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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熟知美國前總統川普思維人士告訴
CNN，川普考慮等到11月期中選舉後才會宣布第3
度投身總統選戰，因為他正設法克服應接不暇法律
問題，且當初他欽點的部分參議員恐未若所望。

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報導，川普數月以來
一直鎖定要在勞動節長週末宣布投身2024年總統選
舉，但是在聯邦調查局（FBI）搜索他佛羅里達州寓
所海湖俱樂部（Mar-a-Lago），以及共和黨人憂心
11月恐怕無法掀起期待已久一波紅色狂瀾後，川普
過去數週已經不再考慮這個時間表。

根據不願意具名9位川普前、現任幕僚和盟友，
儘管11月之前川普仍可能在宣布參選時間表上再度
改變心意，政治和法律疑慮造成的衝擊已經讓他感
覺此刻投身2024年總統選舉黨內初選，時機並不成
熟。

策士們希望川普不要急於宣布參選，他們所持
論據各異。其中有些人認為，川普不論何時宣布參
選，都將不容置疑地取得領先優勢。持這種論調的
人表示，如果太早宣布，到了共和黨全國代表大會
正式提名川普時，川普就會花光經費，使得他於正

式投入選戰期間將會資金短缺，陷入難以防禦對
手攻擊的境地。

其他策士則告訴川普和團隊，最好先處理聯
調局搜索引發的法律影響。

川普一名策士指出： 「勞動節後不久將是宣
布參選的最佳可能時機，大家本來都是在這樣的
假定之下動起來。不過現在情況改變了，他被建
議要先處理聯邦調查局的事。」

不然的話，如果川普11月前就宣布角逐總
統大位，導致他的法律問題轉移了共和黨人更容
易聚焦的生計問題，那麼他更有可能因為共和黨
一旦輸掉期中選舉而被罵翻。

與此同時，川普在賓夕法尼亞州（Pennsyl-
vania）、俄亥俄州（Ohio）和亞利桑那州（Ar-
izona）支持的參議員候選人在募款上難以超越
對手，近期民調也處於劣勢；愈來愈多親信都擔
心，川普在期中選舉前宣布參選總統無異倒持干戈
，授民主黨以柄。

本來就很會拿川普烘托自家選情的民主黨人，
仍然急於轉移通膨和日益嚴重犯罪問題的注意力。

一名川普前競選幕僚說： 「如果川普變成11月
選戰廣告，而且與共和黨在參議院落敗有直接關連
，那麼除了被罵翻之外，他已經沒有戲唱了。」

角逐角逐20242024 CNNCNN：：川普權衡延後決定川普權衡延後決定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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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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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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幫忙非裔及拉丁裔家庭買房，美国銀行今天宣
佈將給予他們零首付貸款以消除對少數族裔無力買房之
窘境。

美國銀行表示這項優惠政策將在達拉斯、邁阿米
、洛杉磯、底特律等城市實施，申請者將不計較他們
的信用分數，但要求他們曾經付過房租、汽車保險及水
電費。

許多非裔及拉丁裔因為沒有充夠之存款支付首款，
因而無法買屋，根據統計，每十個白人有七人擁有自
己之住宅，但非裔及拉丁裔每十人只有五人擁有自宅。

老實說，在某些城市如洛杉磯要買房除了首付款之
外，價格實在高得離譜，許多人是無法負擔，即便不
要支付頭款。

今天，我們的問題還是在於経濟結構造成貧富懸殊
太大，许多勞工階級對擁有自己之住房真是只可望而不
可及，他們實在非常難圓自己的美國夢。

我們還是建議政府多蓋一些平民住宅，在政府之幫
忙下，才可能給貧困者寄居之地。

聯邦政府動則以數十億援助外國，我們希望先給予
國人更多之協助，才是政府之責任。

美國銀行幫忙非裔購房零首付美國銀行幫忙非裔購房零首付

Bank Of America Launches Zero-Down MortgageBank Of America Launches Zero-Down Mortgage

Bank of America announced that
Black and Hispanic home buyers can get
a mortgage without a down payment or
closing costs under the new program the

company is offering in five cities.
The cities include Dallas,

Charlotte, Detroit, Los Angeles
and Miami. The bank said the
applicants will not have their credit
score taken into account, but they
will need to show that they have
paid their rent, phone and auto
insurance payments on time.
This program is intended to help

Black and Hispanic families own a
home and start building wealth.
Those people typically don’t
have enough savings to put down
the down payment and closing
costs.

According to a survey, about 7 in 10
white households own homes, while only
4 in 10 Black and 5 in 10 Hispanic own

their homes.
As a matter of fact, in a city such as

Los Angeles, the price of buying a house
is ridiculously high and many people just
can’t afford it, even if you don’t need to
have a down payment.

Today our problem is still the fact that
the economic structure causes too much
disparity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Many working class families can’t afford
to own a home and it is really hard for
them to reach the American dream.

We still suggest that the government
needs to build more housing projects to
give the poor a place to live.

Our government gives away billions
of dollars to foreign countries. We need to
look after our own people fir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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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時局

李著華觀點李著華觀點::悽涼的巴士悽涼的巴士--把非法移民運把非法移民運
送到芝加哥送到芝加哥//德州州長不仁道不可取德州州長不仁道不可取

悽涼寂寥的風城夜晚, 一輛
滿載著非法移民的巴士停留在芝
加哥聯合車站, 下車的人在面對媒
體的聚光燈時, 有些人充滿了感激
的面容, 有些則是意興闌珊,提不
起精神, 他們是一批從外國潛入德
州的非法移民, 因為德州州長艾伯
特不願接納他們, 於是用巴士把他
們載送到芝加哥，艾伯特州長沒
有悲天憫人的胸襟, 既不仁道, 也
不可取!

其實在此之前, 艾伯特已先後
用同樣方式把另外的移民遣送到
華府和紐約, 他讓難民成為”人球
” 與政治工具,造成非法移民危機
與浩劫,早引來撻伐之聲,目前艾博
特正在接受司法部的調查，原因
是他的邊境安全政策涉嫌侵犯公
民權利,不過艾博特表示，他是因
為拜登政府試圖解除大流行時期
的緊急法令第42條，該法令允許

美國拒絕移民入境, 他還嘰諷:
“華盛頓特區，紐約與芝加哥是
這些難民的理想目的地，他們可
獲得庇護城市市長吹噓的豐富的
城市服務和住房。我希望他們能
兌現承諾，張開雙臂歡迎所有移
民，這樣我們氾濫成災的邊境城
鎮就能得到緩解。”

芝加哥市長萊特福特嚴厲譴
責艾博特沒有任何羞恥與人性，
自從他實施這些種族主義驅逐做
法以來， 她的市政府一直在與社
區合作，為接收這些人做好準備,
她批評說，艾博特的做法不道德
、不愛國，違背了我們作為美國
人的價值觀”。

美國是移民的大熔爐, 所以移
民政策與法規至關緊要, 川普擔任
總統四年以本位主義思維推出許
多偏執政策,並不符合美國多元文
化與傳統價值, 造成美國移民體系

功能失調,所以拜登上任後急於更
弦易轍,立即取消川普極端做法，
並推動國會進行移民法改革, 拜登
廣施恩澤,以人道和務實態度對待
移民改革, 令人耳目一新,充分展
現出他的悲天憫人胸襟以及人性
深邃光澤, 並展現出美國有容乃大
的恢宏氣度,非常值得肯定。

不過近些年來, 成千上萬的中
南美洲人民為了逃避國內災難、
犯罪和因氣候變化而加劇的極度
貧困而離開自己的祖國, 他們希望
來到美國獲得政治庇護，以便在
新環境中創造新生活與新生命，
這是一個對人生最基本的訴求，
拜登採用接納的舉措, 有些像是在
走鋼絲, 很有可能會造成更多的難
民湧向美國邊境, 使非法移民爆增
, 這是拜登政府不得不注意防範和
避免的！

日本軍費將漲至日本軍費將漲至66..55萬億萬億，，併計劃部署併計劃部署10001000枚導彈枚導彈
(綜合報道）日本傳出消息，岸田政府準

備大漲軍費預算，預計在2023年會達到6.5億
萬日元。並且，有一個值得高度警惕的點，
日方打算投入大量資金在攻擊性武器的研發
上，並且計劃要部署1000枚導彈。中方對此
發出警告，日方在傳遞危險信號。

在佩洛西竄訪台灣後，兩岸的關係急劇
下降，台海周邊的氛圍也越來越緊張，作為
鄰國的日本也覺得這是個有利可圖的機會，
從解放軍在軍演起，日方就一直造謠抹黑中
方，聲稱解放軍的導彈落入了他們所謂的
“日本專屬經濟區”。

接著，日本就開始鼓吹“中國威脅論”
一直到今天。日方這樣做，不過是想為自己
擴大軍費找一個藉口，而且，這個藉口還能
順便抹黑對手中國，可見日方的用心是有多
險惡。眾所周知，近幾年，日本政府一直都
在費盡心機推動修憲事宜。

尤其是，岸田文雄上台後，更是將修憲
提上了日程。這段時間，日本也沒少和美國

一起插手台灣問題，甚至此前發出了“台灣
有事等同於日本有事”的荒謬言論。同時，
日方在軍事上的活動也越發地頻繁，和美國
連續進行軍演。

暗中又派遣了議員與台當局會面，日本
的心思很明顯，想將台灣問題不斷放大，然
後，就可以藉此來達到自己增加軍費的目的
，這樣一來就可以順理成章地複蘇“軍國主
義”。近日，日本也加快了在此方面的動作
。

據日媒報導，日本防衛省已經敲定了
2023年財年的預算申請。這次日本政府打算
將防衛預算費用增加至 5.5947 萬億日元，另
外還要單獨設立一個約1萬億日元的項目，也
就是說日本最新的軍事預算已經高達6.5萬億
日元。

要知道，日本2022財年的防衛預算為5.4
萬億日元，已經達到了近10年來的新高，但
最新的軍事預算居然更高，由此可見，日本
的野心是越來越膨脹了。作為一個二戰的戰

敗國家，日本的防衛開支稍有變動，都是值
得警惕的。

按照不成文的規定，由於日本在以往的
戰爭中犯下了不可饒恕的罪行，所以，二戰
以後日本防衛開支佔GDP的比率一直保持在
1%以下。但後面廢除了這一項，不過仍然有
不能超過1%的要求。

但隨著國際局勢越來越混亂，北約也在
美國的推動下將軍費漲至了2%，日本也就越
來越躁動，一心想要對標北約，一旦日方將
防衛開支提升到2%，那日本在軍事上的支出
排名將直接提升到世界第三的位置。

值得一提的是，這次日本增加軍費的還
有一個需要高度重視的細節，日本想要投入
大量資金在攻擊性武器的研發上。按照日方
的計劃，他們將會在2026年之前量產出射程
可達1000公里的中程導彈，這對中國和朝韓
這種周邊國家來說是有極大的“威脅”的。

這段時間，本來日本內部就不斷傳出他
們準備部署1000多枚巡航導彈的計劃，不少

分析人士都認為這是專門針對中國的行為。
從日本近期頻繁干涉台灣問題的做法就能看
得出，日本是絕不會讓台海局勢回歸平靜的
，這樣就無法施展他們擴軍的計劃。

對於日方的這些行為，中方也進行了回
應。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表示，日方反
复炒作“中國威脅”不過是打算重走軍事擴
張的老路罷了，這同時也在像世界傳遞出一
個危險的信號，日方打算顛覆二戰後的國際
秩序，這一情況是需要各方引起高度警惕的
。

日本在二戰中的罪行是永遠無法抹去的
，現在日本不但不對自己的錯誤行徑進行深
刻反思，反而還想將悲劇重演。但現在的中
國早已不是過去的中國了，也絕不是可以任
由日方踐踏欺辱的中國了，不管是在軍事上
還是經濟上，中方的實力都是讓日方忌憚的
。

矛盾盤根錯節 日韓貿易摩擦或將久拖不決
據報道，韓國方面以解決日韓勞工

訴訟問題為由，在8月的日韓外長會議

上提議日方恢復韓國“白名單國家”待

遇，同時希望日本解除對3種半導體材

料的嚴格出口管制措施，而日方對此未

予應允。這是雙方自2019年來再次因勞

工訴訟問題產生貿易摩擦。

貿易紛爭再起
《產經新聞》報道稱，為處理二戰時

期被日企強征勞工的索賠問題，韓國近年

來扣押了相關日企資產，並最快可能在9

月前確定出售程序並將資產變現。此次，

韓方希望日方以積極態度重新將韓國納入

“白名單”，以解決勞工索賠矛盾。對此

，日本外務大臣林芳正表示，“白名單”

問題與二戰勞工問題是“兩碼事”，並告

知韓方，“如果變現日本企業資產，勢

必導致更嚴重的局面”。

進入“白名單”，意味著進口軍事

用途的先進材料和電子零部件時，可享

受簡化手續等優惠待遇。2019年7月，

日本政府提出加強對制造半導體芯片和

顯示面板的3種核心原材料的出口管制

，並以韓國未能對勞工訴訟做出具體回

應為由，將其從“白名單”中移除。韓

國政府於同年9月宣布終止履行《韓日

軍事情報保護協定》，將日本移出韓方

“白名單”，並就日方對韓國的不合理

出口管制措施向WTO提起訴訟。

2019年底至2020年初，日韓多次就出

口管制問題展開磋商，雙方的半導體貿易

曾壹度得到恢復。但由於出口管制政令始

終未被廢止，韓國政府於2020年6月宣布

恢復向WTO提起訴訟的程序。2019年至今

，日韓貿易摩擦始終未能得到妥善解決。

矛盾盤根錯節
清華大學國際關系學系教授劉江永

對本報表示，日韓貿易摩擦的發生，既

有歷史上日本強征勞工索賠案等的直接

影響，也受到美日韓三國關系等因素的

間接影響。此次韓國的提議是尹錫悅政

府執政後修復韓日兩國關系所做的又壹

次嘗試。而日本似乎仍在以“白名單”

作為壹張“外交牌”，繼續迫使韓方在

壹些歷史遺留問題上作出妥協和讓步。

劉江永表示，近年來，日韓圍繞強

征勞工賠償問題、“慰安婦”問題等矛

盾頻出。韓國勞工受害者在國內法院狀

告過去的日本加害企業並獲勝訴後，三

菱重工、新日本制鐵等相關日企會否因

韓國最高法院的賠償判決而被變賣在韓

資產或持股用於賠償，也備受關註。

2019年起開始的日韓“白名單”之爭更

使兩國關系愈發緊張。同時，韓日在獨

島(日方稱“竹島”)等領土問題上長期

存在糾紛，成為兩國關系的“死結”。

“日本和韓國近年來關系持續惡化還

表現在日本媒體和出版物對韓國充滿貶損

甚至攻擊。韓國民間對日本也普遍存在反

感情緒。”劉江永說，“兩國新的領導人

上任，雖然釋放了壹些緩和矛盾的信號，

但考慮到支持率問題，雙方不太可能在外

交上做出明顯讓步或示弱，兩國民間情緒

也還遠遠沒有得到恢復。”

當前，日韓貿易摩擦不僅使兩國關

系緊張，而且對兩國的經濟發展產生負

面影響。

“引發日韓貿易戰的貿易管制措施不

符合市場規律，其結果只能是兩敗俱傷。”

劉江永表示，日本在實施出口管制後，相

關原材料對韓國的出口額明顯下降。韓國

則轉向第三方國家開展相關貿易，或只能

通過商業運作方式高價購買日本半導體原

材料。日本對韓出口管制也激發了韓國民

眾的不滿情緒，紛紛發起抵制日貨等活動

。加之當前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多種因素

都不利於雙方經貿正常往來。

關系持續微妙
劉江永指出，日韓雙方在產業鏈、

供應鏈等方面緊密依存。未來，雙方貿

易可能仍會受到政治因素持續影響。

“當前日韓關系相當微妙。日本似乎

壹方面以‘經濟安保’為由，對韓國繼續

進行出口管制；另壹方面，日本又希望韓

國緊跟美國步伐，在所謂的‘印太經濟框

架’內，共同對中國設限。近期半島局勢

因韓美重啟大規模聯合軍演而再度緊張。

日本企圖利用緊張局勢爭取韓國加入日美

主導的‘自由開放的印太’這壹共同對抗

中朝俄的戰略格局中。”劉江永說。

8月19日，韓國最高法院決定推遲

對日本強征勞工訴訟賠償案做出最終裁

決。日本《東京新聞》8月23日對此發

表社論稱，日韓兩國政府應以此為契機

，解決勞工訴訟案引發的相關矛盾。

劉江永表示，雖然日韓雙方近期都展

現出了對話姿態，但雙方部分根本性問題

年深日久，難以在短時間內解決。從歷史

問題與現實問題來看，日本難以讓步，而

韓國隨著經濟的發展和影響力的增強，同

樣也不會單方面向日方作出妥協或退讓。

因此，未來雙方矛盾還會時隱時現。

日本計劃建兩艘新宙斯盾艦
排水量堪比“出雲”級，自衛隊有人質疑

綜合報導 據報道，日本防衛

省計劃建造兩艘搭載宙斯盾戰鬥

系統艦艇，標準排水量與正在進

行“航母化”改裝的“出雲”級

直升機航母相當。對於日本近年

來大幅增加防衛支出，中國外交

部此前指出，日本在軍事擴張的

道路上越走越遠，將嚴重違背和

平憲法和“專守防衛”政策，嚴

重威脅亞太地區的和平、安全與

穩定。

報道稱，日本防衛省8月31日

向財務省提交的2023防衛費概算申

請中存在兩艘搭載宙斯盾戰鬥系統

艦艇的建造計劃。雖然本次申請中

沒有寫明具體斥資數額，但時事

通訊社猜測稱，這可能比建造陸

基宙斯盾系統所消耗的費用（預

計約 4000億日元，折合人民幣198

億元）還要多。

時事通訊社稱，在日本防衛省

計劃案中，新建造的宙斯盾艦艇船

體全長210米、寬40米，標準排水

量約是自衛隊目前最新型宙斯盾艦

艇“摩耶”級驅逐艦的兩倍，與

“出雲”級護衛艦相當。防衛省稱

，大船體更加穩定，而且具備額外

搭載高超音速武器及激光武器的改

造空間。此外，報道還稱，新宙斯

盾艦艇不僅具備攔截導彈能力，還

搭載了具備“反擊能力”的遠程導

彈。

另壹方面，報道稱，日本自衛

隊中有聲音對這項計劃提出質疑。

自衛隊相關人士稱，“二戰時斥

巨資建造戰艦大和，但完成的時

候後‘大艦巨炮主義’已經落後

時代”，防衛省計劃建造的新宙斯

盾艦艇有可能成為“令和版戰艦大

和”（意為完成時建造理念落後時

代）。

時事通訊社稱，日本防衛省8

月31日提交的防衛費概算申請總額

達55947億日元，為歷史新高。

關於日本近年來大幅增加防衛

支出，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8

月30日表示，近年來，日本在軍事

擴張的道路上越走越遠，包括大幅

增加防衛支出，大力發展反導、外

空、高超音速武器等軍事技術，強

化美日軍事合作，謀求發展所謂

“反擊能力”，甚至有人鼓噪要同

美國搞“核共享”，這將嚴重違背

和平憲法和“專守防衛”政策，嚴

重威脅亞太地區的和平、安全與穩

定。趙立堅稱，日方應認真汲取歷

史教訓，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切

實尊重亞洲鄰國的安全關切，在軍

事安全領域謹言慎行，以真正取信

於鄰國和國際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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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德納起訴輝瑞、BioNTech
稱其新冠疫苗侵權

綜合報導 美國莫德納公司將輝瑞公司和德國BioNTech公司起訴，

稱其新冠疫苗侵犯莫德納mRNA技術專利。

莫德納分別在美國馬薩諸塞州地區法院和德國杜塞爾多夫地區法院

向輝瑞和BioNTech提起訴訟。

莫德納公司當天發表聲明說，輝瑞和BioNTech研制的新冠疫苗侵犯

了莫德納在2010年至2016年間就mRNA技術申請的專利。該技術是研制

莫德納新冠疫苗的核心技術。輝瑞和BioNTech在沒有獲得莫德納允許的

情況下“復制”了該技術。

聲明還說，莫德納從2010年起開始研發mRNA技術，該技術使得莫

德納得以在新冠疫情暴發後迅速研發出mRNA疫苗。而在新冠疫情暴發

時，輝瑞和BioNTech不具備莫德納所擁有的在mRNA技術方面的經驗。

對此，輝瑞公司發言人稱，輝瑞尚未對莫德納提起的訴訟進行全面審閱

，但輝瑞對這壹訴訟感到“驚訝”。輝瑞新冠疫苗使用的技術是由輝瑞和Bi-

oNTech共同研發的。對於侵權指控，輝瑞將“堅決維護自身權益”。

莫德納方面還表示，為了保證疫情期間新冠疫苗的持續供應，莫德

納不會尋求從市場上移除輝瑞和BioNTech的“侵權”疫苗，不會阻止該

款疫苗的銷售，但會要求輝瑞和BioNTech進行相應賠償。

輝瑞和莫德納新冠疫苗是在美國使用最為廣泛的兩款新冠疫苗。據

美國疾控中心統計，自疫情暴發以來，在美國已接種約3.6億劑輝瑞疫

苗和2.3億劑莫德納疫苗。

國際最新研究：即使全球升溫控制在2攝氏度

未來熱浪頻率或仍增加
綜合報導 施普林格·自然旗下專業學術期刊《通訊-地球與環境》最新發

表壹篇氣候變化研究論文指出，到2100年，熱帶地區可能大部分時間裏都會暴

露在危險的高溫水平中，而中緯度地區預計每年都會出現致命熱浪。這項研究

結果顯示，即使全球升溫按照《巴黎協定》控制在2攝氏度以內，人為活動導

致的二氧化碳排放依然可能在接下來的幾十年裏增加全球的極端溫度暴露。

該論文稱，過去十年裏，壹連串的致命熱浪襲擊了許多主要城市。如果不

減少溫室氣體排放，氣候變化對熱浪的影響將威脅到地球大部分地區的宜居性

。超高溫會對公共衛生造成威脅，極端高溫會造成熱痙攣、熱衰竭和慢性病。

為預測全球氣溫、二氧化碳濃度和相對濕度的平均變化，論文通訊作

者、美國哈佛大學盧卡斯· 瓦爾加斯· 澤佩特洛(Lucas Vargas Zeppetello)和

同事合作，通過分析全球氣候模型預測結果、人口預測，以及經濟增長和

碳排放的關系，他們估計，實現《巴黎協定》的最新目標——到2100年使

全球平均升溫控制在1.5攝氏度的幾率只有0.1%。他們預計，全球平均氣溫

的變化到2050年很可能會接近2攝氏度。他們預計到2100年，許多住在熱

帶地區的人，如印度和撒哈拉以南非洲，每個典型年的大部分時間裏都會

暴露在危險的高溫水平下。此外，目前在中緯度地區罕見的致命熱浪可能

會在該地區即位於這兩個熱帶地區和極圈之間每年發生，比如，論文作者

預計美國芝加哥出現危險熱浪的概率將是原來的16倍。

論文作者指出，如果不采取適應措施，熱相關疾病的發病率可能會

大幅上升，尤其是在老年人、戶外工作者和低收入群體中；除此之外，

也有必要設立更嚴格的減排目標。

希臘從美國追回161件文物
希臘政府發言人：開辟收回文物新途徑

綜合報導 據報道，希臘政府近日與

美國方面達成壹項協議，從壹名美國私人

收藏家手中追回161件古希臘文物。希臘

政府發言人稱，此次的協議不涉及任何法

律糾紛，希臘方面也無需為此支付任何費

用，這將為希臘開辟收回文物的新途徑。

希臘政府發言人伊奧尼斯· 奧科諾莫表

示，這項協議涉及美國紐約大都會博物館

、特拉華州壹所文化機構和希臘壹座知名

博物館。希臘議會正對這筆文物交易的草

案進行表決，壹旦批準承認協議，希臘將

獲得這批文物的所有權。

奧科諾莫稱，這批文物將於今年晚些

時候在希臘雅典的基克拉迪文化與古希臘

藝術博物館展出，隨後再送到美國紐約大

都會博物館展出。壹名希臘官員則透露，

全部的161件文物會逐步送回希臘永久展

示，但他沒有給出明確的時間表。

他表示，這項協議不涉及任何法律糾紛

，希臘政府也無需為此支付任何費用，這將

開辟壹種新的程序和手段，有助於鼓勵其他

希臘文物收藏家采取類似的歸還行動。

這批文物的歷史可以追溯4000多年前

的古希臘，屬於青銅器時代的基克拉迪文

明，大約在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2000年

間繁盛於愛琴海的基克拉迪群島，其文化

以獨特的雕像聞名於世。其中白色大理石

雕刻的女性造像尤為出名，影響了畢加索

、布朗庫西等諸多現代藝術家。

但由於基克拉迪的文物頗受西方私人

收藏家和博物館的歡迎，導致20世紀發生

了大規模的非法盜挖活動，大量基克拉迪

文物因此流落海外。

希臘此次追回的161件文物的照片還

沒有公開，奧科諾莫也沒有透露這些文物

來自哪位美國收藏家。他表示，這些文物

具有“罕見的藝術和工藝特色”，將為研

究當時的科學技術水平提供幫助。

不過有考古專家警告稱，此類來歷不

明的文物通常都是被盜挖的，由於出土時

的信息基本丟失，所以很難確定這類文物

的功能和文化意義。

兩名匿名消息人士告訴美聯社，這批

希臘文物來自美國知名房地產大亨倫納

德· 斯特恩（Leonard Norman Stern）的收

藏。現年84歲的斯特恩是美國Hartz集團

的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在美國福布斯雜

誌公布的2021年美國400富豪榜中，他以

62億美元的身價位列第161位。

希臘LiFO雜誌網站介紹說，斯特恩

長期以來熱衷於收藏希臘和羅馬藝術品，

但他的收藏規模和種類至今仍是個謎團，

沒有人知道他到底收集了多少文物。

年以來，希臘政府壹直在努力追回流

失海外的文物，但這壹進程並不順利。彭

博社提到，希臘政府的工作重點之壹是收

回雅典帕特農神廟的雕塑，它們大多被收

藏在倫敦的大英博物館內，而英國方面卻

壹再拒絕歸還文物。

IAEA代表團首次穿越火線！
總幹事：需要俄烏保證安全

代表團已經抵達紮波羅熱！由國際

原子能機構（IAEA）總幹事格羅西率領

壹眾專家組成的代表團離開基輔已經抵

達紮波羅熱市。據烏克蘭國家通訊社8

月31日報道，格羅西表示，國際原子能

機構代表團首次穿越前線，前往交戰區

，這不僅需要俄方明確的安全保障，也

需要烏方保障。俄外交部發言人當天表

示，希望代表團的訪問有助於阻止基輔

挑起災難，並停止核訛詐。

核專家或常駐紮波羅熱
俄塔社8月31日報道稱，IAEA代表

團的車隊當天從基輔出發前往紮波羅熱

核電站。在當天抵達紮波羅熱市後，格

羅西表示，IAEA能夠在核電站安全地執

行其任務，他對此充滿信心。紮波羅熱

州行政機構負責人巴利茨基表示，代表

團完全可以從俄羅斯壹側安全、快速、

無障礙地進入紮波羅熱地區。

據俄新社報道，格羅西表示：“組

織壹個常駐紮波羅熱核電站代表團是我

想做和將要做的最重要的事情之壹。這

壹任務經過6個月的艱苦努力終於開始

執行。代表團計劃在核電站停留幾天。

我們面前有壹項非常重要的任務：評估

那裏的實際情況，並幫助穩定局勢。”

他還表示，代表團得到了俄烏的安全保

證。

聯合國秘書長發言人迪雅裏克表

示 ，烏克蘭沖突各方均有責任保護

IAEA專家的安全。他們將越過火線，

聯合國秘書處將為他們提供後勤和安全

方面的援助。俄羅斯外交部副部長魯堅

科對記者表示，俄不排除 IAEA專家常

駐紮波羅熱核電站的可能性，這個問題

正在討論中。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稱，烏總統澤

連斯基30日在基輔與格羅西舉行了會晤

。澤連斯基表示，烏方希望這不僅僅是

壹次檢查，IAEA應提出要求讓俄軍從核

電站領土上撤出，並將核電站轉交給烏

方控制，這對基輔來說是非常重要的。

紮波羅熱地區軍民行政機構總委員會成

員羅戈夫表示，非軍事化問題不屬於

IAEA的任務範圍。

57發炮彈落入核電站區域
在IAEA代表團開始視察之際，俄烏

雙方仍在指責對方對核電站地區持續炮

擊。埃涅爾戈達爾市政府表示，在代表

團訪問前夕，烏軍在壹天內對該市進行

了60多次炮擊，其中57發炮彈落入核電

站區域，壹發落在放射性廢物儲存中心

入口附近。另有消息人士稱，壹架烏克

蘭無人機8月31日在核電站附近被俄軍

擊落，推測這是壹架波蘭制造的攻擊型

無人機。

對此，烏克蘭方面又是另壹種說法

。烏國家通訊社稱，烏克蘭尼科波爾地

區軍事管理局局長葉夫圖申科當天在

Telegram社交媒體上表示，俄軍在IAEA

代表團訪問前正在炮擊埃涅爾戈達爾市

。他們正試圖通過這種方式為代表們制

造壹個“合適的畫面”，並以此指責烏

方炮擊。俄方這種挑釁是危險的，因為

烏方會隨時作出回擊。

俄政治學家杜德恰克稱，人們不必

期待IAEA代表團檢查核電站後的結論會

引起轟動。作為任務的壹部分，沒有

IAEA專家能說出炮擊從哪裏擊中核電站

，這需要軍事專家鑒定。IAEA專家可以

確定感染風險、測量輻射背景、評估威

脅程度，但他們無法消除圍繞核電站周

圍的危機。即使他們說來自烏克蘭的炮

擊可能導致生態災難，他們的結論也不

會被西方接受。

為“核災難”做準備
烏克蘭國家緊急情況部8月31日表

示，紮波羅熱核電站周邊局勢依然十分

緊張，烏方救援人員正在為事態的發展

做準備。在第聶伯河，救援人員正在就

核電站事故導致當地發生放射性汙染時

進行人員疏散做培訓。

俄羅斯《消息報》報道稱，烏克蘭要

求歐盟提供碘化鉀以防核電站發生災難。

歐盟將向烏克蘭運送550萬片碘化鉀片劑

，總價值50萬歐元，以保護人們免受紮波

羅熱核電站周圍不斷上升的輻射水平的影

響。歐盟委員會稱，歐盟於26日收到烏克

蘭政府關於供應碘化鉀片劑的請求。這些

藥片將用於避免放射性碘對人們所產生的

輻射。另據報道，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

級代表博雷利31日通過社交媒體宣布，歐

盟外長會決定全面終止執行歐盟—俄羅斯

簽證便利協議。

葡萄牙壹男子偶然發現自家後院有巨大的恐龍遺骸

綜合報導 葡萄牙中部壹

個不起眼的後院已經變成了

壹個挖掘現場，挖掘的可能

是創紀錄的恐龍遺骸。這件

激動人心的事情始於 2017 年

，當時龐巴爾市的壹名男子

在挖開自己的花園建造擴建

工程時發現了恐龍骨頭化石

的碎片。他將這壹驚人的發

現與研究人員取得了聯系，

從那時起，古生物

學家就壹直在該地

忙於挖掘化石碎片

，他們認為這可能

是迄今為止在歐洲

發現的最大的蜥腳

類恐龍化石。

蜥腳類恐龍是曾

經生活在陸地上的最

大的動物之壹，它們有小腦

袋，長脖子，長尾巴和四條

粗腿。它們在1.5億年前在地

球漫遊，高度達到驚人的 39

英尺（12 米），長度為 82 英

尺（25米）。

本月早些時候，來自葡萄

牙和西班牙的研究小組從花園

中收集了可能的腕龍類蜥腳類

恐龍的椎骨，以及包括約 10

英尺（3 米）長的巨型動物的

肋骨。碎片的位置讓研究人員

希望在龐巴爾遺址發現更多的

爬行動物寶藏。

裏斯本大學科學學院的博

士後研究員 Elisabete Malafaia

在壹份聲明中說：“像這樣發

現壹個動物的所有肋骨是不常

見的，更不用說在這種位置上

，保持它們原來的解剖位置。

這種保存模式在葡萄牙上侏羅

統的恐龍化石記錄中是比較少

見的，特別是蜥腳類恐龍。”

研究人員將繼續在龐巴爾

花園進行挖掘，並可能在其他

地方進行挖掘，以更好地了解

該地區侏羅紀晚期脊椎動物的

化石記錄。



（綜合報導）面對與俄羅斯的代理人戰爭，美國空軍得出結論，軍官隊伍擁有正確的膚色
、種族和性別組合，對其增強威懾競爭對手的能力至關重要。

“多元化和包容性是我們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任何組織成功的關鍵。”美國空軍部
長弗蘭克•肯德爾（Frank Kendall)）和其他軍方高層上個月在一份內部備忘錄中寫道，“因此
，我們軍隊的組成必須更好地反映我們國家非常有天賦、多樣化和合格的人口。”

根據周二公佈的這份備忘錄，美國空軍和太空軍的軍官招募人員將致力於大幅減少白人申
請者的比例，尤其是白人男性。目前，白人占美國空軍及太空軍現役軍官總數的77%，而黑人
僅佔6.4%。據美國空軍提供的數據，截至今年6月，只有23%的空軍和太空軍現役軍官是女性
。美國空軍的目標是讓女性在軍官候選人中佔比36%，西班牙裔佔比15%。

據美國《空軍時報》報導，美國空軍希望在未來的軍官申請者當中，白人佔67.5%，黑人
佔13%，亞裔佔10%，多種族混血佔7%，美國印第安人和阿拉斯加原住民一共佔1.5%，夏威
夷原住民和太平洋島嶼居民一共佔1%。在性別方面，美國空軍希望在申請者中男性佔64%，

女性佔36%。
RT報導稱，肯德爾和其他軍方高層要求美國空軍學院（USAFA）和美國空軍教育訓練司令部
（AETC）在本月底之前提交計劃，說明這些機構打算如何實現上述多元化目標。軍方文件沒
有列出未能達到目標的具體懲罰措施，但招聘人員必須每年報告他們在提高“申請人群體多元
化和包容性”方面的努力。

報導指出，新的“多元化”目標反映了拜登政府推動美國軍事力量變得更加“包容”，並
在所有作戰行動中爭取更大“公平”的政策取向。而共和黨議員對此抨擊稱，五角大樓在需要
集中精力“招募、訓練和裝備保衛國家所需致命力量”的時候，卻在推廣“左派社會議程”，
從而分散了注意力。

另據英國天空新聞網防務消息人士的說法稱，英國皇家空軍（RAF）的徵兵負責人已經辭
職，以抗議該軍種“暫停”招募白人男性新兵以支持女性和少數族裔的做法。

（綜合報導）自新冠大流行以來，美國的累計新冠死亡人數已超過100萬，居各國首位。
新冠致死也導緻美國的人均預期壽命嚴重縮水。

美國疾控中心最新公佈的統計顯示，2021年，美國人均預期壽命為76.1歲（76歲1個月）
，是連續第二年（2020年為77歲）下降，降至1996年以來最低。

不同種族間，預期壽命縮水的幅度也不同。美國印第安人和阿拉斯加原住民的人均預期壽
命下降幅度最大；亞裔下降幅度最小，人均預期壽命達到83.5歲。

美國疾控中心本周公布的報告顯示，在新冠疫情的前兩年，美國的人均預期壽命縮短了2.7
歲。上一次出現如此大降幅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

2020年到2021年間，美國人均預期壽命縮水的原因有50%都是由於新冠致死。其次為意
外傷害（15.9%）、心髒病（4.1%）、慢性肝病與肝硬化（3%）和自殺（2.1%）。

報告指出，如果不是因為這期間流感和其他肺炎致死、慢性下呼吸道疾病致死等其他疾病

致死減少，美國的人均預期壽命縮水幅度還會更大。
具體來看，美國的人均預期壽命存在性別和種族差異。
美國男性2021年人均預期壽命為73.2歲，比2020年下降1歲；女性2021年人均預期壽命

為79.1歲，比2020年下降0.8歲。男性的人均預期壽命比女性少近6歲，為20多年來的最大差
距。

在種族上，印第安人和阿拉斯加原住民的人均預期壽命縮水幅度最大。疫情前兩年，印第
安人和阿拉斯加原住民的人均預期壽命縮水高達6.5歲。 2021年，該組別的人均預期壽命從
2020年的67.1歲降至65.2歲。 65.2歲也是1944年美國的人均預期壽命。

印第安人衛生服務局前官員布洛克（Ann Bullock）指出，新冠疫情並非導致印第安人和阿
拉斯加原住民人均預期壽命縮水的唯一原因，無法獲得好的醫療服務、貧困、歧視等長期存在
的問題讓該群體在面對新冠疫情時更加脆弱。

人均預期壽命縮水幅度第二大的為白人，該群體2021年的人均預期壽命為76.4歲，比
2020年的77.4歲下降1歲，為自1995年以來最低。非裔群體人均預期壽命從2020年的71.5歲
降至2021年的70.8歲，為1996年以來最低。

亞裔的人均預期壽命縮水幅度為各種族中最小，僅從2020年的83.6歲降至2021年的83.5
歲。亞裔也是美國人均預期壽命最高的群體。

弗吉尼亞聯邦大學社會衛生中心名譽主任沃爾夫（Steven Woolf）接受《紐約時報》採訪
時表示，疫情初期，非裔和拉丁裔遭受了嚴重衝擊。

但2021年，白人的人均預期壽命縮水幅度超過了非裔和拉丁裔，說明非裔和拉丁裔在接種
疫苗、佩戴口罩和其他個人防護措施上做得更好。白人群體則越來越抗拒疫苗和口罩等防護措
施。

沃爾夫把美國人均預期壽命連續兩年縮水稱為“歷史性”事件。其他高收入國家的人均預
期壽命也在疫情前兩年遭受嚴重衝擊，但大部分已在去年恢復，沒有出現美國這樣的連續縮水
。

今年4月的一份調查把美國從2019年到2021年的人均預期壽命與21個同類國家相比較，
包括澳大利亞、奧地利、比利時、加拿大、丹麥、法國、德國等。

最終結果顯示，2019年到2020年，這21國的人均預期壽命平均下降0.55歲，下降幅度小
於美國；2020年到2021年，21國的人均預期壽命平均上漲了0.26歲，但美國還在繼續下跌。

沃爾夫認為，美國與這些國家的最大區別在於對疫苗接種、戴口罩等防護措施的態度，
“美國明顯是個局外人。”

截至目前，美國的累計新冠死亡病例超過104.6萬，完成兩劑疫苗接種的人口占比僅為
67.5%，完成第三劑加強針接種佔比48.5%。與美國相比，意大利完成兩劑接種的人口占比為
80.96%，巴西為80.1%，印度為66.95%。

美國人均預期壽命縮短至美國人均預期壽命縮短至19961996年年
以來最低以來最低，，新冠致死成主因新冠致死成主因

（綜合報導）美聯社在一篇報導中爆料稱，美國各地的警方正在紛紛使用一種手機用戶信
息追踪軟件對美國人進行“大規模監控”，而且被監控的移動設備數量竟然多達2.5億部。

但給警方提供這種軟件的企業，以及支持警方使用這種軟件的人反駁說，這只是為了更好
的幫助警方利用信息技術手段破案。他們還認為那些打著“保護隱私”的旗號指控警方在通過
該軟件對民眾進行“大規模監控”的聲音是“偏執”的。

根據美聯社的報導，這款正在被美國多個地方的警察局使用的手機用戶信息追踪軟件叫
“Fog Reveal”，直譯成中文叫“迷霧揭示”。

不過，與直接通過衛星定位系統的“位置信息”對他人進行追踪不同的是，這款“迷霧揭
示”軟件在追踪他人行踪時使用的數據，來自於美國人在使用一些免費的手機APP時，由這些
APP內置的一種可以追踪用戶興趣和位置等信息的功能所生成的一個獨特的廣告身份識別碼。
有這種內置功能的手機APP包括免費地圖導航軟件Waze，以及來自星巴克等幾百個提供方的
APP等。

根據美聯社的介紹，這種獨特的廣告身份識別碼雖然並不包含機主的姓名信息，但由於其
包含機主的位置和興趣等信息，那些APP便可以通過這個識別碼來給機主推送特定廣告。

而“迷霧揭示”則是通過與一家數據代理公司合作，通過商業渠道獲得了2.5億部移動設備
上這種獨特的廣告身份識別碼及其所包含的位置信息，然後通過其軟件讓警方將這些信息用於
追踪案件嫌疑人。

不過，恰恰是由於這種廣告身份識別碼不包含手機機主的身份信息，而且相關數據是通過
商業渠道獲得的，因此在開發“迷霧揭示”的企業“迷霧數據科學有限責任公司”（Fog Data
Science LLC）看來，以及不少使用該軟件的美國各地警方也認為，該軟件並不算是違法侵犯用
戶隱私。

這裡值得一提的是，“迷霧數據科學有限責任公司”是由兩名曾在美國前總統小布什政府
時期擔任過國土安全部高官創建的。

但在美國一些提倡保護用戶數據隱私權的NGO組織，比如美國電子前沿基金會（Elec-
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看來，這種做法仍然屬於非法侵犯用戶隱私，而且他們認為警方在
沒有取得搜查令的情況下使用這些信息進行調查，還違反了美國憲法第四修正案中規定的政府
不得隨意搜查公民的規定。因此，他們認為警方使用該軟件的做法是一種對美國人的“大規模
監控”。

還有些反對警方使用“迷霧揭示”的人則是對警方不披露相關信息感到不滿，這些人認為

應該公開相關信息並接受公眾監督。
不僅如此，美聯社還通過採訪發現，不少手機APP提供方也並不清楚其內置的數據追踪功

能生成的信息，已被“迷霧揭示”給警方用來辦案（或監控他人）的情況。星巴克在回應美聯
社詢問時還明確表示，該公司沒有授權“迷霧揭示”這麼使用其APP生成的數據。

然而，即便存在這樣的爭議，從美聯社的報導來看，目前美國許多地方的警方仍在使用
“迷霧揭示”這款軟件。這一方面是因為，一些地方的美國警方曾在面對一些複雜的刑事案件
時，感受到了這款軟件的潛能。美聯社在報導此處時提到了一個2017年的案子：美國一個名叫
本•雷尼克（Ben Renick）的國際知名蟒蛇飼養專家，被人發現死在了他飼養蟒蛇的地方。偵
辦此案的美國密蘇里州警方起初懷疑他是被自己養的蟒蛇咬死的，但後來他們通過“迷霧揭示
”發現雷尼克遇害時他保姆的手機也出現在了案發現場，並一度用“迷霧揭示”勾勒出了這個
保姆的生活軌跡。儘管最終警方發現兇手是雷尼克的妻子，而並非這個保姆，但警方對“迷霧
揭示”展現出的功能感到滿意。

另一個吸引美國各地警方使用這個軟件的原因，在於這個軟件的使用價格相對低廉，每年
的費用可以低到7500美元。一些地方的警方甚至會與其他執法機關共用一套。而且用該軟件搜
索手機位置信息也很便捷，不用像通過衛星定位系統獲取信息那樣需要找比如穀歌或蘋果公司
這樣的大企業進行申請，以及申請搜查令。

而且，除了警方，諸如美國聯邦調查局、美國海關和邊境保護局等機構，也曾尋求過“迷
霧揭示”或是其合作夥伴的技術協助。比如調查2021年1月6日美國國會山騷亂事件。

最後，在美聯社的報導中，來自美國阿肯色州華盛頓縣的檢察官凱文•梅特卡夫（Kevin
Metcalf），也明確表示自己支持警方使用“迷霧揭示”，並認為打著“保護隱私”的旗號制止
警方使用這種技術破案的做法是偏執的。

曾使用“迷霧揭示”進行案件調查的梅特卡夫還說，在面對緊急的案情時，這種技術是可
以挽救生命的，比傳統調查流程要有效率得多——特別是在面對拐賣兒童和兇殺案的時候。

他還給出了一個“迷霧揭示”幫警方成功破案的案例——那是發生在2020年的一起案件，
一位名叫西德尼•薩瑟蘭的25歲女子（Sydney Sutherland）在阿肯色州的紐波特市附近慢跑時
突然失踪，後遭人殺害。但由於現場除了死者的手機外找不到兇手留下的任何痕跡，梅特卡夫
便建議執法部門使用“迷霧揭示”協助調查，結果就鎖定到了姦殺這名女子的真兇。

另外，梅特卡夫認為，人們應該對自己的隱私有“理性”的認識，既然要選擇使用免費的
手機APP，就必然會讓渡自己的部分信息數據給第三方使用。

美國警方被指美國警方被指““大規模監控大規模監控””公眾手機公眾手機，，涉涉22..55億部設備億部設備

美國空軍將減少白人男性軍官招募比例以實現“多元化、包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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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網絡犯罪可視頻異地辦案
兩高一部：跨地域調取電子數據要兼顧便利性和安全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一存 北京報道）中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

察院、公安部30日聯合發布《關於辦理信息網絡犯罪案件適用刑事訴訟程序

若干問題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其中明確異地調取電子數據和異地網絡詢

問規則。根據《意見》，異地調取電子數據可通過公安機關信息化系統傳輸相關數據

電文。關於異地網絡詢問，可由辦案地公安機關通過遠程網絡視頻等方式進行並製作

筆錄，需同步錄音錄像，並隨案移送。另外，日前發布的司法大數據顯示，2017年至

2021年，網絡騙賭案在信息網絡犯罪佔比逾五成，其中2021年信息網絡犯罪增長率

翻倍。

《意見》對網絡犯罪案管轄權、取證、證據審
查、涉案財務管理等予以規範。《意見》

提出，信息網絡犯罪相關銀行賬戶、網絡數據往
往遍布各地，採用傳統取證方式，耗時費力。為
此明確跨地域調取電子數據的規則，可通過公安
機關信息化系統傳輸相關數據電文，同時，要兼
顧便利性和安全性，要求保證電子數據完整。

異地詢問可由辦案地公安機關執行
關於異地詢（訊）問，《意見》規定，詢

（訊）問異地證人、被害人及與案件有關聯的犯
罪嫌疑人，可由辦案地公安機關通過遠程網絡視
頻等方式進行並製作筆錄。遠程詢（訊）問的，
應當由協作地公安機關事先核實被詢（訊）問人
的身份。詢（訊）問筆錄經被詢（訊）問人確認
並逐頁簽名、捺指印後，由協作地公安機關協作
人員簽名或蓋章，並將原件提供給辦案地公安機
關。《意見》同時提出，應對詢（訊）問過程需
同步錄音錄像，並隨案移送。

信息網絡犯罪呈逐年上升趨勢
早前發布的《涉信息網絡犯罪特點和趨勢

（2017.1-2021.12）司法大數據專題報告》顯示，
2017年至2021年，信息網絡犯罪案件數量呈逐年
上升趨勢，其中2021年更上升104.56%。信息網
絡犯罪案中詐騙案件佔比達36.53%，設賭案佔比
14.81%。

“信息網絡犯罪具有匿名性、遠程性、鏈條
性、涉眾性等特點，司法實踐中，案件管轄問題
較傳統犯罪更為複雜。”“兩高一部”相關負責

人表示，針對信息網絡犯罪遠程匿名實施特點，
《意見》依法確定多個管轄連接點，規定案件的
犯罪地包括用於實施犯罪行為的網絡服務器所在
地，網絡服務提供者所在地，被侵害的信息網絡
系統及其管理者所在地等。其中涉及多個環節的
案件，犯罪嫌疑人為信息網絡犯罪提供幫助的，
其犯罪地、居住地或被幫助對象的犯罪地公安機
關可立案偵查。

加大對犯罪案件追贓挽損力度
針對相關案件普遍存在證據材料數量多且具

同類性質、特徵或功能的情況，允許因客觀條件
限制無法逐一收集的情形下，按比例或數量選取
證據；涉案人數特別眾多的案件，因客觀條件限
制無法收集證據逐一證明、逐人核實涉案賬戶資
金來源的，可據銀行賬戶、非銀行支付賬戶等交
易紀錄和其他證據材料，對犯罪數額作出綜合認
定。

在加大追贓挽損力度方面，《意見》規定公
安機關要全面收集證明涉案財物性質，權屬情
況，依法應予追繳、沒收或責令退賠的證據材
料，檢察機關要審查提出處理意見，法院要依法
作出處理，以有力促使涉案人員退贓退賠。

上述相關負責人表示，下一步“兩高一部”
將指導各級法院、檢察院、公安機關，準確執行
有關規定，嚴格規範案件辦理程序，依法懲治信
息網絡犯罪，有效維護清朗網絡空間，保障民眾
合法權益。據了解，上述《意見》自2022年9月1
日起施行。屆時，實踐中涉及的相關案件將按照
新的《意見》執行。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十
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六次會議30日在北
京開幕，審議反電信網絡詐騙法草案、農產品質
量安全法修訂草案、野生動物保護法修訂草案等
多部重要法律草案。

對詐騙分子懲處力度進一步加大
據報道，本次常委會會議分別聽取了全國人

大憲法和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周光權的關於反
電信網絡詐騙法草案審議結果報告，及憲法和法
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王寧的關於農產品質量安全
法修訂草案審議結果報告。憲法和法律委員會認
為上述兩項草案已比較成熟，建議提請本次常委
會會議審議通過。

反電信網絡詐騙法草案此次是第三次提請審
議。草案三審稿規定， 對從事電信網絡詐騙活
動的有關人員，可以按照國家有關規定記入信用

紀錄，並規定了具體懲戒措施。同時，明確有關
部門應當建立健全申訴渠道、信用修復和救濟制
度。

草案三審稿進一步加大對電信網絡詐騙分子
的懲處力度，在刑法作出刑事責任規定的同時，
就行政處罰作出專門規定，並進一步明確承擔民
事責任和納入信用紀錄。例如，草案規定組織、
策劃、實施電信網絡詐騙活動的，或者為電信網
絡詐騙活動提供幫助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有
前款行為，尚不構成犯罪的，由公安機關處十日
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沒收違法所得，處違法所
得一倍以上十倍以下罰款，沒收違法所得或者違
法所得不足一萬元（人民幣，下同）的，處十萬
元以下罰款。針對電信網絡詐騙犯罪多發高發，
嚴重侵害國家利益、社會公眾利益，草案三審稿
增加檢察機關可以依法提起公益訴訟等相應規
定。

反電騙法等草案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會議審議

◆◆ 20172017 年 至年 至
20212021年年，，信息信息
網絡犯罪案件網絡犯罪案件
數量呈逐年上數量呈逐年上
升趨勢升趨勢。。圖為圖為
幹警向群眾講幹警向群眾講
解防範電信網解防範電信網
絡詐騙知識絡詐騙知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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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宮博物院8月29日正式開啟太和學者計劃。 受訪者供圖

故宮博物院啟太和學者計劃
培養國際學者 搭建中外學術研究平台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在中國古代，書

房不僅是讀書、立言和藏書的地方，更是賡續傳統文脈，體現
文化昌盛的象徵。“照見天地心——中國書房的意與象”展覽
29日在故宮博物院開幕，並於30日起在故宮午門展廳展出。
展覽以中國書房的意涵與物象為主題，旨在探討和闡釋中國
書房的文化內核以及如何賦予“書房”這一意象以時代精
神的問題。虢叔旅鐘、郭熙的《窠石平遠圖軸》、米友仁
的《瀟湘奇觀圖卷》、文天祥的《上宏齋貼卷》等105
件精品文物及多件現當代藝術家的作品，將共同為觀
眾闡釋中國書房的文化內核與時代精神。

據今次展覽策展人、故宮博物院研究室主任王
子林介紹，展覽分三個單元。第一單元主題為“委
懷琴書”，分星空、五經萃室、圖書、文房四

寶、文人賞器五個空間。
展覽首次復原了乾隆帝的兩間書房，其

中一間就是位於昭仁殿的“五經萃室”。
“五經萃室”因收藏宋代岳珂校刻的
《易》、《詩》、《書》、《禮》、《春
秋》而得名。展覽現場，上方懸掛乾隆帝楷
書《五經萃室》匾，下方陳設的《五經萃室
記》炕屏用紫檀作框，雙面髹漆。第一單元
以五經萃室和五經圖書為核心，突出書房不
僅僅是一個看書、寫作、藏書的空間，也是
一種情懷和傳承。

引裸眼3D等技術提供沉浸式感受
“正誼明道”單元則主要展示的是家國

情懷，突出書房的人文精神。在古代，讀書
的目的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這一單
元也分為修身養性、家國情懷和仰觀宇宙三
個空間。家國情懷部分，展示有南宋文天祥的
《上宏齋貼卷》、明代徐渭的《晝錦堂記》、
陳淳書的《岳陽樓記》等書法作品，另外還有
兩件重器，大寶箴掛屏和虢叔旅鐘，體現士人
身處廟堂之上，要崇尚品德，兼顧天下共達於善
的家國情懷。
展覽第三單元“結契霜雪”入口，是為還原

乾隆帝另一間書房“香雪”的意境而設計的沉浸式
體驗展示。“香雪”是養心殿西暖閣的一間書房，
由乾隆皇帝親自參與營造，仿養心殿梅塢而建，以
白石依牆堆砌出山景，表達了“仰觀香雪海，坐覺
太虛寬”的精神意趣。展覽引入裸眼3D、體感交互
投影等技術，提供給觀眾沉浸式的空間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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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港 文 匯 報 訊

（記者 江鑫嫻 北京

報道）故宮博物院 8

月29日正式啟動太和

學者計劃，面向國（境）外招收訪問學者，

同時選派故宮博物院學者赴國（境）外訪

學，該計劃由黃廷方慈善基金資助。故宮博

物院院長王旭東表示，太和學者計劃是故宮

博物院秉持創新、開放、共享的理念，創新

科研機制和人才培養機制，推出的一項國際

學術交流項目和人才培養項目，通過“引進

來”和“走出去”的雙向互動，搭建了一個

平等對話、交流互鑒、相互啟迪的學術平

台，不僅有助於推動中華文化走出去，擴大

中華文化的國際影響力，還有助於增進不同

文化之間的相互理解，促進民心相通。

◆展覽現場上方
懸掛《五經萃
室》匾，下方陳
設《五經萃室
記》炕屏。
香港文匯報記者

江鑫嫻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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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介紹，太和學者計劃是故宮博物院繼英
才計劃、開放課題之後，推出的又一重

大項目，分為學術來訪和學術出訪兩部分。
“太和”取自紫禁城規模最大、等級最高的
宮殿“太和殿”，意思是萬物變化達到至高
無上的和諧境界，點明了該計劃的願景是減
少文明衝突，構建和諧的國際環境。學術來
訪計劃支持和資助國（境）外從事相關研究
的資深研究人員和青年研究人員到故宮博物
院開展學術研究和學術交流，期限為3到6個
月，目的是引進國（境）外博物館在管理、
保護、展覽、科研、數字化和文化創意產品
開發等方面的先進理念和經驗，推動故宮博
物院與國（境）外博物館等學術機構有更深
入的業務交流、更多樣的展覽和出版合作以
及更全面的人才培養，同時培養了解故宮承
載的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國際學者，實現中
外學者共同開展故宮相關的學術研究。目前
申報工作已經啟動，從事中國歷史文化及相
關研究的國（境）外資深研究人員和青年研

究人員均可申報。
據悉，2023年度故宮博物院擬面向國

（境）外招收太和學者1至5名，故宮博物院
將為招收的太和學者提供基本生活保障和學術
研究的條件。

將選派至5名太和學者赴外交流
學術出訪計劃支持和資助故宮博物院資深

研究人員和青年研究人員赴國（境）外開展學
術研究和學術交流，期限為3到12個月，目的
是開拓故宮學者的國際視野，搭建國際化科研
學術平台，幫助他們利用國外博物館等學術機
構的資源完成科研課題，提升業務水平和學術
水平，推動故宮博物院科研學術的國際化發
展。2023年度故宮博物院將選派1至5名太和
學者赴國（境）外開展學術訪問和交流。

發揮故宮獨特優勢傳播中華文化
文化和旅遊部國際交流與合作局（港澳

台辦公室）副局長張維國表示，故宮博物院

在促進不同文化的對話和交流方面有着獨
特的優勢，此前舉辦了太和論壇、駐華使
節進故宮等活動，還引進了很多國外優秀
的展覽，並把中國的特色展覽送到國外，
這次推出太和學者計劃，將有助於更好
地闡釋和傳播中華優秀傳統文化，促進
文明交流互鑒。

計劃由黃廷方慈善基金資助
據悉，太和學者計劃由黃廷方慈善

基金資助。此前，該基金還資助了延禧宮
建築群的研究性保護和修繕、外國文物館
的籌備以及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的培訓
等。雅昌文化集團董事長，北京故宮文物
保護基金會副理事長、秘書長萬捷表示，
黃志祥先生是北京故宮文物保護基金會的理
事，多年來關注故宮文化遺產的保護，心繫
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弘揚，此次資助太和學
者計劃，體現了優秀企業家強烈的社會責任感
和熱心文化遺產事業的拳拳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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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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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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朝旅遊新產品發布王朝旅遊新產品發布】】
隆重推出加拿大黃刀隆重推出加拿大黃刀、、白馬極光主題之旅白馬極光主題之旅

【本報訊】王朝旅遊隆重推出加拿大黃刀、白馬極光主題之旅，提供3-5天一地的套餐
滿足客人不同需求！凡是預定我們的白馬極光產品，貼心升級入住2晚營地小木屋（如遇滿
房，則改為入住市區3星酒店），免除客人舟車勞頓，保存良好體力追尋北極光！同時，獨
家贈送價值60美金極地溫泉票（每人一張，泳衣、浴巾等物品自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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