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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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安詳去世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安詳去世 查爾斯繼任國王查爾斯繼任國王
（綜合報導）英國王室9日凌晨在其社交媒

體帳戶上宣布，英國女王伊麗沙白二世於蘇格
蘭的巴爾莫勒爾城堡安詳去世，享年96歲。她
的兒子查爾斯立即繼任為英國國王，將於 9 日
（英國時間）返回倫敦。

CNN報導，1952年，伊麗莎白二世在她的
父親喬治六世國王去世後登上王位。 她監督了
大英帝國的最後陣痛，經受住了全球動盪和國
內醜聞，並戲劇性地使君主制現代化。

報導指出，伊麗莎白統治著英國和其他14
個英國聯邦王國，並成為有史以來最知名的女
性之一。 查爾斯在她死後立即成為國王。

英國的全國哀悼期已經開始，並將持續到
女王葬禮結束為止，預計葬禮將在女王去世10
天後舉行。英媒稱，女王的遺體將被轉移到白
金漢宮，可能會在那裡停留5天。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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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Arthur Storey Park located on Houston’s Beltway 8 in
the International District will hold a groundbreaking ceremony for
a beautiful new Asian pagoda at 10:00 am this upcoming
Saturday. This new addition to the park and the International
District will add even more Asian cultural expression to our area.

This pagoda was designed by the famous architect C. C.
Lee and funded by the Harris County government. This attractive
and distinctive cultural display will feature and highlight the
heritage of the many Asian people that live in our community.

Over the past two decades, a group of pioneers have built a

prosperous commercial street along Bellaire Blvd. with their own
religions and beliefs. They also have built their churches and
their temples in our district.

We would especially like to take this opportunity to thank our
Commissioner Jack Cagle and many community leaders for their
support in making this culturally important Asian pagoda a reality.

We welcome all of you to join us at the groundbreaking
ceremony this upcoming Saturday at Arthur Storey Park to
celebrate our heritage.

0909//1717//20222022

International Pagoda Will Be Built At Arthur Storey ParkInternational Pagoda Will Be Built At Arthur Storey Park

座落在休斯敦八號環市公路旁之斯多黎公園，本週六上午十時將為座美
侖美奐之中式涼亭舉行破土典禮 ，這將為國際區加添更多的亞裔文化色彩。

這座由赫里斯郡政府資助名華裔建築師李兆瓊設計之涼亭， 將使公園增
加了更多之文化特色， 充分表現我們族裔融合之氛圍。

近二十年來， 我們這些拓荒者在沿著百利大道上興建了繁榮之商業街
， 隨著新移民之不斷增加，他們自己信奉之宗教也建造了各族裔不同之教會
佛堂 ，他們的事業和信仰是牢而不破之精神支柱。

我們要深深感謝柯郭郡長之支持和許多社區領袖之參與 ，把這座文化座
標成為國際區之亮點。

國際區涼亭將破土興建國際區涼亭將破土興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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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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連日來，俄羅斯總統普丁的遠東

之行備受關注，從勘察加到符拉迪沃斯托克
（海參崴），從觀摩 「東方-2022」大型聯合
軍演到出席第七屆東方經濟論壇全會。《北京
日報》報業集團旗下的新媒體 「長安街知事」
分析，普丁此行意在向美國為首的西方釋放強
烈信號：俄羅斯不會被孤立，且正在 「轉向東
方」。

當地時間9月7日，普丁出席在海參崴舉
行的第七屆東方經濟論壇全會，這是俄羅斯一
年一度主辦的重要國際性活動，今年的主題為
「邁向多極世界」。分析稱，普丁在論壇上的

講話涵蓋廣泛議題，總結起來有三大要點。
其一，孤立俄羅斯 「是不可能的」。
在講話中，普丁強調， 「無論某些人如何

希望孤立俄羅斯，他們都不可能做到。只要看
一下地圖就知道。」

分析稱，儘管美方稱俄羅斯正處於 「孤立
狀態」，但就拿這場論壇來說，來自 67 個國
家和地區的 5000 多名代表參加了該論壇。而
剛剛落幕的俄 「東方-2022」軍演中，則有包
括中國在內的13個國家、5萬多人參演。參演
國家不僅包括俄羅斯的傳統盟友，也有亞塞拜
然、阿爾及利亞、寮國和尼加拉瓜等夥伴國家
。更讓美國感到擔憂的是，盟友印度也參加了
軍演及論壇，並承諾與俄羅斯加強聯繫。

印度總理莫迪在東方經濟論壇上表示，印
度願意加強與俄羅斯的夥伴關係，特別是在能
源領域和北極問題上。俄羅斯有機會通過供應
焦碳成為印度冶金行業的重要合作夥伴。

其二，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主導地位下滑
。

普丁稱，西方想把自己的行為模式強加於
人，但美國在國際政治上的主導地位在不斷下
滑。他指出，西方想要維護只對其有利的世界
秩序，特別是美國，只顧追求自己的利益，
「在任何事情上都不會限制自己」。

當前，歐洲正面臨嚴重的能源危機，能源
價格飆升，通脹居高不下。美國和歐盟指責俄
羅斯減少向歐洲客戶供應天然氣的行為，稱其
是在利用能源實施 「敲詐」。

對此俄方表示，是美國通過推動歐洲多國
領導人採取 「自殺式」行動切斷與俄的經濟和
能源合作，從而引發了歐洲天然氣供應危機。

普丁還揭露了西方在糧食問題上的虛偽面
目。他說，幾乎所有從烏克蘭運出的糧食都未
運往窮困的發展中國家，而是運往了歐盟國家
。

其三，俄羅斯正 「轉向東方」。
「俄羅斯的未來在遠東和北極。」普丁指

出，當前國際關係體系發生了變化，亞太國家
地位上升，成為技術發展和吸引力中心。

普丁遠東行 陸媒：
對美釋放關鍵信號

法總統府降半旗悼英女王
艾菲爾鐵塔暫停閃爍

(本報訊）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 8 日辭
世，為紀念女王，巴黎地標艾菲爾鐵塔今晚
暫停閃爍。總統馬克宏與總理柏納於第一時
間向英國王室與人民致意，表示女王是勇氣
楷模，留下永恆印記。

在位逾70年的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今
天辭世，享耆壽96歲，全球哀悼。

巴黎市政府今晚表示，為哀悼英國女王
伊麗莎白二世（Queen Elizabeth II），平常深
受遊客喜愛，整點燈光會閃爍5分鐘的地標艾
菲爾鐵塔今晚暫停閃燈。為向女王致意，鐵
塔也將於半夜12點熄燈，比平日提早一小時
。

法國總統馬克宏（Emmanuel Macron）第

一時間在推特放上女王照片致意，並於不同
發文中先後用法、英文寫道： 「女王伊麗莎
白二世陛下70年來體現了英國的延續性與團
結。我懷念她，她是法國的朋友，也是善良
的女王，在她的國家與她的世紀留下了永恆
的印記」。

總統府艾里賽宮（Elysée）稍早也宣布，
總統府明天一整天以及女王葬禮期間將降半
旗致意。

法國總理柏納（Elisabeth Borne）也在推
特上表示對英國王室與人民的哀悼之意，
「伊麗莎白二世見證了一世紀的希望與困難

。她曾是勇氣楷模以及好幾世代的標記，未
來也將如此。今晚，法國人民同哀悼」。

德 州 烏 瓦 爾 德 市 （Uvalde） 羅 伯 小 學
（Robb Elementary School）的學生終於又重新
回到校園教室上課了，就在三個多月前，一名
18 歲的槍手在這一所小學持著衝鋒槍大開殺戒
,在教室裡開槍長達70多分鐘,造成 19 名兒童和
兩名教師死亡而震驚全美, 這是美國歷史上第
二嚴重的校園命案, 也是近十年來死傷最慘重
的學校槍擊案, 由於大量無辜的幼童生與教師
冤死於教室內, 所以才推動了一項具有里程碑
意義的關於槍支暴力的全國性法律的通過。

全美各地的小學早在幾周前就開學了，但
烏瓦爾德的新學期卻推遲了，原因是回蕩在整
個夏天的心痛、憤怒，以及執法人的失職,在大
屠殺中受害的父母親家長和居民一直在質疑學
校是否會採取新的安全措施來保護學生，並強
調如果校方沒 有給他們一個保證的話, 他們就
不準備再讓自己的孩子重返課堂, 如今學校安
裝了新的環繞校園的8英尺高的金屬圍欄，安
裝額外的攝像頭監控設備和新鎖,並加強了大量
的維安警力在入口處站崗, 德州公共安全部已
經承諾在烏瓦爾德校園部署近30名州警,但這對

一些家庭來說並沒有什麼安慰，因為襲擊發生
時校園也曾經有90多名州警在場,槍擊案發生後
，近400名警察趕到羅布小學，但猶豫了一個
多小時才與槍手對峙, 但一切為時已晚。

此次返校日，孩子們在父母親的護送下陸
續抵達學校，走廊裡懸掛著彩旗，老師們穿著
背後寫著“我們一起奮起，我們一起更好”的
襯衫, 十分的感人,州警把車停在學校外的各個
角落,學區在6月底曾宣佈，襲擊發生地的教室
將被永久關閉，整個學校最終將拆除，不過時
間表尚未確定，興建新小學校園的籌款工作也
正在進行中, 換言之現在這一批小學生只是暫
時在這裡上課, 將來他們不是轉學,就是到新的
小學就讀。

我們絕對可以理解與同情學生家長的憤怒
心情與不安憂慮, 因為這一次的慘案完全是人
謀不臧的弊因, 是由於警察嚴重失職所造成的
巨大災難, 他們不是虛與委蛇，敷衍了事, 就是
推拖拉扯, 避責責任, 毫無擔當與膽識, 顯示出
教育與警察系統徹底失敗, 但願各方都能夠記
取教訓, 絕對不能夠讓如此悲劇事件重演！

【 李 著 華 觀 點 : 重 返 校 園
哀 ! 烏瓦爾德小學屠殺事件後新學年開學很憂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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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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德法“氣荒”外溢
瑞士今冬電力供應告急
綜合報導 眼下，歐洲各國都在緊鑼密鼓地為今年過冬儲備天

然氣。但因來自俄方的天然氣銳減，歐洲出現能源供應緊張局

面。受此影響，此前冬季主要依靠德國和法國供電的瑞士也受到波

及，加上自身天然氣存儲建設滯後，瑞士今年冬天電力短缺風險不

斷增加。

境內多山多湖的瑞士並非能源小國，相反，依靠阿爾卑斯山腹地的

數百座水電站，瑞士能夠在夏季輕松滿足本國的電力需求。

但每當冬天來臨，國內能源需求激增，河流水位下降，水力發電產

能減少，缺乏天然氣存儲設施建設的瑞士只能從鄰近的德國和法國進口

電力。

不過，今年冬天，瑞士想要跟往常壹樣從德、法兩國進口電力，並

非易事。

瑞士西部高等專業學院教授 斯特凡納· 熱努：我們將無法從德國進

口電力，德國人無法供應那10%的份額。另壹個問題在法國方面，法國

核電站近半數關停。

還有壹個對瑞士不利的情況是，歐盟可能優先保證內部成員國的電

力供應，在目前歐洲整體能源短缺的大背景下，非歐盟成員國瑞士只能

排在順序靠後的位置等待電力進口。

自然保護組織成員 尼古拉斯· 武特裏希：瑞士可能太過於依賴

水力發電、尋求水壩產生的電力，在太陽能等能源建設方面已經遠

遠落後於周邊國家。瑞士國土面積有限，(所以)要探索其他能源解

決方案。

南非患癌兒童
存活率不容樂觀

綜合報導 9月是國際兒童癌癥宣傳月，南非也加入到今年的活動中

來。南非兒童癌癥基金會4日發表聲明稱，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的調查顯

示，南非目前面臨醫療資源缺乏等問題，從而導致該國患癌兒童的存活

情況不容樂觀。

南非兒童癌癥基金會首席執行官海德力· 劉易斯(Hedley Lewis)證實

，兒童患癌的治療方法和成人癌癥治療方法並不相同，但兒童患癌的治

愈率相對更高。但與世界發達國家患癌兒童存活率較高的情況不同，目

前南非對於患癌兒童的救治效果並不令人滿意。南非患癌兒童的存活率

在過去幾年逐漸提高到55%左右，但仍遠低於發達國家80%至90%的存

活率，而世衛組織全球兒童癌癥倡議(GICC)的2030年目標是至少達到

60%的存活率。

劉易斯指出，患癌兒童延誤診治、受過專門培訓的兒科衛生工

作者數量不足等主要因素，導致南非癌癥兒童當前的救治情況難以

令人滿意。

南非兒童癌癥基金會方面強調，如今在全球範圍內，癌癥正

逐步成為兒童患病死亡率最高的原因之壹，而南非也不例外。早

期診斷和獲得基本的癌癥藥物可以提高患癌兒童的生存率和治愈

機會。

據劉易斯透露，目前南非平均壹年至少報告約1000例新增兒童患

癌病例。同時，為了降低患癌兒童死亡率，以及讓更多公眾關註到兒

童患癌對於全球醫療系統帶來的壓力，他呼籲南非政府、非政府和私

營部門共同努力，以幫助更多需要救助的患癌兒童。“我們的孩子理

應過上更有質量的生活，我們有能力給他們這樣做的機會，”劉易斯

說。

澳消費者組織：疫情期間
人們更容易落入寵物騙局

綜合報導 疫情隔離太寂寞，澳大利亞寵物騙局激增。

據道，澳大利亞消費者組織Choice表示，在新冠肺炎疫情

期間，人們更容易落入寵物騙局。

澳大利亞消費者組織Choice負責人稱，新冠肺炎疫情

期間，越來越多的人感到孤獨，他們希望在寵物身上找到

精神慰藉。但由於疫情封鎖的限制，人們不能像往常壹樣

在線下購買寵物，這給了騙子可乘之機。壹名受害者表示

，自己對騙子展示的寵物狗圖片壹見鐘情，在支付了10500

澳元（1澳元約合4.71元人民幣）後，騙子告訴她寵物被困

在運輸途中，需額外支付8000澳元，直到此時，她才意識

到自己受騙了。澳大利亞競爭與消費者委員會表示，寵物

詐騙造成的損失在過去兩年中激增10倍以上，2019年損失

37.5萬澳元，2021年則達到420萬澳元。維多利亞州警方5

日發出警告，警方接到了數百件寵物詐騙報告。有犯罪學

家認為這些案件通常很難調查，因為有些騙子是在海外進

行的詐騙活動。警方和消費者組織已向消費者發布了壹系

列建議，包括反向搜索寵物圖像驗證來源，以及向可信的

寵物飼養協會尋求購買建議。

歐洲能源危機“影響深遠”：
世界最大粒子加速器或因缺電停運

綜合報導 由於歐洲面臨能源危機，

世界上最大的粒子加速器——大型強

子對撞機（LHC）可能會被暫時停止

運行。

報道稱，歐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

）能源管理委員會主席克塞爾吉· 克勞德

特（Serge Claudet）表示，該組織正在起

草在用電高峰期關閉部分粒子加速器的

計劃，同時研究如何安全地讓大型強子

對撞機閑置。

“我們真正擔心的是電網穩定性，

我們會盡壹切努力防止我們所在地區發

生停電。”克勞德特說。

報道稱，歐洲核子研究中心位於法

國和瑞士兩國的交界處，是法國最大的

單壹電力消耗方之壹。在運行高峰期，

該科研機構需要消耗近200兆瓦的電力

，相當於鄰近城市日內瓦電力消耗總量

的三分之壹。

克勞德特表示，歐洲核子研究中心

的目標是繼續維持大型強子對撞機的運

行，避免突然關機對這臺價值44億美元

設備帶來的損害。大型強子對撞機是歐

洲核子研究中心擁有的八臺粒子加速器

之壹，該機構還有兩臺粒子減速機，用

於研究反物質。

報道援引克勞德特的說法稱，歐洲

核子研究中心正在與其電力供應商、法

國國有能源產業巨頭法國電力公司

（EDF）進行談判，以求在該中心被迫

減少用電量時提前壹天收到預警。屆時

該中心將優先關閉大型強子對撞機以外

的其他加速器，從而將總體用電量降低

25%。此外，如果關閉大型強子對撞機

，還能再節省25%的用電量，但這可能

導致相關實驗推遲數周。

歐洲核子研究中心的管理人員正在

制定壹項中止實驗的計劃，並將在月底

向資助該中心的各國政府提交該計劃。

“我們搞科學研究的預算是別人給

的，如果我們主動停止科學研究以節省

能源，必須確保得到各個資助國的支持

。”克勞德特說。

《華爾街日報》稱，這些準備工作

表明，歐洲面臨的嚴重能源危機正在越

來越多的領域產生深遠影響。目前法國

電力供應緊張，此前法國電力公司發現

對核電廠反應堆安全至關重要的壹種管

道意外腐蝕，導致法國12座反應堆接受

維修，其目標是冬季前結束前重啟這些

反應堆。法國輸電系統運營商RTE表示

，法國需要在今年冬天用電高峰期減少

15%的用電量，以避免發生停電。

報道還提到，俄羅斯能源巨頭俄羅

斯天然氣工業股份公司（俄氣）上周五

表示，將無限期關閉“北溪-1”天然氣

管道，在冬季即將來臨之際，此舉將推

動歐洲更接近實施天然氣配給制。

另據俄羅斯衛星通訊社消息，俄總

統府克裏姆林宮發言人佩斯科夫對此表

示：“鑒於歐洲方面荒謬地做出決定，

拒絕按照合同規定對俄氣公司設備進行

維護，那麼這（“北溪-1”天然氣管道

關閉）就不是俄氣公司的錯，而是那些

決定實施制裁的政客的錯。”

阿副總統遇刺暴露安保漏洞
調查揭示襲擊者秘密生活

綜合報導 針對阿根廷副總統克裏斯

蒂娜· 基什內爾的未遂刺殺，揭示了由安

全部長阿尼巴爾· 費爾南德斯指揮的負責

副總統安保工作的聯邦警察的壹系列錯誤

和嚴重過失。

報道說，據安全專家稱，這其中的第

壹個錯誤是當時現場沒有設置專門保護高

級官員所需的安全保護圈。為國家領導人

提供安保的團隊需設定壹系列邊界，以防

止襲擊者靠近。安全保護圈旨在過濾可能

的風險。但1日晚上，在克裏斯蒂娜居住

的公寓前，並沒有部署這樣的安保圈。

第二個錯誤是，應由聯邦警察局部署

的、由身著便衣和制服的人員共同組成的

外部警戒線理應發現可能的威脅，但這條

警戒線失靈了。在這條線上，可能是最資

深的第壹線衛兵也犯了錯誤：他們面對襲

擊時無動於衷。甚至，根據曝光的現場視

頻，這些警衛只是盯著克裏斯蒂娜，而不

是緊盯可能藏有襲擊者的人群。

第三個錯誤，也許是最嚴重的錯誤，

發生在行刺者舉槍並試圖射擊後。盡管所

有安保手冊都明文規定必須在嚴密保護下

留出壹條通道，以便遇襲者能及時被送離

現場，但案發當時警察卻反應遲緩，甚至

沒有人根據規定飛身撲向副總統以保護她

免受可能的槍擊。

安保人員在事發後也未將克裏斯蒂娜

立即護送至身後的安保車內。面對有更多

刺殺者的可能性，她原本應立即進入車內

避難，並以最快的速

度離開。

克裏斯蒂娜為自

己和家人配備了大約

100名安保人員。盡管

如此，此次事件中還是

充滿了各種違規行為。

另據報道稱，在

阿根廷副總統克裏斯

蒂娜· 基什內爾遇襲

壹案當中，雖然證人

不少，但缺乏可信性

。調查人員正試圖揭

開襲擊者費爾南多·

薩巴格· 蒙鐵爾在 1

日晚上朝克裏斯蒂娜面部開槍的真相。

法官聽取了20名證人的證詞，並下令

搜查襲擊者住所，並參考了關於襲擊者手

機和社交網站賬號的證據。其中壹名目擊

者表示，在此次暗殺未遂事件中，薩巴

格· 蒙鐵爾伸出手臂穿過人群，扣動了兩

次扳機。2日上午，法官親自前往克裏斯

蒂娜的住所，聽取了她的證詞。隨後法官

還詢問了被拘留的襲擊者。然而，他到底

是單獨行動還是與其他同夥共同策劃了此

次襲擊，仍有待調查。

35年前生於巴西的薩巴格· 蒙鐵爾面

臨著謀殺未遂的指控。警方2日搜查了他

在布宜諾斯艾利斯郊區的住所。警方發現

在這個雜亂骯臟的房間裏藏有100顆子彈

，裏面還堆滿了臟衣服和水槽裏成山的碗

碟。屋主稱該租戶是“壹個品行端正且有

禮貌的人”，依靠用私家車運送乘客謀生

。然而，薩巴格· 蒙鐵爾在壹年多前曾因

無證駕駛和攜帶管制刀具被捕，當時他的

理由是維護自身安全。

襲擊者在社交網站上的個人信息更令

人感到不安。薩巴格· 蒙鐵爾關註納粹意

識形態團體，並經常上傳照片。他在社交

網站上炫耀自己身上代表新納粹的黑色太

陽紋身。襲擊者的壹個朋友在接受媒體采

訪時稱他是壹個“邊緣人”，是霸淩的受

害者，“非常孤僻”。這個朋友還說，薩

巴格· 蒙鐵爾曾表示“準備殺死”副總統

，“因為他已經沒有什麼可失去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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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今天辭世，享耆壽96
歲。美國總統拜登讚揚她不僅是名君王，更定義一個時代，是
一位具有無與倫比尊嚴與堅定不移的政治家，深化美英聯盟基
石。

白金漢宮今天表示，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Queen Eliz-
abeth II）今天在蘇格蘭巴爾莫勒爾堡（Balmoral）辭世，享耆
壽96歲。伊麗莎白二世是英國史上在位最久的君主。

在伊麗莎白二世過世消息傳出後，拜登（Joe Biden）取消
原訂於下午舉行的疫情演說，隨後與第一夫人吉兒（Jill Biden
）共同發表聲明哀悼伊麗莎白二世的過世，並下令聯邦機構降
半旗致哀。

拜登在聲明中讚揚伊麗莎白女王不僅是名君主，更定義一
個時代。在不斷變化的世界中，她是數代英國人的穩定存在與
慰藉和驕傲的來源。她創歷史的在位70年間，見證人類史無前
例的進步與尊嚴進展。

他指出，女王是第一位讓全球民眾感覺有直接聯繫的英國
君王，能從廣播中聽到她的聲音、從電視上見證她的加冕，也
能從手機上收看她的耶誕演說與白金禧年慶典，她奉獻一生為
民服務。

拜登第一次見到女王是在1982年，當時是以參議院代表團
身分前往英國訪問。去年6月，拜登首度以總統身分與吉兒造
訪英國並接受女王熱情款待。拜登回憶被女王的機智迷倒，也

被女王的善良感動，她也慷慨分享她的智慧。
伊麗莎白二世在位期間共接見14名美國總統，拜登表示，

在美國遭遇911事件的最黑暗日子裡，女王與美國站在一起，
當時她曾說： 「悲傷是我們為愛付出的代價」（Grief is the
price we pay for love.）。

拜登並表示，伊麗莎白二世深化美英同盟基石，協助打造
這段特殊的雙邊關係，他期待未來與英國國王、王后繼續維持
密切友誼。他也向英國王室致以最深切的哀悼， 「他們不僅哀
悼他們的女王，還有他們摯愛的母親、祖母與曾祖母，她的遺
產將大幅記載在英國歷史與世界敘事中」。

美曼菲斯巿持槍劫車濫射4死3傷 19歲槍手曾直播

40年前暴風雨中訪美
女王：把英國陰雨傳統帶到加州

（綜合報導）美國爆發持槍劫車濫射案，一名19歲男子從
7日清晨開始在田納西州曼菲斯巿開槍傷人，直到晚間被捕前
，至少在巿區8處地點犯案，造成4死3傷，甚至還在臉書直播
犯案過程。

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報導，槍擊案在當地時間7日凌
晨1時前爆發，一直延續到當天晚間，警方對槍手展開緝捕同
時，當局對曼非斯市（Memphis）若干地區發布 「就地避難令
」。

警方和嫌疑人展開飛車追逐後，將他逮捕歸案。法新社報
導，曼菲斯巿警長戴維斯（Cerelyn Davis）在記者會中說：
「凱利（Ezekiel Kelly）沒有抵抗，目前遭到曼菲斯警察局和希

比郡（Shelby County）治安官辦公室拘留。」
她表示，據稱凱利在7日子夜剛過不久射殺第1名受害者

，下午和晚間又在曼菲斯巿到處濫射。警方指出，他至少在8
個不同地點犯案，包括多次劫持汽車，並在當地一間商店裡頭
開槍，還將過程直播。

戴維斯說： 「伊齊基爾．凱利在店裡開槍時，打開了
Facebook Live直播。」

CNN報導，戴維斯指出，據報凱利的第一位槍下亡魂在7
日凌晨12時56分左右命喪林達爾大道（Lyndale Avenue），獲
報前往現場的警察在馬路上發現該名男性受害者，他被宣告當
場死亡。

警方接著於7日下午4時38分接獲報案，在一輛汽車裡發
現一名身中多槍的男性受害者，同樣當場身亡。附近商家的監
視器畫面顯示，槍手開著一輛灰色轎車停靠在受害者車旁，朝
車內開了數槍後揚長而去。

警方之後又接獲多次報案，有民眾回報發生槍擊案，也有
些是在臉書看到槍手直播後報案。

在晚間7時23分回報的槍擊案中，一名女性受害者中槍身
亡。槍手開著受害者的灰色SUV逃離現場。晚間8時55分，另
一名女性受害者中槍身亡。

監視器畫面顯示，槍手不斷更換作案車輛，分別駕駛灰色
轎車、深色轎車和灰色SUV犯案。

晚間8時56分過後不久，警方獲報嫌疑人持槍劫持一輛灰
色道奇挑戰者（Dodge Challenger）跑車，拋棄原本開的灰色
SUV，跑車車主並未受傷。

曼菲斯巿警方於晚間8時58分在55號州際公路發現道奇挑
戰者，隨即展開飛車逮人，最後凱利沒有抵抗遭緝拿到案，結
束追捕行動。

哀悼英國女王辭世哀悼英國女王辭世
拜登讚揚她定義一個時代拜登讚揚她定義一個時代 下令美全國降半旗下令美全國降半旗

（綜合報導）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今辭世，享耆壽96歲
，她在位70年是英國穩定的象徵，她的去世對全世界皇室迷帶
來感傷，並喚起40年前她造訪美西及舊金山巧遇強風暴雨的記
憶。

根據 「雷根總統圖書館及博物館」（Reagan Presidential
Library & Museum），伊麗莎白二世（Queen Elizabeth II）曾於
1983年2月底至3月初第一次造訪加州10天。

當時女王與菲立普親王原本計畫搭乘皇家遊艇不列顛尼亞
號到加州濱海城市聖巴巴拉（Santa Barbara）與前美國總統雷根
夫婦會面，一起享用午餐並騎馬。但是強風暴雨為當地帶來了
比正常多 3 倍的雨量，他們改搭美國空軍飛機從長堤（Long
Beach）飛往戈勒塔（Goleta）與雷根夫婦見面。

戈勒塔是加州聖巴巴拉郡南邊的城鎮，雷根夫婦在其間擁
有佔地廣闊的度假牧場。

「舊金山紀事報」今報導，那是伊麗莎白二世第一次造訪

美國西岸，原訂行程是女王先到南加州幾天，再搭乘皇家遊艇
不列顛尼亞號北上舊金山，不過海上的暴風雨打亂計劃，皇室
一行人改提前一天飛抵舊金山。

伊麗莎白二世在舊金山下榻的聖佛蘭西斯酒店（St. Francis
Hotel）於24小時前收到行程改變的通知。報導說 「酒店和員
工習以為常」做妥應變，因為自1904年以來這家酒店接待過多
位國家元首和皇室成員。酒店騰空10、11與12樓給白宮的隨
扈，29、30和31層樓為英國皇室專用。

1983年3月3日雷根夫婦在舊金山金門公園內的笛洋博物
館 （de Young Museum，或譯德揚博物館）為伊麗莎白二世與
菲立普親王舉辦一場星光熠熠的國宴。

當天晚宴的嘉賓名單涵蓋政商名人，包括惠普公司創辦人
派卡德（David Packard）、蘋果公司創辦人賈伯斯（Steve Jobs
）、 「星際大戰」大導演喬治盧卡斯（George Lucas）及洋基
傳奇球星迪馬喬（Joe DiMaggio）等運動明星出席。但同時約

有7千名親愛爾蘭的示威者在場外高呼抗議口號。
對於受到天氣影響而留下深刻印象的美西行，伊麗莎白二

世在舊金山的晚宴致詞時幽默地說，在拜訪美國之前，她已經
知道會把英國的一些傳統 「出口」到美國，但之前沒料到 「天
氣是其中之一」，她的妙語引來現場的笑聲與鼓掌。女王指的
是英國常有陰雨，而加州很少下雨。

加州州長紐松（Gavin Newsom）今天對伊麗莎白二世去世
發表聲明，提及女王在她重要的人生與工作中發揮不凡的影響
力，讚揚她在二次大戰期間加入武裝部隊，並在21歲生日時承
諾將她的一生奉獻英國和英聯邦。

紐松表示，伊麗莎白二世史無前例登基70載， 「始終信守
她的承諾，當社會發生巨大變化和不確定性時，她展現堅定不
移的領導力、啟發人們，成為穩定的源頭，並領導她的大家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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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新聞

新生人口創新低
日韓少子化進程遠超預期
綜合報導 日韓少子化進程遠

超預期，“人口困境”形勢嚴峻。

據日本共同社報道，日本厚生勞動

省近日發布的人口動態統計（初值

）顯示，今年上半年1—6月新出

生的嬰兒數為384942人，較去年

同期減少5%，這是自2000年以來

，日本上半年新出生人口首次低於

40萬人。

少子化問題是日本長期面臨的

課題之壹。共同社報道稱，日本國

立社會保障和人口問題研究所2017

年公布的未來推算數據預測，2022

年的出生人數約為85萬人，2030

年跌破80萬人大關，而實際的少

子化進程超乎預想。對於今年上半

年日本新生嬰兒數量跌破40萬人

，日本時事通訊社分析稱，受新冠

肺炎疫情影響，人們對未來感到不

安，於是出現控制結婚和懷孕的傾

向。日本《每日新聞》分析認為，

隨著疫情的持續，少子化進程可能

會加速。日本明治大學教授加藤久

在接受采訪時表示，人口減少將對

醫療、退休金等社會保障制度造成

影響。報道稱，為解決少子化問題

，日本政府在今年4月成立“兒童

家庭廳”，作為新的應對措施之壹

，日本政府正研究於2023年度增

加新生嬰兒補助金。

與日本相似，韓國生育率也在

持續下滑。據《韓民族新聞》報道

，韓國統計廳發布的《2022年6月

人口動向》顯示，韓國今年第二季

度新生兒數為59961人，同比減少

9.3%。是開始相關統計以來，第二

季度新生兒數首次不到6萬人。總

和生育率（育齡女性平均生育子女

數）繼2021年跌至0.81之後，於今

年第二季度跌至0.75，創歷史新低

。韓聯社報道稱，在經濟合作與發

展組織（OECD）38個成員國中，

韓國是唯壹壹個總和生育率低於1

的國家。對此有分析認為，韓國新

生兒持續降低的直接原因是越來越

多的年輕人不結婚，勞動力市場未

能滿足高學歷年輕人的期待也是重

要原因。

面對少子化及老齡化加劇的人

口窘境，日、韓兩國不約而同地將

目光聚焦到了老年人身上。日本

《讀賣新聞》近日發表社論，呼籲

應創造盡可能長久工作的環境，讓

有意願的老年人繼續工作；韓國各

大企業也相繼決定取消退休年齡限

制，允許60周歲以上的優秀員工

繼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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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據日本廣播協會電視臺報道

，日本政府5日公布的最新數據顯示，日本

完成新冠疫苗第三針接種的人數為81654115

人，占全國總人口64.8%。

數據顯示，日本完成新冠疫苗第壹針

接種的人數占全國總人口的81.5%；完成

第二針接種的人數占全國總人口的80.4%

。日本從5月起以60歲以上人群以及18歲

以上並患有基礎疾病的人群為第四針接種

對象，目前完成第四針接種的人數約為

2845.4萬人。

日本厚生勞動省5日表示，從本月19日

開始，將向全國提供約3000萬劑由美國輝

瑞公司及莫德納公司生產的二價新冠疫苗

。據日媒報道，二價新冠疫苗可針對包括

奧密克戎毒株在內的兩種新冠毒株。該批

疫苗將用於以老年人等為優先接種對象的

第四針接種。

厚生勞動省表示，在19日開始的壹周

和 26日開始的壹周將分別向全國配送約

1100萬劑疫苗，10月3日開始的壹周將配送

約800萬劑疫苗。其中，輝瑞疫苗約2800萬

劑，莫德納疫苗約200萬劑。

據日本廣播協會電視臺統計，截至當

地時間5日18時20分，日本較前壹天新增

確診病例68043例，累計確診19545948例；

新增死亡病例221例，累計死亡41320例。

臺風“軒嵐諾”逼近韓國濟州島

全韓已有361個航班被取消

綜合報導 據韓國氣象廳消息，今年

第11號臺風“軒嵐諾”正從韓國濟州島西

南附近海域上空向北移動，韓國氣象廳已

針對濟州島及其附近海域、全羅南道部分

地區等發布臺風警報。

韓國氣象廳表示，截至當地時間5日

15時，“軒嵐諾”中心位置距離濟州290

公裏。臺風以每小時約30公裏的速度朝東

北方向移動，預計當天21時經過西歸浦以

南90公裏海域，6日淩晨3時抵達釜山西

南190公裏海域。屆時，臺風中心氣壓約

為945百帕，最大風力45米/秒。

韓國行政安全部啟動中央災難安全對

策本部三級響應，將臺風暴雨危機警報級

別從“註意”上調至“嚴重”。韓國濟州

特別自治道5日已進入最高級別警戒狀態

。首爾市全體幼兒園及小學將於6日停課

壹天，中學將根據實際情況自行決定是否

到校上課。另據韓國機場公社5日消息，

受“軒嵐諾”影響，韓國各地近兩日已有

361個航班被取消。

中國駐韓國大使館發布消息，提醒在

韓中國公民做好臺風防範，密切關註臺風

動態、氣象預警和防災信息，盡可能減少

或避免在惡劣天氣條件下出行，並妥善安

排行程，理性對待因臺風造成的航班取消

、變更等問題。

緬甸軍方與若開軍頻繁激戰
炮彈多次掉落孟加拉

綜合報導 孟加拉國外交部

就緬方炮彈落入境內壹事，再次

召見了緬甸駐孟加拉國大使館大

使。在半個月的時間內，緬甸駐

孟加拉國大使吳昂卓莫，已經多

次被孟加拉外交部召見。

從孟加拉國本地媒體報道

中得知，為了收復被若開軍

（AA）武裝攻占的第40號界碑

營地，緬甸政府軍在戰鬥中使

用了直升機。期間，多枚重武

器炮彈落入孟加拉境內。因此

，孟加拉外交部多次召見緬甸

駐孟加拉大使，就緬方侵犯孟

方領空壹事作出強烈譴責及警

告，同時，向緬甸大使表達了

孟方對炮彈落入境內的擔憂。

據悉，9月3日，緬孟邊境戰

事中至少出現了4架緬軍戰機。孟

方表示，緬方軍機在越過班達勃

Naikhongchhari upazila地區後，

越境進入了孟加拉空域。孟加拉

外交部頻繁召見緬甸大使，與緬

甸軍方侵犯孟加拉空域有關。

此前，孟加拉國外交部部

長AK.Abdul Momen在接受媒體

采訪時表示，緬方炮彈落入孟

加拉境內，我們已經向緬甸大

使進行了強烈譴責。8月21日、

8月28日，加上9月4日，緬甸

駐孟加拉國大使已經被孟加拉

外交部召見了三次。

近期，緬甸政府軍與若開軍

（AA）之間處於高度對峙狀態。

7月中旬，若開軍對孟都鎮區駐軍

、邊防警隊發動了攻擊，包括警

長在內的數十名軍警人員被捕。

日前，若開軍就攻擊邊防營地壹

事也作出了回應，主要目的是為

了回擊政府軍炮擊孟都地區。

此前，若開軍在聲明中表示

，雙方正在通過第三方協商緩解

緊張關系。如若協商不能解決問

題，或將再次爆發激烈的戰事。

（中央社）孤懸海外的離島小琉球因得天獨
厚海洋資源與生態環境，近幾年吸引大量遊客造
訪，除帶動地方商機，卻也引來生態疑慮；為兼
顧環保及海洋資源永續目標，屏東大學與美和科
大與在地商圈合作，首辦 「小琉球放空日」，期
待藉此強化低碳旅遊島形象。

小琉球放空日刻意選在旅遊淡季 10 月 15 日
舉辦，以近來盛行的市集為主題，喊出跟著海洋
一起休息的概念，當日搭配環保碗筷、琉行杯租
借，進行環保生態、循環肥皂及食魚教育等體驗
，同時宣導環境永續。

大鵬灣國家風景區管理處長許主龍指出，小
琉球20年前每年登島人次約12、3萬，但從2017
年起每年幾乎都超過百萬人次，扣掉當地島民及
因公務上島，有7成遊客會下水遊憩，雖然帶來
觀光商機，不過數十萬雙腳在潮間帶踩踏，也造
成生態危害。

然而許主龍也坦言，小琉球環保意識及凝聚
力一直都是典範，在2017年開始推行海灘貨幣後
，便積極想要將小琉球低碳永續生態島的概念讓
更多人知道，這次期待藉由放空日活動，將此概
念繼續推廣出去，讓生態永續旅遊的形象深植地
方。

許主龍談到，或許把海上活動引導至陸地，
畢竟小琉球因土地貧瘠加上四面環海，島民多以
討海為生，當地漁船多，船長自然就多，加上漁
民出海往往祈求神明保佑，至今島上大小廟宇近
400座，密度高居全台之首，宗教文化也很引人
入勝。

小琉球商圈理事長林美慧認為，此次低碳放
空市集，期望可以成為第2個澎湖花火節品牌，
在地也希望以環保低碳且不打擾海洋生態前提下
，帶動小琉球冬季旅遊，一同讓環境永續。

屏東小琉球放空日
強化低碳旅遊島形象

（中央社）雲林縣虎尾鎮縣定歷史古蹟涌
翠閣經縣府整修活化，將於9日中秋節舉辦 「花
好月圓」晚會、地方藝術家畫展。虎尾鎮公所7
日表示，涌翠閣為日據時期官方 「虎尾郡」設
置的招待所，書院造型十分優美，腹地環境清
幽廣大，配合光環境的啟用，希望讓最美古蹟
的夜景，陪伴民眾歡度中秋。

昨天虎尾鎮公所舉辦中秋節 「花好月圓」
晚會記者會，由副縣長謝淑亞、虎尾鎮長丁學

忠等人共同主持，邀請民眾中秋節來涌翠閣參
加聯歡晚會，一起聽歌、吃柚子、賞月、看畫
展，現場還有抽獎活動，最大獎為70吋液晶電
視。

謝淑亞表示，涌翠閣可說是全台保存最完
整的日式建築之一，有非常棒的懷舊氛圍，以
及很寬廣的綠地，經縣府活化後，公所規畫在
此舉辦中秋晚會，加上在地藝術家陳文雄的拇
指推畫展，讓民眾可以與親朋好友一起度過最

浪漫的佳節時光。
丁學忠也說，涌翠閣屬日式木造風格，包

含座敷、居間、付書院等元素，為典型書院格
局，是早年官方的大型招待所，極具保存與再
利用價值。縣府整修後公告為縣定古蹟，公所
規畫作為藝文展演場域，今年首度在涌翠閣舉
辦中秋晚會，就是要邀請大家一起前來見證涌
翠閣的歷史風華。

丁學忠還指出，涌翠閣是珍貴的古蹟，整

修後白天經常有遊客造訪，但入夜後因缺乏燈
光照明，無法吸引人潮，因此公所今年打造涌
翠閣等3處光環境，有了光環境的加持，涌翠閣
將愈夜愈美麗，不僅提供民眾夜遊好去處，藝
文展演也可以延續到晚上，讓虎尾入夜後更加
精彩。

雲林涌翠閣古蹟活化 歡度中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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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蕭景源）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
家超7日在個人Facebook發帖表示，關注安達臣道地盤發
生的天秤倒塌事故，並向死者的家屬致以慰問，又指勞工
及福利局局長已向他匯報情況，勞工處會對事件展開全面調
查。

李家超指，勞工處已開始巡查全港其他使用天秤的
地盤，確保符合安全規定，尤其留意天秤的豎立及支承
是否穩固及有足夠強度。他表示希望事故中的傷者早日
康復，並對死者的家屬致以慰問，社會福利署將為他們
提供適切協助，包括情緒支援、輔導及經濟援助等。

特首慰問遺屬
祝傷者早康復

“ 快 啲 走 ， 快 啲
走！”事發一刻正在地盤
工作的一名姓黃釘板工人
表示，當時背後突然傳來
巨響聲，轉身已見整個天
秤塌下壓中多個貨櫃辦公

室，一時間塵土飛揚，隨後聽到不少工友大
叫快走，他亦跟隨大隊疏散到地盤外安全位
置。事後他仍驚魂未定：“都唔識點樣形容
事發一刻的情況，因為太驚喇！”

他又說，被壓中的貨櫃是供工友工作及
休息之用，據他所知被困貨櫃救出的工友中
有兩人已無知覺，但不幸中之大幸是天秤壓
向地盤周邊位置，若是壓向地盤中央，恐會
釀成更多人命傷亡。

一名余姓男工人表示，有工友目擊意外
過程：“睇住佢冧，好恐怖呀！”他自己則
在天秤倒塌後即與其他工友趕到貨櫃殘骸中
察看情況，見到工友受傷被困，“被砸住
咗，只見到手”，遂安慰對方稱很快有人來
救援。亦有工友說：“好彩喺10點半（發
生），如果喺 11 點更加慘，全部喺（貨
櫃）入邊食飯，幾十個人……”

一名姓林男工人表示，地盤每朝8時開
工，被砸中的貨櫃主要供工友開工和收工換
衫以及午膳之用，若是中午發生，會造成更
多傷亡，自己都會“冇命”。他說，自己的
衣物及鎖匙等個人財物都在被砸爛的貨櫃殘
骸中，但自己已經好好彩，“老闆都話遲啲
開返工要買隻燒豬還神。”

◆香港文匯報記者蕭景源

�	

��

兩才俊不治 電工遺兩孤雛
據悉，在 7 日

天秤倒塌意外的 3
名男死者中，有兩
人分別為工程師及
助理工程師。被困
逾 7 小時、救出後

死亡的徐學培（25歲）為外判工程
師，在出事地盤工作僅數月，其父
母及姑母在7日事故發生後獲通知到
場了解情況並取回死者遺物，神情
哀傷。重傷昏迷首先送院搶救無效
不治的男死者潘浩鈺（22歲）為助
理工程師，而在地盤被確認當場死
亡的工人許文明（41歲）是電工，
據悉為家中的經濟支柱，遺下妻子
及兩名分別4歲和7歲的女兒頓失所
依。

現場消息指，潘於5月才開始在
事故地盤工作，是家中經濟支柱，
家人接獲通知急忙趕到醫院，其間
潘母情緒激動，泣呼“我要佢哋賠
返個仔畀我，我無咗個仔，我個仔
22歲先啱啱出嚟做嘢咋，賠返個仔
畀我啊……”需其他親友攙扶。

另外6名傷者包括天秤操作員徐
榮明（62歲）與男工人陳庭鋒（24
歲），兩人均因身體多處骨折，傷
勢嚴重，需留醫深切治療部。據
悉，徐仍有年邁母親需照顧，而陳
的父親已退休，傷者是家中經濟支
柱。其餘4名傷者（25至33歲）則
告手腳擦傷。所有傷者分別在伊利
沙伯醫院及聯合醫院醫治。

事故發生後，房協總監（工程
策劃）楊啟裕到事故地盤了解情
況。房協已責成轄下所有項目的承
建商，再次檢查所有同類型天秤的
操作，以確保安全。

此外房協將向每名死者家屬發
放30萬元撫恤金，傷者則獲發放10
萬元即時援助。

據悉，房協於今年6月13日與9
個承建商和工程伙伴共同簽署《香
港房屋協會建築安全約章》，承諾
於推展房協轄下的建屋工程時，合
力締造安全和健康工作環境，今次
涉事的精進建築亦名列在約。

◆香港文匯報記者蕭景源

基座“連根拔起”全港緊急排查

香港一個建築地盤7日晨發生65噸天秤

倒塌的嚴重工業事故，壓毀6個供工人工作及

休息的貨櫃辦公室，釀成3死6傷。其間，消

防處出動逾百人，包括坍塌搜救專隊、高空

拯救專隊及大型起重機參與拯救，當中一人

被天秤壓住超過7小時才被救出，終告不治。

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以及多位立法會議員均

對事故感到難過，形容涉及大型天秤倒塌屬

罕見，要求相關部門盡快查明及公布原因。

勞工處初步懷疑是天秤基座出問題，已要求

地盤暫時停工並檢查全港地盤天秤，有建築

工程師認為事故疑涉及焊接偷工減料。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65噸天秤倒塌 釀三死六傷

事故地盤位於觀塘秀茂坪安達臣道近安泰邨，屬房協
資助出售房屋項目，由精進建築負責承建，母公司

為興聯集團，地盤將興建兩座21層高及3座15層高住宅
大廈，共提供1,403個單位以及興建一個地庫停車場和幼
稚園。項目於去年9月開展，預計於2024年6月竣工。
肇事的巨型天秤高10米、長30米，重達65噸，同一地
盤共有3座。消息指，倒塌的天秤今年8月才完成安裝及
開始使用，7日晨事發前曾進行負重操作，但事發一刻並
無負重吊運。

壓毀6個貨櫃辦公室
7日早上約10時49分，地盤有數十名工友開工，其

中一座天秤出現“連根拔起”式的倒塌，發出砰然巨
響，當場壓毀6個每個長6米的貨櫃辦公室，兩層高的貨
櫃亦被壓作呈“U”形貼在地面，多人受傷被困。倒塌
的天秤亦多處嚴重扭曲，用巨型工字鐵做的一邊基座被
整個翻起。其間大批工人爭相驚慌走避，亦有工人攀上
殘骸嘗試拯救被困貨櫃辦公室及天秤駕駛室內的傷者。

消防處署理助理消防區長嚴英傑及高級救護主任袁
仲豪表示，他們接報後即調派110名消防員及救護員到
場拯救，包括坍塌搜救專隊及高空拯救專隊，又出動無
人機及搜索犬到場協助。其間2名受傷工人在消防員到
場前已自行爬出貨櫃，消防員則在34分鐘內救出另外6
名工人，包括在天秤駕駛室殘骸中救出一名操作員，惟
傷者中一人即場被證實頭顱爆裂死亡，餘下7人包括3名
全身多處骨折重傷者隨後被分送伊利沙伯醫院及聯合醫
院搶救，當中再有一人其後亦證實傷重不治。

最後1人7小時後救出
消防員其後得悉仍有一名工人失蹤，遂作進一步搜

索，未幾即被消防坍塌搜救專隊人員發現被壓在天秤殘
骸下方，只能看見下半身，對拯救人員的呼喚已無任何
反應。拯救人員經風險評估後，安排一輛重型起重機到
場協助吊起部分天秤殘骸，終在傍晚約6時將被困傷者
救出，惜送院證實傷重不治。

勞福局局長孫玉菡事後聯同勞工處助理處長（職業
安全）陳家禮到場視察。孫玉菡表示特區政府對遇難及
受傷工友深表難過，以及向家屬致以深切慰問，社署會
聯絡相關人士提供適切協助。勞工處正對事故原因展開
調查，初步懷疑是天秤基座出問題，同時處方已向出事
地盤發出“暫時停工通知書”，並會針對天秤的安全問
題，對全港使用天秤的地盤展開排查工作，以及進行安
全檢查。

孫玉菡：徹查事故責任
孫玉菡形容，是次天秤倒塌事故屬嚴重及罕見意

外，香港過去10多年亦未曾見過這樣嚴重的天秤意外，
徹查後若發現任何人需要負責，政府會毫不猶豫追究其
法律責任。被問到事故是否涉及偷工減料，他透露這是
處方調查方向之一，而出事的天秤打橫塌下，當中紅色
工字鐵底座整個翻起，亦是處方調查方向之一。

勞工處7日晚發稿強調，若調查發現有違例事項，
定會依法處理，並敦促有關僱主必須履行《僱員補償條
例》下的補償責任，協助死者家屬辦理工傷補償事宜，
及密切跟進有關個案。對於有經濟困難的家庭，該處表
示會協助他們申請合適的緊急援助基金，就經濟或其他
方面的援助聯絡社署。該處日內在網頁發放“職安警
示”及透過電子郵件通知持責者、工會和安全從業員專

業組織等，簡介意外事故和提醒業界採取安全預
防措施。

◆被天秤砸中的貨櫃辦公室/休息室嚴重扭曲變
形。圓圖為林姓工友。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消防員出動無人機協助搜索。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搜救隊在事故現場搜救被困工人。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搜救隊將最後一名受困者救出並抬搜救隊將最後一名受困者救出並抬
離事故現場離事故現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攝攝

◆◆基座一端有兩個螺絲窿基座一端有兩個螺絲窿（（紅圈紅圈），），另一端未見有螺另一端未見有螺
絲窿絲窿（（紅框紅框）。）。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攝攝

◆◆孫玉菡孫玉菡（（中中））到場視到場視
察察。。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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穩外貿對於穩定經濟運行至關重
要。7日，海關總署發布中國前8個月外
貿數據。雖然國內疫情多點散發、外部
環境複雜多變，但從前8個月累計看，
中國貨物貿易進出口總值 27.3 萬億元

（人民幣，下同），同比增長10.1%，繼續保持兩位數增
長。上半年，長三角、珠三角地區等外貿重鎮不同程度受
到疫情影響。作為“頂樑柱”，外貿大省（市）進出口恢
復向好，有助於保住外貿穩定增長的基本盤。

粵蘇浙滬京魯閩 七省貢獻超七成
據海關統計，前8個月，廣東、江蘇、浙江、上海、

北京、山東、福建等7個省市進出口均超過萬億元，合計
進出口20.54萬億元，同比增長9.7%，對全國外貿增長的
貢獻率超過七成。海關總署統計分析司司長李魁文表示，
長三角地區三省一市克服疫情帶來的不利影響，前8個月
進出口增速高於全國整體增速1.5個百分點，為穩住外貿
大盤提供了強勁動能。

浙江台州西格邁股份有限公司，一台台汽車減震器發
往全球。“今年以來，公司產品銷售火爆，出口歐美訂單
絡繹不絕，目前訂單已經排到了10月份。”西格邁股份
有限公司國際營銷部部長代紅軍說。

民營企業是中國外貿主力軍，具有經營靈活度高、市
場適應性強等優勢。縱觀前8個月，全國有進出口實績的
民營企業45.9萬家，同比增加7.3%，合計進出口13.68萬

億元，同比增長14.9%，比全國整體增速高出了4.8個百
分點。

中國社科院財經戰略研究院國際經貿研究室副主任張宇
表示，多重壓力之下，民營企業迎難而上、攻堅克難，展現
出的蓬勃生機和巨大潛力與國家密集出台的紓困幫扶政策措
施和持續優化的營商環境密不可分，也為中國外貿發展注入
了新的活力。

RCEP生效甜頭初嘗 貿易紅利持續釋放
目前中國已成為全球12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主要貿易

夥伴。數據顯示，前8個月，中國對東盟、歐盟和美國等
主要貿易夥伴進出口保持增長。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
定（RCEP）今年生效實施以來，貿易紅利持續釋放。同
期，中國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RCEP成員國進出口
分別增長20.2%和7.5%。

“‘朋友圈’的延伸拓展為深入挖掘中國外貿進出口
增長潛力開拓了新領域、新市場。”張宇說，外貿企業應
深入理解並充分利用“一帶一路”倡議、RCEP規則等制
度紅利，從而進一步提高企業競爭力，推動外貿提質增
效。

當前正處於經濟恢復緊要關口，外貿進出口穩定增長
有助於強化中國經濟的抗風險能力和可持續發展潛力。近
日，國務院常務會議部署了穩經濟一攬子政策的接續政策
措施，其中包括支持民營企業發展、抓好物流保通保暢等
舉措。 ◆新華社

上月中國出口同比增11.8%遜預期
對美出口時隔兩年再度轉負 RCEP下東盟拉動出口顯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全球經濟放緩背景

下，中國8月進出口增速雙雙超預期回落。據中國海關總署7日

發布數據，以人民幣計，8月出口同比增長11.8%，增速較7月回落

12.1個百分點；進口同比增長4.6%，低於7月2.8個百分點；當月實現

貿易順差5,359.1億元，較7月減少1,467.8億元人民幣。專家表示，外

需走弱是出口回落主因，中國對主要貿易夥伴出口增速全面回落，其中

對美出口時隔兩年再度轉負，而RCEP（《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

定》）下東盟對中國出口拉動較為顯著，有望為後續外貿增長提供支

撐，預計四季度出口增速繼續放緩但仍有韌性。

數據顯示，以美元計，8月出口同比增
長7.1%，增速較7月回落10.9個百

分點；進口同比增長0.3%，低於 7月2個
百分點，增速持續低迷。受出口明顯走弱
影響，8月貿易順差收窄218.8億美元至
793.9億美元，為今年2月以來首次。

出口回落主因是海外需求走弱
“出口回落主因是海外需求走弱。全

球PMI（採購經理人指數）的綜合、新訂
單和製造業指數相較前值均下降。美聯儲
保持激進加息步伐，8月美國密歇根消費
者現狀指數較前值下降了 2.6 個百分
點。”植信投資研究院高級研究員常冉認
為，無論是生產型指數還是消費型指數，
均顯示海外需求走弱。但東盟對中國出口
拉動較為顯著，呈現一定的結構性亮點。
1-8月，東盟是中國的第一大貿易夥伴，
對東盟出口同比增長20.2%，高於其他主
要貿易夥伴的累計出口增速。

手機汽車出口保持較高增速
從8月單月看，受全球經濟增速放緩

和海外供給能力恢復影響，中國對主要貿
易夥伴出口增速全面回落，其中對美出口
增速自2020年5月以來首次降至負值。數
據顯示，8月中國對美出口同比下降
3.8%，低於7月14.7個百分點；中國對歐
盟出口增速也大幅回落12.1個百分點至
11.1%，對日本出口回落11.3個百分點至
7.7%。中國對第一大貿易夥伴東盟出口
同比增速也下降了8.4個百分點，但仍保
持在25.1%高位，為主要貿易夥伴中最
高。

從出口商品看，此前受海外經濟復

甦、出行需求拉動的箱包、鞋靴、服裝，
以及電腦、通用設備等機電產品，出口增
速回落，手機和汽車則保持較高增速。

對於今年前8月外貿形勢，海關總署
統計分析司司長李魁文表示，外貿在穩定
增長中展現出較強韌性，廣東、江蘇、浙
江、上海、北京、山東、福建等7個省市
對全國外貿增長貢獻率超過七成，為穩宏
觀經濟大盤作出積極貢獻。民營企業出口
表現突出是一大亮點。前8個月，民營企
業進出口同比增長14.9%，佔外貿總值的
50.1%，比去年同期提升2.1個百分點。

四季度增速放緩與韌性並存
展望四季度，常冉預計，中國出口可

能呈現增速放緩與韌性並存的局面。一方
面，海外加息潮引發流動性緊縮，將直接
導致海外對中間品和消費品需求下降，加
息對外需衝擊較大。

另一方面，新能源相關產品出口以及
東盟地區的拉動，可能成為四季度中國出
口的支撐點。東盟製造業PMI連續11個
月擴張，經濟增長表現較有韌性，在
RCEP框架的支撐下，東盟生產擴張和消
費潛能的發揮，將帶動中國的出口需求增
長。俄烏衝突增加了歐洲能源危機的潛在
風險，中國基於在新能源產業鏈上的優
勢，未來新能源相關產品的出口將迎來發
展機會。

國盛證券首席經濟學家熊園則指出，
由於歐美經濟走弱，出口價格回落，疫情
反覆等多重制約，9月至年末出口可能進
一步回落。而進口方面，下半年國內經濟
弱復甦，可能帶動進口持平或略有回升，
貿易順差可能進一步收窄。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蔣煌基 廈門報道）
第二十二屆中國國際投資貿易洽談會（簡稱“投
洽會”）8日在福建省廈門市開幕，如何拉動經
濟增長成為世界各國關注的焦點。作為投洽會
重要配套會議——第二十一屆世界商業領袖圓
桌會議7日先期舉行，首度聚焦RCEP（《區域
全面經濟夥伴關係協定》）議題。與會的世界
商業領袖們表示，RCEP的生效，為區域各國雙
邊和多邊經貿往來帶來了活躍度，也為區域各
國綜合貿易競爭力和經濟復甦提供了動能。

自今年1月1日生效以來，RCEP從年初
的10國“建群”到目前13國“攜手”，“朋
友圈”不斷擴大。本屆世界商業領袖圓桌會
議有RCEP成員國國家政要、駐華使節、國
際工商機構、世界500強、行業龍頭企業負責
人等約200人與會。

“我們還購入了30萬噸大型遊船，今年
投入到了馬六甲海峽的印尼。我們在印尼也
收購了當地的物流公司，加快在東南亞產業
的布局。”參與圓桌討論的廈門國貿常務副
總裁蔡瑩彬透露。

“即便在疫情之下，中馬今年第一季度
貿易額已達108億美元，上半年中國也向馬來
西亞帶去101億美元投資，目前有包括比亞
迪、阿里巴巴等中企在馬來西亞投資。”馬
來西亞駐廣州總領事館投資領事默罕默德．
薩瓦狄認為，透過RCEP，外資可更好地參與
馬來西亞戰略數字經濟基礎設施領域，並為
該國疫後經濟復甦提供動能。

“現在RCEP還處於‘暖身期’，它會
快速增長。”中國澳大利亞商會會長馮柏文
對RCEP未來持樂觀態度。

菲律賓敞開大門迎接商業機遇
雖然當前RCEP在菲律賓尚未生效，但

菲律賓貿工部部長阿弗雷多．帕斯夸爾7日
稱：“菲律賓已完全敞開大門迎接商業機
遇。”他表示，為了迎接該巨大機遇，菲律
賓實施了諸多顛覆性的改變及政策，也重新
修訂了包括公共服務、零售貿易自由、外國
投資等法律，放開所有權限制，將更好地吸
引和鼓勵包括中國在內的外國投資。

“投洽會”廈門開幕 RCEP“朋友圈”活躍

◆據中國海關總
署 7 日 發 布 數
據 ， 以 人 民 幣
計，8月出口同比
增長 11.8%，增
速 較 7 月 回 落
12.1個百分點。
專家表示，外需
走弱是出口回落
主因，預計四季
度出口增速繼續
放 緩 但 仍 有 韌
性。圖為9月2日
杭州綜合保稅區
一家外貿企業的
工人在流水線上
生產。 新華社

外貿重鎮表現亮眼 助力大盤穩定增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曉芳 北京報道）全國工
商聯7日發布2022中國民營企業500強調研分析報
告。京東集團以9,515.92億元人民幣營收居首位。報
告稱，民營企業500強納稅總額達1.37萬億元人民
幣，佔全國稅收總額的7.91%；就業總數1,094.15萬
人，佔全國就業人員的1.47%；出口總額2,454.30億
美元，比上年增加1,131.08億美元，增幅為85.48%，
佔中國出口總額的7.30%，比上年增加2.19個百分
點。近半數企業開展海外投資，海外投資項目（企
業）2,701項（家），增幅分別為2.62%、48.82%。

研發投入華為以1427億元居首
報告顯示，民營企業500強中，研發人員佔員工總

數超過3%的企業288家，超過10%的企業158家。研發
經費投入強度超過3%的企業80家，超過10%的企業6
家。華為投資控股有限公司以1,427億元人民幣的研發
投入，繼續位居首位。有406家企業的關鍵技術主要來
源於自主開發與研製，426家企業通過自籌資金完成科
技成果轉化，80%以上的企業從不同層面已實施或計劃
實施數字化轉型，79.2%的企業採取多種措施實施綠色
低碳發展。民營企業500強有效專利數量較上年增長

53.60%，國內有效商標註冊量較上年增長25.38%。
民營企業500強納稅總額達1.37萬億元人民幣，

佔全國稅收總額的7.91%。納稅額超過500億元的企
業共有萬科、華為、碧桂園3家。民營企業500強就
業總數1,094.15萬人，佔全國就業人員的1.47%。其
中，京東集團就業人數連續兩年最多，達38.54萬
人。民營企業500強出口總額2,454.30億美元，比上
年增加1,131.08億美元，增幅為85.48%，佔中國出口
總額的7.30%，比上年增加2.19個百分點。

調研報告顯示，2022年民營企業500強入圍門檻
達263.67億元，較去年增加28.66億元。本次共有
8,602家年營業收入5億元以上的民營企業參加調研。
19家500強企業營業收入超3,000億元，京東集團
（9,515.92 億元）、阿里巴巴（中國）有限公司
（8,364.05億元）、恒力集團有限公司（7,323.45億
元）、正威國際集團有限公司（7,227.54億元）、華
為投資控股有限公司（6,368.07億元）等5家企業營
業收入超過6,000億元。資產總額超過千億元規模的
企業有88家；碧桂園控股有限公司以1.95萬億元的
規模位居資產總額榜首。共有28家民營企業500強入
圍世界500強。

2022中國民企500強出爐 京東營收逾9500億居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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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汶川地震被救 今赴瀘定搶救生命

“汶川哥哥”張自立：想為災區多做事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紅星新聞等媒體報道，生命的守護一直繼續，

生命的接力從未停止。在本次“9·5”四川瀘定地震救援中，一名身穿消防服、

抱着一名兩個月大的嬰兒、臂章貼有汶川字樣的消防員，小心翼翼地行走在廢

墟之上的照片感動了全網。嬰兒的父親是雅江消防救援隊消防員，地震時正在

其他地方擔負此次地震救援任務。而懷抱着嬰兒的消防員，經歷過2008年汶川

大地震，彼時，他僅是一名小學生。得知自己感動全網時，消防員張自立說：

“沒什麼，就是職責所在。我就想着盡我所能為災區多做點事。”

9月6日凌晨，張自立和戰友一起向瀘定縣
得妥鎮灣東村挺進。“徒步翻山4個

多小時，到達灣東村，稍微休整後，隊伍開始
進行搜救。”張自立表示，6日下午5時左右，
他們在灣東村1組搜救被困人員時，在一戶人
家中發現了滯留在家中的一名老人和一名男
嬰，孩子頭部有輕微受傷。

張自立回憶，老人和男嬰係祖孫關係，男
嬰才出生兩個月10天，地震發生後，男嬰的媽
媽和爺爺因為重傷，在6日上午已被直升機轉
運至雅安市人民醫院，孩子的父親是雅江某電
站的專職消防員，正在其他地方執行救援任
務。了解情況後，搜救人員準備對祖孫二人進
行轉移。看着可愛的孩子，從來沒有抱嬰兒經
驗的張自立主動抱起了這名男嬰。

獲救經歷種下當消防員的夢想
翻山轉移時，張自立沒有換過手；遇到有

樹枝時，他彎腰低頭保護着孩子；遇到下坡和
亂石區域時，張自立的戰友就在前面開路，並
對他和孩子進行保護。

“孩子很乖，一路上都沒有哭鬧。”張自
立說，將孩子和奶奶轉移到安全地帶後，醫護
人員及時對孩子進行了檢查，並轉移到醫療機
構進一步治療。

將孩子轉移出來後，張自立抱着孩子的一
幕被相機定格了下來，他肩膀上的“汶川”二
字感動了網友，他也被稱為“汶川哥哥”。當
提及他搜救的這個嬰兒，張自立不由得泛出鐵
漢柔情：“我看到這個孩子，覺得好小，他才
兩個月大，還什麼都不懂，就經歷了這些。”

“00後”張自立是阿壩州茂縣人，家鄉與

汶川毗鄰。2008年，張自立剛讀小學一年級，
毫無預警的地震來襲，剎那間地動山搖，房倒
屋塌。張自立的家也在那場地震中被損毀。內
心惶恐的他看到了接連趕來救援的解放軍和消
防員為災民搭起帳篷，還有直升機空投物資，
解決了大家的生活急需。

“地震後不久，解放軍叔叔和消防員叔叔
就來到我的家鄉，為我們送來物資，給我搭建
帳篷等，記得最清楚的是直升機從天上拋下來
的物資，那時我剛上小學一年級，雖然不太
懂，但他們的身影留在我的心中。”張自立
說，隨着慢慢長大，曾經的經歷時常浮現在他
眼前，他也在心中種下了當兵或當消防員的夢
想。

16歲初中畢業後，張自立曾想報名參軍或
者當消防員，但因為年齡較小，他又繼續讀了
中專。在中專學校，他學習的是高鐵維修技
術。19歲畢業時，他沒有去找相關的工作，而
是時刻留意着部隊和消防救援隊伍的信息。

“去年10月，阿壩森林消防支隊招人，我
立即就報了名，經過層層篩選，我如願以償。
通過培訓，今年5月6日，我下隊到了汶川大
隊。”張自立說。入隊剛剛4個月，張自立就
參與了廣安鄰水、瀘州合江縣森林火災撲救任
務和這次瀘定地震救援。“我經歷過5．12地
震，我就想長大後成為他們一樣的救援人
員。”

張自立的事跡，感動了全網網民，有網民
留言“長大後，我就成了你。”但不善言辭的
張自立只用樸素的語言說：“沒什麼，就是職
責所在。”“因為我以前經歷過5．12地震，
就想着長大以後當兵，像他們（救援隊員）一

樣救援。”“我現在就想着盡我所能為災區多
做點事。”

最大心願：出任務的兄弟們平安回來
因為主業是森林消防，參加地震救援也是

第一次。張自立所在的森林消防隊伍主要任務
是防火滅火，輔助任務是山域救援和水域救
援。“有點義無反顧的感覺。平常訓練的時候
也挺上心的，就想着能派上用場。”從接到任
務趕赴救災以來，張自立和戰友們幾乎沒有休
息時間，吃的也只是攜帶的自熱米飯和麵包。
偶爾有信號的時候，他也會和父母聯繫一下，
打電話報個平安。他最大的心願是：“希望在
不同地點出任務的兄弟們都能平安回來。”

彭科是張自立的戰友，也是他的班長。彭
科介紹，他們汶川大隊的隊員平均年齡二十七
八歲，很多是阿壩州人，有一半的隊員都是20
歲多一點點，都是汶川縣以及周邊縣城的人，
大多小時候經歷過“5．12特大地震”，和張
自立有着類似的經歷。

◆◆張自立將嬰兒交給瀘定縣人民醫院醫生張自立將嬰兒交給瀘定縣人民醫院醫生。。 新華社新華社

◆9月6日，四川阿壩森林消防支隊汶川大隊
隊員張自立抱着一名從瀘定縣得妥鎮灣東村疏
散出來的2個月大的嬰兒。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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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記者向芸及新華社、央視
報道，截至9月6日21時，四川瀘定地震已致74人
遇難，其中甘孜州40人，雅安市34人，另有26人
失聯。目前甘孜州、雅安市已臨時避險轉移安置5
萬餘人。受地震影響，震中磨西鎮通往海螺溝景區
唯一道路仍在搶通中。四川省水利廳聯合四川省氣
象局，9月7日17時發布四川省山洪災害藍色預
警，瀘定、石棉等地需警惕降雨可能引發的山洪災
害。

香港文匯報記者從瀘定地震抗震救災前線聯合
指揮部獲悉，目前災區共設置安置點124個，集中
安置2萬餘人，其中，甘孜州設置安置點44個、集
中安置1.7萬餘人，雅安市設置安置點80個、集中
安置0.5萬餘人。

在磨西鎮的安置點，國家電網的工作人員為每
個帳篷都裝上了夜燈，民眾還可收看電視節目和使
用手機以及網絡。在安置點的臨時廚房，每日都有
受災民眾主動前去幫忙。而廚房的菜品，除政府供
應之外，還有一些受災民眾在家中廢墟取來，自發
匯聚到廚房統一調配的。各安置點也已基本配備基
礎的醫療設施，能夠使受傷較輕者及時得到治療和
妥善處理。

外界通往震區的高速公路全線暢通
截至目前，外界通往震區的高速公路全線暢

通，省級公路S217線，S434線多出斷道，已搶通
應急便道。震區農村公路初步排查被阻斷20條，
已搶通8條，剩餘12條正在搶通中，震中磨西鎮通
往海螺溝景區唯一道路已搶通2公里，剩下5公里
道路存在部分塌方，正在搶通中。

四川省水利廳聯合四川省氣象局發布預警稱，
2022年9月7日20時至8日20時，康定、瀘定、巴
塘、得榮、鄉城、稻城、理塘、雅江、石棉等縣
（市）可能發生山洪災害。其中瀘定、石棉等地受
地震影響，部分山體鬆動，更需警惕降雨可能引發
的山洪災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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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面夾擊 恒指一度失守19000點關
人民幣貶值內地出口遜預期 港股恐難有起色

中國內地 8 月份出口數據遜預

期，加上美元強勢下人民幣持續貶值

至近“7算”，匯率和資產價格變動影響下，

7日公布的8月末中國外匯儲備較上月下降

491.9億美元。香港市場大幅波動，港匯一再

在7.85的弱方保證附近徘徊，恒生指數7日曾

跌破19,000點水平，最多跌358點至3月中以

來低位。大市尾段跌幅收窄，全日仍跌158

點，收報19,044點，但成交僅861億港元，

顯示投資者態度非常審慎。分析師表示，中國

8月無論進出口的增速，還是貿易順差均低於

市場預期，加劇了投資者對經濟的擔憂。同

時，聯儲局收緊貨幣政策的立場料會持續到明

年，美匯走勢會一直呈強。在美國息口政策轉

向前，全球股市的上行力量恐怕會被鎖死。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紹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在人民幣
對美元匯率持續走貶逼近7元關口、美元走強至數十
年高位之際，中國國家外匯管理局公布中國外匯儲備
最新數據，截至2022年8月底，中國外匯儲備規模為
30,548.81億美元，較7月下降491.9億美元，降幅為
1.58%。專家認為，外儲減少主要是受匯率和資產價
格變動的影響，國際收支導致的外儲變化較小。另
外，人民幣對美元匯率短期破7的概率較大，但央行
仍可能啟動逆周期因子等手段來保持匯率穩定。

外管局：跨境資金流動理性有序
對於外儲走低的原因，國家外匯管理局副局長、

新聞發言人王春英在答記者問中表示，8月，跨境資
金流動理性有序，境內外匯供求保持基本平衡。國際
金融市場上，受主要國家貨幣政策預期、宏觀經濟數
據等因素影響，美元指數上漲，全球金融資產價格總
體下跌。匯率折算和資產價格變化等因素綜合作用，
當月外匯儲備規模下降。

民生銀行首席經濟學家溫彬引述數據指，從匯率
因素看，8月末美元指數受能源供需緊張、通脹壓力
增大、美聯儲加息預期等因素推動，較7月末上漲
2.69%，非美元貨幣中，歐元下跌1.68%，英鎊下跌
4.54%，日元下跌4.13%，綜合來看匯率因素導致外
匯儲備的非美元部分出現較大幅度的折價。

分析：股債齊跌是下降主因
從資產價格因素看，8月中旬美聯儲加息

預期升溫，導致全球市場由衰退交易轉向緊縮
交易，權益和債券市場由漲轉跌，且整體收

跌。股債雙降引起外匯儲備對應的資產估值下降，與
匯率因素疊加，是導致外匯儲備較7月環比回落的主
要因素。

“在剔除匯率和資產價格因素後，我們估算因國
際收支導致的外儲變化較小。”溫彬認為，海關總署
公布的8月貨物進出口貿易順差為793.9億美元，較7
月順差額下降218.8億美元，但依舊同比擴大34.1%。
從絕對值來看單月接近800億美元的順差依舊是高水
平的。同時，金融項下，預計直接投資繼續保持淨流

入，與貨物貿易順差一起為國際收支平衡提供有力支撐。
8月以來美元指數持續走強，近日更站穩110，創下十幾年高

點，人民幣對美元持續走貶，8月人民幣對美元即期匯率累跌
1,515個基點，貶值幅度超過2.2%；人民幣對美元中間價累計貶
值1,469個基點，幅度逾2.17%，均創下2年新低。

社科院金融研究所副所長張明分析，今年以來中美利差倒掛
並不斷擴大，引發跨境資本從中國到美國的流動，從而壓低人民
幣兌美元匯率，料短期“破7”的概率較大。一方面，美國通脹
仍將處高位，倒逼美聯儲繼續加息縮表；另方面，中國疲軟的經
濟增速需財政貨幣政策進一步發力，中國央行存在繼續降息的可
能性，這意味着人民幣兌美元匯率短期內仍將臨較大貶值壓力，
預計年內可能在6.7-7.2區間波動。

但張明認為不必擔心人民幣兌美元匯率將大幅貶值，因為央
行或啟用逆周期因子穩定匯率。倘若2023年中國經濟增速顯著反
彈、而美經濟增速步入衰退，人民幣兌美元匯率有望顯著反彈。

8
月
中
國
外
儲
減
少

億
美
元 人民幣兌美元在岸價7日低見6.9799逾2

年低位，且已經相當接近七算水平。
有外匯交易員稱，聯儲局大幅加息的預期，
繼續支撐美元強勢，人民幣隨其他外幣一起
受壓，雖然中間價連續偏強，顯示中央控貶
的訊號強烈，但短期或難以擋住跌勢。

外圍經濟下滑 拖累出口
另外，內地8月出口按年增長11.8%，

較7月升幅放緩12.1個百分點；進口按年增
長4.6%，較7月放緩2.8個百分點，兩個數
字都差過市場預期。星展香港高級經濟師周
洪禮指，外圍經濟增長放緩，當中歐美的通
脹更加影響了人民的消費意慾，所以對中國
貨物的需求下降了。

周洪禮認為，由於大部分非美元貨幣同
樣貶值，甚至貶值幅度較人民幣更多，例如
日圓兌美元，便創出1998年以來24年低

位，故此，人民幣貶值對內地的出口並無太
大幫助。

在出口遜預期及人民幣貶值壓力下，港
股進一步走弱。中薇證券研究部執行董事黃
偉豪表示，目前港股的負面因素實在太多，
除了環球經濟收縮、高通脹、加息周期、俄
烏衝突、疫情持續外，中美的角力愈演愈
烈，也一直困擾投資者，所以恒指現時難有
起色。

恒指短期支持看18500點
寶鉅證券董事及首席投資總監黃敏碩

指，港股7日再創3月15日以來的近半年低
位，在五連跌下，指數累積跌幅已達910
點。他續說，投資部署上仍然需要傾向審慎
為主，短期大市要先看18,500點關口能否守
住，建議股民保留多一點現金，以及選擇一
些強勢板塊。

美國10年期債息升至3.35%，科技股首
當其衝，科指全日挫1.3%，收報4,014點。
當中嗶哩嗶哩跌4.2%，明源雲被大行唱淡，
股價連跌5日創上市新低，收市跌近9%。

重磅金融股表現低迷
國指跌0.7%報6,513點，重磅金融股拖

累大市，滙控及友邦分別跌2%及1.9%，主
力推低大市。汽車板塊相對較穩，比亞迪股
份傳在泰國設電動車廠，全日升1%，旗下
的手機股比亞迪電子更炒高7.7%。

逆市下，部分電力股有追捧，內地發行
特別債，紓緩中央發電企業壓力。華電升
3.6%見逾 6年高，哈爾濱電氣更急升近
15%。

此外，能源價格走高，也令金屬產品大
幅減產，消息刺激資源股有炒作，中鋁升
6.6%，宏橋升1.9%是升幅最大藍籌。

◆在多個利淡消息下，港股近期持續低走。恒指7日收報19,044點，跌158點。
有分析師建議投資部署上需要傾向審慎為主，股民宜保留多一點現金。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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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 「2022建築園冶獎」近日揭曉，由台中市政府都
發局住宅處主辦的社會住宅 「梧棲三民好宅」榮獲 「公共建築景
觀類」大獎肯定。都發局長黃文彬表示，台中市社會住宅持續推
升量能，總興辦戶數已達7,146戶， 「台中好宅」更為友善的公

共環境品質盡一分心力。
台中市政府都發局住宅處長陳全成出席 「2022建築園冶獎」

頒獎典禮。(圖／台中市政府提供)
「2022建築園冶獎」頒獎典禮於今（2022）年8月30日舉辦。都

發局表示，建築園冶獎是由民間自主發起的建築運動，針
對當年度公私領域特色綠美化建築進行評選，重視個別建
築創新，同時強調社區生活環境營造，屬於建築界的指標
性獎項。

住宅處指出， 「梧棲三民好宅」提供了300戶住宅單元
，是台中海線第一棟社會住宅，已於今年初入住啟用。因
與海為鄰，與風相伴，特別利用建築設計控制風環境，圍
塑內庭空間，冬季擋風，夏季引流，創造合適的臨海住居
樣式，並利用源自於傳統合院的 「傍庭」設計，內庭空間
打開，導入社福、醫療團體的軟體照顧，開放式綠地亦提
供住戶及周邊社區居民使用，重新與在地社區建立友善關
係，找回溫情感及互助和樂的生活文化，進而重拾社區認
同感。

台中好宅近期屢獲佳績，近日才以 「東區尚武段社會住
宅」、 「北屯區北屯段社會住宅」獲 「2022年國家卓越建
設獎」兩項大獎後， 「梧棲三民好宅」又榮獲 「2022建築
園冶獎」公共建築景觀類大獎。住宅處表示，一方面要感
謝評審及協會給予肯定，另一方面市府也將在友善景觀環

境品質及維運管理上持續精進，打造更多優質的台中好宅，台中
市成為宜居／移居城市。

（中央社）日本近日發生一起性侵案件，位於大阪浪速區的
1家日本料理店 「榎本」，其店長才剛獲得 「2022年京都及大阪
米其林指南」一星評價，卻在去年12月至今年2月時，分別在2
名女客人酒中下藥，性侵得逞，日本警方接獲通報後，已將該涉
案店長逮捕，大阪地檢署於今年8月以準強制性交罪起訴，該日
本料理店日前也貼出歇業公告。

綜合日本媒體報導，有起性侵案件發生在大阪市浪速區，當
地有間日本料理店 「榎本」，在 「2022年京都及大阪米其林指南

」獲得一星評價，然而，其46歲店長本正哉卻在去年12月下旬
，於女客人的酒中，投入安眠藥後，再趁女客人無力反抗時性侵
成功；然而，今年2月下旬，該店長又故技重施，對另外1名女
客人性侵得逞。

日本警方收到女子報案後，近期將日本料理店 「榎本」店長
逮捕，由於該店獲得 「米其林指南」一星推薦，但因為店長涉性
侵案關係，大阪地檢署在今年8月以2件準強制性交罪起訴，該
店家日前也公告暫停歇業中。

此消息一曝光，網友紛紛留言表示 「在餐廳裏遇到這樣的情
況，受害者很可憐」、 「性犯罪者終生不得離開監獄、 「即使擁
有廚藝，怎麼能把努力浪費在這樣的事情上」、 「人生完蛋了，
未來你就過著沒有收入的日子。善有善報惡有惡報」、 「太糟糕
了，一輩子都別想出獄，讓店家破產吧」、 「太糟糕了，真不想
讓他出獄，趁這個機會把店也砸了吧」。

才獲米其林一星！日本料理店老闆
涉嫌 「下藥性侵2女」 被逮

（中央社）新北永和5日驚傳分屍案，73歲梁姓男子因不滿
54歲胞弟借錢不還，趁弟弟熟睡時，拿水果刀刺入他心臟，再將
屍體肢解，分成兩袋丟棄，梁弟屍體被發現時只剩軀幹、左腳，
死狀悽慘，梁嫌伴屍多日落網後辯稱 「活人比死人更可怕」，甚
至還買了8罐芳香劑來掩蓋屍臭味，至於為何又獨留軀幹與一隻
左腳，梁嫌冷血回應 「還沒處理完就被發現」，恐怖行徑令員警
不寒而慄。

梁嫌到案後供稱，弟弟多次向他借錢，每次約3千元，前後
積欠他5萬元左右，他多次提醒仍不願歸還，8月31日晚間兩人

在家爆發激烈爭執，積怨已久的他決定動手，9月1日凌晨3時許
，梁趁弟弟在臥室熟睡時，拿出水果刀一刀刺向他心臟，弟弟當
場斷氣。

據了解，梁嫌行凶後伴屍多日絲毫不感到恐懼，辯稱 「活人
比死人更可怕！」指控弟弟平常總是向他借錢又會欺負他，家裡
4間房間被弟弟強占3間，租出去每個月還能多賺好幾千元，而
他只能睡在最小的1間，至於是如何忍受屍體發出的惡臭，梁嫌
則稱 「我有在屋內放8罐芳香劑」。

警方調查，梁嫌1日凌晨拿水果刀一刀刺死胞弟，當日清晨

6時許先剁除頭顱，下午放進垃圾袋丟棄，隔日清晨再肢解雙手
、右腳，包進垃圾袋，晚間7時扔進垃圾車。

調閱監視器畫面，梁嫌4日還計畫前往生活百貨4把新
買刀，疑似是為肢解剩餘屍體，完全以喪心病狂。但因全案於5
日下午曝光，他返家時看見樓下有警車，於是開始逃亡，帶著紅
色行李箱坐公車前往台北市公館一帶。

警方私下透露，梁男應把錢財看得很重，逃亡期間不接觸任
何人，也不住旅館，直接睡在公館全家超商。全案訊後依殺人、
毀損屍體、棄屍等罪移送偵辦。

永和分屍案！73歲狠兄伴屍多日 買8罐芳香劑蓋屍臭

建築設計控制風環境
台中 「梧棲三民好宅」 獲 2022建築園冶獎

（中央社）台灣環境保護聯盟近日公布2021年度直轄市、
縣市政府 「永續環境施政表現」，台南市除在評量等級獲優等，
更在評量總排名獲得六都第一及全台第一。市長黃偉哲說，有信
心台南能繼續維持高分，未來也仍會持續推動節能與儲能，給下
一代更好的生活環境。

黃偉哲感謝環盟重視永續發展，並強調市府也會以環盟的指
標自我鞭策。他還說，台南在2019年指標被評為B級，但在各局
處力求進步下，已連續2年維持A級優等，今年更被評比為全台
第一。

他認為，環盟的評比相當細膩，許多不易看見的工程，如汙
水接管與回收、地下水整治、空品維護等，都要公開接受檢驗。
市府今年6月公布2050淨零轉型路徑，其中再生能源發展成果為

全台第一，綠電設置容量至今年已達3.5GW，年發電量可達45
億度，相當於17座曾文水庫發電量。

2021年度直轄市、縣市政府永續環境施政表現評量，除以8
大主題、25項永續環境訴求、72項評量指標評量，還首度全台
各縣市都參與評量，排名前5名為：台南市、桃園市、高雄市、
台北市、新北市，台中市與屏東縣並列第六；六都獨自排名第1
名為台南市，之後依序為：桃園市、高雄市、台北市、新北市、
台中市。

環盟指出，許多縣市獲最高分的項次，都是 「支持撤銷核四
計畫，支持核一、核二、核三廠不延役，認同非核家園」；最多
縣市獲最低分的為 「推動節能、節電，轄區內每人平均用電量逐
年遞減，每年減少2％以上」。

環盟還強調，綜合數據發現，2021年有高達8成縣市的 「年
總用電量逐年變化百分率」及 「人均用電量逐年變化百分率」都
上升，在能源轉型及氣候變遷已刻不容緩的當下，各縣市用電量
不減反增，有賴中央及地方攜手，在淨零轉型路上達到更好的平
衡。環盟創會會長施信民說，期盼藉由評量，協助地方政府將永
續環境核心價值融入施政。

2021永續施政評比 南市獲全台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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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經濟

休城工商

坐落於休斯頓西南區的中華文化
服務中心即將在9月18日，下午1點
到6點舉行面向所有社區民眾的健康
義診活動。此次活動由中華文化服務
中心主辦，休斯頓華人醫生俱樂部及
美福健康基

金會協辦。本次健康義診日提供
以下免費服務：
• 醫生義診：心臟病，高血壓，風
濕，腫瘤，腎臟，內分泌等

• 體檢：檢測糖化血紅蛋白（A1C
），血脂，血糖，血壓
• 接種二代新冠（COVID-19）疫
苗
• 醫療保險及健康講座：1. 新移
民如何進入美國醫保體系; 2. 在 德
州不同年齡對醫療保險的選擇簡介;
3. 老年人健康及心血管疾病的預防;
4. 腫瘤科普講座
• 免費領取零食、口罩和消毒紙巾

日期：2022年9月18日
時間：下午1點到6點
地點：中華文化服務中心乒乓球

館 Chinese Community Center USA
Sports Center 9800C Town Park Drive,
Houston, TX 77036

電話：281-506-2453 （美福藥
局 陳 麗 玲 ） 713-271-6100 X 303
（文化中心 黃加俊）

郵件：rooi@ccchouston.org

美南華人健康義診日 免費醫生義診、體檢、新冠二代疫苗、保險及健康講座

黨產會昨日透過特定媒體引民國42年國民黨七全大會總裁
訓示之處理意見與情形，認定 「救國團成立後僅形式上隸屬國防
部總政治部，國民黨對救國團的組織定位仍有實質決定權。」

救國團表示，這是典型的指鹿為馬，刻意混淆是非、顛倒黑
白，完全背離事實。真正的事實是:

民國41年3月29日青年節，蔣中正以總統身分在台北市三
軍球場舉行慶祝青年節大會時號召成立救國團。救國團成立時所
依據的 「籌組原則」最終正式版本是由行政院於民國41年5月頒
發訓令核定的，查該核定的籌組原則，無一字提及國民黨，完全
將國民黨排除於救國團之外。而第一任主任蔣經國先生隨即於民
國41年7月呈蔣總統： 「茲謹依照行政院頒發的救國團籌組原則
」。就是救國團的組織、運作不依照國民黨中改會決議來進行，
蔣總統以 「總統」名義批准了。從此，救國團所有團章、組織簡
則、組織章程均由行政院於同年9月以行政命令發布。足證政府
是將救國團界定為政府機關，與國民黨無關。黨產會也在其新聞
稿中承認救國團成立時是政府組織，正因為是政府組織，所以救
國團早期都是依國防部命令行事，許多幹部都是國防部調任。

救國團於41年10月31日成立後，歷年年度計畫、預決算、
人事命令均未報國民黨核定。因此，內政部(救國團主管機關)於
民國105年3月，應立法院內政委員會要求報告救國團到底是不
是國民黨附隨組織組織? 內政部提供光碟報告，並由內政部部長
親自報告，明確作證： 「救國團故非屬中國國民黨之附屬單位(
或附隨組織)」。同時最高法院106年民事確定判決亦認定: 「救
國團於民國41年到58年間，隸屬於國防部，屬政府機構」。
既然是政府機構就不可能是國民黨(人民團體)的附隨組織，既不
是附隨組織，就不受黨產條例規範，黨產會更不能沒收救國團財
產，藉以消滅救國團。

救國團表示，已窮盡全力舉出有利證據，且鐵證如山，黨產
會為何要昧著良心，不顧法律正當程序，一字不採，一律不注意
，強行要沒收救國團的財產?按照黨產會的邏輯，在當時以黨領
政時代所有成立的團體，都是國民黨附隨組織，無論這些團體對
國家有多大貢獻，都是黨產會清算鬥爭的對象，這是多可怕的轉
型正義?

再者，黨產會指控救國團藉活動洗腦學生，但相信蔡總統及

許多參加救國團活動的民進黨公職人士，都可證
明救國團活動沒有對他們洗腦。蔡總統英文參加
救國團活動，無非就是認同這樣的活動才受邀參
加:
1.蔡總統81年擔任救國團 「國際經貿事務研習會
」營隊講師。
2.蔡總統84年4月15日救國團舉辦 「從GATT到
WTO-烏拉圭回合後的社經問題」研討會，分組
討論擔任引言人。
3.85 年 6 月 29 日救國團舉辦 「香港九七對兩岸三
地之影響」研討會，蔡英文總統擔任引言人。

救國團同時針對黨產會於昨(8月29日)日於特
定媒體的其他指控，提出說明:
1.請問黨產會能否舉證救國團70年來有任何違背國家利益之處?
救國團70年為國家培養許多人才，包括民進黨的領導幹部，現
在也有許多民進黨的人擔任救國團義工，大家不分黨派為社會從
事公益服務的工作，沒有任何違背國家利益之處，請問這樣具正
能量團體為何要消滅？
2.黨產會指控救國團在海外佈建細胞，請問證據何在?
(1)黨產會依中國國民黨63年2月27日會議紀錄附件二 「國防部
情報局葉局長翔之同志 『訪美工作報告』－今後美國地區對匪鬥
爭工作之改進建議」，指控救國團 「於海外各校佈建細胞」。

經查該份報告是葉局長訪美後在工作報告中個人建議，經救
國團向四位早期主管學校處、海外處業務之退休同仁查證該建議
是否為救國團採納並執行?該四位主管表示從未聽聞過，更遑論
做過。救國團當時是舉辦各種海外青年參訪活動，不是於海外各
校佈建細胞。監控留學生從來就不是救國團的業務。黨產會也可
訪問在海外留學的學生，有無在校園中聽聞有救國團的組織?
(2)該報告僅為個人之 「建議」，且救國團從未做過，黨產會卻以
之作為沒收財產證據之一，救國團請求黨產會訪談證人，黨產會
均置之不理。
3.黨產會指控救國團做校園監控、政治偵防，請問證據何在?
(1)救國團僅應邀參加幾次的春風會報，以及教育部召開的校安

會報，就可以指控救國團是在做校園監控、政治偵防嗎?就要沒

收救國團財產嗎?救國團舉證第一任主任經國先生要求幹部：
「救國團不是從事情報、調查等工作的團體。救國團是鼓勵青年

愛國家，做學問，以培養現代國民的組織。以國家的利益為最優
先，沒有任何其他政治主張和企圖」。歷屆主任均奉之為圭臬，
實際作為也是如此。根據黨產會公布的檔案內容也清楚指出，各
單位的分工中，救國團負責的是社團活動推廣，調查、監控都非
救國團的業務。
(2)校園監控、政治偵防是調查局、情報局的工作，不是救國團

的工作，救國團無此業務，亦無此人力及專業從事此工作。
(3)行政院75年1月21日以臺75專字第1370號函復立法院略以

，該團(救國團)從未介入或干預學校之行政；救國團輔導學生社
團及舉辦校際活動，亦均與教育行政機關暨學校配合實施，該團
僅給予必要之協助。足證救國團不做校園監控、政治偵防工作。

救國團再次呼籲黨產會用客觀、中立的態度，回到當時的時
空背景去解讀和詮釋歷史，而不要用主觀、帶有意識型態的立場
去刻意扭曲歷史真相。黨產會的作法，是刻意要毀滅一個對國家
曾做出重大貢獻，且持續在為青年和社會奉獻的救國團，黨產會
不是在促進和解共生，而是不停的在內鬥及製造敵人，連民進黨
大老許信良都說:藍綠對抗變成敵國，是台灣最大危機，更何況
連一個已經轉型成跨黨派的全民公益社團，都要鬥成敵國，台灣
的轉型正義，已經變成世界上最負面的惡例。

救國團表示
黨產會不能指鹿為馬 迫害忠良

數字人民幣加速融入實體經濟
用戶暢享數字經濟紅利

用數字人民幣壹分錢就能買咖啡、

領取紅包後繳電費立享優惠、使用硬件

錢包體驗“碰壹碰”無感支付……在服

貿會首鋼園區，“紅包雨”下得最多的

地方當屬金融服務專題展展館，觀眾沈

浸式體驗數字人民幣最新應用場景。

記者觀察到，很多觀眾已經是數字人

民幣APP的老用戶，但體驗時也有新感

受，娛樂、文創、繳費等應用場景齊亮

相，形形色色的多款硬件錢包更是賺足

了目光，數字人民幣正加速融入實體經

濟全場景。

新體驗
硬件錢包可以“碰壹碰”支付

今年服貿會期間，各金融機構數字

人民幣硬件錢包集體亮相，紛紛圍繞數

字人民幣推出了優惠活動，包括“壹分

錢壹杯的咖啡”、專屬服貿會大版郵票

、購買盲盒等多種使用場景，觀眾能嘗

鮮“碰壹碰”支付方式。

不用打開各種APP，無需綁銀行卡

，也不用掃碼，“碰壹碰”支付體驗十

分便捷流暢。在工商銀行展位，記者實

測使用數字人民幣硬件錢包的全流程：

領取壹張數字人民幣硬件錢包，打開數

字人民幣APP內“服務”壹欄的“貼壹

貼”選項，將硬件錢包緊貼手機NFC感

應區即綁卡成功，充值後就可使用硬件

錢包“碰壹碰”支付，用0.99元的活動

價買壹瓶可樂。

多家金融機構展示了獨具特色的數

字人民幣硬件錢包，覆蓋標準IC卡、智

能手表、智能手環、數字工牌等多種樣

式。

“硬件錢包能夠便利老人、兒童等

群體消費支付，打個比方，子女可以通

過手機為硬件錢包充值後再拿給父母使

用。”銀行工作人員介紹。作為數字人

民幣的重要載體，硬件錢包能應用於線

上線下“衣食住行”各類消費場景，未

來還將簡化騎單車、乘公交地鐵時的開

鎖、支付流程，彌合老人、兒童等群體

面臨的數字鴻溝，讓更多人享受到數字

經濟紅利。

新場景
刷防疫樁顯示健康狀態
采訪中，記者發現很多觀眾此前已

經下載了數字人民幣APP，並有過支付

體驗，對更多應用新場景抱有很大的熱

情。

在去年服貿會期間大放異彩的數字

人民幣大道今年升級，引入文創品、老

字號、視頻會員、文化旅遊等更多消費

場景，觀眾可以沈浸式體驗“數字人民

幣+”的無限可能。

昨天下午，領取了中國銀行在服貿

會期間發放的20元數字人民幣紅包後，

史女士迫不及待地在自動售貨機前購買

了三瓶飲料，又拉著壹起逛展的兩位朋

友來到數字人民幣大道“薅羊毛”。

對現階段的數字人民幣發展來說，

拓寬使用場景正是試點穩步推進的壹

個重要方向，觀眾在展會現場還能看

到更多創新應用場景。農業銀行展示

數字人民幣硬件錢包在防疫樁上的應

用，用戶在指定防疫樁上刷卡，屏幕

上就可顯示實時健康狀態；交通銀行

展區內設有該行與北京洛必德科技有限

公司共同打造的智能輔行機器人，可用

於醫院、養老院、機場等特定場景，通

過數字人民幣付費租用這款機器人即可

進行輔助行走。

新趨勢
企業端政務端應用廣泛
除了個人端，數字人民幣的應用

場景近年來還不斷向企業端、政務端

拓展。

農業銀行工作人員介紹，數字人民

幣的發放薪酬、財務管理等功能正趨於

成熟，可以有效提高企業財務管理效率

；工商銀行和中國儲備糧管理集團搭建

了數字人民幣購糧款支付體系，可以讓

農戶實時收到數字人民幣形式的糧款，

實現“售糧即收款”。

來到京東科技展位，觀眾不僅可以

在七鮮超市線下體驗區感受數字人民幣

支付流程，還能了解京東科技面向企業

、金融機構和政府的數字人民幣綜合技

術服務方案。社會公益、城市消費券、

供應鏈金融……數字人民幣正以多種創

新方式應用在更多場景。

數字人民幣使用場景不斷上新，試

點範圍也在不斷擴容。據人民銀行介紹

，數字人民幣通過智能合約等特色功能

，在保民生、促消費、擴內需、穩增長

中積極發揮作用。截至5月31日，15個

省市的試點地區通過數字人民幣累計交

易約2.64億筆，金額約830億元人民幣

，支持數字人民幣支付的商戶門店數量

達456.7萬個。

“數字人民幣有助於提振居民消費

意願，促進消費增長，改善消費結構，

進而擴大內需。”招聯金融首席研究員

董希渺建議，繼續穩妥有序擴大數字人

民幣試點應用，盡快讓更多的地區加入

數字人民幣試點，同時要完善數字人民

幣相關法律制度，積極穩妥加強國際交

流與合作，參與數字金融全球治理。

德國能源企業“壓力山大”
綜合報導 德國能源巨頭尤尼珀公司近日

表示，在充分利用現有的90億歐元信貸額度後

，已要求德國復興信貸銀行再提供 40億歐元信

貸額度。

此前，為了救助尤尼珀，德國政府計劃出資

2.67億歐元買下公司30%的股份，並購買公司77億

歐元的可轉換債券。同時，德國國有銀行復興信貸

銀行還把對尤尼珀的信貸額度從20億歐元提高到

90億歐元。

然而，這些救助措施對於尤尼珀所處的困境而

言都只是杯水車薪。受俄羅斯天然氣供應大量短缺

和能源價格飆升的影響，尤尼珀面臨著巨大壓力，

流動性每況愈下。據悉，該公司上半年虧損超過

120億歐元，是德國企業歷史上最大的虧損之壹。

此次尤尼珀再“求救”，或成為歐洲能源危機

進壹步惡化的跡象。當前，歐洲能源企業總債務已

高達 1.7 萬億歐元，較 2020 年以前增加了 50%以

上。德國不少行業分析師與政客擔憂，德國以

及歐洲能源市場會出現類似美國次貸危機中的

“雷曼時刻”，引發能源企業破產潮，進而讓德國

乃至歐洲多國經濟陷入衰退。

對於尤尼珀，德國政府有著不得不救的理由。

作為歐洲最大的天然氣進口商之壹，尤尼珀供應網

絡遍及全歐洲，其旗下的電站總發電裝機33千兆

瓦，相當於33個核電站的發電裝機規模；在德國

、奧地利和英國等地擁有天然氣存儲設施，總存儲

容量78億立方米。這樣的龐然大物壹旦倒下，將

對德國和歐洲的能源安全造成難以預估的打擊。

雖然德國政府極力避免能源行業出現“雷曼效

應”，但只要對俄羅斯進行制裁，“雷曼危機”就

不會消失。從能源消費結構上看，德國能源對外依

賴度常年保持在60%，俄羅斯是其能源供應的“命

門”所系，約54%的天然氣、40%的煤炭、32%的

石油來自於俄羅斯。由於缺乏大量穩定能源支撐其

龐大的工業基礎，德國經濟在能源成本上升的環境

下顯得異常脆弱，這也是近幾個月德國貿易突現逆

差的原因所在。

巴伐利亞工業聯盟預測，如果俄羅斯徹底切斷

天然氣供給，德國2022年下半年經濟總量將下降

12.7%。德國鋼鐵行業巨頭蒂森克虜伯的發言人說

，用石油和煤炭取代天然氣不可行，如果此後申請

的天然氣配給量遭到拒絕，可能致使壹些工廠被迫

關閉。為應對危機，德國政府計劃從10月1日起向

消費者征收天然氣稅，以援助因俄羅斯削減天然氣

供應而被迫支付更高價格的供應商。不過，這些措

施並不足以擺脫能源危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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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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