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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中社24日報導，北韓近日進行了核攻擊
型無人潛航器（水下核武）水下爆炸試驗，和戰
略巡弋飛彈的空中模擬核爆試驗。北韓領導人金
正恩親臨現場觀摩。北韓公布，該水下核武被北
韓命名為 「海嘯」，就如其名般地能製造 「放射
性海嘯」，摧毀敵方海軍船艦和港口。

據報導，該水下無人核彈潛航器在2021 年
的勞動黨第八次代表大會上被命名為 「海嘯」。
在此後兩年的時間裡，先後進行了50多次各種
最終階段的試驗，設計目的在於隱秘下潛到作戰
水域，通過水下引爆帶來的超強放射性海嘯，破

壞敵軍艦隊和主要作戰港口。
這是北韓首次對外公開其研製並試爆水下核

武，北韓勞動黨中央軍事委員會於21日到23日
對 「海嘯」進行測試。 「海嘯」首先於21日沿
著預設在北韓東部海域的橢圓和八字形軌道，在
潛航深度80至150公尺處航行59小時12分鐘後
，被放置於咸鏡南道外海。

而後 「海嘯」於23日下午抵達假想敵方港
口、一個位於洪原灣上的靶標，並成功進行了
「核彈試驗用戰鬥部」（模擬核彈頭）的水中爆

炸。報導稱，試驗結果顯示，戰術參數和航行技

術指標得到準確評價，其可靠性和安全性得
以驗證，完美驗證了致命打擊能力。並稱
「海嘯」可部署於任何海岸和港口，或由水

面船艦拖曳進行操作。
此外，北韓也於 22 日讓戰略巡弋飛彈

部隊實施發射訓練。2枚 「箭矢-1」和2枚
「箭矢-2」的戰術巡弋飛彈自咸鏡南道發

射，設定海拔高度為600公尺，精確打擊日
本海上的目標。這些巡弋飛彈都搭載了 「核彈試
驗用戰鬥部」。

金正恩對空潛核爆訓練結果表示滿意。他強

調，美韓無視北韓的忍耐和警告，盲目挑起軍事
挑釁活動愈發倡狂。北韓將以更具壓倒性和更加
強有力的態勢應對到底，維護人民和平生活和社
會主義建設偉業。

北韓宣布北韓宣布：：無人核彈潛航器無人核彈潛航器 「「海嘯海嘯」」 試爆成功試爆成功

(( 圖片來源圖片來源：：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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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P George who was re-elected
as Fort Bend County judge recently
held a luncheon at the community
center to welcome the Houston
Consulate Corp. More than fifty
diplomatic envoys from Asia, Africa
and Europe attended the event and
listened to the blueprint of the
region's future.

Ft. Bend County, located near
Houston's suburbs is the most
ethnic area in the United States with
a population of nearly 700,0000 in
the Sugarland and Missouri City

areas. It has been selected as one
of the most livable areas in the
nation.

Nearly twenty percent of the
residents are Asian and because
they are highly educated and work
in the high-tech industry, the region
has become one of the most
prosperous economic areas in the
country.

Our host Judge George is of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immigrants
from India. He is diligent and
understands the grassroots of our

community. He understands the
special needs of the residents in the
region, so he was elected easily to
a second term as judge.

Mr. Geroge, we are all very
proud of you. Your success
represents the contributions of our
new immigrants to our society. It is
only the very few politicians who
discriminate against Asians who don
’t know about, or do not fully
understand, the important value of
our diversity.

0303//2424//20232023

The Glory of Asian-AmericansThe Glory of Asian-Americans

再次當選德州福遍郡郡長的亞裔喬治日
前在社區中心舉行盛大餐會，歡迎休斯敦地
區各國領事外交團，有來自亞洲、非洲、
歐洲及拉丁美洲等五十位外交使節代表參加
，並聽取福遍地區之目的經濟發展及未來之
藍圖計劃。
位於休斯敦近郊之福遍郡是全美族裔最

多组成之地區，其所在地之糖城及米蘇里市
有近七十萬居民，近年來多次被選為全美最
宜於居住之城鎮之一。由於該地區有眾多受
過高等教育之亞裔居民，因而創業及高科技
人員特別多，也是造就該地區經濟發達之最
大原因。
今天的主人亞裔郡長喬治先生也是來自

印度之第一代移民，他本身因勤走基層，瞭解市民需求，而且為人和善，才能在眾多候選人中脫穎而出，第二次當
選郡長。
我們對於他的成就表示由衷之支持和敬佩，尤其是代表移民之第一代，也表徵了我們對美國社會之貢獻，老實

說，只要我們努力，大多數人仍然是認同我們的成就，那些歧視亞裔之政客仍是少數中之少數。

亞裔的光榮亞裔的光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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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理會安理會1515比比00通過涉朝制裁決議通過涉朝制裁決議
（綜合報導）朝鮮半島問題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和復雜性，對東北亞地區的穩定和安全

有著重要影響。而近期出現的新情況，又把半島問題擺在了國際關注的突出位置。那就是
聯合國安理會以15比0得結果，全票通過了朝鮮制裁委專家小組授權延期決議。對此，中
國方面投下了贊成票，並且緊接著就作出了4點解釋。

據國內外媒體報導，安理會在近日通過了一項由美國和愛爾蘭提出的草案，把1718委
員會專家小組的工作授權延期到了2024年4月底。所謂“1718委員會”，實際上是遵從
聯合國2006年的1718號決議設立的，目的是製裁當時首次進行地下核試驗的朝鮮。現在
的情況則意味著，朝鮮制裁委的專家小組工作將持續到明年才能結束。

值得關注的是，中方這次投下了贊成票。但是在聯合國安理會這個重要場合，因為本
方的投票可能無法完全代表官方立場，所以就需要在投票後再做解釋性發言。事實上，對
於這一決定，中國常駐聯合國副代表耿爽在第二天的安理會上作出了4點解釋。

一是中方這次投下贊成票的原因，是為了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支持安理會的相關涉
朝決議，支持1718委員會在“嚴格履行”授權的情況下落實有關決議。二是涉朝決議明文
規定，制裁不得對朝鮮的基本民生造成負面影響，但一段時間以來，朝鮮國內的人道情況
已經不容樂觀，因此安理會和涉朝制裁的工作組應該重視並採取行動。三是“主筆國”，
也就是美國和愛爾蘭並沒有採納中方提出的主要修改意見，中方對此表示遺憾。四是中方
希望執行涉朝制裁的工作組在之後的工作中改進上述情況，解決相關問題。
安理會全票通過了這次的草案,可以看到，耿爽大使的解釋性發言，值得我們一條一條地仔
細分析。

首先，中方解釋了為什麼同意延長這次的涉朝制裁決議，最主要的原因在於，這項決
議是此前走正規渠道通過的。因此如果這個決議在執行中沒有出現原則性問題，那麼中國
作為一個負責任的大國以及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就會給出正面立場。簡單來說，中方現
在是尊重安理會此前的決定本身，而非贊同製裁這種手段。

其次，中方也提到了，涉朝制裁不得對朝鮮一般民眾的生活造成負面影響，更不能造成
該國出現人道形勢問題。而現在的一些制裁，已經偏離了初衷，對朝鮮普通民眾帶來了負面
影響。這就屬於不能接受的範疇了，中方也已經提出了相關改進意見。

接著中方提到了“主筆國”的相關問題，而這次提交延長涉朝制裁草案的國家，是美國
和愛爾蘭。而對於中方給出的修改意見，兩國卻並沒有怎麼採納。由此判斷，以美國為首的
西方國家應該是想進一步加強對朝方的製裁。

最後，中方再次強調了希望執行涉朝制裁工作組改進工作的問題，這說明中方對於工作
組此前的工作並不是很滿意，否則也不會提出那麼多的修改意見。

在朝鮮半島這段時間以來形勢越發嚴峻的情況下，安理會全票通過涉朝制裁決議，向外
界發出了一個明確信號。目前，美國方面繼續在對朝方進行全方位的施壓，對東北亞局勢持
續產生負面影響。不僅如此，韓國總統尹錫悅在上任以來，一改其前任文在寅對朝友好政策
，開始在這個問題上對美國亦步亦趨，還加快引入美軍“戰略軍事資產”的步伐。而隨著美
韓近期舉行的大規模軍演拉開帷幕，兩國對朝方施加的壓力達到了高峰。

在目前舉行的美韓大規模聯合軍演中，美國派出了B-52戰略轟炸機、以馬金島號兩棲
攻擊艦為首的打擊群等軍事力量。雖然美韓始終堅稱這次演習是所謂“防禦性的”，但是我
們從美韓聯合軍演中的幾個行動代號就能一窺端倪，包括“斬首行動”“打擊縱深目標”
“攻占平壤”等。毫無疑問，美韓的真實意圖已經是擺上了桌面。

不僅如此，美國還打算把日本整合進來，構建一個針對朝方與中國的美日韓三國軍事同
盟。對於美國的這一提議，日本響應得非常快，而韓國雖然還在猶豫是否要針對中國，但是
已經同意與美日一起針對朝方。朝方未來要面對的局勢，應該是相當嚴峻的。
在如此強大的外部壓力和威脅下，恐怕沒有任何一個國家不會無動於衷，朝鮮自然也是如此

。近段時間，朝方連續進行了包括導彈試射在內的武器實驗，以警告美韓不要輕舉妄動，並
檢驗自己的防衛力量。朝方國家通訊社報導，朝軍試驗了自己的核無人潛水攻擊艇，發射了
4枚“箭矢”戰略巡航導彈，試射了1枚“火星-17”洲際導彈，並且都取得了成功。同時，
朝方還表示如果美韓進一步相逼，將不排除發動“核反擊”的可能性。

可以說，半島當前的局勢用劍拔弩張來形容都不為過。而問題的根源，正是美國幾十年
來如一日的干涉和介入。想要和平解決半島問題，從短期內來看可能性應該是很低的了。然
而即便如此，中方依舊在解決半島問題上不遺餘力，因為半島與中國接壤，是我們的“家門
口”。如果美國真的在這個搞出什麼問題，那麼中國是沒法獨善其身的，當年的抗美援朝已
經告訴了我們這個深刻道理。

根據耿爽近日在安理會上對朝鮮問題的發言，中方在半島問題上的立場是一貫而明確的
，可以用三個“致力於”來概括。一是致力於維護地區的和平穩定。二是致力於推動該地區
的無核化進程。三是致力於採用外交的方式和平解決問題。很顯然，中方強調“半島問題”
的意思是很明確的，那就是朝方和韓國都要為該地區的和平出一份力，而美國這種外部勢力
只會給地區帶來動盪。

總的來說，造成半島局勢高度緊張的原因，還是美國的插手。這也是美國為了保持自己
在全世界所謂的影響力，以及遏制中國的發展，在東北亞埋下的一顆“雷”。美國的干涉讓
同一個民族分成了兩個國家。但與此同時我們也要看到，朝韓兩國自己，尤其是韓國的態度
是至關重要的。在文在寅執政時期，朝韓兩國關係曾一度“破冰”，文在寅也實現了訪朝，
獲得了朝方等同於最高規格的接待，地區局勢也在當時出現了極大緩和。

然而在尹錫悅上台後，只顧著強化與美國的關係，反而對朝方展現出極為強硬的姿態，
這讓半島局勢再次陷入緊張。說到底，想解決半島問題，朝韓兩國自身的態度也很關鍵，如
果其中一方沒有展現出應有的誠意，那麼問題恐怕很難得到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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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特加快發展航空業
綜合報導 沙特阿拉伯將發展航空業作

為推動非石油經濟發展、實現2030願景的重

要壹環。根據沙特國家運輸和物流戰略以及

沙特航空戰略的目標，沙特計劃建設成為全

球航空樞紐，到2030年將國際航線目的地數

量增加至250個，將旅客吞吐量提升至3.3億

人次，貨物吞吐量提升至450萬噸。沙特交

通和物流服務大臣薩利赫· 賈希爾(Saleh

Al-Jasser)在去年5月舉行的未來航空論壇上

表示，到2030年沙特將向航空業投資1000

億美元。為實現戰略目標，沙特航空領域各

部門積極推動行業發展，成果不斷湧現。

在運力方面，沙特重視機場和航空公

司建設。

沙特航空戰略計劃建設以利雅得和吉

達為全球鏈接樞紐的機場網絡。去年11月

，沙特宣布將利雅得哈立德國王國際機場擴

建成為世界最大機場之壹，並改名為薩勒曼

國王國際機場。根據規劃，新機場將占地57

平方公裏，包含6條跑道，12平方公裏的

配套住宅、娛樂、商業和物流設施，以及

當前機場中已有的航站樓。其目標是到

2030年，該機場旅客吞吐量達1.2億人次

，到2050年旅客吞吐量達1.85億人次，貨

物吞吐量達350萬噸。

近日，沙特王儲兼首相穆罕默德· 本·

薩勒曼宣布成立新的國家航空公司——利

雅得航空(Riyadh Air)，他在聲明中表示，

利雅得航空公司將由沙特公共投資基金全

資持有，該航空公司的成立也將進壹步推

動沙特非石油經濟發展，預計將創造超過

20萬個直接和間接就業崗位。

在航線方面，沙特重視整合資源和拓

展業務。

沙特2021年啟動航空連接計劃，旨在

開發現有和潛在的航空線路，推動沙特旅遊

業發展。該計劃整合了沙特的旅遊業生態系

統，便於航空、旅遊、投資等領域的公共和

私營部門參與者相互協調。去年，航空連接

計劃與沙特航空、納斯航空、維茲航空等合

作開通數十條國際航線。本月初，航空連接

計劃、沙特航空沙特機場控股公司(Matarat)

和沙特旅遊局合作推出了北京、伯明翰、卡

諾和約翰內斯堡四大新國際目的地。

航空連接計劃首席執行官阿裏· 拉傑

蔔(Ali Rajab)表示，新航線的開通是沙特

旅遊與航空系統強強合作的結果，將為沙

特提供多樣化的旅行機會。沙特航空首席

執行官易蔔拉欣· 科希(Ibrahim Koshy)強調

了提高國際市場份額、簡化旅行程序、提

升旅行體驗的重要性，稱這些舉措除了增

加航空連通性之外，還有助於發展新興旅

遊業，改善現有的旅遊網絡。

在管理方面，沙特重視發揮私營部門

作用。

沙特目前正推動新壹輪機場私有化進

程。沙特民航總局已將民用機場移交給其

子公司沙特機場控股公司，由其負責機場

的建設、運營和管理，而民航總局將轉變

為立法者和監管者，這些機場後續將被轉

移到公共投資基金實現私有化。目前沙特

機場控股公司正在以公私合營的方式推進

艾蔔哈新建機場航站樓的設計、融資、建

設和運營，塔伊夫、哈伊勒、卡西姆等機

場公私合營項目也在進行中。

沙特鼓勵私營部門投資航空業，民航

總局局長阿蔔杜勒阿齊茲· 杜埃利吉(Abdu-

laziz Al-Duailej)此前表示，沙特的航空領

域前景廣闊，無論是在機場航運的運營管

理方面，還是在運輸、餐飲、維修和地勤

等配套服務方面，對於國內外投資者都存

在大量投資機會。

土耳其決定開始啟動批準
芬蘭加入北約相關程序

綜合報導 土耳其總統埃爾多安說，土耳其認可芬蘭為加入北約所

做出的努力，決定開始推進批準芬蘭加入北約的相關程序。

埃爾多安當天在安卡拉與到訪的芬蘭總統尼尼斯托舉行的聯合新聞

發布會上說，土耳其註意到芬蘭近期在爭取加入北約方面取得的實質性

進展，芬蘭滿足了土耳其就自身安全關切提出的要求，土耳其決定開始

推進批準芬蘭入約的相關程序。

埃爾多安同時表示，他要求瑞典向土耳其引渡120名“恐怖分子”，但

瑞典壹直沒能做到，這是土耳其無法推進批準瑞典加入北約的原因。

尼尼斯托對埃爾多安的決定表示歡迎，同時表示芬蘭仍然希望看到瑞典

加入北約，並認為芬蘭不會在沒有瑞典的情況下正式成為北約成員國。

按照土耳其的立法程序，土耳其大國民議會將就批準芬蘭加入北約

的議題進行表決。

由於瑞典此前發生針對土耳其的示威活動，土耳其曾照會瑞典大使

，就示威活動提出抗議。埃爾多安曾表示，土耳其對芬蘭加入北約持積

極態度，而對瑞典則不是。

瑞典和芬蘭2022年5月申請加入北約。同年7月，北約30個成員國

的代表簽署芬蘭和瑞典加入條約的議定書。按照規程，北約必須在30個

成員國“壹致同意”前提下才能吸納新成員。目前，土耳其和匈牙利尚

未正式批準瑞典和芬蘭加入北約。

法國養老金改革抗議持續
反對派對馬克龍政府發起不信任動議

綜合報導 在法國巴黎市中心，抗議者於當地時間17日再次與警察

發生沖突，抗議法國政府的養老金改革。圍繞這壹問題，法國已經歷了

兩個多月的激烈政治辯論和罷工運動。

據報道，數千名示威者點火，壹些人向警察投擲鞭炮。警察則使用

催淚瓦斯驅散他們，並在距離國民議會大樓不遠的協和廣場(Place de

la Concorde)逮捕了數十人。此外，17日，法國其他城市也發生了抗議活

動，尤其是波爾多、土倫和斯特拉斯堡。

報道稱，上述這些抗議和沖突發生於法國政府16日繞過國民議會

（眾議院）強行通過有爭議的養老金改革的第二晚。改革的主要內容包

括將退休年齡從62歲提高到64歲。對於這壹調整，法國政府表示，養

老金改革對於確保體系不會負擔過重、防止崩潰至關重要。

目前，總統馬克龍強推動的養老金改革同時招致了左翼和右翼的不

滿。作為回應，他們對馬克龍政府發起了兩項不信任動議。第壹項由獨

立人士和左翼政黨生態和社會人民新聯盟（NUPES）簽署。第二份則由

極右翼政黨“國民聯盟”（National Rally）簽署。預計兩項動議將在下

周初進行辯論。

“國民聯盟”的領袖勒龐表示，推動養老金改革的決定是“政府的徹底

失敗”。極左翼政黨“不屈法國”黨領袖帕諾特在推特上說，馬克龍讓法國

陷入了政府危機，已經失去了議會信任和民眾支持雙重意義上的合法性。

今年1月，法國政府公布了新的養老金改革方案。據法新社報道，

民意調查顯示，大多數法國人和議會中的左翼團體強烈反對該計劃。馬

克龍去年將養老金改革作為其競選連任的核心，但他基本上避免了與公

眾就該計劃舉行面對面的對話，而是交由其政府處理批評意見。

騷亂、罷工輪番上演
法國強推這壹法案，混亂難平息

法國政府決定援引憲法第49.3條款

，強行推動退休制度改革法案在議會過

關，在法國各界引起了很大爭議。

巴黎、馬賽、第戎、南特、圖盧茲

和尼斯等地的民眾聚集在街頭抗議。在

壹些地區，示威甚至演變成暴力騷亂。

與此同時，反對黨提交了不信任動議，

預計將於20日進行表決。

“巴黎在抗議中燃燒”
法國BFMTV發布的視頻中，法國16

日晚間爆發抗議活動，抗議者破壞街邊

設施、砸碎窗戶、放火燒毀東西，空氣

中彌漫著煙霧。美國《新聞周刊》稱，

巴黎在抗議中燃燒。

退休制度改革是法國總統馬克龍上

任以來的施政重點之壹，壹經推出就引

發強烈爭議。

根據改革方案，退休年齡將由現在

的62歲提高至64歲，並要求自2027年起

，只有工作滿43年的法國人才能領取全

額養老金。馬克龍認為法國迫切需要改

革，否則養老金體系會陷入赤字。

法國總理博爾內在法國國民議會(議

會下院)宣布，政府決定援引憲法第49.3

條款，不經國民議會表決，直接通過退

休制度改革法案。

當天，博爾內剛踏進國民議會就被

噓聲包圍，反對黨大聲要求馬克龍政府

下臺。部分議員高唱法國國歌阻止博爾

內發言，有人舉起寫著“不要64(歲退

休)”的標語牌與博爾內對峙。

博爾內發言之時，有上千名示威者

聚集在巴黎市中心的協和廣場，點燃了

火堆，並高喊“馬克龍辭職”及“我們

在這裏”等口號。

2023年3月17日，法國巴黎舉行抗

議活動，抗議政府強行推動退休制度改

革法案。

當晚的示威活動演變成暴力沖突，

有示威者向警方投擲石頭，警方則施放

催淚瓦斯驅離。半島電視臺稱，成排警

察拿出盾牌和警棍，朝協和廣場前進，

而在廣場中央冒出火光後，警察還發射

了水炮。

17日，數百名抗議者暫時封鎖了巴

黎的環城公路，而數十人湧入法國西南

部波爾多主要火車站的鐵軌。法國各地

的城市也大多舉行了小規模、分散的抗

議活動。

法媒援引法國內政部長達爾曼寧消

息，16日當晚，法國全國有310人被捕

，其中258人在巴黎被捕。

近兩個月，類似的混亂場景在法國

接連上演，物流、能源、航運碼頭、教

育等領域掀起多輪罷工。巴黎環衛工人

的輪流罷工已經持續兩周，導致巴黎市

內堆積的垃圾不斷增多，如今巴黎街頭

上約有7000噸垃圾。

法國總工會此前曾預告，3月23日

將再有壹整天的大罷工和示威，以抗議

退休制度改革。

“這是壹場民主政變”
據路透社報道，在經歷了議會上的混

亂壹幕後，法國極右翼黨派領導人勒龐向

記者表示，“這是壹場民主政變”。

勒龐呼籲發動不信任動議，極左派

“不屈法國”黨魁梅朗雄也說，退休改革

法案毫無正當性，支持提出不信任動議。

法國社會黨第壹書記福爾此前也表

示，持續數周的罷工、抗議活動對電力

生產、煉油廠運輸等造成了影響，加上

看到巴黎街頭成堆的垃圾，養老金改革

法案可能會釋放“無法控制的憤怒”。

根據法國法律，政府有權引用憲法

第49.3條款，不經國民議會表決通過法

案，但這也意味著，反對派可以發起對

政府的不信任動議作為回應。

目前在國民議會，反對派已提交了

兩個不信任動議，如果其中任何壹項獲

得多數支持，總理博爾內將不得不遞交

辭呈。

美聯社分析指出，使不信任動議通

過也並非易事。自1962年以來，法國尚

未有不信任動議獲得通過。此外，馬克

龍帶領的中間派聯盟在國民議會中擁有

最多席位，且法國共和黨也傾向於支持

延遲退休年齡。雖然少數保守派可能會

偏離共和黨的路線，但他們推翻馬克龍

政府的意願還有待觀察。

但法媒指出，馬克龍政府顯然越來

越脆弱，即使執政聯盟在議會裏存活下

來，也難以平息街頭的混亂。

法國 24 電視臺的國際事務評論

員赫伯特表示，人們可能認為過去

幾周、幾月中發生的事已讓法國的

局勢很緊張，但“人們的情緒還將

更加高漲”。

又大又醜！美壹男子在公園發現3.29克拉褐色鉆
綜合報導 據披露，這顆

鉆石是安德森在公園 37.5 英

畝的鉆石搜索區發現的。公

園講解員泰勒· 馬卡姆將這顆

罕見的石頭描述為“大約有

英國豌豆大小，呈淺褐色，

八面體形狀，表面有金屬色

澤”，而安德森為這顆鉆石

取名“巴德（B.U.D.）”，意

為“大而醜的鉆石（BigUg-

lyDiamond）”。

當被問及如何發現這顆鉆

石時，安德森稱：“起初我以

為（地上的）是石英，但想知

道為什麼它這麼閃亮。壹旦我

拿起它，我就意識到這是壹顆

鉆石！”安

德森解釋說

，自從2007

年在電視上

第壹次聽說

這個公園後

，他就壹直

想到這個公

園去尋寶。

“在我發現

第壹顆鉆石，壹顆1.5克拉的白

色鉆石後，我就迷上了做這件

事。”他補充說，到現在他已

經發現了400多顆鉆石。

據安德森描述，他發現的

其他頂級鉆石包括2011年發現

的壹顆3.83克拉的黃鉆和2014

年發現的壹顆6.19克拉的白鉆

。和其他人壹樣，安德森說，

他計劃將這顆最近的發現賣給

他所在地區的珠寶商。

據介紹，這顆鉆石是自

2021年 9月以來在該公園發現

的最大的鉆石，當時壹位來自

加利福尼亞州的遊客發現了壹

顆4.38克拉的黃鉆。

自1906年以來，在該地區

已經發現了超過75000顆鉆石

，其中超過 35000 顆是在 1972

年該地區成為國家公園後發現

的。

美國本土的最大鉆石也是

在這壹地區被發現的地方。

1924年，壹顆重達40.23克拉的

鉆石被發掘，被命名為“山姆

大叔”，現在在美國國家自然

歷史博物館展出。

據悉，該公園平均每天

都會發現壹到兩顆鉆石，並

允許遊客保留他們自己發現

的鉆石。今年在該公園已經

發現了124顆鉆石。此外，遊

客可以租用挖掘和過濾工具

，而公園管理員將為在公園

發現的任何巖石和礦物提供

免費鑒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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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日本央行結束了為期兩天的

貨幣政策會議，決定繼續維持超寬松貨幣

政策。

日本央行貨幣政策會議決定，將繼續把短

期利率維持在負0.1%的水平，並通過購買長期

國債，使長期利率維持在零左右。現為“0.5%

左右”的長期利率上限也維持不變。

日本央行預計，短期和長期利率將保持在

當前或更低水平。日本央行在聲明中指出，隨

著新冠疫情影響和供給側限制的減弱，日本經

濟預計將復蘇。不過，受世界經濟及能源價格

、疫情變化的影響，日本經濟仍存在高度不確

定性。

在購債方面，日本央行重申國債購買量沒

有限制，將ETF年度購買上限維持在約12萬億

日元不變。

據日本廣播協會電視臺報道，日本央行行

長黑田東彥將於4月8日結束任期。本次會議是

他任期內最後壹次貨幣政策會議。

自2013年3月就任日本央行行長以來，黑

田東彥任期已長達10年，為日本央行140余年

歷史上任職時間最長的行長。

據報道，日本國會參議院當日召開全體會

議，通過日本央行下壹任行長提名人選以及兩

名副行長提名人選。日本政府2月14日向國會

正式提名經濟學家植田和男出任下壹任央行行

長，日本國會眾議院已於3月9日表決通過提名

人選。

印度將與俄羅斯開展火星探索新任務，共同開發無人機 Marsoplane
綜合報導 據俄羅斯塔斯社、歐亞

時報等媒體報道，印度將與俄羅斯開展

火星探索新任務，莫斯科的科學家團隊

正在與來自印度的專家壹起開發火星無

人飛行器“Marsoplane”，該飛行器將幫

助人類研究火星大氣層和地表。

據悉， 莫斯科國立航空航天大學

航空研究所負責該項目中無人機通用和

空氣動力學設計的研究員葉蓮娜・卡爾

波維奇（Yelena Karpovich）向塔斯社提

供了有關該項目的詳細信息。她表示，

Marsoplane 驗證機將在 2024 底之前進

行技術驗證。

“火星飛行器由壹個國際團隊設計

，該團隊由印度理工學院卡拉格普爾分

校的計算流體動力學專家組成”，Kar-

povich 說。她指出，該項目采用了“固

定翼空中平臺”的設想概念，這種飛行

器可能會與當前的火星研究探測器並駕

齊驅。

據稱，這項新的火星任務由俄羅斯

科學院空間研究所 IIT Kharagpur 聯合

開發，是印度和俄羅斯於 2021 年簽署

的深化太空合作協議的壹部分。該協議

於當年 12 月 6 日簽署，旨在加強 IS-

RO 與俄羅斯航天局 Roscosmos 之間的

合作。

在俄羅斯科學基金批準資金獲批後

，這款火星飛行器的研究工作已於

2022 年 4 月開始。Karpovich 相信，科

學家團隊將能夠在明年年底前成功完成

該飛行器的技術驗證。“到 2024 年底

，俄羅斯方面必須發表 10 篇文章，制

造並成功測試技術驗證器。”

她指出，該項目的主要難點在於

火星氣候和大氣的具體情況，無人機

必須準備好應對這顆紅色星球的稀薄

大氣（IT之家註：火星本身的大氣層

體積不到地球的 1%）和沙塵暴等問

題。

“火星大氣的具體情況使有效提升

表面的設計復雜化，並限制了我們選擇

動力裝置。沙塵暴需要徹底設計系統和

設備的保護措施，以及機翼載荷較小的

飛行器的飛行設計。”

此外，研究人員補充說，有必要找

到將無人機放置到運載火箭鼻錐（IT之

家註：指飛行器最前端的部分）的方法

，“出於這個原因，我們的無人機必須

非常緊湊，或者具有折疊或軟結構設計

（充氣或自硬化機翼）”。

據介紹，相關研究團隊積極咨詢了

俄羅斯國內航天火箭行業的多家企業和

科研機構。她說，特別是該項目的研究

任務正在與俄羅斯科學院空間研究所聯

合開發。

“目前，我們與空間研究所的專家

壹起，繼續討論無人機及其相關設備和

飛行剖面的研究任務，以及火星上值得

研究的領域。科學任務包括氣候、礦物

學和熱物理研究，以及對火星磁場的研

究。”

她補充說，拉沃奇金設計局就可

用於外太空的設備和動力裝置的規格

向研究小組提供咨詢，“這將我們的工

作提升到了壹個完全不同的科學和工程

水平”。

值得壹提的是，上個月美國和印

度也宣布將加強太空合作，加強在民

用太空領域的合作，例如美國發表聲

明稱將在 NASA 約翰遜航天中心對

壹名印度宇航員進行訓練。不過，白

宮並未具體說明“高級訓練”的具體

時間和細節。而在此之前，印度航天

員壹直依賴俄羅斯進行訓練，並於

2020 年派遣部分印度空軍飛行員前

往加加林宇航員培訓中心進行培訓。

日本首枚H3火箭發射失敗
調查稱：或因內部電流過載

綜合報導 日本宇宙航空研究開發機構

（JAXA）發布報告說，本月7日發射的該國首枚

H3運載火箭的二級發動機點火前，火箭內部出現

電流過載，這可能是導致發射失敗的原因。

JAXA當天發布此次發射失敗原因調查報

告。根據這份報告，上述火箭的壹二級分離

後，箭體向二級推進系統控制器發送了點火

信號，控制器又將信號傳輸給二級發動機的控

制箱，這壹過程已確認正常。

但是在控制箱接到點火信號後瞬間，二級

推進系統控制器中檢測發動機驅動電壓和電流

的裝置檢測到異常，並切斷了向下遊設備供電

，導致二級發動機不能點火。

報告說，這種異常情況可能是依靠這壹控

制器供電的下遊設備耗電過大，也可能是下遊

設備發生短路等故障導致電流過載。調查人員

還提出壹種推斷，即二級推進系統控制器誤檢

到了電流過載。

JAXA今後將獲取並分析二級推進系統控

制器內部電壓等詳細數據，同時用真實的箭體

試驗以確定原因。

日本多年研發推出的H3大型運載火箭7日

上午發射。火箭升空後不久，因二級發動機未

能成功點火，JAXA不得不向火箭發出自毀指

令，發射宣告失敗。這枚火箭2月17日首次嘗

試發射時，也是因為電源系統異常而在發射倒

計時結束後未能點火升空，當時JAXA宣布發

射“中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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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國關係

習近平：
◆中俄關係已經走過70餘年風風雨雨。撫今追昔，我們深
深感受到，今天的中俄關係來之不易，中俄友誼歷久彌
新，必須倍加珍惜。歷史和實踐告訴我們，中俄關係之所
以能夠經受住國際風雲變幻考驗，關鍵在於找到了國與國
正確相處之道。

普京：
◆俄中關係事實上就是當今地區乃至全球穩定的基石，促進
經濟增長，並成為國際事務中積極議程的保障。這種關係
是大國之間和諧與創造性合作的典範。

兩國經貿合作

習近平：
◆要推動投資經貿合作量質齊升，加強政策協調，為兩國投
資合作高質量發展創造有利條件。

◆擴大雙邊貿易規模，打造更多利益契合點和合作增長點，
形成傳統貿易和新興合作互為補充、同步發展格局。

◆持續推進共建“一帶一路”同歐亞經濟聯盟對接合作，為
雙邊和區域合作提供更多制度性安排。

普京：
◆我們優先方向之一是經貿合作夥伴關係。十年來，到2022
年，本已相當大的雙邊貿易額翻了一番，達到1,850億美
元，創了新高。我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我曾同習近平主席
設定將貿易額提高到2,000億美元的目標將於今年實現，
而不是2024年。

◆兩國在雙邊貿易中的本幣結算份額日益增多，這使我們的
關係變得更加自主。

當今國際局勢判斷

習近平：
◆當今世界正處於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和平、發展、合作、共
贏的歷史潮流不可阻擋，世界多極化、經濟全球化、國際關
係民主化大勢不可逆轉。同時，傳統與非傳統安全挑戰錯綜
交織，霸權霸道霸凌行徑危害深重，世界經濟復甦道阻且
長。國際社會憂心忡忡，亟盼驅散危機的合作良方。

普京：
◆我們看到，目前外部地緣政治格局面臨巨大的變化。“集
體西方”越來越絕望地掙扎堅持舊的教條及其不斷失去的
統治地位，甚至把一些國家和民族的命運當作“賭注”。
美國對俄羅斯和中國採取雙重遏制政策，企圖遏制任何不
屈服美國指令的國家，愈加橫行。國際安全和合作的架構
正被拆除。俄羅斯已經被宣布為“迫切的威脅”，而中國
被稱為“戰略競爭對手”。

國際關係主張

習近平：
◆10年來，和平、發展、公平、正義、
民主、自由的全人類共同價值日益深
入人心，建設持久和平、普遍安全、
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
界，成為越來越多國家的共同追求。
國際社會清楚地認識到，世界上不存
在高人一等的國家，不存在放之四海
而皆準的國家治理模式，不存在由某
個國家說了算的國際秩序。一個團結
而非分裂、和平而非動盪的世界符合
全人類共同利益。

普京：
◆俄中兩國跟其他志同道合的國家不斷
主張在國際法的基礎上構建更加公正
的多極化世界秩序，而不是在滿足
“黃金十億人”需求的某種規則基礎
上。俄羅斯和中國始終致力於建立平
等、開放、包容、不針對第三國的地
區和全球安全體系。在此，我們讚賞
中國全球安全倡議發揮的建設性作
用，這與俄羅斯在這一領域的立場相
契合。

烏克蘭危機

習近平：
◆中方始終着眼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
秉持客觀公正立場，積極勸和促談。

◆複雜問題沒有簡單解決辦法。我們相
信，只要各方秉持共同、綜合、合
作、可持續的安全觀，堅持平等、理
性、務實對話協商，就一定能找到解
決烏克蘭危機的合理途徑，找到實現
世界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光明大
道。

普京：
◆我們感謝中華人民共和國對烏克蘭問
題採取平衡的態度，理解其歷史背景
和真實的原因。我們歡迎中國願意在
解決危機方面發揮建設性的作用。跟
我們的中國朋友一樣，俄羅斯也主張
嚴格遵守聯合國憲章，尊重國際法準
則，包括人道主義法。非法的單邊制
裁不可接受，必須取消。

◆俄羅斯對以政治外交方式解決烏克蘭
危機保持開放的態度。

◆西方挑起烏克蘭危機，不斷火上澆
油，是當今最引人注目的，但絕不是
唯一的試圖保留在國際上的主導地位
和單極世界秩序的表現。

關於這些重大議題 兩國領導人這樣說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及人民日報報道，北京時間3月20日，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俄羅斯

報》和俄新社網站發表題為《踔厲前行，開啟中俄友好合作、共同發展新篇章》的署名文章，同日
俄羅斯總統普京在《人民日報》發表題為《俄羅斯和中國——面向未來的夥伴關係》的署名文章，
向友好的中國人民致意。在同日刊發的兩篇重磅文章裏，兩國元首談到了這些重大議題：

為中俄夥伴關係發展注新動力
習近平抵莫斯科訪問 發表書面講話

 &

互發署名文章 傳遞合作和平信號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當地時間3月20日下午，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乘專機抵達莫斯科，應俄羅斯總統普京邀請，對俄羅斯進行國事訪問。

當地時間下午1時許，習近平乘坐的專機抵
達莫斯科伏努科沃專機機場。習近平步

出艙門時，俄羅斯副總理切爾內申科等政府高
級官員在舷梯旁熱情迎接。

俄方在機場舉行隆重迎賓儀式。軍樂團奏
中俄兩國國歌。習近平檢閱俄羅斯三軍儀仗隊
並觀看分列式。

中俄關係發展成果給兩國人民帶來好處
習近平發表書面講話，代表中國政府和中

國人民，向俄羅斯政府和人民致以誠摯問候和
良好祝願。習近平強調，中俄兩國是山水相連
的友好鄰邦。雙方堅持在不結盟、不對抗、不
針對第三方原則基礎上鞏固和發展雙邊關係，
樹立了新型大國關係典範。中俄關係發展成果
給兩國人民帶來了實實在在的好處，為世界發
展進步作出了重要貢獻。

習近平指出，中俄同為世界主要大國和聯
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在國際事務中發揮着
重要作用。面對動盪變革的世界，中方願繼續
同俄方一道，堅定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的國際
體系、以國際法為基礎的國際秩序、以聯合國
憲章宗旨和原則為基礎的國際關係基本準則，
堅持真正的多邊主義，推動世界多極化和國際
關係民主化，推動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
的方向發展。相信這次訪問一定會取得豐碩成
果，為中俄新時代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健康
穩定發展注入新的動力。

談烏問題：複雜問題沒簡單解決辦法
在赴莫斯科對俄羅斯聯邦進行國事訪問之

際，習近平在《俄羅斯報》和俄新社網站發表

題為《踔厲前行，開啟中俄友好合作、共同發
展新篇章》的署名文章。他在文章中指出，10
年來，和平、發展、公平、正義、民主、自由
的全人類共同價值日益深入人心，建設持久和
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
麗的世界，成為越來越多國家的共同追求。國
際社會清楚地認識到，世界上不存在高人一等
的國家，不存在放之四海而皆準的國家治理模
式，不存在由某個國家說了算的國際秩序。一
個團結而非分裂、和平而非動盪的世界符合全
人類共同利益。

習近平指出，去年以來，烏克蘭危機全面
升級。中方始終着眼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秉
持客觀公正立場，積極勸和促談。我相繼提出
多項主張，包括應該遵守聯合國憲章宗旨和原
則，尊重各國合理安全關切，支持一切致力於
和平解決烏克蘭危機的努力，確保全球產業鏈
供應鏈穩定等，成為中方處理烏克蘭危機的根
本遵循。前不久，中國發布《關於政治解決烏
克蘭危機的中國立場》文件，吸納了各方合理
關切，體現了國際社會在烏克蘭危機問題上的
最大公約數，為緩解危機外溢、推動政治解決
發揮了建設性作用。複雜問題沒有簡單解決辦
法。我們相信，只要各方秉持共同、綜合、合
作、可持續的安全觀，堅持平等、理性、務實
對話協商，就一定能找到解決烏克蘭危機的合
理途徑，找到實現世界持久和平、普遍安全的
光明大道。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
央辦公廳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中
央外事工作委員會辦公室主任王毅，國務委員
兼外交部部長秦剛等陪同人員同機抵達。

“10年前，我當選中
國國家主席後，俄羅斯是
我訪問的首個國家。10年
來，我 8 次到訪俄羅斯，

每次都乘興而來，滿載而歸，同普京總統一道
開啟了中俄關係新篇章。”3月20日，啟程前
往莫斯科展開對俄為期三天的國事訪問之際，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俄羅斯報》和俄新社
網站發表題為《踔厲前行，開啟中俄友好合
作、共同發展新篇章》的署名文章。

“十年來，世界變化很大，不好的變化也不
少，但最主要的東西還是沒有改變，那就是堅實的
俄中友誼繼續不斷加強，造福惠及兩國和兩國人
民。”同一天，俄羅斯總統普京也在《人民日
報》發表題為《俄羅斯和中國——面向未來的夥
伴關係》的署名文章，與習近平主席的署名文章
呼應。

在出訪前夕，通過當地權威媒體發表署名
文章，與更多的受訪國民眾“面對面”，是配
合高層出訪的常見公共外交形式。此前，中國
領導人出訪前夕，曾多次在俄羅斯等到訪國的
主流媒體發布署名文章，借助當地媒體為訪問
“打前站”。而普京此前也曾數次於訪華之際
在中國媒體刊發署名文章。但中俄兩國領導人

同時在對方國家媒體互發署名文章的形式，此
前卻很少出現過，可以說，是此次中俄領導人
正式會晤前的特別安排。

此次習近平主席和普京總統都不約而同地
在各自文章中重點談及對中俄關係的期待、烏
克蘭危機和霸權霸凌問題。習近平在文章中表
示，中俄關係已經走過70餘年風風雨雨，期待
同普京總統一道，共同擘畫未來一個時期，中
俄全面戰略協作夥伴關係發展新願景、新藍
圖、新舉措。

元首外交向來被認為對雙邊關係發展具有
重要引領作用。高層出訪前夕，國內外對兩國
關係和雙方共同關心的國際和地區熱點問題，
都會有種種分析、猜測與期待。此時在對方權
威媒體發表署名文章，既可對各方關切作出回
應，同時也是在硬性官方外交之外，直接向當
地普通民眾發出第一手的權威信息，闡釋自身
立場和政策主張，通過媒體充分展現公共外交
的親和力，拉近與普通民眾的距離。

顯然，在各方高度關注習近平主席訪俄之
際，中俄元首在對方權威媒體互發署名文章，
再次清晰傳遞出了訪問是一次友誼、合作、和
平之旅的明確信號，具有增信釋疑的重要意
義。 ◆香港文匯報記者葛沖北京報道

◆當地時間3月20日
下午，中國國家主席
習近平乘專機抵達莫
斯科，應俄羅斯總統
普京邀請，對俄羅斯
進行國事訪問。這是
歡迎場面。 新華社

◆◆當地時間當地時間33月月2020日下午日下午，，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乘專機抵達莫斯科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乘專機抵達莫斯科，，對俄羅斯進行國事訪問對俄羅斯進行國事訪問。。這是習近平與這是習近平與
俄羅斯總統普京會晤俄羅斯總統普京會晤。。 法新社法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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粵港主要合作範疇
及未來合作方向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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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家超王偉中分別率團舉行粵港合作聯席會議

李家超21日率領的港方代表團，與廣東省省
長王偉中率領的粵方代表團，在香港舉行粵

港合作聯席會議第二十三次會議。國務院港澳辦
副主任楊萬明及香港中聯辦副主任尹宗華亦以特
邀嘉賓身份出席會議。

李家超表示，香港在國家發展大局中將承擔更
大的責任和使命。上月他已第一時間率團訪問廣州
和深圳，與廣東省省委書記黃坤明、省長王偉中等
深入商討進一步深化粵港不同領域的交流合作。
“特區政府將會帶領社會各界積極參與粵港澳大灣
區建設，促進大灣區人流、物流、信息流和資金流
等要素的流通，將大灣區打造為吸引和凝聚世界尖
端科技人才的一流灣區。”

粵港兩地政府正穩步推進不同領域的交流合
作，21日已從創新及科技、金融服務、“北部都會
區”發展、商貿及投資推廣、跨境交通及物流、人
才、醫療衞生、教育、文化、青年發展、公務員交
流等11個方面進行了溝通和交流。

深化創科交流簽訂兩份協議
為推動兩地創科發展步向新的台階，兩地在

會議後簽訂兩份協議，包括續簽《粵港科技創新
交流合作協議》，進一步深化粵港科技創新交流
與合作，推進大灣區國際科技創新中心的建設；
以及簽訂《粵港共建智慧城市群合作協議》，加
強雙方交流，加快數字經濟和智慧城市發展步
伐，共同推進粵港智慧城市群的建設。

在金融合作方面，兩地政府將共同落實《關於
金融支持前海深港現代服務業合作區全面深化改革
開放的意見》，以及推動粵港金融市場的互聯互
通，包括爭取讓香港保險業可於短期內在南沙和前
海成立保險售後服務中心，為持有香港保單的大灣
區居民提供支援。特區政府亦支持內地企業善用香
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平台和專業服務作投融資，特別
是綠色和可持續投融資，引導國際資金助力國家向
綠色經濟轉型。

為推進粵港兩地金融深度合作，特區政府財經
事務及庫務局和廣東省地方金融監督管理局在會議
後簽署了《關於深化粵港金融合作的協議》。特區
政府勞工及福利局及廣東省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廳
21日簽署了《粵港勞動監察交流及培訓合作機制協
議》，以提升粵港兩地勞動監察合作水平；粵港兩
地政府還簽署了《粵港澳大灣區藥品醫療器械安全
監管協作備忘錄》，以強化大灣區藥械監管領域的
交流與合作等。

“北部都會區”港深對接發展
會議強調“北部都會區”是香港未來發展的

新引擎，是推動創科以至產業多元化發展的重要
基地，並有助增強香港的發展動能、促進香港與
大灣區的高質量經濟合作，以及為市民創造更優
質的生活空間。雙方就“北部都會區”的規劃及
推展情況、深圳方面對接“北部都會區”的發展
計劃，以及相關範疇如跨境交通、口岸規劃、前
海發展、落馬洲河套區建設等進行交流。

而在“港車北上”計劃方面，特區政府正繼續
與廣東省政府緊密合作，爭取在本月內公布安排，
並於年內實施。“港車北上”計劃的推行，對用好
港珠澳大橋，推動大灣區互聯互通有很大裨益。

粵港推粵港推1111領域合作領域合作 創科金融人才當先
粵港合作聯席會議第二十三次

會議21日在港舉行，這也是三年來

首次實體進行的粵港高層聯席會

議。今次聯席會議的主題是“深化

粵港各領域務實高效合作，推進粵

港澳大灣區高質量發展”。香港特

區行政長官李家超表示，自特區與

內地全面通關後，粵港共同全速推

進粵港高水平合作和高質量發展的

工作。根據香港特區政府當日公布

的粵港主要合作範疇進展和未來合

作方向內容，兩地政府在11個不同

領域將推進交流合作（見表）。

◆香港文匯報記者 藍松山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藍松
山）在21日舉行的粵港合作聯
席會議中，香港特區政府與廣
東省政府就11個不同領域的合
作進行了交流。多名立法會議
員21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
表示，對這次粵港合作聯席會
議的成果表示祝賀，相信特區
政府和廣東省政府未來定能穩
步合作，各城市之間要發揮自
身的優勢，香港更要發揮好背
靠祖國、聯通世界的優勢，共
同努力，推進粵港澳大灣區高
質量發展。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葛珮帆
建議，特區政府應更充分利用
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發展生物
科技，例如爭取放寬國家《負
面清單》中對生物樣本、基因
診斷與治療的外資准入限制，
並把內地人遺傳資源在合作區
內流動供研發用途的限制拆牆
鬆綁，於深方園區設遺傳辦分
支，優化出入境檢驗檢疫程
序；建立大灣區生物樣本數據
庫及香港生物科技產業資訊索
引平台等。

她相信，未來會有越來越
多的創新型企業在大灣區成立
發展，擴大規模和提升企業質
量。

出台更多吸引內地人才政策
對於特區政府會繼續探索

推進粵港高等專科學歷互認。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郭玲麗指
出，相比學術互認，內地與香
港應在技術互認上先試先行，
因為技術互認相對沒有涉及過
多社會背景及法律問題。她建
議，未來可考慮讓香港學生參
與內地的考試，進入內地的資
歷架構，便能很自然地解決學
術上的互認問題，在教育方面
做到包容和融合。

在加強人才交流合作方
面，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鄧家彪
表示，特區政府應同步落實增
加人才計劃，完善本地人才培
訓和教育系統。“行業需要多
於供應，應加大本地教育培
訓，並在本科教育方面增加培
訓力度和相關工作，以解決本
地人才不足問題，還須出台更

多吸引內地人才的政策，刺激本地人才良性
競爭，緩解本港人才缺少問題。”
“‘北部都會區’的發展，需要整個粵港

澳大灣區共同規劃。”立法會議員尚海龍指
出，為發展“北部都會區”，特區政府已下定
決心釋放更多土地，然而在消費市場及土地資
源上，香港仍要依靠廣東省的配套支持，才能
讓科研成果轉化為產品和商品。他希望香港未
來能善用大灣區的資源和機遇，讓“北部都
會區”成為大家雙贏的規劃。

增加港青前往內地交流機會
在青年發展方面，新民黨立法會議員李

梓敬認為，現時許多港青依然對內地有誤
解，根本原因就是他們從未去過內地，對內
地的認識只是道聽途說。他表示，“青年內
地實習資助計劃”和“青年內地交流資助計
劃”等項目，可增加香港青年前往內地“看
一看”的機會，讓香港青年對國家發展有全
方位的了解和認識。“只有真正認識國情，
認識國家近年來的發展，才能真正做到融入
國家發展大局，增加香港青年的地域流動
性，擴闊視野，把握更多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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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李家超2121日率日率
領港方代表團在政府總部出席粵港合領港方代表團在政府總部出席粵港合
作聯席會議第二十三次會議作聯席會議第二十三次會議。。圖為李圖為李
家超家超（（右右））與廣東省省長王偉中與廣東省省長王偉中
（（左左））在會議前握手在會議前握手。。

◀深圳河套“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是深
港創科合作的重要平台。 資料圖片

公務員交流
◆商討今年與大灣區內地城市合
辦“公務員交流計劃”

“北部都會區”發展
◆“對接北部都會區發展策略專
班”雙方就規劃及推展情況進
行交流

商貿及投資推廣
◆香港貿發局已在深圳設立大灣
區服務中心，以及在多個大灣
區內地城市設立“GoGBA港
商服務站”，協助港商開拓內
銷市場

◆香港投資推廣署會繼續與廣東
省各城市緊密合作，鼓勵更多
企業赴港投資或利用香港作為
“走出去”平台，拓展海外市場

跨境交通及物流
◆“港車北上”計劃爭取在本月
內公布安排，並於年內實施

◆香港機管局與東莞市政府上月
簽署海空貨物聯運合作協議

人才
◆簽署《粵港勞動監察交流及培
訓合作機制協議》

醫療衞生
◆簽署《粵港澳大灣區藥品醫療
器械安全監管協作備忘錄》

教育
◆繼續探索推進粵港高等專科學
歷互認

◆重新啟動“香港教師赴內地交
流協作計劃”

文化
◆支持香港藝團進一步拓展與大
灣區的文化交流

◆鼓勵廣東省同業參與在港舉
行的創意產業展覽及交流
活動

青年發展
◆推進成立“大灣區香港青年
創新創業基地聯盟”的籌備
工作

◆鼓勵在兩地均有業務的企業聘
請港生並派駐大灣區內地城市
工作

創新及科技
◆積極發展深港科技創新合作區

◆續簽《粵港科技創新交流合作
協議》及簽訂《粵港共建智慧
城市群合作協議》

金融服務
◆爭取讓香港保險業可於短期內
在南沙和前海成立保險售後服
務中心

◆簽署《關於深化粵港金融合作
的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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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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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語及普通話崇拜、粵語主日學、兒童事工
粵語崇拜、英文及普通話主日學、兒童事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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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粵語、普通話週五團契及其他聚會

禮拜日

禮拜三

禮拜五

9：30am
11：00am
10：30am
7：30pm
7：45pm
7：45pm
7：45pm

281-495-1511 網址：www.swcbc.org 郵箱：info@swcbc.org

西南華人浸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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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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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MCC萬通貸款
info@gmccloan.com

GMCC加州總公司: 1350 Bayshore Highway STE 740, Burlingame, CA 94010
GMCC糖城分公司: 52 Sugar Creek Center Blvd, Sugar Land,TX  77478

GMCC达拉斯分公司: 4108 W.Spring Creek PKwy #E100, Plano,TX 75024
GMCC奥斯丁分公司: 11651 Jollyville Rd Suite 200, Austin, TX 787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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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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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E# 01509029 
NMLS #254895

WWW.GMCCLOAN.COM
INFO@GMCCLOAN.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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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2023 美南山東同鄉會美南山東同鄉會
《《 春之頌春之頌 》》年會慶典記盛年會慶典記盛（（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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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東同鄉會由孫建義會長山東同鄉會由孫建義會長（（左左 ））豐建偉永豐建偉永
久名譽會長久名譽會長（（右右））贈送紀念品給國會議員贈送紀念品給國會議員
Lizzie Fletcher (Lizzie Fletcher (中中 ））

孫建義會長致詞孫建義會長致詞

所有會長所有會長、、副會長副會長、、理事登台理事登台

出席大會的貴賓出席大會的貴賓（（左起左起 ））賴清陽賴清陽，，楊德清楊德清（（立者立者））與國會議與國會議
員員Lizzie FletcherLizzie Fletcher （（前排中前排中））在大會上在大會上

孫建義會長孫建義會長（（左二左二））代表山東同鄉會贈送紀念代表山東同鄉會贈送紀念
品給市長候選人品給市長候選人Chris HollinsChris Hollins （（右二右二 ））

州議員吳元之州議員吳元之（（右二右二））帶來祝賀文告帶來祝賀文告，，由會長孫由會長孫
建義建義（（左二左二 ），），永久名譽會長豐建偉永久名譽會長豐建偉（（右一右一））美美
齊前會長齊前會長（（左一左一））代表接受代表接受

國會議員國會議員Lizzie FletcherLizzie Fletcher （（右二右二））致贈美國國致贈美國國
旗旗，，並與會長們合影並與會長們合影（（右起右起））豐建偉豐建偉、、孫建義孫建義
、、美齊美齊、、顧國偉顧國偉

大會主持人大會主持人：： 「「美南山東同鄉會美南山東同鄉會」」
永久名譽會長豐建偉醫生永久名譽會長豐建偉醫生（（左左）、）、
美齊前會長美齊前會長（（右右））擔任年會主持人擔任年會主持人

休士頓下任市長候選人休士頓下任市長候選人 ChrisChris
HollinsHollins 致詞致詞

豐建偉醫師豐建偉醫師（（右四右四））所率領的所率領的 「「休斯頓華裔醫休斯頓華裔醫
生表演隊生表演隊」」 表演歌舞表演歌舞《《 You Raise Me UpYou Raise Me Up 》》 縣長縣長Adrian Garcia (Adrian Garcia (右一右一））在大會上致詞在大會上致詞 現埸有山東老鄉及嘉賓朋友近現埸有山東老鄉及嘉賓朋友近600600人歡聚一堂人歡聚一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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