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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調民調：：三成美國人用刺激支票來支付賬單三成美國人用刺激支票來支付賬單
（綜合報導）民調機構YouGov本周公布的最

新調查顯示，30%的美國人表示，他們收到美國政
府的刺激支票後用來支付賬單，這是越來越多美
國人難以實現收支平衡的又一個跡象，特別是自3
月中旬以來已有超過3800萬人申請失業救濟。

支付賬單成為美國人收到刺激支票後的第一
選項，超過了購買必需品。這些賬單包括電話費
、水電費、有線電視費和房租賬單。

YouGov在調查報告中表示：“美國人意識到
近期的前景是多麼嚴峻，他們利用這一機會利用
刺激基金幫助他們做好準備。通過償還債務，消
費者可以釋放一些信用，以便在不久的將來，如
果他們發現自己失業了，可以求助於貸款。”

美國政府發放的超過1.3億張刺激支票正在逐
步進入家庭，它們是政府的2.2萬億美元疫情救助
計劃的一個關鍵部分，但很多被解僱和下崗的工
人說，最多1200美元的付款不足以讓他們度過另
一場也許更大的“大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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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美国医疗健康机构之调查，在新冠
疫情肆虐期间，全国有三分之一以上人口患
有忧鬱症及失眠症，尤其近二个月来，有关
该症状的药物订购增加了百分之三十，我们
十分忧虑此症况正在严重侵袭着许多家庭及
社会。

刚刚发表之全国疫情统计表，美国死亡
人数已经超过十万人，目前伤亡人数比例最
高的竟是位于亚里桑那州的印地安特区，因
为他们许多家庭都没有电灯及自来水，这种

现象还存在于世界最大的经济强国，真是莫
大的讽刺。

今晨纽约交易所之大门再度开放了，全
国各地之大小商业活动也在局部展开，上週
末在各地的海滩及游乐场，成千上万的游客
仍然未能遵守社交距离之规定，让公卫专家
十分忧虑，全国之疫情仍然无法掌控。

川普总统说，不管我们有没有疫苗，国
家一定要开放 ，在疫情和经济如何兼顾是最
大的难题。

昨晚欣见音乐之城
田纳西州首府那什维尔
的音乐餐厅重新营业，
由于政府之规定，虽然
只有半数的顾客，但是
台上的吉他手和歌星们
唱出了大家多月郁闷的
心声，美国郷村音乐皇
后帕顿及天王巨星洛佩
斯每天都在各大媒体上
传送她们的爱心及歌声
，我们更感谢许多华亚
裔的歌唱艺术家在此一
艰困时刻，把歌声送进
千家万户 ，音乐是治
疗忧鬱之良药。

美國新冠疫情日記美國新冠疫情日記55//2626//20202020

According to a recent medical survey, more
than one-third of the population in America
suffers from melancholia, an emotional
illness with symptoms of depression. Just in
the last couple of months, prescriptions for
anxiety and depression have increased more
than thirty percent. This is one of the biggest
problems facing American families today.

The total number of deaths from the
coronavirus in America is now close to 100,
000. According to a recent survey, the
highest death rates are on an Indian
reservation near the state of Arizona because
most of the people who live there have no
running water or electricity. What a shame
for this to be happening in the richest country
in the world!

Today, the New York Stock Exchange
opened their door. Again, all the nations of
the world have also partially opened for
business. But when we saw the crowded
beaches and bars over the holiday, we were
very worried about how are we really going to
control the pandemic? President Trump said
no matter if we have a vaccine or not, the
Nation will open for business.

We are so happy to see the music capital of

Nashville, Tennessee, opening back up.
Their music is ringing loud again. So many
happy audiences and musicians playing
guitars and singing beautiful songs. And our
queen of country music, Dolly Parton and
super star Jennifer Lopez singing their
beautiful songs to comfort our sorrows and
sad hearts. We really also appreciate so
many Chinese and Asian artists and
musicians performing on our TV shows.

We really believe music is the medicine to
cure our anxiety.

Coronavirus DiaryCoronavirus Diary
Music And SorrowMusic And Sorrow

音樂与哀愁音樂与哀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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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

■責任編輯：何佩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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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5月26日（星期二）2 新聞中
國

■責任編輯：周文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趙
一存 兩會報道）“為寫好報
告，最高檢徵求了各方面共
290人的意見，歷時半年起
草，並且首次全口徑披露了全
國檢察機關辦案總數，其中刑
事、民事、行政申訴數是首次
出現。”25日，最高檢辦公廳
（新聞辦）主任、新聞發言人
王松苗向媒體揭秘最高檢工作
報告的背後故事。他表示，此
次報告是首次披露辦案全口徑
數據，希望對歷史負責，為現
實服務，亦希望接受監督與評
判，努力把工作做得更好。

王松苗介紹，起草過程
中，張軍作為起草組總負責
人，多次召集相關人員研究
寫作思路、框架結構、總體
風格等，“他親自打磨，指
導我們充實了大量信息，力
求最全面、最客觀、最有縱
深感地展示檢察工作。”他
表示，今年最高檢工作報告
中共徵求了290個人的意見，
並首次全口徑披露了全國檢
察機關辦案總數，包括審查
逮捕、審查起訴數，刑事、
民事、行政申訴案件數，公
益訴訟案件數，對訴訟活動
中的違法情形提出監督數。

對歷史負責 受人民監督
“以往我們主要披露的

是申訴案件中提出抗訴和檢察建議的數
字。審查逮捕、審查起訴數也是頭回使
用，與批准逮捕數和提起公訴數比，這
裡多了檢察機關審查後決定不批捕和不
起訴數。”有記者問及“為什麼首次全
口徑披露數據？”王松苗表示，司法辦
案數字是國家治理和社會治理的一個縮
影，工作報告不僅是檢察工作的呈現，
還要努力成為整個國家治理社會治理狀
態的鏡像，對歷史負責，為現實服務，
替未來着想，“另外，也是要接受人民
監督與評判，努力把工作做得更好。”

最
高
檢
報
告
首
披
露
辦
案
全
口
徑
數
據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兩會報道）

“兩高”工作報告25日提請十三屆全國人

大三次會議審議。兩份報告均對去年掃黑除

惡專項鬥爭作出總結，同時點名孫小果案、

杜少平案。

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張軍25日在工作報告中表
示，嚴格依法推進掃黑除惡專項鬥爭。堅持

“是黑惡犯罪一個不放過、不是黑惡犯罪一個不湊
數”，省級檢察院對涉黑和重大涉惡案件統一把關。

去年，最高檢對107宗重大案件直接掛牌督辦，
派出專家組督導孫小果案、杜少平操場埋屍案、黃鴻
發家族案等重大案件。共起訴涉黑犯罪30,547人、涉
惡犯罪67,689人，同比分別上升194.8%和33.2%。

針對掃黑除惡專項鬥爭，最高檢為何強調“不放
過、不湊數”？對此，最高檢辦公廳（新聞辦）主
任、新聞發言人王松苗解讀稱，此次專項鬥爭是在全
面依法治國大背景下開展的，必須嚴格在法治軌道上
推進，讓辦理的每一宗案件都經得起歷史和法律檢
驗。

決不能前掃黑後糾偏
“老百姓對有黑不掃、有惡不除很不滿意，對下

指標辦案、‘一陣風’同樣反感。”王松苗稱，因
此，檢察機關要做到實事求是、嚴格依法確保質量，
能認定的決不放過，不能認定的決不拔高，決不允許
為片面追求打擊數量而下指標辦案，決不能前面掃
黑，後面再糾偏、解決申訴。

過問干預案須記錄報告
此外，最高檢工作報告還指出，堅持全面從嚴治

檢。過問或干預、插手司法辦案等重大事項須記錄報
告，中央和有關部門早有“三個規定”。“過問”主
要是了解辦案進展，多為監督公正司法；“記錄、報
告”有利防止人情案、關係案、金錢案。面對多數不

實的“零報告”，最高人民檢察院以上率下，要求
“逢問必錄”，不讓“零報告”架空好規定。

最高檢工作報告稱，2019年，檢察機關受理各級
監委移送職務犯罪24,234人，同比上升50.6%。起訴
18,585人，同比上升89.6%。對秦光榮、陳剛等16名
原省部級幹部提起公訴。對司法工作人員侵犯公民權
利、損害司法公正犯罪立案偵查871人，堅決清除司
法隊伍中的害群之馬。

嚴懲公職人員涉黑涉惡
當日，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向大會作最高法工

作報告。報告指出，2019年全國法院審結涉黑涉惡犯
罪案件12,639件83,912人。依法審理孫小果案、杜少
平操場埋屍案，對主犯孫小果、杜少平堅決判處並執
行死刑，讓正義最終得以實現。

報告稱，2019年最高法會同有關單位出台辦理惡
勢力、“套路貸”、非法放貸等刑事案件意見，明確
政策法律界限，確保打得狠、打得準。堅決“打傘破
網”，嚴懲公職人員涉黑涉惡犯罪。實行“打財斷
血”，綜合運用判處財產刑、追繳、沒收違法所得等
手段，徹底鏟除黑惡勢力經濟基礎。專項鬥爭開展以
來，依法懲處了一批作惡多端的“沙霸”“路霸”

“菜霸”，淨化了社會風氣。
最高法工作報告還指出，今年將深化掃黑除惡專

項鬥爭，依法公正高效審理涉黑涉惡犯罪案件，讓每
一宗案件都經得起法律和歷史檢驗，讓人民群眾收穫
更多安全感。

掃黑除惡掃黑除惡““不放過不放過”“”“不湊數不湊數””
兩高：嚴格在法治軌道上推進 讓每宗案件經得起歷史法律檢驗

最高法2020年工作任務
◆着力服務保障常態化疫情防控和全面恢復經濟
社會秩序

◆着力服務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國建設

◆緊扣決戰決勝脫貧攻堅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目
標任務強化司法服務

◆着力加強民生司法保障，認真貫徹實施民法典

◆深化司法責任制綜合配套改革

◆嚴格執行防止外部和內部人員干預過問司法
“三個規定”，讓司法腐敗無法藏身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沖

■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左）和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長張軍分別向大會作工作報告。 新華社

2020年5月26日（星期二）3 經濟中
國

■責任編輯：周文超

鍾山：對中國稅收貢獻超25% 就業逾2億人

談及外貿外資的主要貢獻，他表示，首先是對經濟增
長的貢獻，“外貿外資成為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拉

動力”。其次是，對財政稅收的貢獻，外貿外資對中國
稅收的貢獻超過25%。“外貿外資對就業的貢獻超過2億
人，其中8,000多萬為農民工。外貿外資 ‘走出去’
‘引進來’，為中國融入全球化作出了重要貢獻。”

穩外貿主體 擴外資增量穩存量
鍾山表示，穩住基本盤，從外貿看，最主要是穩住外

貿主體；從外資看，主要是擴大外資增量和穩住外資存
量。他介紹，現在中國的外貿主體超過30萬家，包括民營
企業、國有企業和外資企業。面對疫情的衝擊，這些企業
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難。“我們從財政稅收、金融保險、
產業鏈供應鏈等，在政策上予以支持幫助，降低了企業的
壓力，激發了企業的活力。”

需搭建更高水平平台吸引外資
擴大外資增量，則意味着要進一步擴大對外開放，

放寬市場准入，縮短負面清單。他表示，這需要我們搭
建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平台，特別是要建設好自由貿易
試驗區、自由貿易港，讓外國投資者願意來中國投資。
“隨着中國環境的改善，經濟的發展，市場的擴大，我

們相信，聰明的外商一定不會放棄中國龐大的市場。”
全球抗擊疫情中，中國向世界提供了大量防疫物

資，但有國際聲音質疑稱，中國“限制出口”或“質量
有問題”等。對此，鍾山回應指出，中國沒有對防疫物
資出口進行限制，“我們是開放的”。他介紹，中國已
經向199個國家和地區出口了大量的防疫物資，為全球應
對疫情作出了重要貢獻，體現了中國的大國擔當，體現
了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中國行動，也得到了許多國家
的讚賞和肯定。

對於防疫物資質量問題，他則表示，中國政府高度重
視出口防疫物資的質量，已經建立了從商品生產，到標準
認證，再到口岸監管“三位一體”的防疫物資監管體系。
“總的來說，中國出口的防疫物資質量是好的。”

中國防疫物資出口分為無償援助、外國政府請求採
購、外國企業向中國企業直接商業採購三種類型。鍾山
表示，前兩種防疫物資的質量是有保障的，目前並沒有
出現問題。對於第三種出現的問題來自兩個方面，一是
中國的企業在標準認證、質量上存在問題，對此，中國
政府已經嚴肅查處，停止其防疫物資出口；二是外國企
業將非醫療用品、非醫用物資用於醫療，責任屬於進口
方。他同時表示，只要相關國家需要防疫物資，中國還
是會一如既往地提供支持，共同抗擊疫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朱燁兩會報道）中國商務

部部長鍾山25日在十三屆

全國人大三次會議第二場

“部長通道”上表示，穩住

外貿外資基本盤事關重大，

最主要是穩住外貿主體，擴

大外資增量及穩住外資存

量。“我們相信，聰明的外

商一定不會放棄中國龐大的

市場。”針對中方出口防疫

物資存質量問題，他回應

指，中國已建立起“三位

一體”監管體系。“總的來

說，中國出口的防疫物資質

量是好的。”

■商務部部長鍾山 新華社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朱燁兩
會報道）中國工
業和信息化部部
長苗圩在十三屆
全國人大三次會
議第二場“部長

通道”上透露，現在每周大概增加1萬
餘5G基站，僅4月份就增加了700多萬
5G用戶，累計已經超過了 3,600萬用
戶。從今年以來，5G建設進入快車道，
他表示，雖然受到疫情影響，5G的建設
速度可能在1月、2月受到一些影響，但
各個企業都在努力加大力度，爭取把時
間趕回來。

“在疫情最緊張的時候，鍾南山院
士通過5G視頻遠程連線，為5個危重病
人進行了遠程的會診。”苗圩說，“傳
送的影像非常清晰，對於病人的救治，
發揮了積極的作用。”他繼續舉例稱，
“比如我們正在做的視頻連線，實際上
是通過5G＋4K、8K這種形式，因此，
這麼大的屏幕，看起來依然非常清晰和
真切。”此外，他還指出，比如兩會期
間新華社用全息技術進行連線採訪，雖
然相隔千里，但好像近在眼前。“我們
期待在北京冬奧會上能有更多5G應用的
場景，能有更多的用戶，通過5G量身訂
做，為大家提供更好的服務。”

針對中小企業發展，他則表示，去
年對中小企業在內的廣大企業降低了稅
費，今年還要繼續執行降稅政策，延續
為全年。

三方面落實政策助中小企
“今年政府工作報告一共20頁，關

於企業發展就佔了1頁，可見對中小企
業的重視和關心。”他介紹，工信部作
為國家促進中小企業發展部門，將從三
個方面做好下一步工作：一是發揮好國
務院促進中小企業發展工作領導小組辦
公室的作用，督促各相關部門制定細則
並落實；二是督促各地促進中小企業發
展的機制，能結合當地實際制定相應政
策，幫中央政策落地；三是將在下半年
組織第三方評估機構，讓政策盡快落實
落地，使廣大中小企業有真正獲得感。

工
信
部
部
長
：
5G
用
戶
已
逾
三
千
六
百
萬

■■第二場第二場““部長通道部長通道””採訪活動上採訪活動上，，鍾山通過網絡視頻方式接受採訪鍾山通過網絡視頻方式接受採訪。。 新華社新華社

■■苗圩苗圩 新華社新華社
穩外貿外資基本盤事關重大穩外貿外資基本盤事關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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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斯坦宣布停止履行
與美以達成的所有協議

綜合報導 針對以色列吞並約旦河西岸部分地區計劃，巴勒斯坦總

統阿巴斯深夜在拉姆安拉宣布，巴方停止履行與美國和以色列達成的所

有協議。

據土耳其阿納多盧通訊社20日報道，阿巴斯在19日深夜舉行的緊

急會議中作出上述表態。阿巴斯強調，巴勒斯坦解放組織與巴勒斯坦從

即日起，停止履行與美國及以色列簽署的所有協議，包括巴勒斯坦此前

承諾在安全領域內的相關義務。

阿巴斯稱，新成立的以色列聯合政府將“吞並約旦河谷和約旦河西

岸猶太人定居點”作為優先施政方向，表明以方已無視巴以此前達成的

所有協議，以及國際社會針對巴以問題的所有決議。

阿巴斯同時指責，美國在以色列“冒進”行動中發揮了“主要夥

伴”作用。他說，美國提出的“中東和平新計劃”，為以色列的吞並計

劃提供了保障。

4月 20日，以色列兩大政黨——利庫德集團和藍白黨簽署聯合

政府協議，其中包括推進壹項有爭議的計劃——從 7月 1日起推進

吞並約旦河西岸部分地區的計劃。5 月 17 日，利庫德集團領導人

、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在談及該問題時表示，“現在是時候用

以色列的法律在以色列的歷史上寫下另壹個光輝篇章了。”此外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於 5 月 13 日訪以時呼籲加快推進所謂“中東

和平新計劃”。

俄聯邦委員會外事委員會成員奧列格· 莫羅佐夫20日在接受俄新社

采訪時稱，巴以緊張局勢升溫，是美國煽動的結果。

據報道，美國總統特朗普於1月底提出“中東和平新計劃”。根據

該計劃，耶路撒冷仍是以色列不可分割的首都。此外，美方在猶太人定

居點合法性等問題上偏袒以色列，遭到巴方明確拒絕。“中東和平新計

劃”公布後，巴以地區緊張局勢不斷升級。巴方稱之為“世紀交易”的

陰謀。

因缺乏流動資金
玻利維亞11所公立大學進入緊急狀態

綜合報導 玻利維亞大學執行委員會在壹份公報中指出，全國11所

公立大學因缺乏流動性資金而進入緊急狀態。

玻利維亞大學執行委員會副主席馬克斯· 門多薩表示：“我們已經

用盡了所有的可用資金，包括公共財政撥款、合作經費、碳氫化合物直

接稅(HDI)稅收和自有資金。

公報指出，目前，因缺乏流動性資金而進入緊急狀態的11所大

學已無力支付教師和行政人員 5月份的工資。其中，奧魯羅技術大

學、埃爾托公立大學及市立聖西蒙大學等更是從 4月份開始就陷入

了資金困境。

門多薩稱，“我們存在嚴重的資金缺口，若如此下去，雖然

我們沒有因新冠疫情而暫停教學活動，但我們會因為財務危機而

停工。”

門多薩還指出，全國公立大學都嚴格遵守了政府為遏制疫情擴

散而采取的各項措施，政府於3月 12日起暫停課堂教學活動，課堂

教學恢復時間尚未確定，各學校將繼續以遠程教學形式開展教學活

動。

加拿大CPI自2009年以來首次下降
綜合報導 加拿大統計局發布的最新

數據顯示，在新冠疫情影響下，該國今

年 4 月份消費者物價指數(CPI)出現自

2009年9月以來的首次同比下降。

據加統計局5月20日公布的數據，

加拿大4月份CPI同比下降0.2%。3月份

的CPI則為同比增長0.9%。

加統計局認為，CPI下降主要緣於

新冠疫情導致的能源價格下跌。若扣

除能源，4月CPI上升 1.6%。汽油價格

同比下降39.3%，是有史以來最大的同

比跌幅。

與去年4月相比，加拿大消費者在

交通運輸、服裝及鞋類、娛樂及教育方

面的支出各下降4.4%、4.1%和0.7%。

由於實體服裝店全線停擺，庫存積

壓，服裝和鞋類價格按月下降5.9%，是

其有記錄以來最大的月度跌幅。

但食品價格增長了3.4%，增速有所

上升。其中，大米、雞蛋、人造黃油價

格分別同比上浮9.2%、8.8%和7.9%。肉

類方面，豬肉和牛肉價格分別同比上漲

9.0%和8.5%。

在市場需求推動下，家用清潔產品

和廁紙的價格

同樣出現明顯

上漲，按月分

別上升 4.6%和

6.0%。其中廁

紙價格的月度

漲幅創歷史新

高。

另外，價

格下跌幅度較

大的領域還包

括旅行者住宿

、電價等。但

隨著進入5月後加拿大各地逐步恢復經

濟活動，該國汽油價格已開始回升。

加拿大央行副行長蒂莫西· 萊恩20

日在出席壹個在線經濟研討會時表示，

加央行在過去25年中的貨幣政策壹向是

以2%的通脹率為目標。在疫情暴發前，

加拿大通脹率接近2%，經濟運行接近於

其潛能。在疫情帶來的調整期內，官方

的通脹措施也許不能像過去那樣提供有

關產能壓力的信息。加央行也正在努力

評估支出模式變化對可衡量的通脹產生

的影響。

萊恩指出，消費者削減了諸如在

外用餐、機票、衣服、燃油等開支，

但在商店購買食品和醫藥用品等方面

的支出卻大增。他認為，消費者經歷

的通脹下降幅度可能小於官方CPI所顯

示的幅度。

萊恩表示，加央行預計通脹仍會面

臨下行壓力，而貨幣政策需要比以往更

具前瞻性，看到未來經濟復蘇時的潛在

影響。

亞太國家通過決議呼籲
堅守多邊主義團結合作抗擊疫情

綜合報導 聯合國亞洲及

太平洋經濟社會委員會（亞太

經社會）第76屆年會通過視頻

會議方式舉行。與會各方協商

壹致通過“加強亞太區域合作

，應對傳染病和危機的經濟社

會影響”決議，呼籲亞太各國

堅守多邊主義，強化區域團結

與協作，共同應對新冠疫情對

亞太經濟社會帶來的嚴重沖擊

。決議還表達了對世界衛生組

織的支持。

決議對新冠疫情肆虐給

亞太地區和全球造成生命損

失表示哀悼，認為抗擊疫情

的首要任務是保證生命安全

和人民健康，呼籲各國堅持

多邊主義，遵循團結壹致、

多邊合作的精神，加強區域

合作，以人民為中心，保證

所有人都能不受阻礙地獲得

幫助和援助。決議特別重申

聯合國在應對全球疫情中的

關鍵作用，特別強調世衛組

織在協調全球應對行動和遏

制病毒傳播方面的重要性。

決議通過後，中國常駐亞

太經社會代表黎弘表示，新冠

疫情發生以來，亞太各國守望

相助，團結壹致。在中方最艱

難時刻，許多國家給予了寶貴

支持，我們深表感謝。在其他

國家遭受疫情沖擊時，中方同

樣感同身受，毫無保留地分享

防控診療經驗，派出醫療專家

組，提供急需醫療物資援助，

有力支持全球抗疫。在抗擊疫

情中我們迎來聯合國成立75周

年，面對空前危機，我們比任

何時候都更需要多邊主義，需

要聯合國和世衛組織發揮核心

領導作用。亞太國家應秉持人

類命運共同體理念，將人民生

命安全和健康置於首位，攜手

應對疫情挑戰。

黎弘強調，各方剛剛通

過的決議向外傳遞了清晰、

明確的政治信號，表達了亞

太國家對多邊主義的堅守和

團結抗擊疫情的決心和意

願，也重申對世衛組織在協

調全球抗疫行動中領導作用

的肯定和支持。中方將秉承

決議精神，與各方壹道，堅

持不懈努力，以實現早日控

制、減輕和擊敗疫情。

會上，蒙古國、泰國、菲

律賓、馬來西亞、烏茲別克斯

坦等多個國家感謝中國在抗擊

疫情中發揮的重要作用和提供

的幫助，認為無論大小、貧富

，沒有國家能在疫情中獨善其

身。亞太國家唯有加強團結合

作，才能取得抗擊新冠疫情的

決定性勝利。

總部位於泰國曼谷的亞太

經社會是聯合國在亞太地區最

重要的經濟社會發展機構，也

是該地區最大的政府間組織。

亞太經社會有53個成員，包括

中國、美國、日本、俄羅斯、

泰國等亞太地區國家和英國、

法國、荷蘭等域外國家，以及

9個準成員，包括中國香港、

中國澳門以及壹些太平洋島國

和地區等。

德國政府救助漢莎航空談判已臨近達成協議
綜合報導 德國漢莎航空

公司發布的聲明中表示，公

司管理層與德國聯邦政府正

就規模達數十億歐元的壹攬

子救助計劃的具體實施進行

深入談判。為了確保公司的長

期償債能力，漢莎將以“迅

速達成協議”為目標。德國

總理默克爾在同壹天的新聞

發布會上也表示，政府、漢

莎以及歐盟委員會的談判已進

入關鍵階段，預計各方將於近

期作出最終決策。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

德國漢莎公司目前每月虧損

約8億歐元，而在其可動

用的40億歐元現金儲備

中，有18億歐元需賠償

給被取消航班的旅客。

據漢莎方面透露，

救助談判已持續數周，

涉及政府為疫情所設經

濟穩定基金最高達90億

歐元的救助方案。其中

包括來自德國國有復興

信貸銀行提供的30億歐

元貸款；政府經濟穩定

基金獲得漢莎航空增加

股本後的 20%股份；以

及發行可轉換債券，即如果

第三方公開提出收購要約，

可以按約定的價格轉換成5%

的股份加1股。

按照協議，政府基金雖

然將獲得漢莎監事會的兩

個席位，但只有在碰到像

是收購保護壹類的特殊情

況下才會行使投票權。如

果想要幹預惡意收購，政

府可以通過可轉換債券將

其所持股份提高到 25%。此

外，根據協議的要求，漢

莎未來需放棄股息支付以

及管理層薪酬限制。值得

壹提的是，救助方案還需

要通過漢莎董事會和監事

會的表決以及歐盟委員會

的批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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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南 新 聞 網 站 隆 重 推 出 5 大 板 塊 提 升 ,

 為 客 戶 ，  讀 者 提 供 了 更 好 的 瀏 覽 體 驗 。

（中央社）罷免高雄市長韓國瑜案投票 6
月6日舉行。警政署長陳家欽今天南下高雄督
軍，宣示嚴正執法及制裁暴力的決心，以確保
罷免案前平安、投開票日平順和投票後平穩。

陳家欽由高雄市警察局長李永癸陪同召開
「高雄市第3屆市長罷免案治安維護工作聯合

指揮所專案會議」，要求確保選舉過程 「平安
」、 「平順」和 「平穩」，若風聞黑道幫派暴
力介入罷免案的情資，立即報請檢方指揮偵辦
，並一定掃蕩、嚴辦。

陳家欽宣示捍衛罷免案嚴正執法及制裁暴
力的決心，並要求罷免案活動期間比照地方公
職人員選舉，全程開設治安維護工作聯合指揮
所，除了清查和嚴辦黑道幫派暴力介入情資，
一旦有受理告發假訊息案件，要用最快的速度
偵查和澄清，提供國人正確資訊。

另外，為避免買票與賭盤影響罷免案，警
方也將持續投入警力全力嚴查，維護投票的公

平、公正。由於這是我國首次執行直轄市長罷
免案治安維護，警察機關務必配合選務機關，
堅守 「依法行政、行政中立、嚴正執法」的立
場，盡全力圓滿達成這次的維安任務。

陳家欽表示，如果高雄市警察局需求更多
支援警力，警政署接獲申請即全力支援。警政
署目前支援高市警力每天有80人。

6 月 6 日罷韓案投票當天的 1823 處投開票
所維安工作，李永癸表示，除嚴謹妥適規劃警
力，因應突發狀況發生外，也會向警政署申請
警力待命支援，機動處理各種突發狀況。

對於近日在網路上出現多種拖延投票和監
視他人投票的作法，高雄市警局副局長王欽源
也呼籲民眾以理性、和平的方式參與罷免活動
，除了加強勸導，絕不容許以強暴、脅迫等方
式，妨害或干擾人民行使投票權。目前尚未接
獲黑道幫派暴力介入的情資，但絕對不容許黑
道幫派暴力介入。

罷韓案投票倒數 陳家欽南下督軍宣示維安決心

（中央社）前副總統呂秀蓮、前南投縣長
彭百顯去年投入2020正副總統選舉連署，但隨
後宣布退選。呂秀蓮認為有連署書遭人取走，
向北檢提告，今天出庭。她表示，盼司法調查
清楚，還她真相。

呂秀蓮、彭百顯去年宣布接受喜樂島聯盟
推薦投入2020正副總統選舉，從同年9月19日
起展開連署活動，不過，呂秀蓮在連署書截止
收件前，透過新聞稿宣布退選。

呂秀蓮質疑連署過程中，有19萬多份連署
書遭到不明人士帶走不知去向，向台北地檢署

提告違反總統副總統選舉罷免法、違反個人資
料保護法。檢察官下午傳喚呂秀蓮出庭。

呂秀蓮指出，當初協助她連署的兩組不同
政黨人士，一方拿走45萬多份空白連署書，只
送回8萬多份；另一方拿走25萬多份，卻只送
回不到1萬份連署書，事後避不見面，讓她連
署數目無法達到門檻。

呂秀蓮表示，她希望借助公權力了解真相
，因此對特定對象提告涉違反總統副總統選罷
法、個人資料保護法，希望檢察官傳喚特定對
象出庭，當面對質，讓真相大白。

連署書疑被帶走 呂秀蓮：盼司法調查真相
（中央社）桃園市一對夫

妻積欠房租未繳，房東多次上
門催繳還被嗆，房東的女兒忍
不住上網發文爆料，今天反遭
房客提告妨害名譽，警方呼籲
遭遇糾紛時應該冷靜，也不要
散播個資以免觸法。

房東的女兒昨晚在臉書社
團發文表示，媽媽的房子出租
，但房客卻3個月不給房租，前
面幾個月好說歹說拜託，但房
客依舊不付房租。而從上傳的

影片中，還能看見房客嗆房東
「你神經病啊，當房東不用給

人家拖延的哦」等話語。
而房客的妻子也發文喊冤

表示，也許自己EQ不好，但當
下會這麼激動，全因房東不斷
拍桌子讓小朋友嚇到，碰觸到
小孩問題自己沒辦法冷靜處理
。欠房租是不對，但有答應房
東29日會結清。

桃園市警局中壢分局晚間
表示，房客已經向警方對房東

女兒提出 「妨害名譽」告訴，
警方呼籲，遇到糾紛時，雙方
務必保持理性，冷靜溝通尋找
共同解決方法，切勿散布他人
個資或出言謾罵，以免觸法。

另外，針對房客疑似涉及
賭博部分，警方表示，將依法
調查，如果確有此事，將依法
查辦，絕不寬貸。至於房東是
否有反控房客侵占，警方則說
，目前房東還沒有提告。

欠租罵房東遭發文公審 房客不滿提告妨害名譽

（中央社）基隆因連日下雨使得正濱漁港旁
的中正路一處彎道出現坑洞，22 日晚間接連造
成3人 「犁田」受傷，其中一名陳姓男研究生摔
得鼻青臉腫縫了24針，他打算提出國家賠償。

基隆市政府工務處表示，事發前這處坑洞已
修補過，但因基隆連日降雨導致坑洞再次產生，
開挖過程中，發現疑有淺埋管線造成路面回填不
佳，會進一步開挖以釐清坑洞持續產生原因，對
於傷者打算提出國賠，市府予以尊重，也會依程
序受理並詳加調查釐清責任。

陳姓男子接受媒體訪問指出，當天下雨使得
坑洞積水加上附近路燈不多，他沒看到這處坑洞

，以為路面平坦，騎機車經過這處彎道時還刻意
放慢車速，沒想到機車先是往下陷，彈起後機車
龍頭懸空，他心想完蛋了，接著就摔飛出去。

陳男說，起身後發覺頭很暈，一旁2名就讀
國立台灣海洋大學學生上前關心，一問之下才知
道有2人10多分鐘前也騎車壓到同樣的坑洞摔車
受傷。

陳男表示，他的臉部、眉心、膝蓋、腳踝各
縫了6針，全身共縫24針， 「我自己也不敢相信
，居然會發生這種事情」，幸虧摔車時後方沒有
其他車輛，否則傷勢可能會更嚴重， 「真得滿可
怕，我一定要提出國家賠償」。

基隆大雨現坑洞 研究生摔車縫24針擬提國賠

（中央社）曾申請為總統選舉被連署人的
藍信祺，被控在臉書發表 「炸毀總統府、攻擊
核能電廠」等文字，涉嫌恐嚇公眾罪，一審獲
判無罪。高院今天駁回檢察官上訴，藍信祺無
罪確定。

台灣高等法院新聞資料指出，檢察官起訴
認為，藍信祺明知主張發動內戰、炸毀總統府
及攻擊核能電廠與油庫，勢必造成公眾恐慌，
卻於民國108年9月在個人臉書頁面，以公開留
言方式張貼 「自民國83年聲明殺戮內戰：主張
變更國家體制」等文字。

貼文提到 「自83年聲明主張發動台灣殺戮
內戰：汽車炸毀總統府、攻擊核能電廠、油庫
、中斷交通，全民殺戮內戰」，檢察官認為此
舉是以加害生命、身體之事恐嚇公眾，涉犯恐
嚇公眾罪嫌。

一審士林地方法院判藍信祺無罪，案經檢
察官上訴，二審由高院審理。

二審認為，綜觀藍信祺臉書文章及他於83
年刊登的報紙全頁廣告，可知炸毀總統府等文
字是他在83年間所提出變更國家體制的政治意
見表述，因此藍男辯稱是為了取得連署參與總
統選舉，針對網友提問，重提過去經歷，目的
在強調競選的決心等語並非全然無據。

二審指出，藍男當年所用文字可能過於聳
動、偏激，但屬個人政治意見表述，訴求及抒
發對當時政治人物、政治體制、社會環境不滿
，難以認定有恐嚇公眾犯意，更何況藍男已改
變想法，改以投入總統選舉體現政治主張，主
觀上、客觀上均難以認定構成恐嚇公眾罪，今
天駁回檢察官上訴。

網路發文揚言炸毀總統府藍信祺無罪確定

黃偉哲邀陳時中訪台南黃偉哲邀陳時中訪台南
台南市長黃偉哲台南市長黃偉哲（（圖圖））2626日在議會接受媒體聯訪時表示日在議會接受媒體聯訪時表示，，初步敲定安排衛福部長陳時中於初步敲定安排衛福部長陳時中於

3030日日、、3131日造訪台南日造訪台南，，並於台南召開例行的防疫記者會並於台南召開例行的防疫記者會。。

促轉會人事同意權案投票促轉會人事同意權案投票 民進黨霸占主席台民進黨霸占主席台
立法院立法院2626日將進行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人事同意權案投票日將進行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人事同意權案投票，，民進黨立法院黨團書記長鍾民進黨立法院黨團書記長鍾

佳濱佳濱（（前左前左22））一早率領黨籍立委占據主席台一早率領黨籍立委占據主席台，，先行反制國民黨抗議行動先行反制國民黨抗議行動，，確保能順利投票確保能順利投票。。

韓國瑜說明高雄振興購物嘉年華活動韓國瑜說明高雄振興購物嘉年華活動
武漢肺炎武漢肺炎（（20192019冠狀病毒疾病冠狀病毒疾病，，COVID-COVID-1919））疫情衝擊各行各業疫情衝擊各行各業，，為刺激消費為刺激消費，，高雄市政高雄市政

府特別規劃府特別規劃 「「高雄振興購物嘉年華高雄振興購物嘉年華」」 活動活動，，市長韓國瑜市長韓國瑜（（前前））2626日召開記者會說明日召開記者會說明，，希望能增希望能增
加經濟活絡加經濟活絡，，邀請民眾到高雄觀光旅遊邀請民眾到高雄觀光旅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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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首都圈4知事確認
將整體解除避免外出要求

綜合報導 據日本共同社報道

，日本東京都和埼玉、千葉、神奈

川各縣的4位知事19日通過視頻會

議圍繞新冠病毒應對措施交換了意

見，關於解除伴隨緊急事態宣言的

避免外出和停業的要求，確認了無

論各都縣疫情如何，都將作為壹個

整體實施的方針。

報道稱，日本政府專家會議曾

提出緊急事態宣言解除的判斷標準

，即“過去1周合計新增感染者每

10萬人口不到0.5人左右”。截至

18日，埼玉和千葉兩縣已滿足上述

條件。東京都和神奈川縣未能達成

，如何應對成為焦點。

會上，神奈川縣知事黑巖祐治

就應對措施詢問埼玉、千葉兩縣

稱，“經濟界有要求解除的聲音，

您怎麼看？”埼玉縣知事大野元裕

回答稱，“在掌握感染途徑的人中

，約2成來自東京。首都圈應整體

采取措施。”千葉縣知事森田健作

表示贊同。

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稱，

“面向解除，希望保持統壹步調推

進”，並把4個都縣為徹底預防感

染和發生第二波疫情而合作作為共

同宣言進行了匯總。

創意防疫！
泰國購物中心設計“腳踏式電梯按鈕”

綜合報導 泰國國內百貨商場17

日復工，各式防疫工具紛紛出爐，如

紅外線體溫感測儀及消毒地墊等。壹

間購物中心設計的“腳踏式電梯按

鈕”創意防疫，獲得網友好評。

位於曼谷巴威區(Prawet District)

的西康廣場購物中心(Seacon Square)

，在官方社交媒體上貼出壹系列照

片，說明重新營業後的防疫措施。

其中最受矚目的就是“腳踏式

電梯按鈕”的設計。在購物中心

搭電梯時不需再用手指按鈕，而

是用腳踩，甚至連

到達的樓層也可以

用腳踩到相對應的

數字鍵。這樣，人

們不會用手共同接

觸電梯按鈕，可以減

少病毒接觸傳播的可

能。

西康廣場的這項

創新設計也引發了網

友好評，“這個創意

我給10分！”、“總

是用腳踩著風扇打開和關閉風扇的

人們喜歡這個東西。”

此外，購物中心還采取了其

他多項防疫方式，包括在多處提

供消毒洗手液、加大用餐區的桌

椅擺設距離至少 2 米，以及限制

客人購物時間在2小時之內。

購物中心也加入了政府“泰勝

利”大數據平臺，提供二維碼讓顧

客於進出商場時掃描。

報道稱，在泰國新冠肺炎疫情

剛暴發時，泰國民眾曾想過壹系列

創意方式抗擊病毒，例如在電梯內

用牙簽戳按鈕，按完即丟棄。

甚至還有人想，把回形針嵌入

打火機再按電梯鈕，接著點燃打火

機用高溫殺死病毒，如此壹來回形

針還能重復使用。

第
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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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第七屆亞太可持續發展

論壇 20 日在曼谷聯合國會議中心以視

頻會議方式舉行。論壇以“加速落實

聯合國《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在亞

太地區的行動”為主題，圍繞如何推

進該議程在區域及國家層面實施等進

行深入討論。

本屆論壇由聯合國亞洲及太平洋

經濟社會委員會(亞太經社會)主辦。

亞太各國政府及非政府組織代表等參

加了論壇。

亞太經社會執行秘書阿米達· 阿利斯

夏巴納在開幕致辭中表示，當前，亞太地

區成功執行《2030年可持續發展議程》面

臨不利因素。由於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蔓

延，將可能影響並減緩實現可持續發展目

標的進程。在此情勢下，各國政府及相關

利益組織應加強合作，協調政策及應對策

略。

受疫情影響，本次論壇僅以視頻會

議的形式舉行，因此在論壇舉行之前

專門舉辦了7次虛擬技術系列籌備討論

會。論壇期間，將討論並發布亞太可持續發展目標

夥伴關系報告《快速跟蹤可持續發展目標：推動亞

太轉型》。

21日將舉行第76屆亞太經社會會議，屆時各成員

國代表將就促進海洋經濟、推動社會和環境合作等議

題進行探討。

日本擬在大阪京都等地解除緊急事態

重啟經濟活動
綜合報導 據日本共同社

報道，日本政府消息人士20

日透露，關於仍在實施緊急

事態宣言的8個都道府縣，政

府計劃在近畿3府縣的大阪、

京都和兵庫進行解除。這些

府縣在新增感染者人數等方

面已經達到標準，21日首相

安倍晉三傾聽政府咨詢委員

會的意見後，將做出綜合判

斷。

東京、神奈川、埼玉、

千葉的首都圈4都縣和北海道

暫不解除，計劃下周中期左

右再次觀察情況。

日本經濟再生擔當相西

村康稔在20日的記者會上強

調：“從經濟和生活圈考慮

，視為壹體進行判斷比較妥

當。”近畿3府縣解除宣言後

，將爭取逐步重啟經濟和社

會活動。對於北海道和首都

圈，政府則繼續要求民眾避

免外出。不過，有意見指出5

月初長假後日本全國都有所

松懈，人員外出增多，也出

現了5月下旬新增感染者人數

將增加的擔憂之聲。

解除宣言的三項標準是

感染情況、醫療提供體制和

檢測體制。日本咨詢委員會

會長尾身茂表示，將在三項

標準的基礎上做出判斷。感

染情況方面，“近1周的新增

感染者人數合計為每10萬人

口在0.5人以下”被作為了大

致標準。

截至19日的壹周中，北

海道、東京和神奈川超過了

0.5人。首相官邸消息人士分

析說：“東京人口密集，感

染有可能急速擴大，將慎重

考慮。”政府相關人士稱

“對於東京，希望再多看壹

段時間的新增感染者人數變

化情況”。

對於滿足0.5人以下標準

的埼玉和千葉，政府高官指

出“兩縣前往東京都內上班

的人很多，難以切割。”此

外還考慮到了全國知事會就

首都圈4都縣顧及壹體性的要

求。

5月 14日，日本政府取

消了39個縣的緊急狀態，東

京都和大阪府等8個都道府縣

仍處於緊急狀態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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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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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政司：中央有權責立法護國安
重申全國人大獲憲法授權作決定重申全國人大獲憲法授權作決定 駁大律師公會駁大律師公會““看來無權看來無權””論論

香港大律師公會在聲明中稱，任何列入基本法附
件三的法律僅限於國防、外交或不屬於香港自

治範圍的內容，而港區國安法涉及基本法第二十三
條涵蓋的範圍，應由香港自行立法，人大常委會
“看來無權”以基本法第十八條將港區國安法納入
基本法附件三。

公會續稱，草案提到司法機關應當依據有關法律
規定，有效防範、制止及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
認為這會給人指示如何判決的“觀感”，稱不應以任
何方式“削弱或動搖”香港的司法獨立。

公會同時稱，草案第四條提出“中央人民政府維
護國家安全的有關機關根據需要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設
立機構，依法履行維護國家安全相關職責”，但內容
“含糊不清”云云。

香港律政司發言人25日晚強調，全國人民代表大
會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的國家權力機關。根據《中
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全國人大有權制定法律及其他
法律文書包括作出決定。《決定》是根據《憲法》第
三十一條、第六十二條（二）、（十四）和（十六）
及基本法相關條文所作出。根據《決定》第六條，全
國人大授權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制定適用於香港特區
的維護國家安全法律。

國安不屬特區自治範圍
發言人強調，國家安全屬於中央事權，並不在香

港特別行政區的自治範圍之內。鑑於香港現時情況，
及香港特別行政區在可見未來，自行就維護國家安全
完成立法所面對的困難，中央有權力亦有責任制定全
國性法律，從國家層面改善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
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有關的全國性法律是屬於基本
法第十八條（三）下的“國防、外交和其他按基本法
規定不屬於香港特別行政區自治範圍的法律”。

針對有關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的疑問，發言人解
釋，香港特區獲授權訂立國家安全法，“然而，這並
不影響中央在國家層面為維護國家安全立法的權
力。”《決定》及相關《說明》已清晰指出，全國人
大會根據法律與“一國兩制”方針作出決定，並切實
保障香港居民合法權益。

重申港司法獨立獲保障
就所謂“動搖和削弱”香港司法獨立，發言人強

調，有關議題受基本法保障。基本法第二條清楚訂明
香港特區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獨立的司法權和
終審權。基本法第八十五條亦表明，香港特別行政區
法院獨立進行審判，不受任何干涉。司法獨立在香港
特區獲得尊重與保障。
至於坊間其他揣測，發言人表示，將由人大常委

會制定，並列入基本法附件三及由香港特區公布的
國家安全法，細節現時尚未公佈，“任何人都不適
宜對該法案內容作出毫無根據的揣測。”

香港特區在國家安全

上長期存在漏洞，全國人

大審議的《全國人民代表

大會關於建立健全香港特

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

制的決定（草案）》，為的是香港的長治久

安，但香港大律師公會 25日發表聲明，聲稱

人大常委會“看來無權”將港區國安法直接

列入基本法附件三。香港律政司發言人 25日

晚發聲明回應指，全國人大是最高國家權力

機關，據國家憲法有權制定法律及其他法律

文書包括作出決定，而國家安全屬於中央事

權，並不在香港特區的自治範圍之內，中央

有權力亦有責任制定全國性法律，從國家層

面改善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

執行機制。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雨航）就香港大律
師公會有關港區國安法的聲明，多名政界及法
律界人士25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
認同特區政府的有關聲明內容，並批評大律師
公會企圖混淆視聽，回歸後不僅無運用其專業
助香港推行維護國家安全的立法工作，更不斷
阻撓特區政府完成其憲制責任。

宋小莊責亂引《公約》誤導
全國港澳研究會理事、深圳大學港澳基本

法研究中心教授宋小莊指出，基本法第二十三
條屬於第二章“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關
係”，列明是中央授權予香港自行立法維護國
家安全，而中央才是整個國家處理對事務的決
策者，就算外國的聯邦政府都會就國家安全立
法與各聯邦的法律互相配合，更何況中國是單
一制國家，而中央按需要設立駐港機構也是合
理妥當的做法。

針對港區國安法會否影響人權，宋小莊指
出，大律師公會引用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
國際公約》，重點是在保障大多數人在社會生
活的各種權利，但一個人犯罪後的人權，應理
解為是否有上訴權及接受公平審訊的權利，質
疑大律師公會的說法是混淆視聽，目的就是誤
導公眾、阻礙立法。

黃國恩斥反對理據荒謬
執業律師、中國人民大學法學博士黃國恩

強調，港區國安法顯示中央預見特區政府即使
再提出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立法，在目前的政治
環境下有被長期擱置的風險。為協助香港應對
“港獨”、顛覆、恐襲及外國干預等迫在眉睫
的國家安全威脅，中央有責任協助特區政府制
訂有關法例，而做法亦無牴觸基本法。同時，
中央也要求香港特區政府盡快為第二十三條立
法。

黃國恩批評，大律師公會搬出《公約》
作反對理據十分荒謬，因為《公約》列明所
有民主自由、公眾自由都由國家安全限制，
人權亦不能超越界線、無限放大，而香港處
理國家安全罪行時，或需要中央協助，所以
中央按需要設立駐港機構也合情合理。

他呼籲身為專業律師的大律師公會能放下
政治前設，不要再如2003年般，對尚未有細
節的草案作不知所謂的批評，而是用其專業知
識助特區政府完成其憲制責任。

陸頌雄促勿再違背專業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陸頌雄質疑，大律師公

會並非法律專業團體，而是以專業包裝的政治
組織，向市民散播失實不公的言論，希望他們
能認真審視香港面對的國際形勢及威脅，協助
推動國家安全相關的立法工作，不要再立場先
行，作出與其專業相違背的行為。

政法界批大狀會混淆視聽阻立法

區域法院法官郭偉健上月在將軍澳
行人隧道斬人一案判刑時，發表了個人感
想，特區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馬道立25日
罕有地發表聲明，表示法官發表不適當或
無必要的政見，有可能損害不偏不倚的形
象，故決定郭偉健暫時不會審理任何涉及
類似政治背景的案件。多名政界及法律界
人士25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表示，

認同法官審案時要保持政治中立，而過往有不
少“黃官”輕判暴徒的案例，希望司法機構今
後一視同仁，制訂指引，將涉黑暴案件交由沒
有政黨或明顯政治背景的法官處理。

馬道立在聲明中表示，司法機構獨立及公
正地執行司法工作，是香港法治的基石。根據
基本法，法官對社會大眾有責任，必須行使獨
立的司法權，公平公正、無懼無私地審理案
件。上述原則重要的一環，乃是法官及司法人
員絕對不可偏頗。

他續說，同樣重要的是，觀感上他們亦不可
被合理地理解為對任何人士或因由有所偏頗。因
此，法官及司法人員必須避免就社會中具爭議或
可能訴諸法院的議題，非必要地在公開場合（包

括於判詞中）發表任何意見，尤其是任何一種政
見。不依循這些原則的話，會削弱公眾對司法機
構的獨立運作及公正的信心及觀感。

郭官暫不審理涉政治案件
馬道立表示，一名法官或司法人員公開發

表不適當或無必要的政見，有可能損害不偏不
倚的形象，亦會影響他審理案件的公信力。

他已經與郭偉健法官傾談，並提醒對方在
履行其司法職責時，須注意上述事情的重要
性。首席區域法院法官在得到馬道立的同意
後，亦決定郭法官暫時不應審理任何涉及類似
政治背景的案件。

梁美芬籲訂人選原則
香港城市大學法律系副教授、立法會司法

事務委員會主席梁美芬指出，由去年6月至
今，有4名法官曾公開、高調表達其政見，但
司法機構只對該法官作出勸喻，反映指引不夠
清晰。

她認同司法人員不應公開其政治立場，並
希望馬道立發聲明後，司法機構可訂出原則，

讓以往曾高調表達政治立場的法官，或在加入
司法機構前已加入政黨的法官，避免參與相關
案件的審議。

黃國恩冀勿戴“有色眼鏡”
執業律師、中國人民大學法學博士黃國恩

認同，法官應避免發表政見及在審案時保持政
治中立，但過去不少“黃官”在審議黑暴相關
案件時，在判詞中以被告年輕為由，輕判參與
暴亂的示威者，不僅無視罪行的嚴重性，更缺
乏阻嚇力，希望司法機構今後一視同仁，提醒
所有法官不能戴政治的“有色眼鏡”判案，並
建議提出修訂，讓曾高調表態或有政治背景的
法官避免參與相關案件的審議。

陸頌雄指應主動避嫌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陸頌雄亦認同聲明，指

司法機構不應讓有明顯政治立場的法官處理相
關案件，避免予人瓜田李下之嫌，而法官亦應
主動避嫌，不要高調發表政見，以免審案前已
予人處理不公的感覺。

■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律政司發聲明指，中央有權力亦有責任制定全國性法律，從國家層面改善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駁斥大律師公會聲
稱人大常委會“看來無權”立法的謬論。圖為24日的黑暴事件中，暴徒擺放雜物堵路。 資料圖片

馬道立要法官避提政見 政法界促“黃藍”同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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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傳媒優惠卡
- 疫情當前，醫生線上看病
- 每個家庭$18元會費
- 線上醫生，牙醫看診，藥房供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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