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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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伊朗女子被捕後身亡掀抗議伊朗女子被捕後身亡掀抗議 當局鎮壓恐已逾當局鎮壓恐已逾3030死死
（ 綜 合 報 導 ） 伊 朗 庫 德 族 女 子 艾 米 尼

（Mahsa Amini）疑因未戴好頭巾遭宗教警察逮捕
後去世，在伊朗各地引發動盪，至少造成17人死
亡。人權團體今天更宣稱至少已有31名平民喪命
。

法新社報導，22歲的艾米尼上週去世的消息
引燃眾人怒火，伊朗出現近3年來最大規模的抗
議潮。從社群媒體上廣泛流傳的影片中，可聽見
抗議者大喊 「獨裁者去死」，以及 「女性、生命
、自由」等口號。

美國財政部今天將伊朗宗教警察列入制裁黑

名單，要該單位為艾米尼之死負責，並稱其 「對
伊朗女性施行虐待和暴力，以及侵犯伊朗和平抗
議者的權利」。

一些伊朗女性焚燒自己的頭巾，並象徵性地
剪去頭髮，藉此抗議嚴格的服儀規定。從紐約
（New York）到伊斯坦堡（Istanbul）也出現抗議
聲援活動。

伊朗當局連續6晚在30座城鎮暴力鎮壓抗議
者，總部位在挪威奧斯陸（Oslo）的非政府組織
（NGO） 「伊朗人權」（Iran Human Rights）表
示，至少31名平民死於鎮壓。

「伊朗人權」的阿米瑞-莫加達姆
（Mahmood Amiry-Moghaddam）指控，伊朗人
民集會爭取自身基本權利和人性尊嚴，政府卻以
子彈來回應他們的和平抗議。

伊朗革命衛隊（Revolutionary Guards）今天
則要求司法機關起訴 「散播假新聞和謠言者」，
顯然是為了平息全國抗議潮。

路透社指出，伊朗革命衛隊的警告，顯然暗
示這支菁英武力準備加強鎮壓示威。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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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2022 National Voter
Registration Day is Tuesday,
September 20th. KPRC TV,
the Houston Chronicle and
Southern Chinese Daily are
partners with the League Of
Women Voters of Houston to
get voters to register at
locations all over the city. The
LWV-Houston had more than
35 volunteers helping the
people fill out the form or link
to QR codes.

The last day to register
to vote in Texas for the
November election is October
11, 2022. Early voting in
Texas begins on October
24th and ends on November
4th. Election Day is Tuesday,
November 8th.

National Voter
Registration Day is a

nonpartisan holiday
celebrating our democracy.
Since 2012 to the date,
nearly 4.7 million voters have
registered to vote on the
holiday.

We are here to urge all
our people to go register and
go to vote. This is our right as
well as our responsibility.

In the coming election it
is very important for our
nation’s future. We are
currently facing many serious
challenges with many issues
and we need to have new
leaders to lead us to a
brighter future.

Our SNG office line is
open for any questions you
may have. The number is
281-498-4310. 0909//2121//20222022

We Support National Voter Registration DayWe Support National Voter Registration Day

九月二十日星期二是全
美投票日宣傳活動， 休斯顿
電視台及紀事報， 美南日報
聯合婦女投票聯盟，共同宣
掦市民們登記投票， 並且有
數十位志願者，在許多登記
地點指導大家如何登記投票
。全美各地十一月份，期中
選最後登記日是十月十一日
， 並且可以從十月二十四日
到十一月四日預先投票， 真
正之大選日是十一月八日星
期二。全國投票日宣傳活動
自二O一二年舉辦以來，已
經有四百七十萬人登記， 這
項由婦女選民聯盟，發起之

群眾活動，是一個非黨派之
行動，旨在呼籲大家前往踴
躍登記為選民。我們更要在
此大聲疾呼，華亞裔同胞一
定要去登記， 完成美國公民
之權利和義務。十一月份之
期中選舉，將是非常關𨫡 性
之選舉 ，民主共和兩黨在國
會參眾議院，將有一塲激烈
競爭， 鹿死誰手尚難預料，
我們今天成了關鍵性之少數
，可能是決定勝負之票源。
美南日報及美南電視，竭誠
為大家提供服務， 請致電：
281-498-4320 查詢

全國投票日登記活動全國投票日登記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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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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美國總統拜登說了一句 「若中
國侵台，美國會派兵協助」後，美國空軍司令
、海軍第七艦隊副司令等人不約而同地發聲贊
成，尤其，韓美聯合軍司令、聯合國軍司令及
駐韓美軍司令一人兼三職的保羅‧拉卡梅拉首
度表示 「美軍正在籌劃計畫中」，引起南韓媒
體的關注。

19日，在韓美研究所舉辦的視訊研討會中
，保羅‧拉卡梅拉的談話，立即受到南韓最大
報之一的《東亞日報》的極度熱議並以社論指
出，身為駐韓美軍司令怎能與南韓政府 「不商
量」，自行宣佈？南韓不僅未受到尊重，並且
「問題多多」。第一、如果，台海有事， 「抽

出」駐韓美軍去支援，出現對北韓的抑制力空
缺，誰來負責？第二、南韓直接或間接介入，
若中國大陸採取報復，又有誰承擔？

韓國人對美國提出的疑問，並非無理。確
實，70多年來，因美國派兵參與韓戰死傷不計
其數，南韓一直感謝美國，並且常把 「血盟」
掛在嘴角不忘恩。但是，現在的年輕人早已忘
記這段 「歷史」，一切以國家利益為最優先，
感覺美國總喜歡抱住 「舊情綿綿」不放。

朴槿惠執政時期受到美國 「壓力」配置的
薩德基地，經過文在寅政府的 「暫停」之後，
稍微 「安靜」下來的議題。沒想到，尹錫悅新
政府上台，美國馬上又與中國大陸重新展開薩

德之戰，在尹錫悅的配合下，目前來看，拜登
略勝一籌。

無可諱言，駐韓美軍是 「良藥」也是 「毒
品」。在南韓政黨從保守與進步不斷輪替下，
保守政府認為駐韓美軍有助於沒有 「核武」的
南韓軍力對抗北韓，這也是現任總統尹錫悅的
主張。然而，文在寅執政5年來，可以說 「文
金會」2人跳華爾滋，有史以來，首度也讓美
國總統川普加入 「川金會」，一起跳恰恰。搞
得文在寅在鎂光燈下，風光一時。

19日是文在寅登陸平壤，與北韓國務委員
長金正恩簽署 「平壤宣言」與 「軍事協定」的
日子，文在寅卸任4個月後首次對外公開發言
，要求尹錫悅繼承他的簽署。不幸，被尹錫悅
的一句 「班上朋友很多，怎會只找一人做朋友
」拒絕。南韓政黨輪替了，歷屆總統都謀求與
北韓改善關係，但是都失敗落幕。

日前反對黨 「民主黨」國會議員質詢，為
何縮減軍人的內褲、汗衫費用？總理回答是
「貨真價實」。讓這位國會議員面紅耳赤道歉

，因為前朝徇私枉法所致。
由此觀之，南韓換總統換政黨，是給人民

圖利，不是給特定政黨發財。也因為不管藍或
綠，政黨輪流執政，讓選民親眼目睹國會議員
或要選縣市長、議員私人的品德與學識水準，
該淘汰就淘汰，選賢與能。

動用駐韓美軍 南韓不同意

普丁下達軍事動員後
俄國青年開始 「潤」 往邊界

(本報訊）星期三，俄羅斯總統普京宣布
「進行部分軍事動員」，以召集 30萬後備軍

人參加戰爭，這個命令立即在俄國內部發生不
良影響，有些人上街頭反戰示威，有些人試圖
逃離。

BBC 報導，雖然克里姆林宮表示，有關
適齡男子逃離徵召的報導被誇大了，但是與俄
國與喬治亞的邊界上，已經形成了長達數公里
長的車隊，他們想要試圖逃離戰爭。

一名不願透露姓名的男子告訴 BBC 記者
，他在得知普丁總統宣布軍事動員後，立即拿
起護照前往邊境，甚至匆忙的沒有打包其他任
何東西，因為他很可能被點名上戰場。

有人說， 「為了避免被選中，我會做任何
事情，可能折斷我的胳膊，或是打斷我一條腿
，我就是不要上戰場。」

喬治亞是俄羅斯人無需申請簽證，即可入
境的少數幾個鄰國之一，因此喬治亞就成了出
逃最方便的目標。目擊者估計，離檢查站的汽
車隊伍長達5公里，可能示需要7個小時的等
待才能越過邊境。

芬蘭也是個選項，兩國有1,300 公里的邊
界，但是要進入芬蘭需要旅行簽證，所以人潮
沒有喬治亞那麼多，但是也有增加。

出境的機票已是一票難求，不管目的地是
伊斯坦堡、貝爾格勒，或是杜拜都很搶手，一
些目的地完全售罄。土耳其媒體報導稱，單程
機票銷量大幅飆升，而剩餘的飛往非簽證目的
地的航班，可能要花費數千歐元。

莫斯科和聖彼得堡這幾個俄羅斯主要城市
出現反戰抗議活動，據報導有 1,300 人被捕。

俄羅斯官員堅稱，徵兵只僅限於曾經完成
兵役的人，也就是動員後備軍人，但是在俄羅
斯內部，很多人都猜測，這已經是個明顯的信
號，俄國的戰事不利，需要更多的軍事動員，
就算現在只是後備軍人，但往後也會動員到其
他青年男人。

俄國獨立媒體《新公報》(Novaya Gazeta)
，在俄烏戰爭後已將其業務轉移到歐洲，據該
報所說，普丁的動員法令還有一些額外的條款
，可以擴增動員部隊人數達到100 萬人，而不
是報導的30萬。

緬甸軍政府為緝拿”叛亂份子”, 派遣兩
架武裝直升機mi -35從空中俯衝攻擊西北部實
皆省一所寺廟裡的學校，當時200多名學生正
在上課,空襲持續近一小時,學校屋頂被掀翻，
11名幼童被亂槍打死,屍首散落各處，書本書包
和涼鞋都沾了血跡, 慘不忍睹!

悲哉! 緬甸軍政府為殘殺異己,竟然連學校
學童都不放過,實在是太殘酷血腥了。自2021年
的2月1日緬軍發動軍事政變，強行逮捕了包括
翁山蘇姬在內的全國民主聯盟的政府領導人，
宣稱將代理攻府,實施一年的軍事統治,這是緬
甸民主的悲哀,因為軍方武力行動不啻強化了專
橫無情的形象，十分令人不恥,但現在軍政府已
統治了一年七個月,軍方沒有何還政於民的計劃
,反而以煽動和違反新冠防疫規定判處翁山蘇姬
4年徒刑,隨後翁山素姬又遭到包括煽動群眾、
違反防疫、涉嫌違反機密、貪污腐敗、選舉舞
弊、非法進口、持有無線電通訊設備等12項指
控,軍事法庭並宣判翁山蘇姬數項罪名成立，判
處4年有期徒刑, 上個月15日又被判處6年監禁
。

軍人是屬於國家的,軍人的天職是捍衛國家
主權與領土, 並保護家庭與人民安全,沒有任何
理由發動政變奪權,然而緬甸軍方強行奪權, 那

是真正踐踏民主與濫用法治, 可憐可悲的緬甸
人民遭此國難，求訴無門，只能認命, 只能屈
服,據估計有1500人在暴力抗議中被打死。

更可悲的是，為了鎮壓統治,兒童也一直受
到無區別襲擊。對兒童來說，這裡無疑是人間
地獄，他們越來越多地成為部隊殺戮、爆炸、
焚燒、酷刑和任意逮捕的目標, 就像他們的父
母和其他成年公民一樣，他們沒有安全之處可
以容身。無論是在學校、流離失所的營地、醫
院、宗教建築還是在自己的家中，他們都被軍
政府的部隊殘酷殺害、癱瘓和逮捕，或者被迫
逃離軍政府的襲擊、空襲和炮擊。

隨著軍政府繼續在全國開展恐怖活動，對
兒童進行這種蓄意的、致命的襲擊和暴力事件
的數量每天都在增加。根據聯合國緬甸人權狀
況特別報告員在今年6月聯合國人權理事會會
議上提交的一份報告，自政變以來的一年半時
間裡，至少有382名兒童被殺害或致殘，1400
多名兒童被任意逮捕，142名兒童遭受酷刑。

令人痛心的是，當緬甸孩童被殺害時，世
界竟視而不見, 現在聯合國正在紐約召開大會,
但願以美國為首的各國代表能伸張國際正義,在
大會上採取有效的制裁行動，將緬甸軍政府罪
行繩之以法!

【李著華觀點 : 悲傷的學童
緬甸軍政府殘殺無辜幼兒豈有此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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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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嘴仗之後，歐盟停發對匈牙利75億歐元援助資金

綜合報導 歐盟委員會建議，暫停向

匈牙利提供75億歐元援助資金，理由是

擔心匈牙利的腐敗問題。

歐盟委員會此舉正值歐盟和匈牙利

爭吵愈發激烈之際。

近幾個月以來，歐洲議會和多家非

政府組織壹直在指責匈牙利政府嚴重腐

敗、不斷濫用權力和多次侵犯人權，包

括言論自由、宗教自由、結社自由、平

等權和性少數群體的權利。匈牙利方面

明確否認所有指控。

歐洲議會在壹份不具備約束力但極

具象征意義的報告中聲稱，匈牙利已不

再是壹個“完全民主”國家，歐盟需要

對此“采取行動”。匈牙利外長西雅爾

多則公開表示，歐洲議會應該處理歐盟

的實際問題，比如當前的能源危機，而

不是對匈牙利“重復各種錯誤的指控”

。 匈牙利總理歐爾班16日則將該決議

稱為壹個“無聊的笑話”，稱“他們

（歐洲議會議員）這麼做是為了自娛自

樂，我們對此並不在意”。

此次歐盟委員會的提案仍以擔心

匈牙利的腐敗、違反法治為由展開。

據報道，歐盟預算專員哈恩（Johannes

Hahn）稱，“（匈牙利）違反法治損

害歐盟基金的使用和管理”，“我們

不能斷定歐盟預算得到了充分保護。”

他稱匈牙利公共采購法中存在系統性

違規行為、針對利益沖突的保障措施

不足、有效起訴不足以及其他反腐敗

措施存在缺陷。

哈恩稱，“今天的決定清楚地表明

了委員會保護歐盟預算的決心，並利用

我們掌握的所有工具來確保這壹重要目

標。”

哈恩表示，歐盟委員會建議暫停歐

盟2021-2027年預算中專門用於匈牙利的

凝聚力基金的約三分之壹，即75億歐元

。路透社稱，這相當於匈牙利2022年預

估GDP的5%。

哈恩還稱，匈牙利最近承諾解決

歐盟提出的批評，這是朝著正確方向

邁出的重要壹步，但仍必須轉化為新

的法律和實際行動，才能讓歐盟放心

。據他所說，匈牙利方面已承諾采取

壹攬子 17項改革措施來解決歐盟的擔

憂。

據報道，歐盟成員國有壹個月的時

間對提案做出決定，並可選擇將時間延

長最多兩個月。壹位歐盟官員周三（當

地時間9月14日）表示，延期是可能的

，前進需要獲得“合格多數”（即至少

55%的歐盟國家代表和至少65%的歐盟人

口）的支持。

自12年前奉行“非自由民主”的歐

爾班就任總理以來，匈牙利與歐盟壹直

在法治、少數群體權益等問題上存在爭

端。俄烏沖突則對雙方的關系進壹步提

出了考驗，被視為“普京盟友”的歐爾

班始終反對歐盟對俄羅斯石油和天然氣

的制裁，並最終使歐盟淡化了其制裁方

案。

新冠疫情暴發後，歐盟便制定了

“制約機制”，將成員國是否遵守聯盟

內的“法治和民主原則”與資金撥付掛

鉤，用以懲罰歐盟認定在“民主”方面

有問題的成員國。

匈牙利曾就此在歐洲法院提出申

訴，認為該機制侵犯了成員國在歐盟

條約框架下享有的權利。但歐洲法院

今年 2 月駁回申訴，認定歐盟可以以

成員國“違反歐盟法治原則”為由暫

停資金撥付，歐盟必須具備捍衛價值

觀的能力。

4月初，歐爾班確認第四次連任總理

的幾天後，歐盟宣布將針對匈牙利啟動

“制約機制”程序。7月末，歐盟委員會

給匈政府下了“最後通牒”，限壹個月

的時間來處理其問題，否則歐盟將暫停

匈牙利2021-2027年的歐盟經費。彭博社

稱，這壹程序或涉及超過400億歐元的

歐盟資金。

8月底，匈牙利政府提出相關反腐措

施，其中包括建立壹個新的機構來監督

歐盟資金的支出，並修改匈牙利的公共

采購法律。匈司法部長瓦爾加（Judit

Varga）上周已與歐盟官員會面，討論該

方案。

匈牙利是歐盟資金的凈流入國。根

據歐盟反欺詐辦公室（OLAF）的數據，

2015-2019年期間，匈牙利的歐盟資金支

出中有近4%存在違規，這是迄今為止27

個歐盟國家中比例最高的。

墜落英國的隕石中發現地外水
綜合報導 據報道，去年墜

落在英國的隕石中發現了地外

水。

這顆隕石於2021年 2月墜

落在格洛斯特郡溫奇科姆鎮的

壹條車道上，報道稱它提供了

有關地球浩瀚海洋中的水來自

何處的線索。

英國自然歷史博物館行星

材料組的研究員阿什利 · 金

表示，大約 12%的隕石樣本

由水組成，這些水的組成與

地球海洋中水的組成“非常

非常相似”，“這是壹個很好

的證據，證明如

果有像溫奇科姆

鎮隕石這樣的小

行星和天體墜落

，將對地球海洋

作出非常重要的

貢獻。”

金博士還證

實，這是第壹次

在英國墜落含有地外水的隕石

。由於這塊0.5公斤的隕石在墜

落後12小時內被迅速回收，因

此它也是迄今為止收集到的汙

染最少的樣本。

“我們總是試圖將水、隕

石和其他地外物質的組成與地

球上水的組成相匹配。”金博

士說，“對於大多數隕石來說

，我們面臨的挑戰是它們只是

被汙染了，而對於溫奇科姆鎮

的這塊隕石，我們知道它的確

沒有被汙染，所以這是壹個很

好的證據。”

地球上的水來自哪裏？有

假設認為彗星或小行星是主要

來源。金博士稱，數據表明，

彗星上的水與地球上的不匹配

，而溫奇科姆鎮隕石水的成分

更匹配，這意味著小行星，或

碳質小行星，可能是太陽系內

部和地球的主要水源。

分析表明，這塊隕石來自

木星附近的壹顆小行星。它形

成於大約46億年前，花了大約

30萬年才到達地球。

目前，地球上已知的隕石

大約有65000顆。在溫奇科姆

鎮發現的隕石是英國已知的第

壹顆碳質球粒隕石，也是30年

來在英國全國範圍內發現的第

壹顆隕石。

世界目前最快電動機造出
每分鐘十萬轉 有望解決電動汽車續航難題

綜合報導 據報道，該校研究人員開發出壹種新型電動機，可實現

每分鐘100000次的轉速。新設計實現的高功率密度可幫助減輕電動汽車

重量，從而增加續航裏程。

世界各地電動汽車制造商壹直在尋找解決電池供電車輛的續航裏程

難題。其中壹種選擇是增加電池組的尺寸，但這同時增加了車輛重量，

產生更多需解決的問題。另壹種選擇是減輕電動機的重量，高速旋轉的

電機可縮小尺寸，這不僅能減輕重量，還可降低能耗，可增加相同電池

組的電動汽車續航裏程。

電動汽車牽引驅動中使用傳統內置式永磁同步電機(IPMSM)，其將

磁鐵嵌入轉子中以產生強大的扭矩。現有的IPMSM由於轉子中的薄鐵橋

而遭受低機械強度的影響，這限制了它們的最大速度。研究人員使用了

壹種新的轉子拓撲結構，不僅提高了電機的穩健性，而且還將生產電機

所需的稀土材料減少了70%。

新南威爾士大學研究人員使用人工智能輔助優化程序，評估了電、

磁、機械和熱等各方面性能以優化電動機設計。

團隊對90種設計方案進行了評估，然後選擇其中前50%來生成新設

計，並重復疊代過程，直到達到所需的最佳效果。最後壹個電機設計是

該程序分析的第120代，最終實現了每分鐘100000轉的絕對最大速度和

每公斤7千瓦的峰值功率密度，是現有層壓IPMSM高速記錄的兩倍，成

為有史以來最快的IPMSM。

除電動汽車外，該電機還可用於使用高速壓縮機以及高精度數控機

床的大型供暖、通風和空調系統，或作為集成驅動發電機部署在飛機發

動機內部，為電氣系統提供動力。

新電機與現有技術相比還具有顯著的成本優勢，大多數高速電機使

用套筒來加強轉子，該套筒通常由鈦或碳纖維等高成本材料制成。而新

轉子具有非常好的機械堅固性，因此不需要套筒，且只使用約30%的稀

土材料，成本大幅降低，從而使高性能電機更加環保和實惠。

供電出故障
南非再次面臨大規模斷電
綜合報導 南非國家電力公司說，由於供電設備老化、維護不善並

出現故障，南非再次面臨大規模斷電。

南非國家電力公司首席執行官安德烈· 德呂泰爾當天宣布“將大幅

削減負荷”，今後幾天有計劃地中斷供電。

德呂泰爾呼籲民眾節約用電，晚上關閉辦公室照明，在用電高峰時段關

閉遊泳池的水泵和熱水器。“如果每個人都發揮自己的作用，我們就能設法

滿足需求。”德呂泰爾同時承認，大幅提高發電量“需要些時間”。

南非限電等級共分八級，目前已達到六級，這意味居民和企業將面

臨每天停電數小時。南非國家電力公司首席運營官讓· 奧伯霍爾澤說，

六級限電將持續至有足夠多的發電機組恢復運轉。

南非上壹次實施六級限電是在今年6月，那時南半球正值冬季，能

源消耗和發電壓力增大。隨著9月春季來臨、氣溫上升，民眾取暖需求

降低，通常用電需求會下降，南非國家電力公司以往會利用這段時間關

閉發電機組進行維護，但近期故障頻發導致發電量銳減。

科學家認為系外行星水世界
可能比我們想象的更普遍

綜合報導 水是地球上所有生命都需

要的東西。此外，雨水到河流到海洋再到

雨水的循環是維持我們星球穩定和宜人的

氣候條件的壹個重要部分。當科學家們討

論在整個銀河系尋找生命跡象的地方時，

有水的行星總是排在首位。

根據新的研究，更多的行星可能比以

前認為的有大量的水。然而，這些水的大

部分可能被嵌入巖石中，而不是存在於表

面海洋當中。由於望遠鏡儀器的改進，科

學家們正在發現越來越多系外行星的跡象

。有了更大的樣本量，科學家能夠更好地

識別這些系外行星模式。

加那利群島天體物理研究所和拉古納

大學研究人員，決定對壹組行星進行研究

，這些行星被視為圍繞著壹種叫做M型矮

星的恒星。這些恒星是主序中最小和最冷

的壹種恒星，也是我們在銀河系中看到的

最常見的恒星。迄今為止，科學家們已經

對它們周圍的幾十顆行星進行了編目。

通過捕捉壹個行星在其恒星前面穿過

時產生的陰影，天文學家可

以確定該行星的直徑。通過

測量行星對恒星施加的微小

引力，天文學家可以計算出

其質量。科學家們可以通過

結合這兩項測量來了解該行

星的構成。也許它是壹個像

木星那樣主要由氣體組成的

大而美的行星，或者像地球

那樣是壹個小而密集的巖石

行星。

很大壹部分行星的密度

表明，它們的體積太輕，不

可能是由純巖石組成的。相反，這些行星可

能是類似於壹半的巖石和壹半的水，或者其

他更輕的分子。然而，這些行星離它們的太

陽如此之近，表面上的任何水都會以超臨界

氣態階段存在，這將擴大它們的半徑。但是

研究人員在樣本中沒有看到這壹點，這表明

水不是以表面海洋的形式存在。

相反，水可能混合在巖石中或存在於

地表以下。這些條件將與木星的衛星歐羅

巴相似，後者被認為在地下有液態水。這

壹發現與在過去幾年中逐漸失寵的系外行

星形成理論相吻合，該理論認為許多行星

在其太陽系較遠處形成，並隨著時間推移

向內遷移。想象壹下，在遠離恒星的寒冷

條件下，巖石和冰塊形成在壹起，然後被

恒星的引力慢慢向內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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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前總統川普、其家族企業和他的3名成
年子女今天遭紐約州檢察長起訴，因為他們在長達10年間對銀
行和保險公司說謊，為川普的資產數字灌水。

法新社報導，紐約州檢察長詹樂霞（Letitia James）表示，
川普在孩子以及川普集團（Trump Organization）其他人的幫助
下，提供虛假的淨資產報表與虛假的資產估值， 「以獲取和償
還貸款、取得保險給付並繳納較低的稅款」。

「簡言之，他為了牟取巨額利益而說謊。」

這項全面調查是對川普的眾多刑事、民事和國會調查之一
。川普正放眼在2024年再次逐鹿白宮。

川普拿出慣用的辯護詞，稱這起訴訟是針對他的 「另一場
獵巫」，發言人則譴責這是民主黨人針對這位共和黨商人的政
治動作。

詹樂霞辦公室要求川普繳納至少2.5億美元（約新台幣79.5
億元）罰款——她說這筆錢是他從欺詐中賺取——並禁止川普
的家人在紐約州經營企業。

她還強烈主張川普和川普集團5年內不得在紐約州購買商
業不動產。

詹樂霞在聲明中說： 「他所謂的淨資產的基礎，根植於令
人難以置信的詐欺和非法行為。」

詹樂霞表示，她的辦公室沒有權限提出刑事控訴，正在根
據這3年的調查，向司法部和國稅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
）提出刑事轉介。

聯準會升息效應 美國房屋銷售量跌至兩年來新低

若北京因攻台被制裁
美三大銀行承諾會退出中國

（綜合報導）全美房地產經紀人協會今天公布的產業數據
顯示，在房貸利率攀升之際，美國8月成屋銷售量跌至兩年來
新低，連續7個月呈下滑趨勢。

法新社報導，全美房地產經紀人協會（National Associa-
tion of Realtors，NAR）指出，美國8月成屋銷售量較7月下降
0.4%，包括各種房屋及公寓。

在全美房地產經紀人協會發布這項數據後，美國聯邦準備
理事會（Fed）今天再宣布升息3碼，借貸利率將提高，恐進一
步衝擊房市。

全美房地產經紀人協會首席經濟學家勞倫斯．尹（Law-
rence Yun）指出： 「房地產業對聯準會利率政策改變最為敏感
，也受到最立即的衝擊。房屋銷售疲軟，反映出今年房貸利率

攀升的結果。」
在先前COVID-19（2019冠狀病毒疾病）疫情期間，美國

房市一度火熱，在聯準會降息救市後，房價不斷飆高，但在聯
準會今年為抗通膨開始升息後，房屋銷售受到打擊。

川普膨脹資產價值牟利川普膨脹資產價值牟利 遭紐約州檢察長起訴遭紐約州檢察長起訴

（綜合報導）摩根大通、美國銀行與花旗銀行三家美國大
型金融企業執行長今天在聯邦眾議院聽證會上承諾，如果北京
攻台，會遵守美國政府規範，退出中國。

美國聯邦眾議院金融服務委員會（House Financial Services
Committee）今天邀集摩根大通集團（JPMorgan Chase）執行長
兼董事長戴蒙（Jamie Dimon）、美國銀行（Bank of America）
執行長兼總裁莫尼罕（Brian Moynihan）與花旗集團（Citi-
group）執行長佛瑞塞（Jane Fraser）舉行聽證會。

密蘇里州共和黨籍眾議員路克邁爾（Blaine Luetkemeyer）

今天的質詢重點放在美國大型金融機構在向俄羅斯、中國這類
不友善國家投資。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後，美國宣布制裁俄羅
斯，禁止美國銀行與俄羅斯金融機構往來。

路克邁爾說，俄羅斯的經驗顯示投資專制國家具有極大風
險，這些金融機構在當地的投資相當程度上支持該國經濟。近
來中國不斷以軍事演習和激烈言詞威脅美國盟友台灣。如果中
國共產黨執行入侵台灣的威脅，三大銀行是否準備將投資撤出
中國。

莫尼罕在答覆時表示，會依循政府規範，過去數十年來是

與中國合作（to work with China）， 「若他們（指美國政府）
改變立場，我們會立即跟進，就像我們在俄羅斯一樣」。佛瑞
塞與戴蒙也響應莫尼罕的說法。但佛瑞塞也指出， 「非常希望
這不會發生」。

在俄羅斯軍事入侵烏克蘭後，國際對台灣海峽安全高度關
注。美國聯邦眾議院議長裴洛西（Nancy Pelosi）8月初訪台後
，北京一連串軍事演習與恫嚇更升高台海緊張局勢。美國總統
拜登（Joe Biden）18日接受美國媒體專訪時第4度公開表態，
若台灣遭受襲擊，美軍願協防台灣。

畫面曝光！美聯航班機空中起火掉碎片 256人驚險迫降
（綜合報導）一架飛往巴西聖保羅（Sao Paulo）的飛機起

飛後不久，機身突然竄出橘紅色火光，於當地22日清晨緊急返
回原機場。

綜合外媒報導，美國聯合航空公司一架載著256人的
波音777於週三晚間從紐瓦克機場起飛，預計飛往巴西聖保羅

，不料飛行途中飛機竟發生故障，導致機身冒出火光，還有碎
片掉落，被迫在起飛約1小時30分鐘後，返回紐瓦克機場緊急
降落。

航空公司經初步檢查後判定是飛機液壓系統出現問題，導
致燃料不停在空氣中劇烈燃燒的驚險畫面，航空公司也重新安

排旅客搭乘當天上午另一架飛機前往目的地。
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FAA）已就這起21日晚間從紐瓦克

機場起飛又折返迫降的美聯航149航班事故展開調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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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奧運會受賄案雪球越滾越大
綜合報導 針對東京奧組委執委會

前委員高橋治之受賄案的調查近日又

有新的進展，另壹家日本廣告巨頭企

業ADK（旭通DK）也涉嫌在高橋治之

的私下運作下，成為東京奧組委的外

包企業並非法獲利。

《日本時報》報道，東京地方檢

察廳特別調查小組懷疑高橋治之鼓

勵電通公司選擇ADK成為其合作夥

伴，負責贊助商業務的外包服務。

電通公司是東京奧組委的獨家營銷合

作夥伴，而高橋治之曾經是電通公司

的高管。

2018年，日本最大的停車業運營

公司Park24成為東京奧運會贊助商，

ADK被認為在談判中發揮重要作用，

從電通公司拿到了壹筆外包費用。但

其實ADK在Park24與東京奧組委的談

判中，根本沒做任何事情。

據報道，高橋治之擔任負責人的

壹家咨詢公司早在 2013 年夏天就與

ADK簽訂了壹份合同，並收取了ADK

公司5000萬日元的咨詢費，這份合同

為期八年半，期限到2021年12月。盡

管合同簽訂時，東京還沒有獲得奧運

會主辦權，但很明顯合同就是奔著東

京奧運會簽訂的。

除了從Park24公司的贊助中獲利外

，ADK還從東京奧組委獲得了很多合

同，包括壹座比賽場館的運營合同。

值得註意的是，前日本奧委會主

席竹田恒和壹直擔任Park24的外聘董

事，竹田恒和幾天前也作為證人，

接受了檢方的質詢。竹田恒和自

2001 年起壹直擔任日本奧委會主席

，2019年 3月，他因涉嫌在東京申辦

2020 年奧運會的過程中行賄拉票，

辭去了國際奧委會委員和日本奧委

會主席職務。竹田恒和當時還擔任東

京奧組委副主席。

據共同社早些時候報道，東京檢

方在傳訊竹田恒和，主要調查高橋

治之是如何成為東京奧組委執委的

。2014 年 6 月，高橋治之成為最後

壹位加入執委會的委員。高橋治之

比竹田恒和大 4 歲，兩人都畢業於

慶應義塾大學，在東京申辦奧運會

的過程中更是來往甚密。報道說，

東京檢方也同時傳訊了前東京奧組

委主席森喜朗。

8月17日，因為涉嫌從男裝巨頭

AOKI公司收取金額高達5100萬日元的

賄賂，高橋治之被東京地方檢察機關

逮捕。之後賄賂案雪球越滾越大，到

目前為止，卷入的企業除了AOKI外

，還有出版社巨頭角川（KADOKA-

WA）、兩大廣告巨頭 ADK 和 Daiko

（大廣）、 以及高橋治之的老熟人深

見和政擔任代表的咨詢公司“COM-

MONS2”。

AOKI公司前董事長青木擴憲、角川

董事長角川歷彥、深見和政等多人都遭逮

捕。

印富豪以1470億美元財富成全球第二

僅次於馬斯克
綜合報導 根據最新的彭博億萬富豪

指數，印度商業巨頭高塔姆· 阿達尼超

越亞馬遜創始人傑夫· 貝索斯，以 1470

億美元財富位居富豪榜第二，僅次於

特斯拉公司首席執行官埃隆· 馬斯克，

這也刷新了亞洲人在這壹榜單上排名

的最高紀錄。除了阿達尼，另壹位印

度富豪穆克什· 安巴尼以 880 億美元排

名第十。

作為阿達尼集團的創始人兼董事

長，阿達尼的財富增長相當迅速。今年

初，阿達尼還在榜單上排名第 14位。4

月，阿達尼上升至第 10位，排名第 9的

是當時印度首富安巴尼。這是首次有兩

名印度人進入世界十大超級富豪榜，兩

人主導著印度的能源、基礎設施、零售

和國防發展行業。

《印度時報》報道稱，由於投資組合

擴展到更多領域，阿達尼今年的財富增加

了近610億美元。阿達尼集團成立於1988

年，是印度的多行業巨頭公司。港口和碼

頭是其標誌性業務。此外，還擁有電網配

電、天然氣、太陽能、數據中心、房地產

、機場、水管理、零售以及金融服務等業

務。與阿達尼相比，安巴尼掌管的信實集

團涉足領域較少，專註於天然氣、通信、

數字服務等領域。

美國商業內幕網站稱，阿達尼的成

功經常被歸功於他的公司與印度的領導

層步調壹致。隨著印度總理莫迪推動印

度向可再生能源發展，阿達尼集團今年

向綠色能源行業投資了數十億美元，取

得重大進展，集團旗下壹些公司的股票

甚至上漲1000%以上。《印度快報》稱，

大學時期毅然退學的阿達尼從壹個小小的

商品交易員做起，用遠見、毅力和冒險能

力，在過去30年中書寫了壹個不可思議的

成功故事。

臺風“南瑪都”登陸日本
已致2人死亡1人失蹤108人受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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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日本政府當天公布的統計

結果顯示，日本65歲以上高齡人口數量

及占比皆刷新最高紀錄。65-69歲人群中

，每兩人中就有壹人仍在工作。

日本總務省數據顯示，日本 65歲

以上的高齡人口總數為 3627 萬人，比

上壹年增加 6 萬人，占總人口比例為

29.1%。高齡人口總數及占比皆刷新此

前紀錄。

此外，65-69 歲人群中，50.3%仍

在工作，這也是該年齡段的就業者占

比首次超過五成。2021 年，高齡人士

就業者總人數也刷新此前紀錄，為

909 萬人，連續 18 年增加。這是由於

日本政府為應對日本總人口減少，勞

動力不足，推行了促進高齡人士就業

的政策。

日本總務省還推測稱，日本高齡

人士中，女性人口約2053萬人(占女性

總人口32%)，男性約1574萬人(占男性

總人口 26%)。《朝日新聞》資料顯示

，日本的人口老齡化率在全球200個國

家和地區(人口超過10萬人的國家和地

區)中最高。談及原因，日本總務省稱

，日本在 1947 年到 1949 年之間出生的

壹代人，是日本二戰後出現的第壹次

嬰兒潮人口。到 2022 年，這些人迎來

75歲，導致日本老齡化日益嚴重。

綜合報導 日本各大交通部門

當天受到臺風“南瑪都”嚴重影響

，800多架次航班取消，數萬人出

行受阻。

受影響的日本航班多為九州及

四國地區出發及到達航班，日本航

空454架次、全日空316架次、亞

洲天網航空51架次停航，約8.4萬

人出行受阻。

鐵路方面，日本九州新幹線全

線停運，山陽新幹線的廣島至博多

區間全天停運，東海道新幹線名古

屋至新大阪區間下午起停運。特別

是九州地區，多地交通機構陷入混

亂，約7.8萬人受影響。

此外，九州當地高速巴士共27

條線路，約751趟車次停運。鹿兒

島縣當地公交、機場接送巴士、奄

美大島島上公交、市內電車全天停

運。宮崎縣高速巴士全部停運。

（中央社）南投縣府22日舉行 「南投溫泉季
‧幸福湯旅」記者會，南投縣副縣長陳正昇表示
，微涼的秋天是泡湯、登高健行最佳季節，24日
由埔里登高健行趣打頭陣，邀民眾到能高大圳瀑
布健行，規畫4公里大眾級、7公里挑戰級路線，
其中挑戰級路線由跑山獸創辦夫婦帶路並解說越
野知識。

陳正昇說，縣內國姓鄉北港溪溫泉區、信義
鄉東埔溫泉區及埔里鎮福興溫泉區3大溫泉區，
都擁有獨特的人文風情，提供民眾泡湯之餘，也
能來一趟深度的山林之旅。南投縣溫泉季24日開
鑼，由 「埔里登高健行趣」率先登場，接著10月
1日 「北港溪溫泉嘉年華」，10月8日 「玉山戀
、東埔情」壓軸。

南投縣觀光處指出，埔里溫泉季結合能高大

圳瀑布健行活動，規畫4公里大眾級、7公里挑戰
級2條路線，大眾級路線從埔里福興溫泉遊客中
心出發，經能高親水公園，前往能高瀑布後折返
；挑戰級路線從能高瀑布續行至終點慶安宮折返
，全程由跑山獸創辦夫婦羅勃·依婉和Petr帶領，
並解說越野知識。

北港溪溫泉觀光發展協會理事長李浩瑋說，
10月1日接續登場的溫泉嘉年華，當天下午2時
前泰雅渡假村免費入園，現場有溫泉美食及農特
產展售，隔天舉辦溫泉養生健走，帶民眾感受北
港溪客家及原民文化風情。

信義鄉公所強調， 「玉山戀、東埔情」除知
名的浴衣火把踩街，活動當天將有布農族祈福儀
式，及烤大豬、小米酒等原民美食，活動詳情可
搜尋 「樂旅南投」臉書粉絲團。

南投溫泉季9月24日開鑼
登高健行打頭陣

（中央社）彰化縣政府打造彰化縣東側外
環走廊東彰道路，分北段、中段及南延段，總
長28.2 公里，工程經費83.2 億元，南延段斗中
路到中州路段完工，彰化縣長王惠美22日主持
通車，指出通車後可紓解田中市區、工業區和
高鐵特定區的交通，讓二水、田中生活圈更緊
密結合。

田中高鐵彰化站營運以來，縣道137線山腳
路車流輛增加，縣府打造東彰道路，中段已全
線通車，北段與南延段全線通車預計2024年竣

工，串聯彰化東外環台74甲線、東西向快速公
路台76線及台3線，往北銜接中彰快速道路，
往南接國道3號。

王惠美指出，東彰道路將成為東彰地區南
北向主要幹道，讓台中、彰化、雲林的來往更
方便，補足過去彰化東南角交通聯繫較弱，讓
二水、田中、社頭經典小鎮的觀光更廣為人知
。

王惠美說，東彰南延段拓寬工程總經費12
億元，全長7.56公里，起點田中鎮斗中路、終

點二水鄉民生路，寬度20公尺。這次通車典禮
為斗中路至中州路路段，道路長約1.02公里。

王惠美表示，短短1公里先搶通，已將工業
區北邊門戶打開，有利工業區貨車進出，過去
貨車要經市區，可縮減約20分鐘車程，也避免
貨車進入市區，影響市區交通，對地方產業形
成極大助力，縣府將與地方一同努力打通交通
瓶頸。

二水鄉長蘇界欽、田中鎮長洪麗娜、田中
工業區廠商聯誼會長何源成都表示，打通交通

任督二脈，對地方是大好事，過去彰化縣東南
角的交通不便， 「道路通了，產業就通了」，
短時間已打通田中工業區北面聯外道路，期待
南面道路明年陸續完工。

縣府工務處表示，東彰道路能發揮區域路
網功，南延段從高鐵彰化站至縣道141線二水鄉
民生路預計2024年5月完工，北段從台74甲線
的東外環至台76線的林厝交流道施工中，預計
2024年12月完成。

彰化東彰南延段 斗中到中州路段通車

（中央社）2022台灣國際陶藝雙年展 「世
界的形狀─陶藝作為社會新動能」，即日起在
鶯歌陶瓷博物館展出至明年4月16日，除邀請
國內外知名藝術家參展，更向日、韓、荷蘭、
以色列等共12國的美術館、博物館出借47位名
家藝品72件展出，跨域多元的精彩作品齊聚一

堂。
台灣國際陶藝雙年展是全球四大陶藝展之

一，新北市副市長謝政達22日主持開幕典禮時
表示，這次展覽匯聚多達12國精彩的陶藝作品
在台展出，也讓鶯歌以陶瓷產地、陶藝人才基
地及創作交流平台被世界看見，市府更積極推

動 「三鶯文創整合計畫」，以新北市美術館及
陶博館雙核心打造鶯歌藝術城，結合自2004年
起的陶博館雙年展，持續提供國際陶藝交流平
台，讓整個鶯歌都是美術館。

韓國知名甕器製作大師李康孝的作品首度
在台展出，獲 「2021韓國國際陶藝雙年展」金

獎殊榮的鶯歌在地陶藝家卓銘順，也特別為本
次展出創作《相濡以沫》系列陶作；此外，韓
國陶藝家朴星旭的作品《月暈》、日本酒井博
司的《藍色志野壺》，也都在此次出借展覽。

新北陶博館雙年展 12國作品看世界的形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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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AL NOTICE
These Texas Lottery Commission scratch ticket games will be closing soon:

Texaslottery.com is the official source for all pertinent game information. Game closing procedures may be initiated 
for documented business reasons. These games may have prizes unclaimed, including top prizes. In addition, g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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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fter all top prizes have been claimed. Must be 18 or older to purchase a ticket. For help with a gambling problem, 
ncpgambling.org. © 2022 Texas Lottery Commission. PLAY RESPONSIBLY.

Game # Game Name / Odds $
Official 
Close 

of Game

End
Validations 

Date

2310
$30,000 Jackpot 

Overall Odds are 1 in 4.40
$2 10/19/22 4/17/23

2352
$200,000 Jackpot 

Overall Odds are 1 in 4.05
$5 10/19/22 4/17/23

2382
Lucky  

Overall Odds are 1 in 4.07
$5 10/19/22 4/17/23

2354
$1,000,000 Jackpot  

Overall Odds are 1 in 3.44
$20 10/19/22 4/17/23

2293
Cash Celebration!  

Overall Odds are 1 in 3.98
$30 10/19/22 4/17/23

T:5.7"

T: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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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肉來貨平三成 港零售價仍企硬
投資者預期美聯儲

（FED）將再次大幅加息以

控制通脹，美元持續走強，

人民幣離岸價及在岸價見兩

年來低位。100港元由本月

初只兌換到約 81 元人民

幣，到近日則可兌換到近

90元人民幣。香港衣、食

以及日常用品大部分來自內

地，人民幣匯價下跌有助香

港緩和加風，其中糧油食品

價格最顯著。有批發商指

出，疫情下物流成本高企，

只因近日內地食品來貨價因

匯率下跌而回落，有助紓緩

加價壓力。供港蔬菜及豬肉

等來貨價已較之前下調兩三

成，惟因其他成本仍高企，

整體減價空間微，冀疫情持

續穩定，避免經營成本大

起大落。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明

疫情加上油價上揚，使全球通脹升溫，但
香港有九成食品來自內地，隨着人民幣

逼近“九算”，紓緩加風。香港食品委員會
主席吳永恩21日對香港文匯報表示，人民幣
回軟，對入口商來說能穩定食材的批發價
格，抵消運費升幅，“疫情下運費升幅高達
兩倍，燃油價格亦上升超過三分之一，令貨
運成本高企，好彩人民幣回軟，抵消業界成
本壓力。”

食米有存貨 未反映近期價格
米行商會監事李豐年則表示，由於大米

進口商之前已購入不少白米作存貨，現時人
民幣回軟暫未反映在米價之上，“大米唔同
蔬菜及凍肉咁無存貨，入口商之前已入咗
貨，日後再入貨時如果人民幣匯率都係咁上
下，當然有利我哋入貨，市民唔使捱貴
米。”

經營多間連鎖茶餐廳的稻苗飲食專業學
會主席、金記控股主席徐汶緯21日接受香港
文匯報訪問時亦表示，香港的食肆主要依靠
入口食材製作菜式，當中大部分也是來自內
地，包括新鮮的蔬菜、肉類、雞蛋等，但仍
有部分食材來自外地，如白米主要由泰國及
越南進口，一些凍肉則來自海外其他地區。

他指過去兩年多受疫情影響，食材運費
累計升幅已達三四倍，“好似內地食材，以

往跨境司機直接到內地運貨來港，但在檢疫
制度下，現主要由內地司機將貨物運到口
岸，再轉交香港司機，因此運輸成本大
增。”

不過，他表示食肆過去一直未敢加價，
以免嚇走食客，經營者承受成本上升的壓
力，以冀保持現金流繼續經營。

食肆可紓緩加價壓力
早前內地部門為穩定輸港貨物供應，開

設水陸通道運輸貨物來港，現時食材成本已
回穩，加上人民幣回軟，對紓緩食肆經營壓
力有相當大幫助，部分食材的來貨價也有下
調，其中內地蔬菜、豬肉等來貨價已回落三
四成，“對食肆來說幫助很大。”

他表示食肆亦有繼續購入外地的食材，
如美國的食材以雞翼和凍肉等為主，但佔比
不多，“不會因為內地食材更便宜就全部改
用內地的貨，主要都是看質量，如果一些外
地食材質量好，價錢不是貴內地食材太多，
都會繼續買一些外地食材。”

他直言現時疫情未完全回穩，食肆經營
環境仍然艱難，之前有三個月禁追租期，對
一些食肆來說有紓緩作用，惟三個月期限已
過，疫情仍高企，幸好不少業主也和食肆有
協議，可分期攤還拖欠租金，讓食肆有喘息
機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21日到過旺角、深水埗數
十間找換店，直擊市民兌換人民幣的情況。湯
先生表示，近日人民幣匯價令人心動，打算兌
換後可以網購內地貨品。“本月初見人民幣開
始回軟後已兌換一次，今日（指21日）再見
匯率那麼划算抵又兌換多一次，兩次總共兌換
3 萬元人民幣。”有市民以“筍價（超值
價）”兌換人民幣後，表示會等復常通關的政
策出台後回鄉花費。

一個月內兩度兌換人民幣的湯先生表示，雖
然自己十分期待復常通關後可以回內地消遣花
費，但目前香港與內地有關部門的磋商仍未有眉

目，故兌換人民幣後會用於網購內地的貨品，
“平時有在淘寶、京東等內地網購平台消費的習
慣，因此趁匯率低換定先，遲早都要用，而換好
的人民幣都存入內地支付寶或微信賬戶。至於
（復常）通關，說實話仍有點長遠。”

另一名兌換人民幣的羅先生表示，看到人民
幣回軟的消息後即前來找換店兌換1萬元人民
幣。他強調並非為賺取匯率差價，而是想待復常
通關後回內地使用。

他說，自己疫情前每年都會回鄉下，“如今
近3年沒回，亦錯過幾個親戚的婚禮，所以今日
（21日）見匯率抵，先換好錢，何時（復常）通
關何時可用。”

牛記找換店負責人蕭世民接受香港文匯報
訪問時表示，近日人民幣回軟，店內港幣兌
換人民幣業務較前上升約兩三成。市民的兌
換額一般為1萬至數萬元人民幣不等，“很少
有超過10萬人民幣的單宗生意。”

近三成找換店已結業
香港文匯報記者發現，近三成找換店已結

業，其中不乏大型連鎖找換店，部分原有店舖
仍處於招租狀態。蕭世民坦言，儘管找換店的
人民幣業務有所上升，但由於疫情對旅遊業帶
來的巨大衝擊，“整體生意相比疫情前仍減少
約七成，人民幣兌換量上升，（人民幣回軟而
令生意較前增加）對找換行業來說只是杯水車
薪。” ◆香港文匯報記者廣濟

“筍價”換定人民幣
靜候通關復常

9月蔬菜每公斤批發價跌幅
品種

青瓜

莧菜

椰菜花

芋頭

紅莧菜

枸杞

青白菜

絲瓜

茼蒿

菠菜

西生菜

芥蘭仔

菜心

苦瓜

油麥菜

白菜仔

資料來源：香港蔬菜統營處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9月1日
（港元）

13.6

11.8

19.0

20.6

10.0

21.5

12.6

12.4

19.8

22.8

14.9

14.7

11.3

12.6

10.4

10.9

9月20日
（港元）

7.8

7.2

11.7

13.7

6.9

14.9

8.9

8.8

14.7

17.2

12.6

12.6

9.7

11.2

9.4

10.0

跌幅（%）

▼42.6

▼39.0

▼38.4

▼33.5

▼31.0

▼30.7

▼29.4

▼29.0

▼25.8

▼24.6

▼15.4

▼14.3

▼14.2

▼11.1

▼9.6

▼8.3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批發及零售界
立法會議員邵家輝21日對香港文匯報指，香港
除九成食材由內地入口外，還有不少日用品、傢
具等貨品也由內地入口，人民幣匯率下跌，對有
關的零售業界生意有幫助，但不少港人亦喜愛在
淘寶等網站直接購買內地商品，故人民幣貶值亦
會吸引更多巿民進行網購，對香港零售業亦帶來
一定的競爭。

邵家輝表示，今年爆發第五波疫情，零售巿

道較去年差，巿民消費意慾低，加上幾乎沒有遊
客來港，令香港零售業巿道低迷，不少商舖也因
無法維持收支平衡而結業，就算堅持經營的商
戶，也面對運費增加、來貨成本上漲的壓力，而
人民幣貶值，有望令內地貨品的來貨價下調，紓
緩不少商戶的經營壓力。“其實好多商品也是內
地製造，各行各業也有入口內地商品，不少日用
品和傢具也是來自內地，人民幣匯率下跌，抵消
之前增加的運費，可減低零售店舖的成本。”

不過，他表示現時港人也習慣網購，人民
幣貶值令網上貨品的價格更便宜，對香港零售
業亦造成競爭，“內地網購嘅貨品質素唔一定
比喺香港買嘅差，而香港則對商品有一定安全標
準嘅要求，巿民可以自由選擇，當然多人改為網
購，對本地零售業會帶來一定影響。”

裕華：冬衣已訂未受惠
裕華國貨業務總經理孫伯揚則對香港文匯報

表示，人民幣兌港元匯率下跌，暫未對該公司帶
來即時影響，“因為冬季貨品一早已預訂，例如
棉衣、棉被、羊毛衣等冬季衣物，要看下一輪訂

貨時的匯率，才知來貨價會否有下跌。”他表示
除衣物外，過年食品如臘鴨、臘肉等現時仍未訂
貨，日後訂貨時才能反映匯價因素。

疫情影響整體零售業巿道，但孫伯揚表示
藥物等商品甚受巿民歡迎，此外一些保健品、
消毒用品、中成藥等亦一向有客源，茶葉亦銷
情不俗，一些內地特產如菜乾、筍乾、黑木耳
等亦受顧客歡迎，“一來我們國貨公司的來貨
品質較高，另外要在超巿上架的門檻高，而且
香港很多雜貨店亦結業，顧客要到國貨公司選
購。”不過，他表示運費上漲亦令來貨成本增
加。

零售業減壓 網店成對手

���
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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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幣跌抵消運輸成本升 批發商聲稱其他成本高企

◆人民幣匯價跌至0.889/0.895區間。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人民幣雖然回軟，但供港食品及貨品價格仍受油價影響而上升。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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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朱燁北京報道）談及
兩岸民間各領域交流合作
以及人員往來的發展，
中央台辦新聞發言人朱
鳳蓮21日表示，兩岸關
係發展的內在動力是來
自於民間和青年。展望
未來，大陸將出台更多
的惠台利民政策措施，
突出以通促融、以惠促
融、以情促融，持續為
兩岸各界交流合作創造
有力條件，促進兩岸同
胞加深相互了解，增進互
信認同，共同推動兩岸關
係和平發展，推進祖國統
一進程。

她指出，過去十
年，主要有四個方面的體
現。

越來越多台胞
在陸找到舞台
第一，兩岸同胞要

交流、要合作、要發展的
理念深入人心，兩岸大交
流格局堅實穩固。兩岸人
員往來和各領域交流不斷
擴大，已經形成了全方

位、多層次的交流格局。
第二，同等待遇政策不斷深化細化，助

力更多台灣同胞來大陸追夢、築夢、圓夢。
2015年實施台胞來往大陸免簽註政策，全面
實施卡式台胞證，進一步方便了台胞往來兩
岸，當年達到985萬人次峰值。現在越來越
多的台灣同胞在大陸找到了發展舞台，大陸
累計設立了78家海峽兩岸青年就業創業基地
和示範點，服務和入駐台灣青年創業項目企
業220多個，有兩千多名台灣青年學者在大
陸高等院校任教。

第三，兩岸社會文化融合發展不斷深化，
新時代新征程帶來兩岸同胞心靈契合新氣象。

第四，基層民眾和青年群體已經成為兩岸
交流的主力軍，厚植兩岸關係發展的社會基礎
和前進動力。

兩岸貿易額十年翻一番
台商對陸投資顯著增長在陸台商：如留台不會有今天成就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蔣煌基 北京、福建報道）“這十年，我們公

司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全國台企聯常務副會長、廈門台協會長吳家瑩激

動地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2002年他在廈門創辦佳好集團，受益於大陸良好

的營商環境和各項政策扶持，集團近十年進入快車道，發展突飛猛進。吳家瑩

的感受只是這十年來在內地投資的台商的一個縮影。中央台辦副主任陳元豐

21日在中共中央宣傳部就黨的十八大以來對台工作和兩岸關係發展情況舉行

的發布會上表示，十年來，兩岸貿易和台商對大陸投資顯著增長。2011年兩

岸貿易額為1,600.3億美元，2021年兩岸貿易額增至3,283.4億美元，十年間

翻了一番。截至2011年，台商投資大陸項目累計85,772個，到2021年底，

台商投資大陸項目累計達到124,142個，十年間增長44.7%。大陸穩居台灣地

區最大出口市場、最大貿易順差來源地、台商島外投資第一大目的地。

兩岸政治交往取得歷史性突破，大陸推動實現1949年以
來兩岸領導人首次會晤、直接對話溝通，將兩岸交流互動
提升到新高度，成為兩岸關係發展道路上一座新的里程
碑。

2011年兩岸貿易額為1,600.3億美元，2021年兩岸貿
易額增至3,283.4億美元，十年間翻了一番。

截至2011年，台商投資大陸項目累計85,772個，
到2021年底，台商投資大陸項目累計達到124,142
個，十年間增長44.7%。

2011年兩岸人員往來710萬人次，其中台灣同胞
來大陸526萬人次；2019年兩岸人員往來約900
萬人次，其中台灣同胞來大陸超過600萬人次。

大陸累計設立了78家海峽兩岸青年就業創業基
地和示範點，服務和入駐台灣青年創業項目企
業220多個，有兩千多名台灣青年學者在大陸
高等院校任教。

每年有近三千名台灣大學生在大陸高等院校獲
得獎學金，近千名台胞已考取了大陸各類熱門
行業的職業資格證書，上千人次的台灣演藝人
員參與大陸廣電視聽節目和影視製作。

截至2022年6月，有41家台資金融機構獲
批合格境外機構投資者（QFII）資格，有53
家台企在大陸上市。

截至2021年，5個海峽兩岸產業合作區共有
台資項目350多個，總投資額超1,000億元人
民幣。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燁

對台工作和兩岸關係發展
十年成就重點

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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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1995年進入大陸的吳家瑩在2002年創辦佳
好集團。前十年公司主做建材，後十年經

營業務日漸多元，橫跨電子零配件、電器、食品
等的銷售和代理等，一、二、三產業全兼容。

受惠龐大市場及惠台政策
受惠於祖國大陸的人口紅利和龐大市場，

以及大陸持續對台釋放善意，出台各類惠台政
策，吳家瑩公司這些年享受了祖國大陸的稅收
減免和進出口貿易扶持，得以迅速發展壯大。
“如果公司留在台灣或者響應台灣當局的‘新
南向政策’去東南亞，不會取得今天的發展成
就。”吳家瑩說。

北京台資企業常務副會長、台商江藍對香
港文匯報記者表示，過去十年來，大陸源源不
斷地對台商釋放出誠意和善意，都是為了幫助
台商台企實現更好更快的發展。“比如台商投
資法治環境的改善，更透明有序，覺得做事情
更方便了，此外，鼓勵台商來大陸共享高端製
造紅利的政策也很有吸引力。”在大陸已有二
十餘年的江藍，企業投資遍布北京、福建、吉
林等多個省市。“台商投資大陸項目增長
44.7%等一系列數字充分體現，兩岸共享發展
機遇，經貿合作實現了互惠雙贏。”她說，
“不斷釋放的政策紅利，給了我和眾多台商持
續在大陸投資建設的底氣和動力。”

中央台辦宣傳局局長、新聞發言人馬曉光
21日在發布會上表示，十年來大陸持續擴大兩
岸經濟交流合作，推動兩岸經貿合作取得豐碩

成果，“兩岸的貿易金額十年翻
了一番，台灣對大陸貿易依存度
居高不下。台商投資大陸保持增
長的勢頭，呈現大項目多、科技
含量提升的積極變化。”

兩岸經濟融合發展走深走實
此外，兩岸經濟融合發展走深

走實。2018年以來，先後出台促進
兩岸經濟文化交流合作的“31條措
施”、“26條措施”，助力台胞台
企發展的“11條措施”、“農林22
條措施”，以及擴大開放台灣居民在
大陸申設個體工商戶的政策，助力台
胞台企分享更多大陸發展機遇、享受
更多同等待遇。支持台胞台企參與“一
帶一路”建設、國家區域重大戰略和區
域協調發展戰略。江蘇、浙江、福建等
地上千家台企享受各類稅收優惠，數百家
台企獲得工業轉型升級、綠色製造、智能
製造等專項資金支持。

還有兩岸經貿合作平台增多，成效
顯著。在安徽合肥、福建廈門與泉州設立
海峽兩岸集成電路產業合作試驗區；在山
東設立海峽兩岸新舊動能轉換產業合作
區；在廣西、湖北、四川、江西和湖南設
立5個海峽兩岸產業合作區，截至2021
年，共有台資項目350多個，總投資額超
1,000億元人民幣。

小包智工聯合創始人
兼 COO 徐韜在京創業已
經 5 年，他喜歡說，“不

跨過這灣海峽，你永遠不知道世界有多大。”
作為一家互聯網行業的企業，徐韜對國家出台
的惠台政策深有感觸。“以前只能做互聯網本
身，沒辦法融入技術，現在有了政策支持，終
於可以擴大經營範圍。”憑藉大陸給與的政策
支持與自己的努力，徐韜在 2020 年登上了
“2020福布斯中國30歲以下精英榜”。

正如中央台辦副主任陳元豐在發布會上所
說，十年來，在大陸台胞逐步享受同等待遇和
發展機遇，逐步為台灣同胞在大陸學習、創
業、就業、生活提供同等待遇，持續率先同台
灣同胞分享大陸發展機遇。

台灣阿美族歌手楊品驊對香港文匯報記者
表示，十五年前剛來大陸時，很多體制內的工
作，比如國企、銀行系統等，都是台胞無法參

與的，近十年來變化很大，從實習單位的
開放到正式就職的開放，不少台灣同胞都
參與其中。“五險一金的繳納也讓我們感
到很溫暖，台胞跟大陸同事一樣，都能享
有一樣的保險，一樣有對這片土地的權利
和義務，是落地的家人。”

2018年大陸出台了“31條措施”，台
青陳文成第一時間辦理了台灣居民居住
證。“這讓我對於大陸的認識也從早期的
不了解變得更認同。”台灣女星劉樂妍
也認同大陸的同等待遇給她帶來的便
利，“沒有居住證連網吧都進不去。”
她說，“大陸真的有認真傾聽台胞的需
求，這都是六年來實實在在發生的變
化，感謝祖國，能讓我們快樂地生活
在大陸，有種回家的感覺。”
◆香港文匯報記者 蔣煌基、朱燁

福建、北京報道

在陸台青享同等待遇：
有種回家的感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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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來十年來，，兩岸貿易和台商對大陸投資顯著增兩岸貿易和台商對大陸投資顯著增
長長。。圖為去年圖為去年55月在福州舉行的月在福州舉行的2121世紀海上絲綢世紀海上絲綢
之路博覽會上之路博覽會上，，台灣展區人氣高漲台灣展區人氣高漲。。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兩岸女大學生參加騎行活動兩岸女大學生參加騎行活動。。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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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地保交樓因城施策取得進展
鄭州100億基金四種開發模式 湖北300億購問題項目改建公租房
香港文匯報訊 據

新華社報道，中國住建

部、財政部、人民銀行等有關

部門近期出台專門措施，以政

策性銀行專項借款的方式，支

持有需要的城市推進已售逾期

難交付的住宅項目建設交付，

目前專項工作正在緊張有序地

進行中。多地政府因城施策，

推動“保交樓、穩民生”，部

分停工項目開始復工。目前，

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各地保交

樓工作取得積極進展，但仍然

存在資金壓力。

有關部門強調，“保交樓、穩民生”工作堅
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堅持法治

化、市場化原則，壓實企業自救主體責任，落
實地方政府屬地責任，切實維護購房人合法權
益。

多地設立紓困基金推動復工復產
鄭州市房地產紓困基金設立運作方案近日

對外發布，該基金規模暫定為100億元（人民
幣，下同），紓困項目限定為未來銷售收入能
夠覆蓋項目投資的存量房地產項目，明確了紓
困項目的四種開發模式，即棚改統貸統還、收
併購、破產重組和保租房模式。此外，中國建
設銀行擬以湖北省為試點，設立300億元的紓
困基金，用於收購問題項目並改建為公租房。
南寧市成立平穩房地產基金，首期規模30億
元。

資產管理公司加速入場
值得關注的是，除地方政府外，資產管理

公司也開始加速入場。繼中國華融與陽光集團
簽署紓困重組協議後，中南控股與江蘇資產8
月10日宣布合作紓困。根據協議，江蘇資產或

其指定主體與中南控股或其指定主體共同設立
規模20億元、存續期3年的基金，用於中南控
股及關聯方投資的項目合作，包括存量債務重
組、現有項目續建等。

另據長城資產披露，上半年已與12家房企
開展多輪對接，對意向紓困項目資產深入研
判，部分項目已成功落地或批覆出資；信達資
產首單紓困項目也於7月成功落地。

在各地政府、金融機構及房企合力推進之
下，目前已有多個停工樓盤傳出復工消息。

目前，不少停工項目通過金融機構接管、
債權人收購、拍賣債權、合作方託管等方式盤
活，實現了保交樓。

“金融機構接管+委託共建”盤活項目
克而瑞研究中心發布調查報告顯示，恒大

集團陸續與光大信託、五礦信託等多家信託公
司簽署協議，將部分城市項目剝離給信託公
司，信託公司則向項目公司注入資金以保障項
目後續開發建設。債權人中信集團收購了佳兆
業在深圳市的4個項目、總貨值約500億元。
無錫市翠竹房地產開發有限公司在阿里拍賣平
台轉讓債權，以期盡快引入投資人續建。

業內人士認為，“金融機構接管+委託共
建”模式促進了問題項目的有序出清。以信達
資產紓困房企的首個成功落地項目——廣州南
沙“悅伴灣”為例，該項目由信達折價收購項
目債權，深圳華建提供增量資金借款，信達地
產進場操盤代建，對項目實行資金全封閉管
理。

地方政府承擔“保交樓”屬地責任
廣東廣州、雲南昆明、江蘇江陰等地，金

融機構也通過引入共建商來盤活停工項目。廣
州百築公司的百晟廣場是廣州市中院裁定的首
例重整項目，因資金鏈斷裂被法院查封。在廣
州市中院的調停下，各債權人就項目債務及償
還方式達成一致，引入重啟資金，由藍綠雙城
作為資產管理方負責開發續建和市場重新定
位，以實現有品質的交付，保障了各債權人的
權益。

有關部門表示，房地產企業作為保交樓的
責任主體，積極處置資產、多方籌措資金，努
力完成保交樓任務。地方政府為了防範房地產
企業風險外溢，切實承擔“保交樓、穩民生”
的屬地責任，幫助企業做好保交樓工作。

◆◆中國住建部中國住建部、、財政部財政部、、人民銀行等有關部門近期出台專門措施人民銀行等有關部門近期出台專門措施，，以政以政
策性銀行專項借款的方式策性銀行專項借款的方式，，支持有需要的城市推進已售逾期難交付的住支持有需要的城市推進已售逾期難交付的住
宅項目建設交付宅項目建設交付。。圖為福建福州一處在建樓盤圖為福建福州一處在建樓盤。。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各
地樓盤停工原因較為複雜，除設立房地產
專項紓困基金之外，多地還通過成立專
班、返還土地款、優化預售資金監管等措
施，督促停工樓盤續建。

多家房企負責人表示，當務之急是在短
期內快速給市場與企業注入流動性，以及建
議監管部門鼓勵銀行開放有抵押融資，緩解
房企資金困境和行業交付難題。

在蘇州，停工項目所在區域的街道辦事
處與區級職能部門聯合成立工作組入駐項目
現場，督促項目盡早復工，監督項目工程質
量，落實“一樓一策一專班”。在重慶，有
關部門成立房地產問題項目風險化解處置小
組，安排專班跟進項目建設進度，並對項目
賬戶資金封閉管理。

“每個樓盤不一樣，具體情況實際上非常
複雜，建議各地‘一樓一策’差別化處理。”
易居企業集團CEO丁祖昱認為，當務之急是
在短期內快速給市場與企業注入流動性，問題
項目要全力盤活，首先仍需啟動資金。

藍綠雙城控股集團董事長曹舟南表示，
絕大多數紓困項目需要啟動資金，藍綠雙城
已經聯合金融機構成立了一期18億元的紓困
專項基金，用於復工復產。他認為，部分房
企雖然現金流出現問題，但資產仍在，並非
資不抵債。地方政府可以通過紓困基金回購
土地，相當於政府再次收儲，房企獲得“救
命錢”，達到雙贏的效果。

一家房企負責人說，房企雖然面臨流動
性壓力，但是手裏依舊有大量資產，建議監
管部門鼓勵銀行開放有抵押融資，緩解房企
資金困境和行業交付難題。

有關部門表示，將堅決貫徹落實黨中
央、國務院決策部署，牢牢堅持“房子是用
來住的、不是用來炒的”定位，穩妥實施房
地產長效機制，抓緊完善相關制度和政策工
具箱，探索新的發展模式，持續整頓規範房
地產市場秩序，營造守法誠信、風清氣正的
市場環境，因城施策促進房地產業良性循環
和健康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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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屆活動由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聯合北京
上市公司協會、香港中國企業協會、香港

中資證券業協會、香港中國金融協會、香港公司
治理公會、香港證券學會6家兩地協會共同舉
辦。

2022年適逢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值此慶
典之年，香港大公文匯傳媒集團舉辦以“展現新
氣象 譜寫新篇章”為主題的第十二屆香港國際
金融論壇暨中國證券“金紫荊獎”頒獎典禮，旨
在進一步凝聚共識、抖擻精神、不忘初心、開拓
奮進，站在香港歷史轉折的節點，共同面對香港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帶來的新機遇。

匯聚境內外業界翹楚
據悉，在短短兩個月的時間內，組委會對

兩地4,000餘家上市公司進行篩選，超過500家
境內外上市企業脫穎而出。通過對上市公司所申
報獎項甄別，最終有100餘家企業入圍公司類獎
項網絡投票，網絡投票目前已正式上線。

入圍企業名單中不僅包括中期業績表現優
異的中國石油、中國聯通、中國核電、中國石
化、航天信息、同仁堂國藥等雄厚實力的國有企

業，也有在資本市場中備受關注的汽車之家、平
安好醫生、廣聯達、比亞迪等優秀上市公司。

設10項大獎涵蓋3大類別
本屆活動共設置個人獎項、上市公司獎項及

機構獎項3個大類，包括2022年度卓越企業家、
最佳上市公司CEO、最佳上市公司CFO、最佳
上市公司董事會秘書；最佳上市公司、最具投資
價值上市公司、最佳投資者關係管理上市公司、
最佳ESG實踐上市公司；卓越證券服務機構等10
項大獎。

“圓桌會議”規模歷屆最大
此外，本屆活動將會邀請重量級嘉賓及行

業頂尖專家分享和交流，論壇還將邀請優秀上市
公司高管發表主題演講，分享公司治理經驗。今
年金融論壇還同步設置行業圓桌會議，邀請知名
券商研究機構及公司高管進行討論，洞察行業趨
勢。本次活動預計將有300+家上市公司高管、
100+家金融、投資機構高管匯聚一堂深度交
流，是歷屆以來規模最大、陣容最強、熱點最多
的一屆。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章蘿蘭 上海報
道） 美聯儲公布議息決議前夕，A股市場觀
望情緒濃厚，21日滬深三大指數均低收。截
至收市，滬綜指報 3,117 點，跌 5 點或
0.17%；深成指報 11,208 點，跌 75 點或
0.67%；創業板指報 2,331 點，跌 35點或
1.49%。兩市僅成交6,359億元（人民幣，下
同），北向資金淨賣出30億元。

政策提振 房地產服務板塊升3%
繼無錫、福州、南京等地之後，廣州也

明確發文鼓勵推廣二手房“帶押過戶”模
式，進一步探索因城施策用足用好政策工具
箱，支持剛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二手房
“帶押過戶”無須墊付資金和先行解押，買
賣雙方與銀行達成一致後，買方和新貸款銀
行將房款打到資金監管賬戶中。待辦理完不
動產過戶“三合一”登記手續後，監管資金
將直接打給原抵押銀行和賣方。

分析認為，此方式在節省資金成本的同
時也可以提高二手房交易效率，促進住房消
費。房地產服務板塊大漲逾3%，中天服
務、我愛我家、市北高新漲停；房地產開發
板塊亦上揚2%，棲霞建設、中天金融、中
迪投資漲停。

航運需求堅挺，波羅的海乾散貨運價指
數大漲11.3%，升至1,729點的一個半月高
位，月內更已累漲近79%，航運港口板塊升
3%，招商南油、長航鳳凰、中遠海能漲停。
前日飆升的新能源賽道則顯著回調，光伏設
備、風電設備跌幅居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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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證券“金紫荊獎”12月舉行
中國證券“金紫荊

獎”自2011年首屆舉辦以

來，已歷經十一屆，覆蓋內地A

股、港股及美股市場，活動旨在及

時地總結公司發展成功經驗和先進

的經營管理經驗，推出具有標誌性

的公司與出類拔萃的經營管理精

英。成為匯聚國內外政商領袖、金

融領域權威專家學者，探討中國經

濟發展以及全球投資機遇的高層次

對話平台。第十二屆香港國際金融

論壇暨中國證券金紫荊獎報名工作

已於6月下旬正式啟動，頒獎典禮

擬定於12月通過線上+線下的方式

同步舉行。

◆香港文匯報記者蔡競文

◆梁兆恩表示，目前已經完成推出6個項目，主要是
區塊鏈、雲技術、網絡安全等後台運作，有7個正在
概念驗證“POC”階段，另有10個已通過POC，即
將準備推出市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莊程敏）近年香港銀行
業積極與初創合作發展金融科技，東亞銀行21日
舉行金融科技企劃媒體簡報會，該行資訊科技部
主管暨金融科技發展部主管梁兆恩指出，東亞設
立一個創新協作平台BEAST，取名來自東亞銀行
英文簡稱BEA與初創企業startups，位於觀塘東
亞銀行中心，佔地6千多呎，免費向目前進行項
目概念認證的合作夥伴開放，運作一年以來已有
7至10間公司進駐。

通過“POC”驗證可免收租金
該行正與香港70多個本地初創企業，以及業

界與金融科技夥伴共同開發73個項目。目前已經
完成推出6個項目，主要是區塊鏈、雲技術、網
絡安全等後台運作，有 7 個正在概念驗證

“POC”階段，另有10個已通過POC，即將準
備推出市場。

據介紹，BEAST 除了為初創企業提供共享
空間之外，更為東亞銀行員工提供一個與初創企
業合作的平台，透過全新的商業模式解決生態系
統的問題，提升客戶體驗。與東亞銀行進行概念
驗證“POC”的項目夥伴會獲該行邀請進駐
BEAST，並免收租金。成功通過POC驗證的項
目將得到由東亞銀行提供高達港幣30萬元的資金
支持，而其項目將在該行開展。BEAST 亦能使
初創企業通過東亞銀行的網絡，進一步開拓大灣
區的商機。

夥圓幣科技便利中小企開戶
梁兆恩預告，東亞銀行與圓幣科技的合作，

屆時能夠方便中小企業開戶程序，及簡化其所需
提交的相關文件，料可在今年第四季推出。

由於涉及第三方的KYC（認識你的客戶），
資料保密等問題，該行已聘請四大會計師行
（Big 4）進行風險評估工作。過去幾個月亦就相
關合作，與香港金管局進行關於流程及監管方面
的討論。

東亞銀行聯席行政總裁李民橋表示，東亞銀
行全力支持本地創新。相信初創企業能夠推動行
業變革創新，改變傳統思維，並開創嶄新的商業
模式，創業精神為金融行業注入了活力和競爭
性。BEAST 展現了東亞銀行對推動香港金融科
技發展的堅定承諾，這是一個嶄新平台，使東亞
能夠與富創新精神的本地企業、科技企業和業界
夥伴等相互協作，創造共贏的機遇。

東亞銀行BEAST平台 逾70初創企參與開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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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未注意前方扣32分！有男子在臉書放上1
段影片表示 「想請問一下，有沒有人知道這個駕訓班在哪
？報名費多少錢？」，而影片中是1位穿著黑絲OL裝的
長髮正妹，拿著 「愛的小手」不斷鞭策重機學員，但該學
員卻只盯著正妹的胸部直呼 「沒問題，教練」；網友見影
片也酸爆 「懂行銷！現在有胸踏遍天下」、 「好尷尬」。

一名男子在臉書社團 「爆廢公社二館」發文，並上傳
1段20秒影片，且在臉書貼文寫下 「我想請問一下，有沒
有人知道這個駕訓班在哪？報名費多少錢？」；其影片中
的拍攝地點是在某機車訓練場，1名重機男學員戴著安全
帽騎在直線上，一旁則有穿著黑絲OL裝的長髮正妹，其
手上拿著 「愛的小手」，對著該名重機男不斷嬌喊 「穩一
點、認真」，該重機男則不停盯著長髮妹搖晃的胸部直喊

「沒問題，教練」，最後在影片在 「卡」的一聲下結束。
影片一出，網友紛紛留言表示 「看前面，別看車燈，

很危險」、 「難怪想要考重機駕照」、 「未注意前方扣32
分」、 「突然也想考重機了」、 「難怪現在猴子這麼多，
都沒在認真」、 「指定教練需要加費嗎」、 「我先想辦法
把重機駕照吊銷」。

不過也有網友酸爆表示 「叫個賣胸的來拍而已，不要
當真好嗎」、 「懂行銷！現在有胸踏遍天下」、 「好尷尬
」、 「七秒都壓線好幾次了，應該是馬戲團在教猴子騎車
」、 「通常沒多久就會有人神出來IG，然後本尊出來說我
不想靠胸紅，接下來就開始接案了，其實大部分都是自導
自演」。

（中央社）9月22日國際單車日，屏東市長2位藍綠參選人
趁機端出綠能政策，國民黨周佳琪提出智慧城市示範區，民進黨
李清聖則承諾打造單車友善城市，並暗諷屏東市長已連2任因貪
汙遭停職，屏東市需要建構乾淨城市掃除貪汙陰霾。

李清聖昨早與縣議員李世斌、方一祥、縣議員參選人鍾明輝
、蘇煥鈞、梁育慈等人從競選辦公室出發，騎單車繞行屏東市區
響應國際單車日，李清聖指出，無碳單車對現代化城市很重要，
他對屏東市的未來也做了一系列相關政見。

他說，屏東市要打造觀光城市，才能把人潮帶進來、讓百業
興盛，而友善城市就從單車發展做起，他將建置更完善的自行車

便利交通智慧網，並配合縣府在熱點區域增設更多的打氣站與盥
洗室。

話鋒一轉，他突然強調，屏東市除要建立好的生活環境外，
也要建立政治層面的好環境，屏東市長已連2屆出狀況，都是貪
汙遭停職，讓屏東市民覺得這8年來很汙濁，所以需要建立清廉
乾淨的政治環境。

國民黨籍周佳琪則將焦點放在政見上，她說，小而美的屏東
市非常適合做智慧城市的發展示範，透過數位科技與減碳綠能的
結合，以及正在規畫的科技產業園區，她有信心把屏東市打造成
真正的綠能環保城市。

周佳琪強調，數位科技可應用在交通、防災、醫療、教育、
農業、體育、觀光等各方面，相對應的是透過這些作為降低資源
浪費，更可創造新的商機，目前國內都積極發展智慧城市相關技
術，屏東市是屏東縣首善之區，發展為智慧城市的示範區剛剛好
。

政壇人士分析，屏東市長選情呈現五五波拉鋸戰，李清聖日
前發生 「地震文」風波，多少影響支持度，畢竟在地震時發文
「這是翻轉屏東市的徵兆嗎」實在不妥，須盡快設法轉換選民注

意。

周佳琪推智慧城市示範區 李清聖倡單車友善環境

（中央社）高雄出現登革熱本土案例，為避免疫情擴散，高
市府環保局加強前鎮疫區清消，清潔隊員針對家戶積水容器大掃
蕩，發現有6戶 「類米奇妙妙屋」，其中1戶更是全屋堆滿裝水
寶特瓶，目前環保局已將可能誘發病媒蚊孳生源的容器、垃圾清
除，杜絕登革熱擴散。

新冠肺炎疫情未退，高雄9月初開始又接連傳出登革熱本土
確診案例，面對2種傳染病，高市府環保局不敢輕忽，清潔隊員
上緊發條，除了持續落實原有的新冠肺炎病毒防疫工作，也針對
前鎮崗山仔登革熱疫區加強清消作業，而清潔隊員也巡查到6戶
「類米奇妙妙屋」。

前鎮區清潔隊隊長李振福表示，清消過程中發現6戶民眾嚴

重堆積雜物，且在住家騎樓或頂樓發現許多盆栽、水塔、廢棄油
漆罐等積水容器，衛生單位評估應立即強制清除，避免誘發病媒
蚊孳生。

清除人員作業過程中均著袖套、噴防蚊疫，以免被病媒蚊叮
咬而染疫，相關人員清除屋內雜物、積水容器時，發現有3戶住
宅屋內的積水容器已經孳生孑孓。

李振福指出，雜物堆積最嚴重的就屬前鎮區瑞祥街3巷的民
宅，從1樓到頂樓，屋內棄置滿滿寶特瓶，且瓶內都還有餘水，
就連樓梯也像是用寶特瓶鋪置而成，清除人員要在屋內行動相當
不便，而衛生單位也在該棟民宅發現有7個點位積水容器已經孳
生孑孓，目前嚴重堆積雜物的6戶住宅，均已清除完畢並噴藥消

毒。
李振福坦言，清潔隊原先就有清掃道路、收垃圾等工作，現

在又同時面臨新冠肺炎、登革熱病毒的侵擾，必須增加防疫清消
工作，當然會有人力不足的問題，但環保局會適時調派人力支援
，並給予清潔人員相關福利，這段時間雖然辛苦，不過能為高雄
盡一分力，他相當開心。

環保局表示，此次登革熱緊急防治作業共動員2674人次、
消毒車32車次、熱噴機169部次、孳檢數5201戶、告發數34件
、積水容器清除475件。

高雄掃蕩登革熱 清出6戶米奇屋

黑絲女教練 「愛的小手」 鞭策重機學員

他求地點遭酸：自導自演

（中央社）雲林縣觀光旅遊人數穩定成長，持續吸引連鎖品
牌進駐，台灣三井不動產集團日前也到雲林縣政府探詢開發投資
可能性，另有一家頂級飯店有意進駐。縣府文觀處長陳璧君表示
，雲林需要飯店業、百貨業及量販業等較為欠缺的觀光產業投入
，歡迎評估進駐。

雲林縣政府推動中的大型計畫包括擴大斗六都市計畫、擴大
高鐵都市計畫、擴大麥寮都市計畫、古坑產業加值園區、褒忠產
業園區、綠色智慧漁業產業園區、水產精品加值產業園區、大北

港科技產業園區、斗南交流道產業特定區等。
縣長張麗善表示，過去近4年引進超過1777億元投資，並積

極建設觀光遊憩的軟硬體設施，2020年雲林縣觀光客首次破千萬
人次，雲林觀光潛能不斷被開發，外界看到雲林的投資價值。

張麗善說，國內外知名連鎖品牌陸續進駐雲林，一家知名建
設公司研擬在雲林興建頂級飯店；日前三井不動產集團董事長久
一康洋親自到縣府交流投資的可能性，令人欣喜。

文觀處長陳璧君表示，台灣三井不動產集團是非常積極且看

好台灣投資環境的外商集團，目前在林口、台南、台中港 3 座
Outlet，雲林若能吸引國內外企業投資，將可縮短城鄉差距，鄉
親也免於舟車勞頓到外縣市消費。

張麗善表示，她把雲林從傳統農業縣帶向農、工、商、科技
發展，已爭取觀光局核定2.2億元 「雲西文化觀光遊憩廊帶營造
計畫」、6200萬元 「石壁竹創森計畫」，用文化觀光產業把人潮
帶入雲林，日前她又帶領縣府團隊拜訪行政院政務委員張景森爭
取 「雲東國家風景區」提案，初步獲得肯定。

觀光帶動 國際投資集團布局雲林

嘉中、日本茗溪學園 攜手國際化
（中央社）台灣少子化衝擊教育發展日益明顯，嘉義高中校

長陳元泰22日與日本茗溪學園校長宮崎淳簽訂課程合作備忘錄
。宮崎淳受訪表示，日本因應少子化問題，也有學校整併，但茗
溪學園則是推展國際化，培育具國際觀的優秀人才。

嘉中與日本茗溪學園締結姊妹校，昨簽署國際課程合作備忘
錄，由嘉義市副市長陳淑慧、嘉中校友教育事務基金會董事長簡
鴻文、家長會長洪裕原、茗溪學園數位戰略主任赤木義和（Yo-
shikazu Akagi）、國際長和田利一（Toshikazu Wada）等人共同

見證，兩校將推進課程合作、教師與學生互訪交流等活動。
陳淑慧介紹KANO棒球園區，象徵嘉義市發揚台灣棒球運

動光榮史；宮崎淳也說他久聞嘉義聲名遠播，也看了電影
《KANO》；陳元泰、宮崎淳代表兩校互贈簽約紀念禮物，嘉中
學生唱日語歌歡迎來訪的茗溪學園代表，氣氛熱絡。

陳元泰表示，嘉中今年9月（111學年度）已成立 「高瞻雙
語實驗班」並招生，課程融合自然、科技領域、社會及英文等4
個領域，嘉中與茗溪學園長期有線上課程互動，簽約合作後會有

更密切交流，疫情緩和後規畫互訪、到茗溪學園鄰近的日本航太
氣象發展中心參訪，開拓學生的國際視野及多元學習。

宮崎淳表示，日本也有少子化問題，推估未來20年會減少2
至3成學生，也有學校陸續整併，但茗溪學園是國際化的學校，
廣招各國學生，目前有來自亞洲、歐美多個國家及地區的學生，
課綱也因應國際化需求設計，以增進國際學生占比再提高，與嘉
中簽約後，兩校的課程及文化交流會更緊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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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經濟

再添5個重大項目
能源互聯網爆發式增長背後的“雙碳”密碼

“雙碳”轉型目標下，能源互聯網

正加速奔跑。9月17日，在2022全球能

源轉型高層論壇 “打造‘互聯網+’智

慧能源谷”分論壇上，18個能源領域重

大項目集中簽約，其中包括5個能源互

聯網相關重大項目。能源互聯網是信息

通訊技術與能源系統生產、傳輸、使用

和存儲各個環節融合的新壹代能源技術，

是推動以清潔和綠色方式滿足電力需求

的重要支撐。近年來，在政策推動下，

我國能源互聯網備受資本青睞，呈爆發

式增長態勢。有專家表示，能源互聯網

能促進能源更好地互聯互通，帶來電力

系統新升級，進壹步提速全國統壹電力

交易市場建設。

再添5個重大項目
這些簽約產業項目未來3-5年將實

現營收不低於200億元，新簽約金融機

構可為區內重要工程、重大項目、重點

企業提供意向性戰略授信900億元。

5個能源互聯網相關重大項目主要

包括北京能源工業互聯網研究院能源數

字產業園項目、北京中碳創科數字能源

技術有限公司智慧能源項目等。

2021年9月14日，北京能源工業互

聯網研究院揭牌暨能源數字產業園壹期

開園儀式舉行，研究院定位於市場化運

作的“基金+產業”模式的投資孵化平

臺，是能源工業互聯網的孵化器，致力

於成為具有世界影響力的能源工業互聯

網創新中心。

北京能源工業互聯網研究院有限公司

總經理沈峰介紹，北京研究院將通過打造

“基金+產業”投資孵化平臺，加快技術

向成果應用的快速轉化，促進成果產業化

，為高質量快速發展打下基礎，通過建設

能源數字產業創新生態，為產業數字化升

級、可持續發展奠定基礎。

何為能源互聯網？未來的某壹天，

或許會發生這樣的場景：手機App提醒

妳，今天妳家屋頂的光伏發電扣除每天

平均用電量後還剩下10度電，是否需要

上傳到虛擬電廠賣給附近有需要的陌生

人？點“確認”後，妳可以遠程操控家

用電器開關時間，並根據電價高低不同

，設置洗衣機在電價最便宜的淩晨2點

啟動。這正是能源互聯網未來可能會對

人們日常生活帶來的改變。

“能源互聯網是信息通訊技術與能

源系統生產、傳輸、使用和存儲各個環

節融合的新壹代能源技術，是數字革命

與能源革命深度融合的產物。”清華大

學教授、山西省能源互聯網研究院首席

科學家孫宏斌認為，能源互聯網是壹項

“顛覆性技術”，目標是促進能源更好

互聯互通和開放共享。

廈門大學中國能源政策研究院助理

教授吳微也對北京商報記者表示，能源

互聯網能通過智能電網，把分布式的需

求側資源和大電網連接起來，也包括用特

高壓技術聯通大型的可再生能源基地和復

合終端，帶來整個電力系統的新升級。

企業數量激增
近年來，我國能源互聯網發展迅速。

2017年7月6日，國家能源局發布《國家

能源局關於公布首批“互聯網+”智慧

能源(能源互聯網)示範項目的通知》，

正式公布了首批55個“互聯網+”智慧

能源(能源互聯網)示範項目。

截至2020年 10月 22日，我國首批

“互聯網+”智慧能源(能源互聯網)示範

項目中近半數完成驗收工作，部分項目

正持續推進中。

根據《2021國家能源互聯網發展年

度報告》(以下簡稱《報告》)，政策方

面，2014-2020年，國家共發布了997項

能源互聯網相關政策法規，涵蓋國際條

約、宏觀戰略、法律法規、標準導則、

部門規章及規範性文件等多個層級。

《報告》顯示，頂層設計、源側政策、

荷側政策和能源信息最受重視，源網荷

儲信息等各方面均受到政策關註。

產業方面，能源互聯網相關企業數量

從2019年底的39174家增加到2020年底的

66843家，迅速增長70.6%。《報告》顯示

，這些企業呈現出區域協同發展、特大都

市群為中心的輻射分布特點，主要集中在

粵港澳大灣區、長三角和京津冀三大區域

，其中2020年長三角四省企業共計10275

家，京津冀超過3500家。

資本市場同樣青睞能源互聯網。從

2014年到2020年，能源互聯網上市企業

數量逐漸遞增。碳達峰、碳中和目標下

，能源互聯網產業通過IPO、再融資、

發行綠色債券、綠色信托、碳中和為主

題激進等方式獲得資本助力。截至2020

年12月31日，總共有332只能源互聯網

相關概念股，總市值達6.79億元。

孫宏斌認為，能源互聯網是通過實

現能量流、信息流、價值流和碳排流的

“四流融合”，來推動能源數字化和智

慧化轉型。在當今數字化轉型和能源革

命的雙重背景下，能源互聯網建立的重

要性不言而喻。未來的數字能源經濟會

蓬勃發展起來。

助攻電力交易市場
全國統壹電力市場是近年來的熱議

話題，能源互聯網如何作用於全國統壹

電力市場的建設？吳微認為，建設大型

可再生能源基地需要部署在資源稟賦好

的地方，其中許多都是沙漠戈壁地區，

未來甚至會有離海岸線幾百公裏的海上

風電站，在這樣的背景下，需要有更大

的網絡，把不同的電源用戶結合在壹起

。“未來建立全國統壹的電力市場，需

要以現在的區域市場來過渡，在過渡過

程中，需要提高輸送管道的輸送和調節

能力，這需要能源互聯網發揮作用。”

當前，能源互聯網主要以負荷聚集

商、虛擬電廠等不同市場主體形式參與

電力市場，實現新供需形勢下的能源資

源精確匹配和優化配置。

吳微表示，在此前的電力市場建設

中，用戶側是價格接受者，市場價格由

電源側的不同電源報價產生，而有了能

源互聯網後，用戶側能更好地參與到電

力市場中，如通過虛擬電廠將眾多用戶

聚合在壹起，形成虛擬的電力交易商，

本身會影響到整個電力市場的供需格局。

據了解，虛擬電廠是基於大數據參

與電網運行和電力市場的電源協調管理

系統，在生產端可以促進新能源發電消

納和降低企業生產成本，在需求端可以

精準控制用電，降低企業用電負荷。

中國人民大學智能社會治理研究中心

研究員、副教授王鵬則對北京商報記者表

示，傳統的電力市場存在信息不共享、業

務不協同等問題，實現數據協同共享的難

度很大。通過能源互聯網的平臺，能實現

產業上下遊的聯動和業務協同。

“此前，由於信息不協調，壹直以來

存在著煤電價格倒掛的問題，而能源互聯

網有利於這壹問題的解決，實現電力市場

上下遊存儲傳送之間電力價格的透明，促

進價格的傳導和聯動。”王鵬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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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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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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12/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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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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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RTIFICATEOF DEPOSIT

$20,000.00 Minimum Balance
New Money Only .

New Money Only .

( Regular CD) (Jumbo CD)

13 MONTHS

2.75% APY* 2.85% APY*

休城工商

金 城 銀 行
為慶祝創行 37
周年慶並回饋
社區的長久支
持，除了捐贈
三 仟 美 元 給
Petrosky Ele-
mentary School
，以支持中英
雙語教學相關
活 動 ， 在 9 月
21 日更由三位
資 深 經 理 為
Petrosky Ele-
mentary School
中英雙語班約
五十位一、二
年級的小朋友
，講解小小理
財課程。

Petrosky
Elementary
School( 皮 諾 斯
基小學)自 2018
年開辦中英雙
語班，學生每
日半天用中文
學習，半天用
英文學習。自
小習慣使用雙
語學習和思考
，並沈浸於中
文和中國文化，除了陪養其國際
觀，並提高學習興趣。

此次金城銀行由執行副總裁
林蘋蘋、公關部副總裁侯秀宜暨
貸款部 Logan Nguyen 共同講解，
除了配合學生正在學習的課程，
更以生動活潑的方式讓學生暸解
到什麼樣的事物是必需品，什麼
是理想品；並讓小朋友知道如何
平衡收入和支出，進一步學習理
財及儲蓄的重要性。課程包括分
組討論和報告，小朋友互動熱烈
，踴躍發言，相信未來的小小菁
英們都會是成功的理財家。

皮諾斯基小學雙語班二年級

老師蔣秀蓮表示：有些華人家長
誤以為自家小孩已經會聽和說中
文就可以了，其實在雙語學習的
環境中，除了培養聽、讀、說、
寫的技能，更能訓練學生的思考
能力及增進華人學生對中國文化
的認識及自我的認同；雙語教學
是華人學生一個很好的選擇。皮
諾斯基小學提供自幼稚園(五歲)起
的課程，相關招生問題請聯繫徐
老師: (281) 208-6126 ext. 29055。

金城銀行自 1985 年創行，伴
隨社區經歷過去三十多年的耕耘
與發展，不但業務穩健成長，對
社區的關懷和貢獻更是有目共睹

。金城銀行多年來為社區幼年教
育、耆老知識及中小企業等舉辦
各類金融講座；除了在金融專業
領域中為客戶提供優質的產品和
服務，以協助客戶創造企業和個
人的最大利益，更希望能為社區
民眾多盡一份心力，也期許金城
銀行和社區一同邁向永續未來。

如需任何金融服務，歡迎親
臨金城銀行總行及附近分行或參
閱 金 城 銀 行 網 站 www.golden-
bank-na.com 最新訊息。 金城銀
行德州休士頓百利總行地址：
9315 Bellaire Blvd. Houston, Texas
77036。電話：713-777-3838。

金城銀行支持Petrosky Elementary School中英雙語教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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