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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SIE LIN,CCIM

（中央社）瑞士信貸銀行（Credit Suisse
）在大股東排除再挹注資金的消息打擊下，因
為市場恐慌股票遭到拋售，終場股價暴跌
24.24%，收在1.697瑞士法郎。

法新社報導，瑞士第二大銀行瑞士信貸今
天盤中股價一度暴跌逾30%，來到每股1.55瑞
士法郎，創下歷史新低，加劇了市場恐慌，此
前美國一週內有3間銀行接連倒閉，市場憂心
爆發連鎖效應。

稍早之前，瑞士信貸的大股東沙烏地國家
銀行（Saudi National Bank）曾表示，不會再
提供財務援助給陷入困境的瑞士信貸。

一名發言人今天表示，美國財政部官員正
「密切關注」 圍繞在瑞士信貸的問題，並且與

全球財政官員保持聯繫。

瑞士信貸股價暴跌 掀全球金融動盪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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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ident Biden assured the nation Monday that, “The
banking system is safe,” following the collapse of the Silicon
Valley Bank last weekend and the closing of the Signature
Bank in New York on Sunday. Biden said at the White House
that, “Your deposits in the Silicon Valley Bank will be
protected." SVB provided banking services to nearly half of the
country’s venture capital-backed technology and life science
companies that included more than 2,500 venture capital firms.

Over the past week Silicon Valley Bank was trying to find a
buyer, but it failed when the federal government took over and

put about $175 billion in customer deposits under the FDIC ‘s
control.

President Biden tried to distinguish these moves to prevent
more bank runs like those taken during the 2008 financial
crisis. Biden said no losses will be borne by the taxpayers, but
he also pointed out that the investors in the banks will not be
protected.

This is the time we all hope that the banking problems will
be solved soon to help keep our economy strong.

0303//1414//20232023

President Biden Assures Us That OurPresident Biden Assures Us That Our
Banking System Is SafeBanking System Is Safe

拜登總統今晨發表聲
明表示，美國人民和美國
企業可以放心，他們的銀
行存款會在他們需要的時
候出現。我堅定承諾要讓
那些應該對這塲混亂負責
的人承擔全部責任，並繼
續努力加强對大型銀行的
監督和監管，這樣我們就
不會再次䧟入這種境地。
除了矽谷銀行之外，

美國監管金融機構周日也
再度控制了第二家簽署銀
行服務，以防止溢出效應
，並對未保險存款之公司
𠆤 人提供支持，官員們認
為這是一個系統性之風險
，美聯儲和財政部還利用
緊急貸款授權建立一個新
的融資機制，以幫助滿足
提款需要。

這是 2008 年金融危
機以來美國銀行規模最大
的倒閉事件，政府對每個
存款人有 25 萬元之保証
，至少存款高於此數字者
必須到銀行資產被拍賣後
才能分到餘額。
我們樂見政府在最短

時期內對這二家銀行進行
接管和整頓，由于矽谷銀
行多年來是科技公司和風
投之重要參舆者，其業務
遍及全球，其影響是十分
巨大。
一般認為，雖然矽谷

銀行之倒閉還是在可預控
之中，但是將對一些存有
巨款之科技新創企業會面
臨現金流短缺困境而破產
。

拜登總統出面拯救矽谷銀行拜登總統出面拯救矽谷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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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 終於又到來了，美國籃球迷激動之情溢於言表！每年此時，大家都期待著
NCAA 一級男子和女子籃球錦標賽,從第一輪 68 支球隊” 最初四強”到激動人心的”最後
四強”對決以及最終的全國冠軍，瘋狂三月(March Madness)!是一場長達一個月的籃球運
動狂潮。

三月, 既是春意盎然的季節, 也是籃球迷瘋狂的季節, 瘋狂的賽程與結果, 使人如癡如狂
, 所以久而久之,大家習稱之為“三月瘋”(March Madness)!“三月瘋”最引人注目的就是
晉級隊伍的框架(bracket) ，那是NCAA根據各大學在各聯會主場與客場對陣的勝負戰績與
RPI 評級指數等從第一種子隊排列到第16種子隊, 由於NCAA第一級共32個聯盟多達353
支隊伍，每年能晉入決賽的機率極低, NCAA多年前把決賽隊伍增為40隊,到一九八五年又
增為64隊, 稱之為”最後64強”(Final 64), 後來又增為65隊與68隊，其中32隊由各聯盟
冠軍隊Automatic Bid自動入圍，另外36隊則是不分區 At-Large Bid名額, 由遴選會依球
隊當年整體表現選出, 其中在東、南、西、中西4區排名最低的2支隊伍先打單淘汰賽, 稱
為”最初四強”(First Four)，獲勝4隊晉級64強，隨後四區各自進行單一淘汰制, 輸一場就
結束球季, 而勝出的隊伍依次稱為” 甜蜜十六強”(Sweet 16) 、“精英八強”(Elite 8)以及
“最後四強”( Final 4) ，由於賽況撲朔迷離，每年必出現弱隊打敗強隊( upset ) 的精彩畫
面, 所以黑馬(Dark Horse)和灰姑娘隊伍(Cinderella) 年年都出現在球場上！

依據NCAA歷史,自2016年以來，絕大多優勢都在大西洋海岸、10大、12大、東海岸
、太平洋12大、東南和美國田徑七大聯盟中,今年最受人矚目的就是, “籃球之神”喬丹的
母校北卡羅來納大學Tar Heels雖然在季賽前被權威的美聯社AP排名為全美第一, 但是在
整個球季賽中表現不如預期, 並在 ACC 錦標賽的四分之一決賽中輸給弗吉尼亞之後，北卡
大以 20勝13 負結束了本賽季, 沒有進入前68名, 這是NCAA歷史上從未發生過的窘境, 不
過北卡大獲邀參加全國邀請友誼賽NIT, 但教練休伯特•戴維斯明確拒絕了，這也是非常難
以想像的, 因為這支隊伍去年曾打入“精英八強”(Elite 8)並奪下全國第二名, 而且還有四名
先發球員重返球隊，怎奈球場千變萬化, 並未能使北卡大保住良好的戰績,所以也沒有什麼
好怨的了。

3月瘋,的確令人瘋狂,由於大學校隊球員都是17至22歲的選手，許多優秀球員，只在
大學短暫打一年就提前離開投入NBA懷抱，也就是美國人常說的 One and done，所以各
校想多年維持一定戰力非常不易, 這使大學籃賽佈滿了荊棘,排名在前的隊伍往往一失手就
飲恨敗北而與冠軍緣慳一面了!

德國薩克森邦最古老的公司資不抵債，
由於原物料和能源成本暴增，具有600年歷
史的艾拉煉鐵廠（Eisenwerk Erla）最近陷
入財務困境，宣布破產，補充一下公司名稱
為鐵工廠，當年還沒有鋼鐵的配方，近代才
轉型成鋼鐵廠。除了這間公司之外當地其他
傳產業者和工人也走向街頭抗議高昂的電費
。據德國新聞網《Focus》13日報導，薩克
森邦歷史最悠久的傳產公司艾拉鐵工廠在成
立600多年後不得不申請破產。根據肯尼茨

市（Chemnitz）地方法院的公告，公司的
財產和資產已經啟動破產程序。

今年5月，艾拉煉鐵廠的債權人將召開
會議，公司管理層現在應該與法院人員一起
制定重組計劃，除其他外，該鋼廠還為汽車
行業生產渦輪增壓器外殼、排氣歧管和引擎
零件，公司員工約300人。

作為薩克森邦最古老的公司，它的字號
首見於西元1380年（明朝洪武十三年）的
一份文件之中。當時，這間煉鐵廠仍以

「Hammer in der Erl」 為名
。在東德時代，該司專注製
造汽車引擎汽缸等。

破產之前經歷了很長一段
損失。根據一份2020、2021
年度報告，該公司的銷售額
整整下降了400萬至5130萬
歐元，損失約為200萬歐元
。業務重創的原因是原材料
和能源成本的急劇上升。

上週四（9）薩克森邦大
城里薩（Riesa）6家傳產業
者共400多名鋼鐵工人走上
街頭抗議可怕的工業電價。

去工業化進行式 德國600年鋼鐵廠宣布破產

芬蘭總統尼尼斯托將出訪土耳其，於17日會晤土國總統艾爾段。土耳其官員今天告訴路透社，國會
「極有可能」 在4月中旬休會前，批准芬蘭的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入會案。

法新社報導，芬蘭總統辦公室在聲明中表示，尼尼斯托（Sauli Niinisto）此行將討論2月土耳其毀滅
性地震後的重建行動，以及 「芬蘭與瑞典的北約成員資格」 ，外長哈維斯托（Pekka Haavisto）將隨行。

莫斯科去年2月全面入侵烏克蘭後，芬蘭與瑞典放棄數十年來的軍事不結盟政策，於去年5月申請加
入北約。

兩國申請案必須獲得北約現有30個成員國的同意，目前只剩土耳其和匈牙利尚未批准。
即將面對總統大選的艾爾段（Recep Tayyip Erdogan）堅持反對瑞典的申請案，但土耳其看似準備好

批准芬蘭的成員資格。然而土耳其國會將於5月14日改選，國會尚未訂定批准日期。
不過路透社引述兩名土國官員指出，國會 「極有可能」 在4月中旬休會前，批准芬蘭加入北約。其中

一名土國高官說，芬蘭入會案將獨立於瑞典入會案獲得批准。
由於討論內容尚未公開，兩名官員都拒絕具名。
雖說還需要匈牙利的批准，目前看來，芬蘭將比瑞典先加入北約，儘管兩國是同步申請，並強調希望

一起加入。
瑞典總理克里斯特森（Ulf Kristersson）昨天表示，芬蘭比瑞典早一步加入北約的可能性在近幾週

「增加」 ，但強調瑞典加入只是時間早晚問題。
土國中止與瑞典的入會談判是因為瑞典1月爆發抗議活動，在斯德哥爾摩土國大使館外發生焚燒可蘭

經事件，不過相關談判3月9日已在布魯塞爾恢復。

傳土耳其國會4月中旬前將批准芬蘭加入北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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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規模停電、核電站停運！
阿根廷超2000萬人受影響

綜合報導 阿根廷首都布宜諾斯艾利斯部分地區及周邊地區出現大

規模停電，導致超過2000萬人受到影響。

據報道，當地牧場發生火災，導致三條高壓輸電線路短路，“阿圖

查1號”核電站受到影響停止運行。

報道稱，此次停電導致超過2000萬人受到影響，約占阿根廷用電者

總數的40%。

負責核電站運營的阿根廷核電公司證實，由於“電網問題”，該公

司無法運營。計劃至少48小時後恢復核電站的工作。

阿根廷能源部表示，正在調查包括核電站在內的電力供應中斷的原

因。

此外，大規模停電之際，阿根廷正值高溫酷暑，停電導致主要城市

交通系統崩潰、工廠癱瘓，同時它還影響了居民用水。

英國廣播公司(BBC)報道稱，大規模停電事件在阿根廷並不少

見。2019年，壹場大規模的電力故障使阿根廷和鄰國烏拉圭的數千

萬人陷入黑暗。2020年，布宜諾斯艾利斯的數十萬戶人家也因受到停

電影響。

加拿大政府宣布投入逾3億加元
推進關鍵礦產相關計劃

綜合報導 為期4天的2023年加拿大

國際礦業大會8日在多倫多落幕。加拿大

政府在大會期間宣布將投資近3.6億加元(

約合2.6億美元)用於推進關鍵礦產領域的

相關研究、開發及拓展等工作。

加官方在此次礦業大會期間著力推廣

加拿大作為關鍵礦產和清潔技術首選供應

者的角色，並公布多項舉措。

加自然資源部長威爾金森宣布，加政

府將投入逾3.44億加元用於支持該國關鍵

礦產戰略下的五個新計劃和舉措。其中包

括，旨在研發、示範及商業化新技術與工

藝等的“關鍵礦產技術和創新項目”，旨

在提升數據和數字技術質量與可用性的

“關鍵礦產地球科學和數據計劃”，意在

加強關鍵礦產領域國際合作的“全球夥伴

關系項目”，旨在推進加拿大北部原住民

地區的關鍵礦產相關議程的“北部監管計

劃”，以及為“關鍵礦產卓越中心”提供

運轉資金等。

威爾金森還宣布批準“關鍵礦產研究

、開發和示範計劃”下的六個項目，並為

此提供1400萬加元支持。上述撥款均來自

加拿大的關鍵礦產戰

略資金。

此外，加官方在

此次礦業大會期間還

宣布，向不列顛哥倫

比亞省相關原住民機

構提供資金，用於推

進關鍵礦產開發有關

的宣介、協調；與英

國達成深化關鍵礦物

供應鏈領域合作的共

識。

加自然資源部表

示，邁向全球凈零經

濟的進程中，對關鍵礦產及其在全球範圍

內實現的清潔技術的需求正大幅提升。關

鍵礦物不僅是太陽能電池板和電動車電池

等清潔技術的組成部分，也是提升加拿大

經濟的全球競爭力的關鍵所在。

加政府於去年12月發布其關鍵礦產戰

略，並為此提供38億加元的聯邦資金，對

從地球科學和勘探到礦物加工、制造及回

收應用等壹系列行業舉措提供支持。該戰

略對鋰、石墨、鎳、鈷、銅和稀土元素等

31種關鍵礦產給予重點關註。加政府還收

緊了對關鍵礦產領域外國投資的審批。

據加官方數據，加拿大擁有全球近壹半

的公開上市的采礦和勘探企業，業務遍及逾

百個國家，總市值達5200億加元。加拿大國

際礦業大會主辦方加拿大勘探者和開發商協

會表示，本屆大會吸引了來自全球政府、企

業和行業專家等逾2.38萬人參會。

全球食物系統如何影響氣候變化？
研究稱至2100年或增溫近1°C

綜合報導 施普林格· 自然旗下專業學術期刊《自然-氣候變化》最新

發表壹篇模型研究論文認為，全球食物系統的排放至2100年將可能使地

球氣候變暖增加近1°C。該研究還表明，改進生產和消費實踐，可避免

這壹預計變暖的55%。

據介紹，全球食物生產是溫室氣體排放的壹大來源，尤其是甲烷

、壹氧化二氮和二氧化碳。學界過去對這些相互作用的建模工作未能

解釋持續和演變的排放水平，並且需要壹個任意的時間範圍來權衡不

同氣體的重要性(通常是100年)，這使短期或長期存在的溫室氣體的氣

候影響出現偏差。

論文通訊作者、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凱瑟琳· 伊萬諾維奇(Catherine

Ivanovich)和同事通過使用當前全球食物生產和消費模式，預測了在5個

人口場景下整個21世紀的未來變暖影響。他們開發出壹個詳細的當前溫

室氣體排放目錄，包括基於廣泛文獻綜述的94種不同食物條目。研究發

現，食物系統自身在本世紀末可能貢獻近1°C的氣候變暖。在食物系統

相關的變暖中，近 60%由甲烷所致，二氧化碳和壹氧化二氮各占約

20%。

論文作者表示，他們的研究還發現，改進相關影響最大的食品(反芻

動物和非反芻動物肉類、乳制品和水稻)的生產實踐，至2100年可避免

近1/4的預計變暖。

此外，在全球采用醫學上推薦的飲食(在壹些地區要減少飲食中的蛋

白質，在另壹些地區則要增加)，結合能源去碳化和協作以減少食物浪費

，到本世紀末能夠再避免1/4度的變暖。

英國最新測試：
每周工作四天不僅讓員工輕松，還提高公司收益

綜合報導 美國科普雜誌《科學美國

人》（Scientific American）發文稱，壹

項涉及數十名雇主和數千名員工的測試

結果表明，壹周只工作四天有益於員工

身心健康，也不會損害公司利益。

這項為期6個月的測試由國際獨立研究

機構Autonomy、英國劍橋大學、美國波士

頓學院等共同開展，從2022年6月到12月

，共涉及英國61家公司的2900名員工。

如果公司減少工作周天數會發生什麼

？根據對參與者的調查，71%的受訪者表

示對工作的倦怠程度會降低，39%的受訪

者表示壓力正在變小，請病假和事假的人

減少了65%。與測試開始前的6個月相比

，辭職人數下降了壹半以上。盡管員工

的工作時間減少了，但在測試期間，公

司的收入幾乎沒有變化，事實上甚至略

有增加，公司收益平均增加了1.4%。

該測試選取了各行各業的公司，比如

在線零售商、金融服務公司、動畫工作室

等。每家公司可自由選擇如何實施每周四

天的工作制，例如，讓周五成為休息日，

或者允許員工選擇任何壹天作為休息日。

調查發現，參與者還通過消除冗長會議等

浪費時間的任務來減少工作時間。參與試

點計劃的公司中有92%表示，他們將繼續

測試每周四天的工作時間，18家公司決定

永久保留減少工作時間。

除了調查之外，研究人員還對報告

的參與者進行了深入訪談。訪談顯示，

員工將額外的壹天用於整理前幾日工作

以及執行日常任務，這使他們能夠將周

末完全用於娛樂和與家人共度時光，而

非加班。

在新冠大流行期間，許多人都經歷

了更大的壓力和倦怠，這種疲憊狀態可

能難以實現工作目標。Autonomy的心理

學家、顧問邁克爾· 萊特（Michael Leiter

）說：“這是壹個非常大的問題，在醫

療保健領域，這壹點尤其明顯，我在那

裏做了很多研究，留住有才華的人變得

更加困難。”他解釋道：“工作壓力使

醫療保健和許多其他領域的公司無法在

招聘新員工的同時留住老員工。因此，

我們要及時認識和解決此問題。”他補

充道：“大家都迫切要求對工作組織方

式進行更多改變。”

工作壓力問題早在新冠開始前就已浮

出水面。此前，很多公司就試圖通過“健

康計劃”等幹預措施來提高員工福祉。此

次測試的報告表明，每周工作四天能夠顯

著提高員工幸福感。“我們認為這是對員

工產生積極影響的更有效和更有力的方式

。”報告的共同作者、波士頓學院社會學

教授Juliet Schor說。此前彈性較小的工作

時間表（比如遲到或早退）通常是個人選

擇，而每周工作四天將是整個公司的共同

政策。Juliet Schor表示，當它成為壹項公

認的規則或秩序時，就不會損害員工的職

業發展或收入。

與此前的福利政策相比，“每周工

作四天”這項政策是在讓員工“改變”工

作。邁克爾· 萊特認為，諸如提高薪水、

營造更好的工作環境等努力都是為了讓員

工們“感覺更好”，這只是讓他們更好地

“容忍”工作，卻並未從根本解決問題，

而縮短工作時間則更具實質性。它讓大家

改變工作，而非容忍工作。

此前，也有其他有關縮短工作周的

調查，但樣本範圍和影響力都不大。

2008年，美國猶他州開始了壹個在周五

關閉政府機構工作人員辦公室、節省建

築能源成本的計劃。不過該計劃僅是將

工作時間從五天改為四天，但員工的每

周工作時長依然是40小時。也有其他縮

短工作周的研究，但這些評估通常僅包

括壹家組織和企業的員工。“據我們所

知，此前並沒有研究對縮短工作周進行

大範圍調查。”Juliet Schor表示。

當然，六個月的測試期相對較短，

因此尚不清楚其有利影響是否會長期持

續下去。隨著時間的推移，員工可能會

習慣於減少工作時間，較短的工作周在

減緩壓力方面發揮的作用也會逐漸變小

。因此，研究人員計劃持續調查那些將

在壹年內保持每周四天工作日的參與公

司，以觀察這些積極影響能否延續。Ju-

liet Schor表示：“我們認為將會延續，

因為我們進行了中點調查，結果顯示，

在減輕壓力方面，前三個月顯示出的積

極效果在後三個月依然得以維持，沒有

衰退。”

邁克爾· 萊特則更希望團隊使用更成

熟的方法來評估倦怠。他解釋：“這些

調查提出了與疲憊和沮喪有關的問題，

但是倦怠有壹個口語化的概念，就是疲

憊，但我們還需要對倦怠有更標準和規

範的定義。”在邁克爾· 萊特的研究中，

對工作感到疲憊這種狀態被稱為“過度

擴張”。倦怠具有此意義，但它還有憤

世嫉俗、氣餒、正失去成就感等更加

“黑暗”的意味。當然，每周工作四天

可能減緩倦怠的嚴重程度，“因為它的

確讓人們能更好地控制自己的生活與工

作的關系。”他說道。

劍橋最新研究：每天快走11分鐘，降低早逝風險
綜合報導 英國劍橋大學領

導的壹項最新大規模分析證實，

如果每個人的身體活動量至少達

到推薦水平的壹半，那麼十分之

壹的早逝是可以避免的。2月28

日發表在《英國運動醫學雜誌

》上的這項研究稱，每天11分

鐘（每周75分鐘）快走等中等

強度的體育活動，足以降低患

心臟病、中風和癌癥的風險。

心臟病和中風等心血管疾病

是全球死亡的主要原因。體育活

動，尤其是中等強度的體育活動

，可降低患心血管疾病和癌癥的

風險。英國國家醫

療服務體系建議成

年人每周至少進行

150分鐘的中等強度

運動或75分鐘的高

強度運動。

為了探索對抗

疾病和過早死亡所

需的身體活動量，

劍橋大學醫學研究委員會流行病

學部門的研究人員匯集並研究了來

自所有已發表證據的隊列數據。他

們查看了196篇同行評審文章中報

告的結果，涵蓋了來自94個大型

研究隊列的超過3000萬參與者，

這是對身體活動水平與心臟病、

癌癥、早逝風險之間關聯進行的

迄今為止最大規模的分析。

研究發現，從廣義上講，

每周超過150分鐘的中等強度

活動，在降低疾病或早逝風險

方面的額外好處幾乎微不足道

。但每周累積75分鐘的適度運

動，卻足以將患心血管疾病的

風險降低17%，患癌癥風險降低

7%。對於某些特定的癌癥，風

險降低幅度更大，如頭頸癌、骨

髓性白血病、骨髓瘤和賁門癌的

風險降低14%—26%。對於肺癌

、肝癌、子宮內膜癌、結腸癌和

乳腺癌等其他癌癥，觀察到的風

險降低了3%—11%。

研究人員表示，適度的活動

並不壹定是人們通常認為的運動

，例如跑步。有時只需要改掉壹

些習慣，例如嘗試步行或騎自行

車，而不是開車去工作或學習地

點，或者與孩子壹起積極玩耍也

可以。做喜歡的活動，且很容易將

其納入每周例行活動中，這是讓身

體變得更加活躍的絕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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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美國

宏都拉斯擬與中國建交，美國聯邦參議院
外委會首席議員里契今天表示，宏國擁抱中國
及其空頭支票會是嚴重錯誤，參院外委會主席
梅南德茲則擔心此舉後果影響深遠。

宏都拉斯總統秀瑪菈．卡斯楚（Xiomara
Castro，另譯：卡蕬楚）14日在推特（Twit-
ter）宣布，已指示外長處理與中國建立正式
關係事宜。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聲稱，歡
迎宏國有關表態。

截至目前，美國官方尚未對台宏邦交生變
作出回應，但參議院兩黨外交大老今天紛紛推
文表達關切。

共和黨籍的里契（Jim Risch）表示，卡
斯楚擁抱中國及其 「空頭支票 」 （empty
promises）會是個嚴重錯誤，拜登政府應立
即檢視並更新對宏都拉斯的作法。

民主黨籍的梅南德茲（Robert Menendez
）則批評中國持續奪走台灣邦交國，指宏都拉
斯決定與北京靠攏所帶來的後果影響，卡斯楚
卸任後還會持續。

共和黨籍參院外委會成員盧比歐（Mar-

co Rubio）透過聲明指出，很遺憾拉美地區國
家持續聽信威權政權的謊言，犧牲自身主權與
安全。他說，美方現在更應該與該區域往來，
確保中國、俄羅斯及伊朗無法取得立足點，進
一步影響當地政府。

宏都拉斯與中華民國於1941建交，邦誼
已逾80年。卡斯楚2021年競選期間就曾表達
有意與中國建交，美方出手介入，美國副總統
賀錦麗（Kamala Harris）去年1月出席卡斯楚
就職典禮也曾當面關切台宏邦誼，卡斯楚就任
後一度改口希望與台灣繼續維繫關係。

今年初，宏國外交部長雷依納（Eduardo
Reina）為尋求水壩工程金援，與中國外交部
副部長謝鋒在巴西舉行雙邊會議，台宏邦交再
傳警報。

中國 「金錢外交」 近年來瞄準美國 「後花
園」 中美洲，過去6年有3國轉承認中國，包
括巴拿馬、薩爾瓦多與尼加拉瓜。若宏都拉斯
與台灣斷交，將成第4個，台灣邦交國數量也
將降至13個。

美參院外交領袖：宏都拉斯擁抱中國會是嚴重錯誤

美國媒體今天報導，矽谷銀行（Silicon
Valley Bank, SVB）禁不起客戶紛紛提領存款
於上週倒閉，美國司法部已就倒閉事件展開調
查。

根據 「紐約時報」 、 「華盛頓郵報」 和
「華爾街日報」 報導，對矽谷銀行迅速倒閉的
調查尚處初期階段。

爆料司法部調查消息的 「華爾街日報」 還
說，美國證券管理委員會（SEC）已展開調查

； 「紐約時報」 則說他們正在考慮這樣做。
兩家機構均拒絕就這些報導發表評論。
SEC主席詹斯勒（Gary Gensler）在昨晚

發布的聲明中表示，SEC 「特別專注於監測市
場穩定性，以及找出和起訴可能威脅投資人、
資本形成或市場的任何形式的不當行為」 。

他說， 「如果我們發現違反聯邦證券法的
行為，我們將進行調查並採取執法行動」 ，但
他並未點名任何公司。

矽谷銀行倒閉 傳美司法部展開調查
韋伯太空望遠鏡再度捕捉到罕見的宇宙影

像！美國太空總署（NASA）昨（14）日發布
WR 124恆星的 「垂死」 畫面，恆星的外層被
彈射到太空中四散開來，宛如一朵閃耀紫金色
光芒的櫻花綻放，讓科學家大為驚嘆。

根據美聯社、太空資訊網站 「Space.com
」 報導，沃夫-雷耶（Wolf-Rayet star）恆星
「WR 124」 位於人馬座，距離地球大約1萬5

千光年，質量估計有太陽的30倍之多。韋伯太
空望遠鏡於去年6月拍下它的照片，可以看到
在變成超新星（supernova）爆炸之前，WR
124噴出一團團光亮的氣體，形成星雲。

NASA官員表示，WR 124噴出的星雲質
量，已經超過太陽的10倍。 「宇宙塵埃十分重

要，它能保護正在發展的恆星，聚集在一起形
成行星，也能充當分子形成和聚集的平台——
例如地球生命的起源，」 NASA表示。 「儘管
如此，還有很多塵埃超出天文學家目前所能理
解的範圍。」

事實上，這並不是 NASA 首次針對 WR
124恆星進行觀察。幾十年前，哈伯望遠鏡也
曾攝下這顆恆星的照片，當時看起來就像是一
顆缺乏細節的火球。

而耗資100億美元打造的韋伯望遠鏡，主
要觀測的波段為紅外光，比哈伯望遠鏡更廣，
預期將協助科學家解開更多關於宇宙塵埃的謎
底。

美得令人屏息！NASA韋伯望遠鏡 拍下恆星 「垂死」 絕美景象

美國環境保護署（EPA）今天提議新標準
，要限制公共飲用水中有害 「永久性化學物質
」 （forever chemicals）的含量。

法新社報導，這項舉措針對被稱為 「全氟/
多氟烷基物質」 （PFAS），這些物質會致癌
，並引發其他健康問題。

美國環保署擬議的新規將要求公共飲水設
施監測6項PFAS化學物，並在供水方面降低
PFAS含量。

環保署長黎根（Michael Regan）表示，
新的飲水標準可能預防數以千計民眾死亡，以
及數以萬計民眾罹患與PFAS有關的疾病。

PFAS自1940年代起便廣泛用於工業和消
費產品中，如不沾鍋、地毯、防水衣、食品包
裝、化妝品和清潔用品等。

不過黎根指出， 「意在帶來實用性與便利

性、起初被稱為奇蹟的突破性技術，很快地變
成現代世界中最緊迫的環境和公衛問題之一」
。

他說： 「這些有毒化學物是如此普遍且長
時間存在於環境中，以致於食物、土壤、水，
甚至地球最偏遠的角落都有它們的蹤跡。」

黎根補充表示： 「這些化學物會隨著時間
累積在體內，我們知道長期暴露在某些類型的
PFAS中與一些嚴重疾病有關，包括癌症、肝
損傷和高膽固醇。」

美國一些大型企業近年來逐步停用某些
PFAS化學物，一些州也已針對公共飲用水中
的PFAS實施限制。

環保署的這項提議將於年底定案，會針對
飲用水中的PFAS訂定全國一致的標準。

防堵飲用水永久性化學物質毒害防堵飲用水永久性化學物質毒害美訂新規限制美訂新規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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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會兩會

特首：港更主動對接國家戰略
列席人大閉幕會 確信兩會結果體現人民意願

十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閉幕會13日上午在人民大會堂舉行，國家主席
習近平發表了重要講話。列席閉幕會的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通過特區政
府新聞處發表聲明，表示今年全國兩會勝利舉行體現了人民意願，凝聚新
時代共識，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開啟新征程，推動黨和國家
事業發展增添了信心和動力。香港與國家血脈相連，在中央領導和支持
下，香港特區必會堅定確保“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發揮自身所長、
服務國家所需，並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
大復興的進程中，更深、更廣、更好地發揮參與者與貢獻者的角色，更主動
對接國家戰略，更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出貢獻。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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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超在聲明中首先代表香港特區政府和香
港市民對習近平全票當選中華人民共和國

主席、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表
示熱烈祝賀，認為這代表人心所向，代表人民
的擁護、信任和依託，又祝賀每一位當選和產
生的國家領導人，指他們都有豐富知識和經
驗，目光遠大，以民為本。

對習主席講話感到非常鼓舞
習近平在重要講話中指出，中華民族偉大

復興進入了不可逆轉的歷史進程，我們要堅定
不移推動高質量發展，始終堅持人民至上，更
好統籌發展和安全，並扎實推進“一國兩制”
實踐和祖國統一大業，努力推動構建人類命運
共同體。
李家超表示，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總書記
為核心的黨中央，帶領國家取得舉世矚目的成

就，新時代十年的偉大進程，在新中國史、改
革開放史及中華民族發展史上都具有里程碑意
義。國家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新時代，完
成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歷史任務，邁上全面建
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向第二個百年
奮鬥目標進軍。

他又對習主席提到“推進強國建設，離不
開香港、澳門長期繁榮穩定；要全面準確、堅
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港’、
‘澳人治澳’、高度自治的方針，堅持依法治
港治澳，支持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發展經
濟、改善民生，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感到
非常鼓舞。香港作為國家不可分離的部分，是
共同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歷史進程的見證
者、參與者、貢獻者。

他表示，今年全國兩會勝利舉行體現了人
民意願，凝聚新時代共識，為全面建成小康社

會、開啟新征程，推動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增添
了信心和動力。

願更深更廣更好地參與貢獻
“全國兩會期間，中共中央政治局趙樂際

常委和王滬寧常委分別參加了港區全國人大代
表團審議和港澳地區全國政協委員聯組會，體
現中央對香港特區的關懷和支持。”李家超表
示。

李家超強調，香港與國家血脈相連，在中
央領導和支持下，香港特區必會堅定確保“一
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發揮自身所長、服務
國家所需，並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
國、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中，更
深、更廣、更好地發揮參與者與貢獻者的角
色，更主動對接國家戰略，更積極融入國家發
展大局，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出貢獻。

◆香港特首李家超（二排左三）13日上午在北京列席全國
人大閉幕會。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黃書蘭）香港特區行政
長官李家超在列席十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閉幕
會後，隨即展開在北京訪問交流行程，下午與中
國香港（地區）商會成員會面，了解港商在內地
發展情況。14日開始，李家超將聯同相關政策局
局長開始拜訪中央部委機構。

在與中國香港（地區）商會成員會面後，
李家超在社交平台發帖表示，很高興與在北京
從商的香港人會面，了解他們創業和工作的勵
志故事和心路歷程。他和中國香港（地區）商
會會長楊莉珊及其他成員討論到如何秉承商會
的宗旨，除了在北京服務港人港企，更要積極
關心和回饋香港社會。

他讚揚中國香港（地區）商會多年來一直
支持特區政府施政，團結在內地的港人和港
企，並協助港商在內地拓展商機和發展業務，
關心和支持香港，期望商會繼續為港人港商提
供協助，並鼓勵他們以親身經驗向各界宣傳香
港在“一國兩制”下“背靠祖國、聯通世界”
的獨特優勢，說好香港故事。

在會面上，大家都談到如何鼓勵港青到內地
發展的問題。李家超說，商會尤其關心那些在內
地求學、工作和創業的香港青年，而很多商界翹
楚都歡迎香港青年到北京參觀、實習和交流，幫
助他們加深對祖國的了解，“特區政府一向鼓勵
香港的青年多到內地走一走、看一看，除了可探
索個人發展機遇外，更可親身感受祖國一日千里
的經濟發展和深厚的文化實力。”

楊潤雄拜會國家體育總局
陪同李家超赴京的文化體育及旅遊局局長楊

潤雄，13日在北京與國家體育總局局長高志丹會
面交流。楊潤雄表示：“國家體育總局一直支持
香港的體育發展，香港不少精英運動員亦獲得機
會到內地與國家隊一同訓練，改善競賽水平。內
地優秀的運動員和教練來香港服務體育界，也提
升了香港運動員的技術能力。內地與香港的體育
交流及各方面的協作亦日趨頻繁，我們期望可繼
續深化相關安排，尤其通過香港參與舉辦2025年
全國運動會的契機，推動香港體育產業更好地融
入粵港澳大灣區的發展之中。”

代表團前日抵京。他們參觀了國家速滑
館，了解國家訓練精英運動員的情況，13日上
午到訪首鋼滑雪大跳台，視察大型體育園區的
發展和營運情況。

1文 匯 要 聞
◆責任編輯：李鴻培 2023年3月13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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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強總理今出席記者會

習近平提名獲人大表決通過 簽主席令任命

李強任國務院總理
特特寫寫

“剛才習近平
主席簽署了中華人
民共和國主席令。
現在宣布：根據全

國人民代表大會的決定，任命李強同志
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11
日 上 午 11 時 許 ， 伴 隨 着 大 會 主 持
人、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王東明
朗聲宣布，正在進行的十四屆全國人
大一次會議第四次全體會議順利產生
新一任國務院總理，人民大會堂內響
起熱烈的掌聲。

身着深色西服、深紅色領帶的李
強起身分別向全場和主席台鞠躬。接
着，他先與左側的國家主席習近平握
手，而後走到李克強的座位旁，李克
強亦站起來與他握手。然後，李克強
也與習近平握手。

此後，按照法定程序，李強進行
了鄭重的憲法宣誓儀式。他表示，將
“忠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維護憲
法權威，履行法定職責，忠於祖國、
忠於人民，恪盡職守、廉潔奉公，接
受人民監督，為建設富強民主文明和
諧美麗的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努力奮
鬥！”

掌聲經久不息 代表寄予厚望
台上台下掌聲經久不息。這是惜別

的掌聲，李克強正式卸下擔任十年之久
的總理之職，掌聲裏飽含着全體人大代
表對上一屆政府工作成績的充分肯定和
真誠感謝。

這更是期待的掌聲，送給接棒的
新總理李強。當下，中國發展進入戰
略機遇和風險挑戰並存、不確定難預
料因素增多的時期，代表們寄望新一
屆政府迎難而上，做好經濟提振、民
生改善、社會發展等諸項工作，不負
人民重託。

◆香港文匯報記者 王珏 兩會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十四屆全國人
大一次會議11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第四
次全體會議，根據國家主席習近平的提名，經過投
票表決，決定李強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
國家主席習近平簽署第一號主席令，根據大會決定，
任命李強為國務院總理。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3月13日
上午十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閉幕後，國務院
總理李強將在人民大會堂三樓金色大廳出席記
者會並回答中外記者提問。
屆時，中央廣播電視總台進行現場直播，

新華網進行現場圖文直播。

◆ 3月11日，十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第四次全體會議，根據國家
主席習近平的提名，經過投票表決，決定李強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這是習近平
同李強握手。 新華社

習近平、李強、趙樂際、王滬寧、韓正、蔡奇、丁薛
祥、李希等出席會議。
會議應出席代表2,977人，出席2,947人，缺席30人，

出席人數符合法定人數。
會議由大會執行主席、主席團常務主席王東明主

持。大會執行主席馬興瑞、王曉暉、尹弘、孫紹騁、張
又俠、張慶偉、趙一德、信長星、董雲虎在主席台執行
主席席就座。

決定中央軍委副主席人選
這次會議的議程是：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習近平

的提名，決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根據中華人民
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主席習近平的提名，決定中華人民
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會副主席、委員；選舉國家監察委員
會主任；選舉最高人民法院院長；選舉最高人民檢察院檢
察長；選舉第十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

習近平提名國務院總理的人選，中央軍委副主席、委
員的人選後，各代表團進行了醞釀。根據各代表團的醞釀
意見，主席團會議決定提請這次全體會議決定任命。

會議宣讀了習近平關於國務院總理人選的提名信，關
於中央軍委副主席、委員人選的提名信。

國家監察委員會主任的人選，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的人
選，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的人選，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
會委員的人選，主席團提名後，各代表團進行了醞釀協
商。根據多數代表的意見，主席團會議確定了正式候選人
名單，提請這次全體會議進行選舉。

每位代表投6張選票
9時24分，總監票人、監票人檢查電子票箱和電子選

舉系統後，工作人員開始分發選票。每位代表拿到6張選
票。

根據大會選舉和決定任命的辦法，決定國務院總理人
選和中央軍委副主席、委員人選用表決票，選舉國家監察
委員會主任、最高人民法院院長、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
長、十四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用選舉票。

經過寫票、投票、計票，11時，工作人員開始宣讀表
決、選舉計票結果。

在主持人宣布李強同志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
後，全場響起熱烈的掌聲，李強起身向代表們鞠躬致意。
隨後，他轉向習近平，兩人親切握手，習近平向他表示祝
賀。李強又同李克強同志握手，相互致意。

隨後，主持人依次宣布：
張又俠、何衛東同志為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軍事委員

會副主席。
李尚福、劉振立、苗華、張升民同志為中華人民共和

國中央軍事委員會委員。
劉金國同志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監察委員會

主任。
張軍同志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院長。
應勇同志當選為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檢察院檢

察長。
159位候選人當選為第十四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

員會委員。
每一項表決、選舉結果宣布時，現場都響起熱烈掌聲。
根據大會主席團關於憲法宣誓的組織辦法，全體會議

各項議程進行完畢後，國務院總理李強、國家監察委員會
主任劉金國、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張軍、最高人民檢察院檢
察長應勇，分別進行了憲法宣誓；中央軍委副主席、委
員，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分別進行了集體宣誓。

◆3月11日，十四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在北京人民
大會堂舉行第四次全體會議。圖為電子屏幕顯示會
議議程。 中新社

▶▶新任國務院總理李強進行憲法宣誓新任國務院總理李強進行憲法宣誓。。
新華社新華社

李強簡歷

▲▲李強同李克強握手李強同李克強握手。。 新華社新華社

李強，男，漢族，1959年7月生，浙江瑞安人，1976年7月參加工作，1983

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黨，中央黨校研究生學歷，高級管理人員工商管理碩士學

位。

現任中共二十屆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黨組書記。 ◆來源：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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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福建省建瓯市是全国著
名纸灯笼生产基地，每年数百种工
艺绸布、彩纸灯笼销往 20多个国家
和地区。图为福建建州文化集团有
限公司的生产车间里，工人在检验
工艺纸灯笼。

魏永青摄 （人民视觉）

图②：近日，湖南省郴州市嘉
禾县各外贸生产企业铆足干劲，加
大生产。图为该县塘村镇一家外贸
企业车间里，工人正在生产线上焊
接作业。

黄春涛摄 （人民视觉）

图③：海南省海口市近来着力
打造“市集经济”，加速消费市场复
苏，也为灵活就业群体提供创业就
业平台。图为游客在海口市日月广
场逛古风市集。

新华社记者 郭 程摄

国际人士和华侨华人热议两会

盛会启幕，展现活力中国
本报记者 贾平凡 高 乔

3月4日，全国政协十四届一次会议在京隆重开幕。中国正式进入一年一度的“两会时间”。
今年两会是一次换届的大会。关心中国发展的国际人士和华侨华人纷纷将目光聚焦北京，期

待通过两会窗口倾听中国声音，更期待加速复苏的中国与世界共享更多发展机遇。

“两会就像是中国人共
同奔赴的‘春天之约’”

“通过微信公众号和新闻客户端，我总能第
一时间看到关于中国两会的资讯。”任教于华侨
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的英国籍学者本杰明·
迈克尔·科尔斯说，“两会就像是中国人共同奔赴
的‘春天之约’。每年两会，全国人大代表和政协
委员齐聚北京、共商国是的场景，令人印象深
刻。”

美国广播公司报道称，今年两会恰逢换届
之年，将进行五年一度的国家机构和全国政协
集中换届。与此同时，中国将确定国内生产总
值（GDP）增长目标，并公布未来一年经济社会
发展各项目标和政策。

“今年是全面贯彻中共二十大精神的开局之
年。中国迎来新发展，人民迎来新生活，在万
象更新的节点上，今年两会的重要意义不言而
喻。”欧洲人文和自然科学院院士孙大文表示，
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两会将向世界
展示中国锚定目标砥砺奋进的决心、中国人民对
国家发展的信心。

“近几年，我主要通过中国政府官网关注两
会中促进贸易投资的相关信息。”日本贸易振兴
机构北京代表处经济信息部部长河野圆洋表示，

“身边的中外媒体朋友告诉我，随着疫情防控政
策不断优化，今年中国两会更加开放，报道更
加便利。这也有利于我们机构了解、整理中国
宏观经济政策相关信息，及时提供给关注中国
发展的日本企业。”

“研究中国必须重点关注中国两会。对全球
投资者来说，两会是了解中国经济发展动向的重
要机会。”印度索梅亚大学中国研究中心副教授沙
海丽表示，“中国高质量发展、GDP增长目标以及
对金融市场和科技行业的激励政策等，都将是我
看今年中国政府工作报告时‘划重点’的地方。”

“期待今年政府工作报
告继续启发我们找到‘金点
子’”

“开年以来，我回到中国参加各类活动，深
深感受到中国正快速复苏，口岸通关有序恢
复，人员流动日渐活跃，消费趋势不断回暖。
欣欣向荣的中国市场再次向全球释放吸引力。”
美国美东华人社团联合总会主席梁冠军说，“每
年政府工作报告传递的经济发展信号，对于华
侨华人企业家投身相关产业、做好中外沟通桥
梁具有重要指导作用。期待今年政府工作报告
继续启发我们找到‘金点子’。”

澳大利亚悉尼上海商会会长卞军虽然人在
大洋洲，但心一直牵挂着中国。“最近，我总听回
国的朋友说起中国的新变化，比如学术论坛、人
才交流会、商务洽谈会等各式各样的中外交流活
动在全国各地举行。这种火热氛围令我心向往
之。”卞军说，中国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
中国经济快速复苏，不仅给海外华侨华人带来更
多好机会，也将让更多海外企业继续分享中国高
质量发展的红利。

“我将一如既往关注中国政府工作报告中的
对外开放政策。”随着近期中国外贸日渐活跃，
河野圆洋的工作量增加了不少，“今年两会过

后，我们将举办一系列促进两国贸易的线下活
动，并将积极参与进博会、消博会。”

孙大文特别关注两会中与科技创新、人才
培养相关的议题。他表示，中国实现科教兴国
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
动，坚持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一体推
进，形成良性循环。“在海外，我能明显感受
到，中国对海外科技创新人才的吸引力不断增
强，海外科研人员回国助力中国科技发展的热
情日渐高涨，掀起了一股‘归国潮’‘来华潮’。”

科尔斯很注意观察中国促进传统文化发展
的相关政策。“这几年在中国，我欣喜地看到，
喜欢传统文化和热爱自然环境的人越来越多。
我期待中国旅游尽快恢复到疫情前水平，中国
传统文化和生态文明主题的各类线下学术活动
顺利举办，这将极大促进中外民心相通。”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资深经济学家梁国
勇尤为关心两会上确定的经济政策方向。他认
为，合理运用宏观经济政策将更有力推动中国
经济增长，中国进口需求扩大、人员往来增多
等也将给其他经济体带来新机遇。中国将继续
发挥世界经济增长“发动机”的重要作用。

“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知
行合一，为全球和平发展注
入正能量”

埃及外交事务委员会委员迪雅表示，中
国两会被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一点都不奇怪，
因 为 中 国 两 会 要 讨 论 和 决 定 的 话 题 分 量 很
重，具有国内和国际双重影响，比如中国经
济、中国外交、中国对国际问题的看法等，中

国的决策很大程度上会影响未来国际形势和
国际格局，这凸显了中国两会的重要性和现
实意义。

著有《“一带一路”西行漫记》的俄罗斯人民
友谊大学教授尤里·塔夫罗夫斯基说，今年是共
建“一带一路”倡议提出 10 周年，该倡议将如何
继续助力参与国实现共同发展，是他对今年中
国两会的最大关切。

肯尼亚国际问题学者卡文斯·阿德希尔表
示，对两会有关推动共建“一带一路”高质量发
展、推动全球稳定繁荣的中国方案充满期待。
通过“一带一路”合作项目，肯尼亚拥有了标轨
铁路、内罗毕快速路等；在埃塞俄比亚、肯尼
亚、尼日利亚，经济特区也在兴起，中国正帮
助这些国家实现经济社会发展。

作为深耕海外市场的华商，马达加斯加华
商总会会长蔡国伟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参
与者、见证者、受益者。“10年来，中国提出‘一
带一路’倡议的‘星星之火’，已在全世界形成‘燎
原之势’。”蔡国伟说，“中国高质量发展不仅给全
球带来更多机遇，也为海外华侨华人提供了大显
身手的空间。未来，华侨华人要更积极地融入中
国发展大潮。”

“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知行合一，为全球和平
发展注入正能量。”梁冠军认为，中国提出构建
人类命运共同体等重要理念，为人类共同应对
全球性挑战、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指明了方向。

巴西圣保罗州立大学中国问题专家路易斯·
保利诺说，世界正在经历一个极其困难的时
刻，希望中国两会推出的一系列新举措不仅能
让中国朝着其制定的发展目标稳步前进，也能
继续为各国发展提供借鉴，更能促进建立更加
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

②②
③③

①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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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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