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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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飽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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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對抗新冠病毒，
包括美國與大陸等國都在加緊研發疫苗
。為了加快疫苗盡早正式問世並確保成
效，包括諾貝爾獎得主在內等超過上百
名知名科學家徵求健康的志願者暴露在
病毒環境下，檢視疫苗是否能對抗新冠
病毒。

據美媒《CNBC》報導，科學家們

15日寄出連署信，向國家衛生研究院院
長 柯 林 斯 （Francis Collins） 呼 籲 這 項
「人體挑戰試驗」可以大幅度加速新冠

疫苗研發。該項實驗需要健康的自願者
在接種疫苗後，暴露在病毒環境下，藉
此檢測病毒是否有防止感染的作用。

雖然此類實驗並非沒有爭議，但先
前曾發起人體挑戰實驗的紐約公益團體

1 Day Sooner 與其他知名專家也堅持，
立即檢視人體實驗的好處多於其風險，
並 呼 籲 美 國 政 府 與 已 授 權 。 1 Day
Sooner也公開這封信的內容，其中指出
「，如果人體挑戰實驗能夠安全且有效

加速疫苗研發過程，將會帶來十分可觀
的使用量，但也必須有相當能說服人的
道德理由」 。

（（路透社路透社））

疫苗研發疫苗研發 徵求健康志願者與病毒共存徵求健康志願者與病毒共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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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VE
歡迎使用
觀看高清美南國際電視新聞台

自從美國疫情發生以
來巳將近半年時間，在我
們全美各地同仁之努力下
，我們所有媒體給社會大
眾之服務從未間斷 ，我在
此要表達由衷之感謝。

美南新聞自創刊以來
， 曾經遭遇過全世界在經
濟、政治上的許多變局 ，
我們的前缐記者也曾親臨
現場採訪報導過諸多新聞
事件，尤其是和移民社區
有關的活動 ，我們永遠和
社區共同成長。

今天全球面對新冠病
毒之肆虐，其所造成之社
會、經濟、政治之問題非常罕見， 也是我們在
從事媒體工作的首次，難得可貴的是我們的工
作夥伴不畏懼艱難之環境，大家仍然站在自己
工作崗位上， 傳遞疫情訊息， 為社會提供最新
最快的新聞。

我們看到德州南方小鎮麥卡䒹有位當地醫
生在訪問中淚流滿面，因為他的親朋好友在其
手中不幸因冠狀疫情而撒手人間， 當地之死亡
率是大城市的五倍， 而且已經搬運來臨時冷厙
之停屍卡車，這些慘狀難道當政者還在高唱政
治騙局，視而不見？

各位弟兄姐妹們，這是我們大家值得深切
反思的時刻了，我們眼看世界舞台上興風作浪
要掀起戰火的政客，為了政治上之需要，可能
會犧牲我們的生命為代價，我們要共同來拆穿
他們的假面具。

每天我回到辦公室，看見同仁們都在牢守
崗位，從不退縮，尤其是在印刷廠每天工作到
淩晨的同仁 ，在攝影棚控制室之主播及工程人
員，在前缐採訪之夥伴，你們都辛苦了，疫情
總有一天會過去，你們的努力奮戰 ，將在海外
傳媒史上留下精彩的一頁。

美國新冠疫情日記美國新冠疫情日記77//1717//20202020

Since the end of January, the coronavirus has been
attacking the world now for almost six months. Our
colleagues in different cities have stayed on the
job. Our media service, Southern Daily, Southern
TV and other media services have never been
interrupted during this most challenging of times. I
really want to express my sincere gratitude and
appreciation to all of them.

Since Southern News was established in 1979, for
the past several decades we have reported on so
many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tories as well as
community news. We are rooted in the local
immigrant society. We also grow together, but
never before have we faced
anything like this coronavirus
pandemic. The disaster has
changed our lives in many ways.

We saw a local medical doctor in
McAllen, Texas, who told the
story about how this border city
has been fighting with the
pandemic. He said he has lost so
many dear friends and relatives
and the death rate in his city was
five times larger when compared
with the state level. And now,
because of the lack of space,
they have ordered refrigerated
trucks for storing the growing
number of dead bodies.

Today on the world stage there

are many conflicts that have been created by
different countries which have brought us to the
real possibility of an all out war.

Dear brothers and sisters, this is a very critical time
for all of us. We need to fully understand what is
going on around the world and also right here in
our own society.

Every day when I come back to my office I see all
of my colleagues still working in our press room, TV
studio and on the front line reporting the news. I tell
them their hard work and sacrifice will be written in
history.

We Are Still On TheWe Are Still On The
Front LineFront Line

我們仍然站在新聞最前線我們仍然站在新聞最前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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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日本政府為鼓勵廠商將口罩、酒精
消毒水等工廠遷回日本，大致決定發放 700 億
日圓（約台幣 195 億元）的補助金，以分散防
疫相關產品的生產據點並強化供應鏈。

日本廠商的口罩、酒精消毒水等商品都極
中在大陸生產。NHK報導，新冠肺炎疫情擴大
，仰賴大陸進口的口罩籌措困難，凸顯出生產
據點集中在特定國家的風險。日本政府決定補

助廠商將工廠移回日本或分散到東南亞生產。
相關人士指出，日本已決定提供仙台市生

產口罩的廠商Airisuohyama，以及大阪市生產酒
消毒水的廠商Saraya等57家廠商補助金。

另外，將口罩和汽車零件生產線從大陸分
散至越南、泰國等東南亞國家的30家廠商也可
以申請到補助金。

假冒聯合國秘書長惡搞！
波蘭總統傻聊11分鐘 機密對話全流出

日本耗鉅資鼓勵日商將口罩工廠遷回日本

為了嚴格管控疫情, 歐盟公佈了一份允許
入境的安全國家名單, 在十二個受歡迎的名單
中並沒有美國,讓夜郎自大的川普政府顏面無
光, 那表示美國的防疫工作是不如歐盟的！

歐盟曾為新冠疫情重災區, 自從三月份起
即實施閉關自守政策, 猶記當時川普政府曾對
歐盟不假辭色,採取了旅行禁令, 不讓歐盟國家
的人入境美國, 雖手段殘酷,但基於健康考量,
大家在情理上都能接受。

由於疫情重創歐盟經濟,於是在疫情轉趨
和緩後歐盟在七月一日首次公佈了一份包括澳
大利亞、新西蘭、加拿大以及亞洲的韓、日與
泰國的14國允許入境的國家, 對於中國則採取
互惠互尊原則, 只要中國開放歐盟旅客入境，
歐盟也會開放中國旅客入境, 這也符合了平等
對待的精神。

問題是,世界有226個國家和地區, 歐盟如
何從其中篩選出14個健康、可靠又安全的國
家呢? 根據歐盟解釋, 除中國之外，其他國家

的篩選是每兩周進行一次,在過去兩週內病毒
感染率必須與歐盟相當或更低才符合條件，而
各國公衛機關的公信力也是要件之一, 目前歐
盟平均每十萬人的感染數是16人,而美國的成
績(137 人)遠高於此，所以兩次都被歐盟排拒
在外，其他高感染率的國家如巴西、印度、俄
羅斯和秘魯等等當然也不符合歐盟要求，這種
以科學數據為標準的取捨當然可以讓大家信服
,否則川普早就在推特批駁歐盟了。

不過歐盟也表示, 他們所公佈的名單僅為
建議參考之用,並無法律實質約束力，歐盟各
國可以針對名單內的國家再進行管控篩選，但
在安全名單之外的國家則嚴禁進入歐盟, 相信
在這種雙重審核之下, 能夠登陸歐盟的外國旅
客應該是比較安全的。目前世界的疫情尚未平
息, 新疫苗尚未問世,危機遠遠沒有結束, 歐盟
篩選安全名單的作法很科學，也很理性,非常
值得各國學習和仿效！

【李著華觀點: 不速之客請勿來-
歐盟篩選安全名單的作法值得各國學習仿效】

(本報訊)波蘭原定今年5月底舉行總統大選
，受新冠肺炎影響延至6月28日，最後由現任
總統杜達（Andrzej Duda）成功連任。杜達近日
接到一通自稱是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An-
tonio Guterres）的賀電，雙方還在電話中大談
波俄關係長達11分鐘，不料對方根本不是古特
雷斯，而是專搞惡作劇的俄國YouTuber，讓他
顏面盡失。

據《波蘭時報》（Polska Times）報導，俄
羅斯YouTuber沃萬（Vovan）及萊克斯（Lexus
）時常假扮外國官員或歐洲政要進行電話惡作
劇，過去曾有多名政治人物上當，而杜達就是
最新受害者；2人日前假冒古特雷斯名義打給杜
達，先是恭喜他連任，接著話題便轉往新冠肺
炎疫情，以及波俄關係等議題。

根據長約11分鐘的對話內容，杜達在電話

中提到，他曾和俄國總統普丁（Vladimir Putin
）討論波俄間的矛盾，自己還被對方指責是波
蘭開啓了二戰；雙方接著談到曾先後隸屬波蘭
及俄羅斯的烏克蘭城市利維夫（Lviv），杜達
認為 「這是歷史理解問題，它是友好的禮物，
但俄羅斯人之前是侵佔。」

這段談話事後被放上YouTube，杜達辦公
室也證實接到惡作劇電話，他解釋當時有感到
不 對 勁 ， 因 為 對 方 在 說 波 蘭 伏 特 加 品 牌
「ubrówka」一詞時，口音相當標準，不像是葡

萄牙出生的古特雷斯，但2人聲音實在太像，
所以才沒有立即掛電話。另一方面，此事也受
到波蘭當局的重視，目前正在調查沃萬及萊克
斯究竟如何取得總統的聯繫方式，甚至懷疑俄
國特勤部門可能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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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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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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意誌銀行
與谷歌合作推動銀行業創新
綜合報導 記者從德意誌銀行集團(德意誌銀行)了解到，德意誌銀行

已與谷歌雲(Google Cloud)達成戰略合作，將聯手重塑德意誌銀行開發和

提供金融服務的方式。據悉，此次合作不僅將為德意誌銀行帶來最前沿

的雲服務，還將促進雙方攜手創新，為客戶打造基於科技的新壹代金融

產品。德意誌銀行和谷歌現已簽署戰略合作意向書，並計劃在未來數月

內簽署長期合作協議。

據介紹，在此次戰略合作框架下，德意誌銀行將借雙方信息工程之

力加速雲轉型，改革技術架構，為客戶創造更大價值。德意誌銀行將在

未來數年分階段改革升級其現有技術系統。雙方承諾恪守隱私和數據保

護法規，維護客戶數據和德意誌銀行信息資產的保密性、完整性和可用

性。

德意誌銀行表示，通過此次合作，其將直接受益於世界頂尖的數據

科學、人工智能和機器學習技術，從而更好地服務客戶。潛在的應用場

景包括為企業財務管理提供現金流預測、優化風險分析、應用更為先進

的賬戶保護解決方案，或在私人銀行業務領域著力發展數字化直觀解決

方案，為客戶簡化與銀行的交流體驗。

德意誌銀行首席執行官克裏斯蒂安· 澤溫(Christian Sewing)表示，與

谷歌雲的合作將大力推動德意誌銀行的戰略轉型。據悉，此次戰略合作

決議歷經五個月的深入討論和盡職調查。2020年2月，為實施多供應商

的雲戰略，德意誌銀行與數家大型雲服務提供商展開了合作探討。作為

上述戰略的壹部分，德意誌銀行仍將繼續與現有技術合作夥伴開展密切

合作。

滴滴澳大利亞將新進駐20城
最大規模擴大服務範圍

綜合報導 滴滴澳大利亞將於8月10日進駐20個新城市，為這些城

市的300多萬市民提供出行服務。

這些城市包括澳大利亞第五大城市阿德萊德和第六大城市堪培拉。

自2018年進入澳大利亞市場以來，滴滴澳大利亞已在墨爾本、布裏斯班

、珀斯和悉尼等8個城市服務，目前擁有約7.5萬名活躍司機夥伴和超過

150萬名活躍用戶。平臺的服務範圍將覆蓋維多利亞州、新南威爾士州

、昆士蘭州、西澳州、南澳州等。

滴滴澳大利亞總經理馬林表示：“進駐20城對滴滴澳大利亞來說極

具裏程碑意義。我們希望讓更多用戶享受到安全、可靠且物超所值的出

行服務。更重要的是，在這個特殊且充滿挑戰的時期，希望能為更多的

司機帶來靈活的工作機會，為他們增加收入。”

據知，滴滴將在20個新增城市推出快車服務DiDi Express，此外還

將在阿德萊德提供七座車服務DiDi Max。在費用方面，滴滴澳大利亞比

同業平均低約10%。

滴滴(澳大利亞)有限公司(“滴滴澳大利亞”)於2018年進入澳大利

亞，致力於與司機、乘客、政府和企業建立廣泛的合作關系，攜手打造

本地化的智能出行服務平臺。滴滴澳大利亞實行嚴格的司機註冊審核，

建立了綜合安全保障體系，並為用戶提供7天24小時客服支持。

馬林說：“滴滴澳大利亞成立以來，壹直致力於支持本地社群。疫

情期間，我們設立專項扶助基金幫助受疫情影響的司機，為奮戰在抗疫

前線的醫護人員推出衛生措施更加嚴格的‘滴滴英雄’(DiDi Hero)服務

。我們將繼續和所有司機、乘客、合作夥伴壹起建設安全、可持續發展

的社區。”

巴西教師疫情下遠程教學：
運用數字技術是難題

巴西米納斯吉拉斯州聯邦大學教育

政策與教學研究小組和全國教育工作者

聯合會，共同開展了壹項“疫情期間教

學工作”的調查，對新冠疫情期間公立

學校教師的工作情況進行了分析。

運用數字技術是難題
據報道，調查結果顯示，有89%的

教師在疫情之前毫無遠程教學經驗，

42%稱壹直沒有機會接受相關培訓，全

靠自己摸索學習。而對21%的受訪者來

說，使用數字技術教學是壹項非常困難

的任務。

根據調查數據，教師們在應對新形

勢方面存在困難，但在疫情危機期間仍

在通過個人努力向學生們傳遞知識。該

國南馬托格羅索州大坎普市公立學校教

師阿勞霍表示，“我們是數字技術白癡

，妳會發現自己完全不知道什麼時候需

要使用什麼(數字)工具。”

據介紹，本次調查工作在6月8日至

6月30日期間進行，共對巴西各地幼兒

教育、基礎教育和青年成年教育等公立

學校的15654名教師進行了采訪。

在調查過程中，有82%的教師稱目

前在家中進行遠程教學；82%稱現在的

工作時間有所增加；84%指出疫情期間

學生的課堂參與度有不同程度的下降。

此外，有80%受訪者認為學生無法參與

遠程課堂的原因是無法使用網絡和計算

機；74%認為是學生家庭無法對此給予

支持；53%認為學生缺乏學習動力；38%

認為學生不會使用數字技術設備。

教師精神狀態受影響
在疫情期間，教師們的精神狀態也

受到不同程度的影響。據調查，有69%

的受訪者表示他們感到害怕和不安全，

因為不知道怎樣恢復正常狀態；還有

50%對未來形勢表示擔憂。

報道稱，UFMG公共政策教授、研

究協調員奧利維拉說道，“這是壹種令

人擔憂的情況，表明政府在疫情危機時

期提供解決方案的難度很大。這不是老

師們的錯。”

她分析道，“我們所有人都對這次

疫情表示驚訝，但數據顯示出了巴西基

礎教育的危機狀態。為了滿足學生們的

受教育權利，公共教育網絡至少應該做

到向老師們提供遠程教學培訓。”

仍須適應遠程授課
調查顯示，很多教師稱遠程教學和

面對面授課程相差甚遠。聖保羅市公立

學校教師巴特利負責10歲至12歲的小學

生，她說道，“沒有眼神交流，沒有黑

板，很難為學生們提供答案。”

卡琳娜稱，盡管她使用了數字技

術進行互動交流和教學工作，但還需

要時間適應。她表示，“如果沒有培

訓指導，這是非常困難的。我們家中

的設備不足以讓我們成為壹個視頻制

作者，我必須學習壹切。我們了解電

子郵件，會使用社交網絡，但如果以

教學為目的使用這些工具，那麼壹切

會有所不同。”

意大利祭出防疫新法
國家緊急狀態或延至10月31日

綜合報導 意大利6月11日

頒布的防疫法令將於當地時間7

月14日到期。意大利衛生部長

斯佩蘭薩表示，總理孔特即將

簽署的新壹輪防疫法令將於7月

15日生效，國家緊急狀態或將

延至10月31日。

據報道，根據意大利衛生

部官網通告，意大利內閣部長

聯席會議將於14日審議、修正

和批準衛生部提出的新壹輪防

疫法令議案。

該議案將針對目前的疫情

發展趨勢，進壹步加強對海灘

、酒吧、餐廳和健身房等公眾

場所疫情防控，要求繼續保持

社交距離，以及加大對違法違

規的處罰力度。

斯佩蘭薩表示，在與病毒

共存的防疫背景下，民眾仍需

嚴格遵守基本防疫法規，尤其

是年輕人、在海邊度假的遊客

、以及前往夜生活場所聚會的

民眾。否則將會浪費迄今為防

疫抗疫所做出的壹切努力和犧

牲。

新防疫法令議案規定，民

眾在辦公室、商店、購物中心

、理發店、美容中心、診所、

電影院、博物館、劇院等公共

場所，以及乘坐公共交通工具

時，必須佩戴口罩，並保持社

交距離和限定顧客流量。

根據意大利技術科學委員

會提出的意見，新防疫法令議

案將把舞廳、夜店、美食節、

展會等群聚感染風險較高的公

眾場所，重啟時間從7月 14日

延後2周。各大區政府可根據本

地區疫情實際情況，來決定具

體開放時間。

新防疫法令議案再次修正

了禁止旅客入境的國家名單，

並對邊防檢查機關拒絕旅客入

境和遣返做出了詳細規定。

上周，孔特表示，根據國

際社會新冠疫情的發展局勢和

意大利的實際情況，7月31日以

後，依然有充足的理由繼續保

持國家緊急狀態，直到今年12

月31日。

迫於意大利反對黨的壓力

和妥協，新防疫法令議案將國

家緊急狀態截止日已修正為10

月31日。不過，輿論認為，過

早結束國家緊急狀態，將會延

滯政府臨時立法，對恢復經濟

和落實紓困政策帶來巨大影響

。但也不排除國家緊急狀態屆

時會繼續延期。

修地鐵挖到寶
希臘雅典延長地鐵工程發現大量文物

綜合報導 近日，希臘雅

典延長地鐵三號線工程中施

工的隊伍，在比雷埃夫斯段

進行施工時，發掘出壹條古

老的溝渠，和數千件可追溯

至古希臘和古羅馬時期的文

物。

據報道，該段地鐵的項

目主管克洛諾斯表示，這充

分證明，地鐵的建設可以與

考古發掘和諧共存，並帶來

激動人心的成果。據悉，部

分文物將在比雷埃夫斯“市

政劇院”的地鐵站中展覽，

包括古代水井、溝渠的復制

模型以及鵝卵石地板等。

希臘考古學家喬治· 佩帕

斯表示，這是比雷埃夫斯有

史以來最大規模的壹次考古

挖掘，其中最大的收獲在

“市政劇院”地鐵站。在那

裏，發現了部分古建築物以

及溝渠。

他強調，這次這條溝渠

的發現，可謂意義重大。據

推測，該溝渠在哈德良時期

建造，水源來自雅典的阿爾

帝托斯山(Ardittos)。

佩帕斯表示，他們現在

收藏有希臘規模最大的木制

品文物，包括工具、家具，

還有如水果和樹枝這樣的有

機材料。其中壹件文物與眾

不同，是壹具希臘化時期(公

元前323年至公元前30年)的

赫爾墨斯無頭木雕像，在壹

口古井底部被發現。

報道稱，這批出土的文

物已被暫時轉移到比雷埃夫

斯的希拉伯希基工作室(Xyl-

apothiki)，由考古學家進行文

物識別和分類工作。同時，

遊客可以參觀這個工作室，

並可從閣樓觀察正在進行的

考古工作。

佩帕斯稱，用開放的工

作室來兼顧文物展示和考古

工作，是壹個獨特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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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高超音速武器是中美俄的軍備競賽其中一個
領域，美國總統川普多次聲稱美軍正研製一款 「超強飛彈」，
更宣稱它的飛行速度是音速17倍。美國國防官員16日首次披
露細節，指這款飛彈今年3月成功試射。

美國國防官員表示，川普口中的 「超強飛彈」，正是美軍
今年3月19日在夏威夷試射的高超音速武器原型 「通用高超音

速滑翔體」，飛行速度與他提及的數據吻合。官員形容，川普
對這款武器感到興趣並給予支持。

香港東網引述該名官員的話說，過去40至50年，美國的
高超音速技術領先全球，但沒有用在作戰用途方面。惟後來中
俄決定研發高超音速武器，為免可能形成不對稱的作戰能力，
美方最近才改變立場，把有關技術應用在武器上，以維持軍事

優勢。
中俄的高超音速武器已裝備部隊，美軍最快2023年配備同

類武器。CNN報導美軍的高超音速武器分為兩款，均不能搭
載核彈頭，一款是在傳統彈道飛彈的基礎上研發，另一款是巡
弋飛彈；後者今年稍後展開測試。

（綜合報導）美國太空軍16日表示，首批遴選的2410名
空軍士兵，將於9月1日入列美軍這一最新軍種。

中新社報導，美太空軍在當天的一份聲明中說： 「他們將
是首批入列太空軍的士兵。他們每個人都肩負重要的責任，貢
獻大膽的想法，並把太空軍塑造成21世紀的軍隊。」

太空軍是美國自1947年成立空軍以來首次組建新的軍事分
支。2019年8月，美軍成立太空司令部，由空軍上將雷蒙德出
任首任司令。當年年底，正式組建太空軍。

美國媒體稱，雖然目前約有1.6萬名軍事和文職人員被分
配到太空部隊工作，但他們在編製上仍隸屬於空軍。

美太空軍稱，首批太空軍士兵是從8500多名空軍飛行員中
遴選而出的，他們將負責太空作戰任務。而負責太空情報、網
路行動、工程開發等任務的人員遴選工作將於7月底啟動，預
計於明年2月入列。

美國防部於6月17日對外公開《太空國防戰略》簡版報告
，提出 「建立全面太空軍事優勢、整合聯合作戰體系、塑造戰

略環境、加強盟友與夥伴合作」四大優先事項。在 「建立全面
太空軍事優勢」事項中，加強太空軍被列為首要目標。

美太空軍在聲明中透露，目前太空軍與空軍之間作戰任務
和職能尚未完全分開， 「這種過渡期預計在2022年的某個時候
結束。屆時，空軍將不再保留太空特種部隊，空軍成員也將不
再參與與太空相關的作戰任務」。

美太空軍遴選 首批2410名空軍士兵9月入列

（綜合報導）美國新冠
疫情持續惡化，日今已有357
萬人確診、13 萬人死亡，且
過去 1 個月已 11 度改寫單日
新增確診新高，截至至 15 日
，美國的7天平均病例數從1
個月前約 2 萬 2200 例，暴增
為超過 6 萬 3000 例。疫情惡
化不僅拖累總統川普的重啟
經濟計畫，更讓他要全國學
校復學的呼籲僅獲得鮮少支
持。不過，白宮發言人麥肯
內尼卻大力挺川普，稱 「科
學不應阻擋學校開門」，引
發爭議。

據美媒《國會山莊》報
報導，由於美國疫情未見起
色，讓外界質疑川普強力要
求全國學校必須於秋季開學
的決定，即使他稱 「父母們

被關在家內，都快悶要死了
」，原先計畫採用遠端上課
的學校依舊未改變計畫，專
家也擔憂若大批兒童上學恐
讓新冠病毒傳播更加惡化。

不過，麥肯內尼（Kay-
leigh McEnany）在記者會上
引用了《美國醫學會雜誌》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對 46 家
醫院進行的一項兒科研究，
並根據研究成果指出，新冠
病毒對兒童的風險低於季節
性流感，並強調 「這已很清
楚地說明，科學是站在我們
這一邊的，科學不應該阻擋
學校開門」， 「我們鼓勵所
有當地與全國的學校按照科
學指示，重開學校」， 「這
對兒童造成嚴重傷害，例如

學生們不在學校時，兒童遭
虐沒人通報、心理沮喪、甚
至自殺念頭無處抒發，學校
真的很重要，它們必須盡快
重啟」。

不過，不過，《今日美
國》報表示，部分專家對於
秋季就讓學生復學表達了憂
慮，認為恐會增加兒童傳染
病毒給家中年長者的風險；
教育體系內專業人士也表示
，他們自身遭感染風險也仍
未減輕。關注衛生健保問題
的 凱 澤 家 庭 基 金 會 （Kaiser
Family Foundation）調查表示
，已有4分之1的教師若接觸
新冠病毒後恐將陷入重病，
且仍有 3 百萬超過 65 歲上的
長者與學齡兒童同居。。」

科學不可擋川普！白宮發言人挺開學 稱 「科學不可阻擋」

「「超強飛彈超強飛彈」」 細節曝光細節曝光
美軍最快美軍最快20232023年部署年部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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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執政聯盟成功更換議長
綜合報導 馬來西亞國會下議院 13

日復會，並於首日會議中通過現任總

理穆希丁更換下議院議長阿裏夫的建

議。這是馬來西亞歷史上首度實現由

總理提議中途撤換現任議長。

馬來 西 亞 下 議 院 共 有 222 名 議 員

， 除 兩 人 未 參 加 投 票 外 ， 這 壹 動 議

以 111 票 對 109 票 獲 得 通 過 。 在 朝 野

兩 黨 議 員 激 烈 爭 吵 中 ， 執 政 陣 營 宣

布 任 命 前 選 舉 委 員 會 主 席 阿 茲 哈 為

議 長 。 下 議 院 現 任 副 議 長 ， 隸 屬 反

對 黨 的 倪 可 敏 宣 布 辭 職 ， 馬 來 民 族

統壹機構 (巫統 )的議員阿莎麗娜獲任

新副議長。

馬來西亞反對黨人士和社會輿論認為

，穆希丁之所以開此先河，撤換對議事程

序具有較大主導權的議長，是為了確保其

總理位置。

今年2月，穆希丁的前任馬哈蒂爾退

出當時執政的希望聯盟，導致 2018 年大

選後執政的希望聯盟政府下臺。經過壹

番合縱連橫，和馬哈蒂爾同為土著團結

黨的穆希丁以“黑馬”之姿與巫統、伊

斯蘭黨等在野黨組成執政聯盟出任總理

。馬哈蒂爾與土著團結黨支持他的派系

則與穆希丁決裂，與希望聯盟等壹起居

於反對陣營。

穆希丁宣誓就任後，因疫情等多方

面因素，馬來西亞國會壹直未舉行會議

，僅在今年 5 月象征性的舉行“壹日國

會”。反對黨陣營也以此壹直質疑穆希

丁未得到國會半數支持，並積極策劃在

國會“翻盤”。並且，作為上次大選獲

勝者，國會正副議長寶座仍在希盟或親

希盟人士手中。

對穆希丁而言，阿裏夫雖然目前為

無黨籍，但在就任議長前是希望聯盟

內國家誠信黨黨員，副議長倪可敏更

是希望聯盟內民主行動黨黨員，與其

都非同壹陣營。在“壹日國會”前，

現任議長阿裏夫就曾接受馬哈蒂爾提

交的對穆希丁不信任動議，但因會期

過短，該動議未及討論表決。今次國

會復會前，在野陣營也已表示將繼續

提出不信任動議。

穆希丁此次提議撤換議長，除了

確保國會議事主導權以外，亦無異於

提前舉行的信任投票。馬來西亞觀察

家此前曾預測，如果議長撤換案未被

通過，穆希丁很可能選擇解散國會提

前大選。在議長撤換案險勝過關後，

如局勢不發生戲劇性轉折，在野黨即

使能成功提出不信任動議，亦難以獲

得通過。

菲律賓確診過5.7萬 已備隔離康復病床5.5萬
綜合報導 菲律賓衛生部(DOH)兩

度發布新冠肺炎統計數據。這是

DOH 發布相關數據以來，首次壹日

兩通報。截至當天下午四時，全菲累

計確診 57006 例，死亡 1599例，康復

20371例。

按照慣例，DOH每日下午四時通

報當日數據。12日當天，DOH兩度聲

明推遲發布，稱因當日新增確診及死亡

病例激增，需核實。

13日午間，DOH通報，根據全菲

82個檢測中心中67個提交的報告，12

日新確診 2124例，死亡 162例，康復

2009例。其中，死亡病例為有統計數

據來最高，此前連續壹周死亡數據為個

位數。

13日下午，DOH第二次發布通告

，當天新確診836例，死亡65例，康復

4325例。其中，康復人數為有統計數

據以來最高。

截至13日，DOH為新冠肺炎患者

提供了14945張床位。其中，1349張重

癥監護病房病床，已使用46%；10183

張隔離病床已使用45.7%；3413張診療

病床已使用51.9%。

3日，菲律賓進入國家抗疫行動第

二階段計劃，很多行業在“新常態”衛

生標準下復產復工，確診人數和死亡人

數隨人與人接觸增多而攀升。

12日，菲內閣部長兼新興傳染病

跨機構工作組(IATF-EID)聯合主席諾格

拉萊斯(Karlo Nograles)接受菲無線廣播

電臺的采訪表示，政府現在不鼓勵確診

患者居家隔離，要求即使沒有癥狀，也

要前往康復設施內進行隔離。

13日，菲公共工程與公路部長馬

克· 維拉(MarkVillar)表示， 為增強和

提高診療新冠肺炎的能力，杜特爾特

政府4月即提出了將體育場館、展覽

中心等改造為大型檢測中心、隔離康

復設施的計劃。迄今， 位於首都馬

尼拉地區的尼諾阿基諾體育場、黎剎

體育館、世貿中心，以及新克拉克市

的菲律賓體育綜合中心(Ultra)等的大

型社區隔離康復中心，已可提供5.5萬

張床位。根據該計劃，未來三周內，菲

將新建50個檢測中心，以及129個社區

隔離康復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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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日本沖繩縣透露，接到美方通報稱

美軍普天間機場中，又有 32人確診感染新冠病毒

。駐沖繩美軍此前已有 66人確診，確診總數升至

98人。

據報道，美軍普天間機場的感染者累計達71人，

沖繩縣認為，該機場與有22人感染的漢森軍營均發生

了聚集性感染。除以上兩處外，嘉手納基地有3人感

染，麥克特勒斯軍營和浦添市的後勤基地“金瑟營”

各有1人感染。

據悉，沖繩縣政府擔心，感染也可能擴大至與

基地內外有日常接觸的縣民中間，因此加強了警

戒。該縣要求美軍提供感染者行動軌跡等詳情，

並正在協調舉行有關醫療體制的聯席會議。

沖繩縣透露，7月 4日美國獨立日前後，美軍

在北谷町餐飲店舉行派對，有縣民提供信息稱，

“壹起在場的美軍人員檢測結果呈陽性”。該縣12

日在北谷町政府大樓實施臨時病毒檢測。與美軍人

員有過接觸的店鋪員工等130人接受了檢測，預計

14日得到結果。

另外，由於駐沖繩美軍不願向日方交代染疫

美軍的活動與接觸史，導致防疫更加困難。沖繩

縣知事玉城丹尼於 13日向媒體透露，正在與中央

政府方面協調前往東京向政府訴說現狀的事宜。



AA99香港瞭望
星期六       2020年7月18日       Saturday, July 18, 20202020年7月17日（星期五）4 新聞香

港
■責任編輯：周文超

客·來·客·往

■大批身穿保護裝備的工作人員，在荃灣絲麗酒店
協助檢疫人士入住。當絲麗酒店原有住客知道酒店
接收檢疫人士後，紛紛退房離開。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新 增 與 醫 院 相 關 個 案新 增 與 醫 院 相 關 個 案
醫院 確診者 有否密切接觸者

港安醫院 女護士 無接觸病人，工作期間有戴口罩

伊利沙伯醫院 非緊急救護車 不需接觸病人，上班時有戴口罩，無同事被列
為密切接觸者

病人服務助理 早前初步確診，16日確診

屯門醫院 急症室醫生的家人 醫生被列作密切接觸者，病毒檢測呈陰性，上
班期間有穿戴合適個人保護裝備

佛教醫院 女病人 病人曾入住普通科病房，同房4位病人被列為密
切接觸者，當中3名病人已出院，餘下1名病人
正隔離

將軍澳醫院 男病人 同一病格內有10名病人，全列作密切接觸，其
中1人已出院、另1人因自身疾病離世，其餘8
人在隔離中，測試結果全部陰性

瑪嘉烈醫院 病人 同房另一名病人被列為密切接觸者，檢測結果
為陰性

資料來源：香港醫管局、衞生防護中心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調配中心男員工

香港衞生防護中心表示，將軍澳醫院有一名71歲男病人
16日確診，他於本周一到該院急症室求醫，當時已有

低燒徵狀，但仍被安排入住內科病房，至當日下午檢測為初
步陽性才轉入隔離病房。
10名同一病格病人追查後列作密切接觸者，其中1人已出

院、另1人因自身疾病離世，其餘8人仍在醫院，全部被轉送至
隔離病房，暫時的檢測結果全部陰性。而醫護人員全部有合適
裝備，無人為密切接觸者。
香港醫院管理局總行政經理（質素及標準）劉家獻表示，

為審慎起見，已為同一病房40名病人做測試，當中30人呈陰
性，其他仍等候結果，而病房已消毒。

失誤？“無高危因素”
上述個案是否涉及失誤？劉家獻指出，現時入院人數增

多，難以安排所有入院病人入住隔離病房，現時的安排是若病
人有接觸史、或與感染群組有關聯，會入住隔離病房；若病人
無接觸史或高危因素，會安置在有適當距離的內科病房及盡早
作測試。
他強調，現時醫院病房床與床之間有足夠距離減低感染機

會，並指出現時日以繼夜做測試，希望可將確診及陰性病人分
開，減低感染機會。

瑪嘉烈醫院也有一名確診病人，在本周三（15日晚）因發
燒送入該院，卻沒有入住隔離病房，而是入院雙人病房，確診
後才轉到隔離病房。同房另一名病人被列為密切接觸者，檢測
結果為陰性。

伊院兩員工確診非群組
早前一個內科病房出現群組感染、3名病人確診的伊利沙伯

醫院，16日再有兩名職員確診。衞生防護中心表示，該院非緊
急救護車調配中心一名員工16日確診，他最後上班日為本周
一，當時無病徵。該確診員工平日在調配中心工作，亦會為醫
院接載同事去開會或去不同醫院，但不需接觸任何病人。

由於他未有前往該院日前爆發感染的內科病房，故估計與
相關的感染群組無關。院方強調，該名確診員工上班時有戴口
罩，無同事被列為密切接觸者。
該院一名病人服務助理亦在16日確診，無同事或病人被列

為密切接觸者。衞生防護中心指出，確診者在院內出現爆發期
間正休假，相信其感染與院內病房群組無關。

該個出現新冠肺炎小型爆發的伊利沙伯醫院內科病房，一
名病人（個案編號1563）曾轉院往佛教醫院，其後才確診。

佛教醫院16日亦有女病人確診（個案編號1644），她在本
周一入院準備接受關節手術，入院後發覺有少許發燒及呼吸道
感染症狀，因此取消手術及作病毒測試，她確診後被送往伊院
隔離治療。劉家獻補充，她與個案1563患者入住佛教醫院不同
的專科病房，故相信兩者的感染無關連。
個案1644患者在佛教醫院留院期間，同房有4人被列作密

切接觸者，當中3人已出院，餘下1人已接受隔離治療。而負責
該病房的醫護，由於接觸病人時有穿着合適防護裝備，無人列
為密切接觸者。

院爆？“員工亦市民”
現時是否出現醫院大爆發？劉家獻指出，部分確診個案為

醫院員工，但員工亦是市民，亦可能在社區受到感染。他又
指，目前社區爆發厲害，亦有無病徵的病人入院，局方已盡力
增加感染控制措施，但坦言：“最好的措施亦難以做到滴水不
漏。”

將院瑪嘉烈各一宗 入院者多難安排隔離

發燒照入普通房 醫院防疫有漏洞
香港第三波新冠肺炎疫情愈爆愈烈，16

日新增的確診個案創單日新高，錄得 67宗，

當中 63宗是本地感染個案，更有 41宗源頭不

明，已出現廣泛的社區爆發，連醫院也進一步

“失守”。16日最少6間公立及私家醫院有病

人、醫護，或其家屬染疫，其中將軍澳醫院的

處理手法暴露防感染措施漏洞重重，一名 71

歲男病人周一（13日）入院時已有低燒，惟

仍被安排入住無高級別隔離設施的內科病房，

直至當日下午病人初步確診才轉入隔離病房，

10名同一病房的病人因而列作密切接觸者，

他們暫時的檢測結果呈陰性。

■香港文匯報記者文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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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利沙伯醫院繼內
科病房有 3 名病人確診
後，16 日再有兩名員工
“中招”，其中一名患者
為該院非緊急救護運送服
務調配中心的支援職系員

工。院方16日指，前晚接獲通報該名員
工初步確診，但有該院員工批評，院方
遲遲未有提升防疫控制措施；亦有與患
者同一中心上班的員工透露，截至16日
傍晚，員工仍未獲通知做深喉唾液檢
驗。

院方16日指，該員工於本周一（7
月13日）下班後因發燒、頭痛及咳嗽，
當晚到威爾斯親王醫院急症室求診。院
方前晚（7月15日）接獲通報該員工初
步確診。但有員工表示，直至16日患者
轉為正式確診前，院方仍未有加強相關
防感染措施。有員工表示：“今日(16
日)該部門仍然有8至10名員工上班，他
們會在醫院內不同地方辦公，並會與運
送病人的員工接觸，而調配中心至今仍
未有進行清潔消毒。”

據了解，與患者共事約有 20 名員
工。該部門員工早前透露，部門主管沒

有通知其他員工有同事確診消息，員工
截至16日傍晚亦未獲通知做深喉唾液檢
驗。有員工更指，工作期間只獲派外科
口罩，直至前日才獲派眼罩，他們曾多
次要求在當值期間能夠獲派N95口罩，
但遭部門主管拒絕。

在同一醫院工作的非緊急救護服務
員工協會理事關梓傑16日表示，前線人
員平日要接載病人，但不知道病人的病
歷等資料，有機會接觸到隱性患者，有
染病風險。他又說，每次運送病人後都
應該要更換口罩，希望管方提供足夠數
量的口罩。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員工染疫 伊院防控未加強
��$

■伊利沙伯醫院16日再有兩名員工
“中招”。 香港文匯報記者攝

■■多間醫院均多間醫院均
有醫患感染疫有醫患感染疫
症症。。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香港新一波
的新冠肺炎疫情爆不停，16日有多達67宗確
診個案，當中41宗本地個案屬源頭不明，將
軍澳成為最新“疫區”，單日新增6宗無源頭
個案。要切斷隱形傳播鏈，透過病毒檢測找出
“隱形”患者至為重要，但香港檢測能力瀕崩
潰，“疫廈”居民需一周才獲衞生署派樣本樽
作檢測，在檢測龜速情況下，香港文匯報記者
統計過去一個多星期的第三波疫情，發現已累
積近400宗感染個案，當中逾七成半是本地個
案，近43%源頭不明，死亡率較第一、二波為
高。香港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君坦
言，無跡象顯示疫情已見頂。

張竹君：未有下降趨勢
除了已知的群組，16日有逾半、即41宗

是源頭不明本地個案。慈雲山以外，將軍澳是
另一重災區。不明源頭患者包括36歲男海關
職員跟他39歲家人；做文職男人先發病，其
任職司機的爸爸，及其朋友、在荃灣港安醫院
任職急症室的女護士都確診。
連日個案飆升，最令人擔心是源頭不明

個案趨升，使人防不勝防。張竹君表示，“現

時趨勢是愈來愈多本地無源頭的個案，睇嚟未
有下降趨勢。”
為切斷傳播鏈，衞生署之前一直為確診

者鄰居提供的病毒檢測服務，但因為確診個
案數量過多，檢測工作不勝負荷，為“疫
廈”居民檢測的工作有所延誤，現時要集中
先替有多於一個源頭不明群組的大廈居民進
行檢測。張竹君解釋，“太多個案，我們都
會優先在風險較高的地方派樣本瓶，例如在
同一幢大廈有兩人確診，他們不是親戚或相
識，我們會優先派樣本瓶，其他有確診個案
住的大廈，我們都會派，但可能要等久一
點，希望大家耐心等待。”她又指，現時衞
生署連醫管局每日做過萬宗檢測，已經向私
營機構採購服務。
新一波疫情自上周日（5日）有一名同時

在“彬記粥麵美食”和屯門內河碼頭“健榮飯
堂”工作的職員確診後爆發，至今不足兩星期
已有397宗確診個案，當中301宗更屬本地感
染，除最先確診患者所工作的兩間食肆外，慈
雲山的百匯軒、翠河餐廳和上環聚點坊等多間
食肆亦出現感染群組。
今波出現大量源頭不明個案，香港文匯

報記者翻查資料發現，其間錄得129宗源頭不
明個案，佔全部本地確診個案的近43%。過去
一個星期再增3名新冠肺炎患者不治，使第三
波疫情的死亡率達0.76%，但第一二波僅7名
病人過身，死亡率不足0.56%。

許樹昌：仍要觀察一兩周
港府抗疫督導委員會專家顧問、中大呼

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16日接受電台訪問
時解釋，今波較多長者確診，他們患較多長期
病，所以感染後病情更嚴重，死亡率亦因而更
高，建議為所有入院長者進行病毒檢測， 以
減低出現院內爆發的風險。他又指，食肆員工
和的士司機即使沒有病徵，亦是現時有需要在
入院後接受檢測的群組。

今次疫情出現社區再爆發，情況與早前
以輸入個案為主明顯不同，政府雖然已因應
疫情嚴峻而收緊社交距離措施，但許樹昌表
示仍要觀察未來一至兩星期的情況才能知道
新措施是否有效，指如疫情未有改善，呼籲
私人企業盡量安排僱員在未來一兩周在家工
作，以減少市面的人流，協助截斷病毒傳播
鏈。

將軍澳成疫區港檢測瀕極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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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

道）隨着內地疫情防控形勢向好，生產

生活陸續恢復，宏觀政策持續發力，

2020 年 二 季 度 中 國 國 內 生 產 總 值

（GDP）由負轉正，同比增長3.2%，明

顯高於市場預期。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

人劉愛華16日在國新辦記者會上表示，

今年新冠疫情衝擊前所未有，世界經濟

陷入二戰以來最為嚴重的衰退，中國經

濟運行先降後升、穩步復甦，殊為不

易，凸顯中國經濟的強大韌性和潛力，

下半年中國經濟仍有望持續復甦。

中國二季度GDP負轉正 增3.2%超預期
投資消費降幅收窄 統計局：下半年持續復甦有支撐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國家主席習近
平7月15日給“全球首席執行官委員會”成員代
表回信，讚賞他們對中國和平發展、開放發展的
堅定信心和繼續扎根中國的承諾，以及對中國經
濟發展提出的建設性建議。
習近平在回信中指出，當前，中國正在統籌

推進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工作，決勝全面建
成小康社會，決戰脫貧攻堅。中國經濟長期向好

的基本面沒有改變、也不會改變。我們將繼續深
化改革、擴大開放，全面落實“六穩”、“六
保”的重大政策舉措，為中外企業投資發展提供
更完善的營商環境，開闢新機遇新前景。你們堅
守扎根中國發展是正確選擇。
習近平強調，當今世界，各國利益高度融合，

人類是休戚與共的命運共同體，合作共贏是大勢所
趨。中國將堅定不移堅持和平發展道路，堅定不移

推動經濟全球化朝着開放、包容、普惠、平衡、共
贏的方向發展，推動建設開放型世界經濟。希望你
們秉持合作共贏、共同發展的理念，加強同中國企
業的交流合作，為促進世界經濟復甦作出貢獻。

“全球首席執行官委員會”由全球具有行業
引領性和代表性的39家跨國公司組成。近日，委
員會18位首席執行官聯名致信習近平主席，讚賞
中國在習近平主席堅強領導下，迅速控制住疫情

蔓延並率先復工復產，為支持全球抗疫和維護世
界經濟穩定發揮了積極作用。他們認為，習近平
主席關於“在危機中育新機，於變局中開新局”
的重要論斷和“堅定不移推動經濟全球化朝着開
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贏的方向發展”的政
策和決心，更加堅定了他們對中國的信心和繼續
扎根中國、服務中國的承諾。他們還就後疫情時
代中國經濟發展及中外合作建言獻策。

習近平回函“全球首席執行官委員會”代表：扎根中國是正確選擇

從環比看，二季度GDP環比增長11.5%，增
速較一季度大幅回升21.5個百分點。上半

年累計，GDP同比下降1.6%。

各項經濟指標持續回升
二季度以來各項經濟指標持續回升。從生產

端看，6月工業增加值同比增長4.8%，連續三個
月增長，接近去年同期水平。需求端也持續回
暖，但復甦進度不及生產端。從三駕馬車看，1-6
月固定資產投資同比下降3.1%，降幅較1-5月收
窄3.2個百分點；6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下
降1.8%，降幅較5月收窄1個百分點；在防疫物
資、電子產品等出口支撐下，6月出口同比由負
轉正，超預期增長0.5%。
“作為一個擁有14億人口的發展中大國，我

國能夠在短時間有效控制疫情，實現經濟由降轉
升，保持經濟社會大局穩定，殊為不易，這凸顯
了中國經濟的強大韌性和潛力，同時也體現了黨
中央、國務院綜合施策的效果。”劉愛華指出，
上半年季度指標明顯改善，GDP、工業增加值、
服務業增加值由負轉正，消費、投資等降幅收
窄。從月度看，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連續三個月
保持正增長，服務業生產指數連續兩個月正增
長，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連續四個月降幅收窄，
出口額連續三個月正增長。

新產業形成更多增長極
不過，從上半年累計數據看，GDP、工業、

服務業、消費、投資等指標仍處於同比下降區
域。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劉愛華稱，這說明二
季度的回升屬於恢復性增長，疫情衝擊的損失尚
未完全彌補，推動經濟回歸正常水平還需艱苦努
力。
至於下半年，劉愛華認為，3月以來很多指

標明顯回升或者降幅收窄，說明疫情衝擊總體可
控，加上中國經濟自我調整能力較強，疫情期間
又催生了很多新產業新業態新模式，數字經濟、
智能製造、生命健康等新產業形成更多增長極，
以及宏觀政策效應將進一步顯現，為下半年經濟
持續恢復提供支撐。

在全球艱難抗疫、全球主要經濟體持續衰退之
際，中國經濟二季度率先恢復增長，展現出中國作
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增長韌性及潛力。

面對疫情衝擊，中國經濟尚未恢復至正常水
平，但GDP增速從一季度下降6.8%迅速反彈，二
季度上漲3.2%大幅超出市場預期。驅動經濟快速反
彈的一個重要原因是傳統經濟動能保持韌性。

外貿領域，相比日韓等國連續數月出口下降
20%以上，6月中國出口已恢復增長，醫療物資、
電腦、手機等疫情期間出口大增，令中國在全球市

場份額不降反升。政策推動下，基礎設施投資穩定
回升，房地產市場迅速回暖，也支撐中國經濟在短
暫停擺後快速復甦。

而高科技、新經濟領域持續快速增長，則在疫
情期間填補了經濟缺口，為中國經濟提供新的增長
空間和動能。

不過，亮眼的GDP數據背後，中國經濟仍面
臨諸多困難及挑戰。疫情衝擊與以往的經濟危機不
同，疫情發展的不確定性，使得政府時刻處於戒備
狀態，持續緊繃的社會狀況讓經濟整體更加脆弱；

企業擔心政策變動不敢作長遠規劃，影響投資意願
和商業布局；疫情加速經濟線上化趨勢，對線下實
體造成衝擊；住宿餐飲旅遊等勞動密集型行業失業
率持續上升，居民收入持續下滑，不利於消費恢
復。

從現實看，今年冬季可能面臨新冠疫情捲土重
來的風險，再加上南方洪災、中美緊張關係升級等
衝擊，都將拖累經濟復甦的腳步。應對新挑戰，下
半年宏觀政策如何調整將在隨後召開的中央高層會
議上定調，引人矚目。

中國經濟的韌性與挑戰���
/�

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海巖 北京報道）中國新
冠疫情基本平復，樓市在6月迎來普漲。中國國家
統計局發布數據顯示，6月70個大中城市中，新建
商品房和二手房價格環比上漲城市數量分別達到61
個和50個，均為近一年來最多。深圳再度領漲
全國，二手房價環比上漲1.9%，創2018年以來新
高。專家指出，一些熱點大都市中心區、都市圈、
城市群樓市可能面臨過熱風險。

統計局數據顯示，6月70個大中城市，僅有9
個城市新建商品房價格下跌或持平，寧夏銀川漲幅
最大，環比上漲1.9%，環北京地區的河北唐山及
靠近廣州、深圳的廣東惠州漲幅均達1.5%。武
漢、長沙、杭州、南寧等熱門城市上漲亦超過
1%。
二手房方面，50個城市房價環比上漲，比5月

增加9個，深圳以1.9%的環比漲幅領漲，長三角地
區多個熱點城市漲幅居前，江蘇無錫上漲1.6%，

浙江的寧波和杭州漲幅亦達到1.2%和1%，西部省
會城市西寧、銀川漲幅均達到1.4%。

深圳樓市再度“發燒”，按統計局數據，6月
深圳二手房價同比上漲14.3%。市場交投活躍支撐
價格上漲，官方數據顯示，上半年深圳一二手住宅
網簽成交6.07萬套，同比上升24.34%。

房地產投資由負轉正
國家統計局數據還顯示，在房價回升的同時，

房地產投資由負轉正，1-6月同比增長1.9%，較
1-5月提高2.2個百分點。同時，商品房新開工面
積、商品房銷售面積、商品房銷售額、房地產開發
企業到位資金同比降幅均有收窄，房地產開發企業
施工面積同比增長2.6%，較1-5月加快0.3個百分
點，結束了連續三個月的回落。
國家統計局新聞發言人、國民經濟綜合統計司司

長劉愛華稱，上半年房地產投資已經轉正，但同時也

要看到更多的房地產市場指標，如房屋新開工面積、
土地購置面積、一些商品房銷售指標還處於下降區間，
對下半年房地產的走勢還是應該持觀察的態度。

熱點城市加碼調控
中國樓市在疫情後迅速回暖，並成經濟回升的重

要支撐。中國社科院城市與競爭力研究中心主任倪鵬
飛在16日舉行的國是論壇上表示，當前樓市再現地
價爆漲苗頭，1到5月份全國地價增長15%，部分地
區再現地王。另外，炒房再度升溫，深圳最新出台樓
市新政，體現抑制炒房投資行為的政策方向。

倪鵬飛指，一些城市樓市面臨過熱的風險，由
於房地產長效機制還沒有完全建立，包括地方政府
在內的市場各方仍有炒作衝動，加上前述規律支
配，一些熱點大都市中心區、都市圈、城市群樓市
面臨過熱風險。近日，房價明顯上漲的深圳、杭
州、東莞等地政府已出手加碼調控。

深圳6月二手樓環比漲1.9% 領漲全國

二季度經濟指標改善
GDP：同比增長3.2%，由一季度下
降6.8%轉負為正

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由一季度下
降8.4%轉為增長4.4%

服務業增加值：由一季度下降5.2%
轉為增長1.9%

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同比下降
3.9%，降幅比一季度收窄15.1個百
分點

固定資產投資：1-6 月累計下降
3.1%，降幅比一季度收窄13.0個百
分點

進出口：同比下降0.2%，降幅比一
季度收窄6.3個百分點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海巖

�	(%1
73�H����H

1���H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隨着內地疫情防控形勢向好，生產生活陸續恢復，宏觀政策持續發力，2020年二季度GDP由負轉正，同比
增長3.2%，明顯高於市場預期。圖為 6月20日，工人在江蘇省連雲港市贛榆區班莊鎮的一家旅遊戶外用品企業
生產線上加工出口產品。 資料圖片

中國GDP增長速度（季度同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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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地上月實際使用外資增長7.1%
商務部：外商投資預期穩定趨好來自美國投資增長6%

香港文匯報訊 （記者 周琳 北京報道）中國商務部

16日發布最新數據，1月至6月，全國實際使用外資（簡

稱 FDI）4,721.8 億元（人民幣，下同），同比下降

1.3%，降幅比一季度收窄 9.5%、比前 5 個月收窄

2.5%，總體好於預期。6月當月，全國實際使用外資

1,170億元，同比增長7.1%。商務部新聞發言人高峰當

天在例會指出， 上半年中國吸收外資總體好於預期，外

商投資預期和信心穩定趨好。

高峰介紹，分行業看，1月至6月，高技術服務
業實際使用外資同比增長19.2%，其中，信息

服務、檢驗檢測服務、研發與設計服務同比分別增
長20.9%、8.7%和35.7%。在主要投資來源地中，
香港地區、新加坡、美國實際投入外資金額同比分
別增長4.2%、7.8%和6%；“一帶一路”沿線國家
實際投入外資金額同比增長2.9%；東盟實際投入外
資金額同比增長5.9%（含通過自由港投資數據）。

84%美企不願撤離中國
今年上半年，埃克森美孚、霍尼韋爾、特斯拉、

沃爾瑪、寶馬集團等企業均加碼對華投資力度。中國
美國商會近期調查顯示，84%的美國企業不願撤離中
國，38%的企業將保持或增加對華投資。

面對疫情衝擊，各級政府出台了多項措施，穩
定外商投資信心。6月23日，全國版和自貿試驗區

版外商投資准入負面清單出爐，進一步縮減，服務
業、製造業、農業開放水平進一步提高。商務部也
表示，正抓緊修訂鼓勵外商投資產業目錄，進一步
擴大鼓勵範圍。

京東數科首席經濟學家沈建光對香港文匯報指
出，中國正逐漸開放過去限制的領域，比如汽車、
石化行業，外資限制一放開就馬上能看到外資的響
應，正因為中國有巨大的內需市場。

影響外商投資因素仍較多
商務部研究院國際市場研究所副所長白明認

為，無論是橫向還是縱向對比，中國吸引外資能達
到這一成績都難能可貴。從橫向看，聯合國貿發會
議此前預測，今年全世界對外投資下降40%左右，
中國能夠做到基本平穩相當不容易。從縱向看，年
初受疫情影響，中國吸收外資大幅度下降，但在第

二季度又有明顯的上升。
植信投資研究院高級研究員劉璐對香港文匯報

指出，中國經濟發展具有一定的韌性，即使是在當
下不確定性激增的環境下，經濟基本面良好、資金
淨流入的趨勢較強，對於人民幣國際地位的提升起
到很好的支撐作用。全球在對中國疫情控制處理的
效率讚賞的同時，人民幣資產的避險功能也逐漸凸
顯，且上半年中國貿易差額超1,200億美元，外儲
的存量規模也有擴大的趨勢。
不過應該看到的是，當前疫情仍在全球蔓延，

給中國吸引外資增加了不確定性。國際貨幣基金組
織和世界銀行分別預測，今年全球經濟將下降4.9%
和5.2%。

高峰指出，下半年，世界經濟形勢仍然複雜嚴
峻，影響外商投資的不確定性因素仍然較多，實現
全年穩外資目標任務仍然任重道遠。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琳 北京報道）中國商
務部新聞發言人高峰16日應詢表示，英國政府作出
在5G網絡建設中排除中國企業的決定，中方對此
堅決反對。
英國首相鮑里斯·約翰遜於近日正式對外宣布

“拉黑”華為5G，決定在今後5G建設中不再使用
華為設備，從今年年底開始停止繼續購進新的華為

設備，並決定在2027年以前拆除國內所有的已安
裝並且正在使用的華為5G設備。

高峰指出，英方的歧視性做法，與英國一貫主
張的自由貿易原則背道而馳，嚴重違反世貿組織規
則，嚴重削弱中方在英投資信心，嚴重影響中英經
貿合作氛圍，嚴重損害英國在國際貿易體系中的信
譽和地位。對於英方背棄自由貿易政策的做法，中

方正在進行評估，將採取必要措施，堅決維護中國
企業合法權益。

“我們敦促英方從兩國合作大局出發，着眼
長遠，採取務實舉措，糾正錯誤決定，為在英投
資的中國企業提供開放、公平、非歧視的營商環
境，切實維護中英經貿關係發展的良好勢頭。”
高峰說。

回應英禁華為參建5G網 中方：將採取必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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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周琳
北京報道）中國國務院國資委16
日發布數據，今年6月份，中央企
業實現營業收入2.9萬億元（人民
幣，下同）、淨利潤 1,664.8 億
元，同比分別增長0.6%和5%。國
資委新聞發言人彭華崗在當日的國
新辦新聞發布會上介紹，進入二季
度以來，中央企業經濟運行明顯改
善，收入和效益降幅持續收窄，特
別是5月份以來央企生產經營加速
好轉。
彭華崗介紹，上半年中央企業

累計實現營業收入13.4萬億元，同
比下降7.8%，降幅較一季度收窄4
個百分點，收入降幅已連續3個月
收窄。其中6月份，中央企業實現
營業收入 2.9 萬億元，同比增長
0.6%，多數企業已經恢復或超過同
期水平。當月，有57家中央企業收
入同比增長，33家企業收入增幅超
過10%。

淨利潤方面，上半年中央企業
累計實現淨利潤4,385.5億元，同比
下降 37.7%，降幅較一季度收窄
21.1個百分點，較1月至5月收窄
12.6個百分點。

部分行業上半年投資增速超15%
“面對今年如此錯綜複雜的

環境，中央企業6月份收入淨利潤
能夠再創新高，是十分不容易
的。”彭華崗指出，國內出色的
防疫抗疫成績為國民經濟恢復創
造了有利條件，二季度宏觀經濟
主要指標明顯改善，實體經濟得
到了較好的恢復空間。分行業
看，發電、汽車、通信、冶金等
行業上半年固定資產投資增速超
過15%。
彭華崗指出，央企堅決執行國

家降電價、降氣價、降資費、降路
費、降房租政策，上半年累計降低
全社會運行成本超過1,200億元，
為全力幫助中小企業戰疫情、縮成
本、渡難關，作出了積極貢獻。央
企總體上經營業績好於預期，為完
成全年目標任務奠定了很好基礎。
但是也要看到，下半年中央企業改
革發展各項工作都面臨着很大的困
難和壓力。“下半年，國資委和中
央企業將千方百計奪回疫情造成的
損失，力爭中央企業總體效益實現
正增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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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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0年7月17日（星期五）3 經濟中
國

■責任編輯：周文超

分析師：外資看重港進內地跳板作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殷考玲）就美國總統特朗普簽

署《香港自治法案》，取消美國對香港的優惠待遇，會否
削弱香港的國際融中心地位，實德金融策略研究部首席分
析師郭啟倫香港接受香港文匯報訪問時指出，外資在港設
立基地，最主要的其實是看重香港進入內地市場的跳板作
用，他認為，香港仍是進入內地市場的重要門戶，這方面
香港與其他城市相比具有一定優勢。
香港國安法實施及特朗普簽署《香港自治法案》，美

國推出進一步制裁香港的措施，社會上有人擔心會削弱香

港的國際金融中心地位，並促使外資撤走。郭啟倫香港接
受訪問時指出，上述擔憂會否出現，要看市場如何消化消
息，以及特朗普後續會否再有制裁行動，他認為今次《香
港自治法案》的制裁影響性不是特別全面，但在港美資如
有憂慮屬正常，相信不會有資金大規模撤離香港，因為始
終在港落戶多年，不是隨便可以撤走的。
被問及《香港自治法案》對股市影響，郭啟倫表示未見恒
指有大幅波動，預期港股會在24,400點至24,700點附近徘
徊，24,400點會有較強支持位。

李小加李小加：：

■香港文匯報記者 周紹基

香港國安法實施後，美國總統特朗普不顧

中國的嚴正交涉，悍然簽署所謂的《香港自治

法案》及行政命令，結束給予香港的特殊地

位。港交所行政總裁李小加香港表示，香港國

安法有助香港社會回復和平穩定，有信心香港

能夠克服挑戰。他並認為《香港自治法案》只

會為香港加添市場焦慮，但不會對香港造成根

本性的改變。他相信，隨着中美關係緊張，香

港作為“連接者”的角色更顯重要。他又透

露，“商品通”明年或有突破。

李小加香港出席大宗商品網上論壇時指出，香港自回
歸後，有不少人質疑“一國兩制”的可行性，但經

過多次測試，都反證了這些人的有關看法是錯誤的。他
說，長遠而言，香港必須讓內地保持信心，香港不會挑
戰中國的主權地位，而“一國兩制”運作暢順，香港才
可以好好地發展。故此，今次香港國安法的立法及實
施，將有助香港社會回復和平穩定，也有助香港可以繼
續在“一國兩制”的基礎下運作下去。

美不能對港造成根本性改變
李小加又提到，去年社會動盪和今年的新冠疫情，

為市民和經濟帶來了很大困難，但香港金融市場仍表現
強勁。他反而認為，在美國推動中美脫鈎、美國“去全
球化”等大環境下，香港扮演中外“橋樑”的角色，只
會更加重要，他有信心香港可以克服今次的挑戰。
對於特朗普簽署了《香港自治法案》，美國又取消

了香港的特殊待遇，李小加指這非大眾所樂見，因為潛
在衝突會製造焦慮，這會為香港製造大量的不確定性。
但李小加強調，無論美國做什麼，都不能改變一個事

實，就是香港仍然是中國最國際化、最開放的市場。這
樣的香港符合中國的利益，符合美國的利益，符合世界
的利益。
對一個國際金融中心而言，李小加指出，最關鍵的

要素包括資金和信息的自由流通、良好的法治、國際通
用的語言、靠近大型經濟體和充裕的資金等。上述要
素，香港的金融市場有着長期的積累。

盼“商品通”明年有突破
今年疫情影響了不少商業活動，但李小加透露，旗

下倫敦金屬商品交易所（LME）業務順利，6月份的交易
量更錄得新高。他指出，港交所現正與LME及前海交易
所緊密合作，在倉存及價格等方面溝通，期望“商品
通”能在明年有所突破，但仍要內地有關部門配合。

今年港交所迎來上市20周年，股價也由當年上市時的
3.88港元，升至逾300港元的破紀錄水平，按市值計，已
成為全球最大交易所。李小加表示，近年又有互聯互通和
上市改革等措施的配合，支持港交所發展進入了新時代，
若港交所股價能升至388港元，或許已是“合理期望”。

美挑釁徒添市場焦慮 難損港中介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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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翠媚）
香港國安法實施後，一直有謠言指
香港有大規模資金流出至新加坡等
地，同時外電香港報道稱，德銀新
任的亞洲行政總裁辦公室，將由香
港遷往新加坡。新加坡金管局局長
孟文能（Ravi Menon）香港表示，
雖然在香港國安法下，詢問前往新
加坡的企業有所增加，不過他強調
香港仍是強大的國際金融中心，目
前並未見到大量資金由香港流入新
加坡，亦未見來自香港的商業活動
大量轉移至當地。

企業考慮的營商因素很多
在中美緊張局勢升溫下，香港

亦難免受到影響，孟文能認為雖然
中美關係或令市場憂慮香港可能會
失去國際金融和貿易中心的吸引
力，但他認為香港仍是一個強大的
金融中心，並具有獨特優勢，而他
亦相信有關香港國安法落實的問
題，只是企業各種考慮因素之一。

孟文能又指，市場不應過分聚
焦香港有否走資的問題，而實際上從
新加坡的角度而言，他認為新加坡能
和香港如此強大的金融中心展開競爭
是一件好事，意味整個地區有良好的
成長和機遇，更坦言如果香港形勢嚴
重惡化，料將會對整個亞太區不利，
新加坡亦難以獨善其身。

德銀：亞太區採雙樞紐結構
香港一直是亞洲金融樞紐，外

媒香港報道，德銀新任亞洲行政總裁
的辦公室，將由香港遷往新加坡，是
近十年來德銀首度在香港以外地方，
設立亞洲行政總裁辦公室，而德銀駐
香港發言人則表示，仍然致力於亞太
地區的雙樞紐結構。而《紐約時報》
早前亦宣布，將亞洲區數碼新聞業
務，由香港轉移到韓國首爾，但仍保
留駐港記者及廣告部。

對於有部分金融機構將總部由
香港遷往新加坡，孟文能則認為，亞
洲金融服務業正在壯大發展，因此很
多金融機構在香港和新加坡兩地都有
業務，他相信新加坡及香港關係並不
是“零和遊戲”，而他正在密切關注
情況。他又指，雖然香港國安法實施
後，或會使金融機構更認真思考應該
在哪個城市進行增量投資，但是他強
調若資金從一個城市中撤走，並不會
有利另一個城市。

■■李小加認為李小加認為，，在美在美
國推動中美脫鈎國推動中美脫鈎、、美美
國國““去全球化去全球化””等大等大
環境下環境下，，香港扮演中香港扮演中
外外““橋樑橋樑””的角色只的角色只
會更加重要會更加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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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振興三倍券本周三（7/15）起正
式發放，各家飯店業者也端出好康，希望吸引民
眾住房、用餐。但《蘋果新聞網》追查發現，像
台北晶華酒店、六福萬怡、君品酒店等知名飯店
仍未被納入電商白名單中，等同民眾就算使用綁
定三倍券信用卡，線上刷卡預刷訂金、房費，也
沒法用三倍券折抵消費，恐引發爭議。部分飯店
已決定緊急開放民眾現場刷退預刷訂金，讓民眾
可全額改用三倍券支付。

三倍券如火如荼發送中，但《蘋果》追查發
現部分飯店官網至今未列入電商白名單，等同無
法用綁定三倍券信用卡線上刷卡。資料照片

三倍券如火如荼發送中，追查發現部分飯店
官網至今未列入電商白名單，等同無法用綁定三
倍券信用卡線上刷卡。資料照片

三倍券排除電商 未列白名單無法線上刷卡
折抵

為鼓勵民眾到疫情衝擊較大的實體通路消費
，這次三倍券將各大電商排除在適用範圍之外，
僅開放列在電商白名單中的藝文體育活動網路訂
票、國內旅行社經營訂房網，可線上消費用三倍
券；原先飯店官網並沒納入，導致網路訂房恐出
問題，15日當天已緊急加入部分飯店、民宿官網
，可直接用綁定三倍券信用卡消費。

試查官方振興三倍券官網（https://3000.gov.
tw ）中的電商名單，首波納入的飯店、民宿官網
已有超過6百餘家，包含老爺、凱撒、晶英等連
鎖飯店都在其中；但像是台北晶華酒店、六福旗
下六福萬怡和六福莊，及雲朗集團旗下君品、雲
品酒店等知名飯店，卻都不在首波名單中，形成
一國兩制情況。

根據 「台灣旅宿網」中合法營業旅宿業者統
計，截至今年3月份，全台旅館有3250家，星級
旅館也有433家，雖不是全開放官網訂房，但相
較上述白名單中6百餘家仍差距甚大，更別說還
有超過萬家民宿沒算在內，恐引發民眾消費爭議
。

部分飯店官網未通過 預刷訂金無法用三倍
券

飯店業者坦言，在沒有列入電商白名單之前
，民眾就算使用綁定三倍券信用卡、在飯店官網
上訂房，預刷的訂金、房費，都沒法直接累計三
倍券消費額度；以星級飯店官網訂房為例，多規
定要先預刷3成訂金才能訂房成功，這部分金額
沒法用三倍券抵用，確實會出現困擾。

台北晶華酒店表示，已向政府單位緊急申請
中，但還未獲通過，現開放讓民眾住房時，可刷
退預刷金額，讓民眾改用紙本三倍券支付，或臨
櫃刷綁定三倍券信用卡等其他支付工具。

台北君品酒店雖沒被列入電商名單中，但業
者表示，訂房時僅預留顧客信用卡資料，並沒預
刷問題，顧客只需在住房日時現場以三倍券折抵
。

刷卡訂房沒法用紙本三倍券？ 部分飯店開
放現場刷退

不過，即使有列入電商白名單的飯店，民眾
如持沒綁定三倍券信用卡預刷訂金，預刷金額也
沒法改用紙本三倍券折抵，只有剩餘款項才能用
三倍券。對此，台北凱撒、台北國賓等業者都表
示，會開放讓顧客刷退用信用卡預付的訂金，可
全額用紙本三倍券支付。

台北國賓也提醒，現透過官網支付訂金，可
持已綁定三倍券信用卡或LINE Pay Money付款，
未付餘額在入住後要使用同一張信用卡付款，否
則沒法累計消費，累計消費滿3千元後，銀行才
會在次月帳單折抵2千元。

避免爭議 業者建議先致電詢問
有飯店業者私下表示，為配合政府振興政策

，振興券加碼方案早早就推出，但兌換規則一變
再變，例如上述官網刷卡是否適用等，所以，為
避免客訴，有些飯店乾脆只接受電話訂房詢問。

飯店業者也提醒，各家官網金流設計不一，
也不一定全都開放刷退，加上三倍券可領紙本，
也能綁定信用卡或其他電子票證、行動支付等，
各家旅宿業者不一定全能接受，民眾訂房時最好
看清楚官網說明，或乾脆直接致電詢問，以免出
現爭議。

【三倍券陷阱】五星飯店未列電商白名單
官網預付訂房無法折抵

（中央社）交通部觀光局安心旅遊補助上路後，國旅客搶搭
飛機 「偽出國」， 「報復性出遊」卻讓離島飽受蹂躪。本月6日
澎湖海上花火節開幕，這是後疫情時期少見的大型旅遊活動。根
據馬公航空站統計，本周三、7/15日暑假登場第一天，就有高達
1萬5032人湧進航站，創下設站43年來歷史新高。

澎湖機場停滿大飛機，尖峰時段每10分鐘就有一班機起降
，也讓馬公航空站躍升全國目前最多起降班次與人數的機場。馬
公航空站提供
澎湖機場停滿大飛機，尖峰時段每10分鐘就有一班機起降，也
讓馬公航空站躍升全國目前最多起降班次與人數的機場。馬公航
空站提供
大量遊客擠爆澎湖，超出島嶼承載量，連當地旅遊業者也直呼吃
不消。在地人無奈表示，到處是人車，交通事故頻傳，知名小吃
用餐要大排長龍，日常生活常見的海鮮竟還缺貨，感覺是澎湖被
「懲罰」了！

機位超過房間供應量 汽機車出租供不應求
今年澎湖觀光因國境封鎖而受惠，馬公機場平均不到20分

鐘，尖峰時段甚至10分鐘，就有一班航班起降，連同海上花火
節開幕、旅遊補助加碼等共三大利多因素加持，帶來驚人遊客潮
，更不用提下個月初才登場的 「郵輪跳島」套裝行程。

由於今年航空公司把飛離島的小飛機改為大飛機，幾乎是無
限制供應機位，今年旺季機位供給破天荒多於旅宿床位，而旅宿

床位大賣結果，出租汽機車也供不應求。由於離島大眾運輸系統
多不發達，自由行旅客大多選擇租車代步，今年卻陷入找嘸代步
汽機車困境，民宿業者為了遊客出行便利傷透腦筋，疲於四處調
車。

澎湖縣政府旅遊處統計，在三大利多推波助瀾下，本月6日
花火節開幕的第一周，海空交通湧入5萬8000人次，相較去年開
幕首周的4萬5600人次，足足增加1萬2400 人次。

名店排長龍、菜市場也搶貨 地方媽媽哀號海鮮被掃光
但大量遊客衝著國旅補助而來，也讓澎湖遊憩品質下滑。以

有多家知名早餐聚集的馬公市文康街為例，清晨5點多就出現大
排長龍的人潮，要吃上一碗北新橋牛雜湯或買個二信飯糰、鐘記
燒餅，等半個小時以上司空見慣。市區著名的郵局口蔥油餅，以
包入小黃瓜為特色，有時更得排隊一個半小時才得以品嘗。

不只餐廳爆滿，就連市場上的海鮮，也被搶光光。有在地主
婦在非假日一大早上菜市場，發現蚌殼和石蚵等海鮮都被掃光了
，不禁在臉書哀號 「買不到海鮮，只能買蔬菜大家一起吃素...」
生活不方便，也讓在地人對於過熱的觀光盛況更加反感。

景點亂象叢生 觀光客車禍肇事比例暴增
人潮大量增加，觀光亂象也隨之而生。奎壁山摩西分海，以

配合潮汐踏浪至赤嶼而知名，更名列澎湖10大必遊景點之一。
澎管處設在該處的管理員說，疫情過後，人數一天比一天多，平
均每場潮汐前來踏浪遊客多達3千人。

大批遊客擠在路幅有限的潮間帶，眼看摩西分海填成人海，
幾名坐岸上觀的正妹遊客，笑著對《蘋果新聞網》說： 「人多到
有點噁心！」這種人潮只在本島開車可達的台中高美濕地看過，
現在連離島也這麼多人，完全不想下去擠。

除了景點塞滿人潮，遊客的汽機車也在街道亂竄，讓澎湖交
通也是一團亂。澎湖縣警局交通隊長陳耀宗指，與去年同期相比
，今年上半年原本交通事故有減少，但自從六月底端午連續假期
開始，觀光客陸續進入，外地客肇事事件又開始增加。

根據統計，自6月25日起至7月12日止，處理觀光客交通事
故共35件，比去年同期的24件，比例高出四成五，受傷人數也
從40人增加到65人。主要肇事原因以行車未注意車前狀況最大
宗，未依規定讓車及行車未保持安全間距次之。

業者憂觀光招牌蒙塵 鄉親求清靜私盼颱風快來
民宿業者坦言，暑假後家庭出遊潮會把澎湖觀光人數再推上

高峰，原本一年的遊客量已全擠在暑假這兩個月，如此一來更無
法承載這麼多遊客，大家做不來，擔心品質下降，更憂心水電等
基礎設施一旦無法應付，恐把澎湖觀光招牌砸爛。

一名開車載朋友走訪景點的在地人說： 「沿途都是多到爆炸
的人、爆炸的車，感覺頭都要爆炸了，真心感覺反而是澎湖被
『報復』了！」

鄉親對爆量的遊客已大喊吃不消，但澎縣府旅遊處長陳美齡
估計，這只是開始，相信接下來到澎旅遊人潮還會再創下紀錄。

【菊島遊炸鍋】觀光夯爆！四大亂象
「懲罰」 澎湖 主婦哀：海鮮買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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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社）大巨蛋即將復工！據了解，北市建管處已在近日
核對完大巨蛋相關圖說並簽准建照變更，預計今天(7/17)核發新
的建照給遠雄集團，這代表大巨蛋歷經5年的停工期將在今天正
式畫下句點。北市建管處今下午證實7月17日會依法核發建照，
遠雄可向市府申請復工。副市長黃珊珊下午說明，市府不會讓大
巨蛋成為台北的核電廠， 「我們會讓它安全運轉，嚴格的監督它
」。遠雄表示，預計最快下周申請復工許可，盼明年底前竣工。

遠雄企業集團發言人楊舜欽今回應： 「收到變更設計後，將
用最快速度、預計最快下周向市府申請復工許可，同時準備機、
物料，待許可核准後，就按照目前的工程項目、進度依序進場，
整個準備期，最晚在1.5~2月即可完成，過程中可施作部分，將
陸續進場施工，希望趕在明年底前竣工。」

黃珊珊強調市府會嚴格把關 不讓大巨蛋成為 「台北的核電
廠」

北市府下午也緊急召開記者會說明相關情況，副市長黃珊珊
表示，今天只是一個開始，北市府會按照公安要求做嚴格把關，
台北市不會讓大巨蛋成為台北的核電廠，所以請大家放心， 「我
們會讓它(大巨蛋)安全運轉，嚴格的監督它」。

有關大巨蛋不符97、127規定，黃珊珊說，這點過去已經講
得很清楚，會在遠雄拿到使用執照（使照）前確定它的安全性，
市府今天同意發出建照，實際意涵是代表同意遠雄所變更設計的
內容，但不代表已正式復工，所以遠雄拿到執照後，還是要向建
管處施工科申請復工程序。

確切復工時間 「完全操控在遠雄手上」
至於程序內容，建管處表示，遠雄須檢具第三次變更設計同

意文件，此外先前有十四項因公安而先行施作的項目，這部分也
要補辦勘驗手續，申請文件也要檢具，復工的確切時間完全操控
在遠雄公司手上。由於遠雄今午已表態下周送件，現場媒體追問
市府是否屆時就可以復工？黃珊珊重申 「送資料是他們的義務，
審資料是我們的權力，所以是由他們來決定時間」。

不過現場媒體質疑，建管處今日新聞稿指出，《建築技術規
則》由遠雄建築師簽證負責，北市府也依據簽證核發建照，但未
來抽查不符合規定，是否代表有簽證不實的情形？黃珊珊回應，
「各位，它(遠雄)還在施工，你怎麼知道他不會做？不會變更？

」目前該案只是要復工而已，到底有沒有做，要在取得使照前完
成、符合圖說才可以。

本次建照核准範圍 不包含97條安全梯項目

黃珊珊最後強調，市府這次核准的並沒
有包括97條的部分，遠雄必須在拿到使照前
辦理變更，目前遠雄建築師說這部份將來會
做，所以市府只能以建築師簽證為主， 「如
果建築師簽證不實，那就建築師要負責」，
市府會在遠雄拿到使照前確保這部分， 「建
照已經有加註，就不可能有放水狀況」。

大巨蛋在2015年因未按圖施工遭北市府
勒令停工，遠雄在歷經都審、環評等程序後
，上個月向市府申請變更設計補件程序，建
管處近日邀集建築師校對副本、核對圖說；
據了解，相關作業已在近日完成，建管處稍
早也向市長柯文哲報告相關進度，最後在柯
的同意下，預計今日核發建照。

建管處下午也發布新聞稿證實，在歷經
層層審查後，建管處依《建築法》第34條規
定，於109年7月17日依法核發大巨蛋第3次
變更設計(建照)，建管處發言人洪德豪表示，上述內容代表市府
已正式核發建照，遠雄接下來可備妥資料向市府申請復工，至於
何時要來申請須詢問遠雄。

建管處表示，在5年時間內，已要求大巨蛋容納人數大輻下
降、增設安全梯、防火區劃、增加避難面積，並完成7次都市設
計審議、2次環差審查、2次防火避難性能審查及通過防火避難
模擬，以保障大巨蛋使用安全。在所有審議過程完成後，建管處
近日審查相關圖說等資料，依法同意變更設計(核發建照)。

未來每場演唱會 都必須先提申請
目前大巨蛋最具爭議的焦點仍是蛋體不符合《建築技術規則

》97條與127條。建管處表示，97條(安全梯)屬建築師簽證項目
，依 「建造執照及雜項執照簽證項目抽查作業要點」，都會先核
准建造執照後，就建築師簽證項目辦理抽查。由於大巨蛋屬重大
工程，建管處將進行列管，並在使用執照完成變更程序前，要求
遠雄進行改進。

至於127條(演唱會)，建管處表示依內政部函釋，大巨蛋場
館本次變更設計申請用途為體育館，因此第127條並不適用，不
過未來大巨蛋若臨時作演唱會使用，須依規定辦理大型群聚活動
申請，且遠雄也應先通案送經台建中心做性能設計審查。

長期關注大巨蛋的市議員林亮君表示，目前大巨蛋仍不符

《建築技術規則》，理想的狀況應是遠雄將大巨蛋送台建中心審
查，拿到核可書後建管處才發照，但市府在未符規定情況下，用
附註的方式核發，她要問： 「為何獨厚遠雄？」過去這段期間，
她多次詢問建管處，是否有一張建照也是用這樣的方式處理？但
建管處根本答不出來， 「柯文哲替台北市開了最壞的先例」。

大巨蛋被勒令停工前，工程進度就已達80%以上，未來正式
開工後，依照期程應能在明年完工營運，在此之前，市府與遠雄
還要針對合約內容遭監察院糾正項目進行談判，當中最具爭議零
權利金部分，市府已表態要用超額分潤的方式來解決。

黃珊珊今也表態，核發建照後市府會啟動超額分潤計算，重
新計算大巨蛋園區相關投資成本和未來營運可能的營餘，會算出
成本和合理的利潤，有超額的部分，會要求遠雄把權利金還給市
府，這部分會做到公開透明。

未來大巨蛋除主體球場外，還包括商場、影城、飯店、旅館
、辦公樓等附屬設施。市府日前也表態，未來營運前三年總人數
將限制在59833人，遠雄要再增加容留人數，就必須重新進行審
議。由於大巨蛋位於車流量龐大的忠孝東路、光復北路口，外界
也質疑未來正式營運，恐對周邊交通造成衝擊，目前市府也和遠
雄達成共識，未來舉辦兩萬人以上活動，都必須出示交維計畫，
北捷也表態，會比照跨年方式來調整班距疏導人流。

北市府今發大巨蛋建照北市府今發大巨蛋建照！！
遠雄遠雄：：最快下周申請復工最快下周申請復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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