的個案比

例正持續上升，對整體疫情造成隱憂，當中BA.4
或 BA.5 近日追平 BA.2.12.1，均佔整體個案的
7%，根據外地的經驗，傳染力更強的BA.5會逐漸

成為主流毒株，防護中心將密切觀察疫情發展。
近日新增確診個案在4,000宗水平徘徊，也增

加醫院壓力。醫管局總行政經理（質素及標準）
劉家獻表示，由於入住公立醫院接受治療的病人
增多，將會安排情況轉為穩定的病人入住康復及
療養醫院，以及按需要安排病人到私家醫院接受
治療，目前有13間私家醫院共提供364張病床，
暫時已有四五十名病人轉往私家醫院，當中大部
分是非新冠病人，此舉有助公立醫院騰出病床接
收緊急的病人。

3日香港再多4名染疫長者離世，包括3男1
女，年齡介乎84歲至89歲，其中2人居於院舍，
只有一位完成接種3劑疫苗。當中一名89歲老婦
患有高血壓、糖尿病、曾中風等長期病症，已接
種2針，她離世前在家中發燒兩三天，沒有進行任
何檢測及求醫，2日在家中昏迷，送院後不治，始
知感染新冠病毒。

劉家獻表示近來社區內的長者死亡個案增
加，認為長者染疫後的病情有可能迅速惡化，提
醒家中有長者的市民，一定要留意長者情況，一
有病徵需盡快檢測及求醫，染疫早期及時處方新
冠口服藥，可有效降低重症率。

變種毒佔比續升 疫情反彈未見頂



AA88中國焦點
星期五       2022年8月5日       Friday, August 5, 20222022年8月4日（星期四） 文 匯 要 聞◆責任編輯：周文超 1

地面待發射的大型導彈威武聳立

大型導彈

解放軍台島周邊演練封控打擊
東部戰區海空火箭軍等參加 出動殲20蘇35等先進戰機

3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東部戰區在台島周
邊海空域組織實戰化聯合演訓。據央

視報道，3日上午，東部戰區空軍出動預警
機、殲擊機、轟炸機等多型先進戰機，從多
機場戰鬥起飛、到多空域執行任務，開展預
警指揮、干擾壓制、兵力進壓等。東部戰區
海軍在台島周邊海域開展聯合封控和聯合對
陸對海打擊等多課目針對性演練。

據報道，海軍任務艦艇依令抵達台島以
東預定海域，完成海上警戒封控布勢，與空
中兵力聯合開展海上封鎖、對空攔截等課目
訓練，充分發揮海空協同一體封控實戰能
力。據了解，3日上午，東部戰區已重點組織
對台島多方向高強度海空抵近懾壓、海上多
向進逼，全時位台島周邊偵察預警，檢驗部
隊聯合作戰能力。

戰區：堅決捍衛國家主權領土完整
東部戰區公布的照片和央視畫面顯示，

此次聯合演訓出動了先進的殲-20隱身戰機和
蘇-35、殲-11等，其中部分戰機機翼下方掛

有導彈，出動的軍艦
則有舷號155的 052D
型導彈驅逐艦南京
艦、舷號150的 052C

型導彈驅逐艦長春艦。網上資料稱，兩艦為
中國自行研製設計建造的新一代導彈驅逐
艦，裝備有多套中國自主研發的新型武器裝
備，可單獨或協同海軍其他兵力攻擊水面艦
艇、潛艇，具有較強的遠程警戒和區域防空
能力。

央視新聞聯播晚上新公布的演練畫面
中，有戰機在雲端巡航台島，“戰神”轟-6K
戰機亦精彩亮相，地面待發射的大型導彈則
直聳擎天。轟-6K是中國自行研製的中遠程新
型轟炸機，網上資料指其最大載彈量可達9
噸，可一次性掛載6枚長劍-10導彈，最大航
程9,000公里以上，具備遠程奔襲、大區域巡
邏、防區外打擊等能力。

東部戰區副參謀長顧中表示，這次聯合
軍事行動，是針對美和台當局在台灣問題上
的危險舉動所採取的必要舉措。戰區組織多
軍兵種部隊成體系、全要素展開，進行聯合
封控、對海突擊、對陸打擊、制空作戰等多
課目針對性演練和精導武器實彈射擊，全面
檢驗武器裝備性能和部隊聯合作戰能力，做
好應對一切危機事態準備！他說，我們正告
那些心懷不軌竄台人員和“台獨”分子，東
部戰區部隊有充分的信心和能力反擊一切挑
釁，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

台媒：兩“大驅”現身花東外海
另據中國台灣網引述台灣“中央社”3

日報道稱，3日晨，解放軍2艘055型導彈
驅逐艦出現在花東外海，距離花蓮港僅有

37海里。資料顯示，055艦是中國最新研製
的一款排水量在萬噸以上的大型水面作戰
艦船，防空反導能力突出，有航母戰鬥群
和水面艦艇戰鬥群“空中保護傘”的美
稱。

專家：全課目演練實戰化強
據報道，台灣防務部門人士3日表示，該

部門“監控”到凌晨2時花蓮港外37海里，
一艘解放軍導彈驅逐艦往南航行；凌晨4時蘭
嶼東南方45海里，一艘解放軍導彈驅逐艦往
北航行。對此，知名時事評論員宋忠平向香
港文匯報指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並不
存在其所謂的領海、毗鄰區和專屬經濟區，
解放軍軍艦在任何合適的時候都可以去。

解放軍於4日至7日在圍繞台灣島的六個
海域和空域展開重要軍事演訓行動，並組織
實彈射擊。

宋忠平指出，演練主要的特點就是針對
性強，實戰化強，且進行的是全課目的演
練。這位專家強調，佩洛西竄訪改變了目前
的基本現狀，從而導致解放軍被迫採取必要
行動。

宋忠平認為，解放軍將持續加大對台軍
事鬥爭準備，準備應對域外勢力不斷干涉台
灣問題所造成的嚴重台海危機。這位專家警
告，未來如果台灣當局一意孤行搞“台
獨”，在外部勢力的慫恿下挑釁過了紅線，
解放軍就會把這種軍事作戰預案轉化為實際
作戰行動，徹底解決台灣問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3日，中國人民解放軍東部戰區位台島北

部、西南、東南海空域，組織了由戰區海軍、空軍、火箭軍、戰略支援部隊、聯勤保

障部隊等兵力參加的實戰化聯合演訓，重點演練了聯合封控、對海突擊、對陸打擊、

制空作戰等課目，檢驗了戰區部隊聯合作戰能力。東部戰區副參謀長顧中強調，東部

戰區部隊有充分的信心和能力反擊一切挑釁，堅決捍衛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另據報

道，3日晨，解放軍2艘055型導彈驅逐艦出現在距離花蓮港僅有37海里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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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據新華社報道，美國國會眾議
長佩洛西2日晚竄訪中國台灣地區，受到廣泛強烈
譴責。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3日就美方侵犯中
國主權發表談話，以下為全文：

美國國會眾議長佩洛西不顧中方嚴正交涉，明
目張膽到訪中國台灣地區。這一行徑嚴重違背一個
中國原則，惡意侵犯中國主權，公然進行政治挑釁，
激起中國人民強烈憤慨，引發國際社會普遍反對。
這再次證明，一些美國政客已經淪為中美關係的“麻
煩製造者”，美國已經成為台海和平和地區穩定的
“最大破壞者”。

絕不給“台獨”和外部勢力留任何空間
美國不要幻想阻撓中國的統一大業。台灣是中

國的一部分。實現國家完全統一是大勢所趨，是歷
史必然。我們絕不會為“台獨”分裂和外部勢力干

涉留下任何空間。美方不論以什麼方式支持縱容“台
獨”，最終都將是竹籃打水一場空，只會在歷史上
留下更多美國粗暴干涉別國內政的醜陋紀錄。台灣
問題是因當年國家弱亂而產生，今後必將隨着民族
復興而終結。

絕不允許任何國家破壞中國穩定和發展
美國不要幻想破壞中國的發展振興。中國已

經找到符合自身國情的正確發展道路。在中國共
產黨領導下，14億中國人民正在大踏步邁向中國
式現代化。我們將國家和民族發展放在自己力量
的基點上，也願與各國和平共處、共同發展，但
絕不允許任何國家破壞中國的穩定和發展。在台
灣問題上挑釁滋事，企圖遲滯中國的發展壯大，
破壞中國的和平崛起，完全是徒勞的，必將碰得
頭破血流。

美國不要幻想操弄地緣博弈把戲。求和平、
謀穩定、促發展、圖共贏是地區國家的普遍願
望。美方將台灣問題引入地區戰略，渲染緊張、
挑動對抗，是逆地區發展潮流而動，同亞太人民
期待背道而行，十分危險和愚蠢。一個中國原則
已成為國際關係基本準則，構成二戰後國際秩序
的組成部分。美方要做的，是立即停止違反聯合
國憲章宗旨和原則，立即停止打“台灣牌”攪亂
亞太。

三個聯合公報是中美和平共處真正“護欄”
美國不要幻想可以任意顛倒黑白。美方聲

稱中方在升級局勢，但最基本的事實是，美方
先在台灣問題上向中方發起挑釁，公然侵犯中
國的主權和領土完整。美方聲稱議長訪台曾有
先例，但最基本的道理是，過去的錯誤不能成

為今天重犯的藉口。美方聲稱三權分立無法約
束議會，但最基本的國際法準則是，美國必須
履行其國際義務，尤其是重要政治人物更不能
胡作非為。

美方還聲稱中國尋求統一是對台灣的“威
脅”，但最基本的邏輯是，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
分割的一部分，台灣問題完全是中國內政。中方
維護領土完整、反對國家分裂合理合法、天經地
義。

我要強調，台海和平穩定的定海神針是一個
中國原則，中美和平共處的真正“護欄”是三個
聯合公報。“倚美謀獨”死路一條，“以台制
華”注定失敗。面對國家統一的民族大義，中國
人有不信邪、不怕鬼的骨氣，有嚇不倒、壓不垮
的志氣，有萬眾一心、眾志成城的決心，更有堅
決捍衛國家主權、民族尊嚴的能力。

王毅：美國不要幻想阻撓中國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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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業者：台當局“害死出口商和農民”
大陸暫停台灣地區柑橘類水果、冰鮮白帶魚、凍竹莢魚輸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京報道）國台辦

發言人馬曉光3日表示，根據有關進出口方面的規定，

以及食品安全要求和標準，有關部門即日起對從台

灣地區輸往大陸的葡萄柚、檸檬、橙等柑橘類水果

和冰鮮白帶魚、凍竹莢魚採取暫停輸入措施。數據顯示，去年台灣地區輸入大陸的

“其他柑橘類”佔其出口86%，“白帶魚、生鮮或冷藏”佔比100%。被暫停輸往大

陸後，島內業者哀嘆聲一片，紛紛怒斥台當局“讓百姓受苦”、“害死出口商和農

民”。

自台灣菠蘿、釋迦、蓮霧以及石斑魚被大陸
宣布暫停進口後，3日，海關總署動植物

檢疫司、進出口食品安全局發布“關於暫停台
灣地區柑橘類水果和冰鮮白帶魚、凍竹莢魚輸
入大陸的通知”。海關總署表示，去年以來，
大陸海關多次從台灣地區輸大陸柑橘類水果中
檢出檢疫性有害生物——大洋臀紋粉蚧，以及
倍硫磷和樂果殘留超標；今年6月，從台灣地區
輸大陸冰鮮白帶魚和凍竹莢魚包裝上檢出新冠
病毒核酸陽性。

海關總署指出，為防範風險，依據大陸相
關法律法規和標準，決定自2022年8月3日起暫
停台灣地區柑橘類水果和冰鮮白帶魚、凍竹莢
魚輸入大陸。同時，各海關自3日起暫停受理台
灣地區柑橘類水果和冰鮮白帶魚、凍竹莢魚報
關，並及時將上述情況通知轄區內相關企業。

據台媒報道，截至2日，統計數據顯示，台
灣企業登記輸入大陸產品共計3,228筆，其中
2,066筆被“暫停進口”，比例高達64%，項目
包括水產、保健品、茶葉、餅乾、飲料等，其
中水產品遭禁比例最高，有781筆。台媒稱，台
灣地區去年生鮮的“其他柑橘類”共外銷2,886
噸，其中有2,483噸運往大陸，佔比高達86%，
“白帶魚、生鮮或冷藏”去年外銷9,146噸，全
數都運往大陸，佔比100%，至於“冷凍竹莢
魚”去年外銷4,226噸，其中2,161噸送往大
陸，佔比約50%。

台水果“不用再做大陸市場了”
台南一名劉姓水果出口商對台媒表示，從

業十多年，每年90％的貨櫃銷往大陸，去年大

陸暫停進口台灣菠蘿、釋迦、蓮霧，整年度業
績減少九成以上，而原本一年可出200、300貨
櫃，但今年時間已經過了一半，至今只出2、3
個貨櫃，慘到不行。以菠蘿為例，過去他銷往
大陸可達上百個貨櫃，被暫停後，菠蘿被台當
局“輔導”銷往日本，但外銷仍然不及過去銷
陸的十分之一。他稱，柑橘類包含文旦、檸
檬、橙子、橘子、茂苦柑、葡萄柚等，如今大
陸暫停柑橘類水果，等於台灣水果“不用再做
大陸市場了”，台當局把兩岸關係搞成這樣，
不僅害死出口商，農民也一定會受害。

大陸是台灣三大島外銷售市場之一
台媒稱，大陸海關總署官網顯示，產品類

別“餅乾、糕點、麵包”項目中，台灣107家拿
到在陸註冊編號廠商中，有35家狀態呈現“暫
停進口”。維力食品官網顯示，公司產品主要
以外銷大陸為主，共有9個據點，若無法外銷恐
怕損失慘重。有台商向台媒透露，台灣的著名
糕餅品牌每年都有過百個貨櫃銷陸。該台商表
示，自己正在協助某家知名糕餅業者的進口報
關，有幾十個貨櫃準備銷陸，原物料都買好
了，生產也進入包裝階段，被暫停後，以一個
貨櫃價值上百萬台幣來算，損失估計上千萬台
幣。

據台灣方面統計，大陸是台灣三大外銷市場
之一。台灣去年對大陸出口的食品金額高達113.4
億元人民幣，其中調製食品為最大宗，出口值達
到43.8億元人民幣。去年台灣全年出口調製食品
約136億元人民幣，其中對大陸及香港地區的出口
佔比達32%。

◆大陸2日起對從台灣地區輸往大陸的葡萄柚、檸
檬、橙等柑橘類水果和冰鮮白帶魚、凍竹莢魚採
取暫停輸入措施。圖為高雄苓雅區武廟市場攤商
販售的竹莢魚。 中央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央視新聞報道，8月3日，
浙江省溫州市國家安全局依法對長期從事“台
獨”分裂活動，涉嫌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嫌疑人
楊智淵實施刑事拘傳審查。

楊智淵，男，1990年1月21日出生，台灣
省台中人。楊智淵長期鼓吹“台獨”理念，夥同
他人成立“台獨”非法組織“台灣民族黨”，以
“推動台灣成為主權獨立國家並加入聯合國”為
目標，大肆鼓噪“公投建國”，高調推行“急
獨”路線，策劃實施“台獨”分裂活動，涉嫌分
裂國家犯罪和煽動分裂國家犯罪。

“台獨”分子楊智淵在浙江被刑事拘傳審查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美
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訪台，導致兩岸緊
張局勢再度升級。有台媒示警，兩岸若
因政治紛擾再生扞格，台灣下半年將面
臨巨大經濟風險。

40年和平交流可能毀於一旦
在俄烏戰爭、美國升息等因素影響

下，全球經濟形勢並未因新冠疫情趨緩
而回升，各國需求受抑制，貿易量降
低，致使仰賴出口的台灣經濟受到嚴重
影響，第二季度經濟增長率僅為
3.08%，多個機構更下修台灣全年經濟
增長預測。

佩洛西竄訪台灣動作提升兩岸緊
張氛圍，2日其確定訪台消息傳開後，
台股應聲下跌234點已成為下半年經濟
風險升高的信號。台灣工商時報示
警，兩岸若因佩洛西訪台再生扞格，
勢必讓已走緩的台灣經濟進一步受
挫，過去40年的和平交流更可能就此
毀於一旦。

上半年台對陸貿易順差達517.8億美元
據台財政主管部門統計，今年上半

年，台灣對大陸（含香港）貿易順差高
達 517.8 億美元，比整體順差金額
（276.9億美元）超出240.9億美元。台
灣旺報援引該數據表示，台灣對大陸龐
大的出口與順差，代表台灣經濟對大陸
的依賴，失去大陸帶來的巨大順差無疑
對台灣經濟造成嚴重不利影響。

工商時報呼籲，今年自年初以來全
球政治、經濟危機此起彼落，隨着兩岸
緊張，下半年變數更多，但願兩岸能以
仁、以智緩和當前的緊張局面，以讓兩
岸有更美好的未來，並讓全球經濟能重
返成長的軌道。

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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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京報道）商
務部新聞發言人3日表示，根據相關法律規
定，決定暫停天然砂對台灣地區出口。相關措
施自2022年8月3日起實施。據報道，台灣地
區天然砂進口量90%以上來自大陸，暫停天然
砂出口台灣或將帶來“砂石風暴”，島內建材
市場將遭重創，芯片產業亦將受波及。

據悉，天然砂是由自然條件作用（主要是
岩石風化）而形成的，粒徑在5mm以下的岩
石顆粒，包括天然海沙、湖沙、河沙或碎石砂
（即礦物天然分裂為細小的砂粒），是建築、
玻璃生產、陶瓷工業、芯片製造等領域不可缺
少的重要原材料，還能夠用於鑄造、冶金、船
舶生產、橋樑修建等領域的強化、成形、應力
消除以及表面清理塗裝等。

據台媒報道，2021年全年台灣天然砂總
需求量為9,000萬噸左右，其中絕大部分是為
了滿足台北的需求。

大陸天然砂暫停供台
島內建材市場將受重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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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海局勢刺激芯片股急升
中美關係走向考驗後市 港股反彈受限

台海局勢緊張，市場憧憬中國將加

快芯片的國產替代，刺激港股及A股中

的芯片股半導體股抽升，中芯國際及上海復旦都

大幅向上，科技股也支撐整體大市，加上內地服

務業活動加快擴張，使港股反覆向上，恒指3日

一度高見 19,921 點，收報 19,767 點回升 77

點。惟市場觀望台海局勢發展，香港金管局又再

接13億元（港元，下同）沽盤，令大市總成交

縮至僅957億元。市場普遍認為，目前市場觀望

中美關係走向，投資氣氛消極，加上香港經濟陷

入技術性衰退，都壓抑着港股的反彈幅度。

財富500強企業 比亞迪首上榜

中芯國際股價彈逾4%

低見低見1515..2828港元港元

8月3日8月2日8月1日

高見高見1717..0606港元港元77月月2929日收報日收報
1616..3838港元港元

44日收報日收報
1616..1818港元港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昌鴻 深圳報道）《財
富》雜誌3日發表了2022年世界500強企業排行
榜，沃爾瑪、亞馬遜和中國國家電網分別居前三
名。在財富500強十大排名，中國企業和美國企業
各佔4家，德國和沙特阿拉伯各佔1家。因為國際
油價上漲，十強企業之中的石油相關企業收入增長
最為明顯，中石油集團和中石化集團排第四和第
五，緊隨其後的是沙特阿美。近幾年發展勢頭迅猛
的比亞迪，今年首次躋身世界500強，排名436
位。2022年上半年，比亞迪新能源乘用車累計銷售
63.8萬輛，同比增長324.8%。

台海局勢緊張，中美關係受新考驗，為香港
的經濟前景添上新憂。投行大和發表報

告，下調香港今年的經濟預測，由之前預測收縮
0.5%，進一步降至收縮1.7%，是繼5月初以來再
度下調香港全年的經濟預測。主因香港第二季的
經濟表現遜預期，同時見到作為香港經濟增長引
擎的出口業務，正在失去動力，故預料香港經濟
在今年餘下時間將繼續呈收縮狀態。

中美若加大互相制裁 將波及香港
該行又提醒，在中美關係越發緊張下，雙方

可能加大制裁力度和推出更多制裁措施，美國或
會切斷中資金融機構獲取美元的渠道，而香港將
受影響，投資者必須注意潛在風險。

東驥基金管理董事總經理龐寶林表示，美國
眾議院議長佩洛西竄訪台灣事件的短暫影響已
完，但市場憂慮亞太區的地緣政治風險將變成一
個結構性問題，中美就台灣問題的摩擦或會常態
化，例如日前亦傳出英國有議員可能於年底竄
台，未來也不排除有其他國家的政治人物仿效。
他預期，美國11月中期大選前，中美關係將持續
困擾港股，意味對港股的壓力仍大。

他預料後市反彈力有限，在地緣政治壓力愈

重、加息周期未完、宏觀經濟有衰退風險等因素
下，都拖累着股市走勢，估計恒指今季最多只可
彈至22,500點水平。

信達國際研究部董事趙晞文也表示，市場
短期都會關注着台海局勢的發展，短期港股即
使有技術性反彈，但相信在 20 天線，即約
20,700點會有頗大阻力。第一上海首席策略分
析師葉尚志也認為，台海局勢依然是關注點，
市場觀望氛圍繼續濃厚。目前，港股仍處於短
線尋底尾聲的階段，不排除還有震盪的可能；
走勢上，他認為如果恒指能夠升穿20,300點關
口，可以看作為初部見底的信號。

軍工股炒上 中船防務升4.7%
市場熱點方面，3日兩地的芯片股半導體股

獲資金追捧。外電消息指，美國為壓制中國，白
宮要求美商務部發布新規則，禁止中國獲得先進
芯片的設計軟件，但市場則相信內地會加快芯
片的國產替代，加倍力度發展自己的芯片技
術，以突破美國的封鎖。相對而言，台積電也
將大量失去內地市場，內地芯片企業有望擴大市
佔率。消息反為刺激中芯3日升4.1%，上海復旦
升7.4%，華虹半導體升2.7%。另外，台海局勢

緊張，也令軍工股順勢炒上，中船防務升4.7%，
中航科工升6.5%。

其他重磅科技股造好，阿里巴巴4日公布
首財季季績，市場對其有一定憧憬，使股價重
上90元之上，收市升3.8%，結束5連跌。騰
訊、網易及京東都升逾2%。

澳門復常通關 濠賭股受追捧
澳門出境珠海恢復免隔離通關，金沙升

3.3%，銀娛、澳博、永利都向上。內房及物管股
繼續有沽壓，汽車代理股遭瑞銀唱淡，中升評級
由“買入”降至“沽售”，目標價降57%至36
元，該股全日跌4.7%，是表現最差藍籌。

◆◆台海局勢緊張台海局勢緊張，，刺激芯片股及半導刺激芯片股及半導
體股抽升體股抽升，，恒指恒指33日一度高見日一度高見1919,,921921
點點，，收市升收市升7777點點。。 中通社中通社◆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紹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章蘿蘭上海
報道）台海局勢緊張，影響市場氛圍。
A股大盤3日呈衝高回落走勢，開市後
滬綜指快速突破3,200點關口，最高曾
觸及3,217點，惟午後行情趨弱，最終
收跌0.71%，再度落於3,200點以下，報
3,163點，跌22點或0.71%；深成指報
11,982點，跌137點或1.14%；創業板
指報2,628點，跌49點或1.86%。兩市
共成交11,150億元（人民幣，下同），
北向資金淨賣出10.5億元。軍工股仍強
勢向上，半導體板塊亦逆市大漲。

據新華社報道，8月2日晚開始，
中國人民解放軍東部戰區將在台島周邊
開展一系列聯合軍事行動。軍工板塊掀
漲停潮，中證中航軍工主題指數收高
4%，寶色股份、天微電子、青島雙
星、富森美、飛龍股份、煉石航空、長
城軍工、和而泰、中天火箭、天沃科
技、淳中科技、鋮昌科技、恒久科技、
奧維通信等個股飆至漲停。半導體板塊
升幅緊隨其後，整體逆市拉升3%，其
中，概倫電子漲16%，大港股份漲停，
C晶華微、中晶科技、雅克科技漲
9%。市場分析人士預期，後續局勢演
繹，可能會有利於軍工、半導體等板塊
的估值延展。

此外，通信設備、通信服務、電子
元件等板塊亦不同程度收漲；光伏設
備、電機、電池、能源金屬等板塊則是
殺跌主力。貴州茅台2日晚間披露了
2022年半年度報告，期內實現營業收
入576.17億元，同比增長17.38%；實
現歸屬於上市公司股東的淨利潤297.94
億元，同比增長20.85%。3日貴州茅台
股價也小幅收紅，上行0.27%。

聯
合
軍
事
行
動
A
股
軍
工
板
塊
續
升



AA1010台灣新聞
星期五       2022年8月5日       Friday, August 5, 2022

（中央社）涉及立委集體貪
瀆案的 「白手套」、 「是知」公
關公司總經理郭克銘涉嫌向建商
佯稱，可遊說立委推動《促進轉
型正義條例》修法，可將過去國
民黨不公義取得的土地，返還後
交給建商開發，詐騙逾 500 萬元
，檢方27日諭知郭克銘、國民黨
團主任沈建億等人交保後，前立
委張碩文因時任親民黨立院黨團
主任疑捲入此案，27日赴調查局
北機站說明，北機站晚間依被告
身分將張移送北檢複訊。檢方訊
後諭令張30萬元交保。

張交保後表示，尊重地檢署
的調查， 「本案就是小偷遇上騙
子，騙子遇上強盜，或是小偷遇
上強盜，強盜遇到騙子，謝謝」

。被問到是小偷、騙子或強盜的
身分？張說，= 「我沒資格」，
並說 「我是配合調查」。

張碩文於2005年起擔任國民
黨籍第6、7屆雲林縣立委，之後
擔任過連勝文競選台北市長總部
發言人，2015年轉投親民黨後，
2016年被親民黨主席宋楚瑜欽點
擔任親民黨立院黨團主任，現為
親民黨發言人。

調查局懷疑，郭克銘2016至
2019年間，涉嫌向建商誆稱可遊
說立委修正《促轉條例》，能將
早年國民黨向政治受難者侵占的
大批土地，返還後交給建商開發
，郭克銘藉由過去曾任國會助理
關係，夥同一些立委助理，向建
商等人詐取逾 500 萬元的款項，

但事後卻不了了之，涉犯《刑法
》詐欺、侵占等罪嫌。

檢調26日約談郭克銘及妻子
高玉如、時任立委廖國棟辦公室
主任丁復華、國民黨團政策協調
部主任沈建億、建商陳信誠、蘇
益生 6 人到案。檢察官訊後，27
日凌晨諭知沈40萬元交保、郭及
高各以20萬元交保、丁以10萬元
交保，另陳、蘇2人請回。

據悉，本案是立委集體貪瀆
案 「案外案」，檢調長期監聽郭
克銘後，掌握郭與建商的對話紀
錄，並過濾扣案 「是知」公司帳
證資料後，另分案偵查，但目前
尚無立委或民代涉案。

（中央社）內埔警分局員警驚爆包庇轄區私娼寮風紀案件，
經屏東地檢署檢察官指揮，大規模搜索涉案人員處所，查扣相關
跡證，發現包括1名現職員警與2名退休官警涉案情節重大且有
串證之虞，訊後向屏東地院聲請羈押。

據了解，曾任內埔警分局一組林姓組長，因業務內容涉及查
緝私娼，與利姓退休員警及程姓員警涉嫌向業者洩密，至於涉案
程度與相關案情，辦案人員以偵查不公開，低調不回應。

由於內埔轄區私娼寮主要集中在屏東榮家附近的長青巷及河
南巷一帶，是內埔警方長期治安查察重點；當地民眾透露，早期
屏東內埔榮民之家全盛時期高達7、8000人，加上鄰近萬金營區

，因運而生的需求成就私娼寮一條街，在地已有長達50年歷史
。

但後來隨著榮民人數逐年凋零，加上阿兵哥人數漸減，使得
生意開始黯淡，不過業者為了求生存，開始引進大陸、越南及泰
國等東南亞女子，不僅敢玩、又能喊價，在口耳相傳下又重新打
開知名度，生意好的時候，每到晚上就能看到燈火通明，多半都
是來自外地的尋芳客。

有民眾透露，消費價格根據女子年紀而有不同，從400元至
1400元以上不等，短短20分鐘時間，讓不同消費階層的客群有
更多選擇，因此常常看到鐵欄杆內的沙發，坐著身著清涼女子，

只要有人經過，手指比畫一下，談妥價錢就能入內消費。
畢竟有需求就有供給，過去幾年疫情期間查得嚴，曾經沒落

一陣子，但當地民眾直言，除非全部拆掉，否則不可能完全消失
。

熟知內情的人士透露，案件應該是4、5年前的事，至於會
追查到哪？就必須看檢警掌握的證據，屏東縣警局強調，如聲押
獲准，將報請予以免職，並從重追究相關人員考監責任，對員警
違法犯紀行為，將秉持毋枉毋縱，從嚴查辦究責，以端正警紀。

疑包庇私娼寮
內埔警遭搜索聲押

（中央社）台東首家無印良品開幕，台東縣長饒慶鈴與無印
良品總經理吉田明裕27日出席剪綵。無印良品結合在地食材推
出洛神花蜜餞義式冰淇淋、洛神花及晚崙西亞橙啤酒等台東限定
販售商品。饒慶鈴說，這是全台唯一3層樓的無印良品，也是全
台第3大門市，縣府未來持續招商吸引大型品牌進駐台東。

饒慶鈴致詞時表示， 「歡迎大家多多來逛」，無印良品向來

秉持簡約及永續理念，與台東近年推動的 「慢經濟」發展不謀而
合，很開心看到台東門市擁有許多獨家設計，不僅是東部首次推
出 「良品市場」，更是全台唯一推出周末限定慢食餐車的門市。

饒慶鈴感謝無印良品看見在台東推出許多 「全台唯一」，先
是將全台首輛小車開進鄉鎮，今日開幕的門市除了販售台東特色
物產及選品，更是無印良品首度結合台東慢食節，周末推出限定

市集慢食餐車，讓民眾品嘗各地慢食店家的美味，也是全台第1
間使用自助收銀服務、及唯一可以看海的門市。

無印良品台東門市賣場面積 600 坪，除了擁有東部唯一的
「良品市場」，另有 「木育廣場」提供親子購物時的友善休憩空

間及東部限定的 「補水站」服務。

台東無印良品 在地特色商品迎賓

涉誆促轉修法詐財
前立委張碩文30萬元交保

（中央社）高雄市今年至7月24日止，A1死亡車禍已發生
109件、110人死亡，件數從2013年起連續10年全台最多，副市
長林欽榮前年喊出全年A1及整體死傷人數要下降3％，更強調這
是 「絕對的命令和政策」，不料去年達標後，今年上半年車禍受
傷雖減，但死亡車禍反而比去年同期還增加5％，國民黨議會總
召童燕珍狠酸市府開空頭支票，政策沒延續。

林欽榮2020年9月曾提出高雄市全年A1車禍及整體死傷人
數下降3％目標，2021年確實比2020年減少5.5％。高雄市交通
局統計，今年上半年A2（指有人員受傷）總共2萬5663件，雖
較去年同期減少5.5％；然而，截至6月底止，更嚴重的A1死亡
車禍卻高達101件，反比去年上半年增加5.2％。

「市府根本是開空頭支票！」童燕珍怒批，林欽榮曾允諾成
立 「易肇事點事故防制推動小組」，但也不知道有沒有實際運作
，她狠酸，林欽榮是工務專家，但在交通方面用心不足，政策並
未讓人民有感。

高市交通局表示，高雄公共運輸使用率為六都倒數第2，但
高齡人口高達18％，而高雄市A1車禍大部分皆與高齡者有關，
交通局除加強交安宣導，也會在偏鄉開設 「公車式小黃」提供定
時定線計程車替代公車，更改進為類似UBER隨叫隨到方式，方
便長輩們使用。經過改善，A2車禍減少幅度為六都中第3。

高市交通警察大隊大隊長張偉中表示，近20年趨勢可見高
雄車禍死亡人數逐漸下滑，在六都中降幅也最多，但目前車禍死

亡人數仍偏多，今年上半年增加研判與疫情逐漸解封有關，高雄
有工業區、港區大型車，事故發生非死即傷，因此擴大宣導加強
駕駛教育訓練。

市議員吳益政建議，公共運輸需提升品質，如增設公車專用
道，公車誤點減少，才有誘因讓市民多搭乘。

議員林于凱則指出，高齡人口換照制度並未落實，電動代步
車也不需考照，老人騎著出門容易發生車禍，市府要設法改善。

民進黨議員何權峰呼籲市警局加強取締，交通局要分析易肇
事路口，改善路線、號誌等設計不良問題。

高雄死亡車禍 連續10年全台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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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構密集調研
汽車電子迎黃金發展期

近一個月有60家電子企業獲千家機

構調研，電子成為最受機構關註的行

業之一。機構調研方向主要集中在公

司汽車電子業務訂單方面。機構表示

，現階段電子行業整體增長動能出現

切換，汽車電子有望成為科技領域下

一個重要「戰場」，相關領域的龍頭企

業將受益。

近兩千家機構調研電子企業
Wind 數據顯示，8 月 1 日申萬電

子板塊漲超 2%，廣信材料、美格智

能、恒銘達等多股漲停。截至 8 月 1

日，7月以來有 60 家電子企業獲 1997

家機構調研，電子成為最受機構關註

的行業之一。其中淩雲光接受調研最

多，共接受 252 家機構調研；拓邦股

份以 202 家機構調研居其次。機構調

研方向主要集中在公司汽車電子業務

等方面。

據接受調研的朗特智能介紹，今

年汽車電子業務增速較快，公司騰出

了原廠生產空間用於汽車電子業務，

可以支持幾個億的產值。奕東電子在

調研中表示，消費類電子產品需求疲

軟對公司消費類產品造成不小影響，

但公司與汽車、新能源相關業務增長

明顯。

對消費電子企業切入汽車電子製造

的情況，業內人士表示，企業拓展汽車

電子市場不僅可以對沖傳統消費電子需

求下滑的風險，同時市場會給予一定估

值溢價。Wind數據顯示，近一個月，申

萬電子板塊累計下跌1.41%，而朗特智

能股價同期上漲34.97%，奕東電子股價

累計上漲27.53%。

萬聯證券電子分析師夏清瑩認為

，現階段電子行業整體增長動能出

現切換。「高性能計算機群、汽車

、物聯網等貢獻在提升，智能手機

等貢獻在下降。目前國內部分企業

在汽車等產業鏈方面的技術不斷取

得突破，產能擴張持續，結合行業

整體需求旺盛的狀況來看，投資價

值突出。」

汽車電子將迎來長景氣周期
汽車電動化、智能化趨勢加速，

電子化程度持續提升，市場人士認為

，汽車電子產品矩陣豐富，相關產業

鏈蘊藏豐富的投資機會。銀河證券電

子行業分析師高峰認為，汽車電子信

息有望接力智能手機成為電子行業發

展的新動力，汽車電子信息產業鏈迎

來黃金發展期。

從汽車電子行業細分領域來看，高

峰認為IGBT、汽車存儲、汽車計算、汽

車光學、連接器、車載PCB等方向正迎

來巨大的創新機遇，汽車電子將迎來長

景氣周期，行業將迎來一次全產業鏈級

別的發展機遇。

國金證券通信首席分析師羅露表

示，持續看好汽車電動化與智能化發

展給電子半導體帶來的機會。「傳統

燃油車芯片約為 300 顆/車，智能電動

汽車芯片的數量在 2000 顆/車以上。

2025年全球汽車半導體將達到735億美

元的市場規模。」

從行業發展趨勢上來看，羅露認為

有兩個方面值得關註：一是算力不斷提

升，釋放了更高階的智能交互需求，目

前智能座艙競爭趨於激烈，多屏交互及

多維信息交互可能成為未來競爭差異點

；二是具備軟硬件全棧能力的車廠一級

供應商可能更加受益。未來信息交互的

維度可能更加復雜，這對各類傳感器之

間信息的快速融合提出了更高要求。隨

著汽車智能化發展，基礎軟硬件更可能

由車廠一級供應商提供，從而獲得規模

效應。

海外中國股票基金加倉馬不停蹄
重倉新能源賽道的海外最大中國股票基金——

安聯神州A股基金(Allianz Global Investors Fund -

Allianz China A Shares)6月大舉買入貴州茅臺，貴

州茅臺已成為該基金第四大重倉股。二季度，貴州

茅臺同樣受到國內公募基金青睞，重回公募基金第

一大重倉股寶座。安聯神州A股基金的基金經理黃

瑞麟表示，由於新推出電商平臺，看好貴州茅臺潛

在的增長動力。

安聯神州A股基金調倉換股
最新發布的晨星數據顯示，安聯神州A股基金

6月買入貴州茅臺，截至6月末的持倉市值達2.61

億美元。貴州茅臺已成為該基金的第四大重倉股。

新能源板塊也是安聯神州A股基金近期重點加

倉的方向。6月，該基金對寧德時代的持股環比增

加0.26%，截至6月末，寧德時代重新成為該基金

頭號重倉股。安聯神州A股基金6月還增持了隆基

綠能、恩捷股份，持股環比分別增加0.26%、7.69%

。同期，安聯神州A股基金大幅增持了東方財富，

持股環比增加80.61%。此外，該基金減持了山西汾

酒、保利發展、中信證券、美的集團等。

值得註意的是，這只海外最大中國股票基金加

倉貴州茅臺的舉動與國內公募基金不謀而合。從公

募基金二季報來看，與一季度末相比，貴州茅臺取

代寧德時代，重回公募基金第一大重倉股的寶座。

安聯神州A股基金的基金經理黃瑞麟在官網刊

登的基金評論中透露，貴州茅臺推出的電商平臺是

該基金決定加倉的重要原因之一。黃瑞麟表示，基

金投資組合在6月份的主要變化是新增白酒公司的

持倉，「我們認為，貴州茅臺最近推出電商平臺，

可能成為該公司潛在的增長動力」。

外資看好中國資產
與白酒板塊相似，醫藥、互聯網等板塊也得到

了外資機構的青睞。港交所數據顯示，6月以來，

中國知名在線專業醫生平臺醫脈通(02192.HK)獲富

達國際加倉19萬股。從長期視角來看，富達國際

股票分析師郎媛琳對醫療行業十分看好。她表示，

目前醫療行業占中國GDP的比例為5%-7%，而相應

數據在美國占到約17%。此外，在醫療效率提升和

醫藥逐漸高端化的情況下，中國的醫藥市場正在轉

變成為創新藥為主的市場。在這個過程中，會出現

很多結構性變化和長期投資機會。

總部位於香港的霸菱資產管理(亞洲)旗下中國

主題基金6月大舉加倉中概互聯網股。晨星數據顯

示，6 月霸菱香港中國基金-A 類 (Barings Hong

Kong China Fund Class A)大舉增持阿裏巴巴在港

交所掛牌的股份，持股環比增加21.25%。同期，該

基金對騰訊控股、美團、京東的持股分別環比增加

15.87%、9.60%、12.34%。官網數據顯示，該基金

最新規模達16億美元。

近期，歐美經濟體的通脹水平居高不下，海外

投資者對此憂心忡忡，而中國資產特別是A股的走

勢吸引了很多海外投資者的目光。「本輪A股反彈

恰逢全球股市調整，因此格外引人註目。」黃瑞麟

表示，美聯儲和其他大多數央行目前都聚焦通脹，

這一過程將導致這些經濟體的經濟活動受到抑製。

與此同時，中國經濟表現非常亮眼。

以中國股市為代表的新興市場在今年表現不俗，

新能源、醫藥板塊成為外資機構關心的重點。「我們

看好中國股票，特別是以可再生能源為代表的工業和

非必需消費品領域。」瑞士百達資產管理新興市場股

票主管藍綺寧(Kiran Nandra-Koehrer)指出。

針對醫藥板塊，郎媛琳表示，從全球市場規模來

看，中國企業只占其中的約15%，海外市場將成為更

廣闊的天地。同時，中國製藥企業研發能力逐步提升

，與海外領先研發企業的差距正在逐步縮小，因此看

好未來中國創新藥企出海帶來的投資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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