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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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25/2023

（中央社）俄烏戰爭一週年，在今年的輪值
主席國日本首相岸田文雄的號召下，24 日晚間
七大工業國集團（G7）召開線上會議後發表聯
合聲明指出，將追加對俄羅斯進行經濟制裁。

日本首相官邸（行政中心）25 日凌晨發新
聞稿指出，俄羅斯侵略烏克蘭在2月24日屆滿一
週年，24日晚間11時舉行G7領袖線上會議，由
岸田擔任會議主席，會議約進行了90分鐘。會
議一開始由岸田發言，之後，烏克蘭總統澤倫斯

基（Volody myr Zelenskyy）發言，然後G7領袖
進行討論，會後發表G7領袖聲明。

聲明指出，將阻止俄羅斯獲得支撐軍事及製
造部門的產業機械等物品與技術。鑑於伊朗等提
供俄羅斯無人機，G7領袖聲明記載，將要求第
三國停止對俄羅斯提供物資上的支援。此外，將
提供滿足烏克蘭需求的軍事支援，也將對烏克蘭
人民追加提供人道支援。

岸田在會議一開始時表示，俄羅斯對烏克蘭

的侵略絕對無法正當化，俄羅斯違反國際法攻擊
市民和民間設施的情況仍持續，對於為守護國土
而奮戰的烏克蘭人民的勇氣、忍耐與堅強，他由
衷表達敬意。

他強調，將透過對俄羅斯的嚴厲制裁及對烏
克蘭的大力支援等具體措施，展現G7要讓俄羅
斯停止侵略，以及堅持基於法治國際秩序的堅定
決心。

俄侵烏一週年俄侵烏一週年 GG77領袖發布聲明將加強制裁俄領袖發布聲明將加強制裁俄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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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Bill 147 in the Texas Senate that proposes to ban
citizens from Mainland China, North Korea, Iran and Russia from
buying land in Texas has aroused great opposition from Chinese
communities around the nation. We believe that it is a clear
anti-Chinese act and a challenge to all other Asians who are of
the same yellow race.

First of all, we would like to thank this great American country
for accepting countless immigrant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They
have worked hard and have made great contributions to American
society. We have always advocated for the spirit of the U.S.
Constitution which guarantees human rights and states that

everyone is equal. We also believe that the reason we can keep
the country strong is because we are continuing to accept new
immigrants from all over the world and, of course, that should
include Chinese .

As an Asian media organization, we want to urge Governor
Abbott to not sign this bill. If it is signed into law, it will deeply
affect the livelihoods of our entire community.

We also want to remind all in the Asian community that we
share the same skin color. This kind of discrimination will surely
become our common problem.

0202//2323//20232023

The Serious Consequences Of BillThe Serious Consequences Of Bill 147147

德州參議院準備
提出之法案，針對來
自中國大陸、 伊朗
、 俄羅斯及北朝鮮
之公民不能在德州購
買土地之提案， 激
起了華裔社區之巨大
反對， 我們認為是
一個澈頭澈尾的反華
行為，也是對我們同
是黃色人種亞裔的挑
戰。

我們首先要感謝
這塊土地接納了無數
來自世界各地的移民
， 他們在此落地生
根 ，辛苦工作， 養
兒育女 ，為美國社
會做出了偉大之貢獻
。 我們始終崇尚美
國憲法保障人權，人
人平等之立國精神
， 我們始終認為美
國能夠保持強大，其

中最重要的是繼續接
納全世界之優秀移民
， 當然應該包括華
裔在內。

此惡法如果通過
， 將會嚴重影響華
亞裔前來德州投資之
意願， 對地產経濟
及各行各業將有沉重
之打擊。

我們身為華亞裔
之媒體代表， 要非
常慎重地呼籲艾伯特
州長千萬不可簽署此
法案， 決不可把反
中之情緒影響到華裔
族群之生計。

我也要提醒其他
亞裔族群， 不管你
來自何處， 我們都
有同樣之膚色， 這
種歧視是我們共同之
難題和挑戰， 不可
不慎。

147147 法案之嚴重後果法案之嚴重後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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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香港今天傳出駭人分屍案！港警
下午在新界大浦龍尾村尋獲一具不完整的女屍
，據悉就是香江時尚圈名媛、現年 28 歲的蔡
天鳳（Abby Choi）。蔡天鳳3天前失蹤，據悉
死者前夫的雙親與胞兄共3人已由警方拘捕，
蔡的遺體殘缺不全，有報導稱部分肢骸遭到烹
煮、頭顱存放冰箱，殺機恐涉及金錢糾紛。

綜合香港媒體報導，蔡天鳳本月 21 日赴
新界大埔一所學校接她與前夫生的女兒，豈料
就此下落不明，最後一次露面時間大約在當天
下午2時15分，家人趕緊報案，警方隔天公布
蔡女外貌特徵供民眾協尋。

不過，西九龍重案組接手此案追查研判蔡
女恐已遇害，轉朝謀殺方向調查。今天下午，

警方在大埔龍尾村發現蔡女殘缺不全的屍首。
據悉她的遺骸身首異處，頭顱在冰箱尋獲，部
分肢體已遭烹煮，犯案手法十分殘忍。

蔡天鳳的 IG 滿是時髦美照，她經常參與
時裝活動，本月 15 日才曬出她登上時裝雜誌
封面的照片，IG粉絲超過8萬人。她的第一次
婚姻有兩名子女，2016年再嫁給香港知名 「譚
仔米線」小開。據悉她再婚後仍照應前夫一家
，但對方需索無度，可能因此種下殺機。

蔡女前夫住處的鄰居稱，22日深夜聽見年
輕女子與男子大吵許久，但沒聽清楚爭吵內容
。蔡女 21 日離開住所準備去接女兒的最後身
影，身穿白衣白褲白鞋，外套也是白色。

駭人碎屍案！28歲時尚名媛遇害
頭顱在冰箱、殘骸遭烹煮

法國婦遭性侵 狠咬強暴犯 「那一條」 帶去警局做證
(本報訊)一名法國婦人遭受性侵後咬斷強

暴犯的舌頭，並將其當作證據交給警方。現年
57 歲的女性在法國亞維儂（Avignon）遛狗時
，一名男子開始跟蹤她。該男子據報靠近她，
試圖強行擁抱她並且強吻，同時還往她的褲子
裡伸出鹹豬手。

據《英國每日郵報》（Daily Mail）24 日
報導，在激烈的爭鬥後，這起性侵事件發於2
月19日凌晨，這位婦人隨即咬斷了性侵犯的舌
頭，然後回到家中，隨後她帶著他兒子一起攜
帶那塊肉到當地的警察局報案。

警察到達現場後逮捕了該男子，該名男子
來自突尼斯，目前非法居住在法國。根據《法

國藍》（France Bleu）報導，該男子向警方給
出了完全不同的事實版本，他聲稱這個女人屈
服於他的魅力，而且是她跳到他的身上。他即
將面臨審判，並被要求離開法國。

這起事件與最近在西班牙發生的一起案件
類似，該案件中一名女性割斷了企圖強姦她的
男子的陰莖。2人原本都來自孟加拉，並在巴
賽隆納附近的一間酒吧共事。據稱該男子企圖
強姦女性，女性為報復割斷了他的陰莖。

這名女性向警方自首並被捕，而男子被控
企圖強姦罪。男子接受了緊急手術，醫生則是
試圖重新接回他的陰莖。

曾經權傾一時, 不可一世的好萊塢大亨哈
維·韋恩斯坦 (Harvey Weinstein) 在洛杉磯法庭
因強姦和性侵指控被判處 16 年徒刑, 但韋恩斯
坦繼續否認自己曾經做過任何對女性不當的行
為,韋恩斯坦自始至終拒不認罪, 這是自《紐約
時報》2017 年首次驚天披露他長期利用職權強
姦、性侵、性騷和性虐大小影視女明星, 並被
無數年輕女性控告, 也在紐約被判刑 23 年，入
獄快三年之後再次被判刑, 雖然劣跡斑斑，陋
行鐵證如山，可是他依然不承認、不悔改，那
不就是人性的卑劣傲慢嗎！

韋恩斯坦在進入牢房之前的影響力不僅體
現在好萊塢的娛樂界，在政界他更是多民主黨
候選人的主要贊助者。希拉蕊·克林頓和歐巴
馬都在他的贊助名單之列,問題的關鍵在於韋恩
斯坦對於權力的濫用，不論是在工作場所還是
在別處，無論是用騷擾還是強迫的方式, 他都
視為理所當然。

哈威·韋恩斯坦的名譽掃地，很容易讓人
聯想另一位也曾因性侵犯而入獄的老牌喜劇巨
星天才老爹比爾‧寇斯比以及福斯新聞頻道總
裁艾爾斯和歐萊利實情（TheO’Reilly Factor
）的主持人比爾歐萊利，他們都是大名鼎鼎的
公眾人物，也是主宰著影視和新聞媒體的權勢
人物，然而不幸的是，他們卻仗勢欺人，以手
中所握有的至高權利來掌控玩弄女性，從他們
所加害的女性來看，她們不盡然是為了虛榮心

才去依附權貴，很多女性只是為了謀取一個工
作與生活，結果竟遭遇到非禮或強暴，對一個
女人來說，要將自己最悲慘的遭遇公諸於大眾
，那是多麼殘忍的一件事，而要把自己最難啟
齒的話在媒體上公開說出來，那更是要有多麼
大的勇氣才可以做得出來的，所以像 Ashley
Judy和Gwyneth Paltrow這樣的女性,她們才是真
正的女英雄，當性侵犯發生時，她們拒絕沉默
，儘管她知道韋恩斯坦可能會毀了自己的事業
，但她們仍然堅守原則,勇敢的挺身而出，社會
對他們並沒有異樣的眼光，反而是唾棄了那些
色魔，說真的，如果沒有他們的勇敢，世人將
看不到權貴人物猙獰的面目、卑劣的手段和齷
齪的行為，而像韋恩斯坦這樣的偽君子之所以
能在好萊塢存活這麼多年，很大一部分原因是
由於被害者選擇保持沉默。

正因為這些權貴人物對待女性予取予求的
無恥態度以及對待男性不屑一顧的傲慢行為，
所以不論是他們是自由派還是保守派，也不論
他們是有影響力的政治家還是娛樂界偶像，或
是教會牧師、體育明星，惡魔的行徑始終是不
能被縱容的，雖然他們的社會地位崇高，但他
們依然是惡魔，依然是不被我們原諒的，韋恩
斯坦將孤獨終老於黑獄牢房, 那是社會正義的
體現, 也是女性揭發權勢人物的&quot;我也是
(#MeToo）運動勝利的成果。

【 李 著 華 觀 點 : 晦 暗 歲 月 -- 影 視 大 亨 韋 恩 斯 坦 被 判 刑

將孤獨終老於黑獄牢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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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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冬末寒流或將來襲
歐洲天然氣價格壹度漲超5%

綜合報導 由於冬季末出現寒冷天氣的可能性上升，歐洲天然氣價

格在上周跌至近18個月來的最低水平後反彈。數據顯示，歐洲天然氣基

準期貨價格在上周五跌破50歐元後壹度上漲5.4%。與此同時，德國未來

壹個月電價也跟隨上漲，漲幅達4.8%。

據天氣預報預計，包括倫敦和馬德裏在內城市的氣溫可能會在本周

末從反常的高水平下降，寒冷的天氣可能會持續到3月初。

Maxar Technologies Inc.周壹在壹份報告中表示：“預計(天氣)比之

前更冷，西方現在普遍存在低於正常水平的異常現象。”

到目前為止，歐洲在沒有實施能源配給或停電的情況下度過了冬季的

大部分時間，但即將到來的寒潮給了人們壹個提醒：冬季還剩壹個月。

目前，歐洲的天然氣供應充足，來自挪威的天然氣流量在最近的中

斷後有所回升，俄羅斯通過穿越烏克蘭管道輸送的天然氣量也有所增加

。但與亞洲爭奪液化天然氣的競爭可能會加劇，在俄羅斯削減供應後，

液化天然氣對歐洲至關重要。

交易員也在密切關註電量消耗增加的任何跡象，尤其是當風速從目

前水平減弱時。

法國總統馬克龍為養老金改革辯護：
我們需要工作更長時間

綜合報導 法國總統馬克龍為其政府備受爭議的養老金改革進行辯

護，罕見地幹預了壹項他壹直倡導但同時保持低調的改革。

新的改革計劃包括將退休年齡從62歲提高到64歲，據報道，民意調查

顯示，大多數法國人和議會中的左翼團體強烈反對該計劃。馬克龍去年

將養老金改革作為其競選連任的核心，但他基本上都避免與公眾就該計

劃舉行面對面的會議，並讓其政府處理批評意見。

然而，在21日，馬克龍告訴記者，隨著人們預期壽命的增加，晚些

時候退休是必要的。“如果我們想讓這個系統繼續運轉，我們需要工作

更長時間。”他說，“總的來說，常識是每個人平均工作時間要長壹點

，否則我們將無法為我國的養老金提供資金。如果我們不創造財富，我

們就無法分配它。”

馬克龍政府認為，這些變化能幫助法國養老金體系在2030年擺脫赤

字。新計劃將使法國的退休標準更接近其歐洲鄰國——其中大多數國家

的退休年齡為65歲或更高。

近幾周來，數十萬法國人在不同場合舉行罷工或走上街頭，抗議馬

克龍政府推出的新計劃，計劃中的調整還包括提高工人必須繳納全額養

老金的年限，以及廢除某些特殊退休計劃。該法案將於2月28日在上議

院進行審議。民意調查顯示，大約70%的受訪者反對養老金改革。

英國脫歐後遺癥沒完沒了
牛津劍橋也急了

據報道，新數據顯示，自英國脫歐

以來，劍橋大學的壹個來自歐洲的大型

研究項目的經費已經從每年6200萬英鎊

驟降至零。

報道稱，歐盟委員會最新統計數據

顯示，劍橋大學在上壹個歐洲研究基金

項目“地平線2020”項目的7年時間裏

獲得4.83億歐元，但在新的“地平線歐

洲計劃”頭兩年未獲得任何資金。與此

同時，曾從上壹個項目中獲得5.23億歐

元的牛津大學，截至目前也僅獲得200

萬歐元資金。

為此，牛津大學高等教育學教授馬

金森批評說，“對高等教育和研究而言

，英國脫歐沒有帶來新機會，也沒有帶

來切實的潛在好處”，英國脫歐是壹個

“巨大的歷史性錯誤”，而牛津大學和

劍橋大學的新數據“非常令人擔憂”。

事實上，也正如馬金森教授所說，

牛津和劍橋作為英國最具聲望，也是世

界著名的兩所高校，因英國脫歐而被歐

洲研究基金項目排除在外，損失的不只

是金錢，更直接導致英國對優秀的歐洲

研究人員和學生的吸引力也明顯下降。

但是，對當前的英國社會而言，牛

津和劍橋面臨的困境並沒有那麼緊迫，

英國還有更大的麻煩，而且也不全是脫

歐後遺癥所致。

失去歐盟資助在情理之中
歐洲這個研究基金項目，名叫“地

平線 2020 計劃”（Horizon 2020），是

2014年歐盟發布的計劃，為期7年，也

被稱作“第九框架計劃2014-2020”，是

為實施歐盟創新政策的資金工具，投資

在1000億歐元左右。

按照專業人士的解釋，這個計劃大

約可以理解為“中國版”的科技重大專

項計劃。計劃目標是，幫助歐盟發現和

掌握更多新的知識和技術，站在全球科

學研究前沿，確保歐洲產生世界頂級的

科學發現，消除科學創新的障礙，幫助

科研人員實現科研設想，獲得科研上新

的發現、突破和創新。

當然，該計劃的最終目的，還是要

促進新技術從實驗室到市場的轉化，促

進經濟增長、貿易和投資，也包括應用

科技成果，“積極應對重大社會和環境

挑戰”。

其實，這個項目至少可以回溯到

1984年。當時的“歐盟科研框架計劃”

，以研究國際前沿和競爭性科技難點為

主要內容，是歐盟成員國共同參與的中

期重大科研計劃，也是壹個確保歐盟在

全球競爭中具備優勢的發展計劃。顯然

，這是壹個具備前瞻性、全局性和整體

性的長遠計劃，並非壹時壹事。

在此意義上講，牛津和劍橋作為享譽

世界的研究型大學，在英國脫歐之前獲得

可觀額度的資助，當屬正常。但問題是，

英國2019年1月31日正式退出歐盟，至今

已經3年時間了，而且這個“地平線2020

計劃”也已經在2020年結束，英國的大學

脫離該計劃，也在情理之中。

如今，“地平線2020計劃”已經改

名為“地平線歐洲計劃”（Horizon Eu-

rope）。 ”，在地緣意義上講，英國並

沒有被排除在外，其高校還是有資格拿

到計劃經費。

但現在的情況是，脫歐之後的英國

已經不給歐盟交“份子錢”了，自然也

不能獲得歐盟財政資助。當然，英國政

府如能在“歐洲”框架內為“地平線計

劃”提供財政支持，而留在新版計劃中

，其高校也就可以繼續獲得歐盟資金。

英國的麻煩不只是高校問題
盡管牛津和劍橋也許並不缺少歐盟

這點資金，但被排除在歐盟計劃之外的

連鎖影響，卻是真實存在的。

數據顯示，正式脫歐之後，英國大

學流失了至少壹半歐盟學生，從2020年

的66680人下降到2021年的31000人。主

要原因是，脫歐之後的英國高等教育新

規則，將歐盟學生與世界其他地方的學

生壹樣看待，不再享受和英國學生壹樣

的學費減免等優待政策，且費用暴漲。

尤其是，英國脫歐後，歐盟學生留學英

國，也必須像其他國際學生壹樣辦理簽

證手續。

比如，在英國脫歐之前，英國之外

歐盟國家的學生留學英國，只需支付

9000多英鎊的寄宿家庭費用，而且可以

獲得專項學生資助。但是，在英國脫歐

之後，對於尚未以定居或預定居身份居

住在英國的歐盟學生，就不再享有家庭

費用和學生資助的優待政策，其相關費

用也暴漲至38000英鎊。

這是使得英國高校系統內來自歐洲

大陸的國際學生數量迅速萎縮的直接原

因。而雪上加霜的是，英國高校內部也

正面臨諸多難以解決的現實問題。

當地時間2月 1日，被路透社稱為

“撒切爾夫人當政以來最嚴重的長時、

輪番罷工”達到新高潮時，英國有50萬

多人上街罷工，不滿薪資漲幅追不上通

脹，要求加薪並改善工作條件。其中，

就包括上百所英國高校的教職工。觀察

人士把這場大罷工比作上世紀70年代末

英國“不滿之冬”的再現。

我們當然不能把英國教師參與罷工

與大學經費短缺和學生減少完全聯系起

來，但在目前情況下，也可以在壹定意

義上將此看作是英國脫歐之後經濟困境

的構成部分。

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1月31日的

預測，英國將是今年全球唯壹出現經濟

萎縮的主要經濟體，即GDP增長預期從

去年10月的0.3%下調至負0.6%，被媒體

稱為“發達國家病夫”。

英國《金融時報》用了壹個詞來形

容英國經濟的走向——“shrinkflation”

（縮水式通貨膨脹），意即英國經濟在

萎縮的情況下出現了通貨膨脹，這比單

純的經濟停滯還危險。

不容樂觀的經濟萎縮、幾乎涵蓋社

會各界的“最嚴重”罷工，以及政府首

腦頻繁更換造成的政局動蕩，都可以看

作是脫歐之後英國尚未完全穩定下來的

象征。

從這個角度講，牛津和劍橋少的那

點兒歐盟資金，實在算不上什麼大事。

當前更讓英國著急的，恐怕還是何時才

能摘掉“發達國家病夫”這頂帽子。

氣球被擊落，聯合國機構發聲！
綜合報導 據聯合國新聞網站報道，

聯合國世界氣象組織表示，氣象氣球在龐

大而復雜的全球觀測系統中發揮著重要作

用，為氣候監測和預報提供了重要信息。

報道援引近期新聞報道表示，加拿大

和美國在其境內擊落了幾個飛行物，其中

包括壹個氣球。世界氣象組織指出，每天

在世界各地收集數以百萬計的觀測數據，

氣象氣球壹直是全球觀測網絡的壹個非常

重要的部分。

報道註意到，16日，美國總統拜登發

表公開講話，稱被美軍擊落的無人駕駛飛

行物“極有可能與私人公司、娛樂或科研

機構有關”。

世界氣象組織指出，50多顆衛星從太

空收集信息，約40家商用飛機公司運營的

約400架飛機從天空收集信息。大約400

個系泊浮標、1250個漂流浮標、7300艘船

只在海上收集信息，此外還有遍布全球的

1萬個自動化和陸基觀測站。

報道指出，每天，自由上升的乳膠氣

球從全球近900個地點同時釋放。近1000個

氣球收集每日觀測數據，提供實時信息輸入

。收集到的寶貴信息有助於建立計算機預測

模型，為氣象學家進行預測和預報風暴提供

本地數據，進行氣候監測，並為更好地了解

天氣和氣候過程提供研究數據。

世界氣象組織表示，全世界的氣象預

報員都在使用氣象氣球數據的計算機預測

模型。附著在氣球上的無線電探測儀由壹

個小電池供電，可忍受-95°C的低溫。無線

電探測儀上的發射器每隔壹到兩秒就把數

據發回給地面的跟蹤設備。通過跟蹤無線

電探測儀的位置，也可以計算出風速和風

向。氣象氣球測量地面上的壓力、風速、

溫度和濕度，高度可達35千米，然後爆裂

並利用降落傘下落回地球。

報道強調，幾十年來，作為全球觀測

網絡的壹部分，氣象氣球發揮著關鍵作用

，是地面數據的主要來源。超過三分之二

的氣象氣球站每天進行兩次觀測，另有100

至200個氣象站每天進行報告。

世界氣象組織表示，這些寶貴的信息輸

入為全球觀測系統提供了支持，這是過去60

年來最雄心勃勃和最成功的國際合作實例之

壹。全球觀測系統由許多國家和國際機構擁

有和運營的單個地面和天基觀測系統組成。

美國85歲老太遛狗時被3米長的鱷魚咬死
狗活了下來

綜合報導 美國哥倫比亞廣播電視臺報道，

美國佛羅裏達州85歲老太遛狗時被3米長鱷魚咬

死。據悉，這條鱷魚需要6名成年人同時動手才

能擡動。

美國野生動物管理官員表示，壹名85歲的

老太太在佛羅裏達州皮爾斯堡的壹個社區附近遛

狗時，被壹條約3米長的鱷魚咬死。

鄰居們說，鱷魚突然從水裏冒了出來，將老太

拖入水裏。令人意外的是，老太的狗活了下來。

佛羅裏達州魚類和野生動物保護委員會

（FWC）在壹份聲明中說：“受害者屍體已經找

到，壹名專業的鱷魚捕手已經抓獲了肇事鱷魚。”

鱷魚隨後被轉移。

視頻和照片顯示，這條鱷魚轉移時需要至少

6名成年人同時擡著才能裝上卡車。

據悉，鱷魚在事發地區並不少見，但如此極

端的案例很少發生。FWC表示，鱷魚通常不會

攻擊人，過去10年裏，佛羅裏達州平均每年只

會發生8起無端被鱷魚咬傷需要就醫的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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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第一夫人吉兒．拜登今天接受美聯社專
訪指出，除了弄清楚宣布的時間和地點外， 「幾乎」沒什麼可
做的，這是她對拜登將競選連任最清楚的表明之一。

儘管拜登早已表示打算競選連任，但迄今尚未正式宣布，
他一直努力消除有關是否因年紀太大而不能繼續擔任總統的問
題。拜登若結束第2任總統任期，屆時年齡將是86歲。

吉兒．拜登（Jill Biden）在她5天非洲之行的第2站暨最終
站肯亞首都奈洛比（Nairobi）訪問時指出： 「他說他還沒有做
完。」 「他還沒完成他展開的工作，這才是最重要的。」

吉兒．拜登還說： 「他要說多少次你們才會相信？」
拜登的幕僚已表示，可能4月對外宣布，此時第一個籌款

季度結束，大約也是前美國總統歐巴馬宣布競選連任的時點。

這位美國第一夫人一向被描述為拜登計劃未來的關鍵人物
。

吉兒．拜登笑著說： 「因為我是他太太。」
她表示： 「當然他會聽我說的話，因為我們是夫妻。」不

過她也說： 「他會做出自己的決定，相信我。」

（綜合報導）美國商務部長雷蒙多（Gi-
na Raimondo）23日強調在晶片領域保持世界
領先地位的重要性，但她說美國不是以自給自
足為目標。她還表示，她也不願意對大公司進
行補貼，但鑒於半導體的獨特性，美國別無選
擇，必須進行這項國家安全投資，同時繼續與
盟友及夥伴合作，加強對中國的出口管控，贏
得與中國的競爭。

雷蒙多在華府喬治城大學發表演說，闡述
拜登政府未來十年實施《晶片與科學法》的願
景。她談到： 「當你 92％的晶片都依賴台灣
時，你別無選擇。在美國建造晶圓廠的成本，
目前比在台灣建造晶圓廠的成本高出 30％。
這是我們必須進行的一項國家安全投資。」

提到與中國的競爭，她說， 「我們有一個
進攻性戰略和一個防禦戰略。這個防禦戰略是
出口管制，不讓中國獲得我們的超高端技術。

但進攻性戰略更重要，這就是投 美國《晶
片與科學法》中包括一項規模達527億美元的
半導體補貼計畫，其中約390億美元用於晶圓
廠以及材料和設備工廠的製造補貼，132億美
元用於研發和勞動力培訓。雷蒙多宣布，商務
部下周將啟動390億美元的資金申請程序，重
點用於商業性的晶片製造設施。接下來幾個月
，商務部將為供應鏈和研發投資提供額外的融
資機會。

雷蒙多說，到 2030 年，美國將設計和生
產世界上最先進的晶片，擁有至少兩個新的大
型前沿晶片製造工廠聚落（clusters），每個聚
落都將包括一個強大的供應商生態系統、不斷
創新新工藝技術的研發設施，以及專業的基礎
設施。全球晶圓製造龍頭台積電去年底開始在
亞利桑那州建造一座工廠；半導體業巨擘英特
爾也正在俄亥俄州建造一座晶片工廠。

美商務部長再喊話
降低對台晶片依賴

布林肯：台海危機衝擊全球 非中國內政

美國第一夫人美國第一夫人：：
拜登總統準備競選連任拜登總統準備競選連任

（綜合報導）前白宮國安顧問波頓今天肯定美軍將增加派
駐台灣人數的決定，他更建議讓美軍艦艇停靠高雄港，並將台
灣納入東亞集體防禦組織。他也再次呼籲美國正式外交承認台
灣。

華爾街日報（Wall Street Journal）日前引述未具名美方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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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波頓（John Bolton）今天與華盛頓郵報（Washington Post
）評論特約編輯達菲（Michael Duffy）對談時，被問到對此事
的看法時表示，增加部署是正確的決定。

一向十分友台的波頓認為， 「有更多可做的」。考量中國
一直說的、一直在準備的， 「我們必須假設時間很短」，不僅
要增加台灣軍事實力，美國還應展現更多支持。

波頓指出，對台戰略模糊（strategic ambiguity）時代已經
結束。他建議美國海軍艦艇應停靠高雄港，讓更多美國人訓練

與協助台灣軍隊。
波頓也再次呼籲美國應當給予台灣全面外交承認，並應開

始將台灣納入東亞集體防衛組織，與日本、韓國、澳洲和其他
國家一起，因為當台灣與擔心中國挑釁的其他國家有更多聯繫
，就越能嚇阻中國對台灣的威脅。

這不是波頓首度呼籲美國外交承認台灣。他在2000年時就
曾在 「台北時報」（Taipei Times）發表文章，說明美國為何應
當給予台灣全面外交承認。

（綜合報導）俄羅斯侵烏戰事屆滿一周
年之際，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在參與對談活動
時明言，國際社會如此關切台海可能爆發危
機，是因為這並非 「中國聲稱基於主權的內
政問題」，而是全世界的共同關切。針對有
報導指美軍擬大幅增加駐台人數，白宮發言
人尚皮耶則說，美國對台灣的支持及防衛關
係，與因應中國的威脅保持一致，美國對台
承諾有助於維持台海和平穩定。

布林肯 23 日受邀出席美媒《大西洋》
（The Atlantic）月刊線上活動 「俄烏戰爭：
一年之後」，與月刊總編高德柏格（Jeffrey
Goldberg）對談。高德柏格問到，烏克蘭去
年再次遭入侵，這讓中國對台灣採取輕率行
動的可能性上升還是降低？

布林肯回答說，一些遠離歐洲的國家如
日、韓，願意加入挺烏的行列，就是知道這
場衝突的惡果不只影響到歐洲，如果侵略行
為免受懲罰，就形同打開 「潘朵拉魔盒」，
其他潛在侵略者會自認為可為所欲為。

布林肯表示，如此之多國家團結起來，
也必然設想到中國可能對台採取的行為，包
括在未來某一刻動武。而俄羅斯遭制裁的傷
害力與日俱增，這也會讓中國在思考未來時
納入考量。他強調，全世界如此關切台海可
能爆發危機，原因之一是，這並非中國聲稱
基於主權的內政問題，而是全世界的共同關

切。
他又指出，全球每天有超過50％的貨櫃

運輸通過台海，而從智慧型手機、洗碗機到
汽車等產品所需的半導體，也大半由台灣製
造。若台灣因為中國侵略面臨危機，將會對
全球經濟及世界各國帶來災難性後果。

對於布林肯明指台海危機並非中國內政
問題，我外交部24日表示肯定與誠摯感謝，
指其戳破中方一貫宣傳謬論。外交部說，台
海和平穩定攸關全球局勢，不容許中方片面
破壞。

23日，《華爾街日報》報導說，美國計
畫在未來幾個月，將駐台美軍從目前的30人
左右大增到100至200人，以拓展五角大廈強
化台灣軍隊的訓練計畫。對此，白宮發言人
尚皮耶表示，美國對台灣的支持及防衛關係
，與因應當前中國的威脅保持一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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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華府廣播節目主持人嘉蘭．尼克
森（Garland Nixon）上周推文稱，美國總統
拜登曾說美國有 「摧毀台灣」的計畫。中國
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24日說， 「我也很想知
道什麼叫做摧毀台灣的計畫」，美方應明白
解釋。

前白宮國安顧問波頓籲美承認台灣 軍艦停靠高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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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民間團體希望七國集團峰會
納入性少數議題的探討

綜合報導 有關註性少數社群

（LGBTQ等）的民間團體造訪日本首

相岸田文雄內閣府邸，向共生社會擔

當大臣小倉將信遞交請願書，提出將

性少數社群議題納入 5 月七國集團

（G7）首腦峰會的訴求。

據報道，提交請願書團體的成員

松中權表示：“我們希望有關方面

推進舉措，改變職場環境，使（性

少數人群的）能力得以發揮。”接

過請願書的共生社會擔當副大臣和

田義明回應稱：“讓更多人變得幸福

是政府的使命，我們將認真對待並妥

善應對。”

今年5月，日本將在廣島舉行G7

峰會。提交請願書的上述團體希望，

G7峰會能討論有關性少數社群的相關

舉措。參與請願書者包括壹些爭取實

現日本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團體。

這份請願書稱，如果政府努力制

定禁止歧視的法律，並實現同性婚姻

的法制化，就是在重視構成社會的每

壹個人，這也是企業、國家和國際社

會發展下去的當務之急。請願書就日

本現狀稱，日本社會中性少數社群發

揮個人能力受到了阻礙，還出現了人

才向權力保障法律健全的其他國家流

失的現象。

上述請願書的背景是前日本首相

秘書官荒井勝喜的歧視性發言事件。2

月3日，時任日本首相秘書官荒井勝

喜在非正式采訪中對媒體說：“如果

同婚伴侶住在隔壁就很討厭，看見也

覺得討厭。”之後，他撤回發言並道

歉。岸田文雄4日表態批評荒井勝喜

，荒井的職位也被他人替換。

岸田文雄2月 6日在政府與執政

黨聯絡會議上，就已被撤職的荒井勝

喜針對性少數群體的歧視性發言道

歉。岸田文雄說：“我很遺憾（他

的話）讓人誤以為這是政府方針。我

向感到不滿的人們致歉。”不過，岸

田文雄仍在修改法律承認同婚上維持

謹慎姿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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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不久前，壹則新規或將攪動

全球充電樁市場。拜登政府要求美聯邦政

府資助的電動汽車充電器必須在美國生產

，給其他地區制造商帶來了壓力。

對此，日本也開啟了補貼行動，據媒

體周壹報道，日本根據經濟安全保障推進

法，敲定了對蓄電池投資的支持措施。日

本將補貼電池工廠設備投資的1/3，支持在

生產時減排二氧化碳等技術的研發。

報道指出，此舉是以五年持續生產為

條件的，將加強不可或缺的電池在日本國

內的生產。為了確保重要物資的穩定供應

，日本經濟產業省在2022年度第二次補充

預算中，向電池行業提供了 3316 億日元

（約170億元人民幣）的資金。

支持範圍包括新建鋰電池工廠或增產，

以及正極材料、負極材料和隔離層等構件

。壹旦開始量產，企業還需要向政府報告

包括生產在內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值得註意的是，該計劃不僅針對日本

國內企業，也針對外國企業，旨在加強日

本的電池供應鏈。目前已開始受理企業申

請，計劃在4月下旬確定支持對象。

此外，展望未來未來，日本政府力爭

到2030年在國內確保每年150GWh的電池

產能，為目前產能的7-8 倍。

印度輪值G20主席國
不希望討論對俄實施額外制裁

綜合報導 據路透社援引印度政府高級官

員消息稱，印度不希望在其擔任G20輪值主

席國的壹年裏，討論對俄實施額外制裁的問

題。

據報道，日本財政部長鈴木俊壹曾說，

七國集團(G7)的財政領導人將在出席G20會

議期間，針對俄羅斯實施新制裁問題進行討

論。

6位匿名印度政府高級官員表示，印度計

劃討論烏克蘭危機所造成的宏觀經濟影響，但

不想討論對俄羅斯采取額外制裁的議題。

“印度並不熱衷於在G20會議期間討論

或支持對俄羅斯的任何額外制裁……對俄羅

斯實施的現有制裁已對世界造成負面影響，”

其中壹名官員說道。

另壹名官員則稱，“制裁不是G20 的

問題，G20 是壹個討論增長問題的經濟論

壇。”

印度信息部長阿努拉格· 塔庫爾在22日的

新聞發布會上表示，“當今時代不適合戰爭。

民主、對話和外交才是我們前進的方向”。

截至目前，印度政府尚未對此作出回應。

2月24日至25日，印度將在班加羅爾召

開G20財長和央行行長會議，屆時各國代表

將磋商全球經濟減速和新興市場國家的債務

問題。

韓國人口自然減少12萬創新高
2045年將不足5000萬人

綜合報導 韓國統計廳發布的初步統

計數據顯示，受低生育、老齡化的影響

，2022年韓國人口自然減少超12萬人，

減幅創下歷史之最。這已是韓國人口連

續3年出現自然減少。

據韓聯社報道，統計顯示，2022年

韓國全年出生人口24.9萬人，死亡人口

37.28萬人，總人口自然減少(即死亡多於

出生)12.38萬人。由此，韓國人口自2020

年首現自然減少後，已連續3年減少。

資料顯示，韓國人口於1981年自然

增長 63萬人，之後增幅逐年減少，到

2020年首現

負 增 長 ，

2022年自然

減少 12.4 萬

人。去年人

口自然增長

率 ( 每 1000

人中自然增

加) 為 負

2.4%，同比

減少1.3%。

除了出生

人口減少，

死亡人口劇增也對2022年人口減幅起到作

用。出生人口從2021年的26.06萬人減少

至2022年的24.9萬人，創下歷史新低。同

期，受老齡化現象加劇、新冠疫情等因素

影響，死亡人口從2021年的31.77萬人增

至37.28萬人，連續3年刷新最高紀錄。

韓國行政安全部1月15日發布的數

據顯示，截至2022年12月31日，韓國戶

籍登記居民人口超5143萬人，同比減少

0.39%，連續三年出現降勢。

另據預測，隨著低生育、老齡化現

象持續，韓國人口會進壹步減少。

統計廳此前推算，未來30年出生人

口在20萬至30萬區間徘徊，2055年降至

19.3萬人。死亡人口逐年增加，從2030

年的40萬多人增至2055年的70萬多人。

由此，韓國人口將從2038年起每年自然

減少20萬多人，隨著減幅逐年擴大，總

人口到2045年將減至5000萬人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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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弦）港燈公司23日宣
布，將連續第四年向有需要人士和基層家庭派發
200元（港元，下同）飲食券，並由23日起分批派
發予5萬個基層家庭。同時，港燈今年內為預計
2,000個港島區劏房戶提供1,000元電費津貼，及於
今年推出“特別電費補助”，向當月用電量在300
度或以下的住宅客戶提供每度電9.5仙補助，預計
超過20萬名客戶受惠，涉款4,000萬元。

向弱勢戶送贈節能電器
港燈董事總經理尹志田指出，港燈還會上調

為劏房等居所重鋪電力線路以安裝港燈獨立電錶
的資助上限，增至每個分間前單位6萬元，以吸
引更多業主參與，又向弱勢家庭送贈每戶上限
5,000元的節能電器，透過使用更佳能源效益的
電器，可以節省能源開支，提升用電安全，並改
善生活環境。

派發飲食券、加大對劏房戶的支援、繼續提
供電費津貼等，連同在社區推動多項節能和教育
項目，港燈預計年內共投放5,500萬元。

港燈補助電費4000萬 料惠20萬客戶

資料來源：香港特區政府統計處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唐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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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通脹率：綜合消費物
價指數的按年升幅

*基本通脹率：剔除所有政
府一次性紓困措施的影響
後，綜合消費物價指數的
按年升幅

近一年香港通脹變化近一年香港通脹變化

通脹升至2.4% 水電燃氣飆兩成
劏房戶嘆物價增幅勁 減外出用膳揀便宜食材

◀ 港 燈 將
於 3月重新
開放“智惜
用 電 生 活
廊”。

◆◆港燈客戶服務總經理蔡偉民港燈客戶服務總經理蔡偉民（（左左））早前探訪劏房早前探訪劏房
戶並送上飲食券戶並送上飲食券。。

◆◆香港通脹已連續兩個月升溫香港通脹已連續兩個月升溫，，有劏有劏
房居民表示房居民表示，，明顯感受到通脹壓力明顯感受到通脹壓力。。
圖為市民居於劏房圖為市民居於劏房。。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政府統計處23日公布1月份物價指數，綜合
消費物價指數較去年同期上升2.4%，較對

上一個月的相應升幅（2%）為高。剔除所有政
府一次性紓困措施影響，1月的基本通脹率亦為
2.4%。截至1月，經季節性調整的綜合消費物價
指數，過去3個月平均每月升幅為0.4%，而截至
去年12月的3個月平均升幅為0.3%。

在各類消費項目中，物價升幅較高的類別依
次為電力、燃氣及水（上升20.6%）、基本食品
（上升6%）、衣履（上升5.8%）、外出用膳及
外賣（上升4.4%）等。交通和煙酒錄得升幅較
低，分別上升0.9%和0.8%。

政府發言人表示，近期食品價格升幅加快，
能源相關項目價格進一步飆升，衣履價格亦繼續
明顯上升，其他主要組成項目承受的價格壓力仍
然大致受控。造成1月基本通脹上升的原因之一
是由於農曆新年來臨較早，有待總結2月份數據
後，將兩者合併分析，可更有效評估基本通脹情
況。

劏房居民趙女士23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
表示，對近月物價上升感受明顯，尤其是食品和
電力，即使她每天自己下廚、減少外出用膳，以

及揀選較便宜的食材，仍無法控制生活成本上
升。“真的感覺什麼都貴，我每天自己煮飯，之
前買開一款雞蛋，30枚32元，最近再去買時加
至45元，我問店主怎麼這麼貴，他說來貨貴了他
也沒辦法。”

劏房戶催裝電錶遭房東敷衍
趙女士居住的劏房仍採用多戶共用電錶，電

費按房東指示由各戶分擔，每度電卻比電力公司
的電價為高。住戶們曾多次催促安裝獨立電錶，
避免被濫收電費，但房東敷衍聲稱會盡快安裝，
然後卻搪塞過去。“我每天都要用熱水沖涼，也
會煲湯、煲中藥，用電會多一點，但是每月一千
幾百（元）的電費，也太誇張了，最近天氣凍，
我也沒開冷氣。”

另一劏房居民梁女士表示，感覺肉類菜餚
價格上升顯著。由於她每天接兒子放學回家時
間已晚，住所也沒有空間煮飯，兩人一般外出
享用晚餐，“通常就是去連鎖快餐店，兩個人
叫一個餐，再多叫一碗飯，可以省點錢。很少
會點海南雞飯、排骨之類的餐，對我們來說太
貴了。”

香港經濟未完全復甦，通脹已“搶先復常”。香港特區政府統計處23日公布1

月物價數據顯示，香港通脹已連續兩個月升溫，剔除所有政府一次性紓困措施影響

後，基本通脹率為2.4%，按月升0.4個百分點，為近3年新高，主要是食品價格及

水電燃氣費升幅擴大所致，其中電力、燃氣及水更狂升逾兩成。香港特區政府發言

人表示，本地成本壓力或會隨着經濟復甦而上升，通脹亦可能因而面對上升壓力，

但短期內應會保持溫和。有劏房居民表示，明顯感受到通脹壓力，“食開的雞蛋狂

加價約四成！”加上房東濫收電費，生活百上加斤。

李家超廣東行李家超廣東行：：人才創科金融合作空間無限人才創科金融合作空間無限

多領域深化合作多領域深化合作 推動高質量發展推動高質量發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寶儀、帥誠、鄭治祖

廣州、香港連線報道）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
23日率領特區政府代表團到訪廣州和深圳，展開
上任後首次對粵港澳大灣區內地城市的訪問。這
是李家超上任行政長官後首次訪問廣東，恢復全
面通關後首次訪粵，也是李家超首次拜訪廣東省
委書記黃坤明。李家超在會見傳媒時表示，他和
黃坤明在會面時就深化粵港合作、推進粵港澳大
灣區高質量發展交換意見，雙方認為粵港合作空
間無限，將在人才流動、人員培訓和教育、科技
和創新應用、金融發展等重點領域加強合作。在
香港“北部都會區”發展方面，黃坤明表示，
“北部都會區”是一個很好的機會，令香港與整
個廣東產生協同效應。

23日上午，李家超一行由香港西九龍站乘坐
高鐵抵達廣州，隨即與廣東省委書記黃坤明和廣
東省委副書記、省長王偉中會面。在會面中，李
家超首先對廣東一直以來給予香港發展，特別是
在疫情防控方面的支持表示感謝。

黃坤明：“北部都會區”是個好機會
李家超指出，在第五波疫情時，香港受到了

前所未有最大的威脅，廣東省在多方面確保香港
的日常生活必需品、食物、蔬菜等供應不斷。
“同時，在第五波疫情時，香港的醫療系統已超

過其承受力時，廣東省派出醫療團隊來香港幫助
我們，亦在醫療物資方面等給予很大的援助。”

李家超還簡要介紹了特區政府近期施政重點
和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謀劃安排，包括成立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督導組”的目標和意義，強
化香港的指導和領導統籌能力，由過往一個人領
導改為“1+3”——由行政長官做組長再加三位司
長作為副組長，推動和統籌各自領域的工作，積
極和主動地把推動大灣區建設提上一個新台階。

在探討如何推進高質量發展時，李家超介
紹，“我們可以通過已經與廣東省組成的13個專
班，共同努力把我們考慮到的不同項目落實。”
他還介紹了“北部都會區”的發展和部署。

對此，黃坤明表示，香港有任何項目提出來
時，可以尋求一個最佳的發展方案，而“北部都
會區”是一個很好的機會，令香港與整個廣東產
生協同效應。

李家超表示，粵港雙方都認為合作空間無
限，而人才流動、人員培訓和教育、科技和創新
應用，以及金融發展等作為重點領域，雙方將為
不同行業和企業在融資或擴大其發展空間上提供
幫助。

李家超：爭取年內實施“港車北上”
李家超還提到，高質量發展需要配合社會在

多方面的優質生活，包括綠色經濟、綠色發展，
以及醫療發展，令大家的生活過得更加美好。此
外，香港還要推動貿易和跨境運輸，以便讓它們
在實體經濟發展中發揮最有效的力量。粵港將爭
取在今季公布“港車北上”計劃的詳細安排，並
於年內實施。

黃坤明對香港長期以來給予廣東發展的大力
支持表示感謝，表示將攜手港澳加快打造世界級
灣區，支持港澳保持長期繁榮穩定，更好融入國
家發展大局。

他希望粵港兩地保持密切溝通，高效聯動，
持續推動規則機制軟聯通和基礎設施硬聯通，抓
好橫琴、前海、南沙等重大合作平台建設，發揮
香港對外貿易專業服務優勢和廣東產業市場優
勢，加強產業貿易金融合作，深化教育科技和人
才合作，共同推進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綜
合性科學中心和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設，構建具有
國際競爭力的現代化產業體系，深化社會民生和
青少年交流等領域合作，為香港同胞，特別是青
年在大灣區學習就業創業生活提供更加便利的條
件。

會後，黃坤明宴請了李家超一行。
陪同李家超參加會面的包括特區政府政務

司副司長卓永興、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
衞、商務及經濟發展局局長丘應樺、教育局局

長蔡若蓮、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行政
長官辦公室主任葉文娟和保安局副局長卓孝業
等。

推動新領域新氣象 粵港有共識
李家超在會見記者時，被問到香港與廣東在

未來的發展中可有什麼互動？他表示，廣東的願
景是建設“新廣東”，而香港是開新篇章，認為
兩個“新”的概念有幾個相似的地方，包括大家
都需要高質量發展，認為從高質量發展推動新氣
象是廣東與香港的共識，科技應用、綠色生活、
新能源，以及超越三地現有法律限制等一些超前
做法，均是大家在新領域、新氣象、新願景方面
的共同目標，也是大家同意在不同領域方面共同
推動的一個起點。

◆23日，廣東省委書記黃坤明會見到訪廣州的香
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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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克蘭危機不能無限期拖延
歐洲應當認真思考三個問題

王毅結束外訪接受中央媒體採訪：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2023年2月22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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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結束訪問法國、意大利、匈牙利、俄羅斯並出席

第59屆慕尼黑安全會議後，接受了中央媒體的採訪。王毅此行，時逢烏克蘭危機

爆發即將滿一年。在多場雙邊會晤中，都就烏克蘭問題進行了深入討論。王毅在接

受中央媒體訪問時指出，這場危機發生在歐洲，影響波及全球，不能無限期拖下

去。中方支持歐洲在勸和促談方面發揮更加積極和建設性作用。歐洲應當認真思

考，創造什麼樣的條件能實現停火止戰？制定什麼樣的框架才能讓歐洲長治久安？

發揮什麼樣的作用才能真正體現歐洲的戰略自主？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及央視網報道，2
月22日13時許，內蒙古阿拉善盟阿拉善左旗新井
煤業有限公司露天煤礦發生大面積坍塌，截至2月
23日14時，事故中4人死亡，6人受傷，49人失
聯。關於邊坡坍塌的具體原因，正在進一步調查
中，公安機關已介入調查，相關人員已控制，後
續將適時公布調查結果。

救援處置工作有序推進
獲救的6名傷者正在寧夏青銅峽市人民醫院接

受治療，在徵得院方救治組以及傷者和家屬的同
意後，記者採訪了一名在外科病房接受治療的傷
者馬建平，他講述了坍塌發生時的情況。傷者馬
建平告訴記者，下午1點15分上班以後發現山上
往下掉石渣，“看這種情況越來越嚴重，然後就
組織撤離，但是已經撤不及時了，接着山體就坍
塌了。”

內蒙古自治區應急處置指揮部搶險救援組組

長、內蒙古自治區應急管理廳廳長常志剛介紹，
事故發生後，內蒙古自治區迅速啟動應急預案，
成立應急處置指揮部，實行提級指揮，統一調
度，調集救援力量。從22日下午開始，國家應急
管理部委派的救援專家，以及多地派出的支援力
量、專家團隊、專業隊伍、醫療資源陸續抵達救
援現場。截至23日11時，已出動救援器械車輛
156台（輛），到位救援隊伍19支、救援人員919
名、安全生產專家19名。全力克服坍塌面積大、
存在次生災害隱患等困難，組織專家現場踏勘評
估、優化救援方案，開展生命體徵探測、坍塌土
方清運、作業面拓展等工作，密切監測邊坡位移
變化，確保科學救援、安全救援。目前，救援處
置工作正在有序推進。同時，就近協調寧夏青銅
峽市人民醫院開闢醫療救治綠色通道，全力做好
傷員救治工作。

22日下午，國家衞健委派出的國家緊急醫學
救援隊神經外科、胸外科、骨科和急診等領域專

家抵達新井煤礦，會同收治醫院醫務人員組成醫
療救治專家組，一人一策制定診療方案，全力開
展救治工作。截至23日11時，1名重傷人員生命
體徵平穩，5名輕傷人員情況良好。

在善後方面，當地已經詳細梳理失聯人員及

其親屬信息，抽調專門的工作人員組成工作專
班，按照一家一專班原則，積極穩妥做好撫慰安
置等工作。

此外，內蒙古正在全區開展安全生產大排查
大整治，扎實做好全區各領域安全生產工作。

◆2月23日，救援人員正在事故現場集結，全力
開展救援工作。 新華社

◆2月23日，救援車輛在內蒙古自治區阿拉善盟阿拉善
左旗新井煤業有限公司露天煤礦坍塌事故現場作業。

新華社

內蒙古煤礦坍塌事故公安介入調查 尚有49人失聯

王毅指出，烏克蘭危機不是我們願意看到的，
我們同各方一樣，對衝突擴大化、長期化感

到擔憂。在烏克蘭問題上，中方始終堅定站在和平
一邊，站在對話一邊，站在歷史正確一邊。中方的
立場歸結起來一句話，就是勸和促談。一年來，我
們沒有袖手旁觀，從不火上澆油，更反對趁火打
劫。我們積極推動局勢降溫，鼓勵支持一切有利於
和平解決烏克蘭危機的努力。

爭取形成國際社會最大公約數
“出席慕安會期間我與10多個國家的領導人

和外長分別會見，也包括烏克蘭外長庫列巴。訪俄
期間，我同俄方領導人就當前局勢深入交換看法。
一路走來，我感到各方立場雖不盡相同，甚至尖銳
對立，但都接受最終應通過對話談判解決爭端，都
理解應構建地區安全架構實現和平，都讚賞中方秉
持的客觀立場和冷靜態度，都期待中方為政治解決
烏克蘭問題發揮更積極作用。”

王毅表示，中方即將發布關於政治解決烏克
蘭危機的立場文件，重申中方一貫主張，也將吸納
各國合理關切，爭取形成國際社會在烏克蘭問題上
的最大公約數。中方認為，形勢越是複雜，越要保
持清醒；問題難度越大，越要堅持對話。中方將繼
續根據事情的是非曲直發揮建設性作用，鼓勵支持
當事方不放棄任何致力於和平的努力，與國際社會
一道，積極探索政治解決危機的有效途徑。

任何國家都沒有特權我行我素
王毅強調，建設一個更加安全的世界，是各

國人民的強烈願望，是世界各國的共同責任，更是
時代前進的正確方向。當今世界面臨諸多動盪戰

亂，根源正是聯合國憲章的宗旨和原則沒有得到真
正的遵守。任何國家都沒有特權在世界上我行我
素，搞本國例外和雙重標準，任何霸權、霸凌、霸
道之事都應得到各國人民的一致抵制。在本次慕安
會演講中中方呼籲，為了世界更安全，我們都應堅
持尊重各國主權和領土完整，都應堅持通過對話協
商和平解決爭端，都應回歸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
則，都應重視發展的關鍵作用。中方願以落實全球
發展倡議和全球安全倡議為契機，同各國加強溝通
合作，踐行真正的多邊主義，維護國際公平正義，
共同守護世界人民的安寧，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
體。

中歐關係始終具有全球性和戰略性
在談到此行同歐洲各國領導人交流取得的收

穫時，王毅指出，友好是中國對歐政策的主基調，
合作是中國對歐政策的總目標。我們一直將中國和
歐洲定位為維護世界和平的兩大力量、促進共同發
展的兩大市場、推動人類進步的兩大文明，雙方是
夥伴不是對手，是機遇不是威脅。中歐關係始終具
有全球性和戰略性，雙方作出的選擇影響世界的走
向。如果中歐選擇對話合作，陣營對立就不會形
成；如果中歐選擇和平穩定，新的冷戰就打不起
來；如果中歐選擇開放共贏，全球發展繁榮就有了
希望。這就是中歐在新的歷史條件下應當承擔的責
任。“我在接觸交流中感到，歐洲國家都對中國的
發展充滿期待，對中國在世界上的作用寄予厚望，
都願推動中歐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和經貿互利合作回
暖升溫，都期待全面重啟各層級面對面交流，全面
激活各領域對話合作，我認為中歐關係今年會呈現
一個積極發展態勢。”

訪問俄羅斯取得三方面共識
王毅指出，中俄互為最大鄰國，理應常來常往，睦
鄰友好。面對當前複雜多變的國際形勢，中俄作為
兩個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也承擔着推進世界
多極化進程，反對單邊霸凌行徑的應盡責任。此訪
取得了三方面共識：

◆對兩國元首確定的雙邊關係目標進行了再確認。

去年底習近平主席同普京總統視頻會晤，就今年雙邊
關係發展作出規劃部署。雙方梳理了元首共識落實工
作，商定繼續保持高層交往，深化戰略協作，維護好
兩國共同利益和各自正當權益。

◆對兩國各領域務實合作進行了再推動。

中俄合作不針對第三方，也不受第三方干擾，具有獨
立價值和自身規律。雙方商定重啟兩國人員正常往來，
推動各領域重點合作項目盡快落地，辦好體育交流年
等人文交流活動，夯實兩國關係的民意基礎。

◆就共同關心的重大國際地區問題進行了再對表。

雙方同意深化在聯合國、金磚國家、上海合作組織等
多邊合作平台的協調配合，就朝鮮半島、阿富汗局勢
等國際地區熱點問題開展有效溝通，共同維護好亞太
地區以及各自周邊地區的和平穩定。

來源：新華社

在 評
價中美關
係時，王
毅指出，

中美關係的走向和影響遠超雙
邊範疇，攸關世界和平安全。
所謂無人飛艇事件完全是一次
因不可抗力導致的偶發意外事
件，但美方卻置若罔聞，濫用
武力，繼而炒作升級，抹黑中
國。美方的這種做法並不代表
其強大，反而暴露出缺乏理
性。我相信未來史書上的記載
將會註明這是美國製造的一場
鬧劇和作秀。在同美國務卿布
林肯非正式接觸時，我明確告
訴美方，不要出於國內政治需
要再做這樣的荒唐事了。美方
應拿出誠意，正視並解決此事
給中美關係造成的損害。如果
美方執意借題發揮、擴大事
態，中方必將奉陪到底。

王毅強調，中方一直強調
願本着相互尊重、和平共處、
合作共贏的精神發展穩定的中
美關係，但美方卻固守唯我獨
尊的霸權思維，不擇手段打壓
遏制中國，地緣上圍堵，科技
上 封 鎖 ， 經 濟 上 “ 脫 鈎 斷
鏈 ” ， 意 識 形 態 上 製 造 對
抗。但中國的發展具有強大
內生動力和必然歷史邏輯。
有 習 近 平 總 書 記 的 掌 舵 領
航，有 9,600 多萬中共黨員奉
獻進取，有 14 億中國人民眾
志成城，有愛好和平、主持
公道的各國人民理解支持，
中 華 民 族 偉 大 復 興 不 可 阻
擋。我們奉勸美方放棄零和
博弈的陳舊思維，樹立客觀
公正的對華認知，回歸理性
務實的對華政策。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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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時間2月18日，王毅在德國出席慕尼黑安全會
議並發表題為《建設一個更加安全的世界》主旨講
話。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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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社新聞

新聞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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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藏楚布寺跳神活動迎藏歷新年西藏楚布寺跳神活動迎藏歷新年

危地馬拉海灘現壹巨型座頭鯨屍體危地馬拉海灘現壹巨型座頭鯨屍體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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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二維碼關注微信公眾號<牛頭牌北美>，看更多美味食譜喔！

氣炸鍋沙茶蒜香豬肋排

做法
(1)將醃肉醬食材拌勻，放入豬肋排，抓拌使醃肉醬均勻裹上每一支肋排。冷藏一小時以上
或隔夜為佳。(2)取出醃好的豬肋排，瀝掉多餘的醬汁，排在氣炸鍋的烤盤上(不重疊)，以
380°F(約190°C)烤15分鐘，翻面再烤5分鐘，直到表皮焦香。(3)熱鍋後倒油，下蒜末爆香，
把氣炸好的豬肋排下鍋，快速翻炒。起鍋前再灑上一點蔥花、紅椒丁，拌炒一下即可。

*For English recipe, please visit www.lnk.bio/BullHead.BBQSauce.USA

食材
◆一片(約14支) 豬肋排，切開洗淨
◆5支 蔥，切成蔥花
◆20顆 蒜頭，切末
◆1小顆 紅甜椒，切小丁

Air Fryer Sha Cha Garlic Ribs
【醃肉醬】
◆10顆 蒜頭，切末
◆2大匙 牛頭牌沙茶醬
◆2大匙 醬油
◆1大匙 醬油膏 ◆1大匙 米酒 ◆1.5茶匙 砂糖

本食譜由       <Laura’s Kitchen 蘿拉廚房>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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