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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登擬加碼限制美企投資中國科技拜登擬加碼限制美企投資中國科技
（中央社華盛頓9日綜合外電報導） 「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今天報導，美國總統拜登政府準備對美國公司投資中國先進運
算技術的發展，實施更多限制。

路透社引述紐時報導指出，美國去年公布了包羅廣泛的一套出口管
制措施，包括斷絕中國取得任何國家以美國裝備生產的某些半導體晶片
，以圖拖延中國科技和軍事的進步速度。

紐時引述熟知相關討論的人士報導，美國數月來一直設法要限制美
國公司對中國科技業的投資，相關措施如今已大致完備，可能會在兩個

月之內公布。
報導中並說，美國財政部已與他國政府和歐盟接洽，設法確保在美

國斷絕中國高科技資金後，這些國家和歐盟不會提供此類資金。
報導說，拜登即將下達的這道行政命令，詳細內容還不得而知，但

可望規定這些美國公司對某些敵對國家的投資計畫，必須向政府作進一
步通報。

這道命令可能會乾脆禁止美企對一些敏感領域的投資，諸如量子運
算、先進半導體，或某些可運用在軍事和監控的人工智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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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community leaders and elected officials will join
together tomorrow at 10:00 am in Houston's Chinatown to
protest the upcoming bill in the Texas Senate that would prohibit
Chinese citizens from buying land in Texas.

Nearly five hundred people have already signed up for this
march which is also the largest gathering of Chinese people in
recent years. All that we are asking for is a basic right of our
generation of Chinese.

In order to take advantage of the anti-Chinese political
atmosphere, some misguided politicians have proposed such an
outrageous bill to openly oppose the purchase of land by Chinese

citizens which further confirms the resurgence of the
anti-Chinese bill of last year and openly challenges the basic
rights of new citizens.

Some senators are playing the game saying that this is just a
bill against Chinese communists and other un-American people,
but the bill still reflects a clear pattern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the Chinese community.

We have also invited a group of Chinese community leaders
to come on camera next Monday at 3:00 pm in our TV studio to
express their anger and dissatisfaction with this unfortunate
development. 0202//1010//20232023

We Want To Invite All Of YouWe Want To Invite All Of You
To Join The DemonstrationTo Join The Demonstration

由華人社團及民選代表共同發起的華裔反對德州參議院
排華大遊行，將於明天週六上午十時在休斯敦華埠黃金廣告
聚集，共同反對德州參議院即將提出之禁止中國公民購買土
地案。
這個遊行預定有近千人報名參加，也是近年來華人最大

的一次集會，我們非常高興参加這次事關我們世代華裔之基
本權利的发声机会，絕不可能妥協。
美國的部分政客為了搭乘反中之政治氣氛，莫名奇妙地

提出這麼離譜的法案，公然反對中國公民購買土地，這印證
了當年反華法案之死灰復燃，公然挑戰華裔公民之基本權利
。
姑且某些參議員在玩文字遊戲，指稱是對中國政府之公

司及某些人士，但是最終還是反映了他們歧視華裔之心理和
型態。
我們已經不可再坐視了，我也將於週一下午三時邀請了

休斯敦華裔精英及代表再度召開記者會，表示我們的憤怒和
不滿。

我們邀請大家參加華裔大遊行我們邀請大家參加華裔大遊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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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道】朝鮮勞動黨第八屆中央軍事委員會第四次擴大會議在勞動黨中央委員會本部大樓舉行。朝鮮勞
動黨總書記、國務委員長金正恩指導會議。

會議討論了2023年度朝鮮主要軍事政治任務和有關軍隊建設方向的前景問題。
會議研究討論了在軍事政治工作中帶來一大轉變的一系列業務任務，包括：採取從根本上改進和加強軍事工

作的機構編制措施；針對當前形勢，不斷擴大加強朝鮮人民軍作戰戰鬥訓練，更加嚴格完善戰爭準備態勢；根據
現實發展要求重新修改軍隊內務條例中的一些條款等。會議通過了相關決定。

北約想拉日韓搞對抗北約想拉日韓搞對抗，，不料點燃了北約分裂導火索不料點燃了北約分裂導火索
（綜合報導）就在北約秘書長訪問東亞試圖拉攏日韓對抗中

俄時，北約內部卻出現嚴重內訌，或許土耳其將會成為北約從內
部瓦解的催化劑。

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怒了，警告部分西方國家將會為自己的
所作所為付出嚴重代價。埃爾多安動怒，直接原因是西方國家近
期針對土耳其的不友好舉動。

埃爾多安怎麼也沒想到，事情會發展到今天這一步。此事的
導火索是瑞典國內極端右翼分子當街焚燒《古蘭經》，褻瀆伊斯
蘭教經典，而且還是在土耳其駐瑞典大使館門前幹這事，一下子
就點燃了土耳其的怒火。作為回應，土耳其給芬蘭和瑞典加入北
約的程序按了暫停鍵，宣布退出芬瑞兩國加入北約的談判，除非
瑞典嚴懲本國褻瀆伊斯蘭教經典的參與者，否則土耳其不會同意
芬瑞兩國加入北約。

作為北約成員國，土耳其有權這麼做，畢竟按照北約擴容機
制，任何一個新成員加入北約都必須取得所有老成員同意，這意
味著土耳其不點頭，芬蘭和瑞典休想順利進入北約。

其實，對於芬蘭和瑞典在俄烏衝突後申請北約，土耳其從一
開始就不樂意，可以說是芬蘭瑞典加入北約最大的障礙。為了搞
定土耳其，芬蘭和瑞典只得在庫爾德人問題上向土耳其讓步，答
應將本國境內的庫爾德武裝分子引渡至土耳其。然而，芬蘭和瑞
典在落實此事沒有任何進展，土耳其自然也不會在對方尚未兌現
承諾時同意其加入北約的申請，所以這事一直拖著。

對於土耳其這只“攔路虎”，一心想加入北約的瑞典很是憤
怒，其國內一些極端右翼分子用當眾焚燒《古蘭經》的行為加以
報復，不過卻徹底引爆土耳其的怒火。這下好了，瑞典算是徹底
得罪土耳其了，還連累隔壁芬蘭也跟著遭殃，加入北約的計劃陷
入僵局。

然而，土耳其沒想到，自己是北約成員國，瑞典還沒有加入
北約，算是一個“外人”，英法美德等北約成員國居然幫“外人
”，不幫自己，緊跟瑞典和芬蘭對土耳其採取了不友好措施：即
暫時關閉在土耳其的使館，並警告本國遊客暫時不要去土耳其旅
遊，而且理由出奇一致，都是所謂的“安全威脅惡化”。

面對英法美德這一出，埃爾多安怒火中燒，於是向西方發出
警告。其實在埃爾多安發出警告前，土耳其內政部長蘇萊曼•索

伊盧已對北約老大美國撂下狠話。他認為，美
國大使館統治了歐洲，並想把那一套用到土耳
其身上，每一任美國駐土耳其大使都在考慮如
何傷害土耳其，但是埃爾多安總統破壞了他們
的小把戲。他在公開講話中點名批評美國駐土
耳其大使杰弗裡•弗萊克，要求他“把臟手從
土耳其身上拿開”，因為他認為歷任美國大使
都一樣，都在考慮如何搞亂土耳其。

不得不說，面對北約老大，土耳其還真是沒慫
過，該懟就懟，該罵就罵。
對於北約的嚴重內訌，很多人一頭霧水，不明
白英法美德等西方國家不幫土耳其，反而站在
瑞典和芬蘭一邊。

其實，這並不難理解。土耳其雖是北約成
員國，但在其在北約內部的地位很尷尬，與其
他北約成員國格格不入。地理位置上，土耳其
橫跨歐亞大陸，但它融入不了西方主流社會，
但說它是亞洲國家又不合適。而且從宗教、文化以及歷史等方面
來看，土耳其都與歐美各國格格不入，就像狼群中混入了一隻哈
士奇……

既然如此，土耳其又如何混成北約成員國的呢？其實，這是
北約的一次大膽嘗試，也可以說是無奈之舉。土耳其之所以成為
北約成員國，主要還是因為其地理位置太重要了，對牽制曾經的
蘇聯和現在的俄羅斯有很大作用。畢竟，這個國家歷史上與俄羅
斯關係不和，與北約合作對抗俄羅斯，實屬各取所需。

然而，令美國沒想到的是，埃爾多安的出現打亂了自己的如
意算盤。

埃爾多安此人很有能力，野心也很大，希望恢復奧斯曼帝國
榮光，絕不甘心久居美國之下，供美國驅使。雖然是北約成員國
，但土耳其一直不受北約待見。記得有一次土耳其參加北約聯合
軍演，結果發現北約軍演的“假想敵”竟是自己。土耳其怎受得
了這個氣，對北約的不滿與憤怒大大增加，而且對北約利用自己
對抗俄羅斯也有了更清醒的認識。

於是，就在美國的眼皮子底下，土耳其與俄羅斯越走越近。
我們可以看到，俄烏衝突爆發後，當北約其他成員國都在忙著跟
隨美國製裁俄羅斯時，只有土耳其拒絕跟進，而且堅持中立，一
直在為俄烏和談努力。另外，當俄羅斯受到西方制裁後，普京主
動向埃爾多安送上大禮，計劃將土耳其打造為歐洲最大天然氣中
轉站，使得能源匱乏的土耳其一下子通過轉賣俄羅斯能源大賺了
一筆。

其實，很多人不知道的是，普京與對埃爾多安還有救命之恩
。當年土耳其發生針對埃爾多安的軍事政變，要不是普京及時出
手相助，埃爾多安哪有今天。對於這場未遂軍事政變，包括索伊
盧在內的很多土耳其官員都認為美國是最大的幕後推手，這也是
索伊盧就任內政部長以後中止與美國進行情報合作的原因。

埃爾多安不論是當總統還是當總理都掌握實權，執掌土耳其
已經20年，理論上埃爾多安還能繼續幹到2028年，這在西方人
眼裡妥妥的是土耳其版普京啊。而今年正好是土耳其大選年，各
方勢力蠢蠢欲動，埃爾多安能不能繼續連任充滿未知，但今年註
定是土耳其不平凡的一年。

朝鮮勞動黨中央軍事委員會舉行第四次擴大會議朝鮮勞動黨中央軍事委員會舉行第四次擴大會議
更加嚴格完善戰爭準備態勢更加嚴格完善戰爭準備態勢



沙特能源大臣警告
對俄制裁或致能源短缺
綜合報導 沙特阿拉伯能源大臣阿蔔杜勒-阿齊茲· 本· 薩勒曼警告，

西方對俄羅斯制裁可能導致能源供應短缺。

阿蔔杜勒-阿齊茲當天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出席壹場會議，被問及對俄

貿易措施將如何影響能源市場時，他回答說：“所有這些所謂的制裁、

禁運、投資短缺，只會導致壹個結果，就是在我們最需要的時候，各類

能源供應短缺。”

談及從2022年能源市場動態中吸取的教訓時，阿蔔杜勒-阿齊茲說，最重

要的是信任主要產油國，即“歐佩克+”。“我們是負責任的國家集團，我們

會綜合考慮與能源和石油市場有關的政策問題，我們不摻和政治問題。”

以沙特為首的歐佩克成員國與俄羅斯等非歐佩克產油國組成的“歐

佩克+”機制去年10月5日宣布，當年11月起在當年8月產量基礎上將

月度產量日均下調200萬桶。

“歐佩克+”大幅減產決定引發美國政府不滿，美方指認最大石油

出口國沙特強迫其他產油國減產。不過，多國相繼駁斥美方說法，強調

減產決定出於對全球經濟的考慮。

據路透社報道，“歐佩克+”近日召開小組會議，認可該組織先前

的減產決定，將堅持到有關協議結束。

烏克蘭危機去年2月升級以來，美國、歐洲聯盟等相繼對俄羅斯施

加多輪制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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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令將於今年2月5日生效。去年12月，

歐盟、七國集團和澳大利亞對俄羅斯海運出口原油設置每桶60美元的價

格上限，歐盟同月啟動對俄羅斯海上出口原油禁運。

德新社援引歐盟統計局數據報道，俄羅斯去年10月向歐盟出口了價

值超過23億歐元（約合25億美元）的石油產品，其中價值約5.58億歐元

（6.02億美元）的產品出口至德國。

西方多國依賴俄羅斯能源，對俄制裁措施的反噬作用日益顯現。能

源短缺、物價飛漲、生活開支激增成為普遍的社會問題，企業與民眾背

負沈重壓力。

德媒：歐盟將向烏克蘭提供
3500萬個節能燈泡

綜合報導 據報道，歐盟-烏克蘭峰會於當地時間3日上午在基輔召

開。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和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帶來了壹些歐盟

的承諾。米歇爾說：“我們的決心不會減低。”在歐盟對烏克蘭的軍事

培訓行動框架內，未來將有3萬名而非1.5萬名烏克蘭軍人在歐洲接受培

訓。此外，歐盟還將向烏克蘭提供3500萬個節能燈泡。

報道稱，馮德萊恩表示，烏克蘭人可以“到郵局”用他們的舊燈泡

換取LED燈泡。她強調：“節約下來的每壹度電都能為對抗俄羅斯的能

源戰作出貢獻。”由於俄羅斯總在有針對性地轟炸烏克蘭的關鍵基礎設

施，烏克蘭大部分供電設施現在運行受限。歐盟官員還表示，布魯塞爾

對基輔的援助目前已達到近500億歐元。

峰會期間，德國也傳來了對基輔的好消息。德國向烏克蘭交付的主

戰坦克可能比之前預期的還要多。德國政府發言人表示，政府已經批準

軍工業出口已退役的“豹”-1坦克。

報道稱，在烏克蘭加入歐盟的問題上，會談未取得什麼進展。烏克蘭

自2022年6月起正式成為候選國。基輔現在要求在未來兩年內迅速入盟。

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對此僅表示：“我們將為妳們在入盟道路上邁出的

每壹步提供支持。”然而，現在很明顯的是，烏克蘭人的期望超出了合理

範圍。也有可能是米歇爾和馮德萊恩過去對基輔發出了過於積極的信號。

腐敗問題嚴重
烏克蘭或將更換國防部長

烏克蘭執政黨人民公仆黨議會黨團

主席達維德· 阿拉哈米亞說，烏政府將撤

換國防部長阿列克西· 列茲尼科夫，改由

國防部情報總局局長基裏洛· 布達諾夫接

任。

烏克蘭近期曝出腐敗醜聞，部分

官員已遭解職。列茲尼科夫說，只有

總統弗拉基米爾· 澤連斯基有權解除他

的職務。

考慮換帥
阿拉哈米亞與澤連斯基關系密切。

前者經由社交媒體“電報”發布上述消

息，說列茲尼科夫將轉任戰略產業部部

長。

阿拉哈米亞說：“戰爭影響人事政

策……眼下，安全部門應該由專業的安

全事務官員領導，而非政治家。”

列茲尼科夫現年56歲，曾是律師，

2021年11月起擔任烏國防部長。按照路

透社的說法，作為戰時防長，列茲尼科

夫強化了與西方國家防務官員的關系，

在幫助烏克蘭獲取西方巨額軍事援助方

面發揮了重要作用。

列茲尼科夫說，只有總統澤連斯

基要求他辭職時他才會離開。“這壹

年我承受了難以衡量的壓力，我問心無

愧。”

就轉任戰略產業部長壹職的說法，

列茲尼科夫說：“如果突然收到那樣的

任命，我會拒絕，因為我不具備相關專

業知識。”

布達諾夫現年37歲，2020年8月起

擔任國防部情報總局局長。

澤連斯基尚未發布相關人事變動消

息。RBC-烏克蘭通訊社5日援引消息人

士的話報道，烏克蘭議會將在不久後的

全體會議上就是否撤換列茲尼科夫進行

表決。

關聯貪腐
德新社報道，俄烏沖突升級以來，

烏克蘭獲得西方大量資金和軍備援助，

而烏克蘭本身腐敗問題嚴重。壹份近期

曝光的烏方軍糧采購合同價格高出市場

價壹兩倍，壹項烏軍兵營建設工程款項

也遭侵吞。

澤連斯基今年1月解除包括國防部、

社會政策部等機構4名副部長的職務，

大規模撤換地方官員。他上周表示，將

加大對貪腐行為的打擊力度。

據路透社報道，如果列茲尼科夫遭

撤換，他將是近期因腐敗問題受處分的烏

政府最高級別官員。列茲尼科夫說，國防

部反腐敗部門工作不力，需要徹查。

就防長是否換人的疑問，烏克蘭總

統顧問米哈伊洛· 波多利亞克5日晚接受

烏國家電視臺采訪時說，列茲尼科夫與

西方合作夥伴的溝通“效率極高”，與

西方官員保持良好個人關系，這有利於

烏方獲取軍援。“談判不是只靠公式化

的計算，也要看私人關系，還有信賴。

不幸的是，我們正在失去（西方）對我

們的壹部分信賴。”

安理會審議烏克蘭人道問題
中方呼籲有關各方早日停火止戰

綜合報導 聯合國安理會審議烏克蘭

人道問題。中國常駐聯合國副代表戴兵在

會上再次呼籲有關各方真正為人民著想，

真正為推動和平盡力，想方設法讓沖突當

事方早日恢復和談，早日停火止戰。

當天，聯合國負責人道主義事務的副

秘書長格裏菲思作通報。格裏菲思表示，

在烏克蘭發生的戰爭暴力沒有任何的減少

跡象，民眾傷亡時有發生。烏克蘭人民見

證了戰爭帶來的各種恐懼。雖然聯合國人

道主義行動在過去壹年大幅增加，但是目

前的人道主義援助還遠遠不夠。他再次強

調沖突當事方要保證不傷害平民，並允許

人道主義援助準入。

戴兵發言說，烏克蘭危機爆發近壹年

來，人道局勢始終牽動人心。地面沖突沒

有緩和跡象，軍事邏輯仍然占據上風，大

量重型武器正在持續湧入戰場。國際社會

對沖突造成的人道代價感到痛惜，但有關

方面壹直缺乏勸和促談的誠意和政治解決

的決心。

戴兵表示，在武裝沖突依然持續的情

況下，人道問題應當擺在優先位置。中方

壹直強調，沖突當事方要恪守國際人道法

，堅守尊重生命的人道底線，避免襲擊平

民和民用設施，保障人員疏散和人道救援

順利安全開展。中方鼓勵國際社會繼續秉

持人道精神，擴大對所有受影響民眾的救

援規模，加快對民用基礎設施的修復工作

，盡力緩解沖突對民眾生活造成的影響。

戴兵說，烏克蘭境內核設施安全和安

保問題不容閃失。壹旦發生意外，造成的

人道和生態災難將不可估量。中方呼籲立

即停止針對紮波羅熱核電站的炮擊活動，

認真落實國際原子能機構總幹事提出的核

安全和安保七項支柱原則，全力阻遏沖突

升級演變為核危機。

戴兵說，在事關全球糧食、能源、金

融安全的問題上，有關各方都應體現人道

責任，以負責任的方式管控危機外溢影響

。在日益融合的全球化時代，肆意揮舞制

裁大棒，人為阻塞產業鏈供應鏈暢通，只

會加速危機傳導，讓全世界尤其是發展中

國家蒙受沈重代價。黑海糧食倡議繼續得

到落實，對擴大糧食供應、穩定全球糧價

具有重要意義。同時，中方希望在消除俄

羅斯糧食化肥出口障礙方面也取得實效，

支持聯合國加緊發揮協調作用。

戴兵重申，中方在烏克蘭問題上始終

站在和平壹邊，站在對話壹邊，站在人道

壹邊。中方願同國際社會壹道，支持壹切

有助於和平解決烏克蘭危機的努力，幫助

所有深陷戰火的民眾早日重見和平。

SpaceX擬3月發射星艦，馬斯克曾稱計劃造1000艘去火星拓荒

綜合報導 馬斯克曾表示，

史上最大運載火箭星艦壹次可

運載100位乘客和物資，未來

計劃打造至少1000艘星艦，將

壹批批拓荒者送到火星，以建

設壹個自給自足的城市。

· 如果壹切進展順利，

SpaceX將參與“阿爾忒彌斯3

號”和“阿爾忒彌斯4號”任

務，兩次載人登月。

SpaceX 創始人馬斯克透

露，3月將嘗試發射“史上最

大運載火箭”星艦。

2月5日，有網友在推特上

詢問星艦進展，馬斯克回復，

“如果剩下的測試進展順利，

我們將在下個月嘗試發射星

艦。”今年1月，馬斯克也在

推特上說，星艦發射嘗試將很

快開展，並暗示最早可能在2

月底或3月發射。

SpaceX正在開發的星艦系

統要將人類和貨物送往月球、

火星和其他深空目的地。它將

是世界上有史以來最強大的運

載火箭，運載能力為100噸到

250噸。星艦由壹級助推器“超

重”和上面級“星艦”兩部分

組成，總高120米，兩者皆可

重復使用。在馬斯克的設想中

，星艦壹天可以發射3次，向

火星運送百萬噸物資。馬斯克

去年在《中國網信》雜誌的撰

文中提到，史上最大運載火箭

星艦壹次可運載100位乘客和

物資，未來計劃打造至少1000

艘星艦，將壹批批拓荒者送到

火星，以建設壹個自給自足的

城市。

自去年以來，SpaceX壹直

在謀求星艦軌道級首飛測試。

首次星艦測試飛行將從美國得

克薩斯州博卡奇卡“星基地”

（Starbase）發射，“超重”助

推器返回“星基地”或墨西哥

灣，上面級“星艦”將降落在

太平洋。

如 果 壹 切 進 展 順 利 ，

SpaceX還將參與“阿爾忒彌斯

3號”和“阿爾忒彌斯4號”任

務，兩次載人登月。

美 國 國 家 航 空 航 天 局

（NASA） 曾 在 2021 年 授 予

SpaceX壹份價值近30億美元的

合同建造星艦，制造商業人類

著陸器，送人類登陸月球，這

是NASA“阿爾忒彌斯”重返

月球計劃的壹部分。按照計劃

，在2025年開展的“阿爾忒彌

斯3號”任務中，SpaceX要將

美國宇航員送上月球，實現人

類50多年來首次重返月球表面

的計劃。

去年11月，“阿爾忒彌斯

1號”任務發射之際，NASA

授予 SpaceX 第二份“阿爾忒

彌斯”登月合同，以開發和

演示“星艦”月球著陸器，

滿足NASA“阿爾忒彌斯3號”

任務以後的持續需求，包括對

接繞月空間站“月球門戶”、

容納4名宇航員、向月球表面

輸送更多物質。SpaceX 將於

2027年提供第二次載人著陸演

示任務。

不過在過去壹年半時間

裏，星艦首次軌道測試飛行

的日期壹直是個移動目標。

據美國科技網站Engadget 報道

，在 SpaceX 仍需進行的測試

中，最關鍵的是對“超重”

助推器全部 33 臺猛禽發動機

進行靜態點火，但迄今為止

SpaceX 從未同時點燃過 14 臺

以上的發動機。SpaceX 要想

獲得美國聯邦航空管理局的

軌道試飛許可，就需要改變

這種情況。

AA44綜合國際
星期日       2023年2月12日       Sunday, February 12, 2023



印度官員出席活動被警察射殺
印媒：兇手患有躁郁癥

綜合報導 報道稱，印度東部奧迪沙邦

衛生部長那巴· 基紹爾· 達斯在該邦出席壹場

活動時，被壹名警察開槍射殺。現場視頻顯

示，乘車抵達活動現場的達斯剛剛下車就遭

到槍擊，胸部中彈的他被立即送往附近醫院

搶救，但最終不治身亡。報道稱，兇手槍擊

達斯後壹度朝天鳴槍，似乎想嚇退周圍人群

以脫身，但還是很快被警方制服。奧迪沙邦

已宣布3天的哀悼期，達斯葬禮當天該邦還

將為其降半旗致哀。印度總統和總理等高層

領導人也已就達斯去世表示哀悼。

印度《第壹郵報》稱，現年60歲的達

斯是奧迪沙邦人。他早年曾加入印度國大黨

，2019年轉投奧迪沙邦當地實力強大的比朱

人民黨，隨後個人地位和財富實現雙增長。

2019年，比朱人民黨繼續在該邦選舉中大獲

全勝，目前該黨主席擔任邦首席部長。

作為奧迪沙邦比朱人民黨的高級成員，

達斯財力雄厚。2021年申報信息顯示，達斯

名下的動產和不動產總值高達3.4億盧比(100

盧比約合8元人民幣)。他擁有145輛汽車，

總價達1.5億盧比，其中80輛在他本人名下，

65輛在他妻子名下。就在槍擊事件前壹周，達

斯向壹座寺廟捐贈了壹尊金壺，據稱該金壺

價值高達1000萬盧比，但隨後他辟謠說金壺

的實際價值僅為100萬盧比。此外，達斯還

特別喜歡槍。他曾對人說，他收藏槍支不是

為了防身自衛，只是單純喜歡而已。

印警方表示，兇手行兇的具體原因仍

待調查。消息人士透露，警方考慮從商業

競爭角度調查兇手的動機。印媒稱，槍殺

達斯的警察戈帕克盧什納患有躁郁癥。當

地壹名精神科醫生透露，戈帕克盧什納第

壹次尋診大約是8到10年前，他特別容易

生氣動怒；他最近壹次看病是壹年前，不

清楚其是否堅持規律服藥。戈帕克盧什納

的妻子也告訴媒體，自己的丈夫患有精神

疾病，但由於夫妻兩人目前並未居住在壹

起，因此不清楚丈夫是否堅持服藥。躁郁

癥患者情緒會在高度亢奮狂躁和抑郁之間

交替波動，需要通過服藥配合心理輔導來

控制病情。對於這壹情況，有印媒質疑為

何戈帕克盧什納在精神不穩定的情況下能

夠長期作為警察服役，並持有槍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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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韓國民調機構Realmeter在

發布的壹項民調結果顯示，韓國總統尹錫

悅的施政好評率為37%，差評率近60%。

最大在野黨共和民主黨的支持率比執政黨

國民力量黨高出6.8%。

Realmeter於1月25日至27日面向韓

國1504名民眾進行了有關總統施政滿意

率和政黨支持率的民意調查。調查結果顯

示，民眾對尹錫悅施政表現的好評率僅有

37%，較上次調查下滑1.7%；而差評率上

升了1%，達到59.8%。

據報道，尹錫悅施政表現的好評率

於 1月第二周跌破 40%，現已連續三周

下滑。

民調機構分析，春節假期結束後，暴

漲的取暖費、即將上漲的公交、地鐵票價

成為民眾關註的焦點，預計壹段時間內物

價的變化將直接或間接地影響民眾對總統

施政的滿意率。

在政黨支持率方面，民眾對執政

黨國民力量黨的支持率為 38.6%，較

上次調查下滑 1.6%，而最大在野黨共

同民主黨的支持率則上升 2.1%，達到

45.4%。

據悉，本次民調應答率為3.2%，可信

度為95%。

菲律賓參議院首次
中文培訓班開班儀式舉行

綜合報導 菲律賓參議院

首次中文培訓班開班儀式在參

議院舉行，中國駐菲律賓大使

黃溪連出席並發表致辭。菲律

賓參議院秘書長阿季· 雷納托

、人事部主任馬麗婭· 卡帕拉

斯，駐菲使館教育參贊熊勝、

政治參贊鄭君履，菲律賓紅溪

禮示大學副校長何塞· 馬卡帕

加爾、孔子學院中外方院長、

中文教師以及參加中文培訓的

參議院官員等50余人參加了

開班儀式。

黃溪連表示，中文是世

界上歷史最悠久、發展水平

最高的語言之壹，植根於博

大精深的中華傳統文化。去

年中國大使館歡慶國慶節期

間，莎拉副總統用中文發表

祝福致辭，這個祝福視頻在

中菲兩國迅速走紅。莎拉副

總統流利的講話、標準的發

音，吸引了中國數以百萬計

民眾的關註和欽佩。相信通

過此次培訓班的學習，各位官

員會發現中文的獨特魅力，在

中文聽說讀寫水平得到進壹步

提升的同時，會對博大豐富的

中華文化有更深了解，為今後

的工作、學習以及共同推進中

菲兩國人民的理解和互信打下

堅實的基礎。

阿季· 雷納托表示，此

次培訓是壹個千載難逢的機

會，因為在過去，許多菲律

賓人並不容易接觸到中文。

現在，在中國駐菲律賓大使

館和紅溪禮示大學孔子學院

的不懈努力下，更多的菲律

賓人可以學習和使用中文，

這能夠促進菲律賓人對中國

、中國文化和中國人民的更

好理解，加強兩國人民的溝

通和聯系。作為菲律賓參議

院歷史上第壹次外語培訓，

希望此次培訓能夠成為菲律

賓官員們了解中國語言和文

化魅力的壹個窗口。

何塞· 馬卡帕加爾表示

，上個月馬科斯總統對中國

的國事訪問為菲律賓和中國

之間的進壹步合作打開了大

門。作為兩國民間交往的橋

梁和紐帶，紅溪禮示大學孔

子學院在過去13年中為菲

律賓不同政府機構的工作人

員和官員提供了免費的中文

和中國文化培訓，希望此次

參議院中文培訓班能夠為官

員們提供壹個獨特的中國視

角，加深對中國語言和文化

的理解，有助於促進兩國人

民的相互理解和尊重。

此培訓班為菲律賓參議

院有史以來首次舉辦的外

語培訓班，參議院官員反

響熱烈、報名踴躍。培訓

班課程內容按照主題式設

計，充分考慮到參議院官

員的特點和實際需求，將以

線下授課與線上輔導相結合

的方式進行。此培訓班將使

參議院官員們在掌握中文聽

說讀寫基本技能的同時，加

深對中國傳統文化和當代中

國發展的了解。

韓國南部發生壹漁船翻沈事故
3人獲救9人失聯

綜合報導 據韓聯社報道，韓

國木浦海洋警察署5日消息稱，當

地時間4日晚，全羅南道新安郡附

近海域發生漁船翻沈事故，目前12

名船員中3人獲救，9人失聯。

據報道，壹艘商船在接到木浦

廣域海上管制中心(VTS)的救援請

求後趕到事發現場，並救起3名船

員。

獲救船員透露，漁船機艙因突

然進水失控，導致漁船側翻後翻沈

。獲救的3人中，2人為韓國籍，1

人為印度尼西亞籍。

海警目前正在現場出動警備艦

艇和直升機，繼續搜救失聯人員。

韓國總統尹錫悅下令海岸警衛

隊擴大搜索範圍，盡最大努力營救

失蹤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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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新進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候補委員和省部級主要
領導幹部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和黨的二十大精神研討班7日
上午在中央黨校（國家行政學院）開班。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
習近平在開班式上發表重要講話強調，概括提出並深入闡述中國式現代化理論，是
中共二十大的一個重大理論創新，是科學社會主義的最新重大成果。中國式現代化
是我們黨領導全國各族人民在長期探索和實踐中歷經千辛萬苦、付出巨大代價取得
的重大成果，我們必須倍加珍惜、始終堅持、不斷拓展和深化。

守好中國式現代化的本源根魂
習近平在中央黨校開班式上強調必須抓好開局之年工作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強主持開班式，中共中
央政治局常委趙樂際、王滬寧、蔡奇、丁薛

祥、李希出席。

中國式現代化含五方面中國特色
習近平強調，一個國家走向現代化，既要遵

循現代化一般規律，更要符合本國實際，具有本
國特色。中國式現代化既有各國現代化的共同特
徵，更有基於自己國情的鮮明特色。中共二十大
報告明確概括了中國式現代化是人口規模巨大的
現代化、是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的現代化、是物質
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調的現代化、是人與自然和
諧共生的現代化、是走和平發展道路的現代化這5
個方面的中國特色，深刻揭示了中國式現代化的
科學內涵。這既是理論概括，也是實踐要求，為
全面建成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實現中華民族偉
大復興指明了一條康莊大道。新中國成立特別是
改革開放以來，我們用幾十年時間走完西方發達
國家幾百年走過的工業化歷程，創造了經濟快速
發展和社會長期穩定的奇跡，為中華民族偉大復
興開闢了廣闊前景。實踐證明，中國式現代化走
得通、行得穩，是強國建設、民族復興的唯一正
確道路。

打破了“現代化=西方化”的迷思
習近平指出，中國式現代化，深深植根於中

華優秀傳統文化，體現科學社會主義的先進本
質，借鑒吸收一切人類優秀文明成果，代表人類
文明進步的發展方向，展現了不同於西方現代化
模式的新圖景，是一種全新的人類文明形態。中
國式現代化，打破了“現代化=西方化”的迷思，

展現了現代化的另一幅圖景，拓展了發展中國家
走向現代化的路徑選擇，為人類對更好社會制度
的探索提供了中國方案。中國式現代化蘊含的獨
特世界觀、價值觀、歷史觀、文明觀、民主觀、
生態觀等及其偉大實踐，是對世界現代化理論和
實踐的重大創新。中國式現代化為廣大發展中國
家獨立自主邁向現代化樹立了典範，為其提供了
全新選擇。

把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突出位置
習近平強調，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是一個系統

工程，需要統籌兼顧、系統謀劃、整體推進，正
確處理好頂層設計與實踐探索、戰略與策略、守
正與創新、效率與公平、活力與秩序、自立自強
與對外開放等一系列重大關係。進行頂層設計，
需要深刻洞察世界發展大勢，準確把握人民群眾
的共同願望，深入探索經濟社會發展規律，使制
定的規劃和政策體系體現時代性、把握規律性、
富於創造性，做到遠近結合、上下貫通、內容協
調。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是一個探索性事業，還有
許多未知領域，需要我們在實踐中去大膽探索，
通過改革創新來推動事業發展，決不能刻舟求
劍、守株待兔。要增強戰略的前瞻性，準確把握
事物發展的必然趨勢，敏銳洞悉前進道路上可能
出現的機遇和挑戰，以科學的戰略預見未來、引
領未來。要增強戰略的全局性，謀劃戰略目標、
制定戰略舉措、作出戰略部署，都要着眼於解決
事關黨和國家事業興衰成敗、牽一髮而動全身的
重大問題。要增強戰略的穩定性，戰略一經形
成，就要長期堅持、一抓到底、善作善成，不要
隨意改變。要把戰略的原則性和策略的靈活性有

機結合起來，靈活機動、隨機應變、臨機決斷，
在因地制宜、因勢而動、順勢而為中把握戰略主
動。要守好中國式現代化的本和源、根和魂，毫
不動搖堅持中國式現代化的中國特色、本質要
求、重大原則，確保中國式現代化的正確方向。
要把創新擺在國家發展全局的突出位置，順應時
代發展要求，着眼於解決重大理論和實踐問題，
積極識變應變求變，大力推進改革創新，不斷塑
造發展新動能新優勢，充分激發全社會創造活
力。既要創造比資本主義更高的效率，又要更有
效地維護社會公平，更好實現效率與公平相兼
顧、相促進、相統一。要統籌發展和安全，貫徹
總體國家安全觀，健全國家安全體系，增強維護
國家安全能力，堅定維護國家政權安全、制度安
全、意識形態安全和重點領域安全。要堅持獨立
自主、自立自強，堅持把國家和民族發展放在自
己力量的基點上，堅持把我國發展進步的命運牢
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要不斷擴大高水平對外開

放，深度參與全球產業分工和合作，用好國內國
際兩種資源，拓展中國式現代化的發展空間。

習近平最後強調，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必須抓
好開局之年的工作。要全面貫徹落實黨中央決策
部署，堅持穩字當頭、穩中求進，更好統籌國內
國際兩個大局，更好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
展，更好統籌發展和安全，全面深化改革開放，
推動高質量發展，進一步引導經營主體強信心、
穩定社會預期，努力實現經濟運行整體好轉。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處書記，是
二十屆中央委員的其他黨和國家領導同志、中央
軍委委員出席開班式。

新進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候補委員，各省區
市和新疆生產建設兵團、中央和國家機關有關部
門、有關人民團體主要負責同志，解放軍各單位
和武警部隊主要負責同志參加研討班。各民主黨
派中央、全國工商聯及有關方面負責同志列席開
班式。

中國式現代化更加清晰科學可感可行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中新社報道，

新進中央委員會的委員、候補委員和省部級主要
領導幹部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
義思想和黨的二十大精神研討班7日上午在中央黨
校（國家行政學院）開班。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
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開班式上發表重要講
話。

黨為實現現代化創造了根本社會條件
習近平指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近代以

來中國人民的共同夢想，無數仁人志士為此苦苦求
索、進行各種嘗試，但都以失敗告終。探索中國現代
化道路的重任，歷史地落在了中國共產黨身上。在新
民主主義革命時期，我們黨團結帶領人民，浴血奮
戰、百折不撓，經過北伐戰爭、土地革命戰爭、抗日
戰爭、解放戰爭，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
本主義三座大山，建立了人民當家作主的中華人民共
和國，實現了民族獨立、人民解放，為實現現代化創
造了根本社會條件。

習近平表示，新中國成立後，我們黨團結帶領
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消滅在中國延續幾千年的
封建制度，確立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實現了中華民
族有史以來最為廣泛而深刻的社會變革，建立起獨
立的比較完整的工業體系和國民經濟體系，社會主
義革命和建設取得了獨創性理論成果和巨大成就，
為現代化建設奠定根本政治前提和寶貴經驗、理論
準備、物質基礎。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建設新時
期，我們黨作出把黨和國家工作中心轉移到經濟建設

上來、實行改革開放的歷史性決策，大力推進實踐基
礎上的理論創新、制度創新、文化創新以及其他各
方面創新，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實現了從
生產力相對落後的狀況到經濟總量躍居世界第二的
歷史性突破，實現了人民生活從溫飽不足到總體小
康、奔向全面小康的歷史性跨越，為中國式現代化
提供了充滿新的活力的體制保證和快速發展的物質
條件。

不斷實現理論和實踐創新突破
習近平強調，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黨在已有

基礎上繼續前進，不斷實現理論和實踐上的創新突
破，成功推進和拓展了中國式現代化。我們在認識上
不斷深化，創立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實
現了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時代化新的飛躍，為中國式現
代化提供了根本遵循。我們進一步深化對中國式現代
化的內涵和本質的認識，概括形成中國式現代化的中
國特色、本質要求和重大原則，初步構建中國式現代
化的理論體系，使中國式現代化更加清晰、更加科
學、更加可感可行。我們在戰略上不斷完善，深入實
施科教興國戰略、人才強國戰略、鄉村振興戰略等一
系列重大戰略，為中國式現代化提供堅實戰略支撐。
我們在實踐上不斷豐富，推進一系列變革性實踐、實
現一系列突破性進展、取得一系列標誌性成果，推動
黨和國家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性變革，特
別是消除了絕對貧困問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為中
國式現代化提供了更為完善的制度保證、更為堅實的
物質基礎、更為主動的精神力量。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新進中央委
員會的委員、候補委員和省部級主要領導幹部
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
和黨的二十大精神研討班7日上午在中央黨校
（國家行政學院）開班。中共中央總書記、
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在開班式上發
表重要講話。
習近平指出，推進中國式現代化，是一項前

無古人的開創性事業，必然會遇到各種可以預
料和難以預料的風險挑戰、艱難險阻甚至驚濤
駭浪，必須增強憂患意識，堅持底線思維，居

安思危、未雨綢繆，敢於鬥爭、善於鬥爭，通
過頑強鬥爭打開事業發展新天地。要保持戰略
清醒，對各種風險挑戰做到胸中有數；保持戰
略自信，增強鬥爭的底氣；保持戰略主動，增
強鬥爭本領。要加強能力提升，讓領導幹部特
別是年輕幹部經受嚴格的思想淬煉、政治歷
練、實踐鍛煉、專業訓練，在複雜嚴峻的鬥爭
中經風雨、見世面、壯筋骨、長才幹。注重在
嚴峻複雜鬥爭中考察識別幹部，為敢於善於鬥
爭、敢於擔當作為、敢抓善管不怕得罪人的幹
部撐腰鼓勁，看準的就要大膽使用。

注重在嚴峻複雜鬥爭中考察識別幹部

總書記這樣闡述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重要性
◆黨的領導直接關係中國式現代化的根本方向、前途命運、最終成敗。黨的領導決定中國式現
代化的根本性質，只有毫不動搖堅持黨的領導，中國式現代化才能前景光明、繁榮興盛；否
則就會偏離航向、喪失靈魂，甚至犯顛覆性錯誤。

◆黨的領導確保中國式現代化錨定奮鬥目標行穩致遠，我們黨的奮鬥目標一以貫之，一代一代
地接力推進，取得了舉世矚目、彪炳史冊的輝煌業績。

◆黨的領導激發建設中國式現代化的強勁動力，我們黨勇於改革創新，不斷破除各方面體制機
制弊端，為中國式現代化注入不竭動力。

◆黨的領導凝聚建設中國式現代化的磅礴力量，我們黨堅持黨的群眾路線，堅持以人民為中心
的發展思想，發展全過程人民民主，充分激發全體人民的主人翁精神。

來源：新華社

◆習近平在學習貫徹黨的二十大精神研討班開班式上發表重要講話。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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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超：與阿聯酋合作創龐大商機
港可支持離岸人民幣交易 推動文化交流發展創意產業

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7日展開中東第二站—阿聯酋首都阿布扎比訪

問行程，香港工業總會和香港貿易發展局，分別與阿布扎比工商總會交換合

作備忘錄（見另稿）。李家超在一個由阿布扎比工商總會主辦的商貿論壇及

午餐會上致辭時表示，香港經歷3年疫情，正向清晰的復常之路前進，重申香

港已重返國際舞台中心，重新活躍於經貿往來。 他相信，香港和阿聯酋將繼

續開展有利的合作，創造龐大商業網絡和商機。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書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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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帥誠 廣州
報道）6日至7日，全國政協副主席梁振英率領
的香港考察團在南沙開展全面復常通關後的首次
內地考察之行。參與考察的商協會和企業人士均
表示大開眼界，醫療、教育、物流、零售、土地
規劃等考察團代表也發現了一些合作的空間和新
的條件。梁振英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將以此
次考察為開端，全力推動粵港合作。

考察團7日繼續參觀了廣州南沙國際物流中
心、港資企業駿德商業集團、南沙越秀國際金融
中心、廣州南沙民心港人子弟學校和香港科技大
學（廣州）。梁振英全程參加了兩天的考察活
動，並率領考察團與廣東省、廣州市、南沙區政
府部門、工商界、企業等開展深入的交流。

梁振英在接受訪問時表示，珠三角9市都有
各自與香港很好的合作機會，但最好先從一個相
對集中的地方開始，而南沙這個平台就是一個很
好的選擇，所以全面通關後首先來到這裏。

推動各個產業高質量發展
梁振英相信，以此次考察為開端，借助全面

復常通關以及高鐵等交通的便利，兩地交流與合作
將愈來愈密切。當前，廣東在全面推動全省高質量
發展，很值得香港去支持，香港也能夠做出有力的
配合。以製造業為例，香港也有製造業，兩地製造
業合作可以使得雙方都能夠獲得高質量發展。不
過，最值得探討或者最具潛力的，是香港的服務
業，比如貿易服務、專業服務，怎麼去支持廣東的
製造業高質量發展。

“香港不單賣香港的商品，也不止買香港
社會所需的商品，而是買全球、賣全球。就賣商
品而言，香港可以為廣東的製造業生產者找到更
大、更好的市場；買商品方面，香港可以為廣東
製造業找到性價比更高的原材料、零配件。”梁
振英說，接下來值得我們去進一步探討的，是如
何通過香港的金融服務、專業服務、貿易服務、
航運服務等優勢，推動包括製造業在內的廣東各
個產業高質量發展。

對香港業界如何參與廣東高質量發展，考
察團代表紛紛建言獻策。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常
務副會長盧金榮表示，廣東推動“製造業當
家”，香港可以發揮重要作用。7日，他參觀了
全新的廣州南沙港自動化碼頭和廣州南沙國際物
流中心，發現那裏的硬件設施很先進、齊全，物
流輻射範圍很大，香港從事酒類、食品等行業進

出口的貿易商，可以利用好粵港兩地物流合作的
機會，高效開展跨境貿易。同時，內地航空貨運
需求仍有很大缺口，而香港可以發揮很大作用。

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榮譽會長黃均瑜表
示，此次在南沙參觀了港式醫療和教育，很受啟
發。據他了解，廣州南沙民心港人子弟學校首次
招生約500人，結果有5,000多人報名。在了解
了相關需求和學校的運作模式後，他認為，一個
這樣的學校還不夠，再建10所也未必足夠。接
下來，港式學校、港式課程、港式教育，在內地
會有很大機遇。

“兩地合作辦學也很有前景，比如，香港
科技大學（廣州）就樹立了很好的典範。而內地
的一些特色或優勢課程、教育，也可以推廣到香
港，據我了解，香港也有這方面的需求。未來，
可開展兩地雙向合作辦學。”黃均瑜說。

梁振英續考察南沙 港商：發現合作新空間

經過兩天在沙特阿拉伯的行程，李家超和
團隊7日抵達中東外訪的第二站阿聯酋

的阿布扎比。他透過Facebook感謝人工智
能、數字經濟和遠程工作應用國務部長
Omar Bin Sultan Al Olama，駐阿拉伯聯合
酋長國特命全權大使張益明和阿聯酋國駐港
總領事Shaikh Saoud Ali Al Mualla 在機場迎
接。

李家超7日到阿拉伯聯合酋長國阿布扎
比，在一個由阿布扎比工商總會主辦的商貿論
壇及午餐會上致辭，又與阿布扎比工商總會第
一副主席Ali Saeed Bin Harmal Aldhaheri見
證香港工業總會和香港貿易發展局，分別與阿
布扎比工商總會交換合作備忘錄。工總主席查
毅超和貿發局主席林建岳亦在場。

港成連接中國與中東平台
李家超表示，阿聯酋是香港在整個中東

地區最大的貿易夥伴，譬如就2021年阿聯酋
與中國內地不斷增長的貿易中，就約有9.5%
是通過香港進行。他形容，阿聯酋是中國
“一帶一路”倡議的關鍵一環，而香港則是
連接中國與中東地區龐大機遇的重要平台。

提到香港作為全球最大的離岸人民幣業
務中心，李家超表示，香港可以支持當地
“一帶一路”項目所需的離岸人民幣交易和
其他金融活動，而除了提供資本外，“香港
是為您提供一站式‘一帶一路’專業服務的
中心。”

在創意產業方面，李家超表示，阿布扎
比持續提升成為國際藝術和文化中心，成就

令人矚目，香港與當地能有很多保證有回報
合作的領域。他介紹西九文化區，表示香港
和阿布扎比的創意產業同步崛起，雙方未來
有望進行更多合作，推動機構和藝術家進行
廣泛文化交流。

兩地新經濟領域合作漸起步
李家超指出，香港已為推動未來與阿聯

酋的合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譬如有於2020
年3月生效的香港與阿聯酋《促進和保護投
資協定》等，已將兩地關係提升至新的水
平，而香港在中東地區設立的首個經濟貿易
辦事處亦已於2021年10月在迪拜啟用。

他又指，香港金融管理局計劃於今年較
後時間率領高級金融代表團訪問阿聯酋和其
他中東地區，而去年此時，香港金管局亦與
阿聯酋中央銀行就金融科技合作簽署了諒解
備忘錄。香港和阿聯酋在其他新經濟、新機
遇領域合作也才剛剛起步，而兩地政府亦同
意探討簽署有關綠色和可持續金融合作的諒
解備忘錄。

李家超說：“共同努力是成功的關鍵。
今日攜手，明日亦攜手。我有信心，香港和
阿聯酋將在這種夥伴關係的基礎上繼續開展
有利的合作，創造龐大商業網絡和商機。”

此外，李家超7日又到訪了房地產開發
商Aldar Properties PJSC，晤Aldar Develop-
ment PJSC行政總裁Jonathan Emery。李家
超7日亦與穆巴達拉投資公司董事總經理及
行政總裁Khaldoon Khalifa Al Mubarak 會
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濬文）香港工業總
會與阿布扎比工商會，在行政長官李家超率領
的香港特別行政區代表團前往沙特阿拉伯和阿
拉伯聯合酋長國訪問期間，於7日簽署合作備
忘錄。

工總主席查毅超表示，企業家應把握時間，
抓緊投資機會，在區內拓展業務，推動兩地的合
作夥伴關係更上一層樓。

有關合作備忘錄旨在為工總及阿布扎比工商
會提供合作框架，以推進兩地的工業發展，以及
加深商界對兩地營商環境的互相了解及深化合
作。

根據合作備忘錄，雙方將透過在經濟、商業、
貿易、人力資源管理、可持續發展及其他相關領
域作廣泛交流及合作，促進兩地經濟繁榮發展。
同時，雙方將進行聯合交流和合作項目，並就

項目所需的人力資源、經驗及資訊作定期而頻繁
的相互磋商。而雙方將鼓勵兩地會員積極開展貿
易及投資合作事宜。

查毅超表示，近年香港致力與阿聯酋的生意
夥伴加強經貿聯繫，促進在貿易、金融、基礎建
設、可持續發展以及創新科技等領域的合作機
會，相信今次簽署的合作備忘錄，時機極佳且對
兩地商界互惠互利。

工總與阿布扎比工商會簽合作備忘錄

▲ 李 家 超 聽 取 Aldar
Properties PJSC代表的
講解。

▶李家超（左三）、阿
布扎比工商總會第一副
主 席 Ali Saeed Bin
Harmal Aldhaheri （右
二）和香港貿易發展局
主席林建岳（左二）見
證香港貿易發展局與阿
布扎比工商總會交換合
作備忘錄。

◆梁振英率
團在南沙考
察，參觀港
科大（廣州）
科研情況。
香港文匯報

記者
敖敏輝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書蘭、鄭濬
文）香港民政及青年事務局舉行的內地與香
港全面復常通關後首個青年內地交流活動7
日圓滿結束。民青局副局長梁宏正和團隊聯
同青年發展委員會副主席梁毓偉帶領30多名
港青代表乘高鐵前往廣東省交流，先後參觀
訪問了“天河區港澳青年之家”總部、微信
總部等，並於當晚乘高鐵返港。民青局於活
動後在Facebook發帖透露，“無論係實習定
交流活動都陸續有嚟！”多名青年團員接受
香港文匯報訪問時都說，又可以到內地交流
學習令他們感到雀躍，他們見到內地發展機
遇和對青年提供的支援，希望未來擴展自己
的發展空間，把握整個大灣區的發展機遇。

他們首站行程先到“天河區港澳青年之
家”總部參觀，與廣東省青年聯合會主席梁
均達、秘書長廖慶春、副秘書長朱吉鵬進行
交流，其間梁宏正即場邀請了廣東青聯帶同
廣東省青年回訪，了解香港的最新發展，與
港青再作交流。

其後，交流團與廣東省青年聯合會名譽
主席冉波等進行了午餐交流會，探討如何加
強粵港兩地合作，支持青年到大灣區內地城
市發展，以及進一步優化同擴展兩地青年實
習及交流計劃。

下午，交流團來到位於廣州TIT創意園
的微信總部參觀，了解微信業務發展，感受
員工工作文化氛圍，不少隨團港青更拿起手
機“打卡”拍照。民青局相信，透過讓港青
了解內地創新科技、文化及創意產業等最新
發展，有助港青認識內地職場文化，以及國
家綜合國力的提升，對港青思考如何把握粵
港澳大灣區發展機遇很有幫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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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師大附中校友會上上周六舉行休士頓師大附中校友會上上周六舉行
20232023年年會暨新舊會長交接儀式年年會暨新舊會長交接儀式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秦鴻鈞攝影

主持人陳元華主持人陳元華（（右右））介紹附中校介紹附中校
友會長趙威津友會長趙威津（（左左 ））

（（休士頓休士頓//秦鴻鈞報導秦鴻鈞報導 ））休士頓師大附中休士頓師大附中
校友會校友會20232023年會暨新舊會長交接儀式年會暨新舊會長交接儀式，，於上於上
上周六上周六（（22月月44日日））上午十一時半起上午十一時半起，，在僑教在僑教
中心展覽室盛大舉行中心展覽室盛大舉行。。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張家華張家華
組長及僑教中心副主任黃依莉應邀出席組長及僑教中心副主任黃依莉應邀出席，，共有共有
校友會會長趙威津及理事團隊校友會會長趙威津及理事團隊、、會員們近百人會員們近百人
出席出席。。

會長趙威津首先感謝理事團隊準備音響設會長趙威津首先感謝理事團隊準備音響設
備備、、餐盒餐盒、、安排規劃讓活動順利進行安排規劃讓活動順利進行，，同時感同時感
謝校友張光祥樂捐一千元謝校友張光祥樂捐一千元。。

活動由資深理事陳元華主持活動由資深理事陳元華主持，，他邀請大家他邀請大家
一起合唱代表附中精神和學校特色的校歌一起合唱代表附中精神和學校特色的校歌，，同同
時宣布當天所票選出的新會長譚開尹和理事團時宣布當天所票選出的新會長譚開尹和理事團

隊隊。。會長趙威津在創會會長方鮀生的監會長趙威津在創會會長方鮀生的監
交下交下，，將印信交給新任會長譚開尹將印信交給新任會長譚開尹。。方方
鮀生對趙會長在過去三年的疫情期間鮀生對趙會長在過去三年的疫情期間，，
發揮附中校訓精神發揮附中校訓精神，，勇於承擔勇於承擔，，一肩扛一肩扛
起會長重任起會長重任，，無私奉獻無私奉獻，，讓會務持續推讓會務持續推
動及發展動及發展，，表達感謝表達感謝！！他並指出譚開尹他並指出譚開尹
心思縝密心思縝密，，做事負責且為人圓融做事負責且為人圓融，，相信相信
在他的帶之下會務將會邁向新里程在他的帶之下會務將會邁向新里程。。

出席大會的張家華組長及黃伊莉副主出席大會的張家華組長及黃伊莉副主
任也分別致詞預祝大家元宵節快樂任也分別致詞預祝大家元宵節快樂！！ 張張
家華組長表示家華組長表示：： 「「經文處經文處」」 羅復文處長羅復文處長
因公出城因公出城，，委派也是附中校友的他代表委派也是附中校友的他代表
出席出席，，並準備了二份禮物贊助活動並準備了二份禮物贊助活動。。張張
家華說他是第二度外派在此家華說他是第二度外派在此，，他對休士他對休士
頓特別有感情頓特別有感情，，他的家人也定居在此他的家人也定居在此，，
日後退休將加入校友會大家庭同樂日後退休將加入校友會大家庭同樂。。
譚開尹致詞表示譚開尹致詞表示：：以以 「「惶恐和感謝惶恐和感謝」」 的心的心

情擔任會長之職情擔任會長之職，，並且緬懷並且緬懷20222022年逝去的校年逝去的校
友姚鳳北友姚鳳北、、王力仁王力仁。。他再次強調附中人的精神他再次強調附中人的精神
是是 「「 Work hard play hardWork hard play hard 」」 ，，工作勤奮也重工作勤奮也重
身心平衡發展身心平衡發展，，更團結一心更團結一心，，感謝在場的許多感謝在場的許多
資深會員資深會員，，一路支持相挺一路支持相挺。。他介紹他介紹20232023手續手續
任理事為任理事為：：陳元華陳元華、、劉楨業劉楨業、、楊國貞楊國貞、、譚開尹譚開尹
、、傅鶴山傅鶴山。。

20232023年理事會推薦候選人年理事會推薦候選人：：廖瑞祥廖瑞祥、、程程
禾禾、、胡小蓮胡小蓮、、周禧周禧、、李彤庭等人一起合影李彤庭等人一起合影。。

當天當天，，還安排有餘興節目還安排有餘興節目、、團體合唱及歌團體合唱及歌
曲演唱曲演唱、、元宵節猜燈謎元宵節猜燈謎、、豐富的摸彩獎品豐富的摸彩獎品，，在在
陣陣的驚喜歡呼聲中陣陣的驚喜歡呼聲中，，活動圓滿落幕活動圓滿落幕。。

出席校友會的會長出席校友會的會長、、理事理事、、部分會員與貴賓合影部分會員與貴賓合影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代表張家華組長致詞代表張家華組長致詞新任會長譚開尹致詞新任會長譚開尹致詞，，表示以表示以 「「惶恐和感謝惶恐和感謝
」」 的心情擔任會長之職的心情擔任會長之職。。

20132013 新任理事及會長合影新任理事及會長合影（（左起左起））周禧周禧、、廖瑞祥廖瑞祥、、胡胡
小蓮小蓮、、譚開尹會長譚開尹會長、、李彤庭李彤庭、、程禾程禾

創會會長方鮀生創會會長方鮀生（（中中））介紹趙威津會長介紹趙威津會長（（左左 ））
在過去三年的貢獻在過去三年的貢獻

「「僑教中心僑教中心」」 黃依莉副主任黃依莉副主任（（左左））致詞致詞。。旁為主持旁為主持
人陳元華人陳元華（（右右））

附中校友會新舊會長交接儀式附中校友會新舊會長交接儀式。。由趙威津會長由趙威津會長
（（左左 ））將會長重任交給新任會長譚開尹將會長重任交給新任會長譚開尹（（右右
），），由創會會長方鮀生由創會會長方鮀生（（中中））監交監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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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畫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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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級貸款計劃    降低利率    降低每月付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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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12SUN_A1_Print..pdf (p.1)
	0212SUN_A2_Print.pdf (p.2)
	0212SUN_A3_Print.pdf (p.3)
	0212SUN_A4_Print.pdf (p.4)
	0212SUN_A5_Print.pdf (p.5)
	0212SUN_A6_Print.pdf (p.6)
	0212SUN_A7_Print.pdf (p.7)
	0212SUN_A8_Print.pdf (p.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