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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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墮胎議題發酵墮胎議題發酵 美期中選舉民主黨民調超車共和黨美期中選舉民主黨民調超車共和黨

（綜合報導）美國11月期中選舉進入最後競
選階段，據 「華爾街日報」最新民調，民主黨選
情比今年稍早改善，拜獨立選民支持增加、民眾
對總統拜登觀感提升及墮胎權支持者投票意願更
高之賜。

而共和黨人若要催票，可以讓辯論聚焦在經

濟情況以及美國通貨膨脹率處於40年高點。因為
最新民調顯示，美國已登記選民當中，接近 2/3
表示經濟情況不好或糟糕，比3月做的上一回民
調比例擴大。

此外，有接近 2/3 的選民表示，生活成本增
加帶來的痛苦，讓他們更有可能去投票。

根據最新民調，如果今天投票，民主黨會以
47%的支持率小贏共和黨的44%，但差距仍在正負
2.7個百分點的誤差範圍內。共和黨在3月民調則
以5個百分點的差距領先。

民主黨的支持度反攻，歸功於獨立選民、女
性和較年輕選民的支持。此外，傳統上鐵票來源
非裔與西裔選民，也比年初更加堅定支持民主黨
。

在選情緊繃時，成為勝負關鍵的獨立選民，
如今有38%支持民主黨候選人，略高於共和黨的
35%；反觀3月民調時，共和黨在這類選民當中的

支持率，以12個百分點遙遙領先。
在美國最高法院6月底推翻1973年 「羅訴韋

德案」（Roe v. Wade）的歷史性墮胎權裁決之前
，共和黨對期中選舉選情的看法較樂觀，一部分
原因是，未能入主白宮的政黨，通常在期中選舉
能有所斬獲。

這份民調由支持共和黨的法布里濟歐（Tony
Fabrizio）和支持民主黨的安薩隆尼（John Anza-
lone）兩位民調專家所做。法布里濟歐指出，共
和黨人原本勢如破竹，民主黨人吃足苦頭；但後
來出現墮胎議提， 「對民主黨人來說像是心臟電
擊器般」帶來刺激。

根據最新民調，認為在所有或大部分情況下
，墮胎都應該屬於合法的美國選民，比例達到
60%，較3月民調增加5個百分點。此外過半數選
民表示，美國最高法院取消憲法對墮胎權的保障
，已使得他們投票意願更強。

法布里濟歐說，在美國選民對墮胎議題的感
受更強烈之下，最新民調發現，一些女性族群更
明顯倒向支持民主黨，例如西裔選民和獨立選民
。

不過，共和黨只要贏得少數幾席，就能奪回
眾議院控制權。至於參議院，民主黨目前也與共
和黨平分席次，但因為有權打破僵局的副總統是
民主黨籍，因此由民主黨握有過半勢力。

而近幾個月來，美國選民對於經濟的看法變
得還要更悲觀，他們也較信任共和黨來應對這類
問題。

最新民調顯示，有62%的選民說物價上漲正
為他們帶來重大或輕微財務壓力，較3月民調升
高4個百分點。有64%的選民認為美國經濟情況不
佳或糟糕，比例略增；獨立選民當中有此看法的
比例更高，達69%。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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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id-Autumn Festival
is the second largest festival
of all of our traditions
according to our ancient
calendar in the middle of the
August moon. Ishtar is very
bright now and we regard this
beautiful scenery as the
symbol of reunion

As early as 3,000 years
ago in the Zhou Dynasty, the
emperor held the spring
festival day to enjoy the full
moon. In the Yuan Dynasty,
Zhu Yainzhang joined forces
from different sectors and hid
the message in the
mooncakes and successfully
overthrew the Mongolian
regime.

Every year before the
Mid-Autumn Festival, we pay
a visit to the elders and

friends. Tonight we came to
Professor James Tsao’s
residence in Sugar Land to
bring him a box of mooncakes.
Professor Tsao is over 90
years old, but he is still very
healthy. He was a retired
diplomat in Washington, D.C.
and later became a political
science professor at Houston
Baptist University for many
decades.

The most touching part
was that he took care of his
wife day and night for the last
ten years until she passed
away last year.

Our hearts are always
with him and many old friends
in Houston. When we left his
house, I held his hand and told
him that we will be back again
next year. 0808//3131//20222022

Sending The Warmest Message For The Mid-Autumn FestivalSending The Warmest Message For The Mid-Autumn Festival

農舊八月十五是我們傳統的
中秋節,也是我們僅次於春節的第
二大傳統節日。依古歷，把處於

秋季中間的八月，稱為仲秋。
中秋之夜月色皎潔 ，我們把

此良辰美景，視為團圓之象徵。

早在三千年前的周代 ，帝王即有
春天祭日， 秋天祭月之禮制，
中秋吃月餅源於元朝年間 ，朱元
璋聯合各路人馬，要推翻蒙古人
之統治，軍師劉伯溫，獻計把起
義時間藏在月餅中，各路人馬同
時起義而一舉成功。

今年中秋有如往常一樣， 我
們向一些長輩親友送上月餅表示
敬意， 由于疫情已經二年沒有去
拜訪了， 今晚特別高興來到了曹
志源教授位於休斯敦西南區的住
處， 當他開門迎接我們時， 這
位年逾九十之長者依然身體康健
， 談笑自若 ，令我們十分驚喜
。坐在書香四溢的客廳𥚃 ， 這位

早年曾在華府追隨過葉公超，等
外交大員的外交官 ，曾經在中美
外交史上扮演過許多角色， 退出
外交界後又在休斯敦，浸信會大
學執教多年，當選為最儏出之教
授， 可謂桃李滿天下。

曹教授最令人感動的是十多
年來一直服侍他數十年臥病在床
的老伴，一直到去年才把她送走
。今午我們再次和曹教授聚首長
談， 把一盒小小月餅送到他手
中 ，實現了我們對長者和親友們
一份心意， 離去時我再一次緊握
住他的手，再次說聲保重 ，明年
一定要再來。

讀懂中秋讀懂中秋 送上溫情送上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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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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蘇 聯 末 代 領 導 人 戈 巴 契 夫
（Mikhail Gorbachev）昨晚病逝，享耆壽 91 歲
。俄羅斯媒體引述戈巴契夫女兒伊莉娜（Irina
）和他的基金會說法報導，葬禮將於3日在莫斯
科舉行。

俄羅斯國際傳真社（Interfax）引述伊莉娜
說法報導，葬禮將於9月3日在圓柱大廳（Hall
of Columns）舉行。圓柱大廳以往常用來為高官
舉行葬禮，包括1953年逝世的前蘇聯領袖史達

林（Joseph Stalin）。
戈 巴 契 夫 基 金 會 （Gorbachev

Foundation）也告訴國際傳真社，儀
式於莫斯科時間上午10時到下午2時
（台灣時間 3 日下午 3 時到晚上 7 時
）舉行，將開放所有人觀禮。

伊莉娜補充表示，戈巴契夫將於
同一天長眠於著名的新聖女公墓
（Novodevichy Cemetery）。

一名與戈巴契夫家族關係密切的
知情人士稍早告訴塔斯社（TASS）
， 戈 巴 契 夫 將 安 葬 於 妻 子 賴 莎
（Raisa）身旁。

俄國官員尚未宣布是否為戈巴契
夫舉行國葬，或總統蒲亭（Vladimir Putin）是
否會出席葬禮。

法新社提到，戈巴契夫1991年辭去最高領
袖一職，引發蘇聯解體，促成烏克蘭等15個蘇
聯加盟共和國各自獨立。

他在無意間替烏克蘭獨立開路，本來可能
獲得讚譽，但他支持俄羅斯2014年吞併克里米
亞（Crimea），並對俄國入侵烏克蘭一事保持
沉默，有損他的名聲。

戈巴契夫的母親和妻子都有烏克蘭血統，
但他逝世隔天，烏克蘭政府都未置一詞，一點
也不令人意外。

烏克蘭首都基輔的民眾毫不掩飾他們對這
名代表 「占領」和 「帝國主義」的蘇聯政權領
袖的看法。

烏克蘭人對戈巴契夫的敵意顯而易見，這
也是因為他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一事上默不作
聲。

俄烏戰事堪稱二次大戰以來歐洲最嚴重的
衝突，戈巴契夫卻從未公開發表意見。更糟糕
的是，他還曾說，他 「贊成」俄國吞併克里米
亞。

1986 年，車諾比核電廠 4 號反應爐爆炸，
引發世上最慘重的核子事故，輻射污染遍布歐
陸，當時的蘇聯領袖正是戈巴契夫。莫斯科當
局一開始試圖淡化核災規模，耽誤了當地民眾
的疏散行動。

路透社提到，戈巴契夫在西方國家普遍被
譽為幫助終結冷戰的傑出政治家，但波羅的海
國家卻記得他是試圖阻止他們脫離蘇聯未果的
高壓獨裁者。

蘇聯戰車 1991 年 1 月駛入立陶宛首都維爾

紐斯（Vilnius）鎮壓獨立運動。針對涉事蘇聯官
員和部隊提出指控的立陶宛檢察官說，當時有
14 名平民喪命，還有人魂斷輪下，另有約 700
人受傷。

立陶宛外交部長藍斯柏吉斯（Gabrielius
Landsbergis）今天推文表示： 「立陶宛人不會美
化戈巴契夫。我們永遠不會忘卻他的軍隊殺害
平民，好延長他的政權占領我國這個簡單的事
實。」

藍斯柏吉斯說： 「他的軍人朝我們手無寸
鐵的抗議民眾開槍，他的戰車輾過這些人。這
就是我們記住他的方式。」

立陶宛心理學家波維拉提斯（Robertas Po-
vilaitis）的父親當年在蘇聯鎮壓立陶宛獨立運動
時喪命，波維拉提斯說，世人對戈巴契夫歌功
頌德，讓他感到 「很刺耳」。

立陶宛國防部長阿努紹斯卡斯（Arvydas
Anusauskas）在臉書上寫道： 「他是個罪犯，他
下令殘酷鎮壓維爾紐斯、（喬治亞首都）特比
利西（Tbilisi）、（哈薩克前首都）阿拉木圖
（Almaty）、（亞塞拜然首都）巴庫（Baku）
和其他城市的和平抗議，且毫無悔意。」

戈巴契夫3日下葬
前蘇聯加盟國難忘殘酷鎮壓

登宮島訪嚴島神社 2023年10月1日起開徵訪問稅
(本報訊)以世界遺產 「嚴島神社」聞名的日本宮島，所在地

廣島縣廿日市市長松本太郎今天在記者會宣布，將從2023年10
月1日起向登島遊客開徵每人100日圓的 「宮島訪問稅」。

日本共同社報導，宮島訪問稅將內含在渡輪船票收費，預估
開徵5年可為地方帶來約10億日圓（約新台幣2億1856萬元）稅
收。開徵對象不包括當地居民、通勤通學民眾及修學旅行學生等

。
廿日市市政府認為隨著觀光客增加，有關增設廁所及解決交

通堵塞等行政需求大增，因此在2021年3月施行作為課徵宮島訪
問稅法源依據的條例。

2023年10月1日起正式開徵宮島訪問稅後，從廣島方面的
「宮島口」搭乘渡輪到宮島的費用，將從現在的單程180日圓調

整為280日圓。松本太郎表示， 「守護宮島文化是我們的職責」
。

宮島是廣島縣著名觀光勝地，每年都有許多海內外遊客造訪
。就在疫情爆發前的2019年，全年遊客高達約465萬人次創新高
紀錄。

聯合國調查員訪核電廠前 烏控俄軍轟炸安赫德市
(本報訊)烏克蘭今天指控俄羅斯在聯合國調查員造訪前，攻

擊歐洲最大核電廠所在的安赫德市（Energodar）。
法新社報導，札波羅熱（Zaporizhzhia）核電廠所在的安赫

德市昨天又遭砲擊，俄羅斯與烏克蘭互控對方發動攻擊。
安赫德市長奧羅夫（Dmytro Orlov）在通訊軟體Telegram上

說，天亮後，俄軍 「以迫擊砲攻擊安赫德市，並使用自動武器與
火箭」，並公布安赫德市建物受損、濃煙直衝天際的照片。

奧羅夫說： 「我們要求俄羅斯停止挑釁，讓國際原子能總署
（IAEA）進入烏克蘭的核子設施。」

路透社報導，儘管當地傳出遭密集砲擊的消息，國際原子能
總署代表團今天仍從札波羅熱出發，前往位於安赫德市的核電廠
。

國際原子能總署署長葛羅西（Rafael Grossi）說，代表團知
道 「此區軍事活動增加」，但依舊按照原訂計畫，造訪札波羅熱

核電廠並會見工作人員。
國際原子能總署的14人團隊預計將於今天抵達核電廠，葛

羅西跟記者說： 「我的任務是…防止發生核事故，並維護這座歐
洲最大的核電廠。」

他說： 「我們正在為實際作業做準備。我們將試圖在核電廠
設立國際原子能總署常駐代表團。」



AA44綜合國際
星期五       2022年9月2日       Friday, September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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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國官員：天然氣可能撐不到3個月
民眾需做好長期高支出準備

綜合報導 德國雖然已經提前完成了階段性目標，在9月1日前天然

氣庫存水平達到75%，但對於德國聯邦網絡管理局局長Klaus Müller來

說，冬天德國天然氣供應依舊是個大問題。

他表示，即便德國天然氣庫存在11月前能達到95%的目標，但如果

俄羅斯完全切斷供應，這些庫存也只能滿足德國供暖、工業和電力上大

約兩個半月的需求。

他還補充道，德國雖然提前兩周達到了階段性目標，但由於今年秋

季可能比往常溫度要低壹些，加上北溪1號管道隨時可能中斷供應，因

此下壹個階段性目標，即在10月實現天然氣庫存水平達到85%的目標可

能有困難。

他稱要在11月達到95%的存儲水平則更加艱難，似乎“難以實現”

，因為壹些存儲站點需要更多的時間才能裝滿。

Müller預估，大概在最好的情況下，四分之三的天然氣存儲站點可

以達到目標。

此外，他還強調，德國至少需要熬過兩個冬天，所以，德國民眾需

要做好長期承擔高能源費用的準備。

有媒體本周報道，德國政府此前計劃的天然氣附加費最終定為每千

瓦時2.419歐分，遠高於此前市場猜測的1.5歐分。這也意味著對壹個年

天然氣消耗量為2萬千瓦時的家庭來說，附加費將高達480歐元。

德國經濟部長哈貝克甚至還表示，附加費之上可能需要按照歐盟規

定征收增值稅，但聯邦政府正在與歐盟商議豁免增值稅的征收。

而歐盟委員會周二表示，德國並不能免除這壹筆附加費上的增值稅

，但歐盟願意與該國政府合作，幫助制定符合歐盟法律的規則。

簡而言之，附加費和增值稅，德國人都要付。

此前德國網友已將附加費這壹政策罵上推特熱門，不少網友稱之為

醜聞。有人指出附加費的推出是為了拯救上市公司，而附加費、通脹等

所有亂象全都是政府導致的。

俄稱烏軍試圖用無人機
襲擊紮波羅熱核電站

綜合報導 據報道，烏克蘭軍方試圖采用無人機攻擊紮波羅熱核電

站，但該無人機被擊落。

俄羅斯國防部發言人伊戈爾· 科納申科夫中將周壹宣布說："烏軍使

用無人機襲擊了紮波羅熱核電站所在區域，但該無人機在1號設施附近

被輕武器擊落，1號設施為美制核燃料及固體放射性廢棄物儲存地。"

科納申科夫強調，這架無人機被擊落後掉在1號設施屋頂上，未造

成嚴重損失及人員傷亡。目前，紮波羅熱核電站技術狀況和運轉正常，

輻射水平也沒有超標。

紮波羅熱核電站是歐洲最大的核電站。2022年3月，該核電站被俄

軍控制。7月以來，俄烏雙方多次互相指責對方對核電站發起襲擊，該

核電站本月早些時候因輸電線受損壹度無法接入烏國家電網，後恢復供

電。國際原子能機構宣布，派往紮波羅熱核電站視察的專家組已經啟程

，定於本周晚些時候抵達。

法國電力和天然氣價格面臨飆升
政府承諾采取緩沖措施

綜合報導 在通貨膨脹日益

加劇的背景下，購買力是法國家

庭最關切的問題。法國的電力和

天然氣價格保護機制將於 2022

年底結束，法國人擔心2023年

的能源賬單將飛漲。法國政府發

言人奧利維耶· 韋蘭 28 日接受

BFMTV政治頻道采訪時承諾，

政府將采取措施緩沖能源漲價對

家庭的影響。

據報道，奧利維耶· 韋蘭承

認，法國的電力和天然氣價格可

能會上漲，盡管幅度較小，但他

無法給出上漲區間。他承諾，法

國政府將減緩價格上漲對家庭的

影響，可能會對低收入家庭提供

有針對性的援助，他希望避免讓

法國人“不得不在吃飯和取暖之

間作出選擇”。

英國從10月起受管制的能

源價格將上漲80%，奧利維耶·

韋蘭承諾，“英國發生的事情不

會在法國發生。”他還保證說，

法國政府正在盡壹切努力確保接

下來的冬季沒有停電風險。

法國總理伊麗莎白· 博爾內

27日接受《巴黎人報》專訪時也

承諾，當批發市場價格飆升之際

，政府將保留緩沖能源價格上漲

的機制，不會任由電力和天然氣

價格飛漲，“我們將采取具體措

施支持最脆弱的群體，法國人民

可以放心。”伊麗莎白· 博爾內

回顧說，法國政府從2021年 10

月開始就采取措施以確保法國人

民不受能源價格上漲的影響，並

在2022年夏季投票通過了總額

達200億歐元(約合人民幣1370億

元)的壹攬子措施。面對未來幾

個月的能源挑戰，政府不會袖手

旁觀，除了節能計劃之外，還將

在秋季提出壹項加速生態轉型的

長期行動計劃，將在建築、交通

、工業、農業、水資源管理等各

個領域采取行動。法國還將啟動

壹個價值15億歐元(約合人民幣

102.8億元)的“綠色基金”，以

幫助地方政府應對氣候變化。

法國經濟部長布魯諾· 勒梅

爾也確認，2023年電價的上漲將

受到“控制”。他解釋說，電價

漲幅不得超過4%的保護機制將

持續到2022年底，但2023年不

會出現追趕性的上漲。對於最貧

困家庭，政府將發放“能源支票

”幫助支付能源賬單，政府不希

望通貨膨脹給法國家庭帶來“經

濟暴擊”，而希望通貨膨脹是溫

和的、可承受的、有限度的。

當地時間26日，德國和法

國發布的2023年電力批發價格

創下每兆瓦時850歐元(人民幣約

合5822.5元)和超過1000歐元(約

合人民幣6850元)的新紀錄。壹

年前，這兩個國家的價格約為每

兆瓦時 85 歐元 (約合人民幣

582.25元)。這意味著，批發電價

暴漲10倍甚至12倍。

英國“威爾士親王”號航母拋錨
造價30億英鎊，服役僅5年

綜合報導 英國皇家海軍發言人表示，英國最

大的軍艦“威爾士親王”號航母在英格蘭南海岸發

生故障而拋錨，原因是“螺旋槳軸損壞”，當時它

正啟航前往美國執行壹項重要任務。據悉，“威爾

士親王”號航母造價30億英鎊，服役僅5年。

據報道，“威爾士親王”號是英國皇家海軍兩

艘航空母艦中的第二艘，目前正停泊在懷特島的東

南方，海軍正調查其“新出現的機械問題”。

此前，“威爾士親王”號已經因為技術問題

而不得不在26日從漢普郡的樸茨茅斯海軍基地推

遲壹天出發。

首先報道該問題的在線新聞網站《英國防務

雜誌》聲稱，該問題特別與右舷螺旋槳軸的損壞

有關。

據悉，這艘北約旗艦將與美國海軍以及加拿

大皇家海軍和美國海軍陸戰隊進行訓練演習。該

計劃預計將包括與F-35B“閃電”噴氣式戰鬥機的

演習。

如果這次任務仍然進行，皇家海軍將其描述

為“塑造北美海岸和加勒比海地區的隱形噴氣機

和無人機行動的未來”。

斯洛伐克空軍米格29月底退役底退役
領空將暫由波蘭和捷克保護護

綜合報導 斯洛伐克、捷克和波蘭三國

防長簽署協議，在斯洛伐克空軍米格-29戰

機8月底停飛後，捷克和波蘭空軍將保護斯

洛伐克領空，直到斯空軍購自美國的F -16

戰機到貨。這批戰機預計將於2024年交付。

這份協議由斯洛伐克防長雅羅斯拉

夫· 納吉（Jaroslav Nad）、捷克防長亞娜·

切爾諾霍娃（Jana Cernochova）和波蘭防

長馬裏烏什· 布瓦什恰克（Mariusz Blaszc-

zak）在斯洛伐克的壹個空軍基地簽署。根

據該協議，9月1日起，斯洛伐克的11架

米格-29戰機將全數停飛，波蘭和捷克將提

供必要的部隊，以便在斯洛伐克領空遭到

侵犯時迅速作出反應。

布瓦什恰克表示，根據協議，兩架波

蘭F-16戰鬥機於9月1日開始在斯洛伐克

領空巡邏，以“威懾潛在的侵略者”。納

吉稱贊“這不僅證實了我們在北約和歐盟

框架下的合作實力，也證實了我們國家的

兄弟關系。”

這份協議將壹直延續到斯洛伐克接收

14架美國新造的F-16戰機。該軍購案簽署

於2018年，戰機預計將於2024年交付。

斯國防部此前表示，由於米格戰機維

修成本高昂，且國內俄籍技術人員正逐漸

離開，因此計劃讓這款戰機

退役。斯洛伐克總理黑爾格

4月公開表示，願意將該國

空軍所屬的米格-29送給烏

克蘭軍隊，但條件是要求北

約對斯洛伐克提供相對應的

保護，即美國軍方或其他北

約盟國可能需要在斯洛伐克

部署戰鬥機來保衛其領空。

有美國高級國防官員透露，美國對斯

洛伐克給烏克蘭送戰鬥機壹事並不反對。

隨後在4月末，斯洛伐克與波蘭舉行

會談，商討由波蘭的F-16戰鬥機代替斯洛

伐克的米格-29戰鬥機在後者領空進行巡邏

，但當時並未確定具體執行時間。

《紐約時報》分析，如此壹來斯洛伐

克可將被替換下來的米格-29移交給烏克蘭

。斯洛伐克急於用更現代化的戰鬥機取代

現有的米格戰鬥機。盡管該國已與美國國

防承包商洛克希德· 馬丁公司簽訂了壹份

價值約8億美元的合同購買14架F-16，但

這批戰機到貨尚待時日。

路透社也稱，斯洛伐克可能會將退下

來的米格-29提供給烏克蘭。納吉上月曾放

風，斯洛伐克可能會考慮在某些條件下將

這些戰機捐贈給烏克蘭。

納吉在本次協議簽署儀式上說，斯洛

伐克正在與烏克蘭及其歐盟盟國就如何更

好地提供支援進行談判，但目前尚未敲定

具體的援助方式。

“我們有為那些需要的人提供幫助的

政治意願，這是有意義的。可能性已經擺

在桌面上，壹旦達成協議，我們會通知大

家。”納吉估計，這批米格-29戰機價值為

3億歐元，他還表示，在對外提供軍事援

助後，斯洛伐克將為自身軍隊現代化尋求

經濟或物質補償。

今年2月以來，斯已向烏提供了價值

數千萬歐元的武器，包括S-300防空導彈

、Mi系列軍用直升機、BM-21多管火箭炮

。上周，斯洛伐克又宣布將向烏克蘭提供

30輛BMP-1步兵戰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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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繪圖晶片設計巨頭輝達公司今天表示，美國
官員要求公司停止向中國出口兩種用於人工智慧作業系統的高
階運算晶片，此舉可能削弱中國企業執行圖像辨識等先進技術
的能力。

這項出口禁令恐使輝達損失本季對中國的4億美元潛在銷
售額。

路透社報導，輝達（Nvidia）盤後股價應聲下跌4%。輝達
表示，受禁令影響的是用於加速機器學習任務的A100和H100
晶片，新的出口限制措施還可能干擾公司完成H100旗艦晶片
的研發。

輝達競爭對手超微公司（Advanced Micro Devices）發言人
表示，新的要求不准公司將旗下MI250人工智慧晶片出口到中
國，但相信MI100晶片不會受到影響。超微說，公司不認為這
項新規會對業務帶來重大衝擊。超微盤後股價下跌2%。

根據輝達說法，美國官員表示，新規將化解相關產品用於
或轉用於中國 「軍事最終用途」或 「軍事最終用戶」的風險。

報導提到，在台海緊張局勢加劇之際，此舉顯示美國加強
力度打擊中國技術能力；輝達和幾乎所有其他主要晶片公司的
晶片都在台灣製造。

倘若失去輝達和超微等美國企業的晶片，中國機構將無法

經濟有效地執行用於圖像和語音辨識等許多任務的高階運算。
圖像辨識和自然語言處理在智慧型手機等消費者應用中很

常見，諸如回應查詢和標記照片；此外還具有軍事用途，例如
針對武器或基地搜索衛星圖像，以及出於情蒐目的過濾數位通
信內容。

超微並未立即回應置評要求。
輝達表示，本季預定向中國銷售價值4億美元的受影響晶

片，假如中國企業決定不向輝達購買替代產品，輝達恐損失這
筆收益。輝達計劃申請豁免，但 「無法保證」美國官員會批准
。

警一拳打飛正妹驚人畫面曝光 網點關鍵讚爆 「打得好」

兩岸若爆衝突
美研究曝台灣最大罩門

（綜合報導）近期一名紐約市警察在圍捕殺人嫌疑犯時，
一拳將疑犯赤手空拳的19歲女友打飛在地，衝突影片在網路上
瘋傳，引發人權團體、家屬批評警察執法過當，不過不少外國
網友反而大讚警察 「打得好」，專家表示，女子介入警察的圍
捕行動、甚至動手打警察，已經陷警察及大眾於危險境地，警
察只是以相應的方式回應。

綜合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新聞網（CBS News）、《紐
約郵報》（New York Post）、英國《每日郵報》（Daily Mail
）報導，紐約市警察8月30日下午在哈林（Harlem）圍捕22歲
殺人嫌疑犯詹姆斯（Elvin James）時，詹姆斯的19歲女友克拉
姆（Tamani Crum）突然闖入，接著就被資深非裔警察金瑟
（Kendo Kinsey）一拳往臉上打，瞬間被揍飛倒地。

影片顯示，在一群警察圍捕詹姆斯、與詹姆斯拉扯的過程
中，穿著白色露肚背心、綠色迷你裙的克拉姆突然闖入人群、
與詹姆斯交談，接著金瑟用手臂推克拉姆的頭，試圖將她推出

人群，不過下一秒克拉姆就衝向金瑟，猛推金瑟的肩膀，引來
金瑟對克拉姆的臉猛揮一拳，當場將她打飛在地。

畫面顯示被打倒在地的克拉姆整個人往後仰後雙手抱頭，
金瑟與另一名員警隨即上前將她扶起，並且將克拉姆上銬。影
片中也可聽見旁觀者大喊： 「你為什麼這樣做？她只是一個小
女孩。」

紐約警察一拳將女子打飛在地的影片在網路上瘋傳，影片
也立即引發克拉姆家人及人權團體抨擊，克拉姆的母親在鏡頭
前啜泣，家族律師小桑塔納（Jaime Santana Jr）表示，打人警
察的體重及體型是克拉姆的3倍，出拳的舉動完全不必要也不
可接受。

針對外界關注金瑟是否執法過當，紐約市警察局（NYPD
）隨後發布聲明表示，當警察在進行逮捕時，現場有多人攻擊
警察，其中一名員警頭部受到輕傷。聲明更指出，據信警方當
日圍捕的殺人嫌疑犯詹姆斯持有槍枝及毒品。

克拉姆後續被告妨礙公務，揍人的金瑟則未受到懲處。

紐約市警局消息人士透露，目前正在調查這起案件，不過
看起來金瑟的舉動合理，約翰傑刑事司法學院（John Jay Col-
lege of Criminal Justice）教授泰勒（Keith Taylor）表示，金瑟
的舉動 「雖然糟糕但合法」，指出克拉姆在衝突中 「積極」行
動，甚至攻擊警察，金瑟只是以 「同樣手段」回應。紐約市探
員工會（New York City Detectives Endowment Association）會
長狄賈柯莫（Paul DiGiacomo）也認為，克拉姆的舉動同時讓
警察及公眾陷入危險。

金瑟一拳打飛克拉姆的影片也引發國外網友熱議，不少網
友留言 「打得好」、 「她活該」、 「應該頒發獎章給他」，認
為女子在警察逮捕嫌犯的過程中介入、甚至攻擊警察。

美禁輝達出口高階晶片至中國美禁輝達出口高階晶片至中國
損失恐達損失恐達44億美元億美元

（綜合報導）美國維吉尼亞州喬治梅森大學（George Ma-
son University）莫卡特斯中心（Mercatus Center）根據中國資
料庫所做出的報告顯示，解放軍可能如何對台發動任何攻擊。
而攻擊的重點，在於對全球半導體產業至關重要的海底電纜。

據《南華早報》（South China Morning Post）1 日報導，
報告推斷，解放軍對台灣的任何攻擊，都可能讓美國和全球經
濟付出慘重代價，尤其是因貨櫃運輸中斷和海底電纜切斷所造
成的損失。報告說，這些電纜承載了全球各大洲之間高達 99%
的網路流量。

身為報告顧問，也為美國國務院和聯合國提供干預和危機
管理建議的布魯金斯學會（Brookings Institution）高級研究員
瓊斯（Bruce Jones）說，近幾年來，他的看法是台海很可能，

而不只是可能爆發危機。他指出，那可能不會全面進攻，而對
海底電纜的威脅不一而足。不過，他也說，要是中方切斷這些
電纜，自身也要付出代價。

然而，瓊斯強調，綜觀歷史，北京願意為戰略目標付出代
價。

而在中方資料庫新發現的294,100筆條目中，也包括了海
纜登陸站，而它們只有最低限度的保護，很容易遭攻擊。新風
箏數據實驗室（New Kite Data Labs）取得的資訊涵蓋了台灣可
能的目標，經濟樞紐和軍事基地，還有它們的經緯度，郵寄地
址及電話號碼等。

報告說，解放軍似乎為攻台有廣泛的規劃， 「我們對開源
數據的分析揭露了中國的戰略興趣點。」而這些中方數據的確

切來源並不清楚，但它們的範圍和資訊詳細的程度顯示，軍方
或情報單位扮演了某種角色。

新風箏數據實驗室成員辛哈（Amaleshwar Sinha）說，掩飾
和模糊來源顯示，這和國家有關，低等駭客，惡意軟體開發者
或資訊收集者不會這樣大費周章，隱藏自己的身分或活動。

台灣目前有15條海底電纜和中、美及全球各地高科技中心
相連，而海纜登陸站大都集中在新北，頭城和枋山等3地。而
其中有許多海底電纜都是由美國科技巨擘所支持，如太平洋光
纖 網 路 （Pacific Light Cable Network， PLCN） 便 是 由 谷 歌
（Google）和Meta所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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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聞

（中央社）網路時代購物方便，不少通路刷
卡選擇也多，就有網友發文詢問什麼東西會用分
期購入，引起眾人討論。雖然分期0利率十分方
便，但綜觀網友留言，不少人寧願一次付清，更
有過來人分享變成月光族的慘劇。

原PO近日在PTT女板發文，近期想買一個4
萬元包包犒賞自己，比較網購與代購後，想要挑
0利率的分期付款比較沒負擔，坦言能分期就會
想一直買，還鎖定了筆電、跑步機，也好奇其他
人會分期都是買什麼商品？

貼文引起網友討論，其中許多人坦言不偏好
分期付款， 「不喜歡欠錢的感覺，只有房子」、
「除非那個東西我很需要，不然一次付清不會分

期」、 「家電，因為信用卡回饋規定要分期，不
然也不想拖拖拉拉」、 「沒有，你應該不在意信
用評等才會分期」、 「除了房子跟車子，沒有在

分期，幾萬塊的東西也要分期勸你不要辦信用卡
，很容易入不敷出」。

也有網友示警分期付款的盲點， 「不喜歡分
期，會搞不清楚實際到底花多少錢」、 「如果你
只是個普通人，當買則買；看到哪個買哪個，很
容易就陷入繳最低的陷阱了」、 「我同學什麼都
愛分期，結果每期帳單大概都兩萬」、 「真心勸
不要輕易分期，久了麻痺，發現超過負荷時通常
已經來不及了」。

還有過來人分享自身經驗， 「經驗談就是月
薪5萬以下時，分期繳起來其實還蠻痛苦的，月
薪已經不高了，還要綁個1到3年每個月繳幾千
元出去，每個月錢根本不夠用，月薪不高時，分
期可能會變月光族」，提醒原PO要謹慎使用分
期付款。

「0利率分期」 超好用？
苦主曝陷阱：繳得很痛苦

（中央社）多項防疫新制今日上路，包括
入境檢疫 「3+4」的後4天可返家一人一室、快
篩實名制啟動第五輪、入境旅客開放自駕返家
等。本土疫情再度升溫，昨新增3萬4389例本
土個案，顯示疫情已進入下一波流行。公衛專
家預估，今年底前將有500萬到600萬人確診。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昨宣布，入境旅客
「3+4」的後4天自主防疫期間，今天起可返家

一人一室，必須在有獨立衛浴的單獨房間，不
得入住一般旅宿。另外，今天起入境旅客可自
行駕車返家或前往防疫旅館，需在機場指定停
車場上下車，入境皆採專屬動線，全程要戴口
罩。

第5輪快篩實名制今天上路，每人限購2份
（共10劑），民眾可持健保卡至全台4539家健
保特約藥局、79個偏鄉衛生所購買。於此同時

，今起亦開放65歲以上民眾免費領取1份5劑快
篩，不計入快篩實名制購買資格。

昨天新增 3 萬 4389 例本土個案，新北市個
案數突破7000人，其他依序為台北4332例、台
中 4100 例、桃園 3780 例、高雄 2592 例、台南
2173例。指揮中心疫情監測組組長周志浩表示
，本土病例數和預期走向一致，病例數正在增
加，顯示已經進入下一波流行，提醒尚未接種

疫苗的民眾盡速接種。
公衛專家、新光醫院副院長洪子仁分析，

如果每天都有 2 萬人確診，到今年底至少會有
300 萬人染疫，再加上 1.5 到 2 倍的黑數，恐有
500到600萬人確診。但指揮中心指揮官王必勝
認為 「可能多了一點」，據指揮中心高低推估
，應該不會有這麼多。

入境3＋4 今起後4天可一人一室

日本制造業小廠處境艱難
綜合報導 位於日本本州島西南的

東大阪市作為制造業重地經歷過日本制

造業最紅火的時光。然而，遭新冠疫情

、通貨膨脹等多重打擊後，這裏的企業

處境艱難，紛紛探索轉型之路。

據報道，東大阪目前約有6000家

企業，其中87%的企業雇員不到20人

。數十年間，這些企業為火車座椅、

圓珠筆筆芯等五花八門的產品生產金

屬部件，依賴夏普、松下等大品牌訂

單。近年來，日本很多大品牌開始走

下坡路，為它們生產零部件的東大阪

市小企業的生意隨之蕭條。

當地燈罩生產企業“精工SCM”

首席執行官草羽呂木子（音譯）說

：“我們以前總相信大品牌會保護

我們，但今時不同往日。”

為了生存，“精工SCM”開始提

供“共享工廠”服務，讓其他企業在

支付壹定費用後使用“精工SCM”的

機器和原材料生產。這項服務有助於

同行縮減成本、提高產能，甚至可能

讓同行接到更多訂單。草羽說，她不

願看見整個行業走向末路，“競爭不

是生存之道，我們需要抱團”。

新冠疫情導致航空業需求大幅下

降，航空零件生產企業“青木”生意慘

淡。不僅訂單減少，生產成本還隨著通

貨膨脹大幅增加。據該企業首席執行官

青木治（音譯）估計，“青木”今年8

月的電費會翻番，同比增加800萬日元

（約合40萬元人民幣），要想收支平衡

必須實現4%的收入增長。青木治決定開

拓壹個全新領域——食品制造業，還參

與設計制造了用於肉類加工的機器。

東大阪市壹帶作為制造業重地已

有幾百年歷史。這裏眾多小工廠與民

居交錯比鄰，人們彼此熟悉、互相幫

助，企業經營者往往礙於人情，在生

產成本增加時也不願漲價。

“勝井工業”成立於1967年，

專門生產氣鉆零部件，其產品在去

年10月曾漲價。盡管從那之後生產

資料價格持續上漲，該企業首席執

行官小島廣富（音譯）卻沒有繼續

漲價，因為擔心這樣做會導致老客

戶流失。他說：“我跟客戶越熟，

越難開口。”無奈之下，小島廣富

開始尋找新客戶。這是他擔任“勝

井工業”首席執行官10年來“頭壹

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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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總統尹錫悅計劃大幅改組秘書團

隊，可能在9月上旬更換多達10名秘書。韓國媒

體指出，面對人事改革的呼聲，尹錫悅這壹動向

意在重獲民眾信任。

韓國總統辦公室高級官員接受韓聯社記者采

訪時說，尹錫悅計劃在9月9日前改組秘書團隊

，可能有多達10名秘書被替換。改組重點對象是

負責市民社會事務和政務的部門。

韓國總統辦公室另壹名官員證實，政務部門

兩名秘書已經遞交辭呈。按這名官員的說法，這

次改組甚至可能波及身為總統高級幕僚的首席秘

書，“這次改組沒有例外，首席秘書也包括在內

，不考慮職位高低”。

因總統辦公室和內閣人事安排等問題存在爭

議，尹錫悅支持率壹度跌破30%。他21日首次改

組高級幕僚團隊，新增壹名政策企劃首席秘書並

更換宣傳事務首席秘書，以增強總統辦公室的政

策制定和協調能力。

尹錫悅沒有直接回應秘書團隊即將“大

換血”的說法，只說“總統辦公室工作人員

必須是最具奉獻精神、最有能力的團隊”，

這個團隊的熱情和能力應“始終保持在最高

水平”。

韓國民意調查機構“真實計量器”發布的民

調結果顯示，尹錫悅支持率為33.6%，連續3周呈

回暖勢頭；不支持率為63.3%，較此前民調有所

下降。從政黨來看，最大在野黨共同民主黨支持

率為45%，高於執政黨國民力量黨的39%。

首爾壹公立高中將關閉！
韓國上千所學校空置廢棄……
綜合報導 韓國的生育率

近年來屢現新低，由於學齡

人口減少，越來越多的學校

難以為繼。最近首爾市壹所

高中就宣布將在兩年內關閉

，這是首爾市內第壹所因缺

少生源而決定關閉的普通公

立高中。

首爾市東北部的道峰區

是全市住宅樓集中的城區之

壹，記者到訪的不遠處就是

本周剛剛宣布關閉計劃的道

峰高中，距離校門壹百多米

的地方就有壹大片公寓樓。

韓國的中小學實行就近入

學，盡管地理位置不錯，

道峰高中今年卻只招到 45

名新生。

與家長商議後，學校最

終決定讓高壹學生集體轉學

，明年起不再招生，等到高

二、高三年級學生全部畢業

後，將於2024年關閉。雖然

首爾市人口密集，但是生育

率還不及韓國的平均水平，

目前全市還有其他六所中學

正在考慮關門或合並。

自2015年起，韓國的總

和生育率就逐年下滑，去年

已降至0.81，是發達經濟體

中唯壹壹個生育率不到1的

國家。據韓國教育部門最新

數據，因低生育率導致學齡

人口減少，截至2020年，韓

國遭廢棄空置的中小學校累

計達到1400多所。最近兩年

以來，除農村、漁村等偏遠

地區之外，大城市的學校也

撐不下去了。

今年隨著物價上漲，育

兒的經濟負擔越來越重，韓

國民眾的生育意願進壹步降

低。不少雙職工夫婦表示，

奶粉等母嬰用品漲價還可以

接受，但請育兒嫂照看孩子

的費用卻“高得離譜”。例

如住家育兒嫂月工資約合兩

萬元人民幣。即便這樣，由

於保姆市場人手短缺，好壹

些的育兒嫂重金難找。

本周，韓國統計廳發布

人口動向顯示，今年二季度

韓國新生兒數量不足6萬名

，同比減少近壹成，刷新了

有統計以來的同期最低紀錄

。隨著人口問題給教育、醫

療等各方面都帶來危機，韓

國今年起加大育兒補貼發放

力度，並允許夫妻同時申請

育兒假等。

李在明當選韓國最大在野黨黨首
曾與尹錫悅競爭總統職位

綜合報導 據韓聯社報道，

韓國最大在野黨共同民主黨28

日舉行定期全國代議員大會，議

員李在明以 77.77%的得票率當

選該黨黨首，得票率創該黨歷屆

黨首之最。

報道稱，此次投票結果綜合

了權利黨員投票、代議員投票

、普通民眾民調、普通黨員民

調的結果。在之前多次選舉中

遭遇敗北的共同民主黨需要有

強有力的領袖，助力該黨重振

旗鼓，而黨員們均認為李在明

是最佳人選。

李在明在接受選舉結果並

發表講話時表示，將帶著非死

即生的重大使命感盡職盡責，

為打造全新的共同民主黨而竭

盡全力、奉獻自我。他還稱，

相信當天的大會將成為 2年後

的國會議員選舉、4年後的地

方選舉、5年後的大選的勝利

起點。

在韓國第20屆總統選舉中

，李在明作為民主黨總統候選

人參選，韓國總統尹錫悅當時作

為國民力量黨候選人參選，最終

李在明以微弱差距落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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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帶一路一帶一路 高 峰 論 壇

由香港特區政府與香港貿發局合辦

的第七屆“一帶一路”高峰論壇8月31

日起一連兩日舉行，論壇首次以線上線下

混合形式同步舉行，論壇匯聚逾80位

“一帶一路”沿線及相關國家和地區的主

要官員及商界翹楚分享真知灼見，共同探

索“一帶一路”商機。國家商務部部長王

文濤8月31日在論壇表示，商務部一如

既往推動香港參與共建“一帶一路”，支

持香港盡早加入《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

協定》（RCEP），並支持香港加強資

金融通，發揮重要投資通道作用。

◆香港文匯報記者 蔡競文

商務部：推動香港盡早加入RCEP
支持香港加強資金融通 發揮重要投資通道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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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向晨稱，疫情對國際貿易和政府政
策具有深遠影響。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世貿組織張向晨
籲各國加強合作應對挑戰

陳茂波：將有新政策吸人才企業赴港

◆◆國家商務部部長王文濤國家商務部部長王文濤。。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第七屆“一帶一
路”高峰論壇8月31
日起一連兩日舉行，
論壇首次以線上線下
混合形式同步舉行。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李家超：港在互聯互通擁無比優勢

國家商務部部長王文濤8月31日以視像形式
出席論壇致辭時提到，國家提出共建“一

帶一路”倡議9年來，商務部與相關國家建立了
逾百個貿易暢通投資合作、服務貿易電子商務合
作機制，2021年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貿
易額達1.8萬億美元，雙向投資累計超過2,300億
美元，在沿線國家承包工程累計完成營業額近
7,300億美元，中老鐵路、比雷埃夫斯港等一批重
要合作項目建成投運，一批小而美的民生項目相
繼落地。

深度參與共建“一帶一路”
商務部去年9月與香港特區政府共同簽署

《關於推進境外經貿合作區高質量發展合作備忘
錄》，支持兩地的企業共同參與境外經貿合作區
建設，同時發揮兩地經貿合作委員會作用舉辦線
上交流活動，支持兩地企業“拼船出海”。

王文濤引述國家主席習近平去年11月在第三
次“一帶一路”建設座談會上發表重要講話，對
繼續推動共建“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作出了全
面部署，以及習主席今年7月1日在慶祝香港回歸
祖國25周年大會暨香港特別行政區第六屆政府就
職典禮上的講話中，提出了建設美好香港的“四
點希望”，商務部將認真貫徹習主席重要講話精
神，按照國務院副總理韓正8月31日講話中提出
的要求，繼續支持香港發揮自身獨特優勢，深度
參與共建“一帶一路”，在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中
實現更好發展。

就香港未來發展方向，王文濤表示，首先，
支持香港鞏固提升國際貿易中心地位，深化貿易
暢通，積極發揮香港重要貿易通道作用，支持香
港參與進博會等重要展會，加快發展貿易新業態
新模式，促進內地大市場和國際優質商品服務聯
通對接；其次，支持香港鞏固提升國際金融中心
地位，深化資金融通，並將積極發揮香港重要的
投資通道作用，通過CEPA進一步擴大開放，鼓
勵內地產品、技術標準和服務，以及內地有實力
的企業通過香港“走出去”，拓展雙向投資。

支持港拓展廣泛“朋友圈”
第三，支持香港鞏固提升國際航運中心地

位，積極發揮香港航線航路優勢，強化聯通內外
的樞紐功能，積極推動與沿線國家“海天相
連”，維護全球區域產業鏈供應鏈的穩定暢通。
第四，支持香港發揮國際高標準經貿規則順暢銜
接優勢，深化政策溝通，積極發揮香港自由開放
規範營商環境的優勢，支持香港盡早加入
RCEP，拓展區域經濟合作，提升貿易投資自由
化便利化水平。第五，支持香港發揮暢通便捷的
國際聯繫優勢，深化民心相通，積極發揮香港亞
太區國際法律及解決爭議服務中心作用，協調
解決投資爭端，拓展廣泛的“朋友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競文）世界
貿易組織副總幹事張向晨8月31日在論
壇致辭時表示，新冠疫情、地緣政治緊
張、氣候變化及反全球化情緒，將會成
為重塑全球貿易政策未來格局的主要影
響因素，他認為這些因素都非常具挑戰
性，但他相信只要全球共同努力下，這
些挑戰仍能有效處理。他亦強調這些挑
戰並不能靠單一政府解決，重申全球性
的挑戰正正需要全球合作的解決方案，
因此呼籲各國政府加強對話及合作，尋
求共同解決方案。

疫情地緣局勢及氣候變化
張向晨表示，新冠疫情對國際貿易

和政府政策都具有深遠影響，對全球供
應鏈造成前所未有的破壞，造成勞動力
和集裝箱的嚴重短缺，運費急劇上升，
港口持續擁堵，投資者在建立供應鏈和
生產線時要重新評估疫情的風險，政府
亦要重點考慮基本藥物及健康政策的可
行性。
對於近年來地緣政治緊張局勢，張向

晨指地緣政治局勢緊張，改變了許多政府
對國家安全的看法，並制定相應貿易政
策，例如俄烏衝突令全球糧食價格飆升，
影響化石燃料供應，對多邊貿易發展帶來
挑戰。他又指，如今世界經濟正轉向低
碳、綠色和更可持續發展，所有國家都要
採取集體行動來面對氣候挑戰，而近期多
國歷史性乾旱，則加強了各國制定氣候政
策的決心。

全球化有助優化資源配置
張向晨又指，全球化有助於實現全

球範圍內的資源優化配置、提高生產效
率、降低成本，並改善整個人類社會的
福利，但是全球化並不總是呈上升的趨
勢，而是過程中有所起伏。反全球化的
情緒令世貿組織成員越來越難達成共
識，但世貿組織會積極行動幫助各國適
應變化，全球化趨勢會繼續下去。他強
調，當今世界是充滿挑戰和改變的時
代，需要各國共同智慧和努力協作，
找到解決全球性問題的方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競文）第七屆
“一帶一路”高峰論壇以“攜手共創新篇章”
為主題，香港財政司司長陳茂波8月31日在論
壇致辭時預告，香港將會有新的政策及配套措
施，進一步便利人才及企業赴港。

有多項重大項目啟動
陳茂波表示，香港正與深圳緊密合作，

將香港發展成為國際創新及科技中心，聚焦
生物及健康科學和數據產業等，同時加緊推
進多個本地基建項目，包括“北部都會區”
及“明日大嶼”，以及許多其他道路、鐵路
和土地發展項目，他歡迎世界各地的企業及
人才赴港共同把握龐大機遇，預告香港將會
有新的政策及配套措施，進一步便利人才及
企業赴港。

陳茂波認為，香港作為國家與全球其他地
方的重要聯繫人，擁有貨物、資本和資訊自由
流通、低稅制、開放及友善營商環境等優勢，
能為“一帶一路”沿線國家提供高效項目融資
及高增值專業服務。他又指香港是粵港澳大灣

區主要參與者，地理位置上處於亞洲中心，即
使在新冠疫情下，香港港口仍維持向“一帶一
路”沿線國家提供海運服務。

就香港近年在金融市場取得的成就方面，
陳茂波形容香港是世界級金融中心，去年港股
市值逾5.4萬億美元，相當於香港本地生產總
值（GDP）逾14倍，銀行業總資產逾3.3萬億
美元，相當於GDP逾9倍，資產管理規模逾
4.5萬億美元，相當於GDP逾12倍，當中三分
之二來自香港以外地區。

未來將迎更廣泛機遇
陳茂波認為香港金融市場成熟高效，能為

“一帶一路”基建項目提供專業服務，同時隨
着“一帶一路”國家越來越多使用人民幣作貿
易交易結算，香港作為全球最大離岸人民幣中
心，能為“一帶一路”國家提供多元化人民幣
投資產品及投資渠道。他強調合作及互聯互通
才是“一帶一路”倡議的核心，他亦相信過去
幾年面對的許多挑戰將會消退，並迎來更廣泛
的機遇。

◆李家超表示，香港作為內地與世界各地的
重要橋樑，可發揮關鍵的門戶作用。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競文）香港特區
行政長官李家超8月31日在第七屆“一帶一
路”高峰論壇致開幕辭時指出，“一帶一路”
以合作為基礎，互聯互通範圍廣泛，為持份者
帶來貿易投資合作和基礎設施建設，釋放龐大
潛力和機遇。香港特區政府一直與不同持份者
合作，為商界和專業人士提供就“一帶一路”
交流的機會。香港會繼續與世界加強緊密聯
繫，尋求早日成為《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
定》（RCEP）成員。

李家超表示，香港作為國際都會、國際金
融及貿易中心，以及內地與世界各地的重要橋
樑，可發揮關鍵的門戶作用。對參與“一帶一
路”建設的經濟體和企業而言，香港可以提供
其所需的項目融資、專業服務、創新科技、文
化交流和廣泛聯繫等。他邀請世界各地與香港
合作，共同參與“一帶一路”建設。

有見區域經濟一體化是多邊貿易一個重
要環節，李家超強調，香港正尋求成為RCEP
的成員，以此加深與緊密夥伴的合作和聯繫。
而“一帶一路”已建立互聯互通，把企業和人
民連結在一起。香港具備“一國兩制”的優
勢，匯聚中西的豐富經驗，以及國家發展帶來
無限的機會，故此香港在互聯互通擁有無可比
擬的優勢。他續指，全球新冠疫情大流行，地
緣政治也帶來不確定性，但香港金融系統仍然
能夠抵禦市場波動。香港外匯儲備也確保了香
港金融市場得到了必要的緩衝和復原力，以應
對全球金融和政治衝擊。

港可在“一帶一路”作出貢獻
此外，李家超在論壇後回應記者提問

時，感謝國務院副總理韓正在論壇的發言，
充分肯定了論壇的意義，亦肯定了香港在“一
帶一路”的角色，包括香港是推動者、受惠者
和貢獻者；亦肯定了香港在背靠祖國、聯通世
界的優勢下可以發揮的作用。香港在“一帶一
路”倡議中，可以在多方面作出貢獻，包括專
業服務，資訊服務，貿易、航運、金融中心的
地位等。

李家超又說，從2013年“一帶一路”倡議
在習近平主席提出後，已經凝聚了超過180個國
家和組織在多方面合作，包括基建、貿易、融
資，以及人民聯繫等，為創造世界的更美好明
天作出貢獻，亦反映了這次論壇的意義和香港
在“一帶一路”可以發揮的積極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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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希望香港繼續主
動作為，拓展暢通便
捷的國際聯繫，與共
建國家開展更多務實
合作

◆二是希望香港做強專
業服務，為“一帶一
路”建設提供法律、
航運、金融、諮詢等
專業服務，打造“一
帶一路”綜合服務平
台

◆三是希望香港加強人
文交流，發揮對外文
化交流窗口作用，促
進“一帶一路”沿線
民心相通

◆四是希望香港深化與
內地合作，繼續深入
對接共建“一帶一
路”倡議，更加積極
主動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

一帶一路一帶一路 高 峰 論 壇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及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蔡競文報

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

副總理韓正8月31日以視頻方式出

席第七屆“一帶一路”高峰論壇，

並發表題為《攜手開創共建“一帶

一路”新篇章》的致辭。他在致辭

中提出“四點希望”：一是希望香

港繼續主動作為，拓展暢通便捷的

國際聯繫，與共建國家開展更多務

實合作；二是希望香港做強專業服

務，為“一帶一路”建設提供法

律、航運、金融、諮詢等專業服

務，打造“一帶一路”綜合服務平

台；三是希望香港加強人文交流，

發揮對外文化交流窗口作用，促進

“一帶一路”沿線民心相通；四是

希望香港深化與內地合作，繼續深

入對接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更

加積極主動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做強專業服務
加強人文交流

韓正對港提“四點希望”：

視頻出席第七屆“一帶一路”高峰論壇並致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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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競
文）國家發改委副主任林念修在
論壇上發表視像致辭時，為香港
今後在參與“一帶一路”建設方
面提出三大着力方向，一是着力
鞏固、提升香港的三大中心地
位，二是着力聚焦重點發展領域
在共建“一帶一路”國際合作中
培育新優勢，三是着力促進國內
國際雙循環，進一步深化粵港澳
互利共贏合作。

林念修為香港提出三大發展方向，第
一，着力鞏固提升三大中心地位，在參與和
助力共建“一帶一路”中取得新成效，依託
國際金融中心、國際航運中心及國際貿易中
心等優勢發揮更大作用。第二，着力聚焦重
點發展領域在共建“一帶一路”國際合作中
培育新優勢，包括聚焦大力發展專業服務，

聚焦穩步推進人民幣國際
化，再次聚焦深入推進科
技創新建設。第三，着力
促進國內國際雙循環，進
一步深化粵港澳互利共贏
合作，充分發揮與國際聯
繫緊密、海外資源網絡豐
富的優勢，在共建“一帶
一路”高質量發展中作出
新貢獻。

林念修強調，自香港參與和助力共建
“一帶一路”，是國家實行高水平對外開放
的重要舉措，也是促進內地和香港優勢互補
共同發展的重要途徑。他堅信，有偉大祖國
的堅定支持，有“一國兩制”方針的堅實
保障，有香港各界的不懈努力，香港必
將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新進程中作
出新的更大的貢獻。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競
文）國資委主任郝鵬在論壇上
發表視像致辭時表示，香港市
場化程度高、營商環境世界一
流，可藉助香港自由開放的環
境，發揮金融、法律、會計、
設計監理等專業優勢，未來將
推動更多符合條件的央企在港
上市、發債，以及設立財富中
心、自保公司、地區總部、貿
易平台等，以提升企業資本運作、風險管
理、公司治理和國際化經營水平，共同實現
高質量發展。

郝鵬表示，在央企參與共建“一帶一
路”的過程中，香港作為重要國際金融貿
易航運中心，發揮着重要而獨特作用，
以往不少香港企業、金融機構、專業
服務機構為央企“一帶一路”項

目提供投融資、工程建設諮
詢、合約談判、法律事務、
會計、審計等服務，已成為
央企參與共建“一帶一路”
的重要夥伴和橋樑紐帶。

郝鵬表示，將全力支
持央企與香港一起在高質
量共建“一帶一路”中增
強發展動能，他認為香港
科研基礎實力強，這是香

港未來可持續發展的強大引擎，國資委願
推動央企更好融入香港國際創新科技中心
的建設，發揮央企行業服務廣、應用產品
多、孵化能力強等優勢，與香港深化產學
研用協同，強化產業鏈價值鏈中高端環節
合作，協同參與“一帶一路”科技創新行
動計劃，共同在數字經濟、綠色經濟、健
康經濟等領域與全球各國加強合作。

◆8月31日，第七屆“一帶一路”高峰論壇在香港舉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理
韓正以視頻方式出席論壇並發表題為《攜手開創共建“一帶一路”新篇章》的致辭。 新華社

郝鵬：將推動更多央企在港上市發債 林念修：冀港培育新優勢作出新貢獻

由香港特區政府、香港貿易發展局共同主辦
的第七屆“一帶一路”高峰論壇8月31日

起一連兩日在會展中心舉行。今屆論壇以“攜
手共創新篇章”為主題，並首次以線上線下
混合形式同步舉行。逾80位“一帶一路”沿
線及相關國家和地區的主要官員及商界翹楚
分享真知灼見，逾6,000名來自80多個國家
和地區的高層官員與商界人士參與。

論壇透過政策對話環節、主論壇、專題分
組論壇、一對一項目對接會、投資項目推介活
動和展覽等多元活動，與來自“一帶一路”沿
線國家和地區的政商領袖、投資項目擁有及營
運者、投資者及服務供應商探討如何以“一帶
一路”倡議、粵港澳大灣區及《區域全面經濟
夥伴協定》（RCEP）等多邊合作，推動經濟
增長，創造多贏局面。

堅定不移推進“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
韓正在論壇開幕環節透過視像致辭。他表

示，國家主席習近平提出的共建“一帶一路”
倡議，得到國際社會廣泛認同和熱情參與，取
得了實打實、沉甸甸的成就，已成為具有廣泛
影響力和包容性的國際經濟合作平台。中國將
堅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則，以高標準、可持續、
惠民生為目標，繼續加強與共建國家合作，鞏
固互聯互通合作基礎，穩步拓展合作新領域，

堅定不移推進“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與共
建國家攜手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中央支持港長期保持獨特地位和優勢
韓正指出，香港是共建“一帶一路”的

積極參與者、貢獻者，也是受益者。中央將
長期堅持“一國兩制”方針，完全支持香港
長期保持獨特地位和優勢，全力支持香港積極
參與和助力“一帶一路”建設。他提出“四點
希望”。一是希望香港繼續主動作為，拓展暢
通便捷的國際聯繫，與共建國家開展更多務實
合作。二是希望香港做強專業服務，為“一帶
一路”建設提供法律、航運、金融、諮詢等專

業服務，打造“一帶一路”綜合服務平台。三
是希望香港加強人文交流，發揮對外文化交流
窗口作用，促進“一帶一路”沿線民心相通。
四是希望香港深化與內地合作，繼續深入對接
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更加積極主動融入
國家發展大局。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香港中聯辦
主任駱惠寧出席了開幕環節。李家超在開幕
環節致辭，世界貿易組織副總幹事張向晨、
國家商務部部長王文濤、國務院國有資產監
督管理委員會主任郝鵬，以及國家發展和改
革委員會副主任林念修亦以線上形式在開幕
環節致辭。

◆國務院國資委主任郝鵬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國家發改委副主任林念修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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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8月31日，中共廣東

省委舉行“中國這十年．廣東”主題新聞

發布會，粵港澳大灣區建設與合作成為其

中重點。廣東省委副書記、省長王偉中在

發布會中透露，在攜手推進大灣區國際科

技創新中心建設方面，廣東省已累計向港

澳跨境撥付財政科研資金3億多元（人民

幣下同），並與港澳共建20家聯合實驗

室。與此同時，廣東推動與港澳的硬聯通

和軟聯通，在“灣區通”工程下，1萬多

家港澳企業通過“一網通辦”等措施實現

在粵便利登記，3,100多名港澳專業人士

取得內地註冊執業資格。

王偉中在主題發布環節，從“雙區”（粵
港澳大灣區、深圳先行示範區）和兩個

合作區（橫琴粵澳深度合作區、前海深港現代
服務業合作區）建設、製造強省、科技科創強
省建設、構建“一核一帶一區”區域發展格
局、美麗廣東建設、民生領域建設等方面，全
面介紹過去10年廣東經濟社會發展成績。

逾萬台科學儀器向港澳開放
他表示，廣東全力服務“一國兩制”大

局，攜手港澳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順利建
成港珠澳大橋、廣深港高鐵等標誌性工程，國
際一流灣區和世界級城市群建設邁出堅實步
伐。2021年，大灣區經濟總量達12.6萬億元，
比2017年增加2.5萬億元。

如何協同港澳高水平打造國際一流灣區和
世界級城市群？王偉中表示，廣東主要從三方
面重點開展工作。

首先，在協同創新、攜手推進大灣區國際
科技創新中心建設方面，廣東加快大灣區綜合
性國家科學中心建設，成體系布局建設東莞散
裂中子源、惠州強流重離子加速器、鵬程雲腦
等重大科技基礎設施。在此基礎上，與港澳共
建20家聯合實驗室，推動1萬多台大型科學儀
器面向港澳開放。

自2019年7月首筆由香港科技大學承擔的
廣東省省級科研項目財政資金316.96萬元順利
撥付到香港後，廣東至今已向港澳跨境撥付科
研資金逾3億元（主要為香港科研機構）。在
共建粵港澳聯合實驗室方面，根據《廣東省科
技創新“十四五”規劃》，至2025年，聯合實
驗室將增至40家，在目前基礎上實現倍增。

“灣區通”推動粵港澳規則銜接
王偉中表示，廣東充分發揮粵港澳比較優

勢，探索形成“港澳科研成果—珠三角轉化—
港澳服務”的協同發展新模式。

其次，在攜手港澳推進基礎設施互聯互
通和規則機制銜接方面，有多項重大措施。
例如，在軟聯通方面，廣東實施“灣區通”
工程，探索“一事三地、一策三地、一規三
地”，“深港通”“跨境理財通”等創新舉
措，港澳企業商事登記實現“一網通辦”
“一天辦結”，1萬多家港澳企業通過便利
途徑實現登記備案，3,100多名港澳專業人
士取得內地註冊執業資格。

此外，在重大合作平台建設方面，廣東聚
焦橫琴、前海、南沙的示範引領作用。王偉中
以《廣州南沙深化面向世界的粵港澳全面合作
總體方案》為例稱，方案賦予南沙鼓勵類產業
企業減按15%稅率徵收企業所得稅、港澳居民
免徵其個人所得稅超過港澳稅負部分等支持政
策，含金量非常高。

“廣東正抓緊推動各項重點任務落地落
實，支持南沙打造成為立足灣區、協同港澳、
面向世界的重大戰略性平台。”王偉中說。

廣東與港澳合作全方位展開，還包括文
化、旅遊方面。廣東省委常委、宣傳部長陳建
文表示，廣東積極攜手港澳共建人文灣區，成
功舉辦粵港澳大灣區文化藝術節、媒體峰會等
活動，目前正加快推進大灣區世界級旅遊目的
地建設。

粵科研經費“過河”三年超三億
廣東發布十年成績單 推進灣區科創建設成焦點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敖敏輝廣州報
道）過去10年，廣東經濟總量保持高速
增長。王偉中介紹，全省地區生產總值
從2012年的5.7萬億元（人民幣，下同）
增長到2021年的12.4萬億元，連續跨過
7個萬億級台階，經濟總量連續33年居全
國第一，人均生產總值從5.23萬元增長
到9.83萬元，繼廣州、深圳之後，佛
山、東莞也邁入萬億級城市行列。

市場主體連年較大幅度增長
近年來，廣東深化“放管

服”改革，在打造市場化法治化
國際化營商環境方面不遺餘力，
內資、外資、個體工商戶等市場

主體連年較大幅度增長。王偉中介紹，
廣東大力推動數字政府、營商環境等重
大改革，省級政府一體化政務服務能力
連續3年居全國第一，市場主體10年淨
增1,039萬戶，總量已達1,526萬戶，佔
全國十分之一，其中企業684萬戶。

製造業是廣東實體經濟的根本，也
是廣東的強項。王偉中表示，廣東堅持
製造業立省不動搖，高起點培育發展20
個戰略性產業集群，包括新一代電子信
息、綠色石化、智能家電、汽車、先進
材料、現代輕工紡織、軟件與信息服
務、超高清視頻顯示、生物醫藥與健康
等。在產業集群的帶動下，廣東規模以
上工業企業達5.9萬家，全部工業增加
值達4.5萬億元，佔全國八分之一，佔
全省GDP總量的約三分之一。

推進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
值得一提的是，在此基礎上，推進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着力構建“基礎
研究+技術攻關+成果轉化+科技金融+
人才支撐”全過程創新生態鏈，推動經
濟高質量發展。王偉中透露，2021年，
全省研發經費支出超3,800億元，十年
增長超過2倍，佔GDP比重3.14%。

“在基礎研究投入方面，廣東從
2017年的109億元，增長到2021年的270
億元。比如深圳在全國率先以立法形式規
定每年的市級科研資金不低於30%投向基
礎研究，效果明顯。今年，我們明確提
出，省級財政把三分之一以上的科技經費
投向基礎研究。”王偉中說。

全
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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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東加快大灣區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建設廣東加快大灣區綜合性國家科學中心建設。。圖圖
為香港科技大學深港協同創新研究院實驗室為香港科技大學深港協同創新研究院實驗室。。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廣東粵港澳大灣區國家納米科技創新研究院廣東粵港澳大灣區國家納米科技創新研究院
展示的研究成果展示的研究成果。。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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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製造業PMI回升至49.4%
國家統計局：經濟呈恢復態勢 但擴張力度弱 小企業壓力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高溫限電、疫情反

覆和內需不足拖累中國經濟修復。中國

國家統計局8月31日發布數據顯示，8

月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PMI）回升至

49.4%，較7月上升0.4個百分點，景

氣水平有所改善，但連續第二個月處於

收縮區間。國家統計局表示，中國經濟

保持恢復發展態勢，但擴張力度有所減

弱，小型企業經營壓力較大。專家認

為，當前經濟面臨的主要問題是恢復基

礎不牢固，市場需求持續不足，經濟回

升動力偏弱，中小企業壓力較大，保市

場主體仍需進一步加強。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8月31日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聽取穩住經濟大盤
督導和服務工作匯報，部署充分釋放政策效能，加快擴
大有效需求；確定進一步優化營商環境、降低制度性交
易成本的措施，持續為市場主體減負激活力。

政策實施細則9月上旬應出盡出
會議指出，要貫徹黨中央、國務院部署，保持經濟

運行在合理區間，努力爭取最好結果。針對經濟運行超
預期因素衝擊，前期能用盡用近兩年儲備的政策工具，
及時果斷推出穩經濟一攬子政策和接續政策，因市場主
體在一些方面遇到的困難比2020年多，今年退稅減稅降
費等超過2020年，並出台了有力度的穩投資促消費政
策，總體政策規模合理適度。當前處於經濟恢復緊要關
口，加快釋放政策效能至關重要。近日國務院向主要經
濟省份派出工作組，圍繞穩住經濟大盤督導和服務，現
場解決了一批難點堵點問題。要繼續爭分奪秒抓落實，
用“放管服“改革辦法再推進穩經濟一攬子政策發揮效
能，細化實化接續政策、9月上旬實施細則應出盡出，
着力擴大有效需求，促投資帶消費增就業，鞏固經濟恢
復基礎，增強發展後勁。一是在用好新增3,000億元人
民幣以上政策性開發性金融工具基礎上，根據實際需要
擴大規模，對符合條件成熟項目滿足資金需求，避免出
現項目等資金情況；將上半年開工項目新增納入支持範
圍，對之前符合條件但因額度限制未投放項目自動納入
支持，以在三季度形成更多實物工作量，也為製造業和
個體工商戶及時提供市場需求。二是擴大政策性開發性
金融工具支持的領域，將老舊小區改造、省級高速公路
等納入，並盡可能吸引民間投資。三是盡快出台支持製
造業企業、職業院校等設備更新改造的政策。四是引導
商業銀行擴大中長期貸款投放，為重點項目建設、設備
更新改造配足融資。這也有利於擴大信貸有效需求。有
關部門要完善對銀行的考核，銀行要完善內部考評和盡
職免責規定，形成激勵機制。五是對重點項目繼續採取
集中辦公、並聯辦理等方式，提高審批效率，強化要素
保障。地方政府可根據職責權限對用地、環評等辦理作
出承諾，項目落地後按規定補辦手續。六是支持剛性和
改善性住房需求，地方要“一城一策“用好政策工具
箱，靈活運用階段性信貸政策和保交樓專項借款。促進
汽車等大宗消費。七是國務院再派一批督導和服務工作
組，赴若干省份推動政策落實。適時核查回訪，重點核
查項目建設三季度實物工作量完成、完善手續等情況。
八是各地也要建立督導和服務工作機制。重點項目建設
要按照有回報、保證資金不挪用和工程質量的原則，不
失時機推進。

會議指出，改革是政策工具箱中極重要工具，要堅
持以改革激活力，進一步降低市場主體制度性交易成
本。主要包括，深入整治涉企違規收費，嚴格劃定權力
邊界，嚴肅查處亂罰款、收過頭稅費等行為。推行工業
生產同類型產品一次許可。加強監管，嚴厲打擊假冒偽
劣，維護公平競爭。健全營商環境問題線索蒐集、處理
機制。

會議研究了其他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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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家統計局數據還顯示，疫情下服務業
經濟水平下降，8月非製造業商務活

動指數（非製造業PMI）下降1.2個百分點
至51.15%。由於非製造業PMI降幅大於製
造業PMI升幅，8月綜合PIM下降0.8個百
分點至51.7%，繼續高於榮枯線，顯示企
業生產經營活動總體延續恢復態勢，但擴
張力度減弱。

專家：製造業企業產需兩端持續承壓
中國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宏觀部研究

員張立群分析說，8月製造業PMI指數小
幅提高，表明支持經濟回升的力量開始趨
強；但指數水平仍處榮枯線以下，表明長
期蓄積的經濟下行壓力仍不可低估。調查
企業中，反映市場需求不足的佔比達
54%，反映原材料成本高的佔48%，表明
企業生產經營面對的困難仍然空前嚴峻。

8 月多個省份延續着大範圍、長時間
高溫天氣，城鄉居民空調用電負荷明顯提
升，川渝和長江中下游多省份出現電力供
應緊張局面，對工業生產實施了限電節電

措施。同時，深圳等重點城市散發疫情不
斷出現，加之國際局勢持續緊張，製造業
企業產需兩端持續承壓。分項指標看，8
月，製造業生產指數持平於 7 月的
49.8%，但明顯低於歷史平均水平；而隨
着中秋臨近，以及各項消費政策落生效，
近期消費品市場需求加快釋放，企業積極
備貨，新訂單指數呈現小幅回升至
49.2%。不過，製造業生產和新訂單指數
均繼續處於收縮區間，表明產需恢復力度
較弱。

在價格方面，購進價格和出廠價格
指數雖都有所回升，但連續運行在45%
以下，顯著低於上半年均值，表明當前
通脹壓力在逐步緩解。國家統計局調查
顯示，8月反映原材料成本高的企業佔比
為48.4%，比上月下降2.4個百分點，年
內首次低於50.0%，反映出企業成本壓力
有所緩解。

助中小企業紓困工作還需加強
不同所有制企業看，8月份，大型企

業製造業PMI為50.5%，較7月上升0.7個
百分點，對宏觀經濟有較強的支撐作用；
中型企業PMI為48.9%，雖較上月上升0.4
個百分點，仍位於49%以下，生產指數和
新訂單指數也都運行在49%以下；小型企
業PMI為47.6%，不僅運行在48%以下，
還較7月下降0.3個百分點。“在經濟下行
壓力加大、疫情影響持續的情況下，中小
企業仍面臨較大壓力。“中國物流信息中
心分析師文韜認為，中小企業持續偏緊運
行，困難較為突出，保市場主體、助力企
業紓困工作仍需進一步加強。

文韜還指，當前經濟面臨的主要問題
是恢復基礎不牢固，市場需求持續不足，
經濟回升動力偏弱。綜合來看，市場需求
整體持續不足，經濟回升動力偏弱。今年
以來，中國經濟持續面臨市場需求不足問
題，8月儘管消費品製造業需求較好釋放，
但受高溫天氣以及疫情多點散發等因素影
響，市場需求仍有所偏弱，裝備製造業和
高技術製造業的新訂單指數都較7月有所下
降，表明新動能需求增速有所放緩。

◆中國國家統計局8月31日發布數據顯示，8月製造業採購經理指數（PMI）回升
至49.4%，較7月上升0.4個百分點。圖為山東省日照市的一家體育器械製造企業組
裝車間。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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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花蓮市人口約10萬，市長選情
備受關注。國民黨有魏嘉彥、李秋旺2位議員相
爭，縣黨部開放參選，綠營則提名市民代表謝
豪杰。魏嘉彥昨完成登記，胞兄、現任市長魏
嘉賢特地請假陪同，魏嘉彥表示，他累積12年
民代經驗，會延續哥哥的好市政，為這座城市
付出。

魏嘉彥來自地方政治家族 「魏家班」，昨
由父親、前議員魏東河和弟弟、前市代魏鈺晟
及魏嘉賢等人陪同登記參選市長。魏嘉賢贈送
市公所新書《帶你回花蓮》，也願把這本書送
給所有市長參選人，並鼓勵魏嘉彥為市民打拚
。

37歲的魏嘉彥指出，魏嘉賢擔任6年市長，
延續前任市長田智宣政策，不管是活化公園綠
地、道路整平、人行道等基礎建設，持續舉辦
極具花蓮特色的太平洋縱谷馬拉松，有非常多

政績，尤其接手前任努力將佐倉公墓搖身一變
成為公園，未來要轉型運動中心，若沒人接棒
，可能就會是一片荒煙蔓草。
魏嘉彥表示，他勤懇做事、沒有副業，也不是
誰叫他出來選，即將40歲，有8年市民代表及4
年議員經驗，相信自己可以穩定為這座城市付
出，也希望接下哥哥的棒子，在既有基礎上讓
市政更好，繼續努力打造佐倉運動園區。
另2位已表態角逐市長的藍綠參選人，謝豪杰預
計1日登記、李秋旺2日登記。對於黨內競爭，
李秋旺說，兄弟爬山各自努力，他會繼續爭取
選民認同。
謝豪杰認為，花蓮選民結構處於藍大於綠，雖
然是一場硬戰，但年輕人也該有全力一博、全
力以赴的精神。

（中央社）雲林縣政府於2020年首辦 「雲林滷肉飯節」，
吸引全台民眾共襄盛舉，一舉打響雲林滷肉飯名氣，去年因疫情
停辦，今年再度規畫第2屆滷肉飯節，昨天在縣府舉辦 「神級滷
肉飯徵選」記者會，即日起開放報名至9月14日，總獎金達9萬
元，號召全台滷肉飯好手一決高下。

「神級滷肉飯徵選」記者會由雲林縣長張麗善等人共同主持
，邀請 「2020雲林滷肉飯民間高手組冠軍吳志憲」與 「知名美食
網紅小貝米漿」，示範製作 「神級滷肉飯」、 「創意滷肉飯」，
現場還有雲林米、肉、醬業者推薦的在地優質稻米、醬油、豬肉

，提供給參賽選手選用。
張麗善表示，第2屆的雲林縣滷肉飯節將於10月15日登場

，前年首屆滷肉飯節非常成功，民間高手還有專業店家共同交流
後，產生非常棒的神級滷肉飯，不但可協助青年朋友創業，還可
透過電商平台，讓全台民眾享受到雲林縣非常道地的美味滷肉飯
。

張麗善表示，雲林縣是最適合舉辦滷肉飯節的縣市，因為最
好吃的米、最棒的醬油、最安全健康的豬肉，全部都在雲林縣，
這也是滷肉飯最重要的3大元素。透過在地的食材，加上廚師的

廚藝，一定可以煮出最好吃的滷肉飯，希望民間高手與業者踴躍
參賽。

縣府農業處長魏勝德指出， 「2022第2屆雲林神級滷肉飯爭
霸賽」即日起接受報名，9月14日截止，提供網路報名方式，初
審通過者將進行試吃訪視及現場評選，以滷料口感、食材品質、
環境衛生作為評分依據，預計選出15家優質店家與10名民間高
手，參與10月15日的滷肉飯節嘉年華活動。

雲林神級滷肉飯徵選
報名至9月14日

（中央社）爭取連任的嘉義縣長翁章梁與國民黨縣長參選人
王育敏昨天一前一後到嘉義縣選委會完成參選登記，翁章梁表示
有信心衝最高票，贏得勝選，王育敏則端出10大政見，再邀翁
章梁辯論，翁章梁則以縣政發展不是 「鬥嘴鼓」回應。

翁章梁昨由立委陳明文、蔡易餘、議長張明達等黨籍議員、
鄉鎮長參選人陪同，出動6架無人機伴飛，浩浩蕩蕩到選委會完
成登記，營造出 「國嘉隊」團結氣勢。翁章梁說，農工大縣正在
實現，所有隊伍已整裝待發，有信心衝最高票，贏得勝選，而陳

明文也稱翁章梁是歷屆最好的縣長。
王育敏昨天晚翁章梁半小時到選委會登記參選，黨籍立委翁

重鈞、多位議員參選人及女力發言人團都到場，王育敏除端出
「嘉義改變，十全十美」10大政見，也說自己已在中選會意願調

查表勾選欲辦理辯論會，希望翁章梁不要避戰，比較兩人政見，
讓鄉親了解。

面對王育敏下戰帖，翁章梁指嘉縣有18鄉鎮市、357個村里
，王育敏臨危授命來嘉義縣選舉， 「當我們和鄉親努力建設時，

不曾看到她關心過嘉義縣」，強調縣政發展是要抓穩方向、腳踏
實地、實實在在，不是 「鬥嘴鼓」，鄉親想看到的是 「做事」的
人，而不是 「鬥嘴鼓」的政治人物。

邀辯論被指逗嘴鼓，王育敏認為，翁章梁是變相拒絕，辯論
會與政見發表會都是中選會提供的選項，兩者地位平行，翁章梁
難道是在酸中選會要大家逗嘴鼓？她進一步說，如果翁縣長真是
自己口中 「會做事的人」，那就真金不怕火煉，讓縣民好好檢視
一番。

王育敏再邀辯論 翁章梁：別鬥嘴鼓

魏嘉彥登記參選花蓮市長
「魏家班」 總動員

台南蘭花生技園區移交中央 盼年產值百億
（中央社）位於台南市後壁區的台灣蘭花生物科技園區，設

立至今已屆20年，進駐廠商達84家，累積投資額已達217億元
，園區今年從台南市政府移交給農委會接管，成為中央型農業科
技產業園區，昨日揭牌儀式上，市長黃偉哲說，蘭花生技園區從
無到有，再到被國際看見，很不容易，但如今也需要 「升級」，
未來中央接管後，期待更上一層樓。

黃偉哲說，20年前，當時的台南縣政府從無到有，開闢蘭花
生技園區，吸引廠商進駐，打出一片天，但發展至今也需要 「升
級」，追求更好的表現，就像 「如果將球星王建民留在中華職棒

，他就不能在世界舞台發光發熱」，希望農委會接管後，可帶來
更豐沛的資源，提供產業最好的發展環境。

農委會昨日在園區營運服務中心，舉行 「行政院農業委員台
灣蘭花生物科技園區」揭牌儀式，並重申園區租金和管理費，將
維持2年內不調整；此外，截至目前已完成營運服務中心整修、
園區埤塘功能及景觀環境營造改善規畫，之後會與台南市政府共
管至今年12月31日。

農委會主委陳吉仲出席揭牌儀式表示，蘭花生技園區在這20
年來已奠定良好基礎，並宣示3大目標，第一個目標是園區將以

外銷生產為導向，把行政效率做好、業者生產成本降低，並提供
生產、檢疫、冷鏈、出口一條龍服務，將蘭花行銷到全世界，年
產值從36億元增加到100億元。

陳吉仲說，第二個目標是成為全台最早拿到淨零排放的園區
，輔導業者使用綠色能源，3年內達到 「碳中和」目標，以後輸
出歐美、日本等國家的花卉，都能標榜是 「碳中和」產品；第三
個目標達到共享、共好、共榮，吸引愈來愈多業者進駐，擴大產
業群聚規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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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經濟

新世紀人壽保險公司
新世紀人壽保險公司是由十級精算師陳舜哲博士創立,在美国保險市場及

僑界享有盛名.

今日被 AM Best credit agency,(保險業評級機構), 升級至A-等級(優異級), 在

由美國主流把持的保險業, 實在不易. 也是台商之光.
新世紀人壽保險公司自成立30年以來, 一直提倡以客户為主的市場開拓,提
供優良獨特的保險產品,宣導以客户服務至 上的經營理念,得到主流市場經
紀人推崇,在美國保險界享有盛名.
2021年總資產破11億1548萬美元, 法定資本額逾1億5059萬美元, 然而調整
後法定資本額則上升至1億6837萬美元。

•  2021年的全年十二個月財報截至十二月三十一日底, 控股公司新世紀集  
    團的稅後淨盈餘逾378萬美元.

•  子公司新世紀人壽保險公司 稅後的法定淨盈餘為3010萬 

•  控股公司新世紀集團及子公司新世紀人壽保險公司两者十二個月 的淨盈
    餘總和則達3390萬美元.

我們的人壽及健康保險的現有年保費己經超过5億1000萬美元, 年金總存也

超过7億美元.  2022年被美國最有權威的AMBest評估公司極度肯定, 升級為

A-財務優異.

再者, 於2017更被知名休士頓商業雜誌 (Houston Business Journal) 統籌, 跟

據各大保險公司年度保費總金額, 新世紀人壽保險公司在休士頓排名第三

大人壽保險公司, 跟隨American General 及 American National Insurance Co. 

之後.

新世紀的固定利率年金有三年及五年兩種計劃.利率優惠且固定不變. 我們

這種以客戶為主的固定年金非常受到主流社會的保守客戶的喜愛,所以在

過去十年(從2010 到 2020) 我們賣出去的年金( 不包括renewal) 超過7億美

元( 平均每年7000萬美元). 2021 年年金賣出金額超過年平均逾1億1958萬.

新世紀提供人壽儲蓄,老人醫療補助險(Med Sup), 年金,職業意外險,小額人

壽險,及年紀65歲以下的健康医療險.此外,更有商業房地產貸款如購物中心,

公寓, 投資住屋及未開發空地等. 新世紀是全美唯一華人擁有的人壽保險公

司.目前在美國50州經營客户接近二十萬,業務代表超过五千人. 財務穩固,

資產雄厚.
最後我謹代表新世紀感謝華人同胞多年來的支持, 新世紀樂於為華人同胞
服務請來電：281-368-7200. EXT 7257

 

新世紀人壽保險公司 

2010 , ( 
) 

Secure Choice 5年年金計劃 
年金金額

 
第一年利率 第二年利率 第三年利率 第四年利率 第五年利率 

$50,000以上 4.3% 4.3% 4.3% 4.3% 4.3% 

*低解約費僅５年年限第一年至第五年是 5%,5%5%5%5% 加上MVA市值調整額 

Secure Choice 3年年金計劃 
年金金額 第一年利率 第二年利率 第三年利率 

$50,000以上 3.75% 3.75% 3.75% 

 *低解約費僅 3年年限第一年至第三年是 5%5%5% 加上MVA市值調整額 

 

*二計劃可提取利息每次必需高於$125 

*有效日期利率自 9/1/2022有效, 年金利率將隨市場利率變化和新年金金額做調整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詳情歡迎來電洽詢 281-368-7257 or 281-368-7200 ext. 7257 

11720 Katy Freeway #1700, Houston, TX 77079 
 
 

元宇宙催化
VR/AR迎來新壹輪熱潮

綜合報導 隨著多款新品的密集發

布，VR/AR(虛擬現實/增強現實)正迎

來新壹輪發展熱潮，中國本土VR/AR產

業鏈加速成熟。

今年夏天，中國市場已經有多款

VR/AR 產品發布。7 月 25 日創維發布

Pancake VR壹體機；8月18日聯想拯救

者VR壹體機VR700開啟預售；本周，

中國消費級AR眼鏡品牌Nreal發布兩款

AR眼鏡，從形態看，這兩款眼鏡外形接

近墨鏡，Nreal Air僅重79克；字節跳動

旗下的Pico將於9月在全球同步發布Pi-

co4/Pico4Pro新品。

VR/AR正迎來新壹輪熱潮。據IDC

數據顯示，2021年VR頭戴式顯示器的

全球出貨量達 1095萬臺，突破年出貨

1000萬臺的行業拐點，今年壹季度VR

頭顯全球出貨量同比增長241.6%。

中國VR/AR市場也在升溫。市場研

究咨詢公司捷孚凱最新統計數據顯示，

2022年上半年，中國VR市場零售額突

破8億元(人民幣，下同)，同比增長81%

，頭戴式顯示器銷售均價由早期的千元

以下拉升至1740元左右。

中國工業和信息化部電子信息司副

司長徐文立本月表示，中國VR產業發

展迅速，核心技術不斷突破，產品供給

日益豐富，應用創新生態持續壯大。例

如在終端硬件環節，國內廠商創新能力

顯著提升，各類VR、AR終端產品不斷

推出，體積、重量、續航、散熱等指標

持續優化。

內容方面的短板也在突破。例如，

視頻網站愛奇藝不僅推出 VR 頭顯設

備，還與Nreal 合作發布第壹款定制版

AR應用，可以為用戶帶來沈浸式觀影體

驗。字節跳動收購了VR設備商Pico，並

圍繞遊戲、健身等領域布局VR。

VR/AR是進入元宇宙的重要端口，

也是XR的具體形式。所謂XR(Extended

Reality)，指的是擴展現實技術，包括VR

、AR及MR等多種形式，是壹種通過計

算機技術和穿戴設備產生的壹個真實與

虛擬結合、可人機交互的環境。

中國電子學會副理事長兼秘書長陳

英對記者表示，元宇宙強調虛擬世界與

現實世界的連接和交互。沈浸式體驗是

元宇宙的基本特征之壹，元宇宙的實現

必然依托於VR/AR技術。

陳英介紹，VR/AR目前主要應用於

工業制造、醫療健康、文化娛樂、教育

培訓、商貿創意等領域，不斷催生出數

字經濟新業態、新模式。

不過目前仍處於VR/AR 發展的早

期。Nreal 公司創始人兼CEO徐馳接受

媒體采訪時表示，VR核心技術已經相

對成熟，而AR在幾個核心模塊還沒有

完全形成供應鏈的模塊化供應。從整個

產業鏈看，VR已經過了技術相對難的階

段，後續還會有持續的計算疊代，目前

更多卡在內容端。

VR/AR作為新壹代消費終端產品，

恰是中國企業的創業機遇。徐馳表示，

相比十五年前的智能手機，VR/AR的普

及意味著平臺的更疊，中國有更好的機

會去參與引領。

壹方面，VR/AR產業的發展得到政

策支持。在中國“十四五”規劃中，虛

擬現實和增強現實已被列入數字經濟重

點發展方向之壹，正在孕育廣闊的市場

空間。北京、上海、杭州、深圳、海南

等地紛紛出臺政策，建設元宇宙產業園

區，設立母基金，引進人才與相關企業

，扶持元宇宙產業生態可持續發展，而

VR/AR是元宇宙產業的重點之壹。

另壹方面，徐馳認為，中國企業有

四個優勢。壹是供應鏈優勢，無論汽車

還是手機，以及其他智能硬件的制造基

本在中國；二是隨著過去十年的互聯網

科技企業的發展，中國的人才有了質和

量的飛躍；三是市場規模優勢；四是中

國給創新企業的政策和扶持，能夠讓企

業更快地把壹些想法落地。

陳英表示，總的來說，VR/AR技術

和成本已經能夠支撐大規模商用。未來

中國可以從技術研發、產業鏈協同、推

廣應用幾個方面加強布局。

金融如何“有數”？
上海城市數字化轉型中的“金融力量”
綜合報導 從“數字中國”的提出到“數字化

轉型”全國各地開花，“數字化”已成為城市未來發

展不可或缺的動力。上海城市數字化轉型體驗周正在

此間召開，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上海，各金融機構在

城市數字化轉型貢獻了怎樣的“金融力量”？

上海浦東發展銀行總行信息科技部副總經理萬

化在上海城市數字化轉型體驗周系列活動上表示，

作為壹個位於上海的全國性的股份制商業銀行，浦

發銀行堅持金融科技創新服務企業和個人客戶，助

力上海經濟社會發展。

“我們深耕自貿跨境金融服務，打造上海自貿

區建設，支持上海國際金融中心和浦東新區高水平

改革開放。通過深度地服務科創企業，來支持上海

的科技創新。到2021年底，浦發銀行服務長三角科

技企業超過1.3萬戶，有70%的科創上市企業和浦

發銀行有緊密合作。”萬化說。

南洋商業銀行(中國)有限公司資訊科技部負責

人嶽奕則告訴中新網記者，銀行確立全行數字化轉

型統籌組織架構和職能分工，形成《深化數字化轉

型方案》，以“大問題、小步跑”方式加速推進業

務經營管理數字化轉型。

嶽奕介紹，“產業數字金融領域，南商中國以線

上化服務的方式將結算產品、綜合性服務與客戶生態

深度融合，開拓平臺上交易企業和核心企業上下遊，

為客戶提供高效、定制化的資金收付管理服務。”

交通銀行上海市分行方面表示，交通銀行上海

分行錨定重點場景建設，加快數字化轉型項目落地。

深耕“惠民就醫”場景，截至2022年6月末，分行

信用就醫簽約客戶當年新增52萬戶，發生交易61

萬筆，季均交易筆數千筆以上的達標醫院34家，

簽約客戶數和交易量均保持市場領先。

作為中國自主的銀行卡組織和轉接清算機構，

中國銀聯方面介紹，在數字技術研發應用方面不斷加

強金融科技方面的相關創新技術研究，2020年12月

，銀聯攜手合作夥伴發布金融級雲服務“銀聯雲”，

為近300家金融行業生態合作夥伴提供銀聯雲及相關

服務，為支撐金融行業客戶實現數字化轉型提供新引

擎。攻關新型通訊方式UWB、車聯網、5G底層等

關鍵技術，優化物聯網支付服務平臺功能，推進海

爾“衣支付”、華為“汽車支付”、“刷手付”、

智慧消息等物聯網多場景應用突破。

南京銀行上海分行指出，數字化轉型在數字化

營銷、風控、運營等方面對銀行經營和管理起到了

重要作用。自2019年以來，打造魔數師智慧分析平

臺、魔數盒數據分析開發環境、水晶球人工智能平

臺等三套自主研發的數據分析工具。深耕數字化轉

型工作，賦能零售、公司、同業、風險、運管等五

大業務板塊，提高業務拓展與經營管理能力。

太平養老保險股份有限公司開啟新壹代核心系統

建設，其中養老金方面，通過數字化接口技術、區塊

鏈技術，太平養老牽手各類管理人，實時交互日常運

營數據、交易數據、信披數據。通過建立動態跟蹤、

時效監督、接口監控、數據核對、異常檢測等管控體

系進行全方位的監控和預警，在確保資金安全性、數

據安全性的前提下，實現數據資源的安全共享，保證

信息披露質量，為業務的安全運營提供保障。

數字化轉型也為疫情防控期間的金融穩定貢獻

力量。興業銀行上海分行方面介紹，疫情居家辦公

期間，“數字員工”在各大金融服務領域堅守崗位，

保障疫情之下的客戶服務質量與體驗。4月至今，分

行國際業務機器人自動獲取數據並錄入系統，處理國

際收支業務200筆。當前，正探索將RPA(機器人流

程自動化)與AI、低代碼、流程挖掘等超自動化技

術融合，以更智能的數字員工服務，賦能全行數字

化轉型和極致客戶體驗。

光大證券方面也表示，光大證券加快集約化共享

中心、投行質量評價系統、智能底稿系統、大中臺運

營服務體系等數字化能力建設，以及結合公司遠程辦

公、雲桌面等數字化升級，形成了完善的數字化辦公

科技生態。通過該數字化生態體系，光大證券各項業

務、服務在疫情期間仍保持高效、平穩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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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

生活難料
加入健保
如果您因為離職而失去健康保險或需要更新
健保計畫，家裡多了個寶寶，或是滿��歲。擁有
健保比您想像的更容易。您可於規定期限內在
HealthCare.gov加入容易負擔、低價的健保計畫。

由美國衛生及公眾服務部資助

1-800-318-2596

 CERTIFICATE 
OF DEPOSIT

13 MONTH

$20,000.00 Minimum Balance
New Money Only .

2.55% APY*
New Money Only .

2.65% APY*

The promotional *Annual Percentage Yield (APY) is available for new money only. New money 

is defined as money not currently on deposit in an AFNB account.

This is a limited time promotional offer and subject to change at any time without notice.

APY accurate as of 8/8/2022 and assumes interest will remain on deposit until maturity. 

$20,000 minimum deposit to open and earn APY. Interest compounded daily. Fees may reduce 

earning. Penalty may be imposed for early withdrawal.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rates and terms, please contact AFNB at 1-877-473-1888.

( Regular CD) (Jumbo CD)

www.afnb.com

HOUSTON AREA:
MAIN CORPORATE OFFICE
9999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TEL: 713-596-2888

HARWIN BRANCH
7038 Harwin Dr,
Houston , TX 77036
TEL: 713-273-1888

FIRST COLONY BRANCH
4915 Hwy 6 S
Missouri City , TX 77459
TEL: 713-596-2588

SPRING BRANCH
1318 Blalock Rd.
Houston , TX 77055
TEL: 713-273-1838

KATY BRANCH
1231 South Mason Rd.
Katy , TX 77450
TEL: 281-762-6688

SUGAR LAND BRANCH
3412 Highway 6, Suite J,
Sugar Land, TX 77478
TEL: 281-762-6699

DALLAS AREA:

LA AREA:

RICHARDSON BRANCH
TEL: 972-348-3488

HARRY HINES BRANCH
TEL: 972-348-3433

LEGACY BRANCH
TEL: 972-348-3466

CARROLLTON BRANCH
TEL: 972-428-5088

PLANO EAST BRANCH
TEL: 469-429-2422

ARLINGTON BRANCH
TEL: 817-261-5585

GARLAND BRANCH
TEL: 972-272-3375

NEVADA AREA:
LAS VEGAS BRANCH
TEL: 702-777-9988

PAHRUMP BRANCH
TEL: 775-751-1773

AMARGOSA VALLEY BRANCH
TEL: 775-372-1100

HENDERSON BRANCH
TEL: 702-216-5500

CITY OF INDUSTRY BRANCH
TEL: 626-667-3988

ALHAMBRA BRANCH
TEL: 626-863-1980

ARCADIA BRANCH
TEL: 626-321-4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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