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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拜登今天動身飛往美屬
維京群島（US Virgin Islands），在致
命暴風雪侵襲之際前往加勒比海度假
，外界預期他許下的新年新希望，將
是參加2024年大選尋求連任。

法新社報導，福斯新聞（Fox
News）主持人今早痛批拜登，指他在
美國人民對抗暴風雪之際， 「準備去
享受美好時光」 。

然而，高齡80歲的拜登2022年執
政有成，為他累積能量在前往聖克洛
伊島（St Croix）度假時宣布尋求連任

白宮大位。
拜登以歷來最高齡78歲擔任總統

，上任頭兩年面臨一連串令人難以置
信的危機，其中大多是前朝政府留下
的問題。如果沒有意外的話，這週的
陽光假期終於可以讓他好好休息一下
。 拜 登 任 期 前 半 經 歷 COVID-19
（2019冠狀病毒疾病）疫情高峰和低
谷、狼狽退出20年阿富汗戰爭、40年
來最高通貨膨脹，以及前總統川普企
圖顛覆美國民主的政治餘波等。

拜登去年12月曾規劃赴波多黎各

度假過新年，後因COVID-19疫情加
劇而在最後一刻取消。

今日，即使疫情尚未結束，拜登
今天仍準備前往加勒比海邊度假。

在國內，拜登所屬政黨2022年在
立法方面取得一連串勝利，以12月立
法保護同性婚姻劃下圓滿句點，至於
一度飆漲的汽油價格也幾已回復正常
水準。反觀共和黨國會議員準備在明
年1月掌控眾議院之際顯得混亂，仍是
共和黨領導者的川普面臨多起法律官
司威脅。

拜登南行度假決定是否參選連任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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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eadly winter storm has bedeviled much of the country. In
Buffalo, New York, the hardest hit city is faced with restoring
power, checking homes and cars with expectations that more
residents will be found dead.

At least 27 people have been found dead as a result of the
storm. In New York’s Erie County, Buffalo was buried by up to
43 inches of snow.

When the arctic blast smacked the holiday weekend, nearly
2,700 flights were canceled. Of those, 2,500 are operated by
Southwestern Airlines.

Indeed, in Buffalo, blizzard conditions were recorded for 37
straight hours. Even emergency and recovery vehicles were
stuck in the snow and rescuers were rescuing the rescuers.
Hundreds of vehicles were abandoned in the snow in Buffalo.

According to the records, there were 420 EMS calls that

went unanswered and the death toll will be going up.
President Biden has already approved an emergency

declaration for New York, freeing up federal resources to assist in
the disaster-hit area.

At least 49 storm-related deaths have been recorded across
several states including Colorado, Kansas, Ohio and Missouri.

To be honest, the changes caused by the warming of the
global climate have brought extremely hot and cold weather to
human beings which is now one of the major challenges that we
are facing today.

The year of 2022 is coming to an end. Looking back over the
last three years, we all have been crippled with Covid-19, the
Ukraine war and inflation. We deeply understand that only by
being united can we overcome these difficulties. Otherwise,
natural and man-made disasters are inevitable. 1212//2828//20222022

People Have Died Because Of ThePeople Have Died Because Of The
Freezing Winter StormFreezing Winter Storm

美國近代史以來最冷的風
雪上週橫掃紐約州北方城鎮，
已經有二十七人因而凍死，
包括科羅拉多州、肯塔基州
在內之災情，估計至少有四
十九人死亡，消防人員表示
，在風雪過後我們會發現更多
的傷亡。
災情最重的水牛城 ，目

前正在清理道路善後，清除
路障，預計會發現更多之遇
難者，過去週末，因天氣寒
冷而取消了二千九百個航班
，其中二千五百個是西南航
空之航線。
根據氣象報告， 水牛城

曾經有近四十小時在寒冬風暴
之侵襲，這是非常罕見之災

難，因集雪過深，許多救護
車也被困在大雪之中他們反而
變成被救之對象。
拜登總統已經下令該區是

重災區，立即展開聯邦政府
給予之協助，並準備了許多
速食發放給災民。
老實說 ，地球氣候之變

遷和暖化已經給人類帶來了極
熱和極冷之氣候，這也是我
們面臨之一大挑戰。
二〇二二年即將結束，

回顧全球艰難困苦之三年加上
戰爭及通貨膨脹及新冠疫情之
肆虐，我們深深體會到只有
團結一致，才能克服困難，
否則天災人禍是無法避免的。

美國凍死人了美國凍死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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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 為 22 歲 庫 德 族 女 子 馬 莎 艾 米 妮
（Mahsa Amini）在公共場合違反宗教儀式與
面紗法律規定而被道德警察逮捕霸凌身亡, 所
以在伊朗掀起了激烈的社會運動，眾多婦女
在全國激烈的展開了抗議活動, 她們燒掉頭巾
和剪掉頭髮，象徵了向傳統挑戰, 更多伊朗男
子加入了抗爭行列, 為求變革新,他們吶喊与跪
求已超過100天, 但依然喚不醒頑固政權,總統
萊希對民眾放出狠話:對敵對分子絕不寬貸, 必
以國法處置偽君子、君主主義者以及一切反
革命潮流者, 這就是伊朗當政者當前的立場,
也必然是他們未來所要採取的強硬手段。

伊朗官方毫不諱言發佈消息，有數百人
在近來的抗議活動中喪生，數千人在全國各
地被捕,450人以上喪生, 有9人被判處了死刑,
本月稍早已處決了兩名。

儘管當局進行了暴力鎮壓，但伊朗人並
沒有放棄抵抗,全國範圍內的罷工標誌著對統
治政權的無畏，馬莎艾米妮之死引發的抗議
活動持續了如此長時間和強烈證明了伊朗人
民的韌性、勇氣和決心,她的死成為一種催化
劑，讓所有教派、背景和宗教的伊朗人團結
起來，包括戴頭巾和不戴頭巾的女性。

這一事件突顯出，無論是國內抗議者，
還是國外支持者，都必須堅定地呼籲公民享
有充分的人權和自由。任何低於這一標準的
做法都將是投降，只會進一步助長該政權的
氣焰。國際特赦組織在一份聲明中說:“國際
社會和全球媒體絕不能允許伊朗當局矇騙他
們。”

長期以來，伊朗婦女實際上一直是該政
權壓迫的象徵，因為它諷刺地利用其誤導的
宗教信仰的外衣來限制自由。但伊朗年輕人
正在奮起反抗暴政、獨裁和過去44年裡遭受
的所有暴行。

然而現在伊朗政府的態度很明確, 那就是
堅決反對學生推翻傳統的束縛,勒令學生們必
須循規蹈矩繼續服從傳統的禮俗和行儀, 否則
就會被懲罰和處置, 這是一個正確的處理方式
嗎? 不, 當然不是, 伊朗當局顯然並不明白年輕
學子的心聲, 在網際網路四通八達的今日世界
, 原本閉塞保守的年輕學子看到現代化民主國
家的形形色色、自由自在的生活方式, 而他們
卻被束縛在傳統的衣著服飾之中, 他們又豈能
容忍呢?

事實上伊朗在2017年哈桑•魯哈尼總統
執政期間，在道德警察領導下，政府表示不
再因違反著裝規範而進行逮捕,但在易卜拉欣
•拉西上任總統後卻改弦易張，又回覆了傳
統的規定, 並且把這些規則變得更加嚴格, 所
以這些抗議活動就是明確表示，反對已經存
在太久的兩極分化的父權制。

現在伊朗的男女老幼，遜尼派和什葉派
，庫爾德人和波斯人，通通都已經憤怒走上
街頭抗暴, 如果執政當局繼續壓制下去, 情況
將變得更險峻, 歐美各國已相繼對伊朗當局採
取制裁手段,若不立馬擺脫不合時宜的神權政
治枷鎖,實施新政新規, 這個國家的安全堪虞也
!

烏克蘭南部赫松州的州長說，俄羅斯過
去24小時繼續攻擊赫松州，其中赫松市就被
攻擊23次，有3名平民受傷。聯合國人權機
構則表示，自俄國入侵以來，已有近7000名
烏國平民遇害。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報導，赫
松州（Kherson）州長亞努什維奇（Yaroslav
Yanushevych）在社群媒體Telegram貼文表
示： 「俄羅斯對赫松州進行50次砲擊。州內
和平聚落受到大砲、多管火箭系統（MLRS

）、迫擊砲和戰車的攻擊。」
亞努什維奇說，赫松市在過去24小時內

遭受23次襲擊，有3人受到 「嚴重程度不同
」 的傷害。

俄羅斯軍隊11月從赫松市撤退，這是莫
斯科入侵烏克蘭以來占領的唯一一個地區首
府，是俄羅斯總統蒲亭（Vladimir Putin）的
重大挫敗。

從那個時候開始，俄羅斯軍隊就駐紮在
流經赫松市河流的對岸，定期從那裡砲轟赫

松市。
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公署

（Office of the UN High Commis-
sioner for Human Rights,OHCHR
）說，自俄羅斯2月入侵烏克蘭以
來，至少有6884名平民遇害。

根據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
公署說法，上述數字計算到12月
26日為止，其中包括429名兒童，
公署相信實際上遇害的人數更多。

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公署
還說，近1萬1000人受傷。

CNN無法獨立核實上述數據。

俄羅斯24小時內攻擊赫松市23次 3人受傷波蘭決心在全力推動核能，而且是 「多多益
善」 。總理莫拉維斯基 (Mateusz Morawiecki) 於
10月與美國西屋公司簽約，將在波蘭建造一座西
屋反應爐的核電廠。然而就在大家以為波蘭的核
電就是美國包辦之後，波蘭又與韓國水力核電公
司(KHNP)，簽署了一份意向書，準備建造另一座
韓國反應爐的核電廠。

英國金融時報(Financial Time)報導，華沙的
決定被稱為 「發動核超速發展」 ，這有歷史的原
因，也有國際局勢在推動；波蘭從1990年正式獨
之後，就一直希望能源可以擺脫俄羅斯的影響，
而在今年2月24日俄羅斯侵略烏克蘭以後，波蘭
更要努力應對直線飆升的能源成本，這些成本已
將通貨膨脹率，推至 25 年來的新高。

除了波蘭全力走向核能以外，其他歐洲國家
也從 「擺脫核能」 ，改成 「擁回核能」 ，理由也
相似，一來是俄羅斯侵略導致能源飆升，而且國
際社會對於 「淨零碳排」 的目標，並沒有因為能
源危機而放寬。英國計劃在2030年開始，將建造
8座新反應爐；而德國和比利時則是 「政策大轉彎
」 ，本來要放棄與停用的核電廠，決定延長使用
時間。

波蘭經濟研究所能源專家亞當‧喬斯薩克
(Adam Juszczak)說： 「我們看到歐洲對核能的看
法，發生了巨大變化。“現在人人都充分意識到
，必須汰換化石燃料，尤其是俄羅斯進口的。」

20世紀70年代初，波蘭也曾經可能有核電廠
，當時的共產黨政府規劃了一處核電預定地，計
畫在 1982 年開始建設，但是資金短缺，以及
1986年車諾比核災而被放棄。蘇聯解體後，歷屆
波蘭領導人也開出重啟核電的支票，卻總是未能
兌現。

回顧這段歷史，波蘭國家核研究中心資深教
授安傑•史特普切夫斯基(Andrzej Strupczewski)
說： 「在核能界工作60年，我們真的該早一點做
出決定的。」

民調顯示，大多數選民現在更擔心不斷上升
的賬單費用，而不是核能安全，因此一切都顯得
水到渠成。

根據波蘭經濟研究所的粗估，只要計劃順利
，核能將可在20年內，為波蘭提供25%至40%
的電力供應。

當然，波蘭也有反核聲浪。波蘭綠色和平組
織主任帕維爾•希普斯基(Andrzej Strupczewski)
說： 「核電只是政府的國際公關噱頭，政府的核
能計劃不切實際，只是想表示他們能夠解決能源
危機。」 他敦促政府投資風能， 「那才是更有效
率的使國家迅速擺脫碳能源的綠色技術。」

格但斯克大學核能研究員馬爾欽•雅斯科斯
基(Marcin Jaskolski) 表示，核電計畫經常遭受延
誤和成本超支，波蘭這麼一個沒有建設現代核電
廠經驗的國家，風險是很大的。

波蘭為確保電力安全 寄希望於核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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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這是“反人類罪”

法國面臨新壹波疫情反彈
衛生部呼籲假期前接種疫苗

綜合報導 根據最新發布的新冠疫情數據，法國正面臨新壹波疫情

反彈。法國衛生部呼籲民眾在聖誕元旦假期前接種新冠疫苗。

數據顯示，法國2日單日新增新冠確診病例59008例，累計確診37975060

例；累計死亡病例159093例，新增死亡病例67例。法國單日平均確診病例目

前回升至近55000例；新冠發病率為每10萬居民中有近500例確診病例，在壹

周時間內增長38%。法國幾乎所有省份的新冠發病率也均在回升。

法國《巴黎人報》報道稱，新冠病毒變異株奧密克戎新亞型BQ.1.1

的傳播可能是此次疫情反彈的主要因素之壹。BQ.1.1毒株將超過BA.5毒

株，成為法國目前主要流行的新冠病毒毒株。

法國衛生部在疫情分析報告中呼籲民眾在聖誕元旦假期前接種新冠

疫苗，強調接種疫苗“必不可少”，旨在確保疫苗能提供最大程度的保

護，讓人們度過快樂的假期，避免醫療系統的飽和。報告同時還呼籲民

眾繼續保持現行防疫做法如保證社交距離等，以保護最脆弱的人群。

法國衛生部現已進壹步放寬接種第四劑疫苗的符合條件人群範圍，與老

年人或其他脆弱人群保持接觸的人也可以接種第四劑疫苗，並且沒有年齡方

面的限制。這意味著60歲以下人群現在有機會接種第四劑疫苗。但法國BFM

電視臺2日報道，盡管上述措施已生效，但不少人還對此缺乏了解。

另外，法國衛生部還擔心新壹波疫情和支氣管炎、流感等季節性疾

病共同給冬季的醫療衛生系統帶來巨大壓力。有傳染病學家警告，當前

的流行病情況是“前所未有的”，並“充滿了不確定性”，聖誕節期間

可能會出現三種疾病傳染的疊加峰值。

反擊北約升級武器部署！
普京：俄可培訓白俄飛行員操控核武戰機

據報道，俄羅斯總統普京表示，俄

羅斯可以對白俄羅斯軍隊飛行員進行培

訓，以便他們能駕駛經過改裝可掛載核

武器的戰機。俄羅斯專家認為，此舉是

效仿美國及其北約盟國在核武器領域的

做法，是對美國及北約國家在核領域行

為的壹種回應。

普京表態引發關註
衛星新聞網報道稱，普京在與白俄

羅斯總統會談後舉行的記者會上表示：

“我認為可以繼續落實白俄羅斯總統提

出的培訓白軍隊戰鬥機飛行員的建議，

這些戰機為可使用帶有特殊彈頭（核彈

頭）的空基彈藥而加以改裝。我想強調

的是，這種合作形式不是我們的發明，

幾十年來美國壹直與北約盟友開展類似

活動。”

俄羅斯《生意人報》報道稱，白俄

羅斯總統盧卡申科表示：“我們準備了

相應的飛機，從蘇聯時期就有這種飛機

。我們在俄羅斯對飛機進行了測試，將

與俄羅斯壹起訓練能夠駕駛這些攜帶特

種彈藥飛機的機組人員。”報道稱，實

際上今年6月下旬在聖彼得堡與俄總統

普京會晤時，盧卡申科就請普京關註波

蘭要求美國在其領土上部署戰術核武器

壹事。他稱，北約戰機正在白俄羅斯邊

境進行攜核武器的飛行訓練，希望俄能

幫助改裝白俄羅斯的戰機，讓其可攜帶

核武器，以此作出對等回應。

報道稱，盧卡申科曾表示，白俄羅

斯擁有的蘇式攻擊機已經進行了改裝升

級，現在可以攜帶核武器。如果西方給

明斯克制造麻煩，其將立即作出反應。

盧卡申科表示，俄羅斯當天交付的

S-400防空系統和“伊斯坎德爾”導彈系

統已在白俄羅斯投入戰鬥值班。另據報

道，當地時間21日，白俄羅斯政府發布

命令，臨時禁止民眾進入該國戈梅利州

與烏克蘭交界的3個邊境地區。該命令

已由白俄羅斯總理簽署並生效。

哪種飛機可搭載核武器
根據目前的媒體公開報道，白俄羅

斯理論上有3種飛機可用來搭載核武器

。此次，俄白雙方領導人都談到白俄羅

斯的蘇-25攻擊機可攜帶核武器。在上世

紀80年代，蘇-25的壹個原型機被改進以

測試攜帶核彈，其中包括為飛行員添加

特殊屏蔽和其他修改。但這種改進型沒

有批量生產。目前白俄羅斯空軍裝備60

多架蘇-25K和蘇-25UBK飛機。軍事專家

張學峰告訴記者，這種攻擊機的作戰半

徑偏近，通常主要用於近距離空中支援

。而且如果用於搭載核航彈，突防能力

有限。總之用這種攻擊機攜帶核彈，只

能解決最低限度的“能不能”的問題。

第二種可能的選擇則是蘇-24。俄新

社今年8月曾報道稱，白俄羅斯總統表

示俄白兩國將改裝白俄羅斯的蘇-24飛機

，以便它們可以攜帶核武器。在蘇聯時

期，蘇-24確實能夠攜帶戰術核武器，執

行核打擊任務。蘇聯解體後，白俄羅斯

空軍繼承了35架蘇-24攻擊機，然而據該

國媒體和國防官員稱，最後壹架於2012

年退役，曾經有壹批經過翻新並交付蘇

丹，之後沒有恢復生產線。張學峰認為

，蘇-24本身具有投放核彈能力，關鍵是

對其大修和現代化改造恐怕需要不少工

作量。而西方媒體認為，白俄羅斯“激

活”該機的可能性不大。

張學峰認為，白俄羅斯更適合搭載

核彈的其實是蘇-30戰鬥機。白俄羅斯在

2020年接收了4架蘇-30SM，未來還會接

收更多。這種戰鬥機屬於多用途戰鬥機

，載彈量達到8噸，並且航程更遠。俄

軍的蘇-30SM就攜帶模擬核航彈進行訓

練。而且該機可攜帶希比內電子戰吊艙

，突防能力也比蘇-24和蘇-25更強。張

學峰表示，從俄烏沖突中俄羅斯戰機的

表現來看，即便是蘇-30，在強對抗環境

下，對嚴密設防目標投放核彈也是有壹

定困難的。所以對於白俄羅斯而言，比

較現實的核威懾手段是使用帶有核戰鬥

部的“伊斯坎德爾”導彈。

對美國及北約的警告
目前俄羅斯僅限於幫助白俄羅斯改進

老式的蘇-25攻擊機和供應“伊斯坎德爾”

導彈系統，它們都能夠攜帶核彈藥。這是

俄羅斯對美國及其北約盟友的壹種警告。

據報道，俄羅斯外交部發言人紮哈

羅娃表示，最近越來越多北約國家呼籲

擴大美國在歐洲的核武器儲存系統，並

將其部分部署到北約東翼。波蘭表示願

意在其領土上部署美國核武器，並尋求

全面參與聯合核任務。俄羅斯和白俄羅

斯采取的反制措施嚴格遵守《不擴散核

武器條約》規定的義務。她說：“現階

段，我們只討論向白俄羅斯提供帶有常

規導彈的‘伊斯坎德爾-M’導彈系統，

以及使白俄羅斯蘇-25飛機的壹部分具備

運載核武器的技術能力。同時，沒有計

劃轉讓將飛機改裝為核武器運載工具的

技術。”

據報道，荷蘭首相馬克· 呂特於當日

正式為該國在奴隸貿易中扮演的角色道歉

，稱這是“反人類罪”。在演講中，呂特

表示：“幾個世紀以來，荷蘭壹直在將人

們商品化並進行剝削和虐待……1863 年之

後的歷屆荷蘭政府幾乎不曾承認過去的奴

隸制產生的負面影響。為此，我代表荷蘭

政府進行道歉。”

“這是壹個歷史性的時刻”
對於此次道歉，各方反應不壹。美國

《紐約時報》報道，阿姆斯特丹自由大學教

授佩皮恩· 布蘭登認為：“這是壹個歷史性

的時刻。要知道幾年前，荷蘭對歷史上的奴

隸制還保持沈默態度。”也有人認為荷蘭方

面缺乏具體行動。《紐約時報》稱，蘇裏南

國家賠償委員會主席阿曼德· 祖德爾批評呂

特的話不夠深入：“這樣的演講缺乏責任感

，賠償還是很有必要的。”據《紐約時報》

報道，在呂特發表道歉演講的前壹天，不少

人聚集在阿姆斯特丹市中心，抗議政府的道

歉方式。英國《衛報》稱，此前，荷蘭內部

的壹些右翼勢力並不支持道歉，呂特本人的

態度也壹直曖昧不清，直到2020年美國發生

了“弗洛伊德事件”，當時美國警察暴力執

法導致壹名黑人死亡引爆輿論，才促使呂特

改變主意。

奴隸貿易曾為荷蘭積累大量財富
歷史上的荷蘭壹直活躍於跨大西洋

的奴隸貿易活動。英國《衛報》19日稱

，荷蘭人於1634年首次進行奴隸貿易，

當時荷蘭西印度公司將1000人販賣到巴

西，到種植園從事勞動。路透社、《紐

約時報》稱，作為最早從奴隸貿易中獲

利的西方國家，“海上馬車夫”荷蘭在

17和18世紀廣泛參與奴隸運輸，其經營

的西印度公司將超過50萬奴隸從非洲運

往美洲，直到1863年荷蘭才在本土取消

奴隸制度。此外，除了把非洲奴隸運往

巴西和加勒比地區，荷蘭還把大量亞洲

人運往荷蘭當時的殖民地印度尼西亞做

苦役勞動。

據荷蘭國家電視臺報道，荷蘭通過

在本國、非洲和美洲殖民地之間的“三

角貿易”積累了大量財富。《衛報》稱

，據歷史學家計算，在18世紀70年代，

奴隸貿易的鼎盛時期，奴隸貿易活動產

生的利潤占荷蘭國內生產總值的 10% 以

上，其中不僅包括奴隸貿易的直接收入

，還涵蓋了從奴隸生產活動中賺取的利

潤。據美國《紐約時報》報道稱，當時

，荷蘭的貿易公司奴役超過100萬人，從運

輸奴隸和種植園生產中牟取巨額利潤。

據《紐約時報》《衛報》報道，如今

的荷蘭人，尤其是青少年群體對於荷蘭政

府在奴隸貿易中的“黑歷史”知之甚少，

直到2006年政府才將奴隸制加入學校課本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稱，近年來，荷蘭

政府在巨大的輿論壓力下，開始逐步為曾

經的殖民和奴隸制做出道歉，2020年更是

向埃塞俄比亞歸還了盜取的禮儀王冠。

“道歉是第壹步”
荷蘭政府將首相的道歉視為第壹步。

荷蘭國家政府網稱，荷蘭政府準備在明年舉

行“結束奴隸制150周年”慶祝活動，並將拿

出2億歐元作為基金，以解決荷蘭與其前殖

民地關於奴隸制的歷史遺留問題。政府還

建議成立壹個獨立的紀念委員會。《衛報

》稱，呂特表示，從明年7月開始的壹年將

是奴隸制度紀念年，該國將“反思這段痛

苦的歷史”。

“世界北極熊之都”
升溫過快危及北極熊生存
綜合報導 研究人員觀察發現，受氣溫上升影響，有“世界北極熊

之都”之稱的加拿大丘吉爾鎮海冰越來越少，危及北極熊生存。

丘吉爾鎮地處哈得孫灣西岸。英國廣播公司18日援引北極熊保護團

體“北極熊國際”的話報道，北極熊利用哈得孫灣中的浮冰捕獵海豹。

海豹體內的油脂能給北極熊提供大量能量，對母熊哺育幼熊尤為重要。

“北極熊國際”在丘吉爾鎮觀察北極熊多年。這壹團體成員弗拉維

奧· 萊納博士說：“過去幾十年，哈得孫灣結冰時間越來越晚，而海冰

融化時間卻越來越早。”這令北極熊難以捕獲足夠獵物。有科學家預測

，到2050年，無冰期過長將把北極熊推向饑餓邊緣。

“北極熊國際”另壹名科學家阿利莎· 麥考爾說，北極熊在陸地上時，

會吃漿果、蛋、小老鼠甚至馴鹿，但沒有什麼能比得上高熱量的海豹油脂。

過去三四十年間，由於越來越難接觸到海冰，哈得孫灣北極熊數量減少了約

30%，由此推斷，居住在更北地區的北極熊也面臨類似困境。

依據萊納博士說法，北極熊在岸上時間過長，無論對熊還是對人來

說，都意味著危險。

丘吉爾鎮經常有北極熊出沒，當地居民在生活中已與這些龐然大物

形成壹定默契：他們使用的垃圾桶帶有防熊功能；孩子們萬聖節出去討

糖果時，會有專門的巡邏隊保護；人們停車後通常不鎖車門，以便路人

隨時躲避北極熊。

英專家：聖誕老人也應為全球變暖負責
綜合報導 全球變暖是人類

不得不面對的壹個大趨勢，為

了緩解這種情況，節能減排自

然成為了不少企業的工作重點

之壹，但妳可能沒想到，就連

聖誕老人，也需要為此負責。

在聖誕節即將來臨之際，

在西方傳統節日“聖誕節“時

，聖誕老人通常會給頑皮的孩

子壹大塊煤炭作為“懲罰”。

然而，有來自英國專家

稱，考慮到全球氣候變暖的

緊迫性，聖誕老人也要為此而

負責，是時候逐步取消這種節

日懲罰了，相關呼籲已發表在

《The BMJ》雜誌上。

英專家指出，燃燒這種不

可再上的化石燃料，不僅加劇

了氣候危機，還會危害孩子

們的身體健康，同時還表示

，可以通過其他方法，比如

贈送由可回收材料制造的懲

罰性禮物。

近年來全球多地都遭遇了

極端氣候變化，忽冷忽熱，平

常下雨並不多的地區竟然也有

暴雨成災，這些異常被認為跟

全球變暖有關。

到底是什麼因素導致氣候

變化，現在科學家們研究出了

結果，超過 99.9%的同行評議

論文都認為總量70多億的人類

才是罪魁禍首。

該論文第壹作者、康奈爾

大學科學聯盟客座研究員馬克·

林納斯說：“我們幾乎可以肯

定，人類活動導致全球氣候變

化這壹共識已經超過99%，這

幾乎算是蓋棺定論。”

如此來看，聖誕老人要為

全球變暖負責，倒也不是太冤

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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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 「世紀暴風雪」 在肆虐耶誕節長週末
後，今天持續影響紐約州和全國空中客運運輸
，並有數以千計家戶仍然斷電。根據英國廣播
公司（BBC）報導，紐約州水牛城罹難者已增
至28人，全美死於天氣相關民眾已達至少62
人。

法新社則報導，官員證實紐約州西部伊利
郡（Erie County）又有一人罹難，使得可歸因
這場冬季風暴的死亡人數增至至少50人，其中
大多因道路交通意外喪生。

水 牛 城 （Buffalo） 市 長 布 朗 （Byron
Brown）推文說： 「很不幸的，警方預料死亡
人數還會增加。」 水牛城5天來被深及胸部的
積雪和停電癱瘓，預料今天還會降下更多的雪
。

紐約州的情況格外嚴峻，特別是在水牛城
。當地出現長達數小時的 「白矇天」 （white-
out）現象，緊急救難人員只能在雪堆之下逐車
搜尋倖存者。水牛城也是這場風暴危機中心伊
利郡首府。

伊利郡行政首長波隆卡茲（Mark Polon-
carz）昨天下午發推文稱，該郡至少已有27人
因暴風雪死亡，其中14人在戶外被發現，3人
在車內被發現。

波隆卡茲稍早也在記者會上說，伊利郡的

死亡人數可能超越臭名昭著的1977年水牛城暴
風雪，當時有近30人死亡。

紐約州州長侯可（Kathy Hochul）是土生
土長的水牛城人，她形容水牛城遭風暴肆虐後
的慘狀類似 「戰區」 。

她稍早告訴記者， 「毫無疑問這是世紀暴
風雪」 ， 「要說已經結束還為時太早」 。

侯可說，紐約州西部的一些城鎮在一夜間
被 「30到40英寸」 （75公分至1公尺）高的
積雪淹沒。

這場暴風雪數日來已導致9個州大範圍停
電、交通延誤或中斷。不過國家氣象局（Na-
tional Weather Service, NWS）今天預測，東
部和中西部的氣溫將開始回升。

但是國家氣象局也在今天的最新預報中警
告，東部和中西部 「危險的旅行條件」 將持續
存在。

在交通狀況方面，據航班追蹤網站Flight-
Aware.com資訊，近日由猛烈暴風雪、呼嘯狂
風和零度以下低溫組成的完美風暴迫使將近2
萬個國內航班取消，包括今天的近4700個航班
。

由於面臨更多的降雪預報，且大部分地區
「無法通行」 ，波隆卡茲與侯可都警告居民小
心躲避，並留在原地，避免出門。

世紀暴風雪持續影響紐約州和空運 全美至少62死

美國總統拜登今天動身飛往美屬維京群島
（US Virgin Islands），在致命暴風雪侵襲之際
前往加勒比海度假，外界預期他許下的新年新
希望，將是參加2024年大選尋求連任。

法新社報導，福斯新聞（Fox News）主持
人今早痛批拜登，指他在美國人民對抗暴風雪
之際， 「準備去享受美好時光」 。

然而，高齡80歲的拜登2022年執政有成
，為他累積能量在前往聖克洛伊島（St Croix）
度假時宣布尋求連任白宮大位。

拜登以歷來最高齡78歲擔任總統，上任頭
兩年面臨一連串令人難以置信的危機，其中大
多是前朝政府留下的問題。如果沒有意外的話
，這週的陽光假期終於可以讓他好好休息一下
。

拜登任期前半經歷COVID-19（2019冠狀
病毒疾病）疫情高峰和低谷、狼狽退出20年阿
富汗戰爭、40年來最高通貨膨脹，以及前總統
川普企圖顛覆美國民主的政治餘波等。

拜登去年12月曾規劃赴波多黎各度假過新
年，後因COVID-19疫情加劇而在最後一刻取
消。

今日，即使疫情尚未結束，拜登今天仍準
備前往加勒比海邊度假。

在國內，拜登所屬政黨2022年在立法方面
取得一連串勝利，以12月立法保護同性婚姻劃
下圓滿句點，至於一度飆漲的汽油價格也幾已
回復正常水準。

反觀共和黨國會議員準備在明年1月掌控
眾議院之際顯得混亂，仍是共和黨領導者的川
普面臨多起法律官司威脅。

難怪拜登在耶誕節前夕於雅虎新聞（Ya-
hoo News）發表一篇專欄文章，文中洋溢著過

節的歡樂氣氛。
他寫道： 「當我們回顧2022年…及展望未

來時…我對美國人民和美國經濟前景滿懷信心
。」

美國史上僅有3位總統在做滿第1屆任期後
，決定不再競選連任。川普是少數競選失利的
總統之一。

拜登若競選連任成功，他第2任就職將是
82歲、卸任時86歲，較之前美國總統高齡紀錄
保持者雷根（Ronald Reagan）第 2任卸任時
77歲幾乎大了10歲。

共和黨人試圖把拜登描繪成一個老態龍鍾
的人，稱他時而口齒不清、步履蹣跚，以及他
常表現出困惑或記性不佳。

支持拜登的人則說，他的從政生涯過去也
出現過失態和口吃，但他每天都表現出能勝任
這個複雜工作，在鏡頭沒有拍到的時候，他在
重要的白宮會議上也展現出許多個人才能。

拜登醫師歐康納（Kevin O'Connor）在一
年前的年度報告中指出，除了相對較輕微的衰
老跡象外，拜登健康狀況極佳， 「適合履行總
統職責」 。

新的健檢預料近期完成，歐康納的最新健
康評估將受到嚴格檢驗。

萬一拜登不參選，副總統賀錦麗（Kamala
Harris）顯然將是替代人選，但她可能面臨挑戰
者，引發民主黨內混亂。

拜登於加勒比海度假時做出的決定最初將
保密。但白宮幕僚長克蘭（Ron Klain）表示，
宣布決定僅是時間早晚問題。

克蘭表示： 「總統將做出決定。我預期，
假期後不久就會決定。」

美暴風雪侵襲下 拜登南行度假決定是否參選連任
隨著美中緊張持續升高，美軍尋求在亞洲加

強存在感，五角大廈高層官員說，2023年或許
是美軍這一世代在亞洲轉變最大的一年。

然而，據《商業內幕》（Business Insider
）網28日報導，要讓美軍在亞洲進行大變革，
將面臨後勤和政治障礙。拜登政府頭兩年致力在
印太加強關係，但要擴大美國的軍事存在，卻很
可能遭遇後勤，還有政治敏感性等挑戰。畢竟中
方的鄰國會擔心，北京可能會強烈反彈。

歐巴馬政府2011年底宣布，要重返亞洲，
但後來卻因中東和歐洲戰爭，還有川普政府經常
對亞洲採取的敵對立場而受阻。而拜登政府上台
後，便致力加強美國在印太的外交、經濟和安全
存在。據美國國防部印太事務助理部長瑞特納
（Ely Ratner）說，明年美方在印太安全的存在
將有顯著的改變。

他 8 日在華府智庫 「美國企業研究所」
（AEI）說，傳統上美國前線部署以主要作戰基
地所在的東北亞為主。而拜登政府贊同各方呼籲
，要在印太有更機動、殺傷力更大，也更多元的
態勢。不過，他也強調，這類改變需要 「政府多
年努力」 。就他來看，2023年很可能是美軍在
這世代態勢變革最大的一年。

然而，華盛頓智庫 「新美國安全中心」 國防
項目主任佩蒂薔（Stacie Pettyjohn）說，派更

多美軍到印太本身可能不會帶來變革。她指出，
單是增兵未必能確知，這些兵力是否真具備可靠
的戰力，還有是否能顯著提高美國克敵制勝的能
力。佩蒂薔說，能改變印太的頭號要事，就是在
新地點實際投資基礎建設和設施，這樣它們才能
支援美國分散式作戰任務，並預先安置裝備，要
是美軍部署，就能加以取用。她說，像設在澳洲
北部的基地將供美國空軍，海軍和海軍陸戰隊使
用。

儘管如日、澳等盟友和夥伴不僅和美國，彼
此也更密切合作，還有些國家尋求從美軍獲得更
多訓練，甚至如帛琉等，願意接納美國駐軍，但
也有些國家比較謹慎。例如，包括美國盟友在內
的泰國等東南亞國家，還有太平洋島國態度就比
較審慎。

由於東南亞國家在地理和經濟上靠近中國，
領導人不願選邊站，而太平洋島國則對大國競爭
態度謹慎，認為這種競爭忽視了他們主要是氣候
變遷的最緊迫問題。

而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資深
訪問研究員唐安竹（Drew Thompson）說，美
國要在東北亞和東南亞擴大進出管道，並深化關
係固然有機會，但美國領導階層也必須好好盤算
，這些合作關係的限制，尤其在東南亞更是如此
。

與陸緊張續升 美軍要在亞洲脫胎換骨有問題

一名美國國會助理今天證實，聯邦眾議院
歲計委員會預計將在30日公布前總統川普的納
稅資料。

美聯社報導，目前正值年底假期期間，眾
院預計30日召開例行性 「形式議事期」 集會。
共和黨人將於明年1月3日起掌控眾院。

這名要求匿名的國會助理並未獲得授權討
論川普納稅資料公開的時間。

民主黨主導的眾議院歲計委員會（House
Ways and Means Committee）20日在黨派涇
渭分明的表決中，以24票對16票通過公開川普
6年的納稅申報資料，相關文件將會刪去社會安
全碼和聯繫資訊等敏感性資料。

川普在位時打破傳統，拒絕公布自己的財
務、財產和商業帝國的真實狀況，為了不讓稅

務資料曝光，甚至不惜大打曠日廢時的法律戰
，引發諸多揣測。如今他宣布將再投入2024年
大選，此次歲計委員會決定公布川普報稅資料
，使其財務狀況被揭發的可能性增加。

歲計委員會在表決的同一天發布小組報告
，內容顯示，美國國稅局（IRS）在川普擔任總
統期間未能及時對他啟動強制性審計，這表明
川普政府可能無視國稅局1977年規定，對總統
的報稅資料應予審計。

直到2019年4月3日，國稅局才開始對川
普2016年的申稅資料進行審計，此時川普已就
職兩年多。

歲計委員會這次投票，是川普與民主黨之
間多年鬥爭的高潮，雙方從競選活動、國會大
廳，一路纏鬥到最高法院。

再度交鋒眾院委員會預計30日公布川普納稅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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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三成員工無法上班 每日減產多達3000輛疫情
打擊 比亞迪預告全年產量難達標

內地疫情呈快速增長，不少企業陷入缺工

潮，產業供應鏈或再次受到衝擊。比亞迪執行

副總裁廉玉波周四指出，公司有兩至三成的員工因染

疫或隔離無法到崗，每日汽車產量減少2,000至3,000

輛，或難完成全年產量目標。言論流出後23日比亞迪

股價明顯受壓，曾急插5%，收報194.1元（港元，下

同）跌3.7%，逼本月低位；同系比亞迪電子更大跌逾

一成，收報24.15元。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曉菁

廉玉波周四於APEC 2022中小企業工商
論壇上直言，近日公司不少員工感染

新冠病毒，至多約有三成員工難以返崗，嚴
重影響了生產，每天生產的汽車要減少
2,000 到 3,000 輛。他估計，本月汽車產量
減少多達 3 萬輛，全年產量或只能達到
188萬輛左右。但此前，比亞迪原計劃全
年產量目標為190萬輛，包括純電動和混
動汽車。

他的言論讓23日比亞迪股價明顯受壓，
一度急插5%。而“股神”巴菲特旗下巴郡不
斷減持比亞迪股份，及特斯拉減價，也讓投
資者對前景有憂慮，成為車股23日受壓因
素。

特斯拉變相減價 電動車股捱沽
電動車生產商特斯拉在美國、加拿大罕

有提供銷售優惠，變相“減價”行為，令投

資者擔心其消費需求疲弱，牽連電動車股表
現。23日，理想跌4.7%收報79.55元；小鵬
挫3.2%收報41.8元；吉利走低2.5%至11.66
元。

內地新冠確診人數急升，已嚴重削弱了
製造商的生產能力。而為確保產能，據悉，
有部分工廠實行輪班制，要求感染新冠的員
工隔天工作，另一些工廠則要求員工延長工
作時間，甚至有工廠要求工人即使感染亦要
工作，或者休息幾天後再回崗。

能源金屬等行業供應鏈受考驗
除了汽車業外，能源、金屬等行業產業

鏈亦受到疫情反彈衝擊。彭博引述中國有色
金屬工業協會矽業分會一份聲明指出，疫情
病例激增恐對太陽能企業的供應鏈產生短期
影響，許多用於產製太陽能電池板的芯片製
造商，由於缺乏人力已被迫縮減運營，其中

部分晶片製造商的產能甚至只有平日的60%
至70%。

煤炭市場也受到疫情及解封政策的影
響，中國鋼鐵數據網站“Mysteel”報告指
出，鋼鐵供給恐出現短缺，山西目前有10區
礦山已經停產，負面影響恐怕還會持續兩周
以上，直至疫情趨緩。

評級機構標普發布《中國新冠浪潮：
2023年第一季將是關鍵》報告指出，受累最
近新一波疫情的蔓延，預料內地第一季度經
濟表現將迎來“大考”。報告稱，1月底的春
節，中國將迎來近三年來的首次客運大潮，
若新冠感染數再度激增，恐削弱部分優化防
疫措施的效益。該行雖預測中國2023年GDP
增速將從2022年的3%左右回升至5%左右，
但認為來自勞動力生產率下降因素的下行風
險依然存在，這一因素對中國生產和消費，
以及全球供應鏈的影響，還有待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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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紹基)港
股23日在長假期前的最後一個交易
日，走勢牛皮，全日反覆跌86點，收
報19,593點，但波幅仍達306點，顯
示好淡角力持續。大市成交額在長假
期前收斂，縮減至800億元（港元，
下同）；科指則收跌2.1%。市場人士
指出，港股目前力守10天線(19,443
點)，顯示市底未變弱，預計下周期指
結算(12月29日)前，指數還可以衝一
段，並嘗試以貼近2萬點期結。總結
全周，恒指累升 142 點，科指則跌
0.6%。

長假前觀望氣氛濃 成交縮
耀才證券研究部總監植耀輝23日

表示，因為長假期關係，港股成交量
減少，但初步觀察大市行情，暫時來
說不算太差，至少在短時間內，能在
19,500點位置覓得支持。大市個別走
向，數據反映美國勞工市場仍然強
韌，憂慮工資上升推高物價，令加息
周期延長，科技股如ATMJ等股承
壓，阿里巴巴及美團都要跌1.6%，騰
訊跌1.1%，京東跌2.1%。

第一上海首席策略分析師葉尚志
稱，港股在聖誕長假前夕表現繼續震
動，觀望氣氛依然濃厚。走勢上，港
股在19,000 點水平已震動一個月時
間，逐步進入靜極思動再次擴大波幅
的窗口期，19,000點依然是現時的重
要心理關口，不容有失，否則恒指的
回吐調整幅度將有擴大機會，宜繼續
多加關注。

葉尚志認為，目前港股仍表現出
相對穩定的狀態，但在升逾5,000點
後，美股以及A股已先後掉頭回落，
估計港股現時的回調壓力未見盡除。
另一方面，雖然美聯儲後續加息會有
所放慢，但總體還是要進一步小幅慢
慢加。

新東方在線今年來飆9.8倍
中央早前推出《關於深化現代職

業教育體系建設改革的意見》後，多
家內地券商唱好教育板塊，認為政策
環境將利好行業未來發展，多隻教育
股再獲炒作，新華教育勁升29%，卓
越教育升28.8%，嘉宏升24.8%、科培
升17.9%，中匯升一成。另外，新東
方在線再創收市新高，升5.3%報56.9
元，今年來已累升9.8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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汽車股23日受壓
股份
理想汽車

長城汽車

比亞迪

小鵬汽車

吉利汽車

蔚來

23日收(港元)
79.55

10.18

194.10

41.80

11.66

88.40

變幅(%)
-4.7

-4.7

-3.7

-3.2

-2.5

-2.1

◆ 比亞迪表示，公
司有兩至三成的員
工因染疫或隔離無
法到崗，或難完成
全年產量目標。

資料圖片

（貨幣單位：港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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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促美尊重裁決 糾正錯誤
美貶低世貿地位 拒絕執行專家組裁決

世界貿易組織（WTO）爭端解決機

制專家組當地時間21日裁定，美國對香

港商品實施的產地來源標記新規定不符合世貿規

則。22日中國外交部和商務部均對此做出回應，

並對世貿組織專家組作出的公正裁決表示歡迎。

外交部敦促美方尊重專家組裁決，採取實際行動

糾正錯誤做法，維護以世貿組織為核心的多邊貿

易體制，維護正常的國際貿易秩序。

◆香港文匯報記者 朱燁 北京報道

中國商務部研究院國際市場研究所副所
長白明對香港文匯報表示，香港是一個特殊
的單獨關稅區，雖然香港屬於中國，但“國
境”和“關境”是兩個不同的概念，因此在
國際貿易中也不可一概而論。美國將原產地
標示從“香港”改成“中國”，容易讓人懷
疑香港自由港的地位，是對香港本應享受的
免稅地位的否認，是破壞國際貿易規則、破

壞世貿組織規定的行為。

罔顧香港享單獨關稅區地位
白明指出，香港作為自由貿易港，經歷了

多個不同階段，一度成為全世界最自由、最開
放的自由港，一百多年來，其在貨物貿易、勞
動力跨國、資金、金融、投資等多方面都享有
着自由流通的優勢。香港回歸以來，香港特區
在“一國兩制”下享有單獨關稅區地位。“香
港本來就應該享受特殊關稅的待遇，這是國際
貿易規則賦予其的地位，然而美國卻選擇視而
不見。”

他批判稱，美國此舉仍是泛化國家安全概
念，把貿易問題政治化，實際上是在給中國出

難題，變相地打壓中國。“美國通過無視香港
特殊關稅區的地位，給‘一國兩制’制度下的
“港人治港”增加難度，將政治和貿易攪到一
起，拿原產地標示做文章，實際上就是不願意
讓香港享受到其發達的市場經濟應該享受到的
國際優勢。”

此外，對於美國拒不執行世貿組織裁決的
行為，白明指，這是美國的慣用手法。“對於
世貿組織的裁決，美國向來只執行對它有利
的，而當裁決不利於自身利益時，又往往會利
用霸權，反對裁決。”他認為，美國此舉是對
世貿組織權威的漠視，是對爭端解決機制的不
尊重，相信世界上很多國家對此也不會贊同。

◆香港文匯報記者朱燁

外交部發言人毛寧表示，中方對世貿組織
專家組作出的公正裁決表示歡迎。香港

單獨關稅區地位是經中國政府同意，通過《中
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確認，
由世貿組織多邊規則確立，不是來自某一成員
的單獨賦予。美方泛化國家安全概念，把貿易
問題政治化，既違反世貿組織規則，也不符合
其自身利益。

支持香港維護單獨關稅區地位
毛寧稱，我們敦促美方尊重專家組裁決，

採取實際行動糾正錯誤做法，維護以世貿組織
為核心的多邊貿易體制，維護正常的國際貿易
秩序。我們將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方
針，堅決反對外部勢力干預香港事務，堅決支
持香港維護單獨關稅區地位，堅定支持香港鞏
固和提升國際金融、航運、貿易中心地位。

商務部新聞發言人則表示，中方注意到世
貿組織專家組相關裁決，我們對於這一公正裁
決表示歡迎。中方希望美方尊重裁決，採取實

際行動糾正錯誤做法，維護以規則為基礎的多
邊貿易體制和正常的貿易秩序。

促美維護正常國際貿易秩序
據悉，世貿組織專家組當天向爭端解決機構

提交裁決報告，明確指出美國對香港商品實施的
產地來源標記規定不符合世貿組織關於原產地標
記最惠國待遇的要求。報告認為，美國這一措施
違背了其在世貿組織的義務，敦促美方糾正其規
定，以遵守世貿組織承諾。專家組在96頁的報告
指出，美國措施必須符合全球貿易規定，認為美
國針對香港地區產品的產地來源標記規定違反對
香港地區須履行的義務。

不過，美國貿易代表處對此發布聲明表示
強烈反對有關裁決，稱該小組的解釋和結論
“有缺陷”，表明無意撤回有關規定。彭博社
引述美國貿易代表發言人霍奇(Adam Hodge)聲
稱，“不會將關鍵性安全事務的判斷或決策權
讓給世貿組織”。

據介紹，美方2020年8月11日公布新規

定，要求香港製造的商品出口至美國時，其原
產地標示從“香港”改成“中國”。由於香港
特區在“一國兩制”下享有單獨關稅區地位，
同時是世貿組織成員，在現行國際貿易規則
下，產自香港並出口到美國的商品，其原產地
標示為“香港”。香港特區政府通過雙邊和多
邊渠道據理力爭，世貿爭端解決機構於2021年
2月22日的會議上同意成立專家組審理有關爭
端。

據了解，美國有權在60天內就上述裁決
提出上訴，在上訴期間裁決暫不生效。上訴
機構由7名法官組成，上訴機構可維持、修改
或推翻專家小組的法律調查結果及其報告的
結論，對國際貿易糾紛有最終裁決權。不
過，由於美國政府曾多次批評世貿組織不公
正，自2017年起阻撓上訴機構的新法官任
命，導致上訴機構一直未能任命新法官，最
後一名法官的任期已於2020年11月30日完
結。因此上訴機構現時已無法審理上訴案
件，處於停擺局面。

香港文匯報訊 就世貿爭端解決機構
專家組對於美國針對香港產品產地來源標
記規定的裁決，由於美方表示涉及所謂的
國安問題而拒絕執行世貿的裁決，香港商
經局局長丘應樺22日在記者會回應指，在
專家報告發表後，如果美國不同意，可根
據上訴機制在60日內提出上訴。在上訴進
行期間，專家組的報告暫時不會通過。他
說，“我們會密切留意美國會否根據上訴
機制作出上訴，而作出相應的應對措
施。”

丘應樺表示，已去信美國貿易代表，
敦促美方尊重專家組的裁決及建議，立即
撤回其違規的規定，停止違反世貿規則。
他同時亦已要求特區政府駐華盛頓經貿辦
聯絡美國貿易代表辦公室和美國海關及邊
境保衛局，要求美方按專家組建議撤回規
定。

港單獨關稅區地位獲充分肯定
他說，特區政府歡迎專家組在報告中

清楚反駁美方錯誤及毫無理據的觀點。在
香港產品上標以“香港製造”的標記，多
年來獲國際接納、認可，這既符合中國香
港作為單獨關稅區的事實和相關的世貿規
定，亦為消費者提供清晰正確的產地來源
資訊。有關裁決清楚顯示美方無視國際貿
易規則，企圖單方面實施帶歧視性和不公
的規定，無理打壓香港產品和企業，將經
貿問題政治化。報告明確裁定美國單方面
實施的產地來源標記規定違反《關稅與貿
易總協定1994》第9條第一款有關原產地
標記最惠國待遇的要求，不符合世貿規
則。專家組亦建議美國糾正其規定，以符
合世貿協定的要求。

他補充，專家組今次的裁決是對中
國香港作為單獨關稅區的地位的充分肯
定。在“一國兩制”下，特區的獨特地位
是國家透過基本法賦予的。根據基本法第
116、第151及152條，特區是單獨的關稅
地區，可以“中國香港”的名義參與世貿
等國際組織，並與世界各經濟體建立互惠
互利的經貿關係。

陳茂波：美標籤規限實際影響微
香港財政司司長陳茂波22日在工展會

活動上亦回應表示，香港經濟是以服務業為
主，出口主要是內地產品經香港轉口，在本
地生產出口的產品所佔比例很小，美國用標
籤的規限實際影響不大。但原則上美國不應
該這樣做，所以便向世貿提出作裁決的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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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把貿易政治化 欲變相打壓中國

◆商界表示，“香港品牌”和“香港製造”的聲譽是港商多年來艱苦經營而建立的，
不能任由其他國家肆意摧毀。 法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藍松山 綜合報
道）國務院總理李克強22日下午在中南海紫光閣
會見赴京述職的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聽取
香港當前形勢和特別行政區政府工作情況的匯
報。李克強表示，希望特區政府團結帶領香港廣
大市民，按照國家所需，在融入國家發展大局過
程中，更加充分發揮香港特別行政區的獨特優
勢，尤其是要繼續鞏固和提升香港作為國際金
融、貿易、航運中心的地位，打造國際科技中
心。他又希望李家超及特別行政區政府的工作能
夠給香港市民帶來福祉。

充分肯定特首和特區政府工作
李克強在會見李家超時，肯定了李家超上任

以來的工作：“你擔任行政長官半年來，帶領特

別行政區政府積極回應香港社會關切，着力恢復
香港經濟活力，研究解決深層次經濟社會問題。
中央政府對你和特別行政區政府工作充分肯
定。”

李克強表示：“全面落實中央人民政府對特
別行政區的管治權、落實‘愛國者治港’，全力
支持特區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目的就
是維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香港和祖國的命運是
密切相連，也希望特區政府團結帶領香港廣大市
民能夠在國家所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中，更加
充分發揮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獨特優勢，尤其是
在繼續鞏固和提升香港作為國際金融、貿易、航
運中心的地位，打造國際科技中心。”

李克強憶述5月份在同一地點，代表中央政府
向李家超頒發任命書，並強調中央繼續全面貫

徹、堅定不移地實施“一國兩制”、“港人治
港”、高度自治方針。

李家超：任重道遠 盡職履責
李家超在會面中感謝李克強總理對香港的關

心和支持。他表示，自上任以來，深知任重道
遠，一直盡職履責，與團隊有共同的抱負，團結
一致以做實事為原則，以結果為目標，發展經
濟、改善民生。

國務院副總理韓正，全國政協副主席、國務
院港澳事務辦公室主任夏寶龍，香港中聯辦主任
駱惠寧參加會見。

李家超於本周三（21日）下午前往北京述職，
展開他上任後首次述職行程，預定24日返港。李家
超在周二表示，述職期間會就香港現況，包括經

濟、社會、政治，以及新冠疫情管控實況向領導人
報告。他表示，深知香港市民期待與內地恢復正常
通關，特區政府也一直積極主動配合內地的防疫政
策，相信中央已經聽到香港的聲音。

李克強囑團結港人融入國家發展

◆國務院總理李克強22日下午在中南海紫光閣會
見赴京述職的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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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广告

旅游天地

木公寨，因山而秀，因石而奇，因水而灵，
因商贾人文而兴。

“木落江渡寒，雁还风送秋”，金秋的木公
寨，天高云淡，和风熙熙。沿 Y110 乡道至中坝
村前行，我们来到木公寨的山脚下。

顺着绿树成荫的山径，向深山跋涉，当爬到
木公寨半山腰时，深山空谷翠鸟鸣，烟云蒙蒙
处，一帘清澈的湖面出现在眼前，让我们一阵惊
喜：“哇！美轮美奂的孔江湖，好漂亮的湖水！”
我们坐上小快艇，哒哒哒的马达声响起，平静的
湖面宛如一面镜子倒映着群山。随着快艇加速，
船舷溅起一朵朵洁白的浪花。突然，远处湖面拐
弯处，一钩如月的小舟驶出，船上悠然传来一对
清亮甜美的男女声棹歌对唱，他们优美的歌声回
荡在湖面。这就是清清孔江湖，这就是神奇的木
公寨。

金色山寨

木公寨，地处江西省赣州市信丰县正平镇中
坝村境内，是一座与广东南雄接壤的赣粤界山，
是国家森林公园的一部分。木公寨是露天的地质
博览园，这里奇峰峻秀，怪石嶙峋，有的像群龟
出海，有的似鳄鱼爬行，有的如飞禽走兽，千姿
百态，惟妙惟肖，俨然一个大自然的奇特动物
园。这里常年云雾缭绕，因集湖光山色、山涧瀑
溪、古木耸天的多样性原始生态景观于一处，吸
引了各地不少登山旅游爱好者前来。

两小时后，我们终于登上山顶，望眼所及，
这时节金色是木公寨的主色：蜡染金黄的银杏，
黄绿相间的色调，在山水之间演绎着迷人的金色
童话；粗壮浓密的梧桐层林尽染，金灿醉人；满
山枫叶颇有“霜叶红于二月花”的意境。金黄、
橙红、青绿、深褐、浅绿、墨绿……各种色彩层
层叠叠，相映成景。

从木公寨西边俯瞰有“小千岛湖”之称的孔
江湖。孔江湖湖面开阔，风光旖旎，一碧万顷，
岛屿星罗棋布，大岛如山，小岛如船。岛上林木
苍翠，碧水映蓝天，如同一面“天空之镜”。偶
尔鱼跃湖面，白鹭掠水，远处青山如黛，近处的
湖边竹柏、花榈木、粗齿桫椤、闽楠等植物翠色
如玉；湖岸的芦苇，那纤细的身姿随风摇曳，如
絮似雪，四处飘荡。

新橙透香

木公寨多彩交融，蓝色是传统文化的历史底
色，绿色是生态文明的主色，红色是革命的本
色，黄色是现代农业朝阳产业的金色。

木公寨下的中坝，被誉为天府之国、世外桃
源，是木公寨第一村。先人们选择这里，背山依水，
农耕商营。秦汉时期，古人就在木公寨下面的九渡
开始修筑起赣粤古驿道。古道自信丰九渡经中坝
向南延伸，是赣粮、闽茶、粤盐的流通要道。九渡曾
经商贾如云、店铺林立、车水马龙、热闹繁华。这里
有“九塔十八庙”之奇观，有“少见斗笠影，满街秀
才帽”的崇文重教之传说。信丰“九渡八圩”因此而
得名。五六十华里的古道能有8个圩场，可见那时
九渡的繁荣昌盛。

时光荏苒，历久弥新。行走在古道上，脚下
的鹅卵石与青石板被时光磨得油光发亮，古驿道
沉淀着千年沧桑历史，此刻，仿佛可体会到古镇
曾经拥有过的繁华与荣耀。

西风初作十分凉，喜见新橙透甲香。信丰是
著名的“中国脐橙之乡”，素有“世界橙乡”美
誉。时下，在木公寨山麓下丘陵地带，万亩脐橙

密密匝匝地由山脚至山顶排列开去，枝繁叶茂，
长势旺盛，在阳光下，悬挂在枝头的明黄橙子闪
着油亮的光泽，像一盏盏闪亮的黄灯笼，照亮了
整个山坡，也照亮了忙碌一年的果农们的笑脸。
最是橙黄橘绿时，又是一年好“丰”景。从山顶
远远望去，就能看到果农们喜笑颜开采摘丰收脐
橙的热闹场景。

赣粤情深

从木公寨北面向下远眺，便是波澜壮阔的北
江源头。这里是天然氧吧，优越的自然条件以及
丰富多样的植被，为众多动物提供了生存环境。

北江源第一瀑就位于木公寨山腰，源头水从
大茅坑出水口流入碧波荡漾的石碣水库、中坝河
后，注入孔江湖，历经千里迢迢，顺着浈江流入
北江、汇入珠江。

石碣水库被当地人亲切地称之为“天池”。

天池水质清澈，奇绿无比。天池下方就是中坝
河，古称玉带河。林海茫茫间，你可以看到一帘
130 多米高的瀑布从山谷口飞流直下，气势雄
伟，飞瀑两侧峭壁凌空，与落日余晖交相辉映。

珠江是我国第二大水系，是联系中原文化和
岭南文化的重要纽带。北江源，流的是大地与人
亲和的灵性。赣粤两地山水相通、人文相近，北
江源头清，赣粤一家亲。

2005 年 11 月，中坝河正式纳入珠江流域渔
业管理委员会管理；2021年4月，水利部珠江水
利委的工作人员先后4次深入水源地实地考察调
研，最终认定位于信丰县油山镇油山村的大茅山
山凹为北江源头出水点。信丰县树立赣粤“饮水
思源一家亲”的理念，高度重视北江源头多样性
生态保护，全面实施“河长制”“湖长制”，持续
深入开展清河行动，重要水功能区水质百分之百
达标。

江
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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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
市
信
丰
县
的
冬
日
村
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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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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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
（
人
民
视
觉
）

游人行走在木公寨。 据网络

信丰县脐橙进入收获季。 新华社记者 胡晨欢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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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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休城社區

【美南新聞泉深】盡管不斷
上升的感染使中國衛生系統不堪
重負並擾亂了經濟，但因嚴格
的 COVID-19 限制措施而與世
界其他地區隔絕了三年的中國人
，在下個月重新開放邊境之前於
週二湧向各旅遊景點。

自 2020 年初以來採取的新
冠清零措施——從關閉邊境到頻
繁封鎖——上個月引發了中國大
陸自 2012 年習近平主席上台以
來最大規模的公眾不滿情緒。

他隨後突然大轉彎，取消清
零政策，重創了 17 萬億美元的
世界第二大經濟體，這意味著該
病毒現在基本上不受控制地在全
國 14 億人口中傳播。

然而，官方統計數據顯示，在截至週
一的 7 天內，只有一人死於 COVID，這
引發了衛生專家和居民對政府數據的懷疑
。這些數字與人口少得多的國家重新開放
後的經曆不一致。

醫生說，醫院不堪重負的病人比平時
多五到六倍，其中大多數是老年人。國際
衛生專家估計，中國每天有數百萬人感染
，並預測明年中國至少有 100 萬人死於
COVID。

盡管如此，中國當局決心拆除其新冠
清零政策的最後殘餘。

中國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 (NHC) 週一
晚些時候表示，中國將從 1 月 8 日起停止
要求入境旅客進行隔離，這是朝著更自由
的旅行邁出的重要一步，全球股市週二受
到鼓舞。

中國美國商會主席科爾姆·拉弗蒂
(Colm Rafferty) 在談到即將取消的檢疫規
定時說：“感覺中國終於迎來了轉機。”

中國人出國沒有官方限制，但新規定
將使他們更容易回國。

旅遊平台攜程的數據顯示，消息發布
後半小時內，熱門跨境目的地的搜索量增
長了10倍。攜程表示，澳門、香港、日
本、泰國和韓國最受歡迎。

Trip.com 的數據顯示，週二早些時候
的出境航班預訂量比前一天增長了 254%
。

中國國家移民管理局週二表示，將恢
複處理尋求出國旅行的中國公民的護照申
請，並批准大陸居民來港旅遊。

中方還將恢複實施旅客過境144小時

免簽政策。移民局補充說，外國人簽證的
延期或續簽也將恢複。

由於旅行限制的放鬆，嚴重依賴中國
購物者的全球奢侈品集團的股票週二上漲
。中國佔全球3500億歐元奢侈品市場的
21%。

然而，普通中國人和旅行社表示，考
慮到對 COVID 的擔憂以及由於大流行的
影響而更加謹慎的支出，恢複到正常狀態
還需要幾個月的時間。

另外，一旦與香港的邊界下個月重新
開放，中國大陸將能夠使用 BioNTech 製
造的 mRNA 疫苗，這被認為比大陸可用
的國產疫苗更有效。

“巨大的壓力”
衛生部門表示，從 1 月 8 日起，中國

對 COVID 的分類也將從目前的頂級 A 類
降級為不太嚴格的 B 類，這意味著當局將
不再被迫隔離患者和密切接觸者並實施封
鎖。

但是，盡管人們對逐漸恢複到 COV-
ID 之前的生活方式感到興奮，但醫療保健
系統面臨的壓力越來越大，醫生說許多醫
院不堪重負，而殯儀館報告稱對其服務的
需求激增。

據官方媒體報道，護士和醫生被要求
工作，而農村社區的生病和退休醫務人員
被重新僱用以提供幫助。一些城市一直在
努力確保退燒藥的供應。

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負責人焦亞輝告
訴記者：“醫院急診病房、重症監護室等
一些地方壓力很大。”

盡管中國經濟有望在明年晚些時候出
現大幅反彈，但隨著越來越多的工人生病
，未來幾周和幾個月中國經濟將陷入困境

。
最 近 幾

天，上海、
北京和其他
地方的許多
商店都關門
了，員工無法上班，而一些工廠已經讓許
多工人在 1 月下旬的農曆新年假期放假。

摩根大通分析師在一份報告中表示：
“由於勞動力受到感染的影響，供應鏈暫
時扭曲的擔憂仍然存在。”他們補充說，
他們對 29 個城市地鐵交通的跟蹤顯示，
隨著病毒傳播，許多人正在限制他們的行
動。

週二公佈的數據顯示，1 月至 11 月
工業利潤同比下降 3.6%，而 1 月至 10
月的降幅為 3.0%，反映出上月實施的防
病毒限制措施造成的損失，包括在主要製
造業地區。

當局表示，他們將加大對受災嚴重的
餐飲和旅遊業中小型和私營企業的財政支
持。

取消旅行限制對經濟有利，但也有強
烈的警告。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表示，他的國家將
要求來自中國大陸的旅客進行陰性 COV-
ID 測試。他說，政府還將限制航空公司增
加飛往中國的航班。

恆生銀行中國首席經濟學家丹丹表示
：“國際旅行......可能會激增，但可能還
需要幾個月的時間才能恢複到大流行前的
水平。”“ COVID仍在中國大部分地區
蔓延，極大地擾亂了正常的工作時間表，
生產力損失很大。”

北京廢除新冠清零政策 中國人開始製定旅行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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