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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疫情惡化美疫情惡化 2222州確診飆升州確診飆升
「佛洛伊德之死」引發的 「黑人的命

也是命」示威席捲全美，傳出人群聚集導
致多達22州的新冠疫情再度惡化,確診數大
幅度增加。而川普更是成為示威者的箭靶
，他在好萊塢星光大道上的星星遭到破壞
，不僅被噴成黑色，上面還被人放了一袋
狗屎。

《CNN》報導，由於抗議民眾難以保
持社交距離，不少人也未配戴口罩，佛州
、阿肯色州、德州、內華達州、新墨西哥
州、北卡羅來納州、猶他州等22州的新增
病例明顯增加，其中又以密西根州和亞利
桑納州狀況最為嚴重。疾病管制暨預防中
心（CDC）主任雷菲爾德表示，正密切注
意示威動向，但本月初就應該針對曾參加
遊行、且出現疑似症狀的患者進行病毒篩
檢， 「不幸的是，我確實認為，在大城市

已演變為大型傳染了」。
華盛頓大學（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研究人員8日則預估，全美新冠死亡人數
可能在8月前突破14.5萬，較數天前的預測
增加逾5000人。

在7日逾2萬人參與的洛杉磯示威中，
星光大道的 「川普之星」遭到破壞，有人
用麥克筆在上面寫下各種髒話，還有 「黑
人的命也是命」的縮寫BLM，之後星星被
噴黑，甚至被人丟了1包裝著狗屎的綠色塑
膠袋。

在佛洛伊德的故鄉休士頓，家屬7日舉
行他的葬禮。《CNN》報導，當天在讚美
之泉教堂（Fountain of Praise），有近1萬人
到場致哀，包括德州州長阿博特、休士頓
市長透納。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也前往
會見佛洛伊德的家屬，慰問了1個多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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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羅伊德之遺體，今天安葬在德州休斯敦
近郊之梨園市墓地，此次被警察虐死事件，引
起全球之震撼，千萬人走向街頭，爲他爭取公
平正義，也有部分人認爲這已經是黑人社區司
空見慣之事了。

美國，我們在此落地生根的美麗土地真的
生病了， 做爲一個國民， 我們有責任和義務來
愛護這個國家， 自從新冠病毒侵襲的叁個月來
， 我們目睹多少中小企業已經不支倒閉，多少
移民在此創業之成績毀于一旦，目前各地疫情
還未控制，大家對前景之焦慮和無望在增加中

。
我們目前所面臨之

巨大挑戰，來自有許多原
因，美國司法制度對黑人
及少數族裔存在有結構性
之不公平及歧視，美國憲
法中之許多條文是以當年
白人多數爲基礎，法律給
予執法之警察太多權力
， 曆史上多少執法過當
而令人致死之案件，比比
皆是， 最終被判刑之警
察還是少數。過去叁個多
月來，新冠病毒之襲擊，
把美國經濟帶入深淵，造
成民不聊生，失業人數激
增，社區民心動蕩，動亂

一觸即發，更令人失望及憤怒的，領導人在火
上加油，不但不平息民怒，還要動員國家軍隊
來鎮壓手無寸鐵之老百姓。

今天全球正在密切關注我們這個世界第一
強國，看看全世界之各種媒體，包括亞洲華人
世界， 無不在興風作浪，唱衰美國。

我們要大力呼籲，美利堅共和國是我們大
家要共同愛護支持的國土，我們來自全球各地
爲了追求美好的生活， 大家同舟共濟，參加投
票，以選票來改變未來。

美國新冠疫情日記美國新冠疫情日記66//0909//20202020

Today George Floyd will buried in a Pearland
cemetery next to his mother.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people have gone to the streets
worldwide to protest and demand change.
Floyd’s case shows that our nation is at the
crossroad.

We came here to this beautiful land from all
corners of the world. Most of the immigrants
were looking for the America Dream and they
helped build our country. Like all of us, in the
last three months, because of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a lot of my friends have suffered
financial difficulty. Their businesses could not
survive. Many have closed the door. They have
lost almost everything. And the pandemic is still
spreading in the community.
These days all of us feel
uncertain and hopeless.

Today our country is facing an
unprecedented crisis situation.
The U.S. law enforcement has a
basic structure of discrimination
toward minority groups. We have
given law enforcement too much
power, and in many cases, they
still use excessive power.

With our whole community still
complaining about the pandemic,
the economy went down and the
jobless rate went up. This is the
reason why so much unrest has

been caused in the cities. Plus, our leaders don
’t even try to calm the protesters. They just
pour more oil onto the fire.

We are so angry and need to point out that the
world is watching this strongest nation. Many
people want us down and they are using the
media to attack us.

We are urging all our brothers and sisters that
we as a nation we need to be united. We came
here looking for a better life. We need to be in
control of our future in our own hands. One of
the best methods is to go out and vote and
select a better leader for us.

Coronavirus DiaryCoronavirus Diary
Our Nation Is At The CrossroadOur Nation Is At The Crossroad我們正走在曆史的十字路口我們正走在曆史的十字路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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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加拿大統計局公布的數據

顯示，在新冠疫情的沖擊下，加拿大的外

貿逆差在4月份增至33億加元(下同)，是3

月份15億外貿逆差額的兩倍多。

加拿大4月份出口環比下降近30%，

約為327億元，為十多年來的最低水平。

進口額環比下降約25%，為359億加元，

是2011年2月以來的新低。加統計局稱，

外貿進出口的下跌，從絕對值和百分比

而言都“前所未有”。

但加統計局指出，33億元的外貿逆差水

平並不少見，其2019年2月的逆差為34億元。

汽車業的停擺是外貿下降的最大原因。

加拿大在整個4月份沒有生產新車。雖然北

美的汽車組裝廠自5月以來逐步恢復生產，

但加統計局認為，機動車及零部件進出口量

難以在短期內恢復至疫前水平。

拖累外貿額的另壹大因素是能源產品

。加拿大原油出口量在4月下跌逾55%；能

源產品出口則下降36億加元，創有記錄以

來最大跌幅。此外，消費品貿易總體大幅

下跌，服飾和鞋類進口下跌33.6%。但藥品

進口連續第三個月增長，環比增幅9.7%。

加拿大4月份外貿進出口總額下降

258億元，其中

與美國的貿易總

額下跌234億元

，占總下降額度

的逾九成。加拿

大對美國的貿易

順差從3月的35

億減少至4月的

22億。

加統計局同

日發布新的醫療

和防護用品貿易

數據。4月份個人防護裝備的進口額為

4.91億元，環比增長約67%，同比增長

逾62%。適於在病毒環境中使用的醫用

口罩的進口量，從第壹季度的月均500

萬元增至4月份的7400萬元，其中95%

進口自中國，4%來自美國。

加拿大總理特魯多4日在出席全球

疫苗峰會視頻會議時表示，全球需要共

享疫苗，以戰勝新冠疫情。

加公共衛生署當天進行了新冠疫情暴

發以來第三次流行病模型發布。曲線顯示

，該國各年齡段的病例數增長均已呈下降

趨勢。但在過去兩周，新增病例的逾九成

來自蒙特利爾所屬的魁北克省和多倫多所

屬的安大略省。模型預測，至6月15日，

該國累計病例數將達到約9.8萬至10.7萬例

，相關死亡將達到7700至9400例。

截至6月4日晚，加拿大累計確診及

疑似病例為93726例，康復51739例，相

關死亡7637例。

加公共衛生官員認為，跡象表明加

拿大的防控措施已經奏效。但他們警告

，重啟經濟時如有不慎，疫情很有可能

出現“爆炸性”的反彈。

秘魯新冠確診病例超18萬例
進壹步推動復工復產

綜合報導 秘魯衛生部發布消息稱，秘魯新冠確診病例累計187400

例。秘魯生產部當天預計，在重啟經濟的第壹階段，秘魯將有122553家

公司恢復生產活動。

據報道，秘魯衛生部5日稱，秘魯已對逾115.4萬份病毒樣本進行了

檢測。過去壹天，秘魯新增4202例新冠確診病例，累計確診187400例；

新增死亡131例，累計死亡5162例。目前有9198人住院，其中1041人在

重癥監護室，需要使用呼吸機。另有79214人康復。

當天，秘魯生產部預計，在重啟經濟的第壹階段，秘魯將有122553

家公司恢復生產活動，這是由於政府放寬了復工的條件，這些公司主要

涉及紡織和服裝、農業以及信息技術行業。

報道稱，生產部通過決議，使復工限制條件更加靈活，以加快這些

部門的經濟復蘇，在遵守衛生部的檢疫措施的前提下，有效恢復生產部

門的工作，最大程度地降低新冠病毒傳播的風險。

據悉，生產部最初的標準只允許4242家公司復工，在放寬標準後，

總共有126795家公司可以恢復生產活動。

與此同時，秘魯交通和通信部5日宣布，省際大巴、旅遊大巴和校

車獲準在兩個地區之間運行，向公共和私人機構的工作人員提供服務。

但普通民眾的省際客運服務仍被暫停，將在重啟經濟第三階段恢復。

此外，秘魯全國已有20%的公共食堂開始恢復營業，並采取了嚴格

的衛生措施來避免新冠病毒擴散。

巴西市場美元對雷亞爾匯率跌破5關口
創2008年以來最大單周跌幅

綜合報導 巴西市場美元對雷亞爾匯率跌破5關口，收盤報1美元兌

換4.9930雷亞爾，創2008年以來最大單周跌幅。

5日是本周最後壹個交易日。當天，巴西市場美元匯率延續前兩個

交易日的跌勢，繼續走低，收盤報1美元兌換4.9930雷亞爾，跌幅達

2.66%。這是今年3月26日以來美元匯率收盤價首次低於5雷亞爾。當天

，美元匯率在盤中最低點曾達到1美元兌換4.9348雷亞爾。

在這壹周中，美元對雷亞爾匯率貶值6.44%，創下2008年10月最後

壹周下跌7.18%以來的最大單周跌幅。不過，今年以來，美元對雷亞爾

匯率仍累計上漲24.52%。

當天，巴西股市出現上漲，聖保羅證券交易所的伊博維斯帕指數上

漲0.86%，收報至94637點，創今年3月6日以來的最高水平。

市場分析人士表示，巴西市場美元匯率下跌是多種原因造成的。壹

是美國就業數據出乎意料，好於預期。當天美國勞工部公布的數據顯示

，美國5月份創造了250萬個工作崗位，失業率從4月份的14.7%下降到

13.3%。投資者認為，就業數據改善反映了美國經濟活動的有限恢復，

也表明美國已渡過新冠病毒經濟危機的最嚴重時期。

二是包括巴西在內的疫情較嚴重的幾個國家目前已開始重啟經濟活

動，投資者因而對巴西和全球經濟復蘇前景持樂觀態度。

三是歐洲央行4日宣布將擴大6000億歐元刺激經濟發展，這個計劃

也給市場帶來了更多動力。

蓋茨基金會承諾向全球疫苗免疫聯盟捐贈16億美元
綜合報導 美國比爾及梅

琳達· 蓋茨基金會4日宣布向

全球疫苗免疫聯盟提供壹筆

為期5年、共計16億美元的贈

款，用於向世界上最貧困的

國家交付疫苗。

據蓋茨基金會的新聞稿，

這壹承諾是在2020年全球疫

苗峰會上做出的，峰會由英

國首相鮑裏斯· 約翰遜主持。

美國消費者新聞與商業頻道

報道稱，各國政府和商業領

袖在峰會上承諾，向全球疫

苗免疫聯盟捐款88億美元。

峰會上募集的資金將用

於全球疫苗免疫聯盟開展下

壹戰略階段的工作，在現有

基礎上為全球最脆弱社區中

的額外3億兒童進行疫苗接種

。屆時，在全球疫苗免疫聯

盟支持下獲得疫苗接種的兒

童數量將累計超過10億。

蓋茨基金會聯席主席梅

琳達· 蓋茨說：“這次新冠肺

炎疫情再次提醒我們免疫接

種的重要性，疫苗可以保護

我們免受致命疾病的危害。

全球領袖們今天所做出的捐

贈承諾，將幫助全球疫苗免

疫聯盟拯救更多生命。”

除了在新冠肺炎疫情期

間繼續支持常規免疫接種活

動，全球疫苗免疫聯盟也將

在終止新冠疫情本身的工作

中扮演重要角色。在新冠肺

炎疫苗面世後，全球疫苗免

疫聯盟可利用20年來積累的

疫苗交付經驗，幫助低收入

國家開展新冠疫苗接種工作。

蓋茨基金會聯席主席比

爾· 蓋茨表示：“為戰勝新冠

肺炎疫情，我們不僅需要突

破性的科技，也需要突破性

的捐贈。今天，來自各國政

府和私營企業領導人，為全

球疫苗免疫聯盟做出的承諾

，有力地體現了這壹點。”

自20年前全球疫苗免疫

聯盟成立以來，蓋茨基金會

壹直為其提供支持。全球疫

苗免疫聯盟理事會主席恩戈

齊· 奧孔約· 伊維拉博士表示

：“新冠肺炎大流行是人類

有史以來經歷的最艱難時期

之壹，疫情打亂了全球各類

疫苗免疫項目的節奏，並造

成了巨大的經濟損失。蓋茨

基金會的這筆承諾將發揮關

鍵作用，支持多個國家防止

疫苗可預防的致命疾病卷土

重來。”

除上述16億美元的承諾

外，蓋茨基金會還將提供1億

美元贈款，用於支持全球疫

苗免疫聯盟壹項新的“新冠

肺炎疫苗預先市場采購承諾

機制”，為低收入國家采購

新冠肺炎疫苗。

加拿大4月外貿逆差較上月翻番
進出口降幅“前所未有”

意大利和西班牙聯合致函歐盟
敦促協調內部邊境開放

綜合報導 意大利總理孔

特和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分別

代表兩國政府，聯名致函歐

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敦

促歐盟委員會協調歐盟成員

國、申根區和歐洲經濟區相

關國家統壹開放邊境，推動

重啟歐洲旅遊市場。

據報道，旅遊業在意大

利和西班牙國民生產總值

(GDP)占有較大比重，旅遊產

業能否實現快速恢復，對兩

國未來經濟發展至關重要。

意大利已於6月3日向歐盟成

員國、申根區和歐洲經濟區

重新開放邊境，西班牙預計6

月底也將重新對外開放邊境。

孔特和桑切斯在致函中

，陳述了未來疫情的可控性

，以及通過單邊磋商恢復歐

盟內部邊境所面臨的諸多問

題和困難，敦促歐盟委員會

協調成員國，盡快解除邊境

管制措施和恢復人員和物資

自由流通。

報道稱，兩國政府首腦

認為，在歐盟邊境恢復問題

上，應避免存在任何歧視和

成員國各自為政局面，應強

化成員國的疫情透明度，以

及歐盟內部行動的統壹性，

著力增進歐洲的內部團結和

凝聚力。

當地時間6月5日，歐洲

民政事務專員朱伊法在歐洲

內政部長視頻會議上表示，

歐盟將在6月底以前，恢復

申根區內部邊界開放；從 7

月 1日開始，將逐步對歐盟

以外國家開放邊境。

根據歐盟最新要求，歐

盟內部邊境應在6月根據成

員國的具體情況逐步開放

，到6月底取消歐盟內部所

有邊境限制。從 7月 1日開

始，逐步取消歐盟外部旅遊

限制。

朱伊法表示，在歐洲內

政部長視頻會議上，各成員

國就重新開放邊境問題已達

成共識，並將在歐盟的統壹

協調下，根據共同商定的時

間表，逐步實現申根區和歐

洲經濟區的人員自由流通和

邊境開放。

朱伊法強調，歐盟歡迎

各成員國迅速取消內部邊境

限制，目前歐盟地區新冠疫

情正在迅速改善，並在不斷

向好的方向發展。她呼籲各

成員國在開放邊境時，應遵

守非歧視和對等原則，不應

以國籍和遊客的居住地來限

制旅客出入境。

當地時間5日，瑞士政府

宣布，從6月15日開始，瑞士

將向申根區所有國家，以及英

國和歐洲經濟區冰島，挪威和

列支敦士登重新開放邊境。

據悉，瑞士當局此前宣

布，從6月15日起對德國、

奧地利和法國開放邊境。根

據歐盟重啟邊境時間表和歐

盟方面的建議，瑞士當局最

終選擇了壹次性向所有歐盟

國家開放邊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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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美新聞

6月1日，美國眾議院提出了一項法案，禁
止總統或任何其他聯邦機構，使用核武器以改
變天氣應對氣候變化，這個法案主要是針對川
普，他曾經提問 「為什麼不對颶風投放核彈以
消滅颶風?」，不過川普否認曾說過此類的話
。

商業內幕(businessinsider)報導，民主黨的德
州眾議員希維雅‧加西亞（Sylvia Garcia）提出
《氣候變化與颶風相關性戰略法》，該法案要
求 「政府每5年向國會提交一份報告，說明美
國如何應對氣候變化而導致的颶風增加」，同
時也禁止聯邦政府以核彈來處理天氣現象。

在2019年8月，網路媒體Axios報導說，川
普總統曾多次建議國土安全部和國家安全高級
官員， 「應該考慮使用核彈來阻止颶風襲擊美
國」。

報導稱，川普曾說 「颶風在非洲海岸附近
成形，然後穿越大西洋往美國而來，如果在颶
風眼中投下炸彈，就能破壞它的結構。我們為
什麼不能這樣做？」

在Axios的報導發布以後，川普否認曾提出
這些主張。 不過相關的討論繼續，科學界出面
解釋此舉不妥。

加西亞表示，該法律草案是在考慮川普可
能說到做到的個性而起草的。她說： 「我的法
案特別強調核武器不能用於應對颶風。通常如
此明顯的常識不需要立法規定，但是鑑於總統
在2019年8月的講話，我們有必要加以防犯。
動用核武器，必然導致放射性塵埃，並造成廣

域的環境損害。」
加西亞告訴媒體，雖然她最初認為川普的

話只是 「一種非常愚蠢的想法」，但後來卻發
現，意識到其他人也有同樣的想法。

《華盛頓郵報》的報導，早在1945年，就
有關於 「颶風上使用核武器」的討論，當時美
國無線電公司的副研究總監弗拉基米爾·祖沃里
金（Vladimir Zworykin）提出： 「如果人類擁
有能夠完美預測天氣的技術，可以動用軍事力
量以破壞風暴，比如說在風暴形成之前，使用
原子彈破壞結構。」

1961 年，CNN 也有類似報導，當時美國
氣象局局長說，他曾想像 「某天有可能在遠處
的外海颶風上，引爆核彈以破壞它。」

1958年的 「百眼巨人行動」(Operation Ar-
gus)，美軍在南大西洋上空130多公里處，引爆
了核彈，造成明顯的電磁干擾。之後美國制定
了 1963 年的《部分核武禁試驗條約》(Partial
Nuclear Test Ban Treaty )，規定不能在大氣層、
太空和水下進行核武器試驗，大氣核武器測試
。但是這個條約並不能阻止總統下令用核武器
摧毀或削弱颶風。

科學家表示，這樣做其實白費力氣，美國
國家海洋和大氣管理局(NOAA)的網站回答過
這個問題，網站寫道 「熱帶風暴的規模比核爆
的範圍要大的多，其總能量也比核彈來的大，
可能根本不會對風暴造成影響，反而釋放的放
射性塵埃，會隨著強風迅速擴散，造成區域的
環境問題。結論是，這不是一個好方法。」

擔心川普犯傻 眾議院立法 「阻止總統對颶風投核彈」

全美非裔佛洛伊德遭白警不當執法、以膝
壓頸致死案引爆全國憤怒，示威從5月底爆發
後遍地烽火，已有上百座城市出現示威聲浪，
延燒至今仍無減緩，甚至像其他歐洲國家擴散
。對此，俄羅斯外交部發言人札哈蘿娃表示，
西方國家總在全球各地鼓舞動盪，並在不同群
體中製造分裂，如今他們面臨的問題本質是相
同的，這次在自家動盪可謂是 「自食其果」。

據《今日俄羅斯》報導，札哈蘿娃（Ma-
ria Zakharova）在俄羅斯第1電視頻道上對美國
與歐洲當前的動盪表示，他們西方國家一直嘗
試把一切嵌入世界意識之中，如今他們正在自
食惡果。她進一步指出，當前歐美國出現了許
多警民衝突、對建築物縱火以及大規模搶奪商
家，這些都是華府長期在全球倡導的想法，例

如讓局勢更加動盪、在外國對每一個國家都原
有的差異製造內部分裂，如今反而直接遭殃。

報導指出，美國行政部門一向積極且公開
支持許多國家內的反對派，但如今這些反對派
所倡導的政策卻在華府變得不受歡迎，例如不
再支持委內瑞拉反對派、香港、伊朗以及其他
地方，不論當地曾出現多麼嚴重的暴力衝突。
然而，在非裔佛洛伊德示威擴散以來，美國以
及部分歐洲國家才發現自身以身陷示威泥淖之
中。

札哈蘿娃也表示，美國的種族歧視是西方
世界面臨的第二大系統性問題，僅次於西方國
家未解決的健康問題和缺乏團結。她指出，種
族主義問題不僅存在於美國社會，而且 「開始
滲透到其他國家，也就是美國的盟國」。

美示威遍地烽火 遭俄譏自食其果
（綜合報導）美國非裔男子佛洛伊德之死，

令警察暴力執法問題再度受到檢視，全美也因此
吹起警界改革風，而相關議題已然成為川普總統
與民主黨的另一角力場域。川普重申他追求 「法
律與秩序」，民主黨準總統候選人拜登亦稱不贊
同砍警察經費，以免得罪力量強大的警察工會，
從而在11月大選中流失票源。

據《國會山報》8日報導，川普在白宮內與
執法官員、警察局長們的會議上表示， 「我們不
會撤減警察經費，我們不會拆分、解散警隊，我
們不會給警察這一職業劃上句號。」此外，他還
誇讚執法人員，稱 「99％的警察都是非常棒的人
。」

川普又推文稱， 「今年整個國家犯罪率為史
上最低。而激進的左翼民主黨人居然尋求砍經費
、拋棄警察部門。對不起，我要的是法律和秩序
」。司法部長巴爾也表示，砍警察經費是錯誤、
危險的做法。

全美掀起 「砍警察經費」（defund police）
的聲浪，已經給拜登及民主黨領袖帶來壓力，因
為他們固然支持警界改革，但擔心若採納更激進
的訴求，可能會對選情不利。民主黨溫和派便不
贊同削減撥款，包括取得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提名
的前副總統拜登，以及明尼亞波利斯市市長弗雷
。拜登受訪問時稱，警察可以保護社區所有人，
他支持基於警方是否滿足基本標準而提供條件性
的聯邦資助。

美國警察頻爆爭議，迄今卻依然能堅持強勢
，就是因為背後有工會的強力支持。拜登與警察
工會組成的 「全國警察組織協會」（NAPO）淵
源頗深，如今警界改革反而成了他的燙手山芋。
1994 年美國國會通過《暴力犯罪控制暨執行法
案》，拜登為時任參議院司法委員會主席，該法
案正是拜登在NAPO主席史考托（Tom Scotto）
協助下起草的，而相關措施卻遭指責導致大規模
監禁和黑人社區警察執法的惡化。

美掀 「砍警察經費」 聲浪 川普連說四個 「No」

日前美國非裔男子佛洛伊德（George Floyd）遭白人警察執
法過當，壓頸致死事件點燃全美民眾怒火，各地紛紛引發抗爭活
動。對此，電視台主播皮爾斯˙摩根（Piers Morgan）和蘇珊娜
˙里德（Susanna Reid）與被指控謀殺佛洛伊德的4名警察之一
的辯護律師進行專訪。

根據《每日郵報》報導，這名辯護律師厄爾˙格雷（Earl
Gray）正在為其中一名叫托馬斯˙萊恩（Thomas Lane）的新手

警察辯護，他被指控協助和教唆
侵害佛洛伊德。當時萊恩站在一
旁，佛洛伊德被白人警察蕭文
（Derek Chauvin）壓頸按在地
上，不停告知員警他無法呼吸，
萊恩仍毫無作為，摩根告訴格雷
「我會站起來說這傢伙快死了」

。
此時另名主持人蘇珊娜（Susanna Reid）問格雷，為何萊恩

不出面阻止蕭文？格雷卻稱警察的等級制度會阻止新人員警出面
拯救佛洛伊德。萊恩僅任職4天，但蕭文已有20年資歷。他表示
「我的當事人（萊恩）問了2次需不需要將他翻過來，但佛洛伊

德拒絕被戴上手銬，也拒絕進入警車。」
皮爾斯反駁格雷 「萊恩一定有聽到佛洛伊德在5分鐘內喊了

多達16次無法呼吸，當你聽到一個人說他不能呼吸那麼多次時
，為何不直接說這個人不能呼吸了？」但格雷卻諷刺皮爾斯只是
「事後諸葛」，堅稱萊恩只是奉命行事而已， 「你不是警察，一

名警察被訓練到服從命令，他只是在遵循他的信念，他做的是正
確的」。

「恕我直言，你的當事人是按住喬治˙佛洛伊德的4名警察
之一，使他失去知覺，又繼續按住他3分鐘。」皮爾斯再度反駁
格雷說道。格雷卻仍回應 「我的當事人是被腳踩到，他並不知情
」，同時補充 「這裡沒有種族問題，4名警察中的2名，1名是黑
人，另一名是亞洲人。你顯然不知道你在說什麼，你知道我接下
來要做什麼嗎？我要去睡覺了，晚安」。皮爾斯最後告訴格雷
「你有意識到你剛所說的一切，只是在告訴全世界，代表這些人

有多噁心嗎？」格雷 「感謝」他的 「讚美」，隨後結束專訪。

美專訪殺佛洛伊德警辯護律師主持人怒：不屑一顧的態度真可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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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印尼衛生部通報，該國當

天新增新冠肺炎確診病例 609 例，累計

確診 27549 例。其中治愈 7935 例、死亡

1663 例。

印尼各地中資企業持續捐贈醫療物資助

力該國抗“疫”。中國華電通過印尼國有企

業部和印尼國有煤炭公司向雅加達特區、楠

榜省、南蘇門答臘省和西蘇門答臘省相關定

點醫院捐贈總價值約578萬元人民幣的25臺

有創無創壹體呼吸機，大大增強這些醫院救

治新冠危重病人能力。

自3月初新冠肺炎疫情在印尼暴發以來

，該中資電力企業已多次捐贈各種醫療物資

助力該國各地抗“疫”。

4月 2日，華電(印尼)玻雅發電公司向

印尼各方捐贈價值約 125萬元人民幣的口

罩、測溫槍、醫用防護服、護目鏡、醫用

手套等醫療物資；5月 8日，華電科工巴

厘島電廠向所在地巴厘省布萊倫縣捐贈價

值約 50 萬元人民幣的醫用外科口罩、醫

用防護服、護目鏡、額溫槍和無創呼吸機

等醫療物資；5月 23日，中國華電向雅加

達特區警署捐贈10萬個壹次性醫用口罩和3萬個KN95

口罩。

中國駐印尼大使肖千2日向媒體通報，疫情發生以來

，中國政府及軍隊、政黨、地方、企業等向印尼各界提供

物資援助。據不完全統計，已經或即將援助的醫療物資總

價值約900萬美元。

泰國商討第四階段解禁措施
擬重開酒吧夜店等12類場所

綜合報導 泰國新冠肺炎疫情管理中心發言人表

示，隨著疫情進壹步好轉，政府正在與相關方面商

討第四階段解禁措施，準備重新開放12類場所。

這些場所風險程度相對較高，其中包括酒吧、

夜店、卡拉OK店、淋浴桑拿的按摩房、演唱會和

音樂表演、面積超過2萬平方米的會展中心、影

視拍攝場所。

其他將要解禁的場所包括學校及教學場所、

科教中心、托兒所、養老院、體育場、射擊場、

健身場所、國家公園、植物園、海灘、遊樂園、

水上樂園、兒童樂園、遊戲店、超過200人的會

議室等。

針對疫情，泰國於3月26日起實施緊急狀態

法，並采取壹系列封鎖和管制措施。進入5月份

以來，泰國政府開始分階段實施解禁措施。前三

個階段的解禁措施包括重開集市、飲食店、商場

、電影院等。

泰國已有10天左右沒有出現新冠肺炎本土新

增病例。鑒於疫情趨緩，壹些人士呼籲於下月重

新安排4月份時取消的泰歷新年宋幹節(潑水節)假

期，對此，泰國總理巴育表示，現在還不宜討論

此事，目前政府首先關註的是國內疫情、之前解

禁措施的實施情況以及制定接下來的第四階段解

禁措施。

泰國官方公布，當天新增新冠肺炎確診病例

17例，均為境外輸入病例。至此，泰國累計確診

病例3101例，其中治愈2968例，死亡58例，仍在

院治療75例。

馬來西亞單日新增確診病例
創疫情發生以來最高

綜合報導 據馬來西亞衛生部公布的數

據，截至4日中午，馬來西亞新增確診病

例277例，這也是馬來西亞疫情發生以來

單日新增確診病例最高記錄。馬官方同時

指出，這並不意味著馬來西亞疫情防控出

現惡化。

目前，馬來西亞累計確診病例已突破

8000 例達到 8247 例，其中，已康復出院

6559例，累計死亡115例。

馬來西亞衛生部總監努爾在當日記

者會上特別說明，這 277 例確診病例

中，有 271 例為非馬來西亞籍人士，其

中 270 例來自馬來西亞移民局的壹處拘

留中心。

馬來西亞移民局各個拘留中心目前總共

留置有1萬余名非法移民和無合格證件外籍

勞工。馬來西亞政府日前開始對留置人員進

行篩查，截至上月25日，在其中發現的確

診病例已超過300例。

據努爾介紹，4日新增確診的270例拘

留中心感染病例，全部都是此前確診病例的

密切接觸者。

努爾當日還指出，在這277例新增確診

病例中，再扣除2例境外輸入病例，只有4

例新增病例屬於馬來西亞籍民眾本土感染病

例，這意味著本土感染病例並未顯著增加。

他同時介紹，目前馬來西亞仍然在重癥監護

病房治療的新冠肺炎患者數量也在持續減少

中。此外，馬來西亞已連續13天未新增死

亡病例。

馬來西亞政府目前還在繼續推進經

濟、社會生活的逐步恢復。4 日當天，

馬來西亞教育部門公布了學校復課指

南，並開始向各個學校發放，這意味

著馬來西亞學校復課的準備工作已開

始啟動。

日本奧組委和東京都壹致同意
東京奧運會“簡辦”

綜合報導 關於受新型冠狀病毒疫

情影響延期至明年夏季的東京奧運會

和殘奧會，日本政府和東京都4日已

開始探討對舉辦方式進行簡化等調整。

奧組委主席森喜朗4日與東京都

知事小池百合子舉行會談，壹致同意

以看得見的方式推進辦賽合理化。不

拘泥於首相安倍晉三提出的“完整形

式”，為了避免被取消，將全力摸索

疫情下舉辦奧運的替代方案。

小池在會談前就賽事運營方式稱

，“對於應該合理化和簡化的部分等

方面各種研究，願同中央政府和奧組

委攜手合作”。

具體防疫措施等運營計劃由奧

組委負責，發言人高谷正哲在 4日

的記者會上承認“明年奧運期間的

新冠對策是最大課題”，並表示將從

今年秋季開始具體探討運營層面的新

冠對策。

國際奧委會(IOC)執委會將於本月

10日召開在線會議，計劃聽取有關東

京進展情況的報告。

日本政府內部對為防疫而簡化奧

運的方案進行了論點梳理

，其中包括了減少觀眾和

精簡開閉幕式參加者等。

不過，減少觀眾涉及到已

售門票的處置和奧組委收

入縮水等諸多課題。大幅

變更計劃也需要與IOC密

切磋商。

奧運相橋本聖子接

受采訪時僅表示：“因

為是IOC、奧組委和東京都開展探討

的情況，今後將切實關註動向。”

由於新冠肺炎疫情蔓延，東京奧

運會已由原計劃的2020年7月24日開

幕，推遲到2021年 7月23日至8月8

日舉行，東京殘奧會將於2021年8月

24日至9月5日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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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及記者李理報

道，中國駐美大使館華盛頓當地時間5日發佈通

知，就搭乘臨時包機意願開展摸底調查。通知

稱，將首先面向全美符合條件的未成年中小學留

學生開放登記。

中國包機優先接小留美生
駐美使館開展搭乘意願調查及開放登記 高中生：救命稻草

根據駐美大使館的通知，目前大多數海外留學人員仍然
選擇留在當地。同時考慮到有一些留學人員、特別是

未成年的小留學生面臨無法解決的實際困難，需要返回
中國，中國有關部門正在積極考慮對疫情嚴重國家一些確
有困難、急需回國的留學人員，採取逐步、有序方式，作
出開通臨時航班和包機等相應安排。

機票隔離費用自理
通知指出，根據公開、透明、公平原則，首先面向全

美年齡未滿18周歲（以登記日為準）、父母未陪伴在旁、
長期或短期在美留學的中小學留學生開放登記。如安排臨
時航班和包機，將根據可能的航空運載量，從保護弱小原
則出發，按照登記人員年齡從小到大順序排序，優先安排
小留學生乘機回國。
根據安排，機票和回國隔離費用自理。自願承擔回國

過程中的各種可能風險，並自覺接受乘機過程及抵達目的
地後的各項檢疫安排。除未成年留學生外，監護人等其他
人員不能陪同乘機。截止時間為美東時間2020年4月6日晚
6時（北京時間4月7日晨6時）。

家長：兒子回家最後希望
一名名叫“惠子”的留美高中生表示，最近美國每天

確診數字都是四位數起跳，她確實有點後悔沒有早點回中
國，在家裡的母親更是心急如焚。包機回國消息一出，她
第一時間就在母親的催促下做了登記。“這就像救命稻
草，我現在的安全感已經被打破了，我相信祖國做事的效
率，很快就能讓我們回國。”她還特意在自己的社交媒體
上寫道：“感謝祖國，感恩生為中國人，我們要加油。”

一名兒子在蘭道夫馬克高中唸書的家長表示，她的兒
子是住校生，學校現在停課，孩子沒有辦法自己照顧自
己。家長為了確保兒子能回來，四月份定了各個時段五張
機票，加起來十幾萬元人民幣，但結果是全部被取消。現
在有了包機安排，她表示，簡直是幫助自己兒子早日回家
的最後一絲希望。

中國民用航空局飛行標準司副司長韓光祖6日介紹，
從3月4日到4月3日，民航共安排11架次臨時航班，協助
在伊朗、意大利和英國的1,827名中國公民回國，接回人員
主要以留學生為主。

��(���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駐美
大使崔天凱華盛頓時間5日在《紐約時報》刊
文指出，圍繞疫情中美兩國間有一些不和諧的
聲音。“但現在不是相互指責的時刻，現在我
們需要團結合作、互幫互助。”

齊引領疫苗研發攻關合作
這篇題為《同舟共濟 定克時艱》的文章

說，此時此刻團結至關重要。要保持清醒、明
辨是非，對那些企圖煽動種族主義和歧視仇
外、把別國或別的種族當成替罪羊的愚蠢言行
說不。因為這樣的言行不僅會嚴重破壞中美當
前合作抗疫的努力，也將埋下猜疑甚至對抗的
禍根，將兩國的人民拖入險境，甚至殃及全
球。

文章表示，中方始終負責任地通報疫情信
息。中國建立了新冠肺炎疫情網上知識中心面
向所有國家開放。中美兩國衛生部門和防控專
家也一直保持着密切溝通。
文章認為，作為世界最大的兩個經濟體，

中美應該引領治療技術和疫苗研發國際攻關合
作，充分探討治療藥物技術共享，聯手幫助缺
乏醫療條件的國家，推動完善全球衛生治理。
此外，還要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穩市場、
保增長、保民生，確保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開
放、穩定、安全。

華企全力生產美採購物資
文章介紹說，中方盡己所能，為包括美國

在內的有關國家提供支持，而位於美國疫情

“震中”的紐約州正是重點支持對象。目前，
中方正協助美政府在華採購抗疫物資。中國企
業加班加點，生產、交付紐約與全美採購的醫
療物資。華為向紐約州和華盛頓特區捐贈了數
萬件防疫物資。中資企業總計已向美捐贈150
萬隻口罩、20萬個檢測盒、18萬個手套及許多
其他防疫物資。

文章稱，不久前，中國也遭受了疫情的迎
頭痛擊，因此我們對美國人民的苦痛感同身
受。我們搏鬥過，付出了巨大犧牲，所以深知
這裡及世界各地抗擊疫情的艱難。我們銘記，
在最困難的時候世界各地的朋友給了我們慰藉
和幫助，其中很多是美國人，很多是紐約人。
現在我們也願真誠回報他們的善意，與他們共
渡難關。

崔天凱：中美需團結合作互幫互助

■■中國駐美大使館將安排包中國駐美大使館將安排包
機機，，優先接未成年留美學生回優先接未成年留美學生回
國國。。圖為中國留美學生與當地圖為中國留美學生與當地
同學和老師交談同學和老師交談。。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紐約市史坦頓島醫護人員收到紐約市史坦頓島醫護人員收到
美國華人團體及華人企業捐贈的美國華人團體及華人企業捐贈的
口罩口罩。。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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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唐瑜、李陽波

西寧報道）在中國水稻數千年的栽培史

中，高寒高海拔地區一直是水稻種植的

“禁區”。香港文匯報記者從青海省科技

廳獲悉，在6月 5日舉行的中華拓荒人

“海水稻”“十百千工程”——格爾木鹽

鹼地改良與高寒耐鹽鹼水稻示範基地插秧

儀式上，隨着高原寒地第一株“海水稻”

秧苗植入稻田，高原無法種植水稻的歷史

被徹底改寫，青藏高原農業生產再創新

路。

高原農業創新路 青海試種海水稻
依託袁隆平團隊技術 冀培育出耐鹽鹼寒旱高產品種

據介紹，在人類對農作物的培育認知中，水稻喜
高溫、多濕、短日照，多種植在溫暖的長江流

域。而青海格爾木市，位於世界屋脊青藏高原，海
拔高，日照時間長，土壤類型屬於高寒乾旱地區和
鹽鹼地，水稻種植一直是難以逾越的超級難題。

十七品種進行種植篩選
據悉，“海水稻”由中國工程院院士袁隆平領

銜研發試驗，目前種植範圍已覆蓋我國主要鹽鹼地
類型，示範種植與產業化推廣進展順利。

近年來，為探索在高寒乾旱地區種植耐鹽鹼水
稻的可行性，青海格爾木市以袁隆平院士“海水
稻”青島團隊的技術優勢為依託，探索建設百畝片
區的鹽鹼地改良及“海水稻”試驗種植示範基地，
開展耐鹽鹼水稻的培育和種植，在多個品種中篩選
和培育耐寒耐旱水稻品系。

研究人員通過自主研發的“四維改良法”技
術，從要素物聯網系統、土壤定向調節劑、植物生

長調節素及抗逆性作物四個方面優化最優配比，運
用水稻鹽鹼試驗、耐寒試驗、耐旱試驗等方法，培
育出高原寒地“海水稻”秧苗。

據了解，此次格爾木“海水稻”插秧活動是
“海水稻”首次嘗試在高寒、高海拔地區鹽鹼地示
範種植，共選育了十七個品種進行種植。高原“海
水稻”科研團隊希望通過一到兩年的實踐，依託自
主創新的“鹽鹼地改良+海水稻種植+數字化農業”
新模式，在格爾木插秧基地進行不同的鹽鹼地改良
實驗和不同的“海水稻”品種的篩選，以期培育改
良出更多適合高原特性的優質品種，最終達到高
產、穩產、優質的經濟效益。

“今年秋天，我們便可見證第一株高原‘海水
稻’收穫的歷史性場面，在青藏高原品味稻香風
情。”當地專家表示，高原“海水稻”的種植，對
合理改善鹽鹼地生態環境、提升土地利用率、優化
高原種植業結構、提升農業綜合經濟效益、確保糧
食安全、打造高原“海水稻”產業生態圈都具有重
要的意義。

未來有望在青海全省推廣
待培育和種植技術成熟後，便極有可能在青海

海西州乃至青海全省大範圍推廣，這也將極大地優
化當地農業產業結構，促進青海農業現代化轉型。

香港文匯報訊 據江門日報
報道，廣東海洋大學陳日勝教授
團隊在廣東台山打造的5,800畝
“海水稻”，眼下長勢良好，禾
苗已經有六七十厘米高了，眼看
着豐收在望。

走在台山海宴南豐村，一望
無際的稻田里煥發出勃勃生機。
海宴鎮臨近海灘的稻田含鹽鹼量
大，水稻收成低，以往群眾種植
糧食積極性不高。去年，“海水
稻”專家陳日勝在這裏建設廣東
省首個鹽鹼地上墾造水田項目，
項目規模達750畝，晚造水稻獲
得大豐收。今年，陳日勝將“海
水稻”的種植規模擴大到了5,800
畝。

由於海水滲透導致鹽分過
高，沿海灘塗地區不能像平原地
區一樣大規模種植糧食作物，因
此一直被人們視為“農業荒
漠”。南豐村墾造水田項目的實
施，使750畝雜草難生的“農業
荒漠”變成了美景良田，為總結
廣東沿海鹽鹼地墾造水田標準提
供了支撐，為利用灘塗鹽鹼地破
解廣東補充耕地瓶頸作出了嘗
試，為探討海岸灘塗生態修復開
闢一個蹊徑，同時也為解決糧食
安全問題提供了一種嶄新的思
路。

“普通農作物很難在鹽鹼地
裏生長，但‘海水稻’是個例
外。”陳日勝解釋說：“其實，
‘海水稻’除了‘海稻 86’之
外，其他新品種並非是長在海水
中的水稻，而是一種不懼海水短
期浸泡，能在海邊灘塗地和鹽鹼
地生長的水稻品種。為區別於普
通水稻，人們稱之為‘海水
稻’。目前，我們研發的‘海水
稻’已能在含鹽量6%以上的鹽鹼
地中長出稻米。”

據了解，含鹽量超過3‰土地
的產量將低於正常土地農作物產
量的兩成，海灘地種植水稻難度
很大。經過研究，陳日勝培植出
適合不同鹽鹼度的“海水稻”種
子，在海宴鎮種植取得成功，今
後將在江門以及廣東沿海地區進
行大力推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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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原“海水稻”秧苗植入稻田。 香港文匯報青海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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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隻回流的中概股京東8日

起招股，市場的首日認購反應較

網易熱烈，綜合9間券商數據，全

日已共借出408.4億元（港元，下

同）孖展，以香港配售部分融資

15.694億元來計，已經超額認購

25倍。消息指，機構投資者部分

已獲多倍超額認購。市場人士認

為京東有望挑戰成為今年的“凍

資王”。 其他中概股亦接力赴

港，市場消息指，已在美股上市

的兩隻教育股─新東方及好未來

也考慮赴港上市。

京東孖展首日已逾408億
極速超購25倍 有力挑戰“凍資王”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曉菁

京東8日起招股，首日認購反應不俗。綜
合9間券商數據，全日已共借出408.4億

元孖展，以香港配售部分融資15.694億元來
計，已經超額認購25倍。各券商中，輝立借
出133億元，耀才和大華繼顯各借出80億
元，富途佔36.54億元，英皇錄30億元，凱基
借出30億元，信誠借出12億元，時富、華盛
證券分別佔3.7億元、3.14億元。

耀才預留孖展約300億
耀才證券執行董事兼行政總裁許繹彬評

價，首日認購表現較網易好，耀才為京東預
留孖展數額大約為300億元，較網易多出一
半。
此次京東在港作第二上市，全球發售股

數1.33億股。按公開發售價不超過每股236元
計算，經扣除應付的預計承銷費用及發售費
用後，假設超額配股權未獲行使，則全球發
售募資淨額約為309.88億元；假設超額配股
權悉數獲行使，則約為356.49億港元。京東
指出，擬將全球發售募資淨額用於投資以供
應鏈為基礎的關鍵技術創新，以進一步提升
客戶體驗及提高運營效率。
上周五京東美股價格創新高，收報59.04

美元，以每股美國預託股份相當於兩股普通
股、港股招股價上限236元來計，暫時溢價收
窄至3.1%。不過市場暫時處於觀望狀態，業
界認為投資者仍在留意京東在美股的表現，
或會等待美股繼續上揚，待周三美股收市
後、即最後一個招股日再決定是否入市。據
招股書顯示，京東設有回撥機制，若公開發

售超額認購超過100倍，公開發售股份佔比則
會由5%提升至12%。

銀行券商推認購優惠
銀行和券商續推認購和孖展優惠。中銀

香港指，客戶於6月8日至11日京東公開招股
期內經該行認購，可獲豁免新股認購手續
費；新股融資認購優惠的融資成數高達
90%，年利率僅1.68%，最低借款金額為10萬
元。
恒生客戶經恒生個人e-Banking或自動化

新股認購熱線認購，可享認購新股手續費
100 元全免，特惠貸款實際年利率低至
1.9%；大新也可享豁免手續費、貸款利率低
至 1.68%（適用於貸款額達 50萬至 500 萬
元）。券商亦推孖展優惠，輝立孖展利率低
至1.88%，大華繼顯孖展為1.98%，凱基則提
供2%的年利率。
受到美國收緊中概股的上市影響，促使

中概股加快回歸。繼網易、京東之外，8日外
電消息指，已經在紐交所上市的新東方教育
和好未來教育，也正計劃與投行商討可能在
香港第二上市事宜。報道說，兩公司尚未作
出決定，同時也未知公司的籌資規模。

近日中概股加快回流香港，繼網易
之後，8日京東亦開始招股，並將於6月
18 日正式掛牌交易。此間分析人士認
為，京東等明星中概股回歸港股，既是
為了應對美國監管的“刁難”，也反映

了港股此前改革的積極成果。

美方監管“刁難”促退市
長城證券分析師劉鵬表示，以京東為代表的明星

中概股近期紛紛回歸港股，這對於中概股公司來說不
僅有利於拓展融資渠道，增大資金募集規模，而且有
助於進一步減少中概股在美股市場面臨的風險。

劉鵬所說的風險包括新一輪美式監管“刁難”。
美國參議院5月20日通過《外國公司問責法案》，要
求在美上市的外國公司加強遵守該國的監管標準。而
提出這一法案的參議員明確表示，法案主要針對的是
在美國上市的中國公司。

據悉，該法案要求，外國發行人連續3年不能滿
足美國公眾公司會計監督委員會（PCAOB）對會計師
事務所檢查要求的，禁止其證券在美國交易。此外，
該法案還要求上市公司披露其與所在國政府的關

係。如果上市公司僱用了不受美國監管的會計公
司，導致美國審查機構無法審計其財務報告，法案
要求這家公司證明其不歸所在國政府所有或控制。

武漢科技大學金融證券研究所所長董登新認為，上
述法案毫無疑問是對中概股的打壓和敵視，可能會推動
更多的中概股在美國退市，回歸港股或A股市場。

亦有分析人士認為，此輪中概股回歸亦與近年赴港
股與A股的改革成果有關。中金公司首席策略分析師王
漢鋒認為，近年來香港市場及A股市場進行的一系列的
改革，增加了市場包容性，為中概股回歸創造了條件。
大量中國科技企業之所以之前沒能在A股上市，主要是
由於發行上市審核制度、不允許同股不同權、對利潤較
高的要求、部分企業背後是美元基金股東等等。同樣，
港股市場先前也未體現出海外市場的靈活性，導致像阿
里巴巴這樣重量級企業選擇在美國上市。

王漢鋒進一步指出，2014年至今，內地和香港在
制度上加快了變革，為中概股回歸提供了條件和環
境。香港市場調整上市機制，增強市場包容性。A股
市場則在2019年推出科創板，允許同股不同權及紅籌
公司上市，並試驗註冊制發行，降低上市門檻及規範
化上市流程。 ■蔡競文

中概股尋求回歸 釋放什麼信號？
��$

■■京東京東88日起招股日起招股，，綜合綜合
證券行消息證券行消息，，首日孖展認首日孖展認
購額度已超過購額度已超過408408億元億元，，
市場反應極為熱烈市場反應極為熱烈。。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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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4月7日（星期二）2 新聞中
國

■責任編輯：何佩珊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及記者李理報

道，中國駐美大使館華盛頓當地時間5日發佈通

知，就搭乘臨時包機意願開展摸底調查。通知

稱，將首先面向全美符合條件的未成年中小學留

學生開放登記。

中國包機優先接小留美生
駐美使館開展搭乘意願調查及開放登記 高中生：救命稻草

根據駐美大使館的通知，目前大多數海外留學人員仍然
選擇留在當地。同時考慮到有一些留學人員、特別是

未成年的小留學生面臨無法解決的實際困難，需要返回
中國，中國有關部門正在積極考慮對疫情嚴重國家一些確
有困難、急需回國的留學人員，採取逐步、有序方式，作
出開通臨時航班和包機等相應安排。

機票隔離費用自理
通知指出，根據公開、透明、公平原則，首先面向全

美年齡未滿18周歲（以登記日為準）、父母未陪伴在旁、
長期或短期在美留學的中小學留學生開放登記。如安排臨
時航班和包機，將根據可能的航空運載量，從保護弱小原
則出發，按照登記人員年齡從小到大順序排序，優先安排
小留學生乘機回國。
根據安排，機票和回國隔離費用自理。自願承擔回國

過程中的各種可能風險，並自覺接受乘機過程及抵達目的
地後的各項檢疫安排。除未成年留學生外，監護人等其他
人員不能陪同乘機。截止時間為美東時間2020年4月6日晚
6時（北京時間4月7日晨6時）。

家長：兒子回家最後希望
一名名叫“惠子”的留美高中生表示，最近美國每天

確診數字都是四位數起跳，她確實有點後悔沒有早點回中
國，在家裡的母親更是心急如焚。包機回國消息一出，她
第一時間就在母親的催促下做了登記。“這就像救命稻
草，我現在的安全感已經被打破了，我相信祖國做事的效
率，很快就能讓我們回國。”她還特意在自己的社交媒體
上寫道：“感謝祖國，感恩生為中國人，我們要加油。”

一名兒子在蘭道夫馬克高中唸書的家長表示，她的兒
子是住校生，學校現在停課，孩子沒有辦法自己照顧自
己。家長為了確保兒子能回來，四月份定了各個時段五張
機票，加起來十幾萬元人民幣，但結果是全部被取消。現
在有了包機安排，她表示，簡直是幫助自己兒子早日回家
的最後一絲希望。

中國民用航空局飛行標準司副司長韓光祖6日介紹，
從3月4日到4月3日，民航共安排11架次臨時航班，協助
在伊朗、意大利和英國的1,827名中國公民回國，接回人員
主要以留學生為主。

��(���

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駐美
大使崔天凱華盛頓時間5日在《紐約時報》刊
文指出，圍繞疫情中美兩國間有一些不和諧的
聲音。“但現在不是相互指責的時刻，現在我
們需要團結合作、互幫互助。”

齊引領疫苗研發攻關合作
這篇題為《同舟共濟 定克時艱》的文章

說，此時此刻團結至關重要。要保持清醒、明
辨是非，對那些企圖煽動種族主義和歧視仇
外、把別國或別的種族當成替罪羊的愚蠢言行
說不。因為這樣的言行不僅會嚴重破壞中美當
前合作抗疫的努力，也將埋下猜疑甚至對抗的
禍根，將兩國的人民拖入險境，甚至殃及全
球。

文章表示，中方始終負責任地通報疫情信
息。中國建立了新冠肺炎疫情網上知識中心面
向所有國家開放。中美兩國衛生部門和防控專
家也一直保持着密切溝通。
文章認為，作為世界最大的兩個經濟體，

中美應該引領治療技術和疫苗研發國際攻關合
作，充分探討治療藥物技術共享，聯手幫助缺
乏醫療條件的國家，推動完善全球衛生治理。
此外，還要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穩市場、
保增長、保民生，確保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開
放、穩定、安全。

華企全力生產美採購物資
文章介紹說，中方盡己所能，為包括美國

在內的有關國家提供支持，而位於美國疫情

“震中”的紐約州正是重點支持對象。目前，
中方正協助美政府在華採購抗疫物資。中國企
業加班加點，生產、交付紐約與全美採購的醫
療物資。華為向紐約州和華盛頓特區捐贈了數
萬件防疫物資。中資企業總計已向美捐贈150
萬隻口罩、20萬個檢測盒、18萬個手套及許多
其他防疫物資。

文章稱，不久前，中國也遭受了疫情的迎
頭痛擊，因此我們對美國人民的苦痛感同身
受。我們搏鬥過，付出了巨大犧牲，所以深知
這裡及世界各地抗擊疫情的艱難。我們銘記，
在最困難的時候世界各地的朋友給了我們慰藉
和幫助，其中很多是美國人，很多是紐約人。
現在我們也願真誠回報他們的善意，與他們共
渡難關。

崔天凱：中美需團結合作互幫互助

■■中國駐美大使館將安排包中國駐美大使館將安排包
機機，，優先接未成年留美學生回優先接未成年留美學生回
國國。。圖為中國留美學生與當地圖為中國留美學生與當地
同學和老師交談同學和老師交談。。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紐約市史坦頓島醫護人員收到紐約市史坦頓島醫護人員收到
美國華人團體及華人企業捐贈的美國華人團體及華人企業捐贈的
口罩口罩。。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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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趙雪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香港特別行
政區政府8日下午舉辦香港基本法頒布30周年網
上研討會，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在研討會上致辭表
示，儘管香港經歷了風風雨雨，“一國兩制”仍
然是最佳的制度保障，讓香港社會乘風破浪。她
呼籲︰“就讓我們透過國家安全法的制定和執
行，堅持和完善‘一國兩制’的制度，確保特區
的長期繁榮穩定。”
林鄭月娥表示，要認識基本法，必須回到

“一國兩制”的初心。當年鄧小平先生提出“一
國兩制”的構想，是在維護國家的統一和領土完
整、保持香港繁榮和穩定的前提下，考慮到香港
的歷史和現實情況，最大程度地保留香港的特色

和優勢，讓香港市民的原有生活方式維持不變。
“這個初心從來沒有改變，亦是中央一直以來對
香港特區各項方針政策的根本宗旨。”

基本法清楚保留中央權力
她指出，在認識基本法時，也要認識國家憲

法，因為憲法及基本法共同構成香港特別行政區
的憲制基礎。她又指，基本法相關條文訂明特區
享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司法權和終審權，但
同時也清楚保留屬中央的權力。
林鄭月娥強調，國家安全屬於中央事權。基

於中央對特區的信任，基本法第二十三條規定香
港特區應自行立法禁止危害國家安全行為，但這

並不表示中央放棄了有關立法權力。鑑於香港面
臨的國家安全局勢日趨嚴峻，特區行政立法機關
在過去23年及未來一段時間都難以自行立法，中
央對此危害國家安全的局面不能視而不見。全國
人大行使其憲法權力，授權人大常委會制定有關
法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是合情合理，亦應得
到廣大市民支持。

立法懲極少數危害國安者
她重申，有關立法是懲治極少數人所進行的

嚴重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行為和活動，保護絕大
多數奉公守法的市民，使香港在飽受一年暴力破
壞後可以回復為安全、穩定的城市，也讓香港可

以在疫情後重新出發，鞏固和提升本地及海外投
資者在港營商的信心。
她表示，特區政府會全力以赴配合中央進行

有關立法工作。她並鼓勵大家思考和理解立法的
必要性和重要性，在立法過程中踴躍發表意見。

林鄭：透過國安立法 完善“一國兩制”

國家安全底線愈牢
一國兩制空間愈大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
祖）反對派及外部勢力一再妖魔化
全國人大通過的港區國安法立法決
定。國務院港澳辦副主任張曉明8日
就結合“決定”有關規定和全國人
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王晨的說明，作
出4點通俗解讀：強調“打擊極少
數”是中央確定的重要刑事政策；
有關立法的適用範圍有嚴格限定；
充分尊重香港特區獨立的司法權和
終審權；不會擴大打擊面，更不會
羅織罪名、任意出入人罪。他反
問︰“國家安全機構在內地辦案也
要嚴格依法辦事，並有嚴格的程序
限制，怎麼可能到了香港反而變得
無拘無束呢？”

“打擊極少數”是重要刑事政策
為了市民不被各種似是而非甚

至顛倒是非的觀點所迷惑，不被各
種危言聳聽的言論甚至謠言所煽
惑，張曉明表示，結合人大“決
定”有關規定和王晨副委員長的說
明，可以作出4點通俗解讀︰

一是宣示“打擊極少數”，不
僅僅是為了“安民告示”，也是中
央確定的一項重要刑事政策，是有
關立法的指導思想和原則，也會體
現在有關執法和司法過程中。
二是有關立法的適用範圍是有

嚴格限定的，懲治的只是干犯4種犯
罪的行為和活動，與絕大多數香港

居民無關。因為這4種行為和活動為
害最烈，是影響國家安全最突出的
風險點。至於其他一般的危害國家
安全的犯罪以及普通刑事犯罪、經
濟犯罪等，都不在本法規管範圍之
內，而是依照香港特別行政區現行
有關法律處理，有些該“激活”的
法律要“激活”，不能老是“沉
睡”。
三是有關立法對執行機制的規

定，包括中央維護國家安全的有關
機關在香港特區的機構設置及其職
權，都會以有效防範、禁止、懲治4
種犯罪行為和活動為原則，並充分
尊重香港特區獨立的司法權和終審
權。
四是所有相關的立法、執法和

司法行為，都會切實保障香港居民
依法享有的各項權利和自由，符合
現代法治原則和精神，不會擴大打
擊面，更不會羅織罪名、任意出入
人罪。

反擊國安機構“隨意抓人”謠言
對於有謠言稱中央駐港國家安

全機構可以在香港隨意抓人，並把
人送到內地受審等，張曉明直言這
些“不值一駁”，並反問︰“國家
安全機構在內地辦案也要嚴格依法
辦事，並有嚴格的程序限制，怎麼
可能到了香港反而變得無拘無束
呢？”

對
立
法
﹁決
定
﹂四
點
通
俗
解
讀

香 港 特

區政府8日舉

辦香港基本

法頒布 30周年網上研討會，國務院港澳事

務辦公室副主任張曉明應邀以視頻方式發表

主題演講。他表示，全國人大早前通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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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香港回歸

以來中央處理香港事務最重大的舉措之一，

是“一國兩制”實踐過程中具有歷史意義的

一件大事，也是基本法實施的一個里程碑。

他指出，國家安全底線愈牢，“一國兩制”

空間愈大，“有了這部立法，‘一國兩制’

在香港的實踐就裝上了殺毒軟件，必定會運

行得更安全、更順暢、更持久！”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約3小時的網上研討會8日下午舉行，香港特區行政長
官林鄭月娥致辭。主辦方邀得多位重量級的嘉賓參

與，其中，張曉明、香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張勇就基
本法、“一國兩制”和國家安全議題發表主題演講；香
港基本法委員會副主任譚惠珠主持對談環節，與首任律
政司司長梁愛詩和香港大學法律學院教授陳弘毅探討基
本法的歷史和實踐過程。

以四個“為什麼”引領思考
張曉明以《國家安全底線愈牢 “一國兩制”空間

愈大》為題發表了約一小時的主題演講，並以四個“為
什麼”及一個“終極性問題”帶領大家思考。

第一，回歸初心，想一想為什麼要實行“一國兩制”？
張曉明說，中央用“一國兩制”解決香港問題，基本考慮有
兩個：一是為了收回香港，恢復對香港行使主權，維護國家
的統一和領土完整。二是為了保持香港的繁榮和穩定。回顧
歷史，回歸初心，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不僅是
“一國兩制”的題中應有之義，而且是“一國兩制”的核心
要義。以此衡量，凡是中央政府和特區政府為維護國家安全
目的而依照法定程序採取的舉措，包括這一次全國人大作出
有關“決定”以及下一步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有關法律，都
是天經地義的。他反問︰“如果有人因此質疑中央改變了
‘一國兩制’方針政策，是不是應該反思一下他自己對‘一
國兩制’的認識不全面、不準確，甚至有偏差呢？”

第二，正視現實，想一想為什麼中央要出手處理
香港有關國家安全立法問題？張曉明指出，中央出手
的事實依據是，香港內外敵對勢力所作所為已造成香
港長時間亂局，並危及國家安全，而香港在可預期的
時間內完成國家安全立法恐怕是“天方夜譚”，中央
此時出手是現實政治下的必然選擇。中央出手的法理
依據，最基本的是三條：一是國家安全事務本來就是
中央統一管理的事務；二是維護國家安全立法本來就

屬於中央事權；三是任何國家在打擊危害國家安全的
犯罪方面都會採用一切管用的措施，毫不手軟。他強
調，建立健全香港特區維護國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執
行機制，也是完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推進國家
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重要組成部分。

第三，理性思考，想一想為什麼中央再三強調有關國
家安全立法針對的只是極少數人？張曉明表示，反對派和
一些外部勢力長期以來擅長玩弄一招，就是將中央和特區
政府有關法律舉措污名化、妖魔化，危言聳聽，妖言惑
眾，製造恐慌。他強調，改革開放以來，經過40多年的努
力，國家法治建設取得了舉世公認的進步，“否則，怎麼
解釋為什麼中國內地是吸引外資最多的地方？為什麼有約
200萬的台灣居民、越來越多的香港居民和外國人選擇中
國內地作為永居地？”

第四，辯證思維，想一想為什麼不把這次中央出手視
為香港撥亂反正、走出困境的轉機？張曉明強調，國家安
全底線越清晰、屏障越牢固，香港越安定、繁榮，香港同
胞與祖國內地人民的感情越親近，香港的優勢越凸顯，自
由發揮空間越大，社會創新活力越強，對國家深化改革開
放和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貢獻也會越來越大。

“終極性問題”誰真心為港
張曉明最後再請大家想一個帶有終極性的問題：“誰

人真心為香港？是成天在媒體上詛咒國家、到處唱衰香
港、跑到外國乞求干預的那些人嗎？是成天幻想着對中國
實施‘顏色革命’、等着看香港街頭出現‘美麗的風景
線’的那些人嗎？”他認為，在香港再次面臨何去何從關
鍵選擇的時刻，確實更需要集體理性。
張曉明堅信，不論接下來香港再發生什麼，也不論

外面的人怎麼說、怎麼做，全國人大常委會都將依照法
定程序順利完成有關立法，並確保在香港特區落地實
施。

張
曉
明
：

■香港特區政府8日舉辦基本法頒布30周年網上
研討會，特首林鄭月娥致辭。 視頻截圖

◀ 香港特區政府8日舉辦基本法頒布30周年
網上研討會，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副主任
張曉明應邀以視頻方式發表主題演講。

視頻截圖

張曉明講話五要點
◆◆回歸初心回歸初心，，想一想為什麼要實想一想為什麼要實
行行““一國兩制一國兩制””？？

◆◆正視現實正視現實，，想一想為什麼中央想一想為什麼中央
要出手處理香港有關國家安全要出手處理香港有關國家安全
立法問題立法問題？？

◆◆理性思考理性思考，，想一想為什麼中央想一想為什麼中央
再三強調有關國家安全立法針再三強調有關國家安全立法針
對的只是極少數人對的只是極少數人？？

◆◆辯證思維辯證思維，，想一想為什麼不把想一想為什麼不把
這次中央出手視為香港撥亂反這次中央出手視為香港撥亂反
正正、、走出困境的轉機走出困境的轉機？？

◆◆再請大家想一個帶有終極性的再請大家想一個帶有終極性的
問題問題：：誰人真心為香誰人真心為香港港？？是成是成
天在媒體上詛咒國家天在媒體上詛咒國家、、到處到處
唱衰香唱衰香港港、、跑到外國乞求干預跑到外國乞求干預
的那些人嗎的那些人嗎？？是成天幻想着對是成天幻想着對
中國實施中國實施““顏色革命顏色革命”、”、等着等着
看香港街頭出現看香港街頭出現““美麗的風景美麗的風景
線線””的那的那些人嗎些人嗎？？

來源：張曉明講話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 	

�	



AA88廣告
星期三       2020年6月10日       Wednesday, June 10, 2020

全美首創 
美南傳媒優惠卡
- 疫情當前，醫生線上看病
- 每個家庭$18元會費
- 線上醫生，牙醫看診，藥房供藥

全面折扣優惠

電視 報紙 黃頁 網站

請添加二維碼

疫情期間不打烊／為您服務

請您每天

看美南新聞網站，    

美南新聞電視，

美南新聞日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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