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凱蒂亞洲城

聯⽲地產集團 購屋|商業|投資|⽣意  ⼀站式服務 

(713)-630-8000

1,000 ~ 8,000平⽅英呎
商圈旺鋪全⾯招商

JOSIE LIN,CCIM

（（路透社路透社））

FAA電腦當機修復 全美航班逐漸恢復
（中央社）路透社報導，在美國聯邦

航空總署（FAA）連夜搶修造成數千航班
延誤的電腦當機問題後，全美各地航班正
逐漸開始恢復起飛。這次事件造成4300
航班延誤，並有約700航班取消。

聯邦航空總署稍早下令一切國內航班
暫停起飛，因為對機師通報資訊的系統故
障。目前航空總署表示，紐瓦克機場
（Newark）和亞特蘭大機場（Atlanta）
的航班已恢復起飛， 「因為那些地區的空
中交通壅塞，我們預期其他機場在東部時

間上午9時也將恢復起飛」 。
至於已在飛航中的航班則可以繼續飛

往目的地。
法新社報導，稍早白宮表示，今天促

使美國當局暫停一切國內航班起飛的電腦
問題， 「此刻」 並無跡象是遭到網路攻擊
；並說，總統拜登已聽取相關簡報。

飛航追蹤網站Flight Aware資料顯示
，全美至少有4300個航班因電腦當機誤
點，700個航班取消。官員表示，將需幾
個小時時間才能恢復航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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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6-year-old student
at a Virginia elementary
school opened fire and shot
his teacher last Friday. The
police chief told reporters
that, “This is not an
accidental shooting.”

A woman in her 30’s
suffered a life-threatening
gunshot wound and was
taken to a hospital. The boy
was taken into custody.
Mayor Jones said, "It is a
dark day for us, and it really
hurts my heart."

This is a real tragedy
for all of us. We really need
to find out how this
six-year-old got
possession of the gun in the
first place, and we need to
seriously ask his parents or
guardian how this is even

possible.
Is there a metal

detector in this school? How
could this child bring a
loaded firearm into a public
elementary school
undetected? Were there
any level of security
precautions in place? These
and other questions must
be answered. This student
endangered his teacher and
all of the other teachers and
students at the school.

This is a big social
issue for our community.
Educators and politicians,
we really need to take
action now to address this
type of problem. Otherwise,
many shootings caused by
minors will happen again. 0101//1111//20232023

Unbelievable Crime -- Six-Year-Old Shoots TeacherUnbelievable Crime -- Six-Year-Old Shoots Teacher

維吉尼亞州新港市的一間
公立小學，上週五一名才六歲
的學童公然以手槍射殺自己的
一名女老師 ，警方在一項聲
明中表示， 這不是意外事件
， 這名一年級六歲兇嫌已被
拘捕 ，三十多歲的女老师情
況危急 ，所幸沒有其他學生
受到傷害。由於年齡關係，
警方未公佈兇嫌姓名， 但是
憤怒的家長及行政主管人員表
示 ，這項令人難予置信的幼
年開槍行為是社會之病態。我
們在此有同樣之感受 ，我們
要先責問這名六歲孩童之父母
或家長是如何會让他能拿到兇

器帶到教室里， 而校方现有
的偵測設備到哪去了？
今天全美槍支氾濫之程度

已經让人到了無法忍受之地步
， 我們的社會真的是生病了
， 而且已經病得不輕。我們
也要在此呼籲 ，社區領袖、
政客及教育界人士必須動員起
來， 一切都先要從家庭做起
槍支管制，也希望國會繼續討
論和立法，否則，還有更多
更大的兇殺無辜不幸事件繼續
上演。

匪夷所思匪夷所思 六歲兒童射殺老師六歲兒童射殺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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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對中國快速崛起充滿了惶恐, 美國官
方處處提防中國, 深怕被中國滲透, 現在就連中
國民間企業斗音海外版TikTok也成為被防範禁
止的對象, 實在是太不可思議了!

TikTok是一個備受世界歡迎的社群媒體,
由於這款軟件平臺太受歡迎了,甚至使許多人
著迷上癮不可自拔，產生不良後果,但它現在
竟被美國政客認為是中國間諜網絡的工具, 是
中國政府用來探測監視美國用戶的工具,消費
者或許無需等待國會全面禁止，他們可以自我
思考和行動，先刪除app，尋找其他平臺分享
觀看視頻了。

目前一些國會議員已對TikTok實施更多監
管，總統拜登已簽署一項法案，禁止聯邦雇員
使用TikTok，原因是擔心中國政府可以獲取美
國人的數據。反共急先鋒佛州共和黨參議員盧
比奧、伊州民主黨眾議員拉賈•克裡希納莫尼
和威州共和黨眾議員加拉格爾提出了立法，將
在美國有效禁止TikTok, 目前已有超過16個州
的共和黨州長禁止使用TikTok!

美國的惶恐當然也不是沒有原因,去年12
月《福布斯》報道，TikTok追蹤了該媒体兩記
者的位置，TikTok官方在推特上聲稱，從未針
對記者，但來自TikTok中國母公司字節跳動首
席執行官的一封電子郵件顯示，該公司曾針對
記者,除了位置數據，一家網絡安全公司去年
夏天進行的分析發現，TikTok還要求獲得查看
安裝的其他程序、訪問一些手機上的日曆事件

和聯繫信息的許可,比數據操作更令人不安的
是，據稱TikTok與中國政府有關係，中國政府
能通過母公司字節跳動獲取美國用戶的信息,
但是已從中國搬到了新加坡的TikTok世界總部
堅決否認這樣的說法。

此前，前總統川普曾以國家安全為由，簽
署一項行政命令,如TikTok不出售給美國公司
，就將禁止它。作為回應，該公司聲稱無法訪
問美國用戶數據，但早些時候洩露的錄音顯示
，中國員工可獲得私人信息，聯邦調查局局長
克裡斯托弗•雷11月告訴國會，他的機構擔
心中國政府可能“控制數據收集”以及“數百
萬設備上的軟件”，使它們更容易受到黑客攻
擊。雷表示：“至少從FBI角度來看，我們確
實對TikTok存在國家安全方面的擔憂，其中包
括一種可能性，即中國政府可以利用它來控制
數百萬用戶的數據收集，或者控制推薦算法(
如果他們願意，推薦算法可以用於影響力操作
，或者控制數百萬設備上的軟件，這使得它有
機會在技術上對個人設備造成威脅。”

報道顯示，斗音在中國國內主要是教育性
和愛國主義視頻，這些視頻幫助中國年輕人做
好在全球經濟中競爭的準備，或灌輸民族忠誠
。在美國，TikTok上則充斥著令人上癮的舞蹈
視頻和危險的身體挑戰，這些視頻已被證明會
導致年輕人抑鬱和焦慮, 所以被政客形容為
“數字芬太尼”, 瞻前顧後,看來TikTok不妙了
, 將來在美國跳動也難!

俄羅斯國防部今天指出，俄國已撤換烏克蘭戰事指揮官蘇洛維金（Sergey Surovikin）。
素以殘忍作風聞名的他被俄媒封為 「末日決戰將軍」 ，但上任僅3個月就遭撤換。

法新社報導，俄羅斯國防部表示： 「俄軍參謀總長吉拉西莫夫（Valery Gerasimov）將軍
已獲任命，擔任（駐烏克蘭）聯合特遣編組兵力指揮官（Commander of the Joint Grouping
of Troops）。」

另一方面，原任烏克蘭戰事指揮官蘇洛維金將擔任吉拉西莫夫的副手。根據俄國國防部聲
明，蘇洛維金將與其他兩位將軍薩柳科夫（Oleg Salyukov）及金恩（Alexei Kim）共事。

蘇洛維金素以殘忍作風聞名，被俄媒封為 「末日決戰將軍」 （General Armageddon）。
他是俄羅斯在車臣及
敘利亞戰場的老將，
曾獲得俄國總統蒲亭
（Vladimir Putin） 授
勳。
他於去年 10 月獲命
擔任烏克蘭戰事指揮
官，取代時任指揮官
日 德 科 （Gennady
Zhidko），但僅上任
3個月就下台。
蘇洛維金曾建議從烏
克蘭赫松（Kherson
）及第聶伯河（River
Dnipro）西岸撤軍，
但遭不滿的人士指責
。

俄再撤換烏克蘭戰事指揮官 末日決戰將軍下台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與英國首相蘇納克今天在

「倫敦塔」 城堡會晤並正式簽署 「相互准入協定
」 ，雙方將可在對方領土部署武裝部隊。岸田文
雄與蘇納克皆提到，英日防衛安全合作有助增進
全球穩定。

日本是七大工業國集團（G7）今年的輪值主
席國。英國首相府一名發言人表示，蘇納克
（Rishi Sunak）十分期待出席預定5月在廣島召
開的G7峰會。他今天與岸田文雄討論G7議程；
岸田文雄計畫將俄羅斯侵略烏克蘭造成的全球糧
食和經濟安全衝擊列為峰會重點議題，蘇納克對
此表示歡迎。

首相府發言人指出，蘇納克也提到加入 「跨
太平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 （CPTPP）對英國的

重要性。蘇納克指出，創新及合作是各國未來經
濟繁榮成長的必要條件；他和岸田文雄均同意，
英、日雙方經濟都還有很大成長空間。

英國2021年2月正式申請加入CPTPP，是這
個標榜高標準的多邊自由貿易協定自2018年生效
以來，第一個申請加入的非創始國，其申請過程
對其他有意加入CPTPP的經濟體而言具指標意義
。去年12月，CPTPP各成員經濟體代表曾齊聚
倫敦開會，最終未能如樂觀評估在年底完成最後
階段協商。英國今天正式成為第一個與日本簽署
相互准入協定（Reciprocal Access Agreement,
RAA）的歐洲國家。英國首相府表示，這是繼
1902年的 「英日同盟」 後，英、日 「逾一世紀以
來」 最重要的防衛協定。

英日簽署相互准入協定 可在對方領土部署武裝部隊

雖然極端團體塔利班已奪佔阿富汗政權，但
是阿富汗的恐怖攻擊一點也沒變少。就在剛才不
久，位在喀布爾的外交部大樓入口附近，發生相
當劇烈的爆炸，傷亡情況不明，也還未有團體出
面承認。

自由歐洲電台(Radio FreeEurope RadioLib-
erty)報導，塔利班政府安全部門發言人 薩德朗
(Khaled Zadran)表示，爆炸發生在當地時間下午

4 點左右，但無法評估傷亡人數或損失的程度。
薩德朗說，安全小組已趕往現場調查。一位

不願透露姓名的外交人士說，爆炸發生在外交部
休假期期，應該不會有太多人員在內。

但另一位消息人士稱 「爆炸威力巨大，並且
有人員傷亡。」 而且，他還說大樓內有重要會議
，是塔利班代表和中國大陸官員的外交會議。

阿富汗外交部大樓外發生爆炸尚未有團體出面承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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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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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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南非國家電力公司宣布，從即

日起在全國範圍內實施三級限電措施，這是

今年年內南非國家電力公司首次執行限電措

施。

據南非國家電力公司透露，此次執行限電

措施，是由於兩臺主要發電機組發生故障，以

及計劃進行維修的三臺發電機組因人為因素被

延遲維修工作。

此前，據南非科學與工業研究委員會(CSIR)

公布的數據顯示，南非在2022年年內共計停電

超過1900小時，從而使2022年成為南非有史以

來負荷減載數量最多的壹年。

去年年底，因經營不善導致限電措施頻發

，南非國家電力公司首席執行官安德烈· 德· 魯

伊特宣布辭職。截至目前，新的首席執行官人

選尚未出爐。

事實上，自2007年開始進行輪流限電措施

以來，南非國家電力公司已經歷了11位不同的

首席執行官。

作為南非最重要的國有企業之壹，南非國

家電力公司當前深陷債務危機。受發電機組故

障頻發、設備缺乏維護、燃料價格上漲等多重

因素影響，南非自新冠疫情暴發以來，限電令

已成常態。

此前，針對該國頻繁的限電措施，南非總

統拉馬福薩表示，南非國家電力公司目前面

臨巨大的改革壓力，同時還遭到部分人為破

壞，這導致此前出現的問題愈發嚴重，因此

目前很難判斷何時才能徹底結束眼前的供電

危機。

德國2022年就業人數創歷史新高
微弱亮光難掩經濟頹勢

德國聯邦統計局公布的數據顯示，

2022年，年均約有4560萬人在德國就業，

這是1990年兩德統壹以來的最高紀錄。

根據統計局的初步計算，德國2022年

均就業人數比前壹年增長了58.9萬人，同比

增長1.3%。2020年，疫情阻止了德國持續

14年多的就業上升趨勢，當年就業人數減少

了36.2萬人，同比下滑0.8%，2021年，就業

人數僅小幅增加6.5萬人，同比增加0.1%。

德國強勁的就業數據公布後，市場

對歐洲央行是否會采取激進加息抱有更

大擔憂。歐洲宏觀經濟研究副主管、首

席德國經濟學家Oliver Rakau向記者表示

，“整體通脹率的波動、以及德國勞動力

市場在2022年底仍保持強勁的消息，可能

會支持歐洲央行的觀點，即衰退將是輕度

的，潛在的價格壓力仍然太大，目前無

法停止緊縮。因此，2月份再次加息50

個基點仍是我們的基本假設，同時我們

認為2023年3月還會加息50個基點。”

去年就業人數創歷史新高
統計數據顯示，德國勞動力市場在

經歷了兩年的低迷後，在2022年實現了

強勁復蘇，年均約有4560萬人就業，超

過了2019年創下的歷史高點，成為1990

年兩德統壹以來的最高紀錄。

就德國火熱的勞動力市場，Oliver

Rakau表示，“盡管能源危機肆虐，但德

國勞動力市場在2022年底仍非常強勁，這

壹部分可歸因於勞動力市場往往滯後於經

濟增長，但更重要的是，這是因為勞動密

集型服務部門仍受益於疫情後消費需求的

反彈，受到能源危機打擊更嚴重的工業可

能會利用國家的休假計劃（Furlough

Scheme，在工作時間暫停期間，財政支助

將直接支付給工人）等吸納勞動力。目前

德國面臨著暗淡的人口前景，勞動力供應

將會收緊，企業有動力留住工人。”

安邦智庫宏觀經濟研究中心研究員魏

宏旭與此看法基本壹致，他向記者表示，

2022年就業數據的強勁，更多還是恢復性

增長。他稱，“疫情因素逐漸減弱使得此

前就業下滑情況逐漸恢復，另外，通脹高

企也使得生活成本上升帶來居民就業意願

增加。同時，2022年以來，德國政府采取

了壹系列紓困和刺激措施，對於經濟穩定

和保持就業也具有積極的作用，這得益於

德國具有較好的財政基礎和能力。”此外

，統計局還提及，外國勞工移民也是2022

年就業率上升的原因之壹。

具體而言，在德國去年的勞動力市

場，有93%的就業增長出現在服務業，

與2021年相比，該行業的就業人數增加

了54.8萬人。不過，在工業（不包括建

築業）領域，就業人數僅增加了3.1萬人

。魏宏旭表示，這反映出能源危機對工

業生產帶來較大影響。

值得註意的是，即便2022年就業增長

情況樂觀，但德國勞動力市場仍存在問題

。德國Ifo經濟研究所和德國國家銀行集團

KfW去年12月發布的技術工人晴雨表顯示

，去年第四季度初，德國有46%的公司業

務活動受到技術工人短缺的影響。

報告還指出，在過去5年裏，受雇

工人的勞動生產率幾乎停滯不前。如果

這種情況繼續下去，疊加人口因素導致

就業人數減少，那麼德國可能在3到4年

內出現GDP永久萎縮的情況。

對於德國的就業市場前景，受訪專家

也持有擔憂。中信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明明

向記者表示，目前德國勞動力短缺仍十分

嚴重，短期就業市場存在壹定韌性，但預

計持續的高通脹會繼續抑制德國經濟，中

長期就業市場存在趨弱的風險。

通脹下滑難改加息步伐
就業數據報喜的同時，德國通脹情

況也迎來放緩的好消息。

1月3日，德國聯邦統計局發布的初

步數據顯示，2022年12月德國CPI初值

同比上漲8.6%，相較之下，11月同比漲

幅為10.0%，10月同比漲幅為10.4%。環

比來看，12月CPI初值下降0.8%。

德國聯邦統計局指出，自俄烏沖突以

來，能源和食品價格大幅上漲，對通脹產

生了重大影響。然而，在2022年12月，德

國聯邦政府（為消費者）壹次性支付燃氣

月度費用，對價格產生了下行影響。

此外，歐盟統計局公布的初步數據

顯示，歐元區11月通貨膨脹率為10.1%，

較10月的10.6%有所下滑。由此來看，歐

元區和核心成員國德國的通脹是否有見

頂跡象？

魏宏旭認為，目前來看，歐元區和

德國的通脹的確有見頂跡象，“不過，

由於受到俄烏沖突的影響較大，其通脹

回落的幅度預計會較為緩慢，更具有

‘粘性’，在高位維持的時間會更長，

這對於歐元區及德國經濟恢復不利。”

明明則提醒稱，目前歐元區調和CPI

同比增速僅單月下降，核心CPI同比還

未出現回落跡象，難言通脹已見頂，並

且存在薪資與物價螺旋上升的風險。

面臨雖然下滑但依然居高的通脹數據

，歐洲央行鷹派立場未變。歐洲央行行長

拉加德近日在接受媒體采訪時表示，目前

，歐洲央行的政策利率必須更高才能抑制

通脹並將其降至2%的目標，這個過程是至

關重要，因為如果我們允許通貨膨脹在經

濟中根深蒂固，情況會更糟。

Oliver Rakau認為，“歐洲央行在12

月貨幣政策會議後的表態非常明確和強

硬，拉加德強調，歐洲央行並不太擔心增

長，但仍非常關註通脹前景。最近的數據

不太可能改變他們的觀點。我們預計2月

會加息50個基點，3月再加息50個基點。

這之後，經濟增長疲軟和通脹大幅放緩將

促使歐洲央行暫停加息，而有關加息的爭

論可能會在今年下半年出現。”

2022年，為抑制通脹，歐洲央行四

度加息，自2022年12月21日起，再融資

利率、邊際貸款利率和存款利率分別上

調至2.5%、2.75%和2%。

而在德國強勁的就業數據公布後，

市場對歐洲央行是否會采取激進加息有

了更大擔憂。魏宏旭認為，德國就業市

場表現的確會進壹步加強歐洲央行加息

的政策預期，但整體還要看歐元區整體

的情況。他進壹步表示，在疫情後歐元

區經濟的走勢其實和美國相似，但歐洲、

包括德國經濟恢復的周期落後於美國，

歐洲央行的政策周期也明顯落後於美聯

儲。目前來看，歐洲央行加息還沒有到

頂部，但加息幅度或會低於美聯儲。

明明補充稱，若美聯儲加息進壹步

放緩，則會給予歐央行放緩加息的空間

，未來加息路徑仍將依賴於通脹數據以

及勞動力市場數據。

同時，還要將歐洲央行的超主權中

央銀行角色考慮在內。自1月1日克羅地

亞加入歐元區後，歐元區目前共擁有20

個成員國。魏宏旭提醒稱，歐元區各國

之間有較大的差異，壹些國家債務負擔

較重使歐洲央行政策調整的步伐滯後，

這些情況意味著歐洲央行的壓力會更大

，可選擇的政策空間更窄。

經濟前景仍顯灰暗
作為歐洲經濟火車頭，德國去年在能

源危機的沖擊下，各大產業尤其是工業這

壹支柱性產業備受重創，關於德國“去工

業化”的討論也充斥著市場。近日來，伴

隨著能源價格的下跌、通脹的放緩，德國

灰暗的經濟前景似乎透露出了些微亮光。

根據Ifo經濟研究所此前公布的數據

，經季節調整後，德國12月商業景氣指

數從上月的86.4點升至88.6點，顯示該

國經濟情緒出現好轉。同時，在去年第

二季度GDP僅取得0.1%的環比增長後，

德國第三季度GDP環比增長達到0.4%。

但在多位受訪專家看來，德國經濟

雖較此前低谷狀態稍有回升，整體前景

依然不樂觀。

魏宏旭向記者指出，由於疫情、通

脹，以及地緣風險帶來的能源危機，2022

年，盡管德國經濟仍保持較強的韌性，但

增長預期較 2021 年 GDP已經在下滑。

2023年，隨著歐洲央行加息、俄烏沖突

持續，困擾德國的能源問題短期內仍難以

有效解決，而通脹盡管開始回落，但仍然

維持高位，因而2023年德國很可能隨著

歐洲經濟的碎片化而陷入滯漲。

根據德國聯邦經濟和氣候保護部此前

的預測，2023年德國經濟將萎縮0.4%。而

根據OECD（經濟與合作發展組織）去年

11月的預測，2022年德國GDP將增長1.8%

，2023年將收縮0.3%。

Oliver Rakau認為，德國經濟出人意

料地在第三季度抵禦了能源危機的沖擊

，並在第四季度初保持了壹定的韌性，

“盡管如此，這不足以防止冬季出現經

濟衰退”。牛津經濟研究院預測，德國

經濟今年將收縮1%左右，同時預計在冬

季之後，能源危機將逐漸消退，這應該

會在2023年中期促進經濟復蘇。

這與德國央行行長Joachim Nage此

前表態類似，其稱，雖然經濟產出最初

可能會萎縮，但我們預計經濟將從2023

年下半年開始逐漸復蘇。德國央行也對

市場釋放出了壹定信心，強調盡管面臨

能源危機，但預計德國在這個冬季不會

出現嚴重的經濟衰退。

而在明明看來，隨著供應鏈限制正在減

緩並且能源成本有所下行，德國制造業出現

向好跡象，德國今年將陸續實施政府援助，

有助於緩解個人以及企業的成本壓力。但由

於俄烏沖突的不確定性、通脹的粘性以及高

利率對經濟的滯後影響將逐步顯現，今年德

國經濟仍存在較高的衰退風險。

加拿大去年新增移民超43萬創109年新高！
房價暴漲，政府出臺限購令

加拿大禁止外國買家在本國購買住宅物

業的法案於當地時間2023年1月1日正式生效

，並將持續2年。法案旨在為面臨住房緊縮的

當地人提供更多房屋。2022年12月下旬，加

拿大政府曾表示，該禁令僅適用於城市住宅

，不適用於避暑別墅等娛樂性住宅物業。

加拿大廣播公司報道稱，加拿大公民和

永久居民不受該禁令約束。其他潛在買家則

面臨各種不同規則。其中，國際學生和外國

工人只要在加拿大居住達到壹定年限，表明

他們有意成為永久居民，就可以購買壹套房

產。如若違反該禁令，相關人員可能會被定

罪，並處以最高1萬美元的罰款。

2022年房價上漲48%，加拿大是全球
房價最難以負擔的國家之壹

該“禁購令”是加拿大總理賈斯汀· 特魯

多在2021年競選期間提出的，當時加拿大房

價飆升，致使許多當地人買不起房子。

特魯多在其選舉演講中表示，“房子是給

人住的，而不僅是給投資者投機使用的”。他

認為，加拿大房產業吸引了眾多外國投資者，

導致加拿大房屋空置率很高，使用率很低。

在選舉獲勝後，特魯多政府出臺了

《禁止非加拿大人購買住宅物業法案》，

溫哥華和多倫多等主要市場也進壹步提高

房地產“外國買家稅”。

據《紐約時報》報道，不列顛哥倫比

亞省對國際購房者征收20%的稅，安大略省

於2022年10月將外國買家的房地產投機稅

從20%提高到25%。

根據加拿大房地產經紀人協會的數據

，上個月加拿大房屋的平均售價為63萬加

元（約合319萬人民幣）。

據報道，加拿大是全球房價最難以負擔

的國家之壹。截至2022年夏天，該國壹套住

宅的平均價格為777200加元（約合人民幣393

萬元），是加拿大家庭稅後年收入中位數的

11倍多。

報道稱，雖然加拿大的房價在2022年略

有下降，但仍遠高於10年前。2013年該國住

房平均價格為522951加元，相比之下，2022

年該國房價上漲了48%。與此同時，加拿大

家庭平均收入壹直難以跟上房價上漲的步伐

。最新數據顯示，從2015年到2020年，該國

家庭稅後收入中位數僅增長9.8%。

據德國數據分析機構Statista針對房價

與收入比率的分析，加拿大最大的兩座城

市，多倫多和溫哥華時常躋身全球前十個

房價最難負擔的城市之列。

加拿大去年吸納新移民超43萬，數量
創下109年新高

據報道，加拿大移民部長肖恩· 弗雷澤

（Sean Fraser）當地時間1月3日表示，2022

年加拿大有431645名新永久居民，打破了

2021年創下的超過401000名新永久居民的紀

錄。

加拿大統計局的數據顯示，之前的移

民記錄是在1913年創下的，當時加拿大迎

來了超過40萬新移民。2021年和2022年連

續兩年打破了這個紀錄。

新加坡《聯合早報》網站綜合外電報

道，加拿大當局說，新移民在填補勞動力

短缺、為社區帶來新人才、豐富整個社區

等方面都發揮著重要作用。

報道稱，加拿大政府近年來逐步增加每年

吸納新移民的人數目標，2023年計劃增收46.5

萬名永久居民，到了2025年則增至50萬名。

據報道，由於人口持續老齡化和生育

率低於人口更替水平，移民已成為加拿大

人口增長的主要驅動力。

根據2021年人口普查，加拿大總人口

中，移民占約23%，到了2036年，這個比

例將達到近三分之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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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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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以來，各國都出現 「蜜蜂消失」 的
問題，這是農牧業的大問題。科學家找出多種
原因，包括環境汙染、農藥濫用，以及病害與
蟲害。現在美國食品藥物管理局批准第一種蜜
蜂疫苗，以對抗病蟲害。

科學警報(ScienceAlert)報導，該藥物由生
物技術公司 「達倫動物健康」 (Dalan Animal
Health)所研發，用於抵禦美洲腐臭病(Ameri-
can foulbrood ,簡稱AFB)，這是一種由細菌類
芽孢桿菌，沾附在幼蟲當中，引起的傳染性疾
病。該病原體只有一個已知宿主：蜜蜂幼蟲。
一旦它感染了蜂巢，就很難根除。徹底消滅的
唯一有效方法是隔離、燒毀，將一切都付之一
炬：蜂巢、蜂箱和蜜蜂本身。

芽孢桿菌最可怕的是形成孢子長期休眠，
孢子可以存活70 年或更長時間，只有焚燒才能
破壞。可悲的是，細菌滋生以後，可以在短短
三星期內消滅整個蜂巢，讓養蜂人幾乎沒有時
間做出反應。

這支疫苗可能扭轉困局，將疫苗摻入蜂巢
工蜂的飼料中，將口服疫苗轉移到蜂王漿中，
然後餵給女王蜂(或稱蜂后，蜂族中的產卵者)。

2022年，達倫公司在對照試中取得了很好
的效果。不僅在測試中，保護工蜂和女王蜂免
於死於 AFB 病，還能繼續賦予下一代免疫力。

美國農業部將為達倫蜜蜂疫苗授予為期兩
年的有條件許可，只要成效良好，可以在該期
限到了以後，繼續供應給其他蜂農使用。

加州養蜂協會董事會成員特雷弗•陶澤
(Trevor Tauzer)說： 「這真是即時雨，因為我們
目前只能用抗生素治療，需要大量時間餵藥，
但效果仍然有限。」

「如果我們能夠預防蜂巢感染，我們就可
以避免昂貴的後續治療，並將精力集中在保持
蜜蜂健康的其他工作上。」

哈佛大學去年12月發表的一項最新研究發
現，授粉不足導致全球水果、蔬菜和堅果的產
量減少 3% 至 5%，可見其嚴重。

挽救蜜蜂與人類生存 美國批准第一種蜜蜂疫苗

美國政府高級官員告訴路透社，美國總統
拜登與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13日峰會上，預計
將商討兩國共同安全及全球經濟議題，可能討
論對於中國的半導體出口管制。

路透社引述這名美國官員所言指出，拜登
與岸田這兩名親密盟友間的會談內容，可能包
括對兩國戰略對手中國的半導體出口管制。

這名官員指稱，美國正就此議題與日本密
切合作，即便兩國法律結構有所不同，相信兩
國仍有相似願景；支持這些管制措施的國家和
重要參與者愈多，它們就會愈有效。

此外，日本共同社也報導，日美外交消息

人士11日透露，岸田與拜登13日將在華盛頓舉
行首腦會談，擬就加強核能發電和液化天然氣
（LNG）等能源領域合作達成共識。

據報導，為抗衡中國，日美將在包括半導
體、人工智慧（AI）、量子等最尖端技術在內
的經濟安保領域擴大合作。會談結束後，預計
將發表寫入強化日美同盟的聯合文件。

共同社報導，有關半導體等最尖端技術，
中國正在加速 「軍民融合」 政策。美國在半導
體對中出口限制上要求日本配合，日美首腦會
談可能就此進行磋商。

路透：美日領袖峰會 預計討論對中國半導體出口管制

美國財經媒體 CNBC 報導，在高傳染力
Omicron亞型變異株XBB.1.5傳播之際，美國政
府今天再將COVID-19公共衛生緊急狀態延長
至4月。

CNBC 及路透社報導，美國川普政府於
2020年1月COVID-19（2019冠狀病毒疾病）
疫情爆發時，首次宣布國內進入COVID-19公
衛緊急狀態，自此之後每90天都再延長這項緊
急狀態，

美國衛生及公共服務部（HHS）發言人今

天指出： 「COVID-19公衛緊急狀態將依然有
效，誠如HHS先前承諾，我們在任何可能的終
止或到期之前，將提前60天通知各州。」

美國政府再次延長公衛緊急狀態的時機，
適逢XBB.1.5在全美散播之際，而XBB.1.5正快
速成為當地主要流行病毒株。

科學家相信，XBB.1.5具有傳播優勢，因為
它更易與人體細胞結合，且擅於躲過免疫系統
。

XBB.1.5變異株傳播力極強 美國再延長公衛緊急狀態

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FAA)的電腦系統發生
故障，導致美國航運大混亂，各地的班機都因
此暫停，延誤從數百次，迅速蔓延到上千次。

美聯社報導，根據航班跟踪網站FlightA-
ware 提供的即時數據，截至美國東部時間早上
7點(台北時間晚間7點)，入境與離開美國的航
班，至少有1,200多起發生延誤超過 100 個航
班已被取消。

一開始延誤的航班集中在東海岸，但由於
平時的航運已經相當忙碌，一但出現延誤就會
引發連鎖反應，延誤的狀況已開始向西蔓延。

最終全美國的航空公司都出現延遲航班。
FAA表示： 「在當機之後，我們立即啟動

系統檢查，然後重新載入，已經有一些功能開
始恢復，但是空域系統的管制工作仍然無法完
全恢復。」

美國運輸部長布達吉格 (Pete Buttigieg) 在
推文中表示， 「他正在與FAA保持聯繫並持續
瞭解影響情況。」

美國聯合航空公司(United Airlines)表示，
目前所有美國國內航班都暫時推遲，直到系統
恢復。

美國航運系統大當機全美航班皆有延誤

3位美國官員今天告訴路透社，為了擴大嚇
阻中國，美國將大幅提高部署在日本的反艦飛
彈數量。

儘管駐日美軍的總數不會改變，這項新的
部署行動有可能是今年在亞洲軍力一系列聲明
之首，用意是讓北京在發動任何衝突之前三思
。

歷經近一年的協商，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
（Lloyd Austin）、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與日本對口官員在華府會面後，明天
將宣布日美達成的協議。

奧斯汀12日將在五角大廈會晤日本防衛大
臣濱田靖一，接著，美國總統拜登與日本首相
岸田文雄將於13日見面。

日本政府上月宣布二戰以來最大規模擴軍
計畫，這對在二戰後維持和平主義路線的日本
一度是難以想像的，但中國在此區動作頻頻引
發各界擔憂，催生出這項全面性的5年計畫。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今天表示，美日
發展雙邊軍事合作應確保不損害第三方利益，
不損害地區和平穩定。

上述美國官員告訴路透社說，這些反艦飛
彈將由一支改組的2000人陸戰隊兵團運抵日本
，將聚焦在先進情蒐、偵察與運輸上。作業預
計在2025年前完成。

這些官員又說，另一個由約300名官兵與
13艘船艦組成的美國陸軍連隊將在今春部署，
協助載運美國與日本部隊和設備，用以快速分
散部隊。

日本境內目前約有1萬8000名美國陸戰隊
員，是美國海外最大駐軍部隊，其中絕大多數
駐紮在沖繩島。

龐大的美軍引發當地人不滿，沖繩政府要
求將部分駐軍轉移到日本其它地方。駐日美軍
人數共有約5萬4000人。

加強嚇阻陸 傳美將增加部署日本反艦飛彈數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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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土要優先擴大天然氣合作
習近平同土庫曼斯坦總統會談：兩國關係提升為全面戰略夥伴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1月6日上午，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人民大會堂同到華進行國

事訪問的土庫曼斯坦總統謝爾達爾．別爾德穆哈梅多夫

舉行會談。兩國元首宣布，將中土關係提升為全面戰略

夥伴關係。習近平強調，雙方要優先擴大能源合作。天

然氣合作是中土關係基石，擴大天然氣合作符合中土雙

方戰略和長遠利益。

習近平指出，這是你就任總統後首次訪華，今天又是中土建交
紀念日，我們全面謀劃中土關係下一步發展，共同宣布將兩

國關係提升為全面戰略夥伴，意義重大。中國共產黨正在團結帶領
全國各族人民以中國式現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土方正
在積極推進土庫曼斯坦復興戰略。中土兩國理念相通，目標相似，
利益相連，在發展振興路上要攜手努力，發揮互補優勢，深挖合作
潛力，實現共同發展。中方願同土方一道，持續深化中土全方位合
作，推動構建中土命運共同體，使兩國關係在更高水平上向前發
展。

中方：合作打擊“三股勢力”築牢安全屏障
習近平強調，中土構建命運共同體是在彼此尊重、坦誠互信、

互利共贏的基礎上，更好地深化互利合作、照顧彼此關切、鞏固世
代友好。雙方要在彼此核心利益問題上相互支持，尊重各自走符合
本國國情的發展道路。兩國要加快發展戰略對接，充分發揮中土合
作委員會等機制作用，不斷拓展合作的廣度和深度，用實實在在的
合作成果為兩國關係提供支撐。面對國際和地區新形勢新挑戰，雙
方應該深化執法安全、生物安全合作，共同打擊“三股勢力”，築
牢維護兩國發展的安全屏障。雙方要加強各領域各層級交流，開展
人文合作，深化人民感情，築牢兩國關係持續健康發展的民意和社
會基礎。

習近平強調，“中國+中亞五國”合作機制是中國同中亞國家
開展合作的新機制，公開透明、互利共贏、平等互惠、務實管用。
中方願與土方加強溝通協作，辦好首屆“中國+中亞五國”峰會。
中土都主張維護和平、促進發展，是推動全球治理改革的同路人。
中方支持土方同上海合作組織開展建設性合作，願同土方一道，踐
行真正的多邊主義，共同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土方：擴兩國經貿合作 推互聯互通建設
謝爾達爾．別爾德穆哈梅多夫表示，很高興在土中建交31周年

這一具有歷史意義的日子對中國進行首次國事訪問。土中友好交往
源遠流長，古老的絲綢之路將兩國緊密聯繫在一起。建交以來特別
是2013年建立戰略夥伴關係10年來，兩國各領域多層次交流合作
取得豐碩成果，人民友誼更加深厚，友好關係日益鞏固。土方高度
評價兩國關係發展成就，對兩國高水平互信和合作成果深感自豪，
願意同中方加強互訪交往，學習借鑒中國成功發展經驗，全方位深
化兩國互利合作，實現共同發展。土方堅定支持中國維護國家主權
和領土完整，堅決反對任何企圖分裂中國的行徑。土方願積極推進
“復興絲綢之路”戰略同“一帶一路”倡議對接，進一步擴大兩國
經貿合作，加強天然氣等能源合作，推進跨境鐵路等互聯互通建
設，更好造福兩國人民。土方也期待同中方進一步密切文化、教育
等人文交流和醫療生等領域合作。土方願同中方一道，將雙邊關
係提升為全面戰略夥伴，並共同推動構建土中命運共同體，給兩國
人民帶來更多福祉。

謝爾達爾．別爾德穆哈梅多夫表示，我願再次祝賀中國共產黨
第二十次全國代表大會取得圓滿成功。在習近平主席英明和堅強領
導下，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取得巨大成就，為推動構建更加公正合理
的國際秩序發揮着重要建設性作用。中國共產黨是中國人民的主心
骨。土方堅信，中國未來一定會取得更大成就，為維護世界和平穩
定與繁榮作出更大貢獻。土方同中方在很多國際地區問題上擁有相
同或相似觀點，願同中方加大相互支持，更加密切協作。土方高度
評價並完全支持“中國+中亞五國”合作機制，願積極支持中方成
功舉辦“中國+中亞五國”峰會，共同維護地區安全和發展。

會談後，兩國元首簽署並發表《中華人民共和國和土庫曼斯坦
聯合聲明》，共同見證簽署“一帶一路”、綠色發展、數字經濟、
生、文化、體育、新聞媒體、天然氣等領域合作文件。

會談前，習近平在人民大會堂北大廳為謝爾達爾．別爾德穆哈
梅多夫舉行歡迎儀式。

天安門廣場鳴放21響禮炮，禮兵列隊致敬。兩國元首登上檢閱
台，軍樂團奏中土兩國國歌。謝爾達爾．別爾德穆哈梅多夫在習近平
陪同下檢閱了中國人民解放軍儀仗隊，並觀看分列式。

當天中午，習近平在人民大會堂金色大廳為謝爾達爾．別爾德
穆哈梅多夫舉行歡迎宴會。

王毅、何立峰等參加有關活動。
土庫曼斯坦副總理兼外長梅列多夫等6位內閣副總理陪同訪問

並參加有關活動。

近來，隨着世界能源危
機愈演愈烈，特別是天然氣
價格飆升，各國都將目光投
向天然氣和石油資源豐富的

土庫曼斯坦。在新年之前，土耳其於去年12
月24日邀請阿塞拜疆和土庫曼斯坦領導人舉
行會議，會議的主要議題是希望土庫曼斯坦
經土耳其向歐洲供應天然氣。俄衛星新聞網
稱，美歐等西方國家也極力拉攏土庫曼斯
坦。美國助理國務卿唐納德．盧去年11月曾
訪問土庫曼斯坦等中亞多國，聲稱華盛頓將
幫助土庫曼斯坦向歐洲供應天然氣。

蘭州大學土庫曼斯坦研究中心主任王
四海5日對《環球時報》記者表示，土庫曼
斯坦被稱為“裏海油壺”。在當今國際能
源危機的形勢下，一些大國重視土庫曼斯
坦是自然而然的事。他說，作為亞洲唯一

的永久中立國，發展同世界各國的互利合
作，是土庫曼斯坦基本的外交政策。亞洲
是土外交重點方向，中國更佔據了特殊地
位。別爾德穆哈梅多夫去年3月當選總統。
去年12月，他在內閣擴大會議上將對外政
策優先度進行了新的層次劃分，將中國列
為“第一層面”國家和三大夥伴國之一。
王四海稱，在一些大國頻頻拉攏土庫曼斯
坦之際，別爾德穆哈梅多夫總統選擇新年
之際訪問中國，體現土庫曼斯坦對中國的
高度重視。

中土能源合作 推動油氣工業升級
在中土關係發展歷史中，曾有一件很

轟動的事。2021年6月，時任土庫曼斯坦總
統庫爾班古力．別爾德穆哈梅多夫宣布
“按時和全額”向中國償還了數十億美元

貸款。法新社援引中國國家開發銀行的相
關數據稱，中方此前向土提供了81億美元
的貸款，這些貸款用於過去十幾年間建設
土中天然氣管道和開發油氣資源。此前，
雖然土油氣資源豐富，但缺乏開採技術、
設備和運輸管道。土當年曾希望西方和周
邊一些國家幫助建設輸氣管道，但西方藉
機抬高價格，周邊國家大多與土存在市場
競爭關係。後來，土方找到中國，中國答應
幫忙建設天然氣管道，並提供了數十億美元
低息貸款。管道建成後，天然氣的穩定出口
使土庫曼斯坦成為世界上經濟增長最快的經
濟體之一。庫爾班古力．別爾德穆哈梅多夫
曾感慨：“對土庫曼斯坦而言，中國不僅是
世界經濟和工業發展的重要推動者、廣闊而
充滿希望的市場，更是可靠和值得信賴的朋
友。” ◆《環球時報》

“裏海油壺”重視兩國關係 能源合作有堅實基礎
��

習近平細數雙方未來合作重點
◆雙方要優先擴大能源合作，天然氣合作是中土關係基石，
擴大天然氣合作符合中土雙方戰略和長遠利益。

◆雙方要加快實施重大項目合作，同時全面挖掘綠色能源、天
然氣利用、技術裝備等領域合作潛力，打造全產業鏈合作。

◆雙方要穩步推進經貿合作，落實好《中土政府關於擴大經
濟關係的合作規劃》，探討擴大兩國經貿合作的新途徑、
新辦法。
中方支持更多有實力的中資企業赴土投資興業。

◆要加快促進互聯互通，提升兩國人員往來便利化水平。

◆雙方要繼續加強醫療生合作以及傳統醫學領域的交流互
鑒，加快在土庫曼斯坦設立傳統醫學中心。

◆持續密切人文交流，加快推進互設文化中心工作，早日建
成魯班工坊。

◆要擴大新聞、媒體等領域合作，辦好2023－2024年中土
互辦文化年活動，支持擴大兩國地方合作。

來源：新華社

中土能源合作內容
◆雙方強調兩國天然氣合作的重要性，認為該領域合作正形成生
產、管道運輸、貿易、金融、工程服務“五位一體”的綜合性
格局，兩國成為能源戰略夥伴。

◆共同執行好現有協議，加緊推進天然氣談判進程，加快實施復興
氣田二期開發、中國－中亞天然氣管道D線建設等重大項目。

◆積極拓展天然氣工業等領域合作。

來源：新華社

◆ 2023年1月6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北京人民大會堂同到華進行國事訪問的土庫曼斯坦總統謝爾達爾．別爾德穆哈梅多夫舉行會
談。這是會談前，習近平在人民大會堂北大廳為謝爾達爾．別爾德穆哈梅多夫舉行歡迎儀式。 新華社

◆ 2023年1月6日，習近平同土庫曼斯坦總統謝爾達爾．別爾德穆哈
梅多夫舉行會談。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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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千人參展團”赴港搶先機
內企復常通關後參展“首團”玩具商豪言簽約上千萬元

內地和香港8日復常通關，為內地企業借香港

橋頭堡拓展市場提供了絕佳的機遇。7日，香港貿

發局華南區首席代表黃天偉表示，為了促進廣東企業出

口，香港貿發局迅速積極地聯同廣東省商務廳組織1,000

多名廣東省企業代表赴港參加香港貿發局舉辦的香港玩具

展、國際文具及學習用品展和嬰兒用品展，目前，歐美等

地買家已有上萬人報名前來採購。該三項展覽將於9日至

12日在香港會議展覽中心舉行，這也是今年“粵貿全

球”境外重點展覽平台線下展的首站，是內地與香港首階

段復常通關赴港參展的首團。一些廣東企業表示，十分期

待此次香港參展，有的企業甚至豪氣地表示，可以簽約上

千萬元（人民幣，下同）訂單。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昌鴻深圳報道

內地與香港8日首階段復常通關，安排對廣大內地企業而言是巨大
的機遇，香港作為他們拓展國際貿易和出口的平台，帶來很好的

發展機會。黃天偉表示，逐步復常通關對香港和內地無數企業帶來很
大的利好，港商和內地企業過去三年因為疫情往來少，現在復常通關
後實現人才、資金、信息等順暢流通，物流效率也將有很大提高。

今年“粵貿全球”境外重點展首站
他稱，廣東省商務廳為了推動企業“走出去”和力拚出口經濟，

推出“粵貿全球”，是廣東省貿易高質量發展“十大工程”之一。為
鼓勵廣東企業利用香港國際展覽平台和全球貿易資源拓展國際市場，
為粵港貿易高質量發展注入強勁動力，助力“貿易強國”建設，香港
貿發局30多項展覽被納入2023年“粵貿全球”中國廣東商品境外展
覽平台。

黃天偉表示，兩地8日首階段復常通關，內地大量企業看好香港
參展的機遇。為此，香港貿發局迅速積極地聯同廣東省商務廳，組織
廣東“千人參展團”協助廣東省企業赴港參加香港玩具展，讓廣東企
業能夠第一時間受惠於復常通關政策，透過香港國際貿易中心的平
台，把握外貿商機、促進經濟復甦。今次三項展覽總共吸引來自17個
國家及地區、超過1,000家展商，包括多個展團。其中香港玩具展內
地展團有超過250家展商，吸引超過120家來自廣東省企業參展。

廣東參展團代表汕頭市禾星協力科技有限公司總經理陳豫中表
示，公司主要從事科技積木、遙控車和益智類玩具產品銷售，2022年
銷售收入達5,000萬元。此次他十分期待香港展覽的收穫，因為已經
預約了西班牙、以色列和美國等客戶來香港見面洽談，平時與他們就
有密切的貿易關係。他預期此次展覽簽約訂單將在1,000萬元以上。
新年公司都有眾多新品推出，而客戶採購目的也非常強，也有很大的
需求，公司會緊緊抓住此次機會。

預約歐美客戶洽談簽單
汕頭市銘洋玩具有限公司業務經理曹淼表示，公司推出有編程、夏

天戲水的相關玩具和遙控車等，2022年出口1,400萬元，業務同比增長
130%，主要是增加了其他業務渠道，拓展了一些亞馬遜電商客戶、東南
亞shopee和 Lazada電商客戶。他看好來香港參展的機遇，疫情前公司每
年都參與貿發局在香港舉辦的玩具展。他希望今後的客流量能夠與疫情
前相若，預計今年業務可能還能增長一倍。

◆廣東省企業瞄準首階段復常通關商機，組成規模龐大的“千人參展團”赴港。圖為準備赴
港參展企業代表合影。 記者李昌鴻攝

◆曹淼表示，復常通關十分便利通過香
港拓展國際業務。 記者李昌鴻攝

◆黃天偉表示，廣東千人參展團赴港參
展，可透過香港國際貿易中心的平台，
把握外貿商機、促進經濟復甦。

記者李昌鴻攝

香港貿發局華南區首席代表黃天偉接
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表示，復常通關
有利港企加快拓展內地市場，在國家鼓勵
“雙循環”政策背景下，港企內銷將會蒸
蒸日上。國家在南沙、前海和橫琴推出許
多優惠政策，將會吸引眾多港企前來拓展
科創、專業服務、文創和餐飲等業務，也
方便大量港青北上就業和創業。

新增三個中心服務港商
黃天偉稱，兩地復常通關令企業降低

了不少成本，沒有以前的檢驗檢疫，貨物
流動更加順暢，增加了港企拓展業務的機
遇。香港作為以服務為主的城市，與大灣

區製造業優勢結合，服務大灣區企業融
資、上市和專業服務等。

他稱，貿發局將在復常通關後推出幾
大新舉措，其GoGBA（灣區經貿通）加強
幫助未來內地做生意的港企開拓內地市
場，目前已有6個中心為港商服務，準備
在肇慶、惠州和江門新增三個中心；舉辦
GoGBA 活動，包括線上線下，專門針對
內銷市場，請專家給港企分享和建議，鼓
勵和組織其來內地市場考察，包括零售、
餐飲和專業服務企業都可以北上拓展內地
市場；內地發展支持計劃中有部分政府資
金，幫助已經在內地落戶的港企轉型升級
或者轉變經營模式，比如以前出口，現在

響應“雙循環”國策轉拓展內銷，因為兩
個是不同的生意模式，助力其轉型，幫助
提供內銷開店、尋找供應商、網上銷售等
服務，並給予一些專業的意見和建議。

助灣區企業“併船出海”
在大灣區企業“走出去”方面，他

稱，香港專業服務可扮演助力拓展海外業務
的角色，助力內地企業國際化。通過貿發局
全球50多家網點，與內地企業併船出海。
比如內地基建企業要投標印尼一項目，但不
知如何投標，而通過香港國際化業務提供專
業的項目設計、融資、風險管理和撰寫投標
書等，一起合作投資實現共贏。

看好雙循環機遇 貿發局助港企力拓內銷



AA77人民日報特約版

人民日報特約版

星期四       2023年1月12日       Thursday, January 12, 2023

假广告



AA88
星期四       2023年1月12日       Thursday, January 12, 2023

體育圖片

新的法例
健保現在更易負擔
保障家人健康

每5位客戶中就有4位能藉助財務補助
得到每月$10或更低收費的健保計劃。 

請於截止日期 1月15日前報名投保。 

由美國衛生及公眾服務部資助 

報名投保      1-800-318-2596

新的法例。更低費用。更多人合資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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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超英超--拉什福德連場破門拉什福德連場破門
曼聯客場擒狼隊力奪曼聯客場擒狼隊力奪33連勝連勝

排超男排北京雙殺山東進決賽排超男排北京雙殺山東進決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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