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猴痘可無症狀傳染猴痘可無症狀傳染 發病前發病前44天就具傳播力天就具傳播力
（綜合報導）英國近日公布的一項研究

指出，猴痘患者出現症狀前4天就具傳播力
，逾半數傳染可能都發生在此期間，因此無
法在患者出現症狀後透過隔離措施預防傳播
，但研究結果還未獲驗證。

法 新 社 報 導 ， 根 據 世 界 衛 生 組 織
（WHO）統計數據，猴痘病毒（monkey-
pox）自 5 月開始，突然從長期流行的西非
地區國家向外傳播，迄今已有超過7萬7000
起確診病例，其中36人死亡。

然而，病例數自7月達到高峰後穩步下
降，特別是全球猴痘疫情發生初期，受衝擊
最大的歐洲及北美洲地區。

這項發表在國際知名 「英國醫學期刊」

（BMJ）的最新研究是由英國研究團隊進行
。英國是在今年5月上旬宣布發現首宗猴痘
病例。

英國衛生安全局（UK Health Security
Agency）研究團隊分析5月至8月間、英國
2746名猴痘檢測呈陽性個案的接觸者追蹤數
據及疫調資料，其中約95%的研究參與者有
男男性行為，這族群在全球猴痘疫情中首當
其衝。

研究團隊運用2種不同統計模型分析數
據，發現患者暴露到病毒後，平均需要將近
8天才會出現症狀，這段時間通常比第一位
病人和他們的接觸病例出現症狀之間的間隔
還長，此間隔稱之為 「發病世代間隔」

（serial interval）。
研究指出： 「估算起來，發病世代間隔

的中位數比症狀潛伏期短，這代表症狀出現
前的傳播比先前認為的要大得多。」

研究估計，53%病例在患者出現任何猴
痘症狀前就具有傳染力，最早可在出現症狀
前4天就檢測到傳播。

未參與這項研究的美國艾莫瑞大學附設
醫院（Emory University Hospital）病毒專家
泰坦吉（Boghuma Kabisen Titanji）表示，這
項紮實分析的研究 「既有趣又具說服力」。

她還說， 「這需要更多研究證實，但對
基於疫苗接種的疾病消除策略有所影響，應
審慎衡量」。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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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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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A33
星期五       2022年11月4日       Friday, November 4, 2022

大俠天下行

Commissioner Cagle’s team put on
the dragon dancing tonight in Houston’s
Chinatown. He does not just live the
Asian culture, he also tries to bring closer
relations within the community. He has
been a very rare representative of our
district who comes to the grassroots level.

The midterm election will be held
next Tuesday. This election is so
important to determining the future
direc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First of all,
the election will decide which party will
control the Congress and how we will
face the chaos of the world, especially

the Ukraine war, the energy shortage and
inflation now causing recession in
Europe, and in particular, the increasing
deterioration of U.S.-China relations. The
election will lead to great challenges for
bringing peace to the world.

We are here to call on all our
community leaders and voters to go to
vote, while additionally fulfilling our
obligation and rights as citizens.

This election is a wake up call for all
of us. The future of our next generation is
in our hands. 1111//0303//20222022

The Election Is Here. We NeedThe Election Is Here. We Need
To Go VoteTo Go Vote

休斯敦國際區選所屬的第四區區長卡郭
於今晚七點在華埠敦煌商塲邀请舞獅團到塲
表演,除了他對中華文化之熱愛,也是他親民
之表現 ，多年來， 他是我非常少見的地方
父母官能勤走基層之民意代表。

美國全國期中選舉即將在下週二舉行，
這次選舉將是決定美國未來方向之重要投票
， 首先是民主和共和兩黨誰會繼續控制國會
， 選舉後要如何面對世界之亂局 ，尤其是
烏克蘭戰爭美國是否要無限之支持這塲戰鬥
，歐洲各國面臨之通膨及能源短缺已經造成
経濟之衰退及民不聊生， 尤其是中美兩國關
係之惡化導致全球發展之巨大挑戰。

我們呼籲華亞裔社區之選民應立即前往
投票 ，除了履行公民之義務和權利外 ，更
要顕示我們之力量， 我們少不了你的這一票
， 因為事關我們自己和下一代之前途和希望
。

選舉在即選舉在即 我們要投票我們要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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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耶穌教會
True Jesus Church

中英安息日崇拜：週五晚上7:45週六早上10:45
中英文分組查經：週六下午1:30
英文兒童宗教教育：週六早上11:00 下午2:00

TJC

335 Avenue E,Stafford,
TX 77477

電話: (281)631-5260
網址: www.tjc.org
電子郵件: Houston@tj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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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莫斯科時報(The Moscow Times)
報導，烏克蘭部隊對刻松市(Kherson,刻爾松市)
的包圍圈持續縮小，俄羅斯佔領政府持續遷離
民眾，是否主動放棄該市?來自親俄的TG頻道
(Telegram channels )貼出一張照片，原本懸掛
在刻松市政府大樓上的俄羅斯國旗，已被提前
取下。

親俄的戰地記者亞歷山大‧科特斯 (Alex-
ander Kots)在個人的 TG 頻道上說： 「我聽到
傳聞後，自己開車前往刻松市政府大樓，確定
樓頂的俄羅斯國旗已被取下。」這應該是主動
取下，而不是烏克蘭內應部隊所為，因為只有
政府大樓的俄羅斯國旗被取下，附近的建築物
仍然有。

一種看法認為，這可能是俄羅斯佔領軍準
備放棄刻松市的徵兆，因此局面對俄軍極度不
利，交通斷絕，物資也持續短少，守住是幾乎
不可能的。刻松市是莫斯科在8個月的入侵戰
爭間，唯一佔領的地區首府。

有報導稱，烏克蘭的前鋒部隊已推進到刻
松外圍的村鎮，雖然俄軍多次逐退烏克蘭的可
能進攻，但烏軍顯然是在尋找防線破綻，也刻
意用這些無成效的攻打，浪費俄軍的彈藥。

刻松佔領政府想要搬空刻松的人員，已將
數萬名平民疏散到的第聶伯河左岸。俄派刻松
政府副局長史特雷穆索夫(Kirill Stremousov)在
俄國國家電視台上說， 「守軍(俄羅斯軍隊)可
能在未來幾天內遷往第聶伯河左岸。」

這可能是烏克蘭想要的結果，在過去一個
月，基輔部隊在南部和東部戰線收復了數千平
方公里的國土，尤其以東部一線最為順利，稱
為 「哈爾科夫大捷」，但是刻松的進展相當緩
慢，主要是因為烏軍不想在攻城，演變成城鎮
奪取，因此一直收破壞後方交通線、擊毀俄軍
彈藥庫的方式弱化當地俄國守軍，要是能夠以
非戰鬥方式，奪回基本完好無損的刻松市，將
是基輔的一次重大勝利。

俄佔領軍主動放棄刻松？
政府大樓已取下俄羅斯國旗

巴基斯坦前總理集會中遭槍擊
1支持者喪生1嫌被捕

(本報訊）巴基斯坦警方表示，一名男子
今天在巴國東部一場抗議集會中開槍，導致前
總理伊姆蘭汗右小腿受到輕傷，還有一名伊姆
蘭汗的支持者死亡，另有9人受傷。

美聯社報導，持槍人士立即被捕，警方隨
後公布一段他被關押的影片。據傳他已承認開
槍，還說自己是獨自犯案。目前並不清楚他是
在何種情況下做上述說法。

犯嫌表示： 「我的目標只有伊姆蘭汗
（Imran Khan）。」根據資訊與廣播部長奧朗
則布（Maryam Aurangzeb），犯嫌名叫巴特
（Faisal Butt）。

稍早的消息稱，一名疑似開槍男子遭到擊
斃，另一人被拘留。

法新社報導，網路上流傳的認罪影片中，
一名衣衫不整的男子身處似為警察局的地方，
雙手被綁在身後，他表示： 「我這麼做是因為
（伊姆蘭汗）誤導大眾，我試圖殺了他，我盡
我所能。」

男子還說，他很不滿在清真寺喚拜時，集
會隊伍還大放音樂。

伊姆蘭汗所屬政黨 「巴基斯坦正義運動黨
」（Pakistan Tehreek-e-Insaf）一名高層領導
人推文寫道，70歲的伊姆蘭汗在拉合爾（La-

hore）的醫院接受手術。
根據媒體報導以及抗議現場一張模糊影像

，伊姆蘭汗的右腿綁了繃帶。
事件發生在旁遮普省（Punjab）東部華西

拉巴德縣（Wazirabad）。巴基斯坦正義運動
黨發言人喬德里（Fawad Chaudhry）事後告訴
集會參與者，這場槍擊有 「暗殺企圖」， 「是
一場對全巴基斯坦的攻擊」，他還說人民會復
仇。

槍手瞄準的貨櫃車上有幾名黨內高層人士
也中彈。案發時站在伊姆蘭汗身後的喬德里告
訴法新社： 「站在最前排的人都被擊中。」

他還提到，支持群眾試圖奪槍，讓槍手無
法瞄準。

巴基斯坦歷史上不乏政治暴力和暗殺事件
，最新這場槍擊案令人更加憂心巴國政局愈來
愈動盪。

伊姆蘭汗4月在國會的不信任投票中遭到
罷黜。他之後宣稱繼任總理的夏巴茲．夏立夫
（Shahbaz Sharif）以及美國策劃陰謀導致他失
勢。夏立夫和華府均否認相關指控。

夏立夫譴責今天的攻擊事件，並下令政府
調查。他還說 「我國政治不應容許暴力」，自
己將為伊姆蘭汗祈禱。

美國只剩下5天就要舉行四年一次的期中
選舉(Midterm elections亦稱為中期選舉), 兩黨為
爭取國會山莊參眾兩院的以及州政府的席位競
爭相當激烈, 但是 民主黨的”領頭羊” 拜登總
統的民調卻一掉再掉, 根據權威的民意調查網
站 FiveThirtyEight(538)綜合全美各大民調機構
所得之平均數據, 截至11月3日止,拜登的民意
支持度只有42.2%,不支持度則達到53.3%,逆差
達到11.1%,這對執政黨而言是相當不利的指標,
儘管在各州的選舉民調兩黨候選人起起落落,
上上下下, 但根據美國期中選舉的歷史法則, 執
政黨往往都會落敗, 今年恐怕也不例外。

現在拜登積極為各州民主黨候選人助選，
他鼓勵人們把票投給全國的民主黨候選人, 承
諾如果民主黨今年在參眾兩院保持多數席位，
他將向國會提交第一份法案在聯邦層面保護墮
胎權利以恢復每個婦女的選擇權。

根據民調，選民現在關心的通常有利於共
和黨的經濟和通貨膨脹問題，但本屆政府更有
可能通過有利於黑人家庭的法律。最新公佈的
哈佛政治學院青年民調顯示，拜登在美國年輕
人中的支持率仍處低位，只有39%的年輕人對
拜登持正面看法。

民調發現年輕人對民主黨在今年夏天取得
的三項主要成就——通貨膨脹削減法案、兩黨

共同通過的槍支安全法以及學生債務減免計劃
持肯定態度。 調查還發現，支持民主黨控制的
國會的年輕選民人數是反對人數的兩倍多，
57%的人表示支持，31%的人表示反對。在權利
方面，美國年輕人更關心他人的權利而不是自
己的權利。72%的美國年輕人認為他人的權利
受到了攻擊，但只有59%的人說他們覺得“己
的權利受到了攻擊。LGBTQ+的受訪者最有可
能感到受到攻擊，其中有72%的人表示對自己
的個人權利感到擔憂。

政治是十分現實殘酷的,民意如流水 , 一位
政治人物的聲望常常隨著民意的暴起暴落而丕
變,尤其是身居要津的美國總統常因一些事件發
生而影響到自己的施政滿意度, 拜登總統自去
年1月20日上任以來支持度持續下滑,從剛開始
的53%支持率與30%不支持率一路下降,在執政
半年後,支持率稍微滑到52%,然而到8月30日因
阿富汗撤軍處置失當造成美軍殉難,民意首現死
亡交叉(Death Cross)--不認同率 47.6% 超過認
同率47%,在兩個半月後不但沒逆轉,反而繼續下
滑,支持率與不支持率達到44.7% 比 49.6% ,表示
美國人民已向拜登發出警訊,如再提不出振奮人
心的施政, 他將會被遺棄，形勢對拜登總統相
當不利, 未來的趨勢恐怕只下不上了!

【李著華觀點 : 民調掉掉掉掉掉
拜登民調連掉影響民主黨期中選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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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國際

提供企業和個人
最佳貸款方案

金城銀行以誠信、服務、創新、效率為宗旨，
提供客戶便捷、安全、多元化的金融產品與服務!

金城银行与您

Corporate Office
(713)777-3838

Harwin Branch
(713)777-3838

Sugar Land Branch
(281)491-3838

Legacy Branch
(972)517-4538

Richardson Branch
(972)889-3838

Alhambra Branch
(626)320-1938

Millbrae Branch
(650)745-1615

Tustin Branch
(714)338-5188

Rowland Heights Branch
(626)964-3400

S. California LPO
(714)368-3682

Cupertino Branch
(408)446-1196

N. California LPO
(650)418-7938

英首相因緊迫任務將缺席氣候峰會
被批“領導力失敗”

綜合報導 英國首相發言人表示，由於“其他緊迫任務”，預計首

相蘇納克將不出席下周在埃及舉行的COP27氣候峰會。

發言人稱，“首相預計不會出席在埃及舉行的峰會，因為國內還有

其他緊迫的任務。”

發言人還表示：“英國政府絕對致力於支持COP27，並支持國際社

會采取行動應對氣候變化和保護自然的工作。”

COP27是聯合國氣候變化框架公約第27次締約方大會，將於11月6

日至18日在埃及姆沙伊赫舉行——在財政大臣傑裏米· 亨特將推出制定

英國稅收和支出計劃之後的第二天結束。

據路透社報道，聲明稱，英國將派其他高級官員出席此次氣候峰會。

另據英國廣播公司(BBC)報道，在首相發言人表示蘇納克不會參加

COP27氣候峰會之後，他被指責為“領導力失敗”。工黨表示，蘇納克

不出席的決定是“氣候領導層的巨大失敗”。

BBC援引工黨影子能源與氣候變化大臣埃德•米利班德稱，“來自

世界各地的世界領導人聚集在壹起討論我們如何應對面臨的最大長期威

脅 ……而我們的首相卻不能出現。我認為這是今天幾代人和未來幾代

人的徹底失敗。”

據悉，前首相特拉斯原定出席會議。

壹年壹度的聯合國氣候峰會旨在幫助各國政府商定限制全球氣溫上

升的措施。去年，英國在格拉斯哥主辦了COP26氣候峰會。

研究：貓可能比我們想象的更善於傾聽
綜合報導 如果妳的貓不理

睬妳，而妳告訴自己這是因為

貓咪不知道什麼時候有人跟她

說話，那麼這裏有壞消息要告

訴妳：她可能不是那麼喜歡妳

。法國的新研究顯示，妳的貓

咪很可能知道妳在和她說話。

研究發現，當貓咪的人類

同伴直接跟它們交談時，它們

的反應跟它們聽到陌生人的聲

音甚至是它們的主人對另壹個

人說話的聲音不同。

巴黎南特大學的動物行為

和 認 知 研 究 員 Charlotte de

Mouzon 帶 領 壹

個團隊跟 16 只

貓合作以此來觀

察它們對預先錄

制的它們的同伴

和陌生人的談話

片段的反應，這

些片段既有貓的

指令音也有更多

人與人之間的對

話音。

這些貓似乎能區分它們的

主人用貓的語氣說話和普通人

的談話。它們似乎也沒有對陌

生人作出明顯的反應，無論他

們說話的語調是否與針對人類

的不同。

這項研究發表在本周的

《Animal Cognition》上，雖然

它的研究結果是基於壹個小樣

本但它增加了壹堆證據，表明

看起來冷漠的貓可以識別並跟

它們的主人結合。

不過如果妳的貓咪是冷漠的

，那麼也有理由感到欣慰。研究

人員們指出，他們研究的樣本量

可能不足以代表所有的貓咪。

另外，這項研究是建立在

以前的研究基礎上的，這些研

究調查了動物對許多人在與動

物和嬰兒或其他任何我們不完

全期望以相同的語言作出反應

時采取的不同語氣。

這可能意味著，如果妳用

和人類完全壹樣的語氣和妳的

貓說話，那麼它可能真的不知

道自己在被稱呼。

但研究人員認為，這項研

究支持了最近的研究，即駁斥

了關於貓不如狗忠誠和充滿愛

的看法。

“事實上，貓--不久前還被

認為是獨立和忘恩負義的動物--

事實上非常有能力與人類建立和

促進依戀關系，”該論文總結道

，“我們的結果強調了壹對壹關

系對貓的重要性"。”

波蘭政府公布對德二戰索賠細節

綜合報導 波蘭外交部在其官網發表了壹份聲明，公布了此前因二

戰索賠向德國發出的外交照會的具體內容。其中，波方向德方提出的賠

償金額為62206.09億茲羅提(約合人民幣95325.06億元)。

該照會於10月3日由波蘭外交部發送至德國聯邦外交部，但當時並

未公開其詳細信息。波蘭外長拉烏曾表示，他相信波德“雙方應立即采

取措施，在法律和物質層面，對1939年至1945年德國侵略和占領波蘭造

成的後果形成永久、全面和最終的解決方案” 。

波蘭外交部在28日的這份聲明中稱，要求德國賠償波蘭62206.09億

茲羅提的物質和非物質損失；賠償因納粹德國入侵和占領給波蘭受害者

造成的損失和傷害；歸還從波蘭掠奪的目前尚在德國境內的文化財產；

歸還納粹政府在1939年至1945年間沒收的波蘭國有銀行和信貸機構的資

產和負債；為二戰前在德國被殺害的波蘭少數族裔全面平反；賠償波蘭

僑民組織在德國遭受的損失等。此外，波蘭尋求與德國進行“適當的合

作”來紀念二戰中的波蘭遇難者，並希望德方采取有效行動，向德國社

會展示“真實的戰爭及其後果”，特別是對波蘭和波蘭人造成的傷害。

波蘭外交部在聲明中特別指出，照會中使用了“賠償”(compensa-

tion)壹詞而非“賠款”(reparation)，因為前者的含義更為廣泛，既包括國

際法規定的賠款，也包括照會中提出的其他要求。

對此，德國聯邦外交部回應稱，德國外長貝爾伯克於10月4日訪問

華沙時表明的立場依然有效，即“(德國)聯邦政府認為，戰爭賠償事宜

已經結束”。

歐洲軌道交通呼喚替代驅動與數字化

近日，德國北部火車交通出現數小

時的大規模停運。短暫的交通停運給民眾

帶來了不便，也引發了人們對德國，乃至

歐洲軌道交通加速更新換代的呼籲。

歐洲鐵路基礎設施亟待改善
在近日舉行的2022柏林軌道交通展

上，歐盟交通運輸專員阿迪娜· 瓦莉安坦

言：“從布魯塞爾到柏林來參加世界最

大的鐵路展覽會，我不能坐火車，因為7

到11個小時才行駛了750公裏。”

瓦莉安專員的感嘆道出了歐洲鐵路

必須加速發展的現實。事實上，歐盟委

員會也意識到了這個問題，並提出了改

善跨境鐵路基礎設施和歐洲主要鐵路

線的建議。例如通過高鐵連接歐洲各

國首都，以便在3小時內完成750公裏

的路程。歐盟委員會還把2021年作為歐

洲的“鐵路年”，希望提升鐵路交通的

份額，推動鐵路經濟，並以此促進完成

歐洲的減排目標。

9月21日，德鐵公司首席執行官盧

茨宣布，到2030年，德鐵希望在新車上

投資超過190億歐元，比2019年計劃的

多數十億歐元。這是德國鐵路迄今為止

最大的現代化升級計劃。此外，為了減

少歐洲各國之間的技術壁壘，歐盟正在

修訂鐵路互聯互通技術規範，希望開發

並快速部署現代鐵路網絡所需的技術。

機車替代驅動方式助力減排
據德鐵計算，2021年德國鐵路運輸

產生了約260萬噸二氧化碳。如何取代

汙染嚴重的柴油機車成為壹個重要的問

題，軌道交通的替代驅動方式也因此越

來越受重視。

這其中，動力電池和氫燃料電池開

始得到更多的應用。例如，阿爾斯通已

量產的Coradia iLint氫能列車，壹次加氫

便可續航1175公裏；德國下薩克森州的

區域客運開始啟用首條氫能列車線路；

西門子與德鐵合作開發新的氫燃料電池

列車及移動加氫站；中國中車也推出自

己的氫能源有軌電車和氫燃料電池混合

動力機車等產品；瑞士施泰德鐵路則推

出了新型模塊化設計列車，可根據需要

將電力、柴油和電池3種不同的驅動系

統安裝在壹起；日本制造商日立公司在

其客運列車上增加電池，同樣實現了三

聯式驅動。

替代驅動方式能否經得起時間和成

本的考驗，是未來30年替換歐洲範圍內

數千輛柴油機車的關鍵。歐洲鐵路行業

協會主席菲利普· 雪鐵龍表示，歐洲到

2050 年實現氣候中和的目標，將在未

來幾年推動所有細分市場的需求。歐

洲對零排放列車的市場需求將不斷增

長。

加速鐵路數字化轉型升級
對於歐洲這樣已有龐大鐵路運營網

的地區，應對鐵路運輸日益增長的需求

，利用有限的資金改善現有基礎設施可

能更現實，也更有效。數字化是實現這

壹目標的方式之壹，例如，西門子等企

業推出的自動列車運行和基於通信的列

車控制系統等，就是希望通過數字化列

車運營來提高系統的可用性，並增加網

絡的容量。

利用數字技術推動鐵路基礎設施升

級是各國都面臨的緊迫問題。很多企業

都在這個領域積極研發。例如華為推出

的智能鐵路、城市軌道雲和智能運營中

心等。華為提出的未來鐵路移動通信系

統(FRMCS)解決方案，從行業趨勢、頻

譜選擇、組網架構、無線關鍵技術等方

面，闡述了FRMCS在數字化轉型中的實

現方式。這壹面向5G的下壹代鐵路移動

通信解決方案聚焦鐵路無線通信系統的

平滑升級和數字化轉型。

目前來看，歐洲也在積極推進

FRMCS 的研究和應用。FRMCS 作為

GSM-R後續產品，將與宏觀的通信技術

產業發展相協調，為下壹代鐵路移動通

信發展指明方向。預計演進中的FRMCS

架構將是壹個基於IP的承載無關平臺，

數據可通過多種可能的承載網，包括5G

、WiFi或衛星等渠道實現傳輸。未來10

年，FRMCS的應用有望為鐵路行業快速

實現數字化創造機會。

此外，全球軌道交通的市場競爭日

趨激烈，但非市場因素的壁壘不容忽視

。例如，德國鐵路工業協會就建議，在

招標中制定更多的質量和環境標準來獲

得優於中國報價的優勢。在FRMCS等領

域，歐盟也有可能引入所謂核心基礎設

施安全等議題，建立貿易壁壘來保護本

土企業。但在全球軌道交通市場，已經

建成並運營著世界最大高鐵網絡的中

國，正在逐步贏得世界各國消費者的青

睞。由此給歐洲帶來壹個值得深思的問

題，封閉和開放究竟哪壹個有利於軌道

交通的長遠發展？

通脹危機下
加工食品漸受英國人青睞青睞

綜合報導 英國通脹危機下生鮮食品越

來越貴，迫使不少家庭選擇相對便宜的加工

食品，新鮮蔬菜、魚肉漸漸淡出飯桌。

喬安妮· 法勒以前會定期給三個孩子

準備烤牛肉晚餐或燉肉配蔬菜，如今卻更

多地讓孩子吃雞塊、薯條、香腸等加工食

品，因為它們“更便宜且能填飽肚子”。

法勒在樸次茅斯市為壹家慈善機構做

誌願者，房租、飆漲的燃氣費和電費幾乎

花光她每月的福利金。“隧道盡頭似乎沒

有曙光，”她說。

英國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顯示，9

月英國消費者價格指數同比上漲10.1%，

漲幅較8月有所升高，處於40年來高位。

數據顯示，大部分生鮮食品價格漲幅

高於加工或包裝食品。生鮮食品中，蔬菜

價格9月同比上漲約14%，牛肉、魚、蛋

價格分別上漲14%、15%和22%。加工或

包裝食品中，腌制或熏制肉類價格9月同

比上漲約12%，披薩價格上漲近10%，巧

克力漲價幅度僅略超3%

。

普華永道會計師事務

所消費者市場主管彼得·

範坎彭說，超級市場售

賣的生鮮食品受通脹影

響最顯著。

英國慈善機構食品基金會9月底開展的

壹項全國性調查發現，近1000萬名成年人

無法享用足夠食物，其中壹些人減少用餐

次數或者幹脆整天不吃正餐。這壹數字是

今年1月時的兩倍。

“我已有大概壹周午餐只吃39便士的

切片面包，晚餐吃超便宜的披薩這類食物

，”現年 42歲的亞歷克斯· 斯賓洛說，

“吃得少讓我減重許多。”

在倫敦工作的莎倫· 斯派斯說，壹些

向食物銀行領食物的人不要生鮮，因為烹

煮生鮮需要耗電或燃氣。不少家長在超市

專找“買壹贈壹”的披薩等加工食品。

市場調研機構尼爾森IQ公司數據顯示，

英國鮮蔬和鮮肉銷量近期出現下滑，而零

食和糖果銷量上升。這說明英國人的購物

習慣正在改變，更傾向於購買加工食品。

壹些倡導公共健康的人士對此感到擔憂。

“大量證據顯示，缺少果蔬的不良飲食

會給健康帶來嚴重後果，”食品基金會政

策研究經理肖娜· 古迪說，“廉價、深加

工食品最可能導致肥胖。”

通脹危機不止發生在英國。市場研究機

構信息資源公司本月民意調查發現，英國

、法國、西班牙、德國、意大利和荷蘭半

數以上消費者削減了包括食物在內的生活

必需品消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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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社群媒體推特（Twitter）新老闆、億萬富豪
馬斯克（Elon Musk）今天暗示，前總統川普先前遭封殺的推
特帳號在下週美國期中選舉前都不會回歸，推特的前景依舊不
明朗。

川普去年1月號召支持者前往華府抗議，結果支持者一度
攻占國會大廈，並釀成多人死傷。法新社和美國有線電視新聞
網（CNN）報導，推特用戶一直在密切關注馬斯克是否會恢復
川普以及其他被平台停用的用戶帳號。

這類違反推特網站內容審核規則而遭禁的帳號可能恢復一
事，被視為馬斯克想要讓推特未來怎麼走的風向球。馬斯克自

稱是 「言論自由絕對主義者」，形容推特網站是全球人民廣場
。

但馬斯克今天說，遭禁帳號復活一事還要再等一等。
他發推文說： 「推特不會讓任何因違反推特規則而遭平台

禁用的人回來，除非我們有這麼做的明確程序，至少要花上幾
週時間。」

這會讓川普回鍋推特一事延後到關鍵的11月8日美國期中
選舉後；期中選舉將決定由哪個黨派掌控國會。

曾經最愛在推特發文、在共和黨內仍保有相當勢力的川普
，已重新上演2020年劇本，開始質疑即將到來的期中選舉廉潔

性。
馬斯克今天在推文中表示，他已和民間社會領袖談論過

「有關推特要如何繼續打擊仇恨與騷擾，並執行選舉廉潔性政
策」一事。

馬斯克上週末保證推特不會出現 「人人都可為所欲為的地
獄亂象」，並宣布成立內容審核委員會。

馬斯克說： 「我們的目標是讓推特成為不考慮政治派別、
地球上最精確的消息來源。」

（綜合報導）美國國防部今天宣布
，國務院批准對澳洲出售 24 架 C-130J
運輸機（C-130J-30 Super Hercules）及
相關設備，價格高達63.5億美元（約新
台幣2046億元）。

綜合法新社及路透社報導，美國國
防部在聲明中表示： 「這次擬議的軍售
案，將提升澳洲對當前及未來威脅的因
應能力，為澳洲皇家空軍（Royal Aus-
tralian Air Force, RAAF）的貨運機隊汰
舊換新，確保可靠的空運能力。」

根據這份聲明，這項交易的主要承
包商為洛克希德馬丁公司（Lockheed
Martin Corp.），此次軍售有助提升澳洲
空軍整體作戰能力。

美國國務院批准這項擬議的軍售案
後，國防部轄下的國防安全合作署
（Defense Security Cooperation Agency）
今天依規定通知國會。

國防安全合作署發出的通知，並未
表明合約已簽署或談判已結束。

國防部在聲明中表示： 「這項擬議
的軍售案將支持美國的外交政策和國家
安全目標」，並指出 「澳洲是我們在西
太平洋地區最重要的盟友之一。」

反觀國內，中華民國空軍目前共有
19架C-130H運輸機，迄今已服役達38
年。軍方今年9月證實，國防部已決定
分階段進行C-130H運輸機的性能提升
計畫。

美國出售澳洲24架C-130J運輸機

總價逾2千億

美佛州派克蘭校園槍擊案 凶手正式被判無期徒刑

馬斯克暗示馬斯克暗示
美期中選舉前川普回不了推特美期中選舉前川普回不了推特

白宮聲稱 北韓正在供應砲彈給俄羅斯
（綜合報導）前幾天，北韓與俄羅斯的鐵路運輸重新運作

，北韓向俄羅斯購買燃料以及糧食，那麼，北韓支付俄羅斯什
麼? 很可能是彈藥。星期三，白宮指責北韓正在供應砲彈給俄
羅斯，顯然成了支持俄羅斯入侵烏克蘭的幫兇。

美聯社報導，在戰爭的8個月後，俄羅斯消耗了極大量的
彈藥，現在他們似乎找到新的砲彈供應源，就是北韓。白宮發
言人柯比(John Kirby)表示，北韓正秘密的、迂迴的向俄羅斯運

送大量砲彈。
柯比表示，北韓 「透過迂迴的手

段，看起來像把貨物送往中東或北非
國家，但實際上是向俄羅斯提供彈藥，但我們仍在對此進行監
控，以確定是否真的收到。」

柯比沒有說明北韓提供的砲彈數量，也沒說北韓與俄羅斯
具體的運輸方式，只說 「這些額外的彈藥不會改變戰爭的進程

」，理由是西方提供烏克蘭的支援更為精良。
北韓是少數承認烏東獨立的國家，可以說他們在烏克蘭衝

突上進一步與俄羅斯結盟。並且表示願意派遣建築工人，幫助
重建烏克蘭東部的俄羅斯佔領區。

（綜合報導）美國佛州派克蘭（Parkland）的道格拉斯中
學2018年發生槍擊案，共有17人殞命，在法庭聽取倖存者及
受害者親屬數小時的證詞後，凶手克魯茲今天正式被處以無期
徒刑。

陪審團上個月投票後，沒讓克魯茲（Nikolas Cruz）被判死
刑，但需終身監禁、不得假釋。派克蘭校園槍擊案是美國史上
最慘重的大規模校園槍擊案之一。

克魯茲去年針對預謀殺人的指控認罪。他在2018年2月14
日闖進校園犯案，以半自動步槍射殺學生及教職員共17人，今
年稍早面臨為期3個月的量刑審判。

佛羅里達州布羅瓦郡（Broward County）巡迴法院法官謝
瑞爾（Elizabeth Scherer）同意檢方的請求，讓受害者親屬在宣
判前先在庭上發表談話。

許多受害者親屬譴責陪審團的決定，並批評佛州要求12名
陪審團成員需一致同意，才能判處被告死刑的法律。

17 歲受害者德沃瑞特（Nicholas Dworet）的母親安妮卡
（Annika Dworet）說： 「到底罪行要嚴重到什麼程度才能判處
死刑？」

許多受害者的家屬今天直接與克魯茲面對面。克魯茲穿著
橘紅色的囚服、戴著手銬、配戴大眼鏡和口罩，坐在他的公設
辯護人旁邊。當其中一名受害者的母親跟他說戴口罩是不尊重
時，他摘下了口罩。

17 歲受害者拉姆齊（Helena Ramsay）的母親安妮（Anne
Ramsay）告訴克魯茲，稱他 「邪惡透頂」。伊涅茲（Inez Hix-
on）稱克魯茲是 「國內的恐怖分子」，因為克魯茲殺害她的公
公，道格拉斯中學的體育主任希克森 （Chris Hixon）。

克魯茲在勞德岱堡（Fort Lauderdale）以北約 50 公里派克
蘭 （Parkland） 的 道 格 拉 斯 中 學 （Marjory Stoneman Douglas
High School）行凶時，年僅19歲，當時他已遭學校退學。

部分倖存者持續在美國舉辦由青
年發起的運動，要求要有更嚴格的槍
枝管制。美國的私人擁槍率居全球之
冠，而且經常發生大規模槍案。

克魯茲在聽證會上只做了簡短發
言，回答法官問他是否瞭解訴訟程序
的問題。

被克魯茲射中腿部的佛恩特斯
（Samantha Fuentes）問克魯茲說，
是否記得她流著血倒在教室時，曾與
她對視。

佛 恩 特 斯 說 ： 「你 是 個 帶 著
AR-15 和自以為是神的的可恨偏執
狂。但若沒有你那愚蠢的槍，你什麼
也不是。」

龔薩雷茲（Victoria Gonzalez）的男友，17 歲的奧立佛
（Joaquin Oliver），也是被克魯茲殺害的死者之一。龔薩雷茲
告訴克魯茲，當時他們在同一間教室。

龔薩雷茲跟克魯茲說： 「我很遺憾你從未看過這個世界能
夠給你的愛，我要的正義與知道你是生是死無關，我要的正義
，在於知道我經歷了很多人終其一生都未有過的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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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AL NOTICE
These Texas Lottery Commission scratch ticket games will be closing soon:

Game # Game Name / Odds $ Official Close 
of Game

End Validations 
Date

2382
Lucky  

Overall Odds are 1 in 4.07
$5 10/10/22 4/8/23

2340
Casino Millions  

Overall Odds are 1 in 3.57
$50 10/22/22 4/20/23

2384
EZ Loteria  

Overall Odds are 1 in 4.71
$1 11/23/22 5/22/23

2394
$5,000 Frenzy  

Overall Odds are 1 in 4.84
$1 11/23/22 5/22/23

2357
$50,000 Poker  

Overall Odds are 1 in 4.72
$5 11/23/22 5/22/23

2391
30TH  Anniversary

Overall Odds are 1 in 3.97
$5 11/23/22 5/22/23

2395
$200,000 Frenzy  

Overall Odds are 1 in 4.01
$5 11/23/22 5/22/23

2396
$500,000 Frenzy

Overall Odds are 1 in 3.66
$10 11/23/22 5/22/23

2397
$1,000,000 Frenzy  

Overall Odds are 1 in 3.24
$20 11/23/22 5/2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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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金融峰會致辭 強調可駕馭市場不確定性

“現在，我們再
次打開大門，以喜悅
的心情迎接和款待來
自 世 界 各 地 的 訪
客。”特首李家超在

演講中提到香港是中西文化交融之
地，強調會提升香港成為“中外文
化藝術交流中心和具深厚內涵的國
際城市。二十四小時無間斷地提供
世界級藝術、娛樂及生活節目。”

“各位11月1日已初步體驗到我
們是中外文化的交融之處。我也誠邀
你們參觀香港故宮文化博物館。這座

在七月開放的博物館，展出超過900
件璀璨奪目、來自世界聞名的北京故
宮博物院的文物寶藏。”

對香港即將展開的另一項國際盛
事，李家超也充滿熱情地邀請與會嘉
賓前往觀賞，“你或會想在周末留下
來，參與闊別三年後復辦的香港國際
七人欖球賽。是的，欖球賽也復辦
了。場上的碰撞，台上的狂歡，將交
織出一個漫長而難忘的周末。請與我
們一同參與精彩的‘七欖’，感受香
港精神。”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李家超:機遇時機盡握 港返世界舞台

舉世矚目、被稱為“香港回來了”的“國際

金融領袖投資峰會”2日如期在中環四季酒店大

禮堂開幕。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向出席峰會

的全球20個國家和經濟體數百名金融及商界領袖

表示歡迎。他以“駕馭市場的不確定性”為題致

辭表示，全球目前正處於不確定時期，而香港憑

藉“一國兩制”優勢、擁有聯繫中國內地與世界

之間無可比擬的平台、首屈一指的國際金融中心

地位，再加上特區政府剛公布的“實現新飛躍”

等多項措施，發展將更勝從前，並能給予國際資

金更多的投資機會。“ 對香港來說，最壞的情況

已經過去，未來會更美好。機遇、時機，盡在香

港，現在就是大家期待已久的好時候，把握先

機，莫追落後。”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	

“我們再次打開大門 迎接全球訪客”

李家超社媒晒老友
不少出席峰會的人士是近3年疫情以來

再次到港，在峰會上新知舊雨濟濟一堂，特
區行政長官李家超在的社交媒體展示出他2日
與各界好友互相交流的相片，包括有摩根大
通總裁兼首席運營官Daniel Pinto、滙豐集團
行政總裁祈耀年（Noel Quinn），以及亞洲
基礎設施投資銀行行長兼董事會主席金立群
等。照片中，李家超更與金立群擊拳問好。

齊齊除罩慶香港復常
場外陣陣風雨，場內的賓主言笑晏晏。2

日出席峰會的不少人是新冠疫情以來首度踏
足香港，時隔近三年老朋友再見面。鏡頭所
見，場內大部分人都沒有戴口罩，上台發言
的主禮嘉賓、參與討論環節的嘉賓也沒有戴
上口罩，連剛剛從沙特回來出席峰會的香港
財政司司長陳茂波在台上發言時也未有戴口
罩。大家好久未見，都以最好的狀態、開心

地笑容示人。

“貴人出門招風雨”
香港的11月，2日午後罕有地掛起了8號

風球，但投資峰會未有因為風雨而改期。出
席者都是財經界重量級人物，今次峰會可謂
“金”光熠熠、陣容龐大，難怪金管局總裁
余偉文在致歡迎辭時也形容，今次是“貴人
出門招風雨”。

◆香港文匯報記者 蔡競文

峰 會 花 絮

李家超在致辭時將這次峰會形容為“香港重返舞台峰
會”，強調香港踏上回復正常的舞台，“為與世界通

商貿易，重返我們最熟悉的舞台中央。”他指出，今次的主
題是“駕馭市場的不確定性”，要跨越不確定性，正正是現
時世界各地的心聲。

我們街道安全 可能比以前更熱鬧
“縱然身處紛擾的世界，各位在香港卻未必會有這種感

覺……我們的街道安全，而且可能比以前更熱鬧。確切地說，
社會暴亂已成為過去。取而代之的是社會穩定，商界和市民對
香港的未來信心日增。”李家超指出，這要歸功於早已建立的
確定性和獨特優勢，“一國兩制”是香港堅定不移的基石（見
表）。他指出，“一國兩制”確保香港與祖國以至全球享有
無可比擬的聯繫和機遇。香港與內地無縫接軌，為香港提供
了其他經濟體得不到的優勢。“香港仍是世界上唯一一個匯
聚全球優勢和中國優勢的城市。這種獨特的融合，讓我們成
為內地與世界各地之間無可替代的聯繫平台。”

分享內地經濟快速增長龐大利益
李家超強調，隨着世界經濟重心東移，內地與區內眾多

快速增長的經濟體勢將成為全球經濟增長的主要引擎和商機
來源。香港具備有利條件，可分享這個不可逆轉趨勢所帶來
的龐大利益。“香港擁有人才、基礎設施和技術，可助內地
企業和資金走向海外，同時把國際企業和資金引入區內。”

李家超說，香港另一項具確定性的優勢，就是“香港是
世界領先的金融中心之一，也是中國主要的國際金融中
心”，“我百分之百肯定，我們過去是、現在是，未來也繼
續是世界領先的金融中心之一！”

拓“北部都會區”港全新發展引擎
李家超談到其首份施政報告中對於香港“實現新飛

躍”的重要措施概要，強調會積極吸引重點企業和頂尖人
才來港。“另外，我們有一個全新的發展引擎，那就是
‘北部都會區’。它將與廣東省產生協同效應，為大灣區
的整體發展作出貢獻。”“對香港來說，最壞的情況已經過
去。香港總能從危機中復甦過來，而且發展更勝從前。”在演
講的最後，李家超指出，香港與世界其他很多主要城市一樣，
在過去數十年間，經歷不少跌宕起伏，但香港擁有無比強大的
抗逆能力。“你們必定清楚知道，投資成功之道在於機會與時
機。機遇、時機，盡在香港。”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2日於“國際金融領袖投資
峰會”開幕日致辭。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興偉 攝

◆◆““國際金融領袖國際金融領袖
投資峰會投資峰會””22日在日在
中環四季酒店大禮中環四季酒店大禮
堂開幕堂開幕。。圖為香港圖為香港
特區行政長官李家特區行政長官李家
超與出席峰會的嘉超與出席峰會的嘉
賓親切互動賓親切互動。。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曾興偉記者曾興偉 攝攝

李
家
超
演
辭
要
點

跨越不確定性的三個“確定性”

“一國兩制”優勢
—是香港堅定不移的基石。我們有這份堅持，理直氣壯，也理

所當然

—香港切實奉行資本主義制度，輔以普通法制度，一直行之
有效

無可比擬的聯繫
—香港是世界上唯一匯聚全球優勢和中國優勢的城市，這種獨

特的融合，讓香港成為內地與世界各地之間無可替代的聯繫
平台

首屈一指的國際金融中心
—過去13年，香港七次登上全球IPO集資榜首

—港交所去年的市場總成交金額達到破紀錄的5.2萬億美元

—去年，香港保險業的管理資產超過4.5萬億美元，位居亞洲第
一、世界第二

—香港是亞洲領先的債券樞紐，連續六年成為全球亞洲國際債
券發行最具規模的中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重 返 舞 台香 港

◆李家超與金立群“擊拳”問好。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興偉 攝

◆陳茂波與嘉賓相互問候。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興偉 攝

◆與會嘉賓為精彩演講鼓掌。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興偉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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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焦點
2022年11月3日（星期四） 文 匯 要 聞◆責任編輯：周文超 1

會見巴基斯坦總理 強調將巴方置於周邊外交優先方向

深化中巴發展戰略對接
習
近
平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

11月2日上午在人民大會堂會見來華進行正式訪問的巴基

斯坦總理夏巴茲。習近平指出，歡迎你來華訪問，感謝你第一時間

來信祝賀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召開。中國和巴基斯坦

是好朋友、好夥伴、好兄弟。近年來，兩國在世界變局亂局中相互

支持、砥礪前行，彰顯中巴“鐵桿”情誼。中方始終從戰略高度和

長遠角度看待中巴關係，始終將巴基斯坦置於周邊外交的優先方

向，願同巴方提升全方位戰略合作水平，加快構建新

時代更加緊密的中巴命運共同體，為中巴全天候戰

略合作夥伴關係注入新動力。

習近平強調，中方讚賞巴方堅定推進對華友好
合作，感謝巴方在涉及中國核心和重大關切

問題上支持中方，將堅定支持巴方維護國家主權和
領土完整、發展利益、民族尊嚴，堅定支持巴基斯
坦實現穩定團結、發展繁榮。中方對巴基斯坦人民
遭受特大洪災深表同情，將追加提供緊急援助，幫
助巴基斯坦災後重建，支持巴方恢復災後農業生
產，加強防災減災、應對氣候變化合作。

習近平：高度牽掛在巴中國人的安全
習近平介紹了中國共產黨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

會取得的重要成果。習近平指出，中國將繼續堅持
對外開放基本國策，不斷以中國新發展為包括巴基
斯坦在內的世界各國提供新機遇。中方願同巴方深
化發展戰略對接。雙方要用好中巴經濟走廊聯合合
作委員會機制，以更高效率推進中巴經濟走廊建
設，將其打造成“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示範性工
程。要加快推進瓜達爾港配套基礎設施建設，發揮
港口對地區聯通發展的輻射帶動作用。雙方要共同
努力，為早日實施一號鐵路幹線升級改造項目和卡
拉奇環城鐵路項目創造條件。中方歡迎巴基斯坦擴
大優質農產品對華出口，願同巴方拓展數字經濟、
電子商務、光伏等新能源合作，扎實推進農業、科
技、民生等領域合作，將繼續為巴方穩定金融形勢
提供力所能及的支持。中方支持中國工業強省同巴
方結對子推進產業合作，希望巴方提供良好營商環

境。我高度牽掛在巴中國人的安全問題，希望巴方
為赴巴基斯坦開展合作的中國機構和人員提供可靠
安全環境。

習近平指出，當前，世界之變、時代之變、歷
史之變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開。面對高度不確定
的世界，雙方要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保持在國際
多邊機制中的高水平合作，在重大國際地區問題上
密切配合，維護真正的多邊主義，維護國際公平正
義，維護發展中國家共同利益，為世界提供確定性
和正能量。中方願同巴方一道，推動落實好全球發
展倡議和全球安全倡議，推動全球經濟治理體系朝
着更加公正合理、普惠共贏的方向發展，構建人類
命運共同體，為兩國發展提供有力保障，為世界和
平穩定和共同繁榮作出更多貢獻。

夏巴茲：沒任何勢力能孤立中國發展
夏巴茲表示，我非常榮幸成為具有里程碑意

義的中共二十大成功召開後首批受邀訪華的外國
領導人之一，這充分彰顯了巴中之間的深厚“鐵
桿”情誼。我謹代表巴基斯坦政府和人民再次熱
烈祝賀習近平主席當選連任中共中央總書記。過
去十年來，在習近平主席英明領導下，中國取得
了堪稱時代奇跡的偉大發展成就，並在國際上堅
持多邊主義，推動團結和合作，為維護世界和平
與發展作出重要貢獻，充分展現出負責任大國風
範。世界離不開中國，沒有任何勢力能夠孤立遏

制中國發展。相信習近平主席的遠見卓識不僅將
繼續領導中國創造更加輝煌的成就，也將引領世
界走向更加光明的未來。

夏巴茲表示，深化巴中全天候戰略合作夥伴關
係是巴外交政策基石和社會各界共識。衷心感謝中
國政府和人民為巴方抗擊新冠肺炎疫情提供寶貴幫
助，並在巴遭受特大洪災後提供慷慨援助。沒有任
何國家像中國這樣真心誠意幫助巴基斯坦等發展中
國家。巴方堅定奉行一個中國政策，堅定支持中方
在台灣、涉疆、涉港等核心利益問題上的立場，希
望學習借鑒中國治國理政成功經驗，堅持自力更
生，同時深化同中國各領域合作，從而更好實現自
身發展，這是巴未來前進方向和唯一選擇。中巴經
濟走廊建設對巴經濟社會發展產生了深遠影響，巴
方願同中方一道，持續推進高質量共建“一帶一
路”，希望中方大力支持推進一號鐵路幹線升級改
造和卡拉奇環城鐵路等重要基礎設施項目建設。巴
方將進一步強化安保措施，全力保護在巴中國機構
和人員的安全。巴方全力支持習近平主席提出的全
球發展倡議和全球安全倡議，願同中方加強在國際
地區事務中溝通協作，為維護世界和平與發展作出
積極貢獻。巴中友誼堅不可摧，巴方將永遠同中國
堅定站在一起。

會談結束後，習近平在人民大會堂金色大廳為
夏巴茲舉行了歡迎宴會。

王毅、何立峰等參加上述活動。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應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邀請，坦桑尼亞聯合共和國總統薩米婭．蘇
盧胡．哈桑將於11月2日至4日對中國進行國事訪
問。據中新社報道，針對坦桑尼亞總統哈桑訪華
一事，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11月2日在例行
記者會上表示，中坦友好關係是中非友好合作關
係的精彩縮影。

有記者問，據媒體報道，坦桑尼亞駐華大使
凱魯基近日在新聞發布會上積極介紹坦中合作並
展望哈桑總統訪華成果。他表示，訪華期間雙方
將簽署數項協議，為兩國在基礎設施建設、農

業、貿易和投資等領域合作帶來新機遇。坦中關
係密切，互利共贏，此訪表明兩國具有高度政治
互信，將推動雙邊關係邁上新台階。請問中方對
此有何評論？

構建新時代中非命運共同體
趙立堅表示，凱魯基大使還介紹了中坦合作

助力坦桑尼亞經濟社會發展，在貿易、就業、醫
療衞生、人文交流等方面給坦桑尼亞人民帶來的
實實在在的好處。正如凱魯基大使所言，哈桑總
統此次訪問充分體現了中坦高水平友好和互信。

我們相信，此次訪問將推動雙邊關係向更高水平
發展。

趙立堅指出，哈桑總統是中國共產黨第二十
次全國代表大會後中方接待的首位非洲國家元
首。中坦友好關係是中非友好合作關係的精彩縮
影。當前，中非關係蓬勃發展，已經進入構建高
水平中非命運共同體的新時代。中國正同非洲國
家密切對接，在新形勢下弘揚中非友好合作精
神，共同推進落實中非合作論壇達喀爾會議成
果。我們相信，哈桑總統此訪也將為中非攜手構
建新時代中非命運共同體注入強勁動力。

中共二十大閉幕，中
國就進入今年初北京冬奧
會以來外交活動最密集的
一周。

越共中央總書記阮富
仲10月30日起對中國進行正式
訪問，他是二十大後首位訪華的
外國政要。官方發布的消息和新
聞畫面顯示，中國以高規格接待
阮富仲。緊隨其後，北京迎來兩
個發展中國家的領導人，來自有
“鐵桿”情誼的巴基斯坦總理夏
巴茲，以及非洲國家坦桑尼亞總
統哈桑。

安排在本周五（11月4日）
的德國總理朔爾茨訪華行程更受
到西方廣泛關注，德國媒體對朔
爾茨訪華隨訪名單做了大量預熱
解讀。

到本月中旬，二十國集團
領導人第十七次峰會和亞太經合
組織領導人非正式會議即將登
場，中國聲音屆時無疑會備受矚
目。

可以看出，中國外交的這
波密集的日程裏，既有黨際外
交、雙邊關係，也有多邊峰會，
既涉及周邊國家，也不乏歐洲發
達國家，也有遠道而來的非洲發
展中國家，可謂全面開花。從議
題看，應該涵蓋政治、經貿、安
全以及地區和全球熱點等方方面
面。

堅持對外開放維護多邊主義
在久違的線下主場外交場

合裏，中國將二十大報告中擘畫
的未來發展藍圖，為遠道而來的
新老朋友清晰解構。已經進行的
兩場外事活動中，中國傳遞了明
確的信號：中國堅持對外開放，
始終維護真正的多邊主義。

在與阮富仲會談時，習近平
強調，中方願同東盟一道踐行真
正的多邊主義，堅持開放的區域
主義，共同促進地區局勢和國際
秩序朝着和平穩定、公正合理方
向發展，積極推動構建人類命運
共同體。

在會見夏巴茲時，習近平
強調，面對高度不確定的世界，
雙方要站在歷史正確的一邊，保
持在國際多邊機制中的高水平合
作，在重大國際地區問題上密切
配合，維護真正的多邊主義，維
護國際公平正義，維護發展中國
家共同利益，為世界提供確定性
和正能量。

作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中國打贏了人類歷史上規模最
大的脫貧攻堅戰，全面建成小
康社會……中國和平崛起的每
一步，都是為對外交往增加底
氣。這些年，中國獨立自主的
和平外交政策得到廣泛認同，
中國的國際影響力、感召力、
塑造力顯著提升。事實一次次
證明，從“一帶一路”到人類
命運共同體，中國的和平發展
帶給世界的不是挑戰與威脅，
而是發展的紅利和互利共贏。
在高度不確定的世界， 相信中
國的確定性能讓“朋友圈”更
大，更穩固。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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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坦關係是中非關係精彩縮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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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11月2日上午，

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
京人民大會堂會見來華
進行正式訪問的巴基
斯坦總理夏巴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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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我國跟上世界趨勢解封國境，
不過教育部員工要出國，仍須專案簽呈引發抱
怨。教育部長潘文忠今天表示，現在國際或國
內都已恢復常態生活，他將請人事處就現況進
行檢討，採取一般性方式，回應部內員工的出
國需求。

雖然我國邊境陸續解封，但教育部內人事
單位近日也向員工公告，基於防疫措施及維護
人員健康，參酌教育部針對疫情期間同仁非因
公出國案件，審核措施為須親自為之或有不可
替代性事由，並經簽奉核准後為之（一層決行
），員工擬暫停出國，唯有特殊情形者，須親

自為之或有不可替代性，並寫專案簽呈至一層
決行同意，方可非因公出國。

教育部的出國禁令引發部內員工抱怨，立
法院今天審查教育部預算，會前潘文忠受訪表
示，之前教育部的出國請假申請辦法，是因應
疫情考量，因為當時很多國家或地區的疫情嚴
峻，因此對於非因公出國，就從嚴規定，以保
障員工的身體健康。

不過潘文忠進一步指出，這樣的請假規定
確實有必要因為疫情而來檢討，國內或國際都
逐漸進入常態生活，他將請人事處檢討，回到
一般性的申請程序，以因應員工的出國需求。

（中央社）長榮航空於今日首航台北－慕尼黑航線，上午在
桃園國際機場進行首航儀式，特別調派三麗鷗彩繪機 「星空機」
飛航與旅客同樂，首航班接近滿載。慕尼黑航線開航後，長榮在
歐洲布局達6個航點，為台灣飛航歐洲航點最多、航班最密集的
航空公司。

近年台、德雙方合作密切，德國也是台灣在歐洲第一大貿易
夥伴，在經貿、交通及科技等各領域的交流逐年增長，去年雙邊
貿易達200億美元，創下新高。慕尼黑為德國商業大城，諸多世
界重要工商企業皆設廠於此，每2年舉辦的慕尼黑電子展，更是
全球規模最大的電子零組件專業展，吸引全球超過50個國家參
展，買家超過100餘國，長榮看好台北－慕尼黑航線的開闢，可
拉攏更多商務旅客。

慕尼黑也是德國重要旅遊城市，擁有眾多著名景點，包括聖

母教堂、寧芬堡宮、國王湖、
BMW 博物館以及歐洲最大城

市公園之一的英國花園，位處慕尼黑郊區的新天鵝堡，更是迪士
尼城堡的原型，年度盛會慕尼黑啤酒節更被譽為全世界最盛大的
節慶活動，也讓慕尼黑享有世界啤酒之都的美名。

長榮航空董事長林寶水表示，台北－慕尼黑航線每周飛航4
班，除提供兩地民眾便捷的空中服務，同時讓旅客透過長榮的6
大歐洲航點，進出歐洲行程安排更加便利。長榮也著眼轉機的市
場，未來希望能吸引更多的亞洲旅客前來台灣轉往慕尼黑，或從
慕尼黑經台灣轉往亞洲各大城市，強化台灣轉運樞紐的核心地位
。

民航局長林國顯說，疫情使台灣旅運界遭受客量斷崖式的打
擊，目前11月每周約878班航班，12月為1100班左右，但相比
疫情前的3600班，僅恢復約3成。在政府全力紓困、桃園機場趁

機整備、航空業者不裁員努力下，如今疫情即將過去、機會來臨
之時，台灣已經準備好了。

德國在台協會副處長陶艾瑪（Dagmar Traub-Evans）指出，
慕尼黑開航後，德國非常歡迎台灣旅客搭乘長榮航空前往美麗的
慕尼黑，親身體驗當地之美。

長榮航空台北－慕尼黑航線以波音777-300ER或787機型飛
航，每周飛航4班，台北飛往慕尼黑每周一、三、五、日；慕尼
黑飛往台北則為每周一、二、四、六。

為歡慶台北－慕尼黑開航，長榮航空推出開航特惠價，前往
官網購買來回機票2萬7569元起（未稅）。旅行業者則規劃各式
團體行程，前往慕尼黑10天只要6萬9900元起。長榮指出，我
國防疫政策逐步放寬後，各地市場均穩定恢復中，尤其以歐洲航
線恢復最快，台北－米蘭、台北－慕尼黑航線陸續開闢，未來歐
洲的市場熱絡程度將令人期待。

長榮台北－慕尼黑今首航
完整布局歐洲6航點

（中央社）故宮不再讓蘭
千山館文物寄存，國民黨智庫
召集人陳學聖昨指出，故宮今
年仍編 800 萬元 「蘭千山館書
畫」等特展預算獲立院通過，
訂10至12月展出，現在卻改為
「寫盡繁華」特展，還要在展

期中途把蘭千山館文物撤走，
根本是藐視立院。國民黨立委
鄭麗文也痛批，故宮摔破 2 座
新竹棒球場，現在還要解約寄
放50年的蘭千山館，逃得過戰
爭都逃不過民進黨的魔爪。

陳學聖說，蘭千山館文物
中最重要的國寶級展品為唐朝
褚遂良的 「蘭亭」與懷素的

「千字文」，目前仍在故宮
「寫盡繁華」特展展出，該特

展即於明年 3 月到期，但展品
清單卻註明12月底將更換展件
，暗示屆時蘭千山館文物就要
歸還原主。

陳學聖強調，蘭千山館文
物價值遠在那 3 件破損瓷器上
，其寄存故宮合約以 5 年為期
，自1969年起續約多次至今，
最後一次約在今年10月底到期
，如今故宮博物院院長吳密察
卻堅持不再續約，絕不允許他
專斷、便宜行事，建議立法院
，凍結故宮相關部分預算。

鄭麗文更痛批，故宮在短

短2年不到時間破壞3件重要文
物，現在還要解約寄放50年的
蘭千山館，接二連三地摧毀國
寶，犯錯就隱匿、狡辯，逃得
過戰爭都逃不過民進黨的魔爪
。

博物館界則指出，此時故
宮卻欲去蘭千山館，讓故宮的
定位反而走上去台灣化之路，
凸顯故宮缺少台灣價值，將原
具備當代國際重要博物館份量
的故宮，扁平矮化為清宮收藏
文物館，藉以脫離原本的大中
華國族論述，然而此舉也是將
故宮的格局作小，令人擔憂。

（中央社）花蓮縣環保局推廣低碳旅遊不遺餘力，今年邀請
知名網紅實際體驗低碳一日遊，造訪濕地、具環保署環境教育設
施認證場所，至低碳的商店享用在地美食，入住具環保標章的旅
店，整趟行程好吃又好玩，且經環保局評估，這趟旅途每人可減
少近100公斤二氧化碳排放，輕鬆旅遊也能保護地球。

環保局去年起延續2020年 「碳索你沒來過的花蓮」低碳旅
遊主題，建立低碳旅遊品牌的特色為目標，逐年串連各個低碳旅
遊景點與體驗遊程，以縣長徐榛蔚推廣的 「慢‧精品‧花蓮」觀
光政策為基底，提升低碳旅遊模式能見度，讓低碳旅遊成為好玩
、有趣的遊程體驗，而非一趟教育研習。

縣長徐榛蔚說，環保局在2020年推出4個低碳旅遊示範點，
包含新城鄉 「洄遊吧食魚體驗館」、光復鄉 「大農大富森林園區
」、豐濱鄉 「高山森林基地」與 「海岸咖啡莊園」，遊程主要以
電動機車和大眾運輸工具能抵達為考量，深化旅遊行為和在地文
化與人群的互動，全部採預約制和導覽解說的遊程設計。

由於以這些低碳旅遊示範點規畫的遊程，有在地達人介紹當
季最可口的食材料理，同時還能認識風向、海流、泥土、原住民
口耳相傳的鄉野傳奇，帶領遊客探索熟悉卻未曾見識的道地花蓮
，廣獲好評，因此環保局去年起以2020年的遊程為延伸，規畫
花蓮市 「美崙溪」、 「花蓮溪流域」及光復鄉 「馬太鞍濕地」等

3條遊程路線，涵蓋市區、農村、原住民部落旅遊與在地有機農
業體驗。

環保局推動低碳旅遊，還加碼2波抽獎活動，民眾填寫問卷
後，只要分享來花蓮低碳旅遊的照片，或是發揮創意寫首充滿洄
瀾風情的自由詩，便有機會抽花東 3 天 2 夜深度旅遊行程、
iPhone 14、任天堂Switch等，將超值好禮帶回家！詳細活動資訊
，可上網搜尋 「花蓮低碳旅遊資訊網」及 「碳索你沒來過的花蓮
」FB粉專。

故宮退回蘭千山館文物 藍轟藐視立院

到花蓮擁抱大自然 輕鬆旅遊護地球

教育部仍有出國禁令惹怨

潘文忠：將調整回一般請假方式

（中央社）國道員警爆發性侵少年重
大案件！前國道第九公路警察大隊鄭姓交
通組長被查出與15歲少年在網路上認識，
見面後涉嫌與該少年約在公廁後發生性關
係，直到少年返家告訴父親才東窗事發提
告。鄭員9月遭台北市警方逮捕拘提到案，
台北地檢署聲押獲准，國道警察局並將鄭
員記2大過免職。檢警並從鄭員電腦中查出
被害少年不止一人，有多人受害，台北地
檢署3日依妨害性自主、兒少性剝削等罪起
訴鄭男，並請求法院分論併罰，從重量刑
。

鄭員目前在押，北檢將移送北院審理
。

警方調查，前任職於國道警察局第九
公路警察大隊27歲2線2星鄭姓警務員，被
指控今年9月3日在台北市中正區一處公廁
涉嫌性侵15歲少年、妨害性自主，少年返
家後告訴父親，才怒至北市府警察局提出
告訴。

據了解，鄭員和 15 歲少年是在今年 9

月時上網認識，鄭員初步坦承與男童發生
性關係，但否認有性侵行為。

不過，警方 9 月 12 日前往鄭姓警務員
家中搜索時，在電腦中查到數名少年不雅
裸照，甚至還有互傳私密照的對話紀錄，
拘提鄭警到案，全案訊後遭依性侵、兒少
性剝削等罪送辦，北檢聲押，台北地院13
日裁定收押禁見。

據了解，鄭員曾任國道警察南、中部
等多個外勤分隊，因工作表現盡責認真、
對待同事客氣、短短4年就升任警務員，並
被分發到國道警察局第九分隊，日前更被
提拔為該大隊的交通組長。

案發後，國道警察局對此表示深感遺
憾抱歉，決議將鄭警記2大過免職，此外，
曾經擔任國道警察局第九大隊的前後任2名
大隊長，則因內部管理鬆散遭記過1次處分
，第九大隊的駐區督察，則遭記申誡1次處
分，國道警察局長楊春鈞，也報請警政署
自請處分。

國道警官網誘多名少年性侵拍裸照 遭起訴求處重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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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達重達11..44噸的雷克斯暴龍骨架在新加坡展出噸的雷克斯暴龍骨架在新加坡展出 即將進行拍賣即將進行拍賣

第壹屆南方花卉苗木交易會開幕第壹屆南方花卉苗木交易會開幕
遊客漫步花海中遊客漫步花海中

第壹屆南方花卉苗木交易會暨第三屆廣西花卉苗木交易會在廣西桂第壹屆南方花卉苗木交易會暨第三屆廣西花卉苗木交易會在廣西桂
林開幕林開幕，，數萬盆花卉苗木組成繽紛花海數萬盆花卉苗木組成繽紛花海，，遊客們漫步花海中拍照打卡遊客們漫步花海中拍照打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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