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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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ichelle Young
● Construction Loan,
通國、英、粵語、韓語
713 - 364 -7788 Lot Loan
●

832 - 498 - 75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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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金短缺 移民局多項費用將漲價
（綜合報導）7 月 31 日，隸屬國土安全
部的移民局（USCIS）宣佈，經過兩年一次
的全面收費審查，確定目前收取的費用不
能收回移民局提供裁決和入籍服務的全部
成本。因此頒佈一項最終規則，對大多數
移民和入籍福利申請的收費進行調整。這
一輪移民局多項費用的“大漲價”將於
2020 年 10 月 2 日生效。
新規從 10 月 2 日起實行，郵寄申請件
以郵戳為準，網絡提交以提交時間為準。
這項移民局收費最終規則中，最引人注目
的內容包括：網上申請入籍（規劃）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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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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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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精緻的小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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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讓您欲罷不能的煲仔飯

LW96733-1

Phone: 323-488-0011, 832-539-3333, 972-268-7129

從 640 美元漲到 1160 美元，上調約 70%；工
作簽證 H1-B 的基本申請費用從 460 美元上
調到 555 美元；跨國公司高官 L-1 簽證的申
請費用從 460 美元上調到 805 美元；尋求庇
護者將從不需繳納費用變為要交 50 美元的
費用等等。
移民局還宣佈將在新規生效前 30 天在
網上公佈一些更新版本的表格，包括 I-129
非移民工人申請表格，開始海外領養程序
的 I-600/I-600A 表格的補充 3 表格（對已
批 准 的 表 格 I-600/I-600A 採 取 行 動 ） ，
I-765 就業授權申請表格，和 I-912 申請費

用豁免表格等。在 10 月 2 日生效後的 60 天
“寬限期”中，只要申請人按照新規則繳
納費用，移民局將接受新舊兩個版本的表
格。
目前，移民局面臨嚴重的資金短缺問
題，前不久剛剛向國會尋求 12 億美元的緊
急資金支持。 COVID-19 疫情期間，移民
局暫停幾乎所有服務將近 3 個月，現在雖然
“復工”，但也面臨 8 月 30 日可能不得不
解僱 13.4 萬名員工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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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新冠疫情日記 7/31
31//2020

我們豈可袖手旁觀？
我們豈可袖手旁觀？
-大選節目及法律援助
由美國財經政界領袖金諾威及美南電視政
論節目主持人馬健共同主持的美國大選及中美
關係電視節目今天正式啟動， 將在每週四下午
七 時 透 過 STV 15.3 頻 道 ， YouTube ， Facebook app ，houston stv15.3， ITalkBB 等頻道
向全球直播。
2020 大選節目將會訪問共和民主兩黨人士
對大選之看法並將從美國人之觀點看中美兩國
未來之關係發展，同時正在推動在國際貿易中
心下設立法律援助顧問團，將為國際亞華裔社
區提供法律援助。
金諾威係史坦福大學高材生，曾經多次到
過中國大陸及台灣，對亞洲問題有非常深刻獨
到之經驗，目前也是國
際貿易中心共同主席。
馬健多年來在美南電視
主持各型政論節目， 大
學主修財經法律， 中英
文俱佳， 他將從亞裔角
度來談論在美國華亞裔
目前嚴峻之處情。
總統大選迫在眉睫
，川普總統昨天在推特
發文， 由於對各州通訊

投票之不信任， 他建議要美國大選延期， 此語
一出， 各界譁然， 大選日期明定在憲法條例中
豈是總統一句話可決定？
全國疫情仍然在惡化中， 美國確診人數不
斷激增， 經濟指數不斷下滑， 這是我們大家共
同積極關注國事之時刻了。
今天我們推出 2020 美國大選系列節目，
旨在加強報導有關大選情勢 ，尤其是美國之移
民 外交政策是和我們息息相關。
大家都體認到這是近百年世界最大之變局
，事關我們及下一代之生存 ，怎麼能䄂手旁觀
？！

Մ↛፹
LIVE

2020年8月1日

Saturday, August 1, 2020

“2020 Presidential
Election”
Election
” TV Show
Today the 2020
Presidential Election TV
show was started at our
Houston headquarters.
The show is hosted by
Mr. Jim Noteware and
Mr. Jimmy Ma every
Thursday at 7:00 pm. The
audience can watch the
show through STV 15.3,
YouTube, Facebook and
iTalkBBand will reach all
over the world.
Jim Noteware is a real
estate and financial
expert. He has traveled to
Asian extensively having
visited China, Taiwan,
Japan and Thailand. His
knowledge of Asian
politics and economic issues makes him an Asian
scholar. He is also Co-chair of the International
Trade Center.
Jimmy Ma
is a very outstanding young Asian American
financial expert who because of his background
understands the situation of the Asian community
today.
The TV show also is going to invite both Democrats
and Republicans to talk about foreign policy and
economic issues.

Under the ITC, we are also working on organizing a
legal advisory group of twenty in order to help
people fight for their civil rights.
Today our nation is living in a very critical time.
President Trump is now suggesting that the
November 3rd election be delayed. We don’t
think this is within the power of the president to
impose such a delay on the country at all.
All of us love this country. We need to take action
now, not just for ourselves, but also for the next
generation.

歡迎使用
觀看高清美南國際電視新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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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著華觀點: 蓋棺難定論的李登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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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變現狀 印度和陸拚了
喜馬拉雅邊境增兵3.5萬
(本報訊)隨著儘早解決邊境緊張的希望轉淡
，印度正向喜馬拉雅山區爭議邊境增兵 3.5 萬。
據印度《商業標準報》（Business Standard
）和《南華早報》（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30 日報導，一位要求匿名的印度高級官員說
，這可能改變 3,488 公里 「實際控制線」（Line
of Actual Control，LAC）的現狀，並使印度已
吃緊的軍費更拮据。
自從中印邊防部隊 6 月 15 日在東拉達克加
勒萬谷（Galwan Valley）爆發流血衝突，導致
印度 20 人喪生，據傳解放軍有超過 40 人死傷後
，雙方便迅速在邊境加派成千上萬部隊，並部
署坦克和大砲。
印度官員說，雙方尚未達成邊境協議，實
際情況需要增兵。新德里智庫印度三軍協會代
表團（The United Service Institution of India）團
長夏瑪（B.K. Sharma）說，起碼在拉達克的實
際控制線，本質上已經永久改變。他指出，中
印火速增兵邊境後，除非政治最高層和解，否
則這些部隊不會撤回。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周二說，中印兩
國一線的邊防部隊已在大多數地點完成脫離接
觸，雙方正積極籌備第 5 輪軍長級會談，研究
解決當地剩餘問題。他並表示，希望印方和中
方相向而行，落實好雙方達成的共識，共同維

李登輝前總統離世, 成為 2020 年又一位走
進歷史的政治人物。李登輝是一位具有爭議性
的人物,由於時代機遇，因緣際會使他從一位
鑽研農業的學者變為一位權謀的政治人物，他
的逝世親痛仇快, 雖蓋棺，卻難定論,但是他裂
解了國民黨,並推行去中國化的台獨意識必然
被歷史記上一筆。
李登輝是早年蔣經國在台灣執政時為了拔
擢本土青年而推行所謂的”催台青”政策,的
受益者之一, 當時他從美返台後,以農經專業從
政,一路受到提拔,先後從政務委員做到台北市
長與副總統, 並在蔣經國遽世後升任總統,在他
掌權過程中歷經黨內主流與非主流派系的鬥爭
, 終於化險為夷, 他在任內六次修憲，把總統
職位從國代選舉改為人民直選, 並廢除萬年國
會, 把直轄市長直接民選,力行台灣地方自治，
這是他的功勞,但他的過錯在於去中國化,把兩
岸關係弄砸,其實他在執政初期規矩貫徹蔣經
國政策，制定國統綱領致力兩岸的和平統一大
業，怎奈後來他的政治思維改變,把兩岸定位

為”特殊的國與國”之間的關係, 在發表”兩
國論”的謬誤言論後, 終於使得兩岸關係陷入
危境, 他的去中國化政策處心積慮,他把國民身
分證上取消了籍貫欄，一律改為出生地，他提
出”台灣生命共同體”, 並在馬英九競選台北
市長的時候高呼”新台灣人”的概念,由於他
的台獨思想造成國民黨多次分裂,並在 2000 年
使國民黨輸掉政權,在下台後他旗幟鮮明的主
張台獨, 並被國民黨開除黨籍,而他所籌組的台
聯黨比民進黨還要台獨,所以後來被稱為”台
獨教父”, 這個稱謂必然是他的歷史標籤之一
。
李登輝媚日的態度匪夷所思, 他竟主張釣
魚台是日本領土，並賄賂南非的民主先生曼德
拉以達到政治的目的, 而黑金政治與政商合流
也是他脫不了的政治責任。
李登輝在歷史上尚難定位, 不過世人對他
的評價毀多於譽, 在中國歷史上, 他必然被記
載為一位不識春秋大義,分裂國土的罪魁禍首
。

護邊境地區的和平與安寧。
而印度軍方尚未立即回應，密切監視印巴
，還有中印邊境的印軍在狀況最好的夏季過後
，將面臨冬季攝氏零下 30 度的嚴酷考驗。雖然
印度是全球第 3 大軍費支出國，但陸海空三軍
裝備的卻大都是過時的武器。事實上，軍費中
約有 60％都用在支付 130 萬印軍的薪資，剩下
來的則用來付以往的軍購費用，結果印度部隊
只有過時的裝備，還有不足的軍火。
然而，印度認為，他們部署在邊境的部隊
已有心理準備，要面對嚴酷的氣候和地形。反
之，部署在實際控制線的解放軍來自中國大陸
，並不習慣當地的高海拔酷寒氣候。
印度政府消息人士告訴印度亞洲新聞國際
通訊社（ANI）： 「我們準備為部署東拉達克
區的約 3.5 萬部隊提供攜帶式小屋，以因應極度
嚴寒的氣候。」據稱印度和中國大陸各自在邊
境各自部署了約 4 萬名部隊，他們指出，部署
在當地的印度部隊已經在嘉亞臣冰河（Siachen
Glacier），東拉達克或東北服役了好些年，無
論在體能或心理上都已做了較長期部署邊境的
準備。相對的，消息人士說，部署中印邊境的
解放軍中，主要都是受徵召，服役兩三年，就
要恢復正常生活的兵員，因此印軍較具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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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COBB
理查德律師事務所 RICHARD
ATTORNEYS AT 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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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刑事：
商業：
家庭：
意外：

服務德州46年

保釋 酒駕及一切刑事案件
國際貿易 跨國追索 生意買賣 商業訴訟 地產買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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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fice address: 1035 Daily Ashford Rd Suite 315, Houston TX 770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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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造就業優先！
澳大利亞進入應對新冠疫情戰略新模式

澳大利亞總理莫裏森當地時間 27 日
宣布，國家新冠肺炎協調委員會將進入
壹個新模式，政府在積極應對疫情的同
時，將把工作重點轉移到創造就業和刺
激經濟上來。
政府將工作重點轉移至就業和刺激
經濟

供更多就業崗位；鎖定負擔得起的
和可靠的能源；擴大中小企業在數
字經濟領域的發展機會；提高本國
的制造能力；支撐新的住房建設；
基礎設施投資交付和放松管制和簡
化項目審批等。
同時，在稅收、研究合作以及確
保澳大利亞在未來幾年的繁榮等問
題上，政府還有更多的事情要做。
據報道，莫裏森表示，盡管在疫情 莫 裏 森 說 ： “ 我 已 要 求 委 員 會 集 中
發生時，衛生應對措施在管理疫情方面 精 力 和 商 業 專 業 知 識 ， 就 如 何 盡 快
仍然至關重要，但政府必須繼續把重點 創 造 更 多 就 業 機 會 、 加 快 澳 經 濟 復
放在恢復和改革上。
蘇提供建議。”
報道稱，政府的創造就業計劃建
立在促進企業主導的經濟復蘇之上，
招聘會為民眾提供了解就業機會的
包括提出的技能和培訓改革，幫助企 平臺
業和工會共同創建新的勞資關系並提
就在政府宣布將重點從治理疫情轉

民調：智利六成受訪者認為
恢復活動為時尚早
綜合報導 根據益普索市場研究公司在智利所做的壹項最新民調
，60%的受訪者認為，現在考慮恢復全國活動還為時尚早。此次調查
數據是在 7 月 14 日至 17 日之間收集的，在這期間，智利新冠疫情壹
度好轉。
據報道，民調還顯示，64%的受訪者認為全面復工復產應推遲到
2020 年的最後壹個季度，而復學復課則應推遲到 2021 年。
盡管 85%受訪者認為，新冠疫情在智利全國蔓延情況“嚴重”，但
與 6 月相比，持此觀點的人數下降了 11 個百分點。
此次民調還請求人們對公共場所的重啟順序進行排序。結果顯
示，65%的受調查者認為，餐廳應最先恢復開放，其次為購物中心
和無觀眾足球比賽。電影院、劇院、理發店和健身房的重啟則應排
在第二階段。
根據此次受調查者的意見，盡管全國活動恢復可以緩解精神壓力並
助力經濟好轉，但超六成人擔心，這可能將自己和家人暴露於感染新冠
的風險之中。所有重啟活動中，最令人擔憂的是送子女上學，占到 61%
，和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占到 59%。
益普索公司智利地區負責人亞歷杭德拉· 奧耶達(Alejandra Ojeda)
表示：“在全國許多社區，長時間的隔離措施，給當地人民造成了
巨大的經濟和精神壓力。但另壹方面，解封行動在讓人們緩解壓力
的同時，也會帶給人們不少擔憂和恐懼。因此，政府必須制定壹種
解封計劃，既能保障人們的安全，又能減少人們對解封後壹系列不確
定性的焦慮和不安。”

希臘航空業逐漸恢復
愛琴海航空 8 月運力將達 50%
綜合報導 近日，希臘愛琴海航空公司表示，自疫情暴發至今，該
公司 7 月份已經恢復了 40%的航班運營活動，預計 8 月份這壹數字將達到
50%。
據報道，本周，愛琴海航空公司舉行了 2020 年度股東大會，公司總
經理戈羅吉安尼斯在大會上通報了上述數據。他表示，6 月和 7 月的航班
運力已開始逐步回升，為 8 月持續提升鋪平了道路。
戈羅吉安尼斯指出，這些數據是疫情暴發後，愛琴海航空公司積
極努力的結果，足以體現該公司在面對突發狀況時展現的靈活性與
專註性。
據戈羅吉安尼斯稱，到 8 月初，愛琴海航空將重啟全球 73 個目的地
直飛雅典的航線，並將對 52 個運營點進行聯結，每周運營約 1600 架次航
班，盡量將損失降到最低。
報道稱，為了滿足乘客因疫情變化而不斷調整的需求，愛琴海航空
公司已重新調整了網站設置。他們表示，過去五個月內，他們壹直圍繞
著制定必要的健康程序開展工作，以保護乘客和機組人員，並積極應對
商業和金融方面的諸多挑戰。
與此同時，該公司已經購置了 5 架全新的空客 A320NEO 飛機，還有
2 架正在籌備當中，其中包括首架 A321NEO 客機。目前，仍有 46 架飛機
的訂單尚未結算。
據 介 紹 ， 受 新 冠 疫 情 和 全 球 航 空 禁 令 的 影 響 ， 2020 年 第 二 季
度 (4 至 6 月 ) ， 愛 琴 海 航 空 公 司 的 月 虧 損 額 大 約 為 2600 萬 至 2800 萬
歐元。

移到就業和刺激經濟的同時，由政府資
助的西澳 Kalgoorlie 招聘會 28 日舉行，它
將展示就業機會，並將求職者與當地雇
主聯系起來。
聯 邦 就 業 部 長 卡 什 (Michaelia
Cash) 表 示 ， 隨 著 新 冠 疫 情 限 制 繼 續
放寬，更多的企業正在尋求招聘，
而招聘會是了解當地就業機會的壹
個 很 好 的 途 徑 。 她 說 ： “ Kalgoorlie 招
聘 會 將 有 30 多 個 攤 位 ， 展 示 當 地 企
業和就業服務提供商，為該地區提
供 250 多 個 就 業 機 會 ， 包 括 15 個 以 上
的學徒和培訓機會。這是壹個很好
的機會。”
O'Connor 公司的威爾森稱，Kalgoorlie 招聘會是讓民眾與正在招聘的企業聯
系的壹個很好的方式，而且還會提供壹

些工作準備方面的實用技巧，比如寫簡
歷和準備面試。
政府為數字通訊業提供快速培訓
課程
此外，在澳大利亞 6 月失業率達
7.4%，創下 20 年來新高的情況下，莫裏
森政府正繼續為資訊及通訊科技業提供
新的快速培訓資格，以解決迫切的勞動
力需求。
卡什表示，政府致力於確保澳人能
夠學習最新的數字技術和網絡安全，以
滿足當前的勞動力需求。她說：“提高
我們現有計算機員工的技能，確保進入
該領域的員工擁有正確的技能，以應對
澳大利亞在數字通訊上的挑戰和機遇是
當務之急。”

中東新冠疫情持續蔓延
多國收緊防疫措施
綜合報導 中東地區新冠疫情持續蔓
延。截至 26 日，伊朗累計確診病例超 29
萬例，伊拉克超 11 萬例。對此，多國重
新收緊防疫措施，防止疫情在即將到來
的宰牲節假期加速蔓延。
伊朗衛生部說，該國新增確診病例
2333 例，累計確診 291172 例，累計死亡
15700 例，累計治愈 253213 例。伊衛生部
副部長哈裏奇日前表示，伊朗不會尋求
“群體免疫”。目前伊疫情形勢仍十分
嚴峻，如果住院率不下降，每日死亡病
例仍將保持 200 例以上高位。
伊拉克衛生部 26 日說，該國新增確
診病例 2459 例，累計確診 110032 例，累
計死亡 4362 例，累計治愈 75217 例。為
應對居高不下的每日新增病例數，伊拉
克政府 26 日決定將在宰牲節假期再次實
行全面宵禁措施。
阿聯酋衛生部說，該國新增確診病
例 351 例，累計確診 58913 例，累計死亡
344 例。阿聯酋防疫部門要求公眾在宰牲
節期間盡量避免不必要外出，限制和減
少購物安排和時間，以在線方式與親友
聚會。
摩洛哥衛生部 26 日說，該國新增確

診病例 633 例，累計
確診 20278 例，累計
死亡 313 例。摩洛哥
衛生大臣哈立德· 阿
伊特· 塔利布當日表
示，若民眾不遵守
佩戴口罩、保持社
交距離等防疫規定
，政府將考慮重啟
全面封城措施。
埃及衛生部說
，該國新增確診病
例 479 例 ， 累 計 確
診 92062 例 ， 累 計
死亡 4606 例。埃衛生部官員當天表示
，對於可能出現的第二波疫情，埃及
已經做好了相關準備。該官員同時提
醒民眾在公共場合仍須保持社交距離
並佩戴口罩。
約旦衛生部 26 日說，該國新增確診
病例 14 例，累計確診 1168 例，累計死亡
11 例。約民航管理部門 26 日宣布將於 8
月 5 日重新開放機場，並將陸續恢復國
際航班。約衛生部當日表示，衛生系統
已做好準備應對未來可能出現的疫情反

彈。
敘利亞衛生部 26 日說，該國新增
確 診 病 例 23 例 ， 累 計 確 診 650 例 ， 累
計死亡 38 例。敘政府 26 日呼籲民眾在
宰牲節期間盡量待在家中，避免前往
擁擠場所。
還有壹些國家 26 日更新了累計確診
病例數：沙特阿拉伯 266941 例，卡塔爾
109305 例，阿曼 76005 例，科威特 63773
例，以色列 61956 例，阿爾及利亞 27357
例。

研究：氣候變化或導致北極熊在 80 年內瀕臨消失
綜合報導 《自然-氣候變
化》雜誌刊登的最新研究顯
示，氣候變化使得北極熊的
生存環境遭到極大破壞，除
非人類采取更多措施應對氣

候變化，否則這壹物種或將
在 80 年內幾乎消失。
據報道，研究人員指出
，由於氣候變暖，北極海冰
面積縮小，使得北極熊被迫

前往海岸地區。在那裏，北
極熊很難找到食物、哺育幼
崽，這將使北極熊的數量大
幅下降。
研究人員還稱，北極熊
體重下降，也削弱了其在沒
有食物的情況下，度過北極
寒冬的機會。
國際北極熊中心首席科
學 家 阿 姆 斯 特 拉 普 (Steven
Amstrup)說：“在冰層結冰且
能回去覓食前，北極熊面臨
更長的斷食期。”
研究得出的結論是，在
當前趨勢下，13 個被分析的
北極熊子群體中，有 12 個將
在 80 年之內數量急劇減少。

阿姆斯特拉普說，在2100
年之前，氣候變遷將嚴重影響
北極熊延續後代，甚至可能變
成除了加拿大伊麗莎白女王群
島的子群體之外，其他地區都
很難產下幼熊。
報道指出，這項研究是預
期地球表面均溫會升到比工業
化之前的基準，高3.3攝氏度的
情況。但即使人類能把全球升
溫控制在2.4度以內，也只能讓
北極熊多存活壹段時間。
報道稱，北極熊面臨的威
脅並非氣溫上升本身，而是這
個位於食物鏈頂端的掠食者無
法適應快速變化的環境，“它
們的棲息地正在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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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必隨口說說

川普丟 「大選延期說
大選延期說」
」 另有目的
（綜合報導）美國總統川普在選情低迷之際投下震撼彈，
聲稱郵寄投票恐會造成選舉詐欺，建議延後大選。雖然飽受各
界砲轟後，川普改口無意延期，只是擔心郵寄投票的隱憂。不
過外媒認為，川普此舉並非真的要推遲大選，而是藉爭議話題
來測試黨內對他的忠誠度；但也黨內人士認為，川普脫口而出
這種錯，可見他真的很擔心連任失利。
據美媒《國會山莊》報報導，選情遭疫情嚴重衝擊的川普
，此時川普受日益惡化的美國新冠疫情衝擊，執政滿意度不斷
下降令許多共和黨內議員關切，在川普可能連任失利情況下，
地方參議員擔憂遭連累，導致共和黨失去參議院多數。
不過，雖然共和黨議員一再避免正面與川普衝突，但私底

下他們也不吝於表達對總統的批評；而川普表面上雖然在國會
中獲得大部分共和黨員支持，但其對川普的忠誠度不一，特別
是其支持度遲遲未減起色，更創下自經濟大蕭條以來最嚴重的
經濟危機之際。
在川普 30 日透露想延遲大選的意願後，受到來自各界砲轟
，包括共和黨內多位知名議員砲轟，如參議員克魯茲（Ted
Cruz）、羅姆尼（Mitt Romney）以及關係最密切的葛蘭姆
（Lindsey Graham）表達反對。其中有些議員原本在傳統共和
黨票倉中，原本篤定連任，如今面臨競爭對手反獲得大量資助
，讓這些共和黨議員自身為了連任，在此不得不公開切割。
相較之下，美國國務卿蓬佩奧被問到川普延遲大選時，卻

不願直說總統無權如此。根據《今日美國》報報導，畢業於哈
佛大學、出身律師的他，被民主黨參議員凱恩（Tim Kaine）詢
問此事時，先表示 「不會就此事作出法律判斷，司法部和其他
機構最終會有判斷」。
不過，共和黨內策士韋柏（Vin Weber）認為，川普的推
文正顯示總統關切自己贏得連任的可能性逐漸消失之際才不經
意脫口而出， 「正因落後的恐懼讓他做出 『延遲大選』如此愚
蠢的評論」。
根據美國民調網站 FiveThirtyEight 民調顯示，川普的支持
率在 7 月已下滑至 40%，而對於疫情作為更是降至 30%。

美眾議員提案 授權總統動武護台
（綜合報導）美國聯邦眾議院外委會亞太小組共和黨資深
議員約霍 29 日正式提出《防止台灣遭侵略法案》（Taiwan Invasion Prevention Act），授權美國總統在中國大陸武力犯台時
，動用武力保護台灣。在美台高層互訪方面，鼓勵現任美國總
統川普和下一任美國總統訪台，也鼓勵國務卿訪台會晤台灣總
統，同時歡迎台灣總統在美國國會發表演說。
這項法案明訂三種狀況可授權美國總統動武並採取必要且
適當的措施：台灣遭受大陸解放軍的直接武力攻擊、中國藉武
力奪取台灣管轄領土，以及台灣人民或軍人的生命遭受威脅，
或軍民遇害或有被殺害的迫切威脅時。約霍推文說： 「提出

《防止台灣遭侵略法》，為我們與台灣的防衛關係提供清晰的
戰略。這項法案對中國畫設一道清楚的紅線，那就是台灣的未
來必須以和平方式決定。」
約霍表示，他提出《防止台灣遭侵略法》就是要為民主台
灣對大陸可能採取軍事行動畫設一條清楚、不能跨越的紅線，
目的在闡明並加強美國對協防台灣的承諾。國會意見也認為，
在法案生效後，總統應該盡快公開宣示，表明美國的政策是要
確保台灣免於中國的武力威脅；法案也要求中國放棄武力攻台
。法案給予總統的武力授權有效期是自法案生效後 5 年。
約霍表示，美國最初為了避免挑釁北京攻擊台灣，並鼓勵

和平關係所採取的戰略模糊 「顯然已經失敗」，解放軍快速的
軍力擴張以及在台灣海峽日增的挑釁，加上中共的公然威脅，
「他們對台灣的意圖已經非常清楚，美國必須立即行動，為台
灣畫設一條中國絕對不能跨越的清楚紅線。」他強調，台灣是
一個擁有 2400 萬人口的民主國家，美國有義務堅定地支持台灣
，並鼓勵台灣與中國回到和平的關係。
法案提到，法案生效 180 天內，美、台和其他志同道合的
安全夥伴應建立年度區域安全對話，美與台灣就雙邊貿易協定
展開協商。法案建議舉行美台聯合軍演，以及災難與人道救援
聯合演習。

目標疑為武肺疫苗 路透：中國駭客攻擊莫德納藥廠
（綜合報導）研發武漢肺炎 （COVID-19） 疫苗取得領
先進展的美國生物科技公司莫德納（Moderna）向路透表示，
自己是遭中國駭客鎖定的三間公司之一。美國聯邦調查局
（FBI）已聯絡該公司，對相關駭客活動作出提醒。
莫德納研發的武漢肺炎疫苗，已進入臨床測試階段。美聯
社
莫德納研發的武漢肺炎疫苗，已進入臨床測試階段。美聯社
上星期，美國司法部起訴 34 歲的李曉宇（音譯，Li Xiaoyu）及
33 歲的董佳志（音譯，Dong Jiazhi）。兩人均是中國籍，被指

是中國國安部承辦商，對美國三間正在研發武漢疫苗的藥廠，
進行偵察活動（reconnaissance activities）。他們透過公司官網
登入漏洞，企圖盜取機密資料，當局相信，目前兩人仍在中國
。
位於麻州的 莫德納今年 1 月宣佈開始研發武漢肺炎疫苗，
已獲聯邦政府提供近 5 億美元資助，本月展開涉及 3 萬人的臨
床測試，疫苗最快有望今年內面世。莫德納發言人表示： 「莫
德納會對任何潛在網路安全威脅，保持高度警惕。公司會透過
內部小組、外部支援，以及與執法當局維持良好關係，檢視任

何威脅，保護寶貴資料。」
另外兩間被指遭駭客入侵的藥廠，分別位於加州和馬里蘭
州，外界盛傳分別是 吉立亞公司（Gilead Sciences） 和 Novavax。兩間公司均拒絕評論案情，Novavax 表示，已對新聞中
提及的外國威脅，提高警惕。
聯邦調查局和美國衛生及公共服務部（HHS）拒絕透露遭
駭客鎖定的三間公司。中國駐華盛頓大使館引述中國外交部回
應表示， 「中國才是長時間遭到網絡盜竊和攻擊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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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官員：家人間傳播的傾向正在增大

受新冠疫情影響

日本確診超 3 萬

韓美聯演規模大幅調整

綜合報導 據日本放送協會(NHK)
報道，26 日，日本全國新增新冠確診
病 例 835 例 ， 累 計 確 診 病 例 已 增 至
30666 例。東京都政府官員表示，當
地疫情正呈現出家人間傳播的傾向，
且這壹傾向正在增大。
據報道，當天新增的 835 例確診
病例來自日本全國 34 個都道府縣，其
中東京都最多，達 239 例。對於當地
的感染情況，東京都政府壹名官員表
示，“近日，家人間感染的傾向正在
增加”，他還舉例稱，26 日出現了 2
例孫輩傳染給祖父母的病例，這 2 起
病例的共同點都是孫輩與祖父母共同
生活。
報道稱，當天東京新增的 239 例
確診病例中，有 60%的感染途徑尚不
明了，對此，這名官員表示，除調查
機關因長假出現人員等應對不足的狀
況外，感染者數量大幅增加，也導致
部分調查無法及時跟進。
6 月下旬以來，日本疫情出現明
顯反彈。不過，日本首相安倍晉三 7
月 24 日表示，目前的狀況下，還沒有
必要宣布進入緊急狀態。

2020年8月1日

綜合報導 據報道，據韓國政府消息人士
26 日透露，韓國國防部長官鄭景鬥和美國國防
部長馬克· 埃斯珀 21 日開電話會議就是否實施
美韓下半年的聯合軍演進行了討論，之後美韓
雙方在後續磋商中商定實施演習，但此次演習
規模將被大幅調整。
將在 8 月 15 日光復節之後進行的下半年美
韓聯演將重點評估韓軍為收回戰時作戰指揮權
是否具備“完全作戰能力”（FOC）。消息人
士表示，聯演重點在於評估“完全作戰能力”
，同時還將進行美方所希望的聯合防衛態勢檢
查工作。
美韓在此次“完全作戰能力”評估中，將
檢查韓軍是否擁有行使作戰指揮權的能力、朝
鮮半島有事時美軍增派戰力部署及韓軍能否將
這些兵力迅速部署至戰區等。
此次演習以計算機模擬為主進行，還可能利
用相關視頻和文件。美韓兩國原計劃在此次演習
中評估移交作戰權所需的所有條件，但最終將範圍縮至對核心
領域進行評估。這主要是因為受到新冠病毒（COVID-19）疫情
影響，美國難以從本土和駐日部隊向韓調遣兵力。
韓國國防部官員表示，受疫情影響，各方面條件不太理
想，韓方將綜合考慮各種因素並以最為合理的方式實施演習
。韓軍“完全作戰能力”評估作業將以核心領域為主嚴密推
進，美國國防部門也對此表示理解。

感染源不明

已故首爾市長

越南將對峴港市居民采集萬份樣本檢測

涉性騷擾事件持續發酵

綜合報導 越南衛生部代理部長阮青
龍稱，將對峴港市居民采集 1 萬份樣本進
行新冠病毒檢測。越南政府副總理武德儋
還要求衛生部負責開展流行病學調查人員
同公安、軍隊等力量保持配合，盡早確定
感染源，及早控制疫情。

335 Avenue E,Stafford,
TX 77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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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衛生部公布的最新數據顯示，該
國當天新增新冠確診病例 11 例，均來自中
部峴港市。越南政府總理阮春福宣布，峴
港市自 28 日零時起實行社會隔離。
據報道，目前，峴港醫院幹部和醫務
人員的 1700 份樣本將采用越南研制的符合
縣級以上醫療機
構檢測能力的檢
測試劑盒進行檢
測 ， 預 計 27 日
將繼續在峴港 C
醫院和峴港骨科
康復醫院采集
2000 份樣本，28
日對峴港市醫務
人 員 采 集 4000
份樣本。
此外，越南
方面還將對峴港
市居民采集 1 萬
份樣本進行新冠

TJC

中英安息日崇拜：週五晚上7:45週六早上10:45
中英文分組查經：週六下午1:30
英文兒童宗教教育：週六早上11:00 下午2:00

病毒檢測。
阮青龍表示，新增病例感染源不明。
中央流行病學衛生院進行的新冠病毒基因
組測序結果顯示，新增病例的病毒基因組
已發生改變，其傳播力明顯提升，但尚未
記錄與毒力有關的變化。
除了對與新增病例有關的疫區進行
封鎖隔離等措施之外，衛生部與峴港市
壹致同意封鎖隔離峴港醫院、峴港 C 醫
院、峴港骨科康復醫院。衛生部建議，
7 月 1 日以來有峴港市往來史人員進行
健康申報，聯系醫療機構和其所在地政
府。
政府副總理武德儋強調，防控疫情
不僅是峴港市的責任，而且全國各地方
須像 3 個月前壹樣加強防疫措施。武德
儋副指出兩大目標：迅速控制疫情與維
護社會穩定。武德儋要求衛生部負責開
展流行病學調查人員同公安、軍隊等力
量保持配合，盡早確定感染源，及早控
制疫情。

綜合報導 已故首爾市市長樸
元淳被指控性騷擾事件持續發酵。
多位律師 28 日向韓國國家人權委員
會提交申請，要求全面調查首爾市
政府職場文化。他們表示，這起事
件並非“個案”。
首爾市市長樸元淳 7 月 10 日淩
晨被發現身亡，警方認定為自殺，
正調查自殺原因。樸元淳身亡前，
被前女秘書指控性騷擾。在樸元淳
身亡後，警方稱“將終止性騷擾案
調查，不予起訴”，引發輿論爭議
。
代表和支持舉報者的律師團、
女性民間團體多次舉行記者會稱，
這不僅是市長個人問題，而是有組
織的犯罪，要求首爾市政府官員承
擔責任。他們拒絕了首爾市政府有
關“組建由外部專家參與的聯合調
查團”的提議。
為舉報者進行辯護的律師

Kim Jae-ryun28 日稱，要求國家人
權委員會徹查該事件，“不僅要調
查這壹個案件，而要全面調查首爾
市政府的職場文化。”她稱，希望
基於此，制定更合理的政策。
當天，多位律師共同向國家人
權委員會提交了調查申請。
韓國輿論分析稱，如果國家人
權委員會進行調查，意味著比此前
針對舉報者提出控訴時進行的調查
範圍更廣，包括調查首爾市政府在
預防和應對性騷擾事件的工作流程
等。
韓國最大在野黨未來統合黨也
多次表態，呼籲徹查樸元淳所涉性
騷擾指控，並要求執政黨對此事致
歉。
日前，韓國總統府青瓦臺發表
聲明稱，反對任何形式的高級公務
員性騷擾行為，將保護受害者。

香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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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聯辦堅決支持選舉主任決定
香港文匯報訊 據香港中聯辦網載，中聯
辦發言人 30 日發表聲明，對選舉主任依法決
定部分人士參選香港特別行政區第七屆立法會
的提名無效，表示堅決支持。
發言人表示，選舉主任對黃之鋒、郭榮鏗
等 12 名人士參選立法會作出提名無效的決
定，是嚴格根據基本法、香港國安法和香港選
舉法律辦事，理據充足，合法合規。為了維護
香港特別行政區憲制秩序及立法會選舉的公平
公正和嚴肅性，特區政府有關方面已有言在

先，多次重申將嚴格按《立法會條例》和《選
舉管理委員會（選舉程序）（立法會）規例》
等法律規定，全力支持選舉主任依法履職，決
定參選人的提名是否有效。

指被 DQ 者劣跡斑斑
發言人指出，無規矩不成方圓。在“一國
兩制”下參選香港特別行政區立法機關議員，
參選人必須真心實意地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香
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

港特別行政區。我們看到，這些被決定提名無
效的人士，其言行均突破了法律底線：有人公
開鼓吹“港獨”“自決”；有人“告洋狀”乞
求外部勢力制裁香港，干預香港特區事務；有
人宣稱當選後將無差別地否決財政預算案和政
府法案，以癱瘓特區政府；有人從根本上反對
香港國安法，聲稱要“繼續抗爭到底”等等，
可謂劣跡斑斑。這些人為癱瘓特區政府、顛覆
國家政權、全面“攬炒”香港而來，怎麼可能
真誠擁護基本法和效忠國家、效忠香港特別行

政區？承擔重要憲制責任的香港特別行政區立
法機關，豈容這些圖謀毀掉“一國兩制”、毀
掉香港繁榮穩定的無良之輩登堂入室？
發言人強調，鄧小平先生早就指出，“港
人治港”有個界線和標準，就是必須由以愛國
者為主體的港人來治理香港。真誠擁護中華人
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效忠中華人
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是對香港特別行政
區從政者的基本政治要求，也是香港特別行政
區從政者理應遵從的政治倫理。

攬炒派攬炒自己 選舉主任開鍘

DQ

港府：有五類言行不符資格 不排除再有人不能入閘

12 名攬炒派立法會參選人 30 日被選舉主任裁定提名
黃之鋒、岑敖暉、何桂藍等。特區政府同日發表聲明，強

袁嘉蔚 梁晃維 鄭達鴻 鄭錦滿 黃之鋒 劉頴匡

調擁護基本法和保證效忠中國香港特區是立法會議員的基
本憲制責任，涉及“港獨”、“自決”；尋求外國勢力干

岑敖暉

30 日被 DQ 的 12 名攬炒派中人
黃之鋒

無效，包括公民黨黨魁楊岳橋等 4 人，自稱“抗爭派”的

何桂藍 楊岳橋 郭家麒 岑敖暉 郭榮鏗 梁繼昌

預香港特區事務；原則上反對全國人大制定香港國安法及
在港公布實施；以無差別否決票迫使政府接受政治要求；

獲提名的候選人須遵從的規定

拒絕承認中央政府對香港行使主權等 5 大問題的參選人，
均不可能真誠擁護基本法，因此不可能履行立法會議員的

■香港文匯報記者

鄭治祖

郭榮鏗

排除再有人被裁定提名無效。

楊岳橋

職責，並表示選舉主任仍在依法審核其他參選人資格，不

註：《立法會條例》（第542章）第40條

被

選舉主任裁定提名無效的12名攬炒派參選人，包括曾乞求外國制
裁香港以至中國的公民黨的郭榮鏗、楊岳橋、郭家麒、鄭達鴻及
“專業議政”梁繼昌；曾鼓吹所謂“全民制憲”的“熱血公民”鄭錦
滿，及聲言會“義無反顧”反對國安法、否決政府法案的“抗爭派”梁
晃維、袁嘉蔚、黃之鋒、何桂藍、劉頴匡、岑敖暉（詳見表）。

梁繼昌

2.進行尋求外國政府或政治組織干預有關香港特別行政區的事
務；

劉頴匡

4.表明意圖在確保於立法會佔多數後，行使立法會議員權力無差
別地否決任何政府提出的立法建議、任命、撥款申請及財政預
算案，以迫使政府接受若干政治要求；
5.拒絕承認中國對香港特區行使主權以及香港特區作為中國一個
地方行政區域的憲制地位等行為。

鄧小平提治港者三標準

12 人不可能履行職責

鄭錦滿

梁晃維

袁嘉蔚

鄭達鴻

特區政府強調，擁護基本法是立法會議員的基本憲制責任。支持
“港獨”、以“民主自決”或支持“港獨”作為自決前途選項來處理
香港體制；進行尋求外國政府或政治組織干預有關香港特區的事務；
原則上反對全國人大常委會制定香港國安法及將其列入基本法附件三
並在香港公布實施；表明意圖在確保於立法會佔多數後，行使立法會
議員權力無差別地否決任何政府提出的立法建議、任命、撥款申請及
財政預算案，以迫使政府接受若干政治要求；拒絕承認中國對香港特
區行使主權及香港特區作為中國一個地方行政區域的憲制地位等行為
的人，不可能真誠地擁護基本法，因此不可能履行立法會議員職責。
特區政府指出，該 12 名參選人因不符合《立法會條例》規定而被
選舉主任裁定其提名無效。其他獲提名人士的提名是否有效，選舉主任
仍在依法進行審核，不排除仍有部分獲提名人士被選舉主任決定提名無
效。
特區政府強調，選舉主任的決定旨在令選舉能在符合基本法及其
他適用法律下公開、公平、誠實地進行，與部分人指稱的“政治審
查”、“限制言論自由”或“剝奪參選權”無關。
特區政府表示，全力支持選舉主任依法行使職能，同時不會容忍
任何針對選舉主任的羞辱或恫嚇。個人資料私隱專員公署、警方等執
法部門會跟進有關的惡意行為。

1.支持“港獨”、以“民主自決”或支持“港獨”作為“自決”
前途選項來處理香港體制；

3.原則上反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制定香港國安法以及
將其列入基本法附件三並在香港公布實施；

何桂藍

特區政府在聲明中表示，特區政府尊重及維護港人在基本法規定
下的選舉權及被選舉權，同時有責任確保所有選舉均在基本法及相關
選舉法律下進行。
特區政府認同和支持選舉主任就今年立法會換屆選舉 12 名獲提名
人士提名無效的決定。“特區政府注意到，選舉主任在其理據中，明
確指出在決定獲提名人士的提名是否有效時，核心問題是他／她是否
符合《立法會條例》（第 542 章）第 40（1）（b）（i）條的聲明要
求，即是擁護基本法和保證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根據《立法會條例》，立法會選舉參選人須根據法定提名程序在
提名表格簽署聲明，表明擁護基本法和保證效忠香港特區，而參照特
區原訟法庭就陳浩天案的判詞，參選人在上述條例的聲明要求下擁護
基本法的意圖，並非僅為遵守基本法，而更需支持、推廣及信納基本
法。

選舉主任 5 大 DQ 依據
郭家麒

有責確保選舉依法進行

(1)除非符合以下條件，否則任何人不得獲有效提名為某選區或選
舉界別選舉的候選人 —— (由2003年第25號第23條修訂)
(b)提名表格載有或附有 ——
(i)一項示明該人會擁護基本法和保證效忠香港特別行政區的聲
明。

香港文匯報訊 已故國家領導人鄧小平在上世紀80年代提出“愛
國者治港”，並提出“愛國愛港”三大標準：尊重自己的民族，誠心
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不損害國家利益和香港利益、
不損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
鄧小平在 1984 年 6 月明確指出：“港人治港有個界限及標準，
就是必須以愛國者為主體的港人來治理香港……愛國者的標準是，
尊重自己的民族，誠心誠意擁護祖國恢復行使對香港的主權，不損
害香港的繁榮和穩定。”
1984 年 10 月，鄧小平在談到過渡時期要推薦一批年輕能幹的人
參與香港政府的管理時提出：“參與者條件只有一個，就是愛國者，也
就是愛祖國、愛香港的人。1997年後在香港執政的人還是搞資本主義，
但他們不做損害祖國利益的事，也不做損害香港同胞利益的事。”
鄧小平於 1987 年 4 月會見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時也說
過：“我過去也談過，將來香港當然是香港人來管理事務，這些人
用普選投票的方式來選舉行嗎？我們說，這些管理香港事務的人應
當是愛祖國、愛香港的香港人，普選就一定能選出這樣的人來
嗎？”

星期六

2020年8月1日
Saturday, ■責任編輯：魯
August 1, 2020
冰
2020年7月31日（星期五）

文匯

中國焦點

要聞

A10
1

中央政治局：十九屆五中全會 10 月召開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中共中央政治局
30日召開會議，決定今年10月在北京召開中國共產
黨第十九屆中央委員會第五次全體會議，主要議程
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向中央委員會報告工作，研究關
於制定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四個五年規劃和二
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會議分析研究當前經濟形
勢，部署下半年經濟工作。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主
持會議。

須堅持和完善黨領導經濟社會發展

習近平

會議認為，“十四五”時期是中國全面建成
小康社會、實現第一個百年奮鬥目標之後，乘勢而
上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向第
二個百年奮鬥目標進軍的第一個五年。當前和今後
一個時期，中國發展仍然處於戰略機遇期，但機遇
和挑戰都有新的發展變化。當今世界正經歷百年未
有之大變局，和平與發展仍然是時代主題，同時國
際環境日趨複雜，不穩定性不確定性明顯增強。中
國已進入高質量發展階段，發展具有多方面優勢和
條件，同時發展不平衡不充分問題仍然突出。要深
刻認識中國社會主要矛盾發展變化帶來的新特徵新
要求，增強機遇意識和風險意識，把握發展規律，
發揚鬥爭精神，善於在危機中育新機、於變局中開

:

新局，抓住機遇，應對挑戰，趨利避害，奮勇前
進。
會議指出，推動“十四五”時期經濟社會發
展，必須堅持和完善黨領導經濟社會發展的體制機
制，為實現高質量發展提供根本保證。必須始終做
到發展為了人民、發展依靠人民、發展成果由人民
共享，不斷實現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必須把新
發展理念貫穿發展全過程和各領域，實現更高質
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更為安全的
發展。必須堅定不移推進改革，繼續擴大開放，持
續增強發展動力和活力。必須加強前瞻性思考、全
局性謀劃、戰略性布局、整體性推進，實現發展規
模、速度、質量、結構、效益、安全相統一。
會議強調，今年以來，面對新冠肺炎疫情嚴
重衝擊，我們堅持把人民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
在第一位，統籌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工作取
得重大成果。這充分表明，黨中央決策部署是正
確的，黨的領導是堅強有力的，中國經濟韌性是
強勁的，中國人民是擁有偉大創造力的，中國特
色社會主義制度是具有強大生命力的。

當前經濟不穩定性不確定性較大
會議指出，當前經濟形勢仍然複雜嚴峻，不

應。
會議要求，要毫不放鬆抓好常態化疫情防控，
加強疫情防控國際合作，以實際行動推動構建人類
衞生健康共同體。要持續擴大國內需求，為居民消
費升級創造條件。要積極擴大有效投資，鼓勵社會
資本參與。要加快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加快國家重
大戰略項目實施步伐。要以新型城鎮化帶動投資和
消費需求，推動城市群、都市圈一體化發展體制機
制創新。要提高產業鏈供應鏈穩定性和競爭力，更
加注重補短板和鍛長板。要全力鞏固農業基礎地
位。要更大力度推進改革開放，實施好國有企業改
革三年行動方案。要推進資本市場基礎制度建設，
促進資本市場平穩健康發展。要堅持房子是用來住
的、不是用來炒的定位，促進房地產市場平穩健康
發展。要做好民生保障，做好困難群眾基本生活保
障工作，採取有效措施緩解疫情對青年人就業影
響，引導返鄉農民工就近就業。要確保現行標準下
農村貧困人口全部脫貧、貧困縣全部摘帽。要繼續
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推動實施一批長江、黃河生
態保護重大工程。要抓好應急管理，強化安全生
產。要有力組織防汛救災，精心謀劃實施災後恢復
重建，確保人民生命財產安全。
會議還研究了其他事項。

中共中央召開黨外人士座談會 強調更大力度推進全面深化改革

任何國家任何人不能阻擋中華偉大復興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7 月 28 日，中
共中央在中南海召開黨外人士座談會，就當前經濟
形勢和下半年經濟工作聽取各民主黨派中央、全國
工商聯負責人和無黨派人士代表的意見和建議。中
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主持座談會並發表重要講話，
強調要正確認識當前經濟形勢，深入調查研究，以
更大的力度推進全面深化改革，積極破解發展面臨
的各種難題、化解來自各方面的風險挑戰和巨大壓
力，為推進改革發展、戰勝各種風險挑戰凝聚廣泛
共識、匯聚強大力量。我們有堅強決心、堅定意
志、堅實國力應對挑戰，有足夠的底氣、能力、智
慧戰勝各種風險考驗，任何國家任何人都不能阻擋
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歷史步伐。

習近平提 3 點希望
1

要全面、辯證、發展地看待經濟發展中遇到的困難
和挑戰，引導廣大成員堅定信心決心，為經濟持續
健康發展作出新的貢獻

2

要聚焦目標任務，聚焦中共中央關注的重點問題、
國家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關鍵問題，發揮各自特點優
勢，發揮各級組織和各方面人才的積極性和創造
性，統籌用好各類人才資源和專業智庫，提出有見
地、有價值的意見和建議，為推動高質量發展獻計
出力

3

穩定性不確定性較大，我們遇到的很多問題是中
長期的，必須從持久戰的角度加以認識，加快形
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
進的新發展格局，建立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
工作中長期協調機制，堅持結構調整的戰略方
向，更多依靠科技創新，完善宏觀調控跨周期設
計和調節，實現穩增長和防風險長期均衡。
會議強調，做好下半年經濟工作，要堅持穩
中求進工作總基調，堅持新發展理念，更好統籌
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工作，堅持以供給側結
構性改革為主線，堅持深化改革開放，牢牢把握
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大力保護和激發市場主
體活力，扎實做好“六穩”工作，全面落實“六
保”任務，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維護社會穩定
大局，努力完成全年經濟社會發展目標任務。
會議指出，要確保宏觀政策落地見效。財政
政策要更加積極有為、注重實效。要保障重大項
目建設資金，注重質量和效益。貨幣政策要更加
靈活適度、精準導向。要保持貨幣供應量和社會
融資規模合理增長，推動綜合融資成本明顯下
降。要確保新增融資重點流向製造業、中小微企
業。宏觀經濟政策要加強協調配合，促進財政、
貨幣政策同就業、產業、區域等政策形成集成效

要加強思想引導，引導廣大成員正確認識對待深化
改革發展進程中出現的矛盾和問題，正確認識對待
來自國內外各種風險挑戰，做好解疑釋惑、理順情
緒、化解矛盾的工作
資料來源：新華社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克強、汪洋、王滬
寧、韓正出席座談會。李克強通報了上

半年經濟工作有關情況，介紹了中共中央關於
做好下半年經濟工作的考慮。
座談會上，民革中央主席萬鄂湘、民盟
中央主席丁仲禮、民建中央主席郝明金、民進
中央主席蔡達峰、農工黨中央主席陳竺、致公
黨中央主席萬鋼、九三學社中央主席武維華、
台盟中央主席蘇輝、全國工商聯主席高雲龍、
無黨派人士代表李衛先後發言。他們贊同中共
中央對當前中國經濟形勢的分析和下半年經濟
工作的考慮，高度評價在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
的中共中央堅強領導下中國疫情防控和經濟恢
復取得的突出成就，並就構建國內國際雙循環
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保持宏觀調控戰略定
力、做好前瞻性政策儲備，做好“六穩”工
作、落實“六保”任務，多措並舉確保中國產
業鏈和供應鏈安全，統籌推進常態化疫情防
控，強化衞生健康事業發展科技支撐，開發就
業崗位，牢牢把握糧食安全主動權，打造企業
新生態、推動小微企業發展，加強投資管理、
提高投資效益，穩步推動共建“一帶一路”、
營造良好國際環境等提出意見和建議。
在認真聽取大家發言後，習近平發表了
重要講話。他表示，剛才，大家在發言中充分
肯定了上半年經濟工作取得的成績，並就正確
認識當前經濟形勢、做好下半年經濟工作提出
了針對性很強的意見，我們將認真研究、積極
吸納。

疫情為脫貧
“加試”
各民主黨派積極貢獻

習近平指出，這次新冠肺炎疫情，是新
中國成立以來中國遭遇的傳播速度最快、感染
範圍最廣、防控難度最大的一次重大突發公共
衞生事件，給中國經濟社會發展帶來前所未有
的衝擊。在這場嚴峻鬥爭中，各民主黨派、工
商聯和無黨派人士堅決貫徹落實中共中央決策
部署，引導廣大成員積極投身醫療救助、科研
攻關、捐款捐物、復工復產、建言獻策等各項
工作，為打贏疫情防控的人民戰爭、總體戰、
阻擊戰作出了重要貢獻。大家關注經濟社會發
展，圍繞“積極推進改革創新，激發經濟發展
新動能”、“提升治理效能，保障改善民生”
等方面，通過委託地方、運用信息化手段等方

■習近平
於 28 日主
持黨外人
士座談會
並發表重
要講話。
視頻截圖

■各民主
黨派、工
商聯和無
黨派人士
先 後 發
言。
視頻截圖
式靈活開展調研，努力把情況摸清、問題找
準、對策提實。特別是面對疫情給脫貧攻堅提
出的“加試題”，各民主黨派主要負責同志通
過多種方式和渠道，掌握第一手資料，聽取第
一線聲音，認真開展脫貧攻堅民主監督，為打
贏脫貧攻堅戰作出了積極貢獻。

經濟運行基本恢復
三四季度要乘勢而上
習近平強調，現在疫情防控局勢平
穩，經濟運行基本恢復，三、四季度要乘
勢而上，鞏固擴大疫情防控和經濟恢復成
果，努力彌補上半年的損失。要堅持穩中
求進工作總基調，堅持新發展理念，更好
統籌常態化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工
作，堅持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為主線，牢

牢把握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大力保護
和激發市場主體活力，扎實做好“六穩”
工作，全面落實“六保”任務，確保宏觀
經濟政策落地見效，提高產業鏈供應鏈穩
定性和競爭力，更大力度推進改革開放，
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做好民生保障和防
汛救援工作，維護社會穩定大局，努力完
成全年經濟社會發展目標任務。
最後，習近平對各民主黨派、工商聯和
無黨派人士提出3點希望（見表）。
丁薛祥、胡春華、尤權、王勇、肖捷、
何立峰，中共中央、國務院有關部門負責人出
席座談會。
出席座談會的黨外人士還有陳曉光、鄭
建邦、辜勝阻、劉新成、何維、邵鴻和蔣作
君、李鉞鋒、黃榮、王梅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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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新型戰機南海高強度訓練
國防部：上半年美軍機南海活動2000餘次 近期連續12天抵近南海偵察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葛沖 北京報道）正當美
國軍機頻繁出入南海上空之際，中國國防部發布了

轟

新型戰機在南海開展高強度訓練的消息。中國國防
部新聞局副局長、國防部新聞發言人任國強 30 日在
例行記者會上表示，近期，南部戰區海軍航空兵組
織轟-6G、轟-6J 等新型戰機在南海有關海域開展

-和轟

晝夜間高強度訓練，完成了晝夜間起降、遠程奔

6G

襲、對海面目標攻擊等訓練科目，達到了預期效
果。任國強稱，此次訓練是年度計劃內的例行性安
排，有助於提高飛行員的技戰術水平和部隊全天候
作戰能力。有輿論分析認為，中國這些新的海軍航
空兵轟炸機將能通過兩次空中加油在幾乎整個南海

近

期，美國頻繁派出軍機進入南海上空。據《環球
時報》30日引述“南海戰略態勢感知計劃”平台
7 月 29 日發布的消息，當天一架 P-8A 海上巡邏機從台
灣南部海域進入南海，最近時，距離中國廣東海岸
52.11海里（約96.5公里）。此外，另有一架KC-135R
空中加油機當天也出現在南海上空。

美方在南海興風作浪
根據公開報道，今年上半年，美國軍機在南海活
動多達 2,000 多次，本月 15 日至今，美軍機至少已連
續12天抵近南海偵察。
此外，本月以來，美國務院發表涉南海立場文件
聲明，稱中國在南海謀求“海洋帝國”，美國防部指
責中國在西沙的演習導致南海局勢不穩定。與此同
時，美軍在多個推特賬號高調宣布本月兩次派遣“雙
航母”赴南海演習。
任國強 30 日在記者會上表示，中方堅決反對美方
有關聲明。他批評，美方罔顧南海問題的歷史經緯和

■近期，南部戰區海軍航空兵組織轟-6G、轟-6J 等新型戰機在南海有關海域開展晝夜間高強度訓
練，完成了晝夜間起降、遠程奔襲、對海面目標攻擊等訓練科目，達到了預期效果。
視頻截圖
客觀事實，公然違背美方對南海主權問題不持立場的
承諾，肆意無端指責中國，挑撥地區國家關係，派遣
“雙航母”赴南海演習，這充分暴露美方的“霸權心
態”、雙重標準。美方以南海問題的所謂“仲裁者”
自居，其實就是南海和平的攪局者、地區合作的破壞
者、國家關係的挑撥者。
任國強強調，中國對於南海諸島及其附近海域擁
有無可爭辯的主權，這一點有着充分歷史和法理依
據。當前，在中國和東盟國家的共同努力下，南海局
勢總體穩定，相關磋商取得積極進展。我們要求美方
停止發表錯誤言論，停止在南海採取軍事挑釁行動，
停止對地區國家進行挑撥離間。美方在南海“興風作
浪”只會讓中方更加堅定地“乘風破浪”，更加堅定
地捍衛自己的主權和安全，更加堅定地維護南海的和
平穩定。
近段時間，美國在南海、香港、新疆、台灣等問
題上小動作不斷。對於美國的背後圖謀，知名國際問
題專家陶文釗向香港文匯報指出，目前美國特朗普政

府在國內面臨疫情、經濟和社會穩定三重危機，而這
三重危機一時都難以解決，所以其選擇打壓中國來轉
移國內注意力，提升其大選選情。

專家：中國不隨美國起舞
有調查顯示，美國國內約三分之二的人贊成對中
國強硬，特朗普政府可能因此判斷對中國強硬可以在
選舉中得分。但陶文釗同時指出，相信特朗普也並不
是真的願意和中國打一仗，真打一仗特朗普恐怕也不
敢。
對於中方的應對措施，陶文釗認為，對於美國的
打壓中國會視情況予以回擊，但相信中國不會隨着美
國起舞，什麼事情都和美國對着幹，中國亦有自己的
打法，美國的圖謀不會得逞。近期，中國領導人和外
國元首多次通電話，中國國務委員兼外長王毅近日亦
分別同法國、日本、德國三國外長通話，表明中方立
場與態度，以打破美國試圖在國際上組織反華聯合陣
線的企圖。

-

上空出擊和巡邏。

轟 -6G 於
2004 年服役，
是中國在轟-6D
飛機基礎上改裝
的海軍型導彈載
機，其通過對飛機的火控系統
改裝，可以使轟-6飛機具有投
放精確制導武器的能力，同時
增加載彈量，提高飛機對中遠
程目標打擊能力，可謂是中國
海軍航空兵部隊重要的中遠程
對海、對地打擊飛機。
轟-6J 是由西安製造的搭
載反艦巡航導彈的轟炸機。
2018 年 9 月首次進入外界視
野。外媒認為其是升級後的
轟-6K的海軍版本。外媒分析
稱，轟-6J 能夠搭載的反艦導
彈數量增加了兩倍，作戰半徑
增加了 50%左右，達到 3,500
公里。據報道，轟-6J 所進行
的升級包括全新的機身、重量
更輕的複合材料、節油的新型
渦扇發動機、先進的航空電子
設備和全玻璃駕駛艙。轟-6J
裝備了新型遠程水面搜索雷達
和光電瞄準吊艙，可以攜帶多
達七枚鷹擊-12 超音速反艦巡
航導彈。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沖

6J

■轟-6G、轟-6J等新型戰機在南海有
關海域開展晝夜間高強度訓練。
視頻截圖

中國

中國經濟

3

經濟

■責任編輯：魯 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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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人買深圳熱點樓盤需繳社保
政府房產新政細則出台 優先滿足無房家庭

15”《關於進一步促進我市房地產市場平
穩健康發展的通知》（下稱《通知》）新
政細則，對深戶社保、單身或離異等作出

■深圳出
台《關於
進一步促
進我市房
地產市場
平穩健康
發展的通
知》遏制
炒作。
中通社

詳細規定。當中令香港人關注的是，港人
如果購買深圳熱點樓盤，需要在該市購買
社保或者納稅。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昌鴻 深圳報道
7 月 15 日出台《通
為遏制市場炒作，深圳市
知》，29 日深夜又公布具體細則，明確新政

節點。在 7 月 15 日前的交易，按舊政策執行；以網
簽或定金支付時間界定，定金可以是本人或直系親
屬支付。落戶未滿 3 年，但購房之日前連續繳納 5
年及以上個人社保，可購買一套商品住房；深圳戶
口累計斷繳 3 個月或以內，4 年內繳納時間滿 36 個
月即可；非深戶社保連續 5 年累計斷繳 3 個月或以
內的、但 6 年內累計繳納時間滿 60 個月即可。

追溯3年離異記錄設限額
對於離異人士將在其購房之日前 3 年內有兩次
以上（含兩次）離異記錄的，追溯 3 年內所有離異
記錄，其擁有的住房套數按購房之日前 3 年歷次離
異時家庭總套數之和計算。
去年 11 月 6 日，粵港澳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會
議在北京召開，香港特首林鄭月娥會後公布，會議上
通過16項惠港新措施，其中一項就是便利香港居民

在大灣區內地城市購買房屋。香港居民在粵港澳大灣
區內地城市購房，獲豁免所需的在本地居住、學習或
工作年限證明、以及繳納個人所得稅及社保條件，使
香港居民享有與當地居民同等的待遇，便利香港居民
在內地學習、就業，以及退休後在內地生活。

港澳台人士需遵從細則
至於港澳人士是否適用 7．15《通知》，深圳
住建局在細則中表示，港澳台人士購房仍按照有關
政策執行，以家庭為單位限購一套，無須繳納社保
或者繳納個人所得稅。但是，如果符合購房條件的
港澳人士申購熱點樓盤時，還需按照《通知》第五
條要求規定執行。
根據 7 月 15 日公布的《通知》第五條“加強熱
點樓盤銷售管理”，文中提到，“對社會關注度較

高、預計購房人數較多的熱點樓盤，房地產開發企
業應當按照優先滿足無房居民家庭購房需求的原
則，並根據在本市繳納個人所得稅或社會保險時間
長短等因素制定樓盤銷售方案，嚴控認購人數，合
理確定房源和認購人數比例。樓盤銷售方案報所在
區住房建設部門備案。”

熱點樓盤定義暫未公布
即購買熱點樓盤時，購房者需在深圳市繳納個
人所得稅或購買社會保險，否則不能購買。不過，
對於如何定義熱點樓盤，住建局暫時未有提及。記
者就此事詢問地產代理業界人士時，美聯物業全國
研究中心主任何倩茹認為香港人不受影響，仍按原
來的政策要求。中原則截至香港文匯報截稿時未有
回覆。

多市現搶地 高溢價普遍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孔雯瓊 上海報道）疫
情無阻內地房企拿地熱情，上海易居房地產研究
院《2020 年上半年中國百城地價報告》顯示，上
半年宅地價格同比上漲10.2%，儘管漲幅收窄，但
依然是兩位數漲幅。從城市來看，部分經濟條件
較好的強三四線城市地價漲幅甚至達三位數。
報告顯示，上半年全國100個城市居住用地價
格為每平方米 6,176元（人民幣，下同），同比漲

■唐山居住用地價漲幅 203
203%
%。圖
為唐山路南區。
為唐山路南區
。
資料圖片

10.2%。其中，4 個一線城市居住用地價格為每平
方米 16,671 元，同比漲 10.1%，北京和上海漲幅
分別為 48%、23%。二線城市中，成都、昆明和
銀川漲幅為 61%、59%和 57%，皆屬於西部重點
城市，地價成本可控，很容易吸引房企積極進
入。三四線城市中，唐山、南通和江陰等漲幅分
別達 203%、110%和 84%，此類城市屬於經濟條
件較好的強三四線城市。

淘寶推創意商家評選

深 圳 市 住 建 局 29 日 深 夜 發 布 “7．

■阿里巴巴集團首席市場官董本洪30日表示，新
評選機制旨在鼓勵原創性和創造力。 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岑健樂）阿
里巴巴 旗下電商平台淘寶30日宣布推
出全新創意商家評選機制，以支持優
秀年輕造物者及小商家。評選機制將
由行業專家組成第三方評判團，對過
去 5 年參與淘寶造物節的特色商家評
分，為近200名商家頒發分成4個級別
的數碼獎章。這些商家的產品將登上
淘寶具備“千人千面”個性化推薦功
能的“有好貨”欄目內，以提高其知
名度和曝光率。
阿里巴巴集團首席市場官董本洪
30 日表示，新評選機制旨在鼓勵原創
性和創造力。造物者通過參與淘寶造
物節，可以獲得全年的業務推廣資
源，帶動業務及客量增長。這也是集
團致力於幫助小企業及年輕造物者實
現夢想、走向成功的長期目標。
董本洪又表示，疫情爆發半年
來，網購變得更加普及，零售店舖也
可利用網店維持經營。他稱，淘寶造
物節的目的不是為賣貨，而是為鼓勵
有創意的造物者與消費者見面。若淘
寶造物節對外拓展，很可能選擇港
澳，“希望這一天很快到來”。此
外，若是次移動式展覽成功，將來造物節亦大
可拓展至台灣及澳洲等市場。

造物節商家遊走四市
今年淘寶造物節迎來 5 周年，因疫情關
係，將結合線上線下方式，傳遞“造喚新生”
的主題。自 8 月 10 日起一連 4 日，淘寶將藉助
平台上 3D 虛擬互動產品“淘寶人生”搭建線
上會場。淘寶用戶可通過個人虛擬化身體驗六
大主題的線上展館，並與一眾明星的虛擬化身
進行互動。
今年另一創新在於參觀淘寶造物節的用戶
無須親身前往現場；取而代之的是大會將嘉年
華活動主動帶到他們身邊。淘寶造物節的商家
將開展公路之旅，由杭州出發，親身前往成
都、西安及武漢，在 4 個城市與淘寶造物節的
粉絲互動交流。

JY家庭全科及急症
主 治

急 症

高 血 壓

婦 科 病

感 冒

尿 路 炎

糖 尿 病

兒 科 病

咽喉痛

關節注射

高 血 脂

老年癡呆

鼻竇炎

動物抓咬傷

常見皮膚病

骨質疏鬆

腹 瀉

清創縫合

皮膚活檢

憂 鬱 症

角膜異物清除

移 民 體 檢

顧瑛 醫學博士
美國家庭醫學會資格認可醫師
美國老年醫學會資歷任可醫師

體檢特價 體檢+化驗:$125

①+女科婦科、宮頸膜片+$45
②+男性前列腺表面抗原+$20
本診所自2014年起
週一、二、三、五、六： 8:30am - 5pm
週四、週日 公休

Tel:(832)433-7159

地址:6609 W Sam Houston PKWY S STE 98 Houston, TX 77072 (位於8號公路及百利大道東北角及Shell加油站旁廣場)
D03FA_JY顧瑛567B_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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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河殉職警察林宏星的最愛
肉骨茶蛋義賣助家扶兒籌助學金
（中央社）北台南家扶 8 月 3、4 日再度與台
南郵局總局合作，推出 「集小愛成大愛」助學義
賣活動，於新營、白河、佳里、學甲、善化中山
路、永康、歸仁 7 大郵局同步展開連續 2 天的 「集
愛助學大作戰」，為家扶學子籌措新學期的助學
金。
多年來一直十分支持家扶助學希望工程的潘
敏捷女士，得知義賣物資缺乏，也協助連結最夯
的紅星肉骨茶蛋加入助學義賣，而紅星肉骨茶蛋
背後其實有一段感人的故事。
8 年前白河分局小隊長林宏星因緝捕毒販遭
槍擊英勇殉職，帶給家人無比的傷痛。林宏星妹
妹林叔鋺說，小時候家中很窮，但每逢生日，媽
媽總會為他們特別煮一顆蛋，因為那就是窮人的
蛋糕，也是童年最棒的回憶。
林叔鋺說，後來家人結合南洋風味的肉骨茶
配方，研發成特有的 「肉骨茶蛋」，林宏星特別
喜歡這味道。林宏星過世後，林母在白河栽種蓮
子，並持續製作肉骨茶蛋，供親友購買。
本次活動林叔鋺將於新營郵局提供 1200 顆肉
骨茶蛋、自家研製的小魚乾辣椒 30 瓶，一起做公
益，也期延續哥哥生前的熱心與愛心。
台南郵政總局局長黃良江帶領員工響應義賣
，提供郵政寶寶、郵差造型書架、洗潔精、抗菌
洗手乳等商品，並呼籲民眾共襄盛舉，助學希望
工程受惠學生趙微感恩表示， 「郵」你相挺真好

。
受惠於助學希望工程的家扶學子趙微，今年
透過體育專長錄取台灣體育大學體育學系。趙微
表示，父親罹癌逝世後，媽媽獨力撫養 5 名子女
，若無家扶的協助，不可能有機會升學並在跆拳
道發揮專長獲獎，希望完成學業後能回饋社會，
也希望民眾踴躍參與七大郵局的義賣活動。
本次義賣亦獲得台糖油品事業部捐贈衛生紙
及日用品、英權食品行捐贈玻璃保鮮盒及精緻玻
璃杯、紅布朗國際有限公司捐贈堅果及健康飲品
、湯姆熊捐贈文具、真省錢團購-尤正吉捐贈通
心麵、程宸設計有限公司捐贈貓爪板、聯鴻興業
有限公司捐贈高山露營睡墊、運動滾筒和圓柱等
。
家扶表示因受疫情影響，助學金籌措相較以
往更形艱困，家扶也鼓勵民眾可於 3 日及 4 日於 7
大郵局義賣場捐三倍券做愛心，凡於義賣場捐助
500 元振興券即可獲蘭花 1 株。
北台南家扶主任莊淑惠指出，每學期的助學
金是家扶學子升學之路最重要的 「補給站」，新
學期預計需要籌措 660 萬元助學金，協助 450 位高
中職大專生及 550 名中小學生圓升學夢想，距離
目標仍有 310 萬元的缺口，除籲請社會大眾捐助
愛心外，也歡迎民眾於 8 月 3、4 日至 7 家郵局給
家扶兒鼓勵與打氣。

本土武肺零確診恐破功！
外籍工程師入境逾 2 個月 同事急居家隔離
（中央社）台灣本土連續 110 天零確診恐破功！中部地區一
名外籍工程師，今年 5 月初入境台灣工作，近日擬返回歐洲，主
動赴醫院篩檢，不料一採呈弱陽性，立即被通報到當地衛生局。
該名工程師同事昨受訪指出，經再次採檢，當事人已被收治在負
壓隔離病房治療，同事也接獲需居家隔離 14 天的通知。中區疾
管人員正漏夜緊急匡列該外籍工程師接觸過的人員，希望盡快釐
清感染源。
對於這起外籍工程師案例，指揮中心發言人莊人祥昨晚僅表
示： 「如有確診，明天公布」，其他均不願多說。
由於該工程師入境台灣超過 2 個月，先前入境接受檢疫 14 天
期間，並未出現任何症狀，疾管署正進行接觸者的疫調。初步了
解，該工程師接觸者除了外籍與台灣的朋友、同事外，在台期間
往返中部及北部，還居住在不只一家飯店，更增加疫調困難。

中華民國防疫學會創會理事長王任賢認為，如果該工程師不
是早在歐洲感染的無症狀患者，也不是接觸到確診的外國友人，
那就是明顯的 「社區感染！」一旦確認，恐將讓台灣持續 110 天
本土零確診破功。
據了解，該外籍工程師受聘於一家總部在歐洲的外商公司，
在台灣西岸從事離岸風電工程，原本每年 4~9 月入境，但今年受
疫情影響，相關工程師與工人遲到今年 5 月才進駐，該名工程師
從 5 月初入境至今，都在台灣境內工作，平時入住該公司的合約
飯店。
該工程師前天主動赴醫院採檢，醫師覺得不對勁，向該縣市
衛生局通報，並轉診到大醫院進一步採檢。同事說，昨下午二採
報告出爐後，該名工程師已被收治在負壓隔離病房治療。
中部縣市包括台中市與彰化縣等衛生局，昨都不願證實，僅

表示： 「由中央疫情指揮中心統一發言」。
中區疫情指揮中心指揮官黃高彬表示，因為武漢肺炎的關係
，入境工程師需要隔離 14 天之後才能上工，目前已知離岸風電
外籍工程師與工人大多是住在船上，每人平均停留半個月到一個
月之後就返國。碰到工程師身體不適，就會跟醫院預約入境採檢
，進行人道的關懷，採檢後等待檢驗結果期間，全都在醫院等候
結果，採檢若呈現陽性，就會立即收治負壓隔離病房治療，並由
雇主負擔醫藥費，如果採檢是陰性，就直接送回船上或可返回原
國家。
黃高彬表示，上周中區統一採檢 20 名有感冒症狀的離岸風
電外籍工程師與工人，結果全部呈現陰性，檢驗後已全數返回其
母國；至於昨天傳出二採陽的外籍工程師，他也表示： 「由中央
疫情指揮中心統一發言。」

武肺害人不敢就醫 感冒少383萬件！焦慮失眠反急增
（中央社）武漢肺炎造成國人看病生態大變。中央健保署大
數據統計，今年 1 至 6 月門診量最多前 20 大疾病，冠軍是感冒等
急性上呼吸道感染，逾 825 萬 6 千件，較去年同期 1208.8 萬件衰
退 31.7%，而增加最多則是失眠等睡眠疾患，增幅達 5.71%；專
家說，武肺會讓人避免群聚、看病，推測此為感冒病例大減關鍵
，而疫情嚴峻和失業等，皆恐使人失眠、睡不好，則可能是睡眠
疾患激增原因。
今年 1 至 6 月國人於醫療院所門診量前 20 大疾病，分別為急
性上呼吸道感染（825.6 萬件）、齒齦炎及牙周疾病（785.8 萬件
）、第二型糖尿病（523.2 萬件）、齲齒（482.4 萬件）、高血壓
（411.6 萬件）、急性鼻竇炎（376.9 萬件）、急性鼻咽炎（303.3
萬件）、急性支氣管炎（295.4 萬件）、結膜炎（276.7 萬件）、
急性扁桃腺炎（263.5 萬件）。
第 11 至 20 名為背痛（256.2 萬件）、血管舒縮性及過敏性鼻
炎 （215.2 萬 件 ） 、 睡 眠 疾 患 （202.3 萬 件 ） 、 慢 性 腎 臟 疾 病
（179.8 萬 件 ） 、 皮 膚 炎 （156.2 萬 件 ） 、 胃 炎 及 十 二 指 腸 炎
（155.5 萬件）、高血壓性心臟病（154.8 萬件）、頭暈及目眩
（147.5 萬件）、急性咽炎（145.2 萬件）、焦慮症（143.7 萬件）
。

健保署醫務管理組組長李純馥分析，這 20 種疾病總件數約 1
億 6439 萬 4 千件，較去年同期約 1 億 8100 萬 5 千件相比，衰減幅
度達 9.18%。
急性呼吸道疾病患者大減 擔心上醫院染武肺乾脆不去
李純馥說明，其中最大不同是急性上呼吸道感染、急性鼻竇
炎、急性鼻咽炎、急性支氣管炎等呼吸道感染，就醫情形皆大幅
減少，推測是因疫情影響，民眾擔心到醫院會被感染，也改變了
以往只要咳嗽、流鼻水等疑似感冒症狀就往醫院跑的習慣。
除呼吸道疾病就醫人次降低，另一觀察重點是，去年排名第
15 的睡眠疾患，今年則上升至 13 名，增幅 5.71%也是 20 大疾病
中最高，而原先排名第 25 的焦慮症，也大步竄升至 20 名。
睡眠問題、焦慮就醫增加 醫：怕病毒、怕失業導致
李純馥表示，礙於疫情，民眾出入各場所都要戴口罩、量體
溫，不少人天天擔心被傳染，更有人因此失業或減薪，精神壓力
大，也可能因此就醫。
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精神科暨睡眠中心主治醫師黃守宏說
，今年疫情讓民眾深感焦慮，而焦慮可分為兩波，第一波是疫情
初期，大家怕被新型冠狀病毒傳染，或怕買不到口罩、酒精，一
旦憂心過頭，便可能為焦慮而就醫。

針對第二波焦慮，黃守宏則說，疫情嚴重影響經濟發展，不
少人會開始擔心被裁員或減薪，這種不確定性又可能使部分民眾
焦慮到不得不看病。
頻洗手、久戴口罩 造成皮膚炎病例成長
此外，排名 15 的皮膚炎，去年同期僅排第 21，對於病例上
升原因，李純馥推測，應是民眾為防疫勤洗手、頻戴口罩、常用
酒精消毒，才造成皮膚過敏、發炎增加。
對於皮膚炎上升，皮膚科開業醫師趙昭明說，長時間戴口罩
，臉部皮膚易出油、毛孔堵塞，恐引起青春痘、接觸性皮膚炎、
酒糟性皮膚炎等，且因每天都要戴，病灶難改善，他的門診病例
增約 3 成，且病情多達中重度，治療時間也比以往拉長 1 倍。
趙昭明建議，長時間戴口罩感覺悶熱時，可暫時拿下口罩，
並用冷水洗臉，以減少皮膚刺激；若上班有化妝需求又得戴口罩
，採淡妝就好，以減少化妝品在悶熱環境對皮膚的刺激。
而糖尿病、高血壓、慢性腎臟病等慢性病，在今年就醫皆有
成長，例如糖尿病從去年第 5 升至今年第 3，看病人次漲幅 2.94%
，對此李純馥說，隨人口老化，慢性病患本來就會增加，且疫情
期間仍得回診、取藥，推測這是件數略增原因。

www.scdaily.com

台灣新聞
星期六

2020年8月1日

Saturday, August 1, 2020

A14

【李登輝辭世
李登輝辭世】
】病房內得知強心劑已無效

曾文惠當場落淚 「終於接受
終於接受」」

（中央社）前總統李登輝昨（7/30）病逝台北榮總，享耆壽
98 歲，在他離世的前一天，和他從小認識、感情極好，結縭 70
多年的妻子曾文惠，在隨扈和看護陪同下，面色凝重緩步從翠山
莊出門，前往北榮探視，這一待就長達 6 小時才返回住處，也讓
外界嗅到一絲不尋常。
據了解，就在這一天、也就是李登輝辭世前一天，醫療團隊
發現最大劑量的強心劑已起不了作用，在病房內主動告知家屬，
當時李妻曾文惠在場，聽到後當場落淚，和家人共同討論後，才
決定停止用藥，而李臨終前，曾文惠就坐在他身旁、緊握他的手
，直到最後一刻。
年齡大體力弱 病逝關鍵是感染問題
李登輝這次住院時間長達 174 天，照顧李 18 年的北榮顧問醫
師陳雲亮說，原先住院時李神智清楚，還可自由活動，但 2 月 17
日突發性心因性休克後，人一直處於昏迷情況，後來的 5 個多月
，不斷反覆感染、休克。
據了解，李登輝住院後雖曾發生心因性休克，但病逝約 10
天前因感染才使病況急轉直下，其實他年齡大、體力弱，住院期
間已發生多次感染，每次都是 「驚濤駭浪」。這次病逝最重要的
是關鍵仍是感染問題，每次感染對醫護人員都是一大考驗，要盡
速找出感染源、感染菌種，才能給適當抗生素搶救，先前大大小
小的感染，即便不知感染源也總是可以拉回來，但這次滿嚴重的
，真的沒辦法了。
5 個月期間持續向曾文惠解釋 直到用盡 「最後武器」
陳雲亮透露，住院這段期間，李登輝的家屬希望可全力挽回
，但這 5 個多月以來，北榮對李登輝和治療，家屬都有看到，也
慢慢了解， 「整個住院期間，都有持續和夫人（曾文惠）解釋，
她也是慢慢在接受」。
而李登輝住院這段時間，一直有斷斷續續使用強心劑治療，

不過最近一次的肺炎感染相當嚴重，併發敗血性休
克難以控制，就在本周三（7/29）、也就是李辭世
前一天，使用最強效的強心劑，仍起不了作用 ，
「強心劑已是最後武器，用盡一切治療方式都無法
維持心跳和血壓」。
「再拖反而更痛苦」 曾文惠獲悉後傷心落淚
當時醫療團隊在病房告知家屬 「強心劑無效，
若再拖下去，反而更痛苦」，曾文惠也在現場，被
告知後難忍傷心，隨即流下淚來；經討論後，李登
輝家屬集體決定將會停止用藥，當天就請來長老教
會熟悉的牧師到病房、舉行告別式。這一場臨終禮
拜，由牧師葉啟祥帶領眾人三首詩歌，為病榻上的
李登輝祈禱，全程約花半小時。
直到昨天(7/30)狀況更不好，直到晚間 6 時 30 分
停止用藥，李登輝在晚間 7 時 24 分離世，在他臨終
前，所有家屬都陪伴在側，也進行禱告，最傷心的
就是曾文惠，她坐在李登輝身旁，一直握著李的手
，陪伴李走完最後一程。
安寧病房醫師：醫師家屬共同決策很重要
台大醫院安寧緩和醫療病房主任姚建安說，面對如此重要人
物，北榮醫療團隊治療壓力一定很大，這段期間能持續和家屬溝
通，實在不簡單。他認為，家屬不是醫師，對治療過程無法全然
了解，且對患者有許多不捨和期待，因此 「共同醫療決策」就相
當重要，團隊職責是主動告知，患者生命癥象未見好轉且惡化時
，就要與家屬開家庭會議，以不讓患者受苦為原則，針對治療方
式、病情等進行討論。
姚指出，會議除讓家屬了解治療狀況，也可得知患者是否還
有心願未了、還在等哪些人來探視等，互相了解，共同討論，且

透過多次開會，讓家屬親自參與決策，才不會覺得全被醫療人員
牽著走。
台北醫學大學附設醫院安寧療護科主任吳森棋指，台灣的安
寧療護服務對象包含癌症末期患者、漸凍人和八類非癌症末期患
者，透過家庭會議，多數家屬都能有所了解，且安寧療護除了對
患者提供身心靈照顧，也會給予家屬心理治療和協助。
台北 101 大樓今晚 6 時 40 分至 10 時，於大樓北面 59 與 60 樓
外牆打字 「民之所欲、長在我心、民主自由、長在台灣、悼念
李前總統」，以表達深切哀悼之意。

環評今過關！北捷民生汐止線2期路線全為地下段 近6.9公里設6站
（中央社）環保署今(7/31)召開環評大會，審查通過 「捷運
民生汐止線第二期路線環境影響說明書」。會議中，環評委員擔
心站體通風口排氣問題，可能造成行人或住家不利影響，要求開
發單位應將通風口採側吹式，應於垂直面裝置百葉，排氣方向不
得往下，避免影響行人。最後決議此案通過。
環保署今召開環評大會，審查 「台北都會區大眾捷運系統民
生汐止線第二期路線環境影響說明書」。根據開發單位台北市捷
運工程局規劃，捷運民生汐止線第二期路線，長約 6865 公尺且
全是地下路段，設置 6 座車站，從大稻埕碼頭東側，沿民生西路

、民生東路往東，穿越基隆河至新湖一路、民善街口為止。
今天的環評審查大會上，環評委員針對樹木植栽、站體通風
口排氣、開發路線部分是高液化潛勢區等問題，提出疑慮。委員
表示，若要移植的樹木都是喬木，開發單位卻用灌木取代，似乎
不妥，因為喬木可達到減碳減污的效果，因此不應用灌木取代喬
木。也有委員表示擔心站體通風口排氣，會不利行人或住家，因
為不少捷運站的通風口，常排出熱氣讓人大感不舒服。
最後環評大會請開發單位補充 4 大點說明資料並納入定稿，
包括樹木補植請以補植喬木樹苗方式辦理，並應於施工前再確認

計畫車站站體開挖範圍的 252 株木本植物，是否屬台北市受保護
樹木；另就該計畫路線位於高土壤液化潛勢區，強化建物保護沉
陷控制警戒值及行動值等。
環保署表示，環評大會也要求開發評估於捷運沿線通風換氣
設施，以調整管道設計或座落位置或增設空氣污染防制設備等方
式，以符合通風口 24 小時值的 PM2.5 小於等於 35μg/m3；至於
通風口，若採側吹式，應於垂直面裝置百葉，百葉開口的下緣，
距鄰接地面高度至少 3m，排氣方向不得往下，以避免影響行人
，通風百葉的淨開口面積應與通風井斷面積約略相等。

廣告
星期六

2020年8月1日

Saturday, August 1, 2020

A15

廣告
星期六

2020年8月1日

Saturday, August 1, 2020

A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