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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道】今日
俄羅斯（RT）26 日報
導，蓋茲 25 日接受採
訪時，感歎美國在抗疫
方面做得 「遠遠不夠」
。他並表示，推廣新冠
病毒疫苗的 「最後一個
障礙」將是說服人們接
種。

蓋茲曾多次表示，
他希望為全世界接種他
資助實驗室所研發的疫
苗，但他承認， 「疫苗
可能只能更有效地保護
你們，但無法阻止你們
傳播（病毒）…不能保
證疫苗是完美的傳播阻
斷劑」。

蓋茲認為， 「美國
的物流根本不是問題」
，可以把疫苗帶到世界

各地，但 「你們可以
『選擇』是否要接種疫

苗，所以這將是最後一
個障礙」。

報導提到，有超過
三分之一的美國民眾對
新冠疫苗的安全性表示
擔憂，理由包括疫苗研
發過度泛政治化、時間
太過倉促、部分參與研
發工作的人員聲譽不佳
等。

蓋茲在受訪時還提
到，美國仍有許多人因
這種流行病死亡，這顯
示美國還沒做出足夠努
力。蓋茲說，雖然檢測
人數增加，仍無法阻止
新冠肺炎感染人數大幅
反彈。

((路透社路透社))

比爾蓋茲比爾蓋茲：：美國還沒做出美國還沒做出足夠努力足夠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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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位親愛的兄弟姐妹們：
德州近日來新冠確診人數激增，休斯敦及

哈裏斯郡已經進入紅色警戒時期，州長下令全
州酒吧立即關閉，餐廳要遵守百分之五十客流
量，並勸告所有居民如果沒有必要就留在家中
，遵守安全距離，戴口罩及勤洗手等規則。

今天我們已經處於疫情嚴峻時刻，尤其是
休斯敦西南區目前確診病例居全市首位，我們
希望大家此時此刻要加倍小心謹慎。

新冠疫情之瘟疫肆虐是對全球最大的壹次
挑戰，也是我們旅居美國僑胞有史以來最嚴重

的困境，我們可以斷言
，這是天災 也更是人
禍。

我們大家生活在
壹個非常幸運也是非常
不幸的時代，多少年來
，我們大家離鄉背井，
爲了追求更美好的人生
來到美洲大陸， 在這
這裡落葉生根，這這裡
就是我們的家，我們更
要以當家做主的積極態
度來關心自己的事務。

近五個月來，新
冠病毒之肆虐已經重創
和造成我們大家的經濟
及心理創傷，從另壹角

度來看，也是大家人生之壹次重大考驗。
就如我們大多數的新移民，我們過去也曾

遭遇過大環境的政治經濟動盪，換言之，這場
疫情決不會把我們打倒。

美國仍然是世界最富有及強大之國家，我
們不要對人禍造成之混亂太過悲觀， 國家的前
途仍然是撐握在我們手中。

各位兄弟姐妹們 ，請妳關註壹下自己週遭
的友人、隣居及社區，大家要守望相助，共同
戰勝病毒，雨過天晴的日子壹定會很快到來。

美國新冠疫情日記美國新冠疫情日記66//2727//20202020

Dear Brother and Sisters -

Texas Governor Greg Abbott has ordered bars to
close again and restaurants to reduce seating
capacity to 50% amid a surge in new coronavirus
cases.

Outdoor gatherings of more than 100 people must
now have approval of local officials. Harris County
has raised the county’s threat level to its highest
rating. County Judge Lina Hidalgo is asking Harris
County residents to remain at home except for
essential trips.

According to the survey, Houston Southwest is
hardest hit, especially in
the Chinatown area. We
want all in the area to be
extremely careful.

This pandemic is the
biggest challenge for the
world and our nation. It
also has left most of us
facing financial and
psychological difficulties.
The reason is the lack of
leadership and we now
need international joint
forces to solve the
problem.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most of you
came to this beautiful
land because you
wanted to pursue a new
life. Many of you also

experienced political disaster from your old home. I
know you are very strong to face this current crisis.

America still is the richest and strongest country in
the world. We have full confidence that the worst
time will soon be over.

Please go to your friends and neighbors and
community and try your best to help each other.

With the best wishes,

Wea Lee

From Houston, Texas

Letter To Our FamilyLetter To Our Family疫情嚴峻疫情嚴峻 大家保重大家保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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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吧開派對泡吧開派對
歐美年輕人成新冠感染主力軍歐美年輕人成新冠感染主力軍

（綜合報導）隨著多國放鬆限制性措施、
重新開放酒吧等娛樂性場所，感染新冠病毒的
年輕人佔比開始上升。

在確診第一大國美國，近幾週新增病例中
有約一半患者都為年輕人。在歐洲，從葡萄牙
到英國，“閉關”數月的年輕人開始舉行聚會
派對，多起聚會成為疫情傳播熱點。

據全球新聞網報導，由於新增病例增加，
美國白宮新冠工作組於當天舉行了近兩個月以
來的首次新聞發布會。

工作組組長、美國副總統彭斯透露，近幾
週，美國的新增確診患者中有約一半都為35歲
以下年輕人。美國國家過敏症和傳染病研究所
所長福奇指出，新增病例中有40%都由無症狀
患者傳播，其中大部分為年輕人。

截至北京時間6月27日6時30分左右，美
國累計確診2453044例，累計死亡124891例。
與前一日數據相比，美國新增確診病例超過4
萬例，達到41631例，新增死亡病例2409例。

在幾乎每天新增確診都破紀錄的佛羅里達
州，確診患者的年齡中位數從3月的65歲驟降
到目前的35歲；在亞利桑那州，3月，45歲以
下患者佔確診總數的40 %，該比例目前已經上
漲到60%。

這也意味著美國的疫情傳播正在發生變化
：疫情初期，老年人為最易感人群；而現在，
年輕人正在成為患者主要群體。

華盛頓大學健康計量學教授莫可達（Ali
Mokdad）在接受美聯社採訪時表示，出現這
種變化並非新冠病毒本身發生重大變化，而是
民眾的行為在改變。

相比增強自我防範意識的老年人，經歷了
數月的“居家令”之後，較少出現重症症狀的
年輕人更願意冒險外出聚會。

佛羅里達州是美國最早重啟經濟的地區之
一。自開放後，當地海灘經常人滿為患，酒吧
等聚會場所也成為疫情傳播熱點地。

近日，中佛羅里達大學附近一家熱門酒吧
報告 13 名員工、28 名顧客感染，州政府已宣
布關閉該酒吧。

美國疾控中心主任雷德菲爾德（Robert
Redfield）指出，近期美國新增確診增加部分
原因正是因為更多年輕人感染。

由於大部分為無症狀患者，這些年輕患者
在感染初期並未被檢測出來。疾控中心估算，
目前報告一例確診時，實際上已造成另外10人
感染。

雖然確診的年輕人增多，但老年人依然是
需住院接受治療的主要群體。

截至上週的數據顯示，美國的新冠患者住
院率是每10萬人中98.4人。 65歲以上老年人
住院率最高，為每10萬人中297.6人；其次為
50歲到64歲患者，每10萬人中148.6人。

由於大部分年輕患者不需住院治療，副總
統彭斯甚至將越來越多年輕人確診稱為“好消
息”。

但紐約西奈山伊坎醫學院微生物學教授克
萊默（Florian Krammer）以伊朗的情況舉例，
在Twitter髮長文警告，更多年輕人確診可能會
導致死亡率上升。

克萊默指出，伊朗的第二波疫情從 5 月 1
日左右開始，同期的死亡人數並未上漲，當時
的解釋是由於更多年輕人感染，反而有助於降
低死亡率。

但從5月25日起，伊朗的死亡人數開始上
漲，比新增確診上漲推遲了三到四周。

克萊默認為，推遲的原因一方面是因為病
情發展為致命需要時間，第二個原因則可能與
更多年輕人感染有關。雖然大部分年輕人為輕
症，但其攜帶的病毒傳染給了老年群體，造成
老年患者的死亡。

除了美國，歐洲也開始擔心年輕人聚會所
引發的聚集性感染。

本週四，世衛組織警告，已有30多個歐洲
國家在過去兩週出現新增確診上漲。上週，歐
洲時隔數月後，第一次出現單週確診病例上漲
的情況。

其中，原本在疫情初期控制良好的葡萄牙
已成為每10萬人新增病例比例最高的歐洲國家
，首都所在的大里斯本區重新加強限制性措施
。社區感染和聚會傳播成為確診上漲的主要原
因。

本月初，南部阿爾加維區的一個百人生日
聚會造成76人感染；數天后，該國西南部的一
處露營營地報告了至少20例確診。

在英國，大曼徹斯特郡的兩場非法派對吸
引了6000多人參加，警方試圖取締時遭到了暴
力反抗。再度出現新增確診上漲的西班牙也面
臨類似的情況，為紀念聖約翰日，梅諾卡島上
數百人自發集會舉行紀念活動。

西班牙衛生緊急協調中心主任西蒙（Fer-
nando Simón）已經警告，一場小型的聚會所造
成的病毒傳播可能引起一次新的全國性暴發。

中國古代三國時期魏國政治家司馬懿臨終
前曾留下名言:"得民心者得天下；得君子心者
得諸侯；得諸侯心者得士大夫。" 這句充滿智
慧的話,說明做領袖和上司者必須得到民眾下屬
真心擁戴才可政通人和, 萬事諸順。

川普總統顯然不符司馬懿的為政之道，在
他任期即將結束前，我們看到他自負自大,目中
無人,而且眾叛親離, 處處樹敵,窘態百出。上個
月當黑人佛洛伊德被白人警察霸凌致死後,芝加
哥群眾舉行示威,結果川普出言不遜, 主張對民
眾開槍,激怒了芝加哥女市長萊特富特, 結果女
市長火力全開，她甚至用粗俗的英語兩字經痛
罵川普，萊特富特指責川普想製造兩極矛盾，
煽動種族主義以破壞當政府與市民和諧。

當時伊州州長普利茨克曾為女市長拔刀相
助,普利茨克說:”我從宣佈競選州長時就說過,
這位總統是種族主義者, 他厭惡女性、仇視同
性戀、排除異己”。州長的評論很到位，因為
芝加哥市長完全符合川普的三條件，難怪他老
是盯著萊特富特不放。

昨天川普又再次痛批女市長，他批判芝加
哥發生的槍支暴力事件比阿富汗,洪都拉斯，瓜
地馬拉還差, 生活在芝加哥,如同生活在地獄,川
普拿出一份統計資料顯示，自 2001 年 10 月以
來，在芝加哥喪生的美國人比在阿富汗和伊拉
克兩個戰區喪生的美國人還要多，暴力傷害了
非洲裔美國年輕人，他更猛烈抨擊萊特富特市
長與普利茲克州長兩人把自己的政治利益置於
居民生活之上。

川普在說這句話時，也不先檢討一下自己
, 在各州疫情尚未平息之前, 他竟舉行選舉萬人
造勢大會, 那才是真正的把自己的政治利益凌
駕於國家利益之上,前國家安全顧問博爾頓的新
書已舉出相當多實例, 當然市長這次不但重砲
回擊川普，她也拿出川普在芝加哥開創的旅館
在網站稱讚芝加哥美好的屏幕截圖反諷川普:”
你到底在說什麼?”

當這位女市長從反對川普的言論變成對罵
，再變成揶揄嘲弄後,顯然川普在她的心中已經
是一文不值了！

【李著華觀點 :芝加哥黑人女市長霸氣回擊川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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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內政部：
申根簽證過期者可在德停留至9月30日

綜合報導 德國聯邦內政部發言人應詢回應記者有關提問時稱，德

國內政部公布了壹份於當日生效的法令，持即將過期申根簽證、且無法

於6月30日前離開德國的人士可在德國繼續停留至9月30日，無需申請

延簽。

針對持申根簽證外國公民因新冠疫情在德國滯留問題，中新社記者

日前向德國聯邦內政部詢問其延簽政策。德國聯邦內政部發言人克裏斯

蒂娜· 文特(Dr. Christina Wendt)答復記者提問表示，德國聯邦內政部已於

當天公布了壹項法令，當中規定，持即將過期的申根簽證的人士6月30

日後可免於申請其它居留證明即可在德國停留至9月30日。

克裏斯蒂娜· 文特表示，上述法令從公布之日(19日)起生效。出臺這

壹法令的目的是為了照顧到那些持即將過期的申根簽證在德國停留的人

士。由於當前國際旅行受到廣泛影響，這部分人士往往無法在6月30日

前從德國出境並返回其祖國。她表示，最新法令避免了造成上述人士在

德“非法居留”的局面。

19日，中國駐德國大使館亦通過其微信公眾號轉發了這壹法令全文

。據中國駐德國大使館解釋，根據該法令，凡今年3月17日持有效申根

簽證在德居留，或者3月17日之後至本規定生效之日，持有效申根簽證

進入德國境內的外國公民，可以持過期申根簽證停留至2020年9月30日

。離境時，只須出示本人有效護照和過期申根簽證即可，無需出具額外

證明。駐德使館同時建議，為方便起見，建議將此法令打印攜帶備查。

中國駐德國大使館特別提醒，上述法令不適用於持有德國國別簽證

者(D簽)。D簽持有人需在簽證到期前向當地外管局申請延簽。自延簽申

請提出到外管局作出延簽與否決定前，這期間的簽證或居留仍有效。駐

德使館提醒，為避免在出境時遇到不必要的麻煩或給自己留下不良記錄

，請及時向所在地外管局提出延簽。

巴西單日新增新冠肺炎確診病例2.1萬例
累計確診超110萬例

綜合報導 巴西衛生部公布的數據顯示，過去24小時巴西新增新冠

肺炎確診病例21432例，累計確診1106470例；新增死亡病例654例，累

計死亡51271例；累計治愈571649例。

截至目前，疫情最嚴重的聖保羅州共有確診病例221973例，死亡增

至12634例，兩項均居巴西全國首位。其次是裏約熱內盧州，確診和死

亡病例分別達到97572例和8933例。塞阿拉州確診94158例、死亡5604

例，位居第三。此外，帕拉州、伯南布哥州和亞馬孫州的死亡病例也分

別達到4605例、4252例和2671例。首都巴西利亞所在的聯邦區累計死亡

449例。

巴西主流媒體《環球報》報道稱，巴西原本可以借鑒其他國家抗疫

經驗教訓，避免或減緩本國疫情蔓延，卻造成目前確診人數突破百萬、

病亡人數逾五萬的困難局面，其原因主要是：壹是巴西未能及時封鎖邊

境；二是巴西未能開展大面積測試，無法及時了解疫情走向；三是巴西

聯邦、州、市各級政府在抗疫政策上觀點迥異，相互掣肘，未能嚴格執

行居家隔離措施；四是巴西長期以來對科研和醫療設施投入不足，導致

疫情發生後只能依賴外國進口醫療物資。

專家認為，隨著聖保羅、裏約熱內盧等大城市逐步解除社會隔離措

施和重啟經濟活動，南部各州迎來冬季降溫，巴西可能第壹波疫情尚未

結束，就迎來第二波沖擊，走勢不容樂觀。

巴黎迪士尼7月15日擬重開
園內將設2000個消毒點

綜合報導 欧洲迪士尼公司宣布，在因新

冠疫情临时停业约4个月后，法国巴黎迪士

尼乐园将于 7月 15 日开始逐步开放。该公

司表示，将在营业前对园区内设施进行彻

底清洁，并将在园区内设置 2000 多个消毒

和洗手站。

报道称，该公司将根据法国政府和当地

卫生官员的指导，限制园内人数、要求游客

保持社交疏离，并增加消毒清洁设施。

迪士尼公司要求，所有11岁以上的客人

都必须佩戴口罩。园内演职人员将接受新的

健康和安全培训，游客仍可以和园区内的迪

士尼、皮克斯和漫威等公司的人偶拍照，但

包括拥抱在内的亲密互动，暂时被禁止。

在重新开放之前，巴黎迪士尼乐园将对所有

设施和景点进行彻底清洁。公司还将在园区内提

供2000多个消毒点和洗手站，大多分布在景点、

商店和餐厅的入口和出口附近。

迪士尼乐园内的游行和焰火表演暂时不

会举行。

3月中旬，因新冠疫情影响，巴黎迪士尼

乐园暂时关闭。随着各国放松防疫限制措施

，香港迪士尼、东京迪士尼、加州迪士尼已

经或即将重开。

希臘4月旅遊業收入驟降
2020年總損失或達100億歐元
綜合報導 希臘銀行日前發布的數據

顯示，由於實施了遏制新冠病毒擴散的

旅行限制措施和商業活動限制，希臘4

月的旅遊收入幾乎歸零。據安永會計師

事務所估計，希臘2020年旅遊業的損失

或將達到近100億歐元。

報道稱，希臘銀行22日發布的數據

顯示，4月份希臘的旅遊收入僅為700萬

歐元，而2019年同期為5.44億歐元，收

入減少的降幅達到了98.7%。

希臘銀行在壹份聲明中說：“入境

遊客同比下降了96.2%，這是導致旅遊業

收入驟降的主要原因。”

據報道，希臘旅遊業收入約占該國

國內生產總值的20%，希臘經濟在很大

程度上依賴於旅遊業。

為防控新冠疫情，希臘3月下旬開

始實施封鎖措施。近來，隨著疫情逐步

好轉，希臘政府決定向外國旅遊者逐步

開放該國旅遊市場，希望能在夏季旅遊

季期間，臨時彌補因封鎖措施造成的部

分損失。

從 6月 15 日起，

雅典國際機場和塞薩

洛尼基國際機場已經

允許國際航班起降，

而 7 月 1 日，希臘將

迎來更多地區往來的

國際航班。本月早些

時 候 ， 全 年 營 業 的

酒 店 已 可 以 重 新 營

業 ， 但 由 於 沒 有 足

夠 的 預 訂 量 ， 不 少

酒店為節約成本選擇

繼續關門。

希 臘 銀 行 稱 ，

2020年1至4月，該國

的旅遊收入同比下降

51.4%，入境遊客人數下降36%。4月份

共有3.8萬人入境希臘，比2019年同期下

降96.2%。

根據安永會計師事務所的壹份報

告，即使接下來疫情的控制朝著最好

的方向發展，預計 2020 年旅遊業的損

失也將達到近 100 億歐元。安永估計

，即使希臘將旅遊旺季延長至 9 月份

仍不足以彌補這些損失，但該國在遏

制疫情方面的表現，可能使其在 2020

年萎縮的旅遊市場中比其他國家更能

吸引遊客。

英國“脫歐”公投滿四年
德國或成多領域“贏家”

綜合報導 記者在采訪中註意到，

盡管英國尚未完成退出歐盟的程序，

但作為歐盟最大經濟體的德國多個領

域和行業已在這壹進程中顯著受益。

其中，德國承接的英國投資項目顯著

增加、法蘭克福作為歐洲大陸金融中

心的地位進壹步穩固、德交所在歐元

計價的衍生品交易中所占份額亦有上

升。

德國聯邦外貿與投資署最新公布的

2019年外國企業在德國投資報告顯示，

英國去年在德投資項目為185個，僅次

於美國的302個。

“來自英國的項目明顯增加，這主

要與‘脫歐’相關。”德國聯邦外貿與

投資署總經理羅伯特· 赫爾曼對記者說。

該署駐倫敦代表處負責人羅伯特· 沙伊德

表示，自2016年以來，英國企業向該署

發出的問詢顯著上升。

“起初這些企業聯系我們只為了了解

德國的營商環境和法律框架。現在越來

越多的問詢涉及具體投資項目。”羅伯

特· 沙伊德表示，2019年來自英國的投資

項目規模顯著上升，特別是在制造業投

資項目數方面，“這表明投資者對在德

國經營作了長期打算”。

根 據 法 蘭 克 福 金 融 合 作 協 會

(Frankfurt Main Finance) 的觀點，在這

場進行得並不算順利的“脫歐馬拉

松”中，法蘭克福已成為最大的贏

家之壹。

該協會提供的數據顯示，約60家金

融機構已向德國監管機構遞交其在法蘭

克福建立或擴大業務的申請，其中30家

更是將其歐洲總部確定在法蘭克福，當

中包括美國大部分大型銀行、日本五大

銀行中的四家、英國四大銀行中的兩家

。英國“脫歐”已為法蘭克福創造了幾

千個新的工作崗位。德意誌交易所也是

受益者之壹。目前，德交所在歐元計價

的衍生品交易中所占的市場份額已上升

至18%。

根據英國智庫機構Z/Yen發布的全

球金融中心指數，英國舉行“脫歐”公

投時，法蘭克福排名全球金融中心第18

位。到今年3月，其排名已上升至第13

位。

法蘭克福副市長兼司庫烏韋· 貝克爾

表示，2018至2019年間，為“脫歐”做

準備的各大銀行向法蘭克福投資了十億

多歐元。目前在法蘭克福市排名前100

的納稅機構中，有八分之壹是外國的信

貸機構。

2017年，法蘭克福曾參與角逐歐洲

銀行業管理局從倫敦遷出後的選址地，

但最終惜敗於巴黎。

在法蘭克福金融合作協會董事總

經理胡貝圖斯· 韋思(Hubertus Vaeth)看

來，這固然是壹樁憾事，但法蘭克

福金融中心的表現已經超越了人們

的預期：“當地 2019 年已產生 1500

個新的工作崗位。在英國完成‘脫

歐’後，還將湧現約 2000 個新的工

作崗位，每壹個新的工作崗位又可

以再衍生出 8 個相關聯的工作崗位

——當然，由於疫情原因，這壹過程

有可能被推遲。”

“當年英國公投時，我們曾預測法

蘭克福將因此獲得壹萬個工作崗位，今

天我們認為這壹潛力依舊存在。”胡貝

圖斯· 韋思向記者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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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CPI連續兩個月負增長 日媒：全球警惕通縮風險
綜合報導 日媒稱，鑒於新冠疫情蔓延，全球

越來越擔心商品和服務價格持續下滑，出現通貨

緊縮。因為原油價格暴跌，就業和個人收入減少

，物價很難上升。各國打算依靠財政和金融政策

來支撐經濟，但尚不清楚這是否會有助於物價上

升。

據報道，日本總務省19日發布的數據顯示，

剔除價格變化幅度較大的生鮮食品，5月日本全國

消費物價指數（CPI）為101.6（2015年時為100）

，繼4月以來繼續同比下降0.2%。這是CPI在2016

年3月至12月連續10個月下滑以來，再次出現連

續2個月負增長。

受原油價格下跌影響，日本汽油價格下降

16.4%。這是自2016年3月以來，時隔4年零2個

月出現大幅下滑。煤油價格、電費、城市煤氣費

降幅分別為16.5%、2.0%和3.3%。

報道稱，歐美國家也存在通貨緊縮憂慮。美

國今年年初的CPI同比上漲2%以上，但5月僅同

比上漲0.1%，也是連續3個月比上月下降。

5月美國能源價格同比下降18.9%，服裝類產

品價格同比下降7.9%。但是，食品價格上漲4.0%

。可見人們減少了可有可無的開支，把錢花到了

生活必需品上。

據歐盟統計部門稱，德法等歐元區國家5月

CPI同比僅上漲0.1%。19個成員國中，12個國家

出現了負增長。歐洲央行預測，歐元區今年的CPI

將比去年上漲0.3%，大幅低於去年為1.2%的上漲

率。

報道稱，現在致使主要國家和地區物價下滑

的最大原因是油價下跌。因為新冠疫情蔓延，企

業活動陷入停滯，原油需求隨之減少。

今年3月代表歐佩克的沙特阿拉伯在石油減

產磋商中與俄羅斯談崩，雙方都表示將增產，因

此原油價格進壹步下跌。其後，主要產油國雖然

同意減產，但油價持續低迷。

就業和收入情況惡化也壓低了物價。因為人

們更加不願意購物。

報道稱，各國政府決定采取大規模財政措施

，中央銀行也進壹步實施貨幣寬松政策。但是，

在不知疫情何時平息的情況下，如果企業對於增

加崗位和提高薪資采取更加消極的態度，恐怕消

費難以回升，物價將長期低位徘徊。

綜合報導 韓國檢方以涉嫌組織及加入犯

罪團體為由，對“博士房”主犯趙主彬等8名

共犯進行了追加起訴。

首爾中央地方檢察廳數字性犯罪特別調查

小組表示，以組織、加入或參與犯罪團體的罪

名，對趙主彬等8人進行了追加起訴。

韓媒不久前曝光系列網絡性犯罪事件，統

稱“N號房”案。有人在即時通訊軟件上開設

加密聊天室內，上傳分享非法拍攝的性剝削視

頻和照片，只有付費成為會員才能觀看。該平

臺可設置私密聊天、閱後定時刪除信息等，支

持虛擬貨幣交易。

“N號房”由多人運營，其中最引發關註

的是昵稱為“博士”，實名為趙主彬的人。趙

主彬從2019年起，在“博士房”上傳大量涉嫌

性犯罪照片，並勒索受害人。2020年3月25日

，趙主彬被移送檢方審查起訴。韓國檢方4月

13日以涉嫌14項罪名為由，對趙主彬進行拘留

起訴。

檢方表示，“博士房”38名成員構成的犯

罪團體，以74名青少年及成人受害者為對象，

制作並散布了大量性剝削產品。

除了被起訴的8人之外，檢方還計劃對其余

30名“博士房”成員進行追加調查。對傳播、擴

散性剝削信息的即時通訊軟件公司Telegram計劃

通過刑事、司法互助等方式進行調查。

另壹方面，警方決定公開與“N號房”創

建人文亨旭壹起威脅受害人的共犯安勝鎮(音

譯)的姓名、年齡、長相等身份信息。

6月15日，慶北地方警察廳以涉嫌違反兒

童青少年性保護相關法律等，對安勝鎮進行了

拘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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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韓國政府此前要求取消

日本軍艦島作為“明治時代的工業革命

遺產”而登錄世界遺產的稱號。日本內

閣官房長官菅義偉22日在記者會上對此

回應稱，這不是日本該來應對的問題。

據報道，菅義偉在記者會說：“我

們壹直真誠接受並誠實履行世界遺產委

員會此前的決議和勸告，並將據此繼續

做好適當應對。”對於韓國政府此前聲

稱的要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送信函要

求取消，菅義偉表示目前也沒有收到相

關通知。

2015年，軍艦島作為日本“明治工

業革命遺產”的壹部分，被列入世界遺

產名錄。當時世界遺產委員提出了壹個

條件，即日本必須要“完整講述相關歷

史”，日方也做出了承諾。

軍艦島原名“端島”，位於日本長

崎縣，是周邊海域505個無人島之壹，

建於幕末至明治時期，屬於明治工業革

命遺址。據傳在二戰末期，該島曾被美

軍誤認為壹艘軍艦而得名。島上最著名

的景觀是廢棄的混凝土建築，這也是日

本最早的鋼筋混凝土高層建築。

軍艦島最初只是面積很小的淺灘和

礁石，面積僅為現在大小的三分之壹；

三菱公司在1931年左右經過6次填海造地並建造了防

波堤後，主要在此地進行海底挖煤作業。在煤礦工業

鼎盛時期，該島人數最多曾達到5200多人；除日本人

外，其中包括二戰時期被強行帶到這裏的中韓勞工。

2017年，美國紐約時報廣場展出了名為《軍艦島的真

相》的壹段視頻，揭露了二戰時期，日本在軍艦島上

強征、虐待中國、韓國及朝鮮勞工，造成許多勞工死

傷的黑暗歷史。視頻制作者稱，軍艦島其實是“地獄

島”。該島於2015年被登錄世界遺產。

韓國政府稱，將向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發送信函，

要求將日本軍艦島從世界遺產中除名。韓方認為，日

本15日在東京進行的介紹工業革命遺址的展示，徹底

歪曲了歷史事實，沒有將日本強征勞工的事實公之於

眾，韓國批評日本沒有履約。15日，韓國外務省召見

日本駐韓大使，強烈抗議日本展出歪曲強征韓國勞工

歷史的展覽內容。

韓媒：韓檢方對“博士房”
8名共犯進行追加起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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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法典知多D
之物權

解 讀 專 家

侯 國 躍侯 國 躍
西南政法大學民商法學院教授

《民法典》將居住權規
定為“用益物權”，“居
住”優於買賣的商業價值受
法律保護。居住權設立後，
會影響所有權人對房屋的佔
用、使用收益，故設置房屋
居住權會在一定程度上影響
房屋的商業價值。

對於設置居住權的房屋，
究竟是在不動產登記證上予以
呈現，還是僅能通過登記部門
的查詢獲知？目前中國未出台
明確政策。侯國躍提醒置業者
“多個心眼”，他認為房屋居

住權或許不會在房產證上有直
接體現。

此案例中，購買人小A
即使獲得不動產權屬證書，
取得所有權，也無法改變居
住權已經存在的事實，其所
有權必然承受居住權“負
擔”。不過，小A可考慮起
訴房屋出售人小B簽訂合同時
存在故意隱瞞行為，構成法
律上的欺詐，從而進一步依
據《民法典》之規定要求撤
銷該房屋買賣合同，並追究
其締約過失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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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權的設立

《民法典》第366條至369條：

◆居住權人有權按照合同約
定，對他人的住宅享有佔
有、使用的用益物權，以滿
足生活居住的需要。

◆設立居住權，當事人應當採
用書面形式訂立居住權合
同，並向登記機構申請居
住權登記。居住權自登記
時設立。

◆居住權不得轉讓、繼
承。設立居住權的住宅不
得出租，但是當事人另有約
定的除外。

居住權的消滅

《民法典》第370條：

◆居住權期間屆滿或者居住權
人死亡的，居住權消滅。居
住權消滅的，應當及時辦
理註銷登記。

法律索引

居住權起源於羅
馬法，是將房屋所有權

和居住權分離的房屋權能分離方
式——即在他人的住房所有權之上設
立的用益物權。法國、比利時、瑞士
等大陸法系國家民法典中已有規定，
主要功能在於解決寡居婦女、孤寡老
人等弱勢群體的住房困難問題。

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主任沈春
耀此前表示：規定居住權，是根據中
共十九大報告裏“加快建立多主體供

給、多渠道保障、租購並舉的住房制
度”的要求作出的安排。

居住權在中國屬於全新概念，完
善補充尚需更多的司法解釋與法律實
踐：譬如新設居住權的房屋，其入學
權益、落戶權益歸誰所有；若開
徵房產稅，究竟是居住權人繳
納還是所有權人繳納；如
何在司法途徑中規避
部分老賴借居住權
逃避債務等。

根據政策規定，房屋所有權、土地使用權合二為一，購
房者對房屋本身享有所有權，對房屋之下的土地擁有40年、
50年或70年不等的使用權。在實施了13年之久的《物權法》
裏，明文“住宅土地使用權到期後，自動續期”。《民法
典》則進一步規範：續期費用的繳納或減免，依照法律、行
政法規的規定。這可解讀為：確定了“自動續期”並不免
費，但只做了原則規定，而卻未出台細則。

“自動續期”入民法典
2009年，山東青島出現了全國首例住宅用地到期的

情況，到了2016年4月，浙江溫州的一批土地使用證期只
有20年的房產引發關注。近年來民間不斷對此討論，
2017年，李克強總理在面對中外媒體時，重申“恒產者恒
心，房屋產權可續期”。此次“自動續期”入民法典，符
合社會各界期待。

但截至目前，國家層面尚未出台關於出讓土地續期的
實施細則和收費標準。對於未落地的另一隻靴子，侯國躍
教授在接受香港文匯報記者採訪時表示，房屋續期費用並
非純粹法律問題，需要更高層面的國家智慧和更加深入的
調研思索，相信未來會逐漸出台響應政策措施。

中國物權設新規 保障弱勢社群住有所居

買樓行多步
查核居住權

《民法典》第二編“物權”自《物權法》演進而來，其中引入居住權受到關注。西南政法

大學民商法學院教授、博士生導師侯國躍在接受香港文匯報專訪時指出，在民法典中首設居住

權，一為應對老齡化社會的趨勢；二為提高房屋的使用率，貫徹“物盡其用”的立法宗旨。未

來在中國內地進行房產交易更為複雜，購買二手房除了需要查詢房屋權屬、是否有司法查封

等，還應在房屋產權中心查詢核實房屋是否登記居住權。 ■香港文匯報記者孟冰重慶報道

房屋續期不免費 繳納比例待定音 �(
6�

居住權設立 外國有先例

房
子
到
手
無
法
入
住

1案例
假設2021年小A於中國購買一套二手房，在查

驗對方房產證後，依約繳納了定金，但隨後在產權登
記過戶時卻被告知：原業主小B在售賣房屋前，曾與

他人訂立“居住權”合同且在主管部門登記。小A後悔沒能進
行詳細的產權調查，現在購買房屋後，卻無法入住。

解 讀

居住權具有物權性法律地
位，可以對抗房屋的所有權人以
及其他任何人。中國傳統多由父
母為子女購置或建造房產，此時
將所有權登記在子女名下，同時
為父或母設置居住權，能夠避免
一人去世後，另一人“無房可
住”的悲慘情況；尤其是對於再
婚家庭，逝者的配偶與逝者的子
女之間不具有血緣關係或養父母
子女關係時，房產爭奪的官司不
勝枚舉，而居住權的預先設置則
可確保逝者的配偶之生活居住需
要得以保障。

《民法典》設置“居住

權”，是基於離婚婦女、老年
人、保姆等弱勢群體需要安身
之處的社會現實，根本目的是
實現“住有所居”。此外，居
住權人對於房屋具有更強的支
配力，可以根據生活需要對房
屋進行多樣化利用或者靈活的
裝飾，也無需受制於租賃最長
20年的限制，故而，從這個意
義上講，居住權比房屋租賃債
權更具優勢。

未來，“居住權”的場
景可能會覆蓋更多領域，譬
如婚姻財產約定、公租房、
以房養老等。

確
保
遺
屬
老
有
所
養

2案例
假設小B的父親因病逝世前，為防止子女之間爭奪

遺產，留下遺囑：將其名下的房屋留給大兒子小B繼承，
但同時為老伴設置了居住權。這樣一來，小B的兄弟姐妹

都沒有繼承房屋的權利；此外，無論小B如何抵押、交易該房
產，誰都不能將作為居住權人的老伴驅逐，直至居住權人壽終。

解 讀

■《民法典》
設置“居住
權”，根本目
的是實現離
婚婦女、老
年人、保姆
等弱勢群體
住有所居。
圖為居家上門
服務員為獨居
老人添衣。

資料圖片
■ 未來買家應到房屋產權中心查詢核實房屋是否登記居住
權。圖為不動產登記中心工作人員為市民辦理業務。資料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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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郭家好

美國參議院通過所

謂《香港自治法》，要

求美國行政當局對“違

反《中英聯合聲明》”

和基本法的香港個人及公司，以及支持港區國

安法的人實施“金融制裁”。香港政界人士

26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批評，美方行為

是赤裸裸地干預香港事務及中國內政，並質疑

有關人等是因為作賊心虛才會害怕港區國安

法。他們強調，中央立法的決心絕對不會因為

美國的各種行為而改變，而有關法例對香港不

構成實質影響，只會損害美國的自身利益。

自治法赤裸干港 僅損美利益
政界質疑作賊心虛怕港區國安法 強調中央立法決心絕不變

港府批法案無事實根據嚴重誤導

批販運人口報告草率偏頗 政府堅拒接受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美國國務

院最新發表的《2020年美國販運人口報告》，
將香港降級為“第二級觀察名單”，與巴基斯
坦一樣，即未制定全面將人口販運視為犯罪的
法律、值得特別審視的國家或地區。香港特區
政府發言人26日批評，有關報告所提述的是由
不具名者或團體所作出的指控，其結論基礎薄
弱，是明顯基於嚴重偏見及欠缺實據支持。特
區政府堅拒接受以此等草率及偏頗方式達至的
結論和評級。
香港特區政府發言人26日表示，香港一直

以積極主動和多管齊下的方式，全方位打擊販
運人口活動。警務處、入境事務處、香港海關

和勞工處去年共進行超過7,500次販運人口受
害人初步識別審核，“各部門在識別審核時所
用的問題與關注團體所提出的問題大同小異，
並以《巴勒莫議定書》內對“販運人口”的定
義作為標準。即使在如此積極和緊密的審核工
作下，只有三人被識別為受害人（即佔所有審
核的0.04%）。”

中轉站說法憑空指控不負責任
發言人說，只有極少數目和比例的人被

識別為受害人，印證了販運人口從來不是普遍
存在的問題，亦從來沒有任何跡象顯示犯罪集
團以香港作為販運人口的目的地或中轉站，

“反對這個說法卻又未能提出任何實質證據，
令報告只淪為憑空的指控，實在是不負責任之
舉。憑藉如此正面的結果去攻擊香港在打擊販
運人口方面有所不足是極度不公平和不合邏
輯。”
發言人最後強調，香港絕不姑息販運人口

這等非常嚴重的罪行。香港有行之有效的法律
架構，有超過50條針對各種販運人口行為的法
律條文，提供一套全面的保障，與其他設有單
一販運人口法例的司法管轄區相比並無不足，
其中部分罪行最高可判處終身監禁。特區政府
會繼續與民間團體建立具建設性的夥伴關係，
一同攜手全方位打擊販運人口。

香港文匯報訊 香港特區政府26日針對美國
國會參議院通過《香港自治法案》發表聲明，敦
促美國國會立即停止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內部
事務，並批評該法案內容毫無事實根據，有嚴重
誤導性，而所謂的“制裁”完全不能接受的，只
會損害港美之間的關係和共同利益。

堅定不移落實“一國兩制”
特區政府發言人在聲明中明確指出，

《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和《中華人民共和
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共同構成香港特
別行政區的憲制基礎。根據基本法第一條，
香港特別行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不可分離
的部分。基本法第十二條訂明，香港特別行
政區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個享有高度自治
權的地方行政區域，直轄於中央人民政府。

“如何在香港特別行政區落實‘一國兩
制’原則，完全是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內部事
務，任何其他國家或國會都無權直接或間接干
預該等內部事務。”他說，自回歸以來，香港

特別行政區一直嚴格按照基本法的規定實行
“港人治港”、高度自治，“一國兩制”原則
得到全面和成功落實。特區政府會繼續堅定不
移地按照基本法落實“一國兩制”方針。
發言人狠批，美國有關法案中提及國會對

香港事務作出的評論，許多具有嚴重誤導性，
更毫無事實根據。

律政司履憲制責任無畏無懼
有關檢控參與非法示威活動者，特區政府

發言人重申：“香港擁有穩健公平的刑事司法
制度。基本法第六十三條訂明：‘香港特別行
政區律政司主管刑事檢察工作，不受任何干
涉。’律政司的檢控人員一直獨立並專業地履
行這個憲制責任，無畏無懼。檢控決定基於可
接納和可靠的證據和適用法律進行客觀分析，
並嚴格按照公開的《檢控守則》而作出，案件
不會因涉案人士的政治理念、訴求或背景而在
處理上有所不同。”
發言人強調，“在《基本法》下，香港巿

民享有廣泛的權利和自由。基本法第四條訂
明，香港特別行政區依法保障香港特別行政區
居民和其他人的權利和自由。除了基本法外，
人權和自由在香港也受到《香港人權法案條
例》及其他法律的充分保障，並在獨立的司法
制度下更形鞏固。”
對國務院港澳事務辦公室和香港中聯辦在

香港特區中的角色，發言人指出，國務院港澳
辦和香港中聯辦代表中央政府，“而根據基本
法第十二條，香港特別行政區是直轄於中央人
民政府。兩個辦公室有權力和責任確保香港特
別行政區正確及貫徹落實基本法和‘一國兩
制’，不存在它們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根據
《基本法》自行管理的事務。”
發言人最後重申，外國議會不應以任何

形式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內部事務，而法
案的所謂“制裁”，對香港的金融機構不具
法律效力。“我們促請美方以負責任的態度
行事，避免採取可能會影響金融機構正常運
作及眾多客戶的舉動。”

美國參議院6月25日以不具名投票形式，一致同意通
過由約霍與美國民主黨眾議員謝爾曼（Brad Sher-

man）制訂的所謂《香港自治法》，要求美國行政當局
對“違反《中英聯合聲明》”和基本法的香港個人及公
司，以及支持港區國安法的人實施“金融制裁”。

法案並授權美國總統透過凍結資產及拒發簽證等措施
作出制裁，至於與制裁對象往來的外國金融機構，則可以
禁止美國的銀行向這些機構提供貸款。

顏寶鈴：美政客此地無銀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顏寶鈴強調，中央制定港區國安法

是為了切實防範、制止和懲治任何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
權、恐怖活動，以及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的危害國家安全
的犯罪行為，美國政客近期的舉動，令人質疑是在作賊心
虛、此地無銀。

“眾人皆知，美國利用香港作為反華基地，大搞‘港
獨’，企圖分裂中國，但香港總商會及不少大型機構都曾
經表明只有制定港區國安法，香港的安全及財產才能得到
保障。”她批評美國若非想分裂中國，本應就“平生不做
虧心事，半夜敲門心不驚”，根本毋須推出眾多所謂的法
案制裁中國及香港。
顏寶鈴並強調，中央立法的決心是絕對不會因為美

國的各種行為而改變，因為該法對香港保持長遠穩定及
持續發展皆有正面影響。

李引泉：損港人利益可恥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李引泉表示，香港事務是中國的

內政，與美國無關，並批評美國故意以《香港自治法》
製造麻煩，企圖打擊中國及損害香港市民的利益，行為
可恥。
他認為，《香港自治法》從根本上就不會對香港構

成任何實質影響，亦不會動搖到中央為港區國安法立法
的決心，因為只有立法後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才會
更加牢固，令未來道路發展得更好。

蔡毅：無理違國際公約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蔡毅批評，美方行為是赤裸裸地

干預中國及香港內政，違反國際公約。所謂《香港自治
法》是在道德上不佔理的法案，相信如果屆時美國眾議
院通過法案及被特朗普簽署後，中央會有相應的反制措
施。
他續說，雖然法案會對港人心理上造成影響，但對

香港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不會有實質影響，並強調是次
事件證明中央立港區國安法的必要性，以保護香港市
民、投資及營商環境的安全。

周浩鼎：美雙標自打嘴巴
香港民建聯立法會議員周浩鼎亦狠批美國干預香港

事務及中國內政，“已經係打橫嚟。”他直言，美國總
統特朗普早前應對當地暴亂時，曾表明要維護民眾安全
及維持秩序，現在所謂的《香港自治法》完全是雙重標
準、自打嘴巴：“如果用同一標準，中央制定港區國安
法是為了防止黑暴再傷害香港市民，維護整體國家安
全，為何美國要干預香港？”

他並留意到，美國的有關法案想再進一步制裁一些
商業機構或人士，但美國與香港之間有很多營商合作，
美方此舉最終只會損害美國的經濟利益。

多批香港市民26日到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外示威，表達對美國干
預中國和香港內政的不滿，要求對方立刻停止，並強調港人普遍支持
港區國安立法，以止暴制亂，重拾香港的安定繁榮。

市 民 美 領 館 示 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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