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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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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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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明尼蘇達州明尼亞
波利斯市，因非裔男子遭白人警執法過當
死亡而掀起的怒火延燒。遭警方跪頸致死
，引爆動亂的前警員沙文（Derek Chauvin
），今（30 日）被警方拘捕，控以三級謀
殺罪及過失殺人罪。美國種族動亂情勢緊
張之際，美國總統川普火上加油，推特發
文揚言 「何時開始劫掠，槍擊就展開」。
外界原本預期他會在今天的記者會上說明

，結果10分鐘記者會中，他隻字未提。
明尼蘇達州公共安全部專員表示，沙

文是因為弗洛伊德死亡案被捕。任職警察
19 年的沙文，日前被拍到將被指懷疑企圖
使用偽鈔的弗洛伊德強壓在地上，並以膝
蓋壓住他的頸部長達9分鐘，期間沒有理會
對方呼救表示無法呼吸。弗洛伊德事後不
省人事，送醫後死亡，事後沙文和另外3名
警員被革職。

這起事件已經引發數千民眾連續3天抗
爭，示威群眾攻陷涉事警局並縱火，歹徒
趁亂打劫商家，場面猶如戰區。明尼蘇達
州宣布進入緊急狀態，國民兵進駐。情勢
緊繃紛亂之際，總統川普挑釁發文，稱鬧
事者暴徒（Thugs），還揚言 「何時開始劫
掠，槍擊就展開」，武力鎮壓意味濃厚。

種族暴動延燒種族暴動延燒 前警員被控謀殺前警員被控謀殺

（（路透社路透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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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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喬治佛洛伊德被明尼阿波羅市警察虐
待致死案， 在全國各地之抗議遊行集會中
已經造成傷亡及搶劫商店之不幸場面，川
普總統今天指責市長弗萊爾是左翼無能，
希望他們立即控制好市區治安，否則將派
國防民兵來執行任務。

包括德州休斯敦在內的許多大城市，
今天也將參與抗議示威活動，這場國內風
暴可能無法阻擋，遺憾的是，政客們由於
自己的私心，對此暴力事件還在火上加油
。

長久以來，在美國社會存在的種族歧
視問題已經是不爭之事實，執法者對非裔
及少數族裔帶著有色眼光，判定他們是犯
罪嫌疑人，加上社會上槍枝泛濫， 警察們

往往以暴力方式對待嫌犯，多年來，已經
發生過無數次不幸事件。

新冠疫情在全國各地之情勢仍不樂觀
，經濟下滑造成社會不安，佛洛伊德只因
為二十元假鈔購物而導致全國治安事件，
實屬不幸。

推特和總統也因內容是否屬實問題摃
上臺面，川普認定自由派之媒體基本上是
反美國和反民主的，他頒佈行政命令要國
會廢除壹九九六年保障新媒體自由的第
230法案。

今天的美利堅共和國正走在時代的十
字路口，以民主、民權及言論自由為立國
基礎之國家，目前面臨的困境哪壹項不是
和以上立國精神有關？

美國新冠疫情日記美國新冠疫情日記55//2929//20202020

Because of the police brutality in the George
Floyd case, a lot of national unrest has erupted.
In many major U.S. cities, many peaceful
demonstrations have turned into violence.
President Trump tweeted today and said that,
“I can’t stand back and watch this happen to
a great American city like Minneapolis. A total
lack of leadership. Either the very weak radical
left Mayor Jacob Frey gets his act together and
brings the city under control, or I will send in the
National Guard and get the job done right.”

Houston, Texas, the city George Floyd was born
in, will host a big rally to protest police brutality.
We very much regret this event that has already
created political turmoil.

In the past several decades, racial
discrimination has been one of the most serious
issues in America. In our communities, law
enforcement has always viewed
African-American and minorities as a major
source of crime and have used excessive force
on these people. Now, in Floyd’s case, the use
of force has become a national tragedy.

President Trump has just signed an executive
order and asked Congress to revoke the Section
230 part of a1996 law that laid out rules for

online media. He said today we are facing the
gravest danger to our right of freedom of speech
in American history.

Today,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has really
come to a crossroad. This great nation was
founded on democracy, liberty and freedom of
speech. With all the things happening today in
our society, will our national spirit be broken and
changed?

Coronavirus DiaryCoronavirus Diary
Social Order And Freedom Of PressSocial Order And Freedom Of Press

社會秩序和新聞自由社會秩序和新聞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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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日本雖然剛於25日宣布解除東京、千葉、神
奈川、埼玉縣及北海道的 「緊急事態宣言」，讓全國歷經一個半
月的緊急事態得以解除，不過僅過3日後，東京都又傳出有醫院
爆發群聚感染，大約有21人受到感染，讓外界擔憂受控的疫情
可能會再次爆發。

日本放送協會（NHK）報導，東京都 「小金井市」的武藏

野中央醫院1名職員先於21日確診後，再傳2名護士遭傳染，而
在院方擴大檢測後，發現18名病患確診，當前至少有21人確診
，為解除緊急事態後，東京首次出現的群聚傳染。

另外NHK報導也指出，北九州28日確認新增21人感染新冠
病毒，其中包括中學生與小學生，這也是該市連續6天的總感染
數增為43人，其中市內兩家醫院出現群聚感染。另外，該市小

倉北區北九州市綜合醫院也傳出共有2人確診，該醫院在28天內
的感染數為5人。北九州市表示，這兩家醫院已出現群聚感染。

此外，東京都知事小池百合子28日受訪時說，雖然中央政
府已解除 「緊急事態宣言」，但正採取防範 「第2波感染」的防
疫對策；對於新的群聚感染案，她表示雖然醫院可能發生群聚感
染，但因為屬於封閉空間，應該能控制住。

難纏！解除 「緊急狀態」 才3天 東京又爆群聚感染

美軍連夜更換薩德飛彈 南韓事前通報北京

（綜合報導）隨著新冠病毒疫情暴風圈逐漸從歐美
轉移至拉美地區，巴西疫情日益惡化，不僅確診數高達
43萬為全球第2，死亡人數也攀升至2.6萬，為全球第5
。美華盛頓大學分析表示，若抗疫措施未改善，巴西至8
月死亡人數恐超過12.5萬人，而同時美死亡人數估計升
至13萬，不僅屆時死亡人數將直逼美國，且單日死亡數
也超越了美國，媒體甚至捕捉到當地已在挖大量新墳。

據路透社與《商業內幕》（Business insider）報導，
同樣由白宮採用的華盛頓大學健康指標與評估研究所
（IHME）研究報告指出，如果巴西未改變任何防疫措施
，至8月4日時，因新冠肺炎的死亡人數將升至125,833
人，而死亡人數剛突破 10 萬人的美國，屆時將升至

131967人，代表在單日死亡人數上，巴西將超越美國。
IHME所長莫瑞（Christopher Murray）表示，巴西必

需要遵守如先前大陸武漢、義大利、西班牙以及美國紐
約等地的強力防疫命令與措施，好讓正在加速擴散的新
冠病毒得以控制，並減低傳播，且除非巴西實施封城，
否則單日死亡率會持續攀升，且醫療物資也會面臨短缺
。不過據路透社指出，巴西總統波索納洛（Jair Bolsonaro
）已拒絕了封城措施。

即使疫情惡化，巴西多州仍決定放寬管制措施，如
28日才剛新增6千多新病例的聖保羅州，宣布從6月1日
開始實施15天的逐步放寬隔離措施 「理性恢復計畫」。

驚悚！巴西疫情惡化恐超美
遍地新墳 「千人塚」 曝光

（綜合報導）朝鮮半島局勢及中美關係緊
張之際，駐韓美昨天連夜更換薩德飛彈防禦系
統的過期攔截飛彈，期間遇上附近居民抗議。
南韓國防部強調，新舊飛彈型號及數量不變，
而韓方事前已通報北京政府。

美軍自2017年起在南韓慶尚北道星州郡部
署薩德系統，此次搬運的設備包括發電機、電
子裝備及攔截飛彈，但不包括飛彈發射器。由
於當地居民強烈反對部署，多次阻止車隊駛入

基地，並與警員爆發激烈衝突，因此美軍被迫
以空運方式搬運。不過，由於今次搬運的裝備
太重，無法空運到基地，只好改以車隊從陸路
運輸。

搬運行動周四晚上10時開始，以減少與反
對的居民衝突，至周五早上6 時結束；期間50
多名居民及反對團體成員阻礙車隊前進，與
3700名防暴警員爆發衝突，5人受傷送院。南韓
國防部指事前曾諮詢當地居民，但未能取得同

意。
由於美國

計劃升級部署海內外的薩德系統，這次搬運行
動受到關注。南韓國防部否認兩者有關，強調
駐韓美軍的薩德攔截飛彈及發射器數量均不變
，而飛彈更換後的型號與現時所用一樣，但拒
絕透露更換多少枚飛彈。美國以應對北韓彈道
飛彈威脅為由，並無視中國反對，在南韓部署
薩德系統，總共有6個發射器。

此外，美軍薩德系統屬於臨時部署，正在
等寺對環境影響的評估研究報告出爐，南韓國
防部否認今次是準備讓薩德系統正式部署。韓
方官員同時透露，事前已向中方通報情況並徵
求諒解，韓媒則指中方沒有負面反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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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最高法院及德州最高法院執照前休斯頓警察工會法律顧問
强大資深德州律師團隊……聯邦苐五巡廻上訴法院執照
美國最高法院及德州最高法院執照前休斯頓警察工會法律顧問
强大資深德州律師團隊……聯邦苐五巡廻上訴法院執照

理查德律師事務所 RICHARD H. COBB 
ATTORNEYS AT LAW

Office address: 1035 Daily Ashford Rd Suite 315, Houston TX 77079

資深華人法律業務經理洛先生 直線電話：
精通國 粵 英 台山語    歡迎來電洽詢

刑事： 保釋 酒駕及一切刑事案件
商業： 國際貿易  跨國追索  生意買賣  商業訴訟  地產買賣 
家庭： 離婚 監護 子女撫養費
意外： 車禍 意外傷害 醫生誤診（不成功 不收費）

服務德州46年服務德州46年

281-889-1886(中文)
281-617-0921(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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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巴西衛生部27日晚公布的最新數據

，巴西新冠確診病例已經突破41萬例，居全球

第二，僅次於美國。此外，巴西近來新冠死亡

病例數居高不下，特別是最近兩日連續超過

1000例。專家認為，缺乏協調、醫療資源不足

是導致巴西成為全球新冠疫情新“震中”的兩

大主因。

缺乏協調導致抗疫不力

巴西2月底確診首例新冠病例後，並未像稍

晚出現首例病例的阿根廷、烏拉圭等周邊國家

那樣從壹開始就采取強硬的防控措施，而是在

相當壹段時間內以確診病例均為境外輸入為由

，未及時對病患進行跟蹤、排查，錯失了控制

疫情最佳時間窗口。

直至3月中旬，巴西兩大城市聖保羅和裏約

熱內盧均出現社區傳播，多名訪美歸來的官員

被確診，各級政府才開始重視起來，但仍在

“保健康”還是“保經濟”之間猶豫不決。聯

邦政府盡管在3月20日宣布國家進入公共災難

狀態，但是直到3月30日才完全關閉邊境，4月

初才開始呼籲民眾戴口罩出行。

巴西當局缺乏協調壹致的抗疫安排。因為

與總統博索納羅分歧嚴重，巴西前司法和公共

安全部長塞爾吉奧· 莫羅以及先後兩任衛生部長

路易斯· 曼代塔和內爾松· 泰奇離職。博索納羅

與地方政府在抗疫問題上也有不少分歧，這也

給抗疫工作增加了困難。

疫情發生後，巴西各地暫停了除超市、藥

店等必要行業以外大多數商鋪的營業，政府呼

籲民眾自覺采取社會隔離措施，但各地隔離率

始終不高。出於保經濟的考慮，部分州、市在

確診病例數沒有顯著下降的情況下就匆忙解封

，結果很快導致感染人數再度上升，不得不再

次禁止商鋪開門。此外，長途交通繼續運行、

檢測試劑數量不足，以及民眾缺乏戴口罩的習

慣，使得疫情出現向偏遠地區蔓延的趨勢。

巴西資本市場學院教授裏卡多· 凱希奧洛認

為，在抗疫方面，巴西目前局面混亂，總統和

各州長處於完全對立的立場。各地各自為政，

缺乏統壹協調，這成為疫情快速發展的重要原

因。

醫療資源不足導致死亡率高

相比於拉美地區其他國家，巴西的醫療衛

生體系相對健全。巴西實行公費醫療，國民均

能得到公立醫療機構的免費治療。但今年以來

，除了新冠疫情，登革熱和流感等也同時暴發

，對巴西醫療體系造成前所未有的沖擊。

在新冠病人的診療中，呼吸機是重要的醫

療設備。但據巴西媒體報道，截至今年1月底，

巴西僅有約6萬臺呼吸機，主要集中在大城市，

許多地方醫院根本沒有配備呼吸機。盡管巴西

緊急采購大批呼吸機，但眾多設備沒法及時到

貨。裏約熱內盧州計劃設立6家方艙醫院，但是

僅1家開始接收病人，其他5家由於醫療設備遲

遲沒到位，無法按原計劃投入使用。

疫情暴發後，由於接診能力不足，許多輕

癥患者被要求回家自我救治，這在壹定程度上

又導致了疫情的擴散。巴西口罩生產能力不夠

，政府號召民眾自制口罩，但布口罩防護效果

有限，目前已有民眾佩戴布口罩但仍被傳染的

情況發生。

隨著疫情的發展，巴西公立醫療體系面臨

巨大壓力。巴西主流媒體《聖保羅州報》近日

所做調查顯示，在疫情較為嚴重的多個州，公

立醫療體系早已不堪重負。尤其是重災區聖保

羅州，隨著疫情發展，該州重癥病床占用率達

到了91%，已經有13家醫院因為滿員而無法接

收新病人。聖保羅州、裏約熱內盧州等地都出

現了確診患者病死家中的事件。

巴西傳染病專家表示，從目前的情況來看

，巴西疫情仍處在爬坡階段。由於檢測能力和

範圍非常有限，疫情的真實狀況無法得到體現

。而且由於巴西目前將進入冬季，天氣轉涼，

會加快呼吸道疾病的傳播，再加上疫情有向貧

困社區蔓延的趨勢，不少專家擔心巴西疫情出

現失控局面。

巴西何以成為疫情新“震中”

據歐聯網援引歐聯通訊社報道，近日，意大

利病毒學協會主席、布雷西亞醫院微生物科負責

人阿納爾多· 卡魯索(Arnaldo Caruso)從新冠病毒中

成功分離出壹種Sars-CoV-2變體，並觀察到該病

毒的強度正在變弱。卡魯索表示，目前新確診的

感染者壹般病毒感染程度較輕，即便是病毒載量

很高的感染者，大多也為無癥狀患者。

曾經壹度成為全球新冠肺炎疫情最嚴重的國

家的意大利終於迎來了壹些生活的喧囂，當地時間

5月12日，意大利羅馬，人們從露臺上眺望景色，

拍攝聖彼得大教堂雄偉的穹頂。 據報道，卡魯索

指出，過去幾個月分離出來的病毒，通常能夠在2

至3天內攻擊所有細胞，而最近分離出來的病毒，

需要至少6天的時間才能攻擊所有細胞。

卡魯索說，這些減弱程度高的病毒變體，很

有可能會成為新冠病毒的未來趨勢，而且感染者

的癥狀非常輕，幾乎沒有明顯癥狀，病毒的毒性

和病毒載量會變得非常小。

卡魯索強調，目前不清楚這種變體是否已經

在流行，流行的程度如何，也不知道它是否在遺

傳基因上與其它變體存在差異。但他可以確切地

說，目前新冠病毒的毒性已出現減弱趨勢。

卡魯索認為，所有呼吸道病毒都有季節性感

染的特點。隨著春末夏初的來臨，新冠病毒或趨

於消失，但具體原因尚不清楚。

卡魯索表示，他對夏季疫情情況持樂觀態度

。當盛夏來臨時，或許新冠病毒可能會消失。不

過，這只是猜測，人們絕不能因此而放松警惕，

要繼續佩戴口罩，保持社交安全距離，並嘗試逐

步恢復正常的生活方式。

意科學家：新冠病毒正在減弱
新感染者幾乎無癥狀

據歐聯網援引歐聯通訊社報道，當地時間5

月27日下午，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正式向歐

洲議會提交了壹項總值達7500億歐元的復蘇計劃

，以應對新冠疫情所帶來的重大危機，此項計劃

需要獲得歐盟27個成員國壹致通過。有官員透露

，意大利成為此次計劃中最大受惠國。

當地時間5月26日，遊客在意大利龐貝古城

遺址內參觀遊覽。繼不勒斯附近的帕埃斯圖姆遺

址率先開放後，意大利逐步“解封”歷史遺跡

。 據報道，歐盟經濟專員保羅· 真蒂洛尼

(Paolo Gentiloni)透露，在7500億歐元的復蘇基金

中意大利為最大受益國，分配資金份額為1727億

歐元，其中818.07億歐元為無償援助款，909.38

億歐元為貸款；其次是西班牙資金份額為1404億

歐元，援助款為773億歐元，貸款為631億歐元；

法國援助款為380億歐元。

意大利總理孔特對歐盟委員會提出的復蘇計

劃表示贊賞並指出，復蘇計劃將是意大利未來發

展的重大機遇，我們要把目光轉向未來，用行動

彌補20多年來，意大利與歐洲其他國家經濟發展

所形成的落差。

孔特表示，

意大利必須充分

有效用好復蘇基

金，明確戰略發

展計劃，努力推

進國家現代化、

鼓勵創新、公共

及私人投資、學

習及科研投資、

司法改革、稅制

改革等方面。政

府還將集中優勢

資源，加大對大

學及創新領域的

投資，特別是數

字技術、生態轉

型、個體化醫學等方面投入，推動可持續發

展。

報道指出，歐盟委員會在提出此項復蘇計劃

前，奧地利、荷蘭、丹麥和瑞典已對議案提出質

疑。上述四國明確表示反對救助金，應以低利率

貸款的方式進行援助。

布魯塞爾方面表示，歐盟預計在6月 18日

舉行成員國領袖峰會，但考慮到該項計劃涉及

內容十分復雜，不排除會在7月舉行第二次峰

會。

歐盟提出7500億歐元復蘇計劃
意大利成最大受惠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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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總統川普今(30)日凌晨
舉行記者會，除了宣布反制港版國安法的制裁
措施外，又再次砲轟中國大陸隱瞞新冠肺炎疫
情，導致數十萬人死亡。川普同時宣布，美國
會終止與世界衛生組織(WHO)的關係。

川普宣布終止美國與WHO關係

美國總統川普今(30)日凌晨舉行記者會，
10分鐘記者會的議題內容完全鎖定中國大陸、
香港、世界衛生組織等議題。除了宣布將撤銷
香港特殊貿易待遇，並制裁大陸官員。

針對新冠肺炎議題，川普在記者會上再以
「武漢病毒」稱呼新冠肺炎病毒。他指控大陸

全面控制(WHO)，導致(WHO)不能適當地應
對疫情。他指責大陸官員忽視向(WHO)報告疫
情的義務，並向(WHO)施壓，在疫情爆發之初
誤導世界。

川普表示，美國以往每年向(WHO)資助
4.5億美元，大陸只資助4千萬美元，美國一直

是(WHO)最大的資助來源。在終止與世界衛生
組織(WHO)的關係後，川普表示，美國今後會
將款項重新導向到其他有急切公共衞生需要的
地方，但沒有作出明確說明。

（綜合報導）美國總統川普28日簽署一項針對社交媒體的
行政命令，限制他們審查內容的權力。川普要求監管機構制定
新規，以確保言論自由。然而川普當天在推特發文，揚言開槍
制止抗議暴徒，推特仍在其推文標示違反 「讚頌暴力」規定，
予以隱藏。

川普簽令前，形容美國的言論自由正面臨史上最重大危機
，他說，部分社交媒體壟斷者控制資訊，可以審查、修改和隱
藏某些言論，這一權力未受制約，他要捍衛美國的言論自由。

按美國《通信規範法》第230條，包括推特、臉書等社交

媒體公司不會因用戶發布的貼文、圖片和影片而被究責，保護
它們不會被告。川普26日發布2則有關通訊投票會造成大選舞
弊的貼文，被推特官方加註 「事實查核」的警示標籤，惹惱川
普。他大罵推特干預大選，扼殺言論自由，恫嚇要嚴格監管社
交媒體，甚至關掉它們。

川普28日表示，事實查核是推特的 「編輯決定，相當於政
治行為，因此應讓社交媒體公司為其平台上發布的內容承擔責
任。被問到為何不關閉自己的推特帳號時，川普回答： 「如果
這個國家有一個公正的媒體，我會毫不猶豫地這麼做。」

川普宣稱，他在不同社交媒體平台上有1.86億人關注，若
被錯誤報導，就可以用它們來反駁 「假新聞」。

白宮發言人當天也指控推特審查美國總統的言論，卻放任
中國官方散播假訊息。推特在時隔2個月後，才正式將中國外
交部發言人趙立堅今年3月指控新冠病毒來自美軍的爭議推文
加註類似的警示標籤。

趙立堅29日反擊說，美國一些政客整天散布謠言和虛假信
息，新華社已整理了至少24個謊言與真相，推特方面是不是應
該對這些美國政客發表的言論全部進行核查？

川普簽行政命令 嚴控社交媒體

（綜合報導）明尼蘇達州4名警察因佛洛伊德之死而遭解
職，警方證實，在掀起全美怒火的影片中，以膝蓋頂住佛洛伊
德的頸子，導致他身亡的白人警察蕭芬（Derek Chauvin），從
警近20年有18件遭投訴紀錄，以及使用武力過當的黑歷史。

而同在影片露臉的另名警察杜滔（Tou Thao），共遭6次
投訴，也被控執勤時過度使用武力，最後庭外和解賠錢了事。

明州警方並未詳述蕭芬遭投訴的是哪些風紀問題，也未提

供蕭芬上周遭開除的其他細節。警方僅表示，其中2樁投訴最
後 「以處罰結案」，且2案均發布譴責信。

現年44歲的蕭芬在明尼亞波利斯警局服務19年，過去辦
案針對3案開槍，2006年開火擊斃嫌犯，2008年他處理家暴案
時，因嫌犯搶某位警員的配槍，蕭芬朝他肚子開槍，並把對方
海扁一番。2011年，他在嫌犯高舉雙手丟掉武器的情況下，依
然扣下扳機打傷對方。該市的監警組織紀錄顯示，蕭芬執勤時

多次使用貶低他人的用語。這名惡警25日逮捕佛洛伊德後，以
膝蓋頂住他頸子，佛洛伊德一邊掙扎一邊喊著， 「大人，我無
法呼吸了。」過程全遭路人拍下。佛洛伊德失去意識送醫後不
治。

目睹一切但未出手阻止的杜滔，遭投訴紀錄為6件，其中1
件仍在調查中，結案的5件均全身而退。

白人警黑歷史曝光 遭投訴18次

（綜合報導）美國總統川普一度公開表示自己正在服用未
經證明對抗新冠病毒有效、且有風險的羥氯奎寧，引發喧然大
波，認為他為了推廣自己先前聲稱的神藥，不惜親自當 「神農
氏」；而飽受批評後，川普也自行宣稱停用。不過，白宮指出
，川普服用奎寧 「感覺太棒了」，如果有必要還會繼續服用。

川普18日在白宮自曝天天服用抗瘧疾藥物羥氯奎寧（hy-
droxychloroquine），以預防感染新冠肺炎，奎寧類藥物至今尚
未被美國疾病管制暨預防中心（CDC）列為新冠肺炎指定治療

藥物，且也有臨床實驗顯示，讓新冠患者服用高劑量奎寧容易
出現心律不整等致命心臟疾病問題，美國抗疫首席專家佛奇
（Anthony Faucil）也表示27日也在CNN上表示， 「這種藥物
並非有效的療法」。

此外，不僅醫學期刊 「刺胳針」（The Lancet）指出，不
論是羥氯奎寧或氯奎寧（Chloroquine），都對治療新冠肺炎沒
有幫助，甚至增加死亡風險，世界衛生組織（WHO）也停止
將奎寧作為治療藥物的臨床試驗。

不過，據美媒《國會山莊》報報導，白宮發言人麥克納尼
（Kayleigh McEnany）28日在記者會上表示，川普在服用羥氯
奎寧後， 「感覺棒極了」，服藥之後完全沒問題。川普並向她
表示，如果他認為可能感染新冠病毒，將會繼續服藥。

麥克納尼也表示，但很重要的是美國人民在服用奎寧前，
仍需與醫生諮詢，並強調此藥早已列為 「適應症外運用」，早
已用來治療其他疾病，媒體對於奎寧安全的報導是 「過度誇張
」， 「已有數百萬人長期以來都安全地服用此藥」。

川普宣布終止美國與川普宣布終止美國與WHOWHO關係關係
再斥陸隱瞞疫情害數十萬人喪命再斥陸隱瞞疫情害數十萬人喪命

不怕死？白宮：川普可能再次服用奎寧 「感覺棒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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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 韓 媒 報 道 ， 韓 國 中 央 防 疫

對 策 本 部 28 日 通 報 ， 截 至 當 地 時

間 28 日 0 時 ， 韓 國 新 增 新 冠 確 診

病例 79 例，其中本土病例 68 例，

累計確診病例 11344 例。

韓 國 保 健 福 祉 部 長 官 樸 淩 厚

28 日 表 示 ， 近 期 集 中 發 生 在 首 都

圈 地 區 企 業 、 補 習 班 、 練 歌 房 、

酒 吧 等 設 施 的 相 關 病 例 感 染 途 徑

多 種 多 樣 ， 富 川 物 流 中 心 相 關 新

冠確診病例也已增至 69 例。

樸 淩 厚 表 示 ， 物 流 中 心 的 工

作 人 員 在 單 位 工 作 時 可 能 沒 有 遵

守 戴 口 罩 、 生 病 時 居 家 隔 離 等 防

疫 守 則 。 為 了 最 大 程 度 遏 制 病 毒

擴 散 蔓 延 ， 有 必 要 針 對 高 危 設 施

加 強 管 理 監 督 ， 各 單 位 也 要 落 實

防 疫 守 則 。 他 還 建 議 首 都 圈 民 眾

避 免 聚 會 和 不 必 要 的 各 類 聚 集 性

活動。

另 據 韓 國 中 央 防 疫 對 策 本 部

28 日通報， 5 月 13 日 0 時至 5 月 27

日 0 時， 303 例確診病例中尚在調

查 感 染 途 徑 的 為 23 例 ， 占 整 體 的

7.6% ， 感 染 途 徑 不 明 患 者 比 例 連

日增加。

報 道 稱 ， 如 果 不 能 及 時 掌 握

新 增 病 例 的 感 染 途 徑 ， 就 很 難 控

制 傳 染 源 ， 容 易 發 生 鏈 式 傳 播 。

雖 然 防 疫 部 門 呼 籲 民 眾 避 免 前 往

聚 眾 感 染 風 險 較 高 的 場 所 ， 積 極

接 受 病 毒 檢 測 ， 但 仍 未 能 阻 止 病

毒在社區“靜悄悄”地蔓延。

對 此 ， 韓 國 民 眾 要 求 政 府 再

指 定 社 交 距 離 嚴 守 期 ， 加 強 執 行

保 持 “ 社 交 距 離 ” 措 施 的 呼 聲 日

益高漲。

韓單日新增病例53天來最高
物流中心現聚集性感染

據韓媒報道，近日，韓國京畿

道富川coupang物流中心發生集體感

染，韓國疫情急速擴散，確診病例

回升。韓國政府決定，6月14日之

前暫停首都地區公共、大眾設施的

運營，大幅加強防疫工作。

但是，由於確診患者的發生地

區有限，韓國政府決定暫時維持現

行的生活防疫體系。

韓國保健福祉部長官樸淩厚28

日表示，擔心發生與富川物流中心

相關的首都圈連鎖感染，考慮到潛

伏期，今後1至2周期間將成為防止

首都圈感染擴散的重要關口。

韓國政府決定暫停美術館、博

物館、公園和國立劇場等首都圈內

所有公共、大眾設施的運營。

另外，還取消或延期首都地區

內政府和地方自治團體，公共機關

主辦的活動。

同時，韓國政府還要求公共機關

積極利用時間差上下班和在家辦公等

彈性工作制度，降低接觸密度。

此外，韓國政府決定對首都圈

內娛樂設施下達相關行政措施。希

望各場所兩周內控制營業，若要營

業需嚴格遵守防疫守則。

關於防疫體系的變更問題，樸

淩厚雖然表明了維持生活防疫的方

針，但同時表示如果無法阻止擴散

趨勢，只能恢復“保持社會距離”

的措施。

韓國政府從3月 22日至 4月 19

日期間，先是實施對部分大眾設施

下達勸告停止營業的“加強社會距

離”方針，之後又放寬限制，實行

“保持社會距離”措施，5月5日開

始轉換為“生活內保持距離”，即

生活防疫體系。

韓國首都圈公共設施將停止運營兩周

維持生活防疫體系

據新加坡《聯合早報》報道，

近日來，泰國新冠疫情防控繼續保

持好勢頭，將按計劃邁入解除管制

措施第三階段，高風險業務和活動

有望解封。

當地時間5月18日，泰國曼谷

，泰國政府放松隔離措施後，當地

晚高峰交通出現明顯堵車現象。

泰國26日新增3例確診病例，且這3

起病例都是前不久剛返回泰國，在

隔離中心期間確診感染。泰國目前

累計3045例確診病例和57例死亡病

例，痊愈出院的有2929人。

泰國新冠病毒應對管理中心發

言人塔維信指出，過去四周，泰國

有多達65個府沒有出現確診病例。

他說：“疫情形勢不斷好轉，

這主要是因為公眾的合作。如今我

們快要邁入解除管制措施的第三階

段，預料高風險的業務和活動可以

在嚴格抗疫管制措施下恢復。”

報道稱，為對抗新冠疫情而成

立的全國安全委員會27日將召開會

議，就第三階段解封措施進行討論

，同時將探討是否縮短夜間宵禁，

從目前的晚間11時至次日清晨4時

，改為午夜12時至清晨4時。

為遏制疫情，泰國政府在3月底

宣布進入緊急狀態，大部分工作場

所、購物中心和商業活動等被迫關

閉，經濟活動幾乎停擺。

管制措施重創了原本就低迷的

泰國經濟，以致其2020年可能成為

經濟萎縮最嚴重的東南亞國家。

根據官方數據，由於出口、私

人和公共投資以及政府最終消費支

出下降，泰國第壹季度的國內生產

總值同比下降了1.8%。泰國國家經

濟和社會發展理事會估計，2020年

國內生產總值可能萎縮6%。

管制措施實施後，泰國疫情逐

漸穩定，連續數周新增確診病例維

持在個位數，政府宣布將分四個階

段解封，第壹階段在5月3日開始，

第二階段於17日開始，第三階段預

計6月1日開始。

不過，由於擔心放寬管制措施

會引發另壹波疫情，泰國內閣26日

通過第二次延長緊急狀態，將原本

預定在5月31日結束的緊急狀態，

延長至6月30日。

松綁第三階段將啟動
泰國高風險業務和活動有望解封

據日本共同社報道，當地時間27日

，日本動畫制作公司“京都動畫”縱火

殺人案嫌疑人被逮捕後，該公司代理人

、律師桶田大介舉行記者會，強調遇害

員工貢獻之大，並表示將對嫌疑人“妥

善”追責。

關於其他員工的心情，桶田介紹稱

：“之前壹直是通過能人來提高整體水

平的方式，來接近理想的形態，但(如

今)再也無法像以前壹樣制作了。(我們)

了解到(員工們)焦急又苦惱的心情。”

他透露稱，專家正在對員工等進行心理

疏導。

當被問道是否會追究嫌疑人的民事

責任時，桶田表示“作為公司將適當地

研究、妥善應對”。

嫌疑人青葉真司於2019年7月18日

上午，闖入位於京都市伏見區的京都動

漫工作室第壹工作室，潑灑汽油並縱火

。火災造成36人死亡、33人受傷。青葉

真司本人被大火重度燒傷，壹直在醫院

接受治療。

2020年5月27日，京都警方表示，

青葉真司目前依然無法獨立行走或進食

，但是說話沒有問題，身體狀況也已達

到可以經受拘留的狀態，為防止青葉真

司逃跑及隱藏罪證，警方決定以涉嫌殺

人、放火等罪名將其正式逮捕。

京都動畫律師：
遇害者貢獻大

將對縱火犯妥善追責



AA99香港瞭望
星期六       2020年5月30日       Saturday, May 30, 20202020年5月29日（星期五）4 新聞香

港
■責任編輯：何佩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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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華社北京5月28日電 第十三屆全國人
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審議了全國人民代表大
會常務委員會關於提請審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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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議
案。會議認為，近年來，香港特別行政區國家
安全風險凸顯，“港獨”、分裂國家、暴力恐
怖活動等各類違法活動嚴重危害國家主權、統
一和領土完整，一些外國和境外勢力公然干預
香港事務，利用香港從事危害我國國家安全的
活動。為了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
堅持和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維護香港
長期繁榮穩定，保障香港居民合法權益，根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一條和第六十

二條第二項、第十四項、第十六項的規定，以
及《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的有關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作出如下決
定：

一、國家堅定不移並全面準確貫徹“一國
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堅
持依法治港，維護憲法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
法確定的香港特別行政區憲制秩序，採取必要
措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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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防範、制止和懲治
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

二、國家堅決反對任何外國和境外勢力以
任何方式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事務，採取必要
措施予以反制，依法防範、制止和懲治外國和

境外勢力利用香港進行分裂、顛覆、滲透、破
壞活動。

三、維護國家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是香
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責任。香港特別行政區應
當盡早完成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規定的維護
國家安全立法。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機關、立
法機關、司法機關應當依據有關法律規定有效
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
動。

四、香港特別行政區應當建立健全維護國家安
全的機構和執行機制，強化維護國家安全執法力
量，加強維護國家安全執法工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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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應當就香港
特別行政區履行維護國家安全職責、開展國家
安全教育、依法禁止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
動等情況，定期向中央人民政府提交報告。

六、授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就建
立健全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
和執行機制制定相關法律，切實防範、制止和懲
治任何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組織實施恐怖
活動等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以及外國
和境外勢力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事務的活動。全
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決定將上述相關法律
列入《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附件三，由香港特別行政區在當地公布實施。

七、本決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2020年5月28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通過）

“一國兩制”的根基更加牢固、
香港的前途更加光明

港澳辦：
堅決擁護全國人大決定
共同履行維護香港國家安全責任

中聯辦：

發言人指出，香港回歸祖國以來，“一國
兩制”實踐取得舉世公認的成就。但香

港內外的破壞性力量一直沒有停止對“一國兩
制”的干擾和破壞。特別是去年的“修例風
波”中，“港獨”言行肆無忌憚，激進暴力觸
目驚心，恐怖主義犯罪日漸顯現，“一國兩
制”原則底線受到嚴重挑戰，香港的法治和社
會秩序受到嚴重衝擊，香港居民的權利、自由
和香港的繁榮穩定受到嚴重威脅。香港的前景
由此蒙上濃重的陰霾。值此嚴峻而緊要時刻，
全國人大作出決定，授權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
相關法律，切實防範、制止和懲治任何分裂國
家、顛覆國家政權、組織實施恐怖活動等嚴重
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以及外國和境外勢
力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事務的活動，這將有效
堵塞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漏
洞，“一國兩制”的制度根基由此更加牢固，
香港的繁榮穩定由此更有保障。唯有“一國”
之本得到堅守，“兩制”之利才能充分彰顯。

發言人指出，在國家層面進行香港維護國
家安全立法，是中央政府基於香港局勢作出的
慎重決策，針對的是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
和活動以及外國和境外勢力干預香港特別行政
區事務的活動，對於香港市民依法享有的各項
權利和自由不構成任何影響。香港維護國家安
全立法對實施危害國家安全行為的極少數人而
言是高懸利劍；對於香港廣大居民來說是制度
保障。

發言人表示，此次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根
據憲法和基本法的有關規定，行使國家立法
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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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堅守依法治國、依法
治港原則的重要體現。中央政府嚴格按照憲法
和基本法辦事的決心和誠意無可置疑。下一
步，有關香港維護國家安全的立法工作和執法
行動，都將嚴格依法行事，嚴格遵守法定的職
權，嚴格遵循法定的程序。香港維護國家安全
立法完成後，香港特別行政區依法享有的高度
自治權不會改變，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權不會
改變。香港將會以更安全、穩定、和諧的社會
環境和良好的營商環境吸引外來投資者，繼續
保持國際金融、貿易、航運中心的地位。

發言人指出，全國人大在審議有關決定的
過程中，包括香港同胞在內的全中國人民表達
了堅決的支持和熱烈的期待，傳遞出全中國人
民反對外來干涉、維護國家安全的共同心聲：
中國主權，不容挑戰；國家安全，必須堅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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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勢在必行，事在必成。

香港是中國的香港，沒有人比中央政府更珍
愛香港，沒有人比中央政府更關心香港的繁榮穩
定和香港居民的根本福祉，沒有人比中央政府更
有決心全面準確貫徹落實“一國兩制”方針和基
本法。國務院港澳辦將依照全國人大的決定，全
力配合全國人大常委會展開有關立法工作。我們
同時希望香港特別行政區積極創造條件，盡早完
成基本法第二十三條的有關立法工作，希望香港
社會各界人士堅決維護憲法和基本法確立的憲制
秩序，在行政長官和特別行政區政府的帶領下，
進一步凝聚反分裂、反暴力、護法治、保穩定的
正能量，集中精力嚴防疫情、發展經濟、改善民
生，共建美好家園。

發言人表示，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28
日表決通過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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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大會堂裏響起
長時間熱烈掌聲，充分體現了該決定是包括香
港同胞在內全體中國人民的共同意志。連日
來，參加兩會的全國各地方和各界別人士完全
贊同香港國家安全立法，港區全國人大代表和
政協委員，以及政界、商界、法律界、專業界
等紛紛發表談話，各社團、機構、企業主動發
表聲明，表達對國家安全立法合法性、必要
性、迫切性的高度認同。截至28日，共有超過
185萬名市民參與街站和網上聯署的“撐國安
立法”簽名行動。這充分說明，思穩求安已成
為香港社會強烈呼聲，維護國家安全有關立法
勢在必行。

發言人指出，沒有任何國家允許在其本國
領土從事分裂國家等危害國家安全的活動，香
港在國家安全方面“不設防”的狀況不能再繼
續下去了。有了國家安全，才有安定的生活和
發展環境。香港在“修例風波”以來的“港
獨”“黑暴”衝擊下，打砸搶燒屢見不鮮，市

民被任意“私了”，營商環境持續惡化。國際
權威機構下調香港信貸評級，香港GDP出現
10年來首次負增長，消費者信心指數創2008
年金融海嘯以來最低值。這些恰恰是香港沒有
國家安全立法下反對派肆意“攬炒”的惡果。
事實是最好的回答，香港國安立法絕不是“洪
水猛獸”，而是香港法治和市民生活的“守護
神”，是香港實現新發展、創造新繁榮的“安
全閥”。

發言人指出，建立健全香港特區維護國家
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行機制，在保護香港社會
“絕大多數”的同時，必將嚴厲打擊那些肆意
妄為的“極少數”，這是法治正義的體現。我
們正告那些極端激進分子和背後勢力，玩火者
必自焚，切勿錯判形勢，切勿低估中央決心，
切勿幻想外部勢力的無理干預成為他們的護身
符。我們也真心奉勸一些風華正茂的年輕人，
切莫被煽動蒙蔽、以身試法，成為少數幕後黑
手推到街頭的“炮灰”，置自身安全和人生前
途於險境，要明白“有案底的人生絕不會精
彩”。

發言人強調，香港中聯辦堅決擁護全國人
大決定，會積極反映港人心聲，期盼有關立法
盡快完成。我們相信，在香港國安立法的制度
加固下，香港一定會重回正軌，市民生活一定
會重歸安寧，香港必將迎來一片新天。

新華社北京5月28日電 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發言人28日就十三屆全國

人大三次會議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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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談話表示，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有

關決定，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保障香港長期繁榮穩定，加固了

制度基礎，使“一國兩制”的根基更加牢固，香港的前途更加光明。

新華社香港5月28日電 中央人民政府駐香港特別行政區聯絡辦公室發言

人 28日發表談話，堅決擁護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通過涉港國家安全決

定。發言人指出，決定對維護香港長期繁榮穩定，確保“一國兩制”實踐沿

着正確軌道前進具有重大而深遠的意義。

■■港區國安法保障民生港區國安法保障民生，，使香港使香港
更穩定更穩定。。圖為香港市民曾自發前圖為香港市民曾自發前
往獅子山上揮舞國旗往獅子山上揮舞國旗。。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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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現中央維護國安和港人福祉堅定決心

李克強：立法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
栗戰書：立港區國安法符合憲法基本法

新華社北京5月28日電 全國人大常委會
法制工作委員會發言人臧鐵偉28日就第十三
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表決通過涉港
決定發表談話如下：

5月28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
三次會議表決通過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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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公布之日起施
行。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通過並公布施行的這一
決定，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貫徹黨的十九屆四
中全會精神，根據憲法和香港基本法的有關規
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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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舉措，
也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根據新的形勢和需要，
充分考慮維護國家安全的現實需要和香港特別
行政區的具體情況，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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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的
重要制度安排。全國人大這一決定充分反映和

體現了全國人大代表的意願和心聲，充分反映
和體現了包括香港同胞在內的全國各族人民的
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對於堅持和完善“一國
兩制”制度體系，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
利益，維護香港長期繁榮穩定，保障香港同胞
合法權益，具有重要意義。國家各機關、各地
方和各方面，包括香港特別行政區，都必須切
實實施全國人大有關決定，切實維護憲法和基
本法確定的特別行政區憲制秩序。

我們注意到，在今年全國兩會期間，許多
全國人大代表、全國政協委員提出，全國人大
常委會要根據全國人大的有關決定盡快制定香
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的相關法律，推進
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制度機制建設，
確保相關法律在香港特別行政區有效實施。我
們將在下一步工作中，認真做好全國人大常委
會相關立法工作，堅定不移貫徹落實憲法、香
港基本法和全國人大有關決定的要求和精神，
確保香港“一國兩制”事業行穩致遠。

決定分為導語和正文兩部分。導語中指出，第十三
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審議了全國人民

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提請審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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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議案。

會議認為，近年來，香港特別行政區國家安全風
險凸顯，“港獨”、分裂國家、暴力恐怖活動等各類
違法活動嚴重危害國家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一些
外國和境外勢力公然干預香港事務，利用香港從事危
害我國國家安全的活動。為了維護國家主權、安全、
發展利益，堅持和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維護
香港長期繁榮穩定，保障香港居民合法權益，根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三十一條和第六十二條第
二項、第十四項、第十六項的規定，以及《中華人民
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的有關規定，全國人
民代表大會作出決定。

闡明中央可在港設立國安機構
決定正文部分共7條。
決定闡明國家堅定不移並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

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方針；強調採取必要
措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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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法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的行
為和活動。

決定闡明國家堅決反對任何外國和境外勢力以任
何方式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事務，採取必要措施予以

反制。
決定明確規定維護國家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是

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憲制責任；強調香港特別行政區應
當盡早完成香港基本法規定的維護國家安全立法，香
港特別行政區行政機關、立法機關、司法機關應當依
據有關法律規定有效防範、制止和懲治危害國家安全
的行為和活動。

決定明確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應當建立健全維護
國家安全的機構和執行機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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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首定期向中央提交國安報告
決定明確規定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應當就香港

特別行政區履行維護國家安全職責、開展國家安全教
育、依法禁止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等情況，定期
向中央人民政府提交報告。

決定授權全國人大常委會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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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相關法
律，切實防範、制止和懲治任何分裂國家、顛覆國家
政權、組織實施恐怖活動等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
和活動以及外國和境外勢力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事務
的活動。決定明確，全國人大常委會決定將上述相關
法律列入香港基本法附件三，由香港特別行政區在當
地公布實施。

決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港區國安立法決定 人大高票通過
新華社北京5月28日電 5月28日下午，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

議以高票表決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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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通過時，人民大

會堂會場內響起經久不息的熱烈掌聲。這是“一國兩制”實踐中具有

重大意義和深遠影響的大事，充分體現中央維護國家安全的堅強意志和堅定決心，充分

體現中央對香港整體利益和香港同胞根本福祉的堅決維護和最大關切。

人大法工委：認真做好相關立法

▲ 5月28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
第三次會議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閉幕會。
會議經表決，通過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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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新社

◀ 全國人大28
日高票通過關於
香港維護國家安
全的立法決定。

法新社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十三屆全國
人大三次會議在圓滿完成各項議程後，28日下午
在京閉幕。會議結束後，中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
在人民大會堂三樓金色大廳出席記者會並回答中
外記者提問。李克強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表示，
“一國兩制”是國家的基本國策，中央政府始終

強調要全面準確貫徹“一國兩制”、“港人治
港”、高度自治方針，嚴格按照憲法和基本法辦
事，支持特區政府和行政長官依法施政，這是一
貫的。全國人大通過有關維護國家安全的決定，
也是為了確保“一國兩制”行穩致遠，維護香港
長期繁榮穩定。

另據新華社報道，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栗
戰書28日下午在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閉幕會
上發表講話。栗戰書指出，會議作出了關於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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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貫徹落實黨的十九屆四中
全會精神、堅持和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的

重大舉措，符合憲法和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符合包括香港同胞在內的全體中國人民的根本利
益。全國人大常委會將依法制定香港特別行政區
維護國家安全的相關法律，依法維護國家主權、
安全、發展利益，維護香港長治久安和長期繁榮
穩定，確保“一國兩制”事業行穩致遠。

林鄭落區呼籲：國家安全人人有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子京）香港各界撐國安立法聯

合陣線簽名行動得到廣大市民的大力支持，截至28日中
午的短短5天，有超過185萬市民通過街站或網上簽名
支持港區國安法。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也到工聯
會的北角街站簽名，以行動力撐立法，並強調國家安
全，人人有責，希望市民全力支持港區國安法。

林鄭月娥及行政長官辦公室主任陳國基28日11時
半到工聯會設在北角的街站簽名支持立法，並慰問現
場義工：“大家辛苦，支持國安立法！加油！”在場
義工都非常鼓舞，經過的街坊更豎起拇指表達支持。

林鄭月娥其後發言表示，今次港區國安法的訂
立，有利於香港從暴力創傷後盡快回復安定，並且逐
漸恢復經濟、增加就業以及回復安全穩定的生活，並
希望大家全力支持中央為香港建立健全維護國家安全
的法律制度。她強調，維護國家安全是每一個人的責
任，與我們的日常生活息息相關。“過去一年大家在
北角區有時都唔敢落街，落街可能會被‘私了’（行
私刑）、被‘掟嘢’、被縱火，這些久而久之就會危
害國家以及香港社會的安全。因此，國家安全，人人
有責，我們全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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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刊

都说孤独才是属于人类的永恒

主题，奈何我年少不经世事，后知

后觉。

何其巧合，一场去年升起的压

抑而又狂暴的风雨刚由我心中褪去

，今年就又身不由己地同大家一道

被裹挟在时代前所未有的灾难洪流

当中。幸而，我只一北京学生，不

仅算在祖国花朵之列，不为生计发

愁；还避开初高三年级，不因升学

受阻担忧。因此，能在相对闲散自

由的居家生活里放下不少烦扰，苟

且心安理得地享受突如其来的宁静

与安闲。

和一些热情奔放、酷爱觥筹交

错、为喧哗热闹而生的人不同，在

开启社交隔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

即使家中极为冷清，常常只我一人

，我也丝毫没有感到寂寞，反而有

些庆幸不必频繁地与人交往，能够

借机逃离那个熟悉而复杂的世界。

网课、家务交织，长时间宅家

略引人倦乏，幸运的京城人受赐于

复苏的春天和缓和的局势，欣欣然

就戴着口罩、穿着薄外套出门了。

太阳的温暖洒在后背和前胸，钻进

骨质稀松处，引得人直伸懒腰，顺

便拥抱生命的繁荣。春风拂面，柳

絮纷飞，莺飞燕舞，让人不自觉地

感到诗意和美好。

在我来说，更珍贵的不是春光

，而是生活的闲淡，或言之为被主

流排斥的“游手好闲”。此时，由

于放下了笔记本电脑，我得以腾出

手来翻过书页，沉湎于一个因与我

无关而美丽的世界；也偶尔下下厨

，乐在接触新鲜食材，通过感官的

调动、想象的发挥和双手的劳作进

行加工，好给平淡的生活增添些烟

火气。

这种得过且过的日子，本该如

我所料般安逸自适，充满自然生长

之意趣。然而或许是由于青春的躁

动和敏感还时不常倔强地抬起头，

蓄谋打破好不容易修来的带点禅意

的心境，总之，嘴角浅淡的满足的

笑总难以保持！尤是生日那天，竟

不自觉地深感寂寥无味，站在窗前

什么也没念就怆然涕下了，倒不难

堪这股矫情，只苦解不得这阵郁闷

。

不过天干物燥，眼泪仅仅短暂

地留下一道痕迹，痕迹里的盐分轻

刺着因久不打理而干皴的皮肤，不

多久便被遗忘了。但是这种体验却

阴魂不散一般，幽幽地给原本安宁

祥和的内心蒙上了一层虚幻的怅惘

。我拗不过这种恐怖的感觉，只得

驯服地停下散漫的脚步，半转过头

细细地凝视最近的生活。观望的结

论是差强人意的：繁花，飞鸟，人

间烟火，诗，散文，尽可拿来消遣

的小说，果真“一切近乎恰到好处

”；可是紧接着，我确信自己什么

暗示和引导也没做，思想就闯进了

那个狭窄的巷子——好像既古怪又

自然似的，贪婪的本性驱使我自语

：“只差三两知心好友。”那时的

叹息是那么轻，语气又是那么无望

。

原来不只是青春作怪，更是生

而为人社会性的根深蒂固，正同一

个活人永远不会有无欲无求的那天

一般道理。于是几乎不用犹疑，厌

倦了无尽的纷纷扰扰熙来攘往，转

而只身在与自我的独处中度过时光

，依旧是不可能获得安宁与快乐的

。因为每当情绪高潮来临，一种冲

动紧随其后，其能量之大，像要冲

破胸膛爆发出来，然深究起来，其

实在不过是与人分享的本能罢了。

可是这一样简单的欲望的缺口得不

到填补，高潮来临过后，快感便不

留情面地转瞬即逝，连余韵都不剩

下一丝。而欢乐的浪潮既经脚下褪

去，才自见站在荒芜的礁滩上，这

时，除了发觉冰冷和硌脚，剩下的

就是感到漫无边际的虚无了。

我陷入一种恐惧阴冷的情绪当

中，猝然慌了神，那个以自我为中

心的世界瞬间在孤独里瓦解；也许

它本来就只是散沙，没有哪颗属于

人类的心脏能把它凝成坚不可摧的

城堡。我曾深以为然的“孤独可由

内心的充实打败”的观念已在错愕

中被踩在脚下。我绝不愿意再拖欠

社会生活能带给自己的兴奋和快乐

，我不要放弃和人接触交流的权利

，我要呼吸有人味儿的空气，分享

我的快乐，抒发我的伤感，即便

——正是这时我才惊诧地发现，我

近来竟没有什么倾心的朋友。

最近一年，我把心扉紧闭，排

斥外来的侵入者，是疫情赐予我的

彻底的孤独——当然，也不排除见

闻生命脆弱之类的综合作用——唤

起了我对自我需求的清醒准确的认

识。

我思索着约谁去哪的问题，忽

然忆起了童年的玩伴。努力在记忆

深处找寻他们的名字、模样也是徒

劳，没有一人还留在我的身边。至

于“知交”这个颇有分量的词，我

更不敢滥用。人会变，还会搬家、

去往不同的学校，我们像是飘在奔

流里的花瓣，相逢—同行—离散。

我愿我们仍然是彼此的挚友，可是

那些花儿会遇到新的花儿，它们会

进入新的河流，飘向新的方向，能

否某时念起我呢？

算啦罢，何必自讨苦吃掂量往

昔呢？既然只消动动手指翻过旧章

，眼前便可见全新的一页，何乐而

不为呢？

就这样魔幻和唐突地，我疯了

一般联络小学、初中的旧友，她们

的同情让我既欣慰又快活，我越发

积极地投入了繁忙的约会，紧紧抓

住每一个周末！我和这个她由着性

子骑车闲逛，买烤冷面、臭豆腐，

聊城市之间的不同；和那个她吃火

锅、DQ，吐槽她变幻莫测的情感生

活；而另一个她文静深沉，我们聊

最近看的书、听的音乐，浅谈文学

。没有什么雅俗之分，各人有各人

的生活方式；而我与千差万别的她

们接触，重燃五彩缤纷的友谊之火

，只觉得喜悦和兴奋。

奋力向友人挥动的手，驱散了萦

绕我的不解人情的淡漠，我明白了人

间的情感竟然是那样珍贵和必要。

孤独永存。在万物生长、诗意

泛滥的此刻，社交与独行哪一个是

生活的调味剂，而哪一个又是主菜

呢？于我，疫情之下单纯也丰富的

自娱自乐已经变得空洞无聊；在危

机解除一日，我情愿报复性地社交

、叙旧、共享生活点滴、开启新的

生活篇章。

你呢?

一
位
北
京
中
学
生
的
孤
独
迷
思

2020年5月29日（星期五）2 新聞中
國

■責任編輯：何佩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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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央視新聞聯播報

道，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

次會議在圓滿完成各項議程後，28日

下午在人民大會堂閉幕。大會批准政

府工作報告、全國人大常委會工作報

告等。大會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民

法典》，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簽署第

四十五號主席令公布這部法律，自

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民法典通過 明年起實施
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閉幕 栗戰書：依靠人民譜寫偉大事業新篇章

閉幕會由大會主席團常務主席、執行主席
栗戰書主持。栗戰書說，會議審議通過

的民法典是新中國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
是推進全面依法治國、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法律體系的重要標誌性立法，必將為新時代改
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提供更加完備的
民事法治保障。

當日下午3時，閉幕會開始。習近平、李
克強、汪洋、王滬寧、趙樂際、韓正、王岐山
和大會主席團成員在主席台就座。

會議應出席代表2,956人，出席2,886人，
缺席70人，出席人數符合法定人數。

栗戰書在講話中指出，第十三屆全國人民
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已經圓滿完成各項議程，
是一次民主、團結、求實、奮進的大會。

統籌推進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
栗戰書說，會議高度評價過去一年多來黨

和國家的工作。代表們一致認為，在以習近平
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強領導下，在習近平新
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指引下，按照黨中
央決策部署，全黨全國各族人民緊密團結，乘
風破浪推進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取得新的重大成
果。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後，習近平總書記親自
指揮、親自部署，用1個多月時間初步遏制了

疫情蔓延勢頭，用2個月左右時間將本土每日
新增病例控制在個位數以內，用3個月左右時
間取得疫情防控重大戰略成果。對我們這樣一
個擁有14億人口的大國來說，這樣的成效來之
不易。這是中國人民的英雄壯舉，這是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的偉大力量。

栗戰書說，會議審議批准了政府工作報告
和其他報告，對今後一個階段的工作作出部
署。我們要認真貫徹落實大會精神，依法履
職、擔當盡責，統籌推進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
發展工作，確保完成決戰決勝脫貧攻堅目標任
務，全面建成小康社會。

民法典要在全社會普及
栗戰書說，會議審議通過的民法典是新中

國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推進全面依法
治國、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重要
標誌性立法，必將為新時代改革開放和社會主

義現代化建設提供更加完備的民事法治保障。
我們要帶頭學習、宣傳、遵守這部法律，在全
社會普及這部法典。全社會都自覺依法從事民
事活動，就能夠減少民事糾紛，化解民事矛
盾，促進社會文明、和諧、穩定。

栗戰書最後說：各位代表！中國人民具有
偉大的創造精神、偉大的奮鬥精神、偉大的團
結精神、偉大的夢想精神，這是我們風雨無
阻、奮勇前行的根本力量。讓我們更加緊密地
團結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周圍，增
強“四個意識”、堅定“四個自信”、做到
“兩個維護”，堅持人民至上，緊緊依靠人
民，不斷造福人民，牢牢植根人民，同心協
力、砥礪奮進，譜寫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
偉大事業新篇章！
下午3時35分，栗戰書宣布：中華人民共

和國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閉
幕。大會在雄壯的國歌聲中結束。

編纂一部真正屬於中國人民的民法
典，是新中國幾代人的夙願。新中國曾於
1954年、1962年、1979年和2001年先後四
次啟動民法制定工作，皆因各種原因未能
如願。

近百歲高齡的法學家金平，清晰記得
自己親歷的新中國三次民法起草工作。

“第一次是 1954 年，第二次是 1962
年，第三次是1979年。”金平說：“必須
承認，只有經濟社會發展、人民安居樂
業、法治深入人心，民法典才具備成功編
纂的條件。”

中國民事法律的前進腳步從未停歇。
改革開放以來，民法通則、合同法、物權
法等民事單行法律相繼出台，民事法律規
範體系逐漸完備。

中國編纂民法典，並不是制定全新的
民事法律，也不是簡單的法律彙編，而是
對現行的民事法律規範進行編訂纂修，對
已經不適應現實情況的規定進行修改完
善，對經濟社會生活中出現的新情況、新
問題作出有針對性的新規定。

2014年，中共十八屆四中全會作出編
纂民法典的決定。隨後，中國立法機關採取
“兩步走”的工作思路進行——第一步，制
定民法總則，作為民法典的總則編，此步於
2017年由十二屆全國人大五次會議完成；
第二步，編纂民法典各分編，經全國人大常
委會審議和修改完善後，再與民法總則合併
為一部完整的民法典草案，提請全國人代會
審議通過後，形成一部完整的民法典。

而隨着民法典的施行，其中各分編相
對應的婚姻法、物權法等民事法律也將同
時被廢止。 ■新華社、中新社

� 

■ 28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在北京人民大會堂閉幕。黨和國家領導人習近
平、李克強、汪洋、王滬寧、趙樂際、韓正、王岐山等在主席台就座。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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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 年，俄国革命一声炮响，

将存在了数个世纪的俄罗斯帝国轰

得分崩离析。5 年艰难的内战，最

终成就了一个庞大的联邦制社会主

义国家——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联盟正式成立。

不足百年间，苏联人经历了内

战、一战、二战、冷战，红军的坦

克曾以钢铁洪流之势直逼德国纳粹

首都柏林，前苏联的卫星与飞船也

曾以领先全球之势率先进入太空。

1957 年，苏联发射的第一颗人

造地球卫星斯普特尼克一号 是人

类进入太空的标志

然而这头迅速攀上世界之巅的

巨兽，却在 1991 年骤然分崩离析。

不足百年的传奇，放到历史的

长河中像是一闪而过的璀璨星光，

很容易就被忽略。再加上美帝称霸

全球几十年来的文化传播对历史记

忆的洗刷，让更多东西被历史厚重

的烟尘所掩盖，渐渐变得鲜为人知

。

世界对苏联“暴力美学”的印

象，基本来源于他们在二战期间充

满力量感的军工研究发明与进攻性

极强的大纵深战术。

二战初期，苏联即以他们独立

研发的多炮塔坦克 T-35 战车震撼了

欧洲各国。在当时尽管对于坦克战

车实现多炮塔无死角攻击的设计设

想是主流，但真正能设计出来并投

入量产的却只有家底雄厚的苏联。

虽然后来在实战中证实了，过

分注重加强火力覆盖面的多炮塔坦

克并不实用。但这一型号坦克的形

象威慑力十足，依旧经常出现在苏

联面向西方的各种阅兵仪式上。

多炮塔之路行不太通，崇尚绝

对力量的苏联人就开始整起了加大

炮弹口径的活。

不久后，决定二战进程的苏联

T-34 中型坦克设计出炉并投入生产

。首批 T-34 坦克使用的 76 毫米火炮

，在其炮塔后部还加装了一挺 DP-27

机枪（就是常被误称为“DP-28”的

那款大盘鸡）。

面对刚出现的 76 毫米火炮，德

军的坦克根本没有能与之抗衡的型

号。直到战争中期，纳粹德国“虎

式坦克”投入战场，德军才有一战

之力。但很快，苏联也将 T-34 坦克

的炮弹加以升级到 85 毫米，使 T-34/

85 坦克成为二战中盟军最强的坦克

之一。

而这次火力升级，是苏联人直

接将一款防空炮改装到坦克上完成

的。在如此“暴力”的升级下，德

军的虎式、豹式坦克前装甲挨上一

发炮弹也会被直接击穿。

更令人难以想象的是，截至二

战结束，光是 T-34/76 和 T-34/85 两款

坦克的总生产量，就达到了 40000 辆

以上。

于是后来，“大就是好，多就

是美”的暴力美学称号就这样被安

在了苏联头上。

除了二战期间应用最广、影响最

大的坦克，苏联军工的“暴力美学

”还更多地体现在美苏冷战期间用

以威慑西方各国的超级武器研发。

1961 年苏联在新地岛试爆了自

己 研 制 的 一 枚 氢 弹 。 这 枚 被 称 为

“沙皇炸弹”的巨型核武器长达 8

米，它的爆炸当量为一亿吨 TNT 炸

药。为了安全起见苏联将试爆弹威

力削减了一半，但其威力仍达到了

当年日本广岛原子弹的 3800 倍。

另外在 1966 年，苏联还成功试

飞了一款被称为“里海怪物”的地

效飞行器。

在流体力学领域有一个至今仍

有争议的“地面效应”，其现象表

现为当运动的飞行器距离地面（或

水面）很近时，整个飞行器体的上

下压力差增大，其升力会瞬间增加

。飞机飞行员在降落过程中就能很

明显感受到这一升力。

从 1930 年代就有很多国家想利

用这一原理研制地效飞行器，但最

终只有苏联科学家坚持下来，成功

利用这种效应研制出了多款地效飞

行器。

“里海怪物”是世界上第二大

的飞机，那么第一大的飞机呢？

也 是 苏 联 造 的——1985 年 生 产

的安东诺夫（Antonov） AN-225 运输

机。有趣的是，这架可以装载近 300

吨货物的超级巨型飞机现在还在服

役。归属于乌克兰的它一个月前刚

来过中国，为了协助全球应对 COV-

ID-19 疫情运输防疫物资。

事实上，除了“大就是美”这

种压迫力十足的粗犷美学，到了和

平时期的苏联美学研究发展迅速，

也出现了多种风格迥异的探索。

其中最出彩的要数随着美苏太

空竞赛延伸出来的苏联社会主义科

幻美学。

这种对于未来科幻生活的美好

幻想，我们一直以为只存在于美国

科幻小说及电影中。但其实作为当

时世界两大一流强国之一的苏联，

国内各种科学家、建筑师、艺术家

也都走在时代的最前沿，进行了无

数科幻式的艺术探索。

只是在成王败寇的人类世界，

苏联这些艺术成果没能像美国艺术

一般传播到世界各地，对全球好几

代人产生潜移默化的深远影响。

而在乌克兰、俄罗斯等地，至

今屹立着一些苏联时期的未来主义

建筑，仍在无声地告诉有幸见到的

路人：苏联艺术，远不止于暴力美

学。

属于苏维埃的传奇时代已经落

幕近 30 年，当我们回首那段炮火纷

飞的峥嵘岁月，既有对昔日盟友的

感激，也有对后来他们分崩离析的

感叹。

对这个昔日老大哥留下的无数

文化遗产，他们独树一帜的美学理

念、天马行空般的想象力、还有各

种自信心爆棚的大胆科学尝试，都

是值得我们挖掘借鉴（或者引以为

戒）的财富。

“大就是好，多就是美”
前苏联的军工美学有多暴力？

2020年5月29日（星期五）3 經濟中
國

■責任編輯：何佩珊

全國人大 28 日以絕大多數票數通過

“港區國安法”草案。在草案表決前夕，美

方突發難，揚言取消香港的獨立關稅區地

位。多位工商界人士28日指出，美方此舉

是損人不利己，其損失可能比香港更大。以

去年來計，在港美逾5,000億港元的貿易額

中，會受關稅影響的港產品貨值僅36.76億

港元，佔港美貿易額0.71%，美國賣來香港

的貨值則有2,129億港元，故此香港一直是

美國賺取貿易順差的最大來源地，過去十年

累計賺取了2,970億美元順差。香港獨立關

稅區地位有變的話，美國顯然更易受傷。

在28日“港區國安法”草案表決前夕，美國國務
卿蓬佩奧向美國國會提交報告，聲稱香港不再

擁有高度自治，不再保證給予香港特殊待遇。外媒報
道稱，美國正就此考慮所有“制裁選項”，包括分步
收緊簽證和實施經濟制裁。路透社28日引述消息指，
美國或先考慮暫停對香港輸美商品的特惠關稅稅率，
這意味日後港製產品出口美國，將要繳交與內地城市
出口美國一樣的稅率。不過，取消香港特殊關稅地位
要由特朗普決定，美國目前未有定案。

港地位變 美企首當其衝
香港貿發局環球市場助理首席經濟師陳永健28日

指出，單以貨品貿易額來看，取消香港特殊關稅地位
對港影響不大。2019年香港境內生產出口至美國的產
品僅約4.7億美元，只佔香港整體出口額的0.1%。而
且，雖然現時香港境內生產的產品出口至美國的稅率
較內地生產出口優惠，但因香港及中國都是世貿的成
員，兩者的稅率差別，其實一直都在收窄之中。

香港付貨人委員會主席林宣武28日接受香港文匯

報訪問時亦認為，美國取消香港獨立關稅區地位是打
“七傷拳”，先傷己後傷敵。美國在香港有龐大經濟
利益，美國有數千間公司在港做貿易，他們都會受到
影響，相信特朗普不敢“玩得太大”。
中華廠商會會長吳宏斌亦表示，其實一直以來，

他都看不到美國所謂的“香港特別待遇”。他解釋
指，美國貨賣來香港是零關稅，但香港產品出口到美
國，一直都要支付關稅，以珠寶業為例，香港被視為
已發展地區，與內地一樣，出口至美國就需繳付6%
關稅。

港高科技產品及轉口或受累
不過，陳永健續指，香港若真的失去特殊關稅地

位，香港出口美國的稅制會與內地看齊之餘，一些原
本美國對內地實施的反傾銷、反補貼稅項亦會同樣在
港執行。
另外，一些向內地實施的出口管制，例如高新科

技類，亦不能出口到香港，這會影響周邊行業，如經
香港轉口至東南亞的港商、知識產權、法律及金融融

資的行業。另外，中美貿易戰中的“301條款”關
稅，屆時或適用於香港生產產品。

林宣武認同，美國若限制高科技產品出口至香
港，會使工業界受到一些影響，但最受影響的會是科
研機構。“因一般廠商多數採用一些應用科技，不是
像富士康般需要高端科技，廠商應可以在市場上找到
代替品，可能無佢（美國產）那麼靚。”但他認為這
對於美國科技企業而言，也是一大損失，這些損失並
不是由美國政府可輕易負擔的。
他又指，幸好過去18個月，已有很多公司在第三

世界新增生產線以避過貿易戰的關稅，故目前最大的
挑戰不是關稅方面，而是美國零售業倒閉潮影響較
大。

港企：繼續以港為生產基地
中華出入口商會副會長許華傑則指，香港製造的

商品，出口到美國的數目不多，只限於高技術行業，
如珠寶和機械等，相信仍會以香港作為生產基地，所
以其所受的影響會較大。

美國倘發難 自傷重過港
港產貨品佔對美貿易額不足1% 美賺盡順差

■■ 美國和香港商界都認為美國和香港商界都認為，，倘美國倘美國
取消香港的獨立關稅區地位取消香港的獨立關稅區地位，，對美對美
國的損害較香港為大國的損害較香港為大。。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美國撤港特殊待遇影響
投資
◆在香港有1,400多家美國公司。
其中290間是地區總部、434間
是地區辦事處，以及627間是當
地辦事處

◆截至2018年，香港152家持牌
銀行的其中9家、18家限制牌照
銀行的其中5家，以及48家代
表辦事處的其中1家為美資機
構。美國銀行在香港的總資產值
和客戶存款分別約為1,480億美
元和790億美元，佔香港銀行業
整體數字約5%

◆截至2018年，美國在香港的外
商直接投資為825億美元

貿易
◆美國是香港第二大貿易夥伴，
2019 年貿易額達 5,169 億港
元，佔香港總貿易額6.2%；其
中香港由美國進口的貨值達
2,129億港元，佔香港總進口額
4.8%。2018年，香港是美國第
三大葡萄酒出口市場、第四大牛
肉和牛肉產品市場，及第七大農
業產品市場

◆香港一直是美國賺取貿易順差的
最大來源地。2018年美國在香
港賺取約338億美元貿易順差，
2019年賺取268億美元貿易順
差。在2009至2018年期間，美
國對港貿易賺取順差累計達
2,970億美元

就業
◆美國向香港出口貨物和服務，以
及香港在美國的直接投資，在美
國創造逾21萬個工作職位

◆2018年有8.5萬名美國公民在香
港生活

資料來源：香港特區政府及

路透社、美國經濟分析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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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近年國內電子煙、加熱菸使用者增加，衛福部今
（29）日預告《菸害防制法》修正草案，將 「類菸品」入法並全
面禁賣，包含電子煙等新興菸品被歸類為 「類菸品」，同時將合
法吸菸和購菸年齡由18歲提高至20歲，違反販售給未滿20歲者
最高可罰25萬元，但同樣充滿的爭議性加熱菸仍未列入 「類菸
品」中；主管禁菸業務的國健署長王英偉說，鑒於未來新興菸品
變化多，增列 「類菸品」較具彈性，且青少年吸菸情形加劇，因
此提高年齡管制，期望修法越快通過越好。

擬全面禁售電子煙 加熱菸暫未納管
該修正草案特增列 「類菸品」，其定義是指改變原本菸品原

料物理性態的方式，或非以菸品所定的原料製成，使人可以模仿
菸品使用的相關產品，並明文禁止類菸品製造、輸入、販賣、供
應、使用、展示及廣告，以杜絕電子煙及其他類菸品對民眾健康
危害。

王英偉表示，這次預告《菸害防制法》修正草案，最主要就
在於年齡和類菸品管制，因上次修正版本只針對電子煙，這次增
列 「類菸品」定義，並視考量未來新興菸品變化多，修改較有彈
性。

此外，王英偉也說，考量到各國都提高合法抽菸年齡，因此
這次修正草案也提高禁止吸菸年齡及購菸年齡至20歲，以保護
青少年健康。

國健署昨（5/28）才公布2019年青少年吸菸行為調查結果
，青少年電子煙使用率較前年2.8％增幅超過5成，且青少年紙菸
吸菸率更是10年來首度出現微幅上升，逾8.1萬人使用紙菸。

無菸場所擴大 沒吸菸室的 酒吧、夜店將 全面禁菸
另為確保國人於室內公共場所免於二手菸危害，該草案也將

原本未納管的半戶外開放空間餐飲場所、雪茄館、於下午9時後
營業且18歲以上才能進入的視聽歌唱場所等，全都列入禁菸限
制範圍，並增訂酒吧、夜店未設獨立空調及獨立隔間室內吸菸室
場所亦為禁止吸菸場所。

王英偉指出，各界對這議題都很關心，且越來越多證據顯示
青少年抽菸危險性增加，期望修法越快越好。

未將加熱菸納入 「類菸品」列管 董氏基金會痛批
反菸團體、董氏基金會菸害防制中心主任林清麗痛批，衛福

部部長陳時中多次在公開場合宣示，不讓台灣下一代成為電子煙
、加熱菸等新型菸品的受害者，並塑造無菸害新世代，但國健署
今預告的《菸害防制法》修正草案卻僅將電子煙歸類為 「類菸品
」，未明確納入加熱菸，為開放加熱菸預留伏筆，批評衛福部
「說一套、做一套」，忽略下一代健康。

林清麗強調，國健署另創 「類菸品」是走自己的路，完全與

國際脫節，國際間沒有人這樣用，也
與世界衛生組織（WHO）通過的國
際 「菸草控制框架公約」規範不同，
衛福部已被菸商欺騙、隱瞞及誤導，
進而使社會大眾被誤導，尤其依菸商
公開資料顯示，電子煙有害物質達41
種，加熱菸更高達58種，如今國健署
卻僅明確禁止電子煙。

對於董氏基金會批評國健署另創
「類菸品」名詞，完全與國際脫節，

王英偉回應，隨著新型態菸品不斷推
層出新， 「類菸品」更能廣泛涵蓋新
型菸品，有利未來管理措施。

至於加熱菸是否也會納入 「類菸
品」，王英偉說，目前還無法定調，
將在預告後2個月內廣泛收集各方意
見。

針對電子煙與加熱菸的差異，台
北榮總家醫部主治醫師賴志冠說，兩
者皆含尼古丁，都會成癮，均透過加
熱產生作用，其中電子煙加熱霧化主
體是煙油，主要成分有丙二醇、丙烯
醯胺、植物甘油等化學物質，並含有
超過紙菸2至4倍的大量尼古丁；加熱菸的加熱主體則為菸草柱
，是利用燃燒來減少紙菸在燃燒過程產生的焦油，但尼古丁含量
則與紙菸相差不遠。

加熱菸妾身未明 國健署要與財政部確認屬性
國健署簡任技正呂孟穎說，目前加熱菸屬性與財政部尚未達

成共識，因此加熱菸尚無法歸類於菸品或類菸品，但即使往後加
熱菸歸類為菸品，也須依修正草案新增第5條規範，通過健康風
險評估後才能上市。

呂孟穎並指出，修正草案也提高吸菸及購菸年齡，由原先的
18歲提高至20歲，若違法供應20歲以下者菸品，罰則部分也從
原先提供18歲以下的1萬至5萬元罰鍰，提高至1萬至25萬元罰
鍰。

新版《菸害防制法》還要過立委這關 最快明年上路
至於市面上琳瑯滿目的電子煙產品及販售業者，呂孟穎說，

依《菸害防制法》及《藥事法》現行規定，業者販售電子煙的成
分不得含有尼古丁，其外觀形狀也不得類似菸品，但日前法院作
出判決，認為電子煙的核心使用概念，仍與一般菸品相同，因此

判決販售業者違法，由此判決看來，目前市面上所有販售電子煙
的業者全違法，地方衛生局也積極稽查，但因目前針對違法販售
業者依法僅能處1千至3千元罰鍰，讓業者依然故我。

呂孟穎說，《菸害防制法》修正草案預計公開收集意見2個
月後送行政院審議，並積極排入立法院今年7月起的下個會期，
若順利完成立法，除第七條第2項與第八條第1項自公布後、需
緩衝1年才施行外，其餘皆在公布日後施行，因此新制最快可於
明年（2021年）上路。

台灣菸草減害協會理事長王郁揚說，國健署宣稱要力拚在這
會期通過修正草案，但此案爭議過大，屆時送往立法院又會卡很
久，這只是讓《菸害防制法》修正不斷空轉、毫無前進，這樣下
去傷害的才是青少年健康。

王認為，如果修法要順利，需連結社會共識，呼籲應舉辦公
聽會，而非現在大家各說各話，應根據國際資料進行正、反方討
論，再交由民眾判斷，而非國健署說了算，呼籲把這議題攤在陽
光下共同檢視，凝聚社會共識，才能加速修法流程。

《菸害法》修正草案出爐！賣菸給20歲以下最高罰25萬

禁售電子煙卻沒擋加熱菸

（中央社）武肺疫情衝擊經濟，全台商圈多因國際觀光客不
來而業績受創而紛紛自救。北市永康國際商圈協進會於今年3月
底自主發行100萬張 「公益消費折價券」，消費滿百元憑券可享
8.5折，業績果然回升，今（5/29）舉辦發行100萬張破冰記者會
，宣布商圈店家業績至少拉回3成，7月還將配合中央發振興券
再自推第二波折價券，目標是將振興券留在商圈；商圈店家認為
，折價券讓店家業績從谷底迅速回升，因此籲中央快推振興券，
「絕對會加快經濟復甦的腳步」。

北市永康國際商圈協進會理事長李慶隆受訪時估，折價券讓
店家業績至少拉回3成，有參加的老闆幾乎不會虧本，有的還會
小賺。李說，第二階段還要連結政府發的振興券，預計7月發行
商圈的第二波折價券。

李慶隆說，永康街消費者之中，觀光客占7成，疫情讓國際
觀光客瞬間歸零，店家的收入也只剩2成左右，但發行折價券讓
收入回升3成，等於有5成收入，讓店家不會虧本，生意更好的
店家也有小賺， 「折價券等於救了永康商圈」。

折價券自救見效 商圈盼政府快推振興券、別發現金
李慶隆說，店家加入外送要付3成的服務費，若加入折價行

列，老闆只減收15%，相對有誘因。若以目前中央規劃的花1千
拿3千計畫，等於是打3.3折，若持商圈折價券再打8.5折，等於
消費者到商圈消費百元就只要付18元，對永康商圈加分 「很多
很多」。李說，折價券讓消費者及店家非常有感，對店家幫助非

常大。
李慶隆建議政府發券不要發放現金，且愈快發愈好，目前中

央規劃振興券加碼，若該商圈發行第二波折價券逾100萬張，他
希望可以為商圈留住上億元商機。

折價券一出 商圈店家：回頭客變多了
永康商圈的誠記越南麵食館老闆杜與方說，3月因疫情嚴峻

讓內用衰退很多，當時商圈剛好推出折價券，讓回頭客變多意願
高，在地的客人也增加，約每10人有2到3人持券回來消費，一
個月的內用金額也回升10到15萬左右、約1到2成，加上搭配外
送，他的業績持平，且有折價券，因此消費者一直回流，衰退的
幅度沒其他店家嚴重。

永業書店老闆周清永表示，書店有4成屬文創商品，主要是
觀光客消費，因疫情影響業績也掉4成，折價券也讓業績迅速升
，疫情爆發後他向銀行申請紓困，因只有第一個月業績降，第二
月業績回升，因此無法申請紓困，可見折價券帶來效應；他也呼
籲中央快推出振興券，認為對零售業絕對有幫助，若能提前發，
效果可以立刻顯現出來，業者可以大大鬆口氣。

永康商圈當地里長李明螢說，折價券雖會讓店家利潤減少，
但少賺一點，讓客人進來，店家就不會關門大吉，客源也都回流
了。

北市商圈業績受創大排行 「鞋店街」沅陵商圈跌9成最慘
夜市、商圈及傳統市場攤商是政府在疫情期間大力紓困的對

象，北市商業處分析北市22餘處商圈夜市受疫情波及的概況，
受創最深的是未位於住家周邊的沅陵街商圈，業績慘跌9成，其
次是大光華商場，因可被電商或網購取代，加上疫情期間民眾少
出門，業績也大跌8至9成；後站商圈也非位於住家區域，且以
精品及皮件批發，因此業績也下跌7、8成。

市議員秦慧珠下午質詢就說，夜市商圈是政府大力振興的對
象之一，但普遍給人環境不佳的刻板印象。她舉例，北市府衛生
局自2017年至今年4月稽查市場夜市攤商，有3成不合格被輔導
，原因多為未穿戴工作服、食材放地面、人員衛生不佳、手部衛
生不佳等，她認為市府應加強輔導及督導，以提升形象及促進消
費。衛生局官員也允諾加強輔導。

此外，市議員游淑慧下午質詢則說，市府動產質借處的業務
本應是救急救窮，但她發現質借年利率高達8%，高於銀行的無
擔保現金卡利率。游質疑，動質處的資金是從北市土地重劃抵費
地出售盈餘基金融資，年息0.25%，貸出資金的年利率約8%，73
個員工領走258萬餘元的營業獎金，其中，近3年來動質處長的
績效獎金逾10萬元，她質疑動質處做的到底是黑心事業還是良
心事業。

動質處長林純綺則說，動質處是依《當鋪法》執行業務，而
非《銀行法》，營業獎金也是依法發放。但林允諾檢討貸出利率
。

【疫境求生】自發折價券拉回3成業績 北市永康商圈促中央快推振興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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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大年初三还在暑热炎炎的阿德

莱德，初四便回到了寒风瑟瑟的武汉。

稍事修整后，我们一家三口就飞到

了天府之国。除了拜谒了成都人引以为

自豪的金沙遗址，还去了一趟以童话世

界之称的九寨沟。这是孩子的建议，我

老早就答应了她，整个行程也都是她在

谋划。

冰雪中的九寨沟堪称奇美，以至于

我担心文字功底不足难以笔墨留香，便

玩命似地用相机凝固成无与伦比的画面

。尽可能多的用照片收藏羌山藏水，留

待日后时不时地从中寻一份安逸。

折返成都后，我依然顺应她们母女

，陪她们逛喜好的群光商城，请她们吃

够味的火锅以及龙抄手。

在春熙路享受美味时，见她俩非常

兴奋，我借机说出了此行我唯一的愿望

。“呃，跟你们商量个事，明天早点起

来，我们一起去逛逛宽窄巷子，行不？

”很显然，那语气里，捎着浓浓地请求

。

“我能不能不去呀，都跑了好几天

了，有些累了！如果可以，我明天就在

宾馆补觉。”我顺势看了一眼孩子，那

模样，也着实是疲惫。于是，我一半无

奈一半心痛地点了点头。

“我明天陪你去吧，几点出发！？

”关键时刻，还是老婆大人让我有面子

。

“嗯，那就七点之前出发吧。赶一

个早市，避开人流高峰。如宽窄巷子那

般厚重的景地，人多了会让人没有了心

情。”我会心地朝她还眸。

翌日六点三刻，我与她就上了的士

。师傅是位地道的成都人，轻车熟路，

按照我的要求，不一会儿他就把我们送

到了窄巷子的入口。

因为是第二次造访，我对宽窄巷子

没有了从前的新奇。却亦如久别重逢的

老友，亲切感油然而生。

所不同的是，前一次，是五年前我

们举家游。而这一次，只有我和老婆两

个人。

果不其然，放眼望不到头的窄巷子

，除了我们俩，真没有别的游人，正合

我意也。

春节这当口，成都的气温还是偏低

。进巷子不足百米的时候，一袭寒流从

巷子口鱼贯而入，还差一点掀翻我头顶

的帽子。我连打了两个喷嚏，那彻骨的

寒意，仿佛是回到了湿冷难耐的江城。

左顾右盼，我发现除了一两户人家

眯缝着大门以外，其它的都还门庭紧闭

。稀松飘零的细雨，随着风星星点点般

落到我的脸上，生冷生冷的。

耐热惧寒的老婆主动地贴身于我，

而且很近很近。我琢磨她这个样子，如

果不是借夫温取己暖，那便是重拾好久

不见的亲密。

她生来慢悠悠的，不仅步幅短，而

且频率也不快。我是个出奇的急性子，

不仅频率快，而且步幅也大，两个人完

全不是一个节奏。

她非常传统，三十年来，不论是远

足出游，还是闲庭信步，我们都没有这

么手把着手搀在一起。即便恋

爱的那三年，也没有这么粘在

一起过。在她看来，两个人心

心相印就行了，没有必要你侬

我侬。

那一刻，性情的我不仅大

跨度压缩了步幅，还顺势将手

掺进她的胳膊弯，她没有如从

前那般排斥，两个人于悄然间

堕入无人之境。

我暗喜这冬日清晨的巷子

够意思，既柔化了我这个火急

火燎的楚乡人，也激活了老婆

大人难得一见的浪漫情愫。

美好的时光，总是那么短

暂，仿佛只有眨眼功夫，我们

俩便走到了窄巷子的另一段。没

有半句提示，也没有一点暗示，

我们俩不仅以水投水，而且是毫

无缝隙地意入了宽巷子。

她的右肩依然紧紧地倚在

我的左胸口。回想起来，那般

亲昵，如果让恋爱中的少男少

女瞥见，也得心生一份羡慕甚

至是妒意。

八点刚过，便有东家开门

庭扫，却鲜有店主堆笑迎宾。

整条宽巷子犹如一幅16:9的巨幕

，虽无桨声灯影，确满是色系相亲的青砖

黛瓦。那般宁静，那般祥和，那般怡然，

好像是在迎合我们俩或深或浅的蓝调。

直到三三两两的游人出现了，她才

松开我的手，并推开我的胳膊肘。

我和她从各自的双肩包里取出相机

，开始在巷子里用镜头“化腐朽为神奇

”，抑或是“断章取义”。这是我们俩

擅长的拍摄方式，这样的遣词造句毫无

疑问只属于执著的摄影人，仿佛摄影就

是我们的营生。换作旁人，顶多只会去

摆个Post拍个照留作纪念。

无所谓夫唱妇随，还是妇唱夫和。

她高兴的事情我尽全力支持，我乐意的

事情她便倾力相助。比如摄影，即是她

陪着我一起玩的事儿。不过，她是位凡

事都认真的人，凡事都理得像模像样。

慢慢地，她也偶有作品令人刮目，还曾

经染指过全国高校摄影展的奖项。

我们俩的一招一式既干练也专业，

惹得过往的游人将目光都投了过来。

她有些不好意思，于是拽了拽我的

手：“你看看，有了人，整个巷子就灵

动起来了。”我知道，她不习惯被旁人

盯着愁瞅着，这是在转移话题。

“那当然，人是地球上最奇妙的生

物。你留意观察吧，许多大师的作品里，

或是那些大片里都少不了人这精灵的点缀

。否则真成其不了作品，顶多就是一张唯

美的风景照。”说这番话时，我在心底浅

笑自己：“瞧你这德行，就这么点出息，

这马屁拍的还是那么回事。”

拥有70多个院落，近400栋老屋的

宽窄巷子，我们徜徉了近四个多钟头。

问古今，探究竟，拍片子，逛铺子，好

不惬意。差一点给她卖了个“慈禧太后

用的银簪子。”

虽说是知天命的人，我也会时不时

来那么一点冲动，不管是真迹还是赝品

，也不论是适用品还是明摆着的搁货，

只要她喜欢，我都去买。

呵呵，不怕旁人笑话，在众目睽睽

之下，我们俩还共享了一碗特别够味的

肥肠辣面仔。她挑一筷喂我，我整一筷

喂她，情和着味的那个爽劲，刹那间虚

脱了彼此矜持的灵魂。

回到家已经一个多月了，既忙于照

料脊椎骨折的母亲大人，也因为剪不断

理还乱的无厘头公务，我无心更无暇落

笔宽窄巷子里发生的那些个事情，连同

相机里的照片丢得三下了五去二。

昨天江城飘了一天的雨，冷冷的，潮

潮的，哪儿都去不了，哪儿也不想去。于

是，我才寻回了一份闲情逸致。计划着整

理完照片，再写一篇有意思的散文。

我就是这么个人，再忙再累，再苦

再难，该扛起的责无旁贷地顶上去，该

放下的义无反顾地撂到一边。愁是一阵

子，乐也是一阵子，总能够迅速回复到

常态，跟没事一样。

上午的工作例会开得很成功，兴奋

之余我忽略了午饭。饶有兴致地将我的

CF卡和她的SD卡插入读卡器里，一张

不剩地将照片导入硬盘。九寨的蓝天碧

水白雪茫茫让我再一次光芒万丈起，而

宽窄巷子里的二人世界则足足温存了我

一个晌午。

我索性握着笔，一气呵成，重拾了

那一份温情。这便是属于我们俩的宽窄

巷子。

520，两个人的宽窄巷子

（中央社）台鐵打算疫情過後持續禁止民
眾在台北車站大廳席地而坐，引發民眾和移工
團體不滿，日前發起坐爆台北車站行動，約500
人響應，交通部定調 「無永久禁止席地而坐」
選項，但要求台鐵評估座位、範圍和時間限制
等方案。台鐵今（5/29）起辦3場座談會，今多
數與會人士贊成開放。有與會者表示，車站大
廳並不是動線，動線是假議題和某些人的歧視
，籲應回到疫情前的開放並採低度管理。

疫情過後，台北車站大廳是否開放民眾席
地而坐，台鐵今起辦理三場座談會，邀請各界
人士討論；三場座談會陸續開完後，會蒐集各
界意見做為未來研擬管理措施參考。

車站大廳常辦活動甚至出租 「不是動線
」

代表身障者聲音的 「地方創生的人們」社
群編輯胡庭碩今也參與會議。他表示，車站大
廳是否開放，他認為有四大重點。第一，車站
大廳不是動線，以往大廳也時常舉辦活動和出
租，佔據大多數空間，那就代表大廳並不是動
線，也因此顯示席地而坐影響動線之論是假議
題和某些人的歧視；第二，台北車站大廳應該
要回到疫情前的原狀，採低度管理，在某種秩
序下開放。

胡庭碩說，輪椅族要搭電梯都需要台鐵專
人協助，有時候台鐵人員太忙，無法在10分鐘
內趕到，會錯過班次，也因此都要提早半個小
時去車站，且專人服務也浪費台鐵人力，得派
人專門來按電梯和引導，加上車站的手機充電
座高度為身障者無法使用，因此他建議第三個

重點在於引進數位影像等遠端系統和技術協助
導入，可遠端控制電梯開門；第四點，應考量
親子和兒童使用空間。

北車大廳多元包容 勞團：值得首都自傲
與會的台灣國際勞工協會專員許淳淮表示

，台北車站以往對坐在大廳並沒有什麼規定，
疫情後就不該增加規定，應將公共空間還給民
眾，若人要席地而坐，保持可行走動線就好，
且大廳也不是動線，過去出租辦活動占用空間
更大，若要搭車，從一樓搭電梯往地下樓層就
好，此外，也沒有身障者反映到大廳不被讓行
，看護工假日帶阿公阿嬤去北車大廳，民眾看
到都會禮讓，只要維持好動線，並不需要限制
。

許淳淮說，這幾年來北車一直是很有趣、
很活潑文化空間，不需要因為某些人偏見就把
文化空間消滅掉，如果政府重視多元文化，應
該要為台北首都有個台北車站這樣的空間感到
驕傲， 「這個空間是包容的、容納的，不是排
除人的空間」，這件事其實不是什麼大事，為
何台鐵還要這樣召開多次座談會討論？只要疫
情過後恢復原狀就好，就能相安無事。

據了解，台鐵內部民調顯示，有8成民眾認
為大廳應該禁止席地而坐，有2成贊成開放。台
鐵表示，為配合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而避免群
聚，台鐵局依據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引，
2020年2月29日起暫停台北車站一樓中央大廳
群聚活動，隨著國內疫情趨緩，大廳空間如何
開放使用亦受到各界關注，台鐵局為提升整體
服務品質，並兼顧多元性、公平性、友善性，

今邀集相關單位、NGO、專家學者等公、私部
門代表辦理第一場座談會。

台鐵表示，會中充分聽取各方意見，作為
開放使用中央大廳公共空間的規劃參考，包括
「地方創生的人們」、 「四十分之一移工教育

文化協會」、 「台灣國際勞工協會」、 「台北
清真寺」、 「台灣設計研究院」、 「社計事務
所」、 「優勢學院」、交通大學、淡江大學、

臺灣大學、勞動部、交通部、台北市政府等均
充分表達意見及對話，共同進行研議；另就
「空間管理」、 「時間管理」及 「人員需求」

等面向交換意見，討論 「空間設計改變行為」
等軟硬體改善之可能性。

台鐵說，未來還將再辦理兩場座談會，歡
迎更多人士加入討論，以提出台北站中央大廳
公共空間使用的最妥適方案。

北車北車 「「黑白格黑白格」」 該不該禁坐該不該禁坐？？
人權團體人權團體：：大廳常辦活動大廳常辦活動、、並非動線並非動線

（中央社）國內疫情趨緩，衛福部今(29)公布最新修訂 「執
行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醫療照護及防治發給補助津貼及獎勵要點
」，醫事司司長石崇良說明，醫院符合規定最高可領2000萬元
，診所部份最高可領13萬元，另配合販售口罩的衛生所和藥局
如販售逾100天則可領3萬元，預計6月起開始陸續發放。

石崇良指出，在醫院獎勵部分分為四大項，以工作項目區分
為四大項，總計最高可領2000萬元。

防疫獎勵部分，如院內沒有發生院內群聚感染事件者，可依
一般病床開放數規模發給150萬至500萬元。

績效部分，依醫院在今年1月至5月疫情期間收治社區肺炎

、疑似或確診新冠肺炎住院病例數計算，最高可給予500萬元。
此外，指定應變醫院或隔離醫院配合辦理防疫工作，表現優

良者最高可領500萬元；另集中檢疫所、機場檢疫、通訊診療、
指定機構檢驗數量等其餘防疫工作，表現優良者也最高可拿到
500萬元。

診所部分，在今年2至4月疫情期間，當月開診天數達20天
以上者，每家可獲每月1萬元防疫的獎勵，3個月可領3萬元；績
效部分則是收治風險較高的腹瀉或呼吸道疾病者，人次佔就診總
人次一定百分比，按月發給1萬至3萬元；另配合直轄市、縣、
市衛生局辦理通訊診療者，則給予1萬元。推算診所最高可領到

13萬元獎勵。
而配合發放口罩的衛生所和藥局也在獎勵名單中，配合政府

辦理口罩實名制的衛生所或健保特約藥局，可依銷售實名制口罩
累積總天數領取獎勵，20天至50天為5千元，51天至75天為1
萬元，76天至100天為2萬元，逾100天則可領最高3萬元。

石崇良指出，此防疫獎勵金預估發給醫院12億元，診所部
份則是約8億至10億元，會主動告知可領取的醫院、診所和藥局
，只要對方提供規劃書，擬出獎勵金60％以上分配予相關工作人
員的計畫，即可領取獎金，發放時間則會從6月上旬起陸續展開
。

防疫獎勵金發放原則出爐 醫院最高領2千萬、診所可拿13萬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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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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