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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放寬防疫規定北京放寬防疫規定 亞洲景點準備迎接中國觀光客亞洲景點準備迎接中國觀光客

（綜合報導）隨著中國放寬防疫限制，亞洲
國家開始準備迎接中國觀光客人潮，儘管部分國
家仍抱持謹慎態度，其他國家則準備推出套裝行
程，希望趁中國這波報復性旅遊大發利市。

北京政府本週宣布，中國民眾明年1月8日起
，海外返國後不需隔離，此舉可望帶動出國旅遊
風潮。2019年，中國是全球最大的出境旅遊市場
。

法新社報導，中國觀光客一年在全球支出一
度達2550億美元，而在疫情期間，來自中國觀光
客的消費幾乎停擺，亞洲觀光市場因此出現一個
大缺口。中國是泰國和日本等國的最大外國觀光
客來源。

根據中國航班訊息追蹤服務提供商 「飛常準
」（VariFlight）數據，目前往返中國的國際航班
只有疫情前的8%，但隨著當局鬆綁防疫限制，
航空業者考慮增加航班。

旅宿顧問公司C9 Hotelworks董事總經理巴奈
特（Bill Barnett）指出，無疑地，中國是泰國觀光
業復甦的引擎。 「問題不在會不會，只是多少和

多快的問題。」
馬來西亞航空（Malaysia Airlines）和越南廉

航越捷航空（VietJet Aviation）表示，他們希望
2023年6月前中國航班能恢復至疫情前的水準。
新加坡航空和澳洲航空則婉拒提供詳細的目標。

晨星分析師翁程（Cheng Weng音譯）表示，
中國航空業者可能自3月底起大幅增加航班，剛
好在夏季時間調整季之初。

出手闊綽的中國觀光客湧向世界各地精品店
血拼的前景，本週已帶動精品股股價上漲。中國
觀光客的大手筆在3500億歐元的全球精品市場，
占了21%。

隨著農曆新年假期接近，部分商家開始加緊
腳步。農曆新年假期是中國觀光客的旅遊旺季。

新加坡聖淘沙索菲特飯店（Sofitel Sentosa）
總經理維泰拉（Cavaliere Giovanni Viterale）表示

，該飯店瞄準中國觀光客，推出新年套裝行程，
包括火鍋自助餐，以及針對情侶推出的浪漫行程
。他說，公司看好中國觀光客將出現 「報復性」
旅遊。

日本哈多巴士公司（Hato Bus）發言人表示
，下月將試行疫情期間暫停的中文巴士行程。公
司希望明春前，可以全面恢復。

然而，由於中國疫情升溫，日本對於中國觀
光客抱持謹慎態度，自12月30日起要求入境日本
的中國旅客提供篩檢陰性證明，一旦檢測陽性，
必須隔離7天。

越南目前雖尚未簽發中國觀光簽證，越南西
貢下龍大飯店（Saigon Halong Hotel）預期，越南
明年第2季起將批准中國人入境。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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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distinguished scholar Dr. Lauding Gay will become 30th
new president of Harvard University on July 1 next year.

Since 2018 She served as the dean of Harvard’s Faculty
and Arts and Science the daughter of Haitian immigrants Gray
received her bachelor degree from Stanford and Ph.D from
Harvard .

Speaking after her selection Gay said “ I am humbled by
confidence that the governing boards have placed in me and by
the prospect of succeeding President Bacow in leading this
remarkable institution. “

President Gay is very similar to many of us. Her parent are
immigrants from Haiti they always believed that education is the

best way to change people’s life.

For long time American minorities including Asians have
been complaining about social injustice and discrimination.
Although some of the reasons are historical factors many of them
still have insufficient influence on society especially in the
leadership level which may be closely related to our family
education.

We are currently preparing to launch the “young speech
leadership Training camp” to teach young generation how to
make speech and show their leadership. We hope one day
Harvard will name a Asian American President.

1212//2929//20222022

Harvard named first Black womanHarvard named first Black woman
PresidentPresident

世界名校哈佛上週任命五
十一歲的蓋伊院長出任首位黑
人女校長 ，這是哈佛大學首
位非裔校長， 也是第二位哈
佛女校長。

即將卸任的校長白樂瑞稱
讃她是位具有敏銳頭腦正派善
良的領導者， 將會帶領哈佛
成為世界思想及造福人類,的
領導者。

蓋伊校長和我們許多人有
非常相似之處 ，她的父母是
來自海地之移民家庭， 她始
終相信教育是能夠改變人生之
最佳途徑。

我們從最近先後出任哈佛
及萊斯大學校長的黑人校長
，她們同時具有第一代移民家

庭之背景， 也是拼命努力求
學及良好之人格素養，才能登
上領導世界第一流大學校長之
寶座。

長久以來， 包括我們在
內的美國少數族裔一直在抱怨
社會之不公平及歧視， 究其
部分原因雖然有歷史因素 ，
但是許多還是我們對社會之影
響力不夠 ，尤其在領導階層
， 這也許是和我們家庭教育
息息相關。

我們最近正在籌備在美南
電視台中推出「青少年演說領
袖訓練營」，聘請名師教導年
輕人如何在大庭廣眾中發表演
說， 展現領導力， 希望將來
也會出現一位哈佛華裔校長。

哈佛大學女校長哈佛大學女校長



AA33要聞3
星期五       2022年12月30日       Friday, December 30, 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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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防衛省（國防部）計劃成立

聯合指揮系統 「統合司令部」，以加強陸海空
自衛隊協調運用。日媒今天報導，因統合司令
部設立於何處尚未確定，暫不於 2023 年度創
設。

日本產經新聞報導，多名政府相關人士透
露，政府考慮新設的統合司令部暫不於 2023
年度創設，相關經費並未編列於 2023 年度的
原始預算案。統合司令部將設於防衛省內的何
處，目前還在審慎協商，目標 2024 年度創設
。

日本政府 16 日召開內閣會議決定新版的
「安保3文件」（國防3文件），載明將儘速

創設一個常設的統合司令部。安保3文件載明
日本將擁有 「反擊能力」（敵基地攻擊能力）
，在運用反擊能力時，針對攻擊目標等，美日
之間有必要進行協調。日本如果創設統合司令
部，可加強美日雙方合作。

目前，日本防衛省統合幕僚長（相當於參
謀總長）負責對防衛大臣提供軍事建言，同時
負責作戰指揮。如果是新體制設立統合司令部
，將新設負責自衛隊整體作戰指揮的統合司令
官，而統合幕僚長持續負責因應政治，對防衛

大臣提供軍事建言。
創設統合司令部的構想始於2011年311大

地震後，統合幕僚長須向首相等做說明，還需
與美軍聯絡，同時還要指揮救災，出現分身乏
術的問題。創設統合司令部一事原本考慮記載
於 2018 年修訂的 「防衛計畫大綱」，但後來
放棄。理由之一是針對設置的地點，出現意見
相左的情況。

對於有事（有緊急狀況）的因應，需做政
治判斷的情況多，以設於接近首相官邸（行政
中心）防衛省廳舍（位於東京都市谷）為主的
聲浪強。

陸上自衛隊、統合幕僚相關人士認為，防
衛省廳舍若要設立約有400人編制的統合司令
部，空間可能太窄，最好設於統合陸上自衛隊
5個地方方面隊的陸上總隊司令部所在地朝霞
駐囤地（東京都練馬區）。

另有看法指出，可設於指揮航空自衛隊戰
機部隊的航空自衛隊總隊司令部所在地橫田基
地（位於東京都福生市），或是海上自衛隊自
衛艦司令部所在地橫須賀地區（神奈川縣橫須
賀市），因為美日兩國目前在這兩處已共享指
揮統制系統。

日媒：統合司令部設在何處未定
暫不於明年度創設

歐盟衛生機關：
不必要強制篩檢來自中國旅客

(本報訊）歐洲聯盟（EU）衛生機關今天
表示，儘管中國COVID-19（2019冠狀病毒疾
病）病例激增，他們仍認為， 「不必要」強制
要求來自中國的旅客接受篩檢。

法新社報導，美國和一些國家已引進措施
，強制自中國入境的旅客接受 COVID-19 篩
檢。但歐洲疾病預防管制中心（ECDC）在聲
明中表示，這類措施對於歐盟整體而言並無必
要。

中國之前實施嚴格防疫規定，雖大致控制
住病毒擴散，但也衝擊經濟、引發大規模抗議
。在北京政府決定解除這類規定後，中國各地
醫院內染疫者人滿為患。

中國本週宣布將取消入境隔離措施，促使
許多中國人規劃出國旅遊。

不過，歐洲疾病預防管制中心表示，基於
歐盟/歐洲經濟區（EEA）民眾免疫力較高等
原因，目前並不認為中國病例激增會影響到歐
盟內部的流行病情勢，因此該中心認為 「不必
要對來自中國的旅客實施篩檢和旅行措施」。

歐盟執行委員會（European Commission）
今 天 召 開 一 場 歐 盟 衛 生 安 全 委 員 會 （EU
Health Security Committee）會議，以討論可能
的因應之道。

歐盟執委會發言人告訴法新社： 「鑒於中
國的情勢，歐盟就公衛措施彼此團結並協調行
動至關重要。」

發言人說，歐盟執委會將 「持續推動成員
國進行討論」。

今年全美各地的白色聖誕節真的很美, 但
是由於惡劣的冬季風暴襲擊各城市的機場, 所
以各大航空公司的飛行都受到嚴重影響, 根據
航班跟踪網站 FlightAware 的數據, 僅在聖誕夜
與聖誕日兩天全美取消了 5,400 多個航班, 而延
誤的班機更是不計其數, 大大的擾亂了交通秩
序與人的旅行計劃, 不過現在風暴已過,各大航
空公司都已陸續恢復正常的營運, 唯獨西南航
空公司 Southwest Airlines 因為系統失調與人為
操控的失當, 航班竟依然無法順利出行, 因而在
各大城市造成了大批的滯留乘客與未領取之行
李堆積如山狼狽不堪的景象, 不但造成旅客們
的損失與不便, 同時更重創了該公司的形象!

西南航空公司總部位於達拉斯,有超過半世
紀輝煌的營運歷史, 由於機票廉價而且起降落
準時, 所以是世界最大, 旅客最多的廉價航空公
司, 堪稱為航空業的上等品牌, 所以這一次的凸
槌動十分令人詫異不解, 顯然是內部管控出現
了嚴重問題, 所以才会從12 月 22 日冬季天氣擾
亂航空旅行以來，該公司竟然總共取消了 15,
700 次航班, 而且現在其他航空公司已恢復過來
, 他們似乎還在掙扎, 27日取消了三分之二共2,

600多個航班,占國內航班取消總數的86%,美國
交通部已經介入調查該公司不可接受的營運狀
況，根據公司高層解釋，為了讓系統恢復平衡
，他們需要減少航班, 而且因為該公司的人手
不足,今年才新招聘了約11,000 名員工，以幫助
接替在大流行期間離職的員工，這意味著西南
航空 20% 的員工是新員工, 所以無法馬上接手
工作, 當然這就是人謀不臧的因素了, 所以一昧
的歸咎於惡劣的天氣並不公允，此外，包括西
南航空航線的特殊設置，以及機組人員不堪重
負的調度系統, 以及禁止該公司的旅客與其他
航空公司換票的製度顯然也是造成旅客無法彈
性換票出行的主因，美國航空和聯合航空經常
與其他航空公司交換機票，西南航空公司在這
場突發事件後是否應該改變政策了呢！

對於這場在聖誕假期間席捲全國的冬季風
暴，殘酷的現實是給航空業者帶來致命的一擊,
讓他們的缺陷與不足充分暴露出來,許多乘客對
滯留在機場以及航空公司傲慢的服務態度感到
沮喪，影響所及, 很可能以後再碰到重大假期
時願搭乘飛機外出的旅客一定會減少許多的!

【李著華觀點 : 機場大崩潰
西南航空系統亂亂亂 , 旅客身陷囹圄慘慘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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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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報導 亞馬遜的機器人部門遭到

訴訟，訴請法院向Gilimex Inc.判賠2.8億

美元，該公司是壹家越南公司，負責制造

鋼制和織物存儲容器，當物品在公司的倉

庫中移動時，這些容器可以容納物品。

這家供應商說，亞馬遜在大流行的早

期就催促它加緊生產，並向這家小公司保

證，如果情況發生變化，它將得到通知。

然而，去年春天，亞馬遜對這些零件的需

求突然下降，因為它急劇減少了預測。此

後，Gilimex聲稱亞馬遜沒有補償Gilimex

提前購買的原材料，也沒有提供任何預先

警告以減少生產，只是提出購買Gilimex生

產的壹小部分庫存。

亞馬遜倉庫中使用的織物吊艙陣列，

或稱"FPA"。

根據 Gilimex 的律師事務所 Kasowitz

Benson Torres LLP向紐約州最高法院提交

的投訴，亞馬遜最初與Gilimex聯系，為其

倉庫配送機器人采購額外的部件，特別是

稱為Fabric Pod Arrays或"FPA"的容器，以

滿足大流行期間增加的倉儲需求。

亞馬遜與Gilimex公司簽訂

了合同，並保證只要Gilimex公

司同意建立新的生產設施，增

加其勞動力，並保持其業務對

亞馬遜的排他性，它將受到保

護，不受任何需求大幅下降的

影響。

Gilimex的訴訟包括它與亞馬遜簽署的

組件買賣協議（"CPA"）的副本，給予該

零售巨頭提前30天通知終止雙方關系的權

利。該公司聲稱，它只是在沒有書面協議

的情況下經營了7年之後才簽署了這份協

議，它稱這份協議對亞馬遜非常有利，因

為"它為提高亞馬遜的制造能力進行了大量

投資，而且擔心如果Gilimex不執行該協議

，亞馬遜會削減其FPA訂單。

在訴訟中，Gilimex公司說，為了滿足

新的需求，它建立了三個新的工廠，將其

勞動力增加了壹倍，並切斷了與現有客戶

的聯系，其中包括宜家和哥倫比亞運動服

，這些客戶的年收入歷來占到4000萬到

5000萬美元的範圍。

Gilimex公司聲稱，它為員工提供住宿

，讓他們在其工廠內吃飯、睡覺和以其他

方式生活，以避免在大流行病期間因政府

的隔離和關閉而停止生產。律師們寫道：

"Gilimex管理層和工人們每天都冒著生命

危險，使這種創紀錄的增長成為現實。"

Gilimex公司正在起訴亞馬遜疏忽的虛

假陳述，不公平的貿易行為，以及違反合同

和信托責任的行為。這不會是第壹次亞馬遜

讓其他公司依賴他們的業務，然後用壹些有

問題的決定把他們推上風口浪尖。例如，參

加亞馬遜送貨服務合作夥伴計劃的送貨公司

在技術上是獨立的實體，這使亞馬遜在對

待送貨司機的問題上可以推諉，因為他們

實際上是在競爭亞馬遜的業務。

限價天然氣對歐盟影響幾何

綜合報導 歐盟成員國終於就設定天

然氣價格上限達成壹致，相關協議將於

明年2月正式生效。在分析人士看來，

限價機制的達成標誌著歐盟在應對能源

危機方面更進壹步，但該機制是否有利

於歐盟的能源供應和能源安全，仍然有

待觀察。

歐盟成員國能源部長齊聚布魯塞

爾，就天然氣限價壹事展開最後的沖刺

談判。最終，各方同意設立壹項臨時性

的“市場修正機制”。經各成員國批準

後，該機制將於2023年2月15日正式生

效，有效期壹年。

根據歐盟理事會發布的公告，如果

作為歐洲天然氣基準價格的荷蘭所有權

轉讓中心(TTF)天然氣期貨價格連續三個

工作日超過每兆瓦時180歐元，並且在

這三個工作日內TTF價格比全球液化天

然氣基準價高出 35歐元以上，則觸發

“市場修正機制”。

該機制觸發後，歐盟將在全球液化

天然氣基準價基礎上增加35歐元作為最

高限價，限價將保持至少20個工作日。

若最高限價連續三個工作日低於每兆瓦

時180歐元，則限價機制自動解除。若

歐盟委員會在天然氣供應不足時宣布實

施緊急狀態，限價機制也會自動解除。

除此之外，歐盟還設置了緊急“剎

車”機制。如果歐盟天然氣需求在壹個

月內增加15%、液化天然氣進口急劇下

降或TTF天然氣交易量同比大幅下滑，

那麼“市場修正機制”就將暫時中止。

對於這壹限價機制，歐盟輪值主席

國捷克的工業和貿易部長約瑟夫· 西克拉

表示，限價“將保護歐盟公民不受飆升

的能源價格影響”。西克拉還說，這再

次表明“歐盟是團結壹致的”。歐盟委

員會主席馮德萊恩也表示，限價機制以

及聯合采購天然氣等措施，可以讓歐盟

“更有效地制定明年過冬預案”。

從今年10月的歐盟峰會到12月的能

源部長會議，歐盟天然氣限價機制的出

臺經歷了壹個艱難的談判過程。

由於來自俄羅斯的天然氣減少，歐

洲天然氣價格在今年8月曾壹度達到每

兆瓦時近350歐元的高位。為緩解高價

天然氣帶來的沖擊，歐盟提出了聯合采

購天然氣、對天然氣實施限價等措施，

並在今年10月的歐盟峰會和能源部長會

議上進行討論，但最終無果而終。

11月下旬，歐盟委員會提議從明年

1月起實施壹項天然氣限價機制，壹旦觸

發該機制，歐盟將把天然氣價格限定在

每兆瓦時275歐元。隨後舉行的歐盟能

源部長會議上，該機制因各國分歧再次

告吹。

12月13日，歐盟能源部長會議繼續

就天然氣限價進行討論。作為輪值主席

國的捷克提出新方案，將價格上限調低

到了每兆瓦時200歐元，結果還是遭到

壹些國家抵制。19日，各成員國能源部

長再次開會，終於接受了每兆瓦時180

歐元的價格上限。

不過，最終通過的限價機制並沒有

得到所有成員國的贊成。匈牙利投了反

對票，奧地利和荷蘭棄權。德國之所以

予以支持，也是因為引入了緊急“剎車

”機制。

在分析人士看來，歐盟之所以執意推

進限價機制，主要有內外兩方面考慮。

從內部來說，能源價格上漲令不少

歐盟成員國經濟遇挫、民生艱難。希臘

、意大利、比利時、波蘭等國因此要求

歐盟采取措施，設定價格上限，以減輕

高能源價格對本國造成的沖擊。如果歐

盟在這方面無所作為，可能會加劇壹些

國家的疑歐傾向。

從外部來看，盡管歐盟需要進口大

量天然氣，但其並不願意當“冤大頭”

，限價機制的出臺壹定程度上是為了扭

轉歐盟在天然氣市場上的被動地位。另

外，歐盟還希望借限價機制向俄羅斯展

示強硬，並意圖對俄羅斯能源出口形成

打擊。

對於歐盟為天然氣價格設限的做法

，俄羅斯總統新聞秘書佩斯科夫12月19

日表示，這是對市場定價流程的破壞，

俄羅斯需要時間權衡利弊並作出回應。

不少業內人士也對限價機制的實施

效果存疑。歐洲能源交易所協會就曾表

示，限價可能導致場外交易增多，對歐

盟能源供應和金融穩定構成風險。

分析人士認為，歐盟壹些成員國對

限價機制的擔憂實際上仍然沒有消除，

在它們看來，限價可能會導致天然氣向

價格高的地方流動，從而加劇歐洲的天

然氣短缺。而從長遠來看，解決歐洲能

源危機的根本出路還是要增加能源供應

，限價機制對此則無能為力。

盡管多數歐盟成員國為今冬儲存了

似乎足夠多的天然氣，但國際能源署方

面認為，歐盟在2023年將繼續面臨天然

氣短缺。法國能源監管委員會也預計，

歐盟下個供暖季將“更加艱難”。對歐

盟來說，無論是尋找新的能源進口來源

，還是大規模開發可再生能源，都不是

壹朝壹夕就能看見效果的。

亞馬遜機器人公司被供應商起訴起訴
稱其言而無信要求賠償2.8億美元億美元

加拿大“熊都”附近的北極熊正快速消亡

近40年減少50%
綜合報導 加拿大政府的壹項最新調查發現

，由於北極海冰的減少，位於北極南緣的加拿大

西哈德遜灣（Western Hudson Bay）的北極熊正

在大量死亡。

據報道，調查顯示，2021年西哈德遜灣的北

極熊估計數量為618只，而2016年該數據為842

只。在過去的40年間，該地區的北極熊數量總共

下降了近50% 。研究人員表示，北極熊實際減少

幅度比預期中要大得多，其中幼熊和雌熊的死亡

集中程度尤其令人擔憂。幼熊缺乏足夠的食物則

無法長時間生存，雌熊因花費大量精力養育幼熊

而同樣面臨生存困境。北極熊研究專家斯蒂芬•

阿特金森（Stephen Atkinson）表示，當能夠成年

的幼熊數量減少，哈德遜灣西部北極熊的繁殖能

力將進壹步減弱。

據報道，氣候寒冷的加拿大西哈德遜灣長期

以來是北極熊的庇護所，附近的丘吉爾鎮被稱為

“世界北極熊之都”。每年冬季，北極熊依賴海

水凝結成的北極海冰進行捕食行為。由於氣候變

暖加劇，秋冬季節北極海冰形成的時間變得更長

，覆蓋範圍逐年縮小，這使得北極熊缺乏足夠的

冰面以生存、捕獵和繁殖。

法國煙民數量反彈
專家敦促控制煙草消費

綜合報導 法國公共衛生局公布的最新數據顯示，法國吸煙人數

的歷史性下降已經結束，女性和低學歷人群的吸煙人數出現大幅反

彈。

據報道，法國公共衛生局的數據顯示，法國煙草消費持續下降的趨

勢已經結束。2014年至2019年，由於法國實施酒吧和餐館的吸煙禁令、

推行香煙中性包裝以及煙草價格上漲，法國煙民顯著減少，但這條下行

曲線已經逆轉。2021年，法國18歲至75歲人口有32%吸煙，25%每天吸

煙。在受教育程度較低的人群中，吸煙比例上升至32%，女性吸煙比例

上升至23%。

專家認為，吸煙可能被視為壹種“減壓”的方式，雖然這種觀念是

錯誤的。報道稱，壹方面，弱勢群體受經濟不穩定的影響更嚴重，另壹

方面，女性的精神負擔有所增加。盡管法國人存在購買力危機，但並沒

有放棄每包（20支）大約10歐元（約74元人民幣）的香煙。法國反煙

草聯盟（ACT）主席羅伊克· 約瑟蘭警告說，“壹旦社會環境惡化，成

癮行為就會再次上升。”

法國每年約有 7.5 萬人死於吸煙引發的疾病。巴黎比沙醫院肺

科主任布魯諾· 克雷斯塔尼警告說，香煙已被證實含有致癌物質，

應繼續促進減少煙草消費的行動，煙草商必須遵守向未成年人售

煙的禁令，到 2027 年應將每包香煙價格提高到 15 歐元（約 111 元

人民幣）。

德國完成對天然氣進口商
Uniper國有化

綜合報導 德國聯邦經濟部和財政部在發表的壹份聯合聲明中宣布

，已經完成對天然氣進口商Uniper的收購，持股99%。

據德國聯邦政府網站介紹，Uniper是德國最大的俄羅斯天然氣進口

商，為德國大量市政公用事業公司和大型公司提供天然氣。由於俄羅斯

天然氣供應不足以及天然氣價格大幅上漲，該公司處於嚴重緊急狀態。

聯邦政府此舉旨在確保德國能源供應安全。

聲明指出，聯邦政府通過投入80億歐元購買了Uniper93%的股份，

並以5億歐元從該公司之前大股東芬蘭Fortum集團收購了另外6%的股份

。這意味著聯邦政府現在擁有該公司99%的股份。與此同時，聯邦政府

還計劃在未來融資250億歐元。

據 Uniper 估計，到 2024 年底，所需國家援助總額可能超過 300

億歐元。今年，Uniper 通過股權措施獲得了總計 135 億歐元的國家

支持。

歐盟委員會20日批準了德國聯邦政府對Uniper的救援計劃，但為避

免不公平競爭，德國聯邦政府必須最遲在2028年將其所持股份減少到最

高25%，只有在歐盟委員會批準的情況下才能延期。

聲明指出，在業務管理上，該集團仍然“自我負責”。董事會和監

事會成員受薪酬限制。此外，該集團將成立新的監事會，4名新成員將

取代Fortum集團的代表成為監事會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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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寒流近日侵襲美國深南部多個州，損毀供水
系統，當局努力修復大面積漏水和破裂水管之際，部分民眾被
迫在缺乏安全可靠水源情況下，採取極端措施度過難關。

美聯社報導，美國深南部（Deep South）鮮少長時間處於
寒冷低溫之中，這次冰封多日後，基礎設施接二連三發生故障
。

由於水結冰時體積會膨脹，導致未受保護的水管爆裂。當
氣溫回升時，數百或數千加侖的水開始從破裂的管線外洩。

水資源問題在諸如密西西比州首府傑克遜市（Jackson）等
地非常嚴重，傑克遜市部分供水系統8月下旬就曾崩潰，並一
再因為天氣因素故障。傑克遜市長盧默貝（Chokwe Antar Lu-
mumba）說，這座城市今天正努力因應 「最糟情況」。

盧默貝昨晚宣布當地進入緊急狀態，因為傑克遜市的供水

系統因管道破裂和漏水無法產生足夠水壓。工作人員耗費數天
時間尋找漏水點，但市政官員表示，水壓依然很低甚至沒有。
盧默貝說，環境保護局正協助修復破損的供水管線。

他說： 「我們正在應付一套陳舊、搖搖欲墜的系統，這套
系統不斷帶來挑戰。」

居民班奈特（Tekemia Bennett）說，從23日開始無水可用
，她和4個孩子在耶誕節當天起床時就發現沒有水了。

班奈特說： 「像是鬼靈精（The Grinch）偷走了耶誕節般
，我沒辦法替孩子們做飯，更像是我們正處於求生模式之中。
」

班奈特表示，民眾湧向市政府設立的供水點，然而大排長
龍隊伍彷彿沒有盡頭。她連續兩天前去排隊，但最終選擇放棄
。

沒有任何水壓的情況下沖馬桶需要大量的水，而傑克遜市
最缺的就是水，所以班奈特只好在馬桶便盆套上塑膠袋和垃圾
袋，上完廁所後再將排泄物包起來扔進垃圾桶。

在整個美國深南部地區，水管爆裂導致數百處漏水，水塔
排水速度比處理廠補水速度還要快。

在喬治亞州福雷斯特帕克（Forest Park）住了30年的
蘭德羅斯（Maria Landeros）用西班牙語告訴WXIA-TV： 「這
感覺不太好，我們很傷心，因為在耶誕節那天，我睡醒後準備
做墨西哥粽，卻發現無水可用。」

而在田納西州曼菲斯（Memphis），當局今天向居民分發
瓶裝水，並敦促民眾 「限制所有非必要用水」。

華盛頓州4變電站遭破壞 憂為極端分子煽動恐懼

密謀綁架密西根州長 右翼民兵組織首腦判刑16年

（綜合報導）美國西部華盛頓州
4個發電站週末期間遭到破壞，讓人
對可能是右翼極端分子在全國各地煽
動恐懼並挑起民眾衝突的疑慮加深。

法新社報導，這場破壞行為在耶
誕節當天導致西雅圖南部港口城市塔
科馬（Tacoma）約1萬4000人停電，
警方今天未就疑是幕後黑手提出說明
。

其中兩個遭破壞變電站是塔科瑪
公共事業公司（Tacoma Public Utili-
ties, TPU）旗下設施，根據公司聲明
，12月初曾收到聯邦執法部門警告，
稱其電網面臨威脅。

皮爾斯郡（Pierce County）警長
辦公室25日表示，正在調查此事，但
沒有逮捕任何人，也不知道這是否是
一起協同攻擊。警方聲明，他們知道
華盛頓其他地方、俄勒岡州和北卡羅
來納州也有類似事件。

「此時可能有多種原因…我們必
須調查，而不是倉促下結論。」

但此前美國官員警告，聲稱要引
發種族戰爭的新納粹分子正以發電站
為目標。

根據美國媒體，國土安全部在 1
月的情報備忘錄中表示，暴力極端分
子 「至少從2020年已制定攻擊電力基
礎設施的可靠、具體計畫，因為電網
與其他基礎設施部門相互依存，確定
電網為特別吸引人的目標」。

12 月初，北卡羅來納州穆爾郡
（Moore County）因有人使用步槍損
壞兩個變電站，導致4萬5000戶家庭
和企業斷電。

2月時，3名與新納粹有關聯的男
子在俄亥俄州哥倫布市（Columbus）
認罪，他們密謀使用步槍和炸藥破壞
多處發電站。

去年，5 名據稱隸屬白人至上主
義者和新納粹網路討論群組的男子，
在北卡羅來納州被控策劃攻擊發電站
。

寒流侵襲損毀供水系統寒流侵襲損毀供水系統
美深南部居民無水可用美深南部居民無水可用

美最高法院：繼續實施疫情期間限制移民入境禁令
（綜合報導）美國最高法院

今天裁定，2020 年起上路、在
COVID-19（2019 冠狀病毒疾病
）疫情期間用以阻止數以十萬計
移民入境美國的措施應繼續有效
。

法新社報導，大批移民聚集
在邊境，期望美國能夠改變政策
，讓邊境巡邏隊（Border Patrol）
開始登記並接納所有尋求庇護者
。

最高法院以5票對4票表決通
過美國 19 州提出的請願案。這些
州表示，一旦撤銷援引美國法典

第 42 卷 （Title 42 of the United
States Code）實施的移民政策並開
放美墨邊界，移民將大舉湧入。

最高法院表示，待法官就挑
戰取消第 42 卷命令的一項訴訟作
出裁決前，前總統川普任內推出
的這項政策將繼續實施，法院擬
明年2月審理此案，進而做出最終
裁決。

此舉可望讓拜登政府在5月或
6月前，為移民大量湧入美國一事
做好準備。

在截至 11 月的一年內，約有
250萬人在試圖越過美國南部邊境

時遭到攔截。
批評人士痛批第 42 卷命令

「不人道」，認為這是一項偽裝
成公衛政策的特殊移民計畫，但
不符合任何目的。

在最高法院裁定維持這項具
有爭議的移民措施後，白宮今天
敦促對美國移民制度展開 「全面
」改革。

白宮新聞秘書尚皮耶（Kar-
ine Jean-Pierre） 在 聲 明 中 說 ：
「要真正修復我們支離破碎的移

民制度，需要國會通過全面的移
民改革措施。」

（綜合報導）美國司法部宣布，極右翼民兵組織首腦佛克
斯（Adam Fox）因密謀綁架並意圖殺害民主黨籍密西根州州長
惠特梅爾（Gretchen Whitmer），今天被判處16年有期徒刑。

綜合法新社和路透社報導，39歲的佛克斯與47歲的共同被
告克勞夫特（Barry Croft）已於8月遭判有罪，罪名是共謀綁架
惠特梅爾，並準備在這場2020年的密謀中使用大規模殺傷性武
器。

佛克斯和民兵組織其他幾人共同計劃襲擊惠特梅爾的行動
，部分是為回應她的COVID-19（2019冠狀病毒疾病）隔離政
策，但他們也說這是為了發動一場內戰，一行人中包含一名聯
邦調查局（FBI）的線人。

惠特梅爾是總統拜登角逐白宮競選活動的共同主席，她曾
因自己的COVID-19政策與時任總統的川普公開發生衝突。

根據美國司法部，相關罪犯串謀從惠特梅爾在密州艾克拉

皮茲（Elk Rapids）附近的度假小屋綁架她，並在脫逃過程使
用土製炸彈對付安全人員。

佛克斯原可能面臨無期徒刑，如今獲判16年有期徒刑；克
羅夫特則將於明天被判刑。

密州法院12天前判處參與這項密謀的其他3人7至12年不
等的徒刑，罪名是犯下國內恐怖主義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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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保險公司菁英獎
本公司獲美國政府頒發 2 0 1 8 ~ 2 0 2 2

健康保險公司菁英獎

美國全民健保
(OBAMACARE)

美國全民健保
(OBAMACARE)

專營

免費咨詢，免費申請， 每月保費低至$0元
代理多家知名醫療保險公司
無需擔心之前病史被拒保，保險生效即可立即使用！

日本科學家在小行星“龍宮”表面
發現太空風化的痕跡

綜合報導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開發機

構、京都大學、九州大學等組成的研究團

隊20日發布新聞公報說，他們通過分析

“隼鳥2”號探測器從小行星“龍宮”帶

回的樣本發現，“龍宮”表層的水幾乎都

消散於宇宙空間，證明了“龍宮”的表面

物質正經歷著太空風化。

沒有大氣層的天體會因為微流星體的

高速撞擊、太陽風粒子轟擊、宇宙射線照

射等原因表面慢慢發生變化，這壹過程稱

為太空風化。

公報說，研究團隊分析了“隼鳥2”

號探測器從“龍宮”小行星帶回地球的

800多顆平均直徑幾十微米的砂粒，發現

“龍宮”小行星表面因微流星體沖擊產生

的熱量導致星體表層數微米變成熔融狀態

，熔融層下方至少1至2微米的黏土顯著

脫水，小行星仿佛整體遭受了強加熱壹樣

反射著太陽光。

此前其他研究表明，構成“龍宮”小

行星的液態水和其他物質經歷過大規模反

應，但壹直沒有直接的現場觀測數據，本

次研究獲得的數據可以解釋“龍宮”在還

是更大天體的壹部分的時期，因其內部溫

度升高或者過去曾處於更接近太陽的軌道

，其表面以下到約深1米的地方被強烈加

熱，致使整個天體或天體表層的水幾乎全

部消散於宇宙空間。

研究還發現，“龍宮”的太空風化和月

球以及“絲川”小行星的太空風化都不同，

顯示出獨特的個性。這是由於“龍宮”小行

星含有大量含水矽酸鹽礦物，而月球和“絲

川”小行星沒有水。

公報說，“龍宮”屬於C型小行星（碳

質小行星），這種小行星數量在小行星集中的

主帶中是最多的。通過這項研究，科學家們首

次弄清了C型小行星太空風化的真實狀態，有

望推動對含水小行星反射光譜的解釋。

首爾地鐵3號線因線路起火停運壹個半小時

暫無人員傷亡

綜合報導 首爾地鐵3號線部分區段隧道

內線路起火，列車被迫停運1小時30多分鐘

，給嚴冬中上班出行的市民帶來諸多不便。

據警方和消防部門透露，23日上午6點

43分許，3號線毋嶽嶺站至獨立門站之間的

隧道內線路發生火災。受此影響，3號線藥水

站至舊把撥站區段的雙向列車壹度停運，待

消防人員撲滅火情後，列車已於8點12分許

恢復運行。

據悉，事故最早由壹名列車司機發現。

該司機在發現軌道上冒火花後進行了滅火，

同時撥打119電話報警。消防部門表示，截

至當天上午7點50分，滅火工作已進入收尾

階段，煙霧和火苗已被撲滅。

趕赴現場的警方和消防人員投入30多人

合力滅火並將擁堵區段的乘客疏散到車站外

。由於火災發生時間正值上班高峰時段，地

鐵停運後人們紛紛湧向公共汽車和出租車，

引發道路交通混亂。加上當天氣溫驟降至零

下12攝氏度，給市民帶來極大不便。據悉，

警方還接到了部分人流密集站點需要管控的

報警電話。

首爾市已向市民發送短信，提示乘坐其

他交通工具。截止上午9點暫無人員傷亡報

告。

首爾交通公社方面表示，全面恢復地鐵

運行尚需壹些時間，已在火災發生後成立現

場應對組，全力做好搶修和善後工作。

東
京
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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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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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
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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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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賄

綜合報導 據日本共同社報道，

圍繞東京奧運會和殘奧會相關瀆職案

，因涉嫌向奧組委前理事高橋治之委

托贊助商選定等並提供共2800萬日元

而被控行賄罪的男裝巨頭AOKI控股

前董事長青木擴憲等3人，22日在東

京地方法院的首次公審中承認起訴內

容。

東京地方檢察廳特搜部就5個渠

道共起訴15人，此次是壹系列案件中

最初的審理。

其余2人為AOKI控股前副董事長

、青木擴憲之弟青木寶久和擔任專務

執行董事的上田雄久。

據起訴書記載，3人2017年1月至

去年6月前後，委托高橋入選成為奧運

贊助商，迅速簽約，合同中包括有關日

本奧運代表團官方服裝的優先供應權

等事宜，並在2019年 9月至今年3月

分三十多次向高橋提供了現金。

高橋是廣告巨頭電通的前專務董

事。2014年6月出任東京奧組委理事

，按照《東京奧運會和殘奧會特別措

施法》的規定被視為“準公務員”。

特搜部認為，AOKI 控股方面

2017年9月根據與高橋經營的“COM-

MONS”簽訂的咨詢合同提供資金屬

於行賄。

印度水下戰力獲提升！
第5艘潛艇交付印海軍

綜合報導 印度逐漸耗盡的水下作

戰力量周二獲得了重大提升，第5艘

“鲉魚”級潛艇“瓦吉爾”號交付海

軍，並將於下月入役。

印度馬紮岡船塢公司與法國合作

實施“75項目”計劃，印度海軍迄今

為止已入役4艘“鲉魚”級潛艇——

“虎鯊”號、“坎德裏”號、“卡蘭

傑”號和“維拉”號。第6艘也是最後

壹艘“瓦格希爾”號將於明年交付。

報道說，除了這些潛艇，印度海

軍常規水下艦隊只有6艘老舊的俄羅斯

“基洛”級潛艇和4艘德國霍瓦爾特造

船廠的潛艇可勉力支撐。至於核潛艇

，印度只有壹艘可投入使用的 SSBN

（海軍對攜帶核彈頭彈道導彈的核動

力潛艇的稱呼）——“殲敵者”號核

潛艇，第二艘SSBN“阿裏加特”號不

久將與之並肩作戰。

“鲉魚”

級潛艇將提供

急需的受歡迎

的補充力量。

它們具有先進

吸聲技術和低

輻射噪聲水平

等優越隱形特

性，配備了遠

程制導魚雷和

反艦導彈以及

先進的聲吶和

傳感器套件。

壹名軍官

說：“‘瓦吉

爾’號從今年2

月 1 日開始海

試。與之前的潛艇相比，它完成所有

重大試驗的時間是最短的，這讓人非

常驕傲。”他還說：“建造潛艇是壹

種復雜活動，因為當所有設備都需要

小型化並符合嚴格質量要求時，難度

就會加大。‘瓦吉爾’號是第3艘在24

個月內交付海軍的‘鲉魚’級潛艇，

這是壹項重大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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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佔全國十大科學家情況

2424
領
域
全
國
十
大
科
學
家

領
域
全
國
十
大
科
學
家
港
佔
三
成
半

港
佔
三
成
半

半
數
領
域
獨
佔
鰲
頭

半
數
領
域
獨
佔
鰲
頭
顯
港
科
研
人
員
具
卓
越
尖
端
競
爭
力

顯
港
科
研
人
員
具
卓
越
尖
端
競
爭
力

國家“十四五”規劃明確支持香港建設成為國際創
新科技中心，特區政府在發展創科方面亦以“搶

人才”作為施政重要目標。在致力吸引全球人才的同
時，其實香港已經擁有眾多出色的研究人才一直為創科
發展作出貢獻。

香港文匯報記者分析Research.com的2022年的最
新統計，該平台以全球科學家在所屬領域的H指數
（H-index）作根據，按科學家的論文發表數及被引用次
數，評估他們累積學術產出數量和水平，並計算出科研
人員在世界及在其所屬院校所在國的名次。

在該平台列出的24個領域之中，香港科學家在其中
23個領域的全國前十位都榜上有名，累積共84人次，佔
全國排名前十人次數目的35%，更在12個領域中位居全
國之首，位列全國前三的也達到28人次，展示香港科研
人才水平與創科實力不容小覷，在國家支持和特區政府
的努力下，有足夠的底氣問鼎國際創科中心之位。

醫學領域十強 九位是港學者
24個研究領域大致分為生物及醫學，自然科學，工

程科學，商業、社會及人文學科四個大類，其中以醫學

領域香港學者表現最為出色，在全國前十排名中香港科
學家佔了9名，更包辦了三甲，包括為香港人熟知的沈
祖堯及袁國勇；除醫學領域獨佔鰲頭，香港科學家在微
生物學和商業及管理領域亦表現突出，各有8人打進全
國前十；而法治作為香港成為國際金融商業中心的重要
基石，也有6人在法律及政治科學領域位列全國前十。

多位香港知名科學家也於是次數據中名列前茅，
包括香港大學校長張翔是物理學的全國第一；香港中
文大學校長段崇智則是生物學及生物化學的全國第
二。其餘由香港科學家位居全國第一的領域還包括免
疫學、工程及技術、電腦科學、地球科學、環境科
學，以及動物科學及獸醫學等。

此外，即使在心理學和社會科學及人文學科的領域
中，也分別有5名及4名香港科學家位列全國前十，而
且更居全國第一及第三，顯示香港理工範疇以外的學者
實力同樣強勁。另外值得一提的是，儘管在生態學及演
化學領域中，唯一項目並沒有香港科學家躋身全國前
十，但其實亦已佔得第十一及第十四位，表現不俗。這
些都充分反映香港的科研實力水平全面多元，質、量、
深度與廣度兼備。

20222022 年是香年是香

港 創 科 關 鍵 一港 創 科 關 鍵 一

年年，，新一屆特區新一屆特區

政府持續完善創政府持續完善創

科生態圈及人才庫發展科生態圈及人才庫發展，，促進香港創科融入國家促進香港創科融入國家

發展大局發展大局，，日前更推出首份日前更推出首份《《香港創新科技發展香港創新科技發展

藍圖藍圖》，》，全面規劃未來創科願景全面規劃未來創科願景。。臨近歲尾臨近歲尾，，香香

港文匯報深入分析港文匯報深入分析20222022年全球三大學術研究人員年全球三大學術研究人員

影響力資料庫的數據影響力資料庫的數據，，包含整個生涯的累積影響包含整個生涯的累積影響

力力、、過去過去1010年長期成就年長期成就，，以及單年表現等層面以及單年表現等層面，，

其中在權威學術研究平台其中在權威學術研究平台Research.comResearch.com的累積的累積

影響力排名共影響力排名共2424個領域的全國十大科學家中個領域的全國十大科學家中，，香香

港便佔總數的港便佔總數的3535%%，，其中其中1212個領域更由香港學者個領域更由香港學者

位列全國第一位列全國第一（（見表見表），），顯示香港科研人員具備顯示香港科研人員具備

卓越尖端競爭力卓越尖端競爭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 鍾健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鍾健文

香港青年科學院院長、港
大協理副校長（研究及創新）
岑浩璋日前接受香港文匯報訪
問時表示，綜合各權威學術研
究平台資料，充分顯示香港科
研人員的出色成就及扎實研究
基礎。近年香港各大院校都積
極支持科研及相關教學和國際
交流，特區政府加強投入資源
推動科創發展，都令科學家更
有空間專注做好研究。

岑浩璋認為，香港需要繼
續發揮所長，推動優質的基礎
研究，做好科創的上游工作，
繼而與大灣區其他城市相互補
足，幫助科研落地轉化，使國
家科創產業鏈更完整，並期待
更多青年科學家為香港的科研
發展出謀獻策，為香港成為國
際創新科研中心、為中國建設
成為創新型國家出一分力。

他認為，香港在積極招募
更多全球領先的科學家、研究
所和公司赴港的同時，亦要為
科研人員增加研究資助及擴闊
國際交流機會，長遠來說，更
需要持續加強培養更多科研人
才，特區政府應更多投放資源
於科普教育，包括加強在中小
學推動 STEAM（科學、科
技、工程、藝術、數學）教
育，培養學生對科學的興趣，
提高其選修科學、數學的機會
及知識水平，亦要致力推動創
科氛圍，令家長及學生認識科
學、科研的重要，以及額外撥
款資助中學生在大學的實驗室
實習，以鼓勵他們在升大學前
多接觸科研。

應善用制度優勢
發揮“超聯人”角色

香港應用科技研究院行政
總裁葉成輝日前接受香港文匯
報訪問時亦指，國際評比證明
香港科研人員具備雄厚實力基
礎，下一步應善用各方面的制
度優勢，包括已建立的國際地
位、研發能力、科技基礎設

施、法律制度及知識產權等，例如普通法
制度有利與體制相近地區的雙邊經貿發
展，亦可發揮國際科研及商業平台的作
用。

他提到，新冠疫情後，全球對科技需
求急增，包括通訊科技、物聯網、金融科
技、建築科技及教育科技等，香港有力協
助西方公司打進亞洲特別是內地市場，或
是協助內地公司走向國際，多方面發揮香
港“超級聯繫人”的角色。

對於香港的年輕科研人員，葉成輝認
為，他們必須要了解香港優勢及需要，以及
大灣區的龐大發展潛力。他形容，當前香港
的科研人才既能獲得特區政府投入的支持，
亦可受惠內地科創市場的發展，可謂“兩邊
的甜頭都吃得到”，而兩地的需求及優勢不
盡相同，亦有利香港青年科研人員與內地人
才優勢互補，互相促進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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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領域

醫學

微生物學

免疫學

生物學及生物化學

動物科學及獸醫學

遺傳學及分子生物學

神經科學

全國十大科學家
香港所佔人數

9/10

8/10

4/10

4/10

3/10

1/10

1/10

香港部分頂尖科學家例子
（全國名次）

中大沈祖堯（1）、港大袁國勇
（2）、中大劉德輝（3）

港大袁國勇（1）、港大陳
國雄（3）

港大管軼（1）

中大段崇智（2）

城大Dirk U. Pfeiffer（1）

中大David J. Chen（6）

城大Colin Blakemore（6）

生物及醫學類

自然科學類

研究領域

物理學

數學

化學

地球科學

環境科學

植物科學及
農藝學

全國十大科學家
香港所佔人數

3/10

3/10

2/10

2/10

2/10

1/10

香港部分頂尖科學家例子
（全國名次）

港大張翔（1）

理大祁力群（3）

港大支志明（3）

港大趙國春（1）

港大宮鵬（1）、教大黃銘
洪（2）

浸大張建華（4）

工程科學類

研究領域

工程及技術

電腦科學

電子及電機工程

材料科學

機械及航天工程

全國十大科學家
香港所佔人數

5/10

4/10

3/10

2/10

1/10

香港部分頂尖科學家例子
（全國名次）

城大劉錦茂（1）

中大湯曉鷗（1）、理大
張磊（2）、中大王曉剛
（3）

城大陳關榮（2）

城大張華（7）

科大史維（3）

商業、社會及人文學科

研究領域

商業及管理

法律及政治科學

心理學

社會科學及人文
學科

經濟學及金融

全國十大科學家
香港所佔人數

8/10

6/10

5/10

4/10

3/10

香港部分頂尖科學家例子
（全國名次）

理大陳炳泉（2）、理大鄭大昭（3）

城大Richard M. Walker（1）

理大Michael Bond（1）、理大石丹
理（3）

中大梁覺（1）、中大關美寶（3）

嶺大Michael Firth（5）

資料來源：Research.com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鍾健文

◆◆香港科學家在醫學領域獨佔香港科學家在醫學領域獨佔
鰲頭鰲頭。。圖為中大科研人員學習圖為中大科研人員學習
進行細胞培養進行細胞培養。。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圖為香港科學園的香港神經退行性疾病中
心，研究人員正在進行分析工作。資料圖片

◆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內，香港城市大學福田
研究院內科研人員正在做實驗。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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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會見李家超 充分肯定新一屆特區政府工作

港充分發揮獨特優勢
將大有可為風光無限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國家主席

習近平23日下午會見來京述職的香港特區行政長

官李家超，聽取他對香港當前形勢和特區政府工

作情況的匯報。

香港文匯報訊 新華社23日報道，國
務院總理李克強22日下午在中南海紫光閣
會見來京述職的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
李家超時，談到特區政府和市民普遍關心

的香港與內地通關問題。李克強表示，隨
着疫情防控優化調整措施的有序推進落
實，有關方面要抓緊溝通協調，推動香港
與內地人員往來逐步恢復正常。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特區政府新聞處
23日發稿透露，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在述
職的過程中，向國家領導人表達市民對香
港與內地“通關”的熱切期盼，領導人指
出隨着內地疫情防控優化調整措施的有序
推進落實，有關方面要抓緊溝通協調，推
動香港與內地人員往來逐步恢復正常。李
家超表示香港特區政府會繼續積極與中央
相關部委、廣東省政府、深圳市政府等緊
密聯繫及商討細節，盡快有序推進“通
關”安排。

感謝中央支持港發展經濟管控疫情
李家超23日和22日在北京分別向國家

主席習近平和國務院總理李克強進行上任
後首次述職，匯報香港經濟、社會和政治
等方面的最新情況。

特區政府新聞處在發稿中表示，在會
見中，李家超感謝國家領導人充分肯定和
支持第六屆香港特區政府的工作，並感謝
中央政府就香港在經濟發展、社會民生和
疫情管控等方面的關心和支持。他表示自
上任以來，深知任重道遠、必須盡職履
責，他和團隊有共同抱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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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家超表示，習近平主席的7月1日重
要講話和中共二十大報告，都明確說明“一
國兩制”是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的最佳制度保

障，必須長期堅持。香港各界非常鼓舞和支
持，國際社會反應正面，對“一國兩制”的
信心和支持是明顯、實在和熱烈的。

他向國家領導人表示，香港正處於從
“由亂到治”邁向“由治及興”的關鍵時
刻，特區政府必定會嚴格按照憲法和基本
法，全面準確、堅定不移貫徹落實“一國
兩制”方針，堅決維護國家安全，着力恢
復經濟活動，積極回應民眾關切，落實
“愛國者治港”原則。

施政報告的創新破格政策正逐步落實
李家超匯報了第六屆香港特區政府以

習近平主席7月1日重要講話提出的“四個
必須”、“四點希望”和“青年興，則香
港興”為施政綱領。他在施政報告中勾畫
香港未來五年的發展願景，並提出多方面
創新、破格的政策措施，正逐步落實執
行，希望更好地為市民謀幸福，為香港謀
發展，讓大家可分享成果。

他向國家領導人表示，將帶領團隊全
力發揮“一國兩制”下香港“背靠祖國、
聯通世界”的得天獨厚優勢，鞏固香港國
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地位，發展創
科、文化藝術等新興優勢，發揮國家“十
四五”規劃、粵港澳大灣區建設和“一帶
一路”倡議等國家重點戰略下為香港帶來
的無限機遇，並落實中央對香港特區的要
求和寄望，帶領香港實現新飛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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讚展現出“愛國者治港”新氣象
習近平表示，李家超擔任行政長官以來，帶領新一屆香

港特區政府，勇於擔當、務實有為，團結社會各界，堅決維
護國家安全，大力恢復經濟活力，積極回應民眾關切，認
真學習宣傳貫徹中共二十大精神，展現出“愛國者治港”
新氣象，香港在“一國兩制”正確軌道上穩步前進。中央
對李家超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的工作是充分肯定的。

中央堅定貫徹“一國兩制”方針
習近平強調，中共二十大對新時代新征程黨和國家各項

事業發展作出全面部署。“一國兩制”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的偉大創舉，是香港、澳門回歸後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最佳
制度安排。中央將全面準確、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方
針，全力支持行政長官和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全力支持香港
充分發揮獨特優勢，廣泛開展國際合作，更好融入國家發展
大局，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中作出新的更大貢
獻。在新時代新征程上，香港將大有可為，風光無限！

韓正、丁薛祥、夏寶龍、駱惠寧等參加會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藍松山、林熹）香
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到北京述職，向國家領
導人表達市民對香港與內地恢復正常通關的熱
切期盼，獲得正面回應。多名政界人士在接受
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與內地恢復正常通關
是所有香港市民的期盼，希望“通關”的喜訊
在不久後傳來，刺激近年來疲弱的經濟，助力
香港進一步發展。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李世榮表示，理解香港
市民很久沒回內地，因為隔離而與家人朋友分
別，非常期待與內地恢復正常通關，故十分期待
特首從北京回來的時候，能給香港市民帶來好消
息，但強調市民不應該掉以輕心，在香港仍然要
注意個人的防疫工作，“鬆綁不等於鬆懈。”

自由黨立法會議員邵家輝表示，許多香港
市民都期望早日與內地恢復正常通關，疫情以
來，香港市民與內地的家人難以團聚，而許多
在內地有業務的港人亦難以親身到內地辦公，
影響非常大。

在期盼港人能免檢疫到內地的同時，他還

希望盡快開放內地遊客前來香港。在新冠肺炎
疫情前，內地遊客佔香港遊客達八成，在疫情
下，零售業界受到極大的打擊，經營慘淡，因
此業界對恢復正常通關有着極大的需求，希望
在不久的將來可獲得恢復正常通關的喜訊，以
刺激近年來疲弱的經濟。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表示，香港已逐
漸走出疫情困境，邁向全面復常。在新一屆特區
政府上任後的半年中，李家超及每一位官員都非
常有擔當，積極進取，有針對性地解決香港深層
次問題，近日推出多個藍圖，更明確香港未來的
發展方向，為香港帶來新氣象、新希望。

新民黨立法會議員容海恩表示，對習近
平主席高度讚揚李家超任內的表現表示高興。
她認為，李家超及他的團隊自上任後，通過實
際行動展示了解決民生及發展經濟的決心，期
望特區政府進一步宣傳好香港自身優勢，積極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立法會亦會繼續支持特區
政府依法施政，以及向市民宣傳好國家的發
展。

港政界盼在中央支持下振經濟解民憂

李克強：推動兩地人員往來逐步復常

◀ 12月23日，
國家主席習近平
在中南海會見來
京述職的香港特
別行政區行政長
官李家超。

新華社

◆習近平在會見李家超時表示，新一屆香港特區政府勇於擔當、務實有為，中央充分肯定。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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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節前高峰日將安排開行旅客列車6,077對，節後高
峰日安排開行旅客列車6,107對，最大客座能力較
疫情前的2019年春運增長11%。

2. 根據鐵路12306客票預售和候補數據，動態研判
客流走勢，梯次安排運力投放。

3. 用好今年新開通的鄭渝高鐵、湖杭高鐵、彌蒙高鐵
等新線及新投用“復興號”等裝備，以及京廣高鐵京
武段實現時速350公里高標運營，加大客運能力投
放。

4. 將在部分運力緊張的高鐵通道增開夜間高峰線動
車組列車，在京廣、杭深高鐵開行臥鋪動車組。

5.互聯網訂餐車站由55個增加到76個；便捷中轉換
乘服務車站由80個增至100個。

6.在全國3,200餘組動車組列車上，旅客可通過掃描
座椅扶手上的“鐵路暢行碼”，查詢列車正晚
點、運行位置、接續車次、交通接駁等信息。

7. 強化車站客流組織，推廣無接觸式服務，引導旅
客有序分散進站候車，保持安全距離；加強衞生
間、洗手池、電梯扶手、座椅等重點處所通風消
毒。

8.引導旅客全程佩戴口罩；嚴格規範做好鐵路春運一
線職工健康防護，加強保潔、安檢、餐飲、業務外
包人員一體化管理；強化鐵路與地方“聯防聯
控”，有序做好應急處置。

春運火車票開售
跨省出行熱度升
穗始發班次旺銷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俊明 廣州報道）“期盼三年，終可回鄉探親！”隨着

2023年春運火車票24日開始發售，在廣東的貴陽籍務工人員劉發偉提前訂票返鄉

過年。香港文匯報記者24日上午登錄中國鐵路12306官網看到，作為節前春運

“主戰場”，廣州部分熱門返鄉車次預訂熱銷；春運首日（1月7日）廣州始發長沙、重慶、廈門、貴陽、南寧、武漢等

部分熱門時段的車次已售罄，部分晚上抵達車次仍有餘票。據中國鐵路部門安排，春運期間將部署逾1.2萬對列車迎戰

“客運潮”，最大客座能力較疫情前的2019年春運增長11%。

粵外來工：
期盼三年期盼三年 終可回鄉過年終可回鄉過年
穩步復常

2023年春運從1月7日開始，將歷時40天；按照鐵路車票預售期15天
的規定，12月24日起旅客可購買春運首日的
火車票。

“有三年春節沒返鄉過年，很掛念家裏
人。”貴陽籍務工人員劉發偉告訴香港文匯報
記者，2020年春節時，由於工廠加班，原計
劃趕着除夕前搭乘高鐵返鄉，但後來收到疫情
發生的消息，就自願留守；到了第二年春節，
由於當地政府和工廠都鼓勵員工就地過年，還
給予“留工紅包”等暖心禮包，在春節後提早
上班也有獎勵，劉發偉當時就留了下來過年。
“至於第三年春節，我已經跟家人明確說了會
返鄉過年，但很不巧，在返鄉前一周因出差途
經了中高風險區，導致後來還是要就地過
年。”

家鄉不用報備 若感染則居家
劉發偉稱，現在出行不再查驗核酸檢測陰

性證明和健康碼，加上工廠今年可提早請假，

因此選擇提前返鄉過年，“這一周我都‘楊
（陽）過’轉陰了，不擔心返鄉後傳染給家
人；但自己也會提前向村裏報備，回到家後打
算先自我隔離幾天。”

“好多外出打工的人都想回家和家裏人好
好相聚，特別是孩子都好久沒見了。”雲南籍
務工人員老馮說。

“現在回鄉也不用報備，當然大家自己都
要防護好。”湖南籍務工人員張曉強說，身邊
不少老鄉都已經感染過，總體上的症狀都是輕
症，可放心回家過年。而對於“一旦旅途上感
染了到家怎麼辦”，村裏回覆建議加強防護、
到家後居家監測隔離。

平台搜索大增客量料三年最高
自中國優化防疫“新十條”發布以來，各

地對出行的限制陸續取消，不少人“回家過
年”的願望將得以實現，春運出行量或迎來近
三年最高。去哪兒大數據研究院副院長郭樂春
分析說：“疫情三年以來，不少旅客首次踏上

返鄉過年的旅程，這樣的樸素需求量是巨大
的；我們也看到，病毒的傳染性較強，也有不
少旅客對返鄉持觀望態度。再加上今年各類院
校放假早、學生返鄉提前，這也讓2023年春
運呈現出‘預訂周期短、分散出行’的特
點。”務工人員返鄉將成為2023年春運的首
個小高峰，預計出現在“小年”（1月14日、
15日）前後。

據在線旅遊平台去哪兒數據顯示，自12
月17日以來，每天約1.3萬人預約下單春運期
間的火車票，熱門目的地為成都、重慶、哈爾
濱、長沙、昆明等；12月24日該平台火車票
搜索量比23日增長逾兩倍。

同程旅行數據也顯示，2023年春運旅客
出行距離顯著增長，跨省出行熱度呈現明顯上
升趨勢；近一周該平台火車票預訂的訂單均價
超過240元人民幣，達到疫情前春運客流高峰
水平。而12月24日8時開始放票後，春運首
日火車票的搜索量快速攀升，短時間內達到疫
情前同期的八成以上。

◆◆2424日日，，在廣州東在廣州東
站站，，部分旅客提早啟部分旅客提早啟
程返鄉程返鄉。。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方俊明記者方俊明攝攝

2022年12月26日（星期一）中 國 經 濟3 ◆責任編輯：何佩珊

“企業家拒絕躺平”浙商籲主動走出去
民企藉創新危中尋機 出海拓市場對標國際

剛剛當選浙商總會會長的正泰集團董事長南存
輝說：“歷史經驗告訴我們，每次危機都會

出現新的技術、新產業革命和併購整合機會，進而
推動經濟社會新一輪發展。”他以自己的企業為
例，最近兩年因受市場縮小、原材料價格上漲、國
際貿易形勢變化等影響，傳統的電力設備銷量和新
型光伏產業兩大板塊都受到了衝擊。“於是我們把
光伏布局的重心轉向了基數龐大的家庭用光伏電站
建設上。並持續投入超十億元人民幣，建立起一個
雲端平台和兩張數字網，大大提升了生產、監管和
客戶服務的效能。”據悉，今年前三季度，正泰綠
色能源板塊營收同比增長66%，佔比超過了全集團
營收的一半。

扎實地搞創新往前走
“雙碳目標也好、數字中國建設也好，我們就

堅定不移地立足自己的實際，扎扎實實地搞創新往
前走，不斷地推動自身的能力提升、推動創新、推
動變革。”南存輝說，“有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新

的精神，我們覺得是信心百倍的，很受鼓舞的。”

新勢力車企香港上市
今年9月，零跑汽車正式登陸港交所，成為港

股市場中唯一一家以中國公司架構上市的新勢力車
企。在零跑汽車創始人、董事長朱江明的帶領下，
成立不到3年時間，零跑已成為繼特斯拉之後，全
球第二家擁有智能電動汽車完整自主研發能力的廠
商，包括自研電驅、電池、電控三電技術、智能網
聯技術、自動駕駛技術。

“我們迎來了上市，但新能源汽車製造是一個
長跑，我們只是取得了階段性的勝利，要真正突破
的話，還有很長的路要走，所以這是一趟非常漫長
的長跑。”朱江明說，“目前，零跑的進度比我想
像的會慢一點，比如說智能化的進展，但是從整個
市場的趨勢來說，中國9月份新能源汽車的滲透
率，已經超過了30%，這讓我覺得堅持這個賽道是
有信心的。”

“雖然我們現在把所有的問題都歸結到疫情，

但疫情終將過去，疫情過後的世界，可能跟我們原
來的想像完全不一樣。”華立集團董事局主席汪力
成表示，面對風雲變幻的國內外形勢，浙江參與國
際分工的製造業企業要改變過去躲在家裏製造大量
低成本產品的做法，而是要積極主動走出去，嵌入
到正在重構當中的全球供應鏈分工。

抱團出海 齊做增量
據悉，目前華立集團除自己在國外開設工廠

外，還在泰國、柬埔寨、墨西哥建設了中國工業園
區，通過平台抱團出海，助力200多家中國製造業
企業參與國際產能合作。“從對這200多家企業的
跟蹤分析來看，沒有一家‘舉家外遷’的，都是做
增量。出海動機20%是出於規避貿易摩擦，40%是
為了增加當地及周邊國家的市場份額，同時仍然有
60%的上游零部件和材料從中國母公司或中國供應
鏈購買，實際上仍然起到了拉動中國外貿出口的作
用。此外，普遍反映走出去後視野更開闊、對標國
際同行，合作黏度更強了。”

“此次中東之
行最大的收穫除了訂
單之外，應該說就是
信心。”在中東轉了
一個月才回來的颶鵬

防護用品（寧波）有限公司總經理董
建偉說，“三年沒去了，這次一去就
看到中東各國城市更新的速度非常
快，很多工程都在開發，有點像我們
當年的上海浦東，這對於我們來說就
是希望和信心。”

董建偉說，“中東市場大約佔據
我們外貿出口份額的三成多，僅次於
美國市場。而近兩年來，美國因為通
貨膨脹導致貨物積壓，市場份額也有
所回落，但中東地區特別是沙特訂單
需求高速增長，大約保持5%至10%的
年增長率。”在中東期間，他拜訪了
全球最大的石油生產公司沙特阿美，
同時還與當地第三大建築公司敲定了
因疫情而耽擱了三年多的“大單”。

“三年沒見客戶了，這次展會我
們接待、拜訪了五十多位採購商，一
半以上是新客戶，不僅簽下了貿易合
同，還收穫了最新的行業動態信息，
真正不虛此行。”剛從新加坡參加完
化妝品展會回來的浙江義烏美雪化妝
品有限公司負責人虞勁松回憶起搶單
經歷也特別激動，“很多客商對我們
的產品還停留在三年前的認識上，這
次看到我們帶去了那麼多新產品也特
別興奮，由此可見開拓國外市場的機
會非常大。”

繼組團出海搶訂單後，浙江的民營企業又
再次加入了“搶人潮”。據香港文匯報記者不
完全統計，目前浙江紹興、義烏和嘉興等多地
推出“春節留工”措施，真金白銀留人、搶
人，幫助企業穩生產。如義烏推出了“留義過
年”十條舉措，涵蓋消費補貼、交通出行、留
崗紅包、生產補助等，倡導在義外地人就地過
年；紹興越城區倡導春節期間“留工不停
產”，推出外地員工返崗激勵、用工服務獎勵
等10項舉措等。

浙江省浙商研究院執行副院長楊軼清表
示，通過這三年的疫情經歷更能看出，一方面
浙商群體毋庸置疑是最具市場敏銳度和柔韌性
的商幫之一。同時，浙江各地方政府對民營企
業的重視度和幫扶力度也向來走在全國前列。
從政府組團出海搶訂單，到拿出真金白銀出台
留人舉措，為的就是要保證企業搶來的“訂
單”最後變成“定單”。政府與企業的良性互
動是浙江民營經濟大放異彩的基石之一。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莉 杭州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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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王

莉 杭州報道）“三年疫情以

來，有很多企業家都表示‘太難

了’‘躺平了’。難是難了點，

但總會過去的。無論面對什麼樣

的困境，作為企業家，我們都不

能躺平。”日前，在浙江杭州參

加第六屆世界浙商大會的娃哈哈

集團董事長宗慶後對於民營企業

如何渡過這一波寒冬，提出要拒

絕躺平，面對當下瞬息萬變的國

內外形勢，要加速產品變革和生

產變革，在危中尋找機會，主動

參與全球供應鏈重構。而眾多浙

江民營企業家對此觀點都表示贊

同。 ◆◆早前浙江各地組團出海搶訂單早前浙江各地組團出海搶訂單。。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浙江傳真浙江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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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台中市蔡姓婦人在臉書購買雲南玉
石，匯款21萬元後未收到貨，對方邀請她再度觀看
買賣直播，蔡婦心動不已，前往銀行欲再匯款90萬
元，行員察覺有異報警，警方苦勸後，她才恍然大
悟，所幸及時保住積蓄。

58歲蔡姓婦人日前在臉書上看見大陸雲南賣家
販售玉石廣告深感興趣，主動與對方聯繫，並在通
訊軟體上互加好友後。對方邀約蔡婦觀看原石買賣
直播，她看完心動不已， 1日匯款21萬餘元購買原
石。

蔡婦遲遲未收到商品，不料，5天後，詐騙集
團又再請她觀看直播，並遊說購買，且宣稱該平台
購買玉石保證價格優惠實在。蔡婦不疑有他，再度

依約至銀行欲匯款90萬元，行員察覺有異緊急報警
處理。

豐原警分局合作派出所巡佐陳文聰、警員鄒廷
佳接獲報案後趕往銀行，先以詐騙案例分享方式向
蔡婦委婉勸說，並協助查證該匯款帳號已遭通報金
流異常，蔡婦才漸漸清醒，驚覺受騙，事後頻頻感
謝員警與行員的熱心協助，才得以保住積蓄。

合作派出所所長蕭偉志呼籲，使用網路直播拍
賣購物時，應先觀察賣家評價、慎選知名度較高的
賣場較有保障，現行詐騙樣態多樣，尤其鉅額匯款
特別要注意，如有相關疑問，可以撥打110或165反
詐騙專線由警方即時協助查證。

（中央社）中國大陸疫情
延燒，明年1月8日起不再實施
隔離措施，並取消入境篩檢、
隔離。台大兒童醫院感染科主
治醫師李秉穎表示，接下來 1
、2 個月要很注意，大陸會有
很高的疫情。大陸的疫情不至
於會成為 「大魔王」，但是是
「小鬼」，會造成輕症個案增

多，民眾平常心看待即可，若
要出國，建議接種雙價疫苗。

《新聞放鞭炮》今邀請李
秉穎接受專訪。主持人周玉蔻
詢問，2019、2020 年初的慘況
會不會出現。李秉穎表示，實
際情況不知道，不過大陸沒有
經歷過大疫情，疫苗結果率還
好，但是效果較差，一旦解封

會出現比台灣更大的疫情。台
灣疫苗覆蓋率已達8、9成，解
封後雖會出現疫情，但不至於
拖垮醫院的能量。

李秉穎表示，台灣、歐洲
、美國不是打過疫苗，就是感
染過，有一定的抵抗力，雖然
會有社區流行，但不太當一回
事，我們就是部分的防疫。一
開始武漢病毒傳播的時候，全
世界都沒有免疫力、都沒有感
染，歐洲的醫師還要決定生死
，呼吸器給誰用。他預估接下
來不會引起2020年的疫情，民
眾不必恐慌，但是適當的防疫
還是必要的。

「接下來1、2個月要很注
意，大陸會有很高的疫情」。

對於指揮中心對大陸入境者進
行唾液採檢足夠與否？李秉穎
表示，大陸疫情出現變異的機
率大，但是不至於會成為 「大
魔王」，是 「小鬼」，會造成
輕症的傳播，重症方面人體是
可以對付的，平常心看待就好
。

至於規劃出國的民眾，李
秉穎建議接種雙價疫苗，這對
變異病毒的輕症感染會有保護
，重症則與其他疫苗沒有差很
多。在台灣確診就在家休息，
但是在國外確診，旅遊就中斷
，很多事情不能做，也無法取
得醫療照護。

（中央社）義務役預計在2024年延長為1年，網紅 「四叉貓
」劉宇表示，他對此事無法發表太多的意見，因為他本身很討厭
當兵，也是爛兵，雖然回想起當兵時光，他可以說起很多有趣的
、笑中帶淚的小故事，但是讓他絕對不想再回去當兵。引起網友
討論，不少人看了四叉貓分享的尖叫故事，笑歪直呼，你這種一
定被操最兇。

網紅 「四叉貓」劉宇昨在臉書分享，關於兵役恢復1年這件
事，他無法發表太多意見，畢竟他討厭當兵，而且是個爛兵。白

天操舟被水花濺到會尖叫、晚上夜教被不明昆蟲嚇到會尖叫、在
庫房打翻彈藥箱的時候會尖叫逃跑；在浴室看到有胸毛的學長沒
穿上衣也會興奮尖叫、假裝摀眼。

四叉貓表示，他可以講很多很多當兵 「笑中帶淚」小故事，
但他完全不會想再去當一次兵。貼文吸引了1.3萬人狂讚，不少
過來人點頭， 「人生有許多回憶，但不是每個回憶都要重新體驗
」、 「討厭當兵+1」、 「當兵的體驗價值百萬美元，但是給他
百萬美元他也不要再當一次兵」、 「大家都這樣，一堆當兵的故

事可以講，講一輩子都還願意講，看起來當兵多快樂呀！但要男
人再當一次兵，打死不要」。

另也有網友看完則爆笑說，那4個尖叫的畫面感超強。 「怎
麼說著說著，畫面就帶出來了」、 「這畫面不難想像耶」、 「打
翻彈藥箱會逃跑，真的很慶幸你只被教召過一次」。有網友則吐
槽說 「你這種當兵一定是被操得最厲害的那種！」

示警陸疫情升溫！ 李秉穎：
要出國先做 「這件事」

自稱是爛兵！他曝尖叫4事蹟
網笑歪：一定被操最兇

日本疫情再起 單日415死創新高

前台大醫：必帶 「3寶」

（中央社）小孩子也要面子！心理師李介文分享，曾收過一
個國小生的案例，他某天早上出門前因為鼻子過敏抽了2張衛生
紙，卻慘被媽媽念了一整天，最後他忍不住委屈落淚，邊顫抖邊
說自己恨媽媽，讓媽媽當場哭了，不理解自己的用心，卻讓孩子
厭惡至極。

心理師李介文近日在節目《醫師好辣》上分享，根據研究，
小朋友的自尊很早就開始發展，大概從1歲多左右就會發展，因
此家長教育孩子的時候，應該要注意。他曾經接觸過一位個案是
小學生，還記得孩子是被媽媽帶來看夜診的。

李介文表示，孩子早上準備出門的時候，由於鼻子過敏的緣

故，隨手抽了2張衛生紙擦拭，怎料媽媽看見以後就開始罵他很
浪費，明明抽1張就可以，為什麼要抽2張呢？而且針對此事，
從早罵到了晚上，讓孩子崩潰落淚，一邊發抖一邊說 「我恨你！
」媽媽聽到當場落淚，認為自己這麼用心的教育孩子，怎麼會落
得這個下場？

李介文指出，媽媽邊哭邊喊說 「我這麼用心對待你，你卻這
樣...」，這就是一種情緒勒索，後來他仔細分析以後，他覺得有
幾個問題需要思考，首先是這位媽媽訂定的規則真的太細了，因
為歸根究柢，孩子不過就是多抽了一張衛生紙；第二點則是，這
位媽媽在他的面前不斷地指責孩子，可能導致孩子的面子掛不住

。
李介文說，罵孩子的時機必須要慎選，曾遇過家長在開車的

時候罵小孩，結果小孩一生氣亂丟寶特瓶，險釀成交通事故。他
建議家長要罵孩子的時候，最好先把孩子帶到旁邊去、和孩子的
眼神有交集。而管教孩子最好的時機就是事發當天的晚上，建議
可以在晚餐後與孩子好好談談，或者是在事發的2至3個小時，
因為這時候孩子的情緒已經慢慢下降，但記憶力還在，所以效果
會很好。

國小童顫抖喊 「我恨你」 媽媽淚崩！原因曝光全場傻眼

（中央社）2011 年 4 月教育部明訂教
師在校服務時間，以每天8小時，每周5天
40小時為 「原則」，今年9月高市教育局
與校長團體簽約 「落實」每日 8 小時工時
制，家長團體23日以 「消費者立場」聯袂
遞交連署書，要求教育局讓教師採打卡制
。29日全國教育產業總工會祕書長劉亞平
痛批，某些 「家長團體」法律素養不足、
欠缺勞動意識，假 「消費者」之名 「消費
老師」。

教育局明訂學校安排教師每周出勤時
數為40小時，每日若超過8小時的工時 應
給予加班費，若加班時數未滿1小時應以1
小時計算，學校因經費不足無法給予加班
費時，應給予依加班時數乘 1. 5 倍計算的
補休時數。

但高市家長團體聯袂遞交連署書，要
求教師採上下班打卡制，包括寒暑假也不
例外；家長團體認為以 「消費者」立場來
看，高雄教師團體獨步台灣教育界，與高
雄校長團體 「勞資協商」簽約，讓這個默
契可能出現破口，甚至出現破窗效應。

因此高雄市家長協會、高雄市各級家
長會長協會、高雄市學習障礙教育協進會
、高雄市家長教育志工協會及高雄市家長
聯盟等主席，聯袂向高雄市教育局遞交連
署書，要求教師採上下班打卡制，包括寒
暑假也不例外。

全國教育產業總工會祕書長劉亞平痛
批，行政、教師和家長是教育鐵 3 角，大
家為了孩子應該要共同合作，但遺憾的是
，某些所謂的 「家長團體」，法律素養不
足、欠缺勞動意識，竟然號稱 「消費者」
來 「消費老師」製造新聞。

劉亞平表示，老師都超時加班，政府
又沒錢給加班費，全國勞工軍警、公務人
員都有特休假，只有陽春老師卻連一天特
休假都沒有，老師兼行政有特休假卻沒有
寒暑假，這次疫情很多老師還要請事病假
，超過14天會影響考績；而根據這項團體
協約，學校經費不足無法給予加班費時，
應給予加班時數乘1.5倍計算的補休時數，
老師請補休假也要課務自理，所以不僅政
府不要花一毛錢，學生的受教權也沒有損
失。

劉亞平奉勸，教育局要慎選所謂的
「家長團體」，現在找30個人頭就可以組

一個人民團體，不是號稱高雄市家長團體
就可以代表廣大家長，要組這種 「家長團
體」可以組個幾百個，很多 「家長團體」
可能 「名存實亡」，幾乎沒有在運作，或
者只是 「一人團體」；希望教育局能夠推
選或票選各種家長代表，這樣的代表才有
代表性，避免教育局 「欽選」出某些 「意
識形態偏差」的家長代表。

高雄家長團體連署教師 「打卡制」 全國教育工會痛批 「消費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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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經濟

空頭警報頻頻拉響 2023年美股會好嗎？
面對連連下跌的美股，來自華爾街

的警告之聲越發響亮。

截至美國時間12月19日收盤，道瓊

斯工業平均指數跌0.49%，創近壹月新

低；標準普爾500指數下跌0.90%；納斯

達克綜合指數跌幅則為1.49%。這是美

股連續四個交易日出現下跌，整個華爾

街可謂陰雲密布。

當天，華爾街大空頭、摩根士丹利

首席策略分析師Mike Wilson警告投資者

，近期美股的拋售行為，更多的是股市

對即將到來的盈利衰退的展望。他判斷

，未來美股走勢“可能與2008~2009年發

生的情況相似”，或引發美股創新低，

且相比上次金融危機，美聯儲的手腳更

受束縛，可能會對盈利下滑的局面坐視

不管。

綜合國際投行及國內券商的主要

觀點，可以發現，機構普遍認為當

前美股定價尚未反映盈利下行預期

，明年第壹季度還會經歷壹波“業

績殺”。不過，在此之後，隨著美

聯儲加息見頂並可能轉向降息，美

股有望重拾升勢。

華爾街空頭警告
Mike Wilson 表示，美國股市將迎

來全球金融危機以來最糟糕的壹年，

企業利潤也將遭遇同樣的命運。他

認 為 ， 即 將 到 來 的 企 業 盈 利 衰 退

“可能跟 2008~2009 年的情況類似”

，這可能會令股市再創新低，而且

其結果將“比大多數投資者預期的

要糟糕得多”。

這位分析師曾在今年年初準確預

測了美股拋售潮，並在10月宣布暫時

轉為多頭。本月早些時候，他又調轉

槍頭，認為10月以來的美股反彈已經

結束，建議投資者獲利了結。在他看

來，盡管眼下通脹已開始從歷史高位

回落，但美國經濟最近出現的疲軟跡象

實在令人擔憂。

據摩根士丹利團隊預測，2023年美

股的每股收益將為180美元，遠低於市

場普遍預期的231美元。考慮到目前股

票風險溢價低於2008年8月，但估值卻

更高，預計標普500指數明年可能會跌

至3000點，這意味著仍需在12月19日收

盤點位上再下跌超過20%。

瑞銀集團美國及全球股票策略主管

Keith Parker也在最新觀點中指出，2023

年第二季度美國經濟將出現衰退，因此

明年基本上是在緩解通脹和金融形勢，

與即將到來的增長和收益沖擊之間的競

爭。但他同時預計，美聯儲將在第三季

度大幅降息，美股隨後啟動復蘇，至

2023 年底，標準普爾 500 指數可達到

3900點。

高盛的策略師同樣對美股的下跌

風險保持警惕。高盛研究部近日在研

報中指出，盡管全球許多股市的估值

都偏低，但美股估值仍處於上世紀 90

年代末科技泡沫的峰值水平。即便考

慮到市場對美國經濟增長更為樂觀，

且上市公司整體構成不同，這壹特殊

表現仍舊難以解釋，尤其“在大型科

技公司的利潤率承壓，導致裁員和投

資下降的情形下”。

據高盛研究部預測，受財政緊縮

和通脹急劇上升的沖擊，美國經濟通

脹調整後的實際個人收入目前正在回

升，預計明年將以超過3%的速度增長

。基於上述情況，美國或將勉強避免

陷入經濟衰退。即便如此，投資者在

股市觸底前消化美國衰退可能性加大

的風險也很高，因此基本情景假設是

2023年收益持平。

美股盈利壓力巨大
悲觀的美國經濟增長預期，對美股

業績究竟影響幾何？

天風證券研究所宏觀首席分析師宋

雪濤表示，由於預測衰退最準確的指標

——10 年期與 3 個月美債已然倒掛，

2023年美國經濟大概率出現衰退(未必是

深度衰退)。只要美聯儲能夠在壹季度停

止加息，避免倒掛進壹步加深，較紮實

的企業和居民基本面可以避免經濟陷入

深度衰退。

具體到銷售收入、利潤率和回購

三個方面，宋雪濤預測，明年美國企

業收入增速將有小幅正增長2%，企業

利潤率繼續回落至11.8%，企業回購減

弱繼續拖累，預計2023年EPS增速或降

至-5%。雖然明年美股業績不會出現深

度衰退，但仍較當前市場預期的5.5%有

較大下行空間，判斷美股短期仍不具有

配置價值。

“在以往美國貨幣政策轉向之前，

市場大多都會較美聯儲早很長時間發

出信號。”近日在解讀美聯儲12月會

議時，太平洋證券首席宏觀分析師尤

春野提到，盡管美聯儲主席鮑威爾言

論相對偏鷹，但隨後的市場表現顯然

認為美聯儲的高利率難以持久。預計

明年壹季度美聯儲仍會繼續加息，但

二季度有望停止，而下半年則很有可

能會轉向降息。

尤春野認為，此前美股的漲跌主要

反映了市場對美聯儲貨幣政策的博弈，

但對未來經濟下行帶來的盈利端的壓力

定價不足。隨著越來越多的美國經濟指

標開始亮出“紅燈”，未來美國股市會

逐漸受到來自盈利端的壓力，這將會給

美股帶來二次探底的風險。

中信證券海外策略分析師王壹涵

近日也在展望 2023年美股市場時提到

，當前至明年壹季度，美聯儲的持續

貨幣緊縮料將推動美股進入交易衰退

預期階段，市場震蕩下行。二季度美

股料將踏入衰退周期的“上半場”，

隨著美國經濟進入衰退或市場衰退預

期加劇，美股盈利或遭到進壹步下修

。當前2023年標普500指數的盈利及營

收增速預測分別為 0.9%、2.9%，幾乎

為零增長。

不過，他同時表示，在衰退周期

的“下半場”，貨幣寬松以及衰退結

束的預期料將帶動美股開啟上漲行情

。尤其 2015年以來，美股市場結構已

逐步轉向以成長性板塊為主導，使得

美股更受益於流動性寬松的預期。屆

時，可關註受益流動性預期轉暖的科

技龍頭，以及受益經濟復蘇預期走強

的金融板塊。

美股IPO正逢寒冬
需要註意的是，美股二級市場的情

緒低迷，同樣將IPO市場拖入了冰水。

Wind數據顯示，以美國三大交易

所統計的 2022 年前三季度美股市場

IPO 募集事件共為 169 起，同比減少

77.88%，平均每月僅實現 19起，而去

年同期平均每月的 IPO項目數為 85起

。融資總金額為201億美元，同比減少

91.93%；且 IPO體量普遍較小，多數不

及0.5億美元。

而在 SPAC 方面，前三季度美股

SPAC上市數量共78起，融資總額128億

美元，均大幅低於去年同期。同時，海

外監管的不確定因素使得中資企業赴美

上市的節奏放緩，2022年初以來中概股

僅落地14單赴美上市項目。

另壹個不可忽視的問題是，即便

頂著市場的低迷勢頭成功上市，不少

新股如今也面臨著巨大的股價壓力。

Wind數據顯示，在2022年美股上市的

435只新股中，共有38只目前股價不高

於1美元；若放寬到2美元來看，則有

84只新股處於危險線上——股價長期

低於1美元，很有可能觸發交易所的摘

牌通知。

不過就在上周，在美中概股的退市

風險出現了緩和征兆，這對中資企業保

留在美上市地位，重啟赴美上市，也許

是壹個好消息。12月15日，美國公眾公

司會計監督委員會(PCAOB)公告確認，

2022年度可以對中國內地和中國香港會

計師事務所完成檢查和調查，撤銷2021

年對相關事務所作出的認定，中概股集

體退市風險暫時緩解。

國泰君安證券新股首席分析師王

政之對此表示，早期美股因市場層級

完善、上市標準多樣以及上市周期較

短等優勢，吸引了諸多中國企業上市

。隨著中概股監管環境趨嚴，退市數

量顯著增加，中概股步入寒冬。審計

底稿是否能夠由美方獨立調取是中美

雙方分歧的核心所在，主權問題以及

保密要求造成雙方跨境監管合作爭議

，是否能夠就這壹問題達成協議是合

作順利進行的關鍵。2022年 12月，雙

方就審計監管達成初步合作，進壹步

合作動態還需密切關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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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chardson Branch     Harry-Hines Branch     Legacy Branch        Carrollton Branch        Arlington Branch      Garland Branch      Plano Branch           City of Industry Branch     Alhambra Branch    Arcadia Branch 
972-348-3488              972-348-3433               972-348-3466          972-428-5088               817-261-5585            972-272-3375         469-429-2422          626-667-3988                      626-863-1980           626-321-4455 
 

www.afnb.com 

877-473-1888 
Call us for more information! 

 Split bill with a friend 
 Pay a bill 

 Deposit checks 
 Send money 

Convenient, Fast, Secure 

Make Deposit or Send Money Direct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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