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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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社奧斯陸29日綜合外電報導）育有10名子女的美國億萬富豪馬斯克
（Elon Musk）今天呼籲，世界需要 「生育更多小孩」，並應繼續挖掘石油。

法新社報導，全球首富馬斯克一再警告，低出生率將對文明構成 「危險」。
他在挪威參加能源會議前呼籲，世界正面臨 「嬰兒危機」。

被問及世界面臨的最大挑戰時，馬斯克提到過渡到再生能源的問題，但他強
調，出生率是 「我最…關切的問題之一」。

特斯拉（Tesla）與太空探索科技公司（SpaceX）創辦人馬斯克在挪威西南部
的斯塔萬格（Stavanger）告訴媒體記者： 「我們不希望人口數量下降到那麼低，然
後最終大家都死去。我們至少要生出足夠嬰兒來維持人口數量。」

許多西方國家和中國等人口稠密國家正面臨出生率下降和高齡化社會的問題
。

馬斯克指出： 「人們說，文明可能隨著一聲巨響或一聲嗚咽死去。如果我們
沒有足夠小孩，我們將穿著成人尿布嗚咽而死。這太令人沮喪了。」

他也強調，地球仍需要更多化石燃料來源。
「我認為，實際上我們短期內確實需要繼續使用石油和天然氣，否則文明將

會崩潰。目前也有必要進行一些新的探勘。」
曾3度離婚的馬斯克是10個孩子的父親，其中一個孩子在年僅10週大時夭折

。

馬斯克馬斯克：：地球仍需要石油地球仍需要石油 籲生育更多小孩籲生育更多小孩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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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聯邦儲備銀行主席鮑爾今午再度表示，中央
銀行將繼續提高利率以抑制通貨膨脹，美股全面下挫
超過百分之三以上，是今年六月十六日以來最大之跌
幅。
鮑爾表示，我們別無選擇，在未來的貨幣政策將

會繼續緊縮以對付通貨膨脹，這將意味著經濟成長緩
慢就業市場緩增，對家庭和企業會帶來一些陣痛。
週五下降之幅度，把八月份之漲幅全部消失，使

投資人失去信心，而使股市繼續不振。
我們始終認為，経濟問題是個全面性治標及治本

之問題，基本層面之堅實基礎是最重要的一面，今天
的通貨膨脹是個全世界之問題，而非是局部的，由于
疫情戰爭所造成之產業失衡和供應鍊中斷，物價自然
上漲，每個國家和地區都無法置身事外。
中央銀行之利息上升來抑止通膨是目前僅有之方

法和手段，只待世界和平到來，疫情過去可能才有解
決之良方。
大量印鈔來支持國家財政赤字，也是通膨之罪魁

禍首，當流動在市面上之面鈔過多，也是物價上漲之
主要原因。

美 股 慘 跌美 股 慘 跌

Wall Street Ends Up In A HoleWall Street Ends Up In A Hole
As Federal Reserve chairman Powell signaled that the central

bank would keep hiking the interest rate to tame inflation , Wall
Street ended Friday with all three benchmarks more than 3%
down.

The Nasdaq declines had its worst daily performance since
June 16th.

In a speech, Powell said, “The U.S. economy will need a
tight monetary policy for some time before inflation is under control.
That means slower growth and a weaker job market and more pain
for households and businesses.”

We have always believed that the economic problem is a
comprehensive problem and also a worldwide issue. Due to the
pandemic, the war and supply chain interruptions, prices naturally
will rise. Every country and every populated area cannot ignore or
stay out of the matter.

At the present time, the only thing the central bank can do is to
continue raising the interest rate and just wait for the world’s
situation to improve.

Continuing to print money to support the high cost of the
government’s expenses is also a major reason that inflation
continues and is not stopp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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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奧組委原理事涉嫌受賄被捕
涉事企業供應開幕式日本隊服

綜合報導 東京地方檢察廳逮捕

了東京奧組委原理事高橋治之，理

由是其涉嫌從東京奧運贊助商AOKI

控股處收受賄賂，金額總計5100萬

日元（約合人民幣257萬元）。同

時，AOKI控股前會長青木擴憲等3

人也因涉嫌行賄被捕，該公司是日

本男裝巨頭，設計提供了日本代表

隊開幕式隊服。

東京地檢表示，高橋收到青木

等人的要求，就東京奧運會贊助合

同和官方授權合同進行有利安排，

在 2017 年 10 月至

2022年 3月期間，

共有5100萬日元的

賄賂金被轉入他名

下壹家公司的賬戶

中。

日本放送協會

NHK援引知情人士

的話稱，高橋的公

司在2017年9月與

青木等人的資產管

理公司簽訂了咨詢

合同，隨後在2018年，AOKI控股

就成了東京奧運的贊助商，並獲得

銷售官方特許產品的授權。

高橋被懷疑將AOKI控股作為

候選贊助商介紹給了組委會高管，

青木等人還曾向高橋遞交壹份文件

，要求他們加快對特許產品的審批

工作。

知情人士透露，高橋在被捕前

對特搜部的所有質詢都予以否認，

他聲稱自己沒有不當行為，所收到

的款項也都是合法報酬，然而，青

木在接受質詢時則說，他對高橋作

為理事的能量寄予厚望。

據日本共同社報道，高橋今年

78歲，其涉嫌用來收錢的企業是東

京壹家體育相關咨詢公司 COM-

MONS，他還曾任日本廣告業巨頭

巨電通公司的專務董事，在足球界

等日本國內外體壇人脈甚廣，2014

年6月起擔任東京奧組委理事。

AOKI控股則是青木擴憲於1958

年創立的公司，日本男裝巨頭，東

京奧運期間，AOKI為日本代表隊設

計了開幕式服裝和儀式服裝，還負

責提供裁判服。

對於高橋被捕的消息，東京奧

組委負責善後的清算法人表示，

“我們是通過媒體得知此事的，感

到非常驚訝，將全力配合調查。”

AOKI控股方面回應稱，“我們

已經了解到相關報道，正在核實有

關情況，暫時不予置評。”

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當天也

進行了表態，稱她對此事感到“非

常失望”。

泰國南部發生17起縱火爆炸
襲擊者進便利店放炸彈：不想死就離開

綜合報導 泰國官員當天表示，該國最南端幾

個府壹夜之間發生了壹連串縱火和爆炸襲擊。美

聯社稱，近20年來，這壹地區壹直存在活躍的叛

亂分裂活動。

泰國軍方發言人普拉莫特· 普羅敏（Pramote

Prom-in）表示，周二晚上在泰國南部北大年府、

那拉提瓦府和也拉府至少發生了17起襲擊事件，

大部分發生在便利店和加油站。其中，北大年府

發生了2起襲擊，也拉府發生了6起，那拉提瓦府

發生了9起。損壞最嚴重的是北大年府壹家加油站

，它被燒毀。報道稱有3名平民受傷。目前還沒有

人聲稱對此事負責。

這名發言人說，周二晚上的壹些襲擊者“打

扮成女性，騎著摩托車，還多次使用汽油彈，把

它們扔進目標地點。”他說道：“很明顯，反叛

分子仍然致力於對人民使用暴力，破壞民眾對經

濟的信心，制造不確定性，破壞政府體制。”

發言人補充說，泰國軍方已下令派出部隊為

在現場工作的爆炸物處理小組提供安全保障。

當地警方壹名官員薩拉尤斯· 科恰旺（Sara-

yuth Kotchawong）表示，他在午夜收到報告稱，

壹名嫌疑人在晚上11點50分進入了位於也拉府雅

哈區的壹家加油站的便利店，在櫃臺上放了壹個

黑色袋子，並警告店員如果“不想死”就離開。

在員工和客人離開了便利店10分鐘後，袋子爆炸

了。爆炸對商店造成了壹定程度的破壞，但沒有

人員傷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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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馬來西亞前總理納吉布·

拉紮克就主權投資基金“壹馬公司”相

關貪腐案判決發起最後壹次上訴，獲馬

來西亞聯邦法院、即最高法院受理，18

日起至26日舉行聽證，將就納吉布定罪

和刑罰作出最終決定。

納吉布所涉貪腐案歷經初審、二審

，法院裁定納吉布犯有濫用權力、洗

錢、背信等罪，維持12年監禁和2.1億林

吉特(當時約合5000萬美元)罰款判決。

納吉布以初審主審法官涉“利益沖

突”、判案帶“偏見”為由，向聯邦法

院申請重審，並提交新證據。聯邦法院

兩天前駁回重審請求，但是同意受理被

告上訴。這將是納吉布尋求翻案或改判

的最後機會。

納吉布本人到庭。然而，當天法庭聽

證剛開始，他的辯護律師希夏姆就向審理

本案的聯邦法院法官提出想“撂挑子”，

理由是“時間倉促”“準備不足”。

“我首先想真誠致歉，我無法繼續

進行這宗上訴。我當時接下本案是判斷

失誤。”希夏姆請求法官批準延期聽證

，否則將不得不自行退出本案辯護。法

官討論後拒絕了他的要求，庭審繼續。

希夏姆上月受聘擔任納吉布辯護律

師。他先前要求法院給予三四個月時間

準備上訴，但是遭到法院拒絕。

納吉布現年69歲，2009年就任總理

後設立“壹個馬來西亞發展公司”(壹馬

公司)基金，旨在促進國家經濟發展，然

而最終累積不少債務。美國司法部調查

稱，“壹馬公司”基金中至少45億美元遭挪用。

吉隆坡高等法院2020年7月認定納吉布收受“壹馬

公司”前子公司SRC國際公司4200萬林吉特(1000萬美

元)賄賂並轉入其個人賬戶，作為“回報”，納吉布授意

政府為SRC國際提供高額貸款擔保。法院裁定納吉布所

涉背信、濫用權力、洗錢等7項罪名全部成立，判處他

12年監禁及罰款。

納吉布不認罪，提起上訴。他辯稱自己誤以為進入

其賬戶的資金是沙特阿拉伯王室捐款，而其涉案部分行

為是出於維護“國家利益”。但上訴法院法官認定沒有

證據支持納吉布的說法，維持原判。

“壹馬公司”現已停止運作。受納吉布貪腐醜聞

等影響，以馬來民族統壹機構(巫統)為核心的多黨執

政聯盟2018年 5月在國會選舉中敗給反對黨聯盟，納

吉布辭去巫統主席職務並卸任總理。納吉布卸任後受

到40多項“壹馬公司”相關指控，但他壹直否認有罪

。馬來西亞政壇也經歷壹系列震蕩，巫統壹度退出執

政聯盟。

上訴期間，納吉布仍保留議員身份。如果終審維持

有罪判決，納吉布將成為馬來西亞首名入獄服刑的前總

理。這將斷送他謀求再次參選或擔任公職的機會，除非

獲得最高元首赦免。

李著華觀點李著華觀點::毀法但恐無罪毀法但恐無罪----
川普私藏國家機密檔案難了川普私藏國家機密檔案難了

川普在佛羅里達州棕櫚灘的豪宅”海湖莊園”
(Mar-a-Lago) 私藏了大量國家機密檔案在遭到聯邦
調查局FBI搜索取走後引發了軒然大波, 由於共和黨
的強力譴責司法部與白宮手段粗暴, 一般民眾也認為
對前總統的突襲不合道理, 所以偵辦這一案子反使川
普成為遭受迫害的一方, 完全曲解了原意。

根據美國“總統記錄法”(Presidential Re-
cords Act), 任何屬於國家機密的文件檔案,總統在卸
任後都必須歸還給國家檔案局, 任何偷竊、刪除、銷
毀與私藏國家機密文件者都違反法律, 令人諷刺的是
, 原本違反這個法只屬於一般犯罪(crime), 但川普在
2016年總統大選時,競爭對手希拉蕊因為陷入”郵
電門”, 所以川普在當選總統後信誓旦旦促成國會修
訂此法為重罪(felony),違反者除坐牢罰款外, 更嚴重
的是不能再擔任任何公職, 所以現在他可說是自作自
受了。

美國檔案局NARA 原本今年初發現川普私藏了
很多機密文件要求他歸還，但他只還了一部分,於是
向司法部舉報, 才促成了這一次的搜捕行動， 雖然
拜登總統說他在聯邦調查局採取行動之前並不知情,
但紐約時報報道稱，拜登一直在告訴他的助手，他

希望司法部長加蘭起訴川普,一份新公佈的信件顯示
，拜登確實知道司法部長授權聯邦調查局突襲川普
的莊園。 根據一份特工宣誓書，從海湖莊園獲得的
15個箱子中，發現了184份機密文件，其中25份標
着“絕密”，還有一些標有“FISA”等國家安全信
息的箱子, 至於尚未解密的有可能包括川普試圖掩蓋
一些醜聞,如他和金正恩的通話，他在扣押對烏克蘭
的軍事援助，要求澤倫斯基總統調查自己的政敵拜
登的通話等, 所以當這份宣誓書公佈後不久，川普發
表了一份情緒激動的聲明，稱這次搜查是“對我的
家的非法入侵”。他還表示，聯邦執法部門在實施
“一種完全的公關花招”，而自執行搜查以來，針
對FBI的暴力威脅有所增加, 由於預料到川普的支持
者可能會採取暴力行動，這份宣誓書中的代理人要
求將其封存以確保自己的人身安全。

日前司法部已朝著違反間諜法、妨礙司法公正
以及對政府檔案處理的犯罪行為“三個方向調查，
不過根據以往的記錄, 對於總統的指控很少出現過,
如越南戰爭的五角大樓極機密文件被洩露後也沒有
任何的指控, 再加上川普所具有的群眾基礎, 最終的
結果很可能使他的毀法行為最終無法起訴定罪。

IAEAIAEA專家趕往戰火中的核電站專家趕往戰火中的核電站
(綜合報道）“國際原子能機構（IAEA）代表團將於本週抵達扎波羅熱核電站。”IAEA

總幹事拉斐爾·格羅西29日對外宣布了這則消息。克里姆林宮當天對此表示歡迎，希望此行
能確保扎波羅熱核電站的安全。而扎波羅熱軍民行政機構人員在社交媒體上說：“在烏克蘭
武裝分子的砲擊下，扎波羅熱核電站1號大樓的屋頂被擊穿。這裡保存有紮波羅熱核電站反
應堆的燃料。”

今日俄羅斯電視台報導稱，格羅西29日在推特上寫道：“由專家組成的IAEA團隊正在
前往扎波羅熱核電站的途中，並將於本週抵達。我們必須確保烏克蘭和歐洲最大的核電站的
安全及其完好性。我很自豪能夠率領這個團隊。”IAEA新聞部門29日也表示，該特派團將
在核電站執行多項任務，包括評估對核電站造成的物理損壞，確定設施安全和安保系統的運
行情況，以及採取緊急措施確保核電站的安全。

俄新社報導稱，俄總統新聞秘書佩斯科夫29日表示，俄希望IAEA代表團訪問扎波羅熱
核電站。俄認為，所有國家都應該向烏克蘭施壓，這樣可以緩解軍事緊張局勢，使其停止砲
擊核電站和鄰近地區，從而防止威脅到整個歐洲的安全，考慮到烏克蘭正在對核電站進行砲
擊，俄將盡力確保IAEA代表團的安全。佩斯科夫強調，此次不會討論在核電站周邊建立非軍
事區問題。
“秘密會議”與“反攻”

烏克蘭國家通訊社28日稱，烏總統府表示，總統澤連斯基當天召集國防和安全部門的代
表舉行了閉門“秘密會議”。烏武裝部隊、情報機構、國防部、內政部、安全局等部門的負
責人出席了會議。

報導稱，與會人員聽取了前線作戰情況的通報，討論了安全和國防問題。此外，會議還
關注了烏軍的需求以及與烏國際夥伴在各層面協調的問題。澤連斯基在社交媒體上發布的視

頻稱：“我們討論的所有問題都很重要，我不會詳細說明，
但在烏方下一步的行動中，佔領者會感受到它的成果。每一
個恐怖分子都會因襲擊我們的城市而受到懲罰，包括扎波羅
熱、哈爾科夫、頓巴斯等。他們都會遭到回擊。”

據路透社報導，當地時間29日，烏克蘭軍方證實已在烏克蘭南部展開針對俄羅斯軍隊的
反攻行動，行動目標包括奪回烏南部重鎮赫爾松。若屬實，這意味著烏軍醞釀數月、並屢次
遭到質疑的“夏季大反攻”開始了。但截至發稿時，《紐約時報》表示無法立刻對烏軍所述
進行證實。俄塔社則援引赫爾松當地政府官員的話回應稱，基輔的反攻“無效”，沒人前進
也沒人撤退，這是烏軍的“錯覺”，是“一場電影”。

美國《華盛頓郵報》28日援引五角大樓的消息稱，美國國防部通過擴大海運的方式向烏
克蘭供應武器和彈藥，以便向烏克蘭提供更多軍事支持。在俄烏衝突爆發的數週後，美國國
防部就開始從海路向烏克蘭運輸武器裝備。但當時美軍對烏武器運輸的主要方式是速度更快
的空運。

報導稱，隨著局勢的不斷升級，烏方提出的武器需求日漸增加，美軍持續向烏克蘭提供
榴彈砲等重型武器之後，空運在運力上的劣勢進一步凸顯。因此，美軍擴大利用運力更大的
海上運輸方式向烏克蘭提供更多的軍火。另據俄《消息報》29日報導，五角大樓正在為烏克
蘭招募一年前逃到美國的阿富汗飛行員。他們已經在加利福尼亞開始訓練，之後他們計劃經
波蘭前往烏克蘭。

美國《國家利益》雜誌28日發表專欄作家馬爾蒂尼的文章稱，西方國家將無法阻止俄在
特別軍事行動中獲勝。烏克蘭取得勝利是不現實的，不值得為此付出巨大代價。英國《泰晤
士報》28日引述英國國防部消息人士的話報導稱，英國能夠提供給烏克蘭的武器也將耗盡。
實際情況就是如此。英國向烏克蘭提供的資金年底前將枯竭 。英國新一屆首相將決定是否為
烏克蘭提供數十億英鎊的資金，而英國自身狀況正處於緊張狀態。俄軍事專家29日表示，西
方想通過軍援讓烏克蘭勝利注定要失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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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事活動不斷
紮波羅熱核電站成俄烏沖突新熱點？

近期，紮波羅熱核電站似乎成為俄

烏沖突中的新熱點。俄烏多次相互指責

對方在核電站區域進行軍事活動，引發

多方對核安全的擔憂。

當地時間19日，俄羅斯總統普京和

法國總統馬克龍在通話中表示，同意盡

快派遣壹個國際原子能機構的專家團前

往紮波羅熱核電站進行檢查。當天，正

在烏克蘭訪問的聯合國秘書長也表示，

國際原子能機構將在考慮俄烏雙方意見

後決定前往核電站的路線。

俄將切斷核電站與烏電力連接？
《紐約時報》援引烏克蘭國家核電

公司(Energoatom)消息稱，俄羅斯正準備

切斷紮波羅熱核電站與烏克蘭電力系統

的連接，該過程“復雜且具有潛在風

險”。俄方將不得不關閉核電站反應堆

以改變供電線路。這意味著，維持核電

站冷卻系統的電力將來自柴油發電機，

而這可能增加核設施發生事故的風險。

據報道，紮波羅熱核電站全面運作

時，可滿足烏克蘭約10%的電力需求，

為400萬戶家庭供應電力。但在反應堆

下線的過程中如果發生電源故障，可能

導致冷卻系統出問題，引發類似於2011

年的日本福島第壹核電站事故。

烏克蘭國家核電公司在聲明中稱，認

為俄方正準備在紮波羅熱核電站進行“大規

模挑釁”。俄國防部發言人也曾表示，烏

方計劃在紮波羅熱核電站發起挑釁。

《紐約時報》表示，無法獨立核實

烏方對俄羅斯意圖的指控，俄方沒有立

即對此事作出回應。

另據法新社報道，聯合國秘書長古

特雷斯在訪問烏克蘭期間，敦促俄方不

要切斷核電站與烏克蘭電網的連接，他

表示，來自紮波羅熱核電站的電力“是

烏克蘭的電力”。

風險仍存，俄烏繼續互相指責
俄軍輻射、化學和生物防護部隊司

令基裏洛夫18日發表聲明表示，自7月

18日以來，烏克蘭武裝部隊多次使用多

管火箭炮、大炮和無人機對紮波羅熱核

電站地區進行攻擊。截至8月18日，俄

方已記錄了12次炮擊。

俄新社援引紮波羅熱州政府代表羅戈夫

的消息報道，由於烏克蘭武裝部隊可能炮擊

核電站，俄方已加強對核電站的保護。

此外，在社交媒體上，出現了紮波

羅熱核電站前員工和現員工錄制的視頻

，他們呼籲基輔停止炮擊核電站。

其中有人表示，過去的幾周裏，很多城

市和核電站區域本身都發生了炮擊，並呼籲

烏方“停止危險和輕率的行動”。“這可能

導致國際災難，人們會因此死去。”

烏通社則在報道中指出，自8月5日

以來，俄軍壹直在定期炮擊紮波羅熱核

電站領土，且由於俄方的襲擊，核電站

乏燃料儲存設施周圍的三個輻射監測傳

感器受損。

此外，烏方表示，已在烏克蘭國家

核電公司紮波羅熱駐地建立由政府多個

部門參與的危機指揮部，負責全天候監

測紮波羅熱核電站周邊的情況。

俄法總統同意調查核電站
俄烏多次相互指責對方在紮波羅熱

核電站區域進行軍事活動，引起了多方

對核安全的擔憂。19日，該問題也成為

聯合國秘書長、土耳其總統和烏克蘭總

統會談的主題之壹。

據法新社報道，烏克蘭總統和聯合

國秘書長古特雷斯都同意該核電站必須

“非軍事化”。

在聯合國安理會本月11日召開的會

議上，古特雷斯就曾呼籲俄烏雙方在紮

波羅熱核電站附近停火，並提議在這片

區域上建立“非軍事區”，但此提議被

俄方拒絕。

俄外交部表示，俄方無法接受將紮

波羅熱核電站及其附近地區“非軍事化”

的提議，因為這將使該設施在烏方持續

發起挑釁的情況下變得“更脆弱”。

法國國際廣播電臺評論稱，19日的

外交磋商結果顯示，雖然聯合國和烏克

蘭呼籲將紮波羅熱核電站非軍事化，但

尚無跡象表明有可能達成協議，占據該

處的俄方沒有被邀請參加這次會議，因

此很難達成協議。

同樣在19日，俄羅斯總統普京和法

國總統馬克龍也進行了通話，雙方強調

了盡快向核電站派遣國際原子能機構特

派團的重要性，以便對現場情況做出真

實準確評估。俄方確認願意向國際原子

能機構核查人員提供必要的協助。

在這個問題上，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

表示，已與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討論了

國際原子能機構代表團安全抵達核電站的

細節。他表示，俄羅斯應立即無條件允許

國際原子能機構進入核電站，並立即無條

件地將其軍隊從核電站相關區域撤出。

據烏通社報道，烏克蘭外長庫列巴

表示，國際原子能機構總幹事格羅西已

接受烏克蘭方面的邀請，近期將率團訪

問紮波羅熱核電站。

聯合國秘書長則表示，國際原子能

機構將在考慮俄烏雙方意見後決定前往

核電站的路線。

頂不住抗議
德國宣布降低天然氣增值稅稅率
綜合報導 眼下，歐洲人無暇他顧，

通脹危機和能源危機已經讓他們焦頭爛額

。在德國，為應對天然氣短缺問題，德國

政府及政府持有股份的能源供應商決定向

消費者收取天然氣附加費，此舉引發民眾

的不滿情緒。18日，德國政府想出了壹個

招兒來安撫民眾。

18日，德國總理朔爾茨召開新聞發布

會，宣布德國將暫時降低天然氣的增值稅

稅率，由原來的19%降低至7%。

德國總理 朔爾茨：政府決定暫時將

天然氣消費的增值稅降低到7%，只要天然

氣附加費還繼續征收，這個稅率就會壹直

保持，也就是說會持續到2024年3月31日

。通過這項措施，我們能夠大大緩解天然

氣消費者的負擔，足以覆蓋征收附加費帶

來的額外負擔。

就在前壹天，朔爾茨在柏林郊外新魯

平出席活動時，遭遇了大批民眾的抗議。

民眾之所以如此憤怒，是因為本周早

些時候，德國能源供應商公布了壹項天然

氣附加費的具體數額，從今年10月1日開

始，德國所有的天然氣用戶必須為每千瓦

時的天然氣多支付2.419歐分的費用。按這

個費用計算，壹個四口之家每年的生活成

本將增加大約480歐元，約合3300元人民

幣。這筆費用的征收是德國聯邦政府本月

早些時候通過的，來幫助天然氣供應商應

對天然氣價格上漲的情況。

目前德國約有壹半的公寓使用燃氣供暖

，三分之壹的企業以天然氣為主要能源。經

濟學家擔心，征收天然氣附加費，不僅將大

幅推高德國的通脹，加重居民生活負擔，還

會進壹步降低德國工業的競爭力。

在物價飛漲、能源短缺的危機背景下

，天然氣還要繼續漲價，這波操作立刻引

發外界批評。德國左翼黨批評政府將負擔

單方面施加在消費者身上的做法是“完全

錯誤”的，還呼籲民眾走上街頭抗議天然

氣附加費。

收取天然氣附加費壹事在網絡上也引

發廣泛討論，很多網民表示非常憤怒。

“由客戶為糟糕的政策買單，實在太讓人

憤怒了。而與此同時，能源公司正在賺取

高昂的利潤。”

“根本沒有什麼天然氣危機。匈牙利

正從俄羅斯購買額外的天然氣，那裏壹切

都好。而我們德國人卻為了意識形態原因

抵制‘北溪-2’天然氣管道，就要變得窮

困潦倒。這不是天然氣危機，這是政府危

機！”

根據法律規定，新增的這部分附加費

也是要收取增值稅的。面對反對聲浪，德

國政府最初尋求把這筆附加費的增值稅率

降到0%，然而這樣的計劃被歐盟否決了。

於是，德國政府將針對天然氣的整體增值

稅稅率從通常的19%，降到了優惠稅率的

7%，希望以這種方式緩解消費者負擔。

騎自行車出行減排效果如何？
國際最新研究給出全球性評估數據

綜合報導 騎自行車對減少碳排放的效果如何？施普林格· 自然《通訊-

地球與環境》最新發表壹篇交通運輸研究論文給出壹個相當可觀的量化數

據：如果地球上每個人每天騎自行車1.6公裏——類似丹麥的騎行模式，全

球每年或許能減少4.14億噸碳排放，如果每個人每天騎自行車2.6公裏——

類似荷蘭的騎行模式，全球每年或能減少6.86億噸的碳排放。

這壹研究結果，基於對1962-2015年各國自行車產量、擁有量、使用

量開展的壹次全球性評估。

該論文稱，交通運輸領域占到全球燃料相關溫室氣體排放的四分之

壹，其中有壹半來自私家車，包括乘用車和卡車。已知騎自行車能減少

排放，但自行車在大部分國家的交通運輸中只占壹小部分。全球自行車

產量、交易量、庫存和使用量的歷史模式壹直沒有得到很好的特征分析

，因而無法全面調查自行車在可持續道路交通運輸中的作用。

論文通訊作者、丹麥的南丹麥大學劉剛和合作者編制出壹個覆蓋

1962年至2015年各國自行車擁有量和使用量的全球數據集。他們發現，

全球自行車產量的增速在這壹時期超過了汽車，中國的產量在2015年占

全球自行車產量的65.7%，其次是巴西5%、印度4%、意大利2%和德國

2%。他們還發現，自行車擁有量高未必等於自行車使用量高——騎車出

行只占世界上大部分國家日常出行的5%不到。

論文作者指出，如果人們仿照丹麥的自行車使用模式，也就是壹天

騎行1.6公裏，每年或許能減少4.14億噸碳排放，相當於英國2015年的

全年碳排放。如果仿照荷蘭的自行車使用模式，每年或能減少6.86億噸

碳排放。

論文作者表示，目前亟需通過全球政策規劃和基礎設施建設推行可持

續騎行，包括用稅費政策引導少開車、鼓勵騎行教育和倡導騎行文化，以

及有效的自行車道規劃和建設。他們總結說，如果全球推行類似丹麥和荷

蘭的支持騎行政策以及基礎設施建設，或能釋放巨大的氣候獲益。

黑山議會通過對政府不信任案投票

綜合報導 黑山議會以50票贊成和1票反對(81名議員中51人參加了投

票)的投票結果，通過了對阿巴佐維奇領導的第43屆政府的不信任投票。

8月3日，黑山總理阿巴佐維奇和塞爾維亞東正教牧首佩裏奇在波德

戈裏察簽署《黑山與塞爾維亞東正教會基本協議》。久卡諾維奇總統領

導的社會主義者民主黨及議會中的社會民主黨、社會民主者黨、阿爾巴

尼亞族民主聯盟等小黨派，以協議違反憲法、協議審批不合規等為由，

隨即發起針對政府的不信任案投票。黑山議長久羅維奇收到提案後宣布

，議會將於8月19日召開特別會議，對政府進行不信任案投票。

黑山議會於2022年2月4日以43票贊成、11票反對的表決結果通過

由時任副總理阿巴佐維奇牽頭提交的政府不信任案。總統久卡諾維奇3

月3日提名阿巴佐維奇為新總理人選，並授權其組閣。黑山議會4月28

日投票通過由聯合改革運動領導人德裏坦· 阿巴佐維奇擔任總理的少數

派政府名單。

“薪資已死”？通脹高企
阿根廷民眾為工資辦“葬禮”

綜合報導 部分民眾在阿根廷首都布宜諾

斯艾利斯街頭為工資舉辦“葬禮”。

報道稱，壹些女人身穿黑色喪服，頭戴寫有

“RIP最低工資”的花冠，遊行隊伍中還有人擡

著巨大棺材，“哀悼”工資的“死亡”。

在這場象征性的葬禮中，有橫幅寫著

“薪資已死”，有人攜帶的阿根廷薪資“臨

床病史”圖表顯示，通貨膨脹如何壹步步

“吞噬”了工資的價值。

據報道，盡管阿根廷政府多年來努力遏

制物價上漲，但在今年底，該國的通貨膨脹

預計將達到90%，吞噬人們的購買力。

阿根廷國家統計局(INDEC)數據顯示，該

國的官方月最低工資為45540阿根廷比索(約

合人民幣2281元)，而壹個由兩個成人和兩個

孩子組成的四口之家，每月基本的食品支出

為111298比索(約合人民幣5576元)，是最低工

資的兩倍多。

壹名抗議人士稱，“我們今天替工資舉

辦象征性的葬禮，不得不說，這傳遞了阿根

廷所有勞動者的處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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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國家性病聯盟董事會（National Coalition of STD Directors）執行董事大
衛•哈維（David C. Harvey）的評論文章稱，聯邦政府本月早些時候推出的減少猴痘疫苗注射
計量以擴大接種範圍的“節約”舉措，讓奮戰一線的醫務工作者深感挫敗。這個新的舉措重複
著之前同樣的戰略錯誤，就是沒有能提供足夠的資金。

哈維提到，聯邦政府沒有提供必要的資金來維持病毒檢測、治療和疫苗接種，而這些服務
對於抗擊像此次猴痘疫情這樣的傳染病暴發至關重要。他批評稱，當聯邦衛生官員在發布會上
吹噓他們的疫情應對時，全美各地的診所都在尋求援助，患者們正在承擔後果，但“事情本不
必如此”。

“我們本來能夠遏制猴痘，因為它很早就被發現，而且（我們）還有檢測、安全的疫苗和
有效的治療方法。然而，公共衛生體係因兩年多的新冠疫情而長期缺乏資金，甚至經常沒有足
夠的檢測拭子、注射器等基本用品，所以連最基本的考驗都沒經受住。”哈維說。

哈維表示，解決疫情危機最有效的方法一次又一次地因缺乏資金，而未能在最需要它的患
者身上起到作用。 “當政府最開始提供少量Jynneos疫苗時，這些疫苗很快就用完了。診所的
醫務人員只能動用本就非常緊張的預算，盡可能安排新的預約、分流患者、重新分配人員負責
接種疫苗。然而，即便是政府頂不住壓力擴大疫苗供應時，診所依然沒有獲得資金來迅速提供
疫苗，患者們再次陷入絕望的困境。”

哈維指出，“（猴痘）確診病例已經超過1.5萬例，我們不能讓猴痘在美國傳播”，政府
宣布猴痘疫情進入緊急狀態、聯邦協調員承諾採取措施糾正疫情應對措施，但最主要的是聯邦
政府要為實施這些舉措提供資金。

“如果不這樣做，我們將看到歷史在慢鏡頭中重演，患者在痛苦中等待、病例數螺旋式上
升都是可以預見的。”他最後說道。

（綜合報導）美國司法部律師們正在起草針對蘋果公司的反壟斷案，指控該公司“濫用市
場力量扼殺小型科技公司，包括應用程序開發商和與之競爭的硬件製造商”。消息人士稱，美
國司法部希望在今年年底前提起訴訟，但也可能不會正式立案。若真的採取行動，這將是美國
聯邦機構首次針對蘋果提起反壟斷訴訟，也將是拜登政府任內首度對科技巨頭出手。

據一位直接了解此事的人士透露，美國司法部的律師們正在起草針對蘋果公司的一項潛在
反壟斷訴訟，這項行動尚處在早期階段，但至少表明一項曠日持久的調查可能正在接近一個關
鍵點，訴訟可能很快就會到來。這位消息人士說，司法部內部的多個檢察官團體正在為可能的
訴訟做準備，司法部反壟斷部門希望在今年年底前提起訴訟。

儘管如此，司法部還沒有決定是否或何時起訴蘋果。該消息人士人士和另一位熟悉調查的
人提醒，司法部仍然有可能選擇不繼續追究。即使司法部繼續調查此案，訴訟也可能需要經歷
數年之久。但起草訴訟的決定將表明，這是一項嚴肅而持續的努力，會讓蘋果對未來感到非常
緊張。

報導提到，兩年前，美國聯邦監管機構和多個州對谷歌和Facebook提起了反壟斷訴訟。
一旦美國司法部真的對蘋果採取行動，它將成為困擾美國最大的幾家科技公司的最新重大法律
問題——這不僅是美國聯邦政府首度對蘋果採取類似行動，也將是拜登總統任內首次對科技巨
頭提起反壟斷訴訟。

“政客”新聞網稱，自2019年以來，美國司法部一直在調查蘋果，指控其濫用市場力量
扼殺小型科技公司，包括應用程序開發商和存在競爭關係的硬件製造商。隨著調查的進行，司
法部提起訴訟的可能性越來越大。

針對蘋果的調查是美國國會、司法部和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為遏制大型科技公司所做的一
系列努力之一，這些公司已開始主導全球互聯網、社交媒體和在線廣告。美國聯邦貿易委員會
還對亞馬遜的零售和雲計算業務展開反壟斷調查。

報導認為，針對蘋果的反壟斷案意義尤其重大，因為它將在司法部開啟與科技行業的第二
場大規模“戰鬥”。

此前，美國司法部已經就谷歌的搜索業務提起訴訟，並準備就其廣告業務提起第二宗訴訟
。儘管司法部仍有可能決定不起訴蘋果，但現在傳出相關討論，表明起訴的可能性很大。

對於美國司法部來說，任何反壟斷都將是一場艱難的戰鬥。蘋果的市值高達2.73萬億美元
，擁有幾乎無窮無盡的資源來為自己辯護，而且蘋果已經表現出了維護其利潤豐厚的App Store
的意願。

報導稱，就目前來看，美國司法部可能針對蘋果提起的訴訟，大部分關注點都集中在蘋果
的應用商店App Store上，這是蘋果用戶在iPhone和iPad上下載應用程序的唯一途徑。但根據
上述消息人士的說法，司法部目前正在考慮的案件涉及範圍，要遠遠超出了蘋果的支付系統和
多年來飽受軟件開發人員詬病的高額抽成。

美國司法部還在調查蘋果的硬件設備是否以及如何損害了競爭對手的利益。三名了解內情
的消息人士透露，美國防遺失追踪器製造商Tile對蘋果的指控，也成了司法部關注的重點。

蘋果的Air Tag與Tile的產品存在競爭關係。 Tile曾公開在國會聽證會上稱，蘋果有意加大
了該公司設備從蘋果手機獲取所需位置數據的難度，並限制了對蘋果手機關鍵硬件的訪問。

三名消息人士稱，舊金山的司法部律師正在主導這項調查，司法部官員明確表示，蘋果的
App Store和手機操作系統總體上都在接受審查。

“政客”新聞網稱，至於司法部何時可能對蘋果提起訴訟，這可能要取決於遊戲公司Epic
Games與蘋果的官司結果，司法部官員希望藉助此案去對推動針對蘋果的訴訟。

去年，出於對蘋果高抽成的不滿，Epic Games為旗下游戲《堡壘之夜》私自開通另外的支
付渠道，此事一經曝光，蘋果便將這款遊戲拉入了黑名單。 Epic Games隨後就此事起訴蘋果
。儘管聯邦法官裁定蘋果並不存在壟斷行為，但表示蘋果必須允許第三方支付系統運行。目前
雙方還在上訴。

在美國司法部的靴子落地前，歐盟今年已經對蘋果採取了行動。
歐盟委員會5月2日表示，已向蘋果公司發出一份書面聲明。聲明稱，近年來蘋果一直以

保護用戶安全和隱私為由，限制用戶在蘋果設備上使用其他支付系統，並稱蘋果的這一反競爭
行為可以至少追溯到2015年。歐盟委員會表示，有跡象表明，蘋果設置壁壘限制第三方應用程
序開發人員獲得在蘋果設備上開發移動錢包所必需的關鍵技術。此案可能讓蘋果公司面臨高額
罰款，並有可能被迫向競爭對手開放移動支付系統。

蘋果公司則回應稱，Apple Pay只是歐洲消費者可用於支付的眾多選項之一，在確保不同
類型金融機構平等使用NFC的同時，為隱私和安全設定了行業領先的標準。蘋果將繼續就此與
歐盟反壟斷監管機構接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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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俄勒岡州消防部

門當天表示，該州西南部的一場山火的
過火面積已達8404英畝（約34平方千
米），幾乎是前一天過火面積的兩倍。

截至28日上午，約有740人正在與
俄勒岡州朗姆溪的山火進行戰鬥。 “在
這個國家，滅火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當地林業部門第一分隊的事故指揮官的
喬·埃塞爾表示，“情況可能變化得非常
快。”

這場山火在8月中旬由閃電引發，
隨後一直在燃燒。由於強風，從26日到
27日，過火面積由4319英畝（約17.4
平方千米）增長到了8404英畝，幾乎是
一天前的兩倍。山火已導致一名消防員
在救火過程中死亡。

美國司法部或對蘋果公司美國司法部或對蘋果公司
發起反壟斷訴訟發起反壟斷訴訟

美國政府在猴痘疫情中再度犯錯
讓一線醫務工作者深感挫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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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教材審校不嚴 27人被問責
教育部全國排查整改 重繪教材9月投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

京報道）今年5月，人民教育出版

社（簡稱人教社）第十一套小學數學教材

插圖問題受到社會廣泛關注。中國教育部

22日通報了相關問題的調查處理情況，宣

布對包括人教社社長、總編輯、分管負責

人及教育部教材局負責人在內的27名公職

人員進行追責問責。目前，人教社已完成

小學數學教材插圖重繪工作，將於新學期

投入使用。此外，教育部部署對全國中小

學教材教輔和進入校園課外讀物的插圖及

內容進行了全面排查整改，確保體現正確

的政治方向和價值導向，弘揚中華優秀文

化，符合大眾審美習慣。

通報稱，人教社第十一套小學數學教材插圖
主要存在三方面問題。一是不美觀向上，

與立德樹人根本要求存在差距。整體畫風不符合
大眾審美習慣，部分插圖人物形象比較醜陋，精
神風貌不佳，沒有恰當體現出中國少年兒童陽光
向上的形象。二是不嚴肅規範，個別插圖甚至存
在錯誤。插圖數量過多，部分插圖製作專業水準
不高，個別插圖存在科學性、規範性問題。三是
不細緻準確，部分插圖容易引人誤讀。部分插圖
繪製粗糙，一些線條繪製和元素選擇不當，圖片
比例不協調。同時也發現網上傳播的一些問題插
圖並非人教社小學數學教材插圖，有關部門已將
其列入全面排查整改。

通報表示，人教社作為教材編製單位，落
實中央有關決策部署不全面、不徹底，對教材
插圖的育人功能認識不到位，插圖作者遴選制
度不健全不規範，教材三審三校制度落實不嚴
格，內部糾錯制度不完善，對讀者意見不重視，
對插圖存在的問題未認真排查、及時整改。教

育部教材局在組織專家開展教材審查時，指導
不足、監督不夠，對教材問題排查整改工作督
促不到位。

停聘吳勇等從事教材設計
通報表示，依據相關規定，教育部責令人民

教育出版社黨委整改，並予以通報批評；給予人
民教育出版社黨委書記、社長黃強黨內嚴重警
告、記大過處分；給予總編輯、時任黨委書記郭
戈黨內嚴重警告、記大過處分，免職處理；給予
分管負責人黨內嚴重警告、記大過處分，免職處
理；給予小學數學編輯室主要負責人黨內嚴重警
告、記過處分，免職處理；給予其他17人相應紀
律處分和組織處理。責令教育部教材局整改，並
予以通報批評；給予教育部教材局局長田慧生黨
內警告、記過處分；給予分管負責人等5名相關
人員相應紀律處分和組織處理。同時，不再聘請
吳勇，封面設計呂旻、呂敬人及其工作室從事國
家教材設計、插圖繪製等相關工作。被指插畫醜

陋的小學數學教材涵蓋一年級到六年級，於2012
年或2013年審定，已使用多年，這版教材的版
式設計和插圖正是來自“北京吳勇設計工作
室”。

權威專業機構嚴格遴選
另外，按照教育部要求，人教社已完成小學

數學教材插圖重繪工作，並經國家教材委員會專
家委員會審核通過，將於新學期投入使用。為保
障插圖重繪水平，人教社委託第三方權威專業機
構嚴格遴選插圖繪製團隊，在綜合考量作品風
格、創作實力等因素基礎上，從入圍的10個團隊
中選定3個。之後經過充分論證，最終確定中央
美術學院專業團隊繪製的版本。

教育部還部署對全國中小學教材教輔和進入校
園課外讀物的插圖及內容進行了全面排查整改。下
一步，將進一步拓寬渠道，廣泛聽取一線教師、學
生和家長等方面的意見建議，健全日常修訂機制，
不斷改進完善教材。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
歐班列自開行以來，為國際貿易發展貢
獻了重要力量。作為陸路運輸的“鋼鐵
駝隊”，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背景下，
中歐班列成為保障中歐貿易往來的重要
物流通道。

疫情下的“鋼鐵駝隊”
來自中國鐵路哈爾濱局集團有限

公司的數據顯示，今年1至7月，經中
歐班列“東通道”滿洲里和綏芬河口岸
進出境的中歐班列累計通行3,132列、
發送貨物299,808標箱，同比分別增長
16.4%、16.2%。

今年上半年，經綏芬河口岸進出
境的中歐班列達 373 列，發送貨物
34942標箱，同比分別增長 74.3%、
82.9%。

自2013年中歐班列經由滿洲里口
岸開行以來，滿洲里口岸進出境中歐班
列數量呈持續增長態勢。2020年滿洲
里口岸通行中歐班列3,548列，同比增
長35.1%；滿洲里口岸中歐班列年內通
行數量在2021年首次突破4,000列。

據了解，今年上半年，滿洲里站
國際貨場擴能改造工程順利完工，車
站集裝箱日換裝量由420標箱提升至
840標箱，鐵路貨車車號由人工錄入變
為自動識別，車輛運行效率大幅提
升。

“完成前5,000列，滿洲里站用了
6年多的時間，從1萬列到15,000列僅
用時1年，在疫情下，口岸實現了逆勢
增長。”滿洲里站副站長劉洪亮說。

全力保障順利通關
黑龍江省是中國向北開放的“前

沿”。近年來，黑龍江省口岸營商環境
不斷優化，為外貿發展注入強大動力。

“海關為化肥進口開闢綠色通
道，及時高效辦理通關手續，優先查
驗，快速放行。”綏芬河市千鋒瑞國際
貨物運輸代理有限公司報關員鄧冠男
說，這不僅有效縮短了通關時間，也為
企業節省了經營成本。

哈爾濱海關相關負責人介紹，目
前，海關各項惠企改革措施在黑龍江省
全面落地。“通關一體化”“互聯網+
24小時預約通關”“提前申報”等通
關模式可供企業自主選擇，通過擔保驗
放、先放行後檢測、採信第三方機構檢
驗結果等方式，大幅提高企業通關效
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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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繪製人教版小學數學教材四年級
上冊教材封面。 網上圖片

◆人教小學數學教材舊版插圖。
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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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擴大與RCEP成員服貿規模
服貿會下周三開幕 超400家世界龍頭企業線下參展 繼續開設香港館

香港文匯報訊 據央視新聞報道，8月
23日世界衞生組織（WHO）宣布中國通過
疫苗國家監管體系（NRA）評估。

WHO對疫苗國家監管體系的評估，是
對國家疫苗監管能力評估的一項重要舉措
和有效手段，是一項世界範圍內公認的、
可以科學全面評估一個國家疫苗監管水平
的國際考核。中國疫苗監管體系已於2011
年、2014年先後兩次通過評估，在2022年
7月迎來了WHO升級評估標準後的新一輪
全面評估。此次評估指標大幅增加、內容
更加全面、標準更加嚴格。

通過評估，不僅意味着中國擁有穩
定、運行良好且完整統一的監管體系，能
確保在中國生產、進口或流通的疫苗質量
可控、安全、有效，也是中國疫苗出口全
球的重要基礎。WHO將通過疫苗監管體系
評估作為採購該國疫苗產品的前提，即只
有國家監管體系通過評估，該國企業才能
申請WHO疫苗產品預認證，並列入聯合國

等國際組織採購清單。此外，通過評估也
是其他國家註冊和採購他國疫苗產品的重
要參考。

彰顯中國疫苗監管體系對標國際
中國自首次通過疫苗國家監管體系評

估以來，有國產乙型腦炎減毒活疫苗、I
型 III型脊髓灰質炎減毒活疫苗、甲型肝
炎滅活疫苗等多個疫苗通過WHO的疫苗
預認證，進入國際採購清單，被聯合國兒
童基金會、全球疫苗免疫聯盟等國際機構
採購，相關產品已經出口至數十個國家和
地區。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中國有3
種新冠病毒疫苗被列入WHO緊急使用清
單，助力全球抗疫。

此次中國疫苗監管體系通過WHO評
估，彰顯了中國疫苗監管體系對標國際標
準、監管能力和水平提升，能夠保障疫苗
產品安全、有效、質量可控，從而更好地
守護人民健康，同時也為中國疫苗產品走

出國門、助力世界公共衞生事業發展創造
了良好條件。中國可在全球疫苗供應中扮
演更積極角色，為促進全球、特別是發展
中國家的疫苗可及性和可負擔性作出貢
獻。

中國疫苗監管體系通過世衞新一輪評估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記者22日從中國人

民銀行獲悉，人民銀行要求主要金融機構特別是國有大
型銀行強化宏觀思維，充分發揮帶頭和支柱作用，保持
貸款總量增長的穩定性。

當日，人民銀行召開部分金融機構貨幣信貸形勢分
析座談會。會議認為，今年以來，各主要金融機構主動擔
當作為，加大信貸投放力度，有力支持了二季度經濟實現
正增長。數據顯示，1月至7月新增人民幣貸款14.4萬億
元，同比多增5,161億元。7月末，廣義貨幣供應量
（M2）、社會融資規模、人民幣貸款餘額增速均保持在
10%以上。貸款利率持續下降，1月至7月企業貸款利率
為4.29%，同比下降0.34個百分點。

在部署推進當前和下一階段貨幣信貸工作時，會
議強調，主要金融機構特別是國有大型銀行要強化宏觀
思維，充分發揮帶頭和支柱作用，保持貸款總量增長的
穩定性。要增加對實體經濟貸款投放，進一步做好對小
微企業、綠色發展、科技創新等領域的信貸支持工作。
要保障房地產合理融資需求。要依法合規加大對平台經
濟重點領域的金融支持。要堅持市場化、法治化原則，
統籌信貸平穩增長和防範金融風險之間的關係。

會議要求，政策性開發性銀行要用好政策性開發
性金融工具，加大對網絡型基礎設施建設、產業升級基
礎設施建設、城市基礎設施建設、農業農村基礎設施建
設、國家安全基礎設施建設等重點領域相關項目的支持
力度，盡快形成實物工作量，並帶動貸款投放。

人
行
：
保
持
貸
款
總
量
增
長
穩
定

◆8月23日世界衞生組織（WHO）宣布中
國通過疫苗國家監管體系（NRA）評估。
圖為香港市民陪伴小童前往社區疫苗接種
中心接種國產科興疫苗。 中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京報道）2022年中國國際服務貿易交易會

（以下簡稱“服貿會”）將於8月31日在北京開幕。中國商務部副部長盛

秋平23日表示，今年服貿會繼續以線上線下相結合的方式舉辦，其中線下展覽展

示總面積15.2萬平方米，比上屆增加2.6萬平方米。中國將擴大與RCEP成員間的

服務貿易規模。香港貿發局表示，今年將繼續在服貿會開設香港館。

自2012年創辦服貿會至今已有十年，盛秋平表示，服
貿會的十年也是中國服務貿易快速發展的十年。據

悉，2012年以來，中國服務貿易進出口一直保持着快速
增長，年均增長6.1%，高出全球增速3.1個百分點。截至
去年，中國服務貿易總額已連續八年穩居世界第二位。

去年中國服貿額增16.1%創新高
盛秋平指出，去年中國服務進出口額達到了5.3萬億

元（人民幣，下同），同比增長16.1%，創歷史新高。服
務出口世界排名由第四位上升到第三位。今年上半年，
中國服務貿易繼續保持較快的增長態勢，服務進出口總
額達到了2.9萬億元，同比增長了21.6%，其中服務出口
1.4萬億元，增長了24.6%，“中國服務”的國際競爭力
進一步得到提升。

電信服務專題設元宇宙體驗館
盛秋平表示，本屆服貿會將會有超過400家世界500

強及國際龍頭企業線下參展，整體國際化率達到20.8%，
比上一屆提升近3個百分點。他還表示，今年更加突出
“雙碳”主題和數字科技新元素，新設環境服務專題
展，全面展示生態環保、綠色節能技術及新應用，在電
信服務專題中也設置了元宇宙體驗館。另外繼續設置金
融服務、教育服務、健康衞生服務、供應鏈及商務服務
等專題展，都將充分展示各領域的新技術、新成果、新
業態、新模式。

持續推動服貿高質量發展
盛秋平稱，下一步將從三方面持續發力推動服務貿易

高質量發展，其中包括，在全國推進實施跨境服務貿易負
面清單，用好《區域全面經濟夥伴協定》（RCEP）實施
帶來的重要開放機遇，擴大與各成員國的服務貿易規模。
創新發展模式，加大傳統服務貿易領域數字化改造力度，
支持智慧物流、線上辦展、遠程醫療等領域發展，提高服
務可貿易性，推動保稅研發、檢測、藝術品展示交易等新
興服務貿易發展。鼓勵國內急需的節能降碳、環境保護等
技術和服務進口，擴大綠色低碳技術出口。8月18日《數
字經濟夥伴關係協定》（DEPA）聯委會已經正式決定，
成立中國加入DEPA工作組。“接下來我們將以申請加入
《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和DEPA為契
機，支持有條件的地方對接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開展先行
先試，提升各類要素跨境流動的便利化水平。”

中國服務進出口成就
◆2022年上半年，中國服務進出口
總額達2.9萬億元（人民幣，下
同），同比增長21.6%。

◆目前，與中國有服務貿易往來的國
家和地區增加到200多個，其中，
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服務貿易
額增長 33%，與金磚國家增長
52%，與東盟國家增長27%。

◆2021年，中國服務進出口額達到
了5.3萬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
16.1%，創歷史新高。

◆2021年中國服務貿易逆差比上一
年下降了67%，降到327.5億美
元，是2011年以來的最低值。今
年上半年，服務貿易逆差進一步
收窄到122億美元。

◆運輸服務出口保持高位態勢，
2021 年出口達到了 1,272 億美
元，增長124.7%，帶動了傳統服
務出口的提升。

◆2012至2021年，中國知識密集型
服務進出口年均增速達到9.3%，
佔比提高10.3%。

◆2012年以來，中國服務貿易進出
口年均增長6.1%，高出全球增速
3.1個百分點。中國服務貿易在世
界的排名已連續八年穩居世界第
二位。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京報道）北京市
副市長楊晉柏23日透露，2022年服貿會主題是
“服務合作促發展 綠色創新迎未來”，共呈現有
四大特點。值得注意的是，今年服貿會廣泛邀請了
世界多國和多個國際組織設展辦會，國際化程度進
一步提高。截至8月22日，已經有71個國家和國際
組織確定在2022年服貿會綜合展亮相，整體國際
化率達到20.8%，比上一屆提升近3個百分點。

北京市商務局局長丁勇表示，上述71個國家
和國際組織，包括阿聯酋、德國、英國等59個國
家，世界氣象組織、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等12個國際
組織分別以國家名義和國際組織總部名義設展辦
會，分別比上屆增加11個和2個，涉及17個服務貿
易前30強國家，比上屆增加5個。

值得注意的是，阿聯酋、瑞士、意大利、澳
洲、挪威、巴基斯坦、北馬其頓、布隆迪、列支敦
士登和塞浦路斯等10個國家首次以國家名義設展。

據了解，百餘場會議活動中，60餘場由國際組
織、駐華使館、境外機構及國家有關部委舉辦，70
餘場將發布行業報告、合作倡議等，規模和質量均
超過上屆；百餘家知名企業和機構將發布發展報

告、首發首秀產品或技術，60餘家將在人工智能、
金融科技等領域首發新產品、新技術。

截至8月22日，除國別、省區市展外，線下參
展企業達1,407家，比去年增加13.8%，其中，世
界500強及行業龍頭企業446家。此外，在首鋼園
展區，將用元宇宙打造體驗館和成果發布廳，集中
展示元宇宙內容製作、場景應用等新興領域前沿技
術和發展成果。到目前為止，預籌合作成果401
項，數量已經超過了上屆。

澳洲等十國首次以國家名義設展

◆2022年服貿會將於8月31日至9月5日在國家
會議中心和首鋼園區舉辦。圖為首鋼園區。

資料圖片

◆2022年中國國際服務貿易交易會將於8月31日在北京開幕，並在電信服務專題中設置元宇宙體驗館。
圖為即將在服貿會亮相的軌道交通“一體化智能管控中心”。 香港文匯報記者馬曉芳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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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萘薇化春煙、韶華似飛箭」 ，轉眼之間，時間巨輪又來到炎夏8
月，本人任職的美國校園，再次密鑼緊鼓，準備迎接新一季的學期開
展。就在此一刻，有朋友日偉兄，自加州南下休斯頓，作探親訪友，
他沒有忘記同是來自澳門小城的昔日之我，問我何有膽色、可有興趣
、一起出外茶聚？

這真的是天籟之音。自從疫情爆發以來，好長一段時間，未接過這
樣動聽的電話了，得聞佳音，我精神為之大振。一於係咁話，週末中
午十二時半，到金冠酒家午茶，不見不散，好好共話別來風雨。

週日中午12時 許，我倆不約而同地抵達金冠酒家門前，只見門前聚
集有廿多位客人，正在等待店中有食客結賬離開，空出座位，才能入
座。我倆因為人少，剛巧靠近茶水部有細抬一張，帶位小姐帶笑問我
，若不介意，即可入場午餐。

大丈夫能屈能伸，但求不用久候，可以入內品茗，夫復何求呢?於是
隨即入內坐定定， 先來一壺龍井香茶，展開我們的話題。日偉兄見金
冠此一 「墟撼」 塲境，大為羨慕， 「開酒家做生意像金冠這樣，真是
開心不己！看來德州休士頓的營商環境不俗，尤其是飲食行業，可以
大展拳腳！」 日偉兄有感而發。

「托賴、托賴！」 我一口氣道出心聲。的確，休斯頓真是吉祥之地
，Covid-19 爆發以來，感染及傷亡人數不多，更主要是本地各個不同
族矞民眾，也算是聽教聽話，遵守防疾協議。尤其是我華人亞矞，對
CDC 的應對毒疾指令，百分之百地配合，因此才有今日的昇平好景！

回頭一看我們的出生地澳門，自六月十八日發現首例社區陽性後，
全澳即時進入預防狀態，原計劃好的暑假活動、出遊外行等計劃，亦

只能忍取消。至於吸引遊客的暑假檔期也見財泡湯，大大地重創了澳
門各大小商戶，市面經濟基本跳入陷境。幸好全澳居民與政府齊心抗
疫，本月初已逐步恢復社會生活，還能抓住暑假的尾巴。當常態化防
疫成為生活日常，就只好盡可能做好一切預案，讓疫情帶來的影響盡
量減少。

古語有雲： 「有朋遠方來，不亦樂乎？」 早已在坐，並開好我平時
慣飲的龍井，淡淡的幽香，使我心曠神怡。 「兄台別來無恙否？」 向
日偉的一聲問候，大家互致問安，也互訴居家被禁的苦況。幸好現今
平安是福，這才是硬道理。

這是一次純為敘舊舊的約會，故對食物的要求就不甚重要了。
「蝦餃燒賣還是要的，」 友人一邊嘴嚼，一邊表示： 「在洛杉磯生活

，自己也有個多月沒有上茶樓了，故此今次食起來，就是有點新鮮感
。」 我也講出自己的看法： 「金冠的點心出品，真的是不錯。再來個
星洲炒米吧，這可是金冠的拿手製作，以前我們無論是兩三知己、又
或是七、八位老友，每到金冠，都必要點食此味，今次兩位馬交仔
（澳門友的俗稱）重逢，當然也不例外。不需多久，傳菜姑娘便送上
香噴噴、熱紛紛的金冠的星洲炒米，炒製得不文不火，配上銀芽，入
口柔軟中帶清爽，很有食頭。我本想要籠叉燒包，朋友則說在洛杉磯
常食叉燒包，今天可以不用，但並建議試試珍珠雞，一籠兩個，正好
分食。試之，味道又是不俗，品質上乘，口感佳，我們都滿意。

瘟疫看來還未完全過去，酒樓食肆是重災區，還是天公見憐唐人
街，百利大道上全天車如流水馬如龍，金冠樓頭人聲鼎沸，但願災情
完完全全停止，讓中國人城更為興旺，熱鬧再現，市況好轉。

秋 高 氣 爽 之 際秋 高 氣 爽 之 際 ，， 我 們 迎 來 了 遊 覽 美 西 的 最 佳 時 間我 們 迎 來 了 遊 覽 美 西 的 最 佳 時 間
王朝旅遊為大家帶來豐富多彩的西南巨環產品王朝旅遊為大家帶來豐富多彩的西南巨環產品，，從從22天到天到1010天天，，精彩紛呈精彩紛呈！！

((為食書生為食書生)) 朋情相聚在金冠朋情相聚在金冠 楊楚楓楊楚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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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CC 總部地址：1350 bayshore Highway ste 740 burlingmame , CA 94010

     分公司地址：52 Sugar Creek Center Blvd #350, Sugar Land, TX 77478

www.gmccloan.com

★ 房地美和房利美核準的直接賣家；

★ 可內部審核，直接放款；

★ 放款額度從10萬到500萬；

★ 專精大額、出租，1-4 units， 套現，低利率；

★ 出租屋現金流貸款計劃；

★ 一條龍服務，最快10個工作日完成；

★ 加州十個分公司, 全美25州提供租賃屋

     現金流貸款計劃；

★ 德州三個分公司休斯頓、達拉斯、奧斯丁拓展中

Nmls# 254895    CA Dre 01509029  

GMCC萬通貸款

GMCC萬通貸款在34個州擁有執照，並開拓業務
Email : info@gmccloan.com

   聯系電話：832-982-0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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