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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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5月9 星期六
Saturday, May 9, 2020

煲
來
飽
去

讓您欲罷不能的煲仔飯

TeL:713-777-8838 
9888 Bellaire Blvd #138 Houston, TX 77036

煲來飽去位於黃金廣場燕窩城隔壁

精緻的小菜

Happy Hour 週一到週四２：３０～５:３０　凡來店內消費一個主餐便送一杯飲品
招聘：長工，企台。

（綜合報導）在美國歷史上最嚴峻的
就業形勢下，4 月份美國雇主裁員 2，050
萬人，失業率升到高達先前水平三倍多的
14.7%。

美國經濟因新冠疫情陷入停擺後，失
業率已達到1930年代大蕭條時期以來的最
高水平。就在不久前的2月，失業率還徘

徊在3.5%的50年低點。
4 月失業人數幾乎抹去了過去十年經

濟增長所帶來的全部新增就業，也顯露了
廣大群體面臨的就業狀況不確定性。

“這是毀滅性的，”穆迪貨幣政策研
究負責人Ryan Sweet表示。 “每個數字背
後都是一個個體。需要數年時間才能恢復

。有必要說明的是其中許多是暫時裁員，
因此希望隨著經濟重啟人們能迅速找回工
作，但這一點沒有保證。”

報告發布後幾分鐘內， 彭博美元即期
指數縮減日內跌幅，基準10年期美國國債
收益率升至盤中高點。標普 500 指數期貨
保持漲勢。（（路透社路透社））

美失業率呈現美失業率呈現19301930年代以來最高點年代以來最高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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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開幕
蔬菜 | 肉 | 海鮮 | 雜貨

- 各部門經理（待遇從優）
- 各部門人員（蔬菜部，肉部，海鮮部，雜貨部）
- 收銀員

店誠徵KATY

聯絡方式
電話:832-680-2888
1525 S Mason Rd, Katy, TX 77450

OPEN
NOW

蔬菜 | 肉 | 海鮮 | 雜貨
8800 Richmond Ave. Houston, TX 77063

SCAN WITH YOUR
PHONE’S CAMERA
TO SUBSCRIBE AND RECEIVE
THIS MONTH’S SPECIAL OFF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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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通律師
專精: 各類移民申請、聯邦及州法院各類

民事糾紛、遞解辯護、勞工權益保障   

Tong Jin, Attorney at Law
電話: 832-917-8232

地址：5177 Richmond Ave., Suite 770, Houston, TX 77056 
Email: tongjinattorney@gmail.com

Wechat
您的成功就是我
最大的承諾

LIVE
歡迎使用
觀看高清美南國際電視新聞台

這是我擔任十二年美國德州休斯敦國際
區區長以來，首次以視訊方式主持區議會，
正值疫情繼續擴散時期，大家心情十分凝重
。

國際區位於休城西南區，約十三哩面積
，人口約二十七萬人，面積相當於半個香港

島，近年來由於全球移民不斷湧入，和鄰近
的華埠已經成為德州經濟發展的示範區，沿
著百利大道以往是荒蕪農地，如今商家林立
，尤其是超市、餐廳及宗教祠廟已成為亞裔
文化經濟之走廊。

不幸的是，兩個月來新冠病毒之攻擊，
大部分商家都在停業狀況，大半商場業主都
收不到租金，這是有史以來全國遭受最慘重
的危機。

國際區會議上，我們達成多項決議，再
撥款十萬元，主要是向本地區之商家采購嬰
兒生活用品，贈送給居住在公寓之單親媽媽
，並且購買一百二十台平板電腦，由學區老
師分發給貧窮學生使用， 可以讓他們在網上
上課。

為了幫助二千多個區內商家向聯邦政府
申請補助，我們也成立了小商業貸款專線，
協助他們整理財務資料及填寫申請表。

網上出席會議的議員們大家都神色凝重
，我在會上再度呼籲大家要保持鎮定，尤其
是曾經經過多少驚駭大浪，無數追求美國夢
的新移民，我們一定能克服萬難，再次重建
美國，值此艱難時刻，我們能洞察民間疾苦
，服務社區當盡全力，期盼早日脫離困境，
願天佑大家。

美國新冠疫情日記美國新冠疫情日記55//88//20202020

Today we are holding the monthly
International District meeting online through
the visual internet because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has caused most businesses to
shut down in the last two months.

The International District was created more
than twelve years ago. In this thirteen square
mile area along with the Southwest District,
we helped create hundreds of new
businesses and most of them are new
immigrants. These districts have become one
of the most successful business models of
the city and represents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s culture and hard-working
spirit.

In the meeting we decided to set aside tens
of thousands of additional fund to help the
many single moms and those students who
need computers to get on the virtual
computer classes offered by the Alief School
District. We also are trying to help the many
businesses that want to apply for federal
grants.

All of us are suffering unprecedented
economic distress. I told my colleagues we
came to America looking for a new life. Most
of us have experienced the hardships of
being a refugee and war. We will hold our
hands together to overcome and to rebuild
America again.

Serve People For The PeopleServe People For The People
服務基層服務基層 民間疾苦民間疾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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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德國 「明鏡周刊」（Der Spiegel）今天報導，
俄羅斯軍事情報局（GRU）2015年對德國國會發動一場駭客攻
擊時，似乎取得德國總理梅克爾的選區辦公室發出的多封電子郵
件。

路透社報導，德國國會下議院 「聯邦議院」（Bundestag）
2015年5月發現電腦系統遭入侵，並判定至少年初開始資料便持

續外洩，但當時無法確定哪些資料已遭竊。
德國 「南德日報」（Sueddeutsche Zeitung）本週報導，德國

聯邦檢察官已對2015年這起駭客攻擊的相關人士發出逮捕令。
德國檢方至今未對報導置評。

明鏡周刊今天則未透露消息來源報導，德國聯邦刑事警察和
聯邦資安局成功將 2015 年的駭客攻擊復原部分，發現梅克爾

（Angela Merkel）辦公室的2個電郵信箱遭鎖定，當中含有2012
至2015年間收發的郵件，而駭客似乎成功將這些郵件複製到另
一台電腦。

針對今天的報導，德國和俄羅斯政府皆尚未發表評論，但莫
斯科先前曾否認對其他國家發動駭客攻擊。路透社則尚無法聯繫
上俄羅斯駐柏林大使館尋求置評。

德媒：俄羅斯駭客曾竊取梅克爾選區辦公室電郵

大馬政治風暴再起 馬哈地提動議欲拉下慕尤丁

（綜合報導）雖然新冠病毒肆虐全球，但疫情再嚴
峻也並未能阻擋泰王瓦吉拉隆功赴海外度假。據英媒
《每日郵報》引述德國畫報（The Bild）報導，瓦吉拉隆
功在德国南部的四星度假勝地，並包下當地飯店整個4
樓作為 「自主隔離」區，其中包括一間娛樂室之外，還
有20位后宮愛妃組成的隨行人員一旁服侍， 由於這群愛
妃都被授予職階等同於少校軍事頭銜，讓外媒稱她們是
國王的 「性戰士」。

報導指出，瓦吉拉隆功（King Vajiralongkorn）下榻
的飯店位於德國南部的加爾米施-帕滕基興（Gar-
misch-Partenkirchen），該地為知名的滑雪勝地。雖然飯
店網站顯示，由於新冠病毒的流行，目前飯店不開放預
訂，但一名飯店工作人員透露，工作人員不得進入4樓
，該層樓傳為正是泰王與隨行人員的包樓。

泰國國王也被稱為拉瑪十世（Rama X），他的大部

分時間都在泰國以外的地方度過。在酒店，他的妃子們
被授予軍事風格的頭銜，分別是S01到S020，官階等同
於少校至中校；而在4樓的娛樂室，就是專門替國王與
后宮設立的。報導稱，泰王隨行的愛妃因服侍周到，也
讓泰王授予她們 「忠誠國王的美人」的稱號。

報導指出，泰王若現仍在德國，代表他必定在5月5
日的泰王登基紀念日上缺席。目前還沒有關於他打算在
德國停留多長時間的消息，不過據傳當地的旅館已可重
新開業，意味泰王不太可能繼續包下整層樓。據悉，他
至少從慕尼克機場飛回過泰國一次，上周有人看到他在
曼谷檢查防護裝備。

泰國自3月份以來一直處於封鎖狀態，而此時泰王
外出罕見引起網路批評，不過在泰國汙辱君主最高可判
15年有期徒刑。

防疫不寂寞！泰王在德自主隔離
20名 「性戰士」 服侍

（綜合報導）馬來西亞國會下議
院議長穆罕默德阿瑞夫發表聲明，將
在5月18日舉行的國會議程中，加入
馬哈地提出對現任首相慕尤丁的不信
任動議，意味著馬來西亞政壇可能再
度風雲變色。

穆罕默德阿瑞夫（Mohamad Ariff
bin Md Yusof）今天發表聲明，表示
已 收 到 前 任 首 相 馬 哈 地 （Mahathir
Mohamad）的通知書，要求國會下議
院5月18日召開的會議中加入2項動

議，其中一項遭駁回，另一項獲得接
納。

其中，放入議程的是馬哈地認為
慕尤丁（Muhyiddin Yassin）並未獲得
多數國會議員支持，因此對他提出不
信任動議。

另一項是要求穆罕默德阿瑞夫繼
續擔任國會下議院議長，直至國會解
散。穆罕默德阿瑞夫解釋，本次國會
只會討論元首開幕、討論政府事務和
法案，因此這項動議目前並不適用。

馬來西亞首相署之前發出聲明
，將在5月18日召開1天國會，並強
調這項決定合法，但議程不會設有口
頭提問、書面回答、動議和特別會議
環節，也不准媒體採訪。

馬來西亞國會原定 3 月 9 日召開
，但原本執政的希望聯盟2月中爆發
政治鬥爭，最終土著團結黨主席慕尤
丁 「爆冷」擊敗人民公正黨主席安華
（Anwar Ibrahim）與馬哈地，聲稱贏
取多數議員支持，並獲得最高元首認

可，於 3 月 1 日宣誓就任首相，之後
宣布國會將展延至5月18日才召開。

原本安華與馬哈地表示，將在本
次國會提出不信任動議，以挑戰慕尤
丁的首相合法性，不過稍早前安華發
布聲明，目前正值武漢肺炎疫情時期
，為了大局考量，將不會在此時提出
不信任動議。但他已獲得希望聯盟的
支持，擔任這次國會的反對黨領袖。

原本希盟主要政黨包括人民公正
黨、土著團結黨、民主行動黨及國家

誠信黨，目前土著團結黨已聯手巫統
、伊斯蘭黨及馬華公會等結盟成新聯
盟。

不過，土著團結黨名譽主席馬哈
地較早前頻頻放話，表示不認同慕尤
丁的首相地位。諷刺的是，兩人同屬
於土團黨最重要的第1、2位置，卻因
為意見不合而導致黨內分裂。若在這
次的不信任動議中，馬哈地挑戰成功
，不僅有望重新成為首相，馬來西亞
現有的執政聯盟也可能再度翻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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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公共企業部
擬定新公司取代南非航空

綜合報導 據南非媒體報道，南非公共企業部(DPE)2日表示，目前

已與壹家國際航空公司合作，在其協助下成立壹家新的航空公司，以取

代深陷困境的南非航空公司。

南非公共企業部方面表示，目前已與壹家國際航空公司展開接洽咨

詢，以搭建新航空公司的基本架構。由於南非航空公司的運營資金將很

快用盡，這項工作預計在幾周內完成。不過，這家國際航空公司的具體

名字並未被公布。

自去年12月以來，作為南非航空業標誌的南非航空公司瀕臨破

產，隨後便壹直處於商業救援過程中。然而，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

情的暴發使得南非航空的處境雪上加霜。特別是自3月動用55億蘭特

(約合人民幣27.5億元)的救援資金後，南非政府隨後停止向南非航空公

司繼續“輸血”。

日前，南非公共企業部宣布，受新型冠狀病毒肺炎疫情影響，該公

司無法在4月底前維持正常運營。預計私人資本將在新的航空公司內發

揮重要作用。

南非航空的“消亡”將標誌著這家擁有86年歷史的航空公司正式告

別南非民眾的視線。該航空公司因管理不善，此前數年始終深陷財務危

機，自2012財年以來，始終處於虧損狀態，迄今累計虧損達172.56億蘭

特(約合人民幣86.28億元)。雖然南非政府力主挽救這家大型國有企業，

但新冠肺炎疫情的暴發使其難以為繼。

德國被隔離郵輪全員接受新冠檢測

110人隔離前已下船
綜合報導 醫療人員登上因壹名船員確診而整船約2900人隔離觀察

的德國郵輪“邁希夫三號”，對船上全體人員進行新冠病毒檢測。據德

媒報道，在該郵輪被隔離前，已有約110名船員下船並回到各自的國家

。這批船員已被要求居家隔離兩周。

德國途易集團旗下的郵輪“邁希夫三號”於4月28日抵達德國北

部庫克斯港。該郵輪在今年3月即已送走最後壹批遊客，目前船上約

2900人均為船員。靠岸後，船上15人出現類似流感的輕度癥狀。隨

後，當地衛生部門對這批船員進行了新冠病毒檢測。4月30日，壹名

船員檢測結果為陽性，後被送至庫克斯港的醫院隔離治療。目前，

該船員身體狀況良好，病情穩定。與其有過密切接觸的229人檢測結

果均為陰性。

5月3日，途易郵輪發布聲明稱，庫克斯港赫利俄斯醫院檢測中心派

出的團隊當天已登上“邁希夫三號”，對所有隔離在船的人員實施檢測

，預計最快4日晚間可獲得檢測結果。

據北德廣播援引庫克斯港縣政府提供的信息，4 月 30 日當

天已有約 110 名船員下船，並啟程返回各自的國家。當局稱已

聯系上這些船員，並要求他們按照相關規定在家隔離兩周。庫

克斯港縣長比勒菲爾德和市長桑傑表示，考慮到船員們目前處

於嚴格的檢疫隔離之下，他們不認為病毒有擴散至庫克斯港的

風險。

此前，中國駐漢堡總領事館已於2日派出工作組，給郵輪上58名中

國籍船員送去了急需的防疫物資。

據介紹，“邁希夫三號”通常情況下載客容量約為2500人，同時配

備約1000名船員。途易郵輪表示，船上食物供應已得到保障，船長將持

續向船員通報最新情況。

英國首相回顧救治經歷：
已做死亡準備

綜合報導 約翰遜接受英國媒體專訪

時透露，住進重癥監護室ICU病房後，

病情壹度惡化，已至醫生準備宣布死亡

的程度。

據報道，約翰遜在唐寧街10號首相

辦公室接受該報記者專訪，回憶當時

“在生死線上掙紮的最艱難時刻”情形

時，語氣仍難以平靜。“是壹罐又壹罐

的氧氣，才讓我活下來”，“我當時也

知道，醫生已經制定了各種應急計劃，

對萬壹發生的不測做了各種準備。”

約翰遜承認，當在3月27日檢測出

新冠病毒呈陽性時，壹開始不以為然，

覺得沒有那麼嚴重。在首相府自我隔離

的日子裏，仍然繼續工作。“我沒有接

受這個事實，就算發燒、咳嗽，也壹直

在工作，壹直和大臣們開視頻會議”。

在自我隔離期間，約翰遜壹直發燒，血

液等各項指標和醫學觀察記錄都呈現令

醫生們感到焦慮的數字，4月5日被緊急

送入聖· 托馬斯醫院。“在我看來，這不

是什麼好主意，但醫生們非常堅決。現

在回頭看，醫生們迫使我去醫院的做法

是正確的。”

入院之後立刻

用上氧氣，第二天

情況持續惡化，被

轉入重癥監護室時

已處危急狀態。約

翰遜說，醫生們壹

直在給他上氧氣，

吸氧量也越來越大

，而且時間很長。

在 ICU病房裏，他

第壹次意識到自

己可能要死了。

“我感到非常沮喪，不明白為什麼好

不起來，為什麼生命體征壹直朝著糟

糕的方向奔去”。約翰遜說，他看見

那些和他壹樣的患者，從重癥監護室

ICU 病房被推進、推出。“我是幸運

的，經過三個晚上，在醫護人員的努

力下，最終沒有插管用上呼吸機，回

到了普通病房”。

約翰遜表示，這次疫情令太多人遭

受痛苦，令太多家庭遭遇不幸。“這麼

多失去親人的人，如果問我，‘是否將

強力遏制疫情以減輕人們所遭受的痛

苦’？‘是的，絕對是的’。我要以

這個壓倒壹切的願望為動力，讓整個國

家重新站起來，再度健康起來，以我們

能夠做到的方式繼續努力。”

約翰遜於4月12日康復出院。29日

，其兒子威爾弗雷德· 勞瑞· 尼古拉斯· 約

翰遜(Wilfred Lawrie Nicholas Johnson)出

生了。兒子名字的中間名尼古拉斯(Nich-

olas)，以紀念挽救約翰遜生命的國民醫

療服務體系(NHS)兩位醫生尼古拉斯· 普

萊斯(Nicholas Price)和尼古拉斯· 哈特

(Nicholas Hart)。

法國300多名市長致信馬克龍要求推遲學校復課
綜合報導 法國300多名

市長致信法國總統馬克龍，

要求推遲學校復課。此事

也引發了法國政界的激烈討

論。

包括巴黎市長伊達爾戈

在內的大巴黎地區 300 多名

市長當天向馬克龍致公開

信，指出學生返校復課的

衛生條件尚不具備，返校

安排是“不切實際”的。

市長們認為，對“解封”後

的社會安排尚且不掌握完整

信息，同時疫情的發展也是

不穩定的。

市長們表示，國家需要

確保所有衛生條件均得到滿

足，才能使學生重返學校；

政府在學生返校復課的問題

上要考慮到每個孩子的家庭

情況並遵循公正和公平的原

則。

法國極右翼黨派領導人

瑪麗娜· 勒龐 3日也表示，5

月11日重新開放學校的決定

“不合理”，學校應該在 9

月復課。另外，巴黎市郊數

十名校長也致信地方政府，

表示 5月 11日學校復課將難

以保障老師和學生的健康安

全。

根據此前公布的“解

封”路線圖，中小學將會分

階段返校復課，學生將以

“自願”原則返校。法國教

育部長布朗蓋1日表示，“大

多數學校”將從5月11日起陸

續重新開放。他表示，每所

學校可以“靈活處理情況”

，根據當地的實際情況來調

整學生人數。

法國總統府方面晚回應

說，知悉官員們對學校復課

問題的關切，表示將會與省

長和市長就具體情況進行討

論。馬克龍已計劃5日視察巴

黎西郊普瓦西的學校。

法國追溯新冠病毒傳播

的工作仍在進行中。在巴黎

北郊博比尼的醫院工作的醫

生伊夫· 科恩3日向BFM電視

臺表示，在其醫院的24名病

人中發現壹人新冠病毒檢測

陽性，他被感染的時間可被

追溯到去年12月27日。他的

上述說法尚未得到法國官方

確認。

法國新冠肺炎死亡病例3

日升至24895例，單日新增死

亡病例135例。法國住院患者

和重癥患者分別緩慢下降至

25815人和3819人。法國疫情

最嚴重的大巴黎地區死亡

6116人。

科學家改造出植物界“螢火蟲” 能在黑暗中自發光
綜合報導 据报道，科学

家利用生物技术，成功将发光

蘑菇的基因移植到烟草植物上

，让植物在整个生命周期都能

持续散发明亮的绿色可见光。

据报道，生物发光是指

生物体内发生化学反应，将

化学能转化为光能、进而自

体发光的现象，大家最耳熟

能详的为萤火虫。不过除萤

火虫外，生物发光现象其实

在一些真菌、鱼类、海洋无

脊椎动物中也都存在。只是

，过去通常会忽略，植物是

否也能表现出这种特性。

目前，俄罗斯科学院生

物有机化学研究所、奥地利

科学技术研究院、伦敦医学

科学研究所与俄罗斯生物科技

新创公司Planta合作，从一种

发光蘑菇中提取特殊DNA，并

将其植入烟草植物(生长迅速且

遗传基因简单)中，发现经过基

因改造的烟草植物在整个生命

周期(种子、发芽、成熟到枯

萎)中，根、茎、叶、花都能发

出肉眼可见的绿光。

事实上，蘑菇本身与植

物没什么密切关系，关键在

于被称为咖啡酸(caffeic acid)

的有机分子，所有植物都需

要这种分子来制造细胞壁，

而蘑菇中该分子涉及4种酶的

代谢循环，来产生光。首先

，2种酶将咖啡酸转化为发光

前驱物，然后透过第3种酶处

理，变成能够发射光子的氧

化分子，第4种酶再将分子转

换回咖啡酸不断循环。

研究团队将蘑菇特有的

这4种酶转移至烟草植物中，

虽然过去科学家也曾结合萤

火虫体内酵素，设计出短暂

发光的植物，但这次结合蘑

菇DNA的植物亮度提高了10

倍且持续性发光，同时还无

需借助外部化学物质。

报道称，该技术突破将

为科学家提供一种观察植物

内部运作的新方法，至于市

场方面，也能应用在观赏或

装饰植物用途，研究团队报

告他们目前正在试验其他可

发光的植物，包括长春花、

矮牵牛和玫瑰。

据悉，新论文发表在

《自然 -生物科技》 (Nature

Biotechnology)期刊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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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總統川普在去年 12 月
20日簽署了《2020國防授權法案》，將原本隸
屬空軍的太空部隊正式獨立，成為美國的第6
軍種太空軍，而在一月時美國上將 Jay Ray-
mond在白宮正式宣誓，成為美國歷史上首位
太空軍司令，本月6日時也釋出了首支太空軍
的招募廣告。

在太空基金會（Space Foundation）贊助的

網路研討會上，美國空軍部長Barbara Barrett和
太空軍司令Jay Raymond釋出了太空軍的首支
招募影片，並說明了太空部隊的重要性，在影
片的最後更強調， 「你的使命也許不在這個星
球」。

Jay Raymond表示，人必須要了解現在生
活中是非常依賴太空的，手機訊號、GPS服務
都需要仰賴太空中的衛星，而現在是太空發展

的關鍵時刻，不管事國家安全、商業活動還是
火星、月球計畫，太空領域在所有方面都有取
得進展。

而太空領域競爭目前變的更加激烈，情勢
也不斷變化當中，所以才會創建獨立軍事部門
，但 JayRaymond 強調，美國不想讓衝突延續
到太空之中，不過仍會讓人員獲得軍事訓練並
具備戰鬥技能，目前太空軍仍在持續招募當中

，預計要招滿1.6萬人。
而在5月時16日時，太空軍跟空軍快速反

應能力辦公室合作的 「無人太空機X-37B」，
將要進行第6次發射，並且會進行一項海軍研
究實驗室的計畫，打算將太陽能轉換成微波能
量傳送回地球。

（綜合報導）雖然新冠疫情在美仍未有明顯下降趨勢，美
國總統川普為了救經濟，堅持將在近期重啟國門，讓部分疫情
已受控的州得以恢復正常生活。不過為了安全重啟經濟，美國
疾病管制與預防中心（CDC）特別草擬在此階段的防疫方針，
然而一名 CDC 官員透露，川普政府不會實施 CDC 的建議，
「該方針恐永遠被埋沒」。

為了安全重啟國門，美CDC特定草擬一份方針，不料遭
川普政府冷落，恐永遠無法正式公布。

據美聯社報導，這份17頁的重啟美國國門方針，其中包括
了對商業、學校、教會以及其他公共場所在疫情仍存的情況下
應如何運作，幫助地方官員安全地重新運作經濟生活。一名匿

名且未授權對外發言的CDC官員表示，這份方針原本預定將
於8日公布，但是CDC的科學家被告知該方針 「恐怕永遠無法
問世」。

報導指出，一名接近白宮疫情工作小組的人士表示，CDC
的方針永遠不會由該機構領導人來對外發布。他表示，由於病
毒影響全美各地程度不一，白宮早就不願對外提供重啟國門特
定環節的相關細節準則。

雖然川普本人在白宮疫情簡報記者會上一向隨心所欲演出
，但川普政府卻一直緊密掌控專家所公布的各項關於新冠病毒
以及防疫方針與資訊。傳統上，美國CDC主要角色之一即是
在公衛危機期間向大眾以及地方官員公布相關方針以及科學資

訊。然而在新冠疫情期間，美CDC已經長達兩個月沒有舉行
例行關於大流行資訊的記者會，主任雷德菲爾德（Robert
Redfield）雖然是白宮防疫小組成員之一，但很少在大眾面前
出現。

雖然川普政府一再堅稱政府有責任處理新冠疫情，其展現
方式完全反應在川普的聲明上，但不論是從他先前聲稱不需對
全國缺乏檢測負起責任，甚至在各州需求檢測劑之時，稱聯邦
政府只是 「最後的提供者」，可謂要地方州政府要 「自立自強
」。

美聯社已取得CDC的防疫方針，並公布於網路上。

專家走開！美CDC重啟國門方針 遭川普政府丟一邊

（綜合報導） 「華爾街日報」報導，美國將從沙烏地阿拉
伯撤走4套愛國者飛彈系統等軍力，逐漸結束去年跟伊朗劍拔
弩張時的軍事部署，以集中精力反制中國在亞洲擴張軍事影響
力。

去年9月中旬國營的沙烏地阿美石油公司（Saudi Aramco）
在阿布蓋格（Abqaiq）與胡賴斯（Khurais）的石油設施遭到無
人機和飛彈攻擊，導致每日停產570萬桶原油，約占全球6%石
油供應，使油價飆漲。華爾街日報（WSJ）報導，美國去年9
月底將相關軍事資產運抵沙烏地。

伊朗支持的葉門叛軍青年運動（Houthi）聲稱發動攻擊，
但沙烏地和美國指控是伊朗所為，德黑蘭矢口否認。聯合國秘
書長古特瑞斯（Antonio Guterres）向安全理事會提交的報告表
示，經調查，無法證實伊朗是幕後黑手。

據獨立新聞媒體 「中東之眼」（Middle East Eye）引述這
項報導，美方 「一些官員」認為伊朗 「不再對美國的戰略利益

構成立即威脅」，因而撤出飛彈。
除了撤出愛國者飛彈系統外，美方也將撤離數十名軍事人

員，同時考慮逐漸結束海軍對波斯灣的部署。報導提到，華府
已下令兩支戰鬥機中隊重新部署。

一些美國官員對於減少波灣軍事部署引以為憂，認為可能
會招致來自伊朗的新挑戰，尤其總統川普政府仍維持對伊朗經
濟施壓。但也有官員認為，包括軍艦和武器系統在內的軍事資
源應投入其他當務之急。

相關官員表示，美國國防部計劃集中力量反制中國在亞洲
擴張軍事影響力。

根據華府智庫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CSIS），伊朗在中東
國家中擁有最多彈道和巡弋飛彈，考量到地理位置相近和它在
區域的代理武裝勢力，德黑蘭幾乎可讓利雅德的任何飛彈防禦
系統無招架之力。

半島電視台（Al Jazeera）引述報導，美方官員認為，1月

擊殺伊朗革命衛隊精銳聖城部隊（Quds Force）指揮官蘇雷曼
尼（Qassem Soleimani），加上 2019 冠狀病毒疾病（COV-
ID-19，武漢肺炎）讓伊朗受創，已削弱德黑蘭的區域實力。

在新型冠狀病毒疫情肆虐全球、衝擊需求之際，沙烏地和
俄羅斯展開原油價格戰，導致油價崩盤，使得美國和沙烏地的
傳統緊密關係近數週來呈現緊繃。美國許多石油公司面臨破產
，如何抑制自沙烏地進口，讓川普等美國政治人物面臨壓力。

路透社上週報導，川普4月2日在電話中告訴沙烏地王儲
穆罕默德．沙爾曼（Mohammed bin Salman），除非石油輸出
國家組織（OPEC）開始減產，否則他無能為力阻止國會議員
通過法案將美軍撤離沙烏地。

川普威脅顛覆美沙75年戰略結盟不到兩週內，減產協議於
4月12日達成。

傳美國自沙烏地撤愛國者飛彈 聚焦反制中國擴軍

太空軍招人太空軍招人！！你的使命或許不在這個星球你的使命或許不在這個星球
首支召募片曝光首支召募片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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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戰疫：馬來西亞經濟“重啟”首日：
“我們都要適應生活新常態”

綜合報導 5月4日，是馬來西亞中央政府

放松“行動限制令”，“重啟”大部分經濟、

社會活動的第壹天。

走上吉隆坡街頭，可以發現街頭車流較前

有所增加。壹個多月來，遍布吉隆坡街頭，負

責落實行動限制令、審核民眾出行理由的檢查

站也已難覓蹤影，早晚上下班高峰期車行順

暢。此外，就記者所見，幾乎每個行人都佩戴

口罩。

吉隆坡地標雙峰塔下的商業中心陽光廣

場，自行動限制令以來幾乎處於停業狀態，只

有其中的數間超市仍保持營業。

當日記者走進陽光廣場時，卻發現這座

“靜默”許久的商場似乎壹瞬間“活了起來”，重

新閃耀起燈光、遍布商場的廣告彩屏也恢復播

放。當看到商場的自動扶梯在停了壹個多月後

重新運行時，壹個小女孩驚喜地對母親說，

“看，電梯(手扶梯)又會動了哎！”

但商場每壹個入口處保安手中的測溫槍在

提醒人們：疫情尚未過去。

不少店家也在自家店門前增設了“第二道

防線”，除了測溫還提供消毒液供顧客使用。

有的占地面積較大的店家還專門設置了“逛店

”動線。店員告訴記者，這既是為了控制顧客

人數，也防止顧客在某個櫃臺前“紮堆”。在

壹家服裝店，店員陳小姐還禮貌提醒記者，疫

情期間，“是不能試衣服的”。

陽光商業廣場內大概只有三分之壹商家復

業，大部分商店都是店員多過顧客。

事實上，由於馬來西亞每日新增確診病例

依然保持在兩位數，甚至上周末還連續兩天反

彈到三位數，此刻“重啟”經濟，不無爭議。

馬來西亞已有數個州政府宣布確定不會和中央

同步“重啟”，或在近日根據疫情發展情況再

決定是否“重啟”。

馬來西亞國防部長伊斯梅爾表示，允許各

州根據自身情況調整政策；馬來西亞衛生部總

監努爾亦“非常鼓勵”民眾外出時佩戴口罩。

雖然如此，上述服裝店的陳小姐依然對復

工頗感興奮，“畢竟不會失業了”，而且“憋

在家裏那麼久了，都快記不得同事長啥樣了”

。雖然復業幾個小時，來逛店的顧客“恐怕不

超過10個吧”，但她樂觀地說，今天是工作日

，“到周末應該會好很多”。

在街邊開餐飲店的林先生聽到允許復工的

消息“長籲壹口氣”，“畢竟小本生意，真的

是手停口停”。雖然復業了，“只能擺出壹半

桌椅，保證社交距離”。林先生感慨道，還要

測體溫、要登記堂食客人的身份信息、要屯上

壹大堆口罩給員工使用。

“沒辦法，能重新開工就好，畢竟我們

都要適應‘生活新常態’。”林先生說，

“新常態”這個“新詞”是他從華文報紙上

學的。

韓國政府公布線下開學方案：高三學生13日返校上課

綜合報導 韓國中央防疫對策本

部稱，截至當地時間5日0時，韓國較

前壹天0時新增3例新冠確診病例，累

計達10804例。受疫情影響，韓國全國

小學、初高中已關閉兩個多月。4日，

韓國政府公布了線下開學方案，其中

高三學生將先於13日返校上課。

韓國國際廣播電臺(KBS)報道稱

，為了防控疫情，韓國全國小學、初

中和高中已關閉兩個月以上。在此背

景下，韓國副總理兼教育部長官俞銀

惠4日下午在政府首爾辦公樓召開新

聞發布會，公布了線下開學方案。

韓國政府決定將從13日起分階段

地推進學生返校上課。根據政府的線

下開學方案，2020年參加高考的高中

三年級學生先於13日返校上課，其他

學生從20日起分三批返校。

專家們指出，從4月30日至5

月5日為黃金連休。在黃金連休結

束後未來兩周， 有必要繼續觀察

疫情形勢。因此，政府作出了上述

決定。但高三需要參加高考，因此

在連休結束壹周後先返校上課。

根據上述方案，高中二年級和

初中三年級的學生、以及小學壹年

級和二年級的學生將從20日起返校

上課，高中壹年級和初中二年學生

、以及小學三年級和四年級學生將

從27日起返校上課。最後，初中壹

年級學生、小學五年級和六年級學

生將從6月1日起返校上課。

小學與初高中不同，先從低年

級學生開始上學的原因是，政府判

斷小學生家長照顧孩子的壓力已經

達到了極限。

此外，幼兒園也從20日起開始

開園。受疫情影響，幼兒園暫停了

上課，也未進行遠程授課。

柬連續23天無新增確診病例
中國藍天救援隊赴柬馳援防控

綜合報導 據柬埔寨衛生

部通報，截至5月5日，柬埔

寨新冠肺炎確診病例維持122

例，治愈病例累計120例，已

連續23天無新增確診病例。

通報表示，衛生部將與世

界衛生組織等合作夥伴，繼續

追蹤排查，呼籲人民提高警惕

，不能對疫情防控掉以輕心。

為支持柬方防控疫情，當

地時間5月4日，中國藍天救

援隊在柬埔寨金邊友誼宮舉行

抗疫物資捐贈儀式。中國和平

發展基金會駐柬辦事處主任張

要武、柬埔寨民間社會組織聯

盟論壇主席蓋裏維希等出席儀

式。

據張要武介紹，本次移交

的物資包括28萬只醫用口罩、

200臺彌霧機和900件醫用防護

服等，價值約為128萬元。藍

天救援隊將利用專業特長，向

柬方分享防控經驗，並通過民

間聯手抗疫，鞏固兩國和人民

之間的友誼。

蓋裏維希感謝藍天救援隊

對柬埔寨抗疫工作的支持。

他表示，目前柬埔寨抗疫形

勢有所改善，但仍不能松懈

，希望藍天救援隊在開展工

作的同時，協助培訓柬埔寨

自身的民間防疫力量。

該馳援活動為中國民間組

織國際交流促進會發起的“絲

路壹家親”民間抗疫共同行動

的壹部分。該援柬分隊壹行共

10人。4月28日抵達柬埔寨後

已對金邊、幹拉和茶膠等地政

府辦公場所、學校、醫院和軍

營等近20處地點完成“消殺”

工作。並將前往西哈努克、暹

粒和波蘿勉等多個省開展“消

殺”和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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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購銅芯罩採購銅芯罩 合理更合法合理更合法

香港特區政府向全港市民派“銅
芯抗疫”口罩，在登記基本個人資料後
就會寄到市民家中，但公民黨黨魁戇橋
（楊岳橋）同幾個泛暴區議員就老屈
（冤枉）登記一事是政府要攞（拿）市

民個人資料，要大家“考慮清楚”再登記，或6月6日
之後自己去郵局拿。眾多網民在帖子下笑佢（他）低
智，港府怎可能沒市民資料。

港府宣佈向全港市民派發布口罩後，泛暴派第一
時間就是抹黑口罩是由立法會主席梁君彥胞弟開設的
公司製造，是“利益輸送”，政府7日已經澄清。不
過，泛暴派就再提出一些“隱憂”，說到底都是針對
政府而已。

其中，戇橋6日喺（在）facebook“提醒”市民，
話“向陌生人提供個人資料時需分外小心”，又說登
記申請口罩個網站的“資料收集目的”第四點指，
“出於上文第1項所述的目的，或在你的同意下，或
在法律授權或要求披露的情況下，此登記中的個人資
料可以向相關的政策局、部門、機構披露”，但網站
沒講邊啲係（那些是）“相關”政策局、部門、機
構，還可能是警務處喎。

他還叫大家要好好保護個人資料，“若非趕住
用，不如6月6日之後親自去郵局領取更好。如果嫌口
罩肉酸（難看），拒絕領取也是可以的。”

公民黨區議員：可幫你
不過，諷刺的是，既然那麼“危險”，同屬公文袋

的葵青區議員譚家浚點解（為何）一面說政府會收取個
人資料，一面又說“你堅持要拿，我們可以幫你”呢？

沙田區議員鄭仲恒亦話，好多“專家”都質疑口罩
效用，個網站的私隱政策聲明又無保障，不會主動幫街坊登記，但
若街坊“好想要”，他都會幫忙登記。咖喱范（范國威）、關永
業、任啟邦更開始幫街坊登記“拿資料”。

就連同屬泛暴派的“自由系——區議會資訊平台”fb專頁亦
發帖寸晒成班猛的宣傳如何申請政府口罩的泛暴派：“二月那時
說（口罩供應）價低者得又話人戇居（白痴），而加（現在）直
接拿八億（港元）去買又說人利益輸送；這頭說完人家個口罩無
用，樣衰，這頭又教人如何申請！”

陸頌雄：不要拿一萬元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陸頌雄就在fb發帖嘲笑楊岳橋等泛暴派

“低智”，“再提提楊岳橋：有樣嘢（東西），叫做香港身份證
（常識！），裡面有齊個人資料。政府如果想拿個人資料，查張
身份證就可以，何需叫人登記這麼麻煩？”帖中還標註“怕就不
好登記選民”、“不要拿一萬港元”、“連身份證都註銷”。
工聯會新界東辦事處鄧家彪發帖寸戇橋：“嗱，七月就派一

萬港元，好大的陷阱，‘手足’記住不好申請。”
網民“Elaine Roberts”則直言，他說網上登記時要填的資料

向來都有，沒什麼特別，“而且去郵局領取就不用登記個人資料
啊，不會吧！”但網民“Villager SK”仍信了戇橋，覆他話：
“起碼不用給地址先。”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思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特區政
府向全民派發可重用口罩，香港郵政局員工
會主席卓信7日在電台節目上表示，今次是歷
來最多的掛號信件處理量，局方雖調配其他
部門人手及增聘有郵務經驗退休人士支援後
勤工作，但前線郵差難免感到很大壓力。

郵局恐難負荷
卓信指出，以其任職的東九龍郵政局為

例，有130個郵差、8名後勤支援員工，最高
峰期每日亦只可處理2,000多至3,000件掛號
信，以每兩分鐘派發一封掛號信的速度計
算，每小時最多能派發30件，若一周要派發
100萬份口罩掛號郵包，對全港約28間郵局
來說，將是難以承受的龐大工作量。

他續說，有前線郵差亦擔心難以攜帶大

量口罩派遞，特別是人口密集的大型屋苑，
並非所有屋苑都容許郵差在指定地點暫時寄
存掛號信件。他並擔心天氣炎熱亦會影響派
發工作和速度，而在郵差派遞時，不少市民
也未必在家，要到郵政局領取口罩，郵局櫃
位或會大排長龍。

香港創新及科技局常任秘書長蔡淑嫻7日
則預計，香港郵政每日平均可派發13萬至15
萬份郵包，一周則可派約100萬份，推算登記
市民可於兩周內會收到口罩，並指香港郵政
就此會有加班安排，包括周末開工。

香港郵政回應媒體查詢時表示，除動員
逾2,000名郵差派遞載有口罩的郵包外，亦計
劃增聘約80名有郵務經驗的退休人員作支援
後勤工作，並會精簡處理工序，將口罩盡快
交到市民手上。

周派百萬掛號 創科局：郵局加班處理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香港特區政府日前宣佈向全港市民免

費派發可重用的“銅芯抗疫”口罩（Cu-

Mask），泛暴派竟為政治目的故意將“好

事說成壞事”，包括聲稱事件存在利益輸

送云云。香港創新及科技局 7日逐點反擊無理指控，指出香港紡織及成衣研發中心

以非牟利性質承辦項目，用“友情價”接單，並由晶苑國際集團的越南廠房負責生

產，整個過程符合政府採購規例和程序。該局同時徵詢了法律意見，確認符合世貿

組織政府採購協議要求。截至 7日晚上 8時，已有接近 229萬人登記領取可重用口

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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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紡織及成衣研發中心業務拓展總監
陳慧欣講解生產“銅芯抗疫”口罩的廠房
運作。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創新及科技局長常任秘書長蔡淑嫻說，
“銅芯抗疫”口罩每個整體成本大約30至
40港元。 港台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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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房內機器用廠房內機器用
臭氧為臭氧為““銅芯抗銅芯抗
疫疫””口罩消毒口罩消毒。。

香港文匯報香港文匯報
記者記者攝攝

■■職員在無塵車間包裝職員在無塵車間包裝““銅芯抗疫銅芯抗疫””口罩口罩。。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攝攝

“銅芯抗疫”口罩過去數天一直遭泛暴派
抹黑，首先是聲稱生產商與港府關係

密切，涉及利益輸送；進而質疑口罩生產未經
過招標程序，以及口罩質料有問題等等。

香港創科局常任秘書長蔡淑嫻7日在接
受電台訪問時表示，有關口罩是由晶苑國際
集團位於越南的廠房生產；荃灣南豐紗廠、
土瓜灣聯業製衣無償借出車間擺放口罩；位
於大埔工業邨的龍達紡織公司環保紗廠提供
無塵室，為口罩進行臭氧消毒。

局方還回應了坊間各項質疑：
1．利益問題。創科局發言人指出，特

區政府於今年二三月間聯絡過不少可重用口罩
的供應商，惟大部分回覆表示已停產、貨量不
足、因出口限制而未能出口，或未能提供檢測
證明等。香港既沒原材料亦沒有生產線，要面
對多國爭相採購防護物品，實施出口限制或停
工令等，政府必須立即研究能否直接生產足夠
符合標準的可重用口罩供全港市民使用。

港府審視紡織及成衣研發中心的可重用
口罩時，認為其設計及材料可達要求，並有
檢測證明符合相關國際標準，但能否量產則
要視乎是否有該等原材料供應。該中心與業
界建立了廣大網絡，在短時間內匯集所需質
量的原材料和生產線，因此以直接採購的方
式委託該中心統籌生產，以期在最短時間內
向香港市民供應可重用口罩。

對於晶苑國際集團董事王志輝，兼任紡
織及成衣研發中心董事，蔡淑嫻表示，就口
罩一事與政府聯絡的是晶苑行政總裁羅正
亮，對方以“友情價”接單。王志輝是其後
負責跟進，當中並不涉及利益輸送。

申報利益無參與討論
晶苑國際7日晚書面回覆傳媒查詢時

指，王志輝已於今年2月底在紡織及成衣研發
中心的董事局會議上申報利益，並交代正協
助政府進行項目，他亦無參與項目的任何討
論及決定。

社會責任 1美元接單
2．價錢問題。晶苑國際的書面回覆指

出，是基於社會責任配合及支持生產計劃，
務求於六星期內生產逾700萬個口罩送達香
港，而每個口罩加工費報價少於1美元，只
按生產成本報價，並非從一般商業角度考
量。

至於為何選擇於越南生產，則是基於量
大、時間迫切，且當時越南疫情較輕緩，物
流通關暢順。

臭氧消毒紫外光殺菌
3．質素問題。紡織及成衣研發中心7

日下午邀請傳媒到位於大埔工業邨龍達環保
紗廠的工場參觀。該中心表示，項目中約50
萬個口罩由借用的荃灣南豐紗廠及土瓜灣聯
業製衣的廠房生產，再運往大埔龍達環保紗
廠消毒。

該中心總監陳慧欣指，廠房主要負責為
口罩消毒，口罩經過機器進行臭氧消毒後，
達至除塵效果，之後會運到無塵間入袋，並
放在紫外線（UVC）燈下殺菌15分鐘，職

員會穿戴髮網、口罩及手套等保護衣物，符
合衛生安全要求。

採購規例可直接採購
4．招標問題。創科局其後發新聞稿進一

步解釋指出，政府《物料供應及採購規例》訂
明，可在時間緊迫的情況下進行直接採購，整
個重用口罩項目過程符合政府採購規例和程
序，亦符合世界貿易組織政府採購協議要求。

港創科局逐點反擊利益輸送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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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通社及記者任芳頡

報道，中國科學家5月6日在國際頂級學術期

刊《科學》（Science）上率先發表了新冠肺

炎疫苗的動物實驗結果，研究者指該疫苗安

全有效。這份論文的預覽版此前已於4月19日在生物科學預印本論文平台bioRxiv

發佈。這是首個公開報道的新冠疫苗動物實驗研究結果。

兒童口罩國標內容

中國新冠疫苗動物實驗安全有效
接種恒河猴未見不良反應 二期臨床研究正式啟動

太空3D打印實驗完成 未來太空站可在軌擴建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
道，“目前來看，復陽的病例整體
發生情況在我國初步的數據是
5%-15%。”在7日舉行的中國國務
院聯防聯控機制發佈會上，北京大

學第一醫院感染疾病科主任、醫療救治專家組成員
王貴強說，不同地方“復陽”發生率差別比較大，
總體來看“復陽”人群不是特別高，需要隔離和密
切觀察。

對恢復期患者監測隨訪
王貴強介紹說，中國國家衛健委發佈了相關文

件，強調對恢復期病人進行密切監測和隨訪，尤其
在清零過程中，採取的也是“分層救治”原則，比
如病人輕型、普通型達到了出院標準，解除隔離後
直接居家隔離14天，要求病人要有單獨房間，要戴
口罩，不要和家屬密切接觸，防止可能潛在的傳播
風險。

“對一些重症病人達到出院標準，但是有基礎
病需要進一步救治的，要到其他有條件的醫院進一
步治療，個別的，病情很重，動不了，基礎病又需
要治療，可以採取就地治療原則。”王貴強說，重

症、危重症病人出院以後一定要密切監測和隨訪，
出院以後2周和4周都要到醫院復查，包括查肺功
能、胸片、血常規等指標。

復陽患者病毒在肺裡
王貴強說，“復陽”，就是達到出院標準但出

院後又出現核酸檢測陽性。“‘復陽’的病人可能
用‘再檢出’更合適，也就是說這種病人，病毒沒
有真正消失，上呼吸道咽拭子、鼻咽拭子查不到，
但是下呼吸道在肺裡還有病毒。”

王貴強指出，在檢測敏感性不是很強的情況
下，比如低病毒水平、低病毒載量時，上呼吸道標
本就可能查不到，個別病人由於免疫功能比較低下
也有可能會導致持續陽性的狀況發生。

王貴強指出，不同地方“復陽”發生率差別比
較大，總體來看“復陽”人群不是特別高，大部分
病人沒有症狀，需要進行隔離觀察就可以，但極個
別會出現症狀、極少數胸片或CT上會有肺炎的進
展。“這部分病人我們還在做相應的研究，到底是
免疫功能問題還是原來沒檢出，所以這方面還需要
做更多的工作。總體來講，對‘復陽’的病人我們
不能大意，要進行很好的密切監測。”

《科學》雜誌官方網站6日發佈的研究文章
《SARS-CoV-2病毒滅活疫苗的快速開

發》，由中國醫學科學院醫學實驗動物研究所秦
川團隊領銜，聯合浙江省疾控中心張嚴峻團隊、
科興控股生物技術有限公司、中國科學院生物物
理研究所王祥喜團隊、中國食品藥品檢定研究
院、中國疾病預防控制中心傳染病預防控制所等
多家單位合作完成。

從11患者肺部取樣製備
研究者從11名感染了新冠病毒的住院患者

（含5名重症監護患者）的支氣管肺泡灌洗液中
分離出多個新冠病毒毒株，其中5株來自中國，3
株來自意大利，1株來自瑞士，1株來自英國，1
株來自西班牙。這11個毒株廣泛散在分佈於基於
所有可用序列構建的系統發育樹上，在一定程度
上代表了正在流行的病毒種群。

在此基礎上，研究者選擇CN2株用於疫苗
製備，開發了一種純化的滅活新冠病毒候選疫苗
（以下簡稱“候選疫苗”或“該疫苗”），並進
行了中試生產。為評價疫苗的免疫原性，研究者
首先給小鼠接種不同劑量的候選疫苗後，未觀察
到炎症或其他不良反應。其次，研究人員又給恒
河猴（一種非人靈長類動物）接種不同劑量的候
選 疫 苗 ， 發 現 其 很 大 程 度 上 都 能 抵 禦
SARS-CoV-2感染，對接種疫苗恒河猴的肺、
心、脾、肝、腎和腦在內的各種器官組織的病理
學評估表明，該疫苗沒有引起顯著的病理學特
徵，表明候選疫苗在恒河猴中具有安全性。

滅活疫苗進入臨床研究
基於研究結果，中國國家藥品監督管理局於

4月13日批准科興控股生物技術有限公司旗下公
司研製的新冠病毒滅活疫苗克爾來福進入臨床研
究，一、二期臨床研究於4月16日在江蘇省徐州
市睢寧縣正式啟動。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聰 天津報道）由
中國產業用紡織品行業協會牽頭，中國國家質量
監督檢驗檢疫總局和中國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
日前聯合發佈了《兒童口罩技術規範》，其標準
號為：GB/T38880-2020，於發佈之日起實施。
據了解，《兒童口罩技術規範》把追求口罩的高
效低阻放在首位，在考慮生理需求的同時，對材
料的安全性、佩戴使用的安全性也都做出了明確
的規定。

中國產業用紡織品行業協會相關負責人介
紹，此標準充分考慮了兒童的代謝旺盛、呼吸頻率
快、血氧飽和度高、呼吸系統發育不完善等生理特
點，把追求口罩的高效低阻放在首位，對材料的安
全性、佩戴使用的安全性也都做出明確的規定。根
據口罩功能及使用場景，兒童口罩分為“防護口
罩”和“衛生口罩”兩類。

“關於制定兒童口罩國家標準、規範市場
發展的呼聲早就有了。”兒童口罩國標編制單
位、泰達潔淨負責人透露，在中國霧霾最嚴重的
那幾年，國家標準委曾下達兒童口罩標準的編制
計劃。

新冠肺炎疫情的發生，加快了《兒童口罩
技術規範》的編制進程，也提升了口罩抗病毒功
能的指標要求。

“為了配合兒童口罩國標的制定，我們研
發團隊一直在助推兒童口罩濾材的‘誕生’，希
望填補市場空白，讓孩子們在一個安全的環境中
茁壯成長，遠離病毒和粉塵的侵害。”泰達潔淨
負責人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目前，我們自主研
發的“泰達童芯”已經面世，“它採用了新一代
駐極技術，不僅擁有超越KN95級的過濾效率，
而且其阻力遠遠低於該級別口罩濾材。”

中國復陽發生率初步數據為5%-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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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兒童口罩國標發佈 分防護和衛生兩類

防護性能方面：
◆兒童防護口罩要求顆粒物過濾效率不低於
95%，防護效果不低於90%；

◆兒童衛生口罩要求顆粒物過濾效率不低於
90%，細菌過濾效率不低於95%。

安全性能方面：

◆口罩原材料不得使用再生料和可導致不良
反應的材料，不應經過有氯漂白；

◆不應使用繫帶式口罩帶；

◆鼻夾應承受20次對摺不斷裂；

◆標準嚴格規定了有害物質殘留，甲醛含量
不高於20mg/kg；

◆不得檢出可遷移性熒光增白物質。

舒適性能方面：

◆兒童防護口罩要求呼氣阻力和吸氣阻力均
不高於 45Pa（相當於成人口罩的約
60%）；

◆兒童衛生口罩要求通氣阻力不高於30Pa。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劉凝哲 北京報道）搭乘
長征五號B運載火箭升空的中國新一代載人飛船試
驗船正按計劃在軌正常飛行，預計8日返回東風着
陸場。香港文匯報記者從中國航天科技集團獲悉，
新飛船試驗船返回艙搭載的“複合材料空間3D打
印系統”，已自主完成了“連續纖維增強複合材
料”樣件在微重力環境下的打印，這是目前航天器
的主要材料，為未來太空站長期在軌運行、發展空
間超大型結構在軌製造奠定了基礎。據了解，此次
實驗是中國首次“空間3D打印”，也是全球首次
進行“連續纖維增強複合材料空間3D打印”實
驗。

空間3D打印機，是中國新一代載人飛船試驗
船（以下簡稱試驗船）的首批“乘客”。在這一實
驗中，空間3D打印機採用連續纖維增強複合材
料，一次性打印出兩個樣件，分別是代表航天器輕
量化結構的蜂窩結構，以及航天科技集團的CASC
標誌。

與地面相比，在微重力環境下進行的空間3D
打印，對材料成形和打印的精度控制都要更大。

中國首次空間3D打印採用的材料不同尋常。

據介紹，連續纖維增強複合材料是當前國內外航天
器的主要材料，重量輕、強度高，耐高低溫能力
強，是未來空間3D打印最有前景的材料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開展複合材料空間3D打印技
術研究，對於未來太空站長期在軌運行、發展太空
超大型結構在軌製造具有重要意義。專家表示，太
空站在運行過程中，若有應急的零部件製造需求，
靠地面發射飛船運輸可能來不及，3D打印具備了在
太空站造東西的能力，就可以實現按需製造。此
外，如果具備了這種製造能力，就有望在太空站上
開展大型結構的製造，支持太空站在軌擴建，這也
為遠期發展超大型結構在軌構建造技術進行技術儲
備和先導研究。

此次進行的空間3D打印，沒有地面遠程控
制，而是3D打印機完全自主控制的，在解鎖、打
印、錄像、跳轉、打印、鎖定等整個過程中各項操
作都由程序控制，而且根據不同的突發情況還設定
了不同的應急措施和備用路徑。

另據報道，試驗船還完成了“時間觸發以太網
星載原型系統”試驗任務，該系統相當於建立了一
套高速局域網。

■■研究人員給恒河猴接種不同劑量的候選疫研究人員給恒河猴接種不同劑量的候選疫
苗苗，，發現其很大程度上都能抵禦發現其很大程度上都能抵禦SARS-CoV-SARS-CoV-22
感染感染。。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中國科學家中國科學家55月月66日在國際頂級學術期刊日在國際頂級學術期刊《《科學科學》》上率先發表了新冠肺炎疫苗的動物實驗結果的文章上率先發表了新冠肺炎疫苗的動物實驗結果的文章
《《SARS-CoV-SARS-CoV-22病毒滅活疫苗的快速開發病毒滅活疫苗的快速開發》，》，研究者指該疫苗安全有效研究者指該疫苗安全有效。。 《《科學科學》》網頁截圖網頁截圖

資料來源：中國市場監督管理總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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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闺蜜圈里，流行一句话：文

艺女孩到中年阿姨的距离，只要生个娃

就能接近。

温和从容、岁月静好，只属于咖啡

馆，而匆匆忙忙以及焦头烂额，才是中

年妈妈的真相。

有一天，老陈回家陪Grace弹琴，

弹着弹着就开始拍桌子，叹气、咆哮。

我心想：呵呵，这才回来一天，就

鸡飞狗跳，就是没见过世面。

而我每天从公司下班，就开始在家

里上班。

吃喝拉撒老人可以白天帮你帮衬着

，回家带娃大气都不带喘。

一边跟Grace上各种线上课，督促

钢琴训练，一边就是抱着Ricky使出全

身解数逗她开心，有些时候，仅仅是为

了让她别吵了，就用尽半生力气。

Grace尚且懂事，但也架不住偶尔会

熊孩子上身。Ricky就不用说了，1周岁

不到的年纪，大声说话不得、打骂不得

，抱着她就跟端着个10多斤的肉，又会

跳又会闹。

婆婆有时跟我吐槽Ricky，我真的是

接受的，大概也只有同为带过孩子的人

，才能惺惺相惜。

但这些都是男人不知道的。

猪队友有时回来，看我跟我婆婆哄

不了孩子，就一脸惊愕：你看看，孩子

怎么一直哭一直闹呢！

我真的生气：来来来，你来抱抱试

试。

他活蹦乱跳一阵子，发现孩子还是

停歇不了：

举高高开心了，抱在怀里又不高兴

了；

抱着走高兴了，抱着坐下又不高兴。

一把就塞回来：“都是你们惯的，

变得那么不乖。如果是我带的孩子，一

定是很听话！”

男人带孩子的自信，都是从天而降

的。就跟不带孩子的理所当然，是与生

俱来的一样。

我跟婆婆相视而笑，眼睛里都充满

了“傻X”两个字。

拥有两个孩子，当妈的第五年，才

彻头彻尾体会到一句话的真理：

孩子，只有在睡着的时候，才是最

可爱的：

那时的她，闭着眼睛，不吵不闹，

呼吸都是清甜的。翻一个身，都忍不住

嘬一口，要是有嘟嘴之类的动作，就更

是可爱宝宝了。

可是，每一个你看上去可爱的

孩子，都是表面维持的可爱。有趣

和恶魔之间，一墙之隔。

婚姻的扎心真相：不带孩子，

请闭嘴

曾经有一个调查：为什么有些

中年女人，明明很累，却很晚睡觉

？

有一个回答很扎心：

“白天时候上班，晚上时候带

娃，一天没有自由的时间。

娃睡了，终于有时间看看书、

看看手机，给好友点个赞，自己看

个电影。整个世界突然安静了、清

静了、美好了。”

中年女人熬的根本不是夜，而

是自由。那种孩子睡着后的宁静，

那个好不容易属于自己的时光，那

个可以想想自己人生的时刻，谁愿

意放弃呢？

是啊，想起有一次，我妈来我

家，看到我带完娃躺下玩手机。

我妈指责我：不是说累死了啊

，赶紧睡觉啊。趁孩子睡着，赶紧

睡觉啊。

喂完奶，哄完孩子哭，虽然我

笨手笨脚也焦头烂额，但真的也是

尽力了。

我说：妈，你可能好久没带小

婴儿了。这带完娃的酸爽，就跟跑

完一万米一样，这个不是身体累，

是心累。累到根本睡不着啊。

娃睡着的时候，你睡不着；娃醒了

的时候，你就醒了。

陪睡妈妈，最怕孩子睡不着，最怕

孩子会醒来。很多时候，所谓的睡眠训

练，其实也是因人而异，你做了太多的

方法，其实结果都是随缘的，孩子能不

能睡，几点睡，只能慢慢调整。

但孩子睡着了呢，你就睡不着了。

循环往复，你大概就能知道，为什么许

多妈妈越来越老？

因为带孩子的心累，比上班累太多

了。

为什么有些妈妈生完娃会有产后抑

郁？真的不是矫情。

天涯上有这样一个帖子：

“生的时候，就疼了快两天，新生

儿那个月，白天基本不睡，一直哭闹，

困得都翻白眼，也不睡。晚上也是2个

小时一醒。一天睡不到10个小时。然后

，到了现在，晚上不好的时候，20分钟

一觉，好一点，1个小时。每个晚上我

都怕极了，因为睡着了，不知什么时候

就又醒了。现在都1岁了，还是一晚上

醒个10来次。

白天睡觉也很差，上午5分钟，下

午5分钟。我每天都几乎不睡的状态。

饭都吃不上，天天白开水泡大米饭。一

周能冲上一个澡。同一件衣服一穿就是

三四个月。

什么都难。换尿布，不好好待着，

屁股上带着屎就爬走了。穿个衣服要10

分钟，不叫穿。吃饭也不好好吃，就惦

记吃奶。

我真的好羡慕那些带着宝宝，还能

做新发型，每天穿的美美的妈妈们。带

孩子，越来越难，现在都觉得每天活着

一点意思都没有。”

这大概也太形象了吧。那些说当妈

矫情的，要不是没当过妈，要不是孩子

大了都忘记自己的焦头烂额了。

1岁前，喂奶、搂抱、咿咿呀呀跟

带着个小动物一样鸡同鸭讲。再累再困

，孩子一哭，都得醒来。

1岁之后，开始看看孩子会不会走

路、会不会说话。开始早教启蒙。

3岁前，开始各种早教。

3岁后，开始找各种启蒙班，争取

选一个足够好的起跑线。我一直不觉得

起跑线是骗局，早点出发的孩子，跟自

己比，本身就是成长。

8岁后，孩子上小学，自己也又开

始学生生涯了，督促作业，接送孩子，

检查、复习。

上了初中，要跟上孩子的脚步有点

难了，一边自鸡，朝六晚十，一边生怕

孩子营养不良。万一碰到个甩手的爸，

就更不用说了，有多难只有当妈知道。

上了高中，有些爸妈学得溜，水平

都能参加高考了。

等到孩子上大学了，终于结束了，

终于终于，自己也老了。

有时，我看到有些男人，一边不带

孩子，一边怪女人带不好孩子，只想说

两个字：闭嘴。

只有带孩子的人，才有资格张嘴，

别指指点点。

带孩子的，无论爸还是妈，其实都

挺苦的。

只是，别随便去伤害那个带孩子的

妈妈了，真的太难了。

不是恐婚恐育，只是希望，世界能

够多给带孩子的妈妈，一点善意、一点

理解。理解她们的焦虑、理解她们的惊

慌失措，以及理解她们偶尔不愿意的蓬

头垢面。

她们曾经也真的好看过，美过，青

春过，像个孩子一样，灿烂如花。

如果有一天，她们很憔悴，也不好

看了，真的真的是因为没有时间拾掇自

己吧。

对自己有自我要求，但不对她人苛

责，是我能想到的善良。

婚姻的扎心真相：不带孩子，请闭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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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何佩珊

雙城居民有話說......
在深港居住工作的港青戴健進：

澳門居民核酸檢測首檢免費，之後每次也僅需180澳

門元；期待香港也有類似的常規化檢測措施，以降低目前

市民要到私家機構檢測的費用，措施可逐漸展開，以便利

深港乃至粵港跨境居住工作，加速兩地經濟“復甦”。

在珠海居住澳門工作的澳企員工阿剛：
憑7天內核酸檢測證明，除了免14天集中隔離醫

學觀察外，也無需現場核酸檢測，這必將提高口岸出

入境通關效率；而選擇在珠海做檢測每6天享1次免

費，這也降低了跨境工作的成本。

有跨境商務需求的廣東居民阿黎：
隨着疫情持續好轉，粵港方面也要借鑒珠澳口岸

防疫新政策，特別是進一步明確兩地的核酸檢測證明

等互認，加速恢復跨境社會經濟活動。

■香港文匯報記者方俊明

據珠海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揮部發佈
《關於取消珠澳口岸現場核酸採樣的

通告》（下稱《通稿》），稱為做好常態
化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維護口岸暢
通、有序的良好環境，提高人員出入境通
關效率，經澳珠兩地政府溝通協商，5月8
日早上6時起不再對經珠澳口岸入境獲豁
免隔離的特定通關人員進行口岸現場核酸
檢測採樣。

《通告》強調，屆時特定人員通關前
須到澳門、珠海兩地認可並具備資質的檢
測機構完成核酸檢測，在通關入境時須提
供7天內核酸檢測陰性結果證明，或核酸
檢測採樣證明，又或者“粵（澳）康碼”
顯示7天內核酸檢測陰性結果或核酸檢測
採樣證明。不能提供上述三種證明中的任
意一種者，入境後須接受14天集中隔離醫
學觀察。

珠海檢測每6天1次免費
《通告》指出，“特定人員”可持通

關證明及身份證明材料前往包括珠海市人
民醫院等珠海定點檢測機構接受免費核酸
檢測，每人每6天只可享受1次免費，如
超出限定次數者，往後的核酸檢測費用需
由個人承擔。

據透露，“特定人員”包括應急公
務、商務人員，粵澳兩地牌司機及允許入

出橫琴的澳門單牌車司機，粵澳合作產業
園員工、在橫琴跨境辦公的澳門企業員
工、珠澳跨境工業區的員工；珠海居住、
澳門工作且有居住證的澳門居民，70歲
或以上長者、14歲或以下未成年人、孕
婦、產婦、患有基礎性疾病人員，需到珠
海定點醫院看病且當天往返的人員等。

保安全流動推復工復學
《通告》還稱，“特定人員”不含經

珠澳口岸入境就學返校的學生和教職員
工，他們的核酸檢測由澳珠兩地各自提供
專場服務，統一時間集中採樣檢測核酸，
如個人繳費後，可經澳門學校向澳門衛生
局憑據報銷。

與此同時，澳門7日起實施“新冠肺
炎常規核酸檢測計劃”，預約居民可到氹
仔客運碼頭檢測。所有居民首次檢測免
費，每次檢測7天有效；跨境學生及老師
豁免收費，其餘居民每次檢測收費180澳
門元。

澳門特區衛生局口岸醫學檢查協調員
戴華浩表示，此計劃為鞏固澳門新型冠狀
病毒肺炎疫情防控成效，降低病毒在小區
傳播風險，配合內地及鄰近地區出入境檢
疫政策，保障雙方出入境人員安全流動；
加快恢復社會經濟活動，推進復
工復學安排。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方俊明 珠海報道）隨着新冠疫情防控形勢好

轉，珠澳口岸將實施防疫新措施。8日6時起，經珠澳口岸入境的多類

“特定人員”憑7天內核酸檢測證明，除了免14天集中隔離醫學觀察

外，也無需現場核酸檢測。而7日起澳門實施核酸檢測常規化，所有居

民首檢免費，之後每次收費180澳門元；“特定人員”如果選擇到珠海

檢測，則每6天享一次免費。

珠海口岸現場核酸檢測採樣5
月8日起取消，而澳門7日起實施
“ 新 冠 肺 炎 常 規 核 酸 檢 測 計
劃”，所有居民首檢免費，之後
每次收費也僅需180澳門元。反觀

香港跨境貨運司機，由於香港公立醫院並無提供
相關病毒檢測服務，需要到私院檢測，每次測試
價格需700港元到1,000多港元不等，若司機每月
進行三四次檢測，對收入造成較大的壓力。

早前貨運業界就促請香港特區政府全額資助
跨境貨運司機這一特殊群體，以更好地保障香港
正常生產生活，但未有得到有關方面的足夠重
視。而今次澳門特區政府推出核酸檢測常規化措
施，值得香港借鑒。畢竟，在此次疫情中，眾多
跨境家庭、跨境學童及在內地創業的港人，加上
跨境貨運司機等，成了受影響最大的群體。

有需要往返內地的港人數量其實很大，僅居
深圳的港人目前總數便超過10萬。在做好跨境疫
情防控的同時，如何逐步“解禁”深港口岸、提
供更好的常規化核酸檢測等措施，成為兩地政府
在近期疫情趨好轉下的考驗與挑戰。

有港青受訪時坦言，期待香港也有類似澳門
的常規化檢測措施，不僅要降低檢測費用，還要
選擇不同需求的人群逐漸展開；如跨境商務人士
可憑公司開具證明、核酸檢測證明和粵港互認的
健康碼，實現便利通關，有助促進粵港社會經濟
加速“復甦”發展。

■香港文匯報記者方俊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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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粗暴的解决方式再加上丰富的

资源，催生了极具特色的苏联黑科技。

一、天上飞的

1.核动力轰炸机

二战结束后不久，苏联就开发了一

款型号为M60的核动力轰炸机。这款飞

机是在M50试验机的基础上进一步改进

的产品。长度达到了58.7米，宽度21.5

米，至少需要装备四个发动机，是个名

副其实的大块头。

苏联人最初的设计思路是，该飞机

在起飞阶段还依靠常规动力发动机，在

起飞后，启动核动力发动机，然后关闭

常规动力。苏联专家在经过计算后认为

其航程至少在25000公里，这远远超过

了今天的所有战略轰炸机。然而在实际

测试中，很多操作上的难题让这款飞机

缺乏可靠性。所以在60年代洲际核导弹

陆续列装后，苏联决定放弃这款飞机的

研发。

2.同轴反转螺旋桨

同轴反转螺旋桨，是涡轮螺旋桨发

动机所特有的一类螺旋桨。它与普通的

螺旋桨最大的区别是，在单个发动机上

有两组并列转动的螺旋桨，但是这两组

螺旋桨转动方向相反。同轴反转螺旋桨

虽然欧美在这方面也有研究，但是却没

有苏联玩的这么溜。无论是固定翼飞机

还是直升机，苏俄利用同轴反转螺旋桨

技术，创造出了无数的经典。

3.毁灭者k7重型轰炸机

1931年，空中战列舰K-7开始建造

。原型机在1933年八月首飞，同年十一

月发生坠毁，15-20名乘员死亡，飞机坠

毁的原因之一是两个漂移结构的失效。

1933年，该项目被迫取消。这种恐怖杀

手最终下马，没有服役。

如果这架近百年前的空中航母带上

今天的核弹，就一架空中战列舰就可毁

灭一个国家，当时苏联计划生产50架，

想想都恐怖！

4.安-225

安-225运输机是有史以来全球尺寸

最大、重量最重的飞机，典型特征是六

发布局，前苏联仅生产研制了一架，现

归乌克兰所有。作为一款大型军用运输

机，安-225在设计之初就承载了前苏联

的大国之梦，而在战略空运能力愈加重

要的今天，安-225运输机仍能作为承载

大国之梦的“空中桥梁”。

二、地上跑的

1.核战争坦克

1957年，前苏联的L.S.tronyanov 领

导设计了一个新型重型坦克，并制造样

车，军方命名为279工程。这辆酷似幽

浮车可称为“外星坦克”在试验场顺利

通过技术审查，但是由于结构复杂造价

昂贵，没有投产。

2.“森林杀手”系列越野车

苏联的螺旋推进车是一群不折不扣

的西伯利亚森林杀手，他们不但碾过、

而且是彻底破环阻挡他们前进的一切从

林障碍，其中一些采用独特的“螺旋”

行动方式，其异想天开令人叹为观止、

瞠目结舌。

3.奥卡420原子炮和聚光406原子炮

前苏联设计生产的406毫米自行式

榴弹炮。是用来对付美国的“原子安妮

”原子炮。1955年，由格拉宾设计局在

T-10坦克底盘上完成了271工程的设计

制造，聚光器，又名电容器)-2 ”406毫

米重型自行火炮-制式编号2A3,底盘的研

制由科特林设计局在列宁

格勒完成。1957年，同样

在 T-10M 的基础上，莫

斯科的苏联机械制造设计

局开始研制273工程，并

在科京设计局的协助下完

成相关测试，即后来的

2B1“奥卡河”420毫米重

型自行火炮。这两种自行

火炮均是在加长的 T-10

坦克底盘的基础上改造，

并由列宁格勒的基洛夫工

厂负责生产。

曾经的红色帝国给我

们留下多少黑科技？

4.SVL涡轮喷气列车

1971年至1972年间，

该列车由雅科夫列夫设计

局、第聂伯彼得洛夫斯克

运输工程学院、全苏车辆

制造科学研究院等单位进

行了多次试验。1971年底

，列车在莫斯科铁路局管

内的戈卢特温至奥焦雷区

间试运行时达到187公里/

小时。1972年初，列车转

往第聂伯河沿岸铁路局管

内的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

克至新莫斯科斯克区段进行逐级提速试

验，最高试验速度达到249公里/小时，

是当时苏联铁路的最高速度纪录。值得

注意的是，“高速试验列车”的研制目

的并非纯粹创造速度纪录，更重要的是

对高速列车的理论性研究，例如临界速

度、车辆共振、轮轨粘着等方面提供实

证研究数据。该列车的试验结果证明了

在铁路运输上采用喷气式列车在理论上

是可行的，但是运行噪音和燃料消耗相

当巨大，因此喷气式列车并没有得到进

一步的发展。

不过，尽管这些先行者没有获得最

终的成功，但还是为铁路科学的发展立

下过汗马功劳，值得在历史上留下浓重

的一笔！如今世界各国风驰电掣的高速

列车，都诞生在前人的大胆探索之后，

是他们通过实际试验否定了喷气动力车

头的设想，才能有后来坚定不移地发展

大马力电力传动、整体轨道等多项关键

技术，最终造就了高铁。

5.1K-11激光坦克

最早的研究任务是由研究天体物理

联合体承担的。1982年第一台自行式激

光武器系统1K-11正式服役，。同时参

与研发的有位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的乌

拉尔运输与机械工业设计局，即前苏联

自行火炮的最高研究、设计机构。在乌

拉尔运输与机械工业设计局总设计师尤

里· 瓦希列维奇· 托马晓伐的领导下，将

激光系统安装在十分可靠的118自行式

履带平台上。在试验过程中激光武器系

统曾经装在该设计局的两种不同的履带

平台上，以便考察它的通过性能以及战

场条件下的稳定性和适应性。参与此项

计划设计者最终获得了列宁奖章和前苏

联的国家奖。

三、海里游的

地效飞行器

苏联曾在上世纪80年代率先开始对

地效飞行器的试验，当时被不知情的美

国称为“里海怪物”。“里海怪物”

(Kaspian Monster)是华盛顿给上世纪 60

年代美国间谍卫星在里海区域发现的一

种苏制神奇装备所起的绰号。它曾令北

约闻风丧胆。

地效飞行器是一种能够在地面或水

面高速飞行的装置，但它不属于气垫船

或飞机，尽管它在水面上航行。按国际

海事组织和国际民用航空组织的划分，

地效飞行器属于船只而不是飞机。

四、手上拿的

化学能激光手枪

1984年的苏联已经造出了化学激光

手枪了，采用弹匣“供弹”，有效射程

20米，主要是攻击敌人的光学瞄准设备

，是苏联航天员的专用武器。

五、尤里的复仇——末日武器“死亡之

手”

这套武器系统的正式名字叫 Pe-

rimeter 边缘系统，也有人叫它 Mert-

vayaRuka，意思是“死亡之手”。它

建造于25年前，一直是一个被重重把

守的秘密。Perimeter 确保了苏联的还

击能力，但它并非一触即发的装置。

它被设计成半休眠状态，在危机发生

后启动。然后，它的地震、辐射和空

气压力感应器网络开始搜寻核爆炸的

迹象。

它的设计要求非常严苛，不但要能

够协助指挥阶层在混乱的审判日中弄清

战况，并且要假设各种恶劣情况下仍能

够维持运作，其中最恶劣的情况就是：

苏联指挥阶层已经烟消云散。这意味着

Perimetr甚至要在没有人指挥的情况下独

自发动苏联的复仇之战。

曾经的红色帝国给我们留下多少黑科技？

2020年5月8日（星期五）3 經濟中
國

■責任編輯：何佩珊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及新華社報道，中國海關總署7日公佈最新數據，4月

中國出口總值1.41萬億元（人民幣，下同），同比增長8.2%；按美元計同比增長

3.5%。因出口大增，進口下降，4月當月中國貿易順差3,181.5億元，增加2.6倍。

8.2%的同比增幅不僅扭轉了3月-3.5%的下降態勢，也大大高於去年同期3.1%的增

速。對外經貿大學國際經濟研究院副院長莊芮認為，4月份出口出現反彈是個積極信

號，顯示出中國經濟的強勁韌性以及外部市場對中國製造的強大需求。不過，出口單

月反彈並不一定代表長期趨勢，4月份進口明顯下滑令人擔憂。綜合來看，中國外貿

發展仍面臨複雜嚴峻形勢，穩外貿工作必須繼續加強。

中國上月出口回升8.2%
扭轉3月跌勢且高於去年同期增速 專家：中國經濟具強勁韌性

◆從貿易夥伴看，東盟繼續保持中國第一大貿
易夥伴地位。
中國與東盟貿易總值1.35萬億元（人民幣，
下同），增長 5.7%，佔中國外貿總值的
14.9%。
中國與歐盟貿易總值 1.23 萬億元，下降
6.5%，佔中國外貿總值的13.6%。
中美貿易總值9,584.6億元，下降12.8%，佔
中國外貿總值的10.6%。
中日貿易總值6,656.8億元，下降2.1%，佔
中國外貿總值的7.3%。
同期，中國對“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合計進出
口2.76萬億元，增長0.9%，佔中國外貿總值

的30.4%，比重提升1.7個百分點。

◆從外貿市場主體看，民營企業顯現較強韌
性。
前4個月，中國民營企業進出口3.92萬億元，
增長0.5%，佔中國外貿總值的43.2%，比去
年同期提升2.3個百分點。

◆從行業看，紡織品出口增長。
機電產品出口2.79萬億元，下降5.9%，佔出
口總值的58.8%。
服裝出口2,051億元，下降20.2%。
包括口罩在內的紡織品出口2,613億元，增長
5.9%。 資料來源：新華社

■■專家認為專家認為，，44月份出口出現反彈是個積極信月份出口出現反彈是個積極信
號號，，顯示出中國經濟的強勁韌性以及外部市場對顯示出中國經濟的強勁韌性以及外部市場對
中國製造的強大需求中國製造的強大需求。。圖為圖為 44月月1414日日，，一批外貿一批外貿
貨櫃在江蘇連雲港貨櫃碼頭卸船貨櫃在江蘇連雲港貨櫃碼頭卸船。。 新華社新華社

中國商務部國際貿易經濟合作研究院國際市場
研究所副所長白明接受採訪時稱，4月出口顯

著反彈主要是因為大批外貿企業已經復工復產，前
期受疫情影響被迫延期的在手訂單逐步得到執行。

轉機要等下半年
防疫物資出口激增亦在一定程度上拉動出口回

暖。據海關總署統計，4月以來中國防疫物資日均
出口額從上旬的約10億元增加到月底的30億元以
上，一個月內持續增長逾3倍。

基數效應也是4月出口增速超預期的原因之
一。去年4月中國出口總值僅增長3.1%，在全年處
於較低水平。但分析人士認為，4月出口大增並不
代表中國出口已經“否極泰來”，歐美因疫情形勢
嚴峻取消訂單的影響將在今後幾個月逐步顯現。
在白明看來，5月或6月中國出口可能會觸

底，真正出現轉機恐怕要等到下半年。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學術委員會委員王軍

表示，作為中國重要的貿易夥伴，歐美此前因疫
情形勢驟然惡化採取“封城”等嚴格管控措施，
叫停大批經濟活動，導致中國企業爭取新訂單非
常困難。而由於時滯，目前的出口數據並不能完
全反映出外貿企業當下真實處境。

中國商務部新聞發言人高峰日前也透露，根據
對重點地方、重點行業、重點企業的摸底調查，當

前中國外貿企業仍面臨多重困難，包括在手訂單被
取消或延期、拒收拒付風險上升、新訂單減少、供
應鏈受影響、國際物流受阻、資金壓力增大等。

推動企業“出口轉內銷”
為幫助外貿企業渡過難關，中國已出台了一系

列措施。除加緊發展跨境電商，支持企業與國際知
名電商平台合作，加大信貸支持外，中國還在積極
推動“出口轉內銷”，鼓勵企業轉而開拓國內市
場。
目前，長沙、鄭州等不少城市都開通了與歐美

的跨境電商專線，加快打造穩定暢通的國際物流通
道。在東莞，當地計劃全面深化與阿里巴巴、京
東、拼多多等電商平台合作，鼓勵更多出口型企業
“觸網”，還準備建立直播產業基地和本土直播電
商平台，推動製造業企業直播銷售。
白明稱，在外需低迷之際，發展跨境電商和

“出口轉內銷”將為深受疫情衝擊的外貿企業提供
“避風港”，使其有更多輾轉騰挪的空間。

中國貿促會研究院國際貿易研究部主任趙萍表
示，隨着中國國內復工復產持續推進，國內供應與
需求的回升將有助於國際供應鏈的恢復。當前，中
國外貿發展的韌性與競爭力不斷增強，與東盟等
“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進出口將繼續引領
外貿增長。

前四月外貿數據細分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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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武漢肺炎疫情肆虐，重創國內
餐飲業，許多餐廳業者都咬牙苦撐，或走上歇
業關門一途，以台菜創意料理聞名的漁村台灣
料理餐廳，從門庭若市到1個月只有1桌訂位，
甚至零收入，面臨了可能結束營業的危機，總
經理李杰幾經考量，除讓員工放無薪假、裁員
節省人事開銷外，還增加了製作販售便當的營
業項目，李杰無奈的說： 「這是逼不得已的做
法，雖然賣便當獲利不多，至少還是有進帳，
總比零收入來的強。」

旺季滿店近300人 肺炎讓客人1桌都不敢
訂

位於台北市長沙街二段的漁村台灣料理，
在業界算頗具規模，平常以小吃、桌菜為主，
每到尾牙、過年及春酒則是旺季，一樓餐廳可
容納近200人，二樓則可容納90人，經常有不
少觀光客慕名光臨。

來自中國廈門的李杰，當年是做蔥油餅加
工生意，餐廳原是家族裡的表叔經營，後來才
將餐廳交給李杰經營。李杰回憶： 「表叔將技
術交給我，讓我剛來台灣就有謀生能力，而我
大嫂在基隆八斗子捕魚，因此海鮮對我來說是
佔有優勢，頂下店後我做了一些改變，決定朝
海鮮料理發展。」

春酒退桌9成 佛跳牆銷毀數百甕賠80萬
李杰指出，武漢肺炎疫情爆發前，收入最

好的時候是在尾牙、過年及春酒期間，短短2個
月即可進帳近千萬元，今年2月份疫情爆發，客
流量愈來愈少，春酒退桌率更高達9成，而先前
備料、製作完成的 「極品佛跳牆」，也因保存
期限的關係，忍痛銷毀幾百甕，損失金額高達7
、80萬元，損失慘重。

「直到現在，翻開訂桌紀錄，幾乎沒客人
訂桌，有的話幾個月也才1桌而已，散客更不用
說。」面對這波疫情來得又快又兇，在人事費
用、房租、水電壓力下，李杰只好改變策略，
轉型賣便當，設法開源節流，彌補每個月的虧
損。李杰說，幸運地是餐廳附近不少公司行號
及鄰居都熱烈捧場，每天營業額約有15000元，
「收入雖然微薄，但不無小補。」

連3月虧逾60萬 忍痛裁員放無薪假

李杰估算，自從接手餐廳以來，每月光是
人事管銷及房租就要近80萬元，疫情爆發前每
月營業額約在200萬元，疫情爆發後，營收驟降
，連續3個月都不到50萬元，目前虧損仍超過
60萬元。

由於疫情大爆發，客人都擔心群聚感染，
李杰說： 「店內客人原本都有8成以上，現在一
天都難得看到1桌客人。」因此他只有忍痛裁員
及放無薪假措施。而廚師編制原有6名，現在店
內廚師僅剩3位，員工無薪假也從8天增加到10
天， 「目前除了增加便當生意外，尚無任何因
應方案，只希望疫情能趕快過去。」

政府紓困可救急 憂心撐不過疫情結束
為了能讓餐廳經營下去，李杰最希望政府

給予業者紓困措施，日前他曾聯絡政府中小企
業馬上辦中心，對方提供兩個建議方案。李杰
指出，第一個是紓困金方案，業者須提供今年2
、3 月的營業報表及去年的2、3 月報表，如果
今年營收降低了 15%以上，即可申請紓困金
（營業額的一半）。紓困金是無息的，但紓困
金僅能用在人事及房租成本；第二個方案則是
正常銀行借貸，利息是0.85%。

李杰說，目前已向政府申請紓困補助金，
「銀行方面則有人跟我接觸，備齊資料後成功

申請，但申請到的紓困金額僅有100萬元，是稍
微少了點」，希望100萬紓困金能在疫情逐漸趨
緩當下發揮作用。

改賣便當拼進帳 街坊食客讚不絕口
住在餐廳附近的宋小姐說，改賣便當對附

近住戶而言真的很方便，不僅提供的菜色很不
錯，價位也很合理划算， 「他們的防疫措施也
做得很周到，員工都有戴口罩、手套，包便當
前也都有用酒精消毒。」種種措施都能在防疫
期間消除上門顧客的疑慮。

顧客宋先生則表示，疫情爆發後，店內幾
乎都沒人上門消費，最近餐廳開始改賣便當，
「他們所用的都是真材實料，菜色都很不錯，

希望他們在景氣這麼低迷的時候能繼續撐下去
。」

逆境求生 火鍋餐廳改變賣法增營收
雖然大部分餐飲業者面對突如其來的疫情

，幾乎一籌莫展，但仍有少數逆境中求生的例
子。位於北市敦化南路巷弄內的肉大人火鍋餐
廳，因嚴選全球各地精品肉類，開業以來深受
老饕青睞，如今亦因疫情衝擊，來客數銳減，
但每位員工都竭心盡力在為餐廳尋求開源之道
。

火鍋肉品化身便當菜 創新吸客開源
肉大人火鍋餐廳老闆陳冠翰坦言，疫情從

今年第二季開始對營收有很大的影響，在員工
集思廣益下，目前除朝向網路銷售方向發展，
讓顧客可以不用出門也可享用到店內招牌鍋底
及肉品外，也開始使用店內招牌的肉燥飯及火
鍋肉片，做成便當販售來增加營收，在員工們
共同努力下，網路銷售的金額相較以往大幅成
長。

陳冠翰說，疫情嚴峻影響營收，員工為餐
廳努力尋求出路，身為老闆絕不會辜負他們的
付出，即便咬牙苦撐，目前也不會裁員或放無

薪假來節省人事開銷。
行銷專家：突破思維 「大破大立」
由於疫情對餐飲業衝擊極大，不少知名餐

廳現在紛紛歇業關店，精彩創意整合行銷總監
胡恒士便建議，餐廳可突破以往的思維，用特
殊優惠專案 「大破大立」的行銷手法，吸引顧
客上門，度過疫情期間營收驟降窘境。也可透
過 「異業合作」方式，與防疫用品業者合作，
推出來店消費滿額即贈送搶手的口罩、酒精或
耳溫槍等抗疫用品，以吸引消費者上門。

胡恒士說，餐廳業者還可與販售家電的電
商平台合作，用 「虛實合一」方式推出商業套
餐，透過電商平台資料庫更精準行銷。以此3個
行銷方案因應，希望能幫助餐飲業者避免在疫
情結束前就被淘汰出局。

【百姓的苦與痛】肺炎衝擊餐廳零收入

咬牙撐！換新菜色、新賣路求生

（中央社）武漢肺炎疫情猛爆，台灣防疫有成，連日來的零
確診，激勵民眾外出，又遇家庭重點節日 「母親節」，使本周各
大餐廳訂位恢復榮景，不是9成滿就是全滿，民眾若要吃大餐，
只能現場候位試試運氣，或得等其他人吃完第1輪才能進門。

台北凱撒飯店表示，館內餐廳王朝、咖啡園Checkers訂位達
9成滿，僅能再接零星桌數，這狀況比預期好很多，原本受疫情
影響，之前的訂位很低迷，但最近零確診天數增加，國人對外出
用餐、出遊，看法也轉為輕鬆，再加上大家悶久了，出門意願提
高，近期不只母親節，連平日的來客數也趨近回穩。

台灣至昨已連續26天未發現本土病例，台北喜來登大飯店
也發現從51連假開始，餐飲生意日益熱絡，母親節訂位超出預

期，館內各餐廳，如請客樓、辰園、桃山、安東廳訂位皆滿席，
僅剩 「十二廚」自助餐廳於午茶時段可接受零星預訂；另外，母
親節蛋糕亦較往常預訂踴躍，業績幾乎翻倍成長。

台北六福萬怡酒店旗下粵亮廣式料理則已達8成，不過小家
庭聚餐的4人桌，及自助餐廳敘日全日餐廳還有機會訂到位，且
即起到6月底前，推出港點699元吃到飽，多達25道招牌港點、
10道經典粵菜任君挑選。

寒舍艾麗酒店義式餐廳LA FARFALLA僅剩周、六日晚餐有
零星座位，其他時段全滿；另在疫情期間，寒舍艾美探索廚房透
過將帝王蟹海鮮湯、明太子焗大蝦等菜色升級、價格不變來吸客
，最近母親節訂位幾乎全滿，若民眾有需求可參考過往經驗，周

六全天、周日中午訂位通常最多，周日晚間數字會稍微降低。
晶華酒店母親節訂位也幾乎全客滿，唯一還有零星位置的是

自助餐廳栢麗廳明晚第2輪，其他中、西餐廳同時段可試試候補
；此外，饗賓餐旅集團旗下餐廳，如饗食天堂訂位也全滿，民眾
想用餐僅能現場候位。

漢來海港餐廳台北2間也都是客滿狀況，而由於沒限時，要
有客人吃完、離開才有機會用餐，建議民眾若還是想來，最好前
往天母店試試，對此漢來美食表示，以往的母親節在1個月前就
客滿，今年有疫情，原本成績沒那麼好，但近期受惠台灣持續零
確診，這2天生意突然反應出來，比預期好很多。

【母親節買氣】+0刺激報復性搶食 各大餐廳生意強強滾

（中央社）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今宣布
，經縣市政府評估符合防疫及安全條件後，原
本停業店家都可復工。先前疫情嚴峻時，全台
電影院票房直直落，雲林有業者因為疫情衝擊
而停業，彰化也有業者因無片可放主動暫停營
業，但業者多以設梅花座、拉開社交距離方式
繼續營業，如今是否要繼續維持梅花座？指揮
官陳時中表示，防疫新生活就是維持社交距離
，不能維持就戴口罩，今日室內集會人數也放
寬限制，不受100人限制。

上月初有全台70多家電影業者連署，希望
政府下令強制停業，但中央僅同意專案紓困，
多數業者仍正常營業。包括桃園市、宜蘭縣、

台中市等地縣市政府都表示，目前仍以室不超
過100人，並做好防疫措施原則下進行，至於何
時鬆綁，一切依中央指揮中心指示配合辦理。

豪華影城目前仍採以2個座位為單位的梅花
座，但業者表示，全台有6間超過100人和200
人影廳，但全球受疫情影響，許多電影大檔都
已延後，沒好片吸引，來客數無法提升下，1場
電影要到100人很不容易，只能做好量體溫、戴
口罩、環境清潔等防疫措施，暫無取消梅花座
規劃，等待電影市場回升。

新竹市5家電影院，其中巨城威秀、大遠百
威秀、新竹國際在疫情期間仍正常營業，另外2
家國際中興、新復珍自4/6起因要調整影廳暫停

營業。
台中市新聞局長黃國瑋指出 , 台中市12家

電影院仍正常營業，但要求業者執行包括實名
制、量測體溫、消費者配戴口罩等防疫措施，
且因目前電影院消費者較少，沒有特別執行梅
花座的強制規範，但若疫情稍緩或強檔影片上
映，湧現大批人潮時， 「屆時將依現況請示中
央疫情指揮中心，配合中央防疫規定執行。」

南投縣內兩間電影院防疫期間都未停業，
且都屬於小型，加上採梅花座方式，不會有超
過室內100人的問題。苗栗縣頭份尚順華納影城
也照常營業。

彰化縣政府表示，目前彰化縣電影院有3家

、其中有2家，因無片源目前已經辦理暫停營業
，另外1家在片源播放告罄後，也考量辦理停業
。

雲林縣斗六中華影城與虎尾白宮影城受疫
情衝擊，均已停業。目前僅北港有一家新開幕
秀泰影城，業者自行宣導及執行防疫措施。

高雄電影院以梅花座、觀影全程戴口罩加
強防疫，雖然賣座不如以往，但都未停業。對
於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宣布解封，業者都表
示，將開會討論，再決定是否恢復以往售票模
式。

不受室內百人限制 戲院仍叫苦：沒好片觀眾也不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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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你匆匆离开家去上班，门关

上的前一秒还能看到狗狗不舍的小眼

神。那一秒后，每个小时你都要计算

离开家的时间，每一分钟都在想“也

不知道宝宝一个人在家做什么呢~”

终于下班了，你风驰电掣，健步如飞

，想用最快的速度回到它的身边。可

当你打开门的一刹那看到的竟然是。

。。WTFFF!!!!

瞬间受到了一万点伤害，吐血

ing…

当你家宝贝有这样强大的破坏力

，尤其是当你离家之后尤为明显时，

就要注意了，你家宝贝可能是患上了

分离焦虑症。

什么是分离焦虑症？

俗话说“儿行千里母担忧”，对

于养宠物狗的人来说，这句话就变成

了“主行千里狗担忧”。分离焦虑症

是指狗狗独自留守时因缺乏安全感，

与主人分开后所表现的悲伤情绪和行

为问题。

由于狗狗对主人过分的依赖，时

时刻刻都想黏在主人的身边，一旦家

里没人或者某一个人不在的时候，狗

狗就表现得炸了锅，开始各种作……

狗狗的分离焦虑症是个专业名词，但

其实离大家并不远！

什么情况下易患分离焦虑症？

分离焦虑症的产生与狗狗本身的

性格，以及平时的饲养方式有很大的

关系。

1、主人不正确的关爱是主要原因

有的主人过分骄纵狗狗，过度的

溺爱会让它认为自己的每一个心理需

要都会得到满足，使得狗狗无法自立

。有的主人和狗狗关系过分亲密，使

它产生了强烈的依赖心理。

2、狗狗本身的性格会有一定影响

有些主人在狗狗年

幼时期不让其接触社交

群体，导致狗狗胆小、

自信心不足，此类与人

类或其他狗狗没有形成

良好互动的狗狗，发生

分离焦虑症的风险会增

加。

3、一段时间内狗狗

得到的关注骤减

生活环境的改变，

比如主人因为工作时间

改变、搬家等原因，造

成对狗关注的忽然减少

，也会引发分离焦虑症

。

分离焦虑症有什么

症状？

1. 破坏行为。破坏

的对象包括家具、玩具

、主人的个人衣物等；

2. 随地大小便。即

使是已经接受过训练并

养成良好卫生习惯的狗

狗也可能出现这种行为

；

3. 自残行为。狗狗会因为环境中

的单调、紧张的精神压力而出现舔脚

掌舔到皮肤红肿、咬尾巴咬到被毛脱

落甚至更严重的自残行为。

4. 吠叫，嚎叫甚至是咆哮。和主

人分开是很虐心的事情，狗狗们能做

的太少，只能用叫声来表达自己内心

的酸楚和焦虑。

这些行为，会在与主人分别 30分

钟后表现出来，再次相见时，狗狗会

极度兴奋，有的甚至激动得尿尿。

如何改善治疗？

首先要明白，狗狗的分离焦虑症

是一种心理问题，没有什么特效药，

只能通过调整饲养方式让狗狗慢慢习

惯独立，并改正这些由于情绪做出的

不正确行为。

1、逐渐增加分离时长

跟狗狗分离的时间主人可以采用

循序渐进的方法，一开始主人先跟狗

狗分开几分钟，之后再逐渐加长分开

的时间，并且每天可以多增加几次离

开家的次数，直到狗狗习惯自己离开

较长的一段时间，而不受影响。

2、让离家的“仪式感”没那么强

当狗狗对主人依赖感很强的时候

，主人在外出前穿衣、拿包、拿钥匙

、关门前特意去跟狗狗打招呼等一些

列动作，会强化狗狗的分离焦虑。主

人要尽量弱化“离家”这一过程，要

让狗狗知道，主人想走就走，想回就

回，跟它没关系。

3、进门后忽视狗狗的激动

主人外出回来，狗狗通常会很兴

奋，这时候不要立刻去抱狗或者跟它

打招呼，而要熟视无睹，该干嘛干嘛

，看都不要看它，等它完全安静下来

再去理它。

4、消耗精力

如果条件允许，主人在出门前可

以陪狗狗多做些运动，把狗狗的精力

都消耗完，等到主人要出门时，它就

没有那么多精力去理会主人了。

5、出门前放点音乐

主人可以在自己离开前放点音乐

或打开电视，转移狗狗的注意力，让

狗狗觉得家里还有人，狗狗也不至于

感觉到那么孤单。

6、给些玩具

益智类的玩具可以把狗狗的注意

力，从关注主人离家后独处一室这个

情形，转移到食物和玩具上，从而舒

缓狗狗的压力。宠物助手官方商城有

售哦！

宠物助手，您的随身养宠管家！

这里有靠谱的在线咨询、养宠工具、

宠物百科、训养知识、领养信息、宠

闻热点、宠爱活动。

狗狗爱拆家？
可能是分离焦虑症
惹的祸！

（中央社）今年二合一選舉，大陸長沙台
灣同胞投資企業協會(長沙台協會)利用舉辦尾牙
，幫助國民黨及其總統參選人韓國瑜造勢拉票
，參加者除了提供免費住宿，若有意願返台投
票，還幾乎全額補助機票錢，共計有560多位台
胞參加，誇張的是這場造勢活動的費用，竟然
是中國長沙市台辦、湖南省台辦提供的補助經
費149萬人民幣（約台幣629萬）。

台北地檢署調查後，認為長沙台協會會長
林懷、副會長佟建華、中華婦女聯合會理事長
何建華、副會長沈斌、中華兩岸新家庭協會會
長蔣明霞、中華湖南邵陽旅台同鄉會理事長張
國君、台商莊垣漳等7人，違反《總統副總統選
舉罷免法》，依法提起公訴。另外，長沙台協
會會員連上銘因未到案，北檢已發布通緝。

檢察官認為，選舉是民主政治最重要的表
徵，每逢選舉期間，政府莫不積極宣導反賄選
的決心，但被告7人竟漠視政府查察賄選的禁令
，妨害選舉投票，妨害選舉投票的公正、公平
與純潔，戕害民主政治的健全發展，因此請求
法院依《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相關規定，
宣告7人褫奪公權，另外由中國長沙市台辦、湖
南省台辦提供的補助經費149萬人民幣，為犯罪
所用之物，請依法宣告沒收。

北檢查出，今年二合一選舉為了讓國民黨
獲得多數政黨票，以爭取不分區立委席次，同
時讓國民黨總統候選人韓國瑜能夠順利當選，
去年12月間，由大陸湖南省長沙市台辦經濟處
長黃道年，邀集其實質掌控的長沙台協會會長
林懷、副會長佟建華及會員連上銘開會，研議
規畫以長沙台協會名義，舉辦一場替國民黨、
韓國瑜拉抬造活動。

這個會議陸續開了幾次後確定方向，決定
在去年12月18日於湖南長沙市華天大酒店舉辦
，名稱定為 「湖南省台胞返台投票動員大會藍
天再現台灣UP」，這次活動提供參加台胞免費
餐飲及住宿，還有價值不菲的抽活動。

定調後林懷還指示擔任長沙台協會秘書處
主任的大陸籍人士周輝，廣發邀請函，包括國
民黨大陸工作會主任周繼祥、長沙台協會會員
及台商，林還傳了一份電子檔 「湖南省台胞返
台投票動員大會藍天再現台灣UP.DOCX」給周
輝，裡面包括宣傳內容依韓國瑜口號 「台灣安
全，人民有錢，韓國瑜凍蒜！韓國瑜凍蒜！國
民黨加油！國民黨加油！」

另外還有一份活動細則，包括各區召集人
登記參加者動員大會名單，另外參加者可以報
名登記補貼返台投票機票，優惠方案為原價
1560元人民幣的機票，可以補助1550元，幾近
全額。

整個活動定調後，林懷開始進行任務分配
，除了請周輝製作宣傳單外，還進行責任區分
工，何建華等人從台商莊垣漳那裡得知這個訊
息，也透過中華婦聯會四處邀人參加。佟建華
則負責把關工作，審視返鄉投票優惠機票登記
名單是否為台籍且具有投票權者，另外林懷指
示周輝製作報告，向長沙市台辦申請活動經費
50萬元。

活動當天總共動員近500餘人在長沙市華天
大酒店湖南廳舉辦，舞台背板為韓國瑜競選口
號 「藍天再現台灣UP」，與會者可以顯而易見
活動是在替韓國瑜及國民黨拉票，並由林懷帶
頭呼籲與會者支持國民黨及韓國瑜，並多次上
台呼口號 「韓國瑜凍蒜！韓國瑜凍蒜！國民黨

加油！國民黨加油！」
林懷除了向長沙市台辦要了50萬人民幣的

經費，另外又請周輝以餐敍造勢活名義，向湖
南省台辦申請經費300萬人民幣，林懷申請經費
的函文特別強調， 「我會根據省、市臺辦的省
，積極號召在長沙臺灣同胞返鄉投票，並訂於
12月11日在華天大酒店湖南廳舉辦"湖南省臺胞
終尾牙誼會"，邀請臺灣嘉賓和全國臺企會長及
全省的臺胞代表，共計560多位臺胞加此次誼會

，住房達100多間。誼會上為臺胞們準備豐富的
抽獎獎品和節目表演，臺胞們歡聚一堂，氣氛
十分熱。因各項活動的開展資花費巨大，為彌
補臺協資缺口，順開展各項活動，特懇請臺辦
導給予300萬元的經費支持，甚感謝。 」

最後長沙市、湖南省台辦共核撥了149萬元
的補助款，做為這次替國民黨、韓國瑜造勢的
活動經費。

中國撒中國撒66百萬替韓國瑜賄選百萬替韓國瑜賄選！！
「「住宿機票全免住宿機票全免」」 幕後金主是長沙湖南台辦幕後金主是長沙湖南台辦

（中央社）中央政府近期連續推出多項紓困方案，然而在基
層運作不順，引發大量民怨。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
中在今天（5/8）下午疫情記者會中對此表示，今下午會發布簡
單的公式，讓區公所人員受理申請時運作更方便，寧可錯發、不
要遺漏。

衛福部晚間則表示，負責處理紓困的社會救助及社工司，已
準備好一套可供審核的注意事項，包括簡要公式、原則等，將盡
快送給地方政府第一線同仁參考。

陳時中下午在記者會上有感而發的說，今早看到新聞報導，

有第一線區公所人員認為，現在申請紓困的男性都說舉牌、女性
都說賣玉蘭花，怎麼這麼多人，但其實這些人本身處在社會邊緣
，是看到新聞才開申請，不見得是一定要騙，而地區公所的人也
都十分盡責，可能過於嚴格，雙方有認知落差。

陳時中也說，今天下午會公佈簡單公式，讓區公所人員可以
方便一點，寧願錯發一些人，但不要遺漏一個人，而申請時間是
到6月底，大家不要心急，讓衛福部把工作做好，也向第一線的
區公所人員表達謝意。

此外，外界認為，閣揆蘇貞昌續留是陳時中防疫的功勞，對

此陳時中說，院長就任1年多來，其領導風格讓行政效率變快，
至於外界一直講 「紓困之亂」，他認為這不是紓困之亂，更該說
是 「紓困之苦」，因申請及承辦的人都很苦。

陳時中也說，衛福部人員也很苦，像昨天次長蘇麗瓊被人家
一直罵，也是很苦，而發錢是幫助人家的好事，這幾天卻變成很
多狀況，紓困之亂應該改成紓困之苦，才能體驗到這事情的甘苦
。

紓困領1萬簡化公式下午出爐 陳時中：寧錯發不漏發1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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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國際電視臺開通iTalkBB 高清中文電視頻道   
打造海外華人美好生活 
美南新聞集團屬下的美南國際電視臺與iTalkBB
通力合作，開通了iTalkBB高清中文電視頻道，
為海外華人打造美好生活。iTalkBB中文電視
采用最尖端圖像處理技術，以呈現高清畫質，
讓您體驗完美視聽享受

建議申請iTalkBB機頂盒，因為:
1) iTalk BB有獨家院線新片：iTalkBB中文電視購買了多部2019最新
正版院線大片，讓您在家就可以看到時下最火華語電影，免費點播，高清畫質。
2) 海量影視劇同步更新，隨時點播：與國內同步更新最受歡迎的電視劇、
人氣綜藝和票房大片。點播功能讓您隨時隨地想怎麼看就怎麼看。
3) 高清中/港/臺直播：iTalkBB中文電視提供中/港/臺六十多個熱門頻道實時直播，
讓您和家人觀看內地、香港、臺灣和海外頻道的即時節目。
在iTalkBB中文電視上，新聞、綜藝、訪談、電視劇應用盡有，讓您第壹時間獲得最新資訊。。

您只要每月付 $4.99起，
就可以送機頂盒，在家看最
新最熱中文電視內容。

$4.99

如果您沒有機頂盒，您可以通過STV15.3頻道直
接收看美南國際電視臺高清電視節目，視頻效果
可能會受到周圍環境的影響而影響觀看效果。您
可以用手機下載今日美國app logo， 就可以點
擊進入美南國際電視頻道隨時收看24小時直播
高清電視節目。您也可以通過Youtube直接收到
美南電視臺直接收看高清電視節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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