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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蒂亞洲城

聯⽲地產集團 購屋|商業|投資|⽣意  ⼀站式服務 

(713)-630-8000

1,000 ~ 8,000平⽅英呎
商圈旺鋪全⾯招商

JOSIE LIN,CCIM

 

 

                                    
太空中心門票$19.95  

★首選黃石、坎昆全包團 讓您樂在其中

代理 Gate1 旅遊 Viking/Globus 遊輪 廉机票 埃及 歐洲 亞洲 澳紐 南美/中美洲 非洲等全球旅遊團 

★★多条精選歐洲遊★★ 

★阿拉斯加、夏威夷、哥斯達黎加

★申根簽證★ ★認證★ ★綠卡★

自然博物館門票$13 

 
2022 王朝旅遊董事長親自帶隊 
★★★★★★★★★★★★★★★★★★
    9/7-9/20：14天葡萄牙西班牙深度遊 
11/8-11/18：11天摩洛哥夢幻之旅 

★暑假熱門多線路美東美西遊 任君選擇

（中央社）世界衛生組織（WHO）秘書長譚德塞今天表示，CO-
VID-19（2019冠狀病毒疾病）疫情全球大流行有望結束，新增通報病
例已大幅減少，促請全世界把握機會終止疫情。

法新社報導，COVID-19自2019年底經確認以來，迄今造成全球
逾6億人感染、600多萬人死亡，世衛最新流行病學數據顯示，在8月
29日至9月4日當週，COVID-19通報病例比前一週大幅減少了12%
。譚德塞（Tedros Adhanom Ghebreyesus）在視訊記者會上指出，
COVID-19新增通報病例已降至2020年3月以來最低水平。

譚德塞告訴記者： 「我們在終止這場疫情方面，處於最佳情況。
我們還未結束疫情，但終止疫情的時刻已近在眼前。」

但他也強調，全世界需要 「把握這次機會」 加緊努力。他指稱：
「如果我們現在沒有把握機會，我們恐面臨更多變異株、更多死亡、
更多破壞及更多不確定性。」

世衛：COVID-19全球疫情大流行有望結束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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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ident Biden is
promoting a plan to end
cancer on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one of
former President Kennedy
’s most famous
speeches.

President Biden
detailed his cancer
moonshot initiative in
February which aims to
cut cancer death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half over
the next quarter century.

Biden said that,
“We are calling it a
moonshot and that is
because I believe that this
effort is like President
Kennedy’s call to land a
man on the moon. It is
truly a call to humankind
to be bold and do the big
thing.”

Sixty years ago

President Kennedy gave
a speech at Rice
University in Houston,
Texas, to proclaim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ill put
a man on the moon by the
end of the 1960‘s. The
first man landed on the
moon in July of 1969,
meeting the Kennedy
deadline with five months
to spare.

Today we are still
facing Covid-19 as well
as cancer which is still the
world’s biggest public
enemy and first killer of
mankind. We strongly
support the president’s
effort to use the same
determination it took to
land a man on the moon
and make cancer a part of
history. 0909//1313//20222022

““MoonshotMoonshot”” Plan To End CancerPlan To End Cancer

正值民主黨前總統甘納迪在
休斯敦萊斯大學演講六十週年之
際，拜登總統今天在麻州發表演
說，誓言全面消滅癌症為未來之
目標。

拜登總統倡議全面對抗癌病
毒，計劃在未來二十五年內把病
患減半。

六十年前之今天，甘納迪總
統在德州休斯敦的著名演說中表
示，要在六十年代把人送上月球
，結果终於在一九六九年中把三
位太空人送上到月球，拜登總統
在引用這句豪語來表達我們能戰

勝癌症之決心。
早在二0一六年，他擔任副

縂統時，拜登總統已經在動員聯
邦和私人機構制定抗癌之方案，
包括防疫教育及早期測試，過後
不久，他的長子也因腦瘤過世，
這對他是非常沈重之打擊。

今天，我們面對新冠病毒之
際，癌症仍然是全世界之最大公
敵，也是全人類之第一殺手，我
們非常支持拜登總統能夠動員聯
邦政府之力量，有如當年登月之
決心，早日打敗癌症，為全人類
作出貢獻。

美國將向癌症挑戰美國將向癌症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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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立超過半世紀的美國國家鐵路（Am-
trak）即將面臨鐵路工人空前大罷工,不但運
遞貨物的火車停開,而且載送乘客的班車也將
中止,同時還影響到各大城市地鐵捷運系統的
運作,根據美鐵協會估計，一旦停工每天會有
7000多列火車停運，影響到美國三分之一貨
物流通,並引發零售產品短缺、製造業停產、
失業和數十萬客運鐵路中斷,將使美國經濟每
天損失20億美元。

美鐵協會估計的損失數字或許過於巨大,
但我們必須審慎思量這次大罷工所造成的嚴
重性,尤其是在通貨膨脹問題尚未解決前,這
無疑是雪上加霜,白宮不得不立馬採取行動以
解決這刻不容緩的問題。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美鐵原本具有悠
久歷史,但由於美國幅員廣大, 修建打造鐵路
的成本昂貴,不符合經濟投資原理,又無法一
線貫通全美國,只有局部的州和城市可以直達
相通,所以不是美國人首選的交通工具。

在二次大戰後由於汽車大量出產普及，
應運當時情況,艾森豪總統大力啟動了州際高
速公路的興建, 因此奚落了鐵路工程,隨後又
有航空業飛黃騰達, 鐵路交通逐步被取代,直
到1971年因私人經營的鐵路紛紛倒閉,才由

當時的總統尼克森成立了這個公私合營的
Amtrak美鐵。

根據美鐵過去51年來的狀況可用慘淡經
營四個字來形容, 因為一直虧損,每年都須由
聯邦補助上億元經費才能維持營運,顯然是一
門不會賺錢的企業, 不過拜登總統自從上任
以來有心拯救美鐵,從他所提出的2萬億美元
基礎設施建設和就業計畫中有 800億元將用
於提昇鐵路設施, 而且每年還會追加預算,可
見拜登對美鐵的重視程度 。

當然在拜登的思維中, 興建整修美鐵系
統可以廣泛為勞工提供的就業機會，所以堪
稱為一舉兩得,不過由於美鐵公司待遇一直不
佳, 所以鐵路工人自2020年1月以來一直在
醞釀罷工, 而鐵路部門也早已做了防備方案
，隨時減少火車班次, 但這並不是治本之法,
如果不能務實與工會代表談判調整待遇,長久
的罷工意味着商店貨架空空如也，供應鏈中
斷, 沒有運轉所需零部件的工廠暫時關閉，
以及由於各種消費品的供應有限而導致的價
格的再一次上漲,所帶來的後患無窮,馬上11
月的中期選舉就到了, 如果宮不立即解決罷
工的問題,必然會重創民主黨選情, 相信拜登
政府一定了解這個嚴重性的!

英國珠寶專家稱，身價高達150億台幣的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Queen Elizabeth II）是
謙遜之人，預測下葬時只會戴著用 「威爾斯黃金」 製成的樸素婚戒以及在世時常戴的一對

珍珠耳環下葬，她私人收藏中最價值不斐的訂婚戒可能會傳給女兒安妮公主（Princess Anne）。
富比世（Forbes）曾在2021年預估女王身價達5億美元（約新台幣155.6億元），另據美國 「財經內幕」

（Business Insider）網站指出，女王的私人珠寶收藏價值可能高達數百萬美元。
不過英國《地鐵報》（Metro）報導，天然鑽石委員會（Natural Diamond Council）通訊主管李文森（Lisa

Levinson）認為，身價不斐的女王下葬時只會帶著價值沒有這麼高的珠寶陪葬。
她說女王是內心極其謙遜的人，下葬時可能只會戴著 「用威爾斯黃金打造的樸素結婚戒及一對珍珠耳環」 。
英國《快報》（Express）指出，女王的結婚戒指是父母傳給她的，象徵英國王室的傳統，也就是用從北威

爾斯克勞格聖大衛（Clogau St David）金礦開採的 「威爾斯黃金」 製成婚戒，這項傳統主要由女王的母親、伊麗
莎白王太后（Queen Mother）開啟，女王妹妹瑪格麗特公主（Princess Margaret）、安妮公主以及已故黛安娜

王妃的婚戒都有威爾斯黃金成份，凱特的婚戒也是由女
王贈予威廉王子的威爾斯黃金製成。

將伴隨女王下葬的也包括她的標誌性珍珠耳環，《女
王的珠寶》（The Queen’s Jewels）一書作者妃爾德
（Leslie Field）稱，女王對珍珠的熱愛主要源自於維多
利亞女王（Queen Victoria）開啟的家族傳統，她稱女
王的父親、喬治六世（King George VI）給了女王一條
白金鍊，並且每年在女王生日時添加2顆珍珠。

此外報導指出，女王的私人珠寶收藏約有300件，包
括98個胸針、46個項鍊、34對耳環、15個戒指、14
支錶，以及5個垂飾。

李文森稱，女王所有私人收藏中，其中一件價值最高
的訂婚戒可能會傳給安妮公主，這只訂婚戒原來為已故
菲立普親王（Prince Philip）的母親艾麗絲公主（Prin-
cess Alice of Battenberg）所有，她說年輕時的菲立普
積極參與設計這只訂婚戒，這枚訂婚戒由白金製成，一
共鑲有11個天然鑽石，包括1顆3克拉圓形單顆鑽石，
每一側再鑲嵌1顆小鑽石。

身價百億女王傳只帶樸素2物陪葬 最貴重珠寶傳給她

歐盟執委會主席馮德萊恩（Ursula
von der Leyen）於史特拉斯堡就歐盟狀
況發表談話時，讚揚了歐盟對烏克蘭的
聲援，並表示普丁會失敗而歐洲會贏。

據德國《明鏡週刊》(Der Spiegel)
新聞網14日報導，馮德萊恩表示： 「我
們自2月底醒來，對所見所聞感到震驚
，」 「從那時起，整個大陸團結起來。
歐洲人會毫不猶豫地做正確的事」

「然而接下來的日子並不容易，對
於難以維持生計的家庭來說，對於那些
不得不做出艱難決定的公司未來來說，
這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歐洲和全世
界，」 馮德萊恩說。這攸關經濟、價值
觀和未來。」

「今天的勇氣有一個名字。這個名
字叫做烏克蘭。勇氣被賦予了一張臉，
那張臉是反對俄羅斯侵略戰爭的烏克蘭
男男女女的臉。」

她並與烏克蘭第一夫人澤倫斯卡
(Olena Zelenska)交談。 「我親愛的澤倫
斯卡，反抗普丁的殘暴需要極大的勇氣
，但你找到了勇氣。」 ，並表示歐盟應

該要提供1億歐元協助烏國重建學校、
並將烏克蘭難民納入歐盟自由漫遊區，
使烏克蘭人不需任何費用即可在歐盟區
上網，並且這樣的福利也適用於烏克蘭
來歐盟旅行的旅客。

她強硬表示將會繼續對俄實施制裁
， 「這是普丁帶來死亡和毀滅的代價。
」 ，並且強調 「歐盟必須遠離俄羅斯。
」

對此，本篇報導的德國讀者表示：
「Hakle、 Piesteritz 和許多其他企業

（申請破產）只是一個開始。但布魯塞
爾（歐盟）在乎什麼？」 、 「馮德萊恩
和歐盟真的有一切讓你厭倦政治的東西
，戲劇化表演、美好的宣言，無休止的
官僚主義，背誦的演講。英國做對了一
切（脫歐）。」 、 「與烏克蘭團結一致
？公民根本沒有機會自己決定（都是政
治家決定）。」 但也有讀者正向支持
「歐洲作為價值觀的聯盟將獲勝。但絕

對不包括俄羅斯、土耳其和索馬利亞在
內。」

歐盟執委會主席：普丁會失敗而歐洲會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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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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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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首個！
荷蘭壹城市考慮禁止在公共場所播放肉類廣告

綜合報導 荷蘭西部城市哈勒姆或將

成為世界上第壹個禁止在公共場所播放肉

類廣告的城市。政府希望借此減少肉類消

費，進而達到大幅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目

的。不過，這壹提議引發了壹些從業者的

抱怨。

報道稱，最新的研究結果表明，全

球食品生產造成的溫室氣體排放占全球

溫室氣體排放總量的 1/3，而食用動物

肉所造成的的汙染是植物肉的 2倍，飼

養的牲畜本身也會產生大量溫室氣體甲

烷。此外，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數據

顯示，農場動物養殖占全球溫室氣體排

放量的14%。

因此，哈勒姆市決定嚴禁商家在公共

場所刊登肉雞和工廠化養殖肉類的廣告，

也成為全球第壹個在公共場所禁止肉類廣

告的城市。據了解，該禁令還將限制部分

客機以及使用化石燃料的汽車，不過，由

於飛機、客機都有相關廣告合約，所以這

壹禁令將從2024年開始實施。

據獨立報報道，該禁

令是否包括有機肉類和乳

制品尚不清楚。

荷蘭綠黨“綠色左

翼”議員齊格· 克蕾斯起

草了禁止肉類廣告的草案

，她稱，肉類對環境的危

害實在太大了，但自己事

前並不知道哈勒姆會是全

球第壹個施行這壹政策的

城市，該政策關註的不是

人們在自家廚房裏做什麼，如果人們想繼

續吃肉，沒問題，但（政府）不該鼓勵民

眾食用這些對環境有害的食品。

在該草案公開後，當地壹些從業者抱

怨政府管得太多、太過分，政壇也不乏反

對者，有議員認為這樣的措施限制了言論

自由。齊格認為，“很多人對這個決定非

常震驚，認為太過傲慢，但也有人覺得這

樣的做法很對。這是壹個信號，如果大家

都能接受，再好不過了。”

她同時激動稱，“綠色左翼”內部的

很多議員都認為這是壹個好主意，並想要

嘗試壹下。

根據荷蘭統計部門的數據，該國95%

的人口有吃肉習慣。衛報指出，歐盟要實

現2050年的凈零排放目標，肉類消費量必

須降至每人每年24kg，然而目前，歐盟平

均每人每年的肉類消費為82kg，而作為歐

盟最大肉類出口國，荷蘭人均肉類消費量

達到每年75.8kg。

聯合國秘書長呼籲國際社會
共同努力防治空氣汙染

綜合報導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就第三個國際清潔空氣藍天日發

表視頻致辭，呼籲國際社會共同努力防治空氣汙染。

古特雷斯說，清潔空氣、穩定的氣候以及健康的大自然是壹項

人權，而如今地球上99%的人都受到汙濁空氣的影響。窮人受害最

深，尤其是婦女和女孩，她們的身體健康因使用高汙染燃料做飯和

取暖而受到損害。空氣汙染物也導致全球變暖，野火則進壹步加劇

空氣汙染。暴露在空氣汙染和極端高溫中的人，死亡風險會升高大

約20%。

古特雷斯呼籲投資可再生能源，迅速淘汰化石燃料，快速轉向零排

放車輛和替代交通方式，更多采用清潔的烹飪、取暖、降溫方式，通過

回收而不是焚燒處理垃圾廢物。同時做好空氣汙染監測，根據世界衛生

組織全球空氣質量指南規定的標準制定法律和行動計劃，減少車輛、發

電廠、建築業、工業排放的溫室氣體。

他強調，上述行動每年有望拯救數百萬人的生命，並能減緩氣候變

化，加快可持續發展。空氣汙染沒有國界，各國必須共同努力加以防治

。“只要我們共同努力，就壹定能夠減少空氣汙染，保持人類和地球的

健康與安全。”

2019年，聯合國大會將9月7日定為國際清潔空氣藍天日，強調清

潔空氣的重要性以及努力改善空氣質量以保護人類健康的迫切需要。今

年的主題為“我們共享的空氣”，聚焦空氣汙染的跨界性質，強調集體

責任和行動的必要性。

南非政府：呼籲家政傭工舉報
不遵守最低工資標準的雇主
綜合報導 南非就業和勞動部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為切實

維護家政傭工的實際權益和生活水平，該部已向全國範圍的家

政傭工發出聲明，呼籲他們舉報不遵守國家最低工資標準的雇

主。

南非總統拉馬福薩於2018年底簽署了南非國家最低工資法案，

該法案於 2019 年 1月 1日生效。今年早些時候，南非就業和勞動部

長圖拉斯· 恩克塞西宣布，經過多方調研和審查，南非政府決定從

2022 年 3月 1日起，對最低工資標準作出調整：正常工作每小時的

國家最低工資標準從21.69蘭特(約合人民幣8.68元)調整為23.19蘭特

(約合人民幣9.28元)。

據南非就業和勞動部發言人奎特帕內透露，自南非國家最低

工資法案生效三年多時間以來，南非境內部分雇主仍然會有少付

家政傭工工資的違法行為發生。此外，不提供雇傭合同、工資單

、工傷登記、失業保險基金以及不提供延長休假等行為，也均屬

於違法行為。

奎特帕內稱，針對違反南非國家最低工資法案的雇主，南非政府已

決定采取相應措施予以打擊，並呼籲那些家政傭工向有關部門及時報告

此類違法行為。

奎特帕內還強調，雇主單方面改變工作時間或其他就業條件也

是非法且不公平的用工行為。此外根據南非法律，最低工資是按正

常工作時間支付的報酬，但不包括津貼、實物支付、獎金、小費和

禮物等。

為應對凜冬
德國計劃征收數百億歐元能源暴利稅

綜合報導 在俄羅斯宣布“北溪壹

號”管道無限期關閉的兩日後，德國

宣布了新的救助計劃以緩解國內的通

脹問題，並提出向非天然氣發電企業征

收暴利稅。

這是德國今年以來推出的第三輪壹

攬子救助計劃，也是金額最大的壹輪。

三輪累計支出達到900億歐元（約合人

民幣6180億元）左右。

與英國此前推出的壹攬子新福利計

劃類似，德國最新的救助計劃將由能源

企業上繳的暴利稅買單。由於德國並無

直接從高油價中受益的油氣生產商，政

府將目光投向了國內的發電部門。

在當天發布的會議文件中，德政府

指出，目前歐洲電價由最為昂貴的燃氣

發電廠來決定，但大部分使用可再生能

源、煤炭或核能進行發電的電廠，生產

成本基本保持不變，它們正在產生巨大

的利潤。

今年以來，俄羅斯輸往歐洲的天然

氣流量大幅削減，疊加夏季多輪熱浪與

嚴峻的幹旱，已多次將歐洲的天然氣價

和電價推向歷史新高。

“政府將對非天然氣發電的能源生

產商設置利潤上限。”德國總理朔爾茨

在當地時間9月4日表示，暴利稅的收入

將用來降低天然氣、石油和煤炭在終端

消費者端的價格。

作為自由民主黨領袖的德國財政部

長林德納，此前壹直反對向能源企業征

收暴利稅，但他於9月4日也表示了對該

政策的支持，並稱此暴利稅將帶來“數

百億歐元的收入”。

根據當天公布的壹攬子救助措施，

德國將增加社會福利，包括向200萬人

提供住房補貼與配套的供暖費用，以及

增加兒童津貼與交通補助；從12月1日

起，養老金領取者將獲得300歐元的能

源補貼，學生和技術學校學生可獲得200

歐元。

此外，德國還將上調二氧化碳稅收

價格的計劃，推遲壹年至2024年。

盡管歐洲對即將到來的嚴冬嚴陣以

待，但“能源凜冬”似乎已先壹步而至

。

歐洲天然氣總庫存（AGSI+）的數

據顯示，截至當地時間9月3日，德國的

天然氣儲存設施的填充率達到了85.55%

，歐盟整體水平達到了81.55%，均已提

前實現了此前的填充目標。

據路透社報道， 聯邦能源監管機構

負責人克勞斯· 穆勒表示，德國在填充其

天然氣存儲設施方面取得了比預期更好

的進展，但這不足以讓該國度過冬季。

“存儲設施只是作為緩沖，還需要

來自比利時、荷蘭、挪威和法國的天然

氣。 ”穆勒稱，如果“北溪壹號”至少

有20%的產能可恢復，將有助於德國確

保供應。

“北溪壹號”是壹條連接俄羅斯與

德國的天然氣管道，由北溪公司建造並

運營。2021年，俄羅斯向歐盟總計出口

了1550億立方米天然氣，“北溪壹號”

的運輸量占比接近四成。

9月2日深夜，俄羅斯天然氣工業股

份公司（Gazprom，下稱俄氣）發布聲明

稱，此前停運三天進行檢修的“北溪壹

號”天然氣管道因技術故障繼續關閉。

俄氣稱，只有在排除了所有操作問

題的情況下，該管道才能重啟。這壹表

述被市場認為，“北溪壹號”已進入無

限期停運狀態。

大宗商品市場咨詢機構ICIS的歐洲

天然氣首席分析師Tom Marzec-Manser表

示，“北溪壹號”天然氣管道的關閉，

進壹步減少了俄羅斯的整體管道流量，

將使今年冬天平衡供需變得更加困難，

也更加昂貴。

在天然氣價格的影響下，德國2023

年交付的基本負載電力期貨價上漲24%

，至620歐元/兆瓦時（約合人民幣4.3元/

度）。

伊朗欲采購俄蘇-35戰機
伊空軍司令稱已列入空軍議程

綜合報導 據報道，伊朗空軍司令哈米德· 瓦

赫迪將軍證實，購買俄羅斯蘇-35戰機已經列入議

程。

哈米德· 瓦赫迪表示，目前正在討論購買的是

蘇-35戰鬥機，而不是蘇-30。“這個問題在議程上

，我們希望未來能夠獲得這些4++代戰鬥機。”

據報道，哈米德· 瓦赫迪還強調，從俄羅斯購

買蘇-35的最終決定取決於陸軍和武裝部隊總參謀

部。

蘇-35是俄羅斯在蘇-27基礎上研制的多用途四

代半戰鬥機（按中國劃分標準為三代半），配備

了相控陣雷達、電傳動操作系統等新型電子設

備，可使用R-77中距空空導彈、R-73近距格鬥空

空導彈、Kh-31反輻射導彈等多種類型的精確制導

彈藥，可執行防空、對地攻擊等任務。

目前，伊朗空軍裝備的戰機型號主要分為三

大類，壹是從巴列維王朝時代繼承下來的美制戰

機，包括F-14A、F-4D/E和F-5E/F戰鬥機，第二類

是從蘇/俄采購的戰機，包括米格-29A/UB戰鬥機、

蘇-22和蘇-24MK戰鬥轟炸機等；第三類是自研的

“雷電”戰鬥機。

2020年10月18日，伊朗外交部發表聲明稱，

聯合國對伊朗進行的為期五年的武器禁運於當日

自動解除，伊朗便可自由地從任何意向國家購買

武器，並向任何其他國家出售伊朗制造的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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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個人情報保護委員會今天決定對兩大網
路巨擘Google、Meta開罰共1000億韓元（約
新台幣24億元）鉅額罰款，並要求兩家業者在
搜集、利用用戶於其他公司的使用資訊時，明確
告知並給予自由選擇權。

直屬韓國國務總理的個人情報保護委員會今
天召開全體會議，決議以違反個資保護法為由，
向Google開罰692億韓元、Meta罰308億韓元
。韓聯社報導指出，這是韓國個人情報保護委員
會首次就線上個人化廣告平台搜集及利用用戶情
報相關案件開罰，也是因違反個資保護法罰款規
模最大的一次。

韓國個人情報保護委員會從去年2月開始對
國內主要線上個人化廣告平台的資訊搜集與利用
狀況進行盤點，調查結果顯示，Google及Meta
公司透過搜集、分析用戶在使用其他公司服務的
狀況，調整自家公司服務中顯示的廣告，但並未
明確告知客戶，也未事前取得同意。

委員會調查指出，Google至少從2016年至
今的6年內，都在未明確告知將搜集用戶使用其
他公司服務資訊的狀況下搜集情報，僅將相關條
文放在 「看更多選項」 中，當作基本條文一併同
意。

Meta則是從2018年7月14日至今，約4年

期間持續搜集用戶資訊，但同樣未明確告知，也
沒有取得同意。以Meta旗下的臉書（Facebook
）為例，用戶加入時只能利用一次僅顯示短短5
行的滾動式視窗查看長達694行的數據政策，且
沒有另外告知法定事項及取得相關同意。

由於個人化廣告是利用用戶在網站上的行為
情報分析而來，實際上很難確認被搜集的行為資
訊包含範圍，且連動個人帳戶資訊，長久累積下
來可能涉及敏感資訊。調查顯示，Google 及
Meta的韓國用戶中分別有高達82%及98%都設
定容許對其他公司網頁的使用情報搜集，很有可
能因此權利受損。

此外，Google在歐洲用戶加入時，另外就
其他公司使用情報搜集、個人化廣告及個資保護
設有可以選擇是否同意的階段，但在韓國用戶卻
沒有設置；Meta則是近期在既有用戶使用服務
時，強制要求用戶必須同意相關條文才能繼續使
用服務，遭到用戶大力反彈後才撤回，委員會目
前正就此進行調查。

Google及Meta均對今天會議結果感到遺憾
，Google表示至今一直都全力保障用戶個資安
全，將就這次決議內容與委員會商議；Meta則
尊重這次決議，但不排除採取法律程序，證明公
司做法皆符合法律規定。

Google、Meta涉違法搜集個資 韓國重罰24億

白宮官員今天表示，美國對於外國晶片公司的投資，是拜登政府的潛在擔憂，但這名官員也強
調，尚未就監管美國在中國投資的潛在機制作出最後決定。

路透社報導，白宮國家安全會議（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官員哈洛（Peter Harrell）在華府
智庫 「大西洋理事會」 （The Atlantic Council）活動上發表談話。

他提及，美國政府將藉由一項最近通過的法律及出口管制政策，以520億美元補貼推動美國晶
片製造。這些政策旨在限制專門晶片和相關生產工具運往中國。

哈洛強調，任何針對美國海外投資的措施都應進行針對性調整，以解決美國現有機構的漏洞和
特定國家安全風險。

他指出，拜登政府已與實施類似措施的盟邦接觸，但尚未決定新措施將鎖定何種投資者類別。

白宮：美國對外國晶片公司投資 是拜登政府潛在擔憂 致力進軍太空行業的傑夫•貝佐斯，他的
藍色起源(Blue Origin)太空旅行公司發生第一
次發射失敗，一枚新雪帕德亞軌道火箭(New
Shepard)在升空後不久就發生偏移，只能自行
引爆，但載有實驗儀器的太空艙成功脫離並以
降落傘返回。

美聯社報導，這枚火箭的太空艙與付費乘
客版本幾乎完全相同，只是這一次是儀器測試
，因以沒有人乘坐。即使如此，美國聯邦航空
管理局(FAA)仍然將其停飛，等待調查結果。

這枚新雪帕德火箭從西德州的太空中心發
射，原本發射火焰的顏色很淡，然而在不到一
分鐘後，底部的火箭引擎突然爆衝，冒出明亮
的黃色火焰，並且方向也出現偏差。頂部的太
空艙立即啟動緊急發射中止系統，太空艙與火
箭脫離，緊急制動引擎裝置將太空艙迅速帶離
出問題主火箭，幾分鐘後，太空艙放出降落傘
，安全著陸在附近的地面上。

這場發射是全程實況直播，當太空艙緊急
脫離時，藍色起源的轉播員陷入一陣尷尬的沉

默，最終只能說： 「看來我們今天的飛行遇到
了異常，這與計劃的不同。」

一個小時後， 「藍色起源的推特表示今天
無人飛行的任務發生火箭故障，所幸逃生系統
按設計運作。」

火箭最高飛行高度大約在8,500公尺，離
原定高度11300公尺還有一段距離。藍色起源
研發的火箭也採用全面回收的，主體火箭可以
重填燃料再使用，太空艙也可以。

這是新雪帕德計火箭的第23次任務，該火
箭以第一位進入太空的美國人-艾倫‧雪帕德
(Alan Shepard)為名。雖然它不能飛到太空，
只能體驗幾分鐘的失重狀態，但是價格相對便
宜，因此也有不少感興趣的客戶。

貝佐斯也希望研發一種可以進入太空的火
箭，該計畫稱為新葛倫火箭(New Glenn)，但
是該火箭的BE-4全甲烷燃料引擎開發遇到困
難，量產時程一延再延，嚴重影響了好幾種火
箭的開發進度。

太空行業不好做貝佐斯火箭發射失敗實驗艙緊急脫離

美國參議院外委會今天通過備受矚目的 「台
灣政策法案」 ，法案被視為1979年以來最全面
重整美國對台政策的法案，欲在外交、軍事等多
領域提升美台關係。法案接下來將送交參院全院
審議。

參議院外交委員會今天下午召開工作會議，
審議 「台灣政策法案」 （Taiwan Policy Act）、
2022年度國務院授權法案及多項人事案。

歷經約2小時討論，由兩黨22位參議員組成
的外委會通過 「台灣政策法案」 ，成功推進這部

被參議院外委會主席梅南德
茲（Bob Menendez）、共
和 黨 籍 參 議 員 葛 蘭 姆
（Lindsey Graham） 兩 位
提案人譽為繼 「台灣關係法
」 後，最全面重整美國對台
政策的法案。
梅南德茲會後受訪表示，

通過版本僅有些微修改，主
要是象徵性部分，包括駐美
代表處改名、美國在台協會
（AIT）處長任命需參院通
過部分改為建議性質，但實
質內容都有保留。

「台灣政策法案」 美參院外委會微調通過兩重大政策通過改建議性質 美國柯林頓政府時期調查總統
柯林頓與白宮實習生呂茵斯基
（Monica Lewinsky）緋聞案，後
來導致柯林頓遭彈劾的前獨立檢察
官史塔（Ken Starr）今天辭世，
享壽76歲。

家人發出的聲明指出，史塔是
因手術併發症，在德州休士頓辭世
。

身為前法官和保守的法律擁護
者，史塔最出名的是領導調查，最
終導致柯林頓於1998年12月被當
時共和黨控制的聯邦眾議院彈劾。

民主黨籍的柯林頓隔年躲過聯
邦參議院彈劾。

史塔1994年獲派任為特別檢察官，調查
柯林頓夫婦涉及的白水案（Whitewater），最
後調查擴及到柯林頓與24歲的呂茵斯基醜聞
。所謂的 「史塔報告」 （Starr Report）記載
了柯林頓與白宮實習生呂茵斯基緋聞的細節，
柯林頓還因此案被控做偽證及妨礙司法公正。

1998年， 「時代」 雜誌（Time）選出柯
林頓和史塔為 「年度風雲人物」 （Men of the

Year）。
史塔在37歲時獲時任雷根（Ronald Rea-

gan）總統任命為法官，1989年至1993年在
老布希（George H.W. Bush）總統任內擔任
司法部副部長。

他2010至2016年擔任貝勒大學（Baylor
University）校長。

2020年1月，共和黨籍總統川普面臨彈劾
審判，史塔加入替他辯護的法律團隊。

曾調查柯林頓緋聞案 前獨立檢察官史塔辭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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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局會議研擬提請十九屆七中全會討論文件
審議《十九屆中央政治局貫徹執行中央八項規定情況報告》等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政治局9月9日召開會議，研究

擬提請黨的十九屆七中全會討論的十九屆中央委員會向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

全國代表大會的報告稿、《中國共產黨章程（修正案）》稿、十九屆中央紀律檢查

委員會向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工作報告稿，審議《十九屆中央政治

局貫徹執行中央八項規定情況報告》《關於黨的十九大以來整治形式主義為基層減

負工作情況的報告》。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近平主持會議。

會議聽取了十九屆中央委員會向中國共產黨第
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報告稿在黨內外一定

範圍徵求意見的情況報告，聽取了《中國共產黨
章程（修正案）》在黨內一定範圍徵求意見的情
況報告，聽取了十九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向中
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工作報告稿徵
求意見的情況報告，決定根據這次會議討論的意
見進行修改後將這3份文件稿提請黨的十九屆七中
全會討論。

適當修改黨章利於更好學習
會議認為，在這次徵求意見的過程中，各地

區各部門各方面和黨的十九大代表、新選出的黨
的二十大代表對黨的二十大報告稿和黨章修正案
稿提出了許多很好的意見和建議，要發揚民主、
集思廣益，認真研究和吸收各方面提出的意見和
建議，努力起草出順應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共同心
願、符合新時代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適應新時代新征程黨和國家工作目標任務的大會
報告，制定出適應黨的理論和實踐創新發展、推
進新時代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需要的黨章修正
案。

會議認為，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
會，是在全黨全國各族人民邁上全面建設社會主義
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向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進軍的
關鍵時刻召開的一次十分重要的大會，對鼓舞和動
員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全面推進中華
民族偉大復興具有重大意義。要科學審視當今世界
和當代中國發展大勢，深入總結黨領導人民推進改
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生動實踐和新鮮經
驗，從新的時代條件出發，針對我國改革發展面臨

的新形勢新任務，堅持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就是
我們的奮鬥目標，從戰略全局上對黨和國家事業作
出規劃和部署，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
強領導下，團結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再接再厲、
頑強拚搏、攻堅克難，不斷開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新局面。

會議認為，黨章是黨的總章程，對堅持黨的
全面領導、推進全面從嚴治黨、加強黨的建設具
有根本性的規範和指導作用。黨的二十大根據新
形勢新任務對黨章進行適當修改，有利於全黨更
好學習黨章、遵守黨章、貫徹黨章、維護黨章，
更好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和黨的建設新
的偉大工程推向前進。要把黨的二十大報告確立
的重大理論觀點和重大戰略思想寫入黨章，使黨
章充分體現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最新成果，
充分體現黨的十九大以來黨中央提出的治國理政
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明確新形勢下堅持和加強
黨的領導、推進全面從嚴治黨的新要求，更好以
偉大自我革命引領偉大社會革命。

推動黨風廉政建設縱深發展
會議認為，十九屆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向中國

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工作報告稿，充分
反映了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
下，中央紀委國家監委和各級紀檢監察機關緊緊圍
繞黨和國家工作大局發揮監督保障執行、促進完善
發展作用的生動實踐、工作成效、認識體會。要深
入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堅決落實黨中央關於黨的自我革命戰略部署，堅決
維護黨中央權威和集中統一領導，堅定不移全面從
嚴治黨，深入推進新時代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
推動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向縱深發展。會議

同意2022年10月7日召開中國共產黨第十九屆中
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第七次全體會議。

會議指出，黨的十九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
為核心的黨中央對持之以恒正風肅紀作出新部
署、提出新要求，修訂完善中央八項規定實施細
則，推進全黨作風建設不鬆勁、不停步、再出
發。經過堅持不懈努力，剎住了一些長期沒有剎
住的歪風邪氣，解決了一些長期沒能解決的頑瘴
痼疾，黨風政風煥然一新，社風民風持續向好。

持續糾治形式主義官僚主義
會議認為，在習近平總書記親自部署、親自

推動下，黨中央把解決形式主義突出問題和為基
層減負結合起來，作為黨的作風建設重要內容統
籌謀劃、一體推進。中央層面整治形式主義為基
層減負專項工作機制採取有力措施督促推動各地
區各部門持續糾治形式主義、官僚主義突出問

題，為基層卸下不必要的負擔。黨內存在的形式
主義、官僚主義問題得到一定程度的遏制和治
理，基層黨員幹部有了更多時間和精力抓落實。
整治形式主義為基層減負已成為各地區各部門抓
作風建設的常態化工作，成為推動全面從嚴治黨
向縱深發展的有力抓手。
會議強調，抓作風建設只有進行時，沒有完

成時。中央八項規定要長期堅持。要準確把握新
形勢下反“四風”的規律特點和工作要求，乘勢
而上、再接再厲，繼續在常和長、嚴和實、深和
細上下功夫，管出習慣、抓出成效，化風成俗。
要發揚釘釘子精神，始終保持突出問題的整治力
度，督促落實好基層減負各項措施，不斷健全基
層減負的長效機制，強化並充分發揮常態化整治
工作合力，讓減負成果更好惠及廣大基層幹部和
人民群眾。
會議還研究了其他事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中共
中央宣傳部9日舉行發布會，介紹中共十八大以來教
育改革發展成效有關情況。中國教育部部長懷進鵬
在會上表示，這十年，中國教育普及水平實現歷史
性跨越。全國擁有大學文化程度的人口超過2.18
億，比十年前大幅增長。同時，國家財政性教育經
費投入佔GDP比例連續十年保持在4%以上。另據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長吳岩介紹，目前，中國工程
教育規模居世界第一，支撐了第一製造大國的建設
發展。

懷進鵬表示，目前，全國共有各級各類學校近
53萬所、在校生超2.9億人。學前教育毛入園率
88.1%，比十年前提高23.6個百分點；在實現全面
普及的基礎上，九年義務教育鞏固率達到95.4%，
比十年前提高3.6個百分點；高中階段教育毛入學
率91.4%，提高6.4個百分點；高等教育毛入學率
57.8%，提高27.8個百分點。當前各級教育普及程
度達到或超過中高收入國家平均水平，其中學前教
育、義務教育達到世界高收入國家平均水平，高等
教育進入普及化階段。

工程教育規模世界第一
懷進鵬指出，全國勞動年齡人口平均受教育

年限達10.9年。20萬名義務教育階段建檔立卡輟
學學生動態清零，歷史性解決了長期存在的輟學
問題，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作出重要貢獻。全國
2,895個縣全部實現義務教育基本均衡，學生資助
政策體系覆蓋全學段，十年來累計資助學生近13
億人次。殘疾兒童義務教育入學率達95%以上。

這十年，內地教育服務能力也得到穩步提升，為
國家重大戰略實施和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了強大的人才
和智力支撐。懷進鵬介紹，全國擁有大學文化程度的
人口超過2.18億，比十年前大幅增長。實施基礎學科
拔尖人才培養計劃，深化工程碩博士培養改革，加強
大學生創新創業教育，加快培養急需緊缺人才。同
時，內地也進一步優化職業教育類型定位，中高職學
校（不含技工學校）十年累計培養畢業生7,900多萬。

懷進鵬還提到，這十年，教育改革開放持續
深化，服務全民終身學習的教育體系進一步完
善。完善教育優先發展機制，國家財政性教育經
費投入佔GDP比例連續十年保持在4%以上。

另據吳岩介紹，目前，中國工程教育規模居世
界第一，培養了數以千萬計的工程技術人才，湧現
了一大批行業領軍人才，支撐了第一製造大國的建
設發展。同時，教育部還在12所高水平大學布局
建設首批12所未來技術學院，瞄準未來10-15年的
前沿性、革命性、顛覆性的技術發展，打破傳統學
科專業壁壘，促進學科專業深度交叉融合再出新。

◆會議認為，要推動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向縱深發展。圖為內地開展反腐倡廉教育。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通社報道，據中國“國
防部發布”消息，9月8日，根據中印雙方第十
六輪軍長級會談達成的共識，中印兩軍在加南達
阪一線部隊開始同步有計劃組織脫離接觸。這有
利於維護邊境地區和平安寧。

印度外交部8日宣布，印度與中國駐紮在高
格拉（Gogra）－溫泉（Hot Springs）第15巡邏
點（PP-15）的士兵，再按8日中印第十六輪軍長
級軍事對話達成的共識，開始在有協調、有計劃
的情況下脫離對峙。

印度外交部稱，這個發展將有助於中印邊界
地區的平靜與和平。有報道稱，雙方部署在第15

巡邏點一帶有士兵約有40至50人。
中印第十六輪軍長級軍事對話7月17日在莫

爾多/楚舒勒會晤點舉行，談判超過12小時。當
時有印度媒體引述消息人士稱，第15巡邏點可望
解除對峙。

中國和印度邊防人員2020年5月互指對方違
反邊境協議而在拉達克發生對峙；同年6月，雙
方士兵在加勒萬河谷發生流血鬥毆，並在多處駐
軍對峙。

經過多輪的外交、軍事對話，中國與印度已
陸續在班公湖兩岸，以及戈格拉的第17A巡邏點
解除對峙。

教育部：內地超2.18億人大學文化程度 中印加南達阪一線部隊同步有計劃脫離接觸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全國綠化委
員會近期編制完成《全國國土綠化規劃綱要
（2022—2030年）》。中國國家林業和草原局生
態保護修復司司長張煒9日表示，按照規劃綱
要，“十四五”期間中國將完成造林種草等國土
綠化5億畝。

他是9日在全國綠化委員會辦公室、國家林
草局召開的新聞發布會上作出上述表示的。

張煒介紹說，黨的十八大以來，各地區各有
關部門科學開展國土綠化，全面推行林長制，國
土綠化工作取得了明顯成效。截至2021年，全國
森林覆蓋率達到24.02%，森林蓄積量達到194.93
億立方米，森林面積和森林蓄積量連續保持“雙

增長”；完成種草改良6.11億畝，草原持續退化
趨勢得到初步遏制；完成防沙治沙3億畝，土地
沙化程度和風沙危害持續減輕，生態系統質量和
穩定性不斷提高。

他表示，綱要明確，“十四五”期間規劃完
成造林種草等國土綠化5億畝，治理沙化土地面
積1億畝。城市建成區綠化覆蓋率達到43%，村
莊綠化覆蓋率達到32%。到2030年，自然生態系
統質量和穩定性不斷提高，沙化土地和水土流失
治理穩步推進，生態系統碳匯增量明顯提升，生
態產品供給能力顯著增強，國家生態安全屏障更
加牢固，生態狀況持續好轉，美麗中國建設取得
新進展。

“十四五”期間將完成國土綠化5億畝

◆全國勞動年齡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達10.9
年。圖為內地大學生拍畢業照。 中通社

2022年9月10日（星期六）中 國 經 濟3 ◆責任編輯：周文超

8月CPI同比漲2.5%低於預期
專家：內需疲弱下穩增長政策有望再發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

京報道）由於大宗商品價格特別是

油價下跌以及內需偏弱，中國8月居民消

費價格指數（CPI，Consumer Price In-

dex）同比漲幅意外放緩。國家統計局9日

發布數據顯示，8月CPI同比上漲2.5%，

較7月回落0.2個百分點，這是今年以來

CPI漲幅首次回落。專家預計，CPI可能在

9月達到年內高點，而後通脹風險減弱，內

需疲弱下穩增長政策有望進一步發力。

數據顯示，8月CPI食品價格和非食品價格同
比均出現回落，剔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CPI同比增速0.8%，漲幅與上月相同。環比方
面，8月CPI轉負，由7月的上漲0.5%轉為下降
0.1%。

另外，在海內外大宗商品價格下跌、高基數
助推下，8月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指數（PPI，
Producer Price Index）同比增速回落1.9個百分
點至2.3%，連續10個月自歷史高位回落。

國內汽柴油價格下調
平安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鍾正生分析指，食

品漲幅偏弱、能源價格回落，且核心CPI表現低
迷，共同拖累CPI漲幅低於市場預期。一方面，
豬肉供應穩定，價格漲勢放緩，8月環比僅上漲
0.4%，漲幅較7月回落25.2個百分點，鮮菜價格
亦呈現先降後漲趨勢，環比上漲2%低於歷史同
期。另一方面，受國際油價下跌影響，國內汽柴
油價格下調，統計局估算這一因素影響CPI下降
0.2個百分點，與此同時，疫情散發，線下服務
型需求低迷，機票、旅遊以及服務價格回落。

“CPI同比增速弱於預期核心原因在於內需
疲弱態勢並未緩解，地產行業信心偏弱、國內疫
情多點散發、就業形勢相對嚴峻，均構成拖
累。”不過，鍾正生亦指出，在供需缺口的支撐

下，年內豬肉價格暫不具備較快回落的基礎，不
排除二次衝高的可能性，9月至年末CPI破“3”
風險並未解除。

廣發證券首席經濟學家郭磊則預計，CPI在
9月仍有較大概率重新上行，8月下旬豬肉、鮮
菜等價格均出現反彈，當月先降後漲。但郭磊認
為，CPI年內漲幅將相對有限，通脹風險弱化。
一方面，10月以後豬肉價格基數將明顯上升，
由此豬肉價格同比漲幅將緩和；另一方面，疫情
散發，有關部門倡導國慶假期盡量減少跨地市出
行，消費和服務業價格仍較難上升。

成本端壓力緩 利潤率有望改善
值得關注的是8月PPI同比今年首次低於

CPI，CPI與PPI的剪刀差轉正。郭磊指出，未
來隨着PPI進一步回落，CPI與PPI的剪刀差可
能進一步擴大，這意味着中下游成本端壓力有望
緩和，利潤率有望改善。

國盛證券首席經濟學家熊園則預計，9月可
能是年內CPI高點，有破“3”可能，但概率下
降，四季度CPI階段性回落。熊園認為，當前通
脹壓力明顯緩解，但經濟下行壓力仍偏大，通脹
不會對年內貨幣政策形成制約，貨幣政策進一步
發力有空間，9-11月有望再次降準，降息窗口亦
未關閉，取決於經濟恢復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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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道）近期中國各市房地產
支持政策密集出台，多為放鬆限
購、優化公積金買房等內容。據
不完全統計，今年以來，有超過
24個城市推出“一人買房全家
幫”的寬鬆公積金政策。另外限
購亦在逐步鬆綁，甚至有城市傳
出將全面放開限購的市場消息。

寧波傳購房不限套數
有消息稱，寧波市擬在9月8

日起全面放開限購，家庭購房不
再限制套數。寧波當地一些中介
消息稱，限購證明仍需要申請但
已經不審核了，二套房首付比也
會逐步恢復原狀。不過，9日上午
寧波市房產市場管理中心表示，
目前未收到任何書面或口頭通
知，仍執行限購政策，但申請結
果以各區最終的審核通知為準。
實際上，放寬限購作為支持房地
產市場的政策，最近時常在各個
城市出現。此前廊坊就曾大力度
取消限購政策，今年8月8日，該
市發文，在購房方面沒有戶籍和
社保方面的限制要求，在住房轉
讓方面沒有限制約束，屬於政策
放鬆力度較大的內容。

分析人士認為，通常城市在
面臨較大房地產下行壓力的時
候，會鬆綁限購。易居研究院智
庫中心研究總監嚴躍進指出，此
前廊坊在6月就有傳言放鬆限購，
為防範市場炒作，所以類似限購
等條款做淡化處理。但之後官方
明確文件的出現，說明廊坊的市
場壓力是比較大的，所以會通過
此類政策的正式發布和公告來刺
激市場，說明下半年此類城市市
場壓力比較大。

寧波亦面臨同樣的壓力，香港
文匯報記者查詢一些二手房交易
APP發現，寧波部分地區的房價較
去年同期有着20%至30%的跌幅，
比如寧波鄞州板塊去年掛牌700萬
元（人民幣，下同）的房子，今年
相同戶型只有520萬元。嚴躍進告
訴記者，這些城市往往屬於都市圈
的房地產市場，此前一度過熱，導
致政策收緊力度大。現在鬆綁也會
更明顯一點，充分體現了下半年政
策繼續放鬆的導向。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國家發
展和改革委員會9日發布消息，近日其會同有關
部門召開生豬市場保供穩價專題會議。各方總體
判斷，今年後期生豬和豬肉市場供應有保障，價
格有望運行在合理區間。

上述會議由國家發改委價格司會同商務部消
費促進司等有關部門組織行業協會、頭部養殖企
業及屠宰企業召開，旨在深入分析生豬市場供需
和價格形勢，研究做好生豬市場保供穩價工作。

有關方面分析認為，目前豬糧比價處於合理
區間，生豬養殖頭均利潤明顯高於歷史平均水
平，如生豬價格進一步大幅上漲，可能導致產能
過快增加、後期價格大幅下跌，不利於行業長期
健康發展。

對於後期價格走勢，各方認為目前生豬產能

總體合理充裕，能繁母豬存欄量連續回升；新生
仔豬量自二季度以來明顯增加，對應後期育肥豬
出欄量將相應增加，多數頭部企業計劃出欄量呈
逐月上升態勢；天氣轉涼後育肥豬生長速度加
快，豬肉供應將進一步增加。

參會企業一致表示，將帶頭做好生豬市場保
供穩價工作，努力增加市場供應，促進價格平穩
運行。參會行業協會表示，將加強行業自律，引
導企業保持正常出欄節奏、不壓欄囤貨。此外，
部分企業反映近期部分自媒體故意渲染漲價氛
圍，建議國家加強監管，引導市場理性交易。

國家發改委強調，將會同有關部門繼續密切
關注生豬市場動態，及時採取有力有效措施，保
障生豬價格運行在合理區間，促進行業長期健康
發展。

生豬價格有望運行在合理區間

◆9月9日，國家統計局發布數據，8月份，全國居
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同比上漲2.5%，漲幅比上
月回落0.2個百分點。圖為顧客在河北省石家莊市新
華區一家生活超市選購蔬果。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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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广告

旅游天地

乌镇旅游股份有限公司总裁陈向宏，在
这篇文章中写出了乌镇创新的感悟和心得。

浙 江 乌 镇 有 四 条 大 街 ， 东 西 南 北 。 20
年，我们只做了其中两条，也就是东栅与西
栅。另外两条迟迟没做，因为没有说服自己
该做什么。所有的产品应该是迭代的，如果
后者仅仅模仿成功的前者，并没有意义。

乌镇发展的 20 年，分成了三个阶段：观
光小镇、度假小镇和文化小镇。第一阶段做
东栅，做的是“观光”；第二阶段做西栅，做
的 是“ 度 假 ”。 东 栅 和 西 栅 的 规 划 既 是 递 进
的，也是并列的。东栅奠定了基础，西栅发
展壮大，但其中的创新是一脉相承的。

虽然起步晚，但东栅与西栅的规 划 在 当
时做到了好几个“全 国 第一”。

旧材料修新房子

我们首先“以旧修旧、修旧如故”。以前

修旧房子，用的是新材料，而我们偏偏买旧
材料来修复。一座古镇，要整体风貌看起来
像古镇，并不是只有一两个房子看起来像。
反观全球古城、古镇，如佛罗伦萨、米兰，
虽然身处当代，但看上去像中世纪的古城，
没有丝毫不协调。乌镇的建设，追求的就是
这一点。

为了建设东栅，我就从附近的湖州市收
石桥。当时的人觉得老桥没用，因为不能通
车。我们和村主任一商量，免费帮村里修新
桥，老桥由我们拆下拿走。

苏州人民路改造，我去收旧石板，而且
是花钱收。对方听到后的眼神就是：“这是个
傻子，还收旧石板”。除了旧石板，我还在苏
州买了大量的老厅房，这些旧材料，都用在
了乌镇的建设上。

独特的民宿与商业

西栅有大量民宿。这里的民宿就是原来
老街上的房子，一家一户。外表保持着古镇
的样子，但是里边不破旧、有温情。房东很
重要，房东必须家庭和睦、无犯罪史。客房
的收入我们要分成，但是餐饮收入统统归房
东。有房东说，世界上还有这样的好事？

有，但是要付出代价。好的条件换来苛
刻 的 协 议 ， 房 东 使 用 的 食 用 油 、 酱 油 等 品
牌，要按规定来；再者，禁止出门揽客；第

三条，每家每户只有两个桌子。因为桌子多
了，就会有大量不住宿的游客来就餐，影响
住宿客人的感受。

这些规则之下，形成了非常具有温情的
民宿氛围。对住店的客人，房东会问：“明天
想吃包子、面还是粥？”久而久之，在没有疫
情 的 时 候 ， 全 国 各 地 的 客 人 都 会 在 周 末 过
来，他们会和房东私下联系，他们很清楚哪
一家民宿的饭好吃。这是一种合理商业设计
之下的亲情，比没亲情、假亲情好。

不仅每一家民宿都是独特的，西栅的店
也是“一店一品”。对于旅行者而言，最厌烦
的是不论走到哪里，卖的东西都一样。我们
招 商 ， 商 户 要 递 交 商 业 计 划 书 ， 阐 明 卖 什
么 、 怎 么 卖 、 最 高 价 格 多 少 ， 如 果 我 们 认
可，可以给出很低的租金，甚至零租金。如
果商家卖的东西不太具有独特性，那租金就
高一些。

整个西栅的设计，是按照“度假氛围”来
做的。举个例子，老街上排队最多的是一家
卖萝卜丝饼的店，有人提议既然如此赚钱，
为什么不多开几家？我坚决不同意。因为西
栅的定位就是服务过夜客人的，如果排队时
间长，你可以来过夜。

有些古镇古城，白天人来人往，太阳一
下山，一个人都没有了。这不叫度假景区，
度假景区是白天能旅游，晚上也要能旅游。
在乌镇，早上 9 点前不开门，任何旅行团都不
接 待 ， 这 是 为 了 把 环 境 留 给 住 在 里 边 的 客
人，有的人就喜欢乌镇的早上，觉得很美，
这个时候人最少。

拥抱未来，拥抱年轻人

乌镇可以旧，但不可以落后。
在全国的古城古镇里，这里是第一个把

管线埋到地下的。20 年前，县城里还没有管
道煤气，只有液化气。我们花了 130 多万元，
在停车场建了一个液化气站，乌镇西栅第一
个用上了管道煤气。

在 2003 年 ， 西 栅 做 了 无 线 网 络 全 覆 盖 。
那时候即便去上海住酒店，也只能拿网线上
网，而且还要按小时收费。在西栅，无线是
免费的，这在当时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在 2006 年，乌镇就推出了自己的预定网
站，虽然与携程、去哪儿网都有合作，但 85%
以上的客房都是我们自己卖出去的。

关于乌镇戏剧节，其实早在 2001 年，我
就想要做文化。有次在上海大剧院看 《暗恋
桃花源》，我非常震撼。回来之后我们便提出
了做戏剧节。后来建设大剧院，里边有 7 个小
剧场。现在著名的水剧场以前是一个废弃的

甲鱼养殖塘，如今成了戏剧节期间室外剧场
的主场。

起初，大家不同意做戏剧节的想法，因
为看不到回报。我说：“不要把乌镇的每一个
角落都看作赚钱的地方。它是一个系统，有
的地方不赚钱，就可爱。”做戏剧节，是为了
10 年后的乌镇做的。没有戏剧节的乌镇就是
一般的古镇，只能赚一般古镇的钱，有戏剧
节的乌镇，是一个精神家园，那就有精神家
园的价值。

我去了柏林戏剧节、爱丁堡戏剧节、法
国阿维尼翁戏剧节考察，正是在阿维尼翁，
让我最终下了决心。它们的戏剧，一类是封
闭单元，一类是开放单元。开放单元的戏剧
甚至会在街上演，没有戏台。记得吃饭时遇
到一对老夫妻，他们就是 60 年前在阿维尼翁
戏剧节上认识的。之后每年都要来，就是为
了重温生活。我一下子被打动了。戏剧不是
为了热爱戏剧的人存在的，是为了热爱生活
的人存在的。乌镇不就是要创造这个调性吗？

乌镇戏剧节一共办了 7 届，越来越有名
气。几年前我去上海某外国领事馆，有领事
专门在那儿等我，说他们有个戏剧很好，想
推到这里来。这说明乌镇戏剧节已经成为全
世 界 知 名 的 戏 剧 节 。乌镇 戏 剧 节 还 有 点 很
重要，就是由艺术家办节，完全国际化，艺
术总监负责制。他来挑选下一年的剧，邀请
剧团。

乌镇的品牌创新

品牌的深化要与产品同步。乌镇的品牌
建立，依靠的是精细管理口碑的巩固。品牌
的丰富要不断贴近消费人群的生活目标，品
牌的提升要借助文化注入的 IP。

在 中 国 纯 粹 做 古 镇 的 年 代 已 经 过 去 了 。
如果年轻人有志于此，未来的古镇应该是拥
抱产业、拥抱文化。但要清楚，文化和旅游
是两件事。文化是内容，旅游是一种商业模
式或者是一种人类活动形式。我认为最重要
的是内容，但仅有内容也是不行的。这就好
比人要有情怀，但是只拿情怀去做企业，基
本 要 失 败 。 做 企 业 的 人 应 当 理 性 。 你 有 内
容，如何把内容落地，并且做成商业模式，
这很重要。

对于乌镇，从经营指标上就能看到它的
厉害之处。乌镇只是一个不到 3 平方公里的地
方，却成了中国最赚钱的景区之一。别人没
说乌镇只会赚钱，他们会说，“乌镇有互联网
大会，有戏剧节，很文艺”。

上图、左图：乌镇风光。
桐 轩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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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CC 總部地址：1350 bayshore Highway ste 740 burlingmame , CA 94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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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gmccloan.com

★ 房地美和房利美核準的直接賣家；

★ 可內部審核，直接放款；

★ 放款額度從10萬到500萬；

★ 專精大額、出租，1-4 units， 套現，低利率；

★ 出租屋現金流貸款計劃；

★ 一條龍服務，最快10個工作日完成；

★ 加州十個分公司, 全美25州提供租賃屋

     現金流貸款計劃；

★ 德州三個分公司休斯頓、達拉斯、奧斯丁拓展中

Nmls# 254895    CA Dre 01509029  

GMCC萬通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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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系電話：832-982-0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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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印尼總統佐科在雅加達出席

該國“百名經濟學家論壇”發表講話時，要

求各地方政府采取措施，控制因燃油價格上

漲導致的通貨膨脹。

上周，佐科宣布調整印尼政府實施了很長時

間的燃油價格補貼政策，使該國市場成品油價格

平均上漲了約30%。印尼經濟官員預測，成品油

價格的上漲將推高該國通貨膨脹率1.8%。印尼財

政部預測今年該國通脹率將達到6.8%。

燃油價格補貼調整前，印尼經濟統籌部

長艾爾朗加曾預測該國今年全年通脹率將在

4%至4.8%之間。

佐科表示，只要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通

力合作、加倍努力，因燃油價格上漲導致的

通貨膨脹率“可以被抑制得更低”。他要求

省、市（縣）政府必須如“應對新冠疫情壹

樣行動起來”進行幹預，以控制通貨膨脹。

佐科要求，省、市（縣）政府應將財政

支出的2%用於社會援助和特別預算，其中特

別預算可以用以補貼因燃油價格上漲導致上

升的運輸成本以控制物價。

佐科回憶自己擔任地方首長時就曾利用

這壹方法控制物價。他說，當時由於運輸費

用上升導致小蔥價格上漲，他立即撥款用於

補貼交通費用，控制住了小蔥價格。

佐科稱，如果地方政府都能這麼做，相

信通貨膨脹“會得到良好控制”。

日本少子老齡化問題日趨嚴峻
綜合報導 日本厚生勞動省近日

公布的人口統計數據顯示，日本

2022年上半年出生人數約38.5萬，

較去年同期下降 5%，首次跌破

40 萬，再次刷新 2000 年以來最

低值；死亡人數較去年同期增長

6.6%，約為77.7萬。分析指出，日

本的出生和死亡人數壹減壹增，人

口加速減少趨勢凸顯，少子老齡化

問題加劇。

15歲至64歲年齡群體是支撐日

本社會保障制度運行的重要支柱，

但該群體人口正持續減少。數據顯

示，截至2022年2月，日本總人口

為1.25億，其中15歲至64歲的主要

勞動力人口為7426萬人，65歲以上

老齡人口為3624萬人。根據日本政

府估算，2040年，日本15歲至64歲

的人口將跌破6000萬，65歲以上人

口將接近4000萬，總人口進壹步下

降。

日本從上世紀90年代開始做出

諸多改革嘗試，努力解決少子老齡

化問題，但效果並不理想。日本學

者認為，少子老齡化問題加劇會給

家庭、教育、勞動力市場供給、產

業發展、財政稅收和社會保障以及

綜合國力的提高等帶來負面影響，

甚至成為影響日本社會經濟發展的

最大變量。

日趨嚴峻的少子老齡化問題已

對日本現有醫療與養老等社會保障

體系造成影響。據日本政府今年3

月公布的數據，日本社會保障總支

出已從1990年的47.7萬億日元攀升

至2021年的129.6萬億日元。社會保

障費用在國民生產總值中的占比從

1990 年的 10.5%擴大至 2021 年的

23.2%。預計到2040年，日本社會

保障費用支出將達到188萬億至190

萬億日元。

當地輿論認為，政府未來或

將不得不通過進壹步增加稅收、

提高社會保險費率和抑制各項社

會福利支出等手段進行改革，以

維系社會保障制度的運轉。《讀

賣新聞》發表社論稱，日本的少

子老齡化局面今後會更加嚴峻，

由主要勞動力人口支撐老齡人口

的現行做法已接近極限。文章呼

籲創造能夠盡可能長久工作的環

境，讓有意願的老年人繼續工作

，並切實引入與個人經濟承受能

力相適應的自我負擔機制。

日本社會保障制度改革同樣阻

力重重。日本共同社指出，當下日

本國內物價上漲和新冠肺炎疫情影

響疊加，執政黨內部出現了反對改

革的聲音，現在不是討論增加國民

社會保障投入等問題的時機。

印尼總統佐科要求地方政府
控制通貨膨脹

綜合報導 印尼總統佐科在雅加達出席該

國“百名經濟學家論壇”發表講話時，要求

各地方政府采取措施，控制因燃油價格上漲

導致的通貨膨脹。

上周，佐科宣布調整印尼政府實施了很

長時間的燃油價格補貼政策，使該國市場成

品油價格平均上漲了約30%。印尼經濟官員預

測，成品油價格的上漲將推高該國通貨膨脹

率1.8%。印尼財政部預測今年該國通脹率將

達到6.8%。

燃油價格補貼調整前，印尼經濟統籌部

長艾爾朗加曾預測該國今年全年通脹率將在

4%至4.8%之間。

佐科表示，只要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通

力合作、加倍努力，因燃油價格上漲導致的

通貨膨脹率“可以被抑制得更低”。他要求

省、市(縣)政府必須如“應對新冠疫情壹樣行

動起來”進行幹預，以控制通貨膨脹。

佐科要求，省、市(縣)政府應將財政支出

的2%用於社會援助和特別預算，其中特別預

算可以用以補貼因燃油價格上漲導致上升的

運輸成本以控制物價。

佐科回憶自己擔任地方首長時就曾利用

這壹方法控制物價。他說，當時由於運輸費

用上升導致小蔥價格上漲，他立即撥款用於

補貼交通費用，控制住了小蔥價格。

佐科稱，如果地方政府都能這麼做，相

信通貨膨脹“會得到良好控制”。

泰國曼谷大雨多處被淹
部分航班無法降落

綜合報導 泰國首都曼谷及周

邊地區再遇大雨侵襲，城區多處道

路被淹，部分航班無法在曼谷素萬

那普國際機場降落，臨時改飛附近

機場。

曼谷城區許多低窪地帶都遭到

水淹。在曼谷北部部分地區，由於

道路嚴重積水，導致交通擁堵不堪

。東部邦拉地區的大部分路段也遭

水淹。

曼谷素萬那普機場方面稱，由於

大雨天氣，國內外多趟航班無法在該

機場起降，部分航班只能改飛附近的

廊曼機場或烏塔堡機場降落。

近幾天來，曼谷連續出現暴雨

或大雨。7日晚上，曼谷邦慶地區

(Bang Khen)的降雨量達178毫米，

導致附近河水水位明顯上漲。曼谷

市長查察表示，這是當地20年來最

大的壹次降雨。

泰國氣象部門稱，未來24小時

全國各地都可能出現大雨到特大暴

雨，部分地區可能導致山洪，提醒

居住在臨河和低窪地區的民眾要提

高防洪意識。其中曼谷及周邊約

70%的地區將會有雷雨，壹些地區

有大雨。


	0915THU_A1_Print.pdf (p.1)
	0915THU_A2_Print.pdf (p.2)
	0915THU_A3_Print.pdf (p.3)
	0915THU_A4_Print.pdf (p.4)
	0915THU_A5_Print.pdf (p.5)
	0915THU_A6_Print.pdf (p.6)
	0915THU_A7_Print.pdf (p.7)
	0915THU_A8_Print.pdf (p.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