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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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軍/Chief Editor: Jun Ga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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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網址：www.today-america.com

AA11

12045

2020年8月5日 星期三
Wednesday, August 5, 2020

LW
96733-1

 www.lanecert.com       Email: info@lanecert.com
Phone:  323-488-0011, 832-539-3333, 972-268-7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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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拉斯分校：2850 W Parker Rd , Plano, TX 75075              休斯頓分校：12989 Bellaire Blvd #4A, Houston TX 77072

疫情失業潮  留學生如何高薪上岸 快捷培訓助你成為Cisco互聯網專家 
快速實現高薪美國夢

可提供F-1各專業
留學生CPT或OPT
實習崗位，表現優
良者提供H1-B機會。

無需任何專業背景，只需800小時的學習和
訓練，就能成為Cisco互聯網專家和大數據
專家，考取IT行業最有含金量的CCIE證書，
輕松找到10萬以上年薪的工作。
老兵和低收入人員可申請免費學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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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黎巴嫩首都貝魯特發生巨大爆炸，滾滾濃煙不斷從市區竄出，
在貝魯特上空形成了高達幾百公尺的濃煙雲霧，景象十分駭人。目
前已知有多人受傷，可能導致多人喪生。有黎巴嫩媒體報導表示，
事發地點是煙火砲竹倉庫。爆炸共造成了方圓10公里內的建築物
受損。

世界各大電視新聞網傳回的畫面顯示多棟建築物因爆炸威力巨
大嚴重受損，停靠在路上的車輛被強大的爆炸威力掀翻了。有目擊
者表示，看到有人身上沾滿鮮血，相信是被爆炸所傷。

事件發生在貝魯特當地時間傍晚，當地人表示突然首先聽到了
震天巨響，接著就是恐怖的聲響和搖晃感覺好像是大地震一樣，建
築物也跟著搖了起來，很多建築物的玻璃都被強大的爆炸衝擊波打
破了，隨後就看到有滾滾濃煙傳出。另一名目擊者表示，整個地方
就像是被炸彈炸掉了，可能很多人會因此喪生。事件發生後，貝魯
特當局派出了多輛消防車前往救援，但滾滾濃煙仍舊不斷竄出。

黎巴嫩貝魯特大爆炸死傷三千黎巴嫩貝魯特大爆炸死傷三千



AA22
星期三       2020年8月5日       Wednesday, August 5, 2020

大俠天下行

LIVE
歡迎使用
觀看高清美南國際電視新聞台

曾經在美港台新
聞界服務近半世紀的
新聞界前輩阮次山先
生上月在台中辭世，
他早年在美國各大華
文媒體可謂是拓荒者
，近二十年來他參加
了香港電視媒體，曾
經走遍世界，採訪過
無數政經領軍人物，
其名聲可謂享譽全球
華人觀眾。

阮先生早年在洛
杉磯時曾有一面之緣
， 我們是大學校友，
都畢業於政治大學，
屬前後期同學，在美
南新聞早創時期，我
到處去取經， 尤其是
華人媒體最發達的南加州， 當時有一份當地僑
學商各界共同投資的《加州日報》，聲勢甚大
，辦公室購置了數十台排版植字機，當時電腦
排版系統尚未出現，我和另一位新聞界耆老劉
宗周先生參觀過後，他當時就告訴我：“老弟
，他們搞錯了，要買的是印報機器不是植字，
就如開餐廳， 一定要有廚房才能隨時炒菜。”

當晚這位劉老請客，其中也有阮次山先生

在座，第一次見到這位高談闊論的學長， 領會
他對新聞事業之熱愛 ，也是當年美國華人媒體
一支擲地有聲的筆桿。

多年來 我特別感激劉老宗周先生之箴言贈
語， 因為他的一句忠告，我們在媒體大道上拼
搏了數十年， 和阮學長一樣， 他們是在新聞戰
場上一名凋謝的戰士，海外華文媒體為你們感
到驕傲，你們都已經打了一場美好的仗，請一
路好走 ⋯⋯⋯

美國新冠疫情日記美國新冠疫情日記88//0404//20202020

Anthony Yuen, a leading Chinese-American TV
media star, has passed away in Taichung, Taiwan.
He was a media icon for almost one-half century,
both in print and television. Because of his
professional position, he interviewed many VIPs
and political icons all over the world. Through the
TV screen his show was televised around the globe.

I met him in Los Angeles many years ago. We both
graduated from the same university, Taiwan
Chengchi University. When we started in the
newspaper business, I went to LA many times to
find more knowledge about the business. In the
early 80’s there was a group of people that had
organized a daily newspaper and had purchased
many typesetting machines. All of these investors

were so excited on that day. I met one of the local
senior news editors then, Mr. J. C. Liu and toured
their office.

Mr. Liu hosted a dinner and welcomed me and
among the head guests was Anthony Yuen. Since
we all had graduated from the same university, he
told me all his stories about the media business. He
looked very intelligent and was a good talker.
Actually, he was one of the top news editors in the
Chinese news media circles at that time. At that
dinner table Mr. Liu strongly advised me that if I
wanted to get into the newspaper business, my first
priority should be to get a printing machine. Just
like when you open a restaurant, you must have a
kitchen. I took his advice to heart ever since that

day. Otherwise, we don’t think
we could have ever continued
our media business until today.

In his later days, Anthony Yuen
went to Taiwan and Hong Kong
and became a very famous TV
talk show host and interviewed
many world leaders.

Both Mr. Liu and Mr. Yuen
passed away recently. The
Asian news media in the United
States is still in its peak time
and both men contributed to this
success. We really give so
much credit to these media
pioneers who devoted their
lifetimes to the news. Their
contributions to society will
always be remembered.

TV Media Star Rest In PeaceTV Media Star Rest In Peace新聞尖兵阮次山辭世新聞尖兵阮次山辭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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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耶穌教會
True Jesus Chu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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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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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旅遊組織：
1-5月跨境旅遊業損失達3200億美元

超金融危機期間三倍
綜合報導 聯合國世界旅遊組織(UNWTO)28日發布的報告顯示，各

國采取的“封城”和“封國”防疫措施使得今年5月跨境旅遊人數同比

下降98%。今年1-5月跨境遊客同比下降56%，減少約3億人次出遊、造

成3200億美元損失，損失規模為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期間的三倍以上。

總部位於西班牙馬德裏的世界旅遊組織是聯合國系統內負責促進負

責任的、可持續的和人人可享受的旅遊業的專門機構。其當天公布的最

新壹期《世界旅遊晴雨表》報告給出了上述數據。

世界旅遊組織秘書長祖拉布· 波洛利卡什維利當天表示，跨境旅遊

規模的劇烈下滑使包括發展中國家在內數百萬人的生計堪憂。“世界各

地政府肩負著雙重責任，在確保公共衛生優先的同時也要守護就業和商

業。”

世界旅遊組織當天公布的報告同時指出，跨境旅遊已表現出逐步和

審慎放開的趨勢，尤其是在北半球、以7月1日歐盟申根區重新開放邊

境為代表。

值得註意的是，盡管部分地區旅遊業正在逐步重啟，世界旅遊組織

的信心指數當天卻跌至新低。該組織旅遊專家工作組的大部分成員預計

全球跨境旅遊將等到2021年下半年方能復蘇，僅少數專家認為2021年上

半年即可迎來復蘇。

世界旅遊組織專家認為，跨境旅遊後續面臨的風險包括：全球大部

分旅遊目的地仍然存在旅行限制和邊境管控措施、主要出境遊來源國仍

未放開、人們對旅行安全的擔憂、疫情再起和新壹輪“封城”的可能性

等。此外，缺乏可靠的旅行信息以及經濟環境惡化亦被認為是打擊消費

者出遊信心的因素。

歐洲央行呼籲銀行停發股息及紅利

共同應對疫情危機
綜合報導 歐洲中央銀行(ECB)向歐元區銀行建議，並呼籲歐元區銀

行在2021年底前停止支付股息或發放紅利，以保障銀行擁有更加充足的

流動性緩沖資金，來應對新冠肺炎疫情所造成的經濟危機，以及新冠疾

病大流行帶來的後果。

據報道，歐洲央行表示，未來銀行業很可能會承受第二波新冠肺炎

疫情，呼籲當局準備介入，可通過資本重組來防止信貸緊縮。並建議銀

行直到2021年12月31日以前對股息及紅利實行極端節制，並放寬資本

市場政策和維持歐元區信用流動。

報道稱，為緩解新冠病毒疫情對歐元區經濟帶來的沖擊，歐洲央行

已祭出規模1.3萬億歐元緊急購債計劃，以刺激經濟成長及降低借貸成

本。

歐洲央行監事會主席、著名意大利經濟學家安德裏亞· 恩裏亞表示

，歐洲央行將密切關註各銀行在危機時期的信貸政策，並透過監管措施

和行動來確保歐元區銀行業保持抵禦風險能力。

針對歐洲央行停止發放股息和紅利的建議，德國銀行業機構抱怨說

，全面禁止發放股息和紅利，將令投資者感到不安，使銀行更難以尋求

資本。

恩裏亞指出，如果經濟形勢進壹步惡化，當局必須準備采取進壹

步的行動。政府可以擴大現有措施以支持借款人，也可以采用資產

減免計劃，甚至直接對銀行註資。並通過提供充足的市場信貸來支

持經濟復蘇。

意大利總理要求延長國家緊急狀態
參議院表決通過

綜合報導 意大利總理孔特就新冠肺

炎疫情發展趨勢，以及政府要求將國家

緊急狀態延長至10月31日，向國家參議

院議員作專題報告。隨後，參議院就延

長國家緊急狀態議案進行議員辯論，並

投票通過了該項法案。

據報道，當地時間28日，總理孔特

在國家參議院講話中表示，盡管當前新

冠疫情和國家衛生體系面臨的壓力明顯

趨緩，但統計表明病毒仍然在不間斷地

傳播，且全球疫情狀況令人擔憂。延長

國家緊急狀態有益於控制疫情，以及維

系防疫工作的連續性和有效影響新冠疾

病大流行，切實保障民眾的健康安全。

孔特指出，延長國家緊急狀態符合

意大利相關民事保護法律規定，並得到

了憲法法院的支持，此舉有助於及時且

高效應對疫情。國家緊急狀態對於當前

應對疫情防控和協調機制，以及應對日

趨復雜的難民潮，無疑都是壹種不可或

缺的重要舉措。

支持延長國家緊急狀態的人士認為

，依照目前歐洲大陸新冠疫情局勢，壹

些國家的疫情已經開始復燃，因此很有

必要將國家緊急狀態延長至10月31日，

以確保政府在秋季壹旦發生新壹波疫情

，可立即采取行動進行幹預，尤其是考

慮到9月學校的重新開放。

意大利反對黨認

為，鑒於感染人數正

在不斷減少，且疫

情已經得到有效控

制，根本沒有繼續

延長國家緊急狀態

的必要性。

反對黨代表人物

意大利聯盟黨主席薩

爾維尼(Matteo Salvi-

ni)和兄弟黨領袖梅洛

尼 (Giorgia Meloni) 表

示，繼續延長國家緊

急狀態，將導致政府

在制定政策和頒布臨時法令時繞過議會

。這將對已經受到重創的意大利經濟，

造成毀滅性影響。

雙方辯論結束後，意大利參議院就

國家緊急狀態延長至10月31日的法案進

行投票表決，結果以157票贊成，125票

反對，通過了該項法案。

報道稱，28日晚消息，意大利總理

孔特將於7月29日前往國家眾議院，再

次就延長國家緊急狀態相關議題發表講

話。眾議院議員將同時就延長國家緊急

狀態法案進行投票表決。

輿論認為，意大利聯合政府執政黨

聯盟在眾議院的630個席位中，占有341

席，而反對黨聯盟僅占272席。延長國

家緊急狀態法案料將會順利獲得眾議院

通過。

依照意大利憲法，國家緊急狀態可

賦予政府特別權力，以便在發生戰爭、

暴亂，自然災害和流行病等特殊事件時

進行幹預，而不必等待漫長的議會程序

。在國家緊急狀態背景下，總理頒布的

法律法令可立即生效，無需通過參眾兩

院審議。

新冠疫情爆發後，意大利總理孔特

曾宣布，從1月31日開始實施為期6個

月的國家緊急狀態以應對疫情，原定國

家緊急狀態於7月31日結束。

加拿大GDP觸底回升 政府推出防疫手機程序
綜合報導 加拿大統計局公

布的數據顯示，該國的實際國

內生產總值(GDP)已從4月的谷

底反彈，在5月份實現4.5%的

環比增長。

雖然5月GDP的回升在壹

定程度上彌補了之前連續兩個

月的下跌，但相較2月份、即

新冠疫情暴發前的水平仍低了

15%。

20個產業部門中有17個在

5月份實現環比增長。建築業

增幅最大，達 17.6%；零售貿

易增長16.4%，是 1961年以來

最大月度增幅。但藝術和娛樂

業仍下降了2.9%。

同時，初步統計數據顯示

，加拿大6月份實際GDP環比

增長約5%。

加拿大總理賈斯廷· 特魯多

同日宣布，從4月初開始因應

疫情實施的緊急救援補助金將

在9月下旬終結，轉由既有的

就業保險提供支援。

因疫情而喪失收入的人

士每月可申領 2000 加元的緊

急救援補助金。目前加政府

已為此向 846 萬人支付了近

628億加元。

另外，加政府宣布，旨在

為小企業緩解支付租金困境

的緊急商業租金援助計劃將

延續至 8月份。該項 4月份開

始實施的援助措施原本只實施

3個月。

加拿大最大城市多倫多在

7月最後壹天邁入其所在的安

大略省經濟重啟的第三階段、

即最後壹個階段。這意味著絕

大部分商家和公共場所都可以

恢復開放，但安大略省仍對聚

集人數、餐館和體育場館等的

具體運作模式等有所限制。

安大略省西南部與美國底

特律壹河之隔的溫莎-埃塞克斯

地區是該省目前唯壹仍滯留在

重啟第二階段的地區。

加拿大政府7月31日還面

向全國推出壹款手機應用程序

，幫助民眾和公共衛生部門報

告和追蹤病例情況，以助防控

病毒傳播。

該款免費下載且自願使用

的程序可提醒用戶是否可能與

新冠病毒感染者接觸。新冠病

毒檢測呈陽性的人士會收到衛

生部門提供的壹個壹次性密碼

。該密碼被輸入這壹程序後，

程序將向過去14天內可能與這

名感染者近距離接觸至少15分

鐘的其他用戶發出通知，以便

他們及時聯系公共衛生部門。

加官方強調，該應用程序

不會收集用戶個人身份信息或

跟蹤用戶位置。特魯多鼓勵民

眾下載使用該應用程序。他表

示，使用的人越多，該程序就

越有效。

創歷史新高！
挪威北極圈群島測得21.7攝氏度高溫

綜合報導 挪威氣象研究

所通報，當地時間25日，位

於北極圈內的斯瓦巴群島氣

溫創下歷史新高，達到21.7攝

氏度，當地每年此時氣溫通

常都在5至8攝氏度之間。

氣象學家吉斯

勒 佛 斯 (Kristen

Gislefoss)表示，斯

瓦巴群島連續2天午

後都測得21.2攝氏度

氣溫，僅略低於

1979年記錄到的21.3

攝氏度。然而，當地

時間傍晚6時左右，氣象站記錄

到21.7攝氏度，創下歷史新高。

根據科學研究，北極圈

內全球暖化速度是地表其他

地方的2倍。斯瓦巴群島距離

北極1000公裏，其中最大島

嶼為斯匹次柏根，是群島中

唯壹有人定居的島嶼。

這波熱浪預料將延續到

27日，氣溫遠高於以往北極

圈最熱月份7月均溫。斯瓦巴

群島每年這段期間的氣溫通

常在5到8攝氏度之間。

斯瓦巴群島從1月開始氣

溫就比正常高出5攝氏度，緊

鄰極圈的西伯利亞地區7月中

氣溫壹度飆升到38攝氏度。

挪威氣候研究中心2019

年 2月曾表示，斯瓦巴群島從

70年代初期開始，平均氣溫已

躍升3到5攝氏度，若全球溫室

氣體排放量持續增加，預料到

2100年氣溫恐上升10攝氏度。

研究中心補充表示，升高

的氣溫可能會讓支撐許多建築物

、道路和機場的凍土解凍，還可

能引發更多雪崩和滑坡現象。

報道稱，以北極熊棲息地聞

名的斯瓦巴群島上有壹座煤礦

場，挖掘所有能源中最會助長全

球暖化的煤礦，也有為了“世界

末日”做準備的種子庫，從2008

年開始收集並儲存世界上的農作

物，以防全球發生大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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揚言封殺抖音海外版 「Tik Tok」的美國總
統川普3日表示，如果微軟能買下整個抖音，而
非只是一小部分，事情會比較容易；川普還要求
微軟將交易金額的一定比例上繳國庫，因為 「如
果沒有美國政府，這筆交易就成不了事」。若微
軟未能在9月15日前敲定收購協議，川普政府將
全面封鎖抖音。

川普在白宮記者會上表示，微軟目前計畫收
購Tik Tok30％的股權， 「這樣很複雜，應該全
部買下」。川普還強調，微軟應將收購抖音的部
分款項繳納給財政部，這就像房東與租客的關係
，若無租約，就不會有租客，而美國政府提供租
約，因此理應在這筆交易中拿到 「非常可觀的一
部分」。

川普7月底揚言，將全面禁止北京字節跳動
公司旗下的熱門影片分享app抖音，但他與微軟
執行長納德拉會談後改變主意，同意給予微軟
45 天進行收購協商。微軟亦證實準備收購抖音

在美國、加拿大、澳洲與紐西蘭的業務。
對收購案抱持 「鷹派」態度的白宮貿易顧問

納瓦羅3日接受CNN訪問時則說，微軟若打算
收購 TikTok，就應自大陸撤資，他列舉微軟的
Bing 搜尋引擎和 Skype 通訊平台為例，稱二者
「實際上都讓中國得以審查、偵測或監控」。

此外，美國國務卿蓬佩奧2日表示，部分亞
洲科技公司正 「直接向中共提供資料」，並點名
微信。日前印度下令封禁百度地圖、百度翻譯、
微博、掃描軟體掃描全能王以及 QQ 信箱等 59
個大陸知名軟體，這些軟體或許也將成為川普的
下一個目標。

大陸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4日譴責，美國拿
不出證據，濫用國安概念，打壓特定外企，違背
市場經濟原則，這是霸凌，也是政治操弄，中方
堅決反對。字節跳動的創辦人張一鳴4日則稱，
事實上美方目的並非強迫TikTok出售美國業務
，而是想要 「全面封禁」。

微軟收購抖音 川普要求回饋國庫

陸美角力恐又有新動作，環時總編胡錫進4
日在微博發文稱，美國若要求大陸駐美記者撤
出，大陸將採取 「猛烈」的報復手段。大陸外
交部同日也表態，若美方一意孤行，拒絕讓大
陸記者續簽，陸方必將被迫做出正當反應，堅
決維護自身正當權益。

胡錫進昨日撰文表示，因日前美國拒絕讓
大陸駐美記者申請延長簽證，陸方已經做好駐
點記者從美國全面撤出的最壞打算，同時將為
此採猛烈的報復手段。他還指，日前美國將60
多名大陸駐美記者無差別的縮短簽證，期限在3
個月後，屆時他們將不得不離開美國。

這些駐美記者的簽證將在6日到期，胡錫進
指出，這些記者當中不少人按美方規定提出延
長簽證的申請，但並沒有任何人獲得延長簽證

；當中有40人甚至完全沒有收到辦理簽證延期
手續的通知，恐將被迫離境。

胡錫進警告華府，目前仍有許多美國記者
在大陸生活，美國在陸、港的記者也有數百人
，若要將陸美媒體戰進一步升級 「誰最難受，
是明擺著的」，他也呼籲美國駐陸記者應採取
行動，阻止美國國務院的瘋狂行為。

大陸外交部4日也被問到此事，發言人汪文
彬表示，若美方一意孤行，拒絕讓大陸記者續
簽，陸方必將被迫做出正當反應，堅決維護自
身正當權益。

陸美近期的媒體交鋒已持續一段時間；今
年2月18日，美國宣布將5家大陸媒體列為 「外
國使團」，要求其申報駐美員工的詳細資料與
財產清單；大陸隔日便採取報復手段，驅逐3名

《華爾街日報》駐京記者；3月美國又要求5家
大陸駐美機構削減60名陸籍員工，同月大陸驅
逐3家美國媒體共13名記者。

接著，美國又在6月22日將大陸央視、中

新社在內共4家媒體列為 「外國使團」。胡錫進
當時就批評 「美國正在失去自由與包容」，並
稱連《環球時報》這種市場化媒體都遭波及，
相當荒唐。

美若拒記者續簽 陸恐猛烈報復
美國總統川普剛剛簽署了《美國戶外法案》，對於美國國家公園的基礎設施進行維修，資助

土地和水利保護基金。這項立法被視為新時代最重要的環境保護法案。
川普在邀請了多名對法案有貢獻的人士上台演說後，在眾人陪同下簽署了該法案。川普的女

兒伊凡卡也獲得川普邀請上台，她表示新冠讓美國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珍視國家公園的珍貴財富
，這是我們的公園以及他們為家人提供的喘息的機會。” “川普總統已為國家公園在未來100年
提供資金，保護我們的國家和公共土地，並使它們恢復其輝煌。”

《美國戶外法案》案在參議院有59個共同提案人，42個民主黨人，15個共和黨人和兩個獨
立人士。參議院在6月以73-25通過了法案，而眾議院則以310-107的比數通過法案。

川普簽署《美國戶外法案》 為國家公園提供百年基金

《香港經濟日報》4日報導說，白宮下手封
殺TikTok（抖音海外版）後，下一個目標很可
能就是 WeChat（微信），與 TikTok 不同的是
，WeChat主要使用者是華人，對美國本土影響
很有限，美國封殺行動可以更無憚忌。由於
WeChat是海外華人與大陸親友交流主要工具，
目前海外華人群組十分惶恐，紛紛討論應對方
法。

美國國務卿蓬佩奧先前已聲言，川普將對
來自大陸的兩大社群媒體應用程式（App）Tik-
Tok（抖音海外版）及 WeChat（微信）採取
「強有力的行動」，不排除直接禁用的可能。

如今 TikTok 被迫要賣掉，相信很快會對 We-
Chat採取行動。

《香港經濟日報》指出，TikTok的主體用
戶是美國人，而且其運營公司也設在美國（母
公司仍在國內），WeChat完全是由大陸公司騰
訊運營，客戶群也幾乎都是華人，沒有影響美
國主流社會的能力，從這個角度看，白宮需要
顧忌的因素更少。

至於WeChat，基本是在美華人生活中必
不可缺的工具。據英國某數據統計公司調研
，僅僅在2013年（微信推出時）之後的兩年
內，美國微信用戶數量就上漲11倍，超過300
多萬人，而美國華裔總人數480萬左右。

如今，微信幾乎成為所有具備大陸背景
的美籍華人、留學生、及商務人士的必用聯
繫交流方式，不少當地的華人社團也都是通
過微信群聯絡、搞活動。一旦微信無法使用
，後果將十分嚴重，人們只能改用電子郵件
或國際長途電話等古老、又昂貴的方式聯絡
。所以說， 「川普封殺微信」的消息才剛剛
傳出，很多人都表示無法淡定。

據報導，目前，北美華人討論區對此議
論紛紛，有人貼出 「微信善後攻略」，例如
，立時收集在國內親友的email和電話，特別平
常只在微信間或聯絡的，以免以後失聯；將群
組搬到其他如 WhatsApp，Line 和 Telegram，並
通知國內親友翻牆試用；盡快把微信錢包的錢
撥回銀行，以免微信被封錢拿不回來。

當然，有人認為，美國要全面封殺WeChat
技術上不可行，最多是將軟體下架及不准國家
機構及公務員使用，再不行最多使用VPN，反
過來從國外翻牆回國內。

事實上，由於其他社交媒體均不允許在大
陸使用，如果WeChat真的被外國全面封殺，大

陸唯一的對外社交媒體失效，大陸將成社交媒
體孤島，正正配合了美國要西方盟友加速與大
陸脫鉤的戰略，在數位科技上成功圍堵大陸，
後續的影響深遠。

川普下一波或禁WeChat 華人憂心與親友失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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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國紅牛創始人之孫駕車撞死警察案被撤訴

巴育下令成立委員會徹查
綜合報導 泰國總理巴育簽署命令，

決定成立壹個專門委員會調查紅牛創始

人許書標之孫沃拉育涉嫌開豪車撞死警

察案件。

該案發生於2012年。但泰國檢察機

關近日表示，有關沃拉育超速駕駛、魯

莽駕駛致人死亡以及肇事逃逸等相關指

控已被撤銷，從而引發社會熱議。

巴育在命令文件中指出，這起案件

受到泰國社會及民眾的密切關註，引起

廣泛的批評和爭議，並影響民眾對政府

機構、官員以及司法系統的信任。考慮

到該案的特殊性，社會公眾應該得到機

會了解案件的真相和法律法規。

該案件調查委員會由10人組成，成

員包括司法部次長、國務委員會秘書長

、法律改革委員會主席、全國司法改革

委員會主席、泰國律師協會會長、朱拉

隆功大學法學院院長、法政大學法學院

院長等。

按照要求，該委員會從命令文件生

效日起30天內向總理巴育上報調查結果

，且每10天匯報壹次調查進展，但總理

也可視情延長調查時間。此外，委員會

還可以對司法系統提出改革建議。該命

令自8月1日起正式生效。

案情顯示，2012年9月3日，泰國壹

名警員在曼谷素坤逸路上駕駛摩托車巡

邏時，被壹輛超速行駛的銀黑色法拉利

跑車從後面撞倒。而跑車不僅沒有停下

，更加速將倒地的警員拖行了100米後

逃逸。

這名警員全身多處骨折，在拖行中

頸部被折斷，被送到醫院時已經死亡。

當地媒體報道稱，當時調查人員沿

著壹道剎車油痕跡追蹤到泰國富豪許氏

家族的豪宅。警方持搜查令進入豪宅後

，發現了壹輛受損嚴重的法拉利跑車，

車頭已經面目全非。

調查開始時，許家表示駕駛者為雇

傭的司機。但隨著警方調查的深入，沃

拉育的代理律師承認駕駛者系沃拉育本

人，並辯稱沃拉育逃離現場是因為急於

回家告訴父親所發生的事情。至於沃拉

育體內超標的酒精含量，也是撞人之後

為了平復心情而喝了壹點酒，並非酒駕

。

面對確鑿證據，沃拉育選擇自首，

但其家人隨後以50萬泰銖(當時約合人民

幣10萬元)將其保釋。

進入訴訟程序後，沃拉育通過代理

律師以身體不適、精神狀態不佳、海外

出差等理由，連續七次缺席法庭傳喚。

直到2017年4月，司法機關終於駁回沃

拉育方面的申請，要求警方將其逮捕，

但沃拉育早已乘私人飛機逃往境外。

此後的幾年，泰國警方

曾通過國際刑警對沃拉育發

出通緝令。盡管媒體多次發

現沃拉育的行蹤，但由於其

身處海外，泰國警方表示無

能為力。

在案件發生以來的 8年

中，因訴訟有效期到期，沃

拉育的“超速駕駛”指控於

2013年被撤訴，“交通肇事

逃逸”指控於2017年被撤訴

。而“魯莽駕駛致人死亡”

的指控有效期較長，要到 2027年才會

到期，但這項指控目前也已被撤訴。

在檢方撤銷對沃拉育指控的消息傳

出後，泰國民眾紛紛呼籲抵制紅牛飲料

。泰國紅牛飲料公司隨即於本月25日發

出壹份聲明表示，沃拉育從未在該集團

公司的管理和日常運營中擔任任何角色

，也不是集團的股東。

沃拉育的祖父許書標因創立紅牛飲

料被稱為泰國的“飲料大王”。根據泰

國媒體報道，許氏家族目前在泰國富豪

榜上排名第二，其凈資產超過200億美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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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報導 馬來西亞和新加坡30日在連

接兩國的新柔長堤上簽署柔佛到新加坡捷運

系統合作協議。預計該工程將於2026年完工

，總造價約為接近100億林吉特(約合24億美

元)。

馬來西亞總理穆希丁和新加坡總理李顯

龍等兩國高層人士，見證了馬來西亞交通部

長魏家祥與新加坡新任交通部長王乙康簽署

協議。受疫情影響，協議選擇在長堤兩國交

界處簽署，兩國出席官員隔界交談並簽約。

據魏家祥介紹，該捷運系統為輕軌鐵路

，連接柔佛新山和新加坡兀蘭，總長約4公

裏，其中2.3公裏在馬來西亞境內。馬來西

亞將承擔約39%工程造價，其余由新加坡承

擔。工程將於明年初開始建設，建成後每小

時單向運輸能力可達1萬人次。

他並表示，此項工程可望緩解兩國目前

交通擁堵狀況，為兩國創造社會經濟利益。

據兩國政府估計，馬新之間每日跨境通

勤人數達到25萬到35萬人次，這也令連接

兩國的新柔長堤交通繁忙，經常出現擁堵現

象。馬新兩國多年前即已規劃建設捷運系統

。在納吉布執政期間，馬新兩國曾就建設該

系統達成相關協議。2018年希望聯盟執政後

，考慮到工程造價較高，曾多次推遲該項工

程。經過兩國政府重新談判，方於此次簽署

新的合作協議。

7月暴雨致日本農林漁業
損失超1000億日元

綜合報導 據日本放送協會

(NHK)報道，7月以來，日本多地降

下罕見暴雨。日本農林水產省統計

，截至29日，壹系列暴雨已導致該

國農林漁業損失超過1000億日元。

據報道，暴雨共導致日本全國

42個都府縣的農林漁業受到不同程

度的損失，損失額高達1058億日元

。其中，由於泥石流多發，林業受

損最為嚴重，受損額達496億日元。

報道稱，除林業外，因農田和

農用設施大量受損，農業的損失額

也高達418億日元，其中，光是茄子

、秋葵等農作物的受災面積就達

6500公頃。

報道稱，從目前的數據來看，

九州地區在此次的暴雨中受損最為

嚴重，但由於部分地區的統計還未

完成，受損額預計將持續增加。

7月以來，日本全國多地普降暴

雨，導致以九州地區為主的廣大地

區受災嚴重。據日本總務省消防廳

的統計，截至當地時間31日早上，

暴雨已致該國 34 個府縣，共計超

1.75萬棟建築受損，數百棟建築甚

至整體坍塌。此外，還有82人在暴

雨災害中不幸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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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何佩珊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中新社及記者李理報

道，中國駐美大使館華盛頓當地時間5日發佈通

知，就搭乘臨時包機意願開展摸底調查。通知

稱，將首先面向全美符合條件的未成年中小學留

學生開放登記。

中國包機優先接小留美生
駐美使館開展搭乘意願調查及開放登記 高中生：救命稻草

根據駐美大使館的通知，目前大多數海外留學人員仍然
選擇留在當地。同時考慮到有一些留學人員、特別是

未成年的小留學生面臨無法解決的實際困難，需要返回
中國，中國有關部門正在積極考慮對疫情嚴重國家一些確
有困難、急需回國的留學人員，採取逐步、有序方式，作
出開通臨時航班和包機等相應安排。

機票隔離費用自理
通知指出，根據公開、透明、公平原則，首先面向全

美年齡未滿18周歲（以登記日為準）、父母未陪伴在旁、
長期或短期在美留學的中小學留學生開放登記。如安排臨
時航班和包機，將根據可能的航空運載量，從保護弱小原
則出發，按照登記人員年齡從小到大順序排序，優先安排
小留學生乘機回國。
根據安排，機票和回國隔離費用自理。自願承擔回國

過程中的各種可能風險，並自覺接受乘機過程及抵達目的
地後的各項檢疫安排。除未成年留學生外，監護人等其他
人員不能陪同乘機。截止時間為美東時間2020年4月6日晚
6時（北京時間4月7日晨6時）。

家長：兒子回家最後希望
一名名叫“惠子”的留美高中生表示，最近美國每天

確診數字都是四位數起跳，她確實有點後悔沒有早點回中
國，在家裡的母親更是心急如焚。包機回國消息一出，她
第一時間就在母親的催促下做了登記。“這就像救命稻
草，我現在的安全感已經被打破了，我相信祖國做事的效
率，很快就能讓我們回國。”她還特意在自己的社交媒體
上寫道：“感謝祖國，感恩生為中國人，我們要加油。”

一名兒子在蘭道夫馬克高中唸書的家長表示，她的兒
子是住校生，學校現在停課，孩子沒有辦法自己照顧自
己。家長為了確保兒子能回來，四月份定了各個時段五張
機票，加起來十幾萬元人民幣，但結果是全部被取消。現
在有了包機安排，她表示，簡直是幫助自己兒子早日回家
的最後一絲希望。

中國民用航空局飛行標準司副司長韓光祖6日介紹，
從3月4日到4月3日，民航共安排11架次臨時航班，協助
在伊朗、意大利和英國的1,827名中國公民回國，接回人員
主要以留學生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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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中新社報道，中國駐美
大使崔天凱華盛頓時間5日在《紐約時報》刊
文指出，圍繞疫情中美兩國間有一些不和諧的
聲音。“但現在不是相互指責的時刻，現在我
們需要團結合作、互幫互助。”

齊引領疫苗研發攻關合作
這篇題為《同舟共濟 定克時艱》的文章

說，此時此刻團結至關重要。要保持清醒、明
辨是非，對那些企圖煽動種族主義和歧視仇
外、把別國或別的種族當成替罪羊的愚蠢言行
說不。因為這樣的言行不僅會嚴重破壞中美當
前合作抗疫的努力，也將埋下猜疑甚至對抗的
禍根，將兩國的人民拖入險境，甚至殃及全
球。

文章表示，中方始終負責任地通報疫情信
息。中國建立了新冠肺炎疫情網上知識中心面
向所有國家開放。中美兩國衛生部門和防控專
家也一直保持着密切溝通。
文章認為，作為世界最大的兩個經濟體，

中美應該引領治療技術和疫苗研發國際攻關合
作，充分探討治療藥物技術共享，聯手幫助缺
乏醫療條件的國家，推動完善全球衛生治理。
此外，還要加強宏觀經濟政策協調，穩市場、
保增長、保民生，確保全球產業鏈和供應鏈開
放、穩定、安全。

華企全力生產美採購物資
文章介紹說，中方盡己所能，為包括美國

在內的有關國家提供支持，而位於美國疫情

“震中”的紐約州正是重點支持對象。目前，
中方正協助美政府在華採購抗疫物資。中國企
業加班加點，生產、交付紐約與全美採購的醫
療物資。華為向紐約州和華盛頓特區捐贈了數
萬件防疫物資。中資企業總計已向美捐贈150
萬隻口罩、20萬個檢測盒、18萬個手套及許多
其他防疫物資。

文章稱，不久前，中國也遭受了疫情的迎
頭痛擊，因此我們對美國人民的苦痛感同身
受。我們搏鬥過，付出了巨大犧牲，所以深知
這裡及世界各地抗擊疫情的艱難。我們銘記，
在最困難的時候世界各地的朋友給了我們慰藉
和幫助，其中很多是美國人，很多是紐約人。
現在我們也願真誠回報他們的善意，與他們共
渡難關。

崔天凱：中美需團結合作互幫互助

■■中國駐美大使館將安排包中國駐美大使館將安排包
機機，，優先接未成年留美學生回優先接未成年留美學生回
國國。。圖為中國留美學生與當地圖為中國留美學生與當地
同學和老師交談同學和老師交談。。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紐約市史坦頓島醫護人員收到紐約市史坦頓島醫護人員收到
美國華人團體及華人企業捐贈的美國華人團體及華人企業捐贈的
口罩口罩。。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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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何佩珊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文森）疫情全球大流行，
觸發各地疫苗競賽，據世界衞生組織的統計，截至上
月21日，全球有166項預防新冠肺炎的疫苗，其中24
項已進入臨床試驗階段。以中國、美國及英國的團隊
叮噹馬頭，爭取今年年底前推出疫苗。疫苗有望即將
面世，各地政府也爭相斥巨資預訂。

國家

中國

英國

英國

美國

俄羅斯

研發機構
軍事科學院軍
事醫學研究院
生物工程研究
所與康希諾生
物公司聯合開
發

牛津大學與藥
廠阿斯利康

英國政府資助在
蘇格蘭設廠的法
國疫苗生產商
Valneva研發疫
苗

美國藥廠輝瑞
（Pfizer）和德國
生技公司BioN-
Tech

加瑪利亞研究
所 （Gameleya
Institute）

最新進展
該疫苗(Ad5-nCoV)已
完成第二階段測試，正
開始第三階段測試，會
為9,000位志願者接種
測試疫苗，預料最快年
底會有結果。

該疫苗(AZD1222)利用
一種引起黑猩猩出現普
通感冒、病毒結構貌似
新冠肺炎的病毒，透過
基因工程模製而成。疫
苗已進入臨床二、三期
人體測試，廠方預料最
快10月問世，向全球供
應20億劑疫苗。藥廠已
和美國、英國、歐洲國
家敲定預訂合約。

已進入臨床試驗。

疫苗進行後期臨床人體
測試，最快10月向相關
監管部門申請最終審
查，計劃在今年年底前
生產一億劑疫苗。

俄羅斯政府指疫苗可於
本 月 獲 “ 有 條 件 批
覆”，而臨床試驗還需
要超過1,600名志願者
檢驗疫苗的安全性與成
效。若疫苗獲批，相關
企業或將於下月（9
月）起大規模投產。

港理大澳科大合研新冠疫苗將投產
800800萬劑留港澳萬劑留港澳 動物試驗成功無副作用動物試驗成功無副作用

■香港文匯報記者 詹漢基

新冠肺炎大爆發，全球確診人數逾

1,800萬人，香港亦正經歷第三波疫情，確

診數逾 3,500人，各地均急盼有效疫苗以解

燃眉之急。香港理工大學、澳門科技大學等

院校組成的研究團隊近日在疫苗研發取得重

大突破，專家在獼猴等動物身上試驗“重組

RBD蛋白疫苗”，發現有效預防新冠肺炎病

毒感染達 100%，且沒有副作用，現已與台

灣的疫苗廠商簽署合同，相信疫苗不久後將

可面世。團隊指日後若疫苗投產，期望能為

香港及澳門預留800萬劑，實行全民抗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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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組基因方式 疫苗易量產

香港理工大學
該款港產疫苗有望
問世，加上世界各

地藥廠的疫苗研發工作如火如荼，身兼香港
特區政府抗疫督導委員會專家顧問的香港中
文大學呼吸系統科講座教授許樹昌表示，今
年底至明年初將陸續有疫苗出爐，各地港府
目前已爭相預購疫苗，香港也不能“執輸”
（慢人一步），他將會向港府建議預購多款
疫苗。

他透露，香港衞生防護中心旗下兩個科
學委員會將參考藥廠提供的數據，在本月中
建議政府預購多款疫苗，並按藥廠的研發進
度決定是否繼續落訂單。他補充，原則上新
冠肺炎疫苗的採購工作與季節性流感疫苗相
若，專家們會建議對高危組別優先預購疫
苗。有病毒專家指出，疫苗研發是一場未到
最後不知成效的過程，安永（EY）會計事務
所生命科學領域的專家Alexander Nuyken也
曾估計，進入測試階段的新冠肺炎疫苗，約
九成最終失敗告吹，因為當疫苗注入人體所
產生的抗體存在不確定性，能否提供保護？
會不會發生不良反應？必須在通過動物試驗
和三期臨床試驗才能回答。

所以香港在採購疫苗時，應採取“大包
圍”原則，同時預購多款疫苗，萬一有疫苗
試驗中途失敗，也有其他疫苗作後備。

■香港文匯報記者 文森

■■許樹昌許樹昌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詹漢基）為抗擊新冠肺
炎疫情，全球各地正盡力研發疫苗，根據世界衞生
組織的資料顯示，全球研發中的新冠疫苗多達150
種，當中包括腺病毒載體疫苗、滅活疫苗、核酸疫
苗、減毒流感病毒疫苗載體製成的疫苗等。是次澳
科大率領的團隊研發的則屬“重組蛋白疫苗”。

澳門科技大學醫學院教授張康解釋指，新冠
病毒表面刺突（Spike）蛋白受體結合區域
（S-RBD）與宿主細胞受體血管緊張素轉化酶2
（ACE2）結合，介導宿主細胞進入。他表示，組
成S蛋白的氨基酸有2,000多個，並各自組成不同
的區域，其中最重要的正是今次研究重點
S-RBD。

“重組蛋白疫苗”是利用基因工程方式，產
生新冠病毒最有可能作為抗原的S蛋白，亦即是
S-RBD，將其注射到人體內，刺激人體產生抗體。
張康指出，團隊將S蛋白的所有區域逐個研究，發

現除了S-RBD外，其餘區域均會產生極強
的副作用，例如引起嚴重的炎症反應。

他形容，利用重組基因的方式開發
疫苗，是“最成熟的工業技術”，因
市面上流感疫苗、子宮頸癌疫苗等都
是利用這種方式開發，故此技術容易
量產，又不會產生副作用，“新疫
苗也許供應多個地區甚至國家，所
以要用最少的成本，生產最多的疫
苗。”

香港理大應用生物及化學科技學
系客座教授劉耀南補充指，團隊現正準
備進入臨床階段，“現時超時速來
做”，他相信生產該疫苗的生物技術方法
具有很高的成熟度和可行性，故有望進行大
規模量化生產，“若生產數量越大，成本就越
便宜，故新疫苗在價錢方面絕對有優勢。”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郭若溪 深圳報道）
上海市新冠肺炎醫療救治專家組組長、復旦大
學附屬華山醫院感染科主任張文宏表示，香港
目前的疫情還是在可接受範圍內，但現在也是
到了一個非常關鍵的時間節點，需要擴大檢
測、隔離感染者、嚴守社交距離，最近國家和
香港地區都非常重視香港疫情的防控，相信後
期來看會有成效，且逐漸降低對深圳的壓力。

近日，張文宏到深圳作主題講座，對新冠
肺炎防疫作了有關闡述。

他在講座中提到他對香港疫情的一個評
價，認為香港目前的疫情還是在可接受範圍
內，但現在也是到了一個非常關鍵的時間節
點，一旦疫情蔓延，會造成對醫療資源的擠
兌，會發生醫療資源吃緊的現象，而這個現象

會造成死亡率明顯地增高。
“要把檢測放在第一位，在最短的時間內

把檢測的能力提升到最大，盡一切可能最快最
精準地發現並找到病人。”他認為，香港專家
的防控水平在國際上領先，會密切關注香港疫
情防控，希望疫情能夠盡快得到控制。

張文宏表示，對這次疫情，內地最主要的
經驗和科學決策就是檢測：擴大檢測，實施管
控。北京出現疫情後，也是需要全國各地支
援，支援的就是檢測，使得北京的核酸檢測效
率大大提高，從一個醫院一天一千左右的檢測
量提高到一萬左右，通過充分的檢測發現病
人，是進行傳染病防治的第一步。“精準防
控，擴大監測，然後有效追蹤，找到病人和密
接者後進行隔離。這個經驗我認為是很重要

的，對其他城市也會產生示範效應。”
香港疫情引發關注，深圳更在短期內連續

升級對跨境者的防疫措施。對此，張文宏表
示，深圳對從口岸入境的旅客採取了非常到位
的檢測和隔離措施，而且有非常好的預警機
制，一旦觸發，可立即啟動精準防控。目前深
圳已經設置非常多的隔離點，也擴大了檢測能
力，也有很好的社區管理經驗，深圳下一步的
疫情走向應該沒有大的風險。

此外，張文宏還提到，如果有了新冠疫
苗，有三類人應優先注射。第一是患病率、病
死率最高的高危人群，即65歲以上的人應該全
面注射。第二是醫務人員等易感人群接種。第
三是學生等聚集人群優先接種。這三類人群接
種以後，應該鼓勵大家接種。

張文宏：港疫情已到關鍵節點

因應疫情持續惡化，全球各地的科研人
員均加緊研發相關疫苗，其中香港理

工大學、澳門科技大學及內地院校進行的
“以新冠病毒刺突蛋白受體結合域為靶點
的重組疫苗誘導保護性免疫力”的研究項
目，其突破性成果已於國際著名學術期刊
《自然》上發表。

疫苗如“香口膠”黏病毒
研究文章通訊作者、澳門科技大學醫

學院教授張康指出，新冠病毒利用表面突
出的刺突入侵宿主細胞，造成病毒感染。
理大應用生物及化學科技學系客座教授劉
耀南進一步解釋，病毒的刺突與細胞受體
的關係猶如“鑰匙”和“門鎖”，是次研
發的“重組RBD蛋白疫苗”則猶如“香口
膠”般黏住“鑰匙”，讓其無法插入“門
鎖”進入細胞，從而阻止病毒入侵。

張康表示，研究人員於小鼠、兔子和
獼猴等動物身上試驗，發現單劑注射後的
一兩星期內，動物能出現強烈而有效的抗
體反應，成功率高達100%且沒有任何副作

用，“免疫反應非常強”。他又指，未來
或可用於受免疫的血清治療受感染者，但
新疫苗在人類身上是否有相同的成功率、
能否抵抗病毒變異等問題，仍有待進一步
臨床試驗。

劉耀南透露，北美國家、港府均曾
與他聯繫，表明對新疫苗感到興趣。團
隊已和台灣最大的疫苗製造廠簽署合同
進行中小型生產，他已向廠商提出要
求，若成功研發新疫苗，需為港、澳兩
地預留800萬劑疫苗，協助兩地居民共同
抗疫。

臨床測試初始成本達億元
被問到相關疫苗的研發成本，團隊回

覆指，用於臨床測試的相關費用包括臨床
研究機構(CRO)、毒理學和試行工廠的初
始成本可以高達一億港元。若以十萬人參
與的大規模臨床試驗，及大規模製作來計
算，成本可高達五六億港元。不過，團隊
強調，與現有疫苗生產商合作，可使用既
有的基礎設施以節省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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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組RBD蛋白疫苗優勢

資料來源：香港理工大學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詹漢基

■在小鼠、兔子和獼猴等動物身上試
驗，發現單劑注射後的一兩星期內，能出現

強烈而有效的抗體反應

■動物實驗成功率高達100%

■沒有任何副作用

■重組RBD疫苗的生物技術亦成熟，可用於大規模
生產疫苗

■未來或可用受免疫的血清治療受感染者

■■左起左起：：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生物及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生物及
化學科技學系客座教授劉耀南化學科技學系客座教授劉耀南、、理理
大常務及學務副校長衞炳江大常務及學務副校長衞炳江、、澳門澳門
科技大學醫學院院長霍文遜及澳門科技大學醫學院院長霍文遜及澳門
科技大學醫學院教授張康介紹最新科技大學醫學院教授張康介紹最新
的新冠病毒疫苗研究的新冠病毒疫苗研究。。受訪者供圖受訪者供圖

��$

各國競研疫苗 最快年底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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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 南 新 聞 網 站 隆 重 推 出 5 大 板 塊 提 升 ,

 為 客 戶 ，  讀 者 提 供 了 更 好 的 瀏 覽 體 驗 。

（中央社）立委涉收賄案，台北地檢署上
週五兵分65路搜索、約談63人，並聲押10名
被告。台北地方法院歷經53 小時馬拉松式開
庭審理後，今天裁定立委蘇震清、廖國棟、陳
超明等7人羈押禁見。

檢調獲報，前太流公司負責人李恆隆涉嫌
透過是知管理顧問公司總經理郭克銘、統領百
貨第二代翁華利等人，行賄蘇震清、廖國棟、
陳超明、前立委陳唐山及徐永明等人，透過公
司法修法及施壓經濟部官員撤銷太流增資登記
等方式，企圖奪回SOGO經營權。

檢調查出，涉案的現任或前任立委收賄金
額高達新台幣數百萬元，甚至超過 2000 萬元
，蘇震清辦公室主任余學洋、廖國棟辦公室主
任丁華復及多名立委助理也涉案，涉嫌違反貪
污治罪條例不違背職務受賄罪及違背職務受賄
罪。

檢調循線另查出，立委趙正宇涉嫌透過郭
克銘收受寶塚公司負責人陳明瀚、展雲企業董
事長鍾克信賄賂，施壓營建署，將位於陽明山
國家公園區內的土地自管制區劃出，並變更為
殯葬用地。

台北地檢署指揮調查局北機站等單位監聽
、蒐證多時，並經過1個多月密集專案會議後
，7月31日上午動用7名主任檢察官率同27名
檢察官，指揮 10 個調查局處、站的調查官及
檢察事務官共230餘人，發動搜索、約談行動
。

檢調約談對象包括涉案前、現任立委等共
63人到案，當天晚間陸續移送北檢複訊，直到
1日上午7時，才將所有涉案人員移送完畢。
檢察官將23人列為被告，1日凌晨諭令陳唐山
50萬元交保。

檢方先後諭令翁華利 200 萬元、鍾克信
100萬元、李恆隆姐姐李秀峰50萬元、陳明瀚
30萬元交保；時代力量副秘書長林鈺傑、陳超
明辦公室主任梁文一、蘇震清助理洪思佳、郭
克銘秘書郝毓汶各以10 萬元交保；徐永明助
理李承值、陽明山國家公園管理處長劉培東、
被告陳虹羽各以5萬元交保。被告劉家瑜請回
。

北檢1日晚間認定蘇震清、廖國棟、陳超
明、趙正宇、徐永明、李恆隆、郭克銘；蘇震
清辦公室主任余學洋、廖國棟辦公室主任丁復
華、趙正宇辦公室主任林家騏等10 人，涉嫌
行、收賄，犯罪嫌疑重大，且有逃亡、勾串之
虞，向法院聲請羈押禁見。

由於被告人數多、案卷繁複，法官、律師
需要時間閱卷，北院安排 10 名被告在候審室
過夜，2日將案情分為兩部分，各由朱家毅、
翁儀齡兩名法官分別召開羈押庭。

翁儀齡審理後，2日晚間裁定林家騏羈押
禁見，諭令趙正宇100萬元交保，並限制出境
、出海及限制住居；SOGO案情部分，朱家毅
訊問李恆隆、郭克銘、陳超明、徐永明到深夜
結束，所有被告在候審室待第2晚。

北院3日上午繼續召開羈押庭，接著訊問
余學洋、蘇震清、丁復華、廖國棟，接著再問
李恆隆，當天晚間9時許訊問完畢。法官諭知
將於今天下午2時30分宣示裁定。8名被告在
候審室度過第3晚。

北院今天下午裁定蘇震清、廖國棟、陳超
明、余學洋、丁復華、李恆隆、郭克銘7人羈
押禁見，徐永明則獲 80 萬元交保。北檢表示
，將對趙正宇、徐永明交保裁定提起抗告。

收賄案檢院接力開庭 3名立委羈押禁見

（中央社）法務部行政執行署各分署今天同
步舉辦123聯合拍賣會，拍定金額總計達新台幣
7109萬餘元。

行政執行署發布新聞稿指出，因應2019冠狀
病毒疾病（COVID-19，武漢肺炎）疫情緩解，
各分署先前暫停處理的動產拍賣將陸續恢復正常
。

新聞稿提到，這次拍賣動產包括汽車、股票
、藍寶石男戒、地墊、隨行電風扇、護貝機、法

式餐具及運動鞋等拍定金額合計261萬2166元；
不動產拍賣部分，各分署拍定金額總計為6848萬
餘元。

台北分署表示，變賣日前專案執行違規攤商
欠費大戶所查封的生活雜貨及服飾等，其中200
元起的手推車14台完銷，短袖圓領T恤1400多件
全數賣出。今天總計動產及不動產拍定金額合計
為3090萬餘元。

行政執行署聯合拍賣 進帳7109萬元

（中央社）立委涉嫌收賄案，台北地方法院
今天認定，立委蘇震清、廖國棟、陳超明等7人
均涉犯重罪，賄賂金額龐大，共犯均否認犯罪，
有串證之虞，因此裁定羈押禁見。

台北地檢署偵辦立委涉嫌收賄案，聲押10名
被告。台北地方法院今天下午裁定立委蘇震清、
廖國棟、陳超明及蘇震清辦公室主任余學洋、廖
國棟辦公室主任丁復華、前太流負責人李恆隆、
白手套郭克銘羈押禁見；徐永明則獲新台幣80萬
元交保。

根據北院裁定書，李恆隆、郭克銘均涉嫌貪
污治罪條例違背職務行賄罪、不違背職務行賄罪
；蘇震清、余學洋、廖國棟、丁復華涉嫌貪污治
罪條例違背職務受賄罪。

北院指出，經詳細比對監聽譯文、帳冊、交
易明細、資金流向等，7名被告涉貪犯罪嫌疑重

大，且被告均否認犯罪，所涉罪名重大，賄賂金
額龐大，若被法院判決有罪確定，重罪可期。

北院表示，本案涉及國會議員，賄賂金額及
因此影響的經濟利益亦龐大，危害國家法益甚大
，另考量本案蒐證不易，涉案人數眾多且位居要
職或有相當財力及影響力，為避免被告與他人勾
串，有羈押禁見的必要。

北院裁定書中也提及，根據監聽譯文，蘇震
清、廖國棟、陳超明應有不據實陳述的情形；另
根據證人證述，廖國棟就李恆隆委託的事項，長
期、極多次施壓經濟部相關人員，並造成承辦人
員極大壓力。

裁定書提到，蘇震清、余學洋疑有偽造證據
的情形，蘇震清的行為也造成經濟部人員極大壓
力，他位居要職，有深厚人脈，有與證人或共同
被告串證的可能性。

3立委羈押北院：賄賂金額龐大有串證之虞

（中央社）立委涉嫌收賄案，檢方聲押10人。台北地方法院今天下午裁定立委蘇震清、廖
國棟、陳超明及被告余學洋、丁復華、李恆隆、郭克銘羈押禁見；前立委徐永明則獲80萬元交
保。

廖國棟委任律師吳兆原表示，對結果感到遺憾，會依法提起抗告，廖國棟因信仰基督教，
庭內得知結果心情平靜。李恆隆委任律師劉緒倫表示，將提起抗告。

徐永明委任律師陳恆寬接受媒體聯訪表示，非常感謝法官明查，徐永明後續會配合檢察官
的偵查，徐永明心情平靜，堅信自己的清白，交保金將由他的家人籌款。

媒體提問，徐永明是否收受200萬元政治獻金、有沒有收錢等問題，陳恆寬表示，並沒有
這個事情。

對於徐永明被法官裁定交保，台北地檢署表示，將提起抗告。
同樣涉收賄案被聲押的無黨籍立法委員趙正宇，法官於2日深夜已裁定新台幣100萬元交

保，並限制出境、出海、住居；趙正宇辦公室主任林家騏則被裁定羈押禁見。
檢調調查，李恆隆涉嫌自民國102年起透過是知管理顧問公司總經理郭克銘等人，行賄立

委蘇震清、廖國棟、陳超明、陳唐山、徐永明等人，施壓經濟部官員撤銷太流增資登記，企圖
奪回SOGO經營權。趙正宇則涉嫌收賄，護航殯葬業者。

台北地檢署於7月31日展開搜索、約談行動後，諭令陳唐山新台幣50萬元交保，另11名
被告分別以5萬元至200萬元不等金額交保，1名被告請回。檢察官並以有逃亡、勾串之虞聲押
10名被告。台北地院經過53小時的馬拉松式訊問，下午做出裁定。

蘇震清廖國棟陳超明羈押禁見 徐永明80萬交保

追思李登輝追思李登輝 陳菊赴台北賓館致意陳菊赴台北賓館致意
前總統李登輝辭世前總統李登輝辭世，，為讓國人追思緬懷李登輝為讓國人追思緬懷李登輝，，總統府在台北賓館設置追思會場供民眾悼念總統府在台北賓館設置追思會場供民眾悼念

。。監察院長陳菊監察院長陳菊（（後左後左））44日上午率監委們前往會場致意日上午率監委們前往會場致意。。

黃偉哲視察防汛道路工程黃偉哲視察防汛道路工程全程戴口罩全程戴口罩
台南市從台南市從44日開始為期日開始為期22週的室內戴口罩宣導期週的室內戴口罩宣導期，，市長黃偉哲市長黃偉哲（（中中））上午前往永康區視上午前往永康區視

察大灣排水整治及防汛道路工程時全程戴口罩察大灣排水整治及防汛道路工程時全程戴口罩，，接受媒體聯訪時也沒有拿下口罩接受媒體聯訪時也沒有拿下口罩。。

颱風遠離港口爆人潮颱風遠離港口爆人潮綠島恐有近千人無法返回綠島恐有近千人無法返回
颱風哈格比遠離颱風哈格比遠離，，海上交通恢復海上交通恢復，，原滯留綠島的遊客原滯留綠島的遊客44日急著回台灣日急著回台灣，，因只有因只有1313船班船班，，恐有恐有

近千人持續滯留近千人持續滯留，，上午綠島南寮漁港擠滿人潮上午綠島南寮漁港擠滿人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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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中時間 MON. TUE. WED. THU. FRI. SAT. SUN.

3 4 5 6 7 8 9

00:00-00:30

00:30-01:00

01:00-01:30 美南經濟信息廣場 (重播) 生活 (重播)

01:30-02:00 生活 (重播)

02:00-02:30

02:30-03:00

03:00-03:30

03:30-04:00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04:00-04:30 深度國際 (重播) 輕談國學歌風雅  (重播) 

04:30-05:00 華人故事 (重播)

05:00-05:30

05:30-06:00 美南經濟信息廣場 (重播) 

06:00-06:30 中國緣 (重播) 生活 (重播)

06:30-07:00 深度國際 (重播)

07:00-07:30 華人故事 (重播)

07:30-08:00

08:00-08:30

08:30-09:00

09:00-09:30

09:30-10:00 輕談國學歌風雅  (重播) 輕談國學歌風雅  (重播) 

10:00-10:30

10:30-11:00

11:00-11:30

11:30-12:00

12:00-12:30 記住鄉愁 (重播)

12:30-13:00 中國緣 (重播)

13:00-13:30 美南經濟信息廣場 (重播) 

13:30-14:00 生活 (重播)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14:00-14:30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記住鄉愁 深度國際

14:30-15:00 記住鄉愁 (重播) 中國緣 華人故事

15:00-15:30

15:30-16:00

16:00-16:30 輕談國學歌風雅  (重播) 輕談國學歌風雅  (重播) 

16:30-17:00

17:00-17:30

17:30-18:00

18:00-18:30

18:30-19:00

19:00-19:30

19:30-20:00 美南經濟信息廣場 生活 深度國際 (重播)

20:00-20:30 生活 (重播) 外國人在中國 華人故事 (重播)

20:30-21:00

21:00-21:30

21:30-22:00 輕談國學歌風雅

22:00-22:30 記住鄉愁 (重播)

22:30-23:00 外國人在中國  (重播)

23:00-23:30

23:3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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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亞洲  (重播)

海峽兩岸
中華醫藥

今日關注

今日亞洲

遠方的家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中華醫藥  (重播)
海峽兩岸 (重播)

中華醫藥  (重播)
今日關注 (重播)

今日亞洲 (重播)

中華醫藥  (重播)
海峽兩岸 (重播)

中華醫藥  (重播)
今日關注 (重播)

今日亞洲  (重播)

中國文藝  (重播)

轉轉發現愛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海峽兩岸 (重播)
中華醫藥  (重播)

今日關注 (重播)

中國文藝 (重播)

美南大咖談  (重播)

光鹽健康園地  (重播)
美南經濟信息廣場 

(重播)

轉轉發現愛 (重播)

體育報導 (重播)
美南經濟信息廣場  

(重播)

中國地名大會

轉轉發現愛 (重播)

中國地名大會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中國地名大會  (重播)

中國輿論場 (重播)

遠方的家 (重播) 國家回憶  (重播)

國家回憶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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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南大咖談 (重播)

光鹽健康園地 美南經濟信息廣場

光鹽健康園地 (重播)

中國文藝 (重播) 國家回憶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轉轉發現愛

國家回憶

光鹽健康園地  (重播)
美南經濟信息廣場 

(重播)
體育報導 (重播)

美南經濟信息廣場  
(重播)

體育報導 (重播)

體育報導 美南經濟信息廣場

美南新聞聯播 (直播)

中國文藝  (重播)

央視國際新聞 (重播)

美南大咖談  (重播) 轉轉發現愛 (重播)

遠方的家央視國際新聞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美南新聞聯播 (重播)

美南經濟信息廣場 
(重播)

美南大咖談  (重播)

中國地名大會  (重播)

中國文藝

美南經濟信息廣場  
(重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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