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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清查風災損失加拿大清查風災損失 古巴和佛州準備應對颶風古巴和佛州準備應對颶風
（（路透社路透社））（中央社蒙特婁26日綜合外電報導）加拿大東

部部分地區清查強烈風暴菲奧娜帶來的 「巨大破壞
」之際，加勒比海地區與美國佛羅里達州正全面戒
備，以應對另一個直撲而來、不斷增強的颶風伊恩
。

法新社報導，加拿大當局證實，24日稍早，強
度從颶風減弱為後熱帶氣旋的菲奧娜（Post-Tropi-
cal Cyclone Fiona）席捲加拿大東部的諾瓦斯科細亞
省（Nova Scotia）和紐芬蘭省（Newfoundland），造
成2人喪生。

此前，菲奧娜以颶風之姿重創加勒比海島國，
造成至少8人死亡。

加國愛德華王子島省（Prince Edward Island）官
員證實當地有一人死亡。紐芬蘭省發現1名73歲女
性的遺體，據信遺體是從她的自宅中被沖出。

菲奧娜帶著風速每小時130公里的強風抵達加國
東部，帶來暴雨和高達12公尺的海浪。

諾瓦斯科細亞省省長修斯頓（Tim Houston）告
訴記者， 「破壞非常巨大，風暴強度令人難以置信
。」

在 紐 芬 蘭 省 西 南 端 小 鎮 巴 斯 克 港 （Chan-

nel-Port aux Basques），至少有 20 戶
住宅被風暴引發的暴潮捲入海中。

風暴來襲前，已緊急撤離約 200
名居民，如今居民正清點損失。巴斯
克港鎮長巴頓（Brian Button）表示，
「有些人失去了一切，我是說，他們

真的一無所有了。」
他在臉書上發布直播影片稱，

「你們必須給我們一點時間（清點損
失）…不幸的是，這需要數天或數週
，在某些情況下，甚至可能需要數個
月。」

據多名官員說法，在風暴吹倒樹
木、掀翻建築物屋頂並損壞電線後，
昨天仍有5個省份的超過30萬居民無
電可用。數百名公用事業員工正努力搶修。

加拿大總理杜魯道（Justin Trudeau）在推特發文
宣布，他已再度與政府緊急因應小組會商，以確保
「有充分資源幫助受風暴影響的人們」。

另一方面，加勒比海部分地區以及美國佛州正
準備迎來颶風。美國國家颶風中心（NHC）今天表

示，熱帶風暴伊恩（Tropical storm Ian）已增強為一
級颶風，並朝古巴西部逼近，預料伊恩的威力將迅
速增強。

佛州州長迪尚特（Ron DeSantis）24日宣布該州
進入緊急狀態，以在風暴侵襲前提撥經費和提供應
急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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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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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週五美國股市應聲下挫跌至二O二二年來
之最低點,道瓊指數首次下降三萬點之下。

經濟學家表示對利息不斷上升及通貨膨脹
無法控制之雙重壓力 ，造成投資人之恐慌 ，
一般認為經濟之硬著陸將是無法避免。

縦觀今天世界局勢之變化 ，中美兩大經濟
體之正面對抗， 將使世界帶來永無安寧之日子
， 美國要全面對中國大陸之封鎖 ，必然會造
成經濟上之脫勾 ，全球化之前景將逐漸消失。

過去几十年來， 中國在世界貿易組織之架
構下， 得到西方及各国之相助， 高速之進步
使中國成為僅次於美國之第二大經濟體 ，並且
在軍事太空高科技方面直逼美國。

我們看來是要有一些非常有智慧的領導人
來找出未來之答案，否則全球經濟必然會一蹶
不振。

股市下跌經濟衰退在即股市下跌經濟衰退在即

Dow Jones Drops To A New Low ForDow Jones Drops To A New Low For 20222022
In a market faced with

surging interest rates, foreign
currency turmoil and the added
fear of a recession, stocks
tumbled on Friday to set a new
record low for 2022.

The Dow Jones Industrial
Average tumbled 486 points to
29,590.41 and reached a new
low below 30,000 for the first
time since June 17.

The market has been
worried over inflation and an
aggressive Federal Reserve
campaign.

Equity investors believe
that a hard landing scenario is
inevitable and their focus is on
the timing, magnitude and
duration of a potential
recession.

Looking back on today’s

world situation, the
confrontation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is still going on. If we
continue to try and blockade
China, it will inevitably cause a
serious economic detachment
and globalization will gradually
disappear.

Over the past decades,
China has received much help
from the West and other
counties under the WTO.
High-speed development has
made China into the second
largest economic power in the
world.

We need to have very
intelligent world leaders to find
the solution to the U.S. and
China problem. Otherwise,
globalization will soon
disapp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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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著華觀點李著華觀點::拒上戰場拒上戰場----普京強行徵兵普京強行徵兵
激發民怒俄羅斯式微矣激發民怒俄羅斯式微矣!!

由於出兵烏克蘭陷入困境, 俄羅斯總統普
京急需增加大量兵源, 於是發出自第二次世界大
戰以來首次軍事動員令以強制徵兵，造成了全國
的憤怒與抗議，儘管普京迅速簽署了法案，對逃
兵課以最高10年至15年重刑, 但大批適齡男子
依然鋌而走險以各種不同的方式與管道倉皇逃離
，許多人不幸被逮捕揖拿的畫面令人觸目驚心,
不忍卒睹,根據人權組織的統計，迄今為止，已
有兩千多人被逮捕, 但拒戰與畏戰似乎已經成為
俄羅斯不可遏止的風潮, 讓人對俄羅斯有一種”
今夕是何夕”之感慨, 看來俄羅斯真是式微矣!

普京徵兵之舉, 他不能不承認自己正在輸掉
一場戰爭，尤其是一場他本以為會以明顯優勢取
勝的戰爭, 也就是他口中所謂的“特別軍事行動
”的戰爭, 但是由於在戰場上的失利,普京除了已
經動員了預備役軍人外，現又強制徵兵, 準備把
數十萬平民派往前線是向俄羅斯人發出的一個危
急信號，即烏克蘭捍衛國家地位的決心和能力比
克里姆林宮宣傳的要大。

普京雖然一再強調，俄羅斯對烏克蘭特別軍
事行動的目標仍未改變，但是烏克蘭最近的一次

成功反攻迫使普京將自己的野心從基輔降至解放
頓巴斯的整個地區, 此外,克里姆林宮還宣佈在俄
羅斯邊境被佔領地區舉行公投計劃，這將導致克
裡米亞被吞併。將烏克蘭領土重新標記為俄羅斯
的一部分，是將這場戰爭的重要部分，而基輔則
是北約(Nato)的前線。普京正試圖將這場衝突神
話化，稱其為西方針對俄羅斯陰謀的第二章, 而
他口中的西方陰謀的第一章即是蘇聯解體。

但普京徵兵無法彌補軍事上的缺陷，這也是
俄羅斯迷失方向的步兵在地面上輸給鬥志更強的
烏克蘭人的原因之一, 事實上,在這場衝突中，俄
羅斯在核子飛彈問題上的威脅與炫耀只是在言辭
的升級，而不是在戰場上動員, 普京召喚核幽靈
也是一種心理戰術，目的只是在恐嚇烏克蘭與世
界而已。

對歐洲其他國家來說，在烏克蘭人與俄羅斯
的鬥爭中與他們團結一致。遏制普京主義已成為
歐洲各國的議程,而這位俄羅斯總統顯然沒想到
會打一場曠日持久的戰爭。在陷入困境後，他被
迫進一步延長危機,這或許就是一種絕望的戰略
罷了。

沙特和阿聯酋加強武器採購壯大海空軍沙特和阿聯酋加強武器採購壯大海空軍

(綜合報道）沙特和阿聯酋一直大力投資新軍事硬件以對
付伊朗，它們尋求通過提升自身海空力量來應對德黑蘭的非
對稱能力。

報導稱，沙特和阿聯酋巨大的石油財富使得它們成為中
東防務開支最高的兩個國家，它們與美國及歐洲的關係使它
們能夠獲得市場上最好的作戰飛機。

報導指出，沙特皇家空軍的核心優勢是232架F-15“鷹
”戰鬥機，其中至少84架是專為沙特設計的F-15SA戰鬥機

。沙特皇家空軍還擁有約70架歐洲戰鬥機公司研
製的“颱風”戰鬥機和約60架“旋風”戰機。

沙特正在升級其F-15戰鬥機。此外，美國國務
院去年11月批准以6.5億美元的價格向利雅得出
售280枚AIM-120C型空對空導彈。沙特的飛機
在該國於也門的軍事行動中繼續發揮著重要作用
。

報導稱，阿聯酋的空軍機群規模要小一些，但
也很強大，由 78 架 F-16 戰鬥機和 49 架“幻影
”-2000戰鬥機組成。這些飛機被用於執行戰鬥
機空中任務以及對地攻擊行動。

阿聯酋在過去一年中曾表示將採購80架法國達
索公司研製的“陣風”戰鬥機，並考慮未來再購

買36架L-15教練機。據報導，阿聯酋還在與土耳其巴伊卡爾
公司就購買120架“旗手”-TB2無人機進行談判。

報導稱，沙特皇家海軍的主要戰艦是3艘“利雅得”級
護衛艦、4艘“麥地那”級護衛艦、4艘“巴德爾”級輕型護
衛艦和9艘“西迪克”級巡邏艦。阿聯酋的作戰艦隊由較小
的艦艇組成：6艘“拜努納”級輕型護衛艦、1艘“阿布扎比
”級輕型護衛艦和36艘巡邏艦。

兩國海軍均計劃進行擴充以及實現現代化。
利雅得2017年與洛克希德-馬丁公司簽署合同，購買4艘

多用途水面戰艦，它們是美國海軍“自由”級瀕海戰鬥艦的
改進型。

報導稱，沙特已經接收其 2018 年訂購的 5 艘西班牙造
“朱拜勒”級輕型護衛艦中的2艘，最後3艘預計將於2024年
交付。沙特還向法國造船企業諾曼底機械製造公司訂購了39
艘HSI32型攔截船。

與此同時，阿聯酋 2019 年向法國海軍集團訂購了 2 艘
“追風2500”輕型護衛艦。第一艘於去年12月下水，第二艘
於今年5月下水。

除了保護本國水域的安全，沙特和阿聯酋海軍還派出了
艦艇支持對也門的封鎖。

沙特和阿聯酋一直更強調發展防空和導彈防禦系統。此
外，兩國均在投資無人駕駛系統。

這兩個國家正致力於整合它們的無人機和各種系統，並
使之連接成網絡。兩國還參加或主辦了多場有無人機參與的
軍事演習，包括今年由美國主導的“國際海上演習-2022
”——世界上無人系統參演規模最大的演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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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日本國土交通省9月20日

公布了今年7月1日的日本各都道府縣地

價（基準地價），數據顯示，全國住宅用

地平均價格比去年上漲0.1%，這是自泡

沫經濟崩潰的1991年以來近31年首次轉

升。

日本共同社報道稱，從2010年起，

日本住宅用地平均價格下降幅度緩慢縮

小。新冠疫情蔓延導致2020年日本住宅

用地平均價格降幅擴大，下滑0.7%。不

過，受疫情影響走弱的需求以大城市地

區為主，近來這些地方的需求有所恢復

，推升了整體地價。報道稱，這背後可

能的原因也有日本的低利率環境有助於

籌措資金。

與此同時，日本全國商業用地均價上

升0.5%，所有類型用地均價上漲0.3%，

均為3年來首次轉升。

國交省介紹稱：“在經濟活動逐步恢

復正常的情況下，不僅東京圈和名古

屋圈，以劄幌、仙臺、廣島、福岡4市

等為主，全國地價也呈現恢復傾向。”

住宅需求方面，城市中心地區和生活

便利度高的地區保持堅挺，地價持續上升

。此次有14個都道府縣地價上升，比上

年的7個都道縣翻了壹倍。除持平的茨城

縣外，32個府縣下滑。

柬埔寨首個高速交警大隊成立揭牌

綜合報導 中國駐柬埔寨大

使館經商參贊鄔國權和柬埔寨

內政部警察總署副總警監Him

Yan20日共同出席金港高速交警

大隊成立揭牌儀式。

鄔國權表示，金港高速是

中柬在“壹帶壹路”框架下高

質量合作的重點項目，也是柬

埔寨歷史上第壹條高速公路，

壹直以來受到兩國領導人的高

度關註和柬社會各界的殷切期

待。感謝柬政府特別是內政部

警察總署對金港高速的運營安

全給予高度關註，以極高的責

任感和工作效率，快速組建成

立了壹支高素質、經驗豐富的

精良隊伍，對執法範圍、超速

治理、沿線地方政府聯動應急

機制等多項事宜作出詳盡安排

。希望金港高速公司與柬方緊

密配合，抓緊對接細化各項安

排，同時加大安全宣傳，全方

位提高公眾安全行駛意識，為

金港高速的長效正常運營打下

堅實基礎，雙方共同努力把金

港高速建設成友誼、合作、繁

榮、平安之路。

Him Yan 表示，衷心感謝

中國政府對柬道路基礎設施建

設的支持和幫助，感謝中國工

程技術人員的辛勤付出。金港

高速的建成對於鞏固中柬傳統

友誼、推動柬經濟社會發展、

促進國內外貿易投資、便利民

眾日常出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義。今後交警大隊將與中方合

作做好四方面工作：壹是利用

各種公共資源做好交通安全宣

傳教育；二是加強執法，對通

行車輛嚴格進行審查管理；三

是做好道路工程和其他配套設

施的運營維護；四是與地方政

府、警察、衛生部門協調做好

事故救援工作。

此外，金港高速公司還在

運營初期為交警大隊提供了4輛

巡查車，便於交警開展日常巡

邏和應急處置。雙方隨後進行

了巡查車輛“交鑰匙”儀式。

金港高速公路連通柬埔寨

首都金邊市和最大海港西哈努

克港，全長187.05 公裏，是由

中國路橋進行投資-建設-經營-

移交(B0T)的壹體化基礎建設項

目，總投資額20.19億美元，協

議運營期50年。金港高速公路

項目於2019年 6月 18日正式動

工，將於2022年 10月 1日開始

試運營。此次組建的交警大隊

由18名警察組成，高速沿線設

置3處執勤點，指揮中心設在金

港高速運營管理中心，實行24

小時值班。

印尼國會審議通過《個人數據保護法》
綜合報導 印尼國會全體會議

審議通過了該國《個人數據保護

法》。國會議長普安稱該法的通過

是壹個“裏程碑”，將保障印尼公

民對其個人數據安全的權利。

據普安介紹，印尼《個人數

據保護法》草案自2016年以來經

過了詳細討論和審議，最終獲通

過的法律共16章76條，比該國政

府最初提交的草案增加了4條。

新通過的該法對個人數據的

類型、數據主體的權利、數據的

處理、數據處理者和控制者的義

務、數據的傳輸，以及個人數據

的使用、對違法者處罰等都做了

明確規定。

普安稱該法的通過是數字時

代保護公民個人數據免受各種形

式侵害的裏程碑，將保障印尼公

民對其個人數據安全的權利。她

希望該國政府盡快制訂《個人數

據保護法》實施細則，並成立壹

個保護公眾個人數據的監管機構

。印尼通訊與信息部長布拉特稱

該法的通過對該國數字行業具有

歷史意義。

近幾年來，印尼數據泄漏事件

時有發生。僅今年8月份以來，印尼

媒體就報道了該國國有電力公司、

國有電信企業，甚至大選委員會都

曾發生大量個人數據泄漏事件。

近期，壹名叫比約卡(Bjorka)

的網絡黑客在互聯網上出售其闖

入多個印尼政府網站所獲取的數

據，其中有壹封寫給該國總統佐

科的電子信件。隨後，印尼政治

、法律和安全事務統籌部長馬福

德通報確有多家政府網站遭網絡

黑客闖入造成數據泄露，他表示

被泄露的“只是壹般數據，沒有

國家機密數據”。

印尼總統佐科專門就該事件

召開局部內閣部長會議，指示有

關部門進行調查，並加強個人和

政府數據保護。本月 14 日，該

國政府成立數據保護工作組，以

維護國家數據安全、防止數據泄

露。

緬甸壹女子郵寄假幣被抓！
警方還在其家中搜出大量假幣

綜合報導 緬甸馬圭省甘瑪鎮區甘瑪達車

站，在對計劃發往馬圭市的包裹進行檢查時，

發現了1萬面值及5千面值的假幣。之後，車

站撥打了警局調查進行舉報，警方對寄件人所

在住宅進行了調查。

甘瑪車站壹名工作人員表示，18日當天

，我們在壹個包裹內發現了假幣，包裹內發

現了 86張 5千面值的假幣及 5張 1萬面值的

假幣。之後，警方對寄件人進行了抓捕，在

其家中發現了213張 5千面值假幣、25張 1萬

面值假幣。

據悉，在發現有居民郵寄假鈔後，甘瑪

鎮區警方在證人的陪同下，前往寄件女子所

在住宅進行搜查。目前，涉嫌交易、持有假

幣的女子，已被警方依據央行第105/106條例

立案起訴。

當下互聯網上公開交易假幣的人越來越

多，有的賣家甚至還在網上作出承諾，出售

的假幣除了銀行存取外，絲毫不影響日常生

活的支付消費。因此，在進行現金交易時需

要仔細地進行甄別，防止有心人在真鈔中摻

雜假鈔。

國內網友表示，越來越多的假鈔流入市

場，不僅會引起恐慌，還會對民生經濟造成

影響。國內大部分的居民都是做壹天吃壹天，

如果當天收到了假錢，不僅壹天白幹了，全家

人的生計都會面臨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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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俄羅斯國家研究型大學“莫斯科電子技術研究所”和莫

斯科國立謝欽諾夫第壹醫科大學合作開發出世界上首個令內臟和外部器

官傷口愈合而不留疤痕的新外科手術方法。新技術的特點是高效、準確

和低成本。相關研究結果近日發布在《生物工程》雜誌上。

采用傳統的針線縫合方法在黏膜、血管和其它纖弱組織的手術中有

局限性。而流行的電子和激光焊接技術縫合傷口可能導致健康組織受損

，膠質連接線的強度往往不足。

俄羅斯科研人員采用特別的生物有機成分作為塗抹在傷口區域的焊

藥，之後用激光把傷口邊緣焊接到壹起，這種方法可以確保機體組織傷

口愈合不留疤痕。

研究人員介紹說：“我們成功地證明了激光恢復軟組織傷口技術對

傳統外科方法的優勢。這種技術有助於快速獲得最小尺寸的密封縫合，

而且未來不會留下明顯的疤。”

焊藥成分的選擇是為了最大限度地吞噬激光輻射，把它集中在傷口

區域。在這種輻射的作用下，液體焊藥轉化為固體復合材料，稍後溶解

，在機體中消失。完成手術10天後，采用新方法縫合的區域幾乎與健康

組織沒有區別。

研究人員說，新的激光重建組織技術有助於減少術後康復時間，為

降低醫療服務和材料成本提供了可能性。同時，由於價格不高，使廣大

病人支付得起手術費。

首個無疤愈合外科手術方法出現

法國早餐價格越來越貴
多種食品漲幅達兩位數

綜合報導 根據法國國家統計與經濟研究所(Insee)的數據，法國早餐食

品和飲料的價格在壹年內飆升，咖啡機和烤面包機等小家電也不例外。

據報道，法國國家統計與經濟研究所最新公布的報告稱，法國主要

早餐食品受到通貨膨脹的影響。在飲料方面，價格增長最快的是咖啡，

2021年8月到2022年8月，咖啡價格上漲了11.2%。除此之外，全脂牛奶

價格同比上漲7.8%、脫脂和半脫脂牛奶價格上漲9.4%、可可粉和朱古力

粉價格上漲6.7%、果汁價格上漲6%，茶葉價格上漲3.1%。

這些飲料漲價壹方面是由於能源價格上漲導致生產成本增加，另壹方

面是由於近幾個月來運輸成本和原材料成本急劇上升。尤其是咖啡豆，世

界上最大的咖啡豆生產國巴西受到霜凍和洪水影響，部分收成被毀，供應

大幅減少，價格隨之上漲。

法國早餐的其它必需品中，黃油價格在8月份同比上漲15.8%，雞蛋價格

上漲11.4%，酸奶價格上漲9.7%，谷物價格上漲9.5%，糖價格上漲9.1%，面

包價格上漲8.2%，果醬和蜂蜜價格上漲7.8%，新鮮水果價格上漲3.2%。

值得註意的是，法國人早餐用的小家電也比壹年前要貴得多。從

2021年8月到2022年8月，咖啡機和烤面包機的價格飆升了14.7%。

芬蘭：將禁止俄羅斯遊客入境
綜合報導 芬蘭外交部長哈維斯托宣

布，芬蘭政府當天決定將采取全國性措施

，禁止俄羅斯遊客入境。他沒有透露具體

時間表，但表示相關調研工作已經開始。

據報道，哈維斯托正在紐約參加聯合

國大會，會議間隙發表的上述講話。

哈維斯托說：“我們今天決定開始準

備壹個關於如何限制或完全阻止俄羅斯遊

客入境的全國性方案，這個方案可能涉及

壹些新的法律或對現有法律的修正。”

據哈維斯托所稱，相關工作已經開始

了。目前，在外交部的領導下，來自不同

部門的專家正在調查研究此事，預計議會

“將迅速處理”。

“芬蘭不想成為（俄羅斯遊客的）過

境國”，哈維斯托表示，芬蘭甚至不想成

為持其他國家簽發的申根簽證的俄羅斯遊

客的過境國，現在希望控制這種交通方式。

哈維斯托告訴記者，芬蘭此前曾向歐洲

申請解決方案，現在仍然如此。他補充說，

不能保證歐盟迅速行動，但這也證明了芬蘭

采取全國性方案的重要性和緊迫性。

被問及是否認為俄羅斯遊客是“安全

威脅”時，哈維斯托回答：“芬蘭的立場

是，壹個以旅遊為目的的普通人不構成安

全威脅，但涉及到道德或倫理原則……在

俄羅斯對烏克蘭發動戰爭時，俄羅斯人照

常去芬蘭或歐洲其他地方度假或度假旅行

，是沒有道德或倫理依據的。”

哈維斯托現在正在參加聯合國大會。

《晚報》稱，他在21日晚些時候會見其他

歐盟國家的外交部長，“可能在會討論新

的對俄制裁”。

芬蘭與俄羅斯的陸地邊界長達1340公

裏，設有多個過境點，是歐盟最長的外部

邊界之壹。在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發出全

面禁止俄羅斯簽證的呼籲後，芬蘭是首批

作出回應的歐盟國家。

俄烏沖突爆發後，俄羅斯來往歐盟的

航班全面停止，最後壹條客運鐵路也於3

月份暫停，但俄羅斯人仍然可以通過陸路

前往芬蘭和愛沙尼亞。歐洲新聞網稱，這

也意味著，壹旦俄羅斯人獲得申根區旅遊

簽證，他們便必須過境芬蘭和愛沙尼亞，

隨後乘坐航班前往其他歐洲目的地。

8月8日，芬蘭總理馬林在接受媒體采

訪時稱：“當俄羅斯在歐洲發動侵略性、

殘酷的侵略戰爭時，俄羅斯人卻可以過正

常的生活、作為遊客在歐洲旅行，這是不

對的。”芬蘭外長也曾透露，芬蘭政府將

采取行動，限制向俄羅斯人發放旅遊簽證

的數量。

與此同時，芬蘭同愛沙尼亞、立陶宛等

與俄接壤的國家呼籲歐盟采取集體行動。

8月30日，歐盟各國防長和外長舉行

為期兩天的會議，討論俄羅斯的簽證問題

。但在會議舉行前，全面禁止俄羅斯簽證

的提議先後遭到歐盟外長和德法兩國的公

開反對，最後各成員國外長就中止歐盟與

俄羅斯簽證便利化協議壹事達成壹致。

俄羅斯副外長格魯什科對此回應稱表示

，歐盟違反、規避或退出與俄羅斯簽署的簽

證便利化協議，不會沒有後果。俄羅斯保留

采取任何必要反制措施的權利，而歐盟的這

壹決定最終將對其自身造成不利影響。

普京宣布進行部分動員：
保護四地入俄公投，召預備役保衛“解放區”

如俄烏沖突爆發的2月24日壹樣，未

經過多預告，俄羅斯總統普京於9月21日

發表了時長約15分鐘的視頻講話，宣布即

日起在俄羅斯進行部分動員。普京稱，俄在

烏克蘭“特別軍事行動”的主要目標——

“解放”頓巴斯全境，始終沒有改變。

普京講話後，據俄羅斯國防部長紹伊

古在“俄羅斯24”節目中的進壹步闡釋，

俄將征召30萬預備役人員，主要用來控制

俄烏兩軍1000公裏的接觸線和“解放區”

。俄羅斯全國可動員資源近2500萬人，部

分動員涉及人員只占1%多壹點。

壹天前，俄軍控制下的盧甘斯克州

、頓涅茨克州、赫爾松州以及紮波羅熱

州接連宣布將在9月23日至27日舉行入

俄公投，這意味著若這些地區的公投結

果為支持當地加入俄羅斯聯邦，那麼在

俄政府對上述公投結果予以認可並承認

該地區“入俄”後，俄或將烏軍針對上

述地區的進攻等同於對俄領土的攻擊。

而在更早些的時候，烏軍據信通過反攻

收復部分領土，烏總統澤連斯基13日稱

，烏軍已奪回大約8000平方公裏領土，

18日他則重申要奪回烏所有領土。

在烏克蘭前線傳出不利於俄方消息

之際，四大俄控地區籌劃公投、俄羅斯

征召30萬預備役加入戰局，俄烏局勢或

再度迎來劇變時刻。有分析指出，莫斯

科正試圖再度發起攻勢。

普京宣布部分動員“保衛祖國”
當地時間21日，普京就赫爾松州和

紮波羅熱州等地的入俄公投問題發表講

話，他在講話宣布部分動員的決定已經

作出，責成地方負責人對軍事機關的工

作提供壹切必要協助。

“我認為有必要支持國防部和總參

謀部關於在俄羅斯聯邦進行部分動員的

提議。”普京強調，這指的是部分動員

，“只有目前在預備役的公民，首先是

在軍隊服役過、具有壹定軍事專業和相

關經驗的公民，才會被征召入伍。”

普京在解釋這壹決定的必要性時表

示，這是“為保衛我們的祖國、主權和

領土完整，為確保我們的人民和解放區人

民的安全”。俄總統指責稱，西方在其侵

略性反俄政策中已經越過了壹切界線，俄

羅斯現在和以前壹樣，正在阻止那些尋求

統治世界、威脅分割和奴役俄羅斯的人。

他還警告說：“當俄羅斯的領土完

整受到威脅時，我們會使用壹切手段，

包括核武器。這不是虛張聲勢。”

對於即將在盧甘斯克州、頓涅茨克

州、赫爾松州以及紮波羅熱州四地舉行

的入俄公投，普京承諾給予支持，他表

態說：“俄羅斯將盡壹切努力為頓巴斯

和向俄羅斯提出申請的地區舉行公投提

供安全環境。”

上述公投計劃出現的大背景是，俄

羅斯在烏的軍事行動在近數月陷入停滯，

烏克蘭據信在烏東北部奪回多處領土。烏

克蘭外交部長德米特羅· 庫列巴9月20日

曾就此回應說：“虛假的‘公投’不會

改變任何事情。”

《華爾街日報》分析稱，普京加強了

俄烏沖突期間的核威脅，並命令本國預備

役人員動員起來，這意味著烏克蘭局勢出

現重大升級。目前莫斯科方面正設法解決

兵力不足問題，並試圖重整攻勢。

紹伊古：有將近2500萬人可動員
普京講話過後，俄羅斯國防部長紹

伊古21日在“俄羅斯24”節目中表示，

首先需要通過部分動員來控制俄烏1000

公裏的接觸線和“解放區”，俄計劃為

此征召30萬預備役人員。

紹伊古稱，部分動員適用於1）曾經的

服役人員；2）具有軍事專業背景，即今天在

武裝中需要的專業部隊；3）有戰鬥經驗，而

非“從未見過軍隊和對軍隊壹無所知的人”

。他還補充表示，現在和將來都不會對在校

學習的大學生進行任何動員。另外，目前

被征召的人員將不會被派往“特別軍事行

動”地區，並且會接受相關培訓。

據紹伊古評估，俄羅斯的可動員資源

有約2500萬人。他介紹說：“我們擁有巨

大的動員資源，也就是那些服過役、有軍

事專業（背景）和戰鬥經驗的人，這些

人員我們有將近2500萬。”

俄防長還在講話中將矛盾對準了西

方，他宣稱有由150名軍事專業人員組

成的西方指揮部在烏克蘭首都基輔坐鎮

，因此“在這裏，我不能不強調，我們

現在與其說是與烏克蘭、烏克蘭軍隊作

戰，不如說是與西方集體作戰。”

據紹伊古公布的俄烏雙方在烏克蘭戰

場上的死傷情況，俄羅斯在特別軍事行動

中損失5937人；而烏軍起初約有20萬人，

現在已經損失了包括傷員在內的十多萬，

即壹半的戰力；目前替烏作戰的2000多名

雇傭兵也已被消滅，還剩1000余人。

不過，自俄烏局勢惡化以來，雙方

公布的死傷數據往往被認為對自身有利

。據英國《衛報》7月17日報道，英國

國防部評估稱，俄羅斯已經失去了超過

30%的陸地作戰能力，有5萬名俄羅斯士

兵在這場沖突中死亡或受傷。

《紐約時報》8月底報道指出，俄烏

雙方均為戰火付出了慘痛代價。烏克蘭武裝

部隊總司令瓦列裏· 紮盧日尼8月22日表示

，約有9000名烏克蘭人在前線陣亡。他在壹

次老兵集會上發表了這番講話，並未說明

是否涵蓋了烏克蘭軍隊的所有軍種；這壹

數字也無法得到獨立消息來源的證實。

另據克裏姆林宮官網公布的相關法

令，部分動員這壹決定的法律依據為

1996 年 5 月 31 日頒布的關於國防的第

61-FZ號聯邦法律，1997年2月26日關於

俄羅斯聯邦動員準備及動員的第3-FZ號

法律，以及1998 年3月28日關於軍事義

務和兵役的第53-FZ號聯邦法律。

作為動員工作的壹部分，法令規定

征召俄羅斯聯邦公民在俄羅斯聯邦武裝

部隊服役。被征召服兵役的俄羅斯聯邦

公民具有俄羅斯聯邦武裝力量現役合同

軍人身份。

法令規定應征入伍的俄羅斯聯邦公

民的工資水平應與根據俄羅斯聯邦武裝

力量現役合同軍人的工資水平壹致。現

役軍人簽訂的兵役合同直到部分動員期

結束都繼續有效，但根據本法令規定的

理由解除兵役的情況除外。

巴西宣布建造
新的南極科考船新的南極科考船

綜合報導 據報道，巴西海

軍日前正式簽署了新的南極科考

船建造合同。根據合同，這艘極

地科考支持船擬於2025年9月交

付使用。

報道說，新科考船將在巴西

東南部聖埃斯皮裏圖州的裕廊-

阿拉克魯斯造船廠建造，建成後

將替代此前壹艘名為“阿裏· 龍

熱爾”號的海洋研究船。

“阿裏· 龍熱爾”號1981年

由挪威建造，由巴西海軍 1994

年購買，參與“巴西南極計劃”

科考活動。

巴西海軍表示，新科考船長

94米，寬18.5米，高6米，配備柴

油-電力發動機，最多可容納92人

，不靠岸可連續航行70天。

這艘極地科考支持船計劃每

年10月至次年4月間作業，在南

極夏季結束後返回巴西。這艘船

的主要職能是為南極喬治王島上

的巴西費拉茲司令南極科學考察

站運送補給物資，並在航行途中

進行海洋學研究。

巴西在20世紀80年代推出

“巴西南極計劃”。目前，“巴

西南極計劃”在南極洲有壹個全

年工作的科考站、幾個季節性營

地，以及“阿裏· 龍熱爾”號和

“馬克西米亞諾海軍上將”號兩

艘科考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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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近日，消停了一段時間的韓國又變得鬧騰了
起來，在向美國的薩德部署再次完成供地需求後，韓國又和美
國開始了新一輪的聯合軍演。

據俄媒報導，9月26日當天，韓國與美國的海軍已經開始
在朝鮮半島東部海域進行聯合軍演，20多艘軍艦一齊出動，美
軍“裡根號”核航母也前來助陣，預計此次軍演將持續到29
日結束。

此外，雙方之間還將繼續深化軍事合作，在半島部署美國

的戰略武器。結合當前的實際情況來看，
美國準備在半島部署的戰略武器大概率就
是薩德反導系統了，畢竟韓國方面已經提
供好了地皮，只等美國的部署。
一直以來，韓國和日本都是美國在亞太

地區遏制打壓中國的“急先鋒”之一，其
中，韓國更是因為與朝鮮接壤，在美國的
戰略佈局中佔據著舉足輕重的位置。
然而，韓國需要明白的是，此前，在其

第一次批准美國部署薩德的同時，自己與
中國的關係就急劇惡化，現在又想重蹈覆
轍，無論是否是自願，都改變不了薩德加
速部署已經發生的現實。
而且，這一行動將導致好不容易有所改

善的中韓關係再次惡化，這對韓國而言可
不是什麼好事，尤其是現在。之所以這麼
說是因為中國是韓國重要的貿易合作夥伴
，況且現在韓國正陷入嚴重的貿易逆差當
中。
所以，顯而易見的是，韓國現在迫切需

要進行大量貿易出口，但有能力成為“救
命稻草”的伙伴中國，正在被其親手推遠

。
對韓國一不會有什麼幫助，二也不會抱有任何歉意，畢竟

對其而言，韓國祇不是自己為了攪亂亞太地區而拉入遏華計劃
的一枚棋子，下棋的人又怎麼會管棋子的死活。

更何況考慮到薩德系統的覆蓋範圍，韓國不止會將中國推
遠，還有朝鮮以及俄羅斯，同時得罪這三個國家對韓國而言可
不是什麼好消息，而且其必將承受來自俄羅斯的反制，因為俄

羅斯不會容許自己的安全再受到美國的威脅。
因此，若韓國繼續放任美國在半島肆意妄為，只會讓自己

面臨越發艱難的境地。另外，雖然說韓國對此次軍演給出的理
由依舊是凸顯美韓同盟的堅定，提升兩國軍隊的聯合作戰能力
，應對半島北部的“挑釁”。

但這很也威脅到了中國的安全，中方還曾在聯合國會議上
明確警告過，“若戰火燒至半島，將別無選擇並堅定地採取措
施捍衛地區局勢的穩定”。

正因如此，美韓將中方的警告拋諸腦後，依舊選擇在半島
東部進行聯合軍演的行為，必然會進一步加劇地區局勢的緊張
化，這對整個東北亞地區的和平穩定而言，都會造成一定的影
響，因此難免會受到周邊國家的必要擔憂。

值得一提的是，在美韓軍演的同時，中方也在周邊海域劃
下了一片禁區，拉開了演練。根據大連海事局發布的航行警告
，解放軍已從9月25日16時開始，在渤海海峽、黃海北部展
開軍演，一直持續到10月2日16時，執行一周左右的軍事任
務。

需要說明的是，中方的軍演是在自己的領海內進行，不針
對任何一方，是我軍日常訓練的一部分。展現了我軍常態化的
備戰能力，無論何時，解放軍都會磨煉自身本領，捍衛國家主
權。

尤其是在當前，地區局勢緊張的背景下，更是要保持高度
的警惕，常態化練兵備戰，才能切實有效地維護國家安全，因
此，近期，解放軍多次在相關海域的進行常態化演練。

如今，整個國際社會正面臨著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地區安
全也面臨著巨大的挑戰，越是在這種情況下，我們越是要保持
清醒的頭腦。但需要說明的是，實力是維護正義的基礎，國防
才是外交真正的後盾，堅持發展自身的國防現代化建設，才能
從根本上保衛國家的主權和安全。

（綜合報導）美國廣播公司（ABC）和《華盛頓郵報》當天公佈的一項民調結果顯示，大多數
民主黨選民不希望拜登再次參選美國總統。

民主黨支持者以及傾向於民主黨的獨立人士當中，只有約三分之一（35%）的希望拜登在2024
年競選連任，而另有56%希望民主黨選擇其他的總統候選人。與此同時，共和黨支持者以及傾向於
共和黨的獨立人士當中，有47%的希望前總統特朗普參加2024年的總統大選，另有46%認為共和黨
應選擇其他的總統候選人。

這項蘭格研究協會的最新民意調查還顯示，拜登在美國民眾當中的支持率仍然較低，只有39%
的美國人讚成他的工作表現，53%的表示不贊成。拜登在經濟方面獲得的支持率最低，只有36%的
美國人讚成他處理經濟問題的方式，57%的表示不贊成。

RT報導指出，考慮到有84%的美國選民認為經濟是影響他們在美國國會中期選舉中投票的首要
問題，拜登在處理經濟問題的支持率低迷，對民主黨來說甚至在2024年之前都不是個好兆頭。

而在經濟這個中期選舉中美國選民最關心的問題上，有53%的美國人認為共和黨能做得更好，
只有37%的認為民主黨能做好，其中有16個百分點的差距。

根據該調查結果，如果拜登和特朗普在2024年的總統選舉中再次對決，如今兩人在美國人當中
的支持率分別為48%和46%，基本持平。但如果只考慮註冊選民的數據，拜登和特朗普的支持率剛
好相反，分別是46%和48%。與此同時，52%的受訪者認為，特朗普應該在其接受聯邦調查的事情
上被指控犯有一項罪行。

美民調美民調：：超半數民主黨支持者超半數民主黨支持者
不希望拜登在不希望拜登在20242024年競選連任年競選連任

（綜合報導）新奧爾良警察局正在僱用平民，以
幫助緩解警力不足問題，以此能夠派遣更多警員在街
道上巡邏，以應對謀殺等暴力犯罪在當地激增。

新奧爾良警察局局長肖恩•弗格森（Shaun Fer-
guson）上週四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我們的目標是
讓我們的警官感到安全，這樣他們就能讓我們的市民
和遊客感到安全。”

按照弗格森的說法，當地警察局正在專注於招聘
“平民警員”，他們在被聘用前將接受培訓和背景調
查，加入警隊後將負責監控警察局的電話，並取代從
事行政工作的警員。該部門還將僱用50至75名平民
，在無需警官在場的情況下接聽電話。據WDSU電
視台報導，一些平民甚至還會接受偵探業務相關培訓
。

“當我們接電話時，可能需要從電話中蒐集一些
證據。我們將派平民調查人員出去收集證據，而不是
派一名警官出去收集證據。”這位警察局長說。
當地電視台WDSU報導稱，當地警員將不會再去處
理諸如逃跑的動物、電話尋求醫療救助以及在私有土
地上發生的車禍事故等警情。

弗格森說，僅去年一年，該市的警察隊伍就流失

了150人。這項旨在為人手不足的警察隊伍補充人員
的計劃，還包括嘗試招募之前被拒絕的求職者。

這位警察局長說:“我要對你們說，對那些過去
可能沒能求職成功的人說，我希望你們重新提交申請
，因為我們的一些招聘標準發生了變化。”他指出，
招聘程序已經發生了一些變化，比如不再允許信用評
分影響招聘決定。

他補充說:“這項舉措也是為了減少目前巡邏警
察和地區警務人員的一些工作量，但最重要的是減少
響應時間。”該計劃最終可增派至少75名警察上街
巡邏。

“我們還將使用我們的交通工具和K9（警犬）
，以及我們的預備隊。這些單位通常處於待命狀態，
等待被召喚。而現在，這種情況不會再發生了。他們
將以某種狀態被部署到現場。”弗格森說。

另據《紐約郵報》9月18日報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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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警方顧問曾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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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奧爾良警力不足新奧爾良警力不足，，將僱用平民幫忙接聽報警電話將僱用平民幫忙接聽報警電話、、取證取證

美韓軍演開啟，20多艘軍艦齊聚半島東部海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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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對人口老齡化上升為國家戰略
中國滿60歲長者料於2035年破4億 總人口佔比超30%

王海東表示，中國人口老齡化區域
差異大，從城鄉來看，城鎮地區

老年人數量比農村多，但農村地區老齡
化程度比城鎮地區更高。按照2020年數
據，全國60歲及以上人口佔轄區人口比
重超過20%的省份共有10個，主要集中
在東北、川渝等地區。截至2021年底，
全國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達2.67億，佔
總人口的18.9%。”十四五“時期，預
計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總量將突破3
億，佔比將超過20%，進入中度老齡化
階段。2035年左右，中國60歲及以上老
年人口將突破4億，在總人口中的佔比
將超過30%，進入重度老齡化階段。
2050年前後，中國老年人口規模和比
重、老年撫養比和社會撫養比將相繼達
到峰值。隨着老年人口持續增加，人口
老齡化程度不斷加深，給公共服務供
給、社會保障制度可持續發展帶來挑
戰，應對任務很重。

基本醫療保險參保率達95%以上
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已上升為中國國

家戰略。王海東表示，目前中國多層次
社會保障體系不斷健全，截至2021年

底，全國參加基本養老保險10.3億人。
基本醫療保險覆蓋13.6億人，參保率穩
定在95%以上，全民醫保基本實現。長
期護理保險試點城市達49個，參保人員
達1.45億。截至今年第一季度，全國養
老服務機構和設施總數達36萬個，床位
812.6萬張。此外，中國深入推進醫養結
合，截至2021年底，全國共有兩證齊全
醫養結合機構6,492個，機構床位總數
175萬張，醫養簽約近7.9萬對。

15省開展長者失能預防試點
王海東還表示，中國60歲及以上老年

人中約有1,500萬癡呆患者，其中1,000
萬是阿爾茨海默病患者，對老年人的健
康和生活質量都帶來很大影響。國家高
度重視老年癡呆防控體系建設，健康中
國行動老年健康促進行動將”65歲及以
上人群老年期癡呆患病率增速下降“設
為結果性指標之一。目前，已組織15個
省份開展老年人失能（失智）預防與干
預試點工作，在全國1,672個城鄉社區
啟動實施老年人心理關愛項目，為58萬
名老年人提供心理與認知狀況評估，開
展分類干預和轉診服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

報道）中國國家衞生健康委老齡司司長

王海東20日表示，2035年左右，中國60歲及

以上老年人口將突破4億，在總人口中的佔比

將超過30%，進入重度老齡化階段。中國將實

施積極應對人口老齡化國家戰略，堅持積極老

齡觀，促進健康老齡化，努力走出一條中國特

色應對人口老齡化的道路。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中
國披露雄安新區最新建設進展，中國國家發改
委地區司副司長曹元猛20日稱，目前雄安新
區100多個建設項目滾動推進，累計完成投資
超過4,000億元（人民幣，下同）。從2021年
起以在京部委所屬高校、醫院和央企總部為重
點，分期分批推動相關非首都功能向雄安新區
疏解，目前中國星網、中國中化、中國華能等
3家央企總部在雄安新區啟動建設。

3家央企總部啟動建設
曹元猛在會上表示，按照黨中央、國務

院決策部署，從2021年起，以在京部委所屬
高校、醫院和央企總部為重點，分期分批推
動相關非首都功能向雄安新區疏解。首批標
誌性疏解項目正加快落地，中國星網、中國
中化、中國華能等3家央企總部啟動建設，
中國礦產資源集團註冊落地，首批疏解的高
校、醫院基本確定選址。同時，一批符合新
區功能定位的市場化疏解項目落地建設。

曹元猛表示，雄安新區100多個建設項目
壓茬推進，累計完成投資超過4,000億元，參
建勞動力穩定在10萬人以上。目前，新區啟
動區市政設施和公共服務配套項目進展順利，
起步區重大基礎設施加快推進，容東片區城市
框架逐步形成，6萬多名徵遷群眾搬進新居，
京雄城際鐵路建成並穩定運營，京雄高速公路
河北段等建成通車。

已出台19個配套實施方案
作為習近平總書記親自謀劃、親自決策、

親自推動的重大戰略，2017年4月1日，中共
中央、國務院發布通知，決定設立國家級新區
河北雄安新區，並提出先規劃後建設的原則。
據發改委資料，目前已出台包括總體、起步區
控制性規劃、環境治理和保護等4個基礎性規
劃和20多個專項規劃，黨中央、國務院印發
《關於支持河北雄安新區全面深化改革和擴大
開放的指導意見》，有關方面並出台19個配
套實施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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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部居民人均收入十年翻番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國家發展

改革委地區司司長肖渭明20日表示，2021年，京
津冀、長三角、粵港澳大灣區中國九市地區生產
總值分別達9.6萬億元（人民幣，下同）、27.6萬
億元、10.1萬億元，總量超過全國的40%，發揮
了全國經濟壓艙石、高質量發展動力源、改革試
驗田的重要作用，中國動力源地區引擎作用不斷
增強。與此同時2021年，中部和西部地區生產總
值分別達到25萬億元、24萬億元，與2012年相比
分別增加13.5萬億元、13.3萬億元，中西部地區
經濟增速連續多年高於東部地區，東西差距持續
縮小，區域發展的協調性逐步增強。

肖渭明表示，在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方

面，各地義務教育資源基本均衡，基本醫療保
障實現全覆蓋，中西部地區每千人口醫療衞生
機構床位數超過東部地區。在基礎設施通達程
度方面，目前，中西部地區鐵路營業總里程達
到9萬公里，佔全國比重近60%，交通可達性
與東部差距明顯縮小。西部地區在建高速公
路、國省幹線公路規模超過東中部總和，有的
省份已實現縣縣通高速。在人民基本生活保障
水平方面，2021年，西部地區、中部地區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別超過2.7萬元、2.9萬元，
較十年前翻了一番。中西部地區人均社會消費
品零售總額增速快於東部地區，東部產業持續
向中西部轉移，中西部地區就業機會和吸引力

不斷增加，農民工跨省遷移數量明顯減少。

退耕還林還草逾1.37億畝
此外，中西部地區在生態環境改善和特色

優勢產業發展方面也取得了明顯成效。據介
紹，十年來，中西部地區累計實施退耕還林還
草超過1.37億畝，國家級自然保護區面積佔全
國比重超過90%，國家生態安全屏障得到進一
步鞏固；西部地區清潔能源、數字經濟等新經
濟蓬勃發展；中部地區糧食生產基地、能源原
材料基地、現代裝備製造及高技術產業基地建
設成效顯著，糧食產量佔全國比重多年穩定在
30%以上，製造業產值達到全國四分之一。

◆2035年左右，中國60歲及以上老年人口將突破4億，
進入重度老齡化階段。圖為早前山東濱州沾化區康教醫養
綜合服務中心餐廳，工作人員為老人發放月餅。 資料圖片

◆雄安新區累計完成投資超4,000億元。圖
為雄安新區容西片區的安置房。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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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9月20日（星期二）中 國 新 聞2 ◆責任編輯：周文超

台地震1死164傷 532學校受災
逾2萬戶停電 近5千戶停水 花蓮縣台東縣受損嚴重

台東18日下午2時 44分發生規模6.9級地
震，震源深度7公里，震中位於台東縣池

上鄉，台東縣、花蓮縣多個鄉鎮受損嚴重，震中
附近地區目前持續發生餘震。

地震已造成15處重大災情，包括花蓮縣玉
里鎮一棟3層樓建築物倒塌；春日小學1棟2層
樓建築物倒塌；高寮大橋倒塌，橋上有人、車掉
落等。至19日上午8時，地震共造成1人死亡、
164人受傷，除了受災嚴重的花蓮縣、台東縣
外，高雄市、新北市、桃園市、屏東縣、嘉義縣
等縣市也有民眾受傷。此外，地震也造成2萬餘
戶停電，4,700餘戶停水。

高雄市115校受災
據台教育部門統計，截至19日下午3時，各

受災學校總計532校，包含高雄市115校最多，
新北市54校次之，花蓮縣49校第三多，台東縣
46校，台南市44校及台北市31校，上述縣市在
這次地震中受損的校數都超過20校，隨着後續
災後復原陳報，災損數量還可能再攀升。

有關此次台東大地震成因，台灣成功大學地
球科學系教授饒瑞鈞19日表示，台灣位於歐亞
板塊與菲律賓海板塊邊界，此次地震主要影響的
花蓮台東地區正處於邊界處，受板塊碰撞擠壓運
動影響，地震發生頻率較高。

饒瑞鈞繼續指出，由於此次地震所處斷層較為

連續，地震發生後若附近斷層還有未釋放的能量，
能量將被傳遞並持續引發地震，此次地震規模較
大，後續一到兩周內均有可能持續發生餘震。

專家：下次地震或在嘉義台南地區
經歷此次台東大地震後，台灣民眾儘管對地

震習以為常，但強烈地震帶來的破壞仍令人心有
餘悸，外界也關注下一次大地震將會發生的區
域。

饒瑞鈞認為，下一次大地震很有可能發生在
嘉義台南地區，大地震的發生需要一兩百年的時
間累積能量，嘉義台南恰好位於受力較大、地震
頻發且過去長時間未有發生顯著地震的地區，該
區域很可能存在長年累積未釋放的能量，同時又
是人口較為密集的區域，因此需要特別關注。

嘉義台南地區位於台灣最大平原嘉南平原，
為台灣重要糧倉，南部、東部臨近山脈丘陵區域
有多個地質斷層，土質為沖積層，在地震發生時
往往因場址效應造成災害擴大。

針對大地震應採取怎樣的措施加強防治，以
盡可能減少地震帶來的損害，饒瑞鈞指出，首先
要做的是對大地震發生進行模擬計算，了解地震
可能造成的破壞，此後根據模擬結果制定例如建
築物結構、用途的相應耐震規範，在相關法規上
作出調整；當局也應向地震頻發區域民眾進行普
及教育，使民眾了解居住時面臨的風險以提前做

好防範工作。
饒瑞鈞強調，目前人類的知識水平可以判斷

某些區域發生大地震的概率較高，但無法精準預
測大地震發生的時間，因此需要持續研究以推進
對地震的認知，才能接近真正的答案。

都市更新應首重防災型都更
此外，根據台相關部門2021年第4季房屋稅

籍住宅屋齡分布，全台有50.1％的住宅屋齡超過
30年。在六都中，住宅老態最明顯的就是台北
市，平均屋齡高達36.2年，且有高達71.2％的住
宅屋齡超過30年。台灣房市趨勢專家李同榮指
出，當局目前對30年以上建築物的健檢工作所
採取配套只是被動式的快篩補助措施，而一般民
眾因擔心快篩後若房屋出現瑕疵就會被標籤化，
以致被動式的補助健檢根本發揮不了作用，成效
不彰。李同榮說，當局推動都市更新，應首重防
災型都更，而防災都更要徹底執行，當局不能只
做半套，既然被動式補助健檢執行不力，當局要
下決心做好防災都更。

李同榮認為，當局推動的危老重建獎勵配套，
不但花費人力物力資源，被動整合的危老，只重老
屋忽略危屋，對防災的直接效果非常有限。目前台
北市已完成健檢僅不到5萬戶，依此緩慢的進度，
全市30年以上的老屋需60年以上才能完成健檢，
令人擔心如何承受強烈地震的來襲。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通社

及台灣東森新聞報道，台灣台東

18日發生規模6.9級地震，花蓮、台東

地區受災嚴重，震中附近持續發生餘

震，地震目前已造成1死、164傷，全

台各級學校累計超過500校受災，初估

損失已逾億新台幣。台灣地質學者受訪

時表示，此次地震影響區域位處板塊交

界處，屬地震高頻發生區域，下次大地

震或發生於嘉義台南地區，需提前進行

模擬與防災規範制定。

香港文匯報訊 據澎湃新聞報道，
近日，在法國巴黎召開的第73屆國際
宇航大會（International Astronautical
Congress，簡稱IAC）上，中國首次火
星探測天問一號任務團隊獲得國際宇航
聯合會2022年度“世界航天獎”。

澎湃新聞19日從上海航天八院獲
悉，近日，在法國巴黎召開的第73屆
國際宇航大會上，中國首次火星探測
天問一號任務團隊獲得國際宇航聯合
會2022年度“世界航天獎”。“世界
航天獎”是國際宇航聯合會年度最高
獎，此前，嫦娥四號任務團隊代表曾
獲此獎項。

在火星上首次留下中國印跡
中國首次火星探測任務天問一號

探測器（含“祝融號”火星車、進入
艙、環繞器等）及其發射使用的長征五
號運載火箭由中國航天科技集團有限公
司研製，天問一號火星環繞器由八院抓
總研製。八院還承擔了火星車電源產品
以及長五助推器的研製任務。

天問一號任務實現了中國首次火
星環繞、着陸、巡視探測，而僅通過一
次任務就實現這三大目標，在人類歷史
上也是首次。天問一號任務邁出了中國
星際探測征程的重要一步，實現了從地
月系到行星際的跨越，在火星上首次留
下中國人的印跡，是中國航天事業發展
的又一具有里程碑意義的進展。天問一
號任務實施以來，已取得了一系列重要
科學研究成果，並開展了相關國際合
作。

實現六個首次獲取探測數據1480GB
在中國航天發展史上，天問一號

任務實現了6個首次：首次實現地火轉
移軌道探測器發射；首次實現行星際飛
行；首次實現地外行星軟着陸；首次實
現地外行星表面巡視探測；首次實現4
億公里距離的測控通信；首次獲取第一
手的火星科學數據。

截至2022年9月15日，天問一號
環繞器已在軌運行780多天，火星車累
計行駛1,921米，完成既定科學探測任
務，獲取原始科學探測數據1,480GB。
科學研究團隊通過對中國自主獲取的一
手科學數據的研究，獲得了豐富的科學
成果。

目前，天問一號環繞器繼續在遙
感使命軌道開展科學探測，持續積累一
手科學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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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花蓮玉里春日小學部分校舍被震塌台灣花蓮玉里春日小學部分校舍被震塌。。 中通社中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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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光似箭。日月如梭。八月十五中秋佳節晚上夫妻兩人在自
家後院舉酒杯、嚐月餅，看明月的情景，依舊歷歷在目，但低頭
一看手機上的日子，原來己是9 月25， 走到9 月末梢的日子。
每年西曆的這一刻，我都是聯想翩翩、感概萬千。因為四十八年
前的9 月27 號，乃是我由香港坐機移民來美的日子。歲月匆匆
，不經不覺之間，原來來到異鄉，快有半個世紀之久，我難忘當
日抵達美國德州聖安東尼奧之夜，馬上執筆致信港澳友好時，曾
寫下感想詩句。中有兩句詩話： 「燕子來時心情盪 此後懷人中
秋天」 。

因為今晚執筆之夜的情景，跟當年抵美之夜太過相似，所以
才惹起我思潮起伏。又剛巧收到港澳王詩友寫來 「立秋有賦」 的
七言詩，叫我今晚夜也詩興溢然。先將王兄佳句奉與休斯頓讀者
欣賞：

「艱難歲月又逢秋，癘疫三年總犯愁。口罩遮顏增酷熱，棒
條撩鼻惹煩憂。

消災解難傾心共，動態清零捧酒酬。略感金風將漫捲，相期
桑梓稻豐收。」

王兄把港澳官民中秋抗疫的景像，以有力詩句表達出來。若是
廿年前的今夜，我欣賞王兄的詩句，必然是拿起他以空郵方式寄
來的信件來閱讀。現今科技發達，今晚我欣賞他的詩歌，不用手
捧信件來朗讀，而是通過手機上的WhatsApp 來吟詠。他不用花

上十元八塊金錢由香港空郵過來，而我也不用花費一分一文來回
敬給他。讀罷他的詩句，我立刻通過WhatsApp，與他直接交流
。王兄興奮地告之我： 下月10 月中旬，他會乘坐飛機來美國紐
奧爾良（New Orlean) 一行，約我屆時也飛到哪裡，跟他一聚。

聽罷來電，我答應他稍後回校向校方申請4天假期，飛往美
國四大著名旅遊城市之一的紐奧爾良市 會面。（其他三個旅遊
城市，是三藩市、波士頓、聖安東尼奧）。今次除了跟文友聚舊
之外，也順訪一下兩年前仙逝的疏堂親戚黃文光先生。

正確的說法是黃文光先生不是我楊家那方的親戚，而是我岳
母大人那邊的疏堂親戚。我夫妻結髮廿多年，我也不知悉有這樣
一位親人，真是大為 「走寶」 。因為黃文江先生不但是當地赫赫
有名的華人領袖、紐市黃氏公所主席，身兼全美黃氏公所所長。
他又是當地餐飲業巨子、掌控4 間中日酒家，分佈紐市四面八方
。說到地產投資，當然是長袖善舞，有次我到紐市探訪他時，他
刻意引導我沿着市中心密西西比河沿岸慢駛時，多次手指河岸之
上的一些商塲，皆是他的物業。當時我大有紅樓夢中劉佬佬入大
觀園的感覺。 「繁花似錦、目不暇給。」

江叔較我年長約10 年，當然人生閱歷，較我多姿多采。不
過他跟我十分投緣，因為他在休市的眾多親友中，以我跟他交談
最為投機。原來他在香港中學畢業後，經常參加香港南華體育會
活動。而我在香港工作時，則加入了愉園足球隊。南華跟愉園，

乃是香港上世紀六、七十年
代的最強勁的足球協會，因
此每次跟江叔見面，我倆的
話盒總是談不完。

江叔的家庭及業務雖然
均在紐市，不過他為人豪爽
活躍，對於休市黃氏公所的
宗族活動，他也一律參與，
那當然跟休市黃氏公所的元
老，例如黃維經、黃孔威十
分熟落。筆者跟黃維經老先
生的令郎及千金忝為相識廿
多年的鄰居；跟黃孔威主席
也有十多年交情。記得2013
年黃維經老先生百年歸老時
，江叔專程來休市相送黃老。出殯之日，我跟江叔等衆親友會集
於休市永福殯儀館內，參加殯儀。席間江叔對永福的殯儀安排，
十分滿意。並講出其個人對永福的看法。

至於內容如何，筆者暫且收筆，容後再說。

西南區管委會主席李雄及經濟商業小組西南區管委會主席李雄及經濟商業小組David PetersDavid Peters 參與哈瑞斯縣第四區區長參與哈瑞斯縣第四區區長
職務兩位候選人論壇職務兩位候選人論壇。。他們既與兩位候選人熟識他們既與兩位候選人熟識，，又是會場惟一亞裔選民又是會場惟一亞裔選民，，受受
到相當矚目到相當矚目。（。（圖片由管委會主席李雄提供圖片由管委會主席李雄提供））

西南區管委會主席李雄及經濟小組西南區管委會主席李雄及經濟小組
David PetersDavid Peters 參加第四區區長候選人論壇參加第四區區長候選人論壇

（（美南人語美南人語）） 中秋永福中秋永福 憶後情憶後情 楊楚楓楊楚楓

【本報訊】覆蓋西南區管理
委員會範圍的哈瑞斯縣第四區區
長職務，將於11月8日期中選舉
，由競選連任的共和黨籍 Jack
Cagle 對陣民主黨籍的 Leslie
Briones 。由於職務相關的預算
龐大，涉及公共事務龐雜，Su-
per Neighborhood Councils 特
於日前在 West Houston Insti-
tute 舉行候選人論壇，讓兩位候
選人就預算優先順序及相關職務
內容問題，在公開場合討論，使
選民有機會檢視比較。

這場標舉 「當一位資訊週全
選民！」 的論壇活動，除了現場
參與，並由福斯26地區台轉播
，論壇主持人也是福斯26台新
聞主播Greg Groogan。

休士頓西南區管理委員會主
席李雄及經濟及商業小組主席
David Peters 抽空至現場參與此
重要又難得的論壇，表示對兩位

候選人、以及第四區區長職位之
服務相關工作內容的前景觀注。
李雄主席及David Peters 不但是
現場惟一的亞裔人士，並且與兩
位候選人都熟識，也因此受到現
場的高度矚目。

論壇題目集中於區內建設、
經濟發展、治安整頓，也提及教
育及醫保等軟性議題。Cagle 區
長以其十年以上優秀的服務表現
，豐富經驗及精準分析，多次迎
得熱烈掌聲。不過挑戰職位的
Leslie Briones 也充滿熱忱與能
量，她更由身為女性及母親的角
色出發，對軟性議題的呼籲陳述
也再再引起現場人士共鳴。現場
沒有安排對兩人表現的當場評議
，但如此論壇讓候選人有機會向
對方及選民深入陳述思考及計劃
，主辦者的用心安排受到歡迎及
好評。

第四區因為選區重劃，西南

區管委會範圍其實包括在新劃入
範圍；不過包括華人及亞裔熟悉
的西南區管委會及國際區管委會
，都十足感受到Cagle 區長近幾
月對區內服務的熱忱及行動。而
Leslie Briones 經過與周浩恩的
黨內初選，在贏得代表民主黨出
戰的資格後，也得到周浩恩的支
持祝福，希望支持他的選民在投
票時選擇Briones。

離預期激烈的期中選舉剩下
不到七週，現場參加這場論壇的
管委會主席李雄及經濟小組Da-
vid Peters 表示，希望這類活動
更頻繁舉行，幫助選民做選擇，
也讓選民更瞭解公務的運作模式
及內容。一向關注華人及亞裔參
政的李雄主席更強調：華人及亞
裔要加強對候選人的觀察認識；
尤其應該參與投票，行使自己權
力，才能保障自己生活中各種權
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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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CC 總部地址：1350 bayshore Highway ste 740 burlingmame , CA 94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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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ww.gmccloan.com

★ 房地美和房利美核準的直接賣家；

★ 可內部審核，直接放款；

★ 放款額度從10萬到500萬；

★ 專精大額、出租，1-4 units， 套現，低利率；

★ 出租屋現金流貸款計劃；

★ 一條龍服務，最快10個工作日完成；

★ 加州十個分公司, 全美25州提供租賃屋

     現金流貸款計劃；

★ 德州三個分公司休斯頓、達拉斯、奧斯丁拓展中

Nmls# 254895    CA Dre 01509029  

GMCC萬通貸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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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系電話：832-982-0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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