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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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社）經濟逆轉持續傷及美國一些科技巨頭，微軟公司
（Microsoft）今天表示，未來數月間將裁減1萬名員工，將近5%
人力。

法新社報導，視窗作業系統製造商微軟在向聯邦監管機構提交
的文件中說，此次裁員是為 「應對宏觀經濟狀況及顧客優先重點改
變」 。

美聯社報導，文件中並說，微軟已通知遭到
裁撤的員工，而某些裁員行動將立即開始。微
軟也將調整硬體組合，並將租用的辦公地點合
併。
執行長納德拉（Satya Nadella）說， 「我們

剔除了某些方面的角色，我們將繼續聘請重大
戰略領域的人手」 ；他強調運用人工智慧進步
成果來建造一個 「新電腦平台」 的重要性。

微軟萬人裁員 持續衝擊美科技業

由於受到天氣影響由於受到天氣影響，，本週即將舉辦的美南本週即將舉辦的美南
新年園遊會推遲至下週六新年園遊會推遲至下週六11月月2828日舉行日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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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IEL LEE

C.Y. LEE LEGAL GROUP, PLLC

www.leelegalgroup.com

11122 Bellaire Blvd., Suite 103, Houston, TX 77072
(Tues-Thur 9:00am-5:00pm)

1305 Prairie St., Ste. 300, Houston, TX 77002
(Mon-Fri 9:00am-5:00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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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Counsel Mark Thering and Of Counsel Glenn Loethen.

精通國語、英語
粵語、西班牙語

休士頓最佳律師  獲獎無數

歡迎來電預約:
832-632-4639
英語、國語、粵語、西班牙語

資深出庭辯護律師

刑事事故/車禍意外/人身傷害
家庭法/離婚官司/子女扶養
商業/房產糾紛/各類案件

專
精

為服務華人社區已於美南新聞大樓一樓設有辦公室

manager.v@houstondivorcenow.com
E-ma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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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the arrival of the Year of the Rabbit we have walked out
from the dark days of the pandemic. We all open our arms to
welcome the arrival of spring.

Our team always stands at the forefront of the working line
and faithfully reports the joys and sorrows of the world in every
corner of the community with the writing pen in hand and the
camera on our shoulders.

Walking down Bellaire Blvd. in the International District we
have witnessed the endless flow of vehicles. We have cultivated
the raw land into green space and have turned the land into our
own home.

The annual Lunar New Year Festival will soon be unveiled
again. The double golden lions in front of our building will once
again welcome guests from all over our community. We are here
to express our gratitude again.

0101//1717//20222022

Welcome The Year Of The RabbitWelcome The Year Of The Rabbit

癸卯兔年之到來，我們走出了三年病
魔之陰暗歲月，我們大家伸出雙手共同迎
接新春之到來。

我們的工作伙伴始終站在工作之最前
線，在社區之每一個角落，以手握之筆
及肩上之攝影機報導人間之喜怒哀樂，和
社會大衆共同走過艱難之坎坷路途。

走在休斯敦百利大道上，我們目睹川
流不息之車輛和擁擠在商場之人群，那股
煊燁雜亂之鄉音，激起更多的鄉愁，許
多人因戰亂求生，辗转在此，落葉生根。

憑著我們堅毅不拔之奮鬥精神，我們
把廢土耕耘成了綠地，把這片土地變成了
自己的家。

每年一度的新春游園會再度登場，美
南傳媒大樓前的雙金雄獅再度迎來各方賀
客，我們在此再度說聲感謝和感恩。

鴻兔大展鴻兔大展 玉兔迎春玉兔迎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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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不容易才平靜了一陣子, 美國各地又相
繼傳來了悽楚仇恨的槍聲, 在加州戈申市(
Goshen)發生了一起恐怖的“卡特爾式處決”
("cartel-style execution")造成至少 6 人死亡，
受害者包括一位母親和和她 6 個月大的嬰兒,
此外, 一群人聚集在南佛州皮爾斯堡紀念”馬
丁路德金恩日”時竟然發生槍擊案,有八人被
槍殺死亡，震撼了全美,根據槍支暴力檔案
(Gun Violence Archive)，這起死亡事件標誌著
美國今年第 30 起大規模槍擊事件, 到 2023 年
1月中旬為止，美國平均每天發生兩起至少四
人死亡的大規模槍擊事件, 這的確是太驚人了!

美國這些年來環繞著槍支的論戰喋喋不休
，由於槍支獲得美國憲法第二增修條文的保障
，除非參眾兩院通過刪除，否則各州不可能違
憲禁槍, 由於國會議員得到美國步槍協會
（NRA）等軍火利益團體強力資助，在政治獻
金考量下，他們極難立法嚴控槍枝, 所以槍枝
易得，槍擊事件無處不在，沒有任何場所安全
，校園、教堂、工作室、電影院、音樂節
………都曾遭到規模或大或小的槍擊，種族主
義者、極端分子和精神病患者用各種武器傷害
人, 不僅市井小民誠惶誠恐, 企業界也惴惴不
安, 不久之前曾經有145家大企業首席執行長
CEO聯名上書參議院表達憂心, 要求他們應支
持常識性槍支法律, 但呼籲無疾而終, 就連沃
爾瑪市場決定不販賣槍枝都遭到步槍協會譴責
, 想要讓槍支受到鉗制實在太難了。

防止槍支暴力與個人生命攸關，更與經濟
發展息息相關,美國人正處於槍支暴力的陰影
之中, 不僅僅是國會,而且各個地方政府不得不
正視這個問題，去年伊州首富格瑞芬因為芝加
哥的治安不佳,所以忍痛把他的公司總部遷移
到佛羅裡達州, 而且他也賤價出清了自己在伊
州各地所有的個人房地產全身離去, 造成了上
千名的菁英份子撤離芝加哥, 但政府領導階層
卻不以為意, 認為那純粹是商業行為的考量,這
種Q思維真是匪夷所思, 顯然現在許多的當政
者未能幡然醒悟, 無法確實理解到槍枝潛伏的
危機！

拜登總統自從兩年前上任以後曾悲戚說,
他不想再等一分鐘看到槍枝的氾濫, 所以他透
過任何的途徑決心醫治”槍枝流行病”, 不過
由於國會遲遲不採取具體可行的行動, 於是拜
登只能透過行政命令宣布了多項管制槍支的新
規,包括由司法部嚴厲打擊能自行組裝的幽靈
槍枝以及規定槍枝的撐臂穩定器必須遵照國家
槍械法登記以防止非法短管步槍氾濫成災, 但
是各州市政府卻因為法令的不同不能貫徹執行
, 因此真正的解決關鍵依然是在國會, 所以須
經國會強制立法才真正有法律執行力, 新一屆
的國會眾議院現在掌控在共和黨人手裡, 在一
位優柔寡斷,沒有號召力和權威性的新議長麥
卡錫(Kevin McCarthy)領導之下, 我們真的不
必寄望太多!

瑞典環保少女童貝里（Gre-
ta Thunberg）昨天在德國抗議遭
到逮捕，隨後獲得釋放。她今天
推文表示，保護氣候並不是犯罪
。曾獲諾貝爾和平獎的前美國副
總統高爾（Al Gore）也對她表達
支持。

路透社報導，童貝里昨天在
德國和一群環保人士抗議能源公
司擴大開採煤礦，在一座被夷為
平地的村莊外靜坐抗議，遭到當
地警方短暫拘留，但在驗明身分
後獲得釋放。

童貝里今天已迅速恢復她的
環保活動，並推文寫道： 「昨天我加入了一
個和平抗議德國煤礦擴大的團體。我們被警
察困住，然後被拘留，但隨後在當晚獲釋。
保護氣候不是犯罪。」

在此期間，前美國副總統高爾今天在瑞
士達沃斯（Davos）世界經濟論壇（WEF）上
，對童貝里於德國的行動表達支持。

高爾指出： 「我認同她阻止那座煤礦的
努力。」 他還說，全世界年輕人對領袖們因

應氣候危機的行動感到失望。
在1993至2001年期間，高爾曾擔任美國

副總統，並在2000年代表民主黨競選總統時
以些微差距敗給共和黨小布希（George W.
Bush）。

但他之後參與製作探討氣候變遷的奧斯
卡得獎紀錄片 「不願面對的真相」 （An In-
convenient Truth），於2007年榮獲諾貝爾和
平獎。

瑞典環保少女抗議被捕後獲釋 堅稱保護氣候不是犯罪

烏克蘭不斷懇求獲得新的西方武器，特別是
主力戰車，以便延續2022年下半年挫敗俄羅斯軍
隊並且取得的一些成功，使得今年能夠重新獲得
進攻動力。許多北約盟友軍隊都使用豹式坦克，
也被軍事專家視為最適合烏克蘭作戰環境的坦克
。不過，柏林對出口其豹式坦克的任何決定都有
否決權，一位不具名的政府消息人士告訴媒體，
德國表示有意願向烏克蘭提供豹式坦克抵禦俄羅
斯，但先決條件是美國也需同意派遣自己的坦克
。

據《路透社》（Reuters）19日報導引述一
位不具名的政府消息人士說法： 「德國總理蕭茲
（Olaf Scholz）最近幾天，他多次閉門強調美國
坦克的條件。」 而白宮新聞秘書尚皮耶（Karine
Jean-Pierre）在被問及德國的要求時表示： 「總
統（拜登）認為，每個國家都應該就他們能夠向
烏克蘭提供哪些安全援助和哪些種類的裝備做出
自己的主權決定。」

西方盟國似乎避免承擔北約直接對抗俄羅斯
的風險，沒有向烏克蘭提供 現有的最強大的武器
。不過，美國官員說拜登的政府下一步有望批准
為烏克蘭提供由加拿大為美國陸軍生產的 「史崔
克」 裝甲車（Stryker），但是仍不準備送美國的
坦克。包括各型艾布蘭坦克（M1 Abrams）

本週19日（四），德國新任國防部長皮斯托
瑞亞斯（Boris Pistorius）將與美國國防部長奧斯
汀（Lloyd Austin）會晤。然後在20日（五），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和約50個國家的國
防領導人所組成的烏克蘭國防聯絡小組將在將在
德國蘭斯坦空軍基地（Ramstein Air Base）召開
會議。

這是自入侵以來一系列會議中的最新一次。
莫斯科稱這次入侵定調為 「特別軍事行動」
（SMO），烏克蘭及其盟國指責莫斯科無端發動
戰爭，搶奪領土，抹殺獨立。

德國願意提供烏豹式坦克 但有這個先決條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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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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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5 Avenue E,Stafford,
TX 77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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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油禁令在即
科威特擬將歐洲柴油出口量提升五倍

綜合報導 科威特計劃今年增加對歐洲柴油和航空燃料的出口，這

將在壹定程度上幫助歐洲大陸彌補俄羅斯石油出口的下降。

據知情人士透露，從2022年起，這個中東國家預計將把對歐洲的柴

油發貨量提高五倍至250萬噸，約合每天5萬桶。該公司還希望將航空

燃油的銷量增加壹倍，達到近500萬噸。

歐盟從2月5日起可能面臨燃料短缺，屆時歐盟將禁止從俄羅斯進

口成品油。美銀表示，由於禁令可能引發全球柴油供應短缺，本季度柴

油價格可能飆升至每桶200美元。

小摩分析師估計，截至去年年底，歐盟每天從俄羅斯購買近130萬

桶石油產品，其中大約壹半是柴油。近年來，科威特花費了數百億美元

升級和建造新的煉油廠，該公司最重要的投資是建造Al-Zour。該煉油廠

是世界上最大的煉油廠之壹，設計日產61.5萬桶原油，並於去年年底首

次出口柴油和航空燃料。

據知情人士透露，科威特石油公司的航空燃油計劃不包括在現貨市

場銷售，這意味著送到歐洲的實際數量可能會超過500萬噸。Zour的三

條生產線中的第壹條目前運行穩定，每天的產量超過20.5萬桶。第二趟

列車將於2月中旬啟動，第三趟列車將於4月啟動。

Zour全面投產後，科威特的總煉油能力將增加到每天約150萬桶，

沙特阿拉伯和阿聯酋等其他中東石油生產國預計也將在2023年增加對歐

洲的燃料出口。

聖誕節狂購後
英國零售商預警消費者2023年將勒緊腰帶

綜合報導 英國購物者在聖誕節期間

大手大腳，購物車裏堆滿了派對食品、

飲料和衣服，他們度過了三年來第壹個

不用擔心新冠疫情的假期，但現在，零

售商警告稱，消費者將在2023年勒緊褲

腰帶。兩家零售商都警告稱，隨著聖誕

節信用卡賬單的到來，英國家庭預算的

壓力開始變得更加強烈，未來的經濟形

勢將充滿挑戰。

盡管生活成本危機不斷加深，但人們

仍在搶購節日禮品，英國最大的兩家零售

商Tesco(TSCDF.US)和瑪莎百貨公布的聖誕

銷售業績好於預期。實體店內銷售尤其強

勁，郵政工人的罷工給了人們重返線下購

物的額外理由。另壹家大型超市英佰瑞

(Sainsbury’s)周三公布的業績也顯示出類

似的趨勢，打消了零售商對聖誕節交易將

因英國通脹率達到兩位數和消費者信心低

迷而疲軟的擔憂。

唯壹的異類是僅在網上銷售的時裝零

售商ASOS(ASOMY.US)，該公司在全球大

流行後遭遇滑鐵盧，此前10年它壹直在向

互聯網購物轉型。該公司周四表示，在12

月 31日之前的四個月裏，其收入下降了

3%，在英國的銷售額下

降了8%。今年聖誕節，

配送問題加劇了ASOS的

問題，這也顯示了實體

店的價值。

瑪莎百貨在英國約

有 1000 家門店，在聖誕

節四周的銷售中，其市

場份額有所增加，銷售

額超出預期，食品銷售

額同比增長 6.3%，服裝

和家居銷售額增長 8.6%

。實體店銷售是瑪莎百

貨的壹大亮點，據稱增

長了12.8%，而人們到實體店取貨的訂單

也增長了20%。英國最大的零售商、超市

集團Tesco公布，截至1月7日的六周內，

潛在銷售額增長7.2%，同樣強於預期。

但兩家零售商都警告稱，隨著聖誕節

信用卡賬單的到來，英國家庭預算的壓力

開始變得更加強烈，未來的經濟形勢將充

滿挑戰。

Tesco首席執行官Ken Murphy對記者表

示:“我們都預計顧客在聖誕節後勒緊褲腰帶

，這當然是我們今年需要考慮的情況。”

除了聖誕節在食品和禮物上的揮霍，

英國零售市場已經發現消費者正在削減開

支。英國汽車和自行車配件零售商Half-

ords周四調降盈利指引，稱自行車和輪胎

需求疲軟。

周二，市場研究機構尼爾森IQ的數據

也顯示，對個人財務狀況的信心疲軟和可

支配收入的擠壓將使英國2023年的食品零

售額增長限制在5%左右，落後於通脹率。

谷歌母公司首次大規模裁員
醫療子公司200多個職位被裁

綜 合 報 導 谷 歌 母 公 司 Alphabet

（Nasdaq：GOOG）旗下醫療保健部門

Verily Life Sciences將裁員15%，涉及超

200多個崗位，這是繼其他科技公司經歷

裁員潮後，Alphabet首次大規模裁員。

Verily 的首席執行官 Stephen Gillett 在

周三給員工的壹封電子郵件中表示，此

次裁員將影響Verily約15%的職位，該部

門擁有1600余名員工。Verily將停止醫

療軟件項目Verily Value Suite以及部分

處於早期階段的產品。

Gillett於 1月3日才正式上任，接替

知名遺傳學家 Andy Conrad 擔任 Verily

首席執行官壹職。他在電子郵件中寫

道，“我們正在做出改變，以完善戰

略、確定產品組合的優先次序、簡化運

營模式。我們將以更多的資源推進更少

的舉措。”

Gillett還說道，Verily將著重關註與

研究和護理相關的產品，並將更多決策

權集中於領導團隊，而非單獨團隊。

“我們將進入Verily的下壹個篇章，現

在需要加倍努力實現我們的目標。Verily

的最終目標是在精準醫療（precision

health）的所有領域開展業務。我們將通

過縮小研究和護理之間的距離來實現精

準健康。”

官網顯示，Verily專註於應用人工智

能和數據科學，於2015年推出。《華爾

街日報》介紹，Verily前身為谷歌生命科

學研究部（Google Life Sciences），其負

責的醫療項目致力於將數據和技術應用

於治療，包括虛擬糖尿病診所以及將研

究參與者與臨床研究聯系起來的在線項

目。

Verily是Alphabet旗下除谷歌以外最

大的業務之壹，隸屬於被稱為“Other

Bets”的部門。Other Bets的營收主要來

自銷售健康技術及互聯網服務。根據

2022年三季報，期內Other Bets營收2.09

億美元，運營虧損16.11億美元。

去年11月，TCI基金管理公司曾對

Alphabet的 CEO桑達爾· 皮查伊（Sundar

Pichai）提出建議，呼籲減少Other Bets

的損失，並稱該公司員工太多。而Oth-

er Bets旗下另壹機器人軟件業務Intrinsic

也於1月11日表示，將解雇40名員工。

壹位發言人表示，這壹決定是基於優先

事項和長期戰略方向的轉變。

根據2022年三季報，Alphabet 營收

690.92 億美元，同比增長 6%；凈利潤

為 139.1 億美元，同比下滑 26.5%；每

股攤薄收益為 1.06 美元，低於去年同

期的 1.4 美元。Alphabet 的員工人數在

近壹年之內從 15萬人增加了 3.68 萬人

至 18.68萬人，同時相較於第二季度增

加1.2萬人。

在去年12月的壹次全公司會議上，

皮查伊在回答有關裁員問題時曾表示，

他無法做出任何前瞻性承諾。他補充說

，谷歌壹直試圖“讓我們能做的事情合

理化，以便能夠更好地抵禦風暴，不管

未來會發生什麼”。

而此前，Alphabet被曝削減內部孵化

器Area 120部門的崗位和資金，還取消

了員工不必要的商務旅行，但尚未進行

大規模裁員。2022年10月，該公司首席

財務官Ruth Porat曾表示，第四季度新增

員工人數將“降至第三季度新增人數的

壹半以下”。

事實上，不只是Alphabet正在裁員

，美國科技公司裁員潮已持續壹段時間

。僅1月4日，就有三家公司先後宣布裁

員，分別為美國視頻分享平臺Vimeo、

雲計算巨頭Salesforce、電商巨頭亞馬遜

（NYSE:AMZA）。其中亞馬遜宣布裁員

逾1.8萬名員工，是迄今為止科技公司最

大規模的壹輪裁員。

截至美東時間1月11日收盤，Alpha-

bet漲3.51%，報收91.52美元/股。

歐盟機構：
2022年是歐洲有記錄以來第二熱年份

綜合報導 歐盟下屬的哥白尼氣候變化服務局發布報告說，2022年

是歐洲有記錄以來第二熱的年份，也是全球第五熱的年份。

這份名為《2022年全球氣候要聞》的報告分析總結了去年的溫度、

溫室氣體濃度以及重大氣候和天氣事件等，顯示歐洲和世界各地的多項

溫度紀錄都被打破，幹旱和洪水等極端天氣事件影響了歐洲廣大地區。

報告顯示，2022年是歐洲有記錄以來第二熱的年份，僅次於2020年。

除冰島外，整個歐洲2022年的氣溫都高於1991至2020年平均水平。2022年

夏季是歐洲有記錄以來最熱的夏季，西歐和北歐深受數次持續且強烈的熱

浪事件影響。2022年冬天歐洲氣溫比歷史平均水平高出約1攝氏度。

報告說，去年歐洲春末和夏季異常溫暖，加之多晴少雨、土壤幹燥等

因素，導致歐洲大陸南部和中部地區幹旱嚴重，農業、內河航運和能源供

應受到影響。極端幹旱也導致歐洲西南部尤其是法國和西班牙火災頻發。

哥白尼氣候變化服務局副局長薩曼莎· 伯吉斯說，2022年極端天氣

頻發說明，我們已經在經歷全球變暖的破壞性後果。這份報告提供的證

據表明，為避免出現最壞的後果，需要全社會立即減少碳排放，並迅速

適應不斷變化的氣候。

這份報告的數據還顯示，2022年是全球有記錄以來第五熱的年份，

僅次於2016年、2020年、2019年和2017年。在衛星觀測數據中，二氧化

碳和甲烷這兩種溫室氣體在大氣中的濃度已達有衛星記錄以來最高值。

如果包括其他研究數據，二氧化碳濃度已達200萬年來最高水平，甲烷

濃度已達80萬年來最高水平。

法國擬2030年前提高退休年齡至64歲
法國政府打算到2030年將

退休年齡提高至64歲，比目前

退休年齡多兩年，以縮小養老

金支出缺口。

逐年延遲退休
據路透社報道，法國總理

伊麗莎白· 博爾內10日晚說，

為實現上述目標，計劃從今

年 9 月開始，每年延遲退休

年齡 3 個月。到 2030 年，除

有健康問題或提前參加工作

的情況，其他人必須工作至

64歲才能退休。

根據新計劃，自2027年開

始，只有工作滿43年的法國人

才能領取全額養老金

。這比先前養老金改

革計劃建議開始實行

這壹做法的時間提早

了8年。

法國當前退休年

齡為62歲。據德新社

報道，根據法國現行

規定，除個別情況外

，無論以前繳納過多

長時間養老金，法國人到67歲

時均可領取全額養老金。

對於法國某些行業獨立的

養老金支付計劃，博爾內說，

打算大部分予以作廢。法國政

府還計劃將最低養老金額度增

至每人每月 1200 歐元（約合

8735元人民幣）。

法國政府說，現行養老金

繳納支付體系在財政上難以維

系。法國經濟、財政及工業、

數字主權部長布魯諾· 勒梅爾說

，到2030年法國養老金缺口將

達到135億歐元（約合983億元

人民幣）。

通過阻力大
博爾內說，延遲退休年齡

的新計劃兼顧社會發展與公平

，但輿論認為該計劃要獲得法

國議會通過並不容易。

路透社援引法國奧多克薩

調查公司數據報道，五分之四

法國人反對提高退休年齡。報

道說，法國多個行業工會為此

達成壹致，將自本月19日開始

全國罷工。

法國政府計劃提高60歲至

64歲法國人的就業率。據路透

社報道，法國這個年齡群的就

業率為發達國家中最低。報道

援引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數據

說，在各發達國家中，法國目

前的退休年齡最早，而養老金

支付卻較高，接近全國經濟產

出的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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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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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律賓總統小馬可仕本月初訪問中國，美
國國務院昨天宣布，亞太助卿康達18到21日訪
問馬尼拉，將出席美菲雙邊戰略對話，會見菲
國外長和防長，強化雙邊和區域經濟合作。

美 國 國 務 院 17 日 表 示 ， 康 達 （Daniel
Kritenbrink）訪菲期間將出席第 10 屆美菲雙邊
戰略對話，並由副助理國防部長福特（Lindsey
Ford）陪同，會見菲國外交和國防部長。

美方表示，這次對話凸顯美菲同盟的力量
，將聚焦雙方互利領域，包括維護自由開放的
印太地區、應對全球挑戰、強化雙邊和區域經
濟合作及民間聯繫。

康達在馬尼拉期間也將會見民間社團領袖
，與學生談論美國印太地區外交政策，並以具
體行動展現美國致力在菲律賓發展高品質的數
位基礎建設。

康達訪菲前，美方接連宣布將向菲律賓提
供多項援助，包括10億披索夥伴計畫，以協助
菲國中小企業發展電子商務，以及價值160萬披
索的設備，協助打擊巴拉旺島（Palawan）野生
動物走私及破壞環境犯罪。

美國駐菲律賓大使館昨天表示，美國國際
開發總署（USAID）11 日與馬尼拉啟動為期 5
年、價值10億披索的夥伴計畫，將提高菲國中

小企業運用數位科技的能力，支持中小企業和
電子商務平台融入物流供應鏈，並增加電子支
付系統和其他金融創新科技的運用。

美國駐菲大使卡爾森（MaryKay Carlson）
說，這項計畫展現 「美國政府堅定致力於支持
菲律賓政府的 『數位菲律賓』遠景」。

美國與中國在南海競逐近日加劇。去年12
月下旬，一架中國殲11戰機曾在南海上空逼近
美軍 RC-135 偵察機，美方稱此舉是 「不安全
操作」，美方飛機被迫採取迴避動作，以避免
碰撞。

另外，美軍尼米茲號航空母艦打擊群12日
在南海展開海上攻擊訓練、反潛作戰、地空聯
合訓練時，遭兩艘中國船艦尾隨。中國海軍山
東號航空母艦14日也在南海進行 「實戰化對抗
演練」。

小馬可仕（Ferdinand Marcos Jr.）於 1 月 3
日到5日對中國進行國是訪問。菲中雙方同意儘
早重啟南海油氣開發磋商，並將建立兩國外交
部直接溝通機制，避免在南海問題產生誤解。

經濟方面，北京對馬尼拉施展 「榴槤外交
」，向菲方承諾228億美元投資，且菲律賓可出
口新鮮榴槤和更多水果到中國。

美國亞太助卿訪菲律賓 參與美菲戰略對話

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 ) 在馬丁路德金紀念日的活動上表示，美國的警察有必要接受再培訓
，以減少過度執法，與過早使用致命武力的頻率。

商業內幕(BusinessInsider)報導，拜登說： 「我們必須重新培訓警察，讓他們知道其實不應該總
是使用致命武力射擊。其實很多情況，警察不必那樣做。」

他也批評共和黨議員，沒有配合通過民主黨的警務改革法案。該法案原名《喬治•弗洛伊德
治安司法法案》。喬治弗洛伊德(George Floyd)是個46歲的非裔美國人， 2020年5月，他遇到警方
巡檢，被一名警察跪壓在脖子上超過9分鐘，最後缺氧而死亡。他的死，引發全美各地對警察暴
力的大規模抗議，甚至演變成清除南方聯盟意象，包括雕像、紀念園等。

該法案改革警察培訓課程，並重新規定執法力度，禁止使用窒息式擒拿法，並且提高警方不
當行為的司法懲處。但是兩黨談判破裂，沒有得到共和黨人支持，因此而失敗。

拜登後來簽署了一項行政權層面內的警察改革行政命令，他說， 「這是我唯一能做的事。」

拜登檢討美國警察過度執法與非必要開槍 呼籲警察再培訓
美國財政部今天發表聲明指出，財政部長葉倫（Janet Yellen）今天與中國副總理劉鶴面談進

行了 「建設性」討論，葉倫很快將會造訪中國。
法新社報導，葉倫與劉鶴在瑞士蘇黎世（Zurich）舉行了兩人的首次面談，此次會面適逢美中

兩國尋求加強關係並且緩和緊張情勢之際。
美國財政部表示，葉倫與劉鶴的面談是 「坦誠、實質和具建設性的」、 「兩人一致認為，進

一步加強關於總體經濟及金融議題的溝通，對全球經濟的運作非常重要。」
此外，美國財政部也提及，葉倫與劉鶴也同意 「加強關於氣候融資（climate finance，或稱氣

候金融）的合作。
美國財政部指稱，葉倫在與劉鶴 「坦誠交換意見」後，期待在不久的將來前往中國訪問，並

且歡迎劉鶴訪問美國。
另一方面，中國新華社也形容，劉鶴與葉倫進行了 「建設性」對話。據報導，劉鶴表示，歡

迎葉倫在 「今年適當時候」造訪中國。

美財政部：葉倫與劉鶴進行建設性討論 很快將訪中

美國當局今天表示，他們已逮捕虛擬貨幣
交易所Bitzlato的大股東暨共同創辦人列科季莫
夫（Anatoly Legkodymov），因為他涉嫌經手7
億美元非法資金。

路透社報導，Bitzlato是在香港註冊的虛擬
貨幣交易所，而列科季莫夫是住在中國的俄羅
斯公民，於昨天在美國邁阿密遭到逮捕。美國
司法部高級官員表示，他的罪名是經營從事無
照貨幣兌換業務的交易所。

美國檢方指稱，Bitzlato
與俄羅斯非法暗網市場Hydra
Market交換了價值逾7億美元
（約新台幣212億元）的加密
貨幣。

檢方形容Hydra Market是
非法線上市場，涉及毒品、
失竊財務訊息、偽造身分證
件及洗錢服務，美國和德國
執法部門已於2022年4月關閉
這個線上市場。

美國司法部副部長摩納
可（Lisa Monaco）在記者會
告訴媒體： 「無論你在中國
或在歐洲違反我們的法律，

或是在熱帶島嶼濫用我們的系統－你會預想到
自己將在美國法院內為罪行答辯。」

加密貨幣媒體 「比特幣雜誌」（Bitcoin
Magazine）指出，摩納可提及的熱帶島嶼可能
意指加密貨幣交易所FTX的總部巴哈馬。

FTX曾是全球第二大加密貨幣交易平台，
目前已宣告破產，其創辦人班克曼-佛里特
（Sam Bankman-Fried）被控犯下美國史上最大
金融詐騙案之一。

幣圈醜聞連環爆美逮捕加密貨幣平台Bitzlato創辦人

根據高級工程師的證詞，特斯拉（Tesla）
2016年宣傳自動駕駛技術的影片，實際上都是
演出來的，為的是顯示系統中並不存在的紅燈
停車和綠燈加速等功能。

路透社報導，這段目前仍封存在特斯拉網
站上的影片是在2016年10月公布，執行長馬斯
克（Elon Musk）當時還在推特宣傳，作為 「特
斯拉自動駕駛」的證據。

但根據去年7月的證詞，特斯拉自動駕駛軟
體總監艾魯斯瓦米（Ashok Elluswamy）說，影
片中的 Model X 並非使用特斯拉的科技自動駕
駛。他是為1名前蘋果工程師2018年駕駛特斯
拉車輛發生致命車禍後，家屬提出的訴訟提供
證詞。

艾魯斯瓦米這段證詞，是首次有特斯拉員
工證實並詳述那部影片如何製作。

那部影片的標語寫著： 「駕駛座上的人只
是出於法律原因才坐在那裡，他什麼也沒做。
車會自行駕駛。」

艾魯斯瓦米表示，應馬斯克要求，特斯拉

「自動輔助駕駛」（Autopilot）團隊安排並拍
攝 「展示系統功能」的影片。

艾魯斯瓦米、馬斯克和特斯拉都未回覆記
者詢問。特斯拉先前警告駕駛人必須把雙手放
在方向盤上，並在開啟自動駕駛時維持對車輛
的控制。

艾魯斯瓦米說，為了拍攝影片，特斯拉預
先決定1條從加州孟羅公園（Menlo Park）1棟
房子到特斯拉當時帕羅奧圖（Palo Alto）總部的
路徑，並使用3D繪圖規劃路線。

他說，駕駛人在試駕時手動介入控制，在
嘗試顯示 Model X 能在無人駕駛的情況下自動
停車時，1輛測試車還撞到特斯拉停車場的圍欄
。艾魯斯瓦米說： 「這部影片的用意，並非真
實呈現2016年提供給客戶的功能，而是顯示哪
些東西可能加入系統。」

特斯拉當時發布影片時，馬斯克發推文說
： 「特斯拉能自行駕駛（完全不用人）穿越市
區街道開上高速公路再開進街道，然後找到車
位。」

特斯拉工程師吐實： 「自駕」 宣傳影片誤導消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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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穩樓市動作

2022年11月21日
人民銀行、銀保監會聯合召開全國性商業

銀行信貸工作座談會，央行面向6家商業銀行推
出2,000億元人民幣“保交樓”免息再貸款支持
計劃，這是央行首次針對房地產行業提供免息
再貸款資金。其後，國有大行與優質房企密集
簽署合作協議，提供意向性融資支持超過萬億
元人民幣。

2023年1月10日
人民銀行、銀保監會聯合召開主要銀行信貸

工作座談會，提出開展“資產激活”“負債接
續”“權益補充”“預期提升”四項行動，引導
優質房企資產負債表回歸安全區間。

整理：記者 海巖

2022年11月11日
人民銀行、銀保監會發布《關於做好當前金

融支持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工作的通知》，
出台十六條措施支持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發展。

2023年1月15日（星期六）中 國 經 濟3 ◆責任編輯：凌晨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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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房三道紅線政策料調整
人行擬推新方案優化融資 完善“三線四檔”參數設置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

13日是人民銀行今年的首場新聞發布
會，鄒瀾在會上介紹，《改善優質

房企資產負債表計劃行動方案》聚焦專注主業、
合規經營、資質良好，具有一定系統重要性的優
質房企，重點推進“資產激活”、“負債接
續”、“權益補充”、“預期提升”四個方面共
21項工作任務，綜合施策，改善優質房企現金
流，引導優質房企資產負債表回歸安全區間。
《方案》中關於優質房企的條件並沒有具體名
單，由金融機構自主把握。

支持優質房企併購充實資本
新華社在當日報道中披露了該行動方案的更

多內容：在“資產激活”行動中，通過優化政策
激活合理需求，加大保交樓力度，穩定房地產銷
售，壓實企業瘦身自救責任，支持優質房企通過
併購提升資產質量，着力改善經營性現金流。
“權益補充”行動，支持優質房企充實資本。一
方面，支持股權融資，調整優化併購重組、再融
資等5項房企股權融資措施；另一方面，發展公
司制房地產投資信託基金，培育專業化、機構化
住房租賃主體，加快住房租賃市場建設。

報道還稱，工作任務中包括設立全國性金融
資產管理公司專項再貸款，支持其市場化參與行
業重組併購，加快風險出清。金融部門近期將出
台金融支持住房租賃市場發展的相關文件，設立
1,000億元(人民幣，下同)住房租賃貸款支持計

劃，支持部分城市試點市場化批量收購存量住
房，擴大租賃住房供給。

鄒瀾13日在發布會上也透露，央行正在研
究推出新的結構性工具，主要重點支持房地產市
場平穩運行，包括保交樓貸款支持計劃、住房租
賃貸款支持計劃、民企債券融資支持工具等。

新華社報道還指，行動方案主要針對專注主
業、合規經營、資質良好的優質房企，重點是其
中經營規模較大、覆蓋區域較廣，具有一定系統
重要性的優質房企。下一步，金融管理部門將鼓
勵金融機構與優質房企自主協商，推動存量融資
合理展期；加大信貸、債券等新增融資支持力
度；研究銀行向優質房企集團提供貸款，合理滿
足集團層面流動資金需求；支持境外債務依法償
付，提供外匯管理等政策支持。

值得關注的是，央行在此行動方案中明確提
出，要完善針對30家試點房企的“三線四檔”
規則，在保持規則整體框架不變的基礎上，完善
部分參數設置。這是央行首次表態對“三道紅
線”政策進行調整。

房地產融資環境近明顯改善
過去幾月穩樓市政策頻出，鄒瀾表示，近期

房地產行業尤其是優質房企融資環境明顯改善。
2022年9月到11月，房地產開發貸款累計新增
1,700多億元，同比多增2,000多億元。去年四季
度，境內房地產企業債券發行1,200多億元，同

比增長22%。根據央行數據，12月份新發放個
人住房貸款利率，全國平均為4.26%，和上年12
月同比下降1.37個百分點，這是2008年有統計
以來的歷史最低水平。

央行近期會同有關部門提出改
善優質房企資產負債表的計劃，研
究推出重點支持房地產市場的新的
結構性工具，限制房企融資擴張的
“三道紅線”也將鬆動，更多支持
房企的政策蓄力待發。但要實現房

企資金鏈的穩定恢復，最關鍵仍是恢復市
場信心，促進房地產銷售。

三道紅線殺傷力巨大
“三線四檔”的房企融資政策始於

2020年8月。當時央行與住建部聯合召開
“重點房地產企業座談會”傳達了重點房
企融資新規，提出三點要求：房企剔除預
收款後的資產負債率不得大於70%，淨負
債率不得大於100%，現金短債比不得小於
1倍。這三條融資要求被業內稱為“三條
紅線”。各房地產企業也根據其“過線”
情況被分為了“紅橙黃綠”四檔，紅檔不
得增加有息負債，每降低一檔有息負債增
速上限增加5%，“綠檔”房企有息負債年
增幅亦不得高於15%。

由於內地房地產行業“高負債、高槓
桿、高周轉”的特徵，“三道紅線”政策
出台後殺傷力巨大，部分房企融資大受影
響。過去一兩年，隨着恒大債務危機發酵
引發連鎖反應，多數民營房企債券都發生
展期或者違約。此前專家及房地產業界呼
籲調整“三道紅線”的參數設置，給房地
產行業喘息的時間，以時間換空間。

去年三季度開始，樓市金融政策轉
向，金融支持房地產業的政策密集落地，
監管要求金融機構加大對房企信貸投放，
各大商業銀行亦快速響應跟進，紛紛與優
勢房企簽署合作協議，累計提供意向性融
資支持超過萬億元人民幣，對於優質房企
來說，融資擴張“紅線”實際上已淡化。
業內預計，央行此次再調整“三線四檔”
規則，位於“黃檔”甚至“橙檔”的“踩
線”房企也有望得到更多融資支持。

房企金融負債只佔31%
鄒瀾在發布會上披露，當前房地產行

業負債結構，其中金融負債只佔31%，包
括銀行開發貸款佔 14%，境內外債券佔
9%，非標融資佔8%；其餘主要是上下游
企業墊資佔30%，預收個人房款佔32%，
延遲繳交的稅費佔7%。在樓市持續低迷、
市場信心不足的背景下，包括上下游企業
墊資、預收個人房款等超過60%的融資渠
道均受到衝擊，難以恢復。即便當前信貸
投放發力和股權融資重啟，要穩定房企資
金鏈仍任重道遠。 ◆記者 海巖

��

◆◆分析認為分析認為，，內地限制房企融資擴張的內地限制房企融資擴張的““三道紅線三道紅線””將鬆動將鬆動。。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中國人民銀行（人行）貨幣政策司司長鄒瀾表

示，根據中央經濟工作會議的部署，防範風險從問

題房企向優質房企擴散，有關部門起草了《改善優質房企資

產負債表計劃行動方案》。21項任務中既包括抓好已經出台

政策的落實，也包括設立全國性資產管理公司專項再貸款、

設立住房租賃貸款支持計劃等一系列新舉措。方案還明確提

出，要完善針對30家試點房企的“三線四檔”規則，在保持

規則整體框架不變的基礎上，完善部分參數設置。這意味着

限制房企融資擴張的“三道紅線”政策將調整變化。

2023年1月14日（星期六） 文 匯 要 聞◆責任編輯：凌晨曦 1

◆◆11月月1313日日0202時時1010分分，，長征二號丙運載火箭在西昌長征二號丙運載火箭在西昌
衛星發射中心發射升空衛星發射中心發射升空，，成功將中國首顆全電推通成功將中國首顆全電推通
信衛星信衛星——亞太亞太66EE送入預定軌道送入預定軌道。。 中通社中通社

中國首顆全電推通信衛星亞太6E升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劉凝哲北京報道）

13日02時10分，長征二號丙運載火箭在西昌衛
星發射中心發射升空，成功將中國首顆全電推
通信衛星——亞太6E送入預定軌道。據介紹，
亞太6E衛星是中國航天科技集團有限公司（以
下簡稱“航天科技集團”）所屬中國長城工業
集團有限公司（以下簡稱“長城公司”）提供
的第十三顆通信衛星，依據長城公司與香港亞
太星聯衛星有限公司（以下簡稱“星聯公
司”）簽署的亞太6E衛星在軌交付合同執行。

將為東南亞提供高通量通信服務
亞太6E衛星由航天科技集團所屬中國空間

技術研究院（以下簡稱“五院”）研製，採用
東方紅三號E（簡稱DFH-3E）衛星平台，配
置 25 個 Ku 用戶波束和 3 個 Ka 信關站波
束，通信容量約 30Gbps，擬定點於134°E（與
亞太6C/6D衛星共軌運營），設計壽命15年，
起飛重量4,300kg，其中衛星重量為2,090kg，獨
立推進艙為2,210kg。亞太6E衛星聚焦東南亞市
場，為該地區提供高性價比的高通量寬帶通信
服務。

據介紹，亞太6E衛星不僅是東方紅系列新
一代經濟型全電推商業通信衛星，更是中國首
顆全自主實現軌道轉移的衛星。亞太6E的成功
發射無論是對於實現衛星平台高承載、低成

本，提升中國衛星平台國際競爭力，還是對於
實現衛星全自主軌道提升和長期在軌自主工
作，提升中國衛星平台智能自主水平，均具有
舉足輕重的意義。

值得一提的是，星聯公司是由航天科技集團
下屬的五院、香港亞太通信衛星有限公司（以下
簡稱“亞太公司”）、長城公司、一院共同出資
在香港設立的衛星運營公司。亞太6E衛星是長城
公司首次向星聯公司在軌交付通信衛星。作為
DFH-3E平台的首發星，也是首顆國產全電推進
的同步軌道通信衛星，亞太6E衛星將編入亞太公
司星隊，向東南亞地區提供高通量寬帶通信服
務。

中國去年外貿總值首破40萬億元
連6年保持貨貿第一大國 海關總署釋三大拉動因素：出口有市場進口有支撐政策有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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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2022年中國進出口總值首次突破40萬

億元人民幣！中國海關總署13日發布統計數據稱，2022年中國貨物貿易進出口總

值42.07萬億元人民幣，比2021年增長7.7%，規模再創歷史新高，連續6年保持

世界第一貨物貿易國地位。海關總署表示，當前中國出口國際市場份額為14.7%，

連續14年居全球首位。2023年外貿發展面臨困難挑戰仍然較多，但推動外貿穩規

模、優結構具有堅實支撐。

擴內需對沖外需走弱
助力經濟穩定回升

2022年中國外貿進出口
頂住多重超預期因素衝擊，
進出口總值再創歷史新高，
但在外需回落、國內疫情擾
動等影響下，出口連續多月

下行並出現負增長。專家預計，2023年外需走
弱，出口回落壓力仍然較大，隨着擴大內需政
策協同發力，有望一定程度對沖外需走弱對出
口的衝擊，助力經濟穩定回升。

國家信息中心總經濟師祝寶良指出，由於
俄烏衝突等原因，美國、歐洲加息的幅度非常
大，世界經濟出現了滯脹局面。“從2022年10
月開始，中國外貿出口已經出現負增長，2023
年出口回落壓力還比較大。這可能是個中期問
題，不是短期就能解決的。”

預計今年出口面臨更大挑戰
祝寶良預計，今年出口會下降，淨出口對

經濟的貢獻降至零左右。出口下降對國內工業生
產也會造成影響，可能會導致機電產品生產減
慢，製造業企業的投資積極性很可能下降。

與2021年全球經濟處於同步復甦過程中不
同，中國經濟在2023年面臨的外部環境明顯改
變。中國社科院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所
長李雪松近日表示，2023年全球經濟下行壓力

加大，一些經濟體面臨衰退風險；大宗商品價
格分化回調，全球通脹依然高位運行；美聯儲
快節奏、大幅度加息，外溢效應明顯；一些國
家主要是歐洲一些國家，貨幣政策在“防風
險”與“抑通脹”之間艱難平衡，爆發金融危
機的風險上升。在這種情況下，此前兩年多來
支撐中國經濟復甦的出口面臨更大挑戰。

對東盟進出口有望繼續增長
從整體經濟看，李雪松預計，內地防疫政

策優化後各地陸續度過疫情高峰，將逐步推動
經濟徹底走出疫情陰霾，帶來總需求改善與生
產能力修復。擴大內需政策協同發力，將在一
定程度上對沖今年外需走弱對出口的衝擊，助
力2023年經濟運行實現總體回升。

在全球經濟衰退、能源危機、局部衝突等
背景下，專家認為，2023年有一些行業領域可
能成為結構性的出口亮點，有助於穩定外貿基
本盤。一是RCEP（《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
協定》）區域貿易紅利繼續釋放，隨着RCEP
協議推進，更多產品實施零關稅，中國對東盟
的進出口有望繼續保持高速增長。二是新能源
產品包括新能源汽車、光伏產品等，以及鋼鐵
等高耗能產品，有望搶佔更多歐洲市場。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北京報道

受全球經濟放緩及國內疫情的拖累，去年下
半年以來出口持續下行，拖累全年外貿增

速。具體數據顯示，2022年全年出口23.97萬億
元人民幣，增長10.5%，低於2021年10.7個百
分點；進口18.1萬億元人民幣，增長4.3%，低
於2021年17.2個百分點。不過去年全年實現貿
易順差8,776億美元，連續第二年創新高。

2022年12月單月，出口同比下降0.5%，比
11月回落1.4個百分點，為2020年4月以來首次
轉負；進口同比增速轉正至2.2%，回升3.3個百
分點。當月進出口實際表現好於預期。

中國海關總署新聞發言人呂大良在國新辦
發布會上表示，2022年中國進出口總值首次突
破40萬億元（人民幣，下同）關口，在2021年
高基數基礎上繼續保持穩定增長，規模再創歷
史新高，連續6年保持世界第一貨物貿易國地
位。分季度看，一、二季度進出口總值分別超
過9萬億元和10萬億元，三季度進出口總值增
長至11.3萬億元，是季度規模的新高點，四季
度進出口總值繼續保持11萬億元的水平。

主要產品競爭優勢足
呂大良分析稱當前外貿保持增長主要有三個

拉動因素。首先是“出口有市場，主要產品競爭
優勢足”。呂大良引述數據表示，2022年中國對
東盟、歐盟等主要貿易夥伴的出口都保持較快增
長；新興市場加速開拓，對“一帶一路”沿線國
家出口增長20%，拉動整體出口增長6.1個百分
點，對非洲、拉丁美洲出口分別增長14.8%、
14.1%。中國的工業製品出口在2022年增長
9.9%，拉動整體出口增長9.4個百分點，太陽能
電池、鋰電池、電動載人汽車等綠色低碳產品出

口增速均超過60%，出口新動能快速成長。

國內需求潛力大
拉動外貿增長的第二個因素則是“進口有

支撐，國內需求潛力大”。呂大良說，2022年
中國經濟穩健發展，為進口增長提供有力支
撐，去年中間產品進口增長7.5%，拉動整體進
口增長5.9個百分點；國際大宗商品價格高位運
行一定程度上也拉動進口值增長。

外貿發展內生動力強
與此同時，“政策有支持，外貿發展的內

生動力強。” 呂大良指出，2022年國家出台穩
經濟一攬子政策和接續措施，在外貿領域涉及
保通保暢、加大財稅金融支持、鼓勵外貿新業
態發展、支持外貿企業保訂單拓市場、提升貿
易安全和便利化水平等。隨着政策措施效能持
續釋放，外貿主體活力有效激發。2022年有進
出口實績的外貿企業數量比 2021 年增加
5.6%，民營企業、外商投資企業、國有企業三
大類外貿主體發揮各自優勢，進出口運行表現
穩健。

長期向好基本面不變
展望2023年外貿形勢，呂大良表示，當前

中國經濟恢復的基礎尚不牢固，外部環境動盪
不安，世界經濟下行壓力不斷加大，外貿發展
面臨的困難挑戰仍然較多。正視這些困難挑戰
的同時，也要看到中國經濟韌性強、潛力大、
活力足，長期向好的基本面依然不變，經濟有
望總體回升，推動外貿穩規模、優結構具有堅
實支撐。

◆◆中國去年外貿規模首破中國去年外貿規模首破4040萬億元關口萬億元關口。。圖為圖為11
月月99日日，，一艘滿載出口商品車的滾裝船駛離山東煙一艘滿載出口商品車的滾裝船駛離山東煙
台港台港。。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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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广告

开放中国

新增6地，试点总数达11个

——2015年，北京成为全国首个
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城市；2021
年首次扩围；此次是第二次扩围，沈
阳、南京、杭州、武汉、广州、成都获批
开展试点

位于北京市顺义区天竺综合保税区的一家公
司里，印着“0001号”的外商独资营业性演出许可
证格外醒目。北京作为首吃“螃蟹”者启动服务业
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后，文化领域进一步开放，外
商可以在特定园区独资设立演出经纪机构，美国
龙之传奇娱乐有限公司成为首个在京设立分支机
构的外国演出经纪公司。

在北京，尝到试点甜头的行业企业有很多：
支持北京研发中心建设，研发车辆暂时进口期限
由 6个月延长至 2年，戴姆勒、宝马、大众等车企
受益；探索知识产权证券化，文科租赁发行了全
国首支知识产权证券化产品；支持飞机维修产业
发展，全国首创以“保税物流供应链为单元”的航
材共享保税监管改革创新模式，试点企业航材利
用率提高 40%以上，单次航班成本降低 20%以上
……试点推动一批新项目新业态加速落地，带动
北京服务业更高质量发展。

北京是中国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1+N”
格局中的“1”。2015年，北京成为全国首个服务
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城市。2020年 9月 8日，国
务院发布《关于深化北京市新一轮服务业扩大开
放综合试点建设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
工作方案》，北京市服务业扩大开放正式由“试
点”升级为“示范区”。

与此同时，试点扩围工作不断推进，“N”的
作用更加突出。2021年4月，试点首次扩围，天
津、上海、海南、重庆 4地加入，形成“1+4”格局。
此次是第二次扩围，沈阳、南京、杭州、武汉、广
州、成都获批开展试点，标志着全国范围内试点
单位增至11个。

为何要通过试点推动服务业扩大开放？商务
部有关负责人解释，服务业吸收外资增加，带动
了中国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更好满足了人民群众
消费升级的需求，为稳外资作出了重要贡献，

“这也是持续扩大服务业开放、增加服务业扩大
开放综合试点的重要原因之一。”

多年来，服务业一直是中国吸引外资增长的
“主引擎”。“十三五”时期，中国服务业吸收外资

年均增长4.4%，在实际使用外资金额中占比超七
成。2022年1-11月，中国实际使用外资11560.9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9.9%；其中服务业实际使
用外资金额8426.1亿元人民币，占比72.9%。

商务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中国人均国内生产
总值已突破1万美元大关，消费形态正由实物消
费为主加快向服务消费为主转变，但中国服务业
增加值约占 GDP 的 55%，比发达国家低 20 个百
分点左右，存在与制造业融合发展不够、现代服
务业发展不足等问题，需进一步扩大服务业开
放、持续培育新的发展动能、塑造国际竞争和合
作新优势。

多点试验，积累可复制推广经验

——北京先后推出近70项政策创
新，落地标志性项目 140 多个；其他试
点省市结合本地定位展开试点，形成
综合效应

“综合试点”做了哪些探索？
据了解，北京自 2015 年获批率先开展试

点，聚焦科学技术、互联网和信息、文化教育、
金融、商务和旅游、健康医疗等领域，逐步扩大
向各类资本开放，降低或取消外资股权比例限
制、部分或全部放宽经营资质和经营范围限制；
推出科技研发、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等领域近 70
项政策创新，落地标志性项目140多个，涉及专
业机构、基地平台和新兴业态，包括多个全国

“首家”“首创”。
在北京先行先试基础上，天津、上海、海

南、重庆等试点省市对标国际先进贸易投资规
则，借鉴前期试点工作经验，结合本地定位展开
试点——

在京津冀共建产业园区和科技成果转化联
盟、实行环渤海深水港口锚地共享共用；在上海
的虹桥商务区提供跨境发债、跨境并购服务，在
浦东软件园布局 3D 打印、大数据产业和数字贸
易；在重庆口岸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集装箱共享

调拨体系、探索建立中欧班列定价协商相关机制
……聚焦区域发展，建设重点示范园区、促进区
域协同开放等一系列试点举措正逐步落地。

同时，为推动产业开放，试点省市按照服务
业领域市场竞争的不同特点，设置充分竞争、有
限竞争、自然垄断领域竞争性业务、特定领域服
务业等类别，将科技、金融、教育等重点服务行
业分别纳入、分类施策，包括支持设立外商独资
财务公司、探索取消商业特许经营备案等。

此外，试点省市还着力完善规则体系、促进
贸易投资便利化，为服务业对外开放提供资金和
数据流动、人才服务、知识产权保护等方面的支
持，如试行跨境服务贸易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与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展国际贸易“单一窗口”建
设合作，探索允许符合条件的境外人员担任法定
机构、事业单位、国有企业法人等。2022年前三季
度，北京、上海、天津、重庆、海南5省市服务业增
加 值 达 6.9 万 亿 元 ， 占 当 地 地 区 生 产 总 值 的
70.6%，高于全国均值17.1个百分点。

在试点“舞台”上，北京和各省市扮演着不同
“角色”。“1+N”格局统筹了各地区共性和特点，
鼓励进行差异化探索。“这有助于与北京的示范
区建设形成梯次安排与协调配合，有序安排试点
政策实施和经验复制推广工作，多点开展试验论
证，形成综合效应。”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说。

为服务业对外开放注入活力

——服务业开放既涉及生产性服
务业、生活性服务业的统筹，也涉及新
模式新业态的发展。多维度开展创新探
索，对全国服务业开放发挥示范带动作
用

6个“新成员”的加入，为服务业对外开放注
入更多活力。

成都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介绍，2021年成都
服务业规模居全国城市第 6 位、副省级城市第 3
位。此次成都纳入综合试点，将有力提升城市服

务业发展水平和国际竞争力，也将为市场主体提
供更多发展机遇、吸引更多全球高技术服务业企
业到成都投资发展。

沈阳市 2021 年服务业增加值达 4353 亿元，
占全市地区生产总值比重的 60%，规模居东北
地区首位。沈阳市商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沈
阳将围绕本地区发展定位，推动服务业重点行
业领域、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重
点园区和平台示范发展、体制机制改革创新、要
素保障等 5 方面试点举措,进行一系列改革创
新。

上海金融与发展实验室副主任张湧表示，目
前纳入试点的省市均为自贸试验区或自贸港所在
区域，人口规模较大、现代服务业发达、对外开
放程度较高、开展综合试点条件较好。新获批的
试点城市根据自身区位优势、发展优势和产业特
色探索服务业扩大开放路径，有利于打造中国服
务业开放新高地，探索出更多符合不同区域实际
的创新案例和开放经验，进而引领带动国内服务
企业加速赶超、实现高质量发展。

商务部研究院国际服务贸易研究所所长李俊
认为，新一批试点城市应从高科技的生产服务型
行业集中发力，“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构建优质
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推动现代服务业同先进制
造业、现代农业深度融合。其中生产性服务业将
为建设制造强国发挥重要作用。”而此次新纳入
试点的城市，多数制造业基础雄厚，可以结合服
务业扩大开放以及发展现代服务业进行探索，打
造新优势。

服务业开放点多面广、门类众多，既涉及生产
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的统筹，也涉及各类新
模式新业态的发展，需要多维度开展创新探索。
商务部有关负责人表示，通过改革创新、发挥地
方首创精神，能够在工作中积累更多可复制可推
广经验，对全国服务业开放发挥示范带动作用。

“试点省市应将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放在中
国式现代化的大框架、国内国际双循环的大格局
下思考和谋划改革举措，以更好的营商环境和政
策环境，不断扩大服务业引进外资规模。”张湧
说。

从“1+4”到“1+10”，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再次扩围——

服务业开放引擎更强劲
本报记者 汪文正

近日，国务院同意在沈
阳、南京、杭州、武汉、广
州、成都等6个城市开展服
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试
点期3年。至此，中国服务
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增加到
11个。自2015年在北京启
动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试点
以来，服务业扩大开放已形
成“1+N”试点格局。加大服
务业开放力度，对中国高水
平对外开放有何意义？随着
试点深入推进和不断扩围，
如何让服务业领域的开放引
擎更强劲？

2021 年，广东
省广州市服务业增
加值超 2 万亿元，
占全市地区生产总
值比重七成以上，
在商贸服务、科技
服务、金融服务等
领域优势明显。图
为2022年12月，初
具规模的广州市琶
洲高新区。

王美燕摄
（人民视觉）



AA88
星期四       2023年1月19日       Thursday, January 19, 2023

休城社區

【美南新聞泉深
】提起歌劇，很多人
都知道膾炙人口、耳
熟 能 詳 的 普 契 尼 的
《蝴蝶夫人》、德沃
夏克的《水仙女》等
西方名劇。作為中國
人還會想起《江姐》
、《雷雨》等中國著
名劇目。大家知道嗎
？國際著名歌唱家張
莉教授，在這些劇目
中都曾經演唱女主角
。尤其是《水仙女》
，張莉教授還曾受到
了來自作曲家德沃夏
克的故鄉——捷克共
和國的邀請，和捷克
愛樂樂團合作，在布
拉格演出該劇，受到
了包括捷克總統等該
國社會名流聽眾的一
致好評。還有中國歌
劇《雷雨》，相隔十
年，她分別在上海和
上海歌劇院合作，在
天津與天津歌劇院合
作首演兩個不同版本
。在兩次首演中，張
莉都扮演女主角繁漪
。她首演的《雷雨》
也成了這部歌劇隨後
在舞台上多次演出的
範本。

國際著名女高音
張莉教授在捷克首都
布拉格主演德沃夏克
的著名歌劇《水仙女
》，這是她在與捷克
愛樂樂團的彩排之中
。不僅是歌劇，張莉
還首唱了不少創作歌
曲，有些還很流行，
被後來的歌唱家反複
演唱，比如《七月的
草原》，《牧笛》等
。有些歌曲經過張莉
的演唱，已經成了經
典版本，被收錄進入
音樂學院的教材。

國際聲樂教育家
、聲樂表演藝術家張
莉教授曾獲得過美國
三所大學音樂教學和
表演榮譽藝術博士。
她是四川音樂學院歌
劇合唱系創系主任，
先後任川音、美國科
羅拉多州立大學聲樂
教授，中國音協會員
，美國聲樂及音樂教
師協會會員，中國國
際文化交流中心藝術
顧問

張莉創造了諸多
中國和世界第一，如
：第一位中國歌唱家
在81屆好萊塢波爾複
活節日出盛典演唱主
題歌，捷克總統出席
的 308 屆國家新年音
樂會主唱，在捷克擔
任歌劇《水仙女》女
主角露莎卡，在奧地
利《貝九》中擔任領
唱，在科羅拉多聲樂
藝術節三次成功出演
歌劇《蝴蝶夫人》女
主角喬喬桑，出版發
行個人首唱專著，網
課學生在美國聲樂及
音樂教師協會聲樂大
賽榮獲全國亞軍和季
軍，被朱莉婭音樂學
院錄取

張莉聲樂大師班
和演出遍布世界含紐
約卡內基音樂廳、林
肯中心、布拉格斯美
塔娜音樂廳等，北京
國家大劇院獨唱音樂
會 ， 歌 劇 《 雷 雨 》
（上海歌劇院版及天
津歌劇院版）中首演
女一號繁漪，與柏林
交響樂團等成功合作
。張莉獲獎無數，三
次榮獲中國聽眾喜愛
的十佳歌手獎、美國
好萊塢斯卡莫超級明

星金星金環獎等。全
球主流媒體報道包括
CCTV 音 樂 頻 道 於
2009年熱播採訪張莉
六集專題片，CCTV國
際頻道《華人世界》
於 2010 年以及 2018
年兩次獨家採訪，洛
杉磯《每日新聞》週
日頭版，《布拉格時
報》等， 對張莉的教
學和藝術造詣贊賞有
佳。

張莉教授目前已
在休斯頓定居，並將
參加休斯頓室內樂團
的2023年《新春音樂
會》。在這場音樂會
中，她除了將給休斯
頓的廣大聽眾獻上她
的獨唱曲目之外，還
將和全部參加演出的
歌唱家們分別合作演
唱重唱曲目。這些歌
曲都將精彩紛呈，非
常值得期待。

張莉老師對於排
練、演出總是一絲不
苟，非常嚴格地把握
每一處細節。對其他
演出人員也耐心指導
，對自己的曲目則精
雕細刻。相信她在幾
天後的2023《新春音
樂會上》必將有精彩
演出。敬請大家前來
欣賞！

時間：1 月 21 號
，大年三十除夕夜 7:
00pm Jan.21st，2023

地點：休斯頓浸
信會大學柏林音樂廳

Belin Chapel，
Houston Christian
Univeristy 7502 Fon-
dren Rd, Houston, TX
77074

購票請直接聯繫
劉 春 池 女 士
（832-276-8812）

國際著名歌唱家張莉定居休斯頓 將唱響2023《新春音樂會》

國際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張莉教授受邀在天津與天國際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張莉教授受邀在天津與天
津歌劇院合作首演歌劇津歌劇院合作首演歌劇《《雷雨雷雨》》 張莉教授在指導張莉教授在指導《《新春音樂會新春音樂會》》排練排練

國際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張莉和國際著名男中音歌唱家李嘉蔚兩位國際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張莉和國際著名男中音歌唱家李嘉蔚兩位
聲樂教授合作在排練著名歌劇聲樂教授合作在排練著名歌劇《《風流寡婦風流寡婦》》唱段唱段《《默默無語默默無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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