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發行人 李蔚華/Publisher: Wea H. Lee 社長 朱勤勤/President: Chin Chin Chu 副社長 朱幼楨/Vice President: Emerson Chu 副社長 秦鴻鈞/Vice President: Christi Chin 總編輯 蓋 軍/Chief Editor: Jun Gai
商業廣告：ad@scdaily.com 設計部：art@scdaily.com 編輯部：editnews@gmail.com 會計部：acccounting@scdaily.com 分類廣告：cla@scdaily.com 美南新聞網站：www.scdaily.com 美南電視15.3：https://scdaily.com/tv
美南黃頁：https:scdaily.com/yellow_pages 美南新聞電子報 e-paper:www.scdnews.com 分類廣告專頁Classified AD: www.scdaily.com/classified ads 美南微信公眾號：美南網ID:today-america 國際貿易中心：http://www.itchouston.org

12048

AA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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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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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固定位置

（中央社）矽谷銀行母公司 「矽谷銀行金融
集團」今天表示，集團已聲請依據美國破產法第
11章的保護規定，在法院監督下進行重整，為
手頭資產尋求買家。矽谷銀行數天前已遭聯邦監
管機構接管。

路透社報導，矽谷銀行金融集團（SVB Fi-
nancial Group）在聲請破產保護之前，曾在3月
13日表示，打算為旗下企業研究是否有策略性

替代選項。
據報導，該集團矽谷銀行證券（SVB Secu-

rities）和矽谷銀行資本（SVB Capital）及其普通
合夥實體都未涵蓋在破產保護聲請中。

矽谷銀行金融集團表示，打算持續此一作法
，為旗下企業以及其他資產和投資評估替代性選
項。

路透社15日曾報導，矽谷銀行金融集團正

研究，為出售資產爭取破產保護。
加州監管當局10日關閉了矽谷銀行，成為

繼華盛頓互惠公司（Washington Mutual）在2008
年金融危機期間破產以來，最大的銀行倒閉事件
。

矽谷銀行事件使銀行股暴跌，從而令人擔心
，恐將波及全球市場。

矽谷銀行被接管矽谷銀行被接管 母公司申請破產保護母公司申請破產保護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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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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輕鬆便利

隨身電子銀行
 與你同行

www.swnbk.com

如欲了解APP軟件使用更多相關訊息或疑慮查詢,請洽詢銀行各區分行,或電713-771-97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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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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17//20232023

The State Of Texas Takes Over TheThe State Of Texas Takes Over The
Houston Independent School DistrictHouston Independent School District

經過四年的法律訴訟程序之後，徳州教育局今天正式宣布將接
管休斯敦教育學區。 一般認為，這是共和黨控制之州，政府要對地
方教育推動保守之改革計劃。

市長特納認為這次接管行動是
不要的， 他認為會造成家長們
之焦慮。 參議員本第可指稱，
學區委員們之無能和貪腐是應
該由州政府接管來改善， 否則
學區之情況是無法得到改善。
由於州教育局之行動引起了社
會人士及政客們之激烈反對，
大家認為這是共和黨執政和撐
握州議會之政治行徑。
老實說 ，大休斯敦地區許多地
方都是在貧困地區， 財稅收入
相對比較少，因而影響到了學
區之預算經費， 加上治安情況
不佳， 形成了惡性循環。 這裡
居住有許多單親家庭和政府支
助的貧民住宅單位 ，他們每天
都在為生存奔波 ，對孩子教育
相對無法兼顧。

教育是國家建設及未來的根本基石， 我們建議對休斯敦學區進
行大規模之改善來解決這些根本問題， 要減少一些政治口水戰， 孩
童之前途才是最重要， 這也是大休斯敦市民共同之責任。

州政府今起接管休斯敦教育學區州政府今起接管休斯敦教育學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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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韓國總統尹錫悅17日出席在位於
日本東京的日本經濟團體聯合會（經團聯）會
館舉行的韓日商務圓桌會議，就韓日兩國經濟
合作前景同各方廣泛交流，並鼓勵開展尖端產
業合作。

尹錫悅在致辭時呼籲韓日兩國合作應對供
應鏈、氣候變化、尖端科學技術、經濟安全等
各項全球議程。尹錫悅強調，兩國尤其有必要
在數位轉型、晶片、電池、電動汽車等未來尖
端新產業領域展開合作。

據韓聯社報導，尹錫悅還提及提及韓國經
濟團體 「全國經濟人聯合會」（全經聯）前一
天與經團聯宣布創設 「韓日．日韓未來合作基
金」，尹錫悅指出，若年輕一代交流增多，加
深相互理解，擴大務實合作，兩國關係將進一
步鞏固。尹錫悅呼籲兩國財界人士為雙邊關係
發展助上一臂之力，攜手共創新的未來。

全經聯代理會長金秉準致開幕詞時表示，
歡迎韓日兩國時隔 12 年重啟首腦 「穿梭外交
」，同時感謝兩國政府就解除阻礙雙邊經貿交
流的出口限制措施達成協議。全經聯和經團聯
將以韓日關係修復為契機，在供應鏈、人員交
流、共同進軍第三國市場、新型產業等領域擴
大交流合作，為韓日關係面向未來發展及年輕
一代的交流共同付出努力。

經團聯會長十倉雅和也表示，韓日兩國在
產業領域有不少經貿合作課題，此時應為未來
發展著想，凝聚智慧，不斷加強合作。兩國財
界應把握兩國關係修復這一來之不易的機會，
為構建面向未來的雙邊關係奠定基礎。

值得一提的是，這是自2009年6月時任總
統李明博訪日出席韓日經濟人座談會後，韓國
總統時隔 14 年再次出席韓日經濟人活動。韓
國五大企業集團掌門人集體亮相該活動，也是
近20年來的首次。

韓國總統室通過新聞資料表示，為支援兩
國經濟界擴大交流，政府將儘早恢復其間中斷
的財務、產業通商資源、科學技術等經濟領域
的部長級合作管道，加快推進主要合作項目。

當天，韓方有三星電子會長李在鎔、SK
集團會長崔泰源、現代汽車集團會長鄭義宣、
LG集團會長具光謨、樂天集團會長辛東彬等
大企業掌門，以及全經聯代理會長金秉準、中
小企業中央會會長金基文、中堅企業聯合會會
長崔鎮植等經濟團體領導等 12 人出席，日方
有經團聯會長十倉雅和、瑞穗金融集團特別顧
問佐藤康博、三井物產會長安永龍夫、日立製
作所會長東原敏昭等 11 人與會。此前曾有預
測稱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可能出席，不過最終並
未出席。

尹錫悅出席韓日商務圓桌會議
呼籲加強尖端新產業合作

北約擴大有望？ 土耳其終鬆口同意批准芬蘭加入
(本報訊)芬蘭政府花了數月時間，今天終

於讓土耳其總統艾爾段同意啟動批准芬蘭加入
北約的程序。由於北約新成員入會必須獲得所
有成員同意，芬蘭過了土耳其這關，仍要匈牙
利點頭才能正式加入。

俄羅斯去年2月全面入侵烏克蘭後，芬蘭
與瑞典逆轉數十年來的軍事不結盟立場，於去
年5月申請加入北大西洋公約組織（NATO）
。

艾爾段（Recep Tayyip Erdogan）今天與來
訪的芬蘭總統尼尼斯托（Sauli Niinisto）舉行
記者會。艾爾段會中表示，在芬蘭採取具體措
施兌現承諾後，土耳其國會將啟動批准芬蘭加
入北約的程序。

他說，土耳其將持續與瑞典就恐怖主義相
關問題進行討論。瑞典能否成為北約成員，將
直接取決於後續採取的措施。

艾爾段之所以仍不願對瑞典開綠燈，原因
是瑞典拒絕引渡土耳其眼中的非法庫德族團體
及與2016年政變有關的嫌疑人。另有分析認為
，艾爾段遲遲不願對兩國會籍案點頭，多多少
少有在選前藉由對外擺出強硬姿態催票的考量

。
土耳其將於5月14日舉行選舉，當地通貨

膨脹率居高不下，政府處理2月震災的速度也
引發高漲民怨，艾爾段想必有場硬戰，而打擊
庫德恐怖主義是土耳其關注的議題，出這張牌
也能對反對派選民奏效。

「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指
出，整體而言，艾爾段不按牌理出牌所引發的
關注及影響力，很對土耳其選民的胃口。

如今芬蘭比瑞典早一步讓土耳其開綠燈，
尼尼斯托表示，加入北約的過程 「沒有瑞典就
不會完整」，盼能在北約7月高峰會前見到這
兩個國家加入。

匈牙利總理奧班（Viktor Orban）稱支持
兩國申請加入北約，但匈牙利政府在這個議題
上卻進度龜速。匈牙利國會預計下週對芬蘭及
瑞典案進行投票，但似乎可能會再次延後。

歐洲聯盟（EU）去年表決是否對俄羅斯
祭出制裁時，匈牙利即行使否決權以在其他議
題上取得讓步，分析人士認為，奧班似乎也對
北歐兩國加入北約案使出同樣招數。

雖然擁有上億美國的忠實粉絲用戶, 但是
TikTok在卻遭到美國政府與立法機構百般打壓
,現在就連拜登總統都親自出手了, 他已下達指
令, 要求中國短視頻抖音海外版TikTok的中方
必須出售股份以脫離北京母公司，否則將面臨
被禁下場, 這也是拜登政府表達的最明確立場,
早在2020年川普政府首次明令美國禁止下載使
用微信與 TikTok 應用程序時，拜登在一個競
選活動中就曾說過：“我認為中國運營的 Tik-
Tok 可以接觸到超過 1 億美國年輕人，這是一
個真正令人擔憂的問題。”

由於川普對微信與TikTok的禁令被聯邦法
院所阻止, 所以美國政府的隱憂不斷,現在拜登
入主白宮後更是對中國快速崛起充滿惶恐, 官
方處處提防中國, 深怕被滲透, 美國貿易代表戴
琪公開點名指責微信是最大的仿冒盜版品流通
平台，國會也已對TikTok實施更多監管，拜登
也簽署法案，禁止聯邦政府雇員使用TikTok，
原因是擔心中國政府可以獲取美國人的數據,
更由於國會在本月初通過立法特授權總統可以
禁止任何他認為對國家安全構成威脅的外國應
用程式, 因為有了國會的授權背書而給拜登禁
止TikTok的底氣, 所以他才理直氣壯對TikTok
開砍, 問題是他真的下得了重手嗎?

TikTok 是一個備受世界歡迎的社群媒體,
尤其是美國的TikTok年輕人粉絲眾多, 拜登敢
冒犯他們,禁止他們使用嗎? 而且2024年總統大
選在即, 除非拜登不想要年輕人的選票, 他就可

以隨時查禁 TikTok, 否則還是打消禁止的念頭
比較有利於自己的選情 。

此前，川普曾以國家安全為由，簽署一項
行政命令,如 TikTok 不出售給美國公司，就將
禁止它。作為回應，該公司聲稱無法訪問美國
用戶數據，但早些時候洩露的錄音顯示，中國
員工可獲得私人信息，聯邦調查局局長克裡斯
托弗·雷去年11月告訴國會，他的機構擔心中
國政府可能“控制數據收集”以及“數百萬設
備上的軟件”，使它們更容易受到黑客攻擊。

雷表示：“至少從FBI角度來看，我們確
實對TikTok存在國家安全方面的擔憂，其中包
括一種可能性，即中國政府可以利用它來控制
數百萬用戶的數據收集，或者控制推薦算法,如
果他們願意，推薦算法可以用於影響力操作，
或者控制數百萬設備上的軟件，這使得它有機
會在技術上對個人設備造成威脅。”

根據報導，斗音在中國國內主要是教育性
和愛國主義視頻，這些視頻幫助中國年輕人做
好在全球經濟中競爭的準備，或灌輸民族忠誠
。在美國，TikTok上則充斥著令人上癮的舞蹈
視頻和危險的身體挑戰，這些視頻已被證明會
導致年輕人抑鬱和焦慮,被政客形容為“數字芬
太尼”, 所以拜登政府的考量除了是怕美國人
民的個人情資數據被收集外, 他們更擔心的是
怕美國人民被TikTok所推送傳達不利於美國的
資訊洗腦, 所以瞻前顧後,看來TikTok在美國的
處境真的是不妙了!

【李著華觀點 : 踢它走！拜登操刀砍
TikTok 所為何來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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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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瑞士央行和瑞士金融市場監管局
就市場不確定性發表聲明

瑞士國家銀行和瑞士金融市場監督管理局就市場不確定性發表聯合

聲明稱，美國某些銀行的問題不會對瑞士金融市場構成直接蔓延風險。

瑞士信貸滿足對系統重要性銀行的資本和流動性要求。如有必要，瑞士

國家銀行將向瑞信提供流動性支持。

聯合聲明指出，瑞士的監管要求所有銀行保持資本和流動性緩沖，達

到或超過“巴塞爾協議”標準的最低要求。此外，具有系統重要性的銀

行必須滿足更高資本和流動性要求，這樣能夠吸收重大危機和沖擊的負

面影響。

聯合聲明還指出，最近幾天，瑞士信貸的股票交易價值及其債券價值

尤其受到市場反應的影響。瑞士金融市場監督管理局與銀行保持著非常

密切的聯系，並可獲得與監管法相關的所有信息。在此背景下，瑞士金

融市場監督管理局確認瑞士信貸滿足適用於系統重要性銀行的更高資本

和流動性要求。此外，瑞士金融市場監管局和瑞士國家銀行正在密切關

註事態發展，並與瑞士聯邦財政部保持密切聯系，以確保金融穩定。

當天，瑞士股市開盤後不久，瑞士信貸銀行股價下跌至2瑞郎(約合15

元人民幣)，當地時間14時27分跌至1.557瑞郎，較開盤價格下跌30.49%

。最終收盤價格為1.697瑞郎，這已經是該股連續三天下跌。

熱帶氣旋“弗雷迪”持續時間或破紀錄

已致非洲三國逾220人喪生

綜合報導 據外媒報道，截至14日，持續時間可能破紀錄的熱帶氣

旋“弗雷迪”已致馬拉維、莫桑比克和馬達加斯加三國共計220多人喪

生。

據法新社報道，馬拉維政府14日通報稱，“弗雷迪”在該國導致的

遇難人數升至190人，受傷人數達584人，另有37人失蹤。馬拉維全國

近5.9萬人受到災害影響，超1.9萬人流離失所。

馬拉維氣象部門稱，“弗雷迪”仍在該國南部地區引發局部降雨和

大風天氣，預計從當地時間15日晚開始情況會有所緩解。

據美聯社報道，莫桑比克災難管理部門14日報告稱，“弗雷迪”在

該國已致20人喪生。莫中部贊比西亞省有1900棟房屋被毀，仍有數萬人

滯留在避難所或住宿中心。

另據報道，“弗雷迪”導致馬達加斯加17人喪生，上萬人流離失所。

法新社報道稱，“弗雷迪”形成於澳大利亞西北部印度洋海域，於

2月6日得名，在此後的壹個多月時間內抵達馬達加斯加、莫桑比克和馬

拉維。有氣象學家指出，“弗雷迪”橫穿了整個印度洋，上壹次出現此

類罕見情況還是在2000年。

美國《華盛頓郵報》本月7日稱，“弗雷迪”已成為有記錄以來全

球持續時間最長的熱帶氣旋。這項紀錄此前由1994年形成的持續時間為

31天的颶風“約翰”保持。不過，世界氣象組織仍在就確認“弗雷迪”

是否打破紀錄進行討論，因為“弗雷迪”曾減弱至熱帶風暴以下級別，

而熱帶氣旋只有在達到熱帶風暴及以上強度時才能獲得命名資格。

沙伊宣布復交後
聯合國敦促也門沖突各方抓住機會實現和平

綜合報導 沙特阿拉伯和伊朗日前在

北京達成恢復外交關系的協議，給持續

沖突八年的也門帶來了改善局勢的希望

。在這壹背景下，國際社會紛紛呼籲也

門沖突各方把握機會，推動停火與和平

進程。

據消息，聯合國也門問題特使漢斯·

格倫德伯格（Hans Grundberg）當天對安

理會表示，沙伊復交是對話和睦鄰關系的

壹個正面範例，對於中東地區和也門局勢

有著重要意義。他敦促也門沖突各方“抓

住機會”，果斷采取行動實現和平。

格倫德伯格指出，自也門沖突各方

在2022年4月2日達成臨時停火協議以來

，也門總體的軍事局勢保持相對穩定。

但在停火協議於去年10月到期之後，馬

裏布、塔伊茲等前線地區的沖突數量和

強度均有所上升。

他表示，這樣的局勢是脆弱的，

大多數也門人的日常生活仍然伴隨著

沖突，“這印證了我在壹年前所說的

，休戰只能是壹塊鋪路石，我們迫切

需要在這壹成果的基礎上繼續努力，爭

取在也門全國範圍內實現停火，並達成

壹項包容性的政治解決方案，以結束也

門沖突。”

格倫德伯格強調，只有通過更加全

面的辦法，才可能實現和平和可持續的

政治解決。沙特和伊朗在最近達成了恢

復外交關系的協議，這種對話和睦鄰關

系對於中東地區和也門局勢意義重大。

“各方應該要抓住這壹地區和國際趨勢

所提供的機會，采取更果斷的步驟，走

向和平的未來。”

今年3月10日，沙特、伊朗和中國

發表聯合聲明，宣布通過中國主辦主持

的會談，沙特和伊朗在北京達成協議，

同意恢復兩國外交關系，並在兩個月內

重新開放大使館，通過對話和外交解決

兩國之間的分歧。

兩國的和解也給深陷戰亂的也門帶

來了和平的希望。卡塔爾半島電視臺指

出，伊朗和沙特分別在也門沖突中支持

對立的兩方。2014年 9月，與伊朗關系

密切的也門胡塞武裝占領首都薩那，並

在幾個月後推翻了時任總統哈迪。2015

年3月，沙特牽頭成立的多國聯軍對胡

塞武裝發起軍事行動，尋求恢復哈迪政

府的權力。

長達八年的軍事沖突在也門引發了

世界上最大規模的人道主義危機。聯合

國表示，也門3000萬人口中約80%要依

靠援助生活，至少300萬人流離失所。

戰爭還導致也門損失900億美元的經濟

產出，超過60萬人失去工作，58%的人

口生活在極端貧困之中。

不過，隨著沙特和伊朗達成和解協

議，也門沖突雙方開始了新壹輪的接觸

。半島電視臺稱，在沙伊兩國達成協議

的壹天之後，也門政府和胡塞武裝11日

在瑞士日內瓦舉行談判，內容涉及交換

被俘人員。本輪談判由聯合國和紅十字

會國際委員會共同主持。

聯合國表示，這是也門沖突雙方為

落實2018年達成的斯德哥爾摩協議而舉

行的第七輪談判。2018年12月，在聯合

國的斡旋下，也門政府和胡塞武裝在瑞

典斯德哥爾摩達成協議，同意在紅海港

口荷臺達停火並交換共計約1.5萬名被俘

人員。但不久後，雙方互相指責對方破

壞停火協議，換俘工作未能如期進行。

針對當前也門局勢，伊朗常駐聯合

國代表團3月11日指出，沙伊復交會在

雙邊、地區和國際三個層面發揮積極作

用，“伊朗和沙特重新建立政治關系，

將加速也門實現停火，啟動也門人民之

間的談判，並在這個飽受戰爭摧殘的國

家組建壹個包容性的全國政府。”

中國常駐聯合國副代表耿爽15日，

對話談判是解決也門問題的唯壹現實出

路。中方呼籲也門問題有關各方堅持政

治解決的大方向，以也門人民利益為重

，充分展現政治意願，積極相向而行。

國際社會要努力為此營造良好氛圍。

耿爽指出，上周，沙特和伊朗代表

團在北京舉行對話並取得重要成果，宣

布恢復兩國外交關系。這壹成果為當前

動蕩不安的世界提供了利好消息，為促

進地區和平穩定與團結合作註入了積極

因素，希望也能為也門局勢改善創造有

利條件。中方願同國際社會壹道繼續為

解決也門問題、維護中東地區和平穩定

作出不懈努力。

綜合報導 開放獲取的國際

專業學術期刊《BMC 醫學》

(BMC Medicine)3 月 14 日發表

壹篇健康研究論文稱，采用傳

統的地中海式飲食(即富含海鮮

、水果和堅果)與癡呆癥風險下

降相關。與較少采用地中海式

飲食的人相比，更堅持地中海

式飲食的人罹患癡呆癥的風險

最多可低23%。

該論文介紹，飲食可能是癡

呆癥的壹個重要可改變

因素，可以作為疾病預

防和風險降低的幹預目

標，但過去探索地中海

式飲食影響的研究通常

局限於較小的樣本量和

很少的癡呆癥病例。

論文第壹作者、英國紐卡斯

爾大學奧利弗· 香農(Oliver Shan-

non)和同事及合作者壹起，分

析了英國生物樣本庫(UK Bio-

bank)中 60298個個體的數據，

這些樣本人群都完成了飲食評

估。他們用兩個衡量標準評估

了樣本人群對地中海式飲食的

依從程度。在平均9.1年的隨訪

中，出現了882例癡呆癥患者

。他們也將每個個體的癡呆癥

遺傳風險考慮了進來，評估了

研究樣本的多基因風險，這種

方法會評估與癡呆癥風險相關

的多個基因。

論文作者發現，與最不能

堅持地中海式飲食的人相比，

將地中海式飲食執行得最好的

人罹患癡呆癥的風險低23%，

相當於絕對風險降低 0.55%。

癡呆癥的多基因風險與對地中

海式飲食的依從程度之間無明

顯互動，他們認為這可能表明

更堅持地中海式飲食和癡呆癥

風險降低的關聯性，不受個體

癡呆癥遺傳風險的影響。這壹

發現在所有敏感性分析中並不

壹致，因此建議仍需進壹步

的研究以評估飲食和遺傳的

相互作用對癡呆癥風險有何

影響。

論文作者提醒說，他們

的分析僅限於自我報告種族背

景為白人、英國人或愛爾蘭人

的個體，因為可用的只有基於

歐洲血統的遺傳數據，因此還

需在壹系列人群中進行進壹步

研究已確定這種潛在的飲食

益處。他們總結表示，根據

這次研究的數據，包含大量

健康植物性食物的地中海式

飲食或是壹種重要的幹預措

施，可以納入未來降低癡呆

癥風險的策略中。

綜合報導 法國迎來2024年巴黎奧運

會倒計時500天。法國總統馬克龍當天發

表講話稱，法國將作好各項準備。

馬克龍當天會見了巴黎奧組委官員和

贊助商代表，並對參與賽事籌備的工作人

員發表講話。馬克龍表示，未來500天對

於巴黎奧運會來說是至關重要的。

馬克龍強調公眾參與奧運會的重要性

，並指出法國將通過舉辦奧運會的機會發

展體育事業，提高基礎設施水平。他當天

還通過社交媒體提及為了舉辦奧運會對塞

納河進行的清理整治工作，並透露最新壹

期美國《時代》周刊將把相關內容設計為

封面。

巴黎奧運會將於2024年7月26日至8

月 11日舉行。根據巴黎奧組委此前公布

的信息，巴黎奧運會開幕式將在塞納河

河道及沿河區域內舉行，不再局限於體

育場。上萬名運動員將乘坐船只經由塞

納河入場。

馬克龍在講

話中說，他希望

2024年巴黎奧運

會將展現法國最

完美的形象，並

讓法國民眾引以

為榮。

隨著巴黎奧

運會倒計時 500

天的到來，巴黎

奧組委的各項籌

備工作正在緊張有序推進。根據專家分析

，目前奧運場館建設基本符合預期，但巴

黎公交系統可能會面臨巨大挑戰。

巴黎大區公交系統運營負責人警告，

巴黎的公共交通系統在巴黎奧運會開幕式

時可能將無法滿足需求。他要求將開幕式

觀眾人數限制在50萬人以內，如果有更多

觀眾，就將難以為所有人提供公共交通服

務。

法國RMC體育臺發布的民調顯示，大

多數法國民眾關註巴黎奧運會，79%的受

訪者表示會觀看奧運比賽。民調還顯示，

法國柔道運動員特迪· 裏內被多數受訪者

評為最能代表奧運精神的法國運動員。

2024年巴黎奧運會倒計時500天
馬克龍稱法國將作好準備

飲食如何影響健康？
研究稱地中海式飲食與癡呆癥風險降低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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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財政
部長葉倫今天告訴國會議員
，儘管市場對矽谷銀行和
Signature 銀行最近相繼倒閉
感到憂心，但美國銀行體系
依然穩健。不過葉倫也坦承
是有嚴重的蔓延風險。

矽 谷 銀 行 （SV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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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使美國當
局迅速介入以保護存戶。

耶倫對聯邦參議院財政
委 員 會 （Senate Finance

Committee）表
示： 「政府本
週的行動已表
明，我們堅定
確保金融體系
持續強健，儲
戶存款仍是安
全的。」

她 在 國 會
聽證會上說：
「我可以向委

員們保證，我
們的銀行系統是健全的。」
聽證會中還談到美國總統拜
登的最新預算建議。

矽谷銀行原是美國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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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美國財政部、聯邦準備
理事會（Fed）與聯邦存款保
險公司（FDIC）12日提出計

畫，以確保矽谷銀行儲戶可
以提領存款。同時聯準會也
向銀行業提出新的放款工具
，以防矽谷銀行迅速倒閉的
事件重演。

而銀行倒閉疑慮已經蔓
延至歐洲，市場混亂迫使瑞
士 第 2 大 銀 行 瑞 士 信 貸
（Credit Suisse）向瑞士央行
求助。

葉倫談到目前情況時表
示： 「我們感覺有嚴重的蔓
延風險，恐導致許多銀行倒
閉，並再發生擠兌。」

今天會中葉倫被問及矽
谷銀行倒閉背後問題，她說
，矽谷銀行為了滿足流動性
需求，不得不出售預計會持
有到日期屆滿的資產。但由
於利率上揚，包括美國國債
在內的資產已失去市場價值
。

葉倫又說： 「將仔細研
究銀行發生的事情，以及引
發這個問題的原因。」

葉倫：美銀行體系仍穩健 憂心蔓延風險

矽谷銀行母公司申請 「破產保護」 尋求買家接手
（綜合報導）矽谷銀行母公司 「矽谷銀

行金融集團」今天表示，集團已聲請依據美
國破產法第11章的保護規定，在法院監督下
進行重整，為手頭資產尋求買家。矽谷銀行
數天前已遭聯邦監管機構接管。

路透社報導，矽谷銀行金融集團（SVB
Financial Group）在聲請破產保護之前，曾在
3月13日表示，打算為旗下企業研究是否有策
略性替代選項。

據報導，該集團矽谷銀行證券（SVB Se-
curities）和矽谷銀行資本（SVB Capital）及其
普通合夥實體都未涵蓋在破產保護聲請中。

矽谷銀行金融集團表示，打算持續此一
作法，為旗下企業以及其他資產和投資評估
替代性選項。

路透社15日曾報導，矽谷銀行金融集團
正研究，為出售資產爭取破產保護。

加州監管當局10日關閉了矽谷銀行，成
為繼華盛頓互惠公司（Washington Mutual）
在2008年金融危機期間破產以來，最大的銀
行倒閉事件。

矽谷銀行事件使銀行股暴跌，從而令人
擔心，恐將波及全球市場。

台宏邦交剛傳生變台宏邦交剛傳生變 美總統顧問訪宏都拉斯巴拿馬美總統顧問訪宏都拉斯巴拿馬

止血銀行爆雷潮 聯準會已融資3667億應急
（綜合報導）美國當局為舒解矽谷銀行

（SVB）倒閉引發的壓力，聯邦準備理事會
（Fed）已依據12日所公布新的一年期貸款計
畫融資銀行業近120億美元（新台幣3667億元
）。

法新社報導，聯準會今天在聲明中宣布
截至 15 日， 「銀行定期融資計畫」（Bank
Term Funding Program）所有預付款的未償金
額達119億美元。

聯準會12日晚間與財政部和聯邦存款保
險公司（FDIC）公布銀行定期融資計畫，力
保其他銀行不致步上矽谷銀行倒閉後塵。

聲明指出，這項計畫提供額外資金 「以
助確保銀行業有能力應付所有存款人的需求
」。

財政部長葉倫（Janet Yellen）今天在國會
告訴參議員，當局迅速行動以保護矽谷銀行
及另一關門的Signature Bank存款人，也意識
到 「嚴重的蔓延風險」恐引發許多銀行陷入

困境。
矽谷銀行（SVB）揭露鉅額虧損 10 日宣

告倒閉，引爆2008年金融海嘯後最大銀行業
危機。紐約監管機構12日關閉商業銀行Sig-
nature Bank，而設於加州的商業銀行Silvergate
則最先於8日終止運營並清算資產，美國一週
內3家銀行關門。

之 後 以 第 一 共 和 銀 行 （First Republic
Bank）為首的多間地區性銀行股價重挫，存
款戶擔心這些銀行長期財務狀況恐為下一個
地雷而擠兌領款。

在美國銀行（Bank of America）、高盛集
團（Goldman Sachs）和摩根大通集團（JPM-
organ Chase）等 11 家最大型銀行團今天宣布
向第一共和銀行注資300億美元後，市場反應
正面。

銀行團聲明表示，他們的行動反映出對
「這個國家的銀行體系具有信心」。

（綜合報導）美國國務院今天表示，總統拜登的美洲事務
特別顧問陶德將於3月17日到21日前往巴拿馬和宏都拉斯。與
台灣有多年邦誼的宏都拉斯數天前剛宣布尋求與中國建立正式
外交關係。

路透社報導，國務院表示，陶德（Chris Dodd）預定會晤
宏都拉斯官員和私部門代表；在巴拿馬則將與政府官員、金融
界領袖會面，並出席美洲開發銀行（Inter-American Develop-
ment Bank）年度會議。

美國近年一直關注中美洲帶來的移民和安全挑戰，同時重
視貿易和發展優先事項。

曾任聯邦參議員的陶德預定會晤宏都拉斯官員和私部門代
表，在巴拿馬將與政府官員及金融界領袖會面，並出席美洲開
發銀行（Inter-American Development Bank）年度會議。

國務院在聲明中表示： 「這些行程推進了美國在西半球促
進包容性經濟成長、民主、人權和法治的承諾。」

宏都拉斯總統秀瑪菈．卡斯楚（Xiomara Castro，另譯：卡

蕬楚）14日宣布尋求與中國建立外交關係。如果宏都拉斯與台
灣斷交，台灣將僅餘13個邦交國。

宏國外交部長雷依納（Eduardo Enrique Reina）15 日說，
轉向中國的部分原因是宏都拉斯財務問題和債務纏身，包括積
欠台灣6億美元。

美國與台灣雖無正式外交關係，卻是台灣最重要的國際支
持者和武器供應國。



 

10:00am 英語崇拜/國語崇拜/粵語主日學 

11:00am 國語主日學 

11:15am 粵語崇拜/英語主日學 

1:30 pm 中文學校(粵語,國語)(only during school 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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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2023年年22月月2424日傍晚日傍晚，，20232023年第年第9191屆休斯敦牛仔節屆休斯敦牛仔節100100個先遣騎士個先遣騎士Trail RidersTrail Riders駕著十架馬車從方駕著十架馬車從方
圓圓100100英里來到紀念公園營地舉行開幕儀式英里來到紀念公園營地舉行開幕儀式，，拉開為期近一個月的牛仔節序幕拉開為期近一個月的牛仔節序幕。。圖為牛仔節董事會圖為牛仔節董事會
成員上台迎接護旗隊上場牧師祈禱成員上台迎接護旗隊上場牧師祈禱、、背誦美國誓詞背誦美國誓詞、、唱美國國歌唱美國國歌。。

20232023年年22月月2424日上午日上午，，休斯敦市府廣場舉行牛仔節開幕慶典活動休斯敦市府廣場舉行牛仔節開幕慶典活動，，市長特納宣布牛仔節開幕並宣市長特納宣布牛仔節開幕並宣
布當天為得克薩斯日布當天為得克薩斯日。。所有市民鼓勵穿牛仔服所有市民鼓勵穿牛仔服，，帶牛仔帽帶牛仔帽，，突出西部文化和傳承突出西部文化和傳承。。牛仔節牛仔節20232023主主
席席Brady F. CarruthBrady F. Carruth接過賀狀接過賀狀，，CEOCEO兼總裁兼總裁 Chris BolemanChris Boleman率領全體成員及現場的觀眾一道歡慶這一率領全體成員及現場的觀眾一道歡慶這一
有意義的日子有意義的日子。。

20232023年年22月月2525日日，，美南山東同鄉會在中國人活動中心舉行美南山東同鄉會在中國人活動中心舉行20232023年年會新聞發布會年年會新聞發布會。。宣布宣布20232023年年33
月月1919日將在日將在LamBoBallroomLamBoBallroom盛大舉行盛大舉行。。圖為會長孫建義圖為會長孫建義、、永久榮譽會長豐建偉及理事會全體成員永久榮譽會長豐建偉及理事會全體成員
與出席的嘉賓們合影與出席的嘉賓們合影。。

20232023 年年22 月月2525 日日，，CKWCKW雜誌及基金會舉行每年一次的雜誌及基金會舉行每年一次的2020 位改變我們城市最有影響力的人位改變我們城市最有影響力的人((20232023
TopTop 2020 Impact Maker)Impact Maker)表彰大會表彰大會。。主辦人主辦人Connie Kwan WangConnie Kwan Wang與嘉賓哈里斯郡原法官張文華與嘉賓哈里斯郡原法官張文華、、越華超越華超
市董事長孫偉根夫婦一起祝賀當選人市董事長孫偉根夫婦一起祝賀當選人。。

20232023年年22月月2525日日，，中山学关研究会及美南国民党总部特邀德州山姆中山学关研究会及美南国民党总部特邀德州山姆 休士頓休士頓 州立大學政治系副教授州立大學政治系副教授
翁履中主講翁履中主講 「「守護台海和平守護台海和平：：美中對抗下的艱難選擇美中對抗下的艱難選擇」」。。翁履中今年翁履中今年22月初在休士頓成立月初在休士頓成立 「「台海和台海和
平論壇智庫平論壇智庫」」，，在美中台三方关系很有影响力在美中台三方关系很有影响力。。

20232023年年22月月2828日日，，德克薩斯州持續了德克薩斯州持續了9191年的最傳統的節日德州牲畜展暨牛仔節年的最傳統的節日德州牲畜展暨牛仔節
(Houston Livestock Show and Rodeo(Houston Livestock Show and Rodeo™™))正式登場正式登場。。旅居休斯敦的國際著名牡丹書旅居休斯敦的國際著名牡丹書
畫大師江宜橋先生感悟德州牛仔節作為美國西部文化傳承和西方遺產匯聚的世畫大師江宜橋先生感悟德州牛仔節作為美國西部文化傳承和西方遺產匯聚的世
界上最大的牲畜表演和牛仔競技表演界上最大的牲畜表演和牛仔競技表演，，9090年來一直在德克薩斯州提供本地民眾年來一直在德克薩斯州提供本地民眾
和世界各地民眾最好的娛樂和世界各地民眾最好的娛樂、、教育和慈善機會教育和慈善機會，，特別在休斯敦西北特別在休斯敦西北SpringSpring小鎮小鎮
創作創作““牛仔花季牛仔花季 友誼和平友誼和平””盛世牡丹圖盛世牡丹圖，，用東方筆墨渲寫西方盛景用東方筆墨渲寫西方盛景，，蔚為一場蔚為一場
與眾不同的奇觀與眾不同的奇觀。。這幅九尺見方的大作這幅九尺見方的大作““牛仔花季牛仔花季，，友誼和平友誼和平”，”，採用三層構採用三層構
圖技巧圖技巧，，在總體上用一頂孤星藍色牛仔帽在總體上用一頂孤星藍色牛仔帽，，戴在德州地圖形狀的圖案上戴在德州地圖形狀的圖案上，，孤星孤星
州牡丹花開州牡丹花開，，牛仔節眾多圖騰盡在德州地圖的中央牛仔節眾多圖騰盡在德州地圖的中央，，整個畫面春天滿地的鮮花整個畫面春天滿地的鮮花
。。遠遠看去遠遠看去，，一片繁華盛景一片繁華盛景。。

20232023年年22月月2626日日，，達拉斯美中商會在達拉斯美中商會在Legacy WestRenaissance HotelLegacy WestRenaissance Hotel召開第召開第2929年年
年會年會，，喜慶兔年喜慶兔年。。大會主題是大會主題是““後疫情時代的機遇和挑戰後疫情時代的機遇和挑戰”。”。年會歷來是會員年會歷來是會員
們一年一度親切問候們一年一度親切問候，，熱烈交流的平台熱烈交流的平台。。今年的年會更是為會員交流而精心打今年的年會更是為會員交流而精心打
造造。。政商各界超過三百人出席政商各界超過三百人出席。。午餐會午餐會1212點開始點開始。。午餐期間嘉賓主題演講午餐期間嘉賓主題演講，，
Weiwei XieWeiwei Xie主席主席、、HelenDuHelenDu會長成功當選並交接會長成功當選並交接。。圖為超星基金會創始人圖為超星基金會創始人、、世世
界名人網特邀記者劉蘊潔界名人網特邀記者劉蘊潔May LiuMay Liu與美中商會董事合影與美中商會董事合影。。

20232023年年22月月2626日是一個美夢成真的日子日是一個美夢成真的日子，，休斯敦華裔社區最知名的藝術家之一休斯敦華裔社區最知名的藝術家之一
、、北美亞洲國際大舞台總導演陳連紅女士與北美亞洲國際大舞台總導演陳連紅女士與WalkerWalker先生喜結良緣先生喜結良緣、、圓滿成婚圓滿成婚、、
全套儀式在自宅山清水秀的後花園舉行全套儀式在自宅山清水秀的後花園舉行，，中西合璧中西合璧，，天荒地老天荒地老，，永結同心永結同心。。圖圖
為牧師帶領宣誓為牧師帶領宣誓，，新娘新郎攜手新娘新郎攜手，，觀禮嘉賓矚目觀禮嘉賓矚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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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胡同食早餐逛街市 這個特首接地氣
▶李家超16日到北
京老胡同吃早餐，一
嘗老北京味道。

李家超Fb圖片

▼李家超逛菜市場。
李家超Fb圖片

香港特首李家超連日在北京
拜訪中央多個部委機構，但在繁
忙的行程中，仍抽時間貼地走入
尋常百姓生活圈，展現親民風

采。他在社交平台透露，16日早上與香港駐京辦同
事等，到北京老胡同吃早點，他並意猶未盡地請網
民再推介一些北京美食。網民熱情呼應，推介的美
食“榜首”是北京特色小吃“豆汁兒”。這一小吃
是出名的有人愛如珍寶，有人“聞味喪膽”。不過，
“親民特首”李家超16日傍晚與部分在京港媒見面時
採納了這一建議，當着記者面嘗了一口後並說“唔
錯”，更笑言：“沒有你們形容的那麼恐怖。”

嘗糖油餅豆腐腦 感受老北京味道
李家超16日上午的北京行程充滿老北京的氣

息，他透過社交平台表示，感謝香港駐北京辦事處
同事的努力，讓這次各項拜訪活動得以順利進行。
於是16日早他和同事們去老胡同吃早點，“吃一口
糖油餅、豆腐腦，嘗一下老北京的味道。大家還有
什麼北京美食推介嗎？”

不少網民留言向特首推薦自己至愛的老北京地
道美食，截至16日晚在微博熱度最高的推薦評論就
是“豆汁兒”。李家超傍晚與一行在京的香港媒體
記者茶敘時，滿足了網民心願。有記者巧用內地發

達的外賣服務，短時間內就把“豆汁兒”送到特首
面前。

響應網民建議 笑飲“豆汁兒”
不少曾經嘗試過“豆汁兒”的記者為李家超做

充分的心理建設，究竟“豆汁兒”是什麼味兒？李
家超率先“飲咗一啖”說“可以呀”，形容“豆汁
兒”“有少少菜味、少少奶味、少少豆味”，更笑
說：“沒有你們形容的那麼恐怖。”

曾嘗試過“豆汁兒”的記者們說這款味道相對
較淡。被問及會否再喝第二次時，李家超說：“OK
喎，第二次都試，但係你話再濃啲，我就唔知（是
否接受到）啦。”

李家超在特首競選期間到過香港天水圍的天恩
街市，又自爆不時和太太逛街市，並表示在街市感
受到社區的溫情。16日，他在早餐後就逛了逛北京
菜市場，體驗北京人的市井生活。他在社交平台發
帖說自己到附近老胡同逛了逛。據說，胡同裏的這
個菜市場已經開了十幾年，前幾年進行了升級改
造，舊貌換了新顏。“我也順道買了些草莓和大家
分享，一起體驗胡同裏的市井生活！”

兩地不少網民都大讚李家超作風親民、接地
氣，更不吝惜地在他的社交平台留言，大讚他接地
氣。 ◆香港文匯報記者 柴婧、黃書蘭

李家超16日繼續訪問北京行程，拜訪不
同中央部委。上午，李家超先拜訪外交

部，與國務委員兼外長秦剛會面。秦剛表
示，外交部始終支持特區政府依法施政，全
面準確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我們將以習
近平外交思想為指引，繼續支持、指導、協
助香港做好涉港外交工作，堅決維護國家主
權、安全、發展利益，促進香港長期繁榮穩
定。

李家超感謝外交部一直支持特區政府依
法施政，維護“一國兩制”在香港的成功實
踐，和維護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特區政府將
繼續用好話語權，全力反對任何外部勢力干
涉香港內部事務的行徑、反駁任何對“一國
兩制”成功實踐的抹黑和詆毀。

他表示，外交部一直支持香港特區依照
基本法發展對外事務，促進香港對外交往與
合作，亦積極為在海外遇事港人提供協助。
特區政府會繼續與外交部駐港特派員公署保
持緊密聯繫，配合外交部的整體策略，就香
港最新發展情況向海外作出正確解說，說好
香港故事、說好“一國兩制”的故事。

其後，李家超與教育部部長懷進鵬會

面，就推進香港與內地的教育合作交換意見
（見另稿）。

訪公安部共商打擊跨境犯罪
下午，李家超拜訪公安部，與國務委

員、公安部部長王小洪會面，就防範及打擊
跨境犯罪活動，包括販運毒品、非法槍支、
偷渡、黑社會等，以及加強紀律部隊人員培
訓合作等事宜交換意見。

商務部：積極支持港盡早加入RCEP
商務部網站16日發布消息指，王文濤和

李家超於15日會面，雙方就推動兩地經貿交
流合作等議題深入交換了意見。王文濤表
示，習近平主席去年7月視察香港並對香港
未來發展提出四點希望，黨的二十大報告科
學擘畫了“一國兩制”事業發展的宏偉藍
圖，這為我們做好新時代香港工作提供了根
本遵循。

“香港已開啟由治及興的新篇章。”王
文濤表示，商務部將認真貫徹落實習近平主
席關於港澳工作的重要論述和重要指示批示
精神，積極支持香港盡早加入RCEP，扎實

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更好融入國家發展
大局。同時，為恢復和擴大消費，更大力度
吸引和利用外資，商務部將組織“消費提振
年”和“投資中國年”主題系列活動，香港
可以在其中發揮獨特作用。

李家超感謝商務部一直以來的支持。香港
特區政府將與商務部攜手合作，背靠祖國、聯
通世界，不斷提升兩地經貿合作水平，積極拓
展國際交流，保持香港長期繁榮穩定。

李家超17日繼續在北京的行程，拜訪不
同中央部委和機構，並會與在北京的香港青
年交流。

國務委員兼外長秦剛16日在北

京會見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

表示外交部將以習近平外交思想為

指引，繼續支持、指導、協助香港

做好涉港外交工作，堅決維護國家

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促進香港

長期繁榮穩定。國家商務部部長王

文濤15日會見李家超時表示，商務

部將積極支持香港盡早加入RCEP，

扎實推進粵港澳大灣區建設，更好

融入國家發展大局，又表示商務部

將組織“消費提振年”和“投資中

國年”主題系列活動，香港可以在

其中發揮獨特作用。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金文博、朱燁 綜合報道

秦剛：續挺港做好涉港外交工作
李家超續拜訪中央部委 與國務委員兼外長會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金文博）香港特區行政
長官李家超16日拜訪了國家教育部，與部長懷進
鵬會面，就進一步推進內地與香港教育交流合作進
行深入交流。懷進鵬表示，會從三方面支持香港教
育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一是加強兩地師生交
流，二是加強兩地教育合作，三是加強兩地高校協
同創新。李家超感謝教育部對香港教育發展的支
持，特區政府將積極推進兩地教育協作，配合國家
教育及人才發展戰略。

懷進鵬在會面中表示，教育部將深入貫徹落實
黨的二十大精神，從三方面支持香港教育更好融入
國家發展大局，一是加強兩地師生交流，不斷增強
香港青少年的國家意識和愛國精神；二是加強兩地
教育合作，在人才培養、科研合作、合作辦學等方
面不斷開闢新賽道，開創新局面；三是加強兩地高
校協同創新，為加快建設世界重要人才中心和創新
高地提供支撐。李家超感謝教育部一直鼎力支持特
區政府不斷優化教育工作，包括在香港專上院校招收
內地學生和開展內地合作項目，以及為香港師生提供
內地培訓及交流考察等工作提供指導及支持，加深香
港師生對國家發展的認識，提升國民身份認同等。

為國家高質量發展獻力
他表示，香港擁有五所世界百強大學，薈萃優

秀科研人才，研究基礎扎實雄厚，教學質量排名前
列，特區政府將不斷推進內地與香港高等教育協
作，加強兩地學校及師生交流，積極配合國家教育
及人才發展戰略，貢獻國家高質量發展。

蔡若蓮訪北京語言大學
陪同李家超與懷進鵬會面的香港特區政府教育局

局長蔡若蓮，同日下午到訪北京語言大學，與該校人
員就支援非華語學生學習中文及香港學生學習普通話
交換經驗和意見，並與校內師生交流。她指出，以香
港為家的非華語學生需具備一定的中文能力，方能融
入本地社會，在升學和就業方面具備競爭力。15
日，蔡若蓮到訪國家教育部語言文字應用研究所，
了解普通話水平測試的安排及要求。她表示，普通
話是法定國家通用語言，香港的語文教育政策是要提
升學生“兩文三語”的能力；教育局亦鼓勵教師持續
學好普通話，以便利帶領不同的內地交流活動。

蔡若蓮又到訪國家教育部教育考試院，了解其日常公務，
以及在內地承辦各類內地和國際性考試的工作。她表示，在粵
港澳大灣區設立港人子弟學校，讓港人子女修讀香港課程，豐
富其選擇，有助吸引更多港人子女到區內升學，進一步推動兩
地教育合作。教育考試院也就大灣區將以試點形式設立文憑試
考場，便利港人子弟應考，提供不少意見和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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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務委員兼外長秦剛（右）在北京會見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就涉港外交工作交換意
見。 新華社

◆李家超16日上午與國家教育部部長懷進鵬
會面。

▲李家超初次品嘗“豆汁兒”。
視頻截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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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

組建組建中央港澳辦中央港澳辦
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

根據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官網的介紹，1978年8月
13日，中共中央決定成立中央港澳小組協助中央歸

口掌管港澳工作，並決定成立國務院港澳辦公室作為中央
港澳小組的辦事機構。9月13日，國務院發文批准國務院
港澳辦公室的機構設置和人員編制。1993年3月，更名為
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

國務院港澳辦是協助國務院總理辦理港澳事務的辦事
機構，其主要職責分別為：

一、貫徹執行“一國兩制”方針和中央對香港、澳門
的政策規定，執行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澳門特別行政
區基本法。

二、了解香港、澳門的有關情況，提出政策建議。
三、負責與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的有關工作聯

繫。
四、承辦國務院交辦的與香港、澳門有關的法律事

宜，就基本法實施涉及的相關法律問題研究提出意見。
五、負責指導和管理內地與香港、澳門因公往來的有

關事務，協同有關部門和地方推動與香港、澳門在經濟、
科技、文化等領域的交流與合作。

六、參與擬訂對駐香港、澳門中資機構有關管理的政
策，參與內地企業和中資機構在香港、澳門的有關協調工
作。

七、對中央駐香港、澳門機構提出的有關事宜提供意
見、建議和工作協助。

八、承辦國務院交辦的其他事項。

國務院港澳辦保留牌子不再單設
根據新華社刊發的組建《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全

文，組建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為“深化黨中央機構改革”
的第五部分，原文是：“組建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承擔
在貫徹‘一國兩制’方針、落實中央全面管治權、依法治
港治澳、維護國家安全、保障民生福祉、支持港澳融入國
家發展大局等方面的調查研究、統籌協調、督促落實職
責，在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基礎上組建，作為黨中央辦
事機構，保留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牌子。不再保留單設
的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港澳研
究室主任張建指出，新組建的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從機
構性質上看，是從國務院辦事機構轉為中共中央辦事機
構，工作範疇進一步擴大，職能有所提升。“一系列港
澳工作直接在中央領導下開展，強化了黨中央對港澳工
作的集中統一領導。”

這位專家指出，港澳工作體制機制改革是推進國家治
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內在要求。中央加強對港澳工
作的領導，推進港澳工作體制機制的改革，有利於中央從
戰略和全局出發落實“一國兩制”，做好港澳工作。

改革方案透露，組建的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主要承擔
落實中央全面管治權等六方面的“調查研究、統籌協調、
督促落實”三項主要職責。專家指出，這些方面工作一直
都要做，也是未來中央對港澳工作集中統一領導的方向和
主要任務。

優化改革港澳工作領導體制
張建指出，香港回歸以來的實踐，特別是近年來通過

採取制定實施香港國家安全法、落實“愛國者治港”原則
和完善香港選舉制度等一系列標本兼治的舉措，推動香港
由亂到治並向由治及興的轉變的實踐，充分表明不斷適應
形勢發展和工作需要優化改革港澳工作領導體制，才能確
保黨對“一國兩制”事業的有力領導，才能確保“一國兩
制”實踐行穩致遠。“堅持黨的領導是中國共產黨百年奮
鬥歷史經驗最為核心的內容。”

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黨和國家機構改

革方案》，包括宣布在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

基礎上組建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承擔在貫徹

“一國兩制”方針、落實中央全面管治權、依

法治港治澳、維護國家安全、保障民生福祉、

支持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等方面的調查研

究、統籌協調、督促落實職責，在國務院港澳

事務辦公室基礎上組建，作為黨中央辦事機

構，保留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牌子。不再保

留單設的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國務院港澳

辦、港澳兩個特區的行政長官，香港、澳門中

聯辦，駐港國家安全公署分別發表聲明回應，

表示堅決擁護、支持。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馬靜 綜合報道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特區政府新聞
處16日發出新聞稿表示，就中共中央、
國務院印發《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
案》，並明確在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
基礎上組建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香港
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代表香港特別行政
區表示堅決擁護和支持，並感謝中央對
香港的深切關懷和對“一國兩制”實踐
的高度重視。

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承擔在貫徹
“一國兩制”方針、落實中央全面管治
權、依法治港治澳、維護國家安全、保
障民生福祉、支持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
局等方面的調查研究、統籌協調、督促

落實職責，在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基
礎上組建，作為黨中央辦事機構，保留
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牌子。

李家超說，習近平總書記在二十大
報告指出，“一國兩制”是中國特色社
會主義的偉大創舉，是香港、澳門回歸
後保持長期繁榮穩定的最佳制度安排，
必須長期堅持。

他認為，在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
化國家的新時代新征程上，這次中央對
港澳工作機構的改革充分彰顯中央全面
準確、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方
針，為“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奠下
更堅實的基礎。

李家超表示，中央從來都是為香港
好，為香港市民好。他會帶領香港特區
與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保持有效溝通，
以履行行政長官的職責，讓中央全面了
解和掌握香港特區的狀況，確保“一國
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
針在香港特區成功實踐。特區政府會堅
持依法治港，維護國家安全，落實“愛
國者治港”，全力發展經濟、改善民
生，利用好“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
獨特優勢，更積極主動對接國家戰略，
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確保香港長期
繁榮穩定，為國家強國建設、為中華民
族偉大復興作出貢獻。

李家超：為“一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奠更堅實基礎

香港文匯報訊 澳門特區政府新聞局
16日發出新聞稿表示，近日，中共中央、
國務院印發《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
其中明確在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基礎上
組建中央港澳工作辦公室，承擔在貫徹
“一國兩制”方針、落實中央全面管治
權、依法治港治澳、維護國家安全、保障
民生福祉、支持港澳融入國家發展大局等
方面的調查研究、統籌協調、督促落實職
責。澳門特區行政長官賀一誠代表澳門特
區政府對此表示堅決擁護和支持。

賀一誠衷心感謝中央對港澳“一國
兩制”實踐的重視和關懷。習近平主席
深刻指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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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針，堅持
依法治港治澳，支持香港、澳門特區發
展經濟、改善民生，更好融入國家發展
大局。本次改革進一步加強了中央對港
澳工作的集中統一領導，充分體現了中
央堅持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方
針，必將有力保障“一國兩制”行穩致
遠。

賀一誠表示，調整完善中央港澳工作
領導體制，加強中央對港澳工作的集中統
一領導，必將有利於進一步全面準確、堅
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方針；有利於進
一步堅持落實中央全面管治權和保障特區
高度自治權相統一；有利於進一步堅定落
實“愛國者治澳”原則；有利於進一步堅

持依法治澳；有利於進一步發揮澳門的優
勢和特點；有利於進一步支持澳門發展經
濟、改善民生、破解經濟社會發展中的深
層次矛盾和問題；有利於進一步構建更廣
泛的國內外支持“一國兩制”的統一戰
線。中央對港澳工作機構的改革，必定會
令“一國兩制”執行得更好、實施得更
好，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更好發揮作
用。

澳門特區將在中央的領導和支持下，
按照二十大和全國兩會的戰略部署，全面
準確、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制”方針，
確保澳門經濟社會長期繁榮穩定，為具有
澳門特色的“一國兩制”成功實踐行穩致
遠作出新的貢獻。

賀一誠：有利於準確堅定貫徹“一國兩制”方針

◆中共中央、國務院印發《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包括宣布在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基礎上組建中央
港澳工作辦公室。圖為國務院港澳辦。 資料圖片

承擔在貫徹
“一國兩制”方
針、落實中央全
面管治權、依法
治港治澳、維護
國家安全、保障
民生福祉、支持
港澳融入國家發
展大局等方面的
調查研究、統籌
協調、督促落實
職責

中
央
港
澳
工
作
辦
公
室
職
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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橋社新聞

休城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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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國際(男神)吳彥祖、奧斯卡影視後楊紫瓊座客子天訪錄
國際巨星吳彥祖協新劇國際巨星吳彥祖協新劇American born ChineseAmerican born Chinese 來到奧斯丁來到奧斯丁SxswSxsw接受接受
了美南新聞主播子天的專訪了美南新聞主播子天的專訪 ！！剛獲得奧斯卡的楊紫瓊也有參與此劇剛獲得奧斯卡的楊紫瓊也有參與此劇
，，飾演觀音菩薩飾演觀音菩薩！！恭喜楊紫瓊榮登奧斯卡影后恭喜楊紫瓊榮登奧斯卡影后！！亞洲第一人亞洲第一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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掃二維碼 
關注    微信公眾號<牛頭牌北美>，更多美味食譜喔！

咖 哩 鮮 蝦 豆 腐 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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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olden Creamy Tofu Stew with Shrimp
食材
◆7盎司 蝦仁
◆7盎司 嫩豆腐
◆7盎司 白玉菇
◆14盎司 去皮南瓜
◆1顆 洋蔥，切末
◆1根 辣椒，切圈
做法
(1)南瓜切塊、蒸熟後壓成泥。(2)熱鍋後放入牛頭牌咖哩炒醬、洋蔥末和蔥白，以中大
火拌炒至香。(3)放入南瓜泥、辣椒、白玉菇、豆腐和高湯，湯滾後轉小火煨煮15-20
分鐘或至豆腐吸收味道，期間要不定時攪拌。(4)放入蝦仁煮至變色，可加鹽調味。
慢慢倒入芡汁並不段攪拌，直至達到個人喜好的濃稠度。(5)撒上蔥花裝飾即可享用。

◆3根 蔥，蔥白切小段、蔥綠切花
◆4大匙 牛頭牌咖哩炒醬
◆1杯 高湯
◆鹽，調味用
〔芡汁〕
◆玉米粉以1:1的比例對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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