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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基輔20日綜合外電報導）美國總統拜登（Joe Biden）今天在未事先公布行程的情
況下，突然在烏克蘭首都基輔（Kyiv）現身。根據同行記者，拜登現已離開基輔，結束這次的
歷史性訪問。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報導，拜登是在當地時間上午8時左右抵達基輔，並與烏克
蘭總統澤倫斯基（Volodymyr Zelenskyy）會面，接著他在基輔市中心走動，並承諾美國將持續
支持烏克蘭。

根據美聯社，這次行程持續超過5小時。
路透社報導，拜登今天除承諾加碼軍援烏克蘭5億美元（約新台幣152億元），還說美國

本週將宣布額外制裁，對象為俄羅斯菁英，以及試圖規避制裁來支持 「俄羅斯戰爭機器」的公
司。

他表示，軍事援助方案將包括砲彈、反裝甲系統與防空搜索雷達， 「以協助保衛烏克蘭人
不受空中轟炸」。

但拜登似乎未提及戰機，而基輔政府一直試圖要求西方盟邦提供戰機，以助烏克蘭擊退俄
軍。

這是俄羅斯對烏克蘭全面開戰後，80歲的拜登首次造訪基輔。他與澤倫斯基在基輔市中心
同行之際，空襲警報響起，但沒有俄羅斯發射飛彈或空襲的消息。

拜登離開基輔拜登離開基輔 結束逾結束逾55小時歷史性訪問小時歷史性訪問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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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 more than a decade, the directors
of the Houston International District has
been composed of leaders from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Today we all witnessed
together again the support of our dear
brother Congressman Al Green as he
handed out a check to the district for $2
million dollars from the federal government
to improve our district's traffic safety.

At the press conference,
Congressman Green strongly recognized
the many contributions of our new
immigrants who helped change the once
raw land into a thriving business district.
He also thanked President Biden for his
concerns about local traffic safety issues.
The funds will be used for these purposes.

The allocation of these funds
represents a big step in our district's
improvement plans for local infrastructure
development and will help us set up a
model project to show how we can build a
better and safer community.

In our master plan we are going to
build the International Gate, an outdoor
theater and an international culture
museum. We’re also working with the
Alief School District to celebrate different
culture festivals to attract more tourists
and more business into this area.

I told my dear colleagues and board
members that our sacrifices and
contributions that we make today won’t
be soon forgotten in the history of our area 0202//1818//20232023

Building A Beautiful And Safer CommunityBuilding A Beautiful And Safer Community
In The International DistrictIn The International District

十多年來，由我們各族裔組成之國際區委員會，週四上
午再度見証了由好友國會議員為我們申請到的二百萬元聯邦
政府補助用於改善交通行人道安全。

我們今天非常興奮在國際區花園廣坊共同接受了這張二
百萬元之大支票，格林議員在記者會上高度表掦我們這群新
移民把荒土改變成繁榮社區之極大貢獻，他並感謝拜登總統
對改進社區交通安全之關心。

這筆撥款充分說明國際區在各族裔領䄂共同努力下已得
到地方及聯邦政府之高度重視，並希望我們繼續努力為全美
各地樹立一個民族大熔爐之典範。

目前我們已經積極規劃建造國際區迎賓天橋，室外音樂
廣場及多元種族國際文化博物館，並和新任的學區總監共同
舉辦大型文化活動來帶動觀光促進経濟繁榮，他同時恭賀環
球第一銀行在國際區正式開張營業，必然會帶動此地區之経
濟活動。

十多年來，參與委員會之各族裔領袖們都是國際區先行
開拓者，我非常感激大家之支持和奉獻，歷史絕不會留白。

建造國際區美好家園建造國際區美好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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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時局

李著華觀點李著華觀點::完扣完扣--CBA--CBA小將麥克朗一扣驚人天下知小將麥克朗一扣驚人天下知
名不經傳的NBA發展聯盟G-leaguer小將麥克朗(Mac McClung)在今年鹽湖城NBA明星賽

(All-Star Game)灌籃比賽中，飛躍過一個半人後再以360度全方位旋迴轉雙手扣籃入網的勇武表
現在四次中的三次得到完美的 50 分，勇奪冠軍, 他叱吒風雲的暴扣功夫為今年明星賽留下經典一
頁, 更使他一扣揚名天下知。

這位身高才6 尺 2 寸的後衛如此令人難以置信的扣籃功夫的確是罕見，他成為自 1986 年以
來獲得三個滿分的最矮球員, 1986 年在達拉斯重逢球場所舉行的扣籃賽中身高只有5尺5吋的達
拉斯人韋勃（Spud Webb）也是360度扣籃勇拿灌籃冠軍,並成為目前為止NBA最矮小的扣籃冠
軍, 他的知名度顯然比麥克朗高的多, 麥克朗本賽季效力於NBA費城 76 人隊的發展聯盟附屬球隊
特拉華藍衣隊, 之前他曾經在芝加哥公牛隊和洛杉磯湖人隊跑過龍套, 總共只出場過兩場比賽就被
淘汰, 今年還沒有正式在NBA打過球, 此番揚眉吐氣後必然會受到教練的重重用, 讓他得以在NBA
正式的發展, 麥克朗表示他願意明年重返灌籃賽場來衛冕灌籃王, 相信他有十足的把握。

NBA《明星賽》多年來給人的最大的詬病就是只攻不守, 那是個明星球員個人的《大秀場》,
所以我一直認為NBA"明星賽"(All-Star Game) 應該改稱之為"明星秀"(All-Star Show) 才名正言順
, 雖然早期的東西區明星隊對決現在已經改變體制成為更具個人色彩的隊伍對決---以東西區兩位
獲得球迷票選最高的兩位超級明星的名字作為隊伍名稱--今年是詹姆斯隊和字母哥揚尼斯隊An-
tetokoumpo, 並且由他倆在比賽前才臨時選出自己中意的明星球員隊伍, 所以具有相當的娛樂性質
, 今年的比賽, 兩隊首節打成46-46平手，揚尼斯隊以53-46領先第二節,也以 59-49 贏得了第三
節，到那時為止累計比分是揚尼斯隊以 158比141領先詹姆士隊, 根據NBA聯盟前年的新規,為了
紀念不幸在空難中逝世的布萊恩特(Kobe Bryant), 所以特別把前三節得分最高的積分加上24分以
示對他24号球衣的懷念, 由於今年最後一球是由達米安•利拉德以 30 尺的3分投籃命中,因此今
年第四節未計時的得分就是 184 分, 也超過原本的182分，一般不明究底的人還真的不清楚為何
最後的比數是184比174呢。

由於明星賽缺乏防守, 所以今年凱爾特人隊球星傑森•塔圖姆以 55 分創下全明星賽最高分的
紀錄, 並贏得了 MVP 榮譽，其中許多得分幾乎沒有任何人去防守他,讓他有如入無人之境，得分易
如反掌折枝, 投31 球中22球，三分球投18中10，外加10籃板6助攻真是名副其實的最有價值球
員, 也難怪字母哥選中的第一位狀元就是他呢!

(中央社）韓國統計廳今天公布2022國民生活品質報告顯示，韓國人在2019年至2022年間自評
生活滿意度在滿分10分中僅達5.9分，在OECD國家當中排名倒數第3。調查也顯示，疫情期間自
殺率持續上升，以中高齡男性為大宗。

在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38國中，韓國5.9分排名第36名，僅高於土耳其（4.7分）及
哥倫比亞（5.8分），不只低於平均值6.7分，也低於鄰國日本的6分。

統計廳指出，依所得區分，每月家庭收入在100萬韓元（約新台幣2.4萬元）以下低收入族群
滿意度僅5.5分，月收入在100萬至200萬韓元之間者滿意度則有6分，顯示低收入族群在疫情期間
對生活滿意度明顯較低。

截至2022年12月底止，包括主觀滿意度在內的71項生活品質指標中有52項顯示改善、18項惡
化、1項持平。惡化指標包括自殺率、工時、負面情緒、家計負債比、選舉投票率、市民意識、志
工活動參與率、犯罪率、兒童受虐率、氣候變遷不滿度等。

根據報告，2021年自殺率較前一年提高，平均每10萬人中有26人輕生逝世，增加0.3人。50及
60多歲男性平均10萬人中自殺人數超過40人，70歲以上則達到81.8人；女性以70歲以上及20、30
多歲族群最多，但遠低於男性。

同時，隨著疫情期間居家時間增加，2021年兒童虐待案例創下歷年最高紀錄，每10萬名0到17
歲兒童、青少年中，就有502.2人受虐，較前一年的401.6人大增逾100人。

不過，隨著防疫限制放寬，肥胖率、旅遊天數、人際信賴度等指標都有改善傾向；就業率及失
業率也較疫情前改善。

韓國生活滿意度OECD殿後 疫情間自殺率續增

4月上路 日本抓緊測試快遞機器人
綜合報導 根據日本新修訂交通法規，

自今年4月1日起，自主駕駛的快遞機器人

將可以在指定區域上路送貨。日本多家企業

目前正抓緊測試快遞機器人。

據法新社報道，日本機器人企業ZMP近

來在首都東京附近街道測試名為DeliRo的快

遞機器人。公司董事長谷口恒介紹，為了讓

快遞機器人盡快為人們所接受，專門為它們

增添了壹些擬人化的設計。例如，這款裝有

4個輪子的機器人在人行道上行駛時會發出

“不好意思，借光！”的聲音。當被行人擋

路時顯示屏上的大眼睛會淚眼汪汪。谷口恒

說，這款機器人的名字已被附近孩子們所熟

知。

松下電器產業公司出品的快遞機器人

Hakobo近來也在位於東京西南的城市藤澤投

入測試，完成向當地居民快遞藥品和食物的

任務。這款機器人還在東京街頭向過往行人

販賣過食物和飲料：“又是壹個大冷天，不

是嗎？來點熱飲吧！”

日本政府希望，快遞機器人等自動駕駛

工具的應用能緩解勞動力不足和人口老齡化

嚴重等問題，並計劃於2025財政年度前在全

國40多個區域推廣達到壹定技術水平的自動

駕駛交通工具，即在限制區域內無需人工介

入就可完成駕駛任務。不過，相關安全問題

仍然令人擔心。

目前測試中的快遞機器人雖然能完成自

主駕駛任務，但都有人工遠程控制，以防出

現意外。在藤澤市控制中心

，壹名控制人員通過攝像頭

同時控制4部Hakobo快遞機

器人。Hakobo能夠將紅綠燈

狀態實時傳遞給控制人員，

等待其指令。機器人遇到問

題時也會自動向控制人員發

出警報。

據共同社報道，日本去

年12月修訂交通法規，規定

自今年4月1日起，達到壹定

技術水平的自主駕駛交通工

具可在指定範圍內運行，為

快遞機器人上路開綠燈。根據規定，這些快

遞機器人最高時速不得超過6公裏，且只能

在人行道上行駛，遵守等同行人的交通法規

。另外，機器人須連接人工遠程監控系統。

《日本時報》1月3日援引經濟產業省

數據報道，截至當月，自主駕駛的快遞機

器人已經在日本47個都道府縣中的5個上

路測試過。

柬
埔
寨
將
開
展
全
國
農
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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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柬埔寨計劃部消息稱，柬埔寨

將展開全國農業普查，所收集的數據將成為

制定國家社會經濟發展策略的重要指標。

柬埔寨計劃部表示，農業普查是壹項重

要的、不可或缺的計劃。農業普查所收集的

最新數據，將用於供政府擬定各項政策計劃

，包括社會經濟發展政策計劃、國家戰略發

展計劃、消除貧困戰略和柬埔寨2016-2030年

可持續發展目標的評估指標。

根據柬官方透露，目前柬埔寨計劃部正

在進行最後的準備工作，以便於近期內開展

全國農業普查工作。

柬埔寨計劃部還表示，該普查得到聯合

國糧食和農業組織提供資金、技術援助，以

及柬埔寨政府撥款，希望柬埔寨政府和發展

夥伴繼續為柬埔寨農業普查的成功實施提供

技術和資金支持。

據介紹，柬埔寨政府每十年進行壹次農

業普查，每5年進行壹次中期普查。同時每年

進行農業調查，以確保相關數據及時、具有

高應用價值。

農業在柬埔寨社會經濟發展中扮演著

重要角色。近年來，柬埔寨政府壹直在積

極推進農業現代化，努力改善基礎設施、

增加融資渠道並促進出口。政府還投資教

育和培訓項目，幫助農民提高生產力，采

用新技術。

外賣平臺傭金越來越貴
韓國正在失去“外賣幸福”

綜合報導 因為內卷嚴重，韓國外賣的供貨商家現在聽到下

單的聲音也高興不起來。韓國《朝鮮日報》報道稱，韓國外賣

平臺的傭金越來越貴，讓消費者和相關小企業“不堪重負”。

經營了4年披薩店的老板樸某表示，除去成本和各種配送費，

現在披薩店的利潤率已經不到10%。

統計數字顯示，過去2年，韓國各種外賣平臺的傭金平均提高

了33%—50%，供貨商家要將貨品價格的30%—40%交給外賣平臺

，韓國消費者則要花數千韓元的配送費才能點上炸雞或炸醬面，

有外賣的送餐費竟高達6000韓元（約合32元人民幣）。韓國作為

“外賣大國”，已經不再因外賣便利而幸福。

在疫情背景下，外賣需求激增，外賣小哥因為“供不應

求”而身價倍增。外賣平臺開始提升送餐費，同時提升從商

家那裏收取的中介費，餐館則會提高賣價試圖將上漲成本轉

嫁給消費者，於是形成惡性循環。最新調查結果顯示，今年

2 月，韓國消費者支付的非單獨送貨費用平均為 5000 韓元，

而單獨送貨費用則平均為 5810 韓元，有的送貨單甚至出現配

送物品不如送貨費貴的情況。即使大幅提高傭金，不少韓國

外賣平臺仍赤字經營。疫情期間，外賣平臺大幅擴張，出血

爭奪快遞小哥，最後卻作繭自縛，影響行業正常發展。

日本壹出租車公司推出“安靜模式”：

司機全程壹言不發

綜合報導 社牛的人怕是無法理解社

恐出門的尷尬，尤其是遇到壹些話癆的

司機時，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日本三和

交通株式會社旗下出租車公司推出“安靜

模式”。

報道稱，這家公司在旗下出租車上安

裝了觸摸屏，正對後排乘客，有多個按鍵

可供選擇，最新添加的就是“安靜模式”

，乘客只要點擊這個按鍵，司機就會收到

提示，保證全程壹言不發，如此會給乘客

營造極其安靜的乘車環境。

除“安靜模式”外，乘客還可以選擇

“龜速模式”，這也是這家公司代表性的

服務項目之壹，在這個模式下，司機不會

猛加速，而是輕踩油門和剎車，以確保客

人乘坐舒適。

另外，乘客還可以選擇“溫暖模式”

或“涼爽模式”，提醒司機開空調，而如

果乘車期間渴了，乘客還可以點擊屏幕，

以每瓶100日元（約合5.18元人民幣）的價

格購買礦泉水。

資料顯示，三和交通是日本主要出租

車公司之壹，以創新而被人熟知，此前該

公司還推出了司機Cosplay的模式，如果客

戶需要，駕駛員會裝扮成保鏢、忍者等形

象，來提供相應的接車服務，當然，這種

服務更適合社牛的乘客。



NASA 宣布重啟冷戰時代的“核熱火箭引擎”

為火星任務做準備
綜合報導 NASA 宣布將與 DARPA（美國國防部高級研究計劃

局）合作，重啟冷戰時代的“核熱火箭引擎（Nuclear Thermal Rock-

et Engine）”技術。

NASA 將負責火箭引擎本身的開發，而 DARPA 負責打造搭載該

引擎的火箭。NASA 希望在 2027 年實證核熱火箭技術，並且為未來的

火星任務做準備。

IT之家了解到，這壹合作計劃命名為“Demonstration Rocket for Ag-

ile Cislunar Operations”，簡稱 DRACO。

NASA 嘗試開發的核動力火箭並不是直接燃燒核物質當燃料，而是

僅將核反應爐當作“加熱器”來使用。實際產生推力的是以管道通過反

應爐的氫氣，這些氫氣在加熱後會快速膨脹，並由噴嘴噴出，以產生推

力。這種技術在 1940 年代就已經被提出，而美國更是在 1950 年代就

開始了相關的試驗。

和直接以核反應做為燃料不同，核熱火箭引擎的核反應是封閉的，

如果完全運作正常的話，並不會有核物質泄露。然而，如果火箭在抵達

外太空前發生意外爆炸，還是會有將核物質擴散到大氣中的可能性。為

避免不必要的風險，以及經費的短缺，NASA 在 1972 年終止了對核熱

引擎的研究。

現在有了數十年來在核動力系統微型化方面的經驗、火箭安全

性的提升、以及對於核安更深入的了解，NASA 認為核熱火箭引擎

的風險已經來到了可控的範圍，值得為了縮短前往火星的航程而嘗

試壹把。核熱火箭引擎因為不是由化學反應取得能量，因此可以不

用攜帶氧化劑。這讓核熱火箭引擎有著普通化學引擎三倍以上的效

率，除了提供更多動力之外，也可以讓前往火星的太空船攜帶更多

的物資了。

北約秘書長：
芬蘭和瑞典可能不會“手拉手”入約

綜合報導 由於土耳其的反對，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14日淡化

了芬蘭和瑞典同時加入北約的重要性。他首次承認，這兩個國家有可能

不會“手拉手”成為北約成員國。

據英國《金融時報》，斯托爾滕貝格表示，這兩個北歐鄰國的安全

狀況與壹年前相比有所改善。兩國加入北約的申請正受到匈牙利和土耳

其的阻撓，尤其是來自土耳其的阻力。

“所以主要的問題，不是芬蘭和瑞典是否壹起被批準，”他14

日對媒體表示，“主要問題在於，這兩個國家都要盡快被批準為正

式成員國。我相信兩國都將成為正式成員，我們正在努力讓兩國盡快

獲得批準。”

斯托爾滕貝格的表態暗示了北約態度的微妙轉變。因為北約長期以

來的共識是，這兩個北歐鄰國應該同時加入。芬蘭和瑞典的說法也是，

作為壹起提出申請的鄰國，他們將手拉手入盟。

2022年5月18日，芬蘭和瑞典向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遞交了加

入該聯盟的申請。目前30個北約成員國中只有匈牙利和土耳其兩個成員

國沒有批準這壹申請。

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暗示，他願意批準芬蘭加入北約，但不同意瑞

典加入。埃爾多安指責瑞典庇護庫爾德活動人士，還允許示威者在土耳

其大使館前焚燒《古蘭經》。

另據瑞典媒體報道，瑞典首相克裏斯特松表示，如果芬蘭先加入北

約，那將是“不幸的”。

以色列政府幹的這事兒
西方盟友也看不下去了

綜合報導 以色列政府為擴建約旦

河西岸猶太人定居點出臺的新舉措，

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以

及加拿大政府發聲反對，敦促相關各

方避免采取可能導致地區局勢升級的單

方面行動。

以色列總理本雅明· 內塔尼亞胡領導

的政府 12 日批準把約旦河西岸 9 個

“非法”猶太人定居點“合法化”，並

宣布擴建現有定居點。以色列政府為此

還將組建規劃委員會，計劃在定居點新

建壹萬套住宅。

美、英、法、德、意五國外交部長

在壹份聯合聲明中說：“我們強烈反對

壹切只會加劇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之間

緊張態勢、破壞為促成兩國方案所做努

力的單方面行動。”

加拿大外長梅拉妮· 喬利當天晚些時

候說，加方強烈反對以方在巴勒斯坦被

占領土擴建猶太人定居點，認為“此類

單方面行動破壞了(國際社會)為實現全

面、公正和持久和平所做努力”。

就西方多國發聲譴責以色列政府舉

動，巴勒斯坦方面表示歡迎，並敦促相關

國家采取切實行動阻止以方擴建猶太人定

居點。

以色列外交部尚未就西方國家上述

表態作正式回應，但已有以

內閣成員以強硬措辭抗拒國

際上的批評。

以色列國家安全部長、

極右翼“猶太力量黨”黨首

伊塔馬· 本-格維爾要求美國

和歐洲盟友“別再憂慮”，強調會堅

持推進猶太人定居點擴建。“這是我們

的使命，我們的信條。9個定居點不錯

，但還不夠。我們想要(比這)多得多。”

本屆以色列政府去年12月上臺，由

內塔尼亞胡領導的利庫德集團、本-格維

爾領導的“猶太力量黨”等 6個右翼和

極右翼政黨組成，已將擴建猶太人定居

點視為優先任務。

在以色列官方話語體系中，“非法”

定居點，是指未獲政府授權或者違反以

色列相關法律法規而在約旦河西岸私建

的猶太人定居設施，有別於獲得政府授

權建設的所謂“合法”定居點。國際社

會普遍認為這兩類定居點建設均違反國

際法。

近年來，以色列右翼勢力在約旦河

西岸地區擅自建立此類“非法”定居點

，壹些被警方拆除，另壹些則逐漸“合

法化”。據不完全統計，約旦河西岸現

有約 130 個以政府批準建設的猶太人定

居點，另有約100個“非法”定居點。

猶太人定居點問題是巴以和談主

要障礙之壹。以色列在 1967 年第三次

中東戰爭中占領約旦河西岸、東耶路

撒冷和加沙地帶，後在上述地區興建

猶太人定居點。巴方指認以方通過定

居點“蠶食”巴勒斯坦被占領土，堅

持以方必須完全停止猶太人定居點建

設，否則巴方拒絕恢復和談。

國際社會反對以色列“合法化”猶太

人定居點。聯合國安理會2016年年底通過

第2334號決議，重申以色列在巴勒斯坦被

占領土上的定居點活動“違反國際法”，

敦促以方停止壹切定居點活動。

巴以地區緊張局勢近期加劇，耶路撒

冷和約旦河西岸多地發生流血事件。巴

方宣布停止與以方在安全領域合作，以

方宣布壹系列針對巴勒斯坦人的懲罰措

施。輿論認為，以色列政府此時力推猶

太人定居點建設，將進壹步刺激局勢升

級。

土敘地震造成死亡人數超4.1萬人
救援已轉向安置階段

綜合報導 土敘大地震造成

的死亡人數超過4.1萬人。目前

，土耳其和敘利亞的地震救援

工作已開始轉向災民安置、醫

療救助等。據聯合國新聞網報

道，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14

日在紐約呼籲會員國和所有各

方籌集3.97億美元的人道主義

資金，以援助敘利亞地震中的

受災群眾，確保接下來3個月

向近500萬人提供緊急救濟，

包括臨時避難所、衛生保健、

食物和保護等。

古特雷斯說，“當前救生

援助的速度和規模尚不能滿足

人們的需求，數以百萬計的人

在寒冬裏無家可歸，為生存而

苦苦掙紮。”他補充道，聯合

國也即將為遭受地震蹂躪的土

耳其南部發出援助呼籲。

地震發生9天後，援助物

資才開始陸續運抵另壹個重災

區——敘利亞西北部。據英國

廣播公司報道，因為連年戰火

和國際制裁，震後救援和各類

物資都難以到達。卡塔爾半島

電視臺稱，敘利亞西北部的搜

救工作在震後第五天就被取消

了，因為救援人員沒有可以挽

救許多生命的設備。在金德雷

斯鎮，壹直在呼籲重型設備的

救援人員到目前依然兩手空空

。該鎮的居民表示，他們不得

不自己應對這場災難。幸存者

尼紮爾· 馬雷德說，“我們沒有

暖氣，沒有毯子，什麼都沒有

。只有頭上的壹頂帳篷，誰來

幫助我們重建生活呢？”聯合

國官員表示，已經和敘利亞政

府達成共識，開辟兩條新的線

路盡快將援助物資送抵災區。

住宿是土敘受災民眾目前

最大的問題。在卡塔爾世界杯

期間使用的第壹批1萬個住房

集裝箱運抵土耳其。半島電視

臺稱，土耳其各地都在進行大

規模的帳篷制作工作，以安置

那些因地震而無家可歸的人。

廠家目前三班倒，24小時不停

生產帳篷。土耳其災難管理機

構還從國外訂購了帳篷。北約

已表示將向土耳其運送1000多

個集裝箱，以幫助為地震幸存

者提供住所。全球多地都在向

土敘災區捐款捐物。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

熱帶氣旋造成嚴重破壞，新西蘭進入國家緊急狀態
綜合報導 加布裏埃爾”

（Gabrielle）在新西蘭造成大範

圍的洪水、山體滑坡和巨大

海浪。當地時間 2 月 14 日，

新西蘭政府宣布進入國家緊

急狀態。

據路透社報道，該氣旋位

於奧克蘭以東100公裏處，靠

近新西蘭東海岸，預計將向東

南偏東移動，與海岸大致平行

，從北部延伸到南島上部。受

風暴影響，新西蘭部分道路被

封鎖，壹些城鎮被隔斷，移動

通訊等基礎設施都遭到破壞。2

月 13日，新西蘭北島約5.8萬

戶家庭受該氣旋影響而停電。

新西蘭總理克裏斯· 希普金

斯（Chris Hipkins）告訴路透社

記者，新西蘭各地，尤其是北

島地區，遭到了不同程度的嚴

重損壞。洪水和山體滑坡摧毀

了幾個社區，很多家庭流離失

所，但目前無法準確統計風暴

導致的受傷人數，也暫未發現

遇難人員。

隨著河水和潮水的持續上

漲，新西蘭當局已經疏散了海

灘定居點，並且要求沿海居民

從房屋中撤離。但仍有部分人

員被困在屋頂。風暴襲擊以來

，新西蘭北島地區和暴風雨有

關的消防報警共867起，其中

55起是在14日淩晨3至4時。

新西蘭應急管理部長基蘭·

麥卡諾蒂（Kieran McAnulty）

表示，新西蘭雖已挺過了最嚴

重的風暴，但預計接下來會有

更多的暴雨和強風。氣象員預

計，當風暴接近陸地時，雨勢

和大風都會加劇。

受氣旋導致的惡劣天氣影

響，新西蘭航空日前取消了509

個航班。新西蘭南北島輪渡於

2月14日早全線停擺。新西蘭

航空在壹份聲明中說，其航班

服務將在14日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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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國務卿布林肯20日在安
卡拉會見土耳其外交部長恰武什奧盧，雙方討論
了震後救災、俄烏局勢和芬蘭與瑞典加入北約等
問題。這是布林肯出任國務卿兩年來首次訪問土
耳其。

土敘地震已造成超過4.6萬人死亡，目前除
兩個重災省份外，土耳其已結束救援工作。布林
肯19日訪問土災區，並表示將向土敘追加1億美
元援助。據路透社20日報導，布林肯在與土外
長會談後的記者會上表示，在發生毀滅性地震後
，美國將“一直支持”土耳其。他說，美土並非
在所有問題上都達成一致，但兩國是一種“經受
住挑戰的伙伴關係”。恰武什奧盧則表示，無需
等到災難發生來改善美土關係。

恰武什奧盧在記者會上表示，美國應該盡快
取消對土耳其國防工業的單邊制裁，並希望美國
政府向國會發出支持土購買F-16戰機的正式通
知。他強調，土耳其不可能有先決條件地購買
F-16戰機，“把瑞典和芬蘭加入北約作為購買
F-16戰機的條件是不對的。這是兩個不同的問

題。”法新社稱，布林肯重申美國向土提供
F-16戰機的承諾，但他無法提供批准和交付的
“正式時間表”。

此外，布林肯表示，美國強烈支持芬蘭和瑞
典“盡快”加入北約。他說，“芬蘭和瑞典已採
取具體措施”來解決土耳其的擔憂。但恰武什奧
盧表示，北約各方須說服瑞典採取更多行動以贏
得土耳其對其加入北約的支持。

雙方還針對俄烏局勢進行討論。恰武什奧盧
表示，“土不會加入（對俄）制裁，我們會遵循
聯合國的決議”。他承諾不會允許在土境內或通
過該國規避美國和歐洲對俄的製裁。

卡塔爾半島電視台稱，布林肯隨後還與土總
統埃爾多安舉行閉門會議。路透社稱，布林肯出
任國務卿兩年來首次訪土，與上任前三個月就訪
土的幾位前任國務卿形成鮮明對比。自2019年
土耳其獲得俄羅斯導彈防禦系統以來，美土關係
一直緊張。但土耳其《每日晨報》稱，自俄烏衝
突爆發之後，華盛頓認為安卡拉有助於在俄烏之
間發揮斡旋作用。

（綜合報導）當地時間20日報導，知情人士透露，由
於過去一年亞馬遜股票的大幅下跌，導致員工的實際薪酬
大大低於目標薪酬。

報導稱，亞馬遜以限制性股票支付公司員工的大部分
年薪，而公司股價的下跌導致實際薪酬比員工的預期低
15%至50%。

“我們的薪酬模式旨在鼓勵員工像所有者一樣思考，
這也是為什麼將總薪酬與公司的長期業績聯繫起來。”亞
馬遜發言人在一份電子郵件中聲明稱，因為股價的波動，
這種模式伴隨著上漲和一定的風險，但從歷史上看，亞馬
遜對於有長遠眼光的人來說一直很成功。

上述報導指出，亞馬遜歷來給予員工的基本薪酬低於
其他大型科技同行，但通過授予多年的股票獎勵彌補了這
一差距。有員工表示，亞馬遜的員工在公司的工作時間越
長，薪酬對於股票激勵就越依賴，有些人的股票收入佔總
收入的比例超過50%。

知情人士表示，當亞馬遜向員工發行限制性股票作為

總薪酬一部分時，前提是亞馬遜的股票每年至少升值15%
。報導顯示，這在2022年以前很大程度上都符合上述前提
，2017年至2022年初，亞馬遜股價平均每年上漲約30%。
而在過去的一年裡，由於零售業務增長放緩等因素，亞馬
遜股價跌超35%。

報導稱，一份亞馬遜的培訓材料顯示，亞馬遜的人力
資源團隊最近向管理人員發送了培訓文件，內容涉及如何
有效地向員工傳達關於“減薪”的內容。根據材料，管理
人員應關注員工對公司長期業績的投資，在公司股價回升
之前，將持有限制性股票的時間變得更長。

亞馬遜正面臨公司歷史上最艱難的財務困境。去年11
月，隨著疲軟的零售需求以及公司多年的大規模招聘，亞
馬遜開啟了有史以來最大規模的一輪裁員，到今年1月，
公司已裁員18000人。亞馬遜CEO最近在公司總部的全體
會議上表示，“薪酬受到影響，一切都很困難，但我樂觀
地認為，我們有機會從這個充滿挑戰的時代中脫穎而出。
”

布林肯上任兩年首次訪土耳其布林肯上任兩年首次訪土耳其
稱美土是稱美土是““經受住挑戰的伙伴關係經受住挑戰的伙伴關係””

（綜合報導）在新年過後，中美關係變得是一天比一天差，特別是在發生了美軍擊落中國
氣球事件之後，全球很多國家和分析人士，都對此進行了大量的譴責批評，而在這場唇槍舌戰
中沒討到好處的美國，直接放出了自己的大招：制裁，將有關氣球的6家中國公司列入了製裁
名單中；而我國也沒有客氣，對美國的反制裁很快就來了。在近期，我國將美國的洛克希德•
馬丁公司，和雷神導彈和防務公司拉入了不可靠實體公司的清單，並且實行了三不准、一不批
准、一罰款的舉措。

三不准分別為不准上述企業從事與我國的進出口活動、不准在我國境內新增投資、不准上
述企業高管入境。不批准並取消上述企業高管在我國境內工作、停留、居住的資格；而最後一
點罰款更是重中之重，對這兩家公司開出了對台軍售合同兩倍金額的罰款，這兩家公司必須在
15天的時間內將罰款全部繳納完畢，否則我國將採取加重罰款的舉措。

那麼這個罰款的金額有多少呢？自從我國發布《不可靠實體清單》之後，洛克希德•馬丁
公司和雷神導彈和防務公司，涉及到在對台軍售上的金額加起來已經達到79.483億美元，兩倍
罰金加起來就是158.966億美元。但考慮到美國在對台軍售時，一向喜歡把台當局當傻子耍，有
很多產品都是以次充好，甚至是收取大量的服務費、保養費當做軍事承包的費用，所以洛克希
德•馬丁公司和雷神導彈和防務公司在其中佔據的金額，應該要稍微少一點，但也不會少太多
，因為台當局進口的愛國者導彈系統、雷達系統都是這些公司的招牌武器；但無論怎樣，這上
百億美元的罰款，這兩家美國軍火公司是逃不掉了。

可能大家聽多了美國軍費8000多億美元聽習慣了，都不太了解150億美元這個概念。但要
知道的是，美國海軍現在最先進的福特號電磁彈射航母的價格，也就130億，並且這個價格還
是經過了多輪漲價之後的數字。也就是說此次對洛克希德•馬丁公司，和雷神導彈和防務公司
開出的罰單，這兩家公司必須在半個月的時間裡湊出上百億美元來，如果湊不出的話這違約金
將會罰得更厲害，變成200億也說不定。這次算是這兩家公司直接被罰了一艘福特號航母，可
謂出手就是殺招。

或者說我們可以拿F35戰機做對比，F35現在是全球最先進的可出口的五代機，美軍自己都
採購了上千架的F35，而美軍今年的財年報告中，F35的價格為2.2億美元一架，也就是說這158
億多的罰款，可以購買72架F35戰機了，已經能夠重新組建起一個全新的F35戰機聯隊了。這
錢用來造殲20的話還能造更多，或許殲20的數量又能夠實現翻一番了。

對於這天價罰款，有人認為可能並沒有什麼用，因為人家可以不交這個錢，反正這些軍火
公司又不給中國賣軍火。這樣想的話就大錯特錯了，這兩家公司不但與我國有著合作，合作還
很多，無論是民航系統還是飛機維修都是他們的業務範圍。如果說這兩家公司不在乎這點業務
的話，那我國還有著另外一招：稀土，我國現在是全球最大的稀土出口和加工國，稀土生產技
術領先全世界，而稀土又是現代武器生產必不可少的原材料。就拿洛克希德•馬丁公司的王牌

產品F35戰機來說，之前就是發現這款戰機發動機的電磁閥門是中國製造，所以才緊急停產想
要重新找一個供應商，最後找遍了全球都沒找到，不得不捏著鼻子繼續用中國製造的零部件生
產F35戰機。雷神公司的愛國者導彈在生產時也必須要有稀土，沒有稀土的話就無法生產精密
電子設備，這些導彈就無法進行精確制導。這些東西都是上述的兩家企業的命脈，一旦失去了
稀土，那麼這兩家公司可以說連運轉都舉步維艱。

再一點就是棉絮，雖然這玩意在大家看來隨處可見，根本就不值幾個錢，但是在生產砲彈
發射藥的時候，必須用棉絮作為原材料；而美國現在基本上不種植棉絮，我國又是全球最大的
優質棉絮生產和製造國。如果還不交罰款，我國也可以在這方面限制出口，到時候沒了棉絮美
國連製造砲彈這種基本消耗品都困難了，還拿什麼去維持自己的世界霸權呢？

因此這錢現在這兩家公司是交也得交不交也得交，交了可能只是損失個上百億美元肉疼一
下；不交的話後果可就更嚴重，我國是沒什麼損失，這兩家公司直接停擺不說，美國的基本武
器生產都成了問題。現在就看美國人下一步打算怎麼辦，天價罰單已經明明白白、擺在眼前了
。

罰款罰款150150億億！！中國對美軍火商開出天價罰單中國對美軍火商開出天價罰單

股價跌不停，裁員後亞馬遜員工又面臨“減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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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佛山報道）全民全媒體

時代已經到來，拍攝防抖成為各大手機等終端設備廠家爭

奪的制高點。2月10日，在廣東佛山舉行的2022年粵港

澳大灣區高價值專利培育布局大賽（下稱“灣高賽”）頒獎大會上，香港

本土創新團隊高瞻創新科技有限公司的“微雲台防抖”（簡稱MGS）項目

從上千個參賽項目中脫穎而出，奪得金獎。這也是“灣高賽”舉辦以來首

個獲得最高獎項的香港團隊。

目前，高瞻創新已經在內地、國外申請了80多項專利。對於此次在

“灣高賽”奪得最高獎項，高瞻創新首席執行官及創辦人看得更遠：通過

這個平台提高知名度，開啟項目在內地的全面落地。

防抖技術喜奪金獎 港企加速兩地布局
香港研發內地生產 高瞻創新：灣區製造有前景

“灣高賽”由粵港澳三地政府共同主辦，作
為國家知識產權強國建設的典型案例，

聚焦高價值專利的轉化運用，推動創新技術和項
目落地轉化。香港團隊在本屆大賽上獲得優秀成
績，金獎、銀獎均有斬獲。

雲台防抖技術防抖效果佳
在“灣高賽”優秀項目展示區，MGS項目

被放在最顯眼的位置。多台手機的攝像頭打開，
手機在機械裝置的控制下來回擺動，旁邊電腦上
顯示的圖像人物卻十分清晰，和手機在穩定器固
定下拍攝的圖像效果無異。MGS展台成為現場

最受矚目的展區，高瞻創新首席執行官及創辦人
麥練智不停地進行解說闡述，觀者連連點讚。

麥練智介紹，當前智能手機是最大的移動裝
置市場，年出貨量超過15億台，年增長10%以
上。智能手機市場防抖技術的滲透率不足30%，
而防抖技術和市場基本被美日韓壟斷。然而，當
前主流的光學或電子防抖技術、防抖效果、抗跌
性等方面，仍有明顯不足。

“當前的主流防抖技術是通過平移鏡頭、芯
片實現防抖，鏡頭和芯片之間有相對移動，防抖
效果並不理想。而我們自主研發的雲台防抖技
術，通過同時轉動影像傳感器和鏡頭，反方向運
動，達到了最佳的防抖效果。”麥練智說。

在這種技術下，MGS可以把傳統防抖產品
的拍攝最大補償角度從±1度大幅提升至±5度，
因此影像曝光時間能延長16倍，提高低光環境下
的拍攝效果。

“比如，當前主流的光學防抖產品拍出來的
圖片或視頻，可能只有局部有防抖效果呈現，而
我們是全影像防抖，即便是在黑夜環境下，拍攝
效果也清晰可見，整個畫面完全沒有抖動。”

相比目前國外的雲台防抖技術，高瞻創新
MGS的創新性在於它沒有採用競爭對手雲台中
的需要精密組裝及焊接不銹鋼材料，而是使用銅
合金材料，採用傳統蝕刻工藝即可。因此MGS
的生產成本大降，比市面產品至少低40%，這也
是其最大優勢之一。“產品材料方面，我們採用
國產銅合金材料即可，即便國外有防抖技術和產

品出口的限制或制裁，我們國家也完全不懼。”
麥練智自信地說。

目前，有國際知名手機生產商已經引進高瞻
創新防抖產品，高瞻創新和國內最大的手機馬達
廠按客戶要求共同開發新一代微雲台，最快明年
初，全球最先進的防抖手機即可面世。

防抖技術應用市場前景廣闊
不僅如此，MGS技術還可廣泛運用於智能

可穿戴設備、無人機、汽車等行業領域，只要有
移動拍攝需求的地方，就有防抖技術應用場景，
防抖市場前景廣闊。

“日本防抖技術發展得早，產業相對成熟，
我們原本希望在當地生產。但如今粵港澳大灣區讓
我們改變了計劃，這裏製造業發達，只要我們給出
方案，珠三角的廠家就能很快組織生產。在生產成
本上，內地也比日本低很多。全面通關之後，我們
在大灣區內地城市考察，對接了合作廠家。”麥練
智說，接下來，公司核心研發團隊將繼續放在香港，
而生產、銷售等團隊，將在內地。目前，團隊正在
內地招賢納才，在全國多地設辦公地點。

麥練智說，高瞻創新核心團隊成員基本是土
生土長的香港人，能夠在某個領域為行業發展作
出貢獻，感到十分榮幸。他特別指出，中國需要
有自己的核心技術和產品，創新團隊只要積極投
入科技創新，有敢於挑戰國外壟斷技術的勇氣，
大灣區初創企業同樣可以轉危為機，在大時代找
到大機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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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
報道）中國載人航天工程宣布，北京時
間2023年2月10日00時16分，經過約7
小時的出艙活動，神舟十五號航天員費
俊龍、鄧清明、張陸密切協同，圓滿完
成出艙活動全部既定任務。這是“圓
夢”乘組的首次出艙活動，他們完成了
夢天艙外擴展泵組安裝等任務，全過程
順利圓滿。這還是中國太空站全面建成
後航天員首次出艙活動，出艙範圍首次
覆蓋太空站三艙。

9日17時許，費俊龍打開了問天實
驗艙氣閘艙艙門。在安裝好艙門保護罩
後，費俊龍率先出艙，並緩緩地向鏡頭
揮手示意。19時許，費俊龍攜帶擴展泵
組站上了機械臂，與此同時，張陸出艙
並向夢天實驗艙進發。張陸在艙外沿着
既定路徑爬行前進，順利經過“太空天
橋”——艙間連接裝置，到達了夢天實
驗艙擴展泵組作業點，圓滿完成安裝任
務。這是費俊龍、張陸的首次太空漫
步，他們再次圓夢。

中國航天科技集團空間技術研究院
介紹，由該院抓總研製的太空站機械臂
有力支持航天員順利完成艙外擴展泵
組、腳限位器安裝等多項作業任務，在
2023年一開年就創造多個首次，即神舟
十五號乘組開展首次艙外作業，出艙作
業時間長達7小時，充分考驗了全系統保
障能力；出艙範圍首次覆蓋太空站三
艙，對路徑和飛行程序一次做對提出了
新挑戰；航天員首次手持大體積的腳限
位器和艙外操作台，在組合臂支持下進
行大範圍轉移，對任務的安全性提出了
更高要求。此外，本次出艙任務還充分
運用數字孿生技術，依託數字太空站進
行仿真模擬，出艙演練中首次機械臂不
再真實運動。

在神十五乘組首次出艙前，太空站貨
物出艙安裝任務也陸續開展。目前，能量
粒子探測器、等離子體原位成像探測器等
載荷已完成出艙安裝，全面驗證了艙外載
荷安裝流程和太空站貨物氣閘艙、轉移機
構等部件的功能性能。太空站貨物出艙安
裝任務由載荷轉移機構、貨物氣閘艙、內
外艙門、機械臂協同配合，通過在軌航天
員或地面操作，將需要出艙的貨物送出艙
外，根據任務需要也可將艙外的貨物送進
艙內。突破掌握此項關鍵技術，可大幅提
高艙內外貨物交換效率，減少航天員出艙
次數和工作量。按計劃，後續還將持續開
展貨物出艙安裝工作。

◆◆ 香港本土創新香港本土創新
團隊高瞻創新科技團隊高瞻創新科技
有限公司負責人麥有限公司負責人麥
練智展示練智展示““微雲台微雲台
防抖防抖””技術模組及技術模組及
產品產品。。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敖敏輝敖敏輝 攝攝

◆香港本土創新團隊高瞻創新科技有限公司的
“微雲台防抖”產品演示。

香港文匯報記者敖敏輝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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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經濟部18日公告離岸風電區塊開
發首期行政契約，經與業者多次溝通，將惡劣天
候因素、基礎建設延遲等列入行政契約不可抗力
因素，並調整產業關聯變更時機及罰則規定，獲
選業者需於5月中旬前完成簽約。

經濟部去年 12 月 30 日公告離岸風電區塊開
發第一期選商容量分配結果，也在18日公告離岸
風電區塊開發第一期行政契約，獲選業者需於5
月中旬前辦理行政契約簽約作業。

經濟部今天發布新聞稿表示，自111年8月5
日起，已召開多場次的離岸風力發電區塊開發契
約書（草案）說明會，同時於各種正式及非正式
會議徵詢各界意見，決定將惡劣天候因素、基礎
建設延遲、法令變更等，列入行政契約不可抗力
因素，獲選業者得說明受延遲情形申請展延，提
出相關佐證資料。

另參考第二階段產業關聯執行經驗，調整產
業關聯變更時機及罰則規定等，經濟部將在符合
重大公共利益原則下，提供彈性作法，確保所有
風場開發案均能如期如質完工商轉。

針對產業關聯議題，經濟部針對產業關聯變
更時機及罰則規定進行必要調整，包括以首件完
成時間為最終觀察期，作為國內量能確認時點；
業者因不可歸責因素無法落實產業關聯應不受罰
；產業關聯查核採記點制，風場完工且符合產業
關聯規定，則取消罰則並免予計罰等，讓獲選業
者與國內業者合作能更為明確與落實。

同時，經濟部考量獲選業者於行政契約範本
公告後，尚須辦理履約保證金繳納等簽約前置準
備作業，申請簽訂行政契約期限，將延長至公告
日起3個月內，讓獲選業者有充分時間準備簽約
事宜。

（中央社）立法院長游錫?今天召集黨團協商攸關普發現金的疫後特別條例草案，經過近2小
時討論，剩下包括執行適用項目在內的4項條文保留，送院會處理；明天立法院會將進行表決處理
，拚完成三讀程序。

因應2023年全球經濟面對嚴峻挑戰，政府將運用中央政府總預算稅課收入預計高於預算數，
規劃用新台幣3800億元強化整體經濟、社會韌性及應變能力，行政院提出 「疫後強化經濟與社會
韌性及全民共享經濟成果特別條例草案」函請立法院審議，國民黨立法院黨團也擬具 「稅收超徵全
民共享發放特別條例草案」併案審查。

游錫?今天下午主持黨團協商，研商疫後特別條例草案2案相關事宜；除了既有的行政院版本
，以及時代力量黨團、台灣民眾黨團提出修正動議，民進黨團今天也有提出部分條文修正動議，善
意回應連日來在野黨團所提歧見，凝聚立法共識。

經過討論，黨團協商獲致部分共識，法案名稱採行政院版本 「疫後強化經濟與社會韌性及全民
共享經濟成果特別條例」；另贊成行政院版本條文內容，主管機關為國家發展委員會，依本條例編
列預算的中央部會，負責強化經濟與社會韌性及全民共享經濟成果項目的規劃、預算編列及推動；
主管機關應專案列管及考核。

另外，獲致共識的部分，還有依照協商條文，依本條例規定自政府領取的現金、補貼、補助及
其他給與，免納所得稅。行政院版本和各黨團的提案都有此共識。

至於在野黨極力反對的行政院版草案第3條第9款 「其他行政院同意項目」餘款分配未寫明，
恐有空白授權爭議，民進黨團擬具部分條文修正動議，刪除 「其他」字眼，而將減輕就學貸款，還
有擴大藝文消費及振興藝文產業等2個項目正面列出。在野黨團肯定民進黨團釋出善意，不過，仍
留待明天立法院會進行表決處理。

此外，針對疫後特別條例草案相關事宜，立法院17日院會時已通過黨團協商結論，於21日院
會進行表決處理，並完成立法程序，各黨團同意不提出復議。

經部公告離岸風電首期行政契約
新增不可抗力因素

疫後特別條例草案4條文保留
立院21日表決拚三讀

防ChatGPT代筆備審資料 招聯會：強化第2階段審查
（中央社）聊天機器人ChatGPT掀起熱潮

，衍生出考生可能透過AI代筆備審資料議題。
對此，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會將在5月初前開
會討論，強化第2階段口試、筆試及實作展演
等審查。

中央大學今天舉行永續發展成果記者會，
媒體聯訪時問及大學如何防範高中甄選以
ChatGPT代筆學習歷程檔案。大學招生委員會
聯合會執秘、中央大學教務長王文俊表示，大
學申請入學第2階段指定項目甄試大約需要在5
月初送交，常委會將在5月以前開會討論。

王文俊提醒，各大學未來進行備審資料審
查時，應該多加留意備審資料是否雷同，口語
化表達是否與高中學生程度不相配，在第2階
段口試、筆試或實作展演，建議教授在筆試、
口試要特別謹慎，可以提出與備審資料相對應
問題檢視學生。

ChatGPT對大學校園的影響，中央大學校

長、大學招生委員會聯合會召集人周景揚說，
ChatGPT的出現是人工智慧發展歷程，未來人
工智慧一定會更精進，可以做很多事，在教育
領域如何善用有效工具，讓老師、學生受惠、
精進教學、研究發展，教務處已經規劃舉行專
案會議。

王文俊表示，已經對全校教師發出15題問
卷，讓教師表達對於未來ChatGPT在教學、學
生學習的意見，預計下週收集完畢，交由人工
智慧相關專長的教師及主管組成委員會，希望
提供教師未來運用ChatGPT方法，加強正面效
果，降低負面影響。

王文俊說，理解學生會想利用工具輔助寫
作業、交報告，但老師也不會盲目讓學生得到
好分數，如果大家都用一樣的工具，就會得到
大同小異的內容，老師是會看出來的，再加上
報告、口試表達等方式，都能嚴謹檢視學生作
業內容。

室內口罩鬆綁室內口罩鬆綁 民眾搭乘捷運仍須戴民眾搭乘捷運仍須戴
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日前宣布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日前宣布，，2020日起鬆綁室內口罩令日起鬆綁室內口罩令，，不過搭乘大眾運輸系不過搭乘大眾運輸系

統仍須配戴統仍須配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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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里斯郡第四區區長哈里斯郡第四區區長Lesley BrionesLesley Briones 由其代表由其代表Alice Lee (Alice Lee (左三左三））向活動致贈賀狀向活動致贈賀狀。（。（由左起由左起））李李
兆瓊兆瓊、、新任會長李世威新任會長李世威（（Victor Lee )Victor Lee )、、休士頓分會創會會長林富桂休士頓分會創會會長林富桂、、全美創會會長李雄合影全美創會會長李雄合影。。
（（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全美亞裔地產協會全美亞裔地產協會（（AREAA)AREAA)上周三中午上周三中午
在金山酒家舉行慶祝農曆新年春宴在金山酒家舉行慶祝農曆新年春宴

（休士頓/秦鴻鈞報導）全美亞裔地產協會休士頓分會
（AREAA )於上周三（2月15日）中午在Stafford 的金山酒家舉
行慶祝農曆新年春宴。由休士頓分會創會會長林富桂主持，全程
熱鬧非凡，絕無冷場。從全場舞獅，發贈紅包到地產精英新會員
介紹登台，到風水大師李兆瓊的風水講座，全程高潮迭起，好戲
連臺。

哈里斯郡第四區新上任的區長Lesley Briones特別向活動致

贈祝賀狀，由Alice Lee現場頒發。
林富桂和創會主席李雄號召在場人們為近日發生的土耳其地

震災區捐款，歡慶之中不忘正在受困人們。
多位會員擔當舞獅手，走遍全場，為在場人士送上新年祝福

。出席者也紛紛慷慨解囊，遞上紅包，當天共捐出美金1000元
為異國的災區獻上溫暖。

新年生肖運勢，是每年最受歡迎的節目之一。由知名的華裔

建築師李兆瓊主講。
今年是屬兔人的本命年，李兆瓊說，屬兔的人性情平和，樂

觀大方，聰明機敏，同時也比較警覺。屬兔的人往往容易自我滿
足，需要經常提醒自己，不斷突破自我。

隨後，14名新會員應邀上台，做自我介紹，並與創會會長
林富桂，創會主席李雄，現任會長Victor Lee(李世威)一起合影
。現場氣氛其樂融融。

上周週三，美國公布了新的一月份消費物價指數，按年升6.4%，高於市場預期的6.2%。數據
公布後，市場對美國息率的走勢出現了不一樣的評估。

原先市場認為，聯儲局今年只會加息兩至三次，每次只加1/4厘，其後聯邦基金利率就會在
5.25%水平徘徊，等待減息的機會來臨。至於具體減息的時間，即使未能在今年下半年開始，明年
上半年應該機會不少。屆時，聯儲局就會把工作的重點，從遏抑通脹轉移到恢復經濟動力上。
可惜一月份內通脹數字，顯示美國的通脹比原先想像中頑固；聯儲局口氣一鬆，通脹就立即反撲
。為了避免市場對結束加息有過多的期望，今後聯儲局的官員在談及利率問題時，我看應該會鷹
派姿勢偏重。

在這種情況下，有人預期美國聯邦基金利率最高有機會升至5.5厘以上。投資市場原先的樂觀
氣氛亦因而一掃而空。這樣，就變成股市受壓，金價回落，樓市亦陰霾不散。

現實是俄烏戰爭仍未知何時才能完結，美國的資源仍會有一部分被抽調往戰場，以致民間的
資源緊張，物價容易被搶高。

另一方面，中美關係未見改善，導致美國政府不但未能如期削減關稅，而且還不斷增加對中
國的制約。此舉已促使中國更多的把自己的產品出口，輸去東盟與第三世界的國家，令美國未能
大量受惠於中國產品的價廉物美。

如是看來，美國的通脹雖已從高峰回落，但根本沒有可能回落至聯儲局的目標——2%。如果
聯儲局堅持要達到這個目標才減息的話，那美國可以減息的日子一定遙遙無期。美國的投資市場

亦會因而難有起色。
我個人不相信聯儲局有能力單憑加息就能夠解決美國的

通脹問題。加息可以遏抑消費意欲，但加息沒法解決俄烏戰
爭與中美交惡所導致的成本上升問題。結果，聯儲局往後會
發現，通脹回落到某一個水平之後，通脹就會日漸對加息無
動於衷。

屆時，聯儲局若是加強加息的力度，就會損害經濟的動
力，導致聯儲局唯有放棄2%的通脹目標，把政策的目標轉
移到推動經濟上。

我估計，美國的經濟壓力會在今年日見增加。原因是美
國近年轉向政治掛帥，為了制約中國，不惜犧牲自己的經濟
利益。在這種情況下，美國的經濟很難好起來。

自從去年底中國調整防疫政策後，中國經濟已開始復常
。市場預期，中國今年的經濟增長可達5%。這對揚言美國
經濟發展勝過中國的拜登總統來說，無疑是一種壓力。他若
有意爭取連任，應會在開展競選活動期間，就會背地裡向聯儲局施壓，要聯儲局開始減息。

（（東翻西看東翻西看））美國通脹美國通脹 減息無望減息無望 楊楚楓楊楚楓

1414名新任會員登台名新任會員登台，，與現任會長李世威與現任會長李世威（（前排左二前排左二 ）、）、休士頓分會創會會長林富桂休士頓分會創會會長林富桂
（（前排右二前排右二）、）、全美創會會長李雄全美創會會長李雄（（前排右一前排右一））合影合影。（。（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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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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短期特殊 3-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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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25/2023

20% 首付

超級貸款計劃    降低利率    降低每月付款

新項目持續更新中：

1. buy without sell 不賣舊屋也能買新房     
2. Rental special 超值出租屋現金流計劃    
3. 首次购房特惠， 最低3% 首付  
4. 德州购房State affordable program , 
    5%低首付款辅助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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