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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毅：
王毅
：中方對烏克蘭問題從不袖手旁觀
路透社

（中央社）新華社報導，中國國務委員兼外
長王毅 22 日會見烏克蘭外長庫列巴時說，中方
對烏克蘭問題 「
從不袖手旁觀」， 「
四個應該」
是最權威闡述；庫列巴則說，期待中方 「
發揮重
要作用」。
在新華社報導前，庫列巴（Dmytro Kuleba
）台北時間下午 4 時 1 分在推特（Twitter）帳號
透露這場會見。他轉述，王毅表示，中國尊重烏
克蘭的主權和領土完整，並反對使用武力作為解
決分歧的方式。
報導指出，王毅是在美東時間 22 日出席聯

合國大會期間 「
應約」會見庫列巴。他說，中國
國家主席習近平指出，各國主權、領土完整都應
該得到尊重，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則應該得到遵
守，各方合理安全關切應該得到重視，一切致力
於和平解決危機的努力應該予以支持。
王毅說，上述 「
四個應該」是中方對烏克蘭
問題的 「
最權威闡述」，也是中方看待處理這一
問題的根本遵循。作為負責任大國和安理會常任
理事國，中方一直致力於勸和促談， 「
從不袖手
旁觀，也不火上澆油，更不會趁機牟利」。中方
始終站在和平一邊，將繼續發揮建設性作用。

他表示，感謝烏克蘭政府和人民為境內中國
人員特別是留學生撤離提供的幫助和關照，彰顯
了兩國人民之間的友好感情。今年是中烏建交
30 週年，中方願以此為契機，規劃兩國關係下
一步發展，弘揚傳統友誼，更好惠及雙方人民。
根據報導，庫列巴表示，烏克蘭重視中國的
「
國際地位和重要影響」，期待中方為緩解當前
危機 「
發揮重要作用」。烏克蘭願開展符合國家
利益的對話談判。而烏方一貫奉行 「
一個中國」
政策， 「
支持中方維護主權和領土完整」，期待
與中方加強在各領域交流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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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憤怒和吶喊
十一月份的中期選舉正
在熱烈展開之中 ，民主和共
和兩黨候選人開始把他們的
宣傳標語插到我們社區街坊
之各角落， 一場政治爭奪戰
即將上演。
當疫情於三年多前席捲
全國之時， 我們社區之中小
企業遭受嚴重之沖擊 ，許多
小生意人也因此倒下去了，
一直到拜登執政對華亞裔企
業支援有限 ，時至今日，只
見樓梯響 ，未見人下來。
今天我們遭遇通貨膨脹
和物價高漲， 主要原因是政
府開支不斷激增， 赤字上升

猛印鈔票， 而俄烏戰事更是
造成供應鍊大亂， 歐洲將進
入前所未有之能源危機， 和
中國之關係正在全面破裂 ，
台海情勢惡化，這些危機是
造成世界不安寧之原因。
我們要再次呼籲華亞裔
社區人士 一定要在此時登記
投票， 表達我們積極參政之
意願 ，決不能再做一個局外
人了。
昨天我們把印刷工廠借
給柯克郡長拍攝了一個競選
廣告， 事後他一直稱讚我們
對社區之貢獻， 事實上 ，我
們也真是當之無愧吧。

We Need To Stand Up
The midterm elections in
November are coming.
Democratic and Republican
candidates have begun to
insert their posters in all
corners of our community. A
political battle is about to
begin.
When the pandemic
swept across the country
more than three years ago,
all of the businesses suffered
a serious impact and many of
them fell down. Until
President Biden came to
power, support for our
community was limited.
Today we are suffering
from inflation and high prices
mainly due to the continuous
surge in government
spending, rising deficits and
the printing of more currency,

while the war in Ukraine
caused worldwide chaos in
the supply chains.
This winter the world will
face a very serious energy
shortage. The deterioration of
the U.S. and China
relationship has also caused
many challenges.
We should once again
call on our community to
register and vote at this time
to express our anger and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the
political process.
Yesterday Commissioner
Jack Cagle came to our
press room and showed us
his political ad. After that, he
praised our contributions to
the community. In fact, we
feel we really deserve 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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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克蘭4地將辦入俄公投
【李著華觀點:浮華行騙術?
紐約檢察總長指控川普與子女金融欺詐】 各方同聲譴責且不予承認

川普又出大事了,在佛羅里達州棕櫚灘的豪
宅海湖莊園事件引發軒然大波後, 他又被紐約
州總檢察長詹姆斯起訴，控告他與 3 名成年子
女通過商業詐騙，虛假誇大淨資產，以誘使銀
行向他的集團提供有利貸款，誘使保險公司提
供更高保額卻收取更低保費，以及獲取稅收優
惠等,紐約州總檢察長要求川普退還通過欺詐所
得約 2.5 億美元詐款與稅收優惠等利益。
詹姆斯對川普的起訴對於那些希望徹底終
結川普狂妄和謊言的美國人而言，這算是偉大
的一天, 但對於那些強力支持川普的人來說，
則是憤怒的一天, 也是強力鞏固他影響力的一
天,由於起訴並非法官裁決, 未來還有漫長司法
路要走, 對於川普與子女是福是禍?是得是失?
尚難定論, 不過這個案子,是紐約州檢察部門經
過長達 3 年對川普進行的調查後才做出的，如
沒有確鑿的證據與資料可供呈堂審判,詹姆斯之
動作無異於捋虎鬚。
當然,作為一位億萬富翁的前總統，川普現
在不能再享有特權。檢察官對他給予普通罪犯
的同等待遇。詹姆斯命令他出庭，否則就面臨
200 多項金融欺詐指控和 2.5 億美元罰款的違約
判決。按照訴狀，被告涉嫌在起草川普財務狀
況年度報告時進行多起欺詐和提供虛假信息，
涉案時間至少從 2011 年到 2021 年，這種欺詐和

提供虛假信息行為“極大提升了川普的個人資
本”此前司法部對約 100 份機密文件進行刑事
調查，這些文件都是川普在佛羅裡達州莊園非
法擁有的大量政府文件中的一部分,川普認為自
己作為前總統擁有保留這些文件的特權, 但現
在聯邦上訴法院直截了當駁斥了川普的主張,因
為這些文件是美國政府的唯一財產, 然而川普
卻一再發表奇怪的言論，稱他有權解密這些文
件,自己不需要任何書面記錄就能證明他在海湖
莊園擁有高度敏感材料的法律權力。
從種種行為顯示,現在美國人都應該清楚，
川普是一個危險的政治偽善者，他的唯一目標
是在政治與經濟上獲得利益, 他慣常通過指責
民主黨的“政治迫害”和給非裔檢察總長詹姆
斯貼上“種族主義者”的標簽來轉移話題, 他
在自創社交平臺 Truth Social 上指責詹姆斯只是
因為要在競選總檢察長時提升糟糕的支持率而
調查他, 對他發起政治迫害。
但是詹姆斯的起訴書長達 222 頁,有著一條
又一條川家詳細的詐騙記錄, 所以一切不言自
明, 身為一名黑人女性，詹姆斯追求對白人男
性的正義, 又何罪之有? 在司法獨立的美國,沒有
任何人可以淩駕於法律之上, 我們不可以，川
普與子女當然也不可以!

(本報訊)由俄羅斯和親俄勢力控制的 4 個
烏克蘭地區，正準備在 23 日針對加入俄羅斯
這個議題展開公投。西方國家普遍譴責此事，
稱這個公投是違法的，是俄國欲非法併吞烏國
領土的前奏。
那 4 個地區俄羅斯任命的領導人，20 日宣
布了入俄公投的計畫。這對西方國家來說是個
挑戰，因為這可能會讓戰爭急速升級。入俄是
公投預料中的必然結局，烏國及其盟國已明確
表示，他們不會承認此公投的結果。
盧 甘 斯 克 （Luhansk） 、 頓 內 茨 克
（Donetsk） 、 赫 松 （Kherson） 及 札 波 羅 熱
（Zaporizhzhia）4 州加起來，約占烏克蘭總領
土的 15%，這 4 個地方將於 9 月 23 日至 27 日進
行入俄公投。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展開一場造成數千人
死亡、數百萬人流離失所，並使全球經濟蒙受
損害的戰爭 7 個月後，烏國在這個月發動反撲
，並收復大片失土。
那 4 個親俄地區的有關當局，已經討論公
投的事好幾個月了，但烏克蘭最近的連串勝利
，讓他們著急地要趕快安排公投事宜。
俄羅斯似乎正試圖在衝突中重新取得上風
，總統蒲亭（Vladimir Putin）本週宣布局部動
員 ，徵召 30 萬人入伍，前往烏克蘭作戰。
烏克蘭表示，俄羅斯企圖將公投結果拿來
當作民眾支持的象徵，並將那當作併吞烏國領
土 的 藉 口 ， 這 與 俄 國 2014 年 奪 取 克 里 米 亞
（Crimea）的情況類似，但國際社會並未承認
克里米亞屬於俄國。
● 北約籲成員國勿承認公投結果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今天譴責俄
羅斯計劃在其侵占的烏克蘭領土舉辦公投，是

其所謂 「俄國公然侵占烏國領土的企圖」，呼
籲所有成員國拒絕接受。
北約成員國組成的北大西洋理事會
（North Atlantic Council）在聲明中說： 「於
烏克蘭頓內茨克、盧甘斯克、札波羅熱、赫松
4 個地區舉辦的公投是騙局，並無正當性，公
然違反聯合國憲章（UN Charter） 。」
聲明中補充道： 「北約成員國不會承認俄
羅斯非法的作為和併吞，那些土地屬於烏克蘭
。」
● 聯合國稱俄 「假公投真併吞」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瑞斯（Antonio Guterres
）今天在安全理事會（Security Council）有關
烏克蘭的會議上表示，恫嚇以核武解決衝突是
「讓人完全無法接受的」，並嚴正警告，在俄
羅斯占領的烏克蘭領土舉辦所謂的 「公投」，
就是一種併吞的行為。
古特瑞斯在安理會一項部長級會議上表示
，他對 「所謂公投」的計畫感到憂心。俄羅斯
外交部長拉夫羅夫（Sergei Lavrov）將在這項
會議上發表談話，但他並未聽取古特瑞斯的演
說。
古特瑞斯說： 「任何以武力威脅，或使用
武力併吞另一國的領土，違反聯合國憲章及國
際法。」
俄羅斯總統蒲亭 21 日威脅要用核武保衛
自己的國家。
● 俄羅斯：不惜動用核武
俄羅斯前總統麥維德夫（Dmitry Medvedev）今天表示，俄國軍火庫中的任何武器，
包括戰略核子武器在內，都可以用來捍衛從烏
克蘭併入俄國的土地。

非政府組織：伊朗鎮壓群眾抗議 至少已釀50死
(本報訊)1 個非政府組織今天指出，伊朗
女子艾米尼（Mahsa Amini）遭 「宗教警察」
羈押後死亡引發民眾抗議，政府派安全部隊
鎮壓，迄今已造成至少 50 人喪生。
法新社報導，設於挪威首都奧斯陸（Oslo）的伊朗人權（IHR）非政府組織表示，伊
朗安全部隊昨晚在北部的吉蘭省（Gilan）槍
殺 6 人後，導致抗議死亡人數持續攀升。
IHR 非政府組織說，自上週示威潮展開
以來，伊朗約 80 個城市和其他市區中心都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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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抗議活動。
IHR 非政府組織負責人阿米瑞-莫加達姆
（Mahmood Amiry-Moghaddam）指出： 「目
前已至少有 50 人死亡，不過群眾仍在為他們
的基本人權和尊嚴而抗議。」
他說： 「國際社會須與伊朗人民站在一
起，對抗我們這個時代最專制的政權之一。
」
根據伊朗官方統計，鎮壓抗議造成至少
17 人死亡，包括 5 名安全部隊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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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藥品管理局：疫情尚未結束

綜合報導 就在上周美國總統拜登宣
布“新冠肺炎疫情已結束”後不久，歐
洲藥品管理局的官員本周二稱，疫情尚
未結束。過去兩年，每逢秋冬季，都會
出現壹輪新冠肺炎疫情，今年也有可能
出現類似情況。推動疫苗接種將是抗擊
疫情的關鍵。
路透社稱，歐洲藥品管理局首席醫
療官斯特芬· 瑟斯特魯普稱：“我們認為
，歐洲新冠肺炎疫情仍在持續。歐洲各
國應做好疫苗接種工作，特別是改進版
疫苗的接種工作，以防疫情在歐洲進壹

步蔓延。”
路透社此前報道稱，防疫專家們擔
心，在經歷了新冠肺炎疫情多輪折磨後，
人們對於疫苗的態度也進入疲勞期。根
據歐洲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的最新數據，
歐洲人的加強針接種率明顯下降，在 60
歲及以上人群和 18-59 歲人群中，第壹劑
加強針的接種率分別為 83.9%和 64.8%；
而到了第二劑加強針時，接種率就急劇
下降到 15.1%和 7.8%。
在新聞發布會上，歐洲藥品管理局
的官員還重申了其執行負責人艾默· 庫克

因疫情停辦兩屆
慕尼黑啤酒節恢復舉辦
綜合報導 德 國 規 模 最 大 的 民 俗 節 慶 活 動 慕 尼 黑 啤 酒 節 17 日 在
南部城市慕尼黑隆重開幕，這是該活動因新冠疫情停辦兩屆後首
次回歸。
由德國啤酒廠商、樂隊和演出團體組成的花車遊行隊伍 17 日上午浩
浩蕩蕩走過慕尼黑市內街道，為民眾和遊客帶來音樂、舞蹈及互動式演
出，充滿歡樂節日氣氛。
中午 12 時，慕尼黑市長迪特爾· 賴特爾敲開了今年啤酒節的第壹桶
啤酒。隨著全場歡呼“幹杯，為了和平的啤酒節！”，第 187 屆慕尼黑
啤酒節正式拉開帷幕。
雖然民眾和遊客參與熱情較高，但當地公共衛生部門和傳染病學專
家提醒，由於人員密集，這壹大型活動使得新冠病毒傳播風險增加。為
減少感染風險，專家建議高風險人群避免參加啤酒節，避開啤酒帳篷等
人群聚集場所。
據德新社報道，舉辦慕尼黑啤酒節是否存在疫情風險在社交媒體推
特引發爭議。德國衛生部長卡爾· 勞特巴赫呼籲民眾參加活動前開展新
冠病毒檢測，而巴伐利亞州州長馬庫斯· 澤德認為目前疫情平穩，他參
加慕尼黑啤酒節不需要戴口罩。
慕尼黑啤酒節又稱“十月節”，每年 9 月末到 10 月初在慕尼黑
舉行，最初為紀念 1810 年巴伐利亞王儲路德維希大婚而創辦，因戰
爭、瘟疫屢次停辦。受新冠疫情影響，慕尼黑啤酒節 2020 年、2021
年停辦。今年的慕尼黑啤酒節將持續至 10 月 3 日，預期吸引數百萬
民眾和遊客。

英法首腦初次會晤求和解

馬克龍：英法有往前邁進的願望
綜合報導 此前宣稱“非敵非友”的英法領導人終於握手言和。法
國《20 分鐘報》稱，法國總統馬克龍和英國首相特拉斯在第 77 屆聯合國
大會期間進行了首次會晤。
馬克龍在紐約與英國新任首相特拉斯進行了首次面對面會談，並被
媒體拍到微笑、握手、攬腰等照片。會談後，馬克龍強調法國願意與英
國“向前發展”。會晤前，特拉斯也發出了和解的聲音，她對記者說，
希望與法國總統進行“建設性的”合作。
馬克龍對媒體說：“我看重的是證據，是結果……（法國和英國）
有往前邁進的願望，使兩國成為復雜世界中的盟友和朋友。”馬克龍表
示，如今全球局勢十分復雜，法國和英國必須展現兩國為同盟和朋友的
決心。面對馬克龍伸過來的橄欖枝，特拉斯辦公室目前卻只字未提兩國
關系。
瑞士通訊社報道稱，馬克龍還透露和特拉斯討論了壹系列問題，包
括烏克蘭戰爭和其他歐洲事務，其中壹項為法國提議的“建立壹個歐洲
政治共同體”的倡議。法國希望成立歐洲政治共同體，並邀請非歐盟的
歐洲國家參與討論共同感興趣的議題。馬克龍多次表明，他希望說服英
國參與這項計劃。
作為對法“強硬派”，特拉斯 8 月底在參加競選活動時曾拒絕就
“馬克龍是（英國的）朋友還是敵人”提問作出答復，而是說“如果我
成為首相，將根據行動而非言論來判斷馬克龍”。對此，馬克龍回應稱
“無論英國領導人是誰，或是他們在表達中可能犯下小錯，我都不會質
疑，英國是法國的朋友”。

上周發出的呼籲：“歐洲民眾應該在未
來幾個月內接種藥監部門推薦的任何加
強針。”除了早期的新冠疫苗，歐洲藥
品管理 局 最 近 幾 周 又 批 準 壹 系 列 針
對奧密克戎變異株的改進版疫苗，
並稱這些疫苗用於加強針註射，可
降 低 民 眾在秋冬季感染新冠的風險。
庫克說，“我們意識到各個成員國的
需求可能不同，因此我們提供了多種
選擇。”她還補充說，“要對妳接種的
任何疫苗抱有信心。”
當媒體問到對拜登日前發表的
“新冠肺炎疫情已結束”的言論有何
評價時，瑟斯特魯普稱，“顯然我無
法回答，拜登總統為什麼會得出這樣
的結論”。
拜登日前在接受美國哥倫比亞廣播
公司（CBS）采訪時稱，新冠病毒仍是
個問題，美國政府仍有很多工作要做，

但他認為，“新冠肺炎疫情已結束”。
拜登這壹言論在美國引發廣泛質疑和批
評。公共衛生專家和立法者稱，拜登的
言論破壞了他們正在推進的加強針註射
工作以及向國會爭取檢測和治療資金的
努力。美國國家過敏癥和傳染病研究所
所長福奇稱，美國目前還沒有達到“我
們需要達到的水平”。美國有線電視新
聞網（CNN）稱，壹些政府官員也對拜
登的發言深感意外。壹名官員說，總統
的言論並不意味著政府應對疫情的政策
發生變化，白宮方面沒有計劃解除自
2020 年 1 月開始實施的公共衛生緊急狀
態。
據報道，美國“長新冠”患者在白
宮外舉行抗議活動，他們聲稱“大流行
並未結束”，呼籲政府采取緊急應對行
動。抗議者稱，美國有數百萬人感染病
毒後出現“長新冠”癥狀，嚴重者甚至

馬斯克宣布向全球開放“星鏈”網絡

但將 4 國排除在外，中俄在列
綜合報導 以擅長高科技產業而聞名
於世的美國 SpaceX 公司，最近終於公布了
新壹代衛星網絡“星鏈”的覆蓋地圖範圍。根
據馬斯克在其社交平臺上公布的消息顯示，
SpaceX的星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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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其中最被外界關註的國家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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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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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獲得了壹份高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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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空軍使用星鏈網絡進行深度測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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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範登堡空軍基地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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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界想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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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憑借數量上的絕
對優勢，為美國構建
起壹道覆蓋地球每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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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止握著北鬥系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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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這壹次我們采用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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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來可以專心致誌研發自己的同類系
統，確保在未來的軌道爭奪戰上減少不必
要的幹擾和雜音。二來，使用我們自己的

約 230 頭鯨魚在澳大利亞擱淺
當地政府：
當地政府
：目前約半數還活著

金城银行与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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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orporate Office
(713)777-3838
Millbrae Branch
(650)745-1615

Harwin Branch
(713)777-3838
Tustin Branch
(714)338-5188

殘疾。他們呼籲政府為“長新冠”患者
提供更多支持，並敦促政府繼續采取手
段遏制新冠病毒的傳播。據美國《華爾
街日報》此前報道，新冠肺炎疫情已令
美國損失了 50 萬勞動力。
不過，路透社稱，拜登宣布“疫情
已結束”僅是他個人言論，美國尚未正
式宣布疫情結束。在拜登上任初期，每
天有 3000 多名美國人死於新冠，但隨著
疫苗和藥物的普及，新冠造成的損失在
不斷下降。但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
的數據顯示，美國每天仍有近 400 人死
於新冠。
據報道，拜登出席在紐約舉行的民
主黨全國委員會籌款活動時，承認自己
的確因為疫情結束的言論受到媒體和公
眾的批評。不過他辯解稱，疫情不像之
前那麼糟糕。此外，拜登還敦促出席活
動的人盡快接種加強針。

Sugar Land Bra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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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wland Heights Bra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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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hambra Bran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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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泄密。
這壹點從過去我們下定決心要打造“北
鬥導航系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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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家聚攏在壹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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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報導 約 230 頭鯨魚在澳大利亞塔
斯馬尼亞島西海岸擱淺，目前當地正展開
緊急救援。據報道，塔斯馬尼亞自然資源
與環境部披露，擱淺的鯨群似乎為領航鯨
，目前大約半數還活著，已有海洋保護人
員攜帶救援物資趕往事發海灘。不過，救
援過程可能相當困難，不排除隔夜還有更
多鯨魚死亡。當局呼籲周邊人員不要靠近
鯨魚擱淺現場，但有些當地人已自發采取
救援行動。
2020 年 9 月，同壹片海灘曾發生過壹
起更大規模的鯨魚擱淺事件，當時擱淺的
領航鯨近 500 頭，經救援後只有約 100 頭鯨
魚重新回到大海。有科學家表示，同壹種
鯨魚在相同月份、相同地點發生大規模擱
淺屬於“不尋常”現象，令人感到擔憂。
目前導致鯨魚擱淺的具體原因尚不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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賀錦麗將訪日韓
討論台海和平穩定重要性
（綜合報導）美國副總統賀錦麗將前往日本、韓國訪問，
並與日韓領袖舉行雙邊會談。美國資深官員表示，台灣議題將
出現在與日韓的各種雙邊會議，強調台海和平穩定重要性，以
及對中國近來在台灣周邊行動的擔憂。
白宮日前宣布，賀錦麗（Kamala Harris）將率團在 9 月 25
至 29 日前往日本東京和韓國首爾訪問，會見日韓官員。期間將
出席東京時間 27 日舉行的前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國葬，代表美國
政府哀悼這位 7 月間為候選人站台時遭槍殺的前首相。
美方資深官員今天在電話背景簡報中指出，賀錦麗此行除
了參加安倍國葬外，也將重申美國在日益複雜的安全局勢下對
盟友的承諾，並深化在印太地區的總體參與。
此次是賀錦麗繼去年 8 月下旬前往越南與新加坡訪問後，
再度造訪亞洲。
官員指出，賀錦麗將在 26 日與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舉行雙邊

會談，預計將觸及美日同盟與一系列區域和全球議題，包括維
護台海和平穩定與促進自由開放印太地區的重要性。此外，賀
錦麗也將利用機會，與日本半導體企業高階主管舉行會談，討
論供應鏈與投資議題。
賀錦麗隨後將轉往韓國訪問，預計 29 日與韓國總統尹錫悅
舉行雙邊會晤，除了討論美韓同盟、北韓威脅外，台海和平穩
定的重要性也將是會談的主要議題。賀錦麗也將與韓國不同行
業傑出女性召開圓桌會議。
這名官員在答覆媒體詢問時表示，可以預料台灣議題會出
現在與日韓的各種雙邊會議上， 「顯而易見的，這是最近的焦
點」，美方已明確表達對中國近來在台灣及其周邊地區行動的
擔憂。
官員指出，美方已清楚表明立場，其中之一是台灣作為夥
伴與盟友的重要性，日本與韓國對台灣在區域深具信心， 「我

們與我們的合作夥伴極為一致」，這是賀錦麗與日韓領袖討論
近來事態發展與未來方向的機會。
對於美國總統拜登日前再度公開表態願意協防台灣一事，
這名官員重申美方立場表示，美國對台政策不變，美方維持一
中政策，反對片面改變現狀。
拜登接受美國哥倫比亞廣播公司（CBS）節目 「60 分鐘」
（60 Minutes）專訪時，被問及若中國武力犯台，美軍是否會
出兵協防台灣時果斷回答： 「會，若發生前所未有的攻擊
（unprecedented attack）。」
這是拜登上任以來，第 4 度公開表態如果台灣遭受中國攻
擊，美軍願意協防台灣，也再次引發外界關注美國的台灣政策
是否作出調整。

半導體依賴台灣 葉倫：對美構成國安風險
（綜合報導）大陸觀察者網 23 日報導，美國財政部長葉倫
當地時間 22 日表示，台灣在半導體方面的領先地位，對美國國
家安全構成了風險。
葉 倫 22 日 出 席 《 大 西 洋 月 刊 》 年 度 活 動 「The Atlantic
Festival 2022」，討論美國經濟、通膨、供應鏈等問題。
葉倫稱，若美國過度依賴那些與之存在地緣政治緊張關係
的地區，就會面臨 「安全威脅」。她以半導體為例，稱 「台灣
是世界上最先進半導體的唯一來源地。在我看來，這是一種彈
性風險，也是國家安全風險。」
葉倫還稱美國在稀土、太陽能電池板等方面 「太依賴」中
國大陸。
但她認為，自給自足、事事親力親為也不是解決問題的辦
法，美國希望在全球經濟中保持貿易利益，同時擁有多個供應

來源。正如美國今年稍早遇到 「奶粉荒」、國內產能受到嚴重
衝擊時，與 「值得信任的夥伴」合作。
《大西洋月刊》22 日刊登葉倫署名文章中，也提到美國在
新冠疫情期間半導體供應鏈的脆弱。葉倫在文章中寫道，僅
2021 年，晶片短缺就導致美國損失 2400 億美元，汽車減產數百
萬輛。
葉倫稱，半導體行業的特點是極度集中風險， 「截至去年
，全球最先進的半導體製造業幾乎都出現在一個東亞經濟體：
台灣。美國和其他國家需要安全和可靠的半導體供應鏈。」
事實上，這並非美國官員首次將台灣半導體產業和美國國
家安全聯繫起來。今年 7 月，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發出警告，
稱美國嚴重依賴海外晶片製造商，90％的尖端晶片從台灣處購
買，這造成了國家安全風險。

去年 3 月，前美國國防部副部長沃克（Bob Work）也曾聲
稱，因中國大陸對台灣構成 「威脅」，所以美國半導體對台灣
的依賴是危險的。
《日經亞洲評論》今年 7 月刊文指出，全球 90％以上的高
端晶片都是在台灣島內生產。美國政府重視半導體過度依賴台
灣的情況，擔心地緣政治的不確定性會增加全球供應鏈的風險
。
近年來，美國 「軟硬兼施」要求台積電等企業赴美建廠。
但從實際動作來看，台灣企業並不願意按照美國的要求行事。
文章稱，造成上述原因一方面是成本問題，台積電創始人
張忠謀今年 4 月曾指出，美國製造的成本令人望而卻步，在美
國製造晶片的成本比台灣貴 50％，因此美國增加半導體產能的
努力是徒勞、浪費且昂貴的。

美研究：COVID-19染疫者腦損風險上升
（綜合報導）美國研究人員 22 日發布報告指出，與從未感
染過 COVID-19（2019 冠狀病毒疾病）的人相比，染疫者一年
後出現各種腦損傷的風險更高。
路透社報導，這項耗費一年的研究發表於 「自然醫學雜誌
」（Nature Medicine），採用數百萬名美國退伍軍人未揭露身
分的醫療記錄，評估罹患 44 種不同疾病的大腦健康情況。
研究發現，與從未感染過 COVID 的退伍軍人相比，處境
類似但曾確診的退伍軍人發生腦部和其他神經系統疾病的機率
高出 7%。
研究團隊表示，由此推估，大約 660 萬美國人的大腦損傷

與曾經染疫有關。
報 告 資 深 作 者 、 華 盛 頓 大 學 醫 學 院 的 奧 埃 利 （Ziyad
Al-Aly）在聲明中表示： 「這結果顯示 COVID-19 具有破壞性
的長期影響。」
奧埃利的研究團隊分析 15 萬 4000 份退伍軍人病例，這些
人在 2020 年 3 月 1 日至 2021 年 1 月 15 日期間曾經染疫，並對比
同期間不曾染疫的 560 萬份病歷，以及在美國疫情爆發前的 580
萬份病歷。
他指出，先前研究的對象較狹窄，大多針對住院病患，但
他的研究分析了住院與沒有住院的病患。

記憶障礙是最常見的症狀，也通常被稱為 「腦霧」。與對
照組相比，感染過 COVID-19 的人出現記憶問題的風險要高出
77%。
曾染疫者的人發生缺血性中風的風險，也比從未染疫者高
出 50%。缺血性中風是由血栓引起。
此外，曾染疫者癲癇發作的可能性高出 80%；出現焦慮或
憂鬱等心理健康問題的可能性高出 43%；罹患頭痛的可能性高
35%；出現顫抖症等運動障礙的可能性高出 42%。

憂升息經濟衰退 美股道瓊重挫486點 跌破3萬點大關
（綜合報導）美股今天續挫，連 4 個交易日收低，因投資
人憂心持續升息導致經濟衰退風險升高。
道瓊工業指數終場下跌 486.27 點，或 1.62%，收在 29590.41
點，為 2020 年 11 月以來最低。

標準普爾 500 指數下跌 64.76 點，或 1.72%，收在 3693.23 點
。
以科技股為主的那斯達克指數下跌 198.87 點，或 1.80%，
收在 10867.93 點。

費城半導體指數下跌 35.352 點，或 1.45%，收在 2408.895
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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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倍“國葬”將舉行
日本警方加強東京站等防恐警備

綜合報導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下午與韓國總統尹錫悅在
紐約會面。而日本《讀賣新聞》在兩人會晤後報道說，日本
政府將他們之間的談話描述為“懇談”而非“會談”。
日本《讀賣新聞》報道，岸田文雄與尹錫悅會面大約
持續了 30 分鐘。《讀賣新聞》在報道中強調，日本政府
將此次岸田與尹錫悅之間的談話描述為“懇談”，而不是
“會談”，日本廣播協會、共同社等其他日媒也基本上用
“懇談”或“交談”描述雙方的對話。《讀賣新聞》稱，
日本政府認為，在所謂“征用勞工”問題解決前景不明朗
的情況下，舉行首腦會談為時尚早，不過，日方贊賞韓國
改善關系的態度，所以以非正式“懇談”的形式回應了韓
方的對話請求。
另壹方面，《讀賣新聞》提及，韓國總統府將二人的交
談描述為“非正式會談”。韓聯社在報道中強調，這是二人
的“首次壹對壹會談”。
韓聯社還援引韓國總統辦公室有關人士的話稱，韓日之
間存在不少懸而未決的問題，韓日領導人此次會晤相當於為
解決有關問題邁出第壹步，具有重要意義。
《讀賣新聞》報道提及，韓國總統府 15 日曾發布消息稱
，尹錫悅將借訪問紐約參加聯合國大會的機會與岸田舉行會
談，日本方面則對韓方的說法予以否定。

韓軍參聯議長：
有必要考慮研發中型航母和自研艦載機
綜合報導 韓聯社報道，韓國聯合參謀本部
（聯參）議長金承謙表示，韓國航空宇宙產業
公司（KAI）自主研制的超音速戰機 KF-21 可以
改裝成艦載機，據此有必要討論研發中型航母
而非輕型航母的方案。
金承謙當天在國會國防委員會全體會議上作
出上述表述。就政府因KF-21無法垂直起降，才將
輕型航母改為中型航母項目的看法，金承謙表示
，系統結構本需改變，所以壹並討論相關事宜。
韓國航母項目起源於文在寅時期。2020年，
韓國海軍表態稱，輕型航母（CVX）是應對全方
位安全威脅所必需的未來聯合戰鬥力。韓軍規劃
中的輕型航母可搭載20多架垂直起降戰鬥機和反
艦導彈、反魚雷防禦系統等武器，耗資 2 萬億韓
元，其滿載排水量將達 4 萬噸。韓國海軍計劃截
至2033年在“西部海域北方界線”（NLL）部署
輕型航母，提升對朝監視偵察力量。
文在寅政府時期推進海軍 3 萬噸級輕型航
母研發項目，並為此在 2022 年度預算案中劃撥

70 億韓元（約合人民幣 3527 萬元）用於基礎設
計，但在韓軍反對下未予執行。而到了尹錫悅
政府時期，韓軍編制的明年度預算中，航母預
算全部被砍。
金承謙表示，韓國軍方就艦載機研發工作
進行更慎重的研討，以建設更強的戰鬥力來應
對朝鮮威脅。
除了中型航母以外，金
承謙還討論了從美國雷神公
司引進的 400 多枚“標準 2”
（SM-2）中程艦空導彈存在
缺陷的指責，金承謙表示，
正在制定品質管理對策，將
采取全面調查等措施。
今年 7 月 19 日，韓國自
主研制的 KF-21“獵鷹”戰鬥
機在韓國宇航產業公司
（KAI） 總 部 所 在 的 慶 尚 南
道泗川市空軍第三訓練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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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政府強調是“懇談”而非“會談”

歲以上人口達
75
15%

日韓領導人會面

綜合報導 日本總務省公布的人口估算數據顯
示，該國 65 歲以上老年人達 3627 萬，比上年增加 6
萬創新高；占總人口的比例為 29.1%，上升 0.3 個百
分點，也創下新高。75 歲以上人口 1937 萬，增加 72
萬，占總人口比例首次超過 15%。
共同社報道稱，日本總務省的勞動力調查結果
顯示，該國 2021 年工作的 65 歲以上人口達到 909 萬
，比上年增加 6 萬人，連續 18 年增加。65 歲至 69 歲
的就業率為 50.3%，首次突破半數，可見每兩人中
就有壹人在工作。
不過，受疫情影響，老年人也出現停止工作的趨
勢，2021年8月起有不少月份的就業人數同比減少。
65歲以上人口的就業率與上年壹樣為25.1%。老年人
在15歲以上全體就業者中的占比持平，為13.5%。
此次統計截至今年 9 月 15 日。在日本 65 歲以上
人口中，男性為 1574 萬人，女性為 2053 萬人。75 歲
以上占總人口比例為 15.5%。報道稱，75 歲以上人
口比上年大幅增加的原因是 1947 年至 1949 年出生的
第壹次嬰兒潮群體開始步入 75 歲。此外，80 歲以上
人口有 1235 萬人（占總人口 9.9%）、90 歲以上為
265 萬人（占總人口 2.1%）。
日本總務省去年 9 月公布估算結果稱，65 歲以
上人口為 3640 萬人，但此後根據 2020 年人口普查結
果修改了計算結果，將去年的數據修改為3621萬人。
據日本國立社會保障和人口問題研究所的估算
，到 2040 年，日本 65 歲以上人口占總人口的比例將
達到 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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占比首次超

綜合報導 日韓領導人會面 日政
府強調是“懇談”而非“會談”據報
道，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的“國葬”
將於 27 日舉行，東京警視廳 20 日向媒
體公開了 JR 東京站內的巡邏情況。警
視廳將強化態勢，在都內各處增加負
責警備的警察等。
據報道，當天，兩只警犬和身著
制服的防暴警察等在東京站巡回，
確認新幹線月臺、投幣儲物櫃是否
有可疑物品。報道稱，主要車站和
機場等不特定多人聚集的場所被稱
為“軟目標”，容易成為恐怖活動
的目標。
警視廳丸之內署的署長前田敦稱
，“為切實保護國內外政要的安全，
將采取萬無壹失的警備措施。希望獲
得大家的協助。”
“國葬”將於 27 日下午兩點起，
在東京北之丸公園的日本武道館舉行
。警視廳除了 27 日上午至夜間首都高
速公路部分路段禁行之外，預計 26 日
和 28 日在首都高速和普通公路部分路
段實施交通管制。
7 月 8 日，安倍在街頭演講時遭槍
擊身亡，終年 67 歲。日本政府決定 9 月
27 日為其舉行“國葬”。

2022年9月24日

日本估算全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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團的跑道上進行了首次飛行試驗。根據計劃，
KF-X 的原型機將於 2022 年 7 月實現首飛，隨後
在 2026 年完成全部研發流程。屆時，韓國將成
為第 13 個自主研制戰機的國家。隨後，KF-X 將
按計劃投入量產，並在 10 多年後的 2032 年陸續
裝備部隊，初步計劃采購 120 架。

中香港瞭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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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螺車墮橋
校巴追尾爆頭
發改委：中國新能源產業冠全球

傅政華王立科被判死緩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記者趙一存及新華社
報道，中國最高人民法院 22 日通報，長春市中
級人民法院 22 日對全國政協社會和法制委員會
原副主任傅政華受賄、徇私枉法案；江蘇省委
原常委、政法委原書記王立科受賄、行賄、包
庇、縱容黑社會性質組織、偽造身份證件案，
分別進行一審宣判，決定對傅政華及王立科執
行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在其死刑緩期執行二
年期滿依法減為無期徒刑後，終身監禁，不得
減刑、假釋；對受賄犯罪所得及孳息依法予以
追繳，上繳國庫。
長沙灣發生罕見的重
經審理查明：2005年至2021年，被告人傅
型車輛失事飛墮行車天
政華利用擔任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長、局長，北
橋，變乎砸向校巴的罕見意外。
京市委常委，公安部副部長，中央政法委員會
一委員，司法部部長及全國政協社會和法制委員
輛俗稱“田螺車”的混凝土
會副主任等職務上的便利，以及職權或者地位
車，22 日上午在荔寶路失事翻側
形成的便利條件，為有關單位和個人在企業經
撞毀行車天橋圍壆上約
10 米防撞
營、職務調整等方面提供幫助，本人直接或者
欄後，飛墮
18 米橋下連翔道。由
通過其親屬非法收受財物，共計折合人民幣
1.17億餘元。
於衝力巨大，田螺車的巨型攪拌
經審理查明：1993年至2020年，被告人王
器亦告飛脫。其間，一輛保姆車
立科利用擔任遼寧省錦州市公安局副局長，遼
駛至收掣不及撞向田螺車致車頭
寧省公安廳副廳長，江蘇省副省長、省公安廳
廳長及江蘇省委常委、政法委書記等職務上的
毀爛，幸當時校巴上並無學童，
便利，以及職權、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為他
僅男司機與
3 名女保姆輕傷，惟
人在企業經營、職務調整、案件辦理等事項上
田螺車司機傷重死亡。警方正循
提供幫助，直接或夥同其特定關係人非法收受
司機當時精神狀況及機件等方面
他人給予的財物共計折合人民幣4.4億餘元。王
立科為謀求本人及他人職務晉升等不正當利
調查原因外，道路安全組亦正跟
益，先後多次向公安部原黨委委員、副部長孫
進現場撞毀的防護欄情況。
力軍等人行賄共計9,731萬餘元人民幣。

提供七成光伏組件
新能源車保有量約佔五成
跌落 18 米司機身亡
保姆車上 4 人輕傷幸無學童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 長沙灣
發生罕見的
重型車輛失
事飛墮行車
天橋意外，
天橋意外
，
幾乎砸中校
巴。

北京報道）中國國家發改委最
新披露數據表示，中國十年來產業結構
優化升級成效明顯，新能源產業全球領
先，為全球市場提供超過 70%的光伏組
件，新能源汽車保有量佔全球一半左
右。與此同時，能源綠色低碳轉型成效
顯著，清潔能源消費佔比已超過四分之
一，水電、風電、太陽能發電、生物質

▼ 保姆車
車頭毀爛。

發電裝機均居世界第一。與 2012 年相
比，2021 年中國單位 GDP 能耗下降了
26.4%，年均下降 3.3%。

◆2022 年前 8 個月，新能源汽車產銷量分別達到 397 萬和 386 萬輛，保有量達到 1,099 萬
輛，約佔全球一半左右。圖為早前成都車展，參觀者在體驗新能源汽車。
資料圖片

22 日
國家發改委環境資源司司長劉德春在
舉行生態文明建設有關情況發布會上

中國外交部：
現
籲美把不衝突不冷戰表態落到實處

當時，一輛剛好沿連翔道二線南行駛
至的保姆車，懷疑司機收掣不及，左邊車
頭猛撼向田螺車的車尾，車頭即毀爛不
堪，擋風玻璃盡碎，車上多人受傷。
在意外發生後，其他途經駕駛人士立
即協助報警。未幾，大批消防及警員到
場，證實保姆車上並無學童，迅速將 4 名
輕傷者以及昏迷的田螺車司機救出送院搶
救，惜田螺車司機延至中午 12 時 40 分證
實不治。

保姆車駛快數秒恐遭壓扁
有車“Cam”拍下意外一刻，顯示該

近年車輛墮橋意外一覽

機件等。政府化驗所人員經現場蒐證後，
證實涉事田螺車當時車速約為 58 公里，
稍後會進一步調查有否超載。
由於意外涉及天橋防撞欄損毀，警方
的道路安全組會就此作出跟進。
有消息指，警方事後在現場天橋上
發現一隻死亡的麻鷹，未知是否有人因
為扭軚閃避低飛行的麻鷹致出事。陳承
仲表示，相信在現場發現的麻鷹屍體與
意外無關，又呼籲目擊意外發生經過的
市民，或有資料包括片段提供，可致電
36619023 聯絡西九龍總區交通部特別意
外調查隊。

下月初入境檢疫有望“0+7”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費小燁）疫情回穩，香港社
會各界均期望可放寬入境香港時的檢疫安排。有傳媒引
述消息指，香港特區政府最快下周公布由下月初起將現
行“3+4”檢疫安排改為“0+7”，即全面取消酒店檢疫
要求，入境後只需接受 7 天的家居醫學監察。香港醫務
衞生局局長盧寵茂 22 日在回應有關消息時表示，待香港
的公營醫療系統“復常”，就會推出優化防疫措施，包
括考慮“0+3”或“0+0”入境檢疫安排。
被問及政府會否考慮加快放寬入境檢疫措施，以及
會否考慮“0+3”和“0+0”方案時，盧寵茂表示，特區
政府會在醫療系統能夠“復常”的情況下，考慮提升香
港的國際競爭力和經濟“復常”的力量，而任何方案政
府都會考慮。
在社交距離措施方面，他指出，新冠疫情尚未在全
球結束，香港亦有可能在冬季面對另一波疫情，更可能
有新變種，“作為負責任的政府，必須確保疫情不會再
次反彈，有些措施要很小心地做，政府亦不希望走回頭
路。”

2004 年 3 月 18 日

◆28 歲交通警員陳業升駕警察電單車前往長沙灣處
理一宗交通意外，途經加士居道天橋失控被私家
車撞至墮橋慘死

2003 年 7 月 10 日
◆一輛貨櫃車在屯門公路汀九橋路段為閃避一輛切
線的客貨車，失控撞向一輛載有41人的九巴雙層
巴士，巴士再失控撞毀天橋圍欄墮落30米下汀九
村山坡，釀成21死20傷

汽總：意外罕見 盼速查肇因

清潔能源消費佔比達到 25.5%，比 2012 年提
專家：把握數字化和綠色化兩大轉型機遇
升 了 11 個 百 分 點 ； 煤 炭 消 費 佔 比 下 降 至
說，十年來，中國深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
56%，比 2012 年下降了 12.5 個百分點，風光
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員李曉華向
革，淘汰落後產能、化解過剩產能，退出過
發電裝機規模比
2012
年增長了
12
倍左右，新
香港文匯報記者指出，過去十年，中國同步
◆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剩鋼鐵產能 1.5 億噸以上、取締地條鋼 1.4 億
能源發電量首次超過 1 萬億千瓦時。目前，中
推動節能減排和低碳轉型，而全球正來到數
噸；大力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促進新產
國可再生能源裝機規模已突破 11 億千瓦，水
字化轉型和綠色轉型的具有革命性變革的歷
蕭景源）汽車交通運輸
場為荔寶路往尖沙咀方向近海麗邨
保姆車沿西九龍快速公路行駛，至美孚才
業、新業態、新模式蓬勃發展。2021 年，高
電、風電、太陽能發電、生物質發電裝機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史節點上，這為中國的產業升級和能源結構
業總工會主席陳兆華 22 日對釀成 1 死 4 傷的田螺車
附近路段行車天橋的落斜左彎位。
駛落連翔道，詎料剛至上址即告失事撞向
技術製造業佔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比重達到
居世界第一。
調整帶來重大機遇。數字化轉型和綠色轉型
意外感到難過，現正設法跟進死者家屬的需要並提
據悉，肇事田螺車屬香港一間老牌混凝土
“從天而降”的田螺車。
2021
年 5 月 25 日
15.1%，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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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增加
5.7
個百分點；“三
給中國包括新能源在內的新興產業參與國際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就美國總統拜登稱美據現場消息指，肇事保姆車當時若駛
供應商所有。男死者彭華（67歲）被救出
堅持
“雙碳”
目標 發展新興產業供適切協助。陳兆華形容今次意外非常罕見，他從
◆一輛私家車在青衣青葵公路橋面切線時與密斗貨
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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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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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爭，提供了新賽道。
方不尋求與中國發生衝突和冷戰，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
肇事路段的路況、司機是否疲勞駕駛、超速及超載
時已陷入昏迷，送抵明愛醫院證實身體多
快數秒或已被壓中，後果不堪設想。
車相撞後，失控掃毀橋邊防撞欄飛墮
20 米下橋
17.25%。
劉德春認為，中國發展面臨在內部能源
“比如，新能源汽車產業，汽車的數字化轉
等多方面分析，明言“諗極都唔明”為何失事翻側
堅 22 日在例行記者會上應詢時表示，拜登總統多次作出
處嚴重受傷，搶救約 45 分鐘證實不治。
目擊車禍發生的姓梁男司機表示，他
資源約束依然突出；在外部，俄烏衝突導致
型和綠色轉型給中國汽車產業
‘換道超車’提供
底，壓中路邊一輛廢置私家車冒煙起火，肇事司
的田螺車會跌出天橋外，希望警方盡快查明原因。
失事保姆車則屬一間英文小學，車上男司
駕車由西九龍快速公路駛到現場時，車禍
“四不一無意”的承諾，希望美方把美國領導人的表態落
可再生能源裝機規模居世界第一
國際能源市場供需失衡加劇，全球減排進程
了新機遇。”李曉華說，在兩大轉型過程中，中
機奇跡生還
他又稱今次意外不幸中之大幸，是橋下駛至的校巴
機姓黃（68 歲）連同 3 名分別姓馮（46
才剛發生，仍見沙塵滾滾，一片朦朧，有
到實處，正確看待中國和中美關係。
過去十年中國同步推進環境治理和低碳
遭遇波折。劉德春強調，中國將堅持走生態
國新能源汽車搶到先機，在電池技術等方面中國
未被直接壓中，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歲）、姓郭（55 歲）及姓郭（74
歲）女
其他司機落車上前察看傷者情況。
有記者提問，美國總統拜登在
21 日的聯大一般性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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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9
月
9
日
陳兆華稱，香港主要道路的設計，特別是防撞
轉型，在此背景下新能源產業異軍突起。發
優先、綠色低碳的高質量發展道路。未來要
企業走在前列，新能源汽車國際貿易也錄得順
保姆在意外後感到腰部及胸口痛楚，經送
香港文匯報記者在事發現場所見，行
論上稱，美方不尋求與中國發生衝突和冷戰，中方對此
◆一名 55 歲夜更的士司機途經牛頭角啟祥道天橋，
欄及行車天橋的石屎圍壆等，均由工程師專家設
醫院敷治後要留院觀察。
車天橋上被撞的石屎圍壆留下長長刮花痕
改委數據稱，中國為全球市場提供超過
70%
推動能源綠色低碳轉型，持續推進煤炭清潔
差，說明已經形成一定國際競爭力。至於未來，
有何回應？
計，令失事車輛在撞欄或撞石屎圍壆後，只會反彈
在“Ｙ”字形天橋分岔口失控剷向斜壆，車輛沖
跡，甚至有石屎剝落，一大段的防撞欄亦
的光伏組件，綠色建築佔當年城鎮新建建築
高效利用，加快構建新型能源供給消納體
中國將堅持推動產業升級和低碳轉型，主要還是
趙立堅表示，中國對美政策保持連續性和穩定性。
撞壆掃欄 天降巨型
“田螺” 告損毀，飛墮橋下的田螺車所脫落的巨型
回原本路面，以減少飛越到對面行車線的機會，且
天飛起跌落十餘米下休憩公園，當場車毀人亡
面積比例提升至84%。2022年前8個月，新能
系；要推進產業優化升級，大力發展戰略性
要依靠科技創新來形成產業的國際競爭力。但同
習近平主席提出，中美應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
設計延用多年，符合相關法規，因此認為出現設計
事發於 22 日上午約 11 時 57 分，肇事
攪拌器凹陷洞穿，可見衝擊力度巨大。受
源汽車產銷量分別達到
397
萬和
386
萬輛，保
新興產業，堅決遏制高耗能、高排放、低水
時中國在智能、數字化方面技術基礎仍然比較薄
贏，這既是中美關係
50 年歷程的經驗積累，也是下一步
問題的機會甚微。
2010
年
10
月
22
日
田螺車駛至上址突告失控向右翻側，身車
意外影響，現場連翔道往尖沙咀方向一度
有量達到1,099萬輛，約佔全球一半左右。
平項目盲目發展；要加快綠色低碳科技創
弱，如芯片、電控、電機等硬件方面還有差距，
發展應共同遵循的基本原則。
猛撞向右邊天橋石屎圍壆，掃毀約 10 米
要全線封閉。
◆一輛 35 座位的旅遊巴在機場暢航路天橋失事，撞
劉德春還指出，過去十年，中國深入推
新，加快關鍵核心技術攻關，鼓勵先進適用
數字系統的底層軟件技術方面還需要努力。此
超速疲勞駕駛機會低
趙立堅指出，拜登總統多次作出“四不一無意”的承
防撞欄後翻出橋外飛墮 18 米下連翔道，
負責調查是宗車禍的西九龍總區交通
斷防撞圍欄，飛墮橋底壓中兩部的士，肇事
59 歲
進能源革命，立足以煤為主的基本國情，強
技術示範推廣。此外，還要完善綠色低碳政
外，中國還應當“走出去”整合全球資源、技
至於是否涉及超速，陳兆華亦認為可能性甚
諾，中方希望美方把美國領導人的表態落到實處，正確看
發出隆然巨響，一時間塵土飛揚，碎片橫
部特別調查隊第一隊督察陳承仲表示，警
司機其後重傷不治，兩部的士的司機則無恙
化煤炭清潔高效利用，積極發展非化石能
策體系，研究制定碳達峰碳中和綜合評價考
術、人才、市場，加速提升技術創新能力、國際
低，首先現場屬一個落橋彎位，司機一般都不會開
待中國和中美關係，回歸中美三個聯合公報的原點，慎重
飛。田螺車的巨型攪拌器飛脫，司機當場
方正循多方面調查意外原因，包括司機當
源，持續深化電力體制改革。2021 年，中國
核制度。
化經營管理能力，提升國際競爭力。
得太快，加上“咁重架車，想快都快唔到，頂多車
重傷昏迷被困。
時的精神狀況、駕駛態度、車速及車輛的
妥善處理涉台問題，維護好中美關係的政治基礎。

資料來源：香港文匯報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蕭景源

速 50 至 60 公里……”此外，據他了解，不幸離世
的司機屬公司聘用司機，公司亦不會催促司機要趕
車“走多兩轉”，因此超速駕駛的可能性很低。
是否超載方面，陳兆華稱據他觀察，事發時已
接近中午，該車並無裝載混凝土，相信已卸下一轉
混凝土在回程途中出事，故此超載的可能基本可以
排除。另據行業經驗，受僱的田螺車司機一般每日
只會運送兩轉混凝土，不會沒有時間休息，因此司
機出現疲勞駕駛的情況亦極低。
至於是否涉及車輛機件問題，他認為要靠警方
安排驗車分析後才有答案，但失事田螺車撞毀嚴
重，恐需時檢驗及調查，但仍希望警方能盡快查明
原因，給死者及公眾一個交代。

中醫揭提煉雞血藤可抑新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疫情回
落，22 日新增 5,990 宗確診個案，衞生防護中
心相信疫情已見頂。一波又一波的疫情高峰，
都有香港中醫界加入抗疫的身影，在治療患者
方面取得療效。香港大學中醫藥學院 22 日更公
布，發現中藥雞血藤提取物（SSP）具有廣泛
的抗病毒活性，可以廣泛抑制 Omicron 等新冠
病毒、流感及愛滋病毒，而且能製成完全無毒
性、低成本噴劑，噴入鼻腔後形成更有效的
“隱形口罩”。也有中醫指出，中醫藥治療
“長新冠”效果超卓，不論是預防、治療及病
後康復，都能發揮作用。
疫情持續近3年，港人長年佩戴口罩，仍未
能百分百切斷傳播。港大醫學院轄下中醫藥學院
進行跨學科研究，發現中藥雞血藤提取物
（SSP）製成噴劑後，活性成分能黏附在呼吸道
黏膜比較長的時間，成功阻斷病毒與細胞膜受體

結合，動物實驗4天內都有效降低病毒濃度。

研究成果已獲歐洲專利
研究團隊在小鼠實驗中發現，透過鼻咽用
藥可顯著降低 Omicron BA.2 感染肺部，無論劑
量高低都沒有毒性。港大中醫藥學院首席講師
陳建萍說：“小鼠噴了以後，在 4 天內都能看
到病毒的濃度持續下降。若用於人類，在口鼻
腔噴了以後可能就會發揮一個類似口罩的作
用。”她表示，該種提取物的成本低、而小鼠
模型實驗顯示成分安全，並預計可以適用於不
同的變種病毒。
研究發現，雞血藤提取物可每天使用，數
據顯示48小時病毒依然受抑制，但於人體內持
續時間仍有待研究。目前全球只發現少數預防
新冠病毒藥物，而雞血藤製劑成本低，有潛力
廣泛製造及使用。研究成果已交由港大技術轉

◆ 香港大學中醫藥學院陳建萍博士（右）及劉
利博士（左）的研究團隊發現，中藥雞血藤提
取物製劑可阻斷新冠病毒。
港大供圖
移處進行商業化，期望製成低毒性及低成本的
噴劑，噴入鼻腔形成“隱形口罩”。雞血藤提取
物SSP已通過 GMP驗證生產，相關的研究已申
請多項國際及本地的發明專利，其中藥物提取已
獲授歐洲專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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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六

傅政華王立科被判死緩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記者趙一存及新華社
報道，中國最高人民法院 22 日通報，長春市中
級人民法院 22 日對全國政協社會和法制委員會
原副主任傅政華受賄、徇私枉法案；江蘇省委
原常委、政法委原書記王立科受賄、行賄、包
庇、縱容黑社會性質組織、偽造身份證件案，
分別進行一審宣判，決定對傅政華及王立科執
行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剝奪政治權利終身，
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在其死刑緩期執行二
年期滿依法減為無期徒刑後，終身監禁，不得
減刑、假釋；對受賄犯罪所得及孳息依法予以
追繳，上繳國庫。
經審理查明：2005年至2021年，被告人傅
政華利用擔任北京市公安局副局長、局長，北
京市委常委，公安部副部長，中央政法委員會
委員，司法部部長及全國政協社會和法制委員
會副主任等職務上的便利，以及職權或者地位
形成的便利條件，為有關單位和個人在企業經
香港文匯報訊 9 月 23 日，秋分，中國迎來第五個中
營、職務調整等方面提供幫助，本人直接或者
國農民豐收節。放眼長城內外、大江南北，稻浪隨風起
通過其親屬非法收受財物，共計折合人民幣
1.17億餘元。
伏，玉米長勢喜人，田野上鋪展着豐收的圖景。糧穩天
經審理查明：1993年至2020年，被告人王
下安。習近
近 平總書記今年在四川考察糧食生產時指出：
立科利用擔任遼寧省錦州市公安局副局長，遼
“我們有信心、有底氣把中國人的飯碗牢牢端在自己手
寧省公安廳副廳長，江蘇省副省長、省公安廳
廳長及江蘇省委常委、政法委書記等職務上的
中。”據新華社報道，在今年新冠肺炎疫情、烏克蘭危
便利，以及職權、地位形成的便利條件，為他
機、極端天氣頻發等背景下，中國夏糧實現增產，秋糧
人在企業經營、職務調整、案件辦理等事項上
克服多重挑戰，豐收有基礎、有希望。
提供幫助，直接或夥同其特定關係人非法收受
他人給予的財物共計折合人民幣4.4億餘元。王
立科為謀求本人及他人職務晉升等不正當利
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把糧食安全作為
益，先後多次向公安部原黨委委員、副部長孫
治國理政的頭等大事，提出確保穀物基本自給、口糧絕對安全
力軍等人行賄共計9,731萬餘元人民幣。
的新糧食安全觀，牢牢把住糧食安全主動權，帶領億萬人民走出了一
條中國特色糧食安全之路。

迎 接 中共二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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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改委：中國新能源產業冠全球

今年夏糧增產 秋糧豐收在望

提供七成光伏組件 新能源車保有量約佔五成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中國國家發改委最

糧食安全是黨中央治國理政頭等大事

黨

新披露數據表示，中國十年來產業結構
優化升級成效明顯，新能源產業全球領
先，為全球市場提供超過 70%的光伏組

件，新能源汽車保有量佔全球一半左
◆ 9 月 23 日，秋分
秋分，
，

右。與此同時，能源綠色低碳轉型成效
我國迎來第五個中國

十年糧食成就

農民豐收節。
農民豐收節
。 圖為 9
顯著，清潔能源消費佔比已超過四分之
月 21
21日
日，拉薩市林周
一，水電、風電、太陽能發電、生物質
縣邊林鄉當傑村的村
民在收集秸稈。
民在收集秸稈
。林周
發電裝機均居世界第一。與
2012 年相
縣目前累計糧食收穫
比，2021 年中國單位 GDP 能耗下降了
面積為 12
12..43 萬畝
萬畝，
，
26.4%，年均下降
3.3%。
已收穫秋糧總產量預
估 6 萬噸，豐收在
望。
新華社

22 日
國家發改委環境資源司司長劉德春在
舉行生態文明建設有關情況發布會上

◆嚴守18億畝耕地紅線

◆建成10億畝高標準農田

◆糧食產量連續第 7 年穩
◆2022 年前 8 個月，新能源汽車產銷量分別達到 397 萬和 386 萬輛，保有量達到 1,09
定在1.3萬億斤以上
輛，約佔全球一半左右。圖為早前成都車展，參觀者在體驗新能源汽車。
資料
◆人均糧食佔有量達到
483公斤
清潔能源消費佔比達到 25.5%，比 2012 年提
◆人均糧食佔有量高於國
專家
：把握數字化和綠色化兩大轉型機
升 了 11 個 百 分 點 ； 煤 炭 消 費 佔 比 下 降 至
際公認的 400 公斤糧食
56%，比 2012 年下降了 12.5 個百分點，風光
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員李曉
安全線
發電裝機規模比 2012 年增長了 12 倍左右，新
香港文匯報記者指出，過去十年，中國
◆來源：新華社
能源發電量首次超過 1 萬億千瓦時。目前，中
推動節能減排和低碳轉型，而全球正來

說，十年來，中國深入推進供給側結構性改
革，淘汰落後產能、化解過剩產能，退出過
剩鋼鐵產能 1.5 億噸以上、取締地條鋼 1.4 億
噸；大力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促進新產
國可再生能源裝機規模已突破 11 億千瓦，水
字化轉型和綠色轉型的具有革命性變革
14億多人口要吃飯是最大國情
業、新業態、新模式蓬勃發展。2021 年，高
電、風電、太陽能發電、生物質發電裝機均
史節點上，這為中國的產業升級和能源
今年糧食問題備受關注。國際糧價高位波動，農資價格大幅上
技術製造業佔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比重達到
居世界第一。
調整帶來重大機遇。數字化轉型和綠色
漲；去年秋汛造成中國三分之一的冬小麥晚播、長勢複雜。糧食壓艙
15.1%，比
2012
年增加
5.7
個百分點；“三
給中國包括新能源在內的新興產業參與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就美國總統拜登稱美
石能否穩得住，直接關係經濟基本盤。
堅持
“雙碳”
目標 發展新興產業
新
”
產
業
增
加
值
相
當
於
GDP
的
比
重
達
到
競爭，提供了新賽道。
方不尋求與中國發生衝突和冷戰，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
今年全國兩會期間，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在糧食安全這個問題上不
17.25%。
劉德春認為，中國發展面臨在內部能源
“比如，新能源汽車產業，汽車的數字
堅能有絲毫麻痹大意，不能認為進入工業化，吃飯問題就可有可無，也不
22 日在例行記者會上應詢時表示，拜登總統多次作出
資源約束依然突出；在外部，俄烏衝突導致
型和綠色轉型給中國汽車產業 ‘換道超車’
“四不一無意”的承諾，希望美方把美國領導人的表態落
要指望依靠國際市場來解決。要未雨綢繆，始終繃緊糧食安全這根弦， 可再生能源裝機規模居世界第一
國際能源市場供需失衡加劇，全球減排進程
了新機遇。”李曉華說，在兩大轉型過程中
到實處，正確看待中國和中美關係。
始終堅持以我為主、立足國內、確保產能、適度進口、科技支撐。
過去十年中國同步推進環境治理和低碳
遭遇波折。劉德春強調，中國將堅持走生態
國新能源汽車搶到先機，在電池技術等方面
14億多人口要吃飯，這是中國最大的國情。
有記者提問，美國總統拜登在
21 日的聯大一般性辯
轉型，在此背景下新能源產業異軍突起。發
優先、綠色低碳的高質量發展道路。未來要
企業走在前列，新能源汽車國際貿易也錄
論上稱，美方不尋求與中國發生衝突和冷戰，中方對此
秋日的松遼大
有措施有能力確保糧食穩產增產
改委數據稱，中國為全球市場提供超過
70%
推動能源綠色低碳轉型，持續推進煤炭清潔
差，說明已經形成一定國際競爭力。至於未
有何回應？
地，金風送爽，豐
中共十八大以來，習近平總書記三次出席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並
高效利用，加快構建新型能源供給消納體
中國將堅持推動產業升級和低碳轉型，主要
為做好今年糧食生產，落實中央決策部署，中央財政分三批累計下 的光伏組件，綠色建築佔當年城鎮新建建築
收在望，洋溢着黑
趙立堅表示，中國對美政策保持連續性和穩定性。
發表重要講話，對“三農”工作和糧食生產、糧食安全作出一系列
系；要推進產業優化升級，大力發展戰略性
要依靠科技創新來形成產業的國際競爭力。
達補貼資金400億元人民幣，緩解農資價格上漲帶來的種糧增支影響； 面積比例提升至84%。2022年前8個月，新能
土地的芬芳。吉林省梨樹縣梨樹鎮泉眼
習近平主席提出，中美應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
重要指示。
源汽車產銷量分別達到
397 萬和 386 萬輛，保
新興產業，堅決遏制高耗能、高排放、低水
時中國在智能、數字化方面技術基礎仍然比
農業科技服務人員分赴田間地頭，推動小麥促弱轉壯；農業農村、水
溝村，路邊“田長制”公示牌高大醒
贏，這既是中美關係
50 年歷程的經驗積累，也是下一步
有量達到1,099萬輛，約佔全球一半左右。
平項目盲目發展；要加快綠色低碳科技創
弱，如芯片、電控、電機等硬件方面還有差
利、應急、氣象等部門加強會商和預警、因地制宜抗旱減災……春去秋
目、內容清晰：從縣級總田長到鄉鎮田
發展應共同遵循的基本原則。
◆2013
年
12
月召開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圍繞
劉德春還指出，過去十年，中國深入推
新，加快關鍵核心技術攻關，鼓勵先進適用
數字系統的底層軟件技術方面還需要努力
來，夏糧產量在去年高基數上再增產，秋糧豐收在望，有力檢驗了中國
長再到村級田長，姓名、職務、聯繫方
趙立堅指出，拜登總統多次作出“四不一無意”的承
“三農”工作闡釋了五方面重大問題，將“確保我國糧食安
的糧食綜合生產能力，證明了中國有措施、有能力確保糧食穩產增產。
進能源革命，立足以煤為主的基本國情，強
技術示範推廣。此外，還要完善綠色低碳政
外，中國還應當“走出去”整合全球資源
式、職責、目標，一目了然。
諾，中方希望美方把美國領導人的表態落到實處，正確看
全”放在首位，強調“我國是個人口眾多的大國，解決好吃飯
化煤炭清潔高效利用，積極發展非化石能
策體系，研究制定碳達峰碳中和綜合評價考
術、人才、市場，加速提升技術創新能力、
東
北是世界主要黑土區之一。
待中國和中美關係，回歸中美三個聯合公報的原點，慎重
10個中央一號文件部署
“三農”
工作
問題始終是治國理政的頭等大事”。
源，持續深化電力體制改革。2021
年，中國
核制度。
化經營管理能力，提升國際競爭力。
2020
年
7 月，習近平總書記踏上梨樹縣
妥善處理涉台問題，維護好中美關係的政治基礎。
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從 2013 年至 2022
的黑土地，在一片玉米地裏同農業專家
年，連續 10 個中央一號文件全面部署“三農”工作，圍繞抓好糧食
細細攀談，深入了解黑土保護的“梨樹
◆2017 年 12 月召開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圍繞
生產和糧食安全採取了一系列舉措。
模式”。
實施鄉村振興戰略作出重要部署，強調深化農業供給側結構性
10 年來，各地各部門嚴守 18 億畝耕地紅線，加快良田建設，完
總書記語重心長地說：“一定要採
改革，走質量興農之路。
善水利基礎設施，推動現代種業和農業機械化發展，構建保障機制調
取有效措施，保護好黑土地這一‘耕地
動農民種糧和地方政府重農抓糧的積極性。有關部門制定糧食安全黨
中的大熊貓’，留給子孫後代。”
◆2020年12月召開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圍繞新
政同責規定配套考核辦法，推動糧食主產區、主銷區、產銷平衡區共
民以食為天，糧以地為本。中國耕
發展階段“三農”工作作出重要部署。在牢牢把住糧食安全主動
同扛穩糧食安全責任。各地深化農業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穩步走質量
地家底並不豐厚，佔世界 9%的耕地，要
權方面，總書記指出：“我反覆強調，糧食多一點少一點是戰術
興農、綠色興農之路。
養活世界近20%的人口，人地關係緊張是
問題，糧食安全是戰略問題。今年應對新冠肺炎疫情，糧食和重
10年來，中國糧食產能再上一個千億斤新台階，越來越多綠色優
基本國情。
要農副產品供給充裕功不可沒，充分印證了這一點。”
質糧食產品擺上百姓餐桌。2021 年糧食產量連續第 7 年穩定在 1.3 萬
耕地是糧食生產的命根子
億斤以上，人均糧食佔有量達到 483 公斤，高於國際公認的 400 公斤
◆來源：新華社
糧食安全線。國家倉廩充實，為經濟社會行穩致遠夯實了根基。
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保障國家
糧食安全的根本在耕地，耕地是糧食生
產的命根子。農民可以非農化，但耕地
不能非農化。如果耕地都非農化了，我
北 京 公 布 國 慶 花 籃 布 置 方 案
們賴以吃飯的家底就沒有了。
今年全國兩會期間，習近平總書記
再次強調，全面壓實各級地方黨委和政
府耕地保護責任，中央要和各地簽訂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帥 北京報道）為保障中共二
地保護“軍令狀”，嚴格考核、終身追
十大順利召開，近日，國家郵政局、公安部、國家安全部
責，確保18億畝耕地實至名歸。
聯合發布《關於加強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期
黨的十八大以來，各地嚴格落實黨
間寄遞物品安全管理的通告》。根據該通告，郵政快遞企
中央要求，實行最嚴格的耕地保護制
業應當加強“二十大”期間寄遞物品安全檢查，發往北京
度，像保護大熊貓一樣保護耕地。
的快遞安檢升級。
2019 年 8 月，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
通告要求，郵政快遞企業應當依法落實安全管理主體
會第十二次會議表決通過關於修改土地
責任，嚴格遵守禁止寄遞物品管理規定，嚴格執行實名收
管理法的決定，“永久基本農田”取代
寄、收寄驗視、過機安檢等安全管理制度。
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將於今年10
北京東單布置“創新發展”
了原來的“基本農田”，體現了永久保
自2022年10月1日零時至“二十大”閉幕之日24時，
月16日在北京召開。9月22日，根據北京市園林綠 花壇（效果圖），以宇航員遨遊太
護理念。
各地郵政快遞企業對寄往北京的郵件快件一律強化安全檢
化局公布的布置方案，今年國慶花籃、花壇主題為 空和海斗號探索海洋為主景，
去年 12 月，自然資源部通報 100 起
查和消毒處理，對可疑郵件快件按規定報告郵政管理、公
“喜迎二十大，奮進新征程”，天安門廣場中心將 配以中國空間站、玉兔號月
涉刑土地違法案件，涉及
31 個省區市，
安、國家安全、應急管理和疫情防控等部門；北京地區郵
布置頂高18米的“祝福祖國”巨型花籃（見效果圖）。 球車元素。
包括企業法人代表、投資者等160餘名自
政快遞企業對進京郵件快件全面實行投遞前“二次安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帥 香港文匯報北京傳真
然人入罪獲刑。
◆新華社
檢”，無安檢及消毒標識郵件快件一律退返。

中國外交部：
籲美把不衝突不冷戰表態落到實處

習近平對“三農”工作三指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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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房貸利率走勢
美國某商業網站上的
全國房貸利率走勢圖
，可以看見美國當前
30 年 期 房 貸 平 均 貸
款利率是 5.52
52%
%。
美國房貸利率不受美聯儲
的直接控制。美聯儲作為美國
中央銀行設定聯邦基金利率。
相反，30 年期抵押貸款（也就
是房貸）利率主要依賴於美國
10 年期國債收益率。美國國債
收益率在過去兩年中反彈，
2020 年 8 月低至 0.52%，然後
在 2022 年 6 月攀升至 3.49%。
影響美國房貸利率的因素
主要原因有美聯儲的行動將如
何轉化為抵押貸款，這個過程

很複雜。經濟學家表示，美聯
儲激進的加息增加了經濟衰退
的可能性。從表面上看，更高
的利率和高通脹似乎會帶來更
高的抵押貸款利率。
另一方面，對經濟衰退的
擔憂轉化為美國長期國債收益
率的下降。因此，如果新一輪
的悲觀情緒超過 10 年期美國
國債收益率，抵押貸款利率可
能會再次下降。
另一個需要注意的是：大

多數美國住房貸款都被打包並
作為抵押貸款支持證券 ABS 出
售給投資者，這些投資者不斷
變化的願望也推動了抵押貸款
利率。通貨膨脹是另一個因素
。雖然通貨膨脹率並不直接決
定抵押貸款利率，但這兩個指
標密切相關。通貨膨脹——以
及美聯儲對物價上漲的反應
——已成為推動影響美國房貸
利率的一個重要因素。
美國當下房貸利率的趨勢

2022 年 8 月 6 日星期六，
美國基準 30 年期房貸貸款的
當前平均利率為 5.41%，比一
周前增加了 1 個基點。今天 30
年期固定再融資的全國平均利
率為 5.40%，比上週增加了 2
個基點。此外，目前 15 年期
固定再融資利率為 4.66%，自
上周同期以來下降了 1 個基點
。 （數據來源於美國 bankrate
網站）

美國抵押貸款利率走勢圖

橋社新聞

Dr Mattiloi 座客子天訪談錄
美南新聞主播子天在醫生 Mattioli 精湛的醫術下完成了全飛秒激光近視手術！全程無痛
感，視力達到完美的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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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個月大額定期存款> >
自即日起生效

大額定期存款最低開戶金額$100,000以上(新存款)

此特惠包括個人及商業定期存款均適用。此持惠利率限開戶金額在$100,000 以上，開戶金額在$25,000 至
$99,999 間可享利率2.78%APY。未到期提款或提前解約將有違約金規定，自利息或本金中扣減。貴客戶
如未另有指示，定存到期後將以當時之 12 個月定期存款利率自動延期 12 個月。
本銀行保留隨時取消上述特惠及更動利率的權利，恕不另行通知。
*APY: Annual Percentage Yield
如您需要更多相關訊息或有任何疑問，請與各分行聯絡查詢。 Website: www.goldenbank-na.com

2.88

%APY

年利率

Telephone: 888-320-3838

涼拌沙茶牛肉 Asian Style Beef Salad
食 ● 14盎司 薄切牛肉片
● 1根 蔥，切成蔥花
材 ● 2-3茶匙Everything bagel調味料
作
法

● 1茶匙 蒜泥
● 1茶匙 薑泥
● 1/4茶匙 鹽
● 少許 辣椒粉

● 3大匙 食用油，燒熱
● 1大匙 牛頭牌沙茶醬
● 1/4 杯 香菜末

(1)煮一鍋水，水滾後放入牛肉片，煮熟後撈出備用。
(2)將蔥花、Everything bagel調味料、蒜泥、姜泥、
鹽和少許辣椒粉放入碗中，澆入熱油拌勻。
(3)將醬汁倒在煮熟的牛肉片上，放入牛頭牌沙茶醬
並撒上香菜末，混拌均勻，稍微至涼即可。

感謝YouTube <佳萌小廚房> 提供美味食譜！

@BullHead.BBQSauce.USA

For more English recipes, please visit www.lnk.bio/BullHead.BBQSauce.USA

掃碼關注微信公眾號
<牛頭牌北美>
更多美味食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