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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03-TOP ONE群智貸款C6_A1

713 - 364 -7788 
832 - 498 - 7566

群智貸款

Michelle Young  
 通國、英、粵語、韓語

● 外國人貸款，保證最低
   最低利息。B1, B2, 
   J1保證通過
● 只要一年P&L盈虧表，
   不查稅表
● W2用一年VOE貸款方式
● 不查收入貸款
● Construction Loan,
   Lot Loan

NMLS#270061 RMLO 

Saturday, 2/11/2023

（中央社）知情人士告訴路透社，繼1月在
前美國副總統彭斯（Mike Pence）家中發現機密
文件後，聯邦調查局（FBI）今天對他在印第安
納波利斯（Indianapolis）宅邸進行雙方同意的搜
索。

FBI這次搜索行動數週前，彭斯的律師雅各
（Greg Jacob） 於 1 月 18 日 通 報 國 家 檔 案 局
（National Archives），表示在彭斯家中發現標
記機密的文件紀錄。這些文件紀錄之後交給FBI
。

彭斯宅邸被搜索之際，前總統川普和現任總
統拜登均面臨保留機密紀錄而遭到2名特別檢察

官的調查。
美國前副總統彭斯位於印第安納州的家中發

現機密文件後，他公開回應此事。彭斯坦承疏失
，也願 「負起全責」。儘管他稱不知道家中有這
些文件，但認為不知情絕非藉口。

美聯社報導，彭斯（Mike Pence）在佛羅里
達國際大學（Florida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就
經濟發表談話並宣傳他的新書 「願上帝助我」
（So Help Me God）時說： 「我必須表明，那些
機密文件不該出現在我的私人住處。」

美國政壇最近發生 「密件門」事件，現任及
前任高階官員家中陸續發現機密文件，彭斯團隊

本週稍早對外公布彭斯家中發現機密文件，成為
這一連串事件中的最新案例。

美國司法部（Department of Justice）已對前
總統川普（Donald Trump）位於佛州海湖莊園
（Mar-a-Lago）內的私人寓所，和現任總統拜
登（Joe Biden）德拉瓦州宅邸及先前在華府的辦
公室展開調查。

早在彭斯家中發現機密文件之前5個月，當
時他曾向美聯社記者表示，他在卸任副總統時並
未帶走機密紀錄。當他被問到是否留有任何此類
資料時說： 「沒有，據我所知沒有。」

傳傳FBIFBI就機密文件調查就機密文件調查 搜索前美國副總統彭斯宅邸搜索前美國副總統彭斯宅邸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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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單便捷使用App 軟件, 輕鬆操作智能手機或平板電腦，無論
   何時何地可隨時上線, 快速查詢或操作個人或商業銀行帳號, 
   如，稽核、 存款、 轉帳、付款、餘額查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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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機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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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身電子銀行
 與你同行

www.swnb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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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r dear friend Congressman Al Green will call a town hall
meeting at the STV Global Studio next Monday mainly to listen to
the opinions from Chinese American community leaders.

Over the recent decades,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Chinese
Americans have poured into major cities of Texas, including
Houston and Dallas. Most of them are intellectuals who stay here
for employment and business. Later, after their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many of their relatives also immigrate here.

To be honest, all of us are full of gratitude and confidence in
this land. Thanks to everyone’s joint efforts and diligence, we
can stand tall as a group of very successful ethnic Asians.

However, in recent years, due to the continuous deterioration

of the Sino-US relationship, Chinese Americans have suffered a
lot of discrimination, including a current bill in the Texas Senate
that tries to ban Chinese from buying real estate in Texas.

We want to point out that this is very obviously an extension
of the Chinese Exclusionary Act from the past. This is a great
shame for our powerful democracy.

Today we urge all our brothers and sisters to remain united
and act together against this bill which not only violates the spirit
of the founding of our country, but is also an example of how to
not treat our Chinese Americans.

We are very grateful to our brother Al Green who is always
standing with us. He is our true friend 0202//0909//20232023

The Voice Of The Chinese American CommunityThe Voice Of The Chinese American Community

下週一下午三時 ，
由國會議員格林為華亞
裔社區召集之一次座談
會將於美南電視環球劇
場召開 ，主要是聼取華
亞裔社區及商界之意見
， 這也是首次華人商界
大老及領袖一起出席共
商對策。

近數十年來， 德州
休斯敦及達拉斯主要城
市湧進了數十萬華裔，
其中大半是到美國留學
後留下來就業及創業之
知識分子，後來就有更
多依親移民到了美國。

老實說 ，我們對於
這片土地充滿了感激和
信心 ，由于大家共同努
力及一股勤奮之精神，
我們可以說是非常成功
的亞裔族群。

可是近年來， 由於
中美關係之不斷惡化，
華人在美國社會遭到了
諸多歧視 ，包括德州參
議院正在討論的限制華
人購買房地產案。

我們要非常嚴肅的
指出， 這是一個非常明
顯之排華法案， 對於我
們一個強大之民主國家
而言， 真是莫大之耻辱
。

今天我們要把所有
之華商華人團結起來，
向主政者發出警告 ，我
們堅決反對這個法案之
通過，它不但違反了美
國立國精神 ，他們把我
們華裔是如何看待？！

我們非常感謝格林
議員為我們挺身而出，
他是我們真正的好友。

華裔社區之呼聲華裔社區之呼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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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烏克蘭武裝部隊總司令扎盧茲尼
表示，俄羅斯今天朝烏克蘭發射2枚飛彈，曾
先 後 經 過 摩 爾 多 瓦 和 北 大 西 洋 公 約 組 織
（NATO）成員國羅馬尼亞的領空。摩爾多瓦
將召見俄國大使抗議。

路透社報導，扎盧茲尼（Valeriy Zaluzhnyi
）說，俄軍自黑海發射的2枚口徑（Kalibr）巡
弋飛彈，一度越入摩爾多瓦領空，接著飛入羅
馬尼亞領空，然後再進入烏克蘭。

法新社報導，扎盧茲尼在社群媒
體發表貼文說： 「上午10時18分
時（台灣時間 10 日下午 4 時 18 分
），2枚俄羅斯口徑巡弋式飛彈跨
越烏克蘭和摩爾多瓦的邊界。」

「約在 10 時 33 分，這些飛彈越
入羅馬尼亞領空。在這之後，它們
再次進入烏克蘭領空。」

若消息屬實，會是俄烏戰爭開打
以來，北約成員國羅馬尼亞的領空
首次遭到侵犯。

前蘇聯加盟共和國摩爾多瓦的外
交部發出新聞稿說，今天有一枚俄
羅斯飛彈飛越摩爾多瓦領空，因此

將召見俄國大使 「來向俄方表明，...（這）是
令人無法接受的侵犯空域行為」。

羅馬尼亞國防部則表示，有關一枚俄羅斯
飛彈飛入羅國領空的報導，並未經過證實。

烏 克 蘭 新 聞 網 站 「烏 克 蘭 真 理 報 」
（Ukrainska Pravda）引述烏國空軍發言人報導
，烏國有能力擊落這些飛彈，但卻沒這麼做，
是因為不希望危及他國平民的安全。

基輔：俄朝烏克蘭射飛彈
穿越北約國羅馬尼亞領空

土、台聯手救出生還者
國家後勤支援預防搜救人員PTSD

(本報訊)土耳其邊境發生百年大震，台灣
伸出援手前往協助搜救，今天更是與23年前
來台支援921震災的土耳其AKUT搜救隊攜手
合作，救出受困的生還者。不過為了讓搜救
人員身心得以保持良好的狀態，消防署本次
也 規 畫 啓 動 重 大 災 害 創 傷 性 壓 力 症 候 群
(PTSD)的協助與預防措施，並持續提供最佳
後勤支援給前往災區救災的搜救隊員。

23年前台灣發生921大地震，造成傷亡無
數，當時土耳其AKUT搜救隊第一時間來台
，協助搜救工作，如今土耳其發生百年大震
，台灣也義不容辭，共派遣130人、5搜救犬
前往救災，今天上午傳出捷報，成功救出生
還者，且是與土耳其AKUT搜救隊並肩作戰
，2次震災2個國家互相馳援，也讓人性光明
面盡顯無遺。

不過在台灣搜救隊前往土耳其救災之際
，有媒體報導，在災區的搜救人員擔憂救援
物資不足及自身身心狀態，消防署對此作出
回應，表示派赴土耳其參與國際救援的搜救
人員，均是具備專業精實訓練和救災經驗的
搜救人員，帶著精良的防護器材及清消裝備
，前往災區全力進行救援任務。

此外，為了確保搜救隊員的身心狀態，
醫療組人員也會隨時關心，同時依預先規畫
，聯絡帶隊官啓動重大災害創傷性壓力症候
群(PTSD)的協助與預防措施，並持續關注搜
救人員狀態，隨時依專業心理團隊意見提供
適切的專業正向信念訊息，以照護第一線參
與災害應變人員身心健康，以最佳後勤支援
照護國家搜救人員。

西南航空公司 Southwest Airlines 首席運營
官Andrew Watterson今天在美國國會作證, 他以
極為謙遜低調的語氣向參議院商業、科學和運
輸委員會的委員們承認了該航空公司在過去幾
個月來的失誤,並表達了深深的歉意, 他說 , 在
經歷了一連串的錯誤與崩潰之後, 該公司已經
痛改前非, 正在努力改進技術, 更換失效的系統,
並整頓運營方式, 他也承諾將克期完成改革以
讓乘客們重拾信心!

是的,我們欣見西南航空公司的省思檢討以
及改善之承諾, 因為這是廣大乘客所期待的,畢
竟航空是目前最便捷快速的交通工具, 也是絕
大多數旅客所仰賴的輸通管道, 如果航空不順
暢的話, 將會帶給我們極度的不便。

西南航空曾經在去年底因為延遲和停飛造
成飛機場空前大混亂, 使得成千上萬的旅客深
受其害, 紛紛向美國運輸部航管局投訴, 而目前
依然在嚴格的調查之中, 這當然是必須的, 也唯
有真正的發現問題之所在,才能夠解決核心問題
, 不過很諷刺的事是, 正當一切調查尚未完成時
, 西南航空公司竟然又發生了嚴重的遲飛和停
飛的窘境, 包括芝加哥、印第安納波利斯和克
利夫蘭三個城市在內竟然有數百個航班取消,
使得天怒人怨, 這一次西南航空公司又把罪過
推給了天候不佳, 但是其他航空公司並沒有脫

班或取消飛行的現象, 所以那是西南航空非常
不負責任的說詞!

此外,日前在德州奧斯丁伯格斯特國際機場
也發生了西南航空和聯邦快遞(FedEx)的一架波
音767貨機在跑道上幾乎相撞的險境,當時這兩
架飛機在同一跑道上相距不到1,000英尺，如果
不幸相撞的話,死傷難以估計, 目前航空安全官
員正在對這起險情進行調查中。

西南航空公司總部位於達拉斯愛田機場,有
超過半世紀輝煌的營運歷史, 由於機票廉價而
且起降落準時, 所以是世界最大, 旅客最多的廉
價航空公司, 堪稱為航空業的上等品牌, 從未出
現過重大的空安事件,儘管去年發生了諸多的問
題, 但是在”華爾街日報”所做的包括航班取
消、準點到達、延誤班次、非自願拒絕登機、
行李處理和旅客投訴等七項航空公司評鑑排行
榜上, 西南航空的滿意度依然能夠排名第三, 僅
落後於達美航空(Delta) 與阿拉斯加航空(Alaska
Airlines), 其排名也在聯合航空 UA 與美國航空
AA之前, 所以西南航空是具有相當踏實基礎的
, 比起那些排名墊底的小航空公司如 JetBlue
Airways、Frontier Airlines或是SpiritAirlines 健全
穩固多了, 但願西南航空公司能夠痛定思痛, 把
過去幾個月來一切的缺失改正而能夠很快的重
新展翅再飛揚!

【李著華觀點 : 展翅飛揚
西南航空發豪語雄壯再起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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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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國燃油價格加速上漲
每升破2歐元大關

綜合報導 由於法國政府和道達爾能源集團提供的“燃油折扣”

在2023年結束，加上與罷工有關的燃油供應困難，法國加油站的燃

油價格已經超過每升2歐元（約14.6元人民幣）的門檻。

據報道，法國燃油價格正在飆升，無鉛汽油平均價格達到每

升 2.04 歐元（約 14.89 元人民幣），柴油平均價格達到每升 2.15 歐

元（約 15.69 元人民幣）。根據經銷商的說法，在過去的壹個月

裏，每升燃油價格上漲了 15 歐分至 25 歐分（約 1.09 元至 1.82 元人

民幣）。

法國油價格超過每升 2歐元大關，這讓駕車人員感到擔憂。壹

名司機在接受采訪時表示，“2歐元已經是極限，超過這個門檻就

太貴了。”

法國石油工業聯盟（Ufip）的經濟學家奧利維耶· 甘托瓦回顧稱，

2022年4月至8月，法國政府提供每升燃油18歐分（約1.31元人民幣）

折扣，9月和10月增加到每升燃油30歐分（約2.19元人民幣），11月和

12月下調到每升燃油10歐分（約0.73元人民幣），現在已經徹底取消，

“燃油折扣”改變了法國司機對燃油實際價格的感受，消費者現在將不

得不習慣每升高達2歐元的油價。

作為“燃油折扣”的替代方案，法國政府從1月 27日開始向駕

車上班的低收入工作者支付100歐元（約730元人民幣）的“燃油津

貼”，預計1000萬納稅人有資格獲取這筆壹次性津貼，但據經濟部

長布魯諾· 勒梅爾介紹，截至 1月底只有 300萬人申請，另外 700萬

有資格領取該津貼的工作人員若要從中受益，必須在2月 28日之前

提交申請。

反政府示威活動不斷
秘魯南部多地緊急狀態延長60天

綜合報導 秘魯政府於宣布，秘魯南部7個地區的緊急狀態將延長60

天，以應對自2022年12月爆發並持續至今的反政府抗議。

據法國24小時電視臺報道，秘魯南部的馬德雷德迪奧斯、庫斯科、

普諾等7個地區延長緊急狀態，而且還將在普諾實行為期10天的宵禁。

緊急狀態期間，秘魯警方將可以采取特別行動維持秩序，且民眾集會示

威的權利將被限制。

此前，秘魯首都利馬和南部城市普諾、庫斯科的緊急狀態自1月15

日起延長壹個月。最新緊急狀態延長措施的實施對象不包括利馬、卡亞

俄，這兩個城市作為秘魯主要機場和港口所在地將在2月中旬結束緊急

狀態。

秘魯前總統卡斯蒂略於2022年12月7日被罷免並拘留，時任副總統

博盧阿特宣誓就任總統，其後秘魯爆發反政府示威活動，要求釋放卡斯

蒂略、博盧阿特辭職，並希望解散國會。2022年12月中旬，博盧阿特首

次宣布全國進入為期30天的緊急狀態。2023年1月4日，秘魯反政府示

威活動在暫停兩周之後重新開始。抗議者在多地設置路障，造成食品、

燃料等部分商品供應短缺。秘魯國會多次試圖通過壹項法案，允許提前

舉行大選，但均未成功。

歐盟對俄油品限價禁運成效如何

歐盟對俄羅斯海運石油產品限價機制

正式生效，七國集團和澳大利亞也采取同

樣限價措施。這是繼去年12月對俄羅斯原

油實施每桶60美元的價格上限後，西方國

家再次對俄石油產品出口采取限價舉措。

與此同時，歐盟禁止進口俄羅斯石油產品

的制裁措施也於5日正式生效。

分析人士認為，西方國家對俄羅斯

石油產品限價又禁運，可能會破壞全球

油品價格穩定，導致油品貿易流向發生

變化。同時，歐盟通脹率近日雖有所回

落但仍處高位，制裁反噬影響將使其面

臨通脹反彈風險。

歐盟再揮限價“大棒”
根據歐盟委員會（歐委會）發布的

聲明，這壹限價機制涵蓋俄羅斯出口的

所有石油產品，對於汽油、柴油、煤油

等較貴產品設定每桶100美元的價格上

限，對較便宜的石油產品如燃料油、石

腦油等設定每桶45美元的價格上限。

與去年對俄羅斯原油設置每桶60美

元的價格上限壹樣，如果俄羅斯向第三

方國家出售石油產品的價格高於上限水

平，采取限價措施的國家將不再提供貿

易、保險、金融和運輸等方面服務，而

西方企業恰恰控制全球大部分海上貿易

保險等相關業務。

該限價機制設置55天緩沖期。歐委會

表示，將持續監測並定期評估和調整這壹

價格上限，以確保其有效性和影響力。

歐委會主席馮德萊恩在壹份聲明中

說，已與七國集團壹致決定通過價格上

限對俄羅斯“進壹步施壓”。美國財政

部長耶倫3日聲稱，限價措施將“發揮

關鍵作用”。

對於這壹措施，俄方回應，將不會

向實施限價的國家供應石油和石油產品

；限制從俄進口石油和對俄石油設置價

格上限等提議，只能導致油價飆升。

去年6月，歐盟決定禁止通過海上

運輸方式購買俄羅斯汽油、柴油、燃油

等石油產品，禁令於同樣於5日生效。

美國消費者新聞與商業頻道援引分

析師的話稱，迄今為止，對俄羅斯原油

實施的制裁“完全失敗”，新的價格上

限也可能被證明是“無關緊要的”。

油品價格或承壓走高

市場分析人士認為，石油是重要的

全球性商品。對俄石油產品實施限價和

禁運，短期內會導致國際市場油品、特

別是柴油面臨供應緊張、價格上漲。

標普全球大宗商品公司歐洲燃油研

究主管赫迪· 格拉蒂表示，如果俄柴油出

口嚴重受限，歐盟將與其他國家爭奪柴

油，柴油價格將面臨持續上行壓力。

近期，美歐汽、柴油價格均有所上漲

，部分原因是歐盟在制裁生效前囤貨以及

市場擔心制裁生效後供應可能減少。

同時，歐盟為尋求石油產品替代來源

，將繞遠從中東、美國等地增加進口，而

俄羅斯則將加大對亞洲、非洲和拉丁美洲

地區出口，雙方都將面臨運輸成本增加壓

力，同時導致油品貿易流向發生變化。

俄能源部此前表示，俄方拒絕與以

任何形式執行西方限價措施的貿易商合

作，西方國家對市場機制的非法幹預擾

亂世界能源供應，有關國家應共同努力

加以修正。

上海石油天然氣交易中心油品事業部

總監張龍星對記者表示，限價和禁運將導

致石油產品發生“貿易流向轉換”，也可

能導致全球石油供應吃緊、柴油等石油產

品價格上漲。同時，美國對歐盟的汽、柴

油等成品油出口將呈上升趨勢。

歐盟面臨通脹反彈風險
對於通脹水平依舊處於高位的歐盟而言

，限價和禁運俄羅斯石油產品將抵消其抑制

通脹的努力，經濟也將面臨下行風險。

據此間媒體報道，2022年歐洲從俄

羅斯每日進口柴油超70萬桶，約占歐洲

柴油進口量的壹半。歐洲短時間內難以

找到俄柴油的替代品，而且從替代市場

進口將大幅增加運輸成本。

能源等價格飆升是歐洲近壹年來通脹

居高不下的關鍵因素，雖然近期通脹有所

回落，但生活成本危機依舊持續。這也是

歐洲多國連續暴發多行業工會要求提高工

資和福利待遇而舉行罷工的重要因素。

歐盟統計局初步統計數據顯示，歐

元區1月通脹率為8.5%，遠高於歐洲央

行2%的中期目標。

俄羅斯國家能源安全基金會首席分

析師伊戈爾· 尤什科夫日前接受新華社記

者采訪時表示，西方對俄羅斯石油采取

的制裁措施將降低全球石油市場效率，

最終後果將由全球消費者承擔。

娶12個妻子，生102個子女，有578個孫輩！
烏幹達男子：身份有吸引力，村裏人都想把女兒嫁給我

綜合報導 烏幹達東部偏遠農村地區

布塔萊加區布吉薩村，68歲的村民穆薩·

哈薩亞· 卡塞拉正在努力供養他的龐大家

庭。他有12個妻子、102個孩子和578個孫

子孫女。現在他覺得負擔太重了，他有太

多孩子和孫子孫女，甚至都記不住名字。

烏幹達在1995年才禁止童婚，而根據

傳統，這個東非國家允許壹夫多妻制。布

吉薩村有4000人，大多是農民，從事小規

模的農作物種植，如水稻、木薯、咖啡，

或者養牛。哈薩亞說，以前他既賣牛也當

屠夫，身份有吸引力，村民們很想讓他娶

自家的女兒，其中有些女孩還不到18歲。

哈薩亞於1972年在壹個傳統儀式上與

第壹任妻子結婚，當時二人都是17歲左右

。壹年後，他的第壹個孩子桑德拉· 納布

韋爾出生。此後，他總共有了102個孩子

，年齡從10歲到50歲不等。“我的兄弟、

親戚和朋友都建議我娶很多妻子，生很多

孩子，以擴大我們的家族遺產。”他說，

“挑戰是，我只記得我第壹個和最後壹個

孩子的名字，但有些孩子的名字我就想不

起來了。”他壹邊說，壹邊在成堆的舊筆

記本中翻找記錄孩子們出生細節的文字。

“是母親們幫助我識別他們。”

他甚至會想不起壹些妻子的名字。哈

薩亞有12位妻子，最年輕的妻子

大約35歲。有時候，他不得不咨

詢壹個兒子沙班· 馬吉諾，詢問自

己妻子的名字是什麼。馬吉諾是

壹名30歲的小學教師，是家裏少

數接受過教育的人之壹，幫助管

理家庭事務。由於家庭太過龐大

，為了解決爭端，這個大家庭每

月都會有家庭會議。

“起初這是壹個笑話……但

現在已經出現問題。”他說，

“由於我健康狀況不佳，而且這麼大的家

庭只有兩英畝土地，我的兩個妻子離開了

，因為我負擔不起食物、教育和衣服等基

本的東西。”哈薩亞目前沒有工作，他的

家庭已經成為他村裏的壹個旅遊景點。他

的孩子們大多住在壹棟破舊的房子裏，波

紋鐵屋頂已經生銹，有的住在附近的20幾

間泥屋裏。

“但食物勉強夠用。我們被迫只給孩

子們（壹天）餵壹次飯，或者在好的時候

餵兩次。”哈薩亞的第三任妻子紮比娜說

。她說，如果她知道他有其他妻子，她就

不會同意嫁給他。她補充說：“即使我來

了，認命了……他又帶來了第四個、第五

個，直到達到12個。”

據他說，他的妻子們現在采取了避孕

措施，以阻止家庭成員進壹步增加。“我

的妻子們都在服用避孕藥，但我沒有。我

不希望有更多的孩子，因為我已經從我不

負責任的行為中吸取了教訓——我生了這

麼多孩子，多到我無法照顧。”

哈薩亞的兩個妻子已經離開了，還有

三個妻子現在住在大約2公裏外的壹個鎮

上，因為這個家太擁擠了。他的家庭成員

在為鄰居做家務來賺錢或獲得食物。當被

問及為什麼還有妻子沒有拋棄他時，他說：

“她們都愛我，妳看她們很幸福！”

壹名布吉薩村官員說，盡管存在挑戰

，但哈薩亞“把孩子們帶得很好”，孩子

們沒有出現過偷竊或打架的情況。

研究人員宣布打算利用基因技術復活渡渡鳥
據報道，美國壹家生物技

術公司日前宣布計劃利用基因

技術復活 17 世紀滅絕的鳥類

——渡渡鳥。

這家名為“科洛薩爾”的

公司成立於2021年。此前該公

司曾宣布計劃利用基因技術復

活猛獁象和澳大利亞袋狼，並

將這些已滅絕物種帶回其原始

棲息地。1月31日，該公司宣

布創建壹個鳥類基因組學小組

，復活渡渡鳥。

據負責該計劃

的加利福尼亞大學

聖克魯斯分校教授

貝絲· 夏皮羅介紹，

渡渡鳥滅絕是人類

活動導致物種無法

在其自然棲息地繼

續生存的典型案例

。這種比火雞還大

的不會飛的大鳥被獵殺食用，

它們的蛋也被人類飼養的豬或

其他動物吃掉。復活這壹物種

並使它再次進入生態系統，也

是人類修復受損生態系統的壹

種嘗試。

夏皮羅介紹，目前團隊已

經根據渡渡鳥遺骸中提取的遺

傳物質對渡渡鳥的基因組進行

全面測序。團隊計劃將其與渡

渡鳥的近親——現存的尼柯巴

鳩等基因組進行比對，在此基

礎上，將嘗試對尼柯巴鳩細胞

進行基因編輯，使之類似渡渡

鳥細胞。

雖然復活渡渡鳥本身不

會帶來經濟收益，但公司在

該項目中開發和應用的基因

工具與設備在人類衛生和健

康等方面的潛在用途吸引了

大批投資者。該公司表示，

截至目前公司融資總額已達

2.25億美元。

然而也有批評人士表示，

這樣巨額的資金本可以拿來保

護當前已瀕危的動植物物種。

防止物種走向滅絕才是當前的

首要任務，而且多數情況下這

遠比復活已滅絕物種來得容易

和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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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白宮今天表示，國防部今天在阿拉斯加上空
擊落另一個不明物體，但目前尚不清楚這一物體的來源。這是
繼上週中國偵察氣球入侵美國領空並遭美軍擊落後，美國上空
再次發現不明物體。

白宮國安會戰略溝通協調官柯比（John Kirby）今天在例
行媒體簡報上表示，美軍過去24小時在阿拉斯加4萬英尺高空
追蹤一不明物體，美國總統拜登出於謹慎並在國防部建議下，
下令擊落此一不明物體。

柯比表示，這一物體較上週擊落、約3輛巴士大小的中國
偵察氣球小得多，大約只有小型汽車大小。由於對民航飛行安

全構成威脅，經評估後美軍於阿拉斯加東北部靠近加拿大邊境
冰凍水域上空將其擊落。

對於這一物體的來源與細節，柯比表示，目前仍在蒐集相
關資訊，尚不清楚是另一個國家還是私人或企業所有，也沒有
任何資訊可以證實這一物體的既定用途。但他透露，這一物體
似乎無法操作方向，而是依靠風力。

美國國防部發言人賴德（Pat Ryder）在隨後的媒體簡報上
證實，美軍今天下午1時45分，派出F-22戰機擊落此一不明
物體。但目前對此一物體所知不多，包括其能力、目的或來源
，也沒有跡象表明這個物體有人駕駛。

今天的行動是美軍在一週內第2度擊落在美國領空的物體
。1 月 28 日，中國偵察氣球首次在阿拉斯加州的阿留申群島
（Aleutian Islands）北方侵入美國領空，美軍於2月4日派出軍
機，在大西洋上空將其擊落。

對於中國的偵察氣球入侵美國領空，美國國會表達高度不
滿，在9日高票通過決議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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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綜合報導）據美國之音報導，美國常
務副國務卿雪蔓(Wendy Sherman)美東時間 9
日在國會山一場聽證會上指出，中國的挑釁
行為正在破壞台灣海峽和平穩定，美國將持
續深化與台灣的非官方關係並協助台灣維持
足夠的自衛能力。五角大樓官員也說，儘管
中國有侵台意圖，但未來10年人們應該不會
見到中國對台灣採取重大侵略行動。

美國參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就美國在與
中國戰略競爭下的政策舉行聽證會，雪蔓在
聽證會上的口頭陳述部分表示，美國致力於
長期以來的一個中國政策、反對任何單方面
改變台海現狀的作為， 「我們的政策沒有改
變，改變的是北京與日俱增的脅迫。所以我
們將繼續協助台灣維持必要的防衛能力。在
這麼做的同時，我們也將保持溝通管道的開
放，以便我們能負責任地管控我們兩國之間
的競爭。」

雪蔓說，美國不尋求與中華人民共和國
的衝突，美國也認為外交是一個重要力量來
防範可能導致衝突的誤判。

中國破壞台海和平穩定
雪蔓在提交給委員會的書面證詞中還提

到，美國致力於維繫台海和平穩定，但 「中
華人民共和國的挑釁行為正在破壞這種和平
穩定」，美國將在符合長期政策的情況下支
持台灣， 「我們對台灣的做法一直都與跨越
數十年和歷屆行政當局的做法一致。我們仍
然致力於我們長期以來受到《台灣關係法》
、三個聯合公報及 『六項保證』指引的一個
中國政策。」

她的證詞說，美國的政策沒有改變，改
變的是中國與日俱增的脅迫， 「作為回應，
我們將持續深化與台灣的非官方關係，並且
在《台灣關係法》的義務下協助台灣維持足
夠的自衛能力、保持美國自身能力來阻遏任
何可能威脅台灣的武力或任何形式的脅迫；
美國也將與其盟友夥伴合作，強調台海和平
穩定對地區及全球安全繁榮至關重要。」

美國國防部負責印太安全事務的助理部
長伊萊·拉特納(Ely Ratner)也在聽證會上呼應
雪蔓的說法，強調美國將繼續履行在《台灣
關係法》之下的承諾，包括提供台灣自衛能
力和維持美國自身能力以抵御任何可能危及
台灣人民安全的使用武力行為。

（綜合報導）美國走向疫後復甦，華爾街日報和紐約時報
今天報導，儘管聯準會持續升息，但服務業就業市場強勁，過
去半年招聘人數遠超過科技業裁員數字，美國經濟衰退論出現
轉向。

今天一早科技業再傳出裁員消息，美國新聞網站Axios報
導，總部在加州灣區的知名入口網站雅虎公司（Yahoo! Inc.）
計畫裁減20%、約1600名員工。整個灣區至今已有近10萬人被
解僱。

邁入 2023 年，科技公司裁員潮還未落幕；但是原本因
COVID-19（2019冠狀病毒疾病）疫情而極度蕭條的餐廳酒吧
，老闆卻開始張貼求才廣告，擴大招募準備迎接回溫的人潮。

回顧過去3年，美國疫情爆發的頭幾個月，2200萬個工作
快速蒸發，服務業受到的影響尤其嚴重，解封後雖然需求增加
，雇主招聘卻因種種因素窒礙難行；許多人傾向居家上班、領
取失業給付度日、或是選擇提早退休。

直到最近半年，雇主才明顯感受到找人不再那麼困難，德

州 連 鎖 炸 雞 店 Layne's
Chicken Fingers營運主任麥
唐納（Eliot McDonald）告
訴華爾街日報，2021 年初
到 2022 年中，許多員工做
一個月就離職，人手嚴重
不足，他自己必須炸雞兼外送。

他說大約去年年中過後，才感覺求職者變多了，整體經營
「像是回到疫情前一樣」，現在員工已補滿。

過去半年，服務業就業人數增加119萬人；今年1月，餐
廳和酒吧多了9萬9000個工作，顯示疫情過後，市場正逐步恢
復平衡。

近期美國就業數據，在科技業和服務業此消彼漲的狀況下
讓人難以預測，1月非農就業人口新增51萬7000人，成長超出
預期，失業率下滑至3.4%，創下50年來的新低。

美國聯邦準備理事會（Fed）主席鮑爾（Jerome Powell）8

日表示， 「勞動市場異常強勁」，通膨降溫卻未以犧牲強勁就
業市場為代價，這是件好事，但他也說 「冷卻通膨還有路要走
」，聯準會可能會因此持續升息。

不過，不少經濟學家最近修正對經濟衰退的預測，高盛集
團（Goldman Sachs）經濟學家原先預測未來12個月美國經濟衰
退的機率有35%，6日下修至25%。

企業經濟學者佛里克（Robert Frick）也說，疫後復甦會進
一步推動今年的就業成長，尤以醫療保險、護理之家和托育中
心的需求最強，這些產業的雇主可能會以加薪等方式吸引優秀
人才。

美國服務業復甦就業數據強勁 經濟衰退論轉向

土敘地震逾2萬人罹難 美國提供近26億元人道援助

白宮證實白宮證實：：阿拉斯加上空現蹤阿拉斯加上空現蹤
美軍擊落另一不明物體美軍擊落另一不明物體

美副國務卿批北京破壞台海和平穩定：
將持續助台維持自衛能力

（綜合報導）土耳其與敘利亞大地震造
成逾2萬人死亡，美國今天表示將提供8500
萬美元（約新台幣25億8229萬元）的緊急人
道援助。

路透社報導，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
ony Blinken）今天與土耳其外交部長卡夫索
格魯（Mevlut Cavusoglu）通電話，這是他們
4天來第2度通話。稍後，在美國國際開發總
署（U.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宣布針對土敘地震提供緊急人道援助。

土、敘兩國的罹難人數現在已逾2萬人
，超過1999年土耳其西北部大地震的罹難人
數，當時有超過1萬7000人喪命。

土、敘兩國有數以十萬計的災民冬季期
間無家可歸。許多人在超市停車場、清真寺
、路邊或廢墟之中搭建的臨時避難處紮營，
急需食物、飲水與暖氣。

美國國際開發總署在聲明中說： 「這筆
新資金支持國際開發總署的人道夥伴向土、
敘兩國數以百萬計的災民運送急需的救援物

資。」
華府已派出由約160人和12隻搜救犬組

成的救難隊前往土耳其，優先要務是協助搶
救數以千計倒塌建築物下的 可能生還者。醫
護人員、緊急應變人員、危險物質處理技術
人員等都已抵達災區。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萊斯（Ned Price）
在每日例行記者會上說，布林肯與卡夫索格
魯通話是要了解，安卡拉當局希望美國在災
後提供什麼援助。

普萊斯說： 「外長先生（卡夫索格魯）
並未向國務卿布林肯提出大量的具體要求。
我們將儘可能滿足土耳其提出的需求。」

普萊斯說，美國的直升機正在協助將救
援人員載到難以抵達的災區，華府備妥救災
設備以便投入復原工作。

他又說，華府也提供混凝土破碎機、發
電機、醫療物資、帳篷、飲水與水淨化系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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韓國1月通脹再次加速上漲 央行或繼續收緊貨幣政策

綜合報導 韓國統計局周四公

布，1月份消費者價格較上年同期

上漲5.2％，高於去年12月的5％。

1月份通脹再次加速，在韓國經濟

走軟之際，央行仍有可能進壹步收

緊政策。剔除農產品和石油相關產

品的核心通脹率從4.8％上升至5％

，表明潛在壓力仍然很大。

數據顯示，與上月相比，1

月份消費者價格上漲 0.8％，超

出經濟學家的預期。住房、水、電

和燃料的公用事業成本較上年同期

上漲 8％。韓國家庭主要使用天然

氣取暖，而且幾乎全部依賴進口。

食品和飲料價格同比上漲 5.8％，

而運輸成本上漲 3％。

韓國央行在數據發布後表示，

2月份通脹率可能會維持在5％左右

，並補充說，如果中國重啟經濟刺

激需求，國際大宗商品價格的上行

壓力可能會加大。

通 脹 持 續 走

高，強化了韓國央

行行長李昌鏞在上

月加息後發出的警

告，即市場不應急

於宣布當前緊縮周

期結束。

韓國銀行在 3

周內召開了今年的

第二次會議，由於有兩名委員對

1月份加息0.25個百分點持不同

意見，因此外界越來越多地猜測

，韓國銀行這次會暫停加息。

信 榮 證 券 （ 策 略 師 Cho

Yong-gu 表示，“通脹數據令人

意外，”“不過，產品價格正以

較為溫和的速度增長，服務成本

也可能隨之上漲，因為它們往往

落後於經濟趨勢。”

在18個月的緊縮政策之後，

韓國銀行越來越擔心加息對經濟

增長和金融穩定的影響。韓國經

濟面臨的其他風險包括出口下滑

和消費放緩，這兩個因素導致韓

國上季度出現兩年多來的首次經

濟收縮。

李昌鏞早些時候表示，通貨

膨脹將在2月份保持在高位，之

後才會出現進壹步降溫的跡象。

韓國銀行已經明確表示，只要通

貨膨脹率保持在5％的範圍內，

它就將繼續采取緊縮政策。

在李承晚出席的壹次會議上

， 企 劃 財 政 部 長 官 Choo

Kyung-ho周四表示，預計通貨膨

脹將在“壹段時間內”保持較高

水平。他還指出，出口的低迷增

加了經濟的困難和不確定性。

韓國銀行在去年的兩次會議

上加息50個基點，試圖縮小與美

聯儲的利率差距，並遏制韓元因

通脹而加劇的貶值。韓國銀行目

前的利率為3.5％，而2021年8月

本輪緊縮周期開始時為0.5％。

美聯儲主席鮑威爾在加息後

的發布會上表示，美國政策制定

者預計將再加息“幾次”，並承

認通脹已開始減弱。韓國銀行和

美聯儲的通脹目標都是2％。

印度公布：5.94 萬億！
大漲 13%！

綜合報導 印度公布了2023至2024財年預算計劃，其中國防預

算大漲13%，增至5.94萬億盧比（約合726億美元）。

印度財政部長西塔拉曼在預算草案中稱，將有1.63萬億盧比用

於國防資本支出，用來購買新武器、飛機、軍艦和其他軍事硬件，

2.77萬億盧比用於軍人工資，1.38萬億盧比用於退伍士兵的養老金

發放。

路透社稱，據估計，印度國防預算總額約占該國GDP的2%。

法新社則借機炒作稱，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兩個國家之間的關系因邊

境、貿易和技術爭端而緊張，莫迪政府壹直在建設自己的軍隊，包

括去年首艘國產航母正式服役。

清華大學國家戰略研究院研究部主任錢峰2月1日告訴《環球

時報》記者，當前，世界主要國家都在新的國際安全格局下大幅增

加軍費，印度自然概莫能外。對於西方媒體炒作印度大幅增加國防

預算是為了應對中國，錢峰認為，壹方面需要看到，印度長期以來

就在軍費上排名世界前列，另外也要看到外媒如此炒作是壹種思維

慣性，並不能真正反映印度增長軍費的全貌。

復旦大學國際問題研究院研究員林民旺表示，在近些年的印度

軍改中，印度空軍和海軍都尋求得到更多支持。所以軍改若要順利

推進，肯定就要在預算方面增加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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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緬甸國家管理委員會發布

命令，宣布在全國多個地區實施軍事管

制。

命令說，為更有效地實施安全、法治

和地區和平工作，根據現行憲法相關條款

在全國多個地區實施軍事管制，由地方軍

事長官負責行使行政和司法權力。這些地

區涉及實皆省、欽邦等4個省和4個邦的37

個鎮。

2021年 3月以來，緬甸國家管理委員

會在仰光省、曼德勒省和欽邦等的多個地

區實施軍事管制。

1日，緬甸國防和安全委員會宣布依據

現行憲法相關條款再次延長全國緊急狀態6

個月，將國家各項職責移交給國家管理委

員會主席、國防軍總司令。緬甸國家管理

委員會當晚發布命令，敏昂萊繼續擔任國

家管理委員會主席和國家總理；組建國家

管理委員會中央顧問機構。

2021年 2月，緬甸總統溫敏、國務資

政昂山素季及全國民主聯盟部分高級官員

被軍方扣押。緬甸臨時總統敏瑞發布命令

，宣布實施為期壹年的緊急狀態，國家權

力移交給國防軍總司令敏昂萊。國防軍總

司令部隨後成立國家管理委員會，敏昂萊

出任委員會主席。緬甸國防和安全委員會

分別於2022年1月31日和7月31日宣布延

長全國緊急狀態6個月。

印尼總統稱
將繼續幹預市場以穩定米價

綜合報導 印尼總統佐科在巴厘島視

察農貿市場時表示，在大米價格穩定之

前，印尼所有省份的市場幹預措施將繼

續進行。

佐科所說的市場幹預措施，是指印

尼政府通過國家物流管理局在該國所有

省份的市場投放國家儲備大米，以降低

大米價格。

據印尼國家統計局此前壹天公布的

數據，該國今年1月通貨膨脹率為5.71%

，高於2022年12月的5.61%。其中大米

等食品價格上漲是導致通脹率上升的主

要原因。

印尼國家物流管理局局長布迪· 瓦塞

索(Budi Waseso)稱，該局已從國家儲備

中調撥31.5萬噸大米，在今年壹季度投

入市場以平抑米價。其中1月已經以每

公斤8300印尼盾(2200印尼盾約為1元人

民幣)至8900印尼盾不等的價格，向全國

各地市場投放了10萬噸儲備大米。

佐科當天在巴厘島視察的農貿市場

大米價格為每公斤11000印尼盾至12000

印尼盾之間。佐科說，去年底全國所有

省份的大米價格都出現上漲，自今年1

月初政府開始市場幹預以來，大米價格

已略有下降。

佐科表示，政府的市場幹預措施還

將繼續，直到大米價格穩定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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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日等此刻 相見終尋常相見終尋常
全面通關首天 逾24萬人次出入境 “一小時生活圈”重啟

���
記者

暫停開放3年的羅湖口岸6日清晨5 時55分已人
聲鼎沸，大批市民搭乘首班車到達，港鐵職員

向他們派發口罩及酒精搓手液等紀念品。由於口岸
上午6時半才正式開放，口岸鐵閘聚集逾百人等待開
啟。相隔兩年再回鄉的陳伯伯，向香港文匯報記者
表示，“覺得等得好辛苦。”疫情使他與家鄉親友
沒能相見，他計劃今次回鄉住上20多天，“無什麼
特別節目，只想回去看看，與家鄉親友飲茶。”雖
然新春前兩地實施首階段復常通關，但他指當時北
上南下也有諸多要求，令他卻步，“又要預約，又
要核檢覺得麻煩，現在冇咁麻煩。”

母女久別重逢 相擁喜極而泣
等了又等，終見入境處職員拉起鐵閘開關的歷

史時刻，大批市民急不及待跑進大堂，想奔往暌違3
年的深圳。已完成翻新工程的羅湖口岸地方寬闊不
少，予人耳目一新感覺，過關手續與疫情前相若，
最大分別是過關人士需要填寫電子健康申報表，部
分長者未熟習，要職員協助完成，其餘流程也十分
暢順。

甫踏出羅湖口岸聯檢大樓，處處是骨肉團聚、知
己久別重逢的溫馨畫面。祖籍黑龍江的陳女士在港定
居20多年，其70多歲的父母則於深圳生活，疫情前
陳女士每星期都會到深圳探望父母，但疫情爆發後，
一河之隔的香港與深圳近在咫尺卻遠在天涯，他們平
日只能靠視頻通話一解相思。講到過去三年的辛酸和
苦澀，陳女士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不禁潸然淚下。

記者跟她在口岸等了片刻，她不斷東張西望迫切
想見到父母。未幾，一對熟悉的身影走進她視野，分
隔3年多的一家三口奔向對方緊緊相擁。陳母說：
“終於等到（相見），真的不容易！”說罷又不禁落
淚。一旁的陳女士連忙安慰說：“都熬過了。”然後
趕忙叫旁人為他們拍攝時隔3年的全家福，三個人的
臉上綻放着終於見到至親的燦爛笑容。

原來陳女士趁6日全面復常通關，報了一個在羅
湖口岸集合的佛山團三口子挽手同遊。陳母向記者
表示，3年多以來非常掛念獨生女，早前內地與香港
實施首階段復常通關時，因為兩老年事已高，早前
又曾確診新冠病毒，身體狀況不如從前，不便長途
奔波，加上當時所需的手續複雜，有工作在身的陳
女士又不便北上，等到6日才一家團聚，“天天盼，
終於盼到了，非常高興。”她希望與女兒去佛山旅
行享受天倫之樂。

兩地關口順暢 市民讚譽有加
由於全面復常通關北上南下都十分方便，港深

重拾“一小時生活圈”，不少市民北上走走看看。
鄭先生6日到深圳與3年多未曾見面的親戚飲茶相
聚，並打算在深圳玩幾日才回港，他說：“過關流
程與疫情前一樣流暢，很快便過了關，香港關口以
及內地關口做得很好。”

闊別 3年多，香

港與內地終於在6日

實現市民翹首以待的

全面免檢疫復常通

關，疫情前過境人次最多的羅湖口岸重開，逾百港人急不及待搭港鐵首班車北上，

口岸全日人潮如鯽，處處上演久別重逢的溫馨戲碼。有分隔四年的港深家庭甫見面

即相擁而泣，老邁母親含淚說：“終於等到（相見），真的不容易！”與首階段復

常通關最大分別是今次無須預約及核酸檢測，隨時可起行，親友相見終於變得容

易，故不少港人到深圳走走看看，或相約當地好友飲茶相聚，即日來回亦無妨，重

拾昔日港深“一小時生活圈”。截至6日晚上8時，累計超過24.3萬人次出入境，其

中北上佔超過12.8萬人次，南下超過11.4萬人次。 ◆香港文匯報記者 張弦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弦）暫時關閉3年
的羅湖口岸6日重開，並迎來首個香港赴粵的旅
行團，30名團友迫切想“報復式”旅行，遊歷內
地名山大川，“已經有3年多沒有來內地旅行，
專程選擇報全面通關首日的旅行團去暢快遊玩，
本月中再報第二個團。”旅行社負責人對業務能
重新出發感到雀躍及興奮，感慨疫情下不少職員
被迫轉工，領隊也要轉做接線生及網約車司機維
生，好不容易熬出頭來。他們期盼，之後有更多
港人報團到內地遊玩，促進旅遊業復甦。

旅遊從業員 做回老本行
羅湖口岸6日早上8時許迎來首個香港跨境旅

行團。香港一家旅行社組織約30位香港中老年遊
客及其內地家人，前往佛山等地旅行3天，有多
名旅行社職員身穿鮮艷制服及手持導遊旗在羅湖
口岸接待團友。

該旅行社負責人陳先生表示，3年來首次帶團
來內地遊玩，他和這些遊客都十分高興，“我們旅
行社等了3年，之前的職員都從五湖四海趕回來做
老本行。”

他指出，3年疫情使旅遊業受重創，期待羅湖
口岸重開及香港與內地全面通關後，加快旅遊業復
甦的步伐，陳先生表示未來旅行社將經常組織香港
遊客前來內地遊玩，預計每天有十多個團出發。

隨團領隊容先生表示，今次行程安排的景點
以各類公園為主，亦安排團友入住五星級酒店及
品嘗地道美食，希望旅客玩得開心、舒服。他指
今次是時隔3年再次在羅湖口岸帶香港旅行團去
內地遊玩，感到非常雀躍，“我們得知羅湖口岸

要重開的消息便立即組團，短短幾日內便有約30
人報團出遊，全部都是跟開我們旅行社的老友
記，十分感謝他們的支持。”

消費不設限 遊完再報團
團友譚女士6日與十多名朋友一同出發去遊

玩，感到十分開心，“3年多沒有到內地旅遊，疫
情之前我每個月都會一行幾十人包團從羅湖出發
去旅行，今次得十幾個朋友報團算少。”她表
示，今次不設特定消費預算，本月中亦會參與旅
行團前往其他省市。

卓女士也與一眾朋友隨團去佛山，“疫情前
非常喜歡與朋友們四周圍旅遊，這3年疫情被關
得好悶。”因此全面通關後便迫不及待到處旅
遊，她與朋友還報團下月初到土耳其旅行。她表
示，“黑碼”是過關最大難題，她花半小時填寫
健康申報表，“唔係個個都識，大家都停喺度，
每個人花幾分鐘，加起來就好長時間，希望能用
紙本健康申報表取代。”

港人“報復式”旅行
組團遊歷神州名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
森）香港與內地各口岸全面開
通，羅湖口岸是陸路口岸中最
繁忙，香港特區署理行政長官
陳國基6日一早到羅湖管制站
視察，了解恢復全面通關後首
日情況，同行的包括運輸及物
流局局長林世雄、教育局局長
蔡若蓮和保安局副局長卓孝
業。他們在口岸離境大堂入境
處櫃位前了解，聽取執勤入境
處人員簡報通關所涉不同環節
的工作，其間亦有與市民交
談，入境處處長區嘉宏亦在
場。一行人逗留約20分鐘後
離開。

讚各口岸整體運作良好
陳國基表示，與內地全

面通關各口岸整體運作良
好，往來口岸的本地交通配
套亦到位。他欣悉口岸秩序
良好，並指示各相關部門密
切留意人流情況，做好人流
管理，尤其是在星期六、日
和假期等較多人過關的日
子，確保口岸運作安全、有
序和順暢；亦會提醒相關部
門與港鐵及其他公共交通營
辦商保持緊密聯繫，確保口
岸有足夠公共交通服務，以
及按需要實施乘客管理措施
和調整班次。他又說，會繼
續仔細檢視兩地全面通關運
作情況，並與中央及粵、深
政府相關單位保持緊密溝
通，務求全面通關持續順利
推進。

◆◆情侶自拍留念情侶自拍留念。。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興偉記者曾興偉 攝攝

◆6日，署理行政長官陳國基到羅湖管制站了
解香港與內地全面通關首日運作情況。

陳
國
基
巡
察
羅
湖
口
岸

◆◆闊別闊別33年多年多，，香港與內地終於在香港與內地終於在66日實現全日實現全
面免檢疫復常通關面免檢疫復常通關，，疫情前過境人次最多的羅疫情前過境人次最多的羅
湖口岸重開湖口岸重開。。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興偉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興偉 攝攝

趕搭高鐵北上巡廠港商：好興奮

◆◆相隔多年再相見相隔多年再相見，，陳女士陳女士((中中))與父母與父母66日日
在羅湖口岸久別重逢在羅湖口岸久別重逢，，相擁合影相擁合影。。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興偉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興偉 攝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禮願）香港與內地6
日全面通關，不少港商急不及待北上公幹。疫情
下3年沒有回過廣州巡視業務的廣東省青聯常委
彭穎生，當日大清早坐高鐵列車到廣州，僅花一
小時便到埗，“不得不讚全面通關安排非常順
暢，心情好興奮。”

1小時到廣州 眨眼回公司
彭穎生揀了6日晨8時許開出的高鐵班次，

“話晒3年無搭高鐵，我提早一小時到達高鐵
站，發現辦理登車手續快過打針，現在搭車不用

再出示紙本車票，用回鄉證便搞掂，加上不用做
核酸檢測，不用15分鐘就入到候車室。”

看見闊別了3年的高鐵列車，他不禁拿出手
機自拍一番。車程1小時便到達廣州，眨眼回到
公司，彭穎生笑言歸心似箭：“感覺既熟悉又陌
生，公司重新裝修後我都未返過去，也請了一些
新同事。”他說，以往每周都會回廣州公幹，但
疫情爆發後無法回內地，過去3年只能透過視像
會議處理內地業務，雖然溝通一樣無阻，卻始終
不及親身見面來得親切，“以後每周都會返來
（廣州）一次。”

◆◆羅湖口岸羅湖口岸33年來首次迎接香港旅行團年來首次迎接香港旅行團，，團員此團員此
行將遊覽佛山行將遊覽佛山。。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興偉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興偉 攝攝

4 香 港 新 聞 ◆責任編輯：凌晨曦 2023年2月8日（星期二）



AA1010中國焦點
星期六       2023年2月11日       Saturday, February 11,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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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堅決捍衛自身利益和尊嚴
謝鋒就美襲擊中國民用飛艇向美駐華使館負責人提嚴正交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中國外交部副部長謝鋒5日

奉命代表中國政府就美方武力襲擊中國民用無人飛艇向美國駐華

使館負責人提出嚴正交涉。謝鋒指出，美方所作所為嚴重衝擊、

損害巴厘島會晤以來雙方穩定中美關係的努力和進程。中方對

此堅決反對、強烈抗議，敦促美方不得採取進一步行動損害中

方利益，不得升級、擴大緊張局勢。中國政府正密切關注事

態發展，將堅決維護中方企業的正當權益，堅決捍衛中方利

益和尊嚴，保留作出進一步必要反應的權利。

謝鋒強調，中國民用無人飛艇誤入美領空完全
是由不可抗力導致的意外、偶發事件，事實

一清二楚，不容歪曲抹黑。但美方置若罔聞，執意
對即將離開美領空的民用飛艇濫用武力，明顯反應
過度，嚴重違反國際法精神和國際慣例。

外交部：美方不要沒完沒了升級擴大事態
香港文匯報記者注意到，在6日舉行外交部例

行記者會上，22次提問中，有15次提問與中國民用
無人飛艇有關，其中路透社提問4次，美國有線電
視新聞網提問兩次，彭博社提問兩次。

有記者問及謝鋒向美國駐華使館負責人提出嚴
正交涉一事。外交部發言人毛寧回應稱，謝鋒副部
長交涉的情況，中方已經發布了消息，可以查閱。
我想強調的是，美方不顧中方的反覆說明，執意動
用武力，明顯反應過度，中方堅決反對。她說，
“美方不要沒完沒了，升級擴大，中方將視事態的
發展作出必要的反應。”

此外，毛寧還指出，中方一直同美方保持着溝
通，明確要求美方以冷靜專業克制的方式妥善處
理，並且也向美方通報了中方核實之後了解的信息
和情況。

完全是不可抗力導致的偶發意外
有記者追問稱，美國認為目前已經擊落的來自中

國的飛艇是用於監視，而並非民用。飛艇的飛行路徑
也經過一些敏感的區域，請問發言人如何回應？

對此，毛寧重申，中方已經多次向美方介紹了
有關情況，這艘無人飛艇也是民用性質用於氣象等
科研目的，受西風帶影響，且自身控制能力有限，
該飛艇嚴重偏離了預定航線，這完全是一次不可抗
力導致的偶發意外事件。

美刻意炒作是不負責任的行為
毛寧說，中國是負責任的國家，我們一貫是嚴

格遵守國際法，尊重
別國國家主權和領土
完整。歷史證明，經常
踐踏國際法，侵犯別國
主權和領土完整的是美國。
我們已經表明這完全是一次不
可抗力導致的偶發意外事件，美方還刻意地
渲染炒作，甚至武力襲擊，是不可接受的，不負責
任的行為。

在被問及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推遲訪華與中美關
係時，毛寧表示，事實上中美雙方都沒有宣布過什
麼訪問，美方發布消息是美方自己的事情，兩國外
交團隊有責任妥善管控雙邊關係。

考驗美對穩定改善中美關係的誠意
關於中美關係，毛寧指出，中方始終按照習近

平主席提出的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贏三原
則，看待和發展中美關係，同時堅定捍衛自身主權
安全、發展利益。

毛寧強調，此次飛艇誤入美國領空完全是意外偶
發事件，但考驗的是美方對穩定和改善中美關係的誠
意以及處理危機的方式。美方應當同中方相向而行，
妥善管控分歧，避免誤解誤判，破壞彼此互信。

民用飛艇誤入拉美和加勒比上空
另據報道，美國國防部宣稱在拉丁美洲上空發現

了第二個來自中國的“氣球”。在記者會上，有記者
問及此事，毛寧表示，經了解核實，有關的這個無人
飛艇來自中國，屬民用性質，用於飛行試驗。受氣候
影響，而且自身控制能力有限，這一飛艇嚴重偏離了
預定路線，誤入拉美和加勒比上空。

毛寧說，中國是負責任的國家，一貫嚴格遵守
國際法，已同有關各方進行通報並妥善處理，不會
對任何國家造成任何威脅，各方也都對此表示理
解。

2月5日是元宵佳節，要說內地今年的元宵節和
往年最大的不同，就是各種民俗文化活動的重啟，
以及城市夜空中璀璨的煙花。其中，刷屏最多的、
驚喜最大的，當屬煙花燃放。5日當晚，“杭州煙
花”、“杭州小學生在煙花大會現場補作業”，還
成為了各大網絡平台的“熱搜”。為了欣賞到元宵
煙花盛宴，不少杭州市民還花費 1,000 多元人民
幣，住進了煙花燃放現場附近的酒店。

廣州也不低調，元宵當晚，2023年廣州南沙慶

祝元宵焰火晚會活動在南沙明珠灣靈山島尖準時上
演，由無人機表演和焰火表演組成，持續時間約45
分鐘。這是兔年新春以來，南沙第二次舉行大型煙
花表演活動。位於廣州黃埔區的中新廣州知識城，
也首次舉行焰火表演活動。預告、直播、網絡推
文、向媒體發現場素材，這幾場煙花盛宴可謂很
“官方”。看得出來，通過煙花表演聚集人氣、人
流，已經成為各地政府樹立當地形象的“流量密
碼”。

事實上，當晚，作為中心城區，廣州荔灣區亦
多處有煙花燃放活動。從我所居住的小區，可以清
晰地欣賞到荔灣核心區沙面珠江沿岸燃放的煙花，
共有3次，每次持續時間約一分鐘。

燃放煙花，除了給公眾帶來視覺盛宴，還寓意
着美好、浪漫和希望，觀看煙花表演可看作是“人
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的表達。接下來，各地會不
會推動實現煙花集中
表演常態化，值得期
待。

2023年2月6日

���/ 元宵節的“流量密碼”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商務

部部長王文濤6日應約與澳大利亞貿易部長法
瑞爾舉行視頻會談。王文濤在會談中稱，中方
願與澳方重啟經貿交流機制；拓展在氣變、新
能源等新興領域的合作空間，推動兩國經貿關
係高質量發展。 他並邀請法瑞爾部長在合適
的時間訪華。

據中國商務部消息，雙方就落實兩國領導
人印尼巴厘島會晤重要共識，妥善處理彼此重
點經貿關切，規劃發展中澳經貿下階段關係等
進行了專業、務實、坦誠的交流。 王文濤指
出，中澳互為重要經貿合作夥伴，雙方經濟結
構高度互補，雙邊經貿合作互利共贏。當前兩
國經貿關係正面臨重要窗口期，雙方應共同努
力，為經貿合作注入更多的積極因素。此次會
談是我們共同推動中澳經貿關係重回正軌的重
要一步。

邀法瑞爾在合適時間訪華
王文濤表示，雙方下階段應按照兩國領導

人會晤指明的方向，相向而行，加強經貿領域
溝通協調，就各自關心的問題尋找互利共贏的
解決方案。中方願與澳方重啟經貿交流機制；
拓展在氣變、新能源等新興領域的合作空間，
推動兩國經貿關係高質量發展。中方高度關注
澳加嚴對中國企業赴澳投資經營的安全審查，
希望澳方妥善處理相關個案，為中國企業提供
公平、開放、非歧視的營商環境。王文濤邀請
法瑞爾部長在合適的時間訪華。

法瑞爾表示，澳中經濟高度互補，中國
是澳最大的貿易夥伴，也是重要的投資來源
國，貿易和投資是雙邊關係的重要基石。澳方
歡迎包括來自中國在內各國的高質量投資，並
期待與中方進一步拓展氣變、再生能源等領域
合作。澳中兩國均支持以規則為基礎的多邊貿
易體制。澳方願與中方一道，通過坦誠對話增
進互信、化解分歧，造福兩國人民。法瑞爾期
待在不久的將來訪華。 雙方同意繼續保持溝
通，並責成工作團隊就雙方各自關注議題以及
雙邊經貿交流機制安排進行具體討論。

商務部：願與澳方重啟經貿交流機制

◆◆外交部副部長謝鋒外交部副部長謝鋒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2月5日錢塘江畔的杭州煙花燈光秀表演。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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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大學國
際 關 係 學 院 教
授、美國研究中
心主任王勇6日接

受記者採訪時指出，就中國民用無人飛
艇事件，美國上下針對中國的民間科研
設施展開的輿論聲討，以及軍事手段擊
落的方式，均屬反應過度，也不符合國
際慣例，對未來國際科研合作，甚至國
際關係都會產生較大影響，樹立不好的
先例。

王勇解釋，在國際上，民用飛行
器飛越領空的事件時有發生，雙方本可
在友好氛圍下協商解決。而拜登政府最
終選擇擊落，主要原因是美國國內政治
氣氛過於緊張，尤其是兩黨政治、府院
關係緊張，共和黨借“氣球”事件做文
章，煽動美國人的民族主義情緒，抹黑
拜登政府出賣美國利益，以對其施加壓
力，拜登政府顧及在國內的政治形象，
不得不採取斷然措施。

布林肯稱條件允許便盡快訪華
不過，美方宣布的是推遲布林肯

訪華，並未取消。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
賴斯2月3日表示，布林肯與中共中央
政治局委員、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
室主任王毅通話，布林肯解釋說，此時
不宜訪問北京。他強調美國致力於外交
接觸和保持溝通渠道的開放，他做好了
一旦條件允許便盡快訪問北京的準備。

中國外交部官網4日發布消息說，
王毅2月3日晚應約同美國國務卿布林
肯通電話。雙方就如何以冷靜、專業態
度處理偶發事件進行了溝通。王毅強
調，中國是負責任國家，一貫嚴格遵守
國際法，我們不接受任何無端的臆測和
炒作。面對意外情況，雙方要做的，就
是保持定力，及時溝通，避免誤判，管
控分歧。

美“小動作”破壞中美有效溝通氣氛
王勇表示，此前兩國元首已達成

共識，美方也認識到中美對話溝通的價
值，但不幸的是，布林肯訪華之前，拜

登政府做了一系列“小動作”，包括美
國高官密集訪問東亞，挑撥中國與周邊
國家關係，在半導體芯片領域對華進一
步打壓封鎖，以及北約秘書長訪日韓，
試圖進一步推動北約東擴等，破壞了中
美之間開展有效溝通的氣氛。

王勇表示：“可以看到布林肯想
來，但來的方式不對，美國所謂用‘實
力’與中國對話的方法行不通。中方要
求互利共贏、平等相待，而美國仍期望
利用現有的盟友體系和技術優勢打壓中
國，最終傷害了中美關係，反倒為布林
肯訪華之路設置了障礙。”

中國民用飛艇4日已被擊落，但美
國國會兩黨爭執不休，共和黨指責擊落
時間太晚，要求拜登引咎辭職。美國眾
議院軍事委員會7日以“中共對美國國
防的迫切威脅”為題召開聽證會，眾議
院共和黨人正權衡是否通過決議，譴責
拜登政府對“氣球”事件的處理。在美
國國會“群情激憤”的背景下，布林肯
還可能重啟訪華計劃？

王勇分析認為，中美之間有溝通的
必要性，美方關切的合作，以及中美競
爭安裝“護欄”等問題還未解決，待有
更好的時機，拜登政府仍會派布林肯訪
華，只是時間愈早愈好，否則臨近美國
大選，拜登若要尋求連任，必然面臨共
和黨製造的更多麻煩，愈晚愈難成行，
且對中美之間合作溝通、化解戰略誤
解，愈晚愈不利。

料共和黨進一步炒作“中國威脅論”
王勇續指，相信中美政府雙方都

希望把“氣球”事件影響降到最低，但
美國國內政治愈加複雜化，可以預計共
和黨及國會將繼續抓住“氣球”事件，
進一步炒作“中國威脅論”，毒化中美
關係氣氛，同時對拜登家族調查，束縛
拜登政府在對華政策上的手腳。中美關
係或變得更為複雜，與美國國內政治攪
在一起，最終取決於拜登能否拿出勇
氣，真正為美國國家利益，與中國開展
有效溝通合作，避免擦槍走火。

◆中通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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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周文超 2023年2月7日（星期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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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社新聞

休城工商

Balance Adjusters 你們的理賠索賠專家

Balance Public Adjusters 我們的工
作是在您的家庭或商業財產因災
難損壞或丟失後為您提供賠償。
我們全天候 24/7/365 隨時待命，
隨時準備成為您的擁護者。

免費索賠審查
住宅索賠
Balance Adjusters 在處理住宅

財產損失方面擁有豐富的經驗。
我們為有被保險人的人提供私人
保險索賠幫助。在美國和國外因
火災、水/洪水、颶風、風暴、冰
雹、煙霧、地震、物品丟失、盜
竊損壞索賠造成的損失。

商業索賠
商業保險政策特別複雜，包

含經常被忽視的寶貴潛在利益。
平衡調整員每天處理商業財產索
賠。我們完全了解索賠處理流程
，我們可以幫助您通過保險公司
的所有官僚機構找到自己的方式
。這是您應得的強大優勢。

CALL US: (713) 622-1972
E-MAIL: info@balancecom-

panies.com
CORPORATE OFFICE:

5005 Hidalgo St. #304 Houston,
TX 77056 USA

01. 從信用卡借出大筆金額
在申請貸款期間，不要從信用卡借出大筆金額！它不僅

會增加你的負債率，還會降低你的信用打分，進而可能導致
你原來已被批准的貸款申請被拒。
02. 離職

不要在申請貸款期間從任職公司辭職！即使你到了簽署
最後文件的那步。假如貸款銀行是根據你的收入狀況作為貸
款審核的條件，你必須在貸款行最後放款時，仍在原公司就
職。要知道貸款行可能會在放款之前再次打電話給你的雇主
來確認。
03. 換工作

不要在申請貸款期間換工作！即便新工作的薪水與前工
作薪水相同，甚至更多，它還是會增加你完成房屋貸款交易
的複雜性。一些貸款行會在你開始新工作30天之後才提供貸
款，這會拖延你購房成交的時間，也可能讓你支付昂貴的罰
金，來延長你鎖定利率的有效期。
04. 降低薪酬

不要在申請貸款期間降低你的薪酬！假如貸款期間你剛
好申請了減少工作時間，或者降低基薪從而換取更高的佣金
或獎金，貸款行只會以低的基薪計算，因為佣金或獎金必須
有兩年曆史才能被考慮。
05. 買新車

不要在申請貸款期間去買新車！即使貸款行已經有了你
的信用報告，他們通常還是會在放款之前，再次更新你的信
用報告，查看你是否有新的債務，並重新計算你的負債率，
來確定你是否仍然符合貸款標準。
06. 購買新的家電設備

在你拿到貸款之前，請不要急著購買新的家電設備！如
冰箱、洗衣機、烘乾機、家具或是其他高價物品（如新的訂
婚戒指、結婚禮服、名表等），理由同上。
07. 忘記支付賬單

不要忘了及時支付賬單！最近的逾期付款會對你的信用
分數產生重大的負面影響。
08. 頻繁轉錢

不要在你的資產賬戶間頻繁轉錢！不管是從現金賬號轉
入儲蓄賬戶，還是從股票賬號轉到現金賬號，都需要解釋原
因和提供轉賬記錄。
09. 存入大筆存款

不要存入工資以外的大筆存款！特別是如果你不能（或無法
）提供大筆存款資金的來源（如大筆現金存款），這一點尤為重
要。
10. 郵寄報稅單

不要郵寄你的報稅單！如果你在報稅截止日期前後，購買房
產或做重新貸款，你應該使用電子申報。貸款行有可能在放款之
前，要求從國稅局獲得當年申報的稅務單 (Tax Transcript)，郵局
郵寄會拖延稅務單的處理。
11. 同時進行另一個貸款交易

不要同時進行另一個貸款交易！如果你同時申請房屋貸款，
或購買租賃物業或度假房產，貸款行會要求知道新物業的所有細
節（本金、利息、稅金、保險、市場租金等） 以確定你是否仍

然符合貸款條件。
12. 出售你將做抵押貸款的房屋

如果想申請重新貸款，請不要出售你將做抵押貸款的房屋！
大多數貸款行不會為上市的房屋提供貸款。
13. 使用超過10%的信用卡額度

如果你的信用評估分數在符合貸款標準的邊緣狀態，請勿使
用超過10%的信用卡限額。否則將損害你的信用評估，可能會使
你失去貸款資格，或提高你的貸款利率。
14. 進行一個大的裝修項目

當重新貸款時，不要同時進行一個大的裝修項目！貸款銀行
在你的裝修項目完成之前是不會給你貸款的。為什麼？他們擔心
施工留置權，而且萬一你的房屋成為法拍屋，他們將無法出售裝
修未完工的房產。

15. 沒通知貸款經紀人就離城
在申請貸款期間，請不要在未通知貸款經紀人的情況下，因

公或因私隨意離開所常居住城市。
GMCC萬通貸款銀行，是一家成立超過15年的直接貸款銀

行，在全美25個州提供租賃屋現金流貸款計劃。
GMCC萬通貸款的資深貸款顧問王潔（Jessie Wang）可以幫

助貸款人解決各種貸款問題。即使貸款人面臨報稅收入不夠，首
付款不足，或是外國國籍等情況，都能完成貸款。任何貸款問題
，都可以聯繫資深貸款顧問王潔，請她幫您出謀劃策，量身定制
專屬的貸款方案。

王潔（Jessie Wang）的聯絡電話是832-235-8283。

資深貸款顧問王潔為您支招貸款購房技巧：這些事情最好不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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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美味食譜, 掃碼關注微信公眾號
<牛頭牌北美>

*For more English recipes, please visit www.lnk.bio/BullHead.BBQSauce.USA
*食譜提供自Recipes is provided by                   <Laura’s Kitchen 蘿拉廚房>  

食材
◆ 21盎司 牛肋條/牛腩，切大塊
◆ 1包 牛頭牌麻辣鍋火鍋湯底
   (內附麻辣鍋底包和濃縮高湯包各1包)
◆ 1/2顆 洋蔥，切大塊
◆ 5根 青蔥，蔥白切段，蔥綠切成蔥花 
◆ 5片 薑 
◆ 1大條 紅蘿蔔，切大塊
◆ 1條 白蘿蔔，切大塊或厚片
◆ 喜歡的麵條
◆ 油菜/青江菜

做法
(1)熱鍋，把牛肋條下鍋煎到面面焦香，起鍋備用。
(2)用鍋內餘油爆香洋蔥、蔥白、薑。
(3)放回表面煎香的牛肉塊、半包麻辣鍋底包，以
    小火炒出醬香。
(4)加入半包濃縮高湯包，再加水淹過食材。以大火
    煮滾後，轉小火加蓋燉煮30分鐘。
(5)加入紅白蘿蔔繼續燉煮30分鐘。
(6)煮麵條、燙青菜，放置碗中。放入牛肉湯內的料、
    淋上熱湯、撒上蔥花即可。趁熱享用！

各大華人超市熱銷中

Spicy Beef Noodle Soup
牛肉麵(簡單不失味)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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