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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3 - 364 -7788 
832 - 498 - 7566

群智貸款

Michelle Young  
 通國、英、粵語、韓語

● 外國人貸款，保證最低
   最低利息。B1, B2, 
   J1保證通過
● 只要一年P&L盈虧表，
   不查稅表
● W2用一年VOE貸款方式
● 不查收入貸款
● Construction Loan,
   Lot Lo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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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turday, 8/20/2022

（中央社）世界衛生組織（WHO）疫苗顧
問今天建議，應提供第2劑加強針給最容易感染
COVID-19（2019冠狀病毒疾病）的民眾，以提
升他們的免疫力。

法新社報導，世衛的免疫專家戰略諮詢小組
（SAGE）表示，在初步接種通常由 2 劑組成的
首輪疫苗，還有已經建議的第1劑加強針後，應
提供特定族群再1劑額外加強針。

世 衛 資 深 醫 療 顧 問 霍 恩 巴 赫 （Joachim
Hornbach）透過視訊向媒體表示： 「我們這麼做

，顯然是基於對免疫力減弱的觀察，特別是在
Omicron病毒變異株的背景脈絡下。」

世衛已建議所有成年人在接種通常由2劑組
成的第一輪疫苗後，於4個月到6個月後再接種1
劑加強針。

但免疫專家戰略諮詢小組主席克拉維奧圖
（Alejandro Cravioto）強調，今天提出接種完第
1劑加強針後，過4個月到6個月再接種第2劑加
強針的建議，僅適用於 「風險最高的族群」。

他在視訊記者會上表示，這 「並不構成所有

成年人接種第1劑加強針後一律接種（第2劑加
強針）的建議」。

免疫專家戰略諮詢小組指出，應提供第2劑
加強針給年長者、所有免疫功能不全者和孕婦，
以及患有糖尿病、高血壓和心肺及腎臟疾病等高
風險族群人士。

克拉維奧圖指出，所有年齡層的醫療工作者
也應接種第2劑加強針，他堅稱有必要 「保護我
們的醫療體系免受人員患病、無法出勤的衝擊」
。

世衛世衛：：最易染疫族群應接種最易染疫族群應接種COVID-COVID-1919第第22劑加強針劑加強針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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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單便捷使用App 軟件, 輕鬆操作智能手機或平板電腦，無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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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 has been twenty years since we
completed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building in Houston, Texas.

Counting many successful years in the
past, we are very proud and honored to be a
part of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n Texas.

On November 3rd, we will host a
celebration party at the Grand Tuscany Hotel
with a Gala to honor the many leaders in
culture, business and philanthropy in the
Houston area. Former County Judge Robert
Eckels and Mayor Turner will be our Gala
chairs. Many consuls general will be invited
to attend and they will wear their national
costumes and many international dancers
and other artists will perform.

Over the past twenty years, ITC has
sponsored and hosted, along with the U.S.
Department of Commerce Commercial
Service, the Small Business Administration
and the Import and Export Bank, hundreds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eminars and
welcomed more than 15,000 small business
owners to our events. Former President Bill
Clinton and many ambassadors, prime
ministers and other governmental dignitaries
from around the world have been among our
guests.

We will continue our mission to serve
our community and help the ITC to become
one of the best stages and platforms for our
country’s international affairs. 0808//1818//20222022

We Are Celebrating TheWe Are Celebrating The 2020th Anniversary Of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th Anniversary Of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時光荏苒 ,休斯敦
美南國際貿易中心大樓
落成至今已経是二十個
年頭 。細數過去之歲
月 ，我們非常榮幸和
德州之國際社區同時茁
壯成長。

慶祝國際貿易中心
二十年慶將於十一日三
日下午在德州休斯敦特
斯納大酒店舉行 ，將
邀請前赫里斯郡郡長艾
克斯及市長特納擔任大
會主席 ，並邀請駐休
斯敦各國總領事出席
，並分設以各國國名之
餐桌 ，分別穿著各國
服裝 ，並分別有國際
藝文表演及各國美食。

二十年來 ，國際

貿易中心大樓曾經和美
國商務部 、中小企業
部 、進出口銀行 ，共
同接待了超過一萬五千
家中小企業 ，美國前
總統克林頓 、中南美
洲非洲及亞洲地區之總
理部長大使都曾來參加
各項活動。

雙十週年慶是我們
一個對社會貢獻和努力
之里程碑 ，並將選出
對社會有貢獻之人士頒
授最高奬章 ，我們已
經在積極規劃在美南新
聞世界總部內增加國際
金融中心 ，屆時將有
貿易文化 、媒體金融
為一體 再次走向下一
個新台階。

迎接國際貿易中心雙十年慶迎接國際貿易中心雙十年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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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聯合國斯呼籲在烏克蘭札波羅熱
核電廠設立非軍事區，但俄羅斯予以拒絕，並
警告這座核電廠若發生事故，其放射性物質恐
衝擊歐洲國家。烏克蘭政府則矢言恢復 1991
年時的疆土。

●俄拒在烏克蘭核電廠設非軍事區 稱核
爆恐衝擊歐洲

針對聯合國秘書長古特瑞斯呼籲在烏克蘭
札波羅熱核電廠設立非軍事區的提議，俄羅斯
予以拒絕，並警告這座核電廠若發生事故，其
放射性物質恐衝擊歐洲國家。

俄國外交部資訊與新聞處副處長涅恰耶夫
（Ivan Nechaev）表示，聯合國這項提案 「不
可接受」，此舉將使這座核電廠更加脆弱。

與此同時，俄羅斯國防部也警告，如果札
波羅熱核電廠發生事故，外洩的放射性物質將
波及德國、波蘭及斯洛伐克。

●美媒：烏軍情單位稱俄要核電廠員工19
日別上班

美國國家廣播公司新聞網（NBC News）
報導，烏克蘭軍情單位向他們獨家證實，據稱
俄羅斯告訴烏克蘭札波羅熱核電廠員工 19 日
不要上班。

烏克蘭國防部情報總局發言人尤索夫
（Andriy Yusov）告訴 NBC News，最新情資
顯示，有人下令多數職員 「明天8月19日」不
要去上班。

尤索夫表示， 「俄方是這樣告訴他們的人
，主要是俄羅斯國營核子企業（Rosatom）的
員工」，並說這可能是俄方 19 日準備在核電
廠 「大規模挑釁」的證據。

他還說： 「我們不排除俄羅斯明天（19日
）在札波羅熱核電廠地區大規模挑釁的可能性
。這是經由他們的宣傳內容、我方消息來源及
俄羅斯人在核電廠的行為證實。」

●烏克蘭國防部長揭戰爭目標 獲勝並收
復1991年疆土

烏 克 蘭 國 防 部 長 列 茲 尼 科 夫 （Oleksii
Reznikov）接受外媒採訪時表示，烏國最終目
標是在俄烏戰爭中大獲全勝，並從俄羅斯手中
奪回烏東地區及克里米亞，恢復 1991 年時的
國土範圍。

美國之音（VOA）報導，列茲尼科夫指出
，烏克蘭計畫在戰勝後收復境內遭俄羅斯占領
的領土，使烏國版圖重回 1991 年在國際承認
下獨立時的範圍。他強調，烏克蘭要收復範圍
的不是2014或2015年的邊界，更不是今年2月
24日俄烏戰爭開打時的邊界。

對於慶祝烏克蘭獨立的8月24日國慶日將
至，列茲尼科夫表示，他請求世界信任烏克蘭
。他表示： 「烏克蘭的獨立進程可能較他國來
的容易一些，期間未流許多鮮血，但現在我們
正付出許多代價，我們的獨立正受鮮血洗禮。
」

俄國拒在烏克蘭設非軍事區
基輔矢言收復1991年疆土

巴西總統遭網紅侮辱 出手畫面曝光
(本報訊)巴西總統波索納洛（Jair Bolsonaro

）今天與一名網紅發生口角，該名網紅出聲質
疑、侮辱並稱波索納洛是 「無賴」，引波索納
洛出手抓住他的衣服和手臂，似乎想搶走網紅
手機。

法新社報導，這起事件的影片攝於總統官
邸外，影片中波索納洛抓住一名質問他的男子
，明顯是想搶走男子手機。當時這名男子正在
拍攝自己批評這位極右派總統的影片。

根據發布這部影片的巴西新聞網站G1報
導，這名男子名為雷奧（Wilker Leao），自稱
是律師、陸軍下士、政治迷和軍事愛好者，在
TikTok有12萬7000人追蹤。

這起事件在總統官邸晨曦宮（Alvorada
Palace）外發生，當時波索納洛身穿藍色短袖

襯衫，面帶微笑、一派輕鬆，向聚集在車隊周
圍等候與他合照的支持者問好。

雷奧邊拿著手機拍攝邊走近總統，問他為
什麼與一個被稱為 「大中心」（Centrao）的
腐敗團體結盟，還簽署限制認罪協商的法案，
這項程序常用在反貪污調查中。

一名身分不明的男子將雷奧拉開，並把他
拉倒在地。但雷奧沒有被嚇住，再次朝已經上
車的波索納洛走去，並叫他 「懦夫」、 「無賴
」和 「大中心的寶貝」。

隨後波索納洛下了車，似乎想搶走雷奧的
手機。波索納洛說： 「過來，我想跟你談談。
」他先是拽住雷奧足球球衣衣領，接著用雙手
抓住雷奧左臂。總統隨扈趕緊介入並送雷奧到
一旁。

川普的危機又來了,自從卸任總統以來, 一
直身處政治與司法風口浪尖的川普在位於佛羅
里 達 州 棕 櫚 灘 的 豪 華 私 宅 ” 海 湖 莊 園 ”
(Mar-a-Lago) 被聯邦調查局佛曉搜索以及被紐
約州檢察總長詹姆斯約談調查以提取在財務借
貸方面的犯罪證詞後，他的財務總管艾倫·魏
塞爾伯格(Allen Weisselberg) 又在紐約的法庭承
認了15項重罪，罪名是多年來私吞了超過170
萬美元的賬外補償,其中包括一套免租金公寓、
汽車付款、其孫的學費等等,與此同時，他也承
認自己與川普的集團合謀欺騙公眾並逃稅,法官
說，作為認罪的一部分，75歲的魏塞爾伯格同
意支付 1994321 美元的稅款、利息和罰金，並
將在監獄服刑5個月,對於一個75歲的非暴力罪
犯來說，這算是有一定力度的懲罰, 但對於川
普來說, 無異於一把利刃刺向了他腐敗集團的
心臟!

儘管這位川普的長年老家臣認罪並不意味
著川普會直接受到起訴牽連,但是，有了這位重
要證人承諾的證詞，未來法庭對川普集團的制
裁將很可能重創他的家族企業，其公司也將因
其在該計劃中扮演的角色而在今秋受審,所有的
真相很快就能大白於世，其中包括但不限於它
究竟是如何欺騙納稅人；高管層的哪些人操縱
了哪些關係,因為一個組織不可能自己單獨進行

運作，尤其是這種用姓氏冠名的組織。
至於這位老家臣敢不敢或會不會在今秋川

普集團受審時翻供呢? 機率應該不大, 因為法官
默奇恩在法庭上嚴重警告了魏塞爾伯格，如果
他在審判中不如實作證作答，所有的認罪協議
將被作廢，而且對他的最後判刑日是選定對川
普集團的審判后才進行, 如果他翻供, 必將可能
面臨更重的刑期。

川普實在是一位具有爭議的麻煩人物， 回
溯過往, 在他周遭的核心人物幾乎都為他而違
法犯紀被起訴定罪, 這些遭殃的人包括他的前
競選主席保羅·馬納福特被指控、定罪並被判
入獄、此外,前競選副主席裡克·蓋茨、前私人
律師邁克爾·科恩 、前顧問前競選助手羅傑·斯
通、白宮國家安全顧問邁克爾·弗林 、前競選
顧問喬治·帕帕多普洛斯等等都被指控、定罪
並被判入獄, 還有前首席策略師史蒂夫·班農被
控電信欺詐和洗錢,前就職委員會主席湯姆·巴
拉克年也被控代表外國政府非法遊說川普…….
以上一連串的名單都是川普腐敗集團的罪犯,
如今又加上這位首席財務官欺詐罪, 常言道:”
伴君如伴虎”, 如今川普周遭的人卻是為虎作
倀, 都成為老虎的幫兇, 請問那些盲目崇拜與追
隨川普的人, 你們要做何感想呢?!

【李著華觀點 : 招了認了
川普家族財務長承認 15 項重罪一把利刃刺】



AA55廣 告
星期六       2022年8月20日       Saturday, August 20, 2022



AA66綜合國際
星期六       2022年8月20日       Saturday, August 20,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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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I發現大量
沒上紅色名錄物種也瀕危

綜合報導 世界自然保護聯盟（IUCN）瀕危物種紅色名錄因生態學

數據缺失而未予評估的物種中，有56%很可能存在滅絕風險。這項4日

發表在英國《通訊· 生物學》上的研究顯示，這類“數據缺乏物種”可

能比IUCN評估過的其它物種面臨更大的滅絕風險，提示當前保育優先

級中存在潛在偏差。

挪威科技大學（NTNU）研究人員訓練了壹個機器學習算法，讓

它計算 IUCN紅色名錄之前評估過的26363個物種的滅絕風險。計算

基於這些物種生活地區的已發表數據，以及已知會影響生物多洋性

的各種因素，如氣候變化、人類的土地使用，以及入侵物種構成的

威脅。作者隨後利用該算法預測了全部7699個數據缺乏物種的滅絕

風險。

研究人員估計，4336 個（56%）數據缺乏物種可能存在滅絕風

險。相較之下，IUCN紅色名錄評估的物種中只有 28%有滅絕風險

。數據缺乏物種的滅絕風險因種群和地理區域而異，其中85%的兩

棲動物、40%的輻鰭魚類、61%的哺乳動物、59%的爬行動物、62%

的昆蟲可能都有滅絕風險。有滅絕風險的數據缺乏六棲物種通常

在中非、南亞和馬達加斯加這些地區的較小地理面積內活動。據

預測，全世界海岸線周圍有 1鱷 3到壹半的數據缺乏海洋物種有滅

絕風險。

以上結果凸顯出針對大量有滅絕風險但未被IUCN列為瀕危物種的

數據缺乏物種的保育重要性。研究團隊指出，對這些物種開展更準確的

評估或能幫助轉變保育優先級，並更快地將它們納入可持續發展目標和

生物多洋性保育對象中。

古巴儲油基地火災得到控制

綜合報導 古巴消防局官員亞歷山大· 阿瓦洛日表示，馬坦薩斯省壹

儲油基地持續多日的火災已得到控制，現場仍有壹些小型明火，但火勢

沒有蔓延危險。

阿瓦洛在新聞發布會上說，滅火工作正按計劃進行，消防人員

目前主要對此前著火的儲油罐進行滅火降溫，軍方直升機則負責撲

滅分散的明火點。此外，救援人員繼續在事故現場挖掘通道以方便

出入。

位於馬坦薩斯省馬坦薩斯港工業區的儲油基地內有8個儲油罐，其

中壹個5日晚遭雷擊後起火，大火隨後蔓延至緊鄰的3個儲油罐並引發

多次爆炸。據了解，這4個起火儲油罐之間間隔約50米。

根據古巴公共衛生部10日更新的數據，儲油基地火災及引發的爆炸

已造成1名消防員死亡、128人受傷，其中108人已出院。另有14名消防

員仍處於失蹤狀態。古巴總理馬雷邏同日表示，政府已啟動火災的損失

評估工作，從而制定修復計劃。待火災現場降溫後，將開始搜尋失蹤人

員。

另據古巴媒體報道，墨西哥和委內瑞拉政府共向古巴派出127名救

援人員和技術人員，並向古巴運送大量消防設備和物資。

馬坦薩斯港是古巴接收進口燃料最大的港口，火災事發地是古巴最

大的儲油基地。該儲油基地靠近古巴主要熱電廠之壹的安東尼奧∙吉特

拉斯熱電廠。由於燃料短缺、發電廠設備老化等問題，古巴目前電力供

應緊張，全國采取限電停電措施。

英最新報告：英入室盜竊案起訴率不到7％
被起訴的偷汽車者僅1％

綜合報導 “小偷小摸、搶劫盜竊在

英國就沒人管了嗎？”英國政府監管部門

最新報告顯示，英國社會壹些常見案件的

破案率和定罪率極低。受資金、人手不足

等因素影響，該國的警力資源在某種程度

上需要遵循“配給制度”——非大案、要

案“不立、不破”。這種現象令民眾叫苦

不疊。

據報道，今年2月14日晚，英國居民

波爾森價值8.2萬英鎊的越野車在自家門

口失竊。沒想到報案後，當地警方在24小

時內就倉促“結案”。警方在電話中告知

波爾森：“很抱歉，基於現有證據線索，

我方不太可能識別出偷車人。此案已結，

特此說明。”波爾森憤怒地表示，警方之

前並沒有出警探查現場，他很難想象致電

警察是怎麼好意思說出“已排查過全部潛

在線索”的。

波爾森的遭遇在英國絕非個案。根據

本報特約記者在英國當地的觀察，如果當

地居民遭遇搶劫，報警後會被安排去警局

錄口供，之後留下聯系方式等待警方回復

。如果是盜竊案，警方會在接到報案後安

排調查人員上門取證。如果警方發現無法

找到足夠的線索，或是當地沒有監控攝像

頭，會直接告訴受害者很難破案，往往令

報案者失望而回。

英國警察和消防

救 援 服 務 監 察 局

（HMICFRS）最新發

布的報告顯示，2021

年 4 月初至 2022 年 3

月底的壹年間，英格

蘭 和 威 爾 士 地 區 入

室 盜 竊 案 只 有 不 到

7%的嫌疑人被移交

司 法 機 關 起 訴 ， 小

偷 小 摸 的 起 訴 率 約

為 4%，而被起訴的偷（汽）車賊更是

只有1%。

英國《衛報》稱，在保守黨掌權期間

，英國的執法力量壹直被削減，2018年該

國的警察數量已經降至20世紀80年代以

來的最低點，警力資源十分緊張。除人手

不足外，辦案人員的經驗與能力不足也是

英國“破案難”的主要原因。HMICFRS的

報告稱，由於經驗豐富的資深警察都被抽

調去偵破大案要案，“抓小偷”壹類相對

瑣碎的案件就只能落到壹些“菜鳥”警察

身上。由於經驗不足，這些警察在處理案

情的過程中可謂漏洞百出，犯過很多低級

錯誤。比如在71%的案件中，警察都未能

在受害人報警後提醒後者保護現場。報告

還指出，很多警察壓根就不具備取證和偵

破能力，在嫌犯的識別和抓捕過程中浪費

掉很多機會。

HMICFRS總督察庫克批評道，違法犯

罪行為不分大小，小偷小摸、搶劫盜竊等

犯罪行為直接關乎普通民眾的日常安全，

該類案件的偵破率與起訴率如此之低是無

論如何也無法讓人接受的。他呼籲執法部

門要共同致力於應對這壹局面，因為這將

直接影響到公眾對警察的信心。

由於不信任英國警察具備維護社區治

安的能力，不少社區選擇與私人安保公司

簽訂合約。比如埃塞克斯郡壹社區就聘請

安保公司負責全鎮的夜巡工作，代價是該

社區300護人家每周分攤兩英鎊的費用。

壹些材力不足的社區只得自發組織“治安

委員會”。

在這個地方
非洲企鵝因航運噪音而瀕臨滅絕

綜合報導 壹項科學研究發現，自從南非政府

六年前允許船只在阿爾戈亞灣的聖克邏伊島附近

海域進行“海上添油”後，引發的噪音使得聖克

邏伊島上的非洲企鵝數量急居下降。

阿爾戈亞灣位於南非東海岸壹條繁忙的航道

上，擁有豐富的海洋生物和鳥類生物，南露脊鯨

經常在這片水域出沒。

領導這項研究的納爾遜曼德拉大學海洋專家

皮切格魯說，“我們發現，已經很高的噪音水平

又再翻了壹倍”。

科學家們發現，噪音水平的升高會影響海洋

生物尋找獵物、交流和導航的能力。

皮切格魯指出，聖克邏伊島的育種從2016年

的8500對減少到2022年的1200對，減少近85%。

他說：“我每個月都在海灘上數著死鳥。”

這項研究成果於8月10日發表在美國《整體

環境科學》期刊上。

皮切格魯說，由於各種挑戰，包括工業活動對稀

有獵物的捕撈，聖克邏伊島的企鵝已瀕臨滅絕。

2019年，阿爾戈亞灣曾發生船只漏油事件，

人們隨後在該海域發現了全身沾滿油的企鵝。環

保人士呼籲南非政府禁止海上加油活動，但收效

甚微。

綜合報導 德國總理朔爾

茨周壹公開表示，德國不支持

歐盟對所有俄邏斯人實施歐盟

範圍內的簽證禁令。報道稱，

目前幾個歐洲國家正呼籲在歐

盟采取行動，停止向俄邏斯公

民發放旅遊簽證。這些國家認

為，不應該允許俄邏斯人在俄

烏沖突仍在持續期間在歐洲度

假。

對此，朔爾茨周壹在奧斯

六舉行的北歐國家領導人會晤

期間說：“這不是俄邏斯人民

的戰爭，這是（俄邏斯總統）

普京的戰爭，這個話題我們必

須非常清楚。對我們來說，重

要的是要了解，有很多人逃離

俄邏斯，因為他們不贊同俄邏

斯政權。我們（在歐盟之中）

作出的所有抉定，都不應該讓

追求自由和離開那個國家的做

法變得更加復雜。”

目前，與俄邏斯接壤的

波邏的海地區歐盟成員國立

陶宛、拉脫維亞和愛沙尼亞

，已經暫停向俄邏斯人發放

旅遊簽證。

據 今 日 俄 邏 斯 電 視 臺

（RT）網站報道，立陶宛外

長 13日接受德國媒體采訪時

稱，他認為任何俄邏斯人，

無論對俄烏沖突的看法如何

，都不應該被允許進入“申

根區”。他稱，如果反對俄

邏斯政府的人留在國內，他

們更有可能成為未來政治變

革的催化劑。

芬蘭政府也表示支持簽

證禁令。芬蘭總理桑娜· 馬

林在周壹會晤期間表示，她

認為允許俄邏斯公民在歐盟

國家“觀光”的同時俄邏斯

軍隊“在烏克蘭殺人”是不

正確的。她稱，這個問題需

要歐盟成員國進壹步討論，

“這不是壹個非黑即白的問

題，這有灰色地帶。”

據美聯社報道，簽證問題

將在定於8月31日舉行的歐盟

外長非正式會議上進行討論。

在俄烏沖突爆發後，歐盟雖

然禁止了來自俄邏斯的商業航

班，但俄邏斯人仍然可以通過

六路前往鄰近的歐盟國家，然

後再乘坐航班前往其他歐洲目

的地。

據介紹，根據申根協議簽

發的歐洲“申根區”旅遊簽證

，可在26個國家使用，其中包

括22個歐盟國家以及冰島、列

支敦士登、挪威和瑞士。通常

情況下，人員和貨物在這些國

家之間自由流動，無需接受邊

境檢查。

RT提到，在評論壹些歐

盟成員國提出的簽證禁令提案

時，俄邏斯總統府克林姆林宮

發言人佩斯科夫上個月曾表示

，雖然俄邏斯希望常識在歐盟

占上風，但俄邏斯領導人並不

排除歐盟方面會采取“情緒化

的行動”。

朔爾茨：德國不支持歐盟對所有俄邏斯人實施簽證禁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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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一名為美國前總統川普家族企業服務的高階
主管今天就幫助集團策劃長達15年稅務欺詐一事認罪，且達成
協議，將在即將到來的庭審中對其商業手法作證。

現年75歲的懷索柏格（Allen Weisselberg）曾擔任川普集團
（Trump Organization）財務長，在曼哈頓（Manhattan）紐約
州法院對15項犯罪指控悉數認罪。

路透社報導，懷索柏格為川普效力約半個世紀，預料他在
曼哈頓檢方針對川普更大規模的調查中不會配合。

不過他的認罪可望強化檢方對川普企業查察的力度，這家

企業管理全球各地的高爾夫俱樂部、旅館和其他房地產。
曼哈頓地區檢察官布萊格（Alvin Bragg）聲明指出： 「這

項認罪協商直接涉及川普集團範圍廣泛的犯罪活動，要求懷索
柏格在即將到來的庭審中提供寶貴證詞。」

川普集團發言人透過聲明表示，懷索柏格是一位 「可敬的
好人」，稱他一直遭受 「執法單位的騷擾、迫害和威脅，尤其
是曼哈頓地檢，在他們永無止境、具政治動機的動作中」欲拿
下川普。

這名發言人還說，川普集團沒有做錯事，期待出庭之日到

來。
川普集團宣稱無罪，但若遭判有罪，恐面臨罰款和其他懲

處。官司纏身的川普在這起司法案件中並未因不當行為遭到指
控。

陪審員選任工作預定於10月24日展開，時值11月8日期
中選舉前2週。川普所屬的共和黨有望從民主黨手中重新奪回
國會參、眾兩院。

川普迄今尚未表明是否將參加2024年總統選舉。

「神鬼無間」黑幫老大命喪監獄 涉案3人遭起訴
（綜合報導）惡名昭彰的已故美國波士頓黑幫老大巴爾杰

（James "Whitey" Bulger）2018年在西維吉尼亞州聯邦監獄中被
活活打死，美國聯邦檢察官今天表示已起訴3名涉案人。

根據聲明，美國西維吉尼亞州北區聯邦檢察官辦公室今天
以合謀犯下一級謀殺罪罪名，起訴 55 歲的吉亞斯（Fotios
"Freddy" Geas）、48歲的德科洛格羅（Paul "Pauly" DeCologero
）和36歲的馬金農（Sean McKinnon）。

當時高齡89歲的巴爾杰因為一連串殘暴犯行在西維吉尼亞
州布魯斯頓米爾斯（Bruceton Mills）的哈澤頓（Hazelton）監
獄服無期徒刑，這3人當時也被關押在同一座監獄。

聲明指出： 「吉亞斯和德科洛格羅遭控於2018年10月多
次毆擊巴爾杰頭部，導致巴爾杰喪命。」

法新社報導，吉亞斯和德科洛格羅還遭控協助和教唆一級
謀殺罪以及傷害罪，吉亞斯還面臨另一項謀殺指控。

正處於聯邦獄後監督的馬金農今天在佛羅里達州遭逮捕，
罪名是對聯邦幹員做出虛假陳述。吉亞斯和德科洛格羅遭起訴
時仍在獄中服刑。

巴爾杰是愛爾蘭裔美國人，在波士頓組織以愛爾蘭裔成員
為主的冬山幫（Winter Hill Gang），成為南波士頓勢力最大的
幫派分子，稱霸波士頓黑社會25年。他從1975年開始長期擔
任聯邦調查局（FBI）線民，FBI為獲取情報，長期故意忽視與
放任他犯罪。

1994年12月，巴爾杰在FBI內鬼的通風報信下，踏上逃亡
一途，名列FBI十大通緝要犯，懸賞金僅次於全球頭號恐怖分

子賓拉登（Osama bin Laden），賓拉登遭擊斃後，他升格為十
大要犯之首。

巴爾杰逃亡16年後於2012年6月落網，2013年8月遭陪審
團裁定謀殺、敲詐、洗錢、販毒及非法藏械等31項罪名成立，
其中包括涉嫌參與11起謀殺案，被判處兩個無期徒刑外加5年
徒刑。

巴爾杰是2006年警匪片 「神鬼無間」（The Departed）的
取材來源。名導演馬丁史柯西斯（Martin Scorsese）執導的神鬼
無間，由傑克尼克遜（Jack Nicholson）、李奧納多狄卡皮歐
（Leonardo DiCaprio）及麥特戴蒙（Matt Damon）主演。

前川普集團大帳房就稅務欺詐認罪前川普集團大帳房就稅務欺詐認罪
將出庭作證將出庭作證

（綜合報導）美國官員
表示，今天有兩架飛機嘗試
在 北 加 州 （Northern Cali-
fornia）的機場降落時相撞，
3 名乘客中至少已有兩人喪
命。

華森維爾市（Watson-
ville）政府在推特發文說，
這兩架飛機今天下午近 3 時
在華森維爾市立機場（Wat-
sonville Municipal Airport）
相撞。

據 美 國 聯 邦 航 空 總 署
（Federal Aviation Adminis-

tration, FAA）所稱，意外發
生 時 ， 其 中 一 架 賽 斯 納
（Cessna）C340 型雙發動機
飛機上有兩人，另一架賽斯
納 152 型單發動機飛機上則
僅有駕駛 1 人。官員表示，
他們獲報有數人喪生，目前
不清楚是否有人倖存。地面
人員無人傷亡。

FAA 在聲明中表示，碰
撞發生時，兩機都已經在最
後進場階段。FAA和國家運
輸 安 全 委 員 會 （National
Transportation Safety Board,

NTSB）目前正對此事展開
調查。

發布在社群網站上的照
片和影片顯示，一架小飛機
的殘骸掉在機場附近的一片
草地上。還有一張照片顯示
，從機場附近的街道，就能
看到一陣濃煙冒出。

根據華森維爾市政府公
布的照片，機場一棟小型建
物受損，現場有消防人員。

華森維爾市靠近蒙特瑞
灣（Monterey Bay），位於
舊金山南方160公里處。

北加州兩機相撞 兩人不幸喪命



 

10:00am 英語崇拜/國語崇拜/粵語主日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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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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曉市頓華人浸信會 
CHINESE BAPTIST CHURCH 

900 Brogden Road, Houston TX 77024 
Tel:713-461-0963 Web: www.cbchouston.org 

蔡啟遠代理主任牧師、楊建牧師、 
王浩詒牧師、徐英牧師、  
李鄭嘉惠兒童事工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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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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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及普通話崇拜、粵語主日學、兒童事工
粵語崇拜、英文及普通話主日學、兒童事工
粵語長青長輩團契
AWANA 兒童聚會
英語青少年團契
SAT 英文及數學培訓課程
粵語、普通話週五團契及其他聚會

禮拜日

禮拜三

禮拜五

9：30am
11：00am
10：30am
7：30pm
7：45pm
7：45pm
7：45pm

281-495-1511 網址：www.swcbc.org 郵箱：info@swcbc.org

西南華人浸信會
Southwest Chinese Baptist Church
12525 Sugar Ridge Blvd. Stafford, Texas 77477

關榮根
主任牧師

各團契小組聚會時間及教會活動詳情，請瀏覽本會網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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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據韓聯社報道，16日起，韓美

兩軍實施為期4天的危機管理演習，為下半年

聯演“乙支自由護盾”(UFS)做準備。

據介紹，危機管理演習是“乙支自由護盾”

的預備演習。危機管理演習結束後，韓美兩軍將

從22日起，正式啟動“乙支自由護盾”聯演。

據此前報道，此次“乙支自由護盾”聯

演與2019年以來韓政府另行實施的“乙支演

習”合並。為了提升總體作戰執行能力，韓

國國防部將在此次演習中假設國際糾紛、基

礎設施安全威脅等各種模擬場景，包括拆除

核電站簡易爆炸裝置、應對半導體工廠火災

及銀行系統癱瘓等。

為了完善並驗證綜合防衛作戰計劃，韓

美兩軍還將假設機場遭恐襲、民間和軍用設

施遭無人機襲擊、公眾聚集設施重建的情況

等進行演習。野外實兵機動聯演還將包括聯

合作戰訓練、聯合直升機射擊訓練、聯合海

上巡邏作戰等。

此外，此次聯演將由韓軍四星軍銜將軍

負責指揮未來聯軍司令部，評估移交作戰指

揮權所需的“全面作戰能力”(FOC)。

針對韓美聯合軍演，韓國首爾市中心13

日爆發大規模集會，敦促“中斷韓美聯合軍

事演習”。集會者主張“韓美聯合軍事演習

是激化朝鮮半島緊張局勢的主犯。” “如果

希望朝鮮半島和平，就需要中斷韓美聯合軍

事合作。”

馬來西亞前總理納吉布貪腐案將終審
新證據指初審法官判抉不公

綜合報導 馬來西亞最高法院（即聯邦

法院）將開啟該國前總理納吉布涉“壹馬

公司”（1MDB）貪腐案的終審過程，納

吉布的律師稱將引入“新證據”，以幫助

納吉布獲得更多優勢。

路透社援引當日舉行的聽證會文件報

道稱，納吉布的最後上訴預計於8月15日

至26日開庭，與此同時，納吉布的律師計

劃引入“新證據”，指控審判法官納茲蘭·

加紮利的判抉存在“利益沖突”，理由是

他之前曾擔任壹家銀行的法律顧問，而該

銀行資助過“壹馬公司”。

美國《外交家》雜誌報道指出，2020

年7月28日，馬來西亞吉隆坡高等法院就

該國前總理、現國會議員納吉布涉“壹馬

公司”（1MDB）貪腐案宣布判抉，納吉

布受指控的1項濫權罪、3項刑事失信罪、

3項洗錢罪共7項罪名全部成立。納吉布為

此面對合共12年監禁的刑期，也成為馬來

西亞史上首位被定罪的前總理。

“壹馬弊案”起源於2009年。當年，

納吉布就任馬來西亞總理，設立1MDB國

家投資基金，2015年，1MDB被曝出貪腐

醜聞後在馬來西亞政壇引發軒然大波，被

記者湯姆· 賴特與布拉德利· 霍普稱為“歷

史上最大的金融搶劫案”之壹。

盡管納吉布始終堅稱自己清白，並已

經上訴到馬來西亞聯邦法院，2021年12月

8日，馬來西亞法院駁回了其上訴，法官

還表示，納吉布的行為不符合國家利益，

“讓國家蒙羞”，但在宣布判抉結果時，

有許多納吉布支持者聚集在法院前，高喊

納吉布的昵稱“我的老板”（馬來語

“Bossku”）以示對他的支持。

據澎湃新聞此前報道，目前，高級法

院、上訴法院等級別低於聯邦法院的法院

機構都做出了對納吉布不利的裁抉。納吉

布目前處於保釋狀態，等待著最後的上訴

，而他在上訴到終審宣判期間，仍有慘加

下屆國會選舉甚至是出任總理的機會。

《外交家》雜誌指出，現年69歲的納

吉布壹直公開表示他再次競選總理的野心，

將“壹馬案”描繪成對他不利的“政治陰

謀”，並利用他可觀的私人材富無限延長

上訴程序，這導致了即使在七年之後“壹

馬案”的全貌終於初現時，馬來西亞的政

治腐敗醜聞仍然遠未結束。

日本警察醉酒後睡在大街上
丟失含數百份個人信息的文件
綜合報導 日本壹名警察醉酒

後竟直接在街道上睡著，導致他

隨身攜帶的調查文件丟失，其中

含有大約400份詳細的個人信息，

包括與犯罪嫌疑人有關的信息。

報道稱，涉事警察今年 49

歲，隸屬於兵庫縣警察本部生活

經濟課。上周五晚上8點半，他與

另外2名同事在居酒屋飲酒，並在

晚上11時左右分別回家，結果他

因醉酒直接在附近的人行道上睡

著了。上周六淩晨5點左右，當他

醒來時，裝有這些文件的袋子已

經不見了。

據報道，丟失的袋子裏裝有

兩份調查材料，據稱上面列有犯

罪嫌疑人姓名、地址以及400名辦

案涉及人員的個人信息。目前，

這些文件尚未被找到。

在回應警方調查時，這名49

歲警察辯稱，自己本打算在周壹

上班去兵庫縣警察總部，所以才

把資料從辦公室帶出來。

針對此事，兵庫縣警察本部

生活經濟課副課長甲斐秀俊表示

：“我們將努力發現問題，並提

供撤底的指導，防止此類事件再

次發生。”

報道提到，這並不是日本官

員第壹次因為有人在飲酒後丟失

民眾個人信息而難堪。6月，兵庫

縣尼崎市當局表示，壹名承包商

在回家途中去餐廳喝酒並在護外

睡著，丟失了壹個裝有U盤的袋

子，U 盤內有 46 萬名居民的數

據，包括他們的姓名、地址、

出生日期，以及是否繳納了居

民稅、是否接受了公共援助等個

人信息。不過，這個U盤第二天

就被找到了。尼崎市政府當時表

示，U盤受密碼保護，個人信息

沒有泄露。

850人在日本東京集會
反對為前首相安倍舉行國葬

綜合報導 據日本共同社報

道，約850人在日本東京舉行集

會，反對9月27日為前首相安倍

晉三舉行國葬。

據報道，16日在日本東京

的JR新宿站前，反對安倍國葬

的民眾舉行了集會。據主辦方稱

，約850人慘加了集會。

慘加者紛紛表示“在國會就

疑雲遭到追究也不作答的安倍壹

直在破壞民主”、“強制人們進

行悼念的國葬是違憲行為”等。

集會發起人之壹的紀實作家

鐮田慧提到安倍曾推動《特定秘

密保護法》成立和允許行使集體

自衛權等，批評稱其“排除反對

意見，把日本帶向強化軍事的方

向”。

集會過後，人們在新宿站周

邊喊著“反對國葬”的口號遊

行。壹名 65 歲的女性慘加者

表示：“也沒經過國會審議就

抉定國葬，這不是民主。比起國

葬，希望把稅金用於應對新冠疫

情和物價上漲。”

7月8日，日本前首相安倍

晉三在街頭演講時遭槍擊身亡，

終年67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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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8月19日（星期五）香 港 新 聞4 ◆責任編輯：何佩珊

筍工情緣筍工情緣作誘餌作誘餌 港人慘被港人慘被賣豬仔賣豬仔
禁錮柬緬泰 強迫做電騙 20人求助 港警方中國使館營救

電騙集團“吸血”手段無所不用其

極，透過“筍工”招聘廣告、網上情緣

等伎倆，把內地、香港及台灣地區等地人士“賣

豬仔”到柬埔寨、緬甸、泰國及老撾等東南亞地

區從事電騙勾當，倘“業務”不理想，電騙集團

的魔爪便向這班“豬仔”下手，強迫“跑數”、

賣器官、賣淫，或迫其家人交出贖金。有脫離魔

掌的“豬仔”透過中間人18日接受香港文匯報

訪問時大呼：“簡直係人間煉獄！多得香港警

方、入境處和中國駐當地大使館等想方設法把我

營救，否則渣都無。”也有藝人表示，近期接獲

來歷不明人士“邀請”到柬埔寨登台表演，但詳

情欠奉，疑是“賣豬仔”。香港特區政府保安局

高度重視事件，至今共接獲20名港人求助，該

局將成立專案小組跟進，以及向相關東南亞國家

發出黃色外遊警示。

◆香港文匯報記者 廣濟

有知情人士對香港文
匯報表示，柬埔寨等東南
亞地區是電騙基地，尤其
是“三不管”的KK園區，
早期電騙“上當率”較高

時，電騙集團不惜真金白銀聘請操不同方言的
人士到當地從事電騙勾當，由於“同聲同氣”
不少收到電騙來電的華人很容易上當，故當時
電騙集團願履行承諾，詐騙成功後支付報酬。
因而個別從事相關勾當的港人返港後，還會介
紹朋友去當地“食大茶飯”。但隨着各地加強
打擊電騙，市民警覺性提高，“上當率”下
降，電騙集團為維持暴利，便將目標轉向到當
地“打工”的“下線”身上，要求他們跑夠
數，否則便會被販賣、摘掉器官、被迫賣淫，
或者找足夠的“替死鬼”代他們為集團“搵

錢”。
該名知情人士本身有“古惑仔”朋友到柬埔

寨進行電騙，“去年開始已有不少人到當地，主
要是在交友網行騙，酬勞一般有5萬至6萬元
（港元，下同），仲包食宿，到埗後會被收起手
機及護照，老實講過去大家係明買明賣，去得的
人都知（到當地目的）係為呃人。”

他形容，初時電騙好易呃，到當地打工的
“下線”確實搵到“快錢”，“返咗嚟身光頸
靚”，“喺嗰邊（柬埔寨）撈得掂不嬲都好多
啦，有啲一棟（呃的意思）就棟成層樓，好多棟
親都成千萬（元）！”

回港搵“替死鬼”賺“介紹費”
但當各地市民警覺性提高，電騙亦“愈嚟愈

難上當”，“下線”便成為電騙集團的“搖錢

樹”，知情人士說：“後期太多人過去做，有啲
唔得嘅，咁呢班人（集團）咪攞嚟賣咗佢賺錢，
你搵到錢嘅話，都唔會搞你啦！”另外，亦有
“下線”回港後介紹朋友到當地賺取“介紹
費”，“呃到一個（朋友）去當地就有5,000蚊
（報酬）；如果呃到二三十個，10萬蚊一個月
㗎。”也有“下線”搵“替死鬼”，騙夠一定人
數到當地做集團的“搖錢樹”就能獲釋。

他表示，近期被招攬到當地做電騙的都是
被“賣豬仔”，如果電騙“業務”理想就能逃
過一劫，否則會被販賣、摘掉器官、迫家人交
出贖金，或被迫賣淫等。知情人士表示，現時
社交平台Facebook仍有這類招攬廣告，“招聘
群仲有呢啲，嗰啲兩個禮拜去旅行，無須學
歷、無須經驗嗰啲都可能係求職陷阱。”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年約30歲的鄺先生18日透過中間人，向香
港文匯報憶述遭“賣豬仔”的慘痛經歷，

他心有餘悸說：“好恐怖！”鄺先生畢業後一
直待業，一次在社交平台Fb見到一份招聘廣
告，聲稱以月薪20萬港元為位於柬埔寨的賭場
聘請“荷官”，由於收入極可觀、包機票、酒
店住宿，而且還可以外遊，鄺先生以為是“筍
工”遂透過Fb聯絡“僱主”。

未幾，他便按“僱主”安排登機到當地，
甫抵埗已被一班彪形大漢要求交出護照，那刻
他才知道“僱主”是電騙集團，對方威脅他從
事電騙勾當，以及扮女性玩網上情緣呃更多
“豬仔”上當，若不就範就要家人交出1萬美元
的贖金，否則他將被毒打。迫於無奈，他只好
接受電騙的工作，其間由於需要使用電話，一
次開工時他藉電騙集團未為意，撥打電話給香
港家人求救。

鄺先生在港的家人馬上向香港警方求助，
香港警務處和入境處分別聯絡國際刑警、中國
駐當地大使館等，在各方通力調停下，被禁錮
兩個月的鄺先生最後才得以全身而退，安全回
到熟悉的香港。他說：“我算好彩，無穿無
爛，要多得香港特區政府！”並語重心長叮囑
市民不要輕易相信網上所謂“筍工”招聘廣
告。

藝人嚴淑明爆料：接到可疑邀請
詐騙集團的魔爪還向娛樂圈延伸，藝人嚴

淑明18日向香港文匯報爆料，指收到東南亞方
面演出“邀請”，但疑點重重。她說：“上周
有人透過Fb聯絡我，邀請我下月到東南亞演出
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活動，本來覺得好正
常，但之後越想越覺得有問題。香港回歸紀念
日是7月1日的事，為何9月份要去柬埔寨唱

歌？”嚴淑明遂要求提供更多活動詳細資料，
對方卻遲遲未能回覆，“正常流程你請人做
Show（登台），住咩酒店咩公司啲資料應該齊
晒先啱，我過往去越南演出亦有背後大集團資
料提供，今次乜都無。”

加上近期有新聞指香港、台灣地區都有人
被騙到柬埔寨，她更覺得可疑，“但點都無諗
過會騙到香港人身上甚至娛樂圈內，我明白現
在經濟唔好，有朋友想接工作，但係詐騙魔爪
恐伸向娛樂圈，為咗安全，千祈要警惕，尤其
係無請經紀人嘅朋友，無人幫你把關，特別要
留心！”

訛稱帶旅客參觀 騙人入禁錮營
不少立法會議員也收到同類求助個案。立

法會議員葉劉淑儀表示，收到有大埔居民求
助，指家人被誘騙到緬甸KK園區後被困，並
遭勒索兩萬美金贖款，已去信保安局要求跟
進。

立法會議員葛珮帆同樣收到來自被困者家
屬的求助個案，她表示正向家屬了解詳情，並
全力跟進，待情況清晰後再公開詳情。她表
示，過往亦跟進過本地及跨境求職騙案，其中
亦有本地禁錮個案，但未及今次案件嚴重。她
指，目前東南亞地區詐騙集團除求職利誘外，
亦有新招，包括直接向當地旅客入手，聲稱帶
旅客參觀“隱世”景點，但實際上是誘騙去禁
錮營。她呼籲港人如有家人前往有關東南亞地
區，失聯一段時間，應盡快向警方求助；至於
在香港本地的人士，無論是普通市民還是演藝
界，都應保持警惕，如無必要，目前盡量避免
前往東南亞地區工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犯罪集團
誘拐港澳台人士到柬埔寨及緬甸等東南亞
地區禁錮從事非法勾當，事件引起廣泛關
注。香港特區政府保安局18日指出，入境
處及警方今年1月至今接獲20宗港人求助
個案，當中10人已安全返港，兩人未回港
但亦人身安全，但有8名港人仍在緬甸遭
到禁錮。保安局成立專責小組與外交部駐
港特派員公署、中國駐當地大使館及總領
事館、國際刑警等保持密切聯繫，用一切
方法營救，而警方有組織罪案及三合會調
查科（O記）亦接手調查。

保安局：用一切方法營救
香港保安局副局長卓孝業18日會見傳

媒指出，已成立的專責小組成員包括保安
局、入境處及警方代表，跟進有關港人被
誘騙到緬甸、泰國、柬埔寨及老撾等東南
亞地區，遭到禁錮和強迫從事非法活動的
案件，為求助人士提供一切可行協助。20
名求助港人中，有10人已回港，另兩人仍
在當地，但確定人身安全，餘下8人則身
處緬甸，人身自由受到限制。

他強調保安局高度重視事件，會用盡
一切渠道營救8人，包括與當事人家屬、
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中國駐當地大使
館及總領事館、國際刑警保持密切聯繫及
作出跟進，協助求助人士安全回港。接手
調查有關個案的警方O記，則一直與其他
司法管轄區的執法機關保持密切聯繫，透
過國際刑警平台聯絡海外執法機構交流情
報及協助調查。卓孝業表示，今年1月曾
接獲首宗相關求助個案，後續接獲零星求
助，到6月發現相關個案上升，警方上月
在社交平台Facebook發布影片，呼籲市民
提防被“賣豬仔”。

他提醒巿民求職時要想清楚為何要到
當地工作，為何條件優厚卻無須學歷和工作經驗，另
外有求助個案涉及網上情緣被騙到當地，“搞清楚你
位‘網上情人’點解要約你去嗰啲地方，諗清楚唔好
隨便去。”

警務處聯絡事務科高級警司陳樂生則指，求助人
在當地通常被詐騙集團操控上網行騙，有機會接觸手
提電話，因此趁機向香港親友求助。警方與入境處18
日起在機場前往東南亞地區登機櫃位派發宣傳單張，
提醒旅客小心求職騙案。

另外，保安局2012年起鑑於緬甸局勢已發出黃
色旅遊警示，提醒前赴當地港人提高警惕，非必要避
免到緬甸北部及西部各邦及鄰近中國內地、老撾和泰
國邊界地區。因應近期案件，保安局亦在外遊警示網
頁“其他資訊”中加入提防海外工作騙案呼籲。入境
處並提醒巿民，在外港人如需協助可致電“協助在外
香港居民小組”24小時求助熱線（852）1868，亦可
用入境處流動應用程式致電1868熱線或透過網上求助
表格求助。

電騙油水“流失”“下線”淪“搖錢樹”

◆香港警務處和
入境事務處人員
18日在香港國際
機場預辦登機櫃
位派發宣傳單
張，提醒離港旅
客小心求職騙案
及注意外遊安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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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6日至17日，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近平在遼寧考察。這是17日下
午，習近近平在瀋陽市皇姑區三台子街道牡丹社區群眾活動中心，同幸福教育課堂的孩子們親切交
流。 新華社

◆習近近平在瀋陽市皇姑區三台子街道牡丹社區群眾活動
中心，同幸福教育課堂的孩子們親切交流。 新華社

◆習近近平在瀋陽市皇姑區三台子街道牡丹社區養老服務中
心，向老年志願者了解社區開展為民服務情況。 新華社

奮力開創遼寧振興發展新局面
在錦州瀋陽考察 強調在新時代東北振興上展現更大擔當和作為習

近
平
：

8月16日至17日，習近平在遼寧省委書記張
國清、省長李樂成陪同下，先後來到錦

州、瀋陽等地，深入革命紀念館、河湖治理工
程、企業、社區等進行調研。

讓老戰士老同志享有幸福晚年，
讓烈士親屬體會到黨的關懷和溫暖
16日下午，習近平在錦州市首先考察了遼瀋

戰役紀念館。70多年前，中國共產黨指揮人民軍
隊取得遼瀋戰役勝利。習近平依次參觀序廳、戰
史館、支前館、英烈館，回顧東北解放戰爭歷史
和遼瀋戰役勝利進程，追憶廣大人民群眾支援前
線的感人事跡和革命先烈不畏犧牲的英雄事跡。
習近平指出，遼瀋戰役的勝利，充分體現了毛澤
東同志等老一輩革命家高超的戰略眼光和戰略謀
劃。解放戰爭時期我們黨同國民黨的大決戰，既
是兵力火力之戰，更是民心向背之爭。遼瀋戰役勝
利是東北人民全力支援拚出來的，淮海戰役勝利是
老百姓用小車推出來的，渡江戰役勝利是老百姓用
小船划出來的。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決定事業興衰
成敗。只要我們黨始終保持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
繫，始終與人民同呼吸、共命運、心連心，就能擁
有戰勝一切艱難險阻的強大力量。習近平強調，學
習黨史是每一位黨員的義務。要推動黨史學習教
育常態化長效化，引導廣大黨員、幹部把學習黨
史作為必修課和常修課。

習近平親切會見了老戰士老同志和革命烈士親
屬代表，向他們表示誠摯慰問。習近平指出，東北
人民不僅為遼瀋戰役勝利和東北解放付出了巨大犧
牲，也為新中國建設和抗美援朝戰爭勝利作出了巨
大貢獻，黨和人民永遠不會忘記。我們的紅色江山
是千千萬萬革命烈士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江山就
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我們決不允許江山變色，
人民也絕不答應。吃水不忘挖井人。新中國成立70
多年來，經過一代又一代人艱苦奮鬥，我們的國家
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人民過上了全面小康生
活，中華民族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我們要繼續向
前走，努力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以告慰革命先
輩和先烈。各級黨委和政府要關心老戰士老同志和
革命烈士親屬，讓老戰士老同志享有幸福晚年，讓
烈士親屬體會到黨的關懷和溫暖。紅色江山來之不
易，守好江山責任重大。要講好黨的故事、革命的
故事、英雄的故事，把紅色基因傳承下去，確保紅
色江山後繼有人、代代相傳。習近平祝願老戰士老
同志健康長壽、生活幸福、事事如意！

治山、治水、治城一體推進，
多為百姓建休閒、健身、娛樂場所
隨後，習近平來到錦州東湖森林公園，考察

當地加強生態環境修復情況。公園位於小凌河和

女兒河交匯處北側。2014年起，錦州市對兩河進
行環境綜合整治，並沿河修建了10餘公里綠化
帶，形成了濱河健身休閒帶狀公園。習近平察看
小凌河沿岸生態環境。他強調，良好生態環境是
東北地區經濟社會發展的寶貴資源，也是振興東
北的一個優勢。要把綠色發展理念貫穿到生態保
護、環境建設、生產製造、城市發展、人民生活
等各個方面，加快建設美麗中國。生態文明建設
能夠明顯提升老百姓獲得感，老百姓體會也最深
刻。要堅持治山、治水、治城一體推進，科學合
理規劃城市的生產空間、生活空間、生態空間，
多為老百姓建設休閒、健身、娛樂的公共場所。

習近平現場聽取了遼寧省防汛工作匯報。今年
北方雨水偏多，遼寧入汛以來出現多輪強降雨過
程，導致農作物受損、群眾財產損失。遼寧省委和
省政府在中央有關部門支持下，全力做好各項救災
救助工作，及時轉移受災群眾近20萬人，保證受
災群眾有飯吃、有衣穿、有乾淨水喝、有臨時
安全住處、有病能及時就醫，保持了社會大局
穩定。習近平十分關心受災群眾的救援安置情況。
他指出，8月仍是北方地區防汛關鍵期。各級黨委
和政府要堅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加強汛情監
測，及時排查風險隱患，抓細抓實各項防汛救災措
施，妥善安置受災群眾，確保人民群眾生命安全。
要做好災後恢復重建規劃，幫助受災群眾盡早恢復
正常生產生活。要健全體制機制，完善應對預案，
加強對極端天氣的預警和防範，提高洪澇地質災害
防禦和應急搶險救援能力。當前，一些地方遇到嚴
重乾旱，要切實做好抗旱工作。

東湖文化廣場上，正在休閒、進行文化活動的
群眾看到總書記來了，紛紛向總書記問好。習近平
親切地對大家說，中國式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
富裕的現代化，不能只是少數人富裕，而是要全
體人民共同富裕；中國式現代化是物質文明和精
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要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
化，用好紅色文化，發展社會主義先進文化，豐
富人民精神文化生活。黨中央高度重視東北振
興。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實施深入推進東北
振興戰略，我們對新時代東北全面振興充滿信
心、也充滿期待。錦州是一座英雄的城市，也是
一座具有獨特文化氣質和深厚歷史文化底蘊的城
市。看到這裏經過整治，生態環境、人居環境發
生了巨大變化，感到很欣慰。希望大家增強保護
生態、愛護環境的意識，共同守護好自己的家
園。祝願鄉親們今後生活更幸福更美好！

要時不我待推進科技自立自強，
只爭朝夕突破“卡脖子”問題
習近平17日在瀋陽市考察調研。當天下午，

他來到瀋陽新松機器人自動化股份有限公司。在

企業展廳，習近平聽取遼寧新時代東北振興整體
情況介紹，察看遼寧先進科技產品集中展示，並
考察了新松公司生產經營、自主創新情況。企業
生產車間內，工業機器人、協作機器人、特種機
器人等正在進行測試。習近平向技術人員和企業
職工詢問企業開展核心技術攻關等情況，對企業
自主創新和產業化發展取得的成績予以肯定，表
示新松公司體現了中國速度、中國水平。

車間外，企業員工代表圍攏在一起，習近平
向大家揮手致意。習近平強調，黨中央實施創新
驅動發展戰略，格外重視自主創新，格外重視創
新環境建設，努力提升我國產業水平和實力，推
動我國從經濟大國向經濟強國、製造強國轉變。
當前，經濟全球化遭遇逆流，保護主義抬頭，但
我們要堅持敞開大門搞建設。我國發展既要扎扎
實實、步步為營，又要開放包容、互利共贏，積
極構建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
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要堅持自力更生，把國家
和民族發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點上，牢牢掌握發
展主動權。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
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必須走自主創新之路。要
時不我待推進科技自立自強，只爭朝夕突破“卡
脖子”問題，努力把關鍵核心技術和裝備製造業
掌握在我們自己手裏。青年人朝氣蓬勃、充滿活
力，是企業發展希望所在。各級黨委和政府要營
造良好環境，充分激發青年人創新創造活力，鼓
勵他們在各領域勇於創新、勇攀高峰，為推動新
時代東北振興作出更大貢獻。

習近平隨後來到皇姑區三台子街道牡丹社
區。該社區建於上世紀80年代，共有3,000多戶居
民，近年來經過基礎設施改造和服務改善，成為
基層治理示範社區。習近平先後走進社區黨群服
務中心、群眾活動中心和養老服務中心，向社區
工作者、幸福教育課堂的師生和老年志願者了解
當地加強基層黨建、改善人居環境、開展為民服
務等情況。在老年餐廳，習近平向正在用餐的老
人們詢問飯菜價格貴不貴、社區服務好不好、生
活上還有什麼困難。

小康夢、強國夢、中國夢，
歸根到底是老百姓的“幸福夢”
習近平走進居民李水家中，察看廚房、衞生

間、臥室等，之後在客廳落座並同一家人親切交
談。大家告訴總書記，社區經過改造，冬天屋裏
暖和多了，道路積水的問題也解決了，環境好，
心情也好。現在孩子上學有着落，老人看病有托
底，鄰里和睦就像一家人。看到他們日子和美興
旺，習近平十分欣慰。

離開社區時，居民們熱情歡送總書記。習近平
對大家說，小康夢、強國夢、中國夢，歸根到底

是老百姓的“幸福夢”。中國共產黨的一切奮鬥
都是為人民謀幸福。他指出，老舊小區改造是提
升老百姓獲得感的重要工作，也是實施城市更新
行動的重要內容。要聚焦為民、便民、安民，盡
可能改善人居環境，改造水、電、氣等生活設
施，更好滿足居民日常生活需求，確保安全。要
加強社區服務，提升服務功能。老人和小孩是社
區最常住的居民，“一老一幼”是大多數家庭的
主要關切。我國已經進入老齡化社會。要大力發
展老齡事業和老齡產業，有條件的地方要加強養
老設施建設，積極開展養老服務。未成年人健康
成長事關國家和民族未來，事關千千萬萬家庭幸
福安康。社區要積極開展各種公益性課外實踐活
動，促進未成年人身體健康、心理健康、心靈健
康。要加強社區基層黨組織建設，加強和改進社
區工作，推動更多資源向社區傾斜，讓老百姓體
會到我們黨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的，黨始終在
人民群眾身邊。習近平祝願大家在新時代東北全
面振興發展中生活一天比一天好。

丁薛祥、劉鶴、陳希、何立峰和中央有關部
門負責同志陪同考察。

8月17日上午，習近平在瀋陽親切接見駐瀋陽
部隊大校以上領導幹部和團級單位主官，代表黨
中央和中央軍委，向駐瀋陽部隊全體官兵致以誠
摯問候，並同大家合影留念。張又俠陪同接見。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

道，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

中央軍委主席習近近平近日在遼寧

考察時強調，要貫徹黨中央決策

部署，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

調，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

展工作，統籌發展和安全，完

整、準確、全面貫徹新發展理

念，堅定不移推動高質量發展，

扎實推進共同富裕，加快推進治

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深入

推進全面從嚴治黨，在新時代東北

振興上展現更大擔當和作為，奮力

開創遼寧振興發展新局面，以實際

行動迎接黨的二十大勝利召開。

◆習近近平在瀋陽新松機器人自動化股份有限公司展
廳，了解公司生產經營、自主創新情況。 新華社

◆習近近平在瀋陽新松機器人自動化股份有限公司
考察時，向企業員工代表揮手致意。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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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社新聞

休城工商

休斯頓將舉辦2026年世界杯！

2026年世界杯將由美國、加拿大、墨西哥聯合主辦！子天在採訪體育局CEO Janis
Burke時，她說休斯頓為申報世界杯準備了十年之久。申辦成功真的是令人激動不已！

美國房貸利率走勢美國房貸利率走勢

美國房貸利率不受美聯儲
的直接控制。美聯儲作為美國
中央銀行設定聯邦基金利率。
相反，30年期抵押貸款（也就
是房貸）利率主要依賴於美國
10年期國債收益率。美國國債
收益率在過去兩年中反彈，
2020 年 8 月低至 0.52%，然後
在2022年6月攀升至3.49%。

影響美國房貸利率的因素
主要原因有美聯儲的行動將如
何轉化為抵押貸款，這個過程

很複雜。經濟學家表示，美聯
儲激進的加息增加了經濟衰退
的可能性。從表面上看，更高
的利率和高通脹似乎會帶來更
高的抵押貸款利率。

另一方面，對經濟衰退的
擔憂轉化為美國長期國債收益
率的下降。因此，如果新一輪
的悲觀情緒超過 10 年期美國
國債收益率，抵押貸款利率可
能會再次下降。

另一個需要注意的是：大

多數美國住房貸款都被打包並
作為抵押貸款支持證券ABS出
售給投資者，這些投資者不斷
變化的願望也推動了抵押貸款
利率。通貨膨脹是另一個因素
。雖然通貨膨脹率並不直接決
定抵押貸款利率，但這兩個指
標密切相關。通貨膨脹——以
及美聯儲對物價上漲的反應
——已成為推動影響美國房貸
利率的一個重要因素。
美國當下房貸利率的趨勢

2022 年 8 月 6 日星期六，
美國基準 30 年期房貸貸款的
當前平均利率為 5.41%，比一
周前增加了1個基點。今天30
年期固定再融資的全國平均利
率為 5.40%，比上週增加了 2
個基點。此外，目前 15 年期
固定再融資利率為 4.66%，自
上周同期以來下降了1個基點
。 （數據來源於美國bankrate
網站）

美國抵押貸款利率走勢圖

美國某商業網站上的美國某商業網站上的
全國房貸利率走勢圖全國房貸利率走勢圖
，，可以看見美國當前可以看見美國當前
3030 年期房貸平均貸年期房貸平均貸
款利率是款利率是55..52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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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English recipes, please visit www.lnk.bio/BullHead.BBQSauce.USA
掃碼關注微信公眾號<牛頭牌北美>

全素全素

99大華及各大華人超市熱銷中

@BullHead.BBQSauce.USA

 氣炸鍋料理系列
HOTPOT SOUP BASE FT. AIR FRYER RECIPE SERIES

&

做法
(1)將雞腿肉、蒙古藥材和高湯放入可放進氣炸鍋的烤模裡
(高湯要完全淹蓋雞肉)。(2)烤模放進氣炸鍋中，以380°F
氣炸15分鐘。(3)加入玉米澱粉，攪拌均勻，再烤4分鐘即可。

食材
1包 牛頭牌蒙古鍋火鍋湯底
(內含1包蒙古藥材包*
     &1包濃縮高湯包*)
• 300g 無骨雞腿肉，切塊
• 1包 蒙古藥材包
• 1杯 濃縮高湯包的湯底
• 1-2茶匙 玉米澱粉

紅棗枸杞烤雞腿
Roasted Chicken with Chinese Herbs

 感謝YouTube <佳萌小廚房> 提供美味食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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