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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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拜登的律師包
爾表示，聯邦執法當局昨天開始搜查拜
登在德拉瓦州的濱海寓所，目前追查拜
登不當保有機密文件的行動已進入最新
階段。

法新社報導，包爾（Bob Bauer）說
，聯邦調查局（FBI）針對雷荷勃斯海灘
（Rehoboth）寓所採取的搜查行動 「是
在總統的充分支持與配合」下進行。

先前類似的搜查行動在拜登德拉瓦
州威明頓市（Wilmington）寓所和他在華
府原本辦公室中發現了少量機密文件。

拜登正準備宣布 2024 年是否競選連
任，這個節骨眼上，持續延燒的 「密件
門」成了讓他難堪的另一記變化球。

拜登堅稱自己沒有做出任何不當行
為，並將這起事件淡化為無心之過。

密件門續延燒 美當局搜查拜登德拉瓦州濱海寓所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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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Congressman Al Green came to
our Lunar New Year Festival celebration last
Saturday. He delivered the greeting
message. He is one of the best
congressmen we have ever had. Not just
because he cares for our community. His
patience and contributions always give our
community great help.

Through Al's help, just last month we
got a two-million-dollar grant for the
International District to improve our
infrastructure and traffic from the federal
government. I remember when the pandemic
hit our community, Al was the first one who
came to us and got all the help we needed
for our community.

Congressman Al Green is our real
brother. He never refuses the requests of the
people and always does his best. He is the best representative we
have ever had in this region.

Today he told me we need to call a meeting with the Asian
Chinese community to protest a bill in the Texas Senate that wants
to ban Chinese from buying property in Texas.

We are very fortunate that we have such a big brother to take
care of us.

Al, we all thank you for your service to our community.

0101//3131//20232023

Our Brother Congressman Al GreenOur Brother Congressman Al Green

美國國會議員格林上週六在
百忙之中仍然出席了上週六的第
卄七屆新年游園會，他不但再次
上台向我們大家家拜年，而且對
國際區之發展一直非常的關注。

就在上週他為我們國際區申
請到二百萬元之補助，用於改善
我們的交通基建工作，這比我們
每年一百七十萬年預算還多了許
多。

他今天還告訴我，希望能召
集更多之華人商家及領袖來反對
德州議會正在醖釀禁止華人購買
德州土地，他非常氣憤，這簡直
是一個反亞裔的惡法，我們一定
要集體出來大聲以行動來反對這

個法案。
三年前當新冠疫情來襲時，

他也是第一位來關心的議員，而
且不斷為我們爭取到所需之防疫
藥物及口罩。

格林議員之選區已經被劃除
在國際區之外，但是他對我們的
關心從未減少。

多年來，我們已經是手足情
深的好兄弟，只要他回到休斯敦
，一定會來參加我們的活動，凡
是要請他幫忙之事，一定會盡為
相助，他是位真正為人民服務的
民意代表。

老友的關怀和支持老友的關怀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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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總統告訴國會，他將於5月11日結束
針對新冠狀病毒大流行疫情與公共衛生的雙重
國家緊急狀態（PHE），換言之，這一決定將
式終止由前總統川普在2020年3月13日宣布
之美國進入國家緊急狀態，使美國人民生活與
工作趨近正常, 並使這種曾經奪走了110萬美
國人生命的病毒視為地方性公衛威脅, 所以之
後的病毒與疫情直接由地方機構進行管理。

拜登自上任後，曾多次考慮要終止緊急狀態
，以讓美國早日恢復正常,但因各種突發性變種
病毒的出現,疫情反復無常,所以拜登多次決定
繼續延長, 現在提前100天宣布正也符合白宮
之前的承諾，即在結束緊急狀態前至少60天公
布周知，以讓大眾各界做充分的準備。

這一次的宣布將對與醫療保健和移民有關的
幾項政府運作產生重大影響, 因為從5月11日
起，有保險的美國人可以在家進行冠狀病毒檢
測, 每人每月可以獲得8次免費快速檢測，對於
沒有保險的人來說，他們將不再有機會通過醫
療補助計劃獲得免費的COVID-19檢測、疫苗
或治療。

白宮列出了兩項對國家醫療保健系統和政
府運作的重大影響，其目標是將其計劃的影響
降至最低。在大流行期間，聯邦政府特別撥出
額外的資金，以便數百萬美國人可以繼續享受

醫療補助。但去年12月通過的年底支出法案將
醫療補助計劃的持續覆蓋要求與COVID-19公
共衛生緊急情況脫鉤，啓動了定於4月1日的
撤銷程序。拜登政府在一份關於法案的聲明中
說:“由於這種不確定性，數千萬美國人可能會
突然失去他們的醫療保險，各州可能會失去數
十億美元的資金。此外，依賴緊急聲明所帶來
的靈活性的醫院和養老院將陷入混亂，沒有足
夠的時間來重新培訓員工和建立新的計費流程
，這可能會導致護理中斷和付款延遲，全國各
地的許多設施將遭受收入損失。

當緊急狀態結束時，將發生的變化包括擁
有醫療保險的人將繼續獲得免費疫苗, COV-
ID-19測試擁有私人保險或醫療保險的人每月
可以訂購多達8次的快速在家測試，並獲得報
銷,沒有保險的人將不再能夠通過州醫療補助計
劃獲得免費疫苗, 新冠疫苗價格將大幅上漲。
將有500萬至1400萬人失去醫療補助,他們中
的大多數人將是黑人和拉丁裔人，因此人們擔
心衛生不平等將會惡化。

此外,對於在大流行期間聯邦政府擴大和允
許的遠程醫療與醫院護理將隨之結束, 除非各
州與市政府有特別的緊急醫療紓困辦法, 否則
最穩當的就是必須要購買保險以確保個人的健
康與生命安全了！

英國2021年2月1日正式提出加入跨太平
洋夥伴全面進步協定（CPTPP），迄今滿兩年
。首相府一名發言人今天回應中央社詢問表示
，下一輪協商預計本月下旬舉行，英方期待儘
快完成加入程序。

英國原本評估去年底十分有機會如預期完
成協商、正式加入CPTPP。首相府發言人今天
說，去年底確實 「很接近」 完成協商程序，可
惜與部分經濟體協商的進度不如預期；下一輪
協商預計本月底舉行，英方期待這將是最後一
關。

英國國際貿易部主責貿易政策的副大臣級
官員韓斯（Greg Hands）今天展開在越南、馬
來西亞及新加坡共計3天的訪問行程，將與這
3個國家的經貿部會高階官員會晤、為英國加
入CPTPP爭取支持。

CPTPP目前有11個成員經濟體，包括日
本、加拿大、澳洲、越南、紐西蘭、新加坡、
墨西哥、秘魯、汶萊、智利與馬來西亞。
CPTPP採共識決，英國是第一個申請加入的非
創始經濟體，對後續有意加入CPTPP的經濟體

而言，是指標案例。
此外，針對軍援烏克蘭，這名首相府發言

人在記者會回覆媒體提問表示，英國提供的主
戰坦克（Main Battle Tank, MBT） 「挑戰者2
型」 （Challenger 2）未來幾週就會運抵烏克
蘭，基於安全考量，英方不會事先透露交運日
期，但烏克蘭武裝部隊人員1月底已抵達英國
接受操作訓練。

英國1月中旬宣布向烏克蘭提供 「挑戰者
2型」 ，是第一個提供西方坦克的國家。

至於英國是否會向烏克蘭提供戰機，發言
人指出，英國擁有的 「颱風」 （Typhoon）、
F-35匿蹤戰機等是高度精良的戰機，訓練時
間可長達數月，因此現階段不是軍援烏方的最
務實方案。儘管如此，英國將持續密切與烏克
蘭合作，以瞭解烏方的實際需求，並尋求結合
盟友力量提供有效支援。

儘管F-35、F-16等戰機的訓練和交運時
間恐緩不濟急，烏克蘭一名高階軍方人士告訴
中央社，晚拿到總比完全沒有好。

CPTPP下一輪談判月底舉行 英國盼儘快完成加入程序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秘書長史托騰

柏格今天表示，中國態度日益強硬，並與俄羅斯
合作，對亞洲及歐洲構成挑戰，他尋求在印太地
區與更多 「朋友」加強合作。

美聯社報導，史托騰柏格（Jens Stoltenberg
）在日本東京慶應義塾大學告訴聽眾： 「俄羅斯
與中國正走得更進，中國的大量投資及新的先進
軍事能力，恰恰凸顯中國構成威脅，也對北約盟
邦構成挑戰。安全（問題）不僅是區域性的，同
時也是全球性的。」

史托騰柏格指出，中國持續增加在核武及長
距離飛彈的投資，不具備透明性，未就核武管控
進行有意義的對話，同時加強對鄰國的恫嚇，並
且威脅台灣。

此外，史托騰柏格也表示： 「北約需要確保
，我們有朋友。在印太地區與我們的夥伴更緊密
合作有其重要性。」

他提及，中國日益與俄羅斯加強合作，兩國
領導著 「專制政體的抵制行動」，對抗基於規則
、公開及民主的國際秩序。

中俄抱團 北約秘書長：尋求在印太與更多朋友合作

「渡渡鳥」 （dodo）是種長相奇特且不會飛的鳥類，生活
在印度洋的島嶼上，直到17世紀末因人類而絕種。如今有科學
家團隊想藉科技讓渡渡鳥復活，並開發鳥類保育技術。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報導，童話故事 「愛麗絲夢遊
仙境」 （Alice in Wonderland）中的角色渡渡鳥，其實真有其
「鳥」 。

渡渡鳥生活在印度洋模里西斯共和國（Mauritius）的島嶼
上，由於登島的水手帶來老鼠等外來物種並在島上狩獵，讓不怕
人類的渡渡鳥在短短數十年內絕種。

如今，科學家團隊有個大膽的計畫，希望結合古代DNA定
序、基因編輯技術和合成生物技術等先進科技，讓渡渡鳥 「死而

復生」 ，也期盼藉由這項計畫開
發出鳥類保育的新技術。

美國加州大學聖克魯斯分校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Cruz）生態學與演化生物學教授夏皮洛（Beth Shapiro）表示：
「我們無疑處於滅絕危機之中，我們有責任提出引人入勝的故事

，讓人們感到興奮，進而引發他們思考目前正在發生的滅絕危機
。」

夏皮洛是Colossal生物科學公司的首席古遺傳學家。這家公
司由科技企業家藍姆（Ben Lamm）與哈佛醫學院遺傳學家邱契
（George Church）共同創立，目前正執行另一項同樣具有雄心

的計畫，要讓長毛象和又稱 「塔斯馬尼亞虎」 的袋狼復活。
夏皮洛說，她已經完成讓渡渡鳥復活的關鍵第一步，也就是

從丹麥的渡渡鳥遺骸取出的遺傳物質，完成渡渡鳥的基因組古代
DNA定序。

下一步則是將這些遺傳訊息與渡渡鳥在鳩鴿科中的近親綠蓑
鴿（Nicobar pigeon）等物種進行比對，讓科學家們找出讓 「渡
渡鳥成為渡渡鳥」 的基因組突變。

渡渡鳥滅絕逾300年 科學家盼藉科技讓牠復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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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伽利略導航精度提升至0.2米
目前服務於全球超三十億用戶

綜合報導 歐空局近日在第15屆歐洲

太空會議上宣布，經過工程師在 ESTEC

技術中心幾個月的測試，目前由28顆衛星

組成的伽利略全球導航衛星系統，其高精

度定位服務 (HAS) 已啟用，水平和垂直

導航精度分別可達到20厘米和40厘米。

這也代表著歐洲的伽利略系統（包

括 28 顆衛星和壹個全球地面系統）已經

成為世界上最精確的衛星導航服務，目前

已經服務於全球超過三十億用戶。

ESA 導航主任 Javier Benedicto 對此

表示：“伽利略並沒有停滯不前”，“這

項新的高精度服務為每個需要它的人提供

了壹個新的精度維度，而開放服務導航消

息認證也已經可用 —— 允許用戶在使用

伽利略信號時對其進行認證，以最大限度

地減少欺騙的風險。 去年推出的升級後

的信號完整性消息減少了首次修復的時間

，同時增強了 Galileo 的整體穩健性。”

“ESA 的作用是監督伽利略系統的此

類基本升級，並與伽利略的服務提供商

EUSPA、歐盟太空計劃署及其所有者歐盟

合作。隨著剩余伽利略衛星的發射，進壹

步的服務改進將伴隨著

伽利略第二代衛星的發

射。”

據 介 紹 ， 新 的

HAS 修正信息基於伽利

略信號的“E6”波段。

IT之家提醒，這壹波段

通常無法通過智能手機

和其他大眾市場產品訪

問，只能通過高端接收

器訪問，不過這壹消息

也可通過互聯網獲取，

並將會在未來幾年發展

為開放服務標準。

官方表示，EUSPA 的新伽利略服務

面向當前的高精度應用，如精準農業、資

源勘探、土地和水文測量，以及新興領域

，如機器人、汽車、火車、輪船和無人機

的自動駕駛以及 AR 遊戲等方面。

EUSPA 執行董事 Rodrigo da Costa

評論道：“憑借這項新的高精度服務，伽

利略成為第壹個能夠在全球範圍內直接通

過太空信號和互聯網提供高精度服務的星

座。”“伽利略的這壹新功能將促進許多

下遊行業的創新。”

“與 Galileo Open Service 相比，校

正速度非常快且頻率很高 —— 每 30 秒

更新壹次衛星軌道，每 10 秒更新壹次衛

星時鐘，”ESA 的伽利略系統性能工程

師 Daniel Blonksi 解釋道，“並且 HAS

校正消息的設計方式使得合適的接收器可

以從多顆衛星廣播中受益，從而非常快速

地重建整個消息。”

耶路撒冷壹宗教場所發生槍擊事件，多方震驚譴責
古特雷斯呼籲克制

綜合報導 據報道，以色列

警方表示，耶路撒冷壹處宗教

場所當天發生槍擊事件，造成

至少7人死亡，3人受傷，槍手

隨後被警察擊斃。警察局長雅

科夫· 沙巴泰（Yaakov Shabtai）

稱，這是該國“過去幾年來最

嚴重的恐怖襲擊之壹”。

報道稱，據以色列急救組織

“紅色大衛盾”消息，5名受害

者被宣布當場死亡，其中包括四

男壹女。另有5名傷者被送往醫

院，其中壹男壹女隨後被宣布死

亡，傷者中有壹名15歲男孩。

警方表示，事件發生在當地

時間27日晚上8點15分左右，地

點在那弗雅科夫街區（Neve

Yaakov）的壹個猶太教堂附近。

沙巴泰說，槍手“開始向

任何擋道的人開槍。他坐在車

裏，近距離用手槍壹路瘋狂殺

人。”警方表示，槍手隨後駕

車逃離現場，在與警方交火後

被擊斃。這名肇事者是東耶路

撒冷的壹名21歲居民，似乎是

單獨行動。

周五晚上，以色列總理內

塔尼亞胡敦促人們不要不顧法

律進行報復性襲擊。他說，

“我們有軍隊、警察和安全部

隊來做這些事。他們將按照內

閣的指示行事。”

CNN指出，遭襲槍擊事件

發生在壹年多來約旦河西岸巴

勒斯坦人死亡人數最多的壹天

之後。

據新華社報道，以色列軍

隊26日在約旦河西岸北部城市

傑寧與巴勒斯坦人發生沖突，

打死9名巴勒斯坦人。

巴勒斯坦衛生部當天發表

聲明說，另有10余人在沖突中

受傷，其中壹些人傷勢較重。

另據以色列媒體當天報道，巴

勒斯坦武裝人員在沖突中擊落

了壹架以色列無人機。

CNN報道稱，槍擊事件發

生後，美國、英國、歐盟和法

國表示譴責。

白宮新聞秘書卡琳· 讓-皮

埃爾發布聲明稱，白宮譴責在

耶路撒冷猶太教堂發生的“令

人發指的恐怖襲擊”，並表示

美國政府已向以色列提供“全

力支持”。美國國務院也表示

“最強烈”譴責耶路撒冷發生

的“明顯的恐怖襲擊”。

“我對今晚發生在那弗雅

科夫街區的恐怖襲擊的報道感

到震驚。在猶太教堂襲擊禮拜

者是壹種特別可怕的恐怖主義

行為。英國與以色列站在壹

起。”英國駐以色列大使尼

爾· 維根（Neil Wigan）在推特

上發文寫道。

歐盟駐以色列大使迪米特·

贊切夫（Dimiter Tzantchev）也

譴責這種“毫無意義的暴力”

，他發推文稱，“恐怖永遠不

是答案。”

法國駐以色列大使館發推文

稱，這起事件“在國際大屠殺紀

念日發生，顯得更加卑鄙”。

另外，聯合國秘書長安東

尼奧· 古特雷斯通過發言人發表

聲明，譴責27日發生的這起致

命襲擊事件，並對“目前以色

列和巴勒斯坦被占領土上的暴

力升級”表示擔憂，敦促各方

“保持最大限度的克制”。

傳統燃料更香？
大韓造船獲希臘船東2艘油船訂單

綜合報導 據悉，韓國大韓造船與希臘船東Victor Restis旗下油船子

公司Golden Energy Management簽訂了1+1艘15.8萬載重噸蘇伊士型油船

的建造合同，單船造價7700萬美元，合同總價值1.9億韓元（約合1.54

億美元）。這兩艘新船計劃在2024年年底或2025年年初交付。另外，這

兩艘新船中的備選訂單最快將於1月底簽署正式建造合同。

這也是Victor Restis在過去6年來首次訂造的蘇伊士型油船。引人關

註的是，該型船將使用傳統燃油，而且不搭載脫硫裝置。

業界人士表示，Victor Restis目前已將註意力轉向蘇伊士型油船，正

在增加相關船型的運力。同時，由於行業缺乏足夠的新船訂單以及俄烏

沖突帶來的能源供應不穩定性增加，部分船東脫碳化的努力可能會放緩

，因此偏好傳統油船。

大韓造船相關人士表示，這兩艘新船中的備選訂單最快將於1月底

簽署正式建造合同。

據了解，最近2年間，全球新船訂單量大幅增加，但油船的新船訂

單量卻減少了。克拉克森的數據顯示，截至目前全球原油船手持訂單占

比現有船隊比例僅為4.22%，為1996年以來最低水平，其中VLCC/蘇伊

士型/阿芙拉型油船手持訂單占比現有船隊比例分別為2.9%、3.06%、

7.09%。其中，VLCC、蘇伊士型油船更是曾連續壹年無新增訂單，未來

供需關系將持續改善。

大韓造船是韓國乃至全球知名的中型油船專業建造船廠，主力船型

為阿芙拉型油船和蘇伊士型油船。隨著近兩年全球造船市場的復蘇，大

韓造船抓住機遇大力拓展市場。2021年，大韓造船共承接了19+4艘新船

訂單；2022年， 大韓造船承接新船訂單金額達到7.55億美元，在韓國4

家中型造船企業中僅次於K造船(前STX造船海洋) ，排名第二。

暴雨引發洪災
新西蘭奧克蘭進入緊急狀態

綜合報導 新西蘭奧克蘭市發生強降雨，引發大規模洪災，已致3人

死亡，1人失蹤。奧克蘭27日晚進入為期7天的緊急狀態。

27日新西蘭奧克蘭發生有記錄以來最大強降雨，降雨引發山體滑坡

和山洪等次生災害，多處住宅、商場、汽車被淹，建築受損。奧克蘭國

際機場、北部SH1、SH16兩條公路已關閉。據《新西蘭先驅報》報道，

強降雨已致3人死亡，1人失蹤。

27日晚，奧克蘭市長韋恩· 布朗宣布該地進入緊急狀態，為期7天。

根據新西蘭法律，當正常應急服務無法應對或不堪重負時，可以宣布進

入緊急狀態。

新西蘭總理克裏斯· 希普金斯28日前往奧克蘭視察災情。他表示，

當前首要任務是保證受災民眾有住所，並承諾提供資源讓奧克蘭以最安

全的方式恢復運行。

新西蘭氣象局發布的數據顯示，位於奧克蘭國際機場的氣象站監測

到，27日當地24小時降雨量達到245毫米，此前監測到的最高記錄為

161.8毫米。

28日白天當地已展開災後清理工作。新西蘭氣象局預告，29日可能

迎來新壹輪強降雨。未來幾天，奧克蘭北部多地將發生洪災。

綜合報導 在這個自行車數量比人口多的國家

，自行車的重要程度，遠超汽車。

荷蘭首都阿姆斯特丹壹座能停放7000輛自行車

的車庫正式啟用。該車庫臨近中央車站，擁有寬敞

整潔的環境，可為騎行者接駁軌道交通提供便利。

據報道，這座水下自行車車庫於2019年開工建

設，位於中央車站旁邊壹片湖水下方。車庫有類似

傳送帶的移動步道與地面相連，方便騎行者進出。

水下自行車庫的建成將騰出大片地面空間，也讓騎

行者不再為找不到停車位頭疼。

“在荷蘭這個國土面積很小的國家，這座自行

車庫極大限度利用了空間。”荷蘭負責基建事務的

副部長薇薇安妮· 海寧在這壹自行車庫啟用儀式上

說。

該自行車庫的設計企業wUrck表示，車庫外墻

采用玄武巖等天然石料，質地粗糙，內壁則質輕平

滑，在其內部仿佛置身於壹個“蚌殼”裏。

自行車是荷蘭首都阿姆斯特丹和其他壹些城市

居民的主要出行方式之壹。

公開資料顯示，荷蘭1780萬人口擁有約2340萬

輛自行車，僅阿姆斯特丹就有約90萬輛自行車。

自行車數量比人口還多
荷蘭水下自行車庫啟用：

比汽車車庫還豪華比汽車車庫還豪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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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總統拜登涉私藏機密文件風波燒不停
！美國聯邦調查局（FBI）人員當地時間周三
（1日）搜查拜登位於德拉瓦州雷荷勃斯海灘
（Rehoboth Beach）的濱海住所。這是FBI第
三次搜查與拜登有關的處所，尋找機密文件，
調查人員帶走筆記，但沒有發現任何帶有機密
標記的文件。

FBI今年1月曾搜查拜登於德拉瓦州威明頓
（Wilmington）的住所，發現幾頁機密文件。
多間美媒周二（31日）披露，總統私人律師團
隊去年11月在華盛頓賓夕凡尼亞大學辦公室找
到一批拜登出任歐巴馬副總統期間機密檔案，
FBI入內搜查，卻沒有對外公布詳情。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報導，FBI人員1
日搜查拜登位於德拉瓦州另一間位於雷荷勃斯
海灘（Rehoboth Beach）的住所。拜登的律師
鮑勃鮑爾(Bob Bauer)表示，FBI帶走了手寫的
筆記和一些材料以供進一步審查，這些材料和
筆記似乎與拜登擔任副總統期間有關，搜索共

花三個半小時， 「沒有發現帶有機密標記的文
件」 。鮑爾說，搜索是有計劃的，並得到了拜
登的全力支持與合作。

CNN報導，拜登的私人律師曾於1月11日
搜查過雷荷勃斯海灘的家，沒有發現任何機密
文件。這是FBI第三次搜查與拜登有關的處所
，尋找機密文件。據知情人士透露，包括1日
在內的所有搜查都不需要搜查令。拜登的團隊
強調，他們正與司法部合作。

拜登正準備宣布2024年是否競選連任，這
個節骨眼上，美國共和黨抓住機會，要求對此
次事件及其他與拜登有關的事件進行深入調查
，這是共和黨控制眾議院後與白宮展開具有爆
炸性的政治對決，甚至可能對2024年總統大選
造成影響。拜登則堅稱自己沒有做出任何不當
行為，將這起事件淡化為無心之過。有美媒質
疑，FBI搜查行動顯示，對拜登涉私藏機密文件
的透明度存疑。

「密件門」 延燒！FBI再搜拜登住處3.5小時帶走文件

美國航太總署NASA所設計的 「旋轉爆震
火箭引擎」 (rotating detonation rocket engine,
RDRE or RDE)剛剛完成了一個里程碑的測試結
果，它利用持續的爆炸做為推力，比現行的燃
燒推力有更強的動力。巧合的是，它的噴嘴外
型，剛好與星際大戰電影中的太空船很像，如
同科幻成真。

新阿特拉斯(New Altas)報導，如果引擎能
夠持續承受爆炸，那麼爆炸將比燃燒有更強的
衝擊力。這是因為爆炸的龐程，是極高速的膨
脹衝擊波，那種速度可以超過音速，獲得的推
力也就可想而知。據計畫，爆震式引擎的理論
效率比內燃引擎要高得多，至少多出25%；而
且燃料消耗還更少，這意味著更便宜、更遠的
航行距離。

但是要持續穩定的爆炸並不容易，於是工
程師試計出旋轉爆震引擎 (RDE)，它利用環形
腔室，並且精確噴射定量的燃料來起爆。每次
爆炸都會產生衝擊波推力，然後隨著圓環傳播

，再觸發下一次的爆炸，因此它的噴嘴是在引
擎的四周，而不是中間。

NASA與 「進入太空公司」 (In Space LLE)
合作，成功測試了一款小型 RDE，引擎點火了
十幾次，總持續時間將近10分鐘。這是相當了
不起的進步，沒有把引擎炸成碎片。

這具引擎採用3D列印技術製造，原料是
NASA提供的GRCop-42 銅合金，這種合金具
有耐震與高效散熱的效果，因此不會因為過熱
而使元件脆化。

在全速運轉時，這具實驗型的RDE，產生
了超過 4,000磅(1.8公噸)的推力，持續將近一
分鐘，腔室壓力為622磅/平方英寸 (約44公斤/
平方公分)，這是RED引擎研究以來，最高的壓
力紀錄。

NASA認為，這個實驗已證明RDE引擎的
設計正確，現在將要擴大化，希望達到1萬磅
推力(4.5公噸)，它是一種可重複使用的火箭引
擎，未來可能將應用在太空航行當中。

「星際大戰引擎」 成真 NASA旋轉爆震火箭創下新紀錄
曾稱如果川普回鍋選總統，自己就不會

參選的前美國駐聯合國大使尼基·海莉(Nikki
Haley)似乎有了不同想法，預計15日將在她
的家鄉查爾斯頓(Charleston)宣布是否會爭取
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

上週，海莉接受福斯新聞的採訪表示:
「當你參選總統時有兩件事要想，第一，先
觀察現況是否促使新的領導人，二是問自己
『我可以成為那個領導人嗎?』 。」 根據美媒
《政客》(POLITICO)指出，她的雙親皆是印
度移民，向來被視為潛在總統候選人之一，
起初在南卡羅來納州州長選舉中被看衰，爾
後贏得該州時任州長第一夫人桑福德(Jenny
Sanford)以及阿拉斯加州州長等人支持，
2010年順利當選南卡史上第一位女州長。

6年的州長任期結束後，2016年，海莉

被川普欽點為下一任美國駐聯合國常任代表
，2年後，創辦一個政治非營利組織(Stand
for America)發揚政策，後來又成立政治行動
委員會支持獲認可的候選人。

消息人士透露，海莉將在本月15日公開
她的競選計劃，而未來幾天會向支持者發出
邀請函，宣布這一特別活動。他強調， 「不
過這種情況可能充滿變數」 。

美國之音報導指出，川普於去年11月宣
布復出，現年51歲的海莉有望成為繼前總統
之後第二位主要總統候選人，挑戰她的前老
闆。過去幾年來，她致力於為中國人權、香
港抗爭發聲，以及連署呼籲抵制北京冬奧，
而上述提到的Stand for America組織宗旨即
是，視中國大陸為美國最大的外部威脅。

對決川普！前美駐聯合國大使傳參戰2024 視陸為最大威脅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將在
2月5日至6日訪問北京。白宮表示，布林肯此行將與北京討論
俄烏戰爭情勢，並尋求重啟因去年8月美國眾議院前議長裴洛西
訪台後，美中兩國中斷的軍事和氣候對話。趕在布林肯出發前，
美國參眾兩院共和黨議員提出新版《中國貿易關係法案》（Chi-
na Trade Relations Act of 2023），要求廢除中國的永久性正常
貿易關係（PNTR）地位，以回應中共侵犯人權的行為。

美國總統拜登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去年11月在峇里島首
度面對面高峰會談，當時即敲定布林肯今年的訪中行。布林肯將
在北京會晤去年12月30日上任的中國外長秦剛，秦剛在駐美大
使任內，與布林肯已有交手經驗。今年元旦，兩人才通過電話。
秦剛日前就布林肯的訪問表示，中美兩國要負責任地處理彼此的
關係與競爭，就必須維持並深化溝通，才不會演變成衝突。

白宮國安會戰略溝通協調官柯比昨天對媒體簡報表示，中國
為抗議裴洛西去年訪台，擱置美中軍事與氣候變遷等議題的對話
，布林肯將尋求重啟相關對話，美方也預期俄烏戰爭將是議題之
一。柯比並說，拜登預計在布林肯周日訪中後，發表國情咨文，
談中俄帶來的 「挑戰」 。

趕在布林肯訪中前，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CE-
CC）新任主席、共和黨眾議員史密斯與同黨眾議員蒂凡尼提出
2023年版本《中國貿易關係法案》。上月27日，共和黨參議員
科頓等人也在參議院提出同名法案。

與去年版本相同，參眾兩院議案將中國貿易地位與人權紀錄
重新掛鉤，要求美國總統每年確認中共在尊重人權方面有持續改
進，才能在貿易協議中獲得優惠待遇，議案並擴大侵犯人權樣態
，包括營運 「職業技能教育培訓中心」 或集中營、恐嚇或騷擾海
外中國公民、從事包括盜竊智慧財產權等針對美國的系統性經濟
間諜活動。

美國政府於1980年代曾逐年審議中國的貿易最惠國待遇，
均予以延長。柯林頓政府將中國的貿易地位與人權狀況脫鉤，其
後美國立法將 「貿易最惠國待遇」 更名為 「正常貿易關係地位」
。2000年，美國給予中國永久性正常貿易關係地位，這也為中
國加入世貿組織（WTO）鋪路。

我國外交部昨表示，台美之間互信良好、溝通暢通，我方將
持續就美中高層互動情形與美方保持密切聯繫，隨時掌握。

布林肯訪北京布林肯訪北京白宮白宮：：將討論俄烏戰爭等議題將討論俄烏戰爭等議題



AA66
星期四       2023年2月2日       Thursday, February 2, 2023

神州日報 2023年1月28日（星期六）中 國 新 聞2 ◆責任編輯：周文超

春節國內遊恢復至疫前近九成
出境遊訂單暴增640% 港澳遊熱度最高 東南亞亦成大贏家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
道，隨着中國優化調整防疫政
策、有序恢復中國公民出境旅
遊，不少中國人選擇春節期間到
國外度假，為多國旅遊業復甦帶
來信心。分析人士指出，中國公
民境外遊、中國春節消費潮等讓
人們感受到經濟復甦的強勁動
力，也更加深切意識到中國經濟
向好的世界意義。

多國喜迎中國遊客到訪
為迎接中國農曆新年，世界

知名滑雪勝地瑞士少女峰在纜車
起始站布置了中國兔年裝飾和傳
統紅燈籠等喜迎春節的飾物，並
在歐洲海拔最高火車站“少女
峰——歐洲屋脊”旁邊的冰川上
展示兔子形態冰雕，以迎接中國
遊客到來。“我們想給中國遊客
一個特別的歡迎方式，因此在冰
川上刻出了兔子，因為2023年是
中國農曆兔年。我們還有很多其
他表現中國元素的歡迎方式，這
些都是我們第一次做。”少女峰
鐵路公司管理人員凱斯勒說。該
滑雪勝地一直非常重視亞洲市
場，新冠疫情爆發前年均接待75
萬人次亞洲遊客。凱斯勒說：
“我相信中國市場有很大潛力，
因此做了這麼多面向中國遊客的
活動。”

荷蘭旅遊局形象大使、羊角
村村長蓋比亦表示，中國遊客的
到來，將有助於荷蘭旅遊業持續
復甦。

在馬爾代夫，維拉納國際機
場特意安排了噴射巨型水柱的
“水門禮”，以高級別禮儀歡迎
中國優化調整防疫政策後直飛馬
爾代夫的首個航班。在這趟航班
上，不少中國家長帶着放假的孩
子出國遊玩。馬爾代夫旅遊部長
毛素姆表示，中國遊客的到來將
極大促進馬爾代夫旅遊業。

除夕前一天，中國優化調整
防疫政策後首個赴埃及中國旅行
團抵達開羅國際機場。埃及民航
部長特別代表、埃及航空公司董
事長葉海亞．扎卡里亞在歡迎儀
式上說，埃方期待在埃及境內前
往各個旅遊目的地的中國遊客數
量不斷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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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節假期，文化和旅遊產品供給豐富。內
地10,739家A級旅遊景區正常開放，佔全國A

級旅遊景區總數的73.5%。文旅部、國家體育總局
聯合發布“春節假期體育旅遊精品線路”，開展新
春旅遊休閒推廣活動。北京、天津、河北聯合推出
10條京津冀主題旅遊精品線路，舉辦京津冀冰雪旅
遊季。演出、展覽、燈會、鄉村“村晚”等活動精
彩紛呈。87個平台的160個賬號參與直播了“文藝
中國2023新春特別節目”，直播觀看量2,715.41萬
人次。全國共舉辦群眾文化活動約11萬場，參與人
數約4.73億人次。據不完全統計，春節假期全國營
業性演出共 9,400 餘場次，較 2022 年同比增長
40.92%，比2019年增長22.5%，票房收入3.78億
元，觀演人數約323.8萬人次。

各大景區“人從眾”就餐等位是常態
各地舉辦了豐富多樣的迎春文旅活動。同時，

多地聚焦“不夜城”特色，激發夜間消費活力。據
數據監測，243個國家級夜間文化和旅遊消費集聚
區客流量5,212.2萬人次，平均每個集聚區每夜3.06
萬人次。北京八達嶺夜長城首次在春節期間對公眾
開放。

各大景區“人從眾”，熱門餐廳等位長龍不
斷，很多地方一房難求……這是春節假期不少內地
民眾的感受。大年初二，江蘇南通的黃先生和朋友
一起去揚州旅遊，為了吃上當地有名的早餐，6點
就去排隊，到場時發現前面已有數百人在等位。黃
先生身邊不少朋友選擇春節出遊。大家都表示，不
管是旅遊景點還是文博機構，都是人潮湧動，就餐
等位更是常態。

內地各大線上平台數據亦顯示，今年春節旅遊
市場交出3年以來最亮眼成績單。攜程27日發布的
報告顯示，該平台上，春節期間國內外旅行訂單皆
迎來三年巔峰，旅遊訂單整體較2022年春節增長4
倍。

北上廣深等成港澳遊主要客源地
出境遊重啟，港澳遊率先迎回暖。春節期間，

香港大眾點評必吃榜餐廳的線上訪問量環比節前增
長近100%，旅遊景點訂單量同比去年增長456%，
香港迪士尼樂園、香港海洋公園、澳門旅遊塔等熱
度最高。據美團數據顯示，深圳、上海、北京、廣
州、成都成為港澳遊的主要客源地。

另據攜程數據顯示，春節期間出境遊整體訂單

同比增長640%，內地旅客預訂境外酒店訂單量同
比增長超4倍，跨境機票訂單增長4倍以上。其
中，東南亞成春節檔大贏家。曼谷、新加坡、吉隆
坡、清邁、馬尼拉、巴厘島等成為最受中國旅客歡
迎的跨國旅行目的地。

跨省酒店預訂量反超2019年春節
長線旅遊在這個春節強勢復甦。春節期間，攜

程平台上跨省酒店預訂佔比近七成，預訂量反超
2019年春節。去哪兒數據顯示，2023年春節期間
平台上每位出行的旅客相較去年多走了400公里，
出境機票更是同比2022年增長達6.7倍。國內酒店
預訂間夜量達到歷史新高，其中連住3天以上的預
訂更創歷史新高，平均入住時長同比增長3.6小
時，相當於三分之一的遊客選擇比去年多住一晚，
有效帶動目的地城市的餐飲、交通、娛樂消費。

消費數據方面，據美團發布的2023年春節數
據顯示，假期前6天，日均消費規模比2019年春節
增長66%，北京、上海、成都、重慶、廣州等地消
費規模居全國前列。異地消費較去年同期增長
76%，與本地消費一起迎來強勁復甦，成為拉動經
濟回暖的“雙引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

道）今年春節假期，內地多項旅遊數據強

勁復甦。文化和旅遊部27日發布消息稱，

經測算，今年春節假期全國國內旅遊出遊

3.08 億人次，同比增長 23.1%，恢復至

2019年同期的88.6%；實現國內旅遊收入

3,758.43億元（人民幣，下同），同比增

長30%，恢復至2019年同期的73.1%。另

外，內地多間在線平台報告顯示，春節期

間，旅遊行業率先恢復，激發各地市場活

力。其中，攜程數據顯示，國內外旅行訂

單均迎來3年巔峰，整體較2022年春節增

長4倍。消費方面，美團數據顯示，假期

前6天，日均消費規模比2019年春節增長

66%。

▲ 1月26日，遊客在哈
爾濱伏爾加莊園玩雪圈。

新華社

◆◆ 今年春節假期今年春節假期
全國國內旅遊出遊全國國內旅遊出遊
33..0808億人次億人次，，同比增長同比增長
2323..11%%。。圖為圖為11月月2626日日，，
遊客在天津古文化街遊遊客在天津古文化街遊
玩時留影玩時留影。。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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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俊明 廣州報道）27日為中國春

節假期最後一天，“全國第一經濟大省、用工大省”廣東加

速拚經濟穩生產，打響招工“搶人大戰”。26日，滿載廣西

桂林籍務工人員入粵返崗的專列G2961次，從桂林北站順利

抵達深圳北站，成為今年首趟入粵返崗免費專列。同時，今

年廣東首趟5輛返崗專車大巴亦抵達中山。據悉，跨省人社

部門共同協作與定制的務工人員“點對點”返粵返崗專車專

列將陸續開行，而珠三角各市也出台返崗復工獎勵政策，

“真金白銀”補貼工人，保障生產迎接新年“開門紅”。

粵推免費車點對點接返粵推免費車點對點接返
跨省人社部門協作定制 外來工：便捷又溫暖

“從廣西桂林北站直奔深圳北站，更有專
車接送抵達廠區。有了專車專列，我

們返崗更方便了。”廣西外出務工人員張先生
坦言，春節後開工之旅很便捷，覺得非常溫
暖，也期待兔年的工資待遇更上一層樓。

宏觀經濟好轉 返崗意願強烈
據了解，G2961次列車是廣東和廣西人社

部門共同策劃，廣東省就業服務局、深圳人社
局及當地人社部門充分協作推進，“點對點”
定制打造的首趟返粵專列，車上的乘客主要來
自桂林及周邊地區，大多數人節前就在廣東務
工。

據不完全統計，廣西前往廣東務工達600
多萬人。隨着疫情防控政策的調整優化，宏觀
經濟得到好轉，春節後民工返崗意願強烈，廣

西攜手廣東提前謀劃部署開展“點對點”送工
服務專項行動。今年廣東首趟5輛返崗專車大
巴近日也從廣西梧州抵達中山，為中山帶回了
近200名企業技術骨幹和管理人才。

“這些技術人才的迅速回流，對廠裏的
生產很關鍵，他們的工作一般人可幹不
了。”TCL空調器中山二廠向廠長表示，今
年首季已接訂單較去年同期增長了17%，需
要大量技能型人才投入生產。基地至今返崗
率已超七成。

政策獎勵返崗 補貼企業包車
廣東省人社廳相關負責人表示，僅中山市

在春節後的用工需求將達7.5萬人，該市與200
多家重點企業落實了接返安排，將以專機、專
列、專車的形式“點對點”從廣西、四川、貴

州等地接返務工人員，給予企業包車補貼。
廣東作為異地務工人員大省，春節前超過

800萬外省籍務工人員返鄉過節。隨着企業陸續
復工，用工需求持續增加，廣東接下來還將陸
續組織全省各地開行務工人員返粵“返崗專車
專列”。

與此同時，珠三角各市也出台返崗復工激
勵政策（見表），以“真金白銀”助企穩崗。
其中，深圳預算費用2.7億元（人民幣，下
同），對2月5日前市外原在崗職工返崗達500
人以上的企業，按照每人200元的標準發放一
次性返崗交通補助。廣州亦支持企業穩崗復
產，對企業批量有組織接回非本市出發的在職
員工或新招員工實行“點對點”專車專列補
貼，按每人500元的標準補貼交通費，該補貼
政策實施至今年3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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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後復工搶人

江蘇多地跨省招工
包機助返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賀鵬飛南京報道）作
為用工大省，江蘇各地春節假期期間紛紛組團
赴外省搶工，甚至不惜代價包機、包火車、包
大巴，“點對點”接送省外務工人員。

無錫蘇州用工需求大
27日，來自雲南曲靖的120名務工人員

乘坐湖南航空的包機抵達江蘇無錫。此次包
機由無錫市人社局組織，此前一天，該局已
專門派出工作組奔赴曲靖招工，並為前往無
錫務工的人員提供便利。據無錫人社部門統
計，目前該市2,000餘家企業釋放出共計10萬
餘個崗位。下一步，該市還將密集赴四川宜
賓、貴州畢節、江蘇連雲港等地招工，以有
效滿足無錫企業用工需求。

在此之前的25日，蘇州市人社部門就和
該市10餘家重點企業、國有人力資源公司負
責人組成“勞務招聘小分隊”，乘坐大巴專
車奔赴570公里外的河南省信陽市，隨即於26
日同當地人社部門召開人力資源協作對接交
流會，並舉行專場招聘會。重點企業代表現
場招工，累計提供5,000個崗位。

“春節前後，蘇州大概有441家企業組織
19輛專列、2架專機，將全國17個省市的大
約2.16萬名員工‘點對點’地接回來。”隨
團赴信陽市招聘的蘇州市人社局副局長譚國
明表示，為了助力外來人員節後順利復工，
今年蘇州繼續組織專車專列專機開展“點對
點”返崗。

革命老區首開“紅眼”高鐵
另據中新社報道，27日凌晨1時58分，

399名務工人員在江西吉安西站搭乘D4759次
列車，赴廣東返崗復工，這是井岡山革命老
區首次開行夜間高鐵列車（也稱“紅眼”高
鐵）。

據了解，從1月27日至31日，吉安西站
至廣州東站每天增開D4759次和D4755次兩
趟夜間高鐵列車，服務旅客春節後返程。

唐女士是江西吉安人，今年是新冠疫情後
第一次回家過年。她說，“贛深高鐵開通後非
常方便，前幾天發現深夜居然也有去廣州的高
鐵，很驚訝也很開心，這個時間剛好，在車上
睡一覺，早上6點多就到廣州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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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日，雲南曲靖120名務工人員搭乘包機抵達江蘇無錫。 網上圖片

◆ 26 日下午，
600名務工人員在廣西
桂林北站免費搭乘“點
對點”返崗務工專列赴
廣東復工。 網上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方俊
明廣州報道）隨着中國優化新
冠防疫措施，珠三角不少企業
加速復工復產。香港文匯報記
者採訪了解到，新能源、醫療
類等企業訂單大增，珠三角多
地工廠在春節假期“不打
烊”，部分企業亦較前3年提
早開工，抓緊時機拓展市場。

“部分藥品在春節前的訂
單需求量是平時產量的四到六
倍，十多個生產車間在春節期
間留崗生產。”珠海聯邦製藥
相關部門負責人表示，企業在
春節期間在車間加班加點保證
生產的同時，還計劃擴大至原
生產批量的兩倍。一名分裝崗
位員工說，為保障生產的順利
進行，她所在的車間32名員工
都留守崗位“沒返鄉過年”。

“現在公司生產計劃已安
排到春節後一段時間。”美的國
際物流共享平台國際班列採購李
經理表示，為按時完成交付新年
訂單，順德工廠生產車間在春節
以來都開足馬力抓緊生產。

格蘭仕生產車間在春節期
間也24小時不停歇。該公司有
關負責人說，今年一開年，微
波爐、烤箱、冰箱、洗碗機等
外貿訂單已排到今年4月份。
同時，啟新模具為了趕訂單，
部分員工整個春節假期都“留
守”工廠，其餘員工也從初四
開始分批回崗。據悉，受新能
源汽車產業的帶動，啟新模具
迎來訂單大爆發，生產線加班
加點成為常態。

廣 州

◆對春節期間符合條件的企業或項目，
按每人每天150元（人民幣，下同）的
標準給予相關員工留工補貼，外賣
騎手、快遞員、建築工人均可享受

◆對企業批量有組織接回非本市出發的
在職員工或新招員工實行“點對點”
專車專列補貼，按每人500元的標準
補貼交通費，實施至今年3月31日

深 圳

◆預算2.7億元出台鼓勵用工政策

◆對2月5日前市外原在崗職工返崗達
500人以上企業，按每人200元的標
準發放一次性返崗交通補助，每家企
業最高40萬元

◆對在2月1日至4月30日期間，新招
用首次來深就業員工，並為其連續正
常繳交社保費滿3個月的企業，按每
人500元的標準給予一次性新招用員
工補貼，每家企業最高30萬元；同
時對符合上述條件的新招用員工，按
每人500元的標準給予一次性初次就
業補貼

佛 山

◆對1月29日前返崗工作，且務工企業
為2023年第一季度營業收入增幅超
過15%的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非佛山
戶籍勞動者，按每人200元的標準給
予補貼

◆發放新增員工補貼，企業第一季度期
間吸納初次在佛山就業的非佛山戶籍
勞動者並按時繳納社保費的，按每人
1,000元的標準給予補貼

東 莞

◆開展“就莞用”五問六送服務行動，
包括問準重點企業補員、增員、儲
備、流動等四類用工需求和人員崗位
類別“五問”情況，開展送惠企政
策、送培訓項目、送留工慰問等“六
送”服務，助企業穩崗留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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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广告

神州速览
全国各地区最低工资标准情况发布，劳动者工资权益继续提升——

最低工资标准稳步调涨
本报记者 李 婕

进入新年，部分地区迎来了最低工资标准的
上调。河北将月最低工资标准上调为 2200 元、
2000元、1800元三档，自今年1月1日起执行；
贵州将月最低工资标准上调为1890元、1760元、
1660元三档，自今年2月1日起执行。与之前执行
的标准相比，两地各类标准上调90-300元不等，这

意味着，一些劳动者的工资权益也将相应提升。
目前，各地最低工资标准是什么水平？如何

调整？怎样影响企业和劳动者？结合人力资源和
社会保障部近日发布的截至今年1月1日全国各
地区最低工资标准情况，本报记者进行了梳理和
采访。

▲最低工资标准调整，部分低收入劳动
者会直接受益。图为河南省洛阳市某社区举
办专场招聘会上，有针对性地为就业困难人
员等群体提供定制岗位，让就业服务进社
区。

黄政伟摄 （人民视觉）

▶最低工资标准事关劳动者权益。图为
2023 年 1 月 6 日，江苏省海安市南莫镇司
法、公安部门的志愿者走进辖区企业，向职
工讲解就业等领域相关法律法规知识。

周 强摄 （人民视觉）

全国各地啥水平？

——13 省份第一档月最低工资标准在
2000元以上，近半省份第一档小时最低工
资标准在20元及以上

随着各地最低工资标准调整，部分低收入劳动者会迎来工资
调整。

根据《最低工资规定》，最低工资标准是指劳动者在法定工作
时间或依法签订的劳动合同约定的工作时间内提供了正常劳动的
前提下，用人单位依法应支付的最低劳动报酬。

各地最低工资标准是什么水平？
人社部数据显示，上海市月最低工资标准最高，达到 2590

元；深圳和北京也在 2300 元以上，分别为 2360 元和 2320 元。此
外，天津、河北、江苏、浙江、福建、山东、河南、湖北、广
东、重庆和四川等 11 个省份的第一档月最低工资标准都达到或
超过了 2000 元。这些省份中，包含了四个直辖市、多数东部省
份和少数中西部省份。

看第三档或第四档月最低工资标准，全国各地大多数在 1500
元水平之上。

值得注意的是，最低工资标准既有月最低工资标准，也有小
时最低工资标准，前者适用于全日制就业劳动者，后者适用于非
全日制就业劳动者。

广东省此前在调整最低工资标准的相关解读中表示，确定和
调整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主要考虑在月最低工资标准的基础上，
个人需承担单位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和基本医疗保险费因素，
同时适当考虑非全日制劳动者在工作稳定性、劳动条件和劳动强
度、福利等方面与全日制就业人员之间的差异。

从小时最低工资标准来看，北京小时最低工资标准是 25.3
元，为全国最高，其次是上海，为 23 元。天津、河北、内蒙
古、江苏、浙江、安徽、福建、山东、广东、重庆、四川等地第
一档小时最低工资标准也达到或超过20元。

“工资是大部分劳动者的主要生活来源，确立和调整最低工资
标准，主要用于确保用人单位应当支付劳动者的最低劳动报酬能
够满足劳动者个人及家庭基本生活。”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
究院研究员张丽宾说。

标准如何调整？

——2021 年至今，绝大多数省份已完
成一轮调整；原则上每 2-3 年调一次，考
虑经济发展水平、就业状况等因素

“本次调整的最低工资标准自2023年1月1日执行，月最低工
资标准三档分别为2200元、2000元、1800元，小时最低工资标准
三档分别为22元、20元、18元。”去年11月末，河北省就发布了
调整最低工资标准的通知。

记者了解到，河北上一次调整最低工资标准是在2019年，当
时确立的最低工资标准四档分别为 1900 元、1790 元、1680 元、
1580元，对应的小时最低工资标准分别为19元、18元、17元、16
元。可以发现，本次最低工资标准调整不仅最高上涨幅度达到300
元，而且四档变三档。

最低工资标准是如何调整的？依据是什么？
根据《最低工资规定》，确定和调整月最低工资标准，应参考

当地就业者及其赡养人口的最低生活费用、城镇居民消费价格指
数、职工个人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和住房公积金、职工平均工资、
经济发展水平、就业状况等因素。2015年，人社部下发通知，要
求在今后一段时间内，最低工资标准每两至三年至少调整一次。

各地公开信息显示，2021年至今，绝大多数省份已完成了一
轮最低工资标准调整。2021 年，北京、天津、上海、浙江、江

苏、浙江、山东、湖北、宁夏、甘肃、山西、辽宁等超2/3数量的
省份进行调整；去年，福建、河南、湖南、重庆、四川、云南等
省份进行调整；今年截至目前，已有河北、贵州等地明确调整方
案。

在具体操作中，各地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情况进行最低
工资调整。

比如，去年4月1日起，四川省实行新最低工资标准，第一档
月最低工资标准首次突破2000元。这是四川自1995年建立最低工
资标准制度以来，第17次调整最低工资标准。安徽省自建立和施
行最低工资制度以来，先后14次发布和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

因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异，各地最低工资标准调整节奏和绝
对水平有所不同，但稳步调涨仍是趋势。多位专家表示，调整最
低工资是提高低收入劳动者工资的现实需要，对缓解收入差距、促
进分配公平都具有重要意义。

带来哪些影响？

——对低收入人群的工资水平将起到
直接拉动作用；有利于让劳动者普遍受益

最低工资标准适用谁？
根据公开信息，一省最低工资标准一般适用于行政区域内的

各类企业、个体经济组织、民办非企业单位及国家机关、事业单
位、社会团体和与之建立劳动关系的劳动者。这意味着，最低工

资标准调整将给用人单位和部分劳动者带来直接影响。
看用人单位，支付给劳动者的报酬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

准，是刚性要求。而且最低工资标准不包含延长工作时间工资和
特殊工作环境、条件下的津贴以及法律、法规和国家规定的劳动
者福利待遇等。

看劳动者，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对低收入人群的工资水平将
起到直接拉动作用。据了解，在剔除加班工资、特殊工作环境条
件下的津贴等因素后，一些劳动者领取的工资即底薪，实际执行
的就是最低工资标准。

但企业用工成本和劳动者收入二者之间如何找到平衡点？最
低工资标准怎样影响就业市场？不少省份会开展最低工资标准评
估工作。

去年 6-7 月，辽宁省就通过抽样调查和统计分析进行了这项
评估工作。最低工资标准对企业人工成本、劳动力市场、产业转
移和产业转型升级的影响，对劳动者生活保障的作用、对一线劳
动者工资收入的影响，与当地经济发展和物价的关系等，均在评
估范围。“结合经济社会发展和劳动用工形势”“平稳适度”“动态
完善”，是不少地方和有关专家都提到的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关键词
汇。

此外，最低工资标准调整后，与之挂钩的一些待遇水平也会
相应变动。比如，不少地区规定，失业保险金标准为最低工资标
准的 90%，用人单位支付劳动者病假工资不得低于最低工资标准
的 80%。劳动者在试用期的工资不得低于用人单位所在地的最低
工资标准，还有社保缴纳基数等方面也将随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
而相应变化。

“一些社会保障待遇和权益等是以最低工资标准作为参考的，
最低工资标准上去了，社会保障水平也会相应提高，有利于让劳
动者普遍受益。”张丽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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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GMCC萬通貸款
info@gmccloan.com

Jessie Wang
832-235-8283

 NMLS# 2274741

Iris Qian Wang
817-773-8604

NMLS# 2165956

Felicia Lau
316-737-8800

NMLS# 1789011

Raymond
832-6610095

NMLS# 1864886

Helen Liu
512-228-8859

NMLS# 1861199

Furong Wang
512-545-8886
NMLS# 396229

Tanya Graves
336-327-8339
NMLS# 107295

Linda Li 
512-228-8859
NMLS# 474381

Kathy Li
336-327-8339

NMLS# 1190819

Patrick Chen
972-268-9666

NMLS# 1679719

全國46州直接放貸，從十萬到四百萬，直接審核，直接放款。
百餘種貸款計劃，滿足大家所有貸款需求。詳情請聯繫當地精英貸款顧問。

www.gmccloan.com

Nmls# 254895
CA Dre 01509029

新項目持續更新中：
1. 短期特殊3-2-1降息方案， 降低每月付款
2. Rental special 超值出租屋現金流計劃    
3. 首次購房特惠， 最低3% 首付  
4. 德州購房State affordable program , 
    5%低首付款輔助計劃”

超級貸款計劃    降低利率    降低每月付款

【美南新聞泉深】倫
敦消息：2 月 1 日星期三
，多達 50 萬名英國教師
、公務員、火車司機和大
學講師因薪酬和工作條件
罷工，這是英國這一代人
以來最大規模的協調罷工
行動，造成了廣泛的破壞
。

全國各地的大規模罷
工關閉了學校，停止了大
部分鐵路服務，軍方被置
於待命狀態以幫助進行邊
境檢查。

預計約有 300,000 名
教師在周三舉行罷工，這
是參與人數最多的群體，
作為 更廣泛的500,000 人罷工行動的一部分，
這是至少十年來人數最多的一次罷工。

全國教育工會秘書長瑪麗·寶斯特德
（Mary Bousted）告訴路透社，她工會的教師
認為他們別無選擇，只能罷工，因為工資下降
意味著很多人離開這個行業，讓那些留下來的
人更難。

她在倫敦南部一所學校外說：“在過去的
12 年裡，他們的工資確實出現了災難性的長期
下降。”

“我身後的人今天都不想罷工，但他們非
常不情願地說，受夠了，事情必須改變。”

隨著通貨膨脹率超過 10%——四十年來的
最高水平——英國近幾個月出現了一波不同行
業的罷工浪潮，包括衛生和運輸工人、亞馬遜
倉庫員工和皇家郵政局員工。

週三，教育部長基連·基根（Gillian Keegan
） 堅持政府的立場，對公共部門的工作人員採
取強硬態度，告訴他們屈服於大幅加薪的要求
只會助長通貨膨脹。

她告訴英國廣播公司：“我們不能做的是
讓一部分勞動力加薪以阻止通貨膨脹，讓通貨
膨脹對每個人都更糟，這在經濟上不是明智的
做法。”

到目前為止，經濟並沒有受到罷工行動的
重大打擊。據諮詢公司經濟與商業研究中心
(CEBR) 估計，截至 1 月份的八個月內，罷工造
成的損失約為 17 億英鎊， 約佔預期 GDP 的
0.1%。

它估計教師罷工的
影響約為每天 2000 萬
英鎊。

但罷工可能會對首
相蘇納克的政府產生政
治影響。

他領導的保守黨在
民意調查中落後反對黨
工黨約 25 個百分點，
調查表明公眾認為政府
對罷工的處理不力。

更多罷工行動
週三參加罷工的還

有來自 120 多個政府部
門的 10 萬名公務員，
以及數万名大學講師和
鐵路工人。

當天晚些時候罷工
組織者還計劃舉行集會
，抗議一項限制某些部
門罷工的新法律。

下週，護士、救護
人員、護理人員、緊急
呼叫處理人員和其他醫
護人員將舉行更多罷工，而消防員本周也支持
全國罷工。

罷工者要求高於通貨膨脹率的加薪，以支
付飆升的食品和能源費用，他們說這讓他們感
到壓力重重，感覺自己被低估了，並且努力維
持生計。

在倫敦南部 Streatham 的 Bishop
Thomas Grant School 外，當了 14 年
教師的娜塔莎·德·斯特凡諾-霍尼
（Natasha De Stefano-Honey）說，這是她記
憶中最糟糕的教育時期。

她說：“也許 10 年前我真的會推薦將教學
作為一種職業，而現在我是那些不能推薦它的

老師之一。”
“雖然我喜歡教書，但它真的很難，也很

累。我們沒有足夠的人去做所有需要完成的工
作。”

英國教師和公務員參加多年來最大規模的“星期三罷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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