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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渥太華27日綜合外電報導）加拿大
媒體指出，從3月1日起加國聯邦政府禁止所有
政府行動裝置使用中國短影音分享應用程式Tik-
Tok，因為TikTok的資料收集方法會使裝置容易
受到網路攻擊。

「國家郵報」（National Post）報導，加拿
大全球事務部員工今天收到的訊息指出： 「Tik-
Tok程式將被自動刪除，且禁止在所有政府簽發
的行動裝置使用。這是加拿大首席資訊官所做的
決策，以確保政府資訊系統和網路的安全保護。

」
內容還提到，經過政府內部審查後發現，

TikTok的資料收集方法可能會讓用戶容易受到網
路攻擊影響。

路透社報導，歐盟執委會（European Com-
mission）前幾天才宣布實施類似禁令，如今加拿
大政府也加入禁用TikTok的行列。

加拿大隱私委員辦公室和 TikTok 並未立即
回覆路透社的置評請求。

考量網路安全考量網路安全 加拿大加拿大33//11起起
禁止政府裝置用禁止政府裝置用TikTokTikTok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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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t night my wife and I returned to our alma
mater Lamar University in Beaumont, Texas. We were
invited to sit at the Distinguished Alumni Awards
Dinner next to President Dr. Jaime Taylor. These
outstanding alumni are all elites in various fields. They
not only love their alma mater, they also make
significant contributions to society.

We left Lamar University a few decades ago. This
was our first university to study for our master's
degrees. It is located in East Texas and is an oil town.
Most of the national oil reserves are located here.

Over the years, this university has been grinding
out many local leaders and business people. At
present, they have 17,000 students and more than 1,
200 foreign students study here.

We are so grateful for this place where we started
to learn and enter into American society.

Tonight President Taylor highly praised the
alumni contributions to our school as well as to the
whole country. We are very proud to be part of this
great institution. 0202//2525//20232023

Back To Our Alma MaterBack To Our Alma Mater

昨晚我們重返母校拉馬州立大學，被邀和校長泰勒博士同桌
座在大學圖書館八樓大廳，慶賀四位優秀校友獲頒事業成就奬，
他們都是各個行業之精英，不但愛護母校，而且對社會作出重大
貢獻。
離開母校屈指算來已經是數十年前的往事了，拉馬大學是我

們第一所前來進修碩士學位的學府，它地處德州東部，是一座標
準的石油能源城鎮，美國政府儲藏之國家石油多半埋在此地，校
園中並有個石油博物館，是美國第一口發現石油之小鎮。
多年來，拉馬州立大學是培養德州東部各種人才之重要學術

機構，目前共有一萬七千位學生，光外國留學生就有一千二百位
。今天在校友會之晚餐上，來了二百五十位校友，几乎囊括了
博蒙市縣內所有之政商界名人。
我們要特別感恩拉馬大學成為我們走進美國社會之門坎，從

這裡我們全面接受了美國之教育文化，走進社會之起點。
泰勒校長在晚會上大讃校友們對母校及社會之奉獻，我們也

以拉馬大學之成就為榮。

褪色記憶褪色記憶 重返母校重返母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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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著華觀點李著華觀點::““蛋蛋””夕禍福夕禍福----全美蛋價格飆升全美蛋價格飆升
不止商家哄擡是罪魁禍首不止商家哄擡是罪魁禍首

民生必需品必須穩定人民的生活才會穩定, 猶記新冠疫情期間美國曾經發生過衛生紙短缺, 民眾搶購的
奇景, 而現在卻又出現了雞蛋不夠, 蛋價格飆升不止的亂象, 這一問題的的確確影響的市井小名的日常生活
，根據官方的統計數字, 除了雞蛋之外,其他的日常食品麵粉、牛奶和麪包也都在提高價錢,美國人平均每月
在食品上的支出增加了72.01美元,許多人都深切的感受到經濟上的壓力，不得不縮緊荷包在購物方面更加
節儉。

根據專家們的分析, 這一次蛋價與其他農產品飆漲的主因不外乎地緣政治衝突、天氣模式和疾病等因素
。俄烏戰爭造成了價值數十億美元的農田損失，並使農作物運輸更加困難，導致農產品價格飆升。西班牙
的極端熱浪和乾旱摧毀了橄欖作物，預期產量減少了50%。由於乾旱的天氣條件和疾病，幾乎所有生長在
加州的新鮮水果和蔬菜的價格都迅速上漲。

不過，價格上漲最離譜的食品還是雞蛋，到2023年1月，雞蛋的平均價格上漲到了每打4.25美元, 是
去年同期的2倍根據美國勞工統計局的數據，一月份美國年度通貨膨脹的總體速度為6.4%。但食品的問題
比平均水平更嚴重,食品價格同比上漲了11.3%，而餐館等類別的食品價格上漲了8.2%。報告顯示，雞蛋
價格同比上漲70.1%，人造黃油價格上漲44.7%，麪包價格上漲14.9%，火腿價格上漲7.2%。, 蛋價上漲
的部分原因是由於禽流感病毒的傳播，這在美國已經感染了5800多萬隻雞, 所以造成雞蛋供應減少，而大
企業商家的哄擡價格使問題進一步惡化。因為只有少數幾家公司控制了雞肉行業的大部分經營權，由於缺
乏競爭，他們可以藉機把價格調高, 從疫情開始到現在，全球食品價格已經飆升了65%,所以疫情期間，食
品業誕生了62位億萬富翁, 你能說那不是不義之財嗎?!

拜登總統已經感受到蛋價飆升所帶來的嚴重影響, 他在推特上發表聲明稱:“今天的數據顯示，年通脹
率連續七個月下降，美國工薪階層的實際工資在此期間上升，食品和汽油價格下降，給家庭帶來喘息的空
間。” 但是共和黨全國委員會指責拜登是“純粹的煤氣燈照明”。共和黨稱:“實際工資已連續22個月為
負，食品雜貨價格上漲11.3%，通脹從上個月開始加速。因為拜登災難性的議程，家庭變得更窮了!”阿肯
色州共和黨參議員科頓也對總統提出批評:“毫不奇怪，拜登通過支出來解決通貨膨脹的計劃是一個巨大的
失敗。”

雞蛋是一種相對便宜且營養豐富的物品，可用於各種食譜, 隨著當前新冠疫情大流行逝去後逐漸恢復正
常，政府有關部門必須要嚴格監督控管, 使供應鏈問題能夠解決,如果家禽疾病也能平息, 加上雞蛋飼料成本
也能夠下降的話,雞蛋供應的困難必能迎刃而解, 最後使雞蛋的價格恢復正常。

【綜合報道】俄烏戰爭爆發一周年當天，烏克蘭駐日大使科
森斯基2月24日在東京召開記者會，再次邀請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訪問烏克蘭。

就在上週，美國總統拜登、意大利總理梅洛尼先後訪問了烏
克蘭。

到上週為止，西方七國政府首腦中仍未到訪烏克蘭的，只剩
下了日本首相岸田文雄。

尤其今年，日本還是G7首腦峰會的輪值主席國，今年5月
，在日本的廣島主持和舉辦G7首腦峰會，為了彰顯一下日本的
存在感，似乎也應該在會前訪問基輔，以免自己太尷尬。

另外，英國前首相約翰遜在任期間曾兩次到訪烏克蘭首都基
輔。英國新首相蘇納克上任一個月就立即於去年11月訪問了基
輔。相當於英國首相在一年不到的時間裡，三次訪問烏克蘭。

美國總統拜登雖然只去了一次，但是美國副總統哈里斯、美
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以及國務卿布林肯、國防部長奧斯汀，走
馬燈似的，都曾經到訪過烏克蘭。

幾天前，日本首相岸田本人也不好意思地承認，已收到烏克
蘭邀請，將從各種角度加以考慮。對於自己是否訪問基輔出言謹

慎。
尤其是上周美國總統拜登突然出現在烏克蘭首都，吸引了全

世界的媒體關注。日本外務省官員嘆息道，“我們被搶先了”。
日本媒體甚至評論說，岸田成為七國集團中唯一沒有訪問過

烏克蘭的國家領導人，簡直是G7之恥。
為什麼日本首相在戰爭爆發一年多，遲遲未能訪問烏克蘭呢？

日本官方解釋稱， 保密和安全是最大課題和難題。
但是，烏克蘭駐日本大使科森斯基強調，可以實現日本首相

安全訪烏，“岸田首相一定會會受到歡迎的”。
日本媒體評論說，首相訪問基輔，是展現日本政府支持烏克

蘭決心的有效手段。在烏克蘭局勢已經成為全球主要議題的情況
下，日本首相如果在一群西方國家首腦中成為唯一一個未曾訪烏
的人，那麼“外界可能會對日本的誠意產生懷疑”。
到底日本首相在顧忌什麼呢？

據分析，可能是因為，在西方七國中，日本對烏克蘭的援助
最少。受制於日本現行法律對武器出口的嚴格限制，即使受到美
方施壓，日本政府也未能向烏克蘭提供殺傷性武器。

如果面對烏克蘭方面的援助要求，日本首相只能說不，或

“做不到”“給不了”的話，讓人掃興。那樣還不如不去。
但是也有評論指出，所謂“安全問題”和“保密問題”，只

是藉口。那麼多西方國家首腦紛紛到基輔打卡，日本首相的身份
有什麼特殊的安全和保密問題呢。就算俄羅斯與日本有過節，也
不會在岸田訪問基輔的時候打他的飛機或火車。

岸田文雄之所以拖到現在還沒有啟程訪烏，也不敢向烏克蘭
提供軍事援助，主要是害怕遭到俄羅斯的報復，害怕因為烏克蘭
問題與俄羅斯徹底翻臉。

可能是作為補償，2月20日，岸田文雄宣布，日本將向受到
俄羅斯進攻的烏克蘭追加支援55億美元（約合380億元人民幣）
。日本作為七國集團（G7）首腦會議主席國，將邀請烏總統澤
連斯基來日本廣島參會。

數據顯示，截止到去年12月，俄烏衝突10個月來，日本在
包括軍事、財政、人道領域在內的對烏支援金額為6億歐元，是
G7各國中最少的。

因此對於這次拿出55億美元大額援助，日本首相府官員解
釋稱：“這是與他國相比不至於慚愧的規模。”

烏克蘭邀請日本首相到訪，日本首相岸田為什麼遲遲未能訪問烏克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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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洲時局

日本男子在拉面店抓起筷子舔後放回
日網友：投毒！

綜合報導 日本廣播協會（NHK）、

《每日新聞》等多家日本媒體集中報

道了又壹起發生在飲食店的不當行為

事件。NHK稱，根據網絡上熱傳的

視頻，壹名男子將壹次性筷子放入口

中後放回原位。涉事拉面連鎖店“道

頓堀神座”運營公司19日發布聲明

表示，將追究涉事人員的法律責任。

日媒稱，根據網絡上熱傳的視

頻，壹名男子將壹次性筷子放入口

中後放回原位。

綜合NHK等日媒報道，根據壹

段在“道頓堀神座”拉面店拍攝的簡

短視頻，壹名男子從餐桌上筷子筒裏

壹把抓起多雙壹次性筷子，並將筷子

頭放入嘴裏舔，隨後將這些筷子放回

筷子筒裏。在視頻中，可以聽到該男

子與其他人的嬉笑聲，而在視頻上還

配有“不愧是我大哥”的字幕。

NHK稱，針對此事，“道頓堀

神座”運營公司19日發布聲明表示

，為了調查該不當行為發生在具體哪

家店鋪，正在對旗下所有店鋪進行調

查。運營方還稱，將對所有可疑店鋪

進行消殺等作業，並向警方求助，從

民事與刑事兩方面嚴正處理此事。

這不是第壹個近期被曝光的在日

本飲食店的不當行為事件。近日，在

日本規模最大的回轉壽司連鎖店“壽

司郎”店內，壹名少年嬉皮笑臉地將

自己舔過的醬油瓶和杯子放回原處

，用沾了口水的手指戳回轉帶上的

壽司，並拍成視頻上傳社交媒體，

此事持續發酵，被稱為“壽司恐怖主

義事件”，打臉了號稱“安全無毒”

的日本飲食文化。

“壽司郎”事件仍在日本輿論

中持續發酵的情況下，最新被曝光

的發生在拉面店的視頻很快吸引日

本網友的關註。有人說道，“就連

拉面店也中招了”，並將在店裏使

用筷子比喻成“地獄壹次性筷子俄

羅斯轉盤”。

有人說，“我已經不能去外面的

餐廳吃飯了”。

有人指責，“（罪名和處罰）不

能僅僅是輕犯罪水平，這與投毒沒有

任何區別，我認為有必要施加對應的

處罰”。

還有人說，“這種事件已經成為

如此嚴重的社會問題了，還有人幹這

種不講規矩的事。雖然新聞報道和網

絡上的聲音能或多或少地約束這種情

況，但這種家夥還是層出不窮。應該

通過法案以給予更嚴厲的社會制裁。

禁止銀行開戶、吊銷駕照護照、禁止

使用信用卡、禁止購買或持有移動手

機等等。現有的逮捕關押系統不能讓

壹些人反省”。

雅虎新聞平臺賬號認證為飲食記

者的山路力也評論稱，“關於此類事

件的新聞這些天連續被報道，而且也

知道（運營）公司方面會嚴正處理此

事，會導致犯事者承擔社會責任，但

仍然還出現類似的犯罪，從常識上來

說很難想象。這就代表有壹定程度數

量的人缺乏常識和道德，無法理性看

待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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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據報道，被寄望用作災害發生時物資運

送手段和山區交通工具的“飛行汽車”17日在日本大

分市試飛並取得成功。該款“飛行汽車”為兩人座。國

土交通省稱，這是日本國內獲國土交通大臣許可的首次

室外載人飛行。

“飛行汽車”因運營商力爭在2025年大阪關西世

博會實現商用而備受矚目。

實施試飛的是開展航空航天領域尖端技術應用工作

的壹般財團法人MASC（位於岡山縣倉敷市）。該款

“飛行汽車”的機體為電動，高約1.7米，寬約5.6米，

重約430千克。

試飛時，機體懸空並升至高約 30米處。按預編

程序，機體壹邊畫圓，壹邊飛行約400米，持續約3

分半鐘。乘坐“飛行汽車”的該法人的理事長桐野宏

司（78歲）表示：“離地時感到微微振動，看到了美

麗的景色。”

另據《報道，據悉，關於爭取在2025年世界博覽會

（大阪關西世博會）上實現實用化的“飛行汽車”，全日

空控股公司、日本航空公司、豐田出資的壹家初創公司等

5家企業已被內定為負責飛行等業務的運營企業。

作為不久的將來在城市等地區使用的交通工具，

“飛行汽車”備受期待，全球的開發和實用化動向不斷

加強。日本力爭在2025年世博會上實現本國的首次商

用飛行，以促進“飛行汽車”的普及。

全世界的企業圍繞“飛行汽車”展開了實用化方面

的競爭。壹些歐美企業正在以2023至2024年前後實現

商用化為目標，推進開發和實證試驗。中國也有初創企

業等涉足這壹領域。

菲律賓壹架載有4人的飛機起飛後失聯
殘骸已找到

綜合報導 據報道，18號失聯

的塞斯納飛機殘骸已在位於呂宋

島比科爾地區阿爾拜省的馬榮火

山口附近被發現。

阿爾拜省卡馬利格市市長巴

爾多在壹份聲明中說，19號下午

３點左右，失聯飛機的機身碎片

在該市壹處山坡上被發現，距離

馬榮火山口僅350米。截至目前，

機上所載的4人仍未找到，搜救工

作還在繼續。

18號上午，壹架載有4人的小

型塞斯納340飛機從菲律賓比科爾

國際機場起飛後不久失聯。19號

，菲律賓民防局確定阿爾拜省卡

馬利格市的奎蘭蓋村和阿諾令村

為飛機可能墜毀的地點，並在附

近加強了搜救力量。



伊朗否認將鈾濃縮豐度
提升至60%以上

綜合報導 伊朗原子能組織發言人卡邁勒萬迪說，伊朗從未生產豐

度超過60%的濃縮鈾。

卡邁勒萬迪接受伊朗伊斯蘭共和國通訊社采訪時說，美國彭博新聞

社有關伊朗生產豐度為84%的濃縮鈾的報道旨在“歪曲事實”。在濃縮

過程中，僅僅存在豐度超過60%的單個鈾顆粒並不意味著鈾濃縮豐度超

過60%。

卡邁勒萬迪說：“重要的是最終產品，伊朗從未開始生產豐度60%

以上的濃縮鈾。”

彭博社此前報道稱，國際原子能機構核查人員日前在伊朗核設施發

現豐度為84%的濃縮鈾，略低於武器級豐度。國際原子能機構正試圖確

認伊朗是否有意生產這壹豐度的濃縮鈾。

2015年7月，伊朗與美國、英國、法國、俄羅斯、中國和德國達成

伊朗核問題全面協議。根據協議，伊朗承諾限制其核計劃，濃縮鈾豐度

不得超過3.67%，以換取國際社會解除對伊制裁。2018年5月，美國單方

面退出協議，隨後重啟並新增壹系列對伊制裁。2019年5月以來，伊朗

逐步中止履行協議部分條款，但承諾所采取措施“可逆”。伊朗此前宣

布生產出豐度為60%的濃縮鈾。

德國經濟部長：
將在今年完成電力市場改革的大部分工作

綜合報導 德國經濟部長羅伯特· 哈貝克表示，德國將在今年完成電

力市場改革的大部分工作，目標是在2030年之前大幅提升可再生能源在

電力結構中的比例。

作為歐洲第壹大經濟體，德國也是該地區最大的能源消費國。德國

的目標是到2030年實現80%的電力來自風能和太陽能，隨著德國去年減

少了對俄羅斯化石燃料的進口，這壹目標變得更加緊迫。

哈貝克周壹在電力市場改革咨詢會議上表示：“我們將在2023年完

成大部分必要的工作。”

上月公布的數據顯示，德國2022年全年共消耗電力484.2太瓦時

（Twh），同比下降4.0%；發電量506.8太瓦時，同比增長0.4%；可再生

能源發電占比48.3%，前值為42.7%；可再生能源發電中，陸地和海上風

電占25.9%，光伏占11.4%，生物質能占8.2%，水電及其他占2.8%。

哈貝克稱，隨著煤電和核電逐步淘汰，作為過渡，德國政府準備進

行天然氣發電項目的招標。他表示，這些招標將在本季度準備就緒，並

且天然氣將很快被零碳的替代能源取代，例如通過電解清潔能源制成的

氫氣。

德國政府面臨的挑戰是，隨著電動汽車和熱泵的普及，電力需求也

將隨之增加。哈貝克表示，德國政府的工作假設是，到2030年，全國用

電量將達到700-750太瓦時。

哈貝克指出，德國的電力改革計劃將不同於其他歐盟國家，這些國

家可能擁有更穩定的電力來源。

德國於2011年便確立了棄用核電的目標，盡管由於俄烏沖突的爆

發，德國政府將僅存的三座核電站運營期限延至今年4月，但德國摒棄

核電的目標沒有發生變化。

相比之下，德國的鄰國法國就嚴重依賴核電。法國是全球核電發電

比例最高的國家，該比例在2010年代壹直穩定在70%以上。

“致命卡車”再現：
18名非法移民慘死貨箱、窒息而亡

保加利亞警察在該國首都索非亞

附近的洛克斯科村莊發現壹輛藏匿了

52名阿富汗非法移民的卡車，其中 18

人（包括壹個小孩）已經因窒息而死

。事故發生第二天，7名保加利亞人被

拘留，其中包括壹名涉嫌人口走私的

組織的頭目。

“非同尋常的人間悲劇”
保加利亞國家調查局局長兼副首席

檢察官鮑裏斯拉夫· 薩法羅夫在2月18日

表示，卡車司機在行駛時聽到了從車艙

後傳來的巨大聲音和敲擊聲，但過了段

時間才將車停下來，並在發現受害者屍

體後棄車逃跑了。“被運送的人蜷縮在

壹起，相互推擠，就像他們在壹個鐵罐

裏壹樣……他們在半個小時至壹個小時

的痛苦中緩慢死去。”他補充，“這是

壹場非同尋常的人間悲劇”。

據悉，受害者的年齡在13至35歲之

間，每人向走私者支付了高達 7000 歐

元（約合 7500 美元）的費用。“因為

貪婪，這些走私者竟然運送了 52 個

人。之前他們壹次運送 25 至 30 人，

壹個月兩次。”薩法羅夫說。為了逃避

熱成像儀的掃描，藏匿移民的厚木板

外還裹了壹層錫箔。同時，他表示，

“這起案件顯示了嫌疑人極端的冷酷

無情，移民被視為需要從壹個地方運

到另壹個地方的貨物，而不管他們是

生是死。”

在卡車被發現後，幸存的 34人立

刻被送去了索非亞地區的3家醫院。國

家衛生部長阿森· 梅茲迪耶夫說，部分

幸存者的情況非常糟糕，“他們飽受

缺氧之苦，衣服濕透了，凍僵了，顯

然已經幾天沒吃東西了。”還有人因

吸入排氣管的氣體而導致壹氧化碳中

毒。初步調查顯示，這些阿富汗移民

通過土耳其到達保加利亞，目的地是

西歐。

犯罪嫌疑人將面臨最高15年監禁
國家警察總局局長阿塔納斯· 伊爾

科夫說，2月17日有三人在索非亞地區

被拘留，而卡車車主也於同壹天在布

爾加斯被拘留。隨後保加利亞媒體援

引消息稱，又有三人被拘留。壹位政

府官員稱，被拘留的人中有壹名疑似

人口走私團夥的頭目。此前，他曾因

走私人口被判處五個月的緩刑。索非

亞檢察院發言人赫裏斯托· 克拉斯特夫

表示，如果被指控為過失殺人罪、有

組織犯罪和人口走私罪，他們將面臨

最高15年的監禁。

近年來，試圖從陸路依次經土耳其

、保加利亞、塞爾維亞前往西歐國家的

偷渡人數不斷增多，非法移民和難民在

偷渡卡車內窒息而死的悲劇多次發生。

保加利亞是許多希望進入歐盟各國的難

民和移民的門戶。為阻止非法移民過境

，保加利亞在與土耳其的邊境上豎立了

259公裏的帶刺鐵絲網。然而，在當地人

口販子的幫助下，非法移民仍然不斷湧

入。

今年1月份，奧地利總理卡爾· 內哈

默訪問了保加利亞和土耳其的邊境，他

呼籲歐盟提供20億歐元幫助保加利亞建

設其與土耳其邊境，以減少歐洲的移民

壓力。除此以外，內哈默還呼籲修改歐

盟法律和新的“驅回指令”，使移民的

遣返更容易。

禽流感全球肆虐
多國推進禽類疫苗接種接種

綜合報導 全球多地發生有記錄以來

最大規模的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撲殺或

病死的禽類數以億計，經濟損失慘重。面

對這場前所未有的禽流感疫情，多國政府

開始考慮撲殺和隔離以外的另壹種選項：

為家禽接種禽流感疫苗。

埃爾韋· 迪普伊在法國西南部卡斯泰

爾諾-圖爾桑經營壹家養鴨場。2015年以來

，他的養鴨場4次暴發禽流感疫情，大量

鴨子被撲殺。眼下，新壹波禽流感疫情再

次逼近迪普伊的養殖場，這壹回，他希望

有關方面能想點新辦法。

“目標就是讓我們的動物不生病，也

不傳播病毒，”迪普伊說，“我們開養殖

場不是為了收拾動物屍體。”

據報道，歐美等國通常采取隔離或撲

殺手段應對禽流感疫情，對給家禽接種疫

苗避而遠之。壹方面，給所有家禽接種疫

苗費時費錢；更主要的是，由於壹些大買

主禁止從允許接種禽流感疫苗的國家進口

禽類，全球多家大型禽類制品生產商對疫

苗心存抵觸。

然而，反復的撲殺和隔離並未有效阻

止禽流感疫情。世界動物

衛生組織匯總的數據顯示

，去年年初以來，全球染

疫或被撲殺的禽類超過2

億只。這壹背景下，多國

政府和禽類制品生產商對

疫苗的態度有所轉變。

法國是歐盟地區禽流感疫情的重災區

，隨著歐盟去年解禁禽流感疫苗接種，法

國正在對鴨子開展疫苗試驗，計劃今年9

月起為禽類接種疫苗；荷蘭、意大利、匈

牙利也正在測試禽流感疫苗。在美洲，墨

西哥去年開始為禽類緊急接種；厄瓜多爾

壹名9歲女孩日前感染禽流感，當地政府

計劃為超過200萬只家禽接種疫苗。

世界衛生組織上周說，盡管人類感染

禽流感病毒的風險依然較低，並且從未有

過人傳人病例，但各國必須對可能發生的

變化做好準備。

引發去年大規模禽流感疫情的高致病

性H5N1型禽流感病毒有過致死哺乳動物

的“案底”，中招的動物包括西班牙的水

貂、英國的狐貍和水獺、法國的貓以及美

國的灰熊。科學家們擔憂，如果禽流感疫

情發展為地方性流行，會增加禽流感病毒

變異、傳人的風險。

“這就是為什麼世界上所有的國家都

在擔心禽流感，”法國農業部長馬克· 費

諾說，“我們沒必要慌張，但必須從歷史

中汲取教訓，這也是我們在全球範圍探索

疫苗的原因。”

與歐洲國家不同，美國對開展禽類疫

苗接種態度消極。美國是全球最大禽肉生

產國，也是去年受禽流感疫情沖擊最嚴重

的國家，損失超過5800萬只家禽。

費諾說，法國正與非歐盟貿易夥伴談

判，以便允許接種疫苗的法國禽類制品出

口。他說，歐盟層面也在與區域外貿易夥

伴開展相關談判。

英媒：英國政府列“極端作品”清單
莎士比亞、托爾金等被列為極右翼

綜合報導 英國壹些最受歡迎的電視節目、電

影和文學作品已被列入可能鼓勵極右翼的作

品清單，該清單由英國內政部“研究、信息及傳

播組”（RICU）編制。

據報道，列入清單的作者及作品包括，《指環

王》系列作者托爾金、《美麗新世界》作者赫胥

黎、《哈姆雷特》作者莎士比亞等人，以及經典

電影《桂河大橋》和《大逃亡》。RICU稱，這些

作者及其作品可能被極右翼煽動者用來在網上宣傳

極端觀點。除了電影和文學作品，清單還提到電視

節目，例如英國於上世紀90年代拍攝的政治驚悚

片《紙牌屋》，以及以拿破侖戰爭為背景的電視劇

《夏普》。

歷史學家羅伯茨批評該清單“荒謬至極”，並

表示政府把壹份文明人的閱讀清單當成“極端作品”

清單。RICU因實施反恐計劃“預防”於2011年設

立，旨在防止“弱勢群體卷入犯罪行為”。然而近

年來“預防”計劃越來越多地受到外界批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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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眾議院監督委員會要求五角大樓、國務
院和美國國際開發署，證明撥付給烏克蘭的1130億美元軍事
和經濟援助沒有因“浪費、欺詐和濫用”而白白流失。對烏克
蘭的軍事援助是怎麼花掉的？有沒有使用不當？美國政壇似乎
要掀起一場“反腐風暴”。

報導稱，監督委員會主席科默向國防部長奧斯汀、國務卿
布林肯和國際開發署署長鮑爾三位官員致信，敦促他們交出關
於向烏克蘭政府提供經濟和軍事援助的所有文件和通信。

此外，科默領導的委員會還要求他們提供書面證據，證明
拜登政府計劃將運送援助物資與反腐倡議掛鉤，還要提供文件
詳細說明拜登政府如何評估其援助行動是否成功。

這封信要求拜登政府官員在3月8日之前提交所有證據，
並要回溯到去年2月俄羅斯對烏克蘭發起特別軍事行動之時。

自俄烏衝突爆發一年以來，美國就是烏克蘭最大、最堅定
的援助國。據美國政府公佈的數據，拜登政府已向烏克蘭提供
超1100億美元的武器和經濟援助，並且還有更多的援助還在
路上。這一數字直逼過去20多年來，美國對阿富汗軍事和人
道主義援助的支出總和（1460億美元）。

然而，去年5月就曾有美國記者爆料稱，大量西方國家援
助烏克蘭的武器流入了黑市。據美國國防部稱，他們只能追踪
到“標槍”導彈及其發射裝置，還有夜視裝置這三種武器的去
向，其他武器諸如飛機、雷達系統、通信裝置、軍車等的具體
情況，都無法獲悉。

為了確保援烏武器和資金沒有被挪用，1月，美國國務院
、國防部和承擔對外援助職責的國際開發署曾派高官集體訪問
基輔。當時，這三個部門的負責人報告稱“沒有看到存在重大
欺詐的證據”。

美國既不是俄烏衝突的直接當事方，也不是任何意義上的

烏克蘭盟國，為何拜登冒著浪費援助
資金的風險，也要支持烏克蘭？

首先，俄烏衝突有助於美國繼續
“綁架”歐洲各國，鞏固大西洋夥伴
關係。這些年來，無論是在貿易政策
、俄歐合作還是巴以沖突方面，美國
與歐洲都有較大分歧，跨大西洋夥伴
關係裂痕漸顯。而俄烏衝突恰好給了
美國一個機會，給了美國一個再次充
當歐洲“保護傘”的機會，在抑制歐
洲國家離心傾向的同時，還能修復受
損的美歐關係。

其次，借助俄烏衝突，美國可以
鞏固其全球軍事霸權，尤其是作為其
軍事霸權根基的北約。近年來，歐洲
國家對於北約的未來並不樂觀，以至
於法國總統馬克龍曾稱“北約正在經
歷‘腦死亡’”。俄烏衝突則再次將
歐洲牢牢綁在美國戰車上，重新賦予
北約存在的“價值”。

再次，俄烏衝突讓美國進一步掌
握全球能源話語權。通過頁岩氣革命
，美國搖身一變從石油進口國變成石
油出口大國，但由於開採成本較高，並不利好出口。而俄烏衝
突正好為美國提供了一個機會，在名正言順制裁俄羅斯能源的
同時，美國能源企業瘋狂出口，從中獲利。據悉，僅2022年
，美國運往歐洲的原油就比上一年增加了70%。

最後，這場由俄烏兩國爆發的衝突，讓美國政客以及一眾

能源企業、軍工複合體賺得盆滿缽滿。以至於俄亥俄州的“毒
列車”，政客們選擇視而不見。

無論美國是否承認，它都是俄烏衝突的最大受益者，至於
所謂的“民主”“自由”“正義”等都是藉口罷了。無休止的
軍事援助，未必能給烏克蘭換來和平，也不會讓歐洲變得更安
全。

（綜合報導）北京時間2月27日上午，旅美大
熊貓Y丫丫，再次登上熱搜。一段關於大熊貓丫丫
和樂樂的視頻，正式登上了美國紐約時代廣場大屏
幕。從現場傳出來的視頻可以看到，大量當地的網
友，在時代廣場大屏幕下面，舉著橫幅，為大熊貓
丫丫樂樂發聲，吶喊。要知道，在被譽為”商業宇
宙中心“的美國紐約時代廣場，在這樣的廣告位展
示，廣告費都是按照秒來算的。這些費用，都是網
友自發籌集的。

旅美大熊貓丫丫和樂樂，掀動著全球無數網友
的心。在這個月的2號，美國孟菲斯動物園宣布，
大熊貓樂樂在美國當地時間2月1日早晨死亡。而
作為熊貓樂樂的伴侶，大熊貓丫丫，身體健康狀態
，引發外界擔憂。從多個現場拍攝的視頻可以看到
，大熊貓丫丫瘦骨嶙峋，皮毛沒有光澤，身上看上
去有明顯的皮膚病。而且，大熊貓丫丫的飲食問題
也引發網友的擔憂。網友發現，大熊貓丫丫的日常
飲食，大多為一些不新鮮的竹子。類似國內熊貓餐
飲的標配，胡蘿蔔，新鮮竹子，窩窩頭，竹筍這些
，通通沒有。

目前，對大熊貓丫丫來說，確定的有兩條消息
。第一，按照合同，大熊貓丫丫最晚回國的時間為
4月7號。如果要提前接回國，存在違約的風險。
第二，根據中國動物園協會的公告：中方已經發放

了進口許可證、檢疫許可，確定了檢疫場所。如果
大熊貓丫丫能提前回國，中方這邊的一切準備，都
已經準備好。

目前，網友們擔心的事情是。以大熊貓丫丫目
前的身體狀況，能不能扛到4月7號都成問題。雖
然明天是2月的最後一天，但是2月到4月，以大熊
貓丫丫目前的狀況來看，簡直可以用”度日如年
“來形容。近期，大量網友在不同地方，都為大熊
貓丫丫發聲，為大熊貓丫丫加油，吶喊助威，希望
她能早日回歸祖國的懷抱。

參考同樣是旅外的大熊貓，在日本的想想被照
顧得很好，深受當地民眾的喜愛。在韓國的福寶，
是當地的一名小網紅，和飼養員兩位爺爺，經常一
起玩耍，一起出鏡。福寶還被譽為“小公主”。再
看大熊貓丫丫，簡直可以用天和地來形容。不同國
家的動物園，照顧熊貓為什麼會天差地別？

今天，看到旅美大熊貓丫丫登上紐約時代廣場
大屏幕，還看到那麼多，遠在海外好心人為YY發
聲。讓身在國內的很多網友，感動涕零。目前，有
很多在當地的友好人士，加大了去現場看YY的頻
率。希望藉此，可以引起孟菲斯動物園的注意，可
以改善一下丫丫的飲食。丫丫加油，你身後有一大
幫支持你的網友。希望丫丫能夠扛住，順利回國！
為丫丫吶喊，為丫丫發聲！

11301130億美元花哪了億美元花哪了？？美眾議院美眾議院：：徹查資金去向徹查資金去向

（綜合報導）美國得克薩斯州三名高中生籌集了27萬美元（約合人民幣187萬），以便讓他
們80歲的門衛退休。

據英國《每日郵報》報導，門衛詹姆斯先生一直在享受退休生活，在租金上漲後於1月被迫
重返工作崗位。

因為租金上漲了約400美元，詹姆斯不得不回到學校。看到他的歸來，三位學生感到很心疼
。他們決定在2月15日發起籌款，在網站上寫道，“我們正為努力支付房租的門衛籌款，只要一
點點幫助就會改變他的生活！”

高中生格雷森、馬蒂和班納建立了GoFundMe頁面，最初的目標是1萬美元，以暫時支付詹
姆斯的房租、食物和每月賬單——但反響非常熱烈。

除了籌款，格雷森還在TikTok發布視頻，鼓勵人們捐款。視頻中，年邁的詹姆斯推著清潔
手推車走過大廳。格雷森在視頻簡介中補充道，“我和我的同學都不想在這裡看到詹姆斯先生，
他這個年紀的人，不應該為了謀生來為我們打掃衛生”。

捐款在12小時內，就達到了1萬美元。截至2月25日，本次籌款活動中，8,600多名好心人
捐助逾27萬美元。

校長傑森說，“這太棒了，這項活動由三個善良的孩子發起，其他學生也積極參與”。
“這真的出乎意料，我知道人們想幫忙，但沒想到會籌到這麼多。”馬蒂告訴媒體。

2月23日，格雷森分享了一張詹姆斯與他們的照片，並說，“感謝所有幫助詹姆斯先生的人
，這將幫助改善他的生活。”

美國美國8080歲老人因租金上漲重回學校當門衛歲老人因租金上漲重回學校當門衛
33名學生籌集名學生籌集2727萬美元讓他退休萬美元讓他退休

旅美大熊貓丫丫，登上美國紐約時代廣場大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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穗首批6科研人員獲“人才簽”
每次最長留港30日 可多次往返 促灣區人才技術高效流動

為便利粵港澳大灣區人才從事科研學術等
交流活動，促進服務粵港澳大灣區建設

發展，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入境管理局決定，自
2023年2月20日起在粵港澳大灣區內地城市試
點實施往來港澳人才簽註政策。新政實施首日
在廣州南沙舉行了首發儀式，廣州市6名科研
類人才首批獲發往來港澳人才簽註。

說走就走 便利異地短期合作
香港與內地科研合作非常密切，內地科研

人員經常需要到香港參加各種交流活動，或者
是針對項目展開研究探討等。在人才簽註新政
實施之前，他們大多使用旅遊簽註，單次往
返，每次最多逗留七天。香港科大霍英東研究
院物聯網研發部副總監王周紅是首批獲得人才
簽註的六人之一，他表示，拿到人才簽註後再
也沒有簽註過期的焦慮了。最長逗留30天，可
多次往返，對於一些比較緊急的事情可以省去

了辦理簽註的麻煩，來去自由度更高。
“作為首批人員，我感覺很榮幸，也很激

動！當我們聽到這個政策出台後，第一反應就
是‘這就是我們想要的’。”廣州先進技術研
究所副研究員姬婧表示，好的想法往往來自於
思維碰撞，科研不能閉門造車，新政策實施之
後“我們有了更充裕的時間，從而更深入更充
分交流我們的科研成果和想法”。

廣州先進技術研究所教授級高工宋宏臣
也透露，以前遇上臨時出差去港澳的任務，
辦理港澳簽註時間非常緊迫，對於參加內地
與港澳學術交流活動的學者而言不太方便，
新的人才簽註措施可以為異地短期合作提供
便利，促進灣區人才與技術的高效流動。

據介紹，辦理人才簽註只需提供有效期內
的港澳通行證、單位出具工作證明和個人職稱
證明，非常方便。如今簽註在手，姬婧開心地
表示：“對於在港澳的科研交流活動，我們現

在可以隨時說走就走了！”

粵籍人才辦簽註只需7工作日
廣州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隊副支隊長黃

月玲介紹說，廣東省內戶籍人才申請辦理人才
簽註只需7個工作日，手續也很方便，將對灣
區人才交流產生積極的推動作用。下一步，廣
州市公安局將認真貫徹落實往來港澳人才簽註
政策，便利粵港澳大灣區人才從事科研學術等
交流活動，促進服務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發展。

東莞為港企提供上門辦理服務
聚集了大量港企的東莞，當日也第一時間舉

行“東莞人才簽註政策宣講會暨上門服務活
動”，東莞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支隊“點對點”
為8家在莞企業、機構提供“送新政上門”服
務，向企業、機構宣傳解讀人才簽註新政，並通
過組織上門服務專場活動，獲得企業一致好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寶儀 廣

州報道）廣州市6名科研人員20日獲

發往來港澳人才簽註，成為了內地在

粵港澳大灣區內地城市試點實施往來

港澳人才簽註政策（下稱“人才簽

註”）實施後首批獲此簽註的人才。

拿着新鮮出爐的簽註，科研人員開心

地表示，以後港澳交流活動可以說走

就走，將更好地滿足灣區內人才之間

交流交往的需求和期待，促進灣區人

才與技術的高效流動。

◆廣州市6名科研
人員獲發往來港澳
人才簽註。

香港文匯報
廣州傳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黃寶儀、帥誠 廣州報
道）香港特區政府政務司司長陳國基20日在廣州
出席“第一屆粵港澳大灣區人才服務高質量發展
大會”並致辭，指20日開始在大灣區城市試點實
施往來港澳人才簽註政策，將便利大灣區內地人
才南下來到香港，進行科研、文教、衞健、法律
等各方面的交流訪問，為打通大灣區的人流注入
新動力，特區政府期望在這個基礎上進一步探討
推進大灣區的人才互聯互通。

陳國基表示，香港作為大灣區內高度開放
和國際化的城市，在“一國兩制”下，能夠充
分發揮“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
擔當大灣區人才高地的門戶，吸引海外優質人
才到來發展。為此，特區政府全力以赴，創造
更多有利條件，推進大灣區高質量發展，包括
於去年年底成立“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督導
組”，從策略和宏觀角度推動工作，並加強與
內地不同單位和機構的聯繫。其中一大重要工
作領域，就是進一步打通大灣區的人流、物
流、資金流和信息流。

隨着新冠疫情進入新階段，世界各地都相繼
採取新的管理模式，致力推動社會經濟復常，包
括採取不同的措施招攬人才，提升自身的競爭
力，香港也不例外。陳國基指出，特區政府除了
全力培育本地人才之外，也貫徹大膽創新的精
神，去年12月底落實一系列積極吸納各地人才
的措施，包括設立以高薪人才和全球百強大學畢
業生為目標的“高端人才通行證計劃”、優化多
項原有的人才入境計劃，以及推出名為“香港人
才服務窗口”的線上平台等等。各項措施推出以
來反應熱烈。以“高端人才通行證計劃”為例，
至今已經收到超過一萬份申請，當中處理了八千
多份申請，九成多成功獲批，可見計劃深受歡
迎。陳國基表示，相信有更多來自全球各地的優
秀人才將會落戶香港，更期待他們來港之後，放
遠目光，抓緊大灣區的龐大發展機遇。

廣東省人社廳負責人發言時提出五大願景，
其中首個願景就是三地合力破冰，擴大規則銜接
成效，推動在更多專業領域試點跨境執業、放寬
執業門檻，完善技能職業資格“一試多證”、直
接採認等機制，強化人才、社保服務跨境協作。
同時，廣東希望粵港澳攜手育才，創新人才培養
模式，支持港澳教育、醫療等科研創新機構在粵
設立博士後科研平台、招收培養博士後，合作共
建一批國際一流的技工院校、實訓基地和職業技
能培訓機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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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台南地區水情燈號 3 月 1 日起調
整 「減量供水」橙燈。南市府今天表示，減量供
水對一般用水戶影響不大；工業用戶除水資中心
回收水有餘裕水資源，19口抗旱井完成現勘可正
常出水。

台南市經發局今天新聞稿表示，因應旱災經
濟部災害緊急應變小組18日宣布台南地區水情燈
號自3月1日起調整為減量供水橙燈，每月1000
度以上工業用水戶以節水10%為目標，同時優先
針對 「每日用水量1000度以上節水未達10%工業
用水戶」進行專案水表鉛封作業；科學園區及工
業區，分別由國科會及經濟部工業局採總量管制
方式實施節水10%。

至於每月 1000 度以上非工業用水戶、游泳
池、洗車、三溫暖及水療業者及其他非生活必需
用水，則由減量供水10%循序漸進至減量20%，
以減少產業衝擊；另一般家戶每月用水不會超過
1000度，仍維持夜間22時至隔日6時減壓供水措
施。

因應水情燈號轉橙燈，南市府24日召開抗

旱會議討論後續抗旱作為，台南市長黃偉哲指示
台南地區供水量以每日100萬噸為控管目標；另
南市水資中心回收水仍有餘裕水資源可供各界使
用，呼籲業者可多加利用。同時也請南科管理局
善加利用安平再生水廠測試後有餘裕的水資源。

經發局長林榮川說，為減少對工業用戶影
響，南市轄下有19口抗旱井，水權屬台糖公司所
有，經發局已於去年9月29日與台糖公司、水利
局、環保局完成現勘確保水井正常出水、載水車
路線正常進出，並檢測相關水質；去年 11 月 17
日完成公告，抗旱水井相關資訊置於經發局官網
，有需求廠商可查詢，並於進入減量供水階段函
文辦理申請作業，後續由經發局媒合廠商與台糖
間協調工作。

南市府呼籲，減量供水對一般用水戶影響
不大，提醒樽節用水，若因減量供水造成無水可
用可先向自來水公司反映；用水大戶則希望共體
時艱減少用水量，市府也會盡全力協助將影響降
到最低。

（中央社）居家工作型態因工作時間難定義、無法申請加班等，衍生許多勞資爭議。台北市首
創居家工作勞動條件保障指導原則，3月1日上路，要求企業建立工時回報機制、尊重離線權益等。

台北市勞動局今天公布實施 「台北市事業單位實施居家工作勞動條件保障指導原則」，是地方
政府首度對居家工作制訂相關保障措施。

此原則屬於行政指導性質，3月1日上路，包括 「勞動權益不得損害」、 「勞資協商書面約定
」、 「建立工時回報機制」、 「尊重勞工離線權益」、 「重視居家工作安全」、 「設置申訴處理機
制」、 「提供必要設施補助」等7大重點、14項條文、25項自行檢核項目。

勞動局表示，此原則意在提醒雇主實施居家工作時應考量勞動保障措施，落實勞動權益保障，
讓勞工可以安心居家辦公，減少居家工作發生的爭議案件。

勞動局表示，因疫情影響，北市許多企業啟動居家工作等分流或居家防疫措施，不需進辦公室
提供勞務，衍生許多勞資爭議與陳情案件，如居家辦公降低勞動條件、居家工作時間未明確記錄、
非工作時間仍被交付工作無法申請加班、在下班時間無法充分休息等。

勞動局日前針對912家企業進行問卷調查，有75%事業單位認為勞工差勤管理確實有困難，主
要理由有難以掌握勞工實際工作情形、勞工不熟悉新的差勤記錄方式，導致出勤紀錄闕漏等；另有100家以上企業表示，疫情降級後仍會保留居家辦公的型態。

而勞動局針對848家事業單位進行輔導的結果，有3成左右的事業單位實施居家辦公時，未達法令標準。如未依法記錄工作時間至分鐘、未依法給付延長工時工資、未依法置備出勤紀錄等，且
後續追蹤檢查仍有36家事業單位未改善而受罰，總裁罰金額達新台幣303萬元。

勞動局長高寶華提醒，事業單位必須讓工作時間與休息或休假時間的界線明確化，賦予勞工 「離線」權利，而 「離線權」的保障也是國內首度正式納入政府的保護措施。

台南水情3/1轉減量供水橙燈
一般用水戶影響不大

保障居家工作勞權
北市首創指導原則3/1上路 3月8日婦女節 嘉義縣公車女性免費搭

（中央社）3月8日是國際婦女節，嘉義縣政府今天表示，感謝女性朋友辛勞，婦女節
當天女性乘客搭乘嘉義縣公車處班車一律免費，歡迎全台女性朋友搭車遊嘉義。

嘉義縣政府今天發布新聞稿表示，3月8日女性乘客搭乘嘉義縣公車都不用錢，如果
已購買當天嘉義往阿里山、奮起湖、達邦線預售車票，請提早退票，3月8日當天不能退款
、退票，換取免費乘車優惠。

縣府表示，阿里山花季3月10日開始，目前從阿里山公路沿途到阿里山國家森林遊樂
區都可以欣賞到綻放的櫻花，歡迎大家來嘉義遊玩。

縣府提醒旅客，目前搭乘公共運輸仍須全程戴口罩，車內及候車空間未能保持社交距
離情況下，禁止飲食。公車處車輛每天出車前都會針對門把、欄杆、座椅扶手等旅客經常觸
摸處進行消毒與擦拭，提供安全舒適的服務，歡迎民眾踴躍搭乘。

台學生提案登國際太空站台學生提案登國際太空站 若田光一操刀水渦實驗若田光一操刀水渦實驗
日本籍太空人若田光一今年日本籍太空人若田光一今年11月在國際太空站月在國際太空站（（ISSISS），），操作操作 「「零重力條件下水渦零重力條件下水渦

」」 （（The Water Vortex in Zero Gravity ConditionThe Water Vortex in Zero Gravity Condition））實驗實驗，，提案者為台灣國立中央大學提案者為台灣國立中央大學
太空科學與工程學系學生蔡志群太空科學與工程學系學生蔡志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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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山東同鄉會於本月美南山東同鄉會於本月2525日日 召開召開20232023年年會的新聞發布會年年會的新聞發布會
參加者包括同鄉會理事們參加者包括同鄉會理事們、、新聞記者及各界朋友新聞記者及各界朋友

（本報訊）2023年2月25日，美南山東同鄉
會召開了2023年年會的新聞發布會，參加者包括
同鄉會理事們、新聞記者及各界朋友。

新聞發布會由美齊榮譽會長主持，首先發言
的是孫建義會長，他感謝所有同鄉會理事們的辛
勤工作，為年會所作的無私付出。為了這次美南
山東人的年度聚會，孫會長發揮了一個優秀企業
家和團隊負責人的領導力、並且在國內進行大力
宣傳，獲得巨大反響及對年會的支持與讚助。

作為晚宴籌備的秘書長，顧國偉常務副會長
運籌帷幄，2個月前就已開始領導各工作團隊夜以
繼日地工作。顧博士介紹了同鄉會的悠久歷史，
不斷壯大的昨天，朝氣蓬勃，充滿凝聚力和向心
力的今天，展望了同鄉會似錦前程，更上一層樓
的明天，鼓勵大家再接再厲，再創輝煌。顧副會
長特別介紹了年會的幾個首創亮點，包括全體理
事在大屏幕的滾動介紹中閃亮登場，為贊助商製
作精彩視頻，大屏幕隨機取號進行抽獎。

美齊榮譽會長是這次年會的策劃人和舞台總
監。她介紹說：年會分為4個環節，5點到6點是
來賓簽到和聯誼，6點到7點30 進行年會理事會
環節， 7點30到9點進行娛樂演出， 穿插抽獎和
拍賣，第一次是在聯誼期間，第二次是在娛樂演

出期間。本次年會獎品豐厚，有幾百元的現金獎
，65寸彩電，Ipad、掃地機器人，家用電器、中
國產珍貴老參、精美瓷器、600美金的美齒禮券,
完整修車廠提供的汽車維修卡, 總價值近萬美元。
美齊特別介紹在5點45分到6點之間進行的第一
輪抽獎，按時入場的賓客將有機會獲得豐厚獎品
，其中包括200美元的紅包，並參加第二輪抽獎，
開創社區活動之先河。

江岳副會長是年會節目總導演。他精心選擇
了有山東特色的節目搭配美國流行形式，眾多山
東老鄉屆時將一展專業才藝。

王琦副會長和徐洪斌監事長介紹了晚會的用
菜，兩位親自與飯店協商，盡量讓晚宴菜餚展現
魯菜風味，屆時還有零食和精選紅葡萄酒，讓來
賓們吃好喝好。杜曉月理事介紹了廣告贊助的情
況，今年的讚助企業大力支持，數百到數千美金
不等，顯示了山東同鄉會的實力、人脈及各界的
支持。為了感謝這份厚愛，珍妮查理事作為沃爾
森傳媒負責人給500美元以上贊助提供視頻拍攝。
專業團隊更好地體現了同鄉會的的專業化，科技
化，並首創企業與同鄉會雙贏的模式。來自好氏
食品的冠名贊助商Jason 也到場致辭，並祝愿我
們的年會圓滿成功。於海泉理事介紹年會接待小

組，前台登記，佩戴鮮花，由山東帥哥美
女引領嘉賓入座的安排工作。

“牡丹王子”江宜喬畫家致辭時表示
，他將在現場表演並捐出作品用於年會拍
賣。中國人活動中心執行長方一川博士及
僑領鄧潤京分別登台，祝福年會圓滿成功
。 AM1050時代華語廣播電台主持人陳瑩
作為媒體代表發言，表示將以滾動播出、
多形式覆蓋的方式增加年會的宣傳力度，
讓社會各界和老鄉更好地了解同鄉會和年
會。

最後，豐建偉永久會長做了總結髮言
，談到三年疫情期間年會暫停，疫情后理
事們萬眾一心，為了年會的成功付出了很多很多
。豐醫生透露了市長特別為同鄉會製作了視頻屆
時將在在大屏幕上播放，議會議員也會來參加。
豐醫生說同鄉會的成功離不開老會長們的帶領，
而年輕會長、理事的成長也讓山東同鄉會繼續在
主流化、公益化、專業化等方向上邁進，讓現場
氣氛嗨到最高點。

美南山東同鄉會年會將於3月19日晚5點在
Lambo 宴會廳舉行，預祝圓滿成功！地址：
6159 Westheimer Rd, Houston, TX 77057

購票信息：普通票價50。售票聯繫人：美南山東
同鄉會-冀慎通 （Justin Ji ）。微信： Jus-
tin991642512 ；郵件是 jishentong@gmail.com
(chase quick pay)；電話：8323637588（Zelle)
。發短信或者Email 註明：2023 山東同鄉會年會
，9:00am -9:00pm。實際付款後， 會有確認短信
。年會當天找Justin 領取入場劵。報名截止日期
3/5，名額有限先到先得 。參會資格, 不能轉讓，
3/5 前可以退款。

自 去 年 二 月
廿四日俄羅斯總
統普京宣佈對烏
克蘭開展“特別
軍事行動”，實
際是俄羅斯以強
國入侵烏克蘭已
持續整整一年。
當前，雙方都處
在“談不了、打
不贏、退不得”
的僵局，痛苦的
拉鋸戰和消耗戰

還將持續，並有繼續升級、外溢的風險。
近日，俄羅斯和美西方陣營之間愈發劍拔弩

張。本月廿一日，普京發表俄烏衝突以來首次國
情咨文，強調西方不可能在戰場上打敗俄羅斯，
並宣佈俄暫停履行《新削減戰略武器條約》這一
旨意在於削減美俄核彈頭及載具數量的條約。廿
三日，普京在祖國保衛者日發表視頻講話稱，俄
羅斯將繼續優先加強國防能力，繼續為部隊提供
最先進武器裝備，繼續加強“核三位一體”力量
。

美西方陣營也毫不示弱。二十日，美國總統
拜登突訪基輔，重申對烏支持，並承諾提供約五
億美元額外援助。次日，拜登在波蘭首都華沙發
表言辭激烈的演講，稱俄羅斯永遠不會在烏克蘭
勝利，更十次點名普京。此前，美國副總統哈里
斯在慕安會上首次宣稱俄羅斯犯下“反人類罪”
，並揚言俄領導層要被“追責”。

除了嘴上鬥狠，俄羅斯與美西方在烏克蘭動
作不斷。烏總統澤連斯基近日表示，外界預計的
俄軍春季攻勢已經開始，俄軍已從數個方向發起
攻擊。美《外交政策》網站稱，烏軍方估計俄已
經為新一輪攻勢準備好一千八百輛坦克、三千九
百五十輛裝甲車、二千七百套火炮系統、八百一
十套蘇聯時代的多管火箭發射系統、四百架戰鬥
機和三百架直升機。烏軍方估計，俄軍此次攻勢
將比去年第一輪更大得多。

北約也加緊向烏克蘭提供裝備。德國政府最
近“鬆口”，宣佈向烏方提供十四輛德製“豹二A
六”主戰坦克，並同意盟友向烏方提供“豹二”
坦克。同日，拜登宣佈向烏克蘭提供卅一輛美製
“艾布拉姆斯”主戰坦克。

美國防部長奧斯汀日前在布魯塞爾與北約國

防部長會晤後表示：“烏克蘭希望創造勢頭……
我們預計他們在春天的某個時候發動進攻。”奧
斯汀還表示，基輔的盟友正在努力確保其擁有裝
甲、火力和後勤保障，以確保攻勢有效。

很顯然，俄羅斯、烏克蘭及其背後的操控者
，都在為新一輪更大攻勢做準備。聯合國秘書長
古特雷斯近日警告，俄烏衝突進一步升級可能意
味着，世界正走向一場“更廣泛的戰爭”。

為了實現從軍事上打敗俄羅斯，或者大幅削
弱俄羅斯實力，令其淪為無力左右全球發展的中
等強國的目的，拜登政府正在進行一場“豪賭”
，把烏克蘭乃至歐洲所有國家的安全，都押到了
打敗俄羅斯這一核大國的目標上。這無疑會大大
增加核戰爭風險，因為有核大國的軍事衝突，不
可能放棄動用手中所有武器的可能性，也包括核
武器。

歐洲輿論認為，如果西方試圖徹底擊敗和羞
辱俄羅斯，普京可能會動用核武，而這將給所有
人帶來災難，美國也將難逃一劫。

（（政海楓聲政海楓聲））更大戰爭風險在眼前更大戰爭風險在眼前 楊楚楓楊楚楓

「「美南山東同鄉會美南山東同鄉會」」 永久會長豐建偉醫師永久會長豐建偉醫師（（右二右二））作總作總
結發言結發言。（。（右起右起））會長孫建義會長孫建義、、山東同鄉會全美會長李山東同鄉會全美會長李
莉穎莉穎、、 「「美南山東同鄉會美南山東同鄉會」」 前會長美斉前會長美斉、、常務副會長顧常務副會長顧
國偉國偉。（。（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

所有出席美南山東同鄉會新聞發佈會的貴賓所有出席美南山東同鄉會新聞發佈會的貴賓、、工作人員與該會會長工作人員與該會會長、、理理
事們合影事們合影。。

美南山東同鄉會出席新聞發佈會的會長美南山東同鄉會出席新聞發佈會的會長、、理事們合影理事們合影。。

出席新聞發佈會的會長出席新聞發佈會的會長、、理事在觀眾席理事在觀眾席（（前排左起前排左起 ）） 「「美美
南山東同鄉會南山東同鄉會」」 前會長房文清前會長房文清、、 「「中國人活動中心中國人活動中心」」 執行執行
長方一川長方一川、、 「「美南山東同鄉會美南山東同鄉會」」 孫建義會長孫建義會長、、顧國偉常務顧國偉常務
副會長副會長、、好氏食品冠名贊助商好氏食品冠名贊助商JasonJason。（。（記者秦鴻鈞攝記者秦鴻鈞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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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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