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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女王靈柩離開國會 西敏寺舉行國葬

（路透社
路透社）
）

（中央社倫敦 19 日綜合外電報導）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Queen Elizabeth II）的靈
柩從國會西敏廳移往西敏寺，在全世界重要領袖的見證下舉行隆重國葬。
英國廣播公司（BBC）直播報導，在當地時間上午 10 時 34 分左右，英王查爾斯三世
（King Charles III）的車隊沿著林蔭大道（The Mall）、皇家騎兵校閱場（Horse Guards
Parade）抵達國會，他的兩個兒子威廉王子與哈利王子也與他同行。
在當地時間上午 10 時 44 分，女王橡木靈柩被護送放置在百年歷史的火砲車架上，由
皇家海軍護送移駐西敏寺（Westminster Abbey）舉行國葬，王室成員都在靈柩後方步行跟
隨。
可以看到包括查爾斯三世、安妮公主，以及安德魯和愛德華王子，女王的 4 名子女都
來送母親最後一程。
在西敏寺舉行的葬禮有約 2000 名政要貴賓出席，當中約有 500 名世界領袖，當中包括
美國總統拜登、日皇德仁、南非總統拉瑪佛沙（Cyril Ramaphosa）和庫克群島總理布朗
（Mark Brown）等人。
多名英國前任首相也抵達西敏寺，包括剛卸任的強生（Boris Johnson），以及前首相
梅伊（Theresa May）、布朗（Gordon Brown）、布萊爾（Tony Blair）等人。
英女王伊麗莎白二世的國葬透過電視直播，全球有數以百萬人觀看，這也是英國君主
的葬禮史上首次透過電視直播。

★申根簽證★ ★認證★ ★綠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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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条精選歐洲遊★★
★首選黃石、坎昆全包團 讓您樂在其中
★阿拉斯加、夏威夷、哥斯達黎加
★暑假熱門多線路美東美西遊 任君選擇
自然博物館門票$13

太空中心門票$1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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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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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太裔將在美南新聞廣塲舉辦選民大會
由全美亞太裔聯盟主辦之鼓勵選民投票群眾大會定於十
月八日星期六下午四時在休斯敦美南新聞廣塲舉行 ，屆時
將有數千名亞太裔選民參加， 並大力宣導公民投票之重要
性。
德州亞裔民主黨曾於二 O 二 O 年在同一廣埸舉辦過支持
拜登競選總統之群眾大會 ，早在二 OO 八年， 克林頓總统
也曾舉辦過一次大型之政治活動。
多年來 ，我們一直不斷在鼓吹華亞裔參政之重要性，
唯有用選票才能表達參政之方式 ，不但是義務也是我們的
權利。
美國期中選舉即將在十一月八日舉行， 這次選舉將是
民主共和兩黨之殊死戰倘若民主黨在參眾兩院失利，拜登將
會變成跛腳總統，直接影響將來之大選。
我們非常慎重之呼吁 ，大家一定要盡快去做選民登記
，更要去投下自己神聖之一票 ，才是公民應盡之義務。
我們非常樂意繼續在美南新聞廣場上舉辦大型之群眾大
會來顯示我們之政治力。

AAPI Will Host A Rally At The Southern News Group Complex
The Asian Pacific Islanders group will host a rally
on Saturday, October 8th at 4:00 pm in front of the
Southern News Group complex for a “Get Out The
Vote” rally for the midterm elections this November.
In 2020, the Texas Asian Democratic Party held a
rally in support of President Biden. As early as 2008,
former President Bill Clinton also held a large-scale
political event at the Southern News Group complex
for his wife Hillary’s run for the presidency.
Over the years, we have been advocating the
importance of Asian and Pacific Islanders to
participate in politics. Only with the vote can we
express that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s not just our right,
but also our responsibility.
The midterm election will be held on November 8.
This election will be a “life and death battle”
between the Democrats and the Republicans. If the
Democrats lose, President Biden will become a lame
duck president which will directly affect the 2024
presidential election.
We want everyone to register to vote. We are also
very happy to continue hosting political rallies for our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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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著華觀點 : 永別了
李著華觀點:
永別了,, 女王
女王- 伊莉莎白
二世長眠於大英帝國歷史中
歷史,常常是哀悽的, 在走完 96 歲的人生後, 受
人景仰尊崇的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終於今天下葬
入土了, 英國今天舉行盛大的國葬大典向女王告別
，以紀念她在位 70 年的傳奇與懿德, 世界各國重要
的總統、首相、王子、皇帝和皇后以及其他公眾人
物都出席了大典以向她表達最後的敬意, 她已成為
一位不可磨滅的歷史人物, 她的別去十足讓人哀傷
………..
麗莎白二世所獲得的矚目和各界的敬意令人驚
歎。在英國，當女王的靈柩停放在議會時，人們排
起了數英里的長隊，這些都證明了人們對君主制和
女王本人的忠誠，如此多的人如此專注地表達他們
的敬意。
女王在 911 悲劇 21 周年之際去世，這或許是一
種神聖的巧合。美國總統拜登在悼念女王一生時也
重複了這句話:“悲傷是我們為愛付出的代價。”世
界各地的人們所感受到的悲傷可能是對她一生最大
的敬意。
人們在對君主懷有厭惡的同時又懷著對伊麗莎
白的欽佩。因此當她離去，人們懷念這位女王的一
生和遺產,她的臣民和世界各地親英人士紛紛表達敬
意。女王幾十年來在她獨特的公共角色中所表現出

的責任、成熟和優雅吸引了來自全世界的目光。
女王的內斂性格與太多的當選領導人形成鮮明
對比，一些領導人積極地迎合自己的選民，以獲得
關注和短暫的政治聲譽。儘管皇室不再掌握硬性的
政治權力，但在伊麗莎白的統治下，皇室變得更加
友善和溫柔。伊麗莎白的成功在於建立了英國的軟
實力。英國喜劇演員兼《深夜秀》主持人詹姆斯•
柯登在紀念她時簡單地說:“她在這個世界上代表著
美好，過著光榮的生活，獻身於服務，致力於改善
他人的生活。”即使是那些沒有生活在現代聯邦制
度下或沒有生活在英語國家的人，也會欽佩她樹立
的有尊嚴的榜樣。作為女王，她受到了媒體的廣泛
關注，這不可避免地使一個人成為一個主要的榜樣
，無論好壞。伊麗莎白塑造了優雅、克制和高雅的
形象。
現在女王離世走入歷史, 這位在位時間最長久
的女王把王位傳承給了她的大兒子查爾斯，在當前
這個瞬息萬變的世界裡，國王查理三世戴上沉重的
王冠，以他的母親為效仿榜樣, 女王留下了豐富的
遺產, 永遠是英國團結、優雅和尊嚴的象徵, 他將長
眠在大英帝國的歷史之中, 也長久活在世人的心中
。

日本防衛省正全面審議“
日本防衛省正全面審議
“統合司令部
統合司令部”
”設立

(綜合報道）據日本時事通訊社報導，日本防衛省現已開
始全面審議設立統一指揮陸上、海上、航空自衛隊的“統合
司令官”職位及“統合司令部”，此舉目的是通過設立專注
於部隊運用的職位和組織來加強自衛隊的部隊機動性。
一官員透露，日本防衛省將根據日本政府計劃於年底前
完成修訂的構成日本外交和安全保障政策基礎的三大戰略性
文件，就組織形態、人員和設置地點等展開全面討論。

在現行製度下，自衛隊的領導指揮機構是統合幕僚監部
（相當於聯合參謀部），最高軍事長官為統合幕僚長（相
當於聯合參謀長）。作為日本防衛省首席武官的統合幕僚
長一人肩負著部隊運用和在軍事專業方面輔助日本防衛相
的職責。
即將設立的“統合司令官”，將專門負責陸海空自衛隊
部隊的指揮，以進一步提高自衛隊在緊急事態下的應變能
力。
談及新設“統合司令官”職位及“統合司令部”的理由
時，日本時事通訊社表示，日本的安全環境日益嚴峻。
報導羅列了涉及鄰國威脅的諸多藉口，強調提升太空、
網絡、電磁等新安保領域緊急情況的應對能力。日本防衛
省因而認為有必要加快推進設立專注於部隊運用的職位，
以便有效地處理"緊急情況"。
除此之外，在應對突發情況時，若維持現狀，統合幕僚
長或許會忙於輔助做政治決斷的日本防衛相，存在疏忽部隊
運用的隱憂。此前，東日本大地震發生時，時任統合幕僚長
將半數以上的時間忙於向首相官邸報告情況或與美軍協調，
導致在很多情況下不得不讓部隊的行動脫離自己的視線。
但根據新體制，部隊運用的權限將移交給新設的“統合
司令官”，統合幕僚長就可集中精力輔佐日本防衛相。日本

時事通訊社稱，日本正努力加強對陸海空聯合指揮、建立更
高效軍令體系。
然而，日本防衛省內部對新體制存在異議，有觀點認為
，部隊運用和在軍事專業方面輔助日本防衛相的職責不可被
分割，且增加額外的人員可能會妨礙指揮工作的順利進行。
近年來，日本一直在東亞地區渲染周邊威脅論，實則意
在提升軍力。日本自民黨和公明黨此前（8 月 25 日）分別召
開了黨內會議，並通過了 2023 年度防衛省預算概算內容。目
前預算金額為 55947 億日元，為歷史新高。
日本防衛相濱田靖一 9 月 6 日在接受日媒訪問時表示，日
本將在靠近台灣的南西諸島增設軍用燃料庫和彈藥庫，為更
妥善應對可能出現的台海危機做好準備。
另據日本《讀賣新聞》報導，日本防衛省計劃在 2023 年
為自衛隊引進以色列製造和美國製造的攻擊型無人機，併計
劃首先將這些無人機用於保護西南諸島。按計劃，2025 年以
後，包括海外採購和日本國產機型在內，日本自衛隊將配備
數百架攻擊型無人機。
美國國防部長勞埃德•奧斯汀在與日本防衛大臣浜田靖
一 15 日會面後則表示，美國準備使用全部的傳統武器和核潛
力保衛日本，希望加強與日本的軍事合作。他聲稱兩國聯盟
是確保印太地區安全的"基石"。

亞洲時局

沖繩知事連任
再對日本政府說不！

綜合報導 日本沖繩縣知事換屆選舉
進行投計票，反對美軍普天間機場搬遷
至名護市邊野古的現任知事玉城丹尼實
現連任，贏得第二個四年任期。受到執
政的自民黨和公明黨聯合推薦、認可基
地搬遷的候選人佐喜真淳以 6 萬多票的
差距落敗。
根據沖繩縣周壹公布的最終結果，
得到反對黨支持的玉城丹尼獲得 339767
票，約占有效票數的 51%，超過佐喜真
淳的 274844 票和另壹名參選者、日本前
眾議員下地幹郎的 53677 票。
是否將位於沖繩縣宜野灣市的美軍

普天間機場搬遷至該縣名護市邊野古
是本 次 知 事 選 舉 最 大 的 焦 點 。 “ 美
國 之 音 ”稱，搬遷計劃已經推遲了幾
年。在沖繩人看來，這並非搬遷，而是
新建。他們希望普天間基地關閉並從沖
繩拆除。
日本共同社的評論認為，玉城丹尼
的連任反映出沖繩縣民對美軍普天間機
場搬遷抱有強烈的抵觸心理。這是繼
2014 年 和 2018 年 的 兩 次 知 事 選 舉 以 及
2019 年 2 月沖繩縣民投票後，第 4 次體現
出反對新建美軍基地的民意。玉城丹尼
在勝選後表示：“我為沖繩的未來解決

印度壹電動車展廳起火

煙從窗戶冒出時，
警察和消防員使用
起重機和其他設備
將滯留的酒店客人
從四層樓及以上較
高的樓層拉走。
消防人員在現場初步
調查後認為，停放在壹樓
的約 40 輛電動車壹直處於
充電模式，可能因為線路
短路導致火災。
印度總理莫迪對遇難
者表示哀悼，並承諾對火
災中的傷亡人員進行賠償
。目前火勢已得到控制，
警方正在對火災原因進行
調查。

致 8 人死亡 11 人受傷
綜合報導 印度警方
證實，印度南部特倫甘納
邦塞康德拉巴德的壹家旅
館的電動車展廳發生火災
，造成至少 8 人死亡、11
人受傷。據悉，這是該國
涉及電動車案件中死亡最
為嚴重的案件。
據新德裏電視臺報道
，12 日晚 10 時左右，火災
最先發生在大樓壹層的壹
個電動車展廳，隨後濃煙

壹路蔓延到五層。據悉，
該建築二層以上是壹個旅
館，事發時約有 25 名旅客
在其中住宿。
“酒店四層樓共有 23
間房間，起火時濃煙從下
往上穿過樓梯，壹直到頂
層。壹二層正在睡覺的壹
些住戶因窒息死亡，”海
得 拉 巴 (Hyderabad) 警 察 局
長阿南德說。
據路透社報道，當濃

美國軍事基地問題的承諾從未動搖。”
他說，將繼續努力向日本中央政府傳達
沖繩人的意願。
多年來，美軍基地的噪音擾民、飛
行器安全問題給沖繩當地居民帶來持續
不斷的困擾。美軍人員在沖繩犯下的強
奸、施暴等嚴重罪行屢見不鮮。據沖繩
警方統計，從 1972 年至 2020 年，駐沖繩
美軍及相關人員犯下的罪案數量達到
6000 余件，其中兇殺、搶劫、縱火和強
奸 等 惡 性 案 件 多 達 近 600 件 。 但 因 受
《日美地位協定》的庇護，駐日美軍享
有優先司法管轄權，美軍人員犯罪後大
多能躲過日本的法律追究。今年 5 月，
玉城丹尼曾向日本首相岸田文雄遞交建
議書，再次呼籲把沖繩建成沒有軍事基
地的“和平之島”。建議書強烈批評駐
沖繩美軍基地對當地造成的沈重負擔和
嚴重威脅，要求日美政府徹底修改《日
美地位協定》。
對於玉城丹尼成功連任，共同社認
為，岸田文雄政府雖受打擊，但仍將堅
持搬遷是“唯壹解決方案”的姿態。不
過，日本中央政府也不能壹味強調“新
建邊野古基地是唯壹解決方案”，有必
要正視選舉結果。共同社強調，首相岸
田文雄正是在 2007 年作為沖繩北方擔當

相實現首次入閣的，所以希望他能創
設玉城丹尼所要求的磋商平臺，傾聽
沖繩的聲音。若做不到這壹點，岸田
自詡的“傾聽能力”只能說是有名無
實。
沖繩國際大學沖繩經濟環境研究
所特別研究員泉川友樹在接受《記者
采訪時稱，在日本政府再三煽動“臺
海有事”的背景下，玉城丹尼依然贏
得連任，可以說這是沖繩民眾冷靜判
斷的結果。美軍在沖繩接連犯下惡行
，對於沖繩民眾來說，美國才是真正
的威脅。
近期，在臺海局勢因美國眾議院議
長佩洛西竄臺而驟然升級的背景下，日
美方面動作連連。比如日媒爆出，考慮
到“臺灣有事”的情況，日本政府正在
研究以西南諸島到九州為中心部署遠程
巡航導彈。美國陸軍太平洋地區司令弗
林日前也表示，即便以“東海有事”和
“臺海有事”為假想場景展開的美日聯
合軍演結束，他也不急於將在軍演中使
用過的“海馬斯”和其他武器裝備從位
於中國東海邊緣的日本陸上自衛隊基地
撤走。美聯社稱，許多沖繩人擔心，他
們將在臺海沖突中首當其沖。
對此，沖繩和平運動中心負責人山

城博治對記者表示，沖繩美軍基地的角
色不僅沒有削弱，反而還在進壹步強化
。日本政府還以“西南諸島有事”為借
口，企圖將沖繩地區“要塞化”。“沖
繩人民不希望戰爭，我們不希望美軍以
沖繩為跳板前去參加戰爭。”
不過，就美軍基地的問題，泉川友
樹認為關鍵不在於沖繩縣，而在於日本
中央政府。共同社 12 日報道稱，日本官
房長官松野博壹當天在記者會上強調美
軍普天間機場搬遷方針不變。日本民間
團體“阻止邊野古新基地建設的沖繩全
島會議”事務局局長福元勇司告訴記者
，可以想見的是，在連任後，玉城丹尼
將在日美兩國的巨大壓力之下，帶領沖
繩民眾用和平手段繼續與日本政府抗爭
。雖然現在非常難預測沖繩美軍基地的
未來走向，但可以肯定的是，沖繩民眾
會繼續抗爭下去，也必須抗爭下去。
在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亞太研究所特
聘研究員項昊宇看來，雖然沖繩始終在努
力牽制和反對岸田政府推進美軍基地建設
，但並不能起決定性作用，很難從根本上
顛覆日本政府操弄臺海議題和維護日美同
盟的政策取向。未來日美雙方都會設法安
撫沖繩民眾，但只要美軍基地問題不解
決，彼此的矛盾很難調和。

第九批在韓中國人民誌願軍烈士遺骸裝殮儀式在韓國舉行
綜合報導 第九批在韓中國人民誌願
軍烈士遺骸裝殮儀式在韓國仁川舉行。中
國退役軍人事務部副部長常正國率中方交
接代表團、中國駐韓國大使館相關人員，
韓國國防部及其所屬的遺骸發掘鑒識團相
關人員等出席了遺骸裝殮儀式。
當天，位於仁川的“中國人民誌願
軍烈士遺骸臨時安置所”內擺著中方交接
代表團和中國駐韓國大使館敬獻的花籃，
向中國人民誌願軍烈士致敬，氣氛莊嚴肅
穆。中方交接代表團全體人員向中國人民
誌願軍烈士行三鞠躬禮，並敬獻鮮花。
隨後，身著白衣的韓方工作人員對
誌願軍烈士遺骸進行裝殮，用白紙包裹

遺骸後放入木質棺槨，並在棺槨上擺上
鮮花。
除遺骸外，現場還擺有水壺、軍鞋
、鋼筆、印章、鏡子等遺物。每件遺物
都被清理、編號登記，並貼上標簽
，分類存放，於當地時間 9 月 16 日
隨誌願軍遺骸運送回國。
據韓方遺骸發掘鑒識團相關負
責人介紹，2019 年至 2021 年，韓國
共在 DMZ(朝韓非軍事區)、京畿道
漣川等六個地區發掘 88 具中國人民
誌願軍烈士遺骸，以及 837 件相關
遺物。
據悉，中韓雙方於 16 日在韓國

舉行第九批在韓中國人民誌願軍烈士遺
骸交接儀式。自 2014 年至 2021 年，韓
方已向中方連續八年移交 825 位在韓中
國人民誌願軍烈士遺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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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盟外長博雷利聲稱：
對俄制裁就像“節食減肥”
就算沒效果也不能停
烏沖突中的“輸家”。
據“今日俄羅斯”，何塞普· 博雷利
當天在歐洲議會全體會議上發表了這番
言論。
博雷利稱：“在這些（對俄）制裁
產生效果之前，我們不能解除它們。它
們可能不會立即產生效果。這就像節食
減肥壹樣，妳會因為短短幾周時間內沒
有減掉很多體重而感到沮喪。”
博雷利還說，制裁就如同“節食減
肥”壹樣，必須要堅持，否則“那些妳
已經減下來的體重會很容易地又回到身

應著眼長期目標
綜合報導 在聯合國大會即將到來前，紅十字國際委員會、紅十
字會與紅新月會國際聯合會表示，武裝沖突、氣候相關的危機、經濟
困難和政治問題正在助長全球各國的饑餓危機。如果不立刻采取行動
，數百萬人將會面臨更為艱難的處境。
兩個組織在壹份聲明中指出，為了避免危機反復發生的循環，必
須做出系統性的改進，包括在受沖突影響地區對氣候智能型糧食生產
進行投入，並在受糧食短缺、物價高企影響的偏遠社區投資服務於社
區的可靠機制。
聲明指出，俄烏沖突正在對肥料供應造成影響，嚴重破壞了全球
糧食供應系統，落實黑海谷物倡議，是至關重要的舉措。
兩個組織表示，由於饑餓危機頻登媒體報道頭條，人們極易產生
危機疲勞，但當前的危機依然需要各方努力，當務之急是各方的政治
意願及提供相關資源。只有開展協調壹致的行動，著眼於長期目標，
才能打破惡性循環。
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秘書長格林斯潘表示，由聯合國和土耳其
促成的黑海谷物倡議的兩個重要目標已經實現，並指出國際糧食價格
開始穩步下跌。然而，與此同時，她對國際糧價的下跌並未反映到國
內市場上表示擔憂，尤其是發展中國家仍在與高糧價、通貨膨脹和貨
幣貶值作鬥爭。“許多發展中國家仍然存在問題，因為價格並沒有像
我們希望的那樣下降。所以，還有很多事情要做。”

巴西今年 7 月服務業產值環比增長 1.1%

連續三個月增長
綜合報導 巴西國家地理統計局(IBGE)發布的數據顯示，經季節
性調整後，今年 7 月巴西服務業產值環比增長 1.1%，為連續三個月
環比增長。
數據顯示，7 月，巴西受調查的 5 大類服務業產值有 3 個出現環比增
長。其中，交通運輸以及郵電業產值環比增長 2.3%，信息與通信服務業
產值環比增長 1.1%和家庭服務業產值環比增長 0.6%。不過，其他服務業
產值環比下降 4.2%，專業、管理與配套服務業產值環比下跌 1.1%。
與去年同期相比，7 月巴西服務業產值增長 6.3%。其中，家庭服務
業產值漲幅最高，同比增長 22.6%。其次是交通運輸以及郵電業產值同
比增長 12.8%，專業、管理與配套服務業產值同比增長 4.2%，信息與通
信服務業產值同比增長 2%。而唯壹出現下降的行業是其他服務業，其
產值同比下跌 11.3%。
從地區看，7 月巴西 26 個州和壹個聯邦區中，有 25 個服務業產值實
現同比增長。其中，聖保羅州和南裏奧格蘭德州漲幅較高，均同比增長
8.1%。其次是米納斯吉拉斯州同比增長 6.9%，裏約熱內盧州同比增長
3.9%。
數據還顯示，今年前 7 個月，巴西服務業產值同比增長 8.5%。過去
12 個月，巴西服務業產值同比增長 9.6%。
巴西國家地理統計局研究員羅德裏戈· 洛博(Rodrigo Lobo)表示，今
年 7 月，交通運輸和信息技術服務行業表現不俗，對推動巴西服務業復
蘇貢獻最大，當月巴西服務業產值已較 2020 年 2 月新冠疫情暴發前的水
平高出 8.9%。

國際最新研究揭示冰島法格拉達爾火山

噴發地震活動和巖漿運動
綜合報導 國際著名學術期刊《自然
》最新發表的兩篇地球科學論文，研究人
員揭示了他們在 2021 年冰島法格拉達爾火
山噴發前和噴發中觀測到的令人意外的地
震活動和巖漿運動，這項研究結果對於人
們理解引起該次火山噴發的過程以及未來
對火山活動的監測具有重要意義。
法格拉達爾火山位於雷克雅內斯半島
，離冰島首都雷克雅未克約 40 公裏。過去
3000 年裏，雷克雅內斯半島的火山活動特
征為 200-300 年的噴發期，間以 800-1000 年
的休眠期。2021 年的噴發始於 3 月 19 日，
之前已經有約 800 年的休眠期，噴發前數
周地震活動和地表變形都有所增強，但這
些活動在噴發前幾天卻異乎尋常地減弱。
該次噴發壹開始的巖漿流速很低，熔巖流
也很少，但到 4 月底時，可觀測到巖漿流
速加快，伴隨很高的熔巖噴泉。理解火山
噴發的前兆以及噴發中的過程，對於做出
能挽救生命和保護基建的預警非常重要。
第壹篇論文中，冰島大學弗雷斯泰
恩· 西格蒙德森(Freysteinn Sigmundsson)、
冰島氣象局米歇爾· 帕克斯(Michelle Parks)
和同事研究了冰島法格拉達爾火山 2021 年

這次噴發的前兆。在許多火
山噴發前，隨著巖漿沖向地
表，地面位移速度和地震數
量都會增加。雖然 2021 年冰
島火山噴發最早在 2 月 24 日
至 3 月中旬就出現了地震活
動和地表變形的增強，但在
噴發前幾天又觀測到了變形
和地震的減弱。
他們認為，由於地表板
塊的運動，噴發前的力量會
儲存在地殼中。而在噴發前
，這些力量會隨巖漿進入地
殼而釋放，後續的地震活動和地表變形減
弱或說明該過程暫時結束，巖漿即將噴發
。同時，他們的研究結果表明在預測火山
噴發時，需要考慮火山過程、構造應力、
地殼結構之間的相互作用。
在另壹篇論文中，冰島大學薩蒙杜
爾· 哈爾多森(Sæmundur Halldórsson)和同事
研究了噴發後 50 天裏噴出的熔巖。這些分
析揭示了巖漿直接來自地殼和地幔界面(近
莫霍界面)。他們指出，噴出的熔巖會隨時
間變化；噴發起始階段，熔巖主要來自這

谷歌利用安卓系統“非法設限”應被罰 41.25 億歐元
綜合報導 歐盟司法機構歐
盟普通法院駁回谷歌上訴，裁
決谷歌利用安卓移動操作系統
(Android)對手機生產商和移動
網絡運營商“非法設限”，應
被處以 41.25 億歐元罰款。
總部設在盧森堡的歐盟普
通法院當日公布這壹裁決。
2018 年，身為監管機構的歐盟

委員會認定谷歌自 2011 年起，
利用安卓系統在歐盟市場的主
導地位，為谷歌搜索引擎謀求
不正當競爭優勢，決定重罰谷
歌 43.43 億歐元。
谷歌對此表示不滿，將
“官司”打到歐盟普通法院。
14 日的裁決稱，歐盟普通法院
廣泛確認，為鞏固搜索引擎的
主導地位，谷歌對手機生產
商和移動網絡運營商“非法
設限”，不過考慮到谷歌違法
行為的嚴重程度和期限，對谷
歌處以 41.25 億歐元罰款為宜。
具體而言，裁決支持歐盟
委員會對谷歌的關鍵指控，如

谷歌通過提供補貼要求手機生
產商和移動網絡運營商只預裝
谷歌搜索應用程序，手機生產
商只有預裝谷歌搜索及瀏覽器
應用程序才能使用谷歌應用程
序商店等，借助這些“預裝”
，谷歌強化了其搜索引擎主導
地位，卻以不正當手段損害了
市場公平競爭。
14 日裁決公布後，谷歌繼
續表 示 不 滿 ， 批 評 歐 盟 普 通
法院的裁決與現實“脫節”
；根據歐盟法律，谷歌可向
歐盟最高司法機構歐洲法院提
起訴訟。
近年歐盟援引反壟斷規定

10:00am
11:00am
11:15am
1:30 pm

Southwest Chinese Baptist Church
12525 Sugar Ridge Blvd. Stafford, Texas 77477

281-495-1511 網址：www.swcbc.org

郵箱：info@swcbc.org

英語及普通話崇拜、粵語主日學、兒童事工
禮拜日
粵語崇拜、英文及普通話主日學、兒童事工
禮拜三 粵語長青長輩團契
AWANA 兒童聚會
英語青少年團契
禮拜五
SAT 英文及數學培訓課程
粵語、普通話週五團契及其他聚會

9：30am
11：00am
10：30am
7：30pm
7：45pm
7：45pm
7：45pm

各團契小組聚會時間及教會活動詳情，請瀏覽本會網頁

，將矛頭對準谷歌等互聯網巨
頭。2017 年，歐盟認定谷歌利
用其搜索引擎主導地位，操控
網上購物比價搜索結果，進而
把網民引向自家購物服務，對
谷 歌 處 以 24.2 億 歐 元 罰 款 ；
2021 年，歐盟普通法院同樣駁
回谷歌上訴，且 24.2 億歐元罰
金維持不變。
此外，2019 年歐盟認定谷
歌利用其搜索引擎主導地位，
通過限制第三方網站顯示競爭
對手的搜索廣告打壓對手，對
谷歌處以 14.9 億歐元罰款；事
後谷歌向歐盟普通法院提起訴
訟，目前法院尚未做出裁決。

曉市頓華人浸信會

真耶穌教會

CHINESE BAPTIST CHURCH

True Jesus Church

蔡啟遠代理主任牧師、楊建牧師、
王浩詒牧師、徐英牧師、
李鄭嘉惠兒童事工主任

關榮根
主任牧師

個殼幔界面附近，但在接下來的幾周裏，
熔巖組成發生了變化，提示其來自更深處
產生的巖漿。
他們的研究結果表明，近莫霍界面
的巖漿儲存區是壹個動態性極強的環
境，巖漿會在極短的時間尺度(幾天到
幾 周) 上 混 合 。 這 說 明 巖 漿 體 的 實 時 形
成速度很快。論文作者表示，以上結
果是對這壹深度的玄武質巖漿系統的
壹些首次直接觀測，或能增進我們對
這類火山的認識。

歐盟普通法院裁決

900 Brogden Road, Houston TX 77024
Tel:713-461-0963 Web: www.cbchouston.org

西南華人浸信會

“極地”般地寒冷。
土耳其總理埃爾多安表示，“那些
低估俄羅斯的人是錯誤的”，因為這
“不是壹個可以掉以輕心的國家”。
“俄羅斯已經停止供應天然氣，價格上
漲，現在每個人都在尋找替代品。為什
麼不早點考慮這些呢？“
匈牙利議會議長拉茲洛· 凱弗上周說
，由於制裁造成的經濟損失，歐盟是俄
烏沖突中的“輸家”。
匈牙利負責外交和貿易事務的國務
秘書塔馬斯· 門策爾（Tamas Menczer）
表示，歐洲國家對俄羅斯的制裁正導致
自身能源短缺、物價飆升，“現實敲響
了每個國家的大門”。他預計，最早在
今年秋天，歐盟就會解除對俄羅斯的部
分制裁。

英語崇拜/國語崇拜/粵語主日學
國語主日學
粵語崇拜/英語主日學
中文學校(粵語,國語)(only during school year)

335 Avenue E,Stafford,
TX 77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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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紅十字與紅新月警告全球饑餓危機亮紅燈：

克蘭的軍隊提供資金支持。與此同時，
他也表示“保持烏克蘭的經濟活力絕對
至關重要”。
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在歐洲
議會發表講話，同樣稱“將堅持對俄
制裁”。
據報道，馮德萊恩當天對歐洲議會
的議員們說，“我想非常清楚地表明，
（對俄）制裁將繼續存在。現在是我們
展示決心而不是‘綏靖’的時候”。
壹些歐洲國家對於堅持制裁俄羅斯
表示質疑。“今日俄羅斯”稱，塞爾維
亞總統武契奇 9 月 7 日表示，歐洲對俄
羅斯的各種制裁正在給自身釀成惡果
，能源供應已經出現了問題，歐洲人
今年將面對著“壹個寒冷的冬天”，而
且明年的冬天對歐洲人來說，可能將如

90

電話: (281)631-5260
網址: www.tjc.org
電子郵件: Houston@tjc.org

Ave
.

綜合報導 歐盟外交與安全政策高級
代表何塞普· 博雷利（Josep Borrel）在評
論俄烏問題時聲稱，歐盟對俄制裁就像
節食減肥壹樣，即使短時間內看不出效
果也不能放棄。
與此同時，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
恩 14 日也宣稱“對俄制裁將繼續存在”
，現在是展示歐洲決心的時候。
包括塞爾維亞總統武契奇等部分歐
洲國家的領導人多次對歐盟的制裁表示
懷疑。匈牙利議會議長拉茲洛· 凱弗指出
，由於制裁造成的經濟損失，歐盟是俄

上”。
除了強調歐盟應堅持對俄制裁，博
雷利在講話還提出，歐盟需要在核安全
和全球糧食供應等關鍵問題上與俄羅斯
保持外交接觸。
“外交官受過訓練，可以與所有人
交談。毫無疑問，我們需要與俄羅斯總
統討論壹些事情。”
報道稱，博雷利把紮波羅熱核電站
的安全列為與俄羅斯必要的合作事宜之
壹。他還指出，如果不與俄羅斯方面進
行溝通，那麼上個月也不可能達成從烏
克蘭港口運輸糧食的協議。
此外，博雷利認為，歐盟如今應
當擴大對烏克蘭的軍事援助。他強調
“現在不是削弱（援助）的時候”，
歐 盟 領 導 人 “ 應 該 加 倍 努 力 地”為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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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中期選舉倒計時 50 天
兩大因素影響美中期選舉結果
（綜合報導）美國中期選舉將於 11 月 8 日舉
行。這次選舉不僅將是對拜登在 2020 年 11 月戰
勝特朗普後的表現進行首次總體重大評估，而且
在短期內，美國人將帶著雙重使命去投票：更新
國會兩院，並在每個州一級投票選舉州長以及立
法和行政機構人選。
鑑於美國當前的政治局勢高度兩極分化，預
計此次中期選舉將趨於白熱化。根據大多數民意
調查，共和黨人有多種選擇來重新贏得兩院，尤
其是參議院，這將毀掉拜登過去兩年的努力，因
為大多數重要的法案都必須過參議院這關。
在中期選舉倒計時 50 天之際，美國的內部政
局距離穩定和可預測仍很遙遠。有兩個因素可能
在 11 月 8 日起到決定性作用，這也是使選舉結果
成為絕對未知數的關鍵。
首先是保守派對墮胎權的攻擊。在最高法院
於 6 月裁定正式廢除婦女墮胎權後，幾個州（如
得克薩斯州、俄克拉何馬州或愛達荷州）已通過
法律盡可能限制這項權利，問題是選民將如何表
現，尤其是在共和黨州的女性選民。
8 月初，保守的堪薩斯州對墮胎權進行全民
公投，最終墮胎權支持者獲重大勝利，州憲法維
持對墮胎權的保障。

墮胎和其他社會權利，例如同性婚姻和公民
自由，實際上是民主黨在爭取投票時最常高舉的
旗幟之一，尤其是面向共和黨溫和派選民。這將
是一場實力非常接近的選舉，任何州的任何選票
轉移最終都可能在國家層面具有決定性意義。堪
薩斯州的例子讓民主黨人希望能夠在選舉中扭轉
乾坤，並鞏固在兩院的多數席位。
另一條導致選舉結果不可預測的公開戰線是
針對前總統特朗普司法調查的進展。特朗普始終
強調這是民主黨對他的政治迫害，是民主黨以國
家機器為武器打擊他。共和黨最初堅決支持這種
說法。然而，在過去的幾周里，佛羅里達州州長
羅恩•德桑蒂斯、參議院共和黨領袖米奇•麥康
奈爾及特朗普時期的副總統邁克•彭斯等黨內強
人一直在試圖保持距離。
如果共和黨在此背景下能取得良好的中期選
舉結果，就將證明特朗普主義在黨內繼續擁有巨
大優勢和巨大的選舉效力，這將直接推動特朗普
鞏固其作為 2024 年大選候選人的形象。
除此之外，美國人在投票時還會考慮另外兩
個相互關聯的因素：經濟危機以及美國社會如何
評估拜登在白宮的角色。

馬斯克宣布向全球
開放“星鏈”網絡
（綜合報導）以擅長高科技產業而聞名於世的美國
SpaceX 公司，最近終於公佈了新一代衛星網絡“星鏈”的覆
蓋地圖範圍。根據馬斯克在其社交平台上公佈的消息顯示，
SpaceX 的星鍊網絡目前已經可以初步在世界上大部分地區使
用，但是有多個國家被排除在外，而其中最被外界關注的國家
有 4 個，分別是中國、俄羅斯、伊朗、阿富汗。如果從星鏈的
“黑名單”來看，不難發現凡是被列入禁用名單的國家，幾乎
都是美國窮盡手段希望打壓甚至是扼殺的對象。
SpaceX 公司雖然打著“私人企業”的名號，但是在軍事領域
同美國政府的聯繫頗深，例如 SpaceX 公司在 2019 年就曾經得
到美國空軍的直接資助，用來測試星鏈系統與美軍的軍用飛機
，彼此之間使用加密互聯網來進行數據傳遞。在 2020 年，
SpaceX 和美國陸軍簽署了協議，美國陸軍使用星鏈的寬帶服
務，實施跨軍事網絡的數據傳輸。
同年，SpaceX 又獲得了一份高達 1.5 億美元的軍方合同，
用於開發軍用版本的星鏈系統，而在去年，SpaceX 與美國空
軍達成了新的合作，對空軍使用星鍊網絡進行深度測試。
除此之外，SpaceX 的部分發射場，是部署在美國本土最
重要的軍事重地之一：范登堡空軍基地內。從這些細節就可以
看出，美軍各軍種對於星鏈系統的重視遠超外界想像，根本原

因，在於 SpaceX 作為“白手套”
，正在利用金融資本的力量，替美
國政府在太空軌道上“跑馬圈地”
，通過近乎不間斷地發射通信衛星
，搶占已經為數不多的近地軌道，
憑藉數量上的絕對優勢，為美國構
建起一道覆蓋地球每個角落的太空
數據網，用這種循序漸進的方式，
完成美國衛星系統的跨時代升級，
以及對有限的近地軌道的霸占。
對於中國而言，SpaceX 也好，星鏈也罷，都不足以動搖
中國目前在太空領域的既定優勢。因為我們手中不止握著北斗
系統，在搶占低軌道寬帶通信衛星星座方面，中國也在加快自
己的腳步，而且這一次我們採用和 SpaceX 同樣的策略，借助
全球商業航天的風口，構建起中國自己的低軌寬帶通信衛星星
座，而且直接與現有的 5G 專網進行互聯互融，為推動衛星低
成本、批量化生產奠定基礎。
表面上看，SpaceX 的星鏈系統將中國排除在外，可是對
我國而言絕對稱得上好事，一來可以專心致志研發自己的同類
系統，確保在未來的軌道爭奪戰上減少不必要的干擾和雜音。

二來，使用我們自己的系統在安全性上更加有保障，不必擔心
受制於人，更不必擔憂數據遭到洩密。這一點從過去我們下定
決心要打造“北斗導航系統”和中國自己的空間站便早已證明
。
除此之外，我們還能以身作則，為其它被星鏈系統排擠在
外的國家提供新的選項，將更多不願意屈從於美國霸權淫威的
國家聚攏在一起。美國既然是抱著部署“天幕”的想法去支持
SpaceX，那麼中國就必須“捅破天”。美國終將意識到，無
論他們怎樣超前部署，中國都能用自己的節奏完成追趕，美國
想要靠科技霸權永久統治世界的野心，必定被粉碎。

案件33 年增加
案件
年增加141
141％
％，新奧爾良取代聖路易斯成為美國
新奧爾良取代聖路易斯成為美國“
“謀殺之都
謀殺之都”
”
（綜合報導）過去 3 年，美國新奧爾良市的謀殺案數量增
加了 141%，取代聖路易斯成為美國的“謀殺之都”。一名警方
顧問建議，為了“拯救這座城市”，應該大幅增加執行巡邏任
務的警員數量。
新奧爾良當地非營利組織“大都市犯罪委員會”（Metropolitan Crime Commission）彙編的數據顯示，截至今年 9 月 11
日，新奧爾良市每 10 萬居民中發生 52 起謀殺案，與 2019 年相
比增加 141%，與 2020 年相比增加了 78%。
而根據聖路易斯市警察局的數據，截至今年 9 月 17 日，聖

路易斯每 10 萬居民中發生 45 起謀殺案。相比之下，芝加哥的
謀殺案為每 10 萬居民 18 起，紐約市為每 10 萬居民 3.5 起。
數據顯示，截至 9 月 11 日，新奧爾良一共已經發生了 205
起謀殺案。與 2019 年相比，該市 2022 年的槍擊事件增加了一
倍。
紐約市警察局巡邏部門前負責人福斯托•皮查多（Fausto
Pichardo）最近被新奧爾良市聘請為顧問，以打擊不斷升級的
犯罪活動。他呼籲，從警察局的各個部門再抽調 212 名警員去
執行巡邏任務。

埃茲還說，拜登和哈里斯“與其虛偽
地抱怨德州為人滿為患、不堪重負的邊
境社區提供經濟救濟，倒不如站出來做
好自己的工作，確保邊境安全——這正
是他們一直未能做到的。”
今年以來，美國南部越境者飆升至歷史高
位，給德州、佛州等邊境州帶來巨大壓力。根
據美國海關和邊境保護局（CBP）的數據，自
2021 年 10 月以來，德州德爾里奧附近的美墨
邊境地區已經攔截超過 37.6 萬名移民，平均每
天近 1100 人。
過去的 11 個月中，執法部門在整個美墨邊
境地區記錄攔截了 180 萬人次的移民。德州邊
境小鎮伊格爾帕斯的消防部門近日透露，當地
因渡河越境溺亡的移民人數激增，甚至導致太
平間和殯儀館爆滿。

移民爭端升級，德州州長辦公室反擊白宮
（綜合報導）美國兩黨在移民問題上的交
鋒日趨尖銳。據保守派媒體福克斯新聞報導，
在遭到白宮指責後，德克薩斯州共和黨籍州長
阿博特的辦公室 15 日反擊稱，“白宮全是一群
偽君子”。
最近幾天，佛羅里達州共和黨籍州長德桑
蒂斯和阿博特為表達對白宮移民政策的不滿，
先後將接收的移民送往馬薩諸塞州瑪莎葡萄園
島及位於華盛頓特區的副總統哈里斯官邸外。
美國總統拜登 15 日指責共和黨人正在“用活人
操弄政治”，而白宮新聞秘書讓-皮埃爾同樣
稱共和黨州長在操弄“非法政治噱頭”，“對
人性不尊重”。

針對白宮言論，阿博特新聞秘書雷尼•埃
茲（Renae Eze）對福克斯新聞形容，白宮就
是由“首席偽君子”領導的。
“白宮裡全是一群偽君子，以‘首席偽君
子 ’ （Hypocrite-in-Chief） 為 首 ， 他 們 經 常
在夜裡偷偷用飛機把移民空運到全國各地。”
至於阿博特將移民送往華盛頓特區之舉，埃茲
說，“這些移民都是自願前往華盛頓特區的，
他們在登車時還簽署了一份多語言版本的免責
協議，表明自己同意前往目的地。”
埃茲透露，這些移民是被聯邦政府“丟棄
”在德州的邊境小鎮的，他們到達華盛頓特區
後受到聯邦政府處理，後來被釋放。

皮查多在給新奧爾良市警察局的一份建議中寫道，“如果
有機會拯救這座城市，讓它成為一個遊客可以聚會和慶祝而不
會成為受害者的城市，那麼現在就必須採取行動。新奧爾良的
居民……也需要並且值得擁有一支讓他們感到安全並在每次撥
打報警電話後都出現在身邊的警察隊伍。”
新奧爾良市警察局發言人表示，重新分配後的巡邏警員人
數將低於皮查多建議的 212 人目標，可能會佔全部警力的 10%
到 20%。
然而，負責解決邊境移民問題的哈里斯堅
稱邊境是“安全的”。就在上週，哈里斯接受
美 國 廣 播 公 司 （NBC） “ 與 媒 體 見 面 ”
（Meet The Press）節目採訪時表示，“邊境是
安全的......我們有著安全的邊境，這是任何國
家的優先事項，包括我們以及我們的政府。”
不過哈里斯也坦承，考慮到過去四年邊境狀況
的惡化，“我們仍有很多問題需要解決”。
阿博特表示：“有意思的是，他們會擔心
幾十人或上百名移民來到他們的城鎮，但我們
每個小時都會接收這麼多移民，幾乎在邊境的
每個社區都有。”
自去年 10 月以來，在南部邊境有記錄的
移民死亡人數就接近 750 人。儘管移民已經經
歷了極其艱難的旅程，但他們來到美國後依然
成了政治立場的犧牲品。

中國新聞
中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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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波及 省市 需防範城市內澇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國國家氣象局主管
的中國天氣網報道，受颱風“梅花”北側倒
槽和冷空氣的結合影響，風雨將波及台灣、
福建、江西、浙江、上海、安徽、江蘇、山
東、河北、河南（東部局地）、遼寧、吉林
等12個省市，甚至不排除在江蘇北部、山東
局地的降雨比登陸點附近還強的可能。
目前，“梅花”對中國的風雨影響正逐
漸展開。台灣北部和江浙滬一帶已經出現明
顯降雨，江蘇東山、張家港及浙江大陳等地
出現短時強降雨。隨着“梅花”北上，未來
幾天台灣北部的降雨將會逐漸減弱，江浙滬
一帶今明兩天則會進入風雨最強的颱風影響
核心時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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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強降雨範圍最廣風力最強

預計 14 日將是颱風帶來的強降雨範圍
最廣，也是風力最強的一天。其中，暴雨及
大暴雨將集中在江蘇南部、安徽東南部、浙
江中北部、上海等地。伴隨着暴雨，這一帶
陸上陣風將達到8至10級，浙江東部沿海等
地局地11級；海上風力更強，東海部分海域
將出現 9-11 級大風，陣風 12 至 14 級，“梅
花”中心經過的附近海面的風力有 12 至 14
級，陣風可達15至16級。
受本次颱風影響，風雨將波及台灣、
福建、江西、浙江、上海、安徽、江蘇、
山東、河北、河南（東部局地）、遼寧、
吉林等 12 個省市，甚至不排除在江蘇北
部、山東局地的降雨比登陸點附近還強的
可能。其中 14 日，除了颱風登陸時其本身
帶來的強風雨，山東東部等地也將有大到
暴雨。至 15 日強降雨區域將會向北轉移到
江蘇、安徽東部、山東東部、遼寧南部一
帶，特別在遼東半島南部等地可能有大暴
雨。
中國天氣網預報說，“梅花”登陸後的
路徑還有不確定性，有可能會在江蘇安徽河
南交界附近停滯或迴旋，需要警惕持續強降
雨帶來的影響。
由於“梅花”核心影響時段在中秋節以
後，恰逢農曆八月十八（13日）前後的天文
大潮期，沿海將有一次明顯的颱風暴潮影響
過程。
中國天氣網氣象分析師王偉躍認為，颱
風中心的北側盛行偏東風的向岸風，會將海
水不斷捲向陸地。目前颱風登陸地點預計是
在浙江的溫嶺到舟山一帶沿海，杭州灣一帶
正好處在偏東風影響的地區，加上它喇叭口
形狀的地形，使得海水容易在這一帶地區積
聚，疊加天文大潮等因素影響，使得這一帶
水位上漲，對持續降雨後的城市排澇工作不
利，需提前做好防範城市內澇的準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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強颱風“梅花”料正面襲浙江
省內啟應急響應Ⅰ級 寧波等地水陸空交通停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莉
杭州報道）今年第12號颱風“梅

香港文匯報記者從浙江省防汛防颱抗旱指
揮部了解到，颱風“梅花”生成後，浙

氣象台 13 日早上已將颱風預警提升至橙

江省沿海各地漁業主管部門已及時發布預警信
息，提前部署漁船回港避風。舟山市漁業應急
管理指揮部要求，全市在港內靠泊碼頭、沖
灘、擱淺避風的船長24米以下的漁船上的人員
必須全部撤離。玉環市港航口岸和漁業管理局
通過無線電設備、衛星電話等設施，提前通知
海上作業漁船回港避風，要求港內漁船在颱風
警報未解除前不得擅自出海航行或生產。截至
9月13日上午11時，浙江省允許在海上作業的
11,680艘海洋漁船均已抵達避風港口。

色預警，僅次於最高級的紅色預警。本

逾一萬五千名海島遊客撤離

次颱風預計登陸地浙江，13 日將防颱風

寧波、溫州等地在落實好漁船回港避風工
作的同時，做好海島遊客撤離工作。寧波市26
條主要客渡運航線全部停航，超 15,000 名遊客
撤離，舟山市70條營運的水上客渡運航線也已
全線停航。
此外，香港文匯報記者從鐵路部門獲悉，
從13日起，長三角鐵路計劃停運滬昆、蕭甬、
京滬等普速線部分列車。下一步，鐵路部門還
將密切關注颱風路徑變化，根據風速雨量和災
害影響程度等實際，動態調整列車開行方案。
而受颱風“梅花”影響，浙江省內三大機場寧
波、台州、舟山已確定取消14日全部航班。14
日之後的航班，也將根據颱風變化情況，及時
向社會發布相關航班信息。
另據@寧波發布消息，14日，寧波汽車中
心站，汽車南站，東站，北站全部公路客運班
線停運。

花”13 日早上加強為強颱風級，最大風
力 14 級，目前正加速向中國華東沿海靠
近，並於 14 日下午至夜間在浙江溫嶺到
舟山一帶沿海地區登陸，預計登陸時強
度為颱風級或強颱風級，且有可能成為
今年以來在中國登陸的最強颱風。中央

應急響應提升至Ⅰ級，並啟動地質災害
Ⅳ級應急響應，做好停航、停課、景區
關閉、人員轉移等防禦應對措施。

◆9月13日，浙江舟山蜈蚣峙碼頭，遊客有序
從普陀山景區撤離。
中新社

◆浙江多地相繼發布禁止觀潮公告。圖為9月
13日，潮水衝擊杭州下沙七格堤壩形成巨浪。

多景區暫停開放 三市宣布停課一天
除鐵路和空港交通外， 由於本次颱風登陸
正值農曆八月十六天文大潮期，紹興市已實施
海塘沿線部分道路限行、關閉水閘堤防設施、
人員勸離等管制措施。浙江多地也相繼發布禁
止觀潮公告，杭州西湖、西溪景區也將臨時關
閉，遊船、觀光車停駛。浙江寧海縣部分水庫
也根據潮位決定開啟預洩洪，提前騰出庫容，
應對隨時到來的暴雨，確保水庫安全運行
浙江舟山、寧波、台州等多個景區也都暫停
開放，寧波寧海灣150餘名遊客、溫州南麂島803

◆9月13日，今年第12號颱風“梅花”臨近浙
江東部海域，舟山嵊泗縣千餘艘漁船全部回港
避風。
中新社
名遊客都已安全撤離，台州市大陳島1,389名遊
客也全部離島上岸。同時，上述三地還發布了全
市各中小學、幼兒園、校外培訓機構14日停課一
天的公告，後續是否停課將視颱風影響再行決定。

民眾可電話求助205支救援隊伍
據浙江省水利廳網站 9 月 13 日消息，當天
上午，省水利廳召開防禦第12號颱風“梅花”
視頻會。消息稱，根據最新氣象預報，今年第
12號颱風“梅花”路徑相對12日向西調整，高
度確定登陸，將正面襲擊浙江並橫穿浙江北
部。颱風“梅花”雨量大，降雨集中，且與11
號颱風“軒嵐諾”的主降雨區高度重疊，恰逢
天文大潮，發生流域性洪水可能性大，防禦工
作面臨嚴峻考驗。
為應對颱風“梅花”登陸可能造成的影響
與災害，浙江省防汛防颱抗旱指揮部13日對外
公布了一份覆蓋全省 11 個市的 205 支社會應急
力量救援隊伍名單。香港文匯報記者發現，名
單中不僅有隊伍名稱、所在地和值班電話，同
時還清楚列明了隊長姓名與手機號碼，需要緊
急救援的人員隨時可以撥打電話求助。
據了解，僅杭州市便有 172 支各類應急隊
伍 600 餘人已做好戰備值守，共配備 600 立方
米以上大型水泵車 67輛、中小型水泵3,261台、
發電機組1,364 台等防汛防颱物資，與227 家應
急物資生產、經銷企業做好防汛物資應急採購
準備。
另外，據悉上海虹橋浦東機場擬取消 11
個航班。

中國經濟
新聞焦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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恒指料見底 港股本周有望反彈
上 周 五 恒 指 收 市 升 逾 2% ， 重 上
19,000 點以上，結束連續 6 個交易日的

◆ 有分析員認
為恒指早前跌
至約 18,800 點
附近，已經大
致反映了多間
歐美央行收緊
貨幣政策對抗
通脹的因素，
港股本周有望
進一步反彈。
資料圖片

跌勢。本周歐美等地都會公布多個經濟數據。
另一方面，路透引述知情人士表示，美國政府
計劃於下月擴大對內地出口高科技生產設備的
限制。對於上述消息，有分析員認為恒指上周
已經見底，本周有望進一步反彈，初步阻力位
在 19,800 點至 20,000 點。
◆香港文匯報記者 岑健樂

本

周全球將有多項重要數據公布，其中美
國將公布通脹數據，對下周美聯儲加息
步伐或有所啟示，此外美國亦會公布原油庫
存、零售銷售、首次申領失業救濟金與工業生
產數據。

通脹數據加息步伐左右後市
內地將公布零售銷售、固定資產投資、工
業生產、失業率與70個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
銷售價格變動情況。至於歐元區則與英國亦會
公布通脹數據，市場關注若兩地通脹持續升
溫，相關央行會否加快收緊貨幣政策的步伐，
加劇環球金融市場波動。
中美關係持續緊張，路透引述知情人士表
示，美國政府計劃下個月擴大向內地出口用於

人工智能和晶片製造工具的生產設備限制。報
道指出，美國商務部將按今年較早前向三間美
國公司，包括科磊，科林研發及應用物料發出
的信件中加入新規定，禁止他們向內地出售可
生產14納米以下先進半導體的設備，除非獲得
美國商務部許可。

打擊。
由於內地繼續推行積極的財政政策與較寬
鬆的貨幣政策，因此他預期恒指不會跌至 3 月
15 日盤中低位 18,235 點，恒指上周跌至約
18,800 點附近已經見底，本周恒指有望進一步
反彈，初步阻力位在19,800點至20,000點。

美續打壓內地科企影響微

恒指阻力位於19800關口

金利豐證券研究部執行董事黃德几 12 日
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恒指早前跌至約
18,800 點附近，已經大致反映了多間歐美央行
收緊貨幣政策對抗通脹的因素，而市場亦已預
期中美博弈不會因為雙方簽署了審計監管合作
協議而停止，因此預期美國政府限制更多高科
技生產設備出口至內地，不會對港股構成沉重

駿達資產管理投資策略總監熊麗萍則表
示，本周全球將有多項重要數據公布，包括美
國公布通脹數據與內地於本周五公布零售銷售
與固定資產投資等數據，亦要關注內地與香港
新冠疫情能否緩和，令投資氣氛改善。她預期
港股維持上落市格局，恒指將主要在18,800點
至19,600點之間上落。

復星：新藥註冊獲受理對業績暫無影響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莊程敏）復星醫藥 12
日公布，旗下控股子公司研發的阿立哌唑口服溶
液的註冊申請，已經獲中國藥監局審評受理。是
次阿立哌唑口服溶液註冊申請是針對治療成人和
15歲以上青少年的精神分裂症。
集團表示，截至 2022 年 7 月，現階段已經
針對該新藥累計研發投入約371萬元人民幣。而
根據統計數據，2021 年度治療上述症狀的同類
產品，於境內的銷售額約10.46億元人民幣。
集團指，該新藥在進行商業化生產前尚需（其
中主要包括）通過GMP符合性檢查、獲得藥品批准
文號等。是次獲藥品註冊申請審評受理不會對集團現
階段業績產生重大影響。集團又指，由於醫藥產品的

行業特點，藥品上市後的具體銷售情況可能受到市場
環境、銷售渠道等因素影響，具有較大不確定性。

車企新能源車銷量飆升
中國多間車廠亦公布8月銷售成績表，東風
汽車 12 日公布，8 月銷量按年增 14%至 209,578
輛；新能源汽車銷量佔36,754輛，按年增長1.65
倍；今年首8個月，東風汽車銷量按年少6.6%至
1,682,166 輛，新能源汽車銷量按年增長 1.68 倍
至196,363輛。
吉利汽車 公布，8 月銷量按年增 39%至
122,635輛，按月則持平；8月新能源汽車銷量佔
42,039 輛，按年增長 4.7 倍，按月增長 15%。吉

◆ 復星表
示已對是次
新藥研發累
計投入約
371 萬元人
民幣。
資料圖片
利上月純電動車銷量按年升 4.3 倍至 28,030 輛，
插電式混合動力車升 3.61 倍至 9,470 輛，油電混
動就賣出4,539輛。
廣汽 亦公布，8 月銷量按年增 78%至 21.78
萬輛，當中新能源汽車佔 30,433 輛、按年增長
1.38 倍。截至今年 8 月，廣汽年內汽車銷量達
158.79萬輛，按年增長19%；新能源汽車銷量佔
17.08萬輛，按年增長1.24倍。

A7

巴斯夫廣東項目
首套裝置投產
香港文匯報訊 巴斯夫（廣東）一體化基地項目
近日在廣東省湛江市啟動全面建設，首套裝置正式
投產。該項目總投資約 100 億歐元，是德國企業在
華投資規模最大的單體項目。 項目建成後，廣東湛
江將成為巴斯夫在全球第三大一體化生產基地。
中新社引述巴斯夫中國新一體化基地全球高級
副總裁、巴斯夫一體化基地（廣東）有限公司總經
理林漢平表示， 對於巴斯夫來說，中國目前是僅次
於美國的第二大市場，擁有巨大的增長潛力。未來
十年，全球化學品需求 60%的增長都將來自中國。
得益於不斷改善的營商環境和不斷擴大的市場准入
政策，在中國市場建立一個一體化基地項目具有重
要意義。

粵外資大項目數量續居前
作為中國改革開放的排頭兵、先行地和實驗
區，廣東擁有完善的產業鏈供應鏈、龐大的消費市
場，始終是吸引全球企業的投資沃土。廣東省商務
廳公布的數據顯示，今年1月至7月，該省資金額為
1 億美元或以上的外資大項目達 33 個，實際利用外
資 91.4 億美元，佔全省實際利用外資的 54.9%，外
資大項目數量和實到外資金額位居前列。
近年來，除了巴斯夫（廣東）一體化基地項目
外，埃克森美孚石化綜合體、中海殼牌乙烯三期等
一批高質量標誌性外資項目，紛紛在廣東加快落地
建設，成為外資穩定增長的重要支撐。同時，廣東
與歐美等發達國家交流合作持續深化，成功引進蘋
果、英特爾、思科、通用、空客等一批高端歐美外
資項目。

滬外貿連續兩月雙位數增長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消息，今年 7 月至 8
月，上海市外貿連續兩個月保持兩位數增長，進出
口額已由上半年同比微降轉為前 8 個月同比增長
4.8%，對中國 7 月至 8 月進出口增長的貢獻率達
15.9%。
今年7月，上海月度進出口額首次突破4,000億
元（人民幣，下同），達 4,042.2 億元，同比增長
23.0%；8 月，上海進出口額同比增長 15.8%。前 8
個月，上海累計進出口額達2.7萬億元，約佔同期中
國進出口總量的十分之一。
在今年二季度遭遇嚴重疫情的困難條件下，上
海外貿仍實現了快速復甦。對此，上海海關相關負
責人表示，以上海為代表的長三角地區，具有先進
製造業集聚度高、產業鏈供應鏈抗壓性強、口岸物
流服務能級大等優勢，外貿保穩提質具有堅實基
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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僑委會全球僑胞服務數位平臺
為僑胞提供快速便捷的服務
【本報訊】僑務委員會委員長童振
源 2020 年 6 月上任初始，即將 「數位總
機」 概念帶入僑務工作，創新推出 「全
球僑胞服務數位平臺」 ，啟用至今逾 2 年
，海外各地 38 處僑務據點 LINE 專線，
24 小時零時差回覆全球僑胞各項正確資
訊，強化僑委會與海外僑胞之聯繫與服
務。
全球僑胞服務數位平臺運用 LINE 免
費跨國聯繫之特性，提供全球僑胞便捷
聯繫之單一窗口，以僑委會為基點設置
數位總機，加上海外 38 個派駐僑務工作
人員據點，分別設置 LINE 服務平臺，以
全球最大化方式滿足僑胞需求，大大提
升僑胞獲取各項諮詢、陳情及建言等相
關服務的便捷性，快速回應解除僑胞遇
到的疑難雜症，推出以來，頗受各地僑
胞好評。
5G 時代來臨，加上這 2 年的新冠肺炎疫情，運用社群媒體優化僑務服務儼然成為趨勢。童振源表示，透過 「數位總機」 提供僑胞便捷跨國服務，除了貼近僑民需求、凝聚僑心，更能結合各部會
與臺灣社會資源，深度服務僑胞，導入僑力，壯大臺灣。
僑務委員會 Line 專線（ID：Taiwan-World）提供僑務事項諮詢、建言及服務；海外 38 個僑務據點專線提供各轄區僑務事項諮詢、建言及服務，各地區數位總機 Line ID 請上僑委會官網查詢，歡
迎全球僑胞多加利用。

( 為食書生
為食書生）
） 榮記燒烤 揚名美澳 楊楚楓
拙文題目中的 「澳」 字，是澳門的名字。澳門又名蓮城馬交，中
葡串寫為 Macau, 是葡文音譯， 乃中國廣東省中山縣鄰近的 一個小漁
港。四百多年前，被來自歐洲的葡萄牙人航經到此，目視風光如畫、
天朗氣清，是漁業發展及通往中國大陸的一塊寶地，於是通過對腐敗
無能的滿清政府的威迫利誘，割讓澳門給其為殖民地。尤幸到了 20 世
紀的晚期的 1999 年，中國已是巨人一樣，屹立於世，通過跟葡國多次
協商，南海明珠的馬交，終於物歸原主，回到祖國懷抱。
由那一刻起，澳門便以 「東方蒙地卡羅」 賭城的大名，每時每刻
，深深地吸引着海外及中國大陸萬千遊客，到澳門賭場耍樂。不過單
一的經濟體系，終非一個城市的謀生途徑。為此，澳門政府力推兩項
旅遊項目，來吸引各地各界旅客訪澳。首先是每年 10 月的車聲隆 的澳
門賽車比賽。另一項就是十二月的美味飄香的美食節。此兩頂民間活
動，近年均能為澳門的旅遊事業，添加色彩。
本人楊楚楓，乃休市 「為食書生」 ，出生自澳門，儘管移民來美
45 年，但由於青年追隨家父於休市從事飲食行業，因此向來對於澳門
的美食節，予以重視。每年的飲食節期間，我都會把美國華人經營出
色的食店的名號及經歷，撰成文字，發表在澳門的報刊上，讓遠方的
澳門居民，也對美國的唐餐廳，有所認識。
記得前年的一次，我把休斯頓市唐人街上赫赫有名的燒烤食肆新
榮記，予以介紹。我之所以挑選新榮記，全因為我跟該店老闆陳定泉

師父，有段港客情緣。48 年前我還在香港可口可樂汔水公司廣告部任
職時，午餐這頓飯，不時會跟同事一起，去到九龍新浦崗一間名叫國
華的大型酒樓，點食他的馳名午市飯： 义燒火鴨雙拼飯。它是國華酒
家的招牌菜，十個食客來到，至少有 7 位會叫上這份餐，它不單味道
濃厚，還有例湯奉送，所以我對它愛不擇手，而通過樓面伙記的介紹
，認識了國華酒樓燒烤部的新紥師兄，他就是今時今日的新榮記飯店
老闆陳定泉師父。30 年後在休市，我賣去自己經營 30 多年後的李家
莊、岳陽樓酒家後，到唐人街上的中國餐廳當上經理，巧遇陳定泉師
父，在店中當燒烤大廚，目睹他每天提前在早上九時，便回到中國餐
廳，備戰燒肉、燒鴨、义燒、乳豬等工序。那個時候，中國餐廳的燒
味出品，可以說是譽滿全城，這跟陳定泉師父的一流技藝，有着絕對
關係。我倆在事隔隔三十年後，也可以在異邦再度相逢，亦是一份緣
份。
稍後，中國餐廳的老細陳氏夫婦，有意到別處發展，遂以把酒家
高價賣出，而陳師傳也跟著離開，到黃金商塲內的 HMart 超級市場內
的食品部擔任燒烤師父，我也隨影隨形，不時到哪裡進食。三年後，
得知陳師父跟其胞妹嫦姐，合力經營新榮記飯店。我當然是聞香而至
，轉眼之間，己有 四年多時間，享受陳師父的出色燒烤傑作，也不斷
向親朋戚友、休市食家宣介，務必造到美味共享，其門若市呀！

GMCC萬通貸款
www.gmccloan.com

Nmls# 254895

CA Dre 0150902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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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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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州十個分公司, 全美25州提供租賃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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