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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華盛頓23日綜合外電報導）美國一列
載有化學物質的火車本月3日在俄亥俄州翻覆，引
發空氣及水源污染疑慮。美國運輸部長布塔朱吉被
批評處理態度不夠積極，他今天為此表達遺憾，並
主張推動安全改革。

這起列車翻覆事故發生在俄亥俄州東巴勒斯坦
鎮（East Palestine），聯邦調查人員公布初步調查
結果，認為事發前不久，列車的車輪軸承出現過熱
問題。

在野的共和黨人猛烈批評白宮，認為政府因應
不夠迅速，前總統川普（Donald Trump）更指責現
任總統拜登（Joe Biden）捨棄了東巴勒斯坦鎮的
4700位居民。

民主黨籍的布塔朱吉（Pete Buttigieg）在事故
現場接受提問時說： 「我對此懷有強烈感受，本來
應早點表達出來。我很努力要顧及我所肩負的職責
和不屬於我的職責，但這不該阻止我表達自己對這
個社區發生的事所懷有的感受。」

東巴勒斯坦鎮居民通報，列車出軌後的數日間
，當地出現強烈化學氣味和煙霧。負責營運列車的
諾福克南方鐵路公司（Norfolk Southern）針對持續
悶燒的數節載貨車廂，採取了 「控制釋放」 （con-
trolled release）有毒物質氯乙烯（vinyl chloride）
的措施。

布塔朱吉呼籲國會立法要求以更堅固的貨
運車廂來裝載危險物質，並重新採用甚至擴大
前總統歐巴馬（Barack Obama）執政時期的提
案，即要求裝載高度易燃物質的列車能更快剎
車。美國政府在川普執政期間廢止了這些提案
。

布塔朱吉也呼籲鐵路營運單位不要等到聯
邦立法程序完成，應該立即開始改善安全措施
。

美 國 國 家 運 輸 安 全 委 員 會 （National
Transportation Safety Board）沒有針對事故起
因做成結論，但證實 「看起來是車輪軸承處於
過熱問題的最後階段」 ，運輸安全委員會於上
週提到此一發現。

根據報告，150節車廂有38節出軌，其中11節
載有危險物質，包括5節裝有氯乙烯的車廂。

布塔朱吉聽取了關於調查的簡報，並會見危機
因應專家及當地民眾。許多居民在諾福克南方鐵路
公司 「控制釋放」 化學物質期間被迫撤離家園。

俄亥俄州向來保守，東巴勒斯坦鎮又是其中最
挺共和黨的地區之一。共和黨人批評拜登政府漠視
美國藍領階級苦苦謀生，只優先支持烏克蘭對抗俄
羅斯等外國計畫。川普昨天造訪當地時，也就這起
列車事故批評拜登。

川普去年11月宣布參加2024年總統大選，但
有人批評他過去執政期間曾削弱鐵路安全標準、裁
減 美 國 環 境 保 護 署 （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規模。

布塔朱吉回答有關川普批評的提問時說： 「他
可以做一件事，就是支持把他任內出現的放鬆管制
現象扭轉過來。」

諾福克南方鐵路公司指出，正移除列車車廂並
去除污染物質，同時密切關注空氣和水源品質。

美國化學列車翻覆美國化學列車翻覆 運輸部長籲立法補強安全措施運輸部長籲立法補強安全措施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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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著華觀點李著華觀點::基輔基輔,, 我來了我來了!! 拜登歷史性拜登歷史性
突訪烏克蘭突訪烏克蘭----俄烏局勢混沌未明俄烏局勢混沌未明

就在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一週年前夕, 美國總統
拜登突然乘坐飛機秘密飛到華沙，然後改乘火車到
訪烏克蘭首都基輔 ,拜登的做法頗不尋常,讓外界十
分震撼, 因為一位美國現任總統選在總統節當天, 親
自到一個危險的戰地訪問,那是前所未見的, 所以拜
登的勇氣是值得肯定的！

但是這一次拜登去到烏克蘭與澤倫斯基總統會
面似乎對平息戰爭無益, 由於他是帶著帶著5億美
元援助經費和武器援助到烏克蘭, 所以是以實際行
動來重申美國對烏克蘭的支持,所以”勸戰而不勸
和” 之意昭然若揭! 由於正值俄烏兩國持續 12 個
月的衝突的關鍵時刻，俄羅斯正準備發動新一波的
春季攻勢，而烏克蘭則希望盡快奪回領土，過去的
一年,在美國與西方世界大力支持下, 烏克蘭愈戰愈
勇, 似乎看不到任何停戰的跡象, 而俄羅斯則是為了
展現戰力絕不退縮,普京表示，俄羅斯將暫停參加
《START 新削減核武器條約》, 那顯示出羅斯在這
一場戰爭中最後可能不借動用核武來解決戰爭, 那
將是人類的浩劫。

拜登這一次到訪烏克蘭只停留短短5個小時,
他在澤倫斯基陪同下參觀了修道院和毗鄰的烏克蘭
陣亡士兵紀念碑, 拜登說:“美國在戰爭中對烏克蘭
的支持沒有任何疑問, 美國不會改變支持烏克蘭自

由的政策, 也表明了美國確保這一政策成功的承諾
和決心。”事實上拜登在過去一年裡一貫的立場就
是與烏克蘭站在一起，這也符合美國民意,隨著這
場戰爭進入第二年，還不知要消耗多少的資源,拜
登此行是有益的、積極的、必要的。自俄羅斯入侵
烏克蘭以來，拜登的美國政策是堅定支持烏克蘭對
抗俄羅斯,美國領導的反普京聯盟繼續提供軍事、
經濟和人道主義援助的信息對烏克蘭人來說非常重
要的。

鑒於協議中的武器大部分是美國已經同意提供
的，華盛頓關於向烏克蘭提供武器的作戰範圍和威
力的討論還遠遠沒有結束,俄羅斯對這次訪問的反
應可想而知, 所以拜登到訪烏克蘭被貼上了“對俄
羅斯的公然羞辱”的標簽。

為了公道與正義,拜登需要召集盟友和夥伴向
烏克蘭持續的提供武器和其他援助，對莫斯科實施
重大制裁，加強北約在東部的防禦。但是實施這一
政策需要技巧、巨大的努力和大量的資源,現在看
來，這一政策阻止了普京壓制烏克蘭長達一年之久
, 儘管這一政策既不強硬，也不富有遠見，而此行
正是這一點的反映, 拜登與西方應該要想出更佳的
對策盡速結束這一場充滿了仇恨的戰爭!

俄部長向平壤發邀請俄部長向平壤發邀請，，想讓朝鮮僱傭軍參戰想讓朝鮮僱傭軍參戰
(綜合報道）俄烏衝突爆發一周年即將到來，在此之前，誰也想不到，俄烏衝突會打這麼久，

而且什麼時候結束，目前誰也說不清楚。此前，很多人認為，俄烏衝突必將在短時間內以俄羅斯
“乾淨利落”的勝利而結束，就連很多官媒，都早早在基輔廣場豎起了攝像頭，就等著看俄軍坦
克什麼時候開進來，結果大家都失望了。

俄烏衝突一打就是一年，而且很可能會持續相當長的時間，因為就在衝突爆發一周年之際，
美國總統拜登突訪基輔，並宣布向烏克蘭再次提供5億美元的軍援，這無異於對外界發出一個信
號——美方希望衝突時間進一步延長，而且會一直提供支持。

在這樣的背景下，俄羅斯一些官員將補充兵員的“腦筋”動到了朝鮮的身上。據《莫斯科時
報》報導，近日，俄羅斯卡盧加州內務部部長卡盧金就在媒體上發文表示，莫斯科應該邀請朝鮮
僱傭兵去打俄烏衝突，理由有四個。

其一，朝鮮距離俄羅斯很近，雙方互動很方便；其二，西方可以聘請僱傭兵來同俄軍作戰，
“為什麼我們不可以”；其三，朝鮮軍人紀律嚴明、服從指揮且軍事技術過硬，能熟練使用俄製
裝備，正符合俄軍目前的需要；其四，隨著衝突的持續，俄羅斯的壓力只會越來越大，因為俄羅
斯的人口正在負增長，徵兵可能遇到意想不到的阻力。

所以，卡盧金力主邀請朝鮮僱傭兵參戰。不過需要指出的是，“一個巴掌拍不響”，俄羅斯
固然可以開出價碼，但答不答應還得平壤說了算，然而在這個事情上，朝鮮的態度還是非常謹慎
的。
此前，韓國《每日朝鮮》網站就指出，朝鮮駐俄企業已接到命令，要從國內招募300-500人的志
願軍到頓巴斯地區，幫俄方重建。

但韓媒也指出，即便朝鮮派出了志願軍，他們也“不大可能”參與作戰，主要工作是修復交
通線和基礎設施，頂多在頓巴斯地區開展“敵後保衛工作”，這說明，朝鮮志願軍不大可能會為
俄羅斯賣命。

當然，這些情況可能會發生改變，比如說，俄烏衝突的局勢顯著惡化，急需外部力量來幫俄
軍“扛一陣子”；再比如說，普京仍然覺得烏境內俄50萬軍隊“兵力不足”，決心“賭一把大的
”，因此提高僱傭兵的籌碼。

所以，也不排除朝鮮僱傭兵參加俄烏衝突，甚至直接參戰的可能性。當然，有一點是可以明
確的，聘請朝鮮人承擔後勤工作，與僱傭他們作戰，付出的代價是截然不同的。
如果只是幫俄軍“打打雜”，維持一下交通線，這些都沒有問題，不過這也就不能叫是“僱傭兵
”了，而應該叫“外籍打工仔”。
但是，如果是幫助俄軍作戰，那麼俄羅斯付出的代價，可就絕不僅僅是貨幣這麼簡單了，平壤方
面很可能會在政治、經濟、能源、外交等方面，向莫斯科提出要求，比如說，要求俄羅斯提供
“高超音速導彈技術”；再比如說，要求俄羅斯在必要時，向朝鮮提供軍事支持等等。

半島局勢目前在美韓拱火下，已經越來越緊張，俄羅斯先要想好，這個巨大的壓力，屆時自
己是否能跟朝鮮一塊扛。

所以，朝鮮僱傭兵也不是那麼好招募的，這恐怕也是俄方“遲遲沒有下手”的主要原因。當
然，如果說真的到了不得不靠僱傭兵打仗的程度，那也說明俄羅斯真的“不行了”，那麼有沒有
這些僱傭兵參戰，又有什麼區別呢？所以，不到萬不得已，普京是絕不會大量使用僱傭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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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300名老年人花“养老钱”投资，本以为在分红的同时还可以享受到养老院的优

质服务，然而最终发现落入骗局。投资的养老院不仅拖欠房租，不交水电费，最终还

把投资的老年人“请”出去。

2022年11月，经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以非法吸收公众存款

罪判处被告人邓某甲有期徒刑四年三个月，并处罚金30万元；判处被告人邓某乙有期

徒刑三年，并处罚金10万元。犯罪嫌疑人王某目前已被公安机关采取强制措施，董某

、肖某、向某正在审查起诉中。近日，该案被评为2022年度浙江省检察机关“刑事办

案质效”主题精品案例。

能养老还能分红引来老年人争相投资

“尊敬的各位来宾，欢迎您在百忙之中抽出宝贵的时间来参加我们公司的年会。

今天我们年会隆重推荐一款养老产业的投资产品，简单说就是投资养老。投资人不但

能够享受到我们公司养老院的优质服务，而且还能参与分红，获得较高的投资收入

……”2015年9月，某怡养产业公司的老总邓某甲介绍公司旗下新开的一家养老院。

年会现场人头攒动。不少老年人听后认为，投资后自己的养老生活能有一个好的

着落，还能赚钱，算是辛苦一辈子的回报。于是，许多老年人在会后排着队与该公司

签订旅居消费项目合同。见旅居消费项目取得了众多老年人的信赖，邓某甲等人又心

生一计，更换公司名称，让公司上市，用更大的公司规模吸取更多的社会资金，又与

许多老年人签订股权转让协议、代持股协议等合同文件。

随着公司业务不断发展壮大，许多投资人摇身一变，成为公司的业务员，转而向

身边的亲朋好友推销业务宣传这款养老投资产品，有些直接帮自己的父母、孩子挂名

投资。

没钱交水电费，养老院向老年人打欠条

2018年底，养老院改建完成并投入运营。投资人朱大爷作为第一批客户满怀期待

地入住了养老院。然而，入住没多久，朱大爷就发现养老院的基础设施建设与高额的

入住费完全不匹配，还存在拖欠房东租金的情况。公司老板甚至多次因为没钱交水电

费、煤气费，向朱大爷打欠条。不久，朱大爷等“入坑”的老年投资人就被无情地

“请”出了养老院。

“我们本想给子女减轻负担，让自己安度晚年，谁想到竟被骗了。”朱大爷愤愤

不平地说。许多老年人将自己辛苦一辈子积攒的养老金投入养老院，如今血本无归，

最后束手无策的他们向公安机关报案。

接案后，公安机关立即展开侦查，第一时间向涉案投资参与人询问情况，并对该

养老院的经营资质、所属公司的经营模式以及养老院经营地的房屋产权等情况进行深

入调查，逐步掌握涉案养老院的集资套路以及证据。海曙区检察院提前介入该案，引

导公安机关取证。公安机关将涉案公司的老板及中层人员邓某甲、肖某、向某、王某

抓捕归案，公安机关于2022年7月将邓某甲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借助“外脑”确定犯罪数额

受案后，海曙区检察院成立了办案团队。承办检察官发现，涉案公司吸纳的社会

资金多达3000余万元，受骗人员近300人，大多为老年人。

如此大规模的运营，犯罪嫌疑人不可能仅有4人，极大可能存在“漏网之鱼”。对

此，承办检察官抽丝剥茧，理清涉案公司内部结构和人员分工，发现投资人报案材料

中多次提到业务骨干邓某乙和董某，而公安机关却未对二人进行立案侦查。

通过仔细审查案卷材料，承办检察官发现，邓某乙及董某实为公司两个分部的主

要负责人，独自招揽业务员，各自带领团队开展非法集资业务。经向投资参与人核实

并调取相关证据材料后，承办检察官认为二人均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遂监督公

安机关对二人采取刑事强制措施，并进行上网追逃。2022年9月，公安机关将邓某乙移

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由于本案涉案人数众多，为准确核算犯罪数额，承办检察官邀请特邀检察官助理

监督、参与办案工作。特邀检察官助理依托专业知识和工作实践，发挥金融专业特长

，指导检察官理清公司运营结构和账目，对其中报案金额与审计金额不统一的情况，

一一与审计公司的报告制作者及投资参与人核对、确认；同时监督审计公司报告制作

团队对涉案公司的各项支出、收入以及各类统计结果进行解释说明，了解整个公司的

资金吸纳以及运转情况，最终认定本案犯罪数额为3200万余元。

项目既赚钱还能养老？
近300名老人被骗3200万余元……

20岁出头的年轻人幻想着日进斗金“躺”着赚

钱，帮助电信网络犯罪人员接收诈骗资金并转移到

指定账户，不仅自己走上了犯罪歧途，还拉朋友下

水……近日，经山东省青岛市李沧区检察院提起公

诉，法院以张某鑫、詹某涛犯诈骗罪，张某杰、郝

某等5人犯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分别判处有

期徒刑八年至一年不等刑罚，各并处罚金。

拉来好友一同参与犯罪

“2021年 6月底的一天，我在朋友那里喝茶时

见到了詹某伟（在逃），他问我要不要帮忙转账，

每天工资500元。我觉得工资很高，就答应了。”

回想自己是如何误入歧途时，张某鑫说。

原来，詹某伟是一个中间人，负责联系电信网

络诈骗头目“大海”（在逃），并组织接收诈骗到

的资金再进行转账，而张某鑫就是他选中的转账人

。

张某鑫答应“下海”后，詹某伟给张某鑫提供

了手机、电脑、上网卡等工具，教张某鑫下载某聊

天软件，并把张某鑫拉到了一个“跑分”群里。群

里有诈骗头目“大海”，还有参与诈骗的同伙，接

收、转出诈骗钱款等系列操作指令都是在这个群里

商议进行的。

“后来，我找来发小张某杰一起干，他负责去

拿银行卡。慢慢地人手不够了，我又找到朋友詹某

涛参与进来。”张某鑫自己成为电信网络诈骗团伙

的一员后，还把朋友拉进来，三个人形成了一个稳

定的小犯罪团伙，并在广东省汕头市租了一处房子

作为犯罪窝点，形成了明确的分工和稳定的配合关

系。

“‘大海’是电信网络诈骗团伙的头目，负责

组织诈骗、转移资金的全过程；詹某伟是中间人，

负责联系和监督转账；我负责组织詹某涛、张某杰

用银行卡接收诈骗资金并转移给诈骗团伙。詹某伟

通过某聊天软件将一货币网站的收款二维码发送给

‘大海’，‘大海’支付给我们劳务费。后来银行

卡不够用了，张某杰组织郝某等人提供自己名下银

行卡15张，还购买银行卡21张用于转账。”张某

鑫供述。

引导侦查固定证据

郝某系卖卡人员，其名下银行卡多次被锁定，

公安部将相关信息推送给郝某户籍所在地青岛市李

沧区公安机关。公安机关顺藤摸瓜，在广东汕头将

张某鑫等7名涉案人员抓获。在抓捕张某鑫、张某

杰和詹某涛的现场，公安机关缴获手机、笔记本电

脑等作案工具，还有银行卡套件37套。

2022年 1月 20日，青岛市公安局李沧分局将该

案移送李沧区检察院审查起诉。由于该案涉案人数

众多、分工详细、层级繁杂，涉案金额特别巨大，

李沧区检察院检察官在侦查阶段跟进引导侦查，向

公安机关发出继续补充侦查提纲，固定提取手机内

电子数据、全面调取“卡农”的证言、利用反诈平

台更新下载被害人报案材料等，固定证据。

“犯罪团伙利用某聊天软件和数字货币等方式

进行沟通和分赃，大量使用团伙内部默认的特殊用

语，逃避侦查、隐藏犯罪的意图十分明显。”李沧

区检察院第二检察部负责人衣娅妹说。

为了对每一名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进行准确

定罪量刑，李沧区检察院召开检察官联席会议，共

同研判案情。联席会上，参会员额检察官结合办案

经验，详细分析了电信网络诈骗团伙的作案手段和

特点，大家一致认为要结合犯罪嫌疑人不同的主观

认知程度和实施的客观行为，分层分别认定诈骗罪

、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

该案中，张某鑫和詹某涛与诈骗团伙通过某聊

天软件沟通，提供银行卡号给诈骗团伙用于接收被

害人钱款，再根据诈骗团伙指令进行“跑分”，即

将钱款转账到诈骗团伙指定账号，从而完成整个电

信诈骗的过程，分工非常明确，两个多月的时间里

银行单向流水金额已达上亿元。由此可以看出，张

某鑫和詹某涛与诈骗团伙已经形成长期稳定的配合

关系，根据相关法律规定，可以认定两人与诈骗团

伙具有诈骗的共同故意。而张某杰主要负责收卡、

送卡，并组织丁某、郝某等4人出售银行卡，行为

单一，张某杰及4名卖卡人员应认定为帮助信息网

络犯罪活动罪。

厘清关键症结破解办案僵局

犯罪事实清晰了，但是犯罪嫌疑人不承认与诈

骗团伙共同犯罪，这让案件又陷入了僵局。

办案检察官重新对电子数据进行审查，发现

了大量行话术语，有一些是语音聊天。检察官

一方面对行话术语与聊天内容的关联性进行研

判，破解了被告人翻供否认明知诈骗的问题；

另一方面在庭审过程中直接播放语音内容，当

庭让被告人及同案人对语音进行辨认，确认了

语音是被告人自己所说后，再次出示含有行话

术语的关键语音内容，直接证明了被告人主观

明知诈骗犯罪内容。

“历经两个多月的时间，在办案过程中，被害

人报案数据是动态变化的，存在新增报案人的情况

。因此，我们坚持大数据赋能，充分发挥反诈平台

大数据作用，引导公安机关即时更新报案数据，准

确追加认定金额，最终明确涉案银行卡流水金额

1.3亿余元，查实的诈骗金额达到1500万余元。”

李沧区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姜安妮介绍。

最终，经李沧区检察院提起公诉，法院作出上

述判决。

帮诈骗分子“跑分”
他组织了一个犯罪小团伙……

中日關係迎來轉機中日關係迎來轉機 中方高層訪日中方高層訪日
重啟安全對話重啟安全對話，，防務安全成主題防務安全成主題

【綜合報道】近期，歐洲國家紛紛對華示好，在王毅主任出席“慕黑會”期間，與德總理朔
爾茨進行對話，他表示德方將繼續與中方保持穩定經貿關係，拒絕任何理由進行脫鉤，此外在出
訪歐洲期間，馬克龍也與王毅主任面對面談話，馬克龍強調，法方充分重視中法關係，並且計劃
將在今年訪問中國。

與此同時，中方與周邊國家的關係卻並不樂觀，最近中日兩國因為入境簽證一事，產生了不
好的影響，在暫停18天之後，1月29日起中方恢復辦理日方公民赴華簽證，也讓中日關係開始緩
和，在2月初，中日外長進行了通話，當時秦剛外長對日發出警告，要求日方在涉台問題上遵守
承諾，停止在釣魚島問題上的挑釁。

最近中日兩國關係似乎迎來轉機，日前，日外相林芳正在參加“慕安會”時表示，中日兩國
將舉行安全對話，上一次中日開啟安全對話會是在4年前，也就是2019年，但是由於日方積極配
合美國打壓中國的政策，對話被迫中斷，這次重啟對話對於兩國來說也將會有積極意義，中方也
證實了此事。

若是中日兩國能夠恢復對話，那麼對於當前正在持續緊張的中日關係而言，將具有很大的幫
助，對中日管控分歧、避免偶發事件導致的地區衝突，以及整個亞洲的和平穩定都是一件好事。

中方發言人汪文斌表示，中方副外長孫衛東已經前往日本參加第17次中日安全對話，這次兩
國高層將就雙方關係、防務安全政策以及其他問題進行討論。

最近一段時間，日方的小動作不斷，例如在涉華議題上跟隨美國炒作，給中國潑髒水，在軍
事方面則是故意營造緊張氣氛，為自己進一步實現“軍事自主”做準備這些舉動對於中日關係的
發展沒有任何益處，也不利於地區局勢的和平穩定，所以此中方官員赴日出席會議，一定會與日
方討論相關防務問題。

除此之外，日本還在拉攏菲律賓，在2月初，馬科斯訪日期間，岸田文雄宣布，日方將在2
年之內，向菲方撥出6000億日元（約合46億美元）的援助，同時日菲兩國還簽署了新的防務和
其他協議，該協議旨在加深包括安全在內的日菲關係。日媒指出，此舉是日菲深化防務合作的重
要一步，很大程度上就是針對中國。

可以看出，如今日本的野心越來越大，所以中方有必要提醒日本不要輕舉妄動，更重要的是
，現在中國的實力都是有目共睹，尤其是在亞洲地區，不管日方是否真心希望與中方對話，中日
之間確實有必要進行接觸。

近些年來，日本一直都在扮演美國的“馬前卒”，特別是在對華問題上，但是今天已經有越
來越多的國家認清美方的真面目，例如法德等國家，不管是跟隨美方支持烏克蘭還是與俄羅斯唱

反調，最終受傷的都是自己，只能由本國民眾買單，美國並不是可靠的盟友，一味地站在美國這
邊最終都將難逃“炮灰”的命運。

而且日本的野心也在逐漸暴露，從去年年底修改安全文件，大幅提高軍費，擴充軍隊規模，
同時還要發展進攻性武器，大有擴充軍備，重走軍國主義道路的意圖，中方一直重視對日關係，
能夠促進雙方和平，這次會議也相當於是中方拋出的“橄欖枝” 。

三星考慮加大印度投資三星考慮加大印度投資
或為下一代可折疊手機設廠或為下一代可折疊手機設廠

(綜合報道）三星考慮加大在印度的投資，為下一代可折疊手機設立新的製造工廠。報導認為三星會在
印度生產和組裝 Galaxy Z Fold 5、Galaxy Z Flip 5。

據IT之家報導，目前並不清楚印度組裝的 Galaxy Z Fold 5、Galaxy Z Flip 5 是否會出口到國際市場，
不過獲悉，三星可能會採取和 Galaxy S23 系列相同的策略，即在當地製造並在當地銷售。

根據媒體公開報導，近年來三星在中國市場的份額長期徘徊在1%。三星屢次想要重返中國市場，但
效果不佳。目前，有消息稱三星即將發布專門為中國消費者量身打造的高端手機，有可能是折疊手機，被
命名為W系列。

根據三星電子財報數據顯示，2022年第四季度營收為70.5萬億韓元，同比下滑，營業利潤同比下降
69%，為4.3萬億韓元，其中占主要營收的半導體與芯片代工業務和手機、家電等業務營收和利潤雙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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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欲處置俄資產，失序引連鎖反應
瑞銀損失超千億開始擔憂

【綜合報道】最近西方傳出了一個令人憂心的消息，那就是
以美國為代表的部分國家，開始處置俄合法資產。俄烏衝突爆發
後，西方國家凍結了俄大量資產，總額大約4000億美元。如今
西方國家在已經無力向烏克蘭提供援助的背景下，開始將目光指
向了俄羅斯被凍結的資產。美國司法部負責調查和查封俄羅斯受
限制資產的工作組組長安德魯·亞當斯公開對外指出，美國打算
將凍結的俄羅斯部分資產移交給烏克蘭。

很明顯這是一個十分危險的信號，因為這是美國非法的處置
俄羅斯的海外資產。美國凍結的俄資產都是俄合法資產，美國沒
有權利進行處置。一旦美國非法處置俄資產，將導致尊重合法資
產的國際秩序遭遇破壞。美國總統拜登批准的2023年聯邦預算
法中包括一項條款，允許沒收因制裁被凍結的俄羅斯商人的資產
，這個先例一旦打開，國際貿易規則將受到極大的衝擊，國際資
金安全將遭到質疑。

秩序崩塌引發連鎖反應！西方欲非法處置俄資產，波蘭強制
接管俄資產，德國要將俄氣子公司國有化，規則喪失將給世界合
作帶來不可預料的困難。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開始不斷地破壞
秩序，這導致很多維護世界正常運行的秩序崩塌了。秩序崩塌開
始引起連鎖反應，一些麻煩開始出現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國家
強行在聯合國大會通過要求俄羅斯對烏克蘭進行賠償的決議，從
而導致聯合國大會的秩序遭到破壞。

因為聯合國大會根本沒有要求一國對另一國進行賠償的權力

，並且通過相應的決議也沒有任何法
律約束力。西方國家依據沒有法律約
束力的決議，就要對俄羅斯的合法財
產進行非法處置，這將開啟危險的先
例。西方國家在聯合國大會強行通過
了一個沒有約束力的決議，卻要以這
個決議為藉口，非法的處置俄羅斯在
海外的3000多億美元的合法資產。在
西方國家準備非法處置俄合法資產後
，俄羅斯方面也給出了回應，強調如
果西方非法處置俄資產，俄將對等的
處置西方在俄羅斯的資產進行回應。
如果這種非法處置資產的情況蔓延，

將會給國際合作留下影響，影響各個
國家之間的信任。信譽一旦崩塌，想
要重建信譽則需要更長的時間，這其
中的成本也是非常驚人的。在西方准
備非法處置俄合法資產之後，波蘭又
開始威脅處置俄合法資產了。波蘭發
展部長表態，波蘭將不再依據現有的
法律和契約，而是採取強制的手段直
接將俄羅斯天然氣公司在波蘭的資產
進行接管。據悉這個俄氣子公司中俄
氣佔比高達48%的股份。波蘭給出的

理由是，這樣做便於維護能源運行的安全。
波蘭直接無視先前與俄羅斯達成的契約，不顧現

行法律，而是直接強制接管俄羅斯的資產，這其實也
是秩序崩塌的表現。波蘭這樣的做法，將導致相應的
企業對契約失去信心，對法律失去信任，必然會對未
來造成不小的影響。波蘭直接撕毀契約了，德國也開
始撕毀契約，準備對俄氣在德國的子公司出手。據報
導，德國經濟部門宣布，將決定接管俄氣子公司能源
公司SEFE，並且在接管後德國政府將持有該公司全
部股權。德國的做法與波蘭的做法類似，都是直接處
理俄羅斯資產。

捷克、立陶宛、愛沙尼亞等歐洲國家也採取了極
端措施，扣押、接管、沒收或者變相沒收俄資產。美
國也非法扣押和沒收了俄在美國境內的大量資產，並
且還非法凍結了俄大量資產。可以說，西方國家不顧
一切的做法，正在引起連鎖反應，導致世界規則的喪
失。加上北溪管道被炸、海底光纜連續被毀、輸油管
道被破壞，克里米亞大橋被炸等破壞秩序的事件發生
，全球規則正在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

失序引發的連鎖反應開始給國際社會造成很大的
麻煩，全球合作成本增加。除了美國之外，瑞士政府

也準備將非法扣押的俄資產移交給烏克蘭。但是瑞士政府的做法
遭到了瑞士銀行的堅決反對。因為一旦瑞士這樣做，瑞士銀行就
徹底失去了信譽，其中立屬性就喪失了。捲入政治瑞士帶來的傷
害是空前的，因為過去瑞士取得快速發展主要得益於中立的地位
和立場。

瑞士銀行披露的數據顯示，2022年瑞士銀行虧損超過1000
億美元，最根本的原因就是捲入政治對俄進行製裁，導致其中立
性喪失，導致其信譽崩塌。銀行主要靠的就是信譽，信譽崩塌給
瑞士銀行帶來的影響是非常巨大的，並且這種影響還在放大。瑞
士銀行非常擔憂非法處置俄羅斯合法資產，導致自己信譽崩塌，
從而失去在國際上立足的機會。瑞士銀行向瑞士政府說不是一種
清醒，也是遭遇巨大損失之後的反省。

失序帶給西方最大的影響還是西方主導信譽秩序的徹底崩塌
，如今整個西方都不再被信任。西方投入巨資打造的信譽體系已
經崩塌。信譽喪失帶給世界的不僅僅是混亂，還有重構信譽體系
需要支付的巨大成本。西方精心構建的信譽體系崩塌，也導致西
方失去了利用這套體系輕鬆獲取利益的機會，這也讓西方面臨空
前的麻煩。受到俄烏戰爭、新冠疫情、能源危機等多重因素影響
，整個西方都失去了方向，一些根本性矛盾開始全面爆發。

過去西方是全世界的標杆，但是如今的西方開始成為混亂的
象徵。西方在失序的背景下，失去了重建秩序的能力，這加劇了
世界混亂，增添了世界的不確定性。同時失序，也讓西方失去了
發展方向，開始陷入衰退的危機之中。美英等主要西方國家都開
始出現了嚴重的衰退危機，並且這種危機還將持續下去。



1955年8月23日《人民日报》的头版头条，赫然写着：黄葆同

因申请回国曾遭美国当局无理拘禁。

消息一出，轰动了整个科学界。

无数国人为他的爱国行为而感动，也对美国的蛮横态度感到愤

怒，但更重要的是，人们都在想办法解救他。

最后还是周恩来总理在日内瓦会议上点名，黄葆同才得以顺利

归国。

究竟是什么样的人，能让周总理亲自出面救他呢？

1、

1921年5月1日，黄葆同在上海出生。

因为祖父曾在朝中做官，所以他是官宦之家后代。只是到了父

亲这一代，家道中落，世态炎凉。

少年的黄葆同吃苦耐劳，精研苦学。1940年，他考入上海沪江

大学的化学系，两年后，又转入重庆中央大学化学系继续深造，获

理学学士学位。

毕业后，黄葆同来到上海旧政府当一名公务员，工资很低。

黄葆同既要生活，又要养活7个姐妹，好在姐妹们都很争气，

基本都靠奖学金完成学业。

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社会一片混乱，黄葆同开始思索知

识分子的出路。深思熟虑后，他决定出国念书，学习更多知识科学

救国。

为了能顺利出国留学，他只能自己筹钱。姨母给他一些首饰让

他变卖后作为留学资金。

1947年，黄葆同带着行李，得偿所愿地奔赴美国求学，并在得

克萨斯大学攻读有机化学硕士。

学习时，他勤奋刻苦，课余兼职打工，每月寄二三十美元回家。

很快，黄葆同就凭着优异成绩获得硕士学位，接着，他又到纽

约布鲁克伦理工学院继续主修有机化学，并于1952年获有机化学

的博士学位。

同年秋天，黄葆同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塑料研究室工作。

在那里，他深入研究有机化学和高分子化学理论，接连发表多

篇有影响学术论文，受到美国化学界的重视，被纳为化学学会和两

个荣誉学会的会员。

2、

就在黄葆同来到美国的第二年，南京、上海相继解放，新中国

的诞生、建设与发展在国内外掀起热潮，同时也令大洋彼岸的留学

生们欣喜若狂。

同年，一批志同道合的中国留学生成立了“留美科学工作者协

会”（简称留美科协），这是一个全美性质的科协团体，参与协会

的多是在美留学生，他们主要讨论新中国发展局势，动员在美留学

生回国。

由于留美科协跟黄葆同科学救国的理念如出一辙，于是，经陈

秀霞介绍，黄葆同加入北美基督教中国学生会（简称CSCA），后

来还担任了两个组织的纽约区会主席。

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黄葆同积极了解新中国的情况，冒着生

命危险宣传中国国内的大好形势，号召留学生回国建设。

在他的鼓动下，大批留美的中国学生纷纷踏上回国的征途。

不久后，朝鲜战争突然爆发，黄葆同所在的CSCA和留美科协

被列为“颠覆性组织”，申请回国的理、工、医三科留学生都收到

禁止回国的信。

这一变故，让包括黄葆同在内的中国留学生陷入了两难困境。

局势混乱，“回国还是留美”成为当时中国留学生最大的选择

难题。要知道，留美将会拥有深厚的学术环境、大好的事业前途，

回国则意味着艰苦奋斗，从头开始……

面对享福和吃苦的选择，心系新中国的黄葆同果断选择后者。

他认为在国家最需要人才的时候，不能独享富贵，即使再苦再

难也要回国奉献自己一分的力量。

经过一番思想斗争后，黄葆同在还未完成学业的情况下，毅然

决定回国。

3、

以为最难的日子过去了，其实更难的还在后头。

当时回中国，只能坐船。

就在黄葆同订回国的船票、登记身份的时候，美国移民局逮捕

了他。

因为当时他是CSCA主要成员，以及留美科协创建者之一兼纽

约区会负责人，早就被移民局盯上了。

黄葆同订船票时，美国移民局便以“证件过期”为借口，拘捕

他并押送到埃利斯岛看守所，禁止他回国。

在埃利斯孤岛上，黄葆同与多名被拘禁的中国人同睡在一个大

房间里。孤寂的日子里，他只能读电报、写信、教英文度日。

美国多次派人劝说他留在美国，但都被黄葆同一一拒绝。

即使身在美国，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是中国人，一心想要回到

祖国怀抱为国家效力。

在漫长的囚禁生活里，黄葆同通过书信等与各方沟通，希望可

以尽快回国，但一直无果。在得到外界局势不稳的消息后，他更是

心中不安。

漫漫的等待，孤苦无依。

4、

为了不让同学们受到牵连，黄葆同被困后就主动中断了和相关

人士的联系，孤身一人在岛上受着思想祖国的煎熬。

直到黄葆同被囚禁足足114天后，才终于获得保释，重获自由。

但自由不代表可以回国，黄葆同还得每周一到移民局报到。美

方移民局还对他进行行动限制，即便参与纽约辖区外的博士学位答

辩，也需要获得当局批准。

即使处处受限，也不能打消黄葆同回国的决心。在保释期间，

黄葆同边寻求多方帮助，继续进行学术深造。

1952年，黄葆同顺利通过答辩，获得博士学位。那年秋天，他

应聘到普林斯顿大学塑料研究室工作。

在研究室工作期间，他遇见了一位在大学纺织所工作的中国姑

娘冯之榴，二人志趣相投，于1953年喜结连理。

婚后二人继续研究化学学科，同时寻找各方协助，希望可以早

日回国。

终于，皇天不负有心人。保释第3年，黄葆同迎来了回国的希

望。

1954年4月，日内瓦会议召开，中、苏、美、英、法以及有关

国家参加会议。我国在会议上取得外交的胜利，周总理点名黄葆同

等一大批中国留学生回国，要求美方放人。获批后，黄葆同申请

“驱逐”，手续办妥后，才如愿离开美国。

1955年，黄葆同和妻子终于如愿登上了开往祖国的客轮，历经

两个多月在海上的长途跋涉，他们终于回到了心心念念的故土。

5、

回国后，黄葆同心系新中国发展，奉行着“国家急需什么，我

就研究什么”的宗旨。急国家之所急，想国家之所想。

他着眼于中国的自然资源，开展了生漆、桐油等的研究，为当

时的军工、化工、造船、机电等方面提供了重要的化学支持。

为满足国家的建设需要，黄葆同及其小组成员进行了耐高温高

分子、耐高温航空有机玻璃等研究，为空军建设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

国家缺橡胶时，黄葆同又有针对性的组织了关于“乙丙橡胶新

催化剂活化剂”的研究，研发出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催化剂体系，为

国家极大降低了成本。该研究获得当时中国科学院科技成果的一等

奖，为中国合成橡胶的生产贡献了巨大的力量。

和黄葆同一样在美留学，排除万难归国成为科研领军人物的还

有钱学森。

50年代初，美国政府监禁了钱学森，为的就是让他留在美国。

那时，钱学森已是名声显赫，在1949至1955年间，他更是担

任美国喷气推进中心主任、教授。

但面对美方的威逼利诱，钱学森不为所动，他一直秉承坚定的

理念：我的事业在中国，我的成就在中国，我的归宿也在中国。著

名的物理学家赵忠尧，也跟钱学森同船归国。

对于研究物理的学生来说，拥有良好的学术环境和一流的仪器

、原料是无比珍贵的，而战乱后的中国很显然是没有这样的条件。

英国核物理大师卢瑟福，也曾极力劝说他不要回国。

然而，他不忘初心，一心只想回国效忠，用自己的科研成果建

设新中国，义务反顾地踏上回国的征程。

还有邓稼先、钱伟长、华罗庚、郭永怀、朱光亚、王希季、张

文裕等诸多科学家，他们均在中国新成立之初，急需科学技术人才

之时，毅然回国，献身祖国建设。

正如黄葆同回忆起当时回国的决定时说：“如果留在美国，各

方面条件肯定比百废待兴的中国要好。但一想到国家需要，无论再

苦再穷，我们也要回来。”

莘莘学子，背井离乡学习、深造，为的不是个人的利益、个人

成就，而是一心归国建设家园。

有国才有家，国家兴，则民兴；国家旺，则人旺。

他们的不屈，彰显着一个个优秀爱国的科学家所具备的可贵品

质。

他们的奋斗，处处体现出胸怀祖国、甘于奉献的爱国精神，面

对选择又总是笃定信念，从容不迫，不怨不悔。真是悠悠归国心，

拳拳报国情。

遭美国囚禁114天，被保释3年才回国的科学家，到底经历了啥？

中國主機遊戲應對挑戰 全球遊戲廠商聯手出謀劃策
綜合報導 自面世以來，主機遊戲已走過半個

多世紀，從早年的任天堂“紅白機”，到後來的
索尼 PlayStation、微軟 Xbox 等，不斷疊代的主
機設備、品質精良的主機遊戲，逐漸吸引了壹批
“硬核玩家”。

2022中國主機遊戲論壇近日上發布的《2022
年主機遊戲產業報告》顯示：中國主機遊戲市場正
面臨挑戰。

根據 《2022 年 主 機 遊 戲 產 業 報 告 》 和
《2022年中國遊戲產業報告》，去年中國遊戲
市場實際銷售收入2658.84億元(人民幣，下同)
，其中主機遊戲僅占約 0.88%，實際銷售收入
23.53億元。2022年，國內外新上線主機遊戲416
部，較2021年減少311款，降幅高達42.8%，幾

乎處於“腰斬”態勢。
中國音像與數字出版協會副秘書長、遊戲工委

秘書長、電競工委主任委員唐賈軍分析說，2022
年受疫情影響較大，主機遊戲企業人力研發與成本
上升，尤其中小企業生存困難，產品供給側存在壓
力增大等問題。

盡管挑戰不小，但中國主機遊戲市場依然釋放
出令各大廠商興奮的信號。2022年，在實際銷售
收入同比下降的情況下，中國主機遊戲用戶規模卻
同比上升8.87%，中國主機遊戲市場仍有不小潛力
。

占據行業主導地位的全球主機遊戲廠商“三巨
頭”——索尼、任天堂、微軟在此次2022中國主
機遊戲論壇上悉數到場出謀劃策。

索尼互動娛樂(上海)有限公司董事長兼總裁江
口達雄判斷說，未來10年中國主機行業發展潛力
巨大，尤其中國遊戲開發者愈發關註主機遊戲、參
與主機遊戲開發，在這樣的背景下，中國主機遊戲
市場定會迎來更長足發展。

上海(微軟)百家合信息技術發展有限公司首席
運營官朱穎認為，中小企業是眼下中國主機遊戲企
業的主力，其中註冊資本不足千萬元的企業占比過
半，團隊規模在百人以下的企業占比超過7成，但
“小兵”未必不能“辦大事”。

在朱穎看來，隨著人工智能技術不斷疊代，未
來主機遊戲團隊不再像以前需要大規模人力制作，
在美術設計、程序開發等環節可能2至3人就能完成
任務。有了更高科技的疊代技術作為支撐，未來中

國主機遊戲行業就會誕生出壹批更好的遊戲內容。
騰訊任天堂合作部發行運營負責人黃皓祺認為

，未來十年，如何激發中國主機市場潛力是要解決
的課題之壹。未來任天堂將傾向中國家庭和未接觸
過主機遊戲的新用戶。

“除了嘗試新業態，中國主機遊戲的未來還可
以有更多想象。”上海星遊紀信息技術有限公司首
席執行官陳樂認為，真人實拍的影遊互動劇是壹個
很好的方向。影遊互動劇可以為主機遊戲拓展新的
市場和盈利點，尤其在同質化嚴重的主機遊戲環
境中，真人互動影遊能夠滿足玩家求新求異的好奇
心，更容易在市場競爭中脫穎而出。

定位更清晰
多層次資本市場賦能轉型升級

從設立科創板、改革創業板，到
合並深市主板與中小板、設立北交所
，再到啟動全面註冊制改革，註冊制
改革推行以來，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持
續完善。

市場各方人士預計，全面註冊制改
革在推進市場制度統壹的同時將有效推
動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發展，銜接機制
將更加通暢，推進形成契合實體經濟不
同發展階段的、層層遞進的多層次市場
新生態，繼續為服務實體經濟、支持科
技創新貢獻資本力量。定位更清晰的多
層次資本市場賦能轉型升級。

突出特色 錯位發展
全面註冊制改革的重中之重是上交

所、深交所主板。在改革後，多層次市
場體系的板塊架構和定位將更加清晰，
各市場板塊上市條件得以優化，推動各
市場板塊突出特色、錯位發展。

此次主板註冊制改革引入三套上市
標準，側重大盤藍籌定位，上市包容性

有所提升。“主板註冊制改革後定位於
‘大盤藍籌’特色，重點支持業務模式
成熟、業績穩定的企業，三套上市標準
均要求上市前1年凈利潤為正，整體上
對上市企業盈利能力要求高於‘雙創板
塊’。借鑒‘雙創板塊’經驗，允許紅
籌企業及表決權差異企業在主板上市，
進壹步提升上市包容性。”國泰君安證
券分析師王政之說。

在多元包容的上市條件下，將實現
對不同類型、不同成長階段企業上市的
全覆蓋。在摩根大通證券（中國）有限
公司投資銀行部主管、保薦業務負責人
鄭振寧看來，在全面實行股票發行註冊
制後，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將更加清
晰。主板將重點支持業務模式成熟、
經營業績穩定、規模較大、具有行業
代表性的優質企業。科創板突出“硬科
技”特色。創業板主要服務於成長型創
新創業企業。多層次資本市場將為不同
類型的上市企業提供符合自身特點的上

市渠道。
開源證券副總裁兼研究所所長孫金

鉅認為，主板、創業板、科創板和北交
所除了板塊定位有著清晰區分，在發行
、上市、信息披露、交易及退市等基礎
制度方面均有差異化安排。各個板塊錯
位發展，形成各有側重、互為補充的適
度競爭格局。

互聯互通 高效銜接
在全面實行股票發行註冊制後，多

層次資本市場板塊架構更加清晰，特色
更加鮮明，在助力不同行業、不同類型
、不同成長階段企業成長的同時，各板
塊將通過IPO、轉板、分拆上市、並購
重組等方式加強有機聯系。

壹方面，隨著關鍵性制度推陳出
新，多層次資本市場內部聯系將更緊
密，服務經濟發展的綜合能力會明顯
提高。“在全面實行股票發行註冊制
後，多層次市場之間的銜接機制將更加
通暢。”申萬宏源證券研究所首席經濟
學家楊成長表示，北交所及滬深市場的
較高估值水平和高流動性將吸引更多新
三板優質企業IPO或轉板，新三板市場
也為主板退市企業提供退出渠道。

“從市值和盈利角度看，已有不少企

業滿足轉板要求。”中航基金副總經理兼
首席投資官鄧海清表示，全面實行股票發
行註冊制便於“專精特新”企業在全生命
周期得到資本市場的多元化服務。

另壹方面，大力發展區域性股權市
場、分拆上市規則進壹步優化等有望成
為進壹步健全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的重
要方向。安永大中華區審計服務合夥人
湯哲輝表示，全面實行股票發行註冊制
的到來，將為符合國家戰略的優秀中國
企業帶來更為高效便利的本土融資機會
，預計後續的轉板、分拆上市規則將進
壹步優化，企業可選擇合適的板塊融資
發展，各板塊間的聯系將更緊密。

“我國以‘場內市場+全國性場外
市場+區域性場外市場’為主的多層次
資本市場體系將更加完善。”楊成長認
為，發行端的統壹將有利於新三板建立
起“能上能下”的機制，打通新三板向
場內交易所市場轉板的渠道，促進市場
壹體化發展。區域性股權市場將積極設
立“專精特新”專板，通過分層管理和
上市培育支持合適的企業進入新三板和
場內市場，引導有發展潛力的企業向全
面實行股票發行註冊制下的新上市標準
靠攏。

體系健全 功能突出
持續完善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的壹

大積極意義在於更好暢通科技、資本與
實體經濟的高水平循環，助力中國經濟
轉型升級。

匹配企業在不同生命周期的融資需
求是資本市場肩負的重要歷史使命。試
點註冊制以來，我國多層次資本市場體
系更加健全，資本市場支持實體經濟的
覆蓋面不斷拓展、適配性不斷增強。

“多層次資本市場體系架構的構建，
既考慮了行業科技含量的區別，也考慮
了商業化成熟程度的區別，還考慮了企
業規模的區別。全面註冊制改革後，我
國資本市場支持不同行業、不同發展階
段企業的架構已系統性搭建完畢。”普
華永道中天會計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
夥）首席合夥人李丹說。

在全面實行股票發行註冊制後，資
本市場服務實體經濟特別是科技創新的
能力將進壹步增強。中國首席經濟學家
論壇副理事長李迅雷認為，無論是從產
業的當前發展所需還是從發展潛力看，
高新技術產業和戰略新興產業都會成為
資本市場重點扶持的領域，會得到更多
的資源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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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经纬

改善生活设施设备——

让老年人不再“磕磕碰碰”

家住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四方堰社区的龙大妈腿脚不太方
便。几个月前，在当地民政局和社区的帮助下，龙大妈家里迎
来一些新变化：卧室床头添了感应小夜灯，床边加了起床护
栏，地上铺了多个防滑垫……

“凳子既不滑也稳当，拉手多且方便，一拉就能站起来。”对
在卫生间加装的助浴设施，龙大妈十分满意。

2022 年末，我国 60 岁及以上人口 28004 万人，占总人口的
19.8%。其中，绝大多数老年人选择居家养老。如何为老年人打造
安全、便利的生活环境，成为重要的民生课题。

2020年7月，民政部等9部门联合出台《关于加快实施老年人
居家适老化改造工程的指导意见》，提出顺应广大老年人居家养老
的意愿与趋势，以满足其居家生活照料、起居行走、康复护理等
需求为核心，改善居家生活照护条件，增强居家生活设施设备安
全性、便利性和舒适性，提升居家养老服务品质。

为了对家里进行适老化改造，在北京工作的刘先生过去一年
没少忙活。他告诉记者：“母亲 80 多岁了，日常生活原本能自理。
可谁知后来在家里摔了一跤，现在都没恢复好，只能借助辅具活
动。”

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有 4000 多万老年人至少发生 1 次跌倒，
其中约一半发生在家中。基于此，刘先生挑选了专业团队对家里
进行适老化改造，主要目的就是预防跌倒。很快，团队对地面做
了防滑处理，在老人经常走过的墙边安装扶手，在卫生间也添置
了助力架和洗澡椅。为了更安心，刘先生给母亲配备了紧急呼叫
器，一旦遇到问题可随时呼救。

“一千个老年人家庭，就需要一千个适老化改造方案。”90后设
计师小罗近年为身边许多老人设计了各类适老化产品与方案。他
认为，居家适老化改造并非“简单装修”，要真正了解清楚老年人
的具体需求，根据其身体特点、生活习惯等有针对性地定制方案。

家里需要改造，公共环境也要改造。
如今，越来越多的地方将适老化改造融入老旧小区改造和市

政配套建设中。
重庆市渝北区飞湖雅园小区的李大爷年过七旬，喜欢下棋。

每天一早，他都要爬40多步楼梯，到家对面的益寿园益寿亭下棋。
“之前走这段路觉得特别漫长。自从益寿亭通往居民区的路上有了
手扶栏杆，出门轻松多了！”李大爷说。

让李大爷感到轻松的，还有益寿园内不少契合老年人需求的
暖心设计，吸引着他走出家门。比如，增设适老化弧形椅子及扶
手，座椅靠背避开尖角、扶手位置可靠放拐杖和水杯等。李大
爷表示，园内有约 50 米长的“康复栏杆”，下完棋还能顺便压压
腿、扭扭腰。

加速数字技术适老化改造——

助老年人跨越“数字鸿沟”

“信息化时代，我们不能落伍！”河北的贾大妈一边拿着手机看
新闻，一边说，之前不会用智能手机，仿佛和社会脱节了。

儿子为贾大妈买了一部智能手机后，她感觉像打开了一片新
天地：“现在我能通过手机了解国内外大事，也学会了微信聊天。
接着，我还要尝试线上购物，以后生活就会更方便！”

现实中，并非所有老人都如贾大妈一样解锁“新技能”。碰到
各行各业的线上业务，遇到日常生活中的扫码支付，很多老人
犯了难。以打车为例，数据显示，目前 74%的老年人仍在路边招
手打车。即便在使用过手机叫车的老年人中，不求助他人独立叫
车的仅占20%。

不少老年人面临着“数字鸿沟”。在清华大学人因工程与智能
交互研究所研究员刘雪茜看来，这条“鸿沟”并非不可逾越。问题
的关键，在于加速数字技术的适老化改造。

为帮助老年人更好适应并融入数字生活，《关于切实解决老年
人运用智能技术困难的实施方案》《移动互联网应用 （App） 适老
化通用设计规范》等文件相继出台，648家网站和App完成适老化
改造。

记者发现，多款手机 App 切换成“长辈模式”或“关怀模式”
后，字体变大，色彩变强，界面简化。此外，应用场景更丰富，
部分 App 推出语音搜索、内容朗读、一键订票、一键叫车等功
能，使用门槛降低。

在政策推动下，互联网应用适老化改造取得显著成效，但也
存在一些问题。有网友反映，有的 App在首页把字体、图标大小
调整为适合老人阅读的模式，但进入二级界面后又跟正常版一
样，还有的App适老化模式切入口不易找到等。

湖北老年教育研究中心专家张智敏表示，App 适老化改造应
更细化。在对老年人互联网需求进行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建立“数
字惠老”长效机制，并落实好监督和测评责任。

当下，智能家居正走入老年人的日常。市场上不少智能家电
具备语音交互功能，甚至还能识别动作、自动感应。科技感十足
的同时，一些家居设备操作复杂，无形中增加了老年群体使用的
难度。

刚参加工作的小王最近给姥姥买了台智能电视，可姥姥不太
会操作，时常找不到想看的节目。调查显示，目前49.6%的老年人
受困于“开机后不能直达想看的电视节目”。

“家电适老化改造要从关怀老年人这一初衷出发，各项功能和
产品设计应符合老年人的使用习惯，同时保障老年人的安全。”奥
维云网总裁助理兼研究创新部总经理赵梅梅表示，可以有更简单
的操作界面，更人性化的设计，如无须弯腰或踮脚即可操作，防漏
电、防烫伤、防划伤等。

细化标准规范 拓宽资金渠道——

为老年人减轻适老化改造经济负担

江苏省苏州工业园区的邓女士家中添置了各式智能设备：一
键报警器、定时提醒服药的智能药盒、可自动定位的手表……父
亲患有残疾，有了这些“神器”，她可以更好地照顾父亲。

据了解，江苏近几年将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纳入民生实
事，增加了对困难老人家庭的补贴支持，邓女士一家能享受 80%
的补贴。

去年 2月，民政部等 4部门联合印发 《关于推进“十四五”特
殊困难老年人家庭适老化改造工作的通知》，提出“十四五”时期支
持 200 万户特殊困难高龄、失能、残疾老年人家庭实施适老化改
造。

当前，老年人居家适老化改造范围主要集中在由国家财政补
贴的特殊困难老年人家庭。这就意味着，对广大老年人的覆盖能
力还不够。扩大覆盖面，需要稳定的资金支持。资金从何而来？

“适老化改造涉及面广，资金需求量大，应加快建立社会筹资
为主、财政资助为辅、多方出资的资金筹措机制。”中国法学会副
会长姜伟指出，政府不仅要为居家和社区适老化改造提供必要资
金支持，更要通过优惠政策吸引社会资本参与。

北京市投资促进服务中心副主任苏宏表示，对设备供应商、
研发商提供专项支持，激发市场参与活力，鼓励企业及专业人才
投身适老化改造。可考虑将部分适老化产品纳入社保范畴，减轻
老年人自行购买适老化改造服务的负担。

总体上，我国适老化改造仍处于起步阶段。除了资金来
源，其他方面也面临挑战。“各地推进适老化改造，很多企业
依靠自己的企业标准，于是造成了‘一企一标、一地一策’的现
象，很多适老化产品和服务的质量参差不齐。”中国老龄协会
政策研究部主任李志宏建议，在国家层面，实施更为细化的
行业标准和强制标准，促进适老化改造标准化与规范化。

长期以来，社会对适老化改造的重要性与必要性认知不足，
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适老化改造进程。记者发现，不少老年人家
庭对适老化改造缺乏了解，很多老年人，尤其是低龄老人持有“不
服老”心态，认为自己根本不需要适老化产品及服务。

“推行适老化改造，首要在转变观念，提升全社会的适老化意
识。”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百人计划研究员张川川说，对适老化改造
所涉领域应有更全面的认识，不仅包括加装电梯、增设无障碍设
施等硬件改造，各类产品的开发应用及公共服务也要考虑在内。

适老化改造不是短期行为，而是长期过程。中国人民大学
智慧养老研究所所长左美云指出，要摒弃“运动式适老 化 ”。
将 适 老 化 改 造 纳 入 日 常 更 新 维 护 ， 使 其 从“ 可 用 ”和“ 能
用”，发展成“好用”和“爱用”。

从居家到社区、由线下及线上，各地加快推进适老化改造——

“小改造”承载“大幸福”
本报记者 史志鹏

在家走路怕摔、洗澡怕滑，线上挂不上号、打不
到车……日常生活中，老年人在各类高频事项和服务
场景中都有可能遇到难处。“适老化改造”应运而生。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老龄
工作的意见》提出，将无障碍环境建设和适老化改造
纳入城市更新、城镇老旧小区改造、农村危房改造、

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统筹推进，让老年人参与社会
活动更加安全方便。前不久密集召开的地方两会上，
多地也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对适老化改造作出部署。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加速、老年人口规模扩大，
如何通过适老化“小改造”，承载老年人“大幸福”，成
为社会日益关注的话题。

在天津市和平区文化村社区，楼道内加装了扶手和折叠椅便于老人上下楼。
新华社记者 李 然摄

在江苏省盐城市亭湖区五星街道万户新村老年助浴服务中心，工作人员
为前来洗浴的老人测量血压。 新华社记者 李 博摄

在河南省开封市尉氏县南曹乡中山村，驻村队员为留守老人讲解智能手机
和浏览网页的基础常识。 李新义摄 （人民视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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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第一”，早已预定

从人口增速来看，印度人口超越中国早已经

是必然发生的事情，只是时间问题罢了。

从十几年前开始，联合国以及各类人口预测

软件都在不断预测印度成为世界人口第一大国的

时间，预测出的结果有2050年、2045年、2030年

等等，但是眼下才刚迈入2023年，数据就显示着

这一刻的到来，看来印度人口超越中国的时间来

的要比之前预测的都要快。

当然，数据的统计总有一定的误差，要确定

超越中国人口的精确时间点比较困难，但哪怕我

们保守点说，就算印度人口没有超过中国，至少

也近乎持平了。

除了和中国人口在总量上打个平手，印度人

口也有其他一些特点，可以概括为三条：稠密、

年轻、不均衡。

首先，印度和中国早就是世界人口前二的国

家，人口之多，自不必说。然而我们也别忘了，

印度国土面积可远不及我国，这就造成印度的人

口密度达到了惊人的431.7人/平方公里。

相比之下，根据2021年的数据，我国的这一

指标仅为147人/平方公里。即便考虑到我国西北

、西藏地区有大片地广人稀的土地，印度的人口

密度也依然比我们高出不少。

其次，印度人口不仅多，而且年轻。印度仍

属于年轻型国家，这是和我国最不一样的地方。

该国平均年龄仅为28岁左右，比中国的平均年

龄38岁整整年轻了10岁。

最后，印度的人口具有不均衡的特点，这种

不均衡既体现在地域上，也体现在性别比上。一

些著名城市，如德里、本地治里，人口极端稠密

，而有些地区，如自然条件恶劣的西北部沙漠地

带人口就比较稀疏。

当北部人口快速增长，还在经历“婴儿潮”

的时候，南部经济发达的喀拉拉邦人口已经趋于

稳定，甚至要面临人口老龄化的问题。

至于印度人口的性别比失衡问题，则根源于

长期以来重男轻女的思想糟粕。近日，印媒ama-

rujala就报道了马哈拉施特拉邦一女子因两胎都

是女儿，气急杀婴的新闻。类似的事件屡见不鲜

。

印度人长期以来用b超鉴定胎儿性别、堕女

胎、杀女婴的恶行屡禁不止，造成了如今男女不

平衡的恶果。即便是平安长大的女性，也很有可

能无法进入劳动力市场，自食其力生活。

一个印度女孩的成长之路，要闯过多少难关

？

按道理，印度的劳动力人口占比应该较高，

但实际上，2021年印度的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比

重为54.9%，仅比中国的52.8%高出2.1%。之所

以会这样，一个重要原因是印度女性就业比例较

低，仅为32.5%。

面对印度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独特的宗教

思想传统、较大的人口基数、不平衡的经济发展

状况，自打印度独立起，印度政府就不断根据情

况调整人口政策，生育控制的历史长达半个多世

纪。

1947年刚独立时，印度人口虽只有3.6亿，

但印度政府早在1952年就已经开始了对生育的控

制。然而，这种控制并不严格，所以未能成功遏

制住快速增长的人口。

到了1975年，英迪拉· 甘地执

政地位受到威胁、印度进入国家

紧急状态期间，政治形势较为紧

张，在计划生育方面出现了一些

乱象。

当时，数百万人被迫绝育，

不做绝育手术的政府工作人员要

被解雇、教师不准任教、商人不

许营业，甚至还发生了未婚者被

强制绝育的事件。

1977年印度人民党上台后，一改英迪拉· 甘

地时期严厉的人口控制措施，实行自愿的计划生

育政策。出生率随之反弹。

直到2000年，瓦杰帕伊政府时期提出《2000

印度国家人口政策》，印度至此才形成第一个清

晰的人口控制纲要性文件。

人多势众就是胜利？

对于印度来说，人口是不缺了，但是有没有

红利呢？要搞懂这个问题，要先弄明白什么是

“人口红利”？“人口红利”不是说人口越多

“红利”越大，而是要看劳动人口占总人口的比

例。

如果一个国家的生育率迅速下降，而老年人

口的比例还没来得及升高，此时年富力强、有劳

动能力的人承担的育儿和赡养老人的压力小（专

业一点说，即较小的人口抚养比），他们占人口

比例大，人口结构年轻化，由此带来的经济利益

，称为“人口红利”，或者叫“第一人口红利”

。

一般来讲，当人口负担系数小于或等于50%

时，就叫做“人口红利的机会窗口期”。

比起我国，印度的人口红利窗口期来得晚，

结束的也晚，时间跨度大约是从上世纪90年代

延续到本世纪中叶。据统计，到2050年，印度的

劳动年龄人口将会比中国多出1.7亿。

这样一看，印度似乎还能享受近30年人口

红利。然而，人口红利并不完全等于经济红利。

因为人口增加，并不意味经济一定能得到发展。

人口红利能否转化为经济红利，一要看人口素质

、二要看国家产业结构。

首先，对于一个国家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人

口的绝对数量固然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劳动力

的质量和素质。而要提高人口素质，首先看教育

。

印度的高等教育较为发达，但是基础教育却是

一个严重短板，普遍存在着城乡教育资源分配不均

、公立学校教学水平低下、女童入学率低等问题。

到2006年时，印度还有近40%的人是文盲。

在城市中产家庭的孩子接受英语精英教育、

有机会入学知名大学甚至前往欧美留学的同时，

广大农村的穷人却被困在了因缺少教育而代代贫

困的循环中。在一个以IT闻名、不缺高水平人才

的国家，同时也存在大量文盲，不得不说也是一

种“印度特色”。

不仅如此，印度还面临着每年大量接受了高

等教育的人才前往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寻求

发展，导致印度高端人才流失的严重问题。

在产业结构方面，印度农业人口占据总人口

的70%以上，这部分劳动力整体受教育水平低，

农业部门已无法吸纳如此多的劳动力。

然而，印度的产业结构以第三产业为主，第

三产业中最为亮眼、发展势头最好的又是IT行业

，该行业属于技术密集型行业，广大文盲、半文

盲劳动力大军同样无法得到就业机会。

于是，庞大的人口本身成为一种负担，由此

还带来失业和贫困问题，更成为社会痼疾。

莫迪上台后推出“make in India”计划，旨

在大力引入外商投资、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

，从而提高制造业在GDP中的占比，带动就业。

有心人会发现，这项政策英文用的是“make”而

非“made”，或许莫迪意在表示将该政策持续推

进的决心。

然而，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产业结构要想

改变，尚需时日，印度的人口红利想要充分转化

为经济红利，也同样任重道远。

人口涨得挺快，但也没那么快

虽然人口已经是世界第一，但是印度人口的

增速还没慢下来，仍然是金砖国家中最快的。根

据印度内政部数据，印度2019年人口自然增长率

为13.7‰，同年中国只有3.3‰，更别提最近已经

跌到了负数。

但是从较长的时间跨度来看，印度的人口增

长率自上世纪70年代就呈现出总体下滑趋势。

在80年代，地方政府获得中央政府财政上

的支持，更进一步行落实国家的人口控制政策，

使得印度人口的十年增长率从 1991-2001 年的

21.54%下降到2001-2011年的 17.64%。在可以预

见的未来，印度的人口增速也会不断下滑。

在空间跨度上看，印度也比不过非洲国家的

人口增速了。或者说，不仅是印度，整个亚洲的

人口都将在2055年达到顶峰，未来的人口增长还

要瞧非洲。

根据联合国的预计，从现在到2050年，非洲

将占全球人口增长的一半以上。届时，世界人口

格局将发生变化，撒哈拉以南非洲的人口将翻一

番。

如果从生育率来看，排在世界前十的国家清

一色位于非洲，印度还远远排不上号。

21世纪之初，印度人均GDP约为中国的一

半。20多年后的今天，两国在人口上几乎齐平了

，然而中国的人均GDP已经是印度的5.4倍，人

民的生活水平早已发生了质的飞跃。

如今，印度拿下了人口第一的位置，然后呢

？如何利用庞大的人口把自身的经济发展起来，

让人民的生活水平匹配得上印度一直追求的“有

声有色的大国”理想，从而避免“人口红利”变

为“人口陷阱”甚至“人口灾难”，这是印度应

当解决的问题。

印度人口可能已经超越中国
1月17日，我国公布了2022年末中国人口的最新数据，为14亿

1175万人。人口总数比上年年末减少了85万人（国家统计局数据未

包含港澳台及海外华侨）。这是自1962年以来，我国人口首次出现的

负增长情况。

正当国人热议“生育”、“人口”、“结婚”等话题之余，印度

已经闷声干大活，成为了世界人口第一的国家。根据联合国之前的报

告，2022年印度人口推算为14亿1200万。也就是说，印度人口或已

超过我国。

作为新晋人口第一大国，印度政府的人口政策又是什么样的？印

度能从亿万劳动力中获得多少人口红利？印度真的能将人口红利转化

为经济红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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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國際電視美南國際電視1515..33------
本週本週22月月2727日日----33月月44日每晚日每晚77點節目安排點節目安排!!
（本報記者黃梅子）美南

國際電視15.3是美國南部八州
唯一的華語電視台，7天24小
時播出華語節目，每天下午6:
30播出《美南新聞聯播》 ，每
晚7點播出30分鐘的自辦專題
節目。

本週一2月27日晚7點是黃
梅子主持的《生活故事會》。
給您講講世界上出現了一個比
馬斯克更瘋癲的天才。

本週二2月28日晚7點是陳
鐵梅主持的《美南時事通》。

本週三3月1日晚7點是王
潔主持的《美南時事通》。

本週四 3 月 2 日晚 7 點是

Sky主持的《子天訪談錄》。
本週五3月3日晚7點是美

南新聞總編輯蓋軍主持的《美
南時事通》，兩位常任嘉賓是
德州資深律師包傑生和僑領陳
珂博士、

本週六3月4日晚7:30重播
本週一的《生活故事會》節目
。

歡迎大家收看STV15.3 每
晚7點的自辦節目《美南時事通
》、《生活》和《J&J論壇》、
《子天訪談錄》，您也可以在
美南網Scdaily.com收看直播，
youtube 頻道 Stv15.3 Houston
同步收看直播。

AA88星期一       2023年2月27日       Monday, February 27, 2023
休城工商

GMCC萬通貸款
info@gmccloan.com

Jessie Wang
832-235-8283

 NMLS# 2274741

Iris Qian Wang
817-773-8604

NMLS# 2165956

Felicia Lau
316-737-8800

NMLS# 1789011

Raymond
832-6610095

NMLS# 1864886

Helen Liu
512-228-8859

NMLS# 1861199

Furong Wang
512-545-8886
NMLS# 396229

Tanya Graves
336-327-8339
NMLS# 107295

Linda Li 
512-228-8859
NMLS# 474381

Kathy Li
336-327-8339

NMLS# 1190819

Patrick Chen
972-268-9666

NMLS# 1679719

全國46州直接放貸，從十萬到四百萬，直接審核，直接放款。
百餘種貸款計劃，滿足大家所有貸款需求。詳情請聯繫當地精英貸款顧問。

www.gmccloan.com

Nmls# 254895
CA Dre 01509029

新項目持續更新中：
1. 短期特殊3-2-1降息方案， 降低每月付款
2. Rental special 超值出租屋現金流計劃    
3. 首次購房特惠， 最低3% 首付  
4. 德州購房State affordable program , 
5%低首付款輔助計劃”

超級貸款計劃    降低利率    降低每月付款

自雇职业, 仅需24 月银行对账单

银行对账单
获贷利率

• 高达90%的按揭贷款，无MI
• 信用分数可低至660分
• 有两年的止赎权、空头交易、破产或代

用契约的时间。
• 无需提供报税
• 贷款额度高达300万美元
• 需要两年的自雇职业
• 第二套住房和投资物业的贷款率最高可

达85%。

• 可用1099
• 购买和兑现或利率期再融资
• 12或24个月的企业银行对账单（必须拥有至少

50%的企业）。
• 12个月或24个月的个人银行对账单（必须拥有

至少25%的企业）。
• 业主自用、第二居所和非业主自用
• 可提供40年的利息

INTEREST RATES AND ANNUAL PERCENTAGE RATES (APRS) ARE BASED ON CURRENT MARKET RATES, ARE FOR INFORMATIONAL PURPOSES ONLY, ARE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AND MAY BE SUBJECT TO PRICING ADD-ONS RELATED TO PROPERTY TYPE, LOAN AMOUNT, LOAN-TO-VALUE, CREDIT SCORE AND 
OTHER VARIABLES—CALL FOR DETAILS. THIS IS NOT A CREDIT DECISION OR A COMMITMENT TO LEND. DEPENDING ON LOAN GUIDELINES, MORTGAGE INSURANCE 
MAY BE REQUIRED. IF MORTGAGE INSURANCE IS REQUIRED, THE MORTGAGE INSURANCE PREMIUM COULD INCREASE THE APR AND THE MONTHLY MORTGAGE 
PAYMENT. ADDITIONAL LOAN PROGRAMS MAY BE AVAILABLE. APR REFLECTS THE EFFECTIVE COST OF YOUR LOAN ON A YEARLY BASIS, TAKING INTO ACCOUNT 
SUCH ITEMS AS INTEREST, MOST CLOSING COSTS, DISCOUNT POINTS (ALSO REFERRED TO AS “POINTS”) AND LOAN-ORIGINATION FEES. ONE POINT IS 1% OF THE 
MORTGAGE AMOUNT (E.G., $1,000 ON A $100,000 LOAN). YOUR MONTHLY PAYMENT IS NOT BASED ON APR, BUT INSTEAD ON THE INTEREST RATE ON YOUR 
NOTE. ADJUSTABLE-RATE MORTGAGE (ARM) RATES ASSUME NO INCREASE IN THE FINANCIAL INDEX AFTER THE INITIAL FIXED PERIOD. ARM RATES AND MONTHLY 
PAYMENTS ARE SUBJECT TO INCREASE AFTER THE FIXED PERIOD: ARMS ASSUME 30-YEAR TERM.

所有项目如有变动, 恕不另行通知,其他条件可能适用.
所有的贷款都要经过核保批准和信用审查, 本广告并不代表信用批准.

DRE# 01509029 
NMLS #254895

WWW.GMCCLOAN.COM
INFO@GMCCLOAN.COM

Bank 
Statement

5

All programs/rates are subject to change and underwriting approval without advance notice, additional 
restrictions might apply. This does not represent any credit decision.

DRE# 01509029
NMLS #254895

WWW.GMCCLOAN.COM
INFO@GMCCLOAN.COM

SayI do toYourNewLoveNestWith 

GMCCBank StatementProgram

**All rate are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subject to underwriting approval, additional restrictions may apply

Rate as 2-13-2023

30%首付，$1.5M貸款額，自住購房，
30年固定6.25%，APR 6.309%, 
FICO 780, DTI 40%, 自顧職業，僅需24
月銀行對賬單。

銀行對賬單獲貸利率銀行對賬單獲貸利率

Bank 
Statement

5

All programs/rates are subject to change and underwriting approval without advance notice, additional 
restrictions might apply. This does not represent any credit decision.

DRE# 01509029
NMLS #254895

WWW.GMCCLOAN.COM
INFO@GMCCLOAN.COM

SayI do toYourNewLoveNestWith 

GMCCBank StatementProgram

**All rate are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subject to underwriting approval, additional restrictions may apply

Rate as 2-13-2023

30% down, $1.5M loan amount, 
Primary Home Purchase 30 year 
�xed 6.25%0.5 point, APR 6.309%, 
FICO 780 DTI 40%

Self Employed, Just need 24 month bank statement
**All rate are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subject to underwriting approval, additional restricons may apply

Bank
Statement

所有項目如有變動, 恕不另行通知,其他條件可能適用.
所有的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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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ank 
Statement

5

All programs/rates are subject to change and underwriting approval without advance notice, additional 
restrictions might apply. This does not represent any credit decision.

DRE# 01509029
NMLS #254895

WWW.GMCCLOAN.COM
INFO@GMCCLOAN.COM

SayI do toYourNewLoveNestWith 

GMCCBank StatementProgram

**All rate are subject to change without notice, subject to underwriting approval, additional restrictions may app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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