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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03-TOP ONE群智貸款C6_A1

713 - 364 -7788 
832 - 498 - 7566

群智貸款

Michelle Young  
 通國、英、粵語、韓語

● 外國人貸款，保證最低
   最低利息。B1, B2, 
   J1保證通過
● 只要一年P&L盈虧表，
   不查稅表
● W2用一年VOE貸款方式
● 不查收入貸款
● Construction Loan,
   Lot Loan

NMLS#270061 RMLO 

Saturday, 3/11/2023

不是固定位置

（中央社） 「華爾街日報」報導，特斯拉執
行長馬斯克正在美國德州首府奧斯汀附近打造一
座專屬小鎮，讓旗下企業員工在內居住工作，實
現他的烏托邦願景，據悉已購入逾千公頃土地。

報導引述地契和其他地產文件指出，與馬斯
克（Elon Musk）旗下企業或企業高層有關的實體
，過去3年已在距奧斯汀約56公里的巴斯特羅普
郡（Bastrop County）買下至少3500英畝（約1400
公頃）土地，相當於 4 個紐約中央公園（Central
Park）大小，準備打造名為Snailbrook的小鎮。

這個鎮名呼應馬斯克的鑽洞公司（The Bor-
ing Company）吉祥物，因為他在公司開業時曾表
示，希望員工打造的鑽洞機動作 「比蝸牛快」。

報導指出，馬斯克的小鎮比鄰馬斯克的太空
探索科技公司（SpaceX）與鑽洞公司興建中的設
施。知情人士說，馬斯克和旗下企業高層希望，
鑽洞公司、SpaceX及電動車廠特斯拉（Tesla）在

奧斯汀地區的員工能生活在這座新市鎮，並以低
於市價的租金入住新屋。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報導，馬斯克
2020年宣布要把特斯拉總部和他的私人住所從美
國加州搬到德州，原因是不滿加州的COVID-19
（2019 冠狀病毒疾病）疫情相關限制。特斯拉
2022年也在奧斯汀開張新一座超級工廠（Gigafac-
tory）。

從臉書（Facebook）上貼出的照片及熟悉當地
情形的人士說法，這座小鎮預定地已經有一群模
塊化房屋、一座泳池、一個戶外運動區及一座健
身房。立桿上懸掛的標誌寫著： 「歡迎來到德州
Snailbrook，建於2021年。」

消息人士還透露，鑽洞公司高層已經討論及
研究在Snailbrook成立新市鎮的可行性。這麼做將
讓馬斯克能在他的市鎮自訂一些規章，並且讓他
的計畫進展速度更快。

根據數則簡訊及與會人士說法，鑽洞公司總
裁戴維斯（Steve Davis）去年在一場全體員工大會
上表示，他們將需要遴選新市鎮的市長。

CNN見過的巴斯特羅普郡地產紀錄顯示，鑽
洞公司在靠近科羅拉多河（Colorado River）的一
處地址持有11塊土地，過去3年間當地蓋了數間
移動式房屋。

另根據公告，德州環境品質委員會（Texas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al Quality）預定開會討
論在該址興建一座汙水處理廠的提案，案件是由
一名鑽洞公司高層註冊的一間有限公司所提出。

依照德州法律，至少要有201位居民才能申請
成立新市鎮。但巴斯特羅普郡的一名發言人告訴
「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他們

尚未收到馬斯克或任何他的相關實體提出申請。

美媒美媒：：馬斯克在德州造鎮馬斯克在德州造鎮 供旗下企業員工居住工作供旗下企業員工居住工作

今年夏令日光節約時間將於3月12日(
星期天)凌晨2時開始實施，時間需往前撥
快一小時，別忘了睡前撥鐘。

日光節約時間3月12日 別忘調快一小時

（綜合報導）3 月 5 日，負責
新冠疫情工作的美國副總統彭斯對
記者承認，“我們現有檢測（工具
）不足，不能滿足檢測需求的預期
增長。”儘管在一天前（4日），
他還絕口不提短缺問題。

但是一天后（6日），美國衛
生與公眾服務部長亞歷克斯·阿扎
（Alex Azar）在 ABC 新聞的節目
中卻堅稱，“檢測設備沒有短缺，
也從來沒出現過短缺”，明顯與彭
斯口徑不一。

阿扎還說，“到本週末，我們
將在美國各地的公共衛生實驗室、
私人實驗室和商業實驗室進行超過
120萬次的測試，而且這一數字還
在以百萬計的規模迅速擴大。”

另據《紐約時報》消息，同一
天（6日），阿扎陪同川普在白宮
簽署 83 億美元針對新冠病毒的緊

急支出法案，他當時對記者
說：“我只是想說明，在檢
測方面，我們已經向華盛頓
州和加利福尼亞州提供了他
們要求的所有檢測。我們整
個星期都在談論的試劑盒的
生產和運輸，完全按計劃進
行。”

他說，美國疾控中心已
經向州和地方政府實驗室運
送了能夠檢測 7.5 萬人的材
料。此外，與疾控中心合作
的 私 營 承 包 商 Integrated
DNA Technologies已經向私
營部門和醫院分發了足夠
70 萬次檢測的材料。 “剩
餘的批次今天上午已經送達
疾控中心進行質量檢測，我
們預測，這個週末就可以用
了。因此，下週將繼續生產多達

400萬檢測試劑。

相互矛盾相互矛盾 美副總統彭斯承認檢測試劑短缺美副總統彭斯承認檢測試劑短缺

((路透社路透社))

今年夏令日光節約時間
將於 3 月 8 日(星期天)凌晨 2
時開始實施，時間需往前撥
快一小時，別忘了睡前撥鐘
。

日光節約時間3月8日 別忘調快一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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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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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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nce the covid-19 swept the world more than three years
ago the world situation has taken major turn.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have suffered unprecedented pain which also led to the rise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 in United States. Specially with Chinese
Asian decent.

Today the bill in Texas Senate try to ban the Chinese to buy
land in Texas no matter how they amend it has always had an
inseparable relationship with us.

Fortunately we have many politicians community leaders
Have came forward to fight for our Chinese comunity.

We decided to hold a rally on coming saturday 11:00 at
Stanford center the rally will led by our congress Al Green
Congresswoman Sylvia Garcia Congresswoman Judy Chu and
State Senator Joh Whitmire and leaders from Afirican Latino
comunity.

0303//0909//20232023

We all have to stand upWe all have to stand up
Rally on coming SaturdayRally on coming Saturday

自從三年多前新
冠疫情席捲全球, 世
界局勢開了重大轉
折 。全球人類遭受
到空前痛苦， 也導
至美國種族歧視之抬
頭 ，我們華裔美人
被矮化醜化和攻擊。

今天在德州參院
中反對華人購買德州
土地之法案 ，不管
它如何修改 ，始終
和華裔有著不可分割
之關係。 我們的反
對和示威可以也改變
不了這些政客之初心
。

所幸我們多年來
在社區共同奮鬥的各
族裔政商社會領袖

， 他們挺身而出，
要為我們華裔打抱不
平 。因此 ，我們決
定在後天週六（3月
11 日）上午十一時
在休斯敦市斯坦福社
區中心舉行千人大集
會， 向德州參議院
之法案提出嚴正抗議
，將由國會議員格
林 、郭西亞 、州參
議員惠特邁領軍結合
華亞裔 、非裔 、拉
丁裔 、猶太裔及主
流社區代表向社會及
州議會發出怒吼。

此時此刻，我們
華裔同胞， 已經不
能再沈默了 ，是我
們要行動的時候了。

我們大家都要站出來我們大家都要站出來
參加週六上午三千人大會參加週六上午三千人大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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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大陸官方微信公眾號 「中國駐菲律賓大使館」10日
消息，中國駐菲律賓使館發言人指摘美國國務次卿盧嵐日前訪菲
時 「抹黑」中菲經貿合作，發布 「答記者問」表示，盧嵐指在
《加強防務合作協定》架構下，菲對美新開放4個軍事基地有助
於解決地區安全關切，將給菲帶來大量經濟機遇和就業機會，同
時質疑中國對菲承諾給菲帶來多少就業和好處。中方對此回應，
相信菲方有識之士會看清美國出於一己私利和零和思維、在本地
區挑起冷戰陰霾的真正面目。歷史終將證明，誰是與菲方一道守
望相助、共謀發展的可靠夥伴，誰是搬弄是非、挑撥離間的匆匆
過客。

使館發言人稱，中菲兩國地緣相近、人緣相親、優勢互補，
是天然的合作夥伴。近年來，在兩國元首戰略指引下，雙方持續

深化 「一帶一路」倡議同菲律賓 「大建特建」 「好建多建」規畫
對接，開展援菲比諾多-因特拉穆羅斯橋、達沃-薩馬爾大橋和
赤口河泵站灌溉項目等近40個政府間合作項目，給兩國人民帶
來了實實在在的福祉。中國穩居菲第一大貿易夥伴、第一大進口
來源地和第一大出口市場，是菲近年來第三大協議外資來源國，
有力促進兩國疫後經濟復甦和繁榮振興。

使館發言人表示，今年初，小馬可仕總統訪中取得豐碩成果
，雙方簽署14項政府間合作協議，涉及 「一帶一路」、農漁業
、金融、海關、電子商務、旅遊等多個領域。據菲方統計，此訪
期間兩國工商界達成約250億美元投資貿易意向，僅榴槤輸華一
項就將在農場、包裝和物流等領域有望為菲創造超過1萬個直接
和間接工作機會。

近期有多個中方經貿團組訪菲，就拓展兩國貿易與投資合作
達成了廣泛協議和意向，展示了中菲務實合作的巨大潛力和廣闊
前景。

發言人強調，經貿合作發展離不開和平穩定的地區環境。美
國一些人對菲律賓人民求和平、謀合作、促發展的迫切意願置若
罔聞，對中方幫助菲發展經濟、改善民生、增加就業的豐碩成果
視而不見， 「妄稱」美新增軍事基地將給菲帶來經濟機遇，並對
中菲經貿合作說三道四。用軍事合作來推動經濟發展無異於飲鴆
止渴，將嚴重危害地區和平穩定，把菲拖入地緣爭鬥的無盡深淵
。

陸駐菲律賓使館狠批美國務次卿：
離間陸菲經貿合作

北溪管線爆炸爭議
丹麥警搜波羅的海涉嫌船隻

(本報訊)歐洲北溪天然氣管線去年9
月爆炸，引發西方與俄羅斯關係緊張；
丹麥當地行政人員今天表示，警方已經
搜索在波羅的海克里斯欽島上管線爆炸
現場附近的一艘遊艇。

德國當局昨天證實，他們曾在 1 月
突擊檢查一艘船，這艘船可能是被用來
運送炸毀北溪天然氣管線（Nord Stream
）的炸藥。

克里斯欽島（Christianso）首長安德
森（Soren Thiim Andersen）告訴路透社
： 「警方正在尋找一艘9月停泊在這裡
的特定船隻。」

俄羅斯全面入侵烏克蘭後，向歐洲
輸送俄國天然氣的北溪管線於9月26日
發生爆炸，此事件已成為西方與俄羅斯
之間的引爆點。

目前正在調查此爆炸事件的瑞典、
德國和丹麥當局表示爆炸為蓄謀性質，
但並未說明何人應對此負責。

不過，美國和德國媒體本週報導指

出，一個親烏克蘭組織可能要對此負責
。

德國第一電視台（ARD）和 「時代
週報」（Die Zeit）報導指出，德國當局
已能指認一艘用於破壞行動的船隻。

據報導，這項在海底鋪設炸藥的行
動是由6人共同執行，他們於9月6日從
羅斯托克（Rostock）啟航，隨後停在丹
麥克里斯欽島。

安德森指出，，丹麥警方今年 1 月
搜尋去年9月16日至18日停泊在克里斯
欽的船隻相關訊息，包括訪問當地居民
，蒐集港口錄影紀錄，也從港口售票機
來蒐集資訊。

丹麥警方對此拒絕置評。
克里斯欽島屬於波羅的海波荷木島

（Bornholm）東北約18公里處的小群島
的一部分。 這個只有 98 人居住的群島
過去曾是海軍要塞，如今仍由丹麥國防
部管轄。

路透：伊朗沙烏地復交
中國推手角色考驗美國

(本報訊)經中國斡旋，伊朗與沙烏地阿拉伯今天
重新建交。路透社分析，此事含有讓美國官員深感
不安的元素：中國在美國長期保有影響力的地區扮
演和平推手角色。

然而美國也可從伊、沙恢復外交關係一事探索
種種可能性，例如抑制伊朗核子計畫的途徑，以及
促成葉門停火的機會。

伊朗與沙烏地阿拉伯代表在北京秘密會談4天
後，宣布這項突如其來的協議。白宮發言人柯比
（John Kirby）今天說，美方未直接涉入，但沙烏地
阿拉伯一直有讓美國官員知道他們與伊朗商談。

美中關係因貿易、間諜等議題而變得非常緊繃
，兩大強權在全球一些地區競爭影響力的態勢也愈
來愈激烈。

柯比似想淡化中國在伊朗與沙國復交中發揮的
力量。他說，白宮認為能讓伊朗政府坐上談判桌的
原因，最終還是內部和外部壓力，例如沙國有效嚇
阻伊朗及其代理人的攻擊。

但曾在美國政府和聯合國擔任高階官員的費特
曼（Jeffrey Feltman）說，比起伊朗與沙國2016年斷
交後重新建交一事本身，中國的角色才是這項協議
最重要的層面。

現為華府智庫 「布魯金斯研究所」（Brookings
Institution）研究員的費特曼說： 「這會被解讀為賞
給拜登政府的一記耳光，或許精確地說這是中國為
一崛起中強權的明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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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供企業和個人
最佳貸款方案

金城銀行以誠信、服務、創新、效率為宗旨，
提供客戶便捷、安全、多元化的金融產品與服務!

金城银行与您

Corporate Office
(713)777-3838

Harwin Branch
(713)777-3838

Sugar Land Branch
(281)491-3838

Legacy Branch
(972)517-4538

Richardson Branch
(972)889-3838

Alhambra Branch
(626)320-1938

Millbrae Branch
(650)745-1615

Tustin Branch
(714)338-5188

Rowland Heights Branch
(626)964-3400

S. California LPO
(714)368-3682

Cupertino Branch
(408)446-1196

N. California LPO
(650)418-7938

寒假結束後阿富汗大學開學，女學生仍無法重返課堂

綜合報導 阿富汗的各所

大學在寒假結束後開學。然而

，只有男學生能夠重返課堂。

由於塔利班領導的阿富汗政府

對於女性接受高等教育的禁令

依然有效，女學生仍然被拒之

門外。

來自阿富汗中部古爾省的

22歲女生拉赫萊告訴法新社，

“看到男孩們去上大學，而我

們不得不呆在家裏，真是令人

心碎。”

阿富汗塔利班自2021年 8

月重新掌權以來，對女性施加

了多項限制。塔利班政府指責

女學生無視嚴格的著裝規定，

並且不遵守應在男性親屬陪同

下進出校園的要求，因此實施

了對女學生的大學禁令。

“這是對女孩的性別歧

視，沒有人應該阻止我們學

習。”拉赫萊說道。

赫拉特大學計算機科學專

業的男學生穆罕默德· 哈西布·

哈比紮達則告訴法新社，“今

天看到這麼多女孩被剝奪了

受教育的機會，這很讓人痛

苦。我們正試圖通過與老師

還有其他學生溝通來解決這個

問題，讓男孩與女孩共同學習

和進步。”

據法新社報道，幾名阿富

汗塔利班官員表示，對女性接

受高等教育的禁令是暫時的。

然而，盡管做出了承諾，他們

仍然未能重新開放已經關閉了

壹年多的女子中學。

法新社稱，據壹些塔利班

官員所說，造成這種局面的原

因是，為阿富汗塔利班最高領

導人阿洪紮達提供建議的極端

保守神職人員對女性接受現代

高等教育深表懷疑。

聯合國在今年1月已兩次

派團前往阿富汗，敦促塔利班

政府撤銷最近限制女性權利的

兩項法令，包括禁止女性為非

政府組織工作和禁止女性接受

大學教育。聯合國副秘書長阿

明娜· 穆罕默德1月表示，在她

與塔利班官員會談的過程中，

已經在爭取阿富汗女性權利方

面取得了壹些進展，但還有很

多工作要做。

研究人員嘗試改變英國人的早餐飲食習慣：
在面包裏加蠶豆

綜合報導 雷丁大學的研究人員和廚

師們希望鼓勵英國消費者和食品生產商采

用用蠶豆制作的面包，他們認為這將帶來

更健康的飲食和減少對環境的危害。為期

三年的"提高脈搏"項目獲得了200萬英鎊

的公共資金，該項目已經正式啟動，最近

在《營養公報》雜誌上公布。

研究人員的目標是將富含豆類的面包

作為英國消費者和食品生產商的壹種更健

康和環保的選擇。雷丁大學內的五個研究

小組，以及公眾、農民、工業界和政策制

定者，現在正共同致力於實現英國食品幾

代人以來最大的變化之壹。

他們的想法是在英國的飲食中增加豆

類，特別是蠶豆，因為它們在英國有良好

的生長條件，並能提供可持續的營養改善

。盡管它是無處不在的進口大豆的最佳替

代品，目前在面包中作為改良劑使用，但

目前在英國種植的絕大部分蠶豆都被用於

動物飼料。

研究人員正在優化這裏種植的豆子的

可持續性和營養質量，以鼓勵農民將壹些

生產小麥的土地改成供人食用的蠶豆。

蠶豆的易消化蛋白質、纖維和鐵的含

量特別高，這些營養物質在英國的飲食中

可能很低。但大多數人不習慣烹飪和食用

蠶豆，這構成了壹個重大挑戰。

Julie Lovegrove教授正在領導"提高脈

搏"研究項目。她說。"我們必須橫向思考

。大多數人吃什麼，我們怎樣才能在不改

變飲食的情況下改善他們的營養？明顯的

答案是面包！"

"英國96%的人吃面包，其中90%是白

面包，在大多數情況下都含有大豆。我們

已經做了壹些實驗，發現蠶豆粉可以直接

替代進口的大豆粉和部分小麥粉，而後者

的營養成分很低。我們不僅可以在這裏種

植蠶豆，還可以生產和測試富含蠶豆的面

包，提高營養質量。"

"提高脈搏"是壹項多學科的研究計劃，由

英國研究院生物技術和生物科學研究委員

會資助，作為其"改造英國食品系統"倡議

的壹部分。除了咨詢和與貧困社區成員合

作外，還將在雷丁大學的學生宿舍和餐飲

店使用新型食品進行研究。

這將"提高脈搏"與馬特-泰比特聯系起

來，他負責大學的餐飲服務，並領導大學

的"變革菜單"研究項目。他說。"學生們將

被要求對用蠶豆制作或添加的產品進行評

價，如面包、切片吐司和鷹嘴豆泥。他們

將被問及他們的飽腹感如何，持續了多長

時間，以及他們對這些食物的喜好。希望

法鼓豆能改善飽腹感，並在吃得愉快的產

品中提供增強的營養益處"。

在有產品可供測試之前，必須先種植、

收割和碾磨這些豆子。"提高脈搏"也是為了

改善這些階段。研究人員將選擇或培育既健

康又高產的品種，與土壤合作，通過固氮細

菌提高產量，減輕養殖蠶豆對環境的影響，

為不斷變化的氣候進行規劃等等。

加拿大央行暫停加息進程

綜合報導 正如市場預期，加拿大中央銀行宣布維持基準利率即隔

夜拆借利率在4.5%，暫時停止了最近壹年以來的連續加息舉措。

加央行表示，從外圍宏觀環境看，全球經濟發展狀況與加央行最近

的貨幣政策報告預測基本壹致。全球增長繼續放緩；通脹水平雖仍

過高，但在能源價格帶動下已有所下調。中國經濟復蘇力度和烏克蘭危

機仍影響經濟上行預期。

從加拿大國內情況看，去年第四季度增長持平，低於央行預期。加

央行表示，消費、政府支出和凈出口均在增長，拖累國內生產總值

(GDP)的主要因素是存貨投資大幅放緩。家庭支出、商業投資及國內外

需求均在走弱。同時，加拿大勞動力市場仍非常緊張，失業率繼續接近

歷史低點，但職位空缺增加。生產力在最近幾個季度出現下滑。

加拿大的通脹水平在今年1月回落至5.9%。但加央行指出，食品和

住房價格漲幅仍偏高。隨著未來幾個季度經濟增長疲弱，預計產品和勞

動力市場的壓力會有所緩解。加央行預測，通脹水平將在今年中回調至

大約3%，但這相較其設定的2%的通脹目標水平仍有差距。

加央行同時表示，會繼續推行量化緊縮政策。

為遏制高通脹，加央行自去年3月以來連續八次加息，累計升息425

個基點。其下壹個議息日是4月12日。

聯合國秘書長再訪烏克蘭
強調黑海糧食倡議需繼續延期

綜合報導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訪問烏克蘭首都基輔，在與烏總

統澤連斯基會晤後共同舉行的記者會上，他強調黑海糧食倡議本月繼續

延期的重要性。

古特雷斯首先表達了對戰爭受害者的團結和支持。他說，聯合國的

立場始終是明確的，“我們的最終目標也是清楚的”，那就是要實現基

於《聯合國憲章》、國際法以及聯大緊急特別會議決議的公正和平。

古特雷斯表示，在達成這壹目標之前，聯合國仍在努力減緩沖突造

成的後果。這場戰爭不僅給烏克蘭人民帶來巨大的苦難，還在全球範圍

內產生深遠的影響。為此，聯合國壹直堅守在當地，向烏克蘭數百萬人

提供急需的人道主義援助。

古特雷斯指出，去年7月在伊斯坦布爾達成的黑海糧食倡議讓2300

萬噸糧食產品得以從烏克蘭港口運出。這壹倡議有助於降低全球糧食成

本，並為許多人提供了關鍵的救濟。在過去壹年裏，聯合國糧農組織的

食品價格指數下降了近20%。

古特雷斯強調，烏克蘭以及俄羅斯糧食和化肥產品的出口對於全球

糧食安全和食品價格至關重要，因此黑海糧食倡議在3月18日需要獲得

延期，並且應當在遵循倡議目標的前提下，為最大限度地利用黑海的出

口基礎設施創造條件。

古特雷斯說，紮波羅熱核電站周邊的安全和安保同樣重要，聯合國

隨時準備做出斡旋努力，尋求該地區的全面非軍事化，確保核電站能夠

恢復正常運作。與此同時，聯合國還將繼續盡可能在各個方面支持人道

主義問題的解決，例如有意義地擴大戰俘交換。最近有令人震驚的畫面

顯示，壹名烏克蘭士兵明顯被即決處決，這再次提醒我們，必須嚴格遵

守戰爭法。

據聯合國秘書長發言人迪雅裏克和哈克公布的信息，這是古特雷斯

壹年內第三次訪問烏克蘭。古特雷斯7日抵達波蘭，8日前往基輔與澤連

斯基進行會晤，預計9日將回到紐約聯合國總部。下周，有聯合國高級

官員將在日內瓦與俄羅斯方面討論黑海糧食倡議等問題。

巴黎聖母院明年底重新開放，標誌性尖頂將再次聳立

綜合報導 2019年被大火燒

毀的巴黎聖母院何時能重開？

法國官員6日宣布了壹個好消

息：巴黎聖母院重建速度非常

快，預計將在2024年12月向遊

客重新開放。

據美聯社報道，負責修繕

重建工作的喬治林說，在4年

前的大火中被燒毀的巴黎聖母

院大教堂標誌性尖頂，今年將

重新出現。

“在我看來，尖頂重新聳

立在巴黎天空下，象征著我們

贏得了巴黎聖母院之戰，”他

告訴美聯社，目前每天有約

1000人投身到巴黎聖母院的重

建工作中。

巴黎聖母院2019年遭大火

燒毀，對教堂的加固和保護工

作於2021年秋季完成，尖頂的

修復工作於2022年開始。

喬治林表示，大教堂將於

2024年12月重新開放，與法國

總統馬克龍設定的重開目標壹

致。

今年1月，馬克龍與到訪

的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壹起參觀

巴黎聖母院時重申了修復目標

。他當時表示，大教堂計劃在

2024年完成修復並重新開放。

不過喬治林遺憾地表示，

巴黎聖母院無法趕在2024年夏

巴黎奧運會開始前重新開放。

法國文化部長馬拉克告訴

美聯社，並非所有的重建工程

都 會 在 2024 年 年 底 完 成 ，

“2025年仍將進行壹些翻新工

程”。

負責重建的政府機構主管

約斯特說，重建“將忠於原始

建築”，不僅會堅持恢復大教

堂原來的形狀樣貌，也會堅持

采用“原來的建築材料和建築

方法”。

“我們不做看起來像石頭

的混凝土屋頂，我們要做的是

像中世紀建造的那樣的石頭穹

頂”，且屋頂框架也將像最初

的壹樣，由橡木制成。

與此同時，壹個名為“巴

黎聖母院：在建築工地中心”

的展覽7日將在大教堂前的地

下設施向遊客開放。展覽主要

展示重建工作的過程以及相關

的專業知識和技能，還包括壹

些火災遺跡和大教堂收藏的藝

術品。

馬拉克稱，通過這個展覽

，普通遊客和那些明年夏天前

來觀看奧運會的人將以全新方

式獲得參觀巴黎聖母院的體驗

。除了免費參觀外，虛擬表演

還會讓付費遊客深入了解大教

堂的歷史，“這也有助於巴黎

的旅遊業”。

2019年 4月15日，巴黎聖

母院發生火災，大火吞噬了整

個建築，導致教堂尖頂倒塌。

火災在壹天後被撲滅。據悉，

法國為修復大教堂籌集了至少

10億歐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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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4名知情人士透露，曼哈頓檢方最近向美國
前總統川普的律師示意，如果川普願意，下週可赴大陪審團前
就被控付豔星封口費案作證。檢方此舉顯示川普有可能在本案
遭刑事起訴。

「紐約時報」引述知情人士透露，曼哈頓地方檢察官辦公
室給川普機會，下週向已聽取本案證據的大陪審團作證。紐時
認為檢方這類諭令通常代表案件即將起訴，因為對承辦本案的
地方檢察官布萊格（Alvin L. Bragg）而言，要潛在被告親向大
陪審團說明最後卻不起訴，並非尋常作法。

在紐約，潛在被告有權在被起訴前回答大陪審團的問題，
但很少人會出庭。川普也很可能拒絕檢察官諭令，他的律師可
能與檢方私下會面，爭取打消刑事控罪。

作為潛在被告，若選擇親赴火線作證代表放棄豁免，即若
遭起訴，他的證詞可能被用來作為對他不利的指控。儘管屆時
在向大陪審團陳述時可有律師陪同提供建議，但律師不能跟陪
審員交談，且檢察官可向川普提出的問題幾乎沒有限制。

川普捲入多項案件，任何案件成立都將代表首度有美國前
總統遭刑事起訴，且可能打亂2024年總統大選。本案也會讓檢

察官布萊格成為全國焦點，不過離這起複雜案件定罪還言之尚
早。

川普多年來面臨一連串刑案與特別檢察官調查，但從未被
起訴犯罪，這也凸顯布萊格這次調查的重要性。

除布萊格之外，喬治亞州富爾頓郡（Fulton County）地方
檢察官正調查川普是否干預2020年大選；而在聯邦層級，一名
特別檢察官正在審視川普被控推翻2020總統大選結果，以及他
經手機密文件有無涉及觸法。

曼哈頓檢方的這宗調查已持續近5年，主要在一筆付給色
情女星 「暴風女丹尼爾斯」（Stormy Daniels）的13萬美元（約
合新台幣405萬元）封口費，這筆錢由川普的前御用律師柯恩
（Michael Cohen）支付，後由川普向白宮報銷；柯恩預料也要
向大陪審團作證，但尚未出庭。

這筆13萬美元費用是2016年總統大選最後階段時所支付
，當時暴風女丹尼爾斯的經紀人聯繫 「國家詢問報」（Na-
tional Enquirer），願提供女方與川普有染的獨家報導。

國家詢問報發行人裴克爾（David Pecker）是川普長年友
人，他曾同意在2016大選期間注意對川普的潛在負面新聞，甚

至一度同意買下另一女性與川普的婚外情故事按住不發。
據其他幾位了解調查進度人士透露，檢方已在大陪審團面

前詰問至少6名其他人士。檢方目前尚未完成傳喚程序，且最
終仍可決定不起訴川普。

川普曾表示在他成為總統之前檢方已對他展開 「獵巫」，
還稱非裔民主黨籍的布萊格是一名受政治動機驅使的 「種族主
義者」。

紐時認為即使本案川普遭起訴，要定罪或送他進牢難度也
不低。本案訴究涉及未經驗證且頗具法律風險的論告，更有複
雜法律交互作用，如此大費周章處理的卻是一宗刑度不高的案
件。川普最終若被定罪，刑度為4年以下有期徒刑，未必要坐
牢。

將本案的刑事控罪與違反選舉法令相結合，這對任何刑事
案件來說都是一種新穎的法律理論，遑論針對者還是一名前總
統，屆時任何一名法官或上訴法院都很可能駁回案件，或最終
以微罪從輕發落。

（綜合報導）美國聯邦參議院共和黨領袖
麥康奈（Mitch McConnell）的辦公室今天表示
，麥康奈昨天在華府一家飯店的募款活動上跌
倒，目前還在醫院，有腦震盪現象，正在恢復
中。

法新社報導，根據其他參議員和麥康奈的
發言人卜普（David Popp）的說法，麥康奈是
在華爾道夫大飯店（Waldorf Astoria）舉行的
「參議院領袖基金」（Senate Leadership Fund）

晚宴上演說後失足。華爾道夫大飯店前身為
「川普國際飯店」（Trump International）。

卜普在聲明中說： 「預期麥康奈會住院數
天，接受觀察和治療。他感謝醫療專業人員的
照顧，也感謝同事們的溫暖祝福。」

民主黨籍總統拜登帶領眾人祝福麥康奈
「早日康復」，還說他期盼見到這位來自肯塔

基州連任6屆的參議員重返議場。
麥康奈是有耐心、有技巧的幕後談判代表

，也是美國史上年資最長的參院政黨領袖，他
擔任參院共和黨領導人已有16年。

共和黨在2020年之前掌握參院多數，當時
麥康奈曾驕傲地自稱是專砍民主黨法案的 「死
神」，能在民主黨法案被送到白宮簽署為法律
之前擋下。

麥康奈兒時曾罹患小兒麻痺症，1984年首
次當選聯邦參議員。眾所周知，他言談謹慎、
深思熟慮，帶著南部家鄉阿拉巴馬州的緩慢腔
調。

在上次競選參議員期間，他在自己的網站
上販售 「死神」T恤，形容自己是 「確保社會
主義（法案）不會送上總統辦公桌的人」。

福特與中企合作電動車電池 美議員提案設限

美監管機構接管矽谷銀行
金融風暴後最大銀行業危機

豔星封口費案檢方要川普到庭豔星封口費案檢方要川普到庭
起訴可能性增加起訴可能性增加

美參院共和黨領袖麥康奈跌倒腦震盪 正在康復

（綜合報導）今天美股開市後劇烈震盪，矽谷銀行（SVB
）停止交易，昨天重跌 25%的西太平洋銀行公司（PacWest
Bancorp）收盤跳水37.91%。

美股週四因矽谷銀行母公司矽谷銀行金融集團（SVB Fi-
nancial Group）透露希望經由現金增資募資22.5億美元（約新
台幣692億）後，市場出現恐慌，SVB股價聞訊崩跌超過60%
，銀行類股全線跳水。

總 公 司 位 在 加 州 聖 克 克 拉
（Santa Clara）的矽谷銀行，為
全美第16大銀行，主要服務科技
、風投、以及新創公司。2022年

底前，銀行總資產為2090億美元，存款總額為1757億美元。
美國聯邦存款保險公司（FDIC）今天宣布，加州金融保護

和創新部門（ 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Financial Protection and
Innovation）已關閉矽谷銀行、並由FDIC接管銀行資產。

FDIC指出，為保障存款人權益，於接管後已立即將其受
保儲戶的存款移轉至 「聖克克拉國家儲保銀行」（ Deposit In-
surance National Bank of Santa Clara ，DINB）。

根據FDIC，受保儲戶最慢週一早上之前便可動用銀行內
的資金。存款總額超過FDIC保障的25萬美元上限的客戶，將
收到接管證明，紐約時報指出，這意味著收到此證書的客戶，
未來能首先獲得還款。

華爾街日報指出，自聯準會啟動升息循環壓制通膨後，新
創公司以超乎SVB預期的速度自銀行提款，加上新的投資停滯
不前，SVB無新的資金流入，與此同時，SVB持有債券因利率
上升價值縮水，導致SVB被破關閉。

FDIC表示矽谷銀行是今年第一間關閉的投保金融機構，
美國媒體紐約時報和CNBC指出，SVB事件已引爆骨牌效應隱
憂，是繼2008年金融海嘯後最大的銀行業危機。

（綜合報導）美國福特汽車斥資35億美
元在密西根州設立電動汽車電池工廠，並與
中國寧德時代（CATL）協議使用中方電池
技術；但這項協議被參議員盧比歐盯上，擬
立法設限。

路透社報導，美國聯邦參議院情報委員
會的共和黨龍頭盧比歐（Marco Rubio）想立
法禁止使用中國技術生產的電動汽車電池適
用稅賦抵免，聲稱要對適用 「降低通膨法」
（IRA）適用稅賦抵免的資格大幅設限，防
止中國公司從中受益。

福特汽車在回應盧比歐時表示，在美國
國內製造電動汽車用電池，會比繼續全然依
賴國外進口好得多，其他汽車公司也是如此
， 「只會有一個福特全資的子公司建造、擁
有和運營這間電池工廠，不會有其他實體從
這項計畫獲得美國稅賦優惠」。

但盧比歐呼籲美國外來投資審查委員會

（CFIUS）立即審查福特與寧德時代之間的
協議許可。

盧比歐認為福特與寧德時代合作 「只會
加深美國在電池技術方面對中國共產黨的依
賴，且很可能刻意讓工廠符合降低通膨法
（IRA）稅賦抵免資格」。

美國財政部不願對此評論，能源部長葛
蘭何（Jennifer Granholm）上月時說，福特這
項協議 「能將先進製造能力從海外帶進美國
，這是美國提升競爭力的關鍵，將刺激我們
的經濟，並為美國創造高薪就業機會」。

4300億美元的 「降低通膨法」對電池來
源設限，目的是讓美國脫離中國的電動汽車
（EV）供應鏈。降低通膨法中有一項條款針
對中國而來，其中明訂若任何電動汽車電池
組件是來自 「外國受關注實體」所製造，最
終將不適用稅賦抵免優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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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報道，日本東京電力公司對福島第壹核電

站1號機組反應堆安全殼內部的調查結果顯示，

來自熔落核燃料(燃料碎片)的物質，當年未全部

清理幹凈，如今很可能仍大範圍分布在底部堆積

物的表面。

隨著日本計劃在2023年將核廢水排放入海，這

些核燃料碎片如果隨之暴露，將造成何種影響，難

以設想……

大量放射性核殘渣，後患無窮

據共同社報道，2022年12月，東電向積水的

安全殼內投放了配備輻射檢測傳感器的水下機器人

，向底部堆積物放下傳感器。

2023年2月根據分析結果發現，檢測到燃料碎

片散發出的強烈中子射線，以及顯示存在燃料碎片

所含放射性物質“銪-154”的放射線。

此外，東電對支撐裝有核燃料的反應堆壓力容

器的底座外側進行調查，所有8處均檢測到燃料碎

片散發出的特有核輻射。

據分析，1號機組的燃料碎片沖破壓力容器，

從正下方的底座開口處流到了安全殼底部。開口處

附近出現像是構造物熔化後的堆積物，呈現越遠離

開口處就越薄的傾向，裏面也可能含有燃料碎片。

堆積物的厚度、距開口處的距離與測得的銪輻

射量等沒有相關性，東電認為“堆積物的表面附近

存在來自燃料碎片的物質”。

燃料碎片是指核燃料和構造物熔化後冷卻凝固

而成的物體，但也有從碎片上散落的微小粒子，東

電認為這些都是“來自燃料碎片的物質”。

今後，東電還將使水下機器人進入底座內側，

嘗試拍攝內部的損傷情況和壓力容器下部等。

向太平洋排放核廢水，日本“鐵了心”
雖然福島核電站真實狀況不甚明朗，但近日，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在參院預算委員會會議上，關於

東京將核廢水排放入海的開始時間明確表示，“預

計2023年春季到夏季的這壹時間不變”。

岸田稱，將切實推進反應堆報廢工作，並認為

“為了實現福島重建，核廢水的處置是無法推遲的

課題”。立憲民主黨批評稱尚未得到漁業相關人士

等的理解。

事實上，自日本政府早前宣布將核廢水排放入

太平洋後，日本國內外的反對之聲便不絕於耳。

對於此事，日本民眾首先無法接受。

2022年3月，日本福島縣和宮城縣的多個民間

組織，向東京電力公司和經濟產業省提交了壹份18

萬人聯合署名、反對將福島核電站汙水排入大海的

請願信，要求采用其他方法處理。

日本各界民眾還多次自發舉行遊行集會，質疑

政府並未充分聽取民意，單方面實行這壹決定。

日本龍谷大學政策學部教授大島堅壹曾表示，

“核汙染水排入大海不僅破壞當地漁民賴以生存的

漁場，還將影響到周邊海域，對全球海洋生態環境

造成不良影響”。

日方的做法，也引發鄰國強烈反對。

中國外交部壹再重申，福島核汙染水處置關乎

全球海洋環境和環太平洋國家公眾健康，絕不是日

本壹家的私事。中方再次敦促日方，切實履行應盡

的國際義務，以科學、公開、透明、安全的方式處

置核汙染水，停止強推排海方案。

韓國政府也表示，對日方核監管機構批準排汙

入海的做法感到憂慮，並將采取應對措施。同時，

韓國將就此提升與國際原子能機構合作，加強對國

內海洋環境輻射的檢測工作。

俄羅斯方面也已表示，將關註日方對核廢水的

處理動向，對其舉動表示關切。

韓國：生育率連年下滑 政府努力想辦法
綜合報導 韓國剛剛打破了自己創造的

世界紀錄。據美聯社報道，韓國統計廳2月

22日公布的統計數據顯示，韓國生育率從

上壹年的0.81降至 2022年的0.78，刷新了

由該國保持的全球最低生育率紀錄，這也

是韓國生育率連續第七年出現下滑。

相較之下，韓國的鄰國，素以老齡化

、少子化聞名的日本，2021年的生育率為

1.3。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成員的

生育率均值為1.59，美國略低於1.7，都低

於2.1的“替代水平”，即在沒有移民的情

況下保持人口穩定所需的生育率。

韓國《韓國時報》稱，韓國統計廳的

統計數據還顯示，韓國新婚夫婦生育比例

創下有統計以來的新低，近五成新婚夫婦

選擇不生孩子。韓國學術刊物《社會福祉

研究》2月26日刊登的壹篇研究報告顯示

，在20歲至34歲的韓國女性中，僅有4%的

人認為結婚和生育是人生的必選項。

報道稱，韓國面臨人口結構性衰退問

題，它將成為這個亞洲第四大經濟體發展

的阻礙。過去10年裏，韓國約有300所公

立學校關門，多家兒科醫院歇業。

低生育率和老齡化把韓國變成了“收

縮型社會”。勞動人口減少導致稅收減少

，而老人福利、醫療費等政府支出急劇增

加。韓國官方評估認為，韓國的養老基金

將在2055年耗盡。

為了扭轉這壹趨勢，韓國政府把人口

問題提升至“政策中心”位置，增加了相

關支出，對懷孕、分娩和兒童護理予以補

貼。路透社稱，到目前為止，這些激勵措

施尚未扭轉該國出生率的下跌趨勢。青瓦

臺稱，未來將在相關領域投入更多資金。

2022年，韓國宣布每月為每個有新生

兒的家庭發放100萬韓元（約合人民幣5288

元）的補貼。這是該國總統尹錫悅的壹項

競選承諾，他在上任前表示，會設法解決

該國的低出生率問題。

專家認為，想從根本上解決韓國社會

的“不婚不育”問題，政府不應停留在

“現金激勵”階段，要從高昂的房價、漫

長的工作時間、殘酷的教育環境、嚴重的

性別歧視、令人窒息的社會競爭等入手。

越來越多的專家建議將開放移民作

為解決方案，但韓國社會對此接受度

不高。

韓國《朝鮮日報》的社論認為，要解

決該國的低生育率問題，政府應從對生育

、養育友好的角度出發，重新設計就業、

居住、育兒、教育、移民等政策。

福島核電站福島核電站發發現大範圍放射性核燃料碎片！

“排放計劃不變”

日本新壹代主力運載火箭H3
再次發射失敗

綜合報導 日本新壹代主力運載火箭H3於7日在鹿兒島縣種子

島宇宙中心再次嘗試發射後以失敗告終。該火箭2月17日曾因主發

動機電源供應系統出現異常導致發射未果。

據日本廣播協會電視臺報道，當地時間7日10時37分，搭載

“大地3號”地球觀測衛星的H3火箭從鹿兒島縣種子島宇宙中心發

射升空。火箭發射升空後，二級火箭未能成功點火，發射任務宣告

失敗。

據報道，日本宇宙航空研究開發機構(JAXA)在預計火箭無法完

成任務後，於10時52分左右向火箭發送自毀指令。

報道稱，H3火箭的首次發射時間原定在2020年度，後因主發

動機研制遇到困難而推遲發射。

H3火箭是目前日本主力運載火箭H2A的升級型號，全長63米

，直徑5.2米，為液體燃料火箭，由JAXA和三菱重工於9年前開始

著手研發，耗資2000多億日元。這也是日本大型運載火箭約30年

來再次推出的新型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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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振英在訪問中談到國家安全問題。他強
調，當國家意識薄弱的時候，國家安全無從談
起。增強市民尤其是青少年國家意識的根本是
讓他們理解“國家”兩個字背後的意義，以及
國與國之間的性質。現在，香港社會表面上雖
看不到直接衝擊國家安全的動作，但社會必須
注意港人尤其是青少年仍有接觸危害國家安全
信息的渠道，“就好像細菌，雖然看不到但它
依然存在，依然需要採取措施去殺菌。”

有逾百平台散播反中亂港謠言
香港國安法實施後，平復了前幾年的亂局，

是否意味着香港不再存在破壞國家安全的勢力？
梁振英坦言，香港社會表面上看不到直接衝擊國

家安全的動作，“但恐怕好多人的圖謀在水底，
是伺機而動的。”不少人在香港不會再在反中亂
港媒體等平台妖言惑眾，發表一些危害國家安全
的言論，或者是策動一些計劃，但他們仍然不斷
接受外面社交媒體及傳媒的採訪，“大量香港市
民尤其是青少年可以接觸到這些報道。”他直
言，現在回頭看得很清楚，那些媒體的危害確實
非常大，但強調並不是沒有反華傳媒，就沒有給
那些人散播言論的渠道。過去幾年，除了一直跟
進部分外媒的所謂報道，他還排查英國持續散播
謠言、影響“一國兩制”在香港全面準確實施的
平台，最少68個，若加上英美、台灣等國家和地
區的同類型平台，就超過100個。

細菌雖肉眼看不見依然要殺菌
“這些在社會上我們很少提及、很少注

意，但看不到不等於不存在，就像疫情期間我
們常常用酒精消毒雙手，我們認為雙手很乾
淨，看不到塵埃、污跡，但是肉眼看不到細
菌，依然需要採取措施去殺菌。在香港看不
到，並不等於不存在一些危害國家安全的人、
事、物。”他說：“我們要去監控（上述情
況），一定要有針對性去反駁，避免香港的青
少年在香港接觸以後繼續受到他們荼毒，這個

工作希望喚醒香港社會注意。”

不能任由不實言論影響下一代
梁振英強調，包括青少年的父母，不能因

為香港沒有了過去的反中亂港媒體，就認為子
女不會受到他人不合事實言論的影響。“我們
更加不能有一種‘清者自清，濁者自濁’，由
他講、沒有人信的心態。”維護國家安全是一
個長遠的、久久為功的工作。梁振英指出，香
港被英國殖民統治上百年，部分港人確實是國
家意識薄弱，“當國家意識薄弱的時候，國家
安全無從談起。”要增強市民國家意識，根本
的工作不是讓大家背誦國安相關的法律條文，
而是一定要讓香港廣大市民認識“國家”兩個
字背後的意義，和世界上國家與國家之間關係
的本質。他舉例說，英國人、美國人總將“英
國利益”、“美國利益”掛在嘴邊，甚至美國
前總統特朗普常說“美國
優先”，都是他們維護其
本國的集體利益。要通過
一些活生生的例子，包括
英美等西方國家破壞其他
國家主權安全和發展利益
的動作呈現給港人。 梁振英談國家安全

破壞力量如細菌 看不見非不存在

◆梁振英表示，要增強香港市民尤其是青少年
的國家意識，才談得上加強國安意識。圖為香
港街頭的國安宣傳標語。 資料圖片

高質量發展是中共二十大報告的關鍵詞之
一，在今年的政府工作報告中亦提到“加

快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梁振英指出，要建
立一個完整的產業體系，不單是由研發到產品
完成那麼簡單，“如果這個產業是製造業體
系，還需要金融、專業服務、營銷以及貿易，
尤其是面向世界、國際化的服務，這樣才叫完
整的產業體系。”

國產茶葉中藥 最大利潤西方賺
“茶葉，明明是中國人的強項，而英國並

不產茶。但世界其他地方，就連中國內地的很
好的酒店茶水間看到的不是中國茶包，而是英
國茶葉公司的茶包。”梁振英舉茶葉為例，說
自己最近一直在思考這個現象，“過去這些英
國公司提供的茶包是紅茶，可能是其他茶葉出
產國生產的，最近出現我們中國人常喝的茉
莉、普洱、龍井，這就是因為我們有非常好的
生產茶葉產業的同時，沒有一個營銷世界的品
牌和貿易能力。”

“不僅是中國茶，連中藥材、中成藥也都

面對同樣的問題。中醫中藥是我們民族的瑰
寶，祖先留下來的寶藏，現在有西方的大藥
廠，用我們的中藥炮製方式，準備生產以中藥
材為主要原料的保健食品。”有見及此，梁振
英強調，我們要高質量發展，要有高質量的產
業，關鍵詞是“體系”。高質量產業體系追求
的不僅僅是產業本身的產出是高質量的，而是
更高質量的經濟效益和價值效益，但往往經濟
效益和價值效益是在整個產業鏈最末端的部
分，也就是營銷部分。“這就像我們有好的茶
葉，有很好的生產茶葉的產業，但並未形成體
系。而西方提供的就是品牌效益，就是世界營
銷網絡的能力，對他們而言是高質量發展，對
我們而言，我們生產中藥材，（但）最大的錢
在別人那一頭。”他說。

港提供驗證服務 提高產業價值效益
梁振英表示，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

“加快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香港將迎來很
多機遇，“香港有一個國際的專業服務中心，
檢測驗證得到世界上的信賴和認可。香港要融

入國家發展大局，貢獻香港力量，使國家各種
各樣產業能夠有高質量發展，可以有高質量的
經濟效益和價值效益，這篇文章值得香港和內
地一起做。”

梁振英指出，在香港回歸祖國後，中央非
常關心香港的經濟發展和民生改善，只要中央
能夠支持的都會大力支持，25年來大家有目共
睹，“我相信未來中央會更加支持香港融入國
家發展大局，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包括通過大灣
區的廣東省城市所取得新的發展動力，來促進
香港的經濟發展和改善民生。”他舉例說，國
務院去年6月6日出台了《廣州南沙深化面向世
界的粵港澳全面合作總體方案》（簡稱《南沙
方案》），方案裏面有很多惠港措施，方便香
港在南沙平台上開展粵港
深化和全面合作，利用香
港作為國際“超級聯繫
人”的優勢，做一些面向
世界的工作，這為香港發
展經濟、改善民生提供了
有力的支撐。 梁振英談產業體系

兩會兩會

建完整產業體系 做好營銷最關鍵
梁振英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 論高質量發展

“不僅是中國茶，連中藥材、中成
藥也都面對同樣的問題，明明都是我們
國家的瑰寶，但西方國家憑藉品牌效益
以及世界營銷網絡的能力，就從中獲取
了最大的利潤。”正在北京參加兩會的
全國政協十四屆一次會議主席團常務主
席梁振英9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
示，更高質量的經濟效益和價值效益往
往是在整個產業鏈最末端的部分，這個
部分就是營銷。他認為，香港有一個國
際的專業服務中心，檢測驗證得到世界
信賴和認可，因此香港和內地可以聯手
起來，助力國家各種各樣產業都得以高
質量發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

柴婧、沈清麗 兩會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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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 年 的 全 國 兩
會，都緊扣國內外發
展趨勢而部署相應的

政策方針。這些工作部署的資訊量大，
如何讓港人更好地接受、吸收消化其中
的深意，傳媒的作用十分重要。身為
《文匯報》《大公報》長期讀者的梁振
英在訪問中指出，港人對國家的不了
解，是香港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的最大障
礙，希望大公文匯傳媒人用好自身優

勢，在宣傳分析國家大政方針方面發揮重要作用，
協助市民理解與了解國家發展及政策的方方面面。

對內地欠了解 阻融入國家發展大局
梁振英表示，他在過去五年經常到訪內地各省

市、自治區，深刻體會到國家幅員遼闊，發展速度
快，然而有港人從未或已經很久沒有前往內地，不知
道神州大地上已經進步飛躍，而有些人是三五年前去
過，但三五年時間裏那個地區可能已經有很大的變
化。

“香港絕大多數市民，包括和他們個人或者是事
業，乃至和整個香港未來息息相關的一些事情，即使
是近在咫尺的深圳前海、珠海橫琴、廣州南沙，很多
香港朋友還是不知道。”他直言，絕大多數香港市民
對內地不了解，“‘不知道’這三個字，確實是對我
們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從而去促進香港社會、個人事
業發展進程中的最大障礙。”因此，他很希望香港人
無論是為個人，還是為了香港，或是作為中國人民一
分子，為了國家好，都需要關心和充分了解國家發
展。要讓港人更好地了解國家大政方針，看到國家飛
速發展的新面貌，離不開傳媒報道。

勉文匯對國家大政方針多做深入分析
梁振英說，國家政策方針有非常豐富具體的細

節，應該用一定篇幅去呈現，傳媒尤其是大公文匯傳
媒集團，在宣傳報道國家大政方針方面大有可為。
“《文匯報》《大公報》有篇幅、有讀者，還能夠做
一些深入的分析工作，幫助市民解讀大政方針。”他
表示，自己是《文匯報》、《大公報》的“長期讀
者”和“老朋友”，希望大公
文匯用好自身優勢，多做深入
分析，幫助港人理解國家大政
方針。做好報道、分析，再利
用大公文匯的優勢，向香港充
分報道內地的發展變化，協助
港人更加關心和充分了解祖國。 梁振英點讚文匯報

◆香港《文匯報》連日來深入報道北京兩
會新聞，幫助市民了解國家大政方針。

◆梁振英9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助力國家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香港機遇無限。
視頻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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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中醫師袁志寧：
中醫是中國人幾千年文化，在

香港得到很好傳承，和西醫各有短
長，治療效果明顯，若能和大灣區同
行共同交流，促進研究推廣，對中醫發
展有重要作用。香港中醫一向面對國
際，口碑所致，許多外國病人亦慕

名求醫，若能深入進行標準化
研究，對中醫走向國際有

重要作用。

1文 匯 要 聞
◆責任編輯：周文超 2023年3月10日（星期五）

中醫師公會永遠會長關之義：
內地中醫在國家政策支持下，有長遠

發展，走向中西醫結合治療的發展方
向，而香港中醫一直保持傳統，憑療效打
響口碑。兩地中醫若能充分交流、互補
短長，對提升中醫水平、促進中醫藥

標準化，有事半功倍的效果，亦有
助中醫借香港國際都市的平台

向國際發揚光大。

兩會兩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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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獻策中醫藥創新發展代表獻策中醫藥創新發展：：建產業鏈長制建產業鏈長制加快互認互通加快互認互通

灣區聚力強科研灣區聚力強科研 共促中藥國際化共促中藥國際化
廣東省中醫藥產業數據

中醫醫療機構：2.3萬個

中醫醫院：199家

中醫診療服務量：1.85億人次（2021年）

中醫師：5.24萬人

規模以上中醫藥企業：198家

中藥工業產值達：600億元（2021年）

中醫類國家重點實驗室：中醫濕證國家重點實驗室1個

數據來源：廣東省中醫藥局（數據截至2022年12月）
單位：人民幣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胡若璋

粵港澳大灣區重點發展中醫藥產業，已是三地共識。正

在召開的全國兩會上，來自灣區的多位代表委員就如何加快推

動粵港澳中藥產品註冊互認互通，建立粵港澳大灣區中醫醫療服務

標準化研究機構，加強相關研究和專業人才隊伍建設，通過頂層設

計，盡快編制粵港澳大灣區醫藥健康產業鏈長制發展規劃，提出了

具針對性的建議。其中，“港澳研發+廣東轉化”“廣東研發+港澳

孵化”“港澳產品+廣東應用”等產業合作模式的倡議也備受關

注。 ◆香港文匯報記者胡若璋、俞晝兩會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胡若璋、俞晝 兩會報
道）香港抗擊第五波新冠疫情期間，在中央的大力
支援下，中醫藥首次全方位參與香港防疫抗疫工
作，彰顯中醫藥的特色和優勢。2022年6月2日，
香港首家中醫醫院和相鄰的特區政府中藥檢測中心
破土動工，醫院計劃於2025年建成。

“我很期待醫院的落成。”全國政協委員、祈
福集團副董事長孟麗紅表示，祈福醫院一直很重視
中醫發展，上世紀九十年代起就建立了祈福國醫
館，不斷強化了中醫力量。“2019年，我們曾積極
對接香港莊柏醫療集團等，計劃發揮各自優勢開展
醫療領域的深度合作。遺憾的是，受疫情影響，該
計劃暫被擱置。”

臨床實驗不用北上
如今，中國防控形勢總體向好，許多交流共建合

作即將重啟。“疫情之前，我們一直與香港中文大
學、香港浸會大學長期合作，共同開展教學、科研、
人才培養等工作，對接學校的學生來院交流學習。
疫情結束後，我們將繼續與香港的高校洽談合作，
希望成為香港中醫師和技師的實習基地，給這些中
醫學生成長以及執業的機會。”

在李應生看來，香港首家中醫院的落成，其意
義之大不單只是市民之福，更是科研的好幫手。最
直接的一個載體作用就是，香港的臨床實驗不用遠
赴內地進行。除此之外，作為一間純中醫藥的醫
院，它還可擔當示範作用，招聘人才，探討香港的
中醫中藥發展專科路向。

“中醫藥在大灣區創新發展，不僅要讓中醫
藥產業規模化，也需要政府、醫院、社會組織、
大學等多方密切配合、通力協作。”李應生滿心
期待。

香港中醫人數分布
註冊中醫：8,078人

表列中醫：2,453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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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根據《中醫藥條例》，長遠而言，只有註冊中
醫可在香港作中醫執業。同時，為了肯定以往香港
執業中醫作出的貢獻，於2000年1月3日正在香港
作中醫執業的中醫可成為表列中醫，在過渡期內仍可

合法作中醫執業。

◆ 業界指灣區三地的一些科研項目
存在重疊。圖為廣州中醫藥大學許
能貴教授指導學生做針灸研究。

資料圖片

◆代表建言加速建設大灣區中醫藥創新高地。圖為香港
的大學生在內地中醫館交流學習。 資料圖片

截至：2022年 來源：香港中醫藥管理委員會

香 港 中 醫 界 回 應

◆李應生 ◆李楚源

“中醫藥是祖先留給我們的寶貴財富，要
繼承好、發展好、利用好。”出身於

香港中醫藥材世家，李應生自擔任港區全國人
大代表以來，一直在為中醫藥在港發展以及
“走出去”積極建言。上一個五年，他帶來
14份關於中醫中藥創新發展的議案，如建立
大灣區中醫藥高地發展協調機制、允許香港註
冊中醫師在大灣區內公營醫療機構執業、在港
註冊的中成藥產品通過簡易註冊制度等議案，
其中不少建議已經獲得採納。

港擔國際中藥貿易中心角色
“近年來，國家對中醫藥工作的支持力度

前所未有，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中也提到，要促
進中醫藥傳承創新發展。”李應生表示，建設
大灣區中醫藥創新高地需要把握時機迅速加
碼，香港應該朝着建設國際中藥貿易中心的方
向努力進取。

成立大灣區中醫藥科研培育中心，也是
李應生今年的重點議案之一。在他看來，經
過了初期階段的融合試點，如今建設大灣區
中醫藥創新高地，需要在跨區域合作，資源
整合上面進一步優化。

“科研攻關需要人才交流，也需要高端
設備的支撐。”李應生在調研中發現，灣區
三地的一些科研項目還存在很多重疊，這其
實會帶來人員、設備、時間的巨大浪費。簡
單來說，現在就是需要在資金過河、機制共
享中更進一步集中力量、資金做好中醫中藥
的科研以及成果的轉換。

“生物醫藥產業是全球創新最為活躍的
朝陽產業之一，針對促進粵港澳大灣區醫藥
產業融合發展，建議制定大灣區醫藥健康產
業鏈長制發展規劃，加快推動粵港澳中藥產
品註冊及中醫藥醫療服務標準的互認互
通。”首次當選全國人大代表的廣藥集團董
事長李楚源，對灣區中醫藥發展各自的優勢
有着充分的認識。他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

“港澳研發+廣東轉化”“廣東研發+港澳
孵化”“港澳產品+廣東應用”等產業合作
模式，是推動中醫藥在大灣區長足發展的重
要路徑。與此同時，利用“一國兩制”獨特
優勢，也可在中醫藥科研創新、標準制定、
檢驗檢測以及藥物製造等方面進行積極探
索。

政產學研用聯動機制待建立
“據我了解，香港特區建設的檢測中心

計劃持續推動中藥標準化和國際化。期待漢潮
檢測中心和香港檢測中心在未來能夠開展對接
交流，積極探討在中藥材檢測、中藥標準化和
國際化等方面合作。”李楚源所說的漢潮檢測
中心，是廣藥白雲山、采芝林藥業、暨南大
學、廣東省藥檢院等合資組建的廣東漢潮中藥
科技有限公司，作為第三方檢驗檢測機構及新
型研發機構，已獲得國家頒發的CMA檢驗檢
測機構資質認定證書，被認定為“廣東省傳統
中藥創新中心”、“廣州市大灣區中藥產業檢
測檢驗公共服務平台”。

李楚源亦指出，粵港澳三地雖然有着各
自資源優勢，但長期以來三地存在不同的社
會治理體系，產業協同發展與融合發展程度
還有待加強，政產學研用之間尚需要建立有
效的聯動機制。

倡建國家級產業發展母基金
他建議，加強頂層設計，盡快編制粵港澳

大灣區醫藥健康產業鏈長制發展規劃，發揮鏈
長統籌協調促進作用以及鏈主龍頭企業的引領
帶動作用，依託龍頭企業加速推動一批重大創
新產業化項目落戶大灣區。

“建設世界級大灣區，需要世界級頭部
企業。”李楚源表示，可以成立國家級的粵
港澳大灣區中醫藥產業發展母基金，支持龍
頭企業通過併購、合作等模式擴大規模，增
加市場競爭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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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社新聞

休城工商

Washington DC fly in
感謝美國國會和大休斯頓合作委員會感謝美國國會和大休斯頓合作委員會，，邀請美南新聞主播子天以及其邀請美南新聞主播子天以及其

他商業代表來到華盛頓他商業代表來到華盛頓DCDC國會山莊參加為期兩天的國會會議國會山莊參加為期兩天的國會會議。。感謝國會感謝國會
議員議員Lizzie FletcherLizzie Fletcher以及其他十幾位參議員與眾議員為社區所作的工作與貢以及其他十幾位參議員與眾議員為社區所作的工作與貢
獻獻！！

隨著10年期美債收益率突破4.2%，30年固
定全美平均利率已經超過7%的大環境下，萬通
貸款銀行在Cook County推出最低20%首付，符
合條件的申請者可以拿到最低5.25%的買房利率
（APR 5.42%）。還在猶豫什麼？馬上拿起手中
電話，撥打免費諮詢電話832-235-8283.

為什麼我查收入的傳統貸款利率是六點幾
七點幾，萬通貸款銀行可以做到這麼低？

GMCC萬通貸款銀行2005年成立於加州矽
谷，是目前全美最大的華人貸款公司之一。專
業高效的運作團隊，靈活多樣的貸款方案，不
論是買房、重貸、投資，GMCC精心創建的貸
款平台數百種貸款項目都能夠客制適合方案。
多元化的產品之中，我們精選了這個項目，專
門為芝加哥地區以及 Cook County 的華人量身
打造，希望可以在如此大環境下幫助更多的買
家拿到更低的貸款利率。

01 平台優勢：
GMCC 萬通貸款銀行是直接放款銀行 (Direct Lender) ， 是

房利美和房地美核准的直接賣家。我們與近百家貸款投資機構以
及華爾街對沖基金合作 (含Redwood合作貸款銀行，全美僅約30
家貸款機構具有此資格)，可以內部審批，直接放款，貸款金額
最高可達300萬。萬通貸款銀行是真正全內部作業，即使大額貸
款，不論用 Fannie Mae 標準 DU（Desktop Underwriter）審批，
或NON-QM不查報稅的項目，GMCC萬通貸款銀行都可內部
迅速審批放款。

02 項目優勢：

GMCC萬通貸款銀行精心打造數百種貸款項目，在華爾街
資金的加持下，我們有更多的針對不同客戶群體的項目，對應每
位客戶貸款需求及條件，量身定制貸款方案。無論是自住、重貸
、投資房，或者是外籍，總有一款適合。

03 團隊優勢：
GMCC萬通貸款銀行在全美有38個州的執照，目前共有512

位經驗豐富有執照的貸款顧問，強有力的審核部門，從提交申請
到最終過戶，一條龍服務，方便快捷。最快七個工作日即可完成
。

除以上產品，我們還針對第一次買房的買家設計了最低首付
3%的計劃，這個項目針對首付並不充裕的買家，也有利率上的

優惠。針對除去綠卡公民之外不同身份的買家，GMCC萬通貸
款銀行可以接受F1簽證的OPT，H1-b的簽證，可以接受C8和
A5的工卡。小額貸款，大額貸款以及部分不查報稅的項目都適
用。萬通貸款銀行希望可以為您提供一站式貸款服務，實現以更
低的利率，更低的費用，更快的時效幫您實現您的美國夢！

如果您收入相對比較複雜，不了解可以貸款的上限，GMCC
萬通貸款銀行可以先根據您的情況做免費的underwriting approval
。區別於普通的pre-approval，我們的underwriting approval是由
underwriter審核簽發。這樣做可以最大限度的保證貸款最終的成
功率，在利率每每變動的情況下了解自己的貸款能力。

資深貸款顧問王潔教您：如何對高利率說不
Cook County房貸最新項目利率低至5.25%（APR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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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二維碼 
關注    微信公眾號<牛頭牌北美>，看更多美味食譜喔！

燒大蝦
●8尾 大蝦，開背去腸泥
●1杯 雞高湯
●1段 蔥白，切末
●1塊 薑，切末
●3瓣 蒜，切末

做法
(1)鍋中倒油，放入大蝦，以半煎炸的方式煎至表面紅亮金黃，取出備用。
(2)保留鍋中的油，放入蔥、薑、蒜末、牛頭牌紅蔥醬和冰糖一同翻炒出香氣。
(3)加入高湯、米酒、醬油、蠔油、白醋及胡椒鹽調味，放入煎好的大蝦。
    以大火煮滾後，轉中小火、蓋上鍋蓋，燜約2分鐘，開蓋後煮至醬汁更加濃稠。
(4)起鍋後以蔥綠絲裝飾即可。

*For English recipe, please visit www.lnk.bio/BullHead.BBQSauce.USA

Braised Prawns in Shallot Sauce
〔調味料〕 
●2大匙 牛頭牌紅蔥醬
●1大匙 冰糖
●2大匙 米酒
●1大匙 醬油

●1大匙 蠔油
●1大匙 白醋
●白胡椒鹽，調味用
●蔥綠，切絲裝飾用

食

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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