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發行人 李蔚華/Publisher: Wea H. Lee 社長 朱勤勤/President: Chin Chin Chu 副社長 朱幼楨/Vice President: Emerson Chu 副社長 秦鴻鈞/Vice President: Christi Chin 總編輯 蓋 軍/Chief Editor: Jun Gai
商業廣告：ad@scdaily.com 設計部：art@scdaily.com 編輯部：editnews@gmail.com 會計部：acccounting@scdaily.com 分類廣告：cla@scdaily.com 美南新聞網站：www.scdaily.com 美南電視15.3：https://scdaily.com/tv
美南黃頁：https:scdaily.com/yellow_pages 美南新聞電子報 e-paper:www.scdnews.com 分類廣告專頁Classified AD: www.scdaily.com/classified ads 美南微信公眾號：美南網ID:today-america 國際貿易中心：http://www.itchouston.org

AA11

12047

Friday, 2/24/2023

美蛋價飆漲美蛋價飆漲 美墨边境違規帶蛋增美墨边境違規帶蛋增33倍倍
（綜合報導）美國雞蛋價格居高不下，

美國海關部門為了查緝從墨西哥非法帶入境
的 雞 蛋 而 忙 翻 天 。 根 據 彭 博 新 聞 網
（Bloomberg）報導，美墨交界部分邊界關
卡雞蛋查獲件數暴增逾300%。

根據外媒 JARA 新聞網報導，今年 1 月
美國1打雞蛋平均要價4.25美元（新台幣約
129 元），是去年同期的2倍；媒體 「邊境
報告」（Border Report）報導，墨西哥華雷
斯城（Ciudad Juárez）每盒30入的雞蛋價格
為3.4美元，每打1.36美元（新台幣約41元
）。

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護局（CBP）雖然允
許攜帶某些食品進入美國，但禁止肉類、奶
類、蛋類、家禽類及其相關製品。

「邊境報告」報導指出，相較前年同期
，去年最後3個月美國邊界沒收雞蛋的案件
數暴增超過100%。

彭博社報導，去年11月1日至今年1月
17日，美國海關艾爾帕索（El Paso）辦事處
查獲違規攜帶雞蛋的案件量，比上一年同期
增加91%；拉雷多（Laredo）增加301%、土
桑（Tucson）增加 333%、聖地牙哥（San
Diego）增加368%。

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護局發言人梅爾
（Roger Maier）告訴彭博， 「我們相信很多
人只是不知道」禁止攜帶雞蛋的規定。

多數旅客都申報了採購的物品，因此並
未被罰款。依規定，未申報農產品最高可能
被開罰1萬美元。

根據 「富比世」（Forbes）雜誌報導，
禽流感使雞農大量減少，影響多達 5800 萬
隻雞。美國疾病管制暨預防中心（CDC）
指出，這波禽流感疫情 2022 年初爆發，影
響的禽鳥數量已超過 2015 年的禽流感疫情
。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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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h President Biden’
s visit to Kiev and Chinese
high-ranking official Wang
Yi's visit to Moscow,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ill
face another confrontation
on the war in Ukraine.
Secretary of State Blinken
said he was worried that
China would consider
providing weapons to
Russia. Such action would
have real consequences for
China.

Chinese officials sai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could
not make such a request on
China’s relationship with
Russia and was based on
non-confirmed information
against a third-party.
We express our great
concern on the current

world situation. The main
reason is that there is no
sign of an end to the war in
Ukraine. Russia is preparing
to launch a more violent
attack after the winter and
are concerned that the
United States will supply
more ammunition to
Ukraine. In the meantime,
the European countries are
facing more a serious crisis,
including millions of
refugees.

We are hoping that
China will work with the
United States, Russia and
Ukraine to propose a
peaceful resolution to the
war.

We really do not want
to see a return of the cold
war in the near future. 0202//2222//20232023

Sino-U.S. Conflict May RiseSino-U.S. Conflict May Rise

隨著拜登週一突訪基輔和王
毅造訪莫斯科， 中美兩國正在烏
克蘭戰爭之問題上正面對決。

國務卿布林肯表示， 他擔心
中國考慮向俄羅斯提供武器支持
，他說：“這類行動會給中國帶
來真正的后果。”

中國方面表示美國無法向中
國提出要求， 中國與俄羅斯之關
係是基於不結盟 ，不對抗， 不針
對第三方。

我們對於目前世界局勢表示
高度之擔憂， 主要因為烏克蘭戰
爭尚無終止之跡象，俄羅斯也在
準備春季後展開更猛烈之攻 ，美
國為首之北約更是加強對烏克蘭

之彈藥支援， 歐洲各國之経濟及
安全面臨嚴峻之危機， 烏克蘭之
難民潮會更加嚴重。

俄羅斯在此困境中必然要求
助於中國大陸及伊朗、 北朝鮮之
支持， 否則它在許多國家之壓力
下， 勢必無法長期支撐下去。

我們目前仍然期望中美兩國
共同協商來解決烏克蘭危機 ，否
則實在有掀起第三次世界大戰之
潛在危機 ，實在是不可小視覷。

如果世界局勢如此發展下去
，勢必使中俄及伊朗等國聯手對
抗美國及其盟邦， 又一塲世紀冷
戰又將重演。

中美衝突可能上升中美衝突可能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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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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羅斯全面入侵烏克蘭明

天滿一週年，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
（Volodymyr Zelenskyy）今天表示，有
信心戰勝入侵的俄軍，另提到希望烏克
蘭與中國代表能夠會面。

法新社報導，澤倫斯基在社群媒體
上表示： 「我們沒崩潰，我們已經克服
許多苦難，我們會戰勝。我們會向把這
場邪惡戰爭帶進我國土地的所有人追究
責任。」

西方領導人已加強支援基輔（Kyiv
），七大工業國集團（G7）部長今天討
論了新的對俄制裁，同時聯合國大會
（UN General Assembly）準備表決一項
呼籲 「持久」和平的動議。

另一方面，澤倫斯基今天與到訪基
輔的西班牙總理桑傑士（Pedro Sanchez
）召開記者會，澤倫斯基表示： 「我們
希望與中方會面。這符合烏克蘭當今利

益。」
路透社報導，針對中國結束俄烏戰

爭的提案，澤倫斯基則說他沒看到任何
相關計畫，只透過烏克蘭外交官員聽到
一些 「籠統的東西」，但中國考慮斡旋
和平很振奮人心。

在戰事滿週年前夕，烏國軍事情報
首長布達諾夫（Kyrylo Budanov）告訴
烏克蘭媒體，俄國計劃發動飛彈攻擊來
紀念這個日子。

俄軍去年2月入侵之初一度逼近基
輔，之後又不斷攻擊能源基礎設施，但
基輔居民仍表現出無畏態度。

23 歲 居 民 席 斯 塔 科 娃 （Diana
Shestakova）表示： 「這是我和所有烏克
蘭人生命中最艱難的一年。」

「我確定我們會戰勝，但我們不知
道得等多久，以及還會有多少人受害。
」

俄烏戰爭屆週年
澤倫斯基表達有信心戰勝

韓國外長稱台海安危
影響朝鮮半島穩定

(本報訊）北韓去年試射飛彈次數創
歷史新高，數日前更發射一枚據稱射程
可涵蓋美國全境的 「火星-15」洲際彈
道飛彈（ICBM），外界估平壤執行第7
次核試已危在旦夕。韓國外長朴振22日
接受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專訪
指出，北韓的挑釁已然構成 「明顯且當
即的危險」，韓方將強化與美軍的 「延
伸嚇阻」，同時反對武力改變台海現狀
，因為台海的和平穩定 「對整個區域的
安全繁榮不可或缺」。

據 CNN 統計，平壤去年違反聯合
國安理會決議，全年共有37天試射飛彈
，而這樣的挑釁持續至今。北韓18日發
射 「火星-15」ICBM 後，僅隔兩天又
發射兩枚短程彈道飛彈，可擊中韓國境
內任何地點。北韓領導人金正恩的胞妹
金與正20日警告，若美韓不停止聯合軍
演，北韓將進行更多飛彈試射，讓整個
太平洋變成北韓的 「靶場」。

對於平壤接連試射飛彈，並揚言動
用戰術核武器，朴振表示唯一反制的方
法，是擴大美國的延伸嚇阻，包括 「有
效部署美國的戰略資產」及聯合演訓。
他批評北韓不斷升高核子與飛彈威脅，
使朝鮮半島與東北亞的和平穩定受危害
，如此作為不具正當性。

值得注意的是，朴振提到，韓國此
刻面臨的安全挑戰超越朝鮮半島，1600
公里之外的台海兩岸也包括在內。他說
： 「台灣海峽的和平穩定，是朝鮮半島
和平穩定的基本要素，對整個區域的安
全繁榮不可或缺。」

對於中國領導人習近平拒絕排除武
統台灣，朴振認為，這可能為韓國帶來
「直接衝擊」。他強調： 「我們反對以

武力片面改變現狀。因此，我們將基於
這層意義確保，若是台海出事，我們必
須維護朝鮮半島的和平穩定。」

一年前, 俄羅斯罔顧聯合國安理會緊急會議的強
烈阻止, 執意對烏克蘭發動了侵略戰爭,造成了世界動
盪不安, 在過去的 365 天裡, 在烏克蘭土地上,喪生了
10萬名烏軍士兵，但在澤倫斯基總統領導下,烏克蘭
還是頂住並擊退一個火力遠超自己的敵人, 他們殺死
了進犯的20萬俄羅斯士兵, 並釋放出毫不妥協的民族
主義, 那就是:烏克蘭人寧死也不會投降。

戰爭是殘酷無情的, 自古以來任何一場戰爭所付
出的代價就是敵我雙方生命與財產的損失, 人類永遠
沒法從戰爭中吸取教訓, 俄羅斯之所以入侵烏克蘭，
不是雙方具有世仇,根本原因就是俄羅斯為阻止北約
東擴, 1990 年蘇聯崩潰後，西方沒有放棄仇俄態度,
尤其是俄羅斯主導的華沙公約組織解散後，與之對抗
的北約不但不解散，相反採取東進態度，從德國一直
推進到俄羅斯邊境, 而烏克蘭一旦加入北約, 進一步擠
壓俄羅斯生存空間, 無論經濟或軍事,當然造成巨大的
威脅, 當然,從烏克蘭立場來看, 加入北約等於是與俄
羅斯劃清界線, 可發展獨立自主的外交, 所以烏克蘭懷
抱西方國家勢力與北約組織，對俄羅斯無而言是可忍
,熟不可忍, 於是顧不得國際制裁, 非打下烏克蘭不可,
但那卻是一種侵略行為, 普京不是不知,但他卻把侵略
賦予正當化, 套句俗話說, 普京的想法不就是: “我說
對就是對,你說不對,我也認為我是對!”

目前這場血腥的戰鬥還沒有結束的跡象,這就意
味着殺戮和殘害還沒有結束，人民流離失所的恐懼和
心碎也沒有結束, 戰火所造成的損害是巨大的,無辜的
平民在家中被殺害,產婦和嬰兒死在婦產醫院,全世界

從中得到的教訓是顯而易見的——歐洲對俄羅斯能源
的依賴使歐洲大陸成犧牲品,一個國家必須確保自己
的能源安全，這樣就不會陷入這樣的困境。

目前俄羅斯再次向烏克蘭東部城市巴赫穆特發起
進攻,另一方面，美國人民對政府向烏克蘭提供武器
和經援的支持正在動搖, 因為一切支出都是人民納稅
的血汗錢,拜登需要說服美國納稅人為什麼我們必須
要沒有止境的支出? 當然,俄羅斯的勝利可能會逼迫美
國人走上歐洲戰場,它將粉碎國家主權原則，激發全
世界的威權運動，並鼓勵普京用武力奪取他想要的任
何東西。

拜登日前出其不意訪問烏克蘭首都基輔以重申美
國的支持的原則是“只要烏克蘭需要,我們就會支持
”。他承諾在美國已提供的5千億美元援助基礎上，
再注入更多軍事物資和裝備,不過烏克蘭迫切需要的
F-16戰鬥機, 美國卻不敢給, 因為擔心一旦開出F-16,
北約和俄羅斯之間的緊張局勢會升級, 但拜登卻忘了
普京在危急時會動用核武的威脅。

拜登與西方似乎認為嚴厲制裁將使普京心生畏懼
而放棄對基輔攻擊,但俄羅斯人從未被西方嚇住過，
普京反而孤注一擲做出更激烈反應，這讓西方傻眼,
而聯合國威望更是一文不值, 早該解散了,現在談論緩
和局勢為時已晚,拜登誓言將對襲擊追究俄羅斯的責
任, 但是一個新冷戰時代顯然已經來臨, 世界秩序已經
改變,新的國際組織也已結盟對立, 未來新的世界將走
向何方, 我們都在觀察著!

【李著華觀點 : 烽火 365 天
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一年 血腥戰鬥殺戮良民沒有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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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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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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澳大利亞研究人員最近展示了壹種新型量子比

特的操作，稱為“觸發器”量子比特，它結合了單個原子的

精巧量子特性和普通電腦芯片電信號的易控性。研究成果發

表在《科學進展》上。

新南威爾士大學研究團隊在世界上率先證明，電子的

自旋以及矽中單個磷原子的核自旋可用作量子比特。雖然

兩個量子比特本身都表現得非常好，但它們的運行需要振

蕩磁場。而磁場很難在單個量子計算機組件的典型納米尺度

上定位。

團隊意識到，將量子比特定義為電子和原子核的上/下組

合方向，將允許僅使用電場來控制這樣的量子位。這個新的

量子比特被稱為“觸發器”，因為它由屬於同壹原子的兩個

自旋(電子自旋和核自旋)組成，條件是它們總是指向相反的方

向。

該理論預測，通過相對於原子核置換電子，可對觸發器

量子比特的任意量子態進行編程。新研究以完美的準確性證

實了這壹預測。

最重要的是，這種電子位移是通過向小金屬電極施加電

壓而不是用振蕩磁場照射芯片來獲得的。其更類似於傳統矽

計算機中通常路由的電信號類型芯片。

通過從原子核中置換電子來對觸發器量子比特進行電氣

控制，會伴隨壹個非常重要的現象：當負電荷(電子)遠離正電

荷(原子核)時，會形成電偶極子；將兩個(或更多)電偶極子彼

此靠近放置會在它們之間產生強電耦合。這就可調制執行多

量子比特邏輯運算。

這些電偶極子不需要相互接觸但又相互影響。理論研究表

明，200納米是快速和高保真量子操作的最佳距離。研究人員稱

，這可能是壹個改變遊戲規則的進展，其足以允許在量子比特

間插入各種控制和讀出設備，使處理器更容易連接和操作。

歐盟搶灘綠色經濟
抗衡美國產業政策

歐盟近期出臺了多項能源轉型和綠

色發展舉措。日前，歐洲議會批準了

2035年起禁售化石燃料汽車的新法案，

以推動電動汽車制造。本月初，歐盟委

員會還發布了壹項“綠色協議產業計

劃”，鼓勵資金流向歐盟綠色產業。歐

盟委員會表示，3月底歐盟峰會召開前，

還將擬定《凈零產業法案》《關鍵原材

料法案》等立法提案。

專家指出，歐盟的系列舉措，既是

針對美國“綠色補貼”等產業政策的回

應，也出於加快能源轉型、追求能源自

主的考慮。

加快政策步伐
2月 15日，歐盟委員會有關禁售化

石燃料汽車的立法提案在歐洲議會獲得

通過。這意味著，歐洲將在2035年停售

新的燃油轎車和小貨車。歐洲議會表示

，該法案是歐盟委員會“Fit for 55”壹

攬子計劃的壹部分，旨在為歐盟2030年

和2050年氣候目標作出貢獻。

該法案還規定，從2030年起，在歐

盟銷售的新車，碳排放量須比2021年減

少55%，遠高於37.5%的現有目標。路透

社稱，該法案旨在加快歐盟向電動汽車

的轉換並應對氣候變化。

另據歐盟委員會發布的信息，歐盟

本月初提出壹項“綠色協議產業計劃”

。該計劃是對“歐洲綠色協議”及RE-

PowerEU計劃的補充，主要包括4方面內

容：壹是簡化監管框架，加快綠色項目

審批；二是放寬國家援助發放限制，鼓

勵綠色投融資；三是鼓勵與綠色轉型相

關的人才和技能培養；四是對外開展綠

色經濟合作，提升供應鏈韌性。

為確保“綠色協議產業計劃”實施

，歐盟委員會表示還將提出壹項《凈零

產業法案》，加快綠色項目審批速度，

同時配合推出《關鍵原材料法案》，確

保綠色產業所需關鍵原材料采購。歐盟

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表示，這些提案將

於3月22日至23日歐盟峰會之前提交。

路透社稱，在2月10日的歐盟峰會

上，歐盟領導人對“綠色協議產業計

劃”表達了“有針對性和臨時性的”

支持，旨在回應美國的產業政策，確保

歐盟“未來成為電動汽車及綠色產品制

造基地”。

爭奪領先地位
分析普遍指出，歐盟的系列新舉措

，意在和美國爭先。《紐約時報》報道

稱，在歐洲議會通過2035年起禁售化石

燃料汽車的新法案之前，美國加利福尼

亞州就已通過類似立法，紐約州也迅速

跟進。隨著歐盟新法案的通過，歐洲也

將成為電動汽車的主要市場之壹。

歐盟的“綠色協議產業計劃”，則

是對美國更直白的“反擊”。德國《世

界報》網站稱，歐盟這壹計劃是針對美

國《通脹削減法案》巨額補貼的“堅決

回應”。標普全球網站也分析稱，歐盟

該計劃旨在對抗美國產業政策，緩解

“去工業化”壓力。

復旦大學歐洲問題研究中心主任丁

純接受采訪時表示，美國《通脹削減法

案》推出了高達3690億美元的“綠色補

貼”及相關激勵措施，以推動電動汽車

電池及其他綠色產品在美國本土的制造

和應用。這加劇了歐洲產能外流的壓力

，對歐洲制造業及全球競爭環境都產生

了負面影響。在歐盟方面與美國反復交

涉未果的情況下，歐盟委員會日前推出

含有補貼方案的產業政策，意在“拉

平”美國高額補貼對市場的扭曲，對抗

《通脹削減法案》帶來的沖擊。

“歐盟的‘綠色協議產業計劃’，

包含針對美國《通脹削減法案》的具體

應對‘工具’。”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

研究所研究員、歐洲經濟研究室主任孫

彥紅向本報記者表示，“壹是通過貿易

防禦工具和新出臺的‘外國補貼條例’

，防止非歐盟國家的補貼扭曲歐洲單壹

市場競爭秩序。據此，歐盟可能對接受

補貼的美國企業在歐洲市場的貿易和投

資活動進行公平競爭審查。二是提出加

快修訂歐盟的國家援助豁免條例，允許

成員國在不嚴重扭曲歐洲單壹市場競爭

的情況下，為電池、太陽能電池板、風

力渦輪機、熱泵、電解槽等產品及其所

需的關鍵原材料提供補貼，降低企業外

遷風險。”

除了應對來自美國的直接壓力，對

綠色經濟的發展需求，也促使歐盟加快

了政策步伐。

路透社援引國際能源署數據稱，到

2030 年，全球清潔能源市場將增長 3

倍，產值達到每年約 6500 億美元，相

關制造業崗位數量增加壹倍以上，“歐

盟想從中分壹杯羹”。

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2月1日發

表講話時表示，如今主要國家都在加大

凈零產業投資，未來幾年將決定凈零經

濟的形態和定位，而歐盟將在全球競技

場上展開爭奪。

“歐盟壹向看重自身在全球低碳減

排方面的倡導者角色。但近年來，歐盟

在相關領域的領先優勢，受到了來自美

國及亞洲的趕超。歐盟有意通過政策工

具，加緊培育新的比較優勢，爭取全球

綠色經濟主導權，重振投資者對歐盟市

場的信心。”丁純說。

與此同時，能源危機也在“倒逼”

歐盟加快綠色轉型。

“俄烏沖突爆發後，為擺脫對俄能

源依賴、謀求能源自主，歐盟嘗試了多

種方案。2022 月 3 月，歐盟推出 Re-

powerEU能源計劃，提出降低能源消耗

、增加能源進口來源、加快可再生能源

發展等目標。‘綠色協議工業計劃’也

提出確保可再生能源供應鏈安全、大力

發展凈零產業等舉措。當前，在歐洲依

然深陷能源危機、能源供應存在不可預

測性的情況下，歐盟加快綠色發展的政

治意願比以往任何時候都強烈。”孫彥

紅說。

前景謹慎樂觀
《福布斯》雜誌網站援引經濟學家

分析稱，歐盟近期的“綠色舉措”，對

歐洲宏觀經濟的提振效果或將十分可觀

，其效果甚至將大於“下壹代歐盟”

（NextGenerationEU）復蘇項目。

然而，“錢從哪來”，是歐盟實施

新舉措時面臨的問題之壹。據歐盟委員

會發布的信息，歐盟將從現有 Re-

powerEU能源計劃中撥出2500億歐元，

支持“綠色協議產業計劃”，同時鼓勵

成員國根據自身綠色轉型計劃出資。下

壹步，歐盟委員會還提議設立壹個歐洲

主權基金，用於投資綠色技術。

美國政治新聞網站Politico刊文稱：

“歐洲開始了壹場贏不了的補貼競賽”

，其新計劃主要利用現有基金，而不是

新資金。因此，“歐盟的新舉措仍然缺

乏反擊美國補貼狂潮的火力”。

同時，歐盟成員國也並非都對新舉

措買賬。路透社報道稱，2月10日，丹

麥、芬蘭、愛爾蘭、波蘭、瑞典等11個

歐盟成員國聯合向歐盟委員會提交了壹

份文件，敦促謹慎放寬對綠色產業的國

家援助限制，因為這可能導致“內部市

場分裂、有害的補貼競賽並削弱區域發

展”。

“歐盟積極推進綠色轉型會取得壹

定進展，但其舉措的力度和成效，可能

會較預期打折扣。”丁純說，“在資金

籌措方面，歐洲經濟本已受到俄烏沖突

的持續困擾，RepowerEU能源計劃作為

沖突背景下壹項臨時性而非結構性的基

金，本身就可能存在缺口。同時，歐盟

各成員國經濟水平及產業結構、布局差

異較大，如果放開國家援助限制，德國

、法國等國將有更強實力對本國產業進

行補貼，由此又會在歐盟內部造成市場

競爭扭曲。”

孫彥紅分析指出，當前及未來壹段

時期，歐洲推進綠色轉型既有顯著優

勢，也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

“在優勢方面，經過過去幾十年探

索，歐盟已形成壹套包括立法與政策引

導、技術創新與碳排放交易體系驅動、

綠色金融體系支撐、規則與標準的統壹

及對外推廣等在內的系統性綠色轉型模

式。這是其繼續推進綠色轉型的重要基

礎。在挑戰方面，歐盟當前深受能源危

機困擾，壹方面被迫延遲退出核電、重

啟部分煤電，導致能源轉型受阻；另壹

方面，能源成本過高也使企業競爭力下

降、外遷壓力增大，綠色轉型不再如過

去壹般從容。而美國大張旗鼓地推行歧

視性產業補貼政策，嚴重擾亂綠色產業

國際競爭秩序，進壹步使歐洲陷入被動

。未來，歐盟不得不在堅持既有綠色轉

型優勢的同時作出調整，以適應國際競

爭的‘變局’乃至‘亂象’，而要找到

適當的平衡點並不容易。鑒於此，對歐

洲推動綠色轉型的前景，或許可持謹慎

樂觀態度。”孫彥紅說。

“目前，美國尚未就‘綠色補貼’

引發的爭端作出明確回應。如果美歐達

成妥協，不排除雙方在綠色經濟方面合

作的可能。同時，接下來也應謹慎觀察

，歐盟是否會以綠色轉型、應對氣變等

為‘道義制高點’，推行類似‘碳關稅

’等國際貿易機制，借機糾正所謂市場

扭曲，對歐盟企業進行扶持。”丁純說

，“總體而言，歐盟新舉措的有效性，

還需根據美歐‘討價還價’的結果及俄

烏局勢的變化等來判定。”

國際能源署報告：
2022年全球甲烷排放量仍在升高

綜合報導 國際能源署（IEA）於當地

時間2月21日發布的報告中指出，2022年

，全球能源行業向大氣排放了約1.35億噸

甲烷，仍高於2020年和2021年的水平。

據路透社報道，IEA表示，化石燃料

行業仍未能解決甲烷排放問題，而這種強

效溫室氣體已經造成了工業革命以來約三

分之壹的全球氣溫上升。報告稱，盡管能

源價格居高和天然氣需求激增為捕集甲烷

提供了額外動力（甲烷是天然氣的主要

成分，因此捕獲的排放物可以作為燃料

出售。），但去年的排放量仍高於2020

年和2021年的水平，僅略低於2019年發布

的創紀錄水平。

IEA執行董事比羅爾（Fatih Birol）在

壹份聲明中表示，盡管取得了壹些進展，

但“排放量仍然過高且下降速度不夠快

——尤其是考慮到減少甲烷排放是限制近

期全球變暖的成本最低的選擇之壹。沒有

任何借口。”

報道稱，能源部門約占人類活動甲烷

排放總量的40%，僅次

於農業。國際能源署表

示，僅石油和天然氣的

甲烷排放量就可以通過

現有技術和適度投資減

少四分之三，而所謂

“適當投資”金額不到

全球石油和天然氣公司

去年獲得的 4萬億美元

意外收入的3%。

國際能源署首席能

源經濟學家蒂姆· 古爾德

（Tim Gould）說：“去

年進行削減甲烷排放量

的經濟激勵措施是巨大的。全球許多市場

的天然氣價格都創下歷史新高。將甲烷推

向市場是具有極其強大的經濟動機的。”

但盡管如此，“2022年仍是令人失望的壹

年。”他說。

目前，超過150個國家已承諾在2030

年之前將全球甲烷排放量從2020年的水平

減少至少 30%。數十家石油公司還自願

承諾通過石油和天然氣甲烷夥伴關系以

及石油和天然氣氣候倡議減少排放。

“我們能聽到有很多承諾，但所需要的

是壹個強制機制。”甲烷排放認證標準

MIQ的首席執行官喬治· 泰博斯（Georges

Tijbosch）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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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華爾街日報今天報導美軍將大幅擴大在台駐
軍人數。對此，白宮發言人尚皮耶表示，美國對台灣支持與防
衛關係仍是因應當前中國構成的威脅，美國對台承諾有助於維
持台海和平穩定。

白宮發言人尚皮耶（Karine Jean-Pierre）今天在例行媒體
簡報被問及媒體報導美軍將增加在台駐軍時表示，美國對台灣
的支持與防衛關係仍是因應當前中國構成的威脅，並符合美國
一中政策， 「這並未改變」。

她指出，美國對台承諾有助於維持台海與地區和平穩定。
至於具體的人數與政策，尚皮耶請媒體向美國國防部徵詢

。但至截稿時，國防部尚未回應媒體詢問。
華爾街日報引述未具名美方官員表示，美國計劃未來幾個

月在台派駐100至200名軍人，一年前則是30人左右。擴增的
駐台美軍將拓展五角大廈基於提供台灣必要自衛能力、同時不
激怒北京而一向不願公開的訓練計畫。

美方官員說，新增駐台美軍不僅將訓練國軍操作美國武器

，也會在防範中國攻擊的戰術面加以指導。但這些官員不願透
露更多細節。

報導引述五角大廈發言人梅納斯（Marty Meiners）指出：
「我們不評論具體行動、交流或訓練，但我想強調的是，我們

的對台支持與雙邊防務關係依舊是因應中華人民共和國目前構
成的威脅。我們的對台承諾堅若磐石，有助維護台海及區域和
平穩定。」

（綜合報導）美國前總
統川普周三（22 日）帶上
1.4 萬瓶 「川普牌礦泉水」
到該州的東巴勒斯坦（East
Palestine），與受 「毒列車
」事件影響的居民會面。他
批評拜登政府辦事不力，還
揶揄希望拜登訪烏克蘭回來
後，還有錢留給東巴勒斯坦
。

美國俄亥俄州（Ohio）
「毒列車」事件不斷發酵。

當地時間3日半夜，一列載
著化學原料的列車，無故衝
出鐵軌發生劇烈爆炸。雖無
人傷亡，但5列車廂毀損，
有毒化學品氯乙烯外洩嚴重
汙染環境。

根據《紐約郵報》報導

，川普 22 日戴著印有他的
名言 「讓美國再次偉大」字
樣紅色帽，以及 1.4 萬瓶川
普牌礦泉水，到列車出軌現
場附近的一間消防局向居民
、急救人員發表談話。

川普直言受害居民需要
答案和結果，不是藉口，民
眾的善良很容易被忽視和背
叛。他說，如果自己做總統
會加強鐵路和環境安全規則
。川普批拜登政府把東巴勒
斯坦忘了。

活動結束後，川普還為
急救人員及當地居民訂購麥
當勞，笑言自己比任何人都
了解菜單，也不忘外帶上專
機以供回程時享用。

川普訪 「毒列車」案發地
帶1.4萬瓶川普牌礦泉水

美財長葉倫宣布再提供3038億 援烏抗俄

（綜合報導）52年前，美國一名24
歲小學教師遭人勒斃，兇手一直未能查
明，案情陷入死胡同。佛蒙特州警方日
前宣告懸案偵破，關鍵在於一枚菸屁股
與死者衣物有相同DNA，再透過基因系
譜資料庫輾轉查到真兇。遺憾的是，犯
人早已身故，逃過法律制裁。

綜合《今日美國報》、美國有線電
視新聞網22日報導，這樁發生於1971年
7月19日深夜的命案，死者是住在佛蒙
特州最大城伯靈頓（Burlington）的小學
教師庫倫（Rita Curran），案發當晚室
友發現她遭勒斃陳屍房內床上。

時隔近52年，佛蒙特州最大城伯靈
頓（Burlington）警方21日宣告破案，靠
著日新月異的 DNA 技術與基因系譜學
（genetic genealogy），從一枚菸蒂驗出
與庫倫衣物上相符的DNA，再透過兇嫌
親人DNA樣本確認，犯人是案發時同棟
公寓住戶德魯斯（William DeRoos）。

水落石出，警方卻未能將德魯斯繩
之以法，因為他早在1986年因嗑藥過量
死於舊金山一家旅館。

伯靈頓警方說明，1971 年 7 月，德

魯斯與新婚 2 星期的妻子住在庫倫樓上
，相隔兩層樓。19日晚間，德魯斯與妻
子大吵之後出門散步冷靜一番。不久庫
倫的室友就發現她死在自己房內。據當
時調查幹員記錄，庫倫生前遭毆打性侵
，與凶手有激烈搏鬥。

案發隔天上午，德魯斯夫婦接受警
方訊問時稱，前夜兩人一直在一起，什
麼都沒聽見也沒看見。警方離去後，德
魯斯告訴妻子，若警察又找上門，她千
萬不可透露他曾離開公寓， 「否則警察
會追捕我」，因為德魯斯有刑事案底。

案情陷入泥淖，直到2014年終於有
了突破，調查人員從庫倫遇害時身旁一
件衣物取得的DNA，在一枚菸蒂上也找
到了，然而全美刑事DNA資料庫比對並
無結果，原因可能出在此人未有重罪定
罪記錄。

又過了 5 年，伯靈頓警局警探崔伯
（James Trieb）重啟調查。一改局裡獨
力調查懸案的作業方式，他成立小組把
本案當成新案偵辦，重新檢測物證，其
中一枚從菸蒂採擷的DNA輸入基因系譜
學資料庫，盼找出DNA所有人的家人。

一名外部專家推斷，菸蒂上的DNA
與資料庫裡德魯斯親戚有強烈關聯，而
且父系與母系均有關聯存在。專家萬分
確定在菸蒂上留下DNA的就是德魯斯。
幹員找到一名與德魯斯同父異母的男子
，此人提供了DNA樣本，比對結果更加
支持德魯斯犯案的推斷。

最後，調查人員在庫倫一件扯壞了
的居家外套上找到同樣的DNA。2022年
秋天警方再次偵訊德魯斯當時的妻子，
她才承認替德魯斯做了虛假的不在場證
明。

警方報告指，案發後不久，德魯斯
離開了新婚妻子遷居泰國，還成了和尚
。1974年德魯斯現身舊金山，後來再婚
。第二任妻子供稱，德魯斯曾在她面前
刺傷一名女子，他誤以為那個女人就是
妻子；有一次德魯斯也掐住她的脖子，
手法與殺害庫倫時相同。

伯靈頓警察局長穆拉德（Jon Murad
）在破案記者會說，本案令他 「百感交
集」，懸案終告偵破是他與警局全員的
光榮，然而他更想向庫倫的家屬致謝，
她的家人為此案承受煎熬逾半個世紀。

傳美增加在台駐軍傳美增加在台駐軍
白宮重申對台支持以因應中國威脅白宮重申對台支持以因應中國威脅

（綜合報導）美國財政部長葉倫（Janet Yellen）今天（四
）呼籲烏克蘭增加更多的資金支持，以幫助烏克蘭抗俄，美國
正準備在未來幾週提供額外的100億美元（近新台幣3038億元
）的經濟援助。

據《路透社》（Reuters）23日報導，葉倫在參加20國集
團會議（G20）的財政部長會議所準備的新聞發布會上表示，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迅速推動全額貸款計劃對烏克蘭非
常重要。

「正如拜登總統所說，我們將與烏克蘭站在一起，無論需

要多長時間。在印度，我在此期間將與大家一起討論對烏克蘭
持續而強有力的支持。」

烏克蘭總理什米加爾（Denys Shmyhal）20日（一）在與國
際貨幣基金組織總裁喬治艾娃（Kristalina Georgieva）在基輔會
面後表示，烏克蘭正在尋求一項價值 150 億美元（近新台幣
4557億元）的多年期國際貨幣基金計劃。

葉倫強調，先前美國軍事、經濟和人道援助總額達460億
美元（近新台幣1.39兆元），使烏克蘭在 「特殊情況」下保持
了經濟和金融穩定。

她說： 「我們的經濟援助支持著烏克蘭的抵抗，資助關鍵
的公共服務並幫助政府運作。在未來幾個月，我們預計為烏克
蘭提供大約100億美元的額外經濟支持。」

這筆美國援助是12月份國會批准的一項廣泛的政府資金法
案的一部分，其中包括一個新的450億美元（近新台幣1.36兆
元）的緊急軍事和其他援助計劃，用於援助這個飽經戰火摧殘
的國家。

52年前謀殺懸案靠菸蒂DNA偵破 真兇逃過制裁原因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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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鮮連續試射導彈
“將太平洋當作射擊場”言論釋放何種信號

繼 18 日進行發射洲際導彈訓練

後，朝鮮在 2月 20日上午進行火箭炮

射擊訓練，回應美韓聯合空中演習。

朝鮮稱，該火箭炮屬於“戰術核攻擊

手段”。

韓國聯合參謀本部表示，韓美當天

在朝鮮半島上空實施了聯合空演，並投

入了美國戰略武器，美空軍B-1B轟炸機

參加了演習。

出人意料的“火星”-15發射
在朝鮮官媒正式發布“火星”-15導

彈發射訓練新聞之前，韓國軍方和日本

自衛隊最先向外界公布朝鮮發射導彈的

信息。

韓國聯合參謀本部發布消息稱，韓

軍方探測到朝鮮在平壤順安壹帶向半島

東部海域發射壹枚疑似遠程彈道導彈。

軍方和情報部門認為，朝鮮很可能發射

“火星”-17型洲際導彈，正就具體參數

進行精密分析。

據日本防衛省推測，導彈可能落

在北海道渡島大島以西的海域，飛行

距離約 900 公裏，最高飛行高度為

5700公裏。

由於朝鮮在2月8日閱兵式上首次公

開了疑似采用固體火箭發動機的新型

洲際導彈，因此，除了韓軍猜測的

“火星”-17導彈，外界還猜測可能試

射了新型固體洲際導彈。

2月8日晚，慶祝朝鮮人民軍成立75

周年閱兵式在平壤金日成廣場舉行，閱

兵式上展示了多種新型武器，其中首次

亮相的新型洲際導彈和12輛“火星”-17

導彈發射車的集中展示引發外界高度關

註。

但出人意料的是，朝鮮19日公布的

照片顯示，此次發射使用的是“火星”

15導彈。

根據朝中社公布的信息，朝鮮 18

日下午在平壤國際機場高角度發射壹

枚“火星”-15洲際彈道導彈。報道稱

，此次發射系按照18日淩晨的緊急指

示以及當天上午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

恩下達的命令書緊急組織進行的，導

彈精確打擊了位於朝鮮東部公海的目

標水域。

據報道，發射訓練由朝軍導彈總局

指導，由洲際彈道導彈運營部隊中發射

經驗豐富的第壹紅旗英雄連參加。導彈

上升至最高頂點高度 5768.5 公裏，用

4015秒時間飛行距離989公裏，精確打

擊朝鮮東海公海上的目標水域，被評為

“優”。

朝中社指出，通過突襲發射訓練再

次確認和驗證武器系統的可信度，同時

突顯朝鮮核武力的備戰狀態，證明對國

家核遏制力組成部分的正確的運行性、

反應性、信賴性、效果性和戰鬥性的確

信和保證。朝鮮勞動黨中央軍事委員會

高度評價洲際彈道導彈部隊具備靈活而

威力強大的反擊準備狀態的實戰能力。

隨著“火星”-17和新型洲際導彈的

出現，外界對“火星”-15導彈的關註度

大幅下降。2017年11月，朝鮮首次試射

“火星”-15導彈。朝鮮中央電視臺報道

稱，“火星”-15洲際彈道導彈可以打擊

到美國本土，各方面性能比“火星”-14

洲際彈道導彈大幅提高。

2019 年，駐韓美軍司令部發布了

《駐韓美軍2019戰略概要》，對朝鮮多

種彈道導彈進行了評估。評估認為“火

星”-15導彈射程超過1.2萬公裏，覆蓋

美國本土大多數地區。

日本防衛大臣濱田靖壹18日表示，

推測導彈實際飛行69分鐘，射程最遠可

超1.5萬公裏。在這種情況下，可涵蓋美

國本土。

導彈專家李文盛告訴澎湃新聞，此

次朝鮮官媒報道“火星”-15導彈發射使

用“訓練”壹詞值得關註，向外界傳遞

的信息是：這是該導彈發射是部隊的壹

次發射訓練，不是導彈測試，外界應習

慣朝鮮常態化導彈發射活動。

軍事專家韓東分析認為，此次朝鮮

進行“火星”-15導彈發射活動有兩個方

面值得關註：壹是此次導彈發射是該型

導彈最遠的壹次，根據朝鮮官媒公布數

據估算，導彈射程至少超過1.4萬公裏

，比之前外界估計的1.2萬公裏又更遠

壹些，覆蓋美國本土；二是“訓練”壹

詞意味著朝鮮“火星”-15已經批量裝備

部隊，是朝鮮戰略核力量的主力，能夠

承擔核反擊的重任。

“將太平洋當作射擊場”言論引發
關註

除了進行洲際導彈發射，朝鮮在2

月20日上午還進行火箭炮射擊訓練。根

據朝中社報道，此次射擊訓練動用了

600毫米超大口徑火箭炮，發射的兩枚

火箭彈擊中了395公裏和337公裏外的海

上目標。報道稱，600毫米火箭炮是朝

軍最新型多連裝精密攻擊武器系統，屬

於“戰術核攻擊手段”。

朝軍曾在去年12月對這款超大型火

箭炮進行性能驗收試射，朝鮮最高領導

人金正恩出席交付儀式時表示，這款口

徑為600毫米的超大型火箭炮是朝鮮武

裝力量的“核心攻擊武器”，具備強大

的地形克服能力、機動性和連續精確突

擊打擊能力。據稱，這款火箭炮可攜帶

戰術核彈頭。

“18日進行可攜帶戰略核彈頭的洲

際導彈發射，20日進行可攜帶戰術核彈

頭的火箭炮發射，兩次發射向外界展示

了朝鮮的戰略和戰術核打擊能力。”韓

東介紹說。

朝中社指出，火箭炮射擊訓練是對

韓美19日聯合空中演習的回應。

韓國聯合參謀本部19日表示，韓美

當天在朝鮮半島上空實施了聯合空演，

並投入了美國戰略武器。韓國空軍出動

了F-35A和F-15K戰機，美國空軍F-16戰

機，為進入韓國防空識別區的美軍B-1B

戰略轟炸機進行護航並實施聯合編隊飛

行。10余架兩國戰鬥機參演，這些戰機

從半島西部海域穿越南部地區飛往東部

海域。

2月17日，朝鮮外務省發言人當天

發表談話，譴責美國和韓國從2023年初

大搞嚴重侵害朝鮮安全利益的武力示威

。發言人表示，美韓籌劃今年進行20余

次各種聯合軍演，預示著朝鮮半島和地

區局勢將會再次陷入嚴重的緊張激化漩

渦，朝方不得不作出反應。

2月16日，韓國國防部發布新版國

防白皮書，其中明確稱“朝鮮政權及軍

隊是我們的敵人”。這是韓國在2016年

國防白皮書後時隔6年再次在國防白皮

書中稱朝鮮為“敵人”。

對於導彈和火箭炮發射訓練，朝鮮

勞動黨中央委員會副部長金與正 20

日發表談話，稱朝鮮將太平洋當作

本國射擊場的頻率取決於美軍行動

的性質。

據朝中社報道，金與正強調，朝鮮

已擁有了令人滿意的彈道導彈技術和

能力，現在剩下的只是致力於增加其

數量。她表示，韓國與其為別人的技

術懷疑或擔心，不如花點心思提升自己

的防禦措施。

金與正表示，朝方很清楚美軍在朝

鮮半島地區的戰略打擊行動日益活躍。

朝方正在縝密分析相關行動對國家安全

的影響。金與正指出，我們借此機會重

申，只要認定這將給朝方帶來任何直接

和間接的擔憂，我們就會予以相應的應

對，朝鮮將太平洋當作本國射擊場的頻

率取決於美軍行動的性質。

這是朝鮮官方首次在講話中提及

“將太平洋當作本國射擊場”，這也引

發了外界對朝鮮是否會向太平洋深處發

射洲際導彈的討論，朝鮮試射中遠程和

洲際導彈通常以高角度進行，導彈落

點均在日本海，比如此次試射的“火

星”-15也采用了高角度發射。分析認

為，朝鮮采用高角度發射是為了避免刺

激周邊國家，采用高角度發射可以縮短

飛行距離。

但朝鮮也曾兩次進行正常角度發

射中遠程導彈。2017 年 8 月，朝鮮發

射 “火星”-12 導彈，導彈飛越日本

北海道上空，落入北海道以東 1180公

裏的太平洋海域；去年 10 月，朝鮮

“火星”-12導彈發射再次選擇正常角

度，導彈飛越日本上空，飛行距離超

過4000公裏。

“日本海也屬於太平洋的壹部分，

金與正‘朝鮮將太平洋當作本國射擊

場’的言論是傳遞準備向太平洋深處

進行導彈發射活動還是向日本海發射導

彈，還有待進壹步觀察。”韓東分析指

出，“朝鮮還未向太平洋深處進行洲際

導彈發射活動，若以正常彈道進行洲際

導彈發射，那將是朝鮮洲際導彈發展方

面的壹個突破。”

新壹期 LPR 持穩
繼續推進信貸成本下降

中國人民銀行授權全國銀行間同業

拆借中心公布，2023年2月20日貸款市

場報價利率(LPR)為：1年期LPR3.65%，

5年期以上LPR4.3%，均與上期相同。

專家認為，年初以來經濟回升勢頭

顯現，實體經濟融資成本處於下行通道

，當前降息的必要性不大。後續，推動

企業和消費信貸成本下行、促進房地產

市場平穩健康發展仍是重點，5年期以

上LPR仍存下調空間。

多因素共振
專家認為，考慮到中期借貸便利

(MLF)操作利率維持不變、資金價格有

所擡升、政策效果仍處於觀察期等多種

因素，當前降息的必要性不大。

首先，LPR報價在MLF利率基礎上加

點而來，2月15日央行開展1年期MLF操

作，中標利率維持在2.75%不變，這意味

著本月LPR報價基礎未發生變化。

其次，近期銀行邊際資金成本有所上

升，報價行壓縮LPR報價加點動力不足。

東方金誠首席宏觀分析師王青分析，進入

2月以來，銀行間市場7天期回購利率

DR007多數時間運行在2%以上，商業銀

行(AAA級)1年期同業存單到期收益率均

值也較上月同期有所上行。“這意味著

銀行邊際資金成本上升，報價行壓縮

LPR報價加點的動力減弱。”王青說。

商業銀行凈息差承壓也是LPR維持不變

的重要因素之壹。銀保監會數據顯示，2022

年第四季度，商業銀行凈息差為1.91%，環

比下降3個基點。專家認為，在去年LPR調

降幅度較大的情況下，伴隨年初存量貸款重

定價，商業銀行凈息差將進壹步承壓。

此外，當前宏觀經濟正處於整體回升

過程，前期出臺的系列穩增長政策效果正

在顯現。光大銀行金融市場部宏觀研究員

周茂華表示，從1月金融數據看，信貸總

量和企業信貸需求較為理想，壹定程度

上反映出當前利率水平整體保持適度。

同時，1月70個大中城市新建商品住宅

價格環比止跌，樓市呈現邊際回暖勢頭

，反映穩樓市政策效果逐步顯現。

助力穩增長
專家認為，去年以來LPR已多次下

降，累積效應持續顯現，2月LPR維持

不變無礙實體經濟融資成本繼續下行。

“在去年12月降準及去年9月存款

利率普遍下調的推動下，今年上半年實

體經濟融資成本仍有望保持在低位。”

王青認為，2月新發放企業貸款加權平

均利率將繼續停留在歷史低位附近，新

發放個人消費貸款利率和居民房貸利率

則有望保持小幅下行勢頭。

同時，隨著房地產需求側政策不斷

出臺，房貸“減負”效果明顯。人民銀

行數據顯示，2022年12月新發放的個人

住房貸款利率全國平均為 4.26%，較

2021年12月下降1.37個百分點，已達到

2008年有統計以來的最低水平。

下階段，推動企業融資成本和個人消

費信貸成本下降、推動樓市盡快企穩回暖

仍是重要任務，LPR尤其是5年期以上LPR

仍有下調空間。招聯金融首席研究員董希

渺認為，1月金融數據雖然較為亮眼，但貸

款需求“企業強、居民弱”的特征較為明

顯。應繼續引導LPR尤其是5年期以上LPR

適度下行，減輕居民住房和消費負擔。

王青表示，多地房貸利率已降至5年期以

上LPR報價決定的最低值附近。接下來為推

動房貸利率進壹步下行，除了放寬首套房貸

利率下限外，需要5年期以上LPR報價先行

下調。在他看來，上半年5年期以上LPR仍

有可能下調0.1個至0.15個百分點。這將帶

動新發放居民房貸利率更大幅度下調，進而助

力樓市在年中前後出現趨勢性回暖勢頭。

央地加碼引外資 全年穩量提質可期
“歡迎各國投資者繼續擴大對華投資、持續加

大研發投入、加快拓展業務領域，共同參與構建新

發展格局，共同維護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穩定與韌性

，並獲得自身更大發展。”商務部部長王文濤2月

16日至17日赴山東煙臺、青島調研吸引和利用外

資情況時表示，商務部將會同相關部門和各地方持

續擴大市場準入，全面優化營商環境，努力把優質

存量外資留下來，把更多高質量外資吸引過來。

為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資，近期，從中央到地

方都在加碼招商引資，鼓勵外商企業到華投資興業

。專家認為，在政策疊加效應下，全年吸收外資有

望保持良好態勢，實現穩存量、擴增量、提質量。

外資看好中國市場
據商務部消息，王文濤走訪了法國液化空氣煙

臺制造基地、青島海克斯康智慧產業園、中韓煙臺

經濟文化交流中心等七家外資企業。

受調研企業表示，中國擁有超大規模市場、完

善的產業配套、優良的基礎設施、暖心的政府服務

，將不斷深耕中國市場、持續擴大投資經營，更好

助力聯通內外雙循環。

外資深耕中國市場、持續擴大投資的重要原因

是對中國經濟發展前景看好。近期，國際機構紛紛

上調今年中國經濟增速預期。“經濟增長意味著投

資機遇，中國經濟韌性強、潛力大、活力足，長期

向好的基本面沒有改變。”商務部外國投資管理司

負責人孟華婷日前表示。

前不久，中國貿促會對160多家在華外資企業

和外國商協會進行調研的結果顯示，99.4%的受訪

外資企業對2023年中國經濟發展前景更有信心，表

示將繼續在中國投資興業，分享中國的發展紅利。

不少外資企業正在加碼布局。例如，寶潔大中

華區董事長、首席執行官許敏日前在廣東省高質量

發展大會上表示，將把寶潔國際貿易供應鏈控制中

心從歐洲遷至廣東，負責《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系

協定》（RCEP）、“壹帶壹路”沿線國家等市場

的進出口業務管理服務，奠定以粵港澳大灣區為核

心、進壹步輻射歐亞市場的戰略布局。

引資力度持續加大
為更大力度吸引和利用外資，從中央到地方，

政策支持力度不斷加大。

今年 1 月 1 日，《鼓勵外商投資產業目錄

（2022年版）》正式生效施行，總條目1474條，與

上壹版相比，增加239條、修改167條。增加的條

目數量達到近年來新高。

此外，去年以來，商務部出臺了促進制造業引

資、鼓勵外資研發中心發展等壹系列專項政策。

“今年，商務部將全力推動這些政策落地開花

，並將根據中央部署，再推出壹批政策措施。存量

政策和增量政策疊加發力，給外資企業帶來更多獲

得感。”孟華婷說。

從地方層面看，絕大多數地方就吸引和擴大外

資作出工作部署。浙江提出，新的壹年，將以超強

決心、超常舉措、超大力度吸引全球投資合作；江

蘇提出，將全面推動境外招商引資工作，謀劃推出

壹批省級境外招商經貿活動，統籌指導各地赴境外

招商。

為支持地方更好開展招商引資工作，商務部日

前明確，今年將指導各地組織開展投資促進活動，

依托雙邊投資促進工作機制和駐外經商機構等，搭

建跨國公司與地方招商引資溝通交流平臺，為各地

投資洽談提供便利。

專家認為，中央和地方推出的壹系列吸引外資

政策，不僅有利於推進高水平對外開放、加快構建

新發展格局，也有利於進壹步穩住外商投資，優化

投資結構，提振外資預期和信心。

今年料延續良好態勢
在政策疊加效應下，業內人士預期，全年吸收

外資有望實現穩存量、擴增量、提質量。

商務部數據顯示，在2021年兩位數增長基礎上

，2022年我國吸收外資繼續保持穩定增長，首次突

破1.2萬億元，按可比口徑同比增長6.3%。引資規

模再創歷史新高，依然保持世界前列。

“這再次證明中國依然是外商投資興業的

熱土。”商務部副部長郭婷婷日前表示，2022年

中國市場吸收外資量質齊升。引資結構持續優化，

大項目帶動作用增強。

展望今年吸收外資形勢，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

作研究院副院長張威表示，隨著中國經濟整體好轉，

改革開放不斷深化，中國市場的吸引力將進壹步釋放

。同時，中國制度型開放逐步推進，中國對外資管理

逐步優化等，都將為外資創造更好的發展環境。

“多重利好之下，預計今年外商投資將延續良

好態勢，有望實現穩存量、擴增量、提質量。”張

威說，其中，高技術制造業、高技術服務業等領域

將繼續成為外資布局重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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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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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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 政 預 算 案2023
惠民旺市

派券五千振消費開心香港開心香港谷市道
財爺：籌辦市集嘉年華燈光騷 為市民提供多元玩樂選擇

經過3年新冠疫情的洗禮，香港

正步入復甦，香港特區政府財政司司

長陳茂波22日發表2023/24年度財政

預算案，其中公布推出多項針對性措

施以鞏固經濟復甦勢頭，帶旺香港市

況，包括即將啟動以港人為對象的“開心香港”活動，聚焦美食體驗、愉快遊樂

與文青創作等。同時，鑑於過去派發電子消費券均能刺激本地消費市道，政府再

向每名合資格的18歲或以上永久性居民及新赴港人士分兩期發放合共5,000元

（港元，下同）電子消費券，透過不同入境計劃在港居住及赴港升學的合資格人

士則獲發半額2,500元消費券。政府會先通過去年計劃的登記資料，在今年4月發

放首3,000元消費券給合資格人士，餘額會與新符合資格人士一併在今年年中發

放。整個計劃涉及330億元，料能為香港本地生產總值帶來0.6%提振作用。

◆香港文匯報記者 聶曉輝、劉明

陳茂波在宣讀新年度財政預算案時表示，相
信今年香港經濟會明顯復甦，前景樂觀，

惟目前仍在復甦初始階段，市民和企業在3年
疫情打擊後亦需固本培元，因此決定在顧及財
政承擔能力下推出一系列針對性措施，以支持
市民和企業，鞏固經濟復甦的勢頭，包括繼過
去兩年分別向逾600萬名合資格市民發放5,000
元及1萬元電子消費券後，今年再度派發兩
期、共5,000元電子消費券。

分兩期派發 4月先發3000元
是次5,000元消費券會分兩期發放。政府

消息指出，為了讓首筆消費券趕及於今年4月
發放，因此會沿用去年第二階段的安排，即當
時符合領取條件的人士，屆時可直接獲發新一
輪首3,000元消費券而不需作任何申請，適用的
電子支付工具不變，即八達通、支付寶香港、
微信支付香港、拍住賞Tap & Go、BoC Pay及
PayMe，此輪市民無法“轉會”。與過往一
樣，不能用於支付政府或公共事業收費等，只
能用於本地零售商。若市民遺失八達通卡或已
取消之前領取消費券的支付工具，政府會預留
兩三星期予他們更新資料。

已移居外地或以“永久離港”為由提早提
取強積金者，並不符合領取消費券條件，但消
息人士指為了可盡快發放，只要他們於去年第
二階段仍符合領取資格，則仍可於今年獲發首
階段3,000元消費券。

至於餘下2,000元消費券會與新符合資格
人士一併在今年年中發放。消息人士表示，目
前仍在探討派發方式、用途限制及適用的支付
工具，詳情將於今年年中前公布。消息指出，
今年的消費券將涉及330億元，當中包括4億元
用以支付人手、臨時服務中心租金等行政費。

派券助提振0.6%本地生產總值
陳茂波曾經表示，2021年派發5,000元消

費券後，市民實際消費時約會額外多花4,000
至5,000元，經濟提振效果理想。政府消息人

士22日補充，經濟顧問估算去年派發10,000
元消費券，能對本地生產總值提振1.2%，故粗
略估計今次派發消費券可帶來0.6%提振作用。

在繼續派發消費券的同時，新年度預算案
亦宣布將啟動以市民為對象的“開心香港”
（Happy Hong Kong）系列活動。陳茂波指
出，活動聚焦美食體驗、愉快遊樂、文青創作
等活動，除讓市民有多元化的本地玩樂選擇
外，亦有助刺激本地消費和經濟。

民政及青年事務局將負責統籌相關活動，
包括未來數個月會在全港多個地區舉辦大型
“美食市集”，匯聚內地、香港及海外美食，
讓市民及旅客享受中外美食。

另一亮點是旅遊發展局在夏季籌辦以維港
為舞台的大型海陸嘉年華，邀來全球不同地方
的表演團體赴港呈獻舞蹈、音樂、街頭表演等
演出，並會上演全新的維港燈光匯演，有關詳
情稍後公布。政府消息指出，整個項目預計涉
款2,000萬元。

陳茂波透露，西九文化區管理局、迪士尼
樂園、海洋公園、數碼港管理有限公司，以及
科技園公司等機構亦會響應是次活動，將在今
年內舉辦有主題特色的市集、嘉年華或其他活
動。

學者：派券增市民幸福感獲得感
��
�1

香港特區政府再次派發電
子消費券，每名合資格市民可
獲共5,000港元消費券，分兩期
發放。有立法會議員認為，雖

然今年派發的消費券金額相較去年銳減一半，但相信
對商界幫助仍然很大，因為隨着與內地恢復全面通
關，旅客陸續赴港，消費券金額減少的部分可從旅客
消費上得到彌補。有經濟學者亦認為，派發消費券不
能單從經濟角度分析，還包括市民對特區政府的觀
感，“政府派錢，市民獲得感、幸福感提升。”

過去幾次的消費券計劃，飲食業均受惠不少。
雖然今次消費券金額“縮水”，但經營茶餐廳的李
先生表示，“市民心理上會覺得豪得起。”不過也
有食肆擔心，市民用消費券報團，令外遊市民增
加，反而不利本地經濟。東瀛遊執行董事禤國全相
信，部分市民會用消費券報團，但礙於目前航空交
通運力不足，團費高企難下，消費券只能有少許幫
補作用。

香港立法會批發及零售界議員邵家輝在接受香
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特區政府向市民派發消費
券，對商家仍有幫助，“疫情之下，香港的失
業率與世界各地相比算比較低，僅 3.4%。這三
年，如果沒有消費券的支援，商界會更加困難，
今年繼續派消費券可以再幫補下疫情這三年的經濟
損失。”他認為，雖然今年發放消費券的金額較去
年減一半，但相信對商界的幫助仍然很大，“香港
已經與內地全面通關，現在與過去三年的境況不
同，旅客陸續赴港，消費券金額雖減少了，但旅客
的消費會彌補回來。”特別是在復常通關初期，旅
客還未大規模到港，“在這個空檔期發放消費券，
有香港市民支撐市道。”

邵家輝認同發放消費券是政府在經濟逆周期採
取改善經濟的措施，而非恒常福利，“現時經濟復
甦，消費券發放的金額自然減少，相信市民都明白
這點，所以他們都有心理預期。”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倩

◆政府將向18歲或以上永久性居民及新赴港人士，分兩期派發共5,000元電子消
費券。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木又 攝

◆ 香港財政司司長陳茂波等官員22日向傳媒
展示新一份《財政預算案》。

香港文匯報記者萬霜靈 攝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明）在吸引本地市民
一起振興經濟的同時，要重振香港盛事之都地位，
吸納旅客赴港消費是另一重點。香港特區政府財政
司司長陳茂波在預算案中表示，特區政府已預留1
億元（港元，下同）爭取更多吸引旅客和極具旅遊
宣傳效果的大型盛事赴港舉行，香港旅遊發展局亦
將動用逾2.5億元繼續舉辦及推廣大型旅遊盛事。
同時，政府撥款約3億元以加大力度舉辦更多國際
會議和展覽，康文署則首次舉辦“香港流行文化
節”。

旅發局舉辦及協助推廣的大型旅遊盛事，包括
疫情後再以實體形式舉辦的“香港美酒佳餚巡
禮”、“香港國際龍舟邀請賽”、“香港單車
節”、“香港國際七人欖球賽”，以及“巴塞爾藝
術展香港展會”等。

首次舉辦“香港流行文化節”
康樂及文化事務署會首次舉辦“香港流行文化

節”，政府消息人士表示該署的製作費為每年2,000
萬元，今年4月起將有一連串的活動，包括演出、
電影、專題展覽及工作坊等，推廣香港的流行文
化，因應一代巨星張國榮逝世20周年，下月底至10
月率先在沙田文化博物館舉辦“繼續寵愛．張國榮
紀念展”，4月則在伊館舉辦音樂人嚴勵行（John-
ny Yim）音樂會，並會與不同藝團合作舉行活動，
增加新一代年輕歌手演出機會。

政府會向旅發局撥款，爭取更多不同規模及
類型的國際會議和展覽在港舉行，涵蓋金融、創
科和醫學等範疇，目標是吸引高增值旅客，令香
港成為區內首選會展旅遊目的地。消息人士指

出，爭取主辦的項目包括一些以往未在香港舉行
的會議和展覽，並爭取一些之前移師其他地點舉
行的活動重臨香港舉行。

香港貿易發展局未來數月將舉辦十多場大型
會議和展覽，預計超過50萬人次參與。消息人士
表示，包括下月初在會展舉辦的香港國際珠寶
展，而今年是“一帶一路”倡議10周年，政府會
繼續與貿發局合辦年度高峰論壇，大力宣傳香港
作為“一帶一路”功能平台和重要節點。

陳茂波表示，推廣香港方面，由他領導的
“推廣香港新優勢專責小組”為向外推廣香港出
謀獻策，政府會撥款5,000萬元支持有關工作。
政府本月初已推出“你好，香港！”（Hello
Hong Kong）大型全球宣傳活動，盡早爭取更多
旅客訪港。除機管局送出免費機票外，旅發局亦
會向100萬名訪港旅客發放“香港有禮”消費美
食禮遇，並提供更大誘因吸引國際郵輪訪港，推
動郵輪業復甦。

力推大型盛事 吸引全球遊客

◆香港旅發局將再以實體形式舉辦“香港美酒佳餚
巡禮”。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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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夯實科技自立自強根基
主持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 強調強化基礎研究前瞻性戰略性系統性布局

北京大學校長、中科院院士龔旗煌教授就這個問題作了講
解，提出工作建議。中央政治局的同志認真聽取了講

解，並進行了討論。
習近平在聽取講解和討論後發表了重要講話。他指出，黨

和國家歷來重視基礎研究工作。新中國成立後特別是改革開放
以來，我國基礎研究取得了重大成就。當前，新一輪科技革命
和產業變革突飛猛進，學科交叉融合不斷發展，科學研究範式
發生深刻變革，科學技術和經濟社會發展加速滲透融合，基礎
研究轉化周期明顯縮短，國際科技競爭向基礎前沿前移。應對
國際科技競爭、實現高水平自立自強，推動構建新發展格局、
實現高質量發展，迫切需要我們加強基礎研究，從源頭和底層
解決關鍵技術問題。

加強重大項目論證評估
習近平強調，要強化基礎研究前瞻性、戰略性、系統性布

局。基礎研究處於從研究到應用、再到生產的科研鏈條起始
端，地基打得牢，科技事業大廈才能建得高。要堅持“四個面
向”，堅持目標導向和自由探索“兩條腿走路”，把世界科技
前沿同國家重大戰略需求和經濟社會發展目標結合起來，統籌
遵循科學發展規律提出的前沿問題和重大應用研究中抽象出的
理論問題，凝練基礎研究關鍵科學問題。要把握科技發展趨勢
和國家戰略需求，加強基礎研究重大項目可行性論證和遴選評
估，充分尊重科學家意見，把握大趨勢、下好“先手棋”。要
強化國家戰略科技力量，有組織推進戰略導向的體系化基礎研
究、前沿導向的探索性基礎研究、市場導向的應用性基礎研
究，注重發揮國家實驗室引領作用、國家科研機構建制化組織
作用、高水平研究型大學主力軍作用和科技領軍企業“出題
人”、“答題人”、“閱卷人”作用。要優化基礎學科建設布
局，支持重點學科、新興學科、冷門學科和薄弱學科發展，推
動學科交叉融合和跨學科研究，構築全面均衡發展的高質量學
科體系。

深化基礎研究體制機制改革
習近平指出，世界已經進入大科學時代，基礎研究組織化

程度越來越高，制度保障和政策引導對基礎研究產出的影響越
來越大。必須深化基礎研究體制機制改革，發揮好制度、政策
的價值驅動和戰略牽引作用。要穩步增加基礎研究財政投入，
通過稅收優惠等多種方式激勵企業加大投入，鼓勵社會力量設
立科學基金、科學捐贈等多元投入，提升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及
其聯合基金資助效能，建立完善競爭性支持和穩定支持相結合
的基礎研究投入機制。要優化國家科技計劃基礎研究支持體
系，完善基礎研究項目組織、申報、評審和決策機制，實施差
異化分類管理和國際國內同行評議，組織開展面向重大科學問
題的協同攻關，鼓勵自由探索式研究和非共識創新研究。要處
理好新型舉國體制與市場機制的關係，健全同基礎研究長周期
相匹配的科技評價激勵、成果應用轉化、科技人員薪酬等制
度，長期穩定支持一批基礎研究創新基地、優勢團隊和重點方
向，打造原始創新策源地和基礎研究先鋒力量。

協同構建中國特色國家實驗室體系
習近平強調，要協同構建中國特色國家實驗室體系，布局

建設基礎學科研究中心，超前部署新型科研信息化基礎平台，
形成強大的基礎研究骨幹網絡。要科學規劃布局前瞻引領型、
戰略導向型、應用支撐型重大科技基礎設施，強化設施建設事
中事後監管，完善全生命周期管理，全面提升開放共享水平和
運行效率。要打好科技儀器設備、操作系統和基礎軟件國產化
攻堅戰，鼓勵科研機構、高校同企業開展聯合攻關，提升國產
化替代水平和應用規模，爭取早日實現用我國自主的研究平
台、儀器設備來解決重大基礎研究問題。

習近平最後強調，各級領導幹部要學習科技知識、發揚科
學精神，主動靠前為科技工作者排憂解難、鬆綁減負、加油鼓
勁，把黨中央關於科技創新的一系列戰略部署落到實處。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政治局
2月21日下午就加強基礎研究進行第三次集體學
習。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在主持學習時強調，加
強基礎研究，是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的迫切要
求，是建設世界科技強國的必由之路。各級黨委和政
府要把加強基礎研究納入科技工作重要日程，加強統
籌協調，加大政策支持，推動基礎研究實現高質量發
展。習近平強調，要強化基礎研究前瞻性、戰略
性、系統性布局。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中新社報
道，中共中央政治局2月21日下午就加強基礎
研究進行第三次集體學習。中共中央總書記習
近平在主持學習時強調，要構築國際基礎研究
合作平台，設立面向全球的科學研究基金，加
大國家科技計劃對外開放力度，圍繞氣候變
化、能源安全、生物安全、外層空間利用等全
球問題，拓展和深化中外聯合科研。

打造體系化高層次人才培養平台
習近平在聽取講解和討論後發表了重要

講話。他指出，加強基礎研究，歸根結底要
靠高水平人才。必須下氣力打造體系化、高
層次基礎研究人才培養平台，讓更多基礎研
究人才競相湧現。要加大各類人才計劃對基
礎研究人才支持力度，培養使用戰略科學
家，支持青年科技人才挑大樑、擔重任，不
斷壯大科技領軍人才隊伍和一流創新團隊。
要完善基礎研究人才差異化評價和長周期支
持機制，賦予科技領軍人才更大的人財物支
配權和技術路線選擇權，構建符合基礎研究

規律和人才成長規律的評價體系。要加強科
研學風作風建設，引導科技人員摒棄浮誇、
祛除浮躁，坐住坐穩“冷板凳”。要堅持走
基礎研究人才自主培養之路，深入實施“中
學生英才計劃”、“強基計劃”、“基礎學
科拔尖學生培養計劃”，優化基礎學科教育
體系，發揮高校特別是“雙一流”高校基礎
研究人才培養主力軍作用，加強國家急需高
層次人才培養，源源不斷地造就規模宏大的
基礎研究後備力量。

在“雙減”中做好科學教育加法
習近平強調，人類要破解共同發展難

題，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需要國際合作和開
放共享。要構築國際基礎研究合作平台，設
立面向全球的科學研究基金，加大國家科技
計劃對外開放力度，圍繞氣候變化、能源安
全、生物安全、外層空間利用等全球問題，
拓展和深化中外聯合科研。要前瞻謀劃和深
度參與全球科技治理，參加或發起設立國際
科技組織，支持國內高校、科研院所、科技

組織同國際對接。要努力增進國際科技界開
放、信任、合作，以更多重大原始創新和關
鍵核心技術突破為人類文明進步作出新的更
大貢獻，並有效維護中國的科技安全利益。

習近平指出，中國幾代科技工作者通過
接續奮鬥鑄就的“兩彈一星”精神、西遷精
神、載人航天精神、科學家精神、探月精
神、新時代北斗精神等，共同塑造了中國特
色創新生態，成為支撐基礎研究發展的不竭
動力。要在全社會大力弘揚追求真理、勇攀
高峰的科學精神，廣泛宣傳基礎研究等科技
領域湧現的先進典型和事跡，教育引導廣大
科技工作者傳承老一輩科學家以身許國、心
繫人民的光榮傳統，把論文寫在祖國的大地
上。要加強國家科普能力建設，深入實施全
民科學素質提升行動，線上線下多渠道傳播
科學知識、展示科技成就，樹立熱愛科學、
崇尚科學的社會風尚。要在教育“雙減”中
做好科學教育加法，激發青少年好奇心、想
像力、探求慾，培育具備科學家潛質、願意
獻身科學研究事業的青少年群體。

加大國家科技計劃對外開放力度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國外交部網站消
息，當地時間2023年2月22日，俄羅斯總
統普京在莫斯科會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中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王毅。

王毅向普京轉達習近平主席的親切問
候。王毅表示，去年底，習近平主席同總統先
生舉行重要視頻會晤，為新一年雙邊關係指明
了方向。

王毅說，當前國際形勢複雜嚴峻，但
中俄關係歷經國際風雲考驗，成熟堅韌、
穩如泰山。危機和亂象雖時常出現在我們
面前，但挑戰和機遇並存，這就是歷史的
辯證法。中俄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從不
針對第三方，也不受第三方干擾，更不接
受第三方的脅迫。因為中俄關係有着堅實
的政治、經濟和文明基礎，有着總結歷史
經驗後的從容和清醒，更因為我們共同支
持的世界多極化和國際關係民主化符合時

代發展潮流，符合大多數國家願望。中方
願同俄方一道，保持戰略定力，深化政治
互信，加強戰略協作，拓展務實合作，維
護兩國的正當利益，為促進世界和平與發
展發揮兩國的建設性作用。

讚俄方重申願對話談判解決烏克蘭問題
普京請王毅轉達對習近平主席的誠摯問

候。他表示，中共二十大為中國發展開闢了
新前景。當前俄中關係正朝着既定目標前
進，雙方各領域合作以及在上合、金磚等多
邊組織中的協調富有成果，在國際事務中加
強團結協作，對推動國際關係民主化和國際
格局的平衡穩定具有重要意義。

雙方就烏克蘭問題深入交換意見。王
毅表示，讚賞俄方重申願通過對話談判解
決問題。中方將一如既往秉持客觀公正立
場，為政治解決危機發揮建設性作用。

另據中新社報道，王毅在與俄羅斯外長
拉夫羅夫會面時就烏克蘭問題進行了深入
討論。王毅強調，形勢越複雜，越不能放
棄和平努力，希望各方克服困難，繼續為
對話談判創造條件，尋找政治解決的有效
途徑。

王毅晤普京：中俄關係穩如泰山

◆當地時間2月22日，俄羅斯總統普京在
莫斯科會見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外
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王毅。 新華社

◆◆習近平習近平2121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時強調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時強調，，加強基礎研究加強基礎研究，，是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的迫切要求是實現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強的迫切要求，，是建設世界科技強國的必由之路是建設世界科技強國的必由之路。。圖為圖為
在重慶市永川區新領先在重慶市永川區新領先（（重慶重慶））生物醫藥一體化研發服務基地生物醫藥一體化研發服務基地，，新領先重慶研究院的研發人員在合成工藝實驗室觀察合成反應的現象變化新領先重慶研究院的研發人員在合成工藝實驗室觀察合成反應的現象變化。。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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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個經濟體對華貿易年報飄紅
觀察人士：表明美政客“脫鈎論”不為市場接受

聯繫更緊：對華貿易額頻創新高
縱觀2022年主要國家和地區對華貿易數據，

許多國家和地區對華貿易強於對其他主要貿易夥
伴進出口表現，不但維持增勢，而且增速還超過
其整體外貿增速。

美國商務部7日公布的數據顯示，按照美方
統計口徑，2022年美國和中國貨物貿易總額達
6,906億美元，創歷史新高。美國媒體認為，考
慮到美國多年來對中國輸美商品加徵關稅以及美
國政府以“國家安全”為由阻斷中美技術產品與
服務交往等行為，2022年美中貿易數據逆勢創新
高“令人驚訝”，充分證明雙邊經貿關係仍然緊
密。

歐盟統計局15日公布的數據顯示，2022年
歐中貨物貿易總額達8,563億歐元，較2021年增
長約23%，同樣創下新高。

德國聯邦統計局最新數據顯示，2022年德中
貿易總額升至2,979億歐元的創紀錄水平，較
2021年增長約21%，高於同期德國外貿總體增
速。中國連續第七年成為德國最重要貿易夥伴。

德國經濟研究所專家于爾根．馬特斯表示，
中國經濟體量巨大，德國與中國經貿聯繫更加緊
密，沒有人想、也無法做到與中國“脫鈎”。

在優勢互補和互利共贏的市場規律作用下，
各國對華經貿合作活力澎湃。

針對2022年德中貿易新趨勢，德國經濟研究
所報告認為，國際能源和原材料價格上漲加劇通
脹壓力，產自中國的實惠商品更受德國市場青
睞。此外，德企逐步加大對華投資和本地化生
產，也在貿易數據上有所體現。

紅利更豐：優勢互補實現共贏
過去一年，汽車是墨西哥與中國雙邊貿易主

要亮點。墨西哥國家地理統計局數據顯示，2022
年，中國汽車在墨西哥進口汽車中佔比近四分之
一。中國超越美國、日本等國，躋身墨西哥進口
汽車主要來源國。

阿根廷國家統計與人口普查研究所最新數據
顯示，2022年中國是阿根廷第二大出口目的地和
最大進口來源地。相比2021年，阿根廷2022年
對華貨物進出口分別增長29.4%和27.4%。

阿根廷拉努斯國立大學經濟學教授巴勃羅．
萊溫頓認為，阿中經濟存在較高互補性，阿根廷
優質牛肉、紅酒等產品受到中國市場歡迎，阿根
廷的鋰、銅等礦產資源也是中國新能源等產業所
需。

信心更足：期待中國市場“東風”
展望新的一年，不少機構和分析人士看好中

外經貿合作前景，認為中國經濟將迸發出更大活
力，為全球帶來更多市場機遇和發展紅利。

智利海關統計數據顯示，2022年智利對華出
口額為381.06億美元，佔該國出口總額的38.9%。
自2009年起，中國一直是智利最大貿易夥伴。智利
櫻桃出口總量的近九成銷往中國市場。

“中國市場對於我們太重要了！”智利水果
出口商協會主席伊萬．馬蘭比奧說。中國1月初
實施中外人員往來暫行措施後，他即率團到訪中
國多個城市，與商業夥伴洽商。“我們看好中國
市場韌性和消費活力，希望通過中國市場獲得更
大發展”。

2022年，中國連續第14年成為巴西最大貿
易夥伴國。根據巴西官方數據，去年巴西對華出
口額達 894.28 億美元，佔該國出口總額的
26.8%。

巴西商業領袖組織中國區首席執行官小若澤
．里卡多．盧斯表示，巴中經貿夥伴關係不斷深
入，對巴西農業、基礎設施、科技和電子商務等
領域發展產生積極影響。巴中雙邊貿易不斷創下
新高，對巴西經濟增長貢獻巨大，必將進一步推
動雙方各領域往來。

英國國家統計局2月17日發布的數據顯示，
2022年，中國是英國貨物進口方面第二大貿易夥
伴，貨物出口方面第五大貿易夥伴。英國杜倫大
學學者張志楷認為，受貿易多元化需求驅動，英
國對華出口增加。英國商界正在積極推動英中經
貿往來，今年雙邊貿易有望進一步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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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近期，全

球多個主要經濟體公布2022年對華貿易年

報，多項對華雙邊貿易數據創下歷史新高，

經貿合作亮點頻現，顯示對華經貿聯繫更趨

緊密，與中國供應鏈合作更具韌性。

國際觀察人士認為，各大經濟體對華貿

易年報飄紅有力提振各國對中國經濟和對華

經貿合作共贏的信心，也清晰表明美國政客

鼓吹操弄的對華“脫鈎論”不為市場接受。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記者蘇
榕蓉及中新社報道，國務院台
辦發言人朱鳳蓮22日在北京表
示，希望民進黨當局以兩岸同
胞福祉為依歸，盡快取消人為
限制，恢復兩岸空中客運直航
正常化。

2月13日至19日，兩岸航
線執行客運航班共214班，比1
月8日前的每周不到100班增加
不少。朱鳳蓮應詢表示，相較
於2020年前每周最高890班的
兩岸定期航班，目前運力難以
滿足兩岸民眾需要。她指出，
特別是在民進黨當局單方面限
制下，目前大陸僅有北京、上
海、廈門、成都4個兩岸直航航
點，總體上兩岸往來仍然相當
不便。

此外，2月19日，福州連
江黃岐至馬祖白沙航線復航，
至此，廈門至金門、泉州至金
門、福州至馬祖的“小三通”
客運航線已全部復航，但往返
班次仍比較少，金門、馬祖地
區以外的同胞仍被排除在外。
她再次指出，希望民進黨當局
盡快取消所有人為限制，全面
恢復“小三通”和兩岸民眾正
常交流往來。

福建省三明學院台籍教師
陳昱旗告訴文匯報記者，
“‘小三通’讓許多在大陸打
拚的台灣同胞回家的路方便了
許多，時間短、票價低，服務
舒心，航道乾淨。”陳昱旗向
香港文匯報記者介紹，過去回
台都是先從三明乘坐動車至廈
門，動車票只要100多元（人民
幣，下同），然後花費159元在
廈門五通碼頭乘廈金‘小三
通’到金門，金門飛到台南機
場只要500元左右，一趟不到千
元就解決了回家問題。陳昱旗
認為，拋開政治意義不談，“小
三通”是一條得民心的“平民海
上通道”，許多負擔不起昂貴機
票的台灣民眾，通過“小三通”
往返，可節省不少時間和開支。
“如果台灣當局在‘小三通’全
面復航問題上橫加阻擾，事實
上，最後傷害的都是台灣民眾的
切身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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興業東南亞研究院在港成立
東南亞經濟金融論壇

暨興業東南亞研究院揭牌

儀式22日於香港舉行，與

會嘉賓共同為助力“一帶

一路”及推進高水平對外

開放出謀劃策。中聯辦副

主任尹宗華、興業銀行董

事長呂家進、香港貿發局

主席林建岳及香港立法會

議員陳振英等出席了22日

的活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 岑健樂

在22日的活動現場，尹宗華和呂家進主
持揭牌儀式，興業東南亞研究院正式

落戶香港。尹宗華表示，2013年國家主席習
近平提出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得到了包
括東盟國家在內的許多國家與國際組織的響
應及積極參與，對沿線國家經濟發展、社會
發展與民生改善都產生了重大的作用，是通
向世界繁榮發展的好倡議。他引述數據指
出，2022年中國與東盟國家的貿易額達6.5
萬億元人民幣，按年增長了15%，東盟是中
國的第一大貿易夥伴。

尹宗華說，“一帶一路”倡議“不是中
國的獨奏，而是大合唱”，結果一定是互利
共贏的，所以它的市場愈來愈大，廣泛關注
度不斷提升。他認為，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
心，充分發揮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
勢，積極參與了“一帶一路”建設，在不斷
深化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經貿合作方
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他表示，2022年，東盟
是香港第二大貿易夥伴及進出口市場，雙方
貿易總值佔香港全部貿易總值的13.7%，只
排於內地之後。

尹宗華：冀推更多優秀研究成果
尹宗華指出，興業東南亞研究院的設立

意義重大，表明了興業銀行未來更深入地參
與“一帶一路”建設的堅定承諾。他非常希
望研究院成立之後能夠充分用好香港的獨特
優勢和機會，包括國際化與專業化的人才資
源，共同推出更多優秀的研究成果，為推進
“一帶一路”高質量發展提供更多的支持與
貢獻。

呂家進：發揮綠色金融專業優勢
呂家進則表示，近年內地、香港與東南

亞形成了更加緊密的命運共同體，近年來東
南亞地緣優勢明顯上升，經濟發展勢頭強
勁，因此大家需要更加重視、研究與布局東
南亞。在此背景下，興業銀行有必要擔當責
任，因此設立東南亞研究院。他表示下一步
將重點做好三方面的工作，一是構建高水平
的智庫，二是廣聚高素質人才，三是提供高
質量服務。

林建岳：為拓商機提供智力支援
未來，興業東南亞研究院將充分利用香

港特區國際金融中心、國際貿易中心、國際
航運中心三大優勢，發揮興業銀行在綠色金
融和財富管理等領域的專業優勢，為推動經
濟全球化貢獻更大興業力量。

林建岳在發言時指出，興業東南亞研究
院的設立，可為香港開拓東南亞市場商機提
供智力支援。

他指出，隨着粵港澳大灣區在經濟金融
等方面互聯互通，香港的國際金融和專業服
務中心的優勢更加突出。在“一帶一路”高
質量發展引領下，香港與東南亞全方位深入
推展協作，可以推動東南亞各國經貿發展，
並有利於促進國家“雙循環”，加快香港經
濟復常步伐。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敖敏輝廣州報道）
全面推動打造國際會展之都的廣州市，今年通
過“引進來”將重點打造三大展會，包括中食
展暨廣州國際食品食材展覽會、廣州國際電子
及電器博覽會（簡稱“廣州電子展”）和中國
（廣州）國際物流裝備與技術展覽會（簡稱
LET 2023）。

中食展料吸1400家參展商
據主辦方介紹，將於9月舉辦的中食展預計

展覽總面積達66,000平米，展會現場將分別設
置十一大展品品類。截至目前，意大利、俄羅
斯、加拿大等二十多個國際展團、展商表現出
極高的參展熱情，期待以首展為契機，進一步
開拓中國食品消費市場。預計將吸引來自40多
個國家和地區的超1,400餘家參展商及80,000名
專業觀眾到場。

廣州電子展已招展逾八成
創辦於2021年的廣州電子展，分為春季展

和秋季展，其中春季展預計展覽面積6萬平方
米，國內外參展商十分踴躍，目前已完成招展
目標的86%。商務部外貿發展事務局副處長陳
迅超介紹，廣州是全球電子電器製造基地，擁
有眾多高新技術產業基地和多個大型電子電器
市場，並匯聚大量優質國際買家、品牌商、渠
道商、直播網紅等多形態。

除了參展商，境外組展商亦紛紛加大在廣
州的業務布局。LET 2023由漢諾威米蘭佰特展
覽（廣州）公司創辦，本次展會着力推動先進
製造業、智慧物流、物聯網及工業4.0的先進技
術，為大灣區製造業高質量發展提供支撐。新
加坡星域展覽集團亦在廣州布局，集團首席執
行官昆汀表示，此次在廣州合作主辦中食展，
是星域集團在中國市場的一個新開端，接下來
將帶動更多的項目來到中國。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章蘿蘭上海報道） 22日A股三
大指數再度縮量收跌，滬綜指重新落於3,300點以下。截至
收市，滬綜指報3,291點，跌15點或0.46%；深成指報
11,900點，跌68點或0.57%；創業板指報2,451點，跌17點
或0.73%。兩市共成交7,833億元（人民幣，下同），北向
資金淨流出47億元，其中中國平安淨賣出7.41億元，貴州
茅台淨賣出4.52億元，寧德時代淨賣出3.35億元。

行業板塊中，造紙印刷、儀器儀錶、風電設備、通
信設備漲超1%。保險、證券、銀行等大金融板塊齊齊收
綠，保險板塊挫1%。電池、能源金屬、光伏、遊戲等板
塊亦跌幅居前。市場消息稱，特斯拉或將搭載4D毫米波
雷達，相關產業鏈環節關注度上升，板塊整體漲3%。

◆中聯辦副主任尹宗華（中）、興業銀行董事長呂家進（左四）、香港貿發局主席林建岳（左三）及
香港立法會議員陳振英（右四）出席興業東南亞研究院揭牌儀式。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興偉 攝

◆ 尹宗華表示，希望研究院為推進“一帶
一路”高質量發展提供更多的支持與貢獻。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興偉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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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國內缺蛋問題嚴重，農委會主委陳
吉仲近日卻頻繁為民進黨籍南投縣立委補選候選人
蔡培慧輔選。國民黨文傳會副主委凌濤昨批，陳無
力解決國內缺蛋問題，蔡還找陳幫南投農業把脈，
蔡還值得信賴？ 「支持蔡培慧就是支持陳吉仲」。

國民黨主席朱立倫昨天也在中常會也質疑，缺
蛋危機一而再發生，陳吉仲等人再三保證的內容卻
也如出一轍，但陳所稱的雞蛋國家隊、應變方案到
哪裡去了？只看到陳一而再、再而三的到南投輔選
蔡培慧，只顧選情，不顧民生。

國民黨發言人林家興也說，蔡培慧頻邀陳吉仲
輔選，說要協助解決農業困境，但造成兩岸關係阻
礙、南投農產品出不去，不正是蔡所屬民進黨要負
責？國內當前急迫的缺蛋問題，蔡在陳輔選過程也
隻字不談，未來如何做好監督政府的民代？

缺蛋危機再現，國民黨昨開記者會批評，缺蛋

、蛋價飆漲讓升斗小民吃不消，但蔡政府只會安排
行政院副院長鄭文燦視察賣場大戲， 「作秀治國」
，不在意人民 「蛋蛋哀傷」，根本是蛋頭政府，視
察結束人民還是不知哪可買便宜的蛋。

林家興表示，蔡政府 2020 年 4 月 8 日就成立
「雞蛋國家隊」，當時陳吉仲還稱 「產量足請放心

」，如今 「雞蛋國家隊」已運作近3年，缺蛋問題
卻日益嚴重，雞蛋國家隊沒雞蛋，國家也快被搞垮
。

南投縣立委補選候選人林明溱、南投縣議員游
顥等22日也舉辦記者會，怒斥農委會主委陳吉仲遲
遲不解決蛋荒，反而頻頻跑南投輔選， 「陳吉仲盲
目輔選蔡培慧，就像陳明通挺林智堅！」

民進黨則強調，蔡培慧與農委會 「合作無間」
。

（中央社）近年受疫情影響民眾
減少出門頻率，有語言治療師發現1
到3歲幼童在家沒有玩伴和學習對象
、出門也只見人人把口罩戴牢，學習
互動驟減，導致不願開口的孩子人數
，較疫情前大增約3成，建議家長注
意孩子溝通及表達能力，若有語言發
展遲緩跡象，可至復健科接受語言評
估，把握黃金治療時機。

新竹國泰醫院復健科語言治療師
洪薏婷指出，0到3歲是孩子大腦發
展及語言學習的關鍵期，但 2019 年
底出生的孩子們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
響生活丕變，戴上口罩後因看不見對
方表情、嘴型，影響對情緒的判讀，
也減少理解溝通的線索，且戴口罩時
的不適感，降低孩子開口的意願。

2歲3個月的幼童樂樂，家中無兄弟姊妹，
平時只跟阿嬤相處，沒有其他玩伴，加上近年
疫情減少出門，樂樂大多在家看電視、玩玩具
，媽媽觀察到樂樂雖能聽懂指令但不願開口。
經評估後樂樂接受治療，治療師先示範促進語
言技巧，媽媽也在家中保持同樣方式互動，幾
周後樂樂便能發出不同聲音，最終也成功開口
說出爸爸。

洪薏婷說，當孩子戴上口罩時，家長較難
觀察到孩子的嘴型及表情變化，無法及時給予
回饋。成長中的孩子需要家長更多的陪伴及關
注，在家中可透過一起玩裝扮性遊戲、親子共
讀等方式，提升孩子的溝通及表達能力。

同樣受疫情影響的還有基層公衛醫師出走
潮，南投市衛生所主任洪佳賓、名間鄉衛生所
主任黃乙絜先後於上月及本月初在服務契約屆
滿後離職，繼中寮鄉後，南投縣內已有3家無醫
師兼主任的衛生所。

洪佳賓指出，在南投市衛生所服務5年期間
，碰到新冠肺炎本土疫情大爆發，不僅平日一
直幫民眾打疫苗，假日更得配合前往各疫苗注
射站設站服務鄉親，大半時間都在配合中央執
行防疫政策，實在是太累了，因此選擇聘期結
束後回基層診所服務。

南投縣衛生局除緊急透過醫師公會媒合派
遣診所醫師駐診，也向衛福部提報公費醫師缺
額，懇請中央統一調派，同時對外招聘醫師，
盼有熱忱的醫師加入偏鄉醫療行列。

（中央社）全台鬧蛋荒，雞蛋供不應求
，蛋價產地價格更飆漲近1倍，農委會主委
陳吉仲前晚在臉書發文向國人表達歉意，昨
天到新北參加活動受訪時說 「覺得不好意思
！」不過他也解釋， 「農委會的責任是提供
雞蛋產銷資訊，產量則靠地方政府防疫」；
價格上漲是受飼料成本漲價影響，產量減少
則與氣候條件改變、禽流感肆虐有關。

農委會副主委杜文珍表示，禽流感每年
秋天至隔年春天都會發生，包括氣候、飼料
等都對養禽戶造成十分大的壓力，可控因素
已盡量執行，如降低飼料營業稅等；氣候等
屬不可控因素，則要透過提升產業韌性來面
對。農委會將提出禽舍改建計畫，相關預算
會編列在特別預算中，補助計畫近期將公布
。

陳吉仲說，雞蛋產地價格從原先的每台
斤 23 元上漲到 42.5 元，主要是飼料成本從
每公斤11元上漲到現在將近17元，其中關
鍵是俄烏戰爭、Covid-19 疫情等全球性議

題所致。
陳吉仲表示，蛋價過去是透過台北蛋商

公會發布，現為了讓農民可以表達心聲，改
由養雞協會蛋價機制委員會決定， 「農委會
的責任就是提供雞蛋的產銷資訊，讓蛋價可
以依照市場機制運作；產量則是靠地方政府
的防疫」。

「產量減少與氣候、禽流感有關。」陳
吉仲強調，特別是H5N1這個新病毒，造成
許多國家大受影響，如美國撲殺超過 5000
多萬隻雞、日本超過 1500 多萬隻，韓國、
加拿大、法國等也無一倖免；在農委會各單
位協助下，台灣至今撲殺家禽數量僅約100
萬隻，雞蛋產量減少的幅度遠低於其他國家
。

陳吉仲也說明，因目前氣溫偏低，雞蛋
日產量為 11 萬 3 千箱，距離需求的 12 萬箱
還有一點差距，但農委會會做好雞蛋的調度
，以滿足全國消費者的需求。

口罩戴緊緊 疫後1到3歲
孩童 不肯說話增3成

搶救蛋荒 農委會撒幣補助禽舍改建

農委會主委忙到南投輔選

挨轟只顧選情、不顧民生

（中央社）一位人妻分享，公婆早逝，老公身為大哥很照顧
小叔，最近小叔愛上一個從事八大行業的小姐，還暈船把對方帶
回家同居，但原PO夫妻發現那位小姐不僅人品不好，衛生習慣
也很差，本以為小叔會慢慢醒悟，怎料根本是愛到卡慘死，最後
小叔選擇與那位小姐搬離家裡，與他們斷絕往來，引人唏噓。

一名女網友近日在臉書社團《匿名2公社》分享，老公的弟
弟愛喝花酒，最近跟一個小姐好上了，竟把對方帶回家一起住，

造成她和老公的困擾，因為她們夫妻與
小叔是住在公司分派宿舍裡。

女網友強調，她並不歧視八大行業的
工作者，但小叔帶回來的對象手腳不乾
淨，除了會拿她吃飯的飯碗去裝兔子飼
料，還會偷用她買的口罩，雖然都是小

事，但沒有先告知就拿去用，給人的感覺很不好。此外，某天她
們在家聊天，意外注意到對方似乎私密處騷癢，整整抓了6小時
都不停手，讓她忍不住詢問怎不去看醫師，但那位小姐卻擺手說
沒用，只去了藥妝店買私密處的清潔用品使用。

女網友表示，後來她得知那位小姐私下會偷偷接客，讓她很
擔憂性病的問題，因此對方來家裡住的那一陣子，她上廁所前都
要先用熱水消毒馬桶坐墊，然後再噴酒精擦拭以後才敢使用；而

且也不敢把衣服混在一起洗，尤其是內衣和內褲。
女網友指出，某天老公發現薪水被扣了2000元，到公司詢

問才知道，原來公司分配宿舍的電費補助有上限，超過就會被加
收費用，直接從薪水裡面扣，本來他們不理解住了幾年都不曾繳
過錢，怎麼突然就電費爆表，直到他們看到那位小姐每天沒日沒
夜的吹冷氣，這才揪出原因，原PO夫妻想和小叔與那位小姐談
一談，怎料女方直接落跑，而小叔則反過來怪他們。

女網友感嘆地說，公公和婆婆早已過世，別人都說長兄如父
，老公才會把小叔接過來照顧，他們也不是要限制小叔交友，只
是要找個好人。不過，經歷了這次的事件，小叔和她們夫妻倆算
是鬧翻了，對方一氣之下刪掉她與老公的各種聯繫方式，而原
PO也硬起來說，萬一哪天他發現自己被騙了，他們絕對不會出
手幫忙。

小叔戀上八大妹帶回家住！
她狂抓私密處6hrs 人妻崩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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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室內口罩令鬆綁20日上路，除
醫療機構、公共運輸強制戴口罩外，其他場域由
民眾自行決定是否要戴，至於各級學校、幼兒園
則到3月6日才鬆綁，不過學校內雖然口罩還沒
脫，但兒科醫師紛紛表示，門診腸病毒個案已經
增多，提早開始流行，大家小心。

兒童感染科顏俊宇昨天（22 日）在臉書發
文，以往腸病毒都是3月開始流行，暑假達到高
峰，秋冬可能只有零星個案，但最近診間出現不
少腸病毒個案，提醒大家提高警覺。其中收治到
一名7歲女童腸病毒痊癒後一個月出現脫甲症，
指甲因為發炎反應暫時中止生長，導致多隻指甲
橫向斷裂，但指緣的指甲沒有與甲床分離，通常
在病發1-2個月後發生，常見於克沙奇A6型腸

病毒。
小兒科醫師王韋力也在臉書指出，最近常常

在診間遇到腸病毒患者， 「大家還是要小心」，
顏俊宇也留言附和 「我最近也看到不少腸病毒，
慘慘。」

根據疾管署統計，2月5至11日國內腸病毒
門急診就診共計1585人次，較前一周1363人次
上升16.3%。疾管署指出，腸病毒是靠口糞、飛
沫傳染，其中很多是沒有症狀的感染，或只出現
類似一般感冒的輕微症狀，常引起手足口病及疱
疹性咽峽炎，5歲以下嬰幼兒是重症高危險群，
而酒精對腸病毒的消毒效果有限，需時常清洗幼
兒接觸物品，平時則要勤洗手。

口罩鬆綁1病毒提早流行
醫示警這族群：慘啊

花蓮228連假 蘇花路廊車潮估10萬輛

（中央社）前行政院發言人陳宗彥被爆料
接受業者性招待，引爆地檢署吃案及簽呈、監
聽資料外流等情事，受到各界關注；由於立法
院本周五召開院會，面對藍、綠立委可能的猛
烈質詢，法務部長蔡清祥今天說 「屆時就直球
對決」，至於地檢署簽呈外流一事，蔡強調，

無論是公務員或非公務員有違法洩
漏不應該洩漏的東西的話， 「就照
法律來處理」。
蔡清祥表示，立法院本周五將召

開院會，是行政院長陳建仁首度到
立法院報告，他會陪同院長到立法
院；有關陳宗彥案，台灣高檢署已
全力調查相關事證，被問到如何面
對藍綠立委的質詢時，他說 「就直
球對決！」
蔡清祥說，檢察官向來就是依法

在犯罪偵查，都有一個辦案的程序
，要遵照法律的規定，如果外界有
很多的質疑、很多的疑慮，就要對
外界說明，陳宗彥案正由高檢署專
案小組徹查釐清，再對外說明。

媒體追問，地檢署內部簽呈為何會外流？
如果簽呈由檢方人士外洩的，會不會嚴懲？蔡
清祥回應，如有任何程序上的疏失，一定要查
明，且不只是公務員，如果有非公務員有違法
洩漏不應該洩漏的東西的話，法律上也有明文
規定， 「就照法律來處理」。

陳宗彥性招待案簽呈外流
蔡清祥曝周五將 「直球對決」

（中央社）228連假即將到來，花蓮住
房率約7成，雖比往年略少，不過公路總局
第四區養護工程處估算，連假蘇花路廊車
潮仍上看10萬輛，最大車潮出現在假期首
（25）日，南下花蓮旅遊逾1.7萬輛次，收
假日北上則有1.6萬輛次。此外，日前崩塌
地蘇花路廊大清水明隧道、中橫關原施工
路段暫停管制，連假後再施工。

面對即將來臨的連假，地方觀光產業
已做好準備迎接人潮，但今年花東人車可
能較往年少一些，住房率平均約7成，旅宿
業者分析，因今年228連假夾在農曆過年與
清明連假之間，加上出國風氣盛，住房率
才會稍降。

公總初估，連假前1日（24日）及首日
（25日）以南下旅遊車流為主，25日南下
最大車潮約1.7萬輛次，假期後段則以北返

車流為主，28日則上看1.6萬輛次。
公總除實施時段性車種管制，將藉由

號誌管理蘇花路廊車流、警力指揮行車秩
序，縮短車流壅塞時段，也呼籲遊客多利
用非尖峰時段避開車潮，或搭乘大眾運輸
，預期尖峰壅塞時段可較自行開車節省約
60分鐘。

另外，蘇花路廊大清水明隧道於1月發
生嚴重崩坍，雖已搶通改實施每天整點放
行15分鐘，其餘時間施工修復，管制將於
24日中午12時暫時停止，228連假期間並無
管制通行，俟連假後再繼續施工。

另中橫公路171.4公里（關原至金馬隧
道）大規模坍方災害搶修路段，原每日4次
開放通行，考量228連假疏運需求，25日至
28日每上午7時至17時開放通行，3月1日
恢復交通管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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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CC萬通貸款
info@gmcclo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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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ris Qian W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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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licia L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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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MLS# 1864886

Helen Liu
512-228-8859

NMLS# 1861199

Furong Wang
512-545-8886
NMLS# 396229

Tanya Gra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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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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y without sell   不賣舊屋也能買新房    
3. 首次購房特惠， 最低3% 首付  
4. 德州購房State affordable program , 
    5%低首付款輔助計劃”

超級貸款計劃    降低利率    降低每月付款

                 GMCC 投資大額貸款方案
  10yr ARM, 5.625%, no points, 5.75% APR

以01/25/2023這天利息為準：
貸款金額 $780k(至$1.5m),65%LTV信用分760,需提供完整的

貸款文件,名下最多有四套貸款的房子,市場變化恕不另行通知

請立即諮詢您專屬GMCC貸款專家了解更多詳情:

所有項目如有變動，想不另行通知,其他條件可能適用

所有的作款都要經過核保批准和信用審查,本廣告並不代表信用批准

請至電GMCC貸款專員了解其他項目:購買、再融資、套現、租房套現、巨額融資/現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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