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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財長將向國會保證美財長將向國會保證 銀行體系依舊健全銀行體系依舊健全
（綜合報導）根據公布的預備講稿，美

國財政部長葉倫今天將告訴聯邦參議院財政
委員會，儘管美國矽谷銀行與Signature銀行
倒閉引發股市投資人焦慮，美國銀行體系
「依舊健全」。

法新社報導，矽谷銀行（Silicon Valley
Bank，SVB）原是美國第 16 大銀行，也是
1980年代以來美國各地新創企業的主要放款
銀行。但上週突然爆發大規模擠兌，導致財
務崩潰，10日遭到美國監管機關接管。

矽谷銀行與Signature銀行接連倒下，是

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美國銀行業最大災難。
美國當局也迅速介入保護存戶，包括財政部
、聯邦準備理事會（Fed）與聯邦存款保險
公司（FDIC）12 日祭出措施，確保矽谷銀
行的客戶能夠提取存款。

由於外界擔憂危險擴散，聯準會也提供
銀行業新一項放款工具，讓銀行可以取得額
外融資，協助其滿足提領存款等客戶需求，
以防矽谷銀行迅速倒閉的事件重演。

葉倫（Janet Yellen）預定今天出席參院
財政委員會（Senate Finance Committee）聽

證會。根據事先發布的講稿，她會形容美國
政府採取的行動 「果斷且強有力」，展現當
局確保民眾存款安全完好的承諾。

這場聽證會也將討論美國總統拜登
（Joe Biden）最新預算提案。葉倫在聽證會
開始前還表示： 「我可以再度向委員會成員
保證，我們的銀行體系依舊健全。當美國人
民需要他們的存款時，存款會在那裡，這點
他們可以有信心。」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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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 giant Facebook
laid off 13% of their
employees in the Bay Area
in late 2022, and earlier this
year, Silicon Valley Bank
discovered that their
depositors were dropping
out as their clientele of tech
companies, who were
heavily invested in venture
capital funds, saw that their
interest rates were going
up.

On Sunday, the
government moved to
guarantee that all SVB
deposits, even those with
balances above the FDIC
insured amount of $250,000
for each depositor, would be
protected. The FDIC
appointed former Fannie
Mac CEO Tim Mayopoulous

as the new CEO and
employees returned to their
positions with normal pay
and benefits.

As many new tech
companies are now coming
into the market, the old tech
and social media giants will
face more challenges which
will be of great benefit to
consumers.

The world is changing
very rapidly, so we all need
to adapt to the new
technology that is coming
every day and shaping our
future. We are also very
happy that we are becoming
a part of these wonderful
global changes where so
many things are just under
our fingertips. 0303//1515//20232023

New Challenges For Social Media GiantsNew Challenges For Social Media Giants

矽谷銀行被政府接管之後
，週二開始恢復運作，該銀行
已經在一月底開始解雇了一百
五十名員工， 大約佔全部八千
五百名員工的百分之壹點四，
事實上他們已經感覺到寒冬之
來臨。

美國金融監管機構在接手
後除了保證二十五萬元客戶存
款之外，也保證其餘存款戶,
以幫助數千家中小企業度過難
關 ，新任總裁馬約布羅表示所
有員工將繼續原來薪資及福利
。

由於業務在減少之中， 位
於灣區之臉書今天再度宣布裁

員百分之十三， 對於這些科技
公司而言將來必將有更多之困
難。 主要是各種新科技之發
達 。必然有更大的競爭。美國
政府及國會正在硏擬如何限制
及阻止諸如抖音等社交媒體在
美國之發展 ，其中還有一個原
因是因為造成國內媒體之重大
競爭壓力。

我們的世界已經在迅速改
變之中， 人工智慧及更多之傳
媒產品必將繼續改變我們取得
資訊之方式，當年獨霸一方的
媒體巨擘， 將會逐漸式微。

矽谷高科技面臨寒冬矽谷高科技面臨寒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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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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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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日本首相岸田文雄16日傍晚在東
京官邸與來訪的韓國總統尹錫悅舉行會談。據
日本共同社報導，尹錫悅就日韓《軍事情報保
護協定》（GSOMIA）表示： 「在剛才的首腦
會談中，已宣布完全正常化。」岸田則表示，
日韓首腦就儘早重啟日韓安全保障對話和日韓
副部長級戰略對話、並新設有關經濟安全保障
的磋商機制達成了一致。

另據韓聯社報導，尹錫悅在會後共同會見
記者時表示，此次韓日領導人會談繼承發展
《金大中-小淵惠三聯合宣言》的精神，並為
從歷史不幸中走出來開啟 「韓日合作新時代」
邁出了第一步。他說，韓日商定將加緊討論加
強安全、經濟、人文交流等多領域合作，並建
立 「韓日經濟安全對話」機制。就對朝合作，
尹錫悅說，韓日一致認為韓美日、韓日密切協
作應對北韓核導威脅至關重要，並商定將積極
合作。

岸田也表示，韓日兩國將重啟長期中斷的

韓日安全對話，建立經濟安全協商機制。他積
極評價韓國政府6日公布的二戰時期 「徵用工
」（日企強徵韓國勞工）索賠案解法，並表示
繼承歷屆日本內閣的歷史觀，包括 1998 年時
任韓國總統金大中與時任日本首相小淵惠三聯
合發表的宣言。

岸田文雄還提到北韓當天發射洲際飛彈，
並表示在韓日首腦會談上確認了韓日、韓美日
合作應對北韓的重要性。

尹錫悅 14 日表示，他期待啟動日韓之間
的安全合作，包括《軍事情報保護協定》
（GSOMIA）。2019年8月，日本將南韓從出
口管理優惠對象國名單除名等，南韓決定停止
與日本的GSOMIA。16日，韓國產業通商資源
部（產業部）表示，日本決定解除針對向韓出
口三種關鍵半導體材料的限制措施。韓國據此
撤回之前向世界貿易組織（WTO）提出的申
訴。

日韓同意儘早重啟安保對話
尹錫悅宣布恢復《軍情保護協定》

法總理強制通過退改法引怒火
政治危機一觸即發

曾經以”爆料革命”撼動美國主流社會以
及華人社區多年的中國大陸流亡富商郭文貴終
於在紐約的豪豪宅遭到FBI活捉逮捕, 隨後立即
被司法部以12項罪名起訴,在一份長篇起訴書中
司法部指控郭文貴和共犯余建明（Je Kin Ming
）涉及各種電彙欺詐、證券欺詐、銀行欺詐、
洗錢………指控罪名罄竹難書, 全部罪行加起
來將會高達215年牢獄之災, 郭文貴從此將永不
見天日, 老死於美國牢房中, 早知今日下場, 他
當初又何必來美犯法呢 ！

郭文貴並沒有顯赫的學歷,但是他能言善道
,又能察言觀色,是經商的好手,曾是中國坐擁數
十億的地產大亨,美國司法機構在那份新聞稿中
稱，郭文貴是一名流亡商人，自2015年以來一
直居住在美國並在網上擁有大量追隨者。大約
在2018年左右，郭成立了兩個據稱是非營利組
織，法治基金會和法治協會，並以此來聚集
“與他聲稱的中國政策目標一致”的支持者。
郭文貴利用他身為中國政府批評者的聲望，在
網上獲得了大量支持者。他的追隨者也傾向於
相信他，如果他們投資於郭文貴的公司，將獲
得豐厚的利潤。紐約檢方稱“郭文貴策畫了一
個龐大而複雜的計畫，從他的數千名在線追隨

者中騙取超過 10 億美元。郭被控用偷來的錢
中飽私囊，包括為自己和他的近親購買一座
50,000 平方英尺的豪宅、一輛價值 350 萬美元
的法拉利，甚至還有兩張價值 36,000 美元的床
墊，以及資助一艘價值 3700 萬美元的豪華遊
艇……

從以上的文字可見郭文貴的生活是多麼的
奢華浮誇,郭文貴當初到美國時最有名的一句口
頭禪就是:”一切都是剛剛才開始”, 他曾經以
金錢買通了許多的民運人士, 並以”反共滅共
”為号召欺騙了許多的追隨者, 但是許多人在
認清了他的真面目後都紛紛離去, 而且無一不
反目成仇, 並宣稱將與他老死不相往來!

對於這樣一個世紀巨騙,FBI足足等了六年
之久才動手抓人,實在是不可思議,或許那就是:
人在做,天在看,FBI在搜証吧,FBI如果沒有完整
的証据,絕不會輕易出手, 現在抓下郭文貴後, 他
已經是展翅難飛了, 這也給那些心術不正的人
一個警惕: 美國是一個司法嚴明的國家, 任何的
達官貴人或是升斗小民只要違法都跑不了司法
的審判,司法部對郭文貴的審判,現在一切才剛
剛開始!

【李著華觀點 : 郭文貴落網
美 國 司 法 部 活 捉 世 紀 巨 騙 / 早 知 今 日 下 場 何 必 當 初 來 美 犯 法 】

(本報訊)法國國民議會今天原將投票表決
退休改革法案，但由於執政黨擔心沒掌握多數
，因此開議前宣布動用憲法第49.3條，強制通
過法案，引發朝野怒火，民眾立即聚集抗議，
政治危機恐一觸即發。

今天是法國總統馬克宏（Emmanuel Ma-
cron）退休改革法案在國會兩院的決戰日。下
午國民議會最終投票表決前，由於執政黨團對
投票結果沒有把握，因此在最後一刻宣布動用
終極武器—憲法第49.3條，即辯論終止，且不
須投票，法案立即視為通過。

這份極度不受歡迎的年改法案將法定退休
年齡從62歲延後至64歲，儘管政府在事前多
次表示不願動用憲法49.3，但眼見未確定掌握
多數，仍決定孤注一擲，進行政治豪賭。

因為憲法第49.3條在法案強制通過後，同
時賦予反對陣營 24 小時提出不信任動議，若
動議通過，內閣必須總辭、法案撤銷。

總理柏納（Elisabeth Borne）下午國民議
會開議時，在反對派抗議高歌聲中宣布， 「幾
票的不確定性籠罩，我們不能冒讓175個小時
國會辯論化為泡影，以及上下兩院共識破裂的
風險。依據你們的改革與國會討論的法案，我
準備好承擔我的責任了」，也就是動用這項憲

制手段。
馬克宏則表示，他的政治意願是交由投票

表決，但若國民議會投票不通過， 「對財政、
經濟的風險會太大」。

此決定引發朝野震動與反對黨怒火。激進
左派不屈法國領袖梅蘭雄（Jean-Luc Mélen-
chon）對法媒表示，退改法案 「沒有任何國會
正當性」，並支持向政府提出不信任動議，
「政府多數在我們眼前崩垮」。

極右派國民聯盟議員雅各貝利（Laurent
Jacobelli）砲轟動用 49.3 法條 「是政府的失敗
，傷害民主。總統緊抓著他的改革，就像被寵
壞的小孩之於他的玩具」。他也宣布，極右派
會投票支持不信任動議。

原本多數支持法案的右派共和黨議員也覺
不妥，馬赫雷（Olivier Marleix）在推特上譴責
， 「共和黨很遺憾國民議會不能就涉及所有法
國人的改革進行投票」，認為此舉 「缺乏社會
對話」。

共和黨黨魁齊歐堤（Eric Ciotti）稍後則
表示， 「這是深層的制度危機」，但宣布不參
與任何不信任動議， 「不想在混亂中增加混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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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國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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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聯合國：將維護黑海糧食
倡議的完整性和連續性

綜合報導 聯合國註意到俄羅斯方面對於延長黑海糧食倡議60天

的相關聲明。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確認，聯合國將盡壹切可能維

護黑海糧食倡議的完整性，並確保其連續性。古特雷斯表示，聯合

國仍然完全致力於履行黑海糧食倡議，以及促進俄羅斯糧食和化肥

出口的努力。

聲明指出，聯合國對去年 7月在伊斯坦布爾達成的黑海糧食倡

議的支持，是應對當下嚴重生活成本危機的全球反應的壹部分。聯

合國糧農組織糧食價格指數自2022年 3月達到歷史最高水平，此後

已連續10個月下降，這清楚地表明了這項協議對全球糧食價格的積

極影響。

根據聯合國的聲明，黑海糧食倡議使2400萬噸的谷物成功從黑海出

口，並令1600多艘船只通過黑海，其中有55%的谷物出口到發展中國家

。黑海糧食倡議的延續對全球糧食安全至關重要，因為糧食和化肥的價

格與供應還沒有恢復到俄烏沖突前的水平。

去年7月，俄烏就恢復黑海港口農產品外運與聯合國和土耳其簽

署協議，同意設立聯合協調中心，對烏克蘭谷物等農產品經黑海出

口運輸提供安全保障，同時保障俄羅斯糧食和化肥進入國際市場，

協議有效期120天。該協議於去年11月延長120天，將於今年3月 18

日到期。俄外交部日前表示，受西方制裁影響，俄糧食和化肥仍無法

暢通進入國際市場。

國際原子能機構
多次討論美英澳核潛艇合作

綜合報導 國際原子能機構作為世界核領域合作中心，已多次正式

討論美英澳核潛艇合作問題。中方在國際原子能機構會議上表示，美英

澳核潛艇合作構成嚴重的核擴散風險，中方敦促三國多做有利於地區和

平穩定的事情。

2021年 11月 24日，國際原子能機構召開理事會會議，理事會在

短時間內以協商壹致方式決定就美英澳核潛艇合作問題增設單獨、

正式的議題，並在 2021 年 11 月 26 日進行首次討論。此後，國際原

子能機構連續多次討論了美英澳核潛艇合作問題，廣大成員國對美

英澳三國核潛艇合作引發的核擴散風險表達了嚴正關切，而三國企

圖在有關決議中寫入修正案、為核潛艇合作謀求“合法化”的舉動

最終未能得逞。

中方在國際原子能機構會議上表示，美英澳核潛艇合作構成嚴重

的核擴散風險，沖擊國際核不擴散體系，刺激軍備競賽，破壞亞太

地區的和平穩定，受到地區國家和國際社會的普遍質疑和反對。中

方敦促美英澳三國摒棄冷戰思維和零和博弈，忠實履行國際義務，

多做有利於地區和平穩定的事情。中方表示，美英澳核潛艇合作的

本質是美、英作為核武器國家和《不擴散核武器條約》存約國，出

於眾所周知的狹隘地緣政治和戰略安全目的，向澳大利亞這個西方

軍事盟國和無核武器國家轉讓數以噸計的武器級高濃鈾。這是教科

書級別的核擴散案例，公然違反《不擴散核武器條約》目標和原則

，對國際原子能機構現行保障監督體系和國際核不擴散機制構成嚴

峻挑戰，遺患無窮。

澳大利亞消費者信心疲弱
為下個月暫停加息提供理由
綜合報導 澳大利亞消費者信心指數

維持在30年低點附近，原因是家庭對生活

成本壓力不斷上升和政策進壹步收緊感到

擔憂，這為澳大利亞央行下個月維持利率

不變提供了理由。

據西太平洋銀行 (Westpac Banking

Corp.)周二公布的壹項調查顯示，澳大利

亞3月消費者信心指數維持在78.5不變，

這是該指數連續第二個月極度疲弱。該銀

行首席經濟學家Bill Evans稱，指數低於

80是罕見的，連續低於80的指數更是罕見

。借貸成本上升是"持續打壓信心的明顯因

素"。

此外，該調查還顯示，在澳大利亞央

行的利率政策決定公布後接受調查的受訪

者中，74%的受訪者預計明年利率會上升

，45%的受訪者預計澳大利亞央行將加息1

個百分點或更多。這與貨幣市場定價形成

鮮明對比，貨幣市場定價幾乎消除了澳大

利亞央行進壹步加息的可能性。

據悉，澳大

利亞家庭的強烈

反應反映了澳大

利亞借款人對利

率上升的高度敏

感，因為大多數

人都有可變利率

貸款。這凸顯出

澳大利亞央行行

長Philip Lowe需要在不讓經濟陷入衰退的

情況下，為通脹降溫。

西太平洋銀行的Evans指出，上述調

查中壹個“特別令人擔憂的新興領域”是

主要家庭用品的銷售前景。“購買壹件主

要家庭用品的時間”分類指數繼上月下跌

10%後，3月份再次下降4%至74.9。

Evans表示，這是自1974年以來，該

項調查歷史上該部分的最低讀數，在2023

年初，消費者的風險厭惡情緒加劇。

此外，Evans還指出，關於“最明智

的儲蓄地點”的季度問題顯示，“消費者

繼續強烈傾向於安全或防禦性的選擇”，

超過三分之壹的人提名銀行存款，近四分

之壹的人認為償還債務是最佳選擇。

值得壹提的是，自去年5月份以來，

澳大利亞央行已將利率上調3.5個百分點

，至目前的3.6%。

Lowe上周表示，其對下次政策會議的

決定持"完全開放的態度"，並補充稱，在

某個時候坐下來評估經濟是合適的。澳大

利亞央行下次會議將於4月4日舉行。

又鴿了！
世界首枚3D打印火箭發射再次推遲：

點火都沒成功

綜合報導 美國民營航天公司相對論空間原定

於美東時間3月8日從卡納維拉爾角首次發射“人

族1號”，但由於超出了第二級推進劑熱條件的發

射承諾標準限制，發射被取消。

今日，“人族1號”火箭又壹次被迫推遲發射

計劃，火箭在三個小時的窗口期內多次嘗試發射

，並克服了各種障礙，第壹次嘗試時上層大氣出

現強風，第二次因壹艘船離發射場太近，第三次

則因發動機未能點火直接宣告“失敗”，意味著

發射再次被推遲。

發射主管表示，該火箭的九個Aeon 1發動機

曾短暫點火，但因“違反發射提交標準”而關閉

，最終在升空前不到半秒自動中止。該公司稱是

火箭級分離自動化的問題導致點火中止。

據了解，“人族1號”是世界首枚3D打印火

箭，85%的部件由3D打印而成，甚至連發動機也

由3D打印制造，火箭高33.5米，擁有1.25噸的近

地軌道運載能力。

相對論空間表示，發射任務主要測試該公司

獨有的3D打印技術，利用該技術，公司可在60天

內用原材料制造火箭，同時3D打印需要的零件也

更少。

根據相對論公司2020年發布的消息，該火箭

每次發射任務將花費 1200萬美元，約合人民幣

8200多萬元。

聯合國秘書長突訪基輔
第二天俄大批導彈砸下，基輔40%居民沒供暖

日前，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抵達

烏克蘭與澤連斯基會面，第二天烏克蘭

全境拉響了防空警報，包括基輔在內的

多座城市發生爆炸。時隔25天，俄方再

次發起大規模空襲，想必背後有特殊意

義。

烏克蘭多地被炸，大規模停電又出現
報道稱，日前，烏克蘭淩晨全境驟

然拉響防空警報，基輔、敖德薩、第聶

伯羅等多地接連傳出爆炸聲。與以往的

大規模打擊壹樣，此次俄的襲擊有兩個

特點，首先是導彈數量多，同時打擊了

烏克蘭西部、南部、中部的多座城市。

其次是打擊目標，仍然瞄準烏克蘭能源

基礎設施。

報道稱，在俄軍大規模導彈襲擊過

後，烏克蘭多個地區出現了停電現象。

遇襲地區的官員稱，能源設施遭到破壞

，導致電力中斷，並且有導彈擊中了居

民區。還有多地報告了遇襲情況，不過

目前並未有人員傷亡的情況傳出。

另外，澎湃新聞援引英國《衛報》

消息稱，基輔市長克裏奇科表示，由於

基輔的電力設施在襲擊中發生爆炸，導

致基輔近壹半的居民失去了供暖。克裏

奇科說道，現在基輔的供水正常，但有

40%居民在4攝氏度的氣溫下沒有供暖。

自從俄烏沖突爆發後，大規模的

導彈襲擊已經成為了俄軍的標誌性打

法，但此次導彈襲擊距離上壹次過了

25天。如今俄軍突然空襲，有何特殊

緣由？

時隔25天，俄方為何突然空襲
值得壹提的是，就在俄軍導彈襲擊

的前壹天，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訪問

了基輔，並與澤連斯基就糧食出口、核

電站等事項進行了會談。不過，這大概

率與俄軍空襲無關，因為早在去年，俄

羅斯就已經同意了續簽糧食出口協定，

並且土耳其正在斡旋此事。縱觀俄羅斯

此前大規模空襲的規律，通常有兩個可

能。

首先是對美西方與烏克蘭展示實力

。自從沖突爆發後，西方便頻繁唱衰俄

實力，尤其是俄軍導彈數量，而這些言

論換來的，往往是俄軍的大規模空襲。

比如去年11月，烏方與美國表示俄導彈

全部打光，半個月後100枚俄導彈飛向

了烏克蘭。去年12月，西方再次炒作相

關消息，結果 12月底俄軍發射了至少

120枚導彈。

不僅如此，俄羅斯國防部還在社

交媒體上發布了壹張“口徑”導彈的

圖片，配文是“口徑永遠用不完”。

按照這個規律，近段時間美西方對俄

實力的唱衰，可能是俄軍發起大規模襲

擊的原因之壹，畢竟就在兩周前，俄國

家安全會議副主席梅德韋傑夫還發文稱

，基輔幻想俄羅斯導彈耗盡，事實會讓

基輔震驚。

其次，美西方對烏軍援加碼，以及

戰場形勢也有引起俄軍空襲的先例。而

大約半個月前，美國宣布了新壹輪軍援

。在前線，俄方在巴赫穆特地區的推進

速度正在加快，因此，此次襲擊也有可

能是對美烏發出的警告，或是針對前線

局勢，通過乘勝追擊的方式提升士氣的

手段。

烏軍可能守不住巴赫穆特
對烏方來說，此次遇襲無疑是雪上

加霜。海外網報道稱，俄“瓦格納”創

始人表示，已經完全控制了巴赫穆特東

部地區，並且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

也表示，巴赫穆特可能會在幾天內失守

。這些跡象意味著，巴赫穆特地區的作

戰勝負已分，烏方很有可能守不住巴赫

穆特。

對此，澤連斯基表示，烏軍準備發動

反攻。然而，大面積的俄軍導彈不僅增強

了俄方士氣，也讓澤連斯基的反攻言論變

得不切實際，還影響到了烏方士氣。若烏

方無法在短期內迅速取得壹場勝利，俄軍

極有可能會壹鼓作氣拿下巴赫穆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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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前北約外交安全政策官員克里斯蒂（Edward
Hunter Christie）本月初發表了一串推文大讚前美國副總統彭斯
（Mike Pence）的國家安全顧問——陸軍退休將領凱洛格
（Keith Kellogg），他本月初於參議院軍事委員會（Senate
Armed Services Committee）聽證會上，就美國在烏俄戰爭中施
行的戰略向參議員作證，內容十分精彩。談到了透過烏克蘭來
讓俄羅斯離開賽局，美國就能空出手對付真正的對手——中國
大陸，他也談到了德國根本不重要了，波蘭比較重要等等，提
供了深入淺出的國家戰略觀點。

綜合非營利公共權益媒體《伊利諾頻道》（Illinois Channel
）以及前北約官員報導，凱洛格本月3日時向議員說明了許多
烏俄戰爭美國戰略的立場。

其一，如果你能在沒有動用任何美國軍隊的情況下打敗一
個美國戰略對手，你就達到了十分專業的高度，因為這就等於

把（美國的）戰略對手從賽局桌上拿掉了。
其二，確保俄羅斯的失敗，可以讓美國騰出雙手來面對主

要對手，中國大陸；美國不應該也不需要在那裡（烏克蘭）投
入美國軍隊。但如果美國的政策失敗，那麼美國可能不得不這
樣做，到時候會成為美國人的第3次歐洲戰爭

其三，德國現在在歐洲不是一個咖（non-player），人們
需要把波蘭人作為主要玩家（major Player）來看待；德國是一
個重要的國家，但他們一直都很無能，（政府）領導力沒有達
到應有的水平

其四，普丁唯一理解的是權力和力量。你必須把你的膝蓋
壓在他的喉嚨上。要如何做到這一點，就是在烏克蘭打敗俄羅
斯的軍隊；打敗俄軍，我相信普丁就會倒下

其五，關於如何看待美國政策的代價問題。當我們不得不
在海外與對手作戰時，最好不要使用美國軍隊；烏克蘭說不需

要美軍，如果我們給他們提供裝備，他們可以打這場仗。
其六，美國必須同時進行2項任務，國內和海外都有許多

挑戰，我們需要解決這些挑戰；同時，美國需要從總統那裡展
現出更強大的領導力，對手的大國必須感受到來自（美國）高
層的決心

其七，（美國）總統必須對贏得這場戰爭所要採取的措施
，有更明確的認識。讓烏克蘭開車而美國坐在後座上是不對的
，這場戰鬥是關於自由世界的，它必須是自由世界關於我們如
何戰鬥和如何獲勝的決定。

最後，我們需要美國總統的果斷領導。這確實很重要。普
丁需要瞭解（我們）有這種果斷的領導力，而且他實際上是在
與美國和自由世界的這一努力作鬥爭。

美國媒體批評核二廠停轉 「台灣必缺電與更多碳排」

（綜合報導）在11間美國大型銀行宣布聯合注資300億美
元（約新台幣 9162 億元），來支撐第一共和銀行（First Re-
public Bank）度過難關後，華爾街股市主要指數今天大幅收高
。

道瓊工業指數勁揚 371.98 點或 1.17%，以 32246.55 點作收
。

標準普爾500指數上漲68.35點或1.76%，收3960.28點。
科技股那斯達克指數勁揚 283.23 點或 2.48%，收 11717.28

點。
費城半導體指數大漲120.68點或4.05%，收3098.07點。

一次看懂烏俄戰爭一次看懂烏俄戰爭 前白宮高官前白宮高官：：
美國空出了雙手對付大陸美國空出了雙手對付大陸 德國不是個咖德國不是個咖

白宮樂見澤倫斯基與習近平對談 籲北京勿偏袒俄國
（綜合報導）美國白宮今天表示，

烏克蘭總統澤倫斯基若與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對談，會是 「好事」一樁；白宮
同時提醒北京對於俄烏衝突勿採取 「偏
袒」俄羅斯的觀點。

「華爾街日報」（The Wall Street
Journal）日前報導，澤倫斯基（Volody-
myr Zelenskyy）將與習近平進行俄羅斯
全面入侵烏克蘭以來的首次對談。

白 宮 國 家 安 全 會 議 發 言 人 柯 比
（John Kirby）今天被問及上述報導時告
訴記者： 「我們認為兩人如果對談，會
是非常好的一件事。」

柯比說， 「我方現在和之前都支持
」聯繫，但他也對中國推動烏克蘭停火
一事提出警告，說停火只會助長俄羅斯
侵略。

目前尚未證實澤倫斯基將與習近平
通話，不過，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秦剛
今天已與烏克蘭外長庫列巴（Dmytro
Kuleba）通電話。

庫列巴在推特上總結與秦剛的通話
內容，表示其中包括討論 「領土完整性
原則的重要性」，但未提供細節。

庫列巴還寫到，他在跟秦剛通話期
間，強調了澤倫斯基提案 「結束侵略並
恢復烏克蘭境內公正和平」的重要性。

另外，據傳習近平也準備造訪莫斯
科，與俄羅斯總統蒲亭（Vladimir Putin
）會面。

柯比表示，美國尚未確定習蒲二人
將舉行峰會，但呼籲北京避免尋求 「只
反映俄國觀點」的戰爭解決之道。

（綜合報導）核二廠在3月
14 日正式停止運轉，雖然經濟
部口口聲聲說不會缺電，但是完
全無法安定人心。美國網路媒體
《哈芬登郵報》(Huffpost)表示，
在台灣關閉了核二廠之後， 「今
年夏天可能會發生嚴重大停電」
，使台灣更容易受到中國大陸封
鎖，而且台灣這個世界前 25 大
的溫室氣體排放者，可能還會進
一步提升提名。

在過去的 10 年裡，台灣已
經建設了 1 吉瓦(1,000百萬瓦)的
風力發電，和 10 吉瓦(10,000 百
萬瓦)的太陽能，儘管這個數字
是個巨大的進步，但仍遠未達到
政府的雄心。並且，真正的後果
是，這個近 2400 萬人口的國家
，近90%的人口，依賴化石燃料
的電力供應。

加州環境學研究機構- 「突
破研究所」 (Breakthrough Insti-
tute)的能源與氣候學研究員西福
爾‧王( Seaver Wang)說： 「核

二廠退役後，相當於台灣減少了
三分之一的潔淨可再生能源發電
的能力，從碳排放的角度來看，
是非常不利的。」

「一方面，台灣在其他清潔
能源領域(風力、太陽能)取得的
成果被削弱，另一方面也使台灣
的能源情況，在短期間內更加不
穩定。」

王研究員表示，如果讓核二
廠與核三廠再多運轉 10 年，並
且讓其他相似功率的的燃煤電廠
給退役，這樣的減碳效果，相當
於東非國家肯亞全年化石燃料排
放量。

該篇報導認為，台灣核電廠
之所以被民進黨給汙名化，可能
還有政治原因，因為4座核電廠
都是國民黨興建的。既然國民黨
是軍事獨裁者，那麼核電廠就是
黑暗的象徵，興建的過程中，殘
酷地迫使當地居民流離失所。對
反國民黨的人來說，核電廠是那
些黑暗日子的象徵。

另一方面，台灣對日本有很
微妙的共情作用，日本曾被核彈
轟炸，日本福島事故也在台灣產
生極強烈的反核意識。

民進黨成立於 1986 年，剛
好是蘇聯車諾比核災的五個月後
，這個黨從出現就堅持反對核電
。在民進黨 2017 年上任後不久
，就通過了非核家園法案，逐步
淘汰台灣的反應爐。儘管核二廠
運轉許可時間還剩幾年，但蔡政
府執意加快關閉速度，在 2017
年核二廠2號機完成維護後執意
停機，以加快廢核速度，但是
2017年8月15日的在全島大停電
，又使蔡政府重新運轉了核二2
號機，直到本周運轉許可到期。

經濟部表示，新的大潭燃氣
發電廠，和一個較小的通霄燃煤
電廠，可以抵消核二核電站的供
電損失。該部表示，如果電力需
求超過電網供應，比如在炎熱的
尖峰時期，還可以從水電發電中
產生額外的電力。

大銀行伸援第一共和銀行 道瓊漲371點、費半飆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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矽谷銀行爆雷後
美又壹銀行被關

在位於美國西海岸的矽谷銀行被監

管部門關閉接管之後，位於美國東海岸

的紐約簽名銀行(SignatureBank)也“步其

後塵”。當地時間3月12日，美國監管

機構以“系統性風險”為由，宣布關閉

簽名銀行。三天之內，美國就有兩家銀

行宣布倒閉。

3月12日晚間，美國財長耶倫、美

聯儲主席鮑威爾和美國聯邦存款保險

公司(FDIC)主席馬丁發布聯合聲明，宣

布簽名銀行和矽谷銀行壹樣，所有儲

戶的存款都受保護，相關損失也不會

由美國納稅人承擔。從本周壹開始，

這兩家銀行的儲戶都可以自由使用自

己的存款。

為防止銀行危機蔓延
監管部門關閉簽名銀行
當地時間3月12日晚間，美國財政

部、美聯儲和聯邦存款保險公司在聯合

聲明中宣布，為了防止銀行危機蔓延，

當地監管部門已關閉簽名銀行。但跟矽

谷銀行壹樣，簽名銀行的儲戶存款全部

受保護，儲戶從周壹開始可以自由使用

自己的存款。

簽名銀行總部位於美國紐約，是納

斯達克上市的商業銀行，也是FDIC(聯

邦存款保險公司)的成員之壹。簽名銀行

是虛擬貨幣產業使用的主要銀行之壹。

公開數據顯示，截至去年底，該行資產

有1104億美元，存款余額則達到886億

美元。

在全球第二大數字加密貨幣交易所

FTX崩盤後，簽名銀行曾在去年12月表

示，將開始從數字加密貨幣行業大範圍

撤資。為此，該公司計劃剝離與數字加

密貨幣行業相關的至多100億美元的存

款。

今年1月初，FDIC曾對數字加密資

產的風險提出警示。FDIC表示，雖然銀

行組織不被禁止向任何特定類別的客戶

提供銀行服務，但與數字加密資產相關

的商業模式，已經引發了嚴重的安全和

可靠性擔憂。

美聯儲將提供額外資金
確保銀行滿足儲戶需求
根據聯合聲明，在收到FDIC和美聯

儲董事會的建議並與總統協商後，美國

財政部長耶倫批準了行動方案，使FDIC

能夠充分保護矽谷銀行和簽名銀行的所

有儲戶。相關解決方案造成的損失也不

會由美國納稅人承擔。美聯儲還將向符

合條件的存款機構提供額外資金，以確

保銀行能夠滿足儲戶的需求。

聲明強調，美國銀行體系仍有彈性

，基礎穩固，行動表明美國會采取必要

措施來確保儲戶的存款安全。

與此同時，美聯儲宣布，將向符合

條件的存款機構提供額外資金，以幫助

確保銀行有能力滿足所有儲戶的需求，

美聯儲也做好準備應對任何可能出現的

流動性壓力。

具體而言，額外的資金將通過創建

新的銀行期限融資計劃(BTFP)提供，向

銀行、儲蓄協會、信用合作社和其他合

格的存款機構提供最長壹年的貸款，以

美國國債、機構債務和抵押貸款支持證

券以及其他合格資產為抵押。這些資產

將按面值計價。

美聯儲表示，BTFP將成為高質量證

券的額外流動性來源，消除了機構在壓

力時期迅速出售這些證券的需要。

此外，美國財政部將從外匯穩定基

金中撥出250億美元作為BTFP的支持。

不過，美聯儲並不認為有必要動用這些

擔保基金。美聯儲表示，正密切監測整

個金融體系的狀況，並準備使用其所有

工具來支持家庭和企業，並將酌情采取

額外措施。

匯豐花1英鎊收購
矽谷銀行英國子公司
3月13日，匯豐控股的英國子公司

匯豐英國銀行已同意以1英鎊的價格收

購矽谷銀行英國子公司(SVB UK)，預

計其有形資產約為14億英鎊，SVB UK

母公司的資產和負債不包括在交易中

。公告顯示，截至3月10日，SVB UK

的貸款約為55億英鎊，存款約為67億

英鎊。

英國央行在聲明中表示促進了匯豐

與矽谷銀行英國子公司的這壹交易，儲

戶存款將受到保護，交易中不涉及納稅

人資金。

當日，英國央行發布公告稱，打算

向法院申請，將矽谷銀行英國子公司列

入銀行破產程序。英國財政部隨後也在

壹份聲明中表示，政府正在研究融資解

決方案，以幫助矽谷銀行在英國的數百

家客戶穩定現金流。

雖然美國政府和美聯儲已出手保護

矽谷銀行(SVB)在美國的全部存款，但矽

谷銀行倒閉事件引發的震蕩已蔓延至其

他國家。3月13日，德國聯邦金融監管

局下令暫停矽谷銀行德國分行的業務，

該局同時表示矽谷銀行的困境不會對德

國金融穩定構成威脅。據報道，矽谷銀

行在英國、丹麥、德國、印度、以色列

和瑞典等國都設有分支機構。

ChatGPT侵入蘋果生態 Siri將迎接哪些挑戰？
火爆的ChatGPT已經展現出了領先時代的超強

對話能力，但其互動界面仍然很“古典”：要體驗

這款生成式AI，妳必須得打開瀏覽器輸入網址登錄

。為了更加便捷地使用ChatGPT，已經有第三方開

發者推出了蘋果系統的應用程序。

蘋果應用商店批準了壹款適用於 Apple Watch

的ChatGPT應用程序watchGPT，用戶可以在蘋果智

能手表上直接使用ChatGPT，並且還能夠將生成的

答案通過短信、電郵或者社交媒體分享出去。這款

程序還可以生成表面快捷按鈕，壹鍵即可啟動

ChatGPT。

開發者推出MacGPT
watchGPT目前售價為3.99美元或4.99歐元，提

供英語、荷蘭語、法語和西班牙語版本。

記者註意到，不同於ChatGPT的純文本互動方

式，watchGPT可以將使用者的語音指令轉換為文字

後再輸入，從而實現了語音互動的功能。

在蘋果電腦端，也有壹名開發者推出了名為

MacGPT的簡單macOS應用，使用者只需點擊菜單

欄的MacGPT圖標即可以開始與ChatGPT互動。

ChatGPT的橫空出世對各大科技巨頭各自的AI

語音助手都構成了巨大的挑戰。微軟CEO薩蒂亞·

納德拉近日在接受《金融時報》的采訪時就表示，

和ChatGPT相比，蘋果的Siri，亞馬遜的Alexa，甚

至微軟自家的Cortana都“蠢得像塊石頭”。

Siri的聯合創始人Adam Cheyer此前也表示，

ChatGPT理解復雜信息的能力，讓現有的語音助手

看起來非常愚蠢，語音助手的功能實在太笨拙了。

蘋果AI產品語焉不詳
為了了解ChatGPT會對Siri等智能語音助手造

成怎樣的挑戰，記者嘗試讓ChatGPT自己來回答這

個問題(原提問為英文)。

結合ChatGPT功能的新必應搜索引擎，回答則

更加四平八穩壹點。

實際上，由於不滿足於Siri的功能，已經有程

序員開始推出用ChatGPT的應用程序接口(API)來

“改裝“Siri的攻略，將Siri的語音輸入輸出能力和

ChatGPT完成任務的能力結合起來。國內也有開發

者用ChatGPT來改造小米公司的語音助手小愛同學

，其原理就是只使用小愛同學的語音識別和輸出功

能，而繞過小米同學的任務處理環節。

《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了解到，在程序員開發

社區，不少人都認為蘋果官方可能會對Siri做壹些

類似ChatGPT功能的改進。不過在各大科技巨頭都

加緊AI競賽的步伐之際，蘋果在這壹領域的動作

似乎有點遲緩。

據彭博社著名的蘋果爆料記者Mark Gurman，蘋

果近期召開了“討論機器學習和人工智能進展的年度

內部峰會”，會上蘋果稱贊了自家的機器學習進展

“比任何時候都快”，AI團隊“真正處於前沿”，

但具體產品上則語焉不詳。Gurman表示，蘋果沒

有透露ChatGPT或者新必應類似的產品的消息，這

並不意味著蘋果沒有在進行研發，但大概率今年6

月份的蘋果全球開發者大會上是看不到了。

韓國將改革每周最長52小時工作制至69小時

可申請長期休假
綜合報導 韓國雇傭勞

動部等相關政府部門在緊

急經濟長官會議上討論並

確定了勞動時間制度修改

方案，將允許在業務繁忙

期壹周最長工作 69個小時

，並保障勞動者可申請長

期休假。

據報道，該方案大幅

修改了以每周最長 52小時

工作制為核心的勞動時間

制度，允許在業務繁忙期

壹周最長工作 69個小時，

同時保障勞動者申請長期

休假的權利。

報道稱，韓國政府認

為，按周計算的勞動時間

制度已維持70年，存在不

合理部分。因此決定在維持

大框架不變（基本工作40個

小時+最長加班12個小時）

的前提下，確保企業在經勞

資協商後，可將工時的計算單

位從“周”改為“月”、“季

度”、“半年”和“年”。

與此同時，韓政府還對

“季度”及以上單位的加班

時間作出限制，最終每月加

班時間不得超過 52 小時、

每季度不得超過140小時、

每半年不得超過250小時、

每年不得超過440小時。由

此計算，企業可根據業務

情況調節周工作時間，若

有需要，壹周最長可工作

69個小時。

該勞動時間制度修改方

案出臺的背景是韓國“長時

間就業人員”的人數不斷下降

。去年4月中旬，韓國全國經

濟人聯合會（全經聯）曾發

布壹份統計報告，顯示韓國

就業質量正在持續惡化。

2021年，韓國每周平均工作

時間超過36小時的“長時間

就業人員”較 2016 年減少

143.1萬人，即減少6.7%。韓

國制造業的就業人數則比2016

年減少 21.6 萬人，即減少

4.7%。但同時，周工時不足

17小時的“超短時就業人員”

反增88.5萬人，即增加69.9%

，其人數自1980年開始相關

統計以來首超200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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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韓國總統尹錫悅指示各部門

挖掘並推進韓日各領域的合作項目，以構

建面向未來的韓日關系 。

據韓國總統辦公室發言人李度雲介紹

，尹錫悅當天在與國務總理韓德洙舉行每

周例會時作出如上指示。

韓德洙表示，將對各領域韓日合作項

目工作作出部署。據悉，國家安保室長金

聖翰將於14日舉行記者會介紹韓日首腦會

談籌備情況。

另外，總統室相關人士就韓日政府，

就涉案日企共同出資成立及運營未來青年

基金(暫名)達成協議的報道指出，韓日兩國

正朝這個方向進行協商，期待能達成這樣

的結果。

就尹錫悅有關韓日關系的言論，該人

士表示，保留過去的大門解決問題時，也

要開啟未來的大門，來探討今後兩國關系

的發展方向。“目前來看，過去的大門也

許貌似更大，但若兩國攜手持續深化雙邊

關系，總有壹天未來的大門會更寬敞。這

也是兩國國民的共同心願。”

據此前報道，尹錫悅將於3月16日起

訪問日本，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舉行首腦

會談。韓日還將時隔12年，舉行首腦聯合

記者會。韓日有望正式宣布重啟兩國首腦

每年互訪壹次的“穿梭外交”，表明“共創兩國合作新

紀元”的願望。

韓國壹輪胎廠發生火災
11人因吸入煙霧送醫救治

綜合報導 位於韓國大田市的韓泰輪胎

工廠發生火災，10名工作人員和1名消防

員因吸入煙霧，被送往醫院接受治療。

消防部門表示，接到工廠內部設備起

火的報警後，緊急出動開展滅火工作，並

相繼於12日晚10點17分、10點34分和13

日淩晨2點10分（當地時間）發布了壹到

三級火警應對命令。

報道稱，三級火警應對命令發布時，

可動員地方政府消防總部以及鄰近地區的

消防員和消防裝備。目前現場共投入103

臺裝備和431名消防員，並請求蔚山市提

供大容量消防炮車支援。

據推測，火災最早發生在韓泰輪胎大

田第二工廠的輪胎固化工廠，隨後火勢向

兩側擴散至第二工廠的物流區和原料工

廠。據確認，物流區保管數十萬條輪胎產

品，第二工廠基本已被燒毀。

消防部門還切斷了二廠與其南側壹廠

之間的連接通道，防止火勢進壹步蔓延。

消防部門認為，該工廠為組合式面板結構

且可燃性原料較多，因此控制住火勢尚需

壹定時間。

另外，火勢和煙霧隨強風擴散，輪胎

燒焦的氣味蔓延至周邊的社區，擔憂有害

氣體進入房間的小區住戶紛紛外出躲避。

消防部門計劃在控制住火勢後，立即

就起火原因和損失規模進行調查。

韓國2月半導體出口下降41.5%
3月前10天同比下降41.2％

綜合報導 據韓國科技部14日公布

的2月份ICT出口統計，韓國ICT出口

額為128.2億美元，同比下降32.0％。

其中，半導體出口下降41.5％，顯

示器下降42.2％。由於半導體行業形勢

低迷導致出貨量和單價下降，存儲器半

導體出口同比下降53.9％至29.2億美元

。繼1月份下降57.3％之後，又下降了

50％。此外，OLED和LCD顯示器出

口持續低迷。OLED出口下降39.3％

，LCD出口下降43.0％。

更壞的消息是，這種出口趨勢

還在延續。昨日韓國海關發布的初

步統計數據顯示，韓國 3月前 10天

出口額同比下降 16.2％，為 157.91

億美元。

單月出口額從去年10月開始連續

5個月下滑，本月初旬繼續延續下滑

勢頭。開工日數為7.5天，較去年同

期多1天。按開工日數計算，日均出

口額同比降幅更大，為27.4％。按品

目看，半導體出口額同比下降41.2％

。截至上月，半導體單月出口額連續

7個月同比下降。

而韓國統計廳發布的最新數據則

顯示，今年1月韓國芯片庫存率就達

到了265．7％，這是1997年3月以後

近26年來的最高值。盡管韓國各主要

DRAM廠商通過降價等方式消化庫存

，但韓國券商業內人士預估2023年

DRAM價格難反彈。

韓國媒體也做出了壹些反思，3

月14日，韓國媒體《今日財經》發表

文章稱，美國企圖掌控全球半導體供

應鏈的本意赤裸裸地暴露出來。

《韓國經濟》報道稱，美國公開

宣布到2030年要在半導體關鍵領域

“找回全球霸權”，背後的原因是，

如果美國半導體制造競爭力下降，隨

之而來是未來在人工智能、超級計算

機等尖端領域的競爭力下滑。

據韓媒報道，近日，韓國多位政

府官員先後訪美，就《芯片法案》細

則向美國表達韓國方面的憂慮。3月

8~10日，韓國產業通商資源部通商交

涉本部長安德根訪問美國，商討《芯

片法案》細則。此前，韓國國家安保

室長金聖翰已到訪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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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verall Odds are 1 in 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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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05
Loose Change

Overall Odds are 1 in 4.52
$1 4/19/23 10/16/23

2342
Super Loteria  

Overall Odds are 1 in 3.77
$5 4/19/23 10/1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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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X Bon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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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 綜
合報道）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15
日繼續在北京的訪問時行程。他除了
拜訪國家科學技術部外，還拜訪了文
化和旅遊部、海關總署和商務部，與
各部門領導就共同關注的事宜交換意
見。香港特區政府文化體育及旅遊局
局長楊潤雄、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
曾國衞、保安局局長鄧炳強、商務及
經濟發展局局長丘應樺、醫務衞生局
局長盧寵茂、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
孫東亦有出席相關會面。

據香港特區政府新聞處消息，15
日上午，李家超拜訪文化和旅遊部並
與部長胡和平會面。胡和平表示，新
一屆特區政府自成立以來，積極主動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對接國家“十四
五”規劃。特區政府新設立的文化體
育及旅遊局，為打造中外文化藝術交
流中心謀篇布局。

助國家加強國際傳播力
李家超表示，特區政府已就落實國

家“十四五”規劃綱要支持香港發展中
外文化藝術交流中心的定位訂下具體策
略，香港會把握“一國兩制”帶來的制
度優勢，充分發揮緊密聯繫世界各地、
東西方文化相容並蓄等特點，助力國家
加強國際傳播能力，宣揚中華文化，說
好香港故事、中國故事。

促進兩地海關互聯互通
15日下午，李家超與海關總署署

長俞建華會面。俞建華指海關總署和
特區政府一直保持良好合作，長期以
來跟特區政府保安局、環境及生態局
和香港海關等部門在便利通關、打擊
走私、口岸開放、檢驗檢疫等領域深

入合作，亦取得很多成果。
李家超感謝海關總署在香港與內

地通關過程中作出大力支持和協調，
令通關順利落實，為兩地人民正常往
來和經濟復甦作出貢獻。另外，李家
超指出香港海關積極響應以智能化建
設為核心的“智慧海關、智能邊境、
智享聯通”（“三智”）合作新理
念，並將與海關總署加強“三智”合
作，促進兩地海關跨境合作智能化和
互聯互通。雙方亦就打擊跨境走私和
風險管理等合作事宜交換意見。

李家超之後拜訪商務部，與商務
部部長王文濤會面。王文濤指出，香
港已經開啟了由治及興的新篇章，樂
見香港特區政府積極對接國家發展戰
略，全力拚經濟，不斷提升國際競爭
力，努力尋找發展新機遇。

推動建三地單一自貿區
李家超表示，特區政府於去年正

式提出加入《區域全面經濟夥伴關係
協定》（RCEP）的申請，得到商務部
積極支持。他感謝國家繼續支持香港
加入RCEP，並表示特區政府會繼續
尋求與各RCEP成員早日展開磋商和
討論，努力凝聚各界各地支持香港加
入RCEP的共識。他表示，香港會繼
續積極配合商務部推動內地、香港、
澳門共建三地單一自貿區，提升內地
與香港貿易投資自由化和便利化水
平。特區政府會積極響應和配合商務
部促進消費及引進投資的目標，共同
為國家貿易發展注入新動力。他亦期
待今年11月率團到上海出席第六屆中
國國際進口博覽會。

根據行程，李家超今日將繼續在
北京拜訪中央部委和機構。

拜訪文旅部海關總署商務部 深化兩地交流

◆李家超15日上午與國家文化和旅遊部部長胡和平
（左）會面。

◆李家超（左五）15日下午與國家海關總署署長俞
建華（左四）會面。

◆李家超15日下午與國家商務部部長王文濤（左
二）會面。

““安排安排””六大合作重點六大合作重點

深化科研合作，
提升香港創新科

技能力

推動創新資源共
享，深度融入國
家創新網絡

助力科研成果轉
化，培育壯大香
港與內地高新科

技企業

促進人員交流，
開拓香港青年在
創科領域的發展

空間

發揮香港國際化
優勢，加速構建
香港成為國際科

研之都

強化統籌協調，
完善兩地合作保

障機制

資料來源：香港特區政府創新科技及工業局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書蘭

15日早上，李家超與多名特區政府官員拜訪國家科技部，並
見證國家科技部副部長張廣軍與特區政府創新科技及工

業局局長孫東分別代表兩地政府簽署《內地與香港關於加快建設香港
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的安排》。

“安排”有六大合作重點：一是深化科研合作，提升香港創新科
技能力；二是推動創新資源共享，深度融入國家創新網絡；三是助力
科研成果轉化，培育壯大香港與內地高新科技企業；四是促進人員交
流，開拓香港青年在創科領域的發展空間；五是發揮香港國際化優
勢，加速構建香港成為國際科研之都；六是強化統籌協調，完善兩地
合作保障機制。

科技部：挺港承擔更多國家科研項目
王志剛在簽署儀式上表示，香港作為全球創新網絡的關鍵樞紐，國

家科技部未來會支持香港更好融入國家創新體系；支持香港科研人員承
擔更多國家重大科研項目，深度參與國際大科學計劃和大科學工程，參
與實施“一帶一路”科技創新行動計劃；支持香港發揮超級聯絡人作
用，搭建國際高端科技交流平台，積極匯聚海內外優秀科技人才。

他表示，在中央政府大力支持和特區政府的推動下，香港創科發
展勢頭向好，創科生態蓬勃有朝氣，並認為特區政府去年底發布的
《香港創新科技發展藍圖》，對未來5至10年的香港創科發展制定戰
略規劃和清晰的發展路徑，充分表明特區政府發展創科的信心和決
心，展現香港為國家科技事業貢獻智慧力量的自覺擔當。

李家超表示，感謝國家一直大力支持香港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
心，並表示簽訂“安排”標誌着內地與香港科技合作打開新篇章。他
指，國家“十四五”規劃明確支持香港建設國際創新科技中心，更首
次將深港河套納入粵港澳大灣區其中一個重大合作平台。特區政府將
全力引進策略產業，吸納科研人才，推動創科教育，向打造香港成為
國際創科中心的宏大願景邁進。“特區政府會全力、全速把香港建設
成為具有影響力的國際創科中心，為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為國家
建設成為世界科技強國，為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出貢獻。”

香港特區政府創新科技及工業局局長孫東15日晚亦在社交平台
貼文感謝中央，強調香港會更積極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把握國家“十
四五”規劃和粵港澳大灣區建設的重大機遇，全速實現將香港發展成
為國際創科中心的宏大願景。“在國家推進中國式現代化建設，科技
自立自強的道路上，貢獻香港智慧和力量。”

為推動內地與香港創新科技合作、支持香港建設國際
創新科技中心，香港特區政府與國家科技部15日在北京簽
署《內地與香港關於加快建設香港國際創新科技中心的安
排》（以下簡稱“安排”），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與國
家科技部部長王志剛出席此次簽署儀式。李家超表示，中央
一直支持香港對接國家創新體系，“‘安排’涵蓋深化兩地
科研合作、創新資源共享、成果轉化、人員交流，發揮香港
國際化優勢，強化統籌、協調，很多的重點標誌內地與香
港科技合作，打開新篇章。”王志剛強調，支持香港以自身
之所長、服務國家之所需。 ◆香港文匯報記者 黃書蘭

特區政府與科技部簽特區政府與科技部簽安排安排撐港創科撐港創科
涵蓋六大重點涵蓋六大重點 李家超李家超：：全力全速推進全力全速推進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姬文風）多名香港科創界人士15日接受香
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隨着“安排”簽署，相信更多創科惠港措
施，包括加大向香港學者開放內地科研獎項及資助申請，以至大型
科研項目或實驗室落戶香港等，可望進一步實現。科創界亦認為，
香港本身在生命健康科技、微電子技術研發等方面具一定優勢，若
可爭取參與更多國家重大科研項目，甚至由香港團隊主力申辦，既
可為香港科研人員帶來更多機會，更可帶動人才、企業到來香港，
同時國家科技研發成果亦可乘着香港國際化平台推向世界，讓香港
真正發揮國際創科中心的作用。

“其實香港目前還未有正式申請到國家級項目，例如之前香港學
者參與國家航天任務，主要是以個人性質參與，希望將來會有更多開
放計劃予港人申請。”立法會選委會界別議員、香港中文大學工程學
院副院長黃錦輝表示，隨着早前開放載荷專家予港人選拔，再加上
“安排”的簽署，期望陸續會有更多國家項目開放予香港團隊。

港科創界：盼更多內地研發項目赴港
香港研究資助局主席黃玉山表示，目前香港與內地雖有不少科研

交流和合作，但仍有必要將彼此關係更上層樓。他期望未來能將更多
內地研發項目帶到香港進行，又或推動國企、民企在港成立研究與開發
平台。立法會科技創新界議員邱達根指，目前包括內地獎項、基金申
請，以至科研項目資金“過河”等，仍有可進一步擴展開放的空間，
“甚至爭取將國家大型的科研項目，更多實驗室放到香港，這些都需要
透過包括今次的“安排”理順奠基，往後才能進一步落實。”

帶動人才“走進來”
推動成果“走出去”

◆李家超（後排左）15日和國家科技部部長王志剛（後排右）見證“安排”簽署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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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海巖北京報道）中國國家統計

局15日發布數據顯示，今年1-2月國民經濟企穩回升，

服務業指數、消費增速實現由負轉正，投資增速加快好於

預期，房地產投資和銷售降幅收窄。中國國家統計局

新聞發言人付凌暉在國務院新聞辦舉行的發布會

上表示，目前經濟處於初步恢復階段，今年提

出5%左右的經濟增長預期目標符合發展實際

和需要，預料疫情對生產需求的抑制將較大

幅度消除，擴大內需政策會持續加力，全年

有條件、有基礎、更有信心實現增長目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海巖北京報道）國
家統計局數據顯示，今年2月居民消費物價
指數（CPI）同比上漲1%，環比下降0.5%，
均較1月明顯下降，外界對需求不足和通縮
風險的擔憂增大。對此，國家統計局新聞發
言人付凌暉15日表示，這種價格變化主要是
春節錯月的影響，並不說明需求出現了大的
變化。全年保持價格總體穩定仍然有很好的
條件，能夠實現CPI漲幅控制在3%左右的預
期目標。

2月CPI回落受春節錯月影響
付凌暉解釋數據稱，去年春節影響主要

是在2月，今年春節主要在1月，春節節後市
場需求季節性回落，食品中豬肉、鮮菜價格
環比下降幅度也都比較大。今年1-2月CPI同

比上漲1.5%，屬於溫和的上漲。“隨着國內
需求逐步改善，對相關價格的拉動可能會有
所增強。”

付凌暉同時強調，保持價格總體穩定有
較好條件。一方面，糧食產量連續八年穩定
在1.3萬億斤以上；目前豬肉產能處於合理水
平，不具備大幅上漲條件。另一方面，中國
主體能源煤炭的自給率在80%以上，石油、
天然氣近年明顯增產，工業消費品、服務供
給也比較充裕。

另外，2 月全國城鎮調查失業率為
5.6%，比1月小幅上升0.1個百分點。付凌暉
解釋這主要是季節性因素影響，春節過後調
整工作的需求增加。今年擴大就業政策力度
加大，新增就業1,200萬人的目標較去年有所
增加，全年就業有望保持總體穩定。

有條件保價格穩定
全年CPI能控制在3%

◆今年1-2月份，中國工業和服務業生產雙雙回升。圖為工人在貴州省遵義市一家整車生產企
業安裝車胎。 中通社

指標 同比增長 與前值相比

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 2.4% 加快1.1個百分點

投資 5.5% 加快0.4個百分點

消費 3.5% 加快5.3個百分點

出口 0.9% 加快1.4個百分點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海巖

1-2月中國經濟指標

全年5%增長 有條件實現
國家統計局：開年前兩月經濟企穩回升消費轉升投資增速加快

掃碼閱全文

習近平提全球文明倡議 籲攜手同行現代化之路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北京時間3月

15日，中國共產黨與世界政黨高層對話會以視頻
連線方式舉行，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習近平
出席高層對話會開幕式並發表主旨講話，全文
3,400多字（見二維碼）。習近平強調，現代化的
最終目標是實現人自由而全面的發展。政黨要順應
人民對文明進步的渴望，努力實現物質富裕、政治
清明、精神富足、社會安定、生態宜人，讓現代化
更好回應人民各方面訴求和多層次需要。此次高層
對話會的主題為“現代化道路：政黨的責任”，多
國政黨和政治組織領導人應邀出席會議。

習近平指出，兩極分化還是共同富裕？物質
至上還是物質精神協調發展？竭澤而漁還是人與
自然和諧共生？零和博弈還是合作共贏？照抄照
搬別國模式還是立足自身國情自主發展？我們究
竟需要什麼樣的現代化？怎樣才能實現現代化？
面對這一系列的現代化之問，政黨作為引領和推
動現代化進程的重要力量，有責任作出回答。在
這裏，我願談幾點看法。

現代化不是少數國家“專利品”
我們要堅守人民至上理念，突出現代化方向

的人民性。政黨要錨定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

順應人民對文明進步的渴望，努力實現物質富
裕、政治清明、精神富足、社會安定、生態宜
人，讓現代化更好回應人民各方面訴求和多層次
需要，既增進當代人福祉，又保障子孫後代權
益，促進人類社會可持續發展。

我們要秉持獨立自主原則，探索現代化道路的
多樣性。現代化不是少數國家的“專利品”，也不
是非此即彼的“單選題”，不能搞簡單的千篇一
律、“複製黏貼”。一個國家走向現代化，既要遵
循現代化一般規律，更要立足本國國情，具有本國
特色。什麼樣的現代化最適合自己，本國人民最有
發言權。發展中國家有權利也有能力基於自身國情
自主探索各具特色的現代化之路。要堅持把國家和
民族發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點上，把國家發展進步
的命運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尊重和支持各國人民
對發展道路的自主選擇，共同繪就百花齊放的人類
社會現代化新圖景。

我們要樹立守正創新意識，保持現代化進程
的持續性。面對現代化進程中遇到的各種新問題
新情況新挑戰，政黨要敢於擔當、勇於作為，衝
破思想觀念束縛，破除體制機制弊端，探索優化
方法路徑，不斷實現理論和實踐上的創新突破，
為現代化進程注入源源不斷的強大活力。要攜手

推進全球治理體系改革和建設，推動國際秩序朝
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發展，在不斷促進權利公
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的努力中推進人類社會
現代化。

吹滅別人的燈不會讓自己更光明
我們要弘揚立己達人精神，增強現代化成果

的普惠性。任何國家追求現代化，都應該秉持團
結合作、共同發展的理念，走共建共享共贏之
路。走在前面的國家應該真心幫助其他國家發
展。吹滅別人的燈，並不會讓自己更加光明；阻
擋別人的路，也不會讓自己行得更遠。要堅持共
享機遇、共創未來，共同做大人類社會現代化的
“蛋糕”，努力讓現代化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
國人民，堅決反對通過打壓遏制別國現代化來維
護自身發展“特權”。

我們要保持奮發有為姿態，確保現代化領導
的堅定性。政黨要把自身建設和國家現代化建設
緊密結合起來，超越自我，為不斷推進現代化進
程引領方向、凝聚力量。

習近平提出，在各國前途命運緊密相連的今
天，不同文明包容共存、交流互鑒，在推動人類社
會現代化進程、繁榮世界文明百花園中具有不可替

代的作用。在此，我願提出全球文明倡議。
我們要共同倡導尊重世界文明多樣性，以文

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閡、文明互鑒超越文明衝突、
文明包容超越文明優越。

我們要共同倡導弘揚全人類共同價值，要以寬
廣胸懷理解不同文明對價值內涵的認識，不將自己
的價值觀和模式強加於人，不搞意識形態對抗。

我們要共同倡導重視文明傳承和創新，充分
挖掘各國歷史文化的時代價值。

我們要共同倡導加強國際人文交流合作，探
討構建全球文明對話合作網絡，拓展合作渠道，
促進各國人民相知相親。

習近平強調，中國共產黨將致力於加強政黨交
流合作，攜手共行天下大道。我們願同各國政黨和
政治組織深化交往，不斷擴大理念契合點、利益匯
合點，以建立新型政黨關係助力構建新型國際關
係，以夯實完善全球政黨夥伴
關係助力深化拓展全球夥伴關
係。中國共產黨願繼續同各國
政黨和政治組織一道，開展治
黨治國經驗交流，攜手同行現
代化之路，在推動構建人類命
運共同體的大道上闊步前進。

國家統計局數據顯示，從生產看，工業和服務業
雙雙回升。1-2月，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同比

增長2.4%，比2022年12月加快1.1個百分點；服務
業生產指數同比增長5.5%，由去年12月下降0.8%
實現由降轉升。

房地產投資降幅收窄
從需求看，消費和投資都在改善。隨着防疫政

策改善，春節拉動旅遊等消費集中釋放，1-2月社會
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增長3.5%，增速較2022年12
月回升5.3個百分點，為去年四季度以來首次同比增
長。在基建、製造業投資保持穩健增長以及房地產
投資降幅收窄的帶動下，1-2 月投資同比增長
5.5%，增速比2022年全年加快0.4個百分點。

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付凌暉引述數據還指，房地
產市場出現積極變化。1-2月，房地產開發投資同比下
降5.7%，降幅較2022年全年下降10%的水平顯著收
窄；房地產銷售面積和銷售額同比降幅，分別從2022
年全年24.3%和26.7%，大幅收窄至3.6%和0.1%。

各部籌劃擴需求政策
“1-2月，伴隨着疫情防控較快平穩轉換階段，

經濟循環加快暢通，生產需求明顯改善，經濟運行
企穩回升。但外部環境更趨複雜，需求不足仍較突
出，經濟回升基礎尚不牢固。”付凌暉分析說，今
年政府工作報告提出經濟增長5%左右的預期目標，
符合發展實際和需要，高於過去三年4.5%的經濟平
均增速，也符合中國經濟5%-7%的潛在增長水平。
“今年經濟運行在逐步恢復，但在疫情衝擊的這幾
年，企業和個人的資產負債表受損問題，還需要時
間修復，長期積累的結構性問題還比較突出，穩定

經濟增長需要付出努力。”
付凌暉還表示，今年疫情對生產需求的抑制性

作用有較大幅度消除，擴大內需政策會持續加力，
各部門已經在籌劃今年擴大需求方面相關政策。總
體看，有條件、有基礎、更有信心實現增長目標。

學者倡提振樓市車市
浙商證券首席經濟學家李超分析認為，春節後

復工復產順暢開工積極，工業生產開門穩健。投資
仍是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製造業投資表現出強勁
韌性，基建投資在政策支持維持較高增速，地產投
資降幅則超預期收窄。隨着消費場景恢復，聚集
類、出行類消費需求釋放，但汽車消費因相關政策
到期退出出現下降，拖累整體消費增長。李超認
為，由於前期疫情反覆衝擊，居民收入預期不穩
定，消費增速短期難以恢復到疫情前水平。

華興資本首席經濟學家李宗光指出，當前經濟
復甦趨勢確定，整體表現相對平穩，但沒有報復性
反彈，這與疫情後居民、企業在心理上、財務上仍
有陰影有關，需要時間逐步治癒，政策上要積極面
對，繼續把恢復和擴大消費擺在優先位置，推動經
濟持續復甦。當前房地產復甦依舊不穩，新房市場
偏弱、二手房市場偏強、土地市場持續低迷，穩定
房地產市場仍不能鬆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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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帥誠 廣州報

道）15日，粵港澳大灣區服務業主題

分享暨“2022金領航獎”頒獎典禮在

廣州舉行。獲獎企業中有不少聚焦醫療、環保等領域

的科創型香港企業，這些企業大多已在灣區深耕多

年。剛剛勝利閉幕的全國兩會，釋放出中央毫不動搖

支持民營經濟發展的強烈信號，讓不少企業負責人倍

感振奮。他們紛紛表示對內地市場充滿信心，將加大

在大灣區及內地其它地方的產業布局。

18港企膺“金領航獎”力擴內地產業布局
指兩會釋放力挺民營經濟信號倍感振奮

第四屆金領航獎新增了環保及ESG特邀獎，
鼓勵企業響應國家“十四五”規劃的號

召，推動節能減排雙達峰。經過四個多月的評
選，最終18家港企共獲得19個獎項的評定。香
港商會希望通過金領航獎活動的舉辦，宣傳香
港企業成功故事。

港企應關注高科技和可持續發展
在活動現場，香港貿發局研究總監范婉兒作

了“粵港澳大灣區經濟發展新路向：香港服務業
的關鍵角色”為主題的演講，她建議港企在內地
發展短期內應關注擴大開放和疫後復甦帶來的經
濟增長，長遠則應關注高科技和可持續發展。
“香港是可持續發展資金的主要來源，香港公司
在實踐ESG方面處於領先地位，並且是首選的可
持續發展合作夥伴。”范婉兒認為，RCEP是全球
最大的自由貿易區 ．將進一步加強區域經濟融
合，CEPA則為香港提供進入內地市場的最佳途
徑。

港企代表：有了更多灣區項目合作機會
香港貿發局華南首席代表黃天偉表示，在香

港與內地全面恢復通關的良好勢頭下，貿發局將
通過“內地發展支援計劃”、“GoGBA商貿支援
平台”等，與各政府機構、商協會組織合作，分
享粵港澳大灣區經濟發展新路向，協助港商走進
灣區內地、拓展業務。

作為獲得此次卓越企業大獎的企業代表，
李氏大藥廠控股有限公司集團營銷中心總經
理、廣州兆科聯發醫藥有限公司常務副總經理
張澤雲表示，公司早在2014年便進駐南沙，這
些年見證了灣區的發展。“我們一直在新藥研
發方面投入很大，科研經費最高時佔到
30%。”張澤雲坦言，看到今年兩會中提出集中
力量推動高質量發展，特別是提高科技創新能
力，“這對於我們以研發為主的企業來說是一
大利好政策，接下來我們會把一些重點生產線
和研發部門逐步轉移到南沙，同時考慮在橫琴
拓展業務。”

作為一家科技型環保初創企業，茵塞普科技
（深圳）有限公司獲得了青年創業獎，公司創始
人兼CEO余廣滔表示，公司研發的設施化昆蟲
蛋白轉化系統得到了不少國內外餐廚處理公司的
青睞。“我們自2019年在香港創立後，目前已在
深圳、廣州、東莞等多個城市布局了研發合作和
產業化項目。”余廣滔表示，近年國家鼓勵垃圾
分類，設立碳中和目標，與企業的發展路徑不謀
而合，“兩會強調要集中力量推動高質量發展，
還提到推動發展方式綠色轉型，這也讓我們在灣
區有了更多項目合作機會。”

在獲得卓越企業大獎的名單中，香港寬頻企
業方案有限公司是一家既能為企業提供本地服
務，又能幫助內地企業在香港立足的科技型企
業。負責公司商業市場及中國業務的商務總裁吳

志豪介紹，公司已在大灣區6個城市擁有2,000多
名員工，“我們也做好了幫助內地企業走出去的
工作。”吳志豪坦言，內地不少零售企業想在香
港開設門店，但經營管理設備及數據傳輸存在困
難，公司提供的解決方案幫助了不少內地企業在
香港立足。“我們一直看好內地市場，除了大灣
區，未來還計劃在杭州、成都、西安等地進行布
局。

物流企業見證中國製造業崛起
獲得優秀公司大獎的健成國際貨運（廣州）

有限公司，在灣區發展近30年，作為一家對接內
地產品出口海外的物流企業，公司見證了中國製
造業從“低端模仿”到“自主品牌崛起”的過
程。公司副總裁張立豐表示，近年中國電子商
務的快速發展，也為公司拓展業務創造了機
遇，“我們通過把傳統物流渠道進行小包裹拆
分，滿足了電商跨國運輸的需求，當然這也離不
開內地成熟的供應鏈。”張立豐說。

據悉，此次活動由香港貿易發展局（貿發
局）及廣東省香港商會（香港商會）聯合主辦，
在頒發“2022金領航獎”各個獎項之後，廣州南
沙港人子弟學校的學生以及在粵香港高校聯盟
（粵港聯）的學生們特別前來參與節目表演。粵
港兩地的商協會代表、港企高層借參與本次活動
的機會，一齊推動粵港融合發展，共同拓展大灣
區商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敖敏輝 廣
州報道）“融通灣區匯智黃埔”粵港
澳大灣區青年發展黃埔峰會暨“黃埔
港澳灣創立方”展館揭牌儀式14日在
廣州舉行，50餘名港澳青年暢談創新
創業經驗，共同促進粵港澳青年交流
合作。港澳青年表示，包括生物醫藥
在內，廣州開發區已經形成了良好的
產業生態、創業生態，產業支撐非常
利於開展創新創業。同時，當地支持
港澳青年發展的政策體系完善，截至
目前已兌現近3,000萬元（人民幣，下
同）扶持資金。他們建議，港澳青年
創客要勇敢“走出去”，通過實地考
察，在大灣區找到創業發展機遇。

當天，施德朗（廣州）電氣科技
有限公司、廣州神農智聯農業科技發
展有限公司、廣州萊拉智慧科技有限
公司、廣東省諾法材料科技有限公司
等4家港澳青創企業，獲頒“2022年
廣州市黃埔區廣州開發區港澳青年創
新創業優秀項目”。

廣州神農智聯農業科技發展有限
公司副總經理胡永儀介紹，神農智聯
已經在黃埔落戶兩年多，除了生活配
套日趨完善，這裏還有非常完善的產
業鏈，生物醫藥、人工智能等形成了
一個有機生態圈。

黃埔區和開發區已有港澳投資企業1125家
薪傳時光是灣區傳媒行業的新生

力量，從一開始在暨南大學幾個平方
米大小辦公室，到現在成立多家分公
司並在黃埔區落戶，其中體驗了許多
港澳青年創業者的艱辛。

數據顯示，作為廣州最早引進港
澳資金和技術的片區，黃埔區、廣州
開發區目前已有港澳投資企業1,125
家，港資企業1,075家，澳資企業50
家，累計投資已超300億元。

據了解，近年來，黃埔區、廣州
開發區一直致力於為港澳青年創新創
業提供更多機遇和更好條件。在政策
上，該區已形成“港澳青創10條”
“人才10條”等系列政策體系，推出
了“一門式”政策兌現、全鏈條人才
服務等改革品牌。截至目前，“港澳
青創10條”2.0政策涉及財政支出每
年約 2,700 餘萬元；“港澳青創 10
條”1.0政策已累計兌現資金超千萬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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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 日 ，
“2022 金 領
航獎”頒獎典
禮在廣州舉
行。圖為頒獎
典禮現場。
香港文匯報
記者帥誠攝

���
�(

3 中 國 經 濟 ◆責任編輯：周文超 2023年3月16日（星期四）

長建去年多賺3%末期息1.83元
長江基建公布截至去年12月底止全年業績，股東應佔溢利77.48億元（港

元，下同），按年增加3%，派末期息1.83元，連同中期息70仙，全年派息2.53

元，按年增加1.2%，為上市26年以來股息連年增長。公司指出，基建資產持續展

現堅韌實力，帶來7%增長，若以業務所在地貨幣計算，基建投資組合貢獻按年升

16%。而於2022年12月31日，集團之負債淨額對總資本淨額比率為7.3%。

◆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悅琴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曉菁）西安
服務貿易創新發展（香港）推介會15日在
港舉行，推介會以“深化貿易合作、展望
雙贏未來”為主題，現場共簽約落地項目7
個，涉及國際旅行、文化貿易、法律服
務、文化貿易等領域。陝西省商務廳副廳
長范萬春在致辭中表示，陝西和香港同為
國家經濟發展戰略的重點區域，在許多領
域存在着廣泛的合作空間，希望與香港進
一步加強交流合作，共同拓展服務貿易發
展空間。

推動服務貿易合作走深走實
西安市商務局局長張選民作介紹時，

重點從發展基礎、開放水準、貿易結構、
平台功能等四個維度，向港商介紹了西安
服務貿易發展環境，結合國家“一帶一
路”倡議、粵港澳大灣區戰略、服務貿易
創新發展試點等國家戰略，闡述了西安、
香港兩地服務貿易合作方向和合作領域。
他希望，兩地能圍繞文化貿易、法律服
務、知識產權服務、軟件資訊服務外包、
交通運輸服務、會展服務等六個方面展開
深度合作，共同推動服務貿易合作走深走
實，打造內地與香港經貿合作的典範。

貿發局：期待促進文化產業往來
香港貿發局國際及內地關係副總監葉

嘉琪表示，香港是全世界服務業主導程度
最高的經濟體，在金融、航空航運及物
流、商業服務、知識產權、科技創新等服
務行業發展迅猛，與西安具有很好的合作
基礎。期待兩地在影視文化、動漫遊戲、
文創授權、旅遊等領域，促進雙方服務貿
易往來。

是次推介會吸引了香港中華工商總
會、香港西安商會、香港中小型企業總商
會和各港企港商代表等逾150位政商界人士
參與。據悉，隨後西安市商務局將繼續組
織赴澳門及RCEP相關國家展開專題推
介，重點宣傳西安服務貿易強勢領域，助
力西安服務貿易創新發展。

長建主席李澤鉅於業績中指出，長江基建與
其他同為長江集團成員之策略夥伴包括長

江實業及電能實業，皆具備雄厚之財務實力，無
論在現有行業或嶄新領域，均處於有利位置把握
與時湧現之環球投資機遇，並指只會物色風險評
估及定價均合乎特定範圍的新投資項目，進行擴
展過程中不會抱有志在必得的心態。

英國業務貢獻升29%
期內來自英國業務的溢利貢獻為30.69億元，

按年上升29%。有關增長主要由於一筆非現金遞延
稅項相關支出於上一個回顧年度入賬，以及於2022
年出售 Northumbrian Water 百分之十三權益而錄
得一次性收益。惟部分收益因上漲之財務成本及英
鎊兌港元疲弱而抵消。就2023年4月至2028年3月
之新規管期，UK Power Networks 已收到規管重
置的最終決定，有助預計未來數年的收入。

受惠於 United Energy、Victoria Power Net-
works 及 Energy Developments 的收益貢獻增
長，澳洲業務的溢利貢獻增加4%至19.76億元。

惟部分業績被澳元兌港元回軟所抵消。以當地貨
幣計算，溢利增長11%。

李澤鉅指出，2023年環球經濟依然存在不
確定性和重重挑戰。在後疫情時代，大部分世界
經濟體仍面對通脹、利率壓力及地緣政治關係緊
張的經濟格局，惟對長江基建的前景深感樂觀。
他表示，長建持有大量現金，負債淨額對總資本
淨額維持於低水平，加上具有提供優質服務、提
升營運效率及引進新投資之往績，均進一步鞏固
集團作為環球基建業界翹楚的地位。

他續稱，通脹引發之貨幣波動和財務成本上
漲乃周期性事件，並不構成重大的中/長期問
題。通脹往往對利率成本及營運開支帶來短期負
面影響。然而，受規管業務具有保障實質准許回
報機制，受規管資產價值跟隨實際通脹與時上
調，使上升之成本可於其後年份收回。

電能去年溢利減少8%
長建持股的電能實業公布截至去年12月底

止全年業績，受財務成本增加及主要貨幣兌港元

弱勢影響，該公司股東應佔溢利為56.49億元，
按年減少8%。若以當地貨幣計算，投資組合溢
利貢獻按年增加5%。末期息每股維持派2.04
元，連同中期息，全年派息2.82元。

年內來自英國業務溢利貢獻為25.17億元，
按年跌10.71%；澳洲業務溢利貢獻13.42億元，
按年增加4.4%。

電能實業主席霍建寧於業績中指出，地緣政
局動盪令全球供應鏈備受壓力，多個工業界別的
產量受限制，對致原材料和化工產品供應短缺，
亦間接影響公司轉廢為能業務可得的廢物量。公
司指出已積極採取措施確保充足的物資供應，使
業務無間斷地營運，繼續提供長期保證利益。

他又稱，環球市場資本成本有所增加，此趨
勢或會在未來數月持續。憑藉穩健的財務及現金
狀況，將繼續根據長遠策略，物色符合集團準
則，並合乎成本效益的投資項目。同時將特別着
眼於成熟能源市場中的低風險、管理完善的公
司，以確保公司能夠為股東締造長遠而可持續的
業務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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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章蘿蘭上海報道）今
年前兩月內地房地產投資和銷售等多項數據出現
明顯反彈，A股地產產業鏈板塊工程建設、水泥
建材、房地產開發、房地產服務等均跑贏大市。
滬綜指全日收報3,263點，漲18點或0.55%；深
成指報11,413點，跌3點或0.03%；創業板指報
2,337點，跌5點或0.24%。兩市共成交8,184億
元（人民幣，下同），北上資金淨買入近33億
元。

中國統計局數據顯示，1-2月份全國商品住宅
銷售面積下降0.6%，與2022年 1-12月的下降
26.8%相比，大幅回升了26.2個百分點；前兩月
全國商品房銷售額15,449億元，下降0.1%，較
2022年1-12月的下降26.7%上升26.6個百分點，
其中住宅銷售額同比增長3.5%。地產產業鏈相關
板塊表現突出，工程建設、水泥建材漲3%，房地
產開發、房地產服務板塊漲1%，中鋁國際、新疆
交建、元成股份、北方國際、張江高科等漲停。

中證監網站顯示，廣發基金、嘉實基金、南
方基金、招商基金等9家公募基金上報了央企主
題指數基金產品，指數標的分別是中證國新央企
股東回報指數、中證國新央企科技引領指數、中
證國新央企現代能源指數。業內人士認為，央企
作為資本市場“壓艙石”“基本盤”具有重要作
用，相關ETF的推出，不僅為投資者提供了優質
的投資工具，也有望給相關板塊帶來增量資金，
為科技型央企價值重塑注入動力。

樓市回暖 房企產業鏈走強

◆ 長建主
席李澤鉅指
出 ， 2023
年環球經濟
依然存在不
確定性和重
重挑戰。
資料圖片

◆◆ 西安服務貿易創新發展西安服務貿易創新發展（（香港香港））推介會現場嘉賓推介會現場嘉賓
共同見證項目簽約儀式共同見證項目簽約儀式。。 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木又香港文匯報記者郭木又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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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全家超商自從推出現做霜淇淋後，
廣受民眾歡迎，近日的抹茶系列更是讓許多人瘋狂
。就有一名女網友到全家朝聖，秀出自己買到的抹
茶霜淇淋，未料奇特的外表讓許多網友直呼超噁心
，隨後有內行出來打臉，直說這支特殊霜淇淋吃到
賺到，有錢還不一定吃的到。

女網友在臉書《全家便利商店 / 7-11 超商新品
&好物分享區》PO出自己買的的抹茶霜淇淋，只見
照片中的霜淇淋造型相當特殊，好像多條觸手盤旋
在一起，與一般霜淇淋差異甚大，讓她忍不住直呼
「第一次看到這種觸角造型好特別哦」。

照片曝光後不少網友紛紛喊噁心： 「抱歉，每
次看到這造型都覺得好噁」、 「密集恐懼症發作了
」、 「就算我沒密恐，多看兩眼就覺得渾身長蟲」
、 「由上往下看超噁的」、 「實在接受不了」，但
隨即有內行人出面表示，這是全家的蒙布朗造型霜
淇淋，是全家三種霜淇淋機最貴的，吃到賺翻，有
錢還不一定買得到。

事實上， 「蒙布朗」造型霜淇淋，是全家在去
年7月引入，從最開始的一間店，到如今約有60家
分店有機會吃到，官方粉專還曾舉辦命名大賽，吸
引數千網友參加。

（中央社）過去台中市候
車亭的服務燈以輪椅標誌，民
眾時常誤解是身障者專用，台
中市交通局將服務燈改為黃色
笑臉，去年1月共136座服務燈
啟用，大獲好評，今年 3 月 10
日再增加 100 座候車服務燈，
讓民眾搭公車更加安全便利。

交通局長葉昭甫說，原服
務燈以輪椅圖示做為識別標誌
，經常造成民眾及司機誤解，
以為服務燈僅提供輪椅族使用
，交通局因此設計全新服務燈
識別標誌，以搖動鈴鐺發要求
服務的概念發想，描繪出黃色
笑臉鈴鐺圖案，再由後端管理
系統更新至全市候車亭服務燈

，提供司機與民眾候車亭服務
燈設備與系統識別。

葉昭甫說明，交通局 2021
年開始推動公車候車亭服務燈
建置計畫，第 1 期完成市區中
清、北屯、崇德、文心、忠明
、復興、五權（西）路，以及
部分台灣大道等路廊，共 136
處候車亭服務燈系統，開放使
用後，民眾普遍反應良好，尤
其年長者或輪椅族可以更安全
地等候公車，又可降低民眾路
邊攔車風險。

葉昭甫進一步說明，交通
局考量弱勢族群就醫需求，盤
點行經台中市大型醫療院公車
路線沿線候車亭，再爭取經費

推動2022年公車候車亭服務燈
擴充建置，建置新增加的 100
座候車亭服務燈系統。

葉昭甫指出，推動捷運建
設與提升公車服務品質是促進
台中市大眾運輸發展的兩大主
軸，交通局將持續推動公車候
車亭服務燈建置計畫，讓這項
服務普及到各候車站點，優化
候車環境，提升大眾運輸服務
品質；交通局同時要求公車業
者督促駕駛員配合服務燈系統
停靠載客，倘遇有身心障礙乘
客，更應主動給予相關乘車協
助。

（中央社）勞動部潮州就業中心將於16日上午9點半至12
點半，在竹田鄉公所3樓舉辦 「竹田地區現場徵才活動」，有16
家廠商共同釋出299個工作機會，且當中有超過4成的職缺起薪
在3萬元以上，歡迎有興趣的民眾到場應徵。

潮州就業中心指出，為協助竹田及鄰近鄉鎮的待業與轉職民
眾快速找到合適的工作，將於16日上午在竹田鄉公所3樓舉辦廠
商聯合徵才活動，當天總共邀請16家廠商，聯合提供200多個職

缺讓民眾現場面試。
中心表示，當中有超過4成的職缺起薪在3萬元以上，包括

中鋼保全公司的安全管制人員與安檢員、正翊國際公司的電信門
市人員、華山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的社區服務員、吾老莊住
宿長照機構的照服員、鼎立飯店公司的接待員、餐飲服務員、接
待組長、餐廳主任與工務主任。

以及墾丁福華渡假飯店的房務員、三元能源科技公司的作業

員、明揚國際科技公司的品質檢驗員、巧新科技工業公司生產技
術員、生產組長、工務技術士與汙水處理專員，與墾丁雅客小半
島的酒水搭配專員等，想找工作的民眾請把握機會。

潮州就業中心主任楊采蘭說，在全球疫情管制逐步解封後，
不少廠商都有缺工的情形，也願意提高薪資與福利來吸引人才，
待業中或有轉職意願的民眾，不妨趁此機會積極前來面試。想了
解更多資訊，歡迎撥打08-7882214洽詢潮州就業中心。

候車服務燈改為黃色笑臉獲好評
台中市交通局再增建100座

屏東竹田地區徵才釋出299個工作
逾4成職缺起薪3萬以上

全家買到 「觸手霜淇淋」 網喊好噁

內行一看打臉：吃到就賺翻了

（中央社）3月正是最適合出遊賞花的季節，新竹縣吉祥物
皮皮獅為行銷竹縣好風光，今年第1站前往尖石鄉那羅部落，山
谷中黃澄澄的金盞花海正盛開，那羅灣休閒農業區也以金盞花為
主題，推出賞花遊程、DIY等系列活動，皮皮獅在15日當天與
部落孩子相見歡，在橘黃相間的花海中嬉戲，享受鳥語花香的春
日好時光，向全台遊客推廣尖石金盞花。

皮皮獅是在2010年順應台灣好行獅山線的開通，孕育而生

的吉祥物，近年來皮皮獅除了在各大活
動、記者會活潑現身，也會透過網路在

竹縣好好玩FB粉絲專頁及IG，發布各種旅遊及美食資訊，皮皮
獅人氣也隨之看漲，已成竹縣的最佳觀光代言人。

今年交旅處特別規畫5場次皮皮獅見面會，帶領鄉親探索竹縣更
多美景，也讓喜愛皮皮獅的朋友，與皮皮獅來場近距離的親密接
觸，首場就來到尖石那羅部落，要來推廣金黃燦爛的金盞花，也
盼為部落衝出一波經濟效益。

交旅處表示，金盞花期直到4月底，每周五、六、日開放遊
客購票入園，來絕美花海拍照，順道至周邊走步道、泡溫泉，享
受一趟假日療癒的輕旅行。那羅灣休閒農業區也將金盞花加工製
作成茶包、手工皂、純露、潤膚油、護唇膏、浸泡油等，大受消
費者歡迎。

為行銷竹縣觀光，透過皮皮獅的走訪，帶領鄉親探訪竹縣山
、海、湖秘境。今年首場活動搭配尖石那羅金盞花盛開時節，與
部落小朋友同歡，皮皮獅也施展渾身解數，以輕快的律動舞蹈表
演及互動活動，展現絕佳的親和力，與小朋友留下歡樂合影。

竹縣吉祥物皮皮獅見面會
首場前進部落金黃花海熱舞

（中央社）過去遊客來台北市立動物
園無尾熊館，僅能用2面觀察窗觀察，若無
尾熊在隱蔽地方休息，往往難以見到牠們
。動物園15日正式啟用新戶外活動場，並
降低防逃圍籬高度至140公分上下，讓民眾
幾乎零死角觀賞無尾熊，由於牠們對聲音
較為敏感，新戶外活動場僅在平日下午開
放，建議民眾經過時放低音量及放慢動作
，避免打擾無尾熊作息。

無尾熊族群自1999年來到台北市動物
園，已經成為遊客熟悉的動物朋友，在動
物園照料下，無尾熊數目已從原本引進的2
隻變成16隻，園內照養空間也開始不夠。
無尾熊館長王建博說，雖然無尾熊多在室
內館活動，但也需要適時到戶外場曬太陽
、活動，才能增進身心健康，無尾熊數量
一多，使得牠們必須排隊使用。

基於提升無尾熊戶外活動空間的想法
，動物園去年起鎖定無尾熊館1館對面的花
園用地，透過1年規畫、設計及測試，才終

於增設新戶外活動區域，並於15日下午正
式啟用。由於新戶外活動場地近似於半橢
圓形，防逃圍籬高度也相較 1 館減少約 80
公分，觀賞死角已減少許多。

動物園說明，考量到無尾熊敏銳聽覺
及晨昏活動習性，無尾熊戶外活動區域僅
在遊客較少的平日下午開放，未來持續視
現場狀況調整開放時間。

王建博補充，無尾熊是聽覺敏銳的動
物，一點聲響都會影響作息，園方至少8年
前開始針對牠們進行脫敏訓練，今日啟用
新戶外場，無尾熊適應狀況良好。而新戶
外場距離動物園遊客列車近，已在事前協
調相關單位，盡可能降低車輛進出音量。

他提醒，民眾走到無尾熊戶外活動場
域，務必放低音量、放慢動作，不得探頭
或伸手觸碰無尾熊，如此牠們才能安心地
在場內活動。若戶外活動場狀況良好，將
考慮延長開放時間。

北市動物園近距離看無尾熊 戶外空間開放時間、注意事項一次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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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衛福部心理健康司長陳亮妤3月9
日上任，她今天首度公開露面表示， 「自殺防治
」是政府當務之急，目前正在積極和澳洲洽談
「心理急救包」課程，並逐步於2025年佈建71處

心理衛生中心；另外也考慮引進北市實際訪查大
樓防墜措施的做法，並盤點各縣市的自殺防治資
源。

陳亮妤是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精神衛生博
士，曾任台大公共衛生學院助理教授、北市聯醫
昆明防治中心主任、台灣成癮學會秘書長、台灣
精神醫學會秘書長。她說，自己過去一天到晚跑
衛福部， 「精神衛生法」修法她也全程參與，加
上過去4年在北市府執行衛政工作，希望在中央
可以做一點融合。

陳亮妤說，2014 年以來，國內 18 到 24 歲自
殺率逐步上升，新冠疫情後也有明顯增加，這是
政府的當務之急。心理健康司目前首要任務是布
建社區心理衛生中心，希望今年達標48處，2025
年前逐步增加至71處，希望增加心理衛生資源的

可近性。
她進一步說明，心理衛生中心會配有2名臨

床心理師、2名諮商心理師，衛福部會補助地方
政府 擴大心理諮商範疇；但地方政府財務狀況不
一，無法強制要提供多少資源給民眾，期待未來
公私協力之下持續推動，逐步擴大心理諮商資源
。

陳亮妤提到，心健司正在和澳洲洽談 「心理
急救包」，教導民眾如何察覺周遭的人不對勁，
哪些情況是求救訊號，以及如何傾聽和回應；她
也希望將北市府做法推廣至其他縣市，如實際訪
查大樓防墜措施，並舉辦標竿學習交流，盤點各
縣市的自殺防治資源。

隨著國內高齡人口增加，陳亮妤表示，精神
科的病人會老化，有些人老化之後也會產生精神
疾病，目前已和長照司初步討論，預計採 「雙軌
」方式，根據病人狀況，哪些比較適合在精神治
療場域，哪些比較適合在長照領域，獲得最合適
的照護。

自殺防治是當務之急
衛福部心健司將引進 「心理急救包」

二膽兵曝心聲！鄉民一看全炸鍋：認定逃兵了吧
（中央社）近年因新冠疫情的爆發，讓世

人們逐漸重視快速篩檢技術的重要性，嘉義縣
中正大學機械工程系教授張國恩，則帶領團隊
，開發出一款光學式快篩生物感測器，只需約
一滴血夜的檢體量，可在15分鐘內，檢測出病
菌特定蛋白質的含量，以幫助醫生快速、準確
對症下藥，且感測器的生物晶片成本，僅需市
面上相關晶片的50分之一。

張國恩強調，有些疾病如敗血症，感染進
程相當快，黃金治療時間僅6小時，但目前醫
院的儀器普遍要收集一定的檢體數量，才能對
病患所感染的細菌種類進行檢測，並且等待報
告的時間往往要12小時以上，導致醫生只能依
經驗判斷施打抗生素，無法精準對症下藥。

為此，張國恩帶領領印度籍博士生迪凡希
（Devesh Barshilia)，與同校化學暨生物化學系
教授周禮君合作，開發 「快速、免標定之平面
波導粒子電漿共振光微流體生物感測器」，他

解釋，血液中若細菌超量，會釋放特定蛋白質
，而生物感測器的晶片，就是在幫助快速檢驗
血液中的特定蛋白質。

張國恩表示，團隊使用低成本的玻片製作
光學式生物晶片，搭配奈米金技術提升感測靈
敏度，加上自行開發的系統平台，只需將一滴
血滴入感測晶片中，15分鐘便能得到蛋白質定
量結果，協助醫生用藥治療，且使用的晶片能
以不到30元的成本，達到跟市面上相似功能但
要1500元的晶片效果。

張恩國還說，生物感測器的研究成果，有
登在英國皇家化學學會經典期刊《Analyst》及
其期刊封面，且除了應用於敗血症檢測外，現
也跟臺大醫院雲林分院合作，針對心肌梗塞進
行快速篩檢，同時申請3項技術專利，持續改
良使技術更成熟，後續也朝向申請國科會育苗
計畫、成立新創公司的目標前進。

中正大學低成本快篩生物感測器 15分鐘獲結果助醫對症下藥
（中央社）本月9日傳出金門二膽島陳兵

突然失聯的消息，經過各界大規模搜尋後，
最後得知他被對岸海警救起，目前人在大陸
「吃好、睡好」，金門籍立委陳玉珍指出，

陳兵會游往對岸是因為私人因素，和感情並
無關聯，且他還向陸方表明 「不想回來」。
對此，鄉民在PTT上熱烈討論，直說： 「既
然不想回來，可以認證為逃兵了吧」。

陳玉珍今（15）日指出，陳兵被大陸海
警救起後，目前安置於廈門， 「吃好、睡好
、非常好」，但詳細的地點不便透露，家屬
知道他一切均安，陸方也同意讓家屬探視陳
兵，後續將會有進一步的安排。此外，陳姓
士兵曾向陸方表示 「不想回來」，陸方今日
也有讓他打電話回家，但由於陳父不在家，

雙方未能取得直接聯繫。
陳玉珍透露，陳姓上兵現在單身，還有1

年才會退伍，她大致掌握了陳兵游泳前往對
岸的原因，並不是軍中管教的問題，也與感
情糾葛毫無關聯，應屬私人因素， 「如果有
機會回來，讓他自己說」，更呼籲年輕人若
碰到壓力，還是要勇於承擔。

陳兵 「不想回台」的說詞在PTT八卦板
上引發討論，鄉民直說： 「既然不想回來，
可以認證為逃兵了吧」、 「逃兵要不要軍法
？」、 「都游過去了，怎麼可能會想回來」
、 「此例一開，以後會有更多逃兵」、 「直
接通緝他了啦，逃兵還在那邊說這麼多」、
「有夠87，趕快抓回來軍法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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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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