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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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HOWHO：：全球猴痘一週病例減全球猴痘一週病例減2121%% 歐洲疫情或已降溫歐洲疫情或已降溫
（ 綜 合 報 導 ） 根 據 世 界 衛 生 組 織

（WHO）今天公布的報告，過去一週全球
通報的猴痘病例數已減少21%，扭轉了一個
月來不斷增加的趨勢，而且可能顯示，歐洲
疫情已開始降溫。

美聯社報導，世衛組織通報，最近一週
全球新增病例數為 5907 起，包括伊朗和印
尼2國通報的確診首例。自4月底迄今，全
球98國總計通報4萬5000起以上病例。

世衛指出，美洲占過去一個月全球病例
總數60%，歐洲約占38%；美洲病例數 「持
續激增」。

非洲疾病管制暨預防中心（Africa Cen-
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今天
表示，過去一週非洲通報的新增病例為219
起，大幅增加54%。世衛組織說，這些病例
多半出現在奈及利亞和剛果。

在世衛組織將猴痘宣告為 「國際關注公

共衛生緊急事件」（PHEIC）僅數週前的7
月初，世衛歐洲區主任曾說，歐洲各國病例
總數占實驗室確診病例總數90%。

英國衛生當局在看到每日通報新增病例
數減少後，上週表示，已有 「初步跡象」顯
示，英國猴痘疫情正在趨緩。

自歐洲和北美5月發現猴痘疫情至今，
世衛和其他衛生機構指出，感染者幾乎都是
與同性有過性行為的男性。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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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cording to a NBC News poll, more than a quarter of voters
are saying our country is headed in the wrong direction and 58%
of the people are saying that America’s best years are behind
us, and many people are willing to carry a protest sign out on the
street.

With the president’s rating at 40% and Republicans
narrowly leading in the polls, it shows a mixed picture going into
the upcoming November midterm election.

According to a survey, 57% of registered voters say that the
investigation into alleged wrongdoing by Trump should continue.
By party, 92% of Democrats and 61% of independents, but just
21% of Republican voters think the investigation should continue.
In the meantime, half of the people think Trump is mainly
responsible for the January 6th attack on Capitol Hill.

Today we are facing many issues. Among them, the most
touching thing is the issue of people’s livelihoods. Most of the
people live under the pressure of high inflation and rising prices.
Some think that government assistance and giving out cash is
the fundamental solution. When you look at the world situation
today, the supply chain is broken coupled with the pandemic, the
war and climate change which is really a natural and manmade
disaster.

This is a global village we are living in. We need wise leaders

to lead us out of this difficult time. The world needs peace and the
happiness of mankind.

0808//2424//20222022

Are We Going In The Wrong Direction?Are We Going In The Wrong Direction?

根據美國國家廣播電視台之
最新民意調查顯示，大多數人認
同對川普之司法調查，尤其對他

的佛羅里達住所遭到聯邦調查局
之搜索。

被調查數字中有四分之三的

人表示，我們正在走向錯誤方向
，其中有百分之五十八的人認為
，我們美好之日子已成過去。

在此同時， 執政的拜登總統
其民意在百分之四十左右徘徊，
而共和黨也沒有明顯跡象佔有絕
對優勢。

在這項調查中有一半以上的
人認為，前總統川普應該對去年
元月六日國會暴亂事件負責， 在
此同時， 即便拜登總統已經簽署
了反通膨法案， 增加了五十多萬
個就業機會 ，但是他的聲望並未
有明顯的上升， 對於十一月份之
期中選舉而言 ，民主和共和兩黨
仍然是一塲拉鋸戰。

今天我們面臨之問題多如牛
毛，其中令人最忧虑的還是民生
議題， 多半人民生活在高通膨及
物價上漲之壓力下 ，變得更加困
難， 一些政府救濟和發放钞票不
是根本解決之道。

綜觀今日世界，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世界已經無法改變，
如果世界供應錬之斷裂，加上疫
情和戰爭， 氣候變遷等問題，
真是天災人禍。

我們絕不願看到世界局勢之
不斷惡化， 我們生活在地球村，
需要有智慧的領導人帶領大家走
出困境 ，才是人類的幸福。

我們在錯誤的道路上我們在錯誤的道路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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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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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許多越南人近來落入柬埔寨打工

陷阱，越南外交部今天表示，越方已解救並將
逾500名公民安全帶回越南，此外還協助數千
公民辦理相關必要手續。

柬埔寨人口販運醜聞延燒，越南也有許多
被害人。越南外交部今天舉行例行記者會，面
對中央社詢問，還有多少越南公民待援以及已
有多少越南公民獲救，發言人黎氏秋姮（Le
Thi Thu Hang）作上述表示。

黎氏秋姮指出，根據越南和柬埔寨媒體報
導，近來許多越南公民因為被騙或在介紹之下
前往柬埔寨非法打工且遇到困難， 「這是我們
非常關心的問題。」

她說，越南外交部和越南駐柬埔寨代表機
構與越南國內各部門合作，尤其是和柬埔寨接
壤省分的相關部門密切協調並與柬國相關單位
配合，以接收和查明相關訊息，實施多項保護
公民措施，及時幫助遭遇困難的越南公民。

黎氏秋姮表示，近期，越方已解救並將逾
500名公民安全帶回越南，此外還向數千名公
民提供協助辦理有關手續。

她指出，據越方所知，今年前6個月越南
公安部已破獲許多將他人騙往柬埔寨非法打工
的案件，逮捕了許多涉案嫌犯。越南各地方也
將加強監測並對欲出國工作的民眾發出提醒。

黎氏秋姮表示，在保護公民的過程中，越
南代表機構遇到了一些困難。首先是接近待援
越南公民時須與所在國相關部門密切協調，然
而許多勞工沒有身分證件，且因為是非法出境
，得花費很多時間查明訊息。

黎氏秋姮強調，越南駐柬埔寨代表機構努
力且主動地接觸和交涉，經常與柬埔寨方面聯
繫，盼能解決問題。未來將加強保護在柬越南
公民的領事措施，將這些非法打工的公民帶回
國，保護越南公民的正當合法權益。

柬國打工陷阱頻傳
越南帶回逾500公民

烏克蘭重建海陸空交通網
與英國簽署合作協議

(本報訊）英國與烏克蘭今天簽署合作協
議，英國的公、私部門將提供資金、專家和設
備，協助重建烏克蘭的機場、港口、陸路等陸
海空交通運輸設施，並為烏方培訓空運及航空
安全人才。

英國近期並將援贈烏克蘭5輛巴士，協助
烏克蘭修復大眾運輸及復原道路。

英國交通大臣夏普斯（Grant Shapps）今
天與烏克蘭基礎建設部長庫布拉科夫（Olek-
sandr Kubrakov）舉行視訊會議。英方聽取烏
方報告俄羅斯侵略戰爭對國內交通運輸網造成
的破壞後，雙方簽署合作協議。

英國首相強生（Boris Johnson）6 月底曾
在七大工業國集團（G7）領袖峰會期間承諾
，將提供 1000 萬英鎊協助烏克蘭重建鐵路網
。英國交通部今天說明，這筆款項將用於購買
橋梁修復和隧道強固工程設備、手工具及超過
120個貨櫃，有助加速烏克蘭透過鐵路網運送
糧食，以緩解全球糧食價格上漲壓力，並促進
烏克蘭經濟復原。

庫布拉科夫指出，戰爭結局不僅取決於戰
場勝負，還與烏克蘭是否能擁有強健經濟及穩

定運作的基礎建設有關。今天簽署的協議有助
烏克蘭取得高品質專業協助；烏方感謝英方的
全方位支持。

夏普斯表示，參與相關計畫不僅是協助烏
克蘭重建，也有助英國企業發展全球市場。

英國交通部預告，英國將善用5月接任的
國際旅行論壇（ITF）主席一職，協調全球夥
伴反制俄羅斯2月以來對烏克蘭的全面侵略，
並對戰爭在烏國境內造成的交通運輸破壞啟動
深入調查。

ITF已在5月的一場緊急會議投票通過嚴
加限制俄羅斯及白俄羅斯參與論壇各項機制和
活動，包括禁止這兩國代表參加年度峰會。目
前已有近40個會員國連署要求ITF徹底停止與
俄羅斯和白俄羅斯合作，英國是其中一個簽署
國。

8月24日是烏克蘭獨立紀念日，紀念烏克
蘭 1991 年 8 月 24 日宣告自蘇聯獨立。英、烏
預計本週發布數項新的合作計畫與協議，包括
昨天簽署的雙邊數位貿易協議，英國預期將在
烏克蘭列為重建重點的數位經濟與貿易扮演重
要角色。

拜登總統鄭重宣佈他的政府將為美國大學
生借款人提供貸款減免,除現有的付款截止期延
長至今年12月31日外,大約有4300萬學生貸款
借款人將獲得減免，凡中低收入家庭的學生年
收入低於 125,000 美元者,如獲得佩爾助學金
(Pell Grant)，則可獲得 20,000 美元的減免，而
年收入低於 125,000 美元但未獲佩爾助學金者
可獲得 10,000 美元減免, 其中2000萬人的債務
可被完全免除, 近 800 萬借款人可自動獲得減
免，因教育部已掌握了他們收入信息, 拜登的
新政策既是德政,也是福祉,那是美國史上最大
規模的學貸減免, 我們高度肯定他, 也為他履行
競選總統的政見而讚揚他。

眾所皆知, 大多數美國大學生在畢業典禮
脫下方帽進入社會後, 也正是煩惱的開始, 因為
他們必需償還龐大的學貸,數以百萬計的低收入
和中產階級年輕人肩上的負擔使他們壓力重重
, 如今因拜登的德政而使他們舒緩解除了不少
的煩惱和憂愁，一旦申請得到處理，他們的債
務最終可能會大幅減少或被清零。

民主黨自兩年前主政以來，債務減免一直
是進步派的首要任務，拜登此次在中期選舉前
提出了這一計劃, 我們並不在乎他是不是在政
策買票, 在乎的是它能夠幫助年輕人還債(是學
債, 而不是賭債), 儘管美國前財政部長薩默斯稱
，相關舉措或許會加劇通貨膨脹,這也是許多民

主黨經濟學家的相同觀點, 而薩默斯還預測，
學貸減免對高收入者的好處會更大，大學學位
對他們現在的成功起了一定作用,薩默斯還警告
政府，除了最近通過的7400億美元的稅收和氣
候法案外，還可能增加3000億美元的赤字支出
，從而帶來通貨膨脹巨大風險,而拜登政府僅在
8月份就承諾將新增1萬億美元的赤字支出。值
得我們關注的是,美聯儲正試圖通過提高利率來
收緊貨幣供應, 但按照拜登政府花錢的速度，
美聯儲顯然不可能跟上。

當然拜登的這項新政策也出現了不公平現
象, 對於那些已辛苦付完學貸,履行了貸款義務
的人而言顯然不公平，他們現在作納稅人，卻
必須要為那些借錢超過他們償還能力的人支出
更多稅金, 況且對於那些當年因負擔不起高學
費而沒上大學的人來說，他們現在卻要努力償
還那些因有經濟能力獲得學位而提高終身收入
潛力的同齡人的債務, 這算是什麼公道呢?! 此外
，當初在貸款時，政府沒有考慮學生償還能力
和他們未來收入潛力, 如戲劇舞蹈專業學生和
電腦工程專業學生可借到一樣多的錢 更是充滿
瑕疵, 也是將來貸款時需要改進的地方。

總的說來，拜登減免學貸新政策利多於弊
, 是一個值得推展運作的良好政策, 我們沒有理
由排斥它!

【李著華觀點 : 拋棄方帽煩惱
拜登減免美國學生貸款是德政也是福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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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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臘宣布正式退出歐盟
“強化監管”機制

綜合報導 2009年希臘債務危機爆發後，歐盟對希臘開展了連續三

輪救助，第三輪救助於2018年結束，隨後歐盟對希臘政府的經濟發展政

策和財政預算支出啟動了“強化監管”機制。

總臺記者 李冠男：當地時間20日上午，希臘總理米佐塔基斯發表

聲明稱，經過連續的三輪救助之後，歐盟將於當日正式取消對希臘的

“強化監管”機制。那麼對此，希臘民眾有何反應？他們對未來又有哪

些擔憂呢？

雅典市民 迪米特裏斯：對我們國家來說，壹切似乎都變得更好

了，但我相信很多人對此持懷疑態度，認為俄烏沖突和新冠肺炎疫

情會繼續制造麻煩，我們必須考慮到希臘不僅是壹個國家，更是歐洲的

壹部分，而整個歐洲都無法避免能源危機。

受2008年金融危機的沖擊，2009年年末全球三大信用評級機構下調

希臘主權信用評級，觸發了希臘債務危機。自2010年起，歐盟對希臘開

展了總計2000多億歐元的連續三輪救助。

2018年8月20日，歐盟對希臘的第三輪救助計劃結束，標誌著希臘

債務危機基本結束。隨後，歐盟對希臘政府的經濟發展政策和財政預算

支出啟動了“強化監管”機制，每季度審查、評估希臘政府是否按照債

權方的要求嚴格控制財政支出。歐盟委員會8月10日宣布，認可希臘政

府已兌現當年為換取救助而向其他歐元區國家作出的“大部分政策承諾”。因

此決定於8月20日正式結束對希臘財政的“強化監管”機制。

朔爾茨到訪前被潑冷水？
特魯多談滿足歐洲能源需求：能做的不多

綜合報導 特魯多赴魁北克省視察期間就滿足歐洲能源需求表

態稱，加拿大已采取措施向歐洲提供幫助。但他同時表示，“如果我們

完全誠實的話，在很短的時間內我們能做的不多，以幫助應對（歐洲）

即將到來的冬季的挑戰”。

據報道，特魯多當天赴魁北克省視察期間召開新聞發布會，談及俄

烏沖突、加拿大向歐洲供應能源等話題。根據加拿大環球新聞網發布的

現場視頻，談及俄烏沖突，特魯多先是指責這場沖突“改變了壹切”，

他接著稱，歐洲國家需要在很短的時間內替代經濟上所依賴的大量俄羅

斯石油和天然氣。

特魯多宣稱，加拿大已采取措施向歐洲提供幫助——推進擴大對歐

洲的能源供應，以及增加加拿大的石油和天然氣開采量。但他緊接著表

示，“不過如果我們完全誠實的話，在很短的時間內我們能做的不多，

以幫助應對即將到來的冬季的挑戰”。

俄新社稱，特魯多還稱，他計劃與朔爾茨會晤時討論歐洲短期內面

臨的挑戰，以及加拿大還能提供哪些幫助等問題。

俄烏沖突升級後，西方國家對俄羅斯采取空前制裁，來自俄羅斯的

能源供應銳減。為彌補能源缺口，德國等嚴重依賴俄能源供應的歐盟國

家壹方面出臺措施“節省能源”，壹方面四處“尋找能源”。

德國官員本月說，德國總理朔爾茨將在8月21日至23日訪問加拿大期

間與加方簽署壹項協議，以建立氫能供應鏈。德國目前正在加速向綠色能

源轉型，以期彌補因減少進口俄羅斯能源產生的缺口。不過，壹些德國官

員說，與加拿大簽署氫能供應協議無法解決德國今年冬季可能面臨的天然

氣短缺問題。由於基礎設施尚未到位，這項措施明年也無法見效。

德軍到印太“秀肌肉”，德媒發出警告
綜合報導 自本月15日起，德國將向

亞太地區派遣多架戰機，先後參加代號為

“疾速太平洋2022”的空中聯合軍演，並

在澳大利亞、新加坡參加國際軍演，此後

還將到訪日本和韓國。德國軍方此番“秀

肌肉”舉動引發德媒廣泛關註，稱“這是

自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德國首度將戰機派

到印太地區”。《法蘭克福匯報》報道稱

，德國政府發出信號，準備在這個可能已

是世界上地緣政治最重要的地區進行軍事

介入。

德國軍方官員此前在介紹德國空軍

此次在印太地區的部署行動時曾稱，飛機

將走民用空中交通路線，沒有計劃通過臺

灣海峽。此次部署是想向合作夥伴而非中

國發出信號。但壹些德媒仍警告稱，德國

有加入美國領導的“反華聯盟”的傾向，

可能影響德中經貿關系；《世界報》則直

白表示，德國對自身實力要有自知之明，

切勿“矮子強裝巨人”。

《法蘭克福匯報》報道認為，德國空

軍進入印太地區主要不是為了展現實力，

而是為了體現新的戰略定位。去年，德國

海軍已經向該地區派遣過壹艘護衛艦，現

在輪到了空軍戰鬥機。按照慣例，德國聯

邦國防軍沒有說出潛在的對手，也沒有明

說是針對何種場景展開演練。但很明顯的

是，德國在亞洲的合作夥

伴正在準備“潛在的與中

國之間的對抗”。

報道稱，在軍事上，德

國依舊太弱小，無法在危

機時刻扮演舉足輕重的角

色。但從政治角度而言，

德國政府正在選取壹條新

路線，就像如今德國對俄

羅斯那樣，這將導致德國

無法長期維持與中國的緊

密經貿關系。德國加入壹

個由美國領導的“反華聯盟”，將比柏林

許多人想象的還要快地受到考驗。

德國《世界報》首席評論員雅克· 舒

斯特評論稱，此次行動主要是為了向中國

展示：德國也有些拿得出手的東西。但他

同時強調，德國的歐洲“陣風”戰鬥機和

美國的頂尖戰鬥機之間是有差距的。假如

“陣風”戰機被擊落，德軍或許還能拉出

幾架老舊的“狂風”戰鬥機，但除此以外

壹無所有。這種前景下，德國不得不考慮

壹個地緣政治的關鍵問題：德國在遠東地

區到底有哪些利益？

雅克· 舒斯特最後指出，“德軍最好

還是在歐洲發揮影響力，為美國等盟友減

輕負擔，而不是去‘印太地區’假裝自己

是巨人。”

接受記者采訪的專家認為，壹些德國

輿論對德國軍方此次部署到亞太地區的看

法比較理智。德國保持對華合作關系對德

國戰略利益和經濟利益都至關重要。上述

專家表示，當前德國新政府和軍方在對華

態度上有所差異。德國新政府目前的對華

政策，在很大程度上還依然是默克爾時期

的延續。相較而言，德國新政府比較註意

避免把增強在亞太地區的軍事存在與對華

政策扯上關系，因為若溝通不暢，極有可

能引發誤判。德國當前政策可能是想尋求

壹種平衡，壹方面要對美國的“印太戰略

”給予壹定配合，同時也想維護中德關系

。但這種想法極有可能適得其反。

罷工不斷，英國經歷最糟糕夏天！
特拉斯：經濟衰退恐無法避免

據報道，英國最大集裝箱港口費利克

斯托近2000名工人當天開始了為期8天的

罷工。這是英國工人工資未能跟上通貨膨

脹步伐而發動的最新壹輪罷工行動。對此

，英國首相候選人特拉斯表示，“英國經

濟衰退恐無法避免”。自今年以來，英國

物價飆升，通貨膨脹嚴重擠壓民眾生活質

量。有分析認為，直至今年年底，英國通

脹問題仍會繼續惡化。

各行業罷工持續不斷

今年夏天以來，英國鐵路工人、律

師、倫敦地鐵員工等多個行業的人員已

經舉行了多場罷工以呼籲加薪。美國有

線電視新聞網（CNN）20日報道稱，英

國正在經歷壹個痛苦的夏天，因為醫療

體系陷入危機，通貨膨脹加劇、極端天

氣造成旱災、罷工引發交通混亂。與此

同時，“政府也不見蹤影。”

費利克斯托港是英國最大、最繁忙

的集裝箱港口。工會稱，罷工將對英國

的供應鏈以及物流和運輸部門產生重大

影響。據英國媒體報道，這是港口聯合

工會自1989年以來的首次罷工。受物價

飆升的影響，英國鐵路工人在8月18日

和20日舉行大規模罷工，英國陸路交通

嚴重癱瘓——倫敦市地鐵多條線路停運

或僅保持區間運行。英國通訊勞工工會

表示，他們也將於8月26日起分別展開4

場罷工，以要求加薪。有媒體報道稱，

還有其他行業正在醞釀罷工。

通脹嚴重沖擊民眾生活
英國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最新數字顯

示，英國7月份的消費者價格指數（CPI

）同比上漲10.1%，為1982年2月以來的

最高值，使英國成為首個物價漲幅達到

兩位數的主要發達經濟體。8月16日的

數據顯示，今年第二季度，在考慮了通

貨膨脹因素之後，英國就業員工的實際

工資收入下降3%，為連續第九個月環比

下降，也是20多年來英國居民工資收入

的最大降幅。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今年7

月警告說，英國2023年將成為G7最富裕

經濟體中增長最慢的國家。

受到英國生活成本急劇上升的影響

，越來越多的人選擇購買超市中打折的

臨期食品。記者在英國樂購超市看到，

有不少顧客等著買超市下班前低價處理

的“黃標”食品。據英國《衛報》報道

，打折售賣臨期食品的Approved Food表

示，今年 8 月的第壹周迎來超過 1000

名新客戶，是 2021 年同壹周的10倍。

隨著9月份的臨近，壹些家長表示，無

法負擔孩子開學之後的校服錢。英國教

育部發言人表示，政府已經為英格蘭的

學校引入新的指導方針，要求學校必須

降低校服成本，包括限制品牌、提供二

手選擇等。

政府仍群龍無首
在英國陷入如此混亂境地之時，英

國政府卻無法給出應對措施，因為新的

首相還沒選出來。據CNN報道，目前英

國首相約翰遜正在度假，而唐寧街表示

經濟問題應由下壹任首相提出對策。

9月 5日，英國保守黨黨首選舉將

公布結果，勝出者將成為下壹任英國

首相。目前在候選人蘇納克與特拉斯

之中，特拉斯的支持率領先，成為目

前最熱門的首相人選。特拉斯對英國

媒體稱，經濟衰退無法避免，應該營

造出產生谷歌或臉書壹樣的企業的經

濟環境。此前，英國政府已經公布了

370億英鎊的壹攬子計劃緩解目前民眾

的生活壓力。但是，有批評人士認為

這壹力度仍舊不夠。支持特拉斯競選

的保守黨議員丹尼爾· 考欽斯基對CNN

表示，目前形勢嚴峻，保守黨應該提

前結束競選並任命新首相，或者授權

約翰遜現在采取行動。

英國媒體稱，目前正值英國議會休

會期，英國反對黨工黨呼籲立即重開議

會，以便立法者可以立即采取行動凍結

能源賬單。工黨壹名下院議員認為，英

國能源監管機構將宣布提高能源價格上

限。在CPI上升至 10.1% 的背景下，這

不僅會讓家庭陷入進壹步的擔憂之中，

還會將他們推向“在冬季到來之前進壹

步削減開支”的焦慮中，而這將持續對

經濟造成沖擊。

太陽系外側小行星可能為地球帶來有機物和水
綜合報導 日本等國研究人

員日前在英國《自然· 天文學》

雜誌上發表論文說，太陽系外

側的小行星可能為地球帶來了

形成生命的有機物和水。

據報道，小行星“龍宮”

現在主要位於距離太陽較近的

地球與火星之間，之前對“龍

宮”樣本的研究發現其含有水

和有機物。

日本海洋研究開發機構等

機構的研究人員通過分析“龍

宮”樣本發現，其中氫和氮的

特征與太陽系行星海王星之外

宇宙塵埃上的非常相似。他們

推測，“龍宮”的母體當初位

於太陽系外側，經過移動和分

裂後，“龍宮”來到現在的軌

道。

研究人員使用電子顯微鏡

等手段觀察樣本發現，在含水

的黏土礦物內部有大量的有機

物，有機物種類不明，但有可

能含有氨基酸和糖等。研究人

員分析認為，有機物和水不耐

熱和沖擊，而黏土礦物發揮了

“搖籃”作用，在它的保護下

，有機物和水這些組成生命的

材料可能被帶到地球附近。

研究人員推測，小行星可

能為地球帶來形成生命的有機

物和水，小行星研究有助於了

解地球生命的誕生過程和太陽

系的形成過程。

6月初，日本研究人員在

“龍宮”的巖石樣本中，發現

了20多種氨基酸。這些氨基酸

可能與地球的生命誕生有關。

日本小行星探測器“隼鳥

2號”於2014年發射，2018年

6月抵達小行星“龍宮”附近

並采集了小行星巖石樣本，

“隼鳥2號”回收艙於2020年

12月返回地球。隼鳥2號探測

器在與回收艙分離後繼續太空

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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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今天簽署一項實
施 「晶片法」（CHIPS Act）的行政命令。此法將為美國半導
體生產和研究挹注527億美元的政府補貼。

路透社報導，拜登本月稍早簽署晶片法，以加強美國面對
中國發展科學技術的競爭力。

晶片法透過補貼美國晶片製造、擴增研究資金，盼能緩解
晶片持續短缺，進而影響到汽車、武器、家電生產的問題。

這項法令也為投資晶片廠提供估計規模達240億美元的稅

收減免。
拜登的行政命令除設定6項優先任務作為法律實施指引，

並建立一個16人組成的跨部會CHIPS施行委員會，由國家經
濟會議（NEC）主席狄斯（Brian Deese）、國家安全顧問蘇利
文（Jake Sullivan）和科技政策辦公室（OSTP）代理主任尼爾
森（Alondra Nelson）擔任共同主席。

該委員會將納入國防部、國務院、商務部、財政部、勞工
部和能源部部長。

白宮也提到，商務部已推出CHIPS.gov網站，並將為生產
晶片給予資金獎勵。

商務部長雷蒙多（Gina Raimondo）說，她的部會已為這
項計畫籌備數月。她表示： 「我們致力於程序的透明與公平。
我們將盡可能迅速運用這些資金，同時確保有時間盡職審查。
」

目前還不清楚商務部何時會正式開放申請相關資金，以及
給予獎勵會花多久時間。

美德州小學槍擊奪21命 學區警長想復職反被開除

美議員接續訪台 美國務院：
持續依循政策挺台灣

（綜合報導）美國媒體報導，德州尤瓦爾迪（Uvalde）一
所小學今年5月發生槍擊案，奪走19名學童和兩名教師性命，
當時負責指揮應變行動的學區警長飽受批評，今天丟了工作。

「德 州 論 壇 報 」 （Texas Tribune） 報 導 ， 洛 伯 小 學
（Robb Elementary School）董事會一致投票，同意終止學區警
長阿瑞唐多（Pete Arredondo）的合約。

德州公共安全負責人先前說，阿瑞唐多將警員性命視為比
學童性命更重要，在處理犯罪現場時做出 「糟糕的決定」。

事件發生在5月24日，18歲少年拉莫斯（Salvador Ramos
）持槍進入洛伯小學，殺害了19名學童和兩名教師，自己最後

也被警方擊斃。這是美國10年來最嚴重的校園槍擊案。
外界發現當時有十多名警員在槍擊案發生的教室外等了超

過1小時，當學童在槍下喪命或瀕死之際，警方卻毫無作為，
於是開始嚴格檢視警方的表現。

阿瑞唐多6月被停職，同時接受調查。他今天稍早透過律
師海德（George Hyde）發布聲明，要求取消停職令，還對他
自槍擊案以來所受待遇頗有微詞。

在洛伯小學董事會表決前不久，海德透過聲明說： 「阿瑞
唐多警長不會參與針對他的違法違憲公開處刑，他敬請董事會
立即恢復他的職務、支付所有欠薪和津貼，並終結沒有根據的

控訴。」
德州議員上月在報告中抨擊阿瑞唐多，稱他 「沒有擔起預

先分派的事故應變指揮職責」，還因為手上的必要資訊不齊全
，犯了分析上的錯誤。

議員們在報告中說，從第一批警員抵達現場到槍手被擊斃
之間，總共流逝73分鐘， 「漫長得令人無法接受」，乏人領導
的問題很可能導致人命損失，如果不是要等那麼久才有人救援
，有些罹難者或許本可倖存。

美國實施晶片法美國實施晶片法
拜登簽署命令拜登簽署命令、、商務部推新網站商務部推新網站

（綜合報導）美國聯邦參議員布蕾波恩深夜抵台，是本月
第3位率團訪問台灣的美國議員。美國國務院官員今天重申，
議員訪台行之有年，符合美國長年一中政策，美國會持續依循
政策支持台灣。

共和黨籍的布蕾波恩（Marsha Blackburn）25日深夜搭乘美
軍專機抵台，她是繼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Nancy Pelosi）、
參議院外委會亞太小組主席馬基（Ed Markey）後，本月第3位
率團訪台的美國聯邦議員。

布蕾波恩訪台前曾造訪中國近年積極拉攏的斐濟、索羅門
群島、巴布亞紐幾內亞等3個南太島國。她抵台後透過新聞稿
表示，台灣是美國在印太區域最強健的夥伴，高階人員定期訪
台是美國長年政策， 「我不會因為中共霸凌而背棄這座島嶼」

。
她說，期待訪台期間能與台灣領導階層見面，直接聽取他

們想法，了解台灣需求及美國能如何支持台灣人民自由，推進
並強化美台夥伴關係。

根據外交部，布蕾波恩訪台期間為25日至27日，26日上
午她將晉見總統蔡英文，拜會國家安全會議秘書長顧立雄，並
接受外交部長吳釗燮款宴，雙方將就台美安全與經貿關係等議
題廣泛交換意見。

針對美議員接連訪台是否可能再升高情勢，美國國務院首
席副發言人巴特爾（Vedant Patel）今天在例行電話簡報會上表
示，美國國會議員數十年來接連造訪台灣，這符合美國長年
「一中政策」，未來持續會有議員訪台。

巴特爾指出，美國持續以負責任、穩定及果斷方式行事，
美國對台政策數十年來始終如一，跨越歷任政府，且仍致力遵
循長年 「一中政策」。

他強調： 「我們會持續採取冷靜果斷作法，捍衛區域和平
及穩定，並依循長年政策支持台灣。」

美中關係、台海情勢近來因裴洛西訪台緊張升高，中國除
向台灣周圍發射飛彈外，也大動作取消或暫停美中8項與軍事
、氣候及打擊犯罪有關的合作及會議；美國批評中國反應過度
、作法不負責任，並指控北京企圖建立 「新常態」，改變現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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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聞

韓政府被批幹預對日索賠裁決
韓外長：絕未采取低姿態外交
綜合報導 韓國大法院（最高

法院）就二戰強征勞工對日本企

業索賠案作出最終裁決。韓國壹

家民間團體18日公開韓外交部日

前向法院提交的涉對日索賠案意

見書，指責政府幹預司法程序。

據報道，韓國二戰時期被日

強征勞工受害者支援團體18日公

開的外交部意見書顯示，現政府

5月成立以來，為尋求符合韓日

兩國共同利益的合理解法進行了

各層級的外交磋商。就大法院對

涉案日企將作出的裁決，外交部

請求充分考慮政府做出的多方面

努力。支援團體表示，上述意見

書沒有給出日本改變態度的依據

，靠單方面的期待闡述了政府正

在付出努力的立場。該團體稱，

外交部對特定案件提交意見書無

異於要求法院擱置判決，此舉在

任何情況下都無法被接受。

韓聯社稱，因涉案日企拒

絕執行賠償判決，韓國法院已

向涉案日企之壹的三菱重工下

達出售其在韓註冊登記的商標

權和專利權命令，以賠償強征

勞工受害者。該變賣命令的期

限將至，據司法界消息，負責

審理此案的大法院民事三庭須

在本月 19日前決定是否“審理

不續行”（不進行本案審理並

駁回日方上訴）。如果作出該

決定，三菱重工在韓被查封資

產 即 可 變 現 。 2021 年 9 月 27

日，韓國大田地方法院正式

下達出售命令，對象包括三

菱重工在韓註冊登記的兩項商

標權和兩項專利權，變現後可

供兩名原告賠償每人 2.097 億韓

元（約合人民幣108萬元）。日

本政府堅稱，1965 年雙方簽署

的《日韓請求權協定》已經

“徹底解決”了強征勞工問

題 ，並批評韓國法院的裁決

“違反國際法”。

韓國外交部長官樸振在國會

外交統壹委員會全體會議上，就

“日方無誠意解決強征勞工問

題，韓國政府急於以低姿態迎

合日本”的質疑回應稱，政府在

該問題上絕未采取低姿態外交，

日方也在認真對待旨在改善雙邊

關系的外交對話。樸振稱，外交

部無意做出對大法院判決產生任

何實質性影響或與之有關的行為

，將尊重大法院可能於19日作出

的最終判決。

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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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據韓聯社報道，韓國國防部表示

，韓美於8月22日至9月1日舉行下半年聯合軍

演“乙支自由護盾”(UFS)。

韓國國防部透露稱，此次聯演期間，政

府和軍隊將在韓美聯防機制下熟練掌握泛政

府層面的危機管控和聯合作戰支援流程。還

將把其間規模縮水的韓美聯合演習和訓練恢

復正常，進壹步加強韓美堅固的同盟關系和

聯防態勢。

據報道，此次聯演中將反映出無人機攻

擊、網絡戰等戰爭形態新變化，采用戰時可能

發生的實戰化劇本。基於敵軍攻擊港口、機場

、半導體工廠等主要產業設施和國家重點設施

的假設，實施由民、官、軍、警等共同參與的

防護和恢復重建演練。

此外，此次聯演將同時進行采用電腦模

擬方式的指揮所演習(CPX)和按各梯隊和功

能檢測實戰水平的聯合野外機動訓練(FTX)

。具體將進行科學化戰鬥聯演(旅級)、消除

大規模殺傷性武器聯演(營級)、特殊戰交換

聯演(小規模)等共 13 項演練。由此，韓美

2018 年起中斷至今的團級以上規模聯演將得

以重啟。

報道指出，韓美還將在演習期間依照“有

條件的移交戰時作戰指揮權計劃”對未來聯合

司令部的完全運用能力(FOC)進行評估，以滿足

指揮權移交的先決條件。

泰國宣告疫情10月1日結束
疫管中心解散，曼谷接種中心關閉

綜合報導 泰國總理巴育周五

同意10月1日解除緊急法令，並

解散泰國疫管中心（CCSA）。

疫管中心顧問Udom Kachin-

torn博士說，在10月1日之後，

2015年的《傳染病法》將成為應

對疫情的管轄法律，而不再是自

2020年2月24日以來實施的《緊

急情況下的公共行政緊急法令

》 。這標誌著新冠疫情在泰國

宣告結束。

泰國疫管中心CCSA收到泰

國公共衛生部的建議，準備把

Covid-19降級為監測中的疾病。

泰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長蘇波

特（Supot Malaniyom）上將、疫

管中心業務主任宣布了該消息。

衛生部還建議疫管中心從10

月1日起將新冠從危險傳染病降

級為受監控的傳染病。

蘇波特補充說，仍然需要緊

急法令來控制入境和出境，並禁

止會加劇病毒傳播的活動。

泰國的新冠病毒感染似乎

穩定在壹個水平，沒有上升，

也不會清零，但治療感染者和

自我治療的措施，都正朝著良

性的方向發展。在藥店就可以

拿到 Covid 藥物之前，有醫生

處方即可在私人醫院和診所獲

得這些藥物。

在周五的會議上，省級傳染

病委員會的省長們被指示為宣布

新冠為地方病做好準備。會議還

討論開放更多的邊境檢查站。

其他措施還有將主要旅遊目

的地的酒館和酒吧的營業時間延

長至淩晨4點。

曼谷邦似中央車站的疫苗接

種中心，將開放到9月30日結束。

泰國公共衛生部在曼谷邦似

中央車站（Bang Sue）的疫苗接

種中心至9月30日結束，10月1

日新冠過渡到監測疾病。這壹決

定是泰國醫療服務部和疾病控制

部之間討論後作出的。這意味著

泰國疫情正式結束。

為了更加安全地結束疫情，

重新開放國家和經濟，將加快疫

苗接種速度，確保約60-70%的人

已接受了第三針疫苗。目前已有

超過50%的人已經接種了第三針

疫苗。

邦似中央車站的疫苗接種中

心是泰國最大的疫苗接種中心，

到目前為止已經接種了630多萬

劑疫苗。

日本要部署上千枚遠程導彈？
綜合報導 據日本《讀賣新聞》、

路透社報道，多名日本政府官員證實

，日本政府已經決定部署上千枚遠程

巡航導彈，並將這些導彈主要部署在

西南群島和九州島。

據報道，日本政府的計劃是改進

陸上自衛隊部署的日本自主研發的12

式地對艦導彈，將這款導彈的射程增

加至1000公裏左右，並使其可以從軍

艦和戰鬥機上發射。據稱，目前的計

劃是在2024財年部署提升射程的陸基

版本，並讓其具備攻擊地面目標的能

力。

《讀賣新聞》稱，日本將於今年

年底修訂國家安全戰略，預計將宣布

具備“反擊能力”，而改進後的12式

導彈將扮演重要角色。日媒稱，為了

盡快擴大這款導彈的裝備數量，有必

要擴大其生產線，日本防衛省計劃在

2023財年的預算中為相應資金尋求支

持。

路透社稱，近年來，日本政府擴

大了防衛開支，並采取了更加強硬的

政策，但此前日本自衛隊並未裝備遠

程導彈。

報道稱，日本外務省沒有立即回

應記者就該消息置評的請求。

（中央社）曾經是台灣花式撞球明日之星的
余依珊，2015 年與大陸地區的犯罪 集團共組
CALL客詐騙集團，以剝皮酒店方式，隨機撥打
電話給被害人裝熟攀談、噓寒問暖，建立信任後
詐騙179萬多元，歷經高等法院更審，依詐欺罪
判她21年3月定讞，余女昨天下午前往地檢署報
到入監服刑，坐上囚車送往女子監獄。

據了解，2000年余女加入花式撞球球壇，多
次參加巡迴比賽，因一 頭長髮又長相甜美可愛，
吸引外界注意，但最後她並未取得巡迴賽冠 軍，
沒有以國手身分參加國際比賽。

淡出撞球界後，2017年當時36歲的余依珊竟
出現警局內，且與多名 外表亮眼的酒店妹，一起
上銬移送檢方。

檢警查出，余依珊2015年間，到大陸地區與
多名不法分子共組 「C ALL客詐騙集團」，她擔
任台灣地區主持人，先由大陸地區負責調派 多名
女子擔任 「CALL客祕書」，隨機撥打電話給被

害人裝熟攀談，建 立信任關係並假意培養感情，
接著佯稱經濟狀況不佳、沒有生活費等 ，請求提
供金錢援助。

呂姓等20名被害男子，因為 「同情」這些女
子，陸續支付金錢，由 台灣多名女子取款後，交
款給集團會計對帳，再將犯罪所得的75％至 80％
，透過地下匯兌方式給大陸 「CALL客祕書」主
持人。

余女再將犯罪所得的10％至1％，分配給各
取款小姐，並按取款小 姐與被害男子發生性行為
的次數，另發給每次8000元至1萬元的酬勞 ，其
餘犯罪所得則由余女取得。一審將余女依20個詐
欺罪共判刑4年 6月，案經發回更審，高院更一
審認定余女共對17名被害人詐騙179萬 7000元，
構成17個詐欺罪，考量她坦承犯行，且與部分被
害人和解、 賠償損失，各判處1年至1年6月不
等刑期，最終依詐欺罪判她21年3月定讞。

前撞球女國手組剝皮集團！
找酒店妹海削17男179萬入獄了

（中央社）新北市不是客語通行語地區，
卻繼2019年後，2021年再獲中央客委會推動客
語為通行語績效評比 「佳等」，並獲100萬獎金
。新北市客家事務局表示，這次評核中，新北
市是全台唯一非客語通行地區的獲獎單位。

新北市客家局表示，新北有67萬客家鄉親
，占總人1／6，不是客語為主要通行語的地區
，但市府結合各區 55 個客屬團體、128 班研習
班、46 所幼兒園、43 所高國中小學、6 所大專
院校深耕客語，也推動24個藝文團體55場客家

藝術巡演新北29區。
還有45案客語薪傳師串聯17個社區行動客

語服務，及28所學校客語深根服務；另4年成
立5區5座哈客館擴展客家聚點，並邀請29位局
處首長及29區長在臉書講客語等點線面串聯，3
年內2度獲獎。

客家局說，今年桐花祭活動更納入客語導
覽解說，期間推出全國首創 「新北花見．桐淨
山」小旅行，橫跨9區8條路線56個梯次的 「淨
山環保」旅行，周周賞桐淨山，條條融入客語

導覽。
本次成效評核績效，客家委員會認為新北

有四大優點，第一 「深耕客語制度化」建立補
助客家人民團體、學校、大專院校等推廣制度
； 「深根客語持續化」開發第 2 套客語新桌遊
「柴寶伏魔錄」，讓學童遊戲中學客語。

而 「文創客語科技化」則運用新興科技AR
及VR等，設計客語桌遊教材及點讀機，引導年
輕人遊樂中學習客語；最後 「行動客語跨域化
」，推動新北哈客 Hot 到家、舞動青年新創哈

客舞曲等活動，讓客語文化透過跨領域、跨單
位聯結，營造新北客家 「共好」新美學。

客家局表示，今年善用100萬元獎勵金在客
語閱讀計畫、客語推廣活動，加上客語薪傳師
到圖書館、社區推廣，讓客語成為家庭、社區
的溝通語言，散播客語傳承種子，呈現不同於
客莊聚落的新北都會客家永續風貌。

新北點線面串聯 推行客語獲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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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me # Game Name / Odds $
Official 
Close 

of Game

End
Validations 

Date

2385
Show Me $100,000  

Overall Odds are 1 in 4.27
$5 9/14/22 3/13/23

2306
Break the Bank Super Ticket™  

Overall Odds are 1 in 3.80
$10 9/14/22 3/13/23

1838
Instant Millionaire  

Overall Odds are 1 in 3.20
$20 9/14/22 3/13/23

2419
Triple Play!  

Overall Odds are 1 in 4.36
$2 9/28/22 3/27/23

2203
$1,000,000 Extreme Cash  
Overall Odds are 1 in 3.53

$20 9/28/22 3/27/23

T:5.7"

T: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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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繩器(rope guard)沒有預
留足夠空間，致鋼索受壓。

◀ 正 常 情 況
下，裝置護繩
器(rope guard)
時需預留足夠
空間，避免鋼
索受壓。

LED屏幕

1

轉動鋼索升降的絞盤
有護繩器防止網索移

位，但沒有預留足夠空間
導致鋼索受壓磨損事故原因示意圖

另一條鋼索
雖未有斷
裂，但扣着
屏幕的吊環
螺絲斷開，
令整個屏幕
墜地

第一條鋼索
因金屬疲勞
斷裂，令屏
幕下墜

事故未解謎團
▶鋼索質量是否不合格？

▶有無偷工減料？

▶有無涉及人為失誤？

▶涉事工程師有無失職？ ?

3

墜屏初步調查 驚見四重出錯
鋼索承重力低20% 安裝前已受損 絞盤磨損鋼索 屏幕重量遠超估算

如
屬
人
為
疏
忽
涉
事
者
或
被
索
償

演
唱
會
事
故
四
重
出
錯

演
唱
會
事
故
四
重
出
錯

3. 絞盤（Winch）即是
吊鋼索的機器，其中一
部件“護繩器”夾着鋼
索令其受壓、出現磨損

2. 鋼索安裝前已
受損，原因未明

4. 主辦機構提供屏幕重
量資料有誤，屏幕實際
重量超出原先設計很
多，加劇鋼索金屬疲勞

資料來源：
調查香港體育館嚴重事
故工作小組記者會

整理：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

男團MIRROR上月在紅磡香港體育館舉行的演唱會發

生大型屏幕墜下壓傷舞蹈員事故，負責調查的工作小組24

日公布初步調查結果，發現吊起屏幕的兩條鋼索其中一條

斷裂，另一條的吊環螺絲又飛脫，疑為金屬疲勞導致，主

要有四大原因，包括鋼索承重能力較巿面同類鋼索低20%；鋼索未安裝已出現損

傷；控制屏幕升降的絞盤中的“護繩器”未有預留足夠空間，令鋼索被夾緊受壓及

磨損；肇事屏幕的實際重量，竟遠重於演唱會主辦機構的估算。有業內人士向香港

文匯報表示，事件反映涉事承辦商及工程師不夠專業，工程師未能做到監工角色，連

屏幕重量也搞錯是低級錯誤，建議香港康文署日後要加強監管演唱會的安全。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2

◆調查MIRROR演唱會慘劇的工作
小組24日會見傳媒。圖為工作小組
主席李子俊（中）、工作小組委員
及香港工程師學會代表司徒家成
（右），以及專家顧問林超雄
（左）公布初步調查結果。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男團MIRROR紅館演唱會
意外發生至今一個多月，受重傷
的舞蹈員李啟言仍然危殆，正在
伊利沙伯醫院深切治療部留醫，

維生指數穩定，他往後的康復路漫長，涉及醫療
費高昂，相關保險賠償也可能是天文數字。有保
險業人士指出，無論事故是否涉及人為因素，傷
者也能獲得第三者保險賠償，但這筆賠償費由誰
“埋單”呢？則需視乎當中的人為成分，若確定
有人為疏忽，涉事人員可能會被保險公司追索。

倘純屬意外 保險公司賠晒
國際專業保險諮詢協會會長羅少雄24日向香

港文匯報表示，香港康文署規定演唱會等大型活動
的主辦方必須購買第三者人身傷亡保險，範圍包括
台下觀眾及台上工作人員等全場人員，最少投保
1,000萬港元，他續指若活動中有人發生意外，無
論是觀眾還是職員，保險公司都會實報實銷作出賠
償，“就醫需要的醫療費、產生的後遺症所需的醫
藥費及醫療照顧費等，都會賠給傷者。”

若事故查明純屬意外、無人為成分，則由保險
公司埋單，“如果涉及的人員盡了責任做了所有應
該做的事情，仍發生意外，是沒有人需要負責任，
保險公司賠晒。”

不過，若查明事故涉及人為成分，羅少雄表
示，保險公司會墊支相關賠償予傷者，然後向造成
人為疏忽的人員追究，討回相關費用。他又表示，
不少專業人士都有購買專業責任保險，“有買的
話，人為疏忽造成的賠償就可以由保險公司畀，沒
有買的話就要自己出錢賠。”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弦

根據紅磡香港體育館現
行的安全制度，主辦機構須

自行委聘註冊結構工程師在場監督舞台安裝工
程，並在工程完成後到場檢查，確定所搭建、
安裝的舞台搭建物及器材安全穩固後，在文件
上簽名作實，香港康文署則根據該工程師的
“安全書”批准演唱會進行。是次調查事故的
工作小組發現的四大錯處，涉事工程師監工時
有無發現至為關鍵。

香港理工大學機械工程學系前工程師盧
覺強向香港文匯報表示，工程師肩負舞台道
具、布置等安全性的把關角色。工程師在最
後簽署的“安全書”是有法律責任的，如果
之後發生事故，或會被追究責任問題。他指
出，工程師監工時需要負責道具或裝置的機
械設計及測試，“最起碼都要試驗10次，確
定這個道具是否能正常運作，急起、急停時
道具如何操作，會否墜地等。”

盧覺強表示，若果工程師已盡責，包括嚴
謹測試道具或裝置的運作等，監工時沒有發現
問題，之後有事故亦未必能追究其責任，但若
工程師沒有盡到責任，甚至只依賴主辦機構提
供的資料，自己沒有核對，則有機會被追究責
任，“例如工人指鋼索有20噸拉力，工程師需
要試驗拉20噸的重物進行測試，核對工人說法
是否正確，如果沒有進行測試，就直接信納有
20噸拉力，出現事故就一定有責任。”

追責關鍵：工程師是否做足測試

��

調查香港體育館嚴重事故工作小組24日
舉行第四次會議。小組主席、香港康文

署助理署長李子俊會後與部分委員見傳媒。
李子俊表示，肇事屏幕由兩條鋼索吊起，其
中一條因金屬疲勞斷裂下墜，餘下一條雖未
有斷裂，但扣着屏幕的吊環螺絲亦斷開，令
整個屏幕墜地。

鋼索斷裂處有金屬疲勞現象
工作小組指出，通常鋼索拉緊、放鬆幾百

萬次才會出現金屬疲勞，但今次的鋼索未使用
已有損傷。小組的專家顧問林超雄指出，小組
以電子顯微鏡將斷裂的鋼索放大5,000倍觀
察，確認斷裂表面有金屬疲勞出現的獨特條
紋，屬“低周疲勞”，“好似萬字夾咁拗幾次
就斷”，這情況涉及鋼索本身的可承受力，該
條鋼絲直徑5毫米，由6股每股19條鋼絲組
成，小組將未使用過的鋼索進行拉力測試，發
現與巿面同類鋼索的承重力低20%。

他解釋，金屬疲勞出現的周期與鋼索承受
的力有關，“施加的力愈多，疲勞的周期就愈
短，一條鋼索本來應該承受某個力，但只可承

受少一些的力，出現金屬疲勞的機會就大
咗。”另外，該條鋼索部分未曾受力的段落，
亦有受損情況，暫未知原因，相信該鋼索在安
裝前已受損，加速金屬疲勞。

小組表示，屏幕上方的絞盤控制升降，原
理是鋼索沿着絞盤上的坑紋捲動，坑紋外則有
“護繩器”（rope guard）裝置以防止鋼索移
位，“護繩器”應有足夠空間並可自由轉動，
令鋼索捲動時不會受壓，但小組發現，肇事
“護繩器”並無足夠空間兼未能自由轉動，鋼
索被夾着，捲動時受壓甚至遭壓縮，令表面磨
損，內裏的鋼絲亦變形，“對本身已經唔係好
好狀態嘅鋼絲，造成更多嘅損害。”

同時，挑選鋼索時要考慮負重，但“根
據（演唱會）主辦機構提供嘅 load table，即
（屏幕）重量，與我哋實際量度嘅相差好
多，相差一個好大嘅百分比。”小組可以推
斷該鋼索超負荷，“（以上）幾個問題夾
埋，令呢條鋼索好短期就出現金屬疲勞。”

被問及該鋼絲是否不及格，以及有否人
為失誤，李子俊表示不同部門也進行調查，
期望下月完成，暫不希望講太多細節，以免

影響其他部門工作，他亦不確定斷裂的鋼索
是否新購入，至於吊環螺絲斷裂的原因，則
仍需要進行測試。

行家：承辦商不夠專業
有曾擔任舞台製作的人士對香港文匯報表

示，調查顯示屏幕重量計錯數，情況極為罕
見，“屏幕幾重一直都係估計，會根據出廠標
示嘅重量，加埋連接嘅電線重量等，估計今次
計錯數，係因為計漏屏幕後面嘅支架，所以實
際重量比估計重好多，鋼索承受唔到。”

他認為，事件反映今次演唱會承辦商不
夠專業，“技術上同經驗上都唔夠，而簽紙
確認安全嘅工程師係主辦單位請嘅，信晒佢
哋畀嘅資料，所以亦計唔到承重差距。”要
避免事件發生，他建議康文署日後要加強監
管，不能只信承辦單位工程師的證明，應有
專人監測。

主辦機構Makerville回應稱，工作小組已
收到他們轉交的資料，包括總承辦商提交的
數據，而在事故後有立刻聘請獨立工程師等
專家配合調查，未能進一步評論。

1. 鋼索承重力
較巿面同類鋼索
低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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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去年對外文化貿易破2000億美元
文化產品進出口增43.4% 數字藝術顯示標準等近年被確立為國際標準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24日，國家
主席習近平同韓國總統尹錫悅互致賀函，慶祝兩
國建交30周年。

習近平指出，中韓是隔海相望的永久近鄰，
兩國人民友好交往源遠流長。中韓建交30年來，
在雙方共同努力下，中韓關係與時俱進全方位發
展，取得豐碩成果，給兩國和兩國人民帶來重大
福祉，也為地區乃至世界和平與發展作出重要貢
獻。

把握大勢、排除干擾、夯實友好、聚焦合作
習近平指出，三十載滄海桑田，三十載春華秋

實。中韓關係之所以能取得輝煌發展成就，在於雙
方堅持登高望遠，順應時代發展潮流，不斷為雙邊
關係注入新的時代內涵；在於雙方堅持互尊互信，

照顧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關切，通過真誠溝通增進
理解與信任；在於雙方堅持合作共贏，深化互利合
作與交流互鑒，實現相互成就、共同繁榮；在於雙
方堅持開放包容，攜手維護地區和平穩定，促進區
域融合發展，維護國際關係基本準則。這些寶貴經
驗值得我們倍加珍惜和長期堅持。

尹錫悅：冀建交30周年紀念活動促交流合作
習近平強調，當前，百年變局和世紀疫情交

織，世界進入新的動盪變革期。在這一關鍵時
刻，包括中韓在內的國際社會只有同舟共濟、團
結合作才能戰勝危機、渡過難關。中韓要做好鄰
居、好朋友、好夥伴。我高度重視中韓關係發
展，願同尹錫悅總統加強戰略溝通，引領中韓雙
方以建交30周年為新起點，把握大勢、排除干

擾、夯實友好、聚焦合作，共創兩國關係更加美
好的未來，更好造福兩國和兩國人民。

尹錫悅在賀函中對韓中建交30周年致以熱烈祝
賀。他表示，韓中兩國地緣相近，歷史文化紐帶關
係悠久。1992年建交以來，雙方政治、經濟、文化
等領域合作取得跨越式發展，兩國戰略合作夥伴關
係不斷鞏固。兩國年貿易額增長近50倍，人員往來
增加數十倍，豐富多彩的文化交流增進了兩國國民
相互理解。這主要得益於兩國各界努力和國民支
持。我和習近平主席3月25日通話時就以兩國建交
30周年為契機推動韓中關係實現新發展達成重要共
識。希望雙方以相互尊重精神為基礎，探索新的合
作方向，推動兩國關係朝着更加成熟健康的方向發
展。為此，希望雙方密切高層交往，加強供應鏈等
經濟安全及環境、氣變等領域實質性合作，推動取

得兩國國民能切身感受到的成果。希望建交30周年
紀念活動能進一步促進兩國交流合作，深化兩國國
民之間的友誼。

李克強同韓國國務總理互致賀電
同日，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同韓國國務總理韓德

洙互致賀電。李克強表示，中韓是搬不走的永久近
鄰，也是分不開的合作夥伴。中方願同韓方一道，
以建交30周年為新起點，增進理解互信，深化交流
合作，推動中韓戰略合作夥伴關係健康穩定發展，
取得新的更大成就。韓德洙表示，韓國新政府成立
以來韓中兩國保持着密切溝通交流。期待雙方進一
步活躍高層交往，加強供應鏈、文化、環保等領域
合作，加快推進兩國自貿協定第二階段談判，推動
兩國關係實現更好發展。

同韓國總統就中韓建交30周年互致賀函
習近平：中韓要做好鄰居好朋友好夥伴

繆沐陽表示，十年來文旅產業投融資體系
不斷完善，對外貿易成效顯著。產業投

資主體日益多元，投資規模持續擴大，政策
性、開發性金融支持力度持續加大。政府與
社會資本合作模式、地方政府專項債券等政
策工具在文化和旅遊領域得到了有效推廣和
應用。文化產品進出口連續多年保持順差，
出入境旅遊取得大幅跨越。2021年，中國對
外文化貿易額首次突破2,000億美元。

據悉，文化貿易涵蓋了國際文化產品與
服務進出口，是國際貿易的重要組成部分。
近年來，中國文化貿易規模穩步增長，結構
不斷優化，技術標準“走出去”步伐加快，
有力帶動文化產業提質升級。中國的影視
劇、網絡文學、網絡視聽、創意產品等領域
出口迅速增長，中國進口的優質圖書、影視
劇等文化產品和服務更好滿足了人民群眾多
樣化的文化需求，中外文化交流互鑒持續深
入發展。此外，網絡遊戲等數字文化領域亦
已具備一定的全球競爭力，中國主導制定的
手機（移動終端）動漫標準、數字藝術顯示
標準等也被確立為國際標準。

美英德等國位居出口市場前列
數據顯示，2021年，中國文化產品進出

口額1,558.1億美元、增長43.4%，文化服務
進出口額442.2億美元、增長24.3%。從中國
文化貿易對象目的地來看，出口市場中，美
國、英國、德國、法國、荷蘭和日本位居前
列；進口市場主要有德國、法國、美國和日
本等國家。中國對外文化貿易規模穩步增
長，結構不斷優化，已形成以一般貿易為主
的貿易格局，帶動了文化產業提質升級、外
貿結構不斷優化。

此前，商務部、文旅部等27部門聯合印
發《關於推進對外文化貿易高質量發展的意
見》，其中包括支持數字藝術、雲展覽和沉
浸體驗等新型業態發展，積極培育網絡文
學、網絡視聽、網絡音樂、網絡表演、網絡
遊戲、數字電影、數字動漫、數字出版、線
上演播、電子競技等領域出口競爭優勢。推

動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促進大數據、雲計
算、人工智能、區塊鏈等新技術應用，賦能
文化產業和貿易全鏈條，帶動傳統行業數字
化轉型，提升企業數字化運營能力。發揮綜
合保稅區政策功能優勢，支持開展“兩頭在
外”的數字內容加工業務，研究完善監管模
式，鼓勵企業為境外生產的影視、動漫、遊
戲等提供洗印、譯製、配音、編輯、後期製
作等服務。

規模以上文化企業增至6.5萬家
據繆沐陽介紹，十年來，全國規模以上

文化企業數量從3.6萬家增長到了6.5萬家，
年營業收入從5.6萬億元增長到11.9萬億元。
截至2021年末，全國共有旅行社4.2萬家，A
級景區1.4萬個，星級飯店8,771家，文化產
業和旅遊產業對國民經濟的帶動作用逐步凸
顯。

另外，5G、大數據、AR/VR、人工智
能、超高清等數字技術已在文化和旅遊行業
廣泛應用。線上演播、數字藝術、沉浸式體
驗等新業態發展迅速。文化和旅遊業態融
合、產品融合、市場融合，旅遊演藝、紅色
旅遊、鄉村旅遊、文化遺產旅遊蓬勃興起。
已建設15個國家文化和旅遊消費示範城市，
115個國家文化和旅遊消費試點城市，243個國
家級夜間文化和旅遊消費集聚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中共中央宣傳部24日舉行“中

國這十年”系列主題新聞發布會，文化和旅遊部產業發展司司長繆沐陽表

示，2021年中國對外文化貿易額首次突破2,000億美元。文化產業和旅遊產

業博覽會等平台作用不斷凸顯，國家對外文化貿易基地建設持續推進，更多

優質文化和旅遊企業走出國門。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中共
中央宣傳部24日舉行“中國這十年”系列主題新聞發
布會，國家文物局政策法規司司長金瑞國介紹，
1,800餘件（套）海外文物“遊子”回歸祖國，文物
成為促進文明交流互鑒的“金名片”。

金瑞國介紹，類型豐富、主體多元、普惠均等的
現代博物館體系基本形成，全國備案博物館6,183家，
免費開放率91%，年度舉辦展覽增長144%、接待觀眾
數量增加119%。

中國世界遺產總數達56項，中外聯合考古漸成規
模，跨國文物保護合作扎實開展，文物進出境展覽異
彩紛呈，流失文物追索返還亮點頻現，1,800餘件
（套）海外文物“遊子”回歸祖國。

此前，國家文物局相關負責人曾提到，流失海外
中國文物是中國文化遺產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文物
的聚散回歸，與國家治亂興衰息息相關，緊緊牽動中
華兒女心弦。黨和政府高度重視流失文物的搶救與保
護工作，自新中國成立以來，通過執法合作、司法訴
訟、協商捐贈、搶救徵集等方式，成功促成了300餘

批次、15萬餘件流失海外中國文物的回歸。僅2019
年就有1,000多件文物回歸。其中，2019年11月，港
澳地區知名愛國工商界人士何鴻燊將圓明園馬首銅像
正式捐贈國家文物局，隨後馬首銅像被劃撥北京市圓
明園管理處收藏，回歸原屬地，為其百年回歸之路畫
上句號。

全國重點文保單位達5058處
另外，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文物保護力度持續加

大，保護狀況有力改善。金瑞國稱，已完成第一次全國
可移動文物普查、石窟寺等專項調查，公布兩批全國重
點文物保護單位，總數達到5,058處，國保、省保、市縣
級文物保護單位數量分別增加115%、58%、88%。長
城、大運河、絲綢之路、傳統村落等重大文物保護工程
相繼竣工，預防性保護、系統保護積極推進。數以萬計
的館藏珍貴文物、重要出土文物得到搶救修復，文物安
全嚴防嚴管嚴打嚴治長效機制健全完善，打擊文物犯
罪、查處法人違法、整治火災隱患取得重要成果，文物
安全形勢總體向好。

10年來逾1800件（套）海外文物回歸祖國

◆2021年中國對外文化貿易額首次突破2,000億美元。圖為在2021年廣州文化產業交易會上，參觀者體驗VR
遊戲。 資料圖片

◆曾伯克父
青銅器群追索
回國後早前在湖
北展出。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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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蘇修例鼓勵港企參與國標制定
促進投資高質量發展 強化對港澳投資支持保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賀鵬飛 南京報道）江蘇省十三屆人大常委會第三十一

次會議近期表決通過了《關於修改〈江蘇省保護和促進香港澳門同胞投資條例〉

的決定》，該決定自2022年10月1日起施行。作為全國唯一一部涉港澳投資的地方性

法規，《條例》明確提出，鼓勵港澳投資企業依法平等參與國家標準的制定以及共同開

展國際標準研制。據江蘇省人大常委會外事委副主任史小慶介紹，本次《條例》修改的

重點在促進港澳投資高質量發展，強化對港澳投資的支持和保障，優化營商環境、強化

政府服務等方面。

2014年，江蘇省在全國率先制定了《江蘇省保護和促進香港澳門同胞投資條
例》，迄今為止《條例》仍是全國唯一一部涉港澳
投資的地方性法規。

鼓勵港企與RCEP成員國合作
修改後的《條例》提出，港澳投資企業依法

平等參與國家標準、行業標準、地方標準和團體標
準的制定、修訂。同時，為推動港澳投資企業開展
國際標準研制合作，增強企業國際競爭力，《條
例》鼓勵港澳投資企業加強與《區域全面經濟夥伴
關係協定》（RCEP）成員國交流合作，共同開展
國際標準研制。

史小慶指出，《條例》關於共同開展國際標
準研制，是推動標準制度型開放的重要舉措，有利
於推動江蘇省與RCEP成員國之間的標準“軟聯
通”，運用國際標準帶動該省技術、產品、服務
“走出去”，提高該省優勢特色產業的國際影響
力，為構建“雙循環”發展格局和產業轉型升級，
提供更加有力的技術支撐。

《條例》還鼓勵港澳投資者在江蘇省投資參
與“一帶一路”建設，參與長江經濟帶發展、長江
三角洲區域一體化發展等重大戰略和規劃的實施。
港澳投資企業可以申請製造業單項冠軍和專精特新
“小巨人”企業（產品）認定，獲得認定的同等享
受支持待遇。

依法保障港澳投資合法權益
《條例》規定，對港澳投資企業急需的創新創業人

才、高級技能人才等專業人才來江蘇工作，可根據實
際工作需要和申請人情況，放寬年齡、學歷和工作經
歷限制。

港澳青年人才在江蘇省創新創業享受國家和

省規定的各項人才政策，以及創業項目扶持、融資
支持、生產經營場所使用等有關政策和服務。

《條例》還要求強化政府服務，依法保障港
澳投資合法權益。江蘇省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及
其有關部門應當搭建供需對接平台，為港澳投資企
業提供產品配套服務。港澳投資者和港澳投資企
業、個體工商戶可以就港澳投資的相關事項向當地
港澳投資權益保障協調委員會提出投訴，也可以按
照國家和江蘇省規定的投訴工作機制申請協調解
決。

江蘇省港澳辦副主任張松平表示，長期以
來，江蘇省高度重視港澳投資者在江蘇合法權益的
保障工作，認真貫徹落實國家的法律和行政法規，
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並先後成立了江蘇省港商
投資企業服務協會，設立了江蘇省港澳法律專家服
務團，成立了南京港澳仲裁院，出台了《關於深化
蘇港澳多領域合作若干措施》及百項實施指南，這
些舉措在全國均屬首創。

其中，南京港澳仲裁院是經國務院港澳辦批
准，在南京仲裁委掛牌成立專事涉港澳商事糾紛的
仲裁機構。該院選聘港澳地區31名（香港27名、
澳門4名）法律界專家擔任仲裁委員，專門發布
中、英、葡文版《南京港澳仲裁院仲裁規則》。截
至2022年8月，南京港澳仲裁院共計受理港澳仲裁
案件125件，已結案107件，結案率85.6%，調撤
率近50%，爭議標的額5.55億元人民幣。

“法治是最好的營商環境。”史小慶認為，
修改後《條例》的實施對促進港澳投資，推動港澳
投資高質量發展，促進江蘇省高質量發展邁上新台
階，保護港澳投資者和港澳投資企業、個體工商戶
合法權益，打造更加優良的投資發展環境，推動江
蘇省更大範圍、更寬領域、更深層次對外開放，將
產生重要的作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賀鵬飛 南京報道）香
港是江蘇省第一大外資來源地，迄今香港已在江
蘇累計設立外資企業超過3.3萬家，實際使用外
資2,391億美元，其中，今年前7個月，香港在江
蘇新設外資企業678家，實際使用外資157.1億美
元，同比增長19.2%。

“港資為穩定我省外資規模、保持全國領先
起到了‘壓艙石’作用。”江蘇省商務廳副廳長
孫津說，從行業看，近年來江蘇省利用港資以服
務業為主，佔實際使用港資的約三分之二；製造
業實際使用港資佔比近三成，主要集中在計算
機、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製造業、電氣機械和器
材製造業、專用設備製造業、醫藥製造業等領
域。

鼓勵設跨國（境）地區總部
修改後的《江蘇省保護和促進香港澳門同胞

投資條例》鼓勵港澳投資者在江蘇省設立跨國

（境）公司地區總部和功能性機構，跨國（境）
公司地區總部可以開展跨境資金集中運營業務，
具有投資和財務管理功能的跨國（境）公司地區
總部和功能性機構，可以按照規定參與涉港澳跨
境資金集中管理、跨境放款等業務。符合條件的
跨國（境）公司地區總部和功能性機構的高層次
人員，可以申領海外高層次人才居住證，並享受
相關政策待遇。

孫津透露，截至2021年底，江蘇省已累計
認定331家跨國公司地區總部和功能性機構，其
中丘鈦微、周大福等港資企業或在香港上市企業
佔比近三成。這些外資總部企業在江蘇呈現良好
的發展勢頭，總量規模不斷擴大，發展能力穩步
提升。外資總部企業在技術業態和管理經驗等方
面的溢出，也極大促進了江蘇外資結構優化，推
進了產業鏈集成，擴大了中高端就業，在提升城
市綜合競爭力、推動全省經濟社會高質量發展方
面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促進作用。

香港累計在蘇投資2391億美元

◆江蘇省通過了《關於修改〈江蘇省保護和促進香港澳門同胞投資條例〉的決定》，該決定自2022年
10月1日起施行。《條例》修改的重點在促進港澳投資高質量發展，強化對港澳投資的支持和保障。
圖為中國（江蘇）自由貿易試驗區南京片區。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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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保：對分拆滙控持開放態度
撐所有能改善業績建議

就市場上有投資者提出分拆滙控亞洲業務的

意見，作為滙控最大單一股東的中國平安24日

表態稱對此持開放態度，強調支持投資者提出的任何能

改善滙豐業績、並能為股東帶來長期價值的建議。另

外，平保又強調集團的不動產風險完全可控，在2,200

多億元（人民幣，下同）不動產配置中，一半以上是實

物不動產，另一半不動產相關投資當中，債股各有一

半，沒有重大風險。 ◆香港文匯報記者 岑健樂

中國平安24日舉行中期業績記者會，在中美
地緣政治局勢緊張，以及滙控亞洲業務表

現較其他地區優勝的情況下，近月有不少意見
要求分拆滙控亞洲業務。對此，中國平安首席
投資執行官鄧斌24日表示，作為滙控的股東之
一，中國平安對任何能改善滙控業績，提升效
益的措施建議與意見，都保持開放、支持的態
度。

鄧斌：冀滙控愈做愈好
鄧斌指出，作為長期合作的兩家單位，

“我們是希望它（滙控）愈做愈好，所以未來
的情況怎麼走要看滙豐（滙控），同時我們支
持它（滙控）所有向好向上的努力”。

不過，當被問及中國平安董事長馬明哲有
否和滙控方面進行會面及對話，以及若滙控管
理層堅決表示不會分拆滙控亞洲業務，中國平
安會否減持滙控股份時，公司管理層未有正面
回應。

滙控管理層本月初於滙控的非正式股東會
上回應分拆亞洲業務將會得不償失。滙控主席

杜嘉祺當時指，分拆會涉及大額成本，亦需時3
至5年時間，並影響銀行環球網絡，對亞洲及香
港市場的收入、市場價值等帶來負面衝擊，最
終影響派息。今年6月中，市場曾有研究報告指
出，滙控若分拆亞洲業務，集團的總市值可望
提升20%或265億美元，至1,586億美元。

平保不動產投資風險可控
內房債務問題持續，被問到中國平安的不

動產投資風險時，鄧斌24日表示保險資金投資
是跨越周期的長期資金投資，認為相關風險完
全可控。

鄧斌指，在中國平安2,200億元的不動產
投資中，逾半為實物不動產，提供長期收租現
金流以滿足平保負債需求，餘下部分是不動產
方面的股債投資。

他強調，中國平安在債券投資上有內部評
級，且標準較外部評級還要嚴格。他續指，中
國平安還在尋找優質不動產，會增加在工業園
區、數據中心等的投資，但他慨嘆，現時想尋
找優質不動產愈來愈難。

對於中國平安上半年壽險及健康險新業務
價值錄得按年下跌28.5%，中國平安聯席首席
執行官陳心穎表示，新業務價值下跌，是和集
團在2019年開始的壽險改革有關。不過她強
調，壽險改革已有成效，上半年代理人的人均
新業務價值錄得按年增長約27%。

代理人新業務價值增27%
另一方面，中國平安聯席首席執行官兼首

席財務官姚波24日表示，宏觀經濟有不確定性
令客戶對保險需求減弱，疫情零星爆發也令實
體銷售活動有影響，公司將繼續推動以綜合金
融和醫療業務推動業務的戰略，同時壓縮成本
和費用，以確保全年業績的較好的表現。

姚波續指，現時中國平安的股價仍被低
估，目前股息率約6%，而中國平安會維持目前
穩定的分紅政策與派息方針，即中國平安的派
息與營業利潤掛鈎。

中國平安股價24日收報44.05港元，逆市
升 2.561% ； 滙控則收報 48.55 港 元 ，跌
1.019%。

◆ 市場上
有投資者
提出分拆
滙控亞洲
業務的意
見。
資料圖片

◆姚波（左一）表示，公司將繼續推動以綜合金融及醫療業務推動業務的戰略，
同時壓縮成本和費用，以確保全年業績取得較好表現。圖右三為馬明哲，右一為
鄧斌。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昌鴻攝

香港文匯報訊 為保交樓，防範樓市風
險，中國監管層在持續出台救市政策的同
時，也反覆強調要“落實地方政府屬地責
任”。浙江最新發布通知，將開展房地產企
業與金融機構對接需求調研，事項包括保交
樓項目資金需求情況、推動危困房企項目併
購重組等。對接事項中還包括：支持房地產
企業合理融資需求；落實差別化住房信貸政
策；強化優化金融支持服務；加強全省已簽
約金融機構聯動。據浙江省房地產協會官微
發布的通知，目前該協會已與建設銀行浙江
省分行、工商銀行浙江省分行、招商銀行杭
甬溫分行、浙商資產達成戰略合作，推進了
全省金融機構聯動支持房地產融資需求的工
作。本次調研對象為企業發展過程中遇到階
段性流動性資金困難的浙江省房地產開發企
業。調研企業應經營狀態正常；企業及項目
發展具有較好的市場前景，信用紀錄良好。

國家住建部、央行、財政部等部門近日
出台措施，完善政策工具箱，通過政策性銀
行專項借款方式支持已售逾期難交付住宅項
目建設交付。專項借款精準聚焦“保交樓、
穩民生”，嚴格限定用於已售、逾期、難交
付的住宅項目建設交付，實行封閉運行、專
款專用。有關部門並強調，要堅持法治化、
市場化原則，壓實企業自救主體責任，落實
地方政府屬地責任，切實維護購房人合法權
益。

有分析指，此舉回應了廣大購房者的期
盼，有助恢復市場各方主體的信心。而將政
策性銀行專項借款的舉措納入長效機制政策
工具箱，表明房地產長效機制建設更進一
步。地方政府可根據地方財力、資產負債等
情況，綜合判斷自主決定是否採用政策性銀
行專項借款的方式促進當地房地產市場平穩
健康發展。通過政策性銀行專項借款推進保
交樓，意味着有關部門堅持市場化原則穩妥
化解房地產市場風險。政策性銀行專項借款
能夠發揮撬動作用，銀行貸款也會跟進，助
房地產開發項目走出當前困境，從停滯的狀
態下盡快運轉起來。

中國央行行長易綱周一主持召開的部分
金融機構貨幣形勢分析座談會時，也要求主
要金融機構特別是國有大型銀行要保持貸款
總量增長的穩定性；要保障房地產合理融資
需求。為增加市場流動性，再有城市取消限
購。據微信公眾號“常州日報”發布，江蘇
省常州市自今年9月1日起全面取消二手房限
售。此次調整僅針對二手房，購房人從房地
產開發企業購買的新建商品住房，再次上市
交易時間維持現有政策不變，即：購房人自
取得該房屋不動產權證後滿2年方可上市交
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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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台北捷運公司24日舉行 「旅客
安全2.0 警捷攜力 安全給力」記者會，宣示要透
過提升保全人員素質、提高系統見警率和強化
人員維安訓練及3大措施，守護民眾安全；派駐
於台北車站、忠孝復興站等11站重點車站的菁
英保全人數將增至31名，台北車站、西門站和
重點過河隧道區域的列車巡邏更全面升級由菁
英保全擔任。

北捷指出，捷運系統全線131個車站在營運
時段都配置至少1位保全，重要轉乘車站更增派
1至4名保全人員，2018年起首創在交通場域配
置菁英保全，菁英保全需具備急救證照、軍警
背景退役或持有專業武術證照。

今年7月起，北捷再增加菁英保全人數從18
名至31名，分別駐守台北車站、忠孝新生站、
忠孝復興站、松江南京站、市府站、西門站等
11站重點車站及列車巡邏，其中台北車站、西

門站及重點過河隧道區域的列車巡邏更是全面
升級由菁英保全擔任。

北捷表示，北捷藉由和捷運警察合作，結
合捷警勤務，搭配車站站長及保全勤務，強化
巡邏守望，建構縝密的安全巡邏網，提升系統
見警率。並以 「防偷拍、防性騷擾、防暴力犯
罪」作為重點，再由捷警協助強化捷運人員維
安訓練。

台北市副市長黃珊珊說，北市很多性騷擾
案件都發生在捷運，由於過去捷警和保全沒有
合作，相信這項新維安服務能讓人力做更有效
配置，提升見警率和巡邏頻率，嚇阻不肖之徒
，證明預防勝於治療。

北捷副總經理楊秦恒說，北捷每日運量將
盡200萬人次，現在推出旅客安全2.0服務，未
來民眾會於車廂內看到更多工作人員保護，也
能搭得安心。

（中央社）為振興商圈經濟，台北市商業處表示，商業處和
永康商圈合作，推出 「趣永康 找樂子」系列活動，即日起至9月
18日， 「趣永康 逛好店」消費抽獎活動，民眾在活動期間至永
康商圈推薦好店消費，不限金額即可透過台北通APP參加抽獎活
動，有機會抽中價值上千元的 「商圈特色大禮包」或500元的電
子商圈消費抵用券，總獎價值高達20萬元。

商業處表示，喜愛深度導覽體驗的民眾，8月26日起也可透
過台北通報名參與9月17日及18日兩場次的 「品味生活小旅行
」活動，永康商圈推薦好店也推出多款中秋禮盒，歡迎大家一起

到永康找樂子。
商業處表示，永康商圈是台北市著名的觀光商圈，兼具美食

與新型文創特色，富有濃厚文青色彩，一直都是國內外遊客必訪
景點之一，也因此吸引許多具有台灣特色且知名的伴手禮店至永
康商圈開店。

商業處表示，今年為持續推廣永康商圈，商業處與在地商圈
合作辦理趣永康找樂子系列活動，活動期間至永康商圈超過70
間的推薦好店，凡消費即可開啟台北通掃描店家活動QR Code
獲得抽獎機會，每人每日於同一店家消費可獲得一次抽獎機會，

於不同店家消費則可繼續累計第二次抽獎機會，買越多中獎機率
越大。

商業處表示，9月17日及18日辦理兩場次 「品味生活小旅行
」活動，邀請在地知名的文史工作者水瓶子老師，帶領民眾遊逛
商圈，透過實地走訪歷史軌跡，並進行揉茶或香包DIY手作體驗
，探索永康之美，活動於8月26日起至年9月8日中午於台北通
開放登記報名，名額有限，喜愛的民眾敬請把握。

台北 「趣永康找樂子」
消費抽總價20萬好禮 即日起開跑

（中央社）嘉義市自下午4、5點起，陸續有民眾反映水龍
頭打開聞到奇怪的味道，且水質摸起來滑滑的，懷疑水質出現問
題，自來水公司解釋，今曾進行原華興橋水管橋供水測試，疑似
底層水流到管網，才會導致部分區域水質異常，經調查影響範圍
為嘉義市湖邊里、新厝里、保生里、北新里共4里約1500戶，經
緊急處理後，晚間10點已恢復正常供水。

大範圍地區水質出現異常，連嘉義市長黃敏惠都親自出面了

解，市府也緊急發出公告，指自來水公司因世賢路一段800mm
輸水幹管水質異常，影響範圍為湖邊里、新厝里、保生里、北新
里共4里，為文化路以西、興達路以北、自由路及世賢路580巷
以東至牛稠溪以南，自來水公司緊急處理中，並一度要求上述範
圍市民先不使用自來水或予以排放。

台灣自來水公司第五區管理處副處長蔡博淵解釋，原華興橋
水管橋於去年底完工，因水情穩定，本管段採小流量通水，今早

為測試管線，進行供水調配而增加1000mm蝶閥開度，為避免管
底受到擾動，之前已先行排水，惟該管段屬管總線末端，且管線
直徑達1公尺，導致底下流動性不足的底水被沖到管網。

蔡博淵解釋，因管內水PH值較高，才會讓民眾感覺水有滑
膩感及異味，不過水公司下午接獲民眾反映後，已著手處理，目
前已恢復正常供水，受影響住戶集中在供水主管線兩側，大概
1500戶。

自來水有怪味！嘉義市1500戶居民曝詭異觸感 水公司解惑

北捷宣布升級旅客維安
11處重點車站菁英保全增至31人

陳培哲：疫苗採購應實價登錄
（中央社）民進黨台北市長參選人陳時中在其衛福部長任內

，負責處理的新冠疫苗採購合約封存30年，被質疑有不可告人
的祕密。中研院院士陳培哲說，陳時中的解釋幾乎是越抹越黑，
現在買房子，消費者都可以從 「實價登錄」管道查到房價，政府
更應該遵循此模式，公開疫苗採購價格，唯有誠信透明、開誠布
公，才能避免爭議。

新冠疫情發生2年多來，指揮中心宣稱購買5351萬劑疫苗，
共花了408.6億元，平均一劑價格765元，但各廠牌疫苗的單劑
價格為何，指揮中心卻說事關商業合約，不願意公開。

卸下防疫指揮官的陳時中，一開始說疫苗採購是機密，要保

密30年才能公開，遭外界炮轟後，陳時中又說，不是 「保密」
，而是要 「保存」相關資料公文。陳時中甚至說，資料保存越久
，真相保留越久，未來都可以查閱，隨時都可以公開，沒有問題
。

陳時中對疫苗採購的說法一變再變，疫苗採購價格交代不情
，已成為他在首都市長選戰中的痛點，國民黨台北市長參選人蔣
萬安形容這是陳時中的 「阿基里斯腱」，不少醫學專業人士也覺
得陳時中說法反覆，匪夷所思。

同時具中研院院士身分的台大醫學院教授陳培哲說，官方一
切採購與交易細節，有必要對國人公布且說明清楚，這是政府展

現對人民負責的態度，中央防疫指揮中心本身也該了解，作為政
府單位處理公共事務的標準，最重要的是看人民願不願意接受。

陳培哲進一步指出，全球疫情持續，各國購買疫苗已成為防
疫常態，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在官網特別設置欄位，
公開所有國家購買不同品牌的每劑新冠疫苗價格，但網頁上並沒
有呈現來自台灣的高端疫苗與台灣購買疫苗等相關資訊，各國都
能在聯合國平台公開每劑疫苗採購價，供全球檢視，我國政府對
人民有責任，應比照辦理，讓疫苗價格也 「實價登錄」，台灣如
果有遇到困難，國人有權了解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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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經濟

通達歐洲近200個城市
中歐班列開辟亞歐國際運輸新通道
作為共建“壹帶壹路”的旗艦項目

和標誌性品牌，中歐班列自開行以來，

成為廣受歡迎的國際公共產品。目前，

中歐班列累計開行超過5.7萬列，通達歐

洲24個國家196個城市。國家發展改革

委18日舉行專題新聞發布會，聚焦中歐

班列發展成效和未來前景。

開辟亞歐陸路運輸新通道
截至7月底，中歐班列共鋪畫了82

條運輸線路，通達歐洲24個國家196個

城市，逐步“連點成線”“織線成網”

，運輸服務網絡覆蓋了歐洲全境，形成

了貫通歐亞大陸的國際運輸大動脈。

“中歐班列的開行，完善了亞歐陸路

運輸網絡，拓展了國際聯運通道，大幅提

升了沿線口岸、樞紐節點能力，形成了

‘多向延伸、海陸互聯’的空間布局，開

創了國際物流運輸合作新局面。”國家發

展改革委開放司司長徐建平說。

中國鐵路依托新亞歐大陸橋和西伯

利亞大陸橋，在早期探索開行亞歐國際

列車的基礎上，以重慶、成都、鄭州、

武漢、蘇州、義烏等城市為起點，開行

通往德國、波蘭等國家的中歐班列，拉

開了中歐班列聯通亞歐大陸、推動共建

“壹帶壹路”發展的大幕。

2016年6月8日，中歐班列統壹品牌

正式啟用。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中歐班列進

入規範化、規模化發展階段，開行質量

不斷提升，助力高質量共建‘壹帶壹路’

的效果日益凸顯。2016年至2019年，中歐

班列開行數量從1702列增長到8225列，

三年增長了近5倍。2020年開行突破萬

列，達12406列，2021年達15183列。”

國鐵集團貨運部主任莊河說。

莊河表示，為維護“中歐班列”統

壹品牌，國鐵集團將加強統籌，會同各

地中歐班列開行主體，進壹步統壹使用

規範中歐班列稱謂，共同將中歐班列打

造成具有國際競爭力和美譽度的知名物

流品牌。

搭建沿線經貿合作新平臺
截至7月底，中歐班列累計開行超

過5.7萬列，運送貨物530萬標箱，重箱

率達98.3%，貨值累計近3000億美元。

運輸貨物品類已由開行初期的手機、電

腦等IT產品逐漸擴大到服裝鞋帽、汽車

及配件、糧食、葡萄酒、咖啡豆、木材

等53大門類、5萬多個品種。

徐建平表示，中歐班列不僅是國際

經貿合作的重要橋梁、與沿線國家深化

合作的重要載體，也是推動區域經濟發

展的重要支撐、保障產業鏈供應鏈安全

的“生命通道”。

“我國河南鄭州、重慶等城市的外

向型產業在中歐班列開行後，實現了年

均30%左右的增長；新疆依托中歐班列

進壹步增強了與周邊國家的交流與合作

，助推了新疆絲綢之路核心區高質量建

設。波蘭羅茲、德國杜伊斯堡等城市伴

隨中歐班列的發展，國際物流樞紐地位

不斷提升，當地生產的特色產品搭乘中

歐班列大量銷往中國。”徐建平說。

據介紹，相對於海運和空運，中歐班

列運輸價格是航空的五分之壹，運行時間

是海運的四分之壹，受自然環境影響小、

穩定性高，對具有壹定運量規模和時效性

要求較高的產品具有很強吸引力。

“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後，中歐班列

充分發揮國際鐵路聯運‘分段運輸’、

人員接觸少的優勢，全力承接海運、空

運轉移貨源，有效保障了國際產業鏈供

應鏈穩定。”徐建平說，國內中歐班列

運營平臺主動對接企業出口需求，與

TCL、戴爾、聯想、吉利、沃爾沃等壹

大批企業合作開行了“定制班列”，有

效降低了新冠肺炎疫情對國際產業鏈供

應鏈穩定的沖擊影響。

不斷推動中歐班列高質量發展
關於如何推進中歐班列未來發展，

徐建平表示，將聚焦高質量發展主題，

圍繞“鞏固穩定提升”統籌做好五方面

工作，包括強化中歐班列設施保障能力

、提升中歐班列開行質量效益、創新中

歐班列運行管理和發展模式、構建中歐

班列國際合作網絡、加強中歐班列運行

風險防控。

“我們將以瓶頸路段和擁堵口岸為

重點，積極推動中歐班列國內‘卡脖子’

路段升級改造和重點口岸站擴能改造，積

極拓展與中東歐、中亞、西亞等國家之

間的運行新通道，不斷優化中歐班列集

結中心國內布局，加快中歐班列國內開

行由‘點對點’向‘樞紐對樞紐’的轉

變，深入推進我國與沿線國家中歐班列

政府間合作機制建設，引導和推動相關

國家加快解決其境內中歐班列‘堵點’

‘卡點’問題。”徐建平說。

去年9月，國家發展改革委、國鐵

集團進壹步完善了中歐班列境外通道布

局方案，積極推進提升北、中通道通行

能力，加快南通道培育發展。

莊河表示，在南通道培育發展方面

，將進壹步加強與哈薩克斯坦、阿塞拜

疆、格魯吉亞、土耳其等國家鐵路、港

口、海運等企業的國際合作，推進鐵公

聯運、鐵海聯運等多式聯運發展，共同

促進南通道運輸時效性、穩定性、經濟

性的提升，支持國內城市擴大經南通道

中歐班列運輸規模。

對於“中歐班列+跨境電商”“中歐

班列+國際郵件”等新業態、新模式，海關

總署監管司副司長夏俊表示，海關將積極

加強與鐵路、郵政等部門的合作，提升中

歐班列信息化水平，支持有關城市在符合

監管條件的前提下開展中歐班列運郵測試

，鼓勵引導更多企業參與中歐班列跨境電

商商品運輸，支持新業態、新模式發展。

2022世界機器人大會在京舉行 推動機器人產業高質量發展
綜合報導 2022世界機器人大會開幕式在京舉行。

作為國內規模最大、規格最高、國際元素最豐富的機器

人盛會，世界機器人大會已成為融合科技與產業、交流

研發與應用、溝通中國與世界的重要橋梁紐帶。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北京市委書記蔡奇，全

國政協副主席、中國科協主席萬鋼出席開幕式並參

加啟動儀式。

本屆大會以“共創共享 共商共贏”為主題，

由北京市人民政府、工業和信息化部、中國科學技

術協會主辦，中國電子學會、北京市經濟和信息化

局、北京經濟技術開發區管委會承辦，共設置論壇

、博覽會、大賽三大板塊以及系列配套活動，得到

了24家國際機構支持。

大會論壇由壹場開幕式、三場主題峰會、40余

場專題論壇及配套活動組成，以線上線下結合、境

內境外互動的方式進行，共邀請到了來自15個國

家和地區的300余位重量級嘉賓齊聚，分享機器人

領域前沿學術成果和發展趨勢，激發未來智能社會

暢想。論壇創新演講模式，仿人機器人、仿生機器

人、無人機等熱點實物紛紛亮相講臺。

從科技創新到產業落地，從國內黑科技到國際

視野，“高精尖”技術與產品集中亮相本屆博覽會

，30余款全球首發新品也在現場集中發布。

本屆博覽會共有130余家企業，攜500余件展

品參展，在4萬平方米的展區內為觀眾帶來壹場場

科技體驗秀，在展示機器人產品最前沿技術的同時

，也讓觀眾更直觀地感受機器人技術發展融入千行

百業後為生產生活帶來的變化。耐高溫消防滅火機

器人、會唱歌的人形機器人、遊弋池中的智能仿生

機器魚、百余只“機器狗”現場熱舞、無人機表演

空中造景……本屆博覽會亮點紛呈，將充分展示世

界機器人大會的科技“大手筆”。

機器人界的“奧林匹克”——世界機器人大賽

已於18日正式拉開帷幕，四大賽事賽程正式開啟。

2022世界機器人大賽設共融機器人挑戰賽、BCI腦控

機器人大賽、機器人應用大賽、青少年機器人設計大

賽共四大賽事，下設56個賽項、142個競賽組別。

本次大賽錦標賽參賽選手由往屆優勝隊伍和本

年度選拔出的優秀賽隊組成，共計收到了12000余

名選手的報名信息，火熱程度創下歷屆之最，經嚴

格報名審核後，每日4000余名精英機器人賽手在大

會現場同場競技。同時，大賽計劃於全年舉辦近60

場城市選拔賽，選拔出的精英賽手將參加本年度總

決賽和錦標賽，參賽選手已遍布全國32個省級行

政區域，參賽人數將首次突破60000余人次。

2022世界機器人大會匯集全球產業資源和專家

智慧，集結世界頂尖企業展示最新科技成果，為推

動機器人產業高質量發展，建設制造強國、健康中

國，提供了有力支撐。《中國機器人產業發展報告

(2022)》、《先進機器人與自動化學術論文集》、

機器人十大前沿熱點領域、機器人十大應用熱點產

品等成果也將在本屆大會發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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