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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03-TOP ONE群智貸款C6_A1

713 - 364 -7788 
832 - 498 - 7566

群智貸款

Michelle Young  
 通國、英、粵語、韓語

● 外國人貸款，保證最低
   最低利息。B1, B2, 
   J1保證通過
● 只要一年P&L盈虧表，
   不查稅表
● W2用一年VOE貸款方式
● 不查收入貸款
● Construction Loan,
   Lot Lo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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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世界最大的加密資產交易所幣安
（Binance）今天表示，詐欺人士從它的平台竊
走了價值約1億美元的加密貨幣。

法新社報導，幣安執行長趙長鵬在推特
（Twitter）發文稱，由於系統中的安全漏洞遭到
駭客利用攻擊，導致幣安專有的加密貨幣額外產
出。他說： 「目前所受影響估計約為1億美元。
」

趙長鵬寫道： 「這個問題目前已得到控制。

你們的資金很安全。我們對於所造成的不便感到
抱歉，並將繼續提供最新進一步消息。」

儘管與今年3月人氣區塊鏈遊戲Axie Infinity
價值5億多美元的加密貨幣竊案相比，幣安這次
事件是小巫見大巫，但仍名列幣圈史上最大盜竊
案之一。

趙長鵬指出，這次竊賊利用跨鏈橋 BSC
Token Hub犯案，他向客戶保證這個漏洞已被修
補。

跨鏈橋是投資人將資產從一個區塊鏈轉移到
另一個區塊鏈的工具。詐欺犯越來越常利用跨鏈
橋的弱點來竊取加密資產。

幣安在社群媒體平台Reddit表示，遭竊金額
在1億至1.1億美元之間，已追回700萬美元。

Axie Infinity竊案以及9月加密貨幣公司No-
mad被竊走近2億美元，也都與跨鏈橋漏洞有關
。加密資產分析公司Chainalysis於8月表示，今
年來跨鏈橋漏洞攻擊已造成約20億美元遭竊。

全球最大加密貨幣交易所幣安遭竊全球最大加密貨幣交易所幣安遭竊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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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限時折扣僅適用於生前安排的殯葬合同和特選墓產。優惠有效期至2022 年10月16日。折扣只適用於新的需求前購買。條款和條件適用。詳情請向相關人員查詢。| **60個月的零利率免息貸款將在收到第一筆付
款後開始，且僅適用於10% 首付的生前預安排的墓產合同。殯葬套餐的信貸交易示例：購買總價為$12,804 ，首付10% 和0% 年利率貸款，需要每月支付$193.27，為期60 個月。優惠僅適用於符合條件的購買，且

可能會有變化。其他條款和條件適用。請聯繫我們了解更多詳情。優惠截止日期為2022 年10月16日。 |  www.prepaidfunerals.texas.go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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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達 17% 折扣 預購墓園福地折扣
扣以及 60  個月零利率**

 

10AM - 2PM
葬禮生前安排最高可

節省 12% 的費用*
+

CEMETERY & FUNERAL HOME
13001 Katy Fwy, Houston, TX 77079

特惠折扣 > 獨家優先選擇最新風水福地

出席者均可尊享特別優惠

參加者均可尊享特別優惠

重陽 特 惠:
開放日特價

> 特惠折扣 > 獨家優先選擇最新風水福地

> 出席者均可尊享特別優惠

參加者均可尊享特別優惠

 請即致電預留座位熱線:吳玉玲 832-494-6710

週六和週日，10/15 和 10/16 

MEMORIAL OAKS: 紀念橡林墓園和殯儀館

鎖定今天的價格

* 簡單便捷使用App 軟件, 輕鬆操作智能手機或平板電腦，無論
   何時何地可隨時上線, 快速查詢或操作個人或商業銀行帳號, 
   如，稽核、 存款、 轉帳、付款、餘額查看等。   
* 便利使用密碼登錄, 無需支付月付及任何維護費用。

一機在手

輕鬆便利

隨身電子銀行
 與你同行

www.swnbk.com

如欲了解APP軟件使用更多相關訊息或疑慮查詢,請洽詢銀行各區分行,或電713-771-9700 

帳戶餘額

轉       帳

付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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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Democratic Harris County
Judge Lina Hidalgo and Republican
challenger Alexandra del Moral Mealer are
in a tough fight in coming election.

Harris County, with more than 4.5
million in population, is the third largest
county in the nation. The county
government manages a multi-billion dollar
annual budget and is in charge of funding
key services and infrastructure in the
county.

31-year-old Hidalgo was a new face
when she defeated Republican incumbent
Ed Emmett in 2018. Born in Colombia, she
moved to the Houston area as a teenager
in 2013. She graduated from Stanford
University and became U. S. citizen in the
same year. She also enrolled in Harvard
University, but she put her studies there on
hold when she chose to run for office.

During her first term, Hidalgo was
mostly focused on issues including flood

control, criminal justice
reform and government
transparency. She was the
first woman to ever become
a Harris County judge.

Hidalgo’s 37-year-old
challenger, Mealer, is
originally from California.
She is also a second
generation Hispanic
American, a West Point
graduate, a combat veteran
(Army Bomb Squad), a
working mother with a
successful career in energy
finance with JD and MBA
degrees from Harvard
University.

Mealer said she would aggressively
increase law enforcement funding, combat
corruption and practice lower spending.

We as residents of Harris County, all

of us, are very much concerned about our
tax increases and public safety issues. The
November election is very important to all
of us.

1010//0606//20222022

Two Young WomenTwo Young Women’’s Battles Battle

赫里斯郡郡長之爭奪戰己
経到了非常激烈之最後階段，
現任民主黨郡長赫達哥哥和挑
戰者米勒同樣是哈佛畢業之高
材生， 將在下月大選中一較勝
負。

這個擁有人口四百五十萬
有數千億預算之大郡 ，是民主
共和兩黨必爭之大餅。

雖然她們兩位都來自拉丁
裔，但她們之主張却是南轅北
轍， 三十一歲的赫達哥在二 O
一八年意外地擊敗了政壇老將
埃孟， 她在哥倫比亞出生 ，後
來移民美国，二O一三年史坦
福大學畢業後才入了美國籍，

後來到紐約大學及哈佛繼續法
律學位，曾経為民權組織服務
， 在任期間主要政見是防治水
患， 司法正義及政府清廉等，
她也是第一位出任郡長之女性
。

挑戰者米勒女士是三十七
歲西點軍校畢業生 ，並獲哈佛
法學和商學學位並曾在陸軍負
役， 她的政見是要增加治安經
費和一千名警察， 削減政府支
出。

兩名女人都是三十歲左右
之新生代， 她們代表了政治世
代之更迭 ，我們將拭目以待了
。

兩個女人的戰爭兩個女人的戰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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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南韓軍方表示，南韓與美國今天
展開有美國航空母艦參與的聯合海上軍演。南
韓軍方昨天才出動軍機，對北韓的轟炸演習作
出回應。

路透社報導，南韓合同參謀本部表示，這
場海上演習將於10月7日至8日在南韓東部外
海水域進行。此次演習展開前夕，北韓昨天上
午才朝日本方向東岸發射2枚短程彈道飛彈，
並派遣 12 架軍機在與南韓接壤的邊境示威飛
行。

北韓昨天下午再派遣 12 架軍機升空，在
南韓軍方特別監視區附近示威飛行，南韓則出

動30架軍機因應。北韓共派出8架戰機和4架
轟炸機，進行了空對地射擊演習。這是過去一
年來的罕見舉動，推測是為了抗議最近韓美聯
合軍事演習。

南韓合同參謀本部表示： 「我們將透過與
美國航空母艦雷根號（USS Ronald Reagan）
進行的聯合軍演持續加強我們的作戰能力和戰
備，以應對任何來自北韓的挑釁。」

由於北韓4日才試射一枚飛越日本部分上
空的彈道飛彈，美國雷根號航艦打擊群本週已
和日本、南韓的軍艦共同展開三邊飛彈防禦演
習。

回應北韓試射轟炸
韓美7日展開航艦海上軍演

飛彈試射動作頻頻 解析北韓盤算與實力
(本報訊)北韓4日試射中程彈道飛彈飛越

日本上空，6日試射2枚短程彈道飛彈，12天
內6度試射。外媒分析時值俄烏戰爭引發地緣
政治動盪之際，平壤究竟有何盤算與實力。

● 當前態勢：北韓結束3年安分 重啟挑
釁

「華爾街日報」指出，金正恩政權今年
把武器試射推向新頂點，3月24日試射一枚洲
際彈道飛彈再次展現他們具備打擊美國本土
的能力；10月4日試射中程飛彈越過日本上空
，一度讓日本向民眾發布掩蔽警報。

北韓認為核武計畫有助阻止以美國為首
的軍事入侵而攸關國本，使得數十年來的非
核化談判、外界的經濟制裁和外交折衝，都
沒法減慢平壤邁向核武俱樂部步伐，早在
2003年就退出 「禁止核子擴散條約」（NPT
）。

華 府 智 庫 「戰 略 暨 國 際 研 究 中 心 」
（CSIS）擁有可溯及1984年的資料庫。據他
們統計，北韓迄今110多次飛彈與核試裡，80
多次是金正恩2011年底掌權後所做。

目前態勢為金正恩與時任美國總統川普
2018、2019 年的兩次 「川金峰會」無助達成
非核協議，雖然過去3年左右裡平壤只試射短
程飛彈，但到2022年又開始尋釁。美國和南
韓官員並透露，平壤已完成5年來首次核試的
準備工作。

● 北韓核武實力如何
美軍於 2020 年 7 月時指出，北韓可能已

有20到60枚核彈，有能力每年生產6枚。美
國參謀首長聯席會議主席密利（Mark Milley
）2021年5月在呈交國會的書面證詞裡表示，
北韓秀實力是為證明 「能對美國本土、盟邦
及印太夥伴構成實際危險」。

但平壤尚未證明已能可靠地用核武打擊
美國，因為這需研發出在重返大氣層時能承
受高溫、高壓的彈頭。目前北韓的洲際飛彈
仍採陡峭角度試射，換算得以打擊美國本土
的射程，以防飛彈落入美國海域。這讓外界
懷疑北韓的技術能否讓飛彈負荷實際飛行；
此外，北韓也欠缺可靠的目標系統判斷準度
。

北韓迄今進行過 6 次核試，最近一次在
2017 年 9 月，當時估計威力約為 1945 年美國
在日本長崎所投原子彈的5倍。在北韓的5年
戰略武器政策裡，金正恩盼北韓能發展出搭
載多彈頭的能力。

北韓今年9月另通過新法，賦予自身擁有
先發制人核打擊以自我防衛的權利。金正恩
當時說為對抗美國，他永遠不會讓北韓放棄
核武。

● 北韓哪些武器有成為籌碼的能耐
駐韓美軍評估，北韓 2017 年試射的火

星-15（Hwasong-15）洲際彈道飛彈有可能
打到美國全境。飛彈專家們估計，火星-15射
程可達1萬3000公里，發射後不到30分鐘就
能擊中美國本土。

至於北韓的短程飛彈已多次展現有足夠
能力打擊到有美國駐軍的南韓與日本。10月4
日飛越日本上空的中程飛彈射程約4600公里
，美軍在關島的基地距北韓約3200公里。

武器專家表示，近年來北韓絕大多數試
射都是為強化短程飛彈，使其大部分能搭載
核武。平壤宣稱成功從潛艦和火車列車發射
飛彈，取得躲避美韓打擊能力，另還聲稱已
試射更難攔截的極音速飛彈。北韓許多新曝
光的飛彈也改為固態燃料，讓飛彈能更機動
且更快部署。

川普前總統因不滿有線電視新聞網 CNN
對他”歪曲報導與惡意評論”, 所以一怒把該
新聞網告進佛羅裡達州羅德岱堡地方法院,在這
份長達29頁的狀文中直指CNN用種族主義者
、俄羅斯走狗、叛亂者和希特勒(Adolf Hitler)等
虛假不實又醜陋不堪的言語來誹謗川普, 因此
要求CNN賠償4.75億美元以示懲戒,並彌補川
普的名譽損失和政治生涯受到影響,雖然CNN
尚未作出回應,但這樁誹謗官司是不太容易成立
的。

川普長久以來對媒體非常不滿,任何對他負
面的新聞報導他都斥之為假新聞,而他控告主流
媒體也不是什麼新鮮事,《紐約時報》和《華盛
頓郵報》都因報導他涉及”通俄門”而被他控
告過, 但最後都沒有告成,當然這次他控告CNN
也不太可能成功,因為在美國，誹謗訴訟是非常
難成立的, 尤其是公眾人物控告大眾媒體, 更是
”難上加難”, 而且川普是非常具有爭議性的
人物, 他的言行當然可受公評, 譬如他堅稱2020
年大選是拜登與民主黨以舞弊方式搶走了勝選,
這明明是睜眼說瞎話,也沒有人去告他,就連一
月六日國會山莊攻擊事件迄今都尚未有定論。

現在川普控訴 CNN 評論員扎卡里亞在紀
錄片《拯救美國民主》中將他的言論與納粹獨

裁者希特勒的黑白鏡頭放在一起, 而且還使用
“大謊言”一詞作術語描述川普虛假宣稱自己
是2020年大選的獲勝者。川普的律師在訴狀中
說:“希特勒曾利用‘大謊言’煽動對猶太人的
仇恨，說服人們排斥猶太人。而 CNN 也用
“大謊言”將川普與希特勒納粹主義進行比較
顯然是惡意詆毀,企圖把他與現代史上最可惡的
人物聯繫起來, 所以CNN是懷着惡意的,而且他
的律師還提到事實查核機構 「政治真相網站」
（PolitiFact）曾把CNN將川普比為希特勒的報
導評級為說謊（Pants onFire）, 這也增加了
CNN毀謗川普的佐證。

在這起訴訟中川普的律師還概述了第一修
正案、政治言論和誹謗責任的願景，如果都被
法院採納，必將對言論自由產生嚴重後果, 而
且從艾琳·坎農法官最近處理海湖莊園一案的
經驗中，我們知道川普有個通習，就是試圖讓
案件出現在他認對他更有利的法官面前,川普這
次選擇了勞德代堡法院是因為該法院的五名高
層級法官中有四名是他所欽點任命的,其中一名
法官拉格·辛格哈爾最終被指派接手此案, 他對
該案應很熟悉，因為他目前正監督另一起針對
CNN的誹謗案, 現在我們就要看他如何去除理
曾經拔擢和提攜他的恩人了。

【李著華觀點 : 川普怒告 CNN
媒體享有評論權/誹謗名譽罪極難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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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額定期存款(Jumbo C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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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大額定期存款，開戶金額

在$25,000 至$99,999 間可享利率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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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phone: 888-320-3838 

     

<<12個月定期存款>>

3.10%APY* 

慶祝37周年慶 
   

年 利 率  

3.00%APY* 

年 利 率  

(Regular CD) 
(Jumbo CD) 

英國減稅新政遭重大逆轉
首相特拉斯“四面楚歌”

綜合報導 上任僅壹個月的英國新首

相特拉斯宣布修改壹周前推出的大規模

減稅計劃，將最高所得稅稅率從45%下

調至40%壹項已被撤回。

她在推特上寫道：“我們明白了，

我們聽取了（民意）。45%稅率已經分

散了我們推動英國前進這壹使命的註意

力。我們關註的焦點是建立壹個高速增

長的經濟體，以此提供世界壹流的公共

服務、提高工資水平並在全英範圍內創

造機會”。

英國政府此次撤回下調所得稅最高

稅率，距離英國財政部公布該計劃僅過

去了壹周時間。

當時，財政大臣科沃騰（Kwasi

Kwarteng）公布了壹攬子自1970年代初

以來最大規模的減稅措施，旨在提振徘

徊於衰退邊緣的英國經濟。具體措施包

括將公司稅維持在19%這壹G20國家最

低水平、所得稅基本稅率從20%下調至

19%、所得稅最高稅率從45%下調至40%

、大幅削減房屋購置稅、取消銀行業獎

金上限等。英國政府估計，2026-27財年

的減稅總額將達到450億英鎊。

但這壹減稅計劃並未獲得市場和專

業人士的認可。出於對英國財政或陷入

不可持續債務陷阱的擔憂，英鎊匯率在

次個交易日便大幅下跌4%至1985年以來

新低，10年期英國國債收益率單日上漲

幅度也高達40個基點，並直接逼迫英格

蘭銀行在縮表計劃之外不得不緊急宣布

將無限量購入國債以穩定市場。美國前

財政部長薩默斯更是表示：“英國政府

的政策不負責任，在貨幣貶值的同時長

期利率上升趨勢強勁，這是已經失去信

用的標誌”。

直至上周五，市場的負面反饋並未

能動搖特拉斯和科沃騰的改革決心。

9 月 29 日特拉斯在接受 BBC 采訪

時極力辯護並表示，減稅計劃不會導

致英國金融不穩定，令市場遭受打擊

的是全球性的沖擊而非政府的改革計

劃。為了避免英國可能面臨的經濟衰

退，特斯拉相信如此規模的減稅計劃

是必須的。

真正令特拉斯動搖的則是來自國內

選民以及保守黨內部的壓力。

首先批評特拉斯的保守黨元老，是

曾經歷任下議院黨鞭和多個內閣大臣職

位的邁克爾· 戈夫。他在接受BBC采訪時

表示：“我不認為減稅計劃是正確的。

為最富有的人減稅展示了壹個錯誤的價

值觀。”戈夫同時暗示自己將不會在下

院投票時支持首相的減稅計劃。

以戈夫為代表的、對減稅計劃持反

對立場的保守黨議員並不在少數。前交

通大臣格蘭特· 沙普斯（Grant Shapps）

同樣向BBC表示：“我們現在不需要為

富人減稅，優先事項應當放在普通家庭

上，不要把水攪渾了”。沙普斯認為，

特拉斯的削減最高所得稅率計劃將無法

通過下院投票。

黨內愈發響亮的反對聲甚至逼迫黨

鞭傑克· 貝瑞（Jake Berry）不得不於周

日警告投反對票的議員將面臨被開除黨

籍的懲罰。

而在個人支持率和保守黨的民調數

據上，特拉斯承受的壓力更為巨大。

根據市場調研公司Opinium為《觀察

家報》發起的民調顯示，民眾對特拉斯

的凈支持率在過去壹周內從-9暴跌至-37

，甚至遠低於前首相約翰遜被迫辭職前

不久的-28。Opinium 數據分析師 James

Crouch表示，該結果是2010年以來保守

黨領導人最糟糕數據。

市場調研機構YouGov 9月 30日公

布的民調則顯示，51%的受訪者希望特

拉斯辭職，希望主導減稅計劃的財政大

臣科沃騰辭職的比例高達54%。

英國議會官網上壹份名為“立

即提前大選以終結現任政府造成的

混 亂 局 面 ” 的 請 願 書 目 前 已 獲 得

46.2 萬民眾的簽名支持。官網的回

復仍是“保守黨仍是多數黨，首相

已承諾將確保所有人和其子孫後代

的繁榮。”

巴西今年8月工業產值
環比下降0.6%

綜合報導 巴西國家地理統計局(IBGE)公布的數據顯示，經季節性

調整後，今年8月巴西工業產值環比下降0.6%，為2018年以來同期最

低水平。

數據顯示，與今年7月環比，8月巴西受調查的26個行業有8個

出現下降。焦炭、石油產品和生物燃料業跌幅較大，環比下降4.2%

，推動當月巴西制造業產值下滑。其次是，采礦業環比下降3.6%，

食品業環比下降2.6%。不過，機械設備業環比增長12.4%，汽車制造

業環比增長10.8%。

在四大經濟類別中，半耐用和非耐用消費品以及中間產品各環比下

降1.4%。而耐用消費品環比增長6.1%，資本貨物環比增長5.2%。

與去年同期相比，8月巴西工業產值增長2.8%。其中，汽車制造業

同比增長19.3%，醫藥化工和醫藥產品業同比增長9.7%，飲料業同比增

長8.9%。不過，采礦業同比下降7.3%，金屬制品業同比下降6.9%。

數據還顯示，今年前8個月，巴西工業總產值同比下降1.3%。在截

至今年8月的12個月內，巴西工業總產值累計下降2.7%。

巴西國家地理統計局研究員安德烈· 馬塞多(André Macedo)表示，今

年以來，巴西工業生產仍受到原材料短缺、成本增高、高利率、高通脹

率等不利因素影響，導致該國制造業復蘇緩慢。今年8月，該國工業產

值較2020年2月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前的水平仍低1.5%，較2011年5月的

歷史最高值則低17.9%。

俄羅斯恢復
向意大利供應天然氣
綜合報導 俄羅斯天然氣工業股份公司(俄氣)在社交媒體發布消

息說，經由奧地利向意大利的天然氣供應已經恢復。

俄氣說，在奧地利監管制度變化後，該公司已經與意大利客戶找到

解決方案，正恢復經由奧地利向意大利供氣。

意大利能源巨頭埃尼公司在企業官網發表聲明說：“埃尼公司與相關各

方針對奧地利監管機構出臺的新規作出應對，讓恢復供應成為可能。”

聲明沒有披露更多細節。

俄氣暫停向意大利供氣。埃尼公司當天說，供氣中斷並非出於地緣

政治因素，而是由於俄氣沒有為從奧地利到意大利的天然氣運輸支付壹

筆總額2000萬歐元的擔保金。俄氣說，暫停輸氣與奧地利監管制度9月

底發生變化有關。奧地利方面表示，俄氣沒有簽署必要合同。

據法新社報道，烏克蘭危機升級前，意大利所需天然氣的95%依賴

進口，其中大約45%來自俄羅斯。

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話報道，意大利目前進口的天然氣中，購自

俄羅斯的比例降至10%，購自非洲國家阿爾及利亞和幾個北歐國家的比

例則上升。

俄羅斯2月24日對烏克蘭發起特別軍事行動後，歐洲聯盟與美國壹

道對俄施加多輪制裁，但制裁的反噬作用令歐盟國家處境窘迫，民眾不

堪重負。由於俄羅斯天然氣供應銳減，加上俄羅斯向歐洲輸送天然氣的

兩大管道“北溪-1”和“北溪-2”9月26日出現漏氣，壹些歐盟國家不

得不出臺措施應對天然氣價格飆漲。

意大利疫情明顯反彈
日本首相施政演說強調疫苗接種
世界衛生組織官網數據顯示，截至歐

洲中部時間10月4日16時59分，全球新冠

累計確診病例615777700例，累計死亡病

例6527192例。

美洲和歐洲：美國累計確診病例超
9647萬例 意大利疫情明顯反彈

根據美國約翰斯· 霍普金斯大學的統

計數據，截至美國東部時間4日17時22分

，美國新冠累計確診病例超過9647萬例，

累計死亡病例超過106萬例。

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當地時間3

日表示，由於缺少足夠的疫情相關數據來

進行準確評估，已停止發布針對特定國家

和地區的新冠疫情旅行健康通知。

據報道，意大利新冠疫情曲線已明顯

上升。意流行病學專家預測，按照目前的

趨勢，到本月底就會再次達到日增確診病

例8萬例的水平。

意專家建議，應盡快為老年人和高風

險人群接種第四劑新冠疫苗，並在疫情惡

化的情況下再次恢復“口罩令”等措施。

據報道，法國自當地時間3日起，正

式啟動新冠疫苗秋季補充接種，此次接種

的是針對新冠原始毒株和奧密克戎變異株

的二價疫苗，目標接種人群為60歲以上老

年人、養老機構及長期護理機構居民、有

嚴重感染風險的成年人、與上述任何類別

人員壹起生活的人、衛生專業人員等，共

涉及約1700萬人。

法國國家衛生管理局疫苗接種技術委

員會主席布維指出，目前，法國60歲及以

上老年人的第二劑新冠疫苗加強針接種率

略高於30%。最近幾周，新冠疫情再次復

燃，但疫苗接種水平沒有顯著改善。她建

議，高風險人群可能需要“定期接種”，

以提高對新冠病毒的免疫力。

亞洲：日本首相施政演說強調新冠疫
苗接種 新加坡日增確診病例數大幅上升

據報道，日本全國單日新增新冠確診

病例39723例，新增死亡病例65例，累計

確診病例超過2138.5萬例，累計死亡病例

超過4.5萬例。

據日本共同社報道，當地時間3日，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施政演說中就新冠防

疫措施指出，預防新冠與流感同時流行很

重要。他強調，日本將加速接種可應對奧

密克戎毒株的新疫苗，計劃在本月中旬前

後，把接種對象從60歲以上老年人和醫務

人員擴大到12歲以上所有人群，計劃本月

到11月，完善每天接種超過100萬劑疫苗

的機制，加速疫苗接種。

岸田文雄還表示，為預防下壹個傳染

病危機，將向臨時國會提交以完善醫療供應

體制為主要內容的《感染癥法》修正案，並

致力於創建以美國疾病控制和預防中心

(CDC)為原型的專家組織“日本版CDC”。

新加坡衛生部最新發布的統計數據顯

示，截至當地時間4日12時，該國新增確

診病例7146例，較前壹天大幅上升，累計

確診病例超過192.4萬例。

新加坡官方當地時間4日的統計數據

還顯示，過去7天，該國平均日增確診病

例3647例。新加坡官方預計，奧密克戎亞

型變異株BA.2.75的傳播將導致接下來幾

周新增病例繼續增加。

據韓聯社報道，韓國中央防疫對策本

部通報稱，截至當天0時，該國較前壹天0

時新增新冠確診病例34739例，累計確診

病例超過2488.2萬例。隨著“開天節”節

後檢測數量的增加，單日新增病例較前壹

天激增18316例。

領導德國接受安置120多萬難民，默克爾獲聯合國南森難民獎

綜合報導 聯合國難民署宣

布，德國前總理安格拉· 默克爾

獲得2022年聯合國南森難民獎

全球獎。

該獎項以挪威探險家、

科學家 、 外 交 官 和 人 道 主

義者弗裏喬夫 · 南森（Fridt-

jof Nansen）的名字命名，每

年頒發給在保護難民、境內

流離失所者或無國籍人士方

面貢獻卓越的個人、團體或

組織。

聯合國網站稱，在時任總

理默克爾的領導下，德國在

2015年和 2016年接納了120多

萬難民和尋求庇護者。當時，

敘利亞戰爭正處於最激烈的時

期，世界其他地區也爆發了致

命沖突。

默克爾當時表示：“這種

形勢前所未有地考驗著我們的

歐洲價值觀。這是人道主義的

必要舉措。”她呼籲德國同胞

摒棄分裂的民族主義，並呼籲

他們“自信、自由、富有同情

心、思想開放”。

聯合國南森難民獎評選委

員會表示，他們贊賞德國前總

理默克爾“在確保對大量絕望

的人們提供保護時，展現出的

領導能力、勇氣和同情心”，

以及她為幫助尋求安全者尋找

“可行的長期解決方案”所做

的努力。

除了保護被迫逃離戰爭和

沖突的人們，默克爾還推動德

國社會共同努力來接收這個群

體，並幫助他們融入社會，相

關舉措包括教育和培訓項目、

就業計劃和勞動力市場的融入

。她也是擴大德國重新安置方

案的關鍵人物，幫助保護了成

千上萬的弱勢難民。

聯合國難民事務高級專員

菲利普· 格蘭迪贊揚了默克爾保

護尋求庇護者，以及捍衛權利

、人道主義原則和國際法的決

心。格蘭迪說：“通過幫助100

多萬難民生存和重建生活，安

格拉· 默克爾展現了高尚的道德

和政治勇氣。”

2022年，隨著全球被迫流

離失所人數首次超過1億，格

蘭迪表示，當務之急是讓公眾

對被迫逃離家園的人保持同情

心。



AA77美國新聞
星期六       2022年10月8日       Saturday, October 8, 2022

（綜合報導）美國德拉瓦州法官今天下令暫停推特
（Twitter）對馬斯克（Elon Musk）的訴訟，讓雙方在10月28
日之前完成這起價值440億美元的巨額交易。

法新社報導，德拉瓦州衡平法院（Court of Chancery）法
官麥考米克（Kathaleen McCormick）對馬斯克提出暫停此案的
聲請作出裁決，遭到推特的嚴厲反駁。法院原定11天後展開審
理，麥考米克表示，如果兩造未能在期限前完成交易，可能要
改期到下個月開庭。

麥考米克說： 「如果在2022年10月28日下午5時之前沒
有完成交易，雙方奉命當晚透過電子郵件與我聯繫，以便安排
2022年11月的庭審日期。」

此舉為兩造潛在的和解爭取時間。馬斯克4月簽署協議，
以每股54.20美元的價格收購具影響力的社群媒體推特，但後
來反悔，拒絕完成交易，雙方因此展開了訴訟攻防。

推特針對馬斯克的違約訴訟即將於本月17日開庭審理之際
，馬斯克4日態度出現大轉變，這位行事難以預料的特斯拉老
闆表示，若德拉瓦州法官停止訴訟程序，他打算依原訂計畫以
440億美元收購推特。

推特4日表示，預期將以54.20美元的價格完成收購交易，
該聲明並未提到馬斯克提出關於暫停訴訟的要求。

馬斯克的律師準備的文件提到他的最新提議時說： 「沒有
必要加速審理，藉此命令被告做他們已經在做的事情，這個行

動現在沒有實際意義。」
「然而，推特不會接受肯定的答案。令人驚訝的是，他們

堅持要繼續進行這場訴訟，將交易置於風險之中，完全不顧後
果，甚至拿他們的股東利益來豪賭。」

推特的律師在提交給德拉瓦州法院的文件中駁斥這些論點
，指出馬斯克那方仍未承諾截止日期，並稱馬斯克的最新聲請
是想 「進一步拖延、打泥巴戰」。

推特的律師表示： 「他們會說， 『相信我們，我們這次是
認真的』。」律師還稱馬斯克是在尋求 「無限期」來完成交易
。

（綜合報導）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今天訪問 「國際
商業機器公司」（IBM）紐約廠時，頌揚政府致力補貼美國半
導體晶片製造及增加藍領工作機會的措施。

路透社報導，IBM 計劃未來 10 年在紐約哈德遜河谷
（Hudson Valley）地區投資200億美元，用於建造與發展半導
體、大型主機技術、人工智慧和量子運算。

拜登表示： 「誰說我們不能引領全世界的製造業？供應鏈
將從這裡開始，也要在這裡結束，就在美國。」

拜登說，要讓目前在海外生產的關鍵商品回歸美國製造，
以提振製造業並確保美國國家安全，政府資金不可或缺。行政
部門和民主黨人已將數十億美元聯邦資金用於鼓勵民營部門支
出和創造就業機會。

拜登說： 「美國發明了這些晶片。」
自拜登8月簽署 「晶片法案」（CHIPS Act）以來，美國企

業已宣布一系列投資，IBM的投資是最新一例。晶片法案將投
注520億美元補貼半導體晶片的製造和研究。

白宮表示，對私營企業提供巨額補貼有其必要，因為中國
和歐洲聯盟一直在向晶片公司提供數十億美元的誘因。

拜登試圖在11月國會期中選舉前，善加利用企業宣布投資
的利多消息。他上月也前往俄亥俄州，在英特爾公司（Intel
Corp）計劃投資200億美元的半導體製造廠預定地發表談話。

IBM 的 波 基 普 西
（Poughkeepsie）工廠所在
地哈德遜河谷，在美國工
業革命期間曾是經濟重鎮
，但在上世紀下半葉，隨
著企業遷移到成本更低的
地方設廠，當地工作機會
也逐漸枯竭。

IBM 在 1990 年代遷移
晶片廠和其他製造廠時，
曾在當地解雇了數以千計
人。這家企業如今表示，
計劃將此地打造為 「IBM
量子運算發展的全球中心
，就像今天的大型主機業
務一樣」。

IBM 並未提供 200 億
美元投資計畫細節。

白宮表示，這是拜登經濟政策所帶動的投資。
美光科技（Micron Technology）4日也表示，將在未來至

少20年內投資多達1000億美元，在紐約建立一座半導體製造

廠，預計創造近5萬個工作機會，第一階段規劃在2030年之前
投資200億美元。

面臨氣候變遷和中俄競爭加劇
美公布新北極戰略

拜登警告 世界面臨末日核戰風險
（綜合報導）美國拜登政府今天公布新北極戰略，因為這個具有戰略和環境重要性的

地區正面臨氣候變遷惡化，並預見國際在這個地區的競爭日益激烈。
法新社報導，全球暖化導致北極地區融冰，讓原本封鎖區域得以航行，並為爭奪資源

和影響力的美國、俄羅斯和中國等創造出新的機會。
這種局面在北極主要強權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下變得更加複雜，也讓美俄緊張關係升高

至冷戰以來最高峰。
根據美國新北極戰略，這個人口超過400萬、擁有豐富天然資源和獨特生態系統的地

區，正經歷一場戲劇性轉變。
這項戰略包括4個主要部分：安全、氣候變遷和環境保護、持續經濟發展以及國際合

作。
戰略內容指出， 「我們的首要任務是保衛美國人民，以及我們主權領土和權利。我們

決意保障我們協約盟友的安全並支持我們在此地區的合作夥伴。」

法官暫停推特訴馬斯克案法官暫停推特訴馬斯克案
為完成交易設最後期限為完成交易設最後期限

IBM投資200億美元紐約州設廠 拜登大表歡迎

（綜合報導）美國總統拜登7日語出驚人
表示，普丁揚言動用核武，並不是開玩笑，
如果繼續朝此方向發展，將是自1962年古巴
飛彈危機以來，美國所遭受的最直接核武威
脅。他並以《聖經》最後一章啟示錄的 「世
界末日」（Armageddon）來形容目前的緊張
狀態。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則火上加油，呼
籲北約應 「先發制人」，在俄羅斯動用核武
前，先行打擊。克里姆林宮抨擊，此舉無異
是號召世界大戰。聯合國緊急出面滅火，重
申核衝突連討論都不可接受。

普丁需要台階下 動用核武非開玩笑
拜登在紐約出席民主黨募款活動時說，

自古巴危機以來，世界從未面臨發生末日核
戰的可能性，普丁說有可能動用戰術核武或
生化武器，並不是開玩笑，因為俄羅斯軍隊
表現差透了， 「我不認為，有辦法隨意動用
戰術核武，又不會導致大決戰」。

拜登說，他想弄清楚普丁有什麼台階可
以下；普丁要如何能不丟面子，又能保住他
在俄羅斯的大權。

澤倫斯基呼籲先發制人 引國際關注
澤倫斯基7日透過視訊，對澳洲智庫洛伊

研究所演講時稱， 「北約應對俄羅斯進行先
發制人的打擊，而不是坐等俄羅斯的核打擊
，以消滅俄羅斯使用核武的可能性。」

澤倫斯基的發言人隨後澄清，澤倫斯基
並非呼籲使用核武對抗俄羅斯，而是指先發
制人的制裁。

聯合國表明 核衝突連討論都不可接受
但澤倫斯基的言論立即引起俄羅斯及聯

合國高度關注。聯合國祕書長古特瑞斯的發
言人杜雅里克（Stephane Dujarric）隨即表明
，聯合國立場沒有改變，討論核衝突這一問
題本身，都不可接受。

克里姆林宮發言人培斯科夫說，澤倫斯
基的言論無異號召世界大戰，世界各國都應
重視，美、英應對基輔的言論負責，因為實
際上就是美、英在指揮基輔的行動。

俄羅斯外交部發言人扎哈羅娃也說，西
方正在煽動一場核戰，澤倫斯基這位激進的
傀儡已變成能摧毀地球的怪物。

俄羅斯外交部長拉夫羅夫表示，最近有
越來越多討論使用核武的可能，俄羅斯不能
對此話題視而不見，基輔的意圖在於製造使
用各種大規模殺傷性武器的威脅。澤倫斯基
發言人後續的解釋很可笑，俄羅斯要警告美
國和基輔當局的支持者，不要推波助瀾。

美國務院澄清 未與波蘭討論部署核武
另一方面，波蘭總統杜達5日表示，已向

美國商討 「核分享」計畫，他對在波蘭境內
部署核武持開放態度，並稱已經與美國領導
人談過相關可能性。

白俄羅斯總統魯卡申科7日對此表示，這
代表波蘭早與美國就在波蘭部署核武達成共
識，核武部署在波蘭，這意味什麼？ 「我們
實實在在面臨戰術核武的攻擊， 「我們需要
採取行動，我們沒有核武器！」

但美國國務院首席副發言人巴特爾（Ve-
dant Patel）隨即澄清，美國並未與波蘭就核分
享計畫，及在波蘭部署核武進行談判。美國
無意在1997年後加入北約的國家部署核武。
波蘭1999年才成為北約會員國。

隨著核戰話題升溫，美國衛生與公共服
務部也宣布將花費2.9億美元，向美國安進公
司（Amgen）購買Nplate品牌的藥物羅米司亭
（romiplostim）， 「以便在放射性與核緊急情
況時挽救生命」。但該聲明強調，這是正常
採購的一部分，不是因普丁的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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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官宣疫情結束！疫管中心解散，接種中心關閉，入境核酸和疫苗證取消
泰國因疫情而實行的緊急法令已於

10月1日正式解除，疫管中心CCSA解散

，疫苗接種中心關閉，取消所有與新冠

相關的入境政策，恢復到疫情前。

泰國總理巴育早在8月15日就已同

意10月1日解除緊急法令，並解散泰國

疫管中心（CCSA），1日正式實施。

疫管中心顧問Udom Kachintorn博士

說，在10月1日之後，2015年的《傳染病

法》將成為應對疫情的管轄法律，而不再

是自2020年2月24日以來實施的《緊急情

況下的公共行政緊急法令》 。這標誌著

新冠疫情在泰國正式宣告結束。

雖然從泰國當地民生狀態和防疫政

策來看，疫情在泰國已事實上結束很久

了。泰國公共衛生部還從10月1日起將

Covid-19從“危險傳染病”降級為“受

監控的疾病”。

泰國的新增感染數月來穩定了在壹

個水平，沒有上升，也不會清零，但治

療感染者和自我治療的措施，都正朝著

良性的方向發展。治療Covid-19的藥物

與感冒藥、退燒等藥物均可以方便地在

藥店買到。而STK自檢測盒在7-11便利

店即可買到。

疫管中心發言人塔維信（Taweesilp

Visanuyothin）在周五的會議後說，自

2020年3月24日以來實施的緊急狀態已

結束，自己所在的疫管中心也完成歷史

使命而解散，因為泰國和全球的Cov-

id-19形勢正在改善，新病例和死亡人數

均穩步下降。

塔維信說：“人們和企業已經恢復

了正常活動，泰國公共衛生部正在將

Covid-19重新定義為壹種受監控的傳染

病，而不是危險傳染病。”

曼谷疫苗接種中心30日已關閉
泰國公共衛生部在曼谷邦似中央車站

（Bang Sue）的新冠疫苗接種中心已於9

月30日正式關閉，10月1日泰國的新冠過

渡到監測疾病。這壹決定是泰國醫療服務

部和疾病控制部之間討論後作出的。

邦似中央車站的疫苗接種中心是泰

國最大的新冠疫苗接種中心，到目前為

止已經接種了 630 多萬劑疫苗。約

60-70%的泰國人已接受了第三針疫苗。

目前已有超過50%的人已經接種了第三

針疫苗。

加碼延長落地簽停留期至30天

鑒於泰國和全球的疫情形勢已改

善，泰國旅遊和體育部提出的延長外

國遊客停留時間的舉措旨在振興旅遊

業。

根據泰國落地簽證計劃進入泰國的

18個國家/地區的外國人，最長停留時間

將從之前的15天延長至30天；而目前免

簽入境泰國的50個國家外國人，最長停

留時間將從之前的30天延長至45天。

新的簽證停留延期舉措是泰國官員

努力提升泰國旅遊經濟的壹部分。“我

們正在尋求延長遊客的逗留時間，這將

有助於增加旅遊消費，振興經濟並減少

疫情的影響。”發言人說。泰國內政部

和外交部、移民局和其他相關機構已根

據這壹最新延期政策調整了程序。

本月早些時候，泰國旅遊和體育部

長皮帕（Phiphat Ratchakitprakarn）表示

，7月份約有107萬外國遊客進入泰國，

這是自疫情以來單月入境遊客人數首次

超過100萬大關。

部長預計8月和9月外國遊客數都將

超過100萬，並相信從10月到12月將增

加到每月150萬。部長有信心，2022年

外國遊客總數將超過1000萬人次。

泰國大城府遭嚴重水災
40多處古跡被淹

綜合報導 泰國文化部藝

術廳副廳長薩塔蓬透露，受

臺風“奧鹿”影響，近期該

國多地發生洪澇災害，中部

大城府阿育他耶古城遺址公

園周邊河道水位上漲超過1米

，水利局預測近期水位還將

上漲30-60厘米。當地文物保

護部門已經對遺址公園核心

區域內的古跡進行了防洪保

護，因此水災未對大部分古

跡造成嚴重影響，但是仍有

40多處處於遺址公園內低窪

地區的古跡遭到水淹。不過

文保部門表示，這些古跡此

前已經過加固處理，不會出

現嚴重損壞。

目前當地文保部門已對各

處古跡采取最高級別的防洪

措施，包括加高古城遺址公

園周圍的防洪堤，力爭將洪

水對文物古跡造成的損害降

到最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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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印尼總統佐科專程赴該國

東爪哇省瑪瑯市坎朱魯漢體育場(Kanju-

ruhan)視察時，下令該國公共工程部檢查

全國所有足球場，以確保數日前發生球

迷騷亂事件的悲劇不再重演。

10 月 1 日 晚 ， 印 尼 足 球 聯 賽

2022-2023年賽季第11周，東爪哇省瑪瑯

阿雷馬足球俱樂部(Arema FC)在主場坎

朱魯漢體育場(Kanjuruhan)迎戰泗水佩爾

塞巴亞足球俱樂部(Persebaya)，比賽結束

後發生球迷騷亂事件，嚴重踩踏致131

人死亡、300多人受傷。

事件發生後，印尼政府已成立由該

國政治、法律和安全事務統籌部長馬福

德任組長，青年和體育部長紮因丁· 阿馬

利任副組長的獨立調查組。佐科要求調

查組在壹個月內查清引發騷亂事件的原

因。

佐科當天在事發體育場下令該國

公共工程部檢查全國所有用於足球比

賽的體育場館，包括檢查出入口的大

門夠不夠寬、是否符合標準，佐科還

要求該國各有關方面共同完善足球比

賽管理，包括場地管理、比賽管理、

觀眾管理、安保管理等。佐科透露他

已就此事與國際足聯主席因凡蒂諾通

話，後者表示國際足聯可以幫助改善

印尼足球比賽管理。

佐科當天還到瑪瑯市賽夫安華醫

院看望在騷亂事件中受傷正在接受治

療的人員。他表示，所有傷者的治療

費用將由印尼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承

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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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名流程四步驟報名流程四步驟 招募期至本月招募期至本月2727日日 受訓期約兩年半受訓期約兩年半
國家首次在港澳地區選拔將在太空進行空間實驗的載荷專家（Pay-

load Specialist），有望誕生首位“港產航天員”。香港特區政府的初選招

募工作6日正式啟動，並同時公布報名詳情。報名流程有四個步驟，合資

格申請人須提交兩部分報名表，填寫基本個人資料及家庭狀況等，及接

受臨床醫學檢查和心理評估。成功獲選為載荷專家的香港科學家將

接受為期兩年半訓練，特區政府承諾會與其所屬大學或機

構協調合適的補貼安排。香港多間大學均表

示，會積極推廣和物色合適人選報名參

與。有大學學者表示，今次選拔是

國家對香港教育科研水平的

充分肯定，期待大量香港有

膽識有抱負之士報名參與，

為國家航天事業作貢獻。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金文博

選拔問與答選拔問與答

航天員初選啟動航天員初選啟動 征途是星辰大海征途是星辰大海

索取第一部分
報名表格

A）如候選對象為11
間本地大學、政府五
所研究中心、香港科
學園和數碼港園區內
的科研機構/企業、政
府部門和醫院管理
局，可直接向所屬大
學/機構/企業索取第
一部分報名表格（只
有中文版），填寫年
齡、學歷、工作經驗
等基本個人資料（各
大學/機構/企業聯絡方
法可參閱www.itib.gov.
hk/zh-hk/psrecruit-
ment）
B）如候選對象屬其他機

構/企業，請透過電郵將中文
姓名全名、所屬機構/企業名
稱，以及個人專業/研究範疇發
送至創新科技署（psrecruit-
ment@itc.gov.hk），以索取第
一部分報名表格

提交第一部分報名表格
候選對象須將填妥的表格交予所屬大學/機構/企

業，由大學/機構/企業在2022年10月27日或之前電
郵至創新科技署（psrecruitment@itc.gov.hk）

步驟二

國家正
式展開第四

批預備航天員選拔，其
中兩個載荷專家名額更首次開
放予香港參與，由特區政府安排初
選，進一步選拔則由內地有關方面進
行。

特區政府於本月2日公布初選申請者的
基本要求，包括須為香港特區永久性居民中的
中國籍公民，其與家庭主要成員應熱愛祖國、
擁護“一國兩制”方針、遵守國家憲法及香港
基本法、無犯罪紀錄等，另設有年齡及體格要
求，包括年齡介乎30歲至45歲，男性身高162
厘米至175厘米，女性身高160厘米至175厘
米，健康體魄且非過敏體質，沒有影響飛行服
務的病史和家族病史，視力達標等，而專業能
力上則需要有科學、工程相關或心理學領域
博士學位及3年相關工作經驗，中英文綜合
應用及普通話能力較好。

負責選拔的香港創新科技及工業局6
日進一步公布報名詳情：整個初選招募期
由本月6日至27日，設有四個步驟，包括
申請人需要經過所屬的11間本地大學、5
所政府研發中心、科學園和數碼港園區的
科研機構或企業、政府部門和醫院管理
局，或其他機構/企業索取及提交第一部分
報名表，不可以個人身份自薦，而第二部分報
名表則由候選人直接向創新科技署提交，符合要
求者將接受臨床醫學檢查和心理評估（見表）。

創科及工業局透露，若成功獲選為載荷專家，其
受訓期約兩年半，實際任務則按飛行任務具體規劃而
定。獲選為載荷專家者，除可獲國家按標準發放訓練
和飛行津貼，特區政府亦會積極與候選對象所屬的
大學或機構協調，提供合適的補貼安排。

學者：所有港人都開心
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院副院長（外

務）黃錦輝6日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
難掩激動心情。他表示，一直都希望有香
港人能夠成為國家航天員，這次國家向香港
開放選拔載荷專家是有如美夢成真，對於得到
國家的支持讓香港可以參與感到非常興奮，“是所
有香港人都非常開心的事情。”

他期待有大量具膽識之士“行出來”踴躍報名，又特別支持和
鼓勵大學內的科研人員參與，以展現自己對科學的熱誠，對所學所
得有信心，及擁有一顆愛國和報國的心。

黃錦輝認為，香港科研人員一旦獲選成為載荷專家，將可開展
多元領域的空間實驗，包括醫療及生命科技、通訊工程以及機械人
運作等，不但可貢獻國家的航天事業，而對其個人研究事業也會有
很大的幫助，意義深遠。

他十分贊成特區政府為候選對象提供的協調補貼安排。他表
示，目前大學一般設有停職留薪機制，容許和支持全職成員在大學
以外發展，而資助補貼對合約形式的成員更顯得重要和有所幫助，
相信特區政府的安排，可免除科學家參與選拔的顧慮。

大學全力配合 撐優秀學者參與

資料來源：創新科技及工業局

步驟一

提交第二部分報名表格
創新科技署會直接以電郵向候選對象發放第二部

分報名表格（只有中文版），候選對象須填寫個人和
家庭成員健康狀況、家庭情況、其他相關資料及申
報，並在指定期限內自行將表格電郵至創新科技署
（psrecruitment@itc.gov.hk）

步驟三

步驟四

Q1：非本地學歷或工作經驗是否獲認可？

A1：接受本地及非本地學歷及工作經驗；候選對象現時需於本
地大學/機構/企業從事研究或其他工作。

Q2：候選對象能否以個人身份自薦，不經所屬大學/機構/企業參與選拔？

A2：不能。由於有關部門在選拔期間會透過候選對象所屬大學/機
構/企業了解其近期的實際工作情況、研究範疇及專業領域等，如
候選對象不屬於任何大學/機構/企業，將無法完成選拔程序。

Q3：提交表格時應準備什麼文件？

A3：候選對象在提交第一部分報名表格時，須連同學歷證明、工
作證明、身份證副本、其他相關證書等，透過所屬大學/機構/企業

提交至創新科技署( psrecruitment@itc.gov.hk)。

Q4：若獲選為載荷專家，將何時開始和在何處受訓？受訓和執行
任務的年期多長？

A4：載荷專家受訓期約為兩年半，實際參與任務的時機和時間，則根據
飛行任務具體規劃而定；受訓地點將由國家有關部門安排。

Q5：特區政府會否向載荷專家提供補貼？

A5：載荷專家在中心訓練及執行載人飛行任務期間，將獲國家按照有關標
準發放航天員訓練津貼和航天飛行津貼。特區政府亦會積極與相關大
學或機構協調，為獲選的候選對象提供合適的安排。

▼中國載人航天工程辦公室日前發布長約兩分
半鐘的宣傳片，一眾航天員在宣傳片中表
示：“我們期待你的加入”、“和我們
一起飛向太空”。 影片截圖

報名四步驟報名四步驟

◆◆ 20212021年年66月月1717日日，，搭搭
載着神舟十二號載人飛船載着神舟十二號載人飛船
的長征二號的長征二號FF遙十二運載遙十二運載
火箭在酒泉衛星發射中心火箭在酒泉衛星發射中心
點火升空點火升空。。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國家首次開放香港選拔載人航天載荷專家，香港多間大學積極於校內推廣和
物色合適人選報名參與。香港大學6日表示，會為有意報名成員提供各方面的支
援，包括安排跨學科講座，以加深他們對太空相關研究的理解及提升他們對航天
工作的興趣，同時會研究其他配合措施，在日後遴選甚或訓練過程中，盡量在各
方面作彈性處理和安排，鼓勵大學研究人員積極參與國家的航天工作。

香港中文大學表示，是次選拔可助力香港更進一步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校方6日
已發出通告，請各部門主管協助通知所有教研人員有關國家載人航天工程載荷專家
的招募信息及申請方式，又會在校園各處設置宣傳物品及解答招募相關的查詢，
積極配合推廣有關資訊，鼓勵及支持合資格研究員參與這項國家建設計劃。

香港理工大學表示，國家在港選拔載荷專家，體現了中央對香港廣大
科研人員的信任和肯定，亦是對有志投身科研的香港年輕人一大鼓舞。自
消息公布以來，校內學者反應熱烈，其中不乏符合條件的研究助理教授
和博士後研究人員。

香港科技大學表示，會全力配合特區政府初選工作，期望選拔有
助推動香港航天領域的研究工作；浸會大學表示會鼓勵和支持校內有
興趣並符合資格的科研人員參與選拔；教育大學會積極在校內推廣是
次選拔，並向教研人員發放最新資訊，鼓勵他們開闊眼界，貢獻國
家；都會大學會經內部遴選後再推薦科研人員參與初選招募。

接受醫學檢查和心理評估
符合基本要求的候選對象將獲

安排到指定醫療機構接受臨床醫學
檢查和心理評估，其主要家庭成員
和同住人士亦須參與部分檢查

資料來源：香港創新科技及工業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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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再添四世界灌溉溉溉工程遺產
四川通濟堰江蘇興化垛田浙江松古灌區江西上堡梯田入榜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李兵、賀鵬飛、王莉、王逍 成都、南京、杭州、江西

報道）四川通濟堰、江蘇興化垛田、浙江松陽松古灌區、江西崇義上堡梯田10月

6日成功入選2022年度（第九批）世界灌溉工程遺產名錄。據悉，包括這4處新入選的

世界灌溉工程遺產，中國的世界灌溉工程遺產已達到30處。中國國家灌排委員會主席、

水利部農村水利水電司司長陳明忠說，延續至今的灌溉工程遺產都是生態水利工程的經

典範例，以世界灌溉工程遺產的申報與可持續保護利用為契機，深入挖掘並向世界展現

中國灌溉歷史文化，研究總結其科學技術、文化價值及管理經驗，對助推鄉村振興、生

態文明建設和水利工程的可持續發展，具有重要現實意義。

四川通濟堰：
137.5黃金角度引水典範
此前，都江堰水利工程入選該名錄，

通濟堰灌區作為都江堰灌區的一部分再次
入選，標誌着整個都江堰灌區擁有了兩個
世界灌溉工程遺產。

通濟堰開創於公元前141年，由西漢
時期蜀郡太守文翁主導修建，迄今已有
2,163年歷史。時至今日，通濟堰仍然灌
溉成都、眉山兩市的新津、彭山、東坡、
青神4縣（區）52萬畝土地，惠及人口百
萬。

“通濟堰‘有壩引水’成為中華水利
文明劃時代的傑作，更是‘古為今用’的
典範。”四川省都江堰水利發展中心通濟
堰管理處黨委委員、工會主席李忠孝介
紹，在工程選址上，通濟堰進水口選在新
津岷江、西河、南河交匯處，充沛的水源
滿足了灌區農業用水的需要；在水量控制
上，首創以竹籠壘石為堤的“活動壩”，
既充分利用了水資源，又最大限度減少工
程對自然河道的影響；在引水方向和水流
方向上，攔河壩與南河斜交，呈大自然
“黃金角”（137.5度）。

江蘇興化垛田：
唯一高地旱田灌排工程體系

江蘇興化垛田灌排工程體系是國內外唯一的高地旱田灌
排工程體系，至今仍在發揮灌溉排水、防洪抗旱排澇、生態
農業、景觀旅遊等多方面效益。

位於興化市的興化垛田灌排工程體系灌溉總面積52.88平
方公里，分布在興化湖蕩區，是擁有配套的圩堤、灌排渠
道、水閘等複合灌排工程體系。據考古發現，興化先民利用
高垛和水邊的土丘墾殖，出現了“垛”的雛形。北宋，人們
在沼澤和淺水地區以木樁、木架塞入水草泥土作基礎，再以
河泥層層壘積成片的島狀，形成“葑田”，亦稱“架田”。
明清時期，大批南人北遷，興化市地區人口快速增長。興化
市水多地少，於是人們除沿湖圍湖造田外，還在湖中開闢垛
田，即在較淺的湖蕩河溝間罱泥扒苲，一年幾次往垛上澆泥
漿、堆泥渣，如此反覆，垛漸漸長高，形成垛田。

由於垛田地理地貌的獨特性，現代化耕作方式在這裏一
直無法完整實現，垛田仍保留古老的農耕方式，使用罱泥、
扒渣、攪水草等獲取自然肥料，形成了別具一格的垛田農耕
體系，成為研究當地自然生態環境變遷和土地利用方式轉變
的珍貴標本。

中國農業農村部全球重要農業文化遺產專家委員會委員柏
芸認為，垛田因地而宜、因水而宜，挖土增高，將低窪沼澤地
變成可利用的高質量垛田，創造性地將沼澤地改造成島狀耕
地。“垛上種蔬菜、水溝養魚蝦”成了一道獨特的風景線。

浙江松古灌區：
延用至今 成“活態博物館”
松古灌區位於浙江省麗水市松陽縣

的松古盆地上，自漢代開始，當地先民
因地治水，在松陰溪流域依勢築堰建
渠，分片“開圳引水”，逐步建成以松
陰溪主支流為水源，堰堤密布、圳渠交
錯的灌溉網絡。灌區工程體系在明清時
期臻於完善，至明末清初，境內有古堰
120處，灌溉的古塘、古井百餘處，至
今仍在滋潤着松陰溪兩岸16.6萬畝良
田。

數百年來，松古灌區先民以榜文、
碑刻、文選等形式，翔實記錄了“七三
法”立項選址、“借地建圳”，採用
“人字形”壩體結構等建設機制，以及
“汴石分水”“定期輪灌”“圳田制”
“堰董制、圳董制”“水權管理”等創
造性的灌區管理機制，從組織機構設
立、經費來源、到水權的確立和處置，
已形成制度化的管理方法，具備科學的
現代工程管理特徵，是中小流域古代灌
溉工程的典範，被譽為特色鮮明的灌溉
工程遺產“活態博物館”。

江西上堡梯田：
陡坡種糧 積澱農耕文明

上堡梯田位於江西省贛州市崇義縣西北部山
區，面積約有 3,400 公頃，主要分布在三個鄉
（鎮）26個行政村，是“世界最大客家梯田”。梯
田海拔最高的有1,260米，最低的有280米，垂直落
差有近千米，最高達62個梯層。

上堡梯田因山成形、因水而興，屬於陡坡梯
田，是一座以農業灌溉為主，兼有水土保持等其它
綜合功能的水利工程系統，蘊含了科學選址、布局
設計、用水管理、民情風俗的價值內涵，以及人水
和諧的自然理念，具有深厚的文化、歷史、科技、
生態及經濟價值。

據文獻記載，上堡梯田開發歷史最早可追溯至
先秦時期，梯田興於秦漢時期，距今至少2,200年
歷史，後經唐、宋、元、明、清代的不斷擴建和修
繕，至此達到現在宏偉的規模。

當地民眾尊崇自然法則，因地制宜修建了坡地
配水系統。坡度平緩處則開墾大田，坡陡狹窄處則
開墾小田，甚至溝邊坎下石隙之中，無不奮力開
鑿。漫山遍坡的梯田由無數灌溉水系網連接，每塊
梯田即是一個小蓄水池，也是一個保土床，防止了
水土流失，是中國古代勞動人民創造和完善的灌溉
工程典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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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俄烏衝突所引發
的糧食安全議題，多次
被上升至聯合國層面，
引發世界各國的關注。
但被納入“世界灌溉工

程遺產”的中國古跡，則向世人揭示了，
中國在數千年前，便已將糧食安全納入國
家重點工程。而中華民族文明的延續，也
基於此五千年未曾中斷，成為世界碩果僅
存的文明古國。

“世界灌溉工程遺產”，於2014年開
始由國際灌溉排水委員會（ICID）主持評
選，今次再增加四處中國古遺址，令到中
國入圍“世界灌溉工程遺產”的古遺址達
30處，這不僅使中國農耕技術再次受到世
界矚目，向世界展示了中華文明悠久的治
水文化和治水、用水的智慧。

中國地理廣博，地形地貌多樣，從地
理空間而言，這些被列入“世界灌溉工程
遺產”名錄的中國灌溉古跡，遍布長江、

黃河流域，囊括10多個省份；從地形地貌
而言，涵蓋平原、丘陵、山地，甚至被稱
為世界屋脊的青藏高原；就功能而言，有
防海水鹹潮倒灌的、有引江河水灌溉的、
有立體增加播種面積和降低播種難度的、
亦有調節河道旱澇的，不一而足；從時間
上看，則自先秦至明清凡2,000餘年，於沿
襲各朝代都有修葺和擴容，至今仍在發揮
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由於其工程體量的性質因素所決定，
這些古灌溉設施多是由官方主導，非僅憑
民力可為。這也意味，農事灌溉自古便受
到各朝各代的高度重視。顯示糧食安全問
題自古至今都是政府層面考慮的首要因
素。

如此多的灌溉工程遺產被列入世界名
錄，即體現數千年來中華民族不屈於自然
環境，積極“變自然以為人利”的民族韌
性的傳承。更顯示因為灌溉工程地理空間
不可遷移的特性，和農耕自足的文明意

識，所塑造的中華農耕文明“與天鬥不與
人爭”的民族性格，決定了愛好和平的中
華民族，與遊牧或漁獵文明相較，更重視
穩定的族群發展的非侵略性。也是令到中
華民族歷史上經歷過無數次外族入侵，演
進過十數次王朝交替，都未能斷絕5,000年
文明傳承的根本。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旻

農耕是中華文明綿延五千年的基礎保障
�
�#

◆中國新添4處世界灌溉工程遺產公布現
場。 受訪者供圖

◆四川通濟堰渠首樞紐攔河閘。 受訪者供圖 ◆江西上堡梯田，陡坡種糧，積澱農耕文明。 王逍 攝◆浙江松古灌區。 受訪者供圖◆江蘇興化垛田油菜花盛開。 賀鵬飛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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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社新聞

休城工商

美國美國88月月CPICPI同比上漲同比上漲88..33%% 通脹壓力不降反升通脹壓力不降反升

美國勞工部 13 日發布數據稱，美國 8 月消費者價格指數
(CPI)環比上漲0.1%，同比上漲8.3%。

從數據看，美國物價指數實現了三個月連降，但金融市場並
未將其視為一個好消息。因為物價回落的速度並不匹配美聯儲抗
通脹的力度。

美國8月CPI的同比漲幅比市場預期高出了0.3個百分點。在
汽油價格繼續下行的背景下，8月CPI環比仍回彈0.1%，也表明
美國通貨膨脹的壓力依然緊繃。

核心CPI數據則更能說明問題。剔除波動較大的食品和能源
價格後，美國8月核心CPI環比上漲0.6%，同比上漲6.3%。這兩
項數據較上月均出現了反彈。美國媒體普遍預計，在一周後的議
息會上，美聯儲將連續第三次加息75個基點。

《華爾街日報》指出，美國8月的通脹速度儘管同比有所放
緩，但核心CPI數據大幅上升，顯示通脹壓力依然強勁而頑固。

從環比數據來看，美國能源價格連續第二個月下降，降幅達
5.0%，其中汽油價格下降 10.6%。食品價格仍在上漲，漲幅達
0.8%。從具體消費領域看，醫療保健、交通運輸、新車等價格的

同比漲幅均在 0.5%
以上。

“9 月會否成為
今年最後一次加息
75 個基點”，是美
國輿論近期討論的熱
門話題。在當天CPI
數據發布後，“今年
最後一次”的表述消失了。彭博新聞社援引經濟學家的分析稱，
“美聯儲9月加息75個基點沒有任何疑問，而且11月繼續這一
力度的選項也會被提上日程。”

美聯社評論指出，隨著美聯儲繼續“鷹派”加息抗通脹，美
國消費者和企業的借貸成本將持續上升。即便通脹率見頂，美國
CPI數據也可能需要兩年甚至更長時間才能回落至2%的目標水平
。未來數月，美國的租賃公寓、醫療保健等消費成本將會繼續上
漲。

GMCC萬通貸款銀行，是一家成立超過15年的直接貸款銀

行，在全美25個州提供租
賃屋現金流貸款計劃。

GMCC 萬通貸款的資
深 貸 款 顧 問 王 潔 （Jessie
Wang）可以幫助貸款人解
決各種貸款問題。即使貸款人面臨報稅收入不夠，首付款不足，
或是外國國籍等情況，都能完成貸款。任何貸款問題，都可以聯
繫資深貸款顧問王潔，請她幫您出謀劃策，量身定制專屬的貸款
方案。

王潔（Jessie Wang）的聯絡電話是832-235-8283。

HCHD 基金會 TexasMedRun
HCHD 基金會 Tex-

asMedRun 是適合全家人
的 10K、5K 跑步/步行和
兒童 1K 跑步！我們一起
對哈里斯衛生系統服務人
員的生活產生積極影響
。 HCHD 基 金 會 第 19
屆年度 TexasMedRun 籌
集資金和提高認識以支持
哈里斯衛生系統食品農場
計劃。 HCHD 基金會的

目 標 是 籌 集 超 過 100,
000.00 美元，以將食品農
場計劃（包括在草莓健康
中心、英畝健康中心和
LBJ 醫院校園購買的新鮮
水果/蔬菜的處方）擴展
到哈里斯健康系統的其他
設施。報名

https://hchdfounda-
tion.org/2022TexasMed-
Ru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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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額定期存款(Jumbo CD)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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上大額定期存款，開戶金額

在$25,000 至$99,999 間可享利率3.0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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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phone: 888-320-3838 

     

<<12個月定期存款>>

3.10%APY* 

慶祝37周年慶 
   

年 利 率  

3.00%APY* 

年 利 率  

(Regular CD) 
(Jumbo CD) 

食材
● 10盎司  義大利雞肉餃
● 1-2朵 大啡菇，切片
● 2根 蔥，切成蔥花

作法
(1)依包裝指示，煮熟義大利雞肉餃，撈起備用。
(2)熱鍋放一大匙有食用油，放入大啡菇及蔥炒熟，
    放入牛頭牌沙茶醬和花生醬，拌炒至香。
(3)放入煮熟的義大利雞肉餃，拌炒均勻即可。

義大利雞肉餃炒沙茶磨菇
Chicken Tortellini Stir-Fry with Sha Cha Portabella Mushrooms

更多美味食譜，掃碼關注
微信公眾號<牛頭牌北美>For more English recipes, please visit www.lnk.bio/BullHead.BBQSauce.USA

 感謝YouTube <佳萌小廚房> 提供美味食譜 @BullHead.BBQSauce.USA

● 1大匙 牛頭牌沙茶醬
● 1大匙 花生醬(柔滑)
● 鹽，調味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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