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1

2020年7月31日 星期五
Friday, July 31, 2020

鄭家晴律師事務所
電話:

713-627-3000

鄭律師親自提供免費電話諮詢
chengkate@ymail.com

精辦各種
移民相關案件
德州及紐約州執照律師

SMU法學博士(J.D.) (Not Board Certified)

www.houstonimmigrationsolutions.com
地址: 4151 Southwest Freeway, Suite 600, Houston, TX 77027
(位於59號公路Weslayan出口，距中國城十分鐘車程)

A10-CHENG,CHIA-CHING 鄭家晴_C5_A1

12047
發行人 李蔚華/Publisher: Wea H. Lee
社長 朱勤勤/President: Chin Chin Chu
副社長 朱幼楨/Vice President: Emerson Chu 副社長 秦鴻鈞/Vice President: Christi Chin
總編輯 蓋
商業廣告：ad@scdaily.com 黃頁：accounting@scdaily.com 分類廣告：cla@scdaily.com 新聞專線：news@scdaily.com 美南國際貿易中心：www.itchouston.org 美南電視：itv@scdaily.com

軍/Chief Editor: Jun Gai

網址：www.scdaily.com

選情告急 川普呼籲延後
川普呼籲延後2020
2020大選
大選
（綜合報導）美國總統川普當地時間
週四以新冠疫情和他口中的“欺騙性”的
投票為理由，建議推遲 2020 年美國大選。
川普 30 日上午推特連發，矛頭對準通
訊投票。他寫道， 「在全面進行通訊投票
（不是指不在籍投票，這是好物）的情況
下，2020 選戰，將是史上最不精確、最不
誠實的一場選舉，這將讓美國大大蒙羞。
可以延後選舉，直到選民能夠適當、有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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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透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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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大資深德州律師團隊……聯邦苐五巡廻上訴法院執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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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婚 監護 子女撫養費
車禍 意外傷害 醫生誤診（不成功 不收費）

資深華人法律業務經理洛先生 直線電話： 281-889-1886(中文)
精通國 粵 英 台山語 歡迎來電洽詢
281-617-0921(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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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失業潮 留學生如何高薪上岸
無需任何專業背景，只需800小時的學習和
可提供F-1各專業
訓練，就能成為Cisco互聯網專家和大數據
留學生CPT或OPT 專家，考取IT行業最有含金量的CCIE證書，
實習崗位，表現優 輕松找到10萬以上年薪的工作。
良者提供H1-B機會。 老兵和低收入人員可申請免費學習

www.lanecert.com

快捷培訓助你成為Cisco互聯網專家

快速實現高薪美國夢

LaneCert Inc快捷培訓

是政府授權的職業培訓學校。
擁有思科網絡專家和大數據專家
兩大專家崗位的培訓，專業講師，
小班授課，幫助學生獲得CCIE認證。
學校還提供培訓，實習和就業
三位一體服務。

Email: info@lanecert.com

Cell: 682-333-3292

洛杉磯分校：1455 Monterey Pass Rd #206, Monterey Park CA 91754
達拉斯分校：2850 W Parker Rd , Plano, TX 75075
休斯頓分校：12989 Bellaire Blvd #4A, Houston TX 77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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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one: 323-488-0011, 832-539-3333, 972-268-7129

握且安全地投票好嗎？？？」
他在另一篇推文指出，通訊投票早已
證明是場慘痛的災難，川普指控民主黨老
把外國勢力干預大選掛在嘴邊， 「那他們
知道，通訊投票給了外國容易介入選戰的
管道嗎？」他的第三篇推特則轉貼一段媒
體模擬的通訊投票實驗畫面，以向鐵粉證
明，通訊投票可能造成弊端和誤差。
報道指出，川普目前在民調中嚴重落

後。
另據美國全國廣播公司（NBC）報道
，川普建議“推遲”11 月總統選舉的舉動
“前所未有”。
報道稱，大選的日期由國會確定，如
果有更改，不僅需要共和黨控制的參議院
同意，還需要衆議院的民主黨人投票通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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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裔醫療楷模 豐建偉醫生
就在上週末，美國疾管中心傳染病主任福
其博士在會見亞太裔社區領袖時，就高度讚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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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Feng’
Feng’s Advice

In a meeting last weekend with Asian-American
leaders, Dr. Fauci praised Asian-American medical
亞華裔對美國醫療界之貢獻，尤其在此次新冠 doctors’ contributions to our medical service,
病毒在世界各地肆虐時期，前缐之醫療人員冒 especially in this coronavirus pandemic time. Many
of them risk their lives every day trying to save the
著生命之危險在搶救病患。
lives of others.

現任德州休斯敦西南紀念醫學中心副院長
的亞裔心臟科醫生豐建偉博士就是其中非常優
秀的領軍人物，我認識豐醫生多年，他的寬宏
大量，熱衷社會公益並以其便給之口才屢屢領
導社區活動，堪稱德才兼備。
近年來， 美南新聞集團所主辦之各項活動
，豐醫生都全力支持，他也常說：“ 李兄，你
們幹媒體真不容易。”
今天豐醫生又再度出現在美南電視的訪問
節目中，他對目前世界遭遇的新冠疫情做了兩
個非常貼切的忠告， 在生理上，我們要多運動
，曬太陽， 有充分之睡眠， 增加適當之飲食營
養， 並建議每天吃生姜，大蒜及紅蘿蔔， 更要
立即戒煙，它是最大的禍害。
在心理上更要放鬆心情，千萬不要太過焦
慮，調整個人心理狀態，不要看太多負面資訊
，他特別提到居住在休斯敦的市民，我們有全
球最大的醫療中心及最優秀的醫護人員， 我們
一定能戰勝這場無聲的戰爭。
我們許多亞裔家庭的子女， 都站在新冠疫
區之最前缐， 就如豐醫生一樣， 他對美國社會
之犧牲奉獻， 絕對是美國社會之楷模。
疫情總會過去，我們再一次向豐醫生說聲
感謝，謝謝你對社區之偉大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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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 Jian Wei Feng, a cardiovascular disease
specialist from Houston Memorial Herman Hospital,
is one of them. Dr. Feng is not only an outstanding
medical physician, his warm heart and kindness
make him an Asian community leader who leads a
lot of local organizations.
In the past few years, at almost all the community
events we sponsored, Dr. Feng
was always the one who gave
us his full support.

resources, especially in Houston, Texas. We have
the largest medical center in the world here and we
are able to handle all medical emergency cases.
A lot of Asian families have encouraged their kids
to work in the medical field. But they still all worry
about their safety, but their sacrifice and
contributions are always highly appreciated by our
community. Dr. Feng is one great model for us all.
We firmly believe that the worst will be over after all
this tragic time.
Dr. Feng, we will be united again to celebrate your
great work.

When Dr. Feng was invited to
our STV talk show, again he
gave our audiences very
practical and very useful advice
for this difficult pandemic time.
He said that physically we need
to do more exercise, eat
healthy, get some sunshine and
get enough sleep. He also
suggested that we drink ginger,
garlic and red carrots juice daily.
Psychologically we need to stay
relaxed and not worry too much
about the virus and don’t
watch too much negative news.
Dr. Feng believes that America
has the very top medic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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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著華觀點: 人類必須戰戰兢兢應對疫苗！】 東京單日確診367人 再創新高

疫情沒終結徵兆

(本報訊)東京都 30 日的新冠肺炎確診人數
達 367 人，再創單日最高紀錄。因聚餐、飲酒
等發生群聚感染的案例增加，東京都將再度籲
請提供水酒的餐廳、卡拉 OK 店等縮短營業時
間，擬提供配合籲請的中小型店家 20 萬日圓補
助金。
東京都 30 日召開疫情狀況分析會議，針對
感染的現狀指出，現在感染者已從年輕人擴散
到不同年齡層，而且感染途徑眾多、分歧，包

新冠疫情徹底改變了人類生活秩序與工
作方式，當今唯可阻止疫情肆虐傳播的就是
疫苗，曾幾何時,疫苗已取代核武軍備,成為世
界各國激烈競爭的頭條項目,各國無不投入巨
大人力與經費以搶先在這場競賽中拔得頭籌
。
根據 CNN 獨家引述俄羅斯官方說法，他
們將在兩周內批准全球第 1 支新冠疫苗，屆時
必讓美國與世界驚訝。如果報導與說法屬實
，我們當然為俄羅斯大聲喝采，因為他們可
以搶先拯救人類生命, 給數十億人帶來希望,
世人當然應銘記他們的恩德。
美國頂級傳染病專家安東尼·福契博士曾
預測，COVID-19 疫苗最早可在 11 月注射,這
段日子以來,各國技術領先的醫療人員都在研
製疫苗的一線奮戰，川普總統曾在五月中旬
成立了”神速任務”小組（Operation Warp
Speed）,期望在年底前研製出 1 億劑疫苗, 當
時他信心滿滿,志在讓美國研發出第一支新冠
疫苗,但當他一再把抗疫無方的責任推給中國,
甚至·福契博士時,我們清楚知道,他已把疫苗

研發泛政治化,當然全世界最渴望疫苗研發成
功的莫過於川普，白宮已投入了數十億美元
卻一籌莫展，近日他宣稱美國多家公司研發
的疫苗有收成，他希望借此打一場政治上的
翻身仗,他唯有用疫苗轉換為支持他的選票。
美國莫德納（Moderna）、強生（JNJ）
與輝瑞（Pfizer）所透露出的製發進展令人期
待, 他們表明白宮已與他們簽訂協議，如果他
們的新疫苗確實有效，白宮將以 19.5 億美元
的價格購買一億劑新疫苗，預計將於今年 12
月份交付。
疫苗是一刀兩刃，在如此匆忙的時間中
研製出來的疫苗功效到底如何？它會帶來哪
些副作用？這些都是未知數，雖然目前美國
已有三萬人勇的加入了疫苗試驗，其藥效特
別值得關注, 因為任何藥物都有其適用性，不
可能達到 100%抗病毒性,如果未經大量臨床試
驗或者無法保證疫苗品質就匆忙推廣, 從可能
帶來災難性後果,所以我們必須戰戰兢兢應對
疫苗！

括職場、同居人、學校、照護中心等設施，已
到最嚴重的第 4 階段警戒層級。
至 29 日的 1 週，平均新確診的人數是前 1
週的約 1.1 倍，達 258.1 人，且沒有減少的徵兆
。感染途徑不明的達 154 人，較前 1 週增加近
1.3 倍。
門家は 「和第 1 波疫情不同的是，新確診
的人慢慢增加的狀況已長期間持續，看不到終
結的徵兆，醫療從業者的緊張仍然持續著。」

宰牲節將至 阿富汗政府拜託民眾防疫為重別出門
(本報訊)明天就是全球穆斯林的年度大事─
宰牲節（Eid al-Adha）慶典，但因為疫情之故
，讓開齋節蒙上陰霾。阿富汗衛生部拜託民眾
，為避免第二波疫情捲土重來，宰牲節最好待
在室內不要外出，盡量限制出門旅行，以免重
蹈 5 月 24 日開齋節（Eid al-Fitr），民眾恣意慶
祝，導致感染新冠肺炎人數上升的覆轍。
截至今天，阿國確診超過 3 萬 6 千例，死亡
達 1281 例。但阿國政府會如此緊張，是因為自

5 月 24 日開齋節後，短短 7 天確診暴增近 4 千例
。
衛生部代理部長奧斯馬尼說，阿國仍處在
緊急情勢中，因為民眾不遵守防疫限制，造成
多人死亡，他拜託大家，要遵循防疫守則，千
萬不要在宰牲節期間拜訪年長親友。
他說，除了新冠肺炎，阿國目前也正和克
里米亞-剛果出血熱（CCHF），以及小兒麻痺
症奮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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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南特教堂大火調查取得重要進展
壹嫌犯被警方拘押並承認縱火
綜合報導 法國西部城市南
特的教堂大火事件調查目前取
得重要進展，壹名嫌犯被警方
拘押，並承認縱火。
南特檢察官塞內斯發表
聲明公布相關細節，表示這
名嫌犯就是此前曾被警方訊
問的男子，他後來壹度被釋
放 。 但 是 隨 著 調 查 的 進展，
該男子最終於 25 日晚被正式逮
捕並被警方拘押，隨後將會接
受法庭審訊。
南特的地標建築聖皮埃爾
與聖保羅大教堂 18 日遭遇大火

英國政府計劃
推出千萬英鎊減肥運動
綜合報導 首相鮑裏斯· 約翰遜計劃推出壹項 1000 萬英鎊（約合
9000 萬元人民幣）的反對肥胖運動，其中包括從下周起實施垃圾食
品廣告禁令。此前約翰遜將自己接受重癥新冠肺炎救治的經歷歸咎
於體重超標。
據報道稱，約翰遜將在周壹（27 日）宣布名為“健康更好”（Better Health）規劃，該計劃將包括鼓勵醫生為超重患者發布“自行車健身
處方”，更多的專用自行車道以及在晚上 9 點前禁止播放非健康食品電
視廣告等。
英國政府發言人當天表示，新冠肺炎疫情讓所有人都意識到了肥胖
的當前及長期風險。他補充指出，首相的想法很明確，大家必須抓緊時
間使自己變得更健康，更積極，吃得更有營養。
發言人強調，政府將敦促公眾好好來評估壹下自己的生活方式，采
取簡單實用的方法來減肥，過上更為健康的生活，從而減輕醫療服務體
系的壓力。
有關報道指出，餐館也將必須公布其所提供餐食中的卡路裏含量。
英格蘭公共衛生局 25 日發布報告指出，超重或肥胖會使新冠肺炎患
者的死亡風險增加 40%。
英國首相約翰遜 3 月下旬確診感染新冠病毒，4 月 5 日入院治療，壹
度進入重癥監護病房。他出院後宣布自己減肥並呼籲公眾減肥。

聯合國：新冠肺炎疫情
或致全球出現消瘦問題的兒童增加 670 萬
綜合報導 聯合國兒童基金會發布消息稱，由於新冠肺炎大流行造
成的社會經濟影響，2020 年出現消瘦情況的 5 歲以下兒童可能增加 670
萬人，陷入危險的營養不良狀態。
醫學上的消瘦(emaciation)指人體因疾病或某些因素出現體重下降，
比標準體重低 10%以上即稱為消瘦。消瘦會使兒童過於虛弱，生長發育
不良，面臨更高的死亡風險。
兒基會數據顯示，在新冠肺炎疫情暴發前，2019 年已經有 4700 萬兒
童存在消瘦問題。如果不盡快采取行動，今年這壹數字可能達到 5370 多
萬。
研究顯示，這些兒童中約半數在南亞，另有約 30%在撒哈拉以南的
非洲。中低收入國家今年 5 歲以下兒童的消瘦率可能上升 14.3%，導致每
月兒童死亡數增加 1 萬多。
兒基會執行主任福爾說，疫情導致部分地區家庭貧困和糧食緊缺情
況加劇，基本營養服務和供應鏈中斷，糧食價格飛漲。兒童的飲食質量
下降，營養不良率上升。兒基會此前報告稱，疫情暴發後，全球基本營
養服務整體減少了 30%，這些服務對於挽救生命至關重要。由於封鎖措
施，某些國家和地區基本營養服務中斷達到 75%至 100%。例如，阿富汗
重度急性營養不良兒童的入院治療率下降了 40%，海地下降 73%，肯尼
亞下降 40%。由於疫情，全球有超過 2.5 億兒童失去了補充維生素 A 的服
務。
兒基會警告稱，疫情大流行正在削弱全球的營養狀況，特別是在中
低收入國家，幼兒受影響最嚴重。除消瘦外，部分地區的婦女兒童也面
臨其他形式的營養問題，包括發育遲緩、微量營養素缺乏、超重、肥胖
等。

。大火給大教堂造成了嚴重損
失，教堂內有數百年歷史的管
風琴被燒毀，彩色玻璃窗受損
嚴重，教堂珍藏的名畫也被付
之壹炬。
調查顯示，聖皮埃爾和聖
保羅大教堂存在三個明顯的起
火點，檢方將調查重點鎖定為
縱火。塞內斯表示，由於每處
起火點之間的距離較遠，因此
展開事件是否為縱火的司法調
查。
據當地檢方通報，這名
嫌 犯 39 歲 ， 來 自 盧 旺 達 ， 是

教堂的義工。在大火發生前
壹天，由他負責關閉大教堂
。該嫌犯已正式遭到檢方指
控，並將在法官審判前壹直
被拘押。
嫌犯已通過律師認罪，
承認縱火。律師表示，其當
事人對罪行感到悔恨，稱認
罪是壹種解脫，並對事件的
嚴重程度“不知所措”。嫌
犯還承認，他在教堂的管風
琴、配電盤等三處地點“引
發火災”。
聖皮埃爾與聖保羅大教堂

的神父表示，該嫌犯數年前來
到法國避難，認識他已經有
“四到五年”。案件的具體情
況仍在進壹步調查中。
法國司法部門壹周來進行
了緊張的調查，聽取了 30 人的
證詞，數十名司法警察參與調
查，巴黎警察局實驗室也參與
其中，以確定起火原因。調查
人員沒有發現外來者闖入的跡
象。
檢方透露，該嫌犯如果被
法庭定罪，將可能面臨 10 年監
禁和 15 萬歐元罰款。

希臘入境新政：

自部分國家入境人員須持病毒檢測報告
綜合報導 希臘衛生部統計數字顯示
，希臘當天新增 31 例新冠確診病例，累
計確診 4166 例，累計死亡 201 例。由於
近期巴爾幹國家新冠確診病例激增，希
臘政府決定進壹步收緊對相關國家旅客
的入境限制。
據報道，希臘根據最新疫情數據宣
布，自 7 月 28 日起，乘搭飛機從保加利
亞和羅馬尼亞到雅典的旅客，必須持 72
小時內新冠病毒測試陰性報告，並在入
境前至少 24 小時填寫《旅客定位表》。
新冠病毒測試陰性報告必須為英語，並
註明旅客姓名以及護照及身份證號碼。
但從保加利亞和羅馬尼亞返回希臘
的希臘公民、持有長期希臘居留的人士
，以及因重要原因而急需入境希臘的旅
客，允許無需持有新冠病毒測試陰性報
告。上述措施的有效期直至 8 月 4 日。
希臘公民保護部在壹份聲明中稱，希
臘當局與衛生專家合作，不斷分析和評
估新冠疫情數據，以便安全地向外國遊
客開放，同時不損害希臘公眾健康。如
果有關國家的疫情發展進壹步惡化，那
麼來自這些地方的旅客將會進壹步受到
入境限制。

希臘政府發言
人 佩 特 薩 斯 7 月 20
日宣布，鑒於巴爾
幹半島鄰國病例激
增，為了更好地防
控新冠病毒，希臘
將把允許進入該國
的陸地邊境站限制
在 6 個。
允許遊客入境
的陸路邊境只有與
保加利亞接壤的普
羅馬喬納斯(Promachonas)邊境站，入境
旅客須持 72 小時內的新冠病毒測試陰性
報告，以及在入境前至少 24 小時填寫
《旅客定位表》。從 7 月 22 日起，其余
邊境站只允許希臘公民，以及持有希臘
居留許可的人士，因必要原因出入境。
報道稱，收緊陸路邊境限制的措施
將會持續至 8 月 4 日，屆時再視情況決
定是否繼續延長或者修改。佩特薩斯
還警告，目前在希臘農場工作的外籍
工人，如果在 8 月 4 日前離開希臘，可
能在今年之內無法再入境，需要等待
另行通知。

世界衛生組織近日曾警告稱，巴爾
幹半島和南歐地區的新冠疫情發展趨勢
令人擔憂。
另外，根據經合組織的最新報告
顯示，希臘對新冠疫情的控制處理得
當，迄今為止疫情在該國的發展依然
處在可控範圍內。但由於出臺了多項
防疫限制措施，希臘經濟也受到重創
，希臘面臨的挑戰也產生了更多的不
確定性。希臘政府需要采取更多的措
施，加強衛生醫療系統的建設，同時
出臺更多措施幫助企業渡過難關，穩
定民眾就業。

開通在線離婚服務後
巴西 6 月離婚案例數現增長

綜合報導 巴西公證處近日公布的壹
項數據顯示，由於新冠疫情，巴西國內
開通在線離婚服務的第壹個月，公證處
登記的離婚案例就出現了增加。
據統計，2020年6月份，巴西全國有
5306對夫妻離婚，數量高於2019年同期的

5209 對，與今年 5 月數據(4471 對)相比，
也有所增長。
巴西公證處負責人吉賽爾· 巴羅斯稱，
在線登記服務的開通可能是導致離婚案
例數增加的主要原因。
他說，“由於疫情和社會隔離措施，
離婚和房地產買賣等多種公證程序的進
行都受到了阻礙，而在線授權服務的開
通解決了這壹障礙。”
報道稱，以在線形式進行離婚程序
時，夫妻雙方甚至不需要親自見面。這
壹過程可以在不同的環境下完成，當事
人甚至可以通過手機解決。不過，這種
離婚方式不適用於訴訟離婚(夫妻雙方未
達成共識)以及有未成年子女的情況，這兩
種情況的離婚程序需要通過法庭解決。

巴西利亞大學心理學研究所教授拉
裏薩表示，新冠疫情造成的社會隔離狀
態，迫使人們做出壹系列調整，而這些
可能引發“人際關系壓力”。
盡管疫情造成了不良影響，但她仍
然認為分居的決定是由於夫妻關系中早
已存在的壹些問題。
她解釋道，“夫妻之間早已存在壹
些潛在的沖突或難題，而這些問題在平
時的工作生活中被淡化了。因為需要外
出工作、送孩子上學、與其他人社交等
事情，生活就這樣繼續下去了。”
拉裏薩強調，“所以，進行公開對話非
常重要，我們要表達自己並傾聽對方的感受
。在這個時期，我們進行這項傾聽彼此的活
動非常重要。這樣我們才能渡過難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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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普呼籲延後2020
川普呼籲延後
2020大選
大選

但憲法規定他沒這權力

（綜合報導）美國總統川普選情告急，為了挽救連任恐將
川普 30 日上午推特連發，矛頭對準通訊投票。他寫道，
落敗的命運，加上許多州都因疫情通過採取通訊投票，對川普 「在全面進行通訊投票（不是指不在籍投票，這是好物）的情
再度入主白宮更加不利，他今天突然拋出重量級震撼彈，呼籲 況下，2020 選戰，將是史上最不精確、最不誠實的一場選舉，
把 11 月大選延期舉行。不過根據美國憲法，川普雖貴為總統， 這將讓美國大大蒙羞。可以延後選舉，直到選民能夠適當、有
但只有國會有權決定大選日期。
把握且安全地投票好嗎？？？」

他在另一篇推文指出，通訊投票早已證明是場慘痛的災難
，川普指控民主黨老把外國勢力干預大選掛在嘴邊， 「那他們
知道，通訊投票給了外國容易介入選戰的管道嗎？」他的第三
篇推特則轉貼一段媒體模擬的通訊投票實驗畫面，以向鐵粉證
明，通訊投票可能造成弊端和誤差。

美第2季GDP萎縮33％史上最慘 經濟走入衰退
（綜合報導）美國商務部今天發布經濟數據指出，受到新 ，原紀錄為 1958 年，艾森豪政府時期的 10％。
商務部表示，占經濟活動高達 7 成的消費者支出驟降，是
冠肺炎疫情衝擊，百業蕭條，並導致數千萬人丟掉工作，第二
另一個更糟的現象是，今年 1 到 3 月 GDP 萎縮了 5％，由 第二季經濟萎縮的主因。因疫情各地祭出封鎖令，航空，旅遊
季失業率衝上 14.7％。4 到 6 月國內生產毛額（GDP），比去年 於經濟連續 2 季倒退，意味著美國經濟正式走入衰退，也代表 ，商場，餐館全面關閉，造成 4 到 6 月消費者支出比去年同期
同期大幅萎縮 33％，創下 1947 年有記載以來的史上最慘烈紀錄 美國連續 11 年的史上最長經濟擴張期，就此告一段落。
暴跌 34％。

毅力升空！ NASA成功發射火星探測
（綜合報導）美國宇航局（NASA）發射最新火星探測器
，尋找火星上的古老生命跡象，並為人類有朝一日去這顆紅色
星球考察鋪路。這是繼阿拉伯聯合大公國，大陸後人類在近期
第三次探索火星的太空任務。
美國太空總署成功的發射了探測火星的毅力號。目標是在
火星上尋找是否存在生命和帶回火星地表岩石供科學家研究。
耗資 25 億美元的毅力火星探測器，從佛羅里達州卡納維拉爾角
空軍基地發射升空。

這是 NASA 歷史上迄今為止最複雜的太空探測器，用來尋
找火星上古代微生物的跡象，研究其氣候和地質狀況，收集和
存儲火星岩石和土壤樣本，並為人類前往這顆紅色星球考察鋪
路。
美國太空總署局長布萊登斯汀表示，"這是有史以來第一
次，帶著明確的任務去尋找另一個星球的古老生命跡象"。
德國之聲報導指出，探測器重 1040 公斤，大小相當於一輛
小型汽車，載著一輛取名為"機靈"（Ingenuity）的無人駕駛直

升飛機。這將成為第一架翱翔於另一個星球上空的飛機。
"毅力"號探測器計畫將于明年 2 月降落在火星的傑澤羅火
山口（Jezero Crater）。
這是今年夏天人類向火星發射的第三個探測器。 NASA 此
前已成功實現了 8 次火星登陸。本次任務是"阿耳特彌斯（Artemis）"計畫的一部分。該計畫的目標是 2024 年實現人類再次
登陸月球，並於 2028 年在月球建立長期據點，作為登陸火星的
前哨站。

疫情入侵議會 美國會女王果斷出手：全員強制戴口罩
（綜合報導）全美疫情日益惡化，連政壇高層也難以倖免
，在白宮國家安全顧問歐布萊特之後，自稱 「戴口罩才會確診
」的共和黨德州眾議員戈默特也傳確診。對此，素有美國 「國
會女王」之稱的眾議院議長裴洛西 29 日下令，眾議院從議員到
工作人員，除了發言或在特定區域，人人都必須戴口罩。
據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CNN）與《國會山莊》報報導，
裴洛西（Nancy Pelosi）29 日表示，口罩強制令僅於眾議院大廳
範圍內，但並不適用於眾議院辦公大樓或走廊；此外，議員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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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言時可以暫時摘下口罩。至於若有人不聽規範，她表示她有
權指示國會糾儀長（House Sergeant at Arms）禁止未戴口罩的
議員進入議會， 「任何沒戴口罩的人，將會被請求戴上，否則
必須離開議會」。
就在裴洛西發表聲明之前幾小時，堅決拒戴口罩的共和黨
籍眾議員戈默特（Louie Gohmert）才宣布，經檢測過後他成陽
性反應，導致他的 3 位同僚必須自主隔離。戈默特承認先前一
再反對戴口罩，並認為就是因未戴口罩必須調好位置， 「反而

讓病毒染到口罩內」，而過去 4 個月戴口罩過多而才讓他確診
了。
多家美媒認為，裴洛西的口罩命令與戈默特確診有一定程
度關係。眾議院議員其實早被要求在委員會議程進行時戴上口
罩，但仍有許多成員不遵守規定。相對的，參議院並沒有推出
任何口罩要求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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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新加坡
坡
就部分開放民眾跨境通行達協議
境通行達協議
綜合報導 馬來西亞外長希山慕
丁和新加坡外長維文在連接兩國的新
柔長堤上會面，並就符合條件的兩國
公民跨境通行達成相關協議。
根據協議，符合條件且有跨境需
求的兩國公民可從下月 10 日起提交申
請。申請成功者預計最快在 8 月 17 日
即可實現馬新間跨境通行。
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兩國外長
此次選擇在長堤兩國分界處“隔界”
會面。希山慕丁稱，這也是他自今年
3 月上任以來，首度以“面對面”方
式與他國外長會面。
據介紹，兩國外長此次達成的協
議包括“落實互惠綠色通道”及“周期
性通勤安排”兩項協議。前者將允許有
短期重要商務和公務需求的兩國公民實
現跨境通行；後者則面向持有對方長期
工作或商務簽證的兩國公民。

兩國外長還在會後聯合聲明中強
調兩國合作抗疫的重要性，並表示將
繼續針對兩國民眾跨境通行議題進行
協商，確保跨境者公共衛生與安全。
對馬新兩國而言，跨境通行需求
最大的還是在對方國家工作，每日往
返通勤的民眾。此前馬來西亞官方曾
估計兩國間每日通勤民眾達 25 萬人左
右。這部分民眾此次暫未列入開放範
圍內。
希山慕丁在會談後受訪時表示，
若現有跨境安排能得到順利實施，才
會考慮開放兩國民眾日常跨境通勤。
他還認為，馬新兩國此項安排若能成
功實施，可以作為未來馬來西亞和其
他國家討論邊境開放的借鑒。
在新冠肺炎影響下，馬新兩國此
前是於 3 月 18 日和 3 月 24 日分別開始
“封鎖邊境”，禁止外籍旅客入境。

調查：日本年輕男性官僚
7 人中就有 1 人有意辭職
綜合報導 壹項日本內閣人事局實
施的調查結果顯示，未滿 30 歲的年輕
男性官僚中，每 7 人就有 1 人有意在幾
年內辭職。其背後存在對工作的不滿
、對因長時間勞動難以兼顧家庭的擔
心。這凸顯出，日本國家公務員工作
方式改革成為當務之急的實際情況。
該調查是在 2019 年 11 至 12 月實施
，對象為就職於各府省廳國家公務員
的 約 3 成 。 收 到 約 4.5 萬 人 的 回 答 ，
2020 年 6 月匯總了結果。
14.7%的未滿 30 歲男性回答稱，已
經在準備辭職，或想在 1 到 3 年內辭職
。包括想在退休前辭職的人，在詢問
理由的多選提問中，表示“想從事更
有魅力的工作”占比最高，為 49.4%。
其後依次為“收入少”39.7%，“因長
時間勞動難以兼顧家庭”34.0%等。

其他年齡段男性中有意在幾年內
辭職的人，30 多歲有 6.0%，40 多歲有
2.6%，50 歲以上僅為 3.3%。未滿 30 歲
的辭職意向十分突出。女性從年齡段
來 看 ， 未 滿 30 歲 為 9.7% ， 30 多 歲 為
8.0%，40 多歲和 50 歲以上均為 3.9%，
呈現和男性相似的傾向。
報道稱，政府對年輕官僚離職抱
有強烈危機感，通知全府省廳要求在 7
至 9 月的工作方式改革推進強化月中，
集中致力於改善業務。通過讓管理層
看到調查結果的嚴峻性，期待推進抑
制工作時間及利用遠程辦公等。
人事局負責人表示，“我認為最
初誰都是抱著為公共事業做貢獻的誌
向成為官僚的。希望提高職場的魅力
使大家願意繼續工作。”

廢核組織成員
籲日本政府把買武器的錢用於新冠醫療
綜合報導 非政府組織“國際廢除
核武器運動”(ICAN)國際運營委員川崎
哲估算稱，如將日本防衛費的壹部分用
於新型冠狀病毒對策，就能確保大量
的呼吸機等。他回顧政府的新冠應對
，指出“如果(這些錢)用於核武器，將
無法應對(新冠)”。要求把“買武器的

錢”用到醫療上，並加入《禁止核武器
條約》。
據報道，該估算設想將 2020 年度原
始預算的 5.3 萬億日元(約合人民幣 3500
億元)防衛費中，根據本年度合同購入
裝備等支付的壹般物品費 1.1 萬億日元
用於醫療。據稱，除了壹年內可完善
1.5 萬 張 重 癥 監 護 室
(ICU) 床 位 和 2 萬 臺 呼
吸機之外，還能支付 1
萬名醫生和 7 萬名護士
的工資。
川 崎 還 關 註 2020
年度防衛費的各個項
目。總計 824 億日元的
海上自衛隊護衛艦
“出雲號”“航母
化 ”的改造費，及搭

載 在該艦的 6 架 F35-B 戰鬥機的購置費
，相當於設置 130 多處 PCR 檢測中心的
金額。
此外，政府放棄計劃的陸上部署型
導彈攔截系統“陸基宙斯盾系統”的
129 億 日 元 相 關 經 費 ， 可 以 用 來 增 加
4000 名護理人員。
川崎指出：“政府聲稱‘保衛國
家’，但現實是在非常時期卻連發口罩
都做不好。如果發生戰爭或核爆炸，可
能根本無法保護我們。”
他表示：“購買武器、依靠美國的
核武器威懾力來保衛國家也是很奇怪的
。為了真正保護人民，必須思考把錢用
在什麼地方。”
川崎還主張日本政府應簽署並批準
全面禁止擁有和使用核武器的《禁止核
武器條約》。

台灣新聞

女會計遭性騷擾離職

法官判色老板賠償11
法官判色老板賠償
11萬
萬
（中央社）桃園一家高科技網版印刷公司的蕭
姓老板，前年追求公司黃姓女會計，除了不斷向她
告白約吃飯外，還摸她的腰企圖親吻，黃女不堪遭
性騷擾離職，並提告索討資遺費等，台灣高等法院
維持原判決，判令蕭男須賠償 11 萬元。可上訴。
黃女從 2014 年 8 月起受僱於蕭男擔任會計，每
月薪資 3 萬多元，她指控蕭在 2018 年 10 月及 11 月期
間對她有性騷擾行為，黃女除了向桃園市政府提出
申訴外，隔月她寄發存證信函給老板終止勞動契約
，並提告要求蕭給付她損失。
黃表示，她任職 4 年多依勞基法規定蕭須給她資
遣費 7 萬 3767 元，且她受有失業給付差額損害 4 萬
6080 元及勞工退休金損失 2 萬 9027 元，共計蕭須付
她 11 萬 9847 元，還要開立非自願離職證明書給她。
蕭男辯稱他沒有性騷擾，也無《勞動基準法》

實施暴行或有重大侮辱之事由，況且黃女寄出存證
信函後即未到公司處提供勞務，無故連續曠工 3 天以
上且持續曠工中，他及公司無須給付資遣費、失業
給付差額等。
職場性騷擾部分，經桃園市政府勞動局調查後
，2019 年 3 月市政府性別工作平等會審議結果，認定
蕭及其公司違反性別工作平等法；性騷擾民事求償
部分，桃園地方法院也判決蕭須賠償黃女 5 萬元定讞
。
勞資爭訟部分，高院維持桃園地院判決，佐以 2
人對質錄音內容及相關證據，認定蕭男曾向黃女告
白，且意圖親吻，並有故意碰觸的肢體行為，構成
終止勞動契約的要件，全數判准黃女的請求、蕭須
賠 11 萬多元。可上訴。

前中市議長張宏年全家鉛中毒
醫：疑含鉛中藥惹禍
（中央社）台中市議員張彥彤因無故腹痛、失眠就醫，卻診
斷全家鉛中毒，父親前台中市議長張宏年也住院治療，中國醫藥
大學附設醫院毒物科主任洪東榮認為，應是吃含鉛中藥材造成。
台中市衛生局今天表示，上週已啟動專案調查了解中，同時
抽驗相關疑慮產品，並取得張家人使用的藥材化驗，其中健保給
付的藥材化驗結果合格，另有自費藥材正在化驗中，預計下週三
化驗結果出爐。中毒原因有待下週報告。
國民黨籍台中市議員張彥彤今天在臉書寫道， 「昨天一早出
院，經過約一個月治療、診斷出我們全家鉛中毒，我個人部分鉛
中毒加上多重器官發炎，一度準備發病危通知」。文中提到 「我

的父母也因為鉛中
毒入院了」，他並
在文末祈禱 「希望上帝多給我一些時間，至少讓我撐到照顧好父
母健康出院」。
張彥彤幕僚表示，張彥彤昨天已先出院，體力、抵抗力仍虛
弱，今天仍因心繫公務進辦公室處理事務，但因家人都還在住院
，下午就先離開辦公室。
張彥彤表示，1 個多月前出現莫名腹痛、嘔吐感，伴隨失眠
症狀，後來無法排便，7 月到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掛急診，住
院後接受各項檢查，都找不到原因，後來接受驗血，才在血液中
發現重金屬鉛濃度過高，緊急安排治療。
張彥彤指出，日前已將全家使用的器具、廚具，以及平常服

用的保養品都送到衛生局準備化驗，釐清中毒原因。台中市衛生
局食安處表示，目前相關物品送檢中。
中國醫藥大學附設醫院毒物科主任洪東榮表示，飲用水問題
或被下毒的可能性不大，台灣的水管已很少使用鉛管，而且鉛不
容易溶於水，被下毒可能性趨近於零。
他也提到，台灣在中藥材重金屬管理做得很好，很多中藥材
如經過確實檢驗，不應該含有鉛，但由於張彥彤全家都有鉛中毒
症狀，且服用的中藥也驗出含有高濃度的鉛，應該是吃含鉛中藥
材造成，而中藥材含鉛問題應由衛生局調查。
洪東榮說，鉛中毒對人體所有器官都有影響，常見的症狀包
括造成腸胃道脹痛或絞痛、貧血、神經方面、肝臟損傷等，也可
能造成高血壓、血管硬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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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個案破三千大關 今起護士主動聯絡支援待入院患者

逾百人等入院 最長 12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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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染群組

新增

新冠肺炎疫情爆不停，29 日

進展

確診個案

香港再多 118 宗確診個案，累積
個 案 突 破 三 千 大 關 ， 多 達 3,002
宗確診及一宗疑似個案，也是連
續第八日單日新增逾百宗確診個
案，並有 80 人初步確診。日日確

有關連

67 宗

不明源頭

46 宗

輸入

5宗

總數

118 宗

診逾百宗，香港公立醫院隔離病
房迫爆，據悉 29 日仍有逾百名患

多兩名照顧員
及四名院友

堅城（梁氏）建築

新增四名員工

粉嶺東華三院寶鍾
全英安老院

多2名護士

下葵涌普通科門診診所

多一人

上水屠房

多一名員工

屯門富臨酒家

多一人

隔離設施

者輪候入院；連接收密切接觸者

使用

的檢疫設施也幾近飽和，更有住
在屋邨的確診者因為無床位，發

數量

使用率

病 12 天仍未獲安排入院，其同住

一線隔離病床

1,236 張

78.4%

的密切接觸者也未被送入檢疫中

一線隔離病房

656 間

80.0%

心，已有兩人中招。香港醫院管

二線隔離病床

400張
至500張

250 張

設施

鯉魚門
隔離設施

約350個

130 個

理局再次呼籲患者諒解，局方正
努力調配病床，並於 30 日起安排
護士主動聯絡仍待入院的患者，

四檢疫中心

向他們提供支援，亞博館的“方

約2,600個

家屬兩人中招 兩人等結果
一名確診者發病至今滯留在公屋寓所 12 天仍未
獲入院，其間與四名家人起居飲食。該名患者是本
月 18 日開始發燒，之後兩度向私家醫生求診，並在
上周三（22 日）接受新冠病毒檢測，26 日接獲診所
通知檢測結果呈陽性反應，香港衞生署翌日（27
日）亦通知他確診，但至 29 日仍未獲安排入院。
患者的四名同住家人屬密切接觸者，需入住檢

二線隔離房已收 250 患者
她解釋，醫院在病人出院後需要為病房進行徹
底清潔消毒，加上安排病人運送需時，一線隔離設
施使用率達八成是十分高的水平，而目前二線隔離

時向相關部門員工提供檢測服務，再發現一名與上
述兩名員工於同一個病房工作的二級病人服務助理
初步確診，該病房現時已暫停接收新症及安排出
院。

三人料有流行病學關連

59 病人測試 16 同事檢疫

繼屯門醫院眼科中心後 29 日再有醫院出現新冠
肺炎感染群組，瑪嘉烈醫院四名支援服務員初步確
診。首名初步確診者是於該院荔景大樓康復病房
R4S 內科病房負責照顧病人的二級病人服務助理，
最近一次上班是上周五（24 日）負責通宵更，前一
日（23 日）曾經住過醫院的宿舍。
該名員工在本周一（27 日）因身體不適前往威
爾斯醫院職員診所求診，並接受深喉唾液樣本病毒
測試，呈陽性反應，現正等待進一步檢測結果。
一名 23 日曾與該員工同住在一間宿舍房間，並
在同一病房工作的支援服務員亦出現病徵，在 28
日前往將軍澳醫院急症室求診，接受病毒測試同樣
呈陽性反應，現正等待進一步檢測結果。
瑪嘉烈醫院發言人表示，醫院得知消息後已即

發言人表示，三名初步確診的病人服務助理雖
然要為住院病人提供臨床個人護理服務，但他們工
作期間一直穿戴個人防護裝備，工作不涉及高風險
程序，病房沒有病人被列為密切接觸者，但醫院已
為該內科病房內合共59 位病人安排測試。
不過，事件中仍有合共 16 名醫院職員被列為密
切接觸者需接受檢疫，當中包括 6 名曾與首兩名初步
確診者入住同一宿舍房間的職員和 10 名曾與兩人一
同進食的職員，醫院需徹底清潔消毒三名員工的工
作地點及留宿的房間。
至於最後一名初步確診者則在該院腫瘤科專科
門診工作的三級病人服務助理，他早前因頭痛及喉
嚨不適到瑪嘉烈醫院急症室求診，發病前的最後上
班日期為本周一（27 日），其主要工作是門診入口

美南新聞網站

38 人

嚴重

27 人

穩定

1,052 人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病房和社區隔離設施已分別接收 250 名及 130 名患
者，使用率分別有約一半及三成多，強調醫管局已
經動用了所有可以動用的資源盡可能增加醫院的隔
離設施。
何婉霞表示醫管局理解確診者在家等候入院時
會感到無助，該局已經抽調部分本身為出院病人提
供電話支援服務的護士，30 日起主動聯絡等候入院
的確診者，了解他們的情況，並提供入院前須知和
在家等候期間需注意的感染控制措施等資訊。
香港衞生署衞生防護中心傳染病處主任張竹
君亦表示，大量確診個案令接收密切接觸者的檢
疫設施供應也緊張，現時全港有四個檢疫中心合
共提供約 2,600 個單位，約 1,100 個正在使用，但
當局在每次有檢疫人士完成檢疫後，都需要時間
進行清潔和維修，即時可以使用的單位只得約 500
個，強調相關人員已不斷盡快將患者的密切接觸
者送往檢疫。

瑪嘉烈四職員中招 疑院內爆疫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29 日逾 80 人初步
確診，包括四名瑪嘉烈醫院支援服務員，當中三人
相信有流行病學關連，惹院內爆疫疑雲，但瑪嘉烈
醫院發言人則指，四人的感染途徑仍有待確認。

危殆

為病人量度血壓。醫管局總行政經理（病人安全及
風險管理）何婉霞指，該名職員工作期間同樣有戴
口罩，沒有病人被列為密切接觸者。
何婉霞 29 日在疫情記者會上被問及該院是否出
現院內爆發，但她未有正面回應，只是表示醫院感
染控制組會留意情況， 從人流和清潔等方面檢視宿
舍安排。

明愛兩患者曾住普通房
另外，醫管局並證實，明愛醫院日前曾有兩名
新冠肺炎患者一度被安排入住普通病房，個案編號
2604 和 2688 的兩名病人在上周五（24 日）入院後，
先後於上周六（25 日）及周日（26 日）確診。
何婉霞表示，兩人確診後已即時獲安排轉入隔
離病房，與他們入住同一病格的 15 名病人獲安排接
受病毒檢測，結果全部呈陰性反應，而醫院亦已為
病房進行徹底清潔及消毒。她又指，病人在病房時
都有戴口罩，亦未曾接受霧化程序等高風險治療程
序，加上醫護人員工作期間均有穿上合適的個人保
護裝備，沒有醫護人員因而被列為密切接觸者。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
森）疫情在社區大規模爆發，大
批患者確診後未能即時獲安排入
院隔離治療，香港醫管局 29 日表
示，最快會在 8 月 1 日啟用位於
亞洲國際博覽館作為社區治療設
施的方艙醫院，以紓緩公立醫院
隔離病床的需求壓力，亞博館初
期將提供約 500 張床位。
香港醫院管理局總行政經理
（病人安全及風險管理）何婉霞
29 日在疫情記者會上透露，醫管
局正就啟用設於亞博館的社區治
療設施作最後準備，設施最快可
於後天投入使用，首階段可提供
約 500 個床位，之後可以視乎人
手和需要逐步再增加病床數量。
有別於設在鯉魚門度假村的
社區隔離設施接收康復中的病情
穩定患者，亞博館的社區治療設
施主要收治年紀不太大、有自理
能力的病徵輕微新確診者，醫護
人員會在亞博館內為患者進行驗
血和照 X 光等檢查，如果確定病
情穩定則可以留在設施內繼續治
療，有需要時才送院治理。

方艙後天啟用 五百病床收輕症

醫管局雖然積極改建病房成為二線隔離病房，並徵
用位於鯉魚門檢疫中心單位作為社區隔離設施，以
騰空一線隔離設施接收病情較嚴重的病人，但杯水
車薪，仍未能滿足服務需求，近日幾乎每日都有約
百名患者，確診後未能第一時間入院隔離治療，要
繼續留在家中等候入院消息。

疫中心接受隔離，但也一直未獲安排接受隔離，過
去幾天他們一起飲食，共用同一個廁所。四名密切
接觸者的病毒檢測進度緩慢，只有兩人有檢測結果
顯示呈陽性，另外兩人的檢測就只有等。
香港醫管局總行政經理（病人安全及風險管理）
何婉霞表示：“我們真是很不好意思，因為我們都知
道很多人確診正等候（入院），所以我們真的想了很
多不同方法。”她透露，14間公立醫院和鯉魚門度假
村社區隔離設施已經合共接收 1,117 名確診者，合共
開設656間一線隔離病房；1,236張一線隔離病床，使
用率分別為 80%和 78.4%，並提供 400 張至 500 張二
線隔離病床，和350個社區隔離設施單位。

病人 1,117 人

資料來源：衞生防護中心、醫院管理局

■香港禁堂食首天
香港禁堂食首天，
，灣仔的外賣員用單
車送外賣。
車送外賣
。
香港文匯報記者 攝

118 宗新增確診個案中，只有五宗是輸入
29日個案，更有
46 宗不明源頭的本地個案。

留醫

約1,100個
(約500個可即用)

艙醫院”也將於本周六啟用。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屯門康和護老中心
黃金分院

東院篩查患者 加快分流

東區醫院 29 日起又試行新的
過渡安排，預留一間一線隔離病
房內的兩個病格為年紀較輕而且
臨床情況穩定的新冠肺炎患者進
行初步篩查，確認他們的情況合
適後會安排轉往鯉魚門度假村社
區隔離設施，做法與日後亞博館
的做法相近。
何婉霞表示，篩查的目的是
要加快病床流轉，希望可以做更
多檢測，以找出更多適合送往社
區隔離設施的患者，“如果輪轉
做得好，其實可以減低病人的等
候時間，改善確診者要暫時留在
社區的情況。”

文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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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近平向火箭軍政委徐忠波授上將軍銜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央軍委晉
升上將軍銜儀式 29 日在北京八一大樓隆重舉行。
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向晉升上將軍銜的火箭軍政
治委員徐忠波同志頒發命令狀。
下午 4 時 30 分許，晉銜儀式在莊嚴的國歌聲
中開始。中央軍委副主席許其亮宣讀了中央軍委
主席習近平簽署的晉升上將軍銜命令。中央軍委
副主席張又俠主持晉銜儀式。晉升上將軍銜的徐
忠波軍容嚴整、精神抖擻來到主席台前。習近平
向他頒發命令狀，表示祝賀。佩戴了上將軍銜肩
章的徐忠波向習近平敬禮，向參加儀式的全體同

志敬禮，全場響起熱烈的掌聲。

簽署通令 給3單位5個人記功
另據北京日報微信公眾號“長安街知事”報
道，徐忠波此前為聯勤保障部隊政委，近期履新
火箭軍。徐忠波出生於 1960 年，長期在原濟南軍
區服役，曾任原第20集團軍政委、原第54集團軍
政委等職。原 54 集團軍是解放軍歷史上的王牌部
隊，有“鐵軍”美譽，多位高級將領出自這支部
隊。2016 年初，徐忠波出任西部戰區陸軍首任政
委。2017 年 7 月，他晉升中將軍銜，10 月當選十

九屆中央候補委員。2018 年，徐忠波轉任聯勤保
障部隊政委。
同日，新華社還發布消息稱，中央軍委主席
習近平日前簽署通令，給 3 個單位、5 名個人記
功。給中國人民解放軍儀仗大隊、海軍“和平方
舟”號醫院船、軍事科學院某研究所記一等功；
給陸軍裝甲兵學院某教研室教授單東升，陸軍炮
兵防空兵學院某教研室教授萬明傑，海軍潛艇學
院某研究所主任、教授笪良龍記二等功；給
96911 部隊某研究室高級工程師譚可可、國防大
學某學院正高級工程師胡曉峰記三等功。

■ 29 日，中央軍委主席習近平向晉升上將軍銜的火箭
軍政治委員徐忠波同志頒發命令狀。
軍政治委員徐忠波同志頒發命令狀
。
新華社

美關華總領館 十謊言掩惡行
中方批美炮製無中生有顛倒黑白說辭 無一條有真憑實據

謊言 1：中國竊取美國知識產權，包括
新冠肺炎疫苗研發成果。閉館是為了保
護美知識產權和美公民私人信息。

事實：中國是全球創新大國和知識產權
大國。在新冠肺炎疫苗研發方面，中國
處於領先地位，中國擁有自主知識產權
的疫苗已經成功進入臨床試驗。

謊言 2： 中方在美國通過人才招募計
劃，在得克薩斯大學安德森癌症研究中
心這樣的科研機構和休斯敦地區能源和
高科技公司盜取美科研成果和知識產
權。

事實：美方對中美正常的科學、人文交
流合作搞有罪推定，羅織“莫須有”罪
名。中國的人才引進工作與國際通行做
法無本質區別，中美加強科技等領域交
流與合作，符合雙方共同利益。
謊言 3：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從事顛覆
性行為，是中共在美龐大間諜和影響力
活動網的核心節點，也是中國軍方通過
向美派遣留學生來提升戰爭優勢的中
心，一直進行大規模“非法”間諜和意
識形態宣傳行動。

事實：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開設以來，
一直遵守國際法和美當地法律，致力於
促進中美友好，不存在美方臆造的“間
諜”活動和意識形態宣傳。

■ 美國聯邦官員及一名鎖
匠於 24 日拉開門
日拉開門，
，強行進
入已清空的中國駐休斯敦
總領館。
總領館
。
美聯社

■ 美方執法人員於 24 日強
行打開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
的一扇後門。
的一扇後門
。
法新社

事實：中方領事人員使用的是美國務院
發放的領事官員身份證件，其個人信息
包括生日信息對駐在國外交部門是公開
的。進入機場限制區域得到美方批准，
目的是照料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搭乘臨
時航班回國的中國公民。

謊言 5：美中駐彼此國家外交領事人員
待遇完全不對等，美方對美駐華外交領
事人員待遇的關切始終得不到解決。

事實：就中美駐對方國家使領館數量和
外交領事人員數量而言，美方遠多於中
方。中國駐美使領館共 5 個，美國駐華
使領館共 6 個，據媒體報道，僅美駐香
港總領館工作人員就達1,000多人。

華駐休領館人員數量完全公開

美擅拆中方公務物品至少13次

文章還駁斥了中方駐休斯敦總領館遭受到的不
實指控，指出謊言——“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從事
顛覆性行為，是中共在美龐大間諜和影響力活動網
的核心節點，也是中國軍方通過向美派遣留學生來
提升戰爭優勢的中心，一直進行大規模‘非法’間
諜和意識形態宣傳行動”——並澄清事實為：中國
駐休斯敦總領館的人員構成和數量對美方是公開
的。把該館說成是中國在美間諜和影響力活動網的
核心節點以及中國軍方通過向美派遣留學生來提升
戰爭優勢的中心，有違外交常識，十分荒謬。

2018 年 7 月、2020 年 1 月，美方兩次擅自開
拆中方外交郵袋，這一舉動公然違反《維也納外
交關係公約》《維也納領事關係公約》，嚴重侵
犯中方外交尊嚴和安全利益。事件發生後，中國
駐美外交機構第一時間向美方嚴正交涉，美方並
未否認相關事實，但一再以技術理由為其錯誤行
徑進行開脫，推卸自身責任。美方上述行徑與國
際法和國際關係準則背道而馳，應該受到譴責。
除外交郵袋外，自 2018 年以來，美方擅自開拆中
方公務物品至少 13 次。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中新社報道，中國外交部 29 日發布《美國就單方面
要求中方關閉駐休斯敦總領館散布的謊言與事實真相》，駁斥美國涉此事件散布的
10 個謊言，並還原事情真相。

21日，美方單方面挑起事端，突然要求中方關閉
駐休斯敦總領館，嚴重違反有關國際法和國際
關係基本準則以及中美領事條約有關規定，嚴重破壞
中美關係。中方就此做出了正當和必要的反應。
文章指出，美方為其錯誤決定編造藉口、散布
謊言，在短短幾日之內就拋出多個說法不一的版
本。“美方所炮製的種種說辭，有的是無中生有，
有的是顛倒黑白，拿不出一條真憑實據。對此，有
必要把美方謬論和實際情況列舉出來，以正本清
源，還事實和真相一個清白。”
文章全長 5,000 餘字，採取“謊言+事實”的
形式進行真相澄清。

中方為美駐華人員履職提供便利
謊言 4：中國駐休斯敦總領事和另外兩
名外交人士最近被發現在休斯敦機場安
檢區使用虛假生日信息護送中國旅客到
包機登機口。

啟及美駐華外交官返華核酸檢測豁免等提供便
利”——並澄清事實是：中方未對包括美在內各國
駐華使領館人員返華設置障礙。恰恰相反，中方為
其依法履職提供了必要便利。

文章指出，《紐約時報》質疑有關中國駐休斯
敦總領館有從事“顛覆活動”的歷史、是中國盜取
美國科研成果的“中心”的說法，認為沒有任何證
據。
文章並指出，美國駐華使領館一些人員從事與
其身份不符活動，干涉中國內政，損害中國安全利
益。美駐華使館經常在其官網公然刊登攻擊中國和
中國政治制度的文章。據媒體報道，美駐香港總領
館在“修例風波”期間同“港獨”分子密會，討論
美企圖制裁香港等事宜，插手香港事務。中方多次
就此提出交涉。

如文章指出謊言——“美方要求關閉中國駐休
斯敦總領館是因為中方沒有為美國駐武漢總領館重

謊言 6：美方要求關閉中國駐
休斯敦總領館是因為中方沒有
為美國駐武漢總領館重啟及美
駐華外交官返華核酸檢測豁免
等提供便利。

謊言 7： 美方聲稱
其要求接管中國駐
休斯敦總領館房產
符合美相關法律規
定。

謊言8：中國駐

謊 言 9： 中

休斯敦總領館通
過“獵狐行動”
威脅異見分子和
難民回國。

事實：1月25日，美方單方面

事實：中國駐休斯

事實：中國執

國駐休斯敦總
領館外交官為
中方特工人
員，中方特工
人員在全球製
造麻煩。

宣布臨時關閉駐武漢總領館並
撤離總領館人員，中方為美方
人員撤離提供了便利。美方在
多個層級向中方表示感謝。中
方在尊重各國駐華外交領事人
員特權和豁免的基礎上，要求
對所有入境人員一視同仁進行
核酸檢測，美方也接受這一安
排。所謂核酸檢測問題純屬藉
口。

敦總領館地皮和館
舍均為中國的國家
財產。《維也納領
事關係公約》第 27
條規定，派遣國有
權責成在駐在國其
他外交領事機構保
管已關閉之領館館
舍及其中財產和檔
案。

法機關根據國
際法，在尊重
外國主權和法
律基礎上開展
對 外 執 法 合
作，所針對的
並非美方所謂
“異見分子和
難民”，而是
外逃嫌犯。

事實：中國
外交官積極
推動中國對
外友好交往
和 務 實 合
作，從未從
事與其身份
不 符 的 活
動。

謊言 10：中國駐休斯敦總領館在校園公開
批評香港泛民派人士，支持帶有民族主義色
彩的反制活動，總領館在美校園安插眼線，
向留學生實施宣傳，破壞言論自由。

事實：美方所謂“中方支持的反制活動”
是中國廣大留學生為表達對個別反中亂港分
子在美國校園中公開發表極端言論、無視法
律、煽動暴力的強烈憤慨，而形成的自發而
理性的愛國行為，也是在行使他們的言論自
由。美國借“人權”“民主”之名美化反中
亂港勢力的激進暴力犯罪行為，縱容個別反
中亂港分子在美國校園中的行為。美國對香
港居民的安全和福祉根本不感興趣，滿腦子
想的僅是一己私利和霸權，所謂“人權”
“自由”只是美方干涉他國內政的一塊遮羞
布。
來源：新華社

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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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連輸京一例 京逾萬人核檢

香港文匯報訊 （記
者 方俊明 珠海報道）香
港文匯報記者29日從珠海
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揮
部獲悉，自 7 月 29 日上午
6 時起，從粵澳口岸入境
廣東暫不實施集中隔離14
天醫學觀察的人員，入境
後活動範圍由廣州、深
圳、珠海、佛山、惠州、
東莞、中山、江門、肇慶
等珠三角 9 市，擴大至廣
東全省範圍；而入境後14
天內須每天登錄“粵康
碼”申報個人健康狀況。
所有從粵澳口岸進入
廣東省人員，須作出如下
承諾：來粵前14天內無外
國或其他境外地區旅行
史；配合、服從內地各級
政府及部門疫情防控工作
安排，遵守內地疫情防控
有關規定，入境後14天內
每天登錄“粵康碼”使用
“港澳入境人員健康申
報”功能申報健康情況並
做好個人防護；不擅自擴
大活動範圍。
在廣東有固定居所或
工作單位的入境人員，抵
達目的地後應及時向當地
社區報告，14天內減少外
出，不參加聚集性活動；
入住酒店（包括公寓式酒
店）的，應向酒店申報個
人健康狀況。入境人員如
出現發熱、咳嗽、乏力等
不適，應及時到定點醫院
治療排查，並向當地社區
報告。
對於擅自離開廣東省
的人員，應及時通報當地
防疫部門對其實施14天集
中隔離醫學觀察，並按當
地疫情防控規定處理。違
規人員為內地居民的，將
在一定期限內限制其辦理
赴澳門各類簽註；違規人
員為澳門居民的，將取消
其入境豁免集中隔離14天
醫學觀察資格。



澳入粵不集中隔離擴至全省

內地新增98本土感染 新疆無症狀感染者轉確診增多
(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帥、應江洪及
宋偉 北京、烏魯木齊及大連連線報道）根
據國家衞健委官方網站信息，7 月 28 日，中
國內地 31 個省、自治區、直轄市和新疆生產
建設兵團報告新增確診病例 101 例，其中境
外輸入病例 3 例（廣東 2 例，上海 1 例），
本土病例 98 例（新疆 89 例，遼寧 8 例，北
京 1 例），為今年 3 月 6 日以後，單日新增
本土病例最高值。為控制傳染源，截至 7 月
29 日 12 時，北京方面已對新增確診病例周
邊 12,649 位居民全部核酸採樣，並對病例居
住樓棟實行封閉管控、人員居家觀察舉措。
■7月29日，北京市昌平區天通苑西三區入口，社區卡口工作人員勸阻外賣小哥進入。
3 月 5 日前，受武漢新冠疫情影響，內地新
在今年
增本土確診病例每日新增數量多在百例以上，3

月 6 日當日錄得 99 例控制在百例以內，之後便逐漸減
少。5月份以來，內地新增確診病例主要以境外輸入病
例為主。6 月 11 日，北京新發地市場發生聚集性疫
情，本土確診病例人數開始反彈，在 6 月 14 日達到當
月最高值，全國共計新增39例本土病例，其中北京單
日新增36例，河北出現新發地疫情關聯病例3例。

京病例關聯社區應急響應恢復二級

經濟

■責任編輯：趙雪馨

等各類公共場所亦全部關閉。
7 月 28 日，新疆新增確診病例數為何較此前幾日
大幅上升？7 月 29 日召開的新疆疫情防控新聞發布會
通報，目前，一些處於潛伏期的無症狀感染者陸續出
現臨床症狀，或 CT 出現新冠肺炎影像表現，成為確
診病例。在 7 月 28 日報告的確診病例中，無症狀感染
者轉為確診病例的比例較大，達到了43例，由此當日
新增確診病例上升明顯。

大連停止所有聚集性就餐活動
大連方面，其疫情已經擴散至遼寧、吉林、黑龍
江、福建、北京五個地方，大連衞健委相關負責人介
紹，大連正以密切接觸者為重點畫大“包圍圈”，科
學做好流調溯源工作。同時，大連已要求停止所有餐
飲服務經營單位的聚集性就餐活動。

2020年7月30日（星期四）

美料金融武器化打擊中國
未來數月或公布制裁港機構個人名單

美國早前通過《香港自治法
案》，揚言制裁香港。香港行政會議
成員、金管局前總裁任志剛 29 日預

■任志剛認為
任志剛認為，
，美國不會對聯繫
匯率制度採取措施，
匯率制度採取措施
，因為這將對
美國經濟帶來負面影響。
美國經濟帶來負面影響
。

料，美國將於未來數月公布制裁香港
機構及個人名單。他又預期，由於美
國擁有龐大金融體系及美元作為主導
國際貨幣，或將“金融武器化”以打
擊中國，其中“核彈級”武器為禁止
香港使用美元作結算及交易，但他認
為美國不會對聯繫匯率制度採取措
施，因為這將對美國經濟帶來負面影
響。

■香港文匯報記者 岑健樂

志剛 29 日在團結香港基金的網上論壇指，
任美國可能將“金融武器化”以打擊中國，

統，美國不會對聯匯制度採取措施，因為這同樣
將對美國經濟帶來負面影響。他稱，現時資金繼
續流入香港，香港金融體系仍然穩健，即使美元
貶值亦不會令港元與美元脫鈎，除非美元貶值超
過35%，因屆時聯匯制度下港元如同“與一隻沉
船掛鈎”，是一個大問題，但他強調並不預期有
關情況會出現。

香港的美元結算中心地位會否受影響，取決於美
國使用金融武器的程度及目標。他相信美國禁止
香港買入美元的可能性偏低，因美國現時背負巨
額債務，若美國使用該武器亦將面臨下行風險，
即變相損害自身利益。不過，美方可能隨時收緊
香港使用美元，禁止企業投資美國，或禁止美國
企業投資內地，甚至禁止內地企業在美國集資，
亦可針對個人、企業與政府等實施制裁。他希望
上述措施不會發生，但將密切關注相關情況。
對於有人提出可改革國際支付安排，並取代
環球銀行金融電訊協會（SWIFT），任志剛認為
不切實際，因為經 SWIFT 取得支付貨幣行之有
效，而且系統由多個國家共同管理，即便美元作
支付交易比例大，對 SWIFT 有較大影響，但不
等於美方可禁止內地與香港使用系統。

至於他早年在一篇學術研究文章，提出是時
候檢討聯匯的看法，任志剛笑指，自己也上了一
課，即便是已經退休，亦要審慎發表言論及學術
文章。他續指，現時全球以美元主導，但美元貨
幣政策不穩定，歐元又有自身問題，需要有“第
三隻腳”穩定市場，而人民幣最為適合，但由於
現時內地仍有資本管制，故有需要令人民幣更國
際化，因此他建議港股市場交易可使用人民幣。

聯匯穩固 不因美元貶值脫鈎

提多項策略鞏固港金融地位

對於香港實施近37年的聯繫匯率制度，任志
剛認為現時仍穩固如昔，是非常穩健及透明的系

此外，任志剛還對香港進一步鞏固國際金融
中心地位提出多項策略：包括香港應專注發揮國

建議港股市場交易使用人幣

際金融中心的基本功能，促進內地及外地的資金
融通；在後新冠疫情的新常態下，香港應積極推
動金融科技，以提供金融服務；在香港資本市場
更廣泛使用人民幣，促進人民幣國際化；並在大
灣區的金融發展中擔當領導角色。
談及第三波金融危機時，任志剛重申，金
融風暴、次按危機問題未完全解決，在目前新
一輪全球量寬政策下，各地財赤大幅上升，資
金游走令資產價格急升至與實體經濟脫節，若
出現第三波危機，相信香港會受影響，但香港
貨幣制度、銀行體系、證券行業都相當穩健，
具一定防禦能力，尤其是銀行體系一直受金管
局有效率及以風險為本的監管，相信不會出現
系統性危機。

不憂財赤 港儲備巨應付有餘
香港經濟方面，香港特區政府早前宣布連串
紓困措施，導致出現財政赤字。任志剛對出現財
赤並不感到擔憂，因香港特區政府沒有嚴重債務
問題，而且政府過去多年累積 1.1 萬億港元的財
政儲備，可應付有餘。

香港文匯報訊 新加坡《聯
合早報》報道稱，新加坡總理李
顯龍本周二（28 日）參加美國智
庫大西洋理事會的線上視頻座談
會在談到香港國安法時，他表
示，希望香港能逐漸進入“新常
態”，保持穩定和繁榮，繼續發
揮它本身以及對中國的作用，這
將對亞太地區有益。
李顯龍表示，一段時間以來，
新加坡一直在關注香港的局勢，那
裏的示威活動一度越來越暴力。香
港有義務通過一項國家安全法，但
一直沒能辦到，而這種情況不能無
限期地繼續下去，因此才有了香港
國安法。香港如果能保持穩定，一
如既往發揮作用，幫助中國繁榮發
展，這對香港、新加坡和本區域都
有益，新加坡也希望香港的問題能
獲得解決。

李顯龍力挺香港國安法

任志剛：

3

中國

進入 7 月份，新疆、大連分別自 7 月 16 日和 7 月
22 日後開始連續出現本土病例，北京在 7 月 27 日、28
日連續兩日出現大連疫情關聯病例。三地新增確診病
例在 7 月 28 日達到 98 例，該數值為內地近 5 個月來本
土確診病例數量最高值。

根據北京昌平區副區長吳彬 29 日通報，7 月 27
日，北京新增新冠肺炎大連市疫情關聯病例 1 例，該
病例在京暫住女兒家，地址為昌平區天通苑西三區。7
月28日，該確診病例的女婿診斷為確診病例。為控制
傳染源，切斷傳播途徑，北京方面展開流行病學調
查，擴大密切接觸者排查範圍，追蹤所有密切接觸
者，全部落實隔離觀察措施。
目前，北京已對確診病例所在社區的全體居民進
行核酸採樣，截至7月29日12時，完成確診病例所在
樓的 606 名居民核酸檢測工作，均為陰性；完成周邊
居民12,649人核酸採樣工作，已出結果5,801人，均為
陰性。
7 月 28 日晚，確診病例所在社區的應急響應級別
已從三級恢復為二級，提升社區及周邊管控力度，外
來人員及車輛禁止入內，小區內文體活動室、娛樂室

中新社

與港各擁優勢 存良性競爭

在被問到部分企業遷出香港
是否會有利於新加坡，李顯龍
說，他從未把新加坡和香港之間
視為競爭對手。李顯龍表示，香
港和新加坡之間確實有一定程度
的良性競爭，但亞太地區很大，
機遇也很多。香港是中國的門
戶，有它的優勢；新加坡在東南
亞中心，足跡較大，有不同的優
勢，“綜合各種考量，我更希望
香港取得好表現，不願大家撤出
香港尋找其他落腳處。”

中美關係穩定對美也重要

李顯龍還希望美國下一任總
統能首先穩定與中國的關係，因
為亞洲區域的長期穩定與繁榮必
須建立在這個基礎上。“這要求
很高，但中美關係的穩定對美國
也是重要的”。“否則，亞洲這
個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對你們
（美國）至關重要的地區，我認
為將成為你們的一個問題，而不
是財富。”
在談到與中國華為公司相關
問題時，李顯龍表示，新加坡在
徵集5G網絡提案時沒有排除華為
成為供應商，本地新加坡電信業
者雖然沒有選擇與華為合作，但
毫無疑問，華為仍會參與未來新
加坡的5G網絡發展。

台灣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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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前總統將安葬五指山國軍公墓
（中央社）綜合軍方消息指出，前總統李
登輝將安葬於五指山國軍示範公墓，軍方已派
員開始整修墓區。據了解，李前總統將葬於公
墓的 「特勳區」，土葬。李前總統是繼前總統
嚴家淦後，第 2 位國家元首安葬於五指山國軍公
墓。
據指出，李前總統生前即對其身後事有所
交待，李前總統辦公室主任王燕軍與家屬亦曾
前往五指山 「特勳區」墓穴實地勘查。據了解
，由於李前總統是國家元首，軍方為其準備的
「特勳區」墓穴，在第一排與第二排間，比一
般墓穴的區位略大些，視野遼闊，以示對國家

元首尊崇。
軍方消息指出，這兩天已接到指示，即由
相關位單位施工整理李前總統墓。此外，為配
合李前總統國葬，五指山環境也將做整理。
五指山公墓 「特勳區」，有 26 個墓穴，包
括前行政院長郝柏村、前國防部長蔣仲苓等軍
方高階將領均安葬於此。目前已有 21 位軍政高
階將領安葬於此，還有 5 個墓穴；前參謀總長沈
一鳴年初搭乘黑鷹直升機視導不幸殉職，也符
合安葬於特勳區，但家屬決定骨灰安放於五指
山忠靈殿，所以未葬特勳區。

【李登輝辭世】最後關鍵10天敗血性休克
30人醫療團全力搶救不敵感染
（中央社）前總統李登輝今年 2 月因喝牛奶
不慎嗆到，急送台北榮總，至昨已住院 174 天，
一直收治在北榮中正樓 22 樓的總統病房。院方
昨（7/30）晚證實，李前總統已在昨晚 19 時 24
分辭世，享耆壽 98 歲。
這 174 天來持續照顧李登輝的主治醫師林永
煬表示，李前總統過去可以用眼神和醫護親人
互動，這兩、三天休克比較嚴重，互動狀況變
得微弱。醫療團隊和家屬討論，大家覺得以李
前總統的個性、以李對國家的貢獻、對醫療的
奉獻已了無遺憾，因此尊重家屬的決定，昨天
就不給藥物支持。
阿輝伯離世面容安詳 主治醫師：無生命
跡象後才拆除維生設備
林永煬表示，在李前總統沒有生命跡象後
，全部維生設備才予以拆除，李離世時表情安
詳。林說，照顧李登輝的過程，除了看著前總
統與醫療團隊一同克服不同的疾病，體認重症
醫療的照顧，這次的經驗也讓團隊體認到，醫
病共享決策的價值， 「有時放手比留下來好」
，與團隊相處的過程，感受到他與家屬的親情

。
林回憶，即使李前總統臥病在床，身體耗
弱時，聽到曾孫女的聲音，李的眼睛還能炯炯
有神看著曾孫女的照片、影片，令醫療團隊非
常感動，也讓醫療團隊體認到生命的真諦。這
段時間，林也感受到家屬與李前總統之間關係
非常緊密，即使李身體非常耗弱，仍能以眼神
看著家屬交流。北榮提到，雖李前總統住院期
間多處於昏迷狀態，有時候看到他的眼神似乎
仍有些許互動的感受。
2 月上旬入院 9 天突然休克 急救後接上呼
吸器
台北榮總昨晚 20 時出面說明李前總統入院
資訊時指出，2020 年 2 月 8 日晚間，李於家中進
食時不慎嗆咳，因呼吸困難，緊急送到台北榮
總，檢查發現有吸入性肺炎及心臟衰竭，後續
合併兩側肺部肋膜積水及急性腎損傷，由醫療
團隊全力照護。
北榮表示，2 月 17 日傍晚，李前總統坐輪
椅於病房區活動時，突發心因性休克，立即進
行 CPR 急救後使用呼吸器。由於李前總統已 98

歲高齡，本身又有多重慢性疾病，抵抗力弱，
住院過程中反覆感染，產生敗血性休克及多重
器官衰竭，雖經醫療團隊全力救治，仍無法挽
回，於 7 月 30 日 19 時 24 分與世長辭。
住院 174 天
「
把生命託付給北榮」
林永煬說，李前總統在北榮的醫療團隊包
括感染科、胸腔科、腎臟科、神經科、放射科
、麻醉科，還有外科部、內科部，營養部、護
理部，人數約 30 位。
林永煬表示，擔任主治醫師 174 天以來，他
感受到李前總統是生命的勇士，把生命託付給
台北榮總，即使身體呈現多種休克狀態，考驗
醫療團隊，但與家屬合作一次次克服。只是，
李前總統高齡 98 歲，還有各種慢性病，最近 10
天出現肺炎，合併敗血性休克，除了醫療，也
與家屬共同思考生命意義，包含後續安寧與緩
和、重症醫療照護等。

北榮醫院顧問陳雲亮表示，李前總統於
2003 年開始在北榮接受照顧，18 年來非常信任
榮總，團隊也很榮幸照顧李前總統 18 年，也很
驕傲能夠照顧李前總統到最後一刻。
在家人環繞之下離世 遺體暫存北榮、設
簡易追思所
陳雲亮受訪時表示，李登輝臨終前，所有
家人都在場，並由牧師主持家庭禱告，陪他走
完人生最後一程。
北榮表示，李的家屬對醫療團隊照顧及總
統、副總統、行政院長等各界關心，表達誠摯
感謝。院方將於北榮設置追思場所，李病逝後
，大體暫存北榮太平間，待家屬安排後續事宜
，昨晚 22 時遺體從病房移靈入懷遠堂。

不排除拒絕加班！台鐵工會下通牒 要求8/5前補發積欠加班費
（中央社）台鐵積欠列車長、調度員 5 月及
6 月加班費，除台鐵員工發起連署討加班費外，
台鐵企業工會今(7/29)發出聲明，要求台鐵局 8
月 5 日前補發加班費到位，且不可未經團體協商
就違法任意改變班制，一旦台鐵片面強行改變
團體協約，工會將發起拒絕加班行動，屆時台
鐵恐怕會面臨列車無車長跑車、車站無站務員
鬧空城情況。
交通部去(2019)年編列台鐵運務員工加班費
預算有 6.45 億元，今(2020)年則編列 3.64 億元、
比去年減少足足約 3 億元，砍了近一半，主要是
台鐵請求增加人力後，交通部認為可減少加班
，台鐵也規劃實施改四輪三班，增加員工休息
日，不過因員工認為減少加班後，台鐵無提升

薪資配套，等於讓員工減薪，至今四輪三班無
法推動，加班費經費砍半下，讓台鐵才 5 月就面
臨無錢可發。
台鐵雖已向行政院爭取經費，不過至今仍
未有著落，台鐵企業工會今發出聲明表示，台
鐵任意扣發輪班人員加班費屬違法行為，鐵路
工會要求 8 月 5 日前全部補發加班費到位，否則
工會將發動全體會員拒絕加班，抗議資方不合
理與不道德行為。
台鐵企業工會強調，台鐵局試圖強行違法
實施班制，違反 「團體協約第二十三條」班制
班別需經雙方議定，台鐵片面強行改變，違反
「團體協約」之約定，導致勞資爭議、不當勞
動與侵權行為。

工會指出，針對近期台鐵局種種不合法、
不道德之行為，鐵路工會要求台鐵局停止違法
行為，其後果自負，並呼籲全體會員配合以下
行動，包括各乘務人員停止借班值乘，凸顯人
力不足真相，以及站務人員不得任意抽調人力
，直至台鐵局改善與補正為止，工會發動拒絕
加班日期，請全體會員隨時注意本會發布時間
。
台鐵企業工會文宣組長吳長智表示，台鐵
企業工會已發文給台鐵局和交通部，要求在團
協前，不能片面修訂休假方式，目前台鐵規劃
讓台鐵運務員工每月 4 天休息日中 2 天領加班費
砍為只剩 1 天領加班費，但任何休假制度變動，
都要修訂團協，且要跟工會談，若台鐵仍執意

違法，將發起所有會員拒絕加班，屆時車子會
沒列車長跑車，車站也會沒站務員，呼籲台鐵
盡速改善和補正。
台鐵晚間回應表示，為改善班表維護員工
身心健康，台鐵局規劃實施的四輪三班制，在
勞資雙方取得協商共識前，絕對恪遵團體協約
約定，持續和企業工會協商，不會違法改變班
制。針對加班費問題，台鐵表示，已於日前函
報交通部，預算不足之處希以超支併決算方式
儘速處理。台鐵強調，針對企業工會提出的二
項訴求，將在不影響服務品質下，加強人力控
管，避免乘務人員借班及抽調站務人力等情事
發生。

遭環團批限縮環評參與權 環署：資訊的公開程度已是先驅
（中央社）今日環保團體開記者會，痛批
環評大會遭環保署打壓，處處限縮民眾參與的
機制，不但禁止民眾直播，也以疫情為由，要
求參與民眾只能在其他會議室觀看直播，認為
環保署根本是在 「
霸凌環團」。
今日環團串聯開記者會，痛斥環保署針對
環評會議的規範根本是霸凌，並認為 10 年未修
的《環境保護署環境影響評估審查旁聽要點》
是監獄條款，限縮人民的參與權，因此戴上張
子敬面具，手戴拳擊手套，手套上貼著 「旁聽

要點」，表示張子敬用旁聽要點來打壓環保團
體。
彰化環保聯盟於記者會中表示，近期以降
低群聚感染風險為由，議事規則要求民眾發言
三分鐘後，盡速離開會場，到隔壁的旁聽室旁
聽，導致有業者或環評委員提出不實發言無法
反應，更禁止民眾於會議場內直播，因為委員
有肖像權，委員更以擔心被剪接報導等等為由
，禁止民眾直播等。
《環境保護署環境影響評估審查旁聽要點

》有規定，不得於會場攝影、錄影或錄音，但
立委林淑芬表示，此規範已經是 11 年前過時的
要點，不但處處限制民眾參與的機會，更難以
促成真正對話。
對於環保團體與立委的批評，環保署綜計
處處長劉忠勇表示，該要點自民國 98 年施行至
今，環保署並未做任何限縮公民參與權與知情
權之調整，何來霸凌條款？且當時署長張子敬
也不在職，更是與此無關。
劉忠勇表示，受疫情影響，環保署為了兼

顧防疫加上要推動業務，因此才對座位等有不
同安排，並無以防疫為由、刻意限制民眾參與
公共議題，作為霸凌環團之工具：且自 2 月起，
全部環評會議均線上直播，後續也都會上傳到
環署的 YouTube 頻道，環評所有書件也都能在
網路上取得。
劉忠勇表示， 「只要合理的建議都會納入
討論」，也認為目前國內各公務機關體系審查
機制，環保署環評審查的資訊公開及公眾參與
已為先驅，歡迎各界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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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價大漲沖破“千九”
投資者又將見證歷史？

綜合報導 黃金再次成為金融市場的
焦點。最近壹周，量化寬松政策加上白
銀價格大漲帶動金價快速攀升，國際金
價距離歷史高點僅“壹步之遙”。對投
資者而言，在暴漲“帶熱”市場的看漲
預期後，是否又將見證歷史？
7 月份，是黃金的傳統消費淡季，
歷史上，黃金市場在夏季也鮮有大幅波
動的行情，但伴隨白銀市場的率先大漲
，黃金的漲勢再被“激活”。
數據顯示，到 24 日，紐約市場金
價 收 報 每 盎 司 1897.5 美 元 ， 盤 中 最 高
壹度升至每盎司 1900 美元上方，逼近
2011 年 下 半 年 創 下 的 盤 中 歷 史 高 點

1920.3 美元。
國內市場以人民幣計價的黃金期貨
價格則創下了上市以來的新高，上海期
貨交易所黃金期貨主力合約 24 日收報每
克 420.4 元，較前壹周大漲逾 5%。
金價之所以再掀漲勢，在專家看來
，壹方面是新冠肺炎疫情環境下，主要
經濟體的量化寬松政策繼續加碼所致。
“經過艱難談判後，近期歐盟各國領導
人終於就總額高達 7500 億歐元的復蘇基
金及後續的經濟救助計劃達成了協
議 。 ”金陽礦業首席分析師蔣舒表示，
歐洲推出的刺激政策無疑會有助於穩定
歐洲的經濟，全球市場繼續寬松的環境

及後續歐元相對美元將較強勢的預期都
刺激金價走高。
另壹方面，地緣政治緊張帶動的避
險情緒以及白銀價格的大漲也提振了市
場。作為市場觀察避險情緒的“窗口”
，今年以來黃金 ETF 基金的持倉量持續
上漲。數據顯示，到 25 日，全球最大的
黃金 ETF 基金 SPDR 持有的黃金量接近
1230 噸，該基金今年以來累計增持黃金
超過 330 噸，表明投資者持續“湧入”
這壹市場。
而同作為貴金屬品種，白銀價格近
期受產區供應下降預期、寬松政策等因
素影響大幅上漲，國際銀價突破每盎司
20 美元大關後“勢如破竹”，壹周內漲
幅超過 16%，迅速追趕黃金上半年的漲
幅，使市場呈現出輪動上漲的格局。
隨著金價的大幅上漲，國內市場實
物黃金消費明顯回暖。記者在上海壹家
商場看到，盡管不少金飾品報價升至每
克 500 元上方，消費者對金飾、金條的
購買熱情並未因此卻步。
“主要是相比年初，黃金的價格已經
上漲了太多，加上今年因為疫情推遲了

購買，擔心後續價格還會繼續上漲。”
正在選購金飾品的消費者王女士告訴記
者。
周生生金店銷售員李亞男則表示，
由於消費者大多“買漲不買跌”，加上
現有的存貨部分也有壹定的優惠，因此
壹些消費者選擇趁機買入，包括投資金
條、生肖相關的黃金投資品及飾品成為
不少消費者“果斷出手”的對象。
目前，金市大漲進壹步提升市場後
市看漲的預期，壹些機構甚至預期明年
金價將突破每盎司 2000 美元。實際上，
今年以來，除了新冠肺炎疫情後壹度跟
隨金融市場回調，黃金市場大部分時段
都在持續走高。
統計顯示，到目前，人民幣計價的
黃金已累計上漲約 22%，投資者收益不
僅遠超不少主流投資品，也超過了去年
全年的漲幅。
“後市的關鍵還是疫情環境下的全
球經濟走勢。”黃金期貨分析師余汪認
為，後期新冠肺炎疫情若繼續蔓延，很
可能繼續提升市場的避險需求，同時如
果疫情趨重，也可能會推動主要經濟體

推出更寬松的貨幣政策。
“無論是避險，還是對沖通脹，當
前的市場環境都有利於金價走高，但投
資者也要謹防‘拐點’出現。”蔣舒指
出，新冠肺炎疫情對金價的影響並非
“無跡可尋”：前期壹系列寬松政策以
及經濟復蘇也曾推動金價上漲，但後期
金價會回落。
面對市場“漲聲”壹片，不少專家提
醒，由於疫情發展的不確定性，以及地緣
政治因素給投資者情緒帶來的頻繁變動，
年內黃金的投資復雜程度將超以往。
山東黃金首席分析師姬明認為，相
比股市等其他渠道的投資，黃金或仍是
後期不錯的投資選擇，但投資者也需真
正理解黃金投資的特點，尤其要回避壹
些投資的誤區，比如以金飾品價格購買
相關產品作為壹種投資。
“普通投資者也應謹慎投資具有較
高杠桿的黃金交易類產品。”余汪表示
，如果市場快速變化，杠桿類的投資產
品損益就會放大，而這無疑對參與其中
的投資者風險控制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

多地稅收大數據顯示——出口轉內銷 路寬產品俏
綜合報導 出口轉內銷成為眾多外貿企業應對
當前挑戰的重要舉措。記者近期從多地稅務部門了
解到，根據稅收大數據統計，不少外貿企業正在加
速推進出口轉內銷，而且步子越來越穩。
國家稅務總局廣東省稅務局稅收經濟分析數據
顯示，4 月份廣東地區出口企業內銷金額已突破去
年水平，5 月份內銷金額則與 4 月份基本持平，6 月
份內銷金額同比增長 3.8%。其中，通信設備制造行
業、紡織服裝行業、電機制造行業出口轉內銷成效
突出，內銷逆勢增長明顯；民營和外資出口企業內
銷程度較高，1 月份至 5 月份內銷占比分別提升 0.8
個和 0.7 個百分點，6 月份民營企業內銷同比增長
6.7%。
同樣的現象也發生在寧波。據國家稅務總局寧
波市稅務局第二稅務分局局長潘從波介紹，從近期
稅收大數據來看，17.6%的外貿企業增值稅開票數

量同比增加，其中有 27.7%的生產型出口企業內銷
業務比例上升。
出口轉內銷的變化，讓壹些企業逆勢而上
。信利光電股份有限公司是壹家智能終端配件
供應商，今年上半年公司出口額下降 50.4%，但
內銷卻逆勢增長 91.2%，最終拉動整體銷售增長
39.8%。
位於佛山的廣東遠華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主
營新型防滑墊、瑜伽墊等研發制造，新冠肺炎疫情
發生前，其 80%的市場在海外。隨著國內“雲健身
”等新模式興起，他們加速開發出符合亞洲人健身
習慣的產品，2 月份至 6 月份該企業官方網店銷量
同比增長 43%。
企業出口轉內銷並非易事，面臨著渠道開拓、
品牌重塑等系列難題。記者了解到，多地稅務部門
利用稅收大數據，幫助外貿企業尋找國內銷售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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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協助他們通過平臺分銷、直播帶貨、新零售等方
式開拓國內市場。
“浙 江 諸 暨 號 稱 ‘ 襪 業 之 都 ’ ， 依 托 大 數
據分析，稅務人員目前已梳理了 546 家產生外貿
數據的襪業企業。”國家稅務總局諸暨市稅務
局工作人員介紹，他們經過實地走訪了解，共
確 定 了 想 轉 內 銷 、 能 轉 內 銷 的 2 批 共 50 多 家 襪
業企業。今年上半年，這些襪業企業已經通過
當地電商協會搭建的新零售渠道成功轉內銷，
總銷售量已達到 5600 萬雙。
各地也通過提速出口退稅，為外貿企業出口轉
內銷分憂解難。據了解，今年上半年，四川省稅務
部門通過在辦稅服務廳開通退稅“綠色通道”、推
行無紙化退稅等壹系列舉措，加速落實出口退稅新
政，累計辦理出口退稅 50.88 億元。
今年 1 月份至 5 月份 ， 廣 東 歐 亞 家 居 有 限 公

司 的 內 銷 營 業 額 為 4810.6 萬 元 ， 同 比 增 長
252.7% 。歐亞家居常務副總經理練玉山說：“今
年以來，我們享受到了出口退稅款 659 萬元及社
保費減免 146.7 萬元，這為我們轉戰國內市場提
供了資金支持。”
寧波舜達日升電器有限公司今年上半年享受
到小微企業所得稅優惠 17 萬元；增值稅稅率從
16%降至 13%後，減少企業資金占用約 40 萬元；
階段性減免社保費又省下 8.6 萬元。“有了稅收
優惠，我們加大了內銷新產品的研發生產，讓我
們調整市場策略更有底氣了。”該企業負責人表
示。
據了解，為緩解出口企業資金壓力，助力穩外
貿穩外資，稅務部門大力推行無紙化退稅申報，將
正常退稅業務平均辦理時間提速 20%，壹些地區甚
至壓縮了 5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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