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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前副總統彭斯表示，
負責調查前總統國會山莊暴動案的特別檢察
官發傳票、迫他向大陪審團作證恐是違憲之
舉，他將提出挑戰，一路打到最高法院也在
所不惜。

美聯社報導，2021年1月6日美國聯邦
參眾兩院召開聯席會議，認證 2020 年總統
選舉結果。據傳時任總統川普於事前幾天頻
施壓當時擔任他副手的彭斯（Mike Pence）

，要求主持這場聯席會議的彭斯駁回大選結
果，即便彭斯沒有權限這麼做。到了1月6
日當天，川普大批支持者強行衝進國會。

美國司法部指派特別檢察官史密斯
（Jack Smith）對川普及其支持者展開調查
。

彭斯今天在 2024 年總統大選黨內初選
首站愛荷華州向記者表示： 「我必須先表明
，我將反抗拜登政府司法部要求我向大陪審

團作證的傳票。」
他說，他認為，對他發傳票的舉動 「已

經違憲，過去從未有過這樣的先例」。
彭斯說： 「美國史上從來沒有副總統站

上法院證人席，回頭指控他們的頂頭上司。
」

彭斯表示，他已準備好和此案打 「持久
戰，就算一路挺進最高法院」也在所不惜。

川普涉國會暴動案川普涉國會暴動案 彭斯拒向大陪審團作證彭斯拒向大陪審團作證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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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t a recent gathering of a
Chinese business elites group in
Houston, Texas, we felt
extremely warm and excited,
especially in such a difficult time.
Some politicians are now
launching an anti-Chinese
movement to make us look like
second class citizens.

The brothers and sisters
stood on the stage tonight, all of
them are veterans of the
business world for many
decades. For example, our real
estate giant, Larry Wong, is
currently developing more than
70 acres for a mixed use project
which will change the face of
Southwest Houston. The Allen
Project, run by our brother David
Du, is almost finished. This
high-end residential and
commercial hotel project will be

complete at the end of this year.
All of these projects represent
over one billion dollars of
investment that create jobs and
taxes for our city. Do these
politicians know that their bill will
impact all of the real estate
investments across the state of
Texas?

In the early 90’s, I led
members of the Houston 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 on a visit
to Singapore where we enjoyed
dancing at the presidential
palace. Many years have passed
now and we are so grateful that
this land has nourished our
growth. Most of us have become
the backbone of our community.
Tonight all of us stand on the
same stage again. We hope to
set the goals to do our part which
is our duty to the community. 0202//1515//20222022

We Are In The Same FamilyWe Are In The Same Family

休斯敦華商精英最近之一次
聚會中， 使我們感到無比之溫
暖和激動， 尤其是在如此艱難
之㺽境中， 部份少數政客正對
我們華裔發動了令人髪指之攻擊
， 並且更想経過立法， 把我們
打成二等公民。

今晚站在台上的兄弟姐妹們
，都是商界打滾數十年之老將
， 譬如富商黃家麟又一大地產
開發案， 佔地七十畝， 將改變
西南區之面貌 。杜兄在市區附
近開發之頂級商住六星級旅館
， 即將在下半年全面開放。 光
是這兩個開發案就超過十億美金

。 他們在此之投資代表了華裔
之極大貢獻， 又豈是那些政客
小醜能體會的。

九十年代初， 我率領之代
表團參加首次在新加坡舉行的世
界華商大會， 並曾在總統府酒
會上當場表演舞蹈歌唱， 如今
多年過去了， 我們大家仍然健
在並皆成為社會之中堅 ，我們
感激這塊土地滋潤我們的成長
， 多半成為社會中堅份子如今
我們再次攜手站上舞台， 情同
手足， 再次出發為社區盡份心
力。

我們情同手足我們情同手足 攜手共行攜手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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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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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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7.8級的土敘大地震，摧毀了土耳
其和敘利亞近萬棟建築物，是兩國歷史上最致
命的震災。這也引發了土耳其阿庫尤核電廠
(Akkuyu NPP)的安全性爭論，電廠位在南部地
中海沿岸，離震央394公里，大地震時，當地
的震度僅為3度，但是人們擔心，如果震央更
接近電廠又是如何。

美聯社報導，阿庫尤核電廠是俄羅斯國營
原子能公司(Rosatom)承建，該公司表示，電
廠的設計可以 「抵禦9級地震」，無需額多擔
心。

土耳其能源部的一位官員時表示，政府對
電廠沒有任何疑慮，沒有 「重新評估」之類的
枝節。紐約大學水牛城分校(University at Buf-
falo)工程教授惠特克 (Andrew Whittaker)也說，
核能設施由高強度混凝土建造而成，可承受最
強烈的地震，比商業建築要堅固得多。儘管如
此，惠特克教授補充說，重新評估該地區所有
基礎建設(包括核電廠)是謹慎的做法。

「沒有理由擔心，但保持謹慎總是好的。
」

然而，離核電廠140公里外，隔海相望的
塞普路斯島，則出現了反阿庫尤核電廠的抗爭
。由 50 多個希族塞人和土族塞人的環保團體
、工會和政黨組成的 「塞普路斯反核聯盟」，

正在簽寫連署書，呼籲所有政黨、科學和環境
組織以及民間社會，共同向土耳其政府施加壓
力，要求停止核電廠工程。

世界核能協會(World Nuclear Association)
表示，全球大約有20%的核反應爐，就興建在
地震活動頻繁的地區，但是這並不影響核電廠
安全，因為世界上所有的核電廠在設計時，都
納入抵禦地震，並在發生重大地震時自主安全
跳脫的機制。福島電廠事故後，又採取更嚴格
的安全標準。而福島事故並非地震震毀，而是
海嘯襲擊電廠的備源電力。

加州的惡魔山谷核電廠(Diablo Canyon
NPP)附近就有著名的聖安地列斯斷層(San An-
dreas Fault)，但是從未因地震而受損過。在建
造時，就可安全地抵禦該地區也可能發生的地
震、海嘯和洪水。

阿 庫 尤 核 電 廠 有 4 座 俄 羅 斯 設 計 的
VVER-1200 反應爐，這是一種壓水式反應爐
。俄羅斯國營原子能公司強調，它符合福島事
故後，國際原子能機構的安全要求，每座
VVER-1200 的功率為 1200 百萬瓦，因此 4 部
機組的總發電量達到 4800 百萬瓦，約佔土耳
其10%的電力需求，1號爐將在今年晚些時候
運轉。

土耳其大地震
引發核電廠安全性的爭論

西門子集團率先發行19億數位公司債券

選在這一條公鏈上
(本報訊）德國巨型企業西門子率先發行

了以區塊鏈形式和歐元計價的的數位公司債券
，並稱之為一個歷史性的里程碑。該公司也在
公告中強調了使用區塊鏈的好處，包括直接向
投資者銷售而免去中間商，西門子選擇在
Polygon（$Matic）公鏈上發行數位債券，截至
本篇報導為止$Matic漲幅已達10.18%來到新台
幣41.7塊。

據區塊鏈老牌新聞網 bitcoin.com 16 日報
導，《德國電子證券法》（Germany’s Elec-
tronic Securities Act）該法於2021年6月生效，
作為歐洲最大的工業集團之一，西門子宣布已
成為德國第一批依據該電子證券法來發行數位
債券的公司。

這筆6000萬歐元（近新台幣19億元）的
債 券 期 限 為 一 年 ， 並 且 選 擇 在 Polygon
（$MATIC）公鏈上發行。西門子14日（二）
宣布這一次策略性發行時，強調了使用區塊鏈

平台相對於傳統方法的優勢：
「它使得全球紙本證明和中心化清算不再

必要，而且企業可以直接面向投資者銷售債券
，而不需要銀行充當中介機構。

西門子企業財務主管拉特格布（Peter
Rathgeb）表示： 「脫離傳統的紙本模式，轉
向使用公鏈發行證券，我們（西門子）可以比
過去發行債券時來的更快、更有效率的進行交
易，」

「由於我們與計畫合作夥伴成功合作，我
們在德國的數位證券發展中達到了一個重要的
里程碑，拉特格布還表示，西門子將繼續積極
參與其發展。

西門子財務長托馬斯（Ralf Thomas）補
充說： 「憑借我們的創新產品和技術，西門子
支持客戶數位化轉型，並取得了巨大成功。因
此，我們在金融領域測試使用最新的數位解決
方案是理所當然的，」

伊利諾州沃基根萊克郡的陪審團今天做出
了裁決, 以七項魯莽行為罪起訴協助未成年兒
子獲得購買槍枝的執照(FOID) 卡的父親小羅伯
特·克里莫, 也正因為這位父親失當的作為而釀
成了去年美國國慶日發生於芝加哥北郊高地公
園市(Highland Park)遊行活動時的屠殺慘案, 他
的兒子羅伯特·克裏莫三世發動了這場攻擊殺
害了無辜的7位良民和數十人受傷，他已被控
犯有117 項罪名, 但目前拒不認罪, 還在上訴之
中。

從檢警方在法庭所公佈的兇手情資看來 ,
羅伯特·克裏莫三世顯然是一位素行不良, 並世
界感到憤怒的青年,而他平時所穿著的奇裝異服
以及在臉上與露在身體外頭的奇形怪狀刺青圖
案證明了他是一個心術不正的變態人物,而且警
方於2019年9月還有他威脅要殺害父母親人明
確的危險警告記錄, 也有要自殺的悲觀傾向,由
於他家人的報案,警方還從他家中沒收了16把刀
、一把匕首和一把劍,然而可悲的是, 他的父親
竟然袒護他, 向警方謊稱那些武器是他自己的,
因而被歸還, 更匪夷所思的是,在這件事發生之
後,他的父親竟然還協助兒子申請到FOID卡,使
他合法購買了威力強大的步槍, 其中用來殘殺
無辜的兇器 Smith &amp; Wesson MP15 半自動
步槍在內, 試想如果他當初沒有協助兒子去購
買獲得槍枝, 他就不可能犯下這一樁命案,使許
多原本美滿的家庭痛失了祖父、父母親、夫妻

與兒孫了,非常令人遺憾的是,當他的孩子闖下
大禍後,這一個沒有教養好孩子的父親竟然消失
無形, 立即躲避起來, 並且還聘請了律師來保護
自己, 聲稱自己與兇殺案無關真,是太沒有天良
了, 他難道不知道”我不殺伯仁,伯仁因我而死
” 的道理嗎!他真的是欠社會大眾一個道歉的,
所幸大陪審團代表社會大眾發出了不平之鳴與
正義的呼聲！

根據檢方的調查資料顯示,這一位父曾經曾
營過一個雜貨店, 後來因為經營不善而轉手, 他
自述自己與兒子都是川普的支持者, 他也時常
把憲法第二修正案的擁槍權利掛在口頭,為了擁
槍和護槍,他還曾參選過這個城市的市議員與市
長,還好都沒有當選,否則我們可以想見得到,他
的兒子一定會仗恃著他父親的權勢為非作歹,去
加害市民的!

伊州州長普利茲克曾在國慶慘案發生後說:
“沒有任何言語可以形容我內心的悲傷,但是悲
傷不能讓受害者回來，我們只有祈禱能夠阻止
恐怖的槍支暴力再發生,我將堅定地與伊州人民
和全美民眾站在一起,我們必須也必將結束這場
槍支暴力的災難。”州長的苦口婆心令人感動
, 但是許多沒有盡到教養責任的的父母親卻沒
有同理心,是他們疏於管教孩子才造成今天社會
的動盪與不安, 如果他們再不覺醒, 我們的社會
將是無藥可救的!

【李著華觀點 : 子不教父過也
悲 !伊州父助未成年兒子獲購槍執照遭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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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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國失業率2022年第四季度降至7.2%
為2008年以來最低值

綜合報導 根據法國官方機構當公布的數據，法國失業率2022年第

四季度降至7.2%。這也是2008年以來法國失業率的最低值。

法國國家統計與經濟研究所當天發布的數據顯示，法國2022年第四

季度失業人數為220萬，比當年第三季度失業人數減少4.5萬人，失業率

環比下降0.1個百分點。

法國總統馬克龍和總理博爾內都在第壹時間通過社交媒體對法國失

業率下降表示祝賀。博爾內重申，政府將繼續致力於提高就業水平。法

國勞工部長杜索普在當天的議會辯論中強調，法國正在創造新的就業崗

位。

數據還顯示，在2022年第四季度，法國15至64歲人群的就業率穩

定在68.3%，同比增長0.5個百分點。這壹就業率是法國國家統計與經濟

研究所自1975年開始統計相關數據以來的最高水平。數據預測法國近期

的失業率將保持穩定。

不過，數據同時也反映出壹些問題。法國年輕人群(15至24歲)的失

業率仍然偏高，在2022年第四季度依然達到16.9%。另外，在2022年第

四季度的220萬失業者中，有58萬人被認為陷入長期失業，也就是說他

們至少壹年處於持續失業狀態。

總部設在法國巴黎的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經合組織)當天也發布了

相關經濟數據。該組織區域的2022年12月失業率為4.9%，為2001年以

來的最低失業率水平。經合組織區域失業總人口為3390萬；經合組織歐

美成員國的失業率基本保持穩定，但土耳其、韓國、以色列等成員國的

失業率有所上升。

土耳其召開內閣會議
討論救災工作進展

綜合報導 在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的主持下，內閣會議在位於安卡

拉的土耳其災害應急管理局總部舉行，會議重點討論了當前該國震後搜

救工作的最新情況，以及為災民提供經濟援助、做好災後重建等相關措

施。

在會上，埃爾多安與救災現場的災害應急管理局工作人員進行了視

頻通話，並感謝他們的辛勤工作。埃爾多安在發言中還重申了他在壹年

內進行災區重建的承諾。

會後，埃爾多安就地震災情及災後重建措施等方面發表了壹份聲

明。聲明中說，目前土耳其全國約有25萬名公職人員在地震災區進

行搜救工作，2.8萬名土耳其士兵在災區執勤，搜救工作仍將持續進

行，直到從廢墟下救出最後壹名幸存者，並對所有災民繼續提供支

持和援助，包括搬遷補助和租金支持。災區已經搭建超過17.5萬頂帳

篷和5400個集裝箱改造房，政府將繼續從國外引進集裝箱，用於搭

建臨時安置房。

埃爾多安還表示，出席內閣會議的內閣成員和公職人員決定向土耳

其災害應急管理局捐款累計約1.37億裏拉(約合人民幣4962萬元)用於幫

助地震災民。他還強調，時間緊迫，壹旦搜救行動完成並清除廢墟之後

，重建災區的工作將立即進行。土耳其政府將從下月初開始建設3萬套

房屋，重建受地震影響的南部地區是未來壹年的重要計劃之壹。本次地

震造成的損失評估研究正在進行中，預計將在壹周內完成。

彈藥生產趕不上烏克蘭消耗
北約急了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秘書長延斯· 斯托

爾滕貝格承認，烏克蘭軍隊炮彈消耗速

度遠超西方國家炮彈生產速度，令北約

國家庫存見底，軍工企業直呼吃不消。

承認“問題”
“烏克蘭眼下彈藥消耗速度是我們

生產速度的好幾倍。這讓我們的國防工

業承受壓力。”斯托爾滕貝格告訴媒體

記者。

斯托爾滕貝格承認，北約對烏克

蘭軍援正面臨壹個“問題”：現階段

，北約供應烏克蘭的大口徑炮彈生產

時間從12個月增加到28個月，需要加

快生產。

俄羅斯去年2月對烏克蘭發起特別

軍事行動以來，西方承諾向烏克蘭提供

價值數以百億計美元的軍火。按照路透

社報道說法，隨著對烏軍援不斷加碼，

北約國家庫存慢慢耗盡，生產效率、生

產速度和供應鏈人力等方面漏洞不斷暴

露。

美國國務院數據顯示，近壹年來，

美國向烏克蘭提供1600枚“毒刺”單兵

防空導彈、8500枚“標槍”單兵反坦克

導彈。美國軍火商雷神技術公司董事長

兼首席執行官格雷格· 海耶斯去年12月

警告，這相當於“毒刺”13年的產量、

“標槍”5年的產量；即便跟另壹大軍工

巨頭洛克希德-馬丁公司合作，也只能每

月生產400枚“標槍”。

法國內克斯特系統公司每年能夠生

產數以萬計155毫米口徑炮彈，但法國

軍方壹名高級官員告訴法者，這家軍工

企業“幾乎已經達到產能上限”。

壹名歐洲國家外交官說：“假如歐

洲現在跟俄羅斯開戰，壹些國家幾天之

內就會打光所有彈藥。”

欲增庫存
俄烏沖突升級前，許多北約成員國

彈藥庫存未能達到北約要求的下限，緣

由是這些國家的官員認定，需要大規模

炮戰的消耗戰早已成為“過去時”。

然而，俄烏雙方在烏克蘭的戰線長度

以百公裏計，炮兵成為主角，且俄軍炮兵

在數量上占優勢。路透社報道，烏克蘭軍

隊每天消耗多達1萬發各種口徑炮彈。

壹名法國軍方消息人士告訴法新社

記者，去年7月，俄軍每天打出將近5萬

發炮彈，烏軍只有大約6000發。8月底

，烏軍在多條戰線發起反擊，彈藥需求

大幅增加。隨著戰事持續，預計今年烏

軍炮彈需求將越來越大。

北約定於本月14日至15日在比利時

首都布魯塞爾舉行成員國防長會議。

路透社以壹名北約官員為消息源報

道，本次會議將討論提高彈藥庫存目標，

相應地將要求壹些成員國盡快達到國防

開支占國內生產總值2%的目標。另壹些

成員國甚至主張進壹步提高占比標準。

斯托爾滕貝格說，北約已經完成對

成員國彈藥庫存摸底調查。如果北約要

確保可持續地援助烏克蘭，就要增加彈

藥供應。他說，俄軍正展開新的攻勢，

試圖“以量補質”。“顯然，我們正處

於壹場後勤比賽中。彈藥、燃料、零部

件等必須趕在俄羅斯能夠取得戰場主動

權前運抵烏克蘭。”

愛沙尼亞智庫國際防務與安全研究

中心研究員伊萬· 克雷什切說，在北約內

部，波蘭、羅馬尼亞和波羅的海國家或

許可以加快生產烏克蘭仍在使用的蘇制

裝備適配彈藥，同時，北約正在從韓國

、摩洛哥、約旦等國訂購彈藥。

“短期解決方案將不得不從國外尋

找，”克雷什切說，“其他所有東西都

會需要好幾個月。”

國際空間站兩艘俄飛船相繼泄漏原因不明
救援行動推遲

綜合報導 停靠在國際空間站的俄羅

斯“聯盟”號載人飛船去年12月冷卻劑泄

漏，“進步”號貨運飛船2月11日也被發

現冷卻劑泄漏。兩艘飛船相繼泄漏，由於

“進步”號泄漏原因不明，俄羅斯決定推

遲發射救援飛船接宇航員回地球，同時展

示了“聯盟”號飛船外部受損照片。

停靠在國際空間站的“聯盟MS-22”

載人飛船受損。

兩艘飛船相繼泄漏，俄羅斯公布載人

飛船受損照片，繼續調查貨運飛船泄漏原

因，並推遲發射救援飛船。

據報道，俄羅斯航天局負責人尤裏·

鮑裏索夫（Yury Borisov）日前展示了美

國同行用機械臂拍攝的俄羅斯“聯盟

MS-22”載人飛船外部受損照片，照片上

有壹個被棕色外表包圍的小洞。“聯盟

MS-22”飛船去年12月發生了冷卻劑泄漏

，鮑裏索夫說，這可能由流星體或人造太

空碎片造成。

俄羅斯有兩種飛船往返國際空間站，

“聯盟”號載人飛船用於運送宇航員，

“進步”號貨運飛船用於運送設備和補給。

除了去年12月發生泄漏的“聯盟MS-22”

載人飛船，停靠在國際空間站的俄羅斯

“進步MS-21”無人貨

運飛船2月11日也被發

現冷卻劑泄漏。

兩艘飛船相繼泄

漏，由於“進步MS-21”

貨運飛船冷卻劑泄漏

原因未查明，鮑裏索夫

在壹個視頻中表示，已

決定推遲發射救援飛

船“聯盟MS-23”接俄

羅斯宇航員謝爾蓋· 普

羅 科 皮 耶 夫 （Sergey

Prokopyev）、德米特裏· 彼得林（Dmitry

Petelin） 和美國宇航員弗蘭克· 盧比奧

（Frank Rubio）3人回地球，發射不遲於3

月 10日，同時壹個小組正在調查“進步

MS-21”貨運飛船冷卻劑泄漏原因。

發生泄漏的“聯盟MS-22”載人飛船

於去年9月將俄羅斯宇航員謝爾蓋· 普羅科

皮耶夫、德米特裏· 彼得林，以及美國宇

航員弗蘭克· 盧比奧送往國際空間站。據

space.com報道，“聯盟MS-22”載人飛船

的泄漏對軌道實驗室及宇航員不構成危險

。但除非空間站發生緊急情況，否則用

“聯盟MS-22”飛船將宇航員帶回地球被

認為是不安全的。如果在“聯盟MS-23”載

人飛船到達之前需要疏散宇航員，普羅科皮

耶夫和彼得林將乘坐冷卻劑泄漏的“聯盟

MS-22”飛船回家。但盧比奧將與其他四名

宇航員壹起乘坐SpaceX龍飛船回地球。

據路透社消息，目前國際空間站上共

7名宇航員，包括3名美國人、3名俄羅斯

人和1名日本人。俄羅斯航天局表示，國

際空間站上的7名宇航員沒有安全威脅。

而美國國家航空航天局（NASA）已開

始和SpaceX討論為載人龍飛船增加更多防

護，SpaceX龍飛船下壹次國際空間站載人

任務Crew-6計劃於2月26日發射。

秘魯海灘發現500多只海獅死亡
全部死於禽流感病毒

綜合報導 秘魯壹個自然保護機構在首都利

馬壹處海灘上，發現585只死亡的海獅，經查，

全部死於H5N1禽流感病毒。

此外，該機構還在秘魯其他沿海地區發現

5.5萬只感染禽流感後死亡的鳥類。秘魯國家森

林和野生動物保護局已敦促當地居民保護好家禽

或寵物，避免感染。

據報道，禽流感病毒從鳥類傳染給哺乳動物

情況罕見，但近期多地報告出現這種情況。英國

、法國和美國分別發生狐貍、水獺、貓和大灰熊

感染病例。

這些動物均疑似吃過感染了禽流感病毒的鳥

，秘魯衛生部門稱，當地禽流感病毒來自北美地

區飛來的候鳥。

資料顯示，甲型 H5N1 流感病毒，即 A

（H5N1）或H5N1，也稱H5N1病毒、H5N1禽流

感，是甲型流感病毒的壹個高致病性亞型，具有

血凝素第5型，神經氨酸酶第1型。

該病毒起源於家禽和野生鳥類，可傳染給人

類，但此病毒有別於人類流感病毒，不容易在人

與人之間傳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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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一年一度的 「慕尼黑安全會議」17日將登場
。外交消息人士向美媒證實，美國正在為國務卿布林肯與中共
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事辦主任王毅可能舉行場邊會晤做準
備。 「布林會」一旦成行，將是自本月4日美軍擊落中國疑似
偵察氣球以來，美中兩位外交主管的首次面對面會談。

美國務院宣布，布林肯16日至22日將訪問德國、土耳其
及希臘。訪德期間將出席17日至19日召開的慕尼黑安全會議
（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19日轉往土耳其。美國之音
16日引據一位匿名外交消息人士證實，美方正在為 「布林會」
可能登場做準備。《華爾街日報》也報導說，布王兩人或將會
面，美中氣球爭端有機會化解。

《華爾街日報》引據知情人士透露，近幾天，美中雙方一
直在討論安排 「布林會」，可能會在慕尼黑會議的間隙舉行，
但目前尚未作出決定，磋商也存在變數。美國務院歐洲事務助
卿唐弗瑞德（Karen Donfried）15日僅表示，慕尼黑會議期間有
很多雙邊互動機會，議程還在研擬中，目前沒有具體宣布。

此次氣球事件導致原本緊張的美中關係進一步惡化，布林
肯因而取消上任後首度的訪華行程。台北時間3日晚間，布林
肯與王毅通電話，稱這次氣球飛越是不負責任的行為，明確侵
犯了美國的主權和違反國際法。王毅則強調不接受任何無端的
臆測和炒作，面對意外情況，美中雙方要保持定力，及時溝通
避免誤判，管控分歧。

布林肯在電話中直接向王毅通告延期訪華一事。布林肯表
示，中國 「在我計畫訪問的前夕決定採取這個行動，對我們準
備進行的實質討論具有破壞性。」但他也說，美國仍然致力於
與中國保持接觸，並表示在情況允許時他將訪問北京。

在北京，新華社報導，王毅應約同布林肯通電話，就如何
以冷靜、專業態度處理偶發事件進行溝通。王毅強調，中國是
負責任國家，一貫嚴格遵守國際法，中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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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斯拉 「這」軟體恐導致車禍發生 美逾36萬輛車召回

槓上川普爭共和黨2024提名 海利有這些優勢

（綜合報導）電動車製造商特斯拉 「自
駕功能」引發安全疑慮，美國交通安全監管
單位今天表示，特斯拉正召回在美國的逾36
萬輛汽車，該批車輛因配備 「全自動輔助駕
駛」測試軟體恐導致車禍發生。

根據美國財經媒體CNBC報導，美國國
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NHTSA）發布消息
指出，電動車製造商特斯拉（Tesla）正召回
36萬2758輛配備 「全自動駕駛」FSD Beta版
軟體的汽車，並將提供汽車軟體更新。

召回的車輛包括部分 2016-2023 年份的
Model S 和 Model X、 2017-2023 年 份 的
Model 3、2020-2023 年份的 Model Y，這些
車輛配備FSD Beta或等待安裝該軟體。

NHTSA 公告說明，配備 FSD Beta 版軟
體的汽車可能導致車禍發生，影響十字路口
安全，其在十字路口通行時可能產生的狀況

包括：汽車會在只允許轉彎的地方持續直行
、抵達停止標誌時無法完全停止、遇上黃燈
標誌卻未能依規定留意四周就進入十字路口
。

另外，FSD Beta功能在路上速限出現變
化時，無法讓汽車做出適當反應。

美國加州去年通過一項法案，禁止不具
備全自駕功能的車輛以 「自動駕駛」來對外
宣傳。特斯拉的自駕宣傳過去已引發諸多爭
議，恐誤導消費者認為車輛可以完全自動駕
駛，從而引發安全疑慮。

在美國，加裝FSD Beta軟體需支付1萬
5000塊美元（約新台幣45萬元）或月付199
美元（約新台幣6031元），駕駛必須獲得特
斯拉監測軟體較高的安全評分才能取得。

特斯拉將在未來幾周通過更新軟體來解
決問題。

慕尼黑安全會議慕尼黑安全會議1717日登場日登場
美媒美媒：：布林肯布林肯、、王毅場邊會安排中王毅場邊會安排中

氯乙烯列車事故 美國小鎮居民仍擔心健康危害
（綜合報導）2月3日(台

北時間2月4日)，一列載著化
學原料的列車，在美國俄亥俄
州東巴基斯坦鎮 (East Pales-
tine)附近發生出脫軌，雖然無
人受傷。但是5列車廂破損，
氯乙烯外洩後燃燒，火焰和黑
煙沖天而起，情景駭人。事故
後美國政府將居民疏散大約3
天，之後表示情況已好轉，居
民可以返家。但民眾仍然非常
擔心，對環境汙染、健康風險
、寵物、野生動物的生存，都
希望政府給足說法。

美聯社報導，星期三，州
政府官員到學校體育館舉行鎮
民大會，數百名憂心忡忡的居
民到場。州政府官員再次堅稱
，根據儀器調查，當地空氣品
質並無危險，可以安全呼吸，
並承諾將繼續監測空氣和水。

隔一天，聯邦政府環保署
長邁克•雷根 (Michael Regan)
也到小鎮，評估現場環境問題
，並聽取居民的意見。

不過，事故當事者-諾福
克 南 方 鐵 路 公 司 (Norfolk
Southern)的代表沒有到場，理

由是其員工的安全問題。這令
居民感到不滿。

出軌事故發生近兩周後，
人們對他們看到的大量煙霧、
持續存在的氣味、寵物和野生
動物面臨的風險、對飲用水的
影響，以及清理工作都產生了
很多擔憂。

許多民眾提出提高致癌率
是否增高，以及數百個撤離家
庭，應該獲得實質的經濟幫助
，還有鐵路公司如何負責，包
括法律責任。

（綜合報導）前美國駐聯合國大使海利（Nikki Haley）宣
布角逐共和黨2024年總統大選提名人，為黨內初選開出第一槍
，因為自前總統川普去年底宣布參選以來，共和黨再無人表態
。儘管最新民調顯示，海利支持度遠低於川普和佛羅里達州州
長德桑提斯，媒體分析，海利仍具4大優勢。

51歲的印度移民之女海利曾任南卡羅來納州州長，從政經
歷豐富，且百戰百勝。英國廣播公司（BBC）報導，海利自
2004年勝選南卡眾議員以來就沒敗選過，包括贏得2010年州長
選舉，成為當時全美最年輕州長、南卡第一位女性州長及美國
史上第三位 「南方邦聯」非白人州長。報導指出，海利善於
「零售政治」（retail politics），這是容易被對手忽視的一點。

地方人士告訴BBC： 「她會站在社區入口發甜甜圈。她會套上
牛仔褲和靴子，走進騎士酒吧，坐在那裡和他們聊天。」

這種候選人四處遊說、自我行銷的選舉策略在美國幾個州

特別見效，包括愛荷華州和海利下一站將前往的新罕布什爾州
。

另外，海利亮眼的 「履歷」也為她加分。2015年南卡查爾
斯頓（Charleston）一名手持邦聯旗（Confederate flag）的白人
至上主義槍手，闖入黑人教堂殺害9名非裔民眾；5天後，海利
下令所有州政府機關撤除旗幟，一時令她聲名大噪。2016年總
統大選時，海利原對川普大肆批評，卻在2017年接受川普提名
為美國駐聯合國大使。此後她持續推進川普政府的親以色列立
場，對中、俄、伊朗都採強硬態度。她雖於2018年期中選前卸
任，但從未傳出她與川普有所不合。

海利上一次公開提及川普，是在2021年自稱不會挑戰川普
三度問鼎白宮。顯然她最近改變了立場。

海利15日在查爾斯頓發表演說，呼籲共和黨人拋下 「迂腐
的想法」和 「過氣的名號」，似隱晦抨擊年屆76歲的川普。

「我們已做好充分準備，要讓新世代帶領我們前進未來。」她
告訴上百位支持者： 「中國獨裁者想讓全世界籠罩在共產主義
的暴政之下，我們是唯一能阻止這一切的人。但若繼續信任20
世紀的政客，我們就無法在21世紀取得勝利。」

海利的參選之路不被看好，但自川普2016年當選總統以來
，美國政壇已無人敢說有什麼是不可能的。根據14日公布的路
透社／易普索（Reuters／Ipsos）民調顯示，僅4％已登記的共
和黨人支持海利，遠不及支持川普的 43％和支持德桑提斯的
31％。但保守派智庫南卡政策委員會（SCPC）民調指出，逾
半對川普持 「非常正向」看法的受訪者希望川普不要參選，或
認為他不會勝選。智庫執行董事伍德豪斯（Dallas Woodhouse
）說： 「所以我認為在南卡或其他地方，對海利來說是一個機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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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引發印尼社會震動的

高級警官涉嫌謀殺下屬案，13日在雅

加達南區法院宣判。印尼警察總部原

高級督察費爾迪(Ferdy)謀殺罪名成立

，被判處死刑。案件仍可上訴。

2022年7月初，27歲的印尼國家警

察總部警員約書亞(Yosua)在其上司、

警察總部高級督察費爾迪家中被近距

離射殺。由於死者家屬對警方最初給

出的死亡原因強烈質疑，印尼國家警察

總長李斯特奧(Listyo)抽調人馬重新調查

後發現，這是壹起有組織的“謀殺案”

，主謀就是費爾迪。隨著調查深入，費

爾迪及其他警官被曝除涉嫌謀殺外，還

涉及性醜聞、賭博、毒品犯罪等壹系列

犯罪，涉及警官數十人。

該案引發印尼社會巨大震動，重

挫警察隊伍的公信力。印尼總統佐科多次要求徹查

該案，給公眾壹個可信任的交代。當年10月，佐

科在雅加達總統府召集該國警察總部、各省警察廳

、各縣(市)警察局官員召開大會，訓令該國警方努

力挽回公眾對警察的信任。

該案在雅加達南區法院審理數月，此前公訴檢

察官訴求法院判處費爾迪無期徒刑。

判決當天，主審法官宣布：被告費爾迪被證實犯有

預謀殺人罪，以及蓄意破壞監控毀滅證據等罪名，決定

判處被告死刑。法官表示，壹些因素對判決產生了重要

影響，其中之壹就是費爾迪的行為嚴重玷汙了警察形象

，並且其自身沒有做出可以減輕處罰的表現。

日本破產企業數量激增
綜合報導 日本東京商工研究

所近日公布的數據顯示，2022年該

國破產企業超過6400家，較上壹

年增加6.6%，是3年來首次增加。

分析認為，新冠疫情、人工成本增

加等影響企業生產經營，大宗商品

價格上漲、美聯儲持續激進加息等

外部因素進壹步加重企業負擔。東

京商工研究所負責人表示，今後日

本破產企業數量可能繼續增加，將

有更多行業受波及。

從行業看，服務業企業破產數最

多，為2075家，增加3.4%。其次是建

築業企業，有1194家，增加12.1%。

由於燃料價格居高不下，破產的運輸

業企業有324家，增加35.6%。

價格上漲給企業生產經營帶

來巨大壓力。日本總務省近日公

布的數據顯示，今年1月份，東

京都地區不含生鮮食品的消費者

價格指數創自1981年5月以來新

高。有日本媒體分析稱，原材料

價格飆升和人工成本增加擠壓了

企業利潤。日本壹家調查公司的

數據顯示，自2022年

夏季以來，因收購價

格上漲等因素導致的

企業破產數量呈上升

趨勢。到2022年11月

，連續 5個月破產數

量創新高，11月份因

物價高漲而破產的企業有46家，

約占總數的10%。

受美聯儲持續激進加息影響，

2022年10月下旬，東京外匯市場日

元對美元匯率壹度跌破150：1，

刷新1990年8月以來的最低點。

日本壹家權威數據庫公司去年7

月對約1.1萬家日本企業進行問卷

調查，逾六成受訪企業表示受到

日元對美元匯率快速下跌的沖擊

。8月進行的另壹項調查顯示，

約八成受訪企業“切身感受到日

元快速貶值導致成本增加”。

勞動力短缺給企業造成的影

響不容小覷。受新冠疫情影響，

不少日本企業員工到崗率不足，

生產經營壹度陷入困境。據東京

商工研究所的調查數據，2022年

11月份，餐飲和住宿類企業破產

數量增加。其中，餐飲企業破產

49家，同比增長26%；住宿企業

破產6家，同比增長50%。企業

經營者老齡化加劇也影響企業創

新和長遠發展，據東京商工研究

所統計，2021年日本國內企業主

平均年齡為62.77歲，創新高。

在破產企業數量持續增加的同

時，日本企業負債規模高位運行。

據日本經濟新聞報道，2022年該國

企業負債總額約2.3萬億日元（1日

元約合0.05元人民幣），比2021

年翻壹番，是自2017年以來最高

水平。其中，汽車零部件巨頭馬瑞

利控股宣布破產，以超過1萬億日

元的債務進入法院主導的重組程序

，對不少企業造成沖擊。

日本共同社分析稱，新冠疫

情期間，日本政府通過向企業提

供無擔保貸款和無息貸款，將破

產企業數量控制在較低水平。隨

著不少企業將從今年4月開始償

還本金，企業負擔還將進壹步加

重。

日本報告多座火山活動！
櫻島火山時隔近5年多次噴發

綜合報導 據日媒報道，位於日

本鹿兒島縣櫻島的火山再次噴發，

火山灰最高噴至距離火山口2400米

的高度。

報道稱，從上周開始，櫻島的

火山噴發壹直在進行，南嶽山頂火

山口和昭和火山口都發生了噴發。

當地時間8日上午11時左右，

櫻島昭和火山口接連發生兩次噴發

。這也是該火山口自2018年4月初

以來，時隔近5年再次噴發。日本

專家稱，昭和火山口時隔近5年再

噴發，可能是地下巖漿庫擴張造成

的。9日下午，櫻島南嶽山頂火山口

噴發，火山灰上升至空中2000米的

高度。

日本氣象廳已把櫻島的火山警

戒級別列為3級(最高5級)，要求當

地民眾遠離該火山，並註意火山口

方圓2公裏範圍內的火山巖和火山

碎屑流。

從2月8日開始，日本已報告了

多次火山活動。同樣位於鹿兒島縣

的諏訪之瀨島禦嶽火山口8日噴發3

次，其中壹次噴發的煙塵高度為

1000米。

此外，位於熊本縣的阿蘇山從8

日清晨也開始出現較大幅度火山性

微動。

韓警方：暫不考慮拘留劉亞仁
涉毒鑒定結果出爐後再傳喚
綜合報導 據韓聯社報道，正在對演員劉亞仁涉毒案進行

調查的韓國警方，計劃在國立科學搜查研究院的鑒定結果出

爐後，再對其進行傳喚。

首爾警察廳相關人士13日在記者會上表示，國立科學搜

查研究院的鑒定結果出爐要等大約兩三周，將在接到結果通

知後傳喚劉亞仁。目前並不考慮拘留劉亞仁，將根據鑒定結

果做出最終定奪。

首爾警察廳毒品犯罪調查小組5日在劉亞仁從美國回

國後，采集了其尿液和毛發，並委托國立科學搜查研究院

進行鑒定。其中，尿檢結果為大麻陽性，毛發檢測結果還

未出爐。

據報道，警方掌握了劉亞仁輾轉多家醫院，以非醫療目

的反復開取異丙酚的情況，並據此懷疑其註射成癮。此前，

食品醫藥品安全處認定劉亞仁開藥頻次過高，向警方檢舉。

警方已於8日至9日對首爾江南區和龍山區壹帶的多家醫

院、診所進行搜查取證，調查其濫用異丙酚的嫌疑。

劉亞仁的經紀公司此前表示，劉亞仁就此接受了警方調

查，正積極配合相關調查，並將積極申辯。

全球“加息潮”何時按下“暫停鍵”？

上周，2023年首個超級“央行周”

重磅來襲。美聯儲、歐洲央行、英國央

行、澳聯儲等多國央行相繼公布利率政

策決議，持續引發全球市場高度關註。

2022年，全球主要央行以20多年來

最快速度和最大規模進行加息，全力遏

制不斷飆升的通脹。近期，隨著多國央

行宣布停止加息周期，美聯儲也放緩加

息步伐，此前高度壹致的全球加息潮出

現“分流”。國際社會激烈爭論：本輪

全球“加息潮”何時按下“暫停鍵”？

世界經濟又將往何處去？

專家分析認為，隨著通脹逐漸放緩

，經濟壓力增大，歐、美、英央行距離

暫停加息已為時不遠。最關鍵的分歧點

在於何時降息。不管怎樣，各大央行前

方的路並不好走，需要在抗通脹和穩經

濟之間把握好平衡。

全球央行加息出現“分流”
近日，美聯儲、歐洲央行和英國央

行加息的“靴子”相繼如期落地。

美國壹直是加息“風向標”。當地

時間2月1日，美聯儲宣布上調聯邦基金

利率目標區間 25 個基點，到 4.5%至

4.75%之間，符合市場普遍預期。這是美

聯儲自去年3月以來連續第八次加息，

也是本輪加息周期內首度壹次加息僅25

個基點，意味著美聯儲進壹步放緩加息

步伐。

和美聯儲相比，歐洲央行和英國央

行則是繼續“惡補作業”。

歐洲中央銀行當地時間2月2日召開

貨幣政策會議，決定將歐元區三大關鍵

利率均上調50個基點，並重申在3月份

繼續加息50個基點。從2022年7月開始

加息算起，歐洲央行已經連續4次大幅

加息，累計加息250個基點。

當地時間2月2日，英國央行英格蘭

銀行宣布加息50個基點，將基準利率提

高至4%。這是英國央行自2021年 12月

以來連續第十次加息。

當地時間2月7日，澳大利亞儲備

銀行宣布，將基準利率上調25個基點

至3.35%，同時上調外匯結算余額利率

25個基點至3.25%。這是澳央行自2022

年5月以來連續第九次加息。澳央行表

示，未來幾個月可能繼續加息以應對高

通脹。

以上國家延續了過去壹年的加息節

奏。但出於對經濟衰退的悲觀預期，多

國央行近期宣布放緩甚至停止加息周。

當地時間1月25日，加拿大央行宣

布加息25個基點，將基準利率提升至

4.5%，並表示如果經濟發展情況與貨幣

政策展望大致相當，預計將把政策利率

維持在當前水平。由此，加拿大央行成

為G7首個正式表態“有條件暫停加息”

的央行。

1月19日，馬來西亞央行也出乎意

料地宣布停止加息，將基準利率維持在

2.75%。同日，挪威央行也宣布暫停加

息，但暗示仍有可能在3月加息25個基

點，以控制通脹率。印度尼西亞則如期

加息 25 個基點，將基準利率上調至

5.75%，接近加息周期的尾聲。

被美聯儲加息牽著鼻子走
“如果用壹句話來概括2022年全球

金融市場的主要特征，那便是——預期

中的‘滯’與現實中的‘脹’相互交

織。2022年全球貨幣金融體系中最大的

事件，莫過於因通脹超預期所引發的美

聯儲貨幣政策的急速緊縮。”中國社會

科學院金融研究所研究員、國家金融與

發展實驗室副主任胡誌浩對本報記者表

示，回溯這場“腥風血雨”的全球“加

息潮”，美聯儲的激進加息使全球經濟

體被迫陷入緊縮的外溢風險之中。出於

遏制通脹、穩定本幣匯率等多重考慮，

多國央行不得不跟隨美聯儲加息。據國

際清算銀行統計，2022年全球38家央行

共加息210次。其中，不少發達經濟體

甚至罕見地壹次加息75個基點。

“美元是全球金融循環的核心貨

幣。美聯儲歷次加息的動因存在較大差

異，但可以籠統歸納分為三種類型：

經濟過熱、通貨膨脹和純粹貨幣政策

沖擊。本輪美聯儲加息有3個特點：高

通脹驅動型、先快後慢、加息與縮表相

配合。”胡誌浩說。

2022年以來，美聯儲為何要頻繁激

進加息，從而引發全球加息潮？

“直接原因就是通脹超預期所引發

的貨幣政策持續緊縮。”胡誌浩分析，

早在2021年第壹季度，美國就開始出現

通脹擡升的苗頭。但整個2021年，美聯

儲與金融市場都在不斷強化壹個信念

——通脹只是個短期問題。由於高估總

供給彈性形成的錯誤判斷以及對總需求

可持續性的擔憂，再加上長期處於低通

脹環境所形成的思維定勢，通脹短期化

的預期壹直持續到了2022年第壹季度。

此後，為了抑制日趨嚴峻的通脹問題，

美聯儲不得不頻繁大幅加息。

“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美國實

施刺激經濟增長的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

，特別註重增加就業機會，促進了經濟

強勁復蘇，同時也出現了通貨膨脹率不

斷攀升和失業率快速下降的經濟過熱現

象。”對外經貿大學金融學院教授郭紅

玉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新冠疫

情暴發後，美聯儲實施了超常規的財

政與貨幣政策。美國通脹飆升是國內

經濟過熱、俄烏沖突造成的國際大宗

商品價格上漲以及疫情沖擊下的全球

供應鏈不暢等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

此外，美聯儲誤判了高通脹的嚴重性

和持續性，緊縮政策沒有及時出臺，

導致其不得不采用矯枉過正的舉措來

應對高通脹。

對最近美聯儲放緩加息速度，美聯

儲主席鮑威爾在貨幣政策會議後的新聞

發布會上表示，考慮到貨幣政策的累計

收緊效果以及貨幣政策對經濟活動和通

脹影響的滯後性，美聯儲決定放緩加息

步伐，這有助於美聯儲評估經濟是否正

朝著目標發展，以確定未來為實現足夠

限制性政策立場所需的加息幅度。

“這次，美聯儲將聯邦基金利率的

目標區間提高到4.5%-4.75%之間，已經

接近常規的5%左右的水平，大幅加息的

空間有限。考慮到政策效應的滯後性，

美聯儲放緩加息幅度和頻率觀測政策效

果，應該屬於貨幣政策節奏問題。”最

近正在美國訪學的郭紅玉還觀察到，壹

方面，美國汽油價格雖然依舊在高位，

但已經出現回落，加州汽油的價格已從

“5”字頭回到“4”字頭。而今年1月

的統計數據也顯示通脹增長速度放緩。

另壹方面，利率上升導致美元升值擴大

貿易逆差。在美國通脹持續超預期回落

且經濟下行壓力較大的情況下，美聯儲

已無激進加息必要，進壹步放緩加息與

美國目前的宏觀經濟情況基本上是相符

的。

“全球各經濟體由於經濟基本面、

通脹走勢存在差異，加息周期並不完全

同步。”胡誌浩表示，部分新興市場國

家由於從加息周期開始時就已“搶跑”

主要發達經濟體。隨著外部供給沖擊對

本國通脹壓力明顯緩解，停止加息的時

間點會較為提前。但至少從今年上半年

來看，並不能完全斷言全球“加息潮”

會結束。

減通脹目標短期無望達成
盡管歐美各國的通脹已經紛紛回

落，但距離達成最終目標依舊遙遠。

嘉盛集團資深分析師傑瑞· 陳表示，

美國歷史上經歷過多次高通脹時期，美

聯儲都沒能讓通脹立即回到2%-3%的目

標。自1920年以來，美國出現了13次高

通脹，通脹率飆升至5%以上，通脹的平

均峰值為9.2%，在達到峰值後，平均12

個月後通脹將放緩至5.1%，這意味著美

國通脹可能在今年5月來到5.1%附近；

歷史數據顯示，美國通脹平均21個月下

降到低於4%，這意味著2024年第壹季度

美國通脹可能降至4%以下。

不可忽視的是，美國通脹能否持續

回落、“軟著陸”能否兌現，仍有不確

定性。美國前財政部長薩默斯表示，由

於美國經濟前景的高度不確定性，美聯

儲在本周加息後，應避免發出下壹步行

動的信號。

“目前，屢創新低的失業率、工資

增長過快和勞動生產率負增長是美聯儲

抑制通脹的主要阻礙。”郭紅玉表示，

今年1月，美國員工的平均時薪為33.03

美元，環比上漲10美分，同比增幅達

4.4%。工資上漲速度過快非常不利於抑

制通脹。如果通脹在未來壹段時期仍不

能明顯回落，美聯儲就只能繼續維持緊

縮政策，通過擠壓總需求的方式給勞動

力市場降溫。

“對美聯儲而言，實現2%的通脹目

標已是挑戰重重，歐洲央行則更加不

易。”胡誌浩分析，歐元區面臨著比

美國更嚴峻的“滯脹”難題，已領先美

國進入衰退周期。隨著全球經濟放緩和

能源價格持續回落，歐元區整體通脹的

高點在2022年10月已經出現，但核心通

脹還在高位。受勞動力短缺和工資上漲

的驅動，服務通脹在核心通脹中的貢獻

率或穩步上行，使其拐點滯後於整體通

脹。短期內，在全球金融條件繼續收緊

、總需求繼續回落以及能源危機繼續延

宕等多因素交織的環境下，歐洲央行更

難進行跨期最優選擇。隨著緊縮政策的

需求效應持續發揮，歐洲央行未來還可

能繼續向下修正經濟增長預期，從“淺

衰退”演化為“深衰退”。

世界銀行曾警告稱，全球範圍的

“加息潮”將把全球經濟推向衰退，尤

其是發展中國家將面臨壹連串的金融危

機風險和持久傷害。

“美聯儲加息對新興市場國家的溢

出效應既取決於加息動因和美國經濟基

本面，也取決於新興市場國家經濟基本

面。”郭紅玉表示，在本輪高通脹驅動

美聯儲陡峭加息縮表的背景下，部分基

本面脆弱的新興市場國家正面臨匯率大

幅貶值、資本連續流出和金融市場震蕩

三重沖擊。

“全球增長正在急劇放緩，隨著更

多國家陷入衰退，增長可能進壹步放

緩。”去年 9月，世界銀行發布報告

建議，各國央行應加強協調，對政策決

定進行清晰的溝通，同時保持獨立性，

這將有助於錨定通脹預期並降低所需的

緊縮程度。發達經濟體央行應高度關註

貨幣緊縮的跨境溢出效應。新興市場和

發展中經濟體應加強宏觀審慎監管，建

立外匯儲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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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EGAL NOTICE
These Texas Lottery Commission scratch ticket games will be closing soon:

Game # Game Name / Odds $ Official Close 
of Game

End Valid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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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5.7"

T:6"

春节，中国最重要的节日。

年夜饭，中国人最重视的一顿正

餐。

牛羊鱼蟹，鲜蔬果品、爆熘煎炸

、焖烩焗扒，中餐最精妙的烹饪手法

，和最精华的食材原料，都会应用于

年夜饭。无论广东人的盆菜、福建人

的围炉、山东人的酥锅，还是东北人

的大丰收，它们都代表了本地的文化

传统、物产资源，和大众的审美味道

。

而年夜饭的地理图谱，则是中国

数千年饮食文化最集中、最直观的体

现。

No:1 壹

过年时节大吃大喝，不管从哪方

面理解，都与南方的农耕文化、北方

的游牧文化背道而驰。

受到北亚地区中西伯利亚高原的

独特地形影响，每年冬天，来自北冰

洋的冷空气都会被压缩成高压气流，

一路南下，导致中国大部分区域的气

温，明显低于全世界其他同纬度地区

。

低温环境直接导致生态运行减缓

，大量动植物进入休眠或半休眠期，

继而引发农牧业萧条。对上古中国人

来说，最终的结果，就是在漫长的冬

季里没东西吃。

饥、寒，这是古人致死最重要的

原因。所以至今，中国民间还把过年

称为“年关”；过年期间可怕的灾病

，则以“年兽”比拟；而熬过了一年

中最寒冷、最黑暗的除夕夜，就意味

着气候回暖、活下去的可能性增大，

要敲锣打鼓放爆竹庆祝。

晋朝人韩鄂过年给家人喝屠苏酒

的传说颇具代表性。屠，就是割；苏

，就是腐草。韩鄂割了腐草当作药来

泡酒，在过年时节给家人分食，就不

怕生病过不了年关。后人王安石的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讲的就是这个过年时节关心家人

健康的典故。

从这个角度理解，过年非但不应

该大吃大喝，还应该节省食物，以备

不时之需。与春末夏初青黄不接的时

节相比，过年是古代中国人生存更大

的挑战，毕竟青黄不接时还可以出门

渔猎采集，而隆冬季节，屋外只有白

茫茫一片。

No:2 贰

中国人第一次把“吃”与“过年

”联系起来，是西晋时代周处在《风

土记》里的描述：除夕之夜，各相与

赠送，称为“馈岁”；酒食相邀，称

为“别岁”；长幼聚饮，祝颂完备，

称为“分岁”；大家终夜不眠，以待

天明，称曰“守岁”。

很显然，“守岁”的行为，来自

于上古时期对“年关”的恐惧；而百

姓们馈赠礼品，邀请吃饭，则是乡邻

之间相互帮衬，共同度过年节的做法

。

事实上，随着私有经济的发展，

汉朝开始，中国社会贫富差距逐步拉

大。而曹魏时期推行的给客制、民屯

制、租调制，进一步刺激了地主阶层

的兴起。农民依附于土地，而地主依

附于农民。

在最难熬过的寒冬腊月里，家有

余粮的地主操办酒食，馈赠佃农，保

证第二年能活下足够的劳动力继续耕

作。也许年夜饭的起源，就在于此。

另一方面，东吴孙氏政权对江南

的大开发，也是促成过年期间“酒食

相邀”的原因。与华夏发源地黄河流

域的气候条件不同，江南地区冬季温

度很少会低于零摄氏度，如果耕种得

当，很多作物在冬季也能有一定的产

出。

周处出生于吴郡阳羡（今江苏宜

兴），他的父亲是东吴末期鄱阳太守

周鲂。他记载的“酒食相邀”，很可

能描述了冬季仍然有相对丰富食材的

南方城市风貌。

No:3 叁

不得不说，公元三世纪到六世纪

的中国南方大开发，是卓有成效的，

年夜饭的进化，就是一个最直观的表

现。

南北朝末年，南朝人宗懔在他的

《荆楚岁时记》中写道：“岁暮，家

家具肴蔌，诣宿岁之位，以迎新年。

相聚酣饮。留宿岁饭，至新年十二日

，则弃之街衢，以为去故纳新也。”

这大概是中国人第一次把“饭”

作为具体的仪式，和过年结合起来。

同时，这段话也第一次表现了中国普

通民众大规模地浪费食物“故意多留

去年的饭，放十二天再丢到街上去”

。

对于信奉“粒粒皆辛苦”的农耕

文明来说，这种做法简直不可思议。

要知道，即便到了今天，人们用于祭

祖的供品，在使用完后，也是要“分

而食之”的。这种吃祭品的行为，在

全球其他地区也不多见。

唯一的答案是，当时的湖南湖北

地区，食物真的已经多到了吃不完的

程度。这也印证了后来“两湖熟，天

下足”的说法。

而中国人的年夜饭，也从此开始

，走上了越来越丰富、隆重、讲排场

的道路。在一年中最没得吃的日子都

能吃饱，祈祷阖家富裕，吃喝不愁。

No:4 肆

随着隋唐结束东汉以来战乱纷争

的局面，大一统的王朝的南北交流变

得频繁和常态。南方人将年夜饭大操

大办的习俗，开始向北方迁移，吃与

守岁二者的相关度逐步升高。

史料里描述了唐代长安市民的年

夜饭，按当时分餐制的模式，菜肴酒

水一道道分开上，颇似今天的日本料

理。

第一道是酒，椒柏酒是最常见的

。这是一种改良版的屠苏酒，不再用

腐草，而是精选了大黄、白术、桔梗

、蜀椒、桂辛、乌头、菝葜等药材。

唐代的蒸馏技术还未成熟，所以酒水

的酒精度并不高，药材的加入，更大

意义上是增强其驱除寄生虫、增加血

液循环、升高体温的效果。这种饶有

古意的吃法，本质上仍然隐藏着百姓

对过年的恐惧。

酒喝完后，第二道上的是五辛盘

，所谓“五辛”，就是五种带着辛辣

味道的蔬菜，分别是大蒜、小蒜、韭

菜、芸薹、胡荽，盘子里一片青青绿

绿的生辣气冲天。和椒柏酒一样，这

也是为了驱虫防病的。

第三道是胶牙饧。饧就是带着黏

性的麦芽糖。唐前期，甘蔗栽种和蔗

糖提炼技术还未传入中国并普及，烹

饪中调味品的甜味主要来源于蜂蜜和

麦芽糖，成本极高。所以麦芽糖制成

的食物“胶牙饧”主要也是给老人吃

的，它能考验老人的牙齿坚固程度，

也祝福老人牙齿不脱落。

最后上的是主食“汤中牢丸”。

这是一种融合了饺子和汤圆的面食，

里面裹着荤素各色馅料。煮熟后连汤

上桌，这一餐填饱肚子，主要就是靠

这玩意儿了。今天中国中原地区和北

方过年必吃的饺子、元宵节吃的汤圆

，都与唐代的“汤中牢丸”有着很深

刻的传承关系。

很显然，唐代中原百姓的年夜饭

还远远算不上丰盛，味道也不甚佳，

其养身保健，祛病延年的祈愿远大于

实际入嘴的功用。

而同样是唐代，根据韦巨源《烧

尾宴食单》记载，当时人为了庆祝士

子登科或升迁举行的“烧尾宴”，品

种有饭、粥、点心、脯、酱、菜肴、

羹汤等，食材有米、面粉、牛奶、酥

油、蔬菜、鱼、虾、蟹、鸡、鸭、鹅

、牛、羊等，极尽华美，更像是今天

的年夜饭。相比之下，当时的年夜饭

简直可以用寒酸来形容。

即便是以富闻名

的宋，年夜饭也并

不隆重，北宋的

《岁时广记》和南

宋的《岁首书事》

，都记载了当时人

过年吃一种名为

“馎饦”的手擀汤

面。根据范成大的

《吴郡志· 风俗》记载，南方江浙地区

还有“肥冬瘦年”的民谚，意思是冬

至吃要得好，而过年从简。

但至少，在唐宋时期，食物已经

与年节紧紧地联系起来，其重要性甚

至超过了春联、爆竹、祭祀，充分诠

释了中国人“民以食为天”的价值观

。

No:5 伍

今天年夜饭格局的正式成型，其

实已经是明清之后的事情。

饺子和汤圆年糕的加入，是最具

代表性的两个图腾。

饺子的原型是一种宋朝出现的面

食，原名叫“角子”。北宋时期，它

是汴京和临安街头的小吃，带着强烈

的平民色彩，且没有节令特色。

但到了明朝，它却摇身一变，成

了宫廷饮食中年去岁来时的象征。

《酌中志》记载，明代宫廷“正月初

一五更起……饮柏椒酒，吃水点心(即

饺子)。或暗包银钱一二于内，得之者

以卜一岁之吉，是日亦互相拜祝，名

曰贺新年也。”

饺子里包硬币，作为新年祈愿，

这显然已经是今天北方流行的做派了

。

饺子如何从下里巴人的吃食变成

宫廷御用，其过程已不可考，但或许

与朱元璋本人出身于微末有联系。事

实上，平民背景的朱明王朝时期，包

括猪肉、烧酒、内脏（肚子）、豆浆

这些前朝地位较低的食品，都得以翻

身，逐渐进入中国人主流的餐桌序列

。

而在南方，宋朝上元节（元宵节

）吃的“圆子鼓豉”则进化成了汤圆

、汤团、元宵等众多品类叫法，制作

方法也固定为“用糯米细面，内用核

桃、白糖、玫瑰为馅，洒水滚成，如

核桃大”，与今天的汤圆已经没有区

别；而年糕，本质上则是没有馅儿的

汤圆，是盛产大米地区，更具平民意

义和广泛传播性的食品。

更重要的原因是，明清时代的江

南文风鼎盛、士子辈出。再普通的百

姓，都有耕读传家的教育模式。文人

士子引领了谐音、暗喻的文字游戏，

汤圆喻“团团圆圆”、年糕喻“年年

高升”，这些吉祥的寓意，给了更多

南方人选择它们的理由。

根据史料，最晚到明英宗时期，

北方饺子、南方汤圆年糕的年夜饭格

局，已经彻底形成。而这种食俗进化

的背后，则表现了曾经作为华夏文化

核心的中原地区逐渐平民化，曾经边

远地区的南方在经济文化双超车的大

历史。

No:6 陆

满清入关后，对待年夜饭的态度

，其实非常微妙。

一方面，康雍乾诸代帝王，都在

努力保留满族特色的游牧文化，防止

被彻底汉化；但另一方面，作为大一

统王朝的主宰者，对于汉族农历节令

，又不得不表现出社稷天下的重视。

满汉全席，就在这种背景下诞生

。

传统汉族重视过年的仪式感，但

却并不铺张；游牧渔猎出身的满族不

重视节令仪式，但饮食里却有大量的

肉食和高热量的乳制品。两厢结合，

过年大宴，成了一个美丽的误会。

清宫的膳食档案中，记载了乾隆

四十九年举办除夕筵宴中所用的物料

的数额，其中皇帝御桌酒宴所用的物

料数额为：猪肉65斤，肥鸭 1只，菜

鸭3只，肥鸡3只，菜鸡7只，猪肘子

3个，猪肚2个，小肚子8个，膳子15

根，野猪肉25斤，关东鹅5只，羊肉

20斤，鹿肉15斤，野鸡6只，鱼20斤

，鹿尾4个，大小猪肠各3根。另外，

制点心用白面5斤4两、白糖6两。

大宴桌上的菜点由外到里分成八

路，有各式荤素甜咸点心，有冷膳，

有热膳，共六十三品，还有两副雕漆

果盒，四座苏糕、鲍螺等果品、面食

。

大菜之外还有果八品，以及奶子

，小点心、炉食、敖尔布哈、鸭子馅

包子、米面点心等小吃，还有四品南

北小菜。

这是一顿典型的满汉全席，它将

年夜饭的重点从“饭”转移到了“菜

”上，也奠定了后来中国民间年夜饭

铺陈、炫技、丰盛、富丽堂皇的底色

。

此外，明朝末年，哥伦布发现新

大陆后，殖民者们带回了亩产量惊人

的番薯和土豆，并在随后一百年内传

入中国。块根植物让北方大量的苦寒

不毛之地从此有了像样的粮食，也养

活了更多中国人。乾隆年间，中国人

口史无前例地连续突破2亿、3亿，与

之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平民百姓家里的余粮多了，自然

也想和贵族阶层一样，过年吃口好的

。在没有冷藏冷冻技术的古代，为了

防止囤积的食物变质，腊肠、熏肉、

酱鸭、腌鸡，乃至泡菜、酱菜，在这

一阶段飞速发展，大行其道，并成为

年夜饭的重要传统和底色。

从纵横两个维度理解，年夜饭有

着同一样的内核。

横向上，它反映了中国博大疆域

和多元化的物产，是中国人高超烹饪

手法和美食观的缩影，是各地文化多

元化的表征。

而它蕴含的历史纵深，则凝聚了

这个国家五千年历史一脉不变的传承

。它是农耕文明对一整年收成的检阅

，是人神共飨的美食，更是包含着家

人欢笑和新年祈愿的幸福图腾。

年夜饭
对于中国人

来说有多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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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时间1月31日凌晨，世界卫生

组织召开记者会宣布：新型冠状病毒疫

情被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Public Health Emergency of Inter-

national Concern，即 PHEIC）。PHEIC

是世卫组织传染病应急机制中的最高等

级，意味着该事件“严重、突然、不同

寻常、意料之外”，同时对公共卫生的

影响“超出国界”，并可能需要立即采

取国际行动。

截至1月30日24时，国内新型冠状

病毒累计确诊病例9692例。这已经超过

当年非典全球确诊感染8422例的数据。

被定性为PHEIC，中国面临更大的外部

冲击，其他国家或据此作出反应，中国

的旅游、航空、酒店、餐饮、出口甚至

外商投资等相关行业都可能受到较大影

响。此前，已有多国陆续暂停中国航线

。

1月30日，李先生所在的旅行社下

发通知，公司自2月起无限期休假，员

工停薪留职。

这是一家位于韩国的地接社，主要

负责接待中国大陆游客。李先生讲，大

型旅行社本身资产重，成本高，但像他

们这样的中级旅行社，固定资产并没太

多，人力开支即是最高昂的成本。

如今，各个业务基本停滞。李先生

保守估计，公司受疫情影响得延续3-6

个月。“这和失业没啥两样。”他对

“商业人物”说。

在国内，自己经营着一家小旅行社

的兰女士，则时不时发条朋友圈解释退

票退款问题。这个春节，她难得宅在了

家里，大致估算损失在6万元左右。她

比较忧虑的是，还不确定什么时候能开

门营业，工人工资、房租等需要照常支

付，接下来的潜在损失她还没做统计。

不过客户们并不买账，毕竟他们的

出游计划泡汤了，前期预付给旅行社的

钱也很难囫囵的再要回来。原本一行六

人要去云南的小张，最终每人损失了

3000多块，总共2万元。

“贼坑。”小张说。

其实，在这坑里的还有和旅行社有

关的一连串供应商们，包括航空公司、

酒店等。作为靠“天”吃饭的行当，旅

游业受疫情影响是显而易见的，整个产

业链上没有谁能“全身而退”。

此前有预测认为，2020年春节黄金

周，全国旅游总接待人次将达4.5亿，

收入超5500亿元。该数据在2019同期分

别为4.15亿人次和5139亿元，占全年旅

游总收入的7.88%。

就目前来讲，中国旅游业今年很可

能呈断崖式下跌。对比爆发非典的2003

年，国内旅游业的直接损失为1400亿元

，加上其对经济的间接影响，总额达

2100亿元。17年过去，服务业占GDP比

重提升了10多个百分点，其中旅游业的

综合贡献率也已达11%。

疫情过后，藉此谋生的中小企业可

能需要不短的时间来缓一缓。

作为人口聚集型伴有人口流动的服

务类产业，旅游、餐饮住宿、仓储邮政

、交通运输等受疫情冲击都更为持久，

恢复起来也相对缓慢。当年非典疫情高

峰期时，铁路、公路、民航客运量各降

低了64%、42.2%和75.1%。

2003年的五一黄金周，中国累计航

班班次同比下降61.1%，客运量同比下

滑81.2%。整个第二季度，我国民航旅

客运输量同比下降48.9％，比2002年同

期减少旅客约1000万人。

据当年民航财报，2003年前三季度

，中国三大航累计总净亏损达28亿元。

那年，国家免征民航基础设施建设基金

23.3亿元，免征营业税、城市维护建设

税和教育附加税等14.3亿元。到年底，

航空业缓了过来，国内航线航班量恢复

至去年同期水平，国际航线恢复九成。

此次疫情对餐饮的影响或与非典还

有所不同。非典的爆发期已是年后4月

份，错开了春节的“宴席”时间。2003

年 5月全国餐饮业零售额359亿元，同

比下降15.5%。之后，疫情得到有效控

制，餐饮市场快速反弹。

但现在的新冠肺炎爆发正值春节假

期，各类聚餐、婚宴取消，餐馆停业。

据商务部数据，2019年除夕至正月初六

（2月4日至10日），全国零售和餐饮

企业实现销售额约10050亿元。毫无疑

问，2020年春节，餐饮业的日子不算好

过。

承受较大损失的还有电影行业。

2019年春节档票房58.59亿，占全年票

房642.66亿的9%。2020年，号称“史上

最强春节档”的7部电影全部撤档，院

线暂停营业。

之后，由徐峥执导的院线电影撤档

后改在网络平台免费播放，徐峥及其团

队和公司遭多家影视协会联名声讨。这

被外界视为改变电影行业游戏规则的

“背叛”和“不诚信”行为。

恒大研究院任泽平撰文称，“假定

只考虑冲击最大的三个行业，电影票房

70亿（市场预测）+餐饮零售 5000 亿

（假设腰斩）+旅游市场5000亿（完全

冻结），短短7天，直接经济损失超过

1万亿，占2019年一季度GDP21.8万亿

的4.6%。”

当初非典期间，政策对一些行业多

有倾斜，包括对餐饮酒店、旅游娱乐、

交通运输等进行部分政府性基金减免，

对部分地区和团体给予财政补贴、税收

优惠和降息放贷支持等。企业和经济在

疫情后的较快恢复也基本得益于此。

这次，不少行业也期待着宏观财政

的提早关注。

已有多家券商报告分析认为，考虑

本次疫情传染性强且叠加春运节点因素

，其对第三产业和企业复工的影响会相

对较大。当然，国家目前的医疗水平、

经济承受能力和防控力量也更强。

大致估计，新冠病毒的影响主要集

中在一季度，中国经济全年基本面不会

受到根本性影响。从经济数据看，2003

年的非典也只影响到当年二季度经济增

速的2%左右，摊到全年约0.4%。再考

虑非典疫情主要爆发在中国经济核心区

北京、广东和香港，而新冠病毒的重灾

区目前主要还是武汉乃至整个湖北，其

总的经济影响预计会小于非典。

接受《新京报》采访时，中国社科

院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主任张斌则认为，

如果疫情在2月份得到控制，经济活动会

重新焕发，二季度经济增速反弹。疫情对

2020年全年中国经济会有影响，但影响不

会太大。粗略估计，疫情大概会拉低全年

GDP增速0.1到0.2个百分点。

当下，第一、二、三产业占比分别

为7.1%、39%和 53.9%。消费在拉动经

济增长中占据主导地位。据中国互联网

发展报告，2018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

31.3万亿元，占GDP比重达34.8%。一

定程度上，经济的数字化转型也能消减

疫情的负面影响。“返工潮”伊始，科

技企业相继推出远程协同办公方案，视

频、游戏、在线教育等互联网产品的需

求也都逆势上扬。

疫情的影响无疑会集中在依赖线下

场景的产品与企业。像传统培训机构、

游学研究机构、学校等依然要很长时间

处于歇业状态。平台型电商的不少前端

商家也暂时无法开业，整个供应链和配

送环节都面临挑战，尤其对于年前有较

多囤货的商家将承担库存积压风险。

1月26日，银保监会下发通知，受

疫情影响暂无收入群体可合理延后还贷

，对于受疫情影响较大的批发零售、住

宿餐饮、物流运输、文化旅游等行业，

以及有发展前景但暂时受困的企业，不

得盲目抽贷、断贷和压贷。

之后，数十家房企相继出台租金减

免措施。其中，万达商管集团宣布从1

月24日至2月25日，对全国323座万达

广场里的商户免除租金和物业费。有业

内预计，仅万达总减免金额可达 30

亿-40亿元。

可以想见，如果收入和现金流中断

，订单合同违约，存货无法销售，再加

上人力、房租等刚性成本，极可能会压

垮无力抵抗风险的中小企业主，进而出

现员工失业再就业问题。反过来，上游

企业的供应链将受到影响，下游企业及

银行的坏账率会增加。

无论当年非典还是此次疫情，对经

济的冲击都在所难免。从长远计，全球

性的防御与协作或许也有利于中国尽早

结束疫情，修复创痛。

返工潮临近，疫情笼罩下的
中小企业们能捱住吗？

使劲裹了裹蓝色西装外面的黑棉服

，张磊大步快走迈向纽约卡耐基音乐大

厅，第一次来到这里，张磊被误以为参

加文艺演出。2017年高瓴资本全球机构

投资人大会在这里召开，作为高瓴创始

人，他准备向投资机构解释重仓中国的

机会。

走在大街上，张磊难以想象，工业

化、城镇化、互联网化、科技化、人工

智能等一波又一波浪潮，极短时间内，

集中展示在这片土地上。

高瓴资本资金管理规模超600亿美

元，2018年 9月，完成一只规模为106

亿美元新基金的募资工作，创下亚洲私

募股权投资公司募资规模之最，打破了

全球私募巨头KKR的纪录。

张磊没想到高瓴资本有一天会做到

如此规模。2005年，他放弃每天下午四

点下班，周末可以做饭、带孩子的安逸

生活，创办高瓴。加入WTO后，企业

家精神受到推崇，中国像个巨大磁场，

吸引着他回来。

“中国正在快速崛起，高速火车正

在驶离车站，请立即上车。”他用极富煽

动性的语言向对这里不甚了解的国外机构

募资，那会儿，几乎没有人相信他。

提到高瓴资本，很多人都评价其神

秘、难以定义，如今，它却通过一个个

成功案例，打破人们的混沌认知。

历时半年之久的格力混改拉下帷幕

，从“二十五选一”到“二选一”，高

瓴资本战胜厚朴资本，成为格力电器第

一大股东。2019年12月，格力电器发布

公告，大股东格力集团已与高瓴资本旗

下的珠海明骏签署格力电器股份转让协

议，将持有的格力电器9.02亿股A股流

通股，以人民币46.17元/每股的价格进

行转让，最终转让总金额为人民币

416.62亿元，占格力电器总股本15%。

格力电器由“国资控股”上市公司，变

为无实际控制人企业。

张磊不仅帮助董明珠站稳C位，也

为自己在传统行业的布局再添棋子。

2017年7月，百丽在港交所摘牌，私有

化之后，高瓴持股57.6%，成为鞋王实

际控制人。此前，高瓴已经投资了腾讯

、京东、爱奇艺、美团、滴滴、去哪儿

等诸多互联网科技公司，投资百丽成为

高瓴转向实业的标志，张磊在多个场合

解释背后逻辑，传统产业与高科技结合

大有可为。百丽退市两年后，2019年10

月，高瓴资本将其国际业务（滔博国际

）分拆推向香港资本市场，600多亿的

市值早已超越私有化所用资金。

除了技术与传统产业相融合的领域

，张磊越来越重视基础科学与原发创新

。他的兴趣不仅在于帮助科学家把基础

科学做扎实，以此提升国家竞争力，也

在于帮助年轻人，在纷繁复杂、选择众

多的世界中，回归本质，做自己的价值

投资人，而不是老想着在一个浮躁的社

会做短期博弈的事情。

2019年 11月 15日，我国第一款创

新药通过美国FDA认证。新药研发九死

一生，周期长、投入大、也不见得有多

少效果，新药背后百济神州前六位大股

东中，只有高瓴资本一家为中方资本。

从2014年的A轮，到2015年的B轮，再

到2016年美国上市、2018年在香港二次

上市，高瓴全程投资百济神州。

尽管张磊的投资理念是“找到最好

的公司，做时间的朋友”，2019年2月

亚布力论坛上，他还是当着百济神州中

方合伙人王晓东的面开玩笑，自从认识

王晓东后才知道什么叫“没收入的公司

”。

王晓东是张磊的河南老乡，不过，

对张磊影响更大的是另一位老乡施一公

，他们也是驻马店高级中学校友。“尽

管河南驻马店是这么一个小城市，却出

了一个很牛的师兄叫施一公”，张磊接

受《中国青年报》采访时说，“我觉得

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步，知道要努力。”

2018年，施一公从清华大学副校长

职位离职，创办西湖大学，张磊成为西

湖大学创始捐赠人。张磊第一次捐赠教

育在2010年，为母校耶鲁大学捐赠888

万美元，创下该校个人捐赠的最高纪录

，2017年，他还向母校人民大学捐赠3

亿元，用于培养人才，为前沿学科提供

长期资金支持。

张磊的人生切分为两段，33岁之前

的人生，顺遂、目的性不那么强。

张磊1972年出生于河南驻马店市，

父亲是外贸局干部，母亲是律师，他以

当地高考状元身份考入人民大学金融系

，毕业后接受国家分配，到五矿工作，

因为接触一位美国客户的缘故，萌发到

美国留学的念头。

1998年，张磊来到耶鲁大学攻读工

商管理硕士及国际关系硕士学位，原以

为可以获得全额奖学金，意识到奖学金

只有一年后，开始找工作单位实习，一

方面赚学费，一方面为就业做准备。

从纽黑文去往纽约的火车穿行不息

，十几年不曾发生改变。张磊常常乘坐

这趟火车去纽约面试，无一不是满怀憧

憬而去，失望而归。央视财经人物纪录

片《遇见大咖》中，在站台上回忆的这

段往事，是张磊33岁人生中少有的萧瑟

时刻。

第一个向张磊抛出橄榄枝的是张磊

耶鲁时的导师大卫· 史文森。

史文森是耶鲁大学捐赠基金首席投

资官，也是美国仅次于巴菲特的投资人

，他的著作《机构投资的创新之路》被

誉为机构投资的圣经。尽管这里没有招

收MBA学生做实习生的先例，眼前这

位小伙子聪明、勤奋，可以成就一番事

业的气质打动了他，史文森帮他在耶鲁

大学捐赠基金谋得一份实习生的职位，

并向他传授投资艺术。

做时间的朋友、价值投资等理念开

始在这里萌芽。捐赠基金安排他去做木

材行业研究，几周功夫，张磊交回一沓

一英寸厚的行业分析报告。他还写信给

标普500的每一家公司，免费获得他们

的年报，从中学到资本回报率、权益回

报率等诸多商业知识。在《新京报》的

采访中，张磊说，“重视基础研究，是

高瓴的核心。”耶鲁毕业后，张磊先是

在一家全球新型市场投资基金工作，后

来又担任纽约证券交易所首任中国首席

代表，靠着踏实的研究，张磊敲开了马

云、马化腾、李彦宏的门。

33岁那年，张磊创办高瓴资本，从

此开启高瓴资本创始人的人生。后半段

人生始于2005年，这也是中国投资机构

兴起元年，红杉、NEA、红点等外资机

构进入中国，今日资本、中国基金、北

极光创投等本土投资机构开始兴起。

高瓴取自中国成语高屋建瓴。高屋

建瓴地看，这一年，中国正在经历一场

互联网浪潮，阿里巴巴收购雅虎、百度

上市，58、360、去哪儿、汽车之家等

公司成立，新生市场为投资机构的发展

提供了契机。

大多数人拒绝为张磊提供资金时，

史文森为他提供了一笔2000万美元的投

资，后来又追加1000万美元。“弱水三

千，只取一瓢饮”。2005年，大家都用

MSN时，张磊跑到义乌商品城调研，每

个摊主的名片都印有QQ号，当地招商

办也有自己的QQ号。首次投资，张磊

全部给予腾讯。当时腾讯市值只有20亿

美元，这笔投资让高瓴大赚一笔。

2010年，刘强东找到张磊，希望获

得一笔7500万美元的融资，张磊分析之

后回复，要么投3亿美元，要么一分钱

也不投。在他看来，企业家往往低估了

事情的困难，张磊仔细算过一笔账，京

东若在大城市做重资产电商，建仓储、

物流，至少需要25亿元，7500万美元只

够一个城市的花销。四年后京东上市时

，这笔资金的价值达到39亿美元。

研究商业历史，让张磊有种朝圣感

，“我们就是要找为社会疯狂创造长期

价值的企业家。”高瓴创立前五年仅投

出了腾讯、京东几个仅有的案例，正是

这两个案例奠定了其江湖地位。当人们

习惯把资金分散到不同篮子降低风险时

，张磊靠着扎实的基础研究，在两个篮

子中孵出成果，并靠着这份时间积累的

友谊，成为腾讯与京东合作的推动者。

2017年乌镇互联网饭局中，坐在马

化腾左侧第二位的是张磊，这是除刘强

东、王兴之外最重要的位置，一定程度

上也代表了张磊在投资圈的地位。踏实

的基础研究不仅定义了风险，也定义了

他的人生。

高瓴张磊：始于33岁那场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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宇宙已经138亿岁了。有多少文明

曾经存在过，毁灭过？为什么就没有一

种文明能够进化出星际航行的能力，穿

过虫洞来与我们相遇呢？

恭喜你！你刚刚发现了“费米悖论

”，又称“大沉默”。

我们无法猜想外星种族有多少？文

明产生的频率有多高？其中的变量太多

了（我们甚至连生命的自然发生是否不

止一次都不知道）。我们也不知道生命

和多细胞生命有多普遍？这些物种又有

多少能够进化成智慧生物或者创造文明

的生物？而这些文明又能够坚持多久？

有解释说生命或者有智慧的生命，

惊人的罕见。这虽然颇有道理，却令人

沮丧。另一种解释是，智慧生命往往会

更快地走向自我毁灭。如此令人绝望，

但是想到我们人类现在能够造成的可怕

伤害，这也不无道理。还有一种猜想：

文明只在很短的一段时期内使用无线通

讯手段，之后便诉诸于其它我们无法识

别的通讯技术了。

很难说哪种猜想是正确的。我们没

有证据——没有证据判断宇宙中可能存

在多少文明，而我们又为什么找不到它

们？

至于星际航行？任何超光速手段只

在严格理论意义上成立。我们从未见过

虫洞，而其它超光速传送也滞留在严格

理论阶段——我们甚至还没有找到一个

可以用一种满足科学严谨性的方法去研

究的超光速传送理论。就算外星人有这

种技术，他们也没有理由光临地球。毕

竟我们并不特别，外星人不会感兴趣的

。

问题的关键在于：“为什么我们看

不到任何外星生物存在的证据？”

最明显的原因很可能就是正确答案

：它们太远了。想想离我们最近的恒星

（半人马座阿尔法星）吧，它离我们大

约4.2光年远，这个距离甚至不可能探测

到我们的无线信号。地球上最强的无线

广播和电视信号在2到3光年以内就会淹

没在背景噪音里。因此，除非他们建立

一个几百万瓦的定向广播发射机，我们

就永远不可能收到他们的信号。

这还是最近的恒星。我们星系的恒

星们与我们的距离平均起来大概是它的

10000倍远！

天文学家弗兰克· 德雷克在上世纪

六十年代建立了德雷克方程，用一系列

参数来估算银河系中可能存在多少地外

智慧文明。根据该公式的最新形式测算

，在任何给定可居住行星上进化出生命

的机率大概是八万分之一。但就算进化

出了生命，它们具有人类水平的智慧的

机率也微乎其微。我们的星球可以提供

一定参考，它用了2到3亿年才进化出了

一个高等智慧物种。此外的物种便散落

四处，以青草或者彼此为食，它们很少

睁开双眼仰望天空，除非是担心来自空

中的捕食者。

目前估计我们的星系大概有400亿

个可以支撑生命存在的行星。如果你不

断地计算，就会发现在银河系的一些角

落有相当大的可能存在生命，但是进化

到足够智慧程度（可以使用无线通讯）

，并且与我们的距离近到能够被我们探

测到的机率几乎接近于0。

再看看它们的距离，我们穿越空间

抵达它们的机率几乎就是0。如果说现

在这种技术还不存在，那它存在的可能

性也几乎是0。

那就让我们假设在我们的星系里存

在另一种文明，他们正在以其最先进的

技术所能达到的最快速度扩张，从一颗

恒星到另一颗恒星，从一颗行星到另一

颗行星。再假定他们太空航行的速度是

我们现在所能达到最快速度的十倍，他

们能够抵达地球的概率依然是0。

正如最初的疑问：“……为什么没

有文明进化到可以通过虫洞找到我们？

”答案很简单。

虫洞并不存在。至少在大尺度上不

存在，或者说不存在可用的虫洞。

上世纪九十年代，两种方法的精确

测量显示宇宙在宏观尺度上是平滑的。

一个平滑的宇宙可以被卷起，但从

里面看依然是平滑的。就像这样：

宇宙已经138亿岁了。有多少文明

存在过，毁灭过？

Figure 1 虫洞(discover magazine)

从图片中可以看到，虫洞只连接到

另一个区域，这可并不怎么有趣。你可

以移动它的一端使虫洞弯曲，但穿过它

的距离并不会比在正常的太空中旅行短

多少。

再者，抛开虫洞不说，文明的发展

也需要时间。

形成星系和恒星的时间。

Figure 2 星系的形成(howitworksdaily)

第一代恒星爆发成为超新星，产生

重金属的时间。

Figure 3 超新星(NewsBeezer)

第二代恒星形成并吸引尘埃形成星

盘的时间。

Figure 4 银河系星盘(inspire_hep)

尘埃聚集成行星的时间——这并不

是一个有序或者迅速的过程。

Figure 5 行 星 的 形 成 (Space An-

swers)

第一代行星是“分层的”，重金属

仅出现在核心层。表面并没有足够的铁

来支撑文明的存在。

有一些第一代行星因为不稳定的轨

道相互作用而分崩离析，形成一场流星

雨降落到其它行星的表面。这就是矿脉

的形成。在这个过程中不可能形成复杂

的生命。六千万年前的一颗小行星完全

改变了地球的进化历程，而在地球丰富

的矿脉中，共发现了上百万种不同行星

的陨石。

Figure 6 陨石(freepik)

接下来是行星冷却时间——如果它

们幸运地处于适居带，那么生命就会进

化出来。

以上的每一个步骤都需要数十亿年

的时间。因此宇宙中任何地方的文明最

早不会超过140亿年前。那么，如果存

在星际文明的话，我们有可能将会是第

一个。但，这也未必。

这就意味着，很多人类没有那个耐

心穿越如此漫长的旅途去寻找地外文明

（毕竟没有虫洞）。也许，我们可以期

待着人类进化出更长的寿命，或者变成

机器。

但我们对人类智慧是否仍在进化并

不清楚。毕竟人类已经不再是相互之间

存在群组优胜劣汰的许多个分散的种群

联盟了。人类的繁殖能力和智力之间呈

现出单调负相关性。我们也许已经到达

了一个不稳定的临界点，需要通过周期

性的“黑暗时代”才能恢复智力的进化

能力，或者我们永远也无法进化出更先

进的文明了。

宇宙已经138亿岁了
有多少文明存在过，毁灭过？

朱师傅从鱼缸里捞出一条活鱼，

利落的刀工，将鱼切片裹粉，放入烧

的滚烫的一锅热油中油炸。

提前炖好的五花肉，放入热锅油

炸上色，出锅立即放入冰水中，切片

，配着姜片、葱段、八角等装碗入蒸

笼，勾芡调汁，最后洒在已装盘的扣

肉上…

这是电影《饮食男女》的开场。

这里提到的几样菜品，都有一个

共同的特征，就是离不了那一大锅热

油。确实，说起中国菜给人留下的印

象，炒菜多、油大也算是一种。

当你只吃菜也发胖的时候，可能

会怀疑，平常吃得饭菜里油是不是太

多了？吃了这么多油，健康吗？

没有油吃的日子

现在食用油是每家必备的调味品

，如果下馆子或者吃食堂，菜里的油

更是多到好像不要钱。可在历史上，

大部分人在菜里放一点油都算是奢侈

的了。

从清代中期开始，中国家庭的食

用油消费量一直稳定在一个很低的水平

。根据学者推算，清末江南地区一个人

每年大概消费6斤食用油，每个月就只有

半斤。

这个数量看起来还能接受，不过到

了民国时期，对河北农村的调查发现，

那里六口之家每年只买17斤油，两个

人的量加起来才比得上过去一个人。

这么说可能有点抽象，看看他们怎

么对待油，你可能感受更直观一点。

当时的农民在菜里点上几滴香油

，就是一顿平常吃不到的大餐。他们

用油的时候不会直接拿瓶子倒，而是

用铁丝穿着铜钱，从瓶子里面蘸油出

来[2]。

要是他们看到现在王刚的宽油做

菜教程，肯定是羡慕嫉妒恨。一边痛

心疾首，高呼做菜怎么这么浪费，一

边想着怎么从菜里捞点油。

即使到了 60年代，食用油仍然很

难得。

比如 1967 年，按照哈尔滨市民的

食用油供应标准，每人一天只能领到5

克油。5克什么概念，把矿泉水瓶盖翻

过来，这些油刚好能盖住瓶盖的底。

这还不是最少的，作家张贤亮回

忆在农场的生活，当时每两个月才得

到50克油，按作家自己的话

说，这个量比一口口水还少

。

当时这位作家发愁的一

大问题，就是保证每次炒菜

都能倒出一点油，不然万一

手一抖，下个月就没油吃了

。经过严谨的考虑，细致的

观察，他最后选择把油装在

眼药水瓶里。

这样的黑科技不止诞生

在东北的农场，上海的市场

里也有着同样的生存智慧，

据回忆当时上海油供应紧张

，每人分到的太少不好带走

，于是大家每人选择用棉纱

做容器，把油吸进去带走。

油不多，能多吃一点油

就成了身份的象征。现在讲

究健康的人对于油避之不及

，恨不得吃菜之前先拿水洗

洗，不过回到过去他们可未

必高攀得起。

北京市粮食公司原总经理白少川

就回忆道，当时只有大学教授、高级

演员、高级医师、13级以上的行政干

部才能获得“高脑油票”，不过这个

补助也仅仅只有半斤。

可能是考虑到大家肚子里油水实

在太少了，从60年代中期，政府每逢

节假日，都分配一两香油、二两花生

油。春节送礼送一小瓶香油，比现在

送保健品有面子多了。

从吃油太少到吃油太多

现在我们看爸妈做饭用油一省再

省，总是觉得没法理解。因为我们没

经历过那种绞尽脑汁，就为了省一点

油的日子。从吃不上油到吃油太多，

在中国只用了大概一代人的时间。

相比过去，今天的我们确实“油

腻”了很多。

根据上海的营养调查数据，在这

1982年之后的 30年间，上海居民的脂

肪供能比提高到了 39%，超过了世界

卫生组织建议的30%的上限。

腰围也在无声诉说着我们吃得有多

油，根据一项服装业的数据，中国城市

男性的腰围长从63.5厘米扩张到了76.2

厘米。小肚子里沉淀的，都是消化不了

的油水。

确实，从 80年代之后，我们菜里

的油越放越多了。

比如做菜时常用到的植物油，在

1982 年，一个十八岁干体力活的小伙

子，一天大概能吃到 12.9 克油，到了

2012 年，差不多的一个人，菜里面的

油翻了两倍半。

对于中国八个省份的调查也发现

，菜里不断增加的油，成了我们变得

更胖油腻的动力。我们吃进身体里的

脂肪中，植物油做出了40%的贡献。

给餐桌增添一份油腻的，还有越

来越多的肉。

现在一个中国人每年吃掉的各种

肉大概有30公斤，放到80年代初，这

么多肉差不多够三个人吃的。

肉吃得多，脂肪自然少不了。上

文那项针对上海的营养调查发现，当

地居民吃进去的脂肪，有四成都是来

自各种肉，而过去只有两成左右。

饮食日渐油腻的原因也不难懂，

外国学者的研究发现，中国城市化程

度越高的地区，吃肉就越多。

随着中国迅速的城市化，外来的

以肉为主、高油高盐的饮食风格，迅

速攻克了中国的各大城市，替代米饭

为主食，蔬菜为辅的中国传统饮食结

构。人群扎堆的城市，也催生了大量

的中式廉价快餐。

如果你受不了每次吃个炒青菜都

蹭一嘴油，想突破油腻食物的包围，

寻找一块净土，那么南方可能更适合

你。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一位博士

发现，在南方，传统的饮食模式还很

稳定，并没有受到城市化太大影响。

想远离腻死人的油，吃点清淡的白米

、青菜、鱼虾，往南走就对了。

吃得油腻，坏处在哪里

既然现在的饭菜比以前油腻了许

多，那我们是不是真的吃得太油了？

其实，单论食用油的消费量，中

国和世界其他国家比起来不算很多。

根据学者的推算，中国每人每年消费

的食用油，也就比印度高一点，甚至

还没到全球平均水平。

那难道我们吃这么多油，还吃得

不够？

也不是这么说，如果说经济相关

的各项指标需要抢在前面，那在油腻

指标上，我们实在没必要往前赶。

毕竟，按照《中国居民膳食指南

（2016）》推荐的标准，每天吃 25到

30克食用油算是一个健康的范围。而

现在中国居民人均每天食用油摄入量

为42.1克，早就远远超标了。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梁晓

峰也表示，中国80%的家庭食用油量都

有超标，要提倡“减盐、减油、减糖”

。

至于吃得太油腻有什么坏处，你

可能被科普得已经比我还熟悉了。食

用油的成分以脂类为主，吃得太多会

把你往肥胖、糖尿病、心脑血管系统

疾病、癌症等慢性病的死胡同里引。

尤其是动物油，它含有更多的饱

和脂肪酸和胆固醇，常吃会显著增加

高血脂风险。在吉林松原调查发现，

那些常吃动物油的患者，比起常吃植

物油的，血脂异常的概率明显高。

不过就算知道了有什么害处，你

可能还是不自觉地多吃了油。

在家做饭，除非你很注意油的用量，

不然只做一盘炒土豆丝都可能油太多。可

要是出门在外，那你更是无处可逃。

对于中国成年人在外就餐的研究

发现，高热量、高油、高糖是这些食

物共同的特征。外卖、餐馆、食堂有

一个算一个，都能让你吃油吃到饱，

你总不能天天从家带午饭吧。

如果能注意的话，还是尽量控制

下自己吃油的量吧。不然每天吃这么

多油，恐怕中年还没到，你就先油腻

了。

中国人油吃得太多了，真的很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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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星雲法師日前荼毘（火化）後，佛
光山證實燒出大量舍利子，光滑圓潤，宛如珍珠，
數量多到難以計數，引發討論，對此，一名大陸微
博網友 「補果君」分享目睹過兩次 「四大佛教名山
之首」五台山老和尚去世的全部過程，看見弟子違
背老和尚遺言，堅持要撿舍利子，振振有詞說 「都
是為了廟裡呀！」

補果君14日在微博發文，在五台山見過幾位老
和尚去世，其中有兩次他人在現場，整個過程並不
神秘，只比普通人多點儀式，如果要坐龕，就要在
人剛嚥氣時快扶起來，趁身體僵硬前幫他擦洗穿衣
並擺好姿勢，同時將各種珠串飾品披掛在他身上，
像是琉璃、白水晶、黃水晶、紅瑪瑙等，反而老和
尚常用的物品、念珠只會戴一兩件，留下的常用物

品及燒出來的舍利子，有很多俗到極致的作用，
「很有趣，來不及悲傷，來得及裝飾。」

補果君表示，五台山有一位老和尚，明確留下
遺言，除了常用的掛珠念珠外都不許掛，也不許掃
撿舍利子，荼毘後骨灰全部撒在七月的南台溪水中
。可等他死後，因為掛不掛的問題，居士和弟子爆
發口角， 「別人在幫老和尚穿衣擦洗，有的人卻急
著往他身上戴珠串」，戴的人還振振有詞 「都是為
了廟裡呀！」

補果君表示，留下舍利子，為的是老和尚死後
，還能有 「聖物」吸引人來， 「該寺院還能繼續裝
幾年，要不然別人不買帳，難以服眾，難有號召。
他們怕失去供奉，更怕失去地位與尊重」，感嘆
「很有趣，人生嘛，來來去去都是戲。」

（中央社）國定古蹟佳里
金唐殿今年舉辦三年一科的癸
卯蕭壠香科醮典，重頭戲 「送
王」燒王船於16日登場，信眾
一早以人力方式，用 2 條大繩
索把王船從金唐殿，拉到 1 公
里遠的王船地，10時10分許點
火送王，現場近千位民眾紛紛
拿出手機搶拍，氣氛熱鬧非凡
。

南瀛五大香科之一的 「蕭
壠香」11 日起遶境 3 天；16 日
舉行 「送王」燒王船，這艘王
船請來著名王船師林良太打造

，癸卯年蕭壠香科會長鄭添仁
背著近 200 年歷史的金唐殿鎮
殿之寶尚方寶劍帶領送王。

值得一提的是，以往燒王
船當日，信眾從金唐殿的王船
廠，以人力拉王船到 1 公里遠
的王船地，需要 1 小時以上，
這次廟方重新訂製一副輪子拖
行，使王船變成 「超跑王船」
，加上佳里警分局派員前導交
管，因此今年信眾只花約40分
鐘拉行就抵達目的地。

王船上載滿了信徒捐獻裝
有米、豆、柴、鹽、糖、油等

供品的添載包，王船到王船地
就定位後，廟方和信眾合力為
王船添載紙紮的神兵神將，船
底下方則堆疊壯觀的金紙山。

隨後在廟方焚香祭拜後，
10時10分許火光從船艙冒起時
，象徵 「啟航」載著千歲爺回
到天上，陣頭隊伍也圍著王船
繞行。約11時許，在信眾們目
送下，王船的中桅往東邊一倒
，代表王船已順出海，象徵癸
卯蕭壠香科醮典圓滿落幕。

（中央社）台南市中西區民權路、民生路之間的新美街，民
宿、飲料、小吃店林立，原本是單行道，去年在地方反映有需求
下，爭取畫設機慢車專用道，有網友質疑 「怎麼走路？」但兩邊
商家都認為地方確有汽機車通行需求，交通局交安科指出，人行
通行部分會持續檢視通行環境，做滾動性檢討。

臉書粉專 「台南式」PO文指中西區新美街畫設機慢車專用
道後，行人完全無路可走， 「這就是台南交通規畫，一絲一毫溫

柔與尊嚴都不留給行人」。交通局智慧交安科長黃柏彰指出，新
美街原屬於單行道，去年7月經地方提出通行需求，彙整地方民
意後，從原來的單行道調整為機車可雙向通行，並非增畫車道，
而是調整原來車道通行方式。

由於增設機慢車通行道的這一段新美街全長170公尺，僅9
米寬，他也說，當初提出車輛通行，行人部分也有做考量，如果
再畫設標線行人道，通行空間將更受限制，後續人行道通行的部

分，仍會持續檢視通行環境、做滾動式檢討。
得知新美街遭批人行地獄，當地居民則普遍反應，如果畫設

行人道，做生意的民眾也會反彈，因為車子進不來，反而會影響
生意；也有民眾說， 「人的素質」才重要，不管怎麼畫設都會有
人有意見。當地商家說，假日人車多，如果全面畫設徒步區，車
子進不來，商家反彈更大。

蕭壠香 「送王」 燒王船儀式
近千人歡送千歲爺

台南新美街機慢車專用道
挨批行人怎麼走？

違背師父遺願撿舍利子！

他揭五台山弟子 「7字真心話」

（中央社）印度台北協會會長戴國瀾
（Mr. Gourangalal Das） 偕 同 副 會 長 甘 泉
（Ms. Aparna Ganesan）近日拜會新竹縣長
楊文科，雙方首次見面，針對印度在台服
務的專業人士等相關議題交換意見。楊文
科展現友好，強調印台協會乃至於印度在
台人士，若在新竹縣有任何問題或需求，
隨時都可聯繫縣府。

印度台北協會為印度對台灣派駐的實
質大使館，旨在促進印度與台灣之間的互
動，促進商業、旅遊、文化、科技和人文
交流，印台協會也獲授權提供所有領事和
護照服務。

過去印度和台灣都有非常多專業人才
，在美國矽谷從事高科技產業，如今因度
也有愈來愈多專業人士到新竹科學園區工
作，此次印度台北協會前來拜訪，會長戴
國瀾希望和新竹縣能夠有更密切的往來，
包括印度人士在新竹縣的子女教育、文化
交流等等。

楊文科向戴國瀾介紹新竹縣的特色，
他表示，竹縣人口已達 58 萬人，其中 0 歲
至14歲的幼年人口占全縣總人口數約16％
，65歲以上的老年人口約13％，顯示新竹
縣人口結構年輕、老化情形和緩。除了科
技產業發達外，竹縣也有青創基地等青年
政策，扶植年輕人發展新創產業。此外，
新竹縣有絕美山景及完善的旅遊規畫，能
吸引許多民眾造訪山林、親近自然以及帶
動農特產品的產銷。

楊文科聞後隨即指示新聞處長魏文元
負責接洽，並向戴國瀾表示，往後印台協
會或印度在台人士，若在新竹縣的生活有
所需求，都可以聯繫縣府，縣府非常樂意
提供協助與合作。

交流討論過後，雙方以茶會友，楊文
科致贈產自峨眉鄉的新竹縣特產東方美人
茶，戴國瀾也不約而同地送上聞名國際的
印度茶葉。

印度人才到竹科 印台協會拜會竹縣府盼加深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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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桃園市政府日前宣布該市
國中小及公立幼兒園自111學年度起實施
「代理教師全年聘期」，不只台中市、台

南市、高雄市、新北市也宣布實施，台北
市也要跟進。北市教育局 16 日宣布，自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全市初聘代理教
師將有12個月聘期。

為提供台北市公立各級學校代理教師
友善的職場環境，教育局表示，台北市決
定自 111 學年度第 2 學期起，給予全市
2000 餘位初聘代理教師完整 12 個月聘期
。

教育局說明，111 學年第 1 學期已聘
任的初聘代理教師不追溯起聘日，聘期一
律延長至 112 年 7 月 31 日止；至於 111 學
年度第2學期各校在學期開始前辦理甄選
初聘的代理教師，聘期則為 112 年 2 月 1

日起至7月31日止；在學期開始後甄選初
聘的代理教師，則以實際到職日起聘至
112年7月31日止，本項措施預估每年需
增加經費9000餘萬元。

教育局表示，目前6都中僅台北市代
理教師比照正式教師敘薪及採計職前年資
，也率全國之先於 2010 年起給予公立各
級學校初聘以外代理教師全年聘期，亦同
意具合格教師證書的代理教師，比照正式
教師敘薪及採計職前年資提敘薪級至本職
最高薪。

教育局表示，台北市對於所屬公立各
級學校代理教師權益保障一向為全國最優
，提供的福利待遇亦為全國之首，教育局
將持續提供代理教師完善的工作環境，讓
教師致力於教學工作。

北市初聘代理教師
本學期起可領12個月薪

不肖業者捕售原生野鳥牟利 基隆動保所急救野放山林
（中央社）新北推動工業區都更，近

日通過土城沛陂段 150 地號及新莊幸福段
480地號等7筆土地都更案，未來將打造綠
建築、智慧建築及耐震設計建築，基地內
也將留設4公尺寬以上人行步道、綠美化及
開放空間，2處工業區都更預計可為新北市
提供約500個就業機會，每年可創造出約84
億元的產值。

新北市土城沛陂段 150 地號都更案於
2021年7月29日申請事業計畫報核，以協
議合建方式實施，基地位於土城區中興路
所圍街廓範圍內，並位於經濟部所管轄的
土城工業區內。

新北都更處指出，土城沛陂段現況為
逾40年的1層樓老舊廠房，基地面積約700
坪，將興建1棟地上10層、地下2層，總樓
地板面積約 1 萬 2500 平方公尺的作業廠房
，預計將提供新北市約260個就業機會，並
創造每年超過14億的產值。

而新北市新莊幸福段480地號都更案於

2020年12月25日申請事業計畫報核，以自
行興建方式實施，基地位於新莊區化成路
195巷、福前街所圍街廓範圍內，並位於化
成工業區內。

都更處說，新莊幸福段現況為逾30年
的2層樓老舊廠房，基地面積約745坪，將
興建1棟地上9層、地下3層，總樓地板面
積約 1 萬 5500 平方公尺的作業廠房，並協
助興闢基地內計畫道路，提升用路品質。
預計將提供新北市約240個就業機會，並創
造每年超過70億的產值。

新北都更處長張壽文表示，目前土城
及新莊的工業區都更案件共計16件，申請
基地面積約 14.6 公頃，預估供給樓地板面
積約26.71萬坪，共5件施工中，包括勝仁
針織、中華工程AI智慧園區等案，已完工
為華南金資產公司，後續可提供產業發展
空間及活化產業競爭力，創造安全、健康
且舒適的工作環境。

土城、新莊老廠房都更 每年可創84億產值
（中央社）近日有民眾發現，基隆市某家鳥

店裡有數十種台灣原生種的野生鳥類，心疼這些
原應在大自然中自在生活的野鳥遭人關在籠內販
售。日前向1999檢舉，市府會同保七總隊前往稽
查，店家無法提出合法來源證明，將鳥沒入，並
於15日成功野放山林，並依動保法開罰業者新台
幣6萬元。

這家位於基隆市南榮路的鳥店，店內陳列各
種鳥類，甚至還有相當少見的五色鳥，有愛鳥人
士在得知後，懷疑店家是捉捕野生鳥類，因此向
基隆市政府的1999專線提出檢舉。

基隆市動物保護防疫所在接獲民眾的檢舉後
，便派出獸醫師會同保七總隊刑警到店家現場稽
查。獸醫師發現，店內有多種台灣原生種鳥類，
經鑑定，均為野外捕捉個體。再加上店家也提不
出合法來源證明，就連外來種都拿不出合法來源

證明。
因此動保所在完成談話紀錄後，依違反《野

生動物保育法》開罰業者新台幣6萬元，並沒入
台灣原生種鳥類。接著便於15日下午4時左右，
將這些野生鳥類帶往暖暖區東勢坑山區進行野放
，鳥兒迅速飛向山林，回歸自然山林。

產業發展處處長林鼎超表示，過去常有不肖
業者為節省成本，自野外捕捉野生鳥類並販售，
或以放生鳥之名義圖利，而野鳥被捕捉、運輸及
人為不當飼養過程，常面臨緊迫、受傷甚至死亡
，現保育意識抬頭，業者應依野生動物保育法相
關規定，販售合法來源鳥隻。

動物保護防疫所亦呼籲業者及民眾切勿以身
試法，一般類野生動物皆不得捕捉及飼養，而保
育類野生動物更是不得騷擾、獵捕、買賣及持有
，違者恐面臨罰鍰及刑責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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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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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