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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財政部長葉倫（Janet Yellen）發表演說時，重申國會必須提高聯邦政府的債務上限，
以避免 「經濟和金融災難」 。

葉倫說： 「解決方案很簡單：國會必須投票提高或暫停債務上限。應該無條件地這樣做，不
應該等到最後一分鐘。」

她在華盛頓告訴參加會議的地方官員，表示如果國會未能及時採取行動，聯邦政府被迫違約
，那麼這些官員所在地方的許多居民，將因此失去工作。一旦美國政府出現債務違約，長遠將增
加借貸成本，阻礙未來的公共投資，私人借貸成本也會增加，信貸市場可能出現災難性後果。

葉倫表示，如果這一問題不解決，聯邦政府不太可能向數以百萬計美國人，包括軍人家庭和
依賴社會保障的老年人發放款項。

美國政府於1月達到了 31.4 兆美元的法定債務上限。美國財政部上個月表示，實施會計操作
能至少在 6 月初之前，能夠繼續支付相應款項。

控制眾議院多數席次的共和黨眾議員威脅稱，在民主黨人同意削減未來支出之前，將拒絕提
高美國債務上限，但美國總統拜登一直拒絕就此問題與共和黨進行談判。

避免金融災難避免金融災難
葉倫葉倫：：需無條件提高美債務上限需無條件提高美債務上限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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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ese businessmen in the Houston area got together last
night at our TV studio to discuss how to deal with the bill in the
Texas Senate that proposes to ban Chinese citizens from buying
land in Texas.

This bill is full of hostility towards Chinese and will have a
far-reaching impact on Chinese Americans into the future,
especially in the real estate business which is tied to many people
’s livelihood.

When we look back at history, the Chinese immigration to the
United States was full of hardship. Many came here as railroad
workers and laborers until the next generation gradually reached
a higher level of success. But we still very much lack in political
representation.

Tonight we have Larry Wong, David Du, Kevin Yang, Harry
Sun, C C Lee, Jim Noteware, Micheal Liu, James Lou, Grace
Jackson, Connie Zhang, Dr. Sam Hwang, Dr. David Li and Dr.
Mei. All of them are very outstanding leaders and businessmen
and women in our community.

Congressman Al Green came as a guest speaker. He said
this bill totally violates the spirit of our constitution.

In the meeting we decided to ask our Latino, African and
other Asian groups to team up with us and fight against this evil
bill.

Congressman Al Green also instructed his legal team to draft
a bill in the U.S. Congress against this bill in the Texas Senate.

0202//1414//20222022

United With All Ethnic Groups To Fight Against BillUnited With All Ethnic Groups To Fight Against Bill 147147

旅居休斯敦多年的華商領
袖昨天聚集在美南電視中心，
共同討論如何處理德州參議院
將提出之禁止中國公民購買土
地案，並邀請格林議員出席指
導。

參議院第147條法案是充
滿對華人之敵意，並對我們今
後華人百業都有深遠之影響，
尤其是地產業，事關無數地產
经纪之生計。

百餘年來華人移民美國可
以說充滿了艱辛的歷史，從早
日修鐵路開餐廳、洗衣店到第
二代接受良好教育，而漸在各
行各業取得長足之成就，但是
在政治上仍然處於劣勢群，其
中非常重要之原因是大家不夠
團結。

為了抵制147條惡法，大
家決定盡快聯絡拉丁裔、 非
裔、亞裔及反對法案之主流群
及民意代表，在最短期內在德
州休斯敦及奧斯丁舉辦千人群
眾大會，號召群眾表達大家之
訴求。

格林議員總是在我們社區
遭遇困難時拔刀相助， 他說
：“我們目前正面對共同之挑
戰，有許多政客就是不願見到
人口結構之變化，搶走了他們
的政治地盤，這是違反了我們
立國及憲法精神。”

今晚出席的有許多重量級
之華商巨賈及社區領袖，並且
分別捐款要打贏這場反民主種
族歧視之惡法。

華商領袖集會共商對策華商領袖集會共商對策
聯合各族裔共同對抗抵制聯合各族裔共同對抗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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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克蘭當局今天表示，烏國防空部隊發
現首都基輔（Kyiv）上空出現6顆顯然是由
俄羅斯發射的氣球，目前這些氣球大多數已
被擊落。

法新社報導，基輔市當局發表聲明指出
，這些氣球可攜帶偵察設備，發射這些氣球
目的是為了 「探測和消耗我們的防空力量」
。

基輔當局指稱，這些偵察氣球大多數已
被擊落，當局將小心檢視氣球殘骸。

今天稍早時，烏克蘭空軍發言人伊格納
特（Yuriy Ignat）曾提及，俄羅斯使用 「幾
乎零成本」 的氣球來消耗烏克蘭防空飛彈。

自俄羅斯去年二月開始入侵烏克蘭以來
，烏國當局曾一再指出，俄國氣球在烏克蘭
領空飄流。

不久之前，烏克蘭鄰國摩爾多瓦12日才
偵測到一個類似氣象氣球的飛行物體，為此
暫時關閉領空。

情人節來臨前夕, 位於密西根州東蘭辛市
的密西根州立大學(MSU) 突然槍聲連連響起,
一名兇狠的蒙面孤狼殺手在校園的兩個地方
開槍掃射，將 19,000 多名學生居住的大學城
變成了犯罪現場，迫使驚恐的學生躲藏起來
，數百名身著戰術裝備的警察湧入學校, 經過
數小時搜索清理現場, 發現染紅的大學城至少
三人死亡、五人受傷，槍手則舉槍自盡。

情人節對年輕人來說是多麼羅曼蒂克的
日子 , 但往往是校園發生暴力最頻繁的時刻,
15年前, 在伊利諾州迪卡布市DeKalb的北伊
大NIU校園發生轟動全美的兇殺案，一名遭
到退學的學生從講臺後面沖進來用獵槍和半
自動手槍開槍，造成5死21傷的慘案, 我當
時曾親自到現場採訪, 留下痛苦深刻的印象。

在2018年情人節,佛州帕克蘭高中又發
生槍擊案，造成另一個慘痛傷亡事件, 當時許
多美國人希望立法單位採取措施來解決全國
學校槍支暴力問題,但實際情況是，自帕克蘭
槍擊案發以來，K-12學校已經發生了900多
起槍擊事件,其中至少有32起襲擊是無目的攻
擊，槍手顯然是為了盡可能多殺人，其中去
年5月在德州烏瓦爾德的羅布小學發生的傷
亡事件，以及2021年11月在密州牛津市高
中發生的事件最讓人傷心難過, 而今年1月6
日，在維吉尼亞州的一名6歲學生被指控故
意向他的老師開槍,是1970年以來最年輕的

校園槍擊案肇事者。簡而言之，帕克蘭事件
後，校園槍擊事件變得更加普遍,共有198人
喪生，其中包括84名學生、教師和學校工作
人員，另有637人在校園槍擊案中受傷。

根據美國聯邦調查局統計數據顯示，美
國涉及隨機、故意大規模殺人的事件從2000
年的1起增加到2021年的61起,2020-21學
年，美國發生了93起校園槍擊事件，是20
年來的最高記錄。所有大規模槍擊者都沒有
共同特徵，但超過四分之一的犯罪者年齡在
21歲到30歲之間，94%是男性，46%是白
人,攻擊者的動機通常不清楚，但心理健康問
題、職場糾紛和意識形態信仰是常見因素。

多項研究表明，校園槍擊案並非不可避
免,因幾乎所有校園槍手在扣動扳機前都會表
現出警告信號，從他們行為的變化到口頭或
書面威脅。學校必須在金屬探測器、安全攝
像頭和其他高科技設備之外再投資多學科行
為干預和威脅評估系統，以接收處理這些警
告信號。此外，幾乎所有兒童和青少年的槍
擊事件都可以通過安全儲存槍支和對成年槍
支擁有者負責來預防。當武器與彈藥分開存
放、上鎖並卸下彈藥時，要想在暴力襲擊中
迅速使用它就會困難得多。

到底我們應該如何來解決校園槍支暴力
的問題呢? 無論是教育單位, 立法單位和執法
單位都應該一起來面對這些難解的問題!

俄羅斯疑似也發射氣球 烏：基輔上空出現6顆 多數已擊落
英國財政大臣杭特(Jeremy Hunt)可能幾周內

宣布 「核能列入綠能投資項目」 ，意即前正在規
劃的辛茲威爾-C核電廠(Sizewell C)，可獲得巨額
的補助，其他的核電廠新建計劃，也將得到資金
獎勵。

英國電訊報(The Telegraph)報導，這是英國綠
色能源金融的重磅改革，核電可能被列名 「綠色
能源」 (green power)或是 「永續能源」 (Sustain-
able energy)，可提供更大的誘因，獎勵投資者加
入核能電廠的建造工作。也有人希望財政部可以
提出 「綠色儲蓄債券」 ，為新電廠的開發提供資
金。核能發電不會產生二氧化碳，因此被視為
「英國在2050年實現淨零排放」 計劃的關鍵支柱

。
前能源部長、保守黨議員史基德莫爾(Chris

Skidmore)是這項計劃的忠實支持者，他最近發表
的一份評論稱： 「建設更多核反應爐，是不會後
悔的決定。」

工業界人士也樂見此一決定儘早落實，他們
認為此舉將消除大部分的投資疑慮，其實投資者
和企業集團早就有投資核電廠的打算。

這是相當巨大的改變，特別是過去大約50年
，人們對核廢料、核事故、輻射傷害等災難性的

風險，一直特別擔憂。因此直到2021年，英國政
府仍然將核電排除在綠色投資框架之外，當時引
起了核工業界對英國政府的特別失望。

不過，又過了一年多，歐盟在去年將核電列
為環境友善投資項目，再次衝擊英國政壇。到了
去年12月，英國政府持續擱置，並歸咎於問題的
「複雜性」 ，但一位白廳(Whitehall)消息人士透露

，核能列為綠能仍然是優先事項，並表示財政部
預計將在幾星期內，就會公佈新的綠色金融計劃
中。

財政部發言人說： 「新核能是英國能源安全
的重點，這就是為什麼我們打算將核能納入英國
綠色能源項目，當然，名稱需要過協商。我們計
劃在適當的時候發布更新，作為綠色金融戰略的
一部分。」

英國核工業協會會長葛雷特雷克斯(Tom
Greatrex)說： 「樂見政府想通了這件事，我們將
敦促首相大人與財政大臣加快規進度。以便加快
為辛茲威爾-C等核電廠計劃籌集資金。」

他繼續說： 「核能就是綠能，這是聯合國確
認的。核能在所有發電技術中，具有最低的碳排
放、最低的土地使用面積，和最低的生態系統影
響。」

英國將把核能列入 「綠能投資」 獎勵核電廠新建計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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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調整退休制度改革方案部分內容

旨在爭取更多支持
綜合報導 法國官方對外表示，調整退休制度改革方案部分內容。

分析普遍認為，此舉旨在爭取更多議員支持，以確保相關法律草案能夠

在議會過關。

法國總理博爾內當天代表官方表示，將準許更多提早工作的人能提

早退休，具體來說，20歲和21歲就開始工作的人將能夠提前在63歲退

休而不是64歲退休。但她也同時透露，這項內容調整涉及3萬人，每年

成本最高可達10億歐元，意味著政府需要尋找更多融資來源。

博爾內還指出，企業經常停止培訓和招募年長的員工，這對國家不

利。法國官方計劃要求企業發布雇傭年長員工人數的具體信息。法國勞

工部長杜索普表示，未能提供相關信息的企業以後可能將面臨罰款。

法國官方上月公布退休制度改革方案，計劃將法定退休年齡從目前

的62歲延遲至64歲。本月發布的最新民調顯示，仍有71%的受訪者反對

延遲退休年齡。法國各大工會7日仍將組織大規模罷工和示威遊行活動，

反對退休制度改革。

法國國民議會(議會下院)計劃召開全會審議退休制度改革法律草案。法國

執政黨在去年的議會選舉中失去絕對多數席位，只擁有相對多數席位，

因此需要法國共和黨議員在議會的支持。法國極左翼和極右翼黨派均反

對退休制度改革。

法國共和黨作為傳統右翼黨派，傾向於支持延遲退休年齡。法國共

和黨現任主席齊奧蒂稍早前對官方調整方案部分內容予以肯定，認為這

將促使大部分共和黨議員投票支持。不過有共和黨議員暗示目前的方案

調整“仍然不夠”，官方需要繼續作出讓步。

烏克蘭總統訪法
與法德領導人會面

綜合報導 烏克蘭總統澤連斯基訪問法國，與法國總統馬克龍、德

國總理朔爾茨會面。

據記者了解，澤連斯基的法國訪問行程事先沒有對外宣布。他於當

晚10時乘坐英國提供的專機抵達巴黎奧利機場。法國國防部長勒科爾尼

在機場迎接。在簡短歡迎儀式後，澤連斯基壹行來到巴黎愛麗舍宮，與

馬克龍、朔爾茨會面。

朔爾茨專程從德國柏林來到巴黎與馬克龍、澤連斯基會面。在澤連斯基抵

達巴黎前，朔爾茨先行抵達愛麗舍宮，與馬克龍會面，討論烏克蘭危機。

在工作晚宴開始前，馬克龍、朔爾茨與澤連斯基共同出席聯合發布會。

馬克龍與朔爾茨均表示法德兩國要繼續支持烏克蘭，歐洲將會支持烏克蘭。

在軍事援助方面，澤連斯基表示希望能夠“盡快得到”飛機和重型

軍事裝備。馬克龍回應說，法國和歐盟將繼續“向烏克蘭交付武器”的

努力。朔爾茨也表示，歐洲會繼續向烏克蘭提供軍事援助。

在訪問法國前，澤連斯基白天在英國訪問，並與英國首相蘇納克會

面。英國國王查爾斯三世也會見了澤連斯基。法新社的報道稱，澤連斯

基的法國行程是在“最後壹刻”安排的。

澤連斯基轉往比利時布魯塞爾繼續訪問行程，他計劃與歐盟其他國

家領導人會面。

通貨膨脹壓力逐漸傳導
北歐國家食品價格持續上漲

近期，隨著北歐各國相關經濟數據

陸續發布，不少北歐的消費者開始意識

到平日裏生活成本的增加不是錯覺，通

貨膨脹的壓力逐漸傳導，最終在人們每

天消費的食品價格上直接體現出來了。

價格普漲 消費“降級”
近壹段時間以來，不少芬蘭居民在

購物時都越來越感受到壓力，因為不少

食品的價格從去年以來就壹路高漲，似

乎看不到盡頭。芬蘭當地媒體報道了壹

位住在圖爾庫的消費者壹年來食品消費

的記錄，通過對比發現，過去壹年幾乎

所有食品價格都在上漲。這位名為凱亞

的消費者舉例說，2022年 1月每包雞排

的價格為2.69歐元，7月就上漲至3.89歐

元，12月已上漲至4.29歐元。

芬蘭官方的統計數據更加印證了居

民的消費感受。芬蘭統計局發布數據顯

示，截至2022年12月底，芬蘭總體通貨

膨脹率為9.1%，食品通貨膨脹率則達到

16%。物價上漲尤其體現在食品價格上

，2022年12月的食品價格比壹年前高出

16.5%。芬蘭統計局首席精算師克裏斯蒂

娜· 涅米寧表示，基礎食品的價格確實上

漲了，奶酪價格上漲25%，雞蛋價格上

漲37%，黃油價格上漲36%，“每個人

都註意到結賬時價格上漲了”。

芬蘭的食品價格上漲已經潛移默化

地改變了居民的消費習慣。凱亞表示，

食品價格上漲讓她不得不放棄購買壹些

更高價的食材，減少在外就餐次數。芬

蘭雜貨店協會近日發布報告稱，與2021

年相比，2022年芬蘭居民魚類、蔬菜和

肉類的消費明顯下降。

在瑞典，食品價格同樣漲幅很大。

瑞典“食品價格檢查”網站公布調查報

告顯示，2023年 1月瑞典食品價格上漲

1.4%，這是該國2022年 1月通脹飆升以

來的最大月度漲幅之壹。壹些去年通脹

相對溫和的商品在今年1月突然變得非

常昂貴，例如洋蔥價格漲幅高達19%，

番茄價格漲幅也達到12%。另據瑞典統

計局上個月發布的數據顯示，瑞典2022

年 12月的年化通脹率為12.3%，這壹數

字是1991年2月以來的最高水平。

挪威的雜貨連鎖店和供應商警告稱，

受到多方面因素影響，部分食品價格從2

月起可能上漲10%。按照挪威連鎖商店

傳統，每年會在2月和7月調整批發進貨

價格，所以2月不少食品價格會出現較

大幅度變化。2021年以來，挪威的雜貨

價格上漲11.5%。與此同時，衡量整體通

貨膨脹的消費者價格指數(CPI)在2021年

12月和去年12月之間上漲了5.9%。

原因與應對
芬蘭央行年初發布的芬蘭經濟預期報

告指出，2023年芬蘭通貨膨脹率將進壹步

上升。原因在於，能源和原材料價格上漲

以及供應鏈長期中斷導致消費價格普遍上

漲，雖然原油和原材料價格的下跌將減緩

通脹率的上升，但高昂的電力成本將使價

格壓力居高不下。部分價格壓力將蔓延並

最終轉移至食品、消費品和服務價格。在

芬蘭央行壹項消費者信心調查中，受訪者

認為現在是對消費者特別糟糕的時期，消

費者對耐用消費品的購買意願很低。如果

芬蘭的高通脹持續時間超過預期，消費者

購買力和私人消費的削減幅度可能會比預

計的更大，持續時間也會更長，這將使經

濟衰退比預期更嚴重。

不過，芬蘭央行報告同時指出，從

預期來看，通脹將在2023年有所放緩，

但是由於2022年的價格上漲已經從能源

商品蔓延到其他經濟部門，因此預測存

在很大的不確定性。芬蘭自然資源研究

所專家於爾基· 涅米則分析認為，今年的

物價至少在年底前應該會趨於穩定。去

年食品價格的快速上漲，受到了俄烏沖

突和部分地區農作物收成不佳的影響。

能源價格的上漲間接擡高了物價，化肥

和飼料價格也在上漲，這影響了消費品

價格。“如果今年全球糧食收成恢復正

常，下半年食品通脹應該會停止。”

在瑞典，此前經濟界對通脹持續高

企的情況有所預期，但是近期的食品和

非酒精飲料的價格數據還是讓瑞典央行

都感到意外。不少分析指出，當前瑞典

經濟面臨衰退的主要表現是實際收入下降

和住房建設大幅下滑。雖然瑞典寬松的財

政政策可能會減緩經濟下滑，但高通脹將

導致其難以有效平衡經濟與民生。

挪威政府則在今年1月開始與連鎖商

店行業代表會面，就食品等關鍵消費品價

格上漲問題進行磋商，希望讓食品雜貨行

業意識到其對消費者的社會責任，確保其

獲取利潤的同時不要損害消費者的利益。

但是，零售行業也有自己的苦衷。能源、

運輸、商品、原材料的更高成本，使得

供應商和超市都不得不提高產品價格。

3000多年前赫梯帝國因何毀滅？
國際最新研究稱或重大幹旱導致

綜合報導 3000多年前曾強

盛壹時的赫梯帝國因何突然崩

潰毀滅？國際著名學術期刊

《自然》最新發表壹篇氣候變

化研究論文認為，安納托利亞

地區在公元前1198-1196年發生

的壹次重大幹旱，可能是赫梯

帝國崩潰的重要因素。

這項研究表明，極端氣候

變化可能使人群超出其適應極

限和數百年抵禦危機的實踐。

據論文介紹，赫梯帝國

位於半幹旱的安納托利亞中

部地區，曾是古代世界的強

盛力量，繁榮了5個世紀，直

至公元前1200年崩潰。長期以

來，這壹帝國已證明有能力抵

禦常規的社會政治、經濟和環

境挑戰，例如幹旱的威脅。

不過，該時期壹場長達300

年的向更幹燥、寒冷氣候的轉

變，被認為與多個東地中海和近

東地區古代文明的崩潰有關。然

而，氣候變化和人類歷史事件之

間關聯的準確細節尚不明朗。

為評估幹旱對赫梯帝國崩

潰的影響，論文第壹作者和通

訊作者、美國康奈爾大學斯特

爾特· 曼寧(Sturt Manning)與合

作者壹起，利用穩定同位素記

錄以及當時中安納托利亞地區

的刺柏樹年輪測量數據，建立

了高分辨率幹旱記錄。他們發

現了壹個反常的嚴重持續幹旱

時 期 ， 發 生 在 約 公 元 前

1198-1196年間。

論文作者認為，這壹嚴重

幹旱造成了長期的食品短缺，

赫梯帝國核心內陸地區依賴於

地區性的谷物生產和畜牧，面

對幹旱尤其脆弱。這些短缺可

能造成了政治、經濟和社會動

蕩以及疾病爆發，並最終可能

導致了帝國的崩潰。

《自然》同期發表同行專家

的“新聞與觀點”文章指出，安

納托利亞的這次大幹旱可能展現

了人類體系在意料之外、持續多

年極端氣候下的脆弱性。因此，

這些極端事件可能擊垮人類的應

對機制，或可應用於歷史和當

代所面臨的氣候變化。

壹點面子都不給，英國剛提出向烏克蘭提供戰機

英國媒體就拆臺
綜合報導 “海上雄獅已經不存在了，

只剩下海上老鼠”，盡管已經過去了十幾個月

的時間，但是俄羅斯對英國的嘲諷還歷歷在目

。雖然俄羅斯對英國的嘲諷摻雜了敵意，但也

算是從實際上出發，因為英國確實是在走下

坡路。這和其他國家無關，而是與英國政府

自己有關。就像明明連自己的空軍都顧不上

，英國還要向烏克蘭提供“空中支持”。

報道稱，不同於其他的北約強國，英

國已經在軍事上逐漸退步，尤其是在空軍

方面上。英國《天空新聞》指出，皇家空

軍已經出現了“危機”，因為軍方已經無

法培訓足夠多的飛行員了，這與英國軍方

自身的培訓規模有關，也和英國政府“出

售”培訓名額有關。總而言之，英國已經

沒有能力培訓更多的飛行員。

此前壹份機密文件被曝光，英國當時

有43個飛行員培訓名額，但是只給了英國

軍人11個名額，其余全部都被英國政府安

排了。蘇納克上任後，明明知道軍方培訓

的捉襟見肘，但是仍然選擇了“不顧自己

，也要支持烏克蘭”的選項。按照英國首

相的最新說法，英國要向烏克蘭提供戰鬥

機，同時對烏軍飛行員進行系統培訓。

而蘇納克政府這樣的“自殺行動”，

也引起了英國媒體的批評。英國媒體指出

，現在不是說大話的時候，英國壓根沒有

足夠的能力“空中支援”烏克蘭，這不僅

僅是英國沒有培訓飛行員的能力，還因為

英國戰機的數量也不多。按照烏克蘭的要求

，英國只有兩款戰機符合標準，壹個是“臺

風”戰機，壹個是美國生產的F-35戰機。

其中“臺風”戰機已經在幾年前從英國

空軍全部退役，作為訓練機待在後方，不再

適合如今的空中作戰，同時出現問題也相當

難以維修。因此，英國政府不想提供“臺風

戰機”，因為就算把它送到烏克蘭戰場上，

也只是靶子而已，只會成為廢銅爛鐵。

至於F-35戰機，是符合烏克蘭的要求，

但對於英國來說“太傷了”，因為這款戰

機的售價極高，如果大量提供給烏克蘭，

英國財政也承擔不起。再說了，這款戰機

的操作也相當復雜，需要烏軍飛行員接受

長時間的軍事培訓。因此，英國媒體認為

英國沒能力支援烏克蘭。

事實上，英國確實沒有能力，因為英

國經濟已經到了大幅萎縮的邊緣。自從去

年開始，通脹危機就在英國爆發了，脫離

歐盟和制裁俄羅斯的副作用全部出來了，

英國政府無法拉升經濟，同時降低通脹。

這讓英國居民對於保守黨政府相當不

滿，隨後就掀起了大規模的抗議活動。從

英國鐵路工人，到郵政快遞人員，再到港

口工人，以及室內工作的律師、護士，以

及急救人員，全部都參與到了罷工中。

他們的要求很簡單，就是英國政府或者

企業提高他們的薪資待遇，讓他們的收入能夠

抵消通脹危機帶來的傷害。然而，英國早就被

罷工罷得麻木了，壓根不願意和工人談判，也

不願意破財消災。在英國政府的認知中，提高

工人工資，還不如將錢花給烏克蘭來得實在。

在國際社會上，英國政府慷慨至極，不

顧自己也要滿足烏克蘭的要求。在英國內部

，英國政府吝嗇至極，壹點錢都不願意花在

英國人身上。這樣的強烈反差，已經引起了

英國人的心理失衡，只要積累到壹定程度，

那麼必然會掀起撼動保守黨政府的海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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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美國

路透社今天引述一名知情人士所言報導
，針對美軍擊落中國高空氣球及3個不明飛行
物，美國總統拜登及他的團隊正在考慮，讓
他在不久後就此發表演說。

路透社報導，這位消息人士匿名指稱，
目前想法是讓拜登（Joe Biden）在下週初出
訪波蘭之前，針對這些事件發表演說。

拜登一直面臨來自美國國會議員的壓力
，要他對出現一連串不明飛行物事件發表更
廣泛談話，這些事件讓許多美國人感到困惑
。

但拜登先前很少就上述情況公開發表評
論，而是讓白宮官員置評。

路透：拜登擬就中國高空氣球事件發表演說

荷蘭半導體生產設備製造商艾司摩爾
（ASML）今天表示，一名前中國員工涉及盜
用受保護的科技機密資訊，該公司正在調查
這起事件。

法新社報導，ASML是全球主要半導體
生產設備製造商之一，處於美中晶片戰中心
，美國去年對中國祭出半導體科技出口限制
，推動荷蘭及日本跟進，理由是擔心中國將
此科技作為軍用。

ASML在提供給法新社的聲明中指出：
「ASML最近發現，一名前中國員工盜用機

密資訊，這些資訊關乎其專有科技。我們正
在調查此事。根據我們的初步調查結果，我
們不認為這次盜用對業務有重大影響。」

此外，ASML也提及，由於這起安全事
件，部分出口管制規定可能已被違犯，該公
司已向有關當局通報這起事件，並且據此採
取額外的補救措施。

各界普遍認為，美國聯合荷蘭及日本，
限制對中國的半導體製造設備出口，旨在切
斷中國製造先進半導體晶片的能力，中國因
此在科技發展上遭到 「卡脖子」 。

美中晶片戰諜影重重 ASML控前大陸員工盜用機密資訊

美國眾議院前任議長裴洛西去年8月2日訪
台，引發軒然大波。她近日接受美國媒體訪問
時指出，台積電創辦人張忠謀在台灣時對她直
言，如果美國以為砸大錢就可以進占全球最複
雜的電子產業市場，那就太天真了，如果美國
想要擁有一個可靠的半導體體系，美國不如繼
續投資台灣的安全。

巴菲特旗下公司 重砍台積電ADR達86%
股神巴菲特旗下公司 「波克夏海瑟威」

（Berkshire Hathaway）去年11月披露，在第
3季砸41億美元買進台積電美國存託憑證(ADR)
6千萬股，首度買進台灣科技股。但波克夏海瑟
威公司昨日公布去年第4季持股明細，卻大砍
台積電ADR達86％，導致台積電股價昨日重挫
。國內分析師指出，外資在去年8月後買進台
積電ADR是買在低點，持有後，或許發現沒有
想像中好，乾脆先獲利了結。

裴洛西近期接受美國政治媒體《Politico》
副總編輯柏恩斯（Alexander Burns）訪問，她
提起去年8月3日，蔡英文總統在台北賓館設宴
款待，她與張忠謀就美國《晶片法案》和520
億美元的政府補貼，有一番討論。

張忠謀那天輕鬆地提起這個話題， 「500
億美元，好，這是一個好的開始。」 包括蔡英
文總統在內的與會者，很快就意識到，張忠謀
不是在說笑。

在蔡英文的注視下，張忠謀向裴洛西提出
犀利問題，美國的晶片法案與半導體政策是支
持先進產業的真心承諾，抑或是美國企圖進占

這塊利潤豐厚全球市場的衝動之舉？
張忠謀表示，台積電已在亞利桑那州開發

一項重大項目，他很高興台積電能從補貼中受
益，但美國真能獨吞半導體晶片製造業嗎？他
警告， 「如果美國認為可以透過520億美元的
補貼，迅速進軍世界上最複雜的電子產業市場
，那就太天真了。」

裴洛西盛讚張忠謀 談話一針見血
他指出，半導體晶片非常複雜，光是原材

料的取得就需耗費大量勞動力，工廠和晶片組
裝都需要精密技術；美國從大開支票到建立一
個自給自足的晶片產業，還有很長一段距離。

《Politico》報導分析，雖然美國總統拜登
稱晶片法案可創造更多就業機會，可以保護美
國經濟免受中國對台發動戰爭的破壞， 「確保
美國供應鏈始於美國」 。但是張忠謀的評論仍
反映出拜登半導體政策面臨的挑戰。

張忠謀提到，如果美國想要一個可靠的半
導體產業，應繼續投資台灣的安全，因為台灣
多年前就已擁有美國想要建立的完整體系。

裴洛西盛讚張忠謀非常了解美國，談話一
針見血， 但她也堅定表示， 「我們知道在做什
麼，我們決心要成功」 。

巴菲特旗下波克夏海瑟威去年第4季重砍
台積電ADR高達86％，消息傳來，台股昨天開
盤，台積電跳空大跌，終場下滑20元，市值縮
水約5000億元，台股受此波及，盤中摜破1萬
5400點，重挫221點、收在1萬5432點。

裴洛西受訪轉述張忠謀建言 美國應持續投資台灣安全

俄烏戰爭開打以來，外界屢屢質疑俄羅
斯使用伊朗無人機，對烏克蘭發動攻擊。對
此，伊朗政府一再否認，僅承認在戰前向俄
羅斯交付 「少量」 無人機。如今美國國防情
報局（Defense Intelligence Agency）找到了
證據，證實伊朗確實暗中向俄羅斯提供無人
機。

根據英國《衛報》報導，美國國防情報
局以烏克蘭戰場發現的無人機殘骸，與伊朗
過去在媒體和軍事博覽會展示的機型加以比
對，辨識出 「見證者-136」 （HESA Shahed
136）、 「見證者-131」 （Shahed 131）和
Mohajer-6等3款無人機，一舉證實外界疑慮
。

根據美國國防情報局公開的
報告，與俄羅斯Geran-2無人機
相比，伊朗的 「見證者-136」 擁
有相似的三角翼機身和垂直穩定
器，2021年曾被用來攻擊以色列
商 船 「 默 瑟 街 號 」 （Mercer
Street）油輪。

而外型與 「見證者-136」 相
似的 「見證者-131」 ，過去曾被
伊朗用來攻擊伊拉克，在俄烏戰
場上則被俄羅斯改名為Geran-1
。與烏克蘭戰場上取回的殘骸相
比，兩者擁有相似的外型和引擎

，甚至連撞擊後斷裂的位置都相同。
至於Mohajer-6，由於具備獨特的尾翼

和監視設備，因此很容易辨識。這款機型與
2022年10月，烏軍在黑海攔截的一架Mo-
hajer-6幾乎沒有差異，雖然持有國包括伊朗
和伊拉克，但美方從機身零件標誌辨識出為
伊朗所有。

此外，伊朗也透露對無人機軍售的興趣
。《衛報》指出，一名伊朗情報研究員曾在
國內公開表示， 「（我國無人機）已發展成
熟，中國大陸打算買進1.5萬架。」 英國政府
也在日前（2/13）披露證據，顯示伊朗不顧
聯合國制裁，提供先進武器供葉門叛軍 「青
年運動」 （Houthi）使用。

美國防情報局證實伊朗無人機持續供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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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推20措施全面撐中小微企
階段性緩繳水電氣社保公積金 月銷售少於10萬免徵增值稅

香港文匯報訊 為規範金融控
股公司關聯交易行為，促進金融
控股公司穩健經營，防範金融風
險，中國人民銀行9日發布《金融
控股公司關聯交易管理辦法》，
自3月1日起施行。

《辦法》結合中國金融控股
公司特點，界定了金融控股公司
關聯方以及金融控股集團的關聯
交易類型，明確了禁止行為，要
求其設置關聯交易限額。《辦
法》要求金融控股公司完善關聯
交易定價機制，建立健全關聯交
易管理、報告和披露制度，建立
專項審計和內部問責機制。《辦
法》還明確了中國人民銀行相關
監管措施安排。

逾10億元屬重大關聯交易
根據《辦法》，金融控股公司

的重大關聯交易，是指金融控股公
司與其關聯方之間單筆交易金額達
到金融控股公司上一年度末經審計
的法人口徑淨資產1%以上或超過
10億元(人民幣，下同)，或一個會
計年度內對單個關聯方交易金額累
計達到金融控股公司上一年度末經
審計的法人口徑淨資產5%以上或
超過50億元的交易。

據人行相關人士介紹，金融
控股公司參控股機構數量多、業
務和組織架構複雜、金融活動體
量大、關聯性高，規範關聯交易
管理是加強和完善金融控股公司
監管的重要組成部分。《辦法》
明確金融控股公司承擔對金融控
股集團關聯交易管理的主體責
任，規範集團內部交易運作，在
做好自身管理的基礎上，指導和
督促附屬機構做好關聯交易管
理，並統一管理集團對外關聯交
易及其風險敞口。

發布實施《辦法》有助於推
動金融控股集團提升關聯交易管
理水平，防範利益輸送、風險傳
染和監管套利，健全宏觀審慎政
策框架。

下一步，人行將加強與有關
部門的監管協作，指導督促金融
控股公司認真貫徹落實《辦法》
要求，強化金融控股公司關聯交
易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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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9日的“支持中小微企業和個體工商戶發展
有關政策解讀新聞發布會”上，深圳市工

信局局長、市中小企業服務局局長余錫權表示，
深圳市是以“真金白銀”助企紓困，可以幫助緩
解中小微企業的現金流壓力，預計此次緩繳水電
氣、社保費、公積金資金規模12.5億元左右，稅
收優惠減免規模163.5億元左右；擴市場方面包
括擴大消費刺激中小微企業市場需求、支持文旅
體行業發展、幫助深圳企業及產品開拓國內外市
場、加快推進應用場景示範等4條措施，激活市
場活力，提升企業獲取訂單能力。

在強創新方面，深圳市將支持科技型中小企
業發展、加大專精特新中小企業培育力度、加大
對優質中小企業融資支持力度、激發中小企業創
新活力等4條舉措，並對科技型中小企業提供了
專門的貸款貼息支持，力爭到2023年底，全市專

精特新中小企業達到5,000家以上、專精特新
“小巨人”企業500家以上。

貸款企業 可獲2%貼息補助
此外，在降低企業融資成本方面，深圳市中

小微企業銀行貸款風險補償資金池對各商業銀行
在2023年1月1日至3月31日新增貸款（展期視
同新增）的風險損失補償比例提高30個百分點，
補償比例最高為80%。為解決小微企業首貸難
題，深圳今年首季度從深圳轄內商業銀行首次獲
得貸款的企業給予2%的貼息補助，單戶企業貼
息金額最高20萬元，貼息期限不超過6個月。

現金支援 鼓勵企業境外參展
深圳市商務局副局長簡政表示，《措施》主

要從消費支持、展會支持、開拓國際市場、辦好

電商培訓這四個方面幫助中小微企業拓市場穩訂
單。深圳將陸續開展購物季、消費節、時尚季
等，並將加大招展力度，以展促銷促產，帶旺人
流物流。今年一季度，深圳已排期展會超30場。
此外，今年深圳會大力鼓勵企業參加境外重點展
會，並對參展相關費用給予支持。

另外，為了推動深圳市金融科技更好地發
展，近日發布了《深圳市金融科技專項發展規劃
（2023-2025年）》，助力深圳打造全球金融科
技中心。該《規劃》推動跨境金融科技深化應
用。推進粵港澳大灣區金融科技跨境創新測試
工作，加強與香港金融科技監管沙盒對接，支
持一批具有跨境特色的創新應用在前海和河套
開展試點，提升深港跨境金融服務創新水平；並
提及加強深港金融科技合作，培養大量金融科技
人才，2025年深港澳金融科技師將達三千人。

深圳市支持中小企措施（部分）
◆對月銷售額10萬元（人民幣，下同）以下的增
值稅小規模納稅人免徵增值稅，對小規模納稅
人適用3%徵收率的應稅銷售收入減按1%徵收
率徵收；

◆階段性緩繳企業職工基本養老保險費、失業保
險費、工傷保險費，補繳期間免收滯納金；

◆對經營困難的個體工商戶和中小微企，在今年
一季度實行水、電、氣“欠費不停供”；

◆全市建不少於2,000萬平方米“工業上樓”廠
房空間，平均租金價格不高於35元/月/平方
米，穩定中小微企生產、研發用房預期；

◆強化拖欠中小企賬款清理，降低企業融資貸款
成本，對小微企貸款實施延期還本付息；

◆鼓勵各區發放多種形式消費補貼及組織各類消
費活動，持續推動消費復甦；

◆通過各種展會幫助企業及產品開拓國內外市
場，支持中小企跨境電商發展。

為幫助中小企業紓困增訂單、降營運成本和數字化轉型等，深圳市8部門聯合

印發《關於進一步支持中小微企業紓困及高質量發展的若干措施》(下稱《措施》)，

在經營成本、貸款和融資等方面出台20條措施支持中小企。其中，在稅收優惠方

面，2023年對月銷售額10萬元(人民幣，下同)以下的增值稅小規模納稅人免徵增值

稅，對小規模納稅人適用3%徵收率的應稅銷售收入減按1%徵收率徵收。自2022

年至2024年，對符合條件的小型微利企業年應納稅所得額超過100萬元但不超過

300萬元的部分，減按25%計入應納稅所得額，按20%的稅率繳納企業所得稅。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昌鴻深圳報道

◆ 余錫權表示，深圳市將採取多項措
施，助力中小微企業紓困，包括發放消
費券和展覽等，增加企業獲得訂單，幫
助企業降低成本和融資。記者李昌鴻 攝

1文 匯 要 聞
◆責任編輯：凌晨曦 2023年2月11日（星期六）

父子齊上陣赴土救援父子齊上陣赴土救援 為人妻母雖擔心依舊支持為人妻母雖擔心依舊支持：：

““為你們驕傲為你們驕傲，，我會守好我會守好‘‘大後方大後方’”’”
	(��8

掃碼看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

者 俞晝 浙江報道）“我昨

晚失眠了，一直在看父子倆的照片，偷偷哭了好幾回。”2月9

日，張耀文的丈夫蔡景球、兒子蔡佳呈作為浙江溫州蒼南縣壹加壹

應急救援中心的成員，出發前往土耳其參與救援與災後重建工作。

作為妻子，作為母親，張耀文無法不擔心，但是她選擇相信和支

持，“我會守好‘大後方’，等待他倆平安歸來”。

目前，中國救援隊及多支中國社會應急力
量，有數百人正在土耳其震區開展救援工

作。千里之外，他們的親友、隊友，為他們擔
心，也為他們驕傲。“平安，加油，為你們驕
傲”，是親人們發自肺腑的心聲。

“父子倆一齊上陣，也有個照應。走的那天
兒子還拍拍我的肩膀說，‘媽你放心，我長大
了，會保護好爸爸的’。” 張耀文的丈夫蔡景
球是溫州蒼南縣壹加壹應急救援中心的執委會副
主任，有着十多年的抗震救災支援行動經驗。
“說實話，孩子爸爸要去土耳其，我還是有心理
準備的。他此前曾多次參與過國內的抗颱風、地
震救援行動，擁有國家應急救援員證書。”但她
萬萬沒想到的是，兒子蔡佳呈也表示要跟着父親
去土耳其參與救援！

綠色通道助隊員辦護照
“最開始肯定是反對的啊！我們是三口之

家，家裏兩個大男人都去前線了，我哪裏放心得
下。”雖然根據安排，蔡佳呈此行將主要在中國
社會力量參與土耳其地震響應協調大本營，支援
後勤服務工作，但在媽媽眼裏，山長水遠，萬一
有什麼突發狀況，依然讓張耀文感到擔心。“兒
子決定要去的時候，發現他的護照落在學校裏
了，當時我還有些小慶幸，想着這下他可走不成
了。”

“聽說父親要去土耳其參加抗震救援，我馬
上就要求一起去，剛開始父親不吭聲，媽媽很反
對，領隊也沒答應，我就軟磨硬泡。”蔡佳呈在
微信上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最終，他用“保護
爸爸”為藉口勉強說服了母親。一家人連夜開車
到他讀書的溫州商學院，取了護照。“因為疫
情，我好多年沒出國了，一看護照都過期了。”
由於應急救援中心多名救援隊員護照過期，蒼南
公安出入境管理大隊為此第一時間開啟“綠色通
道”，安排專人緊急受理、迅速校對，並積極向
上級出入境部門匯報爭取支持，確保隊員們能在
最短時間內取得出入境證件。

從小耳濡目染 視父母為榜樣
儘管是第一次參與跨國救援， 蔡佳呈的決

定並不是一時衝動。“我的父母才是英雄！”
2009年，颱風“莫拉克”襲擊溫州，蒼南縣是
受災最嚴重的地區之一。“老家的積水齊腰，”
蔡佳呈回憶道，當時他就站在窗口，看着父母冒
着大雨在水中救援，有一位突發中風的患者被父
親蔡景球連抬帶抱地托上皮划艇，送去了醫院。
從小耳濡目染，蔡佳呈2020年開始跟隨父親參
加抗災救援志願服務，在校期間加入學校紅十字
社團，擁有救護員證書。蔡佳呈說，爸爸是他的

榜樣，每次跟着爸爸參加救援行動，他都充滿信
心。

“兒子這幾年參加了不少救援、疫情防控活
動，很有幹勁和拚勁，我覺得兒子能行。”出發
前一天，父子二人聊到凌晨一點多，深入探討馳
援的具體細節。在母親眼裏，蔡佳呈既懂事又低
調。“我跟他講，待你倆平安歸來那日，媽媽一
定捧着鮮花來接機。結果兒子一口回絕了我，說
回來就要去學校上課了，別整這些儀式感了，這
都是他應該去做的。”

料救援時間持續半個月
“這一次赴土耳其參與救援的五位隊員裏，

有三位持有‘環球計劃’的結業證書，這是由國
際紅十字與紅新月運動發起的、幫助救災人員更
高效有序地服務受災群體的災後重建培訓。”壹
加壹應急救援中心執委會主任、領隊林元准告訴
香港文匯報記者，抵達震區後，隊員們將主要開
展災後重建及後期保障工作，救援時間預計持續
半個月。

“刷到前方視頻又不敢看”
嬌嬌是公羊救援隊先遣隊副隊長王斌的妻

子，對於丈夫的出征，她講得最多的是兩個詞：

習慣了，擔心着。“2008年我跟王斌結婚的時
候，他還是個快遞員，但一直都十分熱心公益活
動。”嬌嬌回憶道，2012年的某一天，王斌十
分認真地告訴她，自己想辭職，全職從事公羊隊
的救援工作。“全職就意味着我能有更多的時間
參加集訓，也能有更過硬的技術去幫助他人。”

“你喜歡做的事，我就支持你。”自此，每
一次王斌出征，嬌嬌都是那個默默為他收拾行裝
的人。“以前王斌母親還在世的時候，我除了照
顧兒子，還要時不時去探望老人家，為王斌‘圓
謊’。”嬌嬌說，為了避免雙方老人擔心，每一
次王斌出門進行援助行動，都說自己是在外地培
訓。“有幾次老人家在電視裏看到他，說怎麼搶
險現場有王斌呀，這才瞞不過去了，只能安慰她
說那裏很安全的。”

由於土耳其的救援工作很緊張，再加上信號
時有時無，王斌只能抽個空檔回覆幾句，基本都
是“放心”、“平安”。“他沒給我發過救援視
頻，我就會上公羊隊的抖音號去刷，但真的刷到
了，我又不太敢看，經常一個視頻都沒看完就關
掉了。越看越擔心的。”嬌嬌說，不過她對丈夫
有信心，對公羊隊的安全保障也有信心。“畢竟
他們的日常訓練十分嚴苛，對各種突發狀況都時
常進行演練，有保護自己的能力。”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文森）綜合香港特區
政府保安局及消防處10日在社交網站發文表
示，香港特區救援隊經連夜趕路，已於香港時
間10日上午9時30分抵達土耳其地震災區哈塔
伊省（Hatay），並與國家救援隊會合，在駐
紮前集合匯報。根據短片所見，有指揮人員指
示隊員要於兩小時內設立好生活區、工具區及
除污區。其後，特區救援隊完成營地駐紮，並
參與升旗儀式，儀式上有奏放中國國歌。

救援隊於當地時間傍晚六點半出動，前
往一個住宅區展開搜索及救援任務。

消防處表示，縱然面對天氣寒冷及不可預
測的災場情況，隊員們仍全力以赴，執行救援
任務。帖文獲不少網友點讚支持，有網友留言
說：“願各人工作順利，拯救更多災民，期待
你們平安歸來。”

港紅十字會已撥40萬元救災
與此同時，香港多個團體積極支援災區

的人道救援工作。無國界醫生香港總幹事童靜
漪表示，該組織在土耳其地震的邊境地區設立
了3個流動診所，並調動了90架救護車，協助

治療傷者及提供醫療物資，及派發毛氈和食物
等非醫療用品，約有2,500個家庭受助，而香
港辦事處將在本周內派出救護人員前往災區。

香港紅十字會10日表示，是次地震造成
逾千幢建築物倒塌，土耳其及敘利亞兩地大量
災民曝露於暴風雪、豪雨及嚴寒天氣中，超過
2,000萬人正急需人道救援。該會已即時撥出
40萬港元支援救災工作，包括購買3,765張熱
氈派發予災民，並緊密與國際紅十字會商討進
一步賑災行動，同時發出緊急呼籲，希望各界
及市民捐款支援當地賑災、災後重建等人道救
援工作。

港救助兒童會籲港人伸出援手
香港救助兒童會表示，無數災民在嚴寒

氣溫下缺乏庇護所、食物、食水及衞生用品，
恐引發二次人道災難。土耳其救助兒童會緊急
救援隊正協助兒童及其家庭入住多個地點的暫
時設施，於哈塔伊派發熱食給暫時棲身於運動
場的500名災民，並向災民派發毛氈、床墊及
睡袋等禦寒物品，以及在馬拉蒂亞及安泰普分
發嬰兒用品包。香港救助兒童會跟當地合作夥
伴為受災家庭及兒童提供暖氣設備及有床墊、
保暖地板、毛氈的臨時庇護所，並呼籲香港市
民慷慨解囊，伸出援手。

◆蔡景球（右）與兒子蔡佳呈。
香港文匯報浙江傳真

港救援隊抵災區 網友點讚“期待平安歸來”

◆香港特區救
援隊經連夜趕
路，已於香港
時間10日上午
9時30分抵達
土耳其地震災
區 哈 塔 伊 省
（Hatay） ，
並與國家救援
隊會合。

網上圖片

◆◆奔赴土耳其馳援的溫州蒼南縣壹加壹應急奔赴土耳其馳援的溫州蒼南縣壹加壹應急
救援中心的五位隊員救援中心的五位隊員。。 香港文匯報浙江傳真香港文匯報浙江傳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何德花 福州報
道）“我們‘藍天土耳其救災聯絡群’已經
有近100人了，大家都24小時盯着群組待
命，等待水草隊長（福建廈門藍天救援隊隊
長）發出的指令，也生怕遺漏掉任何一條來
自土耳其前方隊員的消息。他們的一舉一動
我們都非常牽掛。”福建廈門藍天救援隊隊
員劉小姐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赴土耳其的
18個隊員後面就有18個家庭，為解決他們的
後顧之憂，成立了“土耳其救援後方應急小
組”，安排專人替一線的隊員照顧家裏老
人、接送孩子上學。
此次土耳其救援，是廈門藍天救援隊繼

尼泊爾地震救援、斯里蘭卡水災救援後的第
三次國際救援。“這18個隊員都是精兵強
將，救援經驗非常豐富，水草隊長和她的丈
夫湯姆都上陣了。”劉小姐說，平日裏大家
都叫水草隊長“姐姐”，湯姆為姐夫。湯姆
不僅精通英語還會講粵語，一路上翻譯全靠
他。
經過了將近12個小時飛行，廈門藍天救

援隊在土耳其當地時間10日凌晨到達伊斯坦
布爾，隨即轉機前往加濟安泰普。劉小姐
說，廈門藍天救援隊每個人如手如足親如一
家，後方24小時待命，都在等着水草隊長隨
時發出的指令。“前方隊員冒着巨大的生命
危險，每一次出征救援都是一次歷險，後方
隊員、家屬們時刻祈禱他們順順利利、平平
安安，都能去時無畏，歸來無恙。”

﹁藍
天
﹂後
方
隊
友
：
為
你
們
守
護
家
人



AA77人民日報特約版
星期四       2023年2月16日       Thursday, February 16, 2023

假广告

旅游天地

生态旅游胜地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近日，四川省
泸州市的几位朋友应邀来到叙永县，于是，我作
为东道主兼导游，陪同他们到水尾镇境内的“桫
椤世界”画稿溪寻幽探奇。

国家级自然生态保护区画稿溪，位于泸州市
叙永县城东北 40 公里处，最高海拔 1787.3 米，最
低海拔 332 米，地处长江上游南岸重要支流赤水
河上游，位于云贵高原黔山地北缘与四川盆地中
部低山丘陵的过渡地带，属于华南古陆和古地中
海的边缘部分，有山地、丘陵、河谷三个阶梯。区内
广泛露出白垩系地层，属丹霞地貌，土岩皆赤，
1998年被列为四川省级自然保护区，2003年被列
为国家级自然生态保护区。

许多专家学者、中外游人前来画稿溪考察参
观。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基金会常务副理事长金
鉴明率领专家组一行数人考察后，有了许多意外
发现：一是植物“活化石”桫椤树在画稿溪成片
成林，多达 12 万多株，是迄今为止中国发现种
群面积最大、分布最集中、单株植株最高、生长
密度最大、保护最好的一片原始群落，是世界上
幸存的桫椤林生长纬度最靠北的地方。层峦叠嶂
的深山峡谷之中，原始桫椤种群在画稿溪集中成
片，这在地球上十分罕见，因而专家们赞誉画稿
溪是“桫椤世界”和“桫椤王国”。二是过去只

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发现过的国家一级保护珍稀植
物金花茶，却在画稿溪被大面积发现。专家学者
考察后认为，区内自然景观资源独具特色，地貌
景观、生物景观、植被景观、水景和气象景观丰
富多样，是构成保护区生态环境多样性的重要内
容，对研究亚热带物种起源和演化，具有重要的
科学价值。

国家级自然生态保护区画稿溪以“桫椤
沟”、“瀑布沟”两条旅游主线为主，突出科普旅
游和生态旅游。游客可观赏婀娜多姿的桫椤树，
游览险峻秀美的瀑布群，欣赏有“川南云海”
之美誉的云雾景观，参观有“动植物珍藏馆”之
美誉的各种动植物，领略有“山峦展览厅”之美
誉的雄奇伟岸。

画稿溪的自然景观主要有方山、赤壁、奇
峰、岩洞、巨石和峡谷等地貌景观，有瀑布和溪
流等水体景观，有以云雾景观为代表的气象景
观，有以常绿阔叶林、桫椤林、金花茶、金钱
松、竹林和繁多的野生观赏植物为主构成的植被
和植物景观，以及珍稀野生动物景观等类型。

桫椤成片成林

画稿溪美，美在桫椤成片成林，婀娜多姿，
堪称一绝，被誉为“桫椤世界”。保护区内，以
众多的植物“活化石”桫椤树闻名于世，现存桫
椤树12万多株，有的高达5米以上，被植物学家

称为地球上的“桫椤金三角”。桫椤树是国家一
级珍稀濒危保护植物，属蕨类乔木，主要生长在
热带和亚热带地区，目前已濒临灭绝。现有的桫
椤是受过第四纪冰川破坏的残存古老物种，桫椤
与恐龙同时代生长，是恐龙的主要食物之一，也
是与恐龙同时代唯一幸存的植物，素有植物王国

“活化石”之称。
桫椤树婀娜多姿，有很高的观赏价值和学术

研究价值。专家学者认为，画稿溪桫椤树的发
现，对研究川南一带古代生物进化和地质变化有
较高的科学研究价值。

画稿溪的森林原始古朴，郁郁葱葱，风光旖
旎，是独特的“植物王国”，品种繁多的植物争
奇斗艳。

国家级自然生态保护区画稿溪，是地球上同
纬度地区罕见的常绿阔叶林分布区。保护区内共
有植物种类近 2000 种，这里保存着大面积亚热
带原始常绿阔叶林，是北半球重要的生物物种基
因库，对研究亚热带物种起源和演化具有重要的
科学价值。

四季景色迷人

画稿溪青山碧水，飞瀑流泉，空气清新，令人
恍入人间仙境。

画稿溪美，美在水，美在飞瀑流泉，美在溪
流如练。这里山清水秀，飞瀑流泉，流水淙淙，

清澈透明，鱼翔浅底。它不施雕琢，山水天然成
趣。既有高峻的奇峰，又有苍翠的山岭；既有磅
礴的飞瀑，又有淙淙的溪流。山与树、树与水和
谐地构成一幅幅立体画卷。百鸟在林中鸣啼，鱼
在水中畅游，珍禽在林中跳跃。一幅幅绝妙的图
画，令人叹为观止，流连忘返。保护区内河流密
布纵横，有大小溪流480条，瀑布50多处，享有

“瀑布的世界”之美誉。
画稿溪美，美在独特的天然“动物世界”，是珍

稀动物的繁衍生息之地。这里有动物种类 150 多
种，其中有猕猴、黑熊、穿山甲、豺、野鹿、水獭、金
猫、林麝、大鲵、岩羊、獐子、红腹角雉等国家级保
护动物。

画稿溪四季景色迷人。春天，流水潺潺，瀑
布飞泻，桫椤婀娜，枝芽鹅黄，浅草嫩绿，万物
复苏，百花绽放，给人朝气蓬勃、超凡脱俗的感
受；夏天，山青青，水碧碧，莺飞燕舞，绿荫围
湖，满目翠绿，使游人沉醉在绿色的世界里；秋
天，五彩缤纷，红叶铺山，彩林满目，炽热浪
漫，神奇迷人，那缤纷奇幻的色彩，把游人看得
眼花缭乱；冬天，白雪皑皑，银装素裹，冰清玉
洁，分外妖娆。

到了不染浊气、不惹尘埃的仙境画稿溪，远
离了城市的喧嚣，忘却了人世间的悲欢，忘记了
红尘间的烦恼，心灵得到了净化和升华。你会由
衷地感叹：人世间是多么的美好！

这里是一处钟
灵毓秀、风光旖旎
的旅游胜地，这里
是一处神奇美丽的
丹霞地貌景观，这
里是一片桫椤原生
群落的王国，这里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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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画稿溪属丹霞地貌，土岩皆赤。
左下图：画稿溪动植物资源丰富，有“动植物珍藏馆”之美誉。
右下图：画稿溪的飞瀑流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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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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ntal special 超值出租屋現金流計劃    
3. 首次購房特惠， 最低3% 首付  
4. 德州購房State affordable program , 
5%低首付款輔助計劃”

超級貸款計劃    降低利率    降低每月付款

投資物業，只需20%首付，好利率，

貸款金額從十五萬到一百萬。

全美47州和DC。

詳情關注：GMCCLOAN.COM

得州州長在得州州長在11月月1919日通過推特表示如果得州參議院通過旨在禁日通過推特表示如果得州參議院通過旨在禁
止中國止中國、、伊朗伊朗、、朝鮮朝鮮、、俄羅斯四國公民在得州購買土地的俄羅斯四國公民在得州購買土地的SBSB
147147法案法案，，他就會簽署通過他就會簽署通過。。 20232023年年11月月2323日日，，休斯敦市長特休斯敦市長特
納聯手國會議員希拉傑克遜李納聯手國會議員希拉傑克遜李，，州議員州議員Gene WuGene Wu、、Ron ReRon Re--
naldnald、、Dr. LalaniDr. Lalani，，斯塔福市議員斯塔福市議員Alice ChenAlice Chen、、UCAUCA休斯敦分會休斯敦分會
會長施慧倫博士會長施慧倫博士、、AALCAALC主席羅玲亞商會前會長主席羅玲亞商會前會長May WangMay Wang等等
在市政府上台舉行集會反對這一新的種族歧視性排華法案在市政府上台舉行集會反對這一新的種族歧視性排華法案，，上上
百名社區領袖和民選官員百名社區領袖和民選官員，，地產經紀人地產經紀人、、律師和民眾代表參加律師和民眾代表參加
了這一集會了這一集會。。

20232023年年11月月2525日日，，福遍郡長福遍郡長KP GeorgeKP George在郡長大樓舉行首屆在郡長大樓舉行首屆
農曆春節園遊會農曆春節園遊會，，舞龍舞獅舞龍舞獅、、派發紅包派發紅包、、表演中國歌舞樂表演中國歌舞樂
器器，，福遍著名教育家福遍著名教育家Sue ChiangSue Chiang和女兒女婿著名遺產規劃和女兒女婿著名遺產規劃
、、遺囑認證遺囑認證、、房地產和商業律師房地產和商業律師Jennifer ChiangJennifer Chiang和專精退伍和專精退伍
軍人軍人、、家暴律師家暴律師Christopher MeyerChristopher Meyer受邀出席受邀出席。。

20232023年年11月月2525日日，，休斯敦體育局休斯敦體育局Houston Sports AuthorityHouston Sports Authority主辦主辦
的一年一度的的一年一度的Houston Sports AwardHouston Sports Award休斯敦體育頒獎大會在市中休斯敦體育頒獎大會在市中
心沃瑟姆劇場中心盛大舉行心沃瑟姆劇場中心盛大舉行，，休斯敦各界體育明星和政要休斯敦各界體育明星和政要、、名名
流均踴躍出席流均踴躍出席。。圖為休斯敦體育名人堂入選人圖為休斯敦體育名人堂入選人、、姚明教練姚明教練、、原原
休斯敦火箭隊主教練休斯敦火箭隊主教練Rudy TRudy T接受世界名人網等各家主流媒體接受世界名人網等各家主流媒體
採訪採訪。。

20232023年年11月月2626日日，，休斯敦著名天使投資家休斯敦著名天使投資家Tom RenTom Ren在農曆新年在農曆新年
邀請劉妍邀請劉妍、、黃琛和王福生在黃琛和王福生在FufuFufu最新裝修的最新裝修的ballroomballroom裡享受海裡享受海
鮮大餐鮮大餐，，感謝眾好友一年來在各自專業上對感謝眾好友一年來在各自專業上對TomTom的支持的支持。。 TomTom
還在社區活動中嶄露頭角還在社區活動中嶄露頭角，，目前擔任南京大學校友會會長目前擔任南京大學校友會會長、、美美
南江蘇同鄉會副會長南江蘇同鄉會副會長。。

20232023年年11月月2828日農曆兔年正月十五元宵節日農曆兔年正月十五元宵節，，亞洲協會德州中亞洲協會德州中
心一年一度的園遊會慶典在總部大樓舉行心一年一度的園遊會慶典在總部大樓舉行。。休斯敦著名茶藝休斯敦著名茶藝
館怡茗軒趙美萍館怡茗軒趙美萍、、賈忠賈忠、、陳皙晴等來到現場推廣中國茶文化陳皙晴等來到現場推廣中國茶文化
，，來自達拉斯的超星慈善基金會主席來自達拉斯的超星慈善基金會主席May LiuMay Liu來到現場品茗賞來到現場品茗賞
藝藝，，對亞洲協會得州中心的活動大加讚賞對亞洲協會得州中心的活動大加讚賞。。

20232023年年11月月2828日農曆兔年正月十五元宵節日農曆兔年正月十五元宵節，，亞洲協會德州中心亞洲協會德州中心
一年一度的園遊會慶典在總部大樓舉行一年一度的園遊會慶典在總部大樓舉行。。恆豐銀行作為贊助單恆豐銀行作為贊助單
位位、、華星藝術團作為演藝協辦單位均派出強陣容出席華星藝術團作為演藝協辦單位均派出強陣容出席。。圖為恆圖為恆
豐銀行公關副總裁豐銀行公關副總裁Jennifer ZhouJennifer Zhou、、邁威地板董事長邁威地板董事長Annie HuAnnie Hu在在
華星藝術團首場演出後上台祝賀藝術總監徐立藝術家華星藝術團首場演出後上台祝賀藝術總監徐立藝術家。。

20232023年年11月月2828日農曆兔年正月十五元宵節日農曆兔年正月十五元宵節，，亞洲協會德州中心亞洲協會德州中心
一年一度的園遊會慶典在總部大樓舉行一年一度的園遊會慶典在總部大樓舉行。。恆豐銀行作為贊助單恆豐銀行作為贊助單
位位、、華星藝術團作為演藝協辦單位均派出強陣容出席華星藝術團作為演藝協辦單位均派出強陣容出席。。圖為華圖為華
星藝術團團長鮑玲星藝術團團長鮑玲、、中國人活動中心執行長方一川在青花瓷美中國人活動中心執行長方一川在青花瓷美
女模特藝術家劉江琳和女模特藝術家劉江琳和LisaLisa簇擁下在廣告牆前合影簇擁下在廣告牆前合影。。

20232023 年年 11 月月 2828 日晚日晚，，美南河南同鄉會與和平統一促進會聯手在美南河南同鄉會與和平統一促進會聯手在
Lam BallLam Ball宴會大廳舉辦主題為兩岸一家親的元宵節年會活動宴會大廳舉辦主題為兩岸一家親的元宵節年會活動。。每逢每逢
佳節倍思親佳節倍思親，，會長楊保華率領全體理事上台一起向全世界的華人會長楊保華率領全體理事上台一起向全世界的華人
華僑及家鄉的父老兄弟親人們拜個晚年華僑及家鄉的父老兄弟親人們拜個晚年，，祝福國家昌盛祝福國家昌盛、、人民幸人民幸
福福、、家家和睦家家和睦、、團團圓圓團團圓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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