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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抗通膨對抗通膨 美聯準會官員籲再升息美聯準會官員籲再升息
（綜合報導）儘管通膨出現已達高峰的跡象且經濟活動正在放

緩，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Fed）決策者今天暗示將繼續推動升息
，其中有數名決策者支持將政策利率峰值定在至少5%。

克里夫蘭聯邦準備銀行總裁麥斯特（Loretta Mester）接受美聯
社訪問時說： 「我就是認為我們必須持續升息，我們將在會議上討

論升息幅度。」
路透社報導，這樣的發言似乎反映了決策者的普遍想法，截至

去年12月，大多數的決策者都支持在未來幾個月將政策利率暫定
在5%至5.25%。

麥斯特說，就她而言，她認為聯準會的政策利率必須比上述區
間再 「調高一點」，並維持一段時間，以進一步減緩通膨。

聯準會基準利率的目標區間目前來到4.25%至4.50%，投資者預
期聯準會將在1月31日至2月1日會議結束時升息1碼。

但根據今天稍早公布的數據，隨著消費、通膨與製造活動放緩
，外界預期聯準會將比麥斯特及其多數同僚預期更快的速度結束這
輪升息。

聯準會去年3月開始調高借貸成本，當時政策利率落在0%至
0.25%區間，之後通膨開始攀升達到40年來新高，超過聯準會的預

期目標2%好幾倍。
跟麥斯特一樣，聖路易聯準銀行總裁布勒德（James Bullard）

稍早向 「華爾街日報」表示，他也認為政策利率會升至 5.25%至
5.50%區間。他又說，決策者應該 「儘快」將利率升至5%以上。

根據今天公布的聯準會報告，有一些令人鼓舞的跡象顯示，美
國的通膨壓力與勞力短缺問題緩解，但經濟活動平淡，而聯準會在
衡量採取行動時會參考經濟成長。

聯準會表示，轄下有5個地區通報過去數週的整體經濟活動些
微或適度增加，有6個地區與上一個通報期間相比，經濟活動沒有
變化或些微下滑，有一個地區通報經濟活動顯著下降。

聯準會在1月9日前對12個地區展開調查，在稱為 「褐皮書」
的調查報告中說： 「總體而言，地區聯絡人普遍預期未來幾個月幾
無成長。」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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廣告

www.afnb.com

HOUSTON AREA:
MAIN CORPORATE OFFICE
9999 Bellaire Blvd
Houston, TX 77036
TEL: 713-596-2888

HARWIN BRANCH
7038 Harwin Dr,
Houston , TX 77036
TEL: 713-273-1888

FIRST COLONY BRANCH
4915 Hwy 6 S
Missouri City , TX 77459
TEL: 713-596-2588

SPRING BRANCH
1318 Blalock Rd.
Houston , TX 77055
TEL: 713-273-1838

KATY BRANCH
1231 South Mason Rd.
Katy , TX 77450
TEL: 281-762-6688

SUGAR LAND BRANCH
3412 Highway 6, Suite J,
Sugar Land, TX 77478
TEL: 281-762-6699

DALLAS AREA:

LA AREA:

RICHARDSON BRANCH
TEL: 972-348-3488

HARRY HINES BRANCH
TEL: 972-348-3433

LEGACY BRANCH
TEL: 972-348-3466

CARROLLTON BRANCH
TEL: 972-428-5088

PLANO EAST BRANCH
TEL: 469-429-2422

ARLINGTON BRANCH
TEL: 817-261-5585

GARLAND BRANCH
TEL: 972-272-3375

NEVADA AREA:
LAS VEGAS BRANCH
TEL: 702-777-9988

PAHRUMP BRANCH
TEL: 775-751-1773

AMARGOSA VALLEY BRANCH
TEL: 775-372-1100

HENDERSON BRANCH
TEL: 702-216-5500

CITY OF INDUSTRY BRANCH
TEL: 626-667-3988

ALHAMBRA BRANCH
TEL: 626-863-1980

ARCADIA BRANCH
TEL: 626-321-4455

  Annual Percentage Yield (APY).  APY assumes principal and interest will remain on deposit until maturity. 
Minimum balance to obtain APY is $25,000. Penalty imposed for early withdrawals. Fees may reduce earning. 
Not available for public funds or brokered funds. APY is accurate as of the publication date and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prior notice.

  Minimum opening balance to receive gift is $25,000 to $99,999for Gold Ingot or amount $100,000 and over for 
Gold Kumquat. The gift will be provided at the time of account opening. The gift is limited to a maximum of one 
per account opened and is available on a first come basis. Multiple accounts opened under the same name will 
be considered one account opening and is limited to only one gift. We reserve the right to substitute a gift of 
similar value. Gifts are considered interest and may be reported on IRS Form 1099-INT or 1099-MISC (or Form 
1042-S, if applicable). Available on 1/9/2023 thru 1/31/2023

For more information on rates and terms, please contact AFNB at 1-877-473-18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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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The Alief Neighborhood
Center building at the junction
of Bellaire Blvd. and Kirkwood
in the International District
was formally open by Mayor
Turner last Saturday. This
modern building covers more
than 70,000 square feet and
is located on 37 acres of land.

Mayor Turner also
announced that the city's
Health Department, Library
and Social Services
Department will be moved
into the new building to serve
the Alief area.

The total cost of the
project was $58 million
dollars. Over the last several
years more businesses have
moved into the area. We
have been able to generate

more tax money to improve
our school district and many
other facilities and services in
the area. We are also part of
these businesses in the
International District.

Today we are so happy
to have such a new and
modern cultural and
educational building rising up
in our district. This will allow
us to sponsor more cultural
activities and also positively
affect the economy of the
area.

We also want to express
our gratitude to Mayor Turner
and to all the city leaders who
have worked hard to make
this huge project come alive
and who have created a
beautiful reality in our area. 0101//1818//20222022

Alief Neighborhood Center Building Rises UpAlief Neighborhood Center Building Rises Up

位於國際區百利大道
和克武街交界的艾利夫社
區服務大廈，上週六上午
在鑼鼓聲中由市長特納剪
綵揭幕 ，這座面積超過七
萬英尺佔地三十七英畝之
現代化活動中心， 將為國
際區揭開文化兿術之新頁
。

市長特納宣佈， 這座
大樓將有市政府衛生圖書
館及其他社區居民提供免
費午餐娛樂等服務， 佔地
三十七畝的中心設有足球

游泳孩童游戲區， 並可用
於運動大會。

我們在此特別感謝市
長及市府議員們多年來之
支持並拨款近六千萬元完
成了這個地標性之建築物
。

國際區位於休斯敦西
南區佔地十三英里。 近年
來由于商業土地開發， 因
而稅收迅速增加，帶動學
區預算得到改進， 是我們
共同之功勞。

艾利夫社區服務大廈拔地而起艾利夫社區服務大廈拔地而起



AA44
星期五       2023年1月20日       Friday, January 20, 2023

要聞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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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拿大宣布再提供烏克蘭 200 輛
裝甲運兵車，累計援烏超過 10 億美元；德國
官員則透露，除非美國支援美製主戰坦克，否
則德國暫不會讓自家或盟國將手中的德製豹2
坦克運交烏克蘭。

●軍援不懈 加拿大供應烏克蘭200輛裝甲
運兵車

加拿大國防部長 18 日訪問基輔時宣布，
加拿大將捐贈烏克蘭軍隊200輛裝甲運兵車，
以滿足 「烏克蘭對這些車輛的具體要求」。

加拿大國防部長安南德（Anita Anand）表
示： 「這些運兵車具備最先進的領先科技，可
讓武器輕易地安裝在上面。」

加拿大這次捐贈200輛裝甲運兵車，是總
理杜魯道（Justin Trudeau）去年11月宣布軍援
烏克蘭5億加幣（約新台幣112億元）的一部
分。

自俄烏爆發衝突以來，加拿大已對基輔當
局軍援超過10億美元（約新台幣303億元），
包括裝甲車、榴彈砲、冬季服裝、無人機攝影
機和彈藥等。

●北約擬提供較重型武器 烏克蘭籲盟邦
加快決策

北大西洋公約組職（NATO）秘書長 18
日表示，北約國家將宣布為烏克蘭提供新的
「較重型武器」，同時，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

（Volodymyr Zelenskyy）呼籲他的支持者加快
決策速度。

美國國防部長奧斯汀（Lloyd Austin）20
日將在德國美軍蘭斯坦空軍基地（Ramstein

Air Base）與大約50國防長召開會議，其中包
括北約30個成員國。

北約秘書長史托騰柏格（Jens Stoltenberg
）在達沃斯世界經濟論壇（World Economic
Forum）說： 「我們在那裡（蘭斯坦空軍基地
）傳達的主要訊息，將是提供更多且更先進的
支持、較重型和較現代武器，因為這是為我們
的價值觀而戰。」

英國等許多烏克蘭盟邦本月已宣布將加強
對基輔的軍事支持，儘管此舉可能激怒俄羅斯
。

●美媒：援烏主戰坦克 德盼美拋磚引玉
德國高層官員 18 日表示，除非美國同意

援烏美製主戰坦克，否則德國暫不會讓自家或
盟國將手中的德製豹2坦克運交烏克蘭。

「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
）報導，根據設於倫敦的智庫 「國際戰略研究
所」（IISS）統計，北約盟國有超過2000輛的
德製豹2戰車（Leopard 2），豹2目前在世界
仍屬一流的主戰坦克。

包括波蘭、芬蘭、丹麥等幾個歐洲盟邦都
稱已準備好將自家的德製坦克軍援烏克蘭，就
等柏林當局點頭，但還沒人正式向德國提出申
請；根據德國法規，交付德製武器給第三方需
德國同意。英國日前已宣布送交14輛挑戰者2
型（Challenger 2）主戰坦克給烏克蘭。

但五角大廈第3號人物、主管政策的國防
部次長卡爾（Colin Kahl）今天被問到會否援
烏M1艾布蘭（Abrams）主戰坦克時，他答覆
媒體 「時機還未到」。

加拿大援烏克蘭裝甲運兵車
德國盼華府拋磚引玉

不動則已一動驚人 印度巨象要動了嗎？
(本報訊）從多方跡象看來，仍被視為

「第三世界」成員的南亞強權印度正在快速崛
起中，經過多年醞釀，今年很有可能是印度發
光的時刻。

不論走到印度哪個省分，都可以看到如捷
運、鐵路、公路、橋梁等基礎設施正在施工，
特別是在都會區；許多中型城鎮也在轉型為智
慧城市，地方機場、跨省高速鐵路也在如火如
荼地進行中。

印度大城的街道上，電動公車、電動三輪
車穿梭其中，作為降低空汙的方案之一；政府
推動電子化，民眾上網申辦證件，方便之餘也
減少貪汙，電子支付蓬勃發展，幾乎已沒什麼
人使用現金交易。

在國防及科技方面，雖然軍艦製造速度不

像中國 「下餃子」那樣，但也已具備自主生產
航空母艦和核動力潛艦的能力，自製洲際彈道
飛彈不斷升級，2個月前，印度第1枚民間研
發的火箭也在政府督導下發射成功。

在國際舞台上，印度去年下旬接下20國集
團（G20）、上海合作組織（SCO）的輪值主
席職位，同時成為聯合國安全理事會的非常任
理事國，國際能見度勢將大幅提升。

世界銀行預估印度2022-23財政年度的經
濟成長為6.9%，有專家預估下一個財政年度經
濟成長仍可維持在6%以上。

印度崛起，外界關注重點仍在經濟及政治
意義。經濟上，印度能否取代中國，成為新的
投資或生產基地？政治上，印度能否成為制衡
中國擴張的新力量？

曾經,位於芝加哥市中心區的希爾斯大廈
(Sears Tower）是全世界第一高的大樓, 而那就
是希爾斯百貨公司的世界總部所在地,但在15年
前這個大廈已易主,被更名為威利斯大廈（Wil-
lis Tower），希爾斯逐漸被大家淡忘,而更令人
感傷的是, 現在,這個具有 130 多年曆史的招牌
百貨公司竟倒閉休業,悽愴走入歷史,從樓起到
樓落,希爾斯成為新興網購最大落難戶之一!

儘管節日傳統一直在變遷，但對許多芝加
哥人來說，從聖誕節到新年都是購物的旺日,
可是對本地發跡的希爾斯百貨而言,本地人狂購
熱潮已救不了他們，天氣變冷了，樹葉變了顏
色,希爾斯鼎盛時期早已流逝，所有營運都將終
止了。

對絕大多數的零售商來說，假期銷售季後
意味著一場清算。連鎖企業將利用這段時間清
理庫存，修改銷售策略，關閉表現不佳的門店
，並為可能為另一個艱難的新年做好準備。不
就像希爾斯一樣,一些連鎖店正也在為最壞情況
做準備--BedBath Beyond已宣佈將做清算庫存
後就要關門倒閉了。

創立於 1892 年的希爾斯清境風光多時，
1980年代之前，它是美國最大的零售商,2005年
希爾斯和K市場合併時，他們在美國的門店數
量為3500家, 但到2023年，門店數量最終為零
。當這兩家企業合併時，兩家的業務都已在走

下坡, 曾有商業分析
師將合併比作用一
個壞心臟和壞肝臟
進行移植手術，期
望一個健康的身體
。更糟糕的是，這
家在目錄購物時代
堪 稱 亞 馬 遜 (Ama-
zon)的企業未能將業
務轉移到線上。如
今，Sears.com 網站
似乎還能正常運作
，不過大部分商品
實際上來自其他賣
家。
希爾斯的存在養活
了萬千芝加哥本地
人,成千上萬芝加哥
人在希爾斯工作，
他們依賴退休福利,
如今什麼都沒有了,
總 部 位 於 本 地 的

Allstate 和 Discover都是從這家零售巨頭的全盛
時期剝離出來的。對上了年齡的芝加哥人來說
，威利斯大廈永遠是希爾斯大廈，儘管希爾斯
30年前將總部從這座標誌性的摩天大樓搬到了
郊區的莊園,然後它緩慢痛苦地死去。

過去幾十年零售業格局的變化影響了那些
曾經最受尊敬的百貨公司，但可以說沒有一家
像希爾斯百貨那樣經歷了命運的逆轉。與其他
百貨公司一樣，希爾斯在隨後的幾十年裡開始
陷入財務困境。千禧年末，該公司發現自己在
日益激烈的競爭和不斷下降的銷售額中苦苦掙
扎，最終於2004年與凱馬特合併。

紐約州最後一家希爾斯門店是在去年10月
永久關閉，對許多購物者來說，希爾斯只能成
為回憶。它在美國各地的門店不斷減少。去年
12月18日，位於華盛頓聯合蓋普山谷購物中心
的希爾斯商店最終停業。華盛頓門店的關閉將
使希爾斯在全國的門店數量減少到21家，這一
急劇下降標誌著該公司在2018年首次宣佈破產
時經營的700家門店發生了重大變化,最後屹立
的門店包括加利福尼亞州和佛羅裡達州的幾家
門店，以及馬裡蘭州、馬薩諸塞州、新澤西州
、北卡羅來納州、賓夕法尼亞州、華盛頓州和
波多黎各的幾家, 最後終於一家一家的關上了
鐵門……真是令人感慨萬分!

【李著華觀點 : 榮華逝去
130 年招牌老店希爾斯百貨悽愴走入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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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國際

調查顯示逾六成匈牙利人認為
歐盟搞“雙標”

綜合報導 匈牙利壹項最新民意調查顯示，針對歐洲聯盟凍結匈牙

利63億歐元資金的決定，匈牙利超過七成民眾反對，超過六成認為歐盟

對匈牙利等成員國搞雙重標準。

去年4月，歐盟以匈牙利在司法改革、反腐措施等方面有違歐盟

“法治原則”為由，對其啟動“條件機制”程序，凍結對匈牙利的資金

撥付。去年12月12日，匈牙利就解凍恢復基金與歐盟達成協議，歐盟

同意把凍結資金由75億歐元降至63億歐元。

達成協議前，歐盟成員國捷克的外交官向媒體證實，匈牙利已撤銷

對歐盟向烏克蘭提供180億歐元財政援助計劃和15%全球最低企業稅率

的否決。

俄羅斯衛星通訊社報道，匈牙利薩佐德韋格輿論研究中心本月早些

時候開展民調，結果顯示，74%的匈牙利人反對歐盟凍結資金撥付的做

法，64%的人認為歐盟對待匈牙利等成員國時采取“雙標”。

這項調查結果同時顯示，60%的調查對象認為歐盟凍結資金意在“懲罰”匈

牙利，另有36%的調查對象認為歐盟尋求與匈牙利達成相互妥協。

巴西把博索納羅列為沖擊國家權力機構事件調查對象

圍繞巴西國家權力機構

日前遭暴力沖擊事件，巴西

最高法院法官亞歷山大· 德莫

賴斯當地時間 1 月 13 日批準

將前總統雅伊爾· 博索納羅列

為調查對象。

調查持續推進
德莫賴斯在裁定書中說，

同意總檢察長辦公室將博索納

羅列入調查的申請。

當天早些時候，巴西總

檢察長辦公室向最高法院提

出 申 請 ， 援 引 博 索 納 羅 在

“強闖”事件發生後兩天發

布的壹段視頻，認為這段視

頻 足 以 證 明 對 博 索 納 羅 在

“強闖”事件發生前所作所

為進行調查的合理性。總檢

察長辦公室認為，博索納羅

涉嫌煽動暴力沖擊。

該視頻中，博索納羅聲稱

新任總統路易斯· 伊納西奧· 盧

拉· 達席爾瓦沒有贏得去年的總

統選舉。不過，視頻隨後被刪

除。美聯社等媒體報道，視頻

系博索納羅自行刪除。

在2022年10月30日舉行的

總統選舉第二輪投票中，盧拉

戰勝時任總統博索納羅。博索

納羅11月22日向高等選舉法院

申訴，質疑選舉結果並要求取

消第二輪投票中部分“不合

格”票箱的選票。高等選舉法

院駁回其申訴。

本月8日，100多輛搭載示

威者的大客車抵達巴西首都巴

西利亞，博索納羅的數千名支

持者強行闖入國會大廈、聯邦

最高法院和總統府，與軍警發

生沖突。盧拉指認博索納羅借

助社交媒體煽動支持者。後者

對此否認。

巴西司法部長弗拉維奧· 迪

諾13日告訴媒體記者，目前還

沒有證據顯示博索納羅與“強

闖”事件有關聯。

關鍵人物之壹
多家媒體報道，政府調查

內容包括示威者由誰召集、誰

支付了相關費用以及哪些安全

人員暗中“放行”。

迪諾告訴媒體記者，圍繞

相關調查，前政府官員安德松·

托雷斯必須盡快回國，否則政

府將啟動引渡程序。

多家媒體報道，托雷斯

是調查的焦點人物之壹。他

曾在博索納羅執政期間擔任

司法部長，本月初剛就任巴

西利亞公共安全負責人，但

因 在 “ 強 闖 ” 事 件 中 應 對

不力遭撤職，德莫賴斯10日

對他發出逮捕令。12日，執法

部門在托雷斯家中搜出壹份備

忘錄，其中建議博索納羅在高

等選舉法院周圍“布防”，以

推翻選舉結果。

托雷斯 12 日晚些時候在

社交媒體回應稱，那份備忘

錄是司法部收到的眾多提案

之 壹 ， 原 本 應 與其他文件

“在適當時候被粉碎”，他

“問心無愧”。

托雷斯目前在美國佛羅裏

達州奧蘭多市休假，巴西國家

權力機構遭沖擊時不在國內。

他10日表示將結束休假返回巴

西，但迄今沒有回國跡象。

博索納羅目前也在奧蘭多

市。他去年 12 月 30 日飛赴美

國，缺席 1月 1日盧拉的總統

就職典禮，9日因腹痛前往奧

蘭多市壹家醫院就診。多家媒

體報道，不清楚博索納羅與托

雷斯是否在奧蘭多見過面。

巴西國家權力機構遭沖

擊後，博索納羅曾在社交媒

體上批評這壹行動，同時表

示自己在整個任期內“始終

遵守憲法”。

歐洲最大的稀土礦床在瑞典被發現

綜合報導 瑞典政府擁有的礦業公司LKAB報告說，在歐洲發現了有

史以來最大的稀土金屬礦床，其中包含超過壹百萬噸的稀土氧化物，這

在實現脫碳的競賽中將是非常寶貴的。LKAB公司正在競相調查這壹被

稱為Per Geijer礦床的發現，它是在該公司位於拉普蘭的基律納礦附近

發現的，該礦被描述為世界上最大和最現代化的地下鐵礦。

目前，歐洲的稀土開采量為零；該行業目前由中國絕對主導，根據

《采礦技術》記載，中國生產的稀土約占世界供應量的61%，美國僅占

市場的15%，位居第二。

有17種稀土元素因其出色的磁性和導電性能而受到重視，但目前最

重要的是釹，它與硼和鐵的合金形成世界上最強的永久磁鐵。隨著世界

遠離化石燃料，這些磁鐵的需求量很大；它們被廣泛用於電動馬達。

釹和其他稀土對壹系列科技產品至關重要，包括智能手機、太陽能

電池板、風力渦輪機和顯示器，僅舉幾例。采礦技術公司估計，每塊電

動車電池使用約壹公斤（2.2磅）的稀土，每臺風力渦輪機使用約600公

斤（1,323磅）。

與鋰壹樣，對這些元素的需求預計將在未來幾十年內激增，使中國

在很大程度上處於控制市場的主導地位。

這壹百萬噸以上的發現是歐洲歷史上最大的發現，LKAB希望盡快

開始開采，但該公司在壹份新聞稿中說，目前的許可程序似乎會使其在

"至少10-15年內"無法向市場提供原材料。

為了正確看待這壹發現，世界上最大的已知稀土礦床是位於中國北

部內蒙古的巴彥鄂博礦床。它自1957年以來壹直在生產，包含約4000萬

噸的儲量。

"這是壹個好消息，不僅對LKAB、該地區和瑞典人民，而且對歐洲

和氣候都是如此，"LKAB總裁兼集團CEO Jan Moström說。"這是我們這

個地區已知的最大的稀土元素礦床，它可以成為生產關鍵原材料的重要

基石，而這些原材料對實現綠色轉型絕對是至關重要的。我們面臨著壹

個供應問題。沒有礦，就不可能有電動汽車"。

考古人員首次在智利發現巨型恐龍化石
綜合報導 智利的研究人員發現了以

前在該地區從未發現的四種恐龍的化石。

這些新化石包括兩種鳥類，以及兩種類似

迅猛龍的恐龍。其中最主要的發現是巨盜

龍化石。這些化石格外引人註意，因為發

現它們的山谷是智利巴塔哥尼亞的壹個荒

涼的山谷。不過，這個山谷近年來已經成

為壹個非常重要的化石儲藏地，而且它的

發現繼續使科學家們感到

困惑。

研究人員說，在 Las

China谷地發現這些猛禽化

石是令人興奮的，特別是

因為它們以前沒有在這裏

被發現過。他們說，他們

確定這些猛禽的身份要歸

功於它們的爪子、小牙齒--

這些牙齒很適合撕咬，以

及它們的大上肢。這些識

別因素會使它們處於該地

區食物鏈的頂端。

與巨盜化石壹起被確

認的其他化石包括兩個Un-

enlagniinae的標本，這是壹個與迅猛龍密

切相關的物種。然而，這些生物有壹個

“新的進化特征”，這將表明它可能是獸

腳類恐龍的壹個新物種，甚至是壹個完全

新的群體的代表。

據Phys.org報道，研究人員於去年12

月在《南美地球科學雜誌》上發表了他

們對巨盜龍化石的發現。此前，科學家

在智利發現了其他耐人尋味的恐龍物種

，包括壹種尾巴像劍壹樣的恐龍。去年

的另壹個恐龍發現看起來像壹個有裝甲

的霸王龍。

看到這些新發現如此頻繁地發生，真

的很有趣。特別是它們讓我們更廣泛地看

到曾經在我們的星球上遊蕩的生物，甚至

在某些情況下統治了地球。通過更多地了

解在智利發現的巨龍化石，我們將能夠更

多地了解那個時期和地區的食物鏈，這可

能會揭開其他秘密。

綜合報導 美國癌癥學會壹份報告說

，全美癌癥死亡率自1991年達到峰值以來

持續下降，降幅為33%，部分原因在於治

療手段進步、吸煙率下降和早發現。

報告登載於《臨床醫師癌癥雜誌》雙

月刊。美國癌癥學會首席執行官卡倫· 克

努森說，癌癥死亡率33%的降幅“著實巨

大”。

按照報告的說法，這相當於避免了大

約380萬名癌癥患者死亡。

報告說，人乳頭瘤病毒(HPV)疫苗是

癌癥死亡率下降的因素之壹。人乳頭瘤病

毒可誘發宮頸癌等多種癌癥。美國癌癥學

會首席科學官威廉· 達哈特說，HPV疫苗

投入使用後，20歲出頭的女性宮頸癌發病

率在2012年到2019年間下降65%。

數據顯示，美國癌癥死亡率上世紀大

多處於攀升態勢，很大程度因為與吸煙相

關的肺癌患者增加。隨著吸煙率下降、早

發現和治療手段進步，

美國癌癥死亡率從 1991

年開始下降。

報告說，美國癌癥

患者 5 年總體生存率在

上世紀 70 年代中期是

49%，2012 年至 2018 年

升到 68%。甲狀腺癌、

前列腺癌、睪丸癌、黑

色素瘤等類型癌癥患者

的生存率在各類癌癥中

居前列，分別為 98%、

97%、95%和 94%。胰腺

癌目前的生存率最低，

為12%。

白宮抗癌“登月計劃”協調員丹妮

爾· 卡尼瓦爾12日在壹份聲明中說，美國

在降低癌癥死亡率上取得“巨大進步”，

但還需要做更多工作。總統約瑟夫· 拜登

去年重啟抗癌“登月計劃”，目標是在25

年內讓癌癥死亡率下降至少50%。

盡管美國癌癥死亡率穩步下降，報告

指出，乳腺癌、子宮癌和前列腺癌發病率

卻在攀升，令人擔憂。

多重因素助美國30多年來
癌癥死亡率下降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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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儘管美中兩國正在經濟脫鉤的討論不絕於耳
，但最新數據顯示，2022年兩國貿易額有望創下記錄。專家認
為，這表明美中之間存在 「選擇性脫鉤」。與此同時，美國服
裝和鞋類協會等多個行業機構發表報告說，美國對中國實施的
301條款關稅對美國消費者和企業帶來了不利影響。

美國之音報導，截至去年11月，美國政府數據顯示，美國
向中國總共出口了1400多億美元，進口4990億多美元，總貿
易額接近6395億美元，有望創下兩國貿易額的新高。最終報告
要到2月7日發布。北京公布的全年貿易數據也顯示，2022年
雙方貿易額達到創紀錄的7600億美元。

華府智庫布魯金斯學會約翰桑頓中國中心的高級研究員杜
大偉（David Dollar）表示，美國對半導體和電信設備的進口較

2018年的高位大幅下降，但受新冠大流行持續影響，美國人購
買了大量中國製造的產品，如家具、服裝、健身器材、電腦及
相關設備、電視機和其他家用電器， 「迄今為止發生的事情可
以被描述為選擇性脫鉤」。

報導指出，在貿易並未受關稅影響的同時，北京與華府近
年的政治緊張顯然對雙向投資造成影響。日益加劇的地緣政治
緊張以及中國經濟前景的不確定性影響了外國投資者在中國投
資的信心，不少美國公司紛紛撤出中國，轉向亞洲其他國家。
中國對美國的投資自2010年代中期的飆升以來已大幅放緩。

針對美中兩國在打科技戰的同時，是否也能在其他領域保
持非常強勁的貿易關係的問題，曾在世界銀行以及美國財政部
任職的杜大偉說，他的本能反應是肯定的， 「這是基於經濟效

率」。他直言，華府一些人主張與中國進行 「嚴厲的脫鉤」，
將會對美國人的生活水準帶來很大的影響。

此外，美國服裝和鞋類協會、美國鞋類零售商和分銷商、
全國零售聯合會、零售行業領袖協會和美國時尚行業協會當地
時間17日發布一項聯合研究報告，評估美國從2018年開始對
中國產品實施的關稅，對美國企業和消費者所帶來的不利影響
。

該報告發現，對華關稅的負面影響，即更高的成本和價格
落在了美國公司和美國家庭身上；其次，關稅導致了一系列重
大的間接成本，包括與試圖建立分散供應鏈相關的成本；而且
消費品價格的上漲對美國低收入家庭產生了更大的負面影響。

華府智庫CSIS提議：美韓應討論在朝鮮半島重新部署戰術核武

WhatsApp涉違反歐盟個資法規 Meta再遭罰1.8億元

（綜合報導）華府智庫 「戰略暨國際研
究中心」（CSIS）18 日發布報告，提出美韓
應著手討論在朝鮮半島重新部署美國戰術核
武的方案。言下之意，為遏制日益升級的北
韓核導威脅，美國應該在此前承諾的延伸威
懾（核保護傘）的基礎上，提前尋求關於部
署戰術核武的潛在可能性。這是美國知名智
庫首次公開提出 「朝鮮半島重新部署戰術核
武」的方案。

據韓國《朝鮮日報》19日報導，CSIS下
屬朝鮮半島委員會（Commission on the Kore-
an Peninsula）發布題為《針對美國的對朝政
策與延伸威懾的建議》（North Korea Policy
＆ Extended Deterrence）的報告並指出： 「同
盟國之間（美韓）應奠定在朝鮮半島重新部
署美國的 『低當量』（low-yield）核武的
（理論）基礎」， 「有必要就相關準備工作
和運用練習（TTX）等展開討論。」

報告稱： 「（但是）不能允許美國立即
在朝鮮半島重新部署戰術核武或者韓國獲取
核武。」也就是說，不是要立刻部署戰術核
武，而是應將其作為遏制朝核的主要對策之
一加以討論。此前，韓國總統尹錫悅在接受

《朝鮮日報》新年採訪等時曾提及透過美韓
共同核企劃與獨立核武裝來應對朝核威脅。

報告還指出，可以考慮新設類似由北約
（NATO，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成員國國防
部長參與的核運用協調機構——核計畫小組
（NPG）的 「核共同企劃協議體」，或者引
入英國、法國等國擴大為 「多邊核保護傘」
等。

參與CSIS報告撰寫的朝鮮半島委員會由
CSIS會長何慕禮（John J. Hamre）、哈佛大學
教授奈伊（Joseph S. Nye Jr.）、前副國務卿阿
米塔吉（Richard Armitage）、CSIS 韓國首席
研究員車維德（Victor Cha）等朝鮮半島專家
及前任政府高層等14人組成。

CSIS 的報告指出： 「近年來，針對北韓
日益增長的核能力與核威脅，北韓獨立的
（彈頭）再入大氣層技術等，美國的MD（飛
彈防禦）攔截的脆弱性讓韓國人對美國延伸
威懾的可信度產生了質疑」， 「（朝核威脅
的增加）正讓同盟國產生這樣的疑問，美國
（當真）會為了防禦北韓對同盟國的攻擊，
而放任本國的一座城市陷入危險嗎？」

美中貿易額有望創新高美中貿易額有望創新高 美專家美專家：：
兩國存在兩國存在 「「選擇性脫鉤選擇性脫鉤」」

馬斯克拍賣推特總部物件
鳥形雕塑逾300萬成交
（綜合報導）億萬富豪

馬斯克（Elon Musk）拍賣推
特（Twitter）舊金山總部辦
公室的家具、裝飾物件及廚
房設備等，其中一個推特小
鳥雕塑今天以 10 萬美元（約
新台幣306萬元）落槌。

法新社報導，加州拍賣
服 務 公 司 Heritage Global
Partners 證實， 「推特辦公室
多餘資產」在線上拍賣略超
過 24 個小時，拍賣物件也包
括一個 10 英尺高的推特鳥形

標誌霓虹燈，以4萬美元拍出
。

推特拍賣的631項物件中
，還包括濃縮咖啡機、符合
人體工學的辦公桌、電視、
自行車充電站、披薩烤箱和
一個形狀像@符號的裝飾花
盆。

馬斯克上月表示，在他
為陷入困境的推特尋找新執
行長時，他也著手大砍成本
，目前公司糟糕的財務狀況
已有改善。

當時，反覆無常的馬斯
克在即時線上聊天論壇上表
示，若沒有這些改變，包括
解雇半數以上員工，那麼推
特每年要流失30億美元。

馬斯克以440億美元併購
推特沒幾週，宣布旗下 7500
名員工有逾一半遭裁撤，各
界擔憂推特將缺乏人手審核
內容；馬斯克大刀闊斧的舉
措令政府感到憂心，廣告商
也嚇到紛紛撤資。

（綜合報導）美國社群媒體巨擘Meta旗下通訊軟體What-
sApp今天遭到愛爾蘭的資料保護委員會處以550萬歐元（約新
台幣1.8億元）罰款，理由是違反歐洲聯盟（EU）的個人資料
保護法規。

路透社報導，愛爾蘭的資料保護委員會（Data Protection
Commission，DPC）還要求 WhatsApp 重新檢討它利用個資來
改善服務的方式。由於Meta的歐洲總部設在愛爾蘭首都都柏林
，因此DPC是它在歐盟的隱私保護事務首要監管機關。

法新社報導，DPC本月稍早才以相同違規理由，對Meta
旗下另 2 個知名社群平台臉書（Facebook）與 Instagram 處以 3
億9000萬歐元（約新台幣128億元）罰款，並要求Meta必須重
新檢視它利用個資進行精準廣告投放的法律基礎。

WhatsApp的一名發言人表示，他們有意對這起裁決提出上
訴，並強烈相信自身服務運作方式在技術上和法律上皆符合規
定。

DPC則在聲明中說，它發現Meta的行為 「在透明度上違

反應盡義務」，且在 「為了改善服務及安全目的而對個資進行
處理上」，依賴不正確的法律基礎。

DPC要求Meta在6個月內改善個資處理業務，以符合法規
。

DPC至今累計已對Meta開罰13億歐元（約新台幣426億
元），另有10件對這個集團旗下服務的調查尚在進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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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72
Power 20X  

Overall Odds are 1 in 4.98
$1 1/24/23 7/23/23

2381
Jumbo Bucks 

Overall Odds are 1 in 4.93
$2 1/24/23 7/23/23

2373
Power 30X Crossword  

Overall Odds are 1 in 4.37
$3 1/24/23 7/23/23

2348
$50 or $100

Overall Odds are 1 in 8.33
$10 1/24/23 7/23/23

2346
$500,000 Extreme Luck  
Overall Odds are 1 in 3.56

$10 1/24/23 7/23/23

T:5.7"

T:6"

2023年1月19日（星期四）香 港 新 聞4 ◆責任編輯：周文超

海味年貨最新行情海味年貨最新行情
種類

花膠

螺頭

遼參

禿參

日本吉品鮑

南非鮑魚

魚翅

冬菇

紅瓜子

五香、醬油瓜子

原味葵瓜子

花生

中式糕點

資料來源：上環海味商、荃灣瓜子店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禮願、張弦

今年售價(港元)

每斤2,200元

每斤360元至460元

每斤7,000元至8,000元

每斤1,500元

每斤逾萬元

每斤3,000元至4,000元

每斤2,000元至6,000元

每斤100元至300元

每斤168元

每斤98元

每斤40元至50元

每斤50元至55元

每包20元至38元

較去年升跌幅

↑兩成

↑兩成至三成

↑一成

↑一成

凍價

凍價

凍價

凍價

凍價

↑兩成至三成

凍價

凍價

凍價

香港文匯報訊 癸卯兔年將至，中國人民解放
軍駐香港部隊司令員彭京堂少將、政治委員賴如
鑫海軍少將18日致信香港全體市民，謹代表駐軍
全體官兵，向港人致以誠摯問候和美好祝福，恭
祝大家幸福安康、闔家團圓、百業興旺、萬事勝
意！

賀信說，2022年是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中
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
親臨香港視察，為“一國兩制”偉大事業行穩致
遠指明航向，為香港開創新局面、實現新飛躍注
入堅定信心和強大力量。新一屆特區政府成立以

來，行政長官李家超帶領團隊勇於擔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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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心合力譜寫
新篇章；廣大市民和衷共濟、克難奮進，用千千
萬萬普通人的熱誠和努力，攜手踏平崎嶇，推動
經濟社會復常，市井街頭重現往日煙火氣；香港
蓄力再次騰飛，多項金融、科技、法律、體育等
國際盛事在港成功舉辦，向世界重新展示活力與
機遇。對此，我們感到由衷欽佩，並向你們致以
衷心祝賀！

駐港部隊表示，香港回歸祖國的25年，也是

駐軍不忘初心、牢記使命，與香港同胞守望相
助、攜手共進的25年。在新的歷史起點上，習主
席視察駐軍並發表重要講話，駐軍全體官兵倍感
光榮、深受鼓舞。我們深知，守衛香港就是守衛
家鄉，熱愛可抵歲月悠長。過去一年，駐軍堅決
貫徹黨中央、中央軍委和習主席決策部署，認真
落實“一國兩制”方針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
法》、《駐軍法》，出色完成以履行防務為中心
的各項任務。在此，我們衷心感謝特區政府、社
會各界和廣大市民長期以來對駐軍的關心、信任
和支持！

駐港部隊又指，2023年是全面貫徹落實黨的
二十大精神的開局之年。我們懂得，經歷了社會
動盪和疫情考驗的廣大市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
希冀國安家好人團圓的美好願景。我們亦堅信，
有偉大祖國的堅定支持，有“一國兩制”方針的
堅實保障，香港必能充分發揮“背靠祖國、聯通
世界”的獨特優勢，在實現我國第二個百年奮鬥
目標的新征程上，創造更大輝煌。站在香江之
濱，凝視萬家燈火，駐軍官兵將一如既往堅守本
職崗位、守護一方平安，與香港七百多萬同胞一
道，滿懷信心和期待，共同迎接新春的到來。

駐港部隊恭祝全港市民幸福安康 闔家團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禮願）香港與內地復
常通關，但內地旅客訪港人數仍未復常。根據入
境處17日統計，當日各口岸只有9,813名內地訪
客抵港，到港辦年貨盛況不復再。在上環海味街
經營參茸海味店的永福隆負責人駱俊憲向香港文
匯報表示，近日只有零星內地旅客湧港搶購年
貨，當中最豪氣的客人一次過掃入價值3萬多元
（港元，下同）海味，以花膠最受歡迎。

駱俊憲表示，內地豪客未見大舉到港掃年貨
的主因是過關仍有配額，以及通過核酸檢測，加
上內地海關近年不准旅客攜帶大量海味入境，故
內地客掃貨意慾大不如前，他說：“不少內地客
其實想多買一點（海味），但當知道可能無法帶
過關，就會買得好忍手。”

指過關額度有限制 內地客首選買花膠
駱俊憲透露，過關額度有限制，不能買太多，

內地客首選買花膠，雖然今年零售價較去年升兩
成，仍不乏豪客光顧，“最豪的客人一口氣買3萬
幾元海味。”不過，以往甚受內地人歡迎的鮑魚，
去貨情況大為遜色，“逾萬元一斤的日本吉品鮑，
少咗好多人買，反而平少少的南非鮑，因為每斤只
需3,000元至4,000元不等，去貨明顯比較快。”

上環另一間海味店負責人余女士表示，近日來
辦年貨的內地顧客不多，該店至今接待三四人。不
過，余女士形容這些內地顧客的疏爽程度明顯比香
港人強，“來得香港買年貨的多數是有錢人，他們
一買就是幾千元，日前有一個講普通話的客人，一
買就是8,000多元，是我們近期最大宗生意。”余
女士期望日後有更多內地人到港辦年貨或消費。

香港文匯報記者18日下午
到深水埗訪察，只見售賣

海味的幾間店舖均擠滿搶購年
貨的市民，人潮把通道擠得水
洩不通，店內職員及老闆均忙
着為顧客貨物秤重、收銀或作
介紹。

記者在一間海味店中，直
擊一名市民即場購買價值4,000
多元（港元，下同）的貨品。
該店老闆黃先生表示，臨近年
關，大批港人買海味辦年貨，
生意翻了一倍不止，但他指近
期未見大批內地客到港辦年
貨，期盼見到更多內地豪客。

市民黃婆婆在區內幾間海
味店格價，她表示：“沒有專門買開的店舖，都
是看哪間比較平就購買產品。”她指出，今年的
海味售價與上年相若，個別產品稍微加價，而她
想購買的海味包括鮑魚、海參、魚翅等，黃婆婆
預備在今年購買約二三千元的海味貨品，又認為
過年最重要一團和氣，加價都要買。

上環海味街人流不及深水埗
其後，記者前往上環海味街，但發現人流明

顯不及深水埗區，有些海味店內只有幾位顧客正
挑選貨品，其中一間海味店負責人余女士表示，
近日銷售額已升約五成，顧客主要購買鮑魚、魚
翅、瑤柱等貨品，主要為年三十晚的團年飯做準
備。

余女士指，本地顧客購買的金額較少，多數
在2,000元左右，而近日收到的最大訂單來自內地
客，購買了8,000元的產品。

其中一間海味店老闆駱俊憲表示，“年輕一
代港人已沒有烹調賀年海味菜式應節的傳統，寧
願出外用餐，鮑魚也好、花膠、海參等，全部都
需要浸泡程序，試問現在有幾多個後生仔識

整？”
駱俊憲坦言不介意主動減價一兩成：“只求

去貨，只要客人有心買，主動打個八折、九折又
有乜所謂？”直言只求來年平平順順，繼續做點
小生意已經好開心。.

陸氏瓜子世家：年近三十生意旺
陸氏瓜子世家負責人陸賽忠向香港文匯報表示，

今年聖誕節與農曆新年相距時間短，不少市民押後
辦年貨，“上周生意仍是平平淡淡，近幾天大家意
識到臨近年三十，生意就火熱起來。”

他表示，銷售額比平日翻約兩倍，但亦指出
今年貨源大減、運輸費上漲，“過年前香港與內
地實施首階段復常通關，本地不少師傅提前收爐
返鄉過年，再加上早前內地疫情嚴重，製作傳統
賀年糕點、出售瓜子的商販好多都停工休息，因
此可以運到港的貨源少了約四成。”

貨源大減、運輸成本上漲，陸賽忠表示唯有
上調售價，例如該店招牌的醬油瓜子去年每斤約
售78元，今年加至98元，但其他原味瓜子、花生
等售價未有大變動。

農曆新年將至，不

少港人拖住車仔步履匆

匆搶辦年貨，香港多區18日湧

現辦年貨人潮，更有海味店被市

民包圍到水洩不通，有海味店負

責人表示今年銷售額翻了五成至

一倍不等。除了海味，亦有瓜子

專門店負責人指銷情翻了約兩

倍，不過，因今年貨源大減和運

輸費上漲，年貨售價普遍上升，

個別海味和瓜子加價約兩成，但

無損市民辦年貨歡度新春的興

致，有市民說：“過年最緊要開

開心心，幾貴都會買。”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弦

海味店：有內地客一次過掃貨逾3萬元

個別海味瓜子貴兩成個別海味瓜子貴兩成 市民市民：：幾貴都會買幾貴都會買
年貨價年貨價加加加加加加 求開心求開心買買買買買買

◆深水埗區的海味店人頭湧湧，市民爭先搶購。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弦 攝

◆上環海味街人流不及深水埗。 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弦 攝

◆ 黃婆婆表
示，沒有專門
買開的店舖，
都是看哪間比
較平就買。

香港文匯報
記者張弦 攝

◆有海味店指，內地客首選買花膠。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興偉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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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將研可完全重複使用重型火箭
目前已形成系列化型譜及發展路線 助力未來大規模深空探測

“重型運載火箭意義重大。代表國家進入太空的
最大能力，是航天強國的核心標誌，是實現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的重要體現。”顧名坤說。中國
重型火箭論證始於2010年，經歷預研、關深等四個發
展階段，目前處於立項前論證階段。隨着運載火箭國
際發展趨勢不斷變化，任務場景逐漸豐富，技術創新
加速迭代，重型火箭方案持續優化，發展方向更加聚
焦。

具有較大運載能力的運載火箭，多由兩個或兩個
以上子級連接起來並依次工作。火箭的子級是火箭完
成一個獨立工作階段後被拋掉的部分。每一子級都有
自身的箭體結構和動力裝置。例如，多級火箭的一子
級點火工作後推動整個火箭加速飛行，一子級工作結
束後與整個火箭分離，二子級火箭點火工作繼續推動
火箭飛行，依次類推。

顧名坤介紹，2020年以來，重複使用技術日趨成
熟，成為下一代運載火箭的重要特徵；智能飛行等新
技術應用從本質上提升火箭飛行可靠性。中國優化了

重型火箭構型，基於重複使用和串聯構型，形成了重
型運載火箭系列化型譜及發展路線。重型火箭基本型
為三級串聯構型，地月轉移軌道運載能力約50噸，用
於執行深空探測任務，起飛重量約4,000噸，起飛推力
約6,000噸，全箭高度約110米，箭體結構直徑達到10
米級，一子級具備重複使用能力。在基本型基礎上，
取消三子級，形成兩級串聯構型，低軌運載能力約150
噸，用於執行近地軌道任務，一子級具備重複使用能
力。隨着重複使用技術發展，未來將攻克二子級軌道
再入重複使用關鍵技術，研製具備完全重複使用能力
的重型運載火箭。

可支撐大規模空間基建
談及重型火箭未來的應用，顧名坤表示，該型火箭

是月球科研站建設、月球資源開發與利用，火星科研站
建設、載人火星探測等大規模深空探測活動實施的基礎
保障。此外，重型火箭還可有效支撐大規模空間基礎設
施建設，比如衛星星座、空間太陽能電站、在軌服務與

維護系統等。此外，重型火箭還可用於全球貨物快速運
輸，具有極大的經濟效益，有望改變傳統運輸模式，引
領航天運輸系統創新發展，帶動太空經濟發展。

利突破高性能液體火箭發動機等關鍵技術
通過重型火箭的研製，預計將帶動突破一系列

“卡脖子”關鍵技術。顧名坤表示，通過研製重型運
載火箭，將突破高性能液體火箭發動機、大直徑高效
率箭體結構、智能先進GNC、大型運載器子級重複使
用、無人值守加注發射、連接器自動對接等關鍵技
術，帶動中國航天運輸系統跨越式發展，牽引航天領
域關鍵技術達到世界一流水平。

顧名坤對重型火箭的研製充滿信心。他表示，憑
借長征系列火箭豐富的研製經驗，特別是新一代運載
火箭研製和重型“關深”攻關取得的最新成果，在保
障條件及時到位的情況下，重型運載火箭可在立項後
10年左右時間完成工程研製，為月球科研站、大規模
深空探測等重大工程實施奠定基礎。

#�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

報道）中國重型運載火箭的研製進展備

受全球關注。中國航天科技集團一院總

體設計部總體室副主任顧名坤18日透

露，中國未來將攻克二子級軌道再入重複使用關鍵技

術，研製具備完全重複使用能力的重型運載火箭。他

透露，經過6年技術攻關，中國重型運載火箭突破了

總體設計，大推力液氧煤油發動機，大推力液氧液氫

發動機，大直徑箭體設計、製造及試驗，大功率伺服

機構等為代表的關鍵技術，目前，重型運載火箭系列

化構型總體方案已明確，並具備一子級重複使用和兩

級串聯構型的拓展能力，有較好的任務適應性，總體

性能達到國際先進水平，兼具經濟性和可靠性。

可分為部分重複使用

和完全重複使用兩大類。

目前，中國還沒有現役的

可重複運載火箭，但已實

現130噸級重複使用液氧

煤油補燃循環發動機試

車，突破多項關鍵技術。

SpaceX的可回收火箭，屬

於部分重複使用。

火箭
可重複使用技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劉凝哲北京報道）2023年是
中國空間站工程應用與發展階段的開局之年，今年空
間站的精彩依然繼續。中國航天科技集團五院的專家
18日介紹，今年將發射完成天舟六號、神舟十六號、
神舟十七號3次載人航天工程的發射任務，改進型的天
舟飛船將通過一次“送貨”，保障兩次總長達一年的
載人飛行任務。在軌任務方面，將首次開展大小機械
臂級聯狀態下的艙外載荷支持，首次小機械臂安裝載
荷，以及首次人貨同時出艙。同時將開展在軌推進劑
補加，電推進測試和應用，以及多項軟件升級等任
務。

年內擬安排逾60次發射任務
航天科技集團全年宇航發射和飛行試驗次數持

續保持高位，呈現高密度常態化特點。2023年計劃
安排60餘次宇航發射任務，發射200餘個航天器，

長征系列運載火箭累計發射次數將突破500次。其
中，空間站任務是各界關注的焦點。

五院空間站系統副總指揮敬錚表示，空間站三艙
“T”為基本構型長期飛行，今年神舟十五號和神舟十
六號乘組連續駐留，開展航天員和貨物連續出艙，支
持太空科學、材料與技術試驗項目，並進行空間站設
施設備的維護維修和技術升級。空間站系統將持續通
過在軌任務規劃、利用飛行數據，開展系統能力評
估、設計平台升級和能力拓展總體方案，高效支持應
用和試驗任務，發揮空間站最大效能。

談及今年空間站在軌任務的難點，敬錚表示，
航天員和貨物出艙、以及載荷支持難度大，地面支
持和研製任務重，空間站系統將持續保障任務高效
運行、建設水平領先的國家太空實驗室，支持開展
較大規模的太空科學試驗與技術試驗，帶動中國太
空科學、太空技術和太空應用的創新發展。在載人

飛船方面，按計劃執行兩船次返回、兩船次交會對
接、三船次應急援待命，涉及神舟十五號至神舟十
八號共四艘神舟飛船。同時，還將並行開展後續飛
船的研製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天舟飛船將有更多改進。五院貨
運飛船系統副總設計師徐小平表示，貨運飛船系統將
完成天舟五號飛船在軌飛行和離軌，天舟六號飛船的
發射和飛控，天舟七號和八號飛船的總裝測試試驗，
天舟九號和十號飛船的結構和單機研製。其中，今年
將發射天舟六號貨運飛船，分別給神十六乘組、神十
七乘組上行運輸生活物資、乘員設備、駐留消耗；為
空間站補給推進劑，上行維修備件和艙體補氣氣瓶
等；為在軌工作上行應用試驗的設備和消耗物資；配
合空間站進行組合體軌道和姿態控制等。天舟六號貨
運飛船為改進型飛船，擴大了密封艙容積，增加了貨
物運送能力。

今年空間站開展航天員和貨物連續出艙

2023年
主要航天發射工作
◆空間站

中國空間站工程應用與發
展階段的開局之年，完成
天舟六號貨運飛船，神舟
十六號、神舟十七號載人
飛船發射任務。

◆北斗三號導航系統

完成3顆備份衛星發射，
進一步增強系統可靠性。

◆服務經濟社會發展
的衛星

發射風雲三號06/07星、
環境減災二號06星、高
軌20米SAR衛星、新一
代海洋水色觀測衛星、中
星26號、中星6E、澳門
科學一號A星。

◆新一代商業遙感衛
星系統

計劃再發射7顆四維高景
系列衛星，為傳統、新興
市場用戶提供高時效、高
性能的時空信息服務。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劉凝哲

◆◆中國航天科技集團一院總體設計部總體室副主任顧名坤中國航天科技集團一院總體設計部總體室副主任顧名坤1818日透露日透露，，中國未來將研中國未來將研
製具備完全重複使用能力的重型運載火箭製具備完全重複使用能力的重型運載火箭。。圖為圖為20222022年年1010月月3131日日1515時時3737分分，，搭搭
載空間站夢天實驗艙的長征五號載空間站夢天實驗艙的長征五號BB遙四運載火箭發射遙四運載火箭發射。。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1月18日上
午，國務院副總理、中美全面經濟對話中方牽頭
人劉鶴與美財政部長耶倫在瑞士蘇黎世舉行半天
會談。雙方圍繞落實中美元首巴厘島會晤重要共
識，就全球和兩國宏觀經濟金融形勢、應對全球
共同挑戰等進行了專業、深入、坦誠、務實的交
流，會談富有建設性。

雙方認為，世界經濟復甦處於關鍵時刻，雙
方加強宏觀政策溝通協調，共同應對經濟金融等
領域的挑戰，有利於中美兩國和整個世界。雙方
討論了深化宏觀經濟和金融領域合作的有關問
題。雙方認識到可持續金融合作的重要性，同意

在雙邊及聯合國、G20和APEC等多邊框架下加
強合作。雙方同意繼續支持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
家綠色低碳發展和經濟轉型。中方表達了對美國
對華經貿和技術政策的關切，希望美方重視這些
政策對雙方的影響。

中方歡迎耶倫訪華
中方歡迎耶倫財長今年適當時候訪問中國。

雙方同意經貿團隊在各個層級繼續保持溝通交
流。

當地時間1月17日，劉鶴在世界經濟論壇年會
上發表的致辭中表示，我們相信，經過努力，2023

年中國經濟將實現整體性好轉，增速達到正常水平
是大概率事件，預計今年進口會明顯增加，企業會
加大投資力度，居民消費會回歸常態。

世界經濟論壇發布的《首席經濟學家展望》
報告顯示，近三分之二的世界主要經濟學家表
示，今年世界經濟增長前景依舊暗淡，全球經濟
陷入衰退風險很高。受地緣政治局勢緊張、美歐
可能進一步收緊貨幣政策影響，歐美國家經濟增
長前景尤為堪憂。

新加坡國立大學李光耀公共政策學院副教授
顧清揚接受《中國新聞周刊》採訪時分析指出，
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在2023年的經濟表現是極

為關鍵的。這主要體現在兩方面，第一方面是中
國經濟在2022年遭遇諸多困難和挑戰，在2023年
通過政策調整預計將在供應鏈、生產鏈、消費需
求上進行補足；第二方面世界主要經濟體美國、
歐洲、日本大概率會進入經濟衰退，因此全球非
常需要中國這樣一個經濟增長引擎，對全球經濟
發展起到托底和支撐作用。
顧清揚認為，全球有必要將發展的主要議題

拉回到以經濟發展、經濟合作為中心。而中國在
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一直強調發展、保障民生，
這樣的理念獲得“一帶一路”倡議參與方的廣泛
認可，這也是中國的一大貢獻。

劉鶴與耶倫會談：加強宏觀政策協調 有利中美和整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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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政協增設“環境資源界”界別
因應國家中心工作發展需要 更好反映各方面訴求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王玨 北京報

道）最新通過的第十四屆全國政協委員名

單顯示，本屆全國政協在界別設置上出現兩個新

變化：新增了“環境資源界”界別，並將“中國

共產主義青年團”和“中華全國青年聯合會”兩

個界別合併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和中華全國

青年聯合會”一個界別。分析人士認為，界別的

適時調整和優化，體現了政協作為政治組織和專

門協商機構的與時俱進，是適應國家中心工作發

展的需要，亦有利於增強界別代表性，更好反映

各界各方面願望訴求。

中
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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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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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中
國國家發改委在18日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表
示，2023年中國將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資，
引導外資更多投向先進製造業、現代服務業、
高新技術、節能環保等領域和中西部、東北地
區，更好發揮外資在推動產業轉型升級、保障
產業鏈供應鏈穩定等方面的作用。與此同時，
發改委強調新一年要推動海外礦產資源開發合
作，加強境外風險監測評估，“走出去”企業
行穩致遠。

國家發展改革委政策研究室主任金賢東在
發布會上提到，新一年要持續提升對外開放水
平，依託中國超大規模市場優勢，以國內大循
環吸引全球資源要素，落實“十四五”規劃綱
要部署，有序推進電信、互聯網、教育、文
化、醫療等領域開放。健全外商投資准入前國
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制度，繼續清理外資准
入負面清單之外的限制，保障外資企業平等適
用各項政策。

同時，將加強外商投資促進和服務工作，
推動前六批重大外資項目加快實施，協調解決
項目涉及國家層面的用地、用海、環評、能耗
等問題。進一步暢通與外資企業溝通渠道，及
時協調解決企業反映的突出問題和合理訴求，
為外資企業擴大在華投資提供優質服務。

加強境外投資分類指導
此外，中國亦在謀劃推進新一年“走出

去”戰略。金賢東提到，將促進境外投資提質
增效，加強境外投資分類指導，推動海外礦產
資源開發合作，推進基礎設施互聯互通合作，
深化國際產能合作和第三方市場合作。同時，
還要完善全口徑外債管理，支持企業利用全球
資源要素拓展境內外業務。

香港文匯報記者觀察到，“推動海外礦產
資源開發合作”已連續幾年作為推動中企“走
出去”的戰略重點。其政策背景，一方面中國
作為全球最大的鐵礦石等資源進口國，保證能
源安全的問題日益突出；另一方面，2020年新
冠疫情帶來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大宗商品價格
持續低迷，全球礦產資源形勢發生新變化，海
外礦產資源投資併購迎來窗口期。去年中國成
立一家新央企中國礦產資源集團，其職責之一
是推進海外礦產資源投資。

近年中國企業出海買礦的步伐加快，併購
熱門地主要集中在資源豐富的南美地區，以及
澳大利亞和非洲地區，但投資風險也日益凸
顯。去年11月加拿大政府就以國家安全為由，
要求三家中資企業剝離其在加拿大上市鋰資源
項目的投資。

國家發改委此次強調，要加強境外風險監
測評估，及時向企業提示項目面臨的各類風
險，助力“走出去”企業行穩致遠。

十四屆全國政協委員共2,172人，
其中新設立的“環境資源界”共

有85人，人數在政協34個界別中排名
第九。這85名政協委員中，有的為新
當選委員，如中石油董事長戴厚良、
中科院水污染研究專家魏源送等；有
的則是連任委員，由其他界別調整轉
入，如生態環境部部長黃潤秋原屬
“九三學社界”，雲南大學校長、陸
地生態學專家方精雲原屬“科學技術
界”。據悉，除全國政協，目前31個
省區市政協也都增設了“環境資源
界”或“資源環境界”。

利於增強界別代表性
分析人士認為，政協界別的調整

變化，是因應國家中心工作發展的需
要。在中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的發展
中國家，人口與資源環境問題至關重
要，中共二十大將“生態環境保護發
生歷史性、轉折性、全局性變化”作
為新時代十年偉大變革之一，並把將
“促進人與自然和諧共生”作為中國
式現代化本質要求的重要內容。此番
政協增設“環境資源界”，是順應新
時期發展特點的應時之舉，亦有利於
增強界別代表性，更好反映各界各方
面願望訴求。

此外，本屆界別設置中的另一變
化是將“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和
“中華全國青年聯合會”兩個界別合
併為“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和中華全
國青年聯合會”一個界別。

“共青團”“全國青聯”兩界別合併
此前，在上海、黑龍江、陝西、

寧夏、安徽、廣西、浙江、江西、湖
北、廣東等省份都將“共青團”和
“全國青聯”兩個界別合併為“共青
團和全國青聯”一個界別，進一步優
化了界別設置，增強了界別代表性。

據悉，十四屆全國政協共設的34
個界別，分為黨派、人民團體、社會
各界和特邀人士四大類。黨派包括中
共、民革、民盟、民建、民進、農工
黨、致公黨、九三學社、台盟、無黨
派人士共10個界別。人民團體包括共
青團和全國青聯、工會、婦聯、工商
聯、科協、台聯和僑聯共7個界別。社
會各界包括文藝、科技、社科、經
濟、農業、教育、體育、新聞出版、
醫藥衞生、對外友好、社會福利和社
會保障、環境資源、少數民族和宗教
共14個界別。特邀人士包括特邀香港
人士、特邀澳門人士和特別邀請人士
共3個界別。

界別是人民政協的基本
組成單位。人民政協成立之
初，對自身組織設置一直用
“參加單位”來表述。1988
年3月，全國政協六屆十七
次常委會會議期間，在有關

第七屆全國政協委員名單的說明中首次使用
“界別”這一提法。

七屆全國政協設 31 個界別，屆中增設

“中國科學技術協會”後成 32 個界別。八
屆全國政協增設經濟界，並將“港澳同
胞”分為“香港同胞”和“澳門同胞”，
共設 34 個界別。九屆全國政協保持 34 個界
別，對5個界別更名，“對外友好團體”改
為“對外友好界”，“社會救濟福利團
體”改為“社會福利界”，“少數民族”
改為“少數民族界”，“香港同胞”“澳
門同胞”分別改為“特邀香港人士”“特

邀澳門人士”。十屆全國政協延續設 34 個
界別，對兩個界別更名，“農林界”改為
“農業界”，“社會福利界”改為“社會
福利和社會保障界”。

十四屆全國政協增設了“環境資源界”界
別，並將“共青團”和“全國青聯”兩個界別
合併為“共青團和全國青聯”一個界別，共設
34個界別。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玨 北京報道

政協的界別演變

◆◆11月月1717日日，，在青海省兩會上在青海省兩會上，，青海省政協委員為保護青海省政協委員為保護
““軟黃金軟黃金””冬蟲夏草建言獻策冬蟲夏草建言獻策。。圖為圖為20222022年年66月月2424日日，，研研
究團隊在青海省玉樹藏族自治州玉樹市巴塘鄉究團隊在青海省玉樹藏族自治州玉樹市巴塘鄉，，調研冬蟲調研冬蟲
夏草野生資源和採挖現狀夏草野生資源和採挖現狀。。 中新社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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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常通關 大灣區營商指數勢反彈
調查料內地經濟下半年明顯改善 企業信心上升

渣打銀行與香港貿發局18日公布去

年第四季渣打大灣區營商景氣指數

（GBAI），“營商信心”由第三季的41.3降至

39.5，主因調查進行中才開始放寬疫情防控措

施，指數尚未完全反映有關公布帶來的影響。渣

打大中華區高級經濟師劉健恒於發布會表示，通

關後大灣區內企業的營商信心增加，預期下半年

的經濟表現會有更明顯的改善。若疫情影響逐步

減弱，GBAI在上半年有很大的追趕空間。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曉菁

劉健恒續指，短期來看，部分中國經濟數據
仍差強人意，但內地放寬疫情防控措施和

支持房地產市場發展等政策調整，將有助釋放
中國近幾年積累的壓抑需求和家庭儲蓄，料下
半年消費或會推動經濟大幅反彈，收復失地。
該行維持今年中國經濟增長5.8%的預測。

貿發局料港出口反彈5%
香港貿發局研究總監范婉兒補充，內地與

香港恢復通關有助促進兩地人流和物流，為香
港出口增長及經濟復甦提供有力支持。她預期
第二季起香港出口將錄得顯著增幅，全年有望
反彈5%。在多項利好因素下，相信未來GBAI
將呈現升勢。

值得留意的是，香港在大灣區核心城市中表
現最佳。香港的“現狀指數”連續兩季上升，從
第三季的46.3升至48.4，香港也是唯一一個子指
數按季上升的城市，廣州同期下跌8.9點。范婉
兒解釋，這受惠於香港較早開始解封，當時來
看，與內地恢復通關的希望亦於期內日增。

報告是由渣打與貿發局合作，對大灣區
1,000多家公司調查所得。數據顯示，去年第四
季GBAI“營商信心”連續6個季度減弱，亦是
10個季度以來首次跌破40。去庫存和融資意願
轉弱是主要拖累因素，兩者與近期宏觀數據普
遍疲軟吻合，“商業活動預期指數”亦降至
45.1，是連續第3個季度惡化。在各行業中，
“製造和貿易”的預期指數最差，零售商和科

技領域受訪者的信心則較上一季度改善，反映
了政策支持默默發揮的作用。

大灣區企業現金流見改善
報告還指，信貸現狀指數連續兩個季度上

升，從第三季度的47.2升至48.6，顯示借貸成
本持續下降，貨幣情況保持寬鬆令人欣慰，預
料下季借貸成本將進一步下降，而受訪者的現
金流狀況也會有所改善。

此外，受訪企業對人民幣的信心未受市場
影響。雖然人民幣在 2022 年首 10個月貶值
13%，超過八成受訪者認為其匯率波動的影響
屬於中性，僅12%認為有負面影響，且大多數
受訪者認為今年內，匯率將介乎6.8至7.2。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曾業俊）網
易與美國電子遊戲開發商暴雪娛樂簽訂
的多款暴雪遊戲授權再有新發展。鑑於
遊戲合約期將於1月23日滿死線，惟暴
雪至今仍找不到接手公司，遂尋求網易
延長合作，惟談判失敗，便於17日發
聲明指將如期終止國服遊戲服務。網易
18日發公告回應，指由於合作條件不
公平，雙方未能達成共識，並認為暴雪
的聲明“是蠻橫的、不得體的且不符合
商業邏輯”，諷刺暴雪“騎驢找馬、離
婚不離身”。

遭蠻橫終止 網易拒順延
網易就“暴雪對國服玩家社區的更

新說明”回應指出，基於未知原因，上
周暴雪重新尋求網易提出遊戲服務順延
六個月的提議和其他條件，並明確表示
在合同延續期間不會停止與其他潛在合
作方繼續談判。據了解，同期暴雪與其
他公司的談判全部是基於3年的合同
期，考慮到合作的不對等、不公平和其
他附帶條件，因此最終雙方未能達成一
致。網易稱，暴雪的提議和突發聲明
“是蠻橫的、不得體的且不符合商業邏
輯的。其過分的自信中並未考慮這種予
取予求、騎驢找馬、離婚不離身的行
為，將玩家和網易置於了何地”。

就有媒體報道網易想要暴雪IP控
制權的傳聞，網易稱，作為代理公司，
網易從未尋求暴雪遊戲或其他合作夥伴
的IP控制權，在過去14年的長期合作
過程中，網易對任何暴雪IP的使用和
授權都是按照合同條款，並取得暴雪的
同意和審批。與其他合作夥伴的IP合
作也都是基於此原則。

網易公告稱，當告別注定成為故事
的終章，網易“還是希望盡最大努力，
陪玩家走完最後的時光，為玩家服務到
最後一刻。從此以後，無論你身處何
方，無論你要去向何處，願風指引你的
道路，願星辰照亮你前進的方向”。

暴雪中國官微於1月17日發布“暴
雪對國服玩家社區的更新說明”，稱公
司上周再次與網易接觸並尋求協助，以
探討將現有的、基於網易於2019年已
同意既定條款的協議順延六個月，從而
使玩家不受干擾地繼續遊戲，亦讓暴雪
繼續探尋未來在國服地區合理而長遠的
發展道路。惟網易並未接受暴雪關於順
延現有遊戲服務協議的提議，因此將遵
照停服公告於1月23日終止國服遊戲服
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紹基）港股在農曆
新年長假前走勢反覆，資金傾向審慎，恒指18
日僅升100點，收報21,678點，成交1,280億
元（港元，下同）。市場人士表示，美國企業
業績好懷參半，令人擔心當地經濟往後表現，
加上長假將至，投資者普遍已離場觀望。此
外，中國國務院副總理劉鶴與美國財長耶倫在
瑞士蘇黎世會面，市場也觀望會面成果，相信
虎年餘下的兩個交易日，大市也不會有大幅波

動。科技股仍是大市焦點，再有遊戲獲批的騰
訊及網易均向好。

遊戲獲批 騰訊網易向好
科技股普遍向好，騰訊及網易的遊戲版號

獲批，騰訊反覆升1.66%，網易同時獲高盛上調
目標價，股價大升6.51%，見4個多月以來高
位，也是18日升幅最大藍籌。另外，心動也升
8.11%，雲遊更升13.7%。不過，美團反覆再跌

0.73%，收報163.6元，連跌第9日，已累跌
14.3%。阿里巴巴也微跌 0.35%，京東跌
1.75%。科指全日收報4,524點，仍升0.5%。

寶鉅證券董事及首席投資總監黃敏碩表示，
近日市場有消息指，香港有可能在3月至4月取消
口罩令，令市場繼續憧憬疫後復常的經濟反彈，
新資金繼續流入大中華區股市。他相信，大量基
金經理仍會在今年首季增加投放在新興市場的資
金比重，故農曆新年後，港股仍可看高一線。

暴
雪
中
國
代
理
權

暫
無
公
司
接
手

長假期前夕 港股升百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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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10天春節連假20日登場，南投縣九
族文化村推出春節期間不漲價，提供 「喜錢」、借
發財金活動，還加碼推出慶元宵優惠價，1月30日
至2月5日連續7天可享750元門票優惠（原價900
元），讓民眾從大年初一一路開心暢遊至元宵。鄰
近日月潭雲品酒店則以 「GO 兔 JAPAN」為主題，
打造日本風情造景，還有日式年街，旅客免出國，
就感受滿滿的日本年味。

九族文化村的水源宮，大年初一、初二（22日
、23日）兩天舉辦福德正神發財金請領活動，入園
民眾只要於水源宮前擲得一聖筊，即可借回200元
現金的玉兔迎春發財錢母，每日限量100組；同時
提供 「喜錢」活動，民眾可將自備象徵金幣的50元

硬幣，進行錢水沖喜發財灌頂的發財討喜儀式，
「喜錢」將成為兔年發財幸運小物，為民眾增添滿

滿的財氣喜氣。
日月潭雲品溫泉酒店則推出 「GO 兔 JAPAN」

新春活動，大年初一至初七打造 「の市」日式年街
，豐富的攤位皆可使用春幣兌換，包含大師新春揮
毫、神秘星象塔羅占卜、日本點心攤之外，日本祭
典中不可或缺的 「吊水球」、 「手撥彈珠台」遊戲
以及台灣傳統的 「18仔」、 「21點」，及小朋友喜
歡的扭蛋機、夾娃娃機，DIY達摩不倒翁掛飾，為
新的一年招來好運，不用出國也能體驗日式年味。

（中央社）今年春節將一
次放10天連假，高雄市政府警
察局表示，從連假首日 1 月 20
日起啟動防制酒駕、危險駕駛
專案機制，各分局全動員，編
排快速打擊犯罪警網，針對酒
後駕車及危險駕駛執行取締及
防制任務。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表示，
為確保民眾春節期間平安快樂
過新年，從年節連假首日 1 月
20日起，啟動防制酒駕、危險
駕駛專案機制。該專案動員所

屬分局，靈活調度警力、彈性
規劃勤務，從 1 月 20 日至 1 月
28 日連續 9 天全時段編排快速
打擊犯罪警網，針對酒後駕車
及危險駕駛執行取締及防制任
務。

經統計，2022 年 1 至 12 月
發生酒後駕車肇事 370 件，較
2021 年同期發生 429 件，減少
59件、酒後駕車取締1萬501件
，較2021年同期取締9744件，
增加 757 件，在警方強力取締
及落實宣導工作之下，酒駕事

故較去年同期有顯著下降，將
持續強化取締酒後駕車作為。

歲末年終尾牙、春酒聚餐
等邀約增多，適逢冷氣團即將
南下，各地氣候急遽降溫，聚
會飲酒機會增加，警方將以更
強力執法作為確保市民安全、
提供市民安心的居住環境，也
呼籲各餐廳業者提醒顧客，酒
後不開車，提供代叫計程車或
安全代駕服務。

（中央社）農曆春節將至，許多人都會在年前整理家中汰舊
換新。國內有四家鞋廠合作進行 「舊鞋募集、偏鄉送愛」活動，
募集民眾家中的舊鞋，除可享有買新鞋優惠外，業者也將在整理
舊鞋後，送至偏鄉，讓惜福愛物的初心，傳達出去，也讓弱勢族
群感受暖意。

國內鞋廠品牌DK行銷經理洪永葳表示，該公司每年都會舉
辦 「舊鞋募集」公益活動，募集消費者的舊鞋子，捐給公益團體

。今年則是邀請國內知名鞋廠，包括紅螞蟻、冠威、鑫僑及興隆
等國內知名鞋廠，一起共襄盛舉，捐出數千雙過季的鞋款予勵馨
基金會及關愛之家等公益團體。

洪永葳指出，只要消費者的舊鞋子的鞋底沒有脫落、沒有開
口笑或發霉等情形，都可以送到DK門市捐出，該公司的員工將
會檢查鞋況，確認無過度磨損且行走安全無虞之後，會進行清潔
整理並成雙打包裝箱寄出。

不過洪永葳建議，因為是要送到偏鄉的弱勢家庭，因此希望
民眾儘量提供運動鞋、休閒鞋或是平底包鞋，更比較貼近受贈者
的實際需求。

這項活動將自即日起至1月31日止，民眾可以趁著年前家中
進行大掃除、整理家中舊物時，將舊鞋子捐出，近日也陸續有民
眾將家中的舊鞋子拿到DK門市，有些甚至還很新，DK的員工
也很開心看到有民眾共襄盛舉，將幸福傳遞給需要的人。

高雄警力春節 「連9天全時段」
取締酒駕仔與危險駕駛

業者募舊鞋送愛偏鄉
汰舊也能公益

春節遊九族文化村 「喜錢」 招財

日月潭雲品體驗日式年味

（中央社）新竹市1位林姓低收入單親媽媽，1年多前突然
接獲滯欠地價稅13萬6000元的催繳單，林女名下根本沒有不動
產，查詢之後才知是繼承了祖母位在關埔黃金地段的房地產，在
稅務人員積極協助下，最後林女辦理繼承，並在半年後以2000
萬賣出土地，搖身一變成千萬富婆。

新竹市政府指出，這名林姓單親媽媽是在2021年12月突然
接到1筆高達13萬6000元的地價稅欠稅催繳單，但林女是獨自
扶養2歲女兒的低收入單親媽媽，名下根本沒有房地產，日子過
的非常清苦，怎麼可能欠地價稅，以為是詐騙。

林女之後向新竹市稅務局查詢，這才得知是30年沒連絡的
祖母在2020年過世，祖母名下有間37坪的老房子，但兩名兒子
也已過世，同時沒有其它子嗣，林女是逝者唯一的孫女，成了唯
一繼承人。

只是，其祖母在2011年就沒有繳過地價稅，至2020年時已
積欠了13萬6000元的地價稅，房地所有人過世後，稅務人員轉
將滯欠稅單寄予唯一繼承人林女。

林女因無力繳納，原想放棄繼承，稅務人員也依法要移送強
制執時，於現勘發現該房地位在關埔地區黃金地段，不僅土地方

正還前後臨路，雖然房子老舊不堪，但37坪的土地相當值錢，
依公告現值約650萬元，若因欠稅被強制執行，走法院拍賣程序
約可拍得1000萬元，但依據當地土地價格，1坪早喊破100萬元
，建議最好不要放棄繼承。

之後在稅務人員協助下，建議林女可先向銀行貸款，繳交欠
稅後辦理繼承，不到半年後，稅務人員就接獲林女的喜訊告知，
其土地已順利以2000萬賣出，搖身一變成千萬富婆，母女倆經
濟生活獲得大幅改善，不再為生活煩惱。

1張欠稅單翻轉人生
新竹低收單親媽竟變千萬富婆

（中央社）國小周五（20 日）起就要
放寒假，但南投埔里國小昨緊急通知，因
為5年級數學科考卷偏難，各班收卷時間不
一，還影響下一節社會科考試時間，有公
平性爭議，因此校方宣布今天上午全年級
重考數學、社會科，讓準備放假的學生崩
潰。

埔里國小 1 月 12 日、13 日舉行期末考
，第二天考數學、社會科時，因為5年級的
數學考卷偏難，有延長作答時間，導致各
班收卷時間不一樣，甚至部分班級延誤到
社會科的考試時間，引發部分學生及家長
質疑考試公平性。

對此，校方昨緊急與5年級導師開會，

拍板今天（18日）上午第三、四堂課重考
數學及社會科，並通知家長 「本次考試時
間各班級將統一、一致完成，本次效果評
量成績將由 『兩次評量成績加總平均來計
算』，造成家長及學生困擾與不便，深感
抱歉！」

對於突如其來的考試通知，學生心情
跌到谷底，部分家長也錯愕，許多網友看
完也表示 「才小5課業壓力要搞這麼重嗎」
、 「數學不會，很多時候是看不懂題目」
、 「數學不會就是不會，考第二次也是不
會」、 「段考是要釐清學生是否有吸收，
以利下階段學習，而不是要考倒孩子」。

年前最悲！埔里國小 「期末考數學太難」 今重考 學生崩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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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經濟

IMF總裁：對全球經濟增長的下調可能即將結束
綜合報導 繼去年10月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

發布最新壹期《世界經濟展望報告》下調2023年全

球經濟預期後，IMF總裁克裏斯塔利娜 格奧爾基

耶娃在華盛頓的最新講話扭轉態度，表示對今年全

球經濟充滿信心。

“最近對全球經濟增長的下調可能即將結

束，明年經濟擴張可能會加速，籠罩在世界經

濟上空的烏雲可能很快就會消散。IMF預計將於

本月晚些時候發布新的全球預測。”格奧爾基

耶娃表示。

2022年10月11日，IMF發布的《世界經濟展

望報告》指出，全球增長預計將從2021年的6.0%

放緩至 2022 年的 3.2%和 2023 年的 2.7%。這是自

2001年以來除全球金融危機和COVID-19大流行的

急性期外最疲軟的增長情況。與此同時，最大的經

濟體增長顯著放緩：2022年上半年美國GDP收縮，

2022年下半年歐元區收縮。世界經濟約三分之壹面

臨連續兩個季度負增長

格奧爾基耶娃提到，隨著防疫政策的優化調整

，中國今年將為全球經濟增長做出貢獻。

“我們認為我們已經觸底了，到2023年底，我

們將看到趨勢逆轉，有望在2024年實現更高的增長

軌跡。”格奧爾基耶娃說。

盡管格奧爾基耶娃對全球經濟態度轉為樂觀

，但她仍警示全球經濟風險：通貨膨脹仍然居高

不下，世界各國央行都在提高借貸成本，試圖遏

制幾十年來速度最快的通貨膨脹；俄羅斯對烏克

蘭戰爭的結果尤其難以預測；對全球能源危機可

能使世界陷入衰退的擔憂還沒有成為現實；盡管

發達經濟體已經做好了復蘇的準備，但由於沈重

的債務負擔，許多貧窮國家繼續面臨衰退或違約

的前景。

對於美國經濟，格奧爾基耶娃也樂觀地表

示，美國經濟正準備“軟著陸”，即使真的發

生衰退，也可能是溫和的，因為美國的消費需

求依然強勁。

經濟前景低迷
特斯拉全球降價、蘋果庫克降薪

2023年過了不到兩周，美股最受關

註的兩家科技巨頭公司特斯拉和蘋果都

有大動作。特斯拉在全球範圍掀起大幅

度降價，以應對可能出現的低迷的電動

車市場需求；而蘋果公司CEO庫克也同

意接受多達40%的減薪。

特斯拉掀起全球價格大戰
在去年未能達到華爾街的交付預期

後，特斯拉近兩周來在亞洲、北美和

歐洲、中東等各個市場都下調電動車價

格，價格降幅最高多達20%。特斯拉希

望通過此舉刺激全球市場的電動車消費

，並挑戰競爭對手。

券商韋德布什分析師艾夫斯（Dan

Ives）預計，特斯拉的降價策略可能會

使今年的全球交付量增加12%至15%。

在提振銷量的同時，價格戰也意味

著特斯拉的利潤會受影響。馬斯克此前

已經警告，經濟衰退的前景和更高的利

率意味著特斯拉可能會以犧牲利潤為代

價，降低電動車價格以維持銷量增長。

特斯拉的降價措施也觸發了市場的

震蕩。1月13日，特斯拉盤中股價壹度

大跌超過5%，但收盤跌幅收窄至不到

1%。近壹個月來，特斯拉股價下跌約

24%。

馬斯克去年曾經承認，特斯拉電動

車的價格“高得令人尷尬”，可能會損

害需求。最新壹輪席卷全球的降價也標

誌著電動車的供需關系正在發生本質的

逆轉。在2021年和2022年的大部分時間

裏，特斯拉的新車訂單都超過了供應，

但這種趨勢在去年下半年開始轉變。特

斯拉在第三、第四季度的交付量接連少

於產量。

在整個2022年，特斯拉未能實現交

付量增長50%的目標，特斯拉中國制造

汽車的銷量在12月創下了五個月來的低

點，這突顯出利率上升和經濟衰退擔憂

加劇的打擊。

根據特斯拉此前的定價策略，價格

是由成本決定的。不過新壹輪降價中，

特斯拉沒有具體說明是哪些成本出現了

下降。

在特斯拉的所有市場中，中國和美

國電動車的降價幅度最為顯著。Model 3

和Model Y在美國的降價幅度在 6%至

20%之間，特斯拉還降低了在美國的豪

華車型Model X和Model S的價格。

在中國市場，特斯拉 Model 3 和

Model Y的價格較去年9月份的價格下降

了13%至24%。2021年，美國和中國合

計占特斯拉銷售額的75%左右，但在歐

洲壹直在增長。

此輪降價中，特斯拉也下調了

德國、法國、瑞士和奧地利電動車的價

格。在德國，Model 3和Model Y的價格

降幅最多達17%。

特斯拉在日本、韓國的Model 3和

Model Y電動車的降價幅度也達約10%

，這也是自2021年以來特斯拉首次在中

國以外的亞洲主要市場降價。

特斯拉的降價也向競爭對手施壓。1

月13日，歐洲市場上，Stellantis、大眾

汽車和雷諾盤中股價壹度下跌 2.2%至

3.8%；美國汽車制造商通用汽車和福特

汽車當天早盤也分別下跌超過6%。

庫克同意減薪40%
經濟的低迷不僅僅影響了電動汽車

的銷量，最高端的智能手機蘋果iPhone

今年的出貨量也引發擔憂。

在去年蘋果公司股價下跌近三分之

壹後，蘋果公司在近日提交給美國證券

交易委員會的壹份文件中表示，蘋果公

司首席執行官庫克在2023年的總薪酬將

減至4900萬美元，這相當於庫克在2022

年薪酬目標的60%。

2022年，庫克獲得了近8300萬美元

的股票獎勵、1200萬美元的獎金和300

萬美元的薪水。他還獲得了退休計劃供

款、安保及個人航空旅行和超過46000

美元的假期現金支出等福利。

蘋果薪酬委員會表示，做出這壹改

變是為了回應去年的薪酬投票。只有

64%的股東批準了庫克的薪酬，低於

2020 財年的 95%。蘋果公司的文件還

稱，在股東對庫克的薪酬方案進行投

票後，庫克本人要求做出改變。在庫克

降薪消息傳出後，蘋果1月13日收盤股

價上漲超過1%。

最近，機構股東對高管薪酬的壓力

越來越大。為此，蘋果公司與機構股東

進行了接觸，以了解他們對庫克薪酬的

看法。“基於這些重要的對話，我們對

庫克2023年薪酬的規模和結構進行了調

整。”蘋果薪酬委員會寫道。

蘋果公司表示，自庫克2011年接任

首席執行官以來，蘋果股票的回報率為

1212%，而標準普爾500指數的同期回報

率為290%。

按照蘋果2020年9月的股價計算，

庫克從 2011年起獲得的股票價值超過

9 億美元。根據福布斯的數據，截至

目前，庫克的個人資產凈值約為17億

美元。

2020年8月，蘋果市值首次突破2萬

億美元。由於疫情推動了遠程工作和智

能電子產品的需求，2022年1月，蘋果

市值曾壹度突破3萬億美元。

不過去年以來，由於疫情對供應鏈

的影響以及全球經濟復蘇乏力，蘋果的

出貨也遭遇挑戰。投資者還擔心利率上

升以及消費者信心下降，這可能會損害

對蘋果高價產品的需求。

供應鏈分析機構Trendforce最新發布

的壹份報告預估，蘋果iPhone出貨量在

截至去年12月的第四季度下降了22%。

法巴銀行證券部門Exane BNP Pa-

ribas 分析師 Jerome Ramel 在上周發布

的壹份報告中將 2023 財年蘋果 iPhone

出貨量目標從 2.45 億部下調至 2.24 億

部，認為富士康的供應鏈問題以及消

費者削減高端手機的支出會影響蘋果

iPhone的出貨。

另據調研機構Refinitiv的數據，由

於擔心消費需求，分析師平均預計蘋果

去年第四季度的收入將同比下降1%，創

下2019年第壹季度以來首次季度收入下

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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