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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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社）美國聯邦參議
院今天以51票贊成對50票反對
，表決通過總統拜登推動的降
低通膨法案，這項規模 4300 億
美元法案將用於發展潔淨能源
因應氣候變遷及緩解美國醫療
保健的不平等問題。

法新社報導，參議院民主
黨陣營議員以51票贊成對上50
票反對，表決通過降低通膨法
案（Inflation Reduction Act），
法案會在近日送回眾議院，預
計在眾院進行最終表決，通過
後再由拜登（Joe Biden）簽署成
為法律。

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
報導，兼任參議院議長的美國
副總統賀錦麗（Kamala Harris）
今天針對這項法案投下同意票
，打破民主黨與共和黨的歧見
僵局，使民主黨贏得表決勝利
。

降 低 通 膨 法 案 包 含 提 出
3700 億美元用在深具雄心的氣
候目標，並提出640億美元用於
醫療保健。這會使降低通膨法
案成為美國史上對潔淨能源投
入的最大一筆投資，拜登曾稱
其 「深具歷史意義」。

美參院美參院5151比比5050票通過降低通膨法案票通過降低通膨法案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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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the midterm elections in the United States are approaching, national politicians
are carrying out various activities to ensure the resources of political parties both in the
Democrat and Republican parties.

Yesterday we greeted Varun Nikore, Executive Director of AAPI Victory Alliance, and
Ms. Nabila Manzoor of Rise AAPI, from Washington D.C. at our Houston office and had
an in-depth discussion of the upcoming midterm elections.

In the last presidential election, the majority of Asian American voters supported the
Democratic Party. That was one of the reasons Joe Biden became president. But today,
with the national inflation rate rising, the surging Ukraine war ongoing and the souring U.
S. - China relationship having fallen to its lowest point – all of these challenges will be
faced by the Biden Administration and the entire party as well.

I told Mr. Nikore that for many people of Asian descent, most of them are engaged in
small business and they advocate low taxes and small government. They ideologically
are leaning to support the Republican Party, but emotionally they are also subjected to a
lot of injustice and discrimination, so they tend to support the Democratic Party,
especially in California and Texas.

No matter how we choose the sides,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is to register to vote.
This is our right and responsibility.

0808//0606//20222022

Participation In Politics Is Our RightParticipation In Politics Is Our Right
And ResponsibilityAnd Responsibility

正當美國中期選舉即將來臨，全國政界人士正在進行各項活動，
以確保民主和共和兩黨之政黨資源。
昨天我們在休斯敦傳媒總部接待了來自首都華盛頓的亞太及太平

洋裔選舉勝利聯盟執行董事瓦倫尼科爾一行，並對今年美國中期選舉
進行了深入之討論。
在上次總統大選中，亞太裔選民大多數支持了民主黨，也是拜登

當選之一股不可忽視之力量，時至今日，全國通貨膨脹嚴重，物價上
漲，烏克蘭危機未定，中美關係再度陷入低潮，對中期選舉而言，是
對民主黨十分不利。
我告訴尼科爾先生，就以許多亞太裔人士而言，多半從事中小企

業，他們主張低稅收和小政府，理念上是要支持共和黨，但是感情上
他們受到許多不公平及歧視，因而轉向支持民主黨，尤其在加州和德
州，華亞裔能當選都要佔在民主黨這邊。
不論我們如何選邊，但是最重要的還是要做選民登記，去參加投

票，才能真正顯示我們成為公民之責任和義務。
今天的美國已經不是當年的光景，社會到處充滿肅殺之氣，人口

結構不斷改變，民主制度面臨挑戰，但是我們絕不可置身事外，反之
要積極參與，為我們及下一代爭取公民權利，伸張正義，爭取參政之
機會。

參政是我們基本的義務和權利參政是我們基本的義務和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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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時局

李著華觀點李著華觀點::嚴刑峻法嚴刑峻法--印第安納州印第安納州
開啟美國之先頒布全面墮胎法律開啟美國之先頒布全面墮胎法律

保守傳統的印第安納州開啟美國之先, 成為第一
個頒布全面墮胎法律的州, 並將從9 月 15 日起正式生
效執行, 對於這樣一部限制女子人權的嚴刑峻法, 有人
歡樂,有人哀愁, 白宮將其描述為“毀滅性的第一步”,
本週早些時候，拜登總統曾簽署了一項行政命令，支
持女子到外州進行合法墮胎以爭取自己的人權。

印州是共和黨執政的州, 前任州長彭斯與現任州
長埃里克•霍爾科姆都是反對墮胎的重要人物, 他們
是從宗教觀點來否定女子主張” 我的身體我作主”
觀念, 由於印州州議會和州長有志一同,儘管州議會沒
有達成一致決定, 而是以59% 與 41%的比率通過,但
州長在這項幾乎全面的墮胎禁令通過後一小時即大筆
一揮,簽署了這項嚴刑峻法， 將使印州再次陷入中世
紀時的封地困境。

美國最高法院是於 6 月 24 日下達推翻前任大法
官們所通過的”羅訴韋德案”(Roe versus Wade) 的
歷史性裁決, 為那些限制墮胎的州法律生效掃清了道
路, 最高法院在做出了歷史性裁決後, 立即在全美國引
起了軒然大波, 在過去的兩個月內造成了社會的對立
與不安，整個社會突然分裂成兩大版塊--贊同者與反
對者勢均力敵, 互不退讓,針鋒相對,那真正反映了美國

人的心聲, ,工商企業也表示憂心,禮來公司1876年在
印州成立, 限制墮胎法案迫使該製藥為本州以外的就
業增長做準備,而花旗集團、蘋果、Bumble Inc.和李
維斯等越來越多的公司正在對那些實施限制限制破胎
的州的生育保健服務提供優惠。

在印州頒佈了墮胎法後,大約還有十幾個州的立法
機構預先批准了所謂的“觸發法”，以便在羅伊案被
推翻的情況下生效。 最高法院是在1973 年 引用憲法
第十四修正案對”羅訴韋德案” 做了婦女墮胎合法化
的詮釋與判決, 充份展現了開明自由派法官維護女權
的精神,但到了2022年, 同樣是最高法院, 卻由另一批
保守派法官做出了南轅北轍的裁判, 真是匪夷所思!

不過堪薩斯州的墮胎法卻沒有通過,這是對共和黨
人的一個警告——這表示在美國最高法院推翻羅伊訴
韋德案的裁決後，薩斯州的選民命卻發聲表達了反對
立場，他們有力地為選擇的權利挺身而出。”

在今年大選年，民主黨面臨着經濟低迷和拜登總
統低支持率的潛在阻力，民主黨正試圖利用共和黨限
制墮胎的努力來激勵民主黨支持者基礎，並贏得獨立
選民，尤其是溫和的郊區女性選民的支持, 至於 投票
的結果是不是和墮胎的立場相似? 這還有待觀察。

尹錫悅結束休假回總統府尹錫悅結束休假回總統府：：將從國民視角重新審視探討當前問題將從國民視角重新審視探討當前問題
(綜合報道）韓國總統尹錫悅結束休假，回到總統府“上班”。當日，尹錫悅表示，他將“堅守初

心”，“細心體察民心”，“體現民意”。
據韓聯社8月8日報導，尹錫悅當日走入韓國總統府大樓後被記者問及返崗感想。尹錫悅說，從

政一年多來首次休假，利用這次機會認真回顧了從競選總統、職務交接到就職履新的這段歷程。
據新華網報導，尹錫悅今年5月10日正式宣誓就職韓國總統。尹錫悅所說的“從政一年多”，指

的是其在一年多前才踏入政界，以檢察官身份改道參與總統大選。
“國民把尚有許多不足的我召喚到台前，感謝國民一路上嚴厲的鞭策和溫暖的鼓勵。”尹錫悅8

月8日說。
有記者提問稱，韓國總統支持率呈下滑趨勢，傳聞社會副總理兼教育部長官樸順愛可能引咎辭職

。對於人事更換問題，尹錫悅稱，施政動力“來自於民”，要從國民的視角重新審視並探討當前的問
題，必要時會採取措施。

韓聯社引述分析指出，這番話可能暗示樸順愛的去留問題。近日，樸順愛在下調入學年齡問題上
陷入進退失據。據央視新聞報導，當日，樸順愛果然辭職，為尹錫悅政府首位辭職的部長。早前，尹
錫悅所屬的執政黨國民力量黨核心人士接受韓聯社電話採訪時稱，據其所知，樸順愛可能於8日表明
辭意。

8月5日，尹錫悅休假期間，韓國“蓋洛普民調”顯示，尹錫悅的施政好評率已跌至24%。
另據報導，8月3日，美國國會眾議院議長佩洛西抵達韓國進行訪問，但韓國總統辦公室官員稱

尹錫悅正在休假，未安排佩洛西與其會晤。當日晚間，尹錫悅夫婦在首爾一家小劇院觀賞戲劇。

韓國 「正祖大王」 號下水
真 「亞洲第一驅逐艦」 ？

日前，韓國海軍「正祖大王」號

「宙斯盾」導彈驅逐艦在位於蔚山的現

代重工造船集團完成了下水儀式。對於

這艘最新戰艦，韓國媒體不乏溢美之詞

，甚至將其譽為「亞洲第一驅逐艦」。

那麼，與之前的第一代3艘KDX-3

型「世宗大王」級「宙斯盾」導彈驅逐

艦相比，「正祖大王」號作為後續3艘

KDX-3第二批次首艦，究竟有哪些提升

和進步？其技術水平和作戰性能是否稱

得起「亞洲第一驅逐艦」之名？

防空反導能力大幅提升
「世宗大王」級導彈驅逐艦和「正

祖大王」級導彈驅逐艦的作戰核心都是

采用了AN/SPY-1D（V）四面陣無源相

控陣雷達的「宙斯盾」系統，只不過後

者的技術版本是最新的「基線」9C，而

前者依然為「基線」7.1。正是「宙斯盾

」系統技術版本的這一差別，使得「正

祖大王」級導彈驅逐艦擁有了「世宗大

王」級導彈驅逐艦所不具備的海基反導

能力以及更加強大的區域防空能力。

「世宗大王」級導彈驅逐艦的首艦

「世宗大王」號於2008年正式服役，裝

備有當時從美國引進的最新「基線」7.1

版本「宙斯盾」系統。差不多在同一時

期，美國也將「基線」7.1版本「宙斯盾

」系統提供給日本海上自衛隊的「愛宕

」級導彈驅逐艦。而美國海軍的12艘

FlightⅡA型「阿利· 伯克」級導彈驅逐

艦（DDG-91～102）也裝備了這一版本

的「宙斯盾」系統。

不過，美國以打造「專用版」以及

技術整合的名義，在向韓日兩國出售的

「基線」7.1版本「宙斯盾」系統上做了

手腳——美國海軍自用版本的「基線」

7.1具備更先進的分布式系統架構，支持

擁有中段反導能力的「標準」-3導彈和

新一代Mk50/54輕型反潛魚雷，並且將

反彈道導彈能力整合到協同作戰系統中

。但是，韓日兩國得到的「基線」7.1版

本「宙斯盾」系統都被刪除了支持「標

準」-3導彈進行反導作戰的「海基反導

攔截系統」（BMD），以及遠程遙控獵

雷等功能。所以，很長一段時間內，無

論是韓國海軍「世宗大王」級導彈驅逐

艦，還是日本海上自衛隊的「愛宕」級

導彈驅逐艦，只能眼睜睜看著朝鮮發射

一枚又一枚射程越來越遠的中遠程彈道

導彈，望「彈」興嘆。

不過，作為補償，美國向韓日提供

的「基線」7.1版本「宙斯盾」系統可以

支持「標準」-2MR Block3A/B型中遠程

防空導彈作戰，而且整合了「北約海麻

雀」ESSM Block1型中近程防空導彈的

作戰能力。也就是說，「世宗大王」級

導彈驅逐艦和「愛宕」級導彈驅逐艦對

付作戰飛機、反艦導彈以及巡航導彈的

能力較強，近程防空反導能力有所提升

，但是無法攔截中遠程彈道導彈，只具

備一定的攔截500公裏以下近程彈道導

彈的能力。

面對越來越強烈的朝鮮中遠程彈道

導彈威脅，韓日兩國迫切需要增強海基

反導能力。於是，韓日兩國在2016年與

美國洛· 馬公司簽訂協議，引進最新版本

的「基線」9C「宙斯盾」系統，而且最

重要的在於保留完整的BMD系統，因此

可以支持「標準」-3反導導彈以及新一

代「標準」-6防空反導導彈作戰。不過

，韓日兩國采取的具體方式有所不同：

日本海上自衛隊決定對2艘「愛宕」級

導彈驅逐艦進行升級，由「閹割版」的

「基線」7.1進化到「基線」9C。而且，

日本海上自衛隊後來又追加建造了2艘

「宙斯盾」驅逐艦，即「摩耶」號和

「羽黑」號。兩艦從一開始就裝備「基

線」9C「宙斯盾」系統（包含BMD5.1

系統），使得日本海上自衛隊的「宙斯

盾」驅逐艦增加到了8艘，且都具備海

基反導能力。

韓國海軍並沒有采用類似日本海上

自衛隊的辦法對3艘「世宗大王」級導

彈驅逐艦進行升級，而是追加建造3艘

第二批次的KDX-3導彈驅逐艦，同樣為

其配備完整版本的「基線」9C「宙斯盾

」系統，即「正祖大王」級導彈驅逐艦

。不過，在BMD系統版本上，韓日兩國

有所差異：「正祖大王」級導彈驅逐艦

配備的是BMD5.0CU，而日本海上自衛

隊後4艘「宙斯盾」驅逐艦配備的都是

更高版本的BMD5.1。BMD5.0CU側重於

發揮「標準」-2 Block4和「標準」-6攔

截中近程彈道導彈的能力，而BMD5.1

通過增強遠程交戰能力，可以更好地利

用「標準」-3 Block2A攔截中遠程甚至

洲際彈道導彈。所以，從BMD系統版本

的選擇，就能夠看出韓日兩國海基反導

的側重點並不相同。

相 比 只 能 發 射 「 標 準 」 -2MR

Block3A/B型中遠程防空導彈的「世宗大

王」級導彈驅逐艦，「正祖大王」級導

彈驅逐艦通過「宙斯盾」系統的全面升

級，以及配備更加強大的「標準」-6防

空反導導彈，從而擁有了遠勝於前者的

防空和反導能力。從朝鮮半島的地形來

看，如果朝鮮對韓國全境目標實施遠程

導彈打擊，主要使用的應該是射程在

500～1000公裏的中近程彈道導彈。而

「正祖大王」級導彈驅逐艦的「基線」

9C「宙斯盾」系統、BMD5.0CU海基反

導系統再加上最大射程370千米的「標

準」-6防空反導導彈，可以應對中近程

彈道導彈威脅，同時兼顧對作戰飛機、

反艦導彈等目標的攔截。

所以，雖然「正祖大王」級導彈驅

逐艦裝備的Mk41垂直發射系統單元為

64個，比「世宗大王」級導彈驅逐艦少

了16個，但是前者的作戰能力卻進一步

增強。

「正祖大王」號驅逐艦配備了垂直

發射系統，可發射反艦導彈、防空導彈

和反潛導彈以及巡航導彈等多種類型導

彈。

對陸對海攻擊全面加強
除了防空反導，相比「世宗大王」

級導彈驅逐艦，「正祖大王」級導彈驅

逐艦還重點加強了對陸對海攻擊能力，

最為明顯的就是將仿製Mk41的K-VLS-I

型垂直發射系統單元從48個減少到16個

，另外加裝了外形尺寸更大的 24 個

K-VLS-II型垂直發射系統單元。

在「世宗大王」級導彈驅逐艦最初

設計之時，由於美國提供的「宙斯盾」

系統以及Mk41垂直發射系統只能支持

「標準」-2系列防空導彈作戰，迫使韓

國不得不另起爐竈，以Mk41為藍本研製

了 K-VLS-I 型垂直發射系統。這樣，

「世宗大王」級導彈驅逐艦所裝備的48

個K-VLS-I型垂直發射系統單元就能夠

裝載本國研發的各型導彈，主要包括

「紅鯊」遠程反潛導彈、 「海龍」對陸

攻擊巡航導彈以及「玄武」-3C對陸攻

擊巡航導彈。此外，「世宗大王」級導

彈驅逐艦還裝備了4座四聯裝SSM-700K

「海星」艦艦導彈傾斜發射裝置。由此

，「世宗大王」級導彈驅逐艦才能夠具

備全面的對空、對陸、對海以及對潛打

擊能力。否則，該艦就只能像日本海上

自衛隊的8艘「宙斯盾」驅逐艦那樣，

成為純粹的區域防空驅逐艦，對海、對

潛打擊能力平平，對陸打擊能力則完全

沒有。

相比「世宗大王」級導彈驅逐艦過

於追求垂直發射系統單元數量（多達

128個單元，為目前世界導彈驅逐艦之

最）的設計思路，「正祖大王」級導彈

驅逐艦顯然成熟的多。韓國海軍在後者

垂直發射系統的配置上更註重「質」，

而適當削減「量」。所以，雖然「正

祖大王」級導彈驅逐艦的垂直發射系

統單元數量只有104個，但是加裝了最

新一代的K-VLS-I型垂直發射系統，從

而可以裝載和發射更大尺寸的新型遠

程導彈。

根據韓國媒體透露的信息，K-VLS-I

型垂直發射系統相比K-VLS-I，發射管

面積增加了 80%、發射管深度增加了

35%，裝填重量增加了85%以上，排焰

處理能力增加了 35%以上。因此，從

K-VLS-I型垂直發射系統單元的尺寸和

承重來推算，可裝載俄羅斯「縞瑪瑙」

級別的重型超音速反艦導彈是不成問題

的，而與之類似的韓國自研超音速反艦

導彈此前已經進行過試射。所以，「正

祖大王」級導彈驅逐艦很可能會裝備韓

國第一種超音速反艦導彈。

此外，在韓國媒體發布的「正祖大

王」級導彈驅逐艦宣傳視頻中，還出現

了發射彈道導彈的動畫場景。筆者推測

，韓國海軍也有可能在之前成功完成試

射的新型潛射彈道導彈基礎上，發展出

一款適合K-VLS-I型垂直發射系統裝載

的型號。這樣，「正祖大王」級導彈驅

逐艦擁有超音速反艦導彈和近程彈道導

彈兩大「殺手鐧」，其綜合作戰能力將

超過日本的「宙斯盾」驅逐艦。畢竟在

獨島主權爭端仍未徹底解決的前提下，

日本海上自衛隊也是韓國海軍的潛在假

想敵之一。

綜上所述，相對於「世宗大王」級

，「正祖大王」級導彈驅逐艦設計更加

成熟，性能有所提升，但韓媒稱其為

「亞洲第一驅逐艦」就言過其實了，以

055型驅逐艦為例，其隱身性能、垂直

發射單元數量、雷達等方面都要優於

「正祖大王」，而且055型還可以搭載

高超聲速導彈，擁有更強的對海對地打

擊能力，最重要是「正祖大王」不少核

心技術都要依靠美國，比如「宙斯盾」

系統、防空導彈、動力系統等。



德方說隨時向俄交付後
俄氣：北溪渦輪機恐因西方製裁無法歸還

綜合報導 據報道，俄羅斯天然氣工業股份公司（俄氣）說，西方

的製裁導致滯留在德國的「北溪-1號」渦輪機無法正常歸還俄羅斯。RT

稱，缺少設備已經成為俄方減少供應天然氣的主要原因。

報道稱，西門子能源公司首席執行官克裏斯蒂安· 布魯赫此前表

示，德國公司已經滿足將已修好的渦輪機送回俄羅斯的所有條件。

他稱，該公司對推進歸還進程「極為感興趣」，是俄方缺失相關文件導

致歸還推遲。

俄羅斯天然氣工業股份公司則表示，「由於加拿大、歐盟、英國的

製裁措施，以及當前情況與西門子現行合同義務不一致，導致073渦輪

機無法交付。」

報道提到，德國總理朔爾茨訪問了位於米爾海姆的西門子能源公司

，並檢查了存放在此的「北溪-1號」渦輪機。朔爾茨表示，渦輪機可以

隨時交付。消息還說，朔爾茨敦促俄方不要將渦輪機交付問題用作減少

對歐洲天然氣供應的借口。

據此前報道，該渦輪機的維修和交付工作由德國西門子能源

公司負責。受製裁影響，該渦輪機在加拿大維修時被扣留。在德

國政府的斡旋下，渦輪機於 7 月 18 日被運抵德國。此後，德俄雙

方關於該渦輪機的交付問題產生分歧。德方此前曾表示，俄方在

「北溪-1號」天然氣管道年度維修之後恢復了對德供氣，但僅達到最

大供應量的20%。

也門交戰各方同意延長現有停火協議
獲各方肯定

綜合報導 聯合國表示，在國際社會共同努力下，也門交戰各方同

意將現有的停火協議再延長兩個月。對此，美國總統拜登、國際援助組

織機構等多方表示贊賞。

據報道，聯合國秘書長也門問題特使漢斯· 格倫德貝格（Hans

Grundberg）當晚宣布，也門交戰各方同意將人道主義停火期限再延長兩

個月，即延至10月2日。格倫德貝格還發表聲明表示，該國國際公認的

政府和胡塞武裝組織同意為盡快在「擴大停火協議」上達成一致繼續談

判。

2014年，也門爆發內戰。胡塞武裝奪取首都薩那，後占領該國南部

地區。2015年3月，支持也門政府的沙特等國聯軍對胡塞武裝發起代號

為「果斷風暴」的軍事行動。2018年12月，在聯合國斡旋下，也門政府

和胡塞武裝就停火、戰俘交換等議題達成一致，但不久雙方互相指責對

方破壞停火協議。2021年12月，也門局勢升級，沙特聯軍對胡塞武裝發

動大規模攻擊。

當前的停火於今年4月2日生效，為期兩月，6月2日到期後延長兩

個月，此次為第二次延期。此前，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稱贊該停火協

議的延期是「積極的發展」。

對於8月2日停火協議的再延期決定，美國總統喬拜登表示贊賞。

他敦促也門交戰各方抓住時機，盡快達成「最終的、全面的協議」以結

束沖突。

援助組織機構也對該決定表示歡迎，並呼籲也門領導人把握機會，

為實現和平而開展更認真的工作。

「我們希望這兩個月的延期將允許重新開放連接城市和地區的道路

，讓更多流離失所者安全返回家園，並確保人道主義援助能夠送至受災

者手中。」挪威難民委員會也門地區主任艾琳· 哈欽森（Erin Hutchinson

）在一份聲明中說。

缺人手減航班 歐洲暑期旅行季陷入混亂
隨著暑期開始，歐洲

航空旅行需求增加。然而

，由於各航空公司在新冠

疫情期間裁員以及現有員

工罷工，多國大量航班遭

取消，機場內排起長隊，

暑期旅行陷入混亂。

罷工多
德國漢莎航空公司飛

行員7月31日投票同意開展

罷工，提出今年漲薪 5.5%

的條件。這家航空運營商7

月 27日以來已經受到地勤

人員罷工影響，被迫取消

1000 多次航班。地勤員工

工會要求為大約2萬人漲薪

9.5%，並警告可能采取更多

行動。

瑞安航空公司西班牙

分公司的空乘人員工會打

算從8月 8日起每周罷工4

天，直到明年 1 月 7 日，

以要求更高薪資並改善工

作環境。易捷航空公司位

於西班牙的飛行員們 7月

29 日表示，8 月將罷工 9

天。

北歐航空公司飛行員

7 月罷工 15 天，導致 3700

架次航班取消，影響大

約 38 萬名旅客。為避免

罷 工 影 響，挪威航空公

司 6月同意為飛行員漲薪

3.7%。

因人手短缺，包括漢

莎航空公司、英國航空公

司在內的歐洲多家航空運

營商削減航班，一些主要

機場同樣受到影響。英國

倫敦的希思羅機場7月12日

起要求航空公司停止出售

暑期機票，這座機場眼下

限流，每日接待旅客上限

為10萬人次。

招工難
除罷工問題，歐洲機

場和航空運營商還面臨招

不到人的窘境。

據法國總工會統計數

據，新冠疫情期間，巴黎

戴高樂機場裁員超過 2萬

人。眼下，巴黎戴高樂機

場和奧利機場有4000個崗

位空缺，主要是安檢、維

修、旅行零售等。

荷蘭阿姆斯特丹史基

浦機場是歐洲最繁忙的機

場之一，急需招募500名安

保人員。這座機場現有5.8

萬名員工，比疫情前少大

約1萬人。為應對夏季出行

高峰，這座機場同意為1.5

萬名清潔工、行李員和安

檢員提供每小時5.25歐元津

貼。

德國 法 蘭 克 福 機 場

疫情期間裁掉大約 4000

名地勤人員，近來新雇

用近 1000 人，仍難緩解

人手短缺。德國政府打

算為數以千計外國相關

從業人員開放快速簽證

審批通道，以期緩解暑

期旅行混亂。

法國遭遇 「冰淇淋刺客」
英國 14年沒漲價的 「麥叔叔」 也挺不住了
綜合報導 漲漲漲！歐洲人現在已經

越來越習慣高企的物價和癟癟的錢包，就

連往年大夏天隨隨便便吃的冰淇淋，也在

當下變成了「刺客」。麥當勞在英國的連

鎖店眼下也扛不住了，一個99便士的芝士

漢堡14年沒漲過價，但從8月3日它的價

格上漲到了1.19英鎊。

法國人是出了名的愛吃冰淇淋。往

年走在法國街頭，總能發現街邊的冰淇

淋店顧客盈門，各種口味的冰淇淋色彩

繽紛，給炎炎夏季增添了一份快樂。據

歐洲時報報道，2020年法國人均冰淇淋

消費量達到了 2.5 公斤，銷售額創下12.6

億歐元的紀錄。

這種品嘗美食和享受陽光的雙重快樂

在今夏一去不復返。上漲的冰淇淋價格

「刺痛」了眾多消費者的心。巴黎一位消

費者說，他剛花了3.8歐元買了一個冰淇

淋球：「如果是一個四口之家，這筆支出

可不小……」在耶爾市一家手工冰淇淋

店，買一個球的價格比去年貴了10歐分

。「所有原材料都漲價了，我們別無他

法。」店經理埃裏克也很無奈，牛奶上漲

了4%，奶油上漲了13%，糖價漲了15%，

「最可怕的是，

上漲遠還沒結束

。」在土倫的一

家冰淇淋店，一

個球的冰淇淋售

價也比去年貴了

50歐分，而這個

價格依然很難覆

蓋上漲的原料價

格。「我們希望

能把一球的價格

控製在2.5歐元之

內，但你知道，

現在所有的成本

都很高，所以我

們也不能把價格

提太多。」

在英國，習慣了99便士買一個麥當勞

芝士漢堡的人可能一時無法接受漲價這件

事，畢竟14年沒有變過。從8月3日開始

，這款漢堡上漲了20便士，售價變成了

1.19英鎊。麥當勞英國和愛爾蘭首席執行

官阿利斯泰爾在給客戶的一封電子郵件中

表示，公司在價格方面正面臨著「艱難的

選擇」。俄烏沖突推高了燃料和食品的成

本，英國的通貨膨脹率在6月達到9.4%，

是40多年來的最高水平。「我們知道價格

上漲無論如何都不是個好消息，但我們已

經盡可能地推遲和減少這些改變了。」

的確，麥當勞已經盡力了。如果按通

貨膨脹來計算，這款芝士漢堡的價格其實

應該是1.42英鎊。

二手服裝堆積成山，被沖上非洲加納海灘
它們大都來自英國

綜合報導 近日，幾張非洲海灘的照

片在網上引起了關註。照片上，大量服裝

被海水沖到了岸上。

這個海灘位於加納首都阿克拉，大量

濕透的衣服散落在沙灘上。

這些衣服大多是來自英國的二手服裝

，快時尚單品為主。英國媒體說：「令人

震驚的、堆積如山的、不受歡迎的『快時

尚』服裝被沖上了西非的海灘。」

英國被認為是歐洲最大的二手服裝

出口國。據統計，英國多達 70%的零售

和捐贈的廢舊衣物被送往國外，在此之

前，人們會先進行一下可持續發展慈善

包裝。

與此同時，加納是

一個二手服裝行業蓬勃

發展的地方，在這裏，

二手服裝以舊庫存形式

出售和再利用，大量服

裝被進口，被用來努力

應對市場需求。

從英國運往加納

的二手服裝中，有近

一半被認為是無法使

用的。這些衣服中，

幾乎有一半因為質量

太差而無法轉賣。同時，據英國媒體報

道，這些服裝一定程度上給進口國造成

了一些汙染。

近期，阿克拉詹姆斯敦沿海捕魚社區

的一張照片，說明了這個問題的嚴重性。

照片顯示，一名男子跨過一堆從沙灘延伸

至大海的衣服。現場的其他照片顯示了水

下的物品，影響著陸地和海洋。

這與今年早些時候在智利的阿塔卡馬

沙漠發現的場景相呼應，那裏，大片被廢

棄的衣服綿延不絕。這個地方被科學家認

為是世界上最幹燥的沙漠，但現在成為一

個受歡迎的地方，用來傾倒來自發達國家

的廢舊衣物。

根據環境審計委員會2019年的一份英

國議會報告，英國購物者人均購買的衣服比

歐洲其他任何地方都多，還比同國20世紀

80年代購買的衣服多五倍左右。報告稱，英

國每年約有30萬噸衣物被填埋或焚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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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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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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0am 英語崇拜/國語崇拜/粵語主日學 

11:00am 國語主日學 

11:15am 粵語崇拜/英語主日學 

1:30 pm 中文學校(粵語,國語)(only during school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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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BAPTIST 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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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經過超過15個小時的修正程序，美國參議
院民主黨人於8月7日下午以51票對50票通過了該黨標誌性的
氣候、稅收和醫療保健提案——《降低通脹法案》。雖然法案
金額遠小於民主黨最初設想的3.5萬億美元立法，但對於拜登
和參議院多數黨領袖舒默來說，這仍是一次期待已久的勝利。

據《國會山報》報導，在馬拉松式的投票之夜後，美國副
總統哈里斯投下了決定性的一票，打破了50-50的僵局，成功
將涉及稅收、醫療保健和氣候變化的一攬子方案送交眾議院。
據悉，眾議院將於8月12日進行審議，若進展順利，該方案將
在眾議院批准後送交白宮，經拜登簽署後生效。

“經過一年多的努力，參議院正在創造歷史。”舒默在法
案通過後表示，“這項法案將開啟美國可負擔的清潔能源時代
，它將改變遊戲規則，在很久之前就可以預見到這一點。”

《華盛頓郵報》刊文指出，該一攬子方案被稱為2022年

《降低通脹法案》，關注政策領域
包括減少聯邦赤字以抵禦通脹；增
加對美國國內能源生產和製造業的
投資，推動美國溫室氣體減排；降
低處方藥價格等。
民主黨人表示，該法案計劃通過調
整聯邦稅法——主要針對存在稅務
欺詐和漏稅行為的公司——以籌集
資金支付聯邦新支出。儘管民主黨
人未就其立法進行最終財政分析，
但據估計，在籌集資金以供新支出
之餘，該措施還將額外籌集3000
億美元，用於減少政府未來10年的
財政預算赤字。
同時，政府還將支出3690億美元
用於能源安全和應對氣候變化。在
能源和氣候上的投資旨在降低能源
成本，推動能源轉型。據測算，這
些措施將能幫助美國在2030年較
2005年減少約40%的溫室氣體排
放。值得注意的是，儘管《降低通

脹法案》用於清潔能源的預期投資低於民主黨最初在2021年
《重建美好未來法案》中提出的5550億美元，但這仍將是美
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氣候投資。

該法案還允許美國政府通過談判降低處方藥價格，處方藥
定價改革旨在幫助降低參加醫療保險的老年人的看病成本，將
他們的自付費用上限限制在每年2000美元，同時允許美國政
府從2026年開始就一小部分藥品的價格進行談判。這一具有
里程碑意義的提案有望為美國老年人節省醫療保健支出，並為
華盛頓節省數十億美元。而在下一個十年，製藥巨頭若為表示
對該法案的強烈反對，將醫保藥品價格提高到超過通脹率的水
平，也將被要求向聯邦政府支付“回扣”。

上述措施將通過增稅來實現，主要針對的是大型企業和超
級富豪階層，包括對大公司徵收最低15%的企業稅和對公司股
票回購徵稅1%的新稅。美國政治新聞網站Politico指出，與此

同時，法案還增加了美國國稅局的執法力度，並將奧巴馬醫改
補貼延長至2024年大選。
《降低通脹法案》的局限性

當然，法案的推進過程並不是一帆風順的，民主黨人也並
未得到他們所追求的一切。 8月7日中午，參議院民主黨人在
全力推動其一攬子方案時遇到了共和黨人設下的“減速帶”。
參議院少數黨黨鞭、共和黨人圖恩就立法中大企業面臨的15%
稅收提出了一項修正案，希望將一些私募股權公司及其所有的
企業從征稅範圍中剔除出去。最終該修正案在溫和派民主黨人
西內馬等6名民主黨人的支持下得以通過。

除圖恩修正案之外，民主黨未能在法案中對商業市場上的
胰島素價格設定上限，是共和黨一連串修正案中力度最大的一
次打擊。

參議院共和黨人的這些努力給民主黨通過氣候、稅收和醫
療保健方案的大部分成功計劃造成一些挫折。儘管共和黨有效
地取消了私人市場上每月35美元的胰島素價格上限，但民主
黨降低醫保中胰島素價格的目標仍有望成為法律。

同時，雖然該法案為拜登政府的減排目標做出了巨大貢獻
，但民主黨人仍需將其清潔能源方案與增加化石燃料的額外條
款相結合——這是贏得溫和派民主黨參議員喬•曼欽關鍵一票
的必要方法。民主黨人最終同意在墨西哥灣和阿拉斯加海岸附
近強制增添了新的石油和天然氣租賃合同，而民主黨領導人也
承諾在未來幾個月內單獨推行一項法案，使開發商更容易推翻
一些出於環境保護目的的反對意見。該提議可能會極大地有利
於曼欽背後的西弗吉尼亞州長期停滯的管道經濟，但一些民主
黨人將這種權衡描繪為“一種令人不安的必要性”。

一系列類似的妥協是《降低通脹法案》的底色，民主黨人
唯有通過被稱為預算調節的過程方能在共和黨人全員反對的情
況下通過提案。這種策略使民主黨人得以在兩極化嚴重的參議
院內繼續其立法流程，迴避參議院冗長辯論需要的60票要求
，在得到50票支持加上哈里斯決定性一票後便可通過。

值得注意的是，這一策略要求民主黨內部絕對的團結，這
也使得曼欽和西內馬等溫和派民主黨人在與黨內其他成員的談
判中發揮了巨大的影響力。 “對於一項如此龐大的立法來說，
這是一種平衡的方式。”曼欽指出。

（綜合報導）美國衛生與公眾服務部部長澤維爾•貝塞拉宣布猴痘疫情為美國“突發公共
衛生事件”。南都記者從美國疾控中心了解到，截至當地時間8月4日，美國猴痘病例數已達
7102例，相對於7月初的不到500例增長了10多倍。

貝塞拉表示，宣布猴痘疫情為突發公共衛生事件，是為了“將應對猴痘病毒的反應提升到
一個新的水平，並敦促每個美國人認真對待猴痘，承擔起應對病毒的責任。”貝塞拉還表示，
美國衛生部正在考慮授權聯邦政府官員加快執行醫療政策，例如允許官員使用潛在的治療方法
和疫苗，而不需要經過全面的審查。

據美國疾控中心統計，截至當地時間8月4日，美國猴痘病例數已達7102例。全美50個
州中已有48個州發現了猴痘病例，其中最多的紐約州已經超過1700例。相對於7月初的不到
500例，美國猴痘病例正在激增。

猴痘疫情在美國的迅速擴散凸顯出美國政府在防疫上的“反應遲鈍”。美國食品藥品監督
管理局前局長斯科特•戈特利布批評稱，美國政府面對猴痘病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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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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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宣布猴痘疫情為突發公共衛生事件美國宣布猴痘疫情為突發公共衛生事件！！
77月病例數增長超十倍月病例數增長超十倍

（綜合報導）在美國內華達州米德湖，一個寫有“禁止划船”字
樣的浮標倒在乾涸的湖床上。米德湖水位最高時達到海拔365米，但
如今已經不到320米，為胡佛大壩建成以來最低，並且仍在持續下降
。 據美國福克斯新聞等媒體7日報導，受到干旱天氣影響，美
國最大水庫米德湖的水位持續下降，近日再次發現了人類遺骸。

美國國家公園管理局(NPS)在一份聲明中說，當地時間6日，有遊
客報告稱在內華達州米德湖國家遊樂區發現了遺骸，並打電話給公園
管理員。當地警方隨後將遺體取回，正聯繫法醫以確定該名死者的死
因。

自5月以來，美國西部乾旱迫使米德湖水位大幅下降，此次已是
第四次發現人類遺骸。 5月1日，有船員在米德湖湖底發現1個裝有人
類遺骸的生鏽鐵桶。 5月7日，又有人在卡爾維爾灣附近發現了人類
骨骼遺骸。

米德湖是美國最大水庫，位於亞利桑那州和內華達州交界處，由
科羅拉多河上的胡佛大壩攔蓄而成，面積600多平方公里，向亞利桑
那州、內華達州、加利福尼亞州和鄰國墨西哥部分地區約2500萬人供
水。米德湖水位最高時達到海拔365米，但如今已經不到320米，為胡
佛大壩建成以來最低，並且仍在持續下降。

美國最大水庫水位持續下降美國最大水庫水位持續下降，，55月以來第四次發現人類遺骸月以來第四次發現人類遺骸

美《降低通脹法案》參院民主黨和共和黨人各有妥協



AA66
星期二       2022年8月9日       Tuesday, August 9, 2022

中國社會 2022年8月2日（星期二）中 國 新 聞2 ◆責任編輯：何佩珊

無人車管理條例深圳首行
福田南山等9區145公里道路已開放測試 記者試乘體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

道）“您需持有效的C2或以上級別駕駛

證，在簽署完‘試乘須知’後，才可作為

主駕駛人員參與試乘。”1日，香港文匯報

記者坐上了自動駕駛解決方案提供商元戎

啟行的L4級自動駕駛前裝方案汽車，分別

在主駕駛位和後排座位體驗了2次全無人自

動駕駛的道路測試。當天，中國首部關於

智能網聯汽車管理法規《深圳經濟特區智

能網聯汽車管理條例》（下稱《條例》）

正式實施，首次對智能網聯汽車的准入登

記、上路行駛、事故責任認定等事項作出

具體規定，且首次在法律層面明確了具備

條件的行政區全域可開展商業化運營試

點。截至2022年6月，深圳已在福田、南

山、坪山等9個行政區開放測試道路里程約

145公里，預計最快今年下半年最晚明年，

將在適合的行政區全區域開放道路測試。

於7月初發布的《條例》包括了總則、道路測
試和示範應用、准入和登記、使用管理、車

路協同基礎設施、網絡安全和數據保護、交通違
法和事故處理、法律責任等九章六十四條內容，
明確規定了智能網聯汽車的准入管理與登記制
度，列入國家汽車產品目錄或者深圳市智能網聯
汽車產品目錄的智能網聯汽車，允許其在登記後
可以上路行駛，是地方有關立法的首次探索（要
點見表）。

處理極複雜場景像老司機
香港文匯報記者試乘的元戎啟行自動駕駛車

輛是經廣汽埃安小轎車改造而成的L4級自動駕駛
前裝方案汽車。車身嵌入2-5顆固態激光雷達和8
顆自研攝像頭，結合自研多傳感器融合技術，能
精準識別超過200米範圍的障礙物。

路測過程中，安全員均坐在副駕駛位，全程
注意力高度集中，右腳放在副駕駛加裝的剎車板
上。車輛在福田CBD多段狹窄擁擠的路段，與行
人、機動車和非機動車混行，在遇到行人和車輛
臨時佔道、逆行、橫穿馬路等情況，車輛亦能機
智地處理極複雜場景，頗有老司機風範。元戎啟
行市場部總監唐瑤介紹，屏幕上顯示有一條不斷
左右擺動的藍綠色指引線，是車輛計劃在未來

10-15秒會行進的Pass路線，表明車輛正在進行思
考，以選擇最合適路線行駛。

遇到行人剎車反應非常快
行程結束後，香港文匯報記者提出想要試乘主

駕駛位的請求，在得知記者持有駕照且有多年駕齡
後，安全員拿出了一份《試乘須知》稱，簽署後即
可坐在主駕駛位。

記者看到，《試乘須知》中要求，持有現時
有效的中國C2或以上駕駛證，熟練掌握駕駛技
術，具備實際安全駕駛經驗的，試乘前未飲酒，
且不穿拖鞋，在試乘過程中，若自動駕駛車輛出
現或預計馬上出現任何危險或者緊急情況時，作
為主駕駛人員應立即採取必要措施接管車輛，不
得有任何危險駕駛動作等條款。行駛過程中，坐
在副駕駛的安全員依舊全神貫注地留意路況，記
者也認真地觀察着車輛四周，緊張地看着方向盤
在眼前自動旋轉。當遇到突然出現在視野範圍內
的行人時，記者正要踩下剎車，發現車輛已自動
完成剎車動作，反應速度非常快，途中遇到載有
超大塑料泡沫的單車時，也能精準識別，快速避
障。

近年來，智能網聯汽車成為全球的創新熱
點。目前，包括百度、小馬智行、文遠知行、Au-

to X和元戎啟行在內的多家自動駕駛技術廠商都
在深圳落戶發展。深圳率先為智能網聯汽車立
法，不僅能為行業發展帶來更加明確的指引，其
背後也蘊含着眾多新的機遇。

車企：立法助力產業加速發展
數據顯示，深圳涉及自動駕駛的企業達800

家，其中近5年成立的就有415家。根據《深圳市
培育發展智能網聯汽車產業集群行動計劃
（2022—2025年）》提出，到2025年，深圳智能
網聯汽車產業營業收入達到2,000億元（人民幣，
下同），形成10家以上營收超百億元企業，以及
20家以上營收超十億元企業的戰略梯隊。

小馬智行副總裁、大灣區研發中心負責人莫
璐怡表示，對於自動駕駛整個行業來說，自動駕
駛大規模商業化應用離不開三個方向：成熟的技
術、支持性的法律法規、用戶與客戶的接受度和
應用。《條例》中對高級別自動駕駛的定義、智
能網聯汽車產品准入和登記、網絡安全與數據保
護、交通違法和事故處理等方面都給出了明確規
定，為推動整個自動駕駛行業的商業化、用戶與
客戶權益保障等樹立了“先行先試”的典範。
“期待《條例》正式實施後能夠由點帶面推動自
動駕駛的政策整體落地與立法進度，助力智能網

聯汽車產業步入發展快車道。”

自動駕駛商業價值逐漸清晰
“全無人自動駕駛的道路測試意味着自動駕

駛技術已經擁有讓機器代替人力的能力，其背後
的商業價值也逐漸清晰。”元戎啟行CEO周光受
訪時亦表示，《條例》將“完全自動駕駛的智能
網聯汽車”納入立法範圍，這是加快自動駕駛商
業化落地的極大利好。隨着《條例》的推行，自
動駕駛汽車的行業準則、交通事故權責、商業化
運營將會得到規範，自動駕駛將迎來政策和技術
並行的高速發展時期，技術迭代周期變短，成本
也在不斷下降。路上能看到的自動駕駛車輛會越
來越多。

冀自動駕駛商業運營收費標準出台
不過，多家自動駕駛企業指出，對於該法規

配套的細則還有待陸續推出，包括如何制定自動
駕駛商業化運營的收費標準等。“法規制定的只
是框架性的規範，細則的完善才是最關鍵的，現
在還沒有看到細則，因此法規的執行也會面臨各
種問題。”元戎啟行市場部總監唐瑤表示，希望
自動駕駛出租車（Robotaxi）在收費運營方面的細
則盡快出台，加快自動駕駛商業化落地。

◆8月1日，中國首部智能網聯汽車管理法規《深圳經濟特區智能網聯汽
車管理條例》正式實施。圖為元戎啟行的全無人駕駛汽車上路測試。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 攝

《條例》要點
1、上路條件：經公安機關交通管理部

門登記取得智能網聯汽車登記證
書、號牌和行駛證，車輛車載設備
運行安全相關數據已接入政府監管
平台。

2、商用條件：經營者應取得道路運輸
經營許可證，車輛應取得道路運輸
證，並以顯著的車身標識進行安全
提示。用於公交客運的車輛內部播
放語音提示。

3、保險要求：投保機動車交通事故責
任強制保險和機動車第三者責任保
險；具有載人功能的還應投保機動
車車上人員責任保險。

4、事故責任認定：有駕駛人—由駕駛
人承擔相應損害賠償責任。
無駕駛人—由車輛所有人、管理人
承擔相應的損害賠償責任。
智能網聯汽車存在缺陷—車輛駕駛
人或所有人、管理人賠償後，可依
法向生產者、銷售者請求賠償。

5、定責依據：智能網聯汽車車載設備、
路側設備、監管平台等記錄車輛運行
狀態和周邊環境的客觀信息。

6、網絡安全和數據保護：制定數據安
全管理制度和隱私保護方案，並將
存儲數據的服務器設在中國境內。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若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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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體建築總長度約650米，總建築面積40萬平方米，為
全球最大規模的室內海洋科普主題樂園。

◆珊瑚缸水深5米，水體量達3,200立方米，是目前世界上最
大的活體珊瑚缸。

◆在建的生物主缸水體量可達5.3萬立方米，將刷新世界紀
錄。

◆在建的水族展示窗長46.2米，高8.3米，將成為世界第
一。

◆樂園內部設有全球最大面積的水族展示用亞克力玻璃
窗，玻璃總重量超一千噸。

◆樂園作為全球海洋生物活體資源庫，保育世界最大的海
牛種群、世界最大的淡水鰩魚種群等。

長隆海洋科學樂園“世界之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方俊明

全球最大室內主題樂園主體完工
十萬水族將落戶珠海橫琴 看好疫後灣區旅遊市場復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方俊明珠海報道）記者從珠海長隆獲

悉，外觀酷似“星際飛船”的珠海橫琴長隆國際海洋度假區二期

工程核心項目“長隆海洋科學樂園”主體工程日前順利完工，這個全球

最大的室內主題樂園，生物主缸水體量、水族展示窗面積等均將成為世

界第一。運營後將展示大約300種、超10萬尾各類海洋珍稀動物。珠海

長隆相關負責人表示，《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強化灣區旅遊業

的戰略地位，長隆看好疫後旅遊市場復甦發展。橫琴方面亦期待未來攜

手港澳共同開發“一程多站”線路，助力灣區文旅產業創新發展。

據了解，珠海橫琴長隆國際海洋度假
區一期工程“長隆海洋王國”自

2014年開業至今，累計接待遊客超過
8,000萬人次。二期工程核心項目“長隆
海洋科學樂園”目前也已完成主體工
程，項目投資額超過100億元（人民幣，
下同），建成後將成為全球最大規模的
室內海洋科普主題樂園。樂園分為“珊
瑚秘境”、“海洋之歌”、“海洋大學
堂”等多個主題體驗遊覽區，遊覽路線
總長度約5公里，將展示大約300種、超
過10萬尾各類海洋珍稀動物，刷新多項
世界紀錄（見表）。其中“星際飛船”
主體建築總長度約650米，總建築面積
40萬平方米，可同時容納超過5萬名遊
客。長隆空中纜車、海洋冒險樂園等項
目也將在未來幾年逐步亮相。據悉，長
隆已與澳門方面探討建設跨越澳門和橫
琴的空中觀光纜車項目，規劃纜車路線
長達10多公里，將經過澳門相關景點、
海島跨海抵達橫琴山頂太空樂園、生態
濕地公園等長隆主要景區。

對疫後旅遊市場復甦充滿信心
珠海長隆有關負責人表示，近3年

來長隆海洋科學樂園克服新冠疫情對建
設項目進程的嚴重不利影響，在主體工
程完工後將抓緊後期的收尾工程。該負
責人稱，旅遊業作為粵港澳大灣區的支
柱產業之一。

相關數據顯示，在疫情前的2019年
大灣區接待遊客總量接近4億人次，實現

旅遊收入超過1.5萬億元，佔全國旅遊總
收入的比重超過20%，未來看好疫情後
的旅遊市場復甦發展。該負責人表示，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強化灣
區旅遊業的戰略地位，對如何改善旅遊
發展環境、提升旅遊業發展水平，促進
文旅融合，拓展旅遊業的創新空間等亦
作出了規劃。他對灣區未來的旅遊業發
展充滿信心。

發揮集群效應打造世界級旅遊地
“長隆海洋科學樂園項目將為橫琴

乃至灣區旅遊的疫後復甦發展增添動
力。”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經濟發展局
官員表示，該樂園項目將攜手“長隆海
洋王國”，以及位於橫琴的香港麗新創
新方等項目，與港澳地區的主題樂園發
揮“旅遊大品牌”的集群效應，打造粵
港澳大灣區世界級旅遊目的地。“期待
利用港珠澳大橋的連接優勢，共同開發
橫琴與港澳的‘一程多站’旅遊線路，
推動粵港澳大灣區更緊密融合”。

廣東省旅遊協會相關負責人認為，
受新冠疫情影響，全球文旅市場普遍受
到衝擊，包括粵港澳地區的主題樂園亦
面臨着挑戰，但疫情終將過去，業界需
堅定信心、迎接未來。各主題樂園亦可
趁機加速轉型升級，探索適用於灣區文
旅產業融合發展的創新舉措，譬如三地
樂園或景區聯合舉辦跨境品牌、產業合
作及人才交流等活動，提升灣區旅遊資
源“串珠成鏈”效應。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
記者從中國農業科學院哈爾濱獸醫研
究所獲悉，該所研究員、中國科學院
陳化蘭院士團隊在H5N1亞型高致病
性禽流感病毒研究方面取得重要進
展，系統闡明了目前在全球肆虐的
H5N1禽流感病毒的起源、進化和時
空傳播特徵，並對中國監測到的
H5N1 病毒進行了系統的生物學研
究。該研究得到國家自然科學基金、
國家重點研發計劃、中國農業科學院
科技創新工程等項目資助，相關研究
結果發表在《新發病原體與感染》雜
誌上。

研究發現，目前流行的H5N1病毒
於2020年10月在歐洲國家出現，是由
H5N8禽流感病毒與H1N1及H3N8等亞
型禽流感病毒重配而來。2020年10月至
2021年8月，該新型H5N1病毒在西歐、
北歐和東歐多國的家禽和野鳥中流行，
並傳播至多個非洲國家。2021年9月起
在歐洲引起禽流感大爆發，並傳播到亞
洲和北美洲多個國家。

未及兩年演化出16種
2021年9月至2022年3月，設立在

哈爾濱獸醫研究所的國家禽流感參考實
驗室在全國範圍內採集了26,767份野鳥
和家禽樣品，從中分離到13株H5N1病
毒。為探究這些新傳入我國的H5N1病
毒的來源，研究人員對全球233株H5N1
亞型代表毒株進行了系統的遺傳演化和
時空傳播分析，發現目前全球流行的
H5N1病毒自2020年10月首次在歐洲國
家出現以來，在自然界中與多種野鳥源
禽流感病毒進行了複雜的基因片段重配，
形成了16種不同的基因型。團隊介紹，
由於疫苗免疫的保護作用，這些全球流
行的H5禽流感病毒，雖由野鳥傳入我
國，但對我國家禽未造成實質危害。目
前我國監測到4種基因型。

籲為家禽接種疫苗阻斷傳播
陳化蘭院士團隊通過抗原性分析發

現，我國目前使用的H5-Re14疫苗毒株
與其抗原性匹配良好，證明H5和H7三
價禽流感滅活疫苗可有效阻斷此類H5N1
病毒入侵免疫家禽。

鑒於此類H5N1病毒在全球野鳥中
廣泛分布，團隊成員呼籲高風險國家對
家禽進行H5亞型禽流感疫苗免疫，有效
阻斷病毒由野鳥傳播進入家禽，從而有
效降低其對人類健康帶來的威脅。

◆長隆海洋科學樂園設計圖。 受訪者供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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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國會提高最低工資以來已自國會提高最低工資以來已1313年工人的購買力下降了年工人的購買力下降了2727..44%%
20212021 年標準普爾年標準普爾500500的美國的美國CEOCEO的收入是工人中位數的的收入是工人中位數的324324倍倍

（（休士頓休士頓//秦鴻鈞報導秦鴻鈞報導））自國會提高聯邦最低工資以來已經自國會提高聯邦最低工資以來已經1313年了年了，，這這
是自是自19381938年以來最長的一次沒有增加的時間年以來最長的一次沒有增加的時間。。目前聯邦最低工資每小時目前聯邦最低工資每小時
77..2525美元現在比美元現在比19561956年以來的任何時候都低年以來的任何時候都低。。聯邦最低工資的工人的購買聯邦最低工資的工人的購買
力下降了力下降了2727..44%%。。工人的生產力是工人的生產力是5050年前的兩倍多年前的兩倍多，，但我們在此期間獲得但我們在此期間獲得
的財富的財富、、生產力的提高和他們的利益並未被分享生產力的提高和他們的利益並未被分享。。美國勞工統計局的數據美國勞工統計局的數據
顯示顯示，，截至截至20202020年年，，美國大約美國大約73307330萬小時工中萬小時工中，，有有11..55%%或或110110萬的工資萬的工資
等於或低於聯邦最低工資等於或低於聯邦最低工資。。由於通脹上升侵蝕了工人的購買力由於通脹上升侵蝕了工人的購買力，，經濟各個經濟各個
領域都面臨著將工資提高到更高標準的壓力領域都面臨著將工資提高到更高標準的壓力。。66月月，，美國消費者價格同比上美國消費者價格同比上
漲漲99..11%%，，為為4040年來最快漲幅年來最快漲幅，，這些價格上漲對中低收入家庭的影響尤其沉這些價格上漲對中低收入家庭的影響尤其沉
重重。。

拜登政府提倡拜登政府提倡1515美元的聯邦最低工資美元的聯邦最低工資，，這將提高這將提高32003200萬美國人的工資萬美國人的工資
。。今年早些時候今年早些時候，，拜登總統簽署了一項行政命令拜登總統簽署了一項行政命令，，要求將聯邦承包商的工要求將聯邦承包商的工
資提高到資提高到1515美元美元。。自自20142014年以來年以來，，包括內華達州包括內華達州、、俄勒岡州俄勒岡州、、康涅狄格州康涅狄格州
、、南達科他州南達科他州、、紐約州紐約州、、加利福尼亞州和新墨西哥州在內的加利福尼亞州和新墨西哥州在內的3030個州以及華個州以及華
盛頓特區實施了高於聯邦最低工資標準的起薪盛頓特區實施了高於聯邦最低工資標準的起薪。。今年今年，，4444個城市計劃將起個城市計劃將起
薪小時工資提高到薪小時工資提高到1515美元或更高美元或更高。。儘管如此儘管如此，，工人可以獲得適合生活的工工人可以獲得適合生活的工

資仍然存在很大差距資仍然存在很大差距。。2020個州的最低工資仍然不高於個州的最低工資仍然不高於77..2525美元的聯邦水平美元的聯邦水平
。。這使得低薪工人更難獲得經濟適用房等基本必需品這使得低薪工人更難獲得經濟適用房等基本必需品，，例如例如，，20212021年年
LendingTreeLendingTree的一項研究發現的一項研究發現，，每個州的最低工資工人都無法達到平均租金每個州的最低工資工人都無法達到平均租金
和房價和房價。。其中一些最低工資增長不足以維持基本的生活水平其中一些最低工資增長不足以維持基本的生活水平，，比如能夠負比如能夠負
擔得起租金和水電費等等擔得起租金和水電費等等。。零售巨頭零售巨頭、、快餐連鎖店和網約車公司都採取了快餐連鎖店和網約車公司都採取了
行動行動，，提供更高的工資提供更高的工資、、現金支付和簽約獎金來填補低薪工作現金支付和簽約獎金來填補低薪工作。。在某些情在某些情
況下況下，，激勵措施已逐漸接近激勵措施已逐漸接近1515美元的起薪美元的起薪。。

88月月11日日，，星巴克將起薪提高至每小時星巴克將起薪提高至每小時1515美元美元，，員工的平均時薪達到員工的平均時薪達到
1717美元美元。。麥當勞麥當勞MCDMCD去年也宣布將小時工資提高約去年也宣布將小時工資提高約1010%%，，使其餐廳的平均使其餐廳的平均
工資達到每小時工資達到每小時1313美元以上美元以上。。ChipotleChipotle表示表示，，它將每小時的起薪設定在它將每小時的起薪設定在1111
美元到美元到1818美元之間美元之間。。與此同時與此同時，，大型零售商大型零售商TargetTarget和和CostcoCostco分別將最低工分別將最低工
資提高到資提高到1515美元和美元和1616美元美元。。與此同時與此同時，，最低工資收入者與高收入者之間的最低工資收入者與高收入者之間的
差距也在擴大差距也在擴大。。根據倡導提高工資的工會根據倡導提高工資的工會AFL-CIOAFL-CIO的一份報告的一份報告，，20212021 年年，，
標準普爾標準普爾500500指數公司的美國指數公司的美國CEOCEO的平均收入是工人中位數的的平均收入是工人中位數的324324倍倍。。那那
一年一年，，CEOCEO的工資上漲了的工資上漲了1818..22%%，，而工人的工資僅上漲而工人的工資僅上漲44..77%;%;遠低於通貨膨遠低於通貨膨
脹率脹率，，工資增長主要集中在高層工資增長主要集中在高層，，這相當於經濟上的不當行為這相當於經濟上的不當行為。。

中國人活動中心於周日下午舉行
“大休斯敦地區中秋晚宴、國慶升旗系列活動”新聞發佈會

（休士頓/ 秦鴻鈞報導 ）中國人活動
中心於周日（8月7日）下午召開新聞發
佈會，介紹該中心將於9月10日召開中秋
晚宴暨10月1日升旗儀式暨升旗游園會一
系列議程暨籌劃工作。

「中國人活動中心」 董事長陳珂首先
致歡迎詞，他說：秋天，是思念的季節。
「中秋晚宴」 剛好代表了相互思念、相互
團聚。

「中國人活動中心」 執行長方一川介
紹系列活動和籌委會。包括 「中秋晚宴」
主席張經坤，副主席陳皙晴、楊寶華。榮
譽主席Joseph 曠。 「升旗活動」 主席王
福生，副主席鄧潤京；升旗游園總導演王
曉芬， 「升旗活動」 榮譽主席、 「中國人
活動中心」 副執行長卿梅、秘書長劉揚威
等人。方一川執行長表示：今年的節目既
有傳承，也有創新。如 「中國之友獎學金
」 將繼續頒發另給為 「中美之友」 的外國人、為美國發展作
出貢獻的華人。另外， 「中國人活動中心、華盛高中生華裔
獎學金」 也將頒發。 「升旗活動游園會」 將於10月1日升旗
典禮當天12時至下午四時舉行，希望各社區、社團參與，拿
攤位找鄧潤京。

升旗游園會總導演王曉芬介紹游園會節目：希望節目新
穎、多樣，不要多，只要精，只選六個精品節目。希將博大
精深的中華文化，作交流傳播。會中也有人提出以 「文化藝
術節」 ,取代 「國慶升旗園遊會」 。至於 「華人之光」 與 「中
國之友」 應是對應的，一年選出一、二個。其宗旨：中國人
在美一百多年，多是埋頭苦幹，不曉得宣傳自己，中國人在
美貢獻，值得表彰，從各行各業、社區，應大大宣傳，中國

人為美國社區所作的貢獻。希望大家也幫忙推薦人選。
主辦方也在提問時談到 「中秋晚宴」 的贊助。因為，晚

宴的地點選在高、大、上的Galleria,平均每人餐費$140元，
社團包桌，平均每桌收$1000元。商家贊助有$1500/桌、
$2000/桌（並送半頁廣告）、$2500/桌（並送全頁廣告 ），
並有VIP 桌，每人$1000元。

另外，國慶升旗及升旗游園會，也各立五位共同主席，
每人捐款$2000元。

新聞發佈會會上也舉行中國人活動中心對大使館捐贈圖
書的受書儀式。這些精彩具份量的圖書，將陳列在中國人活
動中心圖書館內，大家隨時可前往借閱。

最後全體嘉賓及系列活動籌委會人士合影留念。新聞發
佈會圓滿完成。

圖為中國人活動中心代表對大使館捐贈圖書的受書儀式圖為中國人活動中心代表對大使館捐贈圖書的受書儀式。（。（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圖為全體與會嘉賓合影於新聞發布會上圖為全體與會嘉賓合影於新聞發布會上。（。（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圖為系列活動籌委會負責人合影圖為系列活動籌委會負責人合影。（。（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2020個州的最低工資仍然不高於個州的最低工資仍然不高於77..2525美元美元
的聯邦水平的聯邦水平。。這使得低薪工人更難獲得經這使得低薪工人更難獲得經
濟適用房等基本必需品濟適用房等基本必需品，，例如例如，，20212021年每年每
個州的最低工資工人都無法達到平均租金個州的最低工資工人都無法達到平均租金
和房價和房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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