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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非裔男子喬治．佛
洛德在明尼蘇達州明尼阿波利斯市員警涉
嫌暴力執法的過程中死亡，引發了全美範
圍的抗議活動。4日，包含佛洛德家人、
朋友在內的群眾在明尼阿波利斯市北方中
央大學為佛洛德舉行首場追悼會。

《澎湃新聞》引述美國有線電視新聞
網（CNN）報導說，這將是佛洛德去世

後的第一場追悼會。美國民權組織 「國家
行動網路」創始人阿爾．沙普頓（Al
Sharpton）致悼詞。

死者遺體周六將運到北卡的 Rae-
ford, 這裏是他的出生地，包括兩個小時
的公衆瞻仰和私人家庭追悼。

下周二，遺體將運到休斯頓，這裏是
死者生活的地方，地點位于 The Fountain

of Praise church，美國前總統，民主黨總
統候選人拜登也將參加葬禮並講話。

明尼蘇達州州長蒂姆·沃爾茲（Tim
Walz）表示，4日的追悼會成為美國 「所
有人治癒的契機」。3日，沃爾茲說，讓
人們看到明尼蘇達州不同於上週一（5月
25 日，佛洛德死亡日期）的另一面是非
常重要的。（（路透社路透社））

美明州舉行佛洛德首場追悼會美明州舉行佛洛德首場追悼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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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
歡迎使用
觀看高清美南國際電視新聞台

佛羅伊德被虐殺案，近週來在全國各地掀
起憤怒之巨浪，這是美國自建國以來在全國各
地最廣泛的抗議示威，超過七十個大小城市，
不論黑白黃族裔都走向街頭，他們所訴求的是
基本人權及司法正義， 雖然在大型集會上發生
了一些不肖分子之搶燒破壞， 但是大部份之隊
伍是和平的。

各地對佛羅伊德之追悼活動已經展開，在
明尼阿波羅市虐死案發生之現場 ，無數悼唁鮮

花及信函堆聚如山，在
他家鄉休斯敦社區，一
幅巨像下圍繞著前來悼
祭的各色人群，他六歲
女兒表達對爸爸的思念
，令人心碎和感動。

休斯敦警察局長阿
索威多帶領群衆走在示
威群衆之中，這位拉丁
裔首長和大家一同發表
訴求，在和諧之氛圍中
緩解民衆情緒，川普總
統要求動用美軍鎮壓暴
亂， 被前任及現國防
部長打臉 ，艾斯伯部
長公開反對總統之建議
， 前國防部長馬蒂斯
批評總統過去叁年來之

無能導致今天之情勢。
雖然新冠疫情在全國尚無法全面控制， 各

行各業已陸續開放，失業人數明顯下降，股市
亦在回升，加上昨晚參院再次通過對中小企業
纾困方案，對諸多面臨關閉之企業真是一陣及
時雨。

今天是我們共同努力來解決國家未來問題
的時候了， 從地方到聯邦政府 ，對司法改革及
警察行爲之准則必須重新立法， 絕不忍讓。

美國新冠疫情日記美國新冠疫情日記66//0404//20202020

The protests over the killing of George Floyd
have erupted in nearly every major city. The
protesters are not only from the
African-American community, but also from
White, Latino and Asian people. In the last
couple of days we have witnessed that most of
the protests have now become peaceful.

Memorial services for Floyd have been set at
different locations, including Houston and
Minneapolis. Many people have sent flowers
and messages of condolence to Floyd’s
family. His six-year old daughter has said very
touching words about her father and
how much she misses her dad.

We very much admired Houston Chief
of Police Art Acevedo as he walked
among the protesting crowd to try and
show all the people that we are all in
the same boat. He really tried to calm
the protest movement.

President Trump has threatened to
send the American military to states
where governors could not bring the
protests under control over police
brutality. At the same time, former
Secretary of Defense Mattis has

publicly criticized President Trump saying, “We
are witnessing the consequences of three years
without mature leadership.”

Today, the whole country is open for business
again. We are also very glad to see that the
stock market is rising and the unemployment
rate is going down. The U.S. Senate also has
passed another stimulus bill to help the nation’
s businesses.

We are still very confident the country will be
back soon in near future.

Coronavirus DiaryCoronavirus Diary
This Is Healing Time For TheThis Is Healing Time For The

NationNation

療傷止痛之時刻療傷止痛之時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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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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與正炸裂！連環飆罵脫北者人渣內容曝光

（中央社）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在美國政策雜誌《外
交事務》（FOREIGN AFFAIRS）上以 「瀕危的亞洲世
紀——美中對抗的危害」（The Endangered Asian Cen-
tury: America, China, and the Perils of Confrontation）為
題撰文，籲請中美在疫情當前放下分歧，共同合作建立
一個穩定和平的國際秩序。

文中指出，亞洲國家在應對冠病疫情之餘，也在建
立繁榮的區域、改善人民的生活方面，面對重重挑戰。
中美能否求同存異，建立互信關係，將是亞洲發展的關
鍵因素，也是這個時代面對的 「根本問題」。

李顯龍4日在臉書貼文，分享文章內容。他指出，
中美關係對亞洲的安全與繁榮至關重要。大多亞洲國家
的經濟都和中美兩國緊密相連，並且不願意在兩國之間
選邊站，而中美的戰略決定將塑造嶄新的國際秩序。

他說： 「大勢力相互競爭是自然的。但他們協作的
能力才真正考驗著他們的治國之道。這將決定人類能否
在國際課題如氣候變化、核子擴散和控制傳染病的傳播
方面，取得進展。」

李顯龍強調，冠病疫情顯示了各國攜手合作的重要

性。病毒不分國界，各國必須合作才能控制疫情，降低
疫情對全球經濟帶來的衝擊。 「即便中美關係達到最良
好的狀態，要建立起一個集體的應對機制也極具挑戰性
。」

李顯龍指出，美國和中國各自面臨重大抉擇。美國
必須決定，是將中國的崛起視為一種生存威脅，並試圖
以一切可能的手段遏制中國，或是承認中國本身就是一
個大國。如果美國選擇試圖遏制中國的崛起，就有可能
引發反彈，使兩國走上長達數十年的對峙之路。

就中國而言，它必須決定是否要成為一個不受制約
的大國，為所欲為，憑藉其絕對的影響力和經濟實力取
勝，但也要冒著遭到美國和其他國家強烈抵制的風險。
這種做法可能會加劇緊張和不滿情緒，從長遠來看，會
影響中國的地位和影響力。

李顯龍指出，我們不能想當然地認為，美中會根據
對國家利益的理性考量來處理雙邊關係，甚至擁有互利
共贏的共同願望。兩國不一定會走上對峙的道路，但也
不能排除發生衝突的可能性。

李顯龍：美陸面臨重大抉擇
對抗會危害 「亞洲世紀」

（中央社）金正恩胞妹金與正今（4）日警告南韓，如果不
制止脫北團體散發 「反朝傳單」，南韓將面臨最壞局面，根據韓
媒引述北韓官媒刊載的內容，金與正痛罵脫北者的措辭相當激烈
，包括砲轟他們是 「人渣」、 「雜種狗」等。

據觀察北韓動向的 「北韓新聞」（NK News）引述北韓官媒
《勞動新聞》報導，金與正痛罵脫北者行為不遺餘力，砲轟他們
是 「人渣」（human scum）、 「像垃圾一般的雜種狗」（rub-
bish-like mongrel dogs）、 「賤民」（riff-raff）。

「這些人渣幾乎不具備身為人類的價值，指責我們的最高領
導人，還提核子問題，我猜想，不知道全世界知不知道，這些愚

蠢的脫北者是怎麼樣的下等賤民。」
「多麼諷刺，這些幾乎不識字的蠢貨居然妄想談 『核子問題

』，他們根本一點概念也沒有。」
金與正痛批脫北者是 「像垃圾一般的雜種狗」、 「無異於野

生動物的人渣」（human scum little short of wild animals）， 「這
些背叛自己國家的人渣，和野生動物沒什麼兩樣，竟全神貫注在
模仿人類，他們鐵定要被叫作雜種狗，因為牠們在不應該吠叫的
地方亂吠。」

「現在雜種狗正在傷害別人，是時候要牠們的主人負責了。
」

她接著將矛頭指向南韓，指責首爾讓這些 「惡行」延續。
「我想問南韓當局，他們是否準備好接受這些垃圾般雜種狗所犯

下惡行的後果。」
自今年以來，金與正親自回應外國、兩韓事務的頻率愈來愈

高。今年3月，北韓試射飛彈後遭南韓譴責，金與正隨後首度以
個人名義發表談話，痛批南韓 「作賊喊抓賊」、 「狗嘴裡吐不出
象牙」、思維 「低級」等，犀利的說話方式當時已引起國際社會
關注。

如今，砲轟脫北者的言詞似乎有過之而無不及，韓聯社分析
，金與正此舉是有意對國內叛逃人士下馬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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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疫情“封鎖令”降級
約800萬人重返工作崗位
綜合報導 南非針對新冠肺炎疫情的“封鎖令”進壹步放松，降為

三級，約800萬南非當地民眾得以重返工作崗位。

此前，為復蘇經濟，南非已於5月1日將疫情“封鎖令”由最嚴厲

的第五級降為第四級。此次南非政府將“封鎖令”等級調低至第三級，

旨在進壹步開放經濟，並放松對人員流動的限制。

在第三級“封鎖令”下，備受爭議的“禁酒令”得以解除，“禁煙

令”仍將繼續，但酒精類制品須在特定時間出售，民眾只能在家飲酒；

南非民眾不再需要在特定時間內進行體育鍛煉，全天都可進行戶外

活動；大部分商業機構得以復工，批發零售業也全面開放，但每家企業

在復工前必須制訂壹份工作計劃；餐飲、酒吧、酒店、國內航空、美容

美發、宗教等疫情高風險活動仍被禁止。

當日在早高峰時段，約堡的壹號國家公路個別路段出現了擁

堵情況，這與“封鎖令”期間車流稀少的景象形成對比；在桑頓

、弗爾維斯、羅斯班德等商業區，人流量也較封鎖期間有了明顯

的增長。

對此，南非總統拉馬福薩坦承，目前已經到了開放經濟的時刻，但

三級“封鎖令”確實會帶來疫情傳播風險，不過南非政府已經按照科學

家的建議采取壹系列措施，例如采取逐步解禁、保持社交距離、強制佩

戴口罩等方式，用於切實降低感染率。“南非政府的措施完全以科學為

指導。”他說。

截至記者發稿時，南非新冠肺炎確診病例為32683例，死亡病例

683個。

意大利發布公共衛生審計報告
籲加強醫療資源儲備

綜合報導 意大利國家審計法院發布

的《2020年公共財政協調報告》中指出，

新冠大流行集中反映了意醫療系統和衛

生機構，在醫療設施、技術和人才方面

的嚴重不足，呼籲加強醫療資源儲備。

據報道，公共衛生審計報告表示，

在國家衛生醫療系統中，建立適當的醫

療服務和救助網絡，不僅要包括面對個

人、殘疾人和慢性病患者的醫療服務，

更應具備抗擊公共衛生危機的能力。壹

旦發生公共衛生危機，醫療系統必須能

夠迅速做出反應，並得到有效控制。

報告強調，意大利新冠疫情暴發後

，首先反映出的是國家醫療衛生系統醫

療資源儲備嚴重不足，造成了抗疫壹線

醫療防護用品和物資匱乏，使醫護人員

不能得到有效保護，患者得不到及時救

治，並付出了高昂的生命代價。

審計法院表示，意大利醫療機構、

特別是支撐社區服務的家庭醫生，其診

斷服務能力，目前仍滯後於社會需求。

家庭醫生處於公共衛生危機的最前沿，

從公共衛生危機整體防禦的角度來看，

家庭醫生是衛生系統最薄弱的環節。加強

家庭醫生隊伍的建設，將有助於緩解公共

衛生危機，降低傳染

病的傳播風險。

參與審計法院公

共衛生審計工作的羅

馬大學公法機構教授

弗朗西斯· 安吉利表

示，在國家醫療保健

系統中，家庭醫生、

全科醫生和兒科醫生

的職責，是通過指導

性服務來評估公民的

健康需求，這在醫療

援助領域中至關重要。

安吉利指出，意大利公共衛生系統

在過去5年中，全科醫生的人數減少了

3.8%，兒科醫生的人數減少了1%，且醫

療隊伍的老齡化越發突出，急診服務人

員的數量也正在不斷下降。僅2012年至

2017 年之間，全國醫生人數整體減少

2.8%。

審計法院在報告中還重點強調，在

過去的8年中，累計共有9000多名意大

利醫生選擇到國外工作，去尋求更豐厚

的報酬。這些出國的醫生大多都是具有

壹定專長出人才，目前主要在英國、德

國、瑞士和法國工作。這些醫學人才的

流失，將是意大利公共健康的重大損失

，應引起衛生當局的高度關註。

報告還指出，意大利醫療衛生系統

的建設歷史久遠，其服務和管理體系已

滯後於社會發展，必須進行改革和提高

工作效率。否則，壹旦出現第二波、甚

至第三波新冠病毒疫情，醫療衛生機構

很可能同樣會出現不堪重負局面。在尚

未出現新冠病毒疫苗和特效藥的情況下

，醫療衛生系統必須時刻做好思想準備

，加強應對新冠病毒公共衛生危機的醫

療資源儲備。

烏茲別克斯坦
部分恢復國內旅遊業

綜合報導 根據烏政府出臺的規定，在疫情等級為“綠”“黃”的

區域內，旅行社、賓館、文化遺產和設施將復工和開放。此外，入境遊

也將逐步開放，目前烏方正在制定允許入境清單。

為了兼顧疫情防控和復工復產，烏政府根據疫情嚴重程度將全

國各州市劃分為“紅”“黃”“綠”三個等級，並實行動態化管理

。自 6月 1日起，“綠”區在遵守衛生防疫要求下可舉辦婚禮和其

他家庭慶祝活動，恢復開放療養院、度假村、賓館、運動場館和健

身俱樂部。自 6月 5日起，烏職業足球聯賽可在沒有現場觀眾的情

況下恢復比賽。

在已發生新冠疫情的中亞國家中，烏茲別克斯坦的防控政策較為穩

健，是該地區死亡病例最少的國家。根據烏疫情防控特別委員會5月底

的決定，該國現行防疫限制措施將延長至6月15日，以防止疫情出現大

的反彈；同時在低風險區域進壹步放寬限制，允許更多行業復工復產。

根據烏衛生部通報的數據，截至當地時間6月1日下午，該國累計

確診新冠肺炎病例3673例，治愈2859例，死亡15例。其中，新增確診

病例多系近期由俄羅斯和哈薩克斯坦返回國內的烏茲別克斯坦公民，在

確診前就已處於隔離狀態。

烏政府目前面臨不小“保就業”壓力。烏就業和勞動關系部第壹

副部長毛希丁諾夫表示，由於實行隔離管制措施，烏全國現有近40

萬家企業暫時停工或裁員，約15萬人因此失業。同時，受疫情影響

，近壹半勞務移民從俄羅斯等國家返回國內，其中約49.8萬人無固定

收入。這給烏現有勞動力市場帶來了挑戰，烏政府正采取措施創造

新的工作崗位。

全美各地爆發抗議示威 或引發第二波新冠疫情
綜合報導 近日，在全美多

城爆發的大規模反對警察暴力

執法的抗議活動，令成千上萬

的人走出家門，湧上街頭，加

劇了新冠疫情暴發的風險。對

此，政界人士、醫生和公共衛

生專家警告稱，抗議人群聚集

可能使新冠病例激增。

據報道，盡管許多政治領

導人肯定示威者表達意見的權

利，但他們敦促示威者聚集時

戴上口罩並保持社交距離，在

保護自己的同時防止病毒在社

區進壹步傳播。

目前，超過10萬美國人死

於新冠病毒，有色人種遭受的

疫情打擊尤其嚴重，非裔的住

院率和死亡率遠遠超過白人。

報道稱，最近爆發的抗議

活動是由非洲裔男子喬治· 弗洛

伊德死於明尼阿波利斯警察之

手引發的。但動亂和暴行從壹

個城市擴散到另壹個城市，實

則是人們對數十年來警察暴力

執法的憤怒，以及對突如其來

的新冠病毒奪取親朋生命的悲

痛雙重累積下的爆發。

在洛杉磯，示威活動導致

該市5月 30日關閉病毒測試站

點，市長賈希提警告說，在室

內舉行的集會有可能成為“病

毒超級傳播活動”，可能導致

二次感染病例爆炸式增長。

馬裏蘭州州長拉裏· 霍根

擔心，該州未來兩周新冠肺

炎病例將會激增。亞特蘭大

市長博頓斯則建議，參加抗

議活動的人“本周去做新冠病

毒檢測”。

對於在戶外舉行抗議活

動，壹些傳染病專家表示，露

天環境可以減輕病毒傳播的風

險。此外，在壹些城市，許多

示威者都戴著口罩，且避免過

分聚集。

但也有人擔心遊行帶來的

風險。研究大流行病的醫學

歷史學家霍華德 · 馬克爾博

士認為，“盡管抗議活動在

室外舉行，但人們之間距離

很近。在那種情況下，在室

外活動並不能為民眾提供多

少保護。”

馬克爾表示，盡管許多抗

議者戴著口罩，但也有抗議者

沒有戴。新冠病毒主要通過人

們講話、咳嗽或打噴嚏時噴出

的飛沫傳播，抗議期間喊口號

可以加速傳播。

警察用以驅散人群的催

淚瓦斯和胡椒噴霧也會使人

們流淚和咳嗽，增加眼睛、

鼻子和嘴巴的呼吸道分泌物

，進壹步增加了病毒傳播的

可能性。警察將人群驅散到

市中心的狹小空間，也令民

眾間距離縮小。

另外，由於無癥狀感染

者數量眾多，使抗議遊行具有

極大的風險。

哈佛大學全球健康研究所

教授兼所長阿希什· 賈博士建議

，逮捕、運輸或監禁抗議者會

增加病毒傳播的可能性。他呼

籲抗議者避免暴力，並敦促警

察保持克制。

第五次延長閉園時間！
東京迪士尼開業時間仍未定

綜合報導 日本東京迪士尼樂園和迪士

尼海洋樂園的運營商發布消息稱，將繼續

推遲這兩座樂園的開園時間。

據報道，聲明稱，雖然日本政府已經在

全境解除了緊急狀態，但閉園還將持續，園

方將在各級政府逐步取消停業要求，同時自

身做好營業準備後再就開園時間進行討論。

據介紹，雖然迪士尼樂園所在地的千

葉縣已解除針對主題公園的停業要求，但

關東地區“不要跨縣活動”的呼籲仍在持

續，報道分析稱，東京迪士尼園方可能是

考慮到這壹情況，遂決定延長閉園時間。

為防止新冠疫情擴散，東京迪士尼樂

園從2月29日起臨時關閉，當時計劃將閉

園時間持續至3月15日。

3月11日，為配合日本政府的防疫政策，

東京迪士尼樂園首度延長閉園時間至4月初；

3月27日，該樂園再度延長閉園時間至4月20

日以後；4月9日，該樂園第三次延長閉園時

間至5月中旬；5月8日，樂園第四次延長閉園

時間。據了解，這已經是東京迪士尼樂園臨

時關閉以來第五次延長閉園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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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美國總統川普被爆出上月29日緊急躲進地下
碉堡避難，以防白宮外圍的示威衝突進一步升級，對此，川普
昨（3）日終於正面回應，他坦承當天曾進入碉堡，不過目的
是為了 「視察」，而非 「避難」，更強調只進去 「一下下」，
非媒體報導的1小時。

非裔男子遭白人警察壓頸喪命，引爆全美各地示威抗議，
自上月29日晚間起，白宮外圍也開始聚集示威、抗議人士。當
晚，警民發生推擠，導致白宮短暫關閉，《紐約時報》（New
York Times）以及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後續更引述消
息人士說法，指出在特勤局人員建議下，川普曾 「匆忙」躲進

白宮地下碉堡避難，時間約達 1 小時，第一夫人梅蘭妮亞
（Melania Trump）以及14歲兒子拜倫（Barron Trump）也隨行
。

CNN 報導，川普昨日接受福斯新聞廣播節目 「Brian
Kilmeade Show」專訪時，坦承29日當天確實有進去地下碉堡
，不過只在那裡待 「一小段時間」，目的主要是去 「視察」，
更強調自己是在白天去的，並不是示威者在他家門口抗爭時去
的。

川普更在節目中爆料，自己先前就已經造訪過幾次這座碉
堡，強調主要是去了解一下那個 「空間」，而不是保護自己免

於受到傷害。
美媒報導川普躲入地下碉堡後，美國網友在推特上狂酸他

是 「碉堡男孩」，消息人士透露，川普對此相當火大，因為這
讓他看起來很 「懦弱」，像是 「被家門外的示威群眾嚇到了」
，因此促成他 1 日傍晚步出白宮，前往聖約翰教堂（St John's
Church）拍照。

針對警方為了讓他順利拍照，而對現場和平示威人士發射
閃光彈等化學噴霧以驅 趕他們，川普昨日澄清自己事先並不知
道警方有清場， 「當我說去教堂時，他們只回應， 『是的，長
官，我們會去教堂』」， 「沒人告訴我。」

（綜合報導）美國非裔遭白人以膝壓頸致死引起全國公憤
，示威抗議遍布上百城市，然而總統川普卻 「火上加油」，不
僅罕見在白宮前動用催淚瓦斯驅散抗議群眾，揚言動用軍隊平
息暴力動亂，讓示威民眾怒火從種族爭議更延燒至針對川普個
人言行。不過，在國防部長艾斯培表態反對川普動用軍隊後，
川普3日對於動軍隊改口 「看情況」，但他認為已不需要派遣
部隊赴各大城市平息示威。

據《國會山莊》報導，川普在接受媒體Newsmax電視訪問
、被問到是否要動用軍隊時表示 「看情況，我不認為我們將有

此必要」，並表示 「我們有強大的權力作出如此決定，而動用
是國民兵出於慣例，且我們有很強大的國民兵」。

川普繼續表示， 「至今局面有太超過嗎？當然，如果有必
要仍會動用軍隊。我們有反法西斯主義運動、分裂主義運動、
恐怖主義、搶劫，我們面臨一群壞蛋在那些群眾之中」。

報導指出，川普的言論是在艾斯培（Mark Esper）表態反
對川普動用軍隊後所做出。艾斯培表示，除非到了最後一刻，
才會需要動用部隊作為執法人員，且只會當爆發極度緊急嚴重
的狀況時使用，但 「我們現在並未處於此情境」。

川普1日才在白宮玫瑰花園首次針對點燃全國示威的 「非
裔遭白警執法不當致死」一案發表演講，雖然表示司法將還非
裔佛洛伊德一個公道，但也強調他是 「你們的法治與秩序總統
」，動用總統權力終結暴力示威，聲稱將部屬 「『成千上萬』
重裝士兵與執法人員」維護秩序。此外，當日在一場與地方州
長的電話會議上，川普更嗆州長們 「軟弱」、 「為何不逮捕抗
議群眾」、 「為何不動用國民兵」。

縮手！是否要動軍隊平示威 川普又開髮夾彎了

（綜合報導）引發全美示威抗議的非裔男子佛洛伊德
（George Floyd）官方完整驗屍報告周三出爐，顯示他罹患新
冠肺炎，並死於心肺驟停。

綜合外電報導，明尼蘇達州漢尼本郡（Hennepin County）
的驗屍報導顯示，44歲的佛洛伊德早在4月3日時，新冠肺炎
檢測就呈陽性，而這種病毒可以潛伏在體內長達數週。報告指
出，雖然後來他沒有症狀，但驗屍時仍呈現陽性。官方的驗屍

報告最後歸納，在警方執法時，佛洛伊德死於心肺停止。
首席醫檢師貝克（Andrew Baker）在報告中指出，雖然佛

洛伊德的肺部看似正常，但心臟的部份動脈狹窄。
然而，佛洛伊德家庭律師委託的獨立專家驗屍後卻發現，

他死於 「機械性窒息」（mechanical asphyxia），也就是窒息。
此外，獨立驗屍報告指出，佛洛伊德沒有病史。

這份長達20頁的報告在家屬同意後公開，而驗屍官辦公室

周一已公佈總結，說他在遭警方壓制時心臟病發，並將白人警
察蕭文（Derek Chauvin）以膝蓋壓頸，導致他5月25日的死亡
歸類為殺人罪。此外，先前的報告指出，他有芬太尼（Fentan-
yl）中毒跡象，最近也用過甲基安非他命（methamphetamine）
，但這並非致死原因。

而據約翰霍普金斯大學（Johns Hopkins University）的統計
顯示，明尼蘇達州至今有超過1,000人死於新冠肺炎。

官方完整驗屍報告 非裔男染新冠 死於心肺驟停

「「躲躲」」 地下碉堡地下碉堡？？川普親上火線曝真正目的川普親上火線曝真正目的

美就業市場現曙光！前周僅188萬人申請失業補助
（綜合報導）新冠肺炎重創美國，死亡人數已逼近11萬。

但隨著疫情趨緩，各州逐步解封，重開經濟，因先前各種防疫
、封鎖限制而導致的百業蕭條，就業市場大失血的可怕夢魘，
似乎終於看到結束的曙光。據勞工部4日上午公布的前周（5月
30日為止的當周）新增申請失業救濟金人數，為188萬人。

這數字不但比前一周的212萬人降低許多，更是自3月疫

情在美國爆發以來，首度掉到2百萬以下，也是連續第9周走
低。數據比財經網站MarketWatch經濟學家估計的180萬略高
。

不過花旗經濟學家認為，儘管初次申請失業救濟金人數是
指標，但似乎有誇大就業市場蕭條之嫌，反而 「持續申請失業
救濟金人數」較能反映就業市場現況。

另一個顯現就業市場已經有起色的數據是，人力資源管理
公司ADP的5月報告指出，美國私營公司在上月砍掉276萬個
工作機會，比4月的1956萬大幅下降，也憂於經濟學家預估的
866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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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經歷77天各種等級“封城”

的菲律賓首都馬尼拉“解封”。

經過半個月“改良性強化社區隔離

(MECQ)”過渡，當天馬尼拉開始實施“壹

般社區隔離(GCQ)”。按照首都大馬尼拉地

區市長聯席會議日前的提議，未來首都將

不再實施全城隔離，而是對有疫情的社區

進行“定時”、“定點”式隔離，防疫與

經濟恢復同步進行。

根據GCQ，馬尼拉謹慎有序“解封”。

其中電力、能源、水、公用事業、農業、

漁業和林業、食品的生產、運輸、零售(

如超市)、與衛生有關的機構、物流、信

息技術、電信以及媒體等行業全面開啟

；而民眾關註的餐飲業仍限外賣不能堂

食；理發店半開啟，只理發不按摩和美

容；學校仍不開放面對面授課。電影院

、健身房、健身房等休閑場所和旅行社

必須關閉；電影放映、音樂會、體育賽

事和其他娛樂活動、社區集會和非必要

的工作聚會仍被禁止；宗教集會人數限

制在 10人以內；允許戶外非人體接觸性

運動，但不共用設備等。

連日來，記者走訪發現，馬尼拉市民

對政府要求的“隔”與“離”措施積極配

合，公共場合保持社交距離、戴口罩等已

經成為市民自覺行為。

在馬尼拉CBD馬卡蒂綠帶附近，生活

超市門口人們按照壹米社交距離有序排

隊；商場則已經在地面畫出單向行走指引

線；附近的金融機構，營業廳內保持不超

過三人的密度。在菲律賓最大的連鎖商場

SM，入門體溫槍檢測，營業員戴著防護面

罩及口罩工作，收款處放置了消毒凝膠供

顧客使用。當天，有中國公民在社交媒體

上透露，位於BGC新城的移民局開始辦理

護照加簽等業務，按照社交距離排隊，有

助於提高移民局工作效率。

交通方面，當天記者沿著馬尼拉主幹

道之壹EDSA，從CBD馬卡蒂驅車前往馬

尼拉灣。沿途所見，車輛較半個月前“適

度解封”時增多，但與3月中旬“封城”前

相比，最大的感受是仍“不堵車”。在馬

尼拉灣畔菲律賓最大的商場SMOFASIA前

廣場，記者看到了久違的出租車；位於附

近的馬尼拉最大公交站，目前尚未有公共

巴士出現，但有數十位企業員工在等候企

業班車。馬尼拉政府規定，GCQ期間如果

企業或機構不能提供通勤班車，建議暫時

不開工。菲律賓特有的公交工具吉普尼，

目前尚未有允許復工。街頭摩托車、自行

車騎手增多。

當天是“六壹國際兒童節”，記者卻

走進了沒有兒童的馬尼拉灣遊樂場。“封

城”前熱鬧的摩天輪、旋轉木馬、卡丁車

，與海灣中的輪船，壹起靜靜地沐浴著夕

陽，期待全面解封的日子。

當天，菲律賓新增確診病例552例，累

計確診18638例，死亡3例，累計死亡960

例，康復70例，累計康復3979例。

菲衛生部表示，兩個多月的隔離期間

，菲律賓擴充了檢測機構，提升了檢測速

度，治療效果逐步提高，死亡人數已連續

多日下降；同時，該部亦呼籲民眾依然做

好防護措施，避免“解封”復產復工帶來

疫情的反復。

不可用面罩替代！新加坡今起解封 公眾外出須戴口罩
綜合報導 新加坡從2日起逐

漸解封，新加坡政府要求所有民

眾，除了壹些特定情況外，都必

須戴上口罩，不可再用面罩替代

。如果只戴面罩，可面臨相當於

沒戴口罩的懲罰。

新加坡衛生部長顏金勇1日

在抗疫跨部門工作小組記者會上

指出，戴面罩固然能起到壹些防

護作用，但與口罩不同的是，面

罩和臉部之間留有壹定距離，因

此飛沫仍有可能濺出。

病毒阻斷措施期間，公眾可

選擇戴口罩或面罩。然而，隨著

新加坡2日進入重啟經濟的首個

階段，社區人群之間的互動逐漸

恢復，公眾不僅必須繼續戴口

罩，而且不可再以面罩作為替代

品。無論是公共交通工具上的乘

客，還是小販中心的攤販，都須

遵守這項規定。

只有壹些特定人群仍可獲準

戴面罩，包括難以長時間戴著口

罩的12歲及以下孩童，以及因健

康狀況不適合長時間戴口罩，否

則或會引起呼吸困難或其他癥狀

的人。在教室或講座場合面向人

群授課者，若主要站在同個位置

發言，並且能與其他人保持安全

距離，也可繼續戴面罩。

新加坡衛生部日前原本讓公

眾外出時，可選擇戴口罩或塑料

面罩。但衛生部醫藥服務總監麥

錫威副教授1日指出，小組持續

在評估針對口罩使用的指導方針

。隨著外出人潮即將增多，在繼

續落實壹些安全距離措施之際，

小組認為有必要采取更謹慎態度

來評估指導方針。

他稱，“經此次評估，我們

決定不再將面罩視為等同於口罩

。在多數場合，面罩都無法取代

口罩，我們必須做好臉部防護，

避免在受感染但無癥狀的情況下

，將病毒傳給其他人。”

為起到額外防護作用，公眾

仍可選擇同時佩戴口罩和面罩。

不過，若只戴面罩而沒有戴口罩

，則可被視作沒戴口罩而觸法。

顏金勇表示，政府理解要人

們全天候戴著口罩非常不舒服，

但這麼做是為了起到防護效果，

因此籲請大家諒解配合，保護自

己的同時也保護身邊人。

2日，新加坡步入解封第壹

階段，總理李顯龍在個人社交媒

體發文提醒新加坡人需繼續保持

警惕，並形容與新冠病毒的抗爭

如同跑壹場馬拉松，而非壹場沖

刺賽。

馬尼拉“解封”：
獲準運營行業有序開啟

市民自覺市民自覺““隔隔””與與““離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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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答人數：421/在職青年（可選多項） 來源：MWYO委託中大香港亞太研究中心

香港3日無新增新冠肺炎確診個案，累計確診病例維持1,093宗。沙田瀝源邨祿

泉樓因先後有6名居民確診，香港衞生署已向祿泉樓1,200多名居民派發深喉唾液樣

本瓶進行病毒檢測，但至今仍有一成二的樣本瓶未收回，當中66戶仍未交還樣本，

至3日晚10時，仍有22戶未能聯絡上。衞生防護中心表示會主動聯絡他們跟進，若

居民不交還，署方會強制要求他們接受病毒檢測。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香港衞生防護中心3日傍晚表示，截至3日
午4時，一共收回1,056個沙田瀝源邨祿泉

樓居民的樣本瓶，其中1,031個樣本已檢測，暫
時未發現更多人對病毒呈陽性反應；但其中25
個樣本有滲漏，有關居民要重新交樣本。

葵聯邨樣本全部陰性
至今約有一成二的樣本未交還，涉及66

戶，中心正主動聯絡跟進，截至3日晚10時，
已確認其中31戶會交樣本，13戶則於5月中已
遷離，只剩22戶仍失聯。中心已留下信件，強
烈呼籲及敦促住戶盡快聯絡中心人員，並提交
樣本，中心會對不交回樣本的人士進行強制檢
測。

另外，日前出現確診個案的葵聯邨聯悅
樓，署方共收集及化驗1,726個居民的樣本，全
部的病毒檢測結果呈陰性。

香港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3日晨在電台
節目上表示，早前疫情緩和，或使居民的防疫
意識鬆懈，呼籲巿民要繼續提高警惕，希望瀝
源邨居民盡快交回樣本瓶，“我們現在都要接

受新常態，可能時刻都要警惕，（政府）推出
檢測計劃都要市民的協助，（他們）要出來接
受檢測才可以。”

她表示，按衞生署建議，若居民病毒檢測
呈陰性，都要繼續保持個人及環境衞生，如有
不適，即使病徵輕微，都要即時求醫，了解是
否有需要再進行檢測，效果已經與醫學觀察差
不多。另外，衞生署亦會舉辦健康講座，讓居
民明白相關風險。

何栢良倡盡快溯源
香港大學感染及傳染病中心總監何栢良指，

祿泉樓先後有6名居民確診，反映有關樓宇出現傳
播鏈，亦是預期之內，不排除會再出現延伸個
案。他表示贊成對祿泉樓居民進行醫學監察，因
現時仍未完成病毒檢測，又未清楚感染源頭，
“如當中有隱性感染者，出事機會會好大，有可
能造成新的傳播鏈。”

對於瀝源邨仍有一成多人未交還樣本瓶，
以及有居民搬走，何栢良認為，並非理想情
況，認同政府要求居民強制接受病毒檢測，甚

至上門抽取樣本，盡快追蹤源頭，“因為如果
太被動，有關感染個案只會陸續有來。”

他重申，有關本地個案傳播途徑未明，不
知道有無其他超級傳播者，並指居民如果是在
醫院或安老院等高危地方工作，在14天潛伏期
內應該暫時不要上班。

政府日檢測數量不足
何栢良又指政府現時每日做的檢測數量不

足，並列舉多項數字，包括截至上月26日，各邊
境口岸抵港人士有5.5萬多人，但收集到的樣本不
足6.2萬個，即很多入境人士無完成每人兩次的病
毒檢測，又或者獲得豁免；上月由73間普通科門
診交回的樣本，平均每日170個，即每間每日只交
回2至3個樣本，但每日有數萬人次求診，證明病
毒檢測仍不足。

他認為，政府對高危人士應“主動出
擊”，交還樣本的安排亦要方便市民，例如可
以開放所有普通科門診診所收集樣本，甚至設
置街站以方便市民交回樣本，相信此做法可令
收集到的樣本數目倍增。

■香港醫學會3日發表聲明，呼籲私家醫生做好防疫措施，
並須提高警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沙田瀝源
邨出現疫情本地社區群組，令人關注病毒或
在社區傳播，香港醫學會3日則發表聲明，
對有關情況表示關注，認為事件顯示社區存
有感染源頭，必須謹慎應對，並呼籲私家醫
生做好防疫措施，並須提高警覺。

醫學會在聲明中表示，感謝醫生會員無
懼受疫症感染，繼續緊守崗位，在社區私人
診所為有需要的市民服務。由於社區內仍有
病毒傳播風險，故私家診所醫生應繼續佩戴
合適的個人防護裝備，並要嚴格控制診所的
衞生情況。

此外，該會呼籲私家診所醫生亦須提高
警覺，表示就算求診者病徵只屬輕微，亦應
考慮建議病人接受病毒測試。

醫學會並關注有救護員確診感染新冠肺
炎，表示這說明前線醫護人員面對高工作風
險，因此促請政府應盡快將新冠肺炎列作職
業病處理。

醫學會籲私醫：
病徵輕微亦應檢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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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民間智庫
“MWYO青年辦公室”3日公布“新冠肺炎下青
年就業問卷調查”結果，顯示青年就業狀況不容樂
觀，12.4%受訪青年現正失業，過半失業青年認為
失去工作與疫情有關，近七成估計未來3個月找到
工作的機會不大；在職青年當中，22.1%須放無薪
假，12.4%被削減工時。智庫總監劉鳴煒表示，受
疫情影響，青年就業問題有惡化的跡象，政府的經
濟支援政策若能更早推出，相信成效會更大。

由年初疫情爆發至今，青年失業一直上升，根據5
月政府統計處公布的最新數字，香港20歲至29歲的青
年失業率高達8.1%，未來幾個月更有惡化的可能。

MWYO委託中大香港亞太研究所在5月下旬
進行電話訪問調查，成功訪問了509位18歲至34
歲青年。調查發現，12.4%受訪青年現正失業，其

中有25.4%從事進出口、批發及零售業，55.6%失
業青年認為失去工作與疫情有關，69.8% 認為未
來三個月亦難以找到新工作，31.7%估計現有積蓄
只可維持4個月以下，情況令人關注。

在職青年亦遇到減薪及未來發展的困難，
7.1%的在職青年的薪金收入比去年底減少了一半
或以上，22.1%表示公司要求其放無薪假，12.4%
被削減工時，26.8%的在職青年擔心未來3個月裁
員的情況會惡化。

調查亦問及對特區政府經濟支援的評價。
政府早前決定，為學生資助計劃下借貸的大專
學生提供一次性免息延遲兩年償還貸款，57.4%
受訪者認為對紓緩年輕人失業和經濟壓力有幫
助；45.0%受訪者認為政府一次性派發一萬元能
夠解決他們的燃眉之急。

逾兩成在職青年放無薪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新冠肺炎
疫情趨向穩定之際又出現本地小型爆發，限聚令
及有關餐飲處所規定等防疫措施再延長14天，
至本月18日。香港食物及衞生局局長陳肇始3日
表示，大部分市民都守法，故檢控數字不多，例
如限聚令實施至今僅15宗檢控，她感謝市民自
律。她又指，防疫措施延長7天抑或14天，是考
慮公共衞生因素，檢視香港整體疫情，以及市民
接受程度等而決定，重申不鼓勵市民群組聚集，
亦希望市民理解，措施是為了減少社交接觸。

共發678張罰款告票
陳肇始3日在電台節目上指出，餐飲業及其

他指定處所防疫措施實施至今，在食肆執法方面
共巡查了逾13萬次，錄得70多宗檢控，“現時
做了13萬多次的（食肆）巡查，發出3,000多個

警告，檢控了70多個，（而限聚令方面亦）做
了14萬多次巡查，發出1.4萬多個警告，2,000
港元定額罰款告票都發出678張，亦有15宗檢
控。（措施實施）一直以來都得到大家配合，檢
控數字有但不是太多，感謝市民自律及知道其重
要性在哪。”

陳肇始又指，過去幾天出現本地群組確診
個案，感染源頭仍在調查，現時情況未必能再
放寬限聚令。她表示，現時並不許可、亦不鼓
勵大型人群聚集，並強調球賽和大型盆菜宴等
多人聚集的活動亦被禁，她希望市民理解。至
於政府早前放寬宗教活動的聚集許可，陳肇始
說，這些聚集一般在室內進行，而且有一定規
例，例如要保持1.5米距離等。

另外，在限制口岸出入境措施方面，政府刊
憲修訂第599C章及第599E章，以地區劃分不同

地區抵港人士的檢疫安排，陳肇始說，這可予局
長有權評估及了解部分國家和地區的疫情後，可
隨時放寬有關抵港人士的檢疫安排，例如有關人
士符合部分條件，包括病毒檢測呈陰性，入境香
港時可免除強制檢疫。

市民自律配合 限聚令僅檢控15宗

■陳肇始感謝市民自律。 中通社

■■大批身穿保護衣的工人大批身穿保護衣的工人22日在祿泉樓日在祿泉樓
消毒消毒。。 中通社中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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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懲治極少數
多方式廣聽意見

韓
正：

會見特首3小時 聽取港區國安立法問題匯報

▲香港特首林鄭月娥3日在京見媒體簡介匯
報國安立法意見情況。

香港文匯報記者馬靜攝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
副總理、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組
長韓正3日在中南海會見了香港特
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和有關
主要官員，認真聽取了特區政府對

港區國安法問題的意見。據新華社報道，國務委
員、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趙克志，全國政
協副主席、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副組長夏寶龍參
加會見。

此次是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首次亮相。此
前，2003年，中央組建了“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
組”，作為港澳工作的議事協調機構。韓正於2018
年起任中央港澳工作協調小組組長。

今年2月，國務院任命全國政協副主席夏寶龍
兼任國務院港澳辦主任，原港澳辦主任張曉明改任
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主任（正部長級），香港中聯辦
主任駱惠寧、澳門中聯辦主任傅自應均兼任港澳辦
副主任。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馬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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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特區行政長官林

鄭月娥與隨行官員3日向

中央政府就全國人大常委

會訂立港區國安法反映意

見，獲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副總

理、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組長韓正會見並

聽取意見。林鄭月娥在3小時的會議後向傳

媒表示，她和特區政府是十分支持今次的立法

工作，並透露中央有關部門稍後會通過多種形

式聽取香港社會各界的意見，包括特區政府官

員、香港法律專家、港區全國人大代表等，並

準備在深圳和北京舉辦座談會，讓香港社會各

界人士亦可以發表意見。她呼籲社會各界人士

積極參與。

■香港文匯報記者鄭治祖、馬靜綜合報道

中央聽取意見的對象
◆特區政府官員

◆立法會主席

◆香港有關的法律專家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

◆港區各級政協委員

◆香港社會各界代表

◆專家學者等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據新華社報道，韓正3日下午在中南海會見了林
鄭月娥和特區有關主要官員，認真聽取了特區

政府對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家安全立法問題的意
見。韓正表示，中央堅定不移、全面準確貫徹落實
“一國兩制”方針，堅決維護國家安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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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目的是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
益，保障香港的長治久安和長期繁榮穩定，確保“一
國兩制”實踐行穩致遠。全國人大常委會下一步有關
立法懲治的是極少數人所從事的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的
犯罪行為和活動，不會影響廣大香港居民依法享有和
行使各種權利和自由。在制定有關法律的過程中，將
通過多種方式聽取香港社會各界人士的意見。

續聽官員等意見
會見後，林鄭月娥在北京會見傳媒。林鄭月娥

表示，全國人大上周表決通過訂立港區國安法的決
定，香港特區政府不足一周就獲安排向中央正式表
達意見。中央政府對於這次聽取意見高度重視，由
韓正副總理親自在中南海專門聽取意見，標誌着中
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首次亮相。
她指，國務院港澳辦、中聯辦和全國人大常委會

法制工作委員會及基本法委員會有關負責的官員都有
參與聽取意見，整個會議開了3個小時。香港特區政府
方面則還有律政司司長鄭若驊、保安局局長李家超、
警務處處長鄧炳強和特首辦主任陳國基出席。
林鄭月娥表示，中央有關部門稍後會通過多種

形式聽取香港社會各界的意見，包括聽取特區政府
其他官員、立法會主席、香港有關的法律專家、港
區全國人大代表和各級政協委員的意見。中央有關

部門亦準備在深圳和北京舉辦座談會，讓香港社會
各界人士、專家學者等發表意見。

她說︰“我在此呼籲香港社會各界人士應該積
極參與這些稍後舉行的以各種形式聽意見的聚
會，並且通過各種方式向我們特區政府、中聯辦
反映意見，我們亦會及時向中央政府反映。”

被問到香港會否有公眾諮詢，林鄭月娥澄清，
這是全國性法律，所以諮詢或草擬工作是按全國性
法律的機制去做，強調中央或國家立法有其規矩，
《立法法》內有說明程序或步驟。

她續指，香港各界無論持什麼意見都可以發
表，“事實上，過去十日都發表了許多意見；在未
來的日子，我剛才說亦可透過各種形式，主動把他
們的意見反映予特區政府或中聯辦知道，我們亦會
把這些意見向中央反映。”

港擬建執法機制
至於是次特區政府反映的意見，林鄭月娥表示

自己向韓副總理說，作為行政長官，她和特區政府
是十分支持今次的立法工作，亦會全面配合進行這
項立法工作的“第二步”，即全國人大常委會在法
律草擬方面的工作。而按立法決定，特區政府日後
亦須建立一個健全的執行機制，加強執法能力和開
展有關國家安全教育。
林鄭月娥並指，香港未能為基本法第二十三條

立法，過去一年的香港很亂，出現了很多暴力事
件，也有一些人鼓吹“港獨”，破壞中央跟特區的
關係，所以中央到了這個時候要主動透過全國人大
常委會制定法律，“我覺得中央是行使它的憲制責
任，也是愛護香港的體現。”

中央港澳工作領導小組首亮相

香港文匯報訊 全國人大通過港區國安法
立法決定後，一些西方政客跳出來對港區國安
法指手畫腳，粗暴干涉中國內政和香港事務，
中方對此表示強烈不滿和堅決反對。日前，英
國外交大臣藍韜文稱英方一直尊重《中英聯合
聲明》，而中方涉港國安立法破壞了“一國兩
制”。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3日在例行記
者會上對此表示，英方無權假藉《中英聯合聲
明》對香港事務說三道四。
據中新社報道，英國外交大臣藍韜文2

日向議會稱，英方一直尊重《中英聯合聲
明》，而中方“專制式”的國安立法破壞了
“一國兩制”，與中國的國際義務有直接衝
突。如果中國干預香港政治和自治基礎，將
可能對香港的經濟模式和繁榮構成長期威
脅。中方有時間再做考慮並懸崖勒馬。

3日在中國外交部例行記者會上，有記
者就此詢問中方有何評論？趙立堅表示，中
國全國人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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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定，
完全屬於中國內政，任何外國無權干涉。英
方對此妄加評論、橫加指責，粗暴干涉香港
事務和中國內政，中方對此表示強烈不滿和
堅決反對，“我們已向英方提出嚴正交
涉。”他說。

“聲明”屬政策宣示非承諾
趙立堅指出，維護國家安全是一國生

存發展的基本前提，是國家主權最核心、最
基本的要素。中英談判及簽署《聯合聲明》
的核心是中方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在港進
行國家安全立法是中方行使主權的應有之
義。《中英聯合聲明》關於對港的基本方針
政策是中方單方面政策宣示，不是中方對英
方的承諾，更不是所謂國際義務。

他進一步表示，香港回歸後，中國政
府治理香港特別行政區的法律依據是中華人
民共和國憲法和香港基本法，不是《中英聯
合聲明》。隨着1997年中國恢復對香港行
使主權，《中英聯合聲明》中所規定的與英
方有關的權利和義務都已全部履行完畢。
他說，《中英聯合聲明》沒有任何一

個字、任何一個條款賦予英國在香港回歸後

對香港承擔任何責任。英國對回歸後的香港
無主權、無治權、無監督權。因此，英方無
權假藉《中英聯合聲明》對香港事務說三道
四，干涉中國內政。

立法更好貫徹“一國兩制”
趙立堅強調，有關香港國安立法是維

護國家主權、統一和領土完整，築牢“一
國兩制”制度根基的必要舉措，是為了更
好地貫徹“一國兩制”。只有國家安全有
保障，“一國兩制”才能有保障，香港繁
榮穩定才能有保障。立法針對的是極少數
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的行為和活動，完全不
影響香港的高度自治，不影響香港居民的
權利和自由，不影響外國投資者在香港的
正當權益，有利於更好落實“一國兩制”
政策，有利於香港的繁榮穩定。對香港繁
榮穩定構成威脅的恰恰是一些外部勢力與
香港反中亂港勢力勾連合流、沆瀣一氣，
利用香港從事危害中國國家安全的活動。
他指出，英國同香港的歷史聯繫，源自侵略
殖民和不平等條約。英方還妄稱香港國安立
法為“專制”立法，所謂“專制”一詞，正
是英國曾經對香港進行殖民統治的真實寫
照。恰恰是香港回歸以來，香港居民享有前
所未有的權利和自由。
趙立堅奉勸英方懸崖勒馬，摒棄“冷

戰思維”和“殖民心態”，認清並尊重香港
已經回歸、是中國一個特別行政區的現實，
恪守國際法和國際關係基本準則，立即停止
干預香港事務和中國內政，否則必將搬起石
頭砸自己的腳。

■港區國安法立法獲香港市民支持。圖為市
民踴躍簽名表態。 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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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香港PMIPMI回升至回升至44個月高位個月高位
最新報最新報4343..99香港新冠肺炎疫情紓緩，最新香港採

購經理指數（PMI）顯示香港營商環境見

好轉。據公布，PMI由4月份的36.9升至

43.9，為4個月高位；港企新接訂單量跌

幅已收窄至一年最低，較近期數月改善。

另外，調查指出，企業5月份對未來一年

前景的經營信心雖較4月好轉，惟整體信

心依然疲弱，就疫情對經濟活動的長遠影

響仍顯得特別憂慮。

港PMI反彈 營商見回穩
疫情放緩重啟經濟 撐企業保就業見效

■香港文匯報記者 莊程敏

隨着經濟因多項防疫措施放寬而逐步重啟，香
港私營企業5月份的景氣度跌幅收窄。IHS

Markit 3日公布5月香港採購經理指數，由4月份的
36.9升至43.9，為4個月高位，但仍低於50的榮枯
線，反映營商環境整體依然低迷。且由於新冠疫情
大流行的長遠影響存在不確定因素，導致營商情緒
依然嚴重負面。

工資補貼紓緩裁員壓力
調查機構IHS Markit首席經濟師Bernard Aw

表示，香港私營經濟於5月份依然嚴重低迷，但
PMI指數顯示，下滑情況隨經濟活動逐步重啟而正
在觸底，減產和銷情下滑的情況已經放緩。值得留
意的是，從內地新接的訂單量跌幅已收窄至一年最

低，較近期數月放緩。企業雖於5月份進一步裁
員，但職位流失率已經減慢。

供應鏈扯緊情況見改善
他相信，港府提供的工資補貼正在發揮作用，

有助企業降低就業成本和挽留員工。儘管如此，業
者繼續憂慮新冠大流行對經濟活動產生的長遠影
響，因此經營信心依然疲弱，受訪業者就疫情對經
濟活動的長遠影響顯得特別憂慮。

調查顯示，新冠疫情大流行繼續衝擊香港私營
經濟，但港府放寬個別限制社交距離的措施，有助
商業機構維持業務運作。企業5月份進一步減產，
但其收縮率已收窄至1月份以來最低；而企業新增
銷售額的走勢亦與之相若，其新接訂單量的跌速同

屬4個月低位。
鑑於銷情滑落、產能過剩的情況愈加嚴重，企

業於5月份進一步縮減採購活動、庫存，以及員工
數量；不過，三者的跌速已收窄至1月份以來最
慢。此外，供應鏈依然受壓，供應商持續5個月延
長交貨期，但拖延率已放緩至4個月低位。調查資
料透露，航運延誤、疫情防控措施導致人手不足
等，都是供應商延長履行時間的原因。

價格方面，由於投入品價格升幅與員工成本跌
幅相互抵消，因此企業5月份的投入成本與上月大
致持平。受訪業者普遍指出，透過工資補貼和暫時
休假的措施，以縮減員工成本；而同時，貨運服務
以至黃金、電子元件等投入品的價格飆升，則推高
了採購成本。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樂）港府以各種措施
支持中小企渡過難關。香港財庫局局長許正宇3日表
示，其中，各銀行批出的“預先批核還息不還本”及
其他延期還款個案總數，截至5月15日已超過24,000
宗，涉及金額超過2,570億元（港元，下同）。

許正宇表示，為幫助香港企業應對新冠肺炎
疫情衝擊，金管局已於今年4月透過“銀行業中小
企貸款協調機制”推出“預先批核還息不還本”
計劃。在金管局要求下，全港103家有向計劃所涵

蓋企業提供貸款的銀行，均已參與計劃。
他介紹，截至5月15日，各銀行批出的“預先

批核還息不還本”及其他延期還款個案總數已超過
24,000宗，涉及金額超過2,570億元。上述計劃覆
蓋超過13萬名合資格企業客戶，當中超過10萬名
已獲銀行邀請參與。據了解，目前已向銀行確認參
與計劃的企業借款人超過8,000名，當中包括各類
商用車輛（如的士、小巴、貨車、旅遊巴）的車主
和營運商。

他又透露，按證公司已於4月落實2020至2021
年度《財政預算案》中提出的“百分百擔保特惠貸
款”。有關計劃於4月20日起接受申請，銀行客戶
對此反應熱烈。截至5月22日，按證公司已批出共
3,300宗申請，涉資68億元。

許正宇強調，雖然近月本地新冠疫情漸見緩
和，但財庫局會繼續與銀行業界保持緊密聯繫。此
外，政府會在有需要時，考慮採取適當措施，協助
受疫情影響的各界人士度過困境。

港中小企“不還本”已批逾2570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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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上月香港私營經濟依然低迷，但PMI指數顯示，下滑情況隨經濟活動逐步重啟而正在觸底，減
產和銷情下滑的情況已經放緩。 中通社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
媚）繼太古、怡和先後開腔撐港區
國安法後，老牌英資公司滙豐經過
長達11天的沉默後，3日終表態支
持。滙控旗下滙豐中國企業號微信
公眾號3日發表文章指，滙豐亞太
區行政總裁、全國政協委員（港
區）兼香港總商會主席王冬勝日前
到“撐國安立法”的街站簽名聲
援，並配上王冬勝在街站簽名的照
片，及展示其簽名。

支持所有穩定社會法律
文章提到，銀行公會上周發表

聲明指，穩定的營商環境是香港國
際金融中心持續發展的重要條件，
相信港區國安法有助於加強投資者
的信心，而滙豐作為銀行公會主要
成員，該行重申在“一國兩制”的
原則下，尊重和支持所有穩定香港
社會秩序、振興經濟繁榮發展的法
律，同時該行認為穩定的環境是香
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長期經濟復甦
的關鍵。

王冬勝3日晚接受新華社訪問
時進一步指出，香港商界十分關心
港區國安法的立法，商界普遍認為
立法是一個正確方向，希望港區國
安法的立法可以為香港帶來長遠的
繁榮穩定。他接觸了很多商會同
仁，絕大多數認為這可以確保香港
繼續成為國際金融中心。作為一個
國際城市，穩定最為重要，穩定是
一切發展的基礎和前提。香港商界
普遍認為，港區國安法立法從長遠
而言能夠為香港帶來穩定。

對美國宣布將對香港實施制裁，王冬勝表
示，香港商界反對外國對香港實施任何制裁，
這種做法只會不必要地加深在港運營的本地和
外國企業所面對的困局。

商界反對美國制裁香港
“商界為什麼不贊成？因為對香港傷害最重

的就是對經濟的信心。”王冬勝認為，眾多商家
到香港投資、開辦企業，首先是對香港長遠發展
有信心，只有信心才能給香港帶來投資。

“制裁不僅傷害香港，也傷害美國自身，
還會傷害整個亞太地區。”王冬勝進一步闡
述，香港有眾多美國企業、美國資本，香港又
是亞太地區的融資中心。打擊香港，香港自身
固然受損，美國企業、資本也受損，對亞太地
區經濟發展也帶來傷害。“特別是新冠肺炎疫
情正在對全世界經濟帶來打擊，大家應該同舟
共濟，共同提振經濟，而不是相互傷害。”

2020年6月4日（星期四）2 新聞中
國

■責任編輯：周文超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中新網報道，深圳市人大常委會辦公廳2日發布《深圳經濟

特區個人破產條例（徵求意見稿）》，公開徵求意見。個人破產立法在內地尚屬首次。學者

分析認為，個人破產制度本質上是將“誠實但不幸”的債務人從債務的泥淖中解救出來。

中國個人破產法深圳先試水
欠債50萬可申請清算 監督期內禁高消費

債務人消費及從業限制
徵求意見稿規定了個人破產的消費限制和從

業禁止，自人民法院受理破產申請之日起至人民

法院作出免除債務人剩餘債務的裁定之日止。

債務人不得進行的消費行為：
1. 乘坐交通工具時，選擇飛機商務艙、頭等

艙、列車軟臥、輪船二等以上艙位、G字
頭高速動車組旅客列車及其他動車組列車
一等以上座位

2. 在三星級以上賓館、酒店、夜總會、高爾
夫球場等場所進行消費

3.購買不動產、機動車輛

4.新建、擴建、裝修房屋

5.旅遊

6.供子女就讀高收費私立學校

7.租賃高檔寫字樓、賓館、公寓等場所辦公

8.支付高額保費購買保險理財產品

9.其他非生活和工作必需的消費行為

債務人受到從業方面的禁止：
不得擔任上市公司、非上市公眾公司和金融
機構的董事、監事和高級管理人員職務，不
得從事法律、行政法規禁止從事的職業

來源：深圳新聞網

去年7月，國家發改委等13部門公布《加快完善
市場主體退出制度改革方案》，提出研究建立

個人破產制度。
而所謂個人破產制度，通俗地說，個人破產就是

指欠債的人沒有任何能力按時還錢，又跟債主無法和
解的情況下，向法院申請破產，並按照法律程序清償
債務的過程。

專家：讓商人重生 促創新創業
中國政法大學破產法與企業重組研究中心研究員

陳夏紅表示，個人破產制度本質上是對債務人的紓
解、救濟體系，將“誠實但不幸”的債務人從債務的
泥淖中解救出來，給他們東山再起機會，而不是讓他
們因創業失敗而走上跳樓、自殺的不歸路。

據統計，截至2020年1月底，在深圳登記設立的
商事主體已達329.8萬戶，其中個體工商戶123.6萬
戶，佔比為37.5%。除此之外，還有大量自我僱用的
商事主體以微商、電商、自由職業者等形式存在。

深圳市人大常委會在相關說明中稱，由於個人破
產制度長期缺失，這部分商事主體一旦遭遇市場風
險，需要以個人名義負擔無限債務責任，不能獲得與
企業同等的破產保護，無法實現從市場的退出和再
生。因此，建立完善個人破產制度，為誠實但不幸的
市場主體提供遭遇債務危機的後續保障，能夠為個人
創業者解除後顧之憂、促進創新創業。

深圳市人大常委會表示，通過破產制度對個人債
務進行集中清理，既能夠防止債務追索中發生侵犯個
人權益的惡性事件，又能夠有效降低單一債權實現的
成本。同時，破產保護也能夠防止過度負債的個人債
務人陷入絕境，降低因疾病、犯罪和失業產生的社會
成本。

系列制度設計 避免惡意逃債
根據徵求意見稿規定，在深圳經濟特區居住，且

參加深圳社會保險連續滿三年的自然人，因生產經

營、生活消費導致資產不足以清償全部債務或者明顯
缺乏清償能力的，依照本條例進行破產清算或者和
解。
不過，如果是違法經營或者過度消費導致不能清

償債務的，不能適用本條例。
另外，債權人也可以申請債務人破產。按照徵求

意見稿，單獨或者共同對債務人持有50萬元以上到
期債權的債權人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對債務人進行破
產清算的申請。

“不是不用還錢，而是有前提的部分豁免。”陳
夏紅表示，自然債務人的債務並不因為宣告破產而直
接豁免，只有在滿足法定條件的前提下，經過一定的
監督期，債務人才獲得豁免。而在監督期內，債務人
生活受到極大限制，不能有高消費。

中國政法大學破產法與企業重組研究中心主任李
曙光表示，豁免債務是有條件的，除了你的基本生活
費用和基本的生活保障，所有的錢都應該屬於債權
人，也不是說馬上就給你豁免，例如美國要七年，香
港要五年，這個期間你還要不斷還債。
徵求意見稿通過一系列制度設計來避免惡意逃

債，對於具有破產欺詐行為的債務人，不允許其適用
破產免責規則，同時還要追究其法律責任。還規定了
不予免除的債務、不予免責的行為、延長免責考察
期、撤銷免責等制度，以實現防範和懲戒破產欺詐行
為的目的。
同時，嚴格限制免除債務的條件，即只有債務人

如實申報財產，遵循誠實信用原則，主動移交財產並
配合處置，履行應盡義務、遵守相關行為限制決定，
才能依法獲得剩餘債務免除。
此外，徵求意見稿還規定了追溯制度，即債權人

或者其他利害關係人發現破產人通過欺詐手段獲得免
除剩餘債務的，可以申請人民法院撤銷免責裁定。

專家建議，必須警惕通過個人破產制度逃廢債
的可能性，必須全方位防止債務人濫用個人破產制
度。

■深圳就中國首個個人破產條例公開徵求意見。圖為
今年4月29日，深圳市六屆人大常委會第四十一次
會議，首次聽取審議了《深圳經濟特區個人破產條例
（草案）》。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趙一
存 北京報道）作為中國重要
的刑罰執行制度，減刑、假
釋、暫予監外執行（以下簡稱
“減假暫”）等司法實踐的背
後卻極易滋生腐敗，產生執法
司法不公。最高人民檢察院第
五檢察廳廳長侯亞輝3日在最
高檢新聞發布會上介紹，2019
年，全國檢察機關共立案偵查
司法工作人員相關職務犯罪
871人，維護了司法公正。

提出檢察建議8.6萬件
侯亞輝指出，司法實踐

中，執法、司法領域中存在的
危害司法公正、侵犯公民權利
的犯罪行為，通常與訴訟活動
中的違法犯罪行為交織在一
起，特別是一些“減假暫”活
動中的司法腐敗行為，大多與
執法、司法工作人員徇私舞
弊、濫用職權密切相關。
數據顯示，2018年以來，

全國檢察機關對“減假暫”提
請、決定（裁定）活動提出檢
察意見、發出糾正違法和檢察
建議8.6萬件，得到採納8萬
件；立案查辦徇私舞弊“減假
暫”案件52件，懲治了刑罰變
更執行領域的司法不公問題。
根據修訂後的刑訴法第19

條，人民檢察院對訴訟活動實行
法律監督中發現司法工作人員利
用職權實施的非法拘禁、刑訊逼
供、非法搜查等侵犯公民權利、
損害司法公正的犯罪，可以由人
民檢察院立案偵查。
侯亞輝介紹，自修改後刑

訴法實施以來，各地檢察機關
認真履行偵查辦案職能，嚴肅
查處司法工作人員相關職務犯
罪行為。
侯亞輝透露，下一步，最

高檢將盡快制定相關規範性文
件，制定科學合理、符合司法
實踐的立案標準，從偵查辦案
程序、與紀委監委溝通銜接、
線索管理、重大案件請示匯報
等方面全面規範檢察機關偵查
辦案工作，從實體和程序兩個
方面進一步規範偵查辦案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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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南 新 聞 網 站 隆 重 推 出 5 大 板 塊 提 升 ,

 為 客 戶 ，  讀 者 提 供 了 更 好 的 瀏 覽 體 驗 。

（中央社）國內武肺疫情平穩，截至昨(6/
3)已連52天沒本土病例，但國際疫情尚未趨緩
。面對社會沉浸在等發振興三倍券、開心等解
封的歡樂氛圍，中央流行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
陳時中卻 「一點也開心不起來」，就算昨報告
國內生產武肺疫苗和藥物的大進度，他也一臉
嚴肅、沒放輕鬆，據了解，原因在於他一直擔
心疫情可能在今年秋冬再起。

據不具名人士表示，國內防疫部署繼口罩
國家隊、酒精國家隊後，上周經過指揮中心專
家小組和衛福部食藥署等單位，進行長達3個半
小時的討論，決定籌組 「疫苗國家隊」，並已
著手評選國內藥廠，將選出兩家扶植為 「國家
隊」，為防疫超前部署。

台灣疫情趨緩後，國內民眾的關心焦點已
轉向紓困、振興方案，但武漢肺炎威脅並未完
全解除。為防後續疫情再起，必須儲備有效應
付新冠病毒的 「子彈」，各國除積極研發藥物
外，也投入疫苗研發，其中又以美國公、私部
門合作的 「加速研發新冠肺炎干預療法和疫苗
」（ACTIV）計畫，以及英國牛津大學詹納研
究所（Jenner Institute）和藥廠阿斯特捷利康
（AstraZeneca）合作研發的疫苗進度最快。

國衛院、中研院分頭研究 最快秋季人體
試驗

反觀台灣進度，根據擔任指揮中心研發組
組長的國衛院院長梁賡義昨天最新報告，國衛
院有合成胜肽疫苗、核酸疫苗、重組病毒疫苗
、次單位疫苗，且目前已與3家藥廠產學合作，
最快秋季可進入人體臨床試驗；中研院則有開
發奈米疫苗、減毒牛痘病毒疫苗，也已與2家廠
商合作，加速疫苗開發進程。

梁賡義說，若一切進展順利，最快明年4月
或5月有機會量產，率先生產的數量約百萬劑，

這數目是從台灣有40萬到50多萬名醫護人員來
推算，每人若需打兩劑，就需要約100萬劑。

英美大廠疫苗難搶 國家隊建軍勢在必行
據了解，國內三家投入疫苗研發藥廠，分

別為國光、高端及聯亞，此三家藥廠都已將研
發、生產疫苗的相關資料都已送交食藥署審查
，食藥署也與這三家藥廠開過多次會議，了解
各藥廠疫苗研發進度。

指揮中心專家諮詢小組召集人張上淳曾表
示，對於疫情管控或下一步的作為，還是得等
有效的疫苗問世，才能真正解決問題。由此可
見，目前的疫情趨緩主因在於邊境封鎖，但解
封後將面臨極大挑戰，武肺疫苗的研發才是這
場疫情最後 「決勝」的關鍵點。指揮中心在防
疫初期成功建軍 「口罩國家隊」和 「酒精國家
隊」後，也因此興起建立 「疫苗國家隊」的想
法。

由於國內外有專家學者預測武漢肺炎可能
會在今年冬天再起，包括張上淳在內的不少專
家都認為，最有效的預防方法就是讓民眾接種
疫苗。但不具名人士坦言，國內疫苗研發技術
與美國、英國等大國相比，簡直是 「小孩與大
人打架，怎麼打都打不過」，一旦其他國家成
功研發疫苗，優先供應的一定是該國國民，台
灣不可能買到，即使可以買到，以台灣市場規
模小，價格肯定十分昂貴。

因此，上周六(5/30)由衛福部食藥署、財團
法人醫藥品查驗中心(CDE)、中央流行疫情指揮
中心專家諮詢小組等舉行會議，共同討論國內
疫苗研發現況，經過3個半小時討論，結論為必
須加速國內藥廠研發、製造疫苗的速度，醞釀
「疫苗國家隊」的想法。

對於疫苗研發狀況，指揮中心有成立疫苗
國家隊的計畫，外界關心計畫內容，陳時中對

此表示，這分為兩個部分，一個是及時要用的
，另一是國家疫苗的未來政策，為了藥廠可以
及時提供需要的疫苗，或是未來疫苗政策規劃
，衛福部都會厚植疫苗醫藥產業，並予以扶植
。

國光、高端、聯亞三選二 政府加強扶植
但因目前浮上檯面的國光、高端及聯亞三

家藥廠的製作疫苗方式各不相同，很難整合成
一支疫苗國家隊，於是有專家提議，與其整合
成一支國家隊，不如採用一邊扶植、一邊審查
的方式，加速研發、製造疫苗速度，從而決定
從三家藥廠中選出最有希望可以快速製出有效
疫苗的兩家藥廠，再由食藥署加強扶植輔導及
審查。

就是因為三家藥廠的疫苗生產都用不同方

法，各有優缺點，專家小組和相關單位都還在
評估中，評選藥廠進度尚不確定。

不具名專家強調， 「疫苗國家隊」的意義
在於，當雀屏中選的藥廠於研發、製造疫苗時
，食藥署就可從旁介入扶植，如進行到第二期
人體臨床試驗，該疫苗的安全性、有效性都無
問題時，就可以先進入審查階段，等待較大規
模人數的第三期人體臨床試驗完成後，就可以
直接上市量產使用。

不過，專家直言，國內藥廠要在年底前成
功研發疫苗， 「百分之百做不到」，但即使國
內研發、量產疫苗速度比國外可能慢上3至4個
月甚至半年左右，還是不可以放棄，疫苗一定
要研發出來，留給國人使用，以因應未來武漢
肺炎疫情再起所帶來的威脅。

武肺決勝點在疫苗
陳時中密組二支 「疫苗國家隊」

（中央社）境外生入台限制昨才傳出最快近日可解禁，今卻
翻盤喊卡！教育部日前已行文各大學盤點檢疫相關量能，為境外
生返台就學做準備，行政院昨（6/3）也開跨部會會議研商邊境
解封相關事宜。教育部今（6/4）表示，因應武肺疫情邊境管制
仍需從嚴，同時國際也普遍尚未解除邊境管制，故需等國際疫情
趨緩後再依檢疫能量討論開放時機。台科大校長廖慶榮盼教育部
至少給出明確時間，否則境外生這一斷可能長達3年。

中央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陳時中下午在疫情記者會表示，教
育部要評估必要性，沒有所謂不要或要，一切都要評估，會依照
國際疫情情勢進行考慮。指揮中心對開放外籍生入境的觀察期要
多久？陳時中說，這很難訂一個確定時間，因為與國際的疫情也
會有關，大家討論覺得同一時間（國內外同時鬆綁）來做這事情
「風險高了點」。

昨才說各校正清查檢疫量能 陳時中今修正：腳步放慢
指揮中心昨表示已在著手規劃境外生入境，但行政院昨晚跨

部會會議後又決議暫緩開放，何以有此轉折？陳時中說，目前國
內境內鬆綁的同時，若又著手境外生來台開放事宜，擔心防疫腳
步變亂，因此還須再觀察一下，看看境外生要如何開放；因為國
內53天沒有本土病例，國內會逐步解封，但也擔心有疫情出來
，就覺得應該慎重一點，腳步放慢一些。

指揮中心副指揮官陳宗彥今午表示，並無所謂政策轉彎狀況
，開放境外生入台一事一直處在研議階段，昨跨部會討論的內容
仍在持續努力研議中，須在確保台灣社區安全的情況下，做好邊

境風險嚴管，會就此方向繼續討論評估。發言人莊人祥則指，開
放境外生返台本來在評估中，教育部日前有做相關規劃，至於開
會結果就以教育部公告的為主。

境外生入台時間未定 大學校長：哪敢跟防疫旅館簽約？
境外生回來再延後，且時程未定。台科大校長廖慶榮說，若

按照校方已經排定的時程，台科大下學年9月5日開放入住校舍
、9日至11日報到，若以21天（14天居家檢疫外加7天健康管理
）回推，建議學生的抵台時間落會在8月15日至21日之間，以
14天居家檢疫期回推，建議抵台時間則是8月22日至28日。

眼看時程又延，廖慶榮表示，教育部可能覺得只要讓學生9
月開學之前來台就好，但學生可能近期就要做出決定， 「已經六
月初了，台灣還不確定，你一定會想到其他國家去」，即使晚一
點開放，七月、八月都好，希望主管機關至少能給出明確時間，
要不然境外生一斷，可能斷三年之久。現階段仍然沒有明確解禁
時間點，廖說，日前教育部發函調查學校防疫能量，要求回傳校
外防疫旅館房間數，但解禁時間不確定，校方根本不敢跟防疫旅
館簽約。

前副總統陳建仁日前指國際疫情約還有一年至一年半才會趨
緩，代表到明年12月全球可能仍有疫情。政大校長郭明政則說
，尊重醫療專業判斷，但商務人士列既已列首批境外解封對象，
他希望優先名單也能列入學生，原因在於境外生對大學而言是履
行國際責任、教育責任的表現，如果台灣持續追求0確診，恐成
全球最後一個解封境外生的國家，他建議先從部分學生開始解禁

，對教育發展較有利。
暨南國際大學校長蘇玉龍則說，現在正是境外生的抉擇期，

此時台灣仍未決定開放時間，影響程度恐難以評估。他也建議最
遲在8月15日前開放境外生來台， 「時間越早越好、否則會影響
下學期開學程序」。

境外生總數9.2萬人 中港澳就有1.1萬人
教育部統計，108學年第2學期無法如期返台就學的境外生

高達9.2萬人，其中來自中港澳的學生未入境者約1.1萬人。台灣
疫情趨緩，日前教育部發函各校著手統計已完成洽談的防疫旅館
房間數、校內外無人入住的房間數、校外租賃獨層宿舍房間數等
。教育部為了解大專校院境外生返台檢疫量能，要求各校6月2
日中午12時前填表後回傳。

東吳大學校長潘維大昨向《蘋果新聞網》表示，盼政府讓境
外生7月初就來台，錯開畢業生離校、新生尚未報到的空窗期，
將境外生分4梯次於學校宿舍就能全部完成居家檢疫。實踐大學
、中原大學也已羅列學校附近的防疫旅館，提前調查陸生返台後
的居住意願。

昨天行政院召開跨部會研議，偕同交通部、衛福部、國安會
、陸委會等相關單位進行研商，會議延長至晚間仍未結束。豈料
今早教育部公告，已於行政院跨部會協調會議提出具體規劃，會
議初步結論，因應目前國際疫情仍需嚴管邊境風險，同時國際普
遍尚未解除邊境管制，故需等國際疫情更趨緩後，再依檢疫量能
檢討開放時機。

9.2萬境外生7月入台 「遙無期」 校方憂警訊：這一斷恐長達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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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新聞網站

（中央社）全台知名大甲媽遶境因疫情延期，許多法會、廟
會、遶境活動也暫停，比丘、比丘尼、陣頭等收入大幅下滑，成
另類受害人，衛福部近日收到地方政府來函詢問，這類是否屬於
「工作」、能否申請擴大急難紓困？衛福部詢問各部會意見後，

近日決定發函放寬規定，讓不分宗教的神職人員、陣頭等也可申
請紓困，粗估約有100萬人在受惠範圍。

獨家向衛福部社會救助及社工司司長楊錦青查證上述人士可
申請急難紓困，楊也證實此事。消息曝光後引起不少討論，衛福
部社會救助及社工司副司長蘇昭如今（6/4）受訪時說，對於神
職人員能否申請急難紓困，衛福部尚未發函。蘇說，今媒體報導
受惠人數後，若真有這麼多人適用，可能還要再釐清一下神職人
員工作和服務的內容，再跟內政部討論清楚，儘速做出決定。

衛福部在5月4日宣布實施擴大急難紓困方案，若家戶所得
在當地最低生活費1.5倍以上、未滿2倍者，且原有工作因疫情
而導致家庭生計受困、未領取其他政府紓困補助者，就可申請1
萬元紓困補助。截至6月2日止全國已收件37萬7千多件，核定
32億元9000多元，受理申請到6月底止。

地方政府大哉問 比丘、陣頭算不算 「工作」
實施至今各地陸續傳出資格認定疑義，如怎樣才能算 「工作

」，賣玉蘭花要如何舉證等。近日衛福部收到南投縣政府來函詢
問，指境內有許多寺廟因疫情暫停活動，導致收入下滑，寺廟內
的比丘、比丘尼或是否也符合急難紓困申請對象？也有其他縣市
政府詢問，從事廟會活動的陣頭是否可申請。

南投縣政府表示，南投境內如草屯、國姓等有許多寺廟，公
所確實收到有些出家人因疫情導致法會減少，或是民眾供養金減
少等，導致生活開銷受影響而來申請。

陣頭團長哀號：旗工月賺500元 需靠教會供免費餐
經營陣頭 「共聯境猴塞雷表演藝術團」團長陳建融表示，台

灣陣頭需求全年除了農曆7月外，幾乎每個月都有，尤
其是3到5月有許多神明生日，需求更大。但受疫情影
響， 「我們經營陣頭的能打平就不錯」，有些旗工一個
月只賺500元、得靠基督教會的免費供餐生活。

陳說，旗工來源多是街友等， 「連勞健保都沒有，
看醫生都是問題」，要他們準備資料去申請紓困、甚至
紓困貸款更不可能， 「最基層的人政府永遠照顧不到」
。

陳建融說，直接發錢給這些基層旗工，可能會讓他
們去買酒，政府應讓這些基層旗工用身份證登記領禮券
，讓他們可以去量販店、超商買民生需求品， 「現在規
定得一大堆，這些人書讀得又不多，根本就不知道怎麼
申請」。

玄奘大學宗教與文化學系系主任釋昭慧說，不同比
丘、比丘尼生活落差很大，有些住在道場、吃大鍋飯的
，可能不需要紓困；但有些出家人沒住在道場，甚至在外獨居修
行的，會靠參與附近寺廟的法會、領取微薄報酬來維持生活，若
疫情導致法會減少，這些人的生計就會受影響，確實應該紓困。

傳教人不適用勞基法 勞部：以勞務換報酬就是工作
因急難紓困綁定要有工作，而比丘、陣頭是否是 「工作」有

疑義，衛福部近日發文給勞動部、內政部、文化部等各機關尋求
意見。

內政部民政司長林清淇說，比丘、比丘尼除了靠十方善信捐
款外，也會去做法事、誦經維持生活， 「很難說這些 『不是工作
』」；他們確實受到疫情影響而收入減少，應也符合急難救助的
需求。至於是否符合衛福部紓困定義，內政部尊重衛福部。

陣頭主管機關文化部則說，並未調查過陣頭從業人員人數，
但傳藝中心曾調查，立案與受文資保存的 「傳統雜技團體」共

206團，未登錄的團體為數更多。文化部目前的藝文紓困1.0和
2.0也都有職業類陣頭來申請補助。

不分宗教的專業人員 受影響就可申請紓困
南投縣政府說，經聯繫衛福部後，衛福部表示，依內政部意

見，比丘、比丘尼是中華民國職業標準分類的宗教專業人員，若
受疫情影響而收入下滑，對於急難需求和一般民眾相同；因此包
括佛教、基督教、天主教等所有宗教神職人員以及陣頭等，只要
能舉證確實受疫情影響而收入下滑，就可申請擴大急難紓困。

衛福部社會救助及社工司司長楊錦青查證，楊也證實此事。
但依內政部統計，不含基督教、天主教在內，佛教、道教等這類
寺廟信徒（指出家人等經登記有案者）約有95萬人，該如何舉
證收入下滑？楊錦青說，和一般民眾一樣，若無法舉證就簽切結
書，重點是擴大急難紓困有沒有解決民眾的問題，預算 「政府會
再考量」。

出家人多達出家人多達9595萬嚇壞衛福部萬嚇壞衛福部
改口改口 「「是否發是否發11萬紓困萬紓困」」 要再議要再議

（中央社）國內疫情趨緩，不少鬆綁措施6月7日起上路，
行政院今邀集觀光、航空業者召開 「疫後觀光產業應對策略及措
施」，會中業者台灣建議參考越南開放觀光模式，限定指定港口
和機場，且僅線團客，逐步開放，做為未來台灣推動旅行泡泡和
開放觀光客來台模式參考，相關建議將提報指揮中心；另交通部
也已向指揮中心建議開放國際郵輪靠港補給，不限港口，但人員
不得下船。

行政院今邀觀光、航空業者召開 「疫後觀光產業應對策略及
措施」，包括交通部、觀光局、大型旅行社集團、飯店集團、航
空公司、學者等都有與會，會中研議協助有競爭力企業存活，疫
情過後打國際盃，避免未來的國際盃沒有主力戰將，因此希望可

以先全力轉型做國旅，並推出創新產品。
與會的靜宜大學觀光系副教授黃正聰表示，因越南已逐步開

放國際觀光客，代理越南航空業務的業者會中轉述越南開放模式
是採逐步式，並非全面的，先開放特定港口和機場，且初期只開
放團體客，沒有自由行，會中討論未來台灣也可朝向該方向，與
越南合作組成旅行泡泡圈，開放越南旅客來台，且行程先走戶外
景區和郊區，接觸人少，先不走都市行程，若都沒有問題，可進
一步開放其他都市行程，該部分已有共識，將擬出具體方案提出
給指揮中心參考。

黃正聰表示，目前國際郵輪對防疫也相當謹慎，現行規定國
際郵輪不能靠港，但基隆外海有很多郵輪停泊，郵輪上仍有很多

工作人員在上面等，也有補給需求，過去台灣不同意靠港補給，
但若可以靠港，將會是一大筆收入，一次補給就可以有300萬元
收入，交通部已經向指揮中心提出建議。

據悉，交通部確實已在5月底6月初向指揮中心提案，建議
放寬國際郵輪靠港做些加油、加水和食物等物資補給，但工作人
員不可下船，不限至哪個港口，但須規範補給時的防疫措施和防
護，避免接觸，該案仍待指揮中心討論和決定。

指揮中心發言人莊人祥表示，有關國際郵輪是否放寬停靠做
物資補給的討論，目前指揮中心與交通部認為應該可行，但原則
上靠港補給時，工作人員以及遊客依舊不能下船，該案目前仍在
討論當中。

補給一次收300萬！交部提案指揮中心 建議開放國際郵輪靠港補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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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添加二維碼

疫情期間不打烊／為您服務

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本報記者黃麗珊攝影

慈濟德州分會靜思堂停車場提供慈濟德州分會靜思堂停車場提供
口罩給需要的民眾口罩給需要的民眾

民眾親自驅車到場領取民眾親自驅車到場領取

慈濟德州分會準備了相當數量的口罩保慈濟德州分會準備了相當數量的口罩保
護民眾的健康護民眾的健康

配戴口罩配戴口罩 減少新冠狀病毒感染減少新冠狀病毒感染

配戴口罩志工熱心服務配戴口罩志工熱心服務

慈濟德州分會慈濟德州分會 早上九點開早上九點開，，民眾在入口前排隊民眾在入口前排隊 為了保護民眾的健康為了保護民眾的健康，，來領取口罩時來領取口罩時，，不不
需下車需下車。。數量有限發完為止數量有限發完為止。。

慈濟德州分會準備了相當數量的口罩要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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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給需要的休士頓地區民眾

配戴口罩及保持社交距離有助於保護您減配戴口罩及保持社交距離有助於保護您減
少新冠狀病毒感染少新冠狀病毒感染

慈濟德州分會靜思堂停車場慈濟德州分會靜思堂停車場 提供口罩給需要的民眾提供口罩給需要的民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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