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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巴黎17日綜合外電報導）經濟合
作暨發展組織（OECD）今天調升今年全球經濟
成長預測至 2.6%，因通貨膨脹情勢緩和及中國
從COVID-19疫情解封。但OECD提醒經濟仍
存在一些弱點，從近期美國銀行業動盪可見。

法新社報導，儘管 OECD 將今年全球經濟
成長率預測由去年11月的預測值2.2%調高，但
仍然不及去年的成長率3.2%。

OECD 發布最新中期經濟展望報告，標題
是 「脆弱的復甦」。報告中說： 「現在有更多正

面跡象開始出現。企業與消費者的信心開始改善
，糧食與能源價格回落，中國也全面重新開放。
」但 「展望的改善仍然脆弱」。

OECD 表示： 「風險某程度上已經變得較
為平衡，但依舊偏向走下坡。」風險包括俄烏戰
爭發展的不確定性、能源市場可能再度承受壓力
，以及利率調升帶來的衝擊。

世界各國中央銀行已經連番升息，以平息數
十年來最火熱的通貨膨脹。但金融市場擔憂，借
貸成本節節攀高，恐怕會將各國經濟推落衰退。

OECD 指出， 「銀行業的一些部
分已經開始出現貨幣政策緊縮帶來衝擊
的跡象，例如在美國的地方銀行」。

「利率升高對經濟成長帶來的效應
，可能比預期強烈，尤其當升息若暴露
出潛在的金融弱點。」

美國矽谷銀行（Silicon Valley Bank
，SVB）上週倒閉，便被認為與貨幣政
策緊縮有關。該行因出售持有債券而虧
損18億美元，引發連串效應致使財務崩潰。其

債券虧損，正是由於利率升高造成債券價格重挫
。

OECDOECD調高今年全球經濟成長預測調高今年全球經濟成長預測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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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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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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wo Mexican business comunity leaders Juan and Martin Benitez came to visited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yesterday presented to Us the latest situation of invest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and
invited us to visit in early May of this year.

It has been more than 20 years since the establishment of ITC we have held countless business
event and many oversea trade mission

Mexico is our neighbor we can drive from Houston within 6 hours will reach the border. It is the
largest trade partner of Texas. Many enterprises have set up and invested in various types of
enterprises.

Our goal is to negotiate with local government to set up an industrial park for those business from
Asia can move to Mexico . It still has very cheap labor and low cost of land to expand. The only
concerned is security issue how to prevent crime in the area.

We are so grateful for the invitation from Mexican business leaders We hope the trade mission will
open up new opportunity for all of us at ITC . 0303//1717//20232023

Mexico We are comingMexico We are coming

由兩位墨西哥企業及政界領袖代表週三下午前來美南新
聞總部推廣說明到墨西哥投資創業之最新近況，並邀請工商
界人士於五月初前往實地考察。

美南國際貿易中心成立迄今已超過二十年，我們曾經舉
辦過無數次之商業盛會及考察行程，由於疫情逐漸消失，我
們已經策劃今年多次之各國商業考察活動。

墨西哥是美國之近隣，從休斯敦駕車可以在五個半小時
內抵達墨西哥邊境，它也是德州最大的貿易伙伴，有鋻於兩
國緊密之關係，許多企業紛紛南下設厰投資各型企業。

我們希望和墨西哥政府洽談合作成立大型工業開發區，
可以把亞洲許多工商製造業遷移至該國，而大部份之市場仍
然是美國和加拿大。

這個工業區有許多優點，其中包括美墨兩國有非常發達
之陸鐵路，一天之內即可到達美加地區。墨西哥仍然有非常
廉價之勞工及低廉之土地和建築成本，如果經過政府之協助，可以得到法律之保障，唯一顧慮的是治安問
題，必須做好嚴緊之防犯工作。

我們非常感謝墨西哥工商領袖人士之邀約，希望我們此行能為大家打開一條投資之路。

我們正籌劃走進墨西哥之南向政策我們正籌劃走進墨西哥之南向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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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對巫術和政治掛鉤反對巫術和政治掛鉤！！尹錫悅訪日鬧烏龍尹錫悅訪日鬧烏龍
韓國警方突擊搜查總統府韓國警方突擊搜查總統府

（綜合報導）韓國總統尹錫悅於16日訪問日本，並於當天會見了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正常的
出訪活動本沒有什麼好說的，不過尹錫悅出訪日本時的一個插曲再次引起了爭議。

環球網援引朝鮮日報的消息稱，在日方舉行的歡迎儀式上，尹錫悅和岸田文雄身後各自立著
韓國和日本的國旗，隨後二人並排從儀仗隊面前走過，並向儀仗隊舉著的雙方國旗鞠。問題就出
在這，本來尹錫悅和岸田文雄是同時向雙方國旗鞠躬，但是由於角度的原因，當時的電視轉播畫
面只能看到日本的國旗，所以當韓國KBS電視台播放這一畫面時解說稱，“尹錫悅總統只向日本
國旗鞠躬”。

這一幕迅速在社交媒體上傳播開來，韓國國內的輿論對尹錫悅展開了強烈的批評，稱其行為
“難以忍受”，“讓人啼笑皆非”。不過，很快KBS就對自己引發外界誤解的解說道歉，稱尹錫
悅並不是專門對日本國旗鞠躬，而是當時畫面上只看到了日本國旗，對由此產生的混淆向公眾致
歉。

事後看來，外界和韓國民眾的確是冤枉了尹錫悅，純粹就是一個烏龍事件。無論是日方有意
為之，還是轉播和解說人員的疏忽大意，此次事件對於尹錫悅在韓國民眾心中的形象無疑還是減
分的，尹錫悅本人估計會感到十分委屈。然而跳出事件之外，尹錫悅的確也該反思一下自己上任
之後的所作所為，韓國民眾對他的失望並非一日之功。

幾乎就在同一時間，還傳來了對尹錫悅的另一個不利消息。韓媒的消息稱，尹錫悅訪問日本
的同時，韓國警方國防部實施了突擊搜查，具體原因不明。但有坊間小道消息透露，尹錫悅上任
伊始，就把總統府從原來的青瓦台遷到了現在的國防部大樓，就是因為尹錫悅迷信占卜巫術，不
希望“青瓦台魔咒”在自己身上應驗。

普通人有類似想法很正常，但作為一國總統，把迷信當做自己的行為指導，顯然是不合適的
，韓國警方此次發起突擊調查，很可能就是為了調查相關情況是否屬實。據悉，韓國警方不僅查
到了大量車輛進出國防部的記錄，還調出了總統府的全部監控錄像。事實究竟如何，不久之後自
會清楚。

有關尹錫悅迷信巫術的傳聞，並非是第一次出現。早在他參選韓國總統的時候，就有人拍到
其手中寫了一個“王”字。韓國宗教派別很多，當地民間確實有這樣的說法，在手中寫“王”有
助於超常發揮。有韓國媒體進一步深挖，說尹錫悅在競選時的狀態也很不尋常，額頭眉毛都不自
然，像是被刻意設計後有意為之。針對這些說法，當時尹錫悅就表示了否認，但相關傳聞並沒有
中斷。

有關向日本國旗鞠躬的事情，外界已經冤枉了尹錫悅，因此，對於迷信巫術之類的傳聞，雖
然聽起來不像是空穴來風，但目前並沒有得到證實，我們也不好下判定，韓國警方和調查部門自
有結論。不過，韓國民眾的懷疑也是可以理解的，身為一國總統，如果把巫術和政治掛鉤，對國
家和民眾無疑都是無益的，甚至可能釀成災難。

因費用問題因費用問題 推特已不再推特已不再
繼續推進音樂授權相關業務繼續推進音樂授權相關業務

（綜合報導）據八名知情人士透露，推特曾嘗試從三家主要唱片公司獲得音樂版權授權，但在馬
斯克收購該公司後，談判陷入停滯。

推特盡量避免簽署音樂版權協議，該協議要求社交媒體公司在用戶發布或播放帶有歌曲的內容時
向版權所有者進行補償。

這些授權費用各不相同，但對於成名社交媒體平台來說，每年的費用可能遠遠超過1億美元。
推特的五名前員工說，由於成本問題，推特放棄了授權協議。
據悉，推特是最後一批沒有音樂授權協議的大型社交媒體平台之一，Facebook、Instagram等知

名社交媒體都達成了音樂版權協議。



德國召開閉門內閣會議
朔爾茨與馮德萊恩強調提高歐洲競爭力

綜合報導 德國聯邦政府召開為期兩天的閉門內閣會議。德國聯邦

總理朔爾茨在首日會議結束後與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壹起召開記者

會，強調提高歐洲競爭力的重要性。

據朔爾茨介紹，德國正處於巨變時期，所以此次內閣會議重點聚焦

如何在十年內推動工業和經濟的現代化進程。據他透露，與會人員當天

討論了如何長期保持歐洲的競爭力、怎樣作為地緣政治的參與者更好地

發揮出應有的作用等話題。朔爾茨認為，歐洲眼下正面臨重重危機，當

務之急是阻止人類導致的氣候變化進程。

馮德萊恩同樣表示，共同應對氣候變暖至關重要。她指出，歐洲企

業的能源支出很高，要想提高自身競爭力和保持在綠色科技方面的領先

地位，就必須不斷優化框架條件。對於美國的《通脹削減法案》，在馮

德萊恩看來，其明確服務於“購買美國產品”的宗旨給歐洲造成了壹定

困難。按照馮德萊恩的說法，當天的會議明確了必須與美國就此展開談

判，確保歐洲的汽車企業在美國享有同樣的稅收優惠待遇，以及加強歐

洲對清潔科技的投資等內容。

英國公布新《科學技術框架》
旨在促進創新

英國政府公布新的《科學技術框架》，並表示將同時采取壹系列新

措施，投入3.7億英鎊(1英鎊約合1.2美元)支持資金，促進創新投資，吸

引世界上最優秀人才。

英國政府當天發布公報說，《科學技術框架》確定了5項關鍵技術組

合，包括人工智能、工程生物學、未來通信、半導體和量子技術，將通

過10項關鍵行動在10年內將英國置於科技前沿地位。10項關鍵行動包

括通過戰略性國際參與、外交和夥伴關系塑造全球科技格局；為創新科

技初創企業提供融資；在國內外展示英國的科技實力和雄心，以吸引人

才、投資並提升英國的全球影響力等。

英國政府在公報中說，將利用超過3.7億英鎊的新政府基金推動基礎

設施、投資和技能發展，以促進從量子技術、超級計算到人工智能等英

國“最令人興奮的”新興技術發展。

新基金用於支持初步壹攬子計劃，包括：鞏固英國在人工智能、量子

技術和工程生物學領域的全球領先地位，從而幫助壹系列相關行業應對

氣候變化和醫療保健等全球最大挑戰；促進私營企業和慈善機構對科學

的共同投資，以推動未來科學發現；為人工智能研究人員創建數百個新

博士學位，在全球尋找下壹代人工智能領導者到英國開展研究；為世界

壹流實驗室提供資金，使英國研究人員能獲得所需的最好實驗室和設備

，開展世界壹流的科學研究；向英國創新和科學種子基金增資，以培育

“下壹個蘋果、谷歌或特斯拉”；支持美國量子公司PsiQuantum在英國

西北部達斯伯裏建立量子計算研究中心；建立壹個百億億次級超級計算

機設施等。

公報指出，在此過程中，政府將為行業創新和世界領先的科學研究創

造合適的條件，提供未來的高薪工作機會，推動前沿行業經濟發展，並

從醫療到安保等多方面改善人們的生活。

法英領導人就打擊英吉利海峽非法移民問題

達成新共識
綜合報導 法國總統馬克龍

與英國首相蘇納克在巴黎就打

擊英吉利海峽非法移民問題達

成新共識。

第36屆法英峰會當天在巴

黎舉行，此次峰會為期壹天，

馬克龍與蘇納克及法英兩國高

級別官員與會。會議重點討論

了打擊英吉利海峽非法移民問

題。

根據法英雙方當晚分別公布

的峰會聲明文本，英國將在未

來三年對法國增加資助，總額

將達5.41億歐元，使法國在英

吉利海峽的海岸沿線部署數百

名執法人員，阻止非法移民從

法國北部穿越英吉利海峽到英

國。此外，法國還將建立壹個

新的拘留中心，並投入更多無

人機和其他監控技術。

聲明中對未來三年英國的

相關資助作出較為明確的部署

：第壹年度為1.41億歐元，第

二年度為1.91億歐元，第三年

度為2.09億歐元，從而顯示資

助金額的逐年增加。

在峰會結束後的記者會上

，蘇納克強調非法移民問題是

英法兩國共同面臨的挑戰，並

表示現在取得了比以往任何時

候都要多的共識。馬克龍也認

同解決非法移民問題的必要性

，但他同時明確指出非法移民

問題在歐洲具有普遍性，不僅

僅是法英兩國所面臨的問題，

而應被視為歐盟議題。

馬克龍與蘇納克均表示，

法英兩國將協調打擊非法移

民的相關行動，采取措施應

對與非法移民相關的有組織

犯罪。

本次法英峰會還討論了烏

克蘭問題、能源安全、打擊

網絡犯罪和恐怖主義、經濟

社會發展議題及其他全球與

地區性議題。馬克龍表示峰會

的舉行標誌著法英關系“新的

開始”。

英國電價飆升
家用太陽能電池板熱銷

綜合報導 近日，據消息，能源價格

高企導致英國國內電價持續飆升，今年1

月的電價同比漲幅達到67%。為降低生

活成本，越來越多的英國家庭開始轉向

太陽能發電。與2021年相比，2022年英

國國內太陽能發電設備的安裝量翻了壹

番。僅今年1月，就新增了1.5萬套家用

太陽能設備，為2016年以來的月度最高

水平。

英國國家統計局的數據顯示，今年1

月，英國的電價已經較去年同期上漲了

67%。與此同時，負責太陽能安裝標準

組織“微型發電認證計劃”（MCS）公

布的數據顯示，去年英國太陽能電池板

安裝量比前年翻了壹番。

在去年 12月，倫敦北部小鎮的業

主庫米· 瑟魯謝爾瓦姆（Kumi Thiruchel-

vam）加入了太陽能用戶大軍。據瑟魯

謝爾瓦姆介紹，發電裝置的安裝費用在

12000 到 13000 英 鎊 （ 約 合 人 民 幣

99642.59~107946.14元）之間，花了他相

當大的壹筆積蓄。但他表示，在能源價

格激增之際，這項投資對他來說是常識

性的。

“我們經歷了世界各地能源價格的

飆升，然後由於使用電動汽車等原因，

我們也增加了家裏的電力消耗，”他介

紹道。

瑟魯謝爾瓦姆的家庭擁有壹棟大房

子和至少三輛電動車，因此他們的用電

量每年約12,000千瓦時，高於普通家庭

的用量。而目前，家裏大約三分之二的

電能由太陽能電池板提供。

這些太陽能發電裝置來自於Otovo，

壹家最近進入英國市場的挪威公司。該

公司還推出了壹款手機應用，讓用戶能

夠輕松獲取閣樓上安裝的逆變器的數據

，監測自家光伏裝置產生的電力

據介紹，逆變器的作用是將太陽能

電池板產生的直流電變為交流電，以便

為屋內的電器安全供電。與此同時，該

裝置還能與電網通信並監測所產生的電

力。

“盡管英國今天的天氣不太好，而

且人們普遍認為英國氣候多雲，但實際

上，這裏是歐洲光能產量非常高的國家

之壹，”Otovo英國區域總經理吉娜· 權

（Jina Kwon）介紹道，“我們的太陽能

發電量與德國、法國和西班牙的許多地

方相當，因此，在英國有相當充足的陽

光供消費者利用。”

僅今年1月份，英國電網就新增了

近1.5萬個太陽能裝置，增幅高於2016年

以來的任何壹個月。

對此，英國市場調研公司Cornwall

Insight的資產、基礎設施和網絡主管湯

姆· 福克納（Tom Faulkner）表示，太陽

能市場在過去幾年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

，不斷上漲的電力成本推動了光伏設備

的安裝。

“從家庭的角度來看，能源或電力

的成本非常高，”福克納介紹道，“雖

然有適當的計劃來保護他們免受實際成

本的影響，但對普通家庭來說，每年

2500英鎊（約合人民幣20775元）的電費

仍然是歷史最高記錄。”

德媒：德國將首次派陸軍參加亞太軍演
綜合報導 德國外交政策網站報道稱

，德國聯邦國防軍正準備派遣陸軍參加亞

太地區的壹次重大演習。據德國軍方稱，

今年夏天，壹個陸軍步兵連將“與海軍營

和空軍的部隊壹起”，首次被派往澳大利

亞參加“護身軍刀2023”軍事演習。演習

區域包括澳大利亞昆士蘭州的部分地區和

珊瑚海部分海域。在過去的兩年裏，德國

聯邦國防軍已經派遣部隊參加了亞太地區

的軍事演習：2021年8月至2022年2月派

遣了“巴伐利亞”號護衛艦，2022年夏天

派遣了德國空軍的飛機。

自2005年起，澳大利亞和美國軍隊每

兩年聯合舉行壹次“護身軍刀”演習，兩

國陸海空三軍定期參加。此外，還有其他

國家的軍隊參與其中。過去曾出現多次抗

議活動，因為該演習有可能破壞大堡礁。

兩年前，7個國家的約1.7萬名軍人參加了

演習。

2023 年，德國將首次參加“護身軍

刀”演習。據澳大利亞軍方稱，該演習定

於7月21日至8月4日舉行。德國聯邦國防

軍稱，“除了來自海軍和空軍的部隊之外

……還有來自陸軍的壹個步兵連”將被派

往澳大利亞參加演

習，他們將“在壹

個大型澳大利亞聯

隊的領導下，在壹

個具有挑戰性的場

景中開展空中機動

行動”。除了日本

、韓國、印度尼西

亞和法國，美國動

員了三個太平洋島

國——巴布亞新幾

內亞、斐濟和湯加

——參加“護身軍

刀2023”演習。

報道稱，通過

參加“護身軍刀2023”演習，德國聯邦國

防軍正在進壹步擴大其在亞太地區的影響

力。“巴伐利亞”號護衛艦開了個頭。它

於2021年8月開始了亞太航行，訪問了澳

大利亞、日本和包括關島在內的幾個太平

洋島嶼，直到2022年 2月回國。2022年 6

月，德國海軍總監揚· 克裏斯蒂安· 卡克宣

布，在接下來的壹年裏，德國海軍將首次

向太平洋派遣壹支小型艦隊。

去年，德國空軍也首次參加了亞太地

區的軍事演習。2022年8月，德國空軍派

出了13架飛機——戰鬥機、運輸機和加油

機——首先前往澳大利亞參加“漆黑”和

“卡卡杜”大型軍事演習。隨後，幾架德

國“歐洲戰鬥機”前往新加坡、日本和韓

國參加演習。德國空軍總監英戈· 格哈茨

當時解釋說，整個調動行動絕對可以理解

為“實力展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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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寧可挨餓也不要這筆錢！”
韓國數百人聲討“屈辱外交”
“我寧可挨餓，也不接受這筆錢！”

壹位90多歲的老人在韓國政府公布日

本二戰時期強征勞工受害者賠償方案

後憤怒地說道。韓國設立基金為日企

代付賠償的做法激怒了當年的受害者

及國內民眾，數百人集會聲討韓式

“屈辱外交”。

韓國人“聲討屈辱外交”“讓日本
道歉”

日本當年欠下的債，為什麼要韓國

代償？很多韓國民眾對政府的這壹做法

表達了強烈的不滿。

按照韓國政府公布的解決方案，韓

方將設立公共賠償基金，代替被告日企

支付日本二戰時期強征勞工受害者的賠

償金和利息，日本政府和企業在韓國壹

番操作下成功“隱身”了。

韓國外交部長官樸振只是在新聞發

布會弱弱地表示，“希望日本企業能夠

自願為基金捐款”。

面對如此“屈辱的姿態”，韓國國

內這兩日的抗議聲不斷。

韓國公民團體聚集在首爾市中心的外

交部大樓外，要求撤回該提案。韓國在野

黨議員和原告等7日又在首爾國會議事堂

前舉行了抗議集會，要求“日本道歉”。

多個市民團體參加了的集會，數百

人高喊“聲討屈辱外交”的口號。兩位

90歲以上的高齡受害者也坐輪椅參與了

集會。

受害者之壹、94歲的楊金德在接受

《紐約時報》采訪時說道：“我寧可挨

餓，也不接受這筆錢。”他說自己之所

以拒絕賠償，是因為這筆錢並非出自日

方。

韓國民族問題研究所對外合作室

室長金永煥在接受《韓民族日報》采

訪時表示，“尹錫悅政權無視受害者

為恢復人權和尊嚴而進行的鬥爭，倒轉

歷史時鐘”。

金永煥還發問道：“我想問壹下踐

踏強征勞工受害者人權的韓美日軍事合

作，到底是為了誰？”

《韓民族日報》稱，有受害者甚至

痛批，這份方案還不如2015年《韓日慰

安婦問題協議》的“外交慘案”。

民怨四起，韓政府為何壹意孤行？
韓日在日本二戰時期強征勞工問題

上的矛盾由來已久，韓國政府為何此時

不顧民意，推出如此傷害民眾情感的解

決方案？

美國斯坦福大學國際政策講師Dan-

iel Sneider在接受《紐約時報》采訪時表

示，在這個方案裏“韓方比日方付出得

多得多”，日本政府並沒有做到其應做

的事情來彌合雙方的分歧。

《紐約時報》進壹步分析稱，韓國

在要求日方賠償壹事上態度的軟化，暗

示韓日雙邊關系的改善是當前兩國政府

的優先事項。

韓國總統尹錫悅在龍山總統府主持

國務會議時表示，政府提出的方案是努

力尋求符合韓日兩國共同利益和未來發

展方向的結果。

美聯社認為，這壹方案反映了尹錫

悅著力推動修復與日本的關系，加強韓

、日、美之間的安全合作。

“犧牲”民意換取同日本關系的緩

和，韓國此舉背後不僅僅是自身的訴求

。身為韓日最親密盟友的美國政府，壹

直在督促兩國和解。

美國總統拜登第壹時間對韓方賠

償方案表示了歡迎，稱這是美國兩個

最為親近的盟友“具有突破性的合作

新篇章”。

美國駐韓國大使菲利普· 戈德堡也適

時發表聲明，稱該協議“反映了尹錫悅

總統的奉獻和巨大決心”。

80萬新生兒創新低，日首相顧問：若不設法提高出生率，日本將消失

日本首相輔佐官森雅子日前接受采訪時表示，

如果日本不出手提高出生率，可能會破壞社會保障

網絡和經濟，這個國家有朝壹日將不復存在。據報

道，森雅子於接受采訪時表示，日本患上了出生率

迅速下降的“重大疾病”，為了控制人口下降的速

度，應該推進女性工作方式的改革。

應讓女性兼顧工作和家庭
“最重要的是（讓女性）能兼顧工作、家務和

育兒。”森雅子稱，日本在昭和時代建立了“男人

在外工作、女人照顧家庭”的社會模式，讓日本在

戰後經濟復蘇過程中，壹度躋身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但同時也讓女性能夠邊工作邊育兒的整體環境變

得滯後。森雅子認為，正因為政府針對少子化和女

性事務分別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因此才難以達到理

想的效果。

同時，地方人口向東京流動也是整體人口減少

的壹大因素。她認為：“越來越多的年輕女性從出

生率相對較高的地區來到出生率較低的東京，進入

壹個‘地獄’般的地方，導致人口下降。”

此外，女性工作缺乏穩定性也是導致少子化的

原因。受疫情影響嚴重的餐飲業女性較多，隨疫情

成長起來的IT行業和法律行業中女性較少。她希望

政府的再學習援助計劃能夠幫助女性改變意識，讓

她們勇敢向前、努力改變自己。

日本社會彌漫強烈危機感
“森雅子的警告並非空穴來風，展示了日本政

界對少子化和老齡化嚴峻事態的強烈危機感，包括

對長期的日本結構和國力不斷走向衰退的擔心。”

黑龍江省社會科學院東北亞研究所研究員笪誌剛在

接受《環球時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少子化不僅

將嚴重影響國家的人口結構，也對日本現有經濟規

模和勞動生產力造成巨大沖擊，直接影響人口過疏

地區逐漸走向消亡。”

“少子化是日本面臨的最大課題。”《每日新

聞》警告稱，若兒童數量持續減少，社會將喪失活

力，經濟也會衰退。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日前表示，

日本出生人數連續7年減少，情況危急。《東京新

聞》稱，少子化的發展速度比政府預估的快了10

年左右，若這壹趨勢持續下去，社會保障制度和國

家財政的維持將不可避免地變得更加艱難。日本內

閣府稍早前的壹項調查顯示，20-49歲的男女中約

有六成表示不願生育。

上海外國語大學日本文化經濟學院教授廉德瑰

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日本已經到了壹個歷史節

點——至少 100 年來新出生人口首次低於 80 萬

（2022年），這壹沖擊性的事實會給人們造成心

理陰影。”生育率下降會導致年輕勞動力不足，

工作和繳納養老金的人逐年減少，而老人數量相

對增加，使得社會保障制度面臨困境，進而導致

經濟的停滯，帶來壹系列的經濟社會乃至文化等方

面問題。日本社會學者古市憲壽稱：“少子化會導

致人口減少，並最終讓日本變得貧困。2025年是

（日本）最後的機會，因為年輕人會越來越少。今

後5年是決定日本未來的關鍵，若什麼也不做，就

真的來不及了。”

當前政策效果並不理想
實際上，日本政府近年來為應對少子化問題采

取了很多措施。日本政府2019年推出了幼兒教育無

償化措施，0-5歲的日本兒童上幼兒園免費；2020

年，日本政府對低收入家庭的學生，減免他們上大

學的學雜費等，並向他們提供不需要返還的支付型

獎學金。再如加大對生育和育兒家庭的資金支援力

度，以及推動女性就業等。

“盡管歷屆政府內閣都將少子化當作重要的

政治課題，也出臺了相應政策，但總體並沒有取

得人們預期的效果。”笪誌剛認為，少子化和老

齡化交織的短期影響已經顯現，對日本中長期的

綜合影響更是噩夢般如影隨形。壹方面，日本經

濟整體在走下坡路，另壹方面，人口支撐越來越

弱，如果當前趨勢無法改變，未來50年日本人口

可能跌破1億，因此要強調政策超前謀劃才能挽

救人口危機。此外，據《每日新聞》6日報道，

民意調查顯示，對於岸田文雄表示采取措施解決

少子化問題，僅有17%的受訪者表示對此“抱有

期望”，而61%則“不抱期望”。廉德瑰表示：

“盡管少子化對策取得壹定效果，但必須不斷調

整現有的制度。”

作為兒童政策風向標的兒童家庭廳將於4月

正式成立，主要負責綜合應對少子化、虐待兒

童、兒童貧困等問題。據《日本經濟新聞》5日

報道，兒童家庭廳將作為內閣府的外部辦公室

，設有壹名長官，統合厚生勞動省等政府部門

的兒童相關事務，且有權向其他政府部門提出

建議，這將有助於消除因不同政府部門而存在

的行政壁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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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文 匯 要 聞
◆責任編輯：周文超 2023年3月15日（星期三）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一存、朱燁、夏微 北京、上海報道）“疫情防控措施不

斷調整優化，對旅遊業是重大利好，必定能帶動旅遊業迅速恢復和發展。”14日，中

國國家移民管理局和外交部領事司發布消息，為更好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需

要，便利中外人員往來，決定自北京時間2023年3月15日零時起，就外國人來華簽證

及入境政策作出調整。其中包括恢復海南入境免簽、上海郵輪免簽、港澳地區外國人

組團入境廣東免簽、東盟旅遊團入境廣西桂林免簽政策。國內旅行社聽聞雀躍：多位

入境遊業務從業者向香港文匯報表示，此番出台的政策具有導向性作用，有利於商務

投資、文化旅遊、人才交流等業務發展，能夠快速推動中國經濟“雙循環”。

老外今起可來華旅遊了
各類赴華簽證恢復 港澳地區外國人組團入境廣東免簽

3月14日，中國外交部領事司微信公眾號發布
通告稱，為進一步便利中外人員往來，決

定自北京時間2023年3月15日零時起，就外國人
來華簽證及入境政策作出調整：第一，恢復2020
年3月28日前簽發且仍在有效期內的簽證入境功
能。第二，駐外簽證機關恢復審發外國人各類赴
華簽證。第三，口岸簽證機關恢復審發符合法定
事由的各類口岸簽證。第四，恢復海南入境免
簽、上海郵輪免簽、港澳地區外國人組團入境廣
東免簽、東盟旅遊團入境廣西桂林免簽政策。

業內人士：提振信心 促進市場復甦
2020年3月26日，鑒於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

範圍快速蔓延，中方宣布自2020年3月28日零時
起，暫時停止外國人持目前有效來華簽證和居留
許可入境。暫停外國人持APEC商務旅行卡入境。
暫停口岸簽證、24/72/144小時過境免簽、海南入
境免簽、上海郵輪免簽、港澳地區外國人組團入
境廣東144小時免簽、東盟旅遊團入境廣西免簽等
政策。

攜程研究院戰略研究中心高級研究員沈佳旎
對香港文匯報表示，隨着外國人赴華簽證及入境
政策進一步放寬，將有效地便利中國與世界各國
的聯通和往來，促進包括入境遊在內的跨境遊、
邊境遊、國內整體旅遊市場進一步企穩復甦。

沈佳旎稱，以民航市場為例，根據攜程旗下
FlightAi市場洞察平台數據顯示，截至3月14日，3
月入境航班架次恢復至2019年兩成左右，攜程平
台搜索量恢復至2019年九成，入境航班單程含稅
均價為2,223元人民幣，相信隨着恢復簽證審發以
及未來入境航班量恢復，入境航班的價格有望進
一步穩定。

眾信旅遊首席政務官寧國新對香港文匯報表
示，首先，調整放開赴華簽證對境內旅遊業無疑
是個利好消息，對於進一步恢復旅遊業尤其是入
境旅遊，有較大的信心提振作用。不過他也提
到，作為常規旅遊受到宣傳周期、航班數量、申
請辦理簽證周期等多方面的因素影響，暫時不會
馬上就會有組織的遊客成行，但未來可期。

旅遊區為迎外國遊客做足準備
海南文筆峰盤古文化旅遊區王克民表示，政

策的調整對旅遊業是重大利好，必定能帶動旅遊
業迅速恢復和發展，未來必將有大量的外國遊客
組團入境旅遊。他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疫情前
文筆峰旅遊區經常接待外國遊客組團前往旅遊，
受疫情影響，過去三年幾乎全部停滯，“我們時
刻準備着，現在政策調整、放開，旅遊業重振，
我們專門為迎接外國遊客做了充足的準備，包括
團隊接受外語培訓，景區增加多語種導覽服務，
還有中國傳統文化表演、禮儀體驗、道教法會
等，讓遊客能更加深入地了解中國文化。”

“這是一個非常積極和正面的信號，疫情發

生後，皇家加勒比是整個郵輪行業內第一家主動
按下暫停鍵的公司，而中國是第一個按下暫停鍵
的郵輪市場。等了三年多時間，我們歡迎有利於
推動行業復甦的政策逐步頒布。”看到上海郵輪
免簽政策即將恢復的消息，皇家加勒比遊輪集團
全球高級副總裁、亞洲區主席劉淄楠難掩激動
道，“在全國兩會後能夠很快就看到這樣的消
息，着實展現出了中國政府在對外開放方面非常
積極的姿態，真的就如政府承諾的那樣，中國開
放的大門會越開越大。”

料最快下半年有郵輪航線恢復
劉淄楠表示，雖然上海郵輪免簽即將恢復，

但母港郵輪業務的恢復仍待政策進一步鬆綁，若
要國內整個郵輪市場恢復至2019年的水平，預計
還有兩年的路要走。據劉淄楠介紹，歐美郵輪市
場從2020年年底開始有限度復航，直至2021年夏
天全部放開，到去年底今年初才大約恢復到2019
年水平，這個過程經歷了一年半到兩年的時間。

在劉淄楠看來，現在恢復上海郵輪免簽還只
是中國郵輪市場復甦邁出的第一步，還需等待各
個相關的主管部門有進一步的政策落地，“而從
所有政策鬆綁到復航大概需要6至12個月，從復
航到市場恢復至疫情前水平至少還需要一年時
間。”劉淄楠分析稱，以復航為例，需要船舶部
署，航線規劃，營銷準備，供應鏈啟動，港口服
務，旅行社銷售渠道啟動，船員招聘等一系列繁
複的工作。不僅如此，“當前國外郵輪市場已先
一步復甦，本年度航線計劃早已做好，所以以上
海為停靠港的郵輪預期至少要年底或明年初才能
來。而以上海為母港出發的郵輪也需要在政策就
位後進行復航準備，我們樂觀估計最早也要在下
半年開始有航線恢復，而大面積航線恢復則要到
年底至明年。”

春秋旅遊副總經理周衛紅認為，恢復海南入
境免簽、上海郵輪免簽、港澳地區外國人組團入
境廣東免簽、東盟旅遊團入境廣西桂林免簽政策，
是中國正在重新回到疫情前非常開放狀態的一個十
分明確的信號，“不僅有利於海南、上海、廣東和
桂林，還會通過這些城市進一步輻射到更廣泛的範
圍，極大地方便了外國人來華的差旅和出遊。”

港大在讀日本學生：
想去廣東考察 去上海嘆美食

14 日中國外交部領事
司宣布，為進一步便利中外
人員往來，決定自北京時間
2023年3月15日零時起，恢

復審發外國人各類赴華簽證。消息讓不少外國人
歡喜不已。

“我今天剛看到這個消息，很高興，終於可
以去中國內地遊玩了。”正在港大讀MBA的日
本學生佐藤周太思考片刻笑言，“想去廣東，去
大灣區看看商業機會，還有橫琴新區。還打算去
上海，想去上海迪士尼樂園，吃火鍋、燒烤和海
鮮。”

佐藤此前曾多次到中國旅遊，北上廣深等城
市的高度現代化非常吸引他，讓他有了長期在中
國發展的打算，“那邊的經濟發展潛力很大，無
論工作還是生活，都是我最理想的地方，而且我
很多朋友也在中國。”目前，對於已經在香港的
佐藤來說，赴中國內地的簽證並不麻煩，“只要

去中國簽證中心申請辦理就好。如果參加旅行團
去廣東省內的話會更容易一些。”不過，佐藤還
有一個小小的心願，“希望中國能盡早恢復對日
本人的15天免簽證政策。”

往來便利 相聚亦更易
“有很多新西蘭人因為來到中國工作或學

習，而愛上了這裏，留了下來。”新西蘭同鄉會
中國會長包女士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疫情三
年，他們都十分關注中國防疫政策的變化，一直
期待着往來的便利化程度盡快恢復到疫情前的樣
子。”Hilary是一位已經舉家定居在上海的新西
蘭人，近期她的母親正在申請探親簽證，想要來
中國看望她。Hilary很是期待盡快恢復審發外國
人各類赴華簽證，“我相信一旦政策進一步放
開，會有更多的新西蘭人想到中國和家人團
聚。”

◆香港文匯報記者 夏微 上海報道

 &

留學服務業者：放開手腳拓展業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一存 北京報道）

“政策調整為我們從事國際間往來業務創造了更
多便利條件，我作為國際間文化教育服務業的從
業者，非常支持。”接受採訪時，北京一家留學
機構負責人孫鐵陽的喜悅從電話線的另一頭傳
來，令人不覺跟着興奮。

諮詢簽約人數不斷回升
孫鐵陽從事的留學業務有中國學生出國留

學，也有外國學生來華留學。他告訴香港文匯報
記者，在2020年疫情爆發之後，很多中國留學
生無奈回國，選擇退學，還有的留學生選擇留在
國外上學，三年未曾回國。疫情期間，他的留學
服務工作備受影響，留學人數急劇下降，甚至出

現停滯。
“當然，我時刻準備着疫情政策的調整放

開，現在看是在逐步恢復，每天諮詢和簽約的
人數不斷回升。”孫鐵陽表示，外國人來華簽
證及入境政策的調整具有導向性作用，有利於
促進和推動其他國家與中國的經貿往來、文化
旅遊、人才交流、商務投資等方面的交流與合
作，要讓外國人進得來、中國人出得去，如此
才能快速推動中國經濟“雙循環”。他認為，
政策還應向文化、教育等方面傾斜，“這樣才
能動起來，比如我們組織出國研學、夏令營，
包括組織外國孩子來中國等等，同樣需要政策
支持。今天政策出台之後，我們就可以放開手
腳，大力拓展和推進了。”

◆14日國家移民管理局和外交部領事司宣布，為進一步便利中外人員往來，決定自北京時間2023年3
月15日零時起，就外國人來華簽證及入境政策作出調整。圖為2017年，過境旅客在北京首都國際機
場T3航站樓辦理手續。 資料圖片

◀王克民告訴香港文匯
報記者，海南文筆峰盤
古文化旅遊區已做好準
備迎接各方遊客。

受訪者供圖

▲2019年江南古鎮開
啟“百花大會”，工作
人員在會上為外國遊客
端來當地特色美食“牛
八碗”。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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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加太多不合理
陳先生：今次加

幅不合理，加

得太多。我住

筲箕灣，每日上

班和其他外出交

通費，每月要花約 800 至

1,000港元，若政府通過巴

士公司加價建議，我每月

交通費要多幾百港元，是

一個較大的支出。

基層又要節衣縮食
王先生：即使係

加10%我都覺得

好高，希望政

府為市民爭取將

加幅減低，畢竟

有不少人需要坐巴士，對

市民的生活無可避免有影

響，基層市民可能要節衣

縮食。

難承受咁大加幅
陳先生：我平時

搭短途路線比

較多，如果政

府批准咁樣加。

我又經常坐新巴、

城巴的路線，每月的交通

費起碼要多約五成。我明

白燃油價格貴咗，巴士公

司成本大增，但普羅市民

唔可能承受到咁大加幅。

�?
�3巴士公司 今次加幅 對上一次加價

九巴 9.5% 2021年平均加5.8%

龍運 8.5% 2011年加3.2%

新巴城巴 一律加2元 2021年4月起分階段加價12%

城巴機場線（A、NA字頭線路） 50% ——

城巴B、E、R、S及N字頭線路 23% ——

新大嶼山巴士 9.8% 2021年加9.8%

路線 目前單程收費 *加價後

1（九巴，尖沙咀←→竹園邨） 6.2元 6.8元

2D（九巴，石硤尾←→黃大仙） 5.2元 5.7元

968（九巴，元朗←→銅鑼灣） 24.7元 27元

978（九巴，上水←→會展） 25.6元 28元

78 （城巴，黃竹坑←→華富） 3.8元 5.8元（加幅52.6%）

98 （城巴，鴨脷洲←→香港仔） 3.1元 5.1元（加幅64.5%）

10 (城巴，堅尼地城←→北角） 4.2元 6.2元（加幅47.6%）

A10 （城巴，鴨脷洲←→機場） 48元 72元

A11 （城巴，北角←→機場） 40元 60元

A29 （城巴，寶琳←→機場） 42元 63元

*：假設巴士公司的申請獲通過 ◆資料來源：立法會文件、各巴士公司資料 貨幣單位：港元

巴 士 加 價 概 況

香港經濟正在從新冠疫情後逐漸復甦香港經濟正在從新冠疫情後逐漸復甦，，加風卻搶先殺到埋身加風卻搶先殺到埋身，，五間專營巴士公司加價申請方案五間專營巴士公司加價申請方案1414日日

曝光曝光。。其中其中，，九巴九巴、、龍運及新大嶼山巴士擬加價龍運及新大嶼山巴士擬加價88..55%%至至99..88%%；；城巴機場線申請狂加城巴機場線申請狂加5050%%，，機場服務以外機場服務以外

日常和通宵服務路線亦平均加價日常和通宵服務路線亦平均加價2323%%；；城巴城巴、、新巴港島及過海線罕有地申請劃一加價新巴港島及過海線罕有地申請劃一加價22元元（（港港

元元，，下同下同），），看似小數目看似小數目，，但個別短途路線但個別短途路線，，原價三四元原價三四元，，劃一加劃一加22元後元後，，加幅近六成加幅近六成

半半，，令升斗市民大喊吃不消令升斗市民大喊吃不消，“，“薪金加得少薪金加得少，，巴士加價幾成起跳巴士加價幾成起跳，，太貴啦太貴啦。”。”

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主席陳恒鑌批評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主席陳恒鑌批評，，劃一加票價劃一加票價22元不合理元不合理，，機場專機場專

線申加價五成更是線申加價五成更是““瘋狂瘋狂”。”。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鄧家彪更形容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鄧家彪更形容，，巴士公司巴士公司

此舉是向香港復甦步伐此舉是向香港復甦步伐““摑了一大巴摑了一大巴”。”。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文森

五間巴士公司去年已向運輸署提交加價申請，當
時未有披露各間巴士公司具體加價情況。
14日，香港特區政府向立法會提交相關文件，

顯示九巴申請的加幅為9.5%；新巴及城巴申請所有
路線票價劃一調高2元，另城巴申請機場服務路線
（即“A”及“NA”字頭）票價調升50%，而機場
服務以外日常和通宵服務路線（即“B”、“E”、
“R”、“S”及“N”字頭線）票價上調23%。而
龍運申請加幅為8.5%；新大嶼山巴士申請加幅
9.8%。

城巴新巴港島及過海線申劃一貴2元
若這個加價方案獲准通過，機場巴士路線票價

加幅相當驚人。例如城巴A10線往返鴨脷洲至機
場，目前成人單程票價48元，加價五成後，新票價為72元；往返將軍澳寶琳的A29
線，則由每程42元加價至63元。

不過，機場線還不是加幅最高，城巴新巴港島及過海路線申請劃一加價2元，個別短途
路線巴士原本的車資並不高，例如城巴98號線目前車費3.1元，加價後新票價為5.1元，加幅高達
64.5%。至於新大嶼山巴士，申請加9.8%。舉例來往藍田和九龍港鐵站，現時乘坐九巴215X線，比港
鐵八達通收費便宜，若獲准加價，新票價為8.8元，與港鐵收費相若。

不少市民形容加幅吃不消，“就算政府有交通津貼畀我哋，都無法彌補巴士加幅。”亦有巴士乘客
指，巴士加價會推高通脹，“對現在復甦情況唔係咁好，人工加幅都無超過一成。”

陳恒鑌：加幅偏離原有程式
立法會交通事務委員會本周五將討論有關巴士加價申請，該委員會主席、民建聯陳恒鑌表示，理解巴

士公司經營困難，但過去加價以加幅作基準，認為城巴新巴劃一加2元偏離原有程式，做法完全不可取、
不合理，“劃一加2元對於短途或較低價路線會不公平。在疫情之後，相信經營環境有好轉，希望行會把
關，如果申請（機場路線）加價50%，這種屬於瘋狂加價，相信大家是不能接受。”

九巴14日回應查詢時表示，按今次建議，九巴平均每程加價約0.7元，龍運平均每程加價約0.9元。九巴目
前“專營巴士豁免隧道費基金”戶口累計約4.5億元，若果加價能夠從基金中扣除作紓緩，九巴平均每程實際加
幅將低於0.7元。九巴及龍運在過去20年，分別加價4次和2次，即平
均每5年和10年才加價一次，今次調整加幅合理，期望政府盡快批
准。城巴新巴則指，由於票價水平無法抵消營運成本上漲，故作出今
次申請加價建議，令車費達至財政可持續的水平。城巴（專營權一）
及新巴過去15年來僅曾三次調整票價，但同期燃油價格及工資等各項
營運成本不斷上漲，票價水平遠遠未能追上通脹。

翻查資料，九巴、新巴、城巴（除機場路線）上次調整票價為
2021年，翌年就提出今次加價方案。立法會文件顯示，過去3年，
全港專營巴士平均每日乘客量分別為300萬、350萬及310萬人次，
普遍低於之前10年的約380萬至400萬人次，主因是受新冠疫情影
響，以及與其他交通工具的劇烈競爭，加上工資及燃料成本上升，
導致大部分專營權在過去幾年均錄得虧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吳健怡）城巴申請機
場路線加價五成，引起航空業界關注，不少在機
場工作的員工表示，被迫捱貴車資，甚至要“貼
錢”打工。工會亦形容加幅“難以置信”，在機
場工作通勤時間長，加上車資昂貴，原本已很難
請人，加價之後或阻礙新血入行。

現時每日車費80元 再加頂唔順
在機場從事飛機餐製作工作的吳先生向香

港文匯報表示，日常搭乘城巴A字頭路線往返市
區及機場，若加價50%，或會加重生活負擔，
“現時每程車40蚊（港元，下同），每日往返
都至少80蚊，若加價真係頂唔順。”機場空運
員工協會總幹事儲漢松解釋，城巴主要服務九
龍區及港島區，不少機場員工都住在這兩個區

域，雖然政府有提供機場員工八達通優惠，每程
可以節省十元，但加價後，仍有大批員工捱貴交
通費，“假設機場線路加價後票價60元，扣除政
府及巴士公司的優惠，每程車費40元，每日兩程
的交通加上早午膳食，一日已經需要花費約160
元。打工一個月需要負擔三四千元的開支，這樣
的昂貴開支都會影響年輕人入行。”

航空業隨社會復常陸續復甦，惟業界面對
人手短缺問題。民用航空事業職工總會主席李
永富表示，“員工的工作量上升，但是收入卻
沒見提高，這樣只會使更多員工因無法負擔昂
貴的交通費而選擇離職。”他建議，航空公司
提高員工薪酬和交通費津貼，同時政府可考慮
設立機場員工的交通專線，為員工提供專線巴
士服務。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弦）目前專營巴士票價調整制度沒有
“封頂”機制，有立法會議員建議效法港鐵，設立票價調整公式，
若運算出來的加幅高於通脹，就動用特區政府作為港鐵大股東的股
息收入補貼巴士公司。學者亦認為，目前巴士沒有設立如港鐵的調
整票價制度，公眾無從了解巴士公司的加價依據，建議政府為巴士
公司設立更客觀的票價調整方程式，提升透明度。

議員冀成立公共事業穩定基金
立法會議員楊永杰批評五間巴士公司申請加價的幅度遠高於香

港1月通脹2.4%，質疑巴士公司“賺到盡”。他建議政府將收取專
營權的費用聯同外匯基金部分的收益及港鐵股息等資金設立“公用
事業穩定基金”，穩定市民交通工具、電費及煤氣等公用事業開
支，減輕基層市民的生活負擔。

立法會議員田北辰向香港文匯報表示，今次九巴要求加價
9.5%，是這兩年通脹率3.5%的近3倍，而新巴城巴劃一加2元
（港元，下同），經過計算，平均加幅約25%，是這兩年通脹率的
7倍。他指出，專營巴士未有設立恒常的票價調整機制，“很多時
長期凍價，但一加就加好多好多，令市民觀感好差。”

田北辰認為，政府可效法港鐵，為專營巴士設立“可加可減”
票價調整機制，同時要為加幅“封頂”，“加幅上限與通脹率看
齊，如果計出來條數超過通脹率，差額就由政府收到的港鐵股息去
補貼。”他強調，巴士與港鐵本身有競爭和互補性，但如果兩者票
價失衡，香港交通事業也不會健康發展，“如果港鐵有機制，加價
設上限，但其他交通工具係咁加，市民走晒去坐港鐵，其他交通工
具就‘死晒’。”

建議套用港鐵可加可減機制
浸大副教授麥萃才表示，市民可能覺得今次加幅不合理，“但

合不合理，要睇巴士公司的理由，例如主因燃油成本倍增，加價是
無可避免的，否則巴士公司繼續蝕錢，市民可能會冇車搭。”他認
為，政府可考慮套用港鐵的模式，使用可加可減機制，讓加價制度
更透明，“每年按照公式調整，甚至不用過立法會審批，營運方、
政府、市民都好清楚怎樣加價，不用多爭拗。”

學者倡設巴士票價計算機制

▲▲香港五間專營巴士公司申請加香港五間專營巴士公司申請加
價價。。圖為營運中的各間公司巴士圖為營運中的各間公司巴士。。

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興偉香港文匯報記者曾興偉 攝攝

五巴申請狂加價 升斗市民吃不消
九巴+9.5% 城巴機場線+50%

機場員工捱貴車資 更難請人

文/圖：香港文匯報記者張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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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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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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語長青長輩團契
AWANA 兒童聚會
英語青少年團契
SAT 英文及數學培訓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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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1-495-1511 網址：www.swcbc.org 郵箱：info@swcbc.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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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thwest Chinese Baptist Church
12525 Sugar Ridge Blvd. Stafford, Texas 77477

關榮根
主任牧師

各團契小組聚會時間及教會活動詳情，請瀏覽本會網頁



紀念紀念 國父孫中山先生逝世國父孫中山先生逝世9898週年週年
中山學術會周日上午舉辦植樹節活動中山學術會周日上午舉辦植樹節活動

本
報
記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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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旗儀式前講話授旗儀式前講話。。僑教中心主任王盈蓉僑教中心主任王盈蓉（（右一右一），），繼繼 「「台北經文處台北經文處」」 羅復文處長羅復文處長
（（左二左二））致詞後致詞後，，補充說明補充說明

達拉斯中山學術會會長劉志強達拉斯中山學術會會長劉志強（（中中 ））與休士頓中山學術與休士頓中山學術
會代表在植樹現場合影會代表在植樹現場合影。。

「「僑教中心僑教中心」」 王盈蓉主任致詞王盈蓉主任致詞。。

由由 「「達拉斯中山學術會達拉斯中山學術會」」 會長劉志強會長劉志強（（左一左一））牟呈華牟呈華（（右二右二
）） 「「休士頓中山學術會休士頓中山學術會」」 會長張錦娟會長張錦娟（（左二左二），），僑教中心王僑教中心王
盈蓉主任盈蓉主任（（左三左三））及甘幼蘋常委及甘幼蘋常委（（右三右三）、）、唐心琴唐心琴（（右一右一））
共同主持植樹節動土儀式共同主持植樹節動土儀式。。

達拉斯中山學術會會長劉志強達拉斯中山學術會會長劉志強
致詞致詞。。

「「達拉斯中山學術會達拉斯中山學術會」」 會長劉志強會長劉志強（（左四左四），），與與
「「休士頓中山學術會休士頓中山學術會」」 代表在植樹現場代表在植樹現場。。

達拉斯代表團由達拉斯代表團由 「「達拉斯中山學術會達拉斯中山學術會」」 召集人牟呈華召集人牟呈華（（右四右四））會會
長劉志強長劉志強（（右五右五））率領率領，，共十人專程驅車南下共十人專程驅車南下，，共襄盛舉共襄盛舉。。休士頓中山學術會會長張錦娟致詞休士頓中山學術會會長張錦娟致詞。。

植樹節活動現場來賓植樹節活動現場來賓。。

「「達拉斯中山學術會達拉斯中山學術會」」 召集人牟呈華召集人牟呈華（（中中）、）、會長劉志強會長劉志強
（（右二右二））與與 「「休士頓中山學術會休士頓中山學術會」」 代表合影代表合影。。

由由 「「達拉斯中山學術會達拉斯中山學術會」」 會長劉志強會長劉志強（（左一左一））牟呈華牟呈華
（（右二右二）） 「「休士頓中山學術會休士頓中山學術會」」 會長張錦娟會長張錦娟（（左二左二），），
僑教中心王盈蓉主任僑教中心王盈蓉主任（（左三左三））及甘幼蘋常委及甘幼蘋常委（（右三右三）、）、
唐心琴唐心琴（（右一右一））共同主持植樹節動土儀式共同主持植樹節動土儀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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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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