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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報告：：20352035全球半數人過重肥胖全球半數人過重肥胖 兒童兒童、、窮國最嚴重窮國最嚴重
（中央社倫敦2日綜合外電報導）世界肥胖聯盟今天公布最新報

告指出，如果不採取特別行動，預計2035年全球將有超過半數人口過
重或肥胖，尤以兒童及低收入國家的肥胖率竄升最快。

路透社報導，世界肥胖聯盟（World Obesity Federation）今天公
布 「2023年世界肥胖地圖」，預測未來12年內，全球將有51%人口、
超過40億人肥胖或過重。

這份報告也發現，未來幾年預估肥胖人數增加最多的國家，幾乎
全都落在亞洲和非洲的低收入或中等收入國家。

據統計，2020年全球約有26億人屬於肥胖或過重，占世界人口
38%。

世界肥胖聯盟主席鮑爾（Louise Baur）形容這些數據是 「明確的

警告」，認為政策制定者需立即採取行動，以防情況持續惡化。
她在聲明中表示： 「看到兒童及青少年肥胖率竄升速度居冠，令

人格外憂心…世界各國政府和政策制定者應盡其所能，避免將健康、
社會與經濟成本轉嫁到年輕一代身上。」

報告指出，到了2035年，兒童肥胖人數可能比2020年多出1倍以
上，男孩肥胖人數約2.08億人、女孩約1.75億人。

世界肥胖聯盟表示，過重衍生的健康問題會讓社會付出巨大代價
，到了2035年，每年花費將突破4兆美元，占全球GDP的3%。

然而，報告作者群指出，他們並不是在責怪個人，而是呼籲各界
關注與肥胖議題相關的社會、環境與生物因素。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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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publican Senator Kolkhurst who originally proposed
the bill to prevent citizen of Chinese buying the land in
Texas said Thursday that after listening to the opposition of
people from all walks of life she will amended the bill so the
all citizens and green card holders can buy real estate in
Texas.

The senate Bill 147 which was introduced in
December last year was supported by many Republicans
including Governor Albert. The bill is to prevent all citizens
from Mainland china North Korea Russia and Iran buying
the land in Texas including housing and private home.

This bill immediately aroused a fierce rebound from

Chinese Asian comunity and held many demonstration.
On Thursday near 100 Chinese American went to

Texas capital to testify at Senate building to express their
anger that believed this is the bill violates the U.S.
constitution and anti-Asian. Which once again insinuated
the history of Chinese excluded act and concentration
camp in World war II

We all should understand that this great nation is build
by the immigrants ten of millions people came to here to
look for better life we don’t need to used and manipulated
by a group of politicians it may be misfortune of the country. 0303//0303//20232023

We are still anger about the BillWe are still anger about the Bill 147147 at Texas Senateat Texas Senate

原本提案阻止華人在德州購買土地案的參
議員柯赫斯在一項公開記者會中表示，経過聆
聽各界人士之反對意見，她將提案非常清楚的
修正為所有公民及持有綠卡者都可以在德州購
買房地產。
參院第147條法案在去年十二月提出之後

得到許多共和黨包括艾伯特州長之支持，该項
法案是阻止所有來自中國大陸、北韓、伊朗及
俄羅斯之公民在德州購買土地包括住房及私人
住宅在內。
這項提案立即引起華亞裔社區之劇烈反彈

，並舉辦了多次反對示威遊行。
週四上午九時大約有近百位華裔社區人士

前往首府在議會大廈中作證表示對法案之不滿
情緒，他們普遍認為這是一條違反美國憲法及
反亞裔的嚴重立法，並且會問接引起反亞裔之
行動，也再次影射到1800 年代之排華法案及
二次大戰時的日本人集中營之歷史記憶。
我們要非常慎重的指出，不論147法案最後如何修正通過，它已經造成了對華裔族群之感情傷害，其中也包括來自伊

朗、俄羅斯、北韓之族裔人士，許多人因政治原因來到美國尋求更好的生活。
我們要切記，美國之壯大和成長是靠來自全球千萬移民之努力，大家都是移民，只是有先來後到之別，如果我們被一

批政客來利用和操縦，可能就是國家之不幸了。

修正中的德州參院修正中的德州參院147147 條法案條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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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道】阿根廷政府再次要求英國重啟關於馬爾維納斯
群島（馬島，英國稱福克蘭群島）主權歸屬的談判。

阿根廷外交部宣布阿政府計劃重新審視其對馬島主權歸屬的
主張。阿外交部介紹，阿外長聖地亞哥•卡費羅在G20峰會期間
與英國外相詹姆斯•克萊弗利會晤時，當面談到“重啟馬島主權
問題談判的提議”。阿方還邀請英國在聯合國非殖民化特別委員
會會議上解決馬島主權歸屬爭端。

馬爾維納斯群島為阿根廷與英國之間的爭議領土。馬島戰爭
（英國人稱福克蘭群島戰爭或福克蘭海戰）發生於1982年4月到
6月間，是英國和阿根廷為爭奪馬島的主權而爆發的一場戰爭。
長達七十四天的戰爭造成很大的傷亡，其中255名英軍、649名
阿軍、三名島民死亡。馬島戰爭以英國勝利告終，但阿根廷一直
沒有放棄對馬島主權的要求，英國則拒絕與阿根廷進行談判。

阿根廷外長卡菲耶羅通過社交媒體表示，二十國集團外長會
議期間，他在與英國外交發展大臣克萊弗利的會談中表示，阿政
府決定終止兩國於2016年就馬爾維納斯群島（馬島）爭端簽訂
的“福拉多里-鄧肯協定”。

卡菲耶羅表示，他已經向英國外交發展大臣提出，應按照聯
合國大會第2065號決議，重啟關於馬島問題主權的談判，並希
望與對方在紐約聯合國總部舉行會議，商定談判議程。

2016年9月，阿根廷時任副外長福拉多里與英國時任歐洲及
美洲事務國務大臣鄧肯就馬島問題發表聯合公報，又稱“福拉多
里-鄧肯協定”。公報中約定雙方官員就馬島問題保持密切溝通
，並“清除制約馬島經濟增長和可持續發展的一切障礙”。該協
定當時就受到了輿論的強烈抨擊，輿論認為阿根廷政府此舉給英
國在馬島地區開發漁業資源和化石能源開了“綠燈”，並認為該
協定是“對解決馬島問題最不利的文件之一”。

阿根廷的這一聲明遭到英方的強烈批評，英國聲稱對福克蘭
群島擁有主權。本週在印度新德里，雙方在2日閉幕的二十國集
團外長會議期間舉行了會談。

環球時報報導，對此，英國外交大臣克萊維爾在推特上發文
回應稱：“‘福克蘭群島’屬於英國，島民有權決定自己的未來
——他們選擇（讓該島）繼續成為自治的英國海外屬地。”

據新華社此前報導，在英國支持下，馬島行政當局2013年3
月舉行全民公投，結果99.8%投票者支持繼續保留馬島作為英國
海外屬地的地位，此舉被阿根廷視為挑釁。阿方拒絕承認該公投
結果。

2023年是馬爾維納斯群島（簡稱馬島）被英國非法佔領190
週年。當地時間1月3日，阿根廷外交部在馬德普拉塔市舉辦活
動，阿根廷外長卡菲耶羅在活動中再次提出對馬島的主權訴求。

卡菲耶羅在講話中表示，馬島沒有被阿根廷人民忘記，對馬
島主權的訴求把所有阿根廷人團結在一起，“馬島曾經是、現在
是、將來也是屬於阿根廷的”。

阿外交部馬島事務國務秘書卡爾莫納表示：“每年的1月3
日，我們都會紀念這樣一個令阿根廷悲傷和遺憾的事件——英國
對馬島的非法強佔。這是英國的一次入侵，他們通過武力和部隊
驅逐了當時在島上的阿根廷官員和定居在島上的阿根廷人。”

歷史上，英國、法國和西班牙都曾爭奪過馬島主權。 1770
年，西班牙驅逐英國人後，佔領群島，統治長達數十年。 1816
年，阿根廷脫離西班牙獨立，並聲明繼承西班牙對阿根廷沿海島
嶼的主權，其中包括馬島。英國政府不接受阿根廷的這種主張，
並於1833年1月3日派出軍艦以武力佔領馬島。之後100多年裡
，馬島的歸屬問題始終沒有解決，阿根廷也一直沒有放棄對馬島
的主權要求。

聯合國大會1965年通過第2065號決議，認定英國和阿根廷
之間存在馬島主權爭端。阿根廷政府決心與英國政府就馬島主權
問題進行談判，但英方一直拒絕恢復與阿根廷政府的談判，聲稱
“馬島主權不存在爭端”。

““天價天價””還限購還限購，，英國媒體嘲諷英國媒體嘲諷：：
蔬菜正讓英國成為國際蔬菜正讓英國成為國際““笑柄笑柄””

（綜合報導）與國際社會上“呼風喚雨”不同，英國政府正
因為內部危機焦頭爛額，通脹危機、生活成本危機、罷工危機都
是短期內無法解決的問題。正所謂禍不單行，在英國政府因為這
些危機頭痛的時候，英國又爆發了嚴重“蔬菜危機”，大量蔬菜
不僅身價暴漲，而且還處處限購。對此，英國媒體認為，蔬菜正
在讓英國成為“國際笑柄”。
英國超市蔬菜嚴重短缺

環球網報導稱，英國前兩日爆出了“西紅柿危機”，平常價
格親民的西紅柿價格暴漲10倍，6個售價就超過了200元人民幣
。價格高昂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大部分超市都對此做出了限購
，每個顧客最多可以購買三個。在這樣的情況下，不少英國居民
自嘲稱，這些西紅柿絕對不能吃掉，因為賣掉它們也許可以還上
房貸。

事實上，西紅柿危機還只是其中一部分，像黃瓜、生菜、辣
椒、西蘭花、花椰菜等一系列蔬菜，都被超市貼上“限購”標籤
，一名顧客最多購買3個。說白了，這些蔬菜已經組成了英國的
“蔬菜危機”，嚴重影響到了居民生活。對此，英國媒體自嘲稱
，誰也沒有想到，蔬菜會讓所有的英國人苦惱，它正在讓英國成
為“國際笑柄”。
蔬菜區貼著顯眼的“限購3個”標籤

英國媒體說得相當委婉，因為讓英國成為笑柄的不是“蔬菜
危機”，而是英國政府。分析人士指出，“蔬菜危機”與英國脫
歐有著直接關係。英國留在歐盟的時候，蔬菜供應壓根不是問題
，可以輕鬆的從其他國家進口，但在離開歐盟後，英國顯然失去
了“進口的資格”。

不是其他歐盟國家不向英國出口，而是英國
企業無法接受突然高漲的成本。英國會對進口的
歐盟商品進行檢查，多項繁雜的手續讓這部分商
品的成本不斷提高。因此，大部分英國進口企業
只能轉向其他地區。北非地區就是英國的“蔬菜
倉”，但是因為天氣原因，這個“蔬菜倉”嚴重
減產，英國無法進口到足夠蔬菜，進而導致蔬菜
價格飛速攀升。

除去“蔬菜倉”減產和脫歐影響外，英國工
人罷工也是重要原因。因為不滿英國生活成本居
高不下，大量收入沒有提高的英國工人選擇罷工
，以此要求英國企業和政府提高他們的工資。工
人罷工，導致英國各種運輸鏈遭遇重創，也直接
影響了蔬菜運輸。

多種因素綜合下來，就讓英國面臨著嚴重的
“蔬菜危機”，而這種危機讓英國政府變得“臉
上無光”，讓英國成為“國際笑柄”，同時也讓
英國政府遭遇更大的信任危機，甚至是再次被迫
“換帥”。

去年的時候，因為通脹危機和供應危機，英
國人對於前首相約翰遜相當不滿，在約翰遜的“酒會醜聞”曝光
後，英國掀起了“下台”活動，大量英國人要求約翰遜立即辭職
。迫於公眾壓力和政治壓力，約翰遜最終辭職。前外交大臣特拉
斯上位，擔任英國首相。

然而，這名女首相一上位就因為經濟改革惹怒了英國人，大

量英國人在英國各地抗議，要求女首相“捲鋪蓋走人”。就這樣
，特拉斯成了“短命首相”，而現在的首相蘇納克似乎也正在遭
遇危機。

罷工危機、生活成本危機、能源危機、醫療危機，各種問題
正在讓蘇納克政府變得不被信任。再加上現在的“蔬菜危機”，
英國居民有可能無法忍受，再次發起推動政府更迭的抗議活動。

阿根廷阿根廷：：終止協定終止協定，，重啟馬島主權談判重啟馬島主權談判！！英國英國：：強烈不滿強烈不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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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電危機下南非國家電力公司CEO
提前離職引關註

綜合報導 南非國家電力公司稱，該公司首席執行官(CEO)安德烈·

德勒伊特已於22日晚間的“特別董事會”後提前離職。在當前南非面臨

供電危機，限電措施愈演愈烈的情況下，德勒伊特提前離任引發了南非

社會的關註。

南非國家電力公司在聲明中表示，該公司和德勒伊特就其提前離職

達成了“共同協議”。事實上，早在去年12月，德勒伊特就已向公司遞

交了辭呈，並定於今年3月底離職。公司董事會經研究決定，德勒伊特

不必工作至期滿，他將提前離任並立即生效。

盡管南非國家電力公司並未透露其提前離職的原因。但就在本

周，南非國企部長普拉溫· 戈爾丹曾批評他過於幹涉政治，而非專

註於結束大規模限電問題。此前，德勒伊特曾多次在公開場合稱，

南非國家電力公司的腐敗問題“根深蒂固”，且供電危機受到政治

因素影響。

目前，南非大規模限電已成為當地民眾的生活常態。特別是自新

冠疫情暴發以來，限電措施日益頻繁，嚴重影響了該國正常的生產

生活秩序，並引發民眾不滿。進入2023年以來，盡管南非政府壹再

強調是時候解決供電危機了，但未取得進展，危機反而有愈演愈烈

的態勢。本月19日，南非今年內第二次執行六級限電措施。

以色列軍工企業進軍阿聯酋

綜合報導 在開幕的 2023 年度阿布紮比國際防務展（IDEX）

上，以色列知名軍事裝備供應商拉斐爾公司宣布將在阿聯酋開

設辦事處。外媒認為，此舉表明這家跨國軍工巨頭正式進軍海

灣阿拉伯國家，創造了以色列與中東國家軍事合作的又壹“歷

史性時刻”。

“我們在加強與阿聯酋的關系方面邁出了新步伐，我們為此感到鼓

舞。”拉斐爾公司總裁兼首席執行官約阿夫· 哈爾-艾文在該公司官網上

發布的聲明中表示，“可以說，借助這項業務，我們建立了通往阿拉伯

聯合酋長國的橋梁，很高興繼續發展雙方迄今為止壹直在努力培育的關

系。”

美國“防務新聞”網站稱，在 IDEX這壹中東地區最大的國防博

覽會上，拉斐爾公司展示了包括“鐵束”激光防禦系統和微型衛星

在內的壹系列新裝備和新技術。該公司表示，它與阿聯酋的合作在

2021年的迪拜航展期間就已啟動，“旨在以尖端解決方案應對地區

威脅”。

以色列與海灣阿拉伯國家曾經視彼此為假想敵，但自 2020 年

《亞伯拉罕協議》簽署以來，以色列和以阿聯酋為代表的海灣多國

在軍事合作領域取得了重大突破。去年，以色列首次在阿聯酋部署

了防空系統。今年1月，阿聯酋軍工企業成為以色列空中交通管理

系統的投資方。

“哪怕用最謹慎的措辭說，海灣地區的情況也發生了巨大變化。”

壹位要求匿名的以色列高級防務分析師表示，“幾個月前看起來還像是

科幻小說的東西……現在統統擺到了桌面上。”

震驚法國！女教師課上被16歲學生刺死
馬克龍：極度震驚

綜合報導 法國壹名盡職盡責的女教

師在課堂上被學生用刀刺死，這起罕見的

校園慘案令法國總統馬克龍“極度震驚”，

法國政府發言人韋朗更是表示，“無法想象

這起案件在地方層面乃至全國範圍內造成的

創傷”。法新社22日報道稱，在法國針對學

校的襲擊事件雖不多見，但是人們越來越

擔心教師的安全問題。有教師擔心，“類

似事件有可能發生在自己身上”。

法新社稱，事發地是法國西南部小城

聖讓德呂茲的壹所私立學校。當地時間22

日上午，該校壹名16歲中學生持刀刺死了

壹名52歲女老師。現場目擊者透露，當時

大家正在上西班牙語課，壹名男學生突然

站起來將教室門反鎖，然後走到女教師面

前，將壹把10厘米長的刀刺入她的胸腔，

整個過程中這名男生表現得非常鎮定。事

發後該學生躲到隔壁教室，他告訴另壹名

教師，自己當時“被什麼東西附體了”，

“壹些聲音”指使他這麼做。這名教師勸

說他交出兇器，並陪他等到警察到來。救

護人員趕到現場後對女教師進行了搶救，

但她最終因傷重不治而亡。事發後，該校

其他學生集中到幾間教室

，中午時分該校宣布提前

放學，學生們紛紛離校回

家，也有不少聽到消息的

家長憂心忡忡地趕到學校

來接孩子。

法新社稱，被害女教師

平時工作積極認真。有在場學

生稱，兇手跟被害教師之間並

無過節。據法國國際廣播電

臺報道，有學生稱兇手患有

輕度精神病。目前當局正在調查分析兇手的

精神狀態和行兇動機，可以確認的是該學生

並無犯罪前科。當地檢察官表示，將調查確

認這起刺殺事件是否屬於“蓄意謀殺”。

這起校園暴力慘劇震驚了法國社會。

馬克龍在社交媒體上表示，校園刺殺事件

令他“極度震驚”，他向遇難者家屬表示

哀悼，並向“為給下壹代傳授知識而辛勤

奉獻”的教師表示慰問。法國教育部長恩

迪亞耶事發後已趕到學校。他表示，對法

國教育系統來說，這是“悲傷的壹天”，

同時宣布當地時間23日下午3時全國學校

為遇害女教師默哀壹分鐘。

法新社稱，過去40年來法國學校共發生

約10起致命襲擊。2020年10月在巴黎，壹名

法國教師因在課堂上展示《查理周刊》漫畫，幾

天後被壹名伊斯蘭極端分子斬首。2014年7月在

法國南部城市阿爾比，壹名學生家長當著眾多

學生的面持刀刺死了壹名34歲的女教師。

22日，壹位正在當地度假的數學老師趕

到事發學校，他將壹束鮮花擺放在校門口，並

對法新社的記者說：“我非常難過，這種事情

可能發生在我或其他任何教師身上。當聽到

悲劇後，無論如何我都要來這裏壹趟。”

澳洲年度薪資數據公布！工資漲了但沒完全漲
綜合報導 澳大利亞統計局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近期公布了關於2022年度工資的

數據統計。根據這份最新數據，

澳大利亞在去年第四季度的工資

價格指數（WPI）上漲了0.8%，

這將年度工資增幅提高至3.3%。

不過，盡管這個季度的工資

漲幅已經是整個2022年裏最大的

壹個季度，但是該數據依然低於

澳大利亞央行和市場預期中的1%

。而根據央行和市場的預期，工

資年增長率被估算為3.5%。

這意味著，盡管工資數額

實在上漲，但考慮到通貨膨脹

帶來的影響，澳大利亞人在

2022年的工資的實際價值不僅

沒有隨著工資增長，反而有所

下降，幅度更是達到了有記錄

以來的最大降幅4.5%。

有經濟學家對此表示，在

澳大利亞工作的工作者們顯然

不應該成為澳大利

亞通貨膨脹下的犧

牲品，更不應該為

此而負責。他們認

為澳央行不應該繼

續定制工作者們不

放。

澳大利亞研究

所(Australia Institute)

高級經濟學家Matt Grudnoff表

示，如今的狀況是，將當前的

通脹的壓力分攤給了工作者們

，他們的實際工資卻出現了前

所未有的下降，但是企業利潤

反而飆升，這種做法是經濟上

的煤氣燈效應。

在年度通脹率為7.8%的情

況下，工資需要增長7.8%，才

能維持其購買力。但由於名義

工資在2022年僅增長3.3%，人

們無法用現有工資購買同等數

量的商品。

BetaShares 首席經濟學家

David Bassese表示，過去壹年

“消費者價格的顯著加速”不能

歸咎於失控的工資增長。家庭面

臨著實際工資的大幅削減，而與

之相反的是，通脹上升反映了壹

系列非工資成本因素，以及企

業能夠相對輕松地轉嫁這些成

本，而不會過度壓縮利潤率。

亞太經合組織(APAC)全球

就業網站經濟學家Callam Pick-

ering也強調了人們面臨的困境

。他表示盡管澳大利亞的工資

正以十年來最快的速度增長，

但現實是澳大利亞收入的購買

力已經崩潰。

聯邦財政部長Jim Chalmers

和就業與勞資關系部長 Tony

Burke在接受采訪時表示，人們

應該註意到，自去年5月政府更

疊以來，工資增長進壹步加快。

政府的經濟計劃是以負責任的方

式讓工資再次增長。他們表示很

高興看到政策發揮作用，為人們

帶來工資增長，但是他們仍然

需要看到通脹有所緩和，才能

確保工資的實際增長。

英國被烏克蘭“拖累”
只剩200多輛坦克，還得分給烏軍壹部分

聯合國針對俄烏之間的沖突，進行

了表態。但是，據多家外媒報道，美英

並未改變“拱火”行為，而是加足馬力

提供軍援。不過，長期的援助早已讓西

方國家疲憊不堪，就連壹向被視為“烏

克蘭最佳盟友”的英國，也開始力不從

心。

英國大力支援烏克蘭
央視新聞援引英國媒體報道稱，日

前，英國國防大臣本· 華萊士在接受采訪

時表示，在英格蘭西南部，烏克蘭人員

已經開始接受“挑戰者2”坦克的使用培

訓，相關培訓從上個月下旬以來，就已

經展開。另外，英國還對超過10000名烏

克蘭士兵，進行了無人機操作培訓。

在俄烏沖突中，無人機已然成為了

“明星裝備”，包括“化武”無人機、

“天竺葵-2”無人機等在內的，各類型

無人機頻繁在俄烏的戰報中出現，無論

是俄羅斯基地遇襲，還是烏克蘭基礎設

施的頻頻被打擊，大多都是無人機出手

。可見，英國培訓的這支“萬人軍”，

壹旦投入戰場，作用或許遠超常規兵力

。

英國之所以花費大力氣培訓烏軍，

主要原因是沖突早期各國送去大批量的

不同型號武器，由於不熟悉操作、不懂

維修，烏軍深受“萬國牌”援助所困，

無法發揮出這些武器的真正戰力。從這

個角度看，英國對烏方的確“貼心”，

無愧於“最佳盟友”稱號。無論是約翰

遜、特拉斯，還是蘇納克，都作出了

“大力支援”烏克蘭的承諾。

但承諾歸承諾，長期未結束的沖突

，給英國帶來了較大的負擔。環球網援

引《英國郵報》消息稱，英國已經陷入

了“坦克荒”，並且短期內無法解決。

英國“坦克荒”引發擔憂
報道稱，英國國防部考慮到沖突爆

發的可能性，以及未來戰爭中坦克的作

用，幾十年來壹直削減坦克數量，33年

前，英國有1200輛坦克，如今僅有227

輛“挑戰者2”。並且，其中“做好戰鬥

準備”的坦克數量，幾乎不到100,，還

要從中分出14輛送給烏克蘭。

但是，俄烏沖突中雙方使用的戰術

證明，相較於英國壹直支持的機動性強

、更輕巧的戰車，坦克仍然在大規模地

面沖突中有著重要作用。但由於長期削

減，如今僅靠剩下的坦克，根本不夠用

，更別提還要分給烏克蘭。英國議員因

此發出批評，稱軍方對坦克庫存缺乏安

全感。

按照原計劃，英國的“挑戰者3”坦

克服役時間是2027年，這意味著在新坦

克列裝之前，英國“坦克荒”問題還需

要持續4年，才能夠得到改善。除了坦

克之外，英國還面臨炮彈短缺問題。事

實上，上述兩個問題，是不少西方國家

面臨的共同問題，即便如此，英國仍未

改變援烏決心。

在采訪中，華萊士表示，英國的武

器生產線已經進入了“預熱”，能夠增

加炮彈產量，並且能夠更換援烏武器。

看得出來，英國已經盡了力。除了英國

，美國仍舊活躍在援烏第壹線。

聯合國明確表態
報道稱，在拜登突訪基輔當天，美

國五角大樓發布聲明，公布了美國第

32次軍援烏克蘭的清單，總價值4.6億

美元，包括“海馬斯”所用炮彈、監視

雷達、“布拉德利”步兵戰車等多種裝

備。可以看出，美烏竭力“拱火”。要

知道，聯合國對於俄烏沖突的態度十分

明確。

報道稱，在聯合國大會第11次緊急

特別會議上，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明

確表態，稱“戰爭是問題，不是解決方

案”，並呼籲停止沖突。而美西方的

“拱火”行為不止壹次被批評是“激化

矛盾”，這壹點可謂與聯合國的呼籲背

道而馳。而讓俄烏恢復和平，不僅是聯

合國心中所想，也是除美西方之外，其

余國家的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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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征收入境費 旅遊市場波瀾不驚
壹條“泰國將對外國遊客征收入境

費”的消息沖上熱搜，泰國將於6月1

日正式實施對外國遊客征收入境費的

提議。對此，有不少消費者表示，泰

國將要征收的入境費比較便宜，再加

上赴泰旅遊本身花銷不是太大，還是可

以接受的。泰國作為首批出境跟團遊試

點恢復國家之壹，從春節期間便壹直是

出境遊熱門目的地，不少旅行社也將出

境遊發團目的地瞄準泰國。隨著赴泰航

班的增多、機票價格的降低，赴泰旅遊

市場有望持續快速恢復。

外國遊客入泰將收費
據央視新聞客戶端消息，泰國旅遊

和體育部部長皮帕2月14日表示，當天

的內閣會議批準了此前由泰國國家旅遊

政策委員會提交的關於對外國遊客征收

入境費的提議，將於6月1日正式實施。

入境費征收標準分為兩種：對通過航空

方式入境的外國遊客征收300泰銖（約

合人民幣60元）/人，對通過陸路和水路

方式入境的外國遊客征收150泰銖（約

合人民幣30元）/人。

據泰國旅遊和體育部介紹，外國遊

客支付的入境費將用於支付遊客在泰國

期間的保險費、公共衛生管理費以及促

進旅遊事業發展的費用。

對此，有不少網友表示“想要去玩

的話不會在意這錢的”“可以抓緊時間

去了”“含保險確實不虧”……

計劃暑期帶孩子去泰國旅遊的消費

者林雪表示：“因為在泰國旅遊的整體

消費比較便宜，甚至比去國內某些熱門

目的地旅遊的開銷還要少壹些，所以多

交60元對於我們來說不會有太大的影響

，總體是可以接受的。”

針對泰國將對外國遊客征收入境費

壹事，中青旅(14.740, -0.25, -1.67%)遨遊

科技發展有限公司董事長韓傑表示：

“中青旅遨遊網會在客人報名之前就做

好相關提示工作，據目前了解到的繳費

流程看，入境費用可能需要客戶自行繳

納。我們預測並不會因為該因素而導致

赴泰旅遊人數減少。”

有望恢復至2019年八成
泰國作為首批出境跟團遊試點恢復

國家之壹，在近壹段時間，成為了不少

中國遊客出境目的地的首選。

此前，據攜程發布的數據，1 月

以來，目的地為泰國的酒店預訂量同

比增長480%，其中來自中國內地遊客

的預訂占比超過三成。同期，中國

內地旅客赴泰酒店預訂量同比增長

超 20 倍，環比去年 12 月同期也呈現

了翻倍增長。同時，不少旅行社的出

境遊首發團目的地也均選擇泰國，使

泰國毫無懸念地成為了出境最火目的

地之壹。

“2月8日，中青旅遨遊網已經成功

首發了第壹支泰國團隊。目前還有很多

的咨詢在跟進中，中青旅客戶赴泰熱情

在持續升溫。”韓傑說道。

隨著赴泰航班的不斷加密、機票價

格“大跳水”，泰

國旅遊市場將迎來

快速恢復。

據攜程此前發

布的數據，2月上海

直飛往返普吉島出

現1600元、南京直

飛往返普吉島出現

2000 元的價格。北

京商報記者查詢攜

程旅行平臺發現，

上海飛往清邁的機

票價格出現了低於

千元的情況，2月最

低價為879元。

“隨著出境遊的有序恢復，中國遊

客的出遊需求將會持續釋放，距離較近

、旅遊資源較為豐富的泰國便會持續受

到青睞。預計今年泰國市場有望恢復至

2019年的八成。”韓傑還談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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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開發

機構發布報告說，火箭第壹級主發動機

電源系統出現異常，導致日本新壹代主

力運載火箭H3本月17日的首次發射中

止。

這份關於H3火箭發射中止原因的

調查報告說，上述火箭第壹級的LE-9

主發動機點火後，該火箭級的控制系

統檢測到異常信號，飛行控制軟件因

此停止倒計時，未向固體火箭推進器

發出點火信號，導致發射中止。經調

查，檢測到異常信號的原因是火箭第

壹級的LE-9主發動機電源系統出現異

常。

報告說，電源系統異常可能是因

為受到火箭箭體或地面設備的電力狀

態影響，但這枚H3火箭、火箭運載的

衛星以及地面設備並沒發生損壞。有

關機構將繼續調查原因並采取對策，

爭取在3月10日前的發射備選時間內再

次嘗試發射。

H3火箭是日本現役主力運載火箭

H2A火箭的後繼型號。這枚H3火箭原定於17日上午在

日本南部鹿兒島縣的種子島宇宙中心進行首次發射，

將壹顆地球觀測衛星“大地3號”送入軌道。但火箭第

壹級主發動機點火成功後，固體火箭推進器沒有點火

，火箭未離開發射臺。

韓軍首次公布F-35空中加油訓練照

韓媒：或是在警告朝鮮

綜合報導 韓聯社報道稱，韓國空軍首次

對外公布F-35A戰機空中加油訓練照片或旨在

向朝發出警告信息。F-35A於2019年服役以來，

壹直參加例行空中加油訓練，但訓練現場照對

外公布尚屬首次。據報道，F-35A在“韓國型

三軸體系”中擔當先發制人的“殺傷鏈”

（Kill Chain）的核心武器，具備先進的隱身

能力和電子戰能力，可精準打擊對方核心目標

，其最高速度達1.6馬赫，作戰半徑超過1000

公裏，在空中受油後能延長作戰時間1個多小

時，因此被視為朝方最忌憚的武器。

據報道，朝鮮當天動用口徑為600毫米的

超大型多管火箭炮進行火箭彈射擊訓練，朝東

部海域395公裏和337公裏外的靶標發射兩枚

火箭彈，只要用壹門火箭炮發射4枚炮彈就可

將敵人的作戰機場夷為平地。

韓聯社稱，考慮到從發射地平安南道肅川

到韓國群山和清州空軍基地的距離與2枚導彈

的射程幾乎壹致，朝方可能是有意設定射程。

群山基地和清州基地分別部署 F-22 戰機和

F-35A戰機。據此推測，韓國空軍當天公開

F-35A戰機的空中受油訓練照，旨在警告朝鮮

，同時展現韓軍反制能力。

2014年韓國政府正式決定購買40架F-35A

隱身戰機，2019年3月，首批兩架F-35A戰機

抵達韓國，進入韓國空軍服役，韓國成為亞洲

第三個裝備隱身戰機的國家。

亞洲時局 AA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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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澳大灣區數字金融的發展機遇、挑戰與前景》報告出爐

智庫：香港可建成人民幣金融中心

黃奇帆：用產業數字金融破解中小微企融資難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內地金

融智庫中國金融四十人研究院25日發表《粵港澳大

灣區數字金融的發展機遇、挑戰與前景》報告提

出，展望未來，數字金融在助力大灣區進一步融合

發展方面具有良好的前景。報告建議，在大灣區加

強支撐數字人民幣走出去的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和頂

層設計，提供更多數字人民幣跨境支付應用場景，

將香港定位為中國最重要的國際金融中心，建設成

全世界最重要的人民幣金融中心。

這份報告在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和中國金融四十人研究院聯合
主辦的明珠灣金融峰會（2023）上正式發布，為中國金融四

十人研究院的課題研究成果，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黃益
平、副主任沈艷等為課題負責人。明珠灣金融峰會（2023）在廣
州市南沙區召開。

金融發展和創新企業存在錯配
數字金融是傳統金融機構與金融科技公司利用數字技術實

現支付、融資、投資、保險等新型金融業務模式。通過結合場
景、大數據和金融創新，數字金融有助於補足傳統金融服務短
板，降低金融服務門檻和服務成本。報告認為，粵港澳大灣區
發展數字金融具有技術、資源和制度的三大優勢，但同時也面
臨創新和融合的雙重挑戰。

一方面，大灣區金融創新與實體經濟發展對接不足，金融
發展和創新企業存在錯配。報告指出，香港金融業發達，但與
內地的實體經濟之間的對接不足，內地中小企業在港上市、發
債不便利。另一方面，區域內金融發展的不平衡和差異性突
出，比如香港手機支付滲透率明顯低於珠三角城市，金融監管
制度不易對接，金融市場成熟度差異較大。另外，不同金融體
系擁有不同的制度、法律、政策等安排，粵港澳三地仍面臨如
何接軌的問題，創新資源、金融基礎設施等共享受到制約。另
外，對內地來說，與香港、澳門的金融體系融合，就相當於實
現了金融開放，需要解決維護金融穩定出現的新問題。

融合是灣區發展重要節點
“融合是粵港澳大灣區發展的重要節點，解決‘融合’問

題，則全局皆活。”報告提到，數字金融可促進商品、信息以
及人才的跨境流通，進一步發揮粵港澳聯動的優勢。在跨境互
通中，數據的打通和共享是最大的障礙，並進一步局限了互聯
互通的實現。大灣區可針對這一關鍵瓶頸，大力發展區塊鏈和
隱私計算技術。應用區塊鏈技術可以協助打通不同地區的公
安、司法、公證等信息，實現跨境數據核驗，助力跨境人才和
交易流通；利用隱私計算技術，打破數據孤島，實現跨數據、
跨行業的合作，解決大灣區跨境數據安全、數據流通難題。

另外，“粵港澳大灣區在技術發展層面目前也存在差異
化，具體表現在技術標準上，例如底層算法代碼的差異、API
數據接口、數據跨境合規審查的嚴格或寬鬆程度有區別、數據
標準的差異。”報告建議，通過一些市場化機構甚至是非盈利
組織的努力，加快促進粵港澳三地對相應標準差異的了解，制
定統一數據標準，從而為數據互聯互通提供可能。

報告還提出，將香港定位為中國最重要的國際金融中心，
並將香港建設成全世界最重要的人民幣金融中心。“香港和粵
港澳大灣區可以成為國際、國內金融大循環的重要耦合點。香
港作為活躍的離岸人民幣中心，將成為連接國內與國際市場的
重要樞紐，通過進一步推動人民幣的使用和流通，可以助力推
動人民幣的國際化進程。如果大部分粵港澳三個貨幣區之間的
金融交易都使用人民幣作為中介，就可以大大降低貨幣錯配的
風險。”另外，大灣區可以加強支撐數字人民幣走出去的新型
基礎設施建設和頂層設計，並提供更多數字人民幣跨境支付應
用場景的空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
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學術顧問、重慶市原市
長黃奇帆25日出席2023年明珠灣金融峰會時
表示，在中美科技競爭日趨激烈的情況下，
產業互聯網是推動數字經濟進一步發展的重

要戰略方向。“數字化技術在產業鏈上大規
模應用，讓金融機構看得清、管得住資產，
顯著降低金融服務的風險成本，未來有望如
消費金融領域一樣，幫助眾多中小微企業獲
得普惠金融服務，從而破解中小微企業融資
難、融資貴難題。”

黃奇帆認為，信息不對稱導致金融服務
的風險成本高，是目前產業鏈上民營中小微
企業融資難、融資貴等問題的根本原因。而
產業數字金融依託物聯網、區塊鏈、人工智
能和大數據等技術，實現了讓產業鏈上下游
信息數據的全透明、全上鏈保真難篡改；資
產情況的全穿透、實時追蹤一手數據可獲
取；潛在風險的實時監控提前預警。

由此黃奇帆指出，產業數字金融不是階
段性的政策扶持，而是一項長期的“管道疏
通”工程，配合當前積極的財政和金融政
策，將成為提振民營中小微企業經營活力的

一種長期有效的手段。數字技術與金融服務
在產業上的緊密結合，是金融科技的下一片
藍海。

不過，黃奇帆強調，要堅持嚴把准入門
檻，吸取消費互聯網的經驗教訓，穩步推進
產業數字金融科技創新。產業的數字化是一
項門檻很高的科技技術，特別是要能滿足金
融機構嚴格的風控要求。金融機構要審慎選
擇對金融和科技均有較深理解的科技平台，
審慎發展產業數字金融。

黃奇帆還建議，國家出台政策鼓勵企業
開展自身數字化基礎建設，可享受稅費專項
附加扣除政策，完善和提升“沙盒監管”制
度，加強對產業數字金融科技平台的創新支
持。另外，監管部門可出台政策引導各類金
融機構提高自身金融資產數字化的佔比；設
立科技創新扶持基金，支持從事產業數字金
融相關科技的企業做大做強。

◆重慶市原市長黃奇帆在金融峰會上發言。
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供圖

成立於 2008 年的中國金融四十
人論壇（CF40），是目前中國最具影
響力的金融專業智庫平台之一，專注
於經濟金融領域的政策研究與交流，
十二屆全國政協副主席陳元、人民銀

行行長易綱、重慶市原市長黃奇帆等為論壇學術顧問。
CF40平台下有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北京大學數字金融研
究中心、中國金融四十人研究院等多個研究機構。

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
2�
$
小
資料

◆在由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和中國金融四十人研究院25日聯合主辦的“明珠灣金融峰會(2023)”上，中國金融四十人研究院課題研究成果《粵
港澳大灣區數字金融的發展機遇、挑戰與前景》正式發布。 中國金融四十人論壇供圖

優勢：

◆技術優勢：人工智能、區塊鏈、雲計算、大
數據的技術實力和豐富數據要素，推動灣區內
企業的科技創新活動。

◆資源優勢：粵港澳大灣區具有優越的市場環
境，經濟實力雄厚，技術、資金、人才等要素
在灣區內集聚。

◆制度優勢：粵港澳大灣區對數字金融既有龐
大的應用場景需求，又有國家頂層設計、中央
和地方各方面政策支持以及技術創新與金融制
度的試點，市場和政府“兩隻手”形成良好互
動，實現活躍的數字金融創新生態。

灣區數字金融優勢、挑戰和前景
挑戰：

◆金融創新與實體經濟發

展對接不足，金融發展和

創新企業存在錯配。

◆區域內部不平衡和差異

性在金融領域表現突出。

◆不同金融體系擁有不同

的制度、法律、政策等安

排，粵港澳三地面臨如何

接軌的問題。

前景：

◆一是在推動普惠金融的基礎上支持科技創新。

◆二是在發展消費金融的基礎上推動產業金融。

◆三是在發展境內業務的基礎上擴展跨境互聯互通。

◆在技術型融合方面，推動統一數據跨境流動相關標
準、發展區塊鏈和隱私計算技術等相關數字技術。

◆在貨幣型融合方面，加強支撐數字人民幣走出去的
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和頂層設計，並提供更多數字人民
幣跨境支付應用場景。

◆在制度型融合方面，可從加強相關機構協調不同區
域的制度理解和執行入手。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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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2月28日
宣布，口罩令3月1日起全面取消，香港
全面復常，“香港不同的盛事、國際活動
等等會回來，香港的經濟及社會活動會更
提速活起來、動起來、熱起來！”維持
959天的口罩令終於解除，不論室內室
外、交通工具等均無須強制戴口罩，惟醫
院、診所等高風險處所將透過行政措施要
求員工和訪客繼續佩戴，政府並強烈建議
院舍職員及訪客戴口罩，保障院友。李家
超解釋，香港疫情全面受控，冬季流感高
峰接近尾聲，期望徹底解除防疫措施，讓
香港全面拚經濟、拚發展。

對口罩說再見 再見港人笑靨
告別959天戴罩生活 李家超：解除防疫全面拚經濟發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羅女士：

取消口罩令是
邁向復常的重
要一步，但我覺得有點不放心，擔心自
己感染到新冠病毒或其他傳染病，我想
盡量戴（口罩）多一段時間。

�?
�3

市
民
不
放
心
續
戴
求
穩
陣

李先生：

取消口罩令是好
事。外國不少地
方已經不需戴口
罩，外地遊客赴
港可能會“驚驚
哋”，現時讓大

家可以自由選擇要不要戴比較好。但我
還會繼續戴多一段時間，尤其人多的地
方，例如交通工具。

小食店職員
林女士：

之前市民都不
敢在街邊買小
食“掃街”，
因為怕除口罩
吃東西。不再
強制要求戴口罩後，市民可以爽快地
“掃街”，希望生意回升一兩成。我戴
口罩在廚房內工作，對着幾個焗爐和熱
水爐，口罩經常濕透，以後可以摘下口
罩工作。

小食店
另一職員：

只希望脫下口罩
後，市民可以多
點來“掃街”享
受美食。

龍先生：

家中還有一個3歲、讀幼兒園的小朋
友，從來都未“中招”，還是要小心為
上，會戴口罩多一段時間，而且家中還
有備用的大量口罩。

“除罩”安排
生效日期：

◆3月1日

措施簡介：
◆全面解除“口罩令”：包括室外、室內及乘
搭交通工具時

◆高危場所（如醫院、診所等）：透過“行政
措施”要求員工、訪客佩戴口罩

◆院舍：“強烈建議”職員及訪客佩戴口罩
◆學校：無須強制佩戴口罩，惟小學、幼稚園
和特殊學校學生仍需每日快測至3月15日

除罩理據：
◆疫情受控
◆已建立廣泛和全面的防疫屏障
◆醫院、老人院和學校沒爆發
◆病毒變異沒大影響
◆冬季流感高峰期接近尾聲

資料來源：香港特區行政長官記者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穩步復常

搭車去人多地方
老幼宜“戴多一會”

李家超2月28日於行政會議前會見傳媒宣
布，3月1日起取消僅餘的防疫措施—口罩

令。他解釋有關決定基於五項理據：數據顯示香
港新冠疫情受控，沒有明顯反彈跡象；香港已經
建立廣泛和全面的防疫屏障；人群沒有出現爆
發，包括醫院、老人院和學校等；病毒變異沒有
大的變壞情況；傳統冬季流感及呼吸道感染的高
峰期接近尾聲，整體風險可控。他說：“我認為
現在是一個適當時候全面取消口罩令。”

保護高危群組 醫院等須戴罩
不過，為了保護高危群組，一些高風險地

方包括醫院、診所等，有關場所的負責人可以行
政措施要求在場人士或者訪客佩戴口罩，以減低
風險。香港特區政府醫務衞生局局長盧寵茂補
充，數據顯示無論污水病毒監測，以至住院重症
和死亡個案數字皆維持低位，而其他呼吸道疾病
包括季節性流感亦未有上升跡象，醫院、院舍、
學校也未有出現大型爆發。他預計取消口罩令
後，新冠確診和流感個案或會輕微上升，但風險
可控，“縱使撤銷口罩令後，我們預期新冠確診
以至流感個案會有輕微上升，但持續期相對短
暫，我們預計對市民健康，以及醫療系統有影響
的風險是可控的。”

盧寵茂：分階段撤銷效果不大
對於為何不是分階段局部撤銷口罩令，例如

首階段仍要求乘搭交通工具強制戴口罩，而是決
定全面撤銷口罩令，盧寵茂解釋局部保留口罩令
的防疫效果不大，而且執行上相對複雜和困難，
為市民帶來不便，“所以我們決定全面撤銷口罩
令，而非分階段進行。”他說：“全面撤銷口罩
令代表所有社交距離措施正式結束，香港全面回
復正常。我們期待明天（即3月1日）會更好，大
家可以展露笑容，講聲‘你好，香港！’”

香港醫管局2月28日宣布，3月1日起病人、
訪客及員工進入醫院仍要繼續戴口罩，臨床醫護
人員上班前的快測要求維持。該局會全力配合政
府最新復常措施，陸續將過去抽調去抗疫的人
手、病床及資源，調回原來崗位，照顧其他病
人，令公立醫院服務盡快全面復常。

多名防疫專家表示，目
前是取消口罩令的合適時
機，但由於市民、尤其兒童
過去三年在口罩保護下遠離

病毒，免疫力較弱，逐漸回復無罩生活，或容易
感染包括新冠和其他呼吸系統疾病，故建議幼
童、免疫力弱人士及長者等，初期乘坐公共交通
工具，或到人多擠迫的地方，及醫院診所等，最
好繼續佩戴口罩，以及注意手部衞生。而小學生
習慣戴口罩，一旦不戴或有焦慮情緒，呼籲家長
和學校尊重學生個人選擇，勿歧視繼續戴口罩的
學生。

許樹昌：留意新變種毒流入
政府專家顧問、港中大呼吸系統科講座教

授許樹昌2月28日於電台節目表示，沒有百分百
絕對安全的時機來解除口罩令，現時香港新冠疫
苗的接種率高，亦有不少人曾感染新冠病毒，免
疫屏障高，現在是適當時候除下口罩。但政府仍
需繼續留意會否有新的變種病毒流入。歐美、澳
洲及新西蘭等地，去年解除口罩令之後，都出現
冬季流感爆發，香港要密切留意6月至9月夏季
小流感高峰，會否出現疫情爆發。

他說，“過去3年市民長期戴口罩，很少
接觸常見的呼吸道病毒，例如流感、副流感、
鼻病毒、腺病毒等，當大眾除下口罩，可能就
會容易感染這些病毒。”

他建議市民到高危場所，仍應佩戴口罩。
“過去兩星期有兒童感染呼吸道病毒後，出現相
對較以往嚴重的情況。以往小朋友染病後多數發
燒兩三天，但最近有個案就發燒一星期。”小朋
友感染鼻病毒，以往可能只有些上呼吸道病徵，
但最近有個案出現支氣管炎，“相信都是由於過
去兩三年無接觸過這類病毒，導致免疫力較差有
關。”

他建議學生上學，如果坐公共交通工具或出
席校內一些多人聚集的活動，還是繼續佩戴口罩
較安全，“除非班房空氣流通，或出席戶外活
動，可以選擇唔戴口罩。”

孔繁毅倡院舍戴罩護長者
政府專家顧問、港大醫學院內科學系傳染病

科主任孔繁毅建議院舍醫護人員、醫院或門診的

探病家屬繼續佩戴口罩，保護長者。他指出病毒
在冬季較活躍，專家正商討未來的疫苗接種方
向，建議一般市民每年入冬前接種新冠加流感疫
苗，高危人士包括曾接受器官移植病人、使用抑
壓免疫系統藥物人士，一年接種兩次疫苗，“長
者及兒童應該可繼續享有免費新冠疫苗接種，一
般市民則自費打針”，他建議可考慮引入更多不
同的新冠疫苗讓市民選擇，提高接種率。

劉宇隆：不會對醫療造成壓力
另一名政府專家顧問、港大兒童及青少年科

學系講座教授劉宇隆說：“今年冬季流感沒有大
爆發，目前新冠病毒亦只有零星散發個案，相信
撤銷口罩令一定不會對公營醫療系統造成沉重壓
力。”但現時3歲以下幼童一出世就見到所有人
戴口罩，3歲至5歲學童亦自幼稚園起一直戴口
罩，若不讓他們戴口罩會感到焦慮，建議學校不
要強制學生戴或不戴口罩，尊重個人選擇，日後
社會亦不應歧視繼續戴口罩外出的市民，“全面
撤銷口罩令，將會是全港市民歡迎、萬眾期待的
消息。我曾建議分兩步取消口罩令，但一步到位
取消亦是好的做法，因為防疫安排的執行應該簡
單易明，操作要可行暢順。”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
�1

◆多名防疫專家建議幼童、免疫力弱人士及長者
等，初期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或到人多擠迫的地
方，及醫院診所等，最好繼續佩戴口罩。

香港文匯報記者北山彥 攝

◆口罩令3月1日起全面取消，香港全面復常，維持959天的口罩令終於解除。盧寵茂期待大家可以展
露笑容，講聲“你好，香港！”圖為2月28日商場內市民仍戴着口罩。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木又 攝

◆李家超2月28日於行政會議前會見傳媒宣布全面
取消口罩令。右為盧寵茂。香港文匯報記者涂穴 攝

圖：香港文匯報記者北山彥、張弘 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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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耶穌教會
True Jesus Church

中英安息日崇拜：週五晚上7:45週六早上10:45
中英文分組查經：週六下午1:30
英文兒童宗教教育：週六早上11:00 下午2:00

TJC

335 Avenue E,Stafford,
TX 77477

電話: (281)631-5260
網址: www.tjc.org
電子郵件: Houston@tjc.org

59

90

Av
e.

 E

英語及普通話崇拜、粵語主日學、兒童事工
粵語崇拜、英文及普通話主日學、兒童事工
粵語長青長輩團契
AWANA 兒童聚會
英語青少年團契
SAT 英文及數學培訓課程
粵語、普通話週五團契及其他聚會

禮拜日

禮拜三

禮拜五

9：30am
11：00am
10：30am
7：30pm
7：45pm
7：45pm
7：45pm

281-495-1511 網址：www.swcbc.org 郵箱：info@swcbc.org

西南華人浸信會
Southwest Chinese Baptist Church
12525 Sugar Ridge Blvd. Stafford, Texas 77477

關榮根
主任牧師

各團契小組聚會時間及教會活動詳情，請瀏覽本會網頁



美南山東同鄉會美南山東同鄉會20232023年年會新聞發布會年年會新聞發布會

本報記者本報記者秦鴻鈞攝影秦鴻鈞攝影

僑領鄧潤京祝福大會圓滿成功僑領鄧潤京祝福大會圓滿成功

全體會長全體會長、、理事及出席發佈會貴賓合影理事及出席發佈會貴賓合影

美齊榮譽會長是這次年會的策劃美齊榮譽會長是這次年會的策劃
人和舞台總監人和舞台總監，，她介紹年會的四她介紹年會的四
個環節個環節

永久會長豐建偉永久會長豐建偉（（右二右二 ））總結致詞總結致詞，，介紹老會介紹老會
長李莉穎長李莉穎（（中中））美齊美齊（（左二左二））等人的貢獻等人的貢獻。。旁為旁為
現任會長孫建義現任會長孫建義（（右一右一）、）、現任常務副會長顧國現任常務副會長顧國
偉偉（（左一左一））

江岳副會長是年會節目總導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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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精心選擇了有山東特色的節目
搭配美國流行形式搭配美國流行形式

王琦副會長王琦副會長（（左左））和徐洪斌監事長和徐洪斌監事長（（右右））介紹了晚介紹了晚
宴的菜餚宴的菜餚

「「中國人活動中心中國人活動中心」」 執行長方執行長方
一川博士祝福年會圓滿成功一川博士祝福年會圓滿成功

會長孫建義首先致詞會長孫建義首先致詞，，他感謝所他感謝所
有同鄉會理事們辛勤工作有同鄉會理事們辛勤工作、、無私無私
付出付出

顧國偉常務副會長介紹年會的幾個顧國偉常務副會長介紹年會的幾個
首創亮點首創亮點：：包括全體理事在大屏幕包括全體理事在大屏幕
的滾動介紹中閃亮登場的滾動介紹中閃亮登場，，為贊助商為贊助商
製作精彩視頻製作精彩視頻，，大屏幕隨機取號進大屏幕隨機取號進
行抽獎行抽獎

出席新聞發布會的會長出席新聞發布會的會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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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忠華理事作為沃爾森傳媒查忠華理事作為沃爾森傳媒
負責人給負責人給500500美元以上贊助美元以上贊助
提供視頻拍攝提供視頻拍攝

（（左起左起 ））美齊榮譽會長美齊榮譽會長、、顧國偉常務副會長顧國偉常務副會長、、
好氏食品負責人好氏食品負責人（（冠名贊助商冠名贊助商））Jason,Jason, 永久會永久會
長豐建偉醫師長豐建偉醫師、、會長孫建義在新聞發佈會上合影會長孫建義在新聞發佈會上合影

全體會長全體會長、、理事登台合影理事登台合影

好氏食品的冠名贊助商好氏食品的冠名贊助商JasonJason 也也
到場致詞到場致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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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畫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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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