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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03-TOP ONE群智貸款C6_A1

713 - 364 -7788 
832 - 498 - 7566

群智貸款

Michelle Young  
 通國、英、粵語、韓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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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MLS#270061 RMLO 

Saturday, 2/18/2023

（中央社）報導指出，遭控日前在美國加州
蘑菇農場開槍殺害7人、並導致多人受傷的中國
籍男子今天出庭時做出無罪抗辯。

法新社報導，66 歲的趙春利（Zhao Chunli
，音譯）遭控 1 月 23 日在加州半月灣（Half
Moon Bay）2處地點殺害農工同僚，檢方認為這
起事件出於職場糾紛。

這起槍擊案發生不到 48 小時前，加州南部
蒙特瑞公園市（Monterey Park）一間舞廳除夕夜
才發生11死槍案，槍手為72歲的越南裔男子陳

有瑾（Huu Can Tran，音譯）。
陳有瑾在前往第2家舞廳準備行凶前，手上

的槍遭舞廳第3代老闆奪下，隔天在警方追緝逼
近時，於車內自戕身亡。

在美國生活超過 10 年的中國籍男子趙春利
今天在紅木城（Redwood City）法庭上透過通譯
，拒絕對7項謀殺指控、1項謀殺未遂指控，以
及1項在特殊情況下謀殺多人的指控認罪。

農場命案死者多為中國籍，另有2人為墨西
哥籍。

趙春利和妻子是居住在第一處攻擊地點的農
工之一。

聖荷西傳信報（San Jose Mercury）報導，法
官命令趙春利5月3日再度出庭應訊。

趙春利落網數日後曾告訴一名前往監獄探視
他的記者，稱他犯下殺人案，且自認罹患精神疾
病。

趙春利對國家廣播公司（NBC）灣區記者
賈奈兒．王（Janelle Wang）說，他多年來忍受
霸凌和超時工作，但他的投訴從未獲得解決。

加州半月灣加州半月灣77死槍案死槍案 凶嫌出庭拒認罪凶嫌出庭拒認罪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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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 early as the summer of 1997 I was
fortunate to be admitted to a management
workshop at the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I
spent two summers to complete my studies
and wrote the book, "An Eye On The World
From Harvard" (on sale on Amazon book
store). After a quarter of a century it still
benefited me a lot in my business career.

Now we are back to the banking
business again. In the book I wrote many
chapters about the banking industry,
including a chapter on Review of Banking
Reform in America (on page 191) and
covered the topics including the impact of the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on the banking
business, the community bank contribution to
the community, a successful bank, friendly
efficiency and service and the new direction

of banking.
During my time at Harvard, I studied

nearly 500 case studies on banking. My
conclusion was that banking is the lifeblood
of the national economy and a most
important tool for driving growth.

Today we have entered the banking
business. I am convinced that the community
bank is stil the engine to help a community
grow.

At the headquarters of Southern News
Group we have installed a Media Center,
Trade Center and Financial Banking Center-
all three in one location. We are so grateful
for everyone’s support. We are also very
confident to sail this 'aircraft carrier' to serve
you and our community.

0202//1616//20222022

Return to Harvard Years -ExplorationReturn to Harvard Years -Exploration
Of The Banking And Financial IndustryOf The Banking And Financial Industry

早在一九九七年夏天， 有幸被錄取參加哈
佛大學商學院之企管研習班 ，利用二個署假完
成學業並撰寫了【從哈佛看世界】《AN EYE
ON THE WORLD FROM HARVARD 一書》(亞馬
遜書店代售)。 如今事隔二十多年， 在我的媒體
事業中仍然受益無窮。

如今我又重操舊業回到銀行金融業， 當時
我在笫十篇書中第191 頁曾撰寫「美國銀行業
務改革檢討」，分章為： 美國金融事業之革興
/ 科技革命對銀行業之衝擊 / 社區銀行對社區経
濟之貢獻 / 銀行與加油站----金融事業之未來 /
「錢」途盈無量 / 美國銀行業發展之新趨勢 / 成
功的銀行—— 親切、 效率、 服務/銀行経營新
方向—租賃等七大章節。

我在哈佛期間曾經硏讀了近五百篇有關銀
行業之個案研究報告， 結論是銀行金融業是國

家経濟支撐之命脈， 更是帶動成長之重要工具
。

多年來全球情勢之變化， 世界経濟版圖之
重整， 在我所寫之書中就曾寫到了全球化大危
機 ，主要是在美國主導和制定之経濟和政治規
則已經受到嚴重挑戰。

今天我們重新步入銀行業 ，深信社區銀行
對社區経濟發展將是永遠不變的定律， 經過多
年之不竭奮鬥， 我們大家把休斯敦國際區變成
一顆耀眼的多元族裔社區 ，在美南新聞總部 ，
我們已經把媒體中心 、文化貿易中心及銀行金
融中心， 成為三位一體之服務航母。

美南新聞自創刊迄今， 我們遭遇過無數艰
困之挑戰， 但是我們對大家之支持懐著感激和
感恩， 環球第一銀行及媒體文化之航母也即將
開航， 我們一定會全力以赴， 為華裔增光。

重返哈佛歲月重返哈佛歲月---- 對銀行金融業之探索對銀行金融業之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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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全球最重要外交
和安全論壇慕尼黑安全會議今
天揭幕，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
在開幕演講時，將俄羅斯的侵
略比喻為以小博大的大衛與歌
利亞之戰，強調巨人歌利亞
「無論如何將在今年倒下」。

人 在 基 輔 的 澤 倫 斯 基
（Volodymyr Zelenskyy）透過
視訊演說，首先感謝在場各國
領袖協助抵禦俄軍侵略，同時

呼籲加快軍援速度，
「速度攸關烏克蘭人

民的性命」、 「除了
烏克蘭勝利，沒有其
他選項」。

他將烏克蘭比喻
為聖經故事對抗巨人
歌利亞（Goliath）的
大衛，指出大衛非贏
不可，但也要有彈弓

才能打敗巨人，因此烏克蘭需
要更多武器。

澤倫斯基強調，歌利亞已
經開始敗退， 「無論如何將在
今年倒下」，並樂觀期待明年
戰爭結束的此刻將親自參加會
議。

澤倫斯基還回應最近烏克
蘭軍方傳出的貪汙醜聞，坦承
貪污隨著戰事進行浮出檯面，
承諾烏克蘭雖然被侵略，仍將

繼續推動改革。
俄羅斯出兵烏克蘭即將屆

滿 1 週年，慕尼黑安全會議
（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
）今年盛況空前，共有 40 國
領袖和近100位國防及外交部
長出席。

美國是援助烏克蘭的主要
國家，美國代表團由副總統賀
錦麗（Kamala Harris）率領 60
位參眾議員出席，規模堪稱歷
年最大，可見美國朝野對這場
歐洲戰爭的重視。

此外，中共中央外事工作
委員會辦公室主任王毅 18 日
將發表演說，屆時這位中國最
高層級的外交官對戰爭將如何
表態、以及是否在場邊會晤美
國 國 務 卿 布 林 肯 （Antony
Blinken），化解美中緊張，
尤其受到關注。

慕尼黑安全會議揭幕 澤倫斯基：
巨人歌利亞今年將倒下

德國總理籲盟邦援烏克蘭坦克
做好長期戰爭準備

(本報訊)德國總理蕭茲（Olaf Scholz）今
天在慕尼黑安全會議演講時呼籲盟邦軍援烏
克蘭坦克，戰爭才能及早結束，不過他強調
應做好長期戰爭的準備。

全球最重要的外交和安全論壇慕尼黑安
全會議（Munich Security Conference）今天揭
幕，預計進行3天。俄羅斯入侵烏克蘭即將屆
滿一週年，今年會議有40位各國領袖和近100
位國防和外交部長出席，規模比往年都大。

蕭茲演講時表示，一年前俄羅斯總統蒲
亭（Vladimir Putin）發動戰爭，結果烏克蘭
和歐盟比過去都團結，北大西洋公約組織
（NATO）還即將增加2位會員，發展顯然不
符他的預期。

蕭茲督促有能力交付坦克給烏克蘭的國
家加入德國的行列，真的付諸實行，德國願
在訓練、補給、後勤給予協助。

他指出，唯有繼續軍援烏克蘭，戰爭才
能及早結束， 「蒲亭愈早覺悟他帝國主義的

目標達不到，戰爭結束和俄國撤軍的機會就
愈大」。

過去德國因為軍費不足，經常受到盟國
詬病，對此他也重申立場，承諾德國國防支
出將持續提高到國內生產毛額的2%。

受俄國入侵烏克蘭的刺激，德國批准總
額1000億歐元（約新台幣3兆2426億元）的
特別預算，為軍隊添購裝備打造歐洲最大的
傳統武力。

蕭茲呼籲歐洲各國在軍武和戰略上步伐
一致，齊心打造強大和具有競爭力的國防工
業，讓歐洲有能力解決周邊發生的衝突。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Volodymyr Zelen-
skyy）在會議開幕的視訊演講預期，戰爭將在
今年結束，期盼明年親自來參加會議。

不過蕭茲沒這麼樂觀，他認為 「最好做
好長期戰爭的準備」，因此盟國願意持續性
支持烏克蘭相當重要。

曾經風靡海峽兩岸三地的影視歌三棲巨星
劉文正日前被傳出死訊, 據他的前任經紀人夏
玉順昭告世界並親口證實劉文正已於去年11月
因心肌梗塞在美國逝世，噩訊傳來，海內外媒
體無不大篇幅報導, 以表達對這一位才藝出眾
的藝人最哀戚的追悼。

但是在新聞發布不到一天, 夏玉順卻改口
表示: ”劉文正很好, 他現在人在拉斯維加斯,
昨天我還與他有聯繫。”對於傳出劉文正烏龍
的死訊,夏玉順的解釋是: 為了不讓人騷擾劉文
正，所以我就將計就計放出了錯誤消息。

死亡對一個人而言是多麼莊嚴肅目的一件
事, 夏玉順以”劉文正死訊” 來訛詐媒體以矇
騙世界, 此人道德沉淪,心術不正, 由此可見一斑
, 由於媒體盡信他的言論而廣泛報導了不實消
息誤導了廣大的閱聽讀者, 重創了媒體之威望
與可信度, 身為公眾人物的夏玉順難道不應該
道歉和負起責任嗎? 當然媒體本身也應該要深
切反省, 新聞的來源絕不可盡信一個單一管道,
如果沒有善盡查證就率然刊出, 就會發生這種
把活人當死人的窘境了。

夏玉順是一位非常資深的經紀人,1985年我
旅居於德州達拉斯, 在當年農曆期間, 我們達拉
斯華商會曾經透過他邀請了女星胡茵夢前來為
僑胞演出, 夏先生的精明現實給我留下非常深

刻的印象, 當時他要求我們必須先支付現金酬
勞後, 胡小姐才會出場献藝, 所幸我們這批華商
會的理事們在牟呈華、谷祖光、李燦榮和李慶
民等大哥召集下很快就集了大筆現金交給了夏
玉順, 因為我們依照他所謂的行規行事,所以胡
茵夢的演出得以順利完成。

夏玉順此次稱謂”有人出價20幾億要劉文
正到大陸開50幾場巡迴演唱會”，因為他並沒
有說出邀請的單位為何, 所以根本無法查證, 而
且他宣稱劉文正人在拉斯維加斯,馬上也被劉文
正的親人否認, 根据定居於明尼蘇達州的劉文
正的親戚李庚濟透過友人表示，她聽到劉文正
死訊後立刻和人在菲律賓的劉文正打了電話得
知他很平安,李庚濟還表示，劉文正告訴她說,
他已多年沒和經紀人聯繫了, 由此可見, 夏玉順
完全是一派胡言, 從頭騙到尾, 他已毫無誠信可
言。

不過, 整起事件的當事人劉文正卻始終不
願意露面說明,這也增加了外界的神秘感, 只要
他不出面澄清,任何他死亡的謠言都有可能以訛
傳訛下去, 為了不再浪費社會資源以及告慰他
常年的粉絲歌迷, 劉文正您就不妨透過任何社
群媒體發聲或露臉, 澄清一下您還平安的活在
這個世界上好嗎？

【李著華觀點 :還活著 , 好嗎 !
影歌巨星劉文正被誤傳死訊重創媒體之威望與可信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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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企業和個人
最佳貸款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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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城银行与您

Corporate Office
(713)777-3838

Harwin Branch
(713)777-3838

Sugar Land Branch
(281)491-3838

Legacy Branch
(972)517-4538

Richardson Branch
(972)889-3838

Alhambra Branch
(626)320-1938

Millbrae Branch
(650)745-1615

Tustin Branch
(714)338-5188

Rowland Heights Branch
(626)964-3400

S. California LPO
(714)368-3682

Cupertino Branch
(408)446-1196

N. California LPO
(650)418-7938

柏林地方選舉德國執政黨遇挫

綜合報導 德國柏林舉行州議會選舉重選，總理奧拉夫· 朔爾茨所屬

社會民主黨遭遇重挫，20多年來首次在首都地區輸給中右翼的基督教民

主聯盟。

不過，據多家媒體分析，選舉勝出不意味著基民盟可成功牽頭組建

新政府。現有執政聯盟可能保持不變，或僅市長人選有調整。

德國有16個州，柏林是3個城市州之壹。據德新社12日深夜援引最

新測算結果報道，基民盟得票率28.1%，比2021年結果無效的州議會選

舉時大漲10個百分點。

社民黨2001年起占有柏林市長壹職，但此次得票率僅為18.4%，是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在柏林的最差戰績。

另壹個明顯輸家是社民黨在聯邦政府的執政夥伴、立場親商的自由

民主黨，得票率為4.7%，沒有邁過州議會政黨得票率5%的門檻。

社民黨在聯邦和柏林市政府的執政夥伴綠黨得票率從18.4%漲到

18.5%。極右翼政黨德國選擇黨的表現基本與2021年持平，得票率從9%

漲到9.1%。

照此計算，基民盟有望獲得48至50個議席，綠黨和社民黨各獲31

至33個議席，極左翼德國左翼黨21至22個，德國選擇黨16個。

柏林2021年9月26日舉行州議會選舉，因投票日當天出現諸多“嚴

重的系統性缺陷”，如選票不夠，已到投票站關閉時間、首批出口民調

已公布卻還有選民排長隊投票，被柏林憲法法院裁定無效，因而重選。

國際最新研究：
遊離糖攝入越多或致心血管疾病風險越高

綜合報導 開放獲取出版的國際專業學術期刊《BMC醫學》(BMC

Medicine)發表壹篇健康研究論文顯示，遊離糖(即添加糖以及天然存在於

蜂蜜和果汁中的糖分)攝入越多，心血管疾病的風險可能越高。這項研究

結果，為全球飲食指南中將遊離糖攝入降到每日攝入能量5%以下的建

議加強了證據力度。

該論文第壹作者和通訊作者、英國牛津大學瑞貝卡· 凱利(Re-

becca Kelly)與同事及合作者壹起，分析了英國生物樣本庫(UK Bio-

bank)中至少完成過兩次飲食評估的 110497 個個體的數據。研究者

們對這些個體進行了約 9.4 年的追蹤，在此期間有 4188 人罹患了心

血管疾病(包括心臟病和中風)，3138 人罹患了心臟病，1124人經歷

了中風。

論文作者指出，總碳水化合物攝入與心血管疾病結果不相關，

但是將碳水化合物的類型和來源進行區分後，他們發現從食物中攝

取的遊離糖越多(來源食物包括甜飲料、果汁和甜食)，相關的心血

管疾病風險越高。每日攝入總能量中遊離糖的占比每高5%，總心血

管疾病風險便會升高 7%，其中，心臟病風險會升高 6%，中風風險

會升高 10%。另外，每天每多攝取 5克膳食纖維，總心血管疾病的

風險便會下降 4%，但這壹相關性在考慮到身體質量指數(BMI)後便

不再顯著。

論文作者認為，將遊離糖替換為非遊離糖(即大部分天然存在於

全水果和蔬菜中的糖分)並增加膳食纖維的攝入，或能降低心血管疾

病的風險。

他們總結提醒說，並非所有碳水化合物都與心血管疾病風險相關，

後續在研究心血管健康時，碳水化合物的類型和來源是需要考慮的重要

因素。

歐盟新壹輪出手
將裁掉俄羅斯100多億歐元？

烏克蘭危機升級臨近壹周年之際，

歐盟再次對俄羅斯出手，欲揮動第十輪

制裁大棒。歐盟這次不僅想讓俄羅斯損

失逾百億歐元，還首次將伊朗實體列入

制裁名單。

制裁會讓俄損失110億歐元？

據路透社報道，當地時間15日，歐

盟27國在布魯塞爾舉行會議，討論對俄

羅斯實施第十輪制裁，禁止向俄羅斯出

口相關工業產品和軍民兩用產品，還將

制裁7家伊朗實體。歐盟委員會主席馮

德萊恩表示，這可能會導致俄羅斯損失

110億歐元。

正值烏克蘭危機升級壹周年之際，

預計歐盟將同意新的第十輪制裁措施，

但具體細節還需成員國壹起討論。

“我們討論的是110億歐元。我們

建議限制向俄羅斯出口可用於俄羅斯武

器系統的軍民兩用電子元件。”馮德萊

恩在談到即將出臺的第十輪制裁方案時

說道。

關於歐盟將進壹步收緊軍民兩用

產品和高科技產品的出口管制，消息

人士透露，這些產品包括電子元件、

紅外熱成像儀、無線電和重型車輛，

以及用於建築和工業和建築用途機械

鋼和鋁等。

兩名不願透露姓名的歐盟外交消

息人士稱，歐盟委員會建議歐盟國

家禁止四家俄羅斯銀行使用環球同

業銀行金融電訊協會(swift)國際結算

系統。

首次制裁第三國實體
就軍民兩用產品出口管制，馮德萊

恩特別提及，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壹直

向俄羅斯提供無人機，歐盟擬將7家伊

朗實體列入“黑名單”，禁止這些實體

向俄羅斯出口敏感產品和技術，又稱今

後不排除制裁更多伊朗實體或其他國家

實體。

這是歐盟第壹次把第三國實體

添加到對俄羅斯軍民兩用制裁清單

中。

據歐盟議事程序，歐盟委員會的

制裁方案隨後將送交歐盟成員國審

議，只有成員國壹致批準方案才可付

諸實施。馮德萊恩呼籲成員國迅速通

過新的制裁措施，在 2月 24 日烏克蘭

危機升級壹周年之前實施第十輪對俄

制裁。

目前除對俄羅斯實施多輪制裁，歐

盟還於2022年12月對俄羅斯海運原油實

施價格上限，本月初對俄羅斯石油產品

實施價格上限，對此俄羅斯決定今年3

月起將原油日產量削減50萬桶，減幅約

為目前產量的5%。

截至目前，俄羅斯尚未對歐盟第

十輪制裁提案作出回應。此前，俄羅

斯外交部發言人紮哈羅娃在談及歐盟

對俄制定制裁措施時表示，俄方將從

自身國家利益出發，對所有制裁作出

回應。“俄羅斯已經學會了與制裁共

處。”

不過，有分析稱，歐盟盲目追隨

美國不斷對俄羅斯實施制裁已逐漸

自食其果。歐盟對俄出口量大幅減

少，導致歐洲供應局勢緊張，能源

和大宗商品價格飆升，歐洲經濟雪

上加霜。

聯合國機構呼籲關註城市糧食安全與營養問題
綜合報導 近日，聯合國糧食及農業

組織(糧農組織)、聯合國兒童基金會(兒基

會)、世界糧食計劃署和世界衛生組織(世

衛組織)共同發布最新報告指出，伴隨著亞

洲城市地區快速擴張，到2030年，該區域

將有近55%的人生活在城市地區，對城市

糧食安全與營養造成巨大壓力。

這份題為《2022年亞洲及太平洋區域

糧食安全與營養狀況》的報告指出，城市

化迅速發展的影響已初現端倪。

亞太區域在政策制定和城市規劃上面

臨全新挑戰：壹方面低收入地區增加，另

壹方面糧食價格不斷上升。因此，制定城

市糧食議程需考慮基礎設施、交通、清潔

水源和廢棄物管理等各方面內容。

本次報告關註城市地區面臨的挑戰和

決定營養不足、超重和肥胖癥等不健康膳

食的各方面因素。報告研究了多種城市環

境和幹預活動，總結多方經驗，盤點了在

各層級積極創新，促進建設可持續城市的

機遇。消除饑餓的可持續發展目標和世衛

大會2030年糧食安全與營養目標能否完成

，越來越多地取決於城市糧食安全與營養

水平。

此外，過去幾年

發布的相關報告指出

，消除饑餓和各種形

式營養不良的工作缺

乏進展並陷入倒退，

距可持續發展目標漸

行漸遠。

退步的趨勢早在

2020 年新冠疫情暴發

之前就已顯現。報告

稱，到了2022年，雖

然新冠病毒的破壞性影響在亞太區域多數

地方都已減弱，但是因為世界兩大產糧國

——俄羅斯和烏克蘭的沖突，糧食、飼料

、燃料、肥料和資金(5F)短缺危機接踵而

來。過去壹年中，各種因素共同作用，引

發糧食和能源價格上漲，達到前所未有的

水平，家庭和生計遭到重創，億萬民眾陷

入饑餓與貧困。

報告數據顯示，情況不容樂觀，亟需

果斷采取行動。2021年，亞太區域共有

3.96億人食物不足，10.5億人處於重度或

中度糧食不安全狀況。5歲以下兒童中，

近75%發育遲緩，占全球總數的壹半。壹

方面，10%的兒童消瘦；另壹方面，膳食

質量低下造成兒童超重和肥胖問題普遍增

加。

撰寫報告的四家聯合國機構對此呼籲

，國家代表和主管形成協同效應，共同應

對危機對經濟、家庭和個人產生的短期、

中期和長期影響，尤其關註婦女和兒童的

需求。各機構不斷加大在亞太區域工作力

度，通過轉型建設更高效、更包容、更有

韌性且更可持續的糧食體系，不讓任何人

掉隊。政府、公民社會、私營部門、供資

和發展機構需繼續發揮領導力，打造夥伴

關系，推動農業糧食體系轉型變革。

綜合報導 受全球氣候變暖

影響，全球海平面上升趨勢及

幅度等議題，這些年來壹直備

受學界和大眾關註。

施普林格· 自然旗下學術期

刊《自然-通訊》最新發表壹篇

氣候變化論文，研究人員通過

新氣候建模模擬顯示，在未來

高排放場景下，至2150年，南

極和格陵蘭冰蓋預計會使全球

海平面升高約1.4米。如果全球

氣溫上升超過工業化前水平

1.8°C，預計將出現不可逆的南

極海冰損失並急劇加速海平面

上升。

該論文稱，本次研究的最

新成果，或比此前氣候模型提

供了對全球海平面上升的更準

確估計。

據介紹，全球

平均海平面在過去

壹個世紀裏大約上

升了 20 厘米，而

隨著人類對全球變

暖的影響越來越大

，這壹趨勢可能會

加速。全球人口中

有很大壹部分居住

在海岸線附近，全球和區域未

來海平面趨勢的準確預測因而

十分關鍵。

目前，南極冰蓋對全球變

暖的反應為估計未來海平面帶

來了最大的不確定性。近期研

究估計，在高排放場景下海平

面可能在 2150年上升 1.4 米，

這些評估納入了海水、冰蓋和

冰川熱膨脹的影響。不過，現

有的大多數全球海平面預測，

在其模型中都忽略了冰蓋-氣候

相互作用的活躍影響。

為此，論文共同通訊作

者、韓國釜山大學 Jun-Young

Park、美國夏威夷大學 Fabian

Schloesser和同事合作，他們提

出了壹個新的氣候模型，考慮

了冰蓋、冰山、海洋和大氣的

復雜的相互作用。這壹模型使

他們能夠研究南極和格陵蘭冰

蓋可能的未來演化，更好地估

計它們對海平面上升的影響。

在未來高排放場景下，僅這兩

處冰蓋預計會在未來130年裏

各自將全球海平面提升60-70厘

米。

此外，論文作者還發現將

全球變暖限制在比工業化前水

平高2°C的範圍內，可能不足

以減緩全球海平面上升、預防

南極西部廣大冰蓋不可逆轉的

損失。

論文作者總結認為，只有

在本世紀末前將全球升溫限制

在相對工業化前升高1.8°C的水

平內，才能避免海平面加速升

高。

未來全球海平面有何上升趨勢？
國際最新研究提出更精確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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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南韓國防部今天表示，韓美將於下週在華府
舉行核武兵棋推演，以提升美軍核武操作能力，因應北韓威脅
。

路透社報導，已擁核武的北韓去年飛彈試射次數創新高，
包括射程可達美國本土的洲際彈道飛彈，同時也恢復核試準備
工作，是2017年以來頭一遭。

南韓國防部表示，此次兵推名為 「嚇阻戰略委員會桌上演

習」（Deterrence Strategy Committee Tabletop Exercise），訂 2
月22日在五角大廈舉行，雙方國防決策高層都會參加。

美韓去年同意每年舉行這類兵推，今年是第一次。首爾尋
求增強對美國延伸嚇阻的信心，認為美國軍力尤其核武力量，
可以嚇阻對手攻擊盟邦。

韓國代表團將由國防政策室長許泰根（Heo Tae-keun,音
譯）率領，美方代表團由負責東亞事務的國防部副助理部長莫

漢達斯（Siddharth Mohandas）、負責核武和反制大規模毀滅武
器政策的副助理部長強生（Richard Johnson）帶領。

南韓國防部在聲明指出，韓美雙方將把重點放在應對北韓
核威脅，就情報共享和協商程序等各種強化美國延伸嚇阻的方
案深度討論。

韓美代表團還計劃 23 日參訪位於喬治亞州的金斯灣
（Kings Bay）海軍基地，基地內駐有美軍主力核潛艦。

美發動突襲擊斃敘利亞IS領導人 4美軍因爆炸受傷

釐清氣球爭端 拜登預告將和習主席通話

（綜合報導）美軍中央司令部
（Central Command）今天指出，
在敘利亞發動突襲、擊斃1名伊斯
蘭國集團（IS）高階領導人，但突
襲行動期間的爆炸造成4名美國軍
事人員受傷。

法新社報導，美軍中央司令部
聲明指出， 「昨晚，美軍和敘利亞
民 主 力 量 （Syrian Democratic
Forces）在敘國東北部發動直升機
突襲行動，期間針對目標的爆炸造
成4名美軍和1隻工作犬受傷。」

根據聲明，這名 IS 領導人經
證實為 Hamza al-Homsi，已經遭
擊斃。

突襲行動中4名受傷美軍和工
作犬，目前正在伊拉克的美國醫療
設施接受治療。

美韓美韓2222日華府核武兵推日華府核武兵推
強化嚇阻北韓核威脅強化嚇阻北韓核威脅

防衛波羅的海三國 美國防長誓言維持軍事部署
（綜合報導）美美國國

防部長奧斯汀（Lloyd Austin
）今天表示，美國已準備好
在必要時保衛波羅的海三國
，包括愛沙尼亞、拉脫維亞
和立陶宛，並將維持在該區
域的軍事部署。

他 說 ： 「我 們 致 力 於
（北大西洋公約組織）第 5
條公約，絕無虛言。」這條
條文要求北約所有締約國，
在遭受攻擊時應保衛彼此。

奧斯汀今天和愛沙尼亞

領袖會談後，在愛沙尼亞首
都 塔林（Tallinn）發表談話
時表示，美國會持續在波羅
的海地區保持 「持續、輪調
的」軍事部署。

奧斯汀在新聞發布會上
表示： 「美國依舊堅定捍衛
我們波羅的海盟國的自由和
主權。」

波羅的海三國緊鄰俄羅
斯及俄國盟國白俄羅斯，過
去曾受莫斯科當局統治，目
前均已成為北約和歐盟成員

國。
愛沙尼亞國防部長派夫

克（Hanno Pevkur）表示，
愛沙尼亞正 「努力避免」受
到攻擊，以防俄羅斯的攻勢
並未止步於烏克蘭。

派夫克說： 「威嚇是這
裡的談話重點之一，這也是
北約為何提出新版區域性防
禦計畫的原因，新版計畫 7
月有望在維爾紐斯（Vilnius
）召開的北約峰會上通過」
。

（綜合報導）在美軍戰機擊落中國疑似偵察氣球近兩星期
後，美國總統拜登16日首度在白宮就此次風波正式對外發表談
話。拜登表示，他預期將與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通話，針對這
一危機進行溝通，以釐清真相。他重申美國 「尋求與中國競爭
、而非衝突和新冷戰」。但就擊落氣球一事，拜登也強調，美
國不能接受侵犯主權的做法， 「我不會為擊落那顆氣球而道歉
」。

近來北美天空不平靜，美軍4度射響尾蛇飛彈擊落高空飛
行物，包括中國氣球。這一連串事件引發美國空域安全疑慮，
拜登因此在國內面臨越來越大壓力，要求他公開說明始末。此
次是他首度就此發表詳細聲明。
\ 不會為擊落那顆氣球而道歉

拜登稱，2月4日遭擊落的中國偵察氣球 「侵犯了我們的主
權」，這是 「不可接受的」。但他說，沒有證據顯示隨後3個
在美加領空發現的不明物體與中國有關，很可能屬於私人企業
、娛樂或研究機構，用以研究天氣或進行其他科研。

拜登似決意不讓美中緊張關係進一步升級，希望恢復雙方
因氣球風波而中斷的對話。他說，最近事件凸顯了 「在外交官

和軍事專業人員之間保持開放溝通管道」的重要性。拜登表示
： 「我們尋求與中國競爭，而不是衝突。我們不尋求一場新冷
戰。」

拜登堅稱， 「我希望我們能查個水落石出，但我不會為擊
落那個氣球而道歉。」他強調擊落氣球是正當的行為， 「不要
搞錯，若有任何對美國人民安全和保障構成威脅的物體，我將
下令把它打下來。」

相信習不希望徹底撕裂關係
拜登還說， 「我預期將與習主席通話」，但他未提到具體

時間。在發表聲明後不久，拜登接受NBC新聞訪問時表示，
他相信中國也不希望兩國關係因氣球事件受到破壞， 「我認為
習主席最不希望的，就是徹底撕裂跟美國、跟我的關係。」

白宮官員表示，他們無法透露拜登與習近平通話的時間安
排。不過，拜登的言論可能是在為美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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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周末的會晤創造條件，
預計兩人都將出席17日登場的 「慕尼黑安全會議」。

義大利外長塔加尼（Antonio Tajani）17 日透露，他 16 日
在羅馬會見王毅，而王毅告訴他，習近平將於24日俄羅斯入侵

烏克蘭一周年發表 「和平演說」。塔加尼表示，他與王毅會晤
時，要求中國盡所有能力遊說俄羅斯重返和平談判桌，確保烏
克蘭獨立及結束戰爭。

陸外交部批美國玩兩面手法
針對拜登就氣球風波的談話，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17

日在例行記者會上回應說，美方不能一邊要溝通對話，一邊激
化矛盾升級危機，而應同中方相向而行，管控分歧，妥善處理
這一意外偶發事件，避免誤解誤判，推動中美關係重回健康穩
定發展軌道。至於拜習是否通話，汪文斌稱 「中方沒有可以提
供的消息」。

在談話中，拜登還宣布保障領空安全的4項應對措施。第
一，美國將建立清單，盤點目前在領空之內無人飛行物。其次
，美國將採取措施，提升探測無人飛行物能力。此外，政府官
員會更新與領空之內發射及維護無人飛行物相關規則及條例。
最後，布林肯將為此努力建立全球規範。對此，汪文斌則反擊
說，美方過度反應、濫用武力擊落中方 「民用無人飛艇」，
「沒資格談論建立全球共同規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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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在我任期(前四年中)，

已創紀錄經歷四位總理。”馬來西亞最

高元首阿蔔杜拉13日在該國第十五屆

國會第二會期開幕之際期待，去年11

月上任的安瓦爾可以成為其任期內“最

後壹位任命的總理”。

阿蔔杜拉2019年1月31日出任馬來

西亞最高元首，任期五年。他在迄今任

期內，先後經歷馬哈蒂爾、穆希丁、伊

斯邁爾和安瓦爾四任政府。阿蔔杜拉在

當日致辭時表示，如果政治領袖和議員

能夠拋開分歧，為國家和民眾利益而團

結，馬來西亞近年來的政局動蕩原本是

可以避免的。

阿蔔杜拉在致辭中期待，馬來西

亞政局不再動蕩，各方集中精力振興

經濟。

馬來西亞國會本會期的焦點是通過

2023年財政預算案。上屆伊斯邁爾政府

已向國會提交了今年的預算案，但在去

年11月大選後，安瓦爾政府取代了伊

斯邁爾政府，預算案也需要重新編制並

提交。

安瓦爾政府的新預算案受到各界關

註。去年，馬來西亞經濟成長創下近22

年來最佳表現。但世界銀行在此前發布

的報告中指出，由於外部需求放緩，馬

來西亞經濟在今年可能將放慢增速。世

界銀行並在報告中指出，馬來西亞中小企業疫後復蘇較為

緩慢，期待馬來西亞政府能在新預算案中制定對中小企業

的援助措施，促進該國經濟進壹步復蘇。

豐田章壹郎逝世
日本經團聯：泡沫經濟破滅後曾領導日本經濟界

綜合報導 日本豐田汽車公

司名譽董事長豐田章壹郎14日

傍晚逝世，終年97歲。

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經團

聯)會長十倉雅和表示，在日本

泡沫經濟破滅後處於前所未有

的巨變時，豐田章壹郎擔任經

團聯會長以決不後退的決心領

導了日本經濟界。

十倉雅和表示，以降低法

人稅率為首，豐田章壹郎致力

於稅制改革和規制改革等各種

結構改革，取得了很大成果。

豐田章壹郎在擔任經團聯會長

的4年間，訪問了美國、中國等

35個國家，“精力充沛地開展

了民間外交。”

十倉雅和表示，日本經濟

曾長期在低迷中掙紮。懷著強

烈的危機感，豐田章壹郎以決

不後退的決心領導了日本經濟

界。

豐田章壹郎是豐田汽車工

業公司(現豐田汽車公司)創始人

豐田喜壹郎的長子。豐田章壹

郎於1947年畢業於名古屋大學

工學部，1952年作為董事進入

豐田汽車工業公司。1981年就

任當時的豐田汽車銷售公司社

長。次年，他成功實現了制造

部門和銷售部門的合並，成為

現豐田汽車公司首任社長。

在擔任豐田汽車公司社長

期間，豐田章壹郎致力於擴大

豐田汽車在海外的本土化生產

，將其發展為世界知名汽車品

牌。1999年，豐田章壹郎成為豐

田汽車名譽董事長。2007年，豐

田章壹郎在秋季授勛儀式上被日

本政府授予桐花大綬章。

豐田章壹郎曾在1994年起

的4年間擔任日本經團聯會長，

致力於重振陷入低迷的日本經濟

和應對行政財政改革等課題。對

於豐田章壹郎逝世，日本首相岸

田文雄14日在首相官邸對媒體表

示，“豐田章壹郎將豐田培育

成世界知名汽車制造商，領導

了日本汽車產業。同時作為經

團聯會長，他為引領日本經濟

發展作出了巨大努力。”

安倍槍擊案所有搜查工作正式結束
山上徹也律師提出抗告

綜合報導 據報道，為期7個

月的安倍槍擊案壹系列搜查工作

已正式結束，槍擊日本前首相安

倍晉三的嫌疑人山上徹也將以殺

人罪等罪名被起訴，他於14日被

移送至大阪拘留所。

山上的律師稱對山上被移送

至大阪拘留所的決定表示不服，

已向奈良地方法院提出抗告。他

認為山上沒有充足的理由被收

容至大阪拘留所，他應該留在

奈良，“被告被安排在較遠的

地點，我很難與其溝通，這給辯

護工作造成困難。”日媒稱，如

果抗告得到認可，山上將再次被

送回奈良。

奈良縣警方表示，山上除殺

人罪外，還將以違反《武器制造

法》、損壞建築物等數個罪名被

追加送交檢察廳，警方已將材料

追加送交奈良地方檢察廳。奈良

地方檢察廳將於近期對山上的壹

系列罪名進行追加起訴。

警惕！日本防衛省考慮放寬
自衛隊使用武器條件

綜合報導 日本防衛省表示，

關於針對“入侵日本領空的其他

國家的氣球及無人機”的應對，

該部門考慮放寬自衛隊可以使用

武器的條件，在“正當防衛和緊急

避難”情形之外也可以使用武器。

關於日方炒作所謂“偵察氣球”問

題，中國外交部表示，日方應秉持客

觀公正立場，正確看待這壹因不可

抗力引發的意外情況，停止追隨美

方搞人為炒作，借題發揮。

據《日本經濟新聞》報道，

自民黨安全保障調查會幹事長木

原稔等人表示，在15日舉行的自

民黨國防部會與安全保障調查會

等的壹次聯合會議上，防衛省方

面做出上述表態。

報道稱，如果其他國家航空

器在沒有得到允許的情況下入侵

日本領空，自衛隊可以基於自衛

隊法采取“必要的應對措施”，

促使其離開或者著陸。報道稱，

日本政府此前表明，僅限“正當

防衛和緊急避難”情形，自衛隊

可以使用武器。

據《日本經濟新

聞》報道，鑒於美軍

日前擊落中國的所謂

“偵察氣球”壹事，

防衛省方面在15日會

議上表明，“希望重

新審視關於使用武器

的規則”。

據媒體此前報道

，日本政府推斷，此前進入日本

的飛行物是中國的偵察氣球。

對此，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

斌表示，中國是負責任的國家，壹

貫嚴格遵守國際法，尊重各國主權

和領土完整。日方在沒有確鑿證據

的情況下，捕風捉影對中國猛烈攻

擊，我們對此堅決反對。關於中國

民用無人飛艇誤入美國的事件，中

方已多次說明。日方應秉持客觀公

正立場，正確看待這壹因不可抗

力引發的意外情況，停止追隨美

方搞人為炒作，借題發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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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劉
光源16日在國際調解院籌備辦公室成立儀
式上致辭時表示，籌備辦公室設址於香
港，既體現了中央政府對香港獨特地位和
優勢的重視與支持，也反映了國際社會對
香港法治的認可和信心。相信香港法治特
色優勢將為推動建立國際調解院提供有力
保障，也將為國際調解院未來的發展提供
極大助力。

劉光源發表題為《志合山海近，眾行天

地寬》的致辭。劉光源表示，調解是《聯合
國憲章》規定的和平解決國際爭端的重要方
式之一。建立專門提供調解服務的國際組
織，不僅可為現有和平解決國際爭端機構提
供有益補充，也將健全國際法律服務和糾紛
解決機制，為促進後疫情時代商業活動等跨
境交往提供法治保障。這份信心源自於共商
共建共用的合作精神。中方與有關國家共同
發起建立國際調解院，體現了各方對多邊主
義和國際法治的共同堅守。在此前籌備工作

中，各方堅持開放包容，充分溝通協商，不
斷凝聚共識。相信只要各方繼續秉持共商共
建共用的合作精神，就一定能畫出最大同心
圓。中方歡迎和期待更多國家加入籌建國際
調解院的進程。這份信心也源自於香港獨特
的地位優勢。

劉光源祝願籌備辦公室順利投入運
行，為促進香港的繁榮發展、為促進中國同
各國友好合作關係、為共同維護世界和平與
安全作出積極貢獻！

劉光源：港法治優勢助力國際調解院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 外交部長秦剛16日在國
際調解院籌備辦公室成立儀式上發表視頻致
辭。秦剛表示，國際調解院將是世界上首個
專門以調解方式解決國際爭端的政府間國際
法律組織，是踐行《聯合國憲章》和平解決
國際爭端原則的重要實踐，也是向國際社會
提供的一項全球法治公共產品，將超越司法
和仲裁你輸我贏的局限性，為各國和平解決
國際爭端提供新的選擇。

根據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網站載，秦
剛在國際調解院籌備辦公室成立儀式上以題
為《攜手創建國際調解院打造和平解決國際
爭端新平台》的致辭全文如下：
尊敬的各位來賓，
女士們，先生們，朋友們：

大家好！
很高興出席國際調解院籌備辦公室成立

儀式。籌備辦公室的成立是過去幾年大家不
懈努力的碩果，標誌着國際調解院進入實質
性創建的新階段。我代表中國外交部表示熱
烈祝賀，並感謝大家的辛勤努力和卓越貢
獻。

女士們，先生們，朋友們，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指出，當前，世界

之變、時代之變和歷史之變正以前所未有的
方式展開。和平、發展、合作、共贏是大勢
所趨。但某些國家逆歷史潮流，大搞單邊主
義、強權政治，破壞國際法治。我們更加需
要堅定地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體系、
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以聯合國憲章
宗旨和原則為基礎的國際關係基本準則。本
着這一精神，中國倡議建立國際調解院，得
到許多國家積極回應。

國際調解院將是世界上首個專門以調解
方式解決國際爭端的政府間國際法律組織，
將超越司法和仲裁你輸我贏的局限性，旨在
實現爭端各方的合作共贏，對促進國際和平
安全發展和國際秩序穩定具有重要意義。國
際調解院是踐行聯合國憲章規定的和平解決
國際爭端原則的重要實踐，將豐富和發展國
際爭端解決的機制和方式；也是我們發起國
向國際社會提供的一項全球法治公共產品，
將推動全球治理體系的不斷發展完善。我們
相信，國際調解院必將充分發揮其靈活、經
濟、便捷的獨特優勢，為各國和平解決國際
爭端提供新的選擇。

女士們，先生們，朋友們，
未來的籌備工作任務更艱巨，使命更光

榮。需要我們集眾智、匯群力、增互信，共

同打造一個權威可信、高效專業的國際調解
機構。我提四點建議：

一要恪守相互尊重的宗旨。要尊重各國
主權，尊重各國核心利益和合理關切，推動
當事方平等對話、建立互信，不搞脅迫和施
壓，多做彌合分歧的事情，通過協商找到解
決方案。

二要發揮共商共建的合力。要面向世界
各國，對所有國家開放，不僅包括發展中國
家，也歡迎發達國家加入。建立國際調解院
是我們大家的事情，我們要商量着辦，求同
存異，攜手共建。

三要秉持開放包容的精神。要相容並
蓄，要充分吸納各大文明和各大法系優長，
將國際調解院打造成文明互鑒的範例，更好
造福人類和平事業。

四要實現均衡發展的目標。要着力實現
地域、性別等平衡，增強發展中國家的參與
度，培養發展中國家的調解員，推動國際爭
端解決機制向更加公平普惠的方向發展。

我相信，在我們的共同努力下，國際調
解院必將成功設立和運作，“一國兩制”下
的香港也必將充分發揮獨特的地位和優勢，
為國際調解院的建立、發展貢獻力量！

謝謝大家！ （標題為編輯所加）

秦剛：為和平解決國際爭端提供新選擇

◆李家超在成立儀式通過視像致辭。

◆國際調解院籌備辦公室的成立儀式16日在香港舉行。
◆劉光源（中）、林定國（右）及孫勁（左）
主持國際調解院籌備辦公室揭牌儀式。

在中央政府的鼎力支持下，國際調解院籌備辦

公室的成立儀式16日於香港法律樞紐舉行。香港特

區行政長官李家超在儀式上發表視像致辭時表示，

籌備辦公室落戶香港法律樞紐，具有標誌性意義。

在香港設立國際調解院籌備辦公室，充分體現三個

特點，一是體現國家對香港的信任和支持，二是體

現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的獨特優勢，三是體現香

港專業服務能為全球法律和爭議解決服務作出的貢

獻。他有信心辦公室將為國際爭議解決服務開展全

新的篇章，實現全新的飛躍。

港能實現國際爭議解決服務新飛躍
國際調解院籌備辦公室成立 特首：充分體現三特點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籌備辦公室是根據中國與有關國家在去年所簽署的《關於
建立國際調解院的聯合聲明》，在香港特區成立，以開

展建立國際調解院的籌備工作。籌備辦公室的成立是推動以
和諧友好的方式通過調解解決國際爭議的一項重大國際倡
議。國際調解院預計是一個由各方共同協商建立的常設多邊
政府間國際組織，並為解決國際爭端提供友好、靈活、經
濟、高效的調解服務，為和諧及和平的國際關係作出貢獻。
籌備辦公室主任為孫勁博士，並將組織建立國際調解院公約
的國際談判及推動國際調解的應用。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國務委員王毅為籌備辦公室的成
立致信。外交部部長秦剛，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外交部駐
港特派員劉光源，以及特區政府律政司司長林定國資深大律
師均在成立儀式上致賀辭。來自外交部、國務院港澳辦、香
港中聯辦，特區政府律政司、特區立法會、在港法律組織以
及《聯合聲明》簽署國共約200名代表以線上線下方式出席了
本次成立儀式。劉光源與林定國，以及國際調解院籌備辦公
室主任孫勁共同為籌備辦公室揭牌。

落戶香港體現中央信任支持
李家超在視像致辭中表示，籌備辦公室落戶香港法律樞

紐，具有標誌性意義。香港特區將積極參與推展建立國際調
解院，作為以調解解決國際爭議的國際組織。特區政府會全
力支持籌備辦公室，開展和組織國際公約談判和建立國際調
解院的籌備工作。在香港設立國際調解院籌備辦公室，充分
體現三個特點：

第一，體現國家對香港的信任和支持。辦公室的成立確
立香港在國家“十四五”規劃下，發展成為亞太區國際法律
及爭議解決服務中心的定位。辦公室的工作成果也將鞏固香
港在“十四五”規劃下，作為國際金融、貿易和航運中心的
優勢，增強香港的發展動能，積極推展香港與其他國家，尤
其“一帶一路”國家的經貿、專業服務和人文合作的高質量
發展。

第二，體現香港在“一國兩制”下的獨特優勢。在“一
國兩制”下，香港享有“背靠祖國、聯通世界”這個得天獨
厚的顯著優勢，不但得到國家發展戰略的大力支持，同時繼
續拓展暢通便捷的國際聯繫，發展空間廣闊。

第三，體現香港專業服務能為全球法律和爭議解決服務
作出的貢獻。香港的法治評分在亞洲位居前列，法律制度穩
健，擁有優秀的法律及爭議解決人才，是全球受歡迎的爭議
解決服務中心。在中央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我相信香港必定
能為國際調解院的成長提供最佳的土壤。

林定國：盡最大努力協助籌備工作
林定國致辭時表示，籌備辦公室在香港特區成立，充分

體現了國家大力支持香港在“一國兩制”下保持獨特地位。
建立國際調解院對香港作為國際法律和爭議解決服務中心的
長遠發展極為重要，特區政府一定會盡最大努力協助籌備辦
公室的工作。

王毅盼籌備辦公室獻力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
香港文匯報訊 國際調解院籌備辦公室成立儀

式在香港以線上線下方式舉行。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員、國務委員王毅為籌備辦公室成立致信。外
交部駐港公署特派員劉光源現場宣讀了王毅的致
信。王毅在信中強調，中國與有關國家共同發起
建立國際調解院，致力於以和平方式處理分歧，
以對話協商解決爭端，以互利互惠摒棄零和博
弈，回應國際社會對和平安全、公平正義、合作
共贏的強烈訴求。希望籌備辦公室在香港特區政

府的大力支持下，早日完成談判，為促進人類和
平事業、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作出更大貢
獻。

據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網站訊，王毅向國
際調解院籌備辦公室成立儀式致信全文如下：

值此國際調解院籌備辦公室成立之際，我謹
代表中國政府表示熱烈祝賀。

當前，世界進入新的動盪變革期。單邊主
義、冷戰思維、霸凌行徑盛行，和平赤字、安全

赤字、治理赤字加重。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我
們需要有破解難題的良方、凝聚共識的力量和引
領時代的擔當。

習近平主席強調，和平是人類最持久的夙
願。國與國難免存在分歧和矛盾，需要我們在平
等和相互尊重基礎上開展對話合作，擴大利益匯
合點，畫出最大同心圓。作為負責任大國，中國
始終做世界和平的建設者、國際秩序的維護者和
公共產品的提供者，積極探索新形勢下國際爭端

的和平解決之道。
調解根植於中國傳統文化，也為世界很多國家

所推崇。中國與有關國家共同發起建立國際調解
院，致力於以和平方式處理分歧，以對話協商解決
爭端，以互利互惠摒棄零和博弈，回應國際社會對
和平安全、公平正義、合作共贏的強烈訴求。

希望籌備辦公室在香港特區政府的大力支持
下，早日完成談判，為促進人類和平事業、推動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作出更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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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2 月 16
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向“中國+中亞五國”
產業與投資合作論壇致賀信。

習近平指出，中國同中亞五國建交30多年來，

相繼建立戰略夥伴關係，走出了一條睦鄰友好、合
作共贏的新路，樹立了新型國際關係典範。中國同
中亞五國深化產業與投資合作將有力維護區域產業
鏈供應鏈穩定，提升地區國家產業發展水平和全球

經濟參與度，促進共同發展繁榮。中國願同中亞國
家共享超大規模市場、完備產業體系和先進技術，
深化務實合作，實現互利共贏，攜手推進區域經濟高
質量發展，構建更加緊密的中國－中亞命運共同體。

“中國+中亞五國”產業與投資合作論壇當日
在山東省青島市開幕，主題為“互利共贏，攜手
推進區域經濟高質量發展”，由國家發展和改革
委員會、山東省人民政府共同主辦。

習近平函賀“中國+中亞五國”產業與投資合作論壇：
構建更緊密中國－中亞命運共同體

中國列美兩軍火企入不可靠實體清單
涉參與對台軍售 專家：為維護國家安全

據16日商務部網站消息，為維護國家主權、安
全和發展利益，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對外

貿易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法》等有關
法律，不可靠實體清單工作機制依據《不可靠實
體清單規定》第二條、第八條和第十條等有關規
定，決定將參與對台灣地區軍售的洛克希德．馬
丁公司（Lockheed Martin Corporation）、雷神導
彈與防務公司（Raytheon Missiles & Defense）列
入不可靠實體清單，並將採取以下處理措施。

其中包括禁止上述企業從事與中國有關的進
出口活動；禁止上述企業在中國境內新增投資；
禁止上述企業高級管理人員入境；不批准並取消
上述企業高級管理人員在中國境內工作許可、停
留以及居留資格；對上述企業分別處以罰款，金
額為《不可靠實體清單規定》實施以來各企業對
台軍售合同金額的兩倍。上述企業應當自本公告
公布之日起15日內，按照相關法律法規辦理繳
款。若逾期不履行本決定，不可靠實體清單工作
機制將依法採取加處罰款等措施。

據悉，此次被列入清單的洛克希德．馬丁公
司，全稱洛克希德．馬丁空間系統公司，創建於
1912年，是一家美國航空航天製造商。2020年7
月美國國務院批准向台灣提供總價約6.2億美元
的“愛國者3型導彈”，10月批准向台灣出售總
額約18億美元的武器裝備，兩次事件中，洛克希
德．馬丁公司均參與其中，並受到中方制裁。雷
神導彈與防務公司則是美國最主要的國防承包商
和工業公司之一，重點經營導彈、導彈防禦系統

和雷達，是世界上最大的制導導彈生產商。為美
國國防部、中央情報局、美國武裝部隊、聯邦航
空局、國家海洋和大氣管理局、國土安全部、國
家航空航天局等客戶提供武器裝備、通信系統與
維護、諮詢、培訓等服務。

美藉列中國實體入清單圖遏華
《不可靠實體清單規定》於2020年9月19日

正式實行。據中國商務部稱，基於非商業目的對
中國實體實施封鎖斷供或其他實行措施對中國企
業或相關產業造成實質損害，對中國國家安全構
成威脅或潛在威脅的外國法人組織，或個人將列
入其中。

商務部研究院國際市場研究所副所長白明對
香港文匯報表示，“不可靠”可以直接理解為
“信不過”，而幾個造成“信不過”的因素中包
括該實體的行為對國家安全、對老百姓的利益造
成了威脅或潛在威脅。他指出，實體一旦被列入
清單，將被採取一些禁止或者限制措施。

白明提醒，中國所列的不可靠實體清單與美
國不同。“我們制定該清單，是為了維護包括經
濟、科技、信息、資源等在內的國家安全，也是
為了維護中國企業的正當權益，不存在 ‘借題發
揮’的情況，但是美國將中國實體列入清單時，
考慮更多的是政治因素，是為了達到打壓中國的
目的，找藉口、找理由限制中國企業，甚至 ‘長
臂管轄’，讓其他國家一起限制中國，美國設立
不可靠實體清單制度可以說是別有用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 北京報道）中國商務部16日決定將參與對台灣地區軍

售的洛克希德·馬丁公司和雷神導彈與防務公司列入不可靠實體清單，並將採取包括限

制高管入境和罰款等五項處理措施，自公布之日起實施。此間專家對香港文匯報表

示，中國制定該清單，是為了維護國家安全和企業正當權益，被列入的實體將受到相

應的禁止或限制。

美參議院通過涉華氣球決議案

中方促美尊重事實 停採取導致事態升級舉動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及新華社報道，針對美

國國會參議院通過決議案聲稱中國氣球侵犯美國主權
一事，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16日在例行記者會上
表示，中方強烈敦促美國國會尊重事實，立即停止對
華污衊抹黑的錯誤做法，停止採取導致事態升級的舉
動。

汪文斌說，美國國會有關決議案無視基本事實，
純屬政治操弄和惡意炒作，中方對此強烈不滿、堅決
反對。

“我們強烈敦促美國國會尊重事實，尊重國際法精
神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立即停止對華污衊抹黑的錯誤
做法，停止採取導致事態升級的舉動。”汪文斌說。

另有記者就美國官員稱被美軍擊落的中國氣球原
本要飛過關島和夏威夷上空，是因風向而偏離方向一
事提問。“我們已經多次就這個問題闡明立場。美方
不應當過度反應。”汪文斌說。

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強烈譴責堅決反對
汪文斌還在會上答問時說，中國民用無人飛艇誤入

美國領空完全是個意外、偶發事件，但考驗的是美方
對妥善管控危機、穩定中美關係的誠意和能力。美方
不能一邊要溝通對話，一邊激化矛盾、升級危機，而
應同中方相向而行，管控分歧，妥善處理這一意外、
偶發事件，避免誤解誤判，推動中美關係重回健康穩

定發展軌道。
針對美國國會眾議院通過“中國在美領土上使用

高空氣球決議案”，全國人大外事委員會發表聲明。
聲明指出，美國國會眾議院近日通過的所謂“中國在
美領土上使用高空氣球決議案”刻意渲染“中國威
脅”，純屬惡意炒作和政治操弄。中國全國人大對此
表示強烈譴責和堅決反對。

聲明指出，中國是一個負責任的國家，一貫嚴格
遵守國際法，尊重各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無意侵犯任
何主權國家的領土和領空。中國民用無人飛艇誤入美
領空完全是一起因不可抗力導致的偶發、意外事件，
對美國人員和安全不構成任何威脅。中方本着負責任
的態度，第一時間向美方和國際社會介紹了情況，要
求美方以冷靜、專業、克制方式妥善處理。但美方執
意動武，蓄意造勢，嚴重違反國際法精神和國際慣
例。美國國會一些政客更是借題發揮、煽風點火，充
分暴露了他們反華遏華的險惡居心。事實上，肆意干
涉別國內政、侵犯他國主權，對別國大搞監視活動的
恰恰是美國。

聲明強調，構建相互尊重、和平共處、合作共贏
的中美關係，符合兩國人民根本利益，也是國際社會
的普遍期待。我們強烈敦促美國國會尊重事實，尊重
國際法精神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立即停止對華污衊
抹黑的錯誤做法，不要採取導致事態升級的舉動。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應中
國國家主席習近平邀請，伊朗伊斯蘭共和
國總統萊希於2月14日至16日對中國進行
國事訪問。中伊雙方發表了《中華人民共
和國和伊朗伊斯蘭共和國聯合聲明》。

新華社16日全文披露的這份聯合聲明
指出，雙方重申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問題
上堅定相互支持。雙方堅定支持對方維護
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和民族尊嚴。中方堅
決反對外部勢力干涉伊朗內政，破壞伊朗
安全穩定。伊方將繼續奉行一個中國政
策。中方支持伊方在地區和國際事務中發
揮更大作用。

反對在反恐問題上搞“雙標”
聯合聲明稱，雙方強調波斯灣地區的

和平穩定對世界安全及能源運輸的重要
性。中方讚賞伊方在維護國際能源安全中
的重要作用，讚賞萊希總統的睦鄰政策。
伊方歡迎中方提出的實現中東安全穩定以
及促進波斯灣地區國家對話的倡議。中方
支持地區國家加強團結協作，通過對話化
解分歧，實現睦鄰友好，願同伊方一道，
共同維護地區和平、安全和穩定。

聯合聲明表示，雙方譴責一切形式的
恐怖主義，反對任何針對平民的恐怖襲
擊，反對在反恐問題上搞“雙重標準”，

反對將恐怖主義同特定民族和宗教掛鈎，
主張通過發展和鼓勵溫和中道思想消除恐
怖主義滋生土壤，從源頭上減少恐怖勢力
發展空間。雙方歡迎對方為維護地區安全
穩定提出的倡議。

聯合聲明指出，雙方同意加強兩國防
務部門間的戰略溝通，開展兩軍各層級各
領域交流合作，擴大聯演聯訓和人員培訓
規模。雙方同意於2023年內在北京召開兩
國公安內政安全聯合工作組第四次會議。

共同努力落實全面合作計劃
在經濟和發展合作領域，聯合聲明顯

示，雙方願共同努力落實中伊全面合作計
劃，繼續深化在貿易、農業、工業、可再
生能源、基礎設施等領域合作。

聯合聲明表示，雙方一致認為農業合
作有助於兩國社會和經濟發展，廣泛、密
切的農業領域合作將造福兩國人民。雙方
同意落實兩國農業合作行動計劃（2023—
2030）。

聯合聲明稱，雙方歡迎在包括上海合
作組織在內的國際和地區框架內深化合
作，重申伊朗加入上合組織將有助於地區
和國際和平、安全、穩定和發展。伊方歡
迎中方的金磚國家擴員倡議，已準備好向
金磚貢獻伊朗力量。

中伊聯合聲明：加強兩國防務部門間戰略溝通

◆中國商務部16
日決定將參與對
台灣地區軍售的
洛克希德．馬丁
公司和雷神導彈
與防務公司列入
不可靠實體清
單。圖為中國商
務部。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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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社新聞

休城工商

走進眼科專家—Dr Mattiloi Eye Clinic

美南新聞主播子天美南新聞主播子天，，去年在醫生去年在醫生MattioliMattioli精湛的醫術下完成了全飛秒精湛的醫術下完成了全飛秒
激光近視手術激光近視手術！！全程無痛感全程無痛感，，視力達到完美的視力達到完美的20202020！！需要治療近視需要治療近視
、、遠視遠視、、老花等等的朋友老花等等的朋友，，Dr MattiloiDr Mattiloi都可以幫您輕鬆解決都可以幫您輕鬆解決！！

這家位於韓國街的燒烤店評分極高，店主
採用的都是肉質豐滿的整片鰻魚。首先要把鰻
魚切成兩半煎烤，待表面焦黃後，用剪刀把它
剪成入口大小的長條，直至煎烤到兩面焦黃。

芝麻葉包裹鰻魚，根據口味搭配醬汁，入
口油而不膩，酥脆，清爽，肉菜相間味道極有
層次感。

那麼，這麼好吃的鰻魚是哪裡來的呢？
餐館老闆告訴記者，Lifewood Fishmarket

是他們的供貨商。這是一家有著45 年經驗的魚
類貿易公司，一直以新鮮和優質的魚類聞名，
魚工廠更是規模龐大，擁有 100 個魚缸。因此
，我們特意走訪了這家公司，負責人告訴我們
。他們供應的是淡水鰻魚。

鰻魚分兩個種類，淡水鰻和海鰻。世界各
地的淡水鰻種類繁多，但市場上交易的淡水鰻
以我們現在吃的這款最為著名，它叫歐洲淡水
鰻魚，學名是“安圭拉”，比海鰻貴10倍，比
日本淡水鰻大，而且肉質更豐厚。

淡水鰻魚是一種全球瀕危魚類，營養價值
極高。在東方，特別是在中國、韓國和日本，
鰻魚肉被認為，可以增強男性的體力和延年益
壽，而女性則以恢復健康和美容養顏著稱。

除了鰻魚BBQ，它的吃法也是豐富多樣的
，可以用烤箱烘焙。
1-烤箱210度左右烤鰻魚13分鐘左右。中間翻
一次。
2-烘烤約13分鐘後，塗上紅燒醬約3次，烘烤
約10分鐘。
也可以用空氣炸鍋烹飪。
1-空氣炸鍋溫度180度左右。
2-設置後烘烤7分鐘
3-切成一口大小的塊
4-另一面再烤7分鐘出鍋

總之，今天我們是不虛此行，不僅品嚐到
了美味的鰻魚，還收穫了鰻魚的烹飪方式和營
養知識。

淡水鰻魚尋訪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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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美味食譜, 掃碼關注微信公眾號
<牛頭牌北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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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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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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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大華人超市熱銷中

Spicy Beef Noodle Soup
牛肉麵(簡單不失味)

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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