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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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C透過在全美進行的抗
體測試，推算出每當找到1名確診個案，約
有另10人身上存在抗體，推算全美有5％至
8％人口受感染。以 26 日的 250 萬確診推算
，代表美國實際感染數可能超過2500萬。芮
斐德並表示，新的感染病例中，年輕人所占
比例正在增加中。

美國新冠確診26日跨過250萬大關，死
亡逼近12.7萬。德州、佛羅里達等11州，確
診比前周暴增50％。德州25日新增6千例，
州長亞伯特表示，暫停下階段重啟計畫，維
持各行各業以最大客流量的5成營運。不過

專家憂心風險仍高。
休士頓貝勒醫學院的霍茲博士告訴美國

有線電視新聞台（CNN），當前發展已成
「令人心碎的情勢，需要馬上採取更嚴苛舉

措，」他說， 「此刻，我們必須挽救人命。
」

在佛羅里達州，過去一周每日平均新增
確診逾3700例，較前一周暴增71％，州長狄
桑提斯表示，不會放寬現行的限制。原定下
月開放迎客的迪士尼世界，已宣布延期。邁
阿密市長蘇亞雷茲稱，該州確診數比3月時
狂飆4倍，強烈建議戴口罩，若屢勸不聽可

能吃上500美元罰款。若有必要，也可能考
慮重新執行宅在家政策。

在累計確診突破20萬的加州，州長紐森
宣布進入預算緊急狀態，允許州政府動用
160億美元投入抗疫。他指出，過去2周醫院
新冠病人數大幅增加32％。其他表態暫緩解
封的，還有奧勒岡、猶他、亞歷桑那和新墨
西哥等州。

繼世界衛生組織（WHO）24 日警告美
洲疫情未達高峰，全球確診病例預計下周將
破1千萬後，CDC主任芮斐德25日也表示，
美國實際確診數，恐比當前確認數高10倍。

（（路透社路透社））

美疫情單周暴增美疫情單周暴增 考慮重新在家工作考慮重新在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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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

CORONAVIRUS DIARY

Microsoft founder Bill Gates said
yesterday that the current coronavirus
picture is both globally and in the U.S.
bleaker than he would have ever
expected.

He said the fact that people are still
dying in the U.S. today shows that the
country is not even doing close to
enough to fight the pandemic. The U.S.
hasn’t had the leadership messages or
coordination that we would expect to
fight the virus.

About two months ago when Gates
talked about the pandemic, the virus
death toll in America stood at 63,000
with more than one million cases

recorded. Today, this figure has doubled.
There are now 2.4 million confirmed
cases of COVID-19 in U.S. and more
than 122,000 people have died.

Gates attributed the rise in numbers to a
lack of testing and contact tracing as well
as lack of mask wearing.

Gates dismissed the White House’s
claim that an increase in case numbers
is a direct result of increase in testing
calling it, “completely false.”

He also expressed disappointment with
what he called a lack of leadership to
tackle this virus globally which has lead
to countries such as India and Brazil

bearing the brunt of this disease.

But he still hopes that the U.S. will step
up and help get the tools out, particularly
the vaccine, to everyone in the world.

We continually are seeing a sad picture
from the senior nursing homes all over
the country. Many of them resemble
“staying in jail” centers. They house
and care for our parents,
grandparents and brothers
and sisters. We sincerely
urge the fede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to organize a
national emergency task
force, including medical
security personnel, to go to
the many areas that need
help.

Sadly these days, the

politicians just care about their votes and
just don’t care about the people who
are still suffering .

The Bill and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
has already donated $100 million dollars
to help the research for a vaccine. His
commitment and vision truly represents
our American spirit.

0606//2626//20202020

Bill GatesBill Gates’’ss
Worry And HopeWorry And Hop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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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宿命 普丁謀求終身執政

（綜合報導）日本防衛大臣河野太郎說，
東京認為，北韓敵意與日俱增，可能是平壤要
轉移各方對最高領導人金正恩健康不佳，還有
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的注意力。隨著河野表明，
日方對金正恩的健康狀況存疑後，有關他死亡
的傳聞再度浮現。

據《新聞周刊》（Newsweek）與《太陽
報》（The Sun）26日報導，河野25日在東京
出席日本外國特派員協會簡報會，被問及朝鮮
半島日益緊張的情勢時，他以英語說， 「我們
正設法了解北韓是怎麼回事，最近的行動相當
詭異。」

他指出，日方懷疑，1.新冠肺炎也在北韓
蔓延，金正恩設法避免被傳染，所以有時沒有

公開露面；2.他的健康狀況；3﹒去年北韓的收
成其實很糟，經濟也不好，因此金正恩或他的
政權需要代罪羔羊，這樣才能轉移大家的注意
力。他指出，北韓現在態度會這麼嚴厲，可能
是因為這些原因。河野說，日本正設法收集情
資並加以分析，看北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

「我們一直在和美國，還有其他國家討論
，」他說， 「我們正在交換相關情報。」

近幾個月來，金正恩死亡的消息不斷。自
4月15日他罕見缺席祖父，也就是北韓國父金
日成的誕辰紀念日 「太陽節」後，連續神隱超
過20天，直到5月1日才透過官媒現身，顯示
他和官員出席順天磷肥廠的開工儀式。

日防衛大臣河野說北韓怪怪的
再掀金正恩死亡傳聞

（綜合報導）從蘇聯時期到當代俄羅斯
，克里姆林宮的主人經常面臨到下台後遭政
治清算、或人亡政息的命運。近日前蘇聯領
導人赫魯雪夫之子在美身亡，就令人喚起當
年赫魯雪夫清算史達林，而後來赫魯雪夫自
己又因政變被迫下台的那段歷史。如今俄國
總統普丁力推專為己量身打造的修憲案，欲
確保 「永不退休」，何嘗不是基於這種歷史
教訓。

1999年，普丁獲時任總統葉爾辛拔擢為
總理，繼而該年底葉爾辛便以身體不佳為由
辭職，交棒予普丁，從此普丁就在俄國掌權
，一直執政至今。當年葉爾辛也因此換得了
免遭清算，最後壽終正寢。

普丁已執政逾20年，今年67歲，但前蘇
聯KGB出身的他在國內外塑造了硬漢形象，
與當年的酒鬼、病夫總統葉爾辛不可同日而
語。普丁因此要修憲，讓自己能繼續參選。
這次修憲案中最為引人關注的一點即是，將
現總統（普丁）或前總統（梅德維捷夫，他
原是普丁欽定的總理，兩人曾經互換職位，
以便讓普丁避開總統連任不得超過兩屆）的
任期屆數 「清零」。

一旦普丁在2024年總統任期之後，繼續
連任兩屆至2036年，屆時將滿83歲，他也將
成為俄國當代史上掌權時間最長的領導人，
超過前蘇聯獨裁者史達林29年的執政時間。
先前包括梅德維捷夫在內，曾有多人被點名
可能成為普丁的接班人，但只要普丁 「終身
執政」，也就沒有急於尋找接班人的問題了
。

儘管近年來退休金改革不成功，加上新
冠疫情管控出問題，讓普丁的民望有所下降
，他仍然擁有非常穩定的鐵粉族群，這次公
投否決修憲案的可能性很小，而修憲成功無
疑地將繼續鞏固普丁的政治地位。

值得一提的是，俄國18歲至24歲的年輕
族群從出生到現在，只經歷過普丁這一位強
人總統，但一項獨立民調卻顯示，年輕人普
遍反修憲。

而普丁的修憲案，凸顯了日益增強的保
守和民族主義意識形態，其中包括婚姻只被
定義為男女之間的結合，實質上禁止同性婚
姻。俄國年輕人對此恐無力改變，最後可能
還是只好走上街頭抗爭。

非裔黑人佛洛伊德死後所引發的全美大規
模示威活動已讓改革警察制度的呼聲響徹雲霄,
在民怨四起之下,國會山莊這兩天也做出了回應
, 只是國會議員們各自基於政黨利益的考量而
無法讓法案通過,那是相當令人遺憾的!

由民主黨所掌控的眾議院昨天通過了自己
的改革版本, 但是在先前一天由共和黨所主導
的參議院卻因為沒有達到60票的關卡而未能通
過, 接下來眾議院將提交到參議院的法案顯然
也將無疾而終, 在警察改革這麼重要的議題上,
兩個政黨各持己見, 讓攸關人民生命安全的法
案無法順利通過,這顯非國家之福。

佛洛伊德冤死後, 兩黨都曾表達了公憤,都
認為警察執法過當以及種族歧視非常嚴重,應該
要徹底改革制度,但卻在警察所享有的”有條件
豁免權”(qualified immunity) 上意見相左,民主
黨是站在民眾這邊,堅決主張廢止,以節制警察
濫用權力,同時賦予民眾訴訟警察的權利, 但是
共和黨則是堅持維護最高法院所賦予警察的這
項執行公權力時所擁有的豁免權, 以確保他們

不易被起訴,所以共和黨不太願意追究警察失職
的責任,這也就是目前的現狀, 我們常常看到許
多警察明明是誤殺了民眾,但卻極少被起訴, 所
以他們有恃無恐而濫用槍枝, 不過根據共和黨
的說詞, 如果警察容易被起訴,他們在執行時就
會有所顧忌,反而會怠忽職守。

警察作為社會上最危險的職業之一,他們日
常的工作隨時都有生命的威脅,我們必須肯定和
尊重他們願意冒險擔任這項職務的可貴, 畢竟
絕大多數的警察都是奉公守法的, 國會這次修
法所針對的所當然就是那少數的不肖員警,所以
像禁止使用鎖頸,禁止破門偵查以及隨身佩戴攝
錄機, 並把警察私刑列為聯邦仇恨罪等等,也都
是合情合理的,也都是兩黨認同的,他們為什麼
不能在警察的豁免權方面各退讓一步而達成一
個讓警察既有限制,又有尊嚴的共識呢!。

11月的大選在即, 絕大多數的國會議員都
要經過選舉的考驗,如果兩黨不能在大選之前完
成警察改革的立法, 對那些參選的議員來講必
定存在著風險!

【李著華觀點 :改革警察立法, 應摒棄政黨之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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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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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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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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東部城市第戎暴力沖突多日
防暴警察展開大規模搜查行動

綜合報導 法國東部城市第戎持續多日發生暴力沖突，防暴警

察展開大規模搜查行動，旨在徹底平息當地亂局，並尋求掌握更多

犯罪線索。

第戎所在的科多爾省官方19日表示，防暴警察從當天起在第戎的

“敏感地區”展開大規模搜查，旨在尋找武器、彈藥以及毒品等違禁

物品。

第戎警方表示，已調遣150名防暴警察參與有關行動，並指出行動

目的不是逮捕嫌犯，而是進行搜查。在社交媒體發布的視頻中，當地有

蒙面男子配備了突擊步槍等武器。

暴力沖突於上周末發生，並持續多日。據警方通報，約有100名來

自法國多個地方的車臣年輕人來到第戎郊區，為當地壹名16歲的車臣少

年遇襲展開報復行動，報復目標指向當地的北非毒販群體。有不少視頻

顯示當地街頭氣氛緊張，有蒙面男子持棍棒甚至槍支出現在街頭，多輛

汽車被焚毀。

法國《巴黎人報》援引遇襲車臣少年父親的話報道稱，他們並沒有

因遇襲事件要求車臣人的幫助，也並不知道這些人來第戎。他呼籲人們

保持冷靜。

法新社的報道說，法國官方因未能及早采取行動而受到批評，也有

當地民眾對公共安全感到憂慮，法國官方因此表示會“嚴厲回應”並派

出警察增援第戎。目前當地局勢已經基本得到控制。

法國官方據稱並不掌握車臣人在法國的人口確切數字，他們中壹些

人持俄羅斯護照。除法國東部外，首都巴黎和南部城市尼斯等地也有較

多的車臣人社區。

法國檢方表示，作為對沖突調查的壹部分，有6名車臣人18日被捕

，其中兩人已被釋放，而另外4人則被延長拘留時間。

巴西將外國人入境禁令
再延長15天

綜合報導 巴西政府宣布，從本月22日起的15天內，巴西將繼續禁

止外國公民通過海陸空邊境入境巴西。該決定條款已於20日晚在巴西聯

邦《官方公報》上發布，這是巴西疫情暴發以來第二次延長該項入境禁

令。

巴西政府稱，有關入境限制不適用於以下情況：巴西籍公民、獲

得巴西永久居留的外國人、供職國際組織的外國專業人員、巴西政

府認可的外國工作人員、巴西公民的外國籍配偶、子女、父母或監

護人(或持有國家移民登記卡RNM，由巴西政府出於公共利益目的

特別授權其入境)、從事貨物運輸人員、出於公共利益由巴西政府

特別授權入境的外國人、不離開國際中轉區且所前往的目的地國家

允許其入境的國際中轉旅客和在巴西境內做技術經停且無需旅客下

機的情況。

巴西政府表示，違反有關入境限制措施者將承擔民事、行政或刑事

責任，立即被驅逐或遣返。

此前，巴西政府先後於3月30日和5月22日實施入境限制措施，暫

時禁止外國公民從海陸空邊境入境巴西。

據巴西衛生部發布的數據，截至21日 18時，巴西累計新冠肺炎

確診病例達 1085038 例，死亡病例達 50617 例；累計治愈病例達

549386例。

意大利總理孔特力推稅務改革
擬為企業發展註入活力

綜合報導 意大利孔特在羅

馬多裏亞· 潘菲利別墅舉行新聞

發布會時表示，未來1周，政府

將就稅務和經濟改革進行審議，

並將推出包括消減產品增值稅和

更加適合社會經濟發展的振興計

劃。

據報道，孔特稱，重啟經濟

和推動社會消費，增強企業的國

際市場競爭力，目前意大利企業

迫切需要註入新的活力。

孔特指出，重振國家經濟

不能局限於壹些小規模的改革

，降低某些產品的增值稅，將

有利於刺激社會經濟發展。他

說，“重塑意大利，我們必須基

於實現國家現代化、推動能源轉

型和更具包容性三項準則，來促

進綠色與可持續發展。”

孔特強調，受新冠病毒疫情

影響，目前政府處在壹個財政赤

字的緊急情況，未來1周左右，

政府將向議會提出稅務改革和刺

激經濟發展政策性議案，進而推

動稅法改革。

意大利央行行長維斯科(Ig-

nazio Visco)表示，預計意大利

2020年國民生產總值GDP將會

下降約10%左右，此時提出消減

增值稅需要壹個整體構想。事實

上，意大利高額增值稅對納稅人

來說，已經變成了非常沈重的負

擔，嚴重制約了企業的發展。

意大利經濟財政部副部長卡

斯泰利 (Laura Castelli)表示，政

府將會在未來幾天內就稅務改革

問題做出決定。她認為，稅務改

革僅僅調整增值稅遠遠不夠，與

之配套的政策和措施應同時納入

稅法改革。

孔特在記者會上也公開向

記者承認，推動稅務改革和降

低增值稅是壹項昂貴政策，但這

項改革勢在必行，此舉將向民眾

傳達出政府恢復社會經濟的信心

，而且正在付諸於行動。

輿論分析認為，此次總理

孔特推動稅務改革，在很大程

度上將會獲得成功。意大利反

對黨右翼政黨，包括聯盟黨、

力量黨和兄弟黨既是稅務改革

的支持者，又是受益者。而五

星運動黨則是此項改革重要推

手，且上述政黨在參眾兩院占

有絕對多數席位，意大利的稅

務改革已經在路上。

德政府與漢莎航空最大股東磋商
說服其接受紓困條款

綜合報導 德國政府與漢莎航空最大

股東進行磋商，以說服其接受政府提供的

90億歐元疫情紓困條款。

據報道，德國財長肖爾茨在與持有漢

莎航空集團 15.5%股權的海因茨· 蒂勒

(Heinz Thiele)會面後表示，對投資者將批

準該交易有信心。

肖爾茨說，在與漢莎航空和歐盟的磋

商中，已“謹慎權衡”了要提交股東的提

案，並稱“我認為股東將會考慮”。

此前，蒂勒曾威脅在6月25日舉行的

股東大會中阻撓該紓困案，因為政府將因

此獲得至少20%的股權及董事會席次。他

提議，讓政府通過德國復興信貸銀行間接

持股。

受新冠疫情沖擊，2020年3月以來，

漢莎旅客運輸量驟減，大量航班停飛，經

營陷入困境。5月，德國聯邦政府同意通

過經濟穩定基金，向漢莎航空提供90億歐

元救助。

漢莎航空監事會隨後同意接受德國政

府90億歐元援助，並讓出部分起降權。但

這壹決定尚需得到漢莎股東大會通過。

“冬眠開始結束”？
英國防疫封鎖措施將迎大松綁
綜合報導 據英國廣播公司(BBC)報

道，英國解除防疫封鎖措施進入壹個關

鍵的階段，7月4日起英格蘭的酒吧、餐

廳、電影院和旅館，在做好安全措施的

前提下，將可以重新開門營業。

可以開門營業的行業包括：旅館、

民宿、露營地和活動屋營地；美發院和

理發店，但要佩戴透明面罩；公園遊樂

設施，博物館、藝廊、主題公園、戶外

健身場、圖書館、社區中心。

但是夜總會、水療中心、室內遊樂

場、保齡球場、室內健身房、美甲店、

水上樂園、遊泳池仍然不能恢復營業。

英國首相約翰遜同時宣布，從7月

4日起，兩米的安全社交距離規定也將

放松，如果兩米距離不可能的話，維

持壹米也可以，但必須加上其他的防疫

措施。

其他的防疫措施指的是戴口罩，不

能面對面坐著，而且如果兩米距離做得

到的話，還是應該維持兩米距離。

此前，許多商界人士都向政府反

應，如果繼續維持兩米的規定，許多商

店、餐廳、酒吧都將永遠關門。現在兩

米距離即將開始松綁，但是政府還是強

調，松綁更多就更要小心謹慎。

英格蘭7月4日將生效的松綁措施是新

冠病毒疫情封鎖以來，最大幅度的單壹松

綁措施。約翰遜表示：“今天我們可以說

，全國性的冬眠已經開始結束了。”

但是他強調，每個階段的松綁措施

都是有前提條件的，如果情況改變就會

重新封鎖。他呼籲人們在可能情況下經

常洗手，並且維持兩米距離。

英格蘭最新的松綁措施並不適用於

蘇格蘭、威爾士和北愛爾蘭地區，這三

個地區有各自不同的防疫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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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期盼全美加速重啟經濟、藉
此恢復低迷選情的美國總統川普近期一再宣稱
美國疫情已控制住，死亡率是全球最低，但隨
著25日單日新確診已逾4萬人，打破4月時創
下的最高紀錄後，讓媒體評論疫情惡化正戳破
川普聲稱美國進入 「後疫情」的幻想。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指出，根
據霍普金斯大學全球追蹤疫情網站顯示，美國
25日單日確診已超過4萬人，這項數據也顯示
先前上千萬美國人為了 「居家隔離」令所付出

的經濟代價恐化為流水。此外，那些由川普擁
戴讚揚而加速重啟經濟的多數南方州，正面臨
疫情恐失控的處境。但報導稱，已共有30州的
單日新確診數創下新高之際，川普仍活在自己
癡迷於政治仇恨的泡泡中，向那些很少討論疫
情的保守派媒體擁抱取暖。

隨著防疫管制放寬，反而造成美國一連串
後續衝擊。被川普視為典範的德州，也因面臨
單日確診以及住院病人數創新高，宣布暫停重
啟經濟的計畫。蘋果避免客戶與員工受到感染

，暫時關閉了在德州、亞利桑那、佛羅里達、
北卡羅來納以及南卡羅萊納等州內的直營店，
原定7月重新開張的加州迪士尼也宣布延期。
另外，連上周參加川普造勢活動的工作人員與
特勤局員工共8人，也傳出確診。

另外，諸多跡象證明川普先前聲稱會有
「火箭加速般」的經濟復甦也並未正在實現中

。白宮經濟顧問庫德洛（Larry Kudlow）25日
表示，截至年底失業率僅會略低於10%，也就
是川普11月選舉時此數據仍居高不下。而美國

零售業巨擘梅西百貨（Macy's）也於25日宣布
將裁員3900名員工，以整頓人事，降低公司成
本。

CNN也指出，對於美國確診連連攀升，
川普卻一再聲稱是美國檢測優於全世界其他國
家，但他近日內完全忽略了疫情與病毒存在，
只在乎對那些推倒雕像的示威份子嗆聲。

（綜合報導）正當美國各州解封之際，總統川普口中那
「看不見的敵人」─新冠病毒已然捲土重來。全美25日新增超

過4萬確診，連續第二天締造單日新高。32州通報新增確診升
高，其中德州更被稱為新的疫情震央，州長亞伯特宣布暫停重
啟經濟。美國疾病管制暨預防中心（CDC）警告，實際感染數
可能是確診的10倍，也就是超過2500萬！

美國新冠確診26日跨過250萬大關，死亡逼近12.7萬。德
州、佛羅里達等11州，確診比前周暴增50％。德州25日新增6
千例，州長亞伯特表示，暫停下階段重啟計畫，維持各行各業
以最大客流量的5成營運。不過專家憂心風險仍高。

確診人數連兩日新高
休士頓貝勒醫學院的霍茲博士告訴美國有線電視新聞台

（CNN），當前發展已成 「令人心碎的情勢，需要馬上採取更

嚴苛舉措，」他說， 「此刻，我們必須挽救人命。」
在佛羅里達州，過去一周每日平均新增確診逾3700例，較

前一周暴增71％，州長狄桑提斯表示，不會放寬現行的限制。
原定下月開放迎客的迪士尼世界，已宣布延期。邁阿密市長蘇
亞雷茲稱，該州確診數比3月時狂飆4倍，強烈建議戴口罩，
若屢勸不聽可能吃上500美元罰款。若有必要，也可能考慮重
新執行宅在家政策。

加州砸160億美元抗疫
在累計確診突破20萬的加州，州長紐森宣布進入預算緊急

狀態，允許州政府動用160億美元投入抗疫。他指出，過去2
周醫院新冠病人數大幅增加32％。其他表態暫緩解封的，還有
奧勒岡、猶他、亞歷桑那和新墨西哥等州。

美國確診病例近日暴增，流行病學家布里安特並不意外，
「所有專家都告訴你，在國殤日（5月25日）後3周，我們會

看見確診飆升，在國殤日後的5周，入院和死亡人數會開始衝
高。」他強調，如果在流行病期間，所有人出門不戴口罩，不
保持社交距離，這就是預期的結果。」

繼世界衛生組織（WHO）24日警告美洲疫情未達高峰，
全球確診病例預計下周將破1千萬後，CDC主任芮斐德25日也
表示，美國實際確診數，恐比當前確認數高10倍。

CDC估逾2500萬人染疫
CDC透過在全美進行的抗體測試，推算出每當找到1名確

診個案，約有另10人身上存在抗體，推算全美有5％至8％人
口受感染。以26日的250萬確診推算，代表美國實際感染數可
能超過2500萬。芮斐德並表示，新的感染病例中，年輕人所占
比例正在增加中。

媒體辛苦做新聞Google終於同意不再免費整碗捧去
（綜合報導）科技公司Google透過新聞服務賺取高額廣告

利潤，多次遭新聞業者抨擊侵權，要求分享廣告利潤。在各方
施壓下，Google終在周四（25日）宣布，將於今年稍後推出新
的新聞服務，並已與澳洲、德國、巴西的新聞業者達成協議，
將為 「高品質內容」付款。

Google 的 新 聞 服 務 副 總 裁 班 德 （Brad Bender） 將 在
Google News與 Discover內推出高質新聞內容，並付費給提供

內容的新聞業者授權金，目前至少和6國共9間傳媒簽訂授權
合作，付款對象包括澳媒Schwartz Media、The Conversation和
Solstice Media、德媒《明鏡周刊》及巴西傳媒A Gazeta等。

獲Google合作授權金的德國新聞業者形容，費用 「不是小
數目」，認為這是Google一次重大改變，稱 「5年前根本無法
想像」。歐洲出版委員會則冷淡表示，大型平台為新聞內容付
款應是常態。據報，Google還與其他6國傳媒洽談，期望在未

來數月將他們加至合作名單中。
去年臉書率先與出版商簽下數百萬美元授權合約後，矽谷

科技大廠的態度開始鬆動。蘋果去年推出的Apple News+新聞
服務以月費9.99美元提供《Vogue》、《GQ》、《運動畫刊》
等雜誌內容，也和道瓊新聞社簽下授權合約。但Google這回簽
約對象未包含美國的媒體業者。

美疫情飆升 11州單周暴增50％

（綜合報導）美國爆發的反種族歧視，不少商品也受波及
。全球最大化妝品公司法國萊雅集團（L'Oreal）周五宣布，護
膚產品上的 「美白」和 「白皙」等的用詞將全部刪除。

綜合路透等報導，全球最大化妝品集團萊雅，宣布刪除旗
下夜間護膚產品提到的 「美白」、 「白皙」、 「明亮」等的用
語。另聯合利華旗下美白產品Fair & Lovely品牌也採取類似的
作法。

嬌生則宣布，將旗下品牌露得清（Neutrogena）和可伶可
俐（Clean＆Clear）亞洲與中東市場的皮膚美白產品全面停售
。

美國非裔男子佛洛伊德遭警壓頸致死後，引爆全美抗議，
反種族歧視聲浪襲來，不少企業紛紛對此做出回應。

高露潔棕欖公司（Colgate-Palmolive）在18日也表示，正
在評估和改進旗下牙膏品牌 「黑人牙膏」（Darlie），外包裝

有個戴著大禮帽的微笑的男人。 「黑人牙膏」創立初期的英文
名稱是 「Darkie」（對非裔的蔑稱），包裝上印有一名非裔男
子。

還有百事（Pepsico）旗下的桂格燕麥公司（Quaker Oats
Company）宣佈將對 「傑米瑪阿姨」（Aunt Jemima）牌糖漿和
鬆餅粉進行改名和品牌重塑。這個擁有130年歷史的品牌的形
象是一位名叫 「傑米瑪阿姨」的非裔女子。

美疫情加速惡化美疫情加速惡化 CNNCNN：：
戳破川普一大幻想戳破川普一大幻想

種族歧視延燒 萊雅宣布旗下護膚品 「美白」字眼全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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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媒：本國疫情加劇社會分裂 或將出現“兩個印度”
綜合報導 印度衛生部官方網站的

最新數據顯示，截至當地時間6月21日

上午，印度新冠肺炎確診病例已升至

410461 例，在過去 24小時內新增確診

15413例，連續4天現單日最大增幅；新

增死亡病例306例，累計死亡病例13254

例。目前，印度累計確診人數居全球第

四。面對國內持續惡化的疫情，《印度

斯坦時報》刊發了印度記者、電視評論

員卡蘭· 塔帕爾（Karan Thapar）的文章

。他表示，疫情下不同階層民眾的生活

方式，將會進壹步加劇印度社會分裂，

如果新冠病毒成為劃分社會階層的又壹

標準，那麼“兩個印度”的出現可能也

不遠了。

“學習與新冠病毒共存意味著什麼

？”文章開篇便拋出壹個令人深思的問

題。塔帕爾稱，在目前的防疫措施下，

印度民眾的生活將呈現兩種情景。第壹

種情景指的是能夠負擔得起在家自我隔

離的人，他們生活在“恐懼之中”：

“自3月底開始就把自己關在家裏……

即使在解封措施出臺後，這些人依然選

擇待在家中。”在塔帕爾看來，這些人

毫無疑問是安全的。

文章稱，這種情況略顯諷刺：當有

條件的富人出國旅行回來，加劇了本國

的病毒傳播之後，他們卻把貧窮和生活

條件不佳的同胞視為對自己健康的威脅

。對富人來說，現在有了“兩個印度”

：壹個印度是特殊階級人群的家，不讓

任何人進出；另壹個印度則是室外，任

何人都是威脅，尤其要躲著窮人。

而另壹個情景則由想要恢復正常生

活的普通人描繪。他們也許能戴上口罩

，但為了生計卻很難保持社交距離，只

能“希望”新冠病毒不會感染自己。塔

帕爾寫道，這兩種情景正像是壹枚硬幣

的兩面。前者因為“恐懼”拒絕出門，

是因為他們的經濟條件承受得起收入損

失，而這種經濟優勢會進壹步加深他們

心中的恐懼。然而，後者則是抱著“希

望”不得不返回崗位，他們的收入和房

子面積，都不允許自己選擇像前者壹樣

的生活方式。

“而不幸的是，疫情預測還會繼續

加深這些恐懼和希望。”塔帕爾提到，

有專家預測，印度的累計確診病例可能

在9月超過200萬例，而疫情高峰的到來

也許要等到11月中旬。

文章表達了擔憂，印度民眾面對新

冠病毒的不同生活情景，也許會成為劃

分社會的又壹方式。塔帕爾在結尾發問

：“我們最終會不會分裂成兩類人，壹

類生活在恐懼中，另壹類生活在希望中

？可能有超過90%的印度人都屬於後者

，我們會變成兩個國家嗎？”

韓國新增48例新冠確診病例
有40例屬於社區感染

綜合報導 韓國新增48例新

冠確診病例，累計確診12421例

，累計死亡280例。據報道，在

新增感染病例中，有40例屬於

社區感染。

據報道，按感染途徑來看，

在新增的48例確診病例中，有

40例屬於社區感染，主要集中

在首都圈地區。

報道稱，社區感染病例持續

增加，主要由於首都圈和大田市

集體感染繼續擴散，尤其是大田

市直銷公司集體感染擴散到世宗

市、全州市、首都圈等多地。截

至當地時間20日中午12時，大

田市直銷公司相關確診病例增至

40例。

同時，在單日新增確診病例

中，另外8例屬於境外輸入性病

例。其中，有4例在入境檢疫過

程中被確診，4例在入境後居家

隔離中確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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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嚴重歪曲事實”，韓國青瓦臺國家安保室室長

鄭義溶駁斥美國前國家安全顧問博爾頓《生事之屋：白宮回

憶錄》新書中涉及朝鮮問題磋商、朝美領導人會晤的細節內容。

韓聯社消息稱，鄭義溶當天在壹份聲明中表示，書中很

多內容反映的是博爾頓從“自己的角度”看到的情況，而非

“準確的事實”。該書有相當多的內容嚴重歪曲事實，此舉

會嚴重損害韓美同盟關系發展，並希望美方采取相應措施防

止類似情況重演。

報道提到，鄭義溶還指責博爾頓單方面披露基於政府間

信任的外交磋商細節。《生事之屋：白宮回憶錄》壹書以博

爾頓的偏見和先入為主的觀點歪曲韓美領導人真誠而有建設

性的協商內容，未經協商單方面公開政府間協商內容有違外

交的基本原則，嚴重損害今後談判所需的互信。

報道還提到，博爾頓在日前出版的《白宮回憶錄》中聲

稱，先提議舉行金特會的不是朝鮮最高領導人金正恩而是鄭

義溶，美國總統特朗普於去年6月板門店會晤朝鮮領導人時

曾拒絕韓國總統文在寅同行等。

據報道，青瓦臺負責與民溝通的首秘尹道漢當天召開記

者會表示，21日晚已向美方傳達了鄭義溶的上述立場。韓聯

社評論稱，這是青瓦臺首次對博爾頓即將出版的新書相關新

聞報道做出官方回應。

博爾頓2018年4月出任特朗普任內第三位總統國家安全事務

助理。2019年9月，他因與特朗普在多項外交事務上分歧嚴重，

被特朗普解職，博爾頓則堅稱是自己“炒了特朗普”。

博爾頓的新書計劃於23日發行。17日，提前拿到樣書

的數家美國主流媒體將其中的“爆點”公之於眾。《華爾街

日報》報道說，博爾頓在書中尖銳地描述了他為特朗普效力

的17個月的工作經歷，稱特朗普的決策始終把他的連任和家庭福祉放在國家

利益之上。《紐約時報》說，博爾頓對特朗普的外交政策提出爆炸性指控。

“那是壹系列令人瞠目的故事。”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這樣形容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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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暴暫伏疫情緩 端午市道小陽春
新冠肺炎疫情緩和，加上黑暴分子無法大規模地

逞暴，在25日的端午節，香港市面再現久違的熱鬧。

去年此時深受暴力衝擊困擾的銅鑼灣，25日街頭巷尾

人頭湧湧，售賣糭子的商販笑逐顏開，有商販說：

“同去年端午靜到似死城完全無得比，今年生意額暴

升近六成。”儘管旺區及旅遊區人氣旺，但在攬炒派

區議員阻撓下，多區的龍舟比賽遭閂水喉被迫叫停及

延誤，令街坊大喊“無晒過節氣氛”，並對龍舟比賽

成為政治犧牲品感憤怒。在舉行“端午龍舟遊涌”活

動的大澳，有商戶就期望瘟疫及政治瘟神遠離香港，

“去年黑暴肆虐，前往大澳的旅客急跌一半，真係好

慘！最近人流才好轉。”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賣糭生意飆六成 商戶冀趕走“政治瘟神”

在灣仔鵝頸橋賣糭子的盧先生向香港文匯報記者笑說，由於近
期限聚令逐步放寬，社會局勢穩定，大批市民才有興致慶祝

節日，令25日端午節的生意是數個月以來最好的，“之前大家都
怕出街，整個街市‘靜英英’。”

市民留港消費 酒樓街市轉旺
他表示，對比去年修例風波下的端午節，25日生意額上升近六

成，“去年郁啲都要提早收檔，邊度有生意做？今年就唔同，端午
節前夕已有大批市民來購買糭子，現在只剩下一些較小或包得比較
醜的糭子賣唔出，今日（25日）是數個月來這個街市最多人的一
天。”

同一街市的薛先生每年端午節都會在店裏售賣自家製的糭
子，更有熟客帶材料來給他們幫忙包。他表示，今年的生意額較
去年升兩三成：“一來疫情緩和，二來社會局勢好轉，加上大家
都無法趁着假期外出旅遊，市民都要留港消費，不論是酒樓或是
街市都興旺起來。”

大澳25日如常舉辦“端午龍舟遊涌”活動，也吸引不少市民
前來觀賞，尤其午後有更多市民湧至，令大澳的小街和河涌沿岸
偶爾也會迫滿人。有出售海味及蝦醬的店舖表示，近期的周六和
周日人流逐步回復，加上市民也願意購買一點手信回家，故預料
生意會不錯。

去年黑暴猖獗 慘淡不堪回首
父親在大澳經營士多的盧小姐表示，去年修例風波期間，前

往大澳的旅客即時急跌一半，“真係好慘淡！”今年疫情爆發初
期，人流進一步減少至只餘兩成。最近疫情好轉，受惠於不少市
民於假日時愛到郊區呼吸新鮮空氣，前來大澳的遊人數量才回
升。“我們主要做街坊生意，都未算最慘，專做遊客生意的海味
店及食肆，最受黑暴及疫情的打擊。”

新光集團常務董事總經理胡珠表示，今年糭子的銷情與往年
不相伯仲，有部分區域的銷情較為理想。由於疫情，因此酒樓亦
推出折扣予部分購買糭子的客人，生意不俗。

不過，酒樓生意仍然遜色，25日僅有兩三圍龍舟隊的客人，
家庭或朋友聚會的客人較多。他表示，由於經濟受疫情及修例風
波等“人禍”和“天災”影響，市民已大破慳囊購買各種防疫用
品，有些人甚至收入減少，因此外出吃飯都“就住就住”，而
酒樓亦推出各項折扣回饋顧客，令生意額
下跌一兩成。他說，政府在防疫
方面下了不少工夫，但同
時應該在刺激消費方
面多加工作。

香港文匯報
訊（記者 高俊
威 ) 全港17個區
議會均遭攬炒派議
員騎劫，將所有議題

政治化，甚至否決批出龍
舟競賽撥款，加上疫情肆虐，香港25日經歷了
40多年來首次沒有大型龍舟比賽的端午節，但
個別地區仍有端午龍舟祭祀儀式及健兒練習。
其中，大澳三個漁業行會舉辦的“端午龍舟遊
涌”儀式照常舉行，延續這個擁有逾百年歷史
的傳統，惟遊涌典禮及以往同時舉行的龍舟競
渡則取消。由於大部分地區都沒有龍舟活動，
不少港人及在港外國人25日湧往大澳，並對全
港性的龍舟競賽未能舉行感到失望和可惜。

龍舟遊涌祭神吸客
相傳百多年前大澳漁村出現瘟疫，漁民用

龍舟拖着載有從各廟宇請來的神像經小艇巡遊
水道，令瘟疫得以驅除，此後端午龍舟遊涌的
傳統維持至今。今年受疫情影響，原定於25日
中午舉行的“大澳端午龍舟遊涌典禮”取消，
惟三個傳統漁業行會扒艇行、鮮魚行和合心堂
的遊涌活動則各自繼續進行。

雖然不設典禮與龍舟競渡，但由於其他地
區已找不到龍舟的蹤影，不少市民專程前往大
澳觀賞遊涌。每當有龍舟及載有神像的小艇巡
經水道，早已守候在橫水橋、新基橋旁及在河
涌沿岸的市民及當地居民，均會歡呼，紛紛舉
機拍照，場面熱鬧。

分別來自澳洲及比利時的Lucia和Bianca
在港讀書，今年第一次在港過端午節。她們異
口同聲說，對端午節感覺新奇，並認為如果全
港各區都有龍舟比賽，就更精彩，“我們對緊
張激烈的龍舟競賽甚感興趣和充滿期待，現在
為龍舟比賽取消感到可惜，因為若有比賽，節
日氣氛將更熱烈。”來自菲律賓、在港工作的

Grace、Helen和Catherine表示，知道大澳是香港碩果僅存
的漁村，風景優美，一直希望前來遊覽。當她們從社交媒
體得知端午節有遊涌活動，決定聯袂前來。她們對龍舟競
渡取消也有點失望，已計劃明年再來觀賞。

原居民盼保持習俗
成先生3年前曾來大澳觀賞龍舟遊涌，當時的熱烈氣氛

令他印象深刻，身為攝影發燒友的他亦拍下不少心水照片。
今年他帶同5歲的女兒前來，希望她可親身體驗此傳統節慶
活動，“大澳端午龍舟遊涌全港獨有，也是香港的非物質文
化遺產，很有價值，實應讓下一代有更深入的認識。”

以往也有參與扒龍舟的大澳原居民樊先生安坐自己棚屋
家中觀賞遊涌，指遊涌和扒龍舟是傳統習俗，祈求風調雨
順，國泰民安，不應暫停，故對25日仍可扒龍舟和賞遊涌，
感到很開心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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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澳原居民樊先生。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來自澳洲及比利時的來自澳洲及比利時的Lucia(Lucia(左左))
和和BiancaBianca。。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疫情緩和疫情緩和，，黑暴煞氣銳減黑暴煞氣銳減，，今年端午節市道較去年旺今年端午節市道較去年旺，，
有賣糭商販稱有賣糭商販稱，，生意額升六成生意額升六成。。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香港仔海旁今昔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赤柱祭神 祈福驅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赤

柱的國際龍舟錦標賽延至10月舉行，
主辦單位25日晨改為舉行龍舟訓練及祭神
儀式，冀藉此驅走病毒，祈求國泰民安。參

加儀式的12隊龍舟輪流在海上兜圈，每圈巡
遊500米，很多龍舟健兒都沒戴口罩，大會說
已經要求參加者量體溫及填寫健康申報表，所

有設備都有徹底消毒。

史上首次取消比賽
赤柱國際龍舟錦標賽籌委會主席王錦泉表

示，過去他們在赤柱舉辦40多年大型比賽，今年
是首個端午節無龍舟賽事，“我諗係有史以來第
一次！”

過去端午賽事有多達逾200支龍舟隊參賽，
但25日只能縮減規模，僅12隊出席儀式，他希望
藉25日的拜神儀式，祈求疫情盡早過去。

龍舟健兒標叔表示，雖然今年人數較少，但
氣氛不減，即使各隊伍知道無獎項都參加，而且
都全力以赴。觀眾譚先生帶同3歲小朋友到場
觀賽，其間無佩戴口罩，他坦言戶外有紫外

線，加上近日確診數字較少，故不擔
心感染。他今年是第一年到現場觀賞
龍舟，“之前因疫情問題，較多喺室內活
動，有機會就出戶外玩下。”

另一觀眾盧女士則說，她每年端午節都
會“游龍舟水”，今年沒有比賽，但仍開心：
“睇到啲龍舟，我就覺得我哋香港人個個都有一種
奮鬥心。”

■■赤柱龍舟訓練赤柱龍舟訓練，，健兒照樣全力以赴健兒照樣全力以赴。。 香港文匯報記者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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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歐合作走向共贏
中歐經貿
◆2019年歐盟27國同中國雙邊貨物貿
易額為5,596億歐元

◆歐盟對華出口1,983億歐元。自華進
口 3,613 億歐元，分別增長 5.5%和
5.7%

中歐班列

◆2020 年 5 月，中歐班列累計開行
1,033列，同比增長43%

◆單月開行列數和發送量均創歷史新
高——單月首次突破1,000列；發送貨
物9.3萬標箱，同比增長48%

◆相對穩定可靠的中歐班列成為供應鏈
中的關鍵環節和拉動全球經濟向好前行
的“火車頭”

◆今年五月，中歐班列運送口罩、急救
包、防護服、額溫槍、護目鏡等防疫物
資119.6萬件、9,381噸。累計運送防疫
物資186萬件、12,524噸

◆主要到達白俄羅斯、比利時、波蘭、
德國、俄羅斯、荷蘭、捷克、立陶宛、
西班牙、匈牙利、意大利、法國等國，
再分撥到更多歐洲國家助力疫情防控

◆中歐班列開行列數和運量強勁增長，
為國際抗疫貢獻了中國力量，在歐亞大
陸開闢了“生命之路”

數據來源：中國商務部 中國國家鐵路集團

■ 6月19日，重慶海關工作人員在中歐班
列（渝新歐）布達佩斯直達班列旁做發車
前的準備工作。 新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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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中歐“雙引擎”拉動世界復甦
“中國是機遇不是威脅，願讓繁榮的篝火溫暖世界經濟的寒冬”

亞歐大陸橋，一頭連着中國，一頭牽着歐洲。經濟全球化之

力，和平、發展、合作、共贏之勢，將雙方緊緊連在一起。6月22

日晚，習近平主席在北京以視頻方式會見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和

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這是戰“疫”以來習近平主席第五次會

見外方領導人，也是中方領導人同新一屆歐盟領導人首次正式會

晤。屏幕兩端，與會領導人面帶微笑，揮手致意。習近平主席表

示，中歐要做推動全球發展繁榮的兩大市場。中歐兩大經濟體應該

發揮世界經濟“雙引擎”作用，拉動世界經濟復甦。他在講話中用

兩組“是”與“不是”的強對比，表明中方立場，為“後疫情時

代”中歐關係發展注入新動能。 ■中央廣播電視總台央視網

■■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2222日晚在北京以視頻方式會見歐洲日晚在北京以視頻方式會見歐洲
理事會主席米歇爾和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理事會主席米歇爾和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 新華社新華社

▲6月22日，歐洲理事會主席米歇爾（左）、歐盟委員會主席馮德萊恩出席第
二十二次中國─歐盟領導人會晤 新華社

2014年，國家主席習近平就任後首
次訪問歐洲便到訪了歐盟總部。這是中歐
建交以來，中國國家元首首次對歐盟總部
進行訪問。

此訪中，習近平主席在布魯日歐洲
學院發表了重要演講。他在演講中指出，
隨着中國改革不斷推進，中國必將繼續發
生深刻變化。同時，我也相信，中國全面
深化改革，不僅將為中國現代化建設提供
強大推動力量，而且將為世界帶來新的發
展機遇。

中國和歐盟經濟總量之和佔全球三
分之一，是世界重要的兩大經濟體。“使
中國和歐盟成為世界經濟增長的雙引
擎。”“中歐要做推動全球發展繁榮的兩

大市場。”六年來，習近平主席始終積極
推動中歐加強溝通、協調、合作。

兩年前，習近平主席親自謀劃、推
動的進博會打開了讓世界感知今日中國強
勁開放氣息的窗口。透過這個窗口，各國
可以共享中國發展紅利、各國企業可以進
一步深耕中國市場。

首屆進博會上，69家法國參展企業
的成交額達到 15.5 億美元，居歐洲第
二。在第二屆進博會國家展的64個參展
國中，來自歐洲的國家達17個，參展國
家數量僅次於亞洲。第二屆進博會15個
主賓國中有4個是歐盟國家。此外，參展
面積排名前10位的國家(地區)中，歐洲國
家佔了5個。

更低關稅水平、更短負面清單、更
便利市場准入、更透明市場規則……隨
着一系列重磅政策法律出台，一系列重大
開放措施落地，中國的營商環境正在大踏
步邁上新台階，共享中國機遇的渠道更加
便捷，中國市場對歐洲的吸引力也更加強
勁。

習近平指出，疫情衝擊下的世界正
在深刻變化，面臨更多不穩定不確定因
素。我曾提出，要努力在危機中育新機，
於變局中開新局。這一點也適用於中歐關
係。

中國同歐盟建交45年來，中歐關係
歷經國際風雲變幻，但一直保持着合作的
主基調，展現出強大的生命力。

“中國是夥伴不是對手，不僅樂於錦上添花，而且雪中送炭”
“公共衛生危機是人類面臨的共同

挑戰，團結合作是最有力武器。”突如其
來的新冠肺炎疫情打亂了經濟社會發展節
奏，但也讓世界各國進一步理解了團結的
意義。

自新冠肺炎疫情發生後，中歐多了
溝通，也多了信任。習近平主席多次以
“雲外交”的形式，同歐洲國家領導人和
國際組織負責人保持密切溝通，通報疫情
信息，分享抗疫經驗，提供支持幫助，推
動聯合科研攻關，攜手應對共同威脅和挑
戰。

中歐班列逆“疫”馳騁，暢通國際
抗疫“生命線”，滿載着中國大愛的防疫
物資馳援歐洲國家，給無數人民帶去健康
與希望，為全球抗疫增添了信心與動力。

當前，塞爾維亞新冠肺炎疫情趨
緩，自5月22日後單日新增病例已連續
一個月少於100例。此前，中國專家組
支援塞爾維亞長達82天，是中國派出支
援他國抗疫專家組中在外駐留時間最長
的一個。

5月30日中午，德國漢莎航空LH342
航班承運約200名德國企業家、技術人員
等旅客，自法蘭克福飛抵天津，這是中德
之間的首班復工包機。中德“快捷通道”

的開通，有利於維護全球產業鏈供應鏈穩
定。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
相悖。”這是中國千百年來傳頌的至理名
言。

“中國和歐盟要做和平夥伴，帶頭
走和平發展道路。”“中國和歐盟要做增
長夥伴，相互提供發展機遇。”“中國和
歐盟要做改革的夥伴，相互借鑒、相互支
持。”“中國和歐盟要做文明夥伴，為彼
此進步提供更多營養。”六年前，習近平
主席出訪歐洲，以四個“夥伴”關係開啟
了中歐關係新的歷史篇章。

6月22日的會見中，習近平展望中歐
關係再升級：“打造更具世界影響力的中
歐全面戰略夥伴關係。”

眼下，中歐投資協定談判接近尾
聲，中國—歐盟峰會正積極籌備，中歐之
間已經有了70多個領域的對話合作……

“中歐要做維護全球和平穩定的兩
大力量。”“中歐要做推動全球發展繁榮
的兩大市場。”“中歐要做堅持多邊主
義、完善全球治理的兩大文明。”從世界
和平發展的大義出發，中歐孜孜尋找深化
互利合作的契合點。在人類建設通向未來
橋樑的事業中，中歐是重要的貢獻力量。

■中國赴塞爾維亞抗疫醫療專家組從廣州出
發。 新華社

■ 中國醫護人員在意大利布雷西亞一家醫
院的分診帳篷內工作。 彭博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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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事人苟晶當事人苟晶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據報道，今年5月，山東冠縣農家女陳春秀參加
完成人高考後，在學信網上查詢學籍信息時

發現，16年前被陳某某冒名頂替入讀山東理工大
學。事件披露後，冒名頂替者陳某某已被解聘，其
學歷被註銷。冠縣紀委監委也已對陳某某立案審
查，並將其涉嫌違法線索移交公安機關，公安機關
正組織開展調查。山東省教育廳在回應“200多人冒
名頂替取得學歷”事件時也擺明了態度：“無論是
歷史原因，還是頂風違紀，我廳始終堅持零容忍的
態度，發現一宗，堅決查處一宗。”

多在曾用名現用名間轉換
事實上，近年來，媒體已披露多起冒名頂替

上大學事件，受害人的遭遇極為相似：在縣級及
以下區域生活學習，身份證件被偽造、錄取通知
書被挪用、相關證件無法辦理，繼續深造和畢業
就業面臨尷尬時才發現自己被冒名。到底是哪些
環節出現了漏洞，如何能避免類似事件再次發

生，成為輿論關注焦點。
香港文匯報記者梳理多個案例發現，在曾用名

和現用名之間進行轉換，是冒名頂替者的慣用伎
倆。他們偽造“考生登記表”、考生檔案、戶口遷
移證等文件，將自己的真名填作“曾用名”，在
“姓名”一欄填寫被頂替者的姓名，之後利用被頂
替者的考生檔案投檔錄取。
21世紀教育研究院副院長熊丙奇亦表示，在

信息不夠發達的年代，可能有兩種情況會導致考
試的信息被盜用：一種是在冒名頂替的過程中，
頂替者會勾結當地政府部門有關人員，將被頂替
者的學籍檔案從檔案庫中調出，再持被頂替者的
檔案入學報到。第二種就是頂替者將身份信息全
部更換成被頂替者的，再去大學報到。而一些大
學對新生入學手續要求的不嚴格也容易導致鑽空
子情況的發生。

在熊丙奇看來，除了譴責冒名頂替者之外，
還有制度漏洞和監管問題等更多內容需要釐清。

涉事的應當包括被冒用者所在高中、當地招生
辦、戶籍管理部門、高校招生與學生管理部門
等，要追究所有環節有關人員的責任。只有對任
何違規違法操作都“零容忍”，才能杜絕權力濫
用，維護高考公平與正義。

倡恢復被頂替者受教育權
另外，除了經濟上賠償，被頂替者受教育權的

恢復也非常重要。在受訪時，陳春秀表示，想恢復
名譽，重新到山東理工大學就讀。校方態度由此前
的“無此先例”轉為“努力幫助陳春秀實現重新到
高校讀書的願望”。對此，熊丙奇表示，在查處冒
名頂替者的同時，對被冒名頂替者的受教育權進行
救濟，也是維護教育公平與正義的必要舉動。他建
議，從更高的層面拿出統一的原則性方案，實行
“一人一策”。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張新寶也
曾對此提出建議：“對個人的救濟，教育部可以考
慮特設高考補錄制度。”

22日，網友苟晶發貼稱自己曾在
1997年和1998年山東高考中連續兩年被
冒名頂替，其中1997年頂替者為此前自
己高三班主任的女兒，班主任曾給苟晶
寫過懺悔書；而1998年，她在未填報相
應志願情況下被湖北一院校錄取。今次
她選擇發帖，是想了解自己被頂替的全
過程。針對此類事件，有網友表示，被
偷走的人生不能賠錢了事。很多受害者
可能還不知情，應倒查20年，讓受害者
獲得知情權，為自己所遭遇的不公討回
一個公道。
“1997年，我參加了第一次高考，

拿到的成績是假的，我的班主任老師，
讓他女兒頂替我的名字上了北京的一所
大學，而我落榜復讀。他的女兒畢業
後，在濟寧一所中學教書，任後勤部老
師。2003年班主任老師託人帶了一封手
寫的懺悔信，我才知道自己當年被頂替
了。 1998年，我以全任城區前幾名的摸
底成績，高考再一次落榜，因為我拿到
的成績又是假的……”苟晶在網絡發帖
稱，她已向山東省教育廳實名舉報，只
求一個答案。目前，山東老家的各相關
部門都已向她致電核實並迅速展開調
查，並稱調查結果將及時向社會公開。

苟晶：“不會妥協”
同時，苟晶也提到，有人想盡辦法讓

她刪帖，甚至牽連到她的親友，以及親友
孩子的中考命運。對此，她不會妥協。她
說，發布這些內容，就是想知道改寫自己
命運的“神操作”是如何完成的。

對於高考頂替事件，網友時鳳認為，
對調包者的處罰太輕了。希望國家對頂替
上大學者像對拐賣婦女兒童一樣，從根源
入手，從嚴處理。她的觀點得到了網友ko-
bu的贊同。“酒駕冒名頂替者入刑，冒充
他人求學，改寫受害者人生，更應入刑，
以儆效尤！”她說，“窮人家的孩子上了
大學，可能改變一生，被你換了，等於一生
也就沒了希望。”

山東242人涉嫌冒名頂替入學 專家籲徹底追查究責

高考頂替錯失的人生誰來買單？
近日“高考錄取頂包”事件持續發酵，引發社會

廣泛關注。從山東冠縣陳春秀16年前被他人頂替上大

學，到央視著名主持人康輝披露自己在河北高考錄取

時險被頂包，被公認為內地最公平的高考制度經受輿

論拷問。而山東清查發現有242人涉嫌冒名頂替入學

取得學歷，人數之多，範圍之廣，更是刺痛了公眾的

神經。人們不禁要問：越查越多的大學錄取頂包醜

聞，幕後黑手都是誰？制度漏洞和監管缺失在哪裏？

被頂替者錯失的人生誰來買單？對此，多位專家在接

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呼籲，要徹底追查和問責涉

案所有環節違法者，剷除冒名頂替者背後的利益鏈，

同時推進大學錄取制度改革，強化法律懲治力度，從

根本上修補高考錄取頂包暴露出的結構性漏洞。對於

被頂替者，教育部門則應考慮實施專項救濟和合理補

償，教育正義雖然遲到，但必須伸張。

■香港文匯報記者 江鑫嫻 北京報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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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位專家呼籲多位專家呼籲，，要徹底追查和問責涉案所有環節違法者要徹底追查和問責涉案所有環節違法者，，從根本上修補高考錄取頂從根本上修補高考錄取頂
包暴露出的結構性漏洞包暴露出的結構性漏洞。。圖為山西太原高三學生備戰高考圖為山西太原高三學生備戰高考。。 中新社中新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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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 周三發布《世界經濟展望》更新

報告，指新冠病毒肺炎疫情大流行對經濟活動造成的損害比最

初預期的更廣更嚴重，該行將今年全球經濟預測，由4月份時

預測收縮3%，下調至收縮4.9%；美國由4月份時預測收縮

5.9%，下調至收縮8%；內地則由增長1.2%，下調至增長

1%，是今次更新報告中唯一錄得增長的主要經濟體。

■香港文匯報記者 蔡競文

IMF料內地GDP今年增1%

報告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對2020年上半年經
濟活動的負面影響比此前預期更為嚴重，

因此預計復甦將比此前預測更為緩慢。基於下半
年繼續保持社交距離、經濟創傷加劇、企業增加
衞生安全措施以及金融環境保持現狀等基準假
設，IMF預計全球經濟今年將萎縮4.9%，但有望
在2021年增長5.4%。

美國經濟今年或萎縮8%
具體來看，報告預計2020年發達經濟體經

濟將萎縮8%，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將萎縮
3%，分別較4月份下調1.9個百分點和2個百分
點。其中，美國經濟將萎縮8%，歐元區經濟將
萎縮10.2%，日本經濟將萎縮5.8%，均低於4月
份預測。

拉美國家明年GDP料續收縮
對於2021年，報告預計發達經濟體經濟將

增長4.8%，新興市場和發展中經濟體將增長
5.9%。美國、歐元區和日本經濟將分別增長
4.5%、6.0%和2.4%。

感染病例仍在上升的拉美經濟體中，一些國
家的經濟預估被下調幅度最大，預計巴西經濟
2020年將萎縮9.1%，墨西哥和阿根廷分別萎縮
10.5%和9.9%。

中國內地是目前唯一一個IMF預計在2020
年實現正增長的主要經濟體，現在預計將增長
1.0%，4月份的預測為增長1.2%。

亞洲另一經濟體印度，則由4月份時預測增
長1.9%，大幅下修至收縮4.5%。最新預測2021
年內地及印度經濟將分別增長8.2%及6%。

IMF：警惕巨大不確定性
IMF 首席經濟學家戈皮納特 (Gita Gopi-

nath) 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我們絕對沒有脫
離險境，我們沒有逃脫大封鎖。鑒於這種巨大的

不確定性，政策制定者應該保持警惕。”
IMF認為，當前的經濟衰退是1930年代大蕭

條以來最嚴重的一次，當時全球國內生產總值
(GDP)萎縮了10%，但戈皮納特說，10萬億美元
的財政支持和各國央行的大規模寬鬆政策迄今避
免了大規模破產。她補充說，需要更多的支持。

多邊合作應對危機成首務
IMF表示，當前所有國家都應確保醫療衞生

體系具備充足的資源。國際社會應加強對各國的
支持，尤其向醫療衞生能力有限的國家提供資金
援助，並且隨着疫苗試驗取得進展，將資金引入
疫苗生產，從而使所有國家迅速獲得數量充足、
費用可負擔的疫苗。
IMF強調，強有力的多邊合作依然至關重

要。全球應加強各領域合作以應對這場真正的全
球危機，着力解決貿易和技術緊張局勢，完善以
規則為基礎的多邊貿易體制。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敖敏輝 廣州報道） 總
部位於德國的TeamViewer 24日與中國聯通簽署戰
略合作協議，在遠程協同辦公、打造智慧城市，以
及物聯網與AR技術在5G上的運用等領域展開長
期合作，成為中國聯通緊密的合作夥伴。根據此次
協議，雙方將在5G，物聯網和AR領域深化合作，
在智能製造、智慧城市、教育、醫療、商業零售，
互聯網等行業實現資源共享、優勢互補。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章蘿蘭上海報
道） 後疫情時代內地經濟逐步復甦，早前
備受困擾的民航業，也審時度勢頻頻出
手，把握危中之機。雖然全行業機票降價
潮或令廉航競爭加劇，但內地最大的民營
航空公司春秋航空已開始多管齊下，且獨
闢蹊徑開拓了更多新興小眾航線，以期結
合集團旅遊產業共攬客源。

直飛寧夏票價低至99元
日前春秋航空開通了唯一一條上海直

飛寧夏中衛航線，最低票價僅為99元人
民幣。集沙漠、黃河、高山、濕地、綠
洲、湖泊為一體的中衛，雖兼具江南之秀
美、西北之雄奇，對多數人而言並非耳熟
能詳。
春秋航空董事長王煜也在接受採訪時

透露，若疫情防控繼續取得積極進展，今
年暑期的客座率還是有望回到90%以上。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機場管理局本周發表截至
2020年3月31日止財政年度的《2019/20年報》。
受到2019冠狀病毒病的影響，香港國際機場客運
量及飛機起降量分別下跌18.9%及12%，至6,090
萬人次及37.74萬架次。貨運量於2019/20年度亦
受到國際貿易糾紛打擊，同比減少7.3%至470萬公
噸，然而，香港國際機場連續第十年保持全球最繁
忙貨運機場的地位。

IMF下調全球經濟增長預測

全球GDP
美國
歐元區
德國
英國
日本
新興市場和
發展中經濟體
內地
印度

資料來源：I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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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7%

-6.5%
-5.2%

-1%

+1.2%
+1.9%

最新預測
2021年
+5.4%
+4.5%
+6%

+5.4%
+6.3%
+2.4%

+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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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amViewer聯通簽5G合作

香港機場客運量按年跌逾18%

■■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IMF)(IMF) 周周
三發布三發布《《世界經濟展望世界經濟展望》》預測預測
內地經濟今年將錄得內地經濟今年將錄得11%%增長增長。。
圖為北京商務中心區圖為北京商務中心區。。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春秋航空日前開通了唯一一條上海直飛
寧夏中衛航線。 上海傳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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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行政院推出的振興三倍券下周三
（7 月 1 日）開始接受紙本預購或電子票券、電
子支付登錄，7月15日正式上路使用，不少夜市
及商圈已摩拳擦掌規劃促銷活動，準備 「搶錢」
。繼北市寧夜市宣布自推50元專用抵用券供民眾
兌換成銅板價之後，艋舺夜市也宣布將推 「艋舺
券」，民眾持200 元面額的三倍券可兌成250 元
艋舺券；台大水源市場也將推組合餐，讓民眾事
先 「留券」來消費。

艋舺夜市好康！200元三倍券 可250元 「艋
舺券」

疫情期間外送夯，艋舺夜市為搶商機，攤商
聯合自救，也推出外送美食不論攤數皆採 「以趟
計費」，每趟酌收20元。眼看三倍券即將問世，
由於三倍券面額分為200 元及500 元且不找零，
艋舺夜市擔心消費者卻步，打算自推專用的 「艋
舺券」。

夜市自治會總幹事陳姿卉說，目前規劃民眾
持200元面額三倍券可兌250元艋舺券，面額50
元，一共5張；此外，艋舺夜市也將推出超值組
合餐，約 230 元或 240 元餐食組合只要 200 元、
600元套餐組只要500元。

士林夜市推200、300及1千元超值餐 持券
單點也打折

士林夜市也打算推出200元、300元及1千元
的三倍券超值組合餐，若是單點，民眾持三倍券
消費也可享8.5折或9折優惠。

寧夏夜市自推 50 元專用券 大面額三倍券
「大換小」

寧夏夜市已規劃將 10 人份 3000 元桌菜千歲
宴升級成22道菜3500元，5人同行在名店消費滿
千送百。寧夏夜市自治會理事長林定國說，民眾
在寧夏夜市的平均消費約200元，該夜市也將推
200元超值組合餐，另將印製50元寧夏夜市專用
美食券供民眾兌換，消費銅板價無須擔心不找零
。

北市市場處說，公館商圈（夜市）也將推促
銷活動，三倍券消費滿百折5元，等同打9.5折，
消費滿500元還有機會抽獎。若綁定悠遊付，掃
碼滿百也折5元。

公館水源市場規劃200元及500元組合餐
靠近台大校園的水源市場，顧客以台大師生

、捷運通勤族及商圈上班族為主，每到中午也是
人聲鼎沸。水源市場自治會也計畫推出美食組合
，瞄準三倍券消費潮出擊。自治會說，已規劃
200元及500元美食組合，現正募集有意願參加的
攤商，另也將配合北市府政策舉辦抽獎活動。

【三倍券】快來天龍國花錢！
寧夏、艋舺夜市推 「換券」 士林夜市有超值餐

（中央社）昨(6/25)是端午連假第一天，各地出現 「報復性
旅遊」，不少景點被擠爆，唯獨首都台北沒有如此盛況，昨動物
園、兒童新樂園人潮比往年還少。今(6/26)動物園人潮 「補償性
回流」，至下午1時已1.5萬人入園，較昨同時段增約3倍，也恢
復往日端午連假水準；至下午5時達1.9萬人，是5年來的平均值
。新兒童樂園今也有1.2萬人，較去年同期增約千人；貓纜今僅
1600人搭乘，比昨3100人更少，北捷分析午後大雷雨導致貓纜
停駛，影響搭乘人數。

今年端午連假共有4天，悶了多時的民眾都選擇外出旅遊，
包括南投武嶺合歡山、宜蘭蘇澳服務區、花蓮鯉魚潭觀景台周邊
以及基隆七堵南興市場出現擁擠狀況，相較之下北部景點冷清許
多。

台北市立動物園發言人曹先紹表示，過去幾年端午節連假，
動物園入園數都在1萬至1.4萬之間，但昨僅9308人，確實有一
定的落差；北捷貓纜昨日截至下午4點左右搭乘數僅3100多人次
，跟平常假日6千上下的人次相差不少，以6月7日為例，當天
搭乘人次就有5900多人次。昨兒童新樂園部分則維持平盤，昨

至下午4點兒樂7000人入園，和近幾個周日入園人數相近。
動物園今遊客明顯回籠 午後大雷雨攪局

到了今天，台北動物園遊客明顯回籠，至下午1時入園人數已破
萬、達1萬5308人。曹先紹分析，昨為端午節又遇年假，習俗是
中午過節，許多北漂民眾返鄉，加上天氣炎熱，遊園人數少，昨
至中午遊園人數僅4225人，今天增加約2倍、達1.2萬人，不過
，由於下午近3時一場大雷雨攪局，至下午5時止，遊園人數累
計達1萬9338人，約是5年來的平均值。

曹先紹說明，往年端午若遇連假，第一天遊園人數約在1萬
人上下，連假第二天人數常會出現補償性成長，而今天到中午已
有1.2萬人入園，恢復往年水準，至下午1時更已有1.5萬人。以
往曾有最高達3萬人高峰，也有連假第2天僅近1萬人入園，今
年因疫情影響，今入園近2萬人，算是中上水準。曹也預估，若
明天天候良好，加上收假前夕，人數可望較今天增加。

今兒童新樂園遊客午後大增 貓纜搭乘人數比昨更少
至今天上午11時，兒童新樂園只有4600人次，但下午人潮

湧現，至下午4時有1萬2200 人，較去年同期的1萬1000人，增
加千餘人。北捷分析，可能是天氣太炎熱，加上許多民眾返鄉、
出遊，因此遊客數少，預估今、明民眾陸續北返，可能就會出現
人潮。

至於貓纜，今至上午 11 時僅 900 人次，至下午 4 時也僅有
1600人次搭乘，較昨天減少1500人，也較去年同期約9100人大
幅減少7500人。北捷分析，下午一場大雷雨導致貓纜停駛，因
此影響載客人數。

貓纜搭乘人數持續探底，市議員王鴻薇今在臉書PO文表示
，貓纜營運至今累積虧損達20億元，她建議只在旺季營運，以
降低虧損。但北市府以府函回覆她，貓纜於春節及4月兒童月運
量最高，可達20萬至21萬人次，每年5月及6月平均運量最低，
約17萬至18萬人次，但淡旺季相差無幾，加以貓纜建置目的是
為活絡貓空地區及指南觀光風景區，因此沒打算在淡季停駛，而
是建議維持現行營運方式。

反差！ 「報復性旅遊」 遺忘這城市 遊樂園連假遊客竟比往年少

（中央社）新冠肺炎疫情趨緩，除了觀光業者趁著端午
節連假衝業績，宜蘭捐血站也希望藉由民眾大舉出門的機會
來個真正的 「大補血」，宜蘭捐血站表示，因疫情逐漸穩定
，醫院病患明顯回流，用血量也跟著上升，庫存血液量十分
吃緊，呼籲大家踴躍捐血。

在疫情趨緩後，病患回流讓醫院用血量也大幅上升，宜
蘭捐血站長蔡惠如表示，血液庫存量只剩下6天，接近嚴重
缺血，而O型及A型血液更缺，只剩下5天庫存量。

蔡惠如說，在端午連假期間社團舉辦捐血活動意願較低
，對於缺血窘境有如雪上加霜，宜蘭捐血站昨、今日與五結

鄉畫框博物館和宜蘭食品公司合作，選擇人潮易聚集的羅東
文化工場舉辦捐血活動，熱心捐血民眾各可獲贈畫框博物館
門票與旺旺仙貝或雪餅一包，捐500毫升的民眾則可獲贈2份
小禮物。

昨日首位完成捐血的民眾並非在地人，而是從台中組團
到宜蘭旅遊的陳小姐，她出門旅遊不忘做公益捐血救人，也
贏得眾人的掌聲。宜蘭捐血站隨後將在28日與正德社會福利
慈善基金會合作，在羅東轉運站對面休閒廣場舉辦捐血活動
，期盼能有更多人參與。

宜蘭血庫告急 盼湧報復性捐血

志工千歲團將校園變成花花世界 獲教育部杏壇芬芳獎
（中央社）今年度教育部杏壇芬芳獎得獎

名單公布，其中一個獲獎單位，可謂 「千歲團
」！來自嘉義縣竹崎鄉圓崇國小的 「開喜婆婆
環境志工團」，由團長李寶玉帶領10多位平均
年齡70歲的婦女，將校園閒置空地開闢成各式
花草園，及設置饒富教育意象的環保裝置藝術
，提供社區老小一個優質的休憩環境。

「開喜婆婆環境志工團」2年多前在校長陳

怡君號召下成立，她們秉持一顆感念前人建造
校園的心，與造福社區老小的信念，利用晨起
運動時或假日到校園進行綠美化工程，造就校
園內的快樂農場、玫瑰花園、仙人掌園、藥用
植物園等。

圓崇國小在校方與志工團隊的用心營造之
下，假日還有網美來拍照打卡。這群開喜婆婆
把校園維護，當運動強健身體，更把它視為自

家後花園；志工阿珠媽媽說，獨樂樂不如眾樂
樂，她喜歡帶親友來學校欣賞她的作品，若得
到大家的稱讚，覺得十分光榮。

陳怡君說，環境如無聲的老師，潛移默化
引導孩子發展與學習，此外，好的戶外場域能
有效吸引學生增加戶外活動時間，連帶對學校
推動健康促進也助益良多，這群開喜婆婆在學
校服務的身影，無形中成為學生服務學習的最

佳典範。
嘉義縣政府教育處長陳添丁說，今年教育

部杏壇芬芳獎，嘉義縣共2校1師獲得，分別為
太平國小逐夢團隊、圓崇國小開喜婆婆環境志
工團及中埔鄉立幼兒園教師陳張秀琴，感謝每
位為教育工作默默耕耘的獲獎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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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今天是端午連假第2天，花蓮遠
雄海洋公園今日入園人數破萬。代表性節目
「海豚秀」看台全滿。從台北帶全家人到花蓮

渡假的陳姓遊客說： 「昨天開車8小時才到花蓮
」一到飯店倒頭就睡，今天養足精神早早起床
，雖然天氣很熱，但海洋公園有許多戲水設施
消暑，小朋友都玩得很開心。

花蓮在地人呂小姐說，本來想到台東遊玩
，但是看到新聞報導到處塞車就打消念頭，就
近到海洋公園玩，沒想到人潮這麼多： 「看來
這疫情真的把大家都悶壞了！」園方公關陳珮
霖表示，配合暑假，海洋公園推出 「海洋冰風
爆」活動，在水漾動感噴泉廣場有夢幻水幕區
、奇幻水霧區、舞動水花區、水晶隧道區等遊
樂設施，保證讓你清涼一夏。

基隆海科館湧7千人 聽故事看人魚表演
位在基隆的國立海洋科技博物館與海洋委

員會海洋保育署合作，共同推出人魚展演、海
廢劇場及故事共讀等活動，上午11時許，海科
館就湧入參觀人潮，許多小孩牽著父母親的手
，就是要趕來聽館方人員說故事，並期待下午
的人魚表演；海科館表示，假日人潮眾多，昨
天（25 日）就有 7 千多位民眾湧入海科館參觀
。

海科館這次邀請基隆說故事協會於主題館
兒童廳進行 「陸上海洋生物說故事」活動，以
說繪本及人魚服裝體驗的方式向小朋友傳達海
洋減塑的概念。上午10時30分，位在兒童館外
就聚集排隊人潮，都是父母親帶著小孩要來聽
故事，工作人員藉由說故事的方式，向大小朋
友傳達海洋生態已遭受塑膠垃圾汙染的危機。

下午則邀請到人魚藝術表演團隊，這一群
不需要使用空氣瓶，憋一口氣就可以進入水中
潛水的自由潛水活動，裝備只有面鏡、配重、
潛水衣及一雙修長的蛙鞋，藉由水下單蹼及身
體律動，如同 「美人魚」在水中悠游所展開的
「人魚運動」，是一項難度非常高的水域運動

項目，希望藉此表演，向民眾傳達海洋環境汙
染以及減塑與海洋保育的重要性。

來自台北的一對父母表示，連續假日天氣
炎熱，加上新聞不斷報導高速公路塞車嚴重，
乾脆來距台北頗近的海科館，這裡地域廣大又
有冷氣可以吹，每個館都有特色，來這遛小孩
實在很方便。

新竹六福村預計破萬人潮 熱門設施排隊
40分鐘

端午節連假第2日，出外旅遊人潮不斷增加

，讓久侯人潮的六福村工作人員終於露出笑容
。六福村公關經理黃淑芳表示，今早就有許多
父母帶著小孩排隊準入場，園方估計截至11點
入園人數約6500人，預計今日會突破10000人
以上入園遊玩。

黃淑芳表示，這2 周假日湧現人潮，好久
不見的排隊人潮終於又回來了，這樣的人潮已
有平常假日的水準，像急流泛舟及火山歷險記
排隊都要30到40分鐘之久，呼籲民眾在大熱天
要多喝水，並做好防曬，以免中暑。

新竹來的黃同學表示，今天是疫情解封後
，首次與女朋友來六福村，本來就預期會有很
多人前來，因此一早就搭計程車來，今天有用
身分證字號兩個零享有399的優惠，相當開心
。而彰化來的廖先生表示，他跟女兒一家人一
起來，並帶孫子來看小動物，距離上次來六福
村已經是很久以前，因此女兒提議要一起出來
玩，全家就來六福村享受端午連假。

桃園小人國遊客加倍 工作人員開心忙到
翻

位於桃園市龍潭區小人國主題今天（26日
）遊客明顯增多，截至下午1時許，到園遊客
已來到6500人，預估今天（26日）到訪遊客可
突破8000人，小人國主題樂園企劃部表示，昨
天（25日）到園遊客全日統計4500人，已經是
今年的新高，但今天（26日）一大早遊客就陸
續湧進，原本預估端午節 4 天連假遊客可達
15000人，但2天就幾乎達標，所以來客人數上
調整，4天連假將可突破25000人。

小人國主題樂園企劃部表示，今年過完年
後業績持續低迷，假日頂多1千到2千人，昨端
節連假原本預估只會有2千多人，沒想到會到達
4千人，今天（26日）到園遊客更是加倍，雖然
讓園區工作人員忙到翻，但全體員工其實心中
很高興，除了原本樂園的玩水設施，因為天熱
吸引民眾帶小朋友來玩水，端午節的企劃活動
，也讓民眾覺得省荷包有感，更願意來園區遊
玩。

三峽老街人氣恢復以往
三峽老街魅力不減，人潮已回復到疫情爆

發前的盛況，老街上民眾店走邊享用小吃，還
有許多人拍照打卡，氣氛相當熱鬧。

攤商則表示，樂見遊客回溫，也說端午連
假第一天氣溫高，加上很多傳統家庭都在家中
循傳統祭拜吃飯沒有外出，今天下午氣溫也比
較沒有那麼熱了，很多民眾就會選擇出來走走
逛街，也明顯恢復以往逛街人潮。

李姓民眾說，家住石牌特地來到三峽老街
逛街，因端午連假加上疫情舒緩，當然要外出
看看老朋友，順便帶小朋友逛街走一走。

大溪老街遊客漸回籠 業績恢復2成
大溪老街昨端節連假第一天不見遊客，較

之前假日少了一半，讓已經很慘的情形更加雪
上加霜，所幸今天中午開始天氣轉陰氣溫稍降
，讓逛老街的遊客明顯變多。

在老街口賣小吃的林老闆說，昨天真的是
傻眼，遊客都不知道跑那去了，今天就明顯變
好，遊客至少回升2成，相信明、後天會更好，
擺攤賣茶葉的林姓女攤商說，雖然遊客變多了
，但來的都是年輕人，像她賣茶葉的就不討年
輕人喜歡，生意一直都不好，真不知該怎麼辦
。

住八德的孫小姐說，這二天氣溫高太陽又
大，出門沒有防曬怎麼受得了，所以乾脆就躲
在家裡，今天下午看天氣變了沒了大太陽，所
以騎個車就近到大溪老街逛街透透氣，若是天
氣還是那麼熱還真的不想出門。

台東初鹿牧場親子潮 湧入4100多人

到底是人看牛還是牛看人，台東初鹿牧場
的乳牛難得遇見這麼多親子人潮，紛紛湊上前
被大人小孩餵食。昨天入園人數1800人，今天
爆增至4100多人，單日遊園人數創新高，超過
去年同期端午3日連假的總和。業者樂觀推估，
這樣的報復性旅遊心態，將會在暑期再現新一
波高潮。

「自中午開始，人潮就不斷湧入，一度人
手不足，還得緊急請來村莊人力支援。」初鹿
牧場的業者表示，近7年來，這是第1次必須加
開停車場，來紓緩自駕旅行的車潮。有攜家帶
眷或一票好友相約從外地開車來玩的民眾表示
，第1天幾乎塞在公路上，一晃眼，竟5個小時
過去。

初鹿牧場為回饋地方民眾，將於今年7月1
日起，特別推出台東縣民出示證件，門票半價
入園優惠。並且，暑假期間國小學童優惠門票
一律99 元，6 歲以下兒童免費。另外，初鹿牧
場就位於台東市與鹿野間，在國際熱氣球嘉年
華期間，無論凌晨或傍晚前往欣賞熱氣球，特
別適合家族親子團銜接熱氣球半日遊行程。

【【端午出遊潮端午出遊潮】】花蓮遠雄海洋公園遊客破萬花蓮遠雄海洋公園遊客破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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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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