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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國地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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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by Chen
Broker / 企管碩士
德州 /加州地產經紀人

國、台、英語

Grace Wang
工商管理碩士
房地產經紀人

54 Sugar Creek Center Blvd., #300 Sugar Land, TX 77478
買的稱心，賣的放心，售屋高價又快速

值得您依賴的房地產投資專家

專精:房屋 商業 公寓 土地開發 物業管理 

◆西北區75個單位Condos出售，地點佳
，入住率高，現收租金，高報酬近8%，
售$3,990.000。

◆糖城Tang City Plaza 店鋪出
    租，1F&2F請來電洽詢
◆Warehouse 出售，位於
    Rosenberg，近59號高速
    33,885呎，地大5.50AC，售
    $1,800,000。

◆休斯頓商業中心, 繁華地段獨立旺
鋪1萬1千平方尺, 大型獨立停車場，
交通便利, 視野好。適合家居相關產
品零售。可租, 可售！請電Grace。 另有多單位公寓樓出售，請電洽！

2020年5月28日 星期四
Thursday, May 28, 2020

給您家的感覺

服務人員專業、友好
及時解決問題

免費WiFi、室內冰箱
本地電話、報紙、咖啡和茶

房間寬敞、整潔
免費早餐新鮮、健康

緊鄰中國城  交通購物方便
2930 W Sam Houston Pkwy S

Houston, TX 77042

(713) 785-3899

「「雙重犯罪雙重犯罪」」 成立成立！！孟晚舟案將繼續審理孟晚舟案將繼續審理
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省高等法院將在當地時間5

月27日就華為首席財務長孟晚舟的 「雙重犯罪」 問題做
出裁決。加國法官支持檢方主張，宣布孟晚舟的行為構
成 「雙重犯罪」 ，裁定美國對其指控在加拿大也屬犯罪
，因此引渡案將繼續審理，下次開庭日為6月15日。

對該訴訟案，加拿大總理特魯多稱，無論法院如何
判決孟晚舟案，加拿大政府無需為獨立司法系統的決定
道歉或解釋。

美國司法部指控孟晚舟違反對伊朗制裁禁令，涉及
銀行詐欺，要求加拿大當局引渡到美國受審。加拿大卑
詩省最高法院27日上午就孟晚舟的行為是否在加拿大和
美國均構成犯罪，亦即是否涉及 「雙重犯罪」 ，這項裁
決為引渡聽證會6月起進入第2階段鋪路。

此外，大陸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表示：陸方在孟晚
舟事件上的立場是一貫的、明確的。美加兩國濫用其雙
邊引渡條約，對中國公民任意採取強制措施，嚴重侵犯
中國公民的合法權益，這是一起嚴重的政治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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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
歡迎使用
觀看高清美南國際電視新聞台

明尼蘇達州首府明尼阿波羅市昨晚在市
中心發生一場大型之抗議遊行，主因是一名
來自德州休斯敦的非裔人士喬治佛洛伊德日
前在明尼阿波羅市被四名警察追捕後，把他
壓在地上因窒息而不治，這次警察暴力事件
，引起全國各界的高度關注。該市市長弗莱
爾在事後之記者招待會上向全體市民表示深
切之抱歉，並立即革除四名警察之職務，休
斯敦警察局長艾索瓦多也發表譴責，指出此
種不當之执法行為受害者多半是在非裔及少
數族裔社區，佛洛伊德居住在休市的兄弟說
，這些警察對待我的兄弟比禽獸都不如，我
們一定要以謀殺罪名來追究他們。

今天，新冠病毒仍然在我們各
社區猖狂傳播，失業人口還在
繼續上升，政府各階層對於经
济下滑也束手無策，在廣場上
等待領取食物的車輛越來越長
，联邦纾困方案對底層社會之
幫助有限，我們憂心受災之社
會將導致更多的動亂。
美國大選在即，到底是否可通
訊投票，兩黨之大會如何舉辦
，都還是未定，但可預見未來
六个月雙方角力必將白熱化，
兩黨都將再度操弄族群意識，
開出各種政見支票，爭取選票
。

川普總統和民主黨挑戰者拜登近日來因
是否要戴口罩互嗆不休，社交媒體推特今天
發表聲明，在其網站上發表之文章，在未经
證實或揑造者都將加上待求證之字樣，其中
包括川普之推特在內。

我們呼籲這是我們社區應該覺醒之時侯
了，這也更是我們以選票來表達我們意願之
關鍵時刻，我們在強力譴責警察暴行之同時
， 有無數之社會不公繼續在社會各階層上演
，我們號稱是人權自由立國，是何等之諷刺
和悲哀啊。

美國新冠疫情日記美國新冠疫情日記55//2727//20202020

A man named George Floyd from Houston,
Texas, was pushed down to the ground and
suffocated by four Minneapolis policemen
yesterday. Later he died upon arrival at the
hospital.

Thousands of protesters went to the street
demanding justice. Floyd’s brother in
Houston said that they treated him worse
than they would treat an animal.

The Mayor of Minneapolis Jacob Frey hosted
a news conference to apologize to the
citizens and immediately removed all four
policemen from their duty.

In Houston, Chief of Police Art Acevedo also
issued a statement saying that when bad
policing happens, it disproportionately
impacts communities of color and poor
communities.

It is very sad that when the coronavirus is still
attacking our land, we are facing the highest
rate of unemployment in modern history. The
lines of people asking for food are getting
longer. And we don’t see any economic
recovery in the near future. We are so very
worried that the poor communities will have
more social unrest.

The presidential election is drawing closer.
Both the Republican and Democrat parties
argue whether or not people can vote
through the mail and whether both parties
can even get delegates together for their
conventions?

All the politicians will use their power to try
and convince the voters. President Trump
and challenger Biden are still urging use of
the masks. Meanwhile, Twitter adds Fact
Check to Trump’s Twitter account.

We are urging all the community leaders to
unite and carefully examine what each
candidate is saying. We are the country
founded on freedom, liberty and human
dignity. When we look at the police brutality,
it is so sad to see such sarcasm in light of our
highest values.

Coronavirus DiaryCoronavirus Diary
Police Brutality And Social InjusticePolice Brutality And Social Injustice

警察暴力與社會不公警察暴力與社會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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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uthern News Group我們的新網站 www.scdaily.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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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李中原律師
DANIEL LEE

C.Y. LEE LEGAL GROUP, PLLC

www.leelegalgroup.com

11122 Bellaire Blvd., Suite 103, Houston, TX 77072
(Tues-Thur 9:00am-5:00pm)

1305 Prairie St., Ste. 300, Houston, TX 77002
(Mon-Fri 9:00am-5:00pm)

A02_LEE李中原律師C_16

Of Counsel Mark Thering and Of Counsel Glenn Loethen.

精通國語、英語
粵語、西班牙語

休士頓最佳律師  獲獎無數

歡迎來電預約:
832-632-4639
英語、國語、粵語、西班牙語

資深出庭辯護律師

刑事事故/車禍意外/人身傷害
家庭法/離婚官司/子女扶養
商業/房產糾紛/各類案件

專
精

為服務華人社區已於美南新聞大樓一樓設有辦公室

manager.v@houstondivorcenow.com
E-mail:

法學博士 ATTORNEY AT LAW

（綜合報導）美國非洲司令部(USAFRI-
COM)在5月26日發布一系列照片，顯示俄羅
斯真的向北非的利比亞，部署了一系列的戰機
，介入了利比亞內戰。

防衛部落格(Defence-Blog)報導，美軍表
示，目前已知有6架MiG-29、2架Su-24、與
2架Su-35戰機前往利比亞。考慮到俄羅斯沒
有（正式）參與利比亞內戰，他們的行動就很
令人驚訝，尤其是派出最先進Su-35。

報導稱，俄羅斯戰機是從敘利亞的空軍基
地出發，直接飛向利比亞，抵達之後戰機被重
新塗裝，以掩飾俄羅斯的身分。

俄羅斯加入的是哪個陣營?非洲司令部認為
，這些戰機很可能是以瓦格納集團(Wagner
Group )的名義，支持陸軍元帥哈夫塔爾(Khali-
fa Belqasim Haftar)的利比亞國民軍（LNA），
為他們提供近距離空中支援和進攻性火力。

目前國際認定的利比亞合法政府是的黎波
里的利比亞全國協議政府（GNA），目前GNA
得到土耳其的直接支持，兩星期前打了一場勝
仗，奪回具戰略性意義的艾爾-瓦迪亞空軍基
地(Al-Watiya)。

美軍非洲司令史蒂芬‧湯森德上將(Ste-
phen J. Townsend)說： 「俄羅斯顯然正在擴大

對利比亞的支持。他們正在利用瓦格納僱傭軍
的名義，擴大其非洲的軍事動作。長期以來，
俄羅斯一直否認介入利比亞衝突。但是現在應
該無法抵賴了。其實，我們看著LNA的軍事實
力如此強大，如果在沒有國家支持的情況下，
LNA應該無法武裝、運營和維持這些戰鬥機，
顯然是俄羅斯在背後支持。」

美國非洲司令部表示，莫斯科的軍事行動
，將延長了利比亞衝突，並加劇了雙方的人員
傷亡和人類苦難。

更重要的是，俄羅斯在實現自己的戰略目
標，也就是在利比亞建立自己的勢力範圍。

美國空軍司令傑夫·哈里吉安（Jeff Harri-
gian）說： 「如果俄羅斯佔領利比亞海岸，下
一步就是部署長期軍事力量，達到反區域阻絕
（A2AD）能力。如果他們真的完成，那麼俄國
等於掌控半片地中海，對歐洲南部造成非常嚴
重的安全威脅。」

不過，GNA則有土耳其的明確支持，所以
利比亞似乎在上演土耳其與俄羅斯的 「代理人
戰爭」 ，但是這俄土兩國又有一些軍事合作，
甚至土耳其為了引進俄製S-400飛彈，不惜與
美國和北約翻臉，局勢更顯錯綜複雜。

五角大廈發布俄羅斯戰機在利比亞的照片

日本政府的內閣會議27日決定，為因應新
冠肺炎疫情，再推出第2波的刺激經濟方案。
2020年度的第2次修正預算案歲出總額達31兆
9114億日圓。事業規模總額約達117兆1千億
日圓。加上第1次修正預算案的金額，兩次總額
達233.9兆日圓。

日本政府為減輕為房租苦惱的中小企業等
的負擔，將設立最高支付600萬日圓補助金的
制度。醫療從業人員最高補貼20萬日圓。

為強化醫療提供體制所提供的緊急支援交
付金則達2兆2370億日圓，是第1次修正預算

案的10倍以上。
包括財政投融資在內，財政支出共72兆7

千億日圓左右。加上民間投資等的事業規模則
與第1次修正預算案同樣水準，達117兆1千億
日圓左右。

日本將提供業績惡化的企業資金援助，包
括針對讓員工休假的企業提供雇用調整補助金
，1天的上限額從目前的8千330日圓提高到1
萬5千日圓。將提供給地方自治體的臨時交付金
提高到2兆日圓。此修正案將於6月8日向日本
國會提出，期在6月12日以前成立。

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省高等法院將在當
地時間5月27日(台北時間28日凌晨2時)就孟
晚舟案的 「雙重犯罪」 問題做出裁決。法官支
持檢方主張，宣布孟晚舟的行為構成 「雙重犯
罪」 。這項裁決為引渡聽證會6月起進入第2階
段鋪路。

對該訴訟案，加拿大總理特魯多稱，無論
法院如何判決孟晚舟案，加拿大政府無需為獨
立司法系統的決定道歉或解釋。

美國司法部指控孟晚舟違反對伊朗制裁禁

令，涉及銀行詐欺，要求加拿大當局引渡到美
國受審。加拿大卑詩省最高法院27日上午就孟
晚舟的行為是否在加拿大和美國均構成犯罪，
亦即是否涉及 「雙重犯罪」 ，這項裁決為引渡
聽證會6月起進入第2階段鋪路。

此外，大陸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表示：陸
方在孟晚舟事件上的立場是一貫的、明確的。
美加兩國濫用其雙邊引渡條約，對中國公民任
意採取強制措施，嚴重侵犯中國公民的合法權
益，這是一起嚴重的政治事件。

（綜合報導）繼美國和英國之後，日媒報導日本計畫禁止使
用華為、中興等大陸產製的通訊設備。《讀賣新聞》27日報導

稱，日本政府正計畫修改採購
方針，要求獨立行政機構以及
處理個人資料的機構不再使用
中國大陸企業，如華為、中興
，所產製的通訊設備。

報導稱，新措施將影響96
間機構，包括年金管理機構、產業技術研究所、原子能研究開發

機構等涉及個人資料和尖端產業機密的組織。
日本政府早在2018要求承擔重要基礎設施運營的民營企業

和團體不要採購有訊息洩漏風險和停止運行風險的信息通信設備
。具體對象為電力、自來水、金融、信息通信、鐵路等14個領
域的企業。原因是惡意程式有可能導致社會功能癱瘓等，構成國
家安全問題。此項方針考慮到了中國大陸的華為技術等企業。

日追加刺激經濟方案 史上最大規模
加拿大法院裁決 孟晚舟案符合 「雙重犯罪」

繼美英之後日本也計畫封殺大陸電訊產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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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01-John Lee李元鐘保險2567B_16

已發表19萬字保險專欄，
www.johnleeins.com 歡迎索取

7001 Corporate Dr. #201. Houston, TX 77036（華埠大廈）
電話: (832) 500-3228請找謝經理

李元鐘保險
我們擁有最多美國政府認證的
各項保險專業證照、得獎無數

美國保險碩士、台灣淡江保險學士

美國及台灣前十大保險公司理賠專員

汽車、房屋、商業、人壽、醫療、老人保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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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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近日，英國教育部發布了壹份公共衛

生建議報告，這份報告的內容來自英國公

共衛生部、英國政府突發事件科學咨詢小

組及其兒童任務和工作完成小組，盡管來

自這些機構的具體證據尚未公布。

這份新的建議報告指出，相比成年

人來說，感染新冠肺炎的兒童（普遍為

13歲以下的兒童）通常只有輕微癥狀。

報告還指出，盡管目前相關證據非常有

限，但兒童感染新冠肺炎的可能性確實

更小，但尚不清楚兒童是否具有傳播病

毒的概率。

該報告還提到其他國家的情況，比

如，到目前為止歐洲許多國家已經開始

重新開放學校，而且幾乎沒有出現很多

問題。的確，此前英國教育部部長加文·

威廉姆森（Gavin Williamson）也強調過

，丹麥於4月中旬開學並沒有什麼不妥之

處。然而，專家發現在丹麥重新開放的前

兩周，“ R”數字（有效繁殖數字）飆升

至1，此後才再次下降。

愛丁堡大學（University of Edinburgh

）傳染病流行病學教授馬克· 伍爾豪斯

（Mark Woolhouse）表示，目前從感染數

據看到，成年人被兒童感染的案例很少，

並且世界各地的學校也並沒有爆發疫情，

也許是因為孩子不怎麼表現出癥狀。但是

，馬克教授提醒稱，教師之間可能存在互

相傳播的情況，就如同復工之後同事之間

發生互相傳染的情況壹樣。

學校將采取哪些防護措施？
此份新的建議報告指出，年紀尚幼

的孩子很難保持互相間隔兩米的距離，

當然，諸如洗手、強調使用垃圾桶等措

施很重要。

每所學校都被要求在重新開放之前

必須進行風險評估，除此之外，學校還

需要頻繁清潔可接觸的物體表面，錯峰

上下學及調整教室的布局。

報告指出，並不建議學生佩戴口罩或

面罩，因為學校裏只有固定的學生和教職

員工這個群體，而且人員也較少，並沒有

很大必要日常佩戴口罩。另外，除非個人

已使用過防護設備，或者有學生出現癥狀

需要緊急看護照料他們，否則並不建議教

師使用個人防護設備（PPE）。

學校人員是否需要接受新冠肺炎測
試？

教育部表示，所有學生、教職人員

及他們的家庭成員如果出現癥狀都將接

受新冠肺炎檢查。如果學生或教職員工

檢查結果呈陽性，那麼與他們接觸過的

同學和其他人員都必須自我隔離14天。

然而，正如報告所指出的，許多孩子其

實只有非常輕微的癥狀甚至根本沒有癥

狀。

學生可以全部同時返校嗎？
當然不是。正如鮑裏斯· 約翰遜

（Boris Johnson）在5月10日的講話中所

述，返校計劃目前只針對英格蘭學校，

首批重新返校的是托兒所的孩子，學前

班及壹年級的學生，以及小學畢業年級

的學生。據悉，這些孩子將於6月1日返

校，而其他年級的學生將在6月1日之後

的幾周內相繼返回教室，但是這個時間

表也只是臨時的，並沒有完全確定。

有壹些慢性病或者身體素質較差的

學生和教職人員可能很容易感染新冠肺

炎，他們不用馬上返校。

兒童會受到新冠肺炎的“威脅”嗎？
兒童也可能感染新冠肺炎，但絕大

多數兒童患者僅表現出輕微癥狀，據數

據顯示，英國18歲以下的兒童中，因為

感染新冠病毒入院的人數不到2%，而且

死亡率非常罕見。

（兒童）會出現新的感染發炎（並
發癥）的癥狀嗎？

目前全世界範圍內存在致命並發癥

的兒童中，只有非常少數的案例是與新

冠肺炎相關的。專家強調，這種感染導

致出現並發癥或者新的感染的情況實屬

罕見，大概概率為千分之壹。

帝國理工學院的兒科傳染病和免疫

學臨床講師Liz Whittaker博士此前曾表

示，這種罕見的情況並不應該成為決定

是否重新開學的考慮因素。

學校是否可能將再次關閉？
致力於研究疾病傳播模型的華威大

學邁克爾· 蒂爾德斯利（Michael Tildes-

ley）教授稱，再次關閉學校也是有可能的

。“如果我們開始看到R數字（再次繁殖

數字）超過1，並且病例再次攀升，我們

就應該立刻做好關閉學校的準備。”

德法倡議歐盟發行復蘇基金
歐盟國家反應各異

綜合報導 德國總理默克爾和法國總統馬克龍壹致倡議，為協助在

新冠疫情期間遭到重創的歐盟成員國重振經濟，希望歐盟發起壹個總價

值5000億歐元的復蘇基金方案。

據報道，德國總理默克爾與法國總統馬克龍宣布，法德兩國建議歐

盟以發行復蘇基金的方式幫助歐盟成員國重振經濟，該基金需要獲得歐

盟27個成員國政府和議會的批準，而且將作為歐盟正常預算、以歐盟債

券的形式在歐盟的27個成員國中發放，在新冠疫情中遭災最嚴重的歐盟

成員國將有權優先申請。

報道稱，默克爾和馬克龍兩人在新聞發布會上均回避了使用“歐洲

債券”說法，因為德國壹直反對發放歐洲債券，並擔心這種共同債券會

導致德國為其他國家的經濟問題買單。

報道指出，歐盟委員會和歐盟數個成員國的領袖事先已經知道默克

爾和馬克龍將討論這個問題，消息公布之後，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

對這個決定表示歡迎，歐盟委員會將於下周公布其復蘇歐洲的方案。

而奧地利、荷蘭和芬蘭等國政府表示，他們不支持或有意反對這個

政策。奧地利總理庫爾茨表示，奧地利政府支持歐盟給疫情嚴重的國家

貸款解決其困境，但反對發行救助金來援助這些國家。

意大利總理孔特發表聲明，贊揚德法倡議是壹個很好的起點；受疫

情嚴重影響的西班牙政府也表示，該倡議是歐盟應對經濟危機邁出的正

確且重要的壹步。

巴拿馬衛生部提五項要求
指導企業安全復工復產

綜合報導 近日，巴拿马政府正在逐步推动复工复产进程。为避免

疫情随之扩大，该国卫生部针对国内企业提出了5点要求。

据报道，巴拿马卫生部的具体要求为：

第一条：所有企业，无论国有还是私营，都必须按照政府于3月20

日颁布的DM-137-2020号决议，专门成立卫生防疫委员会，成员2至6人

。委员会必须针对雇主、员工、客户、供应商和来访人员建立疫情防控

程序，监督工作区域和公共区域中的清洁消毒和口罩使用情况，保证2

米以上的人际距离和废弃物的妥善处理；

第二条：企业必须规定特殊工作时间，限制同时在岗的员工人数，针

对60岁以上和孕妇等易感人群采用替代性的办公方式(如居家远程办公)；

第三条：关注员工和客户的身体健康，在工作场所门口测量进出人

员体温，如果发现有人体温高于38°C或呈其他疑似症状，须上报卫生当

局；

第四条：鼓励员工利用间歇时间进行伸展运动、放松身体、缓解疲

劳；

第五条：公司须向员工持续提供个人清洁消毒用品，包括清水、洗

手液、擦手纸、酒精含量为60%至95%的消毒凝胶等。

另外，卫生部还建议企业采用稀释后的酒精、次氯酸钠、过氧化氢

或季铵盐类化合物对办公场所进行消毒。

英國學校可以重新開學了？
看看這份建議報告怎麼說

最新研究：
火星表面泥漿流動或類似地球熔巖流

綜合報導 自然科研旗

下國際學術期刊《自然· 地

球科學》最新在線發表的

壹項行星科學研究發現，

泥漿在火星表面低壓低溫

條件下的流動行為，可能

類似於地球上的熔巖流。

研究人員稱，火星表面

分布著成千上萬的火山樣地

貌，上面還有類似熔巖的流

體，有些被認為來自於巖漿

的火山作用。這些地貌多見

於被沈積物覆蓋的地形，這

些地方曾被認為存放有古洪

水，而濕沈積被快速掩埋可

能導致沈積火山作用。不過

，此前尚不清楚泥漿在火星

上會如何流動。

最新研究成果論文通

訊作者、捷克科學院地球

物理研究所彼得· 布魯茲

（Petr Bro？）和同事通過

實驗，研究火星表面條件

下，泥漿在冷面上的擴散

方式。他們在開放大學火

星實驗艙中，將泥漿倒在

壹塊斜板上，觀察到泥漿

的流動和地球上的泥漿並

不壹樣，而是更像地球上

粘稠、不平滑的熔巖流，

且泥漿各瓣周圍會迅速結

成凍殼。

疫情得到控制
希臘宣布6月中旬重啟旅遊季

為了重振備受新冠肺炎疫情打擊的

旅遊業，歐盟及其成員國近期紛紛出臺

相關措施。以旅遊業為支柱產業的希臘

也表示即將於下月重新開啟旅遊季。

希臘：控制疫情後亟需“贏得經濟
戰”

據英國廣播公司（BBC）5月 20日

報道，希臘總理米佐塔基斯當日發表電

視講話稱，“旅遊季將於6月15日重啟

，屆時季節性旅館也將重新開放。”另

外，飛往希臘熱門景點的國際包機航班

也將於7月恢復。

據報道，為鼓勵旅遊業，希臘將所

有交通行業（包括航空、大巴以及鐵路

）的增值稅從24%暫時降至13%，以降

低旅行費用。希臘還將向來訪的遊客提

供新冠病毒檢測，但目前尚不清楚這些

檢測是否會提供給所有人。

截至北京時間5月21日晚間，希臘

共確診新冠肺炎病例2850例，其中166

例死亡，BBC稱希臘的防疫工作受到外

界稱贊。米佐塔基斯表示，“將會像打

贏這場健康戰役壹樣贏得經濟戰。”

此外，針對即將

到來的旅遊季，希臘

持續與多個歐洲國家

展開磋商。希臘、保

加利亞和塞爾維亞已

達成協議，本國沒有

癥狀的商務或家庭旅

行者無需進行隔離就

可以入境對方國家。

歐盟：“盡快、
完全恢復”旅遊業

據BBC報道，就

在5月20日，歐盟各國的旅遊部長召開

了視頻會議，同意要盡壹切可能“盡快

、完全恢復”旅遊業。

歐盟委員會5月13日發布關於恢復旅

遊業和交通業的指導方案，建議通過三個

階段逐步恢復人員的自由往來。許多歐盟

國家逐漸放松邊境管控，推出促進旅遊業

的措施。意大利5月20日表示，所有機場

6月3日可重新開放國內和國際航班。而斯

洛文尼亞則計劃向國民提供200歐元（約

人民幣1541元）的代金券，以刺激國民在

本國而非國外度假消費。

據BBC報道和新華社5月19日的消

息，11個歐盟成員國（奧地利、保加利

亞、克羅地亞、塞浦路斯、德國、希臘

、意大利、馬耳他、葡萄牙、斯洛文尼

亞和西班牙）的外交部長18日同意了有

關重新開放邊境以及恢復歐盟公民自由

流動的規定，旨在允許跨境旅遊，同時

最大限度減少新冠肺炎感染風險。各國

同意，本國公民不用接受隔離就可去對

方國家旅行，且可以平安歸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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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人大代表、黑龍江北大荒農墾集團董

事長 王守聰：
◆延長產業鏈，通過發展倉儲、加工、運

銷，然後把農民從土地裏轉移到工廠
裏，讓農民在工廠裏就業。還有加強培
訓，把農民培養成技術工人，這樣才能
使就業更加持續，收入增加。

全國人大代表、浙江工商聯副主席、天

能集團董事局主席 張天任：
◆傳統製造業都在機器換人，用工勢必會

逐步減少。我們認為只有通過技術、產
品和市場創新，能夠產生新業態、新產
業、新模式，使這種新產業、新模式產
生出更多的就業崗位，使我們所有的剩
餘勞動力都能根據自己的特長、自己的
需求，在不同的領域找到自己力所能及
去幹的崗位上去幹活。

全國人大代表、三門峽市市長 安偉：
◆就業一頭連着百姓一頭連着發展，保就

業就是保民生、保穩定、保發展，這次
突如其來的疫情形勢使“宅經濟”和
“雲經濟”蓬勃發展，我們大力發展電
商產業，電動出租車、網約車服務、文
案兼職、外賣、配送等新的經濟業態增
加新的就業崗位。

全國人大代表、天津市人力資源和社

會保障局局長 楊光：
◆高校畢業生就業一直是穩就業的重中之

重。我們在支持中小微企業吸納就業上給
予企業一次性吸納就業補貼、最長三年的
社會保障補貼和一年的崗位補貼。同時在
支持畢業生創業上，給予最長三年、最高
五十萬元人民幣的全額貼息擔保貸款，為
同學們提供更充足的就業機會。

來源：央視新聞客戶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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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工群體一直是全國政協委員張義光最為牽掛的，作
為陝西建工集團這家業務遍及全球27個國家的大型

建築企業的掌門人，張義光坦言自己與農民工打交道比較
多，因而這幾年一直在為他們發聲。

還有大批農民工未返城
數據顯示，2019年，中國農民工總量已達2.9億人，

其中1.7億人外出打工。“如此龐大人群的就業，如何保
障他們的權益，這不僅關係着穩就業、促民生的大目
標，同時也是今年完成脫貧攻堅任務，確保脫貧、防止
返貧的關鍵舉措和基本保證。” 赴京前夕，張義光再次
奔赴陝西南部某機場建設工地上，同農民工深入交流，
傾聽他們的心聲。他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作為一名政
協委員和一家建築企業的負責人，掌握農民工就業、薪
酬發放和技能培訓、社會地位等問題的第一手材料，這
是最基本的要求。調研後，他把農民工群體是企業發展
不可或缺重要力量的建議寫入提案。
今年疫情期間，陝西建工集團承接了西安公共衛生中

心建設的緊急任務，2,400名參建員工經過九天九夜的奮
戰，創造了陝西建築業的奇跡。“這裏邊農民工佔到了
2,200人，讓我非常感動，也更堅定了我為他們爭取更多權
益的信心。”春節後，張義光發現受疫情影響，很多農民
工遭遇打工難問題。“今年的疫情把多年來的規律打破
了，雖然很多地方採取了包機、包車、包專列的‘點對
點、一站式’直達服務，但還是有一大批農民工未返
城。”張義光表示，疫情是一面鏡子，折射出農民工用工
荒背後的深層次原因。疫情恐慌只是一個方面，一些政策
機制、管理制度、勞資關係問題也讓他們對崗位望而卻
步。“這些都需要我們用心用情關愛他們，從根本上解決
問題，讓他們有信心把這個飯碗長期端下去。”

邀請農民工參加職代會
經過多次調研，張義光要求陝西建工集團各單位

要全力促進農民工真正融入企業，全面落實實名制管

理，建立和啟用農民工工資專用賬戶，確保工資足額
發放。加大農民工崗位技能培訓力度，特別是安全和
技術培訓，打造成新時代的產業工人。提高農民工的
社會地位，邀請農民工參加集團職代會，參與創先評
優活動，讓他們真正感受到企業的關懷。
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今年城鎮新增就業900萬人以

上，城鎮調查失業率6%左右，城鎮登記失業率5.5%左
右。儘管受疫情影響，但陝西建工集團今年在陝西省內的
1,880個項目已全面復工，幫助22萬農民工就業，而隨着
新項目的陸續開工，農民工數量還將繼續增加。
農民工作是現代化建設的一支重要力量，為進一步促進

農民工就業，幫助農民工端穩、端好飯碗，張義光在兩會上
提出，設立全國統一的農民工管理和服務機構，讓農民工這
個龐大群體真真切切感受到國家和社會的關愛，讓他們成為
全社會尊崇和關心的職業。同時，注重農民工綜合素質的提
升，進一步提高培訓質量，拓寬他們參與活動的渠道，賦予
他們更多的話語權。

�� �� 就業牽動着千家萬戶的生活，是最大的民生，位居 “六穩”（穩

就業、穩金融、穩外貿、穩外資、穩投資、穩預期）工作和 “六保”

（保居民就業、保基本民生、保市場主體、保糧食能源安全、保產業鏈供應鏈穩定、保基層運轉）任

務之首。如何切實做到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的優先穩就業保民生，讓每一位勞動者安其職、樂其業，

成為參加全國兩會代表、委員關注的熱點。“加快農民工轉移就業、減免企業稅費、保障高校畢業生

就業……”面對疫情帶來的影響，大家紛紛結合各自的行業和工作，提出一系列高含金量的暖心舉措

和建議，希望通過更具活力的實踐，把百姓的飯碗托得更穩，尤其是幫助農民工端穩、端好飯碗。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陽波、俞晝、敖敏輝、于珈琳、張仕珍 西安、杭州、廣州、瀋陽連線報道

新就業形態需順勢而為

■■全國兩會代表全國兩會代表、、委員關注就業委員關注就業，，尤其是幫助農民工端穩尤其是幫助農民工端穩、、
端好飯碗端好飯碗。。圖為圖為55月月2020日來自甘肅康縣的農民工日來自甘肅康縣的農民工（（左左））在重在重
慶化龍橋超高層項目填寫體檢表信息慶化龍橋超高層項目填寫體檢表信息。。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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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周文超

全國人大代表、黑龍江北大荒農墾集團董

事長 王守聰：
◆延長產業鏈，通過發展倉儲、加工、運

銷，然後把農民從土地裏轉移到工廠
裏，讓農民在工廠裏就業。還有加強培
訓，把農民培養成技術工人，這樣才能
使就業更加持續，收入增加。

全國人大代表、浙江工商聯副主席、天

能集團董事局主席 張天任：
◆傳統製造業都在機器換人，用工勢必會

逐步減少。我們認為只有通過技術、產
品和市場創新，能夠產生新業態、新產
業、新模式，使這種新產業、新模式產
生出更多的就業崗位，使我們所有的剩
餘勞動力都能根據自己的特長、自己的
需求，在不同的領域找到自己力所能及
去幹的崗位上去幹活。

全國人大代表、三門峽市市長 安偉：
◆就業一頭連着百姓一頭連着發展，保就

業就是保民生、保穩定、保發展，這次
突如其來的疫情形勢使“宅經濟”和
“雲經濟”蓬勃發展，我們大力發展電
商產業，電動出租車、網約車服務、文
案兼職、外賣、配送等新的經濟業態增
加新的就業崗位。

全國人大代表、天津市人力資源和社

會保障局局長 楊光：
◆高校畢業生就業一直是穩就業的重中之

重。我們在支持中小微企業吸納就業上給
予企業一次性吸納就業補貼、最長三年的
社會保障補貼和一年的崗位補貼。同時在
支持畢業生創業上，給予最長三年、最高
五十萬元人民幣的全額貼息擔保貸款，為
同學們提供更充足的就業機會。

來源：央視新聞客戶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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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民工群體一直是全國政協委員張義光最為牽掛的，作
為陝西建工集團這家業務遍及全球27個國家的大型

建築企業的掌門人，張義光坦言自己與農民工打交道比較
多，因而這幾年一直在為他們發聲。

還有大批農民工未返城
數據顯示，2019年，中國農民工總量已達2.9億人，

其中1.7億人外出打工。“如此龐大人群的就業，如何保
障他們的權益，這不僅關係着穩就業、促民生的大目
標，同時也是今年完成脫貧攻堅任務，確保脫貧、防止
返貧的關鍵舉措和基本保證。” 赴京前夕，張義光再次
奔赴陝西南部某機場建設工地上，同農民工深入交流，
傾聽他們的心聲。他告訴香港文匯報記者，作為一名政
協委員和一家建築企業的負責人，掌握農民工就業、薪
酬發放和技能培訓、社會地位等問題的第一手材料，這
是最基本的要求。調研後，他把農民工群體是企業發展
不可或缺重要力量的建議寫入提案。
今年疫情期間，陝西建工集團承接了西安公共衛生中

心建設的緊急任務，2,400名參建員工經過九天九夜的奮
戰，創造了陝西建築業的奇跡。“這裏邊農民工佔到了
2,200人，讓我非常感動，也更堅定了我為他們爭取更多權
益的信心。”春節後，張義光發現受疫情影響，很多農民
工遭遇打工難問題。“今年的疫情把多年來的規律打破
了，雖然很多地方採取了包機、包車、包專列的‘點對
點、一站式’直達服務，但還是有一大批農民工未返
城。”張義光表示，疫情是一面鏡子，折射出農民工用工
荒背後的深層次原因。疫情恐慌只是一個方面，一些政策
機制、管理制度、勞資關係問題也讓他們對崗位望而卻
步。“這些都需要我們用心用情關愛他們，從根本上解決
問題，讓他們有信心把這個飯碗長期端下去。”

邀請農民工參加職代會
經過多次調研，張義光要求陝西建工集團各單位

要全力促進農民工真正融入企業，全面落實實名制管

理，建立和啟用農民工工資專用賬戶，確保工資足額
發放。加大農民工崗位技能培訓力度，特別是安全和
技術培訓，打造成新時代的產業工人。提高農民工的
社會地位，邀請農民工參加集團職代會，參與創先評
優活動，讓他們真正感受到企業的關懷。
政府工作報告提出，今年城鎮新增就業900萬人以

上，城鎮調查失業率6%左右，城鎮登記失業率5.5%左
右。儘管受疫情影響，但陝西建工集團今年在陝西省內的
1,880個項目已全面復工，幫助22萬農民工就業，而隨着
新項目的陸續開工，農民工數量還將繼續增加。
農民工作是現代化建設的一支重要力量，為進一步促進

農民工就業，幫助農民工端穩、端好飯碗，張義光在兩會上
提出，設立全國統一的農民工管理和服務機構，讓農民工這
個龐大群體真真切切感受到國家和社會的關愛，讓他們成為
全社會尊崇和關心的職業。同時，注重農民工綜合素質的提
升，進一步提高培訓質量，拓寬他們參與活動的渠道，賦予
他們更多的話語權。

�� �� 就業牽動着千家萬戶的生活，是最大的民生，位居 “六穩”（穩

就業、穩金融、穩外貿、穩外資、穩投資、穩預期）工作和 “六保”

（保居民就業、保基本民生、保市場主體、保糧食能源安全、保產業鏈供應鏈穩定、保基層運轉）任

務之首。如何切實做到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的優先穩就業保民生，讓每一位勞動者安其職、樂其業，

成為參加全國兩會代表、委員關注的熱點。“加快農民工轉移就業、減免企業稅費、保障高校畢業生

就業……”面對疫情帶來的影響，大家紛紛結合各自的行業和工作，提出一系列高含金量的暖心舉措

和建議，希望通過更具活力的實踐，把百姓的飯碗托得更穩，尤其是幫助農民工端穩、端好飯碗。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陽波、俞晝、敖敏輝、于珈琳、張仕珍 西安、杭州、廣州、瀋陽連線報道

新就業形態需順勢而為

■■全國兩會代表全國兩會代表、、委員關注就業委員關注就業，，尤其是幫助農民工端穩尤其是幫助農民工端穩、、
端好飯碗端好飯碗。。圖為圖為55月月2020日來自甘肅康縣的農民工日來自甘肅康縣的農民工（（左左））在重在重
慶化龍橋超高層項目填寫體檢表信息慶化龍橋超高層項目填寫體檢表信息。。 新華社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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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岑健樂）新冠疫情於
全球大爆發，重創環球經濟與航空業。其中，
國泰航空的營運大受打擊。市場消息指，國泰
正研究不同重組方案，包括考慮是否保留國泰
港龍品牌。路透引述兩名不具名消息人士指，
國泰擬將國泰港龍併入“國泰航空”品牌，但

因為去年的修例風波，相關計劃或受阻於內地
監管機構。國泰回應有關報道時表示，不會評
論任何市場傳聞。

路透引述消息指，由於內地民航局視國泰
與港龍的重組為擴張，故限制國泰在內地20個
航線，只能由國泰港龍營運，目前國泰航班只
可飛往北京及上海，至於國泰港龍則可飛往內
地其他城市。消息指，如果取消港龍品牌，國
泰可能會失去港龍名下飛內地的二十多條航
線。

國泰因為去年的修例風波而被中國民航局

發出“缺失評分（demerit points）”，即被拒
加開航點與擴張機隊。據有關機制，相關懲處
最多可維持1年。

消息指，因應中國民航局的處理，國泰因
而推遲原訂4月22日與港龍機師商議調整合約
的會面，國泰暫定6月10日再舉行會面。國泰
正考慮將國泰港龍機師轉移到國泰航空或香港
快運（HK Express），也可能提出提早退休以
至裁員。此外，消息又指國泰正考慮整合國泰
以至快運的機師合約、簡化市場推廣、節省成
本等方案。

路透：國泰整合品牌計劃或受阻
■■市場傳市場傳
國泰正研國泰正研
究不同重究不同重
組方案組方案。。

滙控傳研重組 狂砍歐美業務
裁員力度加大 利用疫情危機瘦身

滙控原本在今年2月時，曾公布新的大型重
組計劃，包括目標在2022年前削減逾

1,000億美元風險加權資產、展開45億美元削
減開支計劃及裁員等。不過事隔一個月，隨着
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在英國及歐洲大爆發，在英
國及歐洲都有不少業務的滙控被迫叫停裁員及
延遲部分重組大計。

檢討關閉或出售非核心資產
不過《英國金融時報》報道，滙控董事會

正敦促高層重啟更大型重組計劃，包括研究關閉
和出售更多非核心資產，如削減或出售股本回報
率較低的美國業務，當中包括東岸地區的零售銀
行及交易部門；法國零售銀行業務傳亦已邀請潛
在買家入標；至於其他非核心市場業務，包括新
西蘭、菲律賓、馬爾他、百慕達等，這些地區早
前因為缺乏符合監管要求的買家而暫時擱置出
售，亦將重新檢討關閉或出售。

報道引述滙控高層指，該行大規模重整架

構計劃已遲了最少12年，認為銀行現時必須考
慮5年後的狀況，並需要進行根本性的重組，
又形容該行必須流血地繼續前進，並引述英國
前首相邱吉爾名言，指不可浪費一場良好的危
機。據悉，董事會期望制訂相關重整計劃愈快
愈好，不過相信制訂亦需時數月。

滙控今年可謂禍不單行，除了受疫情拖累、
加上新加坡油企申請破產，傳作為最大債主的滙
控上月公布首季業績，期內列賬基準除稅前利潤
按年大跌48%至32.29億美元，並大幅提升列賬
基準預期信貸損失至30億美元，較去年同期高出
24億美元。而在該行預期最壞的情況下，料今年
信貸損失提撥達到最多110 億美元。

自滙控在4月公布，取消派去年末期息及年
內不派息不回購消息後，一度引發香港小股東不
滿，並曾組滙控小股東大聯盟，冀爭取滙控兌現
承諾派發末期息，而滙控經歷停派息風波後，股
價一直表現低迷，大部分時間徘徊在40元以
下。不過，在重啟重組消息傳出後、加上大市回

升，滙控26日收報36.9港元，升3.36%。

前亞太部門主管傳加盟金管局
另外，外電引述知情人透露，滙控前亞太

區機構客戶主管Rami Hayek獲金管局聘任為
高級顧問，將於6月1日履新。據悉，Rami
Hayek上周離開任職6年的滙控，他在職期間主
要負責對沖基金、資產管理和主權業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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滙控早前在英國監管機構要求下，年內不派息不回購及叫停裁員計劃，不

過有外媒報道，滙控正研究重啟重組計劃，並擬加大力度，包括進一步削減成

本、裁減更多員工，以及研究關閉和出售更多非核心資產，如出售整個美國及

部分歐洲業務等。滙控發言人26日 拒絕評論相關報道。
■香港文匯報記者 馬翠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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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小加稱李小加稱，，可考慮在粵港澳大灣區先行試點可考慮在粵港澳大灣區先行試點，，將二將二
級市場互聯互通機制向一級市場推動級市場互聯互通機制向一級市場推動。。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莊程敏) 據《上
海證券報》引述全國政協委員、港交所行
政總裁李小加在兩會期間表示，目前滬深
港三地資本市場已實現二級市場的互聯互
通，可以考慮在粵港澳大灣區先行試點，
將二級市場互聯互通機制向一級市場推
動，即研究論證“新股通”。

港交所發言人在接受《21世紀經濟報
導》記者查詢時表示，李小加在小組發言
時作出了上述建議，目前關於“新股通”
暫無新進展可以披露。港交所首席中國經
濟學家巴曙松日前亦表示，內地上市機制
推出重大改革，實行註冊制，這為兩地未
來推出“新股通”掃除了一大障礙。

中概股回流 大行唱好港交所
近日市場傳出不少在美掛牌的中概

股，或選擇以第二上市方式，登陸香港股
市。市場憧憬可以帶動港交所生意，大行
亦唱好港交所，摩根士丹利(大摩)將目標
價升至310港元，評級維持“增持”。大
摩指出，在美預託證券（ADR）湧入香港
上市，加上大灣區會推出更多支持金融業
發展政策，有助提升港股流動性。在最樂
觀情況下，若所有中概股均選擇來港掛
牌，港交所收入可以增加一倍。

該行又預期，若所有ADR均赴港上
市，能夠將港股日均成交額增加400億
元，多數在美中概股來港可以帶動港股窩
輪、牛熊證成交，及帶動上市費收入。不
過該行亦指出，具有企業版同股不同權的
企業，仍未能來港上市，或會是部分障
礙。

26日收36.9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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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lsey-Seybold is now scheduling VIRTUAL and IN-PERSON appointments!

Alan Chang, M.D., F.A.C.O.G.
Obstetrics and Gynecology
Cantonese and Mandarin
• The Woodlands Clinic
• Kingwood Clinic

Jennifer Lai, M.D.
Pediatrics
Mandarin
• Tanglewood Clinic 

Amy En-Hui Chen, M.D.
Family Medicine
Mandarin
• Meyerland Plaza Clinic

Guiying Hu, M.D.
Hematology/Oncology
Mandarin
• Berthelsen Main Campus
• Spring Medical and 

Diagnostic Center

Frank Hua, M.D.
Internal Medicine
Mandarin
• Spring Medical and 

Diagnostic Center

Yee-Ru (Amy) Chen, D.O.
Family Medicine
Cantonese, Mandarin,  
and Taiwanese
• Downtown at The Shops at  

4 Houston Center

Charlene Crockett, M.D.
Pediatric Ophthalmology
Mandarin
• Berthelsen Main Campus
• Tanglewood Clinic

Wayne Tie, M.D.
Ophthalmology
Mandarin
• Berthelsen Main Campus
• Clear Lake Clinic

Philip L. Ho, M.D.
Urology
Mandarin
• Clear Lake Clinic
• Berthelsen Main Campus
• Spring Medical and 

Diagnostic Center

Joyce Holz, M.D.
Gynecology
Mandarin
• Berthelsen Main Campus

Kuangzoo Huang, M.D.
Family Medicine
Mandarin
• Meyerland Plaza Clinic

Jia Lee, O.D.
Optometry
Mandarin
• Spring Medical and 

Diagnostic Center

Tri Lee, M.D.
Endocrinology
Cantonese
• Berthelsen Main Campus
• Kingwood Clinic
• Meyerland Plaza Clinic

Jeanie Ling, M.D. 
Ophthalmology
Ophthalmic Surgery
Glaucoma Specialist
Mandarin
• Berthelsen Main Campus
• Tanglewood Clinic

John Tam, M.D.
Internal Medicine
Cantonese and Mandarin
• Fort Bend Medical and 

Diagnostic Center

Eileen Wu, M.D.
Orthopedic Surgery
Mandarin
• Spring Medical and  

Diagnostic Center 
• The Woodlands Clinic

Chen Xie, M.D.
Ear, Nose, and Throat
Mandarin
• Berthelsen Main Campus
• Clear Lake Clinic

Beth Yip, M.D., F.A.A.P.
Pediatrics
Cantonese and Mandarin
• Pearland Clinic

Whether you’re new 
to Kelsey-Seybold or 
a current patient, you 
have a choice of where 
you can safely get care. 
Call our 24/7 Contact 
Center at 713-442-0000 
to schedule a same-
day or next-day virtual 
Video Visit or, for non-
respiratory illnesses, an 
in-person appointment 
at a Kelsey-Seybold Clinic 
near you.

We welcome new patients and accept more than 50 health insurance plans, including 
Aetna, Blue Cross Blue Shield, Cigna, KelseyCare, and UnitedHealthcare.

24/7 appointment scheduling: 713-442-0000
kelsey-seybold.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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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法務部今天針
對媒體報導 「送130元洗手液
罷韓涉賄選？法務部：30元不
是絕對標準」 發布新聞稿，重
申查賄只有一個標準，就是嚴
禁賄選，絕無雙重標準或放寬
賄選門檻。

「罷韓」 投票將於下週舉
行，國民黨立委鄭麗文今天在
立法院質詢時指她接獲檢舉，
有人在高雄送抗菌噴霧，還附
上 「同意罷免」 的傳單，這瓶
噴霧的市價超過新台幣30元
，是否構成賄選。

法務部次長蔡碧仲回應表
示，30元以上是法務部歷年查
察賄選標準，但非絕對標準，

「我們不要在這邊做行政指導
。」

法務部晚間發布新聞稿說
明，所謂30元查賄標準，是
緣於民國90年間的一、二審
檢察長會議結論： 「文宣附著
於價值30元以下之單純宣傳
物品，認尚不足以動搖或影響
有投票權人之投票意向」 ，做
為檢察機關查察賄選的參考。

法務部表示，結論所指30
元以下價值物品，是指單純文
宣附著宣傳使用，而尚不足以
動搖或影響有投票權人的投票
意向為意旨，個案上則仍由檢
察官依法認定。

新聞稿指出，是否涉及賄

選，本非僅憑金額多寡，仍應
釐清候選人與選民間有無行、
收賄意思，並應就所給之物品
是否足以改變選民的投票意願
，亦即有無對價等要件綜合判
斷，這也是最高法院歷來一致
的見解。

法務部重申，檢察機關查
賄只有一個標準，就是嚴禁賄
選，法務部及所屬機關除嚴守
行政中立，對於任何以暴力、
金錢介入罷免投票或意圖使罷
免案通過或否決而散布謠言或
傳播不實之事等違法行為，檢
察機關必定嚴正執法，堅定查
察賄選，以維護公正、純潔投
票環境。

法務部：檢察機關堅定查賄絕無雙重標準

（中央社）屏東縣恆春鎮長盧玉棟因選舉過程涉嫌賄選買票
，今天下午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二審判決 「當選無效」 定讞，鎮長
出缺將在3個月內補選。

盧玉棟於民國107年九合一選舉成功連任，但被對手前縣議
員張榮志控告賄選，屏東地檢署調查後，認為盧玉棟的2名樁腳
邱證錩與吳桂林分別以1票新台幣800元及1000元為他買票，
提出當選無效之訴，一審法官判決，認為盧玉棟確有授意2人買

票，判決當選無效，盧玉棟不服上訴。
高等法院高雄分院今天二審判決，駁回盧玉棟的上訴，盧玉

棟恆春鎮長當選無效確定。盧玉棟對媒體發表 「問心無愧」 的看
法；張榮志在聽到判決結果後表示， 「還我一個公道」 。

屏東縣政府選委會表示，將在判決日起3個月內完成補選。
而二審判決還沒出爐前，想要角逐鎮長出缺的人選已蠢蠢欲

動，盧玉棟曾在公開場合提到， 「會有支持人選參選」 。

農民出身的盧玉棟擔任恆春鎮長時評價兩極，曾為了爭取核
三廠提高回饋金，拒絕配合核三廠的演練，為了推銷觀光，名片
印上類似中共五星旗的5顆星星；但也曾為爭取恆春快速道路，
從恆春跑步到南州，任內首創鎮民結婚補助、調高生育補助、敬
老金。

恆春鎮長盧玉棟當選無效定讞 3個月內補選

（中央社）婦聯會不滿遭內政部
廢止立案，向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聲請
停止執行。北高行今天裁定，除了婦
聯會不得再以政治團體名義收受政治
獻金外，原處分在行政爭訟程序終結
前，停止執行。

政黨法於民國106年12月6日制
定公布並施行後，內政部依法通知婦
聯會應在政黨法施行後2年內修正章
程轉換為政黨，但婦聯會未在法定期
限屆前完成轉換程序，內政部108年
12月24日做出處分，通知婦聯會於
文到4個月內完成轉換為政黨，屆期

未辦理者，將依規定廢止立案。
內政部於今年4月27日廢止婦聯

會立案並命進行清算，婦聯會不服，
向台北高等行政法院聲請停止執行。

北高行今天裁定， 「原處分關於
聲請人不得再以政治團體名義依據政
治獻金法第5條收受政治獻金部分外
，於行政爭訟程序終結前，停止執行
；其餘聲請，予以駁回。」 全案可抗
告。

北高行指出，原處分的執行，將
發生難於回復的急迫損害。原處分一
經執行，婦聯會的法人格立即消滅，

清算程序完結後的賸餘財產，則歸屬
於國庫，各該等法律效果及相關效應
，均屬即刻發生且不可逆，也不可能
透過金錢予以補償。

尤其，婦聯會為政治性團體，予
以廢止，其會員透過結社以參與公共
政策形成的可能，將因原處分的執行
而無從實現，於婦聯會會員的結社自
由影響甚鉅。

北高行表示，原處分的法律依據
為政黨法第43條第2項、第3項規定
；要求經人民團體法立案而非屬政黨
的政治團體，必須於政黨法施行後2

年內修正章程轉換為政黨，否則即廢
止立案，顯然不容許有非屬政黨的政
治團體存在；但又未明文提供無意轉
型為政黨的政治團體轉換為其他類型
團體的空間，退場機制嚴重僵化，恐
於人民結社自由過度限制，有失比例
原則而有違憲之虞。

因此，原處分所據法文是否合憲
，既非全無爭議，關於原處分是否違
法應予撤銷的爭訟，其訴即非顯無理
由。

北高行認為，婦聯會是經立案許
可的政治團體，其章程修訂均報請內
政部備查，是婦聯會會員基於結社自
由，依據內部民主機制訂立章程，繼
續從事章程所許行為，難謂無正當性
基礎；而政黨法第45條也未排除非屬

政黨的政治團體，於政黨法施行後繼
續適用人民團體法的可能，內政部據
之對婦聯會的行為續為監督，並無滯
礙難行之處。

北高行指出，原處分如果停止執
行，延宕了立法者所規劃全面積極、
高度管理政黨內部民主機制及財務透
明的時程；但因內政部仍得依人民團
體法就婦聯會的行為予以監督，應可
相當程度緩和此等公益上的不利益，
只要禁止婦聯會收受政治獻金，對公
益應該就沒有重大影響。

本案合議庭成員，包括審判長法
官許瑞助、法官程怡怡、法官楊得君
。

婦聯會遭廢止立案 北高行裁定部分停止執行

酒後安全返家新選擇酒後安全返家新選擇 找代駕去找代駕去
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行政院消費者保護處2727日在行政院舉辦日在行政院舉辦 「「酒後安全返家新選擇—找代駕去酒後安全返家新選擇—找代駕去」」 記者會記者會，，將針將針

對酒後代駕研擬草案對酒後代駕研擬草案，，盼保障消費者生命安全盼保障消費者生命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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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①：在贵州省毕节市大方县猫场
镇箐口村箐口小学幼儿园，孩子们开心
地笑着。 罗大富摄（人民图片）

图②：江苏省淮安市淮海社区卫生
服务中心医生为社区居民免费检查身体。

赵启瑞摄（人民图片）
图③：安徽省淮北市濉溪县双堆集

镇吴井村贫困户吴书杰夫妇正在大棚内
为早熟葡萄进行疏果管理。

万善朝摄 （人民图片）
图④：云南省西畴县西洒镇瓦窑幸福新

村全貌。 吕德仁摄

两会特刊

①①

②②

③③

全面小康 千年梦想定能实现
本报记者 申孟哲 严 瑜 李亚楠 李昌禹

“2020年是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我们将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习近平
主席在2020年新年贺词中如是说。

什么是小康？从汉代《礼记·礼运》以来，丰衣
足食的“小康”就是中国人对理想社会的描绘，是
中国老百姓孜孜以求的“千年梦想”。

突发的新冠肺炎疫情，给 2020 这个“决战决
胜”年份增添了许多压力。中国是否能如期全面建
成 小 康 社 会 ？ 中 国 又 将 如 何 继 续 发 力 民 生 事
业，实现经济社会的平衡发展？我们采访了几
位参加今年全国两会的代表委员，请他们畅抒己
见。

底气十足 圆梦全面小康

就业是民生之本。受疫情影响，就业承压最重。
全国政协委员、民建中央常委赖明勇告诉本报记者，疫情使

低收入群体工资性收入受到较大影响；外贸需求减少、农产品滞
销，进一步加剧了低收入群体的增收困难。

“我们看到，各级党委政府出台了细致的政策措施，帮扶困难
企业，做好大规模人员外出务工的组织服务，提升困难群众劳务
收入水平；另一方面迅速恢复春耕备耕等重要生产物资调入和农
产品调出的物流通道，提升困难群众经营性收入水平。精准摸
排、精准识别、精准帮扶，这些措施让人感到很温暖。”赖明勇
说。

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厅长卢天锡告诉记
者，通过组织网络就业培训、贫困劳动力就业情况大数据监测、

“点对点”包车等方式，江西全省已经运送农民工9.34万人外出复
工；同时引导就地就近就业，用“以工代赈”的方式，优先选聘
受疫情影响的贫困家庭劳动力参与扶贫项目建设。

全国人大代表、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政府州长
龙晓华介绍，为了对冲疫情对旅游业和实体经济的影响，当地跟
踪帮助转移就业人员返岗，把旅游“空档期”变成“提档升级
期”，提升旅游品质，同时对实体经济进行减免和帮扶，成效明
显。

全国人大代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一师13团11连职工尤良
英说，当地农产品虽然因为疫情变得“不好卖”了，但职工正努
力通过网络“直播带货”等新形式，打开农产品销路。

“在抗击疫情过程中，大家看到了祖国的强大，看到了党和政
府对人民的关心，也看到了团结一心向前走的力量，今年我们一
定会如期实现全面小康！”尤良英说。

化危为机 激发内生动力

疫情给中国完成既定目标任务带来挑战，但越是面对困难挑

战，越要用全面、辩证、长远的眼光看待发展，从眼前的危机中
抢抓和创造机遇。

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全国人大代表、君乐宝乳业
集 团 董 事 长 兼 总 裁 魏 立 华 说， 尽 管 有 许 多 困 难，但中国经
济正处于从高速发展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可通过制度性、结
构性、市场性改革，推动经济发展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
力变革。

“以奶业为例，产业链上游是数百万养殖农户，中游是加工、
销售的百万劳动大军，下游连接亿万消费者家庭，产业扶贫、精
准扶贫空间非常大。”魏立华说，这些年君乐宝在河北三县采取产
业扶贫、项目扶贫的方式，直接带动了 5000 余户贫困户增收脱
贫，增加近4000个就业岗位。

全国政协委员、新希望集团董事长刘永好今年带来了关系到
“民以食为天”的提案。他告诉记者，受非洲猪瘟影响，2019年，
全国生猪存栏同比下跌27.5%，今年叠加新冠疫情，使生猪供给可
能较长时间处于偏紧状态。要提振这一民生产业，必须实施综合
性的提振复产措施，加大金融支持力度，同时加强跨区域协调，
并鼓励企业发挥市场主体作用，加大技术创新和人才培养。

卢天锡介绍，现在受疫情影响，大部分农村扶贫项目推迟开
工、延期复工，而距离完成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只剩下半年多，时
间紧，任务重。为确保按期完成目标任务，下一步政府部门应尽
可能简化扶贫项目审批手续，专门开辟审批绿色通道，简化评
审、采购等程序。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税务学会副会长张连起告诉记者，可以预
见，未来一段时期国际经贸交往活跃度将比较低迷，必须激活国内市
场潜力、畅通内部良性循环、强化居民消费引擎；另一方面，对产业
链供应链进行修复稳定、优化升级，防止短期冲击演变成趋势性变
化，牢牢守住经济发展的底线。

面向未来 关注发展质量

在访谈中，多位代表委员都表示，全面小康社会今年一定能
如期建成，从现在起，更要着眼未来，用更全面、更高质量的发
展，带动经济社会持续协调前行。

“三农是基本盘，民营企业是毛细血管，他们与实现全面小康、
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相关，同时又相对是发展短板，抗风险能力更弱，
更容易受到影响。建议优先支持贫困劳动力务工就业，加强对农民
持续增收的政策扶持；同时，小微企业、民营企业融资难融资贵的问
题依然存在，仍需更加细化、更有针对性的政策支持。”魏立华说。

全国人大代表、传化集团董事长徐冠巨表示，从经济高质量
发展的角度看，较之主要发达国家，中国生产性服务业总体发展
还比较滞后。在今年以新基建为代表的产业发展蓝图中，应当更
加重视智能物流等新型基础设施，推动货物流通更加顺畅、生产
服务更加高效。

张连起对记者表示，调控“组合拳”必须更有针对性，财政
政策、货币政策、就业政策要协同发力。同时，地方政府应主动
作为，一手加大投资补短板力度、支持制造业改造升级，一手从
战略谋划布局的高度创造机遇，如推进都市圈、数字城市建设以

及网络型城市群结构拓展，加快旧城更新和老旧小区改造等，重
塑产业链供应链，全面加大科技创新和进口替代力度，打通产学
研创新链、价值链。

全国人大代表、安徽省农科院副院长赵皖平认为，如期建成
全面小康社会后，千万不能有万事大吉、刀枪入库的想法，重点
要关注“后扶贫时代”，关注摘帽贫困地区的成效巩固问题，将其
与乡村振兴战略有效衔接。

“今年中国将历史性地消除绝对贫困，但相对贫困现象可能仍
将长期存在，有针对性的扶贫减贫仍将是一项长期工作。我在今
年的提案中建议，可以制订新的贫困人口精准识别体系，增加
精准措施，搭建新的应急救济、长效帮扶社会管理体系。”刘永
好说。

④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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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視 報紙 黃頁 網站

請添加二維碼

疫情期間不打烊／為您服務

請您每天

看美南新聞網站，    

美南新聞電視，

美南新聞日報

（全美華人協會供稿）新
冠病毒造成的疫情還在肆掠蔓
延，各方都需要醫療物資。其
中，逆行保衛市民衛生和公共
安全的醫護人員以及警察，處
於抗疫和保護市民的第一線，
尤其需要抗疫物資的保護。為
此，位於休斯頓的全美華人協
會 協 助 大 中 華 超 市 （The
Great Wall Supermarket） ，
在休斯頓警察局副局長兼總數
據長Diana Poor博士的精心安
排下，於2020年 5月 22日下
午，在警局的Ranchester分局
，由沙警Brett Hatton和六位
分局的警員代表警察局，接受
了大中華超市捐贈的6,000只
口罩。大中華超市蔡店長、全
美華人協會會長喬鳳祥、理事
會黃琛、王福生等一起到現場
協助捐贈。

休斯頓全美華人協會協助大中華超市捐贈警局口罩

在全美華人協會協助下在全美華人協會協助下，，大中華超市向休斯頓警察局捐贈了八箱大中華超市向休斯頓警察局捐贈了八箱66,,000000只口罩只口罩

RanchesterRanchester分局的分局的ChauChau警官警官（（左二左二））代表休斯頓警察局代表休斯頓警察局，，和全美華人協會會長和全美華人協會會長
喬鳳祥喬鳳祥（（左一左一）、）、理事黃琛理事黃琛（（右一右一））等一道等一道，，共同感謝大中華超市蔡店長共同感謝大中華超市蔡店長（（右右
二二））的慷慨捐贈的慷慨捐贈

慈濟德州分會準備了相當數量的口罩要
提供給需要的休士頓地區民眾。歡迎有需要
的民眾親自到場領取，為了保護民眾的健康
，來領取口罩時，不需下車。數量有限發完
為止。

日期：2020年5月30日（星期六）

時 間 ： 上 午 九 時 至 十 一 時 (09:
00AM-11:00AM)

地點：慈濟德州分會靜思堂停車場
6200 Corporate Dr. Houston, TX 77036 (大
門早上九點才會開，請在入口前排隊)

配戴口罩及保持社交距離
有助於保護您減少新冠狀病毒感染【本報訊/鄧潤京】5月23日，本

地區三個有關協會召開座談會。就
5.20台灣蔡英文就職演說，談各自的
看法。最後決定對外發表《聯合聲明
》，表明自己的立場。

中國全國人大三次會議隆重開幕
的消息在5月22日傳到休斯敦。大會
提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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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全國人民包括香港同胞以及海外華人華僑的堅決擁護。在座談會上，得州中國和平統
一促進會、休斯敦中國和平統一促進會、美中友好促進會等單位對此《決定》表示堅決支持。大家體認到從國家層面建立健全香港特
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正當其時，是堵塞香港國家安全法律漏洞的必要之舉。是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的
治本之策。今天的《決定》必將產生深遠影響。

自去年香港發生“修例風波”以來，出現了曠日持久的社會政治動盪和不斷升級的街頭暴力。 “港獨”組織和激進暴力分子活動
猖獗，打砸搶燒無所不用其極。外部勢力公開插手香港事務，嚴重挑戰“一國兩制”原則底線，昔日的東方明珠變成了暴恐分子的天
堂，嚴重影響了香港的繁榮穩定和人民生活。

而全國人大三次會議提出的《決定》使“港獨” 激進暴力分子無所遁形。接下來，“台獨”分子的日子也不會好過。當“台獨”
的一條路走到黑，前方出現的將是中國統一的曙光。

本地區和統會發表聯合聲明


	0528THU_A1_Print
	0528THU_A2_Print
	0528THU_A3_Print
	0528THU_A4_Print
	0528THU_A5_Print
	0528THU_A6_Print
	0528THU_A7_Print
	0528THU_A8_Pri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