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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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探索科技公司創辦人馬斯克
今天說，公司無法 「無限期」資助烏克蘭星鏈網
路服務並再次送數千部終端機給烏克蘭。先前報
導指出，該公司要求美國國防部支付這些費用。

路透社報導，在馬斯克（Elon Musk）發表
這項談話之前，他提出了終止俄烏戰事的建議，
包括由烏克蘭讓出部分領土，結果觸怒許多烏克
蘭人。

馬斯克在推特發文說： 「太空探索科技公司
（SpaceX）並不是要索討已經支出的經費，但也
無法為現有系統無限期出資並再送出數千部數據

用量超出一般家庭網路百倍的終端機。」
他指出，為維持對烏克蘭的衛星服務，星鏈

網路（Starlink）每月開支將近 2000 萬美元，他
稱這是 「燒錢」。最近他表示，太空探索科技公
司已花費8000萬美元來維持星鏈網路在烏克蘭
運作。

馬斯克2月底在烏克蘭啟動星鏈服務，當時
因俄軍入侵，烏克蘭網路已中斷。從那時起太空
探索科技公司已將數千部終端機送交烏克蘭。

烏克蘭副總理費多羅夫（Mykhailo Fedorov
）本週表示，在遭到俄軍100多枚巡弋飛彈攻擊

後，星鏈服務協助恢復了烏克蘭的能源和通訊基
礎設施。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昨天報導，
太空探索科技公司上月致函美國國防部，表示公
司無法繼續贊助烏克蘭的星鏈服務；信中要求五
角大廈接手，出錢讓烏國政府和軍方使用星鏈。

信中聲稱，到今年底前，烏克蘭星鏈系統可
能要花1.2億美元以上，未來一年的費用更逼近
4億美元。

馬斯克馬斯克：：SpaceXSpaceX沒辦法無限期資助烏克蘭星鏈網路沒辦法無限期資助烏克蘭星鏈網路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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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API and Asian
American and Latino voters
will host a political rally in front
of our building this coming
Saturday at 4:00 pm. Many
politicians will attend.

This year’s midterm
elections are approaching.
Both Republicans and
Democrats are making final
efforts to try and win the
election.

Over the last more than a
quarter of a century, many
pioneers came to the
southwest part of Houst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District
to start their journey and they
have helped turn this area into
one of the most prosperous
areas in the city of Houston.

After more than a two years’
struggle, we are finally coming
out of the shadow of the
pandemic. When we recently
saw the long and busy lines of
traffic on our streets, we felt
very happy and excited.

Through free elections in
the U.S., we select our
representatives to serve in
government, but many elected
officials could also harm our
country in many ways.

Today the Asian
American and Pacific Islander
community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and key minority in
the national elections. We
must go cast our votes which
is both a right and an
obligation. 1010//1313//20222022

Political Rally In Front Of Southern News GroupPolitical Rally In Front Of Southern News Group

眾多的華亞裔拉丁選民將於本週末星期六下午四時在美南新聞
廣㘯舉行造勢大會 ，將有兩黨重量級人物出席。今年美國期中選舉
已經近在眉捷， 民主共和雨黨正在做最後衝刺 ，已經到達短兵相接

之時刻，我們也非常時期這㘯選舉為大家帶來希望和繁榮。
二十多年來 ，休斯敦西南及國際區経過多少拓荒者之努力和奮

鬥 ，如今百業興旺， 雖然過去二年多來新冠疫情重創了経濟， 並
犧牲了眾多寶貴之生命 ，但是， 我們已經逐漸走
出了陰影 ，每當我看見在百利大道上的車水馬龍
，心中真是無限感慨。 值此競選時期 ，許多候選
人之巨型廣告插滿在大道上， 也有許多政治群眾
大會在美南新聞廣場上舉辦， 包括州長議員 ，為
了爭取我們的選票 ，也卯盡全力在大會上搖旗吶
喊。選賢與能是我們大家去投票選出代表，去執
行公務為人民服務之行動， 今天在政界仍然有許
多敗類為非作歹，造成國家社會重大傷害。今天
我們華亞裔社區已經成為國家選舉之關鍵少數，
這也是我們發揮力量之時刻， 選舉日期即將到來
， 我們務必前往投下神聖之一票， 是權利 也是義
務。

美南新聞廣場迎來多次選舉群眾大會美南新聞廣場迎來多次選舉群眾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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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曾3 度獲得普立茲獎的《紐約時
報 》 （New York Times） 專 欄 作 家 佛 里 曼
（Thomas Friedman）近期撰文指出，隨著俄
羅斯總統普丁正式宣布兼併烏克蘭4州，他正
將俄羅斯變成一個巨大北韓，成為一個被孤立
、憤怒的國家。但由於俄羅斯並未完全掌控這
4個區域，此舉也是將自己逼向絕境。另外，
佛里曼也認為普丁已經犯下大忌，斷供天然氣
讓自己變成不可信賴的能源供應國。

佛里曼撰文指出，俄羅斯如今已成為一個
備受蔑視、受到羞辱、迫使許多有才華的人逃
離的國家，這樣的俄羅斯不只是地緣政治威脅
，更是一場巨大的人類悲劇，普丁的北韓化正
將俄羅斯從一個出產世界知名作家、音樂家等
的國家，變成一個更擅長生產洋芋片而非晶片
、有毒內衣而非高級時裝的國家。

他認為普丁已採取北韓把人逼瘋的專長，
大張旗鼓地宣布兼併烏克蘭盧甘斯克（Lu-
hansk）、頓內茨克（Donetsk）、札波羅熱
（Zaporizhzhia）、赫松（Kherson）4州。

他猜測普丁有2個目的，第一，普丁的支
持者為右翼主義者，這些人如今對俄軍在烏克
蘭的潰敗感到憤怒，普丁或許認為有必要透過
動員及兼併來展現他正在為祖國打一場真正的
戰爭，而非模糊的特別軍事行動。第二，普丁
或許正試圖建立有利的談判方案，他說如果普
丁近期宣布有意願停火，甚至有意願修復管線
、重新供應天然氣給承認兼併4州的國家，他
一點也不感到意外。

不過佛里曼指出，目前普丁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尚未控制所兼併4州的所有領土。這代
表在把所有烏軍趕出去之前，他無法安排任何
協議，否則他就得放棄所宣稱的領土主張，佛

里曼認為這將是非常不祥的發展，俄軍看起來
已沒有能力斬獲更多領土，甚至可能節節敗退
，宣稱擁有並未完全控制的領土，他認為普丁
只是自找麻煩、讓自己陷困境，未來有一天可
能會認定只能動用核武才能脫困。

他認為普丁正在和基輔、西方對賭，將戰
事延長至冬天，屆時歐洲的天然氣供應將受限
，價格也會再飆出天價。

不過烏克蘭和西方會退讓嗎？捏著鼻子和
普丁交易？還是他們會繼續與普丁正面交鋒，
堅持不讓普丁獲得任何領土？佛里曼指出別傻
了，歐洲內部肯定會有轉彎、接受普丁提議的
壓力，這就是普丁的目的：分裂西方，並且拿
下能夠保全面子的勝利。

不過他認為普丁也面臨另一項短期風險，
如果西方不退讓、不接受提議，甚至加強軍援
、經濟援助烏克蘭，屆時普丁的軍隊有可能會
崩潰。

另外他也認為普丁斷供歐洲天然氣是犯了
能源產業的大忌， 「永遠、永遠、永遠不要讓
你自己變成不可靠的供應商，沒有人會再相信
你。」他說普丁讓自己變成德國等客戶眼中不
可靠的供應商，如今這些國家開始尋找替代、
長期的天然氣來源，以及生產更多再生能源。

佛里曼分析，雖然還需要2至3年時間才
能從東地中海地區建造新天然氣管線，美國、
北非的液化天然氣也到那時才能大量取代俄氣
，一旦全球天然氣產量足以取代俄氣時，屆時
普丁才可能面臨真正的經濟挑戰。他說原有的
客戶可能還是會向俄羅斯進口能源，但不會再
次完全依賴俄羅斯，屆時中國大陸還可能施壓
降價。

普丁犯大忌淪北韓！
普立茲得主：他把自己逼向絕境

土耳其礦坑發生爆炸 近50人受困數百公尺地底
(本報訊)土耳其北部一處礦坑今天不明原

因發生爆炸，有將近50名煤礦工人受困數百
公尺地底。

法新社報導，電視畫面顯示，數百人聚
集在黑海城鎮阿瑪斯拉（Amasra）礦坑口附近
一棟受損的白色建築周圍，其中有些人眼中
含著淚水。

土耳其總統艾爾段（Recep Tayyip Erdo-

gan）立刻指派內政部長和能源部長，前往事
故現場監督救援工作。

地方首長阿斯蘭（Nurtac Arslan）告訴記
者，5人被困在地面下350公尺之處，另外44
人受困於另外一處300公尺地底。

阿斯蘭表示，8名礦工自己從損壞的坑裡
爬出來，現正接受醫療照護，她還說： 「救
援工作仍在進行。」

曾經轟動全美的2018年佛羅里達州道格拉
斯高中槍殺案, 殺死了17人並使另外17人重傷
的校園槍手尼古拉斯·克魯茲(Nikolas Cruz) 經
過陪審團兩天的審議後，做出了決定, 兇手不
被判處死刑, 僅被判處終身監禁，不得假釋, 這
個決定對受難者家屬而言, 無疑是一個重大的
打擊,此前陪審團曾表示，因為有三位成員認為
兇手有精神上的疾病,基於人道的精神,所以他
不應該被判處死刑。

在古裝宮廷戲《甄嬛傳》中,華妃娘娘有一
句經典台詞: “賤人就是矯情”，如果套用到
這一樁慘絕人寰的殺人案,陪審團員不判處兇手
死刑當然就是嬌情了, 因為他們並沒有真正的
為死者與家屬們伸張正義，如果這些家屬有
“向前看”的可能性，那麼陪審團就應該讓克
魯茲以死贖罪, 陪審團員太不會將心比心了, 如
果死者是他們的子女, 他們還能夠做出那樣的
判決, 我們就可以佩服他們了, 否則他們就是矯
情。

克魯茲承認他造成了道格拉斯高中的大屠
殺,他是冷酷無情的，幾乎沒有後悔的跡象，雖
然去年他確實在法庭上說過，“我為我所做的

事感到非常抱歉。”槍擊發生前，他拍攝了一
段令人毛骨悚然的手機視頻，視頻中他討論了
自己想要殺死至少20人的願望，顯示出他的預
謀和對生命的漠視。2019年檢察官拒絕了克魯
茲的辯護提議，並要求判處34次連續終身監禁
。在克魯茲承認了17項謀殺指控和17項謀殺未
遂指控後，他們堅持要求判處他死刑,但克魯茲
的辯護律師稱，他的生母在懷孕期間大量飲酒
，他患有胎兒酒精譜系障礙，導致他行為不穩
定和暴力傾向, 如果這樣的理由能夠讓死者不
必償命, 那麼以後所有殺人兇手都可以用同樣
的理由脫罪。

這次的結果讓人想起了2015年科羅拉多州
奧羅拉電影院大規模槍擊案的死刑陪審團做出
的終身監禁判決，該槍擊案造成12人死亡，數
十人受傷。在那起案件中，一名陪審員表示堅
決反對譴責霍姆斯，因為他患有嚴重的精神疾
病，另外兩名陪審員和她一起反對死刑，最終
，詹姆斯·霍姆斯被判處終身監禁，不得假釋,
看來以後的殺人犯只要以”精神錯亂並非他自
己的過錯”的理由就可以不必殺人償命了, 這
個世界真是太不人道了!

【李著華觀點 :不判死刑就是嬌情
道格拉斯高中槍殺案兇手被判終身監禁絕非人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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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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進口美國液化天然氣難解希臘能源價格困境

綜合報導 雅典以西邁加拉海灣的壹

個小島上，雷維蘇薩液化天然氣接收站

的工人們正忙碌工作。和往年相比，工

人們今年的工作量多了不少，上半年已

有39艘船只抵達這裏輸送液化天然氣，

其中近壹半運量來自美國。

多年來，希臘約40%天然氣依賴俄

羅斯供給。隨著烏克蘭局勢持續並升級

，希臘政府調整能源戰略，大幅提高液

化天然氣在本國能源結構中的份額，尋

求不同能源供應商以保證能源安全。盡

管如此，希臘專家表示，液化天然氣短

期內難以阻止能源價格飆升，希臘民眾

依然在為如何節能過冬發愁。

記者日前探訪了雷維蘇薩液化天然

氣接收站，它是目前希臘境內唯壹壹座

液化天然氣接收設施，始建於2000年，

隸屬於希臘國家天然氣運輸系統運營商

有限公司(簡稱DESFA)。

公司資產管理部主任尼科斯· 卡齊斯

向記者介紹說，雷維蘇薩近年來利用率

顯著提高，2021年希臘天然氣市場中已

有32%來自雷維蘇薩，受俄烏局勢影響，

2022年1月至8月這壹比例上升至44%。這

使得雷維蘇薩目前已成為天然氣進入希

臘市場的主要入口。

雷維蘇薩目前有三個液化天然氣儲

罐，可儲存22.5萬立方米天然氣，每小

時再氣化能力為1400立方米。卡齊斯介

紹說，為應對不斷增長的需求，公司今

年8月還額外租用壹艘容量為15萬立方

米的液化天然氣運輸船，停靠在三個儲

罐旁的碼頭，當作應急儲備。

卡齊斯表示，近幾年美國已經取代

阿爾及利亞成為雷維蘇薩進口液化天然

氣的最大供應商，2021年約有50%液化

天然氣來自美國，2022年至今，這壹比

例已達60%。

DESFA公司官網發布的2022年上半

年公報顯示，2022年上半年總計有39艘

船只將總量相當於16.61太瓦時的液化天

然氣運抵雷維蘇薩，其中9.79太瓦時來

自美國進口，與2021年同期相比漲幅超

過139%。

按照公司官方說法，雷維蘇薩今年

“最大限度發揮了其作用，使得俄羅斯

進口天然氣在希臘市場的比例從40%下

降至不到20%”。

希臘智庫希臘能源論壇學術主任米哈

利斯· 馬西烏拉基斯接受記者采訪時說，

天然氣在希臘能源結構中依然占比約30%

，但液化天然氣在全部天然氣供給中的占

比已由前年的不足四分之壹增長至近壹半

，這是希臘天然氣市場近期“最大變化”。

他肯定希臘政府的能源調整戰略方向

，同時也指出，“目前希臘最大的問題不

是能源供應，而是能源價格上漲”。

馬西烏拉基斯說，受地緣局勢緊張影

響，希臘老百姓、企業與全歐洲壹樣都面

臨昂貴的能源價格。即便有政府補貼，普

通人的能源賬單仍比去年高出六七成。

根據希臘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最新數據

，今年 8 月希臘天然氣價格同比上漲

261.3%，能源成本增加成為近幾個月希臘

通脹率持續高達10%以上的主要原因。

九月以來，雅典街頭的木柴店門庭

若市，許多希臘民眾前來預約訂購大量

取暖用的壁爐木柴，但絕大多數店鋪的

訂單都已經排到壹個月後。木柴店經營

者科斯塔斯表示“今年業務很火爆”，

因為高企的電力和天然氣賬單讓許多希

臘人吃不消。

希臘財政部長近日告訴希臘議會，為

應對能源危機，過去12個月內政府已撥出

124億歐元，其中98億歐元用於電力和天然

氣消費補貼。希臘政府還出臺多項指導和

鼓勵措施，在全社會範圍內呼籲節約能源

，要求各基層政府實現節能10%的目標。

雅典南郊阿利莫斯市市長安德烈亞

斯· 孔 季利斯告訴記者，早在兩年前，

當地就已著手把市政照明更換為節能的

LED照明，如今又開始推動各機構安裝屋

頂太陽能板、將公共機構的天然氣燃燒爐

更換為成本相對便宜的燃油爐。多種努力

下，該市已達到節能10%的目標。

他說，即便如此，能源價格高企還是

讓人們極度困擾、焦慮並承受著巨大經濟

壓力。“國家補助給了大家喘息空間，但

無論怎樣也無法彌補生活成本的大幅增長

，”他說，“整個社會都受到了影響。”

英國最古老雪蓋6年內第4次消融 與氣候變化有關
綜合報導 斯芬克斯是英國

境內最古老的雪蓋，位於蘇格

蘭高地上凱恩戈姆山脈間壹塊

三面環山、後壁陡峻的半圓形

窪地內。由於常年背陽且積雪

容納量較大，該地即使在夏季

也始終能保持積雪狀態。但在

今年10月7日，斯芬克斯雪蓋

再次徹底融化，這已是其6年

來的第4次消融。

根據英國廣播公司10月 8

日報道，蘇格蘭知名冰雪研究

愛好者伊恩· 卡梅倫於10月7日

在社交平臺上稱，斯芬克斯雪

蓋已在過去的24小時內徹底融

化。雪蓋是降雪形成的覆蓋在

陸地、海冰表面的積雪層。據

記 載 ， 斯 芬 克 斯 雪 蓋 在 近

300 年間僅融化過 9次，此前

分 別 是 在 1933、 1959、 1996

、 2003、2006、2017、2018 及

2021年。值得註意的是，其中

4次消融發生在近6年間。

卡梅倫自1997年起就在持

續監測蘇格蘭地區的雪蓋狀

況，並在英國皇家氣象學會的

年度報告中發布相關數據。他

認為，導致斯芬克斯雪蓋融化

的壹大原因是氣候變化：“我

並非氣象學家，但事態發展趨

勢顯而易見。蘇格蘭境內半永

久性雪蓋的存續狀況不容樂觀

。”卡梅倫此前曾出版《消失

的冰雪——壹個蘇格蘭獵雪者

的日記》壹書，他將該書稱為

壹首挽歌，獻給蘇格蘭高地上

殘留的冰與雪。

位於蘇格蘭東北部的凱恩

戈姆國家公園管理局於2020年

7月發布的壹份研究報告也印

證了伊恩· 卡梅倫此前的壹些數

據。報告稱，自1983年冬季以

來，凱恩戈姆山脈的年均降雪

天數及積雪量均呈減少趨勢。

同時，該地區的氣候也在20世

紀60年代間開始變暖。研究人

員預測，按照這壹趨勢，至21

世紀80年代時，凱恩戈姆山脈

將連續幾年出現極少降雪甚至

零降雪的情況。

挪威取代俄成最大天然氣供應國
歐盟“愛恨交加”

綜合報導 地處北歐的挪威並非歐盟成員。自20世紀60年代北海發

現油氣資源以來，挪威油氣產業取得長足發展，也使得它成為歐洲能源

生產和出口大國。如今，在俄烏沖突背景下，挪威能源出口大增，而歐

盟則對挪威是愛恨交加。

據報道，俄烏沖突爆發後，挪威已取代俄羅斯成為歐盟最大天然氣

供應國。就在俄北溪管道被破壞的同壹周，挪威甚至還開通了向波蘭供

氣的壹條新管道。本月初發布的挪威政府預算案顯示，今年，挪威油氣

業務收入預計將達1130億美元，較去年飆升近5倍，而明年挪威油氣收

入仍將繼續增長，達到約1310億美元。

歐盟對挪威能源的態度壹直比較復雜。前壹段時間，在應對氣候變化

危機的主流民意裹挾下，歐盟各國對挪威大搞油氣產業頗有微詞。但挪威

人對此不以為然，許多挪威人說，挪威本國大力發展風能、太陽能等替代

能源，油氣是出口給其他國家的。頗有諷刺意味的是，如今在俄烏沖突背

景下，歐盟更關心自己的能源供應安全，對挪威的化石燃料需求更大了。

即便如此，歐盟內部還是有不少批評聲音認為挪威在發戰爭財。

本月6日，法國總統馬克龍在壹場公開活動中喊話挪威和美國，頗能反映

出當下歐盟的情緒。馬克龍說：“本著偉大友誼的精神，我們要對我們的挪威

和美國朋友說：‘妳們太棒了，妳們為我們提供能源和天然氣，但讓我們支付

4倍價格這個事不能再繼續下去了。’妳們這麼做可不是友誼的真諦。”

近期，歐盟與挪威達成共識，將合作推動能源市場穩定，“以有意義

的方式降低過高的能源價格”。但對歐盟最關心的設置能源價格上限，挪

威方面並未予以呼應。挪威究竟如何同歐盟合作管控能源價格，細節尚不

得而知。不過近幾個月來，倒是有壹些挪威議員呼籲將本國石油產業今年

預計會獲取的超額盈利註入所謂“團結基金”，用於對外合作和援助。

俄羅斯總統普京簽署法令
將紮波羅熱核電站列入俄聯邦資產

綜合報導 俄羅斯總統普京簽署壹份法令，規定將紮波羅熱核電站

列入俄羅斯聯邦資產。對此，烏克蘭表示強烈反對，國際原子能機構總

幹事也將緊急搭乘飛機前往莫斯科與普京探討此事。

紮波羅熱是烏克蘭最大的核電站，也是歐洲最大的核電站之壹。上

世紀70年代它就建成了，原來承擔著烏克蘭25%的發電量，但今年3月

以來，這個核電站被俄軍控制了，後來又不斷遭到導彈襲擊，9月份的

時候，已經暫停運轉了。

現在普京簽署法令，想把紮波羅熱核電站據為己有，也是希望自己

手裏多壹張牌，今後在和烏克蘭談判的時候多壹些籌碼。不管烏克蘭和

國際社會是不是認可普京所簽的法令，至少他可以告訴俄羅斯老百姓，

他又控制了壹個重要的核電站，今後可以在供電問題上給歐洲提條件。

其實現在國際社會最擔心的是這個電站今後會不會發生泄漏。這麼

重要的戰略物資，烏克蘭不可能輕易放棄，今後俄烏必然要展開攻防戰

，無論是主觀角度還是客觀因素，戰爭時期核電站泄漏的風險都比和平

時期要高。核電站出事之後核輻射有多可怕，切爾諾貝利已經給人類上

了壹課，無論是俄羅斯還是烏克蘭，對那段恐怖往事應該都還有記憶。

所以，希望兩國能慎之又慎！

能源危機、高通脹令德法面臨“持續動蕩”危機

抗議罷工不斷上演
綜合報導 能源危機、高通脹，令德

國法國等壹些歐洲國家持續不斷地上演各

種抗議和罷工。在德國極右翼政黨德國選

擇黨的號召下，上萬德國民眾8日在柏林

市中心舉行示威遊行，抗議德國政府的能

源政策以及高通貨膨脹。與此同時，為抗

議能源行業員工未能從公司超額利潤中獲

得實際利益，法國煉油廠工人發起的大罷

工仍在繼續。

德國媒體報道稱，示威者在德國國會

大廈前的草坪上舉著德國國旗和藍色的德

國選擇黨橫幅，高呼“能源安全和通脹保

護——我國優先”的口號。德國RBB電視

臺還說，集會上也可以看到俄羅斯國旗，

要求政府取消對俄羅斯的制裁。瑞士《新

蘇黎世報》說，發言者對德國聯邦政府進

行了嚴厲批評，特別對主管能源政策的德

國綠黨籍聯邦經濟部長哈貝克和外長貝爾

伯克進行了討伐，指責他們“正摧毀德國

經濟”。

德國電視二臺稱，當天德國警方部署

了1900 名警察，共有 31 人在活動中被

捕。“德國之聲”稱，幾個月來，德國選

擇 黨 壹 直 在 發 起

所謂的“熱秋”運

動，來反對通貨膨

脹和聯邦政府的能

源政策。該黨還要

求德國放棄對俄羅

斯的“經濟戰”，

並認為這實際上發

動了壹場“針對我

們的人民、針對我

們自己國家”的戰

爭。

法國《解放報》

稱，兩大石油巨頭道達爾能源公司和埃克

森美孚公司運營的煉油廠員工仍在罷工，

截至本報記者發稿，位於諾曼底地區的煉

油廠和北部佛蘭德斯附近的壹座大型油料

倉庫仍處於封鎖之中。據法媒測算，罷工

已造成法國煉油廠減產壹半以上，致法國

全境約三成加油站出現油料短缺現象，部

分加油站已經被迫停業。法國政府能源轉

型部日前表示，局勢正在惡化，20.7%的

加油站難以獲得至少壹種燃料的供應，其

中法蘭西島大區和上法蘭西地區“受到

特別嚴重的沖擊”。但法國總理博爾內

樂觀地認為油荒狀況將“在本周內得到

改善”。能源轉型部長阿涅絲· 帕尼耶-

呂納謝則強調，政府實施的解決方案將

“使穩定國家層面的局勢成為可能”。除

了法德兩國，捷克也發生了因能源價格高

企引發的遊行。據該國媒體報道，成千上

萬的捷克人近日走上街頭，要求政府提供

更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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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去年初，美國前總統川普(Donald Trump)大
批支持者闖進國會大廈，進行暴力示威，如今事發相關片段流
出。一段素有政壇女王的眾議院議長裴洛西（Nancy Pelosi）當
時相當焦慮，打電話搬救兵，但聽見川普可能要來，馬上變臉
嗆 「我就揍他」。

負責調查去年1月6日國會大廈襲擊事件，以及嘗試推翻
選舉結果的眾議院特別委員會，14日表決通過同意傳喚前總統

川普作證。
據CNN所提供的鏡頭顯示，當裴洛西正在觀看川普支持

者入侵建築物的畫面時，一名工作人員告訴她，特勤局告訴川
普，基於人身安全為由，不要前往國會大廈。還強調 「目前看
樣子是不會來，但隨時會有變化」。

裴洛西展現女王氣勢，回應道 「我希望他(川普)能來，我
一直在等待這一刻，我要狠狠揍他，然後送他進監牢，我相當

樂見。」逗樂留言區大批網友，紛紛讚嘆 「有神快拜」、 「不
愧是女王」、 「真的太有趣了」。

一旁還有其他人說道， 「我願意付錢去觀賞。」
不過最終川普並沒有現身。其他畫面還可以看到，裴洛西

從大樓撤離後，心急如焚、不斷打電話向川普政府請求支援，
隨後便被疏散至3公里外的麥克奈爾堡（Fort McNair）。

（ 綜 合 報 導 ） 美 國 北 卡 羅 來 納 州
（North Carolina）首府羅里（Raleigh）於
當地時間13日晚間爆發槍擊案，造成5人死
亡、2人受傷，死者包含1名非執勤中的警
員。警方已經逮捕1名15歲少年嫌犯，他身
受重傷，仍在醫院接受治療。

綜合外媒報導，羅里郊區一處住宅區
13 日晚間爆發大規模槍擊案，整個作案範
圍延伸超過2英里（約3.2公里）遠。這起

槍擊案共造成5人死亡，包含1名非執勤中
、當時正準備要去上班的29歲警員；另外
也造成2人受傷，其中1名59歲受害者身受
重傷，另1名受傷警員則已經出院。

當地警方與槍手歷經長時間對峙後，
終於成功逮捕這名15歲白人男性嫌犯，但
嫌犯身受重傷，目前仍在醫院接受治療。
警方表示，目前尚不清楚嫌犯的犯案動機
為何。

美國北卡羅來納州槍擊5死
15歲嫌犯被捕重傷

美第7艦隊司令籲反制中國 讚澳加軍艦穿越台海

（綜合報導）過去數十年，日本最南縣沖繩的居民反對美
國在該縣設立軍事基地的情緒始終高漲，但隨著中國擴張軍力
以及當地經濟狀況不佳，沖繩人在反美軍基地的態度上也開始
有微妙轉變。

法新社指出，美軍基地讓沖繩背負不成比例的重擔，該縣
面積僅佔全日本○．六％，但駐日美軍基地七成土地位於該縣
，以及五萬駐日美軍逾半數派駐沖繩，遑論駐日美軍基地還在

當地引發犯罪、意外事故與污染等問題，在在令一五○萬沖繩
縣民對美軍基地深惡痛絕。

美軍陸戰隊普天間基地所在的宜野灣市，卅九歲的市議員
又吉亮說，若考量到日本與東亞安全，很多人已體認沖繩不可
避免勢必會需要美軍基地。

沖繩反美軍基地情緒根深蒂固，難怪反美軍基地的沖繩知
事玉成丹尼能在九月順利連任。但獲得支持美軍基地的執政黨

自民黨背書的候選人，陸續在地方選舉中站穩腳步，包括與基
地有關的普天間與邊野古所在地區。

又吉稱此等轉變除了反映沖繩人對安全的顧慮，也與經濟
現實有關。沖繩是日本最貧窮的縣，近年疫情又重創其賴以維
生的觀光業；保守派以有基地才能拿到中央補貼來拉票，再加
上沖繩人與美軍共存已到第三代，有些人開始認命，覺得除了
接受美軍存在，別無選擇。

裴洛西困國會暴動慌了裴洛西困國會暴動慌了
一聽川普要來秒變臉怒譙一聽川普要來秒變臉怒譙44字字

（綜合報導）美軍第7艦隊指揮官湯瑪斯今天表示，面對
中共不負責任行徑及主張，若不予以反制，北京只會繼續往目
標邁進。正因如此，美國定期派軍艦通行台海，所幸澳洲、加
拿大等也加入行列。

美國海軍10月13日慶祝247歲生日，掌管美國第7艦隊的
湯瑪斯（Karl Thomas）今天出席華府智庫 「戰略暨國際研究中
心」（CSIS）活動，談論艦隊任務及區域挑戰。

談到中共近年來日益具侵略性的行徑，湯瑪斯表示，光是
中國在南海造島行動就說明一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曾允諾
美國總統，不會在南海追求軍事化，卻還是這麼做，美國曾相
信全球經濟發展、西方經濟規範能改變北京，顯然也沒有發生
。

湯瑪斯指出，面對中俄的惡意行為、無根據主張，要靠跨
國及跨領域努力揭發這些行徑，國際社會也要願意挺身而出，
一起拿出作為，這正是為何美國執行航行自由任務。

他說，若美國接受這些逾越聯合國海洋法公約、被國際法
庭視為不合法的主張，不執行航行自由任務，或不予以反制和

表態，也不聯合理念相近國家，中國只會繼續往目標邁進，所
以要讓他們知道該 「適可而止」（Enough is enough）。

湯瑪斯表示，所幸澳洲、加拿大派軍艦通行台海，美方也
定期這麼做。但他強調，不是所有航行自由任務都是針對中國
，任何國家做出的 「過度主張」都會是目標。

為展現美國及其盟友對自
由開放印太地區的承諾，美國
海軍勃克級飛彈驅逐艦 「希金
斯號」（USS Higgins）和加拿
大海軍哈利法克斯級巡防艦
「溫哥華號」（HMCS Van-

couver），於台北時間 9 月 20
日聯袂通過台海。

根據澳洲人報（The Aus-
tralian）2018 年 10 月報導，澳
洲海軍飛彈巡防艦墨爾本號
（HMAS Melbourne） 也 曾 於

當年9月底通行台海。
湯瑪斯也批評中共，在美國眾議院議長裴洛西（Nancy

Pelosi）8 月初訪台後向台灣發射飛彈的作法 「不負責任」、
「反應過度」。他表示，美國在 「台灣關係法」下有責任為台

灣防禦能力提供協助，盼看到兩岸分歧和平解決。

地緣政治緊張 沖淡沖繩反美軍基地情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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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韓國政府部門說，針對

日本福島第壹核電站核汙染水排放入

海計劃，韓國已在國際海事組織的壹

次會議上呼籲國際社會發起討論，並

指出這壹做法可能給鄰國帶來嚴重負

面影響。

《倫敦傾廢公約》及其議定書大會3

日至7日在英國倫敦召開。這壹公約明確

禁止向海中排放放射性廢物，並指出放射

性廢物無論濃度高低都可能對海洋環境構

成重大威脅。

韓國海洋水產部8日說，韓國在此次

大會期間表示，日本核汙染水排放入海計

劃可能對鄰國水產品安全、公眾健康和生

態環境造成嚴重負面影響，呼籲國際社會

對此展開討論。

韓國政府2019年以來多次在這壹大會

上發出上述呼籲。日方辯稱，核汙染水排

放入海並非向海洋傾倒廢物，因此不屬於

大會討論範圍。

日本政府 2021 年 4 月正式決定，將

福島第壹核電站內上百萬噸核汙染水過

濾並稀釋後排入大海，並計劃從2023年

春季起長期向太平洋排放所謂“放射性

物質達標”的核汙染水。

日本政府單方面決定向海洋排放核汙

染水，遭到國際社會、特別是利益攸關方的廣泛質疑和反

對，在日本國內也引發強烈擔憂。

印尼舉辦舞龍舞獅全國錦標賽
500名運動員參賽

綜合報導 為期四天的2022

年印尼舞龍舞獅全國錦標賽9日

晚在該國歷史名城日惹落下帷

幕。中爪哇省代表隊獲舞龍團

體冠軍、雅加達代表隊獲舞獅

團體冠軍。

本次比賽由印尼龍獅運動

聯合會舉辦，來自印尼全國16

個省的500名舞龍舞獅運動員參

加。比賽設舞龍自選套路、舞

龍障礙比賽、舞龍競速比賽、

舞獅傳統自選套路、舞獅指定

套路等13個項目。

印尼舞龍舞獅源於中國，

深受民眾喜愛。長期以來，作

為壹種體現喜慶的民間娛樂方

式，出現在印尼全國各地、各

民族、各種各樣的節日慶典中

。在保留中華龍獅文化傳統的

基礎上，融入了印尼各地、各

民族的不同文化元素，形成了

獨具特色的印尼“龍獅運動”。

成立於2012年的印尼龍獅

運動聯合會是隸屬於印尼青年

和體育部管理的壹個全國性體

育組織，目前該國已有25個省

成立分會。

2016年在萬隆舉行的印尼

全國運動會開始將舞龍舞獅列

為表演項目。2021年在亞齊舉

行的全國運動會將舞龍舞獅列

入正式比賽項目，但因新冠疫

情取消了比賽。下屆印尼全國

運動會已將舞龍舞獅列為正式

比賽項目。

據印尼龍獅運動聯合會總

主席丘昌仁介紹，目前印尼全

國舞龍舞獅團體和培訓機構不

少於500家，其中有300多家已

加入印尼龍獅運動聯合會，個

人註冊會員已有2000多人。在

印尼從事舞龍舞獅的人，從以

前的以華僑華人為主演變為目

前以非華裔印尼人居多，既有

在專業舞龍舞獅團體專職從業

的，也有利用業余時間兼職的

，甚至有壹些軍人、警察也兼

職從事舞龍舞獅、將之作為強

身健體的運動。印尼不少國立

學校還專門開設了學習舞龍舞

獅的課程。

日本被曝多地新冠疫苗儲存冷櫃閑置
或被廢棄處理

綜合報導 據報道，日本多地近期都曝出

儲存新冠疫苗的超低溫冷櫃被閑置問題。至

於新冠疫苗接種工作全部結束後如何處理冷

櫃，多個地方政府在調查中表示將廢棄或希

望國家回收。

日本政府曾為各地配備保存新冠疫苗的

冷櫃共4503臺。截至9月1日，全日本35個地

方自治體中，有166臺冷櫃壹年內未使用過，

11個地方自治體中，有40臺冷櫃從未使用過

，今後也沒有使用計劃。究其原因，《讀賣

新聞》表示，由於日本政府急於迅速推進新

冠疫苗接種工作，設想全體日本民眾會同時

接種疫苗，要求廠家增產冷櫃，導致各地冷

櫃過剩閑置。

至於新冠疫苗接種工作全部結束後冷櫃

如何處理，多個地方自治體表示“頭疼”。

日媒調查顯示，將閑置冷櫃“廢棄”“返還

政府”或“回收”等意見較多。日本政府對

此表示，他們將冷櫃回收後也沒有其它用處

，況且冷櫃數量龐大，還需交由各自治體自

行處理。

韓國：有流感樣癥狀患者激增
專家擔心“雙流行”

綜合報導 韓國衛生部門官員

說，近來韓國有流感樣癥狀的

患者人數激增，韓國恐將面臨

季節性流感疊加新冠疫情的“雙

流行”局面。

韓國《中央日報》援引韓國

疾病管理廳傳染病周報數據報

道，在9月25日至10月1日這壹

周，到韓國各地200家醫療機構

就診的患者中，有流感樣癥狀患

者比例為千分之七點壹，為2014

年有相關統計以來最高，比此前

壹周增加45%。

依照疾病管理廳說法，韓國

往年同期有流感樣癥狀的患者比

例約為千分之三至千分之四。

在韓國，體溫不低於38攝氏

度、咽喉痛和咳嗽被定義為有流

感樣癥狀，但出現上述癥狀並不

意味著患上流感。

疾病管理廳數據顯示，出現

流感樣癥狀的患者集中在1歲至6

歲和19歲至49歲人群。由於出現

流感樣癥狀的人越來越多，疾病

管理廳9月16日發布全國流感警

報。這是新冠疫情暴發以來該機

構首次發布全國

流感警報。

韓國流感季

通常為 12 月至

次年4月，但新

冠疫情以來，由

於人們加強防疫

措施，韓國連續

兩個流感季都沒

有出現流感大規

模傳播。而眼下，隨著韓國放寬

新冠防疫政策，衛生機構和醫生

們均警告，流感病例可能增加，

從而出現“雙流行”局面。

《韓國時報》援引醫療專家

的話報道，他們擔心今年這個流

感季“可能比往年糟糕”，令醫

療系統承受更多壓力。



AA99香港瞭望
星期六       2022年10月15日       Saturday, October 15, 20222022年10月14日（星期五）香 港 新 聞4 ◆責任編輯：何佩珊

註：
目前最低時

薪 為 37.5 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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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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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資加2.5港元 多6萬人受惠

資料來源：香港特區政府統計處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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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法定最低工資水平本為兩年檢討一次，
惟因應疫情令經濟備受影響，最低工資委

員會去年未能達成共識，維持2019年5月開始
實施的37.5元最低工資時薪，亦使一班低薪僱
員連續4年“凍薪”。

最低工資委員會本月再次檢討，據了解已
達成共識，時薪加幅為6.67%，即由目前的
37.5元上調至40元，有關調整仍要經行政會議
通過才能在明年實施。

根據政府統計處去年的調查，領取37.5元
最低工資的僱員人數有14,300人；若明年5月
時薪增加2.5元後，約7.3萬名低薪僱員獲加人
工。

工會指時薪45.4元才合理
本身是香港護衛及物業管理從業員總會理

事的鍾汶斌，現擔任物業管理工作，負責檢查
大廈設施，時薪只有38元多，故上調最低工資
水平他亦將受惠。

不過，他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直言加幅
太少，其工會月前已提出訴求，希望最低工資
以平均工資中位數、即每小時75.7元的60%計
算，上調至時薪45.42元才較為合理。

鍾汶斌直言，明年即使上調最低工資，他
的時薪也才微增逾1元，微不足道；幸本身單
身並無家累，兩年多前又已成功上樓，獲編配
青衣的公屋單位，加上已71歲享用2元乘車優
惠，故微薄的薪酬仍可應付生活開支，“以往
未有公屋，租住上水嘅村屋，地方偏遠租金都
要4,000蚊，到元朗上班路途遙遠，人工低要慳
住使，完全無社交生活。家住公屋租金開支
少咗，最大開支都係食用，中午要外出食飯，
晚上回家先可以自己煮，人工唔高但都可以同
舊同學約食飯，有返啲社交生活。”

不過，他認為就算時薪加至40元，很多同
行的生活也捉襟見肘，“只有嗰啲有公屋住，

或者仔女大咗自己退
咗休，可以自己搵
自 己 食 嘅 先 夠
使，另外一啲申
請緊公屋，怕喪
失住公屋資格嘅
工友人工唔可以太
高，先會繼續做長
工，有好多原本做長
工嘅物業保安員，都
轉咗去做時薪高嘅散工。”

長工保安員追薪轉散工
他解釋，由於大廈保安長工人手不足，業

界出現俗稱“豬仔公司”的中介公司，為物業
管理公司提供人手，以日薪500元至超過800元
聘請散工保安員，以每更12小時計算，時薪近
42元至超過66元，較最低工資水平為高，“管
理公司更可能以日薪1,000蚊搵人，中介就收起
200至300蚊作為中介費，散工保安最多攞到
800蚊或更多嘅日薪。”不過，選擇當散工則會
犧牲假期甚至強積金僱主供款等福利，“中介
一般安排散工去呢個盤做兩日頂更，之後又安
排去第二個盤，佢哋唔喺同一地點持續工作，
所以冇僱主嘅強積金供款，但有唔少原本嘅長
工都轉做散工，寧願唔要福利搵多啲人工。”

擔任房屋署外判清潔工的珍姐，時薪雖然
有44元多，但她直言仍只能勉強維持生計，何
況是領取40元最低工資的工友？“好彩我本身
子女已長大出來工作，沒有養家壓力，雖然居
屋每月要供款1.3萬元，但子女合共每月有畀1
萬元家用，故目前薪金夠自己使用。但對於年
紀唔大，仲要養子女同租屋嘅工友嚟講，呢份
薪金根本唔夠用，除非兩公婆一齊做嘢有多啲
錢，但都係唔多，其實時薪要加到50元先較合
理。”

香港超過3年未曾調整的法定最低工資水平明年有望上調，有消

息稱最低工資委員會已達成共識，最低工資的時薪將由現時37.5元

（港元，下同）上調至40元，行政會議通過後會於明年5月起實施，約7.3

萬名低薪僱員獲加人工，比現時領取最低工資僱員1.4萬人，增約6萬人。有

低薪僱員表示，今次加薪太遲，只夠抵消過去3年的通脹。香港房屋署外判

清潔工亦表示加幅太少，不少有家累的工友生活仍捉襟見肘。有物管人員接

受香港文匯報訪問則表示，6.67%加幅聊勝於無，更有不少物業保安員寧願

轉做散工，犧牲強積金及假期等福利，賺取超過40元的時薪。

◆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明

料明年5月實施 工友：加得少又加得遲僅好過無
調高最低工資讓低薪僱員受惠，但羊

毛出自羊身上，整體社會也要承擔今次調
薪引起的漣漪效應，全港小業主更要有加
管理費的準備。淘大花園業委會主席葉興
國13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該
屋苑多數清潔工及保安員都領取最低工
資，明年5月勢必會上調他們的人工，因
此明年加管理費一定“走唔甩”，“我們
屋苑近幾年都沒有加管理費，有上調壓
力，明年預計會有3%至5%的加幅。”

大圍安康樓及安泰樓法團主席尹校祥
表示，雖然大廈清潔及保安員大多並非領
取最低工資，但估計市場回標價格會因應
最低工資增加而上調，“我們大廈明年1
月就要重新招標聘請清潔及保安，對人工
增加亦有心理準備。”

為抑壓管理費加幅，大廈或將每日三
更的保安員，減少為每日兩更保安員，同

時增加閉路電視數量，在保障安全的同
時，節省開支。“明年希望能控制加幅在
5%以下，否則小業主真的吃不消。”

飲食業方面，稻苗飲食專業學會會長
徐汶緯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表示，上調最
低工資可能會出現漣漪效應，進一步增加
員工的薪酬，“最低工資由37.5元加至40
元，業界明年為非低薪僱員加薪時，也會
參考最低工資升幅，勢令經營成本再上
升。”

他預期，在食材及工資上漲的情況
下，食肆要加價兩成才能抵消成本增幅，
但目前仍未復常，業界亦不敢將成本全數
轉嫁給顧客，只期望未來香港與內地及外
地恢復正常通關，巿道好轉及旅客重返香
港，令業界生意增加。

不過，香港中文大學劉佐德全球經濟
及金融研究所常務所長莊太量對香港文匯
報表示，最低工資本為兩年一檢，由於上
次檢討時被凍結，故今次建議上調
6.6%，除開只是每兩年增加3.3%，升幅
不算高，且最低工資委員會內有僱主代
表，相信已考慮上調水平影響人數不大，
不會對僱主營商有嚴重負面影響，“增加
最低工資對僱主競爭力的影響輕微，因為
競爭力並非由壓低工資水平而達至。”另
外，上調最低工資的受惠人數不算太多，
且領取最低工資的是基層人士，故相信對
消費亦只有輕微刺激作用。

◆香港文匯報記者 廣濟、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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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費小燁）對於
最低工資水平或調升至時薪40元（港
元，下同），香港勞工界認為仍然太低，
且尚未追上綜援金水平，促請特區政府實
施“一年一檢”以確保最低工資水平緊貼
市況。

工聯會權益委員會指出，今次建議水
平只勉強追回過去3年的通脹，為防止
“一凍再凍”的現象出現，只能無奈及勉
強接受。現時一個4人家庭平均每月綜援
金額為16,975元，若以建議水平40元計
算，一個4人家庭中兩人全職工作、每月
工作26天月薪僅16,640元，反映基層工
人的辛勞未獲等價回報。該會促請特區政
府檢討最低工資機制，確保要高於通脹、

綜援及貧窮線水平，紓解在職貧窮問題。
香港飲食界立法會議員張宇人指出，

現時商界仍面對困境，調升最低工資無疑
是向商界落井下石，更擔心會觸發漣漪效
應，令其他打工仔都要求加薪。他認為，
僱員薪酬應由市場決定。

香港食環署街道清潔外判商碧瑤清潔
表示，該公司的前線員工工資已高於現有
最低工資，但認為今次加幅合適，相信有
助釋放更多勞動力，對於需求大量人手的
環境服務業，可吸納多些前線員工。

碧瑤又稱，站在可持續發展立場，期
望未來引用更多科技包括清潔機械人等，
增加服務和管理效率，以及提升服務效
果。

勞方：未及綜援多 資方：屬落井下石

◆若最低時薪加至40港元，預計約7.3萬名低薪一族受
惠。圖為清潔工人進出垃圾站。香港文匯報記者萬霜靈攝

◆最低時薪上調至40港元，漣漪效應可能
帶動飲食業加薪。圖為快餐店職員在服務
顧客。 香港文匯報記者萬霜靈攝

◆鍾汶斌 資料圖片

受惠僱員
人數統計

僱員人數

14,300人

20,500人

30,700人

50,200人

62,200人

73,300人

時薪級別

37.5元

少於38元

少於38.5元

少於39元

少於39.5元

少於40元

單位：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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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月月1313日日，，來自西藏自治區來自西藏自治區
的中共二十大代表乘機抵達北京的中共二十大代表乘機抵達北京
首都國際機場首都國際機場。。 《《中國日報中國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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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0月月1313日日，，來自內蒙古自治區的中共二十大代表乘高鐵抵來自內蒙古自治區的中共二十大代表乘高鐵抵
達北京北站達北京北站。。這是當日首個抵京的京外代表團這是當日首個抵京的京外代表團。。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習近平：最大限度凝聚各方智慧和力量
中共中央召開黨外人士座談會 聽取對中共二十大報告的意見和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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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印度共產黨
（馬克思主義）中央政治局委員穆罕默德．薩
利姆日前在接受新華社記者專訪時說，過去十
年，中國的發展成就有目共睹，同時在幫助其
他國家發展方面作出了重要貢獻，中國是推動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典範。

薩利姆曾來華參加亞洲政黨國際會議，到
訪過北京、上海等地。他說，中國是一個快速
發展的國家，中共治國理政實踐帶來中國經濟
社會發展繁榮。

在薩利姆看來，中國較好地解決了地區間
發展不平衡的問題。他在訪問中發現，中國相
對發達的省份在助力落後地區發展，發達省份
和欠發達省份之間不是競爭關係，而是作為同
胞手牽手、共同發展。

薩利姆指出，除自身發展外，中國也在幫
助其他國家發展方面作出重要貢獻。中國在外
交、金融、貿易等領域同發展中國家加強聯繫
與合作，是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典範。

多年來，薩利姆一直關注印中關係。他
說，印度應同中國在各領域加強合作，兩國可
以共同發展，成為推動世界發展的重要力量。

薩利姆表示，為促進地區和全球發展，中
國提出共建“一帶一路”倡議。他認為，許多
國家都加入共建“一帶一路”倡議並已從中受
益，作為中國的鄰國，印度應該把握機遇。

薩利姆說，在中國的價值觀念中，大家共
享同一個世界，人類相互平等，命運與共。
“現在是我們應該開放包容的時候。打開我們
的大門和心扉歡迎彼此，這不僅會幫助我們成
長，而且將為我們的下一代和未來營造一個更
繁榮的世界和更宜居的地球。”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為迎接
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勝利召
開，中共中央黨史和文獻研究院編寫了
《黨的十九大以來大事記》，即將刊發出
版。

黨的十九大以來的5年極不尋常、極不
平凡。5年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
統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
未有之大變局，團結帶領全黨全軍全國各族
人民有效應對嚴峻複雜的國際形勢和接踵而
至的巨大風險挑戰，以奮發有為的精神把新

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推向前進。
《大事記》通過一件件大事、一個個

史實、一組組數據，詳細記載了以習近平
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推進改革發展穩定、
內政外交國防、治黨治國治軍的偉大實踐
和提出的原創性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
戰略；全面展現了黨中央採取的一系列戰
略性舉措，推進的一系列變革性實踐，實
現的一系列突破性進展，取得的一系列標
誌性成果；集中反映了黨領導人民在中華
大地上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開啟全面建設

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的光輝歷程，
勇敢應對百年變局和世紀疫情進行的偉大
鬥爭，為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建設
美好世界作出的最新貢獻。《大事記》的
編發，對於激勵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進
一步深刻領悟“兩個確立”的決定性意
義，增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
信”、做到“兩個維護”，守正創新、勇
毅前行，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
家、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團結奮
鬥，具有重要意義。

《黨的十九大以來大事記》即將刊發出版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8月31日在中南海召開黨外人士

座談會，就中共二十大報告徵求意見稿聽取各民主黨派中央、全國工商聯負

責人和無黨派人士代表的意見和建議。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近平主持座談會並發表重要

講話強調，面對新時代新征程的新任務新要求，中國共產黨和各民主黨派要加強合作

共事，鞏固和發展最廣泛的愛國統一戰線，最大限度把各階層各方面的智慧和力量凝

聚起來，最大限度把全社會全民族的積極性、主動性、創造性發揮出來，共同為全面

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奮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汪洋、王滬寧、趙樂際、韓正出席座談會。

座談會上，習近平介紹了中共二十大報告徵求
意見稿的形成過程，他希望黨外人士暢所欲

言、開誠布公，發表真知灼見，對中共二十大報
告徵求意見稿提出意見。

科學謀劃未來5年乃至更長時期發展
座談會上，民革中央主席萬鄂湘、民盟中央

常務副主席陳曉光、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進
中央主席蔡達峰、農工黨中央主席陳竺、致公黨
中央主席萬鋼、九三學社中央主席武維華、台盟
中央主席蘇輝、全國工商聯主席高雲龍、無黨派
人士代表高鴻鈞先後發言。他們認為，中共十九
大以來的5年和新時代這10年極不尋常、極不平
凡。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中共中央統籌中華民
族偉大復興戰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
團結帶領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有效應對嚴峻複
雜的國際國內形勢和接踵而至的巨大風險挑戰，
以奮發有為的精神把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推
向前進，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
年奮鬥目標，黨和國家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發
生歷史性變革，譜寫了輝煌的歷史篇章。中共二
十大報告稿站在民族復興和百年變局的制高點，
科學謀劃未來5年乃至更長時期黨和國家事業發展
的目標任務和大政方針，提出一系列新思路、新
戰略、新舉措，是指導我們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
代化國家、向第二個百年奮鬥目標進軍的綱領性

文獻。他們還就增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共識、構
建國際人權話語體系、推動雙循環格局下高水平
對外開放、推動東北振興、加強統一戰線和新型
政黨制度建設、做好黨外知識分子思想政治工
作、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培育創新型企業家、完
善高校管理體系、建立衞生費用穩定投入機制等
提出意見和建議。

廣泛聽取意見集中各方面智慧
在認真聽取大家發言後，習近平發表了重要

講話。他表示，中共二十大報告起草工作是中共
二十大籌備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為起草出順應
全黨全國各族人民共同心願、符合新時代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發展要求、適應黨和國家工作新形勢
新任務的大會報告，我們充分發揚民主，加強調
查研究，廣泛聽取意見，集中各方面智慧。聽取
黨外人士對中共二十大報告的意見建議，既是政
治協商的重要內容，也是黨外人士為國家發展、
民族復興建言獻策的有效方式。

習近平強調，今年2月下旬，中共中央委託中
央統戰部專門徵求了黨外人士對中共二十大有關議
題的意見和建議，大家提出了不少有價值的意見和
建議。今年上半年以來，各民主黨派中央、全國工
商聯和無黨派人士通過多種形式開展考察調研，形
成了一批高質量調研成果，提出了很多有價值的意
見建議。剛才，大家在發言中進一步提出了很好的

建議，我們將認真研究和吸納。習近平代表中共中
央向大家表示感謝。

堅持統一戰線是重要歷史經驗
習近平指出，堅持統一戰線是中國共產黨百年

奮鬥的一條重要歷史經驗。新時代10年來，黨和國
家事業取得的歷史性成就、發生的歷史性變革，是
中共中央堅強領導的結果，是全國各族人民艱苦奮
鬥的結果，也是包括各民主黨派、工商聯和無黨派
人士在內的統一戰線廣大成員共同努力的結果。

習近平希望各民主黨派中央、全國工商聯和
無黨派人士把思想和行動統一到中共中央決策部
署上來，增強同中國共產黨團結合作的政治責任
感和歷史使命感，圍繞中共二十大繪製的宏偉藍
圖、確立的奮鬥目標和作出的戰略部署，形成心

往一處想、勁往一處使的生動局面；堅持正確政
治方向，自覺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同中共中央
保持高度一致，堅持底線思維，發揚鬥爭精神，
發揮各自在協調社會關係、化解社會矛盾、維護
社會穩定中的積極作用；深化政治交接，突出政
治性、傳承性、針對性、實效性，傳承與黨同
心、愛國為民、精誠合作、敬業奉獻的多黨合作
優良傳統。

丁薛祥、王晨、劉鶴、許其亮、孫春蘭、楊
曉渡、陳希、胡春華、郭聲琨、黃坤明、尤權、
王毅、肖捷、張慶黎、夏寶龍、何立峰，中央有
關部門負責人出席座談會。

出席座談會的黨外人士還有鄭建邦、辜勝
阻、劉新成、何維、邵鴻和蔣作君、李鉞鋒、黃
宇光等。

◆◆近日近日““奮進新時代奮進新時代””主題成主題成
就展在北京展覽館舉行就展在北京展覽館舉行，，吸引吸引
參觀者前往觀展參觀者前往觀展。。 中新社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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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社新聞

休城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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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深貸款顧問王潔解答貸款常見問題及誤區資深貸款顧問王潔解答貸款常見問題及誤區

1. 你在申請貸款時，貸款人的
關注點通常是什麼？
貸款人的關注點可以用“三個C”來
概括——cash（現金）、credit（信用
）和 collateral（抵押品）。現金是指
您有足夠的資金來支付首付款和過戶
結算費。良好的信用是指您曾經貸過
款且之後按時足額地償還了債務。抵
押品是指抵押貸款的擔保物，以你所
融資的房屋為代表。貸款人希望明確
，您所購買的房屋的價值足以抵消您
所借貸的金額。

2. 什麼樣的抵押貸款最適合我
？

這可能是買房過程中最難處理的
部分。主要有三種抵押貸款類型：固

定利率或固定利率抵押貸款；可調利
率抵押貸款或 ARM；和只付息抵押
貸款。以下四個問題和答案對此類項
目及其利弊進行了說明。

3. 什麼是固定利率抵押貸款？
固定利率抵押貸款的利率顧名思

義就是在整個貸款期限內保持不變。
固定利率抵押貸款的還款期限通常為
10 至 30 年，有時為 40 年。還款期限
較短的情況，利率通常較低，但每月
還款額較高。還款期限較長的情況，
每月還款額較低；但由於期限較長，
整個貸款期限內產生的利息較高。

4. 什麼是可調利率抵押貸款
（ARM）？

可調利率抵押貸款或 ARM 在初
始期的利率是固定的，初始期後每
年都會根據不同標準調整利率。例
如，前五年5/1 ARM的利率是固定
的，之後每年都會調整。如果你認

為在未來幾年裡，你的收入會穩步增
加，或你計劃在幾年內搬離此處且不
擔心潛在的利率上漲現象，則可以選
擇ARM。但一定要注意：雖然ARM
的初始利率通常較低，但利率調整幅
度較大，甚至會導致貸款無力承擔。
5. 什麼是兩階段償還貸款？

兩階段償還貸款是 ARM 的一種
類型，即僅在貸款後五年或七年調整
一次。本次調整後，抵押貸款的利率
在剩餘30年的還款期內均保持不變。
6. 什麼是只付息抵押貸款？

只付息抵押貸款在某種程度上類
似於 ARM。初期階段，借款人僅償
還分期償還利息（不計入貸款本金中
的款項）。僅付息貸款的好處是最初

幾個月的還款額
較低。缺點是藉
款人在整個貸款
期限內需要償還
的利息較高，且
僅在計息期到期
後，每月還款額
會大幅增加。

7. 我何時能
知道利率是多少
？

申請當天，貸款人會提供給你一個利
率。該利率可能會在你實際結算貸款
時不適用，除非對其進行鎖定。利率
鎖定可以保證該利率在一定時間內保
持不變，通常為 30 至 60 天。請記住
，利率會影響您的借款額度，高利率
會使您應獲得的抵押貸款額度降低。

8. 是否所有貸款人都具有相同
的利率鎖定政策？

否。查看利率鎖定是否會在辦理
貸款之前到期以及貸款人是否承諾了
快速周轉時間。如果利率鎖定在辦理
和結算貸款之前到期，則該鎖定就無
意義。詢問貸款人是否會在利率下降
時提供“利率再鎖定”服務。此外，
如果貸款人在利率鎖定期限未批准您
的貸款，您還需要查明貸款人相關政
策。

9. 我如何才能加快該進程？
加快進程的最常見方式是縮短貸

款人等待的時間。在貸款人要求提供

更多資料時，及時做出回應。您還
可以聯繫貸款人查看貸款狀態。

10. 如果我的抵押貸款申請被否
決，我應該怎麼做？
在整個申請過程中，您需要與貸款人
進行良好溝通，這一點非常重要，申
請被否決時尤其如此。您的申請可能
會因收入不足、信用不良或債務過多
而被否決。核實你的信用報告，以確
保其是正確的。申請被一家貸款人否
決，並不意味著會被其他貸款人否決
。

根據法律規定，如果您的申請被
否決或拒絕，貸款人需要以書面形式
告知您。出現這種情況，您應該與貸
款人進行討論，以便您澄清導致申請
被否決的情況，試圖提高今後您獲得
抵押貸款的能力。有些情況下，我們
無法改變被否決的結果。而在有些情
況下，您可以在被否決後立即或在短
時間內進行補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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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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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材
● 8盎司 通心粉
● 1株 西蘭花，切適口大小
● 3根 牛肉腸，切段

● 1顆 西紅柿，切塊
● 1大匙 牛頭牌沙茶醬
● 鹽，調味用

作法
(1)依包裝指示，煮熟通心粉，撈出過冰水，備用。
(2)同一鍋滾水汆燙西蘭花約一分鐘，撈出過冰水，備用
(3)熱鍋放一大匙食用油，放入牛肉腸和西紅柿炒出香味。
(4)放入煮好的通心粉和西蘭花，放入牛頭牌沙茶醬和
    適量鹽調味，拌炒至沙茶醬均勻裹附所有食材即可。

牛肉腸 炒 沙茶通心粉
Sha Cha Penne Pasta with Beef Hot Do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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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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