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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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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政府今天公布的報告說，全美2022年12月就業機會
增長超出預期，相對地失業率下降，顯示在當局努力冷卻經濟下，勞動市
場還是具有彈性。

法新社報導，美國勞工部非農就業人口數據顯示，去年12月份全美
雇主增聘22萬3000名員工，失業率下降到3.5%，工資持續上調。

平均時薪則月增0.27%，年增4.59%。

以產業別而言，新增就業分布與上週其他報告類似，多數集中在民間
部門，其中旅遊和休閒業增聘7萬4400名員工；而教育和衛生業也增聘了
7萬8000人。

商品生產行業（Goods Producing Industries）新增就業也呈現強力成長
，達到4萬人，領先的是建築業的2萬8000人。

美美1212月非農就業新增月非農就業新增 失業率下降失業率下降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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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the first time in a century
during the election for the Speaker of
the House, the tally failed to reach 218
votes, even though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has now changed
hands to the Republican Party.

Kevin McCarthy, the leader of the
Republicans, suffered a setback in the
first round of the election on
Wednesday receiving just 203 votes.
House Minority leader Hakeem Jeffries
received 212 votes. Although the
Republicans hold the majority of 222
seats in the House, McCarthy is not
fully supported by Republican
conservatives and lacks key Trump
supporters.

President Biden later said that the
deadlock was an embarrassment. He
was worried for the operation of the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to fully
begin their work.

The situation not only explains the
major contradiction within the
Republican Party, but also shows the
difficulties faced by the current
administration in overall governance in
the future.

The 2024 presidential election is
right around the corner. Here again,
President Biden must show how he
can improve the economy and handle
the war in Ukraine. Otherwise, it will be
very hard for him to run again. 0101//0505//20232023

We DonWe Don’’t Have A Speaker Of The Houset Have A Speaker Of The House

經過六輪之投票， 共和黨眾議員麥卡錫仍
然無法獲得218 票， 在議長選出之前， 眾院無
法推動院務， 這也是百年來所罕見。

在最後一次之投票中， 有二十名保守眾議
員投票給唐納茲， 麥卡錫只拿到201 票 ，而民
主黨非裔領䄂傑福瑞拿下212 名全部民主黨人
之選票。

拜登總統稍後表示， 這次僵局让人尷尬，
他擔心會破坏了眾議院之運作。根據最新消息
， 前總統川普在幕後企圖說服保守派議員給予
麥卡錫支持 ，但也未見成效。

這次議長之難產，不但说明了共和黨內部
存在之重大矛盾，也顯示今後拜登政府施政面
對之困難。

明年之大選戰已經在開始了， 拜登必須在
其施政滿意度中給予選民好感 ，其中最重大的
包括改善人民之荷包及處理俄烏戰爭， 否則他
想競選連任是非常困難之事。

如何打開僵局為民解決問題是共和黨內部
當前急務。

眾議院議長難產眾議院議長難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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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近日有諸多關於哈利王子回憶錄
《備胎》（Spare）的內容外流，王室家醜再也
藏不住，其中，哥哥威廉疑似瞧不起梅根的演
員身分，出手勸阻這樁婚事。既然愛上了，勢
必要承受一切考驗，哈利更自爆曾上網搜尋妻
子演親密戲的片段，看完從此後悔了。

據《每日郵報》(Daily Mail Online)報導，
薩塞克斯公爵夫婦倆於 2016 年結識，當時梅
根仍馬不停蹄演出美國影集《無照律師》，該
劇講述大學輟學生麥可(Patrick J Adams飾)最終
與野心勃勃的紐約律師哈維(Gabriel Macht 飾)
一起共事的故事。而梅根在裡面飾演麥可的對
象瑞秋，兩人有不少親密動作戲，看完令人直
冒汗，相當害羞。

書中哈利爆料，威廉曾反對他與梅根的婚

事，甚至 「警告」不要娶她進門，直言 「她畢
竟只是女演員」。不聽老人言的下場就是，他
承認剛和梅根在一起時，曾對《無照律師》的
內容感到好奇，應該說，對深愛的女人的一切
都非常感興趣，不過熱戀期佔有慾也特別強烈
，當他試著上網搜尋梅根與男演員的一場 「激
戰」戲碼，開玩笑表示: 「當下非常需要用電
療燒毀腦中的記憶!」因為這簡直是錯誤的選
擇，現在想起來非常後悔。

這 18 禁畫面是兩人獨處在公司的檔案室
，突然天雷勾動地火，互相撕開上衣，男演員
緊掐著梅根的臀部直進攻。這一幕不僅哈利看
了害怕，就連演員們事後接受訪問時也說，
「那個空間、做那件事…真的非常詭異。」

目睹梅根被他扒光掐蜜臀
嗨戰檔案室！ 哈利後悔了

俄公告停火36小時烏不領情
華府將公布新援助方案

(本報訊)俄羅斯總統蒲亭下令東正教耶誕
節期間停火36小時，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稱
這是阻止烏軍挺進的詭計。華府預計6日揭曉
約值28億美元最新援烏方案，恐不包括烏方
要求的艾布蘭戰車。

●蒲亭宣布停火36小時 澤倫斯基不領情
蒲亭（Vladimir Putin）5日下令俄軍於東

正教耶誕節在烏克蘭暫時停火，時間從當地時
間 6 日 12 時 起 至 7 日 24 時 止 。 澤 倫 斯 基
（Volodymyr Zelenskyy）回應，敵人想利用耶
誕節作掩護， 「阻止我們在頓巴斯（Donbas）
的士兵取得進展」，並將裝備、彈藥和動員部
隊送到烏軍陣地附近。

對於上述停火公告，美國總統拜登認為蒲
亭只是在找喘息空間。歐盟理事會（Europe-
an Council）主席米歇爾（Charles Michel）批
評 蒲 亭 「虛 偽 」 。 英 國 外 交 大 臣 柯 維 立
（James Cleverly）表示， 「無助推展和平進程
」。

●美可望再援烏 860 億元 含 50 輛布萊德
雷戰車

美國官員5日表示，華府提供基輔的新武
器方案會包括約 50 輛布萊德雷戰車（Bradley
Fighting Vehicles），將可強化烏克蘭戰力。然
而，拜登並沒有提供烏方一直要求的艾布蘭戰
車（Abrams Tank）。

華府最新安全方案預計6日揭曉。官員透
露，整個方案約值28億美元（約新台幣860億
元），約 8 億美元來自 「外國軍事融資」
（Foreign Military Financing）。美已對烏提供
約213億美元安全援助。

●日相岸田受邀訪烏 將適當回應邀約
日本內閣官房長官松野博一今天表示，烏

克蘭總統府幕僚長葉爾馬克（Andriy Yermak
）4日向日本駐烏克蘭大使松田邦紀提出邀請
首相岸田文雄訪問烏克蘭。松野指出， 「日本
作為今年的七大工業國集團（G7）輪值主席
國，將以適當的方式回應」。

岸田文雄預計下週訪問G7成員國，包括
法國、義大利、英國、加拿大和美國，這是日
本廣島5月舉辦年度G7峰會之前的重要外交
之旅。

新年伊始, 準備開議的美國眾議院卻出現
了164 年來從未發生過的亂象,由多數黨所推出
的議長人選凱文麥卡錫(Kevin McCarthy)竟遭到
黨內同志抵制,結果已連續三天投了10輪票卻一
直達不到所需的218票，議長一旦不出,新當選
的國會議員就無法宣誓就職,當然國會的議程就
無法運行。

政治總是詭譎多端的,原本來自加州的共和
黨溫和保守派眾議員麥卡錫已準備好在 1 月 3
日成為議長加冕日,但眾議院在進行了三次投票
後，麥卡錫卻未能贏得成為議長所需的票數，
長期擔任共和黨競選顧問的邁克·馬德裡有感
而發說道:“我認識麥卡錫25年了,他從未想到
他政治生涯中最恥辱的一天會是他被提名為眾
議院議長的那一天。”

當然對共和黨人來說，這也是令該黨羞愧
的一天,百年來國會眾議院議長選舉首次未能在
首輪選舉中產生,充分暴露了共和黨在歷經川普
總統4年執政之後貌合神離,已在眾議院缺乏一
位共主,由於在去年11月的期中選舉中，共和黨
在眾議院獲得了222個多數席位，比民主黨的
212 個席位多 10 席,照理說只要全黨一心, 就可
以簡單多數通過, 但由於共和黨極右翼近年來
引發了諸多爭議，麥卡錫作為立場左右搖擺的
政治變色龍的一面已被同黨少數同志所不恥,
所以為了得到議長的職位，他必須要對這些人

低頭並做出任何承
諾才可能被他所接
受, 但事實上卻不
然, 又由於麥卡錫
在 2021 年 1 月 6 日
國會暴動的立場與
川普並不一致,所
以被川普抵制拋棄
, 而造成這次遭到
親川派議員杯葛的
原因,這些死硬的
極右翼保守派共和
黨人自認為是在捍
衛美國精神,所以
堅決反對溫和派共
和黨人或民主黨人
, 他們寧願投票給
与自己屬性相同的
Andy Biggs 或
James Jordan, 而不
投給麥卡錫。

眾議院議長到
底有多重要？根據美國憲法規定，所有將增加
稅入的法案應由眾議院首議,眾議院控制財稅相
關法案的提出,而眾議院議長被認定為美國政治
等級中第三位重量級人物，在制定眾議院議程
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其所領導的多數派政黨
會對另一黨派的執政形成掣肘,在當前兩黨嚴重
對立的兩極化下，多數派政黨若當選眾議院議
長，民主黨的拜登在推進立法或政府預算等方
面會面臨前所未有的困難。

事實上美國人在2020年總統選舉中選擇了
拜登的那條道路，並在11月8日期中選舉中讓
民主党贏得參議院, 而僅使共和黨以極其微弱
的優勢贏得了眾議院的控制權，顯示出人民再
次確認了拜登的道路, 那也意味著並不需要強
硬的共和黨人必須強制改變路線,目前的權力平
衡也是選民向雙方發出的信息，要求雙方向中
間靠攏，並找到妥協的方法。

參議院共和黨領袖米奇·麥康奈爾最近陪
同拜登前往肯塔基州，展示美國人民希望看到
的兩黨之間的合作, 但是可悲的是，顯然少數
的共和黨人沒有心情讓他們的政黨向溫和的中
間路線靠攏，他寧願授權給一個想要關閉政府
的微小激進派系，並自動拒絕民主黨或中間派
共和黨人提供的任何解決方案, 看來將來要化
解歧見真是不容易啊!

【李著華觀點 :無奈的結局
美國眾議院議長難產暴露共和黨貌合神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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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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意大利總理表示
將力爭舉辦2030年世博會
綜合報導 意大利總理焦爾吉婭· 梅洛尼說，她將盡全力確保首都羅

馬獲得2030年世界博覽會舉辦權。

梅洛尼當天在傳統的年終記者會上說，“作為意大利人和羅馬人”，

她相信舉辦世博會是羅馬這座“永恒之城”的“巨大機會”。

“我同三四十個國家的政府首腦談過。我打算親自投入申辦工作。”

梅洛尼說，雖然她著手此事的時間比她期望的“晚了壹點”，“但我不

會讓我們出局”。

梅洛尼所在中右翼聯盟今年9月贏得議會選舉，梅洛尼10月上任，

成為意大利首位女總理。羅馬世博會申辦工作由上屆政府發起。

來自在野黨民主黨的羅馬市長羅伯托· 瓜爾蒂耶裏稍後在社交媒體肯定

梅洛尼的決心，說後者的確給予世博會申辦工作大力支持，態度積極。

羅馬的競爭對手包括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沙特政府把舉辦世博

會視作推動國家經濟多元化轉型的壹環。沙特鄰國阿拉伯聯合酋長國迪

拜獲得2020年世博會舉辦權，因新冠疫情推遲了壹年舉行。2025年世博

會將在日本大阪舉行。

韓國南部港口城市釜山和烏克蘭黑海港口城市敖德薩也申請舉辦

2030年世博會。今年 7月，釜山市任命韓國流行組合“防彈少年團

(BTS)”為宣傳大使。

國際展覽局計劃明年1月至3月組織考察團訪問申辦國，同年11月

召開代表大會，投票決定2030年世博會舉辦權花落誰家。

亞馬遜證實：將裁員超18000人！
綜合報導 亞馬遜於當地時間周三表

示將裁員超過18000名員工，高於該公司

最初計劃的裁員人數。這將是 迄今為止

大型科技公司公布的最大規模裁員。

亞馬遜CEO Andy Jassy發布聲明證實

，有多個團隊受到影響，大部分裁員涉及

亞馬遜商店與人員、體驗和技術（PXT）

部門，將超過18000名員工，亞馬遜計劃

從1月18日開始與受到影響的員工溝通。

此前，有消息人士透露，亞馬遜將裁員超

過17000名員工。

“亞馬遜在過去經受住了不確定且

困難的經濟環境，未來我們將繼續這樣

做，”Jassy表示，“這些變化將幫助我們

以更強大的成本結構尋求長期機會。”

亞馬遜於去年11月宣布裁員，主要集

中在 零售、設備和人力資源部門，此前

預計裁員人數約10000人，但由於經濟的

不確定性，裁員速度加快。

截至9月，亞馬遜雇傭了150萬人，其

中很大壹部分在其倉庫工作。知情人士表

明，裁員主要集中在公司的企業級別。

此前受疫情影響，線上訂單激增，電子

商務迎來快速發展，亞馬遜等公司在過去幾

年中大幅提升了招聘。財報數據顯示，2018

年，亞馬遜員工為56萬人，而截至2021年12

月31日，員工人數已達

約160萬人，3年內增

長了186%。

如今隨著消費者

逐漸恢復疫情前的消

費習慣，疊加宏觀經

濟惡化，亞馬遜正面

臨艱難處境。此前亞

馬遜已經承認，鑒於

目前的宏觀經濟環境

，以及過去幾年來的

快速招聘，壹些團隊

正在進行調整， 這在

某些情況下意味著某

些崗位不再被需要。

今年以來，亞馬遜業績壹直表現平平，

電商業務下滑嚴重。亞馬遜公布的2022年第

三季度財報顯示，今年三季度，亞馬遜凈銷

售額為1271.01億美元，同比增長14.7%，但

低於市場預期的1276億美元；凈利潤為28.72

億美元，與去年同期相比下降9%。此後，亞

馬遜股價壹路下跌。

降本增效已經刻不容緩。去年春季和

夏季，亞馬遜進行了有針對性的削減以降

低成本，關閉了部分業績不佳的實體店，

並關閉了Amazon Care等業務部門。此前

，亞馬遜還表示，由於未能於印度實現盈

利，將關閉其在印度的三項業務：食品配

送、教育科技業務和電商批發網站。

去年底，壹波裁員潮席卷了科技行業

，Twitter、Meta和Netflix等巨頭都裁掉了

數千名員工。這壹趨勢在 2023 年尚未顯

示出放緩的跡象，軟件服務提供商Sales-

force於當地時間周三宣布裁員10%，涉及

約7000個崗位，並關閉壹些辦公室。原因

與亞馬遜類似，該公司CEO Marc Benioff

承認，由於疫情期間業務的快速增長，公

司招聘了過多的員工。

德國研究機構稱
歐洲奧得河生態沒有恢復跡象

綜合報導 德國萊布尼茨淡水生態學與內陸漁業研究所近日發布新

聞報告稱，研究人員在奧得河中遊河段的科學捕撈結果顯示，經歷2022

年夏季魚類死亡的“生態災難”後，奧得河生態沒有恢復跡象，重要魚

類物種幾乎消失。

此次科學捕撈由萊布尼茨淡水生態學與內陸漁業研究所的研究人員帶

領團隊進行。團隊去年年底在該河中遊約37公裏的河段布網12次，捕獲的

魚在船上按種類和性別進行識別、稱重和測量，之後被放歸。此次捕撈結

果顯示，捕獲的魚量只有前幾年平均水平的壹半，赤梢魚等代表該河流生

態系統的典型物種幾乎完全消失，貽貝和蝸牛數量也大大減少。

研究人員還測量發現，奧得河水的含鹽量仍然明顯過高，並且鹽排

放的情況持續未減。研究人員擔心，隨著氣溫上升，災難可能重演，並

危及剩余生物種群。

奧得河發源於捷克，其中壹段為波蘭與德國的界河，最終流入波羅

的海。2022年8月，奧得河德波河段出現大量死魚，據德國專家組去年9

月底發布的調查報告，這是壹場人為生態災難，鹽排放是魚類死亡的原

因，奧得河的高鹽含量與其他因素壹起導致了危害魚類的鹹水藻類的大

量繁殖。

英國鐵路工人大罷工
數百萬人通勤受影響

因薪酬、工作崗位和工作條件等方

面的訴求長期未得到解決，英國鐵路工

人本周再次進行罷工，英國鐵路系統將

再次面臨幾乎癱瘓的狀態。

根據英國全國鐵路、海路與公路運

輸工會的聲明，工會成員在本周二、周

三、周五和周六進行罷工。同時，英國

火車司機聯盟也將於本周四參與到罷工

之中。據英國媒體報道，本輪參與罷工

的工人超過4萬名，英國有近五分之四

的鐵路服務停擺，蘇格蘭和威爾士的大

部分地區鐵路服務癱瘓。

英國等歐洲多國追隨美國對俄羅斯

施加嚴厲制裁，導致歐洲陷入能源危機、

通脹高企。去年4月以來，英國通脹率

壹直在9%以上，尤其是去年9月開始，

英國通脹率已連續三個月超過10%。

乘客：這關乎鐵路工人的生計，管

理層沒有好好對待他們，管理層應該與

鐵路工人協商，鐵路工人的工資應該要

能支撐生活。

但英國政府表示，無力為公共部門

員工提供與通貨膨脹相匹配的加薪。英

國工會則指責政府不作為。

英國全國鐵路 海路與公路運輸工會

秘書長 林奇：截至目前英國政府沒有任

何作為，我們在本輪罷工前三周就通知

了英國政府，但是他們沒有做任何促成

和解的努力。我們感到很失望，公眾也

感到很失望。

此次鐵路罷工預計將對數百萬人的

通勤造成影響。

乘客：今天我在路上花了2倍的時

間，我很不高興。

乘客：我是壹個單親母親，如果我

不能從家裏出來去上班，我們拿什麽付

房租，我們吃什麽。有人說妳應該努力

工作，我根本沒法到達工作場所，我怎

麽工作。

由於民眾通勤困難，英國咖啡店等

小商戶門庭冷落，他們也感受到了罷工

的影響。

咖啡店員工：我們所有的東西都是

現做的，如果賣不出去，就沒辦法保存

太長時間，只能扔掉了。如果這樣下去

，店裏也不需要很多員工，像我這樣的

可能會被裁員。

英媒給出罷工日歷表：1月份有22
天罷工

事實上，新年才剛開始，英國多個

行業就已經把各自的罷工日期定好了。1

月份具體都有哪些罷工，英國媒體梳理

了壹份罷工日歷。

綠色圓圈代表鐵路系統，罷工日期

是1月3日至7日，以及12日；紅色圓圈

代表公交系統罷工的日期，分別是1月4

日、5日、10日、12日、16日、19日、

25日和26日；橘色圓圈代表公路系統，

罷工日期會從3日壹直持續到9日；紫色

圓圈代表的教育系統在1月份的罷工天

數也非常多，達到了12天。此外，藍色

圓圈代表的是英國的公共衛生服務系統

，計劃的罷工天數是四天。從這份日歷

不難看出，不同領域的罷工日期可以說

高度重合，整個1月的總罷工日子高達

22天。

英國“罷工潮”的背後：高通脹與
政局動蕩

輿論認為，英國“罷工潮”的背

後，反映的是英國人對不斷飆升的生

活成本的憤怒，以及政局動蕩使得政

府的經濟與社會政策難以得到持續、穩

健地推行。

《赫芬頓郵報》報道稱，英國歷史

性的高通脹率是此輪罷工的重要導火索

。彭博社也報道稱，此輪罷工潮的原因

是英國人對不斷飆升的生活成本的憤怒

，特別在公共服務領域，工資遠追不上

高通脹的腳步。

去年 10 月，英國的通脹率高達

11.1%，創近41年新高，11月雖回落至

10.7%，但仍處於40年來的高位。英國央

行預測，英國未來幾個月通脹率仍將居

高不下，預計在2023年下半年才會有所

回落。

路透社指出，英國正處於自20世紀

80年代以來最嚴重的罷工潮之中，因為

在工資增長停滯了10多年之後，通貨膨

脹率卻在飆升，導致許多人入不敷出。

當地居民：我們看到更多的無家可

歸者，因為人們付不起房租。

當地居民：每天走進商店，商品價格

都不壹樣，有些商店賣得便宜點，但還

是太可怕了。

《衛報》認為，在英國公眾看來，

當前局面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無能”

的體現。近年來，英國政府高層持續動

蕩，僅去年就有三位首相走馬燈般來了

又去，使得政府的經濟與社會政策難以

得到持續、穩健地推行。

當地民眾：所有的事情都懸而未決

，我覺得這個國家迷失了方向，這是壹

種非常恐怖的感覺，不是嗎。

美國歸還埃及被盜古代木棺 綜合報導 埃及官員

說，壹具曾在休斯敦自

然科學博物館展出的古

代木棺被交還給了埃及

，此前美國官方曾判定

該木棺是多年前被偷盜

的贓物。

據報道，這壹文物

的回歸是埃及政府制止

該國被盜文物販賣活動

的壹部分。2021年，開

羅當局曾成功地使5300

件被盜文物從世界各地

回歸埃及。

埃及古文物最高委

員會負責人穆斯塔法· 瓦

齊裏說，這具木棺的歷

史可以追溯到古埃及末

朝時期，這個時期涵蓋

了從公元前 664 年直到

公元前 332 年亞歷山大

圍城戰為止的最後幾代

法老統治者。

瓦齊裏說，該木棺

高近 3米，棺蓋表面有

鮮艷的彩繪，可能屬於

壹位古代祭司。

木棺的歸還發生在

曼哈頓地方檢察官辦公

室判定它是從開羅以北

的壹處墓地中盜竊出來

的贓物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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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眾議院議長選舉今天進到第4天，共和
黨領袖麥卡錫與黨內極右翼協商終於有所進展，一口氣翻轉15
張反對派選票，離議長槌僅剩一步之遙。麥卡錫預期今晚就能
取得當選所需票數。

在歷經3天11輪投票挫敗後，麥卡錫（Kevin McCarthy）
今天終於大幅拉近自己與眾議院議長槌的距離，首輪表決一口
氣翻轉13張 「反麥陣營」及1張棄權選票，第2輪再翻一張，
總共拿到214票，黨內杯葛人數降至6人。

雖仍未達當選門檻，但已是這場164年以來最難產議長選
舉目前最顯著進展；這也是麥卡錫得票首次超越民主黨首位非
裔領袖傑福瑞斯（Hakeem Jeffries）。

正常情況下，議長當選門檻為過半數眾院席次的218票，
但數字可能隨現場缺席議員、投棄權票人數降低。今天第1輪
及2輪分別缺席3、2人，當選門檻為216、217票。

結束今天第2輪、4天來第13輪投票後，眾議院下午3時許

決議休會至當晚10時（台北時間7日上午11時）再繼續表決工
作。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引述消息人士指出，今天稍
早因事缺席的2位挺麥共和黨籍議員巴克（Ken Buck）、韓特
（Wesley Hunt）預計晚間會回到國會山莊，眾議院全員到齊。
這意味著麥卡錫只要再翻轉兩位反對派人士，就能達到218票
門檻。

CNN指出，目前麥卡錫陣營主要鎖定亞利桑那州的克蘭
（Elijah Crane）與蒙大拿州的羅勝戴（Matt Rosendale）。

麥卡錫受訪表示，他相信今晚就能湊齊票數， 「一次把這
件事（議長選舉）做個了結」。

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報導指出，麥卡錫陣營
原先只預期能翻轉10至11票，因此對最後結果感到相當雀躍
。共和黨籍眾議員強生（Dusty Johnson）興奮表示，這是重大
進展，顯示麥卡錫是唯一有可能當選議長的人。

多位今天轉投麥卡錫陣營的議員受訪表示，雙方已達成協
議架構，因此改投麥卡錫，但不願提供過多細節。

根據媒體報導，麥卡錫目前做出的讓步包括將 「罷黜議長
」（vacate the chair）動議提案人數門檻從先前同意的5位降至
1位、讓更多極右翼 「自由黨團」（Freedom Caucus）成員加入
能主宰法案命運的眾院程序委員會（Rules Committee）等。

反麥陣營成員之一、今天改投麥卡錫的諾曼（Ralph Nor-
man）昨晚也指出，麥卡錫團隊正研擬一套廣泛協議，內容可
能包括任期限制、放寬院會修正案提出限制、改變聯邦預算計
畫制定方式等。

不過，幾位極右翼成員仍堅持 「反麥到底」，包括蓋茨
（Matt Gaetz）、古德（Bob Good）；古德下午推文強調，議
長應是218位共和黨員相信能帶領他們的人， 「連續12輪投票
挫敗後，顯然麥卡錫不是這個人」。

（綜合報導）美國南卡羅來納
州最高法院今天推翻一項禁止懷孕6
週後墮胎的法律，讓這個保守的南
方州墮胎反對人士遭遇重大挫折。

法新社報導，這項裁決代表著
從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去年6月推翻憲
法保障的墮胎權以來，首次有州最
高法院推翻此類墮胎禁令。

南卡羅來納州最高法院裁定：
「我們認為，本州憲法對於隱私權

的規範，包含婦女墮胎的決定。」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具有里程

碑意義的 1973 年 「羅訴韋德案」
（Roe v. Wade）中使用類似論點，
保護美國女性墮胎權利將近半個世

紀。
但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去年6月做

出歷史性裁決，認為1973年的裁決
是個錯誤，並交由各州自行立法決
定女性的墮胎權益。

美 國 計 劃 生 育 協 會 （Planned
Parenthood）指出： 「這是保護南方
合法墮胎運動的巨大勝利。」這個
協會在全美各地經營許多提供墮胎
的診所。

白 宮 發 言 人 尚 皮 耶 （Karine
Jean-Pierre）在推特（Twitter）發文
說： 「南卡羅來納州最高法院今天
對該州極端和危險的墮胎禁令做出
裁決，使我們感到鼓舞。」

美國南卡羅來納州最高法院
推翻懷孕6週墮胎禁令

應對棘手移民問題 拜登沿用川普作法稍加改良

拜登華府簽署弔唁簿 向榮休教宗本篤十六世致哀

（綜合報導）美國總統拜登今
天一面警告非法移民遠離邊境，同
時也提供來自中南美洲 4 個貧困國
家移民合法入境管道；拜登政府微
妙拿捏敏感移民議題，卻也挨批不
過是改良川普做法而已。

法新社報導，面對一邊是反移
民的共和黨人，另一邊卻是主張人
權加碼的民主黨左派，拜登尋求精
準拿捏移民政策。外界預期拜登不
久就會宣布爭取連任。

拜登今天一面稱美國移民制度
「破洞百出」，一面也宣布趕在北

美領袖峰會前夕，將於 8 日視察位
於德州的美墨邊境小鎮艾爾帕索
（El Paso） 。 這 次 在 墨 西 哥 市
（Mexico City）舉行的北美領袖峰
會，有關邊境安全將是主要議題。

拜登表示根據他的新計畫，移
民限制政策 「第42法案」（Title 42
）將進一步擴大，賦予邊防人員可

即刻把想經陸路入境非法移民阻絕
拒境外的權限；但第42法案本身就
頗具爭議性。

拜登在白宮發表談話警告非法
移民： 「別就這樣大搖大擺跑來邊
界。」

白宮希望加強措施阻止大量非
法移民抵達美國，這些非法尋求庇
者的數量不斷創新高，他們通常在
人蛇集團安排下，經過危險長途跋
涉後抵達美國。

為安撫黨內左派批評，拜登表
示每月將供 3 萬個名額，讓來自古
巴、海地、尼加拉瓜與委內瑞拉的
移民合法入境。他們必須先在自己
的國家提出申請、需有美國籍的保
證人，同時還要接受身家背景調查
。

拜登說： 「這是安全、人道，
也有效的方法。」他還說要完全改
善移民制度，尚有賴國會立法並增

撥資金用於邊境和相關基礎設施。
「華爾街日報」指出，拜登宣

布這項遏止非法移民湧入美國的
「法寶」，僅是擴大使用一些過去

他競選期間抨擊的川普時代邊境控
管措施，只不過有稍加改良。

拜登政府1月10日起要動用者
仍是COVID-19疫情期間又名 「第
42法案」的邊境管制措施，阻絕非
法移民；諷刺的是美國最高法院即
將聽取關於第42法案的言詞辯論，
而拜登政府的行政部門在本案還主
張第42法案不能適用於公衛領域，
必須中止。

拜登政府接下來也會採用改良
版的川普時代過境禁令，只要移民
未事先在像墨西哥等他國尋求保護
就到美國聲請庇護，將被認定不符
資格。非法越界進入美國而被捕的
人數已達破紀錄 220 萬人，讓拜登
政府焦頭爛額。

協商終見進展協商終見進展
麥卡錫翻轉麥卡錫翻轉1515票離議長槌一步之遙票離議長槌一步之遙

（綜合報導）美國總統拜登今天在華府為前羅馬天主教教
宗本篤十六世（Benedict XVI）簽署弔唁簿，在本篤十六世的
安息彌撒於梵蒂岡（Vatican City）舉行之際，向這位前教宗致
哀。

本篤十六世 2022 年 12 月 31 日辭世，享耆壽 95 歲。他於
2013 年以心力和體力日益衰退為由，辭去教宗職位，成為近
600年來首位退位的教宗。

路透社報導，拜登是虔誠的天主教徒，在本篤十六世過世
後，拜登讚揚他是 「德高望重的神學家，他秉持原則和信仰，
將一生獻給教會」。

拜登在弔辭中寫道，本篤十六世是傑出的學者和 「聖人」
。

拜登寫道： 「我將永遠珍惜他擔任教宗時，和我在梵蒂岡
討論天主教神學的時光。他是偉大的神學家，我在短短數小時

內學到很多。」
民主黨籍的拜登因為支持墮胎權，在天主教教會中受到部

分人士批評。本篤十六世辭世，對保守派人士來說是一大損失
，他們支持本篤十六世所倡導更為傳統的天主教教會。

拜登在梵蒂岡駐華府使館簽署弔唁簿。副總統賀錦麗
（Kamala Harris）今天晚間也前往簽署了弔唁簿。



 

10:00am 英語崇拜/國語崇拜/粵語主日學 

11:00am 國語主日學 

11:15am 粵語崇拜/英語主日學 

1:30 pm 中文學校(粵語,國語)(only during school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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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2023年經濟增速或繼續放緩
綜合報導 據韓國有關預測，由於全

球經濟放緩，韓國明年出口情況難有明

顯改觀。同時，民間消費復蘇趨勢弱於

預期。加之外部環境對經濟的幹擾短期

內難以消除，韓國明年經濟增長率可能

滑落至不足2%的低增長區間。

近期，韓國央行發布《經濟展望更

新報告》，將2023年韓國實際國內生產

總值(GDP)增長預期從原先的2.1%下調

至1.7%，調降了0.4個百分點。而亞洲開

發銀行最近對明年韓國經濟增長率的預

期更是低至1.5%，較9月公布的2.3%下

調了0.8個百分點。不足2%的增長率將

是韓國繼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時的-5.1%

、2009年國際金融危機發生次年的-0.8%

以及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發時-0.7%之

後的第四低值。

韓國央行認為，出口低迷的長期化將

是制約明年經濟增速的最主要因素。由於世

界主要經濟體的經濟增速放緩和半導體需求

不振將持續到明年上半年，韓國出口對經濟

凈增長的貢獻度將從0.8個百分點降至0.3個

百分點，降幅超過壹半。其中，商品出口增

長率僅為0.7%，相比今年的3.4%明顯放緩

，明年上半年還將出現-3.7%的負增長。

後疫情時代引領經濟復蘇的內需增

速也將放緩。據預測，受疫情壓抑的報

復性消費明年仍將持續，但速度會明顯

放慢。據韓國央行預估，明年韓國民間

消費增長率僅為2.7%，較今年下降2個

百分點；內需對凈增長的貢獻度也將從

今年的1.8%減少到明年的1.4%。

韓國面臨的外部經濟環境也不容樂觀

。韓國央行預測，明年美國的經濟增長率

僅為0.3%，歐元區則為-0.2%的負增長，

而日本的經濟增速也只有1.3%。由於韓國

開放性的經濟結構，全球經濟增長放緩將

對國內經濟產生較大負面影響。韓國央行

總裁李昌鏞在記者招待會上就明確表示，

明年經濟增長率下調因素中，全球經濟放

緩幅度擴大等外部因素將占據相當份額。

為應對韓國經濟面臨的不利局面，韓

國政府將明年經濟政策方向的重點放在了

“克服危機”和“再次飛躍”上。經濟副

總理兼企劃財政部長官秋慶鎬表示：“政

府將下好先手棋，積極應對經濟條件變化

和風險，穩定運用宏觀經濟，降低物價和

生活費負擔，擴大工作崗位，強化安全網

，支援民生的快速恢復。”

在具體政策方面，韓國政府提出了確

保以未來產業為增長核心動力的“新增長

4.0戰略”。所謂“新增長4.0戰略”是相

對於過去以農業為核心的第壹代增長、以制

造業為核心的第二代增長和以IT產業為核心

的第三代增長而言的。秋慶鎬強調，“新增

長4.0戰略”將推進代表未來發展趨勢的尖

端領域、確保戰略產業技術領先優勢等核心

項目，改善研究開發、金融、全球合作、人

才培養、規制革新等支撐體系。

此外，韓國政府還提出通過果斷的

獎勵機制和創新監管來緩解出口、投資

難題，加快公共、勞動、教育、金融、

服務等5大部門的結構改革，加強對人

口、氣候危機、供應鏈重組等未來課題

的應對準備。

中國近期對國內防疫政策的調整也

給韓國打了壹針“強心劑”。專家普遍

預測，中國明年經濟增速將明顯加快，

半導體市場情況也將得到改善。明年下

半年之後，隨著外部不確定性因素的減

少，韓國經濟有望走出目前的局面。

韓
國
國
會
副
議
長
鄭
宇
澤
等
竄
訪
中
國
臺
灣
地
區

中
國
駐
韓
使
館
回
應

綜合報導 中國駐韓國大使館發言人

就韓國國會副議長鄭宇澤等竄訪中國臺

灣地區表示堅決反對和強烈抗議。

發言人表示，我註意到，上月28日至

31日，韓國國會副議長鄭宇澤及個別議員

竄訪中國臺灣地區，會見蔡英文、遊錫堃

等人。這嚴重違背壹個中國原則和中韓建

交公報精神，與中韓友好關系發展背道而

馳。中方對此表示堅決反對和強烈抗議。

發言人稱，臺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

割的壹部分，臺灣問題純屬中國內政，

壹個中國原則已成為國際社會共識和國

際關系基本準則。中韓兩國建交公報中

明確寫到“大韓民國承認中華人民共和

國為中國的唯壹合法政府，並尊重中方

只有壹個中國、臺灣是中國的壹部分之

立場”。這是韓方對中方所作鄭重承諾

，也是中韓建交和關系發展的政治基礎

。我們堅決反對韓國同臺灣地區進行任

何形式的官方往來。

當前臺海局勢高度復雜敏感。韓方

多次提及關註臺海地區和平穩定，需指

出的是，臺海地區和平穩定的最大威脅

正是蔡英文、遊錫堃等“臺獨”勢力頑

固推行分裂活動和部分外部勢力的非法

縱容。韓國國會在韓政治社會生活中發

揮著重要作用。韓國國會副議長理應認

知韓國政府的對外承諾，其竄訪臺灣地

區違背了韓方對中方的承諾，向“臺獨

”勢力發出嚴重錯誤信號，損害中韓友

好政治基礎，極具危險性，將給中韓關

系帶來嚴重沖擊。

發言人表示，中方已向韓方提出嚴正交涉，嚴肅敦

促韓方認清此次事件的危害，及時采取措施消除惡劣影

響，切實恪守壹個中國原則和中韓建交公報精神，不同

臺灣地區開展任何形式的官方往來，以實際行動維護中

韓關系大局。

韓國警察廳長
首次承認踩踏事故當天遊玩飲酒

綜合報導 韓國國政調查特別委員會

當天就梨泰院踩踏事故舉行首次聽證會。

韓國警隊“壹把手”、警察廳廳長尹熙根

在會上承認，事發當天是星期六，他和友

人外出遊玩登山，且喝了酒。

韓國在野黨議員在聽證會上對尹熙根

提問“事發當天是否飲酒”。尹熙根首次

承認，自己當天喝了酒。他表示，2022年

10月29日晚，他利用周末休息時間和友

人赴忠清北道堤川市登山，晚間11時在

附近的露營地睡覺。他並未註意到晚間

11時32分和52分發給自己的報告，直到

30日0時14分接到電話，才了解情況。

國政調查特別委員會的爭議點在於，

尹熙根是否由於醉酒，才對踩踏事故壹無

所知而直接就寢。韓聯社表示，雖然休息

日飲酒並不違法，但當天首爾市發布了多

起集會預告，警方本該事先了解屆時將有

多人外出參與萬聖節活動。尹熙根回應稱

，他認為自己飲酒本身沒有錯，“我偶爾

也會在周末夜晚喝酒。”他還對在野黨議

員追究其飲酒壹事感到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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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須預約
有票即走

大橋離港

配額35,000人
落馬洲離港

無須預約
有票即走

機場離港

配額10,000人
深圳灣離港

復常通關起行 首5小時25萬人預約
三陸關日限5萬人 港客南下內地客北上無限額

資料來源：香港特區政府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冠忠跨境巴日逾150班往深圳灣

期盼已久的香港與內地首階段復常

通關細節終於出爐。國務院5日發布優

化內地與港澳人員往來措施，1月8日起

港人可憑出發前48小時內的新冠核酸檢

測陰性結果入境內地，入境時無須再接受核酸檢測及隔離檢疫。香港特區行政長官

李家超其後在記者會上公布，首階段復常通關每日單向人數限制為6萬人，並會重開

文錦渡、落馬洲支線及兩個海路口岸，合共7個口岸同時提供服務。除了海、空及港

珠澳大橋外，其餘三個陸路口岸均需以先到先得方式預約指定口岸及時段的每日5萬

個配額，預約系統5日晚6時起運作，並開放首八星期、每日5萬個配額供市民預

約，截至5日晚11時，已有25萬人成功預約北上名額。不過，港人南下返港或內地

人離境北上，均無須申請配額。首階段復常通關並未涵蓋的高鐵香港段，則不遲於1

月15日恢復通車。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禮願）香港與內地復
常通關進入首階段，海陸空交通蓄勢待發復運。港
鐵宣布，1月8日起重開東鐵線來往金鐘及落馬洲站
的列車服務，但羅湖站繼續關閉。城巴、九巴恢復
或加強多條口岸路線服務。經營跨境巴士服務的冠
忠巴士宣布，香港各區往深圳灣口岸的每日班次回
復不少於150班，5日開售車票。港澳船務也恢復。
國泰航空亦由同日起往返內地城市的航班將增至每
周對開61班，目標是3月底前增至對開100班。
國泰表示，歡迎特區政府與內地1月8日起落

實免檢疫出入境措施，將增加前往內地的航班數量
超過1倍。目標是在3月將往來兩地航班數目增至
每周對開超過100班。由1月14日起，每周共有61
對航班往返於香港和內地13個城市。而目前，國泰
每周27個航班前往內地，以及每周50個航班從內
地回港。
由1月8日起，國泰的港京航班將增至每周10

對，而港滬（浦東）航班將增至每周21對；而恢復
飛廣州則每周5對。另外，由1月14日起，國泰的
港廈航班將增至每周4 對，而港成航班將增至每周
6對。

接駁口岸交通的巴士經營商5日宣布復運安
排。城巴的新界西口岸特快路線B3X線在1月8日
起大部分班次提升至15分鐘一班，由欣澳站開出前
往港珠澳大橋香港口岸的B5號線，亦將由現時於早
上提供有限度服務，加強至全日提供基本服務。九
巴在1月8日起亦恢復來往天水圍及落馬洲支線管
制站的B1線。

初步營運後復通廣東各地
冠忠巴士旗下跨境巴士服務商“環島中港通旅

運”1月8日起，提供往返香港各區至深圳灣口岸服
務。“環島中港通”發言人表示，考慮農曆新年將
至，待跨境巴士恢復初步營運後，即會恢復廣州、
佛山、中山、江門、新會、開平、鶴山、台山、順
德、三水、高要、新興及花都等城鎮的服務。開往
深圳灣班次的車票已於5日開售。

廣盈旅遊董事總經理陳玉琼表示，5日接獲的
旅客查詢中，大部分人主要選經陸路北上，因為由
香港前往內地的航班主要集中於上海及北京，重慶
及武漢等航班線路仍未恢復。至於前往內地的機
票，陳玉琼坦言大部分客人選擇在農曆年前起飛，

目的地以上海最多，但機票價錢未見搶貴。以來回
香港及上海為例，機票售價約為4,000港元，不過
亦有部分旅客選擇先前往深圳再飛往內地，貪其航
班選擇較多。

“中港澳直通巴士聯會”秘書長陳宗彝預料，
首階段復常通關會有150部跨境巴士投入服務，每
日600班次，相信有助“消化”人潮，他形容業界
苦等3年多終於守得雲開，心情非常興奮，會全力
配合政府的復常通關安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對於
有聲音關注兩地復常通關會否令藥物
搶購潮加劇，香港特區政府醫務衞生
局局長盧寵茂5日表示，雖有個別品牌
的含“撲熱息痛”成分退燒止痛藥短
缺，不過，坊間仍有大量含此成分的
藥物，而特區政府已增加採購，並建
立特別的藥物儲備庫。
盧寵茂指出，含“撲熱息痛”成

分藥物供應維持穩定，公營醫療系統
內的備存量已由疫情前的一兩個月日
常使用量，提升至可維持約五六個
月，足夠照顧醫管局和衞生署公營醫
療系統病人所需。

不排除立法規管藥物買賣
他表示，特區政府除會繼續提升

採購量外，亦已向本地生產商提出增
產要求。在過去兩個月，有半數本地
藥廠表示其含“撲熱息痛”退燒止痛
藥的產量已提升13%至100%，同時
特區政府已通過額外採購，建立特別
藥物儲備庫，並按實際情況預留給有
需要的弱勢社群，又不排除對有關藥
物的買賣作出立法規管。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公布與內地通關細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公布與內地通關細
節節。。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木又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木又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特區政府醫
務衞生局局長盧寵茂5日在記者會上指出，若入
境者染疫則與香港居民一樣要接受隔離，有需要
時要自費求醫和獲取藥物。有專家建議特區政府
擴展污水監測範圍至機場和各出入境口岸，監察
有否全新的變種病毒輸入香港。

根據復常通關首階段安排，內地居民要先在
深圳巿政府網上系統成功預約，同樣須出示48小
時內有效的核酸檢測陰性結果才能入境香港，但
抵港後無須再進行核酸檢測，特區政府建議他們
抵港當天至第五天，每日自行快測和檢查自己身
體狀況。

盧寵茂說，他們抵港後才呈陽性，倘有需要
求醫，非香港居民可自費使用私營醫療服務和獲
取藥物，若因緊急或其他特殊情況要到公營醫療
設施求診，也須先繳付全費才會獲提供有關藥

物。

梁子超倡口岸測污水防新變種
呼吸系統專科醫生梁子超接受香港文匯報訪

問時指出：“入境人士來港前已有核酸檢測陰性
結果，以病毒潛伏期平均3天計算，相信旅客抵
港後才發現染疫的人數不多，就算有5%（確診）
也只是3,000宗，最重要是本地疫情近日由峰頂回
落，顯示隨着不少巿民已受感染，增加了群體免
疫力。”“內地已有不少居民曾受感染，已有抗
體，只要核酸檢測結果陰性顯示不帶病毒，沒有
必要先打針。”他說。
梁子超認為，最重要是監測有否全新的變種

病毒出現，故建議特區政府擴大污水監測範圍至
機場及各出入境口岸，以監測有否全新的變種病
毒出現。

內地客抵港染疫就醫需自費

◆◆有市民到旺角跨境巴士站購票有市民到旺角跨境巴士站購票。。
香港文匯報記者萬霜靈香港文匯報記者萬霜靈 攝攝

李家超 5日下午聯同多名司局長舉行記者
會，宣布經與中央部委、廣東省及深圳市

政府溝通協調達成共識，並獲得中央批准後，香
港與內地將於1月8日起分階段有序恢復兩地人
員正常往來。首階段涵蓋目前正在運作的香港國
際機場、港珠澳大橋和深圳灣口岸，以及重開的
港澳客輪碼頭、中國客運碼頭、文錦渡口岸和落
馬洲支線/福田口岸，屆時每日會有各6萬個北
上及南下配額。

網上預約系統24小時運作
特區政府一站通網站www.gov.hk 5日推出24

小時運作的網上預約系統，讓市民申請口岸配
額，一併開放首八星期各口岸的早午晚預約時
段，每名申請人可為最多3名同行人士一起預
約，另申請人如已有一個未到期的預約，系統將
不會容許他再進行預約。系統將於1月15日起，
逢周日上午9時加入新一周的預約時段。市民通
關時須出示48小時內有效的核酸檢測陰性結果。
李家超指出，機場、港澳碼頭、中國客運碼

頭及港珠澳大橋將按其運力設定每日最高旅客處
理量，因此無須另外設定人數安排（經港珠澳大
橋過關的私家車和跨境出租車除外），只要買到
票即可過關，預計有關口岸的單向總運力為每日
約1萬人次。

春節後跨境生無須預約
他表示，兩地政府同意回程時不會計入配額

之內，亦無須事先申請。醫務衞生局局長盧寵茂
指出，現時香港有85間社區檢測中心及檢測站供
市民進行核酸檢測。

李家超指出，首階段設配額是要確保在過程
中不出亂子，所揀選的口岸亦考慮到內地一些口
岸正進行工程。他並指，以每日6萬個單向配額
計算，兩個月便有一半香港人口可免檢疫進入內
地，已是一個大數額，並相信對提振經濟有非常
大的作用，且風險可控。他指特區政府會盡快檢
視首階段的實施情況，並與內地相關單位保持溝
通，以決定往後階段的安排，包括增加所涵蓋口
岸、適度加大每日人數上限。他說：“我相信可
盡快實現全面通關的目標。”
香港政務司司長陳國基補充，往後會陸續恢

復皇崗、落馬洲及蓮塘口岸的運作，並會在春節
過後恢復讓跨境學生可無須預約下每日來港參與
面授課堂，細節會另行公布。
香港運輸及物流局局長林世雄指出，已協調

海陸空各公共交通營辦商，以逐步、有序落實復
常通關安排，同時致力確保有足夠公共交通服務
接載市民往來口岸，並逐步增加或恢復來往香港
與內地多個航點的定期客運航班。他續說，香港
的鐵路承載力相當大，落馬洲支線口岸恢復服務
後，單向每日班次更將由疫情前的90班增至135
班，相信有足夠的承載力。

小年夜前高鐵通往廣州東
至於高鐵香港段尚未開通，他解釋工作人員需時

重新熟習有關的程序及由香港至廣州的整個路況，
且由於涉及的車長眾多，單是香港已有約40人，
要在如常行車的內地段線路中找空檔試運，預計將
不遲於1月15日（年廿四，南方的小年夜）恢復西
九龍站至福田、深圳北、廣州南及廣州東的高鐵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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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階段與內地復常通關簡介
各口岸配額及開放時間

◆需預約名額（約50,000個）

落馬洲支線/福田 35,000個 06:30至22:30

深圳灣 10,000個 06:30至00:00

文錦渡 5,000個 07:00至22:00

大橋小客車司機連乘客 1,000個 24小時

◆無須預約（約10,000個）

香港國際機場 24小時

港澳客輪碼頭 24小時

中國客運碼頭 06:00至00:00

大橋金巴乘客 24小時

1月8日起
每日單向總配額：

60,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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輝瑞口服藥納入中國醫保採購談判
2022年國家醫保藥品目錄談判啟動 涉343個品種

輝瑞新冠口服藥奈
瑪特韋片/利托那韋片組
合包裝（Paxlovid）“一
盒難求”，中國內地有
不少居民在網上求購輝
瑞授權的仿製藥，華大

基因近日對150份民眾送檢仿製藥物進行
檢測，發現其中142份不含新冠病毒抑制
成分“奈瑪特韋”，比例逾九成五。多位
內地居民向香港文匯報記者反映，十分擔
心所購藥品真偽，亦有已吃過“假藥”的
居民打算報警。

假藥使用抗流感成分奧司他韋
據了解，內地居民購買的新冠仿藥渠

道多來自印度、老撾等地，其中，最為暢
銷的為綠色包裝的Primovir以及藍色包裝

的Paxista，被內地網民簡稱為“綠盒”與
“藍盒”。華大基因CEO尹燁在微博上發
布檢測信息稱：“ 截至1月5日20:00，累
計收到樣本156份，已完成檢測並發送結
果通知 150 份，其中只有 8 份有效成分
Nirmatrelvir，已買綠盒需要用藥的朋友們
慎重！”

購藥居民表示憤懣與恐慌
Paxlovid是由利托那韋（Ritonavir）和

奈瑪特韋（Nirmatrelvir）組成的複合藥。
尹燁表示，華大質譜團隊對一款Paxlovid仿
製藥做了一次檢測，發現當中缺少了抑制新
冠病毒在人體內增殖的奈瑪特韋（Nirma-
trelvir），經驗證後發現該成分實際為Os-
eltamivir（奧司他韋，一種抗流感藥物）。
這意味被檢測的送檢藥物，偷換了抑制新冠

病毒的有效成分，而在內地民眾購買作為救
命藥的當下，這無異於謀財害命。

事件亦引發內地購藥居民的憤懣與恐
慌。香港文匯報記者5日下午接獲全國多地市
民反映，講述他們買印度仿藥的經歷，有的
已經服用，有的剛剛收到貨，希望能獲得檢
測，並詢問如果是假藥如何投訴處理。一位
遼寧的居民在獲知所購“綠盒”是假貨時傷
心地表示，吃了後才被告知是假藥。他已打
算報警。另有一位浙江杭州居民，5日剛剛收
到物流信息顯示“綠盒”已運抵杭州，他在
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表示，他在12月
時便已購買相關藥物。物流信息顯示，12月
15日該藥從印度發貨。“家裏有癌症病人感
染新冠病毒，正在等藥，但現在卻不敢吃
了，希望能夠委託記者對藥品進行鑒定。”
◆香港文匯報記者 趙一存、凱雷 北京報道

��

“新冠仿藥”現偽貨 九成五不含有效成分

國家醫保藥品目錄談判，是中國醫保部門與醫藥企業就
藥品支付標準進行磋商，磋商結果直接決定該藥品是

否被納入及以什麼價格納入國家醫保藥品目錄。藥物通過談
判進入國家醫保目錄，被認為是實現“以價換量”的過程。
2018 年-2021 年間，醫保談判藥品價格平均降幅約為
50%-60%左右。

Paxlovid“黑市”價過萬元
在此前的談判中，中國醫保部門官員曾多次上演“靈魂

砍價”，國家醫保局的談判代表張勁妮通過八輪談判，將治
療罕見病的市場價每針近70萬元的諾西那生鈉，一路
“砍”到3.3萬元的場景，直衝網絡熱搜。

根據通過談判初審的藥品名單，本次參與談判的將涉及
343個品種，目錄內原有品種145個，目錄外新進品種198
個。其中，治療新冠的小分子口服藥物，包括輝瑞Paxlovid
以及國產藥物阿茲夫定。中國不久前批准的默沙東的莫諾拉
韋，因獲批時間較晚，無緣這次醫保談判。

在社交媒體上，很多感染新冠病毒的重症病患及家長正
在焦急等待着Paxlovid，“黑市”上，這款藥物的售價已過
萬元。在最先遭遇本輪疫情發病及重症高峰的北京，已可以
通過社區醫療機構開出Paxlovid。藥物價格在2,000元以
內，按照社區居民不同類型的醫保，自付約10%，也就是不
足200元，但是因為藥物儲備有限，目前能獲得處方的患者
有限，民眾期待這種藥物可以降價，並較大規模普及。

抗癌藥瑞基奧侖賽注射液在列
除新冠藥物外，多款重磅新藥首次納入談判。作為首個

國產雙抗、全球第一個獲批上市的基於 PD-1 的雙特異性抗
體，康方生物的卡度尼利單抗備受關注。在罕見病藥物領
域，初審目錄中，罕見病藥物共19個，病種覆蓋範圍進一
步擴大。“天價抗癌藥” CAR-T瑞基奧侖賽注射液也首次
出現在本次談判的初審名單中，該藥物是中國第2款CAR-T
產品，定價為129萬/支，用於治療經過二線或以上系統性
治療後成人患者的復發或難治性大B細胞淋巴癌與治療經過
二線或以上系統性治療的成人難治性或 24個月內復發的濾
泡性淋巴瘤。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

此前延期的2022年中

國國家醫保藥品目錄談

判5日在北京正式啟動。據悉，本次談判將包括腫

瘤高值新藥、罕見病新藥、新冠口服藥等納入國家

醫保藥品目錄，其中輝瑞的新冠口服藥Paxlovid

（譯為“奈瑪特韋片/利托那韋片組合包裝”）也在

談判名單中。Paxlovid 目前在中國市場售價在

2,000元（人民幣，下同）上下且非常難購買。

� ��
�

◆2022年1月1日，在山東棗莊市婦幼保健院兒童ICU病房，醫護人員準備為4歲的脊髓性肌萎縮症患兒注射靶向治療藥物諾西那生鈉。在2021
年國家醫保目錄藥品談判中，諾西那生鈉注射液遭到“靈魂砍價”，以3.3萬元人民幣每針的價格進入新版醫保藥品目錄。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盧靜怡 廣州報道）剛
剛踏入2023年，內地各大城市就在加緊發力拚經
濟。5日，香港文匯報記者從廣州市“搶機遇、拚
經濟、抓發展”發布會上獲悉，今年廣州擬安排
“攻城拔寨”重大項目1,722個，總投資超6.5萬
億元（人民幣，下同）、年度計劃投資5,261億
元，相當於平均每月將有超過400億元的投資額。
其中，基礎設施、產業兩大領域年度投資均超兩
千億元。為了追趕因疫情而落下的時間，廣州市
發展和改革委員會副主任陳旭表示，廣州將“三
年工程兩年幹”，爭取一季度完成年度計劃投資
三成左右，為全市經濟“質的有效提升”和“量
的合理增長”提供有力支撐。

在芯片產業領域繼續布局
重大項目建設向來被視為經濟發展的“火車

頭”，廣州更是將重大項目建設確立為“攻城拔
寨”項目。陳旭表示，去年前11月，廣州1,654個
“攻城拔寨”項目已超額完成全年計劃任務，預

計全年完成年度投資計劃的110%。一批重大項目
取得關鍵性進展，比如廣州港南沙港區四期工
程、近洋碼頭的投入使用、地鐵二十二號線首通
段開通運營等。產業方面，粵芯半導體三期、增
芯項目獲國家批覆並動工。華星光電、廣汽埃安
產能擴建項目、埃安第二工廠、廣汽豐田五線、
小鵬乘用車基地等項目建成投產。

推動廣汽自研電驅科技項目
廣州今年的“攻城拔寨”項目數量超過1,700

個，比去年增加68個。香港文匯報記者看到，廣
州今年不少任務將在去年的建設基礎上進一步提
速。在產業領域，將爭取華星光電、芯粵能半導
體一期等項目全面投產。增芯、粵芯三期、華為
廣州研發中心等去年已經動工的項目將加快建
設。今年廣州還將推動南沙科創中心芯新產業園
等項目開工建設，在芯片產業領域繼續布局。

新能源汽車是去年內地經濟增長的一大亮
點。廣州今年將繼續推進智能與新能源汽車產業

的建設，在繼續推進去年項目的基礎上，推動廣
汽自研電驅科技項目、東風日產新能源產線改造
等項目全面開工建設。

廣州對於新能源汽車等高端製造行業的積極
推動，讓本地不少研發企業也增強了發展信心。
“這些年新能源汽車產業和電化學儲能市場蓬勃
發展，對新能源材料的需求快速增長，也促進相
關技術快速更新迭代。”眼看着廣州新能源項目
布局加速，廣州天賜高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財務
總監顧斌稱，公司也將順應市場節奏，不斷加大
研發和工藝迭代的投入，縱向發展鋰電材料的相
關業務。

大灣區內地城市近年一直致力於推進“軌道
上的大灣區”建設。隨着香港和內地恢復正常通
關的時間敲定，三年未北上的港人或會被粵港澳
大灣區基建項目的互聯互通程度所震撼。香港文
匯報記者了解到，珠三角九市交通基建互聯互通
近年成效明顯，廣州、深圳、東莞、佛山等城市
已經有軌道交通可以互聯互通。今年廣州仍然會

大手筆投入基建設施的投入，年度投資超過2,000
億元，全年安排超480個加強區域間基礎設施聯通
項目。在軌道交通上，廣州將推進南沙至珠海
（中山）城際項目、軌道交通八號線北延段工程
等地鐵項目，加強城際間的便利流動。在航空樞
紐方面，白雲國際機場三期擴建工程、臨空經濟
產業園區配套基礎設施工程將在今年加快建設。

為了保障1,722個“攻城拔寨”重大項目順利開
工，陳旭表示，廣州一季度會重點抓好項目開工、
項目招引、要素保障工作，力爭廣州至廣州南聯絡
線、東風日產新能源產線改造項目等一百個項目能
在一季度開工建設。

廣州今年擬安排重大項目1722個 總投資超6.5萬億

◆◆廣州今年將繼續推進智能與新能源汽車產業的建設廣州今年將繼續推進智能與新能源汽車產業的建設。。
圖為廣州一條汽車生產線圖為廣州一條汽車生產線。。 香港文匯報記者盧靜怡香港文匯報記者盧靜怡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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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社新聞

休城工商

01. 從信用卡借出大筆金額
在申請貸款期間，不要從信用卡借出大筆金額！它不僅

會增加你的負債率，還會降低你的信用打分，進而可能導致
你原來已被批准的貸款申請被拒。
02. 離職

不要在申請貸款期間從任職公司辭職！即使你到了簽署
最後文件的那步。假如貸款銀行是根據你的收入狀況作為貸
款審核的條件，你必須在貸款行最後放款時，仍在原公司就
職。要知道貸款行可能會在放款之前再次打電話給你的雇主
來確認。
03. 換工作

不要在申請貸款期間換工作！即便新工作的薪水與前工
作薪水相同，甚至更多，它還是會增加你完成房屋貸款交易
的複雜性。一些貸款行會在你開始新工作30天之後才提供貸
款，這會拖延你購房成交的時間，也可能讓你支付昂貴的罰
金，來延長你鎖定利率的有效期。
04. 降低薪酬

不要在申請貸款期間降低你的薪酬！假如貸款期間你剛
好申請了減少工作時間，或者降低基薪從而換取更高的佣金
或獎金，貸款行只會以低的基薪計算，因為佣金或獎金必須
有兩年曆史才能被考慮。
05. 買新車

不要在申請貸款期間去買新車！即使貸款行已經有了你
的信用報告，他們通常還是會在放款之前，再次更新你的信
用報告，查看你是否有新的債務，並重新計算你的負債率，
來確定你是否仍然符合貸款標準。
06. 購買新的家電設備

在你拿到貸款之前，請不要急著購買新的家電設備！如
冰箱、洗衣機、烘乾機、家具或是其他高價物品（如新的訂
婚戒指、結婚禮服、名表等），理由同上。
07. 忘記支付賬單

不要忘了及時支付賬單！最近的逾期付款會對你的信用
分數產生重大的負面影響。
08. 頻繁轉錢

不要在你的資產賬戶間頻繁轉錢！不管是從現金賬號轉
入儲蓄賬戶，還是從股票賬號轉到現金賬號，都需要解釋原
因和提供轉賬記錄。
09. 存入大筆存款

不要存入工資以外的大筆存款！特別是如果你不能（或無法
）提供大筆存款資金的來源（如大筆現金存款），這一點尤為重
要。
10. 郵寄報稅單

不要郵寄你的報稅單！如果你在報稅截止日期前後，購買房
產或做重新貸款，你應該使用電子申報。貸款行有可能在放款之
前，要求從國稅局獲得當年申報的稅務單 (Tax Transcript)，郵局
郵寄會拖延稅務單的處理。
11. 同時進行另一個貸款交易

不要同時進行另一個貸款交易！如果你同時申請房屋貸款，
或購買租賃物業或度假房產，貸款行會要求知道新物業的所有細
節（本金、利息、稅金、保險、市場租金等） 以確定你是否仍

然符合貸款條件。
12. 出售你將做抵押貸款的房屋

如果想申請重新貸款，請不要出售你將做抵押貸款的房屋！
大多數貸款行不會為上市的房屋提供貸款。
13. 使用超過10%的信用卡額度

如果你的信用評估分數在符合貸款標準的邊緣狀態，請勿使
用超過10%的信用卡限額。否則將損害你的信用評估，可能會使
你失去貸款資格，或提高你的貸款利率。
14. 進行一個大的裝修項目

當重新貸款時，不要同時進行一個大的裝修項目！貸款銀行
在你的裝修項目完成之前是不會給你貸款的。為什麼？他們擔心
施工留置權，而且萬一你的房屋成為法拍屋，他們將無法出售裝
修未完工的房產。

15. 沒通知貸款經紀人就離城
在申請貸款期間，請不要在未通知貸款經紀人的情況下，因

公或因私隨意離開所常居住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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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資深貸款顧問王潔為您支招貸款購房技巧：這些事情最好不要做

Mattioli 眼科專家
美南新聞主播子天在醫生Mattioli精湛的醫術下完成了全飛秒激光近視手
術！全程無痛感，視力達到完美的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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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ked Chicken Wings 沙茶魚露烤雞翅
食材： 
◆ 2磅(10-12隻) 雞翅
◆ 8瓣 蒜頭，切末
◆ 4大匙 牛頭牌沙茶醬

掃碼關注微信公眾號
   <牛頭牌北美>
參考更多美味食譜喔！

做法：
(1)取一大碗，放入牛頭牌沙茶醬、富國魚露、水、細砂糖、蒜末和胡椒，
攪拌均勻。(2)將雞翅放入拌好的醃醬中，使外層均勻裹上醃醬。置冰箱中
醃4小時或隔夜為佳。(3)醃好的雞翅放入預熱至400°F的烤箱中，烤40-50
分鐘。(4)烤雞翅的同時，煎鍋中倒入醃醬，以中火煮至開始冒泡後轉小火
燉煮至醃醬焦糖化。(5)放入烤熟的雞翅。翻動煎鍋使醬汁均勻裹在雞翅上。
(6)雞翅放回烤箱中，以400°F續烤3-5分鐘或至外層酥脆。(7)出爐後，撒上
碎花生和香菜即可。趁熱享用喔！

with Sha Cha Fish Sauce

◆ 2-4大匙 飛獅牌富國魚露
◆ 4大匙 水
◆ 4大匙 細砂糖

◆ 胡椒，調味用
◆ 碎花生，裝飾用
◆ 香菜，裝飾用

www.lnk.bio/BullHead.BBQSauce.U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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