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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簡單便捷使用App 軟件, 輕鬆操作智能手機或平板電腦，無論
   何時何地可隨時上線, 快速查詢或操作個人或商業銀行帳號, 
   如，稽核、 存款、 轉帳、付款、餘額查看等。   
* 便利使用密碼登錄, 無需支付月付及任何維護費用。

一機在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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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身電子銀行
 與你同行

www.swnbk.com

如欲了解APP軟件使用更多相關訊息或疑慮查詢,請洽詢銀行各區分行,或電713-771-9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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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須在每次抽獎時使用您的免費 Advantage Club 卡積極玩老虎機或桌面遊戲（如官方規則所示），您才有機會獲勝。 不包括撲克室遊戲。 每人限領一(1) 
份獎品。 免費老虎機自獲勝之日起 30 天內有效。 圖片僅供參考。實際獎品可能有所不同。 管理層保留隨時更改或取消促銷活動的權利，恕不另行通知。 
所有產品和品牌名稱均為 Louis Vuitton  的商標或註冊商標，Louis Vuitton  不是本次促銷活動或 Coushatta Casino Resort 的讚助商或附屬機構。 優惠不
適用於被排除在外的客人。 活動和日期可能會發生變化。 Coushatta 支持負責任的遊戲。 致電 877.770.7867。 Coushatta Casino Resort 由路易斯安那州
的 Coushatta 部落擁有和經營。 一些例外情況適用。 Coushatta Advantage Center 提供官方規則。 訪問 ccrla.com 了解完整的活動信息。

I-10 exit 44  •  800.584.7263   •  ccrla.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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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費 遊戲 贈品

2晚奢華的贈品
 10次獲勝機會！

在每次抽獎時玩您最喜歡的老
虎機或桌面遊戲，您就有機會獲勝。

3 月 4 日 & 25 日
每小時幸運獎 7pm-11pm

贏得奢華的 Louis Vuitton 設計師
名牌包高達 10,000 美元免費老虎機遊戲！

®



1文 匯 要 聞
◆責任編輯：周文超 2023年3月1日（星期三）

◆◆中共二十屆二中全會中共二十屆二中全會22月月2626日至日至2828日在北京舉行日在北京舉行。。圖為圖為
習近平習近平、、李強李強、、趙樂際趙樂際、、王滬寧王滬寧、、蔡奇蔡奇、、丁薛祥丁薛祥、、李希等在李希等在
主席台上主席台上。。 新華社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國
共產黨第二十屆中央委員會第二次全體
會議，於2023年2月26日至28日在北
京舉行。出席這次全會的有中央委員
203人，候補中央委員170人。中央紀
律檢查委員會副書記和有關部門負責同
志列席會議。全會由中央政治局主持。
中央委員會總書記習近平作了重要講話。
全會聽取和討論了習近平受中央政治

局委託作的工作報告，審議通過了中央政
治局在廣泛徵求黨內外意見、反覆醞釀協
商的基礎上提出的擬向十四屆全國人大一
次會議推薦的國家機構領導人員人選建議
名單和擬向全國政協十四屆一次會議推薦
的全國政協領導人員人選建議名單，決定
將這兩個建議名單分別向十四屆全國人大
一次會議主席團和全國政協十四屆一次會
議主席團推薦。審議通過了在廣泛徵求意
見的基礎上提出的《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
案》。習近平就《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
（草案）》向全會作了說明。全會同意把
《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的部分內容按
照法定程序提交十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
審議。

二十屆二中全會閉幕
通過機構改革方案

習近平作重要講話 全會通過國家機構和全國政協領導人選建議名單

全會充分肯定黨的二十屆一中全會以來中央政
治局的工作。一致認為，面對嚴峻複雜的國

際環境和艱巨繁重的國內改革發展穩定任務，中
央政治局全面貫徹黨的二十大和二十屆一中全會
精神，高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全面貫
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堅持穩
中求進工作總基調，更好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
局，更好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更好統
籌發展和安全，興起學習宣傳貫徹黨的二十大精
神熱潮，隆重悼念江澤民同志，做好全國人大、
全國政協換屆準備工作，動態優化調整新冠疫情
防控措施，着力推動經濟穩步回升、促進高質量
發展，扎實推進社會主義民主法治建設和宣傳思
想文化工作，切實保障和改善民生，堅決維護國
家安全和社會穩定，開啟中國特色大國外交新征
程，進一步深化全面從嚴治黨，各項工作邁出新

的步伐。

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
全會強調，開好十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和

全國政協十四屆一次會議，對進一步動員全黨全
國各族人民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全
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而團結奮鬥，具有重大
意義。

全會認為，深入學習宣傳貫徹黨的二十大
精神，是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全黨的首要政治
任務，要推動學習宣傳貫徹往深裏走、往實裏
走。要豐富載體、創新手段，以人民群眾喜聞
樂見的形式推動黨的二十大精神進機關、進企
事業單位、進城鄉社區、進校園、進軍營、進
各類新經濟組織和新社會組織、進網站，使黨
的二十大精神真正深入人心。領導幹部要繼續

在全面學習、全面把握、全面落實上作表率，
深刻認識新時代十年偉大變革的重大意義，熟
練掌握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
世界觀、方法論和貫穿其中的立場觀點方法，
整體把握新時代新征程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目
標任務、戰略部署、重大舉措，緊密結合本地
區本部門具體實際制定好、實施好貫徹落實的
具體方案、具體舉措，切實把黨的二十大精神
落實到位。

全會號召，全黨全國各族人民更加緊密地
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高
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旗幟，弘揚偉大建黨
精神，牢記“三個務必”，自信自強、守正創
新，銳意進取、頑強拚搏，扎實推進中國式現
代化建設，為實現黨的二十大確定的目標任務
而共同奮鬥。

香港文匯報訊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二十
屆二中全會2月26至28日在北京舉行，全會
認為，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
心的黨中央把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作為推
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一項重
要任務，按照堅持黨的全面領導、堅持以人
民為中心、堅持優化協同高效、堅持全面依
法治國的原則，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黨
和國家機構職能實現系統性、整體性重構，
為黨和國家事業取得歷史性成就、發生歷史
性變革提供了有力保障，也為繼續深化黨和
國家機構改革積累了寶貴經驗。

全會指出，黨的二十大對深化機構改革

作出重要部署，對於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
化國家、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意義重
大而深遠。必須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
會主義思想為指導，以加強黨中央集中統一
領導為統領，以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
力現代化為導向，堅持穩中求進工作總基
調，適應統籌推進“五位一體”總體布局、
協調推進“四個全面”戰略布局的要求，適
應構建新發展格局、推動高質量發展的需
要，堅持問題導向，統籌黨中央機構、全國
人大機構、國務院機構、全國政協機構，統
籌中央和地方，深化重點領域機構改革，推
動黨對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領導在機構設

置上更加科學、在職能配置上更加優化、在
體制機制上更加完善、在運行管理上更加高
效。

全會強調，各地區各部門要站在黨和國
家事業發展全局高度，充分認識黨和國家
機構改革的重要性和緊迫性，深刻領悟
“兩個確立”的決定性意義，增強“四個
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兩個
維護”，自覺把思想和行動統一到黨中央
決策部署上來，堅決維護黨中央決策部署
的權威性和嚴肅性，堅定改革信心和決
心，加強組織領導，不折不扣把機構改革
任務落到實處。

深化重點領域機構改革
設置更科學 職能更優化 體制更完善 管理更高效

香港文匯報訊據新華社報道，中共
二十屆二中全會2月26至28日在北京舉
行，全會強調，要深入貫徹落實黨的二十
大對黨的建設作出的戰略部署，時刻保持
解決大黨獨有難題的清醒和堅定，健全全
面從嚴治黨體系，以黨的政治建設為統
領，扎實推進黨的各方面建設，推動新時
代黨的建設新的偉大工程向縱深發展。在
全黨深入開展學習貫徹習近平新時代中國
特色社會主義思想主題教育，要科學謀
劃、精心組織，強化理論學習和運用，
取得實實在在的成效。要抓好換屆後的
領導班子思想政治建設，嚴格執行民主
集中制，營造風清氣正的政治生態，形
成團結協作、敢於擔當、善作善成的生
動局面。要堅持以嚴的基調強化正風肅
紀，持續深化糾治“四風”，大興調查
研究之風，大力弘揚求真務實、真抓實
幹的作風，真正做出經得起歷史和人民
檢驗的實績。要一體推進不敢腐、不能
腐、不想腐，堅決打贏反腐敗鬥爭攻堅
戰持久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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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委員會
總書記習近平作
重要講話。

新華社

流行女歌手戴格爾流行女歌手戴格爾：：從從““美國偶像美國偶像””
失敗者變成休斯頓牛仔節的頭條新聞失敗者變成休斯頓牛仔節的頭條新聞

【美南新聞泉深】美國基督教流行女歌手勞倫·戴格
爾 (Lauren Daigle) 於 2023 年 3 月 2 日星期四晚上在休
斯頓 NRG 體育場舉行的休斯頓牲畜展和牛仔競技表演
中精彩亮相，她是第二位在牛仔競技表演中演出的基督
教流行歌手（澳大利亞二人組 For King & Country 的
Joel and Luke Smallbone兄弟是 2022 年的第一人）。
但這位流行女歌手在片場遲到了幾分鍾後來炫耀她的鄉
村音樂風格。

戴格爾向 67,131 名觀眾發起了幾輪“鄉村音樂問答
”挑戰。當樂隊演奏仙妮亞·吐溫（Shania Twain）的
《男人！我覺得自己像個女人》（Man! I Feel like a
Woman）和加思·布魯克斯（Garth Brooks）的《低地
朋友》（Friends in Low Places）時，她讓歡眾們和她
一起唱歌。然而，觀眾似乎對《來自蒙哥馬利的天使》
（Angel from Montgomery）基督歌曲感到難過，這是約
翰·普賴恩最著名的曲調，然後她清唱了幾秒鍾的《朝九
晚五》（9 to 5)，穩定觀眾的情緒。

這位出生在休斯頓附近的查爾斯湖（Lake Charles
）的基督教女歌手在聲音和視覺上都與愛和團結有關。
她穿著一件白色夾克和褲子，上面印有彩虹、鮮花、星
星和讓人感覺良好的短語：“我愛小狗”、“天使”、
“蝸牛步伐”， 銀色彩秀環繞著她的雙眼。

正是這種愛所有的心態讓她成為跨越基督界的流行
歌明星。她的歌曲《你說》（You Say）成為跨界流行
的熱門歌曲；《看著孩子》（Look Up Child）是 20 多
年來女性基督教專輯排行榜最高的歌曲（第 3 位）。

她長的非常漂亮，在舞台上很有魅力，唱得似乎也
很開心。她的音樂同樣明亮閃耀，但她有一種獨特的嗓
音，這給它帶來了受歡迎的優勢，這讓她在多季的“美
國偶像”（America Idol) 中露面。

在舞台上，戴格爾得到了叁位深情歌手的支持，以
及一支包括休斯頓打擊樂手哈維爾·索利斯 （Javier So-

lis ）在內的樂隊的支持。開場曲《滾石依然》（Still
Rolling Stones）受益於小圓號的伴奏及其《崛起》
（rise up）與叁位伴唱歌手的合唱。 《你的翅膀》
（Your Wings）沿著輕雷鬼節奏彈跳。 《 回家》
（Come Back Home）融合了電子舞曲音樂（EDM）的
元素。

她演唱了幾首新歌，包括下週發行的單曲《我願意
感謝上帝》（Thank God I Do）和《等待》（Waiting)
。在歌曲之間，她談到了她的信仰。

她說：“我喜歡無論你走了多遠，上帝總是有你的
電話號碼。我很高興今晚能為他唱歌，這是我唱過的最
好的東西。”

體育場歡眾齊喊：“阿門。”
戴格爾的演唱生涯並非一帆風順，她在“美國偶像

”中經曆兩次失敗，她總是遇到少數唱得並不好的幸運
的歌手。盡管多次嘗試歌唱比賽，盡管她在“美國偶像
”中表現很好，但她聲音中的深情色彩和對福音的天生
親和力揭示了她在南方的童年，但正是那些可能讓“美
國偶像”評委們反感的宗教色彩，使戴格爾不適合真人
秀，使她從未進入好萊塢。但她確實成功地進入了 Bill-
board 200 榜首的前兩位。她的突破性單曲《你說》
（You Say）贏得了格萊美獎。她找到了一條自己的道
路，這條道路被證明更有價值。

戴格爾設法將這首《你說》和她的首張專輯《看著
孩子》同時登上了 Billboard 流行排行榜和基督教排行榜
。她在 2018 年的突破讓人感到突如其來，但她一直躲
在眾目睽睽之下。戴格爾曾與福音樂隊 North Point In-
sideOut 合唱，並引起了足夠的興趣，她的第一張專輯
《怎麽會這樣》（How Can It Be）於 2015 年首次登上
基督教排行榜的榜首，但它沒有引起當代基督教圈外的
注意，但《看著孩子》是一個合理的成功跨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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奢侈品行業迎來“黃金時代”
鑄就法國股市大漲行情

綜合報導 受奢侈品生產商LVMH

集團、開雲集團(Kering)和愛馬仕國際

(Hermes International)的強勁勢頭推動，

法國股市成為了2023年迄今在全球範圍

內表現最好的主要市場。

數據顯示，法國基準 CAC40 指數

今年上漲 14%，漲幅超過了其他主要

市場，並且，該指數即將越過2022年1

月創下的收盤記錄高點。LVMH、開雲

集團和愛馬仕三家奢侈品公司，再加

上化妝品制造商歐萊雅(L'Oreal SA)，

合計作出了超過三分之壹的貢獻。而

隨著中國這個關鍵市場重新開放，投

資者押註這些公司的銷售和收益將保

持堅挺。

過去，由於通脹飆升、利率上升以

及可能出現的經濟衰退等因素影響，持

懷疑態度的投資者預計這些公司的股價

將回歸現實，然而，如今這場反彈令這

些投資者感到困惑，奢侈品股正在顯示

出大型科技公司在2021牛市中所表現出

的強勁勢頭。

法興銀行歐洲股票策略主管 Ro-

land Kaloyan 表示：“奢侈品股已經

成為投資者的寵兒有壹段時間了，

並且大型科技股目前沒有多少風勢

，這讓奢侈品股成為了人們的關註

焦點，尤其是在中國經濟重新開放

的情況下。”

到目前為止，CAC40指數今年的漲

幅與科技股為主的納斯達克100指數相

當。然而，利率上升和銷售放緩給科

技行業的前景帶來了壓力，奢侈品行

業卻在持續增長。服裝、手袋、香檳

、手表和香水的需求保持堅挺，生產

商在提高價格和抵禦通脹方面沒有遇到

任何困難。

並且，據相關數據統計，由於中國

經濟重新開放，中國消費者過去三年存

入銀行的17.8萬億元人民幣(合2.6萬億

美元)儲蓄有望為奢侈品市場帶來更多活

力。

法國巴黎銀行財富管理全球首席投

資官Edmund Shing表示：“與大眾市場

消費相比，奢侈品需求幾乎沒有受到通

脹上升壓力的影響，因為近年來，最富

裕的家庭受益於財富的增長，以及在新

冠疫情管控期間積累的巨額超額現金儲

蓄。”

除了奢侈品股之外，受益於中國重

新開放的工業公司施耐德電氣(Sch-

neider Electric SE)、法國液化空氣集團

(Air Liquide SA)以及建築公司和收費公

路運營商法國萬喜集團(Vinci SA)都是此

次股市飆升的主要貢獻者。同時，占

CAC指數權重近10%的金融股也持續上

漲，其中三家銀行的股價上漲了19%或

更多，法國巴黎銀行(BNP Paribas SA)領

漲板塊。巴黎Carmignac Gestion投資委

員會成員Kevin Thozet表示，鑒於法國

銀行業估值較低且利率不斷上升，其吸

引力越來越大。

分析師謹慎，投資者樂觀
即使在今年上漲之後，CAC指數

的預期市盈率也不到 13 倍，低於其

14 倍的 10 年平均水平，這促使基金

經理們認為，整體市場還有進壹步上

漲空間。

不過，市場對奢侈品行業估值過高

的擔憂正在蔓延，目LVMH和愛馬仕的

估值高於其10年平均市盈率，而開雲集

團的估值與平均水平持平。在奢侈品行

業的相對估值倍數回升至歷史高位後，

法興銀行的Kaloyan最近將該行業的評級

下調至“中性”。

分析師也認為奢侈品板塊的上行空

間相對較小——分析師的平均目標價意

味著，未來壹年 LVMH的股價將上漲

4.4%，開雲集團的股價將上漲5.7%，而

愛馬仕的股價將下跌9.6%。

盡管如此，過去幾周的盈利報告表

明，盡管投資者對這些股票抱有極高的

期望，但他們願意忽略任何微小的障礙

，並關註中國銷售正在從疫情中復蘇的

證據。

例如，雖然 LVMH 上個月公布的

下半年營業利潤率低於分析師預期，

但該公司股價在當日就收回跌幅，並

最終收盤持平。隨後在 2 月 3 日，

LVMH股價收於歷史新高;周三，開雲

集團股價收漲 3%，扭轉了開盤下跌

4.8%的頹勢;周五，愛馬仕公布業績後

股價壹度下跌 2.1%，但在尾盤收復了

失地。

奢侈品行業的韌性和規模——

LVMH市值4390億美元，是歐洲最大的

公司——意味著法國在全球市場上的影

響力超過了它的實力。雖然按國內生產

總值衡量，法國是世界第七大經濟體，

但該國是第五大股票市場，也是歐洲最

大的股票市場。

Meta加入AI軍備競賽：
發布開源大語言模型，號稱優於ChatGPT

繼微軟、谷歌之後，臉書(Facebook)母公司Me-

ta(Nasdaq：META)也加入AI軍備競賽。

當地時間2月24日，Meta官網公布了壹款新的

人工智能大型語言模型LLaMA，從參數規模來看

，Meta提供有70億、130億、330億和650億四種參

數規模的LLaMA模型，並用20種語言進行訓練。

Meta首席執行官馬克· 紮克伯格表示，LLaMA

模型旨在幫助研究人員推進工作，在生成文本、對

話、總結書面材料、證明數學定理或預測蛋白質結

構等更復雜的任務方面有很大的前景。

怎麼理解人工智能大型語言模型的參數？

據悉，AIGC(利用人工智能技術來生成內容)形成

的學習能力在壹定程度上取決於參數的規模。Open

AI推出的ChatGPT是通過其AI大模型GPT-3的基礎

上通過指令微調後得到的，參數量達1750億，谷歌

推出的Bard使用的是輕量級LaMDA模型，相比標準

版本，輕量化版本模型所需要的運算能力較小，能面

向更多使用者開放，使其參與體驗，有報道指出

LaMDA模型參數量在1370億。百度文心大模型參數

量達到2600億，阿裏則表示，從過往實踐來看，其

具備支撐超萬億參數大模型研發的技術實力。

Meta此次推出的大模型實力如何呢？

Meta首席AI科學家楊立昆(Yann LeCun)表示，

在壹些基準測試中，LLaMA 130億參數規模的模型

性能優於OpenAI推出的GPT3，且能跑在單個GPU

上；650億參數的LLaMA模型能夠和DeepMind 700

億參數的Chinchilla模型、谷歌5400億參數的PaLM

模型競爭。

法新社稱，按照Meta的表述，LLaMA是壹套

“更小、性能更好”的模型，且不同於谷歌的

LaMDA和 OpenAI 的 GPT機密訓練資料和演算，

LLaMA是基於公開資料進行訓練。

Meta在官網表示，在大型語言模型中，像LLa-

MA這樣的小型基礎模型是可取的，因為測試新方

法、驗證他人的工作和探索新用例所需的計算能力

和資源要少得多。基礎模型基於大量未標記的數據

進行訓練，這使得它們非常適合於各種任務的微調

。與其他大型語言模型壹樣，LLaMA的工作原理

是將壹系列單詞作為輸入，並預測下壹個單詞以遞

歸生成文本。

Meta稱將致力於這種開源模型的研究，新模型

會開源給整個AI研究社區使用，並授予大學、非

政府組織和行業實驗室訪問權限。另外，Meta表示

其還有更多研究需要做，以解決大型語言模型中的

偏見、有害評論等風險。

Meta披露的2022年第四季度財報顯示，該公

司已連續第三個季度出現營收同比下滑，四季度營

收312.54億美元，同比下降4%。廣告為Meta的支

柱業務，為第四季度的總營收貢獻超97%，報告期

內，盡管廣告展現量增長了23%，但單位廣告價格

下滑了22%。

截至美東時間2月24日，Meta股價跌0.96%報

170.390美元/股，總市值4418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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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牌近一年的中國恒大集團將於3月

20日在港接受清盤聆訊，惟外電引述消息

指，恒大仍然未與主要債權人就境外債務

重組方案達成協議，最終有可能面臨被清

盤的命運。恒大債務危機愈演愈烈，股價

已由高位插近95%。根據公司清盤程序，

上市公司小股東是最後債權人，恒大如清

盤，小股東的持股恐將血本無歸。

談判傳破裂 恒大恐將清盤
法庭聆訊死線逼近 與債權人存兩大分歧

◆香港文匯報記者 蔡競文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曉菁） 內
地房地產震盪拖累相關產業表現，信義玻
璃2月28日公布2022年度業績，期內收益
按年減少15.5%至257.46億元（港元，下
同），股份持有人應佔溢利倒退55.6%至
51.27億元，每股基本盈利126.6仙，派末
期息22仙，全年共派62仙。行政總裁董
清世於電話會議上直言，市場需求和產能
縮水，去年玻璃行業經歷「最苦難時
期」。業績拉低股價，信義玻璃2月28日
收報14.66元，跌4.31%。

去年賺51.27億倒退56%
董清世指出，去年地產行業的竣工進

度及窗戶安裝工程延遲，令內地市場對浮
法玻璃需求放緩，平均價格下降的同時生
產成本反而上升。期內毛利同比大減45%
至 86.87 億元，毛利率則由 51.8%降至
33.7%，銷售成本增加16.2%至 170.6億
元。

董清世預計，多地實施的「保交樓」
政策，相信今年地產項目的完工率將有回
升，玻璃安裝工程好轉，公司業務會隨之
改善。至於浮法玻璃價格，他認為主要原
材料價格維持於較低水平，浮法玻璃價格
也已沉底，對全年高峰期的平均售價變動
保持審慎樂觀態度。

業務受損，董清世強調，公司會實施
嚴格的生產成本及節能政策以加強成本控
制，亦會專注於高附加值、不同顏色及厚
度、結構升級節能玻璃產品，積極把握海
外市場機遇，在印尼的新生產線有望在
2024年投入生產。此外，期內現金流減少
約兩成至81.67億元，首席財務官劉錫源
稱，公司現金流依舊充裕，去年末開始以
現金償還銀行貸款，以減少利息開支，相
信目前的現金狀況可應付今年約20億至
25億元的固定開支。

恒大債務危機部分事件
日期

2020年8月

2020年11月

2020年11月

2021年8月

2021年9月

2021年12月

2022年1月

2023年1月初

2023年1月中

2023年1月底

2023年2月底

2023年3月20日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蔡競文

事件
內地約談恒大等12家房企，提出
「三條紅線」的監管要求，要求
參會企業在9月前提出減債方案
恒大地產借殼深深房上市失
敗，令恒大首次出現資金鏈斷
裂風險
恒大商票首次逾期，隨後商票
逾期潮愈演愈烈
恒大於業績報告內披露為解決
集團的流動性問題，透過出售
資產以套現及抵扣部分供應商
欠款，同時正為恒大汽車及恒
大物業尋求買家，出售部分股
份，以紓緩資金壓力。同月恒
大被人民銀行及銀保監會約
談，要求積極化解債務危機
恒大舉行「保交樓」軍令狀簽
署大會。同月，恒大預告9月份
物業銷售急速下跌，並且無法
保證繼續履行有關融資及其他
合約下的財務義務
恒大宣布無法履行債務責任
地產代理行中原地產第四度入
稟恒大旗下樓盤「恆大‧珺瓏
灣」追討佣金，累計佣金逾
1.14億港元
恒大集團主席許家印向全體員
工發信稱，2023年是恒大履行
企業主體責任、千方百計「保
交樓」的關鍵年
外電披露恒大債務重組方案細節
核數師羅兵咸辭職，結束長達
14年的合作關係
傳出未能與主要債權人就境外
債務重組方案達成協議
在港面臨清盤呈請聆訊

信
義
玻
璃
：「
保
交
樓
」政
策
料
利
好
業
務

恒大曾表示，將在3月初就美元債務重組
條款爭取獲得主要債權人的支持。不

過隨着有傳談判破裂，意味着恒大很有可能
在3月20日的清盤聆訊中，被香港法院下達
清盤令。恒大在2021年首次出現美元債券違
約，目前約有逾160億美元未償債券。

未償債券逾160億美元
外電引述消息稱，債權人與恒大的主要

分歧有兩個方面：第一，債權人要求將部分
債務轉為恒大所持有的恒大汽車及恒大物業
全部股權，惟這方面超出了恒大的預想方
案，恒大僅願意將債務轉為部分股權；另
外，恒大與債權人就債務的結構優先權出現
分歧，這影響不同債權人的資產權利，某些
境內債權人的要求尤其受到爭議。其次是，
債權人還要求恒大解決公司的治理問題。此
前，恒大公布恒大物業134億元人民幣資金
被挪用的獨立調查中，顯示出恒大內部管理
存在很大漏洞隱患。

另一方面，債權人小組不再要求恒大集
團主席許家印以個人名義向公司出資最少20
億美元，也不再以此作為接受公司債務重組
方案的條件，但還是希望許家印拿出一些資
金。

根據恒大過去提出的境外債重組計劃，
主要包括兩個方面：第一為分期償還本金，

最長12年還清所有債務，通過以舊換新對債
券展期，所有新發債券票面利率最低在2%
左右。

第二為債轉股，通過新發行可轉債等混
合型證券，將一部分債務轉為中國恒大H
股，以及恒大汽車和恒大物業的股份。剩餘
債務通過分期支付展期，展期時間縮短，票
面利率在6%至7%左右。

過去兩年，內地出手打擊開發商過度舉
債的政策並劃出「三條紅線」，中國恒大是
首批受政策影響的內房企業之一。

停牌一年 股價高位跌95%
恒大集團曾經是內地最具規模的內房企業

之一，惟集團因財困等問題至今停牌近一年，
停牌前股價收報1.65元，與恒大股價曾在
2017年達到歷史高峰的32.5元比較，股價從
高位回落近95%；恒大市值亦由股價高位32.5
元時的最高市值約4,291億元，大幅蒸發逾
4,000億元，跌至2月28日的約217.8億元。

恒大集團主席許家印的身家過去隨着恒
大股價水漲船高，2017年9月，許家印以約
2,813.5億元人民幣的身家在福布斯中國富豪
榜排名第一位。惟財困等事件發生後，據
2022年11月底公布的2022年胡潤百富榜，
許家印身家約為300億元人民幣，滑落至第
172位。

◆ 恒大仍然未與主要債權人就境外債
務重組方案達成協議，最終有可能被清
盤。 資料圖片

◆ 董清世（左四）指出，去年地產行業的竣工進度
及窗戶安裝工程延遲，令內地市場對浮法玻璃需求放
緩，平均價格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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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德州新土地購買法案反德州新土地購買法案 國會議員格林主持千人會議國會議員格林主持千人會議
華裔國會議員趙美心出席華裔國會議員趙美心出席

【美南新聞泉深】德克薩斯州參議院第147號法案最初試圖禁止將德克薩斯州的土地出售給來自
中國、伊朗、朝鮮或俄羅斯的公民、政府和實體機構，引發了數月的強烈抗議。德州參議院於3月2
日修改一項由州長格雷格·阿博特(Greg Abbott)支持的法案，該法案將限制來自中國和其他三個國家
的實體機構擁有土地，用軟化措辭仍然允許美國的雙重公民，以及合法永久居民在德克薩斯州購買房
產。但反對聲浪未停止，反對者強調該立法使美國看似專制政權的體系。

為此，美國國會議員艾爾·格林（Al Green)將於 2023年 3月 11日上午10:30時在斯丹福市
（City of Stafford) 舉行千人大會，邀請加利福利亞華裔國會議員趙美心（Judy Chu)出席，反對這項
歧視性法案通過。
歡迎華裔及各界人士出席。
時間：2023年3月11日上午10:30AM
地點：10505 Cash Road, Stafford, TX77477
華裔國會議員趙美心簡介

趙美心（Judy May Chu）在美國加州出生，祖籍廣東省新會古井鎮霞路村，父親是加州出生的
華裔，母親是廣東省江門市人。趙美心年輕時參加過海外青年暑期返國研習團（俗稱“美加營”或
“愛之船”）。她擁有洛杉磯加利福尼亞大學數學學士和加州專業心理大學（California School of
Professional Psychology）心理學博士學位。專業是大學教師，曾在洛杉磯社區學院區任教20年；
惟因廿多年前華人聚居的蒙特利公園市發生“獨尊英語”（English only）的風波，經由她出面與主
流社群協調而開始她的從政生涯，後來成為民選官員，一路從學區的教育委員、蒙市市議員、加州州
眾議員、直到加州平稅局委員。她代表民主黨在加利福尼亞州第32選區當選，成為美國歷史上第一
位華裔女性眾議員。趙美心當選後成為美國國會聯邦眾議院教育與勞工委員會（House Committee
on Education and Labor）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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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新聞

鳥語花香

鹰科（Accipitridae）是鹰形目下的三个科

之一，从小型到大型，都是猛禽——具钩状

喙、利爪。它们是世界上最多样化的猛禽科

，目前已确认的物种超过 230 种。

在这 230 种现存的鹰中，大约只有

15% 的物种腿部覆盖羽毛，其他鹰科动物都

有裸露的小腿，有鳞而不是羽毛。这种特殊

性，让生物学家们特意为这些"毛腿子"单独

设立了一个靴鹰的亚科（Aquilinae）。

黑与金，同宗同源

这帮"毛腿子"的大型猛禽物种，具有相

似形态特征，生物学家们也一直在推测是不

是有一个特定进化枝。

随着分子遗传学研究的进展，以及基因

测序的逐步完成，鹰科动物可通过其染色体

的特殊排列来识别。但，形态学和线粒体

DNA 细胞色素b 序列数据依旧带来了混乱的

图景，许多鹰、雕在各个属之间被移来移去

，不停的换着二项名。

其中，也确定了一些实打实的亲缘关系

，比如，黑雕(Aquila verreauxii )和金雕，就

是同气连枝的姐妹物种。

黑雕是一只非常大的鹰。它从喙到尾尖

长 75 到 96 厘米。它们和金雕一样，性二

态不太反应在外观大小上，而是反应在体重

上，雌性要沉不少。喏，黑雕雄性体重大约

3 至 4.2 公斤，而雌性体重可达 3.1 至 7

公斤。

排除极端个体，在平均质量和总重量范

围内，黑雕在尺寸上与其同域的竞争对手非

常相似，完全能与猛雕（Polemaetus bellicosus

）、金雕相媲美，彼此都是“靴雕”家族中

的巨无霸。

然而，体型巨大，拥有强喙利爪的黑雕

在捕食行为上和猛雕、金雕大相径庭。

顿顿吃一样的 vs 变着花样吃

众所周知，金雕不挑食，小到兔子、野鸡

，大到几十公斤的有蹄类，抓起来就飞走。

猛雕的食谱更为丰富多彩，由于其腹部

斑点和作为捕食者的凶猛效率，它有时被昵

称为“空中的豹子”。

猛雕猎物种类超过 170 种——相当机会

主义的捕食者，无论是食肉还是食草的哺乳

动物、灵长类、鸟类、爬行动物，基本上会

动的都是它们猎物选择，腐肉也会去撕扯。

而同为大型猛禽，黑雕的捕食行为完全

不同——基本上只吃一种食物。

蹄兔占据黑雕饮食的 98% 以上。在津巴

布韦，1995 年至 2003 年调查数据显示，在

黑雕巢中记录的 1,550 个猎物中有 1,448 种

是蹄兔。在坦桑尼亚塞伦盖蒂国家公园 102

个黑雕巢穴的全年样本量中，99.1% 的遗骸

是蹄兔。

在生物学对黑雕近 10 年的持续研究中

，观察到的捕猎行为足以让我们很好地了解

黑雕是如何获取猎物的。

黑雕最常在低空飞行中觅食蹄兔。像金雕

一样，黑雕利用岩石和山区栖息地的自然地面

轮廓来“制造惊喜”——有意隐藏影子。

虽然蹄兔往往高度警惕，但常年捕食蹄

兔的黑雕有各种手段。

比如，夫妻合作狩猎，一只飞过并分散

猎物的注意力，而另一只则从后面攻击。跑

得慢的一把抓，更灵活的蹄兔会被撞下山，

摔在地面后被抓走。

在检测项目中得到的平均数据是，一只

黑雕飞离巢穴，然后在约 5 分钟内就杀死一

只蹄兔并带回巢穴。

一般来说蹄兔的平均重量大约 2.4 公斤

，而津巴布韦的蹄兔明显更重和更大，能到

5.5 公斤超过了许多黑雕本身的重量。

但既然特化了饮食，黑雕自然有办法

——黑雕的爪子扩大后，拇趾爪间距（竖着

）平均为 52.3 毫米，比人手大，与金雕的尺

寸非常相似。但与金雕相比，黑雕的爪子要

宽 20%，基本上可以确定这是为了适应体型

庞大且背阔的蹄兔。

猛禽都是大杀四方，除了黑雕，可能只

有专吃蜗牛的蜗鸢( Rostrhamus sociabilis ) 等

少数几种专门捕猎单一猎物。

甚至那些以其猎物为名的猛禽，也不是

单一特化的，比如蝙蝠鹰（Macheiramphus al-

cinus）、棕榈果秃鹰（Gypohierax angolensis）

、蜥蜴秃鹰（Kaupifalco monogrammicus），蟹

鹰（Buteogallus aequinoctialis）等等等。

黑雕，可能是猛禽里最饮食上最保守的

，不喜欢更多杀戮，只盯住同样猎物：南无

啊弥陀佛，南无啊弥陀佛，哪儿有蹄兔哪儿

有我。

最后，虽然蹄兔的分布限制了黑雕的生

存范围，但专属猎物稀少的情况下，黑雕也

会捕猎其他动物，这么大个的猛禽，饿不死

自己。

黑雕，和金雕媲美的大型猛禽
能大杀四方，但只盯一种猎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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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都會高球賽獎金國際都會高球賽獎金100100萬美元萬美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黎永淦）“國際都會高爾夫
球錦標賽”舉行期間，賽會還安排一系列娛樂活動，包括
高爾夫球體驗班、現場音樂表演、國際美食佳餚、古董及
經典汽車展，以及STEAM兒童及親子活動等。
此外，在觀眾村設有展覽攤位，屆時觀眾可以深入了解

香港哥爾夫球會粉嶺球場的悠久歷史和重要的自然生態價
值，觀眾可即場報名參加自然生態導賞團。

香港哥爾夫球會會長郭永亮表示：“舉辦國際一流賽事
和為觀眾提供精彩體驗是香港哥爾夫球會一直引以自豪的
傳統。我很高興‘國際都會高爾夫球錦標賽’將秉承這項
傳統，並與社區一起分享體育盛事回歸香港的喜悅。”
他還透露，球會將在10月舉辦女子歐洲巡迴賽賽事之
一“沙特阿美石油團體系列賽”（Aramco Team Se-
ries），而香港歷史最悠久的職業體育賽事——
第62屆“香港高爾夫球公開賽”亦將於

今年11月復辦。

過去數十年，香港哥爾夫球會舉辦了
多項盛事，吸引大量來自亞洲及世

界各地的旅客和高球愛好者前來觀賽，其
中2018年舉行的第60屆“香港高爾夫球
公開賽”便吸引了逾49,000名觀眾參與。
據賽會介紹，今次舉辦“國際都會高爾夫
球錦標賽”的其中一個目的，是配合特區
政府推廣“你好，香港！”活動，吸引更
多海外旅客到訪香港。這個全新的體育盛
事已獲TheR&A認證，成為大滿貫賽事─
─“英國公開賽”資格賽系列的3場亞洲
區賽事之一。粉嶺球場在職業球員心中向
來有一定地位，今次獲此殊榮更進一步肯
定香港的吸引力。

港將許龍一主場職業賽首秀
隨着世界頂尖球星保爾特和斯滕森落

實參賽，令這項賽事關注度大增。保爾特
曾取得17個職業冠軍，其中一次是在
2010年的“香港高爾夫球公開賽”中，以

創紀錄的低22個標準桿成為盟主，即使
已過了十多年，但他當年在粉嶺球場上的
表現仍為人津津樂道。而保爾特本人也十
分期待再次赴港作賽：“香港是我最喜歡
的地方之一，我很期待回到這亞洲國際都
會參加首屆‘國際都會高爾夫球錦標
賽’。”

斯滕森作為歐洲其中一個最有成就的
高爾夫球員，擁有22個職業冠軍，包括
2016年“英國公開賽”。他曾高踞世界職
業排名前10位超過300星期，最高峰時為
第2位。這位來自瑞典的大滿貫冠軍很高興
能來到東方之珠獻技，他說：“我對即將首
次訪港作賽感到興奮，很期待在粉嶺球場與
球迷見面。”

除了上述兩位國際球星，以及多名亞
洲巡迴賽頂尖球手參與，東道主香港亦
會派出精英球手參戰，包括剛轉職業
的香港首席球員許龍一。這位22
歲球手熱切期待能在主場出戰新

秀賽季的其中一場比賽。許龍一
表示：“我對參加‘國際都會高爾
夫球錦標賽’感到非常興奮。作為一
名香港高球手，能在主場香港球迷面
前以職業球員的身份出賽，是夢寐以求
的事，期待賽場上高高展示我們特區的
旗幟！”許龍一曾在2021年度的亞太業
餘錦標賽奪得亞軍，登上業餘生涯高峰。

“國際都會高爾夫球錦標賽”將會在
賽事期間（本月23日至26日）免費開放
予公眾參與，門票可透過www.ticketflap.
com預先登記，先到先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由“愛在這裏
慈善協會”主辦的“第一屆全港傷殘人士運動會
2023”於剛剛過去的周日假香港浸會大學郭鍾寶芬
女士康體文娛中心體育館圓滿舉行，超過100名運
動員參與。運動會讓參賽者在跆拳道、跳繩、跑
步、空手道、體操、硬地滾球六個體育項目中，體
驗不同項目的獨特性，並完成各項運動的小挑戰。
而當日除了各項比賽冠、亞、季之外，所有參加者

均獲得完成獎牌乙個，以示鼓勵。
另外，正在迪拜進行的2023世界殘疾人田徑

格蘭披治賽，港隊繼朱澤生於首日賽事奪銅後，女
將任國芬也於當地時間2月27日舉行的女子T36級
200米比賽中跑出個人最佳成績34秒79，為港隊增
添一面銅牌。隊友余春麗亦造出個人最佳成績的
36秒58，屈居第4，兩人均達杭州2022亞洲殘疾
人運動會最低入圍標準。

中國男足新一期集訓名單中國男足新一期集訓名單
門將：劉殿座、王大雷、顏駿凌

後衛：鄧涵文、劉奕鳴、任航、劉洋、張琳
芃、蔣光太、李昂、李帥

中場：何超、劉彬彬、徐新、王上源、吳曦、
林良銘、韋世豪、孫國文

前鋒：謝鵬飛、陳蒲、武磊、譚龍、艾克森

國足新帥首份集訓名單出爐
2月27日晚，中國足球協會公布了中國男足

新一期集訓名單。武磊領銜，艾克森、蔣光太兩
位歸化球員入選。這是中國男足新主帥揚科維奇
上任以來的第一份集訓名單。

中國足協公告表示，為備戰2023卡塔爾亞
洲盃決賽階段及2026美加墨世界盃亞洲區預選
賽賽事，經中國足球協會研究批准，中國國家男
子足球隊定於2023年3月1日至27日期間赴海南
省海口市、新西蘭組織集訓並參加熱身賽事。

集訓名單中共有24名球員，包括武磊、顏
駿凌、張琳芃、吳曦等國家隊“老面孔”，還有
陳蒲、孫國文、林良銘等首次入選的球員。

國足教練組名單同樣受人關注。邵佳一出任
領隊和助教，鄭智也進入了教練組。鄭智此前曾
進入國足教練組，邵佳一擁有國字號球隊的管理
經驗。外界期待中方教練組可以幫助外籍教練團
隊與集訓球員盡快磨合。

2月24日，中國足協宣布揚科維奇出任中國
男足主帥，塞爾維亞教頭久爾傑維奇接手男足亞
運隊。據悉，久爾傑維奇目前已經抵達迪拜與男
足亞運隊會合，待兩名塞爾維亞教練完成交接工
作後，揚科維奇將於本月底返回中國，於3月初
在國足首期集訓上亮相。 ◆中新社

逾百健兒參與首屆全港殘運會

◆健兒參與硬地滾球比賽。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陳曉莉）隨着塞爾維
亞用一場勝利將最後一張門票收入囊中，32支
晉級男籃世界盃正賽的球隊也全部產生。中國男
籃經過兩個階段的12場比賽，最終以10勝2
負、亞太區F組次名的姿態獲得世界盃的參賽
權，兩場失利均是輸給實力強大的澳洲。
32支晉級男籃世界盃正賽的球隊為：
東道主：菲律賓、日本
亞太區：澳洲、中國、黎巴嫩、新西蘭、約旦、

伊朗
美洲區：美國、加拿大、巴西、多米尼加、墨西

哥、波多黎各、委內瑞拉
歐洲區：拉脫維亞、希臘、德國、芬蘭、斯洛文

尼亞、法國、立陶宛、西班牙、意大
利、格魯吉亞、黑山、塞爾維亞

非洲區：科特迪瓦、南蘇丹、埃及、安哥拉、佛
得角

男籃世界盃正賽將於8月25至9月10日全
面打響，小組賽將在菲律賓馬尼拉、日本的沖繩
以及印度尼西亞的雅加達進行，淘汰賽階段的比
賽將全部在菲律賓的馬尼拉舉行。另外，本次世
界盃上成績最好的亞洲球隊將獲得2024年巴黎
奧運會的參賽資格。

獎金高達100萬美元的

世界級高爾夫盛事———首

屆“國際都會高爾夫球錦標

賽”，將於本月23日至26日降臨粉嶺

球場！歐洲高爾夫球巨星保爾特（Ian

Poulter） 和 斯 滕 森 （Henrik

Stenson）已率先宣布參賽。

屆時將透過賽事直播向全

球超過105個國家和地

區宣傳香港。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黎永淦

哥球會擬提供
多項精彩活動

◆◆中國中國男籃男籃
（（白衫白衫））在在港港
取得世預賽取得世預賽
二連勝二連勝。。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記者
黎永淦黎永淦 攝攝

◆◆揚科維奇揚科維奇（（白帽者白帽者））指導球隊訓練指導球隊訓練。。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國際都會高爾夫球錦標賽國際都會高爾夫球錦標賽”” 22月月2828日舉行發布會公布詳情日舉行發布會公布詳情。。

▶▶港將許龍一將首次以職業港將許龍一將首次以職業
球員身份主場參賽球員身份主場參賽。。

◆◆保爾特保爾特（（左左））與斯滕森確定赴港參賽與斯滕森確定赴港參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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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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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賈林」與超萌尤達寶寶「古古」的星際冒險旅程，

下個月就要迎來全新章節，《曼達洛人》第三季主要演員與

主創編劇全都回歸，帶大家深入探訪曼達洛人家鄉與星戰宇

宙各個角落的世界，開播前一起來溫習前情提要，以及統整

有哪些值得期待的亮點？

－《曼達洛人》第三季何時播？總共有幾集？
《曼達洛人》第三季將於2023年3月1日（三）於Disney+

開播（台灣通常是下午4點上架），每週更新一集，共8集，

預計4月19日（三）播出季終集。

－《曼達洛人》上一季，劇情演到哪了？
《曼達洛人》第二季結尾重點：「丁賈林」打敗星區長

「吉迪恩」（Moff Gideon）不只從他手中救回「古古」還得

到了「黑劍」（Darksaber，也譯暗劍），雖然他無意但確實已

成為名義上能領導曼達洛星之人。

第二季片尾年輕版「路克天行者」（Luke Skywalker）與

機器人R2-D2驚喜現身，解決主角被敵人包圍的危機，「丁賈

林」把「古古」交給「路克」完成把他託付給絕地武士的任

務，道別前「丁賈林」違背曼達洛人信條，拿下頭盔依依不

捨與「古古」道別。

－《波巴費特之書》推進了哪些《曼達洛人》主線劇情？
衍生影集《波巴費特之書》之所以被影迷稱為「《曼達

洛人》第2.5季」就是因為它有太多《曼達洛人》第二季後的

重要主線情節，若有時間建議先看《波巴費特之書》再看以

下劇透：

（1）曼達洛人秘密據點轉移到環形宇宙殖民基地「格拉

維斯」（Glavis）中柯佐克胡同（Kolzoc Alley）附近的隱蔽之

地，他們正著手重建曼達洛勢力。

（2）「丁賈林」把曼達洛鐵長矛重新鑄成「古古」的迷

你專屬盔甲送給他。

（3）「丁賈林」二次贏得黑劍所有權

根據信條，如何取得黑劍是至關重要的，唯有靠戰鬥贏

得才是正道，才能領導曼達洛星，否則將招致詛咒導致曼達

洛毀滅，「丁賈林」第一次打敗星區長「吉迪恩」得到黑劍

，已讓另一位曼達洛人「博-卡坦· 克里茲」不悅，但她只能暫

時接受。

在《波巴費特之書》中，另一位曼達洛人「帕茲維斯拉

」（Paz Vizsla）想要得到由祖先鍛造出的黑劍擁有王位權力

，要求挑戰「丁賈林」，激烈廝殺後「丁賈林」再次獲勝，

二次名正言順擁有黑劍。

（4）「丁賈林」違反信條，他尋找贖罪之法

曼達洛人不管任何時刻都不能拿下頭盔，「丁賈林」曾

拿下頭盔，因此他已不再是曼達洛人，該如何贖罪呢？唯有

曼達洛星礦井下的活水才能救贖，雖然礦井已被銷毀，他仍

決定前往曼達洛星尋找贖罪法。

（5）新戰機打造完成

女機械維修師「派麗莫托」與「丁賈林」共同改造了一

架N-1星際戰機，擁有三個特點：速度快、當局無法追蹤，以

及不用超光速對接環就能進入超太空。

（6）「古古」放棄學習原力與「丁賈林」一起冒險

「路克天行者」發現「古古」與「丁賈林」有強大牽絆

，他讓「古古」選擇要拿「丁賈林」的盔甲禮物放棄絕地之

道，或選擇「光劍」心無旁鶩學習原力，「古古」最終放棄

成為絕地武士回到「丁賈林」的身邊。

－《曼達洛人》第三季哪些亮點值得期待？
（1）更多「曼達洛人」種族秘密、信仰與「派系衝突」

This is the way！前兩季主要是透過男主角「丁賈林」介

紹曼達洛人，第三季隨著男主角前往曼達洛星尋找贖罪之法

，故事會深入探索曼達洛人的歷史、文化、種族秘密與生活

方式等，影集主創人強法夫洛（Jon Favreau）向《EMPIRE》

強調，會更深度描繪其他曼達洛角色與曼達洛人的派系衝突

等。

特別是「丁賈林」已正當取得象徵王權的「黑劍」，勢

必引起前領導人、想要復興重登王位的「博-卡坦· 克里茲」的

忌憚，最新預告也有許多曼達洛人集結的戰鬥大場面。

（2）「古古」進化？揭開他的身世、強大原力之謎？

第二季揭示「古古」名字與一點點的過去，第三季有望

探索更多「古古」背景的身世之謎，他為何永遠如此強大的

神秘力量？以及他對於星戰宇宙的影響與重要性。影集主創

人強法夫洛向《EMPIRE》暗示：「『古古』接受『路克天行

者』的原力訓練後進化了，當觀眾再次見到他，他已是不太

一樣的『古古』解鎖很多新的東西。」

（3）超越以往！規模更大的史詩級動作戰鬥場面

男主角「丁賈林」佩德羅帕斯卡（Pedro Pascal）告訴

《今夜秀》：「第三季有更多的動作戲，也有更多打動人心

的故事」，《曼達洛人》本來就是動作冒險影集，這一點在

最新預告也能看出，不少緊張刺激的大場面動作與衝突場景

，以及驚心動魄的視覺特效都相當令人期待。

《曼達洛人》執行製作人瑞克法穆易瓦（Rick Famuyiwa

）告訴《SFX》：「第三季是目前為止，最野心勃勃且規模最

大的一季！」

（4）帝國勢力、反派星區長會比前幾季更具威脅性

《絕命毒師》演員吉安卡洛伊坡托（Giancarlo Esposito）

在《曼達洛人》飾演反派星區長「吉迪恩」雖然他的戲份在

第二季結尾似乎結束了，不過吉安卡洛伊坡托向媒體證實，

他會回歸第三季，而且這位超級反派的戲份更加吃重，威脅

程度也會加劇，保證第三季會比以往更精彩。

「尤達寶寶」 至今最大規模的星戰冒險！

《曼達洛人》第三季開播亮點＋前情提要攻略

憑藉神劇《半澤直樹》系列創下驚人收視率的男星堺雅人

回來了！睽違3年將於今年7月推出新作品《VIVANT》，還加

上台灣耳熟能詳的重量級大咖阿部寬、二階堂富美、松坂桃李

、役所廣司合作，同時該片也是堺雅人再度與《半澤直樹》導

演福澤克雄合作，兩人會激出什麼火花，已經引發網路熱議。

《VIVANT》是堺雅人於去年底離開效力28年的事務所後

，自立門戶的首部作品。也是繼2020年《半澤直樹2》之後，

49歲的堺雅人再次扛起TBS電視台日曜劇場（週日晚上9點）

時段擔任男主角。

「VIVANT」是法文中「活著」的意思，預告中寫著：

「是敵人還是朋友，是朋友還是敵人，這個夏天冒險開始了

。」對於新劇，堺雅人表示：「很期待跟這麼棒的演員們一

同演戲，內容詳情目前還是秘密，所以如果在路上遇到我，

請不要問我，我相信這部作品不會讓大家失望，請大家耐心

等待播出。」

演出該片男星松坂桃李則透露：「當時聽說業界正召集優

秀資深演員參與一個大項目，我覺得我也想要演出！所以志願

參加，既然是自己舉手報名，就不想被大家的氣勢給壓過，而

是作為齒輪上的一員全力以赴。」

事實上，先前就有媒體爆料這部「神級組合」日劇，如今

TBS電視台公開證實這消息，網友也紛紛留言「堺雅人加阿部

寬，這卡司還不起飛嗎」、「這陣容太過豪華」、「大叔們要

拯救日劇收視率了」、「收視率不到20對不起這陣容」、「全

部都是主角等級的，我以為是在拍電影」、「根本就是半澤直

樹、下町火箭、陸王的綜合體」。

《半澤直樹》堺雅人回來了
新劇 「神級陣容」 全是大咖驚見阿部寬

法國導演多米尼

克 摩 爾 （Dominik

Moll） 的 懸 疑 電 影

《追兇 12 夜》（The

Night Of The 12th）

一舉包辦25日舉行的

第48屆凱薩獎年度最

佳影片、最佳導演、

最佳男配角、最佳新

演員、最佳劇本以及最佳音效等六項大獎，以提十中六的佳績

，成為最大贏家。

該片根據法國著名驚悚懸案「塞納焚殺案」改編，導演多

米尼克摩爾發揮其向來拿手的驚悚片型，將懸案偵查過程佈局

得高潮迭起，並揉合社會議題、作為新的案件切入點，一舉入

選去年坎城影展「首映」單元；法國電影雜誌《正片》（Posi-

tif）總監米修西蒙（Michel Ciment）甚至為該片抱屈直言「無

法理解這片為什麼不是坎城競賽片？」《追兇12夜》去年在法

國上映時，首週即狂吸10萬觀眾欣賞，票房強壓好萊塢電影

《貓王艾維斯》，最後創下1.5億台幣的票房佳績。

電影打出「每個警探的職業生涯，都會出現一個永生難忘

的懸案」的口號，劇情描述女孩克拉拉在離開派對後獨自回家

，卻在路上遭到不明縱火焚身，活活被燒死。警探約翰（巴斯

欽布雍 Bastien Bouillon 飾）一路追查。該調查案雖從克拉拉

的生活圈展開，錯綜複雜的謎團也逐漸浮出水面，但每個嫌疑

犯卻一一咬定與克拉拉的風流韻事，讓約翰發現他要面對的，

恐怕不只是犯案真兇。《追兇12夜》將於4月14日在台上映。

此外，法國男星班諾馬吉梅（Benoit Magimel）以驚悚劇情

片《天堂幻影》（Pacifiction）勇奪凱薩獎影帝大獎；比利時女

星薇吉妮愛菲亞(Virginie Efira)則以《巴黎記憶》（Paris Memo-

ries，暫譯）的「恐攻倖存者」角色封后，而她與《大獄言家》

凱薩影帝 塔哈拉辛（Tahar Rahim） 所主演的另一浪漫愛情新

片《唐磺羅曼死》(Don Juan)，也將於4月7日在台上映。

改編法國兇殺懸案
《追兇12夜》成凱薩獎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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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影《保妳平安》曝宣傳曲MV
眾星溫情獻唱《人間是個好地方》

由大鵬導演執導的電影《保妳平

安》今日推出宣傳曲《人間是個好地方

》MV。歌曲由彭飛作曲，李聰作詞，

大鵬、李雪琴、王迅、王聖迪、馬麗、

楊迪、潘斌龍、劉金山傾情獻唱，“聲

動”詮釋“人間自有真情在”。

電影《保妳平安》由大鵬執導，蘇

彪、大鵬編劇，陳祉希擔任總制片人，

大鵬、李雪琴、尹正、王迅、王聖迪領

銜主演，馬麗特邀友情出演，宋茜、白

宇特邀出演，賈冰、楊迪、潘斌龍、倪

虹潔主演，喬杉、於洋、劉金山、曹炳

琨、梁超友情客串。作為壹部現實題材

喜劇電影，《保妳平安》用喜劇方式詮

釋謠言的危害，“三人成虎”確實可怕

，雪崩之前每壹片雪花都不是無辜的，

但好在總有熱心的人願意站在正義的壹

面，用螢火之光，守護人間溫暖。

眾星溫情獻唱好地方
聲情並茂傳遞美好
此次電影《保妳平安》發布的宣傳

曲《人間是個好地方》MV，壹經上線

就火熱傳播，各位主演聯合獻唱，歌曲

節奏輕快，歌詞溫暖動人，歌聲歡快美

妙，在歡樂療愈的曲調中，感受到人間

最樸實卻又最溫暖的情義。正如歌詞所

寫“擡頭望有朗朗的太陽，腳下就有壹

地的亮堂”，電影中魏平安（大鵬 飾

）頂著重重阻礙，不惜壹切代價為萍水

相逢的去世客戶韓露（宋茜 飾）辟謠

，這維護正義的行為，不僅僅是圖壹份

心安，同時也溫暖著人間。

壹眾笑星聯唱，MV畫面流淌著歡

樂、溫情與正能量，有魏平安為了辟謠

“騎駿馬，跨江河，天地闖壹闖”的奔

波，也有“談笑裏，過天涯，浮雲都讓

壹讓” 的坦蕩，有“闖進那紅塵繁華

縱情地向往”的情義，也有“長風起，

任逍遙，把豪情吼壹場” 的堅定。魏

平安雖不是所謂的“英雄豪傑”，但始

終堅守內心的真善美，盡自己的綿薄之

力，去守護心中的正義。

全國路演進行中

平凡力量溫暖人間
《人間是個好地方》MV也繼續延續了

片中的溫暖，取材了許多平凡人在生活

中的暖心瞬間，這也正是《保妳平安》

這部電影想要傳遞的。即使是平凡人物

，但只要心中有愛，守護真誠與美好，

使人心安，也終得幸福和平安。

大鵬導演想傳遞的“人間自有真情

在”不單單只停留在銀幕裏，在2月25

日的哈爾濱路演首站現場，就有著許多

平凡人的暖心故事。導演大鵬，編劇蘇

彪，總制片人陳祉希，以及演員王聖迪、

宋茜、老四齊聚壹堂和現場觀眾歡樂互

動，將愛傳遞。大鵬導演表示感謝總制

片人陳祉希壹路以來對自己的支持和幫

助。宋茜說她希望通過《保妳平安》這

部電影來感謝生活中的那些“平安哥”、

“平安姐”，致敬生活中所有善良的人

們。在活動的最後，為了能夠將善意壹

直傳遞下去，在路演經過的各個城市，

每個角落，觀眾們都現場登錄微博，在

電影《保妳平安》微博超話中寫下壹份

對陌生人真摯的祝願。其實每個人都可

以是“魏平安”，不論是為了家人朋友

，還是萍水相逢的陌生人，在他們遭遇

不公之時，我們都可以伸出援手，為之

發聲。

2月26日，導演大鵬，編劇蘇彪，

制片人陳祉希攜演員王聖迪、宋茜、賈

冰來到了導演大鵬的家鄉——長春。在

長春站的路演現場，演員賈冰壹出場就

引發尖叫不斷，還有觀眾為賈冰送上了

專屬AD鈣奶。演員王聖迪被不少觀眾

誇贊“小小年紀，大大潛力，代入感太

強了”。編劇蘇彪深情表白現場觀眾，

他說能看到現場如此火爆，他和所有主

創們都感到十分幸福。據悉，電影《保

妳平安》接下來將在吉林、北京、杭州、

鄭州、南京等全國多地開啟路演之旅，

與觀眾們線下相約。

電影《保妳平安》由上海儒意影視

制作有限公司、上海他城影業有限公司、

上海淘票票影視文化有限公司、天津貓眼

微影文化傳媒有限公司、人馬文化傳媒

有限公司、浙江橫店影業有限公司、中

國電影股份有限公司出品。北京粒粒橙

傳媒有限公司、北京微夢創科網絡技術

有限公司、抖音文化（廈門）有限公司、

目采星時（北京）文化傳媒有限公司、

上海席地而樹文化傳播有限公司、光譜

合元國際文化傳媒（北京）有限公司、

華文映像（北京）影業有限公司、北京

龍韜娛樂文化有限公司、天津傳遞誇克

文化傳媒有限公司、無雙（深圳）影業

有限公司聯合出品。影片將於3月10日

全國上映，3月4日、5日超前點映。

《撥浪鼓咚咚響》，真紮心也真治愈
公路喜劇片《撥浪鼓咚咚響》全國公映，這是

壹部笑中帶淚的電影。壹名貨車司機，壹名留守兒

童，結伴開始了壹段奇特的尋父之旅。它講述的不

僅僅是兩個人的故事，也映照著千千萬萬的留守兒

童，這才是真正“與我有關”。

以小見大的尋父之旅
《撥浪鼓咚咚響》不是壹部文藝片，這部影片

擁有明快的節奏、激烈的沖突，能夠帶領觀眾快速

入戲。影片以公路之旅作為敘事載體，描繪了兩位

主人公如何建立起如父子壹般的情感。

《撥浪鼓咚咚響》在創作上融入了類型片

手法，人物關系特殊，劇情沖突極致。編劇兼導

演白誌強設置壹明壹暗兩條故事線，明線是毛豆

（白澤澤 飾）的尋父線，暗線是茍仁（惠王軍 飾

）的復仇線。兩條故事線原本平行，但由於毛豆燒

毀了茍仁的貨物，他倆的命運就此相交。

影片作為公路電影，賦予兩位主人公堅定的前

進信念。這涉及到人物的三個目標，大的目標是茍

仁要找到毛豆爸爸索要貨物賠償款。小的目標分兩

個：其壹是茍仁要尋找到騙走他兒子治療費的騙子

，其二是毛豆要找到兩年未曾謀面的父親。三個目

標交織在壹起，構成了這趟公路之旅的驅動力。

公路電影的魅力在於場景的不斷變換，以及人

物境遇的未知。茍仁和毛豆壹路向著陌生的城市和

鄉村出發，如同大海撈針壹般找尋著毛豆爸爸的蹤

跡。

通過兩人在路上的所見所聞，導演用以小見大

的手法展現出中國農村的變遷。農村僅剩下年邁的

老人和留守兒童，中青年人紛紛進城謀生。

茍仁帶著毛豆在城市中

走街串巷，城市的繁華和留

守兒童的孤獨構成鮮明的對

比。城市中高樓林立，這背

後是無數“毛豆爸爸”在辛

勤付出，帶來的問題是千萬

個“毛豆”缺少了父愛。

《撥浪鼓咚咚響》是反

映現實問題的電影，但它沒

有解決問題的能力。電影是

造夢的工具，所以才有了懷

念兒子的茍仁和思念父親的

毛豆走到壹起，找到情感避

風港。

兩人並非壹見如親故，而是通過壹次次矛盾沖

突來加深了解，從而實現情感紐帶的連接。

有兩場戲標誌著兩人情感上的升華。第壹場是

茍仁和毛豆遭遇小偷團夥的毆打，由於毛豆阻止了

壹名小偷行竊，遭到了對方報復打擊。茍仁原本膽

小退縮，看到毛豆被打，他才鼓起勇氣還擊。這場

沖突激起了茍仁的保護欲，兩人如父子般的情感由

此建立。

第二場是茍仁為毛豆燃放煙花。這場戲是茍仁

為毛豆準備的臨別禮，毛豆實現了和“父親”壹起

放煙花的夢想，茍仁填補了和“兒子”壹起玩耍的

缺失。他倆此時真正成為對方的情感依靠，這場煙

花註定是兩人生命中不可磨滅的美好記憶。

影片故事以苦中作樂的表達方式，將壹段充滿

波折險阻的公路之旅講述得妙趣橫生。《撥浪鼓咚

咚響》讓觀眾在笑過哭過之後，還能對現實進行思

考，這就是現實題材電影蘊含的力量。

素人演員的情感穿透力
《撥浪鼓咚咚響》的主演惠王軍和白澤澤都是

素人演員，第壹次出演電影。兩人在生活中汲取表

演養料，在銀幕上表現出自然的演技。他倆以“真

實”為鑰匙，打開了角色內心世界的大門。

惠王軍是壹名出租車司機、導演的發小，年少

時喜歡表演小品。他在現實生活中就遇到了孩子患

病、家庭債臺高築的困境，所以他完全能夠體會茍

仁的心情。

白澤澤是來自農村的孩子，父母並未外出打工

，但是周圍有很多留守兒童。影片拍攝之初，導演

刻意安排白澤澤和父母分離，他此時深切感受到留

守兒童的心境，那種對父母的思念之情油然而生。

影片講述的是壹個與現實生活“零距離”的故

事，兩位主演不帶技巧的表演，與劇情達成了高度

適配。

茍仁的人物特征是“面惡心善”，他脾氣火爆

，說話耿直，自帶生人勿近的壓迫感。表演中，茍

仁對毛豆總是說最狠的話、辦最溫柔的事。他表面

上極度反感燒毀他貨物的毛豆，但在路上又是盡己

所能去照顧毛豆。他的語言和行為構成強烈反差。

毛豆的特征是“天真莽撞”，他好奇心強，做

事不考慮後果，總是給茍仁惹來壹連串麻煩。做事

處處弄巧成拙，彰顯出壹個孩子的天真與無知，影

片中的笑料包袱基本都出自毛豆身上。

《撥浪鼓咚咚響》塑造人物不單是聚焦現在時

，觀眾能夠從有效的線索中看到人物的過去時，在

觀影過程中預想人物的將來時。

茍仁出場時帶著怨氣，劇情逐步透露出他被人

騙錢和兒子病故的信息，這就解釋了他仇恨的由來

。茍仁壹開始是尋死之人的狀態，他抱著和仇人同

歸於盡的想法奔波在路上。

毛豆初登場只有壹份想找到父親的執念，母親

撇下他去過新的生活，父親是他的親情依靠。父母

不在身邊陪伴，毛豆對生活和社會缺乏應有認知。

他在路上的壹切莽撞行為，和家庭教育的缺失有直

接關聯。

茍仁和毛豆因為過去的生活經歷，活成了現在

的模樣。他倆又因為這段奇特的“尋找”之旅，填

補了各自內心世界中的親情空白。兩位人物在這段

旅途中，呈現出相互交織的成長弧光。

《撥浪鼓咚咚響》沒有奢華的場景，也沒

有絢麗的特效。但是，它的故事和人物能夠引

發觀眾的內心回響，這樣的作品，不應該被忽

視和埋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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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黃梅子）歡迎收《生活故事會》， 今天給您說
說這個世界上竟然出現了一個比一龍馬斯克更瘋狂的天才，這
個人就是ChatGPT之父——山姆•奧特曼！

今年最震撼世界的事件，毫無疑問，就是ChatGPT的橫
空出世。 ChatGPT有多牛？馬斯克讚美它：“好得嚇人。”
，比爾•蓋茨讚美它：“不亞於互聯網的誕生。

ChatGPT僅僅問世兩個月，月活用戶就達到1個億，要知
道Twitter用了5年，Facebook用了4年半，TikTok用了9個月
，而ChatGPT僅僅用了兩個月，是史上增長最快的應用程序
。 ChatGPT能像真正的人一樣跟你聊天、翻譯、做題、考試
、作曲、寫文案、編代碼、寫論文、寫小說以及寫視頻劇本。

它能做的事情實在是太多了，而且比相當多的人做得還好
。最最恐怖的是，ChatGPT現在還只是新生兒，這個新生兒能
不斷自我進化，用的人數越多，積累的數據參數越多，它就會
越來越聰明。估計用不了五年，它的各項能力就會超過90%的
專業人士。未來20年內，ChatGPT類型的人工智能，將取代
全球一半工作崗位。

ChatGPT這麼牛，我們今天就來說說它的創造者，一個比
一龍馬斯克更瘋癲的天才——山姆•奧特曼。

奧特曼生於1985年。他八歲生日那天，收到了父母的一
份大禮，一台蘋果電腦。奧特曼從此迷上了電腦，迷上了編程
，迷得走火入魔，迷得忘乎所以。當別的小男孩還在搓泥的時
候，他已經能獨立編寫很多程序應用了。

2003年他成功被斯坦福大學計算機專業錄取。但他僅僅
讀了兩年，就從斯坦福輟學了。為什麼輟學？他輟學的理由，
跟馬斯克一樣：“我無法忍受互聯網時代的到來，自己卻置身
事外。”

他跟另兩名同學一起，創業開發了Loopt，這是一款可以
與朋友分享位置的程序。這款程序連蘋果之父喬布斯都很喜歡
，所以Loopt入選了“蘋果應用商店裡第一批應用程序”。

但是2012年，奧特曼賣掉了Loopt。為什麼賣掉？奧特曼
從小就有一個夢想：改變世界，他想做更大更好的從小，於是
他將Loopt賣了個好價錢，然後將自己分得的大部分錢，都投
了Y Combinator公司。 YC是一家加速器投資機構，它的核心
業務就是幫助初創公司，實現從0到1的提升。為什麼投資YC
？奧特曼有兩大目的：一是想賺更多錢，為以後實現夢想積累
更多的啟動資金；二是想藉在YC工作之機，去發現能夠承載
自己夢想的那個目標。

奧特曼實在是太牛了，牛在哪裡？大局觀和眼光。所以

2014年，僅僅只在YC工作了兩年的他，就被YC創始人保羅
相中，讓他做了YC的總裁。奧特曼沒有辜負保羅的期望，短
短幾年，他就讓YC成了全美最牛掰的風投之一。截至2019年
3月，YC總市值達到1500億美元，旗下擁有兩家估值超百億
美元的公司，20多家估值超10億美元的公司，100多家估值
超1億美元的公司。

可就在YC風頭正勁風光無限的時候，奧特曼卻辭職了！
別人都不理解，在YC多掙錢啊，搞風投多掙錢啊，當總裁多
掙錢啊，但他卻辭職了，去了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公司——
OpenAI，而且，他在OpenAI還是0股份。奧特曼是不是瘋了
？並沒有！他之所以捨棄金錢，是因為他找到了能夠承載自己
夢想的東西，這個東西就是ChatGPT。

這事要從2015年說起。這一年，奧特曼和馬斯克一起，
創辦了OpenAl。對的，他倆盯上了人工智能。 “毫無疑問，
人工智能未來將改變世界。”奧特曼的夢想，就是通過研發通
用人工智能造福全人類。但OpenAl的研發並不順利，2018年
，馬斯克離開了OpenAI。為什麼離開？一是因為OpenAI一直
沒有推出現象級產品，二是因為他要專注於開發特斯拉和
SpaceX。 OpenAI當時的團隊，確實缺乏雄心壯志，用奧特曼
的話說就是：“長期以來，團隊對於推出新產品都不太興奮。
只是會說：‘我們試試吧，試試看會發生什麼。’但這顯然不
夠。，所以奧特曼決定親自出馬，帶領團隊研發人工智能。經
過一段長時間的思考後，奧特曼決定將研發的重心聚焦到
ChatGPT上，他專注於大型語言模型的人工智能，將引領下一
個時代。於是2022年11月，ChatGPT橫空出世了。

ChatGPT確實太牛了，微軟就因風投了ChatGPT，一夜
之間，市值暴漲800億美元。說到微軟投資，又不得不讚歎一
下奧特曼的格局。因為開發ChatGPT需要大量資金支持，而
自己又沒那麼多錢，所以必須引進風投。但引進風投有利有弊
，利是可以幫助你發展，弊是風投是吸血的，為了謀取最大化
利益，它會左右你的發展方向。為了引進風投但又避免被風投
控制，奧特曼想了一個很好的辦法：他創立了一個盈利機構B
，並用OpenAI控制B。許諾願意投資的企業，如果有一天
ChatGPT研發成功，你除了可以優先享用新技術外，還可以收
回本金，以及有封頂受益的回報。微軟心動了，與奧特曼達成
了協議：分批投入130億美元，佔有B機構75%的股份；當微
軟收回130億美元投資本金後，股份會下降到49%；當微軟封
頂收益達到920億美元後，將退出所有股份，屆時B的所有股
權將退還給OpenAI。奧特曼的這個構想實在是太牛了，既讓

OpenAI有了研發資金，又避免了OpenAI被資本控制。
但奧特曼最讓人佩服的，還不是他的這個奇思妙想，而是

他的0股份。他創辦的OpenAI，是一個非盈利機構，他持有的
股份為0。他為什麼要這麼做？就是為了保持初心。奧特曼的
夢想，不是用一項技術讓自己發財，而是用一項技術改變世界
。如果這個技術賺了錢，他會把這個錢繼續用於改變世界，用
於造福人類，而不是分紅拿回家，買海島，買私人飛機。

你以為奧特曼會滿足於ChatGPT就夠了嗎？那真的是太
小瞧他了。奧特曼的夢想大得驚人：改造整個人類社會。考慮
到未來人工智能將讓90%的人失業，奧特曼的最終目標是實行
UBI計劃。所謂UBI，就是指“全民基本收入”，即無條件地
給普通大眾提供基本收入，不論貧富、年齡、性別，所有人都
可以獲得同等數額的基本收入，以保證基本生活。獲得足夠生
活費的人們，以後就不用工作了，想幹什麼就乾什麼。想學習
就學習，想享受就享受，想多生孩子就多生孩子，想宅家就宅
著。

奧特曼的理想很偉大，那麼推行UBI計劃的錢從哪裡來？
就從openAI賺的錢裡面來，公司賺的錢都要用來回饋社會，
這簡直就是解放全人類啊。奧特曼這個夢想絕不絕？實在是太
絕了，這簡直就是馬克思設想的共產主義社會啊。

到那時，世界將變成什麼？物質將變得極大豐富，生活資
料將實現按需分配，
我們現在所有的生存焦慮，屆時都會化為烏有。人類直接到達
馬斯洛需求層次的最高級，也就是自我超越，我們只需要幹自
己想幹的事情，只需要從事自己想從事的工作。這不就是共產
主義社會？這樣的社會就是奧特曼的終極夢想，也是人類發展
的終極目標。奧特曼的這個夢想，聽看起來是不是很像天方夜
譚？確實像，確實太瘋癲，太不可思議了。
但 不管什麼年代，不管什麼時候，真正能夠改變世界的人，
恰恰都是這樣的瘋子。
就像蘋果前喬布斯所說的：“只有那些瘋狂到以為自己能夠改
變世界的人，才能真正改變世界。”

奧特曼的名言則是：“相信改變可以發生，是一切改變得
以發生的前提。”

好了，今天的故事就講到這兒了，感謝您的收看，再會！
美南國際電視15.3每週一晚上7點和每週六晚上7:30播出

《生活故事會》，歡迎收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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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社區

生活難料
加入健保
如果您因為離職而失去健康保險或需要更新
健保計畫，家裡多了個寶寶，或是滿��歲。擁有
健保比您想像地更容易。您可於規定期限內在
HealthCare.gov加入容易負擔、低價的健保計畫。

由美國衛生及公眾服務部資助

1-800-318-25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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