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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圈旺鋪全⾯招商

JOSIE LIN,CCIM

當地時間2月28日，美國總統拜登提名華裔女官
員朱莉·蘇擔任勞工部長，接替近日辭職的馬蒂·沃爾
什。如果提名獲國會參議院批准，她將成為拜登政府
首位華裔內閣部長。這也是拜登政府兩年來，首次就
內閣部長級官員做出人事調整。她精通普通話和西班
牙語，將成為繼趙小蘭之後美國第二位華裔勞工部長
。

拜登在聲明中評價稱，朱莉·蘇是一位經驗豐富
的領導者，她將繼續為美國民眾提供公平的工作回報
，為他們提供獲得成功的平等機會。在擔任勞工部副
部長期間，朱莉·蘇幫助避免了一場全國性的鐵路大
罷工，並在改善就業歧視方面做了不少工作。

目前，54歲的朱莉·蘇擔任美國勞工部副部長，
她被提名接替沃爾什擔任勞工部長，沃爾什將離開美
國政府，負責職業冰球運動員工會。在2021年勞工
部副部長的提名投票中，她的提名以50票支持、47

票反對的結果獲參議院批准通過。
朱莉·蘇目前離異，前夫是美國洛杉磯縣高等法

院法官埃爾南·維拉，兩人育有兩個女兒麗梅·蘇·維
拉和安寧·蘇·維拉，目前都在上大學。

白宮履歷顯示，朱莉·蘇精通普通話和西班牙語
，她在斯坦福大學獲得文學學士學位，在哈佛法學院
獲得法學博士學位。

朱莉·蘇是極受尊重的工人權益律師，支持那些
和大公司鬥爭的人。然而，擔任勞工部長後，她也面
臨不少挑戰，雖然擁有豐富經驗，任內也制定許多法
案計劃，但由於她的管轄領域是最敏感的勞資關係，
也讓她從加州勞工廳長提名到如今入閣提名案，都遭
遇工商團體強力抵制，但工會與勞工組織力挺她到底
。上任後，她該如何處理新冠疫情后的美國勞動市場
亂象，都將成為她無法迴避的挑戰之一。

拜登提名 繼趙小蘭之後第二位華裔勞工部長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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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Sunday night, my wife and I
(her last name Is Gee) participated in
the Gee’s family dinner. Nearly 400
family members and guests gathered
together. The lion dance and the sound
of gongs and drums kicked off the
atmosphere of food and joy.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that still existed in
American society was also aroused
with infinite signs of joy in their hearts.

Nearly one hundred years ago, the
Gee family was the first group that
moved to San Antonio, Texas. Their
parents gave them a good education
and later they became very successful
in many fields.

There were many politicians and
business people from the mainstream
society who attended the banquet that
night, including university professors,
judges, a congresswoman, city
councilman and diplomats. Everyone
tasted delicious Chinese food and gave
red envelopes to the lion dancers.

Recently, the Texas Senate has
been considering a bill to ban Chinese
from buying Texas land. This is simply
ridiculous. Tonight of the people who
attended the party, most of them are
citizens, but they never forget their
roots and being Chinese Americans

0202//2828//20222022

Gee Family Spring DinnerGee Family Spring Dinner

週日晚上參加了休斯敦朱沛國堂之春宴大會，近四百位中外
賓客集聚一堂，在鑼鼓聲中之舞獅打開了序幕。美食和歡樂氣氛
中，更顕現了華人在美國社會仍然存在的文化底藴，心中也掀起
無限之感慨。

近百年前，朱氏兄弟從父執輩就遷居到德州聖安東尼市，但
是由于上一代對子女教育之重視，他們之中不但讀了大學，而且

不乏之名牌的萊斯大學
， 學成後都在各行各業
有非常卓越之表現。
當晚參加朱氏春宴的

有許多主流社會之政商
名流， 包括大學教授、
法官、國會議員、市議
員、外交使節，大家在
非常悅愉之春宴席上品
嗜美食， 並為舞獅送上
紅包， 許多老外更穿上
旗袍， 顕出了濃濃的中
國味。
最近徳州參議員正在

考慮提出反對華裔在德州購票土地之法案，這簡直是無比荒唐之
事，席間我曾就此事請教了白人賓客，他們也覺得不可思議，今
晚我參加了這個非常有華人風格之春宴，他們之中多半已經是美
國人，但是確不忘記自己的根，這真是太难得和可愛了。

朱沛國堂春宴之感想朱沛國堂春宴之感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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擇善固執、自我自大的芝加哥女市長
洛瑞•萊特富特在有多達8名挑戰者激烈
的選戰中不幸名列第三敗北, 無法連任, 將
由排名第二和第三的芝加哥公立學校前首
席執行官保羅瓦拉斯和庫克縣專員布蘭登
約翰遜於4月初再決高下, 這標誌著該城市
市民首次讓一位現任的市長無法在參選連
任時順心如意, 對她的打擊可想而知。

芝加哥市長選戰詭譎多變,充充滿了挑
戰, 四年前此時, 芝加哥市長選戰有多達14
位參選人. 芝加哥市民選出了兩位非洲裔女
黑人萊特芙特與卜瑞科溫可成為優勝者，
由於他們兩人得票未過半，必須一對一PK
對決, 結果萊特富特勝出，而成為第一位芝
加哥黑人同性戀女市長，徹底顛覆了芝加
哥歷史。

萊特富特四年前出線有些讓人意外，
她原本知名度不高，她是前聯邦檢察官和
警察委員會主席，在那場歷史性的競選中
擊敗對手的主因是清廉形象，她是沒 有前
科的改革派候選人，而其他對手多與腐敗
聯繫，所以她獲得芝加哥太陽時報背書支

持，隨著進入決選，LGBTQ委員會一致同
意將她提升為Spotlight背書，獲得而了額
外籌款支持，超越擔任庫克郡女郡長的卜
瑞科溫可而勝出。

但是在經過四年的執政,由於受到了新
冠疫情的影響, 萊特富特的種種施政方方正
正,手腕不夠圓融, 因而眾叛親離, 原本強力
支持他的人,不是出馬來與他競爭,就是轉向
支持其他的參選人, 在四面楚歌之下, 參與
選獲勝機率其實並不大, 但她依然孤芳自賞
,不可一世,在這一次選戰中充滿了負面攻擊
，參選人在種辯論中互撕互罵，瀰漫腥風
血雨，她當然她成為眾為失之地，嚴厲批
評指責她對忽視了對社區的衡投資，以及
對社會服務支出的缺失，加上黑槍暴力猖
獗，社區治安不佳,讓選民十分唾棄他的領
導團隊，民間聲望再創下歷史新低, 當宜稱
保證將成為整個芝加哥市長的保羅瓦拉斯
上個月正式獲得主流媒體芝加哥論壇報的
強力支持背書後，萊特富特顯然大勢已去
，經過市長選舉落敗後政治生命從此終結
矣！ ( 執筆於巴黎)

中國在俄烏戰爭的角色，深深影響歐盟與北京關係。專家們
今天在歐洲議會一場公聽會指出，中俄之間比歐洲所想還密切，
雖不完全互信，但因現實互相需要而綁緊，且戰事拉長、拖住美
歐，對中國有好處。

中國政府提出12點對俄烏戰爭的立場，被美國及歐盟視為
表面工夫，同時美國也釋出情資指北京可能援俄致命性武器，令
中國的真實角色更受關注。歐洲議會（European Parliament）
安全與防衛次級委員會（Subcommittee on Security and De-
fence）今天邀專家舉行公聽會，探討中俄軍事合作及影響。

該委員會主席洛瓦索（Nathalie Loiseau）首先指出，2014
年俄羅斯入侵克里米亞（Crimea）以來，中俄軍事交流愈來愈
密切，包括去年9月聯合軍事演習還擴大到白俄羅斯及印度也參
與，對歐盟安全帶來疑慮。

國際戰略研究所（IISS）的中國國防政策與軍事現代化高級
研究員溫玫雅（Meia Nouwens）表示，目前從公開管道尚無法
取得中國援助俄國武器的證據，但兩國從武器貿易到科技研發、
演習、混合戰等軍事領域早有密切往來。

例如2017至 2021年中國戰機有54%來自俄國，2003到
2022年中俄聯合軍演有半數集中發生在過去7年，尤其在南海
及印太區域。她認為這些軍演使中國能從更有戰爭經驗的俄國學
習，而且中國逐漸在聯合軍演中扮演更多主導角色。

此外中俄在太空、早期預警系統等領域的研發有合作，兩國
國營媒體簽有內容分享協議，利於彼此協作不實訊息的資訊戰。
溫玫雅提醒不只是俄烏戰爭中看到的中方協助俄國宣傳，俄國長
期也在幫中國對外操作資訊。

布魯塞爾荷語自由大學（VUB）安全
戰略學者培索娃（Eva Pejsova）則從地
緣政治角度分析，中俄愈走愈近，帶來一
個更分極化的新時代， 「中俄關係比我們
想的還要深，不論他們是否有足夠互信，
當前他們極度需要彼此。」

她並指出，中國日益威脅東亞局勢，
讓日、韓等區域內國家感到不安，也為歐
盟帶來更多元的安全議題合作夥伴，例如
波蘭與韓國提高軍事合作（按：去年波蘭
宣布採購1千輛韓國坦克）。

卡內基國際和平研究院（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高
級研究員加布耶夫（Alexander Gabuev）
也認為中俄之間雖有矛盾和競爭，例如中
國從俄國取得製造武器的技術，但現實需求把他們綁在一起。

在西方制裁下，他分析中國除了提供俄國能源等產品出口市
場、金融支付系統、軍民兩用產品零組件和科技產品，俄國資深
官員並相信中國愈強大對俄國愈有利，因為可拉下美國。

與會學者都認為北京若公開提供俄國武器，將違反中國不介
入他國內政的長期外交原則，也會傷害中國目前極力想塑造的調
停者形象。但培索娃與加布耶夫都認為，讓美國分心處理俄烏戰
爭對中國有很大好處。 「中國在印太地區會更有餘裕，軍事、
經濟等更有發展空間，」 培索娃說。

加布耶夫說： 「中國會期待兩方膠著，戰爭持續幾年，烏克

蘭不會獲勝但仍維持為一個主權國家。」 他也指出中俄間的軍火
交易難以追查，不僅雙方會極力隱藏，且交易使用人民幣、中俄
邊界又如此長，無需經由他國。

綜合專家意見看來，表面提倡和平、暗地確保俄國軍事挺得
住，可能最符合中國戰略利益。

北京端出一個空泛口惠的和平立場，在加布耶夫看來，對南
半球國家和其他開發中國家很有宣傳效果， 「中國把自己放在一
個唯一拿出和平計畫的大國位置」 。

因此，他認為揭露中國可能軍援俄國的情報，包括中國企業
提供關鍵零組件給俄國，非常有助於反制中國的論述。

表面倡和暗地援俄 專家：中國樂見俄烏戰拖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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錢數到手軟
沙特2022年石油收入達3260億美元

綜合報導 沙特統計總局公布的數據顯示，2022年全年，沙特賺取

了高達3260億美元的石油收入。

作為全球最大原油出口國，石油出口占到沙特總出口的70%以上。

自去年年初俄烏戰爭爆發後，油價壹路上行，上半年飆升至每桶100美

元以上。盡管在去年底油價跌至每桶80美元左右，令沙特最近幾個月的

收入有所下降，但還是為沙特創下了史上第二高的年度石油收入，這也

是自2015年王儲穆罕默德· 本· 薩勒曼執政以來，沙特取得的最高石油銷

售收入。

許多經濟體因通脹壓力和能源價格飆升而陷入困境，但高油價助力

沙特2022年錄得8.7%的GDP增長，冠絕所有G20國家。

據沙特統計總局數據，中國、日本和印度是沙特2022年12月的主要

出口貿易夥伴。

中國海關公布的數據顯示，2022年，沙特是中國最大的石油進口國

，累計進口8749萬噸原油，平均於175萬桶/日，超過了俄羅斯對中國的

出口量（8625萬噸，平均於172萬桶/日）。

得益於石油收入的增加，沙特還實現了近10年來的首次年度預算盈

余。分析師認為，沙特需要每桶75-80美元的油價來平衡預算。

更多的現金，也將帶給王儲穆罕默德· 本· 薩勒曼更大的自由，以推

動他實現沙特經濟多元化的願景。沙特官員曾多次表示，沙特希望利用

其在能源上的收入，加速發展有助於擺脫對石油依賴的項目。

量子計算國際最新研究：
向可擴展量子糾錯進展更進壹步

綜合報導 國際著名學術期刊《自然》最新發表壹篇量子計算

論文，研究者演示了隨著糾錯規模增加錯誤率降低的量子計算，這項研

究工作意味向可擴展的量子糾錯進展更進壹步，以使量子計算機達到足

夠低的錯誤率，從而運行可用的量子算法。

該論文介紹，量子計算機和經典計算機壹樣，容易發生其背後物理

系統“噪音”(或幹擾)導致的錯誤；實現其潛能需要降低錯誤率。壹種

量子糾錯方法是用糾錯碼(error-correcting codes)，使用壹組物理量子位(

量子信息單位，相當於經典計算機的比特)形成壹個邏輯量子位。這個系

統稱為表面碼邏輯量子位，可以檢測和糾正錯誤而不影響信息，但擴展

這樣的系統意味著操作更多量子位，這可能引入更多邏輯錯誤。為使邏

輯性能隨著編碼規模增加而改善，總體的糾錯需超過增加的邏輯錯誤。

在本項研究中，谷歌“量子人工智能”(Quantum AI)團隊展示了壹

種邏輯量子位表面碼，可以在系統規模增大時降低錯誤率。他們建造了

壹個72個量子位的超導量子處理器，用兩種不同表面碼進行測試：壹種

稱為distance-5邏輯量子位(基於49個物理量子位)和壹種較小的distance-3

邏輯量子位(基於17個物理量子位)。較大表面碼展現出能夠實現更好的

邏輯量子位性能(每周期2.914%邏輯錯誤)，優於較小的表面碼(每周期

3.028%邏輯錯誤)。

該研究團隊總結指出，今後還需要更多研究來實現有效計算所需的

邏輯錯誤率，但他們最新完成的這項工作展示了量子計算未來開發的基

本要求。

探測火星生命有何挑戰？
國際研究稱當前部署科學儀器靈敏度不夠

綜合報導 施普林格· 自然旗下學術期

刊《自然-通訊》最新發表壹篇天文學論文

指出，作為探測火星生命面臨的壹項挑戰

，當前火星上部署的科學儀器，可能達不

到在火星環境下發現可能生命跡象的靈敏

度。

該論文介紹，自1970年代啟動“維

京”(Viking)任務以來，人類為尋找火星上

的生命跡象壹直在反復嘗試。如今，半個

世紀後，美

國 宇 航 局

(NASA) 的

“好奇號”

和 “ 毅 力

號 ” 火 星

車也只能發

現含量很低

的簡單有機分子。這些結果引出了壹些

疑問：當前設備的水平或是火星巖內部

物質的特性是否限制了人們找到生命證

據的能力。

論文通訊作者和第壹作者、西班牙天

體生物學研究中心和智利自治大學生物醫

學科學研究所阿瑪多· 阿祖亞· 布斯托(Ar-

mando Azua-Bustos)與合作者壹起，測試了

當前與先進實驗室設備壹起或可能送上火

星的儀器，使用它們分析了來自“紅石”

(Red Stone)的樣本。“紅石”是位於智利

阿塔卡馬沙漠壹個河流三角洲的沈積物化

石遺存。這些沈積物是在1.6億-1億年前極

度幹旱的條件下形成的，與“毅力號”正

在火星上研究的耶澤羅隕擊坑具有相似的

地質學特性。

論文作者利用高靈敏度的實驗室技術

，發現了已滅絕微生物和現生微生物的混

合生物特征。微生物培養和基因測序結果

顯示，這些DNA序列中有很多主要來自

無法辨認的“暗微生物組”，其大部分

遺傳物質來自從未描述過的微生物。不

過，對火星上在役檢測儀器的分析顯示，

這些設備幾乎無法在檢測限探測到分子化

石特征。

《自然-通訊》同期發表同行專家的

“新聞與觀點”文章指出，如果數十億

年前火星上確實有過生命，就會存在低

水平的有機質，而這次研究結果表明，

火星上當前使用的技術很難或是不可能

檢測到這麼低水平的有機質。該觀點文

章還強調了將樣本帶回地球的必要性，

因為這樣才能得出火星上是否曾有生命

的最終結論。

菲律賓批準RCEP協定
經濟發展迎多重利好

菲律賓國會參議院日前正式批準區

域全面經濟夥伴關系協定（RCEP）核準

書，為菲律賓實施RCEP掃清國內最後壹

道障礙。

菲律賓經濟界官員和專家學者認為

，實施RCEP有利於提升菲律賓貿易與投

資自由化和便利化，幫助其更好融入全

球供應鏈，通過區域和全球貿易以及加

大對戰略部門投資推動菲律賓經濟持續

增長，給菲律賓民眾帶來切實利益。

消壁壘 貿易投資更便利
RCEP現有15個成員國，包括中國

、日本、韓國、澳大利亞、新西蘭5國

以及東盟10國，從人口數量、經濟體量

、貿易總額三方面看，均占全球總量的

約30%。2022年1月1日生效實施以來，

RCEP的政策紅利不斷釋放，成為世界經

濟增長的重要亮點。

菲律賓國家經濟與發展局局長阿塞

尼奧· 巴利薩坎表示，RCEP是後疫情時

代促進區域經濟壹體化和拉動菲律賓經

濟增長的強勁引擎。

他說，壹方面，菲律賓批準RCEP將

擴大市場準入、降低關稅，使跨境貿易

更簡便高效，幫助其成為理想的制造和

研發中心；另壹方面，菲律賓將為外國

投資者提供規則更明確、更穩定的營商

環境，有助於菲律賓成為更具吸引力的

投資目的地。

巴利薩坎還表示，在RCEP框架下，

外國企業和菲律賓本土企業強勁的業務

擴張和投資將增加就業機會，進而推動

持續減貧，有助於菲律賓實現2023年至

2028年國家發展計劃的總體目標。

菲律賓財政部長本哈明· 迪奧克諾認

為，RCEP對菲律賓生效後，菲產品將有

更多機會進入更大市場，菲制造商的原

材料來源地選擇範圍將更廣，菲法律、

建築、工程和銀行服務領域的熟練專業

人士和商務人士也有機會前往RCEP其他

成員國從事專業工作。

添動力 為經濟增長賦能
菲律賓參議院議長胡安· 蘇維裏表示

，RCEP將現有區域自貿協定整合為更加

“現代、全面、高質量、互惠互利的經

濟夥伴關系協定”，實施RCEP將有效激

發菲律賓經濟潛力。

菲律賓發展研究院的研究數據顯

示，批準RCEP預計將使菲律賓出口增

長 10.47%，帶動菲律賓實際GDP 增長

2.02%。

“我們必須用好RCEP的優勢。”菲

律賓預算與管理部長阿梅娜· 潘甘達曼說

，RCEP將為民眾帶來更好的機會，有助

於菲律賓實現繁榮。

菲律賓是東南亞重要農產品出口

國，農業發展壹直備受菲律賓人關註。

菲農業部數據顯示，2021年該國約四分

之壹就業人口來自農業領域，超過1000

萬人在農場工作，農業在菲律賓經濟中

占比達9.6%。

巴利薩坎直言，批準RCEP將推動農

業部門提高競爭力和生產力，促使其進

壹步加強自身農業價值鏈。

拓優勢 共享大市場機遇
在當前逆全球化思潮擡頭、世界經

濟復蘇乏力的背景下，中國高質量實施

RCEP將為菲律賓帶來發展新機遇，為亞

太和全球發展繁榮註入新動力。

中國商務部數據顯示，2022年 1至

11月，中國與RCEP其他成員國進出口

總額11.8萬億元，同比增長7.9%，占中

國外貿進出口總額的30.7%。

不少菲律賓專家認為，菲律賓應充

分利用自身在商業和專業服務領域的優

勢，積極把握中國這壹區域經濟合作重

要參與方的市場準入機會。

目前，中菲雙方已經確立農業、基

建、能源、人文四大重點合作領域。以

農業為例，從香蕉、菠蘿、芒果，到牛

油果、椰青和榴蓮，巨大的中國市場正

不斷為菲律賓帶來商機，為當地農戶創

造就業機會、增加收入。

菲律賓“亞洲世紀”戰略研究所副

所長安娜· 馬林博格-烏伊說，在RCEP機

制和框架下，菲律賓農戶可借助更優惠

、更便利的貿易安排，將產品出口到中

國市場。

歐委會要求工作人員卸載TikTokTikTok
TikTok發言人：已澄清事實

綜合報導 出於所謂數據保護方面的

考慮，歐盟委員會已要求該機構工作人員

從工作設備以及使用工作應用程序的個人

設備上卸載TikTok。

據報道，歐盟委員會當天通過電子郵

件向其工作人員傳達了卸載TikTok的要求

：“為了保護（歐盟）委員會的數據並提

高網絡安全，歐盟委員會已決定在工作設

備以及使用工作應用程序的個人設備上卸

載TikTok。”英國廣播公司（BBC）報道

稱，歐盟委員會的工作人員被要求不遲於

3月15日刪除TikTok。對於那些在截止日

期前沒有遵守規定的人，相關設備上的工

作應用程序將不再可用。

據美國“政治新聞網”報道，歐盟委

員會表示，這是該機構第壹次暫停其工作

人員使用某款應用程序。歐盟委員會的發

言人表示，這是“仔細分析”的結果，但

他們拒絕透露導致他們得出該應用程序對

歐盟委員會構成重大網絡安全和數據風險

的信息。法新社稱，歐洲議會23日表示，

它正在“監控和評估與該應用相關的所有

可能的數據泄露”，並將在提出建議前考

慮歐盟委員會的評估。

對於歐盟委員會的決定，TikTok發言

人回應稱：“我們對這壹決定感到失望，

我們認為該決定是被誤導的，並且基於根

本性的誤解。我們已經聯系歐盟委員會澄

清事實，並解釋我們如何保護每月訪問

TikTok的歐盟1.25億用戶的數據。”

壹段時間以來，美國壹直走在打壓

TikTok的前列。該國政客頻繁以“國家安

全”為借口，要求限制該款應用程序在美

國的使用。據“政治新聞網”報道，美國

去年12月已禁止在所有聯邦政府的設備上

使用TikTok，從那以後又有多個州通過了對

該應用程序的全面或部分禁令。雖然尚未有

歐盟國家政府效仿美國的做法，但據英國

《衛報》報道，包括荷蘭在內的壹些國家正

在評估是否對政府工作人員使用TikTok實施

限制。“德國之聲”引述歐盟委員會發言人

的話稱，決定要求工作人員將TikTok從手機

中刪除並非受到美國的壓力。

不過，通信技術專家項立剛告訴記者，

歐盟委員會推出這壹禁令就是跟著美國走，

代表著壹種政治態度。沒有任何證據、任何

信息表明TikTok影響網絡安全，泄露用戶隱

私，就因為是中國人創辦的企業，所以要限

制打壓，不允許美國和歐盟的民眾使用這款

廣受歡迎的社交軟件。這既顯示出西方的傲

慢，也暴露出它們的自卑。“西方可以自己

做個好應用，與中國展開公平競爭。”

近段時間以來，TikTok就網絡安全問

題與歐盟進行了多輪溝通，不僅承諾將繼

續刪除有害內容和虛假信息，而且公開報

告其采取的所有行動措施。為了減少歐盟

各國對TikTok的擔憂，該公司還宣布，它

正考慮在歐洲再開兩個數據中心以存儲本

地用戶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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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美國

美國眾院外委會昨天一口氣通過8部挺台
抗中法案，今天再加3部，授權禁TikTok、成
立抗中國惡意影響力基金及制裁涉入中國偵
察氣球計畫人士。其中一部法案納入修正案
，支持台灣參與ICAO。

眾院外委會2月28日舉行118屆國會首
場工作會議，排定審議11部挺台抗中法案，
其中8部兩黨較具共識的法案獲通過，包括要
求美國國務卿定期檢視對台交往準則的 「台
灣保證實施法案」 （Taiwan Assurance Im-
plementation Act）。

外委會今天上午再次召開會議，續審
「嚇阻美國科技敵國法案 」 （Deterring

America’s Technological Adversaries Act）
、 「對抗中國惡意影響力基金授權法案」
（Countering the PRC Malign Influence
Fund Authorization Act）及 「捍衛領空主權
法案」 （Upholding Sovereignty of Airspace
Act）等3部剩餘法案。

民主黨人對前兩部法案頗有異議，尤其
是授權總統全面禁止中國短影音平台TikTok
、其母公司字節跳動（ByteDance）的 「嚇阻
美國科技敵國法案」 ，認為當中二級制裁範
圍過於廣泛，恐波及未造成國安隱憂的企業
。

前美國總統川普任內曾試圖禁用TikTok
，但屢遭法院阻擋，理由是禁令違反 「國際
緊急經濟權力法」 （International Emergen-
cy Economic Powers Act，IEEPA）限制。

IEEPA授權總統調整商業政策的權力，以
應對威脅美國的國家緊急狀態，但其中一項
條文禁止美國政府限制訊息自由傳播，包括
電子資訊。 「嚇阻美國科技敵國法案」 欲將
敏感個資排除在此範疇外，讓總統拜登（Joe
Biden）得以對TikTok祭出禁令。

除TikTok外，若任何外國法人或自然人
被認定協助中國從事監控、言論審查、情蒐

、干預美國或台灣等民主盟友選舉，抑或是
試圖影響美國政策，總統也能予以制裁。

值得注意的是，在知情情況下提供上述
主體財務、材料或技術協助，或被其所控制
或所有的法人或自然人，也可能連帶被制裁
。

民主黨人提出多項修正案，欲限縮制裁
範圍。但由共和黨主導的外委會今天利用多
數優勢，將其一一擋下，再順利以24票贊成
、16票反對的票數把法案送出委員會。

針對 「對抗中國惡意影響力基金授權法
案」 ，法案授權於2023至2027年間，每年
撥款3億2500萬美元作為 「對抗中國惡意影
響力基金」 。

眾院外委會民主黨首席議員米克斯
（Gregory Meeks）試圖將金額上修至4億美
元，但由於金額超出撥款委員會允許的門檻
，修正案未獲通過。法案按原版本送出外委
會。

至於今天也獲通過的 「捍衛領空主權法
案」 ，法案依全名起首字母簡稱為 「美國法
案」 （USA Act），授權美國總統對 「直接管
理及監督中國全球偵察氣球計畫」 的中方人
士祭出制裁，可動用措施包括凍結在美資產
、不予核發簽證、不准入境、註銷現行簽證
等。

共和黨籍的眾院外委會亞太小組主席金
映玉（Young Kim）提出修正案，支持台灣參
與國際民航組織（ICAO）會議與活動。

法案提案人米克斯雖主張 「美國法案」
與台灣不相關，予以反對，但修正案今天仍
獲多數共和黨人支持，以25票贊成、15票反
對的票數獲採納。

外委會今天通過的法案，接下來將送交
眾議院院會審議，獲眾、參兩院通過後才能
遞交總統簽署後生效。

美眾院外委會通過法案 挺台入ICAO授權禁TikTok

路透社1日引述4名美國
官員及其他消息人士指出，
美國正就如果北京在俄烏戰
爭中軍援俄羅斯一事，試探
盟友對中國大陸祭出新制裁
的看法，不過目前尚未達成
廣泛共識。報導評論，華府
面臨的一大挑戰在於中國經
濟已完全整合進歐洲、亞洲
等經濟體，主要盟國德國與
南韓都不願疏遠北京。

目前美方與盟友的磋商
仍處於初期階段，華府的目
標主要在爭取七大工業國集
團（G7）盟友支持，現階段

尚不清楚華府將祭出哪些制
裁措施。

消息人士透露，拜登政
府對抗中國援俄的初步動作
包含在涵蓋財政部等官方、
外交層級進行非正式接觸。

目前美國官員正就可能
對北京採取的行動與核心國
家集團進行磋商，這些國家
在俄烏戰爭期間大力支持制
裁莫斯科。

針對華府與盟國磋商，
一名匿名盟國官員透露，他
們只見到少量支持北京正考
慮軍援俄羅斯的情資，不過

美國官員表示，他們和盟友
分享了非常詳細的情報內容
。

消息人士透露，目前華
府與盟友的磋商尚未就任何
特定措施達成廣泛共識。

針對美國擬制裁大陸，
報導評論，華府面臨的一大
挑戰是中國已完全整合進歐
洲及亞洲等主要經濟體，使
得美國與盟友的磋商更為困
難，尤其德國與南韓都不願
表態疏遠北京。

針對報導，美國財政部
拒絕回應。

北京援俄美將祭制裁！內幕曝光 外媒揭最大挑戰

路透社今（2）日報導，美國國防部1日宣布，美國國務院已經批准售台價值達6.19億美元
的F-16彈藥及相關軍備。

美國國防安全合作署（DSCA）1日發布聲明表示，我駐美國台北經濟文化代表處要求購買
100枚AGM-88高速反輻射飛彈（HARM）、23枚HARM訓練飛彈、200枚AIM-120先進中程
空對空飛彈（AMRAAM）、26 座 LAU-129 多用途飛彈發射架（LAU-129 Multipurpose
Launchers）等數百枚飛彈、發射器及相關軍備、後勤服務，預估總價達6.19億美元。

聲明指出美國國務院已經批准這起軍售案，軍售案符合美國法律與政策，將能協助接收者防
衛領空、區域安全及與美國的協作能力，但不會改變區域基本軍事平衡。

美宣布售台F16飛彈 批准6.19億軍售案

新成立的美中戰略競爭特別委員會（U.S. congressional select committee on competition
with China）或 「中國事務特別委員會」 舉行了首次聽證會，這一次的主要議題聚焦在人權問題
上。自中國大陸可疑的氣球飛越北美之後，美中關係仍然緊張。委員會主席稱，美中競爭，是攸
關美國生存鬥爭的問題。

據《路透社》（Reuters）1日報導，美國眾議院 「中國事務特別委員會」 主席蓋拉格
（Mike Gallagher）在談到本次聽證會時表示： 「我們希望以注重人權、注重價值觀的議程為主
導，」 他說，他認為首次聽證會是為了說服美國人為什麼應該關心與中國大陸競爭的一部分。與
中國競爭的原因，並 「選擇性」 的讓美國和中國大陸的經濟脫鈎。

蓋拉格在28日（二）的新聞發佈會上說。 「雖然我們稱之為戰略競爭，但它不是一場禮貌
的網球賽。這是一場關於以下問題的生存鬥爭，這是一場關於我們想生活在什麼類型的世界的生
存鬥爭，」

在聽證會之前，蓋拉格舉行了幾次活動，以引起對權利問題的關注。吸引人們對權利問題的
關注，包括25日（六）美國官員所稱，中方在紐約非法的 「警察局」 外舉行的集會。

蓋拉格上週致函聯邦調查局，要求提供有關所謂中方警察哨所的信息。他星期一說，他還沒
有收到答復。但他預計聯邦調查局局瑞伊（Christopher Wray）會向小組成員說明情況。中國大
陸迄今否認在美國領土上經營 「警察局」 。

美中戰略競爭特別委員會首場聽證會稱 「美國存亡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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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針對重點領域提出合作方向中方針對重點領域提出合作方向

糧食和能源安全糧食和能源安全

加強行動協調，維護國際農
產品貿易平穩運行，保障糧
食生產和供應鏈暢通，避免
將糧食安全問題政治化、武
器化。

加強國際能源政策協調，為
保障能源運輸創造安全穩定
環境，共同維護全球能源市
場和能源價格穩定。

海上對話交流和合作海上對話交流和合作

妥善處理海上分歧，攜手
打擊海盜、武裝搶劫等海
上跨國犯罪。

倡導跨境河流上下游國家
積極開展國際合作，通過
對話協商解決相關爭議，
保障跨境河流航運安全。

合理利用和保護水資源，
保護跨境河流生態環境。

反恐

共同打擊所有被安理會列
名的恐怖組織和人員。

推動全球反恐資源進一
步向發展中國家傾斜，
加大發展中國家反恐能
力建設。

反對將恐怖主義與特定國
家、民族和宗教掛鈎。

信息安全信息安全

中方已提出《全球數據
安全倡議》，希望推動
達成反映各方意願、尊
重各方利益的全球數字
治理規則。

共同應對各類網絡威
脅，構建開放包容、公
平合理、安全穩定、富
有生機活力的全球網絡
空間治理體系。

生物安全

共同倡導負責任的生
物科研，鼓勵各利益
攸關方自願採納《科
學家生物安全行為準
則天津指南》。

共同加強實驗室生物
安全能力建設，降低
生物安全風險，促進
生物科技健康發展。

科技領域科技領域

加強人工智能等新興科技領
域國際安全治理，預防和管
控潛在安全風險。

中國已就人工智能軍事應用
和倫理治理發布立場文件，
願與國際社會就人工智能安
全治理加強溝通交流，推動
達成普遍參與的國際機制，
形成具有廣泛共識的治理框
架和標準規範。

外空領域

加強外空領域國際合作，維護以國
際法為基礎的外空國際秩序。

基於國際法開展外空活動，維護在
軌航天員的安全和空間設施的長期
可持續。

尊重並確保各國平等享有和平利用
外空的權利。

堅決反對外空武器化和軍備競賽，支
持談判締結外空軍控國際法律文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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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烏克蘭危機▶
烏克蘭危機全面升級已近一年，局勢走向備受國際關注。中方對衝突不斷加劇甚至導致失
控深感憂慮。危機爆發以來，中國始終立足是非曲直，恪守客觀公正，習近平主席提出
“四個應該”“四個共同”“三點思考”，為緩和局勢、化解危機發揮了負責任、建設性
作用。中國將繼續勸和促談，為政治解決烏克蘭危機提供中國智慧，與國際社會一道共同
推動對話協商，解決各方關切，謀求共同安全。中國敦促有關國家立即停止拱火澆油，停
止向中國甩鍋推責，停止鼓噪“今日烏克蘭，明日台灣”。

秦剛回應熱點話題秦剛回應熱點話題

◀中東問題▶
歡迎並支持包括沙特、
伊朗在內地區國家開展
安全對話，自主搭建符
合地區實際、兼顧各方
利益的中東安全架構。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沖

◀伊朗核問題▶
積極推動恢復伊核全面協
議，維護有關國家正當合
法權益，維護國際核不擴
散體系。

◀朝鮮半島問題▶
堅持並行推進半島和
平機制和半島無核化
進程，均衡解決各方
合理關切，維護朝鮮
半島和平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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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

京報道）“全球安全倡議：破解

安全困境的中國方案”藍廳論壇

21日在京舉行，中國外交部部長

秦剛出席開幕式並發表主旨演

講，宣布中方正式發布《全球安

全倡議概念文件》。文件指出，

要促進大國協調和良性互動，推

動構建和平共處、總體穩定、均

衡發展的大國關係格局。大國在

維護國際和平與安全上承擔特殊

重要責任。倡導大國帶頭講平

等、講誠信、講合作、講法治，

帶頭遵守《聯合國憲章》和國際

法。堅持相互尊重、和平共處、

合作共贏，堅守不衝突不對抗的

底線，求同存異、管控分歧。

秦剛指出，安全是世界各國

的權利，不是某些國家獨享的專

利，更不應由個別國家說了算。

他說，全球安全倡議服務的是全

世界人民的利益，維護的是全世

界人民的安寧，需要國際社會團

結合作，共同推進。任何國家，

只要願意加入全球安全倡議，我

們都歡迎；只要真心維護世界和

平與發展，我們都支持。

秦剛：安全不應由個別國家說了算
中國發布《全球安全倡議概念文件》倡促進大國協調良性互動

秦剛表示，當今世界各國面臨史上罕見的多
種風險挑戰，人類社會陷入前所未有的多

重安全困境。“世界需要什麼樣的安全理念、各
國怎樣實現共同安全”，已成為擺在所有人面前
的時代課題。對此，習近平主席鄭重提出全球安
全倡議，堅持共同、綜合、合作、可持續的安全
觀，倡導走出一條對話而不對抗、結伴而不結
盟、共贏而非零和的新型安全之路。倡議體現了
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的核心要義，目前已有80
多個國家和地區組織表示讚賞支持。

安全是世界各國權利 非某些國家獨享專利
中方21日正式發布的《全球安全倡議概念

文件》，闡釋了倡議的核心理念和原則，明確了
重點合作方向和平台機制。秦剛介紹，文件列出
20項重點合作方向，具有鮮明的行動導向，歸

納起來就是：堅定支持聯合國安全治理核心作
用、努力促進大國協調和良性互動、積極推動對
話和平解決熱點問題、有效應對傳統與非傳統安
全挑戰、不斷加強全球安全治理體系和能力建
設。
秦剛透露，中國將適時舉辦全球安全倡議高

級別活動，與各方共商安全大計。他強調，安全
是世界各國的權利，不是某些國家獨享的專利，
更不應由個別國家說了算。全球安全倡議服務的
是全世界人民的利益，維護的是全世界人民的安
寧，需要國際社會團結合作，共同推進。任何國
家，只要願意加入全球安全倡議，我們都歡迎；
只要真心維護世界和平與發展，我們都支持。
秦剛說，中國將堅持五大原則：一是相互尊

重；二是開放包容；三是多邊主義；四是互利共
贏；五是統籌兼顧。

目前，中國是世界上唯一一個將“堅持和平
發展道路”載入憲法的國家。秦剛強調，未來無
論發展到什麼程度，中國永遠不稱霸、不擴張、
不謀求勢力範圍，不搞軍備競賽，始終堅持做世
界和平的守護者。

面對外部打壓遏制 中國將做到“四個堅決”
秦剛指出，中國的發展離不開安全的國際環

境。同樣，沒有中國的安全也就沒有世界的安
全。中國從未主動挑起過衝突或戰爭，從未侵略
過別國一寸土地。但來自外部的對中國的打壓遏
制卻不斷升級，愈演愈烈，對中國的主權和安全
構成嚴重威脅。我們堅決反對一切形式的霸權主
義和強權政治，堅決反對冷戰思維和陣營對抗，
堅決反對任何外部勢力干涉中國內政，堅決維護
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和國際公平正義。

◆21日，“全球安全倡議：破解安全困境的中國方案”藍廳論壇在北京舉行，中國外交部部長秦剛出席
開幕式並發表主旨演講，宣布中方正式發布《全球安全倡議概念文件》。 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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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方21日正式
發布的《全球安全
倡議概念文件》，
闡釋全球安全倡議

的核心理念和原則，明確重點合作方向
和平台機制。接下來，中方還將發布
“關於政治解決烏克蘭危機的中國立
場”，並將適時舉辦全球安全倡議高級
別活動，與各方共商安全大計。外交學
者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指出，針對全
球面臨的種種安全亂象，中國系統性地
提出了中國方案，具有重要積極意義。

中國為和平發嘹亮聲音
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執行院長朱

鋒向香港文匯報指出，當前中國和平發
展面臨着美西方的打壓，所以中國需要
勇於發聲，為全球可持續的和平與安全
發出中國聲音，提出中國方案。

朱鋒認為，雖然美方一再強調其是
在維護所謂“基於規則的秩序”，但事
實上美國的霸權主義、霸凌主義、單邊
主義從來就沒有停止過，中方發布的
《全球安全倡議概念文件》在很大程度
上表明中方要為世界秩序更加公正合理
地進一步往前發展提供中國動力，發出
嘹亮的中國聲音。

值得注意的是，在提出中國方案的同
時，中方以外交行動推動和平與發展。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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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法國、意大
利、匈牙利和俄羅斯，並應邀出席第59屆
慕尼黑安全會議，在中國專場活動上發表
主旨講話，宣介中方倡導的共同、綜合、
合作、可持續的安全觀，闡明中國將始終
堅持走和平發展道路。

沒有安全就談不上發展
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

金燦榮向香港文匯報指出，當今世界一
些地區正經歷着大規模戰爭，世界之
變，歷史之變，時代之變相互交織，全
球安全問題格外突出。世界面臨着和平
赤字、安全赤字、發展赤字、治理赤
字，而安全是根本，從烏克蘭危機更可
看出，沒有安全就談不上發展。

金燦榮強調，中國是維護世界和平
的重要力量。針對全球面臨的種種安全
亂象，中國系統性地提出了中國方案，
具有重要積極意義。

金燦榮指出，美西方唯我獨尊，將
自身安全利益放在別國安全利益之上，
中方此時出爐文件具有一定針對性。目
前，中國的全球安全倡議已有80多個國
家和地區組織表示讚賞支持。這位專家
判斷，中方倡議和文件對絕大多數國家
和人口具有感召力。

◆香港文匯報記者葛沖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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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广告

神州速览

进入2月份以来，一大批
会展信息密集更新：2023 中
国国际建筑贸易博览会、北京
国际美博会（春季）、CCBEC中
国（深圳）跨境电商展、GOFE上
海国际运动时尚潮服展……
吸引着全球客商。

报名大展会、搭建小展
厅；在国内展会摆起展示台、
飞赴国外展会寻找商机——
随着疫情防控措施优化调整
和经济活动的持续恢复，线
下会展活动正迅速升温。

展示产品、结识客户、交流信息、共寻商机——

看，线下会展热闹起来
本报记者 王俊岭

▲近日，第二十届广州国际汽
车展览会在广东省广州市海珠区琶
洲广交会展馆举办，各汽车品牌携
核心产品亮相、发布最新款车型，
吸引众多参观者驻足。

付海燕摄 （人民视觉）

◀日前，2023亚洲运动用品与时
尚展在国家会议中心举行。国内外
220 家展商、360 余个品牌集体亮相，
展览面积达 3 万平方米，涵盖滑雪、
骑行等丰富的户外运动项目。图为
参观者在展会上体验桨板瑜伽。

新华社记者 张晨霖摄

“重启键”“快进键”接续

上海、广州、深圳、东莞……兔年春节过
后，顾家家居股份有限公司内外销的业务团队每
天都刷新着出差的日程表。

对家居行业来说，会展是一个重要的推广渠
道和展示窗口。很明显，顾家家居希望在今年的
春季展会上“大展拳脚”。

“随着各大线下会展按下‘重启键’，顾家家居
负责会展业务的团队人数又回到了 100 人以
上！”顾家家居副总裁刘宏告诉本报记者，为了
更好地满足国内外消费者对于沙发、软床、茶几、
餐桌、功能椅等产品的需求，公司正积极筹划利
用展会推广全新的空间设计方案，并通过即将在
广州琶洲会展中心举办的 2023 广州国际家具博
览会上抢先推介。

“过去是‘卖产品’，现在是‘卖场景’。”在刘宏
看来，会展活动恢复意义非凡：专业观众和普通
市民可以获得一个直观了解企业产品的窗口，采
购商可以通过论坛、演讲、互动等环节加深对企
业整体实力和品牌竞争力的理解。“今年有的忙
了！”刘宏说。

除了报名参加“大展会”，不少自建的“小展
厅”也热闹非凡。

新石器无人车市场副总裁刘明敏介绍：“春
节后上班第一天，我们的‘北京市高级别自动驾
驶示范区无人配送生态空间’展厅就迎来四川资
阳的参观考察团。随后几天，上海浦东新区、浙
江杭州等地政府考察团以及吉林长荣集团、盘古
智库等企业代表也纷纷前来考察接洽。”刘明敏
说，最近，新石器无人车正积极筹备参加大型展
会，以推广最新款X3 Plus型无人车。

企业踊跃参展，行业协会办展组展进入“快
进”模式。

最近，中国通用机械工业协会展览与传媒中
心总经理邱明杰一直在上海与北京之间奔波。第
十一届中国（上海）国际流体机械展3月初将在上
海“四叶草”展馆举办，而邱明杰所在的协会正是
主办方。

“通用机械行业产品与实际场景的结合性较
强。通过参加大型展会，企业可以及时向客户展
示自身产品性能及升级换代情况。”她说，目
前，签约展览面积超 5 万平方米，500 多家参展
商确定参展，其中连续多年参展的老展商占到
75%，展出面积及展商数量均超过上届，展位分
配工作已基本结束。

邱明杰告诉本报记者，办展的目的就是希望
为广大通用机械企业搭建一个新品发布、技术交
流、拓展客户的平台。让企业在参展的过程中，
更好地学习国外同行经验，提升国际竞争力。

“引进来”“走出去”同步

增强国内外大循环的动力和活力，离不开会

展开放程度的提高。从近期情况看，积极变化着
实不少。

外国会展公司来华搭起了舞台——
2月15日至18日，法兰克福展览（上海）有限

公司和中国机械国际合作股份有限公司联合主办
的第 17届 AMS深圳特展将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
举行。展会期间，汽车全产业链约 3500 家企业

“密集碰撞”，共同探索更多新的合作机遇。
“第17届AMS深圳特展，是我们今年在中国

内地举办的首个展览会。此外，1月份，香港国
际文具及学习用品展圆满落幕，收获了不少好评；
2月22日至24日，CCBEC中国（深圳）跨境电商展
也将举行，届时将在占地 8 万平方米的展厅中齐
聚1600家的优质展商，为跨境电商卖家提供一站
式的选品平台……”谈及开年以来在中国举办的
会展业务，德国法兰克福展览集团董事鲍思丰如
数家珍。

鲍思丰对本报记者说，很多企业非常看重中
国市场的潜力。今年以来，德国法兰克福展览集
团在华举办展会的统筹工作开始加速推进，涉及
纺织面料、照明产品、暖通空调技术等多个领
域，希望可以让全球更多企业尽快参与到中国经
济的复苏中来。

中国会展企业把活动办到了海外——
2 月 9 日，一场宣讲会刚刚结束，浙江米奥

兰特商务会展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炳文手机
上申请添加微信好友的推送信息就占满了屏幕。

据介绍，米奥兰特主要以境外自办展为主，
服务的外贸企业广泛分布在纺织服装、家用电器、
3C电子、汽车零配件等多个领域。王炳文告诉本
报记者，从浙江、广东、江苏等几个外贸大省
的情况看，外贸企业出海参会参展的热情非
常高。

“千封邮件不如一次相见。着急加微信的也

是这些外贸企业的负责人。往年同期，我们的咨
询量在 50 至 60 家，今年已经接近 200 家。”王炳
文说，自己以往每天工作8个小时就可以忙完，现
在加班到一两点钟是家常便饭。不少外贸企业都
过来打听会展的排期、参展要求、目标客群等信
息，希望多拓展海外客户。

利用加班时间，王炳文一边加紧梳理各地商
务主管部门和贸促部门对外贸企业参展的最新政
策，一边积极与海外采购商沟通，为“走出去”的
参展客户提供精准“情报”。“尽管当前外贸整体环
境还存在一定压力，但随着会展活动恢复，外贸
走强值得期待。

“好政策”“好服务”更多

会展经济复苏，意味着市场主体更加活跃。
天眼查数据显示，截至 2 月 10 日，全国正常存
续、在册、开业的企业中，经营范围包含“会议及展
览服务”的相关企业约481.6万家。其中，江苏、上
海、山东、广东、浙江、四川、北京等此类存量企业
较多。2023年以来，全国新增此类企业约 6.8万
家，其中2月份前10天新增约1.98万家，比去年
同期增长110.6%。

市场主体活力迸发，背后有政策的持续
支持。

“我们正摩拳擦掌，迎接大大小小的展会！”
广西柳州中建科工会展运营管理有限公司财务人
员杨文颖对本报记者说，过去两年，会展行业是
受疫情影响最严重的行业之一，公司的经营一度

“压力山大”。广西柳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税务
部门依托大数据为纳税人“画像”，及时帮助公
司享受到了国家减税降费的政策红利。“正是
2022年719万元的减免税款，帮我们撑到了线下

会展活动重新热起来的这一天！”
2 月份以来，全国多地密集出台新一轮政

策，推进会展产业加快复苏。四川提出开展“川
行天下”国际市场拓展活动，支持超100场重点国
际性展会和经贸活动，对参加境内外国际性展会
的企业给予支持；湖南明确支持外贸企业赴境外
参展，对企业参加重点境外展会展位费按比例给
予资金支持……

不仅如此，大型会展机构亦积极采取措施，
全力提供优质服务。

记者从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了解到，2023年，
广交会展馆将承接超过百场展会及活动，全年入
场观众有望达 1200 万人次，再创历史新高。其
中，2月到 3月份就将举办展会 31场，展出规模
达120万平方米。

“第 133 届广交会拟全面恢复线下展，展览
面积由过去的 118 万平方米扩大到 150 万平方
米。目前申请展位的企业超过4万家，线下展展
位预计从原来的 6万个增加到近 7万个。”中国对
外贸易中心主任储士家说，主办方将优化展区设
置，增设新题材，凸显贸易升级、产业进步、科技创
新成果。同时，还将增设投资主题论坛，增加广
交会投资促进功能。

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上海）将对 2023 年
举办的展会项目给予一定的激励措施，并参照进
博会服务保障标准，推出展会现场服务、会务服
务、酒店服务等三大类共 37 项创新服务保障举
措，包含活动报批、扶持资金申报、定制化数据
接入、贵宾礼遇等具体举措，全方位提升展会服
务品质。

国家会展中心（上海）董事长孙成海说，目前
各项复展前准备工作已基本就绪，将于 3月 7日
举办首场展会。希望通过促进会展综合体业态联
动，发挥会展经济对产业融合发展的带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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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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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南新聞泉深】2023 年 2 月 28晚上，德克薩
斯鄉村歌手帕克·麥科勒姆（Parker McCollum）在休
斯頓NRG體育館舉行的休斯頓牲畜展和牛仔競技表演
(RodeoHouston)開幕式上登台獻上了自己的獨唱音樂
會。

麥科勒姆生於 1992 年 6 月 15 日，是一位居住在
美國德克薩斯州的鄉村創作歌手。作為帕克麥科勒姆
音樂（PYM Music）的所有者，他於 2013 年發行了
他的第一張單曲，並於 2015 年 2 月 24 日發行了他的
首張全長專輯《石灰石小子》（The Limestone Kid）
，名揚美國歌壇。

但對很多人來說，麥科勒姆是一個剛過30歲、正
在崛起的年輕歌手，卻發行了一些全國排行榜的單曲
和一張主要標籤專輯。他的主要標籤專輯《金鍊牛仔
》（Gold Chain Cowboy)於 2021 年 7 月 30 日發布，
彰顯德州西部牛仔特色。

麥科勒姆自 2013 年以來一直從事音樂創作，在整
個德克薩斯州建立了自己的形象，並最終跨越了德克
薩斯州，打入美國音樂主流。這位在德克薩斯州康羅
（Conroe ）出生的本地人於 2022 年首次亮相休斯頓
牛仔競技表演。在休斯頓牛仔競技場，他是一位真正
的超級巨星，這是他第二次在此登台獻藝，並且排在
首位開場。

麥科勒姆週二晚上在 NRG 體育場為 68,303 名觀
眾揭開了今年賽季的序幕。實際情況是，本週開始時
，這位巨星在康羅的 Raising Cane's 餐廳工作，並在
Post Oak Hotel 的 Oak Room 為小型獨家人群表演，
收入並不豐厚。

就像他去年所做的那樣，麥科勒姆說參加牛仔競
技表演是他一生的夢想，並承認他很緊張，但認為這沒有必要。
現場人群自始至終都很熱情，並熟悉他的歌曲，並隨著許多歌曲
一起合唱。

麥科勒姆說自己的家人也在演出現場，承認家人和他“從消
防站沙龍 （Firehouse Saloon） ”開始自已的音樂生涯，這是
一家於 2020 年關閉的備受推崇的休斯頓小酒館。

他說：“伙計們，週二晚上我感覺很好！這是世界上最偉大
的國家！世界上最偉大的州！世界上最偉大的城市！”

這位
鄉 村

歌手並不張揚，在聲樂方面，麥科勒姆唱了幾首歌來適應現場的
氛圍。他善於了解自己的極限，他從不過度歌唱或過度情緒化，
並且知道什麼時候用更多的情感來改變他的表達方式。

作為詞曲作者，麥科勒姆明智地避開流派陳詞濫調或趨勢。
他說《年輕人的布魯斯》（Young Man's Blues）是他在休斯頓
“最興奮演唱”的歌曲。這首歌是對童年和離家的渴望反思，這
是他對他的出生地康羅鄉村小道 2854 號故里的回憶。

他演唱了三首新歌——《燒掉它》（Burn it Down）、《我
哪兒也不去》（I Ain't Going Nowhere)、《處理你》（Handle
on You）——來自去年 5 月 12 日發行的新專輯《永遠不夠》
（Never Enough）。他的每個音符控制著一個獨特的味道。

他的民謠《我不能呼吸》（I Can't Breathe）和《地獄般的
一年》（Hell of a Year）以及與克里斯·斯特普爾頓 (Chris Sta-
pleton) 合寫的歌曲《喜歡牛仔》（Like a Cowboy）都很出色。
這三首歌都巧妙地跨越了傳統國鄉村和現代鄉村的文化底蘊，這
種平衡可能會很快使麥科勒姆成為每個人眼中的超級巨星。

歌手麥科勒姆揭開牛仔競技表演序幕 稱休斯頓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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