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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財政部長仍希望訪中美國財政部長仍希望訪中 中國商務部中國商務部：：歡迎歡迎
（綜合報導）美中關係因為偵察氣球事

件再陷低潮後，美國財政部長葉倫（Janet
Yellen）今天表示，她仍希望訪問中國。對
此，中國商務部新聞發言人束玨婷回應，中
方對葉倫希望訪中持歡迎態度。

路透社報導，美國財政部官員原定本月
前往中國，為葉倫訪中預做準備，然而這是
在華府指控中國以間諜氣球對美國進行情蒐

而引發外交爭端前的計畫。美軍4日出動戰
機，擊落一顆中國偵察氣球。

葉倫今天對記者說，在經濟問題上加強
與中國的溝通非常重要。

她說： 「我仍希望可以訪問中國、與同
屬經濟領域的高層官員會面，但我無法向各
位提供具體時間等細節。我想這將取決於國
務院和國防部。」

據界面新聞報導，中國商務部9日下午
舉行例行新聞發布會。束玨婷答覆媒體相關
提問時稱，不久前，中國副總理劉鶴與葉倫
財長今年1月在瑞士舉行半天會談， 「雙方
保持正常溝通非常重要」，中方對葉倫財長
希望訪中持歡迎態度。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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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hen I was ten years
old, our family moved from
my hometown in Yunan to
an unfamiliar foreign
country, Burma.
Fortunately, my parents
loved the culture of my
hometown with a unique
vision. Under the bitter
situation of lack of
materials, my parents
started an elementary

school which taught us a Chinese education.Back then we lived
without running water or electricity.
My mom often pointed out to me our hometown just over the
mountain and said we should go back in the future. But we were
exiled in a foreign land and everything had to start from scratch.
In such a difficult environment my parents insisted that I leave

home and continue my studies. On the eve of my departure, my
parents held a farewell party for me on the dusty playground. My
mom repeatedly encouraged me to speak on the stage. This was
also the first time in my life that I had ever stood in front of a
crowd. My mom gave me a smile and much encouragement. She
finally told me, “Son, remember you are relying on your parents
at home, but you should also depend on friends outside of your
home."

Over the decades, I have experienced countless challenges
and hardships in my studies and careers. Last Saturday, the
opening event of Global One Bank was flooded with 300 guests
and colleagues from all ethnic communities at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Mayor Turner, Congressman Al Green and State
Senator John Whitmire, we all shared such a warm celebration. I
took my ten-year-old granddaughter Ava from the crowd to meet
all the VIP guests. She was very generous and fearless. We hope
one day she will run for public office to serve the country. 0202//0808//20232023

Fighting Tigers Depend On Good BrothersFighting Tigers Depend On Good Brothers

環球第一銀行開業有感
我在十歲那年跟隨家人從

家鄉云南移居荒蕪之異邦緬甸
， 所幸父母眼光獨到，熱愛故
國文化， 在塵土及物資匱乏之
堅苦情勢下， 仍然克服困難，
在草屋下辦起了一間小學校，
讓我們流落他鄉的孩童們仍然
每天熟讀學習三字経，孔孟學
說之傳統文化。

在當時沒有自來水及缺電
缺水的困難環境下， 我們在父
母之庇蔭下， 也算是衣食不缺
， 她們経常指向山那邊就是故
鄉， 在媽媽囗中經常講述年青
時之溫馨愉悅之往事 ，如今流
落他鄉， 一切都得從頭做起。

在如此艱苦之大環境下，
父母持堅要我離家繼續學業，
就在我離家前夕 ，雙親在塵土

飛揚的操場上為我舉辦一場歡
送會， 母親一再鼓勵我上台講
話， 這也是我生平第一次站在
群眾前鼓起勇氣走到群眾之間
， 站在一旁的母親對我施予微
笑和激勵 ，我總算「不辱使命
」完成任務， 走下來時， 媽
媽對我說，“蔚兒， 你此去上
學， 千萬記住 「在家靠父母
在外靠朋友」。”

數十年來 ，我們在學習和
事業上歷經無數挑戰和艱辛 ，
我把父母之訓誡銘記心頭， 更
是結交了無數各族裔及中外友
人和好兄弟， 他們的拔刀相助
和情義相挺， 是我們最主要的
支柱 ，我記得母親叮嚀的話。

上週六， 環球笫一銀行開
幕活動 ，在美南國際貿易中心
湧進了近三百位各族裔社區之

好友和同仁， 他們包括市長
、國會議員、 州參眾議員，
來自中國大陸、 台灣、 韓國
、 日本、 印度 巴基斯坦、 尼
泊爾、 緬甸、 菲律賓、 加勒
比海、 非洲 、墨西哥中南美
洲之社區好友， 我在會上向大
家保證 ，這家銀行是大家共同
努力之成果， 一定要繼續為社
區經濟發展貢獻心力。

我們眼見如此熱情之慶祝
大會， 我從人群中把今年十歲
的外孫女牽了出來和特納市長
、 國會議員格林及其他貴賓見
面致候， 她表現得落落大方
， 毫無懼色 ，我們希望她將
來能競選公職， 為社會服務
， 為華裔增光。

打虎要靠好兄弟打虎要靠好兄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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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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JC

335 Avenue E,Stafford,
TX 77477

電話: (281)631-5260
網址: www.tjc.org
電子郵件: Houston@tjc.org

59

90

Av
e. 

E

(本報訊)俄烏戰爭屆滿周年，烏克蘭
總統澤倫斯基繼去年12月訪問華府再次冒
險出國，先後前往倫敦、巴黎與布魯塞爾
，敦促歐洲國家領導人提供更多軍援。澤
倫斯基9日在歐洲議會發表演說，他感謝
歐盟國家的支持與理解，強調烏軍奮勇作
戰不僅是為抵禦 「當代世界最反歐洲的力
量」，同時也 「在戰場上捍衛你們」。

澤倫斯基 9 日上午 8 時（台灣時間下
午3時）與法國總統法馬克宏一同搭機前
往布魯塞爾參加歐盟國家元首和政府首長
峰會。澤倫斯基告訴歐洲議會： 「我想感
謝你們支持我們、理解我們，理解我們需
要大砲、彈藥、坦克、遠程飛彈與戰機。
我們由衷感謝你們給予的軍援。」他盛讚
歐盟施行如俄油禁令等措施，但也說 「前
方路還長」，歐盟國家能做的更多。澤倫
斯基強調，烏軍上戰場不僅是捍衛家園，
更是 「保護歐洲，免受意圖摧毀歐洲自由
的政權的侵害」。

歐 洲 議 會 議 長 梅 特 索 拉 （Roberta
Metsola）敦促聯盟成員國向烏克蘭提供戰
機和遠程武器，她告訴澤倫斯基： 「我們
知道你們的人民為歐洲犧牲奉獻，我們必
須以言語之外的行動向你們致敬。」她說
： 「各國必須考慮採取迅速措施，提供你
們需要的遠程系統與噴射機，以保護被太

多人視為理所當然的自由。」
澤倫斯基還感謝歐盟授予烏克蘭候選

國地位，稱那 「激勵我們堅持到底」。梅
特索拉則說： 「烏克蘭就是歐洲，你們國
家的未來在歐盟。」

澤倫斯基此行馬不停蹄，8 日上午閃
電到訪倫敦與英國首相蘇納克會談、下午
對英國國會發表演說，接著前往視察接受
英國訓練的烏軍武裝部隊。蘇納克一路陪
同澤倫斯基，雙方並簽署宣示兩國團結的
《倫敦聲明》（London Declaration）。值
得注意的是，蘇納克對於軍援烏方表示
「沒什麼是不能談的」，包括供應北約組

織（NATO）規格戰機。
對於蘇納克鬆口英國可能援烏戰機，

克里姆林宮發言人培斯科夫猛烈抨擊，他
稱那樣只會 「讓這場衝突為烏克蘭帶來更
多痛苦與磨難」。

8 日晚間澤倫斯基在法國艾里賽宮與
馬克宏和德國總理蕭茲共進晚餐，馬克宏
和蕭茲承諾 「若有必要」，將在各方面繼
續援烏直到 「勝利」。蕭茲說： 「我們再
次強調，不允許俄國贏得這場戰爭。」

澤倫斯基停留巴黎期間獲馬克宏頒發
法國榮譽軍團大十字勳章（Grand Cross of
the Legion of Honor），這是法國總統可以
授予另一國元首的最高榮譽。

澤倫斯基向歐盟尋求軍援
稱俄國為 「當代最反歐洲的力量」

金正恩愛女金朱愛現身閱兵儀式 4次亮相場合都有1共同點
(本報訊）北韓8日晚在平壤金日成廣

場舉行閱兵儀式，紀念北韓人民軍成立75
周年，最高領導人金正恩出席活動，金正
恩之女金朱愛（音）也現身。這是金朱愛
第四次亮相正式活動。引人關注的是，金
朱愛公開亮相均與軍事活動有關。

據韓聯社報導，北韓官媒朝中社9日
報導前一晚舉行的閱兵式消息，並發布一
組圖片。從圖片中可看到，金朱愛戴黑帽
、穿黑外衣，牽著金正恩的手一起走紅毯
入場。金正恩夫人李雪主走在兩人身後，
後面有幹部們鼓掌入場。金朱愛和李雪主
坐在貴賓席觀摩閱兵式。另一張圖片中，
金朱愛與李雪主一同站在檢閱現場的一側
，與正在檢閱閱兵隊伍的金正恩有一定距
離。

朝中社介紹金朱愛時所用的稱謂逐漸
「提檔升級」，引人關注。朝中社在去年

11月第一次報導有關金朱愛的消息時稱其

為 「親愛的子弟」，第二次報導中稱 「尊
貴的子弟」，而本月 7 日的報導中指稱
「尊敬的子弟」。朝中社9日報導稱，金

正恩同志攜 「親愛的子弟」和李雪主女士
一同到達廣場。報導還稱， 「尊敬的子弟
」在黨組書記趙甬元和黨中央委員會李日
煥、金在龍、全賢鐵的陪同下在貴賓席入
座。

這是金朱愛第四次亮相正式活動。她
曾於去年11月18日隨父現身 「火星-17」
型洲際彈道飛彈（ICBM）試射現場，同
月26日參加洲際飛彈研發和試射項目有功
人員合影活動，本月7日亮相建軍節75周
年慶祝宴會。北韓中央電視台於上月1日
報導勞動黨八屆六中全會結果時播出金正
恩攜金朱愛一同視察存放 「KN-23」等彈
道飛彈的武器庫的畫面。若包括該活動，
金朱愛共四次公開露面。引人關注的是，
金朱愛公開亮相均與軍事活動有關。

洛杉磯湖人隊球星”籃球小皇帝”詹姆斯
（LeBron James）再一次證明他是NBA歷史上自喬
丹 以 來 最 偉 大 的 籃 球 員, 因 為 他 以 顯 赫 的 數
據--38388分的個人總得分記錄創造了歷史,超越
了”天鉤”賈霸（Kareem Abdul-Jabbar）而成為
NBA得分王, 當賈霸把那一個創造歷史的籃球交到
詹姆斯手上後, 那就表示了”薪盡火傳”, 爾後詹
姆斯將是NBA的得分紀錄保持者, 由自己打破自己
的得分紀錄!

賈霸曾經花了20年的時間創造了NBA得分最
多的紀錄, 而詹姆斯同樣也是花了20年的光景才打
破了賈霸的紀錄, 所不同的是, 賈霸是在唸完UCLA
後以 22 歲的年紀進入 NBA, 而詹姆斯則是高中才
畢業就進入NBA, 當時他才18歲, 所以顯然今年38
歲的詹姆斯還算可以再繼續打幾年, 那表示他的得
分紀錄還會繼續的增加, 以後的NBA球員想要打破
詹姆斯的得分紀錄將是難上加難！

不過,在NBA評鑑一位球員的偉大並不在於個
人數據多少, 而在他能帶領球隊打出多好的戰績，
其中最重要的指標就是贏得多少冠軍。籃球大帝
喬丹曾率領芝加哥公牛隊兩次”三連霸”共奪得
六個冠軍，而詹姆斯則是為三支不同的隊伍奪得
四個冠軍，喬丹當年因父親被謀殺退出NBA兩年,

結果那兩年的 NBA
冠軍被休士頓火箭
隊幸運奪走, 等喬丹
復出後, 連續三年冠
軍再重回公牛隊手
裡，這些年來詹姆
斯闖蕩NBA江湖,他
到邁阿密為熱火隊
得兩座冠軍, 後來重
回克里夫蘭為故鄉
贏得了一座,如今在
投效湖人隊兩年後
再次贏得冠軍,使他
成為第一位為三支
不同隊伍奪冠的球
員 ， 詹 姆 士 曾 打
NBA 總決賽十次，
其 中 從 2011 年 到
2018 年連續八年進
入總決賽,各當選過
正規季與冠軍決賽
最有價值球員各四
次,還為美國贏得過
兩面奧林匹克金牌,
此外,他的總助攻數

名列 NBA 歷史第四位,已經入選 NBA 年度第一隊
明星球員十三次、NBA年度防守第一隊五次以及
全明星賽十七次......他不斷不斷的在創作NBA的歷
史紀錄……

詹姆斯雖未創造像張伯倫單場獨拿100分的記
錄，也未像比爾羅素奪下十一枚總冠軍戒
指，但他目前在NBA的歷史定位僅次於籃球大帝
喬丹，詹姆斯能不能超越喬丹？那是一個未知數
，因喬丹雖兩度退出NBA，但一直打到四十歲才
打出江山，詹姆斯如健康無罣，還有六年時間追
趕喬丹，賈霸曾拼命到42歲才高掛球鞋，所以詹
姆斯能否超越喬丹繫乎他的健康, 以他目前的體能
與球技並沒有下滑跡象, 再加上安東尼戴維斯的助
陣, 兩人一起拯救紫金王朝，詹姆斯與湖人的前途
真是不可限量的, 不過由於安東尼戴維斯身體常常
受傷, 無法穩定的上場, 原本湖人以為補充上”大
三元”威斯布魯克就可以成就一些江山事業, 但事
與願違,威斯布魯克球技嚴重的衰退, 加上脾氣火爆
,已經在詹皇創造得分紀錄後第二天被球隊交易出
去，詹姆斯本人也有可能下個球季不會待在湖人
隊了, 他曾經許願, 想要與自己的兒子在同一支
NBA隊打球, 只是他的兒子並沒有他的本事, 這個
心願顯然是無法達成的了！

【李著華觀點 : 傳承-詹姆斯以 38388 分
創造歷史超越天鉤賈霸成為 NBA 得分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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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國際

提供企業和個人
最佳貸款方案

金城銀行以誠信、服務、創新、效率為宗旨，
提供客戶便捷、安全、多元化的金融產品與服務!

金城银行与您

Corporate Office
(713)777-3838

Harwin Branch
(713)777-3838

Sugar Land Branch
(281)491-3838

Legacy Branch
(972)517-4538

Richardson Branch
(972)889-3838

Alhambra Branch
(626)320-1938

Millbrae Branch
(650)745-1615

Tustin Branch
(714)338-5188

Rowland Heights Branch
(626)964-3400

S. California LPO
(714)368-3682

Cupertino Branch
(408)446-1196

N. California LPO
(650)418-7938

巴西參眾兩院議長
雙雙獲連任

綜合報導 巴西現任參議院議長羅德裏戈· 帕謝科(Rodrigo Pacheco)

和眾議院議長阿圖爾· 利拉(Arthur Lira)雙雙獲得連任，當選新壹屆參議

長和眾議長，任期均為兩年。

當晚，來自米納斯吉拉斯州的民主社會黨參議員帕謝科，以49比32

的投票結果擊敗來自北裏奧格蘭德州的自由黨參議員羅傑裏奧· 馬裏尼

奧(Rogério Marinho)，當選新壹任參議長。此次參議長競選原本有3名候

選人，但在投票前有壹人退出。全部81名參議員參加了投票，帕謝科在

第壹輪投票中得票過半獲勝。

現年46歲的帕謝科是壹名律師，畢業於米納斯吉拉斯州天主教大學

法學系。

在眾議長的選舉中，有3名候選人參加角逐。全部513名眾議員

中有509人參加了投票，利拉獲得創紀錄的464票，遠遠高於來自裏

約熱內盧州的社會主義與自由黨眾議員奇科· 阿倫卡爾(Chico Alen-

car)的 21 票和來自南裏奧格蘭德州的新黨眾議員馬塞爾· 萬哈特姆

(Marcel Van Hattem)的 19票。此外，還有5張空白票。利拉也在第壹

輪投票中勝出。

利拉現年53歲，畢業於阿拉戈斯聯邦大學法學專業，是壹名商人和

律師。他從1999年起壹直擔任阿拉戈斯州進步黨眾議員。

選舉結果公布後，帕謝科發表講話稱，巴西“需要根除有毒的兩極

分化”，並承諾1月8日發生在首都巴西利亞的暴力沖擊國家權力機構

事件“再也不會重演”。在贏得連任後的演講中，利拉也表示要“繼續

捍衛民主”。

當晚，巴西總統盧拉祝賀帕謝科和利拉成功連任參眾兩院議長。

全球食品價格指數連續第十個月下跌
糧農組織：谷物供應仍將趨緊

全球食品價格指數2023年1月連續

第十個月下行，與2022年3月的歷史峰

值相比已回落17.9%。

這是聯合國糧農組織（FAO）在月

度報告中統計的最新數據。不過，FAO

在另外壹份《谷物供求簡報》（下稱

“簡報”）中雖然上調了2022年全球谷

物產量預測，但預計2022/23年度全球谷

物供應仍將趨緊。

全球食品價格指數持續下跌
FAO的全球食品價格指數由谷物、

植物油、奶制品、肉類和食糖等五類農

產品類別的價格指數平均值進行壹系列

計算後構成。

FAO數據顯示，2023年1月，全球食

品價格指數平均為131.2點，環比下降1.1

點（0.8%），連續第十個月下挫，與2022

年 3月的歷史峰值相比已經回落28.6點

（17.9%）。

指數本月下行主要由植物油、乳制

品和食糖價格指數的下跌拉動，谷物和

肉類價格指數基本平穩。

分項看，其中FAO谷物價格指數1月

平均為147.4點，環比微漲0.1%，但同比仍

上漲4.8%。在主要谷物中，大米和玉米價

格走高，大麥和小麥1月價格下跌。

其中，FAO植物油價格指數1 月同比

下跌近25%。指數 1 月下行系棕櫚油、大

豆油、葵花籽油和菜籽油報價下跌。其中

，國際棕櫚油價格連續第二個月下跌，主

要受全球進口需求不振的抑制，壹些主要

進口商在過去幾個月已經完成了庫存的補充

。世界大豆油價格小幅下滑，壹方面是大

豆油與其他植物油相比缺乏價格優勢導致

進口需求低迷，另壹方面則是由於阿根廷

天氣條件改善推動產量前景提升。

FAO乳制品價格指數 1 月平均為

136.2 點，環比下跌 2.0 點（1.4%），

創 12 個月新低。1 月的跌勢主要反映

出國際黃油和奶粉價格的走低。其中，

世界黃油價格連續第七個月下挫，原因

是在當前價格下對長期供應的進口需求

不振，市場預期黃油價格在大洋洲的供

應增加後將會繼續下探。與此同時，國

際全脂奶粉價格下跌，壹則是主要進口

商需求收縮，另壹方面是新西蘭雖然出

現季節性牛奶減產，但仍增加了奶粉供

應。相比之下，受西歐餐飲業和零售業

復蘇的推動以及新年節點和貨幣匯率波

動的影響，世界奶酪價格略有上揚。

FAO肉類價格指數1 月平均為 113.6

點，環比僅微有下調（0.1 點，0.1%），連

續第七個月下挫。其中，禽肉、牛肉和豬

肉價格下跌，拉低了本月的肉類價格指

數。世界禽肉價格本月繼續跌勢，原因是

盡管禽流感疫情蔓延，但全球主要供應商

的出口供應仍然高於進口需求。與此同

時，由於出欄生豬供應充足（尤其是巴

西和美國）且中國春節前的進口低於預

期，豬肉價格略有下探。同樣，大洋洲

牛只出欄增加，國際牛肉價格應聲下跌。

FAO食糖價格指數1月平均為115.8

點，環比下調1.3點（1.1%），在連續兩

個月大幅上漲之後首度下探。國際食糖報

價本月下跌主要系泰國收獲進展良好，同

時巴西核心甘蔗產區的優良天氣條件有利

於作物生長。不過，對印度單產下滑影響

出口供應的擔憂抑制了食糖價格的跌幅。

此外，巴西油價飆升促使乙醇需求上漲，

疊加巴西雷亞爾對美元匯率走強，對世界

食糖價格提供了支撐。

谷物供應仍將趨緊
如前所述，FAO預計2022/23年度全球

谷物供應仍將趨緊。具體而言， 2022年全球

谷物產量最新預報數為27.65億噸，環比上調

830萬噸（0.3%），但同比仍下降1.7%。

本月的上調主要由小麥驅動，澳大

利亞和俄羅斯對小麥產量進行向上修正，

將全球小麥產量預測推高至7.94億噸，更

加堅定了市場對2022年產量將創下新高

的預期。

展望2023年，當前北半球冬小麥作

物已基本完成播種，目前初步跡象顯示

壹些主要生產國在作物價格上漲的支撐

下種植面積有所擴大。肥料價格雖然近

幾個月有所下降，但仍舊處於高位，因

此可能導致施肥率降低進而影響單產。

在美國，2023年冬小麥的種植面積

預計將比上壹年增長11%，創八年來的新

高。歐盟目前尚未公布冬小麥種植面積的

官方預測，不過在總體利好的天氣條件和

作物價格走高的支撐下，播種面積預計會

高於三年平均水平，接近2022年。

而在俄羅斯，由於國內小麥供應充足

、價格較低，因此小麥種植面積可能會有

所減少。FAO認為，在烏克蘭，嚴峻的財

政限制、基礎設施不理想以及部分地區農

民難以下地勞作等多重原因導致2023年冬

小麥種植面積較上壹年同比下降約40%。

在印度，受市場價格走高和政府對

小麥的進行保底價格支持的激勵，再加

上良好的播種條件，2023年的小麥種植

面積預計將打破上壹年的記錄。在巴基

斯坦，2022年大範圍洪水的殘留積水造

成的影響並不如預期般嚴重，2023年的

小麥播種預計將高於五年平均水平。

2022/23年度世界谷物貿易量預報為

4.74億噸，盡管環比上調200萬噸，但仍

較上壹年度的歷史高點減少 820 萬噸

（1.7%）。

法國防長宣稱：
向烏克蘭運送戰鬥機“沒有任何禁忌禁忌””

綜合報導 今年年初，法國率先宣布

向烏克蘭提供“輕型坦克”的決定引起多

國跟進，最終推動西方向烏援助主戰坦克

。如今，法國再次沖在了前頭：向烏克蘭

運送戰鬥機“沒有任何禁忌”。

據消息，法國總統馬克龍和防長勒科爾

尼與烏克蘭防長列茲尼科夫在巴黎會面，討

論進壹步向烏軍進行武器裝備援助的問題。

報道引述知情人士說法稱，法國空軍

正在向完全由“陣風”戰鬥機組成的機隊

過渡，這意味著法國可能向烏克蘭提供被

替換下來的“幻影-2000”等老式戰鬥機。

報道稱，在承諾向烏克蘭提供主戰坦

克後，有關西方是否應該向烏克蘭派遣飛

機的爭議持續升溫，而法國的態度非常明

確：有關烏克蘭的航空裝備需求的談判正

在進行中。

“（烏克蘭）防長和他的工作人員壹起

來詳細說明烏克蘭軍隊的軍事需求，航空裝備

是其中的壹部分，他們向我們解釋了這壹

點。”勒科爾尼在會談前的發布會上說，

“這沒有任何禁忌（There is no taboo）。”

在會談後的發布會上，勒科爾尼則宣

布向烏克蘭提供12門“凱撒”自行火炮，

將於未來數周交付。此前，法國已經向烏

克蘭提供了18門“凱撒”

自行火炮。

此外，勒科爾尼與列茲

尼科夫共同表示，烏克蘭還

沒有正式提出購買法國戰鬥

機的請求，但廣泛地討論了

如何將軍用航空器納入軍事

部署的問題。

報道指出，在巴黎的這場會談舉行前，

美國總統拜登曾在被問及美國是否會向烏克

蘭提供F-16戰鬥機時，斷然回答“不會”。

而在巴黎這場會談結束後，列茲尼科

夫對未來獲取西方戰鬥機的前景感到頗為

樂觀。他向記者表示，他相信烏克蘭的盟

友之間的想法正在發生變化。

“（烏克蘭將獲取的戰鬥機）可能是

（美國的）F-16，或是（瑞典的）‘鷹

獅’戰鬥機，也有可能是法國的（戰鬥

機），我不確定（獲取到的）第壹架（戰鬥

機）會是什麼。”列茲尼科夫說，“我們會

看到（戰鬥機）的，但我很樂觀，我認為很

快就會有的。”

報道引述知情人士說法稱，法國空軍

正在向完全由“陣風”戰鬥機組成的編隊

過渡，這意味著法國可能向烏克蘭提供被

替換下來的“幻影-2000”等老式戰鬥機。

據觀察者網此前報道，1月30日，馬克

龍在荷蘭海牙舉行的新聞發布會上，被問

及法國是否考慮向烏克蘭提供戰鬥機。他

回答稱，只要滿足壹些條件，“什麼都不

排除”（nothing is excluded）。

馬克龍表示，這些條件包括：提供戰鬥

機不會導致緊張局勢升級、戰鬥機不會被用

於攻擊俄羅斯領土，以及此舉不會“削弱法

國軍隊的能力”。他補充說，此外，烏克蘭

方面必須向法國提出正式請求。

當時，荷蘭首相呂特也表示，截至目

前，烏克蘭還沒有正式提出要求，但荷蘭

對此“沒有禁忌”。

“還沒有人談論向烏克蘭提供F-16戰

鬥機，烏方也沒有提出要求。”呂特稱，

荷蘭在該問題上“沒有禁忌（no taboos）

，但這將是非常重大的下壹步”。

2023年東盟旅遊論壇
在印尼舉行

綜合報導 為期4天的2023年東盟旅遊論壇在印度尼西亞日惹特區

落下帷幕。除東盟十國外，中國、日本、韓國、印度和俄羅斯作為特邀

國也出席論壇。

本屆論壇主題為“東盟：通往美好目的地的旅程”，促進疫後旅遊

業復蘇成為討論焦點。印尼旅遊和創意經濟部長桑迪亞加· 烏諾表示，

旅遊行業極具韌性，特別是在中國重啟出境遊後，東盟旅遊業將強勁復

蘇。菲律賓旅遊部長克裏斯蒂娜· 弗拉斯科感謝中國將菲律賓定為團隊

出境遊重啟後的試點目的地之壹，她說中國遊客的回歸給菲律賓旅遊業

註入了強心針。越南國家旅遊總局副局長何文超表示，越南願與中國加

強合作，提升旅遊業服務質量。

東盟旅遊論壇始於 1981 年，每年舉行壹次，由東盟十國輪流

舉辦，旨在共同推動旅遊業發展，把東盟國家打造成壹體化旅遊

目的地。

美國科學家成功研發水陸兩棲機器人：海龜見了想認親

綜合報導 近日，美國科研

人員近日成功研發出壹種水陸

兩棲機器人，其外形酷似海龜

，四肢形狀還可以根據周邊環

境進行改變。

報道稱，來自耶魯大學的

研究人員可能找到了壹種讓機

器人在不同環境下進行順暢移

動的創新解決方

案，他們研發了

壹種可以在水中

和陸地上移動的

機器人，這個機

器 人 被 命 名 為

ART（含義為兩棲

機器龜）。

與常見的水

陸兩棲移動工具

不同，ART能夠在水陸兩種環

境中行動，靠的可不是兩套完

全不同的動力推進系統，而是

可以在腿與腳蹼之間變形的四

肢，這種能力被研究人員稱為

“自適應形態建成”。

而其設計靈感就來自於陸

龜+海龜，該項目的首席研究院

表示：

“陸龜和海龜有著相似的

身體，都有四肢和壹個殼，但

為了適應特定的生存環境，它

們有獨特的四肢形狀和步態。

海龜為了在水中遊泳和劃水，

四肢長有像魚鰭壹樣扁平而細

長的腳蹼；陸龜為了在地面行

走並支撐起龜殼的重量，四條

腿生的粗壯而結實，腳上還有

圓圓的腳趾。”

於是科研人員將二者結合起

來，用特殊的材料制造了可以根

據所處環境改變形態的四肢，同

時還能調整軟硬度和動作，實現

陸地行走和水中怕打遊泳的效果

，可以靈活地 在復雜的水下環境

中移動並從事環境監測等工作，

研究人員希望未來它能在科學研

究和救援等方面做出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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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眾議院今天高票通過決議案，譴責中國
派偵察氣球公然侵犯美國主權，且試圖利用不實訊息欺騙國際
社會。決議案並要求拜登政府，就中國近年所有已知侵犯作為
向國會簡報。

眾議院今天上午以419票贊成、0票反對的壓倒性票數通過
一項決議案，譴責中國近日派偵察氣球入侵美國領空，飛近包
括蒙大拿州馬姆斯卓空軍基地（Malmstrom Air Force Base）等
諸多國安設施，公然侵犯美國主權。

決議案也批評中共試圖散播不實訊息，宣稱氣球為氣象氣
球，是因 「不可抗力」事件偏離航線；決議案引述美國國防部
長奧斯汀（Lloyd Austin）指出，氣球 「是被中共用來試圖監視
美國內陸戰略地點」。

決議案提案人、眾議院外委會主席麥考爾（Michael Mc-
Caul）在表決前致詞表示，中國偵察氣球離地面僅6萬英尺，
一般人肉眼就能看見，明目張膽監視美國。

共和黨籍的麥考爾向民主黨人喊話說： 「讓我們站在一起
對抗共同敵人，我們的敵人不是彼此，而是如中國、俄羅斯、
伊朗和北韓等外國敵對國家。其中中國是最大敵手，是美國國
安利益長期最大威脅。」

同一時間在參議院，共和黨籍參議員海格提（Bill Hagerty
）在外委會一場涉中聽證會上以 「911恐怖攻擊事件後對美國
主權與領空最顯著、持續最久及最過分的侵犯」，來形容中國
偵察氣球事件。

根據決議案，中國偵察氣球過去也曾侵犯美國領空，但此

次飛越美國領土時間更長。決議案指出，中國情蒐對美國利益
與安全造成威脅，中共長年對美國國安單位進行情蒐工作，從
事間諜報導數近幾年也大幅上升。

決議案呼籲行政部門，應積極嚇阻外國敵對勢力在美國領
土或領空從事情蒐和其他惡意行為，強調美國政策應採取即時
果斷行動，阻止外國航空偵察系統侵犯美國主權，包括由中國
指揮或與其關聯的系統。

除要求行政部門就此次事件向國會報告外，決議案也要求
拜登政府整理近幾年所有已知中國侵犯美國領空事件，以及北
京在全世界使用類似偵察氣球的資料。

根據美國立法規則，一般決議案僅表達國會立場，無法律
約束力。

（綜合報導）美國商務部長雷蒙
多（Gina Raimondo）8日接受CNBC
節目專訪時表示，美國政府正考慮與
印度在某些製造業展開合作，以提升
應對中國的競爭力。她透露3月將率
幾位美國企業執行長訪印，討論美印
在半導體晶片製造方面結盟的事宜。
去年雷蒙多曾多次示警，美國對台灣
生產的晶片過於依賴，可能影響國家
安全。

雷蒙多受訪時亦提到，拜登總統
7日在國情咨文中有關美國製造的一
些談話。她表示： 「我們停止了製造
活動。在 1990 年，美國大約有 35 萬
人從事晶片業，而現在大約是16萬人
」。美國半導體產業協會（SIA）數
據顯示，在2021年，美國的半導體從
業人員超過27.7萬人，但及至2022年
9月，對全球半導體供應的貢獻卻是
「零」。

CNBC報導指出，相較於美國，
台灣和南韓合計占全球晶圓代工市場
約80％，台灣更是全球最先進晶片製
造商台積電的總部所在。不過，美國

想要促成美日印澳 「四方安全對話」
（Quad）合作，可能降低全球對台灣
半導體的依賴。2021年，印度、日本
和澳洲也啟動 「供應鏈韌性倡議」
（SCRI），以確保半導體及其零組
件的穩定供應。

雷蒙多表示，印度正在採取許多
「正確舉措」。她指出，印度擁有龐

大的人口，包括很多技術勞工、能操
英語，又是一個民主法治國家，但在
美印達成任何協議之前，這個南亞國
家也必須遵守勞動規範。

去年8月拜登簽署《晶片與科學
法案》，將提供520億美元支持美國
企業在國內投資晶片製造業。而此前
雷蒙多多次示警美國對台灣晶片的依
賴性。7月20日，雷蒙多曾警告，一
旦晶片進口斷供，美國經濟便馬上陷
入衰退，同時也失去製造軍備的能力
， 「所以晶片需在美國製造」。翌日
她又說，美國沒有任何製造先進晶圓
的能力，90％晶片都是向台灣購買，
這種依賴站不住腳又不安全，令人徹
夜難眠。美國矽谷裁員潮！雅虎計劃砍20％人力 這部門淪重災區

東歐對 「海馬士」火箭需求高 美軍擬在歐洲開培訓學校

（綜合報導）雅虎公司（Yahoo! Inc.）今天表示，計劃裁
減20%以上人力資源，以作為廣告科技部門重大重整的一環。

路透社報導，雅虎表示，這波裁員在今年底以前將影響近
50%廣告科技部門員工，包括本週的近1000名員工。

雅虎還說，
這波裁員將讓公司更專注並投資其旗艦廣告業務DSP（廣告需
求方平台）。私募股權公司阿波羅全球管理公司（Apollo
Global Management）2021年出資50億美元買下雅虎。

近來許多廣告客戶縮減行銷預算以因應通膨創歷史高峰，

且持續憂慮衰退。
為了安然渡過高通膨和利率上升帶來的需求低迷，從高盛

集團（Goldman Sachs Group Inc）到Alphabet Inc等眾多美國企
業今年相繼裁掉數以千計員工。

美眾議院美眾議院419419比比00通過決議案通過決議案
譴責中國偵察氣球侵犯主權譴責中國偵察氣球侵犯主權

美聯手印太夥伴 期降低對台灣晶片依賴
（綜合報導）一名美軍高層將領對美國之音

（VOA）說，美軍正在計畫在歐洲建立一個訓練中心
，教授北約盟國如何使用 「海馬士」（HIMARS）、
也就是高機動性多管火箭系統。海馬士在烏克蘭大顯
威力後，東歐國家目前對這種武器系統的需求增加。

美國之音9日報導，美國陸軍第五軍軍長、陸軍
中將柯拉斯基（John Kolasheski）7日晚間在接受美國
之音專訪時說： 「我們此刻仍處在初步階段，但是會
有一個地方讓我們把好幾個國家聚集在一處地點。柯
拉斯基負責北約東翼一帶的美國陸軍行動。

美國國務院7日批准向波蘭出售18套海馬士發射
裝置的潛在軍售案。除了這些海馬士，這批裝備還包
括數百個制導多管火箭發射系統（GMLRS）和幾十個
陸軍戰術飛彈系統（ATACMS）。這個軍售案是由波
蘭政府提出的，價值估計為100億美元。

如果北約成員國經過美國對外軍售計畫而獲得批
准，能夠購買海馬士遠程火箭炮系統，就可以使用擬
議中的海馬士項目。這些國家包括北約東翼的愛沙尼
亞、波蘭和羅馬尼亞。

柯拉斯基說： 「他們看到了發生在烏克蘭的殘暴
戰爭，有一種緊迫感，有一種使命感。所有30個國家
都團結在一起，要有效保衛北約土地。」

愛沙尼亞國防部長派夫克（Hanno Pevkur）本星
期稍早對美國之音說，從發生在烏克蘭境內的戰爭中
學到的 「最大的經驗教訓之一」就是 「遠程火力極其
重要」。海馬士據信為烏軍扭轉戰爭勢頭立下了汗馬

功勞。
愛沙尼亞已經購買了六套海馬士系統，預計在

2024至2025年這段時間交貨。一個美國海馬士排正在
為波羅的海諸國提供額外的防禦，派夫克說，這個排
還允許愛沙尼亞部隊 「今天」就開始操練這套火箭系
統，這樣他們 「從第一天起」就能做好使用準備。

柯拉斯基說，擬議中的海馬士學校將與艾布蘭坦
克培訓學校有 「類似架構」。那所坦克學校去年在波
蘭的波茲南附近開學，以便讓波軍熟悉美製艾布蘭
（Abrams）主戰坦克。波蘭去年購買了 250 輛 M1A2
艾布蘭，又在今年1月購買了116輛M1A1艾布蘭，這
是購買艾布蘭的第一個歐洲盟國。

據柯拉斯基說，艾布拉姆培訓項目的部分內容包
括某種學徒制，讓波蘭軍人編入美國陸軍坦克部隊裡
，學習如何維修和操作坦克。

自從艾布蘭坦克學校去年夏天開學以來，已有一
屆波蘭坦克操作員和一屆維修員從該項目畢業。

波蘭正在迅速成為美軍在東歐的一個軍事樞紐，
而且一直在高調呼籲向烏克蘭提供西方坦克。

波蘭國防部長布拉查克（Mariusz Blaszczak）4 日
說，波蘭已開始培訓烏軍使用德國製造的豹2（Leop-
ard 2）坦克。

當被問到波蘭的艾布蘭坦克學校是否會被用來培
訓烏軍使用艾布蘭時，柯拉斯基對美國之音說， 「目
前對此還沒有做出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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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菲律賓總統府發布聲明

說，總統馬科斯已於本月27日簽署行

政命令，正式批準《2023-2028年菲律

賓發展計劃》。

《2023-2028年菲律賓發展計劃》

共分為五個部分，分別為：導言；發

展和保護個人和家庭的能力；改造生

產部門，創造更多高質量的就業機會

和有競爭力的產品；營造有利環境；

計劃的實施、監測和評估。

據悉，《2023-2028年菲律賓發展

計劃》是在菲律賓“2040願景”下的

第二個中期發展規劃，也是壹項深入

的經濟和社會轉型計劃，旨在通過引

導經濟重新走上高增長的道路，創造

就業和加速減貧，建設壹個繁榮、包

容和有韌性的社會。

馬 科 斯 說 ， 我 們 批 準 的

《2023-2028年菲律賓發展計劃》包括

了所有要優先發展的領域，這也將促

使政府各部門和機構更加協調統壹、

凝聚合力。

馬科斯簽署的行政命令指示所有

的國家政府機構、政府擁有或控制的

公司、政府金融機構以及地方政府單

位等落實六年發展計劃，以加速經濟

復蘇步伐。

2016年，菲律賓前總統杜特爾特

簽署行政命令，正式提出“2040願景

”，旨在使菲律賓人能夠實現穩定、

舒適和安全的生活。

三菱日聯金融成立1億美元新基金，專註印尼市場
綜合報導 日本銀行巨頭三

菱日聯金融集團（MUFG）旗下

子公司MUFG Innovation Partners

（MUIP）及MUFG Bank 已於近

日宣布同印尼商業銀行Bank Da-

namon（該銀行也為MUFG的成

員機構，下稱為Danamon）聯手

推出了壹只基金。

據了解，該基金被命名為

MUFG Innovation Partners Garu-

da No.1 Limited Investment Part-

nership，規模為1億美元。其中，

MUFG持有該基金89.9%的股份，

Danamon持有10%，剩余的0.1%則

被MUIP持有。

根據聲明，這只基金將聚焦

東南亞最大的數字經濟體——印

尼，並將對其中有望與Danamon

產生協同效應的新興企業進行戰

略投資。

MUIP 成立於 2019 年，是

MUFG下屬的基金管理公司，旨在

通過與MUFG於日本海內外的下屬

成員機構建立業務聯盟，從而強化

其開放式創新能力。資料顯示，本

次成立的新基金為MUIP旗下的第

三只基金。目前，MUIP已經在全

球範圍內投資了超400億日元（約

合20億人民幣）。

Danamon是壹家印尼的老牌

本土商業銀行（按資產計算，Da-

namon為印尼第六大商業銀行）

，成立於1976年並於1989年在雅

加達證券交易所上市。2017年晚

些時候，MUFG Bank收購了Dan-

amon 40%的股份，並於去年 12

月時將其所有權提升至了92.47%。

MUFG則是日本最大的銀行

機構，擁有超過360年的歷史，

在全球範圍內的50多個國家/地

區中設有約2100個分支機構，通

過旗下近16萬名員工為客戶提供

商業銀行、信托銀行、證券、信

用卡、消費金融、資產管理、租

賃等壹系列的服務。

作為本次新基金的成立背景

，有媒體指出，當前階段，

MUFG Bank正在加倍關註東南亞

市場，並已在內部做出承諾，將向

包括印度和東南亞在內的亞洲地區

進行至少5億美元的股權投資。

而作為體現，去年 11月，

MUFG和MUFG Bank宣布，將斥

資870億日元收購荷蘭消費金融

公司Home Credit位於印尼和菲律

賓市場的子公司（分別為 HC

Consumer Finance Philippines 和

HC Indonesia，後者將被收購85%

的股份），從而加強公司在東南

亞的業務。

隨後，到了12月中旬，另有

消息透露MUFG正與印尼金融科

技獨角獸Akulaku進行壹筆融資

談判，並有望在其中對後者投資

2億美元資金（這壹消息在當月

底時得到證實）。當時，MUFG

的高層表示，東南亞是MUFG的

關鍵市場和第二本土市場。

財政虧損嚴重
老人免費坐地鐵首爾市長“很頭疼”

綜合報導 在韓國，所有65

歲及以上的人都有資格免費坐地

鐵，此舉不僅有助於降低老年人

的自殺率和抑郁癥發病率，還能

讓老年人保持運動進而降低醫療

費用，但也讓韓國各大城市政府

官員很頭疼，尤其是首爾。

據報道，韓國有資格免費坐

地鐵的老年人共計900萬，首爾

市長吳世勛1日在社交媒體上發

文稱：“新冠疫情暴發以來，首

爾每年財政赤字約為1萬億韓元

（約合54.91億元人民幣），其中

老年人免費坐地鐵導致的虧損約

占30%。”為了解決赤字問題，

首爾市計劃最早在今年4月將地

鐵票價上調300韓元。報道認為

，吳世勛當天發文是在向韓國企

劃財政部施壓，要求對方分擔赤

字。專家稱：“今年，1958年出

生的‘嬰兒潮壹代’可以免費搭

地鐵，相關財政赤字將出現爆炸

性增長。”

對沖基金加大黃金看漲押註
年內上行趨勢已確定

黃 金 價 格 在 過 去 三 個 月 大 漲

17.7%，進入2023年後已累計上漲逾5%

，對沖基金近期也加大了對黃金的看漲

押註。在持續大漲後，分析師警示，短

期需關註本周美聯儲議息決議對黃金近

期漲勢的影響。

市場目前普遍預期，美聯儲本周將

加息25個基點，但對於美聯儲未來的態

度還存在壹定的分歧。壹方面，美聯儲

可能強化將利率較長時間維持在5%以上

，以更好地控制通脹水平，另壹方面，

市場也預期，美聯儲可能會向外界傳遞

將在5月中止加息的信號。不過，不論

如何，分析師認為，黃金今年長期上行

趨勢已經確定。

對沖基金加大對黃金的看漲押註
美國商品期貨交易委(Commodity

Futures Trading Commission)的最新交易

數據顯示，截至1月24日當周，對沖基

金已連續八周增加了黃金多頭頭寸，

減少了黃金空頭頭寸。基金經理對

COMEX黃金期貨的總多頭倉位增加了

7279 手，至 131501 手，而空頭倉位則

減少3223手，至51622手。同時，黃金

市場目前有79879手凈多頭合約，維持

在九個月高位。

此外，世界黃金協會1月31日發布

的《全球黃金需求趨勢報告》也顯示，

2022年全球黃金需求同比增長18%，創

下自2011年以來最高年度總需求量，全

球央行黃金需求攀升至1967年以來的最

高水平。

周三(2月1日)亞太交易時段，現貨

黃金交投於1927美元/盎司附近。隔夜，

金價探底回升，上周出爐的美國2022年

四季度GDP數據增強了“鷹派”預期，

再加上月末倉位調整因素，美元指數周

二壹度反彈至近兩周高位附近，金價則

壹度跌至 1900整數關口附近，但美國

2022年第四季勞動力成本增幅低於預期

，令“鴿派”預期稍後回升，幫助金價

扭跌為漲，收盤交投於1928美元/盎司附

近。

美聯儲若放“鷹”，金價恐下探
1900美元

盡管金價技術面看漲勢頭強勁，但

分析師繼續警告投資者，金價觸及九個

月高位阻力位，回調時機已經成熟，尤

其是如果美聯儲本周放“鷹”，金價很

容易回調。

當前，市場普遍預計美聯儲此次將

加息25個基點，令聯邦基金利率升至

4.5%~4.75%。有“美聯儲傳聲筒”之稱

的Nick Timiraos最新撰文也稱，美聯儲

準備連續放慢加息步伐至25個基點，但

應該繼續加息多少，以及將利率維持在

較高水平多長時間的辯論仍將繼續。

機構MKS PAMPs的金屬策略主管

希爾斯(Nicky Shiels)在周壹的報告中稱

，今年至今，黃金投資者通過投機性頭

寸和ETF購買了260萬盎司黃金，雖然

仍低於去年2100萬盎司的峰值，但對沖

基金目前已持有1600萬盎司的黃金多頭

決議非常敏感。“情況正在好轉，但還

沒有完全好轉。在最近壹次非常關鍵的

FOMC會議期間，會有很多聲音，鮑威

爾可能會壓低市場預期，變得更加鷹派

。”她稱。

壹些分析師預計，如果美聯儲放

“鷹”，金價將重新下探 1900 美元

關口。

資產管理公司 Adrian Day Asset

Management 的董事長兼首席執行官戴

(Adrian Day)表示，市場目前如此確信美

聯儲本周將加息25個基點，甚至預計美

聯儲可能在3月暫停加息。如此壹來，

壹旦美聯儲主席鮑威爾在新聞發布會上

采取“鷹派”言論，淡化暫停加息的想

法，那麼這可能會暫時使金價回調至

1900 美元/盎司以下。交易平臺 CMC

Markets的首席市場

分 析 師 休 森 (Mi-

chael Hewson)也在

報告中預計，“如

果美聯儲出現鷹派

意外，金價短期內

能會朝著1900美元

回落。”

雖說市場擔心

“鷹派”意外，但

美聯儲官員近期紛

紛釋放“鴿派”信

號。美國去年 12

月PCE同比增速繼

續回落，環比增加

0.1%，同比增速降

至壹年來低位。即

使是大“鷹派”、

美聯儲理事沃勒

(Christopher Waller)近日也暗示，美聯

儲將在5月暫停加息。美聯儲二號人物

、副主席布雷納德在近日講話中也指

出，3個月和6個月的通脹指標有所下

降。美國前財政部長薩默斯在最新講

話中也表示，由於美國經濟前景的高

度不確定性，美聯儲在本周加息後，

應該避免發出下壹步行動的信號。

除了議息決議，市場還在等待將

於周五出爐的美國 1月非農就業報告

，勞動力市場的疲軟將轉化為通脹下

降。經紀商Blue Line Futures 的首席市

場策略師斯特裏布爾(Phillip Streible)提

示稱，“本周有這麼多事件驅動的風

險，可能會加劇金價波動，投資者必

須註意。”

今年黃金上行趨勢已確定
不過，分析師也普遍預計，金價年

內的漲勢已確定。

路透周二公布的對38位分析師和交

易員的調查顯示，雖然預計高利率仍將

抑制金價上漲，但分析師和交易員已大

幅上調對金價的預測。受訪者預計，今

年第壹季度，黃金平均價格為1825美元/

盎司，第二季度為 1840美元，全年為

1852.50美元，2024年為1890美元。而三

個月前的調查中，分析師和交易員對

2023年金價的平均預測價格僅為1712.50

美元。

渣打銀行貴金屬分析師庫珀(Suki

Cooper) 表示，“我們預計美元將走

軟，債券收益率將下降，但黃金似乎

已在早期消化了大部分這種風險。因

而，在回落之前，金價仍可能繼續漲

至2050美元。”

對沖基金Livermore Partners 的創始

人兼首席投資官諾伊豪森(David Neu-

hauser)在今年年初接受采訪時表示，由

於投資者預計未來幾年將出現新壹輪貨

幣貶值，近期的黃金漲勢將繼續下去。

“當投資者展望未來時，會開始環顧四

周，思考就資產投資而言，哪裏才是最

安全的地方。而現在唯壹的替代選擇就

是黃金，因為妳知道這種資產不會貶值

。”他稱。

高盛大宗商品交易員沃恩(Ryan

Voon)在年初的報告中給出了今年助推金

價上漲的三個理由：其壹，此前的黃金

拋售趨勢已經接近尾聲；其二，不管美

聯儲何時政策轉向，都利好黃金這類避

險資產；其三，受地緣政治沖突影響，

各國央行對黃金這類中立資產會更加偏

愛。

盛寶銀行大宗商品策略主管漢森

(Ole Hansen)更預測，金價年內最高可

升至3000美元/盎司。他分析稱，壹方

面，2023 年的金價將受到經濟衰退和

股市估值風險的支撐，央行利率最終

將見頂，美元走軟和通脹到年底不會

回到預期的3%以下水平的前景，所有

這些因素都將支撐金價。另壹方面，

在去年黃金購買量達到創紀錄水平的

基礎上，全球壹些主要央行的去美元

化趨勢似乎將繼續下去，這為黃金市

場提供了壹個軟底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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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Ga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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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te

2327
Texas Loteria  

Overall Odds are 1 in 3.96
$3 2/12/23 8/11/23

2247
Bonus Break the Bank  

Overall Odds are 1 in 4.29
$5 2/19/23 8/18/23

2403
Lucky 3  

Overall Odds are 1 in 4.36
$2 2/22/23 8/21/23

2401
50X The Cash 

Overall Odds are 1 in 4.09
$5 2/22/23 8/21/23

2404
Sizzling Hot $100,000  

Overall Odds are 1 in 4.09
$5 2/22/23 8/21/23

2406
Hit $200,000!  

Overall Odds are 1 in 4.03
$5 2/22/23 8/21/23

2393
Big Cash 

Overall Odds are 1 in 3.91
$10 2/22/23 8/21/23

2308
El Gordo™

Overall Odds are 1 in 4.38
$5 3/22/23 9/18/23

2412
Power Shot 

Overall Odds are 1 in 4.09
$5 3/22/23 9/18/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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翹首以待的兩地全面復常通關6日終

於實現。香港旅遊發展局總幹事程鼎一4

日表示，全面復常通關絕對有助旅客量提

升，目前已有100萬名內地旅客辦理赴港

簽註，相信會陸續赴港旅遊。旅遊業界亦

摩拳擦掌，準備迎接久違的內地赴港團。

有香港旅行社向香港文匯報表示，近日內

地赴港旅行的查詢激增，其中本月中一個

從內地經香港的“一程多站”旅行團已成

團，惟導遊、司機人手流失九成，影響接

待能力，不少業界人士相信需要一段時間

才能大規模恢復赴港團。受累計通脹及成

本增長影響，赴港團團費會較疫前上升約

20%。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港旅業緊鑼密鼓 迎接百萬內地客
赴港遊查詢激增 首團月中到港 需重招人手增接待能力

◀全面復常通關
消息一出，向旅
行社查詢的客人
立即猛增。

香港文匯報
記者萬霜靈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藍松
山）香港與內地將於2月6日全
面恢復通關，香港特區行政長官
李家超4日表示，特區政府已做
好充足準備，增加了安全系數，
相信市民會按自己需要返回內地
或赴港，不會出現無法處理的
“一窩蜂”情況。

李家超4日在出訪中東前見
記者時表示，自上月8日恢復與
內地有序通關後，每日過關人數
平穩，相信在恢復全面通關初
期，市民會按自己需要返內地或
赴港，不會出現“一窩蜂”過關
的情況。他已和政務司司長討
論，在恢復全面通關首日會準備
就緒，制定不同特別措施，隨時
處理任何需要即時處理的事。

他表示，明白正式全面通關
後人數會逐步增加，故政府會部
署不同環節，建立不斷增加運力
及準備的空間，增加安全系數，
包括人手、整個流程的準備及演
練等，同時與不同的業界人士緊
密聯絡。

另外，李家超4日在社交平
台發帖，表示禮賓府內的桃花結
果了，而接待人員表示，他們在
禮賓府工作這麼久，還是第一次
看見桃花結果，“如此美景，真
是好兆頭呢！”這令他想起香港
與內地將恢復全面通關，是他競
選時的承諾，在上任7個月後落
實為成果，心情既興奮又激動。
未來，他會繼續抱着“以結果為
目標”的理念，帶領香港結出更
多好“果子”。

李
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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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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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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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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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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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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蜂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食玩假期”
董事長陳志華4日向香港文匯報表示，全面復常
通關消息一出，查詢赴內地遊玩的香港客人立即
猛增。該公司已成功組團，赴佛山的3天2夜純
玩團將於6日出發，有30多名團友報名，人數仍
在增加中。其他日期、行程的赴內地團也都迅速
增加，預計4月的復活節假期，該公司赴內地團
數量恢復至疫情前約六成水平，參團人數預計超
過1萬人。

陳志華說，疫情前，該公司每月組團約兩
萬人赴內地遊玩，疫情期間“歸零”。兩個月
前，香港開始放寬檢疫措施，該公司已立即重新
招聘人手、重開店舖，但當時亦是組團赴東南亞
等地，沒想到內地與香港復常通關進展迅速，不
少市民踴躍報名內地團。為此，他們立即重啟內
地公司留守人員，以及緊急招聘人手，預訂旅遊
巴、餐廳、酒店。

“由於都是疫情前長年合作夥伴，因此安

排十分順利，成功安排到團在通關首日出發。”
他表示，對赴內地團前景很看好，只要再無政策
反覆，相信成團數量會迅速增長，畢竟內地“好
玩好食好景”，港人對返內地遊玩的願望強烈，
而內地各接待部門亦十分期待重迎香港遊客。

香港旅遊促進會總幹事崔定邦表示，內地
旅遊界和香港一樣受疫情重創，但內地人力資
源、旅遊資源豐富，接待部門亦都配套成熟，旅
遊業恢復能力會比香港快速。

目前，各同業都迅速重啟赴內地團業務，
主要是兩三天的短程團，遊玩地點集中大灣區內
地城市，如中山、珠海、佛山、韶關等，以美
食、美景、溫泉等作招徠。

以同行目前整體組團情況，復活節檔期赴
內地團已能恢復到疫情前30%至40%，但仍以
短途團為主。受制於赴內地航班運力仍未恢復，
機票昂貴且“一票難求”，相信赴內地長途團需
數月後才能恢復。

北上團火爆 料4月恢復至疫前六成

香港旅遊業熬過行業寒冬，終見復甦曙光，專做
內地入境團的金威旅遊董事總經理林達文體會

最深。他近期開始準備重振業務，“全面（復常）
通關消息一公布，已收到內地各省市合作旅行社要
求報價。”

經過多番打點，一個“一程多站”團有望在本月
13日出發，團友會在港展開一天遊，遊覽星光大道、
天星小輪、中環摩天輪，入夜後飽覽太平山夜景。在
完成香港行程後，就會離港繼續其他站點的行程。

林達文表示，由於內地旅行社需要時間收客，
加上團友通行證還需要辦簽註，以及香港導遊、旅
遊巴、接待旅行團的餐廳流失九成人手，要重新招
聘人手、籌備行程，“有客都無法接，只能按接待
能力組團。”

對何時可以回復到疫情前的接團水平，林達文
無奈地說：“無辦法，只能逐步來，一定要保證接
團質量、保證訪港旅客玩好吃好，預計還要半年到
一年才能恢復疫前水平。”

香港旅遊促進會總幹事崔定邦對香港文匯報表
示，全面復常通關對恢復香港旅遊業有正面的作
用。由於全面復常通關的消息剛剛公布，兩地合作
旅行社都正積極部署行程、報價，加上兩地旅行社
都人手大減，具體可增加多少旅行團暫時未知。
“現在香港在職導遊、旅遊巴只剩約一兩成，有客
也沒法接，要慢慢恢復人手、加強接待能力，預計
還要九個月到一年時間。”

程鼎一在接受電視節目訪問時表示，全面復常
通關必然令今年旅客數字回升，目前已有100萬名內
地旅客辦理赴港簽註，相信在取消核酸檢測要求
後，會吸引內地旅客赴港，但未必可重回2019年約
5,500萬人次︰“我認為不會這麼快重回疫情前的水
準，加上疫情前的期間看到香港的負荷能力已有點
吃力。在整體接待能力方面，我們必須保持得好，
這個需要點時間，並非幾個月或一年內就能重返疫
情前水準。”

料旅客更喜深度遊
他指出，新冠疫情前，旅遊業佔本地生產總值

的4.5%至5%，對旅客重返香港感到樂觀。就有人擔
心旅客增加等會造成車流、人流擠迫，而旅遊巴隨
處亂泊堵塞交通等現象再次出現，會影響市民日常
生活，程鼎一說：“疫情三年，整個旅遊模式已改
變，預計參加大型購物團來香港的模式可能減少，
應該更多旅行團選擇去旅遊景點，更多旅客改為深
度旅遊，體驗會更佳。”

“你好，香港！”計劃下，旅發局推出“香港
有禮”活動，為每份禮品提供100元補貼，共100萬
份，合共約斥資一億元，並會視乎情況考慮加碼。
他說︰“因我們較遲，甚至我們是最後一個（城
市）開關，我們跟內地巿場一起開關給全世界時，
我們認為要有聲勢和清晰度，要夠大聲和清晰，需
要跟世界說得很清楚：我們現時旅遊重啟，大家可
以無限制，我們歡迎你們前來。”

▲旅遊業界摩拳擦
掌，準備迎接久違
的內地赴港團。圖
為香港商舖門前排
起購物人龍。

香港文匯報記者
萬霜靈 攝

兩地學校擬下月起恢復實體交流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高鈺）香港與內地全

面復常通關，為香港青年學生前往內地實體交
流“開了綠燈”。為兩地姊妹學校提供專業交
流支援、本身亦有組織學校交流活動的香港教
聯會主席黃錦良4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
示，近月接獲不少學校對恢復內地交流的查
詢，估計4月將是學生實體交流的高峰。除了由
教育局組織的高中必修的公民與社會發展科考
察外，STEAM教育及航天科技都是熱門的學生
交流主題。

黃錦良表示，在疫情的三年間，香港與內
地的姊妹學校一直有透過網絡及其他形式加緊
聯繫，教聯會從中亦做了很多支援工作。在香

港與廣東省教育部門協調下，本年度有100所廣
東省的學校正籌備與港校締結成“姊妹”，而
其他省份也在相繼組織中。

他表示，很多姊妹校已為實體交流等待三
年，全面通關復常後相關行程將會“動起
來”，例如4月份便有一批港校籌劃前往貴州，
與當地姊妹校師生見面。

北上接觸同齡人 培養國家觀念
農曆新年假期剛剛完結，黃錦良表示，中

小學正開始下學期上課，加上規劃行程需時，
估計約於3月底會開始有學校交流出團，到4月
初復活節長假時將是到內地交流的高峰。由於

地理位置關係，相信大灣區內地城市相關行程
會較快開展，讓香港青年學生透過在內地親身
所見並與同齡人接觸，培養國家觀念和國民身
份認同。

在交流內容及主題方面，黃錦良說，中五
級學生將會圍繞公民科課程必修進行考察。該
會正籌辦多場講座，向學校代表講解如何開展
組織，並讓考察內容配合學生的學習課題，而
STEAM（科學、科技、工程、藝術及數學）教
育亦是不少學校感興趣的主題，鄰近的深圳及
廣州等城市亦有很多合適的地點供香港師生到
訪。航天科技更是熱門，可幫助港生藉參訪更
深入認識國家航天發展，啟發他們的興趣。

楊潤雄：研設“復業基金”
應對旅遊業等人手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香港文匯報3日

報道，香港與內地全面復常通關後各行各業都可
能受惠，但部分行業復常的最大障礙是人手短缺，
運力不足，以及缺乏啟動資金等，期望特區政府提
供復業支援。香港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楊潤雄4
日表示，特區政府正考慮設立「復業基金」的建
議，但強調既要視乎實際情況，亦要考慮到整體財
政狀況，如有新計劃推出，政府會適時公布。

楊潤雄在接受電台訪問時表示，政府一直與
旅遊業界保持溝通，了解業界的訴求，明白到業
界面對人手短缺等困難。事實上，不單旅遊業面
對人手不足問題，其他很多行業亦面對相同的問
題。他指出，財政司司長正在準備新年度預算
案。過去三年為應對疫情，政府財政上有很多支
出，一定要考慮整體財政狀況，政策及資源運用
必須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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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
道）中國國家藥監局日前根據《藥品管理
法》相關規定，按照藥品特別審批程序，進
行應急審評審批，附條件批准海南先聲藥業
有限公司申報的一類創新藥先諾特韋片/利
托那韋片組合包裝（商品名稱：先諾欣）、
上海旺實生物醫藥科技有限公司申報的一類
創新藥氫溴酸氘瑞米德韋片（商品名稱：民
得維）上市。至此，內地目前已有五款新冠
治療藥物（西藥）獲批上市，上述新獲批的
兩種藥物價格均在700至800元（人民幣，
下同）。

均由研究所和醫藥企業自主研發
先諾欣、民得維兩款國產新冠口服藥

物，均由中科院上海藥物研究所、中科院武
漢病毒研究所等科研單位與相關醫藥企業自
主研發。其中，先諾欣是先諾特韋片與利托
那韋片的組合包裝藥物，用於治療輕至中度
新型冠狀病毒感染（COVID-19）的成年患
者，是中國首款自主研發的靶向3CL蛋白酶
的抗新冠病毒口服藥物，與輝瑞Paxlovid靶點
一致。目前，先諾欣首發報價為750元（盒/
療程）。

民得維是一種新型口服核甘類抗新型冠
狀病毒藥物，用於治療輕中度新型冠狀病毒
感染（COVID-19）的成年患者，是中國自主
研發的靶向新冠病毒RNA依賴的RNA聚合酶
（RdRp）的抗新冠病毒口服藥物。目前，民
得維首發報價為795元（瓶/療程）。

此前獲批上市的新冠治療藥物，輝瑞
Paxlovid為1,890元/療程，默沙東莫諾拉韋
為1,500元/療程，真實生物阿茲夫定片為醫
保後350元/瓶。

料一個月內開始流通銷售
有媒體根據相關規定測算，先諾欣、民

得維將自動進入最新版“新冠防控指南”，
並納入臨時醫保藥品目錄，患者僅需支付醫
保報銷後的個人自付部分，如果按照個人自
付20%、醫保報銷80%計算，這兩款新藥的
一個療程治療，患者自付金額約150元左右。
目前，生產先諾欣、民得維的兩家藥企分別
表示，這兩種新藥預計在兩周至一個月內開
始流通銷售。

兩款新上市國產新冠藥報價低於800元每療程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敖敏輝廣州報道）4日，
“南粵暖春”佛山順德區人力資源招聘大會在順德
順峰山公園舉行，400多家以製造業企業為主的用
人單位，廣發“英雄帖”，提供近萬個就業崗位。
機械工程師、精密儀器管理員、電氣工程師，高技
能人才成為眾多企業急缺崗位。大量港資企業進場
招賢納才，工資待遇較往年提升10%以上、成功推
薦一名所需人才獎勵1,500元（人民幣，下同）、
推行師徒制貼身輔導，港企為吸引人才各出招數。
香港文匯報記者了解到，兔年春節開工後，廣東線
下招聘會場次密度明顯高於疫情前，珠三角各市、
區、鎮，幾乎每天都有招聘專場，這表明全面復常
後用工需求大。

深耕佛山18年的港資企業廣東豐明電子科技
企業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研發、生產、銷售為一體
的金屬化薄膜電容器製造商，是該領域全國排名前
三的高科技企業。本次招聘會，他們帶來了工藝工
程師、維修技師、質檢員等六大類崗位120多人的
招聘需求，現場應聘人員排隊提交簡歷、面談。現
場招聘主管劉女士告訴記者，公司應對市場升級變
化，崗位學歷和能力需求提升。比如，過往，除了
普工，他們對崗位的最低要求是大專，如今已經升
級為本科。

普工最高月薪可達8000元
“即使是普工，我們的要求也提高了。相應

地，待遇也提高了，此次招聘普工100人，以滿足
增長的訂單需求，最高月工資可以達到8,000元，
幾乎可以和廣州、深圳等一線城市的相同崗位不相
上下。”劉女士說。

記者走訪多家在場港企發現，港企招聘人才面
臨兩端難問題。普工方面，如今進入製造業領域的
年輕人並不算多，員工忠誠度亦不如上一代產業工
人，使得招聘存在一定難度。另一方面，技能型、
高端型人才，往往向機器人、電子信息等高端產業
流動，中小企業又往往需要與平台型企業、大型智
能製造企業競爭，甚至是“搶人才”。他們表示，
目前，企業因應變化，也在推動智能化、高端化方
向發力，抓搶產業升級機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馬曉芳北京報道）
在北京2022年冬奧會盛大開幕一周年之際，
“紀念北京2022年冬奧會成功舉辦一周年系
列活動”啟動儀式2月4日晚在北京首鋼隆重
舉行。視覺秀、冬奧歌曲和精彩短片的呈
現，營造了濃厚、熱烈的冬奧氛圍，喚起人
們對一年前北京冬奧會開幕時的美好回憶。

4日晚的北京首鋼冰球館再度被濃厚的冬
奧氛圍渲染。啟動活動分為“冰雪再燃燒”
“傳承北京冬奧精神”“一起向未來”三個
部分，以儀式、短視頻、精彩文藝節目和訪
談相結合的形式，形象生動地展現了後冬奧
時期北京奧運遺產傳承利用情況，詮釋了北
京冬奧精神，展望了“雙奧之城”團結一致
向未來的美好明天。

巴赫盛讚京冬奧會遺產惠及民眾
國際奧委會主席巴赫發表視頻致辭。巴

赫首先用中文向中國人民致以新春祝福，並
對北京冬奧會成功舉辦一周年系列紀念活動
的開啟表示熱烈祝賀。他高度讚揚北京成為
奧運史上首個“雙奧之城”，開啟了奧林匹
克運動的新篇章。他盛讚北京冬奧會的精彩
非凡，認為北京冬奧會開拓了冬季運動的世

界版圖，並指出北京冬奧會“帶動三億人參
與冰雪運動”“全球二十多億人觀賽”“場
館全向公眾開放”“奧林匹克歷史上數字化
參與程度最高的一屆冬奧會”等輝煌成就，
留下了豐富的冬奧遺產，已經惠及廣大民
眾，在諸多方面創立了冬奧會的新標杆。巴
赫感謝北京為2022年冬奧會的成功作出的貢
獻，並相信北京能夠把奧運遺產更好地傳承
下去，詮釋“更快、更高、更強——更團
結”的奧林匹克格言。

據了解，“紀念北京2022年冬奧會成功

舉辦一周年系列活動”以“非凡冬奧路 一起
向未來”為主題，將於2023年2月至3月間在
北京冬奧會京張兩地三賽區同時推出。系列
活動共由8項主題活動組成，主要包括“輝煌
冬奧”主題展覽暨群眾性冰雪運動嘉年華、
群眾性體育活動、奧運文化大集市等內容，
旨在通過活動與全世界分享北京冬奧會的美
好記憶和奧運遺產傳承利用經驗，持續普及
推廣冰雪運動，弘揚奧林匹克精神和北京冬
奧精神，擴大北京“雙奧之城”的國際影響
力，促進京津冀協同發展。

京冬奧一周年紀念活動4日晚首鋼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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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粵暖春南粵暖春””佛山招聘會現場佛山招聘會現場，，大量企業和大量企業和
應聘人員參加應聘人員參加。。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 攝攝

◆◆冬奧會開幕式一周年之際冬奧會開幕式一周年之際，，冬冬
奧場館陸續面向公眾開放奧場館陸續面向公眾開放。。圖為圖為
22月月22日日，，小朋友們在滑雪中心小朋友們在滑雪中心
““雪飛燕雪飛燕””內練習滑雪內練習滑雪。。 中新社中新社

◆ 2月4日，在國家游泳中心附
近，“冰墩墩”與人們合影留念。

新華社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4日下午率領代表團啟程訪問沙特阿拉伯和阿聯酋，開

啟2023年的首次外訪。他在臨行前表示，去年國家主席習近平到沙特阿拉伯作國事訪

問，為本港今次外訪打好基礎。是次的為期8日訪問是希望為香港爭取和推廣發展機

會，創造更多商機。是次他訪問的兩個國家均為發展得很成功的經濟體，在金融、創

科，以及基礎建設、物流等方面有良好願景及宏偉發展藍圖，其發展的願景和需要正

符合香港的優勢，相信香港可從中獲得很多商機，同時令香港和中東國家的合作更廣

闊。 ◆香港文匯報記者 藍松山

李家超訪中東兩國 冀為港創商機
指沙特和阿聯酋均為發展成功經濟體 其發展願景符港優勢

李家超4日下午率領香港特區代表團啟程前往
沙特阿拉伯和阿聯酋訪問前，在香港國際機

場見傳媒。他表示，選擇到訪沙特阿拉伯和阿聯
酋，是因為這兩個國家均為發展得很成功的經濟
體，多元發展，有很強的生產力，金融、創科，
以及基礎建設、物流等方面都有願景和宏偉的發
展藍圖，而其發展的願景和需要符合香港的優
勢，相信香港在這方面可以取得很多商機。

港參與“一帶一路”實際行動
同時，這次訪問也是香港實踐和參與“一帶

一路”倡議的實際行動，希望利用這次外訪機
會，為香港爭取和推廣發展機會，加強與中東國
家的合作，創造更多商機。

他指出，香港可以向兩國提供非常值得前來
發展的優勢，包括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對這
兩個國家的資金出路、投資都很有幫助；香港是

很成功的資產管理、風險管理中心，很多私募基
金都在香港爭取機會推展業務；香港會成為國際
創新科技中心和中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這些都
能令雙方在多方面合作有無限的基礎和機會。同
時，香港有大量專業人士，例如在基礎建設方面
的管理、物流、建築設計和工程人才，可以為這
兩個國家提供所需。

李家超表示，國家主席習近平去年到沙特阿
拉伯作國事訪問時，已經提倡和推動雙方的深度
合作，在多方面開展交流，為香港是次外訪打好
基礎。作為一個國際大都會，香港具有“背靠祖
國、聯通世界”獨特優勢，他會盡量爭取機會，
與當地高級政府官員會面和交流意見，認識當地
的商界，參觀和考察一些企業，及參加商務論壇
等，向當地介紹香港的優勢，說好香港故事。

是次訪問團有超過30位來自財經、商貿、專
業人士、基礎建設和發展、項目管理等領域，在

其界別擁有良好人脈網絡的成功人士，有信心透
過這次廣泛交流，為香港帶來很多機遇，又透露
自己在出發前，曾和代表團中的不同成員溝通，
他們都非常興奮和鼓舞，“我們士氣高揚，期望
這次可以發揮推廣香港的作用。”

見政商界領袖 考察當地企業
5日至6日，代表團會訪問沙特阿拉伯利雅

得，明晚會轉往阿聯酋阿布扎比訪問，2月8日下
午再轉抵阿聯酋迪拜繼續訪問行程。其間，李家

超將與當地政商界領袖會面及考察當地企業，並
會出席論壇及交流活動，介紹香港最新情況和投
資及商貿機遇，以及在“一國兩制”下“背靠祖
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推廣香港的新發展
和新機遇，促進香港與沙特阿拉伯和阿聯酋之間
的各方面交流和合作。

由李家超率領的香港特區代表團成員包括律
政司副司長張國鈞、財經事務及庫務局局長許正
宇、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丘應樺、政府新聞處
處長陳偉偉和署理“一帶一路”專員黃宗殷。

▲ 李家超啟程訪中東前在機場
見記者，冀此行為香港爭取和
推廣發展機會。

▶ 特區政府訪中東代表團抵達
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圖為
代表團部分成員合影。

尚海龍Fb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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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濟

2020年1月24日，年三十，在春秋旅遊負責歐洲產品的王鵬程正密切關注着武
漢疫情形勢，得知出境遊業務將暫停時，他懵了，
“當時就在想，怎麼還會有這樣的事。”但接踵而
來的退單和渠道溝通工作讓他無暇再多想。

焦慮疫情走勢想過從此轉行
“我記得非常清楚，鼠年大年初一，我們還得

到公司加班，腦裏因為一直想着這事，還吃了一張
交通罰單。”直到忙碌的善後工作告一段落，王鵬
程才冷靜下來思考自己的處境，對於未知的焦慮讓

他“有過轉行的想法”，可回想起
自己從業的初心他選擇了留下。海
事大學畢業的王鵬程是個喜歡旅遊
的男生，疫情前，一年會出境旅遊
一兩次，“因為熱愛從事了這份工
作，我不想放棄我熱愛的事。”

同一個春節，春秋旅遊南亞業務板
塊的員工柏楊正在印度進行考察。人在國
外，想起接下來一兩個月裏已經安排妥當的團隊，
得知暫停出境遊，她也懵了。等她回到中國回到家
中時早已“物是人非”。起初，她只是趁機在家休
整兩個月，靜待她以為的業務快速恢復，“但兩個
月後發現，疫情似乎更嚴重了，就開始變得不安和
焦慮。”柏楊也想過轉行，因為當時的旅遊業前途
一片黑暗。可從高中起就有着要從事旅遊工作夢的
她捨不得，更不甘還沒做出成績就放棄，所以她響
應公司號召轉崗。2022年，上海經歷了一個長時間
的封控，呆在家中的柏楊被負能量環繞，“那時就
在想，過去兩年了，怎麼還是這樣子？感覺看不到
一絲希望了。”

相信有天復常暫轉崗國內線
為了心中那個“一切終將恢復如初”的信念，

王鵬程轉崗做起了同業銷售，嘗試了做新媒體推
廣。柏楊轉崗操刀過國內業務，也主動請纓加入公
司新業務板塊——露營產品的搭建籌備。

王鵬程說，3年裏雖然收入減少
了，但收穫卻很多。“很多國內線路的
操作技巧未來也可以應用到出境市場
裏，我也接觸了很多不一樣的渠道，對
我未來都很有幫助。未來我可能會繼續
發揮製作視頻的愛好，去把海外目的地以
更美好的形式呈現給更多遊客。”而被同事

們稱為部門“顏值擔當”的柏楊則從辦公室走到
了戶外，頂着酷暑摸索搭建露營產品，磨練了意志
品質。

期盼遊客回來積極調整產品
2023年1月20日，小年夜，聽說即將試點恢復

出境團隊遊的王鵬程激動到如同打了雞血，“感覺
自己等了3年，總算是等到了一個比較理想的結
果。得知這個消息之後，第一時間就投入到了工作
中。”3年時間裏，許多海外渠道發生了比較大的
變化，近期，他已回歸原崗位，正在積極和不同渠
道溝通，了解大家的需求和訴求，及時調整產品。

首發團行前說明會現場，回歸原崗位的柏楊特
意兼職當主持，來支援布吉島團隊。雖然天氣寒
冷，她還是義無反顧穿上了泰國特色服飾，一句
“薩瓦迪卡”的開場白讓眾人感慨萬千。“希望來
積累點經驗，為後面我們南亞團隊的行前說明會做
準備。就盼望着遊客人數能盡快恢復到以前的水
平。”

2 中 國 新 聞 ◆責任編輯：李鴻培 2023年2月6日（星期一）

滬旅社出境首團今出發辦公樓重迎燈火通明

從業員落淚：堅持三年 為了這天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夏微上海

報道）3年時間，旅遊市場變化的
同時，遊客的心態與需求也發生了
轉變。深度遊、慢遊、享受旅行的
美好成了大家當下最迫切的願望。

過去3年，王鵬程通過在線平
台的數據觀察到，3年前遊客關注
更多的是前往更多的目的地國家遊
覽，而現在，整個線上平台搜索量
體現出，遊客更多關注的重心轉移
到了深度遊。在出行時間上，之前
更多遊客希望行程比較緊湊，長線
遊9至10天要去到更多國家，而現
在，很多遊客希望出行時間進一步
拉長，甚至不排斥二十幾天或者三
十幾天在海外。

參與2月6日首發團的遊客俞文
君是個旅遊達人，疫情前多次通過
春秋旅遊平台，選擇自由行和定製
旅遊產品，小年夜看到春秋有泰國
的團，便即刻召集過往總是結伴出
遊的朋友，大家一拍即合趕緊去
搶。“報好才知道這個秒殺空了，
我們很開心搶到了。”

俞文君稱，這個行程對她來說
最大的吸引力是行程中“微旅行”
的安排。過去3年，春秋在上海本
地發掘旅遊資源，推出了城市微旅
行，俞文君一直在關注，並多次參
與，“了解了更多上海的建築故事
和街巷的歷史，這次看到泰國行程
也有，我覺得很好，對當地街鎮的
一個漫步，可以深刻了解泰國華人
文化。”不僅如此，俞文君笑言，
是次首發團的領隊師文也是她這些
年參加城市微旅行而粉上的旅業
人，“可以說這個團各個方面都很
完美了。”

◆◆王鵬程王鵬程
記者夏微記者夏微攝攝

◆◆ 首發團團友即將赴泰國遊覽首發團團友即將赴泰國遊覽，，行前為文明旅行前為文明旅
遊簽名遊簽名。。 香港文匯報記者夏微香港文匯報記者夏微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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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月 3日，上海長寧區昭化路 699

號，春秋旅遊出境首發團行前說明會

上，一向以冷靜沉着樂觀示人的春秋旅

遊副總經理周衛紅哭了。該團將於6日

出發，說起過去的 3年，她哽咽道：

“這背後的堅持是非常難的，我們的同

事為了這一天等了很久，一千多天，真

的是太不容易了。”當看到赴泰國布吉

島的首發團產品在推出當晚被秒殺而空

時，她的內心是激動是感動，“這是對

我們堅持的最大鼓勵。” 3年前的春

節，旅遊業從業人員壓抑着內心的焦慮

不安忙於處理出境遊業務的退單；3年後

的春節，旅業人克制着內心的喜悅激動

地忙於打磨上線出境遊產品……隨着1

月20日，中國國家文旅部發布通知，宣

布自2月6日起，試點恢復全國旅行社及

在線旅遊企業經營中國公民赴20國家出

境團隊旅遊和“機票+酒店”業務。上海

春秋旅遊大廈內員工餐廳恢復了晚餐供

應，大廈一連多天燈火通明……

◆香港文匯報記者夏微上海報道

◆◆內地將於內地將於22月月66日試點恢復出境團日試點恢復出境團。。
圖為春秋旅遊出境首發團圖為春秋旅遊出境首發團33日舉行出發日舉行出發
前說明會前說明會。。 香港文匯報記者夏微香港文匯報記者夏微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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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通關利好香港經濟一覽全面通關利好香港經濟一覽

零售
銷售額

▲10%~15%

商舖
租金收入
▲5%~10%

一手住宅
銷售額

▲60%~65%

整體樓價

▲5%~10%

資料來源資料來源：：穆迪穆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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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及香港3日宣布2月6日起恢

復全面通關，消息令人振奮。隨着近

月香港及內地持續優化防疫政策，香

港營商環境見改善，最新的今年1月份

標普全球香港特區採購經理指數

（PMI）按月升1.6，至51.2，升越50

榮枯線，是自2022年8月以來首次重

返擴張區間。展望未來，市場人士指

出，隨着內地與香港恢復全面通關，

香港未來數月營商環境將會持續改

善，經濟復甦加快，香港PMI仍有上

行空間。 ◆香港文匯報記者岑健樂

看好前景 港PMI五個月來首擴張
全面通關後營商環境續改善 經濟料加快復甦

據標普全球3日公布，內地與香港有序放寬防
疫政策，帶動港企訂單需求於今年1月重拾

增長，香港PMI由去年12月的49.6回升至51.2，
升越50榮枯線，升幅創去年7月以來最佳，PMI也
是自2022年8月以來首次增長。出口貿易方面，計
及從內地新接的訂單，都重見起色。由於需求回
勇，企業於1月再度增產，擴張步伐穩健，因此積
壓工作量在年初由負轉正，情況與先前5個月迥然
不同。企業憧憬未來經濟向好，經營信心衝至歷史
新高。

訂單增長銷情將進一步暢旺
調查指，為配合訂單增長、預期銷情進一步

暢旺，業者於1月更積極採購，其庫存水平也因而
提高。1月份訂單與產量增長，惠及就業水平向
上，升幅雖然溫和，但卻是去年6月以來最佳。隨
着防疫措施及出入境限制放寬，供應商的供貨表現
進一步好轉。目前，交貨期已連續三個月縮短，改
善幅度為2021年4月以來最佳。

標普全球市場財智經濟研究部副總監Jingyi

Pan表示，內地與香港優化防疫限制之後，都在新
一年伊始提振了增長，因此最新的香港 PMI預示
經濟出現良好的轉機。市場對香港商品及服務的需
求明顯回升，推動了私營企業擴張業務、積極採
購，以及增聘人手。經營信心飆至歷史新高，進一
步勾勒了業者對近期業績好轉的預期。

Jingyi Pan續指，從供應商月內縮短了供貨時間
來看，供應鏈壓力已見紓緩，這對香港私營企業而
言，也是一大喜訊。不過，產出售價通脹超越了投入
成本升幅，顯示定價權正移入私營企業手中，意味價
格壓力已向客戶進一步傾斜，這個情況到底對客戶需
求有多大影響，值得在未來數月多加觀察。

廠商會：需求釋放惠及各行業
香港廠商會永遠名譽會長兼信保局諮詢委員

會主席吳宏斌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內地持
續優化防疫措施，加上香港與內地即將全面恢復免
檢疫通關，將便利兩地人員往來，推動香港不同行
業，特別是旅遊、餐飲、酒店與展覽等行業的復
甦。他說，由於內地居民與商界在疫情期間積聚了

不少儲蓄，在龐大需求釋放下，上述行業表現將迎
來強勁增長，在最樂觀的情況下，本月表現將可恢
復至修例風波與疫情爆發前的水平。

另一方面，吳宏斌指出，雖然歐美國家經濟
表現較為波動，影響香港出口表現，但東南亞國家
經濟具有增長潛力，港商有不少拓展業務的空間，
他預期今年香港出口表現前景較去年樂觀。總括而
言，吳宏斌預料香港未來數月營商環境將會持續改
善，香港PMI仍有上行空間。

今年零售銷售料增長雙位數
有經濟師亦估計，香港跟內地全面通關後，

將帶動香港投資信心及主要經濟活動復甦。星展銀
行（香港）經濟研究部經濟師謝家曦表示，隨着香
港跟內地即將全面恢復免檢疫通關，相信香港主要
的經濟活動，包括訪港旅遊業、零售業以及進出口
行業都能夠受惠。其中，由於旅客一向佔香港約
30%至40%的零售比重，訪港旅遊業料可推動今年
香港零售銷售表現有雙位數增長，令今年香港經濟
表現反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蔡競
文）香港6日起與內地全面通
關，評級機構穆迪相信可帶動香
港今年的零售銷售額有10%至
15%增長。信達國際研究部助理
經理陳樂怡表示，全面通關後更
為便利旅客重臨，有利加快香港
經濟復甦，最先受惠的行業包括
商場、餐飲、酒店及航空公司。
若從投資角度，她最為看好收租
股。

信達：旅客重臨利好經濟
陳樂怡指出，全面通關有助

商場的營業額表現，以零售成分
佔比較高的收租股如九倉、新世
界等有優勢。此外，濠賭股亦受
惠於全面通關因素，農曆新年期
間澳門錄得不俗的旅客入境數
字，其中有不少是內地旅客，加
上澳門酒店入住率理想，預期濠
賭股可受惠通關人流暢旺。至於
零售股和餐飲股，陳樂怡認為早
前已預先有炒作，近日已見獲利
回吐，所以全面通關後相信對該
兩類板塊刺激作用有限。談及航
空股，她指出航空股主要看中資
三大航空公司和國泰，全面通關
後要看內地旅客到國外旅遊的意
慾，以及其他國家對內地旅客是
否仍有入境限制，故此需要留意
內地旅客的出行數據。

評級機構穆迪3日亦發表評
論指，香港與內地全面通關將帶

動香港地產商的零售租金收入以及住宅銷
售加快復甦。該行指出，在2010-19年即
疫情前的10年間，內地遊客佔到香港零售
銷售的三至四成份額，全面通關將帶動旅
遊業並提振零售消費，預期2023年香港的
零售銷售將有10%至15%增長。

刺激樓市需求 看好收租股
穆迪續指，業務正常化及旅遊復甦將

會帶動香港整體經濟及資本市場氣氛，從
而刺激本地及內地客購房需求增加，預測
今年香港整體一手銷售額將按年增長60%
至65%，而樓價將會升5%至10%。

穆迪亦同樣看好收租股，新地、太古
地產、九龍倉置業、希慎等將最受惠於零
售地產市場的復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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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台南水情不佳，市長黃偉哲邀集水利
署南區水資源局、自來水公司第六管理處、農田水利
署嘉南管理處、南科管理局等單位舉行抗旱會議，會
中要求工業區必須落實自主節水，並多增加使用回收
水來替代自來水，目標希望工業區至少節水7％以上甚
至更多。

2022年台南降雨量偏低，約為歷年同期6成，台南
市水情燈號自12月2日起轉為黃燈減壓供水，為協調
境內各單位共同抗旱，黃偉哲要求市府所屬各行政機
關應該主動響應節水，工業區落實自主節水。

水利局統計，包括永康、樹谷、柳營科工區、新
吉工業區每日用水量大約1萬9500噸，水情轉黃燈後，
已要求多使用再生水，節水後，每日用水量大約 1 萬
3850噸；而南科每日平均用水量都超過20萬噸，也配
合市府節水措施，每日用水量從11月日用水量22.85萬
噸，1月已降為每日用水量20.73萬噸。

黃偉哲表示，節約用水可增加使用回收水來替代
自來水，台南有7處水資源中心可回收汙水淨化為回收
水，可供民間免費去用於掃街、澆灌、抑制工地揚塵

等，目前市府每月平均使用回收水14萬噸，過去3個
月已使用42萬噸回收水，平均每天使用超過4000噸。

黃偉哲也請水利署評估調度台南現有的RO濾水設
備到樹谷園區就近供應給南科廠商或其他適宜地點。
南科管理局說明，目前已有廠商表達使用意願，將盡
力媒合載運。南科管理局也表示，市府興建的永康再
生水廠已每天供應8000噸再生水用於半導體與面板產
業的製程。

根據水利署統計，目前曾文、烏山頭蓄水量約1億
6500萬噸、南化水庫5417萬噸，雖然南化水庫比往年
同期減少104萬噸，但曾文與烏山頭水庫合計比同去年
期增加3071萬噸，尤其，相較2021年百年大旱，今年
水情相對穩定。

黃偉哲也指示水利局盡快完工安平再生水廠，力
求今年3月每天供應1萬噸再生水給南科，減少民生用
水壓力。而了為協調境內各單位共同抗旱，水利局指
出，台南境內19 口抗旱井已整備完成，每天可供應3
萬噸產業次級水供民間使用。

（中央社）新北市府今年
為 「北台合作平台」的主政縣
市，適逢北台邁入第20個年頭
，今年以 「青年創議市集」為
主題，邀請全台18歲至35歲的
青年組隊提出政策新點子，只
要通過兩階段評選的團隊，不
僅能獲得最高10萬元獎金，其
政策有機會供政府部門採用，
歡迎全台青年一起促成社會創
新的實現。

新北市城鄉局指出，北台
合作平台的青年提案計畫，以
徵件競賽搭配培訓工作坊的形
式進行，對於跨域治理、公共
議題有興趣的青年都可參加，
每個團隊以 6 人為原則。報名
時間為即日起至3月20日17時

截止，2 月 20 日預計舉辦青年
提案徵件說明會。

城鄉局指出，提案議題共
有 9 大類，分別為防災治安、
文化教育、健康社福、交通運
輸、產業發展、環境資源、休
閒遊憩、原客新移、都市發展
；議題須設定為北臺 8 縣市內
議題，及跨及兩縣市以上議題
為佳。

青年提案競賽分為兩階段
，第一階段為初選，報名截止
後會邀集相關領域專家組成評
審委員會審議，預計今年 4 月
公布通過初選的團隊，並在 5
月至 8 月舉行創議實體工作坊
，所有通過初選的團隊將透過
工作坊提交 「政策提案計畫書

」。
第二階段為決選，評審委

員會根據創新性及可行性、提
案未來發展性等項目，預計評
選出10組團隊，並於今年底舉
辦成果發表會，金獎團隊可獲
得最高 10 萬元，銀獎 7 萬元、
銅獎5萬元、優選2萬元。

城鄉局指出，今年以 「攜
手新世代、開創新未來」為合
作主軸，廣徵全台青年朋友對
市政各部門提出創新政策建議
及計畫，跨世代合作開創新作
為，為20歲的北台注入新活力
也為各縣市的政策開創新亮點
，相關訊息可關注 「北台區域
發展委員會」及 「我愛陳香菊(
新北城鄉局)」臉書專頁。

（中央社） 「請幫幫鄉下音樂班的學生！」大甲城公益募款
音樂園遊會將於本周六登場，大甲中央扶輪社為協助台中市順天
國中音樂班老舊樂器更新募款，投入近半年規劃，結合在地音樂
及表演藝術團體共同參與演出；並邀請胖卡美食餐車銷售特色美
食。園遊會盈餘將協助音樂班添購新樂器，藉此活動邀請市民們
一齊同樂做公益。

主辦單位指出，活動現場將出動17台各具特色胖卡餐車，
從西式的炸物、PIZZA、黃金脆皮起司捲、可樂餅，到中式的大
腸包小腸、烤魷魚、雞蛋糕、手調冷熱飲…數十種琳瑯滿目的餐
食，讓一家大小在欣賞五彩繽紛的擬人化胖卡車之餘，也能吃飽

喝足。
大甲中央扶輪社長陳力平說，中央扶輪社特結合扶輪家庭日

，並邀請D2分區及其他友區一同參加。除額外撥經費統籌舉辦
公益園遊會外，也將原先家庭日活動預算投注於此次公益園遊會
，同時達到扶輪親子互動目的，讓扶助家庭度過一個充實有愛的
家庭日。

順天國中管樂團成立至今20餘載，承續大甲區國小音樂專
長學生能夠繼續發展音樂天分。創校至今屢屢在全市與全國比賽
獲得相當優秀的成績，2021年更榮獲全國賽室內管樂合奏之 「特
優」佳績。

因許多大型樂器在日積月累的使用後皆已老舊，很難發揮樂
器該有的音質。校內徵招部分團員，無力負擔個人樂器費用，需
要買添購新的樂器或是大維修，此次管樂團將於音樂園遊會演出
募款，望能延續順中管樂團的輝煌。

主辦單位強調，活動當天將舉行文化健走，由大甲體育會與
甲安埔社區大學共同協辦，大甲鄉間小路一圈約4公里多，路途
上會經過保安宮，在場將有專業的文史老師做文化導覽說明。另
在健走沿途也有設置2個神秘點，會有老師在現場速寫並做義賣
，同為管樂團募款出力。

新北主辦 「北台合作平台」
邀青年提政策新點子最高獲10萬獎金

助順天國中音樂班添購新樂器 公益園遊會周六登場

台南水情 「黃燈」 減壓供水

黃偉哲籲工業區自主節水

（中央社）和泰集團旗下共享
汽車公司iRent（和雲行動服務公
司）日前發生外洩用戶個資事件，
交通部公路總局今（9）日表示
iRent外洩個資達40萬筆， 「情節
重大」，依個人資料保護法規定處
最高罰鍰新台幣20萬元。

公路總局運輸組綜合運輸科科長賴司烜表
示，2月4日派員至iRent稽查，確認iRent未
依 「個人資料保護法」與 「汽車運輸業個人資
料檔案安全維護計畫及處理辦法」採行適當安
全措施致個人資料洩漏，又未訂定完整個人資

料檔案安全維護計畫；且因該公司屆期仍未改
正，發生外洩風險個資筆數達40萬筆，情節
重大，已明確違反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7條第1
項及第2項規定，因此依個人資料保護法第48
條第4款規定，處最高罰鍰新台幣20萬元。

賴司烜表示，公路總局已要求業者落實個

人資料保護法相關規定，並於2月28日前提送
完整改正佐證資料，倘後續查有違反個人資料
保護法情事，將按次處以罰鍰。公路總局將持
續督促汽車運輸業者落實用戶個資維護及企業
社會責任，以保障消費者權益。

iRent外洩40萬筆個資
公總開鍘罰20萬

（中央社）農委會日前表示國人對於
肉品消費需求逐年增加，我國設立屠宰場
數量隨之增多，因此希望在中階技術工作
中新增 「屠宰業」，勞動部近日公布相關
辦法，新增此類別，但也要符合6年在台年
資、薪資門檻等，預估有100家屠宰場可望
受惠。

據統計，近年移工從事屠宰工作逐年
增加，截至2022年底已有1951人，勞動部
近日預告修正 「雇主聘僱外國人許可及管
理辦法」指出，為強化及提升屠宰場自主
衛生管理與國產內品國際競爭力，推動屠
宰場實施食品安全管制系統（HACCP），
經決議同意將屠宰業納入中階技術工作範

圍，
勞動部勞動力發展署跨國勞動力管理

組副組長莊國良表示，屠宰業開放移工已
久，原本未開放中階技術人力，但考量部
分移工長期從事屠宰業，也有留台意願，
因此才會開放中階屠宰工作。

此外，勞動部近日也預告修正 「外國
人從事就業服務法第四十六條第一項第八
款至第十一款工作資格及審查標準」，再
次放寬中階技術人力門檻，只要任用達3年
、受訓滿80小時即可，莊國良說，考量家
庭看護開放雇主可用自評方式達到技術門
檻，因此也開放產業類雇主可以用企業自
訓滿足中階所需的技術門檻。

屠宰業要留才！ 勞動部擬開放中階技術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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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隨著疫情趨緩
，近日不少民眾出國旅遊。台
大婦產科名醫施景中分享搭機
不愉快的經驗，有些旅客隨身
行李超多，佔滿座位上方的行
李空間，他把占用自己位置的
行李往旁挪卻慘被嗆，讓他忍
不住呼籲大家出國要當有水準
的台灣人，別佔用到其他人的
空間，引起網友熱烈討論。

施景中昨在臉書上分享，
醫院同事幾天前搭機回台灣遇
到了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同事
說她登機以後，發現座位上方
置放行李的空間都被附近的台
灣旅客佔滿了，向對方反應不
要佔用這麼多空間，卻反被對
方回嗆 「你也可以放別人的位
置啊！」

施景中表示，回憶起過去

的經驗，他自己也曾碰到過類
似的事情，當他把佔用他空間
的行李往旁邊挪動，試圖騰出
一點空間把自己的隨身行李放
進去，卻被行李的主人訓斥說
「不要壓壞了我的東西！」

施景中呼籲，大家出國的
時候要抱持同理心，不要佔用
他人的行李空間，當個有水準
的台灣人。不過，他也提到這
次從日本回台灣，他買的是商
務艙的機票，感覺不會再遇到
這種事情了。

貼文引起網友討論， 「台
灣巨嬰何時才願意改掉唯我獨
尊的想法及行為」、 「現在都
只能提早登機或除了免稅店買
的東西外都托運」、 「昨天登
機就發生一樣的事」、 「我這
種採購量極少的人，真的超討

厭那些大包小包的觀光客」。
另有許多網友則說，其實

沒規定座位上方的行李櫃就是
給該位置的人使用，一般都是
有位置就放，只是大家都會先
選擇離座位近的放，如果發現
沒位置了，建議找空服員來處
理，私自移動他人物品恐引發
爭議。 「請空姐或空少喬一下
就好，畢竟台灣鯛難講理，不
過說真的，位置頭上的行李櫃
真的不一定是你的」、 「座位
上方行李空間可以找空服人員
喬，現在都是有空間就放」、
「這個太敏感了吧，飛機上本

來就是有位子就放！為什麼要
叫別人把已經放好的東西移開
」。

搭機1舉動慘被嗆 台大名醫：
請做有水準的台灣人

萬物齊漲！男大生見1飲品整排促銷價 內行人揭原因

（中央社）去年10月13日起，台灣因疫情封
鎖2年半的國門終於重新開放，但來台旅遊的報復
性人潮卻未如期出現，與出境旅客相比呈現逆差
，國人赴日旅遊人次甚至高於入境旅客3倍之多，
令業界憂心。日暉集團董事長鄭越才對此分析，
少了大陸市場，觀光業早已回不去往日榮景，回
春還需時間醞釀及政府與業者的努力。

台灣觀光旅遊聯盟總會3日邀泰國旅行總會來
台，於立法院召開台泰觀光旅遊產業交流合作記
者會，全國各縣市旅遊局處代表及旅遊產業界代

表皆紛出席，盼促進國際客來台。鄭越才指出，
政府力拚觀光，但疫後旅遊型態改變，國際商務
客仍較疫前大幅減少是關鍵，現在多用網路科技
替代，效率增加還減少接觸風險。

不過，鄭越才認為業者不必過於悲觀，能生
存至今的企業都具一定競爭力，最危難的時刻已
過，先把國內客服務好，追求VP值、帶來更好
的體驗品質，自然能迎來新契機；但若快撐不下
去則應趕緊另尋新路，以日暉集團台北襄陽館為

例，飯店開幕沒多久便逢疫情，隨後當機立斷收
掉，轉移陣地至台東長濱，以高檔度假民宿重新
出發，如當時沒斷尾求生，到現在虧損粗估逾3億
。

他也呼籲政府，應將國外觀光客帶進門，不
要只 「帶到家門口」，多照顧偏遠的花東地區，
因為那裡有台灣最迷人的山水，應力推環台一周
約7至10天的遊程給國外客，才可深度體驗在地
魅力，也能創造更好的觀光收益。

日暉董座鄭越才籲政府 力推7-10天深度遊程
（中央社）萬物齊漲，一名男大生表

示，到超商發現鮮奶都在特價，比原標價
便宜近20元，好奇為什麼物價高漲的年代
， 「只有牛奶沒有漲？」貼文釣內行網友
解答，因為冬季產乳量較多、生乳收購價
較低，所以才會有打折促銷。

原 PO 昨（8）日於論壇《Dcard》指
出，家裡附近的早餐店和餐廳都因原物料
上漲，許多品項都漲5元，一份早餐含飲
料要花 60 至 70 元才能解決，但他到超商
替母親買鮮奶，發現很多家庭號包裝瓶身
上都掛上特價標籤。

原 PO 表示，特價後的鮮奶比原標價
便宜近20元，不解萬物齊漲的時代，為何

鮮奶突然賣得這麼便宜， 「一堆吃的都漲
價，怎麼只有牛奶沒有？」

貼文曝光，網友也紛紛解答， 「原價
標的已經漲過了」、 「現在是冬季，產乳
量高、品質穩定與生乳收購價較低，所以
末端通路通常會有折扣促銷的方式回饋消
費者」、 「在台灣夏季，氣候炎熱，對動
物而言，會很容易熱緊迫，會使採食量降
低、活動量降低、反芻次數減少、飲水量
增加等，這些都是會讓乳牛產乳量降低或
品質較差的因素，台灣冬天對牠們來說相
較舒適」。但也有人質疑， 「怎麼手搖的
紅茶拿鐵怎沒因此降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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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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y without sell   不賣舊屋也能買新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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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MCC 投資大額貸款方案
  10yr ARM, 5.625%, no points, 5.75% APR

以01/25/2023這天利息為準：
貸款金額 $780k(至$1.5m),65%LTV信用分760,需提供完整的

貸款文件,名下最多有四套貸款的房子,市場變化恕不另行通知

請立即諮詢您專屬GMCC貸款專家了解更多詳情:

所有項目如有變動，想不另行通知,其他條件可能適用

所有的作款都要經過核保批准和信用審查,本廣告並不代表信用批准

請至電GMCC貸款專員了解其他項目:購買、再融資、套現、租房套現、巨額融資/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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