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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短影音分享應用程式（App）TikTok執行長週受資表示
，隨著愈來愈多美國議員出於國安考量尋求禁用TikTok，TikTok正面
臨關鍵時刻。

路透社報導，週受資今天在上傳到 TikTok 的影片中表示，目前
TikTok在美國每月有超過1.5億活躍用戶。他說： 「美國幾乎有一半人
口都在使用TikTok。」

他23日將出席眾議院能源暨商業委員會（House Energy and Com-
merce Committee）聽證會。週受資說： 「部分政壇人士已開始討論禁
用TikTok，現在這可能會讓你們所有的1.5億人無法使用TikTok。」

他希望TikTok用戶踴躍留言，以讓美國議員了解 「你們為什麼喜
歡TikTok」。

週受資也表示，有500萬家美國企業正透過TikTok來接觸客戶。
TikTok的批評者擔心，美國用戶個資可能透過App落入中國政府

手中。母公司為中國字節跳動的TikTok則反駁所有間諜行為指控。
TikTok今天也宣布更新社群自律公約，並提供更多有關保護美國

用戶個資計畫的細節。 TikTok表示，去年開始將新的美國用戶資料轉
移到甲骨文雲（Oracle Cloud）後，本月已著手刪除維吉尼亞州和新加
坡資料中心的用戶備份資料。

美議員尋求禁用TikTok 執行長：公司面臨關鍵時刻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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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rmer President Trump said
he expects to be arrested in
connection with the investigation
into a hush money scheme
involving adult actress Stormy
Daniels and he called on his
supporters to protest.

Any indictment of the former
president who is running for
re-election in 2024 would represent
legal woes as he works to
recapture the White House.

We would like to point out, with
great regret, that the domestic

political fight has already begun.
The Republicans' and Democrats'
fight and race for the 2024 office of
the presidency of the United States
has started ahead of schedule.

Early in the 2020 election,
President Trump refused to
recognize the voting results. More
than two years later, he has
announced that he would run for the
White House again. For the time
being, he is the leading Republican
presidential candidate in the polls.

We have to admit that our

political system is in chaos. How
can we persuade the rest of the
world to follow us into a true
democracy?

We really don’t know what the
followers of Trump will do on
Tuesday. If Trump will actually be
arrested, this will be very
unfortunate for the country, if not for
the whole world. We also are now
very worried about who will be the
next leader to lead our nation.

0303//2020//20232023

Trump Says He Expects To Be ArrestedTrump Says He Expects To Be Arrested

前總統川普宣稱，他將在明天被捕。這位曾經被控
煽動國會暴亂被社群媒體臉書、推特封殺之後，他今
天突然在臉書上發文說我回來了。他並且在網上說：
「遙遙領先的共和黨候選人和美國前總統將於週二被捕
」，被怒批紐約曼哈頓檢查官之腐敗，還揑造犯罪紀錄
，他並且勸說支持者就他面臨的法律危險進行抗議，
是美國民間發生騷亂的時候了 我們要非常遺憾的指出
，美國國內政治上之攻防戰已經開始。共和民主兩黨
在爭奪2024 年總統之戰已經提前開打。對於川普總統
之起訴將導致兩大政黨火併之局面。
早在二O二0年之總統大選，川普迄今未承認投票

結果，他認為拜登之获選是無效的。事過兩年多之後
，川普正式宣布再次問鼎白宮，而且是共和黨目前聲
望最高之可能候選人。
目前執政的民主黨目前也在準備拜登之連任，當

然對川普之挑戰絕不手軟。
我們眼看這𠆤 民主國家的老大再次深䧟政治之攻防

戰，我們到底要如何說服全世界來實行真正的民主，是

否再要暴民來攻佔國會大廈。
不知道川普死忠支持者會有什麼動作，如果因而引

起騷亂，將是我們大家的不幸。

政治動亂再起政治動亂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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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2月通脹率達6.3%
蔬菜水果大幅漲價
綜合報導 法國國家統計與經濟研究所（Insee）表示，法國2023年2

月的年通脹率達6.3%，已經回升到2022年10月和11月的水平。

據報道，法國國家統計與經濟研究所在報告中對2月的通脹率略有上

調，宣布2月的年通脹率回升到6.3%，高於此前初步估計的6.2%這壹水平。

法國國家統計與經濟研究所在聲明中表示，通脹率上升主要是由於

食品價格加速上漲，這已經超過能源價格上漲而成為推動通脹的主要因

素。2月，食品價格在壹年內上漲了14.8%，其中，新鮮食品價格上漲

15%，尤其是蔬菜和水果漲價嚴重；非新鮮食品價格上漲14.8%，如面包、

谷物、肉類、糖、果醬、巧克力、飲料等都受到漲價的影響。

此外，餐飲、住宿、交通等服務價格同比上漲3%，制成品價格同

比上漲4.7%。能源價格漲幅略有放緩，從1月的 16.3%下降到2月的

14.1%，這主要是由於燃油和天然氣價格下降，受管制的電力價格從2月

開始上漲15%。

值得註意的是，法國扣除食品價格波動和能源價格波動後的核心通

脹率從1月的5.6%上升到2月的6.1%，這揭示了價格演變的基本趨勢。

法國通脹率已經達到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從未見過的水平。法國國

家統計與經濟研究所預計，到6月，年通脹率將逐漸回落至5%。

“能源危機暴露英國深層結構性問題”

對英國普通民眾來說，這個冬天格外

難熬。英國國家統計局發布的數據顯示，

自去年7月以來，英國已有6個月通脹率超

過10%。目前，英國家庭年平均能源賬單

費用高達2500英鎊，同比上漲96%。今年1

月，英國食品類價格的漲幅仍高達16.7%。

為應對燃料價格大幅上漲、減少民眾

取暖負擔，英國壹些地方政府和福利機構

在圖書館、社區中心等公共場所設置“溫

暖銀行”，供困難民眾免費取暖，並提供

壹些基本生活幫助。據英國《衛報》報道

，半年來，“溫暖銀行”的數量增加了10

倍。近日，本報記者實地探訪了幾家“溫

暖銀行”，感受真實的民生現狀。

生活成本居高不下
寒去春來，乍暖還寒。“這個冬天

，我每周最多開兩三次取暖設備，否則

就沒錢買食物了。”在倫敦蘭貝斯區壹

家名為“滑鐵盧行動”的社區中心，手

捧壹碗誌願者剛盛好的蔬菜湯，57歲的

所羅門斯坐在輪椅上對記者說。

所羅門斯身患淋巴水腫和嚴重的膝

關節炎，只能靠申領政府救濟金生活，

他目前租住在壹套壹居室的市政福利房

。他顫顫巍巍地掰著手指頭跟記者說，

去年以來電費和燃氣費賬單翻倍，每周

買食物的開銷也增加了壹半。盡管最冷

的天氣已經過去，所羅門斯還是每天來

社區中心，“在這裏可以聊聊天，還有

免費的熱飲和餅幹”。他說，大家都在

談論生活成本危機，“對很多人來說，

生活就是如此艱難”。

目前英國有4000多家“溫暖銀行”，

這家社區中心就是其中之壹。這座紅磚

建築門面不大，旁邊是繁忙的滑鐵盧火

車站，稍不註意就會走過。該中心負責

人珍妮表示，中心成立於1972年，是倫

敦地區運營最早的社區服務機構之壹，

主要面向獨居老人和其他弱勢群體。

“當前衣食住行各方面的生活成本居高

不下，來這裏的居民不只是解決取暖問

題。”珍妮說，“不少獨居老人付不起

賬單、買不起食物，生活重壓如此之大

，我擔心他們出現心理問題，變得更加

孤獨和封閉，甚至失去走出家門尋求幫

助的勇氣，寧願忍饑挨凍。”

在英國政府實施居民用電用氣限價措

施後，目前英國家庭年平均能源賬單費用

仍高達2500英鎊，同比上漲96%。今年1

月，單位電價又上漲了7.6%，相當於330

萬戶采用分時電價計費的家庭年平均電費

再增加約120英鎊。這些家庭大部分都靠

電力供暖，取暖成本將進壹步攀升。

依然需要“溫暖銀行”
位於倫敦卡姆登區的“避風城堡”

社區中心是今年 1 月中旬新增的壹家

“溫暖銀行”。中心每周有4天下午為

在這裏參加課後活動的孩子提供免費熱

湯，並延長開放時間、提供免費浴室，

供有需求的人取暖和洗澡。

“避風城堡”負責人卡門特別忙碌

，在接受采訪的15分鐘裏，她的電話壹

直響個不停。她告訴記者，英國學校剛

剛結束為期壹周的期中假，來社區中心

參加活動的學生數量明顯高於往年。除

了與其他機構合作組織足球、繪畫、烹

飪等活動外，社區中心還免費提供壹頓

午餐。卡門說：“許多家長很無奈。如

果讓孩子在家裏待著，開暖氣、做飯都

是壹筆不小的費用。”

該社區中心還運營“食物銀行”項

目，為周邊街道行動不便、嚴重貧困的

家庭派送“緊急食物包”。卡門表示，

社區中心服務的家庭從之前的每周45個，

增加到去年底的每周80個。今年以來，中

心已為社區2000多人次派送了“緊急食物

包”。“最初以老年人和殘障人士為主，

現在申請救助的還有不少年輕的教師、護

士、清潔工等。對於有孩子的家庭，生活

壓力尤其大。”據介紹，社區中心還開

辟了公共菜園，為社區民眾種菜提供場

地，以減少食物開銷。目前，英國最大

“食物銀行”網絡特拉塞爾基金會平均

每13秒就送出壹份“緊急食物包”。

“即使氣溫回升，人們依然會走進

‘溫暖銀行’。”卡門對記者表示，生活

成本持續升高，家庭實際收入仍在縮水，

“家長們還在為孩子放學後去哪裏發愁，

老人們還要為先付電費還是先買食物而焦

慮。我們還有很多工作要做。”

弱勢群體處境更艱難
據報道，壹項調查顯示，近40%的英

國人是“月光族”。平均每4個英國家庭中

，就有壹個要為購買生活必需品而掏空錢

包。英國最大的債務咨詢慈善機構“躍階

改變”統計發現，1月英國有2200萬人出現

各種賬單或信貸逾期。同時，近壹半人表

示自己的財務狀況比前壹年惡化，其中有

71%表示能源賬單飆升是主要原因。

烏克蘭危機升級以來，西方實施壹

攬子經濟制裁措施，大幅減少對俄羅斯

出口。受制裁反噬效應影響，歐洲能源

價格飆升，通脹高企，民眾實際工資嚴

重縮水，購買力下降。

對於英國市場而言，由於壹半天然

氣依賴國際進口，受國際能源價格波動

影響更大。在此期間，相關能源企業卻賺

得盆滿缽滿。英國石油公司去年盈利277

億美元，同比增長115.8%；殼牌集團去年

凈利潤達399億美元，創115年來新高。英

國公益組織“消除燃料貧困聯盟”協調員

西蒙· 弗朗西斯表示：“英國能源企業的

大量利潤是來自對弱勢群體的盤剝。”

英國智庫“共同財富”主任馬修· 勞

倫斯表示：“能源危機暴露英國深層結

構性問題，私營能源企業追求的不是安

全、清潔、能負擔的能源，而是為了攫取

最大價值和收益。”該智庫研究發現，截

至2020年的10年間，英國相關能源企業

向股東派發了超過400億英鎊利潤，而

在基礎設施投入、清潔低碳轉型等方面

停滯不前。

英國平等基金會的壹項研究表明，自

新冠疫情發生以來，英國億萬富翁的數量

增加了約20%，他們的總財富在2020年至

2022年期間增加了約1500億英鎊。根據英

國國家統計局的家庭財務調查估算，在

2022財年，英國最貧窮的1/5人口的可支

配收入中位數下降3.8%，而最富有的1/5

人口的可支配收入中位數上升了1.6%。英

國約克大學教授馬丁· 奧尼爾表示：“英

國社會繼續走向更嚴重不平等，國家不能

為民眾提供最基本的社會公平保障，這無

疑將引發更多社會問題。”

尼泊爾4月起禁止單人徒步旅行
須聘請政府許可的向導或參團
綜合報導 尼泊爾旅遊局日前發布公告，從4月1日起禁止單人徒步

旅行，必須聘請獲得尼泊爾政府許可的向導或者加入旅行團體。

據報道，尼泊爾旅遊局在公告中稱，在與徒步旅行、探險相關人員

以及工會討論後，決定從4月1日起禁止單人徒步旅行，以防止徒步者

迷路、出現健康問題或遭遇自然災害。除了考慮到安全因素外，這壹決

定還將為尼泊爾旅行業者創造就業機會。

尼泊爾旅遊局局長拉米查恩表示，對單人徒步旅行者進行救援的成本

非常大，“若在城市旅行還好，如果在偏遠山區旅行，基礎設施不完善，

遊客失蹤後，政府也很難追蹤到位置，因為他們走的路線很偏僻。”

此前，由於意外頻發，尼泊爾曾於2017年出臺規定，禁止冒險者獨

自攀登珠穆朗瑪峰，2019年進壹步提高珠峰登山許可的門檻，登山者不

僅要受過相關訓練並有高海拔登山經歷，還必須提交健康和體能證明。

15.2攝氏度！格陵蘭島3月異常高溫創同期最高紀錄
綜合報導 據報道，位於

北極圈附近的格陵蘭島本周

氣溫飆升，格陵蘭島首府努

克的氣溫達到15.2攝氏度，創

同期有史以來最高氣溫。報

道稱，格陵蘭島冰蓋的快速

融化是導致目前海平面上升

的主要原因。

報道稱，據計算機模型分

析，格陵蘭島最北部地區的異

常溫度甚至比正常值高出17至

28攝氏度。

丹麥氣象研究所氣候研究

員馬丁· 斯坦德爾(Martin Sten-

del)表示，5日測到的格陵蘭島

首府努克的氣溫是同期有記

錄以來的最高氣溫。努克位

於該島的西南海岸，往年三

月的平均最高氣溫約為零下5

攝氏度。

“格陵蘭島在冬季達到如

此高的溫度，這肯定是壹個非

常不尋常的事件。”丹麥氣象

研究所的氣候科學家露絲· 莫特

拉姆 (Ruth Mottram) 說。

報道稱，此次氣溫升高與

格陵蘭地區上方壹個停滯的高

壓區有關，該高壓區的形成可

能是今年2月份大氣層溫度上

升的結果。平流層突然變暖，

破壞了通常使格陵蘭島在冬季

保持寒冷的極地渦旋帶來的冷

空氣。

報道稱，格陵蘭島當前的

“高溫”可能不會立即導致冰

蓋大量融化。但研究人員表示，

這可能會在未來幾年產生連鎖

影響，比如，它會減少降雪，

改變格陵蘭島冰蓋的面貌。

這幾年格陵蘭島冰蓋的融

化速度均創下紀錄，超過了

南極冰蓋和山地冰川的融化

速度，這也是導致目前海平面

上升的主要原因。

由於氣候變暖，北極變暖

的速度是全球其他地區的四倍，

預計未來還會有更多的快速變

暖和冰川融化事件發生。

另據法新社報道，丹麥北

極研究人員稱，在過去的二十

年裏，格陵蘭島冰蓋已經損失

了4.7萬億噸冰，導致海平面上

升1.2厘米。美國國家航空航天

局(NASA)稱，如果格陵蘭島冰

蓋全部融化，全球海平面將上

升7.5米。

悉尼海灘驚現巨型海龜屍體：
長約1.8米，重達1000斤，死因不明

綜合報導 壹只死去的棱皮海龜被沖上

澳大利亞悉尼北部的鯨魚海灘，引起關註。據

悉，澳大利亞野生動物官員目前尚未確定其死

亡原因，海龜的屍體暫存在附近壹家動物園。

據了解，澳大利亞國家公園和野生動物

管理局發言人表示，工作人員準備對該海龜

進行屍檢，以確定死因，但考慮到屍體腐爛

的程度，屍檢可能需要幾周時間才能完成。

棱皮海龜是世界上最大的海龜種類，

長約1.8米，重達1000斤。此前，另壹只

棱皮海龜從澳大利亞中央海岸附近的鯊魚

網中獲救。實際上，這不是第壹次在悉尼

附近發現棱皮海龜的屍體。據悉，去年這

個時候，有6只棱皮海龜在中央海岸的海

灘上相繼被沖上岸死亡。

在過去的幾十年裏，棱皮海龜的數量

壹直在迅速下降。據估計，在過去的三代

中，棱皮海龜的總數已經下降了40%。壹

般而言，棱皮海龜能在野外生活50年左右

，並在9至20歲之間達到性成熟。

對於所有種類的海龜來說，海洋中的

塑料汙染是壹個主要問題：海龜經常錯誤

地將塑料誤認為是食物，隨後中毒或肚子

被塑料填滿，進而無法食用有營養的食物

。英國埃克塞特大學的研究人員在2017年

進行的壹項研究中發現，壹些棱皮海龜死

後被發現胃裏有多達10斤的塑料。

根據周三發布的壹項重要研究，人類

已經在海洋中填充了超過170萬億塊塑料

，大大超過了之前的估計。據悉，海洋塑

料重約240萬噸，科學家們預測，這壹數

字大約每6年翻壹番。“這意味著，地球

上80億居民，每個人在海裏都有超過2.1

萬塊塑料。”

該研究發表在《PLOS One》雜誌上，

由美國加州5Gyres研究所的馬庫斯·埃裏克森

領導，借鑒了40年來在世界所有主要海盆中

收集的近1.2萬個樣本。從2004年開始，研究

人員觀察到海洋中的塑料大量增加，而這壹

變化與塑料生產的爆炸式增長同時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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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新聞

美國總統拜登今天將一項法案簽署成法律
，要求將COVID-19（2019冠狀病毒疾病）大
流行爆發，與中國武漢實驗室之間潛在關聯的
情報資料予以公開。

拜登在聲明中說： 「我們需要釐清COV-
ID-19的源頭…包括與武漢病毒研究所（Wu-
han Institute of Virology）的關連性。」

他補充說： 「藉由實施這項立法，我的執
政團隊將盡可能地將最多的資訊解密並分享出
去。」

他表示，他與國會有著相同的目標，亦即
盡可能分享最多有關COVID-19起源的訊息。

拜登表示，他2021年上任後 「指示情報圈
運用所有工具來進行調查」。

他稱，調查工作 「正在進行中」，但會在
不危及國安前提下，盡可能地釋出最多資訊。

北京當局向來否認病毒源自中國實驗室外
洩。

然而，美國國會議員大多希望進一步研究
這項理論；而這項議題已成為一大政治號召點
，尤其是拜登的政敵共和黨。

COVID-19於2019年在中國東部城市武漢
爆發。根據官方統計，疫情迄今導致全球近700
萬人喪生，其中超過100萬在美國。

然而，病毒是從受感染的動物傳播給人類
，抑或是從武漢病毒研究所外洩，衛生官員和
美國情報圈的意見依舊不一。

調查這起災難的其中一間機構美國能源部
的結論認為，疫情可能起因於中方實驗室病毒
外洩，但標註這項判斷 「信心程度低」；美國
聯邦調查局（FBI）評估也持相同看法。然而，
這與其他幾個機構所得結論相左。

拜登簽署生效 新法要求COVID-19疫源情資解密

美國國務院宣布新一波的援助烏克蘭物資，總價值約 3.5 億美元的武器和裝備，除了例行的
彈藥補充以外，還有較多的後勤裝備，包括運油車與數艘河流船隻。烏克蘭部隊與俄羅斯軍隊的
激烈戰鬥仍在繼續，主要圍繞在巴赫穆特(Bukhmut)，在阻擋俄軍入侵的同時，烏克蘭正在為春
季攻勢做準備。

美聯社報導，最新援助包括大量各種類型的彈藥，包括M142 「海馬斯」(HIMLRS)高機動火
砲火箭系統的彈藥，M777榴砲的彈藥、高速反輻射飛彈，以及數量不詳的M2布萊德雷步兵戰車
(Bradley IFV)，數量不詳的油罐車(fuel tanker trucks)和河船(riverine boats)。

油罐車顯然是為了持續補充機動車輛與裝甲單位推進能量，而河船很可能是用來泅渡第聶伯
河，此前，烏軍炸毀安東諾夫斯基大橋，迫使俄軍撤離赫爾松首府，但是烏軍也無法追擊，烏俄
兩軍在札波羅熱以南的戰線，都是沿著第聶伯河相互對峙，烏軍僅能以橡皮快艇載運少量部隊進
行騷擾式破壞，曾經在出海口附近的金本沙嘴發起小規模打擊，但成效不大，現已退回。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表示 「今天只有俄羅斯可以結束戰爭。在俄羅斯這樣做之
前，我們將與烏克蘭團結一致，只要需要，就會幫忙。」

美國的武器裝備是通過總統授權，從五角大樓的庫存中撥調，因此能夠迅速運送到前線。從
2022年2月24日入侵烏克蘭以來，美國已向烏克蘭提供了超過325 億美元的軍事援助。

美國宣布新一波援助烏克蘭物資 這次出現運油車與河船

美國之音21日報導說，中方在南海的擴張
行徑，引起區域國家更加靠向美國。美國國防
部長奧斯汀（Lloyd J. Austin）與菲律賓國防部長
加維斯（Carlito Galvez）20日進行通話，兩人譴
責中方的灰色地帶活動，及其干擾當地菲律賓
居民的生計以及相關聲索國的權利。據信，美
國與菲律賓當局會在近期公布4座菲律賓軍事基
地供美軍使用。

兩位防長在會談中提到，本月上旬中方蓄
意集結包括1艘解放軍艦艇在內的40餘艘船隻，
進入帝都島（菲律賓稱帕加薩島，中方稱中業
島）12哩領海內活動；2月中旬，中方海警船在
菲律賓近海使用軍用雷射照射菲律賓船隻，造
成船員短暫失明。

奧斯汀在通話中強調美國與菲律賓堅定的
聯盟承諾，並重申《共同防禦條約》涵蓋菲律
賓武裝部隊、飛機和公共船隻，包括南海任何
地方的海岸警衛隊。

美國與菲律賓下個月將展開代號為 「肩並
肩」軍演，這是歷來規模最大的美菲聯合軍演
，有超過1萬7千名士兵參與。奧斯汀和加維斯
都對即將到來的演習表示歡迎，並且進一步討
論了在南海展開聯合海上活動的計劃。

美國與菲律賓在2014年達成的《加強防務
合作協議》（EDCA）。菲律賓總統小馬可仕
（Ferdinand Romualdez Marcos Jr.）上個月按照
協議的規定，批准美國使用4座軍事基地，使美

軍在菲律賓可以使用的軍事基地數量擴增到9座
。

據一名菲律賓退役將領透露，美國要求使
用的基地地點分別在伊莎貝拉省（Isabela）、三
描禮士省（Zambales）和卡加延省（Cagayan）
。這三座基地都位於台灣南面的呂宋島。另外
，美國還希望使用位於菲律賓東南部靠近斯普
拉特利群島（中方稱南沙群島）的巴拉望島
（Palawan）基地。

中方駐菲律賓大使館發言人日前批評美軍
駐菲軍事基地擴增是出於地緣政治私利，拉菲
反華，將菲綁上地緣爭鬥的戰車。該名發言人
並提出質疑： 「如果新增地點位於緊鄰台灣的
卡加延和伊莎貝拉，這與菲抗險救災有什麼關
係，捲入台海局勢符合菲國家利益嗎？」

英國《衛報》報導，依據EDCA，卡加延省
將被選定為美國軍隊駐地的省份之一，而轄區
內距離台灣僅不到400公里、扼守南海進出太平
洋海域通道的富加島（Fuja Island），地形足以
容納一座機場和一座海港，未來很可能有美軍
駐守。富加島上目前已經駐有菲律賓海軍陸戰
隊員。

菲律賓前海軍副司令隆美爾．裘德．王海
軍少將（Rommel Jude Ong）在接受《衛報》採
訪時以 「地理上的詛咒」形容大國角力下菲律
賓的前景。他說： 「如果台灣危機爆發為衝突
，菲律賓將不可避免地捲入其中。」

美菲防長譴責中方灰色地帶活動將公布4菲基地供美軍使用

白宮今天表示，華府與北京正在討論美國
財政部長葉倫（Janet Yellen）與商務部長雷蒙多
（Gina Raimondo）可能訪問中國的事宜。

法新社報導，如果成行，這將是美中關係2
月急轉直下以來，雙方最高階層官員間的訪問
。

美國國家安全會議發言人柯比（John Kirby
）告訴媒體，正對此進行 「積極」商討。

他說： 「我們正在與中華人民共和國（中
國）討論葉倫部長與雷蒙多部長可能訪問中國
並商議經濟問題的事宜。」

美國國務卿布林肯（Antony Blinken）原定
今年2月訪問北京，但在美國擊落華府聲稱用來
刺探秘密軍事地點的中國氣球後，這趟眾所期
待的訪問在最後一刻告吹。

柯比說，布林肯還是可以訪問中國。他說
： 「那次訪問是延後不是取消。我們仍想讓布
林肯國務卿訪問北京。」

他說： 「重要的是我們要保持溝通管道暢
通，尤其是現在，在緊張情勢十分高漲的時刻
。」

然而，關於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與美國總
統拜登之間可能的通話，柯比說， 「我這邊沒
有通話的安排」。

白宮：美國財長與商務部長擬訪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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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辱外交”批評聲中
尹錫悅開啟訪日行

自宣布“自掏腰包”代日企賠償二

戰強征勞工受害者不過十天的時間，韓

國總統尹錫悅於當地時間16日起開啟訪

日之行。

根據日程安排，韓日兩國領導人將

舉行首腦會談、聯合記者會。日本首相

岸田文雄還將特地帶尹錫悅去吃他喜愛

的蛋包飯，以此建立信賴關系。

然而，尹錫悅的訪日行卻在韓國國

內引發強烈反對。韓媒評論稱，在“屈

辱外交”的批評聲中，此次訪問能否取

得成果尚不明朗。

尹錫悅訪日
岸田要請他去吃蛋包飯
尹錫悅此次訪日行程共兩天。這是

自2019年6月時任韓國總統文在寅為出

席二十國集團(G20)領導人會議而訪問大

阪之後，韓國總統時隔4年再次訪日。

據介紹，尹錫悅的訪日行將有如下

日程安排：

16日，尹錫悅與旅日韓國人舉行座

談並共進午餐。

下午，尹錫悅與岸田舉行首腦會談，

共同會見記者，但不會發表聯合宣言。

值得註意的是，岸田將特例準備兩

頓晚宴，第壹頓是在東京銀座的壹家壽

喜燒店，第二頓是在壹家創立於1895年

的西餐館。

日媒透露，尹錫悅告訴日方，以前

訪問東京之際，曾在這家西餐館吃過蛋

包飯，令人難忘。為此，岸田考慮通過

在西餐館罕見安排“二次會”，讓尹錫

悅重溫“留下回憶的味道”，建立信賴

關系。

17日，尹錫悅會見韓日議員聯盟、

韓日合作委員會所屬的政界人士，並出

席“韓日商務圓桌會議”，會見商界人

士。

這期間，尹錫悅將接見自民黨副總

裁麻生太郎和日韓議員聯盟新任會長菅

義偉。

最後，尹錫悅面向日本大學生和韓國

留學生進行演講，並於當晚返回韓國。

加強軍事合作、協調重啟安保對話

韓日首腦可能談這些
那麼，尹錫悅訪日期間，韓日兩國

可能將就哪些議題進行磋商？

——落實二戰強征勞工受害者索賠

方案

尹錫悅政府日前公布日本二戰時期

強征勞工受害者賠償問題的解決方案，

由韓國企業作為第三方籌措資金，替被

告日企代賠。

盡管引發韓國國內爭議，韓國總統

府堅稱，兩國首腦將磋商落實相關解決

方案。

——加強韓美日、韓日軍事合作

討論《韓日軍事情報保護協定》

(GSOMIA)復常。2019年8月，韓國為抗

議日本對韓出口管制，通報終止該協定

，之後改為暫時維持的方針。此次日韓

首腦會談上，如何使該協定正常化可能

成為議題。

重新調整韓日安保對話。韓日安保

對話自 2018 年 3月起暫停。消息人士

透露，尹錫悅與岸田將就確認外務和防

衛部門重啟安保對話的方向進入最終協

調。

——深化韓日經濟合作

自2019年以來，日本加強半導體材

料對韓出口管制。近日，尹錫悅表示，

兩國將重啟政策對話，期待解除管制措

施。

此外，三星集團“掌門人”李在镕

、SK集團會長崔泰源等韓國經濟界巨頭

也將隨尹錫悅訪日，與日本財界人士探

索經濟合作方案。

時隔12年
韓日首腦“穿梭外交”或重啟
韓國總統室認為，以尹錫悅訪問為

契機，韓日領導人有望加強溝通，增進

互信，首腦“穿梭外交”也將時隔12年

重回正軌。

時任日本首相野田佳彥曾於2011年

10月訪問韓國，時任韓國總統李明博隨

後於12月回訪日本。

但在2012年8月，李明博作為韓國

領導人首次登上日韓爭議島嶼(日本稱

“竹島”，韓國稱“獨島”)，激起日本

強烈反對，韓日關系陷入僵局。

再加上，“慰安婦”問題、二戰強

征勞工受害者索賠問題、福島核汙水排

放等矛盾，韓日關系趨冷，兩國首腦

“穿梭外交”由此中斷。

日本共同社提到，從外交禮儀上來

說，本來接下來應該輪到日本首相訪問

韓國，但尹錫悅展示了盡早訪日的意願

，因而此次改由日方接待。

對於尹錫悅政府所釋放的和解信號，

岸田10日回應稱，為加強今後的關系，

將與尹錫悅“坦率交換意見”。

多名日本外交消息人士還透露，岸

田已開始探討最快在5月的七國集團首

腦會議(G7廣島峰會)之後，於2023年夏

季訪問韓國。

韓國國內不看好
“我仿佛聽到日本的嘲笑聲”
訪日前壹天，尹錫悅在采訪中再次

表示期待，希望韓日兩國國民“共同邁

向未來”。但現實是，韓國國內對其外

交政策壹再表示反對。

韓國共同民主黨黨首李在明當天直

言，“尹錫悅的訪日日程還沒有開始。

但是早就傳來了對《韓日軍事情報保護

協定》舉白旗投降、就福島核電站汙水

問題上繳空白支票等壹整個讓步、讓步

、再讓步的消息”，“國格已經跌入谷

底。我仿佛聽到日本的嘲笑聲。”

壹些韓國網友則對日本為尹錫悅

“量身安排”的西餐館之行提出質疑。

“首腦間的正式晚餐怎麼會在如此簡陋

的餐廳舉行？”“帶他(尹錫悅)去評分

3.5的蛋包飯店？”“太無語了。要不要

和美國總統也在那種地方共進晚餐？”

對此，《韓民族日報》評論稱，在

“屈辱外交”的批評輿論中，尹錫悅的

訪問能否取得成果尚不明朗。

還有分析指出，盡管尹錫悅的舉措

得到美日兩國的積極反應，但他會否付

出國內政治代價，所推動的韓日和解又

會否在下壹次龍山總統府換主人後改弦

易轍，仍存變數。

泰國壹高放射性鋼管被偷，含銫137，當局警告千萬不要碰！

綜合報導 泰國壹發電站

的放射性鋼管近日失竊，泰

當局正積極尋回這壹鋼管，

警告人們不要直接接觸該物

體，不然將面臨嚴重健康風

險。

據報道，曼谷以東的巴欽

武裏府壹家燃煤電廠的工作人

員在3月 10日的例行檢查中，

發現少了壹根含有高量放射性

的鋼管。

這根鋼管為銫137鋼管，長

約30厘米、寬13厘米、重達25

公斤，是測量工廠蒸汽壓力裝

置的壹部分。

據報道，這根鋼管可能

是在幾天前，從約 18 米處掉

落後被偷走。而工廠的輻射

測試顯示，這根鋼管已被帶

離廠區。

燃煤電廠由泰國國家電力

供應公共公司所有，該公司搜

尋多日無果，不得不發出警告

，不要觸碰鋼管。

據悉，這根鋼管目前仍

處於密封狀態，但如果有人

拆封，必定會與鋼管發生接

觸，會引起皮疹、燒傷和患癌

等風險。

近年來，全球發生的丟失

放射性物質事件絡繹不絕。

今年1月，從西澳大利亞皮

爾巴拉地區的力拓礦山開往珀

斯的途中，壹枚直徑6毫米、高

8毫米的放射性膠囊失蹤。這枚

膠囊只有10美分硬幣的大小，

內含放射性物質銫137。

澳洲當局曾警告不要接近

膠囊，該膠囊每小時輻射量為2

毫西弗，站在它壹米以內的範

圍，就相當於進行了10次X射

線檢查。

2月1日，這枚膠囊終於被

找到，所幸沒有造成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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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及記者李理報

道，中國駐美大使館華盛頓當地時間5日發佈通

知，就搭乘臨時包機意願開展摸底調查。通知

稱，將首先面向全美符合條件的未成年中小學留

學生開放登記。

中國包機優先接小留美生
駐美使館開展搭乘意願調查及開放登記 高中生：救命稻草

根據駐美大使館的通知，目前大多數海外留學人員仍然
選擇留在當地。同時考慮到有一些留學人員、特別是

未成年的小留學生面臨無法解決的實際困難，需要返回
中國，中國有關部門正在積極考慮對疫情嚴重國家一些確
有困難、急需回國的留學人員，採取逐步、有序方式，作
出開通臨時航班和包機等相應安排。

機票隔離費用自理
通知指出，根據公開、透明、公平原則，首先面向全

美年齡未滿18周歲（以登記日為準）、父母未陪伴在旁、
長期或短期在美留學的中小學留學生開放登記。如安排臨
時航班和包機，將根據可能的航空運載量，從保護弱小原
則出發，按照登記人員年齡從小到大順序排序，優先安排
小留學生乘機回國。

根據安排，機票和回國隔離費用自理。自願承擔回國
過程中的各種可能風險，並自覺接受乘機過程及抵達目的
地後的各項檢疫安排。除未成年留學生外，監護人等其他
人員不能陪同乘機。截止時間為美東時間2020年4月6日晚
6時（北京時間4月7日晨6時）。

家長：兒子回家最後希望
一名名叫“惠子”的留美高中生表示，最近美國每天

確診數字都是四位數起跳，她確實有點後悔沒有早點回中
國，在家裡的母親更是心急如焚。包機回國消息一出，她
第一時間就在母親的催促下做了登記。“這就像救命稻
草，我現在的安全感已經被打破了，我相信祖國做事的效
率，很快就能讓我們回國。”她還特意在自己的社交媒體
上寫道：“感謝祖國，感恩生為中國人，我們要加油。”

一名兒子在蘭道夫馬克高中唸書的家長表示，她的兒
子是住校生，學校現在停課，孩子沒有辦法自己照顧自
己。家長為了確保兒子能回來，四月份定了各個時段五張
機票，加起來十幾萬元人民幣，但結果是全部被取消。現
在有了包機安排，她表示，簡直是幫助自己兒子早日回家
的最後一絲希望。

中國民用航空局飛行標準司副司長韓光祖6日介紹，
從3月4日到4月3日，民航共安排11架次臨時航班，協助
在伊朗、意大利和英國的1,827名中國公民回國，接回人員
主要以留學生為主。

��(���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駐美
大使崔天凱華盛頓時間5日在《紐約時報》刊
文指出，圍繞疫情中美兩國間有一些不和諧的
聲音。“但現在不是相互指責的時刻，現在我
們需要團結合作、互幫互助。”

齊引領疫苗研發攻關合作
這篇題為《同舟共濟 定克時艱》的文章

說，此時此刻團結至關重要。要保持清醒、明
辨是非，對那些企圖煽動種族主義和歧視仇
外、把別國或別的種族當成替罪羊的愚蠢言行
說不。因為這樣的言行不僅會嚴重破壞中美當
前合作抗疫的努力，也將埋下猜疑甚至對抗的
禍根，將兩國的人民拖入險境，甚至殃及全
球。

文章表示，中方始終負責任地通報疫情信
息。中國建立了新冠肺炎疫情網上知識中心面
向所有國家開放。中美兩國衛生部門和防控專
家也一直保持着密切溝通。

文章認為，作為世界最大的兩個經濟體，
中美應該引領治療技術和疫苗研發國際攻關合
作，充分探討治療藥物技術共享，聯手幫助缺
乏醫療條件的國家，推動完善全球衛生治理。
此外，還要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穩市場、
保增長、保民生，確保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開
放、穩定、安全。

華企全力生產美採購物資
文章介紹說，中方盡己所能，為包括美國

在內的有關國家提供支持，而位於美國疫情

“震中”的紐約州正是重點支持對象。目前，
中方正協助美政府在華採購抗疫物資。中國企
業加班加點，生產、交付紐約與全美採購的醫
療物資。華為向紐約州和華盛頓特區捐贈了數
萬件防疫物資。中資企業總計已向美捐贈150
萬隻口罩、20萬個檢測盒、18萬個手套及許多
其他防疫物資。

文章稱，不久前，中國也遭受了疫情的迎
頭痛擊，因此我們對美國人民的苦痛感同身
受。我們搏鬥過，付出了巨大犧牲，所以深知
這裡及世界各地抗擊疫情的艱難。我們銘記，
在最困難的時候世界各地的朋友給了我們慰藉
和幫助，其中很多是美國人，很多是紐約人。
現在我們也願真誠回報他們的善意，與他們共
渡難關。

崔天凱：中美需團結合作互幫互助

■■中國駐美大使館將安排包中國駐美大使館將安排包
機機，，優先接未成年留美學生回優先接未成年留美學生回
國國。。圖為中國留美學生與當地圖為中國留美學生與當地
同學和老師交談同學和老師交談。。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紐約市史坦頓島醫護人員收到紐約市史坦頓島醫護人員收到
美國華人團體及華人企業捐贈的美國華人團體及華人企業捐贈的
口罩口罩。。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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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海吉星市場周邊共有供港蔬菜企業55家、水果企業16
家，是深港兩地重要的農產品供應樞紐，日均來貨量蔬

菜約5,600噸、水果約900噸，其中約1,550噸蔬菜及360噸水
果供港，佔供港蔬果總量的65%。內地與香港恢復全面通關以
來，蔬菜從海吉星運往香港，半小時內就能抵達。

箱內植入芯片 GPS全程監控
據深圳海吉星國際農產品物流管理有限公司副總經理雷宇

介紹，標準轉運箱由深農集團旗下農產品智慧流通工業設計研
究院聯合華為等企業合作研發，採用可循環利用的新型泡沫塑
料EPP製造，其最大特點是能自然降解，代替傳統的白色發泡
膠箱，在保障食品安全的情況下，減少流通過程中的白色污染
（廢塑料污染）。

降低污染只是這隻轉運箱的其中一個優點。“在標準化的
外觀裏面，還要有標準化的內核。”據雷宇介紹，標準轉運箱
裝置內植入了芯片，記錄了蔬菜水果的本地資訊、供港基地的
資訊、產品的質量認證資訊、食品安全檢測資訊，以及交易資
訊和下游管道等內容。通過芯片可以進行GPS跟蹤和定位、保
鮮和濕度監控、溫度監測與控制、遠程鎖箱，而二維碼則可以
進行貨物溯源。“遠程鎖箱的功能其實是一個警報功能，箱子
在運輸過程中，如果有人開箱了，箱內的溫度、濕度就會發生
變化，系統會對變化進行記錄。”

供應鏈標準化 RFID標籤高效
通過後台的供港農產品監控大屏，可實時查看種植基地上

傳的菜品、種植數據，裝車發貨時的監控運輸環境數據，倉庫
上傳的菜品種植數據，供港的監控運輸環境數據，並實現自動
報關通關的數字通關，最終交付菜品，全程菜品均可溯源。
“通過農產品供應鏈標準化數字化建設，實現農產品種植、加
工、流通與配送過程的全鏈條資訊可追溯、可監控，提高供港
農產品從田間產地到市民餐桌的食品安全性。”雷宇說。

黃偉說，標準轉運箱的研發歷經了一年時間，為了提升貨
物盤點效率，還反向提出要求，希望能在整車出入管理時，能
對芯片資訊進行一次過抓取，而非逐箱掃描芯片資訊。“現在
使用的無源標籤，採用分布式無線射頻識別（RFID），可以
自動、精確、批量掃描，出入閘口實時校檢，出現異常可實時
感知，還能實時記錄軌跡，追溯流轉信息等。”

菜檔老闆點讚 美觀結實省位
香港沙田區廣源街市佳佳蔬菜常年從海吉星進貨，檔主呂

先生表示，檔口每日使用白色發泡膠箱在70至80個左右。試
用新型轉運箱幾日來，感覺效果不錯，“箱子綠色外觀就很好
看，放在店裏也不會覺得雜亂，摺疊後還能節省很多空間。”

呂先生表示，通過掃描箱子上的RFID標籤，可查看產品
來自於內地哪個基地，海吉星的哪個檔口，路上的溫度、濕度
變化等，香港市民會吃得更放心。箱子不但結實，而且少了很
多發泡膠粒掉落，物料符合食品級安全標準，用起來安心。

目前，該新型轉運箱已經陸續進入香港各大超市、街市
等。深農集團將加緊測試箱子的使用情況，以及時改進。

供港蔬果入綠箱 環保安全易追溯
深圳最大“菜籃子”引入 取代發泡膠箱 助港減白色污染

臨近午夜，裝滿蔬菜生鮮的貨車從全國各地開進深圳市農產品集團股份有限公司（簡稱“深農集團”）深圳海

吉星市場，這個深圳最大的“菜籃子”進入了一天最繁忙的時段。從這裏運往香港的蔬菜平均每天約1,550噸，

水果約360噸，佔供港蔬果總量的65%。在海吉星出口加工示範園區，工人正將成箱的四季豆分裝成每袋

300克的獨立包裝，打包好後裝進一個綠色的環保箱內——這是深農集團正在積極推動供港企業統一使

用的標準轉運箱。“香港市場每天十幾萬隻白色發泡膠箱抵港，給香港市民、環境造

成了很大困擾，我們要在民生保障不斷的情況下去解決這問題。”深農集團董事長

黃偉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介紹說，具備數據收集傳輸功能、食品安全追溯、可

回收重複使用的標準轉運箱已經完成了第一輪測試，能大幅度增強保鮮性能，

降低產品流通過程的損耗率。 ◆香港文匯報記者 郭若溪深圳報道

深農集團在全國首創農產品食品出口前置監
管服務平台，探索一站式、規範化的供港模式。
近期供港企業統一試用的標準轉運箱，所採集的
數據將統一上傳至該平台，從而監控供港農產品
是否安全、充足。據了解，未來深農集團計劃在
全國領域內推廣使用標準轉運箱。

農產品食品出口前置監管服務平台按照“政
府主導、部門聯動、企業主體、海關監管、市場
運作”的模式，打造農產品全程可追溯、“零接
觸、雲監管、高效通關”的全新體系，建立“同
飲一江水、同吃一籃菜”的供港配送示範園。

農產品食品出口前置監管服務平台包括一站

式服務平台和智慧化監管平台，具體分為農產品
出口監管服務平台、AEO（經認證的經營者）認
證服務、SPS（技術性貿易措施評議）技貿評議
三大功能板塊。通過物聯網技術、AI技術、大數
據手段，對接深圳海關操作平台，提升供港蔬菜
過關效率，統計供港蔬菜貿易額。

在質量安全標準化建設方面，從基地、加工
廠、檢測認證環節入手，結合國際通行的認證標
準，建立農產品出口質量安全標準化認證中心，
逐步實現出口質量標準的全品類覆蓋。質量安全
溯源體系方面，向基地端延伸，實現從種子種
苗、土壤檢測、化學品投入的生產環節可追溯。

後台動態監管 計劃全國推廣

農批市場一頭連着田間地
頭，一頭連着萬家餐桌。深圳海
吉星農產品物流園作為該市唯一
的一級農產品批發市場，這裏的

蔬菜、水果、凍品、乾貨保障着深圳、香港絕大部分
的供應，是深港兩地名副其實的“菜籃子”。

走進園內一家供港生鮮加工企業，幾名女工正
在給椰菜打去外層老葉，胡蘿蔔削皮包裝，小到一粒
蒜米，大到一棵棵白菜，都有嚴格的產品標準，標籤
欄記錄着每棵鮮菜要去的地方。每天上午原料送來加
工，下午5點出貨，兩輛載重24噸的跨境貨車都會滿
載，通過文錦渡口岸，駛向香港。 菜農潘建哲有着
20多年供港蔬果經驗。為確保營養搭配合理，便於存
放和食用，他從供港基地田頭採收開始就全程跟進，
直到供港備案工廠加工時參與加工包裝。

在田頭，潘建哲跟同事們強調，菜心一定要割
到12厘米左右，這是香港市民最喜歡的長度；在加
工工廠，他則要求每一份一定要稱足斤両，番茄一
定要挑選中個的，這個標準比較適合香港市場。恢
復全面通關後的一個多月，他還經常工作到凌晨四
五點鐘，在分揀現場教工人們如何提高分揀效率。

2月24日，由深圳市海吉星食品進出口有限公司
聯合深圳和眾農業、香港和眾農業，首次試運行使用
統一轉運箱的供港蔬果順利從海吉星發車，第一車裝
載了約15噸蔬菜，包括番茄、西生菜、洋葱、胡蘿
蔔、菜心、芥蘭等。潘建哲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轉
運箱剛開始使用時，因為蔬果形狀各異，規格不同，
大家不太容易接受，經過反覆試用，多次地更改設
計，最終確定了大多數商家認可的規格。

標準轉運箱順利投入使用，他倍感欣慰，“讓
供港蔬果有了統一的標識，也代表着這類蔬果監管
更加嚴格，運輸更加方便，保存更加新鮮，未來統
一的轉運箱將成為香港各類生鮮超市的美麗風景
線。”

反
覆
改
設
計
規
格
受
認
可

標準轉運箱
4優勢

長效保鮮
輕量便捷

搭配冷媒使用，72小時
溫度變化不超過14℃，
自帶鎖扣+輕便材質+

摺疊設計

堅固耐用
循環環保

可承重100公斤不損壞、不
變形；重複使用1,000次
以上，可回收降解循

環利用

健康無害
安全阻燃

不產生有害氣體，食品
級安全，離火即熄

且無滴落

溯源查詢
隨時隨地

隨時隨地查詢農產品
全鏈條數據

 &

◀ 工人正
在對供港菜
進行分揀加
工。
香港文匯報

記者
郭若溪攝

▲使用標準轉運箱裝載的供港菜從深圳
海吉星發車。香港文匯報記者郭若溪攝

▲標準轉運箱在供港菜基地直接裝運使用。
受訪者供圖

◆裝着供港菜的標準轉運箱被放置於
沙田一菜檔口。 受訪者供圖

標準轉運箱功能
及物聯網設備

GPS跟蹤和定位

溫度監測/控制

保鮮和濕度
監控

◆堆置在香港街道上的發泡膠箱。
資料圖片

1

2

3

4

▼二維碼可
以進行貨物
溯源。

芯片盒

溫度監測/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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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噸達 7 萬 4651 公噸的塞浦路斯籍貨櫃船
「現代東京輪（HYUNDAITOKYO） 」昨日

靠泊高雄港77號碼頭時，船頭卻是直接撞上碼
頭，事後發現負責引領貨櫃船入港的徐姓引水
人卻有酒精反應，據悉，這是該名徐姓引水人
過去曾有過2次肇事記錄，但責任尚未完全釐清
。高雄港引水人辦事處也發出聲明及致歉，決
議徐姓引水人即刻停止執行一切輪值領航業務
靜候調查，並要求所有引水同仁於接獲執行領
航業務登輪前，應自主實施酒精濃度呼吸測試
。

「現代東京輪（HYUNDAITOKYO） 」
昨日靠泊高雄港77號碼頭時，撞上77號碼頭，
造成該碼頭多處設施受損，事後更查出，負責
引領貨櫃船入港徐姓引水人測得有酒精反應。

據悉，該名徐姓引水人過去曾有過2次肇事記錄
，但責任尚未完全釐清。

對此，高雄港引水人辦事處也發出聲明，
內容指出 「徐姓引水人日前(20日)，執行引水業
務時，疑似涉有飲用酒類一節，本辦事處為此
向社會各界致歉並聲明」，首先提到， 「本事
件現正由航政主管機關及國家運輸安全委員會
調查階段，本辦事處及徐姓引水人現階段完全
配合主管機關調查」；第二、 「本辦事處經組
長會議決議徐姓引水人即刻停止執行一切輪值
領航業務靜候調查」

第三、 「本辦事處即刻要求所有引水同仁
於接獲執行領航業務登輪前，應自主實施酒精
濃度呼吸測試，並將測試結果主動告知受領航
船舶船長，並上傳本辦事處存查。」

貨櫃船撞碼頭引水人曾2次肇事 高雄港引水人辦事處發3聲明

台南市政府計畫追加近 5.2 億元預算辦理
2024台灣燈會，中央卻僅允諾給予6700萬元補
助，比例過於懸殊，引來多位議員21日在臨時
會批評，加上台南財源狀況不如其他直轄市，
遭國民黨議員蔡育輝諷刺市府是 「盤仔假員外
」（不自量力之意）。對此，副市長葉澤山表
示，6700萬元是已確定的補助經費，若包含主
燈區，中央所挹注的經費 2 億元以上，會持續
努力爭取中央補助、企業募款。

南市府規畫明年台灣燈會設高鐵、安平 2
大燈區，並結合 「台南400」系列活動及串連既
有月津港燈節、龍崎光節和府城燈會共同行銷
，預估創造超過200億元經濟效益；台南市議會
21日臨時會由市府針對台灣燈會籌備概況及預
算編製情形進行專案報告。

議員鄭佳欣、林依婷等人擔心燈會衝擊當
地交通、影響居民生活；議員蔡淑惠則認為中
央補助經費太少，明年 「台南400」活動市府已

支出近2億元，台灣燈會又要花近5.2億元，辦
這麼多大型活動，到底能帶來多少經濟效益？

議員蔡育輝也說，南市府明年要辦台灣燈
會，中央僅擬補助6700萬元，而企業贊助經費
仍是 「未知數」，且市府預期帶來逾200億元經
濟效益，根本是 「唬爛」，不贊成市府花大錢
辦活動。

葉澤山說明，高鐵燈區9.8公頃的主燈區為
中央斥資 2 億元辦理，若涵蓋主燈區，中央補
助的經費不會只有6700萬元；另明年台灣燈會
為雙主燈區，展區大、展期長，市府此次追加
5.2億元預算，其中一半以上是基礎硬體改善工
程，是永續性的建設投入，不會因一次性活動
而浪費。

關於交通方面，市府交通局長王銘德回應
，規畫朝區外停車、區內接駁的方式來疏導車
流，並持續滾動式規畫、檢討。

南市府追加5.2億辦燈會 議員憂衝擊財政
隨著疫情解封，停辦3年的 「國際城市劍道

文化交流大會」25、26日將於高雄武德殿、中
山大學復辦，吸引日、美、韓等9國超過350位
劍道愛好者齊聚高雄切磋武藝，高市文化局也
配合哈瑪星貿易商大樓 「印刷主題微型展」提
供劍友專屬優惠。

高雄武德殿擁有百年歷史，2004 修復完工
後，持續與社團法人高雄市劍道文化促進會合
作推廣劍道文化，由日本兵法二天一流劍術的
始祖宮本武藏第11代宗家陳信寰駐館傳授，是
全台第1座以原始功能再利用的古蹟。不僅保留
武道場、練劍道的功能，更是國際型城市文化
交流的平台。今年 「國際城市劍道文化交流大
會」復辦，大會集結9個國家城市，共140多位
外國選手、180多位台灣選手齊聚高雄切磋劍道
文化。

文化局長王文翠感謝管理武德殿的高雄市

劍道文化促進會，長久以來與台灣劍道聯盟會
、公益財團法人日本台灣交流協會高雄事務所
合作推廣國際交流，藉由劍道文化增進台灣國
際能見度。

武德殿所在的位置是日據時期高雄第1個現
代化新市街 「哈瑪星」，文化資產密集，又鄰
近捷運、輕軌交通便利，文化局不定期舉辦活
動串聯武德殿、愛國婦人會館，至哈瑪星貿易
商大樓、舊三和銀行及新濱町一丁目連棟紅磚
街屋等文化景點，遊客能充分感受高雄歷史脈
絡中的東洋風情。

哈瑪星貿易商大樓3至6月推出 「印刷主題
微型展」，為歡迎國際劍友及參與活動的民眾
，25至27日凡出示賽事相關照片或 「新濱町一
丁目連棟紅磚街屋」消費發票（不限金額），
就能至貿易商大樓享免費體驗DIY拓印明信片1
次。

以劍會友 9國好手齊聚高雄切磋武藝

民進黨台南市立委初選，21日有陳亭妃、賴惠員、王定宇、郭國文等4名現任立委登記，累
計2天全市6名立委均已完成登記拚連任。其中，除第一選區賴惠員遭遇前台南市政府觀旅局長郭
貞慧的強力挑戰外，正國會系前台南市議員蔡旺詮也預定近日登記第五選區與林俊憲角逐，其餘
4人仍無黨內競爭對手。

至於國民黨目前除不分區立委陳以信將轉戰第六選區，第二選區將與無黨籍陳昆和合作外，
其餘4個選區人選仍在徵詢中。

民進黨立委黨內初選登記第2天，第一選區賴惠員、第二選區郭國文、第三選區陳亭妃、第
六選區王定宇等4名現任立委分別完成登記，加上前天登記的第四選區林宜瑾、第五選區林俊憲
，累計2天全市6名立委均已登記拚連任。

其中，第一選區的賴惠員，遭遇前台南市政府觀旅局長郭貞慧的強力挑戰。郭貞慧強調，去
年民進黨選舉挫敗後，黨需要改革，本土派也需要新血投入，良性競爭後的新陳代謝才能讓民進
黨浴火重生。賴惠員則回應說，為落實黨內民主機制，她絕對遵照黨內規則接受挑戰，也期許會
是一場乾淨公平的初選。

蔡旺詮則表示，自參選東區市議員失利後仍繼續與民眾接觸，聽取民意。由於曾有參與第5
選區立委黨內初選經驗，不排除近日前往市黨部登記。

民進黨台南市黨部主委潘新傳表示，6名現任立委均已登記完畢，但因登記時間還有3天，會
不會有 「黑馬」出現？仍待進一步觀察。他也重申，初選有競爭的選區，應遵守不互相攻詰、不
傷害黨形象的規定，黨內同志也應本著團結勝選的目標，不得惡意攻詰同黨參選人，違者將依規
定從嚴議處。

台南市向來為國民黨艱困選區，據了解，目前各選區議員對轉戰立委意願不高。先前傳出曾
參選2020立委的6連霸議員蔡育輝、4連霸議員林燕祝，分別被勸進再戰2024立委，但蔡育輝現
階段無意願，林燕祝以健康因素婉拒。

國民黨台南市黨部主委林進旺說，目前除了老家在歸仁的陳以信將參選第六選區，第二選區
與無黨籍陳昆和合作，其餘4個選區人選都還沒有定案，他坦言從過年後即展開徵詢，至今仍沒
顯著進展。

民進黨南市現任6立委 完成初選登記

能源公司規畫於雲林縣四湖鄉三姓村設置升壓站，說明會卻辦在林厝村，導致三姓村民不了
解工程情況，且土地為農用地，既不屬不利耕種區，也非嚴重地層下陷區，因此堅決反對，村民
21日表示升壓站預定地鄰近住家，大家都很擔心身體健康受影響，已向雲林縣政府、經濟部能源
局陳情，若堅持動工，不排除發動抗爭。

能源公司為發展綠能，規畫在三姓村設置共同升壓站，但事前未依能源局相關規定，於案場
主要所在村里舉行說明會，村民們認為如此作法是有意規避責任，剝奪大家知的權力，屬於不正
當性的合法申請，因此除向相關單位陳情，也尋求雲林縣議員蔡孟真等民意代表協助。

蔡孟真表示，能源公司的升壓站預定地位於三姓村，卻跑到林厝村開說明會，實在令人無法
認同，事後村民們要求改變升壓站地點，還幫能源公司找好土地，公司卻以各種理由推託；能源
政策雖為中央政策，但政策實行也須尊重地方百姓，才不失民主國家風範，未經在地居民認同，
一定會引發爭議。

三姓村民說，綠能設施主要是針對國土計畫的不利耕種區、嚴重地層下陷區、不利養殖區，
升壓站預定地都不屬於這些區域，而是農業用地，且距離住家僅約30公尺，為維護大家的生存權
益與生命安全，希望相關單位能傾聽百姓的訴求，若執意設升壓站，不排除發動抗爭。

蔡孟真提到，除了三姓村，口湖鄉謝厝村也有升壓站工程，共舉行3次說明會，結果村民們
都強烈反對。雲林縣政府針對綠能設施，也強調 「不影響農漁業權益及發展、不妨礙環境景觀及
發展，不違反國土計畫目標」原則，未來將持續協助村民與綠能公司再溝通。

能源公司指出，升壓站設置作業經能源局審核通過，一切均依規定辦理，公司自去年12月即
不斷與村民溝通，但一直未能達成共識，未來會持續協調。

能源公司設升壓站 未辦在地說明會引反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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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城工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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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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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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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债务收入比要求
不需提供报税
不需要提供收入證明
自住房適用
外國人身份，一樣！同等利率！！

動蕩利率，萬通助您亂中求穩

50万美元的贷款金额计算年利率，LTV为
60%，自住房。
贷款金额可高達200万美元，例外情况另行
申請
同等利率適用於
-- 1-4个单位
--租赁
--套现（LTV僅需50%）

外国公民，各類签证类型均適用（如F, J, B.....等）

允许用贈予款支付首付款，即使是出租房

相同利率，條款適用於任何人，對購房，租賃房，再融资套现匯率一樣

• 購買，首付40%，最高二百萬
• 融資套現，LTV比例最高50%
• FICO，接受 680+；如若沒有，可特申
• 过去12个月内无不良记录
• 租金DSCR为1.2，只有6个月的PITIA储备金

目前適用在加州、德克萨斯州、佐治亚州、內華達州和马萨诸塞州部
分縣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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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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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債務收入比項目

三十年固定 6.875%
APR7.17%
3-14-23

HQ: 1350 Bayshore Highway STE 740, Burlingame, CA 94010

General Mortgage Capital Corporation, Real Estate Broker, California Department of Real Estate CA DRE 01509029, NMLS# 254895. HQ: 1350 
Bayshore Highway , STE 740, Burlingame, CA 94010, Licensed in 47 States and DC. Visit WWW.GMCCLOAN.COM

請聯繫GMCC的贷款專家，免費咨詢。我們竭誠呵護您貸款的每一個關鍵環節

姓名

電話

電郵

NMLS

1. 超級Non-Qm 貸款計劃
    包括德州。
2. 不要求信用分數如果沒有，
     如有的, 680+, 如低於 需待批
3. 租金（DSCR 為1.2）
4. 目前使用在加州、得克薩
斯州、佐治亞州、內華達州
和馬薩諸塞州部分縣區。

50萬美元的貸款金額計算年利率，LTV為60%，自住房
貸款金額可高達200萬美元，例外情況另行申請

同等利率適用於  --1-4個單位 
                          --租賃
                          --套現(LTV僅需50%)

HQ: 1350 Bayshore Highway STE 740, Burlingame, CA 94010

（美南新聞凱蒂報導）春天到了，大地換上
五顏六色的彩衣，想要給自己家裡增添美麗的色
彩，也正是時候，家是每個人的安樂窩，裝飾自
己的家已是現代人最注重的項目之一。Katy Home
& Garden Show今年邁入第17個年頭，是西休斯頓
地區最大的家居和園藝展，想要看今年最新的居
家裝飾與設計趨勢、參觀各式各樣的園藝植物與
居家裝飾品，來Katy Home & Garden Show會有意
想不到的收穫。

2023 年的趨勢
今年，居家裝飾流行明亮的色彩和自然溫暖

的色調，多功能空間、戶外生活和將自然帶入室
內等，都是2023年的新趨勢，如果想在同一個場
合找到各種最聰明的想法和專家，就來 Katy
Home & Garden Show，今年的展覽有非常多值得
一看的好東西。

展出內容豐富而多樣化
Katy Home & Garden Show的展出內容包羅萬

象，從園藝景觀、廚房、浴室、窗戶、門、地板
、戶外起居區、游泳池等相關家居用品，還有寵
物中心、RV Zone旅行車與移動的家、現場教作
熟食點心與雞尾酒等，可謂應有盡有。

Barndominium博覽會
今年的特色展秀包括與領先的 Barndominium

設計師 Stacee Lynn 和 Barndo Builder Josh Helms 一
起舉辦的Barndominium 博覽會。Barndominium因
為建造成本比傳統房屋更便宜、更快速，空間更
靈活、維護要求低、保險成本和相關稅費低、加
上設計風格多樣而日受歡迎，也是這次展出的一
大亮點。

Barndo博覽會不僅展示了Barndo Lifestyle的產
品和服務，還展示了美國最重要的 Barndominium
設計師 Stacee Lynn 的作品(她被稱為 The Barndo-
minium Lady)，她在美國設計了 200 多座 Barndo-

miniums，Barndominiums 是金屬結構的建築，設
計上能為人們的家提供廣闊的空間、更高的天花
板、更快的施工時間、和能源效率。Stacee Lynn
將在周六和周日兩天現身在 Culligan Water 舉辦的
Fresh Ideas 舞台上，與 Barndo Builder 和 Texas Best
Construction 的 所 有 者 聊 天 。 另 一 位 嘉 賓 Josh
Helms 被認為是barndo領域的領先建築者之一，他
被授予德州最佳 Barndominium 建築商美譽。Josh
將在3/25(周六)的 Fresh Ideas 舞台上亮相。

五花八門的新展品和創意
RV Zone:想自駕遊，在海邊山旁欣賞美景？

在Explore USA的房車區和旅遊拖車中兜風，找到
您的家外之家。
各種園藝植物: 在Brookwood社區的春季植物特賣
會上，來參觀超過 10,000 平方英尺的花園和戶外
生活展，想想怎樣用美麗繽紛的色彩裝點自己的
院子。從戶外家具和定制庭院到游泳池、水療池
和景觀屋，呈現多種新設計與想法，現場並有專
家讓您的後院夢想成真。

RJC Productions的總裁 Robyn Cade表示，我
們連續17年舉辦Katy Home & Garden Show，對即
將舉行的展出感到非常興奮，無論您是新房主、
老房主，或只是裝飾自己租來的房子，這裡都有
五花八門的新展品、和大量的好點子，各種居家
裝飾的新創意等著與您交流。

我們建立一支由行業專家所組成的全明星團
隊，他們對分享技巧和趨勢充滿熱情。此外，人
都喜歡接觸新的想法，來改善自己與家人生活的
空間，我們鼓勵參展攤位呈現照片和新的巧思，
讓參觀者在同一屋簷下比較不同攤位的展品，看
哪些最適合自己的家。

現場學做雞尾酒、熟食杯
與Cheese Chica一起製作有趣的無酒精的雞尾

酒，以及熟食點心，為您的家裡增加些好玩的東
西，這些創意點子很適合在家庭宴會或是請客時

派上用場，在您的春季宴會或是復活節大餐中閃
亮登場。每個參加者都將獲得食譜和說明、及一
個雞尾酒調酒器，還有一杯他們自己定制的無酒
精雞尾酒和熟食杯帶回家！

Cheese Chica 是一位居住在 Katy 的熟食店藝
術家和雞尾酒創作者，可以在 Instagram上找到他
們分享的想法、技巧、和食譜。

青少年創業市場
在Katy Home & Garden Show上，新鮮創意總

是受歡迎。今年，展會一項新內容是青少年創業
市場，有20多名6-17歲的凱蒂地區學生，將展售
他們獨具風格的產品。這些孩子有自己
的小型商業模式，並且學習創意實施、
產品成本、包裝、預算、投資回報率等
知識。

初露頭角的青年企業家將提供的
一些展品包括：書籤、餵鳥器、肥皂、
珠寶、多肉植物、遊戲、拼圖、衣服、
棉花糖和檸檬水。歡迎跟他們買東西，
支持支持正在成長的年輕企業家！

展出時間、地點
第 17 屆凱蒂家居與園藝展(Katy

Home & Garden Show)和Barndo博覽會

將於3月25日(週六)至26日在凱蒂Katy ISD Ag 中
心舉行，地址是5801 Katy Hockley Cut Off Rd.

展出時間: 3月25日(星期六)上午10點至下午5
點、和3月26日(星期日)上午11點至下午4點。如
要了解更多信息，請訪問katyhomeandgardenshow.
com或致電832-392-0165。

門票$9美元，在門口有售票。停車免費。週
日(3/26)是英雄日，所有現役軍人、退伍軍人、消
防部門、警察和急救人員、Katy ISD 和 Cy-Fair
ISD員工都可以在售票處出示有效身份證件免費入
場2人。

裝點自己的家裝點自己的家! Katy! Katy家居與園藝展家居與園藝展Home & Garden ShowHome & Garden Show
加上加上BarndoBarndo博覽會博覽會，，33月月2525--2626日打造夢想家園日打造夢想家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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