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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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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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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蒂凱佳苑

全新住宅 開啟生活新常態

1-2房 凱蒂新華人生活圈

日常機能便利 毗鄰綠地大學城
蒂凱佳苑

1207 Grand West Blvd Katy, TX 77449

346-998-8000

保護華府保護華府 16001600名美軍進駐名美軍進駐
（綜合報導）美國 「佛洛伊德之

死」 抗議引發社會動盪，白宮所在的
華府更成為示威熱點。總統川普以白
宮為中心，強行開闢出一塊 「淨土」
，還宣稱這是 「地球上最安全的地方
」 。不過，隨著當地示威活動持續升
高，國防部長艾斯培2日下令進一步
增派軍力，讓1600名現役軍人進駐
首都圈。

《福斯新聞》報導，美國特勤局
2日上午加強白宮周邊戒備，設置防
暴圍籬，封鎖道路，白宮附近、數天
前成為抗議熱點的拉法葉公園（La-
fayette Square）周圍也出現8英尺
高的鐵絲網。此前，隸屬82空降師
504空降團的1個特遣步兵營和2個

憲兵營已抵達華府附近軍事基地，並
處於戒備狀態，但未進入特區。

事實上，近來特區內已可看到美
軍身影。憲兵參與了街頭清場行動，
並負責守衛林肯紀念堂等重要地標，
裝備上 「Military Police」 字眼清晰
可見，顯示他們並非國民兵或警察。
儘管川普和部分共和黨議員主張動用
軍隊對抗 「暴民」 ，但特區市長和國
防部高級官員均表示反對。

至於美國先前仰賴的國民兵，據
《CNBC》報導，明尼蘇達州的7000
名國民兵中，有1人在部署後確診新
冠肺炎，該員已被隔離，另有9人出
現疑似症狀，現正規畫針對所有兵力
進行病毒採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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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在全國各大城市之示威遊行活動多半
以和平方式收場，昨天在德州休斯敦市政府廣
場之大型集會上，市長特納和國會議員格林都
發表了令人感動的演說，他們指出被害的佛洛
伊德是我們鄰居長大的小孩，市長告訴示威者
，市政府大樓是你們的家，你們回來我當然十
分歡迎 。休斯敦警察局長阿艾曼多也一直在人
群中和示威者一起表達悲傷之情，在市府廣場
的一個角落上，我們看到近百位跪地的市民，
其中包括黑人、白人及拉丁裔，他們舉起右手
向上帝禱告，祈求種族和諧 ，國泰民安， 一些
白人並當場向黑人表達歉意 ，這是多麽令人感
動之場面。

依據有關人士透露，佛洛伊德之遺體將運
到他的家鄉休斯敦，並將于六月八日舉行一場

盛大之追思安葬大會，讓他安息在這塊曾經是
他成長之土地。

今天我們大家共同居住在這塊土地上，任
何人都無法置身事外，我們的社區、我們的街
頭、我們的學校在上演許多燒搶之埸面，令人
擾心和恐懼 ，但是我們華亞裔社區也不斷地伸
出援手， 把溫暖送到災民手中 ，在此同時， 我
們更要努力加入主流社區 ，爭取政治上之發言
權 ，投下自己神聖的選票 ，才是雙管齊下之上
上策。

雖然新冠病毒不斷襲擊我們加上警方虐民
事件産生之社會動盪，大部分社會有識之士已
經覺醒了 ，正在社交媒體上發起的黑色星期二
運動已經喚起上千萬人之支持， 這些藝術家們
強烈表達對佛洛伊德被謀殺之不滿。

我們同時也目睹許多義工正在各大城市的
街道上，清理被暴徒們破壞的商家門窗，掃除
遍地的玻璃 ，他們正在爲受災戶盡一份心力，
明利阿波羅市的一名教師，今天更發起捐獻食
品運動，立即有市民響應，共捐出六萬五千袋
食物送給急需之市民。

美利堅共和國能在短短二百多年建立爲世
界第一強國，是經過多少先來後到的移民共同
努力，美國之立國精神在于保障自由，獨立民
主之精神，雖然我們目前受到巨大之挑戰，但
是多半的人民仍然充滿信心，我們是可以去改
變的。

美國新冠疫情日記美國新冠疫情日記66//0303//20202020

Most of the rallies in the different cities
yesterday were peaceful, especially in Houston
Texas. Houston Mayor Sylvester Turner and
Congressman Al Green in their speeches urged
the angry crowds to be calm. Mayor Turner said
that George Floyd was our neighbor. As a child
he grew up in our neighborhood. The mayor told
the crowd that City Hall is your home.“We
welcome you to come back home.”At the same
time, a group of people including white, black
and brown people were kneeling down on the
ground and praying and comforting each other.
Some of them were even apologizing about
what is happening in our community.

George Floyd’s body will be sent back to his
home town and a memorial service will be held
on June 8. We expect that a huge crowd will

come to the city. He will rest here at Houston.

A group of people have also now started what is
being called Blackout Tuesday, the trend of
posting a solid black image on Instagram in an
effort to raise awareness about police brutality
and systemic racism.

In Minneapolis, teachers are calling on the
community to give out more than sixty thousand
food bags on the school grounds. We now have
so many people lending their hands to the
society to show their support.

America was built by many people who came to
this land with the spirit of liberty and freedom.
Even as we are facing many difficulties, we
believe we will overcome and prevail.

Coronavirus DiaryCoronavirus Diary
Calling For ChangeCalling For Change

人民的呼喚人民的呼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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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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月25日，美國明尼蘇達州最大城明尼阿
波利斯（Minneapolis）發生喬治·佛洛伊德
（George Floyd）遭警方強壓頸部致死事件，
引爆全美各城市的抗議，甚至發生流血衝突。
英國首相強生（Boris Johnson）表示，他能理
解人們的抗議，不過也勸告 「抗議應該以合法
合理的方式進行。」

美聯社報導，自佛洛伊德的死亡悲劇後，
美國軍警至少逮捕了9,300過於激烈與暴力的
抗爭者。

一向支持川普的英國首相強生，在這個事
件上，選擇不同意美國總統川普（Donald
Trump）指責抗爭者的立場，他說 「佛洛伊德
的死，是不可原諒的」 、 「很能理解人們為什
麼抗議」 。

強生對議員們說： 「美國發生的事件實在

令人震驚，這是不可原諒的，我們都在影片上
看到了這一點，我完全理解群眾們抗議這樣的
錯誤」

他補充說： 「抗議應該以合法合理的方式
進行。」

強生試圖與川普保持溝通，大家都知道他
們關係好，而他帶領英國退出了歐盟，美國是
他的支持者。國會反對派呼籲英國政府，中止
向美國出口催淚瓦斯和橡皮子彈，對此強生不
置可否。

強生說，英國的所有武器出口，都遵守人
權義務，而且英國在這方面可能是最嚴格的國
家。

儘管近年來，英國發生幾次致命的槍擊事
件，但是大多數英國警察在出勤時，是不攜帶
槍支的。

英國強生首相：很理解美國群眾抗議心情

（綜合報導）俄羅斯國防部表示，軍方研
究機構完成了初步的新冠病毒疫苗，並將對50
名志願士兵進行測試，其中包括5名女性。

戰爭很無聊(War is boring)報導，俄羅斯是
世界第3嚴重的新冠病毒感染國，病例數超過
42萬，僅次於美國和巴西。俄羅斯政府警告說
，如果沒有可行的治療藥或是疫苗，就不能結
束該國大部分地區的檢疫限制，因此他們急切
著要開發合適、可靠、有效的疫苗。

對此，俄國軍方表示，國防部48研究所與
蓋瑪雷雅國家流行病學與微生物學研究中心

(Gamaleya National Research Centre of Epi-
demiology and Microbiology )合作開發疫苗，
並且可以進入人體試驗階段。

聲明說，蓋瑪雷雅研究中心先前已經測試
過針對其他致命病毒的基因工程疫苗，比如伊
博拉病毒，和引起中東呼吸綜合症（MERS）
的冠狀病毒，顯示他們具備研發COVID-19疫
苗的能力。

研究主管亞歷山大·金茲堡（Alexander
Ginzburg）在塔斯社（TASS）發表的評論中說
，使用該疫苗不會產生任何副作用。

俄羅斯挑選50名士兵測試新冠病毒疫苗

調查顯示，韓國抗疫模式比英國全面封鎖
政策造成的經濟損失更少。

韓聯社報導，南韓青瓦台經濟首席秘書幕
僚李昊昇3日在記者會上公開了美國國家經濟研
究局（NBER）上月發布的英國抗疫模式對國內
生產總值（GDP）損失的分析資料。

資料稱，如果政府袖手旁觀毫無作為，疫
情在今年1月至11月對GDP造成的損失累計將
達到30%。據資料，英國抗疫封鎖政策將造成
GDP損失為20%，向攜帶抗體人員簽發簽證允

許開展經營活動的方式將造成10%的損失，而
韓國抗疫模式造成的損失為7%。

李昊昇稱，歐洲為疫情防控暫停一切經濟
活動，韓式防疫則採取了積極診斷和嚴格追蹤
的模式，雖然過程艱辛，但對經濟的影響相對
最小。

他強調以數化化、綠化、穩就業為主軸的
「韓版新政」 對挽救經濟的重要性，並指出要

先人一步走出疫情的黑暗隧道。

調查：韓式抗疫造成的經濟損失最小

（綜合報導）日本新冠肺炎感染患者出院5週後仍聞不出尿
布的臭味。1名37歲的女患者向媒體披露自己在治療期間的經歷
，出現症狀起2周後的4月10日，她在日記上寫著，一度從醫院
轉往輕症患者下榻的飯店，才經過不到半天，就被醫師宣判，
「症狀恐怕會惡化」 ，而再度被送回醫院，出院後仍留下後遺症
。

《朝日新聞》報導，這名患者說，她兩次住院都是住4人房
，第2次住院後首次發燒至37至38度左右，醫師告訴她，因為
身體要對抗病毒，發燒是有必要的，故暫時不給退燒藥。第1次
發病時的倦怠感在第2次發病時又出現了，連看手機、起身吃飯
都很痛苦，不過已開始一點點地嚐出醫院餐點的味道。

住院患者只要連續兩天發
燒在37.5度以下且沒有出現
症狀的話，可再接受1次PCR
病毒篩檢，隔一段規定的時間後，再接受第2次病毒篩檢，兩次
都呈陰性即可出院。

她於第2次住院後的第5天接受病毒篩檢為陰性，若再次篩
檢呈陰性就可以出院，但沒想到又突然發燒近38度，接受第2
次篩檢後醫師竟說，第1次的結果可能是假陰性，故還需再住院
。

但再經兩天的靜養後，因兩次病毒檢測都是陰性，也沒再發
燒，醫師因而批准可以出院。她兩次住院共15天，從出現症狀

在家隔離算起則共經過24天，所幸家人的健康都沒問題。
這名女患者5月中旬和先生一起到民間的醫院自費做抗體檢

查，結果還是呈陽性。她表示，出院的頭1週，雖然有時覺得頭
痛、身體無力，但已能慢慢聞出咖啡的味道，甜味、苦味也陸續
可以嚐出來，第2週感覺身體逐漸復原，但出院後過了5週，仍
聞不出來1歲小兒子的便便的味道，看到兒子在哭，自己卻沒發
現時，會懷疑自己真的是陰性嗎？看來與新冠病毒的抗爭還要持
續下去。

日感染者出院後嗅覺未能完全恢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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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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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聚集事件頻發民眾防疫意識松弛
地方政府無奈

綜合報導 受新冠疫情影響，盡管法國當局禁止10人以上集會，但

近來法國各地聚集事件頻發，有數百人聚集足球場觀看足球賽，也有數

十人在超市停車場上舉行烤肉會的情況發生，當地政府頗為無奈。

據報道，法國埃松省省政府指出，26日晚8時40分左右，在格裏尼市足球

場上，有300至500人聚集觀看該市兩所街區間年輕人之間的壹場足球賽。

格裏尼市市長Philippe Rio指責稱，這些人的行為“危害了他人”，

且“不尊重醫療人員”。市政當局指責組織者“完全不負責任的愚蠢行

為”，並向相關人士提起了訴訟。

據悉，警察當時在場，但只能“監視”而不能出動阻止比賽。理由

是如果現場沒有失控，警察不想引起失控的局面，盡管這群人未遵守基

本防護規定。

當晚稍早時，在同省馬西市壹個球場上也有百余人聚集，後來被30

名警察驅散。

另外，在馬恩河谷省維萊克雷納市，壹家超市停車場上26日晚聚集了

30人左右燒烤，警察抵達時曾發生沖突。同晚，伊夫林省薩特魯維爾也出

現違章燒烤活動。警察抵達時被20余人辱罵，並遭對方用物品投擲。

根據法國衛生部門的統計，當地時間27日，法國新冠肺炎死亡病例

為28596例。自5月11日啟動“解封”以來，法國聚集性感染頻發，27

日新增8起聚集性感染。

加拿大多倫多等地
發生反對種族主義遊行示威
綜合報導 在加拿大和美國最近都發生黑人涉警死亡事件後，數千

人於當地時間5月30日在加拿大多倫多參加遊行示威，反對種族主義，

呼籲維護公義。

多倫多警方估計，示威人數約為4000人，遊行期間沒有發生暴力事

件。但受人流影響，多倫多市中心多條道路壹度交通中斷。

5月27日，多倫多警方接到有人身攻擊事件的報警後，派員趕到29歲黑人

女子裏吉斯·科欽斯基-帕奎特(Regis Korchinski-Paquet)位於壹公寓樓24樓的居

所。其家人稱，本意是希望警方將裏吉斯帶去戒癮與精神中心接受治療。裏吉

斯向警方提出要上洗手間後，警員隨其入屋，但拒絕其家人進入。之後警員證

實其從陽臺墜樓身亡。裏吉斯的家人懷疑她是被警員推落陽臺。

此案隨即引發社會輿論關註以及對警方的質疑和批評聲浪。多倫多

警察局長和市長均已表示，會對此案進行徹查。安大略省警方特別調查

組已介入調查。

多倫多示威遊行的組織者表示，此次示威旨在抗議針對黑人和原住民的

種族主義。示威者打出“沒有公義就沒有和平”“我們需要答案”等標語，

同時也引用了近日美國因弗洛依德命案引發的示威活動中使用的“黑人的命

也是命”“我不能呼吸”“不要用膝蓋壓著我的脖子”等口號。

在裏吉斯的家鄉、加拿大東部沿海城市哈利法克斯，30日也有類似

的遊行示威活動舉行。

非裔美國人喬治· 弗洛依德因警察在執法過程中涉嫌動作失當而身

亡，已在美國多地引發示威浪潮和暴力沖突。

加拿大總理賈斯廷· 特魯多5月29日對媒體回應說，種族主義在美

國和加拿大都是真實存在的。他呼籲加拿大民眾繼續努力，壹致反對針

對黑人、亞裔等族群的種族主義。

美國非裔男子被白人警察暴力執法致

死事件觸發的示威持續發酵，蔓延至英國、

德國和加拿大。示威者強調，人類沒有黑、

白種族之分，所有人應當獲得平等對待。

英國抗議者計劃在多地示威
當地時間5月30日，在英國倫敦，

憤怒的示威者霸占主要街道，巴士和汽

車被迫滯留在東南部佩克漢姆區，無法

向前行駛，市內交通受阻。抗議者計劃

，未來壹周在伯明翰、曼徹斯特、卡迪

夫和格拉斯哥舉行示威。壹些群眾在倫

敦東南地區，呼叫“沒有公義、沒有和

平”和“不要殺害我的朋友”口號。

主辦示威的傑克遜表示：“我覺得有

責任把民眾聚集起來，壹齊發出我們的聲

音。我看到美國黑人男子慘死的片段，深

信不能讓同樣情況再度發生。我利用‘臉

書’說出我的看法，有點想不到竟然有這

麼多人不理會疫情出席。”

壹些示威者舉起紙牌，呼籲民眾團結

對抗，重視黑人的性命。不過，部分示威

者較為激進，鼓吹類似過去數日發生在美

國的暴亂。當中，壹名示威者的紙牌寫上

“暴亂”字樣。在倫敦北部，有示威者舉

起“廢除警察”橫幅。

抗議者無視防疫要求
很多示威者沒有理會政府因新冠肺

炎疫情而規定的保持兩米社交距離的要

求。同時，不少示威者沒有戴口罩防疫

。壹些示威者模仿被警察跪頸致死的美國

男子在昏迷前那樣呼叫“我不能呼吸”，

聲言要為死者討回公道。

示威者舉起的橫幅指出：“我們希望

在這裏向美國政府施壓，表明黑人被白人

警察跪頸致死是壹宗全世界的事，並非單

獨美國事件。”

而在德國柏林，數百名示威者在當

地美國大使館外集會，他們高舉“為弗

洛伊德討回公道”、“停止殺死我們”

等標語牌抗議。

加拿大遊行抗議種族主義
加拿大最大城市多倫多在5月30日

也有數千人參加遊行，抗議發生在世界

各地的歧視黑人和種族主義事件。近日

，多倫多黑人女子蕾吉斯疑被警察在其

24樓住所露臺，推落街上喪生，觸發數

千人上街示威。

示威者在多倫多市中心高舉“另壹條

黑人性命遇害”、“廢除警察”、“沒有

公義，沒有和平”等標語，很多示威者不

忘政府勸告佩戴口罩。壹些示威者高呼

“停止殺害黑人女性”口號，他們表示不

單為了遇害的蕾吉斯，還關註被警方和司

法制度不公平對待的每壹個人。

除了多倫多外，新斯科舍省哈利法

克斯市也在5月30日舉行示威，魁北克

省城市蒙特裏爾則在31日舉行遊行。

中德院士專家“雲端”對話抗疫合作
綜合報導 來自中德兩國相關領域的

多位院士和權威專家展開了壹場“雲端”

對話，就中德兩國抗疫進展和經驗、疫

情對全球公共衛生和醫療服務體系建設

的啟示等話題展開了深入交流。

這場“命運與共中德同行”中德健

康雲對話活動是由中國老年保健協會聯

合北京協和醫學院公共衛生學院共同發

起。

中國工程院院士、中國醫學科學院

院長王辰在致辭中表示，回顧在抗疫壹

線參加戰鬥難忘的日日夜夜，深感中國

作為發展中國家，能夠在這麼短的時間

內控制傳染源、切斷傳播途徑、保護易

感人群、全力救治病人方面取得重要成

績，實屬不易。另壹方面，我們也為中

國成功實施包括武漢封城、方艙醫院，

果斷延長春節假期、啟用健康碼等在內

的壹系列新措施感到驕傲。“我們十分

願意將我們獲得的壹些防診治和康復經

驗與國際同行分享。”

他表示，在全球主要疫情國家中，

德國病亡率低於周邊國家，體現了德國

卓越的公衛預防、醫療服務、社區健康

、數字技術以及生物醫藥技術。“我們

特別希望通過今天這樣的研討會，繼續

延展我們在衛生健康領域的相互學習和

交流，不斷增進相互了解，匯集中德兩

國乃至全球的智慧，共同抗疫，共建人

類衛生健康共同體。”

德國駐華大使館經濟處壹秘維爾特

斯(Franziska Wirths)表示，疫情非常需要

兩國在醫學和科技領域展開合作。她強

調，各國當前面臨全球性挑戰，需要開

展多邊體系下的合作，“新冠疫情沒有

國界，因此我們在全球層面應當秉持開

放和團結的態度，來共同應對疫情，只

有這樣才能戰勝疫情”。

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疾控中心主

任高福回顧了中國疫情應對的時間表。

他指出，中國采取的防疫策略已經發揮

作用，目前中國很多城市已經復工復產

。他表示，中國在當前疫情防控常態化

下，繼續采取鼓勵人們佩戴口罩、保持

社交距離、保持通風、對公共場所進行

消毒等措施，同時也不斷進行健康宣教

，希望在保持正常生活的同時防止疫情

再次擡頭。

德國利奧波迪納國家科學院院士、

海德堡大學醫學院兒童醫院院長格奧爾

格· 弗裏德裏希· 霍夫曼表示，新冠疫情

要求人類在不同領域加強合作，中國由

於疫情暴發較早，因此對疫情的研究和

經驗積累也走在世界前沿。其它國家能

夠通過中國的經驗和信息分享，早做準

備。他指出，從全球層面看，疫情還沒

有到達峰值階段，全球感染人數仍在上

升，“我們希望能夠早日看到疫情達到

峰值期並下降”。

在討論環節，高福與格奧爾格· 弗裏

德裏希· 霍夫曼以及中國工程院院士、北

大醫學部常務副主任喬傑，北京醫院院

長王建業，海德堡大學醫學院公共衛生

研究院院長蒂爾· 貝尼希豪森，德國基民

盟海德堡市主席、海德堡市議員揚· 格拉

德爾和青島大學醫學部黨工委書記王新

生等探討了在經歷此次疫情後，未來全

球應如何建立更加完善的公共衛生和醫

療服務體系。

氣象數據顯示
英國迎來有記錄以來最晴朗春天

綜合報導 英國國家氣象

局發布信息表示，進入春天

以來，英國全境日照時間大

幅延長，迎來了自1929年有

記錄以來最晴朗的春天。

據氣象數據顯示，截至

本周三，英

國全境日照

時間已達到

了573小時。

自有氣象資

料記錄以來

，歷史上只

有9個年度的

春季日照時

間超過了500小時。

對持續晴朗天氣的原因

，英國皇家氣象學會首席執

行官利茲· 本特利(Liz Bentley)

教授認為，英國大部分天氣

變化均為氣流強風驅動形成

。今年春季，強氣流滯留在

英國北部，形成晴朗幹燥的

高壓氣象，而多雨的低壓氣

象則留在了英國境外的大西

洋。

本特利同時表示，“北

極地區正在發生的變暖，可

能會在未來導致更多的極端

天氣事件”。“前所未有的

”、長達數月的陽光明媚，

也是“令人擔憂的”，因為

它表明英國的氣候正在發生

巨大變化。今年5月，將是英

國部分地區有史以來最幹燥

的5月。

英國農民聯合會副主席

斯圖爾特· 羅伯茨(Stuart Rob-

erts)稱，盡管目前可用水量

“總體來說還充足”，但幹

旱缺水的氣候條件，“對農

民和種植者來說，這可能是

壹個極具挑戰性的季節”。

晴朗春天對種植草莓的

英國農民而言則是個絕好

天氣。據農業專家估計，

2020年草莓有望成為英國有

史以來產量最大的水果作

物之壹，創紀錄的日照氣

象條件將帶來草莓產量 20%

的增長。

反種族歧視示威蔓延多國！
英國和加拿大數千人抗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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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美國

（綜合報導）美國疫情未見緩和，確診總數達188萬例，10.8萬人死亡。領導華府抗疫的美
國衛生研究院過敏症及傳染病研究所長佛奇2日表示美國首款候選新冠病毒疫苗下月開始最後一
期臨床試驗，預計年底前生產1億劑，相信明年初可供應2億劑。他對疫苗效用謹慎樂觀。

佛奇接受《美國醫學會雜誌》訪問指出，國家衛生研究院（NIH）與美國藥廠Moderna合作
研發的疫苗mRNA-1273，將招募約3萬名18歲至55歲的成年人參與試驗，包括長者和長期病
患。他稱研研人員或在11月至12月判定疫苗是否有效，擔心無法長期維持疫苗的免疫作用，並
相信由其他幾間公司開發的疫苗可能成功。

美研究所長：新冠病毒疫苗預計年底面世

（綜合報導）非裔男子遭白人警察壓頸喪
命，引爆全美各地示威抗議，美國總統川普1
日揚言要動用軍隊鎮壓暴力示威，美媒報導，
包括華府、馬里蘭州、維吉尼亞州3個地區的
部隊及軍事基地，自2日上午起，已升級至
「接近戰時警戒」 （Near-Wartime Alert）的

防護狀態。
非裔男子佛洛伊德（George Floyd）遭白

人警察壓頸喪命，全美各地示威衝突不斷，華
府自上月29日起，民眾示威行動進入第6天。
美國總統川普1日在演說中表示，要動用成千
上萬軍力，終結暴力示威。

美媒新聞週刊《Newsweek》報導，就在
川普演說後隔天，美國國防部已經指示華府、
馬里蘭州、維吉尼亞州3個地區的部隊及軍事
基地，自2日上午7時30分起，升級至 「部隊
防護狀態」 （Force Protection Condition）C
級，又稱Charlie級。這個黃色警戒狀態是五角
大廈制定的5級警戒系統中的次高級，意味著

「部隊有可能成為攻擊目標，或是發生恐怖行
動。」

除此之外，周一稍後，川普也悄悄將哥倫
比亞特區國民兵（The District of Columbia
National Guard）劃歸聯邦政府管轄，使得特
區國民兵成為全美第一個因應示威行動，而被
聯邦化的國民兵。

除了收走特區國民兵的管理權，周一晚間
，鄰近州的國民兵部隊也在聯邦政府指示下，
前往特區支援。

周二上午以前，各州部隊也已陸續集結特
區待命。例如，來自紐約州壯堡（Fort Drum
）陸軍基地、堪薩斯州萊里堡（Fort Riley）陸
軍基地的運輸機，分別運送現役憲兵及步兵，
前往馬里蘭州的空軍基地，他們將扛起防衛聯
邦政府大樓的重要任務；周一午夜前，來自北
卡羅來納州布拉格堡（Fort Bragg）的250名
現役憲兵也已經抵達特區的軍事基地待命。

美媒：華府軍隊已提升至近戰時警戒狀態

（綜合報導）美國威斯康辛州遭受強烈雷雨
暴擊後，當地的一處地標：世界上最大的自由懸
掛式美國國旗，在星期二晚上被雷雨撕成兩半。

商業內幕(Business Insider)報導，位在威州
希博伊根市(Sheboygan)的銳意保險公司(Acuity
Insurance)總部，設了一個世界最大的旗竿與國
旗，旗竿高度達到400呎(122公尺)，基座直徑
11呎(3.35公尺)，上頭飄蕩的美國國旗也是世界
之最，尺寸是70呎X 140呎(21公尺 X 42公尺)
，重達340磅(154公斤)。

旗竿與國旗都是該公司斥巨資製作的，原因
就是愛國愛鄉土，總部大樓設有紀念館，其中包
括在威州的烈士們，也就是為國捐軀的市民。

該公司的網站上說： 「我們自豪地懸掛著這
面旗幟，因為有它(美國)，我們才有幸在這片土
地上生活和工作。」

然而，星期二晚間的雷暴雨，襲擊了威州的
多個地區，造成超過3.1萬戶房屋停電，這面大
國旗也受災，國旗在雷雨中幾乎被撕碎，13道
條紋已經沒有了。

推特上開始流傳國旗劈壞的事，有些人評論
說，在全美國不斷發生各種不幸，比如冠狀病毒
大流行，還有城市的爆亂中，壞掉的國旗很形象
的隱喻這個時期。

該公司表示，他們不久後就會修復國旗，並
且重新懸掛。

美國最大國旗在大雷雨中遭到劈壞

（綜合報導）印度媒體報導稱，印度總理莫迪與美國總統川普2日通話時，就中印邊境問題
交換了意見。大陸外交部3日表示，中印雙方有能力通過對話協商妥善解決兩國間的問題，不需
要第三方介入。

在3日例行記者會上，大陸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就記者提問回答說： 「中方在邊界問題上的
立場是一貫的、明確的，一直認真落實兩國領導人達成的重要共識，嚴格遵守兩國簽署的有關協
定，致力於維護國家領土主權安全，維護中印邊境 地區的和平與穩定。」

趙立堅表示，目前，中印邊境地區的局勢總體是穩定的、可控的。中印之間有完善的涉邊機
制和溝通渠道，雙方有能力通過對話協商妥善解決兩國間的問題，不需要第三方介入。

美印領袖談中印邊境問題陸強調無需第三方介入

（綜合報導）俄羅斯總統普丁2日簽署命令，批准新版的核威懾政策，即日就會生效。文件明
確指出，若俄羅斯或盟友受到核武或大規模殺傷力武器攻擊，或是收到相關可靠情報，俄方將可使
用核武。

文件指出，若獲得關於向俄羅斯或盟友領土發射飛彈的可靠消息，或是敵方使用核武或其他大
規模殺傷力武器攻擊俄羅斯或其盟友領土等情況，俄羅斯可動用核武。俄羅斯視核武為一種威懾手
段，只有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才會使用，並將採取一切必要措施，降低核威脅，防止由於國際關係
緊張引發的核武等軍事衝突。

文件強調，核威懾政策具防禦性質，以維護國家主權和領土完整，並對俄羅斯潛在敵人構成威
懾，以防侵略行為。核威懾原則包括遵守軍備控制國際義務、可應對軍事威脅、部分核武隨時處於
戰備狀態等。

新版的核威懾政策詳細說明可能引發俄方使用核武的情況，包括敵方使用非核武攻擊。分析指
，這反映俄方對美國其他大規模殺傷力武器的關注，藉此向美方發出警告。

普丁簽署新版核威懾政策普丁簽署新版核威懾政策 向美發出警告向美發出警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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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匯不是美予港“特殊待遇”
香港金管局：港區國安法不會改變港金融體系

金管局以事實證香港金融穩定
●港元貶值？

○事實：市場上報道港匯在5月22日“大幅”轉
弱，其實只是輕微回軟至 7.7578，距離
7.7500的強方兌換保證只有0.1%

●資金流走？

○事實：根據數間大銀行所提交的最新數據，過
去數天的存款保持穩定，清楚顯示目前並沒有
大量資金流出港元或銀行體系

●美元緊絀？

○事實：有指近日有市民遇上個別銀行分行缺乏
美元現鈔情況，事實上銀行體系有充足的美元
現鈔供應，在調整運鈔安排後便可應付需求

●外資撤走？

○事實：香港一直是投資內地資本市場的重要窗
口，現時外資金融及其他機構的中國內地股票
和債券投資當中，有超過一半是透過香港進
行，對以回報為主的國際投資者和跨國企業來
說，香港仍然具有獨特優勢和吸引力，是外資
投資內地市場的首選渠道

●實施資本管制？

○事實：香港是自由港，在聯匯機制下，貨幣可
自由兌換。基本法第112條亦明確規定香港不
實行外匯管制政策，資金自由流動。市民可以
繼續按自身的需要進行資產配置，毋須為一些
無事實根據的揣測而作出過敏的反應或輕率的
決定

●聯匯無法支持？

○事實：聯繫匯率有高達4,400多億美元的外匯
儲備作為堅實後盾，相當於香港貨幣基礎兩倍
多；香港銀行體系資本雄厚(資本充足比率為
20% )、流動資金充裕 (流動覆蓋比率為
160%)、資產質素良好(壞賬率僅為0.6%)，在
國際上均屬非常穩健的水平

●美國可取消香港聯匯？

○事實：聯匯制度是香港自行制定的貨幣制度，
時間遠早於美國國會在1992年通過賦予香港
特殊待遇的《香港政策法》，聯匯制度並不是
《香港政策法》給予的“特殊待遇”

●美國可禁止香港使用美元結算系統？

○事實：香港是主要的國際金融中心之一，更是
全球第三大美元外匯交易中心，服務大量亞太
區以至全球的跨國企業，支援各種投資、財富
管理、貿易和結算服務，其金融體系已經與全
球經濟和金融體系緊密聯繫在一起。任何衝擊
香港金融制度的舉措，都會為包括美國在內的
全球金融市場帶來極大震盪，更可能削弱國際
投資者對使用美元、持有美國金融資產的信心

香港文匯報訊 余偉文表示，每當市場出
現不穩定因素時，往往會有很多傳聞或謠言，
他希客觀的事實和數據能令大家對香港的金融
穩定保持信心，不要自亂陣腳。他指，還記得
去年社會事件期間，有不少有關聯繫匯率、走
資的傳言，甚至有一些所謂“專家”呼籲賣出
港元換美元。事實證明這些謠言不攻自破，其
後陸續有資金流入，港元更升值至強方兌換保
證，這些“專家”和一眾跟風的炒家都要損手
離場。他又說，香港是自由港，在聯繫匯率的
機制下，貨幣可自由兌換。基本法第112條亦
明確規定香港不實行外匯管制政策，資金自由
流動。市民可以繼續按自身的需要進行資產配
置，毋須為一些無事實根據的揣測而作出過敏
的反應或輕率的決定。
余偉文續指，在過去眾多困難發生的情況

下，香港的金融市場仍能展現強勁的韌力，港
交所繼續成為全球集資額最多的交易所，“滬
港通”的交投量翻了一倍，“債券通”的成交
更翻了兩倍，這些都說明香港仍然是國際投資
者投資內地金融市場的首選。

去年唱淡港元
炒家虧本離場

美國日前表示將取消香港特殊待遇地

位，金融市場對此產生不少疑慮甚至錯誤看

法，為釋除市場憂慮，香港金管局總裁余偉

文2日以事實逐一澄清相關疑慮及謬誤。他

指，銀行數據顯示目前並沒有大量資金流出

港元或銀行體系；聯匯是香港的自設制度，

不是美國《香港政策法》給予的“特殊待

遇”；同時，香港為全球第三大美元外匯交

易中心，香港的金融體系已經與全球經濟和

金融體系緊密聯繫在一起，美國不能禁止香

港使用美元結算系統。
■香港文匯報記者 殷考玲

余偉文2日在題為“以事實為本看金融穩
定”的《匯思》文章中表示，上周末美國

提出取消香港的特殊待遇，有關具體細節仍未公
布，近日社會輿論有談及聯繫匯率是否穩固，以
及是否需要兌換美金以作避險，社會各界憂慮香
港將會受到什麼影響，這是可以理解的。但在考
量整體形勢時，大家必須認清事實，才能有客觀
的分析。他指出，制定港區國安法不會對香港的
貨幣和金融體系帶來任何轉變。金管局也累積了
足夠的能力和資源，有信心和決心去維護香港的
貨幣和金融穩定。

港匯保持穩定 未見大量走資
余偉文進一步解釋，過去數天，港元市場一

直運作正常，港元息率維持低企，港元匯價保持
穩定，市場上報道港匯在5月22日“大幅”轉
弱，其實亦只是輕微回軟至7.7578，距離7.7500
的強方兌換保證只有0.1%。根據數間大銀行所
提交的最新數據，過去數天的存款亦保持穩定，
這些均清楚顯示目前並沒有大量資金流出港元或
銀行體系。有指近日有市民遇上個別銀行分行缺
乏美元現鈔情況，事實上銀行體系有充足的美元
現鈔供應，在調整運鈔安排後便可應付需求。整
體而言，金融市場繼續暢順有序運作，反映市場
對聯繫匯率的信心，而這是建基於聯匯制度清

晰、透明和行之有效。
另外，有一些輿論指美國的《香港政策

法》有提及港元與美元的兌換，擔心聯匯制度
會否被“單方面取消”，甚至有人言之鑿鑿，
指可以禁止香港使用美元結算系統。余偉文指
出，香港與其他地區一樣，可自行制定貨幣制
度，包括匯率政策。事實上，香港在1983年10
月已推行聯匯制度，時間上遠早於美國國會在
1992年通過賦予香港特殊待遇的《香港政策
法》，所以聯匯制度並不是《香港政策法》給
予的“特殊待遇”，而是香港基於自身對金融
和貨幣穩定所需而設立，不會因為外國對香港
的政策而改變。

衝擊港金融制度將令全球震盪
香港是主要的國際金融中心之一，更是全球

第三大美元外匯交易中心，服務大量亞太區以至
全球的跨國企業，支援各種投資、財富管理、貿
易和結算服務，其金融體系已經與全球經濟和金
融體系緊密聯繫在一起。任何衝擊香港金融制度
的舉措，都會為包括美國在內的全球金融市場帶
來極大震盪，更可能削弱國際投資者對使用美
元、持有美國金融資產的信心。故此，他認為，
發生極端情況的可能性有多大，大家應該心中有
數。

■■余偉文余偉文22日以事實逐一日以事實逐一
澄清澄清，，釋除金融市場對港釋除金融市場對港
疑慮及謬誤疑慮及謬誤。。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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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

央總書記、國家主席、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

6月2日下午主持召開專家學者座談會並發

表重要講話。他強調，人民安全是國家安全

的基石。要強化底線思維，增強憂患意識，

時刻防範衞生健康領域重大風險。只有構建

起強大的公共衞生體系，健全預警響應機

制，全面提升防控和救治能力，織密防護

網、築牢築實隔離牆，才能切實為維護人民

健康提供有力保障。

構建強大公衞體系
切實維護人民健康

主持專家學者座談會 強調健全預警響應機制全面提升防控救治能力習
近
平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俞鯤 武漢報道）武漢市2
日對外發布稱，為期十餘天的集中核酸檢測排查工作
順利完成，從5月14日0時至6月1日24時，武漢市
集中核酸檢測近990萬人，其中無症狀感染者300
人，佔比僅0.303/萬，且無一例轉確診。追蹤密切接
觸者1,174人，核酸檢測結果均為陰性，顯示目前武
漢市無症狀感染者在全人群的佔比極低，沒有發現無
症狀感染者傳染他人的情況。李蘭娟院士指，武漢市
的集中檢測在全世界都極為罕見，也為其他城市的疫

情防控提供借鑒。
武漢市常務副市長胡亞波透露，此次集中核酸

檢測費用由政府承擔，總支出9億元人民幣左右。
中華預防醫學會社會醫學分會主任委員、華中科技
大學同濟醫學院公共衞生學院教授盧祖洵對外宣
布，從5月14日0時至6月1日24時，武漢市集中
核酸檢測9,899,828人，沒有發現確診病例，檢出無
症狀感染者300名，根據官方的安排，對300名無
症狀感染者進行了血清抗體檢測，核酸檢測為陰性

的市民，則沒有安排進行抗體檢測。
武漢市衞健委副主任王衛華透露，在十餘天內武

漢全市設置採樣點單日最高達到2,907個，工作人員
28.8萬人次、醫務人員5.7萬人次參與採樣、服務。
王衛華表示，全市檢測機構由起初的23家增加到63
家，第三方檢測機構檢測工作人員從419人增加到
1,451人，設備從215台套增加到701台套，人員倒
班、設備不停、24小時滿負荷運轉，保證了武漢市日
檢測能力從30萬人份快速突破100萬人份。

武漢核檢990萬人 僅300無症狀感染者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中共
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書記處書記王滬寧出席

座談會。座談會上，中國工程院院士、廣州醫科大學
呼吸內科教授鍾南山，首都醫科大學附屬北京朝陽醫
院副院長、主任醫師童朝暉，中國工程院院士、天津
中醫藥大學校長張伯禮，中國工程院院士、軍事科學
院軍事醫學研究院毒物藥物研究所研究員李松，清華
大學蘇世民書院院長、公共管理學院教授薛瀾，中華
預防醫學會副會長、主任醫師楊維中，清華大學法學
院教授、衞生法研究中心主任王晨光先後發言，就完
善我國重大疫情防控體制機制、健全國家公共衞生體
系、提高醫療救治水平、發揮中醫藥作用、強化科技
支撐、完善公共衞生法律法規體系等提出意見和建
議。發言過程中，習近平同每一位發言的專家學者交
流，就一些問題深入了解情況，要求有關方面認真研
究、科學改進、妥善解決。

感謝專家學者防疫貢獻
在認真聽取大家發言後，習近平總書記發表了十

分重要的講話。他表示，面對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
情，黨中央統籌全局、果斷決策，堅持把人民生命安
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上
下同心、全力以赴，採取最嚴格、最全面、最徹底的
防控舉措，全國疫情防控阻擊戰取得重大戰略成果。
這些成就的取得，彰顯了中國共產黨領導和我國社會
主義制度的顯著政治優勢，體現了改革開放以來我國
日益增強的綜合國力，展現了全黨全軍全國各族人民
同舟共濟、眾志成城的強大力量。

習近平指出，在疫情防控鬥爭中，廣大專家學者
以高度的政治責任感和使命感，發揮專業優勢，在分
析疫情形勢、完善防控策略、指導醫療救治、加快科
研攻關、修訂法律法規、促進國際合作等方面獻計獻
策，為疫情防控鬥爭作出了重要貢獻。習近平代表黨
中央向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謝。
習近平強調，人類健康是社會文明進步的基礎。

黨的十八大以來，黨中央明確了新時代黨的衞生健康
工作方針，強化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的制度保障，堅持
預防為主，穩步發展公共衞生服務體系，成功防範和

應對了甲型H1N1流感、H7N9、埃博拉出血熱等突
發疫情，主要傳染病發病率顯著下降。在實現“兩個
一百年”奮鬥目標的歷史進程中，發展衞生健康事業
始終處於基礎性地位，同國家整體戰略緊密銜接，發
揮着重要支撐作用。

建立上下聯動分工協作機制
習近平指出，疾病預防控制體系是保護人民健

康、保障公共衞生安全、維護經濟社會穩定的重要保
障。要立足更精準更有效地防，在理順體制機制、明
確功能定位、提升專業能力等方面加大改革力度。要
建立穩定的公共衞生事業投入機制，改善疾病預防控
制基礎條件，完善公共衞生服務項目。要優化完善疾
病預防控制機構職能設置，建立上下聯動的分工協作
機制。要加強國家級疾病預防控制機構能力建設，強
化其技術、能力、人才儲備。要健全疾控機構和城鄉
社區聯動工作機制，加強鄉鎮衞生院和社區衞生服務
中心疾病預防職責，夯實聯防聯控的基層基礎。要創
新醫防協同機制，建立人員通、信息通、資源通和監
督監管相互制約的機制。要加強疾控人才隊伍建設，
建立適應現代化疾控體系的人才培養使用機制，穩定
基層疾控隊伍。要建設一批高水平公共衞生學院，着
力培養能解決病原學鑒定、疫情形勢研判和傳播規律
研究、現場流行病學調查、實驗室檢測等實際問題的
人才。

強化基層衞生人員培訓演練
習近平強調，要把增強早期監測預警能力作為健

全公共衞生體系當務之急，完善傳染病疫情和突發公

共衞生事件監測系統，改進不明原因疾病和異常健康
事件監測機制，提高評估監測敏感性和準確性，建立
智慧化預警多點觸發機制，健全多渠道監測預警機
制，提高實時分析、集中研判的能力。要加強實驗室
檢測網絡建設，提升傳染病檢測能力。要建立公共衞
生機構和醫療機構協同監測機制，發揮基層哨點作
用，做到早發現、早報告、早處置。要健全突發公共
衞生事件應對預案體系，分級分類組建衞生應急隊
伍，覆蓋形勢研判、流行病學調查、醫療救治、實驗
室檢測、社區指導、物資調配等領域。要強化基層衞
生人員知識儲備和培訓演練，提升先期處置能力。要
深入開展衞生應急知識宣教，提高人民群眾對突發公
共衞生事件認知水平和預防自救互救能力。各級黨委
和政府要建立定期研究部署重大疫情防控等衞生健康
工作機制，做到指令清晰、系統有序、條塊暢達、執
行有力。
習近平強調，愛國衞生運動是我們黨把群眾路線

運用於衞生防病工作的成功實踐。要總結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鬥爭經驗，豐富愛國衞生工作內涵，創新方式
方法，推動從環境衞生治理向全面社會健康管理轉
變，解決好關係人民健康的全局性、長期性問題。要
全面改善人居環境，加強公共衞生環境基礎設施建
設，推進城鄉環境衞生整治，推進衞生城鎮創建。要
倡導文明健康綠色環保的生活方式，開展健康知識普
及，樹立良好飲食風尚，推廣文明健康生活習慣。要
推動將健康融入所有政策，把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理
念貫穿城市規劃、建設、管理全過程各環節。各級黨
委和政府要把愛國衞生工作列入重要議事日程，探索
更加有效的社會動員方式。

進一步優化醫療資源配置

◆抗疫成果：
這次新冠肺炎患者救治工作，我們堅
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前所未有調
集全國資源開展大規模救治，不遺漏
一個感染者，不放棄每一位病患，從
出生不久的嬰兒到100多歲的老人都
不放棄，確保患者不因費用問題影響
就醫。

◆完善重點：
①要統籌應急狀態下醫療衞生機構動
員響應、區域聯動、人員調集，建立
健全分級、分層、分流的重大疫情救
治機制。

②要全面加強公立醫院傳染病救治能
力建設，完善綜合醫院傳染病防治設
施建設標準，提升應急醫療救治儲備
能力。
③要以城市社區和農村基層、邊境口
岸城市、縣級醫院和中醫院為重點，
完善城鄉三級醫療服務網絡。

④要加強國家醫學中心、區域醫療中
心等基地建設，提升重大傳染病救治
能力。

進一步推動中藥守正創新

◆抗疫成果：
中西醫結合、中西藥並用，是這次疫
情防控的一大特點，也是中醫藥傳承
精華、守正創新的生動實踐。
◆完善重點：

①要加強古典醫籍精華的梳理和挖
掘，建設一批科研支撐平台，改革完
善中藥審評審批機制，促進中藥新藥
研發和產業發展。
②要加強中醫藥服務體系建設，提高
中醫院應急和救治能力。

③要強化中醫藥特色人才建設，打造
一支高水平的國家中醫疫病防治隊
伍。
④要加強對中醫藥工作的組織領導，
推動中西醫藥相互補充、協調發展。

進一步加強核心技術攻關

◆抗疫成果：
科學技術是人類同疾病鬥爭的銳利武
器，人類戰勝大災大疫離不開科學發
展和技術創新。
◆完善重點：

要加大衞生健康領域科技投入，集中
力量開展核心技術攻關，發揮新型舉
國體制的優勢。要深化科研人才發展
體制機制改革，完善戰略科學家和創
新型科技人才發現、培養、激勵機
制，吸引更多優秀人才進入科研隊
伍，為他們脫穎而出創造條件。

■■66月月22日日，，習近平在北京習近平在北京
主持召開專家學者座談會並主持召開專家學者座談會並
發表重要講話發表重要講話。。 新華社新華社

分析抗疫成果
與進一步完善重點

來源：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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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点话题

“两新一重”
促消费惠民生，调结构增后劲

“两新一重”是极富汉语语言特色的凝练表达，其全称是“新
型基础设施建设，新型城镇化建设，交通、水利等重大工程建
设”。由此可见，其内涵非常丰富，具体来说，主要包括三个方
面，即新型基础设施建设，简称“新基建”；新型城镇化建设；交
通、水利等重大工程建设。作为一个热词，它的来源是今年的政
府工作报告。在该报告的第五部分“实施扩大内需战略，推动经
济发展方式加快转变”，明确提出重点支持“两新一重”建设。
仔细分析内涵，不难发现，“两新一重”实际上是对近年来着力推
进的三个方面工作的高度总结和概括。

“新基建”，在一定意义上来说是数字基建。从 2018 年 12 月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来，多个重要会议提出推进该项建设，其内
涵逐渐为社会所熟知。今年 4 月，国家发改委有关方面将“新型
基础设施”明确为“信息基础设施”“融合基础设施”和“创新基础
设施”。前者主要指基于新一代信息技术演化生成的基础设施，
比如，以 5G、物联网、工业互联网、卫星互联网为代表的通信网络
基础设施，以人工智能、云计算、区块链等为代表的新技术基础设
施，以数据中心、智能计算中心为代表的算力基础设施等。“融合
基础设施”主要指深度应用互联网、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支
撑传统基础设施转型升级，进而形成的融合基础设施，比如，智能
交通基础设施、智慧能源基础设施等。“创新基础设施”主要指支
撑科学研究、技术开发、产品研制的具有公益属性的基础设施，比
如，重大科技基础设施、科教基础设施、产业技术创新基础设施
等。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把加强新型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描述为，
“发展新一代信息网络，拓展 5G 应用，建设充电桩，推广新能源汽
车”。这是站在推进年度工作角度，就加强“新基建”作出的重点
部署，旨在“激发新消费需求、助力产业升级”。

新型城镇化是以城乡统筹、城乡一体、产业互动、节约集约、
生态宜居、和谐发展为基本特征的城镇化，是大中小城市、小城
镇、新型农村社区协调发展、互促共进的城镇化。新型城镇化建
设，不是“造城运动”，其根本着眼点是人本身，既包括农民的市
民化，也包括城镇公共服务的现代化等。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在加
强新型城镇化建设方面提出，推进县域城镇化的任务，对接农民
市民化，为此，要求“大力提升县城公共设施和服务能力，以适应
农民日益增加的到县城就业安家需求”。同时，政府工作报告还
提出了提升城镇居住设施和服务的具体任务：新开工改造城镇老
旧小区 3.9 万个，支持加装电梯，发展用餐、保洁等多样社区服务。

作为后发现代化国家，中国依然需要在传统基础设施建设方
面“补课”。为此，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了“加强交通、水利等重大
工程建设”的任务，并且就增加国家铁路建设方面提出具体资本
金为 1000 亿元。

“互联网+”
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的强大引擎

“互联网+”指的是依托互联网信息技术实现互联网与传统
产业的联合，以优化生产要素、更新业务体系、重构商业模式等途
径来完成经济转型和升级。在今年两会上，“互联网+”热度再
起，政府工作报告在第四部分“推动制造业升级和新兴产业发展”
中提出，“发展工业互联网，推进智能制造。电商网购、在线服务
等新业态在抗疫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要继续出台支持政策，全面
推进‘互联网+’，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这是继 2015 年之后，这
个词汇再次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值得注意的是，今年两会上的“互联网+”热与 2015 年两会时
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彼时，中国全国网民总数约 6.5 亿，4G
正式商用刚进入第二个年头；而今，中国网民总数已超过 9 亿，5G
商用正在加速推进。在抗击新冠疫情的过程中，“互联网+”获得
空前大发展，不仅电商网购消费金额不断攀升，而且在线医疗、在
线教育、在线招聘、远程办公等异军突起，以 5G 为支撑的智能生
产线和智能装备纷纷进入“实战”，这些推动互联网从传统消费型
加速向生产型和服务型嬗变，并显示出全面推进社会发展进步的

强大威力。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正是基于中国互联网迅猛发展
的现状和趋势，提出全面推进“互联网+”，并将其提到打造“数字
经济新优势”的高度。

“数据市场”
实现对数字经济战略资源高效配置

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 除了大力加强新基建，全面推进
“互联网+”之外，还要培育、建立、健全“数据市场”。今年政府
工作报告首次将该词写入其中，在“推进要素市场化配置改革”
部分，报告明确提出，培育技术和“数据市场”，激活各类要素潜
能。

如果说，石油是工业的“血液”，那么数据就是数字经济的
“石油”，作为数字经济的核心生产要素，数据对提高劳动生产
率的特殊重要价值日益呈现出来，并受到广泛重视。党的十九
届四中全会首次把“数据”作为生产要素之一，作出数据是数字
经济关键生产要素的战略研判。今年 4 月发布的《关于构建更加
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指出，“加快培育数据要
素市场，推进政府数据开放共享，提升社会数据资源价值，加强数
据资源整合和安全保护”，首次提出了发展“数据市场”的指导方
针。按照指导方针，落实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的提出的培育“数据
市场”的目标，是当前面临的紧迫任务。

业内专家指出，培育“数据市场”必须重点解决好 4 个方面的
问题。一是数据的归属权方面，很多数据要素的产权属性尚未清
晰界定，相关方权益难以得到保障，这给市场交易带来了困难。
二是数据的标准规范方面，由于部分数据流通关键标准缺失，难
以支撑数据要素市场化交易流通。三是交易平台方面，由于交易
平台缺乏联动机制，也未能形成国家级交易平台，造成数据孤岛
广泛存在。四是治理方面，数据的治理机制特别是安全保护仍然
不足，需要进一步加强。针对上述问题，专家提出了多项政策建
议，其中包括“完善法规政策及监管体系，确保数据交易流通健康
有序；完善公共治理相关数据的流通应用体系，助力打造共建共
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揭榜挂帅”
用“赛马”机制激发科技创新活力

今年两会上，关于科技创新，有一个让人颇感振奋的热词，这
就是“揭榜挂帅”。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实行重点攻关项目

‘揭榜挂帅’，谁能干就让谁干”。这一表达给人似曾相识之感，
的确，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在数个场合下，就此作出多次指示。
在 2016 年 4 月在京召开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习近
平总书记指出，可以探索搞揭榜挂帅，把需要的关键核心技术项
目张出榜来，英雄不论出处，谁有本事谁就揭榜。在今年 2 月举
行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谈到加大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科研攻关力度时，又重申了这一观点，为重点项目科研
攻关指明了道路，释放、激发全社会的创新活力。

推进科技创新尤其是重大科技创新始终是国家战略性需求，
然而，要从根本上破除制约创新的桎梏，不仅要做好人才培养、营
造创新文化等工作，而且要不断推进创新机制本身创新，“揭榜挂
帅”就是推进创新机制创新的重要措施和经典表达。“揭榜挂帅”就
是在重大项目科研攻关时，创新人才机制创新，大刀阔斧破除按照
资历和名气进行项目分配的体制，把需要攻克的关键核心技术项
目张出榜来，面向全社会开放，展开公平竞争，谁有本事谁揭榜，用
竞争机制选取或整合最好的方案，遴选出最优秀的人才和团队。

创新既要大胆也要稳妥。“揭榜挂帅”是牵一发动而全身的系
统工程，必须进行系统化的制度设计，才能真正达到预期效果。
业内专家认为，实施好“揭榜挂帅”要在三个方面下功夫。一是

“发榜”。鉴于目前重大科技创新项目的来源主要是政府部门，必
须规范政府部门发榜行为，做到发榜既要真正反映国家重大战略
需求，又要符合科技创新规律，实事求是。二是“揭榜”。要建立
一套科学的评价标准对揭榜者进行能力认定，把真正的创新主帅
和尖兵遴选出来。同时，为其创造良好的创新环境，最大限度调
动创新积极性、挖掘创新潜力。三是“评榜”。科技创新的成功率
低是不争的事实，对“揭榜挂帅”后形成的创新成果要给予客观评
价，谨防出现不当肯定和拔高，也要警惕出现过分苛责的现象。

从科技热词读懂两会精神
本报记者 张保淑

日前闭幕的2020年全国两会是极不平凡的。一方面，它是决战脱贫攻坚、决胜全面小康特殊时间节点上的一次重要会
议，将指引全国人民奋力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另一方面，它是在全国新冠疫情防控阻击战取得重大战略成果的背景下
召开的，就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夺取疫情防控全面胜利作出新的战略部署，让“中国号”巨轮继续劈波斩浪、行稳致远。

在全国两会期间，代表委员共商国是，围绕宏观经济运行、公共卫生体系建设、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特别是民法典草案等
进行深入讨论。在他们的讨论中，诸多科技热词频频出现，经过各类媒体传播，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有的成为民众的日
常生活话题，成为大众的口头语言。通过这些科技热词，人们不仅能够直观感受经济社会的发展脉动，而且可以更好把握两
会精神并捕捉其中蕴含的个人事业发展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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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士頓市, Texas州）–Harris
縣政府已任命Christopher Hollins
為臨時Harris縣行政書記官。Hol-
lins將於6月1日上任，以取代Di-
ane Trautman因健康問題於5月9
日辭職。Hollins將擔任該職位，直
到選民於11月3日之選舉選出新的
下一任縣行政書記官。

Trautman" 祝 賀 Christopher
Hollins被任命為Harris縣臨時行政
書記官，並向他表示最好的祝愿。
“我今天早上與他交談，並期待與
他合作以確保其上任順利。

Harris縣行政書記官辦公室之
業務包括保留法院記錄，重要文件
，並為美國舉行地方選舉的第三大

縣。
Hollins說“我很榮幸將擔任下

一屆的Harris縣行政書記官，並在
這個充滿挑戰的時期為Harris縣的
居民提供重要的服務。” “對於
Dr. Trautman為Harris縣提供的服
務，我深表謝意，並期待與她才華
橫溢的員工們一起工作。”

Hollins是一位休斯頓的人身傷
害律師，在公私營兩個領域都有工
作經歷。

Hollins 補充說：“今年11月
，我們的辦公室將在全球健康危機
期間舉辦我們一生中最重要的選舉
。” “投票權是我們民主的基礎，
我將不懈努力，以確保Harris縣居

民能夠安全，方便地行使這項權利
，並且安心地的投票。”

Trautman 自 2019 年 1 月 1 日
起擔任Harris縣行政書記官職位，
以竭盡全力使投票過程變得容易進
行，不斷接受挑戰並解決公眾關注
的問題，以確保選舉基礎設施的安
全。

Trautman補充說：“我為在我
的短期任職期間所取得的成就而感
到自豪，並為我的優秀員工所做出
的貢獻和支持深表謝意，能為Har-
ris縣公民提供服務是絕對的榮幸和
驕傲。”

Trautman在職的最後一天是5
月31日.

HarrisHarris縣臨時行政書記官被任命縣臨時行政書記官被任命

訪美國墨裔法律辯護與教育基金會會長 塞恩斯：時間愈多 統計數字就愈準確
編輯附註：愈來愈多人對

人口普查截止日期因疫情延後
感到憂慮，一位資深選舉權維
權人士反而看到希望。他發現
，弱勢族群，尤其是西語裔民
眾的政治代表權有提高的潛力
。Pilar Marrero是一名作家，
同時也是西語媒體La Opinion
的資深記者。

新 型 冠 狀 肺 炎 （COV-
ID-19）延長了人口普查時間
、延後了重劃選區數據的提交
時間，塞恩斯（Thomas Saenz
）卻是罕見對此抱持樂觀態度
的選舉權維權人士。

選區重劃改革團體 「共同
權 益 基 金 會 」 （Common
Cause）認為，延後提交用來
重劃美國國會議員和州議員選
區的數據，會對多個州的選舉
產生負面影響，他們呼籲國會
重新考慮人口普查局提出的延
後提交數據四個月的要求。

塞恩斯是 「美國墨裔法律
辯護與教育基金會」 （Mexi-
can American Legal defense
and Educational Fund， 簡 稱
MALDEF）會長暨總法律顧問
，他將截止日期的延後視為一
個可以確保獲得更準確人口普

查數據的機會。他認為
，無論是學區委員會、
市議會、州議會或美國
國會，甚至地區動物管
制員的選舉，準確的人
口統計是確保居民在這
些地方獲得公平政治代
表權的關鍵。
雖然西語裔的人口普

查參與率偏低，塞恩斯
相信，在 2021 年美國
重劃選區時，西語裔絕
對有獲得更多政治代表

權的潛力。
塞恩斯說： 「低參與率是

意料中事。延後截止日期不但
可以讓人口普查局，也可以讓
像 『全國西語裔民選與任命官
員協會』 （NALEO）這類團體
，以及我們所有人有更多時間
去鼓勵民眾參與。同時，時間
愈多，統計就愈完整。有些人
就是需要花時間去說服，如果
依照既定的行程表，是不會有
足夠的時間去做這件事。」

塞恩斯思考了一下又說：
「這絕對不會是一次令人滿意
的人口普查，因為川普政府是
史上最具分裂意圖的政府。不
過，有更多時間是一件好事。
」

塞恩斯寄望德州今年統計
出來的人口會增加，因為過去
十年來，當地的西語裔移民人
數明顯大幅增長。他說： 「儘
管德州今年沒有花錢進行宣導
，一般預測德州的國會席次可
以增加三席，其中至少一到二
席會是西語裔代表。」 他預料
，負責重劃選區的德州議會可
能出現反彈，除非民主黨在即

將到來的大選中
拿下眾議會，那
就會是一個不同
的局面。
另一方面，塞恩

斯預測，加州今年可能失去一
席，但不會是西語裔議員。他
說： 「我認為會有一席非西語
裔席次被西語裔議員取代。」
他還預測，近幾年西語裔人口
增加的亞利桑納州和伊利諾州
都會增加席次。他說： 「伊利
諾州多數席目前有一席是西語
裔，如果當地人口按照我預期
的那樣成長，我認為會增加為
兩席，該是時候了。」

在 「 分 配 統 計 數 據 」
（apportionment counts， 每
一州的總人口數以及根據總人
口數每一州有權獲得的國會席
次數目）於1月1日當天或之
前提交給總統後，重劃選區的
工作就會展開。國會席次總數
固定為435席，但每一州的人
口將決定他們每十年會增加還
是失去選區，而重劃選區的根
據就是每十年一次、最遲從4
月1日開始進行的人口普查所
收集的數據。

由於今年人口普查受到疫
情影響，人口普查局要求將提
交數據給國會的截止日期延後
至2021年 4月 30日，將提交

數據給各州政府的截止日期延
後至2020年7月31日。

塞恩斯認為，提交分配統
計數據給國會的時間從12月底
延至4月，意味著屆時新總統
已走馬上任，他應該不會在重
劃選區的統計數字上對移民數
字打折。

去年7月，川普政府頒布
一道行政命令，要求人口普查
收集民眾的 「公民身份數據」
。大多數人認為，此舉是為了
給各州一個名份，好讓各州只
統計公民人數，忽略移民。不
過，最高法院最終裁定禁止在
人口普查問卷中加入有關公民
身份的問題。

延後提交各州數據也可以
制止新一任總統使用公民身份
數據 「為所欲為」 ，例如將非
公民居民排除在重劃選區之外
。 「如果需要更多時間收集和
提交數據，他們就不應該把時
間浪費在頒布行政命令上，他
們也應該將資源集中用在製作
問卷上，而非用來要求各部門
將公民身份數據交給人口普查
局。」

不過，延後提交數據有一
項爭議，那就是重劃選區的過
程可能會過於匆促，但塞恩斯
在這一點上的看法依然樂觀。
他說： 「德州議會一直都處於

匆促的狀態，因為他們只有兩
個月的會期，3月和4月，而且
他們2022年的參選申請截止日
期也很早，最壞的情況是，他
們必須更改截止日期。對我們
而言，如果重劃選區存在法律
上的挑戰，將會造成負擔，但
沒有關係。」

負責加州重劃選區的不是
州議會，而是一個獨立委員會
。塞恩斯表示，該委員會可以
在人口普查數據公布前先進行
部分工作，首先是收集社區對
選區該如何重劃的意見。 「他
們不會知道數據，也無法製作
選區地圖，但是他們可以提出
： 『我們不希望分割這個地區
。』 」

選區重劃維權人士擔心維
吉尼亞州和紐澤西州的情況，
這兩州決定於2021年舉行網路
投票。塞恩斯說： 「或許他們
將在沒有新準則的情況下進行
選舉，這會是災難嗎？在我看
來不會。」

對塞恩斯而言，過去十年
來大幅增加的西語裔人口提供
了一個為今後十年創造更多政
治代表權的真正機會。塞恩斯
相信，更多的時間會讓統計更
準確。

投資理財，房地產為王，非
常時期得有非常作法。經歷這次
美國高高低低的危機，包括不可
預知的新狀病毒大流行，加上社
會事件和種族歧視的話題延燒，
造成整個經濟環境的動盪，唯一
能做的是保守再保守，而保守投
資其中一項其實就是每個人生命
裡都會經歷的房地產，尤其華人
同胞多年以來都相信有土斯有財
，若你不願跟著股市上拋下洗，
你得要理解你現在手上的理財產
品和的資金配置。

房地產的投資有很多種，大
部分人的想法都是買一個出租的
房子，以收租的形式來做投資，
這是非常傳統的， 因為這是大眾
需求， 所以你買房子給大家住，
這是好事。 而事實上 ，由於這次
疫情 ，你會看到有更多的人由於
花光積蓄付不出頭款，買不起房
子， 所以他們必須要開始租屋。

以一個家庭通常來說，他們希望
能租到獨棟的房子而不是公寓，

怕公寓太壅擠 ，拿租公寓錢來租
一個小一點的房子也是可行的。
另外，如果你喜歡小額獨立屋出
租方面的人， 這是一個難得的進
場機會。

現在我們的確看到租屋市場
持續興盛中，下一步， 如果你有
比較大的資金或是能與朋友合夥
起來做商業投資， 商業投資純粹
就是算數學，這部份就會需要專
業投資分析師來做風險評估， 不
像一般的住宅房。 住宅房一個社
區有基本戶 ，你一戶我一戶， 反
正大家都在租， 當然你的利基也
會因為資本額大而較少競爭， 但
是商業這的部分有個好處是 店舖
就這麼多 ，商鋪永遠少於住宅 ，
所以商業的投資相對門檻高 ，利
基也相對高。

舉例來說，一般房地產的收
益率大約為6%，若運用槓桿手法
可提升為12%，而投資開發土地
可上看20%。那如何作商業投資
， 這個你就要問專家了。如果你
有機會可以進入商業的最上層，
也就是 「土地開發」 ， 但這又是
另一個故事了。

所以必須要看你投入的資金
與能承擔的風險有多少來做綜合
評估，這個部份聯禾地產的Josie
，他是具有全球認證的國際不動
產執照CCIM， 她可以就她的背
景以及多年進行的項目經驗 給大
家提供不同資源。

房地產是一個長期投資理財
工具，你需要看可行的現金流與
未來走勢。尤其商業地產， 相較
於股市受環境控制動盪來說是比
較直接的， 股市動盪也是我們一

般平民百姓無法輕易掌控的。聯
禾地產本於服務亞裔社區的初衷
， 我們非常歡迎大家來跟聯禾地
產的Josie Lin 約時間，讓她把你
手上想做的資源與優劣比較跟各
位分析， 這是一個免費資源， 也
是一個知識交流， 也歡迎你跟聯
禾地產Josie Lin 聯絡。

聯禾地產有兩間辦公室， 一
個位在中國城， 一個位在亞洲城
， 電話是713-630-8000。Josie
希望能夠為自己亞裔社區的朋友
更進一步做一個理性與有智慧的
投資人。希望房地產能讓你這一
代受用後代也受益的資產配置。

新常態下體檢你的理財新常態下體檢你的理財，，
房地產為王房地產為王

圖片為凱蒂亞洲城辦公室圖片為凱蒂亞洲城辦公室

圖片為中國城辦公室圖片為中國城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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