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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美國大選及各地區之國會議員選舉活動已
經如火如荼的展開，美南新聞當然不可缺席， 我
們從即日起在大休斯敦、福遍及哈裏斯郡將以電視
新媒體及快報方式，發佈及報道選舉新聞，以便讓
所有選民能加入選舉行列。

過去數十年來，美南新聞集團在全美各地秉持
服務社區，走進社區之理念，我們對於各個族裔參
政高度支持，每當選舉時期到來，我們的採訪團隊
都大力報導有關選情。

今年是特別重要之一年，我們面臨總統及國會
之改選，尤其面對新冠病毒及經濟衰退之巨大挑戰

，我們國家正走在未來前途之十字路口。
我們非常高興大休斯敦地區之首期選舉戰報公

開發行，我們將用英文、中文、越文、西班牙文等
四種文字為社區提供各候選人之政見，並將透過美
南電視新媒體全面展開文宣活動。

選舉投票是我們的權利，也更是我們國民應盡
的義務，你手中的選票決定國家和個人之前途。

今天我們結集了最優秀的團隊，包括各種語文
人才、美術設計，希望得到大家之支持和鼓勵，來
打拼這場重要之選戰。

首期選舉戰報公開發行 政治列車正式上路
美南報業電視集團發行人美南報業電視集團發行人李蔚華李蔚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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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美國大選及
各地區之國會議員選舉
活動已經如火如荼的展
開，美南新聞當然不可
缺席， 我們從即日起
在大休斯敦、福遍及哈
裏斯郡將以電視新媒體
及快報方式，發佈及報
道選舉新聞 ，以便讓
所有選民能加入選舉行
列。

過去數十年來，美
南新聞集團在全美各地
秉持服務社區，走進社
區之理念，我們對于各
個族裔參政高度支持，
每當選舉時期到來，我
們的採訪團隊都大力報導有關選情。

今年是特別重要之一年，我們面臨總統及
國會之改選，尤其面對新冠病毒及經濟衰退之
巨大挑戰，我們國家正走在未來前途之十字路
口。

我們非常高興大休斯敦地區之首期選舉戰
報公開發行，我們將用英文、中文、越文、西
班牙文等四種文字爲社區提供各候選人之政見

，並將透過美南電視新媒體全面展開文宣活動
。

選舉投票是我們的權利，也更是我們國民
應盡的義務，你手中的選票決定國家和個人之
前途。

今天我們結集了最優秀的團隊，包括各種
語文人才、美術設計，希望得到大家之支持和
鼓勵，來打拼這場重要之選戰。

美國新冠疫情日記美國新冠疫情日記66//3030//20202020

The 2020 election has already started all over the
country. We are not only going to select our next
president as well as our U.S. congressmen, we as
the leading Asian media group will actively
participate in this important election by publishing a
special issue of Voters News.

In the last four decades our goal has always been
to serve the local community and to join the local
community in many events. Every election time our
national correspondents team reports a wide
variety of news to inform the local community. At
the same time, we also strongly encourage all the
ethnic groups to participate in the election and go
vote.

2020 is a very special year for all of us because of
the coronavirus pandemic and the racial issues we
are facing. The biggest challenge our nation faces
now is also on the crowded roads.

We are very happy and proud that we have a very
smart team. We will be using many different
languages in our coverage, including English,
Chinese, Spanish and Vietnamese in the pages of
the Voters News and will coordinate all the election
action with our Southern TV and company websites
to record the election history.

Voting is our right and responsibility and we are
urging all of you to use your vote to make the
important decisions for our country.

Time is running out. Our nation is in a real crisis.
Please go to your neighbors, friends and
colleagues and family members and join hand to
hand to save our lives and to save our nation.

Voters News is our strong commitment and

represents our willingness to expose the many
issues facing the nation at this critical time and to
build a platform for politicians and give them an
opportunity to express their opinions.

Finally and foremost, we need your support, your
comments and your leadership.

First Issue Of Voters NewsFirst Issue Of Voters News首期選舉戰報公開發行首期選舉戰報公開發行
政治列車正式上路政治列車正式上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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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倫巴第大區財政警察
通報2019年查案成果

綜合報導 意大利倫巴第大區財政警察局通報，2019年，該區財政

警察累計針對114462項涉嫌偷稅個案，以及7284件各類刑事案件分別進

行了調查和偵辦，案件涉及偷稅漏稅、欺詐、販賣毒品等諸多領域。

據報道，倫巴第大區財政警察偵辦的涉及社會保障、福利和醫療保

健支出有關的欺詐案件，涉案總金額約2900萬歐元，已對169人提起公

訴，並預防性扣押了犯罪嫌疑人的資產。此外，財政警察還查獲了5179

起非法勞工事件，860名雇主涉嫌違法。

在打擊涉黑勢力犯罪行動中，倫巴第大區財政警察對598名自然人

和196個法人單位分別進行了司法調查，預防性扣押了不動產、公司股

份等累計約1.05億歐元的資產。

與此同時，倫巴第大區財政警察查出共有329人涉嫌洗錢案，目前

已有25人被捕，涉案金額高達6.08億歐元，已緝獲約4.18億歐元。

此外，2019年，倫巴第大區財政警察累計緝獲毒品1948千克，其中

大麻891千克，可卡因183千克，其他毒品874千克。目前已有182名嫌

疑人被捕，並扣押了33輛用於非法販運毒品的車輛。

德國6月商業景氣指數再度回升
IMF預計2021年可復蘇

綜合報導 德國ifo經濟研究所公布的6月德國商業景氣指數在5月

基礎上再度回升至86.2。該機構指出，德國經濟已看到“隧道盡頭的

亮光”。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當天公布的最新預測認為，德國

經濟今年將衰退（同比，下同）7.8%，但明年有望止跌回升，實現

5.4%的增長。

慕尼黑ifo經濟研究所是德國權威經濟研究機構，其每月公布的商業

景氣指數基於對約9000家德國企業負責人的調查結果編制，是觀察德國

經濟景氣狀況的重要風向標之壹。

受疫情影響，該指數今年3-4月連續兩月大幅下跌，從2月的96跌

至74.2，5月則小幅回升至79.5。24日公布的6月商業景氣指數則在5月

基礎上進壹步大幅回升至86.2。ifo經濟研究所當天在新聞稿中指出，德

國企業認為當前經濟狀況“有所好轉”，對經濟未來走向的預期則已

“顯著改善”。

ifo研究所經濟學家克勞斯· 沃爾拉貝表示，德國經濟已經穿越谷底

，有望在今年第三季度止跌回升。

IMF當天公布的2020年6月《世界經濟展望》報告顯示，2020年全

球經濟增長率預計為負4.9%，較今年4月時的預測下調1.9個百分點。報

告表示，新型疫情對2020年上半年經濟活動的負面影響比預期的更為嚴

重，預計復蘇將比之前預測的更為緩慢。報告預計2021年全球增長率為

5.4%。

IMF預計，在2019年實現0.6%的經濟增長後，德國今年經濟將出現

7.8%的衰退，而明年則有望止跌回升，實現5.4%的增長。

最新克格勃解密文件顯示：
切爾諾貝利核災難早有苗頭

綜合報導 俄媒稱，烏克蘭安全局解

密了壹批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克格勃

）有關切爾諾貝利核事故的文件。在第

二本《克格勃切爾諾貝利檔案——從建

設到事故》選集中，共收錄229個文件

，其中大部分（190個）是首次披露。6

月22日在切爾諾貝利隔離區舉行了新書

首發式。

據報道，克格勃負責監工：烏克蘭

克格勃負責保障核電站的工業安全，其

中包括反經濟間諜和保護蘇聯科技成果

。從核電站開工建設起，9294名建設者

及40個組織就處於他們的監視之下。

報道稱，核電站工作人員中的克格

勃“眼線”負責監視玩忽職守、偷竊建

材、違反消防和輻射安全及操作守則等

行為。隨著建設速度的加快，警示材料

也急劇增多。

工程質量堪憂：克格勃莫斯科局在

1975年至1976年間給烏克蘭克格勃領導

人的專門通報中，指出了建築和安裝工

作中存在的質量問題。這些問題以後可

能導致嚴重事故。

報道稱，在這期間，克格勃人員在

反應堆壓力補償器安裝過程中發現過偏

離設計行為。事故得以被制止。1976年2

月，克格勃獲得信息，頓巴斯庫拉霍沃

鍋爐機械廠所生產的循環水管道不合適

。但最終不了了之。後來的幾年裏有缺

陷的產品仍在不斷進入建設工地。

在克格勃給上級的通報中，還有不

遵守輻射安全要求的行為。例如，1981

年3月的壹份報告說，核電站領導在被

放射性核素汙染的池子裏養魚，並把魚

賣給了當地居民。

隱患屢遭忽略：1971至1981年發生

過29次事故，其中8次是因為技術人員

的過錯。材料顯示，有些領導故意違反

技術要求，只想快點交付工程，不考慮

未來和可能的事故後果。

報道稱，1984年克格勃收集到有關

РБМК-1000型核反應堆存在設計缺陷

和安全系數低的信息。還曾通報核電站

維修工作在組織和進行過程中存在重大

不足，所采取的措施不能防止三號機組

的事故風險。但後來事態的發展表明，

潛在的風險未能被消除。

災後應對不足：在1986年4月26日

事故發生後，蘇聯克格勃曾研究過反應

堆爆炸是由人為破壞所致這壹說法。但

經過仔細調查，到5月初已推翻對破壞

活動的懷疑。

報道稱，克格勃不止壹次向上級

報告消除事故後果組織在工作中存在

的不足。材料中提到缺乏必要的防護

服和救護裝備，衛生清洗點狀況不讓

人滿意，居民對碘預防問題不了解等

。解密材料還顯示，在事故發生後，

有壹段時間核電站控制室處於無人控

制狀態。

中美歐各國新冠疫苗研發進展如何？

據報道，世衛組織表示，其中13種

候選疫苗正在接受臨床評估，129種處於

臨床前研究階段。

美國國家過敏癥和傳染病研究所所長

、白宮新冠肺炎應對工作組重要成員安東

尼· 福奇5月對美國《新聞周刊》說：“我

們會在確定疫苗是否有效前就開始大規模

生產，也就是說會爭取幾個月時間，而不

是等待觀察疫苗是否起效。”

福奇說：“人們需要明白壹點：我

們（生產疫苗）是在冒險前進。所謂的

冒險並不是說讓病人安全或科學操守冒

險。冒險是對金融投資而言的。”

他接著說道：“從金融角度來講風

險極大。但考慮到形勢的緊迫性，我們

覺得值得承擔這樣的金融風險。”

以下是部分候選疫苗的最新研發進展。

美國
報道稱，由美國莫德納公司研制的

疫苗mRNA-1273於今年3月開始在美國

凱撒醫療集團華盛頓衛生研究所接受壹

期臨床試驗。

美國埃默裏大學疫苗與治療評估所

被試驗資助方美國國家過敏癥和傳染病

研究所追加為又壹處用於壹期臨床試驗

的科研場所。

福奇上周證實，疫苗研發“進展非

常迅速”。

他上月對《新聞周刊》記者說：

“如果壹切順利，我們希望在今年深秋或者初

冬前獲得（疫苗的）有效性信號……假設我們

有了安全有效的疫苗，我覺得準備壹份到12月

獲得足夠產量的時間表並非天方夜譚。”

據報道，歐盟委員會上周與美國制

藥巨頭強生公司舉行會談，希望獲得強

生正在研發的疫苗。據路透社報道，強

生疫苗的人體臨床試驗預計下月開始。

強生公司與哈佛大學醫學院貝絲·伊斯

雷爾女執事醫療中心合作，從今年1月就開

始研究潛在的疫苗。強生研制過埃博拉病毒

疫苗，目前還在研發針對寨卡病毒、呼吸道

合胞病毒和艾滋病病毒的潛在疫苗。

本月早些時候，美國陸軍科研人員宣

布壹種新研發的新冠病毒疫苗預計將在今

後幾周內投入人體臨床試驗。美國沃爾特·

裏德陸軍研究所的軍方科研人員本月確定

了疫苗原型株。疫苗試驗預計7月在華盛頓

特區啟動，接種工作預計9月開始。

上個月，INO-4800疫苗的研制方美

國伊諾維奧制藥公司公布了臨床前研究

的數據。INO-4800疫苗采用皮膚淺層註

射法，而不是常見的深層註射。

伊諾維奧公司表示預計最遲6月底

公布壹期臨床試驗的初步安全及免疫反

應數據，二期和三期臨床試驗將視審批

情況在七八月進行。

美國諾瓦瓦克斯公司上月啟動

NVX-CoV2373疫苗的壹期試驗。

公司發布聲明稱，壹期試驗的初步

安全結果將在7月公布，二期試驗將視

壹期試驗效果盡快啟動。

諾瓦瓦克斯公司表示，臨床前研究

提供了“強有力的證據，證明候選疫苗

將在人體內充分激發免疫力，從而有望

保護人體不受新冠肺炎侵擾”。

歐洲
據報道，上周，德國“痊愈”疫苗

公司宣布，其新冠病毒候選疫苗已獲準

進行壹期臨床試驗，試驗地點將選在德

國和比利時。

“痊愈”疫苗公司在壹份聲明中證

實，參加臨床試驗的168名受試者將分別

在德國蒂賓根熱帶醫學研究所、比利時根

特大學醫院、德國慕尼黑大學醫院熱帶研

究所與德國漢諾威醫學院接種疫苗。

本月早些時候，英國與瑞典合資企

業阿斯利康制藥公司宣布將向歐盟國家

提供多達4億支AZD1222疫苗。這種疫

苗由英國牛津大學詹納研究所和牛津疫

苗研究組合作研制。

阿 斯 利 康 公 司 發 表 聲 明 說 ：

“AZD1222疫苗的壹期/二期臨床試驗於4月

啟動，用於評估疫苗的安全性、免疫原性和

有效性，1000多名18至55歲的健康誌願者

在英格蘭南部多個試驗中心接種疫苗。”

聲明寫道：“本公司意識到疫苗不

壹定會起作用，但仍致力於快速推進臨

床項目，並冒險擴大生產規模。”

阿斯利康公司證實，他們已從美國

生物醫學高級研究和發展局獲得超過10

億美元資金，用於疫苗研發、生產以及

從今年秋天開始的交付工作。

中國
報道稱，康希諾生物股份公司上月

在英國《柳葉刀》醫學雜誌發表研究報

告，表示該公司與中國軍事科學院軍事

醫學研究院生物工程研究所合作研發的

重組新型冠狀病毒疫苗（腺病毒載體）

在壹期人體試驗中證明了安全性。

108名接種疫苗的成年人的血樣顯示

，多數樣本產生了針對新冠病毒的中和

抗體和T細胞應答。

論文共同作者、中國軍事科學院軍

事醫學研究院生物工程研究所專家陳薇

在壹份聲明中說：“這些試驗結果具有

重要的裏程碑意義。試驗證明單劑量的

新型5型腺病毒載體疫苗可在14天內產

生病毒特異性抗體和T細胞，使該疫苗

具備接受進壹步研究的潛力。”

向全球抗疫醫護人員致敬！美國火星車將攜紀念牌發射

綜合報導 美國宇航局

(NASA)“毅力號”火星探測

器將於7月 20日發射。17日

，美國宇航局展示了壹塊紀

念牌，它將隨“毅力號”飛

向 火 星 ，

以 此 向 全

世 界 抗 擊

新 冠 病 毒

的 所 有 醫

護 人 員 致

敬。

美 國

宇 航 局 噴

氣 推 進 實

驗室副項目經理馬特· 華萊士

表示，在“毅力號”火星探

測器發射前的準備過程中，

醫護人員“站在保障我們安

全的第壹線”。

華萊士稱：“我認為，

在這段時間裏，他們確實

鼓舞了我們。我們希望，

這個紀念牌和這項任務能

以某種小的方式，激勵他

們。”壹些航天局人員還表

示，火星車的名字“毅力”，

在疫情暴發後，被賦予了新

的含義。

美國宇航局於2012年 12

月宣布該項目，火星2020號

任務定於今年夏天升空。由

於地球和火星的相對位置，

發射機會每26個月才會出現

。如果“毅力號”今年夏天

沒有前往火星，該項目將不

得不等到2022年9月再試壹次

，這將嚴重影響美國宇航局

的火星探測計劃的長期目標

，並增加總體任務風險。

無論“毅力號”在7月20

日至8月11日的發射期間中哪

壹天升空，它都將於2021年2

月18日降落在火星的Jezero隕

石坑。確定壹個具體著陸日

期和時間的目標，有助於任

務規劃人員更好地了解著陸

場的照明和溫度，以及下降

和著陸期間記錄航天器數據

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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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新聞

據報導，美國總統川普早在2月就收到據
稱俄羅斯付錢懸賞阿富汗好戰分子 「塔里班
」殺害美軍的書面簡報。民主黨對此窮追不
捨，聯邦眾院的情報委員會主席席夫（Adam
Schiff）30日表示，美國應該考慮對俄羅斯祭
出制裁，以便阻止俄羅斯再有這類的 「惡意
」行為。他也呼籲川普，不該邀請俄羅斯總
統普丁參加預計9月舉行的G7+4高峰會。

《紐約時報》26日率先報導 「懸賞門」

風波，指出俄國軍情單位曾提供阿富汗塔里
班賞金，鼓勵其獵殺駐阿富汗的美軍。該報
30日進一步報導指出，川普在今年2月底就拿
到書面簡報，其中一名官員更說出簡報的日
期為2月27日。

而根據美聯社的報導，川普其實早在去
年初就已獲得簡報。

川普照例否認，推文抨擊這些報導是假
新聞。

懸賞門惹怒民主黨 議員呼籲制裁俄羅斯

30日上午港版國安法正式由中國人大常
委會表決通過，然而早在北京當局即將表決
港版國安法前，美國商務部長羅斯（Wilbur
Ross）就已宣布，撤銷香港特殊地位，暫停
對港執行優惠待遇規定，包括提供出口許可
證豁免。商務部也正進行取消差別待遇評估
。

中國全國人大常委會獲162名常委全票通
過《港版國安法》，但確切內容目前仍未對
外公布。對於北京當局強行推動《港版國安
法》，美國總統川普就曾在5月底警告，若北
京執意而為，將取消賦予香港不同且特殊待
遇的政策豁免。

羅斯透過新聞稿指出，隨著中共對香港
實施新安全措施，美國敏感技術被轉移到中
共人民解放軍或國家安全部的風險增加，同
時破壞香港自治，美國拒絕承擔有關風險，
因此決定撤銷香港特殊地位。同時商務部給
予香港的優惠待遇規定，包括出口許可證豁

免也將暫停，並禁止出口國防設備與敏感技
術到香港。此外，商務部也在評估進一步取
消差別待遇行動。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Mike Pompeo）也聲
明表示，美方即日起停止出口美國製防衛設
備至香港，未來也將針對美國防衛與雙重用
途技術，採取步驟對香港施行與中國相同的
出口限制。他指出，美國是被迫採取這項行
為，以維護自身國家安全， 「美方無法再區
分管制防衛項目是出口至香港還是中國，中
國人民解放軍的主要任務是不擇手段捍衛中
共獨裁專政，美方不能冒險讓這些設備落入
他們手中。」

根據美國國務院2019年香港政策年度報
告，香港目前能透過 「直接商業銷售」（Di-
rect Commercial Sale）取得美國管制防衛設備
，但有出現出口項目移轉的情況，因此引發
美方關切。

大陸通過《港版國安法》
美國撤銷香港特殊地位、暫停優惠待遇

新冠疫情重創美國經濟，據美媒《CNBC》
報導，根據美國勞工局統計，美國成年人的5月就
業人口比例下跌至52.8%，也就是有47.2%接近半
數的美國成年人仍未就業。

報導指出，雖然美國就業人口比例曾在今年1
月高達 61.2%，而離 1948 年以來歷史最高紀錄為
2000年的64.7%仍有一段距離。德意志銀行首席經
濟學家斯洛克表示，美國需要創造3千萬個就業機
會，才能使就業人口比例回到2000年的高點。

報導指出，若投資者要進一步觀察市場恢復
狀況，即將在本周發布的6月就業報告是一參考指
標。道瓊工業所詢問的經濟學家們表示，預期6月
的美國非農就業數據將新增315萬人，是5月新增
250萬人後，再創單月增加非農就業人數最多的一
次。

此外，根據道瓊工業指出，6月的失業率預計
從上月的13.3%下降至12.4，不過在5月意外回升
之後，由於疫情升溫的恐懼，導致勞動市場改善
的跡象正逐漸減緩。在過去兩周，美國人申請失
業金的人數意外高於預期，而疫情惡化、病例急
速攀升的德州與佛羅里達州也暫停了重啟計畫。

MUFG 聯合銀行首席金融經濟學家盧普奇
（Chris Rupkey）表示， 「當前仍有成千上萬人失
業或根本沒求職，拖累了經濟復甦，而大量的未
就業人口代表經濟仍未擺脫困境」。

根據約翰霍普金斯（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大學的數據統計，過去一週全美單日新冠確診
人數大增 42%，週日達到平均約 38200 人新增確
診。

美新冠惡化 近半人口仍處失業

大陸30日召開全國人大常委會，以162票全數通過《港版國安法》，並自7月1日生效。對此，南
韓政府深表憂慮，擔心港版國安法通過會危及到香港的高度自治，同時擔心美陸兩國矛盾激化，將會
嚴重拖延南北韓的和平進程，進而影響東北亞和平與經濟發展。

根據《韓聯社》報導，美國終止對香港的特殊待遇，不會對南韓出口造成直接衝擊，但若香港失
去轉口貿易的優勢，韓企勢必要改變對陸出口模式。此外，南韓專家認為在陸美摩擦惡化的情況下，
南韓應減少依賴與大陸的貿易。

南韓外交部發言人金仁澈30日召開記者會，提及南韓政府對於港版國安法通過之立場。他表示，
南韓與香港有密切的人文、經濟上的交流，是非常重要的地區，未來會嚴密關注香港在國安法通過後
的發展與影響。

金仁澈表示： 「我國政府尊重1984年簽署的《中英聯合聲明》，根據該聲明與香港基本法，香港
在一國兩制下享有高度自治，維繫安定與高度發展，是至關重要的課題。」

金仁澈補充說： 「美中兩國間穩定、友好的合作關係，能促使東北亞、乃至全球維持和平與繁榮
。美中兩國在外交上付出努力，維繫合作關係，對此我政府表示支持。」

《韓聯社》分析，此次記者會是南韓外交部首度在公開場合上提及 「香港享有高度自治」，間接
向外界傳達對港版國安法的擔憂。《韓聯社》也指出，通過港版國安法，南韓勢必得在經濟、國家安
保議題上從美、陸兩國間選邊站，這種情況未來會更常發生。

南韓表態暗憂香港高度自治恐受衝擊
也憂得在美陸之間選邊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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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加坡大選在即
李光耀次子李顯揚加入反對黨

綜合報導 新加坡建國總

理李光耀的次子、新加坡總

理李顯龍的弟弟李顯揚24日

與反對黨新加坡前進黨秘

書長陳清木共進早餐，陳

清木隨後確認李顯揚加入

反對黨前進黨，但李顯揚是

否會參加即將舉行的大選還

不清楚。

2017年，因李光耀故居

是否被拆除壹事，李光耀次

子李顯揚、女兒李瑋玲指控

哥哥李顯龍出於政治目的違

背父親拆除房子的遺願。為

此李顯龍在國會質詢時指

出：盡管弟弟李顯揚和妹妹

李瑋玲對他和他所領導的政

府發出的指責“完全毫無根

據”，但由於這已破壞國家

聲譽，他決定回應種種指責

，並讓全體議員自由提問和

發言，希望“徹底和公開的

辯論及問責能夠消除事件帶

來的疑問，加強公眾對體制

和政府體系的信任”。這件

事導致兄妹3人的矛盾公開，

引起世人關註。

韓媒：韓日舉行外交局長視頻會議

未能縮小立場分歧
綜合報導 根據韓日兩國

發布的資料，24日，韓國外

交部亞洲太平洋局長金丁漢

與日本外務省亞洲大洋洲局

長瀧崎成樹舉行了視頻會

議，就日本對韓出口限制措

施、日本強征韓國勞工歷史

等問題進行了討論，但未能

縮小立場分歧。

日本在軍艦島等產業遺

址展覽中否認強征韓國勞工

的歷史，金丁漢在會議上對

此表示強烈遺憾和抗議，並

要求日本予以更正。

此前，日本政府將數百

名韓國勞工曾進行強制勞

役的軍艦島煤礦等 23 處產

業設施申遺，並於本月 15

日在東京新宿開設了介紹

相關遺產的展示館。日本

在 2015 年申遺時曾表示，

將采取適當措施紀念被強

征勞工犧牲者，但展示館

卻陳列了否認強征勞工歷

史的證詞和資料。

韓國外交部本月22日致

函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總幹事

，要求該組織予以積極協助

，考慮將相關設施從《世界

遺產名錄》中除名，並簽署

決定書，敦促日本忠實履行

後續措施。

對此，瀧崎成樹反駁稱

，日本壹直以來履行世界遺

產委員會的決議和建議，無

法接受韓方的主張。

金丁漢還就出口限制問

題表示，韓方已對日方提

出的韓日政策對話中斷、

韓國常規武器管制不到位

等 3大出口管制事由進行了

全面改善，敦促日方盡早

撤回出口限制。但瀧崎成

樹表示，日方對韓方要求

在世貿組織組建專家組感

到十分遺憾，希望韓方能

夠停止世貿組織起訴程序

，回歸對話。

韓國法院最近對日本戰

犯企業在韓資產的扣押決定

文件做出了公告送達決定，

瀧崎成樹對此強調，應避免

資產變現，此舉將導致嚴重

後果，由於該事件責任在韓

方，日方要求韓方拿出解決

辦法。

不過韓日雙方仍然決定

就相關問題保持溝通，並就

新冠病毒疫情保持緊密的信

息交流與合作。

韓
國
女
高
官
宣
布

競
選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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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
任
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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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日本共同社24日消息，韓國產

業通商資源部通商交涉本部長俞明希24日召

開記者會，宣布競選世界貿易組織（WTO）

下任總幹事。

韓國正就日本加強半導體材料出口管制

訴諸WTO，俞明希對此表示“WTO總幹事並

非在特定訴訟中為特定國家代言的職位”，

否認參選將對兩國貿易爭端造成影響。

韓國認為日本加強半導體材料出口管制

的做法不當，重啟了WTO爭端解決程序。俞

明希在去年7月日方啟動加強出口管制措施後

參與了應對工作。她指責“日本的措施不符

合WTO等國際規範”，壹直強烈要求日方撤

回。

這將是韓國第三次向WTO總幹事職位發

起挑戰。俞明希若當選，將成為首位擔任該

職的韓國人。

韓聯社報道稱，貿易問題專家認為俞明

希“握有勝算”。

世界貿易組織（WTO）現任總幹事阿澤維

多此前宣布，將在今年8月31日離職，比原定任期提早壹年。

據彭博社報道，目前至少有兩人曾宣布有意於這壹職位：

埃及律師、WTO服務貿易和投資部前主管Abdelhamid Mam-

douh，以及來自尼日利亞的WTO副總幹事阿格（Yonov Freder-

ick Agah）。據路透社報道，墨西哥也將提名曾協助修訂北美

自由貿易協定的墨西哥高級貿易官員Jesus Seade為下屆世界貿

易組織（WTO）總幹事候選人。

摘了口罩幹杯！
日本這縣領導辦百人宴給民眾做“示範”

綜合報導 新冠肺炎疫情仍在

日本持續蔓延，但以“外出暢飲

日本第壹”著稱的高知縣方面表

示，既想預防新冠病毒，又想去

宴會暢飲享樂。為了給該縣民眾

展示如何“以新的生活方式享受

宴會”，23 日，高知縣知事浜田

省司及縣幹部、縣議員等特意舉

辦了壹場百人規模的宴會，並摘

下口罩幹杯暢飲。

據報道，這場百人宴會於當

地時間 23 日傍晚 6 點，在高知市

中心部的“城西館”舉行。這是

壹家日本皇室曾住宿過的老字號

旅館，席上擺滿了各種當地美食

菜品和有名的酒。“幹杯！”隨

著高知縣總務部長的招呼，參與

者壹起摘下口罩，舉起玻璃杯暢

飲。倒啤酒時大家都留意不把自

己的酒瓶換給別人，在留心的同

時談笑風生。

自日本全面解禁後，日本政府

倡導民眾適應“新生活方式”，比

如保持人與人之間的“社會接觸距

離”盡量在2米以上（最少1米）

、餐飲時拉開距離，避免面對面落

座等。此次百人宴會會場為470平

方米，可容納250人左右，因此特

意將來場客人

定在這個數字

的壹半以下。

會場的餐桌是

直徑兩米的圓

形桌子，每桌

可 坐 12 人 左

右，但實際控

制在不超過 8

人，並且每人

間隔 1米。桌

子 彼 此 間 距

1.5 米。嘉賓

每發過壹次言

，就換壹個麥克風。室內也進行了

充分通風。

高知縣方面稱，希望通過這些

防傳染舉措將這種新形式宴會推廣

開來，借此讓疫情下受到沈重打擊

的旅館、餐飲業重新活躍，推動縣

內經濟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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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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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海外版專訊
日前，旅居海外的華人華僑
發起“全球華人華僑撐港區
國安法大簽名”活動，堅決
支持全國人大就維護香港的
安定繁榮制定《中華人民共
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
家安全法》，首批簽名得到
了全球逾500家華人華僑社團
支持，超56萬華人華僑提交
簽名。
國家安全是國家生存發

展的基本前提，關乎國家核
心利益。當前，香港特別行
政區國家安全風險日益凸
顯。在全球廣大愛國愛港華
人華僑眼中，那個安定祥和
的東方明珠正在向着極其危
險的境地滑落。港區國安法
是基本法實施的一個重要里
程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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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香港長治久安，防
範遏制外部勢力插手干預香
港事務的法律保障。
我們海外的華人華僑希

望看到香港的繁榮安定，希
望看到香港的行銷環境繼續
保持平穩。在此我們敦請海
外華人華僑，積極簽名支持
全國人大制定《中華人民共
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維護國
家安全法》，不僅是為香港
的繁榮、穩定、發展打下堅
實的基礎，更是為了維護更
多海外華人的利益。

（ 簽 名 入 口 http://
hk4vot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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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擁有許多條國安法例的美國一再

就港區國安法立法一事說三道四，並

聲言要對中方有關涉港官員等實施簽

證限制。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29

日在外交部例行記者會回應傳媒有

關提問時表示，針對美方的錯誤行

徑，中方決定對在涉港問題上表現

惡劣的美方人員實施簽證限制。多

名立法會議員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

時指，中方的決定完全按照國際標

準，合乎情理。他們並指維護國家

安全屬天經地義的事情，不明外部

勢力的反對有何根據。

實施簽證限制 中國反制美方
針對涉港問題表現惡劣美方人員 港議員強調中方決定符國際標準

據新華社報道，就美方日前宣布對中方有關涉港
官員等實施簽證限制，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

堅29日在例行記者會上表示，針對美方錯誤行徑，
中方決定對在涉港問題上表現惡劣的美方人員實施
簽證限制。

外交部：美涉港議案是廢紙
趙立堅強調，香港國家安全立法問題純屬中國內

政，任何外國對此無權干涉。中國政府維護國家主
權、安全、發展利益的決心堅定不移，貫徹“一國兩
制”方針的決心堅定不移，反對任何外部勢力干涉香
港事務的決心堅定不移。美方通過所謂制裁阻撓中方
推進香港國家安全立法的圖謀絕不會得逞。

另據新華社報道，針對美國國會參議院日前審議
通過“香港自治法案”和有關涉港決議案，趙立堅29
日在記者會上指出，無論亂港分裂勢力如何叫囂、無
論外部反華勢力如何施壓，都阻擋不了中方推進香港
國安立法的決心和行動。他們的圖謀必將失敗，有關

議案也是廢紙一張。
趙立堅說，美國國會參議院不顧中方嚴正立場，

執意審議通過有關涉港消極議案，惡意詆毀港區國安
立法，嚴重干涉香港事務和中國內政，違背國際法和
國際關係基本準則，中方對此堅決反對，已向美方提
出嚴正交涉。“我們敦促美方認清形勢，立即停止以
任何方式干涉香港事務和中國內政，不得審議推進和
實施有關涉港消極議案，更不得以此為由對中方進行
所謂制裁，否則中方將採取堅決有力的應對和反制措
施。一切後果完全由美方承擔。”

議員：護國安屬天經地義
多名立法會議員29日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

出，中方的決定完全按照國際標準，合乎情理。他們
並指維護國家安全屬天經地義的事情，不明外部勢力
的反對有何根據。

立法會財委會主席陳健波認為國家回應相當合
適，強調去年下半年起的黑暴事件暴露香港在國家安

全上的缺口，為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大
前提下，制訂港區國安法，是合情合理的事情，不容
外國勢力插手干預。

民建聯立法會議員何俊賢認為，面對美國公然
干預中國內部事務，還不合理地聲言制裁中方有關
涉港官員，中方作出反擊做法合理。他並呼籲特區
政府配合國家的制裁措施，對涉港問題上表現惡劣
的美方人員實施簽證限制，甚至將其驅逐出境，避
免出現被中央拒諸門外的美方人員可以留在香港，
繼續進行損害國家及特區利益的事情。

工聯會立法會議員郭偉強表示，對中方的對等
制裁“舉雙手贊成”，美國過去一段時間與攬炒派
及“港獨”分子聯手以各種抹黑手段，企圖阻撓港
區國安法的立法工作，今次中方的反擊措施十分及
時和必要。

經民聯立法會議員張華峰指，美國千方百計干預
中國內政及香港特區事務，作出各種挑釁行為，中方
絕對有必要作出反擊，做法完全合情合理。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鄭治祖）7月1日是香港回歸
祖國23周年紀念日，灣仔金紫荊廣場將舉行升旗儀式，
但有人在網上煽動當日遊行。為防止黑暴搞事，警方已
在金紫荊廣場附近加強保安。包括在會展外圍架設水
馬、鐵閘等，水馬內有保安人員和警員駐守。會展港灣
道外部分行人路封閉，金紫荊廣場亦被鐵馬和水馬包
圍。
香港特區政府表示，七一當日在會展外的金紫荊廣

場舉行升旗儀式，考慮到近日的公共衞生風險，不設立
公眾觀禮區，升旗儀式結束後，特區政府在會展中心大
會堂舉行慶祝酒會，行政長官及政府高層官員出席。警
方在活動期間對金紫荊廣場一帶實施交通管制措施。

立會關閉防黑暴
另外，立法會大樓去年7月1日有黑暴分子衝擊，

最終被攻入大肆破壞。有見近日再有黑暴分子揚言“有
行動”，立法會秘書處29日宣布，大樓將於30日晚8時
起關閉，至7月2日（周四）上午7時重開，其間立法會
大樓不提供公眾服務，亦不接待訪客，大樓外也有警方
人員駐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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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蕊）香港僑界社
團聯會及兩岸和平發展聯合總會多位代表29
日下午前往灣仔警察總部，支持警方在黑暴
肆虐期間全力保護香港市民安全，他們希望
全國人大盡快落實港區國安立法，以維護香
港長治久安。

盼人大速通過港區國安法
中國僑聯常委、香港僑界社團聯會主席

沈家燊，全國政協委員、聯會會長黃楚基，
以及兩岸和平發展聯合總會會長林廣兆，全
國人大代表、總會執行副會長陳亨利等一行
14人參加了慰問警察活動。

沈家燊表示，黑暴籠罩香港近一年，3萬
名香港警察保護了700多萬市民的安全，對此
表達誠意的感謝。他指，港區國安立法是維
護香港長治久安的良策，是民意所向，期盼

全國人大盡快落實立法。
黃楚基亦希望港區國安法頒布後，能夠

鞏固“一國兩制”，令香港更加繁榮穩定。
他續說，天氣日益炎熱，警察出勤經常汗流
浹背，因此捐贈一些毛巾、飲料等日用品，
以減少他們的辛勞。

港僑聯和發聯總謝警護民

■■趙立堅趙立堅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民間團
體“反美國
霸 權 大 聯
盟”29日下
午前往外交
部駐港特派
員公署外表
達訴求，要
求中國提出

反制裁，禁止美國
參議員政棍入境，
藉此抗議美國參議
院通過所謂《香港
自治法案》“制
裁”涉港官員、藉
港區國安法立法插
手香港事務。

■香港文匯報
記者 子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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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8日，香港各界居民自發製作慶典
牌匾，共慶香港回歸祖國23週年紀念日，表
達喜迎回歸、擁護“一國兩制”、支持涉港
國安立法的心聲。當天，新界海域停泊的船
隻都插滿了國旗和區旗，元朗、長洲等多地
掛上了寫有“熱烈慶祝香港回歸二十三週
年”“國安立法國泰民安”等標語的牌匾。

連日來，支持國安立法、慶祝香港回歸23週年成
了香港社會的主旋律。越來越多的香港市民表示，隨
着國安立法的推進，對香港未來愈加充滿信心。香港
特區政府官員也明確表示，立法鞏固“一國兩制”，
為香港發展帶來了新機遇，至今未見顯着資金外流。

民心不可違!“港區國安法”正向效應已經迅速彰
顯。國泰民安是香港社會近一年來最深切的渴求和期
盼。在反中亂港分子一度暴力“攬炒”之下，無辜的
香港市民被裹挾其中，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障，香港
經濟一敗塗地，非常令人痛心。“港區國安法”猶如
劈開烏雲的利劍，將一片晴空還給香港居民。隨着中
央以雷霆之勢出手救香港，廣大香港同胞懸着的心終
於可以放下了。

人們普遍認為，有祖國的強大支持，擁有獨特優
勢的香港在撥亂反正之後，必將乘勢而上獲得新的發
展機會，重塑城市形象，重拾城市競爭力。

立法鞏固“一國兩制”，為的是築牢香港長期繁

榮穩定的根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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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堅持和完
善“一國兩制”制度體系的重大舉措，是保證香港長
期繁榮穩定、“一國兩制”事業行穩致遠的治本之
策。“港區國安法”的立法目的非常明確，針對的只
是極少數人所從事的危害國家安全的犯罪行為和活
動，保護的是絕大多數香港市民的根本利益，廣大香
港市民完全可以高枕無憂。
國家安全底線愈牢，“一國兩制”空間愈大。我

們相信，在“港區國安法”的護佑下，香港重整行裝
再出發，與祖國內地同進步、共繁榮，在“一國兩
制”的道路上越走越繁榮。

“港區國安法”為香港發展帶來新機遇

■香港僑界社團聯會及兩岸和平發展聯合總
會多位代表到警察總部感謝警方保護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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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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東縣前崁頂鄉長林光華涉嫌
賣官、收受賄賂、工程圖利廠商及賣官，1審
被判刑15年；鄉代會主席郭茂良涉圖利廠商及
收受賄賂判刑3年；前鄉公所秘書林全民涉犯
圖利罪判刑4年。

這起涉及崁頂鄉長及代表會主席的工程貪
瀆及賣官案，震撼地方，形成結構圖利，林光
華涉及鄉內相關工程及環境整修採購收受賄賂
及圖利，另外，也在人事任用上賣官，還有利
用職務詐取財務等，多項罪名加起來，共被判
刑15年，褫奪公權6年。

郭茂良則涉嫌收受廠商賄賂，同時洩漏工
程底標價格，並涉犯政府採購法，共被判刑3

年；林全民涉犯對主管事務圖利罪，被判刑4
年，褫奪公權2年。

林光華在擔任鄉長期間，透過郭茂良，與
羅姓民眾等人，期約120萬至150萬元不等賄
賂價碼，內定錄取為崁頂鄉公所職員，共計收
受400萬元賄款，並且與郭茂良夥同公所人員
及包商參與地方工程圍標，從中收取上百萬元
賄款。

林光華在這一屆選舉時，因賄選被判當選
無效，7月11日將進行崁頂鄉長補選，民眾黨
推出31歲的廖國富出來參選，成為民眾黨插旗
屏東的第一戰。

屏東前崁頂鄉長涉圖利收賄 一審判刑15年

（中央社）檢調偵辦潤寅案期間，查出潤
寅負責人楊文虎妻子王音之涉嫌行賄已退休的
調查局郭姓調查官。台北地檢署昨天將郭男約
談到案，複訊後聲押。台北地方法院今天裁定
羈押禁見。

檢調偵辦潤寅案期間，發現王音之於民國
106 年間涉嫌交付 500 萬元款項給洪姓金主，
希望案件不要曝光。檢調查出，洪男涉嫌將款
項交付給調查局台北市調處一名郭姓調查官，
另外分案調查。

檢調查出，郭男於105年間被指派偵辦潤
寅案，他在108年1月調職前，將案件 「列參
」（結案），今年1月間辦理退休，懷疑他涉
嫌收賄，昨天兵分10路搜索，並約談郭男、洪
男及李姓秘書等人到案。

檢察官複訊後，今天凌晨將郭男、洪男、
李男聲請羈押禁見。台北地院晚間裁定郭男羈
押禁見、洪男1000萬元交保、李男100萬交保
。

前調查官潤寅案涉收賄 法院裁定羈押

（中央社）黨產條例釋憲案的聲請人、台北
高等行政法院法官今天說，為避免予人司法天平
的中軸挪移一方的誤解而不出庭；黨產條例所稱
轉型正義直白點說，是新興民主國家怎樣和前政
權算帳。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多個合議庭因審案認為黨
產條例有違憲疑義，向司法院大法官聲請釋憲；
大法官今天上午於憲法法庭開庭言詞辯論，傳喚
聲請人（台北高等行政法院第四及第六庭法官）
、相關機關、關係人、鑑定人到庭表示意見，但
聲請人均未到庭。

原本第四庭的合議庭成員為審判長李玉卿、
法官鍾啟煒及李君豪組成，因年度事務分配改為
第二庭，成員不變；原本第六庭的合議庭成員為
審判長陳金圍、法官畢乃俊及陳心弘組成，因年
度事務分配改為第七庭，合議庭成員變成審判長
陳心弘、法官林淑婷及林麗真組成。第二庭及第
七庭今晚分別發布新聞稿說明，為何沒出庭及為
何認為黨產條例有違憲疑義。

第二庭指出，由於憲法解釋案的程序特殊性
，聲請人與相對機關（黨產會）進行言詞攻防的
釋憲辯論，等同在個案繫屬中，承審法官與被告
於庭外，就個案適用法律進行立場相反的交鋒；
為避免予人司法天平的中軸挪移一方的誤解，因
此今天沒出庭參與辯論程序。

第二庭指出，我國在民國81年5月修正憲法
增修條文，全盤移植德國制度，將政黨違憲解散
事件，由大法官以司法審查之裁判為之，足見對
於政黨的規範，包括財產檢查、整理、選舉制度
、國會黨團等，在國民主權的立憲基本原則下，
應屬憲法保留事項；但行政院所設專責機關的黨
產會，負責執行政黨財產之調查及處理，若因黨
產會解釋適用黨產條例的結果，實際上影響政黨
的發展與存立，則實質上與憲法保留有關。

第二庭表示，黨產會正副主任委員、委員的

任命，違反體系正義的要求，牴觸憲法上的平等
原則，黨產條例設置黨產會以聽證程序，取代法
院以司法程序判斷決定財產權之變動，不僅非功
能適當的機關，且已侵犯司法權核心，有違權力
分立原則，及正當法律程序原則；黨產條例第4
條第1款的規範對象具有針對性，違反平等原則
。

第二庭表示，黨產條例第4 條第2 款規定有
關附隨組織的認定，其要件過於疏漏，容易失出
失入，擴大恣意空間，且法律意義無法預先知悉
以供遵循，不符法律明確性原則，違反平等原則
，立法裁量無以建立目的與手段間的正當性，難
謂合於比例原則。

第二庭最後指出，呼應許大法官曾經為文提
出 「良善立法」的概念，民主的基礎終究建立在
最初的良善法制。

第七庭表示，因合議庭成員調整等為由，不
參加今天的辯論庭，但仍以相關書面補充意見。

第七庭表示，黨產條例第1條所稱的轉型正
義，轉型正義直白點說，就是新興民主國家怎樣
和前政權算帳。從法學規範性的思考，轉型正義
是一種當前立法者對於過去的舊體制進行法律的
評價（如黨產條例），溯及既往是必經的途徑？

第七庭指出，民主體制之下，溯及既往之禁
止是法秩序的安定保障，撕開 「禁止溯及既往原
則」的開口，要有相當的理由，這個開口，應符
合明確性原則、比例原則、正當法律程序。

第七庭指出，黨產條例第3條是無差異之規
範，違反比例原則；政黨之存續保障，應屬憲法
保留，但黨產條例規範政黨財產之移轉、禁止事
項，卻僅具法律位階，顯然違反憲法保留。

第七庭指出，黨產條例設置黨產會以聽證程
序，取代法院以司法程序判斷決定財產權之變動
，不僅非功能適當之機關，且已侵犯司法權核心
，有違權力分立原則，及正當法律程序原則。

聲請法官：黨產條例是新興民主國家向前政權算帳

（中央社）新北地方法院
今天晚間表示，板橋分屍案被
害女子的父親控告凶嫌父母涉
嫌殺人，向法院聲請交付審判
案件；法院裁定過程中並未開
庭，因此沒有媒體報導指稱，
法官奚落被害人家屬。

新北地院今天晚上發布新
聞表示，有電子媒體今天報導
，發生於民國107年5月27日板
橋區某社區大樓的分屍案，患
有思覺失調的朱姓男子殺害黃
姓女友後分屍，朱嫌畏罪自殺

身亡。
法院說，報導指稱，被害

人家屬黃父淚憶愛女，心痛到
不敢用垃圾袋，提告朱嫌的父
母涉嫌殺人、損壞屍體、湮滅
證據。檢察官不起訴後，黃父
聲請再議，經高檢署駁回後，
再向法院聲請交付審判。

新北地院說，該電子媒體
報導，交付審判過程，新北地
院法官卻當面奚落 「浪費我的
時間」等語。

新北地院澄清表示，經調

查媒體所報導該案，黃姓告訴
人不服高檢署駁回聲請再議之
處分，聲請新北地院裁定交付
審判。

地院說，承審該案的合議
庭，經審酌相關卷證資料後，
認為聲請裁定交付審判不合法
、無理由，因此裁定駁回。不
過，裁定程序中並未開庭，當
然不會發生法官當面奚落告訴
人或被害人家屬的事情。特別
澄清新聞報導與事實不符，以
免閱聽者誤解。

新北地院：審理聲請案法官未奚落被害人家屬

拚高市長補選拚高市長補選 李眉蓁街頭拜票李眉蓁街頭拜票
國民黨高雄市長補選參選人李眉蓁國民黨高雄市長補選參選人李眉蓁（（前左前左））3030日率競選團隊在中正三路及民族二路交接口日率競選團隊在中正三路及民族二路交接口，，

向往來人車揮手拜票向往來人車揮手拜票。。

憲法法庭針對黨產條例釋憲案言詞辯論憲法法庭針對黨產條例釋憲案言詞辯論
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多個合議庭因審案認為黨產條例有違憲疑義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多個合議庭因審案認為黨產條例有違憲疑義，，向司法院大法官聲請釋向司法院大法官聲請釋

憲憲。。大法官大法官3030日上午在憲法法庭進行言詞辯論日上午在憲法法庭進行言詞辯論。。

潘文忠出席軍訓教官晉任授階典禮潘文忠出席軍訓教官晉任授階典禮
教育部教育部3030日在國家圖書館舉行日在國家圖書館舉行 「「109109年年77月軍訓教官晉任授階典禮月軍訓教官晉任授階典禮」」 ，，教育部長潘文忠教育部長潘文忠

（（前中前中））出席與會出席與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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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是家中大事

讓AARP樂齡會在COVID-19期間為您送上提示和資源， 
請瀏覽中文網站 chinese.aarp.org/covid-19 或掃描二維碼關注微信公眾號。

保持彼此安全就是我們用來表達「愛」的另一種方式。

生活在多代同堂的家庭中，意味著我們需要格外小心謹慎， 
以確保家中每一位的安全和健康。限制戶外活動、必須外出時穿戴防護裝備， 
在多出一分力去保護自己的同時，我們也在保護摯愛的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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